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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ꎬ 具有现代文明转向与社会主义创新的世界历史意义ꎮ 立足唯物史观的当

代视野ꎬ 阐发中国道路引领的现代文明转向与社会主义创新的历史逻辑与价值理念ꎬ 把握思想中的新时代ꎬ
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思想自觉ꎬ 为当今世界格局变革与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理念与

中国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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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是引领现代文明转向与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世界历史事件ꎬ 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世界历史意义ꎮ 现代中国已不是传统社会的 “中国之中国” 与 “亚洲之中国”ꎬ 而是当今全球化大

变局中的 “世界之中国”ꎮ 中国在 ２０ 世纪以来现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及影响与日俱升ꎬ 不

仅与举世瞩目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复兴的中国奇迹有关ꎬ 更与中国道路所引领的现代文明转向与社

会主义创新的历史大势契合ꎮ 立足唯物史观的当代视野ꎬ 阐发中国道路引领的现代文明转向与社会主

义创新的历史逻辑与价值理念ꎬ 把握思想中的新时代ꎬ 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思想

自觉ꎬ 为当今世界格局变革与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理念及中国方案ꎬ 这是在新时代阐发中国道路应

有的历史视野与思想立场ꎮ

一、 中国道路与现代文明转向的历史逻辑

　 　 现代文明变革通常是指由西方率先启动的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社会革命ꎮ 西方社会经由文

艺复兴、 地理大发现、 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 科技革命、 工业革命、 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等一系列社会

变革ꎬ 形成了西方模式的现代文明ꎬ 在资本逻辑推动下构建了资本主义社会ꎬ 并通过殖民主义全球扩

张ꎬ 形成了 “东方屈从于西方” 的现代世界格局ꎮ 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ꎬ 推动了西方模式主导的资

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深刻转向ꎬ 开启了现代世界格局的历史性变革ꎮ
１. 中国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转向

马克思基于对西欧社会历史变革经验的考察ꎬ 认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或者现代文明即资本

主义文明ꎬ 资本主义成为现代文明的代名词ꎮ 马克思开始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视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

世界历史变革ꎬ 但马克思晚年通过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入思考ꎬ 认为现代历史发展存在着跨越资

本主义 “卡夫丁峡谷” 的可能性ꎮ 马克思主义把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聚焦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ꎬ 在

世界历史的开创中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文明ꎬ 探寻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与新文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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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唯物史观的考察ꎬ 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ꎬ 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内部孕育了不断

消解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ꎮ 马克思指出: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ꎬ 不

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ꎮ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ꎮ”① 资本

主义的发展史ꎬ 同时也是不断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运动史ꎮ 以往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

命ꎬ 虽然时有爆发ꎬ 如法国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甚至包括俄国革命实践ꎬ 但始终没能找到真正超越资

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ꎮ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试图建立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ꎬ 但由于俄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

以及列宁的去世ꎬ 使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并未能探索出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ꎮ
斯大林及后继者更关注的是如何建立和巩固苏联国家政权ꎬ 立意并非在于自觉创建一种真正超越资本

主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ꎮ 实际上苏联后来对内的高度专制和对外的殖民主义、 霸权主义行径ꎬ
更表明了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与曲折性ꎬ 这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重大历史课题ꎮ 这一重大历

史课题的根本问题在于: 如何才能探寻到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实现社会主义

的创新发展ꎮ 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ꎬ 其重大历史使命与世界历史意义也正在于此ꎮ
考察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ꎬ 正是中国道路让中国这一东方古老文明焕发了生机活力

并实现了现代化的新生ꎬ 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ꎬ 开启了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新

境界ꎮ ２０ 世纪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一直艰辛探索革命与现代化的中国道路ꎬ 从毛泽东探

索 “中国革命道路” 与 “中国式的现代化”ꎬ 经过邓小平坚持 “走自己的路ꎬ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ꎬ 到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了新时代ꎮ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ꎬ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ꎬ 是根植于中国大地、 反映

中国人民意愿、 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ꎬ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ꎮ”② 中国道路探索的实质ꎬ 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

方向ꎬ 通过实践探索ꎬ 创建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ꎬ 为人类文明真正走向世界历

史时代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ꎮ 中国道路的创新实践ꎬ 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及传统社会主义

模式的双重超越ꎬ 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ꎮ
２. 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

中国道路实践探索中的重大问题ꎬ 就是要回答 “什么是社会主义ꎬ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的基本问题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考察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揭示了走

向未来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ꎬ 由于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ꎬ 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创建不可能提出具体

规划ꎬ 需要历史实践做出现实的回答ꎮ 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表明ꎬ 能否自觉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并推进社会主义创新ꎬ 决定着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命运ꎮ 毛泽东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

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道路的开创性探索ꎬ 为探索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

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ꎮ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 “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

义ꎬ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ꎮ 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ꎬ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ꎮ”③ 邓小

平指出: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ꎬ 而我国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ꎬ 就是不发达的

阶段ꎮ”④ “社会主义的本质ꎬ 是解放生产力ꎬ 发展生产力ꎬ 消灭剥削ꎬ 消除两极分化ꎬ 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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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 “邓小平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ꎬ 用新的思

想观点ꎬ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ꎬ 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ꎬ 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

水平ꎮ”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既不照搬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西方模式ꎬ 也不照搬传统社会主义

的苏联模式ꎬ 而是坚持解放思想ꎬ 实事求是ꎬ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ꎬ 开创了社会主义创新发展

的新篇章ꎮ
中国道路的探索ꎬ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统一的伟大实践ꎮ 马克思

主义经典理论主要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ꎬ 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ꎬ 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

明ꎬ 需要通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历史实践来作出回答ꎮ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革命与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ꎬ 正是中国道路探索的历史与理论起点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探索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ꎬ 形成了邓小平理论ꎬ 标志着中国道路探索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ꎮ 经过 “三个代

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ꎬ 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ꎬ 形

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ꎬ 标志着中国道路探索的重大创新ꎮ
习近平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ꎬ 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ꎻ 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ꎬ 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ꎻ 意味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 制度、 文化不断发展ꎬ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ꎬ 给世界

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ꎬ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② 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ꎬ 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ꎬ 契合了中国社会

现代化发展的需要ꎬ 避免了成为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附庸ꎬ 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模式ꎬ
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经验ꎬ 开创了当代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新境界ꎮ

二、 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价值理念

　 　 中国道路引领了现代文明转向ꎬ 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超越ꎬ 为

当代社会主义创新发展提供了价值理念ꎮ 深入总结和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价值理念ꎬ 成

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课题ꎮ
１. 中国道路的自主发展理念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主宰自己的命运、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发展道路ꎮ 邓小平指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ꎬ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 就是因为

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ꎮ 否则ꎬ 只能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ꎬ 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

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③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ꎬ 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

办”ꎬ “独立自主ꎬ 自力更生ꎬ 无论过去、 现在和将来ꎬ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ꎮ④ 中国道路在革命与社

会主义建设、 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阶段都贯穿着自主发展的主导理念ꎮ 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ꎬ 追求的目标正是建立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ꎬ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ꎬ 终结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内忧外患的命运ꎮ 历史表明ꎬ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照搬别国革命的模式ꎬ 不是盲从共产国际的主张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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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立足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ꎬ 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ꎮ 中国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ꎬ 在学

习借鉴世界先进经验的同时ꎬ 决不放弃独立自主的主张ꎬ 不追随新自由主义的 “华盛顿共识”ꎬ 不相

信 “历史的终结”ꎬ 不盲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ꎬ 也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ꎬ 而是选择了自

主融入全球化的改革开放战略ꎬ 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ꎮ 雷默指出: “中国人希望

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全球未来ꎬ 并使其具有地方特色ꎮ 这使他们本能地反对那种后华盛顿共识的解决方

案ꎬ 使他们自始至终远离第一世界的经济建议ꎬ 北京决意找到自己的道路ꎮ”① 这就需要我们旗帜鲜

明地坚持社会主义的自主发展道路: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ꎬ 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详尽的

蓝图ꎬ 而是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方向的视野? 有没有不相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睿智? 有没有不折不挠地

迈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勇气? 有没有不断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新途径的胆略?”② 自主发展是中国道

路探索的主导性理念ꎬ 放弃了独立自主性ꎬ 就丧失了坚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战略定力ꎮ
２. 中国道路的人民本位理念

人民本位是中华文明的政治传统ꎬ 也是中国道路的价值立场ꎮ 人民性是革命、 建设、 改革、 发展

成功的根本保证ꎬ 中国道路探索的成功充分印证了坚持人民本位的政治智慧ꎮ 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

命ꎬ 成功探索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ꎬ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ꎬ 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伟大事业ꎮ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ꎬ 始终把人民答应不

答应、 人民拥护不拥护、 人民满意不满意、 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ꎮ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提出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ꎬ 要求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ꎮ 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以

人为本的理念ꎬ 要求 “利为民所谋ꎬ 权为民所用ꎬ 情为民所系”ꎮ 胡锦涛指出: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

以民为本ꎬ 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ꎮ 早在千百年前ꎬ 中国人就提出 ‘民惟邦本ꎬ 本固邦宁’、 ‘天地之

间ꎬ 莫贵于人’ꎬ 强调要利民、 裕民、 养民、 惠民ꎮ 今天ꎬ 我们坚持以人为本ꎬ 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

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ꎬ 关注人的价值、 权益和自由ꎬ 关注人的生活质量、 发展

潜能和幸福指数ꎬ 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ꎮ”③ 习近平指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ꎮ 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ꎬ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ꎮ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ꎬ 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

民ꎬ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ꎬ 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ꎬ 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ꎬ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ꎮ”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ꎬ 自觉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ꎮ
３. 中国道路的开放兼容理念

开放兼容是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ꎬ 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文化基因ꎬ 也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独特优

势ꎮ 中国历史上无论对来自印度的佛教、 对西方文明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中国化方式的吸收兼

容ꎬ 还是对现代世界文明中市场经济、 科学技术、 管理制度、 政治文明以及学术思想的吸收消化ꎬ 充

分表明中华文化一直是追求 “和而不同”、 文明互鉴的开放性文明体系ꎮ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自主融入

全球化的进程中ꎬ 以解放思想的时代精神反对教条主义ꎬ 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实现自我革新ꎬ 将当

代世界先进文明吸收兼容ꎬ 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ꎮ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探索ꎬ 正是中

国向世界开放兼容的创新实践ꎮ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１８ 年年会发表题为 «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

领未来» 的主旨演讲中指出ꎬ 中国人民始终上下求索、 锐意进取ꎬ 坚持立足国情、 放眼世界ꎬ 既强

调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又注重对外开放、 合作共赢ꎬ 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

革方向ꎬ 既 “摸着石头过河” 又加强顶层设计ꎬ 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ꎮ 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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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敞开胸襟、 拥抱世界ꎬ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ꎬ 打开国门搞建设ꎬ 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

位开放的伟大转折ꎬ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ꎬ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

中国贡献ꎮ① 我们应始终秉持开放兼容理念ꎬ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ꎬ 推动全球化

时代人类文明的包容性发展ꎮ
４. 中国道路的学习创新理念

学习创新是中华文明自强不息的深层动力ꎬ 也是中国道路成功的重要法宝ꎮ 雷默指出ꎬ “北京共

识” 的第一个定理是 “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ꎬ “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ꎬ “创新社会有

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气氛”ꎮ 雷默认为: “邓小平的两点主张极其重要ꎮ 第一点ꎬ 允许试验和

失败ꎮ 第二点ꎬ 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是ꎬ 政策行动的结果通常难以预料ꎮ 毕竟ꎬ 促成迅

速的和向前的变化的这种合力ꎬ 过去往往会导致中国分裂ꎮ 这说明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国家控制ꎬ 以便

制止失败的试验ꎬ 防止造成过于严重的损失ꎮ”② 中国道路的核心概念就是 “从创新和公正中得到极

具影响的实力”③ꎮ 解放思想为学习创新提供了前提ꎬ 使各种人为的教条和牢笼得以破除ꎬ 空前深刻

地解放了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ꎬ 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ꎮ 在探索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道路时ꎬ 毛泽东在学习继承的同时勇于创新ꎬ 开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ꎮ 邓小平指出ꎬ 资本主

义也有计划ꎬ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ꎬ 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ꎬ 要勇于学习一切先进文明建设社会主

义ꎮ 社会主义新文明就在于比资本主义文明拥有更强的学习创新能力ꎮ 江泽民指出: “创新是一个民

族进步的灵魂ꎬ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ꎬ 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ꎮ”④ 提倡理论创新、
知识创新、 科技创新、 体制创新、 文化创新等全面创新体系ꎬ 从中升华出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的指导

理念ꎮ 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ꎬ 鼓励自主创新ꎬ 建立

创新型国家ꎮ 习近平更加注重学习创新的重大意义ꎬ 明确提出了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ꎬ 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ꎮ 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

新事业ꎬ 不学习就没有动力ꎬ 不创新就没有活力ꎮ 中国人民依靠学习创新ꎬ 有信心、 有能力开创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ꎬ 不仅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ꎬ 也必将惠及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ꎮ
５. 中国道路的和谐共存理念

和谐共存是中华文化的价值传统ꎬ 也是中国道路的价值追求ꎮ 中国文化的和谐共存智慧ꎬ 使中华

文明成为对内具有凝聚整合能力、 对外具有涵容同化能力的包容性文明体系ꎮ “和谐是最优的共在策

略ꎬ 因为和谐最充分地体现了合作最大化、 冲突最小化的共在原则ꎮ”⑤ 中国道路的探索ꎬ 在当代彰

显着和谐共存的人间正道ꎮ 雷默认为: “如果说创新是 ‘北京共识’ 第一个定理的核心ꎬ 那么第二个

定理就是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ꎮ 资本过去 ２０ 年在中国造成的问题促使中国的

决策者和领导人寻求一种新的 ‘协调的’ 经济发展ꎮ”⑥ 邓小平将和平与发展确认为当代世界的主

题ꎬ 坚持和平共处的和平发展道路ꎮ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ꎬ 主张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ꎮ 习近

平指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

界ꎮ 要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ꎬ 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ꎬ 走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

国交往新路ꎮ 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 以协商化解分歧ꎬ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ꎬ 反对一切

形式的恐怖主义ꎮ 要同舟共济ꎬ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ꎬ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

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ꎮ 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ꎬ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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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ꎮ 要坚持环境友好ꎬ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ꎬ 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

地球家园ꎮ”① 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ꎬ 正是中华和谐共存文化的当

代传承与创新ꎬ 必将深远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ꎮ
中国道路蕴含的价值理念ꎬ 共同构成了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 自主发展是中国立场ꎬ 坚持走自己

的路ꎬ 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ꎬ 引导中国道路坚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ꎻ 人民本位是中国

价值ꎬ 这是中华文明的政治传统ꎬ 对人民性的坚守是中国道路的根本价值取向ꎬ 昭示中国道路是开辟

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事业ꎻ 开放兼容是中国气度ꎬ 这是中华文明继往开来、 守正创新的文化特质ꎬ 赋

予中国道路以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的胸襟来兼容同化一切世界先进文明ꎻ 学习创新是中国方法ꎬ 在当

代形成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超越自我、 勇于革命的时代精神ꎬ 成为中华文

明走向复兴的重要法宝ꎻ 和谐共存是中国道统ꎬ 倡导天下为公与命运一体ꎬ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ꎬ 倡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ꎬ 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理念ꎮ 中国道路蕴含的价

值理念ꎬ 实质是对西方现代文明观的超越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建ꎮ “从国际的视角看ꎬ 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成就的取得也吸引了国外各种各样审视和分析的目光ꎬ 从而凸现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比较意

义ꎮ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ꎬ 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

更多是一种价值问题ꎮ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ꎬ 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ꎮ”② 中国道路的

价值理念ꎬ 从社会关系上注重平等共享ꎬ 从国际关系上注重合作共赢ꎬ 从文明关系上注重开放互鉴ꎬ
从人类自身关系上注重命运一体ꎬ 从人与自然关系上注重和谐共存ꎬ 关注人民幸福ꎬ 提升生命境界ꎬ
促进社会文明进步ꎬ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ꎮ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ꎬ 为民族谋复兴ꎬ 为世界谋大同ꎮ”③ 雷默指出: “如今ꎬ 这个国

家发现自己不仅拥有一些经济手段来帮助这个世界ꎬ 还拥有另外一个手段ꎬ 那就是它的典范作用ꎮ”④

这种典范作用正是中国道路的价值观所具有的影响力ꎬ 这就需要我们坚守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ꎬ 自觉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行价值奠基ꎮ

三、 中国道路与新时代创新发展的思想自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为中国道路在新时

代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ꎮ 深入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道路实践探索的

重大意义ꎬ 推进新时代创新发展的思想自觉ꎬ 从而为当代世界格局变革与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中国

经验与中国智慧ꎮ
１. 中国道路与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自觉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ꎬ 阐发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价值旨

趣ꎬ 这为中国道路指明了根本方向ꎮ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前行的精神信念ꎬ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代化、 大众化、 世界化ꎮ 习近平指出: “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
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ꎬ 不可能一成不变ꎬ 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ꎮ 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ꎬ “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ꎬ 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ꎮ 坚

持马克思主义ꎬ 坚持社会主义ꎬ 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ꎮ”⑤ 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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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ꎬ 为中国道路在新时代的发展创新进行了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ꎬ 需

要在实践探索中推进理论创新ꎬ 实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创建ꎮ
第一ꎬ 新时代传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ꎮ 立足唯物史观的当代视野ꎬ 深入阐发马克思主义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逻辑ꎬ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

践经验做出理论总结ꎬ 深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理论实质

与核心要义ꎬ 阐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观、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观、 世

界大变局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观等新时代中国理念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意义ꎬ
激发当代马克思主义穿透重重迷雾解答时代重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与思想活力ꎬ 赋予其鲜活的当代性

与生命力ꎬ 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ꎮ
第二ꎬ 关注世界大变局与人类发展命运的思想自觉ꎮ 把握当代世界格局变革与人类思想观念的革

新ꎬ 特别是把握人工智能革命、 智慧社会来临引发的社会文明形态革命及意识形态创新趋势ꎬ 把新时

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立足现实生活实践ꎬ 注重时代性、 人民性、 创新性、 思想性、 学理性、 全球

性的理论阐释ꎬ 塑造新时代的时代精神与价值理想ꎬ 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思想自觉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提供思想指引ꎮ
第三ꎬ 回应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挑战的建构自觉ꎮ 以新自由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 第三条道路为代

表的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诸多挑战ꎮ 主动回应西方意识形态提出的挑战ꎬ 需要

立足马克思主义当代视野开展深入比较ꎬ 融通古今中外文化ꎬ 拓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 政

治内涵、 文化内涵、 精神内涵、 思想内涵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ꎬ 发挥其在

当代社会的思想引领ꎬ 提升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 阐释力、 引导力和感召力ꎬ 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

的实践建构ꎮ
第四ꎬ 注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话语自觉ꎮ 话语体系是时代精神的理念表达ꎬ 话语体系创新

引领时代观念的变革ꎮ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重大课题ꎬ 就是必须反映新时代的精神要求ꎬ 探讨构

建新时代的经济基础、 制度保证、 价值体系、 文化精神与社会生活等现实生活基础ꎬ 把握改革开放和

全球化进程中人们的心理认同、 情感认同、 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ꎬ 提高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ꎬ 讲

好中国故事ꎬ 传播中国声音ꎬ 塑造中国形象ꎬ 阐释中国特色ꎬ 提供中国理念ꎬ 自觉推进新时代马克思

主义话语体系构建ꎮ
２. 中国道路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

中国道路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ꎬ 从深层次影响着当

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ꎮ 习近平指出: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

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ꎮ” “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 发展脉络、 基本走向ꎬ 讲清楚中

华文化的独特创造、 价值理念、 鲜明特色ꎬ 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ꎮ”① 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发展ꎬ
需要处理好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和实现创新发展的关系ꎬ 从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吸取营养ꎬ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 价值理想、 道德精髓融入到当代社会生活实践之中ꎬ 使

之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源头活水ꎬ 成为当代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精气神”ꎮ
我们一度在现代化进程中忽视甚至贬低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ꎬ 使民族精神培育和价值理想教育

缺少了民族文化的坚实根基ꎮ 人民有信仰ꎬ 民族有希望ꎬ 国家有力量ꎮ 一个民族成功的现代化是建立

在对其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础上ꎬ 割断了与传统文化的历史联系ꎬ 最终导致文化传承的割裂

和文化价值的迷失ꎮ 中国道路的自信需要从文化价值层面进行奠基ꎬ 文化价值的自信是中华民族立于

不败的信心之源ꎬ 是推动中国道路发展创新的精神根基ꎮ 在新时代我们要自觉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７中国道路: 现代文明转向与社会主义创新的思想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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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 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文明的现实构建ꎮ
第一ꎬ 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文明的现实生活根基ꎮ 只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ꎬ 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ꎬ 增进人民福祉ꎬ 才能让人民安居乐业ꎬ 才能让社会淳风化俗ꎬ 才能使人民在满足物质生活

需求的基础上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文明构建的自觉性ꎮ 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

德文明构建ꎬ 要切实把民生改善、 人民福祉增进与道德素养提升内在结合起来ꎬ 强基固本ꎬ 筑牢社会

主义价值观与道德文明构建的现实生活基础ꎮ
第二ꎬ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ꎬ 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ꎮ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ꎬ 需要文化教

育作为先导性的促进要素和保障条件ꎬ 以此来开发民智ꎬ 提升国民素质ꎬ 保障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权

益ꎬ 从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文化教育支撑ꎮ 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ꎬ 有文化不等于有

教养ꎬ 需要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在人格塑造中的基础性地位ꎬ 坚持立德树人ꎬ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ꎮ
第三ꎬ 社会风气的改善需要健全民主法治的社会治理ꎮ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ꎬ 没有法治也没

有社会主义ꎬ 良好的社会风气有赖于民主法治的社会治理ꎮ 社会风气的改善ꎬ 要重视以民主法治为核

心的良好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ꎬ 增强社会治理能力ꎬ 创造安定团结、 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ꎬ 为新时代

的道德文明建设提供治理体系的制度保障ꎮ
第四ꎬ 人文教化与道德修养是维系世道人心的根本ꎮ 世道的改善重在人心的改善ꎬ 净化社会风气

要从净化人心开始ꎬ 让人的心灵充满友善ꎬ 让光明的德性得以开显ꎮ 通过人文教化与道德修养ꎬ 从人

的内心播种道德的种子ꎬ 启发良知ꎬ 崇德向善ꎬ 塑造社会良好风尚ꎬ 弘扬社会正能量ꎬ 使国人精神振

奋、 价值自立、 信仰坚定ꎬ 推进新时代世道人心的建设ꎮ
马克思曾指出: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ꎬ 是表现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ꎮ”① 习近平强调: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ꎬ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ꎮ”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伟大构

想ꎬ 是解答当代世界重大问题的时代良知ꎬ 是源于中华文化精神和新时代精神提出的中国理念ꎬ 体现

了新时代中国道路探索对当代共同体构建的使命自觉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ꎬ
需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ꎬ 为当代共同体构建进行思想奠基ꎮ 中华文化的当

代价值ꎬ 既体现着中华性又体现着人类性与世界性ꎬ 中华文化必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中

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新境界ꎮ 人无德不立ꎬ 国无道不兴ꎬ 需要创造性地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陶冶

心灵ꎬ 涵养德性ꎬ 变化身心气质ꎬ 提升生命境界ꎮ 我们既不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而拒斥传统ꎬ 也不能

崇洋媚外而盲目推崇西方价值观ꎬ 而是要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世道人心的重建提供中国智

慧ꎮ 中国道路的文化影响力与中华文明应有的世界地位还不相称ꎬ 需要立足新时代深入开拓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空间ꎬ 探索中国道路的理论形态、 治理体系、 文明形态与精神价值ꎬ 从理论与实

践、 道路与制度、 文化与价值等层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ꎬ 从科学性与价值性、
现实性与超越性、 理论性与实践性、 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内在统一中推进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实践创新ꎮ
当代人类社会发展正处于大变革的关键时期ꎬ 没有思想引领ꎬ 世界就会迷失方向ꎬ 未来就会没有希

望ꎮ 站在新时代ꎬ 怀抱新使命ꎬ 展望新文明ꎬ 这是现代文明转向与社会主义创新的世界历史时代ꎮ 伟

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ꎬ 中国道路在新时代的实践探索ꎬ 需要有引领现代文明转向与社会主义创新

发展的思想自觉ꎬ 以开创世界格局变革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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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当代中国哲学正面临自身叙事方式的两难与多元价值选择的尴尬ꎬ 马克思主义、 自由主义和现

代新儒家都对当代中国哲学建构提出了立场性观点ꎮ 但问题在于ꎬ 我们需抛开立场的隔阂ꎬ 在跨文化的时

代背景下ꎬ 重新客观思索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ꎬ 以及哲学建构的创新性探索ꎮ 当代中国哲学建构

应以 “问题” 为导向ꎬ “文化自觉” 为基础ꎬ 在多元对话中保持内在文化的主体性与平和冷静的文化心态ꎬ
在 “尊重差异” 与 “共同隶属” “主体与资源” 的方法论指引下ꎬ 面向世界、 面向他者建构一种开放的中

国哲学ꎮ
关键词: 文化自觉ꎻ 面向他者ꎻ 对比与外推ꎻ 当代中国哲学ꎻ 现代新儒家ꎻ 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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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哲学学术体制下的 “中国哲学” 建构与 “中国哲学史” 书写ꎬ 是晚近中国哲学界无法回

避的问题ꎮ 这一问题的焦点于华夏哲学人所背负的文明传统与当下所置身的当今世界文明主流之间的

尴尬与冲突ꎮ 面对这种 “父子骑驴” 的尴尬ꎬ 本文尝试以文化自觉与面对他者为核心问题ꎬ 对中国

哲学建构做一方法论上的探索ꎮ

一、 文化续命与魂不守体: 中国当代哲学思想的尴尬

　 　 “中国哲学” 的建构以及作为它谱系的 “中国哲学史” 的书写ꎬ 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ꎮ 这个事件

起源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无法独立地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和政教体制的建构的历史事实ꎮ 随着科举废

除ꎬ 西式的现代学术体制及其现代学人ꎬ 依照西方学术分类原则重构中国传统学问ꎮ 哲学、 中国哲

学、 中国哲学史ꎬ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国传统文化之生命力的枯竭ꎬ 已然成

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ꎬ 于是 “文化续命” 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化 (中国现代哲学) 的一项基本任务ꎬ
也就是以 “西学” 续 “中学” 之命ꎮ 其极端者乃是要用 “西学” 换 “中学” 之命ꎮ 于是乎来自于西

方的各种主义思潮流行于现代中国ꎬ 并力图在各种主义思潮的视野下重新诠释和建构所谓的 “中
学”ꎮ 但被引入的主义思潮与华夏文化主体之间始终处于魂不守体的状态ꎬ 这令中国当代哲学思想陷

入情非得已的尴尬境地ꎮ

９




１ 西学与经学———中国哲学史叙事的两难

中国哲学史的叙事方式折射出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自我认知、 问题视域与价值定位ꎮ 诚如李翔海教

授所言 “特定形态的哲学内容总是与特定形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联属为一体的”①ꎮ 不仅如此ꎬ
哲学史的叙事方式还与时代思潮、 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关性ꎮ 中国哲学界始终存在着 “中
国哲学” 究竟是不是 “哲学” 的讨论ꎬ 其争论的焦点在于: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中国哲学史的

叙事方式ꎬ 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事件ꎮ １９１９ 年胡适所著 «中国哲学史大纲 (卷上) » 被学界普遍认

为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的标志ꎮ 胡适认为 “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ꎬ 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

史ꎬ 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ꎬ 不能构成适当的系统”②ꎮ 以胡适为开端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史

是建立在西方哲学方法、 形式和逻辑上的 “在中国发现的西方哲学”ꎮ 沿着胡适的叙事方式ꎬ 冯友兰

分别于 １９３１ 年和 １９３４ 年出版了 «中国哲学史» (上下卷)ꎮ 相较于胡适、 冯友兰基本厘定了中国

“哲学” 内容的统一标准ꎬ 采用宇宙论、 人生论和知识论的三分法来定义中国哲学ꎬ 并梳理了中国哲

学史的主要流派ꎮ 从胡适到冯友兰ꎬ 中国哲学史的叙事 “完成了从 ‘疑古’ 到 ‘释古’ꎬ 从 ‘汉学’
到 ‘宋学’ꎬ 从 ‘评判’ 到 ‘同情’ 的转变”③ꎬ 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运用也逐渐更为贴切圆融ꎮ 尽

管今日有诸多学者对 “在中国发现的西方哲学” 这种现代化叙事方式持批判和否定态度ꎮ 但不可否

认的是ꎬ 西方哲学化的中国哲学史叙事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过程中最具有生命力和开创意义的模

式ꎬ 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导地位ꎬ 直接影响了学界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构

认知、 话语系统、 问题意识及价值定位ꎮ
此外ꎬ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中国哲学史西学化叙事的另一重要模式ꎮ １９３５ 年李石岑所著 «中国

哲学十讲»ꎻ １９３６ 年范寿康所著 «中国哲学史通论»ꎻ １９６２ 年冯友兰所著 «中国哲学史新编» 和

１９６３ 年任继愈主编 «中国哲学史»④ 是 “以马释中” 这一叙事模式的主要代表著作ꎮ “以马释中” 的

主要特点在于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为基础ꎬ 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

思想ꎬ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对中国哲学史进行重新梳理和评价阐释ꎮ 对此ꎬ 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认

为ꎬ 教条地利用马列主义ꎬ 犹如将马列主义变成一张表格来筛选和框定中国哲学ꎬ 这样会将中国哲学

史沦为马列主义的注脚ꎬ 令中国哲学丧失自身的独立性ꎮ 而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则进一步认为ꎬ 这种

教条式的诠释方式ꎬ 不仅是 “以马释中” 的问题ꎬ 而且是 “自胡适以下一切以西方的主义研究中国

哲学的学者的通病”⑤ꎮ 针对因西方哲学被赋予了某种思想的普遍性而导致中国哲学的尴尬处境ꎬ 李

翔海教授指出: “中国哲学系统与西方哲学系统之间在精神特质方面客观存在的巨大张力ꎬ 这就不仅

不可能充分体现出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ꎬ 而且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肢解、 扭曲、 贬抑中国哲学的情

况ꎮ”⑥ 如果西学的路径不能如实展现中国哲学史全貌ꎬ 那么ꎬ 我们又将如何展开中国哲学史的叙事

呢? 很多学者主张回归中国哲学自身ꎬ 唤醒中国哲学的自主与自觉ꎮ 在胡适以前ꎬ 谢无量曾于 １９１６
年出版 «中国哲学史» 一书ꎬ 该书采用 “经学” 的叙事方式ꎬ 以一个中国经学家的立场ꎬ 将中国哲

学史分为上古、 中古和近世三个时期ꎬ 完整、 系统的梳理并阐释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史ꎬ 他以道同理同

为依据ꎬ 力图用中国式的理解诠释中国哲学史ꎬ 被很多学者评价为 “以中释中” 的代表ꎬ 其著作系

中国哲学史叙事的开山之作ꎬ 是中国第一部系统、 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述ꎮ 谢无量之后ꎬ 陆懋德和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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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也是 “经学” 叙事的主要代表人物ꎮ 钟泰于 １９２９ 年出版 «中国哲学史» 一书ꎬ 他强调中国哲学史

的叙事要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ꎬ 用中国特有的语言方式及问题视域还原中国哲学史全貌ꎮ 他的中

国哲学史是以史传的体例来叙事ꎬ 以同情了解的态度来论述ꎬ 总结各门派思想的基本要旨ꎬ 探究他们

的历史脉络并做以比较ꎮ
如此一来ꎬ “中国哲学史” 面临着另一个严峻的问题: 即如此别具中国特色的 “经学” 叙事方

式ꎬ 如何在公共学术平台上与西方哲学或其他学科进行交流? 其价值定位、 问题视域、 概念框架、 话

语系统乃至书写规范都无法在普遍意义上达成公共认知范围内的认同与理解ꎮ 如果单纯以 “经学”
的方式叙事中国哲学史ꎬ 无疑将中国哲学史隔离在近现代公共的学术视野之外ꎮ 因此ꎬ 在这个意义

上ꎬ 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史的叙事陷入到 “西学” 与 “经学” 两难的尴尬之中ꎮ
２ 马克思主义、 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家———中国当代哲学架构的多重价值选择

马克思主义、 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三大主流思潮ꎮ① 从总体上说ꎬ 他们集中

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于中国社会该如何发展? 中国文化将走向何方? 展开来看ꎬ 诸如现代政教体制的合

法性问题、 社会的现代化模式以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建构问题都是争论的主要内容ꎮ 三大主流思潮围

绕上述问题展开多次论战ꎬ 但近年来逐渐走向互动渗透、 转换融合ꎬ 在 “离合之间” 形成了中国现

代哲学和文化思潮的主要格局ꎬ 并正在深刻影响着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ꎮ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真理” 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

来ꎬ 在 “辩证” 与 “历史” 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ꎬ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ꎮ 在如何实现中

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上ꎬ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ꎬ 走出了一条 “综合创新”
的道路ꎬ 即张岱年和方克立所主张 “古为今用ꎬ 洋为中用ꎬ 批判继承ꎬ 综合创新”②ꎮ 马克思主义者

批判传统文化中的 “糟粕”ꎬ 但并不反对民族性且十分推崇中国特色的优秀民族文化ꎻ 批判全盘西化

论ꎬ 但并不反对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ꎮ 总体而言ꎬ 马克思主义者在中西之间采取了一种 “扬弃” 的

态度ꎬ 即从中国国情出发ꎬ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导下ꎬ 博采中西文明的精华ꎬ
与马克思主义、 与时代精神融合创新ꎬ 期望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ꎮ

自由主义者对文化的态度显然要比马克思主义者激进许多ꎬ 作为西方文明延续下来的思想传统ꎬ
他们核心思想系主张尊重个人自由、 崇尚文化多元、 秉承科学主义ꎮ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基

本持批判态度ꎬ 激进者甚至对其全盘否定ꎮ 自由主义中的激进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存在着必

然冲突ꎬ 因此必须用西方文化全面改造甚至直接取代中国文化ꎬ 以改头换面式的西化换得中国文化的

现代化重生ꎮ 而自由主义中的温和派则主张传统文化尚有所长ꎬ 西方文化确有所短ꎬ 以中国文化为本

位ꎬ 面向西方多元、 开放的吸收与批判也不失为走向文化现代化的一条康庄大道ꎮ
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ꎬ 现代新儒家旗帜鲜明地扛起了守护民族文化传统的大旗ꎮ

支撑现代新儒家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在于ꎬ 现代必须是连结着传统的现代ꎬ 传统于今时乃至未来都仍然

具有重要价值ꎬ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备开出现代性文化的必要资源ꎮ 尤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ꎬ 现代新儒

家尽管常以 “文化保守主义” 的姿态出现ꎬ 但其与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在现代性的追求上别无

二至ꎬ 三者的差异在于模式的不同选择ꎮ 现代新儒家追求的现代性是从民族文化自身转化、 创发与建

构的现代性ꎮ 在现代新儒家看来ꎬ 中国文化在精神层次上高于西方文化ꎬ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文

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ꎬ 西方文化的主要成就在于物质文明层面ꎬ 如果对西方文化有选择性地加

以吸收ꎬ 再顺应时代需求重新发掘、 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宝贵精神ꎬ 那么中国文化现代化将走出一

条具有中华民族特色、 超越西方现代性弊端的ꎬ 更具有融合性的现代化道路ꎮ
综上所述ꎬ 中国当代哲学建构正在多重价值选择中对立与融合ꎮ 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下三个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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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相关的问题: 其一ꎬ 中国当代哲学的建构是否必然要建立在某种哲学立场之上? 其二ꎬ 尽管三大思

潮正在对峙与分歧中走向融合ꎬ 甚至有学者主张 “三流合一”ꎬ 但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否

已经超过中国当代文化所面临的问题本身? 其三ꎬ 中国当代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 是否有

一种哲学方法可以超越三大思潮的分歧ꎬ 直面问题本身?

二、 张力与平衡: 中国当代哲学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

　 　 为了避免哲学价值选择之争的纷扰掩盖中国当代哲学所应面临的真实问题本身ꎬ 我们需要暂且抛

却立场上的派别划分ꎬ 直面跨文化背景下中国当代哲学建构所无法回避的主要问题ꎮ
１ 科技与人文的张力与平衡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今天ꎬ 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哲学建构的必要环节之一ꎮ 两者关

系的背后ꎬ 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ꎮ 从理论形态上来看ꎬ 科技与人文同属于

文化系统ꎮ 但自近代西方科学逐步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开始ꎬ 科技与人文便各自在更加疏离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ꎬ 以至于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ꎬ 维特根斯坦认为它们分

属于不同的语言游戏系统ꎬ Ｃ Ｐ 斯诺用 “两种文化” 来形容它们之间的关系ꎮ① 事实上ꎬ 我们必须

看到在实践层面两者之间的互动密不可分ꎮ 如何在自有张力中重塑两者之间的平衡ꎬ 将是我们讨论的

重要议题ꎮ 在科技为人们带来丰富物质文明的同时ꎬ 我们已经意识到伴随其而来的消极影响ꎬ 表现在

人文方面主要包括: 第一ꎬ 当科技愈发以真理性、 客观性和实效性获得普遍肯定的同时ꎬ 其自身已然

被推崇为社会一切理趣的评判标准ꎬ 科技人员的价值观念对社会整体价值取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

影响ꎮ 这意味着ꎬ 人文层面的多样性、 丰富性和可能性将遇到化约主义和单一性、 客观性的重创ꎮ 第

二ꎬ 当人以实验者、 操控者ꎬ 或进一步说主宰者的眼光来审视自然世界ꎬ 人就丧失了主体与他者

(他人和自然万物) 之间的内在感通ꎬ 工具理性取代价值意义的结果即体现为ꎬ 物质生活的便捷丰富

与主体内心的空虚孤独形成鲜明对比ꎮ 第三ꎬ 当科技成为世间通行的法则ꎬ 人文学者难免试图将人文

领域变得更加 “科学化”ꎬ 比如穆勒就曾尝试运用归纳法预测和控制人文现象的发生ꎮ 历史、 文学和

哲学等诸多人文学科也都在科技时代的大背景下ꎬ 不同程度地被科技所穿透ꎬ 价值中立和工具理性直

接影响了人文学科的丰富性和想象空间ꎮ 另一方面ꎬ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ꎬ 科技的发展也为人文进步带

来了新的向度ꎮ 人从自然的服从者转变为建设者ꎬ 人格境界得到提升ꎬ 也逐渐关注到人与自然开放、
统一的人文需求ꎻ 社会更加健全、 资源更加丰富、 分配更加合理ꎬ 个体开放程度更高ꎬ 社会正走向更

高的和谐程度ꎬ 在科技引领的时代下ꎬ 正在形成一种更加开放、 深刻、 务实和重创造的人文精神ꎮ
今日所言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张力与平衡ꎬ 已不单纯是积极与消极方面的结构调和ꎬ 而是在全球化

大背景下的动态发展问题ꎮ 科技以其客观性、 真理性、 普遍性和实效性直接跨域了异质文化的障碍ꎬ
日渐形成全球化共识ꎬ 反观人文领域ꎬ 则因跨文化交流间难以攻破的差异壁垒而显得举步维艰ꎮ 所

以ꎬ 在建构中国当代哲学的过程中ꎬ 我们在平衡科技与人文两者关系的同时ꎬ 也必须注意到跨文化交

流的时代背景ꎬ 将科技与人文置于动态的、 互动的全球化进程中考量ꎮ
２ 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与接续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产生分歧的焦点之一ꎮ 近年来ꎬ 尽管双方都在走

向互摄融合ꎬ 但基本立场大抵仍有区别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在谈及中国文化的现

代化建设上ꎬ 都不同程度的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ꎬ 将传统等同于儒家ꎮ 事实上所谓现代化的概念的确

来自西方ꎬ 而儒家确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ꎮ 但我们想强调的是ꎬ 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与接续问

题ꎬ 不仅仅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的原生差异ꎬ 更不是儒家文化对现代性社会的水土不服ꎬ 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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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儒家文化开出现代性精神的问题ꎮ 抛开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的立场ꎬ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本

质即为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问题ꎬ 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ꎬ 我们需要从下述三个层面将问题进一步澄

清: 第一ꎬ 当今日谈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时ꎬ 中国文化自身是否依然是 “传统的”? 换句话说ꎬ
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二者关系问题的提出始自近代ꎬ 至今已有百

年ꎬ 今天的中国文化样态是否依然如昨? 第二ꎬ 对于今日中国来讲ꎬ 到底如何界定 “现代”? 民主与

科学、 理性化与主体化是否能够涵盖今日 “现代” 的全部涵义? 第三ꎬ 文化的发展与政治体制建构

是否存在着必然的生成关系? 一种文明的优劣ꎬ 是否可以通过综合国力的强弱加以判断? 具体来讲ꎬ
如果我们将传统等同于儒家文化ꎬ 将现代等同于西方文化ꎬ 他们之间是否必然存在着优劣的比较?

总体而言ꎬ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与接续是不同学派主观的判断和叙事表达ꎮ 文化有其内在的发

展动力和趋势轨迹ꎬ 犹如四季变换、 草木枯荣ꎮ 回顾历史ꎬ 我们将会清晰地看到每个时代不同的文化

特色ꎬ 这就是文化内在的自生力ꎬ 它将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ꎬ 如果一定要将 “传统” 与

“现代” 赋予涵义的话ꎬ 最适切的表达莫过于时间逻辑ꎮ 因此ꎬ 在时间的逻辑中ꎬ 我们无法言说断

裂ꎮ 另外ꎬ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原生的、 本土的、 不可变基因ꎬ 这种基因构成了世界文明的多样

性ꎬ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ꎬ 我们根本无法判断哪一种基因更优秀ꎬ 哪一种文化更先进ꎬ 唯有尊重

差异ꎮ
３ 文化交流与文化自觉的统一

在跨文化背景下ꎬ 文化交流与文化自觉的统一显得尤为重要ꎮ 文化交流已经成为文化生存的必

然ꎬ 一方面ꎬ 世界经济、 政治的全球化已经带来文化的全球在地化 (ｇｌｏ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ꎻ 另一方面ꎬ 伴随

着人类文明的进步ꎬ 今日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敢妄称自己具有绝对的优越性ꎬ 文化与文化之间、 学科与

学科之间都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ꎬ 期予通过交流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提升空间ꎮ 在此基础上ꎬ 如何自觉

面对本民族文化就成为一个别具价值和基础意义的重要问题ꎮ 无论是中国哲学史叙事的两难ꎬ 还是三

大主流思潮的多重价值选择都蕴含着文化自觉的问题ꎮ 一种文化如果没有自觉ꎬ 就意味着它并不清楚

自身的文化地位、 历史价值和使命责任ꎬ 因此也不会对自身有清醒的觉知、 对历史有深入的反省、 对

未来有准确的预判ꎮ 要建立文化自觉ꎬ 首先ꎬ 要具备文化自知ꎮ 知其然ꎬ 也要知其所以然ꎮ 在多元文

化的对比中、 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ꎬ 衡量、 比较而得文化自我之地位、 特色和内容ꎮ 其次ꎬ 要树立文

化自信ꎮ 自信不等于自我肯定ꎬ 而意味着对历史自我的接纳与认同、 对当下自我的信任与磨砺、 对未

来自我的期许与希望ꎮ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是从文化历史的低谷中铿锵前行ꎬ 是对文化主体能动性

的肯定ꎮ 最后ꎬ 要唤醒文化的主体性ꎮ 正确对待多元文化他者ꎬ 在文化交流中省察己身ꎬ 站在历史

的、 辩证的角度提升自我ꎻ 正确对待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交错ꎬ 在时代变幻中找到应负的文化使命和责

任ꎮ 只有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ꎬ 多元文化才具有真正意义上交谈的可能性ꎮ 而文化交流也将进一步促

进文化主体的自觉和提升ꎮ

三、 文化自觉与面向他者: 中国哲学的未来展望

　 　 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ꎬ 每种哲学方式都不得不与他者展开对话ꎮ “面向世界、 面向现代化、 面向

未来ꎬ 是全社会为之认同的理性价值追求ꎮ”① 当来自异质文明的思想资源冲击我们原有的文化模式ꎬ
作为文化主体就必须形成一定的方法论自觉ꎮ

１ “对比” 与 “外推” 的方法论

“对比” 与 “外推” 的方法论援引自我国台湾地区新士林哲学家沈清松教授ꎮ 他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提出跨文化哲学的建构策略ꎬ “对比” 与 “外推” 是他的具体方法论ꎮ 沈清松所谓 “对比是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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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差异与互补、 连续与断裂、 采取距离与共同隶属之间的互动关系与辩证前进”①ꎮ “ ‘对比’ 是

指一种在不同事物ꎬ 甚或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富于张力的构成ꎬ 以及连续性和断裂性

的交互律动与辩证发展ꎬ 最终将导向不同事物或哲学传统之间真正的相互丰富ꎮ”② 沈清松认为在主

体之外存在着多元他者ꎬ 主体与多元他者共同隶属于某一整体ꎮ 他将 “对比” 置于 “结构” 和 “动
态” 的横纵时空中考量ꎮ 从 “结构对比” 来看ꎬ 共时性下主体与多元他者、 多元他者彼此之间都存

在着不分高下、 不辨优劣的差异ꎬ 它们在差异中相互关联、 互相补充、 多元互动、 共同提升ꎬ 共同隶

属于同一整体之中ꎬ 彼此并不孤立ꎮ 从 “动态对比” 来看ꎬ 即将 “结构对比” 置于流动的贯时性之

中ꎬ 在延续与断裂、 传承与创新的历史演进中变化、 协调、 开放和提升ꎮ 沈清松还将 “对比” 分为

“经验” “历史” 和 “存有” 三个层次ꎬ 将人的主体性纳入到多元他者的互动之中ꎬ 以 “对比” 显现

主客体之间、 不同时代与历史经验之间、 存有与可能性之间的演进律则ꎮ 三者呈环形ꎬ 按照经验－历
史－存有的逻辑双向递进ꎮ 总体而言ꎬ 沈清松所言 “对比” 是尊重差异、 肯定关联ꎬ 在时空之轴上促

进多元他者之间的协调、 丰富和提升ꎬ 以创造更大丰富性的可能ꎮ “对比” 不仅是客观事体的演进律

则ꎬ 也关乎人的主体性ꎬ 是人获得经验、 参与历史、 显现存有的一种方法ꎮ
“外推” 是 “对比” 哲学的实践策略ꎬ 即在 “对比” 的基础上ꎬ 走出自我、 走向多元他者、 走

向别异ꎬ 他的意义在于使多元他者彼此之间能够达成真正的理解与互动ꎬ 从而最终实现彼此的丰富与

提升ꎮ “外推” 的首要前提是 “语言习取”ꎬ 通过语言的习得ꎬ 获得走入多元他者意义世界的可能ꎬ
也获得交换信息、 彼此互动的基础ꎮ “外推” 的三个步骤分别为 “语言外推” 即将自我用他者可理解

的语言表达ꎻ “实践外推” 即将某一社会组织中的文化系统置于另一社会脉络中运作ꎬ 以检视其可普

化性ꎻ “本体外推” 即通过对实在本身的迂回ꎬ 得以进入另一微观世界、 文化世界或宗教世界ꎮ 今天

我们在跨文化哲学的视域下理解 “外推” 很重要的二点在于: 第一ꎬ “外推” 并不是将丰富的多元他

者进行综合或统一ꎮ 对沈清松而言ꎬ 每一个他者都是不可替代且独一无二的可能世界ꎮ 主体在走出自

我、 走向他者的过程中ꎬ 并不是为了将多元他者整齐划一ꎬ 而是在差异中返观自身以实现更大的丰富

性ꎮ 第二ꎬ 主体走向多元他者的过程ꎬ 是无私慷慨、 自觉开放、 不求回报的过程ꎮ 沈清松强调ꎬ 只有

无私慷慨ꎬ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与创造ꎮ
２ 文化自觉: 从方法论到心态

从 “对比” 到 “外推”ꎬ 主体从 “存在自觉” 走向 “多元他者”ꎬ 其旨归在于真正的理解、 主动

的自觉、 相互的尊重、 和谐的互动与自我的提升ꎮ 沈清松为当下中国哲学的建构提供了一条十分适切

的理论方法和平和冷静的文化心态ꎮ
一是以 “问题” 为导向ꎬ 建构一种 “主体” 与 “资源” 的方法论体系ꎮ 我们认为ꎬ 建构一种哲

学并不需要 “立场”ꎬ 而应以 “问题” 为导向ꎮ 进一步说ꎬ 今日在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过程中ꎬ 我们

应尽量避免将学派之争凌驾于问题之上ꎬ 尽量避免以综合各学派观点为方法来解决当代中国哲学的困

境ꎮ 首先ꎬ 按照沈清松 “对比” 哲学的观点ꎬ 多元他者之间并不存在着高低或优劣的等差ꎮ 我们无

需因政治或经济的因素来衡量一种文化究竟为先进还是落后ꎬ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文化是否符合我们

的时代ꎬ 是否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ꎮ 所有的文化ꎬ 无论中西、 古今都是今日文化建构之资源ꎮ 取舍不

在乎优劣ꎬ 而在乎需求ꎮ 其次ꎬ 当谈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时ꎬ 我们正在面临着哪些问题? 从人自身

的生存困境来看ꎬ 我们需要解决环境污染、 主体异化、 价值空虚的难题ꎻ 从文化的多重价值选择困惑

来看ꎬ 我们需要解决传统与现代内在张力与融合过渡的问题、 凝聚和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灵魂的问题ꎻ
从全球化、 跨文化交际的大背景来看ꎬ 我们还需要解决中国文化交往姿态、 跨文化互动策略及未来世

界性新型文化的建构问题ꎮ 当然ꎬ 这不足以涵盖当代哲学建构所面临的全部问题ꎬ 但我们希望引起重

４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

①
②

沈清松: «沈清松自选集»ꎬ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５４ 页ꎮ
沈清松: «跨文化哲学论»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６ 页ꎮ



视的是 “问题意识”ꎬ 对时代问题的反思、 对人自身生存困境的觉醒才是哲学建构的核心内容ꎮ 最

后ꎬ 在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过程中ꎬ 我们还需要关注到 “人” 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ꎬ “对比” 不仅是

客观事体的演进律则ꎬ 也关乎人的主体性ꎮ 因此我们尤其要注意主体的自觉性和能动性ꎮ 以 “问题

为导向”ꎬ 在 “主体与资源” 的结构中ꎬ 放弃 “立场”、 博采众长、 自觉积极的创造出符合时代需求

的文化样态ꎮ
二是以 “文化自觉” 为基础ꎬ 在多元对话中保持内在文化的主体性与平和冷静的文化心态ꎮ “对

比” 的前提是对自我的觉醒ꎮ 在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ꎬ 我们必须清楚ꎬ 中国人才是中国文化创造

的主体ꎮ 这意味着主体可以立基于时代ꎬ 博采众长ꎬ 解决国人所面临的人文困境ꎬ 但并不等同于用他

者价值衡量或替代时代民族主体性ꎮ 我们在上一部分谈及建构一种哲学并不需要 “立场”ꎬ 因为 “立
场” 本身便意味着某种根本观点和价值取向ꎮ 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现代新儒家本身都带有某种根

深蒂固的价值标尺ꎬ 这不利于文化内在主体性的建立ꎮ 我们强调的 “主体性” 是根基于时代的文化

创造主体性ꎬ 是自觉能动的价值选择ꎬ 是主体真正走入多元他者ꎬ 再返观自身所获得的内在丰富和

提升ꎮ
从 “对比” 哲学出发理解 “文化自觉” 意味着一种平和冷静的文化心态ꎮ 一方面ꎬ 我们需要重

申的是ꎬ 多元他者之间并无等差ꎮ 每一个他者都是独一无二、 不可替代的丰富世界ꎮ 所以尽管 “五
四” 以来ꎬ 传统文化备受诟病ꎬ 但我们不可妄自菲薄ꎮ 另一方面ꎬ “对比” 在共时性与贯时性的交错

中川流不息ꎬ 我们要深信中华传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的勃勃生机ꎮ 它早已根植在每一名华

夏儿女的心中ꎬ 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行为ꎮ 在时代的变迁中ꎬ 传统文化可能会变换新的样态ꎬ 但

它绝不会消失ꎬ 更不会丧失自身的生命力ꎮ 只要中国人存在ꎬ 中国文化的魂就一定会在ꎮ 因此ꎬ 在当

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中ꎬ 切不可急功近利ꎬ 因 “护本” 之心而迷失了方向ꎮ
３ 在 “尊重差异与共同隶属” 的前提下ꎬ 面向他者重建一种开放的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与世界多元文化共同隶属于今日跨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ꎮ “走向他者” 已经成为哲

学建构的必然选择ꎬ 而不是锦上添花的表面形式ꎮ 在全球化的促进下ꎬ 我们必须关注到世界多元哲学

的差异存在ꎬ 通过同情的了解和双向外推ꎬ 在博采众长的资源摄取中ꎬ 打破学派立场和价值判断ꎬ 以

问题为导向、 以主体为起始、 以时代为背景ꎬ 超越单一哲学传统为未来哲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普化

性和可能性ꎮ
慷慨地走出自我ꎬ 真诚地走入陌生多元他者ꎮ 在 “对比” 与 “外推” 中达至彼此的尊重和理解ꎬ

自我的丰富和提升ꎮ 平和地面对传统基底ꎬ 对自身文化不做极端的排斥、 激进的改造或保守主义似的

停留ꎻ 冷静地向异质文明开放ꎬ 在吸收人类共同文明精华的同时ꎬ 绝不东施效颦般追赶、 也不妄自菲

薄式的自卑、 更不故作精深高冷、 抱残守缺ꎮ 面向他者开放的中国哲学是兼容并蓄、 海纳百川的哲

学ꎬ 是慷慨无私、 不拘一格的哲学ꎬ 是与时俱进、 针砭时弊的哲学ꎬ 是未来具有超越性、 世界性和可

普化的哲学ꎮ
总而言之ꎬ 文化自觉与面向他者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必然选择ꎮ 在自觉中ꎬ 我们需重新

体认主体文化ꎬ 建立文化自信并肩负起文化发展的责任和历史使命ꎮ 在开放中ꎬ 我们需采取 “主体

与资源” 的方法ꎬ 平和冷静地面对多元差异与共同隶属ꎬ 摒弃攻乎异端的哲学立场ꎬ 走出一条 “综
合创新” 的平和中庸之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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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荆雨ꎬ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ꎬ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哲学与儒家哲学ꎮ

道通为一: 中国哲学之
共同体观念及其价值理想

荆　 雨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摘要: 现当代西方共同体思想的根基是其原子论思维以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和 “敌对思维”ꎬ
表现为 “既患失之、 又患得之” 的矛盾心态ꎬ 因之对更大范围的世界共同体或人类共同体持有一种根本的

怀疑态度ꎮ 中国古代哲学重合一、 重整体ꎬ 世界在道的通性上感通为一、 一心体天地万物之理ꎻ 其 “以道

观之” “和而不同” 的主张则成为共同体存在的精神根源ꎻ 其成己—成人为一体、 立人达人为核心的主张

亦足以成为共同体实现的价值基础ꎮ 有此心性修养与天下胸怀ꎬ 中国人才能真诚地、 切实地提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主张并在实践上不断推进ꎮ
关键词: 中国哲学ꎻ 共同体ꎻ 对立思维ꎻ 整体观ꎻ 道通为一

中图分类号: Ｂ２２２ꎻ Ｄ８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０１６－０８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 国内的多个重要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ꎬ
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路径作了深入阐述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 “坚持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我们所欲深入思考和揭橥的是: 为什么中国人能真诚地、 切实地提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主张并为此共同体的实现而不懈努力? 为什么西方共同体主张表现为 “让我欢喜让我忧”
的矛盾对立心态? 我们认为ꎬ 中国古代哲学中蕴涵着丰富的共同体观念ꎬ 此观念体现着中国人对人类

和世界存在的根本看法及价值主张ꎮ 中国人的共同体思想具有深厚的哲学与文化根基ꎬ 是渊源有自的

“一贯之道”ꎮ 中国人依其万物一体、 通而为一的思想方式理解并自觉而有意识地实践着人类命运共

同体主张ꎮ “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等ꎬ 是中国人真实和本然的共同体主张ꎮ 有

此世界观基础、 天下胸怀与价值主张ꎬ 我们方能对他人、 他物的存在价值和命运存有真诚的关切与担

当ꎬ 乃可实现人类整体、 宇宙整体的和谐共荣ꎮ

一、 西方的共同体主张及其思维基础

　 　 共同体问题是中西文明共同关注的问题ꎮ “共同体” 的内涵和特征非常丰富ꎬ 其分类亦是纷繁复

杂ꎮ 从根本上说ꎬ 共同体问题总是指向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ꎮ 不同的共同体观念体现着对于人、 人类

存在方式的不同的看法和主张ꎬ 也即体现出不同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方式ꎮ 在这种意义上说ꎬ 世界各文

明、 文化都会包含着各具特色又彼此关联的共同体思想ꎮ 现当代的共同体主张既具有现当代问题的视

域与关切ꎬ 又必然是对其共同体思想传统的继承和超越ꎮ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城邦共同体问

题ꎬ 认为人只有在城邦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中才能实现其本性ꎮ 现代政治哲学家霍布斯、 洛克等人主

６１




张ꎬ 人必然要超越自然状态而在国家、 政治共同体中存在ꎮ 西方学者也主张ꎬ “一个人如果仅仅过着

个人生活 (像奴隶一样ꎬ 不让进入公共领域)ꎬ 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①ꎮ 然而ꎬ 在当代多数

西方学者那里ꎬ 共同体则成为一个 “让我欢喜让我忧” 的事物ꎮ 此对于共同体的矛盾心态又是基于

其根深蒂固的思维基础而形成ꎮ
１ 西方学者对于共同体的矛盾心态

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认为ꎬ “共同体” 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ꎬ “靠本质意志建

立的 ‘共同体’ 是有机的整体”②ꎮ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指出ꎬ 人们对于共同体面临着矛盾

或两难的选择: 失去共同体ꎬ 意味着失去安全感ꎻ 得到共同体ꎬ 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ꎮ 最终ꎬ “确
定性与自由之间的争执ꎬ 因而还有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争执ꎬ 永远也不可能解决ꎬ 并因而可能会在将

来漫长的时间里长期存在ꎮ”③ 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首先承认人类在地球上 “共同生存” 的现

实ꎬ 但他又指出大家几乎 “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的矛盾处境: “我们只有失去我们的认同才能共同生

存ꎬ 反之ꎬ 若回头走社群的老路ꎬ 则又会因此而要求社会是同质的、 纯洁的和统一的ꎮ”④ 西方政治

哲学中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论争的焦点是共同体与个人关系问题ꎮ 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权利优先ꎬ 社群

主义则主张共同体善优先ꎮ 在麦金泰尔等人看来ꎬ 共同体是真正的实体ꎬ 个人既不能脱离共同体而孤

立地存在ꎬ 也不能脱离共同体而被理解ꎮ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关于共同体的观点具有代表性ꎮ 一

方面ꎬ 桑德尔承认经济全球化需要相对应的政治全球化ꎬ 需要建立一种以世界主义理想和道德为基础

的全球共同体ꎻ 另一方面ꎬ 他又认为ꎬ 这种主张全球共同体优先于本土共同体的世界主义理想是错误

的ꎮ⑤ 总体上说ꎬ 西方人对于共同体表现为 “既患失之、 又患得之” 的态度: 失去共同体则失去安全

感和保护ꎻ 得到共同体又怕失去个体和自由ꎮ
２ 西方共同体主张背后之二元对立思维

这种对待共同体的心态体现了西方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ꎬ 即表现为一种 “敌对思维”: 如

果没有真正的敌人ꎬ 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ꎮ 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ꎮ 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ꎮ 依照美

国学者亨廷顿的描述ꎬ 当代世界最普遍的和重要的冲突已经不是一个社会内部各阶级之间的冲突ꎬ 而

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之间的冲突ꎬ 如宗教的、 种族的、 民族的冲突ꎮ 这种冲突和敌对思维总是预

设了 “熟人” 同 “陌生人”、 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差别ꎬ 比如欧洲、 西方是 “我们”ꎬ 其他如地中海以

东地区、 东方则是 “他们”ꎮ 亨廷顿说: “这些更广泛的文明认同意味着更深刻地意识到文明之间的

差异以及必须保护 ‘我们’ 区别于 ‘他们’ 的那些特性ꎮ” 这意味着经济、 信息、 交通的全球化不但

没能积极地促进全球共同体、 人类共同体的形成ꎬ 反而会促使人们在广大的世界空间中划分出一个个

更小的属于 “我们” 的共同体ꎮ 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假定ꎬ 即前者天生优越于后者ꎮ 如此ꎬ 在西方

人的观念里全球化就应是西方化的过程ꎬ 他们将 “世界共同体” 视作自己利益的代表: “西方正在并

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 ‘世界共同体’ 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

益ꎮ”⑥ 在个人与群体、 内部与外部、 你们和我们、 确定性和自由的对立基础上ꎬ 西方文化对共同体

怀有矛盾的心态ꎬ 既期待和怀想共同体之美好与安全ꎬ 又担心和警觉其对个人、 部分的压迫和宰制ꎬ
并对更大范围的世界共同体或人类共同体持根本的怀疑态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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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说ꎬ 这种 “敌人假设” 或者说 “分裂的政治”ꎬ 是基于宗教的 “异教徒意识” 而

发展出来的 “西方思想中的一个顽固病症”①ꎮ 故此ꎬ 西方文化与思维总是认为整体会压制个体ꎬ 大

的团体会压制小的团体ꎬ 他人会对自己形成威胁ꎮ 如郝大维、 安乐哲所揭橥的ꎬ 在盎格鲁—欧洲人的

社会里ꎬ 强大的中央权威系统ꎬ 在政治与社会两个方面主宰了制度ꎮ 在这样的情况下ꎬ 就出现了一种

倾向ꎬ 即把自由描述成反对中央控制力的一种根本的价值观ꎮ 自由于是就成为挣脱政府或社会的约

束ꎮ② 在此观念之下ꎬ 西方人和西方思想从根本上不能真正理解和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实

践ꎮ 钱穆曾分析ꎬ 作为草原或滨海文化的西方文化自始即对外具有一种敌意、 一种强烈的 “对立

感”: 对自然是天、 人对立ꎻ 对人类则是人、 我对立ꎻ 在哲学心理上则为内、 外对立ꎮ 这种 “对立”
又源于其向外看的态度: “所谓向外看ꎬ 是指看一切东西都在他自己的外面ꎮ 所以成为我与非我屹然

对立ꎮ 惟其常向外看ꎬ 认为有两体对立ꎬ 所以特别注意在空间的 ‘扩张’ꎬ 以及 ‘权力’ 和 ‘征服’
上ꎮ”③

在此敌对、 对立的思想传统下ꎬ 西方思想家对于在其之外的共同体主张总会表现出怀疑、 敌视的

心态ꎬ 进而认为世界共同体只是一种利益的结合体或权宜之计ꎮ 虽然ꎬ 西方思想也会提出世界联盟、
欧洲联盟等主张及实践ꎬ 但其各构成部分基于个我的立场随时准备着 “退出”ꎬ 其共同体亦时时面临

着分散和瓦解的危险ꎮ
必须指出的是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而提出的ꎬ

是马克思主义在 ２１ 世纪的全新发展ꎬ 同时也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ꎮ 李德顺先生认为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提出ꎬ 既反映了当代人类发展的时代精神ꎬ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

和实践追求的继承发展ꎮ 马克思关于 “人类解放” 的根本宗旨ꎬ 关于 “人的社会化” 和 “社会化的

人类”ꎬ 关于人的社会历史走向 “世界历史” 的科学预见ꎬ 都包含了对形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一

定理解和追求ꎮ④ 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追求相一致ꎬ 中国古代关于世界大同、 天下一家的思想都是

超越对立思维、 走出自我中心主义迷障ꎬ 而对整个人类当下和未来命运的关注ꎮ

二、 “道通为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整体性思想根基

　 　 共同体意识也即一种整体的意识ꎮ 只有整体性的世界观才能超越个人、 局部、 有限的视角而对世

界进行整体、 普遍的体察和认识ꎬ 才会本然地、 真实地关注世界性、 人类性的利益ꎮ 中国哲学 “道
通为一” 的整体观庶几可担此任ꎮ 在整体性世界观中ꎬ 中国古代共同体是 “家—国—天下” 合一的

共同体ꎬ 也是 “道—德—心—性” 贯通的共同体ꎻ 是人类和谐共在的世界共同体ꎬ 亦是天—地—
人—我共存之宇宙共同体ꎮ

１ “道通为一”: 整体世界的本体根基

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特征即整体地、 共通地、 内在联系地体察世界的整体性思维ꎮ 张岱年指出:
“世界 (天地) 是一个整体ꎬ 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ꎬ 整体包含许多部分ꎬ 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

系ꎬ 因而构成一个整体ꎮ”⑤ 在此整体的世界观中ꎬ 人本然地与他人、 他物构成为一个整体ꎬ 人与人

之间、 物与物之间不是孤立的、 原子式的个体ꎬ 而是互相联系、 互相贯通的有机整体ꎮ 在老子的思想

中ꎬ 世界是由道、 天、 地、 人共同构成的存在整体之 “域”ꎮ 庄子提出 “天地与我并生ꎬ 而万物与我

为一” ( «庄子齐物论» ) 的主张ꎬ «易传» 则以 “太极—两仪—四象—万物” 的方式将世界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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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统一的整体ꎮ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ꎬ 世界是以 “气” 本体和以 “气” 本体为基础通贯起来的整

体ꎮ 老子主张 “冲气以为和” “抟气致柔”ꎬ 庄子提则出 “通天下一气耳” ( «庄子知北游» )ꎬ 气

存在于一切形式的具体之物中ꎬ 具体之物亦共通、 共在于气的场域和生命的洪流之中ꎬ 彼此联系、 互

通ꎬ 休戚相关ꎮ 张载认为宇宙存在的根本是 “气”ꎮ “太虚无形ꎬ 气之本体ꎻ 其聚其散ꎬ 变化之客形

尔ꎮ” ( «正蒙太和» ) 万物形态各异ꎬ 或聚或散ꎬ 或生或灭ꎬ 都是本体 “太虚” 之气存在的暂时

形态ꎮ 以上皆是在本体与世界观意义上实现的整体意义上的 “一”ꎮ 此天地并生、 万物为一的整体ꎬ
是由 “太极” “气” “道” “通而为一” 而形成的ꎮ

道家以 “道” 所具有的通性作为天下一家、 万物一体的本体根基ꎮ 作为宇宙的本根和世界的本

原ꎬ 道家之 “道” 是贯穿于自然、 社会、 人身、 人心之中ꎬ 贯穿于一切现实之中的ꎮ 此道不是实体ꎬ
也不是西方哲学的本体ꎮ “道” 之 “周行而不殆”ꎬ 体现为周流和遍在于万物的通性ꎬ 宇宙万物由于

本根性的 “道” 而凝结成牢不可破、 相通相感的整体ꎮ 老子言: “道生一ꎬ 一生二ꎬ 二生三ꎬ 三生万

物ꎮ” ( «老子» 第 ４２ 章) “道” 是宇宙万物化生的终极根据ꎬ 但 “道” 不是在万物之外的实体ꎬ 而

是贯穿在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过程中ꎮ 老子言: “昔之得一者ꎬ 天得一以清ꎬ 地得一以宁” ( «老

子» 第 ３９ 章) “道” 化身为 “一”ꎬ 万物因 “得一” 才有其存在的存续和展开ꎬ 因分有 “道” 而获

得其存在之核及绵绵不绝的动力ꎮ 针对东郭子 “道” 为何物、 居处于哪里的追问ꎬ 庄子回答说:
“道” “在蝼蚁” “在稊稗” “在瓦甓” “在屎溺”ꎮ 庄子最后得出 “道” 周行于万物、 遍在于万物的

结论ꎬ 并宣示: 蝼蚁、 稊稗、 瓦甓、 屎溺皆有 “道”ꎬ 有 “道” 之四者在存在价值上是相同的ꎬ 没有

高低贵贱之别ꎮ 这即是 “道通为一” 所蕴含的另一层更重要的意思ꎮ 道家进一步主张实现物我、 内

外的合一ꎬ 实现个体 (部分) 与整体的相通——— “同于大通”ꎮ 此 “通” 是通过 “无己” “无功”
“无名” 等方式突破有限的自我——— “丧我”ꎮ 有学者担心 “道” 为实体而成为普遍性的 “一”ꎬ 实

际上大可不必ꎮ 在老庄那里ꎬ “道” 从来都不是普遍性的、 本质主义的实体ꎮ 对于通而为一的天下、
世界来说ꎬ 必须有一个通天下万物的本体之 “道” 存在ꎮ “道”ꎬ 以通为自己的本质ꎮ 实际上ꎬ 作为

一个整体的人类ꎬ 则首先要相信人与人、 民族与民族、 国家与国家之间有一个共通的 “道” 存在ꎬ
相信有一种普遍性的、 为大家所认同遵守的 “道” 存在ꎬ 才可以联合为一个共同体并共通地存在ꎮ

２ 致诚尽性: 世界整体构成之心性根据

儒家所讲的 “道” 是一种天下太平、 世界大同的人生大群之道ꎬ 此 “道” 是天下、 国家凝合为

一的根本ꎮ 儒家 “天下一家” 的道德世界是一个贯通的整体ꎬ 一个互通、 联结、 共在的共同体ꎮ 孔

子言: “吾道一以贯之”ꎻ «易传» 言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ꎮ” ( «周易系辞传» ) 感知、 感通而共

通地理解天下之事ꎻ «中庸» 言: “天命之谓性”ꎬ 每个人在其通于天命的本性上是相知、 相感、 相通

的ꎮ 由此通性ꎬ 人的生命非是孤独的、 独立的个体ꎬ 而是同天地宇宙不息之大生命联结在一起ꎮ 李景

林先生指出: “儒家的王道论ꎬ 主张在伦理共同体内部ꎬ 必须以道义为最高的目的和原则ꎮ”① 儒家更

愿以一种心性的、 道德的世界观展现其天人、 物我、 内外一体的整体性存在ꎮ
在儒家的德性世界观中ꎬ 世界是 “天道” 落实于 “人心”、 天命落实于人性之天—地—人—我一

体的有机整体ꎮ 儒家主张以个体之心通达天地之心ꎬ 以个体之心体察和显现天地、 宇宙普遍之理ꎮ
«中庸» 之 “诚” 最能体现儒家本然一体的思想: “唯天下至诚ꎬ 为能尽其性ꎻ 能尽其性ꎬ 则能尽人

之性ꎻ 能尽人之性ꎬ 则能尽物之性ꎮ” 人达到 “诚”ꎬ 即是实现了自己的真实本性ꎬ 实现自己真实的

本性即可以实现同胞及整个天下万物的本性ꎮ 实现自己即是实现天地、 自然、 人、 我合一的真实的整

体ꎮ 孟子说: “万物皆备于我矣ꎬ 反身而诚ꎬ 乐莫大焉ꎮ” ( «孟子尽心下» ) 人从本然上返归人之

真实存在的时候ꎬ 也便是成为与天地整体万物为一的时候ꎮ 人回归这样的存在才是一个欣然的、 快乐

的存在ꎮ 此心性本体观念奠定了中国人理解世界和共同体的最真实的精神基础ꎮ 张载在 «西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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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乾称父ꎬ 坤称母ꎬ 予兹藐焉ꎬ 乃混然中处ꎮ 故天地之塞ꎬ 吾其体ꎻ 天地之帅ꎬ 吾其性民吾

同胞ꎬ 物吾与也ꎮ” 乾坤是我的父母ꎬ 乾坤亦是天下所有人 (物) 的父母ꎮ 共有父母的天、 人、 物、
我构成一个 “大家”、 一个世界ꎬ “我们” 都是此 “大家” 的成员ꎮ 张载的主旨是教导人们如何真切

地、 自然地如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爱天下所有的人ꎮ 此爱人如己、 天下一家是真实的、 “视天下无一物

非我” 的道德世界ꎮ 陆象山言: “宇宙便是吾心ꎬ 吾心即是宇宙ꎮ 东海有圣人出焉ꎬ 此心同也ꎬ 此理

同也ꎻ 西海有圣人出焉ꎬ 此心同也ꎬ 此理同也ꎮ” 在本心基础上ꎬ 吾心之理即整个宇宙之理ꎮ 一人之

心所思考、 谋划的即代表整个宇宙的意思ꎮ 千百世的东圣、 西圣ꎬ 心同理同ꎮ 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

度ꎬ 一心而通全体ꎮ 王阳明说: “大人者ꎬ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ꎬ 其视天下犹一家ꎬ 中国犹一人

焉ꎮ” («大学问» ) 人与人、 人与天下万物是密不可分的整体ꎮ 此天地、 天人整体的核心在于人的良

知、 人心的一点灵明: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ꎬ 其发窍最精处ꎬ 是人心一点灵明”ꎮ 在此心性世

界中ꎬ 中国文化看人生和社会只是浑然、 整然的一体ꎬ “ ‘小我’ 与 ‘大自然’ 混然一体ꎬ 这便是中

国人所谓的 ‘天人合一’ ”①ꎮ 可以说ꎬ 中国人 “抱有一生命总体观”ꎬ “为人之道ꎬ 首当认识其自己

之生命ꎮ 再由认识自己之小生命ꎬ 而认识到人类共同之大生命ꎮ 此大生命乃一总体ꎮ 再由此总体而认

识到其总体中之各部分ꎮ 有了此种认识ꎬ 乃知所谓人道ꎬ 庶可领导此下世界人类之前进ꎮ”② 钱穆先

生所言可说是指出了中国人重视生命整体的人文精神的特征ꎮ 此对于生命总体、 人类共同大生命体察

和认识的思想和文化ꎬ 才是引领世界和人类前进的精神力量ꎮ
３ “天下一家” 的道德———政治共同体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ꎬ 以道之通性联接为 “一” 的世界ꎬ 伸展为天地所覆盖和承载的天地整体ꎬ
道之通性亦转而为天地之无私: “天无私覆ꎬ 地无私载ꎬ 日月无私照ꎮ” ( «礼记孔子闲居» ) 中国

古代哲学常以 “天地” “天下” 表达其宇宙整体、 世界整体的观念ꎮ «中庸» 说: “天之所覆ꎬ 地之

所载ꎬ 日月所照ꎬ 霜露所坠ꎬ 凡有血气者ꎬ 莫不尊亲ꎮ” 这种境界可说是 “全世界人类都融凝成为一

个文化团体了”ꎮ 中国古代人相信有一个昭赫在上的上帝关心整个下界、 整个人类之大群全体ꎬ “他
们常有一个 ‘天下观念’ 超乎国家观念之上ꎮ 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ꎬ 来行道于天下ꎬ 来求天下

太平”③ꎮ
荀子对于 “群”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阐述富有当代的共同体意识ꎮ 在认为人的群体生活是人的

独特与优胜所在基础上ꎬ 荀子尤其重视通过礼义之分达至和谐共同体的实现ꎮ 荀子说: “ (人) 力不

若牛ꎬ 走不若马ꎬ 而牛马为用ꎬ 何也? 曰: 人能群ꎬ 彼不能群也ꎮ 人何以能群? 曰: 分ꎮ 分何以能

行? 曰: 义ꎮ 故义以分则和ꎬ 和则一ꎬ 一则多力ꎬ 多力则强ꎬ 强则胜物ꎮ” («荀子王制» ) 人若就

单个个体来说ꎬ 其自然的体力方面不如牛马等物类ꎮ 此时人类面临两种共同性: 一者ꎬ 人类面对水旱

灾害等自然环境的挑战和人类自身争斗的共同危险ꎻ 二者ꎬ 人类拥有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求 (欲
富贵) 的共同目标ꎮ 此时ꎬ 社会群体生活是人类的最佳选择ꎮ 此意味着ꎬ 共同的危险 (或敌人)、 共

同的目标 (或利益)ꎬ 是所有形式共同体存在的前提和基石ꎮ 荀子又在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谈社群的必

要性ꎮ 因为ꎬ 人的能力有限ꎬ 不能兼通多种ꎬ 故不能承担和胜任多种事情、 完成多项任务ꎮ 个人独立

隔离起来是行不通的ꎬ 离居不相待则穷ꎮ 所以人必须有群ꎬ 有群体合作ꎬ 组成社会共同体ꎮ 涂尔干指

出: “严格说来ꎬ 任何个人都不能自给自足ꎬ 他所需要的一切都来自于社会ꎬ 他也必须为社会而劳

动他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整体的一部分ꎬ 看作是有机体的一个器官ꎮ”④ 但是有群而没有分ꎬ
没有等级秩序ꎬ 就会出现前面所说ꎬ 欲恶同物、 欲多而物寡而争的局面ꎮ 故群体存在的根本在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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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进行的等级、 名分的区别ꎮ 这种规定了区别的群体方是和谐、 统一与合一的整体ꎮ
中国哲学的整体性世界观在政治哲学中亦表现为重整体、 重群体、 重合一的特征ꎮ «尚书尧

典» 言: “克明俊德ꎬ 以亲九族ꎬ 九族既睦谐和万邦ꎮ” 以执政者个人修身明德为核心实现九族

和睦、 万邦谐和的政治理想ꎮ 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的天下即是各部落、 氏族共融为一体ꎬ 天下达于平

治之境ꎮ 古代政治主张 “存亡续绝”ꎬ 夏商周的政权更替只是天命、 朝代的更替ꎬ 共有一个 “天” 则

是不变的ꎮ 在儒家修、 齐、 治、 平的政治主张中ꎬ 个人与家、 国、 天下乃构成了互相联系、 互相影

响、 互相构成的有机世界ꎮ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ꎬ 国被解释为比较大的家ꎬ 天下则被理解为最大的家ꎬ
所谓四海一家即是此意ꎮ 钱穆指出ꎬ 中国人总是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ꎬ 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

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ꎬ “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ꎬ 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

国家观”①ꎮ

三、 “和而不同” “以道观之” 的共同体精神

　 　 综上所论ꎬ 探讨了本体意义上共同体的 “一” 的问题ꎮ 我们将欲说明ꎬ 中国哲学本体意义上的

“道通为一” 思想表现为忠恕、 和合、 共通、 多元并存的思想特质以及以义为先、 整体为本的精神取

向ꎬ 并构成了中国古代共同体存在的精神特质ꎮ
１ “以道观之” 的平等价值观

庄子所提出的 “齐物论” “以道观之” 的主张ꎬ 其所理解的世界整体是尊重差异、 包容差别的共

同体ꎮ 庄子说: “物固有所然ꎬ 物固有所可ꎮ 无物不然ꎬ 无物不可ꎮ 故为是举梃与楹ꎬ 厉与西施ꎬ 恢

恑谲怪ꎬ 道通为一ꎮ” ( «庄子齐物论» ) 细小的草茎与粗大的屋柱、 “丑女” 与 “美女”、 卓绝之

人与妖异之物ꎬ 从 “道” 的角度看来都是不分差别的、 齐一的、 平等的ꎮ 从道的通性上看ꎬ 万物都

是可以互相沟通、 互相适应并在价值上齐一的ꎮ 就事物的存在而言ꎬ 每个事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根

据ꎬ 获得平等的存在价值与合理性ꎮ 虽然万物存在之本然如此ꎬ 然而世间众人总是坚持一个标准或一

种是非ꎬ 在是非、 美丑、 善恶的对立中争执不休ꎬ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 ( «庄子齐物

论» )ꎮ 故庄子提出 “以道观之” 的主张ꎮ
庄子说: “以道观之ꎬ 物无贵贱ꎮ 以物观之ꎬ 自贵而相贱ꎮ” ( «庄子秋水» ) 如果从万物之共

同性上看ꎬ 万物都是 “一”ꎻ 如果从差异、 差别的视角看ꎬ 即便是相照相连的肝胆也会是如楚国和越

国般相距千里ꎮ 是非、 美丑、 善恶、 生死为一ꎮ 是也是一是非ꎬ 非也是一是非ꎬ 美也是丑ꎬ 丑也是

美ꎬ 方生方死ꎬ 方死方生ꎮ “以道观之”ꎬ 落到形而下的层面上即是ꎬ 人可以从超越个体、 局部利益

的角度ꎬ 从普遍的、 整体的、 人类的甚而是宇宙的利益和视角看天下、 万物ꎬ 取消以 “我” 或 “物”
的视角对万物进行差异、 贵贱的判断ꎮ 以物、 我的观点或视角去看万物ꎬ 必是以己为是、 为贵ꎬ 而以

彼 (人) 为非、 为贱ꎬ 在价值上如此主张的同时ꎬ 必在行动上以贵压贱、 去彼从我ꎮ 以所谓绝对的、
普遍的是非贵贱善恶标准抹杀一切差异ꎮ 抹杀一切个性和差异ꎬ 同时即失去了万物基于个性的发荣滋

长ꎬ 失去了基于个性的整体之善ꎮ 庄子主张 “两行” “莫若以明”ꎬ 即是主张让事物呈现自身ꎬ 顺任

万物之自然而不横加干涉ꎮ 此亦与老子下列主张同义ꎬ 老子说: “善者吾善之ꎬ 不善者吾亦善之ꎬ 得

善ꎻ 信者吾信之ꎬ 不信者吾亦信之ꎬ 得信ꎮ” ( «老子» 第 ４９ 章) 故庄子 “道通为一” 的 “一”ꎬ 不

是普遍的 “一” 与同一的 “一”ꎮ “道通为一” 的 “一”ꎬ 固然也包含同的意思ꎬ 但不是同一ꎬ 而是

同异———万物皆不同ꎬ 皆自生自化ꎬ 此其同也ꎮ 万不同之浑然不分ꎬ 相依相待ꎬ 赅而存焉ꎬ 此其同

也ꎮ 庄子哲学的根本在于对流行的形上本体论的解构和超越ꎮ 庄子所谓的 “通一” 是对差异、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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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 多元等等之肯定与包容ꎬ 是一多共殊二元对立的消解ꎮ① “道并行而不悖”ꎬ 彼此不悖之道ꎬ 乃

共成一大道ꎮ 此大道之能行ꎬ 因其是一没有内容没有本质的道ꎬ 所以大道泛兮ꎬ 可左可右ꎮ 对于人类

命运共同体或世界共同体最大的威胁就是以己为是、 以人为非ꎬ 以己为优、 以人为劣ꎬ 并以己压人、
以己强人ꎮ 庄子 “以道观之” 的价值方法论恰可不断反思此思维定式并超越之ꎮ

２ “和而不同” 的思想特质

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 物我合一、 内外合一ꎬ 并提出了共同体构成的基本原则: “一” 为

“两” 或 “多” 所交融构成的统一体ꎻ “两” 或 “多” 是交融互摄之整体内的部分ꎮ 张载提出了具代

表性的主张ꎮ 张载说: “一物两体ꎬ 气也ꎻ 一故神 (自注: 两在故不测)ꎬ 两故化 (自注: 推行于

一)ꎬ 此天之所以参也ꎮ” ( «正蒙太和» ) 一方面ꎬ 作为世界本体的气是 “一”ꎬ 有此 “一” 才有

其推动世界万物万千变化的神妙作用ꎮ 但此 “一” 的推动作用必须体现为 “两”ꎬ “一” 必须分而为

“两”ꎬ 才能真正表现出难以预测的变化景象ꎮ 另一方面ꎬ 张载在述及 “两” 的时候ꎬ 马上强调 “推
行于一”ꎬ 意思是 “两” 的作用一定是以 “一” 为体ꎬ 在 “一” 之中展开ꎮ 如果没有形成为 “一”ꎬ
那么ꎬ 此 “两” 就是分散的、 隔绝的ꎮ 如 «易传» 对 “否” 卦的解释即是ꎬ 阳在上ꎬ 阴在下ꎬ 阴阳

不交ꎬ 不能形成一个互相交融、 互相作用的统一体ꎮ 如此ꎬ “一” 不是单一的 “一”ꎬ “两” 不是分

散、 隔绝的 “两”ꎮ
中国文化重整体、 重视家国天下的共同体ꎬ 同时重视整体中各个体、 部分的和谐共存ꎮ 中国文化

重视的 “合” 是不同思想、 原则、 团体、 个体之 “和”ꎬ 是融合、 凝合ꎬ 不是抹杀差别、 取消差异的

集权式的整合、 统合ꎮ 中国文化最早即主张 “和实生物ꎬ 同则不继”ꎮ 孔子主张 “和而不同”ꎬ 其弟

子讲 “礼之用ꎬ 和为贵” ( «论语学而» )ꎬ 礼的价值在于能在差异原则基础上实现和乐、 团结、
整体ꎮ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ꎬ 各个事物不失其自由平等独立之地位ꎬ 而相互间无所争ꎬ 方能融成一世界

整体ꎮ «周易系辞传» 提出 “曲成万物而不遗” 的主张ꎬ 重视不同事物的价值都得到实现ꎮ 赵汀阳

指出: “天下的完整性是依靠内在的多样性的和谐来维持的ꎬ 因此又有一个关于世界和谐的先验原

理ꎬ 所谓 ‘和’ꎮ”② 儒家的 “和” 是各种有个性的东西ꎬ 都不失其个性ꎬ 保持其个性ꎬ 而能彼此得

到谐和统一之义ꎮ “中国人善于在多元差异中对话ꎬ 寻求理解、 共识共处ꎬ 他者如是终极的天、 道ꎬ
则如前所说ꎬ 天道向我们开显ꎬ 既超越又内在ꎮ”③ 故此ꎬ 中国哲学注重人与人的和谐、 民族与民族

的和谐、 地区与地区的和谐ꎬ 注重国家与国家间和谐ꎮ 一个群体和共同体的存在应该是两方或多方的

和谐存在ꎬ 而此和谐首先是各方利益诉求的共同表达和共存ꎮ 赵汀阳指出: “天下体系强调的是ꎬ 存

在着某些世界公共利益ꎬ 这些公共利益的力量达到 ‘一荣俱荣ꎬ 一损俱损’ 的程度ꎬ 以至于没有一

个国家愿意破坏这些利益ꎮ”④ 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重视集团利益、 整体利益ꎬ 提倡先义后利、
反对不义而富且贵等ꎬ 不需赘言ꎮ 就处理各种不同利益、 主张的关系而言ꎬ 中国哲学主张: “利者ꎬ
义之和也ꎮ” ( «周易文言传» ) 朱熹 «周易本义» 解作: “ ‘利’ 者ꎬ 生物之遂ꎬ 物各得宜ꎬ 不相

妨害ꎬ 故于时为秋ꎬ 于人则为义ꎬ 而得其分之和ꎮ” 朱熹在 «朱子语类» 中进一步解说为: “ ‘义’
疑于不和矣ꎬ 而处之而各得其所ꎬ 则和ꎬ ‘义之和’ 处便是利ꎮ” “义截然而不可犯ꎬ 似不和ꎬ 分别后

万物各止其所ꎬ 却是和ꎬ 不和生于不义ꎬ 义则无不和ꎬ 和则无不利矣ꎮ”
３ “成己—成人” 的整体性价值实现方式

就个人的价值实现而言ꎬ 中国古代成己成人、 立人达人的主张是共同体实现的基础ꎮ 儒家哲学认

为ꎬ 人内在本然地含蕴着对宇宙整体及他人、 他物价值实现的道义担当与道德责任ꎮ 儒家主张: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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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行也ꎬ 天下为公ꎮ” 天下万物抛却自我之私ꎬ 超越有限的 “己” 的利益和目标的限制ꎬ 方有天下

之公的实现ꎮ 儒家认为ꎬ 人是融成己、 成人、 成物为一事的整体存在ꎬ 主张人在群体价值实现与人伦

关系的完善中成为自己ꎮ 儒家认为ꎬ 每个人都是 (也应该是) 社群整体发展中的一个成员ꎬ 同时ꎬ
社群的发展可以促进每一个成员完成自己的人格ꎮ 对于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人来说ꎬ 没有一个有待实

现的、 要从所有集体与他人中抽离出来的 “我”ꎮ 所谓 “我” 即是家、 国、 天下中之 “我”ꎮ «大学»
所言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ꎬ 是一层一层的扩大、 一层一层的生长、 一层一层的融合而成的社会

政治共同体ꎮ 按照场有哲学的观点ꎬ 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依场而有的 “场有者”ꎬ 都是不可能外

于场有而存在的ꎮ 人的存在的真实乃是要把自己投入、 投射到境界中去的整体性存在ꎮ 离开此境域之

中ꎬ 人便是孤立的、 悖谬的ꎮ 人是在天、 地、 人一体的 “场” 中显示和获得其存在的ꎮ 天地人共同

遵循着一个涌动的潮流而向前、 存在ꎬ 人在此境域中真实地、 整体地存在ꎮ 人不应也不敢忘记自己是

在此场有 /场域整体中的存在ꎬ 所以他必竭心尽力地促成此场境的完美实现ꎬ 也即是促成自己的完美

实现ꎮ 安乐哲说: “ ‘成人’ 需要将他者纳入自我关切之域ꎬ 这自然会产生促进他者利益与自我修身

的某种密切关系ꎮ” 虽然不可避免地使用 “自我” 及 “他者” 的概念ꎬ 但安乐哲对儒家成人观的理解

却是很贴切的ꎮ 孔子的 “成人” 概念因有着鲜明独特的社会视角ꎬ 因此ꎬ “不会产生像西方那样私人

利益与公共利益、 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以及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突出差异ꎮ”①

儒家的价值主张是: 人必须在社会、 国家及宇宙整体中ꎬ 才是有意义的、 完美的存在ꎮ 儒家提倡

在个人价值实现同时帮助他人实现价值ꎬ 提倡个人承担对他人和群体的义务和责任ꎮ 孔子说: “夫仁

者己欲立而立人ꎬ 己欲达而达人ꎮ” («论语雍也» ) 有仁德的人在自己理想实现和事业成功的同时

一定要帮助他人有所成就和成功ꎬ 这是 “任重而道远” 的使命ꎮ 一方面是辅助其实现ꎬ 化成天下ꎻ
另一方面ꎬ 此辅助亦不是己意的任意干涉ꎬ 不是使其失去个性ꎬ 而是使其拥有自主的发展空间与选择

的自由ꎮ 从现实的或效果的方面考虑ꎬ 成人也有助于成己: 己之立、 己之通达必在他人之立、 他人之

通达的整体中方能最好地实现ꎮ 钱穆说: “己之为生ꎬ 仅限一时ꎮ 而群之存在ꎬ 则延于万世ꎮ 己在群

中乃有立达ꎮ 苟使无群ꎬ 己于何立ꎬ 又于何达ꎮ”② 此论的然ꎮ 在儒家那里ꎬ 家、 国、 天下的群体存

在状态对于个人的成就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ꎮ 人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群体当中ꎬ 如果这个群体是一个和

谐、 和乐的群体ꎬ 身处其中的个人也是一个好的、 美的存在ꎮ 反之亦然ꎮ 小至社会团体、 民族国家ꎬ
大至世界、 宇宙ꎬ 皆是如此ꎮ 故人对他人、 他物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ꎬ 使他人他物更好地存在ꎬ 也即

是使自己身处其中的整体完好地存在ꎮ
总之ꎬ 中国古代哲学的共同体观念体现的是中国人对人类和世界存在的根本看法及价值主张ꎮ 中

国哲学本体论与心性论方面的整体观是中国古代共同体观念的思想基础ꎮ 古代先贤提出的 “与天地

万物为一体”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等主张ꎬ 是真实和本然的群体暨共同体主张ꎮ 有此世界观基础、
天下胸怀与价值主张ꎬ 中国人乃真诚地、 切实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ꎬ 并为此共同体的实现而

不懈努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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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２０１８ＹＦＡ０９０２４００)ꎻ 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项目 (２０１９ＷＫＺＤＪＣ０２０)ꎻ 华中科技大学双一流建设

项目文科创新团队 “科技治理 ＥＬＳＩ 研究”ꎮ
作者简介: 雷瑞鹏ꎬ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ꎬ 研究方向: 生命伦理学、 生命科学哲学和医学哲学ꎻ 冀朋ꎬ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

士生ꎬ 专业方向: 生命科学哲学、 生命伦理学ꎮ

谁受益? 头颅移植中的人格同一性问题

雷瑞鹏　 冀　 朋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ꎬ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 头颅移植的哲学问题ꎬ 即头颅移植中的人格同一性问题ꎬ 占有优先讨论的地位ꎮ 关于头颅移植

中的人格同一性问题有两种对立观点: 神经还原论或精神本质论观点与动物论观点ꎮ 通过对帕菲特 “远程

传送” 和 “脑分裂” 两个思想实验的探讨发现ꎬ 无论坚持哪一种观点都会导致自相矛盾ꎬ 头颅移植中的人

格同一性问题无法解决ꎮ 如果我们根据关于通过脑、 身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塑造我们的心或自我的

认知理论ꎬ 则会发现头颅移植的受益者既非头颅提供者ꎬ 也非身体捐献者ꎬ 而是作为混合体的新的第三者ꎮ
这意味着头颅移植必然导致受试者的死亡ꎬ 头颅提供者和身体捐献者的人格同一性都无法得到保证ꎬ 因为

他们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ꎮ 因此ꎬ 认知理论明显比精神本质论和动物论更有优势ꎮ
关键词: 人格同一性ꎻ 头颅移植ꎻ 风险—受益评估ꎻ 神经还原论ꎻ 精神本质论

中图分类号: Ｂ２６ꎻ Ｂ８４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０２４－０８

　 　 头颅移植的临床试验应不应该进行是近几年提出来的新问题ꎮ 而在哲学领域ꎬ 哲学家们早就通过

思想实验热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ꎮ 头颅移植引发的问题十分复杂ꎬ 头颅移植能够或不能够施行、 应该

或不应该施行、 被允许还是被禁止施行涉及科学、 哲学、 伦理、 法律和社会等各方面问题ꎬ 要做出合

适的决策则需要综合考量科学、 哲学、 伦理、 法律和社会领域的因素ꎮ 有关头颅移植的科学、 伦理和

法律问题我们已经在其他文章中做出过讨论ꎮ 本文拟集中探讨头颅移植的哲学问题ꎬ 即谁将从这种头

颅移植中受益———头颅移植术实施后 (如果成功的话)ꎬ 受益的存活者是提供头颅的那个人ꎬ 还是捐

献身体的那个人ꎬ 抑或是作为新的混合体的第三者? 要回答这个问题ꎬ 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ꎬ 即头

颅移植中的人格同一性问题ꎮ

一、 头颅移植与人格同一性问题

　 　 ２０１８ 年ꎬ 一项在中国受试者身上进行头颅移植的临床试验未能实现ꎮ 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外科医

生任晓平博士与其合作者卡纳韦罗 (Ｓｅｒｇｉｏ Ｃａｎａｖｅｒｏ) 发起了一项实施头颅移植的研究计划ꎬ 确切地

说ꎬ 是身体—头颅移植术 (ｂｏｄｙ－ｈｅａｄ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ＢＨＴ)ꎮ 卡纳韦罗毕业于意大利都灵大学医学

院ꎬ 在都灵大学医院做了 ２２ 年外科医生ꎮ 他还是都灵高级神经调节研究小组的组长ꎬ 发表了 １００ 多

篇学术论文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他宣布了 “天堂 (ＨＥＡＶＥＮ) 计划”ꎬ 这是 “头部吻合风险计划” (Ｈｅａｄ Ａｎ￣

４２




ａｓｔｏｍｏｓｉｓ Ｖｅｎｔｕｒｅ) 的缩写ꎮ 这个项目体现了他的终极目标是使人长生不死ꎮ 不久之后ꎬ 他就被都灵

大学解雇了ꎮ 然而ꎬ 迄今为止ꎬ 还没有大学、 研究机构或基金会表示愿意支持他的 “天堂计划”ꎮ 自

２０１５ 年起ꎬ 卡纳韦罗开始在中国寻找基金资助和人类受试者ꎬ 并向媒体宣布受试者将是一名中国人ꎬ
头颅移植手术将于 ２０１８ 年进行ꎮ

卡纳韦罗的计划是: 等待重新连接的捐献者身体和病人头部应该先冷却到 １２—１５ 摄氏度ꎬ 以确

保细胞能存活几分钟ꎮ 然后用一把特别锋利的刀片切断捐献者和病人的脖子ꎮ 此刻ꎬ 脊髓的两端应用

一种叫聚乙二醇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ｇｌｙｃｏｌꎬ ＰＥＧ) 的化学物质进行重新连接ꎬ 以促进细胞融合ꎮ 肌肉和血

管重新连接成功后ꎬ 应使患者昏迷一个月ꎬ 以限制重新连接好的颈部的运动ꎮ 在这段时间内ꎬ 脊髓应

该受到电击的刺激ꎬ 以加强其新连接的部位ꎮ 一个月后醒来时ꎬ 患者应能像以前一样移动和说话ꎬ 面

部也应恢复知觉ꎮ 临床试验最终在愤怒的抗议中被禁止ꎬ 但它留下了许多我们必须考虑的事情ꎮ
关于人格同一性问题的哲学讨论由来已久ꎮ 然而ꎬ 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人格同一性问题ꎬ 而是有很

多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问题ꎮ 以下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一些问题: (１) 我是谁? 在哲学范畴外ꎬ “人格

同一性” 通常指的是一个人的某些性质ꎬ 他赋予这些性质一种特殊的依附感或所有感ꎮ (２) 人格

(ｐｅｒｓｏｎｈｏｏｄ)ꎮ 作为一个人是什么? 与一个非人相对照ꎬ 算作一个人什么是必要的以及什么是充分

的? (３) 持续性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ꎮ 维持一个人从一段时期到另一段时期继续存在而不是停止存在需要

什么? 是什么决定了过去存在的那个人或未来存在的那个人中哪一个是你? 此问题有时被称作历时

(随时间推移) 人格同一性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的问题ꎮ
案例: 你是谋杀者吗?
假设你被怀疑为谋杀者ꎬ 在法庭上你要为自己辩护ꎮ 你说ꎬ 我不是谋杀者ꎮ 法官要你提供证据ꎮ

你说ꎬ 谋杀者是像我ꎬ 但不是我ꎮ 谋杀者喜欢流行音乐ꎬ 我喜欢古典音乐ꎻ 他有阑尾ꎬ 我没有ꎬ 在上

周已经摘除了ꎻ 他 ２５ 岁ꎬ 我 ３０ 岁了ꎮ 谋杀者当时的妻子姓王ꎬ 我的妻子姓张ꎮ 因此你们不能惩罚

我ꎬ 我没有罪ꎬ 是别人犯的罪ꎮ 法官和陪审团会接受你的辩护理由吗? 这里的问题是: 你从 ２５ 岁到

３０ 岁之间ꎬ 无论在身体、 心理和社会关系上都有了变化ꎬ 你和谋杀者是不是同一个人?①

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即持续性或历时同一性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问题ꎬ 有三种答案:
第一种答案: 心理连续性ꎮ 据此观点ꎬ 对于一个持续的人来说ꎬ 保持某种心理关系是必要的或充

分的 (或既充分又必要)ꎮ 你就是未来的你ꎬ 未来的你在某种意义上从你身上继承了你的精神特

征———信念、 记忆、 偏好、 理性思考的能力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ꎻ 而你就是那个过去的你ꎬ 你以同样

的方式继承了过去的精神特征ꎮ 心理连续性观点的拥护者包括约翰斯顿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加勒特 (Ｇａｒ￣
ｒｅｔｔ)、 哈德逊 (Ｈｕｄｓｏｎ)、 刘易斯 (Ｌｅｗｉｓ)、 内格尔 (Ｎａｇｅｌ)、 努南 (Ｎｏｏｎａｎ)、 诺齐克 (Ｎｏｚｉｃｋ)、
帕菲特 (Ｐａｒｆｉｔ)、 佩里 (Ｐｅｒｒｙ)、 舒梅克 (Ｓｈｏｅｍａｋｅｒ) 和昂格尔 (Ｕｎｇｅｒ)ꎮ

第二种答案: 动物论观点ꎮ 与占据主流的心理同一性径路不同ꎬ 动物论 (ａｎｉｍａｌｉｓｍ) 观点认为:
我们每个人都是智人这一物种的有机体ꎬ 我们持续存在的条件和动物一样ꎮ 这一观点的拥护者包括威

金斯 (Ｗｉｇｇｉｎｓ)、 沃尔海姆 (Ｗｏｌｌｈｅｉｍ)、 艾尔斯 (Ａｙｅｒｓ)、 卡特 (Ｃａｒｔｅｒ)、 奥尔森 (Ｏｌｓｏｎ)、 斯诺

登 (Ｓｎｏｗｄｏｎ)、 因瓦根 (Ｉｎｗａｇｅｎ)、 布拉蒂 (Ｂｌａｔｔｉ)、 德格拉齐亚 (ＤｅＧｒａｚｉａ)、 哈克 (Ｈａｃｋｅｒ)、 赫

申诺夫 (Ｈｅｒｓｈｅｎｏｖ)、 麦基 (Ｍａｃｋｉｅ)、 梅里克斯 (Ｍｅｒｒｉｃｋｓ)ꎮ
第三种答案: 反标准论ꎮ 这种观点认为ꎬ 心理和身体的连续性是同一性的证据ꎬ 但并非总能确保

其同一性ꎬ 也许人格同一性并不要求这种连续性ꎮ 这种观点最明确的拥护者是梅里克斯 (Ｍｅｒｒｉｃｋｓ)
和罗威 (Ｌｏｗｅ) 等ꎮ

５２谁受益? 头颅移植中的人格同一性问题

① Ｓｉｄｅｒ Ｔꎬ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ꎬ Ｒｉｄｄｌｅ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 Ｇｕｉｄｅｄ Ｔｏｕｒ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ꎬ Ｃｏｎｅｅ Ｅ＆Ｓｉｄｅｒ Ｔꎬ ｅｄｓ 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７－２１.



二、 人格同一性的哲学探讨概述

　 　 １９８４ 年帕菲特 (Ｄｅｒｅｋ Ｐａｒｆｉｔ) 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 «理与人»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① 中首次

讨论了人格同一性问题ꎮ② 他也许未曾预料到同一性问题的哲学讨论会与现实生活产生紧密的关

联———当一名计划进行头颅移植手术的外科医生在评估干预的风险－收益比时ꎬ 他不得不考虑人格同

一性问题ꎬ 以确定谁从干预中受益ꎮ
古代哲学家和现代哲学家列出了一个或多个标准作为人格的心理维度ꎮ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强调

理性或合理性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ꎮ 孟子认为ꎬ 人与非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有 “不忍人之心”ꎮ③ 荀子

在谈到人之所以为人时ꎬ 强调 “人之所以为人者ꎬ 何已也? 曰: 以其有辨也ꎮ” ( «荀子非相» )ꎬ
懂得 “礼者ꎬ 人道之极也” ( «荀子礼论» )ꎮ 洛克区分了 ｍａｎ 和 ｐｅｒｓｏｎꎬ 认为前者是有形体的存

在ꎬ 而后者不是ꎮ 对他来说ꎬ ｐｅｒｓｏｎ “只属于能够遵守法律、 获得幸福和感受痛苦的智能行动者”ꎮ
一个人是 “一个能思考的智能存在ꎬ 他有理性和反思能力ꎬ 能够把自己看作是自己”ꎮ④ 在康德看来ꎬ
一个 ｐｅｒｓｏｎ 是理性的行动者ꎬ 只有他才能行使自由ꎬ 即具有自主性ꎮ⑤ 一些当代哲学家设置了多个标

准来定义人ꎬ 例如丹尼特 (Ｄｅｎｉｓ Ｄｅｎｎｅｔｔ) 列出了确定人的 ６ 个标准 (同上)ꎬ 而弗莱彻 ( Ｊｏｓｅｐｈ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列出了确定人的 １５ 个标准⑥ꎮ 所有这些标准都与意识和自我意识有关ꎮ

正如洛克所说ꎬ 人格是具有某种能力的问题ꎬ 而不是属于某个特定物种的问题ꎮ 一个实体拥有哪

个或哪些能力使其具备资格成为一个人? 对于洛克来说ꎬ 意识将人与所有其他能思维的事物区分开

来ꎬ 仅仅由于此就构成了人格同一性ꎬ 即理性存有的相同性ꎮ⑦ 与洛克的观点相呼应ꎬ 许多当代哲学

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识和自我意识上ꎮ⑧
当然ꎬ 关于人格同一性的讨论并非完全是思辨性的ꎮ 如果我们持有像洛克那样的观点ꎬ 将意识作

为区分人与所有其他能思维的事物的标准ꎬ 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 假设你即将死亡ꎬ 在

死亡之前ꎬ 你即将陷入不可逆昏迷状态ꎮ 现在ꎬ 在即将来临的死亡和即将陷入不可逆昏迷之间ꎬ 你有

什么选择? 你似乎无法从死亡或者不可逆的昏迷中存活下来ꎮ 一个陷入不可逆昏迷者是一个人 (ｐｅｒ￣
ｓｏｎ) 吗? 就人而言ꎬ 死亡者与昏迷者具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ꎮ 陷入以上两种状态者都是人ꎬ 但都死

了ꎮ 如果昏迷的个体被认为是一个与你不同的人ꎬ 那么自我意识就不是人格的必要条件ꎮ 然而ꎬ 这是

反直觉的: 当你处于不可逆昏迷状态时ꎬ 你会变成一个不同于你自己陷入昏迷的另外一个人ꎮ 当你陷

入不可逆昏迷时ꎬ 有三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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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本文是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 日在太原举行的国际哲学、 科学与社会互动研讨会上发言基础上修改完成ꎮ 在一般情况下本文将英

语的 ｐｅｒｓｏｎ 译为 “人”ꎮ 在英语中 ｐｅｒｓｏｎ 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 在意义上有区别ꎮ 后者是指属于生物学分类系统中智人物种的成员ꎬ 而 ｐｅｒｓｏｎ
则是指凡有自我意识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实体 (包括非人类的人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ｍ)ꎮ 除非有些哲学家强调 ｐｅｒｓｏｎ 与 ｍａｎ 或 ｈｕ￣
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 之间的区别时ꎬ 由于中文尚未有区分这两种实体的术语ꎬ 我们将直接使用英语ꎮ

Ｐａｒｆｉｔ Ｄꎬ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４ꎬ ｐｐ １９９－３２０.
«孟子公孙丑上» 载: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ꎬ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ꎬ 皆有怵惕恻隐之心ꎮ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ꎬ 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ꎬ 非恶其声而然也ꎮ 由是观之ꎬ 无恻隐之心ꎬ 非人也ꎻ 无羞恶之心ꎬ 非人也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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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作为一个人ꎬ 你已经死了ꎮ
(２) 你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ꎮ
(３) 你还是原来的你ꎮ 似乎 (１) 在直觉上更可被接受ꎮ
如果接受 (１)ꎬ 这就推出意识是区分活人和死人的标准ꎬ 而不是区分人与非人的标准ꎮ 一个永

久丧失意识的人是一个死人ꎬ 他仍然有一些权利ꎬ 例如在中国法律中死者尸体有不受侮辱的权利ꎮ 另

一方面ꎬ 很明显ꎬ 一些非人的动物ꎬ 如灵长类动物和有感受痛苦和快乐能力的动物ꎬ 如狗、 猫、 马或

海豚ꎬ 它们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ꎬ 虽然它们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程度较低ꎬ 犹如婴儿或儿童那样ꎬ 但它

们通常不被当作人来看待ꎮ
任何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不断发展的ꎮ 这可能包括他无法控制的生活方面ꎬ 例如他在哪里长大或皮

肤的颜色以及他在生活中做出的选择ꎬ 例如他如何度过时间和他相信什么ꎮ 他通过穿着以及与他人互

动的方式在外表上展示了他部分的人格同一性ꎮ 现在ꎬ 一个简单的问题产生了: 他是谁? 他是同一个

人吗ꎬ 或者说就其一生而言ꎬ 他是同一个人吗? 假设他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ꎬ 手术后他的脸部

已经变形ꎬ 肢体已经残缺不全ꎮ 人们会问: 他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在哲学术语中ꎬ 这是历时

人格同一性问题或人格连续性问题ꎮ 然而ꎬ 认为人格同一性是一个心理连续性问题的洛克对这个问题

的回答如下: 为了让一个人 Ｘ 在一次特定的冒险中存活下来ꎬ 在冒险之后的某个时间里ꎬ 有一个人 Ｙ
在心理上从 Ｘ 中演化出来ꎬ 这是必要和充分的ꎮ 因为这样才有 Ｘ 与 Ｙ 的心理连续性问题ꎮ 后来帕菲

特和他的同事们① 进一步发展了人格同一性的心理标准ꎬ 认为心理连续性关系ꎬ 即直接心理连通的

重叠链接ꎬ 作为那些信念、 欲望、 意向、 经验记忆、 性格特征等之间的因果和认知连通ꎬ 构成了人格

同一性ꎮ 人格同一性的两个明显的生理学理论基本上是心理学的ꎬ 即 (１) 脑标准ꎬ 该标准认为单单

有功能活动的脑的时空连续性构成人格同一性ꎻ (２) 物理标准ꎬ 该标准认为ꎬ 必须要有这样的时空

连续性才构成人格同一性ꎬ 即这种连续性维持着一个人历时的连续心理生活ꎬ 而这种连续的心理生活

在一定条件下是脑的一个充分的部分ꎮ② 这些径路从根本上来说是心理学的ꎬ 因为它们单独挑出主体

的心理连续性作为人格同一性的构成因素ꎮ 想象一下ꎬ 有这样一个部落ꎬ 他们在所有方面都像人类一

样ꎬ 除了他们的脑和肝脏交换了身体功能: 他们的脑调节、 合成、 储存、 分泌、 转化和分解身体中的

许多不同物质ꎬ 而他们的肝脏负责他们的运动、 感知、 情感、 思考和其他整合性活动ꎮ 如果脑标准对

人类来说是正确的ꎬ 我们是否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脑标准对这个部落的成员也是正确的吗? 肯定不

是ꎮ 正因为脑标准适用于人类ꎬ 所以肝脏标准必定适用于这个部落的成员ꎮ 我们头骨中随身携带的

１ ３ 千克脑组织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ꎬ 关键是这个物质是我们认知能力的基础ꎮ
帕菲特创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实验: 远程传送 (Ｔｅｌ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ꎮ 在 ｔ１ꎬ Ｘ 进入了一个远

程传送装置ꎬ 在摧毁 Ｘ 之前ꎬ 该装置建立了 Ｘ 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的精确蓝图ꎮ 这些信息被发送到火

星上的一个复制装置上ꎬ 该装置在 ｔ２ 时创建了一个在性质方面都相同的复制品 Ｙꎮ③ 问题是 Ｘ 和 Ｙ
是完全相同的吗? 根据心理连续性或连通性标准ꎬ 结论应该是: Ｘ 和 Ｙ 是完全相同的ꎮ 然而ꎬ 存在

一个逻辑循环问题ꎮ 如果在火星 ｔ２ 时的 Ｙ 记得 ｔ１ 时的 Ｘ 感觉地球上咖啡太烫的经验ꎬ 那么必然地ꎬ
在 ｔ１ 时的 Ｘ 和在 ｔ２ 时的 Ｙ 是完全相同的ꎮ 然而ꎬ 这里并没有预设参与者的同一性ꎮ 在这里我们说的

是ꎬ 由于 Ｘ 和 Ｙ 共享所有的心理特征ꎬ 因此判断 Ｘ 和 Ｙ 完全相同是合理的ꎬ 而恰恰不是因为把这种

情况描述为 Ｘ 和 Ｙ 的心理之间有一种连续性ꎬ 才说 Ｘ 和 Ｙ 必然是完全相同的ꎮ
心理连续性的论点存在一些棘手的反例ꎮ 例如ꎬ Ｘ 在 ｔ１ 时发生了一起摩托车事故ꎮ 被送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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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Ｙ 在 ｔ２ 时处于持续性植物人状态ꎮ 我们的直觉是: Ｘ 在 ｔ１ 时与 Ｙ 在 ｔ２ 时是同一个人ꎬ 尽管他们之

间没有心理连续性: Ｘ 在 ｔ１ 时的心理状态与 Ｙ 在 ｔ２ 时的心理状态完全不同ꎬ 不管 Ｘ 在 ｔ１ 时有何种心

理状态ꎬ Ｙ 在 ｔ２ 时完全丧失了意识ꎮ 还有胎儿的案例ꎮ 由于胎儿不具备满足心理标准要求所必需的

认知能力ꎬ 如果心理标准是正确的ꎬ 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与过去的胎儿是同一的ꎮ 直觉则告诉我们ꎬ
我们每个人都和过去的胎儿是同一的ꎮ 所以由上面两个反例我们不得不做出的结论是: 所有假设心理

连续性为人格同一性必要条件的观点都是假的ꎮ
在最近关于人格同一性的哲学讨论中ꎬ 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实验之一就是分裂 (Ｆｉｓｓｉｏｎ) 案例①:

Ｘ 的脑被移出 Ｘ 的身体ꎬ Ｘ 的身体被摧毁ꎮ Ｘ 的脑胼胝体 (负责保持两个脑半球之间信息传递能力的

纤维束) 被切断ꎬ 留下两个 (潜在地) 均等的脑半球ꎮ 原本是单一的低位脑被分开ꎬ 每个半球被移

植到两个分裂产物 Ｙ１ 和 Ｙ２ (在质的各方面相同的两个身体) 中的一个ꎮ 我们的直觉会认为: 既然

Ｙ１ 和 Ｙ２ 都与 Ｘ 共享所有的心理特征ꎬ 两者都是与 Ｘ 同一的候选者: 两者之中的任意一个ꎬ 如果另

一个不存在ꎬ 就会与 Ｘ 同一ꎮ 然而结论并非如此ꎮ 脑分裂为两半这种情况必须假定ꎬ 进行联合部切

开术或脑的对分ꎬ 即切开胼胝体和用手术摘除一个脑半球的大脑皮层是可能的ꎮ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联

合部切开术被用于癫痫的治疗②ꎮ 然而ꎬ 脑分裂为两半还假定ꎬ 将皮层下区域以及特别是低位脑分裂

开ꎬ 是可能的ꎮ 但这样做ꎬ 在生理上不可能不损害高位脑的功能ꎮ 一些哲学家认为ꎬ 脑的这种分裂并

不构成对人格同一性的心理连续性理论难以应对的挑战ꎮ 然而已故牛津大学哲学家威尔克斯 (Ｋａｔｈ￣
ｌｅｅｎ Ｗｉｌｋｅｓ)③ 不同意这种观点ꎮ 她认为ꎬ 我们对这些案例中实际发生的事情仍一无所知ꎬ 不能断言

脑的分裂不会影响人格同一性的心理学理论ꎮ
即使脑的一分为二是可能的ꎬ 它尤其会给心理学径路带来难以应对的问题ꎮ 分裂结果 Ｙ１ 和 Ｙ２

在心理上与 Ｘ 都是连续的ꎮ 根据心理学的径路ꎬ 他们与 Ｘ 是同一的ꎮ 然而ꎬ 实际上他们彼此并非完

全相同: Ｙ１ 和 Ｙ２ 的确会共享许多属性ꎬ 但即使在分裂手术完成的那一刻ꎬ 他们在其他方面就会有

不同ꎬ 例如他们的时空位置以及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ꎮ 人们承认ꎬ 作为脑分裂的结果ꎬ 心理连续性

对于人格同一性是不充分的ꎮ 他们指出ꎬ 即使认为 Ｘ 作为 Ｙ１ 或 Ｙ２ 存在 (如果 Ｙ１ 和 Ｙ２ 中的其中一

个不存在)ꎬ 而实际上 Ｙ１ 和 Ｙ２ 都存在ꎬ 而 Ｘ 已不再存在ꎮ 由于 Ｘ 与 Ｙ１ 或 Ｙ２ 之间存在心理连续性

而认为 Ｘ 还可或作为 Ｙ１ 或作为 Ｙ２ 存在很难让人相信ꎮ 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杀了你ꎬ 例如我把你打晕ꎬ 把你的一个脑半球移植到另一个身体里ꎬ 然后在你醒来之前把你送回家ꎬ
那么如果移植成功以及心理学径路是真的ꎬ 你还活着ꎮ 而实际上你已经死亡ꎮ④

三、 人格同一性的哲学考虑对头颅移植的含义

　 　 现在关于人格同一性的讨论不再只涉及思想实验ꎬ 而是涉及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ꎮ 经过 ５ 年的

努力ꎬ 卡纳韦罗博士和任晓平博士本来计划于 ２０１８ 年在国内进行首个以中国人为受试者的头颅移植

临床试验ꎮ 尽管这项手术在科学上是无效的ꎬ 在伦理上是得不到辩护的ꎬ 而且在中国是违法的ꎮ 谁将

从这种头颅移植中受益ꎬ 这也是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在实施干预前进行风险－受益比的评估时必须认

真考虑的一个问题ꎮ 鉴于目前的技术ꎬ 接受者和捐赠者的两根脊髓是无法重新连接的ꎬ 在手术过程中

分离的头部和身体将因为供血不足而死亡ꎬ 且免疫排斥无法克服ꎬ 潜在的人类受试者有很大的概率会

死在手术台上ꎮ 然而ꎬ 即使这些障碍会被克服ꎬ 谁将从这一困难重重的手术中受益则是不确定的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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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１９３－２４４.



临床实践或临床试验的任何干预中ꎬ 医生与研究人员必须评估风险－受益比是否有利ꎮ 这是干预是否

能在伦理学上得到辩护的主要依据之一ꎮ 假设所有阻碍头颅移植的科学障碍都被克服ꎬ 谁将成为头颅

移植干预中的受益者? 这个问题与人格同一性问题密切相关ꎮ
哲学家们对此意见不一ꎮ 多年来ꎬ 帕菲特一直在讨论头颅和身体重新连接的相关问题ꎬ 根据他的

意见ꎬ 接受者将从头颅移植中受益ꎬ 因为对于他和内格尔等其他哲学家来说ꎬ 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

是脑或心 (ｍｉｎｄ)ꎮ 因此ꎬ 他们的观点被贴上了神经还原论的或精神本质论的标签ꎮ 然而ꎬ 帕菲特的

观点将面临其支持者无法应对的挑战ꎮ 把人看作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而不仅只是头颅的动物论者肯定会

反对帕菲特将头颅移植中受体视为受益者的观点ꎮ 然而ꎬ 他们也有困难ꎮ 因为无论是头颅还是身体都

是有机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把头颅看得更重要ꎬ 你会得出与帕菲特相同的结论———受体

将受益ꎻ 但如果你把身体看得更重要ꎬ 你则将得出供体即捐赠者会受益的结论ꎮ 所以动物论者会陷入

自相矛盾的困境ꎮ 本文将论证第三种方法ꎬ 并得出这样的结论: 受益者既不是受体也不是供体ꎬ 而是

一个第三者ꎬ 他是一个与受体的头颅和供体的身体相结合的混合有机体ꎮ
移植的目的是保全病人的生命和保持他的人格ꎮ 所有其他成功的器官移植在这方面都不存在任何

问题ꎮ 但是头颅移植是个例外ꎮ 假设患者 Ａ 患有严重的身体疾病ꎬ 他的脑仍然健康ꎬ 而 Ｂ 则处于脑

死亡状态ꎬ 他的身体完好无损ꎮ 如果我们拥有一种安全而有效的头颅移植方法ꎬ 外科医生会将 Ａ 的

头颅割断并安装到 Ｂ 的颈部ꎮ 这项手术旨在挽救 Ａ 的生命而不伤害 Ｂꎬ 因为 Ｂ 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ꎮ
现在的问题是: 由此产生的人 Ｃ (Ａ 的头和 Ｂ 的身体) 是否与 Ａ、 Ｂ 有相同的人格同一性ꎬ 或者相

反ꎬ 他有不同于 Ａ 和 Ｂ 的、 自己独特的独立的同一性吗? 这是由头颅移植 (假设它能成功) 引起的

同一性问题ꎮ 对此ꎬ 卡纳韦罗和任晓平都给出了一个不得要领的回答ꎬ 他们可能误解了这个问题ꎮ 他

们① 误认为这是一个 “心理适应” 或 “心理容忍” 的问题ꎬ 他们对脑、 心和自我有一个混乱不堪的

观点ꎬ 而对认知科学有关脑、 心、 身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成果一无所知ꎮ 卡纳维罗认为 “自我只是

一个可以随意操纵的幻觉”②ꎮ 任晓平说: “一个人的本质是什么? 一个人就是脑ꎬ 而不是身体ꎮ 身体

只是一个器官ꎮ”③ 那么ꎬ 身体仅仅是一个器官吗?
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脑ꎮ 任晓平关于人、 脑和身体的观点反映了他是一个神经还原论者ꎬ 他的观

点与内格尔的上述 “我本质上是我的脑” 的观点相呼应④ꎬ 也与勒杜 ( Ｊｏｓｅｐｈ ＬｅＤｏｕｘ) 的观点一

致⑤ꎮ 勒杜说: “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本质被编码在我们的脑之中ꎮ” 然而ꎬ 这种说法是误导性的ꎬ 也是

不准确的ꎬ 因为它忽略了除脑以外的其他身体系统对我们精神状态的影响ꎮ 我们精神状态的生物学基

础不仅仅是我们的脑ꎮ⑥ 早在 １９９１ 年瓦雷拉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Ｖａｒｅｌａ)、 汤普森 (Ｅｖａｎ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和罗施

９２谁受益? 头颅移植中的人格同一性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ａｎａｖｅｒｏ Ｓ ＆Ｒｅｎ Ｘ ꎬ Ｈｏｕｓｔｏｎꎬ ＧＥＭＩＮＩ Ｈａｓ Ｌａｎｄｅｄ: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Ｆｕｓｉ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ꎬ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２５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６２６－６２８ Ｒｅｎ Ｘ ＆Ｃａｎａｖｅｒｏ Ｓ ꎬ ＨＥＡＶ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ｅ) ａｎｄ ａ Ｈａｒｄ Ｃａｓｅ ( ａ Ｈｅａｄ Ｔｒａｎｓ￣
ｐｌａｎｔ)ꎬ ＡＪＯＢ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１２ Ｒｅｎ Ｘꎬ Ｌｉ Ｍꎬ Ｚｈａｏ Ｘꎬ ｅｔ ａｌ ꎬ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ｐｈａｌｏｓ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ｉｓ ｉｎ ａ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ｄｅｌꎬ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２７６.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Ｗ ꎬ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ｅｔ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ｇｏ ａ Ｈｅａｄ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Ａｄｍｉｔｓ Ｈ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Ｎｏｗ Ｕｎｄｅｒｇ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Ｓａｙｓ: ‘Ｔｈａｔ̓ｓ ａ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ｆ Ｍｙ Ｃｈｅｓｔ’ꎬ Ｍａｉｌ Ｏｎｌｉｎｅꎬ ２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ｍａｉｌ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４６２４３６４ / 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ｇｏ－ｈｅａｄ－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ｇｉｖｅｓ－ｈｏｐｅ－ｓｕｒｇｅｒｙ ｈｔｍｌ (Ａｃｃｅｓｓ ２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

Ｐａｒｒｙ Ｓ 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ｕｒｇｅ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ｅｓ ｆｏｒ Ｗｏｒｌｄ ̓ ｓ Ｆｉｒｓｔ Ｈｅａｄ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 Ｐｏｓｔ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 ２０１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ｍｐ ｃｏｍ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 / ｐｏｓｔ－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ｈｅａｌｔｈ － ｂｅａｕｔ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９２６３６１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ｓｕｒｇｅｏｎ － ｐｒｅｐａｒｅｓ － ｗｏｒｌｄｓ － ｆｉｒｓｔ － ｈｅａｄ ( Ａｃｃｅｓｓ １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 

Ｎａｇｅｌ Ｔ ꎬ Ｂｒａｉｎ Ｂｉ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ꎬ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Ｎｏｏｎａｎ Ｈꎬ ｅｄ ꎬ 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ꎬ ＵＫ ａｎｄ 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ꎬ ＶＴ:
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７５－９４.

Ｌｅｄｏｕｘ Ｊ ꎬ Ｔｈｅ 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Ｓｅｌｆ: Ｈｏｗ Ｏｕｒ Ｂｒａｉｎ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Ｗｈｏ Ｗｅ Ａｒ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ｉｋｉｎｇ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１３－９６.
Ｇｌａｎｎｏｎ Ｗ ꎬ 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２９－４４.



(Ｌｅａｎｏｒ Ｒｏｓｃｈ)① 就曾指出ꎬ 赋身认知是一种首先依赖于来源于具有一个拥有各种感觉运动能力的身

体的种种类型经验的认知ꎬ 其次ꎬ 这种感觉运动能力本质上是一个更全面的生物学、 心理学以及文化

环境的一部分ꎮ② 认知科学已经提示ꎬ 心是由脑、 身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融合形成的ꎮ 作为人ꎬ
我们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是我们被赋身和被嵌入的心这一事实的一个功能ꎮ 格兰农 (Ｗａｌｔｅｒ Ｇｌａｎｎｏｎ)
(同上) 清楚地阐明了脑、 心 (认知、 自我)、 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ꎬ 如下:

　 　 我们的精神状态是由脑及其与我们身体内外特征的互动所产生和维持的ꎬ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是赋体的心ꎮ 我们的精神状态的内容和性质是由我们在社会和自然环境之内的行动决定的ꎬ 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也是嵌入的心ꎮ 我们是由我们的脑构成的ꎬ 但我们并不等同于大脑ꎮ 脑是塑造人

格、 身份和行动能力的最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心并不仅仅基于脑的结构和功能ꎬ 而是基于

脑与身体及外部世界的持续互动ꎮ③
对脑、 心 (认知、 自我)、 身体和环境之间关系的讨论ꎬ 直接关系到对什么是人格同一性、 哪个

实体有资格被称为人的问题的回答ꎬ 以及直接关系到在我们的案例中移植 (如果成功的话) 后由此

产生的 Ｃ 这个人是谁的问题的回答ꎮ
Ｃ 是谁? 对于卡纳韦罗和任晓平来说ꎬ 由于他们的神经还原论观点ꎬ Ｃ 是 Ａ 似乎没有问题ꎮ 然而

他们没有认识到这里面存在一个同一性问题ꎬ 而非仅仅是心理适应或者心理容忍的问题ꎮ 由此产生的

Ｃ 这个人是 Ａ 还是 Ｂꎬ 还是新的第三者ꎬ 这取决于对什么是人格同一性的问题的回答ꎮ 对于精神本质

论或神经还原论的支持者而言ꎬ 包括洛克④、 帕菲特⑤、 麦克麦恩 (Ｊｅｆｆ ＭｃＭａｈａｎ)⑥ 都会认为ꎬ 由此

产生的 Ｃ 这个人就是 Ａꎮ 对他们来说ꎬ 关键在于记忆、 意向、 信念、 欲望和其他精神状态之间的连通

性ꎮ Ｘ 和 Ｙ 如是同一个人ꎬ 他们必须有直接的心理连通ꎮ 帕菲特把人归结为一系列的心理体验和心

理体验之间的关系ꎮ 帕菲特首先通过思想实验讨论了头颅移植ꎮ⑦ 在思想实验中帕菲特的头颅被接到

了英国哲学家威廉姆斯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的身上ꎬ 帕菲特的朋友去病房看他ꎬ 他很清楚地认出他

是帕菲特ꎬ 即使护士给他看身体来自威廉姆斯ꎮ 在这个案例中帕菲特诉诸常识来支持他的精神本质

论ꎮ 然而ꎬ 帕菲特并没有预料到ꎬ 一旦他的头部移植到威廉姆斯的身体上ꎬ 他的精神状态、 心和自我

都会因他的头颅与威廉姆斯的身体以及新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发生改变ꎮ 因此ꎬ 根据他的精神本质

论观点ꎬ 在头颅移植实施之后ꎬ 将继续存在的 Ａ 这个人就是那个头颅被移植到 Ｂ 身体上的人ꎬ 因为

精神生活的能力存留于存活的脑之中ꎮ 然而ꎬ 如此一个立场并不能完全解释作为心理状态的人与生物

有机体之间的关系ꎮ⑧ 有许多驳斥精神本质论的反例ꎬ 例如ꎬ 一个处于深度睡眠、 昏迷或持续性植物

人状态 (ＰＶＳ) 的个体尽管没有心理连续性或连通性ꎬ 但仍然作为同一个个体存在ꎮ
持有生物连续性观点的动物论支持者⑨ 认为ꎬ 只要身体存在ꎬ 个体的同一性就会被保留ꎬ 对心

理连续性和人格同一性至关重要的是身体的连续性ꎮ 因此ꎬ 即使他永久性失去知觉ꎬ 如果他进入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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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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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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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植物人状态或者甚至是脑死亡状态ꎬ 他仍将是同一个人ꎮ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Ｃ 是 Ｂꎮ “动
物论观点” 的问题在于ꎬ 头颅和身体都是有机体的重要部分ꎮ 如果一个人坚持认为头颅比身体更重

要ꎬ 他会加入神经还原论者的行列ꎬ 声称: Ｃ 是 Ａꎻ 相反ꎬ 如果一个人认为身体比头颅更重要ꎬ 他会

得出结论: Ｃ 是 Ｂꎮ
根据关于通过脑、 身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塑造我们的心或自我的认知理论ꎬ 认为 Ｃ 既不

是 Ａ 也不是 Ｂꎬ 而是一个不同于 Ａ 和 Ｂ 的新的人ꎬ 这似乎比精神本质论者和动物论者更有根据ꎮ 在

头颅移植实施之后ꎬ Ａ 的头颅被移植到 Ｂ 的身体上ꎬ Ａ 的头颅必然嵌入到 Ｂ 的身体之中ꎬ 并被嵌入到

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ꎬ 与 Ｂ 的身体和新的环境相互作用ꎮ 这将极大地调整或改变神经系统和

心理系统的结构ꎬ 使得产生的 Ｃ 既不是 Ａ 也不是 Ｂꎮ②

基于上述论证ꎬ 美国生命伦理学家卡普兰 (Ａｒｔｈｕｒ Ｃａｐｌａｎ) 的评论也就不足为奇了ꎮ 他说: “(移
植) 背后的目的是保存你ꎬ 但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式是改变你的身体ꎬ 那么你并没有真正

拯救自己———你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③ꎬ 因此头颅移植的受益者不是 Ａꎬ 而是新产生的 Ｃꎬ 并且 Ａ
将死亡ꎮ 无论如何卡纳韦罗和任晓平的头颅移植都会杀死 Ａ———对病人造成最大的伤害! 这违反了医

学专业精神的第一原则: “病人利益第一位”ꎮ
如果从脑 /心、 身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认知科学观点看问题ꎬ 那么我们对帕菲特的 “远程传送”

和 “脑分裂” 这两个思想实验都可以做出合乎常识和合乎直觉的回应ꎮ 就远程传送思想实验而言ꎬ
在 ｔ１ꎬ Ｘ 进入了一个远程传送装置ꎬ 在摧毁 Ｘ 之前ꎬ 该装置建立了 Ｘ 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的精确蓝图ꎮ
这些信息被发送到火星上的一个复制装置上ꎬ 该装置在 ｔ２ 时创建了一个在质的方面完全相同的复制

品 Ｙꎮ 问题是 Ｘ 和 Ｙ 是同一的吗? 根据心理连续性或连通性的标准ꎬ 结论 Ｘ 和 Ｙ 应该是同一的ꎮ 然

而ꎬ 这个结论是反直觉的ꎮ 但从脑 /心－身－环境相互作用理论的观点来看ꎬ Ｙ 现在所处的环境与 Ｘ 在

地球上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ꎮ Ｙ 会有完全不同的经历ꎬ 这样 Ｘ 的心理状态和 Ｙ 的心理状态之间就没

有心理上的连续性或连通性ꎬ Ｙ 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另一个人ꎮ 对脑分裂案例思想实验的回

应同样如此: Ｘ 的脑从 Ｘ 的身体被摘除ꎬ Ｘ 的身体被摧毁ꎮ Ｘ 的脑胼胝体被切断ꎬ 留下两个均等的脑

半球ꎮ 单一的低位脑被分开ꎬ 每个半球被移植到两个分裂产物 Ｙ１ 和 Ｙ２ 中的一个ꎮ 根据心理同一性

标准: 既然 Ｙ１ 和 Ｙ２ 与 Ｘ 共享所有的心理特征ꎬ 两者都是与 Ｘ 完全相同的候选者———两者之中的任

何一个ꎬ 如果没有另一个ꎬ 就会与 Ｘ 完全相同ꎮ 如果这种脑分裂是有可能的ꎬ 它尤其会给心理学径

路带来难以应对的挑战ꎮ 脑分裂的结果 Ｙ１ 和 Ｙ２ 在心理上都与 Ｘ 存在连续性ꎮ 因此ꎬ 根据心理学的

径路ꎬ 他们都与 Ｘ 完全相同ꎮ 然而ꎬ 他们彼此并非完全相同: Ｙ１ 和 Ｙ２ 二人的确会共享许多属性ꎬ
但即使在分裂手术完成的那一刻ꎬ 也会有其他方面的不同ꎬ 例如它们的时空位置不同ꎬ 更不要说它们

移植到某个身体后与不同身体的、 不同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了ꎮ 从脑 /心、 身体和环境相互作

用的认知理论来看ꎬ 分裂后的 Ｙ１ 和 Ｙ２ 生活在一个彼此不同的且也完全不同于 Ｘ 的身体、 自然和社

会环境之中ꎮ 因此ꎬ 他们会发展出一种与 Ｘ 没有联通的心理状态ꎬ Ｙ１ 和 Ｙ２ 之间的心理状态也不会

连通ꎮ 所以ꎬ Ｘ 和 Ｙ１ 与 Ｙ２ 都是彼此独立的不同的人ꎮ 否则ꎬ 如果 Ｘ 被发现是一个罪犯并应判处 ２０
年监禁ꎬ Ｙ１ 和 Ｙ２ 是否应分别服刑 １０ 年? 这是违反人的合理的直觉的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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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反思

———以儒家为视域

刘　 涛

(广州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广东 广州 ５１１４３６)

　 　 摘要: 文章以儒家伦理为视域ꎬ 从儒家的生化原则、 慈爱原则、 诚信原则、 前定原则、 公正原则、 中

庸原则入手ꎬ 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审视ꎮ 就生化原则、 慈爱原则而言ꎬ 儒家支持包括

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在内的人类基因编辑技术ꎬ 也为一定范围内的基因增强技术留下了伦理支持的可能性ꎬ
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清晰明确ꎮ 综合而言ꎬ 基因增强特别是生殖细胞基因增强仍然难以得到儒家伦理的辩护ꎮ
就诚信原则、 前定原则与公正原则而言ꎬ 儒家强调研究者与受试者之间的相互坦诚与确认ꎬ 强调开展人类

基因编辑技术的安全性和公共性ꎮ 在保证受试者权益和社会弱势群体获取技术资源的共享权益基础上ꎬ 儒

家伦理认可循序渐进、 相对安全地发展生殖系基因治疗技术ꎮ 上述各原则的内部要素及各原则之间的适用

性ꎬ 需要借助中庸原则进行综合评判ꎬ 才能最终在动态平衡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方案ꎮ
关键词: 基因编辑ꎻ 儒家伦理ꎻ 天人之际ꎻ 代际伦理ꎻ 诚信ꎻ 中庸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２－０５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０３２－０８

一、 生化原则: 天人之际的伦理反思

　 　 基因编辑技术涉及复杂的伦理问题ꎬ 但其研究与应用的落脚点在人ꎬ 如果要站在儒家伦理的视角

对其进行审视ꎬ 必须回归 “人” 这一核心概念ꎮ 而在儒家的视域中ꎬ 人与天又是密不可分的ꎮ
二程云: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尔ꎮ 人与物但气有偏正耳ꎮ 独阴不成ꎬ 独阳不生ꎮ 得阴阳之偏者为

鸟兽草木夷狄ꎬ 受正气者人也ꎮ” ① 人与万物皆来源于天地ꎬ 人禀赋天地之间的正气而生ꎬ 物则禀赋

天地之气 “偏” 的一面而生ꎮ “天地之道ꎬ 可一言而尽也ꎬ 其为物不贰ꎬ 则其生物不测ꎮ” ( «中

庸» ) 天地的基本法则是专诚ꎬ “诚故不息ꎬ 而生物之多” ② ꎬ 天地因其诚而能生生不息地创造出包

含人类在内的多种多样的万物ꎮ 人虽然只是天地所生之物中的 “一员”ꎬ 但却能通过 “尽性” 的途径

而 “赞天地之化育” “与天地参” ( «中庸» )ꎮ 根据朱熹的解释ꎬ “赞ꎬ 犹助也ꎮ 与天地参ꎬ 谓与天

地并立为三也ꎮ” ③ 人能够帮助天地更好地生化、 养育万物ꎬ 因而可以与天地相提并论ꎮ 由此可知ꎬ
如果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能够帮助人类治愈自身疾病ꎬ 进而使人类更好地辅助天地化育万物ꎬ 那么该

技术就是可以获得儒家伦理支持的ꎮ

２３




在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体细胞和生殖细胞开展基因治疗方面ꎬ 学界大多认可针对体细胞的基

因编辑ꎬ 而对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则分歧较多ꎮ① 从儒家的视角来看ꎬ «周易乾文言» 云: “夫大

人者ꎬ 与天地合其德ꎬ 与日月合其明ꎬ 与四时合其序ꎬ 与鬼神合其吉凶ꎮ 先天而天弗违ꎬ 后天而奉天

时ꎮ” “先天” 谓上天垂象示人之先而采取行动ꎬ 意即在几先之兆未明朗前即采取行动ꎮ “后天” 谓上

天垂象示人之后采取行动ꎬ 意即秉承天意后采取行动ꎮ② 儒家特别注重对几先之兆的把握和处理ꎬ 结

合基因治疗的不同形式ꎬ 可以判定儒家认为: 个体在患病之后采取体细胞基因编辑技术进行治疗ꎬ 不

如个体在患病之前采取体细胞基因编辑技术进行治疗ꎬ 更不如个体在患病之前采取生殖细胞基因编辑

技术进行治疗ꎮ 体细胞基因治疗是在个体出生之后对其相关基因进行的编辑ꎬ 它类似于儒家所言的

“后天”ꎮ 此时ꎬ 个体的基因已经确定ꎬ 顺应天时地对需要编辑的基因进行处理ꎬ 乃是 “后天而奉天

时”ꎮ 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则是在个体出生之前对生殖细胞或胚胎进行编辑ꎬ 它类似于儒家所言的 “先
天”ꎮ 此时的个体尚未现实诞生ꎬ 仍处于潜在的状态ꎬ 如果确有必要而编辑其基因ꎬ 也会因其契合于

天道而得到儒家伦理的支持ꎬ 此乃 “先天而天弗违”ꎮ 儒家强调 “生生之谓易” ( «易传系辞

上» )ꎬ 这种生生不息的生化原则ꎬ 是宇宙间最普遍的道理ꎬ 也就是天道、 天理ꎮ③ 如果采取基因编

辑技术不违背化育万物的天道原则ꎬ 那么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技术也是符合儒家伦理的ꎮ
在处理天人关系方面ꎬ 儒家除了强调天人合一ꎬ 也有荀子的天人之分观点: “明于天人之分ꎬ 则

可谓至人矣ꎮ 不为而成ꎬ 不求而得ꎬ 夫是之谓天职ꎮ 如是者虽深ꎬ 其人不加虑焉ꎻ 虽大ꎬ 不加能焉ꎻ
虽精ꎬ 不加察焉ꎮ 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ꎮ 天有其时ꎬ 地有其财ꎬ 人有其治ꎬ 夫是之谓能参ꎮ 舍其所以

参而愿其所参ꎬ 则惑矣ꎮ” («荀子天论» ) 荀子认为ꎬ 天与人各有其功能与职责ꎬ 虽然人的思虑深

远ꎬ 但却不超越自然现象替天别作思虑ꎻ 虽然人的才能广大ꎬ 但却不超越自然功能替天别有作为ꎻ 虽

然人的见识精明ꎬ 但却不超越自然规律替天别作体察ꎮ 天有四时ꎬ 地有材物ꎬ 人也有治理功能ꎬ 正是

人的治理功能ꎬ 让人与天地并列为三ꎮ 人舍弃治理万物的功能ꎬ 而去与天争职ꎬ④ 就会陷于困顿ꎮ 那

么ꎬ 相对于人而言ꎬ 天的职责和功能是什么呢? 荀子云: “天职既立ꎬ 天功既成ꎬ 形具而神生ꎮ”
( «荀子天论» ) 杨倞解为: “言人之身亦天职、 天功所成立也ꎮ 形ꎬ 谓百骸九窍ꎮ 神ꎬ 精魂也ꎮ”⑤

天的功能在于创生出人的身体与精神ꎬ 人不应该越过天的职能范围而妄图改造天所赋予人的身体及身

体所具有的特定能力ꎬ 人的职能在于治理好自身及万物ꎮ 荀子显然继承了 «中庸» “赞天地之化育”
“与天地参” 的观念ꎬ 主张人类对自身和万物的治理而非对天所赋予的形体与功能进行人为地改造ꎮ
按照这一思路ꎬ 荀子应该支持以治疗为目的的基因编辑ꎬ 但并不支持以增强为目的的基因编辑ꎮ

荀子肯定人是天所生成的ꎬ 心和感官都是天的创造ꎮ⑥ 荀子提出改造自然的独到见解: “大天而

思之ꎬ 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ꎬ 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待之ꎬ 孰与应时而使之! 因物而多

之ꎬ 孰与骋能而化之! 思物而物之ꎬ 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愿于物之所以生ꎬ 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故

错人而思天ꎬ 则失万物之情ꎮ” («荀子天论» ) 在荀子看来ꎬ 与其思慕天ꎬ 不如畜积天所生之物而

利用之ꎻ⑦ 与其称颂天ꎬ 不如掌控天道而利用之ꎻ 与其等待天时ꎬ 不如役使四时ꎻ 与其因任万物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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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ꎬ 不如将万物的潜能发挥到极致而使其增多ꎻ① 与其思虑万物而贮藏万物ꎬ 不如治理万物而不失

去万物ꎻ 与其思虑天生万物的道理ꎬ 不如致力于研究使万物成长的道理ꎻ② 所以ꎬ 舍弃人为的努力而

妄自思慕天ꎬ 就无法掌握万物的实际情况ꎮ 如果说此前荀子强调的是天的功能、 人不能与天争职ꎬ 那

么这里荀子则更为强调人的功能ꎮ 人虽不能替代天的功用职责ꎬ 却能积极地掌控天道、 利用天道ꎮ 但

需要注意的是ꎬ 人虽能掌控利用天道ꎬ 然而人的主要职能仍然是在天道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治理ꎬ 所谓

“理物而勿失之”ꎬ 并不是取代天道去对万物进行重新创造ꎮ 就此而言ꎬ 儒家仍然偏于认可人类基因

治疗的编辑技术ꎬ 而非基因增强ꎮ③ “骋能” 即指将万物的潜能激发到极限ꎬ 荀子此处是否认可为了

繁衍万物ꎬ 而允许采用基因增强技术来激发基因的潜能呢? 这关涉到我们该如何理解 “骋能” 的含

义ꎮ 如果站在保守的立场上ꎬ 从人 “不与天争职” “不加虑” “不加能” “不加察” 的视角来理解ꎬ
“骋能” 就只能在较为有限的范围内进行ꎬ 只能以治理、 治疗为目的来展开ꎮ 这种视角下ꎬ 基因增强

是不被支持的ꎮ 但若站在相对激进的立场来解释ꎬ 人虽不能妄自改动天道设定的基因ꎬ 然而人类为了

使万物更好地繁衍ꎬ 可以对人自身或其他物种的基因进行强化ꎬ 将其功能激发到极致ꎮ 综合而言ꎬ 我

们可以这样认为ꎬ 儒家偏向于支持以治疗为主的人类基因编辑技术ꎬ 同时也为一定范围内的基因增强

技术留下了伦理支持的可能性ꎮ

二、 慈爱原则: 代际之间的伦理反思

　 　 代际之间的伦理困境ꎬ 主要是由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引发的ꎮ 反对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

术特别是反对以增强为目的的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学者们认为这项技术侵犯了未来孩子的自主权和平

等权ꎬ 破坏了亲子之间原本自由、 平等的对称关系ꎬ 并认为只有非人为安排的生命开始的偶发性ꎬ 才

与赋予人类生命道德形态的自由之间有联系ꎮ④ 对此ꎬ 也有学者从西方伦理的视角提出了质疑与批

判ꎬ 认为不能以后代的自主和平等为理由来反对生殖细胞基因编辑ꎮ⑤ 面对这一争执不下的伦理困

境ꎬ 我们有必要从儒家的视角参与讨论ꎮ
孟子云: “父子有亲ꎮ” ( «孟子滕文公上» ) «礼记哀公问» 引述孔子之言道: “夫妇别ꎬ 父

子亲ꎬ 君臣严ꎮ” 儒家所言的父子关系ꎬ 在现代社会里ꎬ 可以推论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ꎮ 儒家认

为ꎬ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伦理特点是 “亲”ꎮ 对父子亲情的理解ꎬ «大学» 载: “为人子ꎬ 止于孝ꎻ 为人

父ꎬ 止于慈”ꎬ 提倡父慈子孝的双向关系ꎮ «荀子君道» 载: “请问为人父? 曰: 宽惠而有礼ꎮ 请问

为人子? 曰: 敬爱而致恭ꎮ” 荀子更具体地将父子之亲解释为父对子的宽厚、 仁爱⑥、 依礼而行ꎬ 以

及子对父的恭敬和爱戴ꎮ 由此可知ꎬ 先秦儒家对代际伦理的阐释凸显的是父子关系的双向性、 相对

性、 平等性ꎮ 自汉代的董仲舒提倡 “父为子纲” 开始ꎬ 父子关系逐渐从双向关系转变为单向关系ꎬ
父权主义意味渐浓ꎮ⑦ 至宋代ꎬ 演变出 “父虽不慈ꎬ 子不可以不孝” 的观念ꎻ 而后至明清时期ꎬ 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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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之属ꎬ 待圣人然后分也” ( «荀子礼论» )ꎻ 但有时又似囊括 “人” 的概念在内ꎬ 如 “万物为道一偏ꎬ 一物为万物一偏ꎬ 愚者

为一物一偏” ( «荀子天论» )ꎬ “大道者ꎬ 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 ( «荀子哀公» )ꎮ 笔者认为ꎬ 此处的 “物” “万物” 概念亦可

包含 “人” 之概念在内ꎮ 因此ꎬ 我们可以据此推论儒家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态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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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出了 “父要子亡ꎬ 子不敢不亡” 的绝对父权主义观念ꎮ① 可见儒家的父子伦理经历了由双向性、
相对性、 平等性到单向性、 绝对性、 压制性的复杂历史演变ꎮ 若以汉代之后的儒家而论ꎬ 父母有权对

子女的未来加以干涉ꎬ 父母能够自由地决定是否进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ꎬ 而不需要考虑子女的自主

权ꎮ 若以先秦儒家而论ꎬ 父母对子女需要承担应有的责任ꎬ 在决定是否进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之前ꎬ
父母要依据慈爱原则对子女的未来权益进行充分考量ꎮ 这里我们会发现ꎬ 按照原始儒家的思维ꎬ 涉及

基因编辑技术的代际伦理问题ꎬ 儒家是从父母应该担负的责任伦理视角来考虑的ꎬ 而较少触及子女的

自主性视角ꎮ 实际上ꎬ 较之西方从强调未来子女的自主权出发来讨论代际伦理问题ꎬ 原始儒家的思路

可能更为现实可取ꎮ 正如 Ｇｙｎｇｅｌｌ 等学者批判的那样ꎬ 我们不可能得到还不存在的人的同意ꎬ 我们也

无法通过来自后代的同意来合理地评价生殖系基因编辑ꎮ② 如果从后代自主权的角度来推论ꎬ 父母在

此刻对未来子女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得不到伦理支持的ꎬ 因为父母无从知晓未来子女的自主态度ꎮ
依此而论ꎬ 就连父母是否该生育子女都将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ꎬ 因为我们无法得知未来子女是否

认可被生育ꎬ 在没有获得后代的自主确认之前ꎬ 父母将无权生育子女ꎮ 因此ꎬ 从后代自主权来讨论基

因编辑技术的合理性是不太明智的ꎬ 它会使现实与未来之间陷入一种绝对割裂而无法沟通的境况ꎮ 从

原始儒家注重代际伦理的对等性而言ꎬ 其应该会承认子女在合理范围内的自主权ꎬ 但其并不是从子女

自主权出发去推论父母行为之合理性的ꎬ 而是从父母应该对子女承担的责任出发来考量ꎬ 即父母对子

女应肩负起慈爱的伦理责任ꎮ 那么ꎬ 什么才是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呢? 它包括父母对子女的生养、 教

育、 爱护等内容ꎬ 但生养无疑是慈爱原则的现实基础ꎮ «太平御览人事部七十三慈爱» 载: “ «韩
诗外传» 曰: 夫为人父者ꎬ 心怀慈仁之爱ꎬ 以畜养之ꎮ”③ 父母的慈爱ꎬ 首先表现为对子女的养育ꎮ
«孝经圣治» 中记载孔子之言道: “父子之道ꎬ 天性也”ꎬ “父母生之ꎬ 续莫大焉ꎮ” 依 «孝经» 之

义ꎬ 父子之间的亲情出自天性ꎬ 父母生育子女来延续后代ꎬ 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ꎮ «礼记祭义»
亦记载乐正子春云: “吾闻诸曾子ꎬ 曾子闻诸夫子曰: ‘天之所生ꎬ 地之所养ꎬ 无人为大ꎮ 父母全而

生之ꎬ 子全而归之ꎬ 可谓孝矣ꎮ 不亏其体ꎬ 不辱其身ꎬ 可谓全矣ꎮ 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ꎮ’ ” 在

儒家看来ꎬ 人是天地之中最重要的存在ꎬ 父母完好、 健全地生下子女ꎬ④ 这是繁衍人类的基本方式ꎮ
从身体完整性的角度出发ꎬ 子女也应该完完全全地将身体保存好ꎬ 这是子女应尽的孝道ꎮ 由上述可

知ꎬ 儒家认为父母承担着生育子女、 繁衍后代的职责ꎬ 所谓 “续莫大焉”ꎬ 生育后代有着至关重要的

意义ꎬ 它体现了父母对子女之慈爱的根基ꎬ 即父母赋予子女以生命ꎮ 非但如此ꎬ 父母在生育子女的过

程中ꎬ 必须肩负起 “全而生之” 的责任ꎬ 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原则要求父母应保证所生子女的健康与

完整ꎮ 因此ꎬ 如果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可以治疗将要出生的子女所携带的潜在疾病ꎬ 儒家伦理是支持

父母进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ꎮ
在当今社会注重自主权、 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背景下ꎬ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特别是生殖细胞基因编辑

涉及的代际伦理问题充满着复杂性ꎮ 据 «自然» 报道ꎬ 有一位名叫鲁西的小女孩ꎬ 她的一个基因出

现问题而患有白化病ꎬ 她的视力比平均水平差 １０ 倍ꎮ 但视力问题并没有妨碍鲁西发挥体育方面的特

长ꎬ 她甚至组建了自己的篮球队并表现出色ꎮ 鲁西的父亲伊森问她是否希望她的父母在她出生前就纠

正了导致她失明的基因ꎬ 鲁西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ꎮ 当被问道她自己是否会考虑编辑自己未来孩子的

基因来帮助他们恢复视力时ꎬ 鲁西仍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ꎮ⑤ 在此事例中ꎬ 鲁西希望自己的父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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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自主权ꎬ 同样她也站在尊重后代自主权的立场而主张不对后代进行生殖系基因编辑治疗ꎮ 然

而ꎬ 若以儒家的观念视之ꎬ 鲁西的父母应该对鲁西的健全负责ꎬ 鲁西本人也应该对其未来子女的健全

负责ꎬ 这是为人父母对其子女慈爱的根本体现ꎬ 此种 “全而生之” 的慈爱也是父母在处理代际伦理

关系并做出是否进行相关基因编辑之决定的伦理依据和原则ꎮ 虽然有可能得不到未来子女的认可ꎬ 或

未来子女可能更倾向于不接受生殖系基因编辑治疗ꎬ 但其父母的选择依然能得到儒家伦理的辩护ꎬ 这

与西方的一些学者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ꎮ① 我们无法以 “有些伟大的事情ꎬ 来自基因疾病”② 为理

由ꎬ 认为父母应该对可遗传的基因疾病无动于衷ꎮ 如果有些疾病ꎬ 子女可以在将来用体细胞基因编辑

的方式进行治疗ꎬ 那么ꎬ 将治疗与否的决定权交给后代自主决断未尝不可ꎮ 可如果有些疾病只能采取

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方式进行治疗ꎬ 则儒家认为父母应该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ꎮ
这里还牵涉生殖细胞基因增强的问题ꎮ 从儒家经典文本看ꎬ “全而生之” 只是强调对后代身体及

其基因之完整性、 健全性的守护ꎬ “全” 是相对于残缺性、 病态性而言的ꎬ 并没有追求增强基因的含

义在内ꎮ 至于父母能否根据自身喜好来设计未来孩子的基因ꎬ 若以明清之际出现的父权主义而论ꎬ 父

母对子女有绝对的掌控权ꎬ 父母亦有权设计孩子的基因ꎮ 但这种绝对父权主义并不符合原始儒家的伦

理精神ꎬ 相反ꎬ 它是对原始儒家伦理精神的背离ꎮ 若以原始儒家而论ꎬ 父母对子女进行基因编辑的伦

理依据仅限于慈爱原则ꎬ 为了父母个人喜好而编辑孩子基因的行为是难以得到辩护的ꎮ

三、 诚信原则: 研究者与受试者之间的伦理反思

　 　 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有五种类别ꎬ 又称 “五伦”: “父子有亲ꎬ 君臣有义ꎬ 夫妇有别ꎬ
长幼有序ꎬ 朋友有信ꎮ” («孟子滕文公上» ) 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中ꎬ 除了代际问

题ꎬ 研究者与受试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备受关注ꎮ 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者和受试者ꎬ 其关系最接近五

伦中的 “朋友”ꎬ 而处理朋友关系的伦理原则是 “信”ꎮ «论语述而» 记载: “子以四教: 文ꎬ 行ꎬ
忠ꎬ 信ꎮ” 邢昺疏云: “此章记孔子行教以此四事为先也”ꎬ “中心无隐谓之忠ꎬ 人言不欺谓之信ꎮ”③

信ꎬ 就是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ꎬ 不用言语欺骗对方ꎬ 诚实以待ꎮ «论语公冶长» 又载: “子路曰:
‘愿闻子之志ꎮ’ 子曰: ‘老者安之ꎬ 朋友信之ꎬ 少者怀之ꎮ’ ” “朋友信之” 是孔子的一个人生志向ꎬ
朱熹注曰: “朋友与之以信”ꎬ④ 在此种理解之外ꎬ 朱熹其实更欣赏另一种解释ꎬ 他说: “朋友信于

我此说较好”ꎬ “朋友信于我ꎬ 则我之为信必无不尽”ꎮ⑤ 此说是将 “朋友信之” 解为 “朋友信任

我”ꎬ 而我之所以能获得朋友的信任ꎬ 乃是因为我已经对朋友做到了凡事无欺ꎮ⑥ 以上两种解释皆通ꎮ
“朋友与之以信”ꎬ 是说道德主体对待朋友要遵行诚信原则ꎻ “朋友信于我”ꎬ 则是指在道德主体遵行

诚信原则的基础上ꎬ 朋友进一步将其效果反馈给道德主体ꎮ 与 “信” 相应ꎬ 儒家亦言 “诚”ꎮ 朱熹

云: “妄诞欺诈为不诚”ꎬ “诚是不欺妄底意思”ꎮ⑦ 可知 “诚” “信” 的含义互通ꎬ 皆为真实、 不欺

骗ꎮ 当然ꎬ 朱熹也对两者有过区分: “诚是个自然之实ꎬ 信是个人所为之实ꎮ «中庸» 说 ‘诚者ꎬ 天

之道也’ꎬ 便是诚ꎮ 若 ‘诚之者ꎬ 人之道也’ꎬ 便是信ꎮ”⑧ 在朱熹看来ꎬ “诚” 是绝对的、 纯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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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 而 “信” 是相对的、 人为的ꎬ 普通人只能做到 “信”ꎬ 只有圣人才能达到 “诚”ꎮ 但具体到现实

伦理问题的分析ꎬ 诚与信可以合之而论ꎬ 不必强作区分ꎮ 儒家的诚信原则要求在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

与实验过程中ꎬ 研究者和受试者必须互不欺骗、 诚实相待ꎮ 受试者应将自身的身体状况、 健康情况等

真实告知研究者ꎮ 研究者也应把将要开展的基因编辑技术的实验方案、 相关风险等真实坦诚地告知受

试者ꎬ 在获得受试者的信任与同意之后才能进行ꎮ
在儒家看来ꎬ 诚信原则不仅体现为真实告知ꎬ 它还与其他道德原则交织在一起ꎮ “仁义礼智ꎬ 乃

未发之性ꎬ 所谓诚ꎮ” “或问: ‘仁义礼智ꎬ 性之四德ꎬ 又添 “信” 字ꎬ 谓之 “五性”ꎬ 如何?’ 曰:
‘信是诚实此四者ꎬ 实有是仁ꎬ 实有是义ꎬ 礼智皆然ꎮ’ ”① 诚信原则ꎬ 是将仁义礼智诸德真实无欺

地落到实处ꎮ 因此ꎬ 依照儒家的伦理精神ꎬ 开展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者不能以此实验能极大地促进科

学进步为由ꎬ 强迫或要求他人参加其所主持的实验ꎬ 因为其违反了仁义精神ꎮ 儒家认为ꎬ “行一不

义、 杀一不辜而得天下ꎬ 皆不为也” ( «孟子公孙丑上» )ꎻ “杀一无罪ꎬ 非仁也ꎻ 非其有而取之ꎬ
非义也” ( «孟子尽心上» )ꎮ 如果未经受试者许可而以欺诈手段或强迫其开展实验ꎬ 则是 “非其

有而取之”ꎬ 是为不义ꎮ 如果实验会对受试者带来较大伤害甚至伤亡ꎬ 则是伤及无辜ꎬ 是为不仁ꎮ 若

这一研究在伦理上是不仁不义的ꎬ 即使该实验可以让研究者获取类似于 “得天下” 般的极大科学成

果ꎬ 也不可付诸实际ꎮ
儒家认为人不是孤立存在的、 无需负责的个体ꎬ 人肩负着对其自身和对家庭、 他人、 社会乃至宇

宙的各种责任ꎮ② 但儒家又认为这些责任的落实点应在 “己” “我”ꎬ 即道德主体自身ꎮ 儒家并不主

张将自我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强加于人ꎮ 所谓 “反求诸己” ( «孟子公孙丑上» )ꎬ “反身而诚ꎬ 乐

莫大焉” («孟子尽心上» )ꎬ 都说明道德责任的落实在于自我ꎬ 而非将其强置于人ꎮ 当然ꎬ 有学者

可能会指出ꎬ 儒家的 “忠” 道原则就是推己及人ꎮ 孔子云: “夫仁者ꎬ 己欲立而立人ꎬ 己欲达而达

人ꎮ 能近取譬ꎬ 可谓仁之方也已ꎮ” ( «论语雍也» ) “忠” 即是 “己欲立而立人ꎬ 己欲达而达人”ꎮ
但儒家这里仍然强调的是自我的道德责任ꎬ 自我若欲立欲达ꎬ 则应倾尽 “自我” 之力去帮助他人实

现挺立与通达ꎮ 假若有研究者认为自己应该承担造福人类的伟大使命ꎬ 想要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的相关

实验而实现对人类生命科学奥秘的掌握ꎬ 希望以此来造福人类ꎬ 按照儒家的 “忠” 道伦理ꎬ 其有欲

造福人类、 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道德责任心ꎬ 则也应帮助、 促使他人一同造福人类、 推动社会历史进

步ꎬ 但这并不能推定出儒家同意该研究者有权以此为伦理依据而要求他人ꎮ 这里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

题需要细辨ꎮ 其一ꎬ 儒家 “忠” 道原则的侧重点在于要求道德主体的自我努力ꎬ 而非侧重于要求他

人ꎮ 其二ꎬ 按照上述孔子之言ꎬ 儒家 “忠” 道的实践方法是 “能近取譬”ꎬ 朱熹解释道: “譬之他人ꎬ
自家欲立ꎬ 知得人亦欲立ꎬ 方去扶持他使立ꎻ 自家欲达ꎬ 知得人亦欲达ꎬ 方去扶持他使达ꎬ 是推己及

人也ꎮ”③ 在他人有一定主观意愿的前提下ꎬ 自我才去帮助他人实现意愿ꎬ 而非将自我意愿随意强加

于人ꎮ 因此ꎬ 研究者显然不能将通过开展基因编辑技术实验来实现造福人类、 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道

德责任强加给别人ꎬ 也不能以此为伦理依据来要求别人参加实验ꎮ

四、 前定与公正原则: 安全、 公平问题的伦理反思

　 　 «中庸» 道: “凡事豫则立ꎬ 不豫则废ꎮ 言前定则不跲ꎬ 事前定则不困ꎬ 行前定则不疚ꎬ 道前定

则不穷ꎮ” “豫ꎬ 先知也ꎬ 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谓豫ꎮ”④ «中庸» 认为ꎬ 任何事情ꎬ 预先有准备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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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ꎬ 没有准备就失败ꎮ 说话预先准备好就不会无序ꎬ 做事预先准备好就不会限于困顿ꎬ 行动预先准备

好就不会出错ꎬ 道路预先准备好就不会走上绝路ꎮ 儒家的前定原则要求在开展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相

关实验和临床实践之前ꎬ 要预先确知该技术的原理、 风险ꎬ 预先拟定相应的规则、 操作程序及一系列

应急预案ꎮ 总之ꎬ 事先应有可靠的把握ꎬ 在能保证技术安全性的前提下方能实施ꎮ
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而言ꎬ 特别是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ꎬ 目前存在的风险主要有 “脱靶” 和对

未来人类基因池的影响ꎮ 脱靶风险指的是在进行基因编辑时ꎬ 可能会改变本来未打算编辑的其他基

因ꎮ 另一个风险ꎬ 正如哈佛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格林科恩所指出的ꎬ “在改变人类基因组之后ꎬ 你

以为没有问题了ꎬ 看上去也确实没有问题ꎬ 但多年后ꎬ 经过广泛的遗传ꎬ 问题开始凸显ꎮ 这种担心需

要证据支撑ꎬ 也需要足够大的样本和数据ꎬ 才能够确认问题是否真的发生ꎮ”① 按照儒家伦理的前定

原则ꎬ 在未事先明晰相关技术风险并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之前就急于付诸实施ꎬ 是非常不明智的ꎮ 基

因编辑技术存在的这两种风险ꎬ 随着技术精度的提升ꎬ 脱靶的风险问题或许能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

决ꎬ 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事先正确评估和解决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对未来世代人类基因可能造成的潜在

风险ꎮ 困难的原因在于ꎬ 为了全面了解基因编辑对人类的潜在危害ꎬ 科学家需要全程跟踪人类胚胎的

发育直到成年甚至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ꎮ② 为了了解实验的风险ꎬ 必须首先将实验付诸实施ꎬ 研究者

几乎无法在进行临床实验之前获得对这一风险的认知与掌控ꎮ 由此可见ꎬ 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

前ꎬ 儒家的前定原则将会一直限制着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临床实验的开展ꎮ
除了安全问题ꎬ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还有可能带来一系列公平问题ꎮ 不少人担忧ꎬ 这一技术的应用

将会加剧社会不平等ꎬ 富人可以支付昂贵的费用对其后代基因进行增强ꎬ 而穷人则无法享受这一技术

优势ꎬ 这将诱发严重的基因歧视ꎬ 穷人再也没有机会与富人竞争ꎬ 人类社会也将面临极大危机ꎮ③ 如

果基因编辑技术的开展会导致上述结果ꎬ 这是儒家所无法接受的ꎬ 因为儒家非常强调公正的伦理原

则ꎮ «礼记礼运» 记载有孔子的一段话: “大道之行也ꎬ 天下为公ꎬ 选贤与能ꎬ 讲信修睦ꎮ 故人不

独亲其亲ꎬ 不独子其子ꎬ 使老有所终ꎬ 壮有所用ꎬ 幼有所长ꎬ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ꎮ 男有分ꎬ 女

有归ꎮ 货恶其弃于地也ꎬ 不必藏于己ꎻ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ꎬ 不必为己ꎮ 是故谋闭而不兴ꎬ 盗窃乱贼而

不作ꎬ 故外户而不闭ꎮ 谓之大同ꎮ” 在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里ꎬ 所有事务的运行都遵循着公正原则ꎮ
公正原则的具体表现主要有: 其一ꎬ 对人才选拔和任用的公平ꎮ 其二ꎬ 对诚信等道德品质的重视ꎮ 其

三ꎬ 主张将自我对其家庭成员的情感与义务推广至其他家庭的成员ꎮ 其四ꎬ 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给予

足够的生存保障ꎮ 其五ꎬ 提倡物质资料和智力体力的公共性ꎮ 结合人类基因编辑技术而论ꎬ 儒家的公

正原则不允许此技术的应用对弱势群体造成生存压制ꎬ 相应地ꎬ 它提倡基因编辑技术的公共属性ꎬ 强

调家庭与家庭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技术共享ꎮ 从公正原则出发ꎬ 儒家一定会采取措施来防止、 遏制不

公平现象的发生ꎮ 当然ꎬ 由于儒家原本所处的时代局限性ꎬ 其提出的礼制等社会治理设计ꎬ 本身就是

关于贵贱贫富的等级规定ꎮ④ 但我们今天在讨论相关问题时ꎬ 可以摒弃其不合理的一些规定而批判地

继承其合理精神ꎬ 比如继承其提倡的 “天下为公” 的公正原则ꎬ 用于指导基因编辑技术在未来的社

会实践中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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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庸原则: 走向动态平衡

　 　 «论语雍也» 载: “子曰: ‘中庸之为德也ꎬ 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ꎮ’ ” 在孔子看来ꎬ 中庸是一

种最高的德行ꎮ “中庸” 的本义是 “合适”ꎬ 其兼具恰到好处、 不偏不倚、 动态平衡三义ꎮ 所谓动态

平衡ꎬ 是指 “围绕着 ‘中正’ 的标准而作出的能动的、 主动的、 智慧的平衡ꎬ 从而使系统最终达到

和谐的状态”①ꎮ 中庸之所以是难以达到的至德ꎬ 乃在于它要求道德主体不偏不倚地处理事务ꎬ 使之

能恰到好处ꎬ 而这一切又必须根据具体境况随时调整ꎬ 最终方能达到一种动态平衡ꎮ 因此ꎬ 中庸不是

固化的道德原则ꎬ 它灵活且充满动态ꎬ 却又能符合规律、 处事得当ꎮ
在论述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时ꎬ 我们以儒家伦理的生化原则、 慈爱原则、 诚信原则、 前

定原则、 公正原则对其进行了审视ꎮ 而中庸原则乃是对这些原则的内部要素及各原则之间的适用性进

行综合评判ꎬ 最终在动态平衡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方案ꎮ
就各原则自身内部要素的中庸而言ꎬ 每个原则都既包含着支持基因编辑技术开展的伦理依据ꎬ 同

时又有着相应的限制ꎮ 比如ꎬ 研究者和受试者在信息告知、 尊重同意等方面要取得平衡ꎮ 这种平衡主

要体现为双方的相互坦诚、 相互理解和确认ꎮ 不排除有些类似 “科学狂人” 的研究者抱着某种高尚

的动机ꎬ 为了推动科学进步或为了实现其肩负着的造福社会的责任ꎬ 试图开展基因编辑技术的实验研

究ꎮ② 但如果其采用强迫或诱骗的方式使得受试者参加实验ꎬ 则将会打破诚信原则所维系的内在平

衡ꎬ 这是儒家伦理所不允许的ꎮ 又如ꎬ 任何技术研究与应用都面临着相应的风险ꎬ 但儒家认为ꎬ 风险

必须可知、 可防、 可控ꎮ 特别是对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而言ꎬ 预期收益极大ꎬ 同时风险也极高ꎮ 有研

究者表示ꎬ 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一旦成为现实ꎬ 将诞生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医疗技术ꎬ 也将创造出巨大的

市场价值ꎬ 因而研究者们一直在期待与不安之间艰难地保持平衡ꎮ③ 对此ꎬ 儒家伦理显然不主张铤而

走险ꎬ 而更认可循序渐进、 相对安全地发展ꎮ 由于风险系数高ꎬ 我们不能毫无管控地放开ꎻ 由于预期

收益极大ꎬ 我们也不应因为惧怕风险而一切禁止ꎮ 目前相对形成的共识是: 体细胞基因编辑疗法可用

于临床实践ꎻ 允许生殖系基因编辑试验ꎬ 但仅应该在相应管理框架内进行ꎻ 不应进行以增强为目的的

基因编辑ꎮ④ 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ꎬ 我们需要不断评估安全和风险的系数ꎬ 采取动态认知、
动态预防、 动态监控的方式ꎬ 以达到风险与安全的动态平衡ꎮ

就各原则之间的中庸而言ꎬ 每个原则都有其特定的处理范围ꎮ 生化原则侧重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

系ꎬ 慈爱原则着眼于代际之间的伦理关系ꎬ 诚信原则调节着研究者与受试者之间的关系ꎬ 前定原则解

决的是技术风险与安全之间的关系ꎬ 公正原则主要涉及社会公平问题ꎮ 但现实境况往往非常复杂ꎬ 需

要在它们之间进行综合权衡ꎮ 比如ꎬ 有学者指出ꎬ 通过消除有缺陷基因的胎儿并因此减少其再繁殖的

可能性ꎬ 可能会损害人类基因多样性ꎬ 反而不利于人类的繁衍与进化ꎮ⑤ 如果这一观点在将来得到证

明ꎬ 那么ꎬ 慈爱原则就会因其损害生化原则ꎬ 其应用限度就需要重新被考量ꎬ 以便实现儒家伦理原则

之间的动态平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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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历史上金银比价
变动趋势及其宏观经济意义

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 文章依据中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ꎬ 梳理中外历史上金银比价的变动趋势及差别ꎮ 研究发现ꎬ
中世纪中期以后ꎬ 金银比价在欧洲地区开始上升ꎬ 并在金银复本位制基本确立和金本位制兴起的长时间中

保持基本稳定ꎻ 中国宋元时期的金银比价与国际水平大致接近ꎬ 但明朝初期政府实行压低金价的政策ꎬ 使

中国金价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仅为国际水平的一半ꎮ 金银比价的变动影响了后来中国货币体制演变、
对外贸易收支和国内物价走势ꎮ 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金银比价的中外差别都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

重要因素ꎮ 文章试图从货币数量论角度概括金银比价国际差别的宏观经济意义ꎮ
关键词: 金银比价ꎻ 复本位制ꎻ 货币数量论ꎻ 货币职能ꎻ 货币供给总量ꎻ 货币流通速度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１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０４０－１１

　 　 长期研究货币理论和历史的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ꎬ ３０００ 多年的人类史中ꎬ 金银比价

一直在 ９—１６ 之间ꎬ① 在采用金银复本位的世界各国中ꎬ 金银比价具有显著的内在稳定性ꎬ 银而非金

一直充当各国货币的主要用材ꎮ 当代学术界的共识是ꎬ 远在公元前后ꎬ 金银同时被一些国家用作交易

媒介ꎬ 银币或银钱的使用在许多地区比金更加广泛ꎬ 金作为货币用材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得益于中世

纪阿拉伯势力的兴起和地中海沿岸商业的繁荣ꎮ 金银比价的上升和国际趋同趋势发生在近代早期ꎮ

一、 近代晚期以前国外的金银比价变动趋势

　 　 地中海周边以及亚洲大陆西部的古代文明很早就开始了金银铸币ꎮ «钱的历史» 介绍了公元前或

公元初世界各地的金银铸币事例ꎮ② 绝大多数旨在用于流通的金银铸币通常用打压法制造ꎬ 重量一般

为 ３—５ 克ꎬ 其圆形形状和重量特征类似于中国汉朝开始铸造和流通的五铢钱铜币ꎮ 公元前 ６—５ 世纪

古波斯王国曾经同时铸造金币和银币ꎬ 并规定 ３ 个单位的金币可换 ４０ 个单位的银币ꎮ 按照金银币的

等含量计算ꎬ 当时的金银比价为 １３ ３ꎮ③ 公元前后ꎬ 罗马帝国首位帝王盖乌斯屋大维奥古斯都

开始铸造金银币ꎬ 并规定了金币与银币的兑换比率ꎬ 测算后金银比价为 １２ ５ꎬ ④ 罗马帝国后期多次

对金银币减重减值ꎬ 但金银比价基本维持不变ꎮ 罗马帝国之后ꎬ 欧洲、 中东和西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版

０４




图多次发生变化ꎬ 人们对中世纪早期 (公元 １０ 世纪以前) 世界各地区金银货币的记述多是零星的和

粗略的ꎮ «钱的历史» 记载ꎬ 阿拉伯帝国兴起后ꎬ 统治者们竭力获取黄金资源ꎮ 约在公元 １１—１２ 世

纪中叶ꎬ 西欧、 中东和西亚出现了白银短缺现象ꎮ １３ 世纪之前ꎬ 中东和欧洲就曾存在银荒ꎬ 是蒙古

人从东方带来了银ꎮ① Ｗａｔｓｏｎ 依据历史资料勾画了 １１—１６ 世纪欧洲和伊斯兰世界货币演变的基本格

局: １１—１３ 世纪中叶ꎬ 欧洲很少使用金币ꎬ 但货币用银逐渐增多ꎻ 伊斯兰国家缺少白银ꎬ 铸造了金

币、 金块以及贱金属币 (铜钱和铜锡合金币等)ꎻ 从 １２ 世纪末开始ꎬ 阿拉伯国家的白银供给不断增

多ꎬ 银币逐渐取代了金币ꎻ 欧洲则大量铸造金币ꎬ 银币的地位渐渐式微ꎮ② 在 Ｗａｔｓｏｎ 看来ꎬ １３ 世纪

中叶以前欧洲地区的金荒和阿拉伯地区的银荒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ꎬ 在跨越数个世纪的国际货币流

动和关系中ꎬ 印度和中国也在某种程度上并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ꎮ Ｗａｔｓｏｎ 认为ꎬ 金银的跨地区流动

与金银比价有关ꎬ 二者都从低价格地区流向高价格地区ꎬ 并且呈现对向流动的状态ꎮ 为了说明这个观

点ꎬ 他从多种语言的历史文献和当代学术研究成果中寻找和整理了世界各地金银比价的确切数据ꎬ 绘

制了欧洲多地 １１００—１４００ 年、 阿拉伯多国公元 ７ 世纪初至 １４２２ 年、 靠近阿拉伯的基督教国家在 １１４６
年至 １５ 世纪中叶的金银比价表ꎮ

施普福特记载了罗马帝国衰落后至中世纪晚期欧洲及其邻近地区铸币演变的历史ꎬ 用大量史料说

明了金币在欧洲的兴起发轫于 １３ 世纪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地ꎬ 支持了著名经济史学者西波拉在

１９５０ 年代提出的观点ꎮ③ 有学者甚至认为 １３ 世纪中叶在意大利发生了一场 “黄金革命”ꎬ 即分散于

意大利半岛东西两侧的国家陆续开始大量铸造金币并在与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国际贸易和商业中广泛使

用金币ꎮ④

埃及从阿尤布王朝建立之初 (１１７１ 年) 到切尔克斯马穆鲁克王朝结束并被纳入奥斯曼帝国之时

(１５１７ 年)ꎬ 金银比价的主流趋势是 ９ ３ꎮ⑤ 伯海里系马穆鲁克时期 (１２５０—１３８２ 年) 发行了大量金

币ꎬ 并将金币迪纳尔 (ｄīｎāｒ) 与银币迪纳姆 (ｄｉｒｈａｍ) 的标准兑换率从 ４０ 降到 １７ (这不等于金银比

价ꎬ 因为两种铸币的重量和成色不一致)ꎮ⑥ 切尔克斯马穆鲁克王朝 (１３８２—１５１７ 年) 早期ꎬ 金银比

价在埃及升至 １４ꎬ １５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之后回落到 １０—１１ꎬ 此后一个世纪基本保持在这一水平上ꎮ⑦

土耳其学者 Ｐａｍｕｋ 运用 １３６０—１４８１ 年奥斯曼帝国发行的金币、 银币与威尼斯金币达克特兑换比

价ꎬ 测算出 １３６０ 年奥斯曼帝国的金银比价为 ９ ３ꎬ １４８１ 年为 ９ ０ꎬ １４３１ 和 １４４４ 年达到高点ꎬ 为

１０ ６ꎬ １４７５ 年转至低点ꎬ 为 ８ ８ꎮ⑧ Ｓａｈｉｌｌｉｏｇｌｕ 的研究成果也表明ꎬ 奥斯曼帝国的金银比价从 １５５０ 年

的 １２ ３２ 上升到 １５８６ 年的 １３ １ꎬ １６１８ 年又回落到 １０ ４７ꎮ １７ 世纪初ꎬ 欧洲地区的金银比价已经上升

到 １３ 左右ꎬ 而近东地区的金银比价受到伊朗对银币巨大需求的影响ꎬ 下降到 １０ꎬ 带动了银从欧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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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近东和伊朗的运动ꎮ①

金德尔伯格引述了西欧低地国家、 埃及、 印度和中国 １０００—１６６４ 年的金银比价ꎮ② １３７３—１５０３
年佛兰德斯金银比价从 １０ ５７ 上升到 １１ １４ (１４１６ 年为 ８ ８１)ꎬ 该数据亦收录在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１９８３ 年汇编

的文集 Ｍｕｎｒｏ 的文章中ꎮ③ Ｍｕｎｒｏ 列出了几乎同一时期英格兰的金银比价ꎬ 而且ꎬ 佛兰德斯与英格兰

数据都是依据本地铸币的官定金银含量及兑换比率换算得出ꎬ 许多是月度数ꎮ 两地的金银比价皆有所

上升ꎬ 两地金银比价的差别在 １５０４ 年大大缩小ꎬ 当年 １ 月ꎬ 佛兰德斯金银比价为 １１ １４ꎬ 英格兰为

１１ １６ (两数相差率为 ０ １８％)ꎬ 而在 １３４９ 年 ５ 月 (两地皆有此数据的最早时间)ꎬ 佛兰德斯金银比

价为 １０ ３６ꎬ 英格兰为 １１ ５７ (两数相差率为 １１ ０４％)ꎮ １６００—１６６４ 年阿姆斯特丹金银比价从 １１ ２１
上升到 １６４９ 年的 １３ ９３ꎬ 这表明金银比价在 １７ 世纪的西欧继续呈现上升趋势ꎮ 印度 ５８３—１６６４ 年金

银比价从 ９ 上升到 １４ ９４ 或 １５ꎮ １１ 世纪以后ꎬ 印度经济与货币开始受到伊斯兰文化的深刻影响ꎮ 每

一位穆斯林苏丹在印度继承王位时都会发行新铸币ꎬ 并且要求对政权的交税都以铸币 (通常是本朝

铸币) 来支付ꎮ④ １２６０ 年代印度北部地区的金银比价大约为 １０ꎬ 这一比例至少维持到 １４ 世纪末ꎮ⑤

在近代早期 (１７ 世纪)ꎬ 印度通行的是三重货币体制 ( ｔｒｉｍｅｔａｌｌｉｓｍ)ꎬ 金银铜币同时流行ꎬ 相互比价

由市场行情决定ꎻ 同时ꎬ 印度通过对外贸易顺差从境外大量吸入金银ꎬ 尤其是白银ꎮ⑥

表 １ 列出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 年欧洲 １３ 个国家或城市金银比价的统计参数ꎮ 在这期间ꎬ 金银比价的均值

上升ꎬ 各地高低两个极端的价差在 １５５０ 年低至 ２ ２５％ꎬ 最高时 (１５７５ 年) 为 ６ ９６％ꎮ⑦

表 １　 欧洲 １３ 个国家或城市金银比价的统计参数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 年)

１５００ 年 １５１５ 年 １５４０ 年 １５５０ 年 １５６０ 年 １５７５ 年 １６００ 年

高数 １１ ２ １１ １３ １１ ６ １３ ５ １３ ５ １４
低数 １０ ９ ６ １０ １０ ６ １０ ６ １０ ２ １０ ９

平均数 １０ ８ １０ ４ １０ ９ １１ ０ １１ ６ １１ ６ １２ ４
高数与低数差与高低数均值比 (％) ２ ８３ ３ ４０ ６ ５２ ２ ２５ ６ ０２ ６ ９６ ６ ２２

　 　 数据来源: 查尔斯Ｐ 金德尔伯格: «西欧金融史»ꎬ 徐子健、 何建雄、 朱忠译ꎬ 何建雄校ꎬ 北京: 中国金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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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中世纪晚期 “世界大历史” 的布罗代尔与其合作者编制了 １４４０—１７６０ 年奥地利、 西班

牙 (巴伦西亚和新卡斯蒂利亚) 和意大利 (拉古萨和罗马) 的金银比价表ꎬ 计算了此时金银比价的

２４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理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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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平均数ꎮ① 三个地区数据和欧洲平均数的共同特点是在这 ３２０ 年时间中ꎬ 金银比价约从 １１ 上升

到 １５ꎬ 虽然短期内有所波动ꎬ 但基本呈上升趋势ꎻ 个别地方金银比价上升到 １６ꎻ 地区之间的金银比

价虽然有差别ꎬ 但程度较小 (不超过 １０％)ꎮ 他们认为ꎬ 金价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美洲大规模开采白

银ꎬ 且方法更加 “工业化”ꎬ 而黄金仍停留在手工生产ꎮ②

Ｑｕｉｎｎ 考察了光荣革命时期 (１６８８ 年前后) 金银比价在英格兰和荷兰的差别及国际汇票行情ꎬ
认为由此引起的金银流动迫使英格兰当局采取了相应措施以稳定资本流动以及国内物价ꎮ③ 这是近代

早期由于金银比价的国际差别和跨境金银流动 (资本流动) 引起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先例ꎮ
日本的金银比价在相当于明朝的时期出现了迥然不同于欧洲、 中东、 南亚的情形ꎮ １４３２—１６２２

年日本的金价以及 １４３４—１６４７ 年的银价皆以同一重量单位所换铜钱表示ꎬ 铜钱价格来自京都和奈良

地区大米市场的交易行情ꎮ １４３２—１４３４ 年金银比价约为 ４ ６６ꎬ １５４０—１５４１ 年为 ３ ５２ꎬ １６２２ 年为

１４ꎮ④ 也就是说ꎬ 在相当于明朝初期到中期的 １００ 多年的时间里ꎬ 日本金银比价不到 ５ꎬ 远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ꎻ 在相当于明朝末年的时期ꎬ 日本金银比价已与世界水平高度接近ꎮ 我们或可认为ꎬ 在 １６
世纪中期以前ꎬ 日本的金银比价受中国的影响ꎻ 而在 １６ 世纪中期以后ꎬ 日本与中国的金银比价同时

向世界平均水平靠近 (但仍显著低于欧洲水平)ꎮ
概括近代晚期以前国外金银比价ꎬ 可以归纳如下四点: 第一ꎬ 弗里德曼所说世界历史上金银比价

在 ９—１６ 之间符合主要经济体的情形ꎬ 但也有一些重要例外ꎻ 第二ꎬ 中世纪中期到晚期ꎬ 欧洲和相邻

地区金银比价开始上升ꎬ 尽管这种变动不是十分稳定ꎬ 在各个地区的表现也不是一致的ꎻ 第三ꎬ 中世

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地区金银比价上升到 １３ 左右时ꎬ 近东及亚洲许多地区的金银比价大体上停留

在 １０ 或 １１ꎬ 地区间的差别被认为是白银向后者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ꎻ 第四ꎬ 仅仅在东亚地区出现了

长达百年之久的金银比价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形ꎮ

二、 近代以前中国的金银比价变动趋势

　 　 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金银比价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从王莽时期到唐朝末年ꎬ 史料鲜有记

载这一千年中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本土地区使用金银作为货币ꎻ 二是从五代十国时期到元朝ꎬ 金银作为

通用货币或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其货币职能ꎬ 见证了金银比价的上升、 接近甚至高于国外水平ꎻ 三是从

明朝初年到末年ꎬ 官方政策大幅度压低金价ꎬ 金银比价下降ꎬ 明朝中期以后金银比价逐渐向世界水平

靠拢ꎮ
公元 １ 世纪初的王莽时期 (９—２３ 年) 被公认为最早提供了金银比价信息ꎮ «汉书食货志» 记

载了黄金和两种银的铜钱价值ꎬ 换算后金与白银上品 (朱提银) 比价是 ３ １６ꎬ 与白银下品 (它银)
比价是 ５ꎬ 远低于同一时期罗马的水平ꎮ 但这不是由当时市场交易体现的金银比价ꎬ 人们也无从知晓

王莽发行的黄金、 朱提银和它银的成色ꎬ 只能假定贵金属含量 (纯度) 一致ꎬ 从重量单位 (“斤” 或

“流” 或 “两” ) 来看ꎬ 它们都不被普通交易者需要ꎬ 因为无论是以 “斤” 计还是 “两” 计ꎬ 都不

适合普通交易之用 (可联想地中海周边文明的金银铸币大都以 “克” 计)ꎬ 或者说这反映了金银在昔

３４中外历史上金银比价变动趋势及其宏观经济意义

①

②

③

④

布罗代尔、 斯普纳: «１４５０—１７５０ 年欧洲的价格»ꎬ 载 Ｅ Ｅ 里奇、 Ｃ Ｈ 威尔逊主编: «剑桥欧洲经济史: １６ 世纪和 １７ 世纪

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ꎬ 张锦冬等译ꎬ 徐强校订ꎬ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４１７ 页ꎮ
布罗代尔、 斯普纳: «１４５０—１７５０ 年欧洲的价格»ꎬ 载 Ｅ Ｅ 里奇、 Ｃ Ｈ 威尔逊主编: «剑桥欧洲经济史: １６ 世纪和 １７ 世纪

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ꎬ 张锦冬等译ꎬ 徐强校订ꎬ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３４５ 页ꎮ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Ｑｕｉｎｎꎬ “Ｇｏｌｄꎬ Ｓｉｌｖｅ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ｒｉｏｕ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ｉｌｌｓ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Ｂｕｌｌｉｏｎ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４７３－４９０
Ｋｏｚｏ Ｙａｍａｒｕｒａꎬ Ｔｅｔｓｕｏ Ｋａｍｉｋｉꎬ “Ｓｉｌｖｅｒ Ｍ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ｎｇ Ｃｏｉｎｓ: Ａ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Ｊ Ｆ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ꎬ ｅｄ ꎬ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ｓꎬ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３ꎬ ｐｐ ３５４－３５５



时中国社会中充当货币交易功能的不足ꎮ 自王莽时期一直到唐末ꎬ 不见有古代中国金银比价的记

录ꎬ① 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和货币使用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与外部世界的互动ꎮ
五代十国到宋元时期相当于国外中世纪中期ꎮ 加藤繁在 １９３０ 年代发表了 «唐宋时代金银之研

究»ꎬ 详细考证了金银比价的变动ꎬ 北宋初年金银比价为 ６ ３ꎬ 宋朝南渡之际为 １３ ３ꎮ 旅美学者杨联

陞编制的 ９７７—１８８７ 年中国金银比价表格显示ꎬ ９７７ 年金银比价为 ８ꎬ １０００ 年降为 ６ ３ꎬ １１２６ 年回升

到 １３ ３ꎬ １２８７—１３０９ 年金银比价为 １０ꎬ １３７５ 年和 １３８５ 年金银比价低至 ４ 或 ５ꎬ 此后逐渐上升ꎬ １６００
年前后为 ８ꎬ １６６２ 年为 １０ꎬ １７５０ 年达到 １４ ９ꎬ 已接近当时世界市场的水平ꎮ② 彭信威在 «中国货币

史» 中提供了 “宋代银价表” 和 “宋代金价表”ꎮ 由于两张表列示的年份不尽相同ꎬ 不容易准确换算

金银比价ꎬ 但 １１２６ 年至北宋末年或南宋初年有一些数字可用作换算ꎬ 转换成金银比价为 １３ ３—２０ꎮ
２０ 的金银比价可被认为是异常高且仅仅在短时间内出现ꎮ 黄冕堂认为ꎬ 北宋初年汴京金银比价为

６ ３ꎬ 北宋末年汴京金银比价上升到 １３ ３—１４ ５ꎬ 南宋时期的杭州金银比价为 １２ １—１３ꎮ 已知的两个

基本事实是ꎬ 南宋时期的金银比价ꎬ 不管是官定还是市场交易比率都高于北宋ꎻ 元朝自忽必烈决定发

行中统钞开始ꎬ 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了可与金银兑换的纸币制度 (同时也与铜钱挂钩)ꎬ 通过中统钞

与金银的兑换比率体现了 １０ 的金银比价水平ꎬ 接近当时的西亚、 中东和南欧ꎮ 促使宋朝政府和社会

对银产生大量货币需求的因素有宋朝每年向辽、 西夏、 金朝输送金银和绢以及国际贸易、 北部军事防

御和国际冲突等ꎮ 在这些背景下ꎬ 宋朝抛弃了王莽在一千年前实行的金银定价政策ꎮ 可以认为北宋晚

期和南宋时期的金银比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被迫接受国际社会的影响ꎮ 元朝也发行了纸币和

铜钱ꎬ 学习金朝的货币政策经验ꎬ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将纸钞与贵金属 (以及丝绢等) 挂钩ꎮ 从元朝

规定的中统钞与金银的兑换比率以及用金银钞表示的粮价来看ꎬ 金银比价维持在 １０ꎬ 低于北宋晚期

和南宋的水平ꎬ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时期人们对金的储蓄倾向减弱ꎬ 金的供给有所恢复ꎮ 宋元时期

或更早ꎬ 中国本土南部偏远地区也出现过金银用作交易媒介的情形ꎮ «隋书食货志» 描述了 “交广

之域ꎬ 全以金银为货” (这里 “交广之域” 应指今天广东、 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ꎻ 元朝时期 “云南

税赋ꎬ 以金为则”ꎬ 有说金银比价低至 ５ 的情形ꎮ 当时的低金价被认为是因为当地黄金出产丰裕ꎮ
明朝初年到末年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晚期ꎬ 欧洲和中东等地区不仅将金银广泛用于国际贸易ꎬ 还

用于国内商业和纳税ꎬ 金银比价出现上升趋势ꎮ 而在明朝ꎬ １５３０ 年以前金银比价高水平时为 ７ ５
(１４２６ 年) 和 ９ (１５０２ 年)ꎬ 低水平时仅为 ４、 ５ 和 ６ (６ 最晚出现在 １５６８ 年)ꎮ １５３０ 年后金银比价普

遍高于前一时期ꎬ １６３５ 年达到 １０ 和 １３ꎮ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ꎬ 按照彭信威提供的信息ꎬ 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 年) 官定金银换算比价为 ５ꎬ ８ 年之后降低为 ４ꎮ 后续几个年份的明朝官方文献记载ꎬ 洪武十

八年 (１３８５ 年)ꎬ “令两浙及京畿官田ꎬ 折收税粮钞金每两准米十石ꎬ 银每两准米二石”ꎬ 据此

可换算金银比价为 ５ꎻ 洪武十九年 (１３８６ 年)ꎬ “诏天下所解课税钱钞ꎬ 有道里险远难致者ꎬ 许

易金银以进ꎮ [每金一两ꎬ 价钞六锭ꎻ 银一两ꎬ 价钞一锭] ”ꎬ 据此可换算金银比价为 ６ꎮ 洪武三十年

(１３９７ 年)ꎬ 针对逾期纳税ꎬ 谕户部同意折收金银等ꎬ “金一两ꎬ 十石ꎻ 银一两ꎬ 二石”ꎬ 金银比价回

到 ５ꎮ④ 这些官方记载表明ꎬ 明初的金银比价可能没有一个全国统一并确定不变的标准ꎬ 但毫无疑问

都执行了压低金价的政策ꎮ 彭信威通过金银兑换大米的数据 (以公石表示) 汇总了唐末到 ２０ 世纪上

半叶的金银购买力ꎬ⑤ 并对每 ５０ 年的数据进行时期平均数处理ꎮ 表 ２ 的换算结果与杨联陞的概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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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１７４ 页ꎮ
Ｌｉｅｎ－ｓｈｅｎｇ Ｙａｎｇꎬ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５２ꎬ ｐ ４７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１７４ 页ꎻ 全汉昇: «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ꎬ 北京: 中华书

局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１０８－１１２ 页ꎮ
吴兆莘遗稿、 洪文金补订: «中国财政金融年表» 中册ꎬ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 年ꎬ 第 １７２、 １９０ 页ꎮ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６４５－６５０ 页ꎮ



时间上有一定差别ꎬ 但基本走势一致ꎮ 黄冕堂考证细节后得到了与彭信威基本一致的研究结果ꎮ①

表 ２　 换算后的中国金银比价

时间 朝代 金银比价

１０ 世纪下半叶 北宋早期 ６ ３
１１ 世纪上半叶 北宋中期 ６ ３
１１ 世纪下半叶 北宋晚期 ８ ０
１２ 世纪上半叶 北宋末期和南宋早期 １３ １
１２ 世纪下半叶 南宋中期 １２ ０
１３ 世纪上半叶 南宋晚期 １２ ０
１３ 世纪下半叶 元朝中期 ８ ０
１４ 世纪上半叶 元朝晚期 １０ ０
１４ 世纪下半叶 元朝末期和明朝早期 ６ ７
１５ 世纪上半叶 明朝早期 ６ ４
１５ 世纪下半叶 明朝中期 ５ ８
１６ 世纪上半叶 明朝中期 ６ ７
１６ 世纪下半叶 明朝晚期 ７ ３
１７ 世纪上半叶 明朝末期 ８ ４
１７ 世纪下半叶 清朝早期 １０ ０

　 　 数据来源: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６４５－６５０ 页ꎮ

近代以前中国金银比价的演变ꎬ 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ꎬ 与国外许多地方不同ꎬ 金银在

明朝中期以前很少作为货币或普通支付手段在中国本土使用ꎬ 所有有关金银比价的历史数据大都通过

金银分别与其他物品 (大米或粮食) 的官定兑换比率换算而来ꎻ 明朝中期以后ꎬ 银两日益成为大额

交易和支付手段ꎬ 与铜钱并行ꎬ 但官定金价似也随之被人遗忘ꎬ 之后的金银比价才主要反映市场行

情ꎮ 第二ꎬ 中国的金银比价先后有两次与国外水平接近ꎬ 第一次在宋元时期ꎬ 与中国本土和北方民族

及西域民族大量的政治接触有关ꎬ 第二次在明朝中期以后ꎬ 主要源自国际贸易和市场交换关系ꎮ 第

三ꎬ 在王莽时期和明朝初期ꎬ 官定金银比价在中国出现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特殊情形ꎬ 国内金价大大低

于国外水平ꎻ 同时ꎬ 已知的历史事实是ꎬ 金在东汉以后的数百年中在中华大地 “消失” 了ꎬ 而明朝

中期以后银从海外大量流入ꎬ 银两成为明朝中国的通行货币ꎮ 这些史实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ꎬ
显然有待进一步探究ꎮ

三、 近代以来世界金银比价变动趋势

　 　 下图显示了 １６８７—２０１８ 年基于伦敦黄金市场交易行情的金银比价、 １７１８—１９４９ 年黄金和英镑

价、 １９５０—２０１８ 年黄金的美元价ꎮ 伦敦黄金市场 (也称为 “伦敦金块市场”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ｕｌｌ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价格行情被认为代表了国际金银价格走势ꎮ② 我们可以分几个不同时期来梳理下图显示的金银比价走

势特点和含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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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黄冕堂: «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ꎬ 济南: 齐鲁书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１－２７ 页ꎮ
Ｌｅａｖｅｎｓ 提供了伦敦 １８７１—１９３８ 年和纽约 １８９３—１９３８ 年银价月度数据ꎬ 前者为 ０ ９２５ 纯度 １ 盎司银的便士数ꎬ 后者为 ０ ９９９

纯度 １ 盎司银的美分数ꎬ 二者走势在重合时期高度一致ꎬ 也与下图年度数据趋势一致ꎮ Ｄｉｃｋｓｏｎ Ｈ Ｌｅａｖｅｎｓꎬ Ｓｉｌｖｅｒ Ｍｏｎｅｙꎬ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ꎬ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３９



１６８７—２０１８ 年金银比价及黄金的英镑价和美元价图

　 　 说明: 数据来源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Ｈ Ｏｆｆｉｃｅｒꎬ Ｓａｍｕｅｌ 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Ｇｏｌｄꎬ １２５７—２０１８ꎬ”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Ｗｏｒｔｈꎬ
２０１９ꎮ 金银比价为 １ 盎司同纯度金兑换同纯度银的比率ꎬ １７１８—１９４９ 年为金英镑价ꎬ １９５０—２０１８ 年为金美元价ꎮ

１６８７—１８７３ 年金银比价一直在 １５ 左右ꎮ 金银比价年度变动率正负数值超过 ２％的年份仅有 １３
年ꎬ 其中仅有 ２ 年变动率超过了 ５％ (分别是 １７６２ 年的 ５ ０２％和 １８１４ 年的－７ ４５％)ꎮ 这段时间是世

界多数地方盛行银币或银两制度时期ꎬ 也是金本位制在西欧和北美开始兴起的时期ꎮ １７ 世纪末以前ꎬ
金币和银币同时流通于英格兰ꎬ 银币是比金币更加流行的通货ꎮ 伊萨克牛顿于 １６９６ 年被任命为铸

币总监时确定了官方的金银比价为 １５ ５ꎬ 这个比率稍高于当时的市场水平 (１４ ８７—１５ ０２)ꎬ １７１７ 年

再次调整时也使官方的金银比价略高于国外水平ꎬ 黄金流入英格兰ꎬ 并最终促使其在一个世纪后

(１８２０ 年) 形成了金本位制ꎮ 金德尔伯格认为ꎬ １７１７ 年英镑固定金价的确立ꎬ 是一桩偶然事件ꎬ 不

是人为设计的结果ꎮ① 到 １８２０ 年ꎬ 英国境内的银行券 (ｂａｎｋｎｏｔｅｓ) 发行和使用已普及ꎬ 它们都是与

金银挂钩的可兑换纸币ꎮ 国会通过法案要求英格兰银行 (此时已具备中央银行的一些基本特征) 以

黄金作为储备并实现银行券 (纸币) 与金块之间的充分可兑换ꎮ 现代意义上的金本位制在英国由此

确立ꎮ 伦敦黄金市场上的金银比价在这前后仅有轻微上升ꎬ 从 １８１９ 年的 １５ ３３ 上升到 １８２１ 年的

１５ ９５ꎮ １８２２ 年后回落到 １５ ９ 以下ꎮ 美国国会于 １８３４ 年通过法案ꎬ 将官定金银比价确定在 １６ꎬ 高于

此前的 １５ꎬ 也高于当时世界市场上的水平ꎮ②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黄金的流入ꎬ 但白银外流并

未成为突出问题ꎮ １８４０ 年代后美国西部开始大量出产黄金以及白银ꎮ 从 １７ 世纪末到 １８７０ 年代初ꎬ
在国际范围内金银作为通用货币 (复本位制)ꎬ 伦敦市场上金银比价基本保持稳定ꎮ 一些研究者也因

此认为复本位制下金银比价具有稳定性ꎮ 或许ꎬ 人们也可认为ꎬ 英国在 １８ 世纪初以及美国在 １８３０ 年

代ꎬ 官定金银比价偏高虽然影响了金银的跨境流动ꎬ 但未对世界市场上金银比价走势带来重大影响ꎬ
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两国尚是不能决定世界价格水平的小型经济体ꎮ

１８ 世纪下半叶对金银比价走势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是普法战争结束后欧洲大陆拥有最多人口的

德意志帝国于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 年以及美国于 １８７３ 年 “不约而同” 地实行金本位制ꎮ 此前ꎬ 德意志境内许

多地方和美国皆实行银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ꎬ 转向单一的金本位制后ꎬ 两国货币当局向市场抛售白

银ꎬ 换取黄金ꎬ 增加货币储备ꎮ 德意志帝国和美国在 １８７０ 年代时已经是国际经济学意义上的 “大
国”ꎬ 可以影响世界价格走势ꎮ １８７２ 年后ꎬ 国际市场上金价上升银价下降ꎬ 伦敦市场上金银比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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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ꎬ ｐ ５８１ꎬ ｐ ５８５



１８７４ 年超过了 １６ꎬ １８７９ 年超过 １８ꎬ １８８６ 年超过 ２０ꎬ １８９４ 年超过 ３０ꎬ １９０２ 年接近 ４０ꎮ １８９０—１９１４
年有 ８ 年金银比价年度变动率达到两位数ꎮ 越来越多的国家从银本位或金银复本位转向了金本位ꎮ 到

２０ 世纪初ꎬ 仅有中国、 印度、 墨西哥等为数不多的国家或地区继续实行银本位或银两制度ꎮ 转向金

本位制的许多经济体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ꎬ 仍然实行银两或银本位制的经济体则出现一定程度的

通货膨胀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ꎬ 各国实行资本管制ꎬ 金本位制被中止ꎬ 金银比价在 １９１９ 年跌落到 １８ ４

的低点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ꎬ 随着金本位制的恢复ꎬ 金银比价也快速回升ꎬ 在 １９３２ 年达到 ７３ ３ 的历

史新高点ꎮ １９３４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迎合产银州的要求ꎬ 促使国会通过 «白银收购法案»ꎬ 让联邦政

府出面向市场高价收购白银ꎬ 使世界市场上金银比价大幅下降ꎬ １９３４ 和 １９３５ 年分别降为 ６９ ８ 和

５４ ２ꎮ 这给当时仍在实行银元制度的中国带来外部冲击: 大量白银外流ꎬ 中国官方和居民持有的外

汇、 黄金相应增多ꎮ 在此背景下ꎬ 国民政府于 １９３５ 年进行货币改革ꎬ 采用了全国统一的、 与外汇挂

钩的法币制度ꎬ 退出了传统的银本位制ꎮ 至此ꎬ 银本位制或复本位制在世界范围内告终ꎮ
金银比价在 １９４０ 年又创历史新高ꎬ 达到 ９９ ８ꎮ １９４１ 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ꎬ 金银比价下降ꎬ 原

因是各国管制了黄金跨境流动ꎬ 并在国内中止了通货 (纸币) 与金块的可兑换性ꎬ 而白银的价格则

不受管制ꎬ 可 “自由” 上升ꎮ 金银比价在 １９４６ 年降低到 ４３ ７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ꎬ 世界进入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ꎬ 各国不再实行本币与黄金的可兑换ꎬ 而是在确定本币的名义黄金含量 (金平

价ꎬ ｐａｒ ｖａｌｕｅ) 之后与美元挂钩ꎮ 美国货币当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货币当局按固定的

黄金美元价进行交易ꎬ 即上图显示的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 １ 盎司纯金等于 ３５ 美元的比价 (其中 １９６８ 和

１９６９ 年有一定波动)ꎮ 这期间黄金的美元价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发挥的主导性作用就如同黄金的英镑价

在 １８ 世纪初至 ２０ 世纪初一样ꎬ 如上图显示 １７１８—１９１８ 年除个别年份外ꎬ 一直保持在 １ 盎司纯金等

于 ４ ２５ 英镑的水平上ꎮ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 白银是国际市场上自由交易物品ꎬ 价格不受政府

限制ꎬ 可以随行就市ꎬ 因此ꎬ 金银比价从 １９５０ 年代初至 １９７０ 年代初呈现下降趋势 (１９６８ 年为 １８ ３ꎬ
创历史新低)ꎮ

１９７６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通过 «牙买加协议»ꎬ 规定各国货币彻底与黄金脱钩ꎬ 世界范围

内再次出现 “黄金非货币化” 现象ꎮ 此后ꎬ 金银比价在国际市场上大幅起落ꎮ 金银成了与其他一些

大宗商品和证券工具一样的投资对象ꎬ 为众多投资者追逐ꎬ 但金银比价已不再具有影响国家宏观经济

(货币供给、 物价水平和总产出等) 基本走势的显著意义ꎮ
概括以上有关金银比价自 １７ 世纪末以来的走势ꎬ 可以归纳如下: 在世界范围内的金银复本位占

主导的数百年中ꎬ 金银比价相对稳定ꎻ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后ꎬ 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始转向金本位时ꎬ 金银

比价显著上升ꎻ ２０ 世纪初以后ꎬ 受国际货币制度的变化、 战争和政策管制等因素的影响ꎬ 金银比价

发生剧烈波动ꎻ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ꎬ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货币制度改革ꎬ 白银在世界范围内退出了货

币职能ꎬ 金银比价及其变动不再具有以前的宏观经济意义ꎮ

四、 金银货币制度下金银比价变动的宏观经济意义

　 　 学者们关于复本位货币制度下金银比价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已有论述ꎬ 但这些讨论很少涉及如

果金银比价由于某种政策性或非政策性原因ꎬ 在国内或境外发生突然变动时引起其他宏观经济变量

(例如物价水平和对外贸易) 的变化问题ꎮ
对比中世纪晚期以来中外金银比价ꎬ 我们看到有四个中外反差特别突出的时期: 一是 １４ 世纪末

至 １６ 世纪上半叶 (中国为明朝初期和中期)ꎬ 由于政策因素中国金银比价下降到 ５ 左右ꎬ 欧洲和中

东大部分地区金银比价都在 １０ 左右并开始呈现上升趋势ꎻ 二是 １８７３ 年至 ２０ 世纪初ꎬ 中国在实行银

两制度的同时ꎬ 世界多数国家转向了金本位制ꎬ 国际市场上出现金银比价上升趋势ꎻ 三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７４中外历史上金银比价变动趋势及其宏观经济意义



年代ꎬ 许多国家恢复金本位制ꎬ 金银比价再次上升ꎬ 银价跌落ꎬ 中国此时实行银两货币制度ꎻ 四是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美国推行高价收购白银的政策ꎬ 世界市场上金银比价快速跌落ꎬ 银价上升ꎬ 此时中国

正在实行银元体制ꎮ 在第一个时期ꎬ 中外金银比价存在差别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的政策因素ꎬ 朱元璋及

其后继者实行贬金政策ꎬ 这可视为 “国内政策冲击”ꎻ 在第二和第三个时期ꎬ 银价跌落主要是由于外

部因素ꎬ 这可视为 “外部市场冲击”ꎻ 第四个时期则可视为 “外部冲击”ꎮ 在第一个时期的初始ꎬ 中

国民间社会同时有金银作为交易媒介ꎬ 此后就很难见到金作为交易媒介的历史记载了ꎬ 据此我们大体

上可以认为ꎬ 中国经济已从早先混合金属货币的体制过渡到相对单一的、 以银两为主的货币体制

(同时流通的还有铜钱等)ꎮ
学者们的一个普遍看法是ꎬ 金银比价的国际差别会引起金银的跨境流动ꎬ 即金银会从价格较低的

地方流向价格较高的地方ꎮ 但这个看法是否成立或在多大程度上成立还需要具体辨析: 金银的跨境流

动是单纯地相互交换还是通过与其他商品的交换来实现? 近代以前ꎬ 各国货币市场发展缓慢ꎬ 各个地

区之间交通不畅ꎬ 信息流通不畅ꎬ 金银之间的跨国兑换显然不同于近代以后的情形ꎬ 至少不像英国与

荷兰 (尼德兰) 在 １７ 世纪那样ꎮ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ꎬ 当国外市场上白银的美元价攀升时ꎬ 中国

出现了大规模的白银外流ꎬ 这属于贵金属货币与外汇的直接兑换ꎬ 显然表明当时已存在发达的金融交

易网络ꎮ 但针对明朝早期中外金银比价差别及其宏观经济意义的分析应从物价关系及其可能的变动

入手ꎮ
遵循货币数量论的思路ꎬ 本文的基本看法是: (１) 在本国金银比价因政策性因素显著低于历史

水平和国外水平时ꎬ 金作为交易媒介从流通中退出 (此时金主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而被人们持有)ꎬ
银的交易媒介作用和地位得到强化ꎻ (２) 在不存在充分的跨境金银兑换的背景下ꎬ 退出流通的金无

法完全由流入的银补偿ꎬ 因此ꎬ 货币供给总量 (无论是以金或银来衡量) 倾向于减少ꎻ (３) 在产出

不变的条件下ꎬ 若货币流通速度不变ꎬ 在货币供给总量减少的背景下ꎬ 以银或金表示的物价水平也会

随之下降ꎬ 即发生通货紧缩ꎻ (４) 在国外货币供给总量和物价水平不变时ꎬ 本国货币相对于国外货

币出现 “贬值” (隐性贬值ꎬ 因为这仅由白银在国内外市场的购买力差别体现ꎬ 而非体现在货币与货

币即黄金与白银的兑换率差别上)ꎬ 此时ꎬ 外国货币持有人在本国市场便拥有了较大的购买力 (即白

银持有人在本国能购买的商品数量多于在国外购买者)ꎻ (５) 外国对本国货物的购买将会增加ꎬ 短期

内本国对外国货物的购买不会同比例增加ꎬ 因此ꎬ 会出现贸易顺差和白银净流入ꎻ (６) 随着白银货

币供给的增多ꎬ 以银计价的本国商品价格会上升ꎬ 银的国内外购买力接近ꎬ 贸易顺差缩小ꎻ 同时ꎬ 国

内外金银比价也会或多或少趋同ꎮ 上述推理的一个必要条件是ꎬ 本国是国际经济学意义上的 “小
国”ꎬ 本国金银比价的变化不影响国外的金银比价ꎮ

以历史记载来对照上述抽象的逻辑推论: 关于 (１)ꎬ 有多条史料记载ꎬ 从洪武三十年 (１３９７
年) 到宣德四年 (１４２９ 年)ꎬ 中国民间交易大量使用金银ꎮ① 这可以说是事实上金银混用的复合货币

体制ꎮ 但在明朝中期以后ꎬ 中国社会很少再有金作为交易媒介的记载ꎬ 银已成为主导的货币ꎮ 关于

(２) 和 (３)ꎬ 可以从以银计价的商品价格变动中来推测ꎮ 彭信威记述了明朝从初期到晚期的米价ꎬ
皆显示从明初到 １４５０ 年以银表示的米价下降ꎬ 此后米价逐渐上升ꎬ 并在 １７ 世纪上半期 (明末) 达

到最高水平ꎮ 应当指出ꎬ 当时ꎬ 明朝尚未普及以银纳税ꎬ 商业也不够发达ꎬ 发生通货紧缩ꎬ 对普通农

民和工商业者的不利影响不太严重ꎮ 关于 (４)ꎬ 研究明朝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学者威廉阿特威尔认

为ꎬ “中国把白银置于高价地位有助于揭示此时 (明朝后期) 国外对中国商品的极大兴趣”②ꎮ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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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ꎬ 全汉昇研究了明朝对外贸易与西班牙白银输入的关系ꎬ① 基本结论是ꎬ 明朝中期后中国对外贸

易几乎一直保持显著顺差ꎬ 输入大量白银ꎬ 客观上推动了白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货币ꎮ 关于 (６)ꎬ
如表 ２ 所示ꎬ 从明朝中期 (１６ 世纪下半叶) 开始ꎬ 国内金银比价回升ꎬ 逐渐接近国外水平ꎮ 尽管在

１９ 世纪之前ꎬ 中国的金银比价未完全达到国外水平ꎬ 但金银比价中外趋同过程一直在持续ꎮ 直到 ２０
世纪之前ꎬ 金银比价在中国低于国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白银一直作为交易媒介ꎬ 中国人民对白银有着

比对黄金更强烈的需求ꎮ
至此ꎬ 我们可以看出金银比价的国际差别在世界通行金银货币时具有三大宏观经济意义: 首先ꎬ

本国金银比价与国外的差别会影响本国货币体制从复合体制转变为单一体制ꎬ 若实行较高的金价政策

将促使本国过渡到金本位制 (例如 １８、 １９ 世纪的英国和 １９ 世纪的美国)ꎬ 若实行较高的银价政策则

会促使本国转向银两或银元体制 (明朝中国)ꎻ 其次ꎬ 如果不存在充分的金银跨境兑换和流动ꎬ 金银

比价的国际差别将会引起本国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动ꎬ 影响物价走势ꎻ 最后ꎬ 在国外通行金银货币或金

本位制的背景下ꎬ 银价在本国的升高或在国外的跌落ꎬ 相当于本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贬值ꎬ 会影响本

国对外贸易收支、 货币供给与物价走势ꎮ
１８７３ 年至 ２０ 世纪初ꎬ 随着许多国家转向金本位制ꎬ 国际市场上金银比价上升ꎬ 银价跌落ꎻ

１９１９—１９３４ 年众多欧美国家恢复金本位制ꎬ 银价再次跌落ꎮ 这两个时期中国都通行银两或银元制度ꎮ
中国出口货物原本以银两或银元计价ꎬ 换算为金价或与黄金挂钩的外汇价后按比例降低ꎮ 也就是说ꎬ
中国在这两个时期的出口商品事实上都受到了 “本国货币贬值” 的影响ꎮ

有必要指出的是ꎬ 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在近代以前和近代早期的对外贸易ꎬ 决不能仅仅囿

于金银比价国际差别这一角度ꎮ 亚当斯密指出ꎬ “白银及其他一切商品的真正尺度ꎬ 不是任何一个

商品或任何一类商品ꎬ 而是劳动ꎮ 这一点我们应当随时牢记”②ꎮ 无论使用何种货币作为计价单位ꎬ
劳动成本的国际差别应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ꎻ 换言之ꎬ 各国之间劳动成本的差距主要由人口、 土地

关系、 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等基本结构性因素决定ꎬ 货币制度及金银比价等因素只在一定时间内或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差距的大小ꎮ 斯密认为ꎬ 金银比价在欧洲已为 １４ 或 １５ꎬ 而在印度和中国仅为 １０ 或 １２
时ꎬ 欧洲国家将银而不是金运往印度和中国更加有利可图ꎮ③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印度虽然没有

过压低金价的政策ꎬ 但因为对银的货币需求相对强烈ꎬ 也出现了与中国明朝晚期类似的金银比价ꎬ 同

时ꎬ 也与中国一样因劳动力廉价ꎬ 可向国外大量出口本土货物而流入白银ꎮ 中国明朝借助于低金价政

策客观上更大规模地促进了出口贸易增长和白银流入ꎮ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因美国政府高价收购白银引起的冲击与历史先例有两个不同之处ꎮ 一是ꎬ 此时美

国已成为大型经济体ꎬ 其白银政策引发了世界白银市场的价格变动ꎬ 进而传递到中国市场上ꎮ 二是ꎬ
国际货币市场已经相当发达ꎬ 跨境白银流动可直接用于兑换外汇或黄金ꎬ 无需再经过商品交换环节ꎮ
尽管白银外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中国国内通货紧缩 (物价下降)ꎬ 但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上涨完全

抵消了物价下降ꎬ 出口货物面临实际升值的不利局面ꎮ
如何评价罗斯福的白银政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ꎬ 学者们有两种看法ꎮ 一是以米尔顿弗里德

曼为代表ꎬ 他认为ꎬ 中国因白银外流而出现货币基础丧失和通货紧缩的危机ꎬ 迫使当时的国民政府不

得不仓促实行纸币制度改革ꎻ④ 二是以托马斯萨金特和劳伦布兰德为代表ꎬ 他们认为ꎬ 中国因国

外银价高涨而得到了一份意外实惠 (意指本国居民向国外出售白银而得到了更多的外汇和黄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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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ꎬ 那时的中国并未发生通货紧缩ꎮ① 按照本文的思路ꎬ 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当时中国银元制

度的调整ꎮ 如果继续坚持银元制度ꎬ 国外银价的高升和白银外流尽管会带来相应的外汇和黄金ꎬ 但因

为后者不构成中国货币体系的要素ꎬ 难免发生通货紧缩ꎻ 如果当时的中国货币体系已具有相当的吸收

外汇和黄金的弹性ꎬ 如同 １９３５ 年末法币改革推行的外汇和黄金储备制度ꎬ 那么ꎬ 国外银价上涨和白

银外流 (即白银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和黄金) 就可理解为是一件 “可遇而不可求” 的好事ꎮ 的确ꎬ
法币改革后的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以前ꎬ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大大增多ꎬ 法币

发行量也相应扩张ꎮ②

综上所述ꎬ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ꎬ 金银比价的国际差别具有重要的宏观经济意义ꎬ 这也是理解有

关国家历史上货币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历史上贵金属货币制度的一个特点是金银与其他一些大

宗商品一样具有显著的国际流动性ꎻ 在普遍采用金银货币制度的背景下ꎬ 各国的货币制度和社会经济

实际上在近代以前就已经发生密切的联系了ꎮ 因此ꎬ 理解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货币制

度变迁ꎬ 都应该同时联系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ꎮ

结　 　 语

　 　 在外国ꎬ 公元前数百年金银已作为货币出现ꎬ 官方对金银铸币开始设定交换比率ꎮ 中世纪的数百

年间ꎬ 阿拉伯势力的兴起带来了金银铸币的复活ꎬ 但金银比价低于公元前的水平ꎬ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白银在中世纪一段时期的供给不足ꎮ 中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南部意大利沿海城邦开始繁荣并广泛使用

金币ꎬ 促使金银比价逐渐上升ꎮ 欧洲与中东等地的金银比价差异明显ꎬ 在地理大发现和西班牙在美洲

殖民扩张之后ꎬ 随着白银供给的增加ꎬ 欧洲进一步见证了金银比价的上升ꎮ 金银在中国的宋元时期开

始作为货币使用ꎬ 经历了金银比价的起落ꎮ 中国金银比价与中东和欧洲地区虽有差别ꎬ 但并不悬殊ꎮ
明朝早期ꎬ 金银比价在中国出现大倒退ꎬ 大大低于历史水平和同期国际水平ꎮ

从货币数量论的角度来理解ꎬ 在贵金属货币环境中ꎬ 金银比价的国际差别影响各国货币体制的选

择或转变ꎬ 并通过影响对外贸易收支影响国内货币供给总量及物价走势ꎮ 本文认为ꎬ 明朝以来中国货

币体制的演变和国内宏观经济走势在一定程度上与金银比价国际差别及国际市场上金银比价的变动有

关ꎮ 观察历史上的金银比价走势及国际差别有助于深入认识不同时期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制约ꎮ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何平教授和河北大学汪圣铎教授提供的帮助ꎬ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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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理性视角下的经济学理性观

刘 牧　 方 勇

(北京化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理性对人类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ꎬ 人类行为的根本特征是进行最大化计算ꎮ
这种观点看似过高估计了理性的作用ꎬ 但是理性仍是服务于偏好的满足ꎬ 处于从属的地位ꎬ 是工具理性ꎮ
经济学通常用工具理性来解释道德的起源和演变ꎬ 把道德视为理性发明的、 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工具或博

弈的均衡ꎮ 但从实践理性的角度看ꎬ 只有当理性摆脱从属地位ꎬ 成为自身的目的时ꎬ 才能真正实现道德ꎻ
工具理性得到的只能是扭曲的道德ꎮ

关键词: 实践理性ꎻ 工具理性ꎻ 经济人假设ꎻ 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９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０５１－０９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高度重视人类理性ꎬ 其核心假定经济人假设又称为理性人假设ꎬ 认为人类行

为的根本特征就是理性ꎬ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学理论的大厦ꎮ 这种观点看似过高估计了理性在人

类行为中的作用ꎬ 以至于很多人试图强调情感或非理性因素对人类行为的意义ꎬ 中和这一貌似极端的

理性主义ꎮ 从实践理性的角度看ꎬ 这种理性观非但没有过高估计理性的意义ꎬ 相反它把理性人为地限

制在一个过于狭窄的范围内ꎬ 这种看似谦逊的态度却导致对道德本质的错误理解ꎬ 对理性的贬低必然

导致对道德的贬低ꎮ

一、 作为手段的理性

　 　 既然经济学把经济行为主体视为 “理性” 的ꎬ 那么理性的本质是什么呢? 罗宾斯在 «经济科学

的意义和性质» 中给出了一个经典说明ꎬ “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

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 ①ꎬ 这种目的是 “既定” 的ꎬ “因此ꎬ 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

完全是中立的” ②ꎮ 罗宾斯在人类行为中清晰地区分了两个因素: 目的与手段ꎮ 在构成行为的过程中ꎬ
目的是主导性的ꎬ 决定了行为的方向和性质ꎬ 即决定了行为的对与错、 善与恶ꎬ 手段则从属于目的ꎬ
服务于目的的实现ꎬ 手段并不决定行为的性质ꎬ 但是会影响目的的达成或进度ꎮ ③ 经济学对于目的持

中立立场ꎬ 意味着它不对目的进行评价ꎬ 不区分不同目的的优劣ꎬ “经济学并不讨论目的本身” ④ ꎮ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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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反ꎬ 经济学对于手段不采取中立立场ꎬ 由于手段是稀缺的ꎬ 手段的不同使用方式对目的的实现有

不同的影响ꎬ 无论给定的目的是什么ꎬ 经济学的目标都是找出手段的最佳使用方式ꎬ “经济学要回答

的问题是人们达到目标的过程如何受制于手段的稀缺———稀缺手段的配置如何依赖于最终的估价”①ꎮ
因此ꎬ 经济学并不关心目的的来源ꎬ 它似乎是现成的ꎬ 独立于人类理性之外ꎬ 而不是通过理性的判断

选择的ꎻ 相反ꎬ 经济学仅仅关心理性在手段领域的运用ꎮ 这看起来颇具讽刺意味ꎬ 在人类行为中ꎬ 目

的的重要性要高于手段ꎬ 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ꎬ 目的是 “主人”ꎬ 手段只是 “仆人”ꎬ 而理性这一人

类的根本特征居然主要与 “仆人” 有关而不是与 “主人” 有关ꎮ 这种思想可以被称为 “工具理性”ꎬ
在人类实践活动中ꎬ 理性仅仅扮演工具或手段的角色ꎬ 它是我们的好帮手ꎬ 使我们能更好地实现既定

目的ꎬ 正如鸟类利用本能来筑巢一样ꎬ 人类运用理性来建造房屋ꎮ 经济学对理性的理解可以追溯到英

国的经验主义哲学ꎬ 其代表人物休谟就认为ꎬ “理性是ꎬ 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ꎬ 并且除了服务和服从

情感之外ꎬ 再不能有其他职务”②ꎮ 对休谟来说ꎬ 目的是由情感提供的ꎬ 一个人喜欢或厌恶什么完全

与理性无关ꎬ 理性仅仅作用于手段领域ꎬ 或者不如说理性本身就是情感实现自身的手段ꎮ 惠双民认

为ꎬ 正是从休谟的理性观中ꎬ “现代经济科学不断形成并精炼了理性选择理论ꎬ 得出效用最大化的结

论和理性选择的行为假定”③ꎮ
主流经济学以更加技术化的方式表达了上述观点ꎮ 目的被定义为目标函数或效用函数ꎬ 其中包含

的众多目标都是给定的ꎬ 经济学拒绝解释他们的来源ꎬ 也不承认理性对于效用函数的内容会起任何作

用ꎻ 而理性仅仅被动接受这些现成的目标ꎬ 并力图最大限度地实现它们ꎬ 这被称为效用最大化ꎮ 博兰

对这种理性观做了很好的概括ꎬ “倘若我们能为一名作为最大化者的决策者指定一个恰当的目标函

数ꎬ 我们就能解释作出的选择ꎮ 这是因为ꎬ 倘若目标函数 (例如效用函数) 被恰当地规定ꎬ 有一个

独一无二的最优值ꎬ 则利用这一函数的每一个人ꎬ 当碰到相同的约束条件时ꎬ 将会作出相同的选

择”④ꎮ 可见这位假想中的最大化者给自己提的问题只是 “如何找到这个给定的目标函数的最优值”ꎬ
不是 “恰当的目标函数应该是什么”ꎬ 而这只是一个次级问题ꎬ 不是根本问题ꎮ 对主流经济学来说ꎬ
“社会或其他条件对目的的决定和定性超出了考察的范围ꎮ 相反ꎬ 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则得到了

最多的关注”⑤ꎮ 经济学只打算回答如何实现既定目标函数的问题ꎬ 而不愿回答如何确定一个目标函

数的问题ꎬ 这就带来一个结论: 行为者是否理性与他的目标函数内容完全无关ꎬ 只与他追求既定目标

函数的方式有关ꎮ 按照这一逻辑ꎬ 一个贪吃者和一个为了健康节制饮食者是同样理性的ꎬ 只要他们使

各自的效用函数都实现了最大化ꎮ 在日常生活中ꎬ 前者的目标是非理性的ꎬ 而成功地实现非理性的目

标ꎬ 非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加重非理性的程度ꎬ 因此ꎬ 精明的贪吃者比粗心的贪吃者的非理性程度更

高ꎬ 因为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ꎮ 贪吃者和节制饮食者同样理性是错误的ꎬ 这种说法把理性局限

在手段领域ꎬ 完全忽视了理性在目的领域应起的作用ꎮ 事实上ꎬ 行为是否理性是由目的的选择决定

的ꎬ 如果目的是非理性的 (比如不顾健康的贪吃)ꎬ 将决定行为本身是非理性的ꎬ 手段领域再多的理

性也不会缓解ꎬ 而只会加重非理性ꎮ 在手段方面同样精明的节制饮食者和贪吃者非但不是同样理性ꎬ
而且处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两个极端ꎮ 由此可见ꎬ 经济学把理性理解为工具理性并完全否定目的理性的

做法会导致对理性的错误理解ꎮ 对这一批评ꎬ 经济学家可以提出如下辩解: 经济学只关心工具理性ꎬ
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将严格限制在手段领域ꎬ 贪吃者与节食者具有的相同理性只是指工具理性ꎬ 这与

日常生活中理性的含义是不同的ꎬ 一个经济学家可以在学术意义上认为贪吃者是理性的ꎬ 同时在日常

生活中又认为他是非理性的ꎬ 这两种态度并不矛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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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辩解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 将理性限制在手段领域真的可能吗? 仅仅关注工具理性不

会最终导致对理性本身的歪曲理解吗? 如果经济学始终遵守诺言不涉足目的领域ꎬ 情况可能会好些ꎬ
但如果经济学忘记了承诺ꎬ 用工具理性的逻辑解释目的领域ꎬ 这种僭越会造成理论上更严重的错

误吗?

二、 作为目的的理性

　 　 经济学仅将理性视为追求目标函数的手段ꎬ 但逻辑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 理性是目的ꎬ 其存在

本身就有意义ꎬ 无需靠服务于其他目的获得自身价值ꎬ 把理性视为工具或手段可能是对它的一种扭

曲ꎮ 经济学从未认真对待过后一种可能性ꎬ 但德国哲学家康德在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 中对这一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ꎮ 他指出ꎬ “在一个有机体的自然结构中ꎬ 我们假定的原理是: 在这个除了

对于某个目的也是最适合并最恰当的器官之外ꎬ 不会发现任何用于这个目的的器官”①ꎮ 康德在此处

表达的是一种目的论思想ꎬ 即认为有机体与无生命的机械事物不同ꎬ 有机体的任何一个器官或部分都

具有目的性ꎬ 担当着某种功能ꎬ 其特征是 “为了而存在”ꎬ 而无生命事物中却不存在类似的情

况ꎮ 例如ꎬ 皮肤具有保护和感知等功能ꎬ 而肺具有呼吸功能ꎬ 它们都为了某个或某些目的而存在ꎻ 相

反ꎬ 尽管我们也可以把一个无生命体分成若干部分ꎬ 比如地球可以分成地壳、 地幔和地核ꎬ 但说其中

一个部分担当了某种功能却是无意义的ꎬ 地壳存在着ꎬ 却并不 “为了” 任何目的而存在ꎮ 既然有机

体是 “合于生命目的而构造起来的存在者”②ꎬ 康德又进一步假定这种目的性应该是完美和恰到好处

的ꎬ 有机体的每一个目的都由最适合的器官去实现ꎬ 同时每一个器官都被指派去承担它最适合的功

能ꎬ 过剩和不足都不存在ꎮ 根据这一假定ꎬ 有机体的设计一定是完美的ꎬ 如果某个器官在履行其功能

时表现欠佳ꎬ 那似乎表明它履行的并非是自己的本职工作ꎮ 康德认为这正是理性的处境ꎬ “假如在一

个拥有理性和意志的存在者身上他的幸福ꎬ 就是大自然的本来目的ꎬ 那么大自然选择这种被造物

的理性来作为它的这一意图的主持者ꎬ 就是对此作出了一种它的很糟糕的安排”③ꎬ 即对于追求幸福

而言理性并非恰当的手段ꎬ 这是因为 “比起每次都通过理性才能做到ꎬ 这种被造物必须在这一意图

中实施出来的所有的行动ꎬ 以及他的行为的全部规则若由本能来给他拟定ꎬ 将会更为准确得多ꎬ 而那

个目的借此本来也能够更可靠得多地维持下来”④ꎮ 理性若用于追求幸福就会是一个 “薄弱而带欺骗

性的指导”⑤ꎬ “一个有教养的理性越是处心积虑地想得到生活的享受和幸福ꎬ 那么这个人离真正的满

足就越远”⑥ꎬ 理性 “实际上只是给自己招来了比获得的幸福更多的麻烦”⑦ꎬ 相反ꎬ “自然自己原本

不仅会选定目的ꎬ 也会选定手段ꎬ 而且会以明智的审慎把这两者只托付给本能”⑧ꎮ 近代以来ꎬ 尤其

是工业革命以来ꎬ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ꎬ 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ꎬ 于是将人视为 “万物灵长”
的观点也日益流行ꎮ 这种观点认为人类优越于动物之处就在于拥有理性ꎬ “人有了理性之后ꎬ 人在为

自己谋生方面远远超出了一切动物”⑨ꎬ 动物只拥有本能ꎬ 而理性则是比本能强大得多的谋生工具ꎮ
康德深受卢梭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ꎬ 对将理性视为谋求幸福工具的观点持严厉的批判态度ꎬ 理性固然

带来了物质进步ꎬ 但是其负面影响更大ꎮ 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所需甚少ꎬ 完全可以靠本能得到充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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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ꎬ 而理性的运用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ꎬ 也导致了人类的奢侈和贪婪ꎬ 不满足的程度日益增长ꎮ 进

入 ２０ 世纪ꎬ 日益先进的武器使千百万人惨遭屠戮ꎬ 环境危机也日趋严重ꎮ 理性的工具性使用使人类

的生存面临威胁ꎬ 这不正说明理性并非追求幸福的恰当手段吗?
反对理性的工具性使用并非反对理性本身或主张非理性ꎬ 而是反对理性的误用ꎮ 我们固然很难接

受康德的极端目的论思想ꎬ 认为本能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最佳手段ꎬ 而理性的工具性使用则完全是误入

歧途ꎬ 但无论如何他的观点是一剂重要的解毒剂ꎮ 主流观点想当然地认为理性只能作为手段存在ꎬ 工

具理性是理性唯一可能的形态ꎬ 就好像由于图书的边缘是直线ꎬ 因此偶然情况下可以被当成尺子来使

用ꎬ 但若因此忘记了图书本身的价值ꎬ 仅将图书视为重要的画图工具就太荒谬了ꎮ 康德的贡献就在于

指出我们不应被喧嚣的现实迷惑ꎬ 理性最显眼的用途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用途ꎬ 也并未实现它真正的价

值ꎮ 那么理性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 康德进一步认为ꎬ “如果理性真的被赋予这个得天独厚的被造

物ꎬ 那么它本来必定会仅仅在这方面给他以帮助ꎬ 以便对他本性的这种幸运的禀赋加以思考ꎬ 为之惊

叹ꎬ 为之心悦ꎬ 并为此对那个仁慈的原因感恩就行了”①ꎬ 可见理性不应把追求幸福作为目的ꎬ 理性

的目的无须外求ꎬ 它应以自身为目的ꎬ “理性的作用就是为了思考理性”②ꎮ 这里所说的思考不单单是

理论性的沉思ꎬ 其含义更加宽泛ꎮ 康德认为理性包括了两个方面ꎬ “一方面ꎬ 它可以用于认识ꎬ 那叫

做理论理性ꎻ 另一方面ꎬ 它可以用于实践ꎬ 那叫实践理性”③ꎮ 工具理性的观点认为理性会应用于实

践ꎬ 但是它只能充当追求幸福的手段ꎬ 但是康德却认为将理性视为手段只会造成扭曲ꎬ 理性在应用于

实践时应该是目的ꎮ 如果行为是理性的ꎬ 它就完全应该由理性来规定ꎬ 理性成为实践活动的 “主
人”ꎬ 而不应该仅仅是服务于个人幸福的 “仆人”ꎮ 如果行为的目的是独立于理性之外被规定的ꎬ 理

性只能被动服从它ꎬ 那么行为从根本上仍是非理性的ꎮ 只有理性不但是手段ꎬ 而且是目的ꎬ 行为才可

能是真正理性的ꎮ 不应仅仅为了理性之外的某物而理性ꎬ 而是为了理性自身而理性ꎮ 经济学理性观的

缺陷就在于忽视了行为完全由理性规定这一可能性ꎮ

三、 工具理性的道德观

　 　 经济学的工具理性思想最鲜明地体现在它对道德的解释中ꎬ 而对这种道德理论的分析也将有助于

揭示经济学理性观的根本缺陷ꎮ
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ꎬ 人们通常认为这门学科 “研究的是物质福利的原因”④ꎮ 西方文化的传统

是将人的生活分为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ꎬ 前者高于并应统御后者ꎬ 因为人性的本质与尊严更多地与精

神层面相关ꎬ 而物质层面则更多地与人的动物性相关ꎬ 因此较为低下ꎮ 经济学由于主要关心人的较低

下的层面而饱受批评ꎬ 因为它忽略了道德、 宗教等精神因素对人的重要意义ꎮ 这类批判比较容易应

对ꎬ 只要扩展经济人的效用函数即可ꎮ 罗宾斯认为将经济学局限在物质福利的研究上是一种误解ꎬ 因

为 “经济学家并不关注目的本身ꎬ 而关注达到目的的行为是如何受到限制的”⑤ꎬ 只要用于满足目的

的手段是稀缺的ꎬ 就属于经济学问题ꎬ 而不在于目的是否是物质性的ꎬ “目的可能是高尚的ꎬ 可能是

卑鄙的ꎬ 可能是物质性的ꎬ 也可能是非物质性的”⑥ꎮ 这样ꎬ 道德就进入了经济人的效用函数ꎮ 如果

一个人为了履行道德义务而牺牲了重大物质利益ꎬ 这种行为并非违背经济理性ꎬ 只不过说明他对道德

的偏好超过了对物质利益的偏好ꎬ 所以其行为仍符合成本—收益分析ꎬ 只不过对收益的理解比单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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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利益要更宽泛ꎮ 这样ꎬ 高尚与卑鄙、 廉洁与腐败以及其他行为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就没有分

别ꎬ 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各自效用函数内容的不同ꎮ 这样一种辩护把道德视为外生变量ꎬ 一个人

碰巧对道德有着某种偏好ꎬ 这种偏好的成因并不清楚ꎮ 但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博弈论在经济

学中的广泛应用ꎬ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尝试把道德视为内生变量ꎬ 以解释其起源ꎮ
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把经济制度视为外生变量ꎬ 即经济主体展开行动的既定条件和背景ꎬ 而未对其

起源和演变问题给予太多关注ꎮ 但是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思想使对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成为可能ꎬ 掀起

了一场新制度经济学革命ꎮ 交易成本是人与人在市场交易乃至一切社会交往中的成本ꎬ 制度的重要意

义就在于能够减少交易成本ꎬ “倘若交易是有成本的ꎬ 那么制度就是重要的”①ꎬ “制度在社会中的主

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 稳定 (但不一定是有效的) 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②ꎮ 新制度经

济学继承了经济人假设ꎬ 既然经济主体的行动目标在于最大化自身的利益ꎬ 那么制度就是主体为了降

低交易成本而有意识设计或发明的工具ꎮ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类ꎬ 道德、 习俗、
意识形态等非成文规范被归为非正式制度的范畴ꎮ 道德与正式制度本质上是一致的ꎬ 都是主体为降低

交易成本而发明的工具ꎮ 在分析意识形态时ꎬ 诺思认为它是 “一种节省的方法ꎬ 个人用它来与外界

协调ꎬ 并靠它提供一种 ‘世界观’ꎬ 使决策过程简化”③ꎬ 对诺思来说ꎬ 由于意识形态与道德同属非

正式制度ꎬ 所以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后者ꎮ 总之ꎬ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道德是 “理性建构的ꎬ 可以人为

地创设以满足自己的需要”④ ———理性本身已经是工具ꎬ 道德又是理性发明的工具ꎮ 与这种建构式的

制度观不同ꎬ 演化式的制度观认为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秩序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ꎬ 而是渐进演化的结

果ꎮ⑤ 个体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ꎬ 因此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ꎬ 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相互作用ꎬ 于

是逐渐形成社会秩序并慢慢扩展ꎬ 但是这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ꎬ 而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ꎮ 阿克塞尔罗

德在 «合作的进化» 中发现ꎬ 重复囚徒困境中简单的 “一报还一报” 策略会胜出ꎬ 它会自动扩展开

来并自我实施ꎬ 最终会确定一种互惠的道德秩序ꎮ⑥ 惠双民对此总结道ꎬ “这种进化稳态的行为方式

选择或行为规则ꎬ 完全是有限理性的个体在相互博弈、 相互作用的社会实践中自发演进而形成的ꎮ 这

种行为规则在不断重复的博弈中ꎬ 逐渐被人们确信为他们应该遵从的规则ꎬ 于是这种惯例就固化为规

范”⑦ꎮ
建构式制度观与演化式制度观虽然表面上截然相反ꎬ 但二者都持工具主义的理性观ꎬ 将理性视为

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ꎮ 只不过前者把道德看成理性的直接产品ꎬ 后者则把道德视为理性的副产品ꎮ 二

者的区别无非是 “看得见的手” 与 “看不见的手” 的区别ꎮ 从狭隘的经济学视角来看ꎬ 这个区别当

然事关重大ꎬ 经济学领域中许多争论都与此有关ꎬ 但是这两种制度观都把理性视为工具ꎬ 完全忽略了

目的理性的可能性ꎬ 都把道德理解成工具理性发明的二级工具ꎬ 只不过对前者来说是刻意而为的工

具ꎬ 对后者是无心插柳的工具ꎮ 渐进演化观的坚定支持者哈耶克也认为规则 “是因我们的理性不足

以驾驭和掌握复杂现实的所有细节而学会的一种工具”⑧ꎮ 从目的理性的角度看ꎬ 二者也许只是一枚

硬币的两面ꎬ 并无实质差别ꎬ 它们对道德的解释都有严重缺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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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具理性道德观之批判

　 　 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把理性视为人区别于包括动物在内的其他事物的根本特征ꎬ 经济学的理性人假

说正是这一传统的产物ꎬ 康德认为 “人在自身中确实发现一种能力ꎬ 凭这种能力他把自己与一切其

他事物区别开来ꎬ 而这就是理性”①ꎮ 西方理性精神的源头包括 “逻各斯” 和 “努斯” 这两个重

要因素ꎮ② “逻各斯” 在古希腊语中有语言之意ꎬ 由于语言是有规范的ꎬ 后引申为规范、 规律之意ꎬ
于是又发展出 “逻辑” 的含义ꎮ 逻辑不是任意或偶然的ꎬ 而是严格的规则、 法则ꎬ 因此理性精神也

就蕴含了对规律与必然性的追求ꎮ 在理性的眼中ꎬ 世界不是杂乱无章的ꎬ 而是有规可循、 井然有序

的ꎬ 理性将透过表面的无序发现背后的严格秩序ꎮ “努斯” 意味着能动性和超越性ꎬ 理性的特征在于

它能够超越感性ꎬ 即超出特殊的具体情况ꎬ 获得普遍性ꎮ 总之ꎬ 理性精神要求必然性与普遍性ꎬ 而其

中的逻辑性又要求无矛盾性或一致性ꎬ 即一种理论、 观点或行为不能与自身矛盾ꎬ 荒谬或不合逻辑的

事物当然违背了理性ꎮ
既然人类活动分为认识与实践ꎬ 理性当然也就有权利同时作用于这两个领域ꎮ 人们对于理论理性

通常并无争议ꎮ 从事自然科学等认识活动要求严格贯彻理性精神ꎬ 我们不是为了其他目的才在研究中

运用理性ꎬ 比如说并不是为了使研究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才理性地进行研究ꎬ 甚至运用理性的程度

也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准绳ꎬ 必要时在研究中放弃理性也在所不惜ꎮ 正相反ꎬ 难道不是科学研究本身

就要求理性吗? 或者不如说ꎬ 难道不是理性本身就要求成为科研活动的主宰吗? 同理ꎬ 理性在实践活

动中为什么就该只充当工具呢? 理性要求行为一致性、 必然性和规律性ꎬ 这些要求是完全合理的ꎬ 反

之ꎬ 我们能允许行为由荒谬性和偶然性支配ꎬ 并自相矛盾吗? 可见ꎬ 实践活动自身就要求理性ꎬ “理
性仅仅是某些外在的功利性目的的工具” 这一说法反而显得奇怪ꎬ 仿佛碰巧由于在实践中运用理性

能带来好处我们才运用它ꎬ 如果荒谬和无规律的行为能带来更多的好处我们不妨放弃理性ꎮ 理性已经

具有独立的价值ꎬ 不需要服务于外在目的来为自己辩护ꎬ 实践活动中作为目的的理性就是实践理性ꎮ
彻底贯彻实践理性的行为其实就是道德行为ꎬ 通过分析道德的日常理解就可以证明这一点ꎮ 在日

常生活中ꎬ 道德体现为一系列义务ꎬ 如 “不许说谎” “不许偷盗” 等ꎬ 人们的行为受到这些普遍性规

则的约束ꎮ 通常ꎬ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遵守了义务ꎬ 就被称为是道德的ꎬ 但康德指出这种说法过于宽

泛ꎬ 忽视了某些重要的差别ꎮ 康德认为ꎬ 合乎义务仅仅是行为具有道德性的必要条件ꎬ 很多合乎义务

的行为严格来说并不具有道德性ꎬ 更重要的是行为要 “出于义务”③ꎮ 某些行为 “实际上是合乎义务

的ꎬ 但人们对它们直接地并无任何爱好ꎬ 不过由于被另外一个爱好驱使之故却仍然对之加以实行”④ꎬ
比如某些商人之所以童叟无欺并非是为了义务本身ꎬ 而只是为了争取回头客以获得更高收益ꎬ 他的行

为只是 “合乎义务”ꎬ 但是并非 “出于义务”ꎬ 这样的行为算不上是道德行为ꎬ 也就没有道德价值ꎮ
与此相对ꎬ 所谓出于义务去做一件事ꎬ 就是指行为完全由 “善良意志” 来支配ꎬ 而不是被外在的功

利性目的支配ꎮ 道德的根本并不在于实际作出的行为ꎬ 而在于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ꎬ 只有善良意志决

定的行为才具有道德含义ꎮ 理性的真正使命 “不是产生一个作为其他意图的手段的意志ꎬ 而是产生

一种自在的本身就善良的意志”⑤ꎮ 意志与任意是相对的概念ꎬ 前者 “是由理性做主宰的”ꎬ 而任意

或为所欲为则意味着 “缺乏理性的控制能力”⑥ꎮ 在日常语境中ꎬ 具有意志力通常意味着行为的一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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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规律性ꎬ 而任意则意味着行为缺乏一贯性和规律性ꎮ 可见意志与理性关系密切ꎬ 甚至可以说意志

就是运用于实践的理性ꎬ 但是根据意志的强弱ꎬ 还可以区分三个层次的行为: 一是彻底的任意或任

性ꎮ 此时行为完全不受理性或意志控制ꎬ 只由随机的偏好或兴趣支配ꎬ “跟着感觉走”ꎬ 理性完全被

排斥ꎮ 二是有些人为了完成某个既定的目标会百折不挠、 意志坚决ꎬ 绝不会被其他较次要的目标干

扰ꎬ 比如某人为了追求权力甚至可以牺牲亲情ꎮ 我们通常会认为这种人极其理性并意志坚决ꎬ 完全被

理性主宰而排斥了所有的情感ꎬ 但是真正主宰其行为的还是某种特定的目标ꎬ 比如权力欲ꎬ 这只是一

个人碰巧拥有的欲望ꎬ 无法用理性来解释ꎮ 虽然这类行为具有理性因素ꎬ 但是理性却作为 “仆人”
全心全意为欲望服务ꎮ 这时意志和理性还不是纯粹形态ꎬ 行为还不是完全理性的ꎮ 三是当理性和意志

完全主宰了行为ꎬ 所有的偏好和欲望都要服从于意志时ꎬ 理性才可能是真正的理性ꎬ 而意志才会是善

良意志ꎬ 行为也才具有了道德含义ꎮ 此时的道德义务 “只通过理性之途对人心有如此巨大的影

响ꎬ 远比可由经验性领域所调动的其他无论什么动机都强得多并能逐渐成为他们的主宰”①ꎮ 偏

好或欲望都是经验性的ꎬ 本质上是偶然的、 可变的ꎬ 如果道德义务是由它们决定的ꎬ 那么它也就变成

偶然的了ꎬ 失去了自身的纯粹性和尊严ꎮ 因此纯粹的实践理性给行为下命令只能是 “你要仅仅按照

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②ꎬ 我们必须按照理性的要求追求行为的

必然性和普遍性ꎬ 使所有经验性动机服从理性ꎮ 信守承诺之所以有资格成为绝对的道德义务正是因为

严格符合理性的要求ꎬ 而不是因为它符合人类天生的道德情感或者能够降低交易成本ꎮ 相反ꎬ 不遵守

承诺之所以不道德也是因为违背了理性的要求ꎮ 康德设想了一个陷于贫困的人试图通过虚假的还款承

诺来摆脱困境ꎬ 他的行动准则就是 “如果我觉得自己急需用钱ꎬ 我就去借钱并承诺偿还ꎬ 哪怕我知

道这永远也不会兑现”③ꎮ 这样的原则显然并不是由理性主宰的ꎬ 而是屈从于欲望或福利ꎬ 而想确定

它是否道德就要这样设问: “假如我的准则变成一条普遍的法则ꎬ 那又会是怎样的情况”④? 这时我们

马上就会发现ꎬ “每个人一旦认为自己处于困境中就可以作出他临时想到的随便什么承诺ꎬ 却故意不

去遵守ꎬ 这样一条法则的普遍性就会使承诺变得不可能了”⑤ꎮ 如果人人都只作出虚假承诺ꎬ 久

而久之就不会有人相信别人的承诺ꎬ 于是渐渐地也就没人再作出承诺ꎬ 于是承诺消失了ꎬ 可见作为普

遍准则的虚假承诺是自我挫败的ꎬ “这一准则绝不可能作为普遍的自然律而有效并与自身一致ꎬ 而是

必定会自相矛盾”⑥ꎮ 可见ꎬ 虚假承诺之所以不道德并非因为它不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ꎬ 而是因为它

违反了逻辑上的不矛盾律ꎬ 导致自相矛盾ꎮ 实践理性作为理性最基本的要求是逻辑的一贯性和不矛盾

性ꎬ 因此虚假承诺实际上是非理性的ꎬ 它因为荒谬性而不道德ꎬ 不是因为无用性而不道德ꎮ
这一分析表明ꎬ 道德与理性完全一致ꎮ 道德不是任意胡为或随心所欲ꎬ 它是意志和理性对个体欲

望的控制ꎮ 若理性完全缺席或仅仅充当欲望的 “仆人”ꎬ 行为不可能是道德的ꎬ 因为其部分或全部不

由意志控制ꎬ 因此是任意的ꎻ 只有当行为完全由理性和意志主宰ꎬ 行为才会是道德的ꎮ 单纯理性自身

就可以规定意志ꎬ 无需求助于人的偏好或欲望ꎬ 此时这种纯粹的理性就是实践理性ꎬ 纯粹的意志就是

善良意志ꎮ 当一个人完全根据理性来行为时ꎬ 我们就说他是道德的ꎮ
根据上述对道德的理解ꎬ 可以揭示经济学道德观的缺陷ꎮ
第一ꎬ 对于康德来说ꎬ 道德并非理性之外的某种规范ꎬ 而正是理性自身ꎮ 信守诺言既不是为了获

得他人好感ꎬ 也不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ꎬ 而是理性自身的要求ꎮ 当一个人把所有的偏好或欲望都排斥

在动机之外ꎬ 只由理性来支配自己时ꎬ 他自然就是诚实守信的ꎬ 因为只有信守承诺才能成为具有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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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一致性的法则ꎬ 于是才符合理性的要求ꎬ 而违背承诺必然会导致行为的自相矛盾ꎬ 反之ꎬ 所有的

不道德或者假道德行为都是由于理性屈从于欲望ꎮ 总之ꎬ 道德意味着理性获得独立性成为自身的

“主人”ꎬ 并以自身为目的ꎬ 未被歪曲的完整的理性自然就是道德的ꎮ 经济学的道德观却与此截然相

反ꎮ 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演化经济学都认为理性只能是实现个体利益的工具ꎬ 而不可能以自身为

目的ꎮ 对于建构论来说ꎬ 道德是工具理性有意识的发明ꎬ 而对于演化论来说ꎬ 道德是理性个体间博弈

的副产品ꎬ 但是二者都首先把理性肢解ꎬ 从根本上已经否定了理性作为自身目的的可能ꎬ 也就否定了

真正的道德ꎻ 然而生活中的道德现象毕竟需要解释ꎬ 于是它们就命令残缺的工具理性把道德重新发明

出来ꎬ 这样得到的道德并非基于纯粹的实践理性ꎬ 而是个体追逐利益的产物ꎬ 因此顶多是真正道德的

仿制品ꎮ 真正的道德是理性自身ꎬ 而仿制的道德却只是理性的 “产品”ꎮ
第二ꎬ 基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是绝对的标准ꎬ 它能够区分真正的道德与虚假的道德ꎮ 行为不但

要合乎义务ꎬ 更要出于义务ꎬ 才具有道德价值ꎬ 相反ꎬ 严格地合乎义务但动机是为了趋利或避害ꎬ 这

样的行为只是伪善ꎮ 经济学的道德观无法区分道德的真伪: 如果道德仅仅是降低交易费用的工具ꎬ 那

么只要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ꎬ 区分其真伪又有什么必要呢? 因此对经济学来说ꎬ 行为的动机是无关

紧要的ꎬ 只要外在行为合乎义务ꎬ 降低了交易费用ꎬ 就是道德行为ꎮ 这种观点甚至违背了我们最朴素

的直觉: 为了牟利而诚实和为了诚实而诚实ꎬ 这二者的价值是截然不同的ꎮ
第三ꎬ 由于道德以理性为基础ꎬ 而理性要求必然性和普遍性ꎬ 因此道德法则也应该具有必然性和

普遍性ꎮ 绝对的道德法则只应该满足理性和逻辑的要求ꎬ 与人性的具体特征或者人类生活的特定历史

条件无关ꎬ 否则它将成为相对、 偶然的ꎬ 失去普遍性ꎮ 经济学对道德的理解却与此截然相反ꎮ 新制度

经济学认为道德是经济人为解决特定处境下的实际问题而发明的工具ꎬ 经济人是自利的ꎬ 但只拥有有

限理性ꎬ 在追逐稀缺资源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交易成本ꎬ 也就必然会运用自己的理性设计包括道德在

内的各种制度以降低交易成本ꎮ 可见ꎬ 道德只是诸多特定条件下的产物ꎬ 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ꎬ
反而是特殊的和偶然的ꎬ 由于人们是自利且有限理性的ꎬ 彼此无法信任ꎬ 于是交往中存在巨大的交易

费用ꎬ 人们发明了 “信守承诺” 之类的道德法则以降低交易费用ꎻ 换言之ꎬ 如果人的本性是利他的ꎬ
或者人们拥有无限理性ꎬ 彼此自然互信或者无法互相欺骗ꎬ 交易费用也就消失了ꎬ 信守承诺的法则也

就消失了ꎬ 甚至道德本身的存在也可能没有必要了ꎮ 这样ꎬ 道德就变成了相对于人性的东西ꎮ 由于人

性本质上是人类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特征ꎬ 带有极大的偶然性ꎬ 因此ꎬ 随着人性的变化ꎬ 道德的

内容也会不断变化ꎬ 甚至道德本身也会时而消失ꎬ 时而出现ꎬ 道德完全失去了必然性与普遍性的尊

严ꎬ 任由自己在历史河流中漂流起伏ꎮ 对演化论的道德观也可以提出类似批评ꎬ 既然道德是博弈的结

果ꎬ 那么它的内容就取决于博弈的初始条件ꎬ 并随着这些条件的不同而不同ꎬ 也是偶然的ꎮ
针对康德式的批评ꎬ 经济学家可能会提出这样一种辩解: 经济学视野中的道德固然缺乏康德式的

必然性和普遍性ꎬ 但是却更符合可观察的经验事实ꎮ 我们很容易发现ꎬ 随着历史背景、 国别或文化的

不同ꎬ 人们对道德的理解千差万别ꎬ 一个文化的道德规范ꎬ 在其他文化看来可能是违背道德的ꎮ 不

过ꎬ 尽管存在如此多的差异ꎬ 不同的道德体系一般都在自己的时代或文化中较好地运行ꎬ 这说明它们

都能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起到降低交易费用、 维系社会交往等作用ꎻ 道德无非是一种工具ꎬ 为了适用

于不同的任务而作出调整无可厚非ꎬ 没必要把必然性和普遍性等华而不实的属性强加给它ꎮ 这种辩解

是对道德的根本误解ꎮ 现实中道德体系的多样性并不能证明道德本身应该是多样性的ꎬ 那样就混淆了

规范问题与实证问题ꎬ 即混淆了应然与实然ꎮ 道德关心的是人们应该怎么做和人们应该持有何种价值

观ꎬ 应然的标准就是纯粹的实践理性ꎬ 它不会无原则地认可现存的每一种道德体系ꎮ 现实中人们持有

不同的价值观并不能证明每种价值观都是同等合理的ꎬ 有些人认为偷盗和说谎无罪ꎬ 哪怕这些法则在

特殊条件下确实能够降低交易费用ꎬ 但由于违背了实践理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ꎬ 仍然是不道德的ꎮ 这

正如在自然科学中ꎬ 如果人们就某一问题展开争论ꎬ 并不意味着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是合理的ꎬ “真理

只有一个” 似乎比相对主义更符合理性的要求ꎮ 现实中道德体系的多样性完全可以采取与经济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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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解释方式ꎮ 一种可能性是这种多样性反映了人类理性及人类道德艰难发展的历程ꎬ 不同的道德体

系其实是通向最终理想道德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ꎻ 另一种可能性是这种多样性反映了人类实际的道德

对理想道德形态的偏离ꎬ 道德体系之间的差异来自于对理想道德形态偏离程度的差异ꎮ 按照这种解

释ꎬ 尽管现实中的道德体系往往被当作工具发挥作用ꎬ 其源头也仍是纯粹实践理性下的理想道德ꎮ 现

实中的道德是被歪曲的道德ꎬ 但是除非未被歪曲的形态在逻辑上首先存在ꎬ 否则歪曲过程就是不可能

的ꎮ 这正是经济学的谬误所在ꎬ 它以为仅仅通过理性的计算就可以在某个时点 “发明” 道德ꎬ 或者

在某个时点道德会在不经意间产生ꎬ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ꎮ 人们也许能够发明一套行为规则以降低交易

费用ꎬ 但是它如何可能作为道德被发明呢? 道德的核心不单是行为准则ꎬ 更重要的是准则的崇高性和

神圣性以及违背准则行为的罪恶性ꎬ 什么样的理性能 “发明” 这些性质呢? 正因为道德已经事先存

在ꎬ 或者人们已经具有感受道德的能力ꎬ 那些旨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实用准则才可能被误认为真正的道

德ꎮ 道德本身作为普遍必然的法则是先天的ꎬ 并不具有时间性ꎬ 不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产生的ꎬ 但

是人类对道德的把握却是在某个时间点发生的ꎬ 这种把握在时间之流中也许会不断加深ꎬ 但并不意味

着道德本身也在发展ꎮ 这正如几何学真理是先天的ꎬ 不会发展和演变ꎬ 而人类创立几何学却是时间之

流中的一个事件ꎬ 并且几何学也会不断丰富和发展ꎻ 但是几何学的产生与演变毕竟要以几何真理的存

在为前提ꎬ 几何真理不可能被人类 “发明” 出来ꎮ 同理ꎬ 尽管道德本身是先天的ꎬ 但人类对道德的

把握却是有时间性的ꎬ 经济学混淆了认识活动和认识对象ꎮ

结　 　 语

　 　 很多人批评主流经济学过分强调理性对人类的支配作用ꎬ 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ꎮ 人不可能是单纯

的理性生物ꎬ 激情、 义务感、 使命感、 同情心、 本能等非理性因素会扮演重要角色ꎬ 却无法纳入理性

的计算ꎬ 因此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描述必然是空洞干瘪的ꎬ 比如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认为理性人就像

“一个闪电般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①ꎬ “这种理论所考察的行为仅仅是理性行为”②ꎬ 于是 “人性

因素就完全可以从这个问题中清除”③ꎮ 这一批评有其合理的一面ꎬ 人性中确实存在非理性因素ꎬ 但

是道德本质上是一个应然问题ꎬ 它关心的是应该怎样ꎬ 而不是实际上怎样ꎬ 人性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

并不应影响我们对道德的理解ꎬ 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坚持用理性来解释道德并无不妥ꎮ 相反ꎬ 经济学

的问题在于未把理性贯彻到底ꎬ 而不是过分强调理性ꎮ 理性的使命就在于摆脱一切偏好和欲望的束缚

成为自身的 “主人”ꎬ 对道德义务的遵循使人们 “对于自己真正天职的伟大与崇高感受到了一种神圣

的敬畏”④ꎮ 对一般的人类良知来说ꎬ 道德毫无疑问是崇高与神圣的ꎬ 它正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ꎬ
因此康德的伦理学可以说正是对这种良知的哲学辩护ꎮ 与此相反ꎬ 经济学拒不承认道德的崇高性ꎬ 仍

然认为理性应该是 “激情的奴隶”ꎬ 为了偶然的偏好而服务ꎬ 在此基础上得到的只能是虚假的道德ꎮ
这种道德观的流行也许会导致道德风气的败坏ꎬ 这就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ꎬ 更是一个严肃的实践问

题ꎮ 正确的解决办法绝不是用非理性对抗理性ꎬ 而是用真正的理性取代被扭曲的理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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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
与世界变局中的大国战略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 高等研究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过去 ７０ 年来ꎬ 中国经历了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变迁ꎬ 特别是 １９７８ 年以来ꎬ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

空前的成就ꎮ 总结其原因ꎬ 除了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外ꎬ 在保障社会稳定和

政治稳定的基础上ꎬ 出现了新的要素ꎬ 即较大程度的经济选择自由、 松绑方式的改革、 引入了竞争机制和

实行了对外开放等ꎮ 面对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出现深刻变化的历史情境ꎬ 中国需要深化改革ꎬ 扩大开放ꎮ
进入新时期ꎬ 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等正成为开放体系

下全球经济贸易、 投资的目标和重点ꎬ 也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努力方向ꎮ
关键词: 改革开放ꎻ 市场ꎻ 政府ꎻ 民营企业ꎻ 竞争中性ꎻ 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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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ꎬ 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 举世瞩目的变化ꎬ
成功让 ７ 亿左右人口摆脱了贫困ꎬ 诸多经济指标已经跃居世界前列ꎬ 从 ＧＤＰ 总量看ꎬ 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ꎮ 在此过程中ꎬ 中国从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实现了向分散决策、 多种

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ꎬ 非国有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ꎮ 不过ꎬ 不平

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依然突出ꎬ 发展的创新性、 协调性、 生态性、 开放性、 共享性方面均有不同程度

的欠缺ꎮ 中国要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ꎬ 实现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跃升ꎬ 必须矫正经济发展模式中

的制度弊端ꎬ 推动经济实现平衡、 充分、 良性发展ꎬ 而这仍需要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ꎮ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发展历程ꎬ 笔者认为既有经验也有教训ꎮ 近些年笔者归纳总结了 “三

维六性” 的研究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法ꎬ 只有通过 “理论逻辑、 实践真知、 历史视野” 这三个

维度ꎬ 才能保证结论和举措具有 “科学性、 严谨性、 现实性、 针对性、 前瞻性、 思想性”ꎮ 之所以强

调 “三维六性” 的方法ꎬ 是因为目前部分对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 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措施缺乏

科学性、 严谨性ꎮ 本文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到底是哪些因素ꎬ 特别是新的因素使中国的改革

开放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举世瞩目的成就ꎻ 二是中美大国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ꎻ 三是世界新变局下中国

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要性ꎮ

一、 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与新的要素

　 　 做任何事情、 分析解决问题ꎬ 必须明道ꎬ 也就是明了做事的基本规律、 道理和原则ꎬ 包括改革ꎮ
经济问题之所以难解决、 改革之所以容易引起争议ꎬ 是因为未将两大最基本而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作

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 一是个体的利益ꎬ 也就是个体的逐利性ꎮ 在通常的情况下个体总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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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自身利益ꎬ 这也是现代经济学基石性假设的逻辑出发点ꎻ 二是信息不对称问题ꎬ 在绝大多数情形

下ꎬ 经济人之间往往信息分散、 不对称ꎮ 承不承认、 能不能应对好这两个最大的客观现实约束条件ꎬ
是避免争论和政策失败、 不断提高效率和创新力的关键ꎮ 于是ꎬ 如何应对这两个客观现实ꎬ 采用什么

样的 “游戏规则” (制度、 激励机制和政策) 成为经济学最关心的问题ꎮ 这也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基

本逻辑出发点ꎮ 由此制度的选择或制定就显得至关重要ꎬ 但制度的制定并不是要改变人性ꎬ 个体的逐

利性是改变不了的ꎮ 好的制度本质是稳定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换过程ꎬ 减少其间产生的不确定性和激励

扭曲ꎬ 达到合意的目标ꎮ① 改革的实质就是把人性作为基本的约束条件来设计制度、 激励机制和政

策ꎬ 顺应人性ꎬ 让人们自愿地改变行为结果ꎬ 实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激励相容ꎮ
计划经济在百废待兴、 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的工业体系ꎬ 使国民经济恢复发展ꎬ 为改

革开放奠定了经济基础ꎮ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ꎬ 计划经济不能适应新发展形

势ꎬ 需要逐步建立、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ꎮ 计划经济时期ꎬ 政府以高度集中的计划手段从数量和价

格方面干预经济活动ꎬ 但这并不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基础上的ꎬ 而是以经济主体的偏好、 资源禀赋、 技

术水平等多方面信息为依据ꎬ 往往信息的虚假程度较高ꎮ
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ꎬ 就是充分认识到上述两个客观条件ꎮ 实质上ꎬ 对这两个客

观现实条件的认识ꎬ 也一直是笔者与林毅夫教授辩论的内在本质焦点ꎬ 即 “事事有为” 的政府与

“有能、 有为、 有效、 有爱” 的有限政府的争论ꎬ 但有为政府不等于有为的政府ꎮ 在笔者关于有限政

府的界定中ꎬ “有能” 指政府执行力ꎬ “有为” 是政府在应该作为的领域 (主要是维护和服务) 不缺

位ꎬ “有效” 是政府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ꎬ “有能、 有为、 有效” 主要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ꎬ
“有爱” 指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

点ꎬ 实现产权有效激励、 要素自由流动、 价格反应灵活、 竞争公平有序、 企业优胜劣汰” 和 “转变

政府职能ꎬ 深化简政放权ꎬ 创新监管方式ꎬ 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ꎬ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

府”ꎬ② 说明应当提升经济包容性、 国家强制力 (依法治国)、 政府执行力及社会包容和谐性ꎬ 政府

应回归维护和服务的基本职能ꎮ③

“转变政府职能ꎬ 深化简政放权ꎬ 创新监管方式ꎬ 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意味着要从行政干

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维护性有限政府转变ꎬ 让企业、 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承接

政府转移的职能ꎬ 减少直至消除政府角色 “越位” 和 “错位” 的现象ꎬ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

定性作用ꎬ 让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市场秩序、 保护产权和合同严格执行等方面发挥作用ꎮ “建设人

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意味着向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包容型政府转变ꎮ 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经济人

角色ꎬ 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力度ꎬ 弥补直至消除政府角色 “缺位” 的现象ꎮ 在公共服务的经济维

度方面ꎬ 政府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ꎬ 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硬件基础设施ꎻ 在公共服务

的社会维度方面ꎬ 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 科技、 文化、 社会保障、 公共医疗卫

生、 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ꎬ 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相对公平的起点ꎮ④

需要指出的是ꎬ 执行力既包括政府层面依法治国的刚性执行力ꎬ 也包括人性化激励相容的柔性执

行力ꎮ 不能只强调前者忽视后者ꎬ 具有激励相容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具有依法治国能力的权威政府制

度是国家良性发展和成功的必要条件ꎮ⑤ 柔性执行力与个体逐利、 信息不对称这两大客观现实息息相

关ꎬ 因此ꎬ 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制度时需要注重三个异常重要的关键词ꎬ 也是前面对计划经济的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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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的几大关键词: 一是信息有效性ꎬ 由于信息分散、 非完全及不对称ꎬ 人们希望采用分散化决策的

市场制度ꎬ 进行松绑放权的改革ꎬ 以此提高信息效率ꎻ 二是激励相容性ꎬ 让他人、 个体即使在逐利

时ꎬ 客观上也做了社会想做的事情ꎮ 个体能否做好某件事情ꎬ 关键看是否能够做好激励ꎮ 是否形成激

励相容的关键则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好坏ꎬ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ꎬ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

法充分做好事ꎬ 甚至走向反面”①ꎻ 三是资源配置有效性ꎬ 在资源给定的情形下ꎬ 没有再改进的余地ꎮ
资源配置是否有效与激励、 信息有关ꎬ 低效的制度常常与激励不相容、 信息成本过高联系在一起ꎮ 市

场制度在解决这三个要求方面具有天然、 独特的优势ꎮ
中国过去 ４０ 余年的改革开放如何应对个体的逐利性与信息的不对称性? 哪些新的因素促进中国

经济实现了规模空前的大发展? 这就需要寻找除了党的领导、 国有企业的作用、 政府的主导之外的新

要素ꎮ 笔者认为ꎬ 科学的本质内涵就是可控的实验ꎮ 在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时ꎬ 也应按照科学的

本质内涵———控制实验的基本方法论来谈什么是差异因素ꎬ 不能将所有的因素都放在一起泛泛而谈ꎮ
在经济学中也存在以 “其他条件不变” 的假设来着重研究某两个变量或一组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ꎬ
尤其是实验经济学和市场设计等 “经济工程学” 的发展ꎬ 彰显了经济学的科学属性ꎮ

改革开放前后几十年的对比ꎬ 就做了一次很好的实验ꎮ 因为很多重要的、 必要的因素: 党的领

导、 政治和社会的稳定ꎬ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年来一直坚持和保持的ꎮ 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

和政府的主导也不是新要素ꎬ 相反ꎬ 改革开放前后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政府的主导在程度上都有所不

同ꎬ 改革开放前ꎬ 国有企业的支柱性作用和占据的比重更大ꎬ 政府的主导性在计划经济中更加显著ꎬ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要素是较大程度的经济选择自由、 松绑方式的改革、 引入了竞争机制、 实行了对

外开放、 民营经济的发展ꎮ 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ꎬ 关键就在于上述市场化的改革

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ꎮ 这样的客观现实ꎬ 依然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基本逻辑出发点ꎮ

二、 世界变局中的中美关系

　 　 在过去的 １００ 多年里ꎬ 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过多次调整: ２０ 世纪初美国参与八国联军侵入中国ꎬ
是标准的敌对关系ꎻ 随后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ꎬ 用于科学、 教育和资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ꎻ 抗日战

争前期美国基本支持日本ꎬ 中后期从财力和军力方面援助中国ꎻ 抗日战争结束后ꎬ 美国支持中国内

战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直接在朝鲜战争中发生冲突ꎬ 随后 ２０ 年中美关系极度恶化ꎻ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中美关系从破冰到建交ꎬ 经历了一段政治经济的 “蜜月” 期、 合作期ꎻ 随后几十年ꎬ 中美

关系在总体向好中波浪式前进ꎮ 关系的本质内涵是信任和利益ꎬ 无论哪个层面的关系ꎬ 信任是根本的

前提ꎬ 没有信任ꎬ 就无法形成良好的关系ꎬ 利益再大也不可能产生友谊和爱ꎮ 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

作出了巨大贡献ꎬ 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ꎬ 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ꎬ 奠定了中美两国信

任的基础ꎬ 双方均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利益ꎮ 改革开放后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ꎬ 国力

巨幅上升ꎬ 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ꎮ 随着中国的跨越发展ꎬ 在一些领域形成对美国的赶超ꎬ 美

国质疑中国的战略意图ꎬ 对中国的竞争能力感到恐慌ꎮ
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资源、 制度、 人才、 技术和话语权的竞争ꎬ 归根结底就是国力的竞争ꎮ 但中

美竞争中ꎬ 中国在很多方面与美国仍有很大差距ꎮ 然而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对中国产生误判和

恐惧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美国政府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和随后发布的 «国防战略报告»ꎬ 将

中国界定为 “战略竞争对手” 和 “对美国产生威胁的国家”ꎮ②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４ 日美国副总统彭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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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中国台湾、 中美贸易、 海外投资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指责ꎬ 随后一个月内又连续发表两

次类似的讲话ꎮ 这已抛离了 ２０１１ 年达成的 “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合作伙

伴关系”① 的共识ꎮ 彭斯的讲话几乎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彻底转向ꎬ 也是全球经济局势的一个分水岭ꎮ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 «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 行政命令ꎬ 更表明针对的是 “外国

对手”ꎬ 虽然没有具体点出任何国家ꎬ 但已清楚显示美国要采取的行动ꎮ 除此之外ꎬ 美国国会、 军

方、 媒体、 学者、 企业、 非政府机构等也将中国视为 “对手”ꎬ 较折中的观点已被边缘化ꎮ
与这一系列定位对应的是ꎬ 美国利用抬高关税壁垒的手段对中国发起贸易战ꎬ 并对中国的高新技

术企业ꎬ 特别是信息通信企业 (如华为) 采取定点 “打击” 遏制行动ꎮ 尽管在美国国内高科技企业

的反对声浪和中国的反击之下有所缓和ꎬ 但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ꎮ 与此同时ꎬ 美国在 ＷＴＯ 等诸多国

际场合对中国发起攻击ꎬ 极力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ꎬ 试图形成反中统一战线ꎬ 联合同盟国家孤

立封堵中国ꎬ 其目的是阻止中国发展壮大ꎬ 或使中国经济萎缩ꎬ 或逼中国退回封闭状态ꎬ 无法分享世

界文明进步的成果ꎮ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高度融合、 产业链社会化生产、 国际分工合作的经济共同体ꎬ 超越了国家边

界ꎬ 核心技术日新月异ꎮ 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ꎬ 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中美两国是否会掉入新兴大

国与守成大国相互冲突的 “修昔底德陷阱”? 从历史看ꎬ 对 “修昔底德陷阱” 的跨越ꎬ 导致了两种特

别形式ꎬ 一种只是经济方面的竞争ꎬ 另外一种是全方位的敌对竞争ꎬ 即除了经济方面的竞争ꎬ 还有制

度、 政治、 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ꎮ 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竞争ꎬ 笔者认为正好处于中间状态ꎬ 一旦滑向后

者ꎬ 对双方、 对世界都将带来巨大损失ꎮ
美国的目标已不是巨额贸易逆差ꎬ 中国也非其他小规模经济体可比拟ꎬ 中美两国的经济对抗很可

能持续、 扩大、 深入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ＯＥＣＤ 秘书长 Ｇｕｒｒｉａ 在接受 ＣＮＢＣ 采访时认为ꎬ 中美经济贸

易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很大ꎬ 鉴于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已经对经济复苏造成拖累ꎬ 并将继续威胁投资

和增长ꎬ ＯＥＣＤ 将 ２０１９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自 ２０１８ 年预估的 ３ ９％下调至 ３ １％ꎮ② 美国商务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ꎬ 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 ＧＤＰ 按年率计算增长 ２％ꎬ 较第一季度下

滑 １ １ 个百分点ꎬ 也低于商务部此前公布的首次预估值 ０ １ 个百分点ꎮ③ 在世界经济高度融合的背景

之下ꎬ 再强调美国优先ꎬ 也无法阻止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ꎮ
中国整体经济也呈现下行的趋势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开始ꎬ 中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涨幅、 出厂价格

涨幅同比持续下滑ꎬ 分别在 ６ 月和 ７ 月转为负值ꎮ④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以来ꎬ 除了 ３ 月和 ４ 月ꎬ 中国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位于 ５０％以下ꎬ⑤ １—７ 月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２ ８ 万亿元ꎬ 同比增长

８ ３％ꎬ 较上半年回落 ０ １ 个百分点ꎮ 其中ꎬ ７ 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７ ６％ꎬ 较 ６ 月放缓

２ ２ 个百分点ꎮ⑥ 投资的态势也与消费类似ꎬ １—７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３４８ ８９２ 亿元ꎬ 同比增长

５ ７％ꎬ 较上半年回落 ０ １ 个百分点ꎮ⑦ 值得关注的是ꎬ 中国的失业率有大幅度上升的趋势ꎬ 中美贸

易战加速了外资撤离中国的步伐ꎬ 民营企业的经营也面临较大困境ꎬ “稳就业” 已成为当务之急ꎬ 中

央要求地方政府解决就业问题ꎬ 避免出现大面积失业ꎮ
值得警惕的是ꎬ 如果中美经贸摩擦持续蔓延ꎬ 对中国不利、 对美国也不利ꎮ
第一ꎬ 中美产业链脱钩导致大量产业转移到中国台湾、 东南亚地区ꎮ 过去ꎬ 美国的贸易逆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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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日本、 亚洲 “四小龙” 和 “四小虎”ꎬ 随着中国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融入世界产业链和贸易

圈ꎬ 逆差来源逐渐聚集到中国ꎮ 中美产业链脱钩使很多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ꎬ 给中国带来巨大

的资本流失和就业压力ꎮ 而且ꎬ 一旦转移成趋势ꎬ 中国会产生更大的失业问题ꎬ 而失业问题不仅是经

济问题ꎬ 更是社会稳定问题ꎮ 数据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 越南外国投资商的新批、 增资及出

资购买股份总额达 １８４ ７ 亿美元ꎬ 相当于 ２０１８ 年同期的 ９０ ８％ꎬ 同比增长 ９８％ꎮ① 美国货物进口也

开始发生重大变化ꎬ 对中国的货物进口增长已经为负ꎬ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和落差ꎬ 将影响中美的中

长期发展ꎮ 对美国而言ꎬ 关税也导致其早前减税的效果大大减弱ꎬ 并且关税带来的产业链转移、 重构

的巨大初始成本大幅提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ꎮ
第二ꎬ 大国之间的具体竞争大多在技术方面ꎬ 技术交流的减少ꎬ 使中美双方面临不同压力ꎮ 中国

在对外开放中向发达国家学习ꎬ 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派遣和引进海外留学生、 与世界一流大学开

展研究合作等方式引进消化吸收了大量国外先进科技ꎮ 这是后发国家在经济赶超过程中的常用方法ꎬ
中国也为此付出了高额的 “学费”ꎮ 此次美国加强对中国在科技、 教育等方面的封锁ꎬ 可能会使中国

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ꎮ 客观而言ꎬ 与中国相比ꎬ 美国在科技、 教育以及军事等方面还保持绝对优势ꎬ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ꎬ 都是中国学习追赶的对象ꎮ 一旦封锁被执行ꎬ 有可能会使中国失去可供学习、 模

仿的对象ꎬ 增加学习成本ꎮ 当然ꎬ 中国过往的 “两弹一星” 以及华为公司等实践也表明ꎬ 独立自主

的创新、 高压强的研发投入也会带来科技水平的跃升ꎬ 乃至在部分领域的不对称领先优势ꎮ 不过ꎬ 放

眼世界经济一体化、 产业链高度融合的大背景ꎬ 不宜强调完全独立于国际通行标准之外的封闭式创

新ꎮ 这同样也适用于美国ꎬ 如果美国处处动用禁售等不公平竞争手段打压其他国家的科技企业ꎬ 为了

规避风险ꎬ 其他国家则会形成创新和制定标准的联盟ꎮ
第三ꎬ 随着共同利益的逐渐减少ꎬ 中美双方的战略互信可能也会减少ꎮ 从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角

度出发ꎬ 考虑到最大风险的可避性以及小概率事件的发生ꎬ 可能会引发很大的问题ꎮ 目前而言ꎬ 中美

双方主要还是在经济贸易领域处于胶着状态ꎬ 但也有向其他领域扩散的迹象ꎬ 包括中国台湾问题、 南

海问题、 香港问题、 西藏问题等ꎮ 美国国务院个别官员将与中国的关系界定为 “文明冲突” 和 “一
场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ꎬ 这种危险的思维方式尽管受到了各界的批评ꎬ 但根深蒂固

的意识形态偏见恐怕不会轻易扭转ꎮ 在新的形势下ꎬ 双方在经济领域无论能否达成双赢协议ꎬ 中国都

有可能面临更加复杂的局势ꎮ 当然ꎬ 不少有识之士包括许多美国的政治人物、 专家学者也从这场贸易

战中看到了美国软实力的消亡、 传统外交遗产的侵蚀、 国际信誉的下滑ꎬ 主张中美应该走向对话而不

是对抗ꎬ 走向相互开放而不是相互封闭ꎮ

三、 新时期的中国改革开放战略

　 　 伴随着中美战略关系冲突性和对抗性趋势的增强ꎬ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显著增

加ꎬ 这对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增长而言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阻碍因素ꎮ 中国国务院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 日

发布的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 白皮书指出ꎬ 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壮大自己ꎬ 是应对经贸摩

擦的根本之道ꎮ 对于这一基本结论ꎬ 笔者完全同意ꎬ 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ꎬ 要以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

最为重要ꎬ 互信互利最为基础ꎬ 做好自己的事最为根本ꎬ 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此发展壮大自己最为

关键ꎮ
时至今日ꎬ 改革进入深水区ꎬ 加之中美博弈ꎬ 世界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得异常复杂ꎮ 笔者认为ꎬ 与

改革开放之初的 １９７８ 年和加入 ＷＴＯ 的 ２００１ 年类似ꎬ 在当前情境之下扩大开放倒逼改革深化是关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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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ꎬ 改革一定要坚持 “三个有利于”: 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ꎬ 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

家的综合国力ꎬ 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ꎬ 这样的改革才称得上是一个好的改革ꎮ 并且ꎬ 内外政策

的一致性也很重要ꎮ 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更大力度的改革、 更大力度的开放ꎬ 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ꎬ
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决心、 更大的智慧、 更大的定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ꎮ

笔者一直主张ꎬ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要加上定语ꎬ 应该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ꎬ 以统一开

放、 竞争有序为导向ꎬ 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ꎬ 才有可能与其他国家形成互信互利的良好关

系ꎮ 并且ꎬ 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相辅相成ꎬ 开放倒逼改革ꎬ 改革推动开放ꎮ 进入新时期ꎬ 零

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正成为开放体系下全球经济贸

易和投资的目标和重点ꎮ 短期内实现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困难重重ꎬ 但应作为努力的方向ꎬ 从更

加长期的角度、 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角度去权衡和考量ꎮ
当前世界形势和格局异常错综复杂ꎬ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ꎬ 更需要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ꎮ 改革需

要一定的压力和动力ꎬ 而开放可以形成压力和动力ꎮ 由于各种原因ꎬ 国内环境可能无法给出足够的动

力ꎬ 但在国际环境的催化作用下ꎬ 将会推进中国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ꎮ 比如ꎬ 规

模经济的基本固定成本极大ꎬ 而边际成本很小ꎬ 如果国家承担研发这类固定成本ꎬ 政府扶植的企业参

与国际竞争ꎬ 那么ꎬ 对市场主导的企业就无公平性可言ꎬ 处于弱势地位ꎮ 在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环境

中ꎬ 政府不应该是一个事事有为的政府ꎬ 而应该是一个有能、 有为、 有效、 有爱的有限政府ꎮ 从根本

上来说ꎬ 为了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ꎬ 要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ꎬ 政府发挥更好的而

不是更多的作用ꎮ
由此笔者认为ꎬ 解决外部的危机和挑战ꎬ 关键是要进行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

放ꎮ① 具体的措施包括以下几条:
第一ꎬ 形成更广泛的自由贸易统一战线ꎬ 加快推进中欧、 中英、 中日韩、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等主要多边、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或升级谈判ꎬ 积极探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

可行性ꎮ 避免中国在新一轮格局调整中被孤立于世界经济贸易体制之外ꎮ 在此过程中ꎬ 中国也要对

ＷＴＯ 发出自己的声音ꎬ 形成支持多边主义、 自由贸易的统一战线ꎬ 增加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

效性ꎬ 努力实现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ꎮ 只有这样ꎬ 才能通过国际经济利益的再调整ꎬ 形成新的全

球自由贸易体系ꎬ 在重新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的过程中充分保障自身利益ꎮ
与此同时ꎬ 应尽量避免将中美经贸摩擦扩散到以意识形态作为典型特征的冷战中去ꎬ 这将不利于

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合作发展ꎮ 我们不仅仅要与非洲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建立联系ꎬ
更要衔接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ꎬ 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ꎮ 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以及改革开放

取得成功的法宝ꎬ 需要继续坚持和运用ꎮ 历史的经验表明ꎬ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ꎬ 世界的发展同样

离不开中国ꎮ 中国需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ꎬ 寻找不同国家利益的交汇点ꎬ 凝聚不同文明价值的最大

公约数ꎬ 构建更高水平、 更高质量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第二ꎬ 倒逼市场化改革深化和营商环境优化ꎬ 以竞争中性、 所有制中立的原则进行体制性、 结构

性改革ꎬ 形成国企、 民企、 外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ꎬ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ꎮ 应

减少国有企业的政策优惠ꎬ 让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平等地位ꎬ 通过公平

的市场竞争机制改变国企在资源配置上的扭曲状态ꎮ 要说明的是ꎬ 竞争中性、 所有制中立不是不需要

国企ꎬ 关系民生、 国家安全稳定、 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业ꎬ 需要国有企业ꎬ 因为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ꎬ
而且是政治问题、 安全问题ꎮ 在其他竞争类型的行业中ꎬ 应坚持竞争中性原则ꎮ

依循这样的方向ꎬ 才能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ꎬ 让政府发挥更好而不是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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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建议措施在笔者主持撰写的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 «外部压力下的中国经济———风险评估、 政

策模拟及其治理» 中亦有详细阐述ꎮ 参见 «内部结构失调仍是中国经济主要矛盾»ꎬ «中国经济时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ꎮ



作用ꎮ 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ꎬ 原因在于外资企业进入后的鲶鱼效应和示范效应ꎬ 在于民营企业的

大发展、 大繁荣ꎬ 在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和公司治理改革ꎬ 总体上有赖于国企、 民企、 外企共同发挥的

作用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ꎬ 这有赖于建立和健全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市

场体系ꎬ 只有这样才能给各类企业提供自主经营、 公平竞争的良好营商环境ꎬ 才能实现商品、 要素、
资源的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ꎬ 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ꎮ

第三ꎬ 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ꎬ 加强开放背景下的科学技术与教育

的合作交流ꎬ 促进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的互动ꎬ 助推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

型ꎮ 基础研究主要靠政府ꎬ 但科学技术的创新、 商业模式的创新主要靠民企ꎬ 因为技术创新的成功率

不到 ５％ꎮ① 无论是国内ꎬ 还是国际ꎬ 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ꎬ 都是民营企业ꎮ 创新形成的阶段性

“垄断” 及其竞争压力下的持续创新不同于靠行政性重组形成的不具有公平性和持续性的市场垄断ꎬ
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结果ꎮ 不论是从发展和效率的角度看ꎬ 还是从稳定的角度看ꎬ 改革、 发展、 稳

定、 创新、 治理应是五位一体的ꎮ
创新需要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ꎮ 中国经济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ꎬ 必须

不断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ꎬ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ꎬ 赋予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更大的自主权ꎬ 这

样才能真正提高效率ꎬ 激发、 激活创新力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还需要加强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ꎬ
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ꎬ 而针对后发国家的教育扶贫在当前不应成为中国国际教育交流的重

点ꎮ 高等院校是孕育和培养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的场所ꎬ 应该进一步全面深化教育改革ꎬ 实现基础教

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ꎬ 着力培养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创新型人才ꎬ 使其在参与市场

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企业家精神ꎬ 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和福利ꎮ

结　 　 语

　 　 无论是从内部发展需要ꎬ 还是从外部竞争来讲ꎬ 中国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ꎮ 中国经

济要在未来 ３０ 年实现新时期 “三步走” 的宏伟发展目标ꎬ 实现更高质量的良性、 平衡、 充分发展ꎬ
必须戒骄戒躁、 求真务实ꎬ 尤其在面对和处理中美经济贸易摩擦的问题上要有战略定力、 冷静思考、
有效沟通ꎬ 摒弃冷战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ꎬ 避免意识形态化和滑向全面冷战式的对抗ꎮ 应当对中

国的客观现实有清醒的认识ꎬ 不能盲目乐观ꎬ 应寻求与能力一致、 匹配的对外战略目标ꎬ 不能模糊化

和无限化ꎬ 引起国外的担忧、 疑虑甚至恐惧ꎮ 面对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ꎬ 应抓住社会经济发

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ꎬ 找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ꎬ 从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 生态等层面实施更大力度的供给侧结构性、 体制性改革ꎮ 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正确处理好政

府与市场、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ꎬ 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ꎬ 特别是在一些竞争性行业ꎬ 起决定性作

用ꎬ 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ꎬ 发挥社会自组织在诸多公共事务中的桥梁纽带作用ꎮ 只有这

样ꎬ 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ꎬ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的长治久

安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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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贸战略重构

———基于要素跨国自由流动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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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ꎬ 基于本土要素和生产力结构的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已不再适合指导

全球要素分工合作下的外贸发展战略ꎬ 要素国际转移重组的自然演进可以通过创造竞争优势促进中国外贸

生产过程升级、 垂直差异化升级、 盈利能力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升级ꎮ 文章从由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的

发展导向、 由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的竞争策略、 由低加成率陷阱转向优质优价的盈利模式、 由混合收益

转向产权收益的收益结构四个维度出发ꎬ 提出中国外贸战略需遵从开放边界、 要素流通、 政策创新和风险

防控四重转型逻辑ꎬ 通过以优化配置效率和培育稀缺要素为核心的内源驱动型路径、 以改善规则环境和引

进高端要素为内涵的开放吸引型路径、 以培育价值链主体和提升国际定价权为目标的国际治理型路径重构

中国外贸战略ꎬ 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历史性跨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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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ꎬ 全球产业变革和国际分工深化对国际贸易的基础、 格局和利益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在以

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为特征的新全球化背景下ꎬ 尽管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对国际贸易仍具有重要作

用ꎬ 但跨国公司整合利用全球资源所表现出的竞争优势已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础ꎮ 在要素跨国流动的不

断升级中ꎬ 中国外贸发展也呈现新的规律: 一是要素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ꎬ 突破了不同要素

丰裕度国家之间进行产品贸易的要素制约ꎻ 二是要素合作成为提升外贸竞争力的重要途径ꎬ 尤其在全

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ꎬ 要素的转移、 嫁接、 融合、 创新为创造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ꎮ ① 因此ꎬ 比较优

势论和要素禀赋论已不再适合指导全球要素分工合作下的外贸发展战略ꎬ 局部化、 低效率、 粗放式的

外贸增长方式需转向开放型、 集约型、 创新型的增长方式ꎬ 充分发挥要素自由流动的正外部性作用ꎮ
因此ꎬ 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国际分工演进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规律ꎬ 调整对外贸易战略ꎬ 重构 “高
效率、 高质量、 高盈利、 高分工地位” 的国际产业与贸易新格局ꎬ 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的历史性跨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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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分工演进与对外开放新发展

　 　 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来ꎬ 政局稳定、 要素集聚力强、 要素成本低等优势推动了中国贸易的迅猛发展ꎬ
但长期以外资引入和出口加工型贸易为主要驱动力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使中国外贸陷入 “低质量、 低

价格、 低盈利” 的尴尬局面ꎬ 这表明中国需要转变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径ꎮ 纵观中国开放型经

济的发展历程ꎬ 大致经历了外向型经济萌芽、 开放型经济初显、 对外开放飞速发展、 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建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对外开放的萌芽探索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年)ꎬ 主要以解决储蓄和外汇

“双缺口” 为目标ꎬ 以 “特区、 保税区” 为重点开放区域ꎬ 通过进口替代和鼓励出口促进外向型经济

发展ꎬ 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正式起步ꎮ 这一阶段主要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为基础ꎬ 利用发达经济体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契机ꎬ 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带动出口ꎮ 第二阶段为对外开放

格局的形成阶段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ꎬ 主要以发达经济体先进制造业转移为契机ꎬ 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

加工中心ꎬ 逐步实现由点状开放向沿海、 沿江、 沿边、 内陆延伸的深入开放ꎬ 形成了以外资带动出

口ꎬ 鼓励跨国公司市场竞争的 “开放型经济”ꎮ 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放宽进口限制ꎬ 提高制

造业的劳动生产率ꎬ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ꎮ 第三阶段为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的对外开

放飞速发展阶段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ꎬ 主要以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为目标ꎬ 由局部开放转向全方位开

放ꎬ 逐步放宽电信、 金融、 保险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条件或限制ꎬ 通过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相

结合实现 “双向开放” 的全球化经济ꎮ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演进ꎬ 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演变为产业链条和产品工序的分解与全球化配

置ꎬ 这使要素自由流动下的对外开放面临新的赶超窗口ꎬ 形成中国对外开放的第四阶段: 全球价值链

分工条件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阶段 (２０１４ 年至今)ꎬ 即新全球化阶段ꎮ 这一时期ꎬ 以投资和贸易便

利化、 自由化为开放目标ꎬ 以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和 “一带一路” 建设为重点开放区域ꎬ 由鼓励出口

转向重视进口、 由利用外资转向对外投资、 由企业自身改革转向政府自身改革、 由传统区位优势转向

新型制度优势等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基本形成ꎬ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生产环节和要素ꎬ 构

建起全球生产网络ꎬ 实现价值环节的专精化、 价值链条的广延化、 价值网络的纵深化ꎮ① 随着要素国

际分工由制造业供应链、 价值链向创新链延伸ꎬ 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 “逆向创新” 正在重塑全球创

新格局ꎬ “高端回流、 低端分流” 的国际分工地位客观要求中国推动全球经济规则重构ꎬ 对提升创新

驱动能力作出战略性调整ꎬ 打造与高水平开放经济相匹配的要素支撑体系和竞争环境ꎮ
产业革命是推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ꎮ 正是由于前三次产业革命提供的工业化大生产、 高效的交通

方式和信息产业革命提供的全球生产网络ꎬ 才奠定了全球化的基本格局ꎮ 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高度

融合ꎬ 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 目标导向、 科技基础、 参与对象、 运行规律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

革ꎬ 进入以新兴产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为根本动力ꎬ 以开放、 包容和共享为发展模式ꎬ 以新一代信息

技术和运输方式为核心载体ꎬ 以新兴经济体为参与主体ꎬ 以自由开放的要素流动为表现特征的新全球

化发展阶段ꎮ 在全球科技创新的驱动下ꎬ 价值链的分解一般取决于三方面: 一是生产分割技术的发

展ꎬ 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割和调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呈现不同特征ꎬ 生产分割技术越细化ꎬ 生产的迂

回程度和特定环节也越复杂ꎻ 二是全球交易成本的变化ꎬ 交易成本会直接影响生产分割后的要素或生

产环节的最优配置区域ꎻ 三是要素整合的能力ꎬ 积极承接创新活动、 整合优质生产要素是提升跨国公

司竞争力的关键ꎮ 按照全球分工理论ꎬ 跨国公司在 “归核化” 战略的驱动下ꎬ 可能将技术密集度和

信息密集度更高的生产环节配置到非前沿经济体ꎬ 为通过产业重组、 外资引进、 要素转移和技术合作

等方式促进创新研发ꎬ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与传统商品贸易理论的作用机制不同ꎬ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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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要素重组的 “自然演进” 模式扭转了经济发展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可能性ꎬ 通过创造比较优势提

高企业的盈利水平ꎬ 为中国外贸实现梯度升级提供了可能ꎮ

二、 要素跨国流动与外贸竞争力升级: 理论机理

　 　 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在提高中国出口规模和优化贸易结构的同时ꎬ 也使中国外贸发展呈现

“低质量、 低价格、 低利润” 的状况ꎮ 一方面ꎬ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ꎬ 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频繁

加剧ꎬ 一些领域甚至面临较大的反倾销风险ꎻ 另一方面ꎬ 尽管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和国

际分工地位有所提升ꎬ 但对国内增加值总体贡献减少ꎬ 中国贸易收益核算存在 “虚高” 现象ꎮ 在要

素跨国流动的条件下ꎬ 由本国比较优势要素和国际高端要素结合而产生的战略机遇ꎬ 将对中国产业结

构转型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有利契机ꎬ 生产过程升级、 垂直差异化升级、 盈利能力升级和国际

分工地位升级是全球要素分工推动外贸转型的重要渠道ꎮ
１ 要素跨国流动推动生产过程升级

要素跨国流动决定的全球要素分工是激发和创造比较优势的新动力ꎬ 通过要素流动、 升级和优化

配置过程推动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ꎬ 其核心在于全要素生产率ꎮ 以跨国公司为主体、 以国际直接

投资为载体的要素跨国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ꎬ 通过将不同要素进行深度融合ꎬ 实现高级易流

动要素向低级不易流动要素所在区域流动ꎮ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ꎬ 外部高级要素与中国

未被有效配置的劳动力、 土地、 技术、 资本等闲置要素相结合ꎬ 一方面可以使国内生产要素发挥学习

效应、 溢出效应ꎬ 提高效率ꎬ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流出国要素的边际生产率ꎬ 改善全球要素配置效率ꎮ
这意味着原本没有比较优势的闲置要素可能在要素跨国流动条件下被重新 “激活” 甚至 “升级”ꎬ 形

成新的比较优势ꎮ 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ꎬ 一国不再需要在完整的产品链上具备比较优势ꎬ 而只需在

生产某件产品的某个环节或特定阶段具有比较优势ꎬ 世界经济的分工结构逐步从产业间分工、 产业内

分工、 产品内分工向要素分工转变ꎮ 因此ꎬ 伴随跨国流动的要素激活、 融合和优化过程ꎬ 将在一国由

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过程中产生更强的效率增进效应ꎬ 以降低单位要素成本为核心的国际竞争

策略成为企业在要素跨国流动条件下生产过程升级的重要表现ꎮ
２ 要素跨国流动推动垂直差异化升级

要素跨国流动降低了落后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的 “门槛”ꎬ 不仅体现为要素禀赋的优化调整ꎬ 更

体现为要素质量的升级ꎬ 以要素升级推进产品升级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ꎮ 根据要素质量等级可以将

要素分为低级要素和高级要素ꎬ 一般来说ꎬ 土地、 劳动力、 自然资源等禀赋丰裕但收益较低的传统要

素为低级要素ꎬ 而资本、 技能、 品牌、 管理经验等相对稀缺且收益高的经济要素为高级要素ꎮ 一方

面ꎬ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 ＦＤＩ 方式或者 ＯＥＭ / ＯＤＭ 等外包方式实现要素分工ꎬ 不仅可以将以往不

具备完整产品链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融入全球分工ꎬ 还可以通过稀缺高级要素的引进、 学习、 吸收

和再创新ꎬ 提高远离前沿经济体的要素质量等级ꎬ 为产品质量升级提供要素基础ꎮ 另一方面ꎬ 在全球

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进口低成本、 高质量、 多元化的中间品ꎬ 可以在降低自身生产成本和提升全要素生

产率的同时ꎬ 扩大研发空间和产品创新能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ꎮ①

３ 要素跨国流动推动盈利能力升级

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要素跨国流动促进了国际高端要素的供给ꎬ 使本土企业通过有效学习、 吸

收、 转化和运用高端要素而嵌入全球生产链ꎬ 进而通过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提高企业盈利水

平ꎮ 按照要素分工理论ꎬ 全球生产链的要素形成机制是易流动要素追逐不易流动要素而进行的全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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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组过程ꎬ 这一过程不仅有利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ꎬ 而且可以给要素流入国带来较大

的发展机遇ꎮ 企业加成率反映的是产品价格对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ꎬ 是企业盈利能力的衡量指标ꎬ 任

何影响产品价格和边际生产成本的因素都会影响企业加成率ꎮ 要素跨国流动通常会从两种渠道影响本

土企业加成率: 第一ꎬ 行业内溢出渠道ꎮ 高端要素的进入会加剧本土要素市场的竞争ꎬ 一方面会降低

要素的市场价格ꎬ 另一方面会迫使企业削减生产规模而提高边际生产成本ꎮ 同时ꎬ 高端要素的进入也

会产生示范作用ꎬ 推动同行业的本土企业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ꎮ① 第二ꎬ 行业间溢出渠

道ꎮ 从前向关联来看ꎬ 高端要素的流入不仅会使下游行业的本土企业获得质量更高的中间产品ꎬ 还会

因上游行业竞争的加剧而降低中间产品价格ꎮ② 从后向关联来看ꎬ 外资企业会考虑贸易成本因素而加

大对上游本土企业的中间品需求ꎬ 为上游本土企业提供定价空间ꎮ 为了获得符合条件的中间品ꎬ 外资

企业将在原材料、 中间品生产等方面对本土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ꎬ 从而提升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盈

利水平ꎮ
４ 要素跨国流动推动国际分工升级

要素跨国流动不会改变要素的收益主体ꎬ 拥有要素产权的主体是要素收益的所有者ꎮ 提高贸易真

实利益的根本在于提升国内增加值率ꎬ 其关键是升级要素结构ꎮ 在利用外资发展出口的模式下ꎬ 以出

口增加值统计法和显性比较优势统计贸易收益会 “高估” 贸易竞争力ꎮ 因为在要素跨国流动条件下ꎬ
一国的出口源于多个国家要素投入的组合ꎬ 往往是内外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体现ꎬ 基于出口规模和结

构的贸易质量统计方法忽略了 “低价竞争” 的客观现实ꎬ 以 “属地” 原则计算贸易利得ꎬ 存在以外

资高级要素收益掩盖低端要素收益的事实ꎬ 从而对真实贸易收益的认识产生偏差ꎮ 根据要素分工理

论ꎬ 要素结构决定了国际分工地位ꎬ 引入高级要素会通过要素升级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ꎬ 并获得较高

的要素收益ꎮ 提高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收益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通过引进高级要素促进要素培

育ꎬ 发挥要素的集聚效应、 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提升要素层级ꎬ 并结合投资、 研究和开发实现要素创

新ꎬ 从而推动要素结构和质量的动态升级ꎻ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跨国并购实现要素流动及产权流动ꎬ 这

不仅可以迅速获得外资企业的高级要素ꎬ 并且可以实现产权转移ꎮ 也就是说ꎬ 要素结构升级的过程是

覆盖人才集聚、 产品创新、 管理升级和跨国公司行为的系统化建构ꎮ③ 在面临发达国家 “高端回流”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低端分流” 的 “高低挤压” 竞争背景下ꎬ④ 通过升级要素结构改变中国的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而提升出口增加值率成为新的命题ꎮ

三、 新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贸战略重构: 转型框架

　 　 要素跨国流动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外贸发展导向和模式ꎬ 更注重通过要素

转化升级提升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ꎬ 实现外贸格局从低质量、 低价格、 低利润向高质量、 高价格、
高利润转变ꎮ 本文主要从以规模扩张转向以效率提升的发展导向、 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的竞争策

略、 从低加成率陷阱转向优质优价的盈利模式、 从混合收益转向产权收益的收益结构四方面构建新全

球化背景下外贸战略转型框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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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其淋、 许家云: «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本土企业成本加成———基于水平溢出与产业关联的实证研究»ꎬ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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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发展导向转型: 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

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来ꎬ 坚持以 “出口导向” 为标志的贸易模式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ꎬ
但金融危机后出口增速大幅放缓ꎬ 出口竞争力优势下降ꎬ “低质低价低利润” 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标

签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增加值率为 ２７ ４６％ꎬ 而美国高达 ３７ ２９％ꎬ 并且中国劳动生产率仅为美

国的 １４ １７％、 德国的 １７ １９％和日本的 １９ ０４％ꎬ① 中国对外开放迫切需要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ꎮ
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要素投入的单位产出水平ꎬ 一般是指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ꎮ 随着新一轮

信息革命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ꎬ 资本、 技术、 品牌、 标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

动ꎬ 国际分工体系走向精细化、 专业化、 高端化ꎬ 把握好要素国际分工带来的发展机遇ꎬ 全面提升全

要素生产率水平是当前外贸战略转型的核心任务ꎮ 一般来说ꎬ 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要素流动、 重组、
优化和配置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影响本土企业生产率: 一是通过要素转移获得高质量的供应链网络ꎬ 依

托庞大的销售市场、 多样的中间投入品、 精细的工艺水平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产品质量水平ꎻ 二是通

过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影响本土企业的无形资产规模、 研发和培训支出ꎬ 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和绩效

水平ꎻ 三是通过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影响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ꎬ 以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升级提高要素配

置效率ꎻ 四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缓解本国企业的融资约束ꎬ 进而利用规模经济效应、 创新研发效应和

竞争逃避效应等提高生产率水平ꎮ
２ 竞争策略转型: 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

中国外贸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于产品价格优势ꎬ 即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国外同类

产品甚至国内同类产品价格ꎬ 但产品质量实际上并未达到参与国际竞争的门槛ꎮ 在中国各地区开放型

经济增长竞争政策的引导下ꎬ 企业是否出口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生产成本和市场竞争能力ꎬ 还取决于是

否能通过某种渠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ꎬ 并且如何将这种低成本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ꎮ② 尽管这种模式

在一段时期内推动了中国外贸的迅速发展ꎬ 但随着劳动力、 资本、 土地、 环境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

升ꎬ 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差距越来越大ꎬ 企业面临出口越多收益越低的尴尬困境ꎬ 需要扭转

对廉价要素的过度依赖ꎬ 逐步实现出口方式和竞争策略的转型升级ꎮ 产品升级是提升企业价值链地位

的关键ꎬ 而产品质量的提高是产品升级的重要内容ꎮ 一方面ꎬ 在要素跨国流动的逻辑框架下ꎬ 上游

ＦＤＩ 带来的高品质要素流入可能通过 “竞争机制” “溢出机制” “质量机制” 和 “多元化机制” 影响

产品质量的提高和产品种类的增加ꎬ 不仅能够通过模仿、 学习、 转化获得国际技术溢出ꎬ 更能发挥要

素市场质量的竞争效应而实现产品质量升级和边际成本下降的 “双重” 福利效应ꎮ 另一方面ꎬ 优质

要素的融合还会加深本土企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ꎬ 进而将资源合理配置到更高效的生产环节ꎬ 为更新

设备、 技能培训、 研发创新等质量升级行为创造剩余空间ꎮ 因此ꎬ 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ꎬ 表面上

是企业在要素国际分工体系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ꎬ 但其实质体现的是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

换过程中企业竞争策略的转型ꎮ
３ 盈利模式转型: 从低加成率陷阱转向优质优价

“中国企业低价出口之谜” 是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客观描述ꎬ 表现为伴随生产率的提高ꎬ 出口产品

的加成率却在下滑ꎮ 按照 Ｍｅｌｉｔｚ 的理论ꎬ 出口企业一般具有较高的生产率ꎬ 通过降低出口产品的固定

成本进入出口市场ꎬ 因此出口企业的加成率一般应高于非出口企业ꎮ③ 在国内要素层级和要素质量较

低的情况下ꎬ 要素跨国流动为激活要素结构和重构要素配置机制提供了条件ꎬ 以要素引进调整要素禀

赋、 以要素培育形成创新动能、 以要素整合构建产品竞争力成为企业提高获利能力的有效途径ꎮ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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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数据来源: 制造企业增加值数据于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ｑｏｖ ｃｎ) 和联合国统计司 (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ｕｎ ｏｒｇ)ꎬ 劳动

生产率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ꎮ
张杰、 刘元春、 郑文平: «为什么出口会抑制中国企业增加值率? ———基于政府行为的考察»ꎬ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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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ꎬ 产品要在定价水平和边际生产成本上进行动态调整: 一方面ꎬ 国外高端要素的流入可以通过加

剧市场竞争而优化要素配置ꎬ 从而促进企业节省边际成本而增加 “价格边际成本指数”ꎬ 通过 “成本

优势” 提高企业绩效ꎻ 另一方面ꎬ 要素的激活重组可以抵消要素边际报酬的影响ꎬ 逐步实现工艺、
效率、 性能、 功能的升级而提高产品质量ꎬ 进而提高企业盈利水平ꎮ

４ 收益结构转型: 从混合收益转向产权收益

现行以 “原产地” 与 “跨境” 为原则的统计体系无法较好地反映跨国公司经营的主要特征ꎬ 在

公司内贸易盛行的内部贸易模式下ꎬ 不仅能使发起 ＦＤＩ 的母国在国际贸易中规避各种贸易壁垒ꎬ 而且

能在现行贸易统计体系的掩护下装扮成 “经济脆弱” 的贸易逆差国形象ꎬ 这也意味着外资引入国的

贸易顺差可能存在 “统计假象”ꎮ 在要素跨国流动下形成的要素合作型出口海关值无法反映真实的贸

易竞争力ꎬ 且本土增加值也属于国内要素和国外要素共同作用下的混合收益ꎬ 这表明现行贸易统计体

系已经无法真实反映跨国公司资本要素及服务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所获取的真实贸易利得ꎮ 脱

离本国收益的外贸竞争力不是真实的竞争力ꎬ 特别是基于低价格、 低质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国

家ꎬ 更要理性认识低质量要素与低收益之间的关系和高质量要素与高收益之间的关系ꎮ 由于基于所有

权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能够区分属权ꎬ 通过要素升级推动本地要素的质量提升ꎬ 从而实现贸易收益结

构转型ꎬ 成为强化外贸竞争力的核心任务ꎬ 其关键在于培育高质量生产要素体系ꎮ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是衡量要素收益结构的重要指标ꎬ 不仅能够反映国内要素收益占要素收益总额的比重ꎬ 更能体现本国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要素结构和质量ꎮ
从以上四个维度来看ꎬ 全要素生产率表现的是要素配置比例和结构优化过程中的成本效率优势ꎬ

体现的是微观要素层面的 “点” 竞争优势ꎬ 也可理解为 “内核” 优势ꎻ 产品质量是原材料采购质量、
产品生产质量、 技术升级质量和品牌服务质量的体现ꎬ 形成以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劳动、 资本、 技术要

素为支撑ꎬ 以满足消费质量升级为重点的产品 “线” 竞争优势ꎻ 而加成率是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综

合 “面” 指标ꎬ 集合了要素 “点” 上的成本效率优势和产品 “线” 上的质量优势ꎬ 能够较好地反映

企业的定价能力和市场竞争力ꎮ 而在全球价值链条件下ꎬ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衡量的贸易收益不仅能反

映真实的贸易利得ꎬ 而且能够反映国内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能力和地位水平ꎬ 从而形成国际分

工 “体” 优势ꎮ 综合来看ꎬ 这四个方面并非相互独立ꎬ 而是在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中以 “点—线—
面—体” 四位架构动态提升外贸发展的 “量” 和 “质”ꎮ

四、 要素国际分工倒逼外贸战略转型: 中国路径

　 　 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国际分工体系下ꎬ 中国的传统外贸战略已不能适应新全球化的发展ꎬ 应从开放

边界、 要素流通、 政策创新和风险防控四方面进行外贸战略转型ꎮ 基于中国现有国情和要素流动的普

遍趋势ꎬ 本文提出重构中国未来外贸战略的路径选择ꎬ 即以优化配置效率和培育稀缺要素为核心的内

源驱动型路径、 以改善规则环境和引进高端要素为内涵的平台吸引型路径、 以培育价值链主体和提升

国际定价权为目标的国际治理型路径ꎮ
１ 中国外贸战略转型的四重逻辑

(１) 开放边界逻辑: 实现双边市场互利共赢

一是推动边境开放转向境内开放ꎮ 在传统国际分工条件下ꎬ 虽然以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为

特征的边境开放措施有效促进了国际间商品流通和要素流动ꎮ 但深层次的国际要素分工对开放型经济

的敏感性将不完全局限于国别层面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ꎬ 而是广泛涉及知识产权、 法制化水平、 营商

环境、 生态环境、 劳工标准以及产业政策等ꎮ 开放边界的政策逻辑在于加快构建 “一线开放、 线内

放开” 的新型境内外开放政策ꎬ 将更多优质要素吸引到国内ꎬ 促进国内要素的流动自由和公平竞争ꎬ
建设起对全球高级要素具有高度吸引力的开放环境ꎮ 二是推动投资替代性贸易转向投资互补性贸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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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传统贸易模式下ꎬ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多数是出于规避国家间关税及非关税壁

垒的市场导向性投资ꎮ 但随着要素跨国流动的加快以及跨国公司主导下全球要素分工的形成ꎬ 国际贸

易投资的重心由拓展国际商品市场转向争夺国际市场上的稀缺要素ꎮ 伴随东道国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

条ꎬ 出现了大量进口中间品和出口加工品ꎬ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经贸

往来ꎮ 以境外投资驱动国内贸易发展ꎬ 将构建起贸易和投资互补共存、 联动发展的贸易投资一体化新

模式ꎮ
(２) 要素流通逻辑: 实现配置引育有机结合

一是由低端纳入转向高端配置ꎮ 当今的国际分工体系实质上由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所主导ꎬ
发展中国家具备某一生产环节要求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利润分配体系中处于 “被支配” 或 “接包

方” 地位ꎮ 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被纳入底层产业链环节ꎬ 并在全球价值链的要素流转网络中被固

化ꎮ 在以要素流动和国际碎片化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模式下ꎬ 价值链条更依赖国际先进技术以

及稀缺要素ꎬ 而只有广泛集聚高品质生产要素才能对高技术密集度的相应环节提供有效支撑ꎮ 因此ꎬ
扭转现有国际分工地位的实质在于促进要素的跨国流动ꎬ 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ꎬ 逐步降低对低端要

素的内生依赖ꎬ 加快转化高端要素配置以实现价值链攀升ꎮ 二是由被动汲取转向主动培育ꎮ 长期以

来ꎬ 中国依靠出口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 优惠的外资引进政策、 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低门槛的

环境规制所实现的外贸快速扩张已日趋乏力ꎬ 对知识产权、 创新要素等先进要素的需求日益迫切ꎮ 一

方面ꎬ 提升国内要素成本对出口企业的固有盈利模式造成了冲击ꎬ 倒逼企业加快对高端要素的吸纳和

培育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制造业面临缺乏技术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严峻形势ꎬ 通过加快培育国内稀缺

的技术型、 知识型等优质要素ꎬ 将有效突破制造业的低水平供给瓶颈ꎮ
(３) 政策创新逻辑: 维护市场环境竞争有序

一是由有偏干预转向竞争中立ꎮ 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贸易投资协议中ꎬ 对境内境外要素实施无

差别式管理、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是国际经济治理的新思维ꎮ 一方面强调非偏向性和非扭曲性ꎬ 对要素

流动、 产品贸易实施一视同仁政策ꎬ 另一方面强调实施不偏不倚的功能性扶持和无差别式普惠待遇ꎬ
如加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ꎬ 推动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ꎬ 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ꎮ 全球要素自由化

流动对市场环境的内在要求迫使中国确立与要素自由化流动相适应的高度透明规范的中立性贸易政

策ꎮ 二是由单一调整转向复合干预ꎮ 长期以来ꎬ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国内产业、 科技、 反垄断等部门

政策相互分割ꎮ 伴随着新一轮国际经济规则的重塑ꎬ 在全球要素流动自由化条件下ꎬ 单一性贸易政策

很大程度上面临失效风险ꎬ 而需转向建构综合贸易、 产业、 科技、 反垄断等多种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协

同组合型贸易政策ꎬ 增强多种政策工具的协调一致和相互促进ꎮ
(４) 风险防控逻辑: 确立收益评估产权标准

一般来说ꎬ 外资市场进入、 技术服务转移、 人才跨国流动、 国际金融支持等市场活动包含的要素

国际分工对开放型经济转型的意义重大ꎬ 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对地区经济发展往往会构成一种潜在的

冲击ꎬ 因此ꎬ 打造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导向的统计评估和风险防控体系尤为必要ꎮ 在要素跨国流动条件

下ꎬ 一是加快建立要素自由流动的风险甄别与防控机制ꎬ 比如完善外资进入监管机制ꎬ 加强技术服

务、 贸易信息服务及风险防控支持ꎬ 完善人才跨国流动服务管理机制ꎬ 建设跨区域级别的国际金融多

边防控体系ꎬ 构建起与要素国际分工相适应的国际贸易统计评估和风险防控体系ꎮ 二是加快推进边境

迁移转向产权迁移ꎮ 在传统国际贸易维度下ꎬ 商品的跨境迁移蕴含着要素流动的基本现实ꎬ 不仅反映

了一国的要素禀赋情况和资源充沛程度ꎬ 也体现出其国际分工地位和贸易竞争的相对优劣ꎮ 在要素自

由流动的条件下ꎬ 商品的边境迁移已无法确切反映一国的分工地位及竞争优势ꎬ 需要基于产权迁移特

征对要素流动的动因和现状进行分析ꎮ
２ 要素国际分工条件下中国外贸战略转型的路径选择

(１) 以优化配置效率和培育稀缺要素为核心的内源驱动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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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比较优势现状和全球要素分工的形势ꎬ 以优化配置效率和培育国内稀缺要素为核心ꎬ 实

现内源要素促进产业发展ꎬ 是最基础、 可靠的路径选择ꎮ
提高现有要素配置效率ꎮ 在动态视角下ꎬ 中国应尽快改变劳动要素高度密集的加工制造环节融入

要素分工的被动现状ꎬ 通过全球价值链向 “微笑曲线” 两端扩展ꎬ 实现对前端技术的研发和对后端

市场营销渠道的延伸ꎮ 目前ꎬ 相对廉价且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优势ꎮ 发

挥劳动力禀赋参与国际分工的内生优势主要体现为: 一是通过促进国内就业提高现有劳动力配置效率

和边际产出ꎬ 拓展国际贸易的人力资本边界ꎮ 二是依托制造加工业的产业基础ꎬ 利用外资进入带来的

竞争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和出口企业的干中学效应ꎬ 促进本土企业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ꎮ 三是通过提

高配置效率倒逼劳动要素质量的提升ꎬ 引导劳动力逐步向现代服务业流动ꎬ 缓解劳动力市场结构相对

失衡ꎮ
提高对外投资质量效率ꎮ 要素自由流动为中国对外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ꎬ 对于资源寻求型企业ꎬ

应该积极建立战略联盟ꎬ 共同开展对东道国农业、 矿产等企业的收购ꎬ 并依托特定资源融入全球供应

链上端ꎬ 打通资源开发路径ꎻ 对于制造加工型企业ꎬ 应合理利用比较优势ꎬ 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发展平

台ꎬ 结合东道国的资源要素禀赋特征集聚发展ꎻ 对于市场导向和技术导向型企业ꎬ 应合理选择东道国

的中小型成长企业ꎬ 灵活运用入股、 兼并和收购等方式获得目的企业的控制权ꎬ 从而依托现有人力资

源、 关键产权技术以及成熟销售渠道加快发展ꎬ 拓宽市场和技术获取路径ꎮ
加快国内稀缺要素培育ꎮ 在人力资本维度上ꎬ 一是加强本土人力资本培育ꎬ 加大教育综合投入ꎬ

发展高等教育、 新型职业教育和社会培训ꎻ 二是打造良好的研发创新环境ꎬ 加快产学研深度融合ꎬ 加

大科研机构人才成果激励ꎮ 在技术创新维度上ꎬ 一是逐步优化中国贸易技术结构ꎬ 通过适当调整和降

低进口关税、 提供贴息支持或调整贴息产品支持范围ꎬ 扩大对高技术中间产品、 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的

进口ꎻ 二是在战略层面制定科学的自主创新政策ꎬ 通过稀缺要素的聚集效应、 规模效应、 溢出效应逐

步提高要素的创造能力和培育能力ꎮ 在要素政策维度上ꎬ 一是打通国内要素流动的机制障碍ꎬ 构建资

本、 劳动力、 金融、 产权、 技术等要素领域的国内统一大市场ꎻ 二是加快建立以产权为基础的要素收

益分配机制ꎬ 合理调节技术、 资本以及劳动力的利益分配关系ꎬ 优化国内要素市场的整体环境和均衡

收益ꎬ 促进本土要素焕发新鲜活力ꎮ
(２) 以改善规则环境和引进高端要素为内涵的开放吸引型路径

通过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ꎬ 加速开放服务业领域ꎬ 有效吸引国际高端要素流

入ꎬ 从而扭转国内高端要素稀缺、 低端要素挤压的困境ꎮ
创新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ꎮ 随着全球经济规律从边境规则转向境内规则ꎬ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贸

易治理规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ꎬ 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的特征是高质量和高标准ꎬ “高标准”
意味着新规则将更多涉及国家内部的经济政策、 产业政策、 创新政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ꎬ 而不

是简单局限于国别层面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ꎻ “高质量” 则意味着只有达到一定标准的开放型经济体

才能够深层次融入国际要素分工ꎬ 否则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面临被边缘化甚至淘汰的潜在风险ꎮ 第

二ꎬ 建立深层次全覆盖的市场准入机制ꎬ 消除和削减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关税及非关税壁

垒ꎬ 拓宽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市场准入渠道ꎬ 进一步消除劳动力、 技术、 资本、 金融等要素的国内外

流通障碍ꎮ
加快服务业领域开放进程ꎮ 当前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正从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延伸ꎬ 全球制成

品贸易中服务贸易的价值量占比愈发突出ꎮ 加快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进程将有助于中国尽快融入全球新

兴服务产业链ꎮ 一方面ꎬ 率先融入全球新兴服务产业链ꎬ 将使中国在服务全球价值链治理环节中凭借

先发优势及路径依赖取得更多主导权ꎬ 有效扭转中国在制造业分工网络中 “被支配” 与 “被纳入”
的被动局面ꎮ 另一方面ꎬ 扩大服务业领域外资开放ꎬ 承接服务业梯度转移将会吸引国际高端服务业ꎬ
在客观上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ꎬ 推进服务业结构升级ꎬ 即通过吸引国际高端要素等方式化解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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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生产型服务供给不充分的软约束ꎬ 最终打破国内市场服务业需求供给的低水平均衡ꎮ
引进吸收国际先进生产要素ꎮ 随着全球要素分工逐步从制造全球化转向技术创新全球化ꎬ 研发部

门的创新协作和关键技术的梯度转移逐渐具有全球化特征ꎮ 技术和知识的流动为分布在不同国家间的

用户、 供应商、 技术部门和科研院所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平台ꎮ 推动外贸竞争力升级ꎬ 除了凭借天然禀

赋要素实现传统比较优势红利ꎬ 还需要通过积累资本、 技术和高素质人才等获得性要素实现赶超发

展ꎮ 在要素自由流动的背景下ꎬ 中国要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实现获得性要素积累ꎬ 充分发挥资金等基

础生产要素的优势ꎬ 加大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和吸引海外优质研发资本的力度ꎬ 把当前的资金与外汇

“双剩余” 转化为无穷的技术积累ꎮ
(３) 以价值链培育和国际定价权提升为目标的国际治理型路径

通过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ꎬ 打造全球价值网络中要素流通的关键节点和核心主体ꎬ 构

建具有强凝聚力的高级要素发展平台ꎬ 培育全球价值链主体并提升国际定价权ꎮ
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ꎮ 政府应从主体培育、 服务建设、 政策保障三方面将跨国公司打造

成全球价值网络中要素流通的关键节点和核心主体ꎮ 在培育主体方面ꎬ 应重点鼓励并扶持具有一定规

模实力、 品牌优势和市场基础的行业龙头企业ꎬ 提升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的核心能力ꎬ 包括组织领

导、 经营管理、 核心技术和产品竞争力ꎮ 在服务建设方面ꎬ 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境并购服务体

系ꎬ 简化项目行政审批程序ꎬ 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金融信贷支持ꎮ 通过建立完善的海外并购中介服

务体系ꎬ 为高科技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信息咨询服务ꎮ 在政策保障方面ꎬ 打造国际化经营的政策支撑

体系和风险防范体系ꎬ 简化海外投资企业专业人才的出入境手续ꎬ 对服务外包开辟出入境通关绿色通

道ꎬ 同时引导贸易、 咨询、 知识产权和法律服务等配套服务业先行 “走出去”ꎮ
打造具有强凝聚力的高级要素发展平台ꎮ 发达国家往往会通过资源使用权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先进

要素ꎬ 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先进要素通过全球研发链网络实现高速流动ꎮ 要深度融入全球研发网络ꎬ 就

必须创建对国际高级要素具有强凝聚力的发展平台ꎬ 在市场获取和流通成本两方面挖掘参与创新竞争

的差异化优势: 第一ꎬ 在市场获取方面ꎬ 积极利用现有优势ꎬ 合理拓展产品前端设计研发和后端供应

营销等高端环节ꎬ 依托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需求进行研发创新ꎬ 以有效市场规模诱致的方式吸引高端

要素ꎮ 第二ꎬ 在流通成本方面ꎬ 积极打通国内外要素的流通障碍ꎬ 有效降低要素流通的商务成本ꎬ 包

括运输成本、 基础服务成本、 投资进入成本、 契约执行成本、 行政管理成本以及制度成本等ꎮ
积极争取要素定价权与规则制定权ꎮ 随着要素分工的深度推进ꎬ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ꎬ 跨国

公司通过治理链条运作国际规则和支配高端市场形成全球影响力ꎮ 定价机制规则、 产品基准价格以及

贸易供求关系是影响国际定价权的核心变量ꎮ 拥有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一国ꎬ 将会影响特定大宗商品贸

易的利润分配ꎬ 而定价权处于弱势的一国往往在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ꎮ 中国要掌握国际要素的定价

权ꎬ 一方面需要优化国内产业分工布局ꎬ 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ꎬ 通过吸收先进要素优化企业技术

研发和市场营销的要素结构ꎬ 从而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价值ꎬ 避免产品市场的无序同质竞争ꎮ 另一方

面应加快完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ꎬ 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ꎮ 尽快培育

成熟规范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期货交易市场ꎬ 扭转由部分发达国家完全主导现有期货市场的被动

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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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背景下的
失业及政策: 理论分析

董志强１ꎬ２　 黄　 旭１

(１ 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ꎬ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ꎻ ２ 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ꎬ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高生产力ꎬ 但也会提高失业风险ꎮ 文章改进新古典生产函数ꎬ 建立理论模型ꎬ
分析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特别是对就业的影响以及政府可采取的两种公共政策 (对失业者直接转移支

付进行救济和培训后再就业) 的效应ꎮ 研究发现ꎬ 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高总产出ꎬ 但工资率和就业水

平将会下降ꎬ 劳动收入份额自然也会降低ꎬ 失业率将增加ꎮ 政府对失业者进行直接转移支付的政策ꎬ 在长期

中将进一步加剧失业ꎬ 只能作为短期救济手段ꎮ 政府可以对失业者进行再培训ꎬ 但政策有效的条件是ꎬ 服务

业的技术发展达到某个门槛水平之上ꎮ 这意味着ꎬ 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ꎬ 为了避免大规模失业就需要

大力发展服务业ꎮ
关键词: 人工智能ꎻ 经济增长ꎻ 世代交替ꎻ 失业ꎻ 社会福利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４９ 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０７６－０９

一、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当前ꎬ 人工智能被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领域ꎬ 受到广泛关注ꎬ 成为众多国家科技争夺的制

高点和战略布局的重点ꎮ 可以预见ꎬ 人工智能将深刻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ꎮ 从自动付款到

人脸识别ꎬ 从自动驾驶到无人酒店ꎬ 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ꎮ 虽然自动化在历史上

一直局限于常规任务ꎬ① 但大数据算法已进入依赖模式识别的领域ꎬ 并且可以在各种非常规认知任务

中替代劳动力ꎮ② 此外ꎬ 先进机器人在灵敏度和灵活性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ꎬ 可以执行更广泛的人工

任务ꎮ
与人工智能发展相伴随行的ꎬ 除了利用新技术大大促进生活便捷和生产进步之外ꎬ 还有人们对劳

动力被人工智能技术替代而造成大面积失业的隐忧ꎮ③ 过去 ２０ 多年ꎬ 西方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和

６７




就业人口比例下降ꎬ 通常被认为是数字技术、 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经济各领域所致ꎮ 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ꎬ 工人们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ꎬ 薪酬也会经历相对甚至绝对的下降ꎮ 对技术进

步威胁失业的担忧ꎬ 并非当代的新问题ꎮ 早在 １９３０ 年凯恩斯就预言ꎬ 引入新技术会促进经济增长ꎬ
但也会导致广泛的技术失业ꎮ① Ｂｌｏｏｍ 等在 １９６５ 年指出ꎬ “随着机器继续侵入社会ꎬ 替代越来越多的

社会工作ꎬ 正如我们现在所想到的那样ꎬ 劳动力逐渐变得多余”②ꎮ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同样对新机器的使用持悲

观态度ꎬ 并推测 “工人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ꎬ 越来越多的工人将被机器取代”③ꎮ 这些担忧一直持续

到当今时代ꎮ Ｆｒｅｙ 和 Ｏｓｂｏｒｎｅ ２０１３ 年将 ７０２ 个职业按照被替代的风险分为高、 中、 低三类ꎬ 预测在接

下来的 ２０ 年中ꎬ ４７％的美国工人将面临自动化的风险ꎮ④ 使用相同的方法ꎬ 麦肯锡预测计算机替代

工人的风险为 ４５％ꎬ ２０１６ 年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估计ꎬ 经合组织国家有 ５７％的工作岗位将在未来

２０ 年内实现自动化ꎮ
实证研究方面ꎬ 学者们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既可能产生正向创造效应ꎬ 也可能产生负向抑制效

应ꎮ Ｍａｒｔｅｃｈ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美国制造业数据ꎬ 发现劳动力就业总量并没有随着工业机器人的使用

而减少ꎬ 反而增加更多ꎮ⑤ Ｋａｔｚ 和 Ｍａｒｇｏ 的研究表明ꎬ 美国企业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替代人类工作岗

位ꎬ 挤出了大量劳动力ꎮ⑥ Ｇｒａｅｔｚ 和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发现ꎬ 使用工业机器人导致低技能劳动力需求下降ꎬ 但

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与职业自动化的可能性高度负相关ꎮ⑦ Ｏｓｃｈｉｎｓｋｉ 和 Ｗｙｏｎｃｈ 评估了过去 ３０ 年来

技术变革对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ꎬ 认为加拿大和美国大部分人口在未来几年不太会面临大规模失

业ꎬ 因为劳动力技能需求会对技术变革作出反应ꎮ⑧ Ｄａｖｉｄ 评估了计算机技术对日本工作岗位的破坏

程度ꎬ 结果表明ꎬ ５５％的工作存在自动化的风险ꎬ 但计算机技术可以强有力地重塑日本劳动力市场和

生产活动ꎮ⑨

理论研究方面ꎬ Ｂｅｎｚｅｌｌ 等基于世代交替模型ꎬ 揭示了随着机器人的广泛使用ꎬ 劳动收入份额在

长期会下降ꎬ 资本份额会上升ꎮ 若缺乏适当的财政政策ꎬ 智能机器将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ꎮ Ｓａｃｈｓ
和 Ｋｏｔｌｉｋｏｆｆ 利用改进的世代交替模型发现ꎬ 智能机器会替代非熟练年轻劳动力ꎬ 补充年长的熟练劳动

力ꎬ 加剧代际收入不平等ꎬ 导致后代的生活比上一代糟糕ꎮ 他们认为ꎬ 当年长者从技术进步中获得额

外收益时ꎬ 政府可对这些收入征税ꎬ 用来改善当代青年和后代的福祉ꎮ Ｂｅｒｇ 等利用改进的 ＣＥＳ 生产

函数ꎬ 在模型中假设机器人资本与传统物质资本对人的替代程度不同ꎬ 发现社会总产出随机器人资本

投入而增加ꎬ 但若分配不合理ꎬ 则不平等会加剧ꎮ 因此ꎬ 为保证社会中每个人皆受益ꎬ 应该制定合理

的公共政策ꎮ Ｋｏｒｉｎｅｋ 和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也通过模型证明ꎬ 合理的公共政策可以促进帕累托改善ꎬ 让技术进

７７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背景下的失业及政策: 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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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造福社会ꎮ①

关于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的公共政策讨论包括: 向机器征税、 向老年人征税、 实施全民基本收

入政策、 对工人进行培训等ꎮ 西方学者比较倾向于管制人工智能规模ꎬ 通过征税使全社会共享技术进

步的福利ꎮ Ｃｏｎｅｓａ 等在世代交替模型中ꎬ 定量地计算了最优资本和劳动所得税ꎬ 从长远来看ꎬ 最优

税制是对资本进行征税而对劳动进行减税ꎬ 对资本的最优税率为 ３６％ꎮ② Ａｂｂｏｔｔ 和 Ｂｏｇｅｎ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建
议将机器人和工人一视同仁ꎬ 采取对自动化资本进行征税的公共政策ꎬ 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

降低资本价格ꎬ 对机器征税并补贴工人ꎬ 有利于提升工人效用ꎬ 并且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去寻找新的工

作ꎮ③ Ｇａｓｔｅｉｇｅｒ 和 Ｐｒｅｔｔｎｅｒ 考虑了封闭经济体的世代交替模型ꎬ 发现对机器人征税可以增加稳态下的

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ꎮ④

全民基本收入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ꎬ ＵＢＩ) 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府定期向每个公民进行无条

件转移支付ꎮ 该政策的优点是公民可以自由支配这笔转移支付ꎬ 有利于让人工智能创造的社会财富被

全社会成员共享ꎬ 但转移支付的具体数额不宜太高ꎮ Ｖｉｒｇｉｌｌｉｔｏ 认为ꎬ ＵＢＩ 政策可以促进社会公平ꎬ 增

加居民消费ꎬ 促进经济发展ꎬ 改善经济中的不平等ꎮ⑤ 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ꎬ 实施此类政策可减少社

会不稳定因素ꎬ 减轻年轻人的社会压力ꎬ 提高生活质量ꎬ 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和社会和谐ꎻ 但也存在增

加政府财政压力、 带来较高实施成本、 浪费资源等局限性ꎮ⑥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会催生新岗位ꎬ 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新的和更高的要求ꎮ 因此ꎬ 有必要对劳

动者进行再培训ꎮ Ｇｌａｅｓｅｒ 认为ꎬ 因为低技能和中技能工人容易被自动化替代ꎬ 失业后难以找到工作ꎬ
再培训可以帮助他们就业ꎬ 增加社会总产出ꎮ⑦ Ｔｈｉｅｒｅｒ 等进一步指出ꎬ 培训要结合社会需求ꎬ 内容要

具有针对性ꎬ 才能提高劳动者的能力和效率ꎬ 使其不易被自动化取代ꎬ 进入新的行业和岗位ꎮ⑧ Ｋｅａｒ￣
ｎｅｙ 等提出了人工智能时代的针对性教育方案ꎮ⑨

国内学者近年也关注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在影响ꎮ 程虹等根据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

查 (ＣＥＥＳ) 数据发现ꎬ 机器人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替代效应为 ０ ３％ꎬ 且非技能劳动力受到机

器 “换人” 的冲击更大ꎮ 王君等指出ꎬ 人工智能短期的破坏效应有限ꎬ 但长期会造成挤出效应ꎬ 减

少劳动收入份额ꎮ 朱巧玲和李敏从技术演进角度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六次技术革命ꎬ 实证研究发现ꎬ

８７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就业与工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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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增加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的相对供给ꎬ 有助于提高劳动力整体质量和优

化劳动力结构ꎮ①

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的影响ꎬ 考察不同失业治理公共政策 (社会救济和

就业再培训政策) 的效应ꎮ 通过改进新古典生产函数ꎬ 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自动化资本要素纳入生

产函数ꎬ 研究发现ꎬ 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化ꎬ 一方面会增加社会产出ꎬ 另一方面会降低工人的工

资和就业率ꎬ 提高失业率ꎬ 劳动收入份额也随之下降ꎮ 政府会对生产企业征税并对失业者进行转移支

付ꎬ 但征税会降低就业者的效用ꎬ 而转移支付会提高失业者的效用ꎬ 两种力量叠加将导致更多劳动力

“选择” 失业ꎮ 政府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利用税收筹资ꎬ 对被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失业劳动力进行培

训ꎬ 帮助其在服务业部门再就业ꎬ 这种政策有效的条件是服务业的技术水平须发展到某个门槛水平之

上ꎮ 这意味着ꎬ 发展生产性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ꎬ 为了促进劳动力再就业ꎬ 也需要大力发展和提升服

务业ꎮ

二、 模型构建

　 　 假设有一个封闭的经济体ꎬ 其中ꎬ 劳动力数量为 Ｎ ꎬ 就业人数记为 Ｌ ꎬ 失业人数 Ｕ ＝ Ｎ － Ｌ ꎮ 记

失业率为 θ ∈ (０ꎬ １) ꎬ 则 Ｕ ＝ θＮꎬ Ｌ ＝ (１ － θ)Ｎꎮ 企业中存在两种物质资本ꎬ 一种是传统物质资本

Ｋꎻ 另一种是带来生产自动化无人化的人工智能技术ꎬ 即人工智能资本 Ｐ ꎮ 传统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是

互补关系ꎬ 而人工智能资本和劳动力是替代关系ꎮ
经济体的加总生产函数为:

Ｙ ＝ Ｋα Ｌ
σ－１
σ ＋ (ＡＰ)

σ－１
σ[ ]

σ
σ－１{ } １－α (１)

其中ꎬ Ａ 为人工智能技术水平ꎬ σ 为人工智能与劳动力的替代弹性ꎬ 且假定 σ > １ / α > １ꎬ 即人工

智能与劳动力相互替代ꎮ 作出替代型假设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威胁上ꎮ 若假设人

工智能资本和劳动力互补 (即 σ < １)ꎬ 则人工智能越发展就业水平越高ꎬ 而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ꎮ
式 (１) 本质上是在一个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嵌入了一个常替代弹性函数ꎮ

假设企业产品价格为 １ꎮ 记 Ｚ ＝ Ｌ
σ－１
σ ＋ (ＡＰ)

σ－１
σ ꎬ 则:

ƏＹ
ƏＡ

＝ (１ － α)Ａ － １
σＫαＰ

σ－１
σ Ｚ

１－σα
σ－１ > ０ (２)

上式表明ꎬ 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提高将增加经济总产出ꎮ
竞争市场上工人工资 ω 是其边际产出ꎬ 故:

ω ＝ ƏＹ
ƏＬ

＝ (１ － α)ＫαＺ
１－σα
σ－１ Ｌ － １

σ (３)

资本的租金是资本的边际产出ꎬ 故传统资本租金价格 ＲＫ 为:

ＲＫ ＝ ƏＹ
ƏＫ

＝ αＫα－１Ｚ
σ(１－α)
σ－１ (４)

人工智能资本租金价格 ＲＰ 为:

ＲＰ ＝ ƏＹ
ƏＰ

＝ (１ － α)Ａ
σ－１
σ ＫαＺ

１－σα
σ－１ Ｐ － １

σ (５)

要素市场均衡时资本不应存在套利机会ꎮ 倘若人工智能资本价格较高ꎬ 则资本会从传统物质资本

流向人工智能资本ꎮ 反之ꎬ 若传统物质资本价格较高ꎬ 则资本会由人工智能资本流向传统物质资本ꎬ

９７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背景下的失业及政策: 理论分析

① 朱巧玲、 李敏: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未来劳动力结构变化趋势———理论、 证据及策略»ꎬ «改革与战略»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ꎮ



最终达到平衡ꎮ 资本无套利条件为 ＲＫ ＝ ＲＰ ꎬ 化简可得:

Ｋ ＝ α
１ － α

Ａ
１－σ
σ ＺＰ

１
σ (６)

将式 (６) 代入式 (１) (２) (３) (５) 得:

ω ＝ ａＡ
(１－σ)α

σ Ｌ － １
σＺ

１－α
σ－１Ｐ

α
σ (７)

Ｒ ＝ ＲＫ ＝ ＲＰ ＝ ａＡ
(１－σ)(α－１)

σ Ｚ
１－α
σ－１Ｐ

α－１
σ (８)

Ｙ ＝ α
１ － α

æ

è
ç

ö

ø
÷

α

Ａ
(１－σ)α

σ Ｐ
α
σＺ

σ－α
σ－１ (９)

其中ꎬ ａ ＝ αα(１ － α) １－α ꎮ

命题一: 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 (σ> １
α

>１) 深化ꎬ 将导致: ①社会产出提高ꎻ ②工人工资率下

降ꎻ ③资本价格上升ꎻ ④失业率上升ꎻ ⑤劳动收入份额下降ꎻ ⑥人工智能资本份额上升ꎮ

证明: 由式 (２) ƏＹ
ƏＡ

> ０ꎬ 则①得证ꎮ

由式 (７) 知: Ə(ｌｎω)
ƏＡ

＝ Ｌ
σ－１
σ

σＺＡ
(１ － σ)α ＋ (１ － σα) ＡＰ

Ｌ
æ

è
ç

ö

ø
÷

σ－１
σé

ë
êê

ù

û
úú ꎬ 当 σ > １

α
> １ 时ꎬ Ə(ｌｎω)

ƏＡ
< ０ꎬ

则②得证ꎮ

根据式 (８) 有: Ə(ｌｎＲ)
ƏＡ

＝ (１ － α)Ｌ
σ－１
σ

σＺＡ
σ ＡＰ

Ｌ
æ

è
ç

ö

ø
÷

σ－１
σ

＋ (σ － １)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０ꎬ 则③得证ꎮ

将 Ｌ ＝ (１ － θ)Ｎ 代入式 (７)ꎬ 且两边取对数ꎬ 构造函数 Ｈ 为:

Ｈ ＝ (１ － σ)α
σ

ｌｎＡ － １
σ
ｌｎ(１ － θ) － １

σ
ｌｎＮ ＋ １ － α

σ － １
ｌｎＺ ＋ α

σ
ｌｎＰ ＋ ｌｎａ － ｌｎω

其中ꎬ Ｚ ＝ Ｌ
σ－１
σ ＋ (ＡＰ)

σ－１
σ ＝ (１ － θ)Ｎ[ ]

σ－１
σ ＋ (ＡＰ)

σ－１
σ ꎬ 由隐函数定理得:

Əθ
ƏＡ

＝ (σ － １)α (１ － θ)Ｎ[ ]
σ－１
σ ＋ (σα － １)(ＡＰ)

σ－１
σ

α (１ － θ)Ｎ[ ]
σ－１
σ ＋ (ＡＰ)

σ－１
σ

１ － θ
Ａ

> ０ꎬ 则④得证ꎮ

由式 (７) (８) (９) 得: αＬ ＝
ωＬ
Ｙ

＝ (１ － α) Ｌ
σ－１
σ

Ｌ
σ－１
σ ＋ (ＡＰ)

σ－１
σ

ꎬ αＰ ＝
ＲＰ
Ｙ

＝ (１ － α) (ＡＰ)
σ－１
σ

Ｌ
σ－１
σ ＋ (ＡＰ)

σ－１
σ

ꎬ 当

σ > １ 时ꎬ
ƏαＬ

ƏＡ
<０ꎬ

Əαｐ

ƏＡ
>０ꎬ 则⑤⑥得证ꎮ

命题一的经济直觉是当人工智能技术和劳动力是替代型关系时ꎬ 长期中人工智能技术的提升会使

工人在与机器的竞争中处于劣势ꎬ 更多的岗位将被机器占据ꎬ 社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ꎬ 于是工

人的工资、 就业量下降 (失业增加)ꎬ 劳动收入份额也随之下降ꎮ

三、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失业

　 　 人工智能技术一方面让生活更便捷ꎬ 让生产更有效率ꎬ 人们可以享受技术进步的好处ꎬ 但也带来

更多失业的隐忧ꎮ 在本文的模型中ꎬ 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会导致就业下降、 失业增加ꎮ 从政府角度而

言ꎬ 促进劳动者就业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ꎮ 对于失业劳动力ꎬ 政府可采用两种补贴政策ꎬ 一是政

府对企业产出征税ꎬ 直接转移支付给失业劳动力ꎻ 二是随着技术的进步ꎬ 社会将产生新的岗位ꎬ 但失

业劳动力可能达不到新岗位的要求ꎬ 政府向企业征税后ꎬ 可对失业者进行再培训ꎬ 帮助其获得新的工

０８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就业与工资研究



作ꎮ 本部分扩展基础模型ꎬ 分析两种补贴政策的效应ꎮ
１ 直接转移支付

假设政府对产出征 τＹ 的税 (０<τ<１)ꎬ 再将这笔税平均转移支付给失业劳动力ꎬ 每个失业劳动力

获得 ｑ ꎮ 则 τＹ ＝ ｑＵ ꎬ 化简得:

ｑ ＝ (１ － θ)τＹ
θＬ

＝ (１ － θ)τ
θＬ

α
１ － α

æ

è
ç

ö

ø
÷

α

Ａ
(１－σ)α

σ Ｐ
α
σＺ

σ－α
σ－１ (１０)

生产者利润为:
π ＝ (１ － τ)Ｙ － ＲＫＫ － ＲＰＰ － ωＬ (１１)
类似于之前的分析ꎬ 可得到:

ω ＝ (１ － τ)ａＡ
(１－σ)α

σ Ｌ － １
σＺ

１－α
σ－１Ｐ

α
σ (１２)

Ｒ ＝ ＲＫ ＝ ＲＰ ＝ (１ － τ)ａＡ
(１－σ)(α－１)

σ Ｚ
１－α
σ－１Ｐ

α－１
σ (１３)

设个人效用函数为:
ｕ ＝ ｌｎｃ (１４)
其中ꎬ ｃ 为个人消费ꎬ 个人将工资完全用于消费ꎬ 不考虑储蓄ꎮ 就业劳动力效用记为 ｕＬ ꎻ 失业者

接受社会救济ꎬ 效用记为 ｕＦ ꎬ 不考虑闲暇效用ꎮ 若失业者效用大于就业者效用ꎬ 则劳动力会从就业

状态自愿流向失业状态ꎮ 就业者自愿保持在就业状态的条件是:
ｕＦ ⩽ ｕＬ (１５)
而 ｕＦ ＝ ｌｎｑꎬ ｕＬ ＝ ｌｎω ꎬ 联立式 (１０) (１２) (１５)ꎬ 有:

τ ⩽ θ(１ － α)Ｌ
σ－１
σ

θ(１ － α)Ｌ
σ－１
σ ＋ (１ － θ)Ｚ

＝ １
１ ＋ ｈ(θ)

＝ τ∗ (１６)

其中ꎬ ｈ(θ) ＝ １
１ － α

１ － θ
θ

１ ＋ (１ － θ)
σ－１
σ

ＡＰ
Ｎ

æ

è
ç

ö

ø
÷

σ－１
σé

ë
êê

ù

û
úú ꎬ 且

ｈ′(θ) ＝ １
１ － α

１ － θ
σ－１
σ

θ２

ＡＰ
Ｎ

æ

è
ç

ö

ø
÷

σ－１
σ σ(θ － １) － θ

σ
－ １
θ２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０ (１７)

由命题一ꎬ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ꎬ 随着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化ꎬ 生产部门被替代的岗位越多ꎬ
失业率越高ꎬ 故此处假设 θ ＝ ｇ(Ａ) ꎬ 且满足 ｇ′(Ａ) > ０ꎮ

命题二: 随着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化ꎬ 生产部门被替代的岗位越多ꎬ 失业率越高ꎬ 为了补偿

失业者必须向生产者征更多税ꎮ 税率提升将导致就业者效用下降ꎬ 失业者效用上升ꎬ 更多劳动力选择

失业ꎮ
证明: 由式 (１６) (１７) 得:
Əτ∗

Əθ
＝ － ｈ′(θ)

[１ ＋ ｈ(θ)] ２ > ０ꎬ

又因为 ｇ′(Ａ) > ０ꎬ Əτ∗

ƏＡ
＝ Əτ∗

Əθ
ｄθ

ｄＡ
> ０ꎮ

由 (１０) (１２) (１４) 得:
ƏｕＬ

Əτ
< ０ꎬ

ƏｕＦ

Əτ
> ０ꎬ 命题得证ꎮ

命题二反映了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背景下ꎬ 失业增加的另一种原因ꎮ 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是

失业增加的第一种原因ꎬ 已经在命题一中得到表述ꎮ 倘若政府以税收筹资ꎬ 对失业者进行直接转移支

付ꎬ 就导致劳动力在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选择自愿失业的倾向进一步变强ꎮ 所以ꎬ 对于长期的失业治

１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背景下的失业及政策: 理论分析



理来说ꎬ 直接转移支付并非良策ꎮ 当然ꎬ 在短期中ꎬ 对失业者的救济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ꎬ 或者给失

业者留下寻找新工作的缓冲时间ꎬ 故对失业者短期内可以采取适当的救济ꎬ 给予一定的保障ꎬ 但不应

让失业者对救济形成长期依赖ꎮ
２ 再就业培训

技术进步在破坏传统工作岗位时ꎬ 也会催生一些新的工作岗位ꎬ 如在线商店压缩了实体商店的空

间和服务ꎬ 但也催生了对快递员的大量需求ꎮ 近年来快递员、 网约车司机等新兴职业恰恰是平台交易

这类新技术发展的结果ꎮ 随着技术的进步ꎬ 新兴服务业需求增加ꎬ 特别是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专业技术

人才、 创意类人才和服务型人才需求将大大增加ꎮ 着眼劳动力需求变化ꎬ 未雨绸缪ꎬ 调整人力资本结

构以适应变化的形势ꎬ 对于保护就业和促进增长都极其重要ꎮ
假设政府向生产者征收 τＹ 的税 ( ０ < τ < １)ꎬ 并用这笔资金对失业者进行培训ꎬ 以帮助再培训

后的劳动力能够进入新兴服务业再就业ꎬ 并获得工资 ωＳ ꎮ 服务业价格为 ｐＳ ꎬ 服务业生产函数设为:
ＹＳ ＝ ＡＳＬＳ (１８)
其中ꎬ ＡＳ 为服务业技术水平ꎬ ＬＳ 为服务业就业人数ꎬ 且 ＬＳ ＝ Ｕ ＝ θＮ ꎬ 服务业工人工资为:
ωＳ ＝ ｐＳＡＳ (１９)
培训的效率 η被定义为经再培训重新在服务业就业的劳动力所获全部工资收入与政府对人工智能

生产企业征收的全部税收之比ꎬ 即:

η ＝
ωＳＵ
τＹ

＝
(１ － α) αθｐＳＡＳＮ

αατＡ
(１－σ)α

σ Ｐ
α
σＺ

σ－α
σ－１

(２０)

假设 η ≥ １ꎬ 表示通过税收筹资进行再培训在经济上是有效的ꎮ 式 (２０) 化简可得:

ＡＳ ⩾ Ａ０ ＝ α
１ － α

æ

è
ç

ö

ø
÷

α τ
θｐＳＮ

Ａ
(１－σ)α

σ Ｐ
α
σＺ

σ－α
σ－１ (２１)

其中ꎬ Ａ０ 为培训在经济上有效时ꎬ 服务业应具备的最低技术水平ꎮ
再就业劳动力创造的总产出为:

ＹＳ ＝ ωＳＵ ꎬ 社会总产出为: Ｙ
— ＝ (１ － τ)Ｙ ＋ ＹＳ > Ｙ

此时ꎬ 社会上存在两种消费品ꎬ 一种是生产企业提供的商品ꎬ 另一种是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ꎮ 假

设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ｕ ＝ ｌｎｃβｇｃ１

－β
ｓ (２２)

其中ꎬ ｃｇ 为消费产品的效用ꎬ ｃｓ 为消费服务的效应ꎮ β 为产品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份额ꎬ 也代表了

消费者对产品消费的偏好程度ꎮ １ － β 为服务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份额ꎬ 也代表了消费者对服务消费的

偏好程度ꎮ 以上变量满足:
ｃｇ ＋ ｐＳｃＳ ＝ ωｓ (２３)

ｐＳ ＝
Əｕ / ƏｃＳ
Əｕ / Əｃｇ

＝ １ － β
β


ｃｇ
ｃｓ

(２４)

联立式 (１９) (２２) (２３) (２４) 得:
ｃｇ ＝ βωＳ ＝ βｐＳＡＳꎬ ｃＳ ＝ (１ － β)Ａｓ (２５)
为了激励失业者选择再就业培训ꎬ 政策设计者需要考虑如下约束: 再培训后重新就业的效应不低

于接受直接救济的效用ꎬ 即:
ｕＳ ⩾ ｌｎｃｇ ＝ ｌｎｑ (２６)
将式 (１０) (２５) 代入 (２６) 得:

ＡＳ ⩾ Ａ∗
Ｓ ＝ α

１ － α
æ

è
ç

ö

ø
÷

α

β －β(１ － β) β－１ｐ －β
Ｓ

τ
θＮ

Ａ
(１－σ)α

σ Ｐ
α
σＺ

σ－α
σ－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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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 Ａ∗
ｓ 为失业者经培训再就业后比接受救济获得更大效用时ꎬ 服务业的最低技术水平ꎮ 计算

可知ꎬ Ａ∗
Ｓ ⩾ Ａ０ꎮ 为叙述方便ꎬ 包含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企业的产出简称产品ꎬ 服务业的产出称服务ꎮ

命题三: 为了应对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失业问题ꎬ 政府若希望通过再培训帮助失业劳动力

在服务业再就业ꎬ 需要服务业的技术达到某个门槛水平之上 ( ＡＳ ⩾ Ａ∗
Ｓ )ꎬ 该门槛水平取值与消费者

对产品和服务的偏好有关: 随着消费者对产品消费的偏好程度增加 ( β 值由小变大)ꎬ 门槛值 Ａ∗
Ｓ 将

先增大、 后变小ꎬ 在 β ＝ １ / (１ ＋ ｐＳ) 时最大ꎮ
证明: 门槛值 Ａ∗

Ｓ 可由式 (２７) 得到ꎮ 根据式 (２７) 有:
ƏｌｎＡ∗

Ｓ

Əβ
＝ ｌｎ １ － β

βｐＳ
(２８)

当 ０ < β < １
１ ＋ ｐＳ

时ꎬ
ƏｌｎＡ∗

Ｓ

Əβ
> ０ꎬ

ƏｌｎＡ∗
Ｓ

Ə(１ － β)
< ０ꎻ 当 β > １

１ ＋ ｐＳ
时ꎬ

ƏｌｎＡ∗
Ｓ

Əβ
< ０ꎬ

ƏｌｎＡ∗
Ｓ

Ə(１ － β)
> ０ꎮ 由

于 Ａ∗
Ｓ 在 β ∈ (０ꎬ １) 时连续可微ꎬ 故 β ＝ １ / (１ ＋ ｐＳ) 时 Ａ∗

Ｓ 取得最大值ꎮ
面对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ꎬ 生产部门中被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劳动力将成为失业者ꎮ 政府可

以对这部分劳动力进行培训ꎬ 改善其人力资本ꎬ 帮助其进入未被人工智能技术占领的服务业ꎮ 但这种

再培训和再就业政策的有效实施是有条件的: 服务业需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以技术水平门槛衡

量)ꎮ 门槛值 (技术水平门槛) 的高低取决于消费者偏好产品消费的程度 β (或偏好服务消费的程度

１ － β)ꎮ 若消费者偏好产品消费的程度相对较低 β < １ / (１ ＋ ｐＳ)ꎬ 则帮助再就业所需的服务业技术门

槛随产品消费偏好程度 β 增加而增加ꎻ 若消费者偏好产品消费的程度相对较高 β > １ / (１ ＋ ｐＳ) ꎬ 则帮

助再就业所需的服务业技术门槛随产品消费偏好程度 β 的增加而下降ꎮ
已定义产品价格为 １ꎬ 服务价格为 ｐＳ ꎬ 故 １ ＋ ｐＳ 是产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之和ꎮ 若把 １ 单位产品和 １

单位服务构成一个 “产品—服务” 消费束ꎬ 那么 １ 单位货币能够购买 １ / (１ ＋ ｐＳ) 单位的 “产品—服务”
消费束ꎬ 而用于支付产品消费的份额是 １ / (１ ＋ ｐＳ) ꎬ 用于支付服务消费的份额将是 ｐＳ / (１ ＋ ｐＳ) ꎮ 式

(２２) 的效用函数中ꎬ 消费者均衡时用于产品消费的份额将是 β ꎮ 这意味着ꎬ 倘若 β < １ / (１ ＋ ｐＳ)ꎬ 消

费者在 “产品—服务” 消费束中产品消费份额超过了其最优的产品消费份额 β ꎬ 应当压缩产品消费而提

高服务消费ꎬ 这一举动将带来服务价格 ｐＳ 的上升ꎬ 直到 β ＝ １ / (１ ＋ ｐＳ) 时消费者保持既有的产品和服务

消费比例不再转向任何一方ꎮ 反之则推理结果是反向的ꎮ 最终ꎬ β ＝ １ / (１ ＋ ｐＳ) 将是长期均衡必然出现的

结果ꎬ 服务业的相对价格最终取决于消费者偏好ꎬ ｐＳ ＝ (１ － β) / β ꎮ 因此ꎬ 从命题三可以有如下推论:
推论: 消费者长期均衡中ꎬ ｐＳ ＝ (１ － β) / β ꎮ 政府的培训再就业政策在长期中有效的条件是服务业

技术发展达到门槛值 Ａ∗
Ｓ 最大值ꎬ 此时 ｐＳ ＝ (１ － β) / β ꎮ

推论是直观的推导结果ꎬ 证明省略ꎮ 它刻画了政府培训再就业政策要在长期中有效的最高条件ꎮ 同

时ꎬ 也刻画了服务业的长期价格最终取决于消费者对服务消费的偏好程度 １ － β和对产品消费偏好程度 β
的比值ꎮ 很显然ꎬ 当消费者对产品更加偏好 ( β 更大) 时ꎬ 服务业的价格 ｐＳ 就会越低ꎬ 反之则越高ꎮ
如果 β ＝ １ꎬ 即消费者仅在乎消费产品而不在乎消费服务ꎬ 那么服务业价格 ｐＳ ＝ ０ꎬ 服务业将不复存

在———当然ꎬ 这种极端的情况在现实中不会存在ꎬ 毕竟很多时候对服务的消费是不可少的ꎬ 另外也有些

时候服务消费可能与产品消费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ꎬ 这是我们在模型中暂未考虑的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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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改善生产和生活ꎬ 但也会带来更多失业的隐忧ꎮ 从历史经验来看ꎬ 重要的技术变

革在长期都通过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最终促进增长和就业ꎬ 但在技术变革过程中也确实会经历高失业率的

阵痛ꎮ 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ꎬ 对于生产生活方面改变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ꎬ 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

对劳动力的替代或传统工作机会的破坏似乎正在到来ꎮ
本文在一个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引入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ꎬ 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增长、 就业和收入

的影响ꎬ 着重考察失业的威胁和可供选择的治理政策ꎮ 结果发现ꎬ 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ꎬ 会带来总产出

的增加ꎬ 也会导致工资率和就业率的下降ꎬ 劳动收入份额也因此下降ꎮ 劳动阶层的福祉将变得更低ꎮ 我

们没有考虑动态模型ꎬ 如果考虑到劳动阶层是最主要的消费者ꎬ 那么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实际上会导致未

来的消费不足ꎬ 在一个封闭经济中这将埋下经济危机的隐患ꎮ 因此ꎬ 无论是为了提高劳动阶层的福祉ꎬ
还是确保经济长远健康发展ꎬ 在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大面积失业的背景下都有必要考虑针对性的公共

政策ꎮ
本文主要考虑了两种针对失业者的公共政策ꎮ 其一是对失业者进行救济ꎬ 由政府对失业者进行直接

转移支付ꎻ 其二是对失业者进行培训帮助其再就业ꎬ 政府承担人力资本结构调整的任务ꎮ 两类政策都依

赖于对生产企业征税来筹资ꎮ 我们的分析表明ꎬ 对失业者进行救济固然是必需的ꎬ 但直接转移支付可能

只适合短期ꎬ 在长期它会带来更多的失业ꎮ 原因在于ꎬ 对失业者直接转移支付提高了 “失业” 的效用ꎬ
而对企业征税又会降低 “就业” 的效用ꎬ 两种力量叠加的结果是长期的直接转移支付政策会导致更多劳

动力 “选择” 失业ꎮ 再培训政策虽然不会刺激自愿失业ꎬ 但为了激励失业劳动力再就业ꎬ 需要再就业工

资的效用超过失业的效用ꎬ 要达到这样的条件就需要服务业的技术水平发展到某个门槛水平之上ꎮ 这意

味着ꎬ 在生产部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替代型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ꎬ 为了防止大面积失业ꎬ 需

要加快发展服务业ꎬ 提升服务业的技术水平ꎮ
本文的理论分析没有讨论劳动力再培训的内容和效率ꎬ 只是假设再培训是有效率的ꎮ 在现实工作

中ꎬ 培训内容如何适应市场需求ꎬ 政府资助的再培训项目如何更有效率地运行ꎬ 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ꎮ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会破坏旧的工作岗位ꎬ 但也会催生新的工作岗位ꎬ 针对从旧工作岗位退出的劳动力如

何获得进入新工作岗位的能力ꎬ 人力资本如何面向变化了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作出适应性调整ꎬ 政府和社

会确实需要未雨绸缪ꎮ 本文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的威胁ꎬ 仅仅考虑了生产部门中的替代型人工

智能ꎮ 实际上ꎬ 人工智能技术不局限于生产部门ꎬ 服务业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ꎻ 人工智能技术也不

局限于替代型ꎬ 也可以有互补型ꎮ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替代重复性的简单任务ꎬ 也可以对复杂情形进行辅

助判断和决策ꎮ 有时候ꎬ 它并不是简单直接地替代人类劳动ꎬ 而是会提高人类劳动的工作效率和准确

性———这同样会产生劳动力市场后果ꎬ 很可能导致低技能要求的岗位和低技能劳动力面临人工智能技术

的残酷挤压ꎬ 而高技能劳动力却有更多机会ꎬ 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变得更加严重ꎮ 凡此种种ꎬ 都是正在

来临的人工智能时代需要研究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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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集体协商的工资负效应分析

张旭昆　 寿菊萍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ꎬ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摘要: 文章利用员工—企业匹配数据ꎬ 通过倾向性得分匹配法揭示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工资负效应ꎮ 这一

分析结果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工资集体谈判对工资正向效应的通常经验性研究结论ꎬ 强调工资普遍增长过程

中ꎬ 员工更高地提升工资水平的机会损失ꎮ 文章认为ꎬ 工资负效应是协商工资向上粘性所致ꎮ 文章肯定了工

资集体协商在推动中国劳动关系从依存状态走向和谐状态的作用ꎬ 主张进一步优化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安排ꎬ
减除工资负效应ꎮ

关键词: 工资集体协商ꎻ 协商工资ꎻ 工资负效应ꎻ 制度性粘性ꎻ 劳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０８５－０９

　 　 工资集体协商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帕累托改进ꎬ 否则受损方可以选择不达成协议ꎮ 自主集体协商对工

人工资而言通常是正向效应ꎬ 或者至少是非负效应ꎮ 集体谈判能够增强工人在劳资博弈中的力量ꎬ 提高

工资上涨的概率ꎮ① 西方学者们普遍认为ꎬ 集体谈判对工人工资产生正面影响ꎮ ② 在我国ꎬ 工资集体

协商却存在不同的效应ꎮ 姚洋和钟宁桦利用企业社会责任的调查数据发现ꎬ 集体工资协议能够显著地提

高小时工资ꎬ 改善工人福利ꎮ③ 王湘红根据我国企业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调查数据以及工业企业数据

发现ꎬ 工资集体协商显著提高了蓝领雇员的平均工资ꎬ 而对白领雇员的平均工资则没有显著影响ꎮ ④

詹宇波等采用与姚洋和钟宁桦高度相似的数据ꎬ 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ꎬ 集体工资协议在改善工资水平

的作用上 “有负众望”ꎮ⑤ 詹宇波和张军研究发现ꎬ 集体协议的签订或非制度化的集体议价均不能显

著提高企业工人工资ꎮ⑥ 栾卉利用农民工群体的问卷分析认为ꎬ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实施对农民工工

５８




资有负面但不显著的影响ꎮ① 陈晓菲等基于雇主—雇员匹配数据的追踪调查表明ꎬ 集体合同的签订对

员工工资收入影响为负但不显著ꎮ② 姚先国等研究认为ꎬ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对企业基层员工工资具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ꎮ③

这种工资负效应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它得出了与以往 “集体协商的工资效应为正或至少非负”
的通常认知相左的研究结论ꎬ 而且揭示了一种容易被忽视的状况: 在工资普遍增长的过程中ꎬ 工资集

体协商会造成员工工资进一步改善的机会损失ꎮ 以往考察工资集体协商的工资效应大多比较同一企业

员工纵向工资水平的增长幅度ꎬ 很少比较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企业与未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企业 (以下

分别称为开展企业与未开展企业) 中员工工资增长的状况ꎮ 工资负效应在微观上涉及工资定价机制ꎬ
在宏观上关乎劳动收入份额、 和谐劳动关系ꎬ 值得重点关注ꎮ

一、 数据及模型

　 　 本文使用杭州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与浙江大学劳动保障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２０１１ 年开展的 “劳
动关系指数” 调查数据ꎬ 该数据涵盖 ５０４ 家企业的 ５０２０ 份员工问卷ꎬ 剔除员工的极端工资并进行员

工—企业数据匹配合并后ꎬ 员工问卷样本为 ４９５９ 个ꎬ 分布在 ５０１ 家企业中ꎮ 从员工数据层面看ꎬ 在

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ꎬ 开展企业与一直未开展企业相比ꎬ 员工小时工资低 １ ３８ 元ꎬ 并在 １％的水

平上显著ꎬ④ 具体来说ꎬ 在国有企业中ꎬ 开展企业员工小时工资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低 ２ ３８ 元ꎻ 在外

资企业中ꎬ 工资集体协商使员工小时工资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低 ５ ３５ 元ꎻ 在民营企业中ꎬ 开展企业员

工工资较低ꎬ 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ꎮ 从企业数据层面看ꎬ⑤ 开展企业中的员工不论是管理技术人员还

是基层一线员工ꎬ 月薪增长率均显著低于未开展企业的员工ꎮ 无论在开展企业还是未开展企业ꎬ 基层

一线员工与管理技术人员的月薪增长率都不具有显著差异ꎮ
工资决定的经典模型是 Ｍｉｎｃｅｒ 方程ꎮ 加入工资集体协商等因素后形成扩展的 Ｍｉｎｃｅｒ 方程如下:
ｌｎｗ ＝ α ＋ β１Ｂ ＋ β２Ｘ１ ＋ β３Ｘ２ ＋ β４Ｄ ＋ β５Ｈ ＋ μ
ｗ 表示员工的小时工资ꎻ⑥ Ｂ 代表员工所在企业是否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虚拟变量ꎻ Ｘ ｉ 代表其他

影响工资收入的因素ꎬ 其中ꎬ Ｘ１ 表示员工的相关信息ꎬ 包括性别、 户口、 教育水平以及工作经验等ꎬ
Ｘ２ 表示企业的相关情况ꎬ 包括企业经营规模 (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类型等ꎻ Ｄ 表示一组区 (县) 控制

变量ꎻ Ｈ 表示一组行业控制变量ꎻ μ 为误差项ꎻ 系数 β１ 用来估计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对员工工资的影响ꎮ
当开展组和未开展组的控制变量差异很大时ꎬ ＯＬＳ 一般难以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ꎬ 可以通过倾向

性得分匹配ꎬ 在控制变量不平衡的观测样本中ꎬ 分离一个控制变量相对平衡的样本ꎮ 倘若利用匹配样

本进行分析ꎬ 则工资集体协商的估计结果会更加稳健ꎮ 因此ꎬ 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不同方

法进行估计ꎬ 相应的估计量为:

τＡＴＴ ＝ １
Ｎｔ

Ｄｉ ＝ １ Ｙｉ － ｊ∈Ｍ ｊ( ｉ)
ｗ( ｉꎬ ｊ)Ｙ ｊ[ ]

其中ꎬ ｗ( ｉꎬ ｊ) 为权重且 ０ < ｗ( ｉꎬ ｊ) ≤１ꎬＭ ｊ( ｉ) 是与开展企业中员工 ｉ 匹配的未开展企业中员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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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栾卉: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对七大城市的调查分析»ꎬ «兰州学刊»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陈晓菲、 李齐、 杨伟国: «集体协商的工资效应与非工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雇主—雇员匹配数据»ꎬ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姚先国等: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工资效应与员工异质性———对杭州市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ꎬ «中国人口科学»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本文的工资口径是指包含基本工资、 补贴、 津贴、 奖金、 加班费等的工资性收入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ꎮ
员工调查表和企业调查表中关于员工的工作岗位具有不同的统计口径ꎬ 并不具有直接可比性ꎮ
小时工资＝上个月工资总收入 / (上个月工作天数∗上个月日平均工作小时数)ꎮ 其中ꎬ 上个月代表的是问卷调查时间的前一

个月ꎬ 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份ꎮ



集合ꎮ 不同的匹配方法主要差别在于匹配时的权重ꎮ

在 １: ｋ(ｋ⩾１) 近邻匹配中ꎬ ｗ( ｉꎬ ｊ) ＝ １
ｋ

ꎬ 不在匹配集 Ｍ ｊ( ｉ) 中的未开展企业员工权重均为 ０ꎻ 在

半径 匹 配 中ꎬ ｗ( ｉꎬ ｊ) ＝ １
＃Ｍ ｊ( ｉ)

ꎬ ＃Ｍ ｊ( ｉ) 为 Ｍ ｊ( ｉ) 集 合 中 的 元 素 数 目ꎻ 在 核 匹 配 中ꎬ ｗ( ｉꎬ ｊ) ＝

Ｋ(Ｘ ｊ － Ｘ ｉ)
(Ｎｃꎬ ｉ

ｊ ＝ １ Ｋ(Ｘ ｊ － Ｘ ｉ)
ꎬ Ｎｃꎬ ｉ 为与开展企业员工 ｉ 匹配的未开展企业员工个数ꎮ

二、 实证分析结果

　 　 １ 工资集体协商对员工工资的影响: ＯＬＳ 估计

全样本 ＯＬＳ 估计: 把开展企业作为处理组ꎬ 未开展企业作为控制组ꎬ 通过 ＯＬＳ 回归得到工资集

体协商对员工工资的影响结果ꎮ 表 １ 显示ꎬ 控制地区和行业固定效应后ꎬ 工资集体协商对员工工资的

显著负效应最大ꎬ 系数为 ６ ２％ꎬ 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在其他的控制变量中ꎬ 男性、 城镇户口、
具有技术等级证书、 中共党员、 大专及以上学历、 工作经验多、 工会会员、 企业经济规模大都对小时

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ꎻ 农业户口、 一线基层岗位均会显著降低小时工资ꎮ
不同所有制企业 ＯＬＳ 估计: 进一步区分不同所有制企业ꎬ 并控制地区和行业固定效应ꎬ 表 ２ 显

示ꎬ 在国有企业中ꎬ 工资集体协商对员工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ꎬ 系数为 ２１ １％ꎬ 并在 １％的水平上显

著ꎻ 在外资企业中ꎬ 工资效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ꎬ 系数为 １９ ６％ꎻ 在民营企业中ꎬ 工资集体协

商的工资负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ꎮ
２ 工资集体协商对员工工资的影响: ＰＳＭ 估计

全样本 ＰＳＭ 估计: 调查样本中除了性别、 户口、 技术证书、 政治面貌、 企业经济类型之外ꎬ 其

余控制变量在开展企业和未开展企业两个组别中ꎬ 均有显著性的差异ꎬ 但并不平衡ꎬ 不具有直接可比

性ꎮ 倘若直接利用 ＯＬＳ 进行因果效应估计ꎬ 可能会产生较大的估计偏差ꎮ 以 ｋ 邻匹配为例 (ｋ ＝ ４)ꎬ
匹配后的结果如下图所示ꎬ 开展企业和未开展企业中个体经过匹配ꎬ 各控制变量的标准化偏差百分比

减小ꎬ① 差异明显缩小ꎬ 大大提高了匹配后的数据平衡性ꎬ 样本匹配比较成功ꎮ

　 　 　 匹配前后协变量间的标准化偏差百分比图

７８工资集体协商的工资负效应分析

① 其他匹配方式下ꎬ 标准化偏差百分比均显著性减小ꎬ 匹配数据平衡性提高ꎮ



说明: 标准化偏差 ＝
｜ ｘ—ｔｒｅａｔ － ｘ—ｃｏｎｔｒｏｌ ｜

( ｓ２ｘꎬ ｔｒｅａｔ ＋ ｓ２ｘ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２
ꎬ 其中ꎬ ｓ２ｘꎬ ｔｒｅａｔ、 ｓ２ｘ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 分别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变量 ｘ的样本方差ꎮ 一

般匹配后的数据平衡要求此标准化偏差百分比不超过 １０％ꎮ①

表 １　 工资集体协商对员工工资的影响: ＯＬＳ 估计

小时工资对数 (１) (２) (３) (４)
工资集体协商 －０ ０５６∗∗∗ －０ ０６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性别 ０ １２８∗∗∗ ０ １３１∗∗∗ ０ １１６∗∗∗ ０ １１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３)
户口 －０ １０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７９∗∗∗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户籍地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７)
技术证书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政治面貌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高中、 中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大专及以上 ０ ２１３∗∗∗ ０ １７６∗∗∗ ０ １７３∗∗∗ ０ １４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工作经验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经验平方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工会会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工作岗位 －０ ０５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企业经济规模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外资企业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民营企业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２)
常数项 ２ １５６ ２ １８９ ２ １８０∗∗∗ ２ ２７６∗∗∗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５)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２)
地区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０８３ ３０８３ ３０８３ ３０８３
Ｒ２ ０ ２２８ ０ ２８０ ０ ２６６ ０ ３０７

　 　 说明: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ꎻ ∗、 ∗∗、 ∗∗∗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下表同ꎮ

８８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就业与工资研究

① 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ｓｔａｔａ 应用»ꎬ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５４３ 页ꎮ



表 ２　 不同所有制企业内工资集体协商的工资效应: ＯＬＳ 估计

小时工资对数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工资集体协商 －０ ２１１∗∗∗ －０ １９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７)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４６２ ５６６ ２０５５
Ｒ２ ０ ５２０ ０ ４４２ ０ ２５８

　 　 说明: 限于文章篇幅ꎬ 这里只汇报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结果ꎬ 其他的控制变量与表 １ 一致ꎮ

倾向性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ꎬ 不论是近邻匹配还是半径、 核匹配等ꎬ 工资集体协商

对员工工资的负效应比较稳健ꎬ 这一作用的系数大多集中在 １０％左右ꎮ
表 ３　 工资集体协商对员工工资的影响: ＰＳＭ 估计

倾向性得分匹配 开展企业 未开展企业 工资效应 标准误 Ｐ 值

近邻匹配 (ｋ ＝ １) ２ ６３９ ２ ７４７ －０ １０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１
近邻匹配 (ｋ ＝ ２) ２ ６３９ ２ ７３８ －０ ０９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０
近邻匹配 (ｋ ＝ ３) ２ ６３９ ２ ７３３ －０ ０９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０
近邻匹配 (ｋ ＝ ４) ２ ６３９ ２ ７３１ －０ ０９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１

半径匹配 ２ ６４４ ２ ７３６ －０ ０９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０
核匹配 ２ ６３９ ２ ７１４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０

局部线性匹配 ２ ６４６ ２ ７４２ －０ ０９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０

　 　 说明: 由于 ＰＳＭ 估计中汇报的标准误并未考虑倾向得分为估计所得的事实ꎬ① 并且假定了同方差ꎬ 可能存在偏

误ꎬ 这里用自助法得到的标准误代替ꎬ 用 Ｐ 值代替 Ｔ 值ꎮ 下表同ꎮ

不同所有制企业 ＰＳＭ 估计: 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ꎬ 工资集体协商对员工工资的影响如表 ４ 所示ꎮ
在国有企业中ꎬ 通过多种匹配方式ꎬ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对员工工资存在负向影响ꎬ 但在统计上大部分

并不显著ꎮ 在外资企业中ꎬ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有显著的工资负效应ꎮ 在民营企业中ꎬ 开展企业与未开

展企业相比ꎬ 员工的工资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ꎮ
３ 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对员工工资的影响

浙江省 ２００９ 年开始大规模推行工资集体协商ꎬ 本文以 ２００９ 年前后第一次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为分

界点ꎬ 对倾向性得分匹配后的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并标准化系数后ꎬ 表 ５ 显示ꎬ 全样本下ꎬ 推行工资集

体协商之后ꎬ 工资负效应 (绝对值) 显著大于大规模推行之前ꎬ 差值为 ３ ５％左右ꎮ 不同所有制企业

中ꎬ 国有企业在普遍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后的工资负效应 (绝对值) 显著小于普遍推行之前开展的企

业ꎮ 外资企业中ꎬ 普遍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之后的工资负效应 (绝对值) 显著增大了 １０％左右ꎮ 在民

营企业中ꎬ 普遍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之后的工资负效应绝对值大于普遍推行之前ꎬ 推行之后的负效应系

数为 ６ ３％ꎬ 并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ꎮ
可见ꎬ 除了国有企业ꎬ ２００９ 年后第一次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与之前开展的企业相比ꎬ 工资

集体协商的工资负效应更大ꎮ 这意味着工资集体协商粘滞了员工工资增长ꎮ 国有企业受国资委关于工

资总额分类管理的约束ꎬ 其工资集体协商不具有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普遍意义ꎮ 在本文使用的调查样

本中ꎬ 占比最大的民营企业在普遍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前后ꎬ 其工资效应从之前的 “正向” 变为之后

的 “显著负向”ꎬ 更直观地显示了工资效应变化的制度性成因ꎮ

９８工资集体协商的工资负效应分析

①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ｂａｄｉｅꎬ Ｇｕｉｄｏ Ｗ Ｉｍｂｅｎｓꎬ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ꎬ”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ꎬ ２００９



　 　 ４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中ꎬ 加入杭州市各区 (县) 外贸出口总量ꎬ 检验工资负效应是否受 ２００８ 年后经济不

景气的影响ꎻ 在企业层面ꎬ 效益好的企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ꎬ 可能由于员工工资上浮较大ꎬ 集体协商

的工资上涨标准不是硬性条件ꎬ 故加入企业效益变量进行考察ꎮ 表 ６ 显示ꎬ 剔除不同区域经济环境因

素引起的工资水平差异后ꎬ 工资集体协商的工资负效应仍旧在 １０％左右ꎮ

表 ４　 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工资集体协商对员工工资的影响: ＰＳＭ 估计

倾向性得分匹配 开展企业 未开展企业 工资效应 标准误 Ｐ 值

国

有

企

业

近邻匹配 (ｋ ＝ １) ２ ６７０ ２ ７６８ －０ ０９８ ０ １２２ ０ ４２６
近邻匹配 (ｋ ＝ ２) ２ ６７０ ２ ７２１ －０ ０５１ ０ １０４ ０ ６２８
近邻匹配 (ｋ ＝ ３) ２ ６７０ ２ ８０８ －０ １３８ ０ １００ ０ １６８
近邻匹配 (ｋ ＝ ４) ２ ６７０ ２ ８４９ －０ １７９∗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７

半径匹配 ２ ７０５ ２ ７７８ －０ ０７２ ０ １０８ ０ ５０２
核匹配 ２ ６６１ ２ ８２０ －０ １５０ ０ ０９４ ０ １１１

局部线性匹配 ２ ６７０ ２ ８８８ －０ ２１９∗ ０ １２４ ０ ０７８

外

资

企

业

近邻匹配 (ｋ ＝ １) ２ ５８９ ２ ７８２ －０ １９３∗∗ ０ ０８６ ０ ０２５
近邻匹配 (ｋ ＝ ２) ２ ５８９ ２ ７６９ －０ １８０∗∗ ０ ０８２ ０ ０２８
近邻匹配 (ｋ ＝ ３) ２ ５８９ ２ ７７９ －０ １９０∗∗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４
近邻匹配 (ｋ ＝ ４) ２ ５８９ ２ ７７６ －０ １８７∗∗ ０ ０７２ ０ ０１０

半径匹配 ２ ５９９ ２ ７８７ －０ １８９∗∗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３
核匹配 ２ ５８９ ２ ７９８ －０ ２０９∗∗∗ ０ ０７１ ０ ０００

局部线性匹配 ２ ６２７ ２ ８１３ －０ １８５∗ ０ １３５ ０ ０７９

民

营

企

业

近邻匹配 (ｋ ＝ １) ２ ６３０ ２ ６７５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３ ０ １７０
近邻匹配 (ｋ ＝ ２) ２ ６３０ ２ ６４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８ ０ ５４５
近邻匹配 (ｋ ＝ ３) ２ ６３０ ２ ６４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７ ０ ５１７
近邻匹配 (ｋ ＝ ４) ２ ６３０ ２ ６４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７ ０ ５６７

半径匹配 ２ ６２９ ２ ６５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２ ０ ３４４
核匹配 ２ ６３０ ２ ６４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８ ０ ３８９

局部线性匹配 ２ ６３７ ２ ６４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２ ０ ８１９

表 ５　 政府普遍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前后对员工工资的影响

小时工资对数
全样本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２００９ 年前 ２００９ 年后 ２００９ 年前 ２００９ 年后 ２００９ 年前 ２００９ 年后 ２００９ 年前 ２００９ 年后

工资集体协商
－０ ０５１∗∗∗ －０ ０８６∗∗∗ －０ １２１∗∗ －０ ０１３ －０ １６２∗∗∗ －０ ２６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５５) (０ １２７)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５)
样本量 １８７６ １５７０ ２９０ ２１１ ３１３ ２８９ １２７３ １０７０

Ｒ２ ０ ３２１ ０ ３１７ ０ ５４１ ０ ５１０ ０ ５２０ ０ ５３８ ０ ２７５ ０ ２８９

　 　 说明: 限于文章篇幅ꎬ 此处只汇报核心自变量的结果ꎬ 其他控制变量与表 １ 一致ꎮ

表 ６　 工资集体协商对员工工资的影响: 考虑经济环境因素

倾向性得分匹配 开展企业 未开展企业 工资效应 标准误 Ｐ 值

近邻匹配 (ｋ ＝ １) ２ ６３９ ２ ７４７ －０ １０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０
近邻匹配 (ｋ ＝ ２) ２ ６３９ ２ ７３８ －０ ０９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１
近邻匹配 (ｋ ＝ ３) ２ ６３９ ２ ７３３ －０ ０９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０
近邻匹配 (ｋ ＝ ４) ２ ６３９ ２ ７３１ －０ ０９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０

半径匹配 ２ ６４４ ２ ７３６ －０ ０９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０
核匹配 ２ ６３９ ２ ７１４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０

局部线性匹配 ２ ６４６ ２ ７４２ －０ ０９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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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杭州市各区 (县) 外贸出口总量来自杭州市统计局等编: «２０１２ 年杭州统计年鉴»ꎬ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ꎮ 调查问卷中涉及的下沙经济开发区处理为与江干区具有相同的外贸出口总量ꎮ

剔除不同效益水平企业的工资差异后ꎬ 工资集体协商对工资的影响如表 ７ 所示ꎬ 工资集体协商的

工资负效应仍旧在 １０％左右ꎬ 并在 １％水平上显著ꎮ 对企业的经济背景以及效益水平的差异进行稳健

性检验发现ꎬ 工资集体协商的工资负效应较为稳健ꎮ

表 ７　 工资集体协商对员工工资的影响: 考虑企业效益因素

倾向性得分匹配 开展企业 未开展企业 工资效应 标准误 Ｐ 值

近邻匹配 (ｋ ＝ １) ２ ６４２ ２ ７５１ －０ １０９∗∗∗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０
近邻匹配 (ｋ ＝ ２) ２ ６４２ ２ ７４１ －０ ０９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０
近邻匹配 (ｋ ＝ ３) ２ ６４２ ２ ７３８ －０ ０９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０
近邻匹配 (ｋ ＝ ４) ２ ６４２ ２ ７４０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０

半径匹配 ２ ６４５ ２ ７４３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０
核匹配 ２ ６４２ ２ ７２７ －０ ０８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０

局部线性匹配 ２ ６４７ ２ ７５１ －０ １０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０

　 　 说明: 用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利润总额除以企业现有人数衡量企业效益ꎮ

三、 协商工资的制度性粘性

　 　 本文在借鉴姚先国关于工资负效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① 进一步将导致工资负效应的成因解释为

我国独特的集体协商制度安排对协商工资 (协议工资) 造成的制度性粘性ꎮ 工资粘性通常多为向下

粘性或刚性ꎬ② 然而ꎬ 我国独特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安排却形塑了强有力的工资向上粘性ꎮ
假设第 ｔ ＝ １ 期企业面临竞争性劳动力市场ꎬ 工人的市场工资为 ｗ１０ ꎻ 在企业内部ꎬ 由于一个普通

员工不具备与企业资本抗衡及议价的能力ꎬ 个体合约发现价格多是企业单边的买方垄断价格 (记为

ｗ１１ )ꎮ 考虑到劳动力流动成本等因素ꎬ 没有实行工资集体协商之前工人的工资为 ｗ１ａ ∈ [ｗ１１ꎬ ｗ１０] ꎮ
再假定在宏观经济推动工资水平普遍上涨的背景下ꎬ 记第 ｔ ＝ ２ 期未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工资水

平上升为 ｗ２ａ ꎬ 劳资双方自主协商的工资水平为 ｗ２ｂ ꎬ 政府主导的协商工资为 ｗ２ｃ ꎮ 如果劳资双方自

主进行集体协商或谈判ꎬ 会形成劳动力市场双边垄断ꎬ 协商工资区间的上限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加

上能够分享的合作剩余 (记上限为 ｗ２２ )ꎬ③ 下限是 ｗ２ａ ꎻ 实际的协商工资 ｗ２ｂ 取决于劳资双方的谈判

力量和谈判能力ꎬ ｗ２ｂ ∈ [ｗ２ａꎬ ｗ２２] ꎮ ｗ２ｂ 可以看作 “市场生成” 或 “市场发现” 的工资ꎮ 如果劳资双

方能在地位和力量比较对等的情况下自主合作博弈或博弈均衡合作ꎬ 则此市场生成的工资 ｗ２ｂ 更能为

劳资政三方接受和认可ꎬ 是较理想的 “市场发现” 工资ꎮ④

我国工资集体协商负效应的特殊之处在于ꎬ 政府主导的协商工资 ｗ２ｃ 不仅低于 ｗ２ｂ ꎬ 而且也低于

ｗ２ａ ꎬ 但高于 ｗ１ａ ꎬ 即

ｗ２ｃ > ｗ１ａ

ｗ２ｃ < ｗ２ａ ⩽ ｗ２ｂ
{
尽管工资有潜在向上涨至 ｗ２ｂ 的趋势ꎬ 但政府主导的协商工资被制度性地 “粘滞” 在了 ｗ２ｃ ꎮ 之

所以称为工资粘性ꎬ 是指协商工资不能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灵活地调整ꎬ 这种粘性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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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姚先国等认为ꎬ 工会代表劳动者维权的独立性和能力导致劳动力价格被资方挤压到竞争性均衡之下ꎬ 形成集体协商的工资

负效应ꎻ 这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导致集体议价产生的均衡解偏离劳资博弈最优解ꎮ
徐建炜、 纪洋、 陈斌开: «中国劳动力市场名义工资粘性程度的估算»ꎬ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ꎮ
若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ꎬ 则在长期上限为其边际生产力ꎮ
陆雪琴、 张旭昆: «工会和集体谈判对工资、 就业的影响研究综述»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ꎮ



来自于我国独特的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安排ꎮ
其一ꎬ “嵌入式” 工资集体协商由政府主导ꎬ 自上而下强力推进ꎬ 滞缓了协商工资的上涨幅度ꎮ

针对劳资争议和劳资矛盾易发和多发的现实ꎬ 我国引入了国际公认的调节劳动关系的有效机制———工

资集体协商制度 (集体谈判制度)ꎬ 然而工会特别是企业工会缺乏自主性ꎬ 未能形成与资方抗衡的态

势ꎬ 只能依靠政府和准行政色彩的外部工会全程深度介入ꎬ 实现有中国特色的 “嵌入式” 或外压式

的工资集体协商ꎬ 形成强制性的制度变迁ꎮ① 为了彰显工资集体协商的成果ꎬ 政府主导的最直观方式

是涨工资ꎮ 因而ꎬ ｗ２ｃ > ｗ１ａ 就成为工资集体协商的最基本要求ꎬ 特别是在工资水平普遍上涨的情况

下ꎮ 另外ꎬ 政府还会考虑使工资上涨幅度落在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 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的范围

之内ꎮ 工人大多也把工资集体协商与涨工资关联ꎬ 媒体的报道更是加剧了这种刻板印象ꎮ 但协商工资

“上去容易、 下来难”ꎬ 具有棘轮效应ꎬ 政府考虑为下一轮工资集体协商预留工资可能上涨的空间ꎬ
会在满足 ｗ２ｃ > ｗ１ａ 的前提下控制协商工资上涨的幅度和节奏ꎬ 为了提升集体合同的签订率和覆盖率ꎬ
会把工资集体协商 “建制率” 作为考核指标ꎬ② 层层分解给下级政府和相关部门ꎮ 为了在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下完成相关任务ꎬ “形式化” 地遵从成为许多部门的选择ꎬ 大大减弱了为工人争取涨工资的动

力ꎬ 增加了 ｗ２ｃ 的向上粘性ꎮ
其二ꎬ 工资集体协商的政府目标和政府偏向抑制了协商工资的上涨动力ꎮ 我国 “上下分治的治

理体制” 造成了地方政府为 ＧＤＰ 增长而竞争ꎬ 地方财政收入以及主要领导人个人政绩考核和政治晋

升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经济绩效的表现ꎮ 为了留住投资者ꎬ 地方政府往往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偏向资

本ꎬ 疏离劳动ꎮ 政府希望通过集体协商把劳资双方纳入制度化、 法制化和契约化的轨道ꎬ 形成党政主

导、 三方共促、 工会力推、 各方配合、 企业和职工良性互动的工作格局ꎬ 化解劳资矛盾ꎬ 维持基层产

业的良性运转ꎮ③ 这就是说ꎬ 政府主导的工资集体协商关注的并非仅仅是工资水平ꎬ 而是通过契约

化、 制度化的集体协商规范产业秩序ꎬ 目标在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ꎮ
其三ꎬ 工资决定机制转型推动政府职能角色变迁ꎬ 进一步钝化了协商工资的上涨趋势ꎮ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 年我国基本走完了刘易斯转折点或刘易斯转折区间ꎬ④ 低端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

化ꎬ 工资形成机制正从传统的 “生存工资决定机制” 转型为 “保留工资约束下的议价工资决定机

制”ꎮ⑤ 这意味着职工要分享增长型利益ꎬ 但普通职工很难具备对增长型利益与资本协商和议价的能

力ꎬ 这就需要将协商和议价从个体层面转向集体层面ꎮ⑥ 工会在为劳动者争取底线型利益时组织效能

较高ꎬ 在争取增长型利益时则组织效能较低ꎬ⑦ 而政府在面对底线型利益和增长型利益时扮演的角色

也有很大差别ꎬ 对前者是监督者和执行者ꎬ 对后者则只能是协调者ꎬ 这进一步强化了协商工资的向上

粘性ꎮ
此外ꎬ 工资粘性与企业所有制、 行业等因素相关ꎮ 关于这一问题ꎬ 已有学者进行了研究ꎮ 本文强调

由于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工资集体协商上的要求不同ꎬ 不同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度也不相同ꎬ 导致不

同所有制企业和行业在工资制度性粘性方面的影响也有所不同ꎮ 但总体上ꎬ 政府自上而下大力普遍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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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集体协商会产生强大的协商工资制度性向上粘性ꎮ

结　 　 语

　 　 政府主导的工资集体协商是我国劳动关系治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ꎬ 这是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

集体谈判的发展路径ꎮ 工资集体协商可能出现显著的工资负效应ꎬ 这是由我国独特的工资集体协商制

度安排造成的协商工资强有力的向上粘滞性所致ꎮ 工资负效应凸显了目前处于 “嵌入式” 生长阶段

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安排的不足之处ꎬ 劳动者失去了更高地提升工资水平的机会ꎬ 潜在利益受损ꎮ 但

是工资集体协商探索了一条在依存既有状态和政府可控范围内ꎬ 改进或优化劳动关系的路径ꎬ 这是国

家在既有发展模式、 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约束下ꎬ 改善劳动关系的重要举措和治理手段之一ꎻ① 协商

工资的制度性粘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市场和外部冲击导致的协商工资水平波动ꎬ 又为今后持续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留有腾挪空间ꎬ 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ꎻ 工资集体协商改变了以往工资多由企

业单方面决定的模式ꎬ 搭建了职工与企业平等沟通、 对话、 协商、 合作的平台ꎬ 在职工利益与企业发

展之间形成了合作博弈或博弈合作的均衡点ꎻ 工资集体协商的目标还涉及保险福利、 劳动安全、 职业

培训等ꎬ 其效果不仅要考察工资及其增长ꎬ 还要考察就业、 社保、 福利、 企业绩效的变化以及是否有

利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ꎮ
本文的分析表明ꎬ 效果 “有失有得” 的工资集体协商可以看作劳动关系从依存状态走向和谐状

态的第一步ꎮ② 要消除工资负效应ꎬ 就要降低工资制度性粘性ꎮ 一是加强企业工会建设ꎬ 提高工会的

独立性、 自主能力和参与集体协商的积极性ꎬ 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 “宏观上强大、 微观上弱小” 的

工会体制和格局ꎬ 贯彻 “组织起来、 切实维权” 的方针ꎬ 提升工会维权的内在动力和能力ꎮ 二是政

府重视并着力解决工资负效应问题ꎬ 形成市场导向的工资决定机制ꎮ 从企业所有制角度看ꎬ 工资负效

应的程度是外资企业大于民营企业ꎬ 要尤为重视外资企业的工资负效应问题ꎬ 尽可能将协商工资 ｗ２ｃ

导向 ｗ２ｂ ꎮ 强化企业工会制度ꎬ 就会在劳动力市场双边垄断基础上展开工资集体协商ꎮ 若劳资双方能

够在比较对等的状况下达成自主合作博弈或博弈均衡合作ꎬ 则集体协商的议价过程就是劳动力市场发

现合意价格即合意协商工资的过程ꎮ 这既与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思想契合ꎬ 又是降低工资制度性粘性的

基本逻辑ꎬ 还是工资集体协商 “提质” 的重要方式ꎮ 三是加大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ꎬ 提升劳动

者能力ꎬ 增加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的贡献度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本文的考察仍然是相当初步的ꎬ 工资负效应还有待更多地方的调查数据ꎮ 本文目

前主要关注的是全社会企业平均工资持续上涨阶段 (２００４ 年至迄今)ꎬ 至于因经济形势恶化造成劳动

者绝对工资水平下降状态中协商工资的变动ꎬ 尚未在实践中展开ꎬ 是一个待解之谜ꎮ 不过ꎬ 从劳动者

美好生活的角度来说ꎬ 此谜似乎不解也罢ꎮ

文章得到了姚先国、 乐君杰、 林平、 李应芳、 冯喜良、 孙岩、 刘光予等老师的指点和帮助ꎬ 在此

一并谢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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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７ 年ꎻ 程俊英、 蒋见元: «诗经注析»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１ 年ꎻ 傅斯

年: «诗经讲义稿»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ꎻ 徐中舒: «先秦史讲义»ꎬ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ꎻ 吕华亮、 王

洲明: « ‹诗经豳风› 源于鲁地略考»ꎬ «文学评论丛刊»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ꎻ 朱兰芝: « ‹诗经豳风七月› 创作年代考辨»ꎬ «东岳

论丛» 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ꎻ 张珂: « ‹诗经豳风七月› ———周代风俗之缩影»ꎬ «鸡西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ꎻ 刘延玲: « ‹诗经›
训诂的歧解与阐释———以 ‹诗经豳风七月› 之 “蚕月条桑”、 “猗彼女桑” 为例»ꎬ «中国文化研究» ２０１１ 年春之卷ꎻ 丁桃源:
«以农为本ꎬ 天下兴盛——— ‹诗经豳风七月› 与洮岷花儿 ‹十二月生产› 之比较»ꎬ «农业考古»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ꎻ 王星光、 张强:
«生态环境视野下的 ‹诗经豳风七月› »ꎬ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ꎻ 等等ꎮ
　 　 ③　 “庶民” 或称 “庶人”ꎬ 见之于文献如 «尚书» 之 «梓材» «无逸»ꎬ «左传襄公九年»ꎬ «国语周语上» 之 «宣王即位ꎬ
不藉千亩» 等ꎻ 金文如大盂鼎、 毛公鼎、 卌三年逨鼎、 裘卫盉、 宜侯夨簋及肃卣等ꎮ 据这些资料ꎬ “庶民” 有较大人身自由ꎬ 地位高

于臣仆ꎮ 最具代表性的如肃卣铭文载 “庶人” 因被选为 “仆” 而引发狱讼ꎬ 可见庶民与仆 (奴仆、 奴隶) 对立ꎬ 两者身份、 地位之

高下判然有别ꎮ 从 «豳风七月» 一诗来看ꎬ 诗人所代表的庶民与农夫的身份、 地位之间存在明显差别ꎬ 尤其农夫不能参与祭祀、
宴会ꎬ 说明其身份低于庶民ꎬ 这是我们在文中区分 “庶民” 与 “农夫” 的原因ꎮ

«豳风七月»所见西周农村聚落
社会阶层及其特点

邹芙都１　 查飞能２

(１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ꎬ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ꎻ ２ 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ꎬ 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０)

　 　 摘要: «豳风七月» 是可资考察西周农村聚落的重要生活诗ꎬ 其中所见的贵族、 庶民、 农夫构成了

西周农村聚落中的主体阶层ꎮ 公室贵族间接控制农村聚落中的人员、 财产等ꎬ 组织田猎练兵ꎬ 通过农官监

督生产ꎻ 庶民身份近于平民ꎬ 有一定私有财产ꎬ 存在共财关系ꎻ 农夫处于超强控制之下ꎬ 从事无偿劳动ꎬ
不能参与公室祭祀、 宴会活动ꎮ «豳风七月» 所见农村聚落家族血缘因素明显ꎬ 聚落具有严密等级性、
超强控制性、 生产整体性、 寓兵于农性及宗法伦理性五个突出特点ꎬ 昭示出西周礼乐社会的精神风貌与时

人的礼乐思维ꎮ
关键词: «豳风七月»ꎻ 西周ꎻ 农村聚落ꎻ 阶层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０９４－０８

«豳风七月» ① 一诗围绕农事节令记述了西周农村聚落一年的农事安排与生活画面ꎬ 对农村聚

落的地理景观与人文景观有着灵动的描述ꎬ 是考察西周农村聚落的重要史诗ꎮ 学界以往主要围绕

«豳风七月» 一诗的形成地、 创作年代、 风俗、 作物、 物候等展开了注疏与论述ꎬ ② 对其反映的西

周农村聚落中的贵族、 庶民③、 农夫三个阶层及聚落特点则关注甚少ꎮ 现以诗史互证的方式ꎬ 将传世

文献与金文资料结合起来对 «豳风七月» 所见西周农村聚落作一探讨ꎬ 不当之处ꎬ 敬望学界批评

指正ꎮ

４９




«豳风七月» 所见农村聚落社会阶层

　 　 «豳风七月» 一诗包含西周农村聚落三个等级分明的阶层: 贵族、 庶民、 农夫ꎮ 三者地位与身

份区别明显ꎬ 构成了西周农村聚落中的主体阶层ꎮ
１ 贵族阶层

«豳风七月» 作为一首农事诗ꎬ 作者并没有将诗中的贵族作为着墨的重要人物ꎮ 尽管农村聚落

属于公室ꎬ 但毕竟公室贵族不直接参与农事耕作ꎬ 故对贵族简略的刻画符合全诗篇章结构的安排ꎬ 然

亦有探讨之必要ꎮ 全诗之中公室贵族虽仅出现两次ꎬ 但却对分析其身份、 地位特别重要ꎬ 一是 “二
之日其同ꎬ 载缵武功ꎮ 言私其豵ꎬ 献豣于公”ꎬ 二是 “八月载绩ꎬ 载玄载黄ꎬ 我朱孔阳ꎬ 为公子裳”ꎮ

诗中对公室贵族称谓不同ꎬ 暗含着身份、 地位高低有别ꎮ 称 “公” 者地位最高ꎬ 称 “公子” 者

其次ꎮ “公” 是公室之主ꎬ “公子” 是 “公” 的子侄辈ꎮ 公与公子居于农村聚落成员之上ꎬ 通过间接

控制的方式实现对农村聚落的领导ꎬ 控制聚落人员与财产ꎮ
公与公子身份的推测ꎬ 可引用西周早期 簋 ( «铭图» ０５１０６①) 铭文作为例证ꎬ 铭文记载滕公

对公室成员发布农事命令:
　 　 唯九月诸子具服ꎬ 公乃命ꎬ 在 ꎬ 曰: 凡朕臣兴畮ꎮ 敢对公休ꎬ 用作父癸宝尊彝ꎮ
铭文中的 “诸子” 指公室小宗成员及私臣ꎮ 以往学界把 “诸子” 与 “朕臣” 分开对举ꎬ 未能尽

合铭文之义ꎮ② “诸子” 与 “朕臣” 二者所指相同ꎬ 即滕国公室各小宗及滕君的臣属ꎮ «豳风七月»
一诗中的 “公” 和 “公子” 与 簋铭文中的 “公” 和 “诸子 (臣) ” 是对应的ꎬ 公子的地位低于

公ꎮ 西周时期称 “公” 者ꎬ 多是地位极高的中央政府官员或部分诸侯国君及采邑主ꎬ 尤其诗云 “言
私其豵ꎬ 献豣于公”ꎬ 把打猎所得大的猎物献给公ꎬ 小的私有ꎬ 说明 «豳风七月» 中 “公” 为公室

之主无疑ꎬ 拥有财产所有权ꎮ 公子是公的子侄辈ꎬ 亦是公室高级贵族ꎮ
此外ꎬ 公室之中还有低级职官 “田畯” 负责监督庶民与农夫耕作ꎬ 其地位低于公、 公子ꎬ 高于

庶民、 农夫ꎬ 虽非贵族ꎬ 但也不宜单独划分ꎬ 故置于此简略论及ꎮ 诗云: “同我妇子ꎬ 馌彼南亩ꎮ 田

畯至喜ꎮ” 田畯与农村聚落关系密切ꎬ 是公室之中负责监督、 具体安排农事的官员ꎮ 毛 «传»: “田
畯ꎬ 田大夫也ꎮ”③ «说文田部»: “畯ꎬ 农夫也ꎮ” 段注: “田畯ꎬ 教田之官ꎬ 亦谓之田ꎮ «月令»
‘命田舍东郊’ꎬ 郑曰: ‘田谓田畯ꎬ 主农之官也ꎮ’ 亦谓之农ꎬ «郊特牲» ‘大蜡飨农’ꎬ 郑曰: ‘农ꎬ
田畯也ꎮ’ 田畯教田之时ꎬ 则亲而尊之ꎮ «诗» 三言 ‘田畯至喜’ 是也ꎬ 死而为神ꎬ 则祭之ꎮ”④ 又

«说文田部»: “畷ꎬ 两百间道也ꎮ” 段注: “ «郊特牲»: ‘飨农及邮表畷’ꎬ «注» 云: ‘邮表畷ꎬ 谓

田畯所以督约百姓于井间之处ꎮ’ 按: 畷之言缀也ꎬ 众涂所缀也ꎮ 于此为田畯督约百姓之处ꎮ”⑤

从注解看ꎬ 毛 «传» 解释 “田畯” 为 “田大夫” 是合适的ꎬ «豳风七月» 中 “田畯” 就是代表公

室监督、 安排农事的公室农官ꎬ 地位高于直接从事耕作的庶民ꎮ
２ 庶民阶层

庶民阶层是农村聚落的主要成员ꎬ 有家室且身份近于平民ꎮ «豳风七月» 中两次提及庶民阶层

有家室ꎬ 一是 “同我妇子ꎬ 馌彼南亩”ꎬ 二是 “嗟我妇子ꎬ 曰为改岁ꎬ 入此室处”ꎮ “馌彼南亩” 之

“妇子” 指农村聚落中庶民阶层的家室成员ꎬ “嗟我妇子” 之 “妇子” 指诗人的家庭成员ꎮ 农村聚落

５９«豳风七月» 所见西周农村聚落社会阶层及其特点

①

②
③
④
⑤

吴镇烽编著: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凡此引用文中均简称 «铭图»ꎬ 并标明著录号ꎬ 注于文中)ꎬ 上海: 上海古籍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ꎮ
参见罗新慧: «首阳吉金疏证»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５２－５３ 页ꎮ
毛亨传ꎬ 郑玄笺ꎬ 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 卷 ８ꎬ 载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０ 年ꎬ 第 ３８９ 页ꎮ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８８ 年ꎬ 第 ６９７ 页ꎮ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８８ 年ꎬ 第 ６９６ 页ꎮ



中有家室的庶民阶级身份异于奴隶ꎬ 近于平民ꎬ① 西周金文中 “以家为单位的臣” 可能就属于这一阶

层ꎮ 如繭鼎 ( «铭图» ０２４０５) “臣二家”ꎬ 耳尊 ( «铭图» １１８０６) “臣一家”ꎬ 昜旁簋 ( «铭图»
０５００９) “臣三家” 等ꎮ 早年的研究多将此类臣等同奴隶ꎬ 杨宽先生认为以家为单位的臣是婚配成家

的奴隶ꎮ② 赵诚先生认为 “把以家为单位的奴隶用来赏赐ꎬ 当是奴隶社会的特色”③ꎬ 间接承认 “以
家为单位的臣” 是奴隶ꎮ 持此类观点的学者颇多ꎬ 不必俱列ꎮ 在宗法制下ꎬ 宗族内部成员间的关系

从西周早期开始就已有君臣化趋势ꎬ 把有家室之臣认定为奴隶值得斟酌ꎮ 但从金文中庶民阶层可以被

赏赐ꎬ 说明庶民并非有完全独立的身份ꎮ
«豳风七月» 诗末记载聚落庶民可以参加公室贵族在公堂举行的庆祝与祭祀宴会: “朋酒斯飨ꎬ

曰杀羔羊ꎬ 跻彼公堂ꎬ 称彼兕觥: 万寿无疆!” 周代唯同族之人能参加贵族举行的宴会和祭祀ꎬ 同族

之人称 “友”ꎮ 近来发现的季姬尊 ( «铭图» １１８１１) 铭言 “赐季姬佃臣于空桑ꎬ 氒师夫曰丁ꎬ 以氒

友廿又五家析 (誓) ”ꎮ 二十五家佃臣称 “友”ꎬ “友” 指同族之人或同族兄弟、 亲兄弟ꎬ 表明佃臣

是 “师” 的同族之人而非奴隶ꎬ 师与宗族长类似ꎮ④ 铭文中的农村聚落大概位于以成周为中心的伊、
洛地区ꎬ⑤ 聚落中的甸臣 (即佃臣) 是依附于贵族的农业人口ꎬ 其身份、 地位较杂役 (臣妾) 高ꎮ⑥

这些称 “友” 的佃臣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庶民ꎬ 并非奴隶ꎬ⑦ 据 «豳风七月» 来看ꎬ 他们能够参

与庆祝与祭祀活动ꎮ
居住于农村聚落中的有家室之庶民有一定私有财产ꎮ «豳风七月» 诗云 “言私其豵ꎬ 献豣于

公”ꎬ 毛 «传»: “豕一岁曰豵ꎬ 三岁曰豣ꎬ 大兽公之ꎬ 小兽私之ꎮ”⑧ «说文豕部»: “豵ꎬ 生六月

豚ꎬ 从豕从声ꎬ 一曰 ‘一岁豵’ꎮ” 又 “豣ꎬ 三岁豕”ꎮ⑨ 农村聚落中的庶民集体狩猎所得小兽私有ꎬ
大兽献给 “公”ꎬ 小兽可视为庶民私有财产之一ꎮ 诗中庶民可能还有一定的私有土地ꎮ «诗经小

雅大田» 云: “有洽萋萋ꎬ 兴云祈祈ꎮ 雨我公田ꎬ 遂及我私ꎮ” 郑 «笺» 将 “公田” “私田” 对

举ꎬ 说明庶民是有私田的ꎮ «大田» 同样提到曾孙 (贵族)、 田畯ꎬ 其身份可以对应 «豳风七月»
中的公与公子、 田畯ꎬ “我” 则是庶民自称ꎬ 说明 «豳风七月» 诗中庶民阶层亦可有私有田地ꎮ

此外ꎬ 农村聚落中的庶民阶层还拥有一定规模的集体经济ꎮ «豳风七月» 诗中的农村聚落有

场、 圃、 粮仓ꎬ 定非单独一家庶民有能力建设ꎮ 同时ꎬ 西周中期季姬尊铭中也有粮仓ꎬ 贮存禾二廪ꎬ
还有数量不少的马、 羊、 牛ꎬ 这或许就是西周时期一个农村聚落的经济规模ꎬ 可与 «豳风七月»
互证ꎮ 不过西周地方行政组织是家国同构的ꎬ 这应是隶属于国家而寄居在农村聚落的财产ꎬ 但聚落可

以集体支配ꎮ 这种经济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聚落中有家室的庶民是依附于公室的有一定人身自由的乡

遂佃民ꎮ
３ 农夫阶层

«豳风七月» 诗中两次提及 “农夫”ꎬ 第一次是 “ (九月) 采荼薪樗ꎬ 食我农夫”ꎬ 第二次是

“嗟我农夫ꎬ 我稼既同ꎬ 上入执宫功ꎮ 昼尔于茅ꎬ 宵尔索绹ꎬ 亟其乘屋ꎬ 其始播百谷”ꎮ 从诗中两次

６９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古代社会阶层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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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凤瀚: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ꎬ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 年ꎬ 第 ４１５ 页ꎮ
杨宽: «西周史»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２８４ 页ꎮ
赵诚: «金文的 “臣” »ꎬ 载 «中国文字研究» 第 １ 辑ꎬ 郑州: 大象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２６ 页ꎮ
朱凤瀚: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ꎬ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 年ꎬ 第 ２９５－２９６ 页ꎻ 陈絜: «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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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１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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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夫的刻画ꎬ 可知农夫地位更低ꎮ 第一次说农夫吃的是荼 (野菜)、 取火的薪柴是樗 (臭椿树)ꎻ
第二次说农夫年末完成农事还需为庶民阶层及公室修缮房屋ꎮ 诗中农夫不能参加公室祭祀、 庆祝活

动ꎬ 并非 «噫嘻» «臣工» 中的 “农夫” “众人” (实即庶人)ꎮ 从这些来看ꎬ 诗中的农夫是农村聚落

的集体奴隶ꎬ 所进行的都是无偿劳动ꎮ①

«豳风七月» 所见西周农村聚落中的集体农夫以 “人” “夫” 为单位ꎬ 其地位低于庶人ꎬ 与金

文记载相似ꎮ 曶鼎 ( «铭图» ０２５１５) 铭载 “昔馑岁ꎬ 匡众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ꎬ 最终匡赔偿曶

“用五田ꎬ 用众一夫曰嗌ꎬ 用臣曰疐ꎬ [曰] 朏ꎬ 曰奠ꎬ 曰用兹四夫”ꎬ 后又 “用田二又臣 [一夫]ꎬ
凡用即曶田七田ꎬ 人五夫”ꎮ 于省吾先生指出 “匡众厥臣廿夫” 之 “厥” 是指示代词ꎬ 指 “众”ꎬ 是

说 “匡季手下自由民 (众) 所属的奴隶廿夫”ꎬ 如果 “众” 是奴隶不可能没有数目记载ꎬ 且匡季交

出人犯也把 “众” “臣” 做出区分ꎮ② 曶鼎铭匡赔偿给曶的 “臣” 以 “夫” 为单位ꎬ 应是匡的某个农

村聚落中的集体奴隶ꎬ 与 «豳风七月» 中的 “农夫” 一致ꎮ
诗中的 “农夫” 身份虽无法确切推测ꎬ 然估其来源可能是土著民ꎻ 或因农村聚落规模发展导致

内部阶层分化ꎬ 原先的庶民地位下降而成为臣仆一类奴隶ꎮ 如肃卣铭载 “伯氏锡肃仆六家ꎬ 曰: ‘自
择于庶人’ ”ꎬ 就是 “庶人” 降为 “仆” 的例子ꎮ③ 若是土著民或庶民地位下降而变为奴隶ꎬ 则农夫

亦是有家室的ꎮ 而土著民很可能就是金文及文献中 “土田附庸” 之 “庸”ꎮ 大多数 “庸” 是有家室

的ꎬ 大概居住在分布于鄙野之中的很多规模很小的邑落里ꎮ④

农村聚落中的农夫有公私之分ꎮ 诗中 “食我农夫” “嗟我农夫” 的称谓值得注意ꎬ 虽然是指这些

农夫受庶民管理ꎬ 但也不排除就是庶民 “私有奴隶”ꎮ «周礼秋官朝士» 载: “凡得获货贿、 人

民、 六畜者ꎬ 委于朝ꎬ 告于士ꎬ 旬而举之ꎮ 大者公之ꎬ 小者庶民私之ꎮ” 郑 «注»: “人民谓刑人、 奴

隶逃亡者ꎮ”⑤ «尚书费誓» 载: “马牛其疯ꎬ 臣妾逃捕ꎬ 勿敢越逐ꎮ” 孔 «传»: “役人贱者男曰臣ꎬ
女曰妾ꎮ”⑥ “役人贱者” 的臣妾ꎬ 包括在公室从事杂役的奴隶和乡遂地区农村聚落中的农夫ꎮ «朝
士» 之 “公之” 即政府所有ꎬ “私之” 即庶民私自占有ꎮ

诗中的 “农夫” 尽管泛指农业耕作者ꎬ 但其完全处于超强制劳作状态ꎬ 是西周农村聚落中最底

层成员ꎮ 年末农夫 “上入执宫功ꎮ 昼尔于茅ꎬ 宵尔索绹ꎬ 亟其乘屋ꎬ 其始播百谷”ꎬ 始终没有休息机

会ꎬ 从事着最繁重的农事与杂役ꎮ 而年末正是举行祭祀、 庆祝丰收之时ꎬ 农夫却没有参加农村聚落集

体活动的权利ꎬ 被排斥于祭祀、 宴飨之外ꎬ 显然在聚落之中当非同族之人ꎬ 身份、 地位低于与公室同

族的庶人ꎮ

«豳风七月» 所见农村聚落的特点

　 　 以徐中舒先生为代表的前辈习惯以 “公社” 指称现今的 “聚落”ꎬ 主要引用 «周礼地官» 为

证ꎮ «大司徒» 载: “令五家为比ꎬ 使之相保ꎻ 五比为闾ꎬ 使之相受ꎻ 四闾为族ꎬ 使之相葬ꎻ 五族为

党ꎬ 使之相救ꎻ 五党为州ꎬ 使之相赒ꎻ 五州为乡ꎬ 使之相宾ꎮ”⑦ «遂人» 载: “五家为邻ꎬ 五邻为

里ꎬ 四里为酂ꎬ 五酂为鄙ꎬ 五鄙为县ꎬ 五县为遂ꎮ”⑧ 徐老认为 «大司徒» 所载 “族与党保存的家族

７９«豳风七月» 所见西周农村聚落社会阶层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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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关系是较多的”ꎬ «遂人» 所载 “组织里就没有族、 党等名称ꎬ 说明遂和乡不同的地方正在于遂

是没有血缘关系的”ꎮ① 先生所言甚是ꎬ 前者血缘因素较多ꎬ 以族姓区分ꎬ 由族长统领ꎻ 后者地缘因

素较多ꎬ 以地域区分ꎬ 由里君统领ꎮ 陈絜先生进一步指出ꎬ 前者是同一家族成员以小型个体家庭为基

本单位ꎬ 生活在同一农村聚落之内ꎬ 在家族首领的带领下共同从事农业生产ꎬ 拥有一定数量的牲畜与

粮食等共同财产ꎻ 后者是小型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异族杂居ꎬ 各家庭之间不太可能有共财ꎮ②

«豳风七月» 一诗中的农村聚落以氏族血缘因素居多ꎮ 一则诗中的庶民阶层可以参加公的祭

祀、 庆祝宴会、 狩猎练兵 (西周、 春秋时期以族兵为主) 等ꎮ 西周金文习见同族之人参与家族活动ꎬ
符合聚族而居的农业社会基层聚落组织形态ꎬ 与当时 “非我族类ꎬ 其心必异”③ 的普遍社会观念也一

致ꎬ 对异族有着心理上的排斥感ꎮ 二则诗中的聚落成员存在着共财关系ꎬ 诗中提及聚落中有公共场、
圃、 粮仓ꎬ 是共财关系的纽带ꎬ 为集体协作完成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ꎬ 更符合家族聚族而居的特点ꎮ
具体而言ꎬ 聚族而居的西周农村聚落具有以下五个特点ꎮ

１ 严密等级性

«豳风七月» 一诗可见构成基层农村聚落的社会阶层是贵族、 庶民与农夫ꎬ 三者身份、 地位不

平等ꎮ 诗中的贵族阶层包括公与公子ꎬ 处于领导地位ꎬ 驾驭于聚落成员之上ꎬ 间接控制聚落ꎻ 庶民阶

层主要是身份相对独立的公室同族之人ꎬ 处于从属地位ꎬ 以聚族而居的方式集体劳作ꎻ 农夫阶层隶属

于庶民ꎬ 处于超强控制之下ꎬ 从事无偿劳作ꎬ 不能参加聚落集体的祭祀与宴飨活动ꎮ 三者之差别显示

出诗中的农村聚落具有严密的等级性ꎮ
同时诗中所见农村聚落的等级性具有明显的间接性特点ꎬ 贵族通过庶民间接控制农夫以维持基本

等级秩序ꎬ 便于公室实现间接控制农村聚落成员的目的ꎮ 类似的间接控制方式在文献与西周金文中例

子很多ꎮ «尚书梓材» 云: “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ꎬ 以厥臣达王ꎬ 惟邦君ꎮ”④ 是言庶民隶属大

家ꎬ 臣隶属庶民ꎮ «左传定公四年» 载殷民六族需 “帅其宗氏ꎬ 辑其分族ꎬ 将其类丑” 前往鲁

国ꎬ⑤ 宗氏即大宗之族ꎬ 分族即各小宗之族ꎬ 类丑即六族奴隶ꎮ 裘锡圭先生推测西周中期曶鼎铭中的

“匡众也有可能是指匡的族人”⑥ꎬ 实为卓见ꎮ “众” 与匡同族ꎬ 是匡族主要成员ꎬ “匡众厥臣廿夫”
显示 “匡” 与 “众” 直接隶属ꎬ “众” 与 “臣廿夫” 直接隶属ꎬ 符合西周农村聚落的等级隶属关系ꎮ
凡此皆可证明西周时期宗族内部间接隶属的等级关系ꎬ 亦可证明 «豳风七月» 诗中贵族、 庶民与

农夫间接隶属的等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ꎮ
２ 超强控制性

«豳风七月» 一诗显示公室一切劳役与贡纳都是强制摊派给农村聚落中的庶民阶层与农夫阶

层ꎮ 庶民对贵族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ꎬ 使得贵族实行超经济强制性质的劳役剥削成为可能ꎮ⑦ 从聚落

中各阶层 “严密等级性” 特点来看ꎬ 各阶层是逐层依附的ꎬ 诗中农村聚落中的庶民与农夫处于超强

控制之下ꎬ 一年四季从事繁重力役与贡纳的缘由在于人身依附关系ꎮ 贵族所需依赖于庶民与集体奴隶

的力役、 贡纳ꎬ 包括生九谷、 毓草木、 作山泽之材、 养蕃鸟兽、 化治丝枲、 牧牛、 圉马、 膳羞割烹、
饭米熬谷、 设几布席、 进奉酒浆、 涤濯器用等ꎬ 都是普通劳动者无法逃避的负担ꎮ⑧ 此外ꎬ 农夫也要

完成庶民所需力役ꎮ 诗云 “嗟我农夫ꎬ 我稼既同ꎬ 上入执宫功ꎮ 昼尔于茅ꎬ 宵尔索绹ꎬ 亟其乘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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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始播百谷”ꎬ 所指对象就是农夫阶层ꎬ 他们的力役比庶民阶层更为沉重ꎮ
从诗人称呼农夫的语气、 管理聚落粮仓、 参与公室田猎等角度来看ꎬ 诗人是聚落负责人或小宗之

长ꎮ 虽然如此ꎬ 其在整个公室之中也受到大宗家族长的控制ꎬ 需要在公室农官的领导下参与聚落生产

活动ꎬ 金文中亦有很多例证ꎮ 西周早期 簋 ( «铭图» ０５１０６) 铭载 “滕公” 命令 “诸子” 云 “凡朕

臣兴畮”ꎮ “诸子” 指滕国宗室各小宗及滕君的臣属ꎬ 畮本指田制ꎬ① 此处与农事有关ꎬ 说明庶出之

子需要参与农事ꎮ «管子问» 载: “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 国子弟之无上事ꎬ 衣食不节ꎬ 率

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② 所谓乡子弟、 国子弟就是家族之中庶出子弟ꎬ 亦需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ꎮ
西周金文中甚至记载公室大宗委派家臣管理从宗室中分出的小宗ꎬ 逆钟 ( «铭图» １５１９０—１５１９３) 铭

载叔氏命令家臣逆管理 “公室仆庸、 臣妾、 小子室家”ꎬ “小子室家” 即同族小宗ꎬ “小子” 指小宗

之长ꎮ③ 西周时期的公室包括小宗家族 (即 “小子室家” ) 及其宫室财产、 家臣、 仆庸、 臣妾等ꎬ
是一个非单纯血缘关系的政治、 经济共同体ꎮ④ 如此ꎬ 也就不难理解诗人尽管身为乡遂地区小宗之

长ꎬ 但仍需接受大宗族长的控制ꎬ 直接参与农事了ꎮ
３ 生产整体性

«豳风七月» 一诗中的农村聚落是一个整体性明确的生产集团ꎬ 聚落成员通过集体耕种公田、
建立公共场圃与仓库ꎬ 而被公室纳入统一生产体系之中ꎮ

首先ꎬ 从聚落内部财产所有权属于集体来看ꎬ 成员间有共财关系ꎬ 协同完成聚落农事ꎮ 春耕之

时ꎬ “同我妇子ꎬ 馌彼南亩”ꎮ 南亩是西周时期公田别称ꎬ «说文食部»: “馌ꎬ 饷田也ꎮ”⑤ 即饷南

亩之田ꎮ “同我妇子ꎬ 馌彼南亩” 是村中老人集合妇女、 儿童到田地里给耕作的人送饭ꎮ⑥ 耕作之人

包括聚落庶民与集体农夫ꎬ 庶民是公室同族之人ꎬ 聚族而居于聚落之中ꎬ 作为一个家族聚落集体完成

农事ꎬ 那肯定会有一定的共财关系ꎮ
其次ꎬ 诗中显示聚落有公共的大型场、 圃与仓库ꎬ 定非单独一家庶民有能力建设ꎬ 必然是聚落集

体所有ꎮ 诗云 “九月筑场圃ꎬ 十月纳禾稼”ꎬ 前句毛 «传»: “春夏为圃ꎬ 秋冬为场ꎮ” «笺» 云: “场
圃同地ꎬ 自物生之时耕治之以种菜茹ꎬ 至物尽成熟ꎬ 筑坚以为场ꎮ” 后句 «笺» 云: “纳ꎬ 内也ꎬ 治

于场而内之囷仓也ꎮ” 诗又云 “我稼既同”ꎬ «笺» 云: “既同言已聚也ꎮ”⑦ 也就是庄稼已入仓库ꎮ
«国语周语上» 载 “场协入”ꎬ 注: “场人掌场圃ꎬ 委积珍物ꎬ 敛而藏之也ꎮ”⑧ «周礼地官场

人» 载: “场人掌国之场圃ꎬ 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ꎬ 以时敛而藏之ꎮ”⑨ 不惟文献如此ꎬ 金文亦有相

关记载ꎮ 同簋 ( «铭图» ０５３２２) 铭载周王命令同 “左右吴大父司昜 (场)、 林、 吴 (虞)、 牧”ꎬ 南

宫柳鼎 ( «铭图» ０２４６３) 铭载周王册命南宫柳 “司羲夷陽 (场) ”ꎮ 铭文中 “场” 即场圃ꎮ 由此可

知ꎬ 聚落有集体的场圃与仓库ꎬ 是一个整体性很强的家族集团ꎬ 不是一家庶民所有ꎮ
４ 寓兵于农性

聚落庶民农闲之时需练兵ꎮ 诗载 “二之日其同ꎬ 载缵武功ꎮ 言私其豵ꎬ 献豣于公”ꎮ 郑 «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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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田部»: “畮ꎬ 六尺为步ꎬ 步百为畮”ꎬ 段注: “ «王制» 曰: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畮ꎬ 谓方里而井ꎮ’ 商鞅开阡陌封

疆ꎬ 则邓展曰: ‘古者百步为畮ꎬ 汉时二百四十步为畮ꎮ’ 按汉因秦制也ꎮ” 参见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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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 «从几件周代铜器铭文看宗法制度下的所有制»ꎬ 载吴荣曾主编: «尽心集»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 第 １２７－１２８ 页ꎮ
朱凤瀚: «琱生簋与琱生尊的综合考释»ꎬ 载朱凤瀚主编: «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７２－７３ 页ꎮ
许慎: «说文解字»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１０２ 页ꎮ
刘毓庆、 李蹊译注: «诗经 (上)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３ꎬ 第 ３６７ 页ꎮ
毛亨传ꎬ 郑玄笺ꎬ 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 卷 ８ꎬ 载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０ 年ꎬ 第 ３９１ 页ꎮ
徐元诰撰ꎬ 王树民、 沈长云点校: «国语集解»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第 ２５ 页ꎮ
郑玄注ꎬ 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 卷 １６ꎬ 载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０ 年ꎬ 第 ７４９ 页ꎮ



“其同者ꎬ 君臣及民因习兵俱出田也ꎮ”① 马瑞辰云: “同之言会合也ꎬ 谓冬田大合众也ꎮ”② 大合众的

目的是 “载缵武功”ꎬ “武功ꎬ 指田猎之事”③ꎬ 田之初义是田猎、 田陈④ꎮ «周礼夏官大司马»
载四季田猎练兵之事ꎬ 尤其仲冬为盛ꎬ 云: “中冬教大阅ꎬ 如振旅之陈ꎮ 前期群吏戒众庶ꎬ 修战

法遂以狩田ꎮ”⑤ «国语周语上» 亦载: “是时也ꎬ 王事惟农是务ꎬ 无有求利于其官ꎬ 以干农

功ꎮ 三时务农ꎬ 而一时讲武ꎬ 故征则有威ꎬ 守则有财ꎮ” 注: “三时ꎬ 春、 夏、 秋ꎮ 一时ꎬ 冬也ꎮ 讲ꎬ
习也ꎮ”⑥ 均说明农闲之时需练兵ꎬ 但 “中冬教大阅” 是最为重要的田猎活动ꎮ «豳风七月» 一诗

仅记十二月举行田猎之事ꎬ 显然是为突出冬季 “教阅礼” 的重要性ꎮ
耕时为民、 战时为兵的聚落组织形式说明西周时期是寓兵于农的ꎬ 通过农隙练习武备以达到建立

寓兵于农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ꎮ 诗中公室组织大规模田猎与练兵布阵有关ꎬ 使得聚落之民保持较强的

战斗力ꎮ 聚落的领导人还肩负军事职责ꎬ 诗云 “二之日其同”ꎬ 是诗人站在自己立场所说ꎬ 其职责还

兼有军事ꎬ 这一点在西周金文更为多见ꎮ 耳尊 ( «铭图» １１８０６) 铭 “赐臣十家ꎬ 微师”ꎬ 十家之臣

的首领是微ꎬ 亦称 “师”ꎬ 身兼军事职务ꎮ 穆王时期的季姬尊 ( «铭图» １１８１１) 铭 “赐季姬畋臣于

空桑ꎬ 氒师夫曰丁”ꎬ 畋臣的长官名 “丁”ꎬ 职位却是 “师夫”ꎬ 说明 “丁” 既是畋臣之长ꎬ 又是军

事长官ꎮ 师夫丁春夏秋负责领导农业生产ꎬ 冬季与农闲之时负责狩猎与军事演习ꎮ⑦ 南宫柳鼎 ( «铭

图» ０２４６３) 铭亦载周王册命南宫柳 “司六师牧、 陽 (场)、 大□”ꎬ 马承源等先生解释云: “掌治西

六师的牧人、 场人等职ꎮ 六师常驻西土ꎬ 西周军队结合乡里行政编制ꎬ 故亦设有地官ꎮ”⑧ 西周时期

农村聚落具有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双重特征ꎮ⑨

此外ꎬ 诗中的场圃也不仅仅是为了收割农作物准备ꎬ 同时也是聚落成员活动与练兵之地ꎬ 使聚落

之民通过练兵保持一定的战斗能力ꎬ 这一点南宫柳鼎可以佐证ꎮ
５ 宗法伦理性

周人宗法伦理精神的核心是 “君之宗之”ꎬ 即君统与宗统ꎮ 通常来说ꎬ 宗法伦理精神与情感的

表达主要是公室通过举行一些聚落中家族成员参与的庆祝活动与祭祀活动来实现的ꎮ «豳风七月»
一诗中有两次祭祀与庆祝活动ꎬ 一是 “四之日其蚤ꎬ 献羔祭韭”ꎬ 二是年末 “朋酒斯飨ꎬ 曰杀羔羊ꎬ
跻彼公堂ꎬ 称彼兕觥ꎬ 万寿无疆”ꎮ 另外ꎬ 诗中还提及 “为此春酒ꎬ 以介眉寿”ꎮ 一般此类活动与喜

庆之事或尊宗敬祖的祭祀有关ꎬ 以祈求 “万寿无疆” “眉寿” 等为目的ꎮ 徐中舒先生认为: “以生存

为幸福ꎬ 要为含生之类之所同ꎮ 故金文中最普遍之嘏辞ꎬ 即为寿考ꎮ 所谓眉寿ꎬ 寿老ꎬ 黄耇ꎬ 皆寿考

之异辞ꎮ 万年ꎬ 万寿ꎬ 无疆ꎬ 无期ꎬ 即所冀寿考之极致ꎮ” 透过 “眉寿” “万寿” 表面祈求长寿之

义ꎬ 深层次反映的则是希望子孙后代把血缘宗脉永久延续下去的宗法伦理精神ꎮ
诗中反映的西周农村聚落组织方式是同族聚居ꎬ 血缘因素扮演着重要作用ꎮ 在宗族内部ꎬ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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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撰ꎬ 吴格点校: «诗三家义集疏»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５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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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 «井田制度探源»ꎬ 载 «川大史学徐中舒卷»ꎬ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２７２ 页ꎮ
郑玄注ꎬ 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 卷 ２９ꎬ 载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０ 年ꎬ 第 ８３６－８３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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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晖: «季姬尊铭与西周兵民基层组织初探»ꎬ «人文杂志» 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ꎮ
马承源主编: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 (三) »ꎬ 北京: 文物出版社ꎬ １９８８ 年ꎬ 第 ２９０ 页ꎮ
金文中还有一些 “师氏” 与 “邑” 有联系ꎬ 或 “师氏” “师” 类官员出现在土地纠纷中ꎮ 如元年师史簋 ( «铭图» ０５３３１－

０５３３４) 铭 “官司丰还 (县)ꎬ 左右师氏”ꎬ 师簋盖 ( «铭图» ０５３３８) 铭 “官司邑人、 师氏”ꎬ 散氏盘 ( «铭图» １４５４２) 铭 “师氏右

省”ꎬ 永盂 ( «铭图» １４５４２) 铭 “师氏、 邑人奎父、 毕人师同ꎬ 付永氒田” 等ꎮ 之所以 “师氏” 与 “邑” 联系或者 “师氏” “师”
参与处理土地问题ꎬ 是因为当时基层行政组织 “邑” 是军政合一、 寓兵于农的ꎮ “邑人” 为一邑之长ꎬ 此类铭文中 “师氏” “师” 也

负责邑之军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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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维ꎬ 内在和谐ꎬ 由氏族传统转化和凝聚而形成的宗法观念深入人心ꎮ 在通常情况下ꎬ 依照宗法行事

的社会各阶层的人们ꎬ 各安其位ꎬ 内向克制ꎬ 对于宗族具有强烈的责任感ꎬ 尊祖敬宗是人们不可须臾

离开的准则”①ꎮ 要之ꎬ 宗族内部举行的一系列祭祀与宴会活动是宗族成员宗法伦理情感表达的重要

方式ꎬ 同时也内化了尊卑贵贱有序的礼乐思维与尊祖敬宗的伦理精神ꎬ 蕴含着丰富的礼乐文化ꎬ 展示

了西周礼乐社会的精神风貌与宗法伦理情感ꎬ 昭示了农耕民族礼乐文明的根基ꎮ
简言之ꎬ «豳风七月» 反映了西周农村聚落中五个人文气息浓厚的特点ꎮ 聚落各阶层通过间接

控制维持基本的等级秩序ꎬ 培养各阶层礼乐思维ꎻ 成员间通过集体耕种公田、 建立公共场圃与仓库ꎬ
将家族成员纳入统一生产体系之中ꎬ 成为一个生产集团ꎮ 聚落贵族通过农隙练习武备ꎬ 建立寓兵于农

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ꎻ 通过力役与贡纳的形式实现对基层农村聚落的超强控制ꎬ 维持基层政权的运

行ꎻ 通过家族成员参与的庆祝宴会与祭祀活动实现团结族人与表达尊祖敬宗的宗法伦理情感与精神风

貌ꎮ 总体上看ꎬ 西周农村聚落是一个具有生产能力的寓兵于农性质的基层行政组织ꎬ 家族血缘因素在

其组织中占据重要作用ꎮ

结　 　 语

　 　 本文以 «豳风七月» 为研究对象ꎬ 结合传世文献与金文资料ꎬ 以期探究西周农村聚落的主体

阶层与聚落特点ꎮ
透过 «豳风七月» 可见西周农村聚落由公室贵族、 庶民、 农夫三个主体阶层构成ꎮ 三个阶层

存在密切联系ꎬ 从公室贵族到庶民再到农夫之间是逐级隶属的ꎮ 贵族控制农村聚落一切ꎬ 拥有财产所

有权ꎬ 组织农事生产ꎻ 聚落庶民是存在共财关系的甸臣ꎬ 拥有一定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ꎬ 可以参与贵

族举行的宴会和祭祀ꎮ 农夫由庶民直接控制ꎬ 从事无偿劳动ꎬ 无权参与宴会、 祭祀等ꎮ
同时ꎬ 西周农村聚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ꎬ 具有五个相互联系的特点ꎮ 其中ꎬ 严密等级性是最基本

的特点ꎬ 通过三个主体阶层等级制约与隶属ꎬ 导致整个农村聚落具有超强控制性特点ꎬ 此两者为聚落

成员从事整体性生产与保持聚落必要的共财关系提供前提ꎬ 由此进一步导致生产整体性特点产生ꎮ 故

严密等级性、 超强控制性与生产整体性三者共同构成了西周农村聚落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前提ꎮ 在家国

同构的体制下ꎬ 西周公室贵族在生产之余还需组织练兵ꎬ 以使聚落之民维持基本的作战能力ꎮ 聚落之

长兼管行政与军事ꎬ 农时组织耕稼、 闲时练兵ꎬ 导致聚落具有浓厚的寓兵于农特点ꎮ 至于聚落中的祭

祀与宴会活动ꎬ 则成为宗法社会中宗族伦理精神与情感表达的主要方式ꎬ 并以此来内化尊卑贵贱有序

的礼乐思维与尊祖敬宗的宗法伦理精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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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文超ꎬ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ꎬ 研究方向: 秦汉魏晋史ꎮ
　 　 ①　 杜佑: «通典» 卷 ４ «食货四赋税上»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８ 年ꎬ 第 ６９、 ７７ 页ꎮ
　 　 ②　 “课役身份”ꎬ 即为征派编户民赋税和徭役而划分的不同身份ꎬ 秦汉时期诸如 “敖童” “ (小) 未傅” “罢癃” “筭” “卒”
“睆老” “免老”ꎮ “课役身份” 有时也写作 “课役身分”ꎮ 这类课役身份有的对应着比较固定的赋役义务而被写入户籍ꎬ 例如 “筭”
“卒”ꎬ 连同户籍中具有统计意义的 “小” “大” 身份等ꎬ 我们统称之为 “户籍身份”ꎮ “课役身份” “户籍身份” 后来衍生为 “丁中

身份”ꎮ
　 　 ③　 林甘泉主编: «中国经济通史秦汉 (下) » 第 １６ 章 «徭役» (马怡撰)ꎬ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５０１－５４１
页ꎻ 张荣强: « ‹二年律令› 与汉代课役身分»ꎬ «中国史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ꎻ 凌文超: «秦汉魏晋 “丁中制” 之衍生»ꎬ «历史研

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ꎻ 张荣强: « “小” “大” 之间———战国至西晋课役身分的演进»ꎬ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秦汉时期两类 “小” “大” 身份说

凌文超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 秦汉时期存在两类 “小” “大” 身份ꎮ 第一类以 “身高 ６ 尺 ＝ 年 １５ 岁” 为界划定的 “小”
“大” 身份ꎬ 长期保持稳定ꎬ 不受爵制等的影响ꎬ 其属性偏重于自然身份ꎮ 第二类是以傅籍为标志划定的

“小” “大” 身份ꎮ 这类 “小” “大” 身份一开始主要用于徒隶ꎬ 后来从 “敖童” 发展而来的未傅意义上的

身份 “小” 用于庶民ꎬ 多称 “小未傅” “小爵”ꎬ 偶尔也称 “小男子”ꎮ 第二类身份 “小” “小未傅” “小

爵” 与傅籍、 爵制密切相关ꎬ 是一种社会身份ꎮ 自然身份 “小” “大” 主要是客观地表示身状与劳动能力ꎬ
用以标明 “小” 不可徭役ꎻ 而 “大” 可以徭使ꎬ 但一开始也有所减免ꎬ 或根据情况使役ꎮ 作为社会身份的

“小” “大”ꎬ 主要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ꎬ 在自然身份 “大” 的人群之内ꎬ 根据爵级等制定不同的傅籍年

龄标准ꎬ 从而调整赋役的轻重ꎮ 傅籍之后ꎬ 还有相应的制度确定赋役的减免ꎮ 两类 “小” “大” 之分的并

存ꎬ 有时造成了身份用词 “小” “大” 的混乱ꎬ 即年 １５ 岁以上的未傅者有时称 “小”ꎬ 其本质上是 “小未

傅” “小爵” 之省称ꎮ
关键词: 爵制ꎻ 身份ꎻ 傅籍ꎻ 小未傅ꎻ 小爵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１０２－０９

先秦至秦汉之际ꎬ 赋役制度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革ꎮ 杜佑 «通典食货四赋税上» 云:
古之有天下者ꎬ 未尝直取之于人夫夏之贡ꎬ 殷之助ꎬ 周之藉ꎬ 皆十而取一ꎬ 盖因地而

税ꎮ 秦则不然ꎬ 舍地而税人ꎬ 故地数未盈ꎬ 其税必备ꎮ①

先秦赋役征派的主要依据是田地ꎮ 秦以后则 “舍地而税人”ꎬ 人口取代田地成为主要的征税对象ꎮ
当人口成为秦汉赋役征派的对象ꎬ 由哪部分人来承担赋役就成为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ꎮ 然而ꎬ 秦

汉王朝并未制定诸如西晋以后课役身份与赋役义务相结合的丁中制ꎬ 而是设置了多种课役、 户籍身份

与赋役制度、 爵制等相配合进行课税调役ꎮ② 这类课役、 户籍身份ꎬ 传世文献中相关记载很少ꎬ 学界

过去知之不详ꎻ 近年来ꎬ 随着秦汉律令、 行政文书的不断出土和刊布ꎬ 与赋役征派相关的简牍文献日

益增多ꎬ 学界利用这些新史料对秦汉课役身份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研究ꎬ 秦汉课役、 户籍身份的基本格

局逐渐得到比较清晰地揭示ꎮ ③

但是ꎬ 秦汉课役、 户籍身份的具体内涵及其年龄分层ꎬ 学界还存在不少争议ꎮ 尤其是 “傅籍”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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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和 “大” 的身份之别ꎬ 以及与此相关的 “敖童” “小未傅” “小爵”ꎬ 各种见解之间还存在很大的

差异ꎮ 这几种身份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关涉秦汉之际的起役问题ꎬ 是秦汉赋役征派的关键点ꎬ 又与秦汉刑

事责任能力密切相关ꎮ 有鉴于此ꎬ 本文拟在回顾先行研究的基础上ꎬ 利用新出简牍文献ꎬ 对这些课役、
户籍、 法律身份进行系统研究ꎬ 以期推动秦汉时期始役、 课役轻重、 刑事责任的研究ꎮ

一、 第一类 “小” “大” 之分: ６ 尺、 １５ 岁

　 　 秦汉时期ꎬ 先后主要按身高、 年龄划分 “小” 和 “大” 身份ꎮ 在秦王政十六年 (前 ２３１) “初令

男子书年” 之前ꎬ① “小” “大” 之分主要以身高为标准ꎬ 年龄间或有参考作用ꎬ 如 «周礼地官司

徒乡大夫» 云:
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ꎬ 辨其可任者ꎬ 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ꎬ 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ꎬ 皆

征之ꎮ
贾公彦疏: 七尺谓年二十ꎬ 知者ꎬ 案 «韩诗外传» “二十行役” 与此国中七尺同ꎬ 则知七尺

谓年二十六尺谓年十五ꎬ 故 «论语» 云: “可以托六尺之孤ꎮ” 郑 (玄) 注云: “六尺之孤ꎬ
年十五已下ꎮ” 彼六尺亦谓十五ꎮ②

先秦起役以身高 “七尺” “六尺” 为基准ꎬ 而老免则以年龄为据ꎮ 据经学家的解释ꎬ 即使身高 ７
尺、 ６ 尺ꎬ 也有一个比对的年龄ꎬ 分别是年 ２０ 岁、 年 １５ 岁ꎮ

秦王政十六年以后当主要以年龄为标准ꎬ 但身高有时仍在沿用ꎬ 例如:
简 １: 更戍卒士五城父成里产ꎬ 长七尺四寸ꎬ 黑色ꎬ 年卅一岁ꎬ 族 /

　 　 卅四年六月甲午朔甲辰ꎬ 尉探、 迁陵守丞衔前ꎬ 令 / (９—７５７)③

简 １ 秦始皇卅四年文书兼记更戍卒产的身高和年龄ꎮ 汉代以后ꎬ 即使编户民年龄已有普遍登录ꎬ
身高有时也仍在使用ꎬ 如:

律: 年二十三傅之畴官ꎬ 各从其父畴内学之ꎮ 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ꎮ④

身高是汉代判定 “罢癃” 的依据之一ꎮ
反映制度性的 “小” “大” 身份ꎬ 最为明确且突出的是秦汉户口簿籍中按 “小” 和 “大” 结计

人口ꎬ 例如:
简 ２: 南里户人官大夫布 / ꎬ 口数六人 / ꎬ 大男子一人 / ꎬ 大女子一人 / ꎬ 小男子三人 /

(９—２２９５)
简 ３: 二年西乡户口簿: 户千一百九十六ꎬ 息户七十ꎬ 秏户卅五ꎬ 相除定息卌五户ꎬ 大男

九百九十一人ꎬ 小男千卌五人ꎬ 大女千六百九十五人ꎬ 小女六百卌二人ꎬ 息口八十六人ꎬ 秏口卌

三人ꎬ 相除定息口卌三ꎬ 凡口四千三百七十三人ꎮ (松柏汉简 ４８ 号木牍)⑤

秦、 汉王朝通过大、 小口的结计ꎬ 能够大致判断人口的结构ꎬ 为人口管理、 赋役征派提供基本依据ꎮ
秦代与汉代户籍身份 “小” “大” 的性质相同 (简 ２ 与简 ３)ꎬ 这一点学界素无异议ꎮ 然而ꎬ 近

３０１秦汉时期两类 “小” “大” 身份说

①
②
③
④

⑤

«史记» 卷 ６ «秦始皇本纪»ꎮ
郑玄注ꎬ 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 卷 １２ «地官司徒乡大夫»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７ 年ꎬ 第 ７１６ 页ꎮ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里耶秦简» (贰)ꎬ 北京: 文物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ꎮ 以下仅列出简号ꎮ
«史记» 卷 ７ «项羽本纪» 注引如淳曰ꎻ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傅律»: “当傅ꎬ 高不盈六尺二寸以下ꎬ 及天乌者ꎬ 以为罢

疒夅(癃) ”ꎮ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 «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释文修订本)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５８ 页ꎮ

朱江松: «罕见的松柏汉代木牍»ꎬ 载荆州博物馆编著: «荆州重要考古发现»ꎬ 北京: 文物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２０９－２１２
页ꎮ 是文仅公布图版ꎬ 相关释文可参见彭浩: «读松柏出土的四枚西汉木牍»ꎬ 载 «简帛» 第 ４ 辑ꎬ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３３３－３４３ 页ꎮ



来张荣强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虽然户籍上的标注和分类统计同样是以 ‘大’ ‘小’ 名之ꎬ 涵义

大不相同ꎮ” “事实上ꎬ 汉代的 ‘小’ 指 １４ 岁以下ꎬ ‘大’ 为 １５ 岁以上ꎻ 但战国时期 ‘小’ ‘大’ 是

以男子身高六尺五寸 (１５０ 厘米)、 女子身高六尺二寸 (１４３ 厘米)ꎬ 相同于标准年龄的 １７ 岁为界

限ꎮ”① 换言之ꎬ 他认为秦代户籍身份 “小” “大” 以傅籍 (年 １７ 岁) 为标准ꎬ 而汉代户籍身份

“小” “大” 以年 １５ 岁为界ꎬ 两者划分标准不同ꎬ 性质有别ꎮ 朱德贵先生则认为ꎬ 秦汉官府对 “小”
“大” 的区分完全不同ꎬ 秦 “小” 的年龄上限为 １８ 岁以下ꎬ 而汉代将 “大” 的年龄界限降至为 １５
岁ꎮ② 这些意见为理解秦汉时期两类 “小” “大” 身份提供了启示ꎮ

按上述两说ꎬ 秦代户籍身份 “小” “大” 的年龄标准显然要比汉代的大一些ꎮ 这与我们通常的认

识即汉代庶民的赋役负担大体上要轻于秦代相矛盾ꎬ 因而是颇为可疑的ꎮ 以年 １５ 岁为界划分 “小”
“大”ꎬ 在汉代的简牍文献中例证甚夥ꎬ 无烦赘举ꎮ③ 然而ꎬ 秦代庶民户籍身份以男 ６ ５ 尺、 女 ６ ２ 尺

为界ꎬ 不但确凿的例证少见ꎬ 理解上也存在问题ꎬ 且有不少反证ꎬ 这些都是需要详加辨析的ꎮ
以往学界多以男 ６ ５ 尺、 女 ６ ２ 尺作为秦国 “小” “大” 身份的界线ꎬ 其依据主要是睡虎地秦简

«秦律十八种仓律» 的规定:
简 ４: 隶臣、 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ꎬ 隶妾、 舂高不盈六尺二寸ꎬ 皆为小ꎻ 高五尺二寸ꎬ 皆

作之ꎮ
简 ５: 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ꎬ 以十月益食ꎮ④

然而ꎬ 隶臣妾、 城旦舂身份特殊ꎬ 并非普通民众ꎮ 因此ꎬ 马怡先生认为这只是贱民 “傅” 的身

高标准ꎬ 其起役标准是身高五尺二寸ꎮ 同时ꎬ 她还指出秦代平民论罪的标准是身高六尺ꎬ 成年的标准

有可能是六尺七寸或七尺ꎮ⑤ 庶民身份高于徒隶ꎬ 其身高、 年龄标准自然要高于徒隶ꎮ
据简 ４ 徒隶 “高五尺二寸ꎬ 皆作之”ꎬ 此为徒隶的起役标准ꎮ 汉代以 １５ 岁为界划分 “小” “大”

身份ꎬ 这是汉代庶民的起役标准ꎮ 春秋战国以来ꎬ 身高 ６ 尺与年 １５ 岁存在对应关系ꎮ 如前引 «周
礼地官司徒乡大夫» 郑玄、 贾公彦注疏ꎮ 里耶秦简中也有可供参考的例证:

简 ６: □广隶小上造臣ꎬ 黑色ꎬ 长可六尺ꎬ 年十五 / (９—３３７)
虽然这里只是身高、 年龄状况的具体描述ꎬ 但是ꎬ 考虑到人在青少年时期身体的生长规律可以按

年龄进行标准数据化处理ꎬ⑥ 简 ６ “长可 (大约) 六尺ꎬ 年十五岁” 应当是 “六尺亦谓十五” 的具体

反映ꎮ 综合秦汉经学、 文书中未成年人身高标准有个对应的年龄来看ꎬ 秦汉时期在起役、 傅籍、 及冠

等关键节点ꎬ 应当也会有一个以身高对应年龄的数据标准ꎮ 秦汉起役的身高、 年龄应当是身高 ６ 尺、
年 １５ 岁ꎬ 两者存在对应关系ꎮ 秦庶民男子身高 ６ 尺起役ꎬ 比徒隶 (贱民) 身高五尺二寸起役的标准

要高一些ꎬ 亦与两者身份的差异有关ꎮ
年 １５ 岁、 身高 ６ 尺ꎬ 不仅是秦代庶民男子起役ꎬ 也是他们承担刑事责任 (从轻处罚) 之始ꎮ 例

如ꎬ 岳麓秦简 «徭律» 规定:
简 ７: 凡免老及敖童未傅者ꎬ 县勿敢倳 (使)ꎬ 节载粟ꎬ 乃发敖童年十五岁以上ꎮ⑦

４０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古代社会阶层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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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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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张荣强: « “小” “大” 之间———战国至西晋课役身分的演进»ꎬ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朱德贵: «岳麓秦简课役年龄中的几个问题»ꎬ «简牍学研究» 第 ７ 辑ꎬ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５６－６２ 页ꎮ
杨联陞: «汉代丁中、 廪给、 米粟、 大小石之制»ꎬ 载 «中国语文札记———杨联陞论文集»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１－２ 页ꎻ 陈槃: «汉晋遗简识小七种»ꎬ 台北: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６３ꎬ １９７５ 年ꎬ 第 ２７－３０ 页ꎻ 耿慧

玲: «由居延汉简看大男大女使男使女未使男未使女小男小女的问题»ꎬ «简牍学报» 第 ７ 期ꎬ １９８０ 年ꎬ 第 ２４９－２７４ 页ꎻ 彭卫、 杨振

红: «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ꎬ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第 ３５４ 页ꎻ 王子今: «两汉社会的 “小男” “小女” »ꎬ «清华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ꎬ 北京: 文物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 年ꎬ 第 ３２－３３ 页ꎮ
林甘泉主编: «中国经济通史秦汉 (下) » 第十六章 «徭役» (马怡撰)ꎬ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５０２－５０３页ꎮ
例如蒋一方等: «上海市区 ０~１８ 岁年龄别身高及体重标准研制»ꎬ «上海预防医学杂志»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 (肆) »ꎬ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１２０ 页ꎮ



年满 １５ 岁的未傅敖童ꎬ 虽然地方官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使事ꎬ 但是ꎬ 面临 “节 (即) 载粟” 这

类紧急事役时ꎬ 就可以徭使ꎮ 可见年 １５ 岁是秦代庶民起役的开始ꎮ 这一起役标准为汉代所继承ꎬ 如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徭律» 有大致同样规定:
简 ８: 免老、 小未傅者、 女子及诸有除者ꎬ 县道勿敢徭使ꎮ 节 (即) 载粟ꎬ 及发公大夫以下

子、 未傅年十五以上者ꎮ①

这里虽然增加了 “公大夫以下子” 这一限定条件ꎬ 但是ꎬ 爵制对起役的影响不在年 １５ 岁界线的

浮动ꎬ 而是通过爵级限定实现不同人群的劳役优免ꎮ 因此ꎬ 秦与汉都稳定地以年 １５ 岁为界开始向庶

民课役ꎮ
秦代庶民男子年 １５ 岁、 身高 ６ 尺开始承担刑事责任 (但从轻处罚)ꎮ 例如ꎬ 岳麓秦简 “学为伪

书案”:
简 ９: 廿二年八月癸卯朔辛亥学不从军ꎬ 年十五岁吏议: 耐学隶臣ꎮ 或: 令赎耐ꎮ②

秦王政廿二年ꎬ 学因伪造文书获罪ꎬ 他年满 １５ 岁ꎬ 开始承担刑事责任ꎮ 按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

令贼律» “为伪书者ꎬ 黥为城旦舂”ꎬ③ 而这里 “吏议: 耐学隶臣ꎮ 或: 令赎耐”ꎬ 可以看出学被从

轻处罚ꎮ
又如ꎬ 岳麓秦简秦令规定:

简 １０: ●新地吏及其舍人敢受新黔首钱财、 酒肉、 它物ꎬ 及有卖买叚 (假) 赁貣于新黔首

而故贵赋 (贱) 其贾 (价)ꎬ 皆坐其所受及故为贵赋 (贱) 之臧 (赃)、 叚 (假) 赁费、 貣息ꎬ
与盗同法学书吏所年未盈十五岁者不为舍人ꎮ④

　 　 新地吏及其舍人坐赃为盗ꎬ 其舍人也要年满十五岁才开始承担刑事责任ꎮ
在秦王政十六年九月 “初令男子书年” 之前ꎬ 以身高为判罚的主要依据ꎮ 睡虎地秦简 «法律答

问» 云:
简 １１: 甲小未盈六尺ꎬ 有马一匹自牧之ꎬ 今马为人败ꎬ 食人稼一石ꎬ 问当论不当? 不当论

及赏 (偿) 稼ꎮ
简 １２: 女子甲为人妻ꎬ 去亡ꎬ 得及自出ꎬ 小未盈六尺ꎬ 当论不当? 已官ꎬ 当论ꎻ 未官ꎬ 不

当论ꎮ
简 １３: 甲盗牛ꎬ 盗牛时高六尺ꎬ 系一岁ꎬ 复丈ꎬ 高六尺七寸ꎬ 问甲可 (何) 论? 当完城旦ꎮ
简 １４: 甲谋遣乙盗杀人ꎬ 受分十钱ꎬ 问乙高未盈六尺ꎬ 甲可 (何) 论? 当磔ꎮ⑤

除了故意杀人这类穷凶极恶之罪 (简 １４)ꎬ 身高 ６ 尺以下的未婚男女 (简 １１—１２)ꎬ 一般免除刑

罚ꎻ 一旦身高达到 ６ 尺ꎬ 将会被论处ꎬ 但量刑时会有所减轻 (简 １３)ꎮ 因为盗牛一般判处 “黥城旦”ꎬ
如秦汉法律规定:

简 １５: 人臣甲谋遣人妾乙盗主牛ꎬ 买 (卖)ꎬ 把钱偕邦亡ꎬ 出徼ꎬ 得ꎬ 论各可 (何) 殹

(也)? 当城旦黥之ꎬ 各畀主ꎮ (睡虎地秦简 «法律答问» )⑥

简 １６: (秦王政二年) 不盗牛ꎬ 雍以讲为盗ꎬ 论黥为城旦ꎮ (张家山汉简 «奏谳书»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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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ꎬ 简 １３ 甲身高 ６ 尺刚为 “大” 而盗牛ꎬ 论处 “完城旦”ꎬ 较 “黥为城旦” 等有所减轻ꎮ 之

后记录的 “高六尺七寸” 应当就是负完全刑事责任的开始ꎮ
由此可见ꎬ 身高 ６ 尺也是秦代编户民量刑的重要界线ꎮ ６ 尺以下ꎬ 无论男女 (未婚)ꎬ 一般免除

刑罚ꎬ 其身份为 “小” (简 １１、 １２)ꎮ 相应地ꎬ ６ 尺及以上ꎬ 开始承担刑事责任ꎬ 但从轻处罚 (傅籍

之前)ꎬ 其身份为 “大”ꎮ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ꎬ 简 １２ 女子为人妻ꎬ 即使 “小未盈六尺”ꎬ 如果 “已官”ꎬ 即在官方登记婚

姻ꎬ 其婚嫁为人妻的身份得到官方的认可ꎬ 就也要负刑事责任ꎮ “小” “大” 身份ꎬ 无论男女ꎬ 还受

到婚姻的影响ꎬ 婚后即为 “大”ꎮ①
总之ꎬ 秦汉平民的始役年龄前后并无差异ꎬ 以 “身高 ６ 尺 ＝ 年 １５ 岁” 为界划分编户齐民的

“小” 与 “大” 身份ꎬ 且这一界线长期保持稳定ꎮ

二、 第二类 “小” “大” 之分: 傅籍

　 　 然而ꎬ 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ꎬ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过 １５ 岁仍然称 “小” “小未傅” “小爵” 等

例子ꎮ 例如ꎬ 刘向 «别录» 云:
长平之役ꎬ 国中男子年十五者尽行ꎬ 号为 “小子军”ꎮ②

庶民男子年 １５ 岁身份即为 “大”ꎬ 这里却称 “小子军”ꎮ 对此ꎬ 孙闻博先生根据徒隶通过 “傅”
实现 “小” “大” 身份的转变 (简 ５) 等记载ꎬ 以及秦 １７ 岁傅籍ꎬ 指出 “秦及汉初或存在以 ‘傅’
划分大、 小的方式ꎬ ‘小’ (或言广义一面) 包括 １５ 岁以上的未傅籍群体”ꎮ③ 张荣强先生进一步指

出ꎬ “秦国傅籍身高相对应的年龄是 １７ 岁”ꎬ “‘小’ 就是未达到傅籍标准的身分ꎮ 岳麓秦简有 ‘小男

子年未盈十八岁’ 一语ꎬ 也可以为证”ꎮ④
如果认定秦国傅籍标准对应的年龄是 １７ 岁ꎬ 未满 １７ 岁为 “小”ꎬ 那么 “未盈十八岁” 实际上对

应着 “大” (１７ 岁)、 “小” (１７ 岁以下) 两种身份ꎬ 就不能统称为 “小男子”ꎮ 因此ꎬ 对于这条材料

还有必要作进一步辨析ꎮ
先来看岳麓简秦律的具体规定:

简 １７: / □ꎬ 乡部吏赀一甲ꎬ 占者赎耐ꎬ 莫占吏数者ꎬ 赎耐ꎮ 典、 老占数小男子年未盈十

八岁及女子ꎬ 县、 道啬夫谇ꎬ 乡部吏赀一盾ꎬ 占者赀二甲ꎬ 莫占吏数者ꎬ 赀二甲ꎮ⑤
该律文提到 “典、 老占数小男子年未盈十八岁”ꎬ 这里的 “占数” 从前后文来看应当就是 “占吏

数”ꎮ 秦律严禁登记 “小男子年未盈十八岁” 为吏ꎬ 实际上是不允许未傅 (未盈 １８ 岁) 小男子为吏ꎬ
这里身份 “小” 是相对傅籍而言的ꎮ

关于秦代始傅标准ꎬ 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ꎮ 迄今所能讨论的仍然只有睡虎地

秦简 «编年记» 所载喜的生平和傅籍:
简 １８: (昭王) 卌五年ꎬ 攻大壄 (野) 王ꎮ 十二月甲午鸡鸣时ꎬ 喜产ꎮ
简 １９: 今 (秦王政) 元年ꎬ 喜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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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为 “大”ꎬ 与年满 １５ 岁为 “大”ꎬ 两者身份的属性应当也有所区别ꎮ 婚后为 “大”ꎬ 可能相当于 “傅籍” 为 “大”ꎬ 是

一类社会身份 (详后)ꎮ 这类社会身份 “大”ꎬ 官方认定他们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ꎬ 要完全负刑事责任ꎮ 而年满 １５ 岁的自然身份

“大” (傅籍之前)ꎬ 赋役方面所有减免ꎬ 刑事方面一般也从轻处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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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强: « “小” “大” 之间———战国至西晋课役身分的演进»ꎬ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 (肆) »ꎬ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４２ 页ꎮ



秦王政元年 (前 ２４６) 喜傅ꎬ 整理者指出ꎬ “本年喜十七周岁”①ꎮ 秦代庶民年 １７ 岁傅籍后来成

为学界的主流意见ꎮ②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ꎮ 例如ꎬ 高敏先生认为ꎬ 喜傅 “只能说已满十五

周岁ꎬ 进入了十六岁”ꎮ 因此ꎬ 他提出当时以年满十五周岁作为傅籍标准ꎮ③ 陈直先生认为ꎬ 秦代以

十六岁为傅ꎮ④ 还有学者指出ꎬ 当时秦傅籍的标准不是年龄ꎬ 而是身高ꎮ 喜之所以傅于秦王政元年ꎬ
绝不是达到了法定的年龄ꎬ 而是身高达到了法定的标准ꎮ⑤

诚然ꎬ 秦王政元年尚未全面掌握民众的年龄数据ꎬ 但是ꎬ 从当时身高 ７ 尺＝年 ２０ 岁、 ６ 尺＝年 １５
岁以及战国身高与年龄杂用等情况来看ꎬ 傅籍的身高标准也应当有个对应的年龄ꎮ 因此ꎬ 喜的始傅年

龄应当是秦代傅籍身高标准对应的标准年龄ꎮ 秦王政十六年以后施行的各类年龄标准应当延续了此前

身高标准对应的年龄ꎮ
喜的始傅年龄ꎬ 学界有 １５ 岁、 １６ 岁、 １７ 岁三种不同的意见ꎮ 如果严格按照当时的纪年模式和年

龄计算方法ꎬ 喜始傅应当在他年满 １８ 岁时ꎮ 喜于秦昭襄王卌五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出生ꎬ 于秦王政

元年傅籍ꎮ 参照隶臣妾在八月傅籍 (简 ５)ꎬ 庶民傅籍也应当在八月 “书户”、 案户比民之时ꎮ⑥ 例

如ꎬ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户律» 规定:
简 ２０: 民皆自占年ꎮ 小未能自占ꎬ 而毋父母、 同产为占者ꎬ 吏以等⑦ 比定其年ꎮ 自占、 占

子、 同产年ꎬ 不以实三岁以上ꎬ 皆耐ꎮ 产子者恒以户时占其⑧

“秦汉时期八月造籍ꎬ 官方年龄就以八月增年”ꎮ⑨ 据此ꎬ 喜在昭王卌五年出生ꎬ 出生即 １ 岁ꎬ 共

历昭王计 １２ 年、 孝文王 １ 年ꎬ 庄襄王 ３ 年ꎬ 秦始皇 １ 年ꎬ 再加上 “户时” 傅籍增年ꎬ 累积纪年数

１７ꎬ 增年 １ꎬ 年 １８ 岁ꎮ 喜始傅登记在册的年龄是 １８ 岁ꎮ

　 　 年 １８ 岁不仅是秦代庶民始傅年龄 (暂不考虑爵制的影响)ꎬ 也是庶民负完全刑事责任的始龄ꎮ 例如:
简 ２１: 匿罪人当赀二甲以上到赎死ꎬ 室人存而年十八岁以上者ꎬ 赀各一甲ꎮ
简 ２２: / 主匿亡收、 隶臣妾ꎬ 耐为隶臣妾ꎬ 其室人存而年十八岁者ꎬ 各与其疑同法ꎮ
简 ２３: 盗贼旞 (遂) 者及诸亡坐所去亡与盗同法者当黥城旦舂以上及命者、 亡城旦舂、 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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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亮、 李均明: «秦简所反映的军事制度»ꎬ 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云梦秦简研究»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１ 年ꎬ 第 ７、 ３０、 ９１－９２、
１５２ 页ꎻ 张金光: «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ꎬ «文史哲» １９８３ 年第 １ 期ꎬ 收入张金光: «秦制研究» 第 ４ 章第 ３ 节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ꎻ 陈明光: «秦朝傅籍标准蠡测»ꎬ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１９８７ 年第 １ 期ꎮ

高敏: «关于秦时服役者的年龄问题探讨———读 ‹云梦秦简› 札记»ꎬ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７８ 年第 ２ 期ꎬ
收入高敏: «云梦秦简初探 (增订本) »ꎬ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１ 年ꎮ 与此见解相同还有: 王子今: «秦 “小子军” 考议»ꎬ
«人文杂志»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ꎬ 收入王子今: «秦汉称谓研究»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ꎮ

陈直: «略论云梦秦简»ꎬ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７７ 年第 １ 期ꎮ 马非百先生亦持相同看法ꎬ 马非百: «云梦

秦简中所见的历史新证举例»ꎬ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７８ 年第 ２ 期ꎮ
栗劲: « ‹睡虎地秦墓竹简› 译注斠补»ꎬ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１９８４ 年第 ５ 期ꎻ 马怡先生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论述ꎮ 只

是ꎬ 两人对秦傅籍的身高标准有不同的看法ꎮ 栗劲先生认为是六尺五寸ꎬ 马怡先生认为是六尺七寸ꎬ 或七尺ꎮ 马怡: «秦人傅籍标准

试探»ꎬ «中国史研究» １９９５ 年第 ４ 期ꎮ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户律» 规定: “民欲别为户者ꎬ 皆以八月户时ꎬ 非户时勿许ꎮ” “所分田宅ꎬ 不为户ꎬ 得有之ꎬ 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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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 白粲舍人室、 人舍、 官舍ꎬ 主舍者不智 (知) 其亡ꎬ 赎耐ꎮ 其室人、 舍人存而年十八岁者

及典、 田典不告ꎬ 赀一甲ꎮ 伍不告ꎬ 赀一盾┖ꎮ 当完为城旦舂以下到耐罪及亡收、 司寇、 隶臣

妾、 奴婢阑亡者舍人室、 人舍、 官舍ꎬ 主舍者不智 (知) 其亡ꎬ 赀二甲ꎮ 其室人、 舍人存而年

十八歳以上者及典、 田典、 伍不告ꎬ 赀一盾ꎮ
简 ２４: ●尉卒律曰: 黔首将阳及诸亡者ꎬ 已有奔书及亡毋 (无) 奔书盈三月者ꎬ 辄筋

‹削› 爵以为士五ꎬ 有爵寡ꎬ 以为毋 (无) 爵寡ꎬ 其小爵及公士以上子年盈十八岁以上ꎬ 亦筋

‹削› 小爵ꎮ
简 ２５: 置吏律曰: 县除小佐毋 (无) 秩者ꎬ 各除其县中ꎬ 皆择除不更以下到士五史者为佐ꎬ

不足ꎬ 益除君子子、 大夫子、 小爵及公卒、 士五子年十八岁以上备员ꎬ 其新黔首勿强ꎬ 年过六十

者勿以为佐└ꎮ①

简 ２１—２３ꎬ 室人及舍人年满 １８ 岁就负有连带责任ꎻ 简 ２４ꎬ 庶民阑亡 (无符传私越关卡) 不满一

年ꎬ 或逃亡超过三个月ꎬ “小爵及公士以上子” 年满 １８ 岁以上才削小爵ꎻ 简 ２５ꎬ 县置佐吏ꎬ “君子

子、 大夫子、 小爵及公卒、 士五子” 也要年满 １８ 岁以上才可以除授ꎮ 如前所论ꎬ 据简 １３、 １５、 １６ꎬ
“高六尺七寸” 应当是秦负完全刑事责任开始ꎬ 而年 １８ 岁也是秦负完全刑事责任开始ꎮ 秦代身高基

准六尺七寸对应的年龄应当是年 １８ 岁ꎮ
总之ꎬ 据 “喜傅” 推定的秦傅籍始龄和秦代完全负刑事责任的始龄皆为年 １８ 岁ꎮ 这表明 “年 １８

岁” 与 “身高 ６ 尺＝年 １５ 岁” (相对负刑事责任的始龄) 一样ꎬ 都是特别重要的分界线ꎮ 徒隶通过

“傅” 转换 “小” “大” 身份ꎬ 庶民通过傅籍亦改变 “小” 之身份ꎮ 如简 １７ “未盈十八岁” 男子仍

然称 “小”ꎮ 由此看来ꎬ 秦汉时期有两类 “小” “大” 身份ꎬ 一类以 “身高 ６ 尺＝年 １５ 岁” 为界ꎬ 另

一类以傅籍为标志ꎮ
这两条分界线延续到汉代ꎬ 就是以 “年 １５ 岁” 划分 “小” 与 “大” 身份ꎬ 而傅籍之前称 “小

未傅” “小爵”ꎮ “身高 ６ 尺＝年 １５ 岁” 作为 “小” “大” 的分界线ꎬ 秦汉时期稳定地延续下来ꎻ 而庶

民傅籍始龄秦汉前后经历了数次变化ꎬ 如秦代年 １８ 岁 (或身高六尺七寸)ꎬ 汉景帝二年 (前 １５５) 调

整为年 ２０ 岁ꎬ② 汉昭帝时又调整为年 ２３ 岁ꎮ③

三、 两类 “小” “大” 之分与 “敖童” “小未傅”

　 　 秦汉时期以 “身高 ６ 尺＝年 １５ 岁” 为界划分的 “小” “大” 身份ꎬ 在名籍中有明确的记录ꎻ 而

以傅籍为标志划定的 “小” “大” 身份ꎬ 目前不仅见于徒隶簿籍等文书及相关律令 (简 ４、 ５)ꎬ④ 庶

民男子未傅也称 “小” (简 １７) 或 “小未傅” “小爵”ꎮ
这两类 “小” “大” 身份混杂、 交织状态之处是ꎬ 年 １５ 岁至傅籍之前的男子兼具两类 “小”

“大” 身份ꎮ 这也是学界最具争议之处ꎬ 并提出了多种解释ꎮ
秦汉时期未傅年 １５ 岁及以上者称 “小” 的例证逐渐增多: 如简 ６ꎬ 广的隶属臣ꎬ 身高可 ６ 尺ꎬ

年 １５ 岁ꎬ 其爵位为小爵 “小上造”ꎻ 又如简 １７ꎬ 未满 １８ 岁的男子被称为 “小男子”ꎻ 再如前引刘向

«别录»ꎬ 长平之战中ꎬ 年 １５ 岁男子行军号为 “小子军”ꎮ 汉代也有明确的例证ꎬ 如肩水金关汉简:
简 ２６: 黄龙元年 (前 ４９) 六月辛未朔壬辰ꎬ 南乡佐乐敢言之: 杨里公乘泠□年廿岁ꎬ 小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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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 里耶秦简: “卅一年四月癸未朔丁未启陵乡守逐作徒簿: 受仓大隶妾三人” (９－３８)ꎬ “卅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

圂徒作簿: 小城旦九人ꎬ 小舂五人” (９－２２８９)ꎮ



傅ꎬ 为家私市居延ꎬ 乏彭祖ꎬ 告移过所县道毋苛留 / ꎬ 六月壬辰雒阳守丞殷移过所毋苛留如律

令 / ꎬ掾良、 令史阳 (７３ＥＪＴ３３: ４ / Ａ)①

泠□年 ２０ 岁ꎬ 年龄超过 １５ 岁ꎬ 其身份为 “小未傅” (爵位也可写作小爵 “小公乘” )ꎬ 之所以

称为 “小未傅”ꎬ 是因为昭帝以来以年 ２３ 岁傅籍ꎬ 泠□未到傅籍之年ꎮ
秦汉以傅籍划定的身份 “小”ꎬ 即使其身份用词方面常以 “小未傅” “小爵” 等以示区别ꎬ 简 １７

中的 “小男子” 以及 “小子军” 之类的名号也仍然容易与年 １４ 岁以下的 “小” 产生混淆ꎮ
不过ꎬ 有迹象表明ꎬ 秦一开始试图避免这种混乱ꎬ 称未傅男子为 “敖童”ꎮ “敖童” 作为秦律中

常见的身份ꎬ 见于睡虎地秦简、 秦封宗邑瓦书和岳麓秦简ꎮ 学界围绕 “敖童” 身份的具体内涵有过

大量的讨论ꎬ 但未达成倾向性意见ꎮ② 不过ꎬ 秦、 汉律令的异文ꎬ 为 “敖童” 的理解提供了线索ꎮ
秦、 汉 «徭律» 规定:

简 ２７: 凡免老及敖童未傅者ꎬ 县勿敢倳 (使)ꎬ 节载粟乃发敖童年十五岁以上ꎮ③

简 ２８: 免老、 小未傅者、 女子及诸有除者ꎬ 县道勿敢徭使ꎮ 节 (即) 载粟ꎬ 乃发公大夫以

下子、 未傅年十五以上者ꎮ④

其中ꎬ “敖童未傅” 与 “小未傅” “敖童年十五岁以上” 与 “未傅年十五以上” 互为异文ꎮ⑤ 由

此看来ꎬ 秦代的 “敖童” 可替换为汉代的 “未傅”ꎬ 且可简称 “小”ꎮ 秦汉 «徭律» 中的 “敖童”
“未傅” “小” 的内涵一致ꎬ 均是相对傅籍而言的ꎬ 即 “未傅” 为 “敖童”ꎬ 亦为 “小”ꎮ

未傅男子称 “敖童”ꎬ 与傅籍相继以身高、 年龄为主要依据有关ꎮ 秦王政十六年九月 “初令男子

书年” 之后ꎬ 傅籍的主要依据是年龄ꎮ 以年龄为傅籍基准ꎬ 操作起来比较简单ꎬ 达到傅籍年龄且身

高在六尺二寸以上即为新傅、 正卒ꎬ 以下则为罢癃ꎮ
然而ꎬ 以身高为傅籍的主要依据时ꎬ 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ꎮ 例如ꎬ 在傅籍之时ꎬ 身高在罢癃标准

(六尺二寸) 以上、 傅籍标准 (六尺七寸) 以下的男子ꎬ 相比罢癃ꎬ 他们承担的赋役义务更多ꎬ 自然

也应有个固定的身份ꎮ 这个身份应当就是 “敖童”ꎮ 有的敖童日后长到六尺七寸以上而延迟傅籍ꎻ 有

的确为身材矮小者 (身高在六尺二寸至六尺七寸之间)ꎬ 则在及冠后成年ꎮ
据此ꎬ 秦代 “敖童” 成年应有两个标准: 傅籍和及冠ꎮ “敖” 相对 “傅籍” 而言ꎬ 含义为遨、

游ꎬ 相当于 “未傅”ꎻ “童” 与及冠相对ꎬ 为 “未冠” 之称ꎮ “敖童” 兼具未傅、 未冠两层涵义ꎮ 具

体而言ꎬ “敖童” 一开始特指傅籍时身高在罢癃与傅籍标准之间的未冠男子ꎬ 后泛指未达到傅籍身高

标准的未冠男子ꎮ “小未傅” “小敖童” “敖童未傅” 均为同义连用ꎬ 实际上都是指 “敖童”ꎮ
当秦傅籍的主要依据由身高转变为年龄ꎬ 健康男子一到傅籍之年ꎬ 身高超过罢癃标准即为正卒ꎬ

不再存在身高在罢癃标准以上、 傅籍标准以下男子的傅籍问题ꎬ “敖童” 身份因而失去存在的价值ꎮ
然而ꎬ 作为一种长期使用的法律身份ꎬ 敖童的消退乃至废除需要经历一段历史时期ꎮ 继 “敖童” 之

后出现了 “敖童未傅” “小敖童” “小未傅” 等新的身份称谓ꎮ 这里 “小” “敖童” “未傅” 均是相

对 “傅” 而言的ꎬ “小未傅” “小敖童” “敖童未傅” 均为同义连用ꎬ 实际上都是指 “敖童”ꎮ 因

“小” “未傅” 相比 “敖童” 更为简易ꎬ “敖童” 后来为 “ (小) 未傅” 所取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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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秦汉时期存在两类 “小” “大” 身份ꎮ 第一类以 “身高 ６ 尺＝年 １５ 岁” 为界划定的 “小” “大”
身份ꎮ 这类 “小” “大” 身份相对稳定ꎬ 不受爵制等的影响ꎬ 无论爵位的高低ꎬ 身高 ６ 尺、 年 １５ 岁

以上即为 “大”ꎬ 其属性偏重于自然身份ꎮ
第二类是以傅籍为标志划定的 “小” “大” 身份ꎮ 这类 “小” “大” 身份一开始主要用于徒隶ꎮ

在以身高为傅籍的主要依据时ꎬ 庶民男子未傅者多称 “敖童”ꎮ 当傅籍的主要依据转换为年龄时ꎬ 男

子身高在罢癃与傅籍标准之间的傅籍问题不复存在ꎬ “敖童” 身份因此失去存在的价值ꎬ 逐渐被 “敖
童未傅” “小敖童” “小未傅” 等取代ꎮ “敖童未傅” “小未傅” “小敖童” 均为同义连用ꎬ “敖童”
“小” “未傅” 实际上都是 “未傅”ꎮ 不过ꎬ 与徒隶不同ꎬ 未傅意义上的身份 “小”ꎬ 很少单独用于庶

民ꎬ 而多与 “敖童” “未傅” 以及爵级连用ꎬ 称作 “小未傅” “小爵”ꎮ 庶民傅籍之后很少直接称

“大”ꎬ 而是称 “新傅” “卒” 等ꎮ
庶民以傅籍为标志划定的 “小” “小未傅” 身份ꎬ 与爵制密切相关ꎮ 例如ꎬ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

令傅律» 规定:
简 ２９: 不更以下子年廿岁ꎬ 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及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二岁ꎬ 卿以上

子及小爵大夫以上年廿四岁ꎬ 皆傅之ꎮ 公士、 公卒及士五、 司寇、 隐官子ꎬ 皆为士五ꎮ 畴官各从

其父畴ꎬ 有学师者学之ꎮ①

傅籍年龄与爵级高低成正比ꎮ 这类 “小未傅” “小爵” 与傅籍直接相关ꎬ 是一种社会身份ꎬ 与第

一类自然身份 “小” 属性完全不同ꎮ
作为自然身份的 “小” “大”ꎬ 主要是客观地表示身状与劳动能力ꎬ 用以标明 “小” 不可徭戍ꎻ

而 “大” 可以开始徭使ꎬ 但刚开始时有所减免ꎬ 或根据情况使役ꎮ 作为社会身份的 “小” “大”ꎬ 身

状不再是考虑的重点ꎬ 而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ꎬ 在自然身份 “大” 的人群之内ꎬ 根据爵级等制定

不同的傅籍年龄ꎬ 从而调整赋役的轻重ꎮ 傅籍之后ꎬ 还有相应的制度确定赋役的减免ꎮ 例如ꎬ 算人收

钱年 １５ 岁起征ꎬ 至 “免老” 免除ꎮ 又如ꎬ 徭役方面ꎬ 年 １５ 岁至傅籍服 “小役”ꎬ② 以及 “节载粟”
(简 ２７、 ２８) 等事役ꎻ 傅籍为 “正卒” 至 “睆老” 期间服正役 ( “新傅” 有所减免)ꎻ “罢癃” “睆
老” 服半役ꎻ 至 “免老” 不再服徭役ꎮ

这两类 “小” “大” 身份的并存ꎬ 有时造成了身份用词 “小” “大” 的混乱ꎮ 例如ꎬ 简 ６ 身高 ６
尺、 年 １５ 岁的 “臣”ꎬ 按第一种分类ꎬ 其身份为 “大”ꎬ 却被称为 “小上造” (小爵ꎬ 第二类身份)ꎮ
简 １７ “年未盈十八岁” 的男子ꎬ 按第一种分类ꎬ 年 １５—１７ 岁的男子身份为 “大”ꎬ 该简却统称为

“小男子” (未傅男子ꎬ 第二类身份)ꎮ 简 ２７ “年廿岁” 的泠□ꎬ 按第一类身份ꎬ 其身份为 “大”ꎬ 却

被称为 “小未傅” (第二类身份)ꎮ 这两类 “小” “大” 身份的交织主要集中在年 １５ 岁至傅籍年龄之

间的男子ꎮ 不过ꎬ 一般而言ꎬ 年 １５ 岁以上的未傅者多称 “小未傅” “小爵”ꎬ 很少单独称 “小”ꎮ 即

使称 “小”ꎬ 本质上也是 “敖童” “小未傅” “小爵” 之省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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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东运河考 辨

———兼论宁绍平原区域水环境结构及水利形势

孙竞昊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ꎬ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摘要: “浙东运河” 何以成为约定俗成的名称却又众说纷纭? 这需要对被分割开的 “浙东运河” 的基

础设施、 交通运输在其区域水利体系以及国家财经体制中进行名与实的历时性考辨ꎮ 宁绍平原依山面海的

水乡泽国生态ꎬ 最初决定了人工航道只是以调配自然水文为特质、 以服务于农业为主旨的综合水利工程的

一部分ꎮ 这正是越国在春秋末期崛起的经济开发和发展的模式ꎮ 浙东区域水利与水路结构在秦汉、 两晋、
南北朝阶段统一与分裂变换中成型ꎬ 突出表现为东汉鉴湖体系的出现ꎬ 尽管六朝时期西部的航线逐渐为新

凿的西兴运河取代ꎬ 并且通航能力因自然条件制约下河段不同、 潮时不同而异ꎮ 隋唐全国性大运河以杭州

为南端ꎬ 也带动了杭州以东、 以南运道、 水路的整治和规范化ꎮ 两宋ꎬ 特别在偏安东南的南宋时期ꎬ 宁绍

平原的经济地位与东通宁波出海的战略意义ꎬ 使得浙东运河走向鼎盛ꎮ 但元明清时期大运河体系下浙东作

为一个割据政权经济命脉的风光不再ꎬ 也排除在帝国的江南核心经济区之外ꎬ 所以杭州至宁波的航线从王

朝国家赋税、 漕运和经济—政治统合的视域看ꎬ 至多充当起京杭运河连接有限的海外交通与贸易的 “延伸

段”ꎮ 对浙东运河个案经验的剖析ꎬ 有益于我们思考自然与人范畴中复杂、 纠结的生态环境—工程技术—
基础设施—地方社会—国家战略—政治治乱—政权更替等多重关系ꎮ

关键词: 浙东运河ꎻ 宁绍平原ꎻ 京杭大运河ꎻ 鉴湖体系ꎻ 漕运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１１１－２３

一、 “浙东运河” 称谓辨正

　 　 今天所说的 “大运河” 通常指 “京杭运河”ꎮ 尽管运河的开凿和使用在中国由来已久ꎬ 而全国范

围的大运河在隋唐时期即已出现ꎬ 北京在蒙元时代成为王朝国家的首都后纵贯东部的南北大运河才成

型ꎮ 延至明、 清两代ꎬ 北京是漕运的北方终点ꎬ 杭州则被当作南方的起点ꎻ 杭州至宁波一线至多看作

京杭运河的延伸ꎮ 如何看待 “京杭运河” 成为约定俗成的名称ꎬ 关联到如何对待被分割开的浙东运

河的问题ꎮ 这里牵扯的不仅仅是名称之别ꎬ 而且涉及关于浙东水系与环境发展历程的认知差异ꎮ
１ 约定俗成之 “名”: “京杭运河” 与 “浙东运河”
首先涉及的是运河的定义ꎮ 陈桥驿考辨了中文 “运河” 及其英文对应词 “ｃａｎａｌ” 的辞意以及历

史上实际存在的状态ꎬ 认为运河是对人工水道的通用词汇ꎬ 具有航运、 灌溉、 排涝和泄洪的多种功

能ꎬ 但其中文与英文的辞源都是 “中古” 以后的事ꎮ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具备运河功能之实的早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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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水道ꎬ 时名多冠诸水、 沟、 渠、 河、 渎等ꎬ 并以区域作为前缀ꎬ 如早期的邗沟、 鸿沟、 灵渠、 荷

水、 百尺渎等ꎮ “运河” 一词首次出现在 «新唐书» 中ꎬ 之后在 «宋史河渠志» 频繁出现ꎮ① 但

是ꎬ 宋以来的人工河道并不尽以运河名之ꎮ 那么沟通南北的全国性的运河体系 “大运河” 即便到了

元明清时期ꎬ 各段也很少用运河冠名ꎬ 如北方段的 “济州河” “通惠河” “会通河” 等ꎮ
英文世界用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 指中国隋代以来的全国性运河体系ꎮ② 那么杭州何以被视为大运河南

方的终端? 陈桥驿认为是隋炀帝的著名故事使得后来历史记忆中的运河在南方终止于杭州ꎬ 而不是实

际的终点宁波ꎮ③ 如果把元明清时期的南北大运河称作京杭运河ꎬ 如何看待这期间浙东地区的运道一

线? 与陈桥驿的观察有别ꎬ 姚汉源从工程、 设施的角度ꎬ 在其皇皇巨著 «京杭运河史» 中ꎬ 把元明

清时期的南北大运河界定于北京—杭州之间ꎬ 但专辟了附录一章ꎬ 考察浙东运河ꎮ④ 明显的区别在于

是把浙东地区的运道作为大运河的一个有机部分ꎬ 还是大运河南端的一个延伸段ꎮ 陈桥驿列举了国外

中国历史研究专家的看法ꎬ 如美国学者施坚雅、 曼苏恩夫妇 １９８０ 年代通过田野调查ꎬ 认为有人工开

凿的余姚江也应该视为运河ꎮ 同样在浙东做过调查的日本学者斯波义信通过对宁波及其腹地的研究持

相同看法ꎮ⑤ 而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主编的巨制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把浙东的人工河道称作 “通
到宁波的延续支渠”ꎮ⑥ 曾经做过李约瑟助手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民鉴于隋唐以来大运河在浙东地区的

延伸段ꎬ 从而把宁波作为大运河的实际南端终点ꎬ 连接海外贸易航线ꎮ⑦

其实ꎬ “浙东运河” 一词本身并不明确ꎮ 陈桥驿认为 “浙东运河” 并无 “权威出处”ꎬ 只是因为

这一段运河 “位处浙东ꎬ 才在近百年中出现此名”ꎬ 或对应于 «宋史河渠志» 所云 “浙西运河”
之名ꎮ⑧ 邱志荣、 陈鹏儿认为ꎬ 最早从春秋时代越国的 “山阴故水道” 开始ꎬ 浙东地区的人工运道历

史上存在不同的称谓ꎬ 如 “漕渠” “运道塘” “运河” “官塘”ꎬ 直到民国时期 “浙东运河” 一词才比

较普遍ꎮ⑨ 即便今天ꎬ 各种文献对 “浙东运河” “杭甬运河” “西兴运河” 等名称混用ꎬ 尽管浙东

“古代漕运要道” 的西端起点西兴早已不通航ꎬ 而西自杭州艮山镇的现代运河在到达绍兴钱清镇之前

走的是新的行径路线ꎬ 以东则与故运道大略相同ꎮ 所以ꎬ 对浙东运河及其历史地位的勘定不能纠结

于名称的歧异ꎬ 而须在历史进程里细致考稽浙东地区运河的实际存在状况ꎮ
２ 歧义之源: 对 “浙东运河” 实体的认知

历史上的 “浙东运河” 究竟落在哪个比较固定的河道? 比较集中的看法ꎬ 指源自晋以来由萧山

西兴至绍兴曹娥堰的西兴运河ꎮ 姚汉源在对浙江水路的勾勒中这样定义: “自西兴东至宁波称浙东运

河ꎬ 长约 ４００ 里ꎮ 中间过钱清江至绍兴城ꎬ 自绍兴东过曹娥江 (东小江) 至上虞旧城ꎬ 再东北至余

姚县ꎬ 接余姚江ꎬ 东至宁波ꎮ” 但杭州—宁波之间的若干局部段落是否可视作运河也存在争议ꎮ 即

２１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区域历史与文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陈桥驿主编: «中国运河开发史»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５－８ 页ꎮ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 除了指中国的大运河外ꎬ 还指威尼斯的运河ꎬ 参见新版 «大英百科全书»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 ｃｏｍ / ｔｏｐｉｃ /

Ｇｒａｎｄ－Ｃａｎａｌ－Ｖｅｎｉｃｅ－Ｉｔａｌｙ ꎮ
陈桥驿主编: «中国运河开发史»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１ 页ꎮ
姚汉源: «京杭运河史» 附录 １ «浙东运河史考略»ꎬ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ꎬ 第 ７３６ 页ꎮ
陈桥驿主编: «中国运河开发史»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１－２ 页ꎻ Ｓｕｓａｎ Ｍａｎｎꎬ Ｌｏｃａｌ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

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ꎬ １７５０－１９５０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７ꎮ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 ４ 卷 “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第 ３ 分册 “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３６１－３６２ 页ꎮ
卜正民: «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 １３６８ 年至 １９１１ 年的宁波士绅»ꎬ 孙竞昊译ꎬ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ꎮ
陈桥驿主编: «中国运河开发史»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２ 页脚注 ４ꎮ “浙东” “浙西” 乃唐代方镇名ꎬ 为 “浙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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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后来主张将浙东运河纳进大运河的陈桥驿在 １９８０ 年代初即指出: “通明以东的一段ꎬ 即姚江和甬

江ꎬ 乃是天然河流ꎬ 不能认为是浙东运河的河道ꎮ” 浙东运河系介于钱塘江和姚江之间的几段相互连

接的内陆河渠的集合ꎬ 根据各种历史文献归纳ꎬ 应该在 ２５０ 里左右ꎮ① 说明他与后来认可曼苏恩的态

度并不前后完全协和ꎮ 这里涉及关于运河何时从上虞沟通余姚江、 甬江从而全线贯通的不同看法: 三

国ꎬ 西晋ꎬ 东晋ꎬ 唐代ꎬ 甚至北宋ꎮ
关于浙东地区的运河与北京—杭州之间 ３０００ 余里的运河在历史上的关系ꎬ 主张把浙东运河作为

大运河一段的论者ꎬ 喜欢援引清乾隆五十五年 (１７９０) «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 里把绍兴府界定

为南端开始的大运河全图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本同时把湖北、 湖南之交的洞庭湖视为西部起点ꎮ②

而在这之前ꎬ 清康熙三十九至四十七年 (１７００—１７０８) 期间担任河道总督的张鹏翮ꎬ 在其所撰 «治
河全书» 中把 «运河全图» 列于二十几种河图之首ꎬ 以杭州府河作为运河南部顶端ꎮ③ 多数历史文

献包括各种水道图册里ꎬ 都把元明清期间北京 (通州) 至杭州一线视为大运河ꎬ 尽管其间的各个段

落有不同的名称ꎬ 甚至同一段落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名称ꎮ
其实ꎬ 中国王朝国家的大运河不仅仅是运道本身ꎬ 更多的是与 “国计民生” 连在一起ꎮ 大运河

主要职能体现在国家以漕运为旨趣的水路运输及其相关水利设施的兴建、 维持和航道的管理上ꎮ 运河

被称为漕河、 漕渠ꎬ 转漕即用舟楫运输漕粮和征收的其他物品ꎬ 当然商运或民运也实际上是运河功能

的体现ꎮ 所以对浙东运河的定位既要着眼于开凿的工程和通航的设施角度ꎬ 还需要置于整个王朝国家

的经济与政治机制的视域内ꎮ 另外ꎬ 宁波是 “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港口ꎬ 浙东运河在纵贯中国东

部的国际交流中的作用不应忽视ꎮ
沿循上述思路ꎬ 本文以浙东运道水系的变迁为切入点ꎬ 勘查浙东地区运河的历史沿革过程ꎬ 以期

在对其 “名” 与 “实” 的辨析关系中取得趋于明晰的认识ꎮ 迄今在浙东地区运河及相关环境的既有

研究中ꎬ 学界前辈以陈桥驿为代表的历史地理专家和姚汉源为代表的水利史专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ꎮ
绍兴学者邱志荣、 陈鹏儿在陈桥驿主编的 «中国运河开发史» 一书中承担了 “浙东运河史研究” 的

章节ꎬ 并进而出版了专著 «浙东运河史» 上卷ꎬ 充分吸纳了既有相关研究成果ꎬ 是关于浙东水利、
水系与环境历史的综合性作品ꎮ 但同其他相关著述一样ꎬ 它们在整体勾勒、 呈现浙东运河的轨迹上不

够明朗ꎬ 一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有牵强之憾ꎬ 为本文的尝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ꎮ

二、 浙东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水利工程的历史特点

　 　 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首先受到区域自然环境的制约ꎮ 诸种自然条件和因素最早规范了水利设施及

其功能的类型和性质ꎬ 当然水利工程的兴衰和轨迹又受到社会政治的牵制ꎮ 浙东地区人工水道和水利

工程的特点、 经历和命运亦如此ꎮ
１ 自然环境特色: 依山面海的水乡泽国

所谓的浙东运河由西到东横亘宁绍平原ꎬ 延绵大约 １５０ 余公里ꎮ 以曹娥江为界ꎬ 西部是以绍兴为

中心的山会平原ꎬ 东部是甬江干支流冲积而成的宁 (波) 镇 (海) 平原ꎮ④ 整个地势大致由西向东

缓缓嵌入杭州湾和东南陆架ꎮ 宁绍平原处于会稽山、 四明山北麓和钱塘江、 杭州湾 (后海) 南岸之

间ꎬ 北部为海积平原ꎬ 南部为冲积扇平原ꎬ 以及间杂在丘陵、 山麓中的盆 (谷) 地和台地ꎮ⑤ 在行政

上处于今天的绍兴市和宁波境内ꎬ 明清两代辖于绍兴、 宁波两府下的萧山、 山阴、 会稽、 上虞、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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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慈溪、 鄞县、 镇海八县ꎮ①

位于东南沿海的宁绍平原ꎬ 纬度较低ꎬ 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ꎬ 热度高ꎬ 降雨量大ꎬ 平均年降雨量

１１００—１３００ 毫米ꎬ 集中在 ５—６ 月、 ８—９ 月ꎬ 同时还受到台风所带来的暴风雨的影响ꎮ② 受地理位

置、 气候等因素影响ꎬ 这一地区突出的特征是水资源的丰沛ꎬ 地表水系密布ꎬ 容易发生水灾ꎬ 而且时

与旱灾交替发生ꎮ③

从南部山地冲向杭州湾区的溪流、 江河主要有钱塘江、 浦阳江、 平水江 (若耶溪ꎻ 南宋以来的

山阴、 会稽两县与绍兴府城合城而治ꎬ 以此分界)、 曹娥江、 通明河、 余姚江、 甬江ꎮ 大致以上虞境

内的余姚江与通明河交接处为界ꎬ 以西即流经萧绍平原地区的江河基本沿着地势呈由南向北或偏东北

流ꎬ 以东的江河大都自西向东流ꎬ 主要源自南部大致呈东南—西北走向的会稽山脉为主的一系列山

地、 丘陵ꎮ 而宁波最东部地区濒傍东海ꎬ 港湾纵深ꎬ 岛屿众多ꎬ 具备优良的天然海港条件ꎬ 并发育了

海岸地貌ꎮ④

较大的溪流形成河谷平原ꎬ 并自南向北递次形成冲积扇平原ꎬ 直至汇入滨海湿地、 沼泽ꎮ 历史上

这些江河与逆向扑来的海潮激荡而冲刷出的洼地成为湖盆ꎬ 并进而积水而成湖泊ꎬ 但湖水低浅ꎬ 容易

满溢泛滥ꎮ 在这样的湖泽地貌里ꎬ 即便在东汉至北宋鉴湖的兴盛时期ꎬ 湖中也有孤丘凸起ꎮ 所以ꎬ 所

谓的宁绍平原从本源上说是面积大小不等的、 断断续续连接而成的平原集合ꎬ 而充足的水资源是影响

区域环境的要素ꎮ 如此ꎬ 决定了以发展农业、 定居生活为旨趣的对宁绍平原的开发ꎬ 也即治水的

过程ꎮ
２. 水利形势沿革与水利工程特色: 水环境综合开发与治理中的运河

后来成为宁绍平原的古代越地的地貌和地文状况与史前阶段的变迁与海侵有关ꎮ 距今大约 １１ ０００
年前ꎬ 海面已经升至当下的高度ꎬ 在距今约 ７０００ 年前的第四纪的最后一次海侵中ꎬ 宁绍平原盐渍化ꎬ
从事采集、 渔猎、 初级农业的原始人群部落出走ꎮ⑤ 其中被称为 “越” 的族群在稽北 “山居” 繁衍ꎬ
“随陵陆而耕种ꎬ 或逐禽鹿而给食”⑥ꎮ

钱塘江南岸的海岸线在距今五六千年来变动不是太大ꎬ⑦ 为北部平原的开发提供了前提ꎮ 越人北

下到稽北丘陵的冲积扇ꎬ 再进而进入平原ꎬ 开始定居农业ꎬ 应该不早于公元前 ６ 世纪ꎬ 以 «越绝书»
所载越王勾践的故事为标志: “句践徙治山北ꎬ 引属东海ꎬ 内、 外越别封削焉ꎮ”⑧ 勾践复国称霸的过

程是以平原开发为基础的ꎬ 正如大夫范蠡的建言: “今大王欲国树都ꎬ 并帝国之境ꎮ 不处平易之都ꎬ
四达之地ꎬ 将焉立霸王之业?”⑨

对于北部平原的开发ꎬ 从一开始便是对水环境的综合治理和利用ꎮ 首先要解决防洪、 排涝、 挡潮

等难题ꎬ 因为自南向北泄入后海的潮汐性河流受到海潮顶托ꎬ 造成沼泽成片ꎬ 障气弥漫ꎮ 西部的萧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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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研究» ( «考古学报» １９７２ 年第 １ 期) 所分析的ꎬ 中国各区域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也是显著的ꎮ 以绍兴地区为例ꎬ 可参见孔学

祥、 陈红梅: «绍兴二千五百年气候变迁»ꎬ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ꎮ
根据历史文献上相关数据的统计ꎬ 浙江境内的水灾集中出现在农历五、 六、 七、 八这 ４ 个月ꎬ 参见陈桥驿: «浙江灾异简

志»ꎬ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 年ꎬ 第 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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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ꎬ 参见戴泽蘅主编: «钱塘江志»ꎬ 北京: 方志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ꎬ 第 ６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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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如此ꎬ 东部的宁波地区亦如此: “明为州ꎬ 濒海枕江ꎬ 水难蓄而善泄ꎬ 岁小旱则池、 井皆竭ꎮ”①

首要的水利任务是把漫溢的咸水导回大海ꎬ 并筑堤御咸ꎬ 建塘蓄淡ꎬ 防、 治内涝ꎬ 发展农耕ꎬ 也即践

行大夫计倪应对勾践的建议: “省赋敛ꎬ 劝农桑ꎮ 饥馑在问ꎬ 或水或塘ꎮ 因熟积以备四方ꎮ”② 作为

“以舟为车ꎬ 以楫为马” 之地ꎬ 进一步的水利措施是改善水运条件ꎬ 提高以贸易运输、 行政管理、 军

事战略为目的的航运功能ꎮ 从此奠立了宁绍地区发展水利、 改造环境的综合治理特点ꎮ
这种重视水利的传统延绵下来: “其民勤于身ꎬ 俭于家ꎬ 奉祭祀ꎬ 力沟洫ꎬ 有禹之遗风焉ꎮ”③ 陈

桥驿回顾了山会平原上整治稽北山丘北流的江河的几个阶段ꎬ 认为大禹治水的疏导方式贯穿始终ꎬ 即

基本上没有改变既有的水势ꎬ 而是根据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调整水利工程的重心和策略ꎮ④ 即便

政府主导的人工河道ꎬ 也是综合性治水的一环ꎮ 这是历代水利事业的有志之士对水资源丰沛、 水利形

势复杂的体认ꎮ
总体上说ꎬ 与干燥的北方相比ꎬ 南方的人工水道不在于竭力开掘、 汇集水资源ꎬ 而在于理顺、 调

配自然水系ꎬ 对水文、 地理原貌的改造幅度和程度相对较小ꎮ 宁绍地区不仅东部基本使用自然水系ꎬ
西部人工河段也尽可能利用既有河流和湖泊水道ꎬ 所以通航需要人工修浚的力度小ꎮ 姚汉源以下关于

浙东运河 “不如京杭运河通用” 缘由的分析颇中肯綮:
一因人工开凿段不长ꎬ 工程规模不大ꎬ 历史上工程记载不清楚ꎻ 二因浙东堰埭特多ꎬ 渠化河

段不少ꎬ 各河段有的是局部渠化ꎬ 也有的是连续渠化ꎬ 历史记载亦不甚明ꎻ 三因余姚以东及曹娥

江上游亦有局部渠化ꎬ 有渠化段是否即算运河ꎬ 看法不一ꎮ 以致运河范围颇有不同说法ꎮ⑤

　 　 沿循姚汉源的思路ꎬ 李云鹏从工程技术上分析了浙东运河体系的水利特性ꎮ 因为 “充分利用了

自然水系和自然径流”ꎬ 工程量小ꎬ 维系的力度也小ꎬ 所以可以长期保持稳定的运行状况ꎮ 但是ꎬ 区

域内山区型河流洪枯变化大ꎬ 而与运河相交的河段多是潮汐性河流ꎮ 为了保持运道的水位、 水量、 水

流等因素的相对稳定的水运条件ꎬ 浙东以运河为主轴的水利设施必须具备 “控制工程特性”ꎬ 集中体

现在人工河道与自然水系相交处的堰坝及闸坝的兴建和维持上ꎮ⑥

３. 浙东运河与浙东区域基于自然环境的相对独立性问题

是否把浙东运河纳入以 “京杭运河” 为主干的全国性大运河系统ꎬ 其实还要从王朝国家的视域

看待浙东运河交通运输的角色ꎬ 这势必关涉到宁绍地区运河在全国性运河系统中的独立性程度ꎬ 而这

也与该区域经济和社会的独立性有关ꎮ
从源头上追溯ꎬ 崛起前的传统越地ꎬ “南至于句无ꎬ 北至于御儿ꎬ 东至于鄞ꎬ 西至于姑蔑ꎬ 广远

百里”⑦ꎮ 无论从地缘上ꎬ 还是文化上被中原为中心的文明视为非正统ꎬ 如 «管子» 上所说: “越之

水重浊而洎ꎬ 故其民愚极而垢ꎮ”⑧ 春秋末期吴、 越相争几十年ꎬ 最后勾践派大军乘舟从内河和海路

伐吴ꎬ 兼居吴越之地ꎬ 北控江淮ꎬ 并逐鹿中原: “当是时ꎬ 越兵横行于江、 淮东ꎬ 诸侯毕贺ꎬ 号称霸

王ꎮ”⑨ 越作为一个跨区域性的大国延续到战国后期ꎬ 但浙东依旧是越人传统的经济和文化中心ꎮ 越

与吴各有其地域个性ꎬ 但有分有合ꎬ 具有共同的部落血缘与文化渊源: “夫吴之与越也ꎬ 接土临境ꎬ
壤交通属ꎬ 习俗同ꎬ 言语通ꎮ” 在秦统一之后的多数历史时段中ꎬ 越地或者 “吴越” 是大一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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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一个区域ꎬ 或者是一方割据政权ꎬ 有很强的疏离中原政权的地域特色ꎮ
隋唐出现全国性的大运河网络以来ꎬ 王朝国家对地方的经济统御力大为增强ꎬ 而包括浙东在内的

大江南成为财赋收入的重地ꎮ 以漕运为主要内容ꎬ 大运河把北方的政治、 军事中心区域与南方的经

济、 文化中心区域连在一起ꎮ 但宁绍地区除了在偏居东南的南宋居于一个重要位置外ꎬ 浙东基本上被

排除在江南的核心地区之外ꎮ 六朝以来以长江三角洲、 太湖平原为地理核心的江南具有缘于经济、 市

场机制的一体化特征ꎻ 与浙东有钱塘江一江之隔的浙西平原即明清时期杭、 嘉、 湖诸府所辖的地区ꎬ
更多的是与江南其他区域互动ꎮ 而浙东的宁绍平原在经济上却被边缘化ꎬ 纵然在文化上依然保持着蓬

勃的独特生命力ꎮ
大运河在明清时期成为王朝的生命线ꎮ 虽然如同 “浙东运河” 一样ꎬ “京杭 (大) 运河” 也是

个现代名词ꎬ 但无论在士人著述还是在通俗文艺里ꎬ 大运河的形象是作为漕运主干的京杭一线ꎬ 而其

他人工航道属于地方性的运河ꎮ 清代大运河自北向南分为七段: 通惠河 (北京至通州)、 北运河或白

河、 潞河 (通州至天津)、 南运河或卫河、 御河 (天津至临清)、 会通河或山东运河 (临清至徐州)、
中河 (徐州至淮安ꎻ １６８７ 年前用黄河行漕)、 里运河或淮扬运河 (淮安至扬州)、 江南运河或转运河

(镇江至杭州)①ꎮ
这些河段开凿时间不一ꎬ 其中杭嘉湖平原上的江南运河历史悠久ꎬ 从镇江至杭州ꎬ 长 ２００ 余公

里ꎬ 苏州以北称为丹徒运河ꎬ 以南称为浙江运河ꎮ 钱塘江是区隔江南与宁绍联系的重要界标ꎮ 由于泥

沙淤积ꎬ 至明中后期杭州城中运河ꎬ 乃至整条江南运河已与钱塘江隔离ꎬ 明末已经没有京杭运河与钱

塘江通航的记录ꎮ② 而浙东运河沟通钱塘江的西兴堰因为钱塘江主槽北移等原因也至晚在明初即废

弃ꎮ③ 所以无论江南运河ꎬ 还是浙东运河ꎬ 是否单独或共同沟通钱塘江自然会影响到宁绍地区的交通

与经济是否具备超区域性的能力ꎮ 事实上ꎬ 如后文所示ꎬ 浙东运河及浙东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在南宋一

度臻至巅峰后ꎬ 便难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ꎮ

三、 区域基础水利体系中的浙东运河

　 　 基于前述的认识ꎬ 对浙东运河或宁绍平原上的人工运道的观察必须置于复杂的水利格局里ꎬ 而且

在变化着的历史脉络里考察运河的开凿、 疏通、 维护及运行历程ꎬ 归纳其轨迹和特色ꎬ 同时还需考虑

政权转换、 政区沿革等制约因素ꎬ 以及与其相关的经济发展的程度与形态ꎮ
１ 先秦时代区域的早期开发与人工运道: 山阴故水道

浙东地区的运河滥觞于春秋末期ꎬ 是越地开发、 越国建国、 称霸宏业的关键一环ꎮ 而之前的历

史ꎬ 如 «越绝书» 称ꎬ 从大禹所封的 “越之先君无余” 至勾践的祖父夫镡ꎬ 历经 “千余岁”ꎬ “久
远ꎬ 世不可纪也”ꎮ 到了勾践ꎬ 才 “大霸称王”ꎮ④ 而连接起南北向溪谷河流的 “山阴故水道” 可以

看作后来浙东运河的先驱ꎮ
«越绝书» 谈及勾践开河修渠云: “练塘者ꎬ 句践采锡山为炭ꎬ 称炭聚ꎬ 载从炭渎至练塘ꎮ 各因

事明之ꎬ 去县五十里ꎮ” 这个 “炭渎” 应有人工整修ꎮ 以勾践建造的都城 (即后来的绍兴城) 为中

心ꎬ “山阴古故陆道ꎬ 出东郭ꎬ 随直渎阳春亭ꎻ 山阴故水道ꎬ 出东郭ꎬ 从郡阳春亭ꎮ 去县五十里”ꎮ
在这个交通系统中ꎬ 水路是干线ꎬ 正如 «越绝书» 杜撰勾践应对孔子教喻的一段话: “夫越性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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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李德楠: «京杭运河江北段工程与地名»ꎬ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ꎮ
孙忠焕主编: «杭州运河史»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序第 １ 页ꎮ
乾隆年间的萧山方志把 “运河” 置于一个无关紧要的 “山川” 之一: “ «宋史汪纲传»: 萧山有名运河ꎬ 西通钱塘ꎮ 今运

河不通江ꎮ” 参见乾隆 «萧山县志» 卷 １３ꎬ 第 １５ 页 ａꎮ
李步嘉校释: «越绝书校释» 卷 ８ «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２２１－２２２ 页ꎮ



愚ꎬ 水行而山处ꎬ 以船为车ꎬ 以楫为马ꎬ 往若飘风ꎬ 去则难从ꎬ 锐兵任死ꎬ 越之常性也ꎮ”① 关于这

条与陆路平行的水路ꎬ 尽管具体位置、 包括其后来的遗迹因为文献匮乏而难以取得一致的学术意见ꎬ
但大家都倾向认为它是从绍兴城到曹娥江方向的一条东西向的人工河道ꎮ② 正因为有了东西向的水路

及陆路ꎬ 把南北向的自然水道连接了起来ꎬ 航运网络得以四通八达ꎬ 越国终于在勾践在位的短短几十

年里 (所谓 “十年生聚ꎬ 十年教训” ) 从一个山丘部落崛起ꎮ
从工程的角度判断ꎬ 作为交通作用的陆道很可能也是沿运河北岸筑建的堤塘ꎬ 既有助于挡潮拒

咸ꎬ 也与运道一起在与南北向的河流的交叉口上设立涵闸或闸桥一类设施ꎬ 调节南北水位ꎬ 阻遏潮汐

波动幅度ꎮ 所以山阴故水道及其他人工的渠化水体重在排洪放涝和蓄淡灌溉ꎬ 保障生活、 生产安全ꎬ
有利于拓展垦殖ꎬ 将咸水四溢的沼泽改造成为新式农业耕种的肥美水田ꎮ 围堤建塘为中心的水利建设

很快带来了经济效益ꎬ 在大大小小粮食生产基地的堤塘中ꎬ 有 “富中大塘者ꎬ 句践治以为义田ꎬ 为

肥饶ꎬ 谓之富中ꎬ 去县二十里二十二步”③ꎮ
当时主要开发的是后来称之为山会平原的西部区域ꎬ 余姚江以东依然发展程度较低ꎬ 而且勾践的

眼光投向北方ꎮ 他迁都琅琊ꎬ 带走大量军民ꎬ 越地人口减少ꎬ 影响了经济发展ꎮ④ 从公元前 ４７３ 年勾

践灭吴ꎬ 越国在战国时期虽然势力有所盈虚ꎬ 但依然是个以吴越为基地的强国ꎮ 公元前 ３０６ 年ꎬ 越王

无彊 “伐楚ꎮ 楚人大败之ꎬ 乘胜尽取吴故地ꎬ 东至于浙江ꎮ 越以此散ꎬ 诸公族争立ꎬ 或为王ꎬ 或为

君ꎬ 滨于海上ꎬ 朝服于楚”ꎮ⑤ 浙东从此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迟滞状态ꎮ
２ 秦汉、 南朝时期统一与分裂变换中浙东区域水利结构的形成: 运河航道与鉴湖体系

秦、 汉两朝作为中国帝制形态的奠基时期ꎬ 政治与经济中心在北方ꎻ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政

构架成型ꎮ 为了防止地方离心、 割据态势ꎬ 借助交通手段进行统合是一种有效的途径ꎮ 当然ꎬ 在浙

东ꎬ 根据其特殊的环境ꎬ 运道的兴修与维护始终是综合水利治理的一部分ꎮ 而之后分裂的六朝时期ꎬ
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展超过了连绵战乱、 环境恶化的黄河流域ꎬ 浙东的运河航道也在趋于稳定的区域

水利体系和机制中俨然成型ꎮ
(１) 秦汉大一统建制对浙东交通条件的制约

秦统一后ꎬ “定荆江南地ꎬ 降越君ꎬ 置会稽郡”⑥ꎬ 统长江以南吴、 越故土ꎬ 但郡治设于吴县

(苏州)ꎬ 而原来的越国中心地区成为山阴县ꎮ 这时的一件大事是公元前 ２１０ 年秦始皇巡幸会稽ꎬ 这

是他五次出巡中的最后一次ꎮ 依据 «越绝书» 等记载ꎬ «史记» 所勾勒的这次往返路线为: “过

丹阳ꎬ 至钱唐ꎮ 临浙江ꎬ 水波恶ꎬ 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ꎮ 上会稽ꎬ 祭大禹ꎬ 望于南海ꎬ 而立石刻颂

秦德还过吴ꎬ 从江乘渡ꎮ 并海上ꎬ 北至琅琊ꎮ”⑦ 丹阳县 (今江宁区、 镇江市一带) 到钱唐 (今
杭州一带) 的路线也即后来江南运河的前身ꎮ⑧ 鉴于当时吴国故地交通四通八达ꎬ 新修航道工程有

限ꎮ 但在杭州一带无法过钱塘江ꎬ 史籍中也不见杭州至绍兴一带直航的记载ꎮ 李志庭认为应该是沿塘

７１１浙东运河考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李步嘉校释: «越绝书校释» 卷 ８ «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２２６、 ２２９、 ２２２ 页ꎮ
姚汉源指出: “可能是自城阳春亭 ５０ 里ꎬ 更别有水道远航ꎬ 似即后浙东运河一段ꎮ” 参见姚汉源: «京杭运河史»ꎬ 北京: 中

国水利水电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ꎬ 第 ７３６－７３７ 页ꎮ 陈桥驿认为可能没通到曹娥江ꎬ 参见车越乔、 陈桥驿: «绍兴历史地理»ꎬ 上海: 上海

书店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１８２ 页ꎮ
李步嘉校释: «越绝书校释» 卷 ８ «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２２６ 页ꎮ 据考ꎬ 富中大塘位于山

会平原东部ꎬ 有 ６ 万亩良田ꎬ 参见陈鹏儿、 沈寿则、 邱志荣: «春秋绍兴水利初探»ꎬ 载盛鸿郎主编: «鉴湖与绍兴水利»ꎬ 北京: 中

国书店ꎬ １９９１ 年ꎬ 第 １１９ 页ꎮ
陈桥驿: «历史时期绍兴城市的形成和发展»ꎬ 载 «吴越文化论丛»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９ 年ꎬ 第 ３６０－３６２ 页ꎮ
«资治通鉴» 卷 ２ «周纪二»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６４ 页ꎮ
«史记» 卷 ６ «秦始皇本纪»ꎮ
«史记» 卷 ６ «秦始皇本纪»ꎮ 关于文献中的古地名及路线考证ꎬ 参见嵇果煌: «中国三千年运河史»ꎬ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２１４－２１９ 页ꎮ
学界久有江南运河形成于秦统一时期的说法ꎬ 参见魏嵩山、 王文楚: «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ꎬ 载朱东润、 李俊民、

罗竹风主编: «中华文史论丛» 第 １０ 辑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７９ 年ꎬ 第 ３０３－３１８ 页ꎮ



北岸西行至今富阳一带过钱塘江ꎬ 然后沿浦阳江上达今诸暨一带ꎬ 再经枫桥、 古博岭ꎬ 循若耶溪北下

而至绍兴ꎮ①

无论秦始皇东巡会稽——— “颂秦德”、 易风俗ꎬ 还是大致延续到整个西汉时期的吴、 越合并建

制ꎬ 都显示了中央集权帝国对地理交通相对隔绝的越故地的警惕ꎮ② 其实ꎬ 秦的管辖并没有囊括最东

部的海疆及离岛ꎬ 早在 “秦始皇并楚ꎬ 百越叛去ꎬ 东名大越为山阴”③ꎮ 所以他在东巡时ꎬ “因徙天

下有罪適吏民ꎬ 置海南故大越处ꎬ 以备东海外越”④ꎮ
汉初以来ꎬ 包括一度在部分地区实行分封制的地方行政建制变动不居ꎮ 汉景帝四年 (前 １５３) 恢

复秦时吴越合治的会稽郡建制ꎬ 一直维系到东汉中期ꎮ 地理上相对隔离的吴、 越故地合而治之带来了

管理上的困难ꎬ 分郡而治的议论屡兴ꎮ 后汉顺帝四年 (１２９)ꎬ “阳羡令周喜上书ꎬ 以吴、 越二国ꎬ 周

旋一万一千里ꎬ 以浙江山川险绝ꎬ 求得分置”⑤ꎮ 终于 “分会稽为吴郡”⑥ꎮ 以钱塘江为界ꎬ 江之北为

吴郡ꎻ 江之南之浙东地区为会稽郡ꎬ 山阴为郡治ꎮ
浙东地区的水道格局与越国后期相比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ꎮ 或有局部性的改善ꎬ 这与因秦代移民

而造成人口减少、 经济发展迟滞有关ꎮ 生活在西汉中前期的司马迁观察到: “楚越之地ꎬ 地广人稀ꎬ
饭稻羹鱼ꎬ 或火耕而水耨ꎬ 果隋蠃蛤ꎬ 不待贾而足ꎬ 地埶饶食ꎬ 无饥馑之患ꎬ 以故呰窳偷生ꎬ 无集聚

而多贫ꎮ 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ꎬ 亦无千金之家ꎮ” 但他同时也说: “浙江南则越ꎮ 夫吴自阖庐、
春申、 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ꎬ 东有海盐之饶ꎬ 章山之铜ꎬ 三江、 五湖之利ꎬ 亦江东一都会

也ꎮ”⑦ 而这些 “饶”“利” 因素ꎬ 直到东汉中期山会平原上鉴湖体系的形成ꎬ 才被充分开发利用ꎬ 促

使浙东地区复兴和发展ꎮ
(２) 东汉时期鉴湖体系的出现

鉴湖出现之前比较突出的一个水利举措是回涌湖工程ꎬ 最早记于 «南史谢灵运传»: “会稽东

郭有回踵湖ꎬ 灵运求决以为田ꎬ 文帝令州郡履行ꎮ”⑧ 功用为杀水势以泄洪ꎬ 如南宋嘉泰 «会稽志»
载: “旧经云: 汉马臻所筑ꎬ 以防若邪教溪水暴至ꎬ 以塘湾回ꎬ 故曰回涌ꎮ”⑨

鉴湖历史上有多个名称ꎬ 如长湖、 庆湖、 镜湖、 鉴湖ꎬ 相传由 “会稽太守” 马臻于东汉顺帝永

和五年 (１４０) 修建ꎬ 系对山会平原的水环境因地制宜地整治ꎬ 通过围堤筑塘、 防洪排涝、 御咸蓄淡

以发展农业生产ꎬ 改善生活环境ꎮ 三个多世纪后ꎬ 南朝刘宋时期也曾担任过 “会稽太守” 的山阴人

孔灵符首次将这段旧事写入文献: “汉顺帝永和五年ꎬ 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ꎬ 在会稽、 山阴两县

界ꎮ 筑塘蓄水ꎬ 高丈余ꎬ 田又高海丈余ꎮ 若水少则泄湖灌田ꎬ 如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入海ꎬ 所以无凶

年ꎮ 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ꎬ 溉田九千余顷ꎮ”

根据稀散的历史信息可以勾画出鉴湖轮廓: 湖的南面是自然状态的稽北丘陵ꎬ 人工修凿的工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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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庭: «开发五泄名胜及秦始皇东巡道路的建议»ꎬ 转引自童隆福主编: «浙江航运史 (古近代部分) »ꎬ 北京: 人民交通

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２４ 页ꎮ
参见林剑鸣: «秦史稿»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１ 年ꎬ 第 ３９９－４００ 页ꎻ 李磊: «吴越边疆与皇帝权威—秦始皇三十七

年东巡会稽史事钩沉»ꎬ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ꎮ
李步嘉校释: «越绝书校释» 卷 ２ «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３ꎬ 第 ４０ 页ꎮ
李步嘉校释: «越绝书校释» 卷 ８ «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３ꎬ 第 ２３０ 页ꎮ 文献显示先秦时代有东海以

南、 以东的外越ꎬ 参见傅振照: «绍兴史纲 (越国部分) »ꎬ 上海: 百家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第 ３１９－３２６ 页ꎮ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 卷 ２６ «江南道二»ꎬ 贺次君点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６１７ 页ꎮ
«后汉书» 卷 ６ «孝顺孝冲孝质帝纪»ꎮ
«史记» 卷 １２９ «货殖列传»ꎮ
«南史» 卷 １９ «谢灵运列传»ꎮ
嘉泰 «会稽志» 卷 １０ «湖»ꎬ 载施宿、 张淏等撰ꎬ 李能成点校: « (南宋) 会稽二志点校»ꎬ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８６ 页ꎮ
孔灵符: «会稽记»ꎬ 载李昉等 «太平御览» 卷 ６６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６０ 年ꎬ 第 ３１５ 页ꎮ 陈桥驿认为 “如水多ꎬ 则开湖泄田

中水入海” 一句中用 “闭湖” 更合宜ꎬ 参见车越乔、 陈桥驿: «绍兴历史地理»ꎬ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１２５ 页脚注 ２ꎮ



大ꎻ 北界的主体应该是以人工修筑的堤坝ꎮ 如陈桥驿所分析的ꎬ 后来鉴湖所在的地带南部高于北部ꎬ
直接注入后海的曹娥江、 浦阳江等潮汐河流易爆发山洪ꎬ 而河道里汹涌的海水倒灌也漫入其他众多河

流ꎬ 洼地存在很多洪水季节泛滥的积水ꎬ 出现无数大大小小的湖泊ꎬ 有的与后海相连ꎬ 在马臻之前就

应该存在陆陆续续的大小整修过程ꎬ 所以ꎬ “鉴湖是属于湖泊蓄洪和洼地蓄洪一类的水利工程ꎬ 井非

开凿而成ꎬ 工程的主要部分是围堤”①ꎮ 如此ꎬ 西至钱清江ꎬ 东至曹娥江ꎬ 围堤汇聚了会稽山地流出

的所谓 “三十六源之水”ꎮ 这个东西狭长的湖以会稽郡城的稽山桥为界线ꎬ 分称东、 西两湖ꎮ 据今人

考证ꎬ 西湖堤约 ２６ 公里ꎬ 因为地表高低不平、 水流湍急ꎬ 工程应该比较大ꎻ 东湖堤大约 ３０ 公里ꎬ 应

该与山阴故水道的位置重合ꎬ 可能部分地利用了山阴故水道遗存的河道故址ꎮ 总面积超过 １７０ 平方公

里ꎬ 但并非连贯一体ꎬ 堤内水域因凹凸不平的湖底而深浅不一ꎬ 众多孤丘高于湖面ꎬ 还有枯水季节的

浅滩、 时而出没水面的岗阜ꎮ②

鉴湖作为一个农田水利工程促使平原迅速从浅海滩涂中凸起ꎬ 生态条件的改善使得浙东再次成为

富庶的农业区ꎮ 但是ꎬ “创湖之始ꎬ 多淹冢宅ꎮ 有千人怨诉于台ꎬ 臻遂被刑于市”③ꎮ 鉴湖泽被后世ꎬ
如南宋士大夫王十朋所誉: “杭之有西湖ꎬ 犹人之有眉目ꎻ 越之有鉴湖ꎬ 犹人之有肠胃ꎮ”④ 唐开元间

(７１３—７４１) 在鉴湖畔为马臻立祠ꎬ 宋嘉祐四年 (１０５９) 谥封利济王ꎬ 重修陵墓和牌坊ꎮ 今绍兴市郊

尚存马臻墓、 马太守庙等纪念建筑ꎮ⑤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描写 “浙江水”: “浙江又东北得长湖口ꎬ 湖广五里ꎬ 东西百三十里ꎬ 沿湖

开水门六十九所ꎬ 下溉田万顷ꎬ 北泻长江ꎮ”⑥ 陈桥驿按: “长湖口” 为鉴湖ꎮ “水门” 系斗门、 阴

沟、 桥闸一类的排灌设施ꎬ 用以节水量、 水位ꎬ 即通过增高堤坝、 完备涵闸设备使得鉴湖像之前的山

阴故水道一样ꎬ 兼具通渠、 航运等多种功能ꎮ 南宋嘉泰 «会稽志» 云: “夫斗门、 堰、 闸、 阴沟之为

泄水均也ꎮ” 其中在会稽县境内运河上的堰埭建设: “为堰者十有五在官塘者十有三ꎮ”⑦ 鉴湖的

形成在改进北部平原的水上交通条件的同时ꎬ 也因为围堤而使得回水上溯ꎬ 提高了稽北山地河流的水

位ꎬ 便利了南部冲积扇地带的水上运输ꎮ
鉴湖一直是浙东航运的主干航道之一ꎬ 虽然西线 (山阴县) 的航线后为西兴运河所取代ꎬ 而东

线 (会稽县) 仍大略采用鉴湖水系航线 (河道在湖堤下)ꎬ 并延承至现代ꎮ 从工程上说ꎬ 姚汉源的观

察是妥当的: “东汉至南北朝时ꎬ 江浙开发迅猛ꎬ 水道以渠化天然河道为主ꎬ 大规模开凿仍少ꎮ 渠化

以堰埭、 斗、 闸等建筑为主ꎮ”⑧

(３) 南北朝分裂时期浙东运河的成型

汉末至六朝期间ꎬ 通过鉴湖水利网络的综合功用ꎬ 以及水门、 塘堤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ꎬ 山会

平原或宁绍平原生产、 生活的环境结构趋于稳定ꎮ 虽然政权、 政区变换频繁ꎬ 浙东的地位因其环境改

造带来的经济繁荣而有所提高ꎬ 水、 陆运输繁忙ꎬ 这期间引人注目的大事是作为漕渠的西兴运河的

凿修ꎮ
与鉴湖一样ꎬ 西兴运河也缺乏原始记载ꎮ 相传东晋永嘉元年至三年 (３０７—３０９)ꎬ 会稽内史、 山

阴人贺循傍依鉴湖围堤凿渠溉田ꎬ 首开西兴运河ꎬ 最早见诸南宋嘉泰 «会稽志»: “运河ꎬ 在府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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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第 ２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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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ꎬ 属山阴县ꎮ 自会稽东流县界五十余里ꎬ 入萧山县ꎮ 旧经云: 晋司徒贺循临郡ꎬ 凿此以溉田ꎮ”①

该运河西起钱塘江南岸的西陵 (今萧山西兴镇)ꎬ 往东经钱清、 柯桥ꎬ 至会稽郡城ꎬ 通贯宁绍平原的

西部ꎬ 也即山阴境内ꎮ 南宋宝庆 «会稽续志» 也记载运河: “自萧山县西兴六十里ꎬ 至钱清堰ꎬ 渡堰

迤逦至府城ꎬ 凡一百五里ꎮ”②

宁绍平原东部的会稽境内的河段系对鉴湖航道的修缮而来ꎬ 运道在东湖的北堤内ꎮ 至于曹娥江以

东的姚江、 甬江航道ꎬ 虽然大致是天然水路ꎬ 但迟至汉初已有通航余姚江的迹象ꎮ «史记» 记汉武帝

元鼎六年 (前 １１１) 派军征伐闽越国 (前 ２０２—前 １１０) 的 “东越王” 余善ꎬ 其中一支由将军韩说率

领的主力军 “出句章ꎬ 浮海从东方往”③ꎮ 即从甬江出海ꎮ «汉书» 载秦、 汉制下会稽郡的句章县

(今宁波鄞江南岸): “渠水东入海ꎮ”④ 渠水指经过一些人工渠化的余姚江、 甬江ꎮ⑤ 如此ꎬ 经过西晋

西兴运河的开凿和以后东晋、 南朝几代对天然河道的渠化 (堰埭、 斗门、 水闸)ꎬ 形成了横贯钱塘

江、 曹娥江、 姚江、 甬江 ２００ 余公里的浙东运河雏形ꎮ 运道与鉴湖湖堤相距近ꎬ 船只往往靠堤航行ꎮ
因为连接了钱塘江ꎬ 内河航运功能变得显著ꎬ 但畅通程度受到渠化堰埭的制约ꎬ 得靠牲畜之力转动绞

车拖船过坝ꎬ 所谓 “牛埭”ꎬ 颇费盘驳之累ꎮ
总体上说ꎬ 因为源于稽北丘陵的自北向南的水流经过鉴湖湖堤交界处的涵闸系统进行渠化排水ꎬ

而与湖堤平行的运河河道ꎬ 增强了复设涵闸的能量ꎮ 南北向河流水量、 水向、 水位的调节功能的增强

便利了鉴湖等水泊的排涝和蓄水ꎬ 从而提高了以鉴湖为基本构架的宁绍平原的渠系网络的效用ꎬ 使得

鉴湖在六朝时进入全盛期ꎮ 而且ꎬ 随着环境的变迁ꎬ 逐步形成为替代鉴湖水系的山会地区运河水系ꎬ
在南宋鉴湖湮废后直接接纳稽北诸水ꎮ⑥

清乾隆 «绍兴府志» 引述前代屡屡传颂的运河之功: “虽旱不涸ꎬ 至今民饱其利ꎮ”⑦ 点出了疏

凿之目的依旧在于为服务于农业生产与生活的综合水利功用ꎬ 尽管在不同时期由于社会需求的不同其

扮演的角色有所变化ꎮ 从东汉至南朝ꎬ 内河通航的基础工程的强度不大ꎬ 特别是宁绍平原东部的河道

仍以渠化天然水路为主ꎮ
３. 隋唐五代十国及两宋时期全国运河网络中鉴湖的起伏与西兴运河的鼎盛

六朝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国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ｐｅｒ) 的经济中心ꎬ 但贯通南北的全国性运河直到

隋朝才成形ꎮ 唐代广修海塘使得山会平原减少了海潮侵蚀的危害ꎬ 有利于内河水利、 水运体系的稳

定ꎮ 承继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区域急遽发展的步伐ꎬ 两宋、 特别是南宋时期浙东的水利与经济事业是王

朝国家战略部署的重心所在ꎬ 而且运河体系因应鉴湖体系的瓦解而壮大起来ꎮ
(１) 隋唐全国运河系统对浙东水利以及区域建制的影响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 永济渠ꎬ 又于大业六年 (６１０) 冬ꎬ “敕穿江南河ꎬ 自京口 (今镇江) 至余

杭 (杭州)ꎬ 八百余里ꎬ 广十余丈ꎬ 使可通龙舟ꎬ 并置驿宫、 草顿ꎬ 欲东巡会稽”ꎮ⑧ 形成了一条以

洛阳为中心ꎬ 北通涿郡、 西连长安、 南至余杭的全国性水运大动脉ꎮ 从京口至余杭全长 ３３０ 公里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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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运河虽然不是首凿ꎬ 但的确因隋炀帝的决断进行了全面的疏通而成为一条水上通衢ꎬ 并在杭州与西

兴运河隔江相望ꎬ 而浙东的地位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变得重要起来ꎮ 在隋初地方制度的变革中有改郡为

州的举措ꎬ 大业元年 (６０５) 置越州ꎬ 但 “越州” 与 “会稽郡” 几曾反复ꎮ 从乾元元年 (７５８) 开

始ꎬ “越州” 的名称大致延递到北宋ꎮ①

随着区域经济重要性的提高ꎬ 包括运河在内的浙东平原的水系、 环境的整治得到重视ꎮ 这期间水

利形势最主要的变化ꎬ 是隋唐国家政权强有力地在宁绍平原北部进行钱塘江或后海海塘防御工程建

设ꎮ 大约到了唐中后期ꎬ 随着海塘的修筑或增修ꎬ 西起萧山、 东迄上虞的海塘连成一线ꎬ 形成了比较

完整的防潮工程体系ꎮ② 由于它们横亘在古代山会平原的北部ꎬ 所以也称为北塘ꎮ 西面的一段ꎬ 在刚

刚析出的山阴地界上ꎬ “界塘在 (山阴) 县西四十七里ꎬ 唐垂拱二年 (６８６) 始筑ꎬ 为堤五十里ꎬ 阔

九尺ꎬ 与萧山县分界ꎬ 故曰界塘”ꎮ 往东ꎬ 在会稽境内ꎬ “ (会稽) 东北四十里有防海塘ꎬ 自上虞江抵

山阴百余里ꎬ 以蓄水溉田ꎮ 开元十年 (７２２)ꎬ 令李俊之增修ꎮ 大历十年 (７７５) 观察使皇甫温、 大和

六年 (８３２) 令李左次又增修之”③ꎮ 五代十国时期ꎬ 吴越王钱镠 (８５２—９３２) 耗用大量人力、 物力

防治钱塘江潮患ꎬ 修筑江塘 ５０ 多公里ꎬ 史称 “钱氏捍海塘”④ꎮ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努力ꎬ 山会平原后

海沿岸的海塘体系基本形成ꎬ 除钱清江口外ꎬ 山会平原东部内河大凡与后海隔绝ꎮ 但再往东至镇海一

线ꎬ 海塘建设零零星星ꎬ 没有连成一体ꎬ 直到明代才全线封闭ꎮ 后海海塘有效地取代鉴湖防潮、 释

咸、 蓄淡、 泄洪的功能ꎬ 促进了鉴湖水体的北移ꎮ 但同时ꎬ 内河排向钱塘江的流路变得复杂、 不畅ꎬ
泥沙沉积也加剧钱塘江江口变得淤浅ꎮ⑤

唐及吴越国政权还致力于平原上维修鉴湖、 疏治河网的多项其他水利建设ꎮ 在鉴湖及运河沿岸的

堤塘ꎬ 起到了调蓄山水的效用ꎮ 尽管内河上的塘堤多为宋以后修筑ꎬ 但西兴塘 “在萧山县西十里ꎮ
五代时钱镠始筑以遏海潮ꎬ 内障江水”⑥ꎮ 而鉴湖与运河上的堤塘被称为官塘ꎬ 又因与建于山会平原

北部之北塘相对应而称为南塘ꎬ 大致走向为绍兴东至上虞的山阴故水道旧辙ꎮ 于是ꎬ 以越州郡城为中

心ꎬ 形成西至浦阳江、 东至曹娥江的鉴湖湖堤ꎮ⑦ 另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新运道的开拓ꎮ «新唐书» 载:
“ (山阴) 北五里有新河ꎬ 西北十里有运道塘ꎬ 皆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开ꎮ”⑧ 新河应是运河派生支

河ꎬ 与绍兴城内外的河道改进有关ꎮ⑨ 运道塘ꎬ 自绍兴西郭直至萧山ꎬ 筑于西兴运河南岸ꎬ 是为了便

利运河航运而建的一条堤塘ꎬ 系绍兴至钱清间沿运河的石砌 “纤道”ꎬ 经明、 清时修缮ꎬ 遗迹至今可

见ꎮ

而宁绍平原东部的水利ꎬ 即越州东境因为海上贸易的发达而得到进一步的开发ꎬ 这归结于交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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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刺激ꎮ 同时ꎬ 甬江盆地的排水造田也促使这一地区从越州分离出来ꎮ① 其中影响最大的水利工

程ꎬ 为唐大和七年 (８３３) 建于 “ (鄞) 县西南五十里” 的它山堰ꎬ 系截断鄞江 (甬江上游主要支流

之一) 与海潮ꎬ 拒咸ꎬ 蓄淡ꎬ 引流ꎬ 排洪ꎬ “渠流入城市ꎬ 缭乡村ꎬ 以漕ꎬ 以灌ꎬ 其利甚博”ꎮ② 它

山堰长期得到维护和修缮ꎬ 其扼控宁镇平原东部水利的功能延续下来ꎮ
浙东运河的入海口发展起来了海港经济ꎬ 宁波成为隋唐时期海道辐辏之所ꎮ 清初顾祖禹简明地回

顾了 “控海据山ꎬ 为浙东门户” 的宁波的行政区划沿革:
宁波府ꎬ 禹贡扬州之城ꎬ 春秋时越地ꎮ 秦属会稽郡ꎬ 汉以后因之ꎮ 隋平陈属吴州ꎬ 大业初属

越州ꎬ 寻属会稽郡ꎮ 唐武德四年置鄞州ꎬ 八年州废ꎮ 开元二十六年复置明州ꎬ 天宝初曰余姚郡ꎬ
乾元初复为明州ꎮ 五代时因之ꎮ 宋仍曰明州ꎬ 庆元二年升州为庆元府ꎮ 元至元中改为庆元路ꎮ 明

初曰明州府ꎬ 洪武十四年改为宁波府ꎮ③
唐代宁波迅速崛起在建制上的一个表现是ꎬ 唐开元二十六年 (７３８) 最初把鄮县 (包含秦汉时期

的鄞、 鄮、 句章三县) 分为慈溪、 翁山 (今舟山定海)、 奉化、 鄮县四个县ꎬ 设立行政级别与越州相

同的明州统辖ꎮ④ 这种上升态势的政区变迁显然是水利开发、 交通发达所带动的地区性经济发展的一

个体现ꎮ
(２) 两宋时期鉴湖的湮废与浙东运河的鼎盛

两宋时代ꎬ 浙东水利事业迅速发展ꎬ 山会平原的环境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ꎮ 随着后海海塘的建设

和区域农田水利河湖网的改进ꎬ 鉴湖原有的作用缩减ꎬ 而政府面对急剧增长的人口的围垦疏于控制ꎮ
另外ꎬ 稽北丘陵植被也因林木砍伐作为手工业的燃料或原料⑤ꎬ 越来越多的山民从事茶叶、 水果、 竹

木等经济作物种植ꎬ 水土大量流失ꎬ 加重了溪流性河流带来的泥沙淤积ꎮ⑥ 鉴湖不断淤浅、 滩涂ꎮ 南

宋时期北方人口南迁的一波波浪潮所带来的人稠地狭的危机益发严重ꎬ⑦ 基于 “地广人稀” 的鉴湖体

系终于在 １２ 世纪初叶瓦解ꎮ⑧
鉴湖本来拦蓄水量、 调控水位的区域整体功能殆尽ꎬ 大量积水逐渐随着鉴湖湖底的淤浅而转移到

山会平原北部自然与人工的河湖、 沟渠里ꎬ 辗转滞泄ꎬ 加重了调蓄负荷ꎬ “是以民常于春时重彼水潦

之害ꎮ 至夏秋之间ꎬ 雨或愆期ꎬ 又无潴蓄之水为灌溉之利”⑨ꎮ 由于鉴湖废弃后原先的 “三十六源之

水” 直接注入运河为主的系统ꎬ 西兴运河的综合水利功能ꎬ 以及与原东鉴湖运道连接而成的浙东航

道地位更加突出ꎬ 经过大力整修与完善ꎬ 比较规范的浙东运河终于成熟ꎬ 并臻至鼎盛阶段ꎮ
启动浙东水利形势变迁的另一个肇因是宋室南迁临安ꎬ 杭州成为两浙的中心城市ꎮ 隋初重臣杨素

始创杭州州城ꎬ 先在余杭 (今杭州西)ꎬ 开皇十年 (５９０) “移居钱塘城ꎬ 十一年复移州于柳浦西”ꎮ
柳浦在今杭州江干凤凰山东麓ꎮ 三迁州治ꎬ 依山筑城ꎬ 原因就在与西兴一江之隔ꎬ 既是江南运河的终

点ꎬ 也是浙东运河的起点ꎮ 吴越国祚命近百年ꎬ 江南、 浙东进一步开发ꎮ 钱镠大力经营首都杭州ꎬ 使

得杭州超过了越州ꎮ 北宋的财政越来越依赖东南财富ꎮ 靖康之变后ꎬ 越州在 １１３１ 年因高宗年号从建

２２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区域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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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改元绍兴ꎬ 升为府ꎬ 从此作为地名沿用下来ꎮ 同年稍后ꎬ 高宗因 “会稽漕运不济” 而 “移跸临

安”ꎮ 虽然重要性被杭州取代ꎬ 但绍兴仍然是陆游所称的 “股肱近藩ꎬ 称东诸侯之首”①ꎮ 宋人记载:
“自临安至于京口ꎬ 千里而远ꎬ 舟车之经从ꎬ 邮递之络绎ꎬ 漕运之转输ꎬ 军期之传送ꎬ 未有不由此途

者ꎮ”② 在以首都杭州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ꎬ 除东自钱塘入海外ꎬ 内河漕运则 “秀 (嘉兴)、
常、 湖州、 江阴军、 平江府 (苏州) 系平河行运ꎬ 衢、 婺 (金华)、 严 (建德) 州系自溪入江ꎬ 明

州、 绍兴府运河车堰渡江”③ꎮ
宁绍平原作为重要经济基地决定了浙东运河的重要性ꎬ 而且从战略上讲还是东通宁波出海的主要

航道ꎬ 所以堰坝、 斗门、 闸及水门等的修建ꎬ 以及日常的疏浚、 维修、 管理用力最勤ꎮ 由于复杂多样

的地貌、 水环境的制约ꎬ 以及钱塘江涌潮的影响ꎬ 浙东运河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河道ꎬ 其通航能力具

有河段不同、 潮时不同的特性ꎮ 在南宋鼎盛时期ꎬ 从西向东大致划分以下几个河段ꎬ 而且浙东运河大

致格局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中叶ꎮ
第一ꎬ 萧山、 山阴境内的西兴运河ꎬ 其西部因为水位高于钱清江ꎬ 所以过堰必须遵循每日潮起潮

落的时间节奏ꎻ 之后在山阴的运道比较稳定ꎮ
第二ꎬ 以曹娥江为分界的会稽、 上虞段在原鉴湖衰落后称为漕河ꎬ 明以来称为官河ꎮ 鉴湖衰落的

后果是不贯通的湖泊群落ꎬ 湖内外存在水位差ꎬ 所以不少河段需要拖拉盘驳ꎮ 而曹娥江与余姚江段的

自然地理条件恶劣ꎬ 运河过曹娥江后ꎬ 在上虞与余姚河的交界处ꎬ 分两支进入余姚段ꎮ
第三ꎬ 往东的最后一段ꎬ 航运采余姚江等自然河流直到明州 (宁波)ꎬ 出定海入海ꎮ 因为大船需

要乘潮航行ꎬ 所以余姚江至海滨的多个自然河道有人工渠化和疏凿ꎮ④

如前所述ꎬ 浙东运河所穿越连接的钱塘江、 浦阳江、 曹娥江、 余姚江源自溪流型江河ꎬ 落差较

大ꎬ 运道水位很大程度上有赖闸、 堰维持ꎮ⑤ 而且ꎬ 虽然有海塘存在ꎬ 这些江河还是受到潮汐倒灌影

响ꎬ 很多时候需要候潮通航ꎮ 所以ꎬ 整个行程可谓: “三江重复ꎬ 百怪垂涎ꎮ 七堰相望ꎬ 万牛回

首ꎮ”⑥ 日本僧人成寻 (１０１１—１０８１) 记载了 １０７２ 年过钱清堰的过程: “六日未时ꎬ 至钱清堰ꎮ
以牛轮绳越船ꎬ 最希有也ꎮ 左右各以牛二头卷上船陆ꎬ 船人人多从浮桥渡ꎮ 以小船十艘造浮桥ꎮ 大河

一町许ꎮ”⑦ 南宋士人有十分生动的刻画: “堰限江河ꎬ 津通漕输ꎮ 航瓯舶闽ꎬ 浮鄞达吴ꎻ 浪浆风帆ꎬ
千艘万舻ꎻ 大武挽纤ꎬ 五丁噪呼ꎻ 榜人奏功ꎬ 千里须臾ꎮ”⑧

其中最东部的西渡堰ꎬ 是宁波嵌入浙东运河的津口ꎮ 南宋宝庆 «四明志» 载: “西渡ꎬ 望京门西

二十里ꎬ 往慈溪路逾西渡堰ꎬ 入慈溪江ꎬ 舟行历慈溪、 余姚ꎬ 以至上虞之通明堰ꎬ 率视潮候ꎮ”⑨

稍后的开庆 «四明续志» 也载: 西渡堰 “东距望京门二十里ꎬ 西入慈溪江ꎮ 舳舻相衔ꎬ 上下堰无虚

日ꎬ 盖明、 越往来者必经由之地”ꎮ
宁波水利事业虽然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ꎬ 但数量少ꎬ “分布呈点状式”ꎬ 到唐宋时代才有明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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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ꎮ 尤其在南宋至蒙元时代ꎬ 不仅工程数量猛增ꎬ 而且形成了初步的水利网络ꎮ① 浙东运河不但通过

宁波沟通海上贸易线ꎬ 而且与其他天然或渠化的水系一道成为区域经济与生活的生命线ꎬ 并在不同的

国家政权的版图里发挥着不同的超区域影响力ꎮ
４. 元明清时期帝国大运河体系下浙东运河的起伏

随着元帝国的建立ꎬ 浙东作为一个割据政权经济重心的风光不再ꎮ 蒙元政权重新疏凿的京杭一线

运河一度成为漕运的重要渠道ꎬ 但依然以海运为主ꎮ 明初漕粮转输也依靠海运ꎬ 但随着永乐年间大运

河的全线开通和河运体制的完善而基本废弃ꎮ 承载主要漕运的南北大运河成为明、 清两朝的命脉ꎬ 于

是通往北京的各段都有大规模的修建和维护ꎮ 处在北方政治中心和江南经济中心之外的宁绍平原上ꎬ
浙东运河作为区域性的运道一直全部或部分地发挥着既有的运输与水利功能ꎬ 这期间浙东水利形势和

航道状况的最大的变化缘自作为区域性水利枢纽的三江闸体系的建立ꎮ
历史上钱塘江主槽的入海口一直在南大门与北大门之间摆动ꎬ 并长期占据南大门ꎮ 从南宋嘉定十

二年 (１２１９) 开始由南大门向北大门的转移过程ꎬ 时断时续ꎬ 并在自然与人工的交互作用下有所反

复ꎬ 至清乾隆二十年 (１７５５) 前后主槽便稳定在北大门ꎮ② 萧绍海岸线向西北扩移ꎬ 滩涂随之扩大ꎬ
沿海地势增高ꎬ 地表凸凹不一ꎬ 既有碍于淡水北泄ꎬ 也易使咸卤之水倒灌ꎮ 加之鉴湖等湖泽的围垦ꎬ
造成大小农田、 洼地、 水泊、 塘陂阡陌纵横的地貌ꎬ 尤其在北部滨海平原出现经常性的农业水源紧

缺ꎬ 所以出现从南宋到明中期长达 ３ 个世纪之久的浦阳江改道ꎬ 即其干道由原来向西汇进钱塘江ꎬ 改

为在临浦以北走东北流向ꎬ 汇入西小江 (钱清江)ꎮ 但河床并不规则ꎬ 支流漫溢ꎻ 而主流在三江口入

海ꎬ 受到潮汐拨动ꎮ③ 所以ꎬ 其为山会平原带来水源的同时ꎬ 也带来频繁的洪、 涝、 旱、 潮以及泥沙

淤积等灾害ꎬ 还产生地域之间复杂的水利纠纷ꎮ 整修的合理趋势是从单纯地建塘遏潮到改进塘闸ꎬ 疏

浚河道ꎮ④
浦阳江借道钱清江给运河航运带了新的挑战ꎮ 本来ꎬ “钱清江者ꎬ 自三江口来ꎬ 西过诸暨约三百

余里ꎬ 阔十余丈ꎮ 运河午贯其中ꎬ 高于江水丈余ꎬ 故南北皆筑堰止水ꎮ 别设浮桥渡行旅ꎮ 大舟例剥

载ꎬ 小舟则拖堰而过”⑤ꎮ 钱清江船舶需要候潮过钱清堰ꎮ １８ 世纪中叶山阴知县舒瞻回溯前代水运的

困难: “钱清故运河ꎬ (西小) 江水挟海潮横厉其中ꎬ 不得不设坝 (即钱清堰)ꎮ 每淫雨积日ꎬ 山洪骤

涨ꎬ 大为内地患ꎮ 今越人但知钱清不治田禾ꎬ 在山、 会、 萧三县皆受其殃ꎬ 而不知舟楫之厄于洪涛ꎬ
行旅俱不敢出其间ꎮ”⑥ 而当浦阳江分流回归钱塘旧道时ꎬ 钱清江由于径流量剧减而缺少冲刷力ꎬ 加

之海潮携沙上溯ꎬ 河床快速淤高ꎬ 到成化初年 (１４６５) 已与运河持平ꎬ 次年钱清堰因 “江已湮废”
遂被拆除ꎬ “舟行由运河直抵西兴”⑦ꎮ 但因为钱清江受到三江口潮汐运动而水位变动不居ꎬ 运河水

位、 水量的频繁波动造成水运条件恶化ꎬ 也加剧了整个区域水利形势的不稳定ꎮ
如何处理浦阳江与钱清江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ꎬ 明成化年间 (１４６５—１４８７) 绍兴知府戴琥的举

措为其转折点ꎮ 戴琥拆除浦阳江下游北上汇入钱塘江的碛堰ꎬ 使浦阳江下游悉数复归故道ꎬ 并修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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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坝阻挡水进钱清江ꎮ 但 “正德以来商舟欲取便ꎬ 乃开坝建闸ꎬ 甚为邑害”①ꎮ 嘉靖十六年 (１５３７)
绍兴知府汤绍恩重新打通碛堰ꎬ 并切实堵塞通往钱清江的麻溪、 临浦诸坝ꎬ 彻底断绝浦阳江与山会平

原的关联ꎮ② 在钱塘江、 钱清江、 曹娥江交汇处的三江口建复合泄蓄水闸ꎬ “嗣后河、 海划分为二ꎮ
潮患即息ꎬ 闸以内无复望洋之叹”③ꎮ 钱清江以南的淡水河水系 (从汉代永和以来以玉山斗门为山会

平原水利枢纽④) 和以北的沿海淡水内河水系得以统合起来ꎬ 即控制内水与外海联系的咽喉ꎬ 总揽区

域水利全局ꎬ 重新确立山会平原的基本水环境结构ꎬ 基本消除了长期海潮浸漫平原带来的潮洪咸渍问

题ꎮ “嗣是而捍御有备ꎬ 早则闭以蓄之ꎬ 田足于灌溉ꎻ 涝则启以泄之ꎬ 稼不至浸淫ꎮ 三邑之民ꎬ 安居

乐业ꎬ 而输将自亟ꎮ”⑤

区域水系的水位和水量趋于稳定ꎬ 整体水利形势和环境结构得以改善ꎬ 不仅减少了各种自然灾

害ꎬ 而且因为钱清江等众多河流成为比较容易控制的内河ꎬ 有利于运河和其他人工与自然河道通

航ꎮ⑥ 汤绍恩还把成化十二年 (１４７６) 戴琥原来在府城佑圣观前的府河设立的根据各处地势的高低和

季节的不同进行涵闸启闭的 “山会水则碑” 移置三江闸下ꎬ 作为运行表针ꎬ 通过对三江口水位的控

制来实现对内河水网水量的调节ꎮ⑦ “山会水则碑” 规定: “收稻时ꎬ 宜在下则上五寸ꎬ 再下恐妨舟

楫矣ꎮ”⑧ 如此ꎬ 因为山会海塘封闭、 浦阳江主干回归钱塘江古道ꎬ 钱清江水势、 水量锐减ꎬ 流程无

复险阻ꎬ 加上通过三江闸前和绍兴城边的两块水则对水位的调控ꎬ 水运所需要的稳定水量要求得以保

证ꎬ 而且河、 运水位差不复存在ꎬ 曹娥江以西的运道变得十分平直ꎮ 万历 «绍兴府志» 这样描述运

河: “运河ꎬ 自西兴抵曹娥ꎬ 横亘二百余里ꎬ 历三县ꎮ 萧山至钱清ꎬ 长五十里ꎮ 东入山阴ꎬ 经府城

中ꎬ 至小江桥ꎬ 长五十五里ꎮ 又东入会稽ꎬ 长一百里ꎮ”⑨

曹娥江以东的运河段ꎬ 接上余姚江后ꎬ 依然带有非常鲜明的自然水系色彩ꎬ 除堰闸和局部支线变

迁外ꎬ 运河干线基本保持不变ꎮ 但以余姚江为主体的多支河流和溪水分叉、 交错ꎬ 终至镇海县城东招

宝山脚入海ꎬ 细碎工程繁多ꎬ 包括河道渠化、 疏浚、 堰坝建设等ꎬ 如姚汉源所述: “变动较多ꎬ 如改

建通明北堰ꎬ 开十八里河等ꎬ 增建江口坝ꎬ 以及以箐江新河水道替代运河等ꎮ” 不过ꎬ 大都规模有

限ꎬ 以致文献阙如如斯: “鄞之水ꎬ 利在河渠ꎮ 然河渠不知凿自何时ꎮ”

以上主要从工程与技术的角度ꎬ 梳理了在区域与国家之社会与政治变迁的背景下ꎬ 浙东运河或宁

绍平原上的运道及其相关的水利形势与环境的变迁ꎮ 概括之ꎬ 从时间上说ꎬ 运河修筑历程悠久ꎬ 并不

是直线性发展ꎬ 而是与区域社会政治变迁紧密关联ꎻ 从空间上说ꎬ 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地理的制约ꎬ
运河存在多个形态截然不同的河段ꎬ 特别是与山东会通河等北方运河段相比ꎬ 不少河段属天然水系或

稍加整治的水路ꎻ 从功能上说ꎬ 运河是区域综合水利治理中的一环ꎬ 在不同的时空扮演的角色不同ꎬ
绝不限于航运ꎻ 即便从交通的角度ꎬ 运河的命运与区域整体水系密切相关ꎬ 还与其他自然的或稍加渠

化和疏浚的河、 湖一起ꎬ 构成了稠密的区域水路网络ꎮ 但对 “浙东运河” 的整体把握ꎬ 还需放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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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与国家社会治理与统治战略的更为宏观的视野里进行综合考量ꎮ

四、 浙东运河航运之历史定位

　 　 宁绍平原与运河相关的水利工程提供了通航的物质和技术基础ꎬ 但检验人工运道本身的主要标准

是交通运输ꎮ 在中国古代ꎬ 运输不限于贸易与经济活动范畴ꎬ 而更多地带有赋税、 财政、 分配等政府

行为的烙印ꎮ 所以ꎬ 漕运、 关税、 政府管理都是考量的重要指标ꎬ 这需要进一步历时性梳理浙东运河

在区域与国家财政分配格局及经济结构中的定位及影响演变的轨迹ꎮ
１ 浙东早期人工河道的交通辅助作用与国家政权的高度重视

从春秋末期的山阴故水道ꎬ 到东汉时期的鉴湖ꎬ 再到六朝时期的西兴运河ꎬ 人工运道是以农田水

利为主要目地的区域综合开发的一个有机部分ꎮ 然而ꎬ 运道居于次要位置的航运功能也不可忽视ꎬ 因

为这不仅源自生活和贸易活动的需要ꎬ 更主要地受到王朝国家经济—政治统合的驱动ꎮ
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维持ꎬ 需要全国性的水、 陆网络及驿道ꎮ 东汉班固作 «两都赋» 谈到西都

长安: “东郊则有通沟大漕ꎬ 溃渭洞河ꎬ 泛舟山东ꎬ 控引淮、 湖ꎬ 与海通波ꎮ”① 东西向的内河运道体

系连接到东南沿海并通向海洋ꎮ 不过ꎬ 总的说来ꎬ 即便东汉以来鉴湖成型ꎬ 其航运功能如陈志坚所言

是次要的ꎬ 且只能算作更多地服务于地方需要的 “内向型河” 性质ꎬ 因为两汉时期国家对浙东地区

的需求不大ꎬ 可以纳税的财政人口对国家来说无足轻重ꎮ②

南北朝时ꎬ “丹徒水道入通吴、 会ꎬ 孙权初镇之”③ꎮ 继而由于新修的西兴运河连通了钱塘江ꎬ 六

朝时期浙东运河从 “内向型” 变为 “外向型”ꎬ 但依陈志坚所论还是一个区域性的运河ꎮ④ 然而ꎬ 这

个观点的预设是把以中原为政治中心的大一统王朝看成常态ꎬ 而 “割据” 或 “分裂” 的政权形式看

成非常态ꎮ 其实ꎬ 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浙东水路的漕运在六朝国家财政体系中的地位ꎮ 南朝名士沈约有

一段评论: “江南之为国盛矣ꎬ 虽南包象浦ꎬ 西括邛山ꎬ 至于外奉贡赋ꎬ 内充府实ꎬ 止于荆、 扬二

州既扬部分析ꎬ 境极江南ꎬ 考之汉域ꎬ 惟丹阳、 会稽而已会土带海傍湖ꎬ 良畴亦数十万顷ꎬ
膏腴上地ꎬ 亩直一金ꎬ 鄠、 杜之间ꎬ 不能比也ꎮ”⑤ 正是由于东南沿海的发展ꎬ 南朝宋孝建元年

(４５４)ꎬ 分浙东五郡置东扬州ꎬ 治会稽ꎮ 大明三年 (４５９)ꎬ 以东扬州为扬州ꎬ 徙治会稽ꎮ 冀朝鼎把取

自 “基本经济区” 的漕运看作决定统一与分裂的基础ꎬ 指出分裂时期相争的统治者 “往往借助水利

工程的建设来加强其力量”ꎻ 而 “这种建设性活动的竞争” 通常催生新的基本经济区ꎮ⑥

田余庆关于区域发展在中国历史分与合的复杂过程中作用的看法十分中肯: “辉煌的文治武功ꎬ
灿然可观的典章制度ꎬ 尽管多出现于国家统一时期ꎬ 但是地区的经济、 文化发展却往往在南北分裂时

期更为显著ꎮ” 正是在所谓的分裂时期ꎬ 在传统 “中国” 的版图上ꎬ 经济中心完成了南移的过程ꎮ 也

正如他所说ꎬ “分裂” 时期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ꎬ 为以后的 “统一” 提供更高的基础ꎻ 把南方区域

性的运河 “作进一步修整ꎬ 并连通北方水系而构成大运河ꎬ 使之发挥全国性效益ꎬ 还得靠统一国家

的作用”ꎮ⑦ 而大一统的国家ꎬ 却对有地方 “分裂” 倾向的势头有所警惕和防范ꎮ 早在 «史记» 就有

这样的记载: “秦始皇帝常曰: ‘东南有天子气’ꎬ 于是因东游以厌之ꎮ”⑧ 隋文帝杨坚曾诏令: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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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之人ꎬ 往承弊俗ꎬ 所在之处ꎬ 私造大船ꎬ 因相聚结ꎬ 致有侵害ꎮ 其江南诸州ꎬ 人间有船长三丈已

上ꎬ 悉括入官ꎮ”① 他早在 ５８７ 年征服江南时ꎬ 疏凿了淮河至长江的一段运河 ( “山阳渎” )ꎮ② 而隋

炀帝重整大运河ꎬ 南巡江南ꎬ 更重要的是动员、 组织民力、 物力ꎬ 巩固大一统帝国ꎮ③ 所以ꎬ 运河等

交通工具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关系到区域的发展与稳定ꎻ 地处东南一隅的浙东又在分裂与统一的王朝循

复里颇具有独立性格ꎮ④

正因为运道关系到国计民生ꎬ 管理非常重要ꎬ 而且还是政府的一笔可观的收入ꎮ 鉴于浙东运河的

工程特性ꎬ 堰埭津渡的作用特别突出ꎬ 南朝时期政府在公营的堰渡广设机构ꎬ 派员经营、 收费ꎮ 如在

西兴堰征收牛埭税是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六朝时谓之西陵牛埭ꎬ 以舟过堰用牛挽之也齐永明六年西陵戍主杜元懿言: “吴兴无

秋ꎬ 会稽丰登ꎬ 商旅往来ꎬ 倍多常岁ꎮ 西陵牛埭税ꎬ 官格日三千五百ꎬ 如臣所见ꎬ 日课增倍ꎬ 并

浦阳、 南北津、 柳浦四埭ꎬ 乞为官领摄ꎬ 一年格外可长四百余万ꎮ” 会稽太守顾宪之极言其不

可ꎬ 乃止ꎮ 盖西陵在平时为行旅辏集之地ꎬ 有事则为战争之冲ꎬ 故是时戍主与税官并设也ꎮ⑤

总起来说ꎬ 迄至隋唐全国性大运河出现以前ꎬ 无论是统一ꎬ 还是分裂时期ꎬ 浙东运河虽然受到国

家的重视ꎬ 但其影响还是区域性的ꎬ 这也制约了其交通功能的发展ꎮ
２ 隋唐宋时期全国性漕运及中外贸易中充满活力的浙东运河

浙东运河在元代贯通南北的京杭运河出现之前ꎬ 就已经起国内外跨区域运输作用ꎬ 即在隋唐时期

全线参与大运河国内远程漕运、 驿递通讯以及商业客、 货运输ꎬ 并在海外贸易上发挥重要作用ꎬ 更于

南宋时期成为朝廷的生命线ꎮ
史载: “隋炀帝大业元年ꎬ 更令开导ꎬ 名通济渠ꎮ 西通河洛ꎬ 南达江淮ꎮ 炀帝巡幸ꎬ 每泛舟而往

江都焉ꎮ 其交、 广、 荆、 益、 扬、 越等州ꎬ 运漕商旅ꎬ 往来不绝ꎮ”⑥ 尤其是开凿江南运河ꎬ 贯通南

北ꎬ 钱塘江流域及以东的宁绍平原的货物抵达中原ꎮ 自此ꎬ 历唐、 五代十国、 北宋ꎬ 包括浙东在内的

漕粮等货物过钱塘江后ꎬ 入江南运河ꎬ 然后循漕渠、 淮河、 汴水、 黄河至于洛阳及其他北方地区ꎮ
国家主导的长途输送漕粮和商品的运河交通功能的增长基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展ꎮ 韩愈曾说:

“今赋出于天下ꎬ 江南居十九ꎮ”⑦ 安史之乱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天宝之后ꎬ 中原释耒ꎬ 辇越而衣ꎬ
漕吴而食ꎮ”⑧ «新唐书» 也载: “江、 淮田一善熟ꎬ 则旁资数道ꎬ 故天下大计ꎬ 仰于东南ꎮ”⑨ 吴越国

纳土归宋时ꎬ “两浙既献地ꎬ 岁运米四百万石”ꎮ 宋代北部领土收缩ꎬ 漕粮主要来自东南ꎬ 漕运空

前ꎬ “两浙之富ꎬ 国用所恃”ꎮ 包括浙东在内的大江南地区成为国家财政与经济的保证ꎮ
而到了与女真金国大致以淮河为界的南宋时期ꎬ 离前线较远的两浙成了朝廷经济与政治最为倚重

的畿辅之地ꎮ 南宋初年ꎬ 两浙路一分为二ꎬ 东路治绍兴府ꎮ “ (山阴) 城外之河曰运河宋绍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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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 运漕之河也ꎮ”① 在通往临安的漕运线上ꎬ “明州、 绍兴府运河车堰渡江”②ꎮ 运河交通的发达与

区域市场经济连在一起ꎮ 嘉泰 «会稽志» 记载了一处寺庙的商业活动: 开元寺 “在府东南二里一百

七十步岁正月几望为灯市ꎬ 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 珠犀、 名香、 珍药、 组绣、 髹藤之

器ꎬ 山积云委ꎬ 眩耀人目ꎮ 法书名画、 钟鼎彝器、 玩好奇物ꎬ 亦间出焉”③ꎮ
浙东运河承载着熙熙攘攘的中外官、 民、 商的客、 货运业ꎮ④ “东南郡邑无不通水ꎬ 故天下货利ꎬ

舟楫居多ꎮ”⑤ 杜甫 «解闷» 诗之二有这样的句子: “商胡离别下扬州ꎬ 忆上西陵故驿楼ꎮ” 宋代很著

名的一例是前述神宗时期日僧成寻 １０７２ 年搭乘宋船ꎬ 他本人描写了运河沿岸的风物人情ꎮ 而南宋建

炎三年 (１１２９) 金兵南下ꎬ 高宗沿浙东运河逃跑ꎬ 出海到温州ꎮ 次年返回ꎬ 从明州定海港驶入ꎬ 但

海舟自余姚江上航只能到余姚县ꎬ 于是换乘内河船只到达越州ꎮ⑥ 而陆游的日记ꎬ 详细记载了南宋乾

道五年 (１１６９) 自己从越州出发ꎬ 乘船在浙东运河上先后经萧山ꎬ 过钱塘江ꎬ 转江南运河ꎬ 再西向

逆长江到四川赴任的经历ꎮ⑦

正因为运道的重要ꎬ 政府重视管理和监督ꎮ 白居易 «钱唐湖石记» 讲到了江南运河与西湖的管

理ꎬ 其中诸种体制与规定的设置旨在确保通航的基本条件ꎮ⑧ 两宋时代在沿浙东等运道设堰营ꎬ 有兵

士把守ꎮ 南宋孝宗乾道三年 (１１６７)ꎬ 面对运河西端与钱塘江道渐远ꎬ “江沙壅塞”ꎬ 大臣提出建议:
“募人自西兴至大江ꎬ 疏沙河二十里ꎬ 并浚闸里运河十三里ꎬ 通便纲运ꎬ 民旅皆利ꎮ 复恐潮水不定ꎬ
复有填淤ꎬ 且通江六堰ꎬ 纲运至多ꎬ 宜差注指使一人ꎬ 专以 ‘开撩西兴沙河’ 系衔ꎬ 及发捍江兵士

五十名ꎬ 专充开撩沙浦ꎬ 不得杂役ꎬ 仍从本府起立营屋居之ꎮ”⑨ 比较正式的管理体制的设立是宋朝

政权大力发展水利事业的体现ꎮ

涉及浙东的交通中ꎬ 还值得注意的是杭州湾或后海与运河平行的水路的兴衰ꎮ 唐代钱塘江入海基

本畅通ꎬ 但到了宋以后则集中走浙东运河通往明州的航线ꎮ 这是因为钱塘江主槽趋北ꎬ 海宁以南一片

片沦为滩涂ꎬ 出海口日渐岸狭势逼ꎬ 沙滩众多ꎬ 杭州湾海道航行变得不安全ꎮ 北宋高官燕肃写到:
“今观浙江之口ꎬ 起自纂风亭 (属会稽)ꎮ 北望嘉兴大山 (属秀州)ꎬ 水阔二百余里ꎬ 故海商舶船怖于

上潬 (水中沙为潬)ꎮ 惟泛余姚小江ꎬ 易舟而浮运河ꎬ 达于杭、 越矣ꎮ 盖以下有沙潬ꎬ 南北亘之ꎬ 隔

碍洪波ꎬ 蹙遏潮势” 到了南宋ꎬ 会稽籍士大夫姚宽云: “海商船舶ꎬ 畏避沙潬ꎬ 不由大江ꎬ 惟

泛余姚小江ꎬ 易舟而浮运河ꎬ 达于杭、 越矣ꎮ”

讨论浙东与交通和经济相关的海上航线ꎬ 必然涉及出海口明州ꎮ “四明重镇ꎬ 二浙名邦ꎬ 内以藩

屏王畿ꎬ 外以控制海道ꎮ” １９７０ 年代初在宁波市内的一处古遗址挖掘中ꎬ 一次性出土唐代瓷器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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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件ꎮ① 在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中ꎬ 明州是主要港埠之一ꎮ② 北宋时ꎬ 明州与杭州、 泉州、 密州板

桥镇并列为设立市舶司的四大口岸ꎮ③ 南宋初期一度受金兵威胁ꎬ 越来越依赖明州作为出海口ꎮ 之后

宋元时期ꎬ 一直是两浙路市舶司的所在地ꎮ
唐初贞观年间以来日本遣唐使来中国的三条路线ꎬ 南路即跨越中国东海ꎬ 从明州或附近登陆ꎬ 上

溯钱塘江或浙东运河经越州而至杭州ꎮ 而唐末遣唐使停止后ꎬ 往返中日的商舶更多地走南线ꎮ④ 日本

遣唐使的一个路线也是在明州登陆ꎬ 循浙东运河到杭州ꎬ 过钱塘江后沿江南运河北上ꎮ⑤ 新罗至唐的

一条航线也从浙江沿海出发ꎮ⑥ 唐、 宋的使节及民间商人大都是从明州港出海至高丽、 日本ꎮ⑦ 北宋

一度规定: “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 高丽者ꎬ 以违制论ꎮ”⑧ 到了南宋ꎬ “凡中国之贾高丽ꎬ 与日

本诸蕃之至中国者ꎬ 惟庆元得受而遣焉”ꎮ⑨

南宋乾道 «四明图经» 描述了作为浙东运河门户的宁波的繁荣: “明之为州ꎬ 实越之东部ꎮ 观舆

地图ꎬ 则僻在一隅ꎬ 虽非都会ꎬ 乃海道辐辏之地ꎮ 故南则闽广ꎬ 东则倭人ꎬ 北则高句丽ꎬ 商舶往来ꎬ
物货丰衍ꎮ 东出定海ꎬ 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ꎬ 亦东南之要会也ꎮ” 日商最为活跃: “倭人冒鲸波之

险ꎬ 舳舻相衔ꎬ 以其物来售ꎮ” 高丽商人更受欢迎: 宋神宗 “待高丽人最厚”ꎻ 高丽舟楫多载辎重ꎬ
“泛海而至明州ꎬ 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ꎬ 谓之南路”ꎮ 徽宗政和七年 (１１１７) 接待高丽贡使的官邸

叫 “来运居”ꎬ 后又增设高丽行馆ꎮ 南宋时期ꎬ 盛景依在: “高丽使朝贡每道于明ꎬ 供亿繁夥ꎮ”

除了日本、 朝鲜这些传统的 “东洋” 海商ꎬ 还有来自 “南洋”和“西洋” 的 “化外蕃船”ꎬ 包括

如 １５００ 年前后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之前活跃在东西方海上贸易上 “大食番客”ꎮ 实际上ꎬ 隋唐宋时

代整个东南沿海都呈现这种海上贸易的胜景ꎮ 唐后期贞元十八年 (８０２)ꎬ 邕管经略使徐申转镇岭南ꎬ
安肃蛮俗ꎬ 平定盗寇ꎬ “蕃国岁来互市ꎬ 奇珠玳瑁ꎬ 异香文犀ꎬ 皆浮海舶以来ꎮ 常贡是供ꎬ 不敢有

加ꎬ 舶人安焉ꎬ 商贾以饶”ꎮ 整体而言ꎬ 宋代的海外贸易对国家的财政意义是空前的ꎮ 而正是由

于南宋政权的主要财源来自商业和手工业ꎬ 货币经济高度发达ꎬ 甚至被称为 “重商主义” 的国家ꎮ

而浙东运河充当了通过宁波港埠将国内经济与海外贸易连接起来的主要纽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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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元明清时期国家漕运与财政体制里浙东运河及区域的边缘化

元代开始将北京与南北大运河连在一起ꎻ 明初永乐十三年 (１４１５) 会通河开通ꎬ 杭州至北京全

线贯通ꎮ 虽然随着钱塘江主槽北移、 西兴堰废弃ꎬ 浙东运河与钱塘江隔离ꎬ 但仍旧通过陆路的辅助得

以与对岸的江南运河间接地连接ꎮ① １４８８ 年ꎬ 朝鲜官员崔溥一行同船 ４２ 人遭遇海难ꎬ 飘至台州临海

县界登陆获救ꎮ 他们从临海沿水、 陆路到宁波ꎬ 在宁波乘舟经过了整条浙东运河ꎬ 然后渡钱塘至杭

州ꎮ 其中ꎬ 二月初五到 “西兴驿”ꎬ 次日 “自驿前舍舟登岸ꎬ 乘车而行可十余里ꎬ 至浙江ꎬ 复乘船而

渡又谓江为钱塘江也ꎮ 臣至其塘ꎬ 复缘岸步行ꎬ 则西望六和塔ꎬ 临江畔ꎮ 行过延圣寺、 浙江驿ꎬ
至杭州城南门”ꎮ② 明天启年间徽商程春宇在 «士商类要» 也讲到: 从杭州府城出草桥门ꎬ 渡江ꎬ 约

２０ 里在西兴登船ꎮ③ 可以说ꎬ 浙东运河沿岸的地区纳入了以杭州为中心之一的大江南的商路与市场体

系ꎮ④ 但是ꎬ 该区域整体上无论在国家漕运—财经体系还是江南经济区的位置都沦入边缘化ꎮ
明清时期大运河关系国计民生最切者为漕运和钞关ꎮ 在漕粮征收及其运河转输中ꎬ 浙江省是明朝

“南粮” 的主要省份之一ꎬ 但仅由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杭、 嘉、 湖三府承担ꎻ 浙东的宁、 绍两府主要

承担附加税ꎮ⑤ 随着交通干线上民间运输和贸易的发展ꎬ 钞关关税在国家收入中至为重要ꎮ 明宣德四

年 (１４２９)ꎬ 明廷决定: “舟船受雇装载者ꎬ 计所载料多寡、 路近远纳钞ꎮ 钞关之设自此始ꎮ”⑥ 明代

八大钞关中ꎬ ７ 个在运河沿线ꎬ 却只有一个离浙东最近ꎬ 即杭州的北新钞关ꎮ 这也折射出浙东在国家

经济—政治的战略布局中日渐弱化ꎬ 并进而影响到浙东运河的境遇ꎮ
南宋初ꎬ 高宗弃绍就杭ꎬ 一个重要的动因是越州在新政治版图里由于生态恶化、 运道壅塞而造成

的漕运不济ꎮ⑦ 杭、 越易位反映出区域中心的转移ꎬ 杭州从此稳定地成为浙江的经济中心ꎬ 尽管其在南

宋覆亡后失去更大经济和政治辐射力的首都功能ꎮ 明中叶王士性写道: “杭州省会ꎬ 百货所聚ꎬ 其余各

郡邑所出ꎬ 则湖之丝ꎬ 嘉之绢ꎬ 绍之茶之酒ꎬ 宁之海错ꎬ 处之磁ꎬ 严之漆ꎬ 衢之橘ꎬ 温之漆器ꎬ 金之

酒ꎬ 皆以地得名ꎮ”⑧ 在浙江区域内ꎬ 除了浙东运河ꎬ 许多自然与人工河流都拥有不等的通航能力ꎬ
如与运河平行且有交叉的东西流向的钱清江ꎮ⑨ 另外ꎬ 虽然浙东运河的航运相对安全ꎬ 但特有工程设

施所限导致的航线条件不一ꎬ 程式复杂ꎬ 效率低ꎬ 航运成本大ꎬ 还是有商贾甘愿冒险走杭州湾捷径ꎮ
残存的鉴湖塘堤称为 “官塘”ꎬ 主要指湖体 “仅存者ꎬ 东为漕渠”ꎮ 运河也被称为 “官河”ꎬ 但

其相关的航运基础设施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ꎬ 运输能力萎缩ꎬ 所以管理机构在清代遭到大量裁撤ꎮ 同

时ꎬ 因为运河等水利工程比较细碎ꎬ 加上政府拨款不足ꎬ 很多时候依赖非政府的地方人士的动员ꎬ
并由地方社会承担ꎮ 但对直接影响宁绍平原生活、 生产的海塘建设ꎬ 清廷一直高度关注ꎬ 并时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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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事业» 一文中比较了明清之前与明清时代水利设施建设的不同ꎬ 认为地方政府的修筑工程自明代以降过渡到富户承管修造的形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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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中央大吏到地方督办ꎮ① 总体说来ꎬ 如斯波义信所指出的ꎬ 由于不再是王朝的京畿地区ꎬ 政府主导的

水利事业衰退ꎬ 而且受阻于水利设施的私有化ꎬ 环境资源和人类活动之间的不平衡状态进一步恶化ꎮ②

尽管如此ꎬ 作为大运河连接海外交通与贸易的 “延伸段”ꎬ 浙东运河在对外贸易上的作用还是不应

低估ꎮ 忽必烈两次征日失败后ꎬ １２８６ 年ꎬ 元廷 “诏罢征日本”③ꎬ “江浙军民欢声如雷”④ꎮ 元代改明州

为庆元ꎬ 依然延续宋在此设立的市舶机构ꎬ 而且是全国最主要的三个海港之一ꎮ⑤ 当时最大港对外口

岸泉州进口的货物也大都泛海北上ꎬ 经浙东运河转运到杭州ꎮ 庆元港还有 “波斯馆”、 清真寺等ꎮ
明初制定海禁政策ꎬ 但仍然允许朝贡体制下贡舶制度ꎬ 全国有三个市舶司港口: “宁波通日本ꎬ

泉州通琉球ꎬ 广州通占城、 暹罗、 西洋诸国ꎮ”⑥ 从事勘合贸易的日本商船在宁波进港ꎬ 然后换船由

浙东运河到杭州ꎬ 再转往江南运河ꎬ 途经京杭线的各段ꎬ 到达北京ꎮ 由于嘉靖二年 (１５２３) 的 “贡
使事件”ꎬ 宁波市舶司 １５２９ 年一度废除ꎮ⑦ 正当的通商途径阻塞ꎬ 武装走私的倭患愈演愈烈ꎮ １６ 世纪

２０ 至 ４０ 年代ꎬ 位于甬江口佛渡岛与留横岛之间的双屿岛一度成为日本、 葡萄牙、 “南洋” “西洋”
等地海商从事中外贸易的中心ꎮ 倭患在隆庆 “开禁” 后才真正消失ꎬ 比较正常的中外贸易得以恢

复ꎮ⑧

清初一度 “禁海”ꎬ 但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４) 颁 “展海令”ꎬ 次年在东南沿海设四大海关ꎬ 浙江

海关依然在宁波港口ꎮ 稍后又在定海设分关ꎬ 处理英国等新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船ꎬ “嗣是海外

番舶源源而来ꎬ 不特红毛一国输诚贡市也”⑨ꎮ 但乾隆二十二年 (１７５７)ꎬ 宁波、 定海停止对外国商船

的开放ꎬ 有限的合法对外贸易从此局限于广州 “十三行”ꎬ 为近一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开始的 “三千

年未有之大变局” 埋下了伏笔ꎮ 从此ꎬ 浙东运河及其所在区域的命运便逾出了 “传统” 的轨辙ꎮ

五、 浙东运河的近现代轨迹与历史遗产

　 　 在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文明史上ꎬ 运河是最为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ꎻ 特别在中国

古代社会里ꎬ 又是公共水利工程的重要成分ꎬ 与国家政权紧密地连在一起ꎮ 浙东运河的历史定位在区

域与国家的多重矛盾关系中变化着ꎮ 而开埠以来浙东运河的处境、 遭遇ꎬ 使我们感受到历史惯性的力

量ꎬ 也看到突破既有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向和途径ꎮ
１ 开埠以来浙东区域与浙东运河的沉浮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的内、 外战祸导致了南北大运河漕运的衰微ꎬ １９０１ 年清廷宣布废漕令ꎮ 内河

漕运的终止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京杭运河及其流经地区的命运ꎮ 但区域性的运河段落ꎬ 尤其在济宁以南

大致保持了通航功能ꎬ 也断断续续地连了起来ꎮ １９２１ 年的一份日本调查报告ꎬ 描绘了大运河自 “直
隶通州始”ꎬ 由北而南穿过中国东部ꎬ “镇江以南为江南运河ꎬ 经苏州、 杭州再向东行至宁波ꎮ 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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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杂组» 卷 ４ «地部二»ꎬ 傅成校点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７４ 页ꎮ
雍正 «浙江通志» 卷 ８６ «榷税»ꎬ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标点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５ 册ꎬ 第 ２０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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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〇〇里ꎬ 相当于一二〇〇英里”①ꎮ
与单纯靠漕运与运河运输、 贸易而兴盛的北方运河地区相比ꎬ 包括浙东段的南方运河的区域性运

输及灌溉功能大都没有显著衰落ꎬ 铁路、 公路等新式交通方式也没有排挤运河和其他自然及渠化的水

路交通ꎮ② 清末民初浙东还发展起了资本主义方式的新式民营内河航运业ꎻ③ 而宁波在鸦片战争后被

划为 “五口通商”ꎬ 成为近代对外贸易、 海洋航运业的领头羊之一ꎮ 明清时期经济落后于浙西杭嘉湖

地区的浙东反而获得了新的生机ꎮ④

民国时期许多地方都有水利建设事业的推进ꎮ 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ꎬ 浙东运河航运的重要性增

加ꎬ 局部的疏浚和修补不断ꎬ 包括 １９３２ 年运用新技术、 新材料对三江闸的一次大维修ꎮ⑤ １９３６ 年浙

江省建设厅提议ꎬ 把运河整治放到 “整个国家建设之大计” 的高度ꎬ “而宁绍杭为沿运生产最富之

区ꎬ 整理浙东运河ꎬ 实为贯通全运之嚆矢”ꎮ 宁波以前 “徒以腹地水运过短ꎬ 客货输销不远ꎬ 以故商

业未能充分发展ꎮ 运河之成ꎬ 使甬埠可以直接吸收扬子、 钱塘、 曹娥各流域之富源”⑥ꎮ 议案因 １９３７
年后日军全面侵华以及接踵而来的内战而搁浅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同全国一样ꎬ 宁绍地区的水利等公共工程服从国家计划经济的行政体制

和指令ꎬ “以粮为纲”ꎬ 以兴建防洪、 灌溉的水库最为典型ꎬ 破坏了自然植被ꎻ 而水力发电服务于工

业发展的道路又排斥商品经济机制ꎮ 缺乏来自市场的内在要求ꎬ 浙东运河失去了生机ꎬ 归于沉寂、 式

微ꎮ 在 １９７０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时代里ꎬ 市场经济对振兴交通运输的要求为浙东运河的复兴注入

了活力ꎮ 根据环境的变化ꎬ 当代杭甬运河改造工程在借鉴和利用原有河道的前提下ꎬ 运用了新的知识

和技术ꎬ 尤其在宁绍平原西部重新规划运道ꎬ 不过大致沿循了旧浙东运河的路线ꎮ １９８１ 年底动工、
１９８３ 年夏竣工的杭甬运河西起杭州艮山港ꎬ 出三堡入钱塘江ꎬ 绕道浦阳江至临浦ꎬ 经峙山镇到萧绍

内河ꎻ 之后大多沿用原浙东运河航线ꎬ 最后穿宁波市区、 甬江达镇海码头ꎬ 全程 ２５８ ９ 公里ꎮ⑦ 但之

后ꎬ 规模更大的新杭甬运河 ２００２ 年开工ꎬ 西起杭州三堡ꎬ 东达宁波甬江口ꎬ 全长 ２３８ ９ 公里ꎬ 于

２０１６ 年最终全线通航ꎮ⑧

对浙东运河及其他人工与自然河道的整治和开发依然与区域水利与环境的综合治理密切相关ꎮ 随

着钱塘江主槽不断北移ꎬ 钱清江对泥沙的冲刷力减弱ꎬ 三江口一带逐渐淤结成滩涂ꎬ 并在不断北移ꎮ
三江闸一直发挥着作用ꎬ 虽然之后至清末有过五次大修ꎬ⑨ 但闸功能不断减弱ꎬ 整个水利形势发生着

结构性的变化ꎬ 直至 １９８１ 年为三江闸以北 ２ ５ 公里处建立的新三江闸取代ꎮ 鉴于滩涂海岸线的继

续北移和新三江闸功能的老化ꎬ ２０１１ 年规模更大、 功能更完备、 技术更先进的曹娥江入钱塘江口门

大闸建成ꎬ 曹娥江真正成了可以控制并发挥积极作用的内河ꎮ 这些创举延承了在三江口建闸总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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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平原水利的绪脉ꎬ 在继承中推陈出新ꎮ
２ 浙东运河经验及其评估的几点启示

通过对浙东运河的起源、 兴衰、 起伏进行历时性的考辨ꎬ 不难发现其名与实上的种种歧异ꎬ 一是

基于历史过程本身的复杂性ꎬ 二是源自对这种复杂性评判视角和标准的不同ꎮ 对浙东运河个案经验的

剖析ꎬ 有益于我们深入思考自然与人范畴中复杂、 纠结的生态环境—工程技术—地方社会—国家战略

—政治治乱—政权更替等多重关系ꎮ
首先ꎬ 水利工程的发生与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结构的制约ꎬ 出发点是服务于人们的生活与生产需

求ꎮ 历史悠久的浙东水利建设总的说来是因势利导地发掘和发挥了既有的环境与资源便利ꎬ 工程量较

小ꎬ 基础设施零散ꎻ 人工运道的开凿和使用基本上属于对天然水系的疏导性改造ꎮ 所以浙东运河向来

是服务于农业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综合水利系统的一个环节ꎮ 而在传统社会里ꎬ 水利工程的每一次推进

或改进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ꎬ 都会出现新的困难ꎬ 陷于阻碍经济结构变革的 “技术锁定”ꎬ 所以整

体上呈现循环往复的态势ꎬ 直到近代新科学技术的引进ꎮ① 即便如此ꎬ 如周魁一指出的ꎬ “人类改造

自然能力的提高ꎬ 也深化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ꎮ 这种反作用又以新的变化了的形式ꎬ 重又加入

到自然地理背景之中ꎬ 增加了治水的复杂性ꎬ 促进或制约着水利的发展”②ꎮ
其次ꎬ 只有得到社会和国家的重视和管理ꎬ 运河的交通功能才能充分表现出来ꎻ 社会与政治变迁

紧密地左右着水利等公共设施的命运ꎮ 运河并非意味着简单的运物载人ꎬ 其在中国古代社会至关重要

的功能为国家财政与政治战略布局里的要端: 漕运ꎮ 由于处在大一统帝国里相对偏远和隔离的地理区

位ꎬ 浙东的运河及水利事业在北方朝廷眼里的重要性无法与中心地区的公共工程等比ꎬ 无论是隋唐时

期的江南运河ꎬ 还是在元明清时期的北方运河各段ꎻ 而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后浙东宁绍地区的经济也落

后于位于江南核心地区的河网密度、 航运条件更具优势的浙西杭嘉湖地区ꎮ 反之ꎬ 不难理解分裂时期

的浙东运河ꎬ 因为处在核心或接近核心的位置而得以长足发展ꎮ 另外ꎬ 浙东运河固然在中外贸易上扮

演了显赫的角色ꎬ 但对外经济交流本身在以农立国的大一统陆地帝国里ꎬ 作为末节终究无法自如地

伸展ꎮ
最后ꎬ 只有具备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气候适宜的前提ꎬ 技术进步才能取得改造、 利用自然的实质

性推进ꎮ 前现代的知识和手段制约了浙东运河基础设施与通航手段的形式和力度ꎬ 而开埠以来新的生

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带来的潜能并没有很快发挥出来ꎬ 无论是在政局变换、 社会动荡的清末民初时期ꎬ
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的时期ꎮ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动力激发了近二、 三十年宁绍地区水利

与交通设施的突破性发展ꎬ 相对自主的区域发展动机与鼓励竞争的国家宏观政策达到了一定的契合ꎬ
纵然杭甬运河改造工程所开设的航段不少已经脱离浙东运河的故辙———而这正表明科学与技术ꎬ 使人

们更为合理、 优化地改造、 利用自然的可能性得以付诸实践ꎮ

本文撰写及校改得到以下学术同仁的帮助: 邱志荣、 宫云维、 李德楠、 胡克诚、 张权、 赵卓、 陈

涛等ꎮ 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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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ꎬ ２０１４ 年ꎮ

夷俗与华风: 中古时期
寓居内地的一个胡人家族

———以太原龙润家族为中心

王永平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要: 中古时期ꎬ 寓居内地的外来移民有很多ꎬ 其中龙润家族就是寓居晋阳的一个较为典型的胡人家

族ꎮ 龙氏是来自西域的焉耆王族ꎬ 入华至少已有八代以上ꎬ 从北魏中后期开始ꎬ 一直绵延繁衍到盛唐及其

以后ꎬ 长达二三百年或更久ꎮ 这个家族保留了焉耆国人的祆教信仰ꎬ 这从龙润曾担任过萨保府长史一职就

可以看出ꎻ 这个家族还保持有焉耆胡喜好音乐舞蹈和善于经商的传统ꎮ 但随着入华年代越来越长ꎬ 这个家

族也渐染华风ꎬ 如攀附中古著姓ꎬ 虚构和盛饰了一个华丽的家族谱系ꎬ 家族传统也渐由尚武向崇文方向发

展ꎮ 到中唐以后ꎬ 这支从西域迁移而来的焉耆胡后裔ꎬ 已逐渐融入华夏ꎬ 成为定居晋阳的著姓之一ꎮ
关键词: 胡人ꎻ 龙润家族ꎻ 夷俗ꎻ 华风ꎻ 焉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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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ꎬ 山西就是少数民族内迁和寓居的重要区域ꎮ 尤其是中古时期ꎬ 随着 “五胡乱华” 浪

潮的来袭ꎬ 从塞外和西域蜂拥而入的少数族裔更是纷纷选择落足于此ꎬ 形成了许多胡人聚落和定居

点ꎮ 山西地区考古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胡人墓葬ꎬ 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ꎮ ①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ꎬ 在位于太原

北郊小井峪村东的平板玻璃厂发掘数座唐墓ꎬ 出土了六方龙姓家族墓志ꎬ 计有 «龙润及妻何氏合祔

墓志» (简称 «龙润墓志» )、 «龙澄墓志» «龙义及妻游氏合祔墓志» (简称 «龙义墓志» )、 «龙敏

墓志» «龙寿妻粟氏合祔墓志» (简称 «龙寿墓志» )、 «龙睿及妻张氏合祔墓志» (简称 «龙睿墓

志» ) 等ꎮ② 这批墓葬迄今未见有发掘报告公开发表ꎬ 但有的学者已经从刊布的这批墓志分析指出ꎬ
这是一个从西域东迁入华的胡人家族ꎮ③ 不过ꎬ 学界还未有人就这批墓志展开过专门研究ꎬ 故笔者不

揣浅陋ꎬ 试对这批墓志进行一番综合考察ꎬ 以期通过对这个胡人家族的透视ꎬ 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

古时期寓居山西的胡人群体的生活面相ꎮ

一、 焉耆贵种　 寓居晋阳

　 　 在这批龙姓家族墓志中ꎬ «龙润墓志» 是最早的一方ꎬ 也是确定龙氏家族为从西域东迁入华寓居

晋阳的重要物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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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润墓志» 载: “君讳润ꎬ 字恒伽ꎬ 并州晋阳人也爰自少昊之君继以西楚之将ꎮ 及汉

元帝ꎬ 显姓名于史游ꎮ 马援之称伯高ꎬ 慕其为人ꎬ 敬之重之ꎮ «晋中兴书» 特记隐士子伟ꎬ 以高迈绝

伦ꎬ 并异代英贤君属隋德道消唐基缔构ꎬ 草昧区夏ꎮ 义旗西指ꎬ 首授朝散大夫ꎬ 又署萨宝府

长史ꎮ 贞观廿年ꎬ 春秋廖廓ꎬ 已八十有余ꎮ 驾幸晋阳ꎬ 亲问耆老ꎬ 诏板授辽州刺史永徽四年九月

十日ꎬ 薨于安仁坊之第ꎬ 春秋九十有三永徽六年二月廿日与夫人何氏合葬于并城北廿里井谷

村东义井村北ꎮ”① 据此可知志主生于北齐武成帝太宁元年 (５６１)ꎬ 卒于唐高宗永徽六年 (６５３)ꎬ 享

年 ９３ 岁ꎬ 这在中古时期是相当高寿了ꎮ 该墓志虽然宣称龙润是并州晋阳人ꎬ 并且虚构了一个历代名

贤辈出的华丽族系来源ꎬ 但从其曾任 “萨宝府长史” 一职可以断定这个族系显然是附会伪造的ꎬ 实

际上这是一个从西域东迁入华、 寓居晋阳的胡人家族ꎮ
众所周知ꎬ 萨宝府是管理火祆教事务的一个特殊机构ꎬ 其任职人员大都是来自信仰祆教的胡人ꎮ

据 «魏书西域传» 载: 焉耆国ꎬ “其王姓龙”ꎬ “俗事天神”ꎮ② 又据 «晋书四夷传» 载: “武帝

太康中ꎬ 其王龙安遣子入侍”ꎻ 后龙熙在位时ꎬ 前凉王张骏曾派沙州刺史杨宣西征ꎬ 降服焉耆ꎻ 前秦

时ꎬ 也曾派大将吕光讨西域ꎬ 熙复降于光ꎻ 及吕光建立后凉政权ꎬ “熙又遣子入侍”ꎮ③ 北魏太武帝

时ꎬ 因焉耆经常抢劫中国使臣ꎬ 曾派大将万度归再次征服焉耆ꎬ 其王龙鸠尸卑那逃亡龟兹ꎮ④ 从这些

信息可知ꎬ 焉耆王族姓龙ꎬ 其国有信仰火祆教的风俗ꎬ 中古时期曾遣使内地并数度被降服ꎬ 所以龙润

家族应该是流寓晋阳的焉耆后裔ꎮ 荣新江认为: “虽然 «龙润墓志» 中有龙姓来自少昊的说法ꎬ 但这

种后人的编造是不足凭信的ꎮ 在汉文史料和文书中ꎬ 龙姓一般是指西域焉耆王国居民东迁中原以后所

用的姓氏ꎬ 这一出任胡人聚落萨保府长史的龙润ꎬ 应当是焉耆胡后裔ꎮ 其夫人何氏ꎬ 应当出身于昭武

九姓中的何国ꎮ”⑤ 另据葛承雍研究ꎬ 龙润字恒伽ꎬ 伽字是一个中古时期复现率较高的典型胡名ꎬ 其

读音来源于中古印欧语ꎬ 希腊语、 葡萄牙语、 闪族语 (希伯来语)ꎬ 甚至藏语ꎬ 都读 ｇāꎮ 在古汉语

中ꎬ “伽” 又同 “迦”ꎬ 专门用于译音或专名ꎮ 其语义有 ｔｈｒｏｎｅ 之意ꎬ 即 “宝座” “君王” “王权”
“大首领” 等意思ꎮ 所以恒伽的 “恒” 如果作永久、 持久之意ꎬ 恒伽可能就是永恒的大首领ꎮ 值得注

意的是ꎬ 在龙润之子龙澄墓志中就说其父名 “伽”ꎮ 大概在汉人圈里叫龙润ꎬ 在西域人圈里叫龙伽ꎮ⑥
这也透露出龙润一家极有可能是来自焉耆的王族ꎮ

该墓志还提供了龙润家族内迁后任职活动的大概线索: 曾祖康基ꎬ 曾任高齐青、 莱二州刺史ꎬ 在

今山东地区ꎻ 祖盆生ꎬ 曾任元魏冀州刺史ꎬ 在今河北地区ꎻ 父求真ꎬ 在北周灭北齐、 统一北方后ꎬ 拜

为仪同三司ꎮ 其中有一个很反常的现象ꎬ 即盆生任职于元魏ꎬ 反早于其父康基ꎮ 另外ꎬ 盆生仅见于

«龙润墓志»ꎬ 而不见于其他后代的墓志ꎬ 也殊为费解ꎮ 该墓志提供的龙润世系如下:
康基———盆生———求真———龙润 (恒伽)

关于龙氏的地望ꎬ «龙澄墓志» 又载: “君讳澄ꎬ 字玄靖ꎬ 陇西牛心郡人也ꎮ”⑦ 与其父墓志所记

“并州晋阳人也” 有所不同ꎮ 牛心郡不见于史籍记载ꎬ 但河陇一带多有以牛心命名的地名ꎬ 如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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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良、 赵超主编: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永徽 ０３５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７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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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 卷 １０２ «西域传»ꎮ
荣新江: «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ꎬ 载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修订版)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ꎬ ２０１４ 年ꎮ 参见荣新江: «龙家考»ꎬ 载 «中亚学刊» 第 ４ 辑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ꎮ 又参见黄盛璋: «汉于阗吐蕃文

献所见 “龙家考” »ꎬ 载郑炳林等主编: «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ꎬ 西安: 三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ꎻ 黄盛璋: «再
论汉 (龙家)、 于阗 (Ｄｕｍ)、 吐鲁番文书 (Ｌｕｎｇ ｄｏｒ) 皆为 “龙家” 互证落实为三重证据»ꎬ 载 «亚洲文明» 第 ４ 辑ꎬ 西安: 三秦出

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ꎮ
葛承雍: «中亚粟特胡名 “伽” 字考证»ꎬ 载 «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６ 年ꎮ
周绍良、 赵超主编: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龙朔 ００３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１１９ 页ꎮ



山、 牛心堆、 牛心川等ꎬ① 这是否也透露出其家族祖辈来自西域的迁转地望呢? 该墓志又载: “祖真ꎬ
隋任鹰扬ꎻ 父伽ꎬ 皇朝以宿德年高ꎬ 板授辽州刺史ꎮ” 其祖真应即 «龙润墓志» 所载求真ꎬ 但任职时

间及职务皆有异ꎮ 另外ꎬ 该墓志未列 (求) 真以上祖辈信息ꎮ 该墓志又说: “ (龙澄) 以武艺见知ꎬ
擢任西明府旅帅从军北讨论绩积策勋ꎬ 授骁骑尉ꎬ 寻转任校尉耻居下职ꎬ 思效深功ꎮ 乃

厕纶言ꎬ 宣风绝域ꎮ 已穷定远之境ꎬ 方成博望之功乃属狂凶纵虐ꎬ 狡寇傍侵ꎬ 固守穷城ꎬ 以一当

万ꎬ 道殚援绝ꎬ 执节而终寻遇诸蕃无事ꎬ 后使言归ꎬ 遂奉灵躯ꎬ 以还前壤ꎬ 年六十六ꎮ 大唐龙朔

元年七月十三日窆于苑西ꎮ 嗣子痛其道之永绝ꎮ” 据此可知ꎬ 龙澄应是殉国于唐高宗龙朔元年 (６６１
年) 或之前ꎬ 据其卒年 ６６ 岁可推知其应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 (５９６) 或之前ꎬ 应为龙润之长子ꎮ
其墓志所载世系如下:

[求] 真———润 ( [恒] 伽) ———澄 (玄靖) ———嗣子?
龙义应为龙润次子ꎬ 据其墓志载: “君讳义ꎬ 字怀亮ꎬ 晋阳人也曾祖康基ꎬ 齐上开府仪同三

司ꎬ 中书舍人ꎻ 祖 求 真ꎬ 周黎阳总管府鹰扬父恒伽ꎬ 皇朝授辽州刺史公禀灵如射ꎬ 资气

□□ꎬ 早树嘉声ꎬ 幼标通理ꎮ 属太君豹变ꎬ 早预攀龙ꎬ 特□隆恩ꎬ 授公骑都尉以显庆二年十一月

六日终于私第ꎬ 春秋六十有一ꎮ 夫人游氏贞观十九年十一月廿日而卒ꎮ 以大唐龙朔三年岁次癸亥

二月乙酉朔十二日景申ꎬ 合葬于晋阳城北 廿 里堀山之原ꎬ 礼也ꎮ 嗣子行□等ꎮ”② 据此可知志主生于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 (５９７)ꎬ 卒于唐高宗显庆二年 (６５７)ꎬ 享年 ６１ 岁ꎮ 这方墓志所载地望与其父墓志

同ꎬ 但关于康基的任职却不同ꎻ 求 真任职也与龙润与龙澄墓志所载皆有异ꎻ 龙义所授骑都尉为勋官ꎮ

又 «龙义墓志» 缺漏盆生一代ꎮ 其世系如下:

康基——— 求 真———润 (恒伽) ———义 (怀亮) ———行□

　 　 　 　 　 　 　 　 　 　 　 　 　 　 　 　 　 　 　 　 　 　 　 
龙敏应是龙润的第三子ꎬ 未出仕ꎮ 据其墓志载: “君讳敏ꎬ 字玄达ꎬ 南阳鲁县人也曾祖基ꎬ

齐左千牛府郎将祖真ꎬ 周显州司马ꎮ 父恒伽ꎬ 隋辽州长史君荆山玉种以开耀元年十二月

三日ꎬ 卒于永安之私第ꎬ 春秋七十有九即以其月廿日ꎬ 权厝于晋阳金城之西北原ꎬ 礼也有子

神智等ꎮ”③ 据此可知志主生于隋文帝仁寿三年 (６０３)ꎬ 卒于唐高宗开耀元年 (６８１)ꎬ 享年 ７９ 岁ꎮ
这方墓志除了缺漏盆生一代外ꎬ 将曾祖康基省作基ꎬ 祖求真省作真ꎮ 另外ꎬ 康基和求真的任职与龙

润、 龙澄、 龙义墓志所载皆不同ꎻ 甚至连其父恒伽的任职也搞错了ꎮ 还有一点与其他龙氏墓志的不同

之处ꎬ 就是将地望记作南阳鲁县ꎮ 据其墓志可列龙敏世系如下:
[康] 基——— [求] 真———润 (恒伽) ———敏 (玄达) ———神智

　 　 　 　 　 　 　 　 　 　 　 　 　 　 　 　 　 　 　 　 　 　 　 　 　 　 
龙寿是龙润之孙ꎬ 龙义之子ꎮ 据其墓志载: “君讳寿ꎬ 字孝德ꎬ 南阳鲁人也曾祖真ꎬ 周任显

州司马祖恒伽ꎬ 隋辽州长史ꎮ 父世义ꎬ 唐元从仪同君荆山玉种以延载元年六月廿三日ꎬ
卒于私第ꎬ 春秋六十有八ꎮ 夫人粟氏以总章二年三月二日ꎬ 卒于私第ꎬ 春秋卌即以延载元年

八月廿一日ꎬ 合葬于交城县井谷村东平原ꎬ 礼也有子思睿等ꎮ”④ 据此可知志主生于唐太宗贞观

元年 (６２７)ꎬ 卒于武则天延载元年 (６９４)ꎬ 享年 ６８ 岁ꎮ 墓志所载世义ꎬ 应即龙义ꎬ 或为省称ꎬ 或为

避唐太宗李世民讳ꎮ 曾祖求真也省作真ꎬ 任职与 «龙敏墓志» 所记同ꎻ 祖恒伽的任职也搞错ꎮ 另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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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牛心堆ꎬ 又称牛心山ꎮ 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南ꎮ 据 «水经注» 载: “湟水自临羌县东流ꎬ 合龙驹川水ꎬ 又东合长宁川水ꎬ 又东

合牛心川水ꎻ 水出西南远山ꎬ 东北流径牛心堆ꎮ” 唐太宗贞观九年 (６３５)ꎬ 李靖败吐谷浑于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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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望延续了 «龙敏墓志» 之说ꎮ 从 «龙寿墓志» 看似乎志主也未出仕ꎬ 但据其子 «龙睿墓志»
载ꎬ 龙寿曾以军功ꎬ “策勋上柱国”ꎮ 从 «龙寿墓志» 的行文来看ꎬ 显然是抄袭了 «龙敏墓志» 而又

稍作修改而已ꎮ 所以两方墓志所提供的信息有高度重合之处ꎬ 包括错误之处也一致ꎮ 该墓志所提供的

龙寿世系如下:
[求] 真———润 (恒伽) ———世义 (怀亮) ———寿 (孝德) ———思睿

　 　 　 　 　 　 　 　 　 　 　 　 　 　 　 　 　 　 　 　 　 　 　 　 　 　 　 　 
龙睿是龙润重孙ꎬ 龙世义之孙ꎬ 龙寿之子ꎮ 据其墓志载: “君讳睿ꎬ 字思睿ꎬ 晋阳人也祖讳

恒ꎬ 辽州刺史大父世义ꎬ 朝散郎考讳孝德ꎬ 有骁敢ꎬ 以勇闻ꎬ 屡拜戎捷ꎬ 策勋上柱国君

少而冲淡ꎬ 长而简素享寿八十有六ꎬ 委和私第ꎬ 即开元廿九年岁在辛巳暮春三月巳三日夫人

清河张氏ꎬ 有齐庄之德ꎬ 随运先终ꎬ 春秋七十有六ꎮ 其年闰四月十六日ꎬ 合祔葬于井谷村东北原ꎬ 礼

也ꎮ 嗣子七ꎮ”① 据此可知志主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 (６５６)ꎬ 卒于开元二十九年 (７４１)ꎬ 享年 ８６ 岁ꎮ
该墓志将其曾祖恒伽省为恒ꎬ 祖世义所记朝散郎为文散官 (从七品上)ꎬ 父孝德上柱国为勋官 (视正

二品)ꎮ 据墓志可列龙睿世系如下:
润 (恒 [伽] ) ———世义 (怀亮) ———寿 (孝德) ———睿 (思睿) ———?

综合以上六方墓志所载ꎬ 可大致拼列出龙氏家族世系如下:

从这个世系来看ꎬ 龙润家族自从西域东迁入华以后至少已经繁衍了八代以上ꎮ 这个家族的男性普

遍比较长寿ꎬ 从龙润到龙睿四代繁衍的情况来看ꎬ 一般是 ３０ 年一代ꎮ 如果将康基算作入华始祖ꎬ 其

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北魏中后期 (４７１ 左右) 到东魏 (５３４—５５０)、 北齐 (５５０—５７７) 之间ꎬ 到第七代

龙睿时ꎬ 这个家族至少已经有 ２００ 年到 ２５０ 年以上的历史ꎮ 从已经发现的墓葬及其碑刻资料来看ꎬ 龙

氏家族至晚从求真一代起ꎬ 就有六代以上定居在晋阳ꎮ 龙氏祖茔所在的古晋阳城北 ２０ 里的井谷

(ｙù) 村ꎬ 即今太原西郊的小井峪村ꎬ 在古代 “谷” 与 “峪” 常通假ꎬ 说明这还是一个很古老的村

落ꎮ 这也表明龙润家族是中古时期寓居山西的一个典型的胡人家族ꎮ

二、 家世尚武　 门风豪放

　 　 龙润家族东迁入华以后ꎬ 在其家族门风中ꎬ 还长期保持着焉耆胡崇武尚勇的特征ꎮ 胡人尚武本是

其族群特色ꎬ 焉耆胡也不例外ꎮ 焉耆在其国力强盛之时ꎬ 据 «后汉书西域传» 称: “户万五千ꎬ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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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二千ꎬ 胜兵二万余人ꎮ”① 当时焉耆国总共才 ５２ ０００ 人ꎬ 就有 ２０ ０００ 多兵力ꎬ 大概除妇孺之外ꎬ
几乎全民皆兵ꎬ 可见其国人尚武之风颇盛ꎮ 焉耆还曾一度称霸西胡ꎬ 据 «晋书四夷传» 载: “ (其
王) 会有胆气筹略ꎬ 遂霸西胡ꎬ 葱岭以东莫不率服ꎮ”② 后来焉耆国力虽然有所衰落ꎬ 但尚武之风不

减ꎬ 据 «新唐书西域传上» 载: “户四千ꎬ 胜兵二千ꎮ”③ 在 ４０００ 户人家中ꎬ 就有 ２０００ 兵力ꎬ 几乎

是一半的人家都有当兵者ꎬ 足见其国武勇之风仍盛ꎮ 直到唐末ꎬ 散居在今河西走廊和哈密等地的焉耆

人依然保持着尚武的传统ꎬ 据敦煌文书 Ｓ ３６７ «光启元年 (８８６ 年) 十二月廿五日书写沙、 伊等州地

志» 残卷记载: “龙部落ꎬ 本焉耆人ꎮ 今甘、 肃、 伊州各有首领ꎬ 其人轻锐ꎬ 健斗战ꎮ”④ 看来焉耆

胡一直保持着尚武的传统ꎮ 从龙润家族的出仕情况及其事迹来看ꎬ 虽然诸墓志的记载有所不同ꎬ 但也

可以从中窥见这个家族一直保持着焉耆胡人的尚武传统ꎮ
龙润家族的第一代康基ꎬ 在龙润、 龙义、 龙敏三方墓志中都有载ꎬ 其中 «龙敏墓志» 作 “基”ꎮ

关于其任职ꎬ 三方墓志记载各异ꎮ «龙润墓志» 作 “高齐青、 莱二州刺史”ꎬ 属于地方军政长官ꎬ 考

虑到当时北齐与北周及南朝梁、 陈的对峙局面ꎬ 选拔地方军政长官会多从军事角度考量ꎬ 这从 “畺
(疆) 场邻比ꎬ 风化如一” 的赞美词中也可以体会到这一点ꎻ «龙义墓志» 记作 “齐上开府仪同三

司ꎬ 中书舍人”ꎬ 应为中央职官ꎬ “上开府仪同三司” 为一种具有军事性质的高级官位ꎬ 一般为赏功

酬劳之职ꎬ 而中书舍人虽然品级不算很高ꎬ 但却为皇帝近臣ꎬ 掌传宣诏命ꎬ 地位十分重要ꎻ «龙敏墓

志» 则作 “齐左千牛府郎将ꎬ 荣参列戟ꎬ 望重司阶”ꎬ 为高级武职ꎮ 据 «唐六典» 卷二十五诸卫府

载: “左、 右千牛卫ꎬ 大将军各一人ꎬ 正三品ꎻ 将军各一人ꎬ 从三品ꎻ 中郎将各二人ꎬ 正四品下ꎮ”
自注曰: “北齐领左右府有领左右将军ꎬ 亦统千牛备身ꎬ 第六品下炀帝改为左、 右备身郎将一

人皇朝置中郎将各二人也ꎮ”⑤ 假如将这三方墓志所记康基的不同任职分别看作三个不同阶段的

话ꎬ 康基主要还是应该以武人面相出现的ꎮ 一般认为ꎬ 北齐统治者是鲜卑化了的汉人ꎬ 在生活方式和

宗教信仰上具有很深的胡化痕迹ꎮ 而陈寅恪先生却认为 “北齐之宫廷尤以其末年最为西域胡化”⑥ꎮ
当时在北齐政权中有大量来自西胡、 尤其是粟特背景的胡人受到重用ꎮ 龙康基从地方军政长官到中央

高级武职和皇帝近臣的仕宦经历ꎬ 正是在这样的 “西胡化” 背景下活跃在北齐的政治生活中的ꎮ
龙盆生是仅见于 «龙润墓志» 的龙氏家族第二代ꎮ 为什么在其他龙氏家族后代的墓志中都失载

盆生呢? 这大概与 «龙润墓志» 所载 “祖盆生ꎬ 元魏冀州刺史进号仪同” 有关ꎮ 假如 «龙润墓

志» 所载不虚ꎬ 则盆生任职的元魏时代要早于其父康基任职的北齐 (５５０—５７７)ꎮ 这是一个殊为令人

费解的现象ꎬ 因为它违反了一般人的常识ꎬ 所以除 «龙润墓志» 外ꎬ 其他几方龙氏家族墓志都没有

提到盆生ꎬ 可能是龙氏后人也注意到了这种反常现象ꎬ 所以怀疑盆生这代的真实存在而有意将其回避

了ꎮ 但盆生的这种仕宦经历情况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ꎬ 因为墓志所载一般都是最高任职或最后任职ꎬ
假如盆生任职的元魏是高欢掌权时期的东魏 (５３４—５５０)ꎬ 这时其父康基完全也有可能已经出仕ꎬ 只

不过到北齐ꎬ 康基还一直活跃在职场ꎬ 而盆生可能已因种种原因没有活到北齐时就先其父而殁ꎬ 所以

就出现了盆生的任职就定格在元魏 (实际上大概是东魏)ꎬ 而其父康基的任职却出现在北齐的看似反

常的现象ꎮ 从盆生的任职来看ꎬ 冀州刺史也属于地方军政长官ꎮ 但冀州 (今河北冀县) 的军事地位

却很不一般ꎬ 此地当北魏末年六镇之乱后ꎬ 是安置内迁降户之地ꎬ 旋又爆发河北民变ꎬ 为契胡酋长尔

朱荣所镇压ꎮ 高欢先后参加了这些变乱ꎬ 后又投靠尔朱荣ꎮ 在尔朱荣被杀后ꎬ 高欢又乘尔朱氏混乱之

际ꎬ 说动当年被尔朱荣兼并的参加过六镇之乱的二十余万军民归顺自己ꎬ 并把他们带到河北ꎬ 进据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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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ꎬ 从这里走向了创建东魏、 北齐之路ꎮ 所以冀州的军事地位非常重要ꎬ 盆生在高欢控制下的东魏时

期出任冀州刺史ꎬ 应是对其军事才能的肯定与重用ꎬ 这从 “得绥抚之望ꎬ 朝廷嘉美” 的赞语中也可

以看出盆生的军事、 政治干略ꎮ
龙求真是龙润家族的第三代ꎬ 见载于龙润、 龙义、 龙澄、 龙敏、 龙寿等墓志ꎮ 除 «龙润墓志»

外ꎬ «龙义墓志» 虽然有点漫漶不清ꎬ 但尚可推衍出是 “求真” 二字ꎬ 而其他三方墓志则都作

“真”ꎮ 关于其任职ꎬ 只有 «龙澄墓志» 作 “隋任鹰扬”ꎬ 其余都记为北周ꎬ «龙润墓志» 作 “周拜仪

同三司”ꎬ «龙敏墓志» 作 “周显州司马”、 «龙义墓志» 作 “周黎阳总管府鹰扬”ꎬ «龙寿墓志» 作

“周任显州司马”ꎮ 司马、 鹰扬皆为武职ꎮ 龙敏、 龙寿墓志都说求真为北周显州司马ꎬ 据 «通典职

官州郡下» “总论郡佐” 条载: “司马ꎬ 本主武之官ꎮ 自魏晋以后ꎬ 刺史多带将军ꎬ 开府者则置府

僚ꎮ 司马为军府之官ꎬ 理军事ꎮ”① 显州ꎬ 北魏永安中 (５２８—５３０) 置ꎬ 治汾州六壁城 (今山西孝义

西)ꎬ 领四郡、 四县ꎬ② 后又先后归东魏、 北齐和北周ꎮ 此地据龙氏家族定居地并州晋阳不远ꎬ 所以

此任职较为可靠ꎮ 这说明至晚在龙求真这一代就应该定居在晋阳ꎬ 惜乎未见有求真墓志ꎮ 至于 «龙
润墓志» 作 “周拜仪同三司”ꎬ 则为酬赏功劳之职ꎮ 鹰扬既为武官名号ꎬ 又为武官或武事代称ꎮ 鹰扬

作为武官名号ꎬ 出现在隋炀帝时ꎬ 据 «通典职官武官下» “折冲府” 条载: “开皇中ꎬ 置骠骑将

军府ꎬ 每府置骠骑、 车骑二将军ꎮ 大业三年 (６０７)ꎬ 改骠骑府为鹰扬府ꎬ 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ꎬ
改车骑将军为鹰扬副郎将ꎮ”③ 那么 «龙义墓志» 中的 “周黎阳总管府鹰扬” 是否为武官代称呢? 应

该也不是ꎮ 总管府始设于北周ꎬ 一般是在都会之地ꎬ 或守御之要ꎮ 北周灭北齐后ꎬ 于北齐旧地又增置

了一批总管府ꎬ 黎阳 (今河南浚县) 虽然历来为兵家重地ꎬ 但并未见北周于此设有总管府的记载ꎮ
而黎阳总管仅见于唐初武德二年 (６１９)ꎬ 是为了酬赏据守黎阳率众归唐的瓦岗军将领徐世勣ꎬ “诏授

黎阳总管、 上柱国、 莱国公”④ꎮ 可见此职大概是临时性的ꎬ 所以 «龙义墓志» 的记载可能有误ꎮ 而

«龙澄墓志» 所记 “隋任鹰扬” 如果属实的话ꎬ 可能是求真在入隋以后曾担任过此职ꎮ 龙求真从北周

时的显州司马、 仪同三司ꎬ 到入隋以后的鹰扬郎将ꎬ 走得也是以武艺入仕的途径ꎮ
龙润是龙氏家族的第四代ꎬ 也是这个家族著籍晋阳的关键性人物ꎬ 所以他见于出土的所有六方龙

氏家族墓志ꎬ 其中一方为志主本人ꎮ 据 «龙润墓志» 载: “君属隋德道消唐基缔构ꎬ 草昧区夏ꎮ
义旗西指ꎬ 首授朝散大夫ꎬ 又署萨宝府长史ꎮ” 由此看来龙润积极参加了隋末李渊、 李世民父子发动

的晋阳起兵ꎬ 并被授予朝散大夫、 萨宝府长史之职ꎮ 朝散大夫为从五品下阶的文散官ꎮ 萨宝是中古时

期管理火祆教事务和胡人聚落组织的机构ꎬ 一般认为是从商队组织发展而来的ꎮ 隋制: 在有 ２００ 户以

上胡人的地方就设有诸州萨宝 (视正九品)ꎮ⑤ 据姜伯勤先生研究ꎬ 萨宝府的设置还参照了中原的

“开府” 制度ꎬ 其所属官属僚佐可分为三类: 祆祠官员ꎬ 如祆正、 祆祝等ꎻ 萨宝府武官ꎬ 如萨宝率

府、 萨宝果毅等ꎻ 萨宝府书记官ꎬ 如萨宝府史等ꎮ⑥ 龙润所担任的萨宝府长史一职ꎬ 应为萨宝府武

官ꎬ 据 «通典职官州郡下» “总论郡佐” 条载: “长史: 秦置郡丞ꎬ 其郡当边戍者ꎬ 丞为长史ꎬ
掌兵马ꎮ 汉因而不改ꎮ 其后长史遂为军府官ꎮ”⑦ 萨宝府长史一职ꎬ 不见于其他记载ꎬ 当为萨宝府职

官体系中的一个新见官职ꎬ 可补文献记载之缺失ꎮ 墓志又载: “贞观廿年ꎬ 春秋廖廓ꎬ 已八十有余ꎮ
驾幸晋阳ꎬ 亲问耆老ꎬ 诏板授辽州刺史ꎮ” 贞观二十年 (６４６)ꎬ 唐太宗在征辽东返途中ꎬ 路过并州ꎬ
曾下令当地大赦ꎬ 并赏赐和设宴款待从征官员及参加过晋阳起兵的元从功臣ꎬ 据 «旧唐书太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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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二十年春正月ꎬ 上在并州庚辰ꎬ 曲赦并州ꎬ 宴从官及起义元从、 赐粟帛、 给复有差ꎮ”① 龙

润作为年过八旬的 “耆老” 和元从功臣ꎬ 受到唐太宗的亲自接见ꎬ 并被授予了奖励高龄老人的荣誉

职衔辽州刺史ꎮ 这一点在 «龙澄墓志» 中也提到 “皇朝以宿德年高ꎬ 板授辽州刺史”ꎮ 此外ꎬ 在 «龙
义墓志» 中记载的 “皇朝授辽州刺史” 和 «龙睿墓志» 中记载的 “辽州刺史” 都是指此事ꎬ 不过

«龙睿墓志» 又说 “河润九里ꎬ 百城风靡ꎬ 以良刺驰声”ꎬ 好像龙润是真授和上任过一样ꎬ 则是誉之

过矣ꎬ 以致出错ꎮ 而龙敏和龙寿墓志所载 “隋辽州长史” 的说法ꎬ 则完全是错误的ꎮ
龙澄、 龙义、 龙敏是兄弟三人ꎬ 为龙氏家族的第五代ꎮ
龙澄有墓志ꎬ 但仅此有记ꎮ 据墓志载: “以武艺见知ꎬ 擢任西明府旅帅ꎮ” 西明府ꎬ 未详在何处ꎬ

或疑在洛阳ꎮ② 旅帅为府兵制下的低级领兵将领ꎬ 从八品上阶ꎮ 据 «新唐书百官志四» 载: 每府有

校尉 ５ 人ꎬ 旅帅 １０ 人ꎬ 队正、 副队正各 ２０ 人ꎮ 每校尉领旅帅 ２ 人ꎬ 每旅帅领队正 ２ 人ꎮ 每队正领兵

５０ 人ꎬ 每旅帅领兵约为 １００ 人ꎮ③ 龙澄大概是以武艺入仕ꎬ 擢任旅帅的ꎮ 在任上ꎬ 龙澄 “奉上以礼ꎬ
统下以方”ꎬ 非常尽心尽职ꎮ 后来ꎬ 龙澄参加过一些征讨行动ꎬ “遂属凶 (匈) 奴未宁ꎬ 从军北讨ꎬ

既而 氛 清瀚海ꎬ 雾廓龙庭ꎬ 论绩积策勋ꎬ 授骁骑尉ꎬ 寻转任校尉ꎮ” 龙澄积功授骁骑尉ꎬ 为四转、

视正六品勋官ꎬ 校尉为从七品下阶的低级武官ꎮ 所以龙澄并不满足于此职ꎬ 而是以年逾花甲之岁ꎬ 奉

诏出使西域ꎬ 但最终功亏一篑ꎬ 被困孤城ꎬ 弹尽援绝ꎬ 以身殉国ꎮ «墓志» 对此记叙曰: “君志虽温

柔ꎬ 行乃贞厉ꎬ 耻居下职ꎬ 思效深功ꎮ 乃厕纶言ꎬ 宣风绝域ꎮ 已穷定远之境ꎬ 方成博望之功ꎮ 既而昆

岳途遥ꎬ 玉门难返ꎬ 乃属狂凶纵虐ꎬ 狡寇傍侵ꎬ 固守穷城ꎬ 以一当万ꎬ 道殚援绝ꎬ 执节而终ꎮ” 不

久ꎬ 西域底定ꎬ “寻遇诸蕃无事ꎬ 后使言归ꎬ 遂奉灵躯ꎬ 以还前壤ꎬ 年六十六”ꎮ 龙澄灵柩得以带回ꎬ
安葬晋阳ꎬ 多亏了朝廷派出的使臣东归ꎬ 才总算使其魂归故里ꎮ

龙义ꎬ 又作世义ꎮ 见于出土的三方龙氏家族墓志ꎮ 其中一方为志主本人ꎬ 全称为 «大唐故骑都

尉龙君墓志铭»ꎬ 曰: “公禀灵如射ꎬ 资气□□ꎬ 早树嘉声ꎬ 幼标通理ꎮ 属太君豹变ꎬ 早预攀龙ꎬ 特

□隆恩ꎬ 授公骑都尉ꎮ” 看来龙义也参加了晋阳起兵ꎬ 并因功授骑都尉之职ꎬ 为五转视从五品勋官ꎮ
在其子 «龙寿墓志» 中称其父为 “唐元从仪同”ꎬ 元从为太原元从功臣之谓ꎬ 仪同为仪同三司之简

称ꎬ 大约为荣誉职衔ꎻ 在其孙 «龙睿墓志» 中又称其 “以雄豪自处”ꎬ 授 “朝散郎”ꎬ 则为文散官第

二十阶ꎬ 从七品上ꎮ
龙敏也有墓志ꎬ 但也仅此有记ꎮ 不过ꎬ 从墓志来看ꎬ 志主似乎不乐仕进ꎬ 故称处士ꎮ
龙寿ꎬ 字孝德ꎬ 为龙氏家族的第六代ꎬ 见于两方龙氏家族墓志ꎮ 其中一方为志主本人ꎬ 但因该志

与 «龙敏墓志» 多有雷同之处ꎬ 显系抄撮而成ꎬ 其中没有提到龙寿的仕宦经历ꎮ 不过在 «龙睿墓志»
中提供了其父的一些信息: “考讳孝德ꎬ 有骁敢ꎬ 以勇闻ꎬ 屡拜戎捷ꎬ 策勋上柱国ꎮ” 可见龙寿也以

武勇知名ꎬ 曾因屡立战功ꎬ 被授勋官最高等级上柱国ꎬ 十二转、 视正二品ꎬ 为龙氏家族中授勋最高

者ꎮ 不过ꎬ 唐初勋官所授还比较严肃和正规ꎬ 其父龙义及其伯父龙澄虽然都参加过晋阳起兵ꎬ 皆为元

从功臣ꎬ 但也仅被授予级别较低的骑都尉与骁骑尉勋职ꎮ 但自唐高宗以来ꎬ 勋官越授越滥ꎮ 龙寿生活

在太宗、 高宗、 武则天时期ꎬ 他被授予上柱国应是在高武时代ꎮ 墓志未提及龙寿有具体的职事官ꎬ 而

勋官无职事者ꎬ 还必须服役ꎮ 据 «旧唐书职官志一» 载: “永徽已后ꎬ 以国初勋名与散官名同ꎬ 年

月既久ꎬ 渐相错乱自是已后ꎬ 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ꎮ 每年纳课ꎬ 亦分番于兵部及本郡ꎬ 当上省司

又分支诸曹ꎬ 身应役使ꎬ 有类僮仆ꎮ 据令乃与公卿齐班ꎬ 论实在于胥吏之下ꎬ 盖以其猥多ꎬ 又出自兵

卒ꎬ 所以然也ꎮ”④ 龙寿勋职正是在此背景下的产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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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睿为龙氏家族的第七代ꎬ 有墓志ꎬ 全称为 «唐故处士上柱国龙君墓志铭»ꎬ 既言处士ꎬ 又从墓

志来看ꎬ 也未提及龙睿的仕宦经历ꎬ 但又称上柱国ꎬ 未详其因ꎮ 其生活的年代当高宗、 武则天、 玄宗

时期ꎬ 估计亦应属滥授ꎮ 不过ꎬ 从中也可推知龙睿大概尚有家族武勇之风ꎮ
«龙睿墓志» 还提到龙睿有嗣子 ７ 人ꎬ 为龙氏家族的第八代ꎬ 其生活的年代已到盛唐时期ꎬ 惜乎

无一人留下姓名和有墓志出土ꎮ
综观龙氏家族ꎬ 从康基到龙睿历经七代ꎬ 无论是在元魏、 北齐、 北周ꎬ 还是在隋唐时期ꎬ 都一直

保持着胡人尚武的传统ꎬ 尤其是在隋唐嬗代的关节点ꎬ 龙氏家族还积极参加了李渊、 李世民父子发动

的晋阳起兵ꎬ 名著元从功臣之列ꎬ 这也为这个家族的发展赢来了难得的机遇ꎮ

三、 喜乐好酒　 兼善经商

　 　 西域胡人生性豪爽ꎬ 普遍能歌善舞ꎬ 有酿造葡萄酒的传统ꎬ 并且擅长经商ꎬ 焉耆胡也如此ꎮ 据

«魏书西域传» 载: 焉耆国ꎬ “俗尚蒲萄酒ꎬ 兼爱音乐”①ꎮ 也就是说焉耆国很早就有酿造葡萄酒和

喜好音乐舞蹈的风俗ꎮ 龙润家族东迁入华后也保持了这个传统ꎬ 据 «龙润墓志» 载: “妍歌妙舞之

乐ꎬ 常在闻见之中ꎻ 肥醲甘膬之馔ꎬ 不离左右之侧ꎮ” 妍歌妙舞和肥醲甘膬大约指的就是具有浓郁西

域风的歌舞和饮食ꎮ
中古华夏音乐舞蹈本受胡风影响甚巨ꎬ 其中尤其是以龟兹乐的影响最大ꎮ 向达先生曾经论述道:

隋唐两代ꎬ 龟兹乐之盛极一时唐代流行长安之西域乐以龟兹部为特盛ꎮ 按龟兹乐部自后魏

以来ꎬ 即为世人所重: 后魏曹婆罗门一家即受龟兹琵琶于商人ꎬ 其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宣所重ꎬ 常自

击胡鼓和之ꎮ 隋开皇中ꎬ 西龟兹、 齐龟兹、 土龟兹三部ꎬ 大盛于闾阎ꎮ 至唐而从立部伎之安乐、 太

平乐、 破阵乐、 大定乐、 上元乐、 圣寿乐、 光圣乐、 皆雷 (擂) 大鼓ꎬ 杂以龟兹乐ꎮ 长寿乐、 天授

乐、 鸟歌万岁乐、 小破阵乐皆用龟兹乐ꎮ 不仅朝廷诸大乐率用龟兹乐ꎬ 笛及羯鼓亦复用之ꎮ②
焉耆距离龟兹不远ꎬ “自焉耆西南步二百里ꎬ 度小山ꎬ 经大河二ꎬ 又步七百里乃至 (龟兹) ”③ꎮ

焉耆的风俗也与龟兹大致相同ꎬ “ (龟兹) 风俗、 婚姻、 丧葬、 物产与焉耆略同”④ꎮ 所以焉耆乐舞受

龟兹影响极深ꎬ 在焉耆流行的就是龟兹乐舞ꎮ 据此可推知ꎬ 龙润经常 “闻见” 的 “妍歌妙舞之乐”ꎬ
可能就是其家族熟悉的传自西域的龟兹乐舞ꎮ

至于 “不离左右” 的所谓 “肥酉农甘膬 (脆) 之馔”ꎬ 大约指的就是芳香酷烈的葡萄美酒 (肥酉农)
和各种美味的西域胡食 (甘膬)ꎬ 这也是西胡人的饮食特征ꎮ

葡萄及葡萄酒的原产地在西域ꎬ 关于葡萄酒的酿造方法之东传入华ꎬ 论者甚夥ꎬ 其中流传最广的

一种说法是唐太宗灭高昌后得其酒法ꎬ 据 «唐会要» 卷一百记载: “葡萄酒ꎬ 西域有之ꎬ 前世或有贡

献ꎮ 及 (太宗) 破高昌ꎬ 收马乳蒲桃实ꎬ 于苑中种之ꎬ 并得其酒法ꎬ 自损益造酒ꎮ 酒成ꎬ 凡有八色ꎬ
芳辛酷烈ꎬ 味兼醍醐ꎮ 既颁赐群臣ꎬ 京中始识其味ꎮ”⑤ “醍醐” 比喻美酒ꎬ 它书又作 “缇 (醍)
盎”ꎮ⑥ “缇盎” 为缇齐、 盎齐之谓ꎬ 为 «周礼天官酒正» 所记之五种美酒中的两种ꎮ “缇齐”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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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红酒之谓ꎬ 郑玄注曰: “缇者ꎬ 成而红赤ꎬ 如今下酒矣ꎮ”① 大概也有以其来比喻葡萄酒色之意ꎮ
不过ꎬ 山西地区其实早就是葡萄酒的主要生产基地ꎬ 据 «新唐书地理志三» 记载: 太原土贡

中就有 “蒲萄酒”ꎮ② 按: 太原是唐代向朝廷进贡葡萄酒的仅有的两个地区之一ꎬ 另一个是地处西域

的西州 (即原高昌国ꎬ 早就有酿制葡萄酒的传统ꎬ 今新疆吐鲁番)ꎬ 这表明太原生产的葡萄酒是当时

内地最好的葡萄酒ꎮ 唐人李肇在 «唐国史补» 中也记载: “酒则有河东之乾和蒲萄ꎮ”③ 葛承雍

认为 “乾和葡萄酒” 是操突厥语的胡人的叫法ꎬ “乾和” 是突厥语 ｑａｒａｎｒ 的音译汉名ꎬ 原意为 “盛酒

皮囊” 或 “装酒的皮袋子”ꎮ④

至晚在唐初ꎬ 来自西域的 “酒家胡” 就将葡萄酒酿造技术传入了河东地区ꎮ 生活在隋末唐初的

河东大诗人王绩在 «题酒家五首» (一作 «题酒店壁» ) 诗之二中就有 “竹叶连糟翠ꎬ 蒲萄带曲红”
句ꎬ 之五中又有 “来时长道贳ꎬ 渐愧酒家胡” 句ꎮ⑤ 王绩题咏的酒家就是粟特胡人 (所谓 “酒家

胡” ) 经营的酒店ꎬ 他赞叹胡人有出色的酿酒技术ꎬ 不仅能酿出绿色的竹叶青名酒ꎬ 而且能酿出色

泽呈红的葡萄美酒ꎬ 这也正是酒家胡的特色ꎮ 这说明至晚在唐初ꎬ 山西地区就能酿制出葡萄美酒ꎮ 唐

后期大诗人白居易在 «司徒令公分守东洛移镇北都ꎬ 一心勤王ꎬ 三月成政ꎬ 形容盛德实在ꎬ 歌诗况

辱知音ꎬ 敢不先唱ꎬ 辄奉五言四十韵寄献ꎬ 以抒下情» 长诗中也有 “燕姬酌葡萄” 之咏ꎬ 自注曰:
“葡萄酒出太原ꎮ”⑥ 表明太原这时已经成为葡萄酒的重要产地ꎮ 刘禹锡 «蒲桃歌» 诗也云: “有客汾

阴至ꎬ 临堂瞪双目ꎮ 自言我晋人ꎬ 种此如种玉ꎮ 酿之成美酒ꎬ 令人饮不足ꎮ”⑦ 可见在刘禹锡生活的

时代ꎬ 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技术在山西已经非常成熟ꎮ 所以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日本学者石田幹

之助先生就说 “太原的葡萄及葡萄酒在唐代时已经闻名”⑧ꎮ
到 ２１ 世纪初ꎬ 法国学者童丕 (Ｅｒｉｃ Ｔｒｏｍｂｅｒｔ) 先生经过详细考证ꎬ 进一步指出 “山西的葡萄种

植实际上很古老ꎬ 是古老的粟特—游牧民族合作的遗存”ꎮ 他认为山西地区从北朝以来就有大量的西

域移民ꎬ 其中尤其是以粟特人最为引人注目ꎬ 因为正是这些粟特人将葡萄种植技术引进到山西地区ꎬ
“葡萄栽培很可能远在 ７ 世纪之前由受过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粟特人影响的一个 (或几个) 胡人 (北方

或西边的游牧民) 传到山西来”ꎬ 所以 “山西葡萄园在唐初就已经很繁荣了”ꎮ 他还注意到中古时期

在山西形成的 “粟特” 聚落的混合特征ꎬ 其中生活在并州 (太原) 的 “粟特” 聚落中的三位担任过

“萨保” 高级职位的 “胡人”: 龙润 (５６１—６５３)、 虞弘 (５３４—５９２) 和翟突娑 (５４６—６１５) 的父亲

翟娑ꎬ 就都不是纯粟特血统人物ꎮ 他认为这三个非粟特血统的 “胡人” 很可能与这个地区的葡萄种

植和葡萄酒酿造技术的引进有关ꎮ 他还特别强调 “焉耆自古以来就有酿造葡萄酒的传统”ꎬ 而龙润家

族正是来自焉耆ꎮ⑨

张庆捷认为: “葡萄的大规模引进路线ꎬ 应是由今新疆地区进入甘肃ꎬ 即所谓北朝河西地区ꎮ 北

魏太武帝平定凉州ꎬ 从凉州迁徙到京畿地区大批人口和各种人才ꎬ 其中当不乏精于种植葡萄者ꎮ 葡萄

的种植技术进入并州ꎬ 很可能是在此段时间ꎮ” 史书可见北魏太武帝 (４２４—４５１ 在位) 时ꎬ 曾将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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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幹之助: «橄榄与葡萄»ꎬ 载 «长安之春»ꎬ 钱婉约译ꎬ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１３０ 页ꎮ
童丕: «中国北方的粟特遗存———山西的葡萄种植业»ꎬ 阿米娜译ꎬ 载荣新江等主编: «粟特人在中国: 历史、 考古、 语言的

新探索»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２０５－２１６ 页ꎮ
张庆捷: «胡商、 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解读虞弘墓»ꎬ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５１ 页ꎮ



萄酒作为礼品赠送给南朝刘宋官员ꎬ 如 «宋书张畅传» 载: “ (张) 畅屏却人仗ꎬ 出对 (李) 孝

伯ꎬ 并进饷物ꎮ 虏使云: ‘貂裘与太尉ꎬ 骆驼、 骡与安北ꎬ 蒲陶酒杂饮ꎬ 叔侄共尝ꎮ’ ”① 这段时期ꎬ
大量粟特人生活并活跃在并州ꎬ 推动了并州葡萄种植业的发展ꎬ 催生了葡萄酒酿造业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在

太原南郊王郭村发现的虞弘墓出土的汉白玉石椁上就雕刻有胡人酿造葡萄酒图像ꎮ② 荣新江指出ꎬ 在

粟特聚落中通常生长有旺盛的葡萄ꎬ 形成葡萄园ꎬ 这是粟特移民种植的结果ꎮ 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

是粟特人或聚落中其他中亚人经常从事的一项活动ꎮ③

其实ꎬ 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 “自汉至唐ꎬ 吾国产名酒之地多是中亚胡族聚居区域ꎮ” 他在推测

崔莺莺之氏族身份时ꎬ 大胆提出她可能就是来自中亚寓居蒲州的 “酒家胡”ꎮ 唐代河东所产名品之

“乾和蒲萄酒”ꎬ 就是因为 “蒲州唐代以前已是中亚胡族聚居之地”ꎮ④ 据此可推知ꎬ 寓居并州粟特聚

落的来自西域焉耆的龙润家族和其他一些中亚胡族ꎬ 应与当地的葡萄园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技术的引进

与普及有关ꎮ
焉耆国人擅长经商ꎬ 据 «晋书四夷传» 载: 焉耆国ꎬ “好货利ꎬ 任奸诡”⑤ꎮ 龙润家族也保持

了焉耆国人善于经商的这种传统ꎬ 据 «龙润墓志» 载: “君属隋德道消ꎬ 嘉遁贞利ꎬ 资业温厚ꎬ 用免

驱驰盛修第宇ꎬ 依 俙南阳樊重之家ꎮ” 所谓 “嘉遁贞利” 语出 «易经遯卦» 第五爻ꎬ 爻辞曰:

“九五ꎬ 嘉遯ꎬ 贞吉ꎮ”⑥ “遯” 通 “遁”ꎮ 意思是能够进退自如地隐退避让ꎬ 坚守正道ꎬ 其结果是吉

祥的ꎮ 这段话比较隐晦地道出了龙润在 “隋德道消” 的局势之下ꎬ 隐遁不仕ꎬ 通过经商ꎬ 积累了雄

厚的家产资业ꎬ 过着锦衣玉食的闲适生活ꎮ 南阳樊重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外祖父ꎬ 以善于经商致富而

闻名ꎬ 据 «后汉书樊宏传» 载: “樊宏字靡卿ꎬ 南阳湖阳人也ꎬ 世祖之舅父重ꎬ 字君云ꎬ 世善

农稼ꎬ 好货殖ꎮ 重性温厚ꎬ 有法度ꎬ 三世共财ꎬ 子孙朝夕礼敬ꎬ 常若公家ꎮ 其营理产业ꎬ 物无所弃ꎬ
课役童隶ꎬ 各得其宜ꎬ 故能上下戮力ꎬ 财利岁倍ꎬ 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ꎮ 其所起庐舍ꎬ 皆有重堂高

阁ꎬ 陂渠灌注ꎮ 又池鱼牧畜ꎬ 有求必给ꎮ 尝欲作器物ꎬ 先种梓漆ꎬ 时人嗤之ꎬ 然积以岁月ꎬ 皆得其

用ꎬ 向之笑者咸求假焉ꎮ 赀至巨万ꎬ 而赈赡宗族ꎬ 恩加乡闾ꎮ”⑦ 墓志用樊重典故赞扬龙润ꎬ 显然隐

现出墓主人善于经商的能力ꎮ
龙润之子龙义 (世义) 也善于经商ꎮ 据 «龙睿墓志» 载: “大父世义ꎬ 朝散郎ꎻ 才兼卜张ꎬ 富埒

陶白ꎬ 以雄豪自处ꎮ” 所谓卜、 张、 陶、 白ꎬ 是指卜式、 张汤、 陶朱公、 白圭等经营奇才ꎮ 卜式、 张

汤ꎬ 都是汉武帝时人ꎬ 皆官至御史大夫ꎮ 卜式以善牧羊致富而闻名⑧ꎬ 张汤以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
告缗算缗也受到重用⑨ꎮ 陶朱公ꎬ 即范蠡ꎬ 曾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复国ꎬ 功成隐退ꎬ “乃乘扁舟浮于江

湖ꎬ 变名易姓ꎬ 适齐为鸱夷子皮ꎬ 之陶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后年衰老而听子孙ꎬ 子孙

修业而息之ꎬ 遂至巨万ꎮ 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ꎮ 白圭ꎬ 魏文侯时人ꎬ 他提出了 “人弃我取ꎬ 人取我

与” 的贸易致富理论ꎬ 具体做法是在收获季节或丰年ꎬ 买进粮食ꎬ 售出丝绸、 漆器等手工业品ꎻ 而

在蚕茧成熟之时ꎬ 又卖掉粮食ꎬ 购入帛絮等手工业原料和产品ꎬ 所以 “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ꎮ 墓

志以卜、 张、 陶、 白等人来比喻龙睿的祖父龙世义ꎬ 充分说明他也具有极高的经商才能ꎮ

３４１夷俗与华风: 中古时期寓居内地的一个胡人家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书» 卷 ５９ «张畅传»ꎮ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 «太原隋虞弘墓»ꎬ 北京: 文物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９５ 页ꎮ
荣新江: «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ꎬ 载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１５１－１５３ 页ꎮ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 附校补记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３７６ 页ꎮ
«晋书» 卷 ９７ «四夷传»ꎮ
宋祚胤注译: «周易»ꎬ 长沙: 岳麓书社ꎬ ２０００ 年ꎬ 第 １６４ 页ꎮ
«后汉书» 卷 ３２ «樊宏传»ꎮ
«汉书» 卷 ５８ «卜式传»ꎮ
«史记» 卷 １２２ «酷吏列传»ꎮ
«史记» 卷 １２９ «货殖列传»ꎮ



由此可见ꎬ 龙润家族虽然入华绵延已达七八代ꎬ 但还保持着西胡焉耆人喜欢音乐舞蹈、 爱好西域

饮食、 擅长酿造葡萄美酒和善于经商的传统ꎮ

四、 渐染华风　 绵远流长

　 　 龙润家族虽然还保持了一些西胡焉耆人的生活习俗ꎬ 但毕竟流寓内地已久ꎬ 所以也毫无悬念地渐

染华风ꎬ 走上了汉化之路ꎮ
首先ꎬ 模仿中古士族ꎬ 虚构了一个华丽的族系谱源ꎮ 有学者指出: “一份标准的士族谱系ꎬ 往往

叠加、 覆盖和累积着上古传说祖先、 秦汉英雄祖先、 六朝名士祖先ꎬ 以及近世真实祖先ꎮ”① 来自焉

耆的龙润家族在华化的过程中ꎬ 也基本上符合这一规律ꎮ
关于龙氏得姓及其开山之祖ꎬ 虽然几方墓志所载各异ꎬ 但都是竞相攀附上古传说中的圣君贤臣ꎮ
«龙润墓志» 所说 “爰自少昊之君”ꎬ 也即出自东方的少昊氏ꎻ 而在其子 «龙澄墓志» 中则提出

了苍精、 刘累二源说ꎮ 所谓 “缙云命官”ꎬ 即缙云氏黄帝设官分职ꎮ 据 «史记五帝本纪» 注引唐代

张守节正义曰: “黄帝有熊国君ꎬ 乃少典国君之次子ꎬ 号曰有熊氏ꎬ 又曰缙云氏”② “苍精纪

号”ꎬ 即以苍精纪东方君主之号ꎮ 苍为青色ꎬ 乃东方之色ꎮ 据 «史记天官书» 唐人司马贞索隐注引

«文耀钩» 云: “东宫苍帝ꎬ 其精为龙ꎮ”③ 故四象之主东方神兽曰青龙ꎬ 又曰苍龙ꎮ 郑玄在注释 «礼
记月令» 中的 “其帝大皞ꎬ 其神勾芒” 时说: “此苍精之君ꎬ 木官之臣ꎬ 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ꎮ
大皞ꎬ 宓戏氏ꎮ 勾芒ꎬ 少昊氏之子ꎮ” 孔颖达疏曰: “苍是东方之色ꎬ 故下云 ‘驾苍龙ꎬ 服苍玉’ꎮ 此

是苍精之君也ꎮ”④ 可见此说与 «龙润墓志» 所记同源ꎮ 而 “刘累开宗” 则为另一说ꎬ 刘累是唐尧之

后ꎬ 因有驯龙之术ꎬ 受到夏朝孔甲的赏识ꎬ 封赐为御龙氏ꎬ 其后裔即以龙为氏ꎮ «龙义墓志» 的 “御
龙而命氏” 之说也指刘累开宗说ꎮ 到龙澄之弟 «龙敏墓志» 及其侄 «龙寿墓志» 中又有 “鬷川命

祑” 之说ꎬ 鬷川在今山西闻喜境内ꎬ 相传为豢龙之所ꎬ 董父依水而居ꎬ 舜赐姓豢龙氏ꎬ 故 «元和姓

纂» 载: “董父ꎬ 己姓ꎬ 赐氏豢龙ꎬ 为龙氏ꎮ”⑤ «龙睿墓志» 也持二源说ꎬ 其中 “裔裋豢龙于虞ꎬ 赐

姓曰董”ꎬ 指董父豢龙说ꎻ “大宗御龙于夏ꎬ 命氏曰龙”ꎬ 指刘累御龙说ꎮ 据此可知ꎬ 龙润家族墓志所

提供的龙氏得姓ꎬ 有源自少昊 (苍精纪号)、 刘累御龙、 董父豢龙等三说ꎮ
关于附会英雄祖先ꎬ 其中只有龙润、 龙澄和龙睿三方墓志提到ꎬ 所载也各有差ꎬ 且不限于秦汉ꎬ

甚至远追先秦ꎮ «龙润墓志» 载: “实录采奇ꎬ 继以西楚之将ꎮ 及汉元帝ꎬ 显姓名于史游ꎮ 马援之称

伯高ꎬ 慕其为人ꎬ 敬之重之ꎮ” 墓志中所说的 “西楚之将” 是指西楚霸王项羽手下大将龙且ꎻ “显姓

名于史游” 是指汉元帝时曾任黄门令的史游撰 «急就章»ꎬ 其中提到了先秦时期楚国猛士龙未央ꎮ 此

二人在 «元和姓纂» 中也有提到: “龙且ꎬ 楚人ꎬ 为项羽将ꎮ «急就章» 龙未央ꎬ 亦楚人也ꎮ”⑥ “马
援之称伯高” 是指东汉时曾任零陵太守的龙述ꎬ 字伯高ꎮ 据 «后汉书马援传» 载: 马援在交趾ꎬ
曾写信给侄子说 “龙伯高敦厚周慎ꎬ 口无择言ꎬ 谦约节俭ꎬ 廉公有威ꎬ 吾爱之重之ꎬ 愿汝曹效之”ꎮ⑦

«龙澄墓志» 中所说的 “楚霸将倾ꎬ 且捐躯而侚敌”ꎬ 显然也是指龙且ꎬ 且只提到这一位祖先ꎮ «龙睿

墓志» 载: “暨德之以乐匡大汉ꎬ 且之以武佐西楚ꎬ 伯高亢节ꎬ 叔达安贞ꎬ 偕锵锽前闻ꎬ 可得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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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ꎮ” 墓志中提到了四位龙氏祖先: “乐匡大汉”ꎬ 指西汉宣帝时琴师龙德ꎬ 作有 «雅琴龙氏» ９９ 篇

和 «诸琴杂事» 等ꎻ① “武佐西楚”ꎬ 指龙且ꎻ “伯高亢节”ꎬ 指龙伯高ꎻ “叔达安贞”ꎬ 所指不详ꎮ 安

贞ꎬ 语出 «易经坤卦彖辞»ꎬ 有安顺守正之意ꎮ② 战国时有道家人物龙叔ꎬ 见于 «列子仲尼

篇»ꎬ 其自述曰: “吾乡誉不以为荣ꎬ 国毁不以为辱ꎻ 得而不喜ꎬ 失而弗忧ꎻ 视生如死ꎬ 视富如贫ꎬ
视人如豕ꎬ 视吾如人ꎮ 处吾之家ꎬ 如逆旅之舍ꎻ 观吾之乡ꎬ 如戎蛮之国爵赏不能劝ꎬ 刑罚不能

威ꎬ 盛衰、 利害不能易ꎬ 哀乐不能移ꎮ”③ 表现了宠辱不惊、 得失不计的品质ꎬ 这些都是圣智的表现ꎬ
是道家 “齐物” 思想的一种体现ꎮ 该句也许指的就是龙叔ꎮ 由此可见ꎬ 龙且是龙润家族中普遍得到认可

的秦汉英雄祖先ꎻ 龙伯高也是认可度较高的祖先ꎬ 且成为后代龙氏有谱可查的共同祖先ꎬ 但却是以德而

知名于世ꎻ 而其他被提及的祖先中ꎬ 龙未央是先秦时猛士ꎬ 龙叔 (?) 是先秦时道家人物ꎬ 而龙德则是

西汉时琴师ꎮ
关于附会六朝名士祖先ꎬ 在六方墓志中只有 «龙润墓志» 中有所提及: “ «晋中兴书» 特记隐士

子伟ꎬ 以高迈绝伦ꎬ 并异代英贤ꎬ 郁郁如松ꎬ 硌硌如玉者也ꎮ” «晋中兴书» 是南朝刘宋时何法盛

(一说是郗邵) 撰写的有关南朝东晋的一部史书ꎬ 全书共 ７８ 卷 (一作 ８０ 卷)ꎬ 今已佚ꎬ 清人有辑佚

本ꎬ 但并无龙子伟其人ꎮ 在 «晋书隐逸传» 中记有隐士龚壮ꎬ 字子玮ꎮ 笔者颇疑墓志所云子伟即

龚子玮ꎮ 因为 “龚” “龏” “龙” 三字字形相近ꎬ “龚” 又与 “龏” 发音相同ꎬ 所以龏又俗作龔

(龚)ꎬ 在古代龏又与龙通用ꎬ 在龙氏的源流中就有一支是由龏氏更改而来的ꎻ 而玮与伟不但字形相

近、 发音相同ꎬ 而且字义也有相近之处ꎬ 经常混用ꎮ 所以有理由判定龚子玮可能就是龙子伟ꎬ 这正与

墓志中所说的 “高迈绝伦” 的东晋隐士龙子伟的身份和事迹相符ꎮ 据 «晋书隐逸传» 载: “龚壮字

子玮ꎬ 巴西人也ꎮ 洁己自守ꎬ 与乡人谯秀齐名”ꎮ 李寿建立成汉政权后ꎬ “欲官之ꎬ 壮誓不仕ꎬ 赂遗

一无所取”ꎮ 他认为 “百行之本ꎬ 莫大于忠孝”ꎬ 所以曾多次上书劝说李寿归顺东晋政权ꎬ 不为所纳ꎮ
后因预见李寿前途渺茫ꎬ 便托病还家ꎬ “惟研考经典ꎬ 谭思文章”ꎬ 以经史自娱ꎬ 著 «迈德论»ꎮ④ 墓

志附会这样一位知名的东晋隐士为祖先ꎬ 也显示出龙润家族在华化过程中对中古士族炫耀家世门第风

气的刻意效仿ꎮ
其次ꎬ 模仿中古士族ꎬ 虚构了一个标志其身份籍贯的显赫地望ꎮ 从龙润家族六方墓志来看ꎬ 所载

地望虽然并不一致ꎬ 但都竞相攀附传统华夏龙氏出身ꎮ 龙润家族所攀附的传统华夏龙氏地望主要有三

支: 并州、 陇西、 南阳ꎮ
先说并州龙氏ꎮ 在发现的龙润家族六方墓志中ꎬ 有三方著籍为并州晋阳ꎬ 分别为龙润、 龙义、 龙

睿ꎬ 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父、 子、 侄孙ꎮ 这显然与龙润家族定居晋阳有关ꎬ 因此并州龙氏是龙润家

族攀附的主要地望ꎮ 并州龙氏应是历史上山西龙氏的代表ꎮ 据 «元和姓纂» 载: “舜臣龙为纳言ꎬ 子

孙以王父字为氏ꎮ”⑤ 因舜的活动范围一般认为主要是在今晋南地区ꎻ 另外ꎬ 前述董父赐氏豢龙ꎬ 遂

为龙氏ꎬ 也在今晋南一带ꎮ 所以这支龙氏出自今山西ꎬ 是为山西龙氏ꎮ 到中古时期ꎬ 这支龙氏遂以并

州为郡望ꎬ 据敦煌文书 Ｓ ２０５２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 载: “并州太原郡出廿七姓: 弘、 王、 郭、
郝、 温、 尉迟、 祁、 令孤 (狐)、 武、 阎、 宫、 部、 孙、 伏、 昝、 霍、 问、 弓、 师、 义、 招、 酉、
廖、 易、 龙、 韶、 光ꎮ”⑥ 其中就有龙氏ꎮ 不过ꎬ 据考定这份文书大概编成于唐代中后期ꎬ 所以有的

学者认为它反映的应该是唐后期之郡望情形ꎬ 而在两晋南北朝及唐前期的太原郡姓中ꎬ 还不见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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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ꎮ① 即使如此ꎬ 但笔者认为ꎬ 郡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ꎬ 故在北朝以迄隋唐前期ꎬ 龙氏必

定已是并州太原郡之一大著姓ꎬ 所以来自西域的龙润家族才会攀附并州晋阳以为地望ꎮ
再看陇西龙氏ꎮ 只有 «龙澄墓志» 一方记为 “陇西牛心郡人”ꎮ 查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陇西郡

姓中都没有龙氏ꎬ 而在唐前期和唐后期的天水郡姓中却有龙氏ꎮ② 据敦煌文书 Ｓ ２０５２ «新集天下姓

望氏族谱» 载: “秦州天水郡出廿姓: 赵、 姜、 尹、 别、 严、 龙、 权、 秦、 上官、 楼、 桂、 庄、 那、
皮、 双、 智、 晁、 琴、 蒙、 玠ꎮ”③ 其中就有龙氏ꎮ 笔者推测此龙氏大概就是指陇西龙氏ꎬ 原因有二:
一是历史上的陇西郡曾包括天水郡在内ꎬ 汉武帝元鼎三年 (前 １１４) 才分置出来ꎬ 据 «通典州郡典

四» 载: 天水郡ꎬ “春秋时属秦ꎬ 秦并天下ꎬ 是为陇西郡ꎮ 汉武分陇西置天水郡”④ꎮ 二是陇西又可

泛指陇山以西ꎬ 又称陇右 (古人以西为右)ꎬ 包括陇西郡、 天水郡等地在内ꎬ 都在陇西范围之内ꎮ 唐

太宗贞观元年 (６２７)ꎬ 分天下为十道ꎬ 其中就有陇右道ꎬ 包括 “汉天水、 陇西、 金城、 武威、 张掖、
酒泉、 敦煌等郡”⑤ꎮ 相当于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 青海省青海湖以东及新疆东部等地ꎮ 因此ꎬ 所

谓 “陇西牛心郡” 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产物ꎮ 说其真实ꎬ 是因为在陇西范围之内的天水龙氏确为

一大著姓ꎻ 言其虚构ꎬ 是因为在陇西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 “牛心郡”ꎮ 但这也透露出其家族祖辈从西

域而来时的迁转地望ꎮ
最后谈南阳龙氏ꎮ 虽然有龙敏、 龙寿叔侄两方墓志著籍为南阳鲁县ꎬ 但是从两方墓志的内容来

看ꎬ 显然是后者抄袭前者而成ꎮ 而根据有的学者研究ꎬ 从两晋南北朝到唐前期和唐后期的南阳郡姓

中ꎬ 均不见有龙氏ꎮ⑥ 查敦煌文书 Ｓ ２０５２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 载: “邓州南阳郡出十七姓: 白、
韩、 胜、 乐、 邓、 宗、 叶、 穰、 岑、 翟、 旷、 井、 赵、 姬、 仇、 鹿ꎮ”⑦ 其中并无龙氏ꎮ 但前称十七

姓ꎬ 而实录十六姓ꎬ 不知漏载者是否龙氏ꎮ 关于南阳龙氏ꎬ 乃出自夏代孔甲时期的御龙氏刘累之后ꎮ
相传刘累居鲁山ꎬ 死后葬鲁山ꎬ 即古鲁县地ꎬ 据 «汉书地理志» 载: 南阳郡鲁阳县ꎬ “有鲁山ꎮ 古

鲁县ꎬ 御龙氏所迁”⑧ꎮ 又据 «元和郡县图志» 卷六 “河南道汝州” 载: “鲁山县ꎬ 本汉鲁阳县ꎬ
古鲁县也ꎬ 属南阳郡ꎮ”⑨ 因此ꎬ 南阳龙氏虽不见载于各种氏族谱和姓氏录ꎬ 但无疑也应是中古一大

著姓ꎮ
从这六方墓志来看ꎬ 龙润最早著籍并州晋阳ꎬ 而其三子龙澄、 龙义、 龙敏却分别占籍陇西、 晋

阳、 南阳ꎬ 不知是什么原因让三兄弟分别著籍三处? 龙寿是龙义之子ꎬ 但也没有随其父、 祖占籍晋

阳ꎬ 却在抄袭其叔父龙敏墓志的同时也随其占籍南阳ꎻ 龙睿是龙寿之子ꎬ 大概是家人察觉到其父未随

祖父与曾祖父的地望似为不妥ꎬ 所以又改从晋阳ꎮ 这种族望记载的混乱情况也显示了龙氏家族的胡族

血统ꎬ 这是入华胡族在华化过程中攀附中古华族时的未确定性造成的ꎮ
再次ꎬ 在婚姻上由胡族之间的通婚逐渐变为胡汉之间的联姻ꎮ 在龙润家族的六方墓志中ꎬ 记载有

婚姻状况的共有四方ꎬ 正好是祖孙四代ꎮ 龙润夫人何氏ꎬ 应当是出身于中亚昭武九姓中的何国ꎬ 属于

粟特胡人ꎮ 粟特人主要信仰祆教ꎬ 所以何氏与龙润的婚姻应该是基于相同的宗教信仰基础ꎮ
龙义夫人游氏ꎬ 墓志称为 “广平贵族ꎬ 卿相盛门”ꎮ 广平游氏属于华夏旧族ꎬ 据敦煌文书 Ｓ ２０５２

６４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区域历史与文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范兆飞: «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１６３－１６４ 页ꎮ
胡阿祥: «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ꎬ 载 «历史地理» 第 １１ 辑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后收入胡阿祥:

«中国名号与中古地理探索»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２０１３ 年ꎮ
郝春文主编: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 第 ９ 卷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５１ 页ꎮ
杜佑著ꎬ 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 卷 １７４ “州郡四”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８ 年ꎬ 第 ４５４４－４５４５ 页ꎮ
«新唐书» 卷 ４０ «地理志四»ꎮ
胡阿祥: «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ꎬ 载 «历史地理» 第 １１ 辑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后收入胡阿祥:

«中国名号与中古地理探索»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２０１３ 年ꎮ
郝春文主编: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 第 ９ 卷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５１ 页ꎮ
«汉书» 卷 ２８ «地理志上»ꎮ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 卷 ６ “河南道汝州”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３ 年ꎬ 第 １６６ 页ꎮ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 载: “洺州广平郡出八姓: 游、 程、 宋、 谈、 藉、 啖、 逯、 焦ꎮ”① 其中游氏

被列为广平首姓ꎮ 又据 «元和姓纂» 载: 广平游氏ꎬ “后魏河南尹游迷ꎬ 始居广平ꎮ 六代孙后魏尚书

明根ꎬ 生仆射肇ꎮ 侄曾孙仁宗ꎬ 唐比部郎中ꎻ 生详ꎬ 金部员外ꎮ 明根再从弟雅ꎬ 后魏太子太傅ꎮ 七代

孙中台ꎬ 匡城尉ꎮ 根从祖弟奇ꎬ 后魏梁州刺史ꎮ 六代孙子骞ꎬ 驾部郎中”ꎮ② 据此可知ꎬ 游氏确也称

得上是广平贵族、 卿相盛门了ꎮ
龙寿夫人粟氏ꎬ 虽未言其出身ꎬ 但墓志记其有 “温柔” “贞顺” 之性格ꎬ 好客 ( “撤荐留

宾” )③、 善于教育子女 ( “移邻诲嗣” )④ 之品质ꎬ 勤纺织、 懂音律之才能ꎬ 这些溢美之词可能有

“谀墓” 之嫌ꎬ 不过查敦煌文书 Ｓ ２０５２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 载ꎬ 粟氏确为雍州京兆郡的卌著姓

之一ꎮ⑤ 所以她极有可能并非出自普通人家之女ꎮ
至于龙睿夫人张氏ꎬ 出自清河望族ꎮ 张氏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就是贝州清河郡的著姓ꎬ 在敦煌文书

Ｓ ２０５２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 所记清河十九姓中ꎬ 名列首姓ꎮ⑥

综上ꎬ 除龙澄、 龙敏的婚姻状况失载外ꎬ 在记载有婚姻状况的四代人中ꎬ 第一代龙润选择了胡人

之间的通婚ꎬ 而从第二代龙义开始ꎬ 第三代龙寿、 第四代龙睿ꎬ 都选择了与华夏著姓之间通婚ꎬ 这说

明在龙润家族的婚姻状况中也逐渐完成了从胡族向华夏联姻的过渡ꎮ
最后ꎬ 家族门风也逐渐发生转变ꎬ 龙润家族在保持胡人尚武特征的同时也开始接受华夏传统文化

价值观的影响ꎮ 见下表:

龙润家族渐染华风详情表

志主 事　 　 迹 出　 　 处

龙润 子孙就养ꎬ 仿像西晋安仁之孝 «龙润墓志»

龙澄
游书猎藻ꎻ 奉上以礼ꎬ 统下以方ꎻ 宣风绝域ꎬ 方成博望之功ꎬ 道殚

援绝ꎬ 执节而终
«龙澄墓志»

龙义 优游道义ꎬ 猎略文史 «龙义墓志»

龙敏

学擅鸿都ꎬ 文高凤苑ꎮ 仁以待物ꎬ 信以基身ꎮ 孝敬本乎天资ꎬ 忠贞

期于没齿ꎮ 幼而声华振俗ꎬ 不以名利干时ꎮ 孟尝君之爱士ꎬ 车马云

趋ꎻ 李司隶之通人ꎬ 簪缨雾集ꎮ 琴歌纵赏ꎬ 风月怡颜ꎬ 乘积庆于辅

仁ꎬ 故优游而卒岁ꎮ 虽铜壶促景ꎬ 宁将北帝之期ꎻ 而玉釜销香ꎬ 忽

门必 西王之术

铭曰: 猗欤茂学ꎬ 挺秀含章ꎬ 云飞翰苑ꎬ 日丽文场ꎮ 荀乡晦迹ꎬ 郑

里嬉游ꎬ 始忘机于养素ꎬ 俄阅水而迁舟

«龙敏墓志»

龙寿 同上 «龙寿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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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ꎬ 据 «汉书» 卷 ９２ «游侠陈遵传» 载: “遵耆 (嗜) 酒ꎬ 每大饮ꎬ 宾客满堂ꎬ 辄关门ꎬ 取客车辖投井中ꎮ 虽有急ꎬ 终不得

去ꎮ” 其二曰 “截发留宾”ꎬ 据 «世说新语贤媛篇» 载: “陶公少有大志ꎬ 家酷贫ꎬ 与母湛氏同居ꎮ 同郡范逵素知名ꎬ 举孝廉ꎬ 投

侃宿ꎮ 于时冰雪积日ꎬ 侃室如悬磬ꎬ 而逵仆马甚多ꎮ 侃母湛氏语侃曰: ‘汝但出外留客ꎬ 吾自为计ꎮ’ 湛头发委地ꎬ 下为二髲ꎬ 卖得

数斛米ꎮ 斫诸屋柱ꎬ 悉割半为薪ꎬ 剉诸荐以为马草ꎮ 日夕ꎬ 遂设精食ꎬ 从者皆无所乏ꎮ” 此处似为以陶侃母典比喻粟氏ꎮ
移邻诲嗣: 典出孟母三迁、 择邻而居教育孟子的故事ꎮ 据汉刘向 «列女传» 卷 １ «母仪传邹孟轲母» 载: “邹孟轲之母

也ꎬ 号孟母ꎮ 其舍近墓ꎮ 孟子之少也ꎬ 嬉游为墓间之事ꎬ 踊跃筑埋ꎮ 孟母曰: ‘此非吾所以居处子ꎮ’ 乃去ꎬ 舍市傍ꎬ 其嬉戏为贾人

炫卖之事ꎮ 孟母又曰: ‘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ꎮ’ 复徙ꎬ 舍学宫之傍ꎮ 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ꎮ 孟母曰: ‘真可以居吾子矣ꎮ’ 遂居

之ꎮ 及孟子长ꎬ 学六艺ꎬ 卒成大儒之名ꎮ 君子谓孟母善于惭化ꎮ”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ꎬ 第 ７ 页)ꎮ
郝春文主编: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 第 ９ 卷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５０ 页ꎮ
郝春文主编: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 第 ９ 卷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５３ 页ꎮ



龙睿

君少而冲淡ꎬ 长而简素ꎬ 神韵秀彻ꎬ 博学宏通ꎬ 不钓名ꎬ 不干禄ꎬ
翛然物外ꎬ 邈与道游ꎮ 所谓贲于丘园ꎬ 隐居以求志者也ꎮ 至若率礼

自躬ꎬ 正容悟物ꎬ 士子以之道长ꎬ 邦邻以之化睦ꎬ 仰模前哲ꎬ 垂范

后昆ꎬ 固陶唐之遗老ꎬ 河汾之重宝矣

«龙睿墓志»

　 　 龙润是六位志主中最早的一位ꎬ 墓志在对他的描述中突出了 “孝”ꎮ 墓志所说的安仁是西晋潘岳

(又名潘安) 之字ꎬ 在 «二十四孝» 里曾有潘岳辞官奉母的故事ꎮ 据 «晋书潘岳传» 载: “潘岳ꎬ
字安仁ꎬ 荥阳中牟人也 (晋武帝时) 出为河阳令以母疾辄去官免乃作 «闲居赋» 曰:
‘太夫人在堂ꎬ 有羸老之疾ꎬ 尚何能违膝下色养ꎬ 而屑屑从斗筲之役? 于是览止足之分ꎬ 庶浮云

之志ꎬ 筑室种树ꎬ 逍遥自得ꎮ 池沼足以渔钓ꎬ 舂税足以代耕ꎮ 灌园鬻蔬ꎬ 供朝夕之膳ꎻ 牧羊酤酪ꎬ 俟

伏腊之费ꎮ 孝乎惟孝ꎬ 友于兄弟ꎬ 此亦拙者之为政也ꎮ’ ”① 墓志以中古时期著名的孝子潘岳的事迹

为典来形容龙润的生活ꎬ 突出了志主 “孝” 的特征ꎮ
龙澄因为是为国捐躯ꎬ 所以在对他的描述中突出了 “忠”ꎮ 墓志首先说志主具有好学善文、 为人

懂礼正直的品质ꎬ 然后重点突出了他因慕张骞通西域封博望侯的壮举ꎬ 毅然 “宣风绝域”ꎬ 为国殉道

成仁的 “忠” 的特征 ( «龙澄墓志» )ꎮ
龙义随父参加了大唐创业的晋阳起兵ꎬ 所以墓志铭称赞他 “优游道义”ꎬ 同时又说他 “猎略文

史”ꎬ 显然是一个文武俱长的君子ꎮ 这是符合唐人的价值评价标准的ꎮ
龙敏ꎬ 自称为处士ꎮ 处士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ꎬ 指那些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ꎬ

其行为近道家者流ꎮ 墓志盛赞他学识渊博ꎬ 文名甚高ꎮ 以仁爱之心处事ꎬ 以诚信之道立身ꎮ 天性孝

敬ꎬ 终身忠贞ꎮ 虽然从小就声名大振ꎬ 但是为人却淡泊名利ꎮ 平生喜结交有识之士ꎬ 有战国孟尝君、
东汉李司隶 (李膺) 之风ꎮ 闲暇好沉醉于音乐歌舞和美丽的景色ꎬ 怡情养性ꎮ 墓志用 “北帝” “玉
釜” “西王 (母) 之术” 等具有道家色彩的词语来描述志主的生活ꎬ 突出了志主受华夏传统道家思想

的影响较深ꎮ
龙寿是龙义之子ꎬ 但其墓志却完全抄袭自其叔父龙敏墓志ꎬ 所以关于他的许多真实信息完全被湮

没了ꎮ 如在其子龙睿墓志中就提到他 “有骁敢ꎬ 以勇闻ꎬ 屡拜戎捷ꎬ 策勋上柱国” 之事ꎬ 而在他的

墓志中就全然未提ꎮ
龙睿是六位志主中最末一位ꎬ 也自称处士ꎮ 墓志称他从小就性情平和淡泊ꎬ 成年后也过着一种简

约朴素的生活ꎬ 风度清秀明彻ꎬ 博学通达ꎬ 不追名逐利和投机钻营ꎬ 为人超脱ꎬ 崇尚自然ꎬ 喜好隐居

田园以实现自己的志向ꎮ 可见他也是一位道德高尚、 怀才不仕的高士ꎮ 但与龙敏不同的是龙睿在处士

之后ꎬ 还提到他有勋官上柱国ꎬ 大概是属于赠职ꎮ
综上可见ꎬ 龙润家族在内迁中土、 定居晋阳以后ꎬ 其家族门风也渐趋华化ꎬ 即在保持尚武之风的

同时也开始崇文ꎬ 忠、 孝、 节、 义、 礼、 乐、 仁、 信等作为华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ꎬ 也成为其家

族遵循的道德准则ꎻ 甚至从龙润以降的第二代龙敏和第四代龙睿都自称处士ꎬ 德才兼备而高尚不仕ꎬ
深受华夏传统道家思想的影响ꎮ 众所周知ꎬ 儒道互补是华夏士阶层的文化传统ꎬ 对塑造中国社会的国

民性格厥功甚伟ꎮ 从龙润家族的华化历程来看ꎬ 也显示出其深受这种华夏文化传统的强力浸润ꎮ
总之ꎬ 龙润家族自从西域东迁入华、 定居晋阳以后ꎬ 家族繁衍茂盛ꎬ 子孙众多ꎬ 从已发现的六方

墓志来看ꎬ 六位志主皆有子嗣ꎬ 尤其是最后一位志主龙睿竟有嗣子多达七人ꎮ 龙润家族在逐渐华化的

过程中ꎬ 也正是并州龙氏成长壮大为河东郡姓的过程ꎮ 在两晋北朝唐前期还未名列并州郡姓的龙姓ꎬ
到唐后期终于发展成为河东著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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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 (１８ＫＤＢＬ０７２)ꎮ
作者简介: 丁国旗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ꎬ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文学基础理论ꎮ

文学视域中个体阐释与
公共阐释的关系

丁国旗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要: 张江教授的 “公共阐释” 以中外学术资源为基础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阐释理论ꎮ 个体阐释

与公共阐释作为公共阐释论中的一对核心范畴ꎬ 对其关系的探讨是公共阐释理论中的重要问题ꎮ 从历时角度

看ꎬ 阐释发端于个体阐释ꎬ 在公众的理解与接受中逐渐成为公共阐释ꎻ 从共时角度看ꎬ 个体阐释能否获得公

共性ꎬ 则受到公共阐释的约束ꎮ 整体来说ꎬ 二者互为基础、 相互决定ꎬ 在相互促进中螺旋式发展ꎮ 个体阐释

与公共阐释的这一普遍性关系在文学阐释中ꎬ 又有着特殊的体现ꎮ 在文学视域下ꎬ 文学的独创性、 开放性、
超越性使个体阐释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凸显的意义ꎮ 近年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ꎬ 文学凭借其阐释的特殊品性在这一构建过程中将会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ꎮ
关键词: 个体阐释ꎻ 公共阐释ꎻ 文学ꎻ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Ｉ０ꎻ Ｂ０８９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１４９－０６

２０１４ 年ꎬ 张江教授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进行探讨ꎬ 提出了 “强制阐释

论”ꎬ 激起了国内学者对于西方文艺理论的反思与批判ꎻ ２０１７ 年ꎬ 张江教授又提出 “公共阐释”ꎬ 试

图以中外学术资源为基础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阐释理论ꎬ 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便成为学术界广泛讨

论的热门话题ꎮ 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作为公共阐释论中的一对核心范畴ꎬ 是建构公共阐释理论不能忽

视的问题ꎮ 本文想就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ꎮ

一、 公共阐释与个体阐释的普遍性关系

　 　 对于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的关系ꎬ 张江教授在 «公共阐释论纲» ( «学术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中进行了明确论述ꎬ 他指出ꎬ 个体阐释受到公共阐释的规约ꎬ 广为公众理解与接受的个体阐释即可上

升为公共阐释ꎬ 反之ꎬ 则成为私人阐释ꎬ 并最终被淹没和淘汰ꎮ 不过作为公共约束的公共阐释就是先

天存在、 自足自洽的吗? 显然不是ꎮ 站在当下这样一个共时的语境中ꎬ 个体阐释固然受到公共阐释的

约束ꎬ 但历时来看ꎬ 一切阐释首先均始于个体阐释ꎬ 只是后来在公众的理解与接受中才逐渐成为公共

阐释ꎬ 进而对新的个体阐释形成约束ꎮ 辩证地看ꎬ 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应该是互为基础、 相互决定

的ꎬ 并在相互促进中螺旋式发展ꎮ
１ 个体阐释是公共阐释的前提和基础

从根本上讲ꎬ 任何阐释活动首先都是个人活动ꎮ 张江教授在 « “阐” “诠” 辨———阐释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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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之一» 一文中通过对 “阐” 字和 “诠” 字的本义及引申义的辨析ꎬ 对阐释的核心内涵和精神进

行了探讨ꎮ “阐” 的本义为 “开”ꎬ 即双手开门ꎬ 而 “开” 的本义为洞开、 吸纳、 彰明、 通达ꎬ 这就

在开门这一客观动作之上体现出了主体的精神追求ꎮ 以 “阐” 字的本义为基础ꎬ 便可知阐释意味着

主体冲破阻碍ꎬ 寻求与外界、 与他人的沟通交流ꎬ 从而获得公共承认ꎮ① 从阐释活动的发生和进行来

看ꎬ 阐释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ꎬ 首先要对对象本身有一定的理解和把握ꎬ 才能对其进行阐发ꎬ 进而

与外界沟通交流ꎮ 这样的理解和把握并不是公共群体的行为ꎬ 而是极具个性化的活动ꎮ 理解作为人脑

的一种意识行为ꎬ 涉及个体的理性与感性、 生理与心理等各个方面ꎬ 因为每个人在这些方面都存在差

异ꎬ 所以对同一事物、 文本的理解也很难完全一致ꎮ 就像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ꎬ 其中的人物

形象由演员具象化后ꎬ 总是难以满足每一位阅读过该文学作品的观众的心理预期ꎬ 究其根本ꎬ 就在于

每个人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理解总是融入了个人化的理解ꎮ 所以ꎬ 理解首先总是个人的理解ꎬ 总是个

性化的理解ꎮ 而阐释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ꎬ 自然也都是个人的阐释ꎬ 具有个体性和差异性ꎮ 这一点ꎬ
张江教授在文中也有论述ꎬ 他指出 “主体及主体间性之存在ꎬ 乃阐释生成之基点”ꎬ “阐释总是由某

个确定主体生成和发出的”ꎮ② 说到底ꎬ 没有个体性的主体的存在ꎬ 阐释便无从谈起ꎮ
一切阐释首先都是个体阐释ꎬ 而公共阐释又以个体阐释为基础ꎮ 张江教授在与汤普森教授就公共阐释

与社会阐释问题进行对话时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ꎮ 由此可见ꎬ 没有个体阐释ꎬ 公共阐释便如空中楼阁ꎬ
没有了根基ꎮ 正是众多个体阐释中的共同性ꎬ 形成了公共阐释的主要内容ꎮ 其实ꎬ 个体阐释本身就蕴含着

一定的公共性ꎬ 其公共性内容的存在ꎬ 基于人们对于自然、 社会和人自身的客观认识的一致性ꎮ 个体阐释

虽然具有个体性ꎬ 不同的主体所做出的阐释难以完全一致ꎬ 然而由于阐释始终以客观事物为对象ꎬ 即使阐

释的主体不同ꎬ 但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是一定的ꎬ 只要阐释符合其本质规律ꎬ 便能在认识上达成一致ꎬ 成

为公共阐释ꎮ ２０ 世纪以来ꎬ 当代西方文论逐渐陷入了一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状态ꎬ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便是消解了阐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ꎬ 将阐释活动极端主观化ꎬ 这样的阐释自然难以获得公共性ꎮ 正如吴晓

明教授所言ꎬ 即使在最浅近的含义上ꎬ 我们也完全无法设想ꎬ 阐释能够仅仅依循 “主观的、 意谓的、 或梦

想的东西” 而被建立起来ꎮ③ 阐释的公共性以个体阐释为基础ꎬ 而个体阐释则建立在对象的客观性之上ꎬ
这种基于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个体阐释不仅为公共阐释的形成提供可筛选的材料ꎬ 也从根本上蕴含了

实现公共阐释的可能ꎮ
个体阐释为公共阐释奠定基础ꎬ 同样也对公共阐释进行反思ꎬ 推动公共阐释的更新与发展ꎮ 公共

阐释与科学理性不同ꎬ 其目的不在于获得无可指摘、 不容置疑的真理ꎬ 而在于符合大数定律ꎬ 获得公

共性ꎬ 从而成为有效的、 具有可行性的阐释ꎮ 随着独具创见的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的对话交流ꎬ 公共

阐释在个体阐释的质询中不断反思和修正自身ꎬ 在反思与修正的过程中ꎬ 个体阐释实现公共性转化ꎬ
进而构成新的阐释共同体ꎬ 著名的 “黑天鹅事件” 可以说是公共阐释在个体阐释的质询中得以修正

的证明ꎮ 在澳大利亚的黑天鹅被发现之前ꎬ “天鹅都是白色的” 就是 １７ 世纪之前欧洲人所广为接受

的公共阐释ꎬ 但随着有人发现第一只黑天鹅的存在ꎬ 人们对于天鹅的认知便在否定中得以修正ꎮ 纵观

人类知识的进化ꎬ 正是通过以新的发现来打破陈旧或错误的认知ꎬ 在肯定、 否定及否定之否定的辩证

过程中所进行的ꎮ 公共阐释同样也是如此ꎬ 如果没有新观点、 新思想的不断注入ꎬ 公共阐释则如一潭

死水ꎬ 毫无发展的可能ꎮ 从这一角度来看ꎬ 越是独具创见性的个体阐释越是对公共阐释的发展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ꎮ
２ 个体阐释受到公共阐释的引导和制约

共时层面来看ꎬ 个体阐释无论是在起始阶段还是在上升为公共阐释的过程中ꎬ 都会受到公共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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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束ꎮ 个体阐释获得广泛接受成为公共阐释后ꎬ 其中的个人理性经过共识重叠和规范集合ꎬ 转变为

公共理性ꎬ 进而为阐释主体展开理解和表达提供基本场域ꎮ 阐释主体处于公共理性的场域中ꎬ 公共理

性以精神积淀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理解和认知ꎮ 人作为社会的人ꎬ 自出生以来ꎬ 便处于一定

的社会、 历史、 政治、 语言、 家庭等各种文化的包围之中ꎬ 这些历史条件、 社会因素、 文化背景构成

了阐释主体的精神结构ꎬ 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 “先行结构” 以及伽达默尔的 “前见”ꎮ 海德格尔指

出: “一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 ‘先’ 结构中ꎮ”① 在阐释者展开理解活动时ꎬ 社会、 历史、 文

化等因素内化于阐释者的思想观念中ꎬ 以 “先入之见” 的形式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状态下影响着他

的阐释活动ꎮ 正如鲁迅评 «红楼梦» 时所言ꎬ 一部 «红楼梦»ꎬ 经学家看见 «易»ꎬ 道学家看见淫ꎬ
才子看见缠绵ꎬ 革命家看见排满ꎬ 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ꎮ 同样当人们面对 «蒙娜丽莎» 这幅举世闻

名的油画作品时ꎬ 艺术家看到的是高超的艺术水准ꎬ 而医学家则关注模特的健康问题ꎮ 当阐释者处于

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公共理性中时ꎬ 对同一对象所做的阐释也会存在差别ꎬ 这是阐释活动所不能

避免的现象ꎮ 当然ꎬ “前见” 也是阐释活动所必备的基础ꎬ 如果没有对一定的历史文化、 语言等公共

性理解基础的掌握ꎬ 阐释者面对对象时ꎬ 则无法做出任何解释ꎬ 因为阐释对象同样也是历史文化的产

物ꎬ 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积淀ꎮ
公共阐释不仅为个体阐释的展开奠定基础ꎬ 同时也对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的转变进行约束ꎮ 当公

共阐释中重叠和规范化的理性转化为公共理性后ꎬ 便为个体阐释能否获取公共性提供了评判标准ꎮ 个

体阐释的理解与接受始终受到公共理性的检验ꎬ 符合公共理性的要求ꎬ 便可以获得公共性ꎬ 反之则因

无人问津而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ꎮ 可以说ꎬ 公共理性本身就是评判标准的核心构成ꎬ 评判标准则是

公共理性的外在表现ꎮ 司马迁在 «史记» 中记载了孔子删诗一事: “古者 «诗» 三千余篇ꎬ 及至孔

子ꎬ 去其重ꎬ 取可施于礼义ꎬ 上采契、 后稷ꎬ 中述殷、 周之盛ꎬ 至幽、 厉之缺ꎬ 始于衽席ꎬ 故曰

‘ «关雎» 之乱以为 «风» 始ꎬ «鹿鸣» 为 «小雅» 始ꎬ «文王» 为 «大雅» 始ꎬ «清庙» 为 «颂»
始’ꎮ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ꎬ 以求合 «韶» «武» «雅» «颂» 之音ꎮ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ꎬ 以备王

道ꎬ 成六艺ꎮ”② 其中 “取可施于礼义” 便是以 “礼义” 为标准对诗歌进行筛选ꎬ 从三千多首诗歌中

选出了十分之一ꎬ 整理成集ꎮ 春秋时期ꎬ 礼义教化不仅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ꎬ 也是统摄整个社

会的正统思想ꎬ 在这样的语境下ꎬ 孔子以礼义为标准对诗歌进行选编ꎬ 符合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需求ꎬ
是以公共理性筛选个体阐释的典型ꎮ

总之ꎬ 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是一种互为基础、 相互决定的关系ꎬ 而且这种关系具有很大的开放

性ꎮ 就今天而言ꎬ 每个人在出生以后ꎬ 便会接受各种类型的教育ꎬ 公共性的决定性作用十分明显ꎮ 由

此看来ꎬ 张江教授侧重谈公共阐释对个体阐释的决定作用是有道理的ꎮ 但凡事还是要辩证地去看ꎬ 具

体地去看ꎮ 当我们越是更多地受到公共阐释的决定时ꎬ 富有个人特色的个体阐释也就越显得有价值ꎬ
尤其是在文学艺术等重视创新性、 个性化的领域ꎬ 个体阐释尤其重要ꎬ 不可或缺ꎮ

二、 文学阐释中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的独特性体现

　 　 阐释是文学活动的核心方面ꎬ 纵观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ꎬ 无论创作、 传播还是接受ꎬ 阐释活动都

贯穿其中ꎮ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阐释性自不待言ꎬ 文学创作作为作家通过艺术加工将其审美体验转化为

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活动ꎬ 其中就包含了作者对世界、 对生命的阐释ꎮ 而文学传播的阐释特征常常被忽

视ꎬ 其实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涉及对作品意义的理解和阐发ꎬ 这本身就是一种阐释ꎮ 尤其在新媒体勃

兴的今天ꎬ 随着人的力量在传播中不断加强ꎬ 阐释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ꎮ 整体而言ꎬ 个体阐释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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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之间的普遍性关系在文学领域内也同样适用ꎬ 文学活动中的阐释ꎬ 首先都是个体阐释ꎬ 这些个体

阐释在评价标准的筛选中或得到广泛接受ꎬ 或被社会所淘汰ꎮ 但文学作为一个特殊领域ꎬ 个体阐释与

公共阐释在其中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ꎮ
１ 文学的独创性使个体阐释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相对于其他领域ꎬ 文学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ꎬ 缺乏独创性ꎬ 文学便无法获得持久的生命力ꎮ 个性化、
独创性所强调的便是阐释的个体性ꎮ 从文学创作来看ꎬ 文学创作是作家以独特的视角、 个性化的语言去书

写社会历史与生命体验的创造性活动ꎬ 独创性是其生命ꎬ 是艺术家得以立足并引以为傲的重要理由ꎮ 正如

黄庭坚所言ꎬ “随人作计终后人ꎬ 自成一家始逼真”ꎬ 纵观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ꎬ 在大浪淘沙之下所留下来

的文学经典ꎬ 没有哪一部是依靠因袭、 仿制而得以流传千古的ꎮ 当下网络文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ꎬ 但

是高峰作品鲜有出现ꎬ 究其根本ꎬ 正是因为创新能力不足ꎬ 同质化、 套路化问题严峻ꎬ 从而阻碍了网络文

学由高原向高峰的发展ꎮ 与文学创作相对应ꎬ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也是如此ꎮ 文学创作作为文学理论与批

评所植根的土壤ꎬ 处于不断发展中ꎬ 若理论与批评脱离现实、 人云亦云ꎬ 不能紧随创作实践中新现象、 新

问题的出现而提出新的观点ꎬ 这样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如何为文学创作提供指引? 近年来ꎬ 文艺界所出现的

对西方文论的盲目崇拜而造成的文学理论、 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实践的严重脱节ꎬ 便是最惨痛的教训ꎮ 另

外ꎬ 从文学传播来看ꎬ 独创性同样十分重要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ꎬ 文学作品想要获得更为广泛的市场ꎬ 传

播方式和手段的创新则变得尤为重要ꎮ 如今ꎬ 各种广告宣传铺天盖地而来ꎬ 形形色色的传播方式与手段争

奇斗艳ꎬ 在这样的环境下ꎬ 千篇一律的营销手段只会令人感到枯燥乏味ꎬ 而那些在对作品进行深入理解的

基础上ꎬ 通过富有创新性的传播方式引起读者兴趣的做法ꎬ 便成为提高传播效率、 扩大市场的制胜法宝ꎮ
总之ꎬ 文学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ꎬ 越具有独创性ꎬ 就越容易获得公众的接受和认可ꎬ 而个体阐释作为独创

性的来源ꎬ 则在文学中占有更加突出的地位ꎮ
２ 文学的开放性为个体阐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文学作品既是封闭的ꎬ 同时又是开放的ꎮ 所谓封闭ꎬ 是指作品拥有完整的框架和表现形式ꎻ 所谓

开放ꎬ 则是说作品可以从多方面、 多角度去审视ꎬ 从而可能产生不同的解读ꎮ 与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

不同ꎬ 文学作品的开放性首先源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ꎬ 文学语言并不追求严谨和科学ꎬ 而具有明显的

含混性、 多义性特征ꎬ 这些无疑拓展了文学作品意义的阐释空间ꎮ 燕卜荪的 “复义七型”、 德里达的

“解构” “延异” “播撒” 等均从语言出发表现出对文学开放性的永恒兴趣ꎮ 另外ꎬ 文学作品重在刻

画创作主体丰富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内涵ꎬ 但这些思想性、 精神性的内容无法通过语言准确而完整地传

达出来ꎬ 从而形成了文学作品蕴藉深厚、 余味悠长的特点ꎮ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 “书不尽言ꎬ 言不尽

意” “诗无达诂” “文外曲致” 等都是对这一现象的总结概括ꎮ 不仅如此ꎬ 部分作者追求思想上的异

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ꎬ 不断突破传统文学范式ꎬ 进行大胆的艺术探索ꎬ 这也使得作品的意义模糊ꎬ
有着高度的开放性ꎮ 如著名的意识流小说 «尤利西斯» 一反传统写法ꎬ 按照人物意识的流程来构思

作品ꎬ 手法怪诞、 主旨不明ꎬ 从而引发读者各种不同的解读ꎮ 其实ꎬ 即使是强调真实的现实主义文学

作品或传记文学作品ꎬ 经过艺术加工ꎬ 同样具有开放性、 探索性和延展性的品格ꎬ 这是所有文学作品

所共有的特性ꎮ 正是这些特性使文学作品的意义和内涵更为丰富ꎬ 为读者和批评家的阐释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ꎮ 当然ꎬ 笔者并非主张文学作品意义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ꎬ 而是认为文学意义的多层次性和

开放性为读者和批评家的解读与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ꎬ 正是因为这一特征ꎬ 才使得作品能够常读常

新ꎬ 不断从中发现新的意涵ꎮ 相对于历史阐释和政治阐释等ꎬ 文学阐释为个体阐释所提供的空间之广

是显而易见的ꎮ
３ 文学的超越性使阐释的公共性更易实现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ꎬ 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ꎬ 它的产生与发展ꎬ 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生活

这片沃土之中ꎮ 不过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远非镜像式的被动反映ꎬ 而是对原生态的情感体验和芜杂

的社会现实进行升华的能动反映ꎮ 所以ꎬ 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ꎬ 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ꎮ 其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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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体现在从现实生活经验性、 表象化的感性认识向从本质性、 规律性的本质认识的转换ꎬ 体现在摆

脱现实生活中狭隘的个人利欲ꎬ 进而追求对人类普遍的自由理想的终极关怀ꎬ 还体现在对现实生活进

行审美观照ꎬ 在对实用功利主义的超越中ꎬ 所获得的精神愉悦ꎮ 其实ꎬ 无论哪方面的超越ꎬ 都是一个

从特殊到一般、 从现象到本质、 从个体性到普遍化的过程ꎬ 蕴含着丰富的公共性ꎮ 正如鲁迅笔下的阿

Ｑ 在典型的形象中影射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落后农民的落后和愚昧ꎬ 作品中的 “未庄” “鲁镇” 也跃

出了具体的地域范围ꎬ 成为 １９２０ 年代中国农村社会面貌的缩影ꎬ 而渗透于作品中的 “立人” 思想、
批判意识等则超出一国之界限ꎬ 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文学的超越性源于其虚实结合的艺术化创

作ꎬ 其追求的本质之真和人性之真为个体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ꎬ 而其艺术虚构在对

现实进行升华的同时又将现实和作品拉开距离ꎬ 为阐释达成更大范围的公共性减少了阻碍ꎮ 加之文学

的审美性特征ꎬ 使读者在无功利的审美愉悦中更容易打破现实的界限ꎬ 实现广泛的认同ꎮ 可以说ꎬ 文

学的超越性使阐释更易达成广泛的公共性ꎮ
总之ꎬ 文学视域中的阐释活动不仅符合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的普遍性关系ꎬ 而且文学的独创性、

开放性和超越性还赋予了个体阐释和公共阐释新的特点ꎬ 为其提供了新的可能ꎮ 尤其是那些举世公认

的经典作品ꎬ 将其独创性、 开放性与超越性发挥得淋漓尽致ꎬ 从而使文学阐释中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

关系的独特性体现得更加鲜明ꎮ 探讨个体阐释和公共阐释关系在文学阐释中的特殊呈现ꎬ 不仅有助于

对文学阐释的深入认识ꎬ 而且有助于挖掘其在文化交流中的现实意义ꎮ 在生活于不同地域、 有着不同

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ꎬ 通过文学了解彼此、 交流互鉴ꎬ 历来是文学的重要作用之一ꎮ 如今ꎬ 全球化程

度不断加深ꎬ 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ꎬ 跨文化交流日益普遍ꎬ 在这样的环境下ꎬ 更应该重视文学阐释

的桥梁作用ꎮ

三、 文学阐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人类的高度ꎬ 多次在重要场合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这一理念承载着全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ꎬ 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和时代前进方向ꎬ 为实现全世界

的共同发展和持续繁荣提供了中国方案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通过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ꎬ 以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①ꎬ “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

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②ꎮ 而公共阐释论旨在通过理解、 沟通与交流达成阐

释的公共性ꎬ 其理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精神完美契合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进一步强调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夯实人文基础ꎬ③ 文学凭借其特

殊的阐释品性在这一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ꎮ
１ 文学阐释促进各国间的了解与沟通

各国、 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ꎬ 而这些差异在缺乏充分理解

和沟通的前提下极易导致误读ꎮ 如今ꎬ 虽然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ꎬ 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ꎬ
但由误读所造成的冲突依旧屡见不鲜ꎬ 更有甚者ꎬ 像 “东方主义” 这种有意对异质文化妖魔化的问

题依然存在ꎬ 因而增进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ꎬ 减少文明冲突ꎬ 仍然是当下国际交流中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ꎮ 文学创作以现实生活为其根本ꎬ 是时代与社会生活的缩影ꎬ 不仅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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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ꎬ 而且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ꎬ 因而文学作品历来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 增

进友谊的重要桥梁ꎮ 恩格斯在评巴尔扎克的 «人间喜剧» 时ꎬ 称赞这部作品 “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

国社会的历史ꎬ 我从这里ꎬ 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 (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 所学到

的东西ꎬ 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 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ꎮ 列

宁将列夫托尔斯泰比作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ꎬ 称他的创作勾勒出了一幅 “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

图画”②ꎬ 从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俄国十月革命前夕的社会情状ꎮ 可以看出ꎬ 通过文学去了解形形色

色的文化与文明ꎬ 其获得的认识或将比从一些专业书籍中所获得的更为全面和深刻ꎬ 这是文学作品的

优势所在ꎮ 张江教授在 «公共阐释论纲» 中将 “阐释” 界定为 “在文本和话语不能被理解和交流时

而居间说话”ꎬ 文学恰恰就是在各国、 各民族之间扮演这样的角色ꎮ 在各国人民不能直接有效沟通

时ꎬ 文学作品通过对特定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阐释ꎬ 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ꎬ 消除误会与偏见ꎬ 拉近

人们的距离ꎬ 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做出了奠基性贡献ꎮ
２ 文学阐释为凝聚全球共识助力

文学作品不仅展现着时代与社会生活的面貌ꎬ 作为 “人学”ꎬ 它也阐发出共通的人性本质和精神

追求ꎮ １８２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ꎬ 歌德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ꎬ 提出了 “世界文学” 概念ꎬ 其灵感正是来源于

歌德在异国文学中的这一发现ꎮ 歌德指出他在读一部中国传奇时ꎬ 发现 “中国人在思想、 行为和情

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ꎬ 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ꎬ 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

更明朗、 更纯洁ꎬ 也更合乎道德ꎮ 在他们那里ꎬ 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ꎬ 平易近人的ꎬ 没有强烈的情欲

和飞腾动荡的诗兴ꎬ 因此和我写的 «赫尔曼与窦绿合» 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

方”③ꎮ 这些文学作品中思想、 行为和情感之所以相通ꎬ 正是因为纵使生活环境、 地域环境以及文化

背景各不相同ꎬ 但世界各国各族人民都有着向真、 向善、 向美的人性本质和精神追求以及对和平安

定、 自由平等的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ꎬ 而这些恰恰是伟大作品所应有的精神构成ꎮ 再看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核心内涵ꎬ 其所追求的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ꎬ 也是

对全人类的精神追求和生活向往的完美诠释ꎮ 从根本上说ꎬ 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思想感情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精神内涵均以全人类的根本需求为基础ꎬ 是开在同一根树干上的花朵ꎬ 因而自然是相

一致的ꎮ 此外ꎬ 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性为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深入沟通破除障碍ꎬ 使其在愉悦的审美

体验中敞开心扉ꎬ 在潜移默化中对人类共通的问题产生心灵的共鸣ꎬ 这一点同样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现实需求相契合ꎮ 所以ꎬ 文学阐释作为世界各国人民沟通与交流的桥梁ꎬ 传达人类共同的精神追

求ꎬ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凝聚全球共识ꎬ 并非是时代发展强加给它的任务ꎬ 而是其与生俱来的特

性和功能ꎮ
总之ꎬ 作为一种阐释活动ꎬ 文学阐释符合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之间的普遍性关系ꎬ 同时作为一种

特殊的阐释活动ꎬ 文学阐释又为个体阐释和公共阐释赋予了新的特点、 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ꎮ 其

实ꎬ 纵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ꎬ 本质上说也是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这些 “个体阐释” 通过沟通交

流最终达成公共阐释的过程ꎬ 这与实现文学公共阐释的路径本质上是一样的ꎬ 都是个体阐释与公共阐

释之间普遍性关系的特殊呈现ꎮ 正是文学阐释的特殊性及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的相似性ꎬ 使

文学阐释在推动人类命运共体建构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 文学就是推动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的最好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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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系列论文主要有: 张江: «公共阐释论纲»ꎬ «学术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ꎻ 张江: « “阐” “诠” 辨———阐释的公共性讨

论之一»ꎬ «哲学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ꎻ 张江: « “理” “性” 辨»ꎬ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ꎻ 张江: « “解” “释” 辨»ꎬ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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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妮丝赫勒阐释学思想
与公共阐释

傅其林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ꎬ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４)

　 　 摘要: 阿格妮丝赫勒的阐释学思想基于对意义复杂机制的理解ꎬ 重视阐释的规范建构ꎬ 反思共识的可能

性ꎬ 辨析价值交往达成的条件ꎬ 包含了丰富的公共阐释思想ꎮ 尽管无法摆脱自身的悖论ꎬ 但是其阐释学建构不

仅在于解释世界ꎬ 还在于构成了改变世界的可能性ꎬ 形成了实践性的激进阐释学ꎮ 通过这种阐释学来反思中国

当代阐释学的理论建构ꎬ 不仅可以审视中国阐释学的原创性ꎬ 也能够看到其共通性以及共同面临的限度ꎮ
关键词: 阿格妮丝赫勒ꎻ 共识ꎻ 交往ꎻ 公共阐释ꎻ 中国当代阐释学

中图分类号: Ｉ０ꎬ Ｂ０８９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１５５－０７

张江先生的公共阐释论及其对 “阐” “诠” “理” “性” “解” “释” 等概念的辨析① 激活了阐释

学新一轮讨论的可能ꎬ 这是新的时代语境和人类新的历史意识所引发的可能ꎮ 公共阐释论倘若具有理

论上新的可能性ꎬ 就必须经受理论本身的检验ꎬ 与阐释学本身展开对话ꎮ 阐释学的思想和形态是复杂

而多元的ꎬ 本文主要立足于卢卡奇引领的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阿格妮丝赫勒 (Ａｇｎｅｓ Ｈｅｌｌｅｒ)
的阐释学思想来对话公共阐释论ꎬ 以期寻觅公共阐释论发展的可能性机制ꎮ 作为当代著名的思想家ꎬ
赫勒的阐释学思想涉及对海德格尔、 伽达默尔、 哈贝马斯、 罗蒂、 卢曼等理论家的深入考量ꎬ 在学科

上涵盖了文艺批评、 美学、 伦理哲学、 政治哲学、 社会哲学等众多领域ꎬ 提出了 “存在主义阐释学”
“激进阐释学” 等概念ꎬ 她所关注的阐释的规范性基础、 共识命题、 价值交往等问题域ꎬ 是张江的公

共阐释论必须要面对的ꎮ 比较二者ꎬ 可以发现中西阐释学的异同及各自和共同面对的困惑ꎮ

一、 阐释的规范性基础

　 　 阐释学的合法性需要确定规范性基础ꎬ 这种规范性基础在张江的系列论文中得到较为深入的考

察ꎮ 张江主要从公共理性的人性基础来思考ꎬ 更多是从共时性角度切入ꎬ 而赫勒的阐释学立足于现代

性的理性原则ꎬ 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意义阐释的规范性基础ꎮ 她对这种规范性基础的思考主要来自韦

伯的现代文化分化理论ꎬ 即由于社会分化形成科学、 伦理道德、 文化等各自相对独立的领域ꎬ 各学科

遵循着各自的规范与规则ꎬ 这些规范与规则就是各学科阐释问题ꎮ 譬如ꎬ 我们不能以经济学的规范性

基础去讨论美学问题ꎬ 也不能以美学的规范性基础讨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ꎮ 赫勒指出ꎬ 在现代文化不

断进步区分的过程中ꎬ 政治、 法律、 美学、 经济、 宗教、 色情等领域形成彼此独立的相对自律ꎬ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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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领域包含着其自己内在的规范和规则ꎬ 这些规范和规则与其他领域的规范和规则是不同的”①ꎬ
各个领域的规范与规则确保其领域内的活动合法化ꎬ 不仅是知识生产活动而且接受理解活动都遵循规

范与规则ꎬ 从而取得科学的地位ꎬ 创造各自的意义并对现代人的自我认知做出贡献ꎮ 在这种意义上ꎬ
赫勒关于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是基于阐释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分析ꎮ

这种合法性分析的基本点在于自律的规范与规则的形成ꎮ 究竟何为规范与规则ꎬ 赫勒借助于社会

学意义的群体认同来把握ꎬ 即科学共同体的认同ꎮ 这种认同不是超越时空的虚假认同ꎬ 而是基于现代

性的历史意识的表达ꎬ 即用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来表达ꎬ 或者说处于时间的牢笼之中ꎮ 这种历史意

识不是神话中神秘化的历史意识ꎬ 不是古希腊在有限性中探索一般性的历史意识ꎬ 也不是中世纪普遍

神学的历史意识ꎬ 而是源自启蒙运动在法国大革命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反思的普遍的历史意识: “西
方男女们开始理解他们的时代是世界—历史进步的产物ꎬ 每一个阶段包含自己的可能性与局限性ꎬ 它

也要被另一个阶段所取代ꎮ”② 这种反思的普遍主义催生了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似的人物ꎬ 这些人物颠

覆所有禁忌与束缚ꎬ 渴求知道一切ꎬ 渴求实现一切愿望ꎬ 但不能摆脱时代的限制ꎬ 因此包含着内在的

悖论ꎮ 赫勒指出ꎬ 寻求理解和自我理解涉及对当下历史或者说对历史的当下或者说对我们自己的社会

的认知ꎬ 但是如何确定我们的认识是真实的呢? 赫勒认为ꎬ 为了克服这种悖论ꎬ 必须要寻找一个阿基

米德点ꎮ 社会科学作为一种语言游戏试图克服这种不可能克服的悖论ꎬ 试图确证这种悖论纯粹是一个

假象ꎮ 在赫勒看来ꎬ 社会科学所提供的这个阿基米德点有两种不同的类型ꎬ 即通则解说社会科学和阐

释社会科学 (ｎｏｍｏｔｈ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ꎮ 通则解说社会科学认为ꎬ 只要我们能够发现

某种普遍的历史—社会规律ꎬ 就能够运用到所有历史和社会ꎬ 我们自己的历史、 社会、 制度就能够得

到充分而真正的解说和理解ꎮ 这样ꎬ 我们就能够运用自己的历史意识的潜能克服历史意识的束缚ꎮ 阐

释社会科学也具有类似功能ꎬ 它设想我们能够与过去的人或者陌生文化的人交流ꎬ 能够真正读懂他们

及其文本ꎬ 这样ꎬ 我们能够以陌生的眼光ꎬ 从他者的文化语境来审视我们自身ꎮ 赫勒认为: “只有我

们能够让这些 ‘他者’ 提出他们的问题ꎬ 从他们的角度即他们的历史意识来评估并判断其历史和制

度ꎬ 我们才会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之外建立一个阿基米德点ꎮ”③ 这种超越历史意识的束缚和通则解说

模式一样ꎬ 都表达了历史意识ꎬ 是我们的历史意识的产物ꎮ 赫勒的论述表明ꎬ 阐释学是现代社会科学

的基本范式ꎬ 然而超越历史的阐释则又是历史意识的产物ꎬ 仍然无法摆脱悖论ꎮ
赫勒关于历史意识与阐释学的思想触及公共阐释的可能性ꎬ 这是历经了解构主义之后的阐释学再

思考ꎬ 显然避免了前现代的天真性、 自发性ꎬ 也避免了宗教的普遍主义或现代反思普遍主义的救赎性

和宏大叙事ꎮ 这意味着ꎬ 在后现代的历史意识中ꎬ 阐释的公共性仍然具有可能性基础ꎬ 学科自律的规

范与规则确保了阐释公共性的形式框架ꎬ 现在与过去的对话、 自我与他者的对话的可能性仍然存在ꎮ
但这种形式框架本身具有无法根除的悖论性ꎬ 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范ꎬ 只能是有限

度的公共阐释ꎬ 这个限度的具体延伸或者拓展的时空仍然取决于阐释共同体达成共识的可能性ꎮ

二、 共识达成的限度

　 　 公共阐释力求体现最大范围人群的共识ꎮ 张江在与哈贝马斯的对话中认为: “实现公共阐释需要

相互倾听ꎬ 彼此协商ꎬ 平等交流ꎬ 以达成共识ꎮ”④ 对此ꎬ 哈贝马斯的理想的交往共同体思想是一个

不错的理论基础ꎮ 赫勒长期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纠结在一起ꎬ ２０１７ 年 «论题十一» (Ｔｈｅｓｉｓ Ｅｌｅ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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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 上专门刊登了两位思想家彼此回应的文章ꎮ 哈贝马斯坚持普遍的共识的追求ꎬ 尽管他首先承认

交往中异议的重要性以及解释的多元性①ꎮ 赫勒认为ꎬ 哈贝马斯基于话语基础上的交往共同体理论存

在着超验的普遍主义与经验实践的断裂ꎬ “普遍的一致性在经验意义上是不可能的”②ꎬ 而赫勒通过对

日常生活的此在分析 (Ｄａｓｅｉ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认为现实交往的共识是有限度的ꎮ
赫勒认为ꎬ 哈贝马斯提出通过话语讨论形成参与者的共识来建构交往共同体ꎬ 从而提出规范的普

遍化和规范程序的普遍化: “哈贝马斯为了所谓的普遍化的基本原则 (理论) 的接受而展开论证ꎬ 把

这种原则视为唯一的ꎬ 同时也是形式的道德原则ꎮ 他把话语伦理学视为人们借以能够遵从道德原则必

然律的程序ꎮ”③ 赫勒对他的话语伦理学所形成的道德哲学进行了批判ꎬ 主要集中于规范及其程序的

普遍化ꎮ 哈贝马斯试图从康德的道德律令范畴的必然性ꎬ 从指定性的普遍法则转向参与者讨论认可的

共识规则ꎬ 从而建构新型的道德必然性ꎮ 在赫勒看来ꎬ 这种思想的局限性至少有四点: 一是哈贝马斯

所设想的道德必然性的普遍化在实际行动中的错位ꎬ 也就是理想的普遍的规范性在实践行为中是无效

的ꎮ 譬如一个人在公共领域的讨论群体中被迫表达违心的观点ꎬ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共识规范或者话

语伦理学是有问题的ꎮ 二是道德哲学中的普遍化原则根本不重要ꎮ 例如ꎬ “要有人的尊严” 可以作为

普遍的标准ꎬ 但是这个标准具有有效性吗? 这里以孟子的话来印证赫勒对哈贝马斯的批判ꎮ 孟子注重

规则与法则ꎬ 认为 “男女授受不亲” 是普遍意义的 “礼”ꎮ 但是 “嫂溺不援ꎬ 是豺狼也”ꎬ 所以孟子

解释说ꎬ “嫂溺援之以手者ꎬ 权也”④ꎮ 何者为 “权”ꎬ 宋代孙奭疏为: “权之为道” 在于 “所以济变

事也ꎬ 有时乎然ꎬ 有时乎不然ꎬ 反经而善ꎬ 是谓权道也”⑤ꎮ 事实上这出现了道与礼的错位ꎬ 出现了

礼的规范性和实际行为的错位ꎮ 赫勒认为ꎬ 哈贝马斯的普遍化的道德必然性束缚了人们的理智直觉ꎬ
所谓的普遍化规范 “要有人的尊严” 事实上不能满足每一个话语参与者的兴趣ꎮ 三是规范程序的普

遍性问题ꎮ 哈贝马斯试图建构一个普遍的公正的程序ꎬ 以确保共识的达成或者规范的普遍性ꎮ 赫勒认

为这同样面临着困境或者悖论ꎬ 因为公正的程序在对称性互惠的环境中可以作为调节性的实际观念ꎬ
在非对称性互惠的环境中仍然可以适用ꎬ 这种程序只是涉及判断而不涉及行为本身ꎮ 如此ꎬ 要通过程

序正义来形成规范共识ꎬ 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ꎬ “普遍程序导致的结果不是能够具有普遍有效性

的规范”⑥ꎮ 四是哈贝马斯混淆了道德规范和社会政治规范ꎬ 因为社会政治规范的有效性等同于合法

性ꎬ 规范的选择奠基于合理性ꎮ 道德规范涉及价值ꎬ 如果一个人选择价值 ｘꎬ 另一个人选择价值 ｙꎬ
他们的道德规范是不同的ꎮ 道德规范通常不是通过合理性选择确定的ꎬ 它也不是借助于话语来获得有

效性的ꎮ 虽然道德规范的选择可以进行话语论证ꎬ 但是这种论证程序不能等同于对规范的合理性奠

基ꎬ 一个人选择某种规范而反对另外的规范ꎬ 其原因是复杂的ꎬ 还包括 “倾向性、 需要、 趣味、 人

格结构、 习俗等”⑦ꎮ
可以看到ꎬ 哈贝马斯以普遍语用学或者言语行为理论来确定交往共识的达成是有问题的ꎬ 具有内

在矛盾性ꎮ 哈贝马斯一方面强有力地拒绝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ꎬ 主张普遍性规范的共识追求ꎬ 另一方

面又陷入了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ꎬ 所有参与者的自由的共识达成只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设定ꎬ 是缺乏实

质价值的语言游戏ꎮ 当然ꎬ 这种话语游戏又是扎根于西方文化传统和现代历史意识之中的ꎮ 赫勒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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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表明ꎬ 通过哈贝马斯的交往共同体来构建公共阐释是走不远的学术路径ꎮ 如果公共阐释仅仅在于设

定一种阐释所到达的公认度ꎬ 而不是自说自话ꎬ 那么这仍然在哈贝马斯所设想的抽象形式的层面ꎬ 还

处于形式框架的论述中ꎮ 不过ꎬ 赫勒认为虽然哈贝马斯的普遍化原则与道德规范的合法性建构没有相

关性ꎬ 但是其话语伦理值得重视ꎬ 因为话语伦理涉及规范的解释ꎬ 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ꎮ
赫勒认为共识达成是一种理想的言语情境的规范ꎮ 这种规范要求参与对话者是对称互惠的ꎬ 彼此

相互理解ꎮ 这需要一个基本的实现标准ꎬ 即参与者使用的语言必须可以相互转换ꎬ 如果没有这个基

础ꎬ 作为相互理解的交往就不可能发生ꎬ 也就不能达成共识ꎮ 社会科学的阐释追求对社会与自我的认

知ꎬ 也需要理解与解释ꎬ 追求客观性与可行性ꎬ 也需要理论的奠基ꎬ 但是仍然达不到相互理解的程

度ꎮ 虽然这种阐释学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样式与学科规范ꎬ 体现出理解与解释的平衡ꎬ 运用解说与解释

的恰当比例ꎬ 操纵核心维度与边缘维度的结构模式ꎬ 阐释者在实践智慧的审慎判断下可以充分解释文

本与现象ꎬ 误解的可能性较少ꎬ 但是仍然涉及误解与错误ꎬ 甚至一些解释即使遵循客观性标准仍被人

们彻底摒弃ꎬ 因为其陈述是错误的ꎮ 因此ꎬ 赫勒认为ꎬ 社会科学的解释仍然是误解ꎮ 这样ꎬ 对话参与

者的解释就成为误解的汇聚ꎬ 形成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的状态ꎬ 这种状态不是共识ꎮ 而且ꎬ 社

会科学的解释规范与共识达成的理想言语情境构成错位ꎮ 赫勒认为: “社会科学家能够接受理想言语

情境的规范ꎬ 就其而言能够进行对话ꎬ 好像这种规范是构成性的ꎮ 然而ꎬ 由于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精神

的领域ꎬ 这里理想的言语情境的规范是反事实的ꎬ 因此社会科学要么必须放弃对真实知识的追求ꎬ 只

要上述规范是反事实的ꎬ 要么它必须承受共识主张的限制ꎮ”①

赫勒认为ꎬ 社会科学家之间达成共识是困难的ꎬ 也是不必要的ꎮ 原因在于ꎬ 第一ꎬ 最伟大的社会

科学家通常对其研究成果的重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进行区别ꎬ 与最重要方面达成一致ꎬ 就是他们追求的

共识ꎬ 而次要方面是需要修正的ꎮ 第二ꎬ 有的社会科学家更相信科学的进步ꎬ 期望其解释进一步完

善ꎮ 特别是视角主义社会科学家ꎬ 一种视角难以与其他视角的解释达成共识ꎮ 第三ꎬ 面对同一文本采

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解释ꎬ 文本愈加重要ꎬ 解释的不一致就更明确ꎮ 即使许多学者认为一个理论是真实

的ꎬ 他们也会通过突出某个方面而进行不同的理论描述ꎮ 因此赫勒指出: “即使存在一个共识 ‘理论

Ｘ 真实而正确’ꎬ 但是就理论 Ｘ 究竟完全是关于什么的ꎬ 就理论 Ｘ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ꎬ 绝对不存在着

共识ꎮ”② 社会科学具有文化、 价值、 群体视角、 传记的差异性ꎬ 组织事实材料的无限可能性ꎬ 特有

范式的个体性ꎬ 这些决定了研究主题的差异ꎮ
赫勒没有走向总体相对主义ꎬ 认为存在着共识ꎮ 赫勒所主张的视角主义认为社会科学家要按照社

会科学学科的语言游戏样式进行游戏ꎬ 要遵循其规范和规则ꎬ 要通过同行认同去探索真实的知识ꎬ 要

努力遵循客观性规范ꎬ 这是一种形式共识ꎮ 可以想见如果形式共识都不可能达成的话ꎬ 那么实质性的

共识则更难以达到ꎮ 因此ꎬ 如果共识意味着完全一致的话ꎬ 那么共识是不可能达到的ꎬ 因为所有的理

解和解释都是一种新的理解和新的解释ꎬ 或者说都是误解ꎮ
张江的公共阐释论则与之不同ꎬ 不在于对误解的探索ꎬ 而在于对阐释的内在机制的探索ꎬ 试图通

过中国传统的阐释学思想与当代文学活动的分析来寻觅共识的理论基础ꎮ 尽管张江也涉及阐释的多元

性ꎬ 但是他的问题意识与现实语境具有中国特色ꎬ 对共识的追求也具有学理建构的宏大旨趣ꎮ 其对

阐、 诠的辨析ꎬ 显然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ꎬ 也揭示了中国传统学者对意义明晰性和透彻性的追求ꎬ 尽

管其审美特性表现为 “含蓄蕴藉” “言外之旨” “韵外之致” 等ꎮ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悠久、 文化

符号复杂、 实践积淀的体悟的意义深刻ꎬ 阐释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ꎬ 理、 性也成为具有共识基础

的概念ꎮ 应该说ꎬ 张江的共识建构具有合法性基础ꎮ 但是对意义共识达成的复杂性、 悖论性的探索仍

然需要推进ꎬ 共识的达成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求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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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价值交往的可能性

　 　 张江认为ꎬ 公共阐释得以形成ꎬ 在于人类的公共理性的存在ꎬ 而阐释本身是理性的ꎮ 这是对公共

阐释的存在本体论的奠基ꎬ 也是人类历史不断确证的事实ꎮ 他进一步探索公共阐释的逻辑规则ꎬ 确立

“阐释逻辑的正当意义”ꎬ 认为: “作为理性行为ꎬ 阐释的基本思维过程ꎬ 必须符合普遍适用的逻辑公

理化规定ꎮ”① 而且阐释ꎬ 作为协商行为ꎬ 还要受到符合协商要求的特殊逻辑的约束ꎮ 应该说ꎬ 逻辑

公理与特殊逻辑确定了公共阐释的逻辑合法性ꎮ 但是ꎬ 这种逻辑合法性需要价值交往的讨论来充实ꎬ
就此而言ꎬ 赫勒对价值交往的分析将有助于公共阐释理论的深化ꎮ 价值交往是赫勒话语哲学的重要部

分ꎬ 其思想的核心是关注价值讨论的可能性与条件ꎬ 也就是价值共识达成的可能性问题ꎮ
赫勒认为两个人的价值讨论的结果有四种方式: “第一ꎬ 一个参与者受到另一个参与者的论据的

影响ꎬ 接受了这些论据所支持的价值ꎬ 并采纳了这种价值的立场ꎻ 第二ꎬ 一个参与者接受另一个参与

者提出的作为可能的价值并决定去进行检验ꎻ 第三ꎬ 其中一个参与者诉诸另一个参与者所提供的不可

争论的权威ꎻ 第四ꎬ 讨论毫无结果ꎮ”② 价值交往中的参与者关系可以是对称性关系ꎬ 对赫勒来说ꎬ
哈贝马斯的 “理想的言语情境” 就属于这种关系ꎬ “就对称性关系而言ꎬ 参与者作为平等人———作为

同样有理性的存在物彼此面对ꎬ 他们在讨论中履行平等的言语行为ꎮ 哈贝马斯把这种关系称之为

‘理想的言语情境’ ”③ꎮ 赫勒认为ꎬ 这种关系不能保证在讨论中使用合理的证据ꎬ 仍然能够诉诸某

种权威ꎬ 因而哈贝马斯的模式不能等同于价值讨论中的理想设定ꎮ 为此ꎬ 赫勒把价值讨论视为哲学价

值讨论进行探索ꎬ 可以说ꎬ 哲学价值讨论的交往可能性就是价值阐释交往的可能性ꎮ
与哈贝马斯不同ꎬ 赫勒思考的是权力关系中的价值交往问题ꎮ 这种权力关系不是哈贝马斯所设想

的平等的对称性关系ꎬ 而是处于历史情境中的从属关系、 非对称性关系、 个人性的依赖关系ꎮ 在从属

性社会中ꎬ 虽然也存在对称性关系ꎬ 譬如同样处于不平等关系中的人们彼此交往ꎬ 但是这种对称性关

系不是普遍存在的ꎮ 在这种非对称性社会关系中ꎬ 真正意义的哲学价值讨论也不是普遍存在的ꎮ 但是

赫勒还是设想了一种哲学价值讨论的可能性ꎬ 从而构成了难以消除的悖论ꎮ 哲学价值讨论不同于日常

价值讨论ꎮ 日常价值讨论是无意识地选择价值ꎬ 这些价值系统和等级可能是潜在的ꎬ 参与日常价值讨

论不一定必须有真实的价值ꎬ 参与者不会从价值中消除个人特有的动机ꎬ 这种价值也许是特有的愿望

和关怀的合理化ꎬ 然而也必须包括某些共识价值ꎬ 否则价值讨论不可能发生ꎮ 哲学价值讨论有意识地

选择价值ꎬ 参与者致力于真实的价值ꎬ 价值系统和价值等级应该是明确的ꎮ 赫勒认为ꎬ 每一个理性的

人应该努力在哲学价值讨论的层面坚持价值讨论ꎬ 这种讨论是所有价值讨论的调节性观念ꎮ 因此哲学

价值交往的分析具有典型的意义ꎮ
在哲学价值讨论中ꎬ 价值真理是不用进行争论的ꎬ 因为参与者都认可他人的价值真理ꎬ 讨论更多

关注的是价值等级ꎬ 关注哪一种价值应该成为社会与行为的主导价值ꎮ 赫勒认为ꎬ 价值讨论得以可能

的条件在于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是涉及价值观念ꎬ 价值观念是相同的ꎬ 但是价值的解释是不同的ꎻ 价值

中有一些具有相同解释的价值ꎻ 价值中有一些类似解释的价值ꎻ 价值系统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价值等级

的差异ꎮ 二是所有参与者渴求价值讨论ꎮ 三是没有权力干预ꎬ 如果权力直接或间接地质疑论证ꎬ 那么

就不可能进行价值讨论ꎮ 赫勒认为ꎬ 对于可能进行哲学价值讨论的人来说ꎬ 一个具体的价值讨论可以

上升为哲学价值讨论ꎬ 从而获得价值交往的共识ꎮ 赫勒把卢卡奇和托马斯曼的交往事件作为成功的

价值交往的典型例子ꎮ 卢卡奇说ꎬ 在匈牙利共产主义者佐尔坦山托 (Ｚｏｌｔáｎ Ｓｚáｎｔó) 及其同伴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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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期间ꎬ 他给托马斯曼写信ꎬ 请他抗议这场错误的审判ꎮ 托马斯曼回信说ꎬ 作家不应该干预政

治事件ꎬ 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政治审判ꎬ 作为一个作家不应该牵连此事ꎬ 因此他不会去抗议ꎮ 卢卡

奇回信说ꎬ 托马斯曼最近访问了毕苏斯基 (Ｐｉłｓｕｄｓｋｉ) 的波兰并做了演讲ꎬ 这难道不是政治吗? 卢

卡奇当时想ꎬ “交往弄僵了”ꎮ 事实上卢卡奇弄错了ꎬ 几天后传来了托马斯曼的电报: “我已经给霍

尔斯 (Ｈｏｒｔｈｙ) 打电报去了ꎮ” 这个例子说明ꎬ 卢卡奇与托马斯曼之间达成了成功的价值讨论ꎬ 卢

卡奇证明在托马斯曼的价值与行为之间存在着差异ꎬ 而托马斯曼摆脱了个人动机和被羞辱的感

受ꎬ 毫不犹豫地消除了这种差异ꎮ 他们之间价值讨论的成功在于某种价值观念的共识ꎬ 尽管各自赋予

这种价值观念不同的解释意义ꎮ 赫勒对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十分看重ꎬ 可以说是价值阐释得以可能的

关键点ꎬ 因为 “如果一种价值观念与另一种价值观念相互敌对ꎬ 那么价值讨论始终回到关于价值的

讨论ꎬ 那么两个世界就彼此敌对当世界历史上主导价值观念相互排斥时ꎬ 通常不可能设想ꎬ 这时

会产生有关不同代表者的价值观念的价值讨论”①ꎮ 他们各自根据价值理性思考和行动ꎬ 都坚持认为

自己的价值是真实的ꎬ 但是双方都不相信对方的价值真理ꎬ 因为相互矛盾、 彼此排斥的价值观念不可

能在同一时刻、 同一地点和同一对话关系中都是真实的ꎮ 这显然是一种没有希望的价值讨论ꎮ 而且一

种价值观念是人们用身体加以保护、 用鲜血加以滋养的ꎬ 与参与者的社会实践、 生命以及作为人的个

体性紧密联系在一起ꎬ 事实就是证据ꎬ 经验和事件也是证据ꎮ 因此ꎬ 倘若参与价值讨论的双方没有共

同的价值观念ꎬ 就难以进行价值交往ꎮ 赫勒设想了一种哲学价值讨论或者说价值交往的理想状态来解

决从属社会中的价值讨论的悖论: “在从属关系的社会ꎬ 哲学价值讨论是不可能进行的ꎬ 然而在这些

社会又应该产生哲学价值讨论ꎮ 此外ꎬ 哲学价值讨论不仅必须是一个调节性的想法ꎬ 而且不得不是一

种构成性的想法ꎮ 倘若不是如此ꎬ 从属的社会将是永久不改变的ꎮ”② 赫勒把从属社会的价值讨论的

悖论分为两个层面ꎬ 第一个层面是ꎬ 在从属社会中ꎬ 哲学价值讨论不可能普遍化ꎬ 然而任何一个理性

的人应该参与哲学价值讨论ꎮ 第二个层面是ꎬ 在从属社会中ꎬ 哲学价值讨论是不可能进行的ꎬ 然而如

果这个社会需要被消灭或被改变ꎬ 那么哲学价值讨论就必须成为一种构成性的想法ꎮ 赫勒认为ꎬ 第一

个层面的悖论是不可能根除的ꎬ 而第二个层面的悖论可以消除ꎬ 而且这种消除会导致整个悖论本身的

消除ꎮ 为了消解第二层面的悖论ꎬ 赫勒在价值讨论中引入了人类或人性概念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 或者 ｈｕｍａｎ￣
ｉｔｙ) 作为参与讨论的最高级的社会实体或者说最高级的价值观念: “如果在价值讨论中ꎬ 每一个参与

者坚持把人类作为最高的社会实体ꎬ 那么这种讨论就能够到达哲学层面ꎮ 即使每一个参与者以具体而

各自不同的价值的形式表达各自的价值和设想ꎬ 透视出与他们各自特有的实体、 阶层、 阶级等的密切

联系ꎬ 也能够到达这种情况ꎮ”③ 赫勒对此补充了三个主要的前提条件ꎬ 一是参与者所设想的特有价

值都应该同时有效ꎬ 都与人类观念相关联ꎻ 二是参与者要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价值阐释与具体社会实体

的密切联系ꎬ 与具体的阶级、 阶层、 民族、 文化等的关联ꎬ 要始终意识到各自价值的意识形态维度ꎬ
一个参与者的任务因而是有意识地不断消除他们各自价值解释的意识形态维度ꎻ 三是参与者要接受哲

学价值讨论ꎬ 把它视为一种调节性的想法ꎬ 他们要认识到ꎬ 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存在ꎬ 哲学价值讨论能

够普遍化ꎮ 如果具备了这些条件ꎬ 一种成功的哲学价值讨论就可以进行ꎬ 从而形成一个以人性概念为

最高价值的讨论共同体ꎬ 构建起价值交往的公共领域ꎮ 这种从参与者个体出发而形成的价值讨论或者

价值阐释的对话共同体ꎬ 不同于哈贝马斯基于对称性关系而形成的理想的交往共同体ꎮ 它既考虑了从

属社会的历史语境ꎬ 也考虑了日常个体的起源基础ꎬ 同时涉及马克思试图改变从属社会的可能性ꎮ 赫

勒认为ꎬ 这种哲学价值讨论是在从属社会中得以可能或者应该进行的价值讨论ꎬ 这种讨论作为言语行

为ꎬ 不是赋予一个已有世界以规范ꎬ 而是以人性的价值观念构建价值共识ꎬ 形成新的规范ꎬ 而这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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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要有一个新的世界ꎮ 马克思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ꎬ 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ꎮ”① 赫勒的价值讨论沿着康德的哲学思想的转型ꎬ 即从法国大革命之前赋予世界以规范的哲学到

后来的 “如何为规范创造一个世界”ꎬ 走向了马克思所谓的改变世界的可能性的交往理论ꎮ 因而赫勒

认为ꎬ 马克思清楚地知道ꎬ “只有人们给这个规范以世界ꎬ 才能够给这个世界以规范”②ꎮ 也就是说ꎬ
只有价值规范创造了世界ꎬ 改变了世界ꎬ 形成了新的世界ꎬ 才能够很好地理解当下这个世界的价值规

范ꎮ 这赋予了价值讨论以实践的力量ꎬ 使哲学成为改变世界的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ꎮ 价值讨论也是一

种改变世界的革命ꎬ 可以称之为 “话语革命”ꎮ 这种基于哲学价值讨论的思想被赫勒名之为 “激进哲

学”ꎬ 与其提出的 “激进阐释学” 是相互联系的ꎮ
可以看到ꎬ 与张江的阐释学类似ꎬ 赫勒提出的价值交往理论也是价值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理论ꎬ 是

意义阐释如何获得共识的公共阐释理论ꎮ 但是这种共识达成是很有限度的ꎬ 尤其在从属社会中ꎬ 这种

价值讨论很难发生ꎬ 虽然也必须或者应该发生ꎮ 赫勒以人类或者人性作为最高的实体ꎬ 事实上也是预

设了一种共同的价值理想ꎬ 如果这样ꎬ 那么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或者宗教意义的拯救概念都可以成为

价值讨论的共识基础ꎮ 倘若如此ꎬ 价值解释或者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共识已经在那里ꎬ 讨论又去达

成共识ꎬ 这同样陷入了赫勒批判哈贝马斯的循环怪圈之中ꎮ 再者ꎬ 赫勒设想的价值交往是摆脱个人利

益和意识形态偏见的理想化交往ꎬ “从理想存在的人类角度打开理性交往的路径”③ꎬ 即使其所设想的

最高的价值观念是所谓西方现代的自由价值ꎬ 也难以在解释中获得共识ꎬ 她的价值交往犹如康德的审

美交往一样纯粹非功利ꎬ 不食人间烟火ꎮ 倘若如此ꎬ 她所设想的交往共同体不是虚幻的空中楼阁吗?
尽管如此ꎬ 赫勒提出了比哈贝马斯更为审慎的交往共识的条件和可能性ꎬ 卢卡奇和托马斯曼的成功

交往ꎬ 体现了以相互理解为基础的共识形成ꎮ 日常交往中的友谊、 情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进行相互理

解的价值交往和意义阐释的共享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张江提出的公共阐释概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仍然

是可能的ꎮ 但是赫勒并不赞同具有普遍意义的交往ꎬ 而是认为交往是基于有限参与者的交往ꎬ 我们不

妨称之为 “有限度的公共阐释论”ꎮ 这种阐释论事实上与张江的阐释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阐释是开

放的ꎬ 但非无限离散ꎻ 阐释是收敛的ꎬ 但非唯一ꎻ 阐释的有效性由公共理性的接受程度所决定ꎬ 但非

阐释的完成ꎮ 阐释过程中的具体规则ꎬ 约束阐释以合逻辑的形式展开ꎮ”④ 赫勒与费赫尔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就看到了美学现代性阐释的有限规范性: “每一个趣味判断再现了某个趣味共同体ꎬ 在此意义上

被扩展成一个规范在具体既定媒介的框架中ꎬ 扩展成为规范的趣味判断的潜在组合是可以数清楚

的ꎬ 现有趣味共同体的数量也是能够进行计算的ꎮ”⑤

通过赫勒的阐释学思想中的公共阐释思想的讨论ꎬ 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审视张江阐释学的理论价

值与未来可能性ꎬ 更为准确地辨识这两种阐释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ꎮ 虽然两者都强调规范性建构ꎬ 但

是张江不论是讨论作者、 文本、 读者的关系ꎬ 还是追溯中国阐释学的原初性概念范畴ꎬ 他更多地是进

行阐释逻辑的规范性考察ꎬ 而赫勒侧重于现代性、 主体历史意识、 存在条件的哲学反思ꎬ 在现代性与

后现代历史意识中推进共识价值规范的反思ꎬ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两者具有互补性ꎮ 只有在批判性互鉴

的基础上ꎬ 中国当代阐释学才能找到话语的合法性根据与阐释现实的可能性ꎬ 才能构建具有多元共识

的意义生产与接受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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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阐释与文学 “经典化” 路径的
发生学考察

张　 伟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６)

　 　 摘要: 作为当代文论话语典范的生成策略ꎬ 公共阐释在指引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同时ꎬ 对观照中国传统

的文学艺术实践同样具有启发意义ꎮ 作为文学作品 “经典化” 的重要策略ꎬ 建构经典的阐释某种程度上具有

浓厚的公共阐释色彩ꎬ 其在个体生成与集体回应通约机制的形成、 公共权力关系与意识的呈现、 阐释话语的

跨文本形态与公共议程性以及阐释本身地域性与世界性的互动机制等层面体现出来的 “公共” 特征ꎬ 阐释话

语生成与引导经典文本共识性见解的理性作用机制无不蕴含着公共阐释的因素ꎬ 即便是在现代视觉语境中ꎬ
经典文本的视觉阐释同样具有公共阐释的特征ꎮ 引入公共阐释考察文学作品的 “经典化” 不仅为当下的经典

研究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ꎬ 同时对探讨公共阐释这一理论生成范式的实践价值与方法论意义也将有所启发ꎮ
关键词: 公共阐释ꎻ 文学经典ꎻ 公共理性ꎻ 经典化ꎻ 视觉阐释

中图分类号: Ｉ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１６２－０８

长久以来ꎬ 阐释学场域中的范畴生产一度是西方文论界的专利ꎬ 无论是苏珊桑塔格的 “反对阐

释”、 安贝托艾柯的 “过度阐释”ꎬ 抑或赫施的 “阐释的有效性” 皆是如此ꎬ 核心范畴的生成以及由

之衍生的理论体系在统揽人类文学实践的同时也以一种先遣式的优越性不断强化着西方文论的理论优

势ꎮ 作为本土化的标识性概念ꎬ “强制阐释” 与 “公共阐释” 的提出终结了西方学界在阐释学领域的话

语霸权ꎬ 实现了阐释学的中国建构ꎮ 如果说 “强制阐释” 致力于概指影响中国已久的西方文论的核心痼

疾ꎬ 破解了长期以来西方文论的全能神话ꎬ 那么 “公共阐释” 的提出则是对 “强制” 之后如何应对中

国当代文论建设的现实思考ꎬ “旨在为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基本框架确立一个核心范畴”①ꎮ 张江先生的

公共阐释论作为一种阐释范式ꎬ 不仅对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建构具有重要意义ꎬ 即便对已然发生的文学

实践也有借鉴价值ꎬ 或者这样说ꎬ 旨在构建中国当代阐释学元话语的公共阐释其本身就具有当下性与历

史性的双重色彩ꎮ 作为一个民族审美品位与文化精神的承载符号ꎬ 文学经典的形构过程遵循着文学阐释

活动的一般规律ꎬ “阐释是经典形成过程中整合性的一部分ꎮ 文本能否被保存下来取决于一个不变的文

本和不断变化着的评论之间的结合”②ꎮ 然而问题是ꎬ 作为文学作品 “经典化” 生成的有效策略ꎬ 并非

所有的阐释在文学 “经典化” 路径中都是积极的、 建设性的ꎬ 何种形态的阐释对促成文学作品的 “经典

化” 最具效力? 这一阐释形态与公共阐释又存在怎样的意义互动与逻辑关联? 于此ꎬ 引入公共阐释来考

察文学 “经典化” 路径中的阐释形态ꎬ 不仅可以强化公共阐释论的实践认知ꎬ 同时对深化文学作品 “经
典化” 的路径考察也将有所启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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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共阐释论的核心意旨与指涉文学实践的审美自觉

　 　 作为对后 “强制” 时代中国文论发展走向的思考ꎬ 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为当代文论话语乃至文论体系

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与方向ꎮ 平心而论ꎬ ２０ 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现代性格局的形成离不开西方文

化的协力ꎬ 而立场问题同样也成为有识之士面对中西文化交融碰撞时不可回避的理论命题ꎮ 早在 ８０ 余

年前鲁迅先生就以 “拿来主义” 标示对待外来文化的立场ꎬ 在他看来ꎬ 相对于 “送去主义” “送来主

义” 的妥协与迎合ꎬ “拿来主义” 无疑更具主体意识ꎬ 只有在 “拿来主义” 的能动架构中方能实现本土

文化的创新与发展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对中国文论 “失语症” 的批判则更为鲜明地揭示了过度追逐西方文

论话语所造成的理论弊病: “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ꎬ 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 沟通、 解读的学术

规则ꎮ 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ꎬ 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ꎬ 活生生一个学术 ‘哑巴’ꎮ”① 如果说 “失
语症” 是从接受层面来探讨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冲击ꎬ 那么 “强制阐释” 则从西方文论本身

的 “核心痼疾” 来揭示这些理论形态对本土文论建设的不利效应ꎮ 尽管与 “拿来主义” “失语症” 的关

注点不一样ꎬ 就对待西方文化的立场问题而言ꎬ 强制阐释论依然呈现出 “照着讲” 的色彩ꎮ 公共阐释范

畴的提出恰是填补了 “强制” 之后理论建构的真空ꎬ 以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构思真正推动了理论层面

“破” 与 “立” 的对接ꎬ 实现了文论建构 “接着讲” 的可能ꎮ
作为阐释学场域的新概念ꎬ 张江先生的公共阐释论在反思、 批判海德格尔、 伽达默尔、 德里达以及

罗蒂等学者所建构的西方主流阐释学理论非理性、 非实证、 非确定性的基础上确立自身的理论主张ꎮ 在

张江先生看来ꎬ 作为一种居间说话的方式ꎬ 阐释首先是一种公共行为ꎬ 公共性是阐释得以生成的前提ꎮ
阐释公共性特征的生成规约于人类自身的共在性、 集体经验、 语言的公共性以及阐释衍生的确定语境ꎮ
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关系的公共属性、 海德格尔关于言说的公共性意义、 伽达默尔的 “共同体” 理论

以及费什的 “公众的理解系统” 都为阐释行为公共性的客观存在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ꎮ 作为意义的一

种生成与传播行为ꎬ 阐释活动的展开无疑经历了三次超越性的 “公共化” 过程: 其一ꎬ 阐释的主体何以

超越个体意志使得个体阐释能为语言共同体以及更广大公众理解并接纳ꎬ 以期成为一种公共性存在而不

致落入私人阐释的窠臼ꎮ 其二ꎬ 文本何以在阐释者与接受者的互动中超越其表层意指而形构成一个更为

丰满的意义体系ꎮ 其三ꎬ 阐释文本的接受者何以超越自身的理论与审美阈限而实现与文本乃至阐释主体

的意义对接ꎮ 作为文本意义的生成策略ꎬ 阐释活动的公共性不仅蕴含着个体生成与集体回应的互动机

制ꎬ 同时就阐释文本的接受空间而言还体现出共时与历时、 地域性与民族性等多种特征ꎮ 换句话说ꎬ 一

种阐释话语凭依其自身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可能成为同一时代 “语言共同体” 或 “文化共同体” 的

共享理论形态ꎬ 如果这一价值与意义具有可延续性ꎬ 这一阐释话语同样为后续 “共同体” 所认可与接

受ꎬ 这种跨时代的接受恰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主脉ꎮ 此外ꎬ 尽管阐释话语的生成与传播源发于某一 “语言

共同体” 内部ꎬ 体现出一定的民族性与地域性ꎬ 倘若这一阐释话语对其他民族与地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ꎬ 其为他者民族与地域接纳甚至改造进而衍化为异域性的理论形态同样成为可能ꎮ
如果说公共性更多体现为阐释活动的形式诉求ꎬ 那么理性则从内涵上规约着阐释活动的意义生产

与话语走向ꎮ 在张江先生看来ꎬ 阐释活动是一种理性行为ꎬ 任何形态的阐释均要以理性为主导ꎬ 在理

性的规约中推动意义的延展ꎮ 作为人类主体的本质特征ꎬ 理性是人类获取知识、 占有真理的重要途

径ꎮ 在笛卡尔那里ꎬ 理性被视为人类主观意识的核心ꎬ 它提供人类以最牢靠的标准与方法去裁定知识

的内容ꎬ 因而成为人类最普遍的工具ꎮ 作为一种话语生产活动ꎬ 阐释行为杂糅着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

属性ꎬ 在意义的发掘与传达中ꎬ 非理性的精神活动无疑参与了阐释的诸多进程ꎬ 任何一个阐释者首先

是文本的阅读接受者ꎬ 文本阅读的审美体验与精神激荡同样体现在阐释者的身上ꎬ 然而这种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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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活动其表达却是理性的ꎬ 换言之ꎬ 即便非理性的精神活动参与了阐释的诸多过程ꎬ 但最后的落脚

点仍然是借助理性将阐释活动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活动的效应加以呈现ꎮ 当然ꎬ 公共阐释中的理性又是

一种公共理性ꎬ 正如张江先生在 «公共阐释论纲» 一文中所说ꎬ 它是 “个体理性的共识重叠与规范

集合ꎬ 是阐释及接受群体展开理解和表达的基本场域”ꎮ 公共理性最早作为一个政治语汇ꎬ 一度被视

为 “国家理由” 或 “统治者与政府行为的纯粹政治根据”①ꎬ 康德在论及启蒙时赋予公共理性以现代

性内涵ꎬ 在他看来ꎬ 理性的公共运用是启蒙的基本特征ꎬ 只有真正释解自身的理性方可获得启蒙的真

谛ꎮ 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在 «政治自由主义» 中也提出: “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ꎮ 它

是公民的理性ꎬ 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ꎮ 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ꎬ 此乃政治正义观念

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ꎬ 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ꎮ”② 在阐释场域中ꎬ 相

对理性而言ꎬ 感性活动更具个体性与瞬变性ꎬ 不同个体之间感性活动形成交集的难度较之理性要大得

多ꎬ 理性则不同ꎬ 立足客观对象及其规律之上的理性更易形成一种共识性话语ꎬ 这种共识性话语也更

易于为某个 “共同体” 的全体成员所接受ꎮ 因此ꎬ 只有基于公共理性ꎬ 阐释活动的各方才可能形成

对文本意义的共识性理解ꎬ 进而趋向一种意义的确证ꎬ 从而使得这一意义最大限度地为多种话语共同

体所认同并接纳ꎮ
作为一种理论范式ꎬ 公共阐释对强制阐释做出反思与批判ꎬ 其立足点在于纠偏西方主流阐释学因

反理性、 反基础、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形成的极端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ꎬ 复归文学实践ꎬ 实践性无疑

是公共阐释得以确立的首要前提ꎮ 亦如张江先生所言: “当前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最迫切、 最根本的任

务ꎬ 是重新校正长期以来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ꎬ 抛弃对一切外来先验理论的过分倚重ꎬ 让学术

兴奋点由对西方理论的追逐回到对实践的梳理ꎬ 让理论的来路重归文学实践ꎮ”③ 照此理解ꎬ 阐释活

动的公共化过程融汇着理论话语的提出、 接纳、 检验、 反馈、 校正的动态机制ꎬ 体现出一定的方法论

意义ꎬ 而也正是作为一种方法论ꎬ 公共阐释对人类社会的文学实践活动才具备积极的指导意义ꎮ

二、 文学文本 “经典化” 路径的常态机制及阐释架构

　 　 一直以来ꎬ 文学经典的生成始终存在着本体论与关系论的争议ꎮ 作为承载一个民族审美精神与文

化品格的物化符号ꎬ 文学经典蕴含着民族特定的思维理念、 审美意识与文化心理ꎬ 体现着民族文化的

审美定位与价值取向ꎮ “文学经典是指获得批评家、 学者和教师的一致认同ꎬ 并被广泛承认为 ‘主
要’ 的ꎬ 其作品被经常赞誉为文学 ‘杰作’ 的作者ꎬ 以及经典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

在一定时期内被不断地复印出版ꎬ 被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频繁地讨论ꎬ 很可能被收入 (文学) 选

集和纳入大学课程教学大纲之中ꎬ 并被冠以 ‘世界杰作’ ‘主要的英国作家’ ‘伟大的美国作家’ 这

样的称誉和名号ꎮ”④ 或许正因承载太多的殊荣ꎬ 对经典本体的审美诉求自然成为本体论拥趸者的理

论基点ꎮ 美国文论家布鲁姆就坚信经典的永恒作用ꎬ 他基于 “影响—焦虑” “冲突—竞争—超越” 经

典生成谱系的两阶段论模式来倡导作品的 “自我经典化”ꎮ 在他看来ꎬ 文学作品的 “经典化” 过程取

决于文学作品自身ꎬ 作品的审美价值是构成经典的主导因素ꎬ “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渗入经典ꎬ 而这

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 娴熟的形象思维、 原创力、 认知能力、 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⑤ꎮ 作为文

学传承的精神动力ꎬ 作品内在的艺术价值的确决定着其能否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性ꎬ 中外文学发展史

亦已表明ꎬ 欠缺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很难通达经典的高峰ꎮ 然而不可否认ꎬ 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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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供其形构为经典的确证力ꎬ 即便一部作品蕴含着成为经典的气象与潜质ꎬ 但其被认同、 接纳直至

臻为经典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 动态的也是不确定的 “经典化” 动态过程ꎬ “ ‘经典化’ 意味着那些

文学形式和作品ꎬ 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ꎬ 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ꎬ 被此共同体保存为

历史传统的一部分”①ꎮ 可以说ꎬ 作品内在审美属性的 “自律” 只是赋予作品成为经典的可能性ꎬ 其

最终成为经典仍然需要借助多元的外部推动力以及这些推动力所形构的关系图式ꎮ “实际上经典化产

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ꎬ 包括了文本、 它的阅读、 读者、 文学史、 批评、 出版手段 (例如书籍

销量、 图书馆使用等)、 政治等等ꎮ”②

可以说ꎬ 文学作品的 “经典化” 不是自为的ꎬ 即便作品本身具有极高的审美内涵与艺术高度ꎬ
对其的发现与揭示仍然需要外力ꎬ 同样ꎬ 作为推动作品 “经典化” 生成的政治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

等外部机制也需要借助某种客观的手段对文本施以影响ꎬ 而阐释正是彰显文本艺术内涵以及推动外化

力量渗入经典建构两种目的通约化的有效策略ꎮ 今天看来ꎬ 文学作品的 “经典化” 不仅规约于作品

本身的艺术价值ꎬ 同时需要文本具有充足的可阐释性ꎮ 通常而言ꎬ 成熟形态的文学文本其层次一般归

结为文学言语层面、 文学形象层面以及文学意蕴层面ꎬ 这三个层次在经典文学作品中尤为突出ꎬ 那种

意指单调、 意蕴空乏、 层级一览无余的作品是很难成为经典的ꎮ 福柯认为ꎬ 话语的经典性源自话语之

间的区隔与通约机制ꎬ 这种区隔及通约策略是通过阐释、 稀缺性追求、 学科原则以及言语仪式或言语

惯例实现的ꎬ 阐释是在文本原义的基础上增加新意ꎬ 文学史上那些重要的文本或话语始终处于不断的

阐释与评论中ꎬ 以主文本为起点不断进行着新的话语建构ꎬ 从而使得主文本乃至后续的阐释保留在相

应的文化传统以及记忆之中ꎮ 童庆炳先生曾将文学作品的 “经典化” 归结为 ６ 个因素ꎬ 即作品本身

的艺术价值、 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 作品外在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变动、 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

价值取向、 特定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作品的 “发现人”ꎮ 就这几个因素的关系而言ꎬ 艺术价值无

疑是作品成为经典的内在驱动力ꎬ 它直接决定着后续因素的作用机制与审美效应ꎬ 而作品的可阐释空

间为外在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 文学批评、 读者视野乃至 “发现人” 提供了可资活动的场域ꎬ 这

些外部力量的作用机制则是借助对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阐释实现的ꎮ 或者说ꎬ 文学作品 “经典化”
的衍进程序可以描述为: 在确保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前提下ꎬ 作品的 “发现人” (通常是作品第一个

阐释者) 在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的熏陶下ꎬ 秉持文学批评特定的价值取向ꎬ 以文本阐释的

方式来揭示作品的艺术价值以飨读者ꎬ 迎合读者的审美欲求ꎮ 可见ꎬ 作为文本艺术价值彰显的手段以

及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施力的场域ꎬ 阐释成为作品 “经典化” 地位生成的合法路径与有效策略ꎮ

三、 文学 “经典化” 路径的阐释向度及公共性特征

　 　 作为对文学文本的一种审美体验、 理性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意义揭示与衍化活动ꎬ 阐释无疑负

载着使文学文本被受众认同与接纳的重要使命ꎮ 然而ꎬ 并非所有的阐释都能推动作品的 “经典化”ꎬ
文学作品 “经典化” 的过程对阐释本身也提出了反向要求ꎮ 只有具备某些共性特征的阐释才具备推

动作品实现 “经典化” 的资质ꎬ 而这些共性特征与当下的公共阐释又形成了某种内在的逻辑契合ꎬ
甚至可以说ꎬ 在推动文学作品 “经典化” 的阐释形态中始终蕴含着公共阐释的要素ꎮ

首先ꎬ 建构经典的阐释遵循着个体发现与集体回应的通约机制ꎮ 张江先生认为ꎬ 一切阐释源自个

体ꎬ 个体阐释是公共阐释的原生态与源动力ꎬ 是公共阐释生成的基础ꎮ 就经典的生成路径而言ꎬ 其审美

内涵与艺术价值遵循着个体发现向集体接受的演变机制ꎬ 而个体发现则是文学 “经典化” 路径发生的前

提ꎮ 童庆炳先生在谈及文学经典的建构机制时将最早发现文学经典的 “发现人” 视为经典的建构要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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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ꎮ 今天看来ꎬ 文学经典的 “发现人” 通常是经典作品的最初阐释者ꎬ 或者是其阐释引发了更为广泛的

影响ꎮ “发现人” 与文学作品可能同时代ꎬ 但更多时候具有跨代性ꎮ 陶渊明诗作经典化源于三代之后梁

朝萧统在 «昭明文选» 中对陶诗的评论ꎬ 并在唐及之后逐渐完成ꎮ 同样ꎬ 成书于元初的章回体小说 «水
浒传» 也是借助明末清初李贽、 金圣叹 “容与堂” 与 “贯华堂” 两个版本的 “发现” 与评点而逐步走

向经典ꎮ 有的时候经典文本的 “发现人” 并非只有一个ꎬ 其 “经典化” 的过程可能依赖诸多 “发现人”
的接力ꎬ 如陶诗的经典化同样离不开宋代苏轼的评论与推介ꎬ 严格意义上苏轼应是继萧统之后的第二个

“发现人”ꎮ 当然ꎬ 个体发现只是文学作品 “经典化” 发生的前提ꎬ “发现人” 的阐释在多大程度上为公

众所认可与接纳ꎬ 这是阐释走向公共亦即作品 “经典化” 路径的关键环节ꎮ 如果 “发现人” 的阐释不

为公众认可ꎬ 其阐释自然落入私人阐释的窠臼ꎮ “发现人” 的阐释被公众认可与接纳多数时候遵循着场

域延宕机制ꎬ 即其阐释形态最初的认可与影响多发生于 “发现人” 最具话语权威的场域ꎬ 它以 “点—
面” 传播的方式为这一场域认可与接受后ꎬ 再以 “多点—多面” 式的辐射性在更大场域展开传播ꎬ 在

积储影响力的同时确立了冲刺经典的可能ꎮ
其次ꎬ 建构经典的阐释规约于一定的公共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ꎮ 福柯曾指出: “文学是通过选

择、 神圣化和制度的合法化的交互作用来发挥功能的ꎮ”① 对经典文学作品而言ꎬ 依托某种权力化的

制度关系一度成为文学作品 “经典化” 的有效途径ꎮ 不可否认ꎬ “发现人” 的 “发现” 与阐释为一

定场域的大众认可与接纳ꎬ 这种 “经典化” 的发生多是 “民间” 的ꎬ 欠缺话语权威与价值标识ꎬ 而

将作品的阐释与评判纳入一定的权力关系体系ꎬ 以官方规范的话语范式来加以推进无疑确保了经典作

品的持久性与生命力ꎮ 通常而言ꎬ 凭依 “发现人” 的阐释与评判ꎬ 代表公共权力话语的知识精英将

充分吸纳作品的阐释形态ꎬ 并借助文学史的定位将作品的价值固定下来ꎬ 这种文学史定位既可以体现

在选本规制与教材编写方面ꎬ 亦即以官方的话语范式来推动经典作品的公共传播ꎬ 也可通过一定的文

学制度与文学规范ꎬ 如文学评奖、 官方推介等直接加以引导ꎮ 前者如孔子的删诗与选诗成就了 «诗
经» 的 “经典化”ꎬ 新中国成立前后历次教材的选用与编撰推动了鲁迅 «故乡» 的公共接受与经典架

构ꎻ 后者如诺贝尔文学奖直接催化了莫言小说作品的 “经典化”ꎮ 正是这种渗透着主流权力关系与意

识形态的文本阐释与价值评判从更为宽泛的程度上加速了作品的 “经典化” 过程ꎮ
再次ꎬ 建构经典的阐释呈现出多元样态甚至跨文本特征ꎮ 诚如前言ꎬ 一部经典的 “发现人” 可

能并非单一的ꎬ 其审美内涵与艺术价值的 “发现” 与开掘可能由多个 “发现人” 历时性接力完成ꎬ
由于 “发现人” 审美理念与时代症候的规约ꎬ 不同 “发现人” 的阐释在契合特定时代审美诉求的同

时自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审美样态ꎬ 而那些能够拓展经典文本的社会影响力ꎬ 有力推动文本知识话语的

大众化转化的阐释是更为有效的 “经典化” 途径ꎮ 换句话说ꎬ 建构经典的文本阐释理应建立在大众

化认同与接受的基础上ꎬ 何种阐释最具 “公共化” 效应ꎬ 为更大程度的公共空间所接受ꎬ 这一阐释

模式自然更具效力ꎮ 于此ꎬ 建构经典的阐释除了语言阐释的接力外ꎬ 图像传播、 舞台表演、 故事塑型

等跨文本阐释同样成为推动作品 “经典化” 的重要方式ꎮ 明清之际小说文体的 “经典化” 即是如此ꎬ
除了诸多形态的评点作为语言阐释的典范样式为公众所接受外ꎬ 由小说母本衍化的插图、 年画甚至活

跃于街头巷尾的舞台演出同样成为推动作品走向经典的有效阐释方式ꎮ 相对评点文本而言ꎬ 小说的插

图、 相关的年画以及大众化的舞台演出因其直观可感的传播模式更易为大众所理解、 接受ꎬ 它使得建

构经典的阐释话语不再拘泥于特定的知识精英场域ꎬ 不再拘囿需要特定知识技能方可接纳的语言意

指ꎬ 视觉化传播取消了大众对阐释话语接受的准入门槛ꎬ 以一种更为 “公共化” 的方式来实现文学

作品的经典架构ꎮ
复次ꎬ 建构经典的阐释呈现出叠加与修正的公共议程性ꎮ 任何一部臻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其背后的

阐释都不是一次性的ꎬ 在推动作品走向经典化的进程中阐释话语多呈现出叠加与修正化的公共议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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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ꎮ 换句话说ꎬ 倘若推动文学作品 “经典化” 的第一、 二、 三 “发现人” 引发的阐释为 Ａ、 Ｂ、
Ｃ如果元文本的意义为 Ｗꎬ 通常情况下ꎬ 阐释 Ｂ 多是在文本原意指 Ｗ 的基础上合成了第二 “发
现人” 所认可的阐释 Ａ 的合理部分所通约而成ꎬ 亦即 Ｂ ＝Ｗ＋修正 Ａꎬ 同样阐释 Ｃ ＝Ｗ＋修正 Ａ＋修正

Ｂ那种完全忽视前人阐释而另起炉灶的阐释几乎是不可能的ꎬ 正是阐释的叠加效应才形构了关涉

经典文本丰富的意义体系ꎬ 创造了更为宽泛的可阐释空间ꎬ 而也正是阐释的修正色彩使得后续的阐释

话语在公共场域中不至过于偏离原意轨道ꎬ 以一种合议的方式规制着阐释话语的意义指向ꎮ 当然ꎬ 后

续的阐释对之前阐释的修正又遵循着两种路径: 一是承继ꎬ 亦即后续阐释吸收之前阐释形态的合理成

分ꎬ 再以契合时代诉求的审美话语重新阐发ꎬ 如金圣叹 “贯华堂” 本小说评点理论的阐述就是在承

继李贽 “容与堂” 本理论话语的基础上衍化出来的ꎻ 另一种是批判ꎬ 这种批判是充分认识到前一阐

释模式或话语的错误ꎬ 借助批判而避免落入前人窠臼ꎬ 如 ２０ 世纪关于 “红学” 的论争ꎬ “考证派”
“批评派” 对 “索隐派” 的批判大体遵循着这一阐释理路ꎮ

最后ꎬ 建构经典的阐释体现出地域性与世界性的互动机制ꎮ 尊重阐释话语的民族特征与地域色彩

是公共阐释纠偏强制阐释、 承载当代中国阐释学元话语建构的理论出发点ꎮ 不难想象ꎬ 任何一部臻为

经典的作品都衍生于特定的 “文化共同体”ꎬ 体现出一定的民族意识与地域特征ꎬ 或者说ꎬ 任何一部

经典首先是民族经典与地域经典ꎬ 因而基于经典引发的阐释只有尊重这一民族意识与地域特征方才通

达对经典最真实的理解ꎮ 然而ꎬ 过于拘囿民族与地域特征又反向制约了经典的普泛性价值ꎮ 作为人类

社会共同的精神遗产ꎬ 建构经典的阐释形态在经典为其他 “文化共同体” 所接受时ꎬ 因其阐释话语

本身的共识性与真理性同样可能为他者 “文化共同体” 所认可与接纳ꎬ 与经典文本一样在异域文化

场所传承、 接受ꎬ 而阐释话语本身又会结合异域的文化属性与审美诉求被逐渐改造为其他 “文化共

同体” 更易接受的共享理论形态ꎮ 当代西方理论的中国传播某种意义上遵循的就是这一理路ꎮ 值得

一提的是ꎬ 这一阐释话语的跨场域传播并非都是共时性的ꎬ 因经典建构的历时累积性ꎬ 其阐释理论同

样呈现出历时性特征ꎬ 然而由于理论话语本身的普适性与真理性ꎬ 即便经历跨时代、 跨场域的多重接

纳ꎬ 这一阐释话语仍然呈现出强盛的生命力ꎬ 以一种 “世界性话语” 标示着自身的价值ꎮ
作为公共阐释论的另一核心意旨ꎬ 理性在建构经典的阐释形态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ꎮ 理性作为

阐释活动得以顺利推进的逻辑前提在文学作品 “经典化” 路径生成中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方面ꎬ 建

构经典的阐释承载着从感性体验到理性认知的衍化过程ꎮ 张江先生认为ꎬ 非理性的精神行为同样介入

了阐释过程ꎬ 特别是情感意志与审美体验成为阐释生成的必要因素ꎮ 就建构经典的阐释而言ꎬ 由感性

体验升华到理性认知成为阐释话语生成的普泛规律ꎮ 作为经典作品的 “发现人”ꎬ 其对文本意义的介

入遵循着一般文本阅读的常态规范ꎬ 而 “发现人” 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体验与情感激荡则成为推动

其进一步深入探求文本意义的前提ꎮ 可以想象ꎬ 任何一个读者在面对不能激发其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

的作品前还有多少继续深入探讨作品意义的兴致? 相反ꎬ 作品的意指只有真正触及接受者的内心情

怀ꎬ 引发其难以言状的审美冲动ꎬ 方才具备继续深度考察的可能ꎮ 试想ꎬ 倘若没有金圣叹在阅读

«水浒传» 时那难以名状的情感体验ꎬ “为此书者ꎬ 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ꎮ 然以

贤如孟子ꎬ 犹未免于 ‘大醇’ ‘小疵’ 之讥ꎬ 其何责于稗官? 后之君子ꎬ 亦读其书哀其心可也”①ꎮ
其对小说作品的精到阐释又何以产生? 当然ꎬ 如果经典作品的 “发现人” 仅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阅

读体验ꎬ 那么其至多属于普通的文本接受者ꎬ 很难真正实现对作品 “经典化” 的催化效应ꎬ 而作品

“经典化” 的真正推动更多取决于这种情感激荡与审美体验之后的理性思考ꎮ 可以这样说ꎬ 文本接受

的感性行为更多关注的是 “经典化” 的对象问题ꎬ 即何种作品能进入 “发现人” 的视野并引发关注ꎬ
而理性则更多关注这一作品何以引起关注并能够进入经典ꎮ 在建构经典的阐释中ꎬ “发现人” 的理性

思维发挥着两种职能ꎬ 其一是将文本阅读的情感体验与审美感知用理性、 逻辑的语言或其他符号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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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ꎬ 使其突破个体化而衍化为一种审美感知的公共存在ꎻ 其二ꎬ 在理性的指导下ꎬ “发现人” 逾越

作品的审美体验与表层意指ꎬ 深度介入文本的意义与意蕴层面ꎬ 以客观公允的逻辑思考与话语表达揭

示作品的深度内涵ꎬ 实现对作品艺术价值的深度挖掘与确认ꎮ
另一方面ꎬ 建构经典的阐释话语规约着文本接受群的共识性理解及其价值认知ꎮ 鉴于个体生活阅

历、 情感体验、 审美旨趣的差异ꎬ 不同的接受个体对同一文学文本的阅读体验迥然有别ꎬ “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决定着读者接受理论的客观与必然ꎮ 然而ꎬ 文学作品的 “经典化” 是建立在对文

本审美内涵与艺术价值共性认知与认同的基础上ꎬ 如果仅凭不同个体的阅读体验来实现对作品的价值认

同ꎬ 进而促进作品的 “经典化” 自然不够现实ꎬ 因而借助建构经典的阐释话语来统一接受群体对文本的

理性认知ꎬ 使得接受个体跳出自身阅读的表层话语意指与审美体验ꎬ 在阐释话语的理性规约中ꎬ 透过感

性体验通达作品的深度意指ꎬ 增强接受个体对文本意义乃至意蕴的深层感悟ꎬ 进而强化接受个体对作品

意义与价值的真正认同与接受ꎬ 这是作品走向经典的重要环节ꎮ 诚然ꎬ 相对感性体验而言ꎬ 基于理性思

维之上的审美认知才会持久、 有效ꎬ 而也正是这种持久、 有效成为作品 “经典化” 发生的直接推动力ꎮ
可以说ꎬ 建构经典的阐释话语以阐释者的理性思考引导甚至规约着作品接受群体阅读接受的审美走向ꎬ
圈定着普通接受者的接受框架ꎬ 同时推动普通接受者在超越自身感性体验的基础上激发对文本意义的理

性认知与思考ꎬ 形成一种对作品意义与价值以及阐释话语的共识性认同ꎮ 这种共识性认同更大程度上源

自阐释者与接受者理性活动的交集ꎬ 是 “公共理性” 介入文本意义认知的表现形态ꎬ 它在强化文本意义

与价值认同确证性的同时ꎬ 也激发着接受个体对文本意义再度阐释的审美旨趣ꎮ

四、 文学 “经典化” 阐释路径的现代走向及反思

　 　 作为文学经典化的有效策略ꎬ 推动文学作品走向经典的阐释呈现出诸多的公共阐释特征ꎬ 甚至可

以说其有效的阐释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公共阐释ꎮ 正是在阐释自身公共性与理性的规约中ꎬ 无论是阐释

话语抑或阐释对象亦即经典文本同时具备了澄明性与可公度性ꎬ 以符合随机过程大数定律的形式不断

彰显着经典文本的审美内涵与艺术价值ꎬ 从而为共时与历时不同语境的接受者所重复检验与接纳ꎬ 并

在此基础上推动着文本本身与阐释话语的反思、 超越与再度建构ꎮ
与文学作品的 “经典化” 路径相一致ꎬ 推动文学 “经典化” 的阐释同样体现出一种动态衍化性ꎬ

可以说ꎬ 任何一部经典的确立都是不变的文本与历时叠加的阐释之间的有机统一ꎬ 而阐释样态本身又

取决于经典传承的时代特征与文化症候ꎬ 也正是后者借助阐释这一话语表现样式重塑着经典文本的现

实面貌与时代价值ꎬ 使得经典文本的审美内涵与艺术价值呈现出一种当下色彩ꎮ 凭依电子、 数字技术

的强势支撑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图像主导的审美范式愈发成为当下社会发展与日常生活的常态逻

辑ꎬ 图像替代语言成为表征世界的普泛景观ꎮ 在视觉主导的文化语境中ꎬ 语言作为阐释形态的基本符

号同样遭遇到视觉的挑战ꎬ 经典文本的影视转化与视觉重写成为当下社会经典传播的重要方式ꎮ 任何

一种语言文本的视觉书写都隐含着改编者的感知、 理解、 想象、 联想等思维意识ꎬ 体现出鲜明的批评

性ꎬ 可以说ꎬ 语言文本的视觉传播其本身就是一种由视觉符号主导的批评形态ꎬ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那样ꎬ 在图像时代ꎬ “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式将逐渐从文字写作转向图像的表达ꎬ 而伴随着这一转向而

来的则是一种新的批评模式的诞生: 图像或语像批评”①ꎮ 与语言主导的传统阐释相比ꎬ 视觉阐释对

文学经典的传承无疑更具影响力ꎬ 其公共阐释色彩更为明显ꎮ
就公共性而言ꎬ 经典文本的视觉阐释呈现出更为切实的公共色彩ꎮ 尽管中外文学批评史上不乏文

学文本的集体批评模式ꎬ 但就多数阐释而言ꎬ 批评者的个体创作仍然代表着文学阐释的主流形态ꎮ 现

代视觉阐释则不然ꎬ 视觉阐释多数时候遵循着集体创作机制ꎬ 其公共性更为明显ꎮ 例如任何一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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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影视改编绝非个体力量所能驾驭ꎬ 其视觉化过程是导演、 编剧、 演员、 摄像等诸多参与者的合

力ꎬ 其文本的视觉呈现正是诸多参与者在个体理解的基础上协商、 调和、 通约而成ꎬ 其阐释话语的建

构不仅体现出公共机制ꎬ 同时更是一种公共理性的调和行为ꎮ 就文本接受而言ꎬ 经典文本的视觉阐释

凭依图像的直观可感与情感在场而更具拥趸者ꎬ 那种因知识语言局限而屏蔽在经典文本接受场域之外

的公众同样获取了文本的视觉感知权ꎮ 现代影像的传播机制借助对文本意义的形象塑型ꎬ 强化了受众

对文本的意义感知ꎬ 特别是现代影像的声音在场成为受众感性认同的重要推动力ꎬ “图—声” 一体的

表征机制从感性层面深化了对文本的意义认知与价值认同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直观可感的视觉传播也消

解了传统语言自身的民族与地域局限ꎬ 那种因语言隔阂而被区隔在经典文本接受场外的他者民族同样

具备了分享经典文本的审美资格ꎬ 从而以一种感知在场直接进驻文本内在的审美空间ꎬ 并以符合自身

文化特征的审美方式推动着经典文本在他者文化场域的继续传播ꎮ
就理性而言ꎬ 较之视觉阐释的公共性ꎬ 理性在视觉阐释中无疑更为间接与隐晦ꎮ 视觉图像的直观

可感消解了传统语言常态接受的推理、 联想、 想象等思维机制ꎬ 图像的 “直入” 似乎加剧了视觉阐

释的感官体征ꎬ 使得视觉阐释在理性这一维度与公共阐释发生背离ꎮ 诚然ꎬ 相对语言表意而言ꎬ 图像

自身独特的叙事体例的确遵从着感性至上的审美规律ꎬ 特别是现代视觉影像中的声音加盟更以一种

“图—声” 互文的方式实现了语言叙事难以直达的情感在场ꎮ 然而ꎬ 现代图像阐释的感性直观并非是

以牺牲理性引导作为代价的ꎬ 理性同样是现代视觉阐释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ꎮ 作为主体审美意识的表

征手段ꎬ 将什么或不将什么纳入图像的表征对象规约于主体的认知、 理解、 判断、 推理等理性思维ꎬ
这在现代视觉阐释中尤为明显ꎮ 凭依现代影像的摄录技术ꎬ 摄录者可以有所选择地将文学文本中他所

认可的审美对象纳入表征范围ꎬ 依据自身的判断和推理决定这些对象在影像画面中的呈现方位与频

率ꎬ 甚至借助镜头景别、 快慢镜头、 蒙太奇等技术手段来有意操控视觉图像的接受效应ꎮ 有些时候ꎬ
影像制作者更是依据自身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与偏好对文本加以改编ꎬ 以一种重写经典的理性思维推动

经典文本的现实传播ꎬ １９８６ 版 «红楼梦» 对原著的改编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理性介入经典传承的有

力例证ꎮ 就视觉阐释的文本建构而言ꎬ 尽管图像较之语言更具直观性ꎬ 但这绝非表明任何一种视觉图

像的意义表征都颇为通透、 一览无余ꎬ 相反ꎬ 凭依技术条件ꎬ 现代视觉图像借助线条、 色彩、 光线、
块面等形式元素ꎬ 协同声音、 文字等其他表意符号形构了多元化的图像意指与意义修辞ꎬ 这种不同于

语言场域的另类修辞关注的是 “图像如何以修辞的方式作用于观看者”①ꎬ 正是这一形式层面 “修
辞” 方式的现实存在使得仅凭感官认知通览现代图像实难通达ꎬ 特别是图像形式层面的含蓄意指更

需理性思维的参与方才可能ꎮ “就现代视觉批评而言ꎬ 图像主导的批评形态脱离不了形式元素的修辞

指涉与意指建构ꎬ 无论是否为图像创作者有意植入ꎬ 图像文本本身形式元素的多元组合无疑强化了形

式修辞及其图像歧义的可能ꎬ 破解图像文本形式组合所构建的意义符码、 切入图像文本深度层面的含

蓄意指、 充分发挥视知觉的理性职能自然是图像解码绕不开的环节ꎮ” ②

由此可见ꎬ 公共性与理性作为公共阐释的核心意旨在推动经典发生的视觉阐释中依然醒目ꎬ 尽管

其呈现的方式与彰显的程度较之传统的语言阐释有所不同ꎬ 但其存在的客观性足以说明建构经典的阐

释与公共阐释特征对应的紧密ꎬ 这也反向说明ꎬ 在诸多文学作品走向经典的进程中ꎬ 只有对经典文本

的公共阐释才具有推动文本走向经典的执行力ꎬ 而也正是这些阐释在协力文学作品 “经典化” 的同

时使得自身的理论话语彰显出经典性的生命活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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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人格权的法律位置

傅　 穹　 张建东

(吉林大学 法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民法典以人文关怀为己任ꎬ 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已成共识ꎮ 人格权商品化的扩张趋势挑战传统

的人格权观念ꎬ 人格权理论的发展呈现从自然人为逻辑起点ꎬ 向承认法人人格权演进ꎬ 从单一保护非财产性

人格利益向兼顾财产性人格利益发展ꎬ 从强调人格权的消极防御向积极利用进步ꎮ 人格权商品化并非侵蚀人

格权的基础ꎬ 而是丰富补充了人格权的基础ꎮ 商号权、 商誉权、 商事信用权与商业秘密权ꎬ 兼顾了精神与财

产双重人格利益ꎬ 应该纳入商事人格权谱系ꎮ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以自然人人格权为主线的框架安排ꎬ 无法

充分回应商事人格权的现实需求ꎮ 建构面向未来与科学的人格权制度是未来立法的方向ꎮ
关键词: 人格权商品化 ꎻ 商事人格权 ꎻ 民法典人格权编 ꎻ 商法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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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以人文关怀为己任ꎬ 为了加强人格权立法ꎬ 在专家学者的持续呼吁下ꎬ 民法典人格权独立

成编已成共识ꎮ 我国立法向来关注人格权制度ꎬ 从 «民法通则» 单设 “人身权” 专节ꎬ 到 «民法总

则» 以第 １０９—１１１ 条规范了自然人、 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的人格权ꎬ 第 １１０ 条第 ２ 款规定ꎬ “法人、 非

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 名誉权、 荣誉权等权利”ꎬ 第 １１１ 条规定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ꎮ
起草中的 «民法典人格权编» (草案) 分 ６ 章进行规范ꎬ 即一般规定、 生命权、 身体权和健康权、 姓

名权和名称权、 名誉权和荣誉权、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ꎮ
通观民法典人格权编征求意见稿草案ꎬ 仍然沿袭传统人格权的自然人基点的逻辑进路ꎮ 随着人类

步入信息时代ꎬ 自然人与法人人格权的种类愈发丰富多样ꎬ 人格权的功能已超越消极防御的属性ꎬ 越

发强调积极利用的特性ꎮ① 人格权谱系类型的开放性与商品化驱动下的积极利用趋势ꎬ 在商事人格权

层面体现最为充分ꎮ

一、 人格权商品化的扩张与商事人格权的生成

　 　 商事人格权ꎬ 也称财产性人格权、 经济人格权或作为财产的人格权ꎮ ② 商事人格权ꎬ 是指公民、
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维护包含经济利益的商事人格利益享有的一种民商事权利ꎮ③ 从商事人格权保护的

主体范围观察ꎬ 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自然人肖像、 姓名被商事化所形成的人格标识性权利ꎻ 二是

商事组织的商号权、 商誉权、 信用权和商业秘密权ꎮ 梅仲协认为ꎬ “权利云者ꎬ 为法律赋予特定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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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享受其利益之权力也”①ꎬ 权利的客体利益分为经济利益与人格利益ꎬ 商事人格权的客体就是商事

人格利益ꎮ 人格权商品化的扩张趋势ꎬ 催生了商事人格权的生成与发展ꎮ
１ 人格权商品化的扩张趋势挑战传统的人格权观念

何谓人格权商品化以及人格权能否商品化ꎬ 在民法领域ꎬ 向来就有不同声音ꎮ 狭义而言ꎬ 将人体

组织和器官排除在外后ꎬ 人格权商品化是指在市场经济社会中ꎬ 法人、 非法人组织及自然人人格权的

部分权能通过授权他人使用或依法转让而获得经济价值ꎬ 并在遭受侵害之际获得赔偿ꎮ 人格权商品化

理论ꎬ 始于 １９ 世纪德国ꎮ 可分为反对说与肯定说ꎮ 反对说认为ꎬ “自然人人格权是一种固有权与专

属权ꎬ 与主体不可分离ꎬ 不得抛弃、 转让与继承ꎬ 人格权本身不能商品化”②ꎬ 所谓人格权商品化在

现实生活中更多地表现为人格标识的商品化ꎬ 而非人格要素的商品化ꎮ 人格要素的商品化必然侵蚀人

格权的专属性ꎬ 而人格权标识的商品化则不能导致这一结果ꎮ③ “人格权旨在实现人的目的性ꎬ 解放

主体于财产之汪洋ꎬ 而商品化的提法则使之南辕北辙ꎬ 反过来侵蚀人格权的基础ꎮ”④ 肯定说则主张ꎬ
人格权商品化是人格权在市场经济语境中的必然发展ꎬ 人格权商品化与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呈正相

关ꎮ 缺乏发达商品经济的 １９ 世纪ꎬ 不可能产生人格权商品化的土壤ꎮ １９ 世纪以来ꎬ 无论是自然人的

姓名权、 肖像权的商业利用需求ꎬ 还是法人商号权、 商誉权、 商事信用权等的经济价值呈现飞速扩张

之势ꎮ⑤ 人格权某些权能的可分离、 可估值、 可转让、 可继承ꎬ 进而可以商品化ꎬ 已经不是立法者是

否承认的问题ꎬ 而是立法者必须正视且回应的现实ꎮ 现代社会ꎬ 自然人人格权的商品化ꎬ 使得人格权

的专属性与非专属性的概念界限出现模糊ꎬ 而商事人格权的出现加剧了这一模糊进度ꎮ
人格权商品化的扩张趋势ꎬ 挑战了传统人格权的观点ꎬ 并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其一ꎬ 人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ꎬ 从传统人格权以自然人为中心ꎬ 向现代人格权理论承认法人人格

权趋势演进ꎮ 传统人格权的理论体系ꎬ 是以自然人的人格权为唯一假定ꎬ 坚守自然人纯粹的非经济利

益的人格利益保护ꎬ 人格利益呈现非财产利益、 不可转让性、 精神损害赔偿性品格ꎮ 按照传统人格权

的专属性标尺ꎬ 法人人格权不具有专属性ꎬ 法人无人格权ꎮ⑥ 现代人格权理论基于法人实在说ꎬ 承认

法人具有人格权ꎬ 例如瑞士法律规定人格权的主体不限于自然人ꎬ 还包括法人ꎮ⑦
其二ꎬ 人格权理论的重心ꎬ 从自然人的非财产性人格利益保护ꎬ 向现代人格权财产性人格利益保

护方向演进ꎮ 传统人格权强调人格权受损害之际的精神损害赔偿ꎬ 以保护非经济利益的人格利益为核

心ꎮ 从人格权的财产利益与非财产利益的比重观察ꎬ 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内涵以非财产属性的精神利益

为主ꎬ 以部分人格权商品化的财产利益为辅ꎮ 法人的人格利益内涵则以财产利益为主ꎬ 以非财产属性

精神利益为辅ꎮ 何为财产权ꎬ 何为人格权ꎬ 随着私权制度的改革ꎬ 两者之间已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区

分ꎬ 其在发展中得到不断融合ꎮ⑧

其三ꎬ 人格权理论的功能ꎬ 从传统人格权强调人格权的消极防御ꎬ 到现代人格权强调积极利用的

功能ꎬ 尤其商事人格权的积极利用属性最为明显ꎮ 相应ꎬ 传统人格权的静态规定较多ꎬ 而现代人格权

的动态规定增强ꎮ 消极防御说主张ꎬ 作为与生俱来、 天赋的一种终身性法定权利ꎬ 人格权的取得不依

赖主体的积极作为ꎬ 也不因其不作为而发生权利的变更、 移转或丧失ꎮ 因此ꎬ 人格权的本质则限定在

防御ꎬ 而不在于积极利用ꎮ⑨ 积极利用说主张ꎬ 系统阐述了人格权的积极利用功能ꎬ 认为: “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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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具有消极防御的属性ꎬ 也日益具有积极利用的特性ꎬ 不仅体现在精神性人格权的积极使用上ꎬ 也

体现在物质性人格权的必要支配上ꎬ 人格权的消极防御与积极行使并存ꎮ”① 如果说ꎬ 自然人的消极

防御模式人格权的主要目的在于 “解放主体于财产之汪洋”ꎬ 那么ꎬ 人格权商品化下自然人姓名或肖

像的商品化以及法人的商号、 商誉、 商事信用权等商事人格权ꎬ 经由不断的积极利用产生价值ꎬ “促
进商事主体遨游于财产之汪洋”ꎮ

２ 现代人格权的积极利用理念推动商事人格权的成长

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ꎬ 推动了人格权商品化的范围从自然人的姓名、 肖像或声音等向商业组织的

商事人格权扩张ꎮ 如ꎬ “中国李宁” 是我国体育服装家喻户晓的品牌ꎬ 李宁体育从 １９９０ 年创办至今

的近 ３０ 年期间ꎬ 经历了品牌与利润的兴衰ꎬ 从 ２０１４ 年的利润下滑ꎬ 到 ２０１８ 年的李宁 “悟道” 纽约

走秀后的品牌提升与扭亏盈利ꎬ 人格权商品化的功能起到重要作用ꎮ 又如ꎬ 加多宝中国公司诉重庆中

澳美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案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重庆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将企业名称变更ꎬ 加多宝公

司认为重庆加多宝公司以 “加多宝” 作为企业字号ꎬ 造成市场混淆ꎬ 构成不正当竞争ꎮ 最高人民法

院认为ꎬ 在企业名称权与商标权产生冲突时ꎬ 应保护在先权利ꎬ 重庆加多宝饮品有限公司以 “加多

宝” 作为商号构成不正当竞争ꎮ② 可见ꎬ 现代市场经济对于人格权的商品化的现实需求如此强烈ꎬ 企

业之间的竞争ꎬ 不仅是产品与服务的竞争ꎬ 也是商事人格权的积极利用与消极防御的竞争ꎮ
天赋人权说的价值在于解释自然人的人格权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ꎬ 从而强调自然人人格权的本质

属性在于消极防御ꎮ 积极利用说的价值在于解释商事人格权的综合社会评价源自动态利用ꎬ 而非与生

俱来ꎬ 更非恒定不变ꎮ 商事人格权的积极利用特性ꎬ 必然推动具体商事人格权的成长ꎮ 以商事信用权

为例ꎬ 商事信用权不同于被动型财产属性的股份ꎬ 优质企业的股份投资讲究静候增值的持有ꎬ 而商事

信用的产生要求不断累积良好社会评价ꎬ 要求积极利用主体信用ꎮ 因此ꎬ 商事信用处于动态发展变化

之中ꎬ 并非价值恒定ꎮ 商事信用权的独特品性ꎬ 决定了建构信用难ꎬ 而毁损信用易ꎮ 商事人格权的构

建过程中ꎬ 必须将商事信用权制度纳入其中ꎬ 从而丰富商事人格权的权利谱系ꎮ 商事人格权的积极利

用特性ꎬ 不仅表现在具体商事人格权的正面确权层面ꎬ 还表现在人格权保护方式的多样化层面ꎮ 因

此ꎬ 现代人格权立法的构建ꎬ 必须 “允许权利人采取一些必要的保护人格权的措施ꎬ 具体包括: 更

正权、 回应权、 诉前禁令、 请求删除、 修改与补充权”③ꎮ
３ 商事人格权的保护呼唤商事权利制度的供给

在现代商业与信用社会ꎬ 人格权的内涵与类型不断扩张ꎮ 无论是自然人的姓名权、 肖像权等商品

化利用现象增多ꎬ 而且法人的商号权、 商事信用权、 商誉权与商业秘密的积极利用样态ꎬ 随着移动互

联网与区块链技术的出现ꎬ 精神型人格权的积极利用成为商业经济选择的必然趋势ꎮ 正如王泽鉴先生

所言ꎬ “人格权上财产利益的肯定ꎬ 非谓将人格权本身加以财产化ꎬ 而是肯定个人的一定特征具有财

产价值”④ꎮ 人格权体系中ꎬ 名誉权与信用权呈现积极行使和利用的倾向ꎮ 市场经济的繁荣催生了信

用利益的诞生ꎬ 丰富了名誉权的内涵与外延ꎮ 然而ꎬ 我国商事人格权的保护ꎬ 缺乏足够的制度供给ꎬ
只能依赖于法官的对司法漏洞的填补或依赖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或知识产权法的保护ꎮ 商事人格权的保

护呈现模式创新需求ꎬ 仅仅依赖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能充分解决商事人格的混淆与保护问题ꎬ 其保护

手段具有局限性ꎬ 商事人格权的积极利用理念要求完善商事人格权的制度构成与保护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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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事人格权的权利谱系与制度构成

　 　 商事人格权的权利类型即权利谱系ꎬ 取决于商事人格权所保护的客体利益ꎮ 程合红认为ꎬ 商事人

格权的类型根据客体利益的差异ꎬ 分为: 对主体人格权外在标识型利益保护的商号权、 对主体人格内

在品格利益保护的商誉权与信用权ꎬ 对主体人格意志自由保护的商业秘密权ꎮ① 商号权、 商誉权与商

事信用权均凝聚于主体ꎬ 融合于主体之中ꎬ 累积于主体之上ꎬ 因此ꎬ 具有人格权的属性ꎮ 同时ꎬ 商事

人格权承载巨大的财产价值ꎬ 但其财产属性往往根植于人格权属性之上ꎬ 且随着人格权的价值而涨

落ꎮ 商事人格权的具体内涵、 性质之争与制度构成ꎬ 是商事人格权理论予以完善的中心ꎬ 也是未来商

事人格权立法的内容所在ꎮ
１ 商号权: 商主体的外观识别性权利

商号ꎬ 起源于欧洲商品交易的兴起时代ꎬ 带着明显的经济利用烙印ꎮ② 关于商号ꎬ 有广狭义之

分ꎮ 广义而言ꎬ 商号是指商主体对外的名称ꎮ 例如ꎬ 德国 «商法典» 第 １７ 条第 １ 款规定: “商号是

商人的名称ꎬ 以其商号从事其商业营业的经营并进行签名ꎮ”
狭义的商号ꎬ 仅指商业主体名称中的核心词汇ꎮ 例如ꎬ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第 ７ 条规定:

“企业名称应由以下部分依次组成: 字号 (或者商号)、 行业或经营特点、 组织形式ꎮ 企业名称应当

冠以企业所在地省或者市或者县行政区划名称ꎮ” 那么ꎬ 商号等同于字号吗? 在我国法律中ꎬ 并无

“商号” 字样ꎬ 但在行政法规中有所提及ꎮ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第 ７ 条便视 “商号” 等同于

“字号”ꎬ 并且仅是企业名称的一部分而非等同于企业名称ꎮ
商号ꎬ 不同于商标与姓名ꎬ 具有更高的识别要求与管理要求ꎮ 各国立法对于商号ꎬ 均有区分力要

求ꎬ 即标识要求ꎮ 例如ꎬ 德国 «商法典» 第 １８ 条第 １ 款规定ꎬ 商号 “必须适合于标识商人”ꎮ 就标

识或区分力要求而言ꎬ 无论是商标、 姓名与商号ꎬ 均具有标识要求ꎬ 然而ꎬ 就区分力的强度与人格性

紧密度而言ꎬ 商号有别于商标与姓名ꎮ 首先ꎬ 商号区分力承载的人格性强于商标ꎮ 商号与商标的差异

在于承载的人格性程度不同ꎬ 商号是商主体的人格标识ꎬ 具有极强的人格性ꎮ 商标则是商品的标志ꎬ
人格性较弱ꎮ 作为人格性标识的商号ꎬ 是唯一的ꎬ 不可同时并存多个商号ꎬ 而企业可以拥有多个标识

不同商品或服务的商标ꎬ 商标完全可以脱离人格化的企业商号而独立转让ꎮ 其次ꎬ 商号的财产性与管

理要求强于自然人的姓名ꎮ 所有的商号均旨在承载商品化的功能ꎬ 具有财产属性ꎮ 绝大多数的姓名往

往仅具有人格属性ꎬ 只有极少数知名人士的姓名才存在被商品化的可能ꎬ 因此ꎬ 姓名权主要以识别功

能为主ꎬ 姓名权的商品化功能是辅助的ꎮ 姓名权作为人格权ꎬ 具有不可转让性ꎮ 商号权兼容人格性与

财产性品格ꎬ 可以让与ꎮ 商号不同于姓名的另一品格ꎬ 是商号的对世效力或排他效力ꎮ 为了体现排他

效力ꎬ 商号的登记与否成为对外效力的决定标尺ꎮ 未经登记的商号ꎬ 不过是广义的姓名权ꎬ 不能排斥

他人的使用ꎮ 例如ꎬ 日本商法典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规定: 已登记商号者ꎬ 对于不正当竞争为目的而使用

或类似的商号ꎬ 可以请求其停止使用之ꎮ 而姓名ꎬ 无论是登记与否ꎬ 任何人在任何地区均可以重复ꎬ
且无需经过在先取名者的同意ꎮ

关于商号权性质ꎬ 有三种观点ꎬ 第一ꎬ 纯粹的无形财产说ꎮ 吴汉东认为ꎬ “商号是商品生产经营

者的身份识别ꎬ 是经营主体特定化的专用标识ꎮ 商号权不同于名称权ꎬ 本质是一种无形财产ꎬ 是商事

主体法律人格的化身ꎬ 企业法人经营能力和资信表现的载体”ꎮ③ 第二ꎬ 纯粹的民法人格权说ꎮ 按照

民商合一立法模式ꎬ «民法总则» 第 １１０ 条第 ２ 款规定了法人名称权ꎬ 就没有必要规定商号权ꎬ 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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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是纯粹的民法人格权ꎮ① 第三ꎬ 混合型的商事人格权说ꎮ 凡是采纳商号权与营业一同转让的国家ꎬ
商号权就是一个典型的商事人格权ꎮ 德国商法典第 ２３ 条规定: 商号不得与使用此商号的商事营业分

离出让ꎮ 韩国与日本等地商法典均采纳这一模式ꎮ 我国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第 ２３ 条规定ꎬ
“企业名称可以随企业或者企业的一部分一并转让”ꎬ 采纳一体转让的模式ꎮ 正如前述ꎬ 商号权不同

于姓名权ꎬ 是一种混合型权利ꎬ 兼容人身权与财产权属性ꎬ 而且与企业的营业紧密相连ꎬ 与企业商业

信誉共命运ꎮ 无形财产说ꎬ 忽视了商号权的人身属性一面ꎬ 无法解释商号与营业一同转让的商业安

排ꎮ 纯粹人格权说ꎬ 忽视了商号权强大的商业价值一面ꎬ 无法解释何以商号迥异于姓名需要严格管

理ꎮ 因此ꎬ 商号权是一种混合型的商事人格权ꎬ 而非单纯的人身权ꎬ 蕴含浓厚的财产权和无形财产权

的特征ꎬ “商号有时代表着巨大的经济价值ꎬ 并与企业的商业信誉紧密相连ꎮ 如果顺应少数观点将商

号权视作纯粹的无形财产权ꎬ 就走得太远了”ꎮ②
２ 商誉权: 商主体经营能力的社会评价

商誉ꎬ 是会计学领域的概念ꎬ 立法层面并无商誉或商誉权的表达ꎮ １９９２ 年国务院批准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２０ 条规定ꎬ “无形资产是企业长期使用但是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ꎬ 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 土地使用权、 非专利技术、 商誉等”ꎮ 可见ꎬ 在会计学视角之中ꎬ 商誉属于无形资

产范畴ꎬ 属于民法领域所没有的一种财产类型ꎮ 所谓商誉ꎬ 是指 “企业法人的商业信誉和声誉ꎬ 由

传统的人格利益嬗变而来ꎬ 从社会评价来说ꎬ 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ꎬ 以其优质的产品或服务

而在消费者心中得到的广泛肯定”ꎮ③ 可见ꎬ 法律上的商誉ꎬ 是从商业活动过程中商事主体的经济能

力的社会积极评价视角进行观察的ꎬ 是对特定经营性主体综合品质的市场评价ꎬ 是一种主体结构性信

息ꎮ④ 从商誉所附着的主体角度看ꎬ 商誉具有财产利益ꎬ 应当赋予商人以商誉权ꎮ⑤
«民法总则» 第 １１０ 条赋予了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的名誉权ꎬ 那么ꎬ 是否有必要再赋予商誉权呢?

比较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１４、 ２０ 条及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９、 １０ 条ꎬ
可以观察出名誉权不同于商誉权ꎮ 从侵权主体看ꎬ 商誉权限定为商业竞争对手ꎬ 名誉权限定为消费

者、 新闻单位ꎻ 从条文规定的受害者看ꎬ 前者肯定为商主体ꎬ 后者有一部分不属于商主体 (例如:
农业生产者)ꎻ 从侵害权利看ꎬ 前者是商誉权ꎬ 后者是名誉权ꎻ 从赔偿数额界定看ꎬ 前者比后者多了

一项以侵权者获利为标准ꎮ 我国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模式对商誉进行保护的ꎮ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１４ 条规定ꎬ 经营者不得捏造、 散布虚伪事实ꎬ 以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 商品声誉ꎮ 可见ꎬ 商誉

本身包含了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ꎬ 商业信誉反映社会公众对经营者的生产、 产品、 销售、 服务、 企业

文化、 企业形象等多方面的综合评价ꎬ 反映了经营者作为市场竞争参与者的总体商业形象ꎮ⑥ “应当

给予商誉权的制度保护ꎬ 从而反映法人名誉的 ‘商’ 的性质和财产方面的利益ꎮ”⑦

商誉权的法律性质ꎬ 存在如下分歧: 第一ꎬ 商誉权属于知识产权ꎮ 主张者认为 “商誉权是人的

脑力、 智力的创造物”ꎬ “与各种各样的信息有关”ꎬ 而且 “这些信息与各种有形无形相结合”ꎬ 因此ꎬ
符合知识产权的固有特征ꎮ⑧ 第二ꎬ 商誉权只能属于民法中的人格权ꎬ 而非商事人格权ꎮ 从权利来源

观察ꎬ 商事人格权只能作为民事人格权的类型之一ꎬ 财产属性并非区分民法人格权与商事人格权的标

准ꎬ 且商誉权作为独立的商事人格权类型ꎬ 不利于商誉权的保护ꎮ⑨ 第三ꎬ 商誉权的性质ꎬ 是商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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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权的一种ꎮ 因为ꎬ 商誉权的本质是源自交易对手、 第三方尤其社会综合肯定评价ꎬ 而非商人的创

造ꎬ 因此ꎬ 商誉权不属于知识产权ꎮ 商誉权 “是商事信用在主体上的充分体现”ꎬ① 保护的客体利益ꎬ
不仅保护凝聚于主体的精神性非财产利益ꎬ 更多是附着于主体之上的经由积极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利

益ꎬ 商誉权充分体现出人格属性与财产属性的混合特征ꎬ 将商誉权确认为商事人格权的一种ꎬ 是对民

法人格权体系的有力补充ꎬ 更是现代人格权理论的发展与体现ꎮ
３ 商事信用权: 商主体履约能力的主观评价

商事信用权ꎬ 即商事主体为维护其商业信用ꎬ 就其履约能力的综合社会评价享有的商事人格权ꎮ
商事信用权的主体包括自然人、 法人与非法人组织ꎬ 商事信用权的内容体现为对外的履约能力ꎬ 包括

但不限于履行义务、 清偿债务、 对外担保、 对外融资等综合评价ꎮ 我国 «民法总则» 第 １１０ 条第 ２
款规定: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 名誉权与荣誉权等权利ꎬ 从正面赋权规定来看ꎬ 民法总则并

没有规定商事信用权ꎮ
信用 (ｃｒｅｄｉｔ)ꎬ 蕴含商业声誉与商业信用的双重内涵ꎮ 现代社会之中ꎬ 信用的功效在于增强市场

经济平等主体之间的信任ꎮ 因此ꎬ 信用往往与主体的履约能力与偿债能力的综合社会或经济评价相

关ꎮ② 无论是民商分立的德国商法典与法国商法典ꎬ 还是民商合一的瑞士民法典ꎬ 还是不采纳法典的英

美ꎬ 均没有规定商事信用权ꎮ 但是ꎬ 随着我国人格权商品化与人格权积极利用观念的重新认知ꎬ 我国

«民法总则» 第 １１０ 条的条款中的 “等” 字ꎬ 给未来具体商事人格权的类型扩张ꎬ 预留了充足的空间ꎮ
赵旭东对此认为ꎬ 商事信用权、 商事信用的信息征集、 评价机制以及守信激励、 失信惩罚等ꎬ 共同构建

了完整的颇具本土特色的商事信用制度ꎬ 这恰是创新中国商事信用制度的重要依据ꎬ 而且是大势所趋ꎮ③

“商事信用是商法的灵魂ꎬ 借此构建商法的规范化体系ꎬ 是新时期商事立法的必由之路”ꎮ④

商事信用权的法律性质ꎬ 存在三种不同观点ꎬ 第一ꎬ 无形财产权说ꎮ 吴汉东看来ꎬ 信用权并非民

事主体与生俱来的ꎬ 而是由民事主体在经营活动慢慢累积出来ꎬ 因此ꎬ 其不属于人格权ꎬ 而是一种无

形财产权ꎻ⑤ 第二ꎬ 人格权说ꎮ 信用权客体并非财产ꎬ 而是对主体经济能力的综合社会评价ꎬ 与主体

人格紧密相关ꎮ 信用权具有财产性ꎬ 但不能单独转让或继承ꎮ 信用权遭受损害ꎬ 不仅要求赔偿损失ꎬ
更要立即制定侵害并回复信用或声誉ꎬ 传统财产法手段不足以提供充足的保护ꎮ⑥ 第三ꎬ 商事人格权

说ꎮ 程合红认为ꎬ 对于一般自然人而言ꎬ 其信用的财产性是微不足道的ꎬ 只有当它和商业目的、 经营

相结合ꎬ 才转为商事信用权ꎮ⑦ 因此ꎬ 信用权的本质是商业层面的积极利用ꎬ 将其归为一般人格权ꎬ
不足以体现其 “商” 的积极利用功能ꎬ 也不能与商业项目相结合ꎮ 商事信用权作为从名誉权、 商誉

权之中抽离出来的一种独立权利ꎬ 在市场经济时代ꎬ 必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商事人格权ꎮ
４ 商业秘密: 商主体的信息隐私权

对商业秘密的内涵而言ꎬ 我国立法规定较为完备ꎮ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１０ 条第 ２ 款规定: “本条

所称商业秘密ꎬ 是指不为公众所知ꎬ 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

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ꎮ” 可见ꎬ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从 “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视角界定商业秘密ꎮ «刑
法» 第 ２１９ 条也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ꎬ 并使用 “盗窃” 一词ꎮ «合同法» 第 ４３ 条规定了合同当事人之

间应尽到保密义务等ꎮ «劳动法» 第 ２２ 条、 «劳动合同法» 第 ２３、 ２４ 条规定劳动者负有对用人单位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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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秘密进行保密的义务及离职后一定时期行业竞争禁止限制ꎮ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

出台 «中央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暂行条例»ꎬ 意在保障国有企业商业秘密不被泄露与窃取ꎮ 除了实体法ꎬ
程序法上也有规定ꎮ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１９９５ 年发布的部门规章 «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的若干规定»
第 ２ 条ꎬ 规定了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秘密性、 价值型以及保密性ꎬ 同时具体罗列了商业秘密的形态:
设计、 计算机程序、 产品配方、 制作工艺和方法、 管理决策、 客户名单、 产销策略、 货源情报、 财产担

保、 涉诉纠纷、 财务状况、 投融资计划、 招投标的和标书的内容等信息ꎮ
关于商业秘密的性质ꎬ 一直存在争议ꎮ 第一ꎬ 财产权说ꎬ 认为商业秘密的财产属性强烈ꎬ 应该归

入知识产权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施行的 «民法总则» 第 １２３ 条ꎬ 将 “商业秘密” 纳入民事主体依法享

有的知识产权客体之一予以保护ꎮ 第二ꎬ 商事人格权说ꎬ 主张商业秘密与主体人身紧密相连ꎬ 应该归

入商事人格权ꎮ 笔者认为ꎬ 商业秘密属于一种商事人格权ꎮ 从观察视角来看ꎬ 若仅从商业秘密的形态

观察ꎬ 如ꎬ 产品配方、 工艺或设计等ꎬ 诸多商业秘密本身具备脱离商主体而独立存在的特性ꎬ 与人格

权所固有的专属性与依附性有所背离ꎬ 其性质更靠近创造性知识成果的知识产权的特性ꎮ 若从隐私权

视角下的秘密信息观察ꎬ 如德国商法就将秘密信息分为竞争法观念的秘密信息与隐私权观念下的秘密

信息ꎬ 而将商业秘密归为隐私权观念下的秘密信息ꎮ 德国法关于商业秘密的性质推定的逻辑ꎬ 源自德

国判例发展出的一般人格权概念与营业权概念ꎮ 从一般人格权衍生出来秘密信息权ꎬ 营业权中衍生出

对企业商业秘密信息的保护ꎮ①

三、 商事人格权的保护路径与立法模式

　 　 人格权商品化的域外立法模式ꎬ 分为以德国为代表的一元保护模式与美国为代表的二元保护模

式ꎮ 前者认为ꎬ 人格权存在精神与财产的双重构造ꎬ 但财产性价值不必作为独立的权利保护ꎬ 可归入

人格权制度框架下解决ꎮ 后者认为ꎬ 应当将人格权中具有财产价值的部分分离出来ꎬ 上升为公开权单

独进行保护ꎮ 我国目前采纳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模式ꎮ
１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的局限性

就反不正当竞争法而言ꎬ 对于不当商业诋毁侵权行为ꎬ 具有一定的救济功效ꎬ 然而远不足以提供

充分的保护ꎮ 一则ꎬ 反不正当竞争法无法给予商事人格权以正面的确权ꎬ 无法提供具体商事人格权的

制度构成ꎬ 无法形成体系化的商事人格权ꎮ 二则ꎬ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只是消极被动的防御ꎬ 且防

御的主体限于经营对手ꎬ 对于经营者之外的其他主体侵害商业秩序的行为ꎬ 无法提供救济ꎬ 导致法律

规范主体的差异化ꎻ 三则ꎬ 反不正当竞争法无法体现商事人格权的精神与财产的双重属性ꎬ 侵权法与

竞争法ꎬ 只能提供经济损害赔偿方面的救济ꎬ 而缺乏恢复声誉的保护方式ꎮ②

商事人格权ꎬ 不宜按照知识产权模式保护ꎮ 一则ꎬ 商事人格权并非知识产权ꎬ 知识产权的核心在

于知识的原创性ꎬ 是智慧的产物ꎬ 而商事人格利益的价值并非直接源于知识的创造ꎬ 诸如商誉与信用

来自商事主体对于经营或产品的积极利用而获得的正面社会评价ꎻ 二则ꎬ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时间性

与地区性限制ꎬ 而商事人格权的人格性要求与商主体的人格相依存ꎻ 三则ꎬ 商事人格权的保护ꎬ 不仅

在于被动地避免侵权ꎬ 还包括主动地确认权利并积极行使ꎻ 四则ꎬ 知识产权采纳财产权的损害赔偿的

保护方式ꎬ 而对于商誉权保护ꎬ 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等救济方式比赔偿损失更为重要有效ꎮ
２ 民法典人格权编保护模式的传统性

现代人格权ꎬ 表现出不同于传统人格权的品格ꎬ 即ꎬ 人格权的逻辑起点ꎬ 从以自然人为中心ꎬ 向

兼顾法人人格权转向ꎻ 人格权理论的保护利益ꎬ 从自然人非财产性人格利益ꎬ 向财产性人格利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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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ꎻ 人格权的功能ꎬ 从消极防御ꎬ 向积极利用转型ꎮ 因此ꎬ 王利明呼吁ꎬ “只有通过加强人格权立

法ꎬ 并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地规范人格权ꎬ 才能充分回应社会需求ꎬ 建立科学的、 面向未来的人格权

制度”①ꎮ
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第三审议稿ꎬ 仍以传统的自然人为理论原型界定现代人格权的权利谱系ꎬ 并

未全面充分规范以法人人格权为主的商事人格权ꎮ 首先ꎬ 人格权编草案第 ７７４ 条规定ꎬ “人格权是民

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 姓名权、 名称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等权

利”ꎬ 从上述内容可知ꎬ 草案主要以自然人的非财产性人格权为主ꎬ 体现商事人格权品格的商誉权、
商事信用权等均未涵盖其中ꎮ 其次ꎬ 就人格权商品化趋势而言ꎬ 草案仅体现了自然人的部分人格权商

品化ꎬ 例如第 ７７６ 条规定ꎬ “民事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姓名、 名称、 肖像等许可他人使用ꎬ 但是依照法

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许可的除外”ꎬ 对于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的人格权商品化现象均未体现ꎻ 再

次ꎬ 从第 ７８２ 条的内容看ꎬ 草案仅对自然人的身份权作了参照适用的安排ꎬ 对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的商

事人格权保护ꎬ 缺乏明确回答ꎻ 最后ꎬ 从人格权编的章节体系看ꎬ 如ꎬ 第 ２ 章 “生命权、 身份权和

健康权”、 第 ３ 章 “姓名权和名称权”、 第 ４ 章 “肖像”、 第 ５ 章 “名誉权和荣誉权”、 第 ６ 章 “隐私

权和个人信息权”ꎬ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仍是以自然人人格权为逻辑起点与理论模型来构建现代人格

权制度的ꎮ
３ 商法通则模式保护的可能性

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ꎬ 必须充分体现人格权的积极利用ꎬ “对人格权正面确权并独立成编ꎬ 是新

兴民法典的一般做法ꎬ 也是民法发展的重要趋势”ꎮ② “人格权法的性质是权利法ꎬ 不是救济法ꎬ 应当

规定的是民事主体享有那些人格权ꎮ 如果具体规定人格权受到损害怎样进行救济ꎬ 就变成了侵权法规

范”ꎮ③ 民法典人格权编是一个重大的进步ꎬ 其主要围绕自然人的人格权利益进行构建ꎮ 考虑到商号

权、 商誉权、 商事信用权以及商业秘密等ꎬ 不仅涉及人格权商品化的确权问题ꎬ 还包括商号管理、 商

事信用的收集、 征集与管理等问题ꎮ 我国未来人格权立法不妨采纳 “民法典人格权编＋商法通则” 模

式ꎬ 即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之中将商事人格权的一般性问题予以规范ꎬ 同时将商事人格权中的特殊商法

问题ꎬ 留给未来的 «商法通则» 解决ꎮ
人格权建构ꎬ 必须回应并规范商事人格权的制度构成ꎮ 商誉权应由商法通则与民法典共同进行体

系化规范ꎬ④ 商事信用权仅仅通过民法总则的技术解释难以全面和有效的保护ꎮ⑤ 将商事人格权纳入

商法通则体例ꎬ 不仅是商事权利体系化建设所需ꎬ 而且丰富并弥补了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不足ꎮ «商法

通则» (草案)ꎬ 详细建构了商事人格权体系ꎬ 如ꎬ «商法通则» (草案) 第 ２ 章 “商事主体”ꎬ 第 １８
条与第 １０ 章 “一般商事权利”ꎬ 共同规定了商号权、 商誉权、 商事信用权、 商业秘密权等具体商事

人格权类型ꎻ 第 ４ 章规范 “商业名称与字号”ꎻ 第 ５ 章规范了 “商业信用”ꎮ 包括商事信用信息采集、
整理、 保存、 加工、 服务等活动的原则ꎻ 信用信息的征集和商事信用评价ꎻ 信用评价机制的建立ꎻ 商

事信用信息的交易ꎻ 对失信行为人的惩戒、 商事主体失信信息和失信评价的披露时限、 信用回复、 失

信商事主体的异议权、 守信激励等ꎮ 可以说ꎬ 商事人格权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下人格权商品化的产

物ꎬ 承载着商事主体的识别区分功能、 权利信息清单功能、 信用累积彰显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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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赔偿损失” 债务属性的立法研究

张学军

(苏州大学 法学院 ꎬ 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６)

　 　 摘要: “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 债务” 属侵权债务、 过错侵权债务、 损害赔偿债务、 单

独债务ꎮ 在此类债务的归属上ꎬ 欧洲国家和美国 ９ 个州的 “所得共同制” 分为两类: (１) 将它全部规定为个

人债务ꎻ (２) 将为了夫妻共同利益而发生的债务规定为共同债务ꎬ 将为了夫妻一方本人利益而发生的债务规

定为个人债务ꎮ 我国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此缺乏明确规定ꎮ 从立法论的角度而言ꎬ 我国所得共同制应

借鉴第一类立法ꎮ
关键词: 一般侵权行为ꎻ 个人债务ꎻ 共同债务ꎻ 替代责任ꎻ 夫妻一方侵权立法建议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１３ 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１７８－１３

一、 问题的提出

　 　 从 “实质性” 债法角度论ꎬ 本文所称 “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 债务” 具有以

下特征: (１) 它属侵权债务ꎮ 债的发生原因主要有合同、 侵权行为、 不当得利、 无因管理ꎮ① 此类债

务属侵权债务ꎮ (２) 它属一般侵权行为债务ꎮ 以构成要件为标准ꎬ 侵权债务分为 “一般侵权行为债

务” (即 “因自己不当行为引起的责任” ) 和 “特别侵权行为责任” (即 “被主张权利者的行为虽然

从法律的角度看是正确的却也必须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ꎻ “对无自己不当行为的法律责任” “通常被

称作严格责任” )ꎮ② 此类债务属前者ꎮ (３) 它属 “赔偿损失” 债务ꎮ 以法律后果为标准ꎬ 侵权债务

主要分为 “恢复原状” 债务和 “赔偿损失” 债务ꎮ③ 此类债务属于后者ꎮ (４) 它属单独侵权债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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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侵权人人数为标准ꎬ 侵权债务可以分为 “单一主体之债” 和 “多数主体之债” (即侵权人为两人或

两人以上)ꎮ① 此类债务属于前者ꎮ② 在学说上ꎬ 实施一般侵权行为的一方被称为 “侵权方配偶” 或

“债务方配偶”ꎻ 未实施的一方被称为 “无辜方配偶” 或 “非债务方配偶”ꎮ
在法国、 比利时、 意大利、 葡萄牙、 俄罗斯、 西班牙、 美国的 ９ 个州 (即华盛顿州、 新墨西哥

州、 亚利桑那州、 威斯康星州、 加利福尼亚州、 路易斯安那州、 爱达荷州、 内华达州、 德克萨斯

州)ꎬ 夫妻 “法定财产制”③ 系 “所得共同制”ꎮ 此外ꎬ 在德国ꎬ “约定财产制” 的选项④ 包括 “所
得共同制”ꎮ⑤ 所得共同制的成分包括 “所有权关系” “管理权、 处分权关系” “责任关系” “清算关

系” (也称 “债权债务关系” )ꎮ⑥ 其中 “责任关系” 的成分包括: (１) “债务归属”ꎮ 即在夫妻一方

或双方 (也称 “婚姻共同体” ) 之中ꎬ “谁是债务人”ꎮ 换言之ꎬ 哪些债务是 “个人债务”ꎬ 哪些债

务是 “共同债务” (也称 “婚姻共同体债务” )ꎮ (２) “责任财产”ꎮ 即在丈夫的个人财产、 妻子的个

人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 (也称 “婚姻共同体的财产” ) 之中ꎬ “哪一类财产负责”ꎮ (３) “损害补

偿”ꎮ 即在三类财产中 “某一类财产为了另一类财产的利益而减少” 时如何补偿ꎮ⑦ 欧洲国家和美国

９ 个州的所得共同制对 “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 债务” 属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ꎬ
均予以明确规定ꎮ 当然ꎬ 它们不尽相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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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ꎬ ” Ｔｕｌａｎ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２７ꎬ １９２９ꎬ ｐ ３０.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Ｗ Ｐｕｒｃｅｌｌꎬ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 Ｔｅｘａｓꎬ” Ｔｅｘａ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１０６５ꎬ １９５６ꎬ ｐｐ １０７１－１０７２ꎮ １９５７ 年修改的德国民法典只规定了 “共同财

产制” 和 “分别财产制”ꎮ 在德国ꎬ “共同财产制的本质是ꎬ 除了民法典第 １４１７、 １４１８ 条规定的财产之外ꎬ 夫妻双方的财产依法 (无
需各个转让行为) 基本上变成共同财产ꎮ 也就是说ꎬ 它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ꎮ 这不仅适用于共同财产制成立时双方的财产 (第 １４１６
条第 １ 款第 １ 句)ꎬ 而且适用于成立之后取得的财产 (第 １４１６ 条第 １ 款第 ２ 句) ”ꎮ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Ｋｏｃｈꎬ 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 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 ｚｕｍ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 (Ｂａｎｄ ７)ꎬ Ｖｅｒｌａｇ Ｃ Ｈ Ｂｅｃｋ Ｍüｎｃｈｅｎꎬ ２０１３ꎬ Ｓ ６１６. 另一方面ꎬ “通过将共同财产制成立时夫妻各自的全部现

存财产宣告为自己的保留财产 (Ｖｏｒｂｅｈａｌｔｓｇｕｔ)ꎬ 从前 ‘所得共同制’ (Ｅｒｒｕｎ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ｈａｆｔ) 的法律后果实际上得到了实现ꎮ 通

过约定不动产是而且将会变成一方的保留财产ꎬ 从前 ‘动产及所得共同制’ 的法律后果实际上得到了实现ꎮ”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Ｋｏｃｈꎬ
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 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 ｚｕｍ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 (Ｂａｎｄ ７)ꎬ Ｖｅｒｌａｇ Ｃ Ｈ Ｂｅｃｋ Ｍüｎｃｈｅｎꎬ ２０１３ꎬ Ｓ ６２４.

“各国所采取之夫妻财产制有数种ꎮ 各种夫妻财产制ꎬ 实包括次述重要问题: (一) 所有权关系夫妻双方之财产ꎬ 于结婚后ꎬ
其所有权归属于何方? (二) 管理权与处分权关系夫妻双方之财产ꎬ 于结婚后ꎬ 其管理权与处分权属于何方? (三) 责任关系夫妻双

方所负之债务ꎬ 于结婚后ꎬ 应由何方负责? (四) 清算关系夫妻财产关系ꎬ 于夫妻关系解消后ꎬ 应如何清算”ꎮ 戴炎辉、 戴东雄: «中
国亲属法»ꎬ 台北: 三文印书馆有限公司ꎬ １９８８ 年ꎬ 第 １３９ 页ꎮ

Ｍａｘ Ｒｈ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Ａｎｎ Ｇｌｅｎｄ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ｓｐｏｕｓａｌ Ｒａ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Ｖｅｒｌａｇ ｖｏｎ Ｊ Ｃ Ｂ Ｍｏｈｒ (Ｐａｕｌ Ｓｉｅｂｅｃｋ) Ｔüｂｉｎｇｅｎꎬ １９８０ꎬ
ｐｐ ６５－６６.



１９５０ 年颁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确立的法定财产制是 “一般共同制”ꎮ① １９８０ 年修改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以下简称 “１９８０ 年 «婚姻法» ” )、 ２００１ 年修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 (以下简称 “现行 «婚姻法» ” ) 创制的法定财产制基本上是 “所得共同制”ꎮ② 我国

“所得共同制” 包括四个相同的成分ꎮ 其中 “责任关系” 的成分包括两项: (１) “债务归属”ꎮ 即哪

些债务是个人债务ꎬ 哪些债务是 “夫妻共同债务” (１９８０ 年 «婚姻法» 第 ３２ 条)ꎻ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法发 [１９９３] ３２ 号) 第 １７ 条第 １、 ２
款ꎻ 现行 «婚姻法» 第 ４１ 条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 (法释 [２００３] １９ 号) 第 ２４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

问题的解释 (二) 的补充规定» (法释 [２０１７] ６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法释 [２０１８] ２ 号) )ꎻ (２) “责任财产”ꎮ 共同债务以共同财产清

偿ꎬ 个人债务以个人财产清偿 (１９８０ 年 «婚姻法» 第 ３２ 条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

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法发 [１９９３] ３２ 号) 第 １７ 条第 １、 ２ 款ꎻ 现行 «婚姻法»
第 ４１ 条ꎮ 然而ꎬ １９８０ 年 «婚姻法»、 现行 «婚姻法»、 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ꎬ “夫妻一方 ‘一
般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 债务”③ 究竟属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ꎮ

立法应该及时地、 科学地回应司法实践之所需ꎬ 学术研究自身也亟待深化拓展ꎮ 本文计划分析、
综合欧洲国家或美国数个州的相关立法ꎬ 结合判例、 权威学说发掘、 总结它们的立法理由ꎬ 结合中国

国情和既有法律制度提出立法建议ꎮ

二、 域外法之一: “一元主义的法律”

　 　 在 “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 债务” 的 “债务归属” 上ꎬ 法国、 比利时、 意大

利、 葡萄牙、 俄罗斯、 西班牙、 德国的所得共同制规定ꎬ 此类债务属于侵权方配偶的个人债务ꎮ 此类

法律在学说上可被称为 “一元主义的法律”ꎮ 在法国ꎬ “‘个人债务’ 是最终由夫妻一方个人财产承担

的债务ꎮ 债务可能由于其性质或由于其目的而成为个人债务前者包括因夫妻一方实施侵权而

０８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民商法理论

①

②

③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指出ꎬ “第 １０ 条规定: ‘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

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 所谓 ‘家庭财产’ 主要地不外三种: 第一种是男女婚前各自所有的财产ꎻ 第二种是夫妻婚后共同

生活时所得的财产ꎻ (这种财产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ꎬ 夫妻劳动所得的财产———这里必须注意ꎬ 妻照料家务抚育子女的劳动ꎬ
应该看作与夫从事于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有同等价值的劳动ꎻ 因而夫的劳动所得的财产ꎬ 应视为夫妻共同劳动所得的财产ꎻ 第二类ꎬ 夫

妻双方或一方在此期间依法所得的财产ꎻ 第三类ꎬ 夫妻双方或一方在此期间所得的赠与的财产) 本条规定ꎬ 就是要使夫妻间无论在

形式上或实际上都能真正平等地共同所有与共同处理第一和第二两种家庭财产”ꎮ 刘素萍主编: «婚姻法学参考资料»ꎬ 北京: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６４－６５ 页ꎮ “一般共同制”ꎬ 即 “夫妻双方在结婚时拥有的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任何来源所得的财产

均是共同财产” 的法律制度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Ｑ ｄｅ Ｆｕｎｉａｋꎬ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 Ｂｒｉｅｆ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ꎬ”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６３ꎬ １９４３ꎬ ｐ ６４. 很显然ꎬ １９５０ 年颁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创制的 “法定财产制” 属 “一般共同制”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 第 １２ 条规定: “婚前的个人财产和双方

各自所用的财物ꎬ 原则上归个人所有ꎮ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ꎬ 夫妻各自或共同劳动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ꎬ 各自或共同继承、 受

赠的财产ꎬ 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我国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 １７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下列财产ꎬ 归夫妻共同所有 (四) 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ꎬ 但本法第 １８ 条第 ３ 项规定的除外” 第 １８ 条第 ３ 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三) 遗嘱或赠与合同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ꎮ”

依据当代外国法定或约定的所得共同制ꎬ 夫妻一方继承、 受遗赠、 受赠的财产系该方的个人财产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Ｑ ｄｅ Ｆｕｎｉａｋꎬ “Ａ Ｒｅ￣
ｖｉｅｗ ｉｎ Ｂｒｉｅｆ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ꎬ”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６３ꎬ １９４３ꎬ ｐ ６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颁行之前ꎬ 就 “侵权行为后果”ꎬ 存在着 “责任说” 和 “债权债务说” 两类理论ꎮ 前者认为:
“侵权行为后果的实质是责任而不是债” (参见魏振瀛: «论债与责任的融合与分离—兼论民法典体系之革新»ꎬ «中国法学» １９９８ 年

第 １ 期)ꎮ 后者认为ꎬ 侵权行为后果是发生在相对人之间的债权和债务 (参见崔健远: «债法总则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兼论赔礼道

歉、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的定位»ꎬ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 １１８ 条第 ２
款明确规定ꎬ 侵权是债的发生原因ꎮ



被责令负责的赔偿金或费用 ( «法国民法典» 第 １４１７ 条)ꎮ”① 在比利时ꎬ “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也被

划分为两类: 由于起源的个人债务和由于性质的个人债务后者包括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引发的侵权之债 (ｄｅｌｉｃｔｕａｌ ｄｅｂｔｓ)ꎮ② 在意大利ꎬ “个人债务是指源自于夫妻一方单独活动的

债务 ( «意大利民法典» 第 １８９ 条第 ２ 款) ”ꎮ③ 在葡萄牙ꎬ “夫妻一方个人负责的债务是指源自

于夫妻一方实施的犯罪行为或其他事实 (ｆａｃｔｓ) ( «葡萄牙民法典» 第 １６９２ 条 (ｂ) 项) ”ꎮ④ 在俄罗

斯ꎬ “ «俄罗斯家庭法» 第 ４５ 条提及了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但对此未予以定义ꎮ 法学文献已经列举了

个人债务ꎮ 它们是指对于人身伤害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ｊｕｒｙ) 的受害人支付赔偿金的义务”⑤ 在西班

牙 “依据 «西班牙民法典» 第 １３６６ 条ꎬ 夫妻一方在为了共同体利益而行动或管理共同财产过程中实

施侵权行为而引发的债务应被认定为共同债务ꎬ 但是实施侵权行为的夫妻一方存在故意或过失的除

外”⑥ꎮ 在德国ꎬ “夫妻一方在共同财产制存续期间实施的非法行为 (ｕｎｅｒｌａｕｂｔｅｎ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ꎬ 引起

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其他请求权ꎬ 必须由该方单独负责”⑦ꎮ
立法理由是: (１) 侵权方配偶存在过错ꎮ 美国 “国会图书馆欧洲法律部” 法律专家格罗斯

(Ｇｌｏｓ) 指出ꎬ 在欧洲ꎬ “法国和西班牙是实行共同财产制国家的领袖”⑧ꎮ 在法国ꎬ “过错是法国侵权

法的基础 (ｂａｓｉｓ) ”ꎮ⑨ 在西班牙ꎬ 民法典第 １９０２ 规定: “某人因过错或过失对他人造成损害的ꎬ 对

造成的损害负有恢复原状的义务ꎮ” 此外ꎬ 比利时、 意大利、 葡萄牙、 俄罗斯、 德国 也是如

１８１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赔偿损失” 债务属性的立法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Ｂｏｅｌｅ－Ｗｏｅｌｋｉꎬ Ｂｅｎｔｅ Ｂｒａａｔ ａｎｄ Ｉａｎ Ｃｕｒｒｙ －Ｓｕｍｎｅｒ ( ｅｄ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ｗ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ｏｕｓｅｓꎬ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ｅｎｔｉ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３９８.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Ｂｏｅｌｅ－Ｗｏｅｌｋｉꎬ Ｂｅｎｔｅ Ｂｒａａｔ ａｎｄ Ｉａｎ Ｃｕｒｒｙ －Ｓｕｍｎｅｒ ( ｅｄ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ｗ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ｏｕｓｅｓꎬ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ｅｎｔｉ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３９７.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Ｂｏｅｌｅ－Ｗｏｅｌｋｉꎬ Ｂｅｎｔｅ Ｂｒａａｔ ａｎｄ Ｉａｎ Ｃｕｒｒｙ －Ｓｕｍｎｅｒ ( ｅｄ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ｗ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ｏｕｓｅｓꎬ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ｅｎｔｉ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３９９.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Ｂｏｅｌｅ－Ｗｏｅｌｋｉ (ｅｄ )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ｗ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ｏｕｓｅｓꎬ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ｅｎｔｉａ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４００.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Ｂｏｅｌｅ－Ｗｏｅｌｋｉꎬ Ｂｅｎｔｅ Ｂｒａａｔ ａｎｄ Ｉａｎ Ｃｕｒｒｙ －Ｓｕｍｎｅｒ ( ｅｄ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ｗ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ｏｕｓｅｓꎬ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ｅｎｔｉ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４００.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Ｂｏｅｌｅ－Ｗｏｅｌｋｉꎬ Ｂｅｎｔｅ Ｂｒａａｔ ａｎｄ Ｉａｎ Ｃｕｒｒｙ －Ｓｕｍｎｅｒ ( ｅｄ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ｗ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ｏｕｓｅｓꎬ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ｅｎｔｉ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４０９.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Ｋｏｃｈꎬ 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 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 ｚｕｍ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 (Ｂａｎｄ ７)ꎬ Ｖｅｒｌａｇ Ｃ Ｈ Ｂｅｃｋ Ｍüｎｃｈｅｎꎬ ２０１３ꎬ Ｓ ６６６. «德
国民法典» 第 １４４１ 条第 １ 项规定: “在夫妻双方相互之间的关系上ꎬ 下列共同财产债务 (Ｇｅｓａｍｔｇｕｔｓｖｅｒｂｉ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 由在该方身上

发生债务 (ｉｎ ｄｅｓｓ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ｉｅ ｅｎｔｓｔｅｈｅｎ) 的夫妻一方承担: (１) 基于该方在共同财产制开始之后实施的侵权行为而发生的债务ꎬ 或

者基于因侵权行为被提起刑事诉讼而发生的债务”ꎮ
Ｇｅｏｒｇｅ Ｅ Ｇｌｏｓ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 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１６９ꎬ １９８１ꎬ ｐ １６９.
Ｌ Ｎｅｖｉｌｌｅ Ｂｒｏｗｎꎬ “Ｆｒｅｎｃｈ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ｉｅｗ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２１９ꎬ １９６８ꎬ ｐ ２２２.

在法国ꎬ “过错不仅是侵权责任理由ꎬ 而是其坚实的基础ꎮ” 参见欧洲侵权法小组编: «欧洲侵权法原则: 文本与评注»ꎬ 于敏、 谢鸿

飞译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１０４ 页ꎮ
巴尔指出ꎬ “法国民法典” “第 １３８２ 条和第 １３８３ 条” “所规定的三个构成要件” 是: “过错、 因果关系和损害”ꎮ “西班牙民

法典 (１８８９ 年) 也主要是通过将法国民法典第 １３８２ 条和第 １３８３ 条规定到自己的民法典第 １９０２ 条之中”ꎮ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上ꎬ 张新宝译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１９ 页ꎮ 当代意大利民法典第 ２０４３ 条规定ꎬ “故意或过失行

为给他人造成侵权损害的”ꎬ 应予以赔偿ꎮ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上ꎬ 张新宝译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２７ 页ꎮ

巴尔指出ꎬ “法国民法典” “第 １３８２ 条和第 １３８３ 条” “所规定的三个构成要件” 是: “过错、 因果关系和损害”ꎮ “比利时

(１８３０ 年) 和意大利 (１８６５ 年) 民法典的有关规定与法国模式一字不差ꎮ”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上ꎬ 张

新宝译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１９ 页ꎮ
在 １９ 世纪ꎬ 葡萄牙民法典将 “过错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ꎬ 即侵权性和过错”ꎮ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

为法» 上ꎬ 张新宝译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１９－２０ 页ꎮ
Ｊａｎｎｏ Ｌａｈｅꎬ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Ｄｅｌｉｃｔ: Ｆａｕｌｔ－Ｂａｓ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ａｕｌｔꎬ” Ｊｕｒｉｄ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６０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６２.



此ꎮ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皮尤 (Ｐｕｇｈ) 指出ꎬ “由于侵权行为是由夫妻一方的过错

引起的个人事务ꎬ 所以夫妻一方对第三人的伤害行为不能损害无辜方配偶的个人财产或对共同财产的

份额无辜方配偶在共同财产中的利益绝不能受到对方侵权行为的损害ꎮ”① (２) 无辜方配偶没有

过错ꎮ “对于一般侵权责任而言ꎬ 侵权方的过错通常是必需的ꎮ”② 既然无辜方配偶没有过错ꎬ 就不应

承担一般侵权行为责任ꎮ

三、 域外法之二: “二元主义的法律”

　 　 在 “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 债务” 的 “债务归属” 上ꎬ 美国 ９ 个州的所得共

同制规定ꎬ 此类债务若为了婚姻共同体利益而发生ꎬ 则为共同债务ꎻ 若为了侵权方配偶本人利益而发

生ꎬ 则为该方的个人债务ꎮ③ 此类法律在学说上可被称为 “二元主义的法律”ꎮ
在华盛顿州ꎬ 自 １８９０ 年起ꎬ “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 债务” 即被划分共同债务和

个人债务ꎮ④ １９３６ 年ꎬ 华盛顿州最高法院指出ꎬ “本州固定的法律是: 如果丈夫的侵权行为是在管理共

同财产时或者为了婚姻共同体利益而实施ꎬ 共同财产则应承担责任ꎮ”⑤ 在解释上ꎬ 夫妻一方在进行娱

乐活动过程中引发此类债务ꎬ 它仍属共同债务ꎮ １９３６ 年ꎬ 华盛顿最高法院指出ꎬ “对于共同体责任而言ꎬ
夫妻一方在事故发生时实施的是社交活动ꎬ 并无特别之处ꎮ 夫妻一方实施正常的、 合法的娱乐活动不仅

无害ꎬ 而且促进和增进共同体的利益ꎮ”⑥ 在解释上ꎬ 夫妻一方在就业过程中引发此类债务ꎬ 它仍属共

同债务ꎮ １９２８ 年ꎬ 最高法院指出ꎬ “作为婚姻共同体成员的丈夫为了获得工资而进行的就业是为了

婚姻共同体利益的就业ꎮ 只要就业是为了取得工资ꎬ 只要侵权行为或疏忽行为发生在就业过程

之中ꎬ 对第三人因此遭受的损失ꎬ 共同体就应予以赔偿”⑦ꎮ 反之ꎬ 如果侵权行为并非在管理共同财产

时或者为了婚姻共同体利益而实施ꎬ 即为个人债务ꎮ⑧ 在新墨西哥州ꎬ 依据 «１９７３ 年共同财产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７３) » 第 ５７－４Ａ－３Ａ (５)、 ５７－４Ａ－３Ｂ 之规定ꎬ “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

行为’ ‘损害赔偿’ 债务” 被划分为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ꎮ “第 ５７－４Ａ－３ 条授权法院确定夫妻一方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施的侵权行为是 ‘个人侵权’ 还是 ‘共同体侵权’ꎮ”⑨ １９９１ 年ꎬ 新墨西哥州最

２８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民商法理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Ｎｉｎａ Ｎｉｃｈｏｌｓ Ｐｕｇｈꎬ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１８０３: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 ｄｅ Ｇａ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ｓꎬ”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６９ꎬ ｐｐ ２８－２９.

Ｊａｎｎｏ Ｌａｈｅꎬ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Ｄｅｌｉｃｔ: Ｆａｕｌｔ－Ｂａｓ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ａｕｌｔꎬ” Ｊｕｒｉｄ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６０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６２.

１９７４ 年ꎬ 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克罗斯 (Ｃｒｏｓｓ) 指出ꎬ “一般而言ꎬ 如果夫妻一方的侵权行为是在管理共同财产过程中

或者是为了婚姻共同体利益而实施ꎬ 则会产生共同体责任”ꎮ Ｈａｒｒｙ Ｍ Ｃｒｏｓ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Ｎｏ ７２９ꎬ １９７４ꎬ ｐ ８３４.

Ｅｒｉｋ Ｐａｕｌ Ｓｍｉｔｈꎬ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ｏｒｔｉｏｕ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ｏｕｓ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ｓ Ｕｎｃｅｒ￣
ｔａｉｎ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Ｌａｗꎬ” Ｉｄａｈ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７９９ꎬ １９９４ꎬ ｐ ８０２.

Ｂｅｒｇｍａｎ ｖ Ｓｔａｔｅꎬ １８７ Ｗａｓｈ. ６２２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６ꎬ １９３６ꎬ ｐ ６２６. １９７４ 年ꎬ 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教

授克罗斯 (Ｃｒｏｓｓ) 指出ꎬ “一般而言ꎬ 如果夫妻一方的侵权行为是在管理共同财产过程中或者是为了婚姻共同体利益而实施ꎬ 则会产

生共同体责任ꎮ” Ｈａｒｒｙ Ｍ Ｃｒｏｓｓꎬ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Ｎｏ ７２９ꎬ １９７４ꎬ
ｐ ８３４.

Ｋｉｎｇ ｖ Ｗｉｌｌｉａｍꎬ １８８ Ｗａｓｈ. ３５０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０ꎬ １９３６ꎬ ｐ ３５１. 新墨西哥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宾加

曼 (Ｂｉｎｇａｍａｎ) 认为ꎬ “在 ‘对共同体有利’ 上ꎬ 华盛顿州采取宽泛的立场ꎮ 在该州ꎬ 如果夫妻一方在进行娱乐活动或为夫妻一方购

买衣着类商品过程中发生侵权行为ꎬ 导致的债务则是共同体债务ꎮ 然而ꎬ 其他州采用限制性的立场ꎮ 两位著名评论家富尼亚克 (Ｆｕ￣
ｎｉａｋ) 和沃恩 (Ｖａｕｇｈｎ) 先生已经批判了华盛顿州的作法”ꎮ Ａｎｎｅ Ｋ Ｂｉｎｇａ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ｃｔ ０ｆ １９７３: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ｓｉ－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７４ꎬ ｐ １３.

Ｍｅｃｋ ｖ Ｇａｖａｎａｕｇｈꎬ ２６５ Ｐａｃ. １７８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ꎬ １９２８ꎬ ｐ １７９.
Ｂｅｒｇｍａｎ ｖ Ｓｔａｔｅꎬ １８７ Ｗａｓｈ. ６２２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６ꎬ １９３６ꎬ ｐ ６２７.
Ａｎｎｅ Ｋ Ｂｉｎｇａ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ｃｔ ０ｆ １９７３: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ｓｉ－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７４ꎬ ｐ １２.



高法院指出ꎬ “判断侵权行为是 ‘个人侵权’ 还是 ‘共同体侵权’ 采用的标准是ꎬ ‘根据事实ꎬ 确定

在侵权发生时夫妻一方实施的行为ꎬ 是否实际上或潜在上对婚姻共同体有利ꎮ’ 参见下列判例法:
Ｄｅｌｐｈ ｖ Ｐｏｔｏｍａｃ Ｉｎｓ. Ｃｏ ꎬ ９５ Ｎ Ｍ２５７ꎬ ｐ ２６０ꎻ ６２０ Ｐ ２ｄ １２８２ꎬ ｐ １２８５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ꎬ Ｄｅｃ ３０ꎬ １９８０ꎮ 如果侵权行为对婚姻共同体有利ꎬ 产生的债务就是共同体债务ꎮ 如果对婚姻

共同体不利ꎬ 产生的债务就是个人债务ꎮ”① 在亚利桑那州ꎬ “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损害赔

偿’ 债务” 被划分为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ꎮ② １９７０ 年ꎬ 上诉法院指出ꎬ “在确定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对

夫妻一方的侵权承担责任时ꎬ 关键问题是ꎬ 侵权行为是否是被计划为了共同体的利益、 为了共同体的

利益而实施、 导致共同体受益、 在实施共同体事业过程中而实施”③ꎮ 在威斯康星州ꎬ １９８４ 年 «威斯

康星州婚姻财产法»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ｃｔ) “根据债务的目的对责任予以分类”ꎮ④ “侵权行

为受害人的请求ꎬ 取决于侵权行为是否有利于婚姻利益或者家庭利益这一初始决定ꎮ 因此ꎬ 威斯康星

州已经创设了如下推定: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全部债务均是有利于婚姻利益或者家庭利益ꎮ 这

一推定实现以下两个目的: 首先ꎬ 这一推定解除了受害人在行为定性上的举证责任ꎮ 侵权方配偶或者

非侵权方配偶承担着根据事实推翻推定、 证明行为纯粹是纯个人的举证责任ꎮ 然而ꎬ 即使侵权方配偶

能够推翻推定ꎬ 侵权行为受害人还是能够从侵权方配偶在共同财产中的利益获得清偿ꎮ 其次ꎬ 共同体

活动的界定不得超越基本原理ꎬ 共同财产只对使共同体受益的活动所产生的债务负责ꎮ”⑤

在加利福尼亚州ꎬ “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 债务” 被划分为 “共同债务” 和

“个人债务”ꎻ 前者是指 “基于夫妻一方在为了共同体利益而从事某一活动时ꎬ 实施了作为或不作

为”ꎬ “致使他人伤亡或者他人财产毁损”ꎬ 而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ꎻ 后者是指非 “基于夫妻一方在为

了共同体利益而从事某一活动时ꎬ 实施了作为或不作为”ꎬ “致使他人伤亡或者他人财产毁损”ꎬ 而承

担的损害赔偿责任ꎮ⑥ 在路易斯安那州ꎬ “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 债务” 被划分为

“共同债务” 和 “个人债务”ꎻ 前者是指 “夫妻一方在共同财产制存续期间ꎬ 为了夫妻双方的共同利

益或对方配偶的利益而引起的债务” ( «路易斯安那州民法典» 第 ２３６０ 条)ꎻ⑦ 后者是指 “夫妻一方

非为婚姻共同体利益实施的故意侵权行为引起的债务” ( «路易斯安那州民法典» 第 ２３６３ 条)ꎮ⑧ 在

３８１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赔偿损失” 债务属性的立法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 ｖ Ｐｅｄｒｏ Ａｌａｒｃ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ｒｖｙｎ̓ｓ Ｉｎｃ ꎬ Ｊｅｓｕｓ Ｍａｎｕｅｌ Ｅｎｒｉｑｕｅｚꎬ ａ / ｋ / ａ Ｊｅｓｕｓ Ｅｎｒｉｑｕｅｚ ꎬ １１２
Ｎ Ｍ ４２０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 Ａｕｇ. １９ꎬ １９９１ꎬ ｐ ４２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 Ｅｆｆｌａｎｄꎬ “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ꎬ”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９８２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８２ꎬ ｐ ２１.

Ｈｏｗｅ ｖ Ｈａｕｇｈｔꎬ １１ Ａｒｉｚ Ａｐｐ ９８ꎬ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ꎬ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ꎬ Ｄｅｃ １９ꎬ １９６９ꎬ ｐ １００.
Ｈｏｗａｒｄ Ｓ Ｅｒｌａ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Ｊｕｎｅ Ｍ Ｗｅｉｓｂｅｒｇｅｒꎬ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ｓ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ｃｔ

Ｆｏｕｒ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ꎬ”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１９９０ꎬ Ｎｏ ７６９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７８７.
Ｅｒｉｋ Ｐａｕｌ Ｓｍｉｔｈꎬ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ｏｒｔｉｏｕ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ｏｕｓ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ｓ Ｕｎｃｅｒ￣

ｔａｉｎ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Ｌａｗꎬ” Ｉｄａｈ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７９９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 ８０７－８０８. 应该指出ꎬ 在美国学说上ꎬ 华盛顿州、 新墨西哥州、
亚利桑那州、 威斯康星州被称为实行 “共同债务 / 个人债务制” 的州ꎮ Ｊａｍｅｓ Ｒａｔｎｅｒꎬ “Ｂｕｔ ｆｒｏｍ Ｗｈｅｒｅ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ｙ Ｃｏｍ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ꎬ ” Ｗｈｉｔｔｉ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ꎬ Ｖｏｌ ９ꎬ Ｎｏ １７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３１.

Ｅｒｉｋ Ｐａｕｌ Ｓｍｉｔｈꎬ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ｏｒｔｉｏｕ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ｏｕｓ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ｓ Ｕｎｃｅｒ￣
ｔａｉｎ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Ｌａｗꎬ” Ｉｄａｈ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７９９ꎬ １９９４ꎬ ｐ ８１２. 美国著名家庭法学家里皮教授指出ꎬ 在加州ꎬ “共同体侵

权责任起源于确实使共同体受益或者本来可以使共同体受益但由于意外事件而未受益的活动”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Ｒｅｐｐｙꎬ “Ｒｅｔｒ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７５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ꎬ”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４８ꎬ Ｎｏ ９７７ꎬ １９７５ꎬ ｐ １１１９ꎻ Ｊｏ Ｃａｒｒｉｌｌｏꎬ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Ｃａｌｏｆｏｒｎ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Ｍａｒｒｉａｇｅꎬ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ꎬ Ｃｏｄｅꎬ Ａｎｔｗｅｐ: Ｗｅｓｔ Ａｃａｄｉ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５０１.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Ｒｉｇｂｙꎬ Ｍ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ꎬ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５９ꎬ Ｎｏ ４６５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４９６. １９５０ 年ꎬ
路易斯安娜州最高法院指出ꎬ “妻子的合法活动ꎬ 无论是纯粹出于自己消遣、 娱乐的目的ꎬ 还是出于履行与婚姻关系之无形的、 无法

正确估计的义务的目的ꎬ 均属于共同活动”ꎮ Ｂｒａｎｔｌｅｙ ｖ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ꎬ ４６ Ｓｏ ２ｄ ６１４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Ｌｏｕｓｉｓｉａｎａ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４ꎬ １９５０ꎬ ｐｐ ６１６－
６１７.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Ｒｉｇｂｙꎬ “Ｍ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ꎬ”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５９ꎬ Ｎｏ ４６５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４９０－４９１.



爱达荷州ꎬ “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 债务” 被划分为 “共同债务” 和 “个人债

务”ꎻ① 前者是指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引发的侵权债务ꎻ 后者是指为了个人利益而引发的侵权债务ꎮ②
在内华达州和德克萨斯州ꎬ 也是如此ꎮ③ “婚姻共同体” 对 “共同债务” 应该负责的立法理由是:

(１) 婚姻共同体是独立的主体ꎮ １９５６ 年ꎬ 新墨西哥州最高法院明确指出ꎬ “财产属于共同体而不是

被夫妻双方共同享有这一学说ꎬ 被称为 ‘法律实体理论’ 它起源于华盛顿州”④ꎮ “华盛顿州的夫妻

共同体理论认为ꎬ 夫妻双方构成一个实体ꎻ 这一实体是财产的所有权人ꎮ”⑤ 它由夫妻双方构成ꎮ １９１９
年ꎬ 华盛顿州最高法院指出ꎬ “依据本州的法律ꎬ 就夫妻任何一方婚后取得的所有权而言ꎬ 夫妻共同

体是由夫妻双方的独立人格合并而成的法律实体所得财产的所有权授予这一法律实体”⑥ꎮ
１９３０ 年ꎬ 华盛顿州最高法院明确废除了 “法律实体理论”ꎬ 认为ꎬ “依据本州的夫妻共同财产制

度 (Ｒｅｍ Ｃｏｍｐ Ｓｔａｔ 第 ６８９０—６９０６ 条)ꎬ 立法机关并未设立一个独立于夫妻双方、 由婚姻共同体构

成的实体或者法人ꎮ 立法机构只不过是将夫妻双方在婚后取得的财产划分为共同财产ꎬ 即把某些财产

的属性命名为共同财产、 其他财产的属性命名为个人财产ꎮ 在提到合伙和婚姻共同体时ꎬ 我们出于表

达的方便而采用了 ‘实体’ ‘法人实体’ 术语ꎮ 然而ꎬ 我们从未认为ꎬ 合伙或者婚姻共同体是一个独

立于成员、 由合伙或者团体构成的法人ꎬ 或者说合伙或婚姻共同体拥有公司的地位ꎮ 婚姻共同体绝非

公司ꎻ 尽管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在有限的意义上就是夫妻之间的合伙ꎬ 但是婚姻共同体也非合伙
立法机构在界定夫妻共同财产时 (Ｒｅｍ Ｃｏｍｐ Ｓｔａｔ 第 ６８９０—６９０６ 条)ꎬ 并未将夫妻关系变成公司身

份或者宣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归独立于组成共同体的夫妻双方的法人所有ꎮ 对于共同财

产ꎬ 夫妻各方拥有二分之一的利益仅仅为了分类、 在法律意图上区分共同财产、 将共同体的权利

和义务分离开来ꎬ 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有时通过法律拟制作为一个构成某些明确的权利和义务中心的

独立法律主体对待ꎮ 但是ꎬ 严格而言ꎬ 它不是法律主体ꎮ”⑦ 尽管 “法律实体理论” 已被废除ꎬ 但基

于这一理论创制的法律制度一直沿用至今ꎮ
(２) 侵权方配偶是婚姻共同体的代理人或雇员ꎮ⑧ １９１１ 年ꎬ 华盛顿州最高法院指出ꎬ “假设由两

４８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民商法理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１９６２ 年ꎬ 爱达荷州最高法院指出ꎬ “本案的证据表明ꎬ 被告是在积极地、 真正地从事管理夫妻双方共同的企业时实施了殴打

行为ꎻ 行为的目的是保护共同财产、 维护夫妻双方共同的企业的利益ꎮ 在此类情况下ꎬ 婚姻共同体应为被告的行为承担责任ꎮ 参见:
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判决和华盛顿州最高法院判决: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ｖ. Ｗａｔｓｏｎꎬ ５１ Ａｒｉｚ. １１０ꎬ ７４ Ｐ. ２ｄ １１８１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ꎬ Ｊａｎ.
１０ꎬ １９３８ꎻ ＭｃＨｅｎｒｙ ｖ Ｓｈｏｒｔꎬ ２９ Ｗａｓｈ. ２ｄ ２６３ꎬ １８６ Ｐ ２ｄ ９００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Ｎｏｖ ２４ꎬ １９４７ꎮ” Ｈａｎｓｅｎ ｖ Ｂｌｅｖｉｎｓꎬ ８４ Ｉｄａ￣
ｈｏ ４９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Ｉｄａｈｏꎬ Ｊａｎ ２ꎬ １９６２ꎬ ｐｐ ７６２－７６３.

１９８６ 年ꎬ 爱达荷州最高法院指出ꎬ “依据共同财产制在夫妻一方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引起债务时ꎬ 婚姻共同体拥有的财产

对此负责ꎬ 债权人可以请求以此承担责任”ꎮ Ｔｗｉｎ Ｆａｌｌｓ Ｂａｎｋ ＆ Ｔｒｕｓ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ｖ Ｈｏｌｌｅｙꎬ １１１ Ｉｄａｈｏ ３４９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Ｉｄａｈｏꎬ Ｊｕｌｙ ２９ꎬ
１９８６ꎬ ｐ ３５３.

１９９５ 年ꎬ 美国圣母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阿蒙德 (Ａｒｍｏｎｄ) 指出: “在债权人针对共同财产享有的权利问题上ꎬ 加利福尼亚

州、 路易斯安娜州、 德克萨斯州、 爱达荷州、 内华达州采用的是 ‘管理制’ꎮ 依据管理制ꎬ 无论债务的目的如何ꎬ 夫妻一方有权管理

的共同财产ꎬ 对于自己的债务承担责任依据管理制ꎬ 如果债务是 ‘个人债务’ (即债务的目的不是使共同体受益ꎬ 而是使债务方

配偶受益)ꎬ 非债务方配偶则享有衡平补偿请求权ꎮ”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Ｄｅ Ａｒｍｏｎｄꎬ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Ｔｗｏ: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ｖｉ￣
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ꎬ” Ｇｏｎｚｇ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２３５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２７４ － ２７５. 参见 Ｗｉｌｌａｉｍ Ａ Ｒｅｐｐｙ ａｎｄ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Ａ Ｓａｍｕｅｌ ａｎｄ Ｓａｌｌｙ Ｂｒｏｗ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３１１ꎮ

Ｍｏｒｔｅｎｓｅｎ ｖ Ｋｎｉｇｈｔꎬ ３０５ Ｐ ２ｄ ４６３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ꎬ Ｄｅｃ ２８ꎬ １９５６ꎬ ｐｐ ４６６－４６７.
Ａｌｖｉｎ Ｅ Ｅｖａｎｓꎬ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５ꎬ Ｎｏ ４７ꎬ １９２１ꎬ ｐ ５１. 作者得出这一结论

依据的判决是: “Ｈｏｌｙｏｋｅ ｖ Ｊａｃｋｓｏｎꎬ ３ Ｐａｃ ８４１ (Ｗａｓｈ ꎬ １８８２)ꎻ Ｏｒｅｇｏｎ Ｉｍｐｒ. Ｃｏ ｖ Ｓａｇｍｅｉｓｔｅｒꎬ ４ Ｗａｓｈ. ７１０ꎬ ３０ Ｐａｃ. １０５８ (１８９２)ꎻ
Ｓｔｏｃｋｌａｎｄ ｖ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ꎬ ４ Ｗａｓｈ. ７３０ꎬ ３１ Ｐａｃ ２４ (１８９２)ꎻ Ｓｈｏｒｅｔｔ ｖ. Ｓｉｇｎｏｒꎬ ５８ Ｗａｓｈ. ８９ꎬ １０７ Ｐａｃ. １０３３ (１９１０)ꎻ Ｍｉｌｌｅｒ ｖ Ｍａｄｄｏｃｋｓꎬ
５８ Ｗａｓｈ. ６９５ꎬ １０７ Ｐａｃ. １０３６ (１９１Ｏ)ꎻ Ｗａｓｍｕｎｄ ｖ Ｗａｓｍｕｎｄꎬ ９０ Ｗａｓｈ. ２７４ꎬ １５６ Ｐａｃ ３ (１９１６)ꎻ Ｏｌｉｖｅｒ ｖ Ｍｅｅｋꎬ １０３ Ｗａｓｈ ４６７ꎬ １７５
Ｐａｃ ３３ (１９１８)ꎻ Ｏｓｔｈｅｌｌｅｒ ｖ Ｓｐｏｋａｎｅꎬ Ｉ Ｅ Ｒｙ Ｃｏ ꎬ １０７ Ｗａｓｈ ６７８ꎬ １８２ Ｐａｃ ６３０ (１９１９) .”

Ｏｓｔｈｅｌｌｅｒ ｖ Ｓｐｏｋａｎｅ Ｉ Ｅ Ｒｙ Ｃｏ ꎬ １０７ Ｗａｓｈ ６７８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Ｊｕｌｙ ２９ꎬ １９１９ꎬ ｐ ６８５.
Ｂｏｒｔｌｅ ｖ Ｏｓｂｏｒｎｅꎬ １５５ Ｗａｓｈ ５８５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Ｆｅｂ ２４ꎬ １９３０ꎬ ｐｐ ５８９－５９０.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授施瓦茨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指出ꎬ “１８ 世纪早期ꎬ 雇主代负责任被英格兰所接受ꎮ １９ 世纪早

期ꎬ 此类责任被美国法院所接受ꎮ 但是ꎬ 存在一些犹豫”ꎮ Ｇａｒｙ Ｔ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ꎬ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Ｖｉｃａｒｉｏｕｓ Ｌｉ￣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６９ꎬ Ｎｏ １７３９ꎬ ｐ １７４６.



被告人组成的共同体雇佣一名司机来驾驶汽车ꎬ 且雇员的疏忽引起了损害ꎬ 共同体对该司机的侵权行

为就应负责ꎮ 如果雇佣的是一名代理人ꎬ 且代理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存在疏忽ꎬ 共同体也应负责ꎮ 丈

夫本人是司机且有疏忽这一事实ꎬ 不会改变责任的承担ꎮ 丈夫既是共同体成员之一 (在履行职责过

程中、 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行动)ꎬ 又是为夫妻双方而行动的代理人、 完成工作的雇员ꎮ 如果共同体

参加到侵权行为之中ꎬ 共同体就应负责ꎮ”① １９１７ 年ꎬ 华盛顿最高法院指出ꎬ “本院已经认为ꎬ 丈夫

在管理或经营共同财产过程中引发的侵权之债ꎬ 可以向共同财产 (包括动产和不动产) 求偿ꎮ 原因

仅仅在于丈夫系为共同体而行动的代理人”②ꎮ 然而ꎬ 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克罗斯 (Ｃｒｏｓｓ) 指

出ꎬ “共同体责任的理论基础是雇主责任原则ꎬ 尽管通常意义上的被代理人或者雇主并不存在”③ꎮ
(３) 雇主责任要件已经得到满足ꎮ 首先ꎬ 探求构成要件ꎮ １９３６ 年ꎬ 华盛顿最高法院指出ꎬ “本州

固定的法律是: 如果丈夫的侵权行为是在管理共同财产时或者为了婚姻共同体利益而实施ꎬ 共同财产

则应承担责任这一规范并非仅仅基于婚姻关系ꎬ 而是建立在雇主责任原则之上”④ꎮ 所谓 “雇主

责任”ꎬ 也称 “替代责任”ꎮ⑤ 华盛顿上诉法院指出ꎬ “如果责令雇主对雇员的侵权行为承担替代责

任ꎬ 则必须证明以下两项事实: 雇员是在为了促进雇主的利益而行动ꎻ 在侵权行为被实施时ꎬ 雇员的

行动处于雇佣劳动的过程和范围之内”⑥ꎮ 然后ꎬ 探讨构成要件是否得到满足ꎮ 第一ꎬ 第一个要件已

经得到满足ꎮ 毕竟ꎬ 只有夫妻一方实施的一般侵权行为是 “在管理共同财产时或者为了婚姻共同体

利益而实施”ꎬ 引起的债务才被认定为共同债务ꎮ 此外ꎬ 华盛顿州最高法院详尽阐述了它体现的价值

观ꎮ １９１０ 年ꎬ 它指出ꎬ “假设我们将丈夫对被告不法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ｌｙ) 引起的债务认定为其个人债务ꎬ
那就等于说ꎬ 婚姻共同体从不法行为中获得利益之后ꎬ 无需承担责任或被迫赔偿即可保有利益ꎮ 这一

立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理性上均无法获得支持ꎮ 婚姻共同体既然获得利益ꎬ 就应承担责任”⑦ꎮ
１９７５ 年ꎬ 它再次指出ꎬ “依据公认的正义感ꎬ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偶然发生的侵权所引发的后果ꎬ 应由

作为与生产经营存在利害关系并从生产经营中受益的雇主 (而非由与其无利害关系或者对其无力支

配者) 承担”⑧ꎮ 第二ꎬ 第二个要件也已经得到满足ꎮ １９３０ 年ꎬ 华盛顿州最高法院明确指出ꎬ “对于

丈夫实施的任何侵权行为ꎬ 若陪审团认为通过优势证据得到证明ꎬ 丈夫即应负责ꎮ 在从事共同体事务

过程中丈夫实施的任何侵权行为ꎬ 均推定丈夫以共同体代理人身份实施ꎬ 但事实表明他超越权限并置

身共同体事务之外独立地从事侵权行为的除外”⑨ꎮ １９３５ 年ꎬ 华盛顿州最高法院再次指出ꎬ “在审理

墨菲利普斯诉奈斯林 (Ｄｅ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ｖ Ｎｅｓｌｉｎ) ” 时 “华盛顿州最高法院表示ꎬ ‘关键的考虑因素是ꎬ 丈

夫奈斯林的侵权行为是否在管理共同财产过程中或者为了共同体利益而实施? 如果属肯定性回答ꎬ 则

必须认为ꎬ 实施侵权行为者系婚姻共同体ꎮ 因此ꎬ 婚姻共同体应该负责’ 若将上述制度适用于

本案ꎬ 则不能认为ꎬ 被告人丈夫所为的侵权行为发生在管理共同财产过程中或者与之有关ꎬ 或者为了

共同体利益而实施ꎮ 丈夫实施的侵权行为完全超越且没有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上述考虑ꎮ” 很显

然ꎬ 只要夫妻一方实施的一般侵权行为引起的债务被认定为 “共同债务”ꎬ 此类侵权行为就未超越

５８１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赔偿损失” 债务属性的立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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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ｌｎｅ ｖ Ｋａｎｅꎬ ６４ Ｗａｓｈ ２５４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Ｊｕｌｙ ２４ꎬ １９１１ꎬ ｐｐ ２５５－２５６.
Ｓｃｈｒａｍｍ ｖ Ｓｔｅｅｌｅꎬ ９７ Ｗａｓｈ ３０９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Ｊｕｌｙ ２１ꎬ １９１７ꎬ ｐ ３１３. “根据代理制ꎬ 如果代理人的行为处于

有权代理或者表见代理之内ꎬ 即使被代理人并未获得通知ꎬ 被代理人就应该负责ꎮ” Ｋｅｉｔｈ Ｄ Ｒｏｓｓꎬ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Ｄｅｂｔｓ: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ｔｏ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ｃｔꎬ”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６９ꎬ Ｎｏ １１１ꎬ １９８４ꎬ ｐ １２２.

Ｈａｒｒｙ Ｍ Ｃｒｏｓ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Ｎｏ ７２９ꎬ １９７４ꎬ ｐ ８３５.
Ｂｅｒｇｍａｎ ｖ Ｓｔａｔｅꎬ １８７ Ｗａｓｈ ６２２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６ꎬ １９３６ꎬ ｐ ６２６.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ｖ Ｓａｇｅｐｏｉ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 ꎬ １８５ Ｗａｓｈ. Ａｐｐ ４６１ꎬ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５０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ｖ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ｅｔｔ Ｃｌｉｎｉｃꎬ ７１ Ｗａｓｈ Ａｐｐ ５４８ꎬ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ꎬ １９９３ꎬ ｐ １０５６.
ＭｃＧｒｅｇｏｒ ｖ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１０７ Ｐａｃ １０４９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８ꎬ １９１０ꎬ ｐ １０５０.
Ｋｕｅｈｎ ｖ Ｗｈｉｔｅꎬ ２４ Ｗａｓｈ Ａｐｐ ２７４ꎬ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７ꎬ １９７９ꎬ ｐ ２７５.
Ｄｅ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ｖ Ｎｅｓｌｉｎꎬ １５５ Ｗａｓｈ １４７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Ｊａｎ ２ꎬ １９３０ꎬ ｐｐ １５２－１５３.
Ｎｅｗｂｕｒｙ ｖ Ｒｅｍｉｎｇｔｏｎꎬ １８４ Ｗａｓｈ ６６５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ｅｃ １３ꎬ １９３５ꎬ ｐｐ ６６７－６６８.



“雇佣劳动的过程和范围”ꎮ 侵权方配偶对 “个人债务” 应该自行负责的理由是: 侵权方配偶存在过

错ꎮ 哈佛法学院教授戈德堡和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法律伦理学教授齐普尔斯基指出ꎬ “过错责任被设

想成为ꎬ 建立在某种不道德行为基础之上的责任ꎮ 被告的责任建立在被告已经 ‘出差错’ (即未按要

求进行行为) 的基础之上”①ꎮ １９７１ 年ꎬ 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佩克 (Ｐｅｃｋ) 指出ꎬ “过错是对

有害的行为确定责任的最常见基础”②ꎮ 既然侵权方配偶存在过错ꎬ 就应承担责任ꎻ 无辜方配偶并无

过错ꎮ 既然无辜方配偶没有过错ꎬ 就不应承担一般侵权责任ꎮ

四、 中国立法的选择: 借鉴 “一元主义的法律”

　 　 在我国未来的立法上ꎬ “夫妻一方 ‘一般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 债务” 应被明确规定为侵权方

配偶的 “个人债务”ꎮ
第一ꎬ 侵权方配偶有过错、 无辜方配偶无过错ꎮ 全国人大法工委明确指出ꎬ 过错责任原则要求:

“有过错有责任ꎬ 无过错无责任ꎮ”③ 既然如此ꎬ 侵权方配偶应该自行担责ꎮ
婚姻共同体并非独立的主体ꎮ 在德国ꎬ “采共有财产制的夫妻” 组成 “共同共有共同体”ꎮ④ 在

日本ꎬ “共同共有即数人为了一定的目的彼此具有人身方面的联系ꎬ 一边保持团体的结合关系ꎬ 一边

共同地对物拥有所有权ꎮ 各共有人虽然拥有各自的份额ꎬ 但因为具有旨在共同目的的人的结合关系ꎬ
所以处分份额的自由和请求分割的自由受到否定ꎮ”⑤ “债权债务的共同共有归属具有以下特征: 首

先ꎬ 债权债务直接归属于作为共同共有主体的目的结合体的各个成员ꎮ 其次ꎬ 归属于各个成员的债权

债务ꎬ 反映了各个成员之间为了共同目的人的结合关系ꎬ 并没有单独的独立性ꎮ”⑥ 在我国台湾地区ꎬ
“共同共有之法律关系实具有共同共有主体即 ‘共同共有人团’ 之人法结合关系ꎬ 与作为共同共有客

体即共同共有之财产关系两部分ꎬ 而此两者不完全分离ꎬ 且财产权关系仅系为反映人法之结合关系而

存在”⑦ꎮ 我国法律与德、 日及我国台湾地区法律相同ꎮ “共同共有的发生以数人间存在共同关系为基

础ꎮ 所谓共同关系ꎬ 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因共同目的而结合ꎬ 成为共同共有基础的法律关系ꎮ 共有

人之间没有共同关系ꎬ 也就无共同共有ꎬ 至多可以成立按份共有ꎮ”⑧ 简言之ꎬ 夫妻双方具有一定的

团体性ꎮ
在法国ꎬ “重要的问题是: 婚姻共同体是否拥有法人的人格? 这一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争

议ꎮ 现在ꎬ 似乎可以主张ꎬ 婚姻共同体并没有法人的人格ꎮ 大多数学者认为ꎬ 婚姻共同体是不受关于

未分割所有权的一般规则约束的某种未分割所有权”⑨ꎮ 在比利时ꎬ “共同财产只能部分分开ꎬ 这是因

为它并没有法人的人格ꎮ 因此ꎬ 它不能以原告或被告的身份出庭ꎬ 也没有任何债务ꎮ 因此ꎬ 希望对共

同财产进行索赔的债权人不能直接起诉共同财产ꎬ 只能起诉夫妻双方ꎮ 同样ꎬ 只有夫妻双方才能起诉

第三人”ꎮ 在日本ꎬ “共同共有中的结合关系ꎬ 在并未形成超越其成员的一个团体方面ꎬ 与总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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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ꎮ”① 在德国ꎬ 婚姻共同体似乎也 “没有权利能力”②ꎮ 我国法律与法国、 比利时、 德国的法律相

同ꎮ 我国 «婚姻法» 第 １７ 条第 １ 款规定ꎬ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ꎬ 归夫妻共同

所有” 很显然ꎬ 它并未承认婚姻是法人ꎮ 而且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 ７７、 ８８、 ９０、 ９２
条均规定ꎬ 法人成立原则上需要登记ꎮ 简言之ꎬ 夫妻双方虽然具有一定的团体性ꎬ 但并无权利能力ꎮ

第二ꎬ 侵权方配偶并非婚姻共同体的雇员或 “工作人员”ꎮ 夫妻双方对侵权方配偶并无控制权ꎮ
美国耶鲁法学院教授詹姆斯 (Ｊａｍｅｓ) 认为ꎬ 替代责任 “逻辑和政策方面的正当理由 (ｂａｓｅｓ) ” 之一

是 “控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 理论 (即雇主对雇员 “拥有控制权” )ꎮ③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法学助理教授

奈尔斯 (Ｎｅｙｅｒｓ) 认为ꎬ “代负责任的传统解释之一即是: 由于雇主控制雇员的活动ꎬ 所以雇主承担

替代责任”④ꎮ 这一理论已被我国立法机构所承认ꎮ 全国人大法工委明确指出ꎬ “工作人员应当按照用

人单位的授权或者指示进行工作”⑤ꎮ
夫妻双方对侵权方配偶 (由于婚姻共同体成员之一就是侵权方配偶ꎬ 所以夫妻双方与侵权方配

偶之间的关系与无辜方配偶与侵权方配偶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当⑥ꎻ 以夫妻双方为一方当事人、 以夫妻

一方为另一方当事人ꎬ 成立法律关系ꎬ 没有任何法律障碍ꎮ 例如ꎬ 夫妻双方将某件共同财产赠与或出

售或代为清偿时补偿夫妻一方等) 并无控制权ꎮ «婚姻法» 第 １５ 条规定: “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
工作、 学习、 社会活动的自由ꎬ 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ꎮ”⑦ 若夫妻一方有权控制对方ꎬ 控

制方配偶即应承担替代责任ꎻ 反之ꎬ 则不应承担责任ꎮ 对此ꎬ 英美普通法可以作为佐证ꎮ １８６４ 年ꎬ
德克萨斯州最高法院认为ꎬ “普通法规定ꎬ 丈夫对妻子的侵权行为负责ꎮ 主要理由并非是ꎬ 结婚之后

丈夫取得妻子全部动产、 妻子被推定没有私有财产ꎮ 主要理由可能是: 妻子行为是丈夫的长官意志和

影响的结果”⑧ꎮ １９５６ 年ꎬ 美国范德堡大学法学讲师哈比森 (Ｈａｒｂｉｓｏｎ) 认为ꎬ “由于丈夫依据普通法

享有上级地位ꎬ 所以如果妻子在丈夫面前并奉丈夫之命实施侵权行为ꎬ 则推定这一行为是丈夫强迫的

结果ꎮ 在此情况下ꎬ 丈夫单独承担责任ꎬ 妻子免予承担责任ꎬ 但丈夫能够推翻强迫推定的除外”⑨ꎮ
哈比森讲师认为ꎬ “鉴于当代社会和法律赋予已婚女性平等地位ꎬ 普通法规定的丈夫代负责任似乎已

经过时ꎮ 对于已婚妇女财产法这一解放性立法的目的和精神而言ꎬ 它的废除似乎是必然结果可以

很肯定地说ꎬ 侵权法的一般发展趋势是ꎬ 废除夫妻一方仅仅基于婚姻关系而对对方的侵权行为承担责

任的制度”ꎮ 当然ꎬ “雇主责任制度、 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制度、 合伙制度同样适用于夫妻ꎮ 如果丈夫

允许妻子作为自己的雇员、 代理人、 合伙人ꎬ 丈夫很有可能对妻子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ꎮ
夫妻双方对侵权方配偶并无选择权和解雇权ꎮ 美国耶鲁法学院教授詹姆斯 (Ｊａｍｅｓ) 认为ꎬ 替代

责任 “逻辑和政策方面的正当理由” 包括 “选择” (ｃｈｏｉｃｅ) 理论 (即 “雇主对雇员拥有选择权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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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 的主体ꎬ 是便宜的、 必要的ꎮ 在管理和处分妻子的一半利益时ꎬ 丈夫可以被松散地命名为妻子的代理人ꎮ 但是ꎬ 在适用于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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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权” )ꎮ① 巴尔认为: “替代责任” “常常是因为不作为而构成的ꎮ 它通常涉及监督义务ꎬ 特别是涉

及侵权行为法的基本规定所确认的义务之外的义务ꎮ”② 这一理论已被我国立法机构所承认ꎮ 全国人

大法工委明确指出ꎬ “让用人单位承担责任也有利于用人单位在选任工作人员时能尽到相当的谨

慎和注意义务ꎬ 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③ꎮ 因此ꎬ 用人单位无疑享有选择权和解雇权ꎮ
夫妻双方对侵权方配偶无 “选择权”ꎮ 毕竟ꎬ 现行 «婚姻法» 第 ２ 条第 １ 款规定: “实行一夫一

妻的婚姻制度ꎮ” 因此ꎬ 夫妻双方只能选择侵权方配偶或无辜方配偶就业ꎬ 并无其他选择权ꎮ 另

一方面ꎬ 夫妻双方对侵权方配偶也无解雇权ꎮ 现行 «婚姻法» 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规定ꎬ “夫妻有互相扶

养的义务”ꎮ 因此ꎬ 对于那些没有足够个人财产支付生活费用的夫妻而言ꎬ 至少夫妻一方必须外出工

作ꎮ 而且ꎬ 婚姻只能基于一方死亡和离婚而终止ꎮ
结婚并未扩大夫妻双方的风险、 获得更多利益ꎮ 美国耶鲁法学院教授詹姆斯 (Ｊａｍｅｓ) 认为ꎬ 替

代责任 “逻辑和政策方面的正当理由 (ｂａｓｅｓ) ” 之一包括: “企业制造了风险” 和 “雇员是为了雇

主的利益或利润而劳动”ꎮ④ 巴尔认为ꎬ “如果一项法律规定允许一个人———或者是为了经济上需要ꎬ
或者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使用物件、 雇佣职员或者开办企业等具有潜在危险的情形ꎬ 他不仅应当

享受由此带来的利益ꎬ 而且也应当承担由此危险对他人造成的任何损害的赔偿责任: 获得利益者负担

损失”⑤ꎮ 日本学者前田达明、 手岛丰认为ꎬ 责令雇主承担责任的理由有二: “首先ꎬ 雇佣他人扩大自

己行动范围者ꎬ 对于扩大的危险ꎬ 也必须负责 (此即危险责任主义)ꎮ 其次ꎬ 扩大自己行动范围获得

更多利益者ꎬ 对于行动产生的损害ꎬ 也必须负责 (此即赔偿责任主义)ꎮ”⑥ 王泽鉴先生认为ꎬ 法国

和英美要求雇佣人承担无过失责任 “主要系认为使用他人以扩张自己活动者ꎬ 应就使用之人所致损

害ꎬ 负赔偿之责ꎬ 即受其利者ꎬ 亦须任其害 (报偿理论) ”⑦ꎮ 这一理论已被我国立法机构所承认ꎮ
全国人大法工委明确指出ꎬ “由于工作人员是为用人单位工作ꎬ 用人单位可以从工作人员的工作中获

取一定的利益ꎬ 因此ꎬ 工作人员因工作产生的风险ꎬ 需要用人单位承担”⑧ꎮ
结婚并未 “扩大风险”ꎮ 法律要求无论夫妻双方与夫妻一方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ꎬ 前者均需承

担替代责任的实质是ꎬ 夫妻双方基于结婚而承担替代责任ꎮ 然而ꎬ 与雇佣不同的是ꎬ 结婚并未扩大夫

妻双方的行动范围或者风险ꎮ 毕竟ꎬ 现行 «婚姻法» 第 １５ 条规定ꎬ “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 工

作的自由ꎬ 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ꎮ 因此ꎬ 夫妻各方通常保持婚前职业ꎮ 而且ꎬ 与雇

佣不同的是ꎬ 结婚很可能降低风险ꎮ 毕竟ꎬ 结婚是人生重要阶段ꎬ 独立生活的压力有助于促进已婚者

(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 更为谨言慎行ꎮ
结婚并未使夫妻双方 “获得更多利益”ꎮ 通常ꎬ 夫妻双方的收入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

加ꎮ 然而ꎬ 它与结婚与否无关ꎮ 毕竟ꎬ «最低工资规定»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 ７
次部务会议通过) 第 ６ 条第 １ 款规定ꎬ “确定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ꎬ 应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

口的最低生活费用、 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职工平均工

资、 经济发展水平、 就业状况等因素”ꎮ ２００７ 年修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 ５５ 条规定:
“集体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ꎻ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ꎮ” 因此ꎬ 与雇佣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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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ꎬ 夫妻双方并未因结婚而受益ꎮ 而且ꎬ 结婚可能给夫妻一方的收入带来消极影响ꎮ 在德国ꎬ “配偶

一方作出工作上的重大决定时也要互相体谅ꎬ 例如调动职务 (慕尼黑地方高级法院判决ꎬ 载 «家庭

法大全杂志»ꎬ １９６７ 年ꎬ 第 ３９４ 页) 和更换工作”①ꎮ 在我国ꎬ 社会公德无疑要求夫妻双方应该互相

体谅 (尽管它尚未成为一项义务)ꎻ 夫妻一方可能被迫为家庭作出职业牺牲ꎮ 在此情况下ꎬ 收入不升

反降ꎮ 此外ꎬ 退一步而言ꎬ 即使夫妻双方受益ꎬ 侵权方配偶也是受益者ꎮ
夫妻双方无力分散损失ꎮ 美国耶鲁法学院教授詹姆斯 (Ｊａｍｅｓ) 认为ꎬ 替代责任 “逻辑和政策方

面的正当理由 (ｂａｓｅｓ) ” 包括: “雇员完全无力履行沉重的损害赔偿责任”ꎻ “即将进入 ２０ 世纪时出

现的责任保险ꎬ 提高、 促进了雇主赔偿和分散企业风险的能力ꎮ”② 王泽鉴认为ꎬ 在当代ꎬ “损害分散

(ｌｏｓｓ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的思想已逐渐成为侵权行为法的思考方式ꎬ 认为损害可先加以内部化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ꎬ 由创造危险活动的企业者负担ꎬ 再由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机能或保险 (尤其是责任保险) 加以

分散ꎬ 由多数人承担ꎮ”③ 这一理论已被我国立法机构所承认ꎮ 全国人大法工委明确指出ꎬ “用人单位

与工作人员相比ꎬ 一般经济能力较强”④ꎮ 然而ꎬ 对夫妻双方而言ꎬ 无力通过商品或服务价格或责任

保险分散给多数人ꎮ 这是不证自明的ꎮ
第三ꎬ 丈夫的收益实质上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创造ꎮ 路易斯安那州大学法学副教授卡特 (Ｃａｒｔｅｒ)

认为ꎬ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ꎬ 美国 “已婚妇女就业率” 分别是: “５８ ４％、 ６０ １％、 ６０ ０％”⑤ꎮ
另一方面ꎬ １９８３ 年ꎬ “全年 ( ｆｕｌｌ 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 工作的女性的平均收入是 １３ ９１５ 美元ꎬ 男性的是 ２１
８８１ 美元”ꎬ 前者占后者的 ６３ ６％ꎮ “部分原因可能是妇女为了完成家务而从事的工作种类、 因长期养

育子女导致的职业机会减少”ꎮ⑥ 联合国发布的报告 «２０１５ 世界妇女: 趋势和统计» 表明ꎬ “女性的

薪酬平均为男性的 ７０％至 ９０％”ꎮ⑦ 中国城镇的就业、 收入情况与它们非常类似ꎮ 一方面ꎬ “处于劳

动年龄的已婚女性在 １９８８ 年的就业率超过了 ９０％”ꎬ “这一状况至 １９９５ 年也没有较大的改变”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男女就业率都有了很明显的下降ꎮ 已婚男性下降了近 ７ 个百分点ꎬ 已婚女性下降了 １７ 个

百分点”ꎮ⑧ “丈夫就业妻子未就业的家庭ꎬ 这类家庭占比从 １９８８ 年的 ７ ０６％上升到 １９９７ 年的

１１ ４４％ꎬ 随后大幅度上升到 ２３ ４５％ (２００２ 年)ꎬ 之后的变化开始趋于平稳ꎮ 双方都不就业和妻子就

业丈夫未就业的家庭占比一直都比较小ꎬ 一直都小于 １０％”ꎮ⑨ 另一方面ꎬ “就业妻子和就业丈夫收入

之比” “由 １９８８ 年的 ８３ ４％下降至 １９９５ 年的 ８１ ５％再至 ２００２ 年的 ８０ ４％”ꎮ 然而ꎬ 依据 «婚姻

法» 第 １７ 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之规定ꎬ 夫妻双方的工资、 奖金 “归夫妻共同所有”ꎻ 依据第 ２ 款之规定ꎬ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ꎬ 有平等的处理权”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

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法发 １９９３１３２ 号) 第 ８ 条规定ꎬ 在婚姻因判决离婚而终止且无法达成协

议时ꎬ “夫妻共同财产ꎬ 原则上均等分割”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 ２６ 条第 １ 款规定ꎬ “夫
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ꎬ 除有约定的以外ꎬ 如果分割财产ꎬ 应当先将共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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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ꎬ 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ꎮ 从表面上看ꎬ 未就业的夫妻一方 (主要

是女方) 或虽然就业但收入较少的夫妻一方 (主要也是女方) 获得更多的利益ꎮ 有鉴于此ꎬ 由此或

导出如下见解: 既然雇主受益ꎬ 就应承担替代责任ꎻ 基于相同的道理ꎬ 既然夫妻双方受益ꎬ 也就应承

担替代责任ꎮ
其实这一结论不能成立ꎮ 夫妻双方获益的理由在于ꎬ 夫妻一方 (主要是丈夫) 获得收入或较多

收入实质上是由夫妻双方创造的ꎮ 目前ꎬ 人类自身生产、 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依然是家庭ꎮ 养育后

代、 维持生活需要投入大量的家庭劳动ꎮ 主要表现在: 孕育、 分娩、 长期照料未成年子女ꎻ 从事加工

食物、 洗衣、 保洁、 整理等家务劳动ꎻ 购买生活必需品ꎻ 教育未成年子女ꎻ 提供情感安全ꎮ① 只有夫

妻一方单独或主要承担家庭劳动ꎬ 另一方才能全身心投入职业劳动ꎮ 很显然ꎬ 职业劳动带来的收入虽

然从表面上是一方所得ꎬ 但综合考虑家庭劳动和职业劳动即可发现它实际上由双方创造ꎮ 对此ꎬ 我国

立法机构予以明确承认ꎮ 即 “妻照料家务抚育子女的劳动ꎬ 应该看作与夫从事于获取生活资料的劳

动有同等价值的劳动ꎻ 因而夫的劳动所得的财产ꎬ 应视为夫妻共同劳动所得的财产”②ꎮ 此外ꎬ 既然

单职工家庭中妻子的劳动被视为与丈夫的劳动具有同等价值ꎬ 双职工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 职业劳

动就更应视为与丈夫的劳动具有同等价值ꎮ
英国学者西蒙 (Ｓｉｍｏｎ) 认为ꎬ “丈夫只有凭借夫妻间分工的力量才能获得收入、 积累财产ꎮ 妻

子花费整个青年时期和中年早期养育子女、 照料家庭ꎻ 丈夫因此获得了解放ꎬ 可以从事经济活动ꎮ 如

果妻子不扮演自己的角色ꎬ 丈夫就不能扮演自己的角色ꎮ 雄鸟之所以能够营私ꎬ 恰恰是因其无需花费

大量时间守护幼鸟 (ｓｉｔ ｏｎ ｂｉｒｄｓ) ”③ꎮ １９７６ 年ꎬ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代理教授普拉格 (Ｐｒａｇｅｒ)
认为ꎬ “无论夫妻双方在婚姻内部真正的劳动分工如何ꎬ 无论何方配偶在事实上 ‘挣得’ 财产ꎬ 夫妻

双方均被视为对财产的取得作出同等的贡献ꎮ 这是共同财产制独有的特征”④ꎮ
第四ꎬ 法律要求夫妻双方承担替代责任会产生消极的社会效果ꎮ 首先ꎬ 美国杜克大学法学教授克

里斯蒂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 等学者认为ꎬ “习惯上立法者为侵权法确立至少四项目标ꎮ 它们是: 预防受害人及

其亲属、 朋友对加害人进行自力救济ꎻ 惩罚侵权人ꎻ 威慑侵权人ꎻ 赔偿侵权受害人ꎮ 除了第四项之

外ꎬ 其他目标与为刑法提供的社会目标是完全一致的ꎮ 然而ꎬ 近期日益普遍地强调ꎬ 赔偿是侵权法的

根本理由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⑤ꎮ 如果侵权配偶的损害赔偿责任可由他人财产承担ꎬ 惩罚、 威慑

的力量则会削弱ꎮ 其次ꎬ 如果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⑥ 或迟延的共同制ꎬ⑦ 侵权方配偶则必须

自行承担责任ꎮ 夫妻一方为了避免承担替代责任ꎬ 很可能倾向采用这些财产制ꎮ 这会导致约定财产制

增加ꎮ 然而ꎬ 共同财产制实际上有利于经济上的弱者ꎮ⑧ 最后ꎬ 夫妻一方可能与所谓的受害人串通ꎬ
侵犯另一方的共同财产权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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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误解的解释论解析

黄　 芬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ꎬ 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

　 　 摘要: 在解释 “重大误解” 的规范内涵时ꎬ 德国法中意思表示错误的 “二元论” 传统存在着理论基础与

功能价值丧失、 不适用司法实践需要等诸多弊端ꎬ 应被抛弃ꎬ 从而转向 “一元论”ꎬ 不再区分动机错误与表

示错误ꎬ 而是构建一个交互的、 动态的调整机制ꎬ 完成对重大误解的规范ꎮ 这一机制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达

至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这两项利益的平衡ꎮ 为此ꎬ 这一机制中包含了如下的要素: 重大误解的风险分配ꎬ 相

对方对重大误解发生的可归责性以及误解的重大性等ꎻ 同时须考虑误解方的重大过失与相对方的可归责性之

间动态的比例关系ꎮ 通过这些要素的交互作用ꎬ 实现 “重大误解” 对利益平衡的弹性化、 精细化的规则

设计ꎮ
关键词: 重大误解ꎻ “二元论”ꎻ “一元论”ꎻ 解释论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１９１－１０

一、 问题的提出

　 　 (例 １) 网络电商将价值 １６１９ ９ 元的电视机错误地标出了 １６１ ９９ 元的价格ꎬ 若用户拍下并支付

了价款ꎬ① 网络电商是否可以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合同?②
(例 ２) 甲对自己遭受的损害估计不足ꎬ 与乙达成了赔偿的和解协议ꎬ 后发现治疗所需的金钱远

高于和解协议的数额ꎬ 甲能否以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协议?③
上述案例的解决对应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后简称为 «民法总则») 第 １４７ 条关于

“重大误解” 的规定ꎬ 亦即传统民法中 “意思表示错误” (以下简称为 “错误”) 的规范ꎮ④ 遗憾的是

«民法总则» 对重大误解的具体含义语焉不详ꎬ 唯一为其提供注释的便是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后简称为 «民通意见») 第 ７１ 条ꎬ 即使针对它ꎬ 也

存在不同的解释路径ꎮ 这就使得上述两个典型案例的答案变得扑朔迷离ꎮ
长期以来ꎬ 国内民法理论界对重大误解及第 ７１ 条占据主导地位的解释论ꎬ 认为它因循了德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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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错误” 的规范传统ꎬ 相当于德国法所规定的 “错误”ꎬ① 或者极力呼吁按照德国法的 “错误” 规

范的构造来塑造 “重大误解”ꎮ② 在 «民法总则» 颁布之前学者提出的多个草案中ꎬ 关于 “错误” 的

规范基本遵循德国法的传统ꎮ③ 所谓德国法的传统便是区分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ꎬ 表示错误属于有效

错误ꎬ 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受调整ꎮ④ 是故ꎬ 它也被称为 “二元论”ꎮ
前述案例 １ 属于典型的表示错误ꎬ 案例 ２ 属于典型的动机错误ꎬ 遵照 “二元论” 的路径ꎬ 案例 １

构成重大误解ꎬ 而案例 ２ 则相反ꎮ 因为重大误解可致法律行为被撤销ꎬ 所以是否构成重大误解对双方

当事人利益格局的影响甚大ꎮ 其背后呈现出的实质是两项利益的博弈———错误方的意思自治与相对方

的交易安全ꎮ⑤ 如例 ２ 中ꎬ 若允许甲以重大误解为由撤销和解协议ꎬ 甲的意思自治最大限度地被保护

了ꎬ 但是乙对和解协议的信赖利益却被牺牲了ꎬ 于此ꎬ 交易安全的价值被破坏ꎮ
德国法中的诸多制度与规范因其间闪烁的逻辑与理性的光芒让我们心生向往并趋之若鹜ꎬ 但就

“错误” 制度而言ꎬ 我们需要停下来静心反思ꎮ 其中一个很好的动因便是后起的大陆法系国家如日

本、⑥ 意大利、 奥地利在 “错误” 的规范上并未跟从德国模式ꎬ 新兴的诸多国际立法示范性文件ꎬ 如

«欧洲合同法通则» 等也未采纳德国的模式ꎬ 而是走向了不区分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ꎬ 引入错误的重

大性、 相对方的可归责性等要素ꎬ 动态地认定 “错误” 的模式ꎮ 如果德国模式真的是先进和合理的ꎬ
为何追随者屈指可数? 另一个动因便是如果按照 “二元论” 的 “错误” 模式去解释 «民法总则» 中

的重大误解ꎬ 则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的重大误解源于动机错误而无法被救济ꎮ 如例 ２ 中甲的错误按照

“二元论” 之区分ꎬ 显然不在 «民法总则» 的重大误解规范的调整范围内ꎮ 如此ꎬ 重大误解规范的价

值如何实现? 我们就不得不提出诘问: 德国法的 “二元论” 的 “错误” 模式是否仍然具有内在的合

理的价值基础? 是否契合我国的立法体系? 是否能游刃有余地应对现实中所发生的重大误解的各种案

件类型? 我们是否需要在德国法之外的传统中找寻解释重大误解的其他思路和范式?

二、 重大误解的两种解释论视角

　 　 １ 视角之一: 认识与实际的不一致及重大性错误

在解释重大误解时ꎬ 学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陆法系国家关于 “错误” 的制度的影响ꎮ 虽都承袭

罗马法ꎬ 但 “错误”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体系里却形成了不同的面向ꎮ 这也开启了对重大误解解

释的不同视角ꎮ 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ꎬ “错误” 规范仍然保持了罗马法的原貌ꎮ 首先ꎬ “错误” 是被

放在契约或合意的范畴内讨论与规范的问题ꎬ 错误破坏了契约的合意 (或导致无合意)ꎮ⑦ 其次ꎬ 只

有涉及合同要素的本质的错误或重要的错误才能影响合同效力ꎬ 如 «法国民法典» 第 １１１０ 条的规

定ꎮ⑧ 所谓本质错误ꎬ 是在罗马法上具体列举的诸如 “标的物错误” “价格错误” “行为性质错误”
等的基础上经由法典化的运动而抽象出来的关于 “错误” 的限定的表述ꎬ 并由此形成了类型化界定

“重大性错误” 的思维模式ꎮ 由此ꎬ 这一传统下的 “错误” 的厘定有两个显著要素: 其一ꎬ 错误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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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 «民法总则错误制度构造论»ꎬ «法商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 “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撰项目领导小组” 起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 杨立新教授的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草案) › 建议稿»ꎮ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Ｂｏｒｋꎬ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 Ｔｅｉｌ ｄｅ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ｓꎬ Ｔüｂｉｎｇｅｎ : Ｍｏｈｒ Ｓｉｅｂｅｃｋꎬ ２００６ꎬ Ｓ ３２６.
陈彦晶: «重大误解规则商事适用的限制»ꎬ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２０１７ 年修正后的 «日本民法典» 第 ９５ 条第 １ 款虽然将错误区分为 “意思欠缺型错误” 与 “法律行为基础错误” (前者相当

于表示错误ꎬ 后者相当于动机错误)ꎬ 但并非沿袭德国法的错误 “二元论” 体系ꎬ 只是为了强调动机只有构成法律行为基础 (要素错

误) 时ꎬ 动机错误方能导致法律行为撤销ꎮ 对两种错误类型仍然采纳一体规范的模式ꎮ
唐晓晴: «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与制度渊源»ꎬ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ꎮ
第 １１１０ 条规定 : 错误ꎬ 仅在其涉及契约标的物的实质本身时ꎬ 始构成契约无效之原因ꎮ



于作为当事人合意瑕疵的错误ꎻ 其二ꎬ 错误是对合同要素或与合同要素相关的实际存在事实的一种相

反认识ꎮ① 或许是受到 «民通意见» 第 ７１ 条具体列举重大误解的诸多类型的启发ꎬ 我国有学者在解

释 “重大误解” 时ꎬ 偏向了法国法的模式ꎬ 认为我国因循了法国法传统ꎬ② 第 ７１ 条也更符合法国法

传统对 “错误” 的界定———对实际存在事实的相反认识ꎮ
２ 视角之二: 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及 “二元论”
受萨维尼的意思表示错误学说的影响ꎬ 德国法中的意思表示错误不再列于契约和合意的范畴内ꎬ

而是转换到了 “表意人的单方的意思表示” 的范畴ꎬ 从而开启了从意思与表示之间的关系的视角框

定错误的范式ꎮ 错误被认定为是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ꎬ “是表意人的内心所欲与表示的效果出现的分

歧ꎬ 错误产生了意思的假相”③ꎬ 而错误之所以不能使得意思表示发生效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表意人没

有与表示对应的效果意思ꎬ 表示与意思完全不符ꎬ 若赋予该意思表示效力ꎬ 则从根本上解体了意思自

治的价值内核ꎮ④ 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主要包含了两种情形: “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意识” ———表意人

所使用的不是自己所希望使用的表示信号ꎬ 与 “对法律后果缺乏认识” ———尽管表意人意识到自己

所发出表示信号的内容ꎬ 但他赋予了该表示信号不同于基于解释基本原则解释所得出的含义ꎮ⑤ 因为

上述错误均发生在表示过程中ꎬ 故也被称为表示错误ꎮ 它们构成了德国法关于错误制度的主要内容ꎮ
在表示错误外ꎬ 还有动机错误ꎮ⑥ 根据萨维尼的观点ꎬ 意思表示的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⑦ 意思

形成阶段与意思表示阶段ꎮ 在意思形成阶段ꎬ 表意人经过对各种现实和未来要素的权衡ꎬ 形成特定的

效力意思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所有与效力意思形成相关的要素被称为动机ꎬ 如购买婚纱是为了结婚使

用ꎮ 动机错误便是指对这些要素理解发生了错误ꎮ 不同于表示错误ꎬ 它在意思形成阶段而非表示阶段

发生ꎬ 是效果意思的形成过程本身发生了错误ꎬ 但效果意思的对外表示过程并未受到错误干扰ꎮ 概言

之ꎬ 错误的效力意思被正确地表示出来ꎬ 或者说表意人正确地表达了错误的效果意思ꎮ 动机错误并未

引起效果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ꎬ 相反ꎬ 二者恰恰是一致的ꎬ 如当事人错误地将镀金手镯当做千足金手

镯予以购买ꎬ 在做出购买手镯的意思表示上ꎬ 他的效果意思与表示意思是一致的ꎬ 只是他做出购买手

镯的效果意思存在瑕疵———对手镯的材质发生错误的认识ꎮ 这使得萨维尼认为动机错误不是重要的ꎬ
并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ꎮ 另外ꎬ 动机错误仅仅存在于表意人内心或意识深处ꎬ 不为外人所知ꎬ 若因

为动机错误而使得意思表示无效或被撤销ꎬ 将极大地影响交易安全ꎮ
故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区分于此获得了意义: 仅有表示错误是有效的错误ꎬ 受到法律的调整ꎬ

而动机错误原则上并不受法律调整ꎮ 由此形成了意思表示错误的 “二元论” 结构ꎮ
由此可见ꎬ 大陆法系的传统在对待 “错误” 的思想及规范上出现了分野: 不仅体现在观察 “错

误” 的视角上ꎬ 更体现在 “错误” 的认定上ꎬ 德国法上的 “错误” 映射的是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ꎬ
并进而形成动机错误原则不受调整的 “二元论” 思维ꎻ 法国法上的 “错误” 则映射的是认识 (意
思) 与实际的不一致ꎬ 并形成了类型化错误的思维ꎮ

如前所述ꎬ 我国大多学者在解释重大误解时ꎬ 选取了德国法的传统ꎮ 这不仅是因为 «民法总则»
继受德国民法ꎬ 按照意思表示理论构建了我国的法律行为制度ꎬ 而重大误解乃意思表示效力的一种情

形ꎬ 于是合乎逻辑的引申便是 «民法总则» 中的重大误解制度与 «德国民法典» 的意思表示错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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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于功能上存在同一性ꎮ① 更因为 «民通意见» 第 ７１ 条的解释中ꎬ 明确指出了重大误解的要件之一

是 “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ꎮ 所谓 “行为后果” 应指意思表示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内

容ꎬ 所谓 “自己的意思” 应指表意人的效果意思ꎬ “行为的后果与意思相悖” 则意味着将表示的内容

与效果意思予以对比的视角ꎬ 换言之ꎬ 第 ７１ 条暗含了重大误解应以 “表示与效果意思的不一致” 为

要素ꎬ 所以它表征出来的是德国法传统ꎮ

三、 以 “二元论” 解释重大误解的弊端

　 　 虽然我国学者在解释重大误解时ꎬ 已经习惯用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区分的 “二元论” 模式ꎬ 但

“二元论” 确实存在诸多弊端ꎮ
首先ꎬ “二元论” 的区分过于机械和程式化ꎬ 带有概念法学的烙印ꎬ 无法应对司法实践的需要ꎮ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ꎬ 表示错误的情形并不是很多ꎬ 表示错误的案件主要集中于类似例 １ 的电

子商务标价错误ꎬ② 大部分的重大误解案件其实集中于动机错误ꎬ 意思欠缺反而是例外ꎮ③ 如在路某

某与胡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中ꎬ④ 原告基于对合同标的物的年代认识错误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ꎻ 再如

许某某与刘某某、 王某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ꎬ⑤ 受害人也是基于对自己伤情的错误认识与被告签订

了人身损害赔偿的和解协议ꎮ 若按照动机错误不受调整的原则ꎬ 上述错误的发生并不能影响合同的效

力ꎮ 然而当这些动机错误比较重大ꎬ 在当事人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利益失衡或发生共同错误时ꎬ 若仍然

维持意思表示或合同效力ꎬ 那么这个结果显然不符合法律正义的要求ꎮ 所以ꎬ 客观上某些动机错误的

情形需要得到法律的评价和调整ꎮ 如果仍然遵循 “二元论” 的区分ꎬ 回避对动机错误的法律调整ꎬ
势必造成诸多的不公ꎮ⑥

德国法也认识到了 “二元论” 的局限性ꎬ 所以不断地通过立法上的例外规定与司法续造来修补ꎮ
立法上的例外规定主要体现在创设了 “交易上被认为重要的人的资格或物的特性的错误” 类型ꎬ 构

成动机错误不受调整的例外ꎮ⑦ 司法续造体现为主观法律行为基础错误规则ꎮ 它已经借由德国债法现

代化法改革正式进入 «德国民法典»ꎮ⑧ 所谓主观法律行为基础来自于法学大儒拉伦茨的划分ꎬ⑨ 它

建立在厄尔特曼的法律行为基础概念之上ꎬ 是指在订立合同时ꎬ 双方当事人都具备的关于某种情势存

在或出现的观念ꎬ 或者这种观念为一方当事人所具备ꎬ 另一方当事人知道其存在并不加以反对ꎬ 并且

当事人的效力意思建立在此观念之上ꎮ 从其界定来看ꎬ 主观法律行为基础首先便是从与表意人的效

力意思的区隔中获得自己的内涵ꎻ 如果促成效力意思形成的某些观念或设想被表示出来ꎬ 或者通过对

合同的补充解释能投射到效力意思领域的ꎬ 它就不再是法律行为基础ꎮ 由此ꎬ 主观法律行为基础是外

在于被表示的效力意思的特定构成ꎬ 而非效力意思的组成部分ꎮ 套用前述的萨维尼的意思表示过程理

论ꎬ 主观法律行为基础应当定位在意思形成阶段ꎬ 是促成效力意思形成的原因或动机ꎮ 所以ꎬ 主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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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行为基础错误也属于动机错误的范畴ꎬ 既包括双方动机错误 (共同错误)ꎬ 也包括单方的动机错

误ꎮ① «德国民法典» 第 ３１３ 条第 ２ 款规定ꎬ 主观法律行为基础错误也将引起合同效力的变动ꎮ 所以ꎬ
借由主观法律行为基础概念的输入ꎬ 动机错误不影响意思表示效力的传统又一次被 “破框”ꎮ

因之ꎬ 德国法中ꎬ 主观法律行为基础错误的规则与意思表示错误制度形成互补ꎬ 共同编织了德国

法上 “错误” 制度的图景ꎮ 换言之ꎬ 德国法中对 “错误” 的调整是由多个规范、 制度构成的盘根错

节的交互体系ꎬ 横跨民法典总论与债法等多个分支ꎮ 我国 «民法总则» 关于重大误解的规范却极为

简略ꎬ 若勉强将重大误解按照德国法的 “二元论” 模式构建ꎬ 似乎我们也要引入主观法律行为基础

错误的规则与重大误解相互配合ꎬ 否则ꎬ 无法应对现实对动机错误调整的需求ꎮ 但我国并不适宜引入

该规则: 其一ꎬ 发源于德国法的主观法律行为基础错误的规则在德国亦经历了漫长的学说积淀ꎬ 在我

国也不可能一蹴而就ꎻ 其二ꎬ 它与意思表示的种种勾连增加了其本身的复杂性ꎬ 贸然引入该规则可能

面临着 “水土” 不服的尴尬ꎻ 另外ꎬ 从立法成本上来说不可谓不大ꎬ 而且可以预见适用效果未必能

如人意ꎮ
其次ꎬ 从理论上ꎬ 完全排除动机错误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ꎮ 第一ꎬ 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

区分在若干情形下是模糊的ꎮ 如有学者提到两个十分相近的示例:② 甲将未获过奖的丙犬误认为获过

奖的戊犬ꎬ 向乙做出购买丙犬的意思表示ꎮ 与甲误信丙犬获过奖ꎬ 而向乙做出购买丙犬的意思表示ꎮ
上述两个例子均属于甲向乙购买丙犬发生认识上的错误的情形ꎬ 但两者分属于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ꎬ
在法律上的结果完全不同ꎬ 这种区分的价值基础殊值怀疑ꎮ 第二ꎬ 动机错误不受调整的原因欠缺逻辑

与价值上的合理性ꎮ 动机错误之所以不受调整的原因为: 一是ꎬ 动机存在于内心ꎬ 并非他人能窥知ꎬ
若允许动机影响合同效力ꎬ 必然有害交易安全ꎮ 但殊不知ꎬ 表示错误同样也存在非他人所得窥知的情

形ꎮ 如上例中ꎬ 甲意欲购买的是戊犬ꎬ 但是用丙犬指代了戊犬ꎬ 属于典型的同一性错误ꎬ 但对于乙来

说ꎬ 除非甲明确表明购买获过奖的犬ꎬ 否则ꎬ 乙断然无法知道甲的真实意思ꎬ 并进而知道甲发生了认

识错误ꎮ 在这种情形下ꎬ 意思表示被撤销难道就不害及交易安全? 此外ꎬ 上述解释也无法说明意思固

然重要ꎬ 但为何作为意思之基础的动机不重要? 影响意思决策的动机错误对私人自治的影响ꎬ 怎么就

没有影响意思完成的表示错误重大呢?③ 二是ꎬ 动机错误不受调整建立在萨维尼的意思主义的理论基

础之上———意思欠缺则法律行为无效ꎬ 于动机错误情形ꎬ 当事人的效力意思并无缺陷ꎬ 意思表示的效

力不应受到干涉ꎮ 随着意思表示的解释理论由近代法上的意思主义逐渐向现代法上的表示主义的蜕

变ꎬ 建立在意思主义基础上的动机错误理论显现出了与时代的罅隙ꎮ 按照表示主义的立场ꎬ 内心真意

难以发现ꎬ 效果意思的探寻也并非是内心真意的求取过程ꎬ 而是从外在的表示行为中根据客观规则可

推断 (解释) 出当事人的意思ꎮ 例如ꎬ 当表示的受领人对表示的理解不同于表意人所指的意义时

(排除 “错误的表示不生影响” 的情形)ꎬ 会根据客观的和规范的准则ꎬ 确定该表示究竟具有何种意

义 ꎬ 而非探求表意人内心的真实意思ꎮ④ 在这个意义上ꎬ 效力意思与构成其基础的动机更是趋于不分

伯仲ꎮ 既然可以借由表示行为推断出效力意思ꎬ 重要的动机未必不可以推断出来ꎮ 故此ꎬ 它们应当被

置于同样的法律价值判断之下———重要的动机错误亦能影响意思表示或合同的效力ꎮ
再次ꎬ 从我国司法实践适用重大误解的情况来看ꎬ 法院显然并未完全遵照错误 “二元论” 的路

径ꎬ 并不先入为主地区分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ꎬ⑤ 即使表示错误ꎬ 也有被认定为不可撤销的情形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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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ꎬ 动机错误也有诸多被认定为可撤销的情形ꎮ①

最后ꎬ 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区分并不能实现错误制度的功能价值: 平衡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ꎮ
动机错误被排除在法律的调整之外ꎬ 虽然极大地保护了交易安全ꎬ 但是无法维护表意人的意思自治ꎬ
因为表意人如果没有对事实的认识错误ꎬ 便不会作出意思表示或至少不会作出相同内容的意思表示ꎮ
究其原因ꎬ 乃在于 “二元论” 错误的构造本身的相对机械性与封闭性ꎬ 完全站立在表意人单方的立

场ꎮ 交易安全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关注表意人ꎬ 往往也需要考虑相对方的情况ꎬ 但 “二元论” 的构

造本身却未考虑相对方在 “错误” 形成中的作用ꎬ 欠缺表意方与相对方相互对照的动态考量机制ꎬ
未能容纳灵活平衡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两项价值的相关要素ꎬ 如相对方对错误的可归责性等要素ꎬ 仅

以公式化的动机与表示区分垄断错误调整的全部内容ꎬ 这就造成了它所要实现的目标与方法的不对

应ꎮ②

四、 重大误解的 “一元” 解释论立场: 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的平衡

　 　 考虑到以 “二元论” 解释重大误解而出现的理论及实践的种种不适ꎬ 在对重大误解进行解释时ꎬ
应当选择转换立场ꎬ 跳出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区分的 “二元论” 思想ꎬ 不再区分二者ꎬ 将他们纳入

统一的调整机制中ꎮ 这同时带给我们观察错误或重大误解的视角的转变: 不再从意思与表示是否一致

的视角ꎬ 而是转换到认识与实际是否一致的视角ꎮ 它也契合 «民通意见» 第 ７１ 条的规范要旨: 因认

识错误致使发生重大误解ꎮ
如前所述ꎬ 对重大误解调整的立法宗旨无非是要在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之间寻求平衡ꎮ 可能有些

学者提出质疑ꎬ 通过信赖利益赔偿不就可以实现两者的平衡ꎬ 其他设计岂非多余? 所谓的信赖利益赔

偿是指在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安排中ꎬ 虽允许表意人因为错误撤销合同ꎬ 但同时赋予了有过错

的表意人对相对方的损害的赔偿责任ꎬ 这似乎保护了相对方ꎮ 然而ꎬ 这种立法安排对相对方的保护并

不周到———相对方只能主张因信赖合同有效成立的信赖利益的赔偿 (参见 «德国民法典» 第 １２２ 条ꎬ
«瑞士债务法» 第 ２６ 条)ꎬ 相比合同的生效产生的履行利益ꎬ 这种赔偿极其有限ꎮ

所以ꎬ 表意人的意思自治与相对方的交易安全这两项利益的角力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下被激发ꎮ 面

对利益的冲突ꎬ 于反复权衡中获取利益的兼顾与平衡是必然的选择ꎮ 这就是在构建重大误解的调整机

制时所要实现的功能ꎮ 具备这一功能的重大误解的调整机制应当具备哪些要素和内容? 或者说哪些要

素可以最大程度消融意思自治和交易安全的价值冲突? 我们不妨借鉴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立法学说ꎮ
日本、 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在实现对错误的调整时ꎬ 首先确立了如下的基调: 不仅表意人ꎬ 而且相

对方都应当进入错误调整机制的范畴ꎬ 这样才能形成双向的、 动态的、 交互的调整机制ꎬ 也唯有这样

的机制才比较贴合对立的两项价值———交易安全与意思自治的平衡的需要ꎬ 任何单方 (主要是表意

人) 要素的窥视都难以完成协调对立价值的使命ꎮ “二元论” 便是前车之鉴ꎮ
在上述国家的立法或学说中ꎬ 于发生错误一方ꎬ 主要需要考虑错误的重大性以及错误方是否承担

了错误的风险的要素ꎻ 而在相对方而言ꎬ 主要需要考虑其对错误形成的可归责性的要素ꎮ 对错误方而

言ꎬ 之所以考量错误的重大性ꎬ 就是避免因无足轻重的错误而改变意思表示的效力ꎬ 侵害相对方的交

易安全利益ꎮ 对相对方而言ꎬ 之所以考量其可归责性ꎬ 主要在于撤销错误意思表示的效力将使得相对

方的信赖遭到侵害ꎬ 但是如果相对方本身就欠缺合理信赖或信赖利益比较薄弱ꎬ 改变意思表示的效力

对于他并无不妥ꎬ 此时法律的天平应当更偏向错误方的意思自治的维系ꎮ 在信赖利益的运筹方面ꎬ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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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责性要素通常发挥着重要的规范功能ꎮ① 总之ꎬ 借助错误的重大性、 相对方的可归责性、 错误风险

分配等要素的相互协力ꎬ 错误方的意思自治与相对方的信赖利益或交易安全在解释主体的目光往返流

转中将获得平衡ꎮ
１ 重大误解风险的分配

在重大误解的解释中ꎬ 首先必须考量的因素便是重大误解的风险的分配ꎬ 亦即风险应当由谁承

担ꎮ 如果重大误解的风险根据当事人的特别约定或法律解释应当归由发生误解的一方承担ꎬ 则他的认

识错误便不允许被撤销ꎮ 之所以首先考虑重大误解风险的分配是因为在实践中ꎬ 基于交易习惯、 当事

人之间的特殊约定或者借由解释等途径ꎬ 认识错误的风险由发生错误方承担的安排已经内化于双方当

事人的约定中ꎮ 此时ꎬ 错误方便不能依据重大误解来主张撤销ꎮ 如双方认识到就特定事项可能发生错

误ꎬ 而发生错误的风险的考量已经被计入价格ꎬ 应当认定双方就遭受不利影响的一方承担不利后果达

成了约定ꎮ② 最常见的便是在艺术品交易中ꎬ 双方对作为交易对象的艺术品的真伪无法做出确凿的判

断ꎬ 这种不确定常显示于价格上———其价格通常比真品的价格要低若干ꎮ③ 当事人约定的价格表明他

们已经考虑到交易对象真伪的风险ꎮ 若事后发现交易对象为赝品ꎬ 风险应当由买方承担ꎮ 再比如交易

习惯也常对风险分配产生影响ꎬ 这在古董、 艺术品的交易中尤其常见ꎮ 在路某某与胡某某买卖合同纠

纷案中ꎬ④ 法院在判决时提出ꎬ 在涉及珠宝、 玉石、 古董等特殊商品交易时ꎬ 应当尊重该交易领域内

已经形成的民间交易习惯ꎬ 即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标的物如玉石、 古董的材质、 年代等内容不作明确约

定ꎬ 由买方通过实地察看商品ꎬ 判断商品的材质、 年代及价值而决定是否购买商品ꎮ 据此ꎬ 法院认

为ꎬ 根据交易习惯ꎬ 买方应当自担这些特殊商品为赝品的风险ꎮ 是故ꎬ 重大误解的风险分配的格局可

能排除重大误解规范的适用ꎮ 是否存在特殊针对重大误解的风险的安排应当是重大误解是否成立的第

一道 “防线”ꎮ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ꎬ 认识错误风险的分配在 “错误” 构成中的地位已经被很多立法或者示范

性立法所接纳ꎮ 如 «德国民法典» 第 ３１３ 条关于主观法律行为基础错误的规范中ꎬ 特别提示了这一

项 “但以考虑到个案全部情况ꎬ 特别是约定或法定的风险分配的情况下” 意在首先通过风

险分配的考量排除主观法律行为基础错误的构成ꎮ 美国法虽没有法律行为基础的制度ꎬ 但其在对共同

错误或单方错误进行规范时ꎬ 首当其冲也是考虑风险分配的因素ꎮ 如 «美国合同法重述 (第二次) »
第 １５２ 条 (共同错误)、 １５４ 条 (单方错误) 均规定ꎬ “撤销权的发生以遭受不利影响的一方不承担

错误风险为前提”ꎮ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第 ３ ２ ２ 条也有类似规定ꎮ 由此可见ꎬ 虽然解决重大误解

问题的制度规范不尽相同ꎬ 但背后的机理却有着相通之处ꎮ
至于如何识别当事人之间是否就重大误解风险的分配做了特殊安排ꎬ 可能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价

值判断及决定过程ꎮ 在德国法中ꎬ 关于风险的分配ꎬ “通常需要结合现实的交易习惯ꎬ 并综合考虑双

方当事人控制风险的可能性以及标的物使用可能性在当事人间分配的情况予以确定”ꎬ⑤ 如标的物交

付后的使用效能的风险通常被认为应当由买受人承担ꎬ 不能以错误为由主张撤销ꎮ «美国合同法重述

(第二次) » 中则设计了如下的筛选位阶: 首先ꎬ 看双方当事人是否通过约定对风险进行了分配ꎻ 其

次ꎬ 看错误方是否存在有意识的不知情ꎬ⑥ 即在缔约时ꎬ 错误方知道对于错误所涉及的事实他仅有有

限的认识ꎬ 但是把他的有限的认识当做足够的认识ꎬ 则风险归错误方ꎮ 最后ꎬ 法院根据个案情况裁判风

险的分配ꎮ 综合来看ꎬ 在重大误解的风险分配上ꎬ 根据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ꎬ 应当考量当事人之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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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分配作出了特别约定ꎮ 这种约定既可以是明示的ꎬ 也可以是默示的ꎬ 最典型的便是通过价格的约

定隐含了对风险负担的安排ꎮ 第二位的应当是交易习惯ꎬ 如前述的路某某与胡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ꎮ①

剩下的则应当考虑其他相关因素如合同或法律行为的性质、 当事人对风险掌控的可能性、 是否存在一

方有意识地不知情等来综合判断当事人是否对重大误解的风险分配做了特别安排ꎮ
２ 错误的重大性

«民法总则» 中以 “重大误解” 表明 “误解” 需 “重大” 方可撤销意思表示的效力ꎮ 类似的还

有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第 ８７３ 条)、 «欧洲合同法原则» (第 ４ ∶ １０３ 条)、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第 ３ ２ ２ 条)ꎬ 均突出了错误的重大性ꎮ 这里的 “重大” 首先指 “造成较大损失” 的后果ꎮ 较大损

失的评估一般要满足这样的因果关系要件: 只有当错误实质性地严重影响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ꎬ 以致

从诚实信用及善意行为的方式看ꎬ 当事人如果正确地评估了事实情况ꎬ 即可能不会订立合同或者将会

以其他内容订立合同ꎮ② 在德国法中ꎬ 实质性影响通过等价遭到破坏及目的落空两个标准来限定ꎮ③

等价遭到破坏ꎬ 主要指给付与对待给付间的比例关系发生了重大扭曲ꎬ 超出了通常的交易观点可以接

受的范围ꎮ 在现实交易中ꎬ 绝对的等价是难以实现的ꎬ 价值等量的比例关系总是波动于一定的范围

内ꎬ 只有当这种比例关系因错误超出了合理的范围ꎬ 对一方当事人来说过于苛刻或不再具有可期待

性ꎬ 才有必要援用诚实信用原则来修正ꎮ 目的落空是指合同义务的履行本身虽完全可能ꎬ 但履行行为

不能实现债权人订立合同的目的ꎬ 履行的结果对他已经没有意义ꎮ 我国司法实践中ꎬ 往往强调 “等
价遭到破坏” 意义上的 “损失的重大”ꎬ 即己方给付的以及对方受领的远超过预想ꎬ 或者是己方受领

的及对方给付的远低于预想ꎮ
“重大性” 除了指 “损失重大” 这层含义外ꎬ 还应当包括对误解的 “要素” 层面的限定ꎬ 亦即

并非合同或意思表示的任何元素的误解均能导致撤销的法律效力ꎮ 它对应了法国法传统所要求的

“合同要素的本质错误”ꎬ 如 «法国民法典» 第 １１１０ 条、 «日本民法典» 第 ９５ 条ꎮ④ 对于何者构成要

素错误ꎬ 罗马法采取了诀疑术ꎬ 梳理了诸如标的物错误、 价格错误等类型ꎬ «民通意见» 也采取了类

型化的方法ꎬ 列举了诸如标的物的价格、 行为性质、 标的物质量等类型ꎮ 很显然ꎬ 类型化的方法并不

能穷尽所有的重大误解类型ꎬ 还是应当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 交易的目的、 交易中通常的观念等因素

认定是否构成 “要素” 性的错误或本质性错误ꎮ 一般而言ꎬ 标的物同一性的错误ꎬ 对契约相对方的

认识错误均属于要素错误ꎮ 对于那些未在意思表示内容中直接被体现的 “动机” 的误解ꎬ 只有当根

据个案合同或意思表示的情况ꎬ 该误解的认识构成了效力意思或合同内容赖以形成的决定因素或者必

要基础 ( «瑞士债务法» 第 ２４ 条、 «日本民法典» 第 ９５ 条)ꎬ 而不只是无足轻重的、 附属性的影响因

素时ꎬ 方可构成要素性错误ꎮ 如关于标的物的存在、 属性、 数量或质量的假定应属之ꎬ 而市场状况与

当事人的财务状况则一般不属于重大错误ꎮ⑤

３ 相对方的可归责性

允许错误方因重大误解而改变意思表示的效力ꎬ 使得相对方承担了不利的后果确实对交易安全有

破坏性效力———相对方的信赖遭受到侵害ꎮ 这种对于相对方不利的后果的施加需要正当化的基础ꎬ 以

消弭对相对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害ꎮ 正当化的基础在责任法中主要体现在归责基础或归责事由ꎬ 亦即责

任人可归责性的证成ꎮ “错误” 虽并不使得相对方承担某种责任ꎬ 因而并非责任构成的规则ꎬ 但在使

得相对方负担了不利后果的意义上ꎬ⑥ 也需要类似于责任法中的 “可归责性” 的要素的具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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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归责性要素旨在说明相对方对错误方的意思表示内容欠缺信赖ꎬ 缺乏受信赖保护的基础ꎬ 即使

允许撤销或宣告意思表示无效ꎬ 亦不会造成对相对方的交易安全利益的侵害ꎮ 它是从交易安全的价值

衡量中引申出的要素ꎮ 如电商将价值 １１ ０００ 元的电脑错误地标成了 １１００ 元ꎬ 在没有任何促销宣传的

情况下ꎬ 理性的购买者看到该价格时应是持怀疑态度ꎬ 或者说无从对该价格产生合理信赖ꎬ 此时允许

电商撤销合同ꎬ 并不影响交易安全ꎮ 考虑相对方的可归责性的思想在诸多的立法例与学说、 示范性立

法文件中都有体现ꎬ 如日本民法关于 “错误” 的构成要件的理论ꎬ «奥地利民法典» 第 ８７１ 条、 «国
际商事合同通则» 第 ３ ２ ２ 条等均包含了从相对方的 “可归责性” 视角限定错误构成的意识ꎮ

日本学者提出将相对方对 “错误认识的可能性” 或 “错误事项重要的认识可能性” 作为相对方

可归责性的标准ꎬ① «美国合同法重述 (第二次) » 第 １５３ 条提到相对方知道或应当知道错误的存

在ꎮ 依据这些标准ꎬ 若相对方对错误或错误事项的重要性具有认识可能性则相对方对意思表示的信赖

便不具有正当性ꎻ 但这个标准过于单一和片面ꎬ 仅以认识可能性而认定相对方可归责ꎬ 并不充分ꎬ 因

为并不是所有的交易类型中当相对方知道表意人的错误ꎬ 都有制止的义务ꎻ 如很多完全依赖表意人的

鉴赏能力选购商品的情形ꎮ② 误解识别的可能性尚不足以支撑可归责性的全部意旨ꎮ 厄尔特曼在其法

律行为基础理论中也指明若为表意人单方的观念错误ꎬ 相对方仅仅知道表意人的错误尚不足以ꎮ③ 所

以ꎬ 无论如何ꎬ 这一规则必须受到限制ꎮ④ 故有学者主张引入诚实信用原则这一一般条款ꎬ 通过禁反

言原理进行判断ꎮ 也就是说ꎬ 重大误解构成的中心ꎬ 不在于相对方认识到表意人发生了错误的可能

性ꎬ 而在于对相对方的非难可能性ꎮ 它指向的是如果相对方以过失或者其他方式 “关与” 了表意人

错误之形成 (但并未达到欺诈、 胁迫之程度)ꎬ⑤ 亦即相对方的可归责性源于 “关与” 了重大误解的

形成: 或者表现为对表意人的误解存在恶意或过失ꎬ⑥ 如疏于注意ꎬ 未预见到或预见到而未采取措

施ꎬ 给出错误的信息致使表意人发生误解ꎻ⑦ 或者表现为ꎬ 虽无过失ꎬ 但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陷入

误解时ꎬ 利用了对方的误解状态ꎬ 或者对对方的误解状态的延续具有原因力ꎬ 并且这种利用应是违反

了诚实信用原则ꎮ «欧洲合同法原则» 第 ４ ∶ １０３ 条也在上述意义上确定了如下的可归责情形: (１)
对方当事人给出的信息引发了相对方的错误ꎻ 或 (２) 一方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当事人发生了

错误的认识ꎬ 仍然有悖于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而让错误方陷于错误认识的状态ꎮ 类似的还有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第 ３ ２ ２ 条ꎬ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第 ８７１ 条第 １ 款的规定ꎮ 由此可见ꎬ 相对

方的可归责性有程度之维ꎻ 并非仅限于过失ꎬ 而是形成了从违反诚信原则地利用错误方的误解到过失

地促成对方误解的可归责程度逐步递增地层级谱系ꎮ 对于可归责性较弱的情形ꎬ 尚需要违反诚实信

用、 公平交易原则予以筛选与价值补充ꎮ
有学者提出在 «民法总则» 的语境下不适宜将可归责性作为重大误解认定的要素———交易安全

不应成为制度设计最重要的目的ꎮ⑧ 原因为: «民法总则» 更应投射到普通的民事关系中ꎬ 民法慈母

般的眼神也需要关怀大量非商事语境下弱而愚的人ꎬ 若引入可归责性要件ꎬ 则片面追求交易安全ꎬ 为

表意人错误主张设置严苛条件ꎬ 将导致利益上之严重失衡ꎮ 我们不赞同这个观点ꎮ 首先ꎬ 在对我国民

法典的编撰采用民商合一体例的共识之下ꎬ «民法总则» 显然是统摄所有民商事关系的总则ꎬ 而非单

纯地调整民事关系的总则ꎬ 总则中规定的重大误解制度因而具有了很强的涵摄性ꎬ 同样涵摄商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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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ꎬ 交易安全的维护的价值不可忽略ꎮ 即使在民事关系中ꎬ 引入相对方的可归责性要素也是必要

的ꎬ 在民事关系中ꎬ 相对方同样对于合意的达成具有信赖的利益ꎬ 只是该信赖利益的程度因为合意性

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ꎬ 从而可以呼应可归责性的不同程度之维ꎮ 如赠与合意中相对方的信赖利益较

弱ꎬ 因而可以降低对相对方可归责性的要求ꎮ 总之ꎬ 在民事关系中ꎬ 亦不能为了保护误解方利益ꎬ 片

面牺牲相对方的信赖利益ꎮ 其次ꎬ 即使在民事关系的调整中引入可归责性要素ꎬ 也并不会造成片面追

求交易安全ꎬ 对误解方不利的后果ꎮ 如前所述ꎬ 可归责性要件是一个相对抽象和弹性的要件ꎬ 存在程

度之维ꎬ 在个案中ꎬ 可以根据价值平衡的需要妥善地调整可归责性的内容以及可归责性要素与其他要

素之间的动态关系ꎬ 从而合理安排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格局ꎮ
４ 关于重大误解方的重大过失

重大误解的发生多是由于误解方的过失造成ꎬ 从重大误解制度本身来看ꎬ 过失并不影响误解方撤

销意思表示ꎮ 有争议的是如果重大误解是因为误解方的重大过失造成的ꎬ 误解方是否还可以主张撤

销? 从平衡表意人的意思自治与相对方的交易安全关系的角度而言ꎬ 很多国家在制度设计时排除了因

重大过失发生误解一方的撤销权ꎬ 如 ２０１７ 年修正之前的日本民法、 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ꎮ «美国合同

法重述 (第二次) » 也通过 “有意识的不知情”ꎬ 在错误的风险分配中达到了排除错误方的权利的目

标ꎬ 与日本、 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异曲同工ꎮ 我国立法未对此做明确规定ꎮ
因重大过失发生重大误解ꎬ 本就表明误解方存在比较大的可归责性ꎬ 不允许其撤销意思表示ꎬ 从

而保护相对方的利益ꎬ 这种设计自是合理ꎮ 但是ꎬ 也需要考量相对方对于重大误解发生的可归责性程

度ꎬ 换言之ꎬ 如果相对方对重大误解的发生或维持也具有较大可归责性ꎬ 完全排除重大误解方的撤销

权ꎬ 也未必能妥当地平衡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关系ꎮ
所以ꎬ 不妨在这里构建重大误解方与相对方的可归责性的双向的、 动态的评价机制ꎮ 易言之ꎬ 选

取重大误解方的可归责性与相对方的可归责性的强度进行协动ꎬ 如若重大误解方可归责性较大ꎬ 如重

大过失ꎬ 则若相对方亦有比较大的可归责性时ꎬ 如其行为引起了误解方的认识错误ꎬ 应当允许意思表

示被撤销ꎮ 否则ꎬ 若相对方的可归责性程度较低时ꎬ 应予以否定ꎮ ２０１７ 年修正之后的 «日本民法典»
第 ９５ 条第 ３ 款规定ꎬ 若相对人知道表意人有错误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时ꎬ 即使表意人因重大过失而

发生错误ꎬ 亦赋予表意人撤销权ꎮ 这一规定便体现了前述的双向、 动态评价机制的精神ꎮ 指挥与主导

这一双向的动态评价机制的 “旋律” 便是平衡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关系的价值诉求ꎮ①

综上所述ꎬ 若能以表意人的意思自治与相对方的交易安全的平衡作为重大误解制度的主旨内核ꎬ
并将其他国家在错误构成的认定中涉及的要素ꎬ 如错误风险的分配ꎬ 相对方对错误发生的可归责性以

及错误的重大性等要素均笼络到重大误解构造的解释中ꎬ 使得这些要素形成交互的、 动态的调整机

制ꎬ② 便能实现重大误解制度对利益平衡的弹性化、 精细化的规则设计ꎮ
　 　 总之ꎬ 关于 “重大误解” 我国很多学者主张按照德国法的错误 “二元论” 传统———区分动机错

误与表示错误构造重大误解的内容ꎬ 但 “二元论” 的弊端在现代社会已经清晰显现ꎬ 其理论基础随

着意思表示由近代法的意思主义逐渐向现代法上的表示主义的蜕变而被渐次瓦解ꎬ 无法实现平衡意思

自治与交易安全关系的价值诉求ꎬ 无法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ꎮ 这一切都源于 “二元论” 相对僵化和

封闭的构造ꎬ 它带有概念法学的深刻烙印ꎮ 勉强维系 “二元论” 的解释ꎬ 则需要在现行法外增加很

多例外的规定以及引入其他制度以弥补 “二元论” 的不足ꎮ 果如此ꎬ 不仅立法成本增高ꎬ 而且未必

能契合我国的民法体系和司法习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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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ꎮ
　 　 ①　 冯军: «刑事责任论»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 第 ９ 页ꎮ
　 　 ②　 吉林大学法学院崔卓兰教授从行政权的扩张使单纯的他制力不从心、 他制的被动性是其难以弥补的心理缺陷、 他制在制约

效力和损害后果的控制上存在不足等三个方面集中论述了以外部控制存在为代表的行政权他制的缺陷ꎬ 并认为行政主体有能力对自

身违法或不当行为进行自我预防、 自我发现、 自我遏止、 自我纠错ꎬ 从而实现 “行政自制”ꎮ 崔卓兰、 刘福元: «行政自制———探索

行政法理论视野之拓展»ꎬ «法制与社会发展»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ꎮ

内部行政责任的理论分析

张　 闯１　 亓晓鹏２

(１ 长春理工大学 法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２ꎻ ２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８)

　 　 摘要: 注重逻辑与技术的传统行政责任观ꎬ 无法满足内部行政对伦理道德的要求ꎮ 事后责任、 事前责任

的理论划分为讨论内部行政责任提供了理论框架ꎮ 事后责任与外部行政责任具有同样的逻辑结构ꎬ 其本质是

对行为结果进行评价ꎮ 事前责任着眼于良好行政目标的提前承担ꎬ 注重行政的伦理价值性ꎬ 较事后责任更适

应当前复杂行政实践的要求ꎮ 行政主体承担事前责任的有效途径在于公众参与ꎮ
关键词: 事后责任ꎻ 结果评价ꎻ 事前责任ꎻ 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１２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２０１－０７

虽然 “责任” 是法学中的重要的概念之一ꎬ 但是 “运用法律技术是不能完全把握责任概念的ꎬ
法律学中的责任仍然不是一个确定的、 普遍承认的概念”①ꎮ 当我们把目光从相对熟悉的外部行政转

向较为陌生的内部行政时ꎬ 责任概念的不确定性更明显了ꎮ 本文试图以事后责任、 事前责任作为理论

框架ꎬ 对内部行政责任做一个抽丝剥茧的分析ꎮ

一、 内部行政责任的分析框架

　 　 １ 内部行政的兴起

传统行政法学主要从外部行政行为出发ꎬ 围绕司法审查建立起一整套释义理论ꎮ 但是ꎬ 随着行政

任务的日益复杂ꎬ 如何在外部行政法规范之外ꎬ 通过加强自身内部建设ꎬ 实现行政自治成为行政法学

的一个重要课题②ꎮ (１) 内部行政在行政实践中是一种常态ꎮ 随着科学管理理念从企业渗透入政府ꎬ
内部自我控制成为现代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ꎬ 并且承担着三方面重要任务: 一是在司法审查之后ꎬ 对

相关责任人进行内部责任追究ꎻ 二是对违反内部规章制度或违反外部行政法但在行为程度上达不到追

究行政责任的行为ꎬ 进行内部处分ꎻ 三是通过建立防控机制ꎬ 预防违法、 违规行为的产生ꎬ 确保行政

决策的顺利进行ꎮ 完善内部行政的方法主要包括政府内部审计制度、 行政复议制度、 纪检监察制度、
行政问责制度等ꎮ (２) 内部行政长期游离于传统行政法学之外ꎮ 从德国行政法学史来看ꎬ １９ 世纪之

１０２




前包括政府内部组织构成、 人事管理、 财政收支等复杂而具体的行政事项都是行政法的研究对象ꎬ 但

是随着迈耶近代行政法学的成功建立ꎬ 复杂而具体的行政事项被视为为了国家目的而进行的活生生的

工作ꎬ 成为实践和经验的一面ꎻ 而行政法学则成为学术理论的一面ꎬ 最大限度地排除经验因素和正式

因素ꎮ 行政法学与具体行政实现、 与其政治原生领域的联系被消除ꎬ 其任务是进行抽象化和教义化ꎮ
这种独立的、 从行政实践和宪法法律中脱离出来的规范领域 “行政法” 的产生ꎬ 以及针对法律形式

的教义之形成ꎬ 都被证明为实现法治国、 去政治化和科学化运动附带产生的现象ꎮ① 行政法学开始将

自身视野限定于深化对法律的解释和对法律进行技术上的分析、 构筑法律体系、 维持合法性ꎬ 并以其

作为裁判规范学而得以高度发展并作为其所追求的目标ꎮ②

实际上ꎬ 行政法学有意识地与政府内部运作、 内部财政等具体实践割裂交流ꎬ 已经妨碍行政法自

身的发展ꎮ 因为无论是纪检监察制度还是审计制度ꎬ 都涉及对行政主体权力、 义务的评估ꎬ 特别是内

部责任的实现对于树立行政公信力以及确保内部决策的顺利执行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种关注现实生活

的哲学不能逃避非常状态和极端处境ꎬ 而是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关注他们ꎮ”③ 法学研究者必须直面复

杂的内部行政实践ꎬ 其中内部行政责任问题的研究则是最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问题之一ꎮ
２ 传统行政责任概念无法涵盖内部行政

近代以来ꎬ 法律意义上的责任是与严格的规范分析紧密相连的ꎮ 对行政责任的经典定义是 “行
政法律关系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应承担或应负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ꎮ 行政法上的责任与侵权

法中的责任是一致的ꎬ 仅局限于行政主体因公务活动给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所承担的赔偿责任ꎬ 甚

至被具体化为 “行政赔偿责任” “政府侵权责任” 等ꎮ④

“对一个概念下定义的任何企图ꎬ 必须将表示这个词的通常用法作为其出发点”⑤ꎬ 传统的行政责

任概念与大众语境和公共行政中的责任政府概念存在着巨大的语义学偏差ꎮ 大众语境与公共行政中的

责任ꎬ 是与政治制度紧密相连的ꎬ 是政府回应力、 政府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的综合ꎮ 具体包括行政机关

和公务人员的公务行为和私人生活要符合社会的要求与规范ꎻ 政府决策要合乎人民的利益、 权利和幸

福ꎻ 在政府体系内部ꎬ 公务人员应该遵从科层关系ꎬ 不越权行事ꎻ 以及在诉讼和侵权行为中应负行政

法律责任ꎮ⑥ 可见ꎬ 从公众期许和责任政府的内涵来看ꎬ 责任不仅是对恶的惩处ꎬ 更包含着对大量善

的追求ꎮ 法学意义上的行政责任显然拒绝了更丰富含义ꎬ 排斥了良善公共行政价值的介入ꎬ 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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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ꎬ 剔除经验成分、 进行教义式的构建ꎬ 一直遭受着各种疑问和挑战ꎮ 法国行政法学研究对行政权运作的经验研究与总

结是有丰富之成果ꎬ 如 ２０ 世纪初莫里斯奥里乌著 «行政法与公法精要» 一书即为对法国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及行政法院运作的经验

进行详细之研究与总结ꎬ 并为卡尔施密特所吸收后于其 １９３３ 年 «政治神学» 二版序文中言 “法学思维方式应进一步区分为三种ꎬ
除原有的规范论与决断论外ꎬ 应该再加上制度论类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ｒ Ｔｙｐｕｓ)ꎬ 而且认为这是受到他自己的制度性保障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ｒ
Ｇａｒａｎｔｉｅ) 的学说ꎬ 以及深入研究莫里斯奥里乌之制度理论 (Ｄｉ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ｎｔｈｅｏｒｉｅ) 的影响ꎮ 施密特认为纯粹的规范论是以非个人

性的规则来思考法学问题ꎬ 决断论是于一种个人性的决定中ꎬ 贯彻于政治处境中被正确认知到的良法ꎬ 而制度性的法学思维方式则

是于超个人的机制与组织中发展、 掌握法的内涵ꎮ 三种法学思维方式刚好可以各自配置于其斯时所提出的政治统一体三种要素—国

家、 运动、 人民ꎬ 但其均存在有缺失ꎮ 仰赖抽象法规的规范论思维ꎬ 容易使得法 (自身将其角色矮化或被) 矮化为功能性的法规ꎬ
因而制造了国家官僚体制ꎻ 决断论的法学思维借由将 “一瞬间” 功能化ꎬ 因此总是蕴含有错失植根于每个大型政治运作之上的实然

状态的危险ꎻ 而孤立的制度论思维却可能导向一种助长主权性、 封建阶级性之发展的多元主义ꎮ 因此ꎬ 唯有以辩证方式诠释、 理解

‘国家、 运动、 人民’ 的意涵 (即国家、 运动、 人民三者间内在勾连关系与外部现象关联等之间的真实)ꎬ 方得以超越三种法学思维

各有所偏的缺失 (即因偏重或偏执而存在的缺陷)ꎮ 当此之时ꎬ 施密特已先行论断在法实证论的主导下ꎬ 德国国家法学最终发展阶段

的特征将是无法再面对、 因应具体的宪法争议问题ꎬ 只能逃避问题ꎮ 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１ 欧陆国家近代行政法学体系的建构

并非只有迈耶一种尝试ꎻ ２ 德国国内施密特等天主教 “政治神学家”ꎬ 他们传承的政治神学研究视角早就对教义法学提出质疑ꎬ 但受

施密特与纳粹关系的影响ꎬ 国内学者极少正视这种思想的存在ꎮ 参见施密特: «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ꎬ 苏慧婕译ꎬ 台北: 左岸文

化出版公司ꎬ ２００７ 年ꎮ
施密特: «政治的概念»ꎬ 刘宗坤译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１０ 页ꎮ
古力、 余军: «行政法律责任的规范分析———兼论行政法学研究方法»ꎬ «中国法学» 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ꎮ
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ꎬ 沈宗灵译ꎬ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 第 ４ 页ꎮ
张成福: «责任政府论»ꎬ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ꎮ



“行政法到此为止”① 的意味ꎮ 显然ꎬ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责任理论ꎮ
３ 行政责任理论框架的再划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乔纳斯提出了事后责任与事前责任的划分ꎮ 事后责任认为某人应对其某一行为负

责ꎬ 行为的不良后果由过去的过错或失职造成ꎮ 在时间的向度上ꎬ 它始终是回溯的ꎻ 在价值的判断

上ꎬ 它限于产生的损害或者不好的后果ꎻ 在实现方式上ꎬ 它主要依靠 “追究” 和 “惩罚”ꎮ 事后责任

显然忽视了对某些善或者好的价值之实现的预先承担ꎮ 乔纳斯因此提出了事前责任这一概念ꎬ 这种意

义上的责任意味着人们有一种为某种目标和价值而行动的义务ꎮ 这种责任在时间的向度上是前瞻性

的ꎬ 在价值判断上ꎬ 不仅是对已有的恶的否定ꎬ 更追求对善的价值的实现ꎮ 实际上公法学中也出现了

类似的研究ꎮ 凯恩在分析责任的时间要素时ꎬ 用 “过去责任” 来表示有责任性、 应负责任和课责向

后的行为和事件ꎬ 用 “预期责任” 来表示职务和任务等面向未来的、 形成义务的责任ꎮ 并且明确指

出当前法律责任的研究过于注重过去责任ꎬ 而忽略了预期责任ꎮ②

不难看出ꎬ 大众语境与公共行政学中的 “政府责任” 实际上有事前责任与事后责任的两种含义ꎬ
而行政法学视野中的 “行政责任” 则着重于表示事后责任ꎮ 内部行政的过程ꎬ 是一个决策制定的过

程ꎬ 集中了价值选择、 策略选择、 心理计算等具有浓厚伦理价值意蕴的问题ꎬ 充分体现了行政主体对

行政的目标和价值的预先承担ꎬ 集中体现了行政主体的事前责任ꎮ 事后责任在内部行政中的存在是显

而易见的ꎮ 因此ꎬ 以事后责任、 事前责任的划分作为内部行政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可行的ꎮ

二、 内部行政中的事后责任

　 　 １ 事后责任的学理构成

(１) 当前内部行政侧重追究事后责任ꎮ 当前公众较为关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绩效评估ꎮ
现代意义上的绩效评估制度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正式进入中国ꎬ 行政实践中针对各行政部门有 “目标责

任制考评” “民主测评政府职能部门” 等形式ꎬ 针对单个公务人员有 “年度考核” “领导班子年度述

职” 等表现ꎬ 其原理都是对已有的行政成果进行评价ꎬ 从而进行惩罚或奖励ꎮ 二是行政问责ꎮ 理论

意义上行政问责具有丰富的内涵ꎬ 当前我国行政实践中行政问责以行政主体层级问责为主ꎮ 近几年

来ꎬ 非典、 矿难等突发性公共事件中ꎬ 都有相关职能部门受到处分ꎬ 部分官员甚至引咎辞职ꎮ 三是专

门监督ꎮ 我国各级政府都设立了监察局 (一般与党委纪检委合署)ꎬ 国务院还专门设立了反腐败局ꎬ
专司公务人员的反腐工作ꎮ 大量公务人员的违纪行为都是由纪检监察部门首先介入ꎬ 然后移交司法部

门处理ꎮ 可以发现ꎬ 上述制度实际上都是先对行为结果进行评价、 进而对责任人员进行惩罚或褒奖

的ꎬ 集中体现了事后责任的特征ꎮ
(２) 事后责任与外部行政责任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ꎮ 实现事后责任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ꎬ 相对独立

的、 具有高度权威的责任追究主体ꎮ 行政法中早就有 “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 基本原则ꎬ 无论是行政问

责还是纪检监察ꎬ 实际上都是行为主体外的权威主体对责任进行认定和追究ꎮ 第二ꎬ 较为完善的规范制

度ꎮ 行为必须纳入对某个已有规范的解释上ꎬ 只有行政主体不能合理行使权力、 履行义务时ꎬ 才会被追

究责任ꎮ 同时ꎬ 行政主体承担事后责任还需要两个自身要件: 首先ꎬ 行政主体存在行为能力ꎬ 被认定为

是自由意志的行使者ꎬ 其次ꎬ 行为与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ꎬ 被确认为某个结果的肇始者ꎮ 因此ꎬ 事后责

３０２内部行政责任的理论分析

①

②

德国公法史上有 “国家法学到此为止” 的典故ꎮ １８６２ 年到 １８６６ 年之间ꎬ 普鲁士国会与国王之间爆发了预算案争议ꎬ 史称

“普鲁士宪法冲突 (Ｐｒｅｕｓｓｉｓｃｈｅ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ｋｏｎｆｌｉｋｔ) ”ꎬ 当时权威的公法学者安舒茨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Ａｎｓｃｈüｔｚ) 说了这句有名的话: 不仅在法

律中ꎬ 即在宪法文本中存在着空白ꎬ 而且在整个法律中都存在着空白ꎬ 法理学的概念推倒无法填补这样的空白ꎮ 国家法学到此为止ꎮ
日后ꎬ 卡尔施密特常以此段历史来讽刺法学家面对现实问题时的无能为力或袖手旁观ꎮ 参见施密特: «政治的概念»ꎬ 刘晓枫译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１０ 页ꎮ

凯恩: «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ꎬ 罗杰华译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１０ 页ꎮ



任的逻辑链条是: “违反一定的规范义务———行为造成实际侵害———行为与侵害间存在因果关系———特

定主体进行责任追究”ꎮ 这与外部行政责任的逻辑结构是相同的ꎮ 所以ꎬ 有学者在分析内部行政责任时

常遵循外部行政责任的研究路线ꎬ 从责任主体、 客体等构成要件方面进行实证分析ꎮ①

２ 事后责任的实现方式

一般说来ꎬ 谈及要解决某一问题或实现某目标ꎬ 首先想到的便是进行理性设计ꎬ 期望通过理性分

析技术ꎬ 设计有效率与效果的方案ꎮ 其流程是: 界定问题———收集信息———排列目标的优先顺序———
设计完整的政策方案———评估备选方案的后果ꎮ 部分学者从事后责任的逻辑结构出发ꎬ 遵循这一流程

提出了完善内部自我控制、 实现内部行政责任的两方面主张②: 一是行政内部分权ꎮ 将行政内部管理

职权分为决策、 执行和监督三部分ꎬ 在相对分离的基础上互相制约互相协调ꎮ 例如ꎬ 深圳市借鉴英

国、 新加坡、 香港等地经验ꎬ 将行政权按照决策、 执行、 监督三项职能进行划分ꎬ 形成相互制约又相

互协调的政府结构ꎮ 二是制定内部规则ꎮ 内部规则主要包括两部分ꎬ 首先是对外部行政法的细化和补

充ꎬ 特别是针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标准与规则ꎬ 运用范围、 运用方式、 裁量幅度进行细化ꎬ 实现

“自由裁量权的格次化”ꎻ 其次设立内部行政运转的具体规则ꎮ 包括绩效评估指标的设立、 内部行政

纪律的制定等ꎮ 这样的努力是否可以确保责任的顺利实现呢? 我们认为ꎬ 对此应当持审慎态度ꎮ
(１) 理性设计与现实运作之间存在偏差ꎮ 理性设计往往忽视制度现实运作中复杂的政治、 社会

因素ꎮ 就行政内部分权来讲ꎬ 这绝对不是政府内部职能的简单重新划分ꎬ 势必涉及 «宪法» «地方政

府组织法» 等根本性大法以及国家行政体制的重新审视ꎬ 是一项长期、 艰巨的政治体制改革ꎬ 并非

短时间内可以完成ꎮ 从西方经验来看ꎬ 英国撒切尔政府出台了 «下一步行动方案» 等重要改革纲领ꎬ
推行大部制、 行政任务私营化等ꎬ 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并未明显减少、 行政

经费总量持续增加ꎬ 改革的推行还导致政府部门之间缺乏信任感、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矛盾激

化ꎬ 这成为撒切尔失去党魁与首相之职的重要导火索ꎬ 继任首相梅杰步履维艰ꎬ 最终保守党失去政

权ꎬ 接下来的工党布莱尔政府则明显地放缓了改革步伐ꎮ③ 行政内部分权改革是一个艰难的历程ꎬ 必

须走循序渐进的路线ꎮ 不过ꎬ 同时也应当看到ꎬ 现有的政府内部机构划分实际上就存在着互相监督制

约的因素ꎮ 在稳妥推进行政内部分权的同时ꎬ 理顺当前各个政府部门的职责、 权力ꎬ 更能起到立竿见

影的作用ꎮ
(２) 理性设计必然引起解释难题ꎮ 制度和规则的有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穷尽所有裁量空间ꎮ 事后责

任的实现中ꎬ 无论是绩效评估还是行政问责ꎬ 都存在着 “优秀” “合理” “严重后果” “群众满意” 等大

量不确定性概念ꎬ 对这些不确定性概念及其身后的事实进行理解和解释成为必然ꎮ 外部行政法学早对解

释问题做了相当多的探讨ꎬ 一般认为解释的本质远远不是在形式逻辑操作下严格复制规则制定者原意的

过程ꎬ 单纯的法律技术不能解决这些价值性问题ꎮ 它跟解释者如何选择价值立场、 如何理解解释环境有

着紧密的联系ꎮ 法律解释其实具有表层含义 ( “意义澄清” ) 和深层含义 ( “价值判断” ) 的基本二元

结构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 法律解释甚至可以成为法律创造的表现ꎮ④ 毫不夸张地说ꎬ 解释规则的过程要远

远复杂于制定规则的过程ꎮ 解释难题的出现再次印证了事后责任与外部行政责任在运作上具有高度相

似性ꎮ 同时ꎬ 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事后责任的实现需要依靠其背后的行政伦理价值ꎮ

４０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法学新论

①

②

③
④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中国知网中仅有的三篇以内部行政责任为标题的论文ꎬ 实际上都以事后责任为分析框架ꎮ 明确分

析了内部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ꎬ 过错责任、 因果关系等传统的法学概念成为文中运用的主要分析概念ꎬ 遵从了传统行政责任的研究

进路ꎮ 高志雪: «内部行政责任的价值功能»ꎬ «理论与现代化»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ꎻ 高志雪: «内部行政责任理论的实证分析»ꎬ «前沿»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ꎻ 肖登辉: «试论内部行政责任的追究»ꎬ «科技创新月刊» 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ꎮ

参见刘圣中: «决策与执行的分和限度: 行政三分制分析»ꎬ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ꎻ 崔卓兰、 卢护锋: «行政自制

之途径探寻»ꎬ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卓越: «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与实践»ꎬ «管理科学»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ꎮ
王旭: «行政法解释学: 基本原理、 实践技术与中国问题»ꎬ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９ 页ꎮ



分析事后责任的构成ꎬ 可以发现ꎬ 其方法论本质与传统的外部行政责任一样ꎬ 是对技术理性的崇

拜ꎬ 都在谋求借助概念、 范畴以及逻辑等法律专门技术来谋求责任概念的明晰ꎬ 建立规范科学意义上

的行政法学ꎮ 该思路最为关注的是实证法的效力、 规范的意义内容ꎬ 以及事后评价时的裁判准则ꎬ 并

且受到以下研究理念的支配: 通过观察和学习ꎬ 做到对内部行政的预测和控制ꎻ 通过制定制度规范可

以发展出一套法律规范通则ꎬ 适用于全部内部行政行为中ꎻ 通过将复杂的内部行政化约为若干简单的

部分ꎬ 可以清晰地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研究ꎮ 这本质上是逻辑实证论的体现ꎮ①

三、 内部行政中的事前责任

　 　 １ 事前责任的结构与时代意义

(１) 事前责任的核心在于行政伦理价值ꎮ 事前责任是行政主体在对良好的行政目标的主动承担ꎬ
通过努力去争取好的结果ꎬ 不同于事后责任等到发生了结果才被评价ꎮ 它主要包含两个层次的伦理道

德ꎬ 首先是义务来源层面ꎬ 存在大量原则性的行政伦理义务ꎮ 例如 «宪法» 规定政府建立健全同经

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ꎬ 但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明确指出社会保障制度该建立到什么程

度ꎬ 只能靠政府的理解来将此种义务具体化ꎻ 其次在义务履行层面ꎬ 需要高尚的行政伦理观念ꎬ 确保

行政价值观念落实在具体实践中ꎮ 事前责任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它丰富的渊源上ꎬ 一部分以规则的形

式有明确规定ꎬ 例如江苏省南通市出台了 «南通市公务员思想道德和社会诚信行为规范»ꎬ 试图以 １５
条倡导行为、 ４０ 条禁令行为ꎬ 提升公务执法的合理性以及规范公务人员思想道德②ꎻ 另一部分以法律

原则的形式出现ꎬ 例如 «行政许可法» 中规定 “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ꎬ 应当遵循公开、 公平、 公正

的原则”ꎮ 但是更多的事前责任无法纳入成文法律规范中ꎬ 体现为不成文的道德规范ꎮ 事前责任的复

杂性还体现在行政主体承担责任要承受四方面特殊的心理压力: 适应较高道德要求、 减少因疏忽而造

成的过失以及因过失而带来风险、 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敏感与警醒、 对自己的言行有所节

制ꎮ 可以说ꎬ 事前责任遵循着这样的结构: 有价值意义的行政目标———行政主体积极主动的追求ꎮ 这

种结构虽然在逻辑上简单ꎬ 但在实践中却又复杂ꎮ
(２) 当前行政实践更加期待事前责任ꎮ 首先ꎬ 事后责任的作用是有限的ꎮ 诸如地震救灾等高科

技、 高风险行政行为ꎬ 不可能通过其结果的成败来判别行政主体是否承担责任ꎮ 基于国家间、 地区间

竞争而做出的战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预期结果以评估ꎬ 以行政结果来判断责任

承担ꎬ 显然有失公允ꎮ 其次ꎬ 公共行政之公共性重视事前责任ꎮ 公共性作为行政的本质ꎬ 不仅呼吁政

府保障公民的权利、 或者进行人性化的管理ꎬ 更需要政府重承担起教育与启蒙、 强化与激励公民精神

和美德的义务ꎮ 这不是说政府比公民更高尚ꎬ 而是意味着政府有职责促进社会的美德③ꎮ 最后ꎬ 转型

时期行政的复杂性呼唤事前责任ꎮ 当前各种社会矛盾频发ꎬ 弱势心态与异质思维蔓延ꎬ 如何培育和保

护公共理性ꎬ 如何转变管理方式促使老百姓用 “理性思维” 代替 “情绪表达”ꎬ 如何以 “淡定心理”
驱除 “焦灼疑虑”ꎬ 如何用宽大的包容心、 “无形” 的心理疏导ꎬ 解决 “有形” 的社会问题ꎬ 成为对

执政者的重大考验ꎮ 依靠法律技术和逻辑推理的事后责任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显然力不从心ꎬ 侧重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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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论是近代哲学史上的重要流派ꎬ 有着复杂的内涵和发展过程ꎬ 简单地说ꎬ 它以经验为依据、 逻辑为工具ꎬ 进行推

理ꎬ 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ꎮ 它认为科学的方法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方法ꎬ 外部客观世界是可以被量化、 被认知的ꎮ 对逻辑实

证论的进一步考察ꎬ 参见郭秋永: «逻辑实证、 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 经验性政治研究的基础»ꎬ «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 ２００２ 年

第 １２ 期ꎮ
该制度规范试图将公务人员道德伦理方面的义务成文化ꎬ 以利于简明易操作ꎮ 但是ꎬ 明文规定公务员看黄色录像、 夫妻关

系不和、 邻里关系不睦等不准提拔ꎬ 被人诟病为对公务人员的 “道德绑架”ꎮ 这充分反映了一方面执政者及社会大众对公务员伦理道

德有着较高的期待ꎬ 另一方面ꎬ 伦理道德是否能穷尽在成文制度规范中、 是否能做一个简单化的测量仍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ꎮ
参见 «南通出台全省首部公务员道德和诚信规范令人瞩目»ꎬ «新华日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ꎮ

张成福: «重建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ꎬ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ꎮ



道德的事前责任在此就显得至关重要ꎮ 公务人员更应该对何为善的行政、 何为恶的行政有统一的认

识ꎬ 才能在决策过程及解释过程体现出一致的价值追求①ꎮ
２ 事前责任的主要作用

事前责任的伦理价值性决定了其作用方式是非强制的ꎮ 从事前责任的逻辑顺序来看ꎬ 承担事前责

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议题进行事先价值选择、 策略考虑的过程ꎬ 如是否应按照行政惯例做出决策、
应该将哪些因素纳入决策制定的参考范围中等ꎮ 做出抉择之后才会有后续的行为表现ꎮ 所以说ꎬ 积极

承担事前责任必然会确保决策制定和行政行为的合理性ꎮ 当前行政实践中ꎬ 事前责任的重要作用在于

确保行政实践远离两种权力行使方式的干扰ꎮ
(１) 防止垄断议程设置权ꎮ 美国政治科学家巴查赫与巴热兹提出了权力运作中的 “议程设置

权”ꎮ 也就是说ꎬ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ꎬ 甲有可能通过创造或强化社群中的优势价值、 信念、 或利用既

有制度的缺漏等ꎬ 有选择地将决策范围仅限定在无损于甲的议题上ꎬ 并损害乙的利益ꎮ② 巴查赫与巴

热兹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ꎬ 在某组织中对某项政策不满的一位成员决定在例会中对该政策提出批评ꎮ
但是ꎬ 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他却沉默了ꎬ 原因可能有三: 他害怕自己的行为会被理解为对本组织的不忠

诚ꎻ 依照此时同事们对此问题的观点和看法ꎬ 他可能在此议题上被孤立ꎻ 在现有的规则制定程序下ꎬ
他的建议很有可能被束之高阁ꎮ 实际上ꎬ 这种现象在行政机关内部屡见不鲜ꎬ 例如一把手拍板决定的

事就很少有人反对ꎮ 涉及具体的决策制定过程ꎬ 也有诸多此类案例ꎮ 埃及修建尼罗河大坝时ꎬ 在苏联

的资金和技术支援之下ꎬ 积极上马ꎬ 原先大部分反对阿斯旺大坝工程的科学家于此过程中ꎬ 考虑时事

环境和自身前途ꎬ 坚持初衷者竟无几人ꎮ 埃及政府的做法即通过创造或强化社会上的优势价值ꎬ 使民

众和专家服膺于征服自然的狂潮ꎮ
(２) 杜绝虚假共识ꎮ 英国学者卢克思在权力研究中提出了 “虚假共识” 这一概念ꎮ③ 在此种情

况下ꎬ 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不存在可观察的意见冲突ꎬ 但这其中可能含有潜在冲突: 甲的偏好表

面上虽然同于乙的偏好ꎬ 但实际上却抵触乙的 “真正利益”ꎮ 一旦乙了解本身的 “真正利益”ꎬ 则

“潜在冲突” 便会浮现而成为外在可观察的冲突ꎮ④ 这种虚假共识可能产生于政府蓄意地利用民众认

知的有限性以达到其自身目的ꎬ 更多时候则由于政府也因具有有限认知能力ꎬ 造成民众与政府共同的

“短见”ꎮ 例如ꎬ 苏联曾经大力宣传建设核电站的优势ꎬ 整个社会达成大建核电站的 “虚假共识”ꎬ 建

设了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站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ꎬ 但缺乏相应的安全控制ꎬ 最终导致 １９８６ 年发

生严重的核泄露事件ꎬ 此时政府及民众才意识在发展核电事业、 促进公民福祉的同时ꎬ 公民还存在一

个更为重要的真正利益ꎬ 那就是生命的安全和健康ꎮ 可以说ꎬ 事后责任几乎无法应对上述两种情况ꎮ
行政主体只有积极承担事前责任ꎬ 提高行政的伦理道德品质ꎬ 才能避免上述两种情况的出现ꎮ 那么ꎬ
如何才能保障行政主体承担事前责任呢?

３ 事前责任的实现方式

(１) 公众参与ꎮ 事前责任的履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ꎬ 虽然不能从结果对整个过程进行评价ꎬ
但是可以着眼于整个行政过程来确保事前责任的实现ꎮ 制定出完善的程序规则显然是第一考虑ꎬ 但是

从设计程序规则到遵守程序规则ꎬ 实际上很容易再次陷入逻辑技术崇拜的怪圈中ꎮ 从后现代主义的视

角来看ꎬ “理性设计” 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理性的过程ꎬ 往往忽视

政治和社会的考量ꎮ 此外ꎬ 这种政策设计过程往往是由政府官员、 业界专家等精英控制政策的过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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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ꎬ 实际上就是对当前行政伦理的集中阐述ꎮ
Ｐｅｔｅｒ Ｂａｃｈｒａｃｈ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ｏｎ Ｓ Ｂａｒａｔｚꎬ “Ｔｗｏ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５６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６２.
卢克斯: «权力: 一种激进的观点»ꎬ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１４３－１５１ 页ꎮ
卢克思认为 “虚假共识” 的形成是这样的过程: 权力行使者运用诸如社会化的控制方式ꎬ 孕育权力对象的偏好或需求ꎬ 促

使他们接受社群中既有的社会秩序ꎬ 并将其视之为自然的、 有益的、 不必更改的ꎬ 甚至是神圣的固有秩序ꎬ 从而消除了权力客体在

权力运作过程中的痛苦或不适ꎮ



他们主宰了一般民众的需求和期望ꎬ 有可能使得政策建议与民众的需求相行渐远ꎬ 而制度和规则的设

计就很容易成为特殊利益的工具ꎮ 而 “行政艺术的起点和中心在于其为之服务的公民”①ꎬ 因此ꎬ 不

同利害关系人共同参与到事前责任的实现中成为一种必然ꎬ 正如行政学者所说的: “假定设计的参与

者共同工作ꎬ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实现它们的手段ꎮ 政策的目标和目的是透过人际的互动、 对话

以及相互的学习而社会地建构的ꎮ 政治的共识不是终极的任务ꎬ 社会设计的焦点在于理解不同的观

念、 经验、 技术和社会的知识ꎬ 以及通过分权化发展共同的责任ꎮ 专业人员的知识是有价值的ꎬ 但专

家的投入也要受到质疑和审查ꎮ 社会设计特别强调社会设计过程中的公民参与”②ꎮ
(２) 公众参与的具体路径ꎮ 如果说事后责任的实现与理性设计体现了规范法学的方法ꎬ 那么以公

众参与确保事后责任的实现则是要走出逻辑与技术的崇拜ꎬ 注重感性与社会的作用ꎬ 体现了社会法学

的倾向ꎮ 第一ꎬ 公众知识引入行政过程ꎮ “知识就是权力ꎬ 权力制造真理ꎬ 知识会赋予它解释的事务

以真理ꎬ 并排斥对它构成挑战的其他知识”③ꎮ 将公众知识引入行政过程ꎬ 意味着打破精英对行政知

识的垄断ꎬ 重视行政知识的开放性和非独占性ꎬ 实现民众话语权的参与ꎮ 知识本身不仅表现为政府官

员和各种专家面对技术问题时技术优势ꎬ 更应当重视大众的反应ꎬ 从公众对于自己利益的理解、 对于

人生困境的感受和反应中汲取决策依据、 树立决策的合法性ꎮ 一个好的管理者不在于其专门技术ꎬ 而

在于对自我及其环境的见识ꎬ 这种见识只能透过深思熟虑的反思ꎬ 经由理论ꎬ 才能推导出来ꎮ 并且ꎬ
行政主体要以宽容、 平等的理念来面对公众知识的表达ꎬ 要将公民视为一个平等的主体ꎬ 而不是行政

主体恩赐给他们讲话的机会ꎮ 第二ꎬ 公众协商机制的建立ꎮ 主要是构造一种公众对政府监督说话的制

约机制ꎮ 王锡锌系统提出了公众协商机制建立的方法④ꎮ 首先ꎬ 鼓励有序的公民结社和利益组织化ꎬ
将 “原子化” 的公民参与转变为集团化的参与ꎬ 提高参与质量ꎻ 其次ꎬ 完善信息公开ꎬ 信息不对称

导致行政主体垄断议程设置ꎬ 参与者信息拥有的程度决定了话语权和言说的能力ꎬ 而言说的能力又决

定了参与者通过交流而采取行动的能力ꎻ 再次ꎬ 确保决策过程的开放ꎮ 决策不能仅仅发生在一个程序

化、 封闭的框架中ꎬ 对要解决的问题的界定要多样化ꎬ 行政主体与公众应当共同进行知识学习ꎬ 提高

认知能力ꎬ 防止共同短见的出现ꎮ 当然ꎬ 无论是将公众知识引入行政过程ꎬ 还是建立公众协商机制ꎬ
必然涉及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予以支持ꎬ 这说明事后责任与事前责任的实现方式存在共通之处ꎬ 是相

辅相成的ꎮ
总之ꎬ 无论是事前责任还是事后责任ꎬ 行政主体的义务都是其起点ꎬ 都遵从着 “行政主体义务

本位论” 的理论基础ꎮ⑤ 责任方式的不同ꎬ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义务性质的不同ꎬ 事后责任是履行可以

技术化、 易于具体操作的义务ꎬ 而事前责任中的义务和履行义务方式更多地反映了民众对政府职责的

期待ꎬ 富含伦理价值意味ꎬ 难以依靠技术和逻辑来操作ꎮ 可以说ꎬ 对行政主体义务的认识模糊ꎬ 导致

了行政法学、 公共行政与公众语境中责任概念的混乱ꎮ 欲明晰行政责任ꎬ 必先探究行政义务ꎮ 而内部

行政中缠绕着更为复杂的行政文化、 公务人员个性等因素ꎬ 其中的行政义务问题更是复杂ꎬ 本文仅提

出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ꎮ 开始更新和更完善地认识真实世界里的法律效果ꎬ 从而最终更好地运用法

律作为社会秩序建构工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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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管洪博ꎬ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后ꎬ 研究方向: 民法、 知识产权法ꎮ
　 　 ①　 数据不等于信息ꎬ 数据是通过数字、 文字、 图片或视频表现出来的符号ꎻ 信息展现的是数据的内容ꎬ 需要有一定的资讯性ꎮ
数据量与信息量不一定等比例ꎬ 数据越多不代表信息越多ꎮ 在表达习惯上ꎬ 当主体是自然人时ꎬ 通常称之为个人信息ꎬ 当主体是企

业时ꎬ 通常称之为数据ꎮ 本文依照 “习惯” 进行表述ꎮ

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权的构建
管洪博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大数据时代下ꎬ 企业数据的商业价值越来越重要ꎮ 企业数据中蕴含着自然人的人格与财产价值、
企业的商业利益价值、 社会的公共利益价值以及国家利益价值ꎮ 在法律保护缺失的情况下ꎬ 企业数据的多元

价值无法得到保护ꎮ 通过设立企业数据权ꎬ 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ꎬ 而且符合哲学、 法经济学和民法基本理

论ꎮ 企业数据权的构建ꎬ 需要在明确划分企业的数据权与个人信息权边界的基础上ꎬ 结合企业利用数据的具

体方式以及价值平衡的基本理论ꎬ 设计出具体的权利内容、 权利限制以及救济制度ꎮ
关键词: 企业法ꎻ 数据财产ꎻ 多元价值ꎻ 权利构建ꎻ 企业数据权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１２ ２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２０８－０８

数据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ꎬ 实现数据价值的关键在于促进数据的收集、 使用与流通ꎮ 企

业成为数据开发利用的重要主体ꎮ 由于我国立法没有规定企业是否享有数据权利ꎬ 因此造成了保护企

业数据财产的困难ꎮ 通过设立企业数据权ꎬ 可以建立权责清晰的数据相关制度ꎬ 从而最大化地实现数

据的价值ꎮ 因此本文就设立企业数据权的现实、 理论依据及权利内容展开论证ꎮ

一、 大数据时代设立企业数据权的现实依据

　 　 企业数据① 的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ꎬ 一种是生产经营中产生的数据ꎬ 另一种是通过收集个人信

息产生的数据ꎮ 第一种情况产生的数据属于企业的劳动产品ꎬ 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企业带来经济利

益ꎬ 理论上应该界定为一种新型的无形财产ꎮ 由于该数据与个人隐私、 社会公共利益等无直接关系ꎬ
因此承载的价值相对单一ꎬ 不是本文论证的范围ꎻ 第二种数据来源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ꎬ 具有价值多

元化特征ꎬ 其收集、 利用与交易问题相对复杂ꎬ 本文将对此展开论证ꎮ
１ 企业数据财产的多元价值

(１) 数据中自然人的人格与财产价值

在大数据时代下ꎬ 企业收集的数据类型多种多样ꎬ 包括自然人的各种信息ꎬ 例如交易记录、 地理

位置、 音频、 视频等ꎮ 这些数据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可识别性ꎬ 能够确定自然人的身份ꎬ 不当使用会侵

害人格尊严和自由ꎮ 保护数据中的人格价值ꎬ 是维护自然人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ꎬ 也是企业数据财产

应受法律保护的重要依据ꎬ 更是数据合法流通的必要条件ꎮ
在现实生活中关于个人信息的交易已经大量存在ꎬ 企业经常以支付各种形式的对价ꎬ 获取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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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ꎬ 例如打折、 返现、 赠予礼品、 开放权限等ꎮ 在理论上很多学者也认可个人信息具有财产价

值ꎮ “随着信息和网络时代的到来ꎬ 个人信息事实上已经发挥出维护主体财产利益的功能ꎬ 此时ꎬ 法

律和理论要做的就是承认主体对这些个人信息享有财产权ꎮ”① “个人信息资料不同于传统隐私信息的

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可以商品化ꎮ 现代社会中ꎬ 个人信息的传播、 使用能够带来数量可观的财产收

益ꎮ 不论是个人的职业信息、 健康信息、 信用信息ꎬ 还是个人的网络浏览信息ꎬ 都可以进行商业化开

发ꎬ 产生经济效益ꎮ”②

(２) 数据的商业价值

企业通过对收集的个人信息进行整理、 分析ꎬ 使海量的个人信息聚变成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财

产ꎬ 能够为企业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ꎮ 一方面ꎬ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为企业的决策、 判断提供科学依

据ꎬ 可以协助企业把握市场动态ꎬ 可以有效控制企业成本、 提高管理水平等ꎮ 另一方面ꎬ 企业还可以

把数据资产化或者直接交易ꎬ 从而获得经济收益ꎮ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５ 年全球大数据

产业规模达到了 １４０３ 亿美元ꎬ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将达到 １０ ２７０ 亿美元ꎮ③

(３) 数据的社会公共利益价值

企业的数据对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ꎮ 政府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洞察民生需求、 科学制定

各种政策ꎮ 学校、 科研机构通过对企业数据的分析可以提高教学水平、 科研成果质量等ꎮ 医疗服务部

门可以提升医疗技术、 完善医疗管理制度ꎬ 等等ꎮ 因此企业数据的价值涉及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ꎬ 法

律在保护商业价值的同时ꎬ 也要实现数据的社会公共利益价值ꎮ 有学者主张: “企业数据内部和外部

关系中ꎬ 必须明确这些公共利益的存在ꎬ 并予以足够的考量ꎮ 一方面ꎬ 数据制作者依据其数据财产

权ꎬ 可以享有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ꎻ 另一方面ꎬ 上述公共利益的尊重必须使之内化或者外加为数据财

产权取得、 享有和行使的必要条件或限制ꎬ 从而构成一种制约ꎮ”④

(４) 数据的国家利益价值

数据中蕴含着国家利益的价值ꎬ 具体表现为国家安全与国家数据主权ꎮ 企业收集的海量数据中可

能含有大量的国家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种信息ꎬ 一旦泄漏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ꎮ 此外企业的

数据还可能事关民族独立、 民族尊严、 民族自由ꎬ 因此在国际社会中ꎬ 国家必须独立自主地对本国数

据享有占有、 管理、 控制、 利用、 保护等权力ꎬ 即数据主权ꎮ 例如ꎬ 在欧盟 ＧＤＰＲ «一般数据保护法

案» 第 ３ 条地域范围的规定中ꎬ 其尽可能地扩大了对数据的管辖权ꎬ 并要求数据控制者或处理者按

照规定的标准管理数据ꎬ 这意味着欧盟一方面加强了对数据的管控ꎬ 另一方面也宣示了数据主权ꎮ
２ 商业实践中企业数据财产价值保护的缺失

我国在立法上没有规定企业对收集的个人信息享有何种权利和内容ꎬ 在商业实践中主要通过合同

的方式获取个人信息的使用权ꎮ 此种方式的主要问题在于既不能明确划分企业与用户之间的权利边

界ꎬ 也无法全面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多元价值保护ꎮ 以 ２０１９ 年发生的 “腾讯与多闪之争” 为例ꎬ 抖音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接入微信开放平台ꎬ 启用微信账号授权登录功能ꎬ 但多闪用户在使用抖音账户登录多

闪时会获取用户在抖音上的头像和昵称ꎮ 腾讯主张 “抖音违反开放平台用户协议、 商业道德以及相

关法律ꎬ 将来源于微信 / ＱＱ 开放平台的微信 / ＱＱ 头像、 昵称等数据提供给多闪使用”ꎮ 多闪回应ꎬ
“作为抖音短视频推出的社交产品ꎬ 多闪用户的头像和昵称是来源于抖音的ꎬ 而且是在用户明确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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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从抖音同步的”①ꎮ 腾讯公司投入了成本创建了微信 / ＱＱ 平台ꎬ 对其应享有合法的权益ꎮ 但平台

收集的头像、 昵称等个人信息来源于用户ꎬ 用户对其享有个人信息权ꎮ 这两种权益交织在一起ꎬ 导致

了昵称、 头像等个人信息的权利边界不清晰ꎮ
３ 法律保护中企业数据财产价值实现的局限性

(１) 我国缺少适当的企业数据财产法律保护制度

我国对企业数据财产没有专门的立法保护ꎬ 根据不同的情形适用不同的法律ꎬ 包括 «著作权法»
和 «反不正当竞争法»ꎮ 当企业收集、 存储的数据在内容选择和编排方面具有独创性时ꎬ 可以依据

«著作权法» 第 １４ 条的规定ꎬ 作为汇编作品加以保护ꎮ 但是此规定对于大数据时代下企业数据财产

的保护意义不大ꎮ 主要原因在于大数据时代下企业数据的商业价值来源于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ꎬ 可

以获得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数据分析结果ꎬ 与数据在选择和编排方面的独创性毫无关系ꎮ 大数

据时代下最有价值的是数据本身ꎬ 保护的对象也应该如此ꎮ 我国有学者指出 “只保护数据库的结构

如同只保护一个装水的空瓶子ꎬ 却不保护瓶子中的水ꎬ 但对于数据库的开发和制作者来说ꎬ 瓶子中的

水才是最重要的”②ꎮ 若以 «著作权法» 中的邻接权来保护企业的数据财产ꎬ 该方法则更不可取ꎮ 邻

接权的主体是作品的传播者ꎬ 保护的依据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付出的创造性劳动ꎮ 而企业不仅是数

据的传播者ꎬ 还兼具收集者、 使用者等多重身份ꎬ 因此不能适用邻接权ꎮ 在整个数据的应用过程中ꎬ
只有数据分析结果是智力创造成果ꎬ 应该归属于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类型ꎬ 但不是本文研究的对象ꎮ

(２) 欧盟对企业数据财产的保护规则不够具体

欧盟很早就重视对企业数据财产的保护ꎬ 在 １９９６ 年颁布了 «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 (以
下简称 «指令» )ꎬ 该指令规定ꎬ 当制作者对数据库进行了实质性投入时ꎬ 给予其特殊权利保护ꎬ 并

且保护的对象是数据库内容本身ꎬ 具体包括提取和反复利用的权利ꎮ 但 «指令» 所处的时代背景与

大数据时代完全不同ꎬ 对数据内涵与外延的确定、 涉及的价值冲突的复杂性都不相同ꎬ 因此 «指令»
已无法应用于现今的企业数据财产保护ꎮ

欧盟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颁布实施了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ＧＤＰＲ)ꎬ 从保护个人数据安全的角度出

发ꎬ 规定了企业严格的法律责任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ꎬ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颁布了 «非个人数据在欧

盟境内自由流动框架条例»ꎬ③ 这里的 “非个人数据” 是指不具有识别性的匿名数据ꎮ 该 «流动条

例» 的目的旨在限制或禁止欧盟境内成员国的数据本地化ꎬ 促进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ꎮ «数据保护条

例» 和 «流动条例» 的实施ꎬ 达到了保护个人数据安全、 促进数据流通的双重目标ꎮ 同时也存在一

定的问题ꎬ «数据保护条例» 缺少对企业数据财产的保护ꎬ «流动条例» 只是从宏观上规定了禁止对

数据流通的限制ꎬ 但是在具体操作中ꎬ 数据的流通需要以确立企业数据权为前提ꎬ «流动条例» 对此

问题没有具体规定ꎮ
(３) 美国缺少对企业数据财产保护的规定

美国对企业数据财产没有专门的立法ꎮ 企业的数据库主要采取了版权法的保护模式ꎬ 该模式无法

保护数据库内容ꎮ 美国也曾试图实施类似欧盟的数据库保护指令ꎬ 以实现对数据库内容的法律保护ꎬ
但都因各种原因没有被国会通过ꎮ 例如 １９９９ 年的 «信息收集反盗版法» 以及 «消费与投资者获取信

息法»ꎮ④ 此外美国也没有单独设立个人信息权ꎬ 而是把其归入隐私权的范畴加以保护ꎮ 国会在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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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保护方面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ꎬ 针对各个行业ꎬ 而且只有在极端侵犯隐私的情况下才会做出回

应ꎮ① ２０１８ 年发生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事件中ꎬ 剑桥分析公司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在用户不知情或未经同

意的情况下非法获取了大量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用户的数据ꎬ 然后将此作为特朗普总统竞选的目标策略ꎮ 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 称有 ８７００ 万人受到影响ꎬ 其中 ７１００ 万人在美国ꎮ② 美国缺少对企业数据财产的明确规定ꎬ 没有

统一、 明确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ꎬ 是该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ꎮ 由于企业对其数据享有的权限相当模

糊ꎬ 并且在数据收集、 处理中处于强势地位ꎬ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会滥用、 倒卖个人信息ꎮ

二、 大数据时代设立企业数据权的理论论证

　 　 １ 设立企业数据权符合哲学的财产权原理

(１) 企业的数据财产属于劳动产品

财产权产生的哲学原理ꎬ 一直受到法学家和哲学家的关注ꎮ 洛克的财产权产生理论是其中具有代

表性的学说之一ꎮ 他主张劳动是获得财产的重要途径ꎬ “人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人的双手所做的工

作ꎬ 应该属于他自己ꎮ 所以ꎬ 只要他使什么东西摆脱了其自然的存在状态ꎬ 他就把他的劳动渗入其

中ꎬ 就在它上面注入他自己的某种东西ꎬ 因此也就使它成为自己的财产”③ꎮ 企业在收集个人信息的

过程中ꎬ 需要投入人力、 物力及财力等成本ꎬ 从而实现对信息的存储、 整理及加工ꎬ 最终形成数据ꎬ
这实质上就是企业付出的劳动ꎮ 如果脱离了企业的劳动ꎬ 个人信息将毫无价值ꎮ 因此数据是企业劳动

的产物ꎬ 应该赋予企业对数据的财产权ꎮ
(２) 企业数据财产具有有用性和稀缺性

大卫李嘉图曾说道: “若某商品全无效用ꎬ 换言之ꎬ 全然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ꎬ 那无论它怎样

稀少ꎬ 无论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若干ꎬ 终不能有交换价值ꎮ”④ 由此可以看出ꎬ 有用性是财产权产生

的前提条件ꎮ 企业的数据对内表现为精准营销、 提高管理能力等诸多方面ꎬ 对外可以直接交易ꎬ 带来

经济收益ꎮ
由于受到技术和经营范围的限制ꎬ 并不是每个公司都有能力、 有条件收集数据ꎬ 某些数据只掌握

在少数公司中ꎻ 此外数据的类型多种多样ꎬ 不同种类的数据具有不同的价值ꎬ 即便是掌握一种或几种

数据资源的企业ꎬ 也可能还需要其他类型的数据ꎮ 因此数据的稀缺性也就由此而产生ꎮ
２ 设立企业数据权符合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原理

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分析法律问题ꎬ 可以提供法学研究的新思路ꎬ 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崭新的视

野ꎮ 波斯纳在 «法律的经济分析» 中以人是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为假设前提⑤ꎬ 运用财富最大化理论

对法律制度进行了经济学分析ꎮ 这里的 “财富” 是指一切有形无形的物品与服务之总和ꎬ 它按两种

价格来衡量: 出价 (人们为获得他们尚未占有之物品而愿意支付的价格) 和要价 (人们出售他们拥

有之物品标出的价格)ꎮ⑥ 即财富需要通过交易的方式实现最大化ꎮ 数据的市场流通是实现数据价值

的重要手段ꎬ 企业作为法律拟制的 “理性人”ꎬ 需要通过数据交易实现自己的财富最大化ꎮ 根据科斯

第二定理ꎬ 如果存在现实的交易成本ꎬ 有效率的结果就不可能在每个法律规则、 每种权利配置方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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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ꎮ 换句话ꎬ 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ꎬ 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ꎬ 则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ꎮ
即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ꎮ①

从上述法经济学的原理可知ꎬ 在实现数据交易的财富最大化前提下ꎬ 需要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ꎬ
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ꎮ 对于企业的数据交易成本ꎬ 可以概括为前期信息收集成本、 缔约成本和救济成

本ꎮ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保护个人信息权的相关立法和 «反不正当竞争法» 实现对企业数据交易行

为的规制ꎮ 通过前一种法律制度调整企业的数据交易ꎬ 实际上是增加了收集成本ꎮ 由于 «反不正当

竞争法» 适用的主体限于竞争者之间ꎬ 因此对于非竞争者之间发生的违约或第三人侵权的情况ꎬ 无

法依据该法获得合理赔偿ꎬ 甚至可能无法收回其他成本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有些企业为了规避交易风

险ꎬ 放弃了参与数据市场交易的机会ꎬ 这使得数据的财富价值为零ꎮ 通过设立企业的数据权ꎬ 并规定

权利内容、 界定权利范围ꎬ 可以使企业预先明确自己的权责范围、 减少无效工作ꎬ 使得交易行为规范

化ꎬ 从而缩减收集成本、 缔约成本和救济成本ꎮ
３ 设立企业数据权符合民法的无形财产基本理论

无形财产本质上是一组权利体系ꎬ 客体的非物质性是其本质特征ꎮ 企业的数据财产具有非物质

性ꎬ 其价值是数据中蕴含的信息ꎬ 磁盘是存储数据的载体ꎬ 因此企业的数据财产应归属于无形财产的

范畴ꎮ 企业数据权的设立符合无形财产的发展规律ꎮ 无形财产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法ꎮ 罗马法将物分为

有体物与无体物ꎬ 当时的 “无体物” 概念实际上是对权利的有体化拟制ꎬ 是借助物思维的结果ꎬ 而

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无形财产概念ꎮ② 到了近代社会ꎬ 财产权的客体有了明显的扩张ꎬ 知识产品成为了

新型财产权的主要标的之一ꎬ 主要是因为: 第一ꎬ 生产的科学技术化ꎻ 第二ꎬ 科学技术成果的商品

化ꎻ 第三ꎬ 知识财产的法律制度化ꎮ③ 进入 ２１ 世纪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继续不断扩大ꎬ 著作权

的保护范围从 “纸质书籍” 扩大到了 “电子作品”ꎻ 专利权的客体从发明到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ꎻ 商

标权的客体从保护文字、 图像到声音、 气味、 形状等ꎮ 新型知识产权类型也不断涌现ꎬ 主要包括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 植物新品种、 商业秘密等ꎮ

三、 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权的内容设计

　 　 １ 企业数据财产来源于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

由于企业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个人信息ꎬ 因此数据权的行使涉及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ꎮ 前文已经阐

述个人信息具有人格与财产双重价值ꎮ 因此可以将其分为可识别性信息与非可识别性信息ꎮ 可识别性

信息是指可以确定主体身份的信息ꎬ 这类信息与人格价值息息相关ꎬ 涉及人格尊严与人格自由ꎬ 应该

实行人格权的保护方式ꎮ 企业对该类信息无权使用、 收益和处分ꎮ 由于非可识别性信息无法识别出主

体身份ꎬ 该类信息的使用与主体人格相脱离ꎬ 不具有人格属性ꎬ 只具有财产价值ꎬ 所以这种信息应当

作为信息主体的无形财产予以保护ꎮ 此类信息也是企业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我国有学者早已主张

“对个人信息进行确权应该根据其体现的价值而定ꎬ 当其维护主体人格利益时ꎬ 应该给予其人格权的

保护ꎻ 当其维护主体财产利益时ꎬ 就应该给予其财产权保护”④ꎮ 但是企业对非可识别性信息并不是

无偿的取得ꎬ 由于这部分信息也蕴含着自然人的劳动ꎬ 因此企业对该类信息的获取ꎬ 应该遵守无形财

产的交易规则ꎬ 通过合同方式获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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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企业数据权的概念与性质

企业的数据权是指企业依法对所拥有的 “数据集合” 享有的权利ꎮ 设立数据权的目的是为了明

确企业对 “数据集合” 的权利及范围ꎬ 从而更有利于企业实现商业利益ꎮ 企业数据的商业价值主要

来源于 “海量” 数据ꎬ 所以这里的 “数据集合” 是指数据规模达到一定量级形成的集合ꎮ
企业的数据权属于一种新型的无形财产权ꎬ 具有私权的基本属性ꎮ 企业的数据权既不属于知识产

权ꎬ 也无法归属于其他的无形财产权类型ꎮ 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ꎬ 企业的数据权不符合知识产权的创

造性特征ꎮ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自己智力创造活动中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 信誉所依法享有

的权利ꎮ① 创造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ꎮ 虽然企业在收集数据时ꎬ 会思考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收集

数据的类型ꎬ 但这只是 “思考”ꎬ 达不到创造的程度ꎮ 如果企业利用的是现有的数据收集技术ꎬ 那么

不具有创造性ꎬ 不属于知识产权ꎻ 如果企业自己发明新的收集技术或者设计出新的收集软件ꎬ 符合专

利权的取得条件ꎬ 可以申请专利或者按照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中的相关规定申请软件著作权ꎮ
但是所收集的数据集合是结果ꎬ 本身不具有创造性ꎮ 其二ꎬ 数据权不具有公开性ꎮ 从权利的取得方式

来看ꎬ 企业数据权并不能公开换取权利ꎮ 而知识产权奉行 “知识是公开的、 权利是垄断的” 的基本

原则ꎬ 要求权利人需将自己的作品、 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等公布出来ꎬ 使公众可以知悉ꎬ 获得其中的

专门知识ꎬ 而公众承认创造人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享有专有权ꎮ 因此企业的数据权不符合知识产权的基

本特征ꎬ 无法归属于其范畴ꎮ 其三ꎬ 数据权无法归属于其他无形财产权的类别ꎮ 数据成为财产是随着

科技与市场的发展而产生的ꎬ 具有新型性与特殊性ꎬ 无法被纳入现有的无形财产范畴之中ꎮ
企业的数据权属于私权ꎮ 私权是与公权即国家权力相对应的一个概念ꎬ 指的是私人、 个人 (包括

自然人与法人) 所享有的各种民事权利ꎮ② 企业的数据权在性质上完全符合私权的基本属性ꎮ 第一ꎬ
企业的劳动是数据产生价值的源泉ꎮ 企业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私权主体ꎬ 通过劳动使个人信息具有了

数据财产价值ꎬ 因此企业对其劳动成果应当享有私人的财产权ꎮ 第二ꎬ 设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企业对

该项财产的合法支配ꎬ 使其能够享有利益ꎬ 并且该项利益完全归属于企业自身ꎬ 属于 “私人的合法

利益”ꎮ 第三ꎬ 企业的数据流通属于市场交易行为ꎮ 我国现阶段数据交易的规则采取自律模式ꎬ 对交

易数据的种类、 价值、 质量、 违约责任等遵循双方 “意思自治” 原则ꎬ 没有进行公权力干预ꎮ 第四ꎬ
数据财产的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价值无法改变企业数据权的私权属性ꎮ 一方面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价

值的实现ꎬ 需要依托于企业的数据权利ꎮ 政府使用的数据很大一部分也是来源于企业ꎬ 通过赋予企业

数据权ꎬ 是激励企业收集数据的最有效手段之一ꎮ 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数据的公益价值ꎬ 对数据权进行

限制ꎬ 符合私权的发展趋势ꎮ １９ 世纪末ꎬ 资产阶级各国逐渐形成对所有权限制的趋势ꎬ 要求所有权

人行使权利时ꎬ 不得违反或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权益ꎮ 但上述限制并没有改变所有权的私权属

性ꎬ “所有权被限制后是一种具体的权利形态ꎬ 具有独立性和同质性”③ꎮ
３ 企业数据权的内容及限制

(１) 企业数据权的权能

企业数据权的权利内容ꎬ 是企业实现数据财产利益的手段或措施ꎬ 分析及明确数据权的权能ꎬ 是

科学、 合理的构建数据权内容的前提ꎮ 所谓权能是指权利的作用或实现的方式ꎬ④ “所有权权能分为

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ꎮ 积极权能包括占有、 使用、 收益与处分ꎬ 消极权能是指排除他人干涉ꎮ”⑤ “无
形财产权如同有形财产权一样ꎬ 具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能ꎮ”⑥ 企业的数据权利归属于无形财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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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具有无形财产的一般权能ꎮ 但是由于企业数据权属于一种新型的无形财产权ꎬ 其权能也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ꎮ 具体原因在于: 由于数据权客体的非物质性ꎬ 使企业无法像所有人一样ꎬ 对数据财产实现

一定空间的现实占有ꎬ 因此数据权不具有占有权能ꎮ 但是该权能是无形财产各项权能的基础ꎮ 对于其

他类型的无形财产权ꎬ “占有” 权能可以借助国家权力的确权加以实现ꎮ 例如专利、 商标等通过国家

给予确权的方式实现对权利人 “所有” 的宣示ꎮ 但是企业数据权的取得无需通过国家确权ꎬ 权利人

也无法通过占有宣示权利ꎬ 因此应当增加归属权能ꎬ 以实现对数据财产整体利益的拥有ꎮ 归属权能是

数据权能的根本和关键ꎬ 丧失了此权能ꎬ 企业的数据权利便失去了基石ꎮ 因此比照所有权的权能ꎬ 数

据权的权能分为积极权能与消极权能ꎬ 其中积极权能包括归属、 使用、 收益、 处分四项权能ꎬ 消极权

能是指排除他人干涉的权能ꎮ
(２) 企业数据权的内容

数据权权利内容的构建应以充分发挥数据的使用价值、 鼓励数据交易为目标ꎮ 由于数据权与专利

权、 著作权都属于私主体的无形财产权ꎬ 因此在构建时ꎬ 可以借鉴 «专利权法» 和 «著作权法» 的

权利设计思路ꎮ 专利使用和流通的方式包括制造、 使用、 许诺销售、 销售、 进口五种情形ꎮ «专利权

法» 第 １１ 条依据上述行为ꎬ 规定了专利权人享有制造权、 使用权、 许诺销售权、 销售权、 进口权ꎮ
该法的第 １０、 １２ 条从专利实施方式的角度ꎬ 规定了专利权的转让与许可ꎮ «著作权法» 第 １０ 条规定

了 １７ 项著作权的具体内容ꎬ 其中第 ５—１７ 项为财产权ꎬ 包括复制权、 发行权等ꎮ 上述权利与作品的

使用与流通密切相关ꎮ 因此综合立法实践与权能理论ꎬ 应以数据的 “使用与流通” 为构建权利内容

的基本思路ꎮ
企业对数据的使用可以概括为: 使用与复制ꎮ 使用指对数据进行整理、 加工、 删除、 修改、 分

析ꎮ 使用权是指企业有权按照 “上述方式” 使用数据的权利ꎮ 复制是指对数据进行一份或多份的拷

贝ꎮ 复制权是指企业有权对数据进行复制的权利ꎬ 另一方面ꎬ 企业有权禁止任何人未经授权复制其全

部或部分数据ꎮ 复制是盗取数据最常用的手段之一ꎬ 该行为侵害了企业的复制权ꎮ
企业对数据的流通方式主要有: 共享、 交易与传播ꎮ 共享是指企业将数据与其他主体共享使用ꎬ

达到与对方合作或者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ꎮ 共享是由数据的非物质性决定的ꎬ 即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数

据可以被多数主体共同使用ꎮ 交易是数据流通的主要方式之一ꎬ 它是指将数据权利进行转让ꎬ 买方丧

失部分或者全部数据权ꎬ 卖方取得相应权利ꎮ 交易也是企业通过数据获得经济利益的最重要手段ꎮ 传

播是指企业将数据向社会不特定人公开ꎬ 以扩大企业的影响力或实现公共利益ꎮ 依据上述流通方式ꎬ
应当设立共享权、 交易权以及传播权ꎮ 此外ꎬ 由于数据具有收益权能ꎬ 应当设立收益权ꎮ 收益权是指

企业通过利用数据获得经济报酬的权利ꎮ
(３) 权利限制

对无形财产权进行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多方主体的价值平衡ꎮ 博登海默认为: “每个社会秩序

都面临着分配权利、 限定权利范围、 使一些权利与其他 (可能相抵触的) 权利相协调的任务ꎮ 共同

福利或共同利益这一术语是一个不无用处的概念工具ꎬ 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绝不可以超

越的外部界限ꎬ 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ꎮ”① 企业的数据财产蕴含着社会公共利益价值ꎬ 为

了保障该价值的实现ꎬ 需要在特殊情况下限制企业的数据权ꎮ «欧盟数据库保护指令» 第 ９ 条规定了

三种合理使用的情形ꎬ 从而对数据库制作者的特殊权利进行限制ꎮ 我国的 «网络安全法» 第 ２８ 条规

定ꎬ 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

协助ꎬ 实质上也是对网络运营者权利的限制ꎮ 对无形财产进行限制的方式主要有合理使用、 强制许可

和期限限制ꎮ 企业数据的合理使用可以参照上述第 ２８ 条的规定ꎬ 具体包括: 国家机关执行公务为目

的ꎬ 需要使用企业的数据集合时ꎬ 可以要求企业与相关政府部门共享数据ꎻ 当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非

４１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法学新论

① Ｅ 博登海默ꎬ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ꎬ 邓正来译ꎬ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３２４ 页ꎮ



常情况时 (经济危机、 重大灾害、 疫情等)ꎬ 可以要求企业与相关政府部门共享数据ꎮ 企业的数据权

利与专利权不同ꎬ 后者的权利人可能会利用权力进行技术垄断ꎬ 因此需要适用强制许可限制制度ꎮ 而

企业的数据财产主要是一种生产资料ꎬ 收集数据的企业数量也绝非少数ꎬ 一般达不到技术垄断的效

果ꎬ 并且有些企业把数据财产作为自身的商业秘密ꎬ 综合考虑上述情况ꎬ 不主张适用强制许可制度ꎮ
在大数据时代下ꎬ 数据更新的速度非常快ꎬ 新数据与旧数据的价值相差巨大ꎬ 对企业的数据财产进行

时间限制ꎬ 使之经过一段时间后变为公共资源ꎬ 缺少实践意义ꎬ 没有必要ꎮ
４ 企业数据侵权的责任判定及救济

数据权体现了企业对数据财产的控制和支配ꎬ 具有类似物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ꎮ 我国 «侵权责

任法» 第 ２ 条已经明确把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益加以保护ꎬ 这说明无形财产权可以成为侵权责任法

的保护对象ꎮ 判断数据侵权行为需要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ꎬ 因此要明确数据侵权行为违法性的标

准以及归责原则:
(１) 违法性ꎮ 由于企业数据权的内容具有法定性ꎬ 因此只要行为人的行为侵犯了企业数据权的

具体权利ꎬ 就可以判定行为违法ꎮ
(２) 归责原则ꎮ 归责原则是确认侵权责任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准ꎮ 我国立法上没有对侵犯无形财

产的归责原则作出规定ꎮ 归责原则的不同ꎬ 决定了举证责任的不同ꎮ 企业数据侵权的案件ꎬ 适宜采用

过错推定归责原则ꎮ 主要因为: 在具体的侵权案件中ꎬ 当被侵权企业得知自己的数据财产被非法盗取

或泄漏时ꎬ 由于数据存储在侵权企业的存储介质中ꎬ 其收集和利用的途径、 方法ꎬ 只有侵权企业自己

知道ꎬ 被侵权企业几乎无法进入对方企业搜集证据ꎬ 因此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推定原则ꎬ 具有实

践意义ꎮ 在 “新浪微博” 诉 “脉脉” 案件中ꎬ 法院的判决也是适用了过错推定原则ꎮ① 无过错归责

原则是基于工业化生产引发的社会风险及分配正义ꎬ 其过分加重了侵权人的责任ꎬ 因此在企业数据权

中不宜采取此种归责原则ꎮ 在侵权救济的案件中ꎬ 最常用的救济方式就是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ꎮ 上述

两种救济方式也当然适用于数据侵权ꎮ 但由于数据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ꎬ 应当赋予权利人更多

的救济方式ꎮ 第一ꎬ “侵占”ꎮ 对于非法盗取企业数据的行为ꎬ 侵权人在盗取数据后会将数据复制在

自己的硬盘上ꎬ 一旦发生上述行为ꎬ 应当赋予权利人删除数据的请求权ꎮ 第二ꎬ “妨害”ꎮ 是指对权

利人实施数据权利造成障碍的行为ꎬ 例如侵权人更改登入数据集合的密码、 对数据进行加密致使权利

人无法读取数据等情况ꎮ 对于此种行为可以采取排除妨害的请求权ꎮ 第三ꎬ “毁损”ꎮ 即数据财产遭

受损害或灭失且有恢复的可能时ꎬ 权利人可以主张恢复原状的请求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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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理想信念形成的三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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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理想信念的形成将经历情感、 知识和价值三种形态ꎮ 其中ꎬ 情感形态体现为人们基于现实生活实

践而产生的或强烈或深沉的心理反应ꎬ 知识形态表征为概念范畴、 命题网络和思维方式三种形式ꎬ 价值形态

呈现出导向性、 坚定感以及个体和社会性的辩证统一的基本特征ꎮ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理想信念教育ꎬ 应以

价值形态为主体ꎬ 以情感形态和知识形态为两翼ꎬ 将以情感人和以理服人有机统一起来ꎬ 引导人们在情理交

融中逐步确立科学完备、 远大崇高的理想信念ꎮ
关键词: 理想信念ꎻ 情感形态ꎻ 知识形态ꎻ 价值形态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２１６－０７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ꎬ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ꎬ 是当代中国理想信念的本质意涵ꎮ 这种理

想信念既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 和安身立命的根本ꎬ 也是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最深层、 最

持久的力量源泉ꎮ 然而ꎬ 理想信念不是与生俱来的既定性存在ꎬ 而是人们在生活实践和生命历程中逐

渐显现的获得性存在ꎮ 理想信念的显现与获得ꎬ 不是单纯的观念塑造和知识传输ꎬ 而是裹挟着人们生

活实践和生命活动的主体性创造、 体认和践履ꎮ 由于同人的生活实践和生命活动紧密相关ꎬ 理想信念

的获得和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ꎬ 而是循序渐进的ꎮ 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经历了从 “经验—情感” 到

“理性—认知” 再到 “价值—信仰” 的不断转化和跃升ꎬ 由此便形成了情感形态、 知识形态、 价值形

态三种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的存在方式和实践形态ꎮ 以往有关理想信念及其教育的设定ꎬ 大多依循

“目的论” 逻辑ꎬ 即将坚定理想信念视为党员身份的内在要求、 自身修为的基本目标、 全党奋斗的思

想基础ꎬ 而没有从 “过程论” 角度ꎬ 深入细致地探讨其形成演化过程ꎬ 特别是没有将之纳入人的精

神生活、 品质生长的角度来分析其客观规律ꎬ 失之精准性、 科学化ꎮ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理想信念形成

过程、 表现形态及其演进规律ꎬ 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理想信念建设提供学理支撑ꎮ

一、 理想信念形成的情感形态

　 　 情感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种特殊体验和重要力量ꎬ 对人的社会生活和行为选择具有动力支撑和

精神激励等作用ꎮ 长期以来ꎬ 有关情感之于道德问题的影响和作用ꎬ 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ꎮ
一种声音称之为 “情感主义”ꎬ 认为情感是人们进行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基础ꎬ “理性是并且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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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情感的奴隶ꎮ 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ꎮ”① 另一种声音则是理性主义ꎬ
认为情感是理性的附属品ꎬ 人应该按照理性的原则行事ꎬ “把人在控制情感上的软弱无力看成为奴

役ꎬ 因为一个人为情感所支配ꎬ 行为便没有自主权ꎬ 而受命运的宰割”②ꎮ 与上述两种声音不同ꎬ 马

克思主义向来没有孤立抽象地探讨情感与理性的相互关系及其在道德实践中的作用ꎬ 而将之放置在个

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审视ꎬ 同时高度重视情感因素之于真理追求、 信仰坚守、 革命实践的重要作

用ꎮ 马克思指出ꎬ 人 “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ꎮ 激情、 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③ꎮ
列宁更是明确提出: “没有人的感情ꎬ 就从来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ꎮ”④ 这就是说ꎬ 情感

不仅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体验方式ꎬ 更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道德力量而广泛存在于人的道德实践和伦理

生活之中ꎮ
理想信念的情感形态是人们基于现实生活实践而产生的或强烈或深沉的喜欢或依赖的心理反应ꎮ

它体现为人们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热忱和激情ꎬ 对于未来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ꎮ 相比一般的观念体

系ꎬ 理想信念具有更多的情感色彩ꎬ 它饱含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怀ꎬ 饱含着对社会主义道路、 理

论和制度的坚定信心ꎬ 饱含着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热切憧憬ꎬ 没有这些丰富的情感作为支撑ꎬ 理想信

念就没有发生和形成的心理基础ꎮ
情感在人们理想信念的形成和坚定过程中ꎬ 主要发挥两方面的作用ꎮ 第一ꎬ 情感会影响到人们对

理论知识的选择和运用ꎮ 特定的情感会带着认知主体去找寻那些支持情感需要的信息和证据ꎬ 表现出

一定的选择倾向性ꎬ 从中推论出我们期望的结论ꎮ 当人们对国家社会以及现行的制度体制饱含积极情

感时ꎬ 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产生更多的关心和关注ꎬ 保持对国家现行理论、 制度

和道路拥有更多的支持和 “偏爱”ꎮ 第二ꎬ 情感是人们认识和行为发生的动力来源ꎮ 人们从婴儿时期

开始就对他人的啼哭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和难过ꎬ 正是这种共情反应使人们从幼儿时期开始便表现出各

种助人行为ꎮ 脑神经研究进一步证明情感在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中的重要作用ꎮ 虽然不能完全确认情

感能够跨越认知直接对行为产生作用ꎬ 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情感确实赋予了行为以动力ꎮ 积极的

情感是认识和行为产生的催化剂ꎬ 是人们帮助他人、 服务社会的内在条件和基础ꎬ 更是人们追求崇高

理想、 突破艰难险阻的力量来源ꎮ
情感不是凭空产生的ꎬ 它是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反应ꎬ 是人们的社会性需要得到

满足后产生的心理体验ꎬ 因此情感来源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ꎮ 这种体验既包含现实社会情绪

的感染和传递ꎬ 也包含历史文化情结的内化和积淀ꎮ 一方面ꎬ 情绪情感的传递和感染为人们理想信念

的发生和形成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基础ꎮ 人们常常因为观看了一部战争影片而心潮澎湃ꎬ 激发起强烈的

爱国热情ꎻ 也常常因为阅读了某位人物的奋斗历程而踌躇满志ꎬ 坚定个人的价值理想ꎻ 更常常为身边

执著付出、 兢兢业业的普通劳动者而震撼感动ꎬ 坚守自身对工作的执著追求ꎮ 这种情绪和情感虽然可

能是短暂性的ꎬ 却具有一定的爆发性ꎬ 如果加以有效的引导和推动便可以成为理想信念形成的重要动

力和契机ꎮ 另一方面ꎬ 一种情感既能够在人际间传递ꎬ 也能够世代纵向传递ꎮ 中华民族精神有着丰富

的传统文化和突出的民族情结ꎬ 这是在特定历史实践中凝结而成的ꎬ 具有一定的跨时间的延续性ꎮ 比

如ꎬ “大同社会” 的社会理想ꎬ “富贵不能淫ꎬ 威武不能屈ꎬ 贫贱不能移” 的民族气节ꎬ “先天下之忧

而忧ꎬ 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社会责任感等ꎬ 这些核心品质成为中华民族的情感血脉和不断传承的文

化基因ꎮ
总之ꎬ 情感形态虽是理想信念的初级形态ꎬ 但是它却是思想行为发生的 “催化剂”ꎬ 是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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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 “黏合剂”ꎮ 理想信念的坚定离不开情感体验ꎬ 只有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理想信念的追求和现

实生活的交往中ꎬ 个体才能积极主动、 自愿自觉的承担责任、 坚持坚守ꎮ 强调情感在理想信念发生、
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ꎬ 并不是否定理性认知的重要性ꎮ 应该注意的是ꎬ 情感也是易变化、 不稳定

的ꎬ 有时也会引向极端和反面ꎬ 因此健康的情感是应该接受理性约束和指导的ꎬ 只有在科学理性的引

领下ꎬ 情感才能有效地发挥其正向的动力作用ꎮ 一般而言ꎬ 情感和理性的成分比例决定了理想信念的

不同层次ꎮ 宗教迷信的神秘主义色彩比较浓厚ꎬ 非理性因素比例比较大ꎻ 而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的

理想信念拥有相对较多的科学理性成分ꎬ 是情感体验和理论知识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统一ꎮ 理想信念

的形成过程中ꎬ 既要以情感为动因和基础ꎬ 同时要积极推动情感形态到知识形态的发展变化ꎬ 实现感

性体验和理性认识相融相通ꎬ 形成主体对于社会现象和国家发展的情感与理性的统一ꎮ

二、 理想信念形成的知识形态

　 　 理性信念的知识形态是其科学性的集中体现ꎮ 理想信念不仅蕴含丰富的情感要素ꎬ 而且更是理论

化、 系统性的知识系统ꎬ 是通过深入思考和系统阐释建构而成的理解和把握人与社会本质关系的理论

体系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首都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强调: “要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

性认同上ꎬ 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ꎬ 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ꎮ 通过坚持不懈地学

习ꎬ 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ꎮ”① 这启示人们ꎬ 不能仅仅把理想信念当成

是一种超验的情感皈依ꎬ 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悬置到不可触碰的空想境地ꎬ 而应该

看到其基于科学理性和生活实践的可行性和现实性ꎬ 自觉地把科学理性作为理想信念的表现形式和主

要特征ꎮ 只有透过理性的追问和反思ꎬ 才能超越朴素的情感进而形成对于世界的科学认识和终极

关怀ꎮ
理想信念形成的知识形态是人们对当代中国理想信念 “是什么” “对不对” “何以如此” 等问题

的理性认知ꎮ 在具体形式上ꎬ 这种理性认知符合一般知识的逻辑框架和体系构成ꎬ 可以拆解为一系列

经过加工和编码的概念、 命题和思维方式ꎮ 概念是理想信念知识形态的最基本单位ꎬ 是反映对象本质

属性的、 抽象性的表征形式ꎮ 比如 “共产主义” 就是当代中国理想信念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概念ꎬ 包

含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ꎬ 按需分配ꎬ 自由人的联合体等特征ꎮ 在当代中国理想信念形成过程中ꎬ 一

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形成有关这两类概念的基本认识ꎬ 这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知识基础ꎮ 除了概念ꎬ 命题

是理想信念另一种重要的知识表征类型ꎮ 简单来说ꎬ 命题是由相互连接的诸多概念构成的意义表征ꎮ
“由于不同概念在头脑中是互相联系的ꎬ 又具有一定层次关系ꎬ 因此它们就构成了一种语义层次网络

组织ꎮ 互相联系的概念之间形成命题ꎬ 命题是意义和观念的最小单元ꎬ 用于表述一个事实或描述一个

状态ꎮ”② 也就是说ꎬ 命题之为命题其要义既在于陈述事实ꎬ 更在于表达事实所蕴含的整体性意义ꎮ
由此ꎬ 相互关联的诸多命题会因意义的相关性而构成命题网络ꎮ 而当代中国理想信念教育归根结底就

是要传播和教授以马克思主义信仰、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为核心的一系列命题ꎬ 并引导人们按照

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ꎬ 探索把握不同命题之间的因果联系和层次结构ꎬ 形成有关当代中国理想信

念的完整系统的命题网络ꎬ 进而理性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

然性和重大意义等问题ꎮ
概念范畴和命题网络构成当代中国理想信念教育的知识载体ꎬ 它背后蕴含的是逻辑化的思维方

式ꎮ 思维方式是人们在知识学习的基础上ꎬ 通过一系列深入的信息加工和综合分析而得出对知识背后

的内在逻辑和本质联系的认识ꎬ 并作为以后知识概念理解和命题网络形成的主要依据和理路ꎮ 对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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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理论、 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解不应该仅仅是概念命题的集合ꎬ 而应该经过理性思考和深度分析

理解其背后辩证客观的思维方式ꎬ 以免陷入教条主义或者断章取义的误区ꎮ 理想信念的形成和坚定不

仅仅是陈述性知识的概念和命题的了解和掌握ꎬ 更是一种理论化、 系统化的科学思维方式的获得ꎬ 只

有真正认识到社会和国家建设背后的深层逻辑ꎬ 才能领会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考ꎬ 才能真正理解不同

时期方针政策的目的和意义ꎬ 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性确认ꎬ 并以此为基础真正形成

对于理论体系的理性认知和认同ꎬ 这种认同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彰显巨大力量ꎮ
作为知识形态的理想信念深刻表征人们对于历史、 现实和未来的解释原则和认识框架ꎬ 集中体现

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探索ꎬ 并在革命、 建设、 改革、 发展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得以检

验和发展ꎮ 它是建之于科学理性基础上的ꎬ 依赖于知识ꎬ 来源于实践ꎬ 不是仅凭激情来维系的盲目跟

随ꎮ 当前ꎬ 一些人之所以遭遇一点挫折艰难便对远大理想丧失信心、 盲目悲观ꎬ 甚至认为共产主义遥

不可及、 虚无缥缈ꎬ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于无产阶级必然胜利、 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及其理

论逻辑ꎬ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 曲折性、 复杂性ꎬ 认识不深ꎬ 理解不够ꎮ 因此ꎬ 要

引导人们形成当代中国理想信念ꎬ 就必须强化知识教育ꎬ 使人们掌握当代中国理想信念的相关概念和

命题ꎬ 形成科学系统的思维方式和逻辑ꎬ 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 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

规律ꎬ 不断增进对马克思主义信仰、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信念的理性认同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理想信念

的知识形态是对于感性经验的情感形态的一种超越ꎬ 不同于情感形态的直观性和碎片化ꎬ 知识形态是

人类从各个途径中获得的经过提升总结与科学系统的认识ꎮ 但是理想信念的坚定同样离不开情感形

态ꎬ 如果没有情感ꎬ 知识就是 “死” 的ꎬ 情感赋予了知识以力量和活力ꎮ 过去强调以概念和命题为

核心的知识形态ꎬ 可能会掩盖与理想信念相关的丰富情感ꎬ 从而使鲜活的理想信念固化成为僵化的教

条而非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ꎮ

三、 理想信念形成的价值形态

　 　 理想信念的价值形态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知识积累和情感凝聚ꎬ 进一步生成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依

据ꎬ 是更为自觉、 更为高级、 更为复杂的精神力量ꎮ 理想信念通常发端于人们朴素的情感和需要ꎬ 经

过理性的认知和体悟ꎬ 进而逐渐成为一种价值标准和精神追求ꎮ 作为情感形态的理想信念是人们对于

国家民族的归属和家园建设的热忱ꎬ 它源于生活本身的体验和感受ꎬ 是推动知识学习和行为产生的动

力因素ꎻ 作为知识形态的理想信念是人们对于社会发展本质的、 科学的、 规律性的认识成果ꎬ 它源自

于对科学理论的系统理性认识ꎬ 是我们解释现象、 把握本质的理论基础ꎮ 作为价值形态的理想信念是

人们衡量事物的根本标准和依据ꎬ 体现为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

念ꎬ 它源于日复一日的实践体验和日渐深入的理性建构升华ꎬ 是理想信念建设的最高形态和旨归ꎮ 当

代中国的理想信念是在历史实践基础上产生、 发展并不断检验、 丰富的ꎬ 是对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

现ꎬ 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意志、 愿望以及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ꎬ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真正的价值

性ꎮ 理想信念价值形态一旦形成ꎬ 便会成为人们价值尺度和精神家园ꎬ 指引、 矫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

生产实践ꎮ
价值形态的形成和确立是把情感体验、 知识表征上升为主体精神价值的复杂过程ꎮ 马克思恩格斯

之所以将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理想ꎬ 正是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

“异化” “物化” 的悲惨状况有着深刻认识ꎬ 对人类命运和社会发展报以深切同情和关怀ꎮ 可以看出ꎬ
从知识形态和情感形态到理想信念的价值形态的跃迁需要两个关键环节ꎮ 一是感性和理性相融合ꎮ 理

性和感性从来就不是二分对立的ꎬ 坚定的信念或者信仰状态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ꎮ 通过人的理智

获得逻辑严密的、 有论证的解释ꎬ 通过人的情感获得超越理性的坚持和不竭的动力ꎬ 只有理想和感性

的融合统一ꎬ 才能保证人们即使在充满诱惑和抉择的现实生活中也能保持长久一致的价值取向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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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ꎮ 二是理论与现实相联系ꎮ 理性的知识只有通过实践中的切身感受ꎬ 与个人的生命体验联系在一

起ꎬ 才能产生真正的价值认同ꎮ 对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也不应该是抽象的理论ꎬ 而应该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联系ꎬ 与每个人的生存需要和切身利益相联系ꎬ 只有现实生活的日益美

好和理想目标的逐步实现ꎬ 才能促使人们深切体认到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和优越性ꎬ 才更能明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作用ꎮ
作为价值形态的理想信念ꎬ 具有情感形态和知识形态所不具备的独特性质ꎬ 即导向性、 坚定感以

及个体和社会性的辩证统一ꎮ 首先ꎬ 作为价值标准形态的理想信念ꎬ 对于人们的思想行为具有决定性

的导向和引领作用ꎮ 人们一旦形成了某种价值标准ꎬ 就必然会在相应的现实情境中以自身的价值标尺

衡量其他相关的信息ꎬ 遵循自己的价值标准作出相应的行为选择ꎬ 进而形成一种维护特定价值观念体

系的责任和使命感ꎮ 其次ꎬ 习近平同志指出: “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ꎬ 做到虔诚而执著、 至信和深厚ꎮ”① 这就是所谓的坚定

感ꎬ 是价值主体对某种观念、 理论或事件的真理性确信不疑和执著追求ꎮ 理想信念的知识形态更多停

留在人们对于其理论内涵的基本认识和理解ꎬ 而价值形态则是达到了对于理想信念的至信和执著ꎬ 具

有一定的持久性和抗干扰性ꎬ 是认知、 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ꎬ 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不移并身体力行的精神态度ꎮ 再次ꎬ 理想信念的形成归根

结底是ꎬ 用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引导个体自我价值和理想的过程ꎮ 这就决定

了我们所倡导的理想信念ꎬ 必然关照到人类性、 社会性的价值规范ꎬ 蕴含着对于某种社会价值取向的

接受和认同ꎬ 而不仅仅是自我的、 超现实的价值幻想ꎮ 因此ꎬ 如果说情感形态和知识形态更多限于个

人对于现实生活和理论体系的体验和理解ꎬ 那么价值形态就超越了个人范畴ꎬ 把个人的精神价值和社

会的理想追求内在的统一起来ꎬ 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ꎮ
理想信念作为一套价值标准是分层次的ꎬ 信仰是人们关于最高价值的信念ꎬ 是人们确信程度最

高、 内容最抽象、 对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影响最深远的信念ꎮ 相对于一般性的价值观念ꎬ 信仰

具有一种价值的理想性意义ꎬ 是对于崇高价值目标的追求和敬仰ꎬ 它是理想信念形成的最高价值形

态ꎮ 人们的理想信念只有上升到信仰层面才具有其崇高性和终极性ꎬ 放弃了对于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

的执著追求ꎬ 人们的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便会无所依托、 摇摆不定ꎮ
当前市场经济以及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过度欲望和追求ꎬ 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ꎬ 使得现实性的物质生活领域不断扩张而理想性的精神价值世界受到冲击ꎬ “价值尺度的多元化和

不确定性所形成的 ‘没有标准的选择’ꎬ 终极关怀的感性化所形成 ‘信仰缺失’ ‘形上迷失’ 和 ‘意
义失落’ ”②ꎮ 总之ꎬ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无疑给人们崇高想信念的形成带来了挑战和障碍ꎬ 但同时也

为新的价值标准和科学理想信念的生长和树立预留了空间和机会ꎮ 新时期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不能仅仅

停留在一般性的理论知识和价值标准的传递上ꎬ 更要从精神信仰的层面培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思想

根基ꎮ 只有从崇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汲取力量ꎬ 才能突破现代性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矛盾和困境ꎬ
筑牢人们的精神家园ꎬ 给人们的精神文化世界以根本支撑ꎮ

四、 理想信念教育的情理交融策略

　 　 理想信念的三种存在形态是辩证统一的共时态存在ꎮ
仅有满腔热血而缺乏知识理论的支撑ꎬ 或仅有满腹经典而缺少真挚饱满的情感ꎬ 都不能够形成坚

定的信念和崇高的信仰ꎮ 由此ꎬ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理想信念教育ꎬ 应立足理想信念形成的客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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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ꎬ 以价值形态为主体ꎬ 以情感形态和知识形态为两翼ꎬ 将以情感人和以理服人有机统一起来ꎬ 引导

人们在情理交融中逐步确立科学完备、 远大崇高的理想信念ꎮ
丰富现实生活的情感体验ꎬ 强化人们对当代中国理想信念的感性认同ꎮ 情感联结是理想信念形成

和坚定的起点ꎬ 有了丰富多样且正向积极的情感体验ꎬ 理想信念就不再沦为苍白和空洞ꎬ 而萌发出强

大生命力量ꎮ
首先ꎬ 提升情绪认知能力ꎮ 情绪认知是对于自身自发产生的情绪情感的一种辨别和体察的能力ꎬ

这是人们情感能力的基础ꎬ 只有有效地识别情感才能科学管理情感ꎮ 我们经常听到、 看到一些被恶意

煽动起来的爆发性的群体情绪对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了很大的伤害ꎬ 究其内部原因还是很多群众对于

自身以及他人情绪的认知不足ꎮ 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自身的情感ꎬ 分清自己的情绪是偏执的还

是理性的ꎬ 是有益的或是有害的ꎬ 科学合理地对自身的情绪进行反应ꎮ
其次ꎬ 丰富情感共鸣体验ꎮ 情感共鸣是人们在见到他人的某种情感状态时而产生与其相一致的情

感体验ꎮ 增强情感共鸣就是使我们的教育活动能够触及人们的情感和灵魂ꎬ 能够唤醒人们特定的情绪

和感受ꎬ 进而激发正向、 积极的情感的产生ꎮ 比如ꎬ 必要的 “仪式活动” 就能够有效地唤醒和激发

人们的情感共鸣ꎬ 国庆的阅兵仪式、 每周的升旗仪式等ꎬ 都能很好地唤起人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自豪

感和自信心ꎬ 成为人们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契机ꎮ
最后ꎬ 加强情感升华引导ꎮ 情感升华是指将本能的、 质朴的情感反应上升为更加崇高的情操ꎮ 每

个人都有对于他人、 家庭、 集体以及国家的朴素的情感ꎬ 教育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激发和唤醒这些本能

的情感ꎬ 更要通过教育引导ꎬ 让人们的情感得到深化和升华ꎬ 把爱国爱家的情怀转化为对于国家和集

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ꎬ 对于民族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ꎬ 以及对于自然和人类发展的关怀和尊重ꎮ 只

有升华过后的更为深刻的情感才能成为更为持久的精神动力ꎮ
突出科学理论的逻辑力量ꎬ 强化人们对当代中国理想信念的理性认同ꎮ 理想信念是人精神世界内

的问题ꎬ 可以通过教育作用于思想观念、 价值理念、 思维方式ꎬ 进而实现精神世界的更新、 调整和

充实ꎮ
第一ꎬ 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ꎮ 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ꎬ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思想

武器ꎮ “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原则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ꎬ 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

史进程ꎬ 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ꎮ”① “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ꎬ
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ꎮ”② 坚定理想信念ꎬ 要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切理解

之上ꎬ 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ꎬ 做到 “真学、 真懂、 真信、 真用”ꎬ 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指导日常的工作生活ꎮ
第二ꎬ 要遵循知识教育的基本规律ꎮ 理论内容设计应考虑不同受教育主体的年龄和心理特征ꎬ 实

现知识上环环相扣ꎬ 能力上螺旋上升ꎬ 观念上逐步强化ꎬ 理念上层层深入ꎬ 区分各学段理想信念教育

在目标和内容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和着力重点ꎬ 推动认知主体对于知识本身接受的循序渐进ꎮ 近期ꎬ 中

共中央下发了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ꎬ 重点就是要解决大中小

理论教育各自为战、 彼此脱节等问题ꎬ 实现理论教育的系统性、 逻辑性和一体化ꎬ 确保理想信念教育

符合主体的成长和接受特征ꎮ
第三ꎬ 要创新知识教育的途径方法ꎮ 知识教育往往外在于认知主体ꎬ 容易陷入抽象和空洞ꎮ 知识

教育内容和形式要适应并触及新形势下共产党员的心理需求和生活实际ꎬ 了解共产党员的心理需求ꎬ
针对不同的心理需求设计开展教育引导活动ꎮ 要改变传统理想信念教育以单一的 “宣传灌输” 为主

的方式方法ꎬ 将教育 “融入生活”ꎬ 创设对话交往空间ꎬ 采用情境教育法、 实践体验法等多样化的教

１２２论理想信念形成的三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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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方法推动共产党人在新形势下不断加强自身理想信念建设ꎮ 要根据时代特征对理论话语进行再生

产ꎬ 将 “思想话语” 转换为 “生活话语”ꎬ 将思想理论的宏大叙事与人们的社会实际相结合ꎬ 从日常

习惯用语、 情感生活话语和现实交流方式中提炼出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话语内容ꎮ
注重彰显先进文化的精神品格ꎬ 强化人们对当代中国理想信念的自觉认同ꎮ 自觉是从无意识状态

到有意识状态转化的过程ꎬ 对于理想信念的自觉认同是指超越朴素自发或者被动接受的状态ꎬ 真正体

悟到其内在的价值内涵和崇高的精神品质ꎮ 要实现自觉认同ꎬ 不仅要加强理论学习和教育引导ꎬ 更要

通过文化建设和环境熏染ꎬ 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人们的精神自觉ꎮ 文化是人类精神理想的承载体ꎬ 要通

过先进文化建设帮助人们深刻认识和综合比较多种文化传统ꎬ 推动人们对于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反

思ꎬ 进而实现自我觉悟和觉醒ꎬ 使理想信念真正建立在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文化的自主

自觉和理性认同之上ꎮ 具体而言ꎬ 一方面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度

融合ꎬ 萃取精华、 丰富发展ꎮ 习总书记强调: “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ꎬ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 以革命文化为源头、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 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

的文化ꎮ”① 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诗书礼仪、 德性传统和家国情怀ꎬ 增强民族自信和奋进动力ꎻ 要在

革命文化中寻找红色基因、 革命精神和奋斗意识ꎬ 时刻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肩负民族复兴大任ꎻ 要在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提取改革创新、 科学理性和实事求是的思想精华ꎬ 要用先进文化来克服市场经济带

来的物质主义的消极影响ꎬ 来抵制西方腐朽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和侵蚀ꎬ 构筑人们的共同精神

家园ꎮ 另一方面ꎬ 积极打造精神文化产品ꎬ 推出一批内涵丰富、 技艺精湛、 制作精良的文化作品ꎬ 用

先进文化来引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ꎬ 提升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ꎮ 比如近年来影响比较

广泛的 «国家宝藏»、 «朗读者» 等综艺文化节目ꎬ 不仅很好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ꎬ 而且体

现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核ꎬ 传播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ꎬ 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人们理想

信念的重要文化教育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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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倾向性问题的辩证省思

张兴海

(长春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１１７)

　 　 摘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众多复杂的矛盾辩证关系ꎬ 需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方法分析判明ꎬ 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引ꎬ 并不断矫正认识和实践中出现的偏差ꎮ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偏向于细节ꎬ
这妨碍了更高目标的实现ꎮ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性把握得较好ꎬ 而对个性的关注、 对因材施教规律的把握、
对精英培养方面欠缺ꎮ 因此ꎬ 需要强化接班人培养理念ꎬ 需要在解决根本问题上再下工夫ꎻ 高校在教师思想

政治教育上投入精力少ꎬ 效果不理想ꎮ 对教师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再认识、 再提升ꎮ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ꎻ 辩证唯物主义ꎻ 历史唯物主义ꎻ 辩证省思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２２３－０７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倾向: 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转向细节和生活事物而弱化了

高位指向ꎻ 行动设计倾向整体一致导致重点培养意识欠缺ꎻ 重视解决当前思想问题而疏于理论的基础

作用ꎻ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紧盯学生而教师教育理念相对缺失ꎮ 在社会大变革情形下ꎬ 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作为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观念建构的社会政治行为ꎬ 要不时调整理念、 内容、 模式和目标ꎬ 但是调

整中要遵循 “守本” “致中” 原则ꎬ 即 “价值趋向” 原则ꎬ 趋向根本目标ꎮ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人才需求的 “样式”ꎬ 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价值追求ꎮ “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什么ꎬ
应该马上做什么ꎬ 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ꎮ”① 辩证的思

想方法是在对复杂事物的整体把握中不断予以深入的认识过程ꎬ 是克服 “异化” 思想的深刻思维ꎬ
是新时期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要的辩证省思ꎮ

一、 “落细落小” 与提质跃升的辩证省思

　 　 旧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在当今的表现形式之一ꎬ 就是习惯于一种单纯的、 单向度的认识原则ꎬ 并且

摇摆于两极思维ꎬ 把人的外在 “形式” 存在作为价值尺度ꎬ 而忽视了 “人的尺度”、 人的发展ꎮ 这种

单纯的、 单向度的思维原则ꎬ 源于过度强化主体性思维ꎬ 从而导致与客观本身应然状态的疏离ꎮ 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一些认识理念ꎬ 要遵从根本的认识原则和思维规律ꎬ 避免产生对立ꎬ 形成非此即彼

的极端性认识取向和实践偏差ꎮ 近些年来ꎬ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了解决 “虚大空” 问题ꎬ 努力贴近

青年现实生活ꎬ 提出了 “落细落小” 理念ꎮ 这种理念的转向ꎬ 是对原来 “形式” 理念的校正ꎬ 是对

原来 “单向度” 的否定、 是由 “空” 到实的转向ꎬ 具有现实的实践价值ꎮ 这种转向贴近了对象ꎬ 对

解决青年面临的现实问题十分有益ꎮ “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ꎬ 必须融入社会生活ꎮ 要注意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ꎬ 在落细、 落小、 落实上下功夫ꎮ”② 落细落小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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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意蕴在于ꎬ 第一ꎬ 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的理论思维ꎮ 这种理论思维的发展促进了工作

中 “两极对立” 的矛盾解决ꎬ 扩充了对实践维度和实践意义的理解ꎬ 深化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

律和理念的探索ꎬ 克服了 “非此即彼” 的形而上学固有思维ꎬ 在既对立又联系的形式范畴中ꎬ 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得以拓展与丰富ꎮ 第二ꎬ 更加趋向于把 “人” 作为出发点和目的的价值

理性追求ꎮ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象是人ꎬ 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重要的目标ꎬ “向上向高” 的发

展指向ꎬ 与 “落细落小” 的丰富实践不是对立的关系ꎬ 而是一体相承的联系整体ꎮ “落细落小” 的理

念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真实ꎬ 更加趋近于事物本身ꎬ 注重于人的发展ꎬ 把人作为目的贯通于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各层面各阶段各环节ꎮ 第三ꎬ 强化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诸范畴矛盾关系的辩证要求ꎮ
辩证法揭示了事物存在及发展过程中最根本也是最一般的规律ꎬ 辩证思维不仅是分析事物的科学思想

方法ꎬ 而且帮助我们开拓思维视野ꎬ 更全面、 更本质地把握事物及其发展规律ꎮ “落细落小” 理念的

提出与确立ꎬ 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中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和 “关系总和”ꎬ 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实施

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规律进行辩证的理解与认知ꎬ 进一步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水平ꎮ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把握和应用 “落细落小” 理论ꎬ 需要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宏观思想ꎬ 需

要较强的认识问题的辩证能力ꎮ 目前ꎬ 在理论和实践中实现 “落细落小”ꎬ 对一些倾向性问题应该警

觉: 一是用一种理念掩盖或否定另一种理念ꎬ 割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各种关系的联系和统一ꎮ “落
细落小” 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中 “向上向高” 价值追求在基础层面的必要补充ꎬ 是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发展的不同向度ꎮ 如果不能在宏观体系中把握这一发展向度ꎬ 将会产生对这种理论发展的片面性认

识ꎬ 在理论上用特殊遮蔽整体ꎬ 在实践中以过程目标代替最终目标ꎮ 反映在具体工作中ꎬ 表现为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零碎化” “保姆化”ꎬ 导致大学生思想纠缠于日常琐碎认识或闲暇文化ꎬ 将会

使理想囿于物质社会的藩篱ꎮ 而疏离和躲避涉及世界、 历史、 社会、 人生、 价值、 理想、 奋斗、 成

才、 贡献等宏大意义叙事ꎬ 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价值目标难以实现ꎮ 二是影响教育主体对理论

“掌握” 的可能性ꎮ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ꎬ 也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ꎮ 理论只要说服人ꎬ 就能掌握群

众ꎻ 而理论只要彻底ꎬ 就能说服人ꎮ”① 用 “彻底” 的理论教育学生ꎬ 前提是教育者对理论的彻底把

握ꎮ 然而ꎬ 如果教育者对 “落细落小” 的理论认识粗浅ꎬ 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者掌握理论的动力就会

严重缺乏ꎮ 从行为学角度看ꎬ 人在日常难易行为的选择中ꎬ 若无外在规定性限制ꎬ 多数会选择更容易

实施的行动ꎮ 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追求 “更上更高” 目标的复杂要求ꎬ 日常 “做细” “做小”
比较容易ꎬ 也就更容易成为教育主体的日常行动选择ꎮ 不能在整体要求下把握 “落细落小”ꎬ 就会使

之与人的习性上的 “容易行动选择” 形成负向契合ꎬ 使思想政治工作者强化思想理论武装的愿望弱

化ꎮ 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落细落小” 有着丰富内涵和内在要求ꎬ 但容易走向 “通俗化”ꎮ “落细

落小” 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理论的发展ꎬ 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ꎬ 宏大指向、 细

微切入的要求ꎮ “落细落小” 要求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渠道、 载体、 目标的初始和细微环节ꎬ 同

时又是各环节逐步提升、 深入发展的辩证过程ꎮ 如果对这一辩证关系不清楚ꎬ 就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

“滞步” 于初始环节而不能提升ꎬ 甚至徘徊于 “门外” 琐碎管理中而没有进入主渠道真角色ꎮ 这样就

会和目前一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重心没能落在 “思想政治” 上的问题形成叠加ꎬ 会严重影响

教育目标的实现ꎮ
把发展理念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ꎮ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任务是立德树人、 铸魂育人ꎮ 完成新

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使命ꎬ 发展是保证ꎮ 发展的一般形态表现为事物在规模、 程度、 结构、 数

量、 性质等方面发生的由小到大、 由低级到高级、 由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运动变化ꎮ 同时ꎬ 发展又是联

系的ꎬ 而不是单个事物的孤立运动ꎮ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

动的时候ꎬ 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ꎬ 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ꎬ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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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ꎬ 而是一切都在运动、 变化、 生成和消失ꎮ”① 经典理论揭示了事物

发展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的规律ꎮ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中ꎬ 其内容、 渠道、 方法ꎬ 原则、 理念、
评价等ꎬ 既相对自成系统ꎬ 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ꎬ 将诸因素连接起来的 “灵魂” 是 “提升”ꎮ “提
升” 是思想政治工作诸范畴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最本质要求ꎮ 提升是发展要求的根本样态ꎬ 没有提

升就不能实现发展ꎮ 面对今天思想领域的复杂局面ꎬ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是多角度、 多层次、 多

方面的ꎬ 但是发展的价值取向在根本性上是一致的ꎬ 即: 对象是人ꎬ 目的是人的发展ꎮ 从哲学的视域

中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ꎬ 应体现为三个维度的要求: 第一ꎬ 以矛盾的观点确立发展为第一需要的实

践理念ꎮ 矛盾即是联系ꎬ 矛盾也是事物发展的本源推动力ꎮ 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亲情化、 人性化ꎬ 努力

使思想政治教育贴近于生活实际ꎬ 逐渐形成 “落细落小” “抓生活细节” 的理念ꎬ 就是针对教育内容

空洞化、 教育方式硬性化与一统化问题ꎬ 减少受教育者对 “高大上” 的逆反和厌倦ꎮ 第二ꎬ 始终强

化全面发展思维ꎬ 切忌进入片面形而上学的发展误区ꎮ 事物发展总是多维度、 多形态的ꎬ 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也应强化科学性ꎬ 避免坠入习惯性的片面思维ꎮ 由于主体对对象和理论把握的有限性ꎬ 会经常

导致强调片面发展、 片面否定ꎮ 所以科学发展观念的确立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ꎮ 第三ꎬ 教育主体

“人” 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ꎮ 在事物的矛盾发展运动中ꎬ 把握主要矛盾ꎬ 抓住关键环节ꎬ 是推动发

展的内在要求ꎮ 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的诸多因素中ꎬ 人是最重要的因素ꎮ 无论对教育对象的认

识ꎬ 还是对教育内容、 方法、 原则、 规律等客观外在的认识ꎬ 都决定于教育主体自身的素质ꎮ 所以ꎬ
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工作理念中ꎬ 确立主体发展第一性原则尤为重要ꎮ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具有

层次性ꎬ 对更高层的趋向是它的内在本质要求ꎮ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与其他人类实践活动不同的特质ꎬ
它直接的对象是人ꎬ 目的是对人的提升和发展ꎮ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与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本身

具有发展的同质性ꎬ 又具有相互辩证发展的关系ꎮ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根本目标是立德树人ꎬ 过程目标

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层次的不断跃升ꎬ 从而实现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提升ꎮ “没有飞跃ꎬ 渐进性就

什么也说明不了ꎮ”②

二、 整体提升与重点培养的辩证省思

　 　 对青年成长的培养是整体性与多样性、 一般性与先进性的统一过程ꎮ 教育学领域依循这一规律提

出了 “因材施教” 原则ꎬ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为整体教育与重点培养相结合ꎮ 这里提出 “重点培

养” 指的就是党的事业 “接班人” 的培养ꎮ 一直以来我们提出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教育任务和目标ꎬ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层次性目标ꎬ 其中 “建设者” 和 “接
班人” 是两个层次的目标ꎬ 并且在 “建设者” 和 “接班人” 内部ꎬ 也还蕴涵着多样性和层次性ꎮ “建
设者” 和 “接班人” 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大任务实现的两个层面ꎬ 也是最终目标所在ꎮ 中国大学

的发展不同于西方ꎬ 在学科知识、 理论传授和技能培养基础上ꎬ 中国大学把思想政治素质培养作为重

要组成部分ꎬ 并且ꎬ 把培养社会主义的 “接班人” 作为一个明确目标ꎮ 从大学坚定学校正确办学方

向角度分析ꎬ 忽视人才的重点培养ꎬ 不仅反映出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理解不深ꎬ 对人才成长规律理解

的不深ꎬ 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的失落ꎬ 更为深刻地反映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本质把握不够

全面ꎬ 对培养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后备力量这一责任使命认知不足ꎮ 大学党委是中国共产党在高校的领

导机构ꎬ 承担着实现党的有效领导、 落实党的各项路线、 方针、 政策的任务ꎮ 大学党委在青年中要注

重培养党的坚强后备力量ꎬ 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ꎬ 这是一项重要和不变的使命ꎮ 教育是一种社会存

在ꎬ 在阶级社会中体现为阶级性ꎮ 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ꎬ 都必然要把自己的统治思想上升为国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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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ꎬ 确定为国家治理理念ꎮ 同时ꎬ 把优秀的时代青年培养成本阶级的骨干力量ꎬ 使之成为统治阶级

事业的继承者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ꎬ 古今中外ꎬ 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

的ꎮ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ꎬ 中国共产党的事业ꎬ 就是人民的事业ꎮ 我们不仅要把

青年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ꎬ 还必须培养出一大批党的事业接班人ꎮ 因此ꎬ 培养接班人

是高校党委的重要责任担当ꎮ
重点培养和整体教育是一种矛盾辩证关系ꎬ 既对立又统一ꎬ 而绝非非此即彼ꎮ 正如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 中强调: “一切差异都在中间融合ꎬ 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ꎬ 对自然观

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ꎬ 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ꎮ 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承认什么僵硬

和固定的界限ꎬ 不承认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 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ꎬ 除了非

此即彼ꎬ 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ꎬ 并使对立的各方相互联系起来ꎮ”① 整体提升和重点培养是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递进关系ꎬ 是教育目标中的层级关系ꎮ 特殊与整体的辩证关系彰显于群体的发

展中ꎮ 教育作为一种功能性行为ꎬ 其结果取决于受教育者接受情况ꎻ 受教育者作为教育对象ꎬ 决定教

育结果的多样性ꎮ 其实ꎬ 多样性存在是事物的本真样式ꎬ 是事物本来的存在方式ꎮ 我们总结的因材施

教规律ꎬ 就是在目标设定和工作过程中以尊重多样性为基础ꎬ 注重顶端任务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 顶端任

务完成情况标志着整体目标的实现高度ꎮ 顶端目标对各层次目标有指引作用ꎮ 当然顶端目标也是一个

动态的、 变量的目标ꎬ 因外在条件变化而有不同程度的目标达成ꎮ 在处理大学生思想认识问题、 整体

提升和重点培养三段三层关系中ꎬ 我们应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ꎬ 合理分配关注点ꎮ
先进带全体、 典型带一般ꎬ 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方法ꎮ 新时代大学生具有强烈的主体意

识ꎬ 性格中逆反性特征显著ꎬ 他们更强调张扬个性而轻视社会性的价值选择ꎮ 因此ꎬ 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要注重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主体性ꎬ 消解他们天然的抵触和逆反心里ꎬ 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积极

性ꎮ 人是一种关系性存在ꎬ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ꎬ 在现实性上ꎬ 它是社会关系的总

和”②ꎮ 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个原点、 结合点ꎬ 每个人都时刻面临着社会关系的影响ꎮ 作为社会正常

人ꎬ 每个人都渴望成才成功ꎬ 实现个人价值ꎬ 从善如流ꎬ 见贤思齐ꎬ 这是合乎常情的价值选择ꎮ 大学

生选择自己 “思齐” 的榜样ꎬ 更多来自于朋辈精英ꎬ 这不仅因为他们是拥有共同时代背景的同龄人、
具有相似的生活经历ꎬ 还因为这种学习方式的可操作性、 学习目标的可达成性ꎮ 青年成长成才的目标

是多渠道多样式的ꎬ 也是多层次的ꎮ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以先进带全体ꎬ 是合乎情理的发展逻辑ꎬ 也

是一个永恒的课题ꎮ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运用好辩证思维ꎬ 摆正重点培养与整体提升的关系ꎬ 充分发

挥典型教育的综合功能ꎮ 高校党委把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不能停留在口号上ꎬ 而要真正思考和实践如

何培养接班人ꎬ 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ꎮ

三、 解决当前问题与解决根本理论武装问题的辩证省思

　 　 毛泽东在 «矛盾论» 中对根本矛盾有过论述ꎬ 他认为ꎬ 事物的根本矛盾与事物发展相伴始终ꎬ
非到完结之日不会消灭ꎻ 而主要矛盾则是根本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集中表征ꎬ 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

和任务ꎬ 构成矛盾的主要方面ꎬ 决定事物的性质ꎮ 每一时期主要矛盾的解决都能推动解决根本矛盾ꎬ
因此解决主要矛盾有重要性和必要性ꎮ 但是ꎬ 止步于解决一定时期的主要矛盾则是片面的、 不完整

的ꎬ 只有不断促进根本矛盾的解决才能实现事物质的发展ꎮ 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ꎬ 主要矛盾是变换

的ꎮ 在特定时期ꎬ 主要矛盾表现为青年学生成长中思想上遇到的重要症结问题ꎬ 避免认识偏激和行为

失序ꎮ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矛盾是用科学理论武装学生ꎬ 实现立德树人ꎬ 铸魂育人ꎮ 解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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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矛盾就是高校的根本任务ꎬ 当前ꎬ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什么? 是立德树人ꎮ 无论是立德

还是树人ꎬ 都不能一蹴而就ꎮ 人的成熟成长是终身的过程ꎬ 人的教育教化是终身的历程ꎬ 在思想政治

和价值观上的修养历练也不是一个阶段可以完成的ꎬ 当然更不是在大学里能够完成的ꎮ 实现立德树

人ꎬ 最重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青年ꎬ 核心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ꎬ 进行马克思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ꎮ 近些年来ꎬ 一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一个倾向性问题ꎬ 就

是急于解决当前问题而没有能实现好主要矛盾转换ꎬ 没有把理论武装作为新时期主要矛盾加以关注和

解决ꎮ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由思想认识问题而导致的对主要矛盾把握不准确ꎮ 这种倾向致使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重心滞留于解决学生日常思想问题ꎬ 而没有转换为用理论教育解决根本思想武装问题ꎻ 二

是因为着力于当前政治任务的落实而遗忘了根本任务ꎮ 上级相关部门对宗教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 大

学生思想政治认识的焦点、 热点等问题要求明确ꎬ 督促力度大ꎬ 而对理论教育的督促主要是文件布

置ꎮ 三是一些大学内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趋于势弱ꎮ 有的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只在部门用力ꎬ 而在学校

层面力度不够ꎬ 或者浮在表面ꎮ 四是有的学校思想理论教育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ꎮ 一些高校过度强调

“两课” 主渠道ꎬ 没有营造全体学习科学理论的氛围ꎬ 结果思想理论教育变成了 “两课” 独角戏ꎬ 甚

至学校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人员、 党政干部都疏于理论学习ꎮ 五是许多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内生

动力弱ꎮ 他们的学习只是出于修学分的需要ꎬ 不是因为科学理论和思想武装的需要而学习ꎮ
从认识论角度看是没有运用矛盾原理辩证地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关系ꎬ 没有辩证地处理好

现象与本质关系ꎬ 没能处理好主要矛盾及其解决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政治上的坚定、 党性上的坚

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ꎮ 干部要成长起来ꎬ 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ꎮ”① “要坚持政治性和学

理性相统一ꎬ 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ꎬ 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ꎬ 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

生ꎮ”②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ꎬ 是我党长期的政治任务ꎬ 特别是教育广大青年树立起马克思主义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ꎬ 使他们能正确地分析看待人类历史及其社会发展ꎮ 这是大学人才培

养中的政治任务ꎬ 是大学坚定正确办学方向的本质反映ꎮ
辩证地处理好本质与现象问题ꎬ 是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任务ꎮ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

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ꎬ 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ꎮ”③ 大学生思想认识中存在的不解、 困惑

甚至错误认识ꎬ 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武装自己ꎬ 还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

方法分析处理问题ꎮ 解决大学生理论武装问题是长期而重要的任务ꎮ 这是因为: 第一ꎬ 马克思主义是

揭示自然界、 人类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ꎬ 并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ꎬ 是真正科学的

理论ꎮ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ꎬ 决定了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ꎮ 第二ꎬ 人对一

种理论体系的学习、 领会、 掌握以至运用ꎬ 是长期的过程ꎮ 青年在大学时期是学习理论的起始阶段ꎬ
也是黄金时期ꎬ 这个阶段加强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ꎬ 是打牢他们思想基础的关键ꎬ 也是使他们

确立科学思想方法的需要ꎮ 青年时期形成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ꎬ 对以后的深入学习和领会运用具有

重要的基础性意义ꎮ 第三ꎬ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践的、 开放的体系ꎬ 它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

展ꎮ 批判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ꎮ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掌握是每个个体自身完善

的内在需要ꎬ 更是青年学生的使命担当ꎮ 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时代的主导思想ꎬ 教育青年、 武

装青年ꎬ 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题和本质任务ꎮ 第四ꎬ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发展壮大ꎬ 到无产

阶级革命和建设的胜利ꎬ 都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ꎮ 一个多世纪以

来ꎬ 随着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的不断变化ꎬ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此消彼长ꎬ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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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不断发展ꎮ 人类进入新世纪以来ꎬ 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ꎬ 与世界上多元

的国家政治形态、 多样的社会物质文化样态形成共生模式ꎬ 这强烈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

识ꎮ 特别是这种多元的社会思潮与大学生强烈的主体意识共振ꎬ 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

理论的认知认同ꎮ 为了消解社会思潮的干扰和不良影响ꎬ 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为重要ꎮ

四、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省思

　 　 矛盾是事物或者事物要素间对立统一的关系ꎬ 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ꎮ 教育与被教育是大学

诸矛盾体系中属于核心任务体系的一对矛盾ꎬ 这对矛盾的主体就是教师与学生ꎮ 教与学的矛盾贯穿于

学校运行过程始终ꎬ 解决这个矛盾是学校永恒的主题ꎮ “教” 的主体是教师ꎬ 是教与学的主动方ꎬ 即

矛盾的主要方面ꎮ 解决好教与学的矛盾ꎬ 首先要关注主要方面即教师ꎮ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中教育

学生和教育教师是高校核心任务体系诸对矛盾中两个关系密切的矛盾ꎮ 在这两个矛盾中ꎬ 教师教育更

为关键ꎮ “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 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ꎬ 肩负着塑造灵魂、 塑造生命、 塑

造人的时代重任ꎬ 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ꎮ”① 教师教育是学校实现教育结果的必要条件ꎬ 大学对学

生的教育ꎬ 要通过教师这一中间环节实现ꎬ 没有中间载体和渠道ꎬ 教育就不能由任务变成实践ꎮ 教师

给学生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ꎬ 怎样教育ꎬ 包括教育诸范畴的认知、 素质、 质量等ꎬ 都决定着学生接

受结果如何ꎬ 都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能否完成ꎮ 由此ꎬ 大学对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可缺少ꎮ
科学的辩证理念ꎬ 是正确行为的先导ꎮ 事实上完美的认识和实践行为都是不存在的ꎮ 事物发展的

过程ꎬ 是矛盾斗争的过程ꎬ 是曲折前进的经历ꎮ 大学教育目标是由多个系统目标构成的整体目标ꎬ 核

心目标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ꎮ 从思想教育角度思考大学教育的目标ꎬ 需要克服当下一些 “科
学主义” “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 “技术主义” “物质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 等错误观念的影响ꎮ
师生能够对思潮作出判断与辨识ꎬ 是通过教师教育这一先导过程实现的ꎮ 高校解决不好教师教育与学

生教育的辩证关系ꎬ 就会导致偏差: 一是影响学校整体办学理念ꎮ 办什么样大学? 不仅是大学管理者

的办学思路ꎬ 也是全体大学成员的思想理念ꎮ 全体大学成员作为学校主体ꎬ 他们的教育理念就是大学

的办学观念ꎮ 整体理念是整体结果的原因ꎬ 没有原因的结果是不存在的ꎮ 学校管理者把正确的人才培

养思想转变为全体人员的行动理念ꎬ 才能形成整体的一致行动ꎮ 如果大学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缺位ꎬ 一

所大学整体的正确办学理念就无法形成ꎻ 二是难以纠正教师片面的教育观念ꎮ 一种新的观念的确立不

会短期完成ꎬ 新思想的整体性确立需要内外因条件达到成熟ꎮ 实践是条件的必备要素ꎬ 如果不能把教

师教育摆到正确位置ꎬ 并持续不断推动ꎬ 片面教育观念就不能得到纠正ꎬ 高校全体职工的整体教育功

能就不能有效发挥ꎬ “三全育人” 格局就不能形成ꎮ
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ꎬ 而且有其自身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ꎮ 一是对

教育者的教育是永恒的主题ꎮ 教师教育是教师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容ꎬ 而大学无论在学校发展还是在教

师发展中ꎬ 都容易忽略教师主体的发展需要ꎮ 专业教师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ꎬ 但是ꎬ 从教育者角度要

求ꎬ 大学教师是一个全方位教育工作者ꎬ 教育职业的性质规范着他们不仅要完成知识传授ꎬ 还要完成

立德树人任务ꎮ 我国历史上的教育ꎬ 立德树人的任务都是由教师完成的ꎬ 只是近代学习欧美教育模

式ꎬ 把学科教育和德育分离了ꎮ 以立德树人为目的的德育ꎬ 是我国教育传承下来的宝贵传统ꎬ 更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优势与特色ꎮ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ꎬ 不仅要提升教师思想政治

素质ꎬ 还要提升教师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ꎮ 近些年来ꎬ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ꎬ 吸纳了大量青年教

师ꎮ 高校青年教师对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ꎬ 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缺位ꎬ 加强是当务之急ꎮ 二是教

８２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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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高度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诉求ꎮ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性的教化行为ꎬ 是真理性与道德性的统

一ꎬ 目的是使人向上向善ꎮ 大学教师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高度的认同感ꎬ 崇尚科学、 追求真理、 勇于

奉献ꎬ 是大学教师普遍的性格特质ꎮ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与教师发展、 教师愿望形成高度的统

一ꎮ 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入情入理ꎬ 入心入脑ꎬ 他们就会热烈感知、 认同ꎮ 以往 “三全育人” 没能

形成理想样态ꎬ 问题的产生根源不在教师ꎬ 学校自身的反思才是解决矛盾的关键ꎮ
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之一ꎬ 是抓好核心教育ꎮ 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实现人才培养观念转变作为核心的教育内容ꎮ 学习马列理论ꎬ 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是每个大学教师的本职任务要求ꎬ 也是目前思想

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ꎮ 大学教师要从原来只教授知识、 不重视思想政治引导的观念中摆脱出来ꎬ 大学

要从原来只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不重视教师思想政治教育中转变过来ꎮ 大学教育观念的转变ꎬ 主

体在教师ꎬ 关键在教师ꎬ 使大学全体人员都树立起全新的人才培养观念ꎮ 路径之二ꎬ 是以业绩考核确

立正确导向ꎮ 把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业绩作为学校党委及高校各级党组织工作重要考核指标ꎮ 要求大学

党委和学校各级党组织ꎬ 把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工作内容ꎬ 作为大学完成培养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

工作环节ꎮ 路径之三ꎬ 是完善教师评价体系ꎬ 把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及其表现作为教师评价第一要素ꎮ
教师评价有推动教师发展的强大功能ꎬ 教师评价是教师水平评价、 业绩评价ꎬ 也是教师发展评价ꎬ 关

系到教师的切身利益ꎮ 把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及其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情况作为教师评价要素ꎬ 是促进

教师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和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环节ꎮ “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水平摆在首要位置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ꎬ 突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ꎬ
推动教师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 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 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ꎮ”① 路径之四ꎬ
是丰富教师发展渠道ꎮ 学校把教师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教师自我教育、 提高的重要方式ꎮ
教师的教学工作不是简单重复ꎬ 而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ꎬ 既不断提升教育水平ꎬ 又不断提升自我素

养ꎮ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实践ꎬ 实现教学相长ꎬ 能够有效促进教师思想道德素质提

升ꎮ 路径之五ꎬ 是把教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师发展的最重要任务ꎮ 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教师发

展的内在动力ꎬ 教师发展也是大学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ꎬ 全面发展才是教师发展的应有之义ꎮ 在教师

全面发展各要素中ꎬ 思想政治素质提升是灵魂ꎬ 引领和制约着其他要素ꎮ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的科学ꎬ 也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ꎮ 随着

人类的实践探索愈益深入和复杂ꎬ 这就要求我们对实践规律的掌握能力也亟须加强ꎮ 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是一门复杂的科学ꎬ 它不仅与其他相关哲学社会学科具有较强的融通性ꎬ 而且其对象是复杂发展社

会中的复杂的人ꎬ 学科的这一发展性、 建构性特征使得如何科学把握其发展规律成为一种挑战ꎮ 正确

地辩证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各种矛盾关系ꎬ 纠正思想观念和工作实践中的倾向性问题ꎬ 具有必要

性和紧迫性ꎮ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ꎬ 思想也是行动的指南ꎬ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对着极其复杂的

新形势ꎬ 面临着艰巨的新任务ꎬ 思想在先ꎬ 实践推进ꎬ 不断探索也不断总结ꎬ 这既是认识发展的逻

辑ꎬ 也是实践前进的正确轨迹ꎬ 更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需要ꎬ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

事物发展的规律ꎮ 明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诸多辩证关系ꎬ 需要以科学理论作为认识方法和思想指

引ꎮ 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 当然来自于学习人类实践中萃取的理论精华ꎬ 并不断在实践中检验、 丰

富和发展ꎮ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ꎬ 理论学习尤为重要ꎬ 对事物矛盾的正确辩证认识ꎬ 对现实实践

的深刻省思ꎬ 必然源于良好理论修养的深厚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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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律关系中
平衡因素的历史省察

曲淑华

(吉林警察学院 公共安全研究所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１１７)

　 　 摘要: 中国古代法律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脉络中ꎬ 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平衡思想与智慧ꎮ 文章从平衡法

学的角度着重梳理了中国古代权利与义务、 权利与权利、 权力与权利、 权力与权力、 权力与义务、 义务与

义务六对法律关系ꎬ 以期大致勾勒和廓清 “平衡” 思想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宏观走向ꎬ 为社会主义平衡

法学的研究提供一些理论渊薮和现实借鉴ꎮ
关键词: 中国古代ꎻ 法律关系ꎻ 平衡ꎻ 历史省察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２３０－０５

近年来ꎬ 作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创新和发展ꎬ 学界提出了 “平衡法” 理论ꎬ 认为 “社会主义法是

新型的权利法ꎬ 亦是平衡法” ①ꎮ 从法纵向的发展历程来看ꎬ “前资本主义法以设定义务为主ꎬ 是典

型的义务本位法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法的平衡的初级状态ꎻ 社会主义法是高级

状态的平衡ꎻ 共产主义阶段法达到最高程度的平衡” ②ꎮ 从研究内容上来讲ꎬ “平衡法理论丰富了法

基本范畴的形式理论ꎬ 强调要实现权利、 义务与权力之间六对基本关系的平衡ꎬ 是对法的基本范畴的

全面概括” ③ꎮ 本文着重梳理了中国古代权利与义务、 权利与权利、 权力与权利、 权力与权力、 权力

与义务、 义务与义务这六对法律关系ꎬ 以期大致勾勒和廓清平衡法思想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宏观走

向ꎮ 当然ꎬ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今天法理学意义上的 “权利” “义务” 概念ꎬ 对 “权力” 的理解也与

今日不同ꎮ 本文借鉴历史主义分析方法ꎬ 将这些具有既定内涵的概念引入传统法律思想ꎬ 并将其提炼

与剥离出来进行考察ꎬ 以期为平衡法学的研究提供一些理论渊薮和有益借鉴ꎮ 这对于平衡法学理论立

足于 “通古今之变” 的历史视角ꎬ 吸纳和传承传统法制文化精华ꎬ 更好地进行融贯性、 实践性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 中国古代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相对平衡

　 　 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的核心和基本范畴ꎬ 是法律思想中共生且相对应的一对互动的基本观念ꎮ 中国

古代法为义务本位法ꎬ 对义务的强调往往出现在法律条文的规定之中ꎬ 而权利则一般出现在法律执行

过程中ꎮ 人们在不同的社会等级上享有与自己身份相适应的法定权利并且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ꎮ
首先ꎬ 皇帝享有的权利与应履行的义务ꎮ 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ꎬ 皇帝的人身权、 身份权、 司法

权、 财产权、 政治权等各项权利均神圣不可侵犯ꎮ 同时ꎬ 皇帝也承担着各类义务ꎬ 如率领文武群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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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管理国家ꎻ “养民” “富民”ꎬ 服务百姓ꎻ 绥靖四方ꎬ 保证国家安全ꎻ 兴办教育、 教化百姓、 传承

弘扬国家文化等ꎮ 帝王只有尽到了对百姓的义务ꎬ 才能要求百姓遵守、 服从皇帝统治ꎮ “民以君为

心ꎬ 君以民为体ꎮ 心庄则体舒ꎬ 心肃则容敬ꎮ 心好之ꎬ 身必安之ꎻ 君好之ꎬ 民必欲之ꎮ 心以体全ꎬ 亦

以体伤ꎬ 君以民存ꎬ 亦以民亡ꎮ”①

其次ꎬ 贵族官吏的权利与义务ꎮ 有学者 “借鉴了现代法学对权利分析的方法ꎬ 将官吏的权利分

为人身权、 身份权、 财产权、 政治权、 司法权等”②ꎮ 在普通民众拥有的权利基础之上ꎬ 贵族官吏还

享有由其职务身份而带来的特殊法定权利ꎮ 魏晋南北朝时期 “八议” “官当” 等制度相继入律ꎬ 隋唐

时期ꎬ “既有议、 请、 减、 荫之章ꎬ 又有除、 免、 当、 赎之别”③ꎬ 由此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保护官吏特

权的法律制度ꎮ 各级官吏也承担着与其权利相平衡的各项义务ꎮ 最重要最基本的义务当然是忠君ꎮ 同

时也必须忠于职守ꎬ 如有旷废公务、 玩忽职守ꎬ 甚至以权谋私等状况ꎬ 则要受到相应惩罚ꎮ 此外ꎬ 官

吏还承担着对百姓进行德育、 忠君等思想教化方面的义务ꎮ
最后ꎬ 普通民众的权利和义务ꎮ 民众的人身安全、 身份权、 私有财产的继承、 交易等流转权以及

一些司法权力等ꎬ 受到法律保护ꎮ 由于家庭是古代宗法制国家统治的基本单位ꎬ 民众享有的权利更多

地是以家庭或家族的身份呈现ꎬ 个人权利极少ꎬ 相反却承担着诸多的法定义务ꎬ 如赋税、 徭役、 兵

役、 忠君守法ꎬ 等等ꎮ 还有很多面向家庭的亲情义务ꎬ 如 “婚姻义务、 家庭财产义务、 孝悌义务、
容隐义务”④ 等ꎬ 以及一些邻里救助、 见义勇为等其他法定义务ꎮ

二、 中国古代权利与权利关系的相对平衡

　 　 中国古代权利与权利关系的相对平衡主要体现在 “息讼” “无讼” 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ꎬ 成为人

们普遍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ꎮ 人们产生矛盾与纠纷时ꎬ 往往不愿意通过对簿公堂的法律渠道来解决ꎬ
而更注重退让、 隐忍ꎬ 当不得不面对诉讼时ꎬ 从司法官吏到诉讼双方ꎬ 都更愿意选择息事宁人ꎬ 以和

为贵ꎮ 从平衡法的角度来看ꎬ “非讼” “息讼” 的法律理念实际上体现为当自己的权利与其他权利发

生冲突时进行的价值取舍ꎬ 即以压制、 收缩个人权利来与外界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和谐与平衡ꎮ
“无讼” 的法律思想是儒家法律传统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ꎮ 孔子就曾说过ꎬ “听讼ꎬ 吾犹人也ꎬ

必也使无讼乎”⑤ꎮ 一方面人们受到儒家 “仁” 的思想影响ꎬ 希望减少矛盾ꎬ 追求平安稳定ꎮ 另一方

面ꎬ 基于农耕经济生活的简单、 封闭ꎬ 人们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多来源于家族内部或家族之间ꎬ 在家

长、 族长间相互沟通协调、 调解下ꎬ 大多也会得以解决ꎮ 更主要的是ꎬ 统治阶层为了稳定自己的统

治ꎬ 在司法、 立法中由上至下贯彻 “无讼” “息讼” 思想ꎬ 并且通过对诉讼行为的种种限制、 强力增

加诉讼成本、 严厉处罚 “好讼” 行为等法律手段ꎬ 遏制、 压缩诉讼行为的产生ꎬ 以维持统治秩序

稳定ꎮ
“无讼” “息讼” 的法律思想和行为能够存续如此之久ꎬ 产生如此深远的历史影响ꎬ 必然有其存

在的合理内涵与历史价值ꎮ 这些行为固然是公民权利、 法律意识淡薄与缺失的集中表现ꎬ 但是ꎬ 不容

否认ꎬ 当人们自身权利与他人权利或集体权利发生碰撞和冲突时ꎬ 如果能够站在维护大义的角度ꎬ 不

计个人得失ꎬ 互相克制、 礼让ꎬ 主动放弃或减少个体利益ꎬ 多维护他人或集体权利ꎬ 那么整个社会就

会和谐许多ꎮ 当然ꎬ 追求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是社会和历史的进步ꎬ 我们所言亦只是在不影响法律公

正的情况下ꎬ 尽量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种期待ꎮ 传统的 “无讼” “息讼” 法律思想可以为当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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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的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建立提供思想基础ꎮ

三、 中国古代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相对平衡

　 　 权ꎬ “黄木也ꎮ 从木ꎬ 辟声”①ꎬ 因黄木坚硬ꎬ 故引申为 “衡器”ꎮ 权力ꎬ 是指平衡的能力、 力

量ꎮ 本文所谈权力ꎬ 是指 “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或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②ꎮ
中国古代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呈现着等级性特征ꎬ 在各自等级之内分别保持着相对平衡ꎮ 皇帝高踞

国家权力的金字塔顶端ꎬ 是国家制度体系的核心ꎮ 与最为集中的权力相适应ꎬ 皇帝无疑享有最广泛的

权利ꎮ 皇帝之下ꎬ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贵族官僚集团拥有着协助皇帝治理国家ꎬ 处理政务的诸多权力ꎮ
历朝历代的法律、 行政法规都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机构及其各级官员的职能权责有着系统、 明确的

规定ꎮ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则不享有治理国家的权力ꎮ 在官僚系统之外的民间权力主要体现在

各家长、 族长等所享有的对家庭、 家族内部事务进行处理的权力ꎮ
这种等级制的权力与权利的相对平衡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ꎬ 且这种局限性由专制的传统政治和

法律制度本身是无法自我克服的ꎮ 君主的权力与权利均高度集中ꎬ 数量最为广泛的百姓却始终被排斥

在政治管理体制之外ꎮ 君臣之间、 君主与百姓之间、 臣僚与百姓之间ꎬ 力量对比均处于严重失衡状

态ꎮ 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的运行和管控ꎬ 只能寄望于君主的个人素质及其对法律的认知程度ꎮ 如果帝

王英明ꎬ 能够主动循法治国ꎬ 君权能够受到理性和制度的合理制约ꎬ 则这一时期社会统治就会趋于稳

定ꎬ 政治清明ꎬ 民生安定ꎬ 国家亦往往处于盛世ꎬ 如历史上出现的 “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ꎮ 相反ꎬ
当君主权力过于集中ꎬ 官僚政治权力和热情受到压制ꎬ 社会矛盾突出ꎬ 国家就会陷入动荡和不安ꎮ 这

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ꎮ 不仅如此ꎬ 古代社会更强调国家权利而未能对个人权利予以充分

尊重和保障ꎮ 从今天的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法治化过程看ꎬ 只有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能够处于一种良

性的平衡关系ꎬ③ 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ꎮ

四、 中国古代权力与权力关系的相对平衡

　 　 中国古代权力与权力关系的相对平衡ꎬ 主要体现为享有权力与对权力的制约二者间的相对平衡ꎮ
“权力是权威和威力的略语ꎬ 它的获得与行使一般通过相应的 ‘职位’ 来实现ꎮ”④ 君主和各级官吏

们通过掌握国家各级行政 “职位” 而拥有着不同的 “权力”ꎬ 同时受到相应制约ꎮ
古代社会ꎬ 法律赋予了君主至高无上的管理国家和民众的权力ꎬ 而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则主要通过

廷议、 谏诤、 分权等行政方式ꎬ 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有限的约束作用ꎮ 在国家政治实践中ꎬ 立法

必须要遵循严格的程序ꎬ 即使是诏、 制、 敕等也必须经过相应的程序ꎬ 才可以颁布实行ꎬ 并且对

“敕” “令” 等条例的使用也有着明确的限制ꎮ 吴晗先生曾研究指出: “在明以前ꎬ 守法在理论上是皇

帝的美德ꎬ 无论是成文法典或是习俗相沿的传统ꎮ 为了维持一个集团的共同利益ꎬ 以至皇家的优越地

位ꎬ 守法是做皇帝的最好最有利的统治方法ꎮ 皇帝地位虽高ꎬ 权力虽大ꎬ 也不应以喜怒爱憎的个人感

情来毁法、 坏法ꎬ 即使有特殊情形ꎬ 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ꎬ 然后用皇帝的特赦权或特权来补救ꎮ”⑤

同时ꎬ 法律理论与道德因素融为一体ꎬ 在精神层面对君主产生着一定的控制与约束力ꎮ “作为一种旨

在控御运行庞大皇权国家、 规范调整复杂利益关系的工具ꎬ 法律也必然需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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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ꎬ 因此ꎬ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 在皇权专制威势相对较弱的情况下ꎬ 要求权力意志不

能任意、 无限度地代替和干涉司法、 不能法外定罪ꎻ 要求法律能够兼顾 ‘天下’ 各个阶层利益的平

衡ꎮ”①

关于各级官吏的权力ꎬ 历代法典均有具体而详尽的规定ꎮ 同时ꎬ 对这些权力的行使和履行也有着

明确而清晰的限定ꎬ 以防止权力的滥用ꎮ 如中国古代史上最为完备、 系统的行政法典——— «大清会

典» 中ꎬ 对宗人府、 内阁以及六部等机构的职能有着具体明确的规定ꎮ 各部院还制定了本部门需要

遵守的规章制度和工作守则――则例ꎬ 这些法规实际上也是对本部门权力的有效规制ꎮ
权力与权力关系的平衡有着深刻的现实借鉴意义ꎬ 在现代化国家治理过程中ꎬ 我们既要面对市场

和社会做到权力下放ꎬ 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ꎬ 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ꎬ 更好地维护整个社会的公

平ꎬ 同时也要高瞻远瞩、 统筹规划ꎬ 科学地对权力进行相关限制ꎬ 真正达到权力与权力关系的相互

平衡ꎮ

五、 中国古代权力与义务关系的相对平衡

　 　 中国古代国家权力系统是一元制的中央集权结构ꎬ 皇帝总揽一切国家权力ꎬ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

决于上”②ꎬ 并以最高权力者的身份分配给担任各级 “职务” 的官吏们相应的权力ꎮ 如贵族官吏们根

据担任的职位不同ꎬ 拥有参与国家政策制定、 参与国家和地方行政、 军事、 司法等各项事务的管理等

权力ꎬ 这既是贵族官吏们应当履行的 “岗位职责”ꎬ 亦是其作为一个行政机构的 “长官” 应承担的法

定义务ꎮ 从统治阶层内部看ꎬ 统治者们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和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

性ꎬ 体现着权力与义务关系在一定范围内的统一、 平衡的一些属性特征ꎮ 但是如果从整个社会治理的

宏观角度来看ꎬ 集中掌握各项国家权力的是占社会极少数的以皇帝为代表的贵族官僚集团ꎬ 占人口绝

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不仅没有任何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ꎬ 反而承担着名目繁多ꎬ 层出不穷的

各种义务ꎬ 这也正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古代专制集权社会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ꎮ 从这个角度讲ꎬ 古

代权力与义务关系处于矛盾与冲突的对立状态ꎮ 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在经济、 政治、 文化、 军

事、 司法等各领域均具有绝对权威ꎬ 广大民众只能背负着沉重繁杂的各项义务ꎬ 被迫服从统治阶层各

种命令ꎬ 这种对立延伸至国家与社会之间ꎬ 使二者亦始终处于无法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之中ꎮ
社会主义国家ꎬ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ꎬ 权力和义务的设定是统一的ꎮ 但由于传统社会权力高度集

中ꎬ 使得 “权力至上” “惟上是从” “官尊民轻” 等负面思想观念根深蒂固ꎬ 直到今天仍有着非常深

刻的影响ꎬ “权利本位” 和 “官本位” 等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ꎬ 消除公权腐败现象仍然是国家法

治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当前ꎬ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必须坚持

法治思维和平衡理念ꎬ 突出以民为本ꎬ 严格依照法律施政理国ꎬ 积极探索建立权责统一、 权威高效的

依法行政体制ꎬ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ꎬ 着力建设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ꎬ 从而使宪法权

威、 保障人权、 限制公权、 程序公正等法律原则在法律规范体系的建构和法律的实施中得到充分

体现ꎮ

六、 中国古代义务与义务关系的平衡

　 　 中国古代义务与义务关系的相对平衡主要体现在解决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之间的冲突问题ꎮ 作为

家庭成员所承担的亲情义务与作为社会成员应承担的法律义务虽然有重合的部分ꎬ 但其冲突是任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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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任何历史阶段都无法避免的普遍存在ꎬ 其解决方式亦反映着法律的性质及功能的不同ꎮ
等级森严的古代宗法社会ꎬ “亲情义务” 与 “法律义务” 的冲突尤为激烈ꎬ 统治者采取了同行并

重的冲突化解策略ꎮ “情、 理、 法” 融于一体的儒家法律秩序ꎬ 以国家强制力保障了亲情义务和法律

义务的同时实现ꎬ 在不同的情况下ꎬ 或以亲情义务为先ꎬ 或以法律义务为重ꎬ 或者采取措施避免双方

直接冲突ꎮ 但由于宗法伦理观念始终牢牢控制着人们思想ꎬ 法律义务往往更倾向于向亲情义务就靠与

倾斜ꎮ «孝经» 载: “五刑之属三千ꎬ 而罪莫大于不孝ꎮ”① “准五服以治罪” 是封建国家法律重要定

罪量刑原则ꎬ 刑罚畸轻畸重往往要取决于犯罪者与被害人之间的亲属关系ꎮ «唐律疏议» 规定: “凡
人相殴ꎬ 条式分明ꎬ 五服尊卑ꎬ 轻重颇异ꎮ”② 如果是双方不存在亲属关系的殴斗伤人ꎬ 处置时一般

要以法律义务为先ꎮ 但是ꎬ 五服以内的近亲属殴斗ꎬ 处置则完全不同ꎮ 子孙即使是骂父母、 祖父母ꎬ
也要处以绞罪ꎬ 而长辈如果是为了训诫、 教育而殴打、 杀害子孙则罪名很轻ꎮ③ 再如ꎬ «唐律疏议»
规定ꎬ “诸祖父母、 父母为人所殴击ꎬ 子孙即殴击之ꎬ 非折伤者ꎬ 勿论ꎻ 折伤者ꎬ 减凡斗折伤三

等”④ꎮ 实际上是以牺牲国家司法权为代价ꎬ 强化家庭的伦理凝聚力ꎮ 而另一项存续长达两千余年之

久的法律制度——— “亲属容隐” 制度则可以理解为法律义务与亲情义务相避让的法律原则ꎮ “容隐制

度” 至唐朝时形成了非常周密而完备的规则体系ꎬ 一定范围内的近亲属犯罪ꎬ 应当按相关规定隐匿、
包庇罪行ꎬ 不得告发ꎬ 如果揭露犯罪行为ꎬ 反而要论罪处罚ꎮ

传统社会对 “亲情义务” 与 “法律义务” 冲突的处理与解决ꎬ 符合当时法律对于父慈子孝、 兄

友弟恭、 团结和睦的家族伦理秩序的期待ꎮ 但同时ꎬ 这种亲情义务的羁绊也使得作为 “卑幼” 的社

会个体的人身权益始终无法得到平等的保护ꎮ 如今ꎬ 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的矛盾和冲突仍然存在ꎬ 如

何进一步真正有效地协调、 解决这种冲突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ꎮ
回望中国历史ꎬ 从法的产生开始即体现着对 “平衡” 的追求ꎮ 从词源上看ꎬ “法” 字本身即体现

着 “平衡” 的意蕴ꎬ «说文解字» 曰: “灋ꎬ 刑也ꎮ 平之如水ꎬ 从水ꎻ 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ꎬ 从廌

去ꎮ”⑤ 在高度专制和集权的传统政治结构中ꎬ 表象上看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无论是在权利与

义务的配比、 国家权力的掌握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失衡状态ꎮ 但是ꎬ 站在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宏观角

度ꎬ 古老的中华法系历时数千年却始终呈现着吸纳、 延伸和传承的状态ꎬ 一脉相承、 沿革清晰ꎬ 焕发

出强劲的生命力ꎮ 应当说ꎬ 传统法律适应着专制集权的政治基础和自然农耕的经济基础ꎬ 其自身发展

环节始终是保持着平衡状态的ꎮ 在当今时代和全球化视野下ꎬ 现代法律与法治体系已经被赋予了全新

的内涵与要求ꎬ 但历史是无法割裂的ꎬ 内涵丰富、 价值多元的中华法系为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平衡法学

研究奠定了深厚思想基础ꎮ “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ꎬ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

统和实际ꎮ”⑥ 我们应该大力挖掘传统法律中复杂而宝贵的思想精华ꎬ 更好地传承、 吸纳古代法制文

化中的平衡思想ꎬ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平衡法学研究ꎬ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体系建设ꎬ 并在立

法、 司法等领域进行广泛深入实践ꎬ 为推动新时代法治中国伟大进程贡献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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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视角下
投资者情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张继海

(深圳大学 经济学院ꎬ 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６０)

　 　 摘要: 行为经济学考虑人们在实际决策过程中的心理、 情感和外部环境等因素ꎬ 重点研究传统主流经

济学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ꎬ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向经济学早期研究范式的一种回归ꎮ 投资者情绪以行

为经济学为理论基础ꎬ 因内在决策偏差和外部环境因素变化而产生ꎬ 通过系统性偏差、 非理性资产泡沫和

羊群效应等机制影响股票市场收益ꎮ 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虽然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方面存在诸多不足ꎬ
但对于解读以中小散户为主体的中国股票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关键词: 行为经济学ꎻ 投资者情绪ꎻ 股票价格ꎻ 有限理性ꎻ 决策偏差ꎻ 羊群效应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３０ ５９ꎻ Ｆ０６９ 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２３５－０５

　 　 行为经济学将投资者作为投资市场分析的主体ꎬ 考察其行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ꎬ 解释投资者的交

易活动对股票价格和股票收益的影响ꎮ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市场的有效性并非十分可靠ꎬ 投资者的非理

性行为也可能成为影响股票价格及投资者收益的重要因素ꎮ 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在现实市场中并不是

随机的ꎬ 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会受情绪影响ꎮ 人们对未来市场走势的预期以及对历史信息和股票基

本因素的反馈都可以反映在投资者情绪中ꎮ 受情绪影响的非理性投资者并非根据真实的信息进行决

策ꎬ 因此ꎬ 也被称为噪声交易者ꎮ 了解噪声交易者特定的认知偏差十分重要ꎬ 在考虑其非理性行为影

响市场有效定价情况下ꎬ 偏差往往来自于一些简单事实或市场中的明显信息ꎬ 这些投资者会更多依赖

自身偏好、 心理或其他投资者的评论等作出决策ꎮ

一、 行为经济学的回归性与预期

　 　 行为经济学是投资者情绪研究的理论基础ꎮ 投资者决策时无法做到完全理性ꎬ 只能是有限理性ꎬ
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人们在标准状态下和理想环境中 “应该” 怎样决策ꎬ 行为经济学研究

的是在不完全信息、 不完备市场和充满不确定性情况下ꎬ 人们 “实际” 上如何决策ꎮ
行为经济学并不是要完全脱离当代主流经济学而另创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ꎬ 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

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回归ꎮ① 随着研究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发展ꎬ 经济学大量采用数学研究方法ꎬ 排

斥和疏远心理和社会等因素ꎬ 即使这些因素确实会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ꎮ 行为经济学从现代新

古典经济学推崇的以完全理性和数学模型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回归到早期经济学研究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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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上ꎮ 首先ꎬ 经济学作为研究人们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ꎬ 无法脱离决策者的心

理因素ꎮ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纷繁复杂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中的人们的行为ꎮ 作为经济学研究对

象的人是非常特殊的ꎬ 是具有情感和心理预期的ꎬ 这是经济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的不同ꎮ 其次ꎬ 效用理

论建立在心理因素基础上ꎮ 一般认为ꎬ 效用是消费者的满足程度ꎬ 具有很大的主观性ꎮ 效用函数理论

是新古典经济学采用数学研究方法进行经济分析和建模研究的重要基础ꎬ 许多重要和基础性的经济学

模型都离不开效用函数ꎬ① 而且为了符合数学建模要求ꎬ 还需要使用基数效用函数而不是序数效用函

数ꎬ 但是ꎬ 对于现实中是否存在一致、 普遍、 稳定、 能够具体赋值的效用函数一直存在质疑和争论ꎮ
最后ꎬ 在宏观经济学方面ꎬ ２０ 世纪的凯恩斯革命就重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ꎬ 认

为市场经济并不存在自我恢复、 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和功能ꎬ 否定萨伊定律ꎬ 强调心理因素导致

的 “货币幻觉” 以及至少在短期内货币政策仍然是有效的ꎬ 这对古典主义长期信奉的货币中性论提

出了很大挑战ꎮ 凯恩斯主义与古典主义的重要争论之一是价格调整机制ꎬ 古典主义主张价格调整是完

全弹性的ꎬ 凯恩斯主义则认为在现实中价格调整是刚性的或粘性的ꎬ 对此ꎬ 凯恩斯主义从多方面阐释

其原因ꎬ 包括市场的不完善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心理和社会等影响因素ꎬ 如效率工资理论等ꎮ 行

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在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也可以理解为在某种意义上向凯恩斯主义的回归ꎮ
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成果ꎮ 理性

预期和卢卡斯批评共同颠覆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和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ꎬ 也将

预期和跨时决策引入了宏观经济模型ꎬ 强调宏观经济分析要有微观基础以及预期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

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ꎮ 事实上ꎬ 当经济学研究强调预期的重要性时就为行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

供了更广阔的空间ꎬ 也为行为经济学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相互融合提供了更大可能性ꎮ
在现实中ꎬ 人们的决策是动态的ꎬ 因此ꎬ 经济学理论要能够描述经济变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ꎬ 经

济学模型要由静态变为动态ꎬ 要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中融入跨期优化选择ꎮ 这就涉及经济学研究中的

一个重大问题———人们如何形成预期以及如何处理预期ꎮ 由于静态预期和适应性预期在方法论上的内

在缺陷 (即经济当事人会犯系统性错误) 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强力复兴和快速发展ꎬ 理性预期已被

普通接受和广泛应用ꎬ 理性人假设得到进一步强化ꎬ 即理性人在跨时期动态决策时还要做到 “理性

预期”ꎮ 静态预期和适应性预期都明确给出了人们形成预期的方式ꎬ 从模型构建角度属于行为设定范

畴ꎬ 而理性预期只是强调 “在现有条件下 (即目前能够获得的所有信息) 能够做到的最好的预期”ꎬ
没有涉及理性预期本身 “从何而来” 和 “如何形成”ꎬ 属于均衡条件范畴ꎮ 新古典经济学也不得不承

认预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ꎬ 目前科学研究成果还无法探究其具体形成过程ꎬ 故只能将理性

预期作为均衡结果ꎬ 即 “在现有条件下能够做到的最好的预期”ꎮ 预期不能脱离决策当事人而独立存

在ꎮ 从本质上来说ꎬ 与效用函数理论类似ꎬ 预期是某个特定个人的主观判断ꎮ 因此ꎬ 既然预期是主观

的ꎬ 那么理性预期实际上就已经承认经济当事人的决策会受心理和情感等因素影响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
行为经济学并不是要颠覆新古典经济学ꎬ 而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扩充和发展ꎮ

二、 投资者情绪的产生

　 　 人总是会受到心理、 情感和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ꎬ 在股票市场中试图追逐投资回报的投资者

也不例外ꎮ 没有任何投资者ꎬ 包括机构投资者ꎬ 能够一致地、 稳定地按照教科书上的主流金融理论进

行投资决策ꎬ 因此ꎬ 投资者情绪产生的原因在于内在决策偏差和外部环境变化ꎮ

６３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学术论丛

① 当代主流经济学假设效用函数是存在的、 稳定的和一致的ꎬ 即人们的能力与时间是无限的ꎬ 可以将所有的商品或资产组合

进行排序ꎬ 并且偏好关系是一致的ꎬ 只与各种资产带来的收益有关ꎬ 与环境、 历史和问题的呈现方式无关ꎬ 此外ꎬ 同比例加入其他

选择ꎬ 不会影响两个选择间的偏好关系ꎮ



１ 内在决策偏差

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并不能完全遵循期望收益最大化法则ꎬ 只具有有限理性ꎮ
在行为经济学中ꎬ 有限理性和决策偏差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 认知偏差ꎬ 即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往往依

赖于启发法而不是算法来化繁为简地决策ꎻ 框架依赖ꎬ 即问题的描述和呈现形式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和

决策ꎮ 这种现象违背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偏好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假设ꎮ
投资者情绪形成过程非常复杂ꎬ 表现形式多样ꎮ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基础理论ꎬ 投资者

情绪的产生和具体表现形式可以归纳为三种典型情形: (１) 损失厌恶ꎮ 相比同等价值的所得ꎬ 人们

更厌恶损失ꎬ 即同等价值所得的正效用要小于同等价值损失的负效用ꎮ 在股票市场中ꎬ 投资者往往会

长期持有已经不断亏损的股票ꎬ 而在 “落袋为安” 的心理因素作用下对于不断上涨的股票持有时间

却不够长ꎮ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 “只要股票没有卖出ꎬ 这笔投资就不是亏损”ꎬ 其实ꎬ 这种做法并不明

智ꎬ 很可能会扩大损失ꎮ (２) 代表性效应ꎮ 投资者预测公司股票未来走势时ꎬ 往往只关注最近一段

时期的历史数据或者对于投资者而言容易联想的事件ꎬ 并以此构想股票价格的未来发展趋势ꎮ 受代表

性效应影响ꎬ 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可能只是偶然事件ꎬ 并不是整个历史数据或事件

的全部ꎮ 代表性效应决策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节省投资者的分析精力和决策时间ꎬ 但缺点是可能会误

导投资者ꎮ (３) “框架” 影响决策ꎮ 框架依赖使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受到事件或问题描述方式的影响ꎬ
忽略对其实质的探究ꎮ

２ 外部环境因素变化

理性预期可以简单理解为 “在现有条件下能够做到的最好的预期”ꎬ 其中ꎬ “现有条件” 可以理

解为信息ꎬ 一般是指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者掌握的信息ꎮ 在不确定性条件下ꎬ 信息成为一种稀缺资

源ꎬ 在投资者作出决策时会充分利用这种稀缺资源ꎮ 理性预期可以理解为在现有信息下的条件概率ꎬ
因此ꎬ 投资者作出理性预期的前提是收集、 加工、 处理和研判信息ꎮ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现有信息

的形成” 是一个理性的过程ꎬ 投资者将采取贝叶斯式预期形成方式ꎬ 而行为经济学认为投资者 “现
有信息的形成” 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心理和社会等因素影响ꎮ 投资者购买股票是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收

益的投资ꎮ 未来收益充满不确定性ꎬ 预期是否准确决定投资者的未来收益ꎮ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ꎬ 投资

者依赖于所获信息ꎬ 但是ꎬ 信息的收集和研判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ꎬ 甚至还需要高深的专业知识和

特殊的经历背景ꎮ 因此ꎬ 许多投资者发现仅凭自身的力量无法保证决策行为的可靠性和未来收益的可

获得性ꎬ 于是就会在外部环境中寻求投资决策可靠性的依托ꎬ 如政策制定者、 媒体报道、 专家股评

等ꎬ 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把控投资风险ꎮ 在许多情况下ꎬ 这些外部依托对象会进一步强化投资者的内在

决策偏差ꎬ 导致投资者决策行为的非理性ꎮ

三、 投资情绪影响股票价格的机制

　 　 以完全理性和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为基础的有效市场假说① 是传统主流金融理论关于股票价格的

基本理论ꎮ 市场有效性仍处于 “假说” 阶段还需要不断进行实证检验ꎬ 但是ꎬ 在实证研究中却发现

实际中存在许多当代主流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 “未解之谜” (如股权溢价、 封闭基金、 金融资产价格

泡沫等)ꎬ 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主流金融理论是在严格假设前提下通过最优决策模型研究什么是最优决

策ꎬ 忽略了人们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会受心理、 情感和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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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股票价格反映了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ꎬ 股票价格不会偏离其基本价值ꎬ 即使偏离基本价值ꎬ 也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或对

信息的理解差异导致的ꎬ 随着时间的流逝ꎬ 投资者对信息的取得越来越完全ꎬ 则股票价格会回归基本价值ꎮ



　 　 １ 理性预期条件下的系统性偏差

当代主流经济学非常强调理性预期的重要性ꎬ 认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股票价格不会出现系统性偏

差ꎮ 但是ꎬ 理性预期中的 “预期” 从其性质上来说是个体的、 主观的ꎬ 是某个特定的决策者依据其

所获信息ꎬ 在经过自身研判后作出的价值判断ꎮ 预期不能与个体分离而独立存在ꎬ 预期市场价格是全

体市场参与者对价格进行预期的某种综合ꎮ 对股票价格的预期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期望值ꎬ
而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该股票价格在未来的概率分布ꎮ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ꎬ 作出预期的是决策者个体ꎬ 股票市场中的决策者会受到内在决策偏差影响出

现系统性认知偏差ꎮ 此外ꎬ 理性预期也依赖于决策者所获信息ꎮ 有效市场假说基本假设前提① 之一

就是完全信息ꎬ 但是ꎬ 完全信息假设在现实市场条件中是不成立的ꎮ 决策者 “现有信息的形成” 会

受到内在心理因素影响ꎬ 如果决策者转向外部力量寻求决策依托ꎬ 还会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变化的影

响ꎮ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ꎬ 无论从决策者个体还是从所获信息的角度ꎬ 都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差ꎬ 致使股

票价格系统性偏离其基本面决定的价值ꎬ 因此ꎬ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ꎬ 投资者情绪会通过系统性偏差影

响股票价格ꎮ
２ 投资者情绪和噪声交易者对资产定价影响的模型化

金融资产泡沫的本质特征是价格与价值长期严重偏离ꎬ 价格持续上涨以人们的预期作为支撑ꎬ 资

产持有者也并不打算长期持有ꎬ 只是要实现投机价差ꎮ 当代主流经济学对金融资产泡沫的解释仍坚持

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和理性人假设ꎬ 认为理性预期本身也可能导致资产价格偏离基础价值ꎬ 这就需要将

有限时域拓展为无限时域ꎬ② 通过采用跨期世代交叠模型将市场参与者的后代纳入模型内ꎬ 研究资产

泡沫能够持续存在而不会破灭的条件以及定价模式ꎮ 但是ꎬ 理性泡沫理论的假设条件与现实情况差距

很大ꎬ 排除了市场参与者的个体差异ꎬ 例如ꎬ 在跨期世代交叠模型中要求市场参与者都是理性的ꎬ 具

有一致的预期和一致的信息集等ꎮ 理性泡沫理论的不足在于过于追求模型设定的完美性和运用数学工

具的严密推导致使其对经济现实问题缺乏足够的解释力ꎮ
行为经济学中的非理性泡沫理论放松有效市场假设ꎬ 从微观行为角度通过建立模型论证投资者内

在决策偏差和外部环境因素变化导致了金融资产泡沫的产生和持续存在ꎬ 其研究思路、 方法和内在逻

辑类似宏观经济学中的新凯恩斯主义ꎮ 新凯恩斯主义通过模型化论证微观层面小市场的不完善性可以

导致宏观层面大的价格粘性或产量波动ꎮ 由于这类模型往往将市场微观主体的某些差异性行为与市场

机制的某种不完善性结合ꎬ 因此ꎬ 也常常被称为 “市场微观结构模型”ꎮ 其中ꎬ 最著名的是 ＤＳＳＷ 模

型ꎬ③ 其重要贡献在于模型设定更加贴近现实ꎬ 允许理性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在市场中同时存在ꎬ 但

由于理性交易者的风险规避性和投资期的有限性限制了套利行为纠正股票价格偏离基础价值的能力ꎬ
使噪声交易者的非理性投资非但不亏损反而盈利ꎬ 因此ꎬ 从微观行为角度解释了股票价格资产泡沫的

产生及其持续存在的可能性ꎮ
总体上ꎬ 理性泡沫理论强调分析框架的一致性ꎬ 试图将金融资产泡沫纳入主流的具有理性预期的

动态跨期一般均衡模型中ꎬ 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忽视投资者个体的差异性和市场机制在微观层面某些

小的不完善性ꎮ 而非理性泡沫理论强调投资者决策行为的个体差异性在市场机制不完善性的作用下ꎬ
会产生金融资产价格泡沫ꎬ 即微观主体的非理性与市场结构的不完善性结合阻碍了市场套利机制作用

的发挥ꎬ 致使股票价格泡沫形成并持续存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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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市场假说三个基本假设前提: 完全信息、 完全理性和完备市场ꎮ
理性泡沫理论认为只有在无限市场参与人或无限交易时间 (即无限时域) 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泡沫ꎮ
Ｊ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Ｄｅ Ｌｏｎｇꎬ ｅｔ ａｌ ꎬ “ Ｎｏｉｓｅ Ｔｒａｄｅｒ Ｒｉｓｋ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 ９８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 ７０３－７３８.



　 　 ３ 投资者情绪在市场中传导的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是股票市场中较早和较普遍被接受的行为金融理论ꎬ 也被称为从众行为ꎬ 其重要特征是

投资者不依赖于私人信息和自我决策ꎬ 主要模仿他人投资决策和过多听从外部信息ꎬ 如舆论、 政策、
股评等ꎮ 由于羊群效应汇聚了众多投资主体相似或相关的投资行为ꎬ 会对股票市场的稳定性产生重大

影响ꎮ 实际上ꎬ 羊群效应也与资产价格非理性泡沫息息相关ꎮ 羊群效应客观上加剧了资产价格波动ꎬ
在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和破灭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投资者情绪产生的原因是内部决策偏差和外部环境因素变化ꎬ 由于羊群效应的重要特征是投资者

效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外部环境因素ꎬ 因此ꎬ 羊群效应实际上也是一个信息扩散的过程ꎬ 且不可

避免地伴随着投资者情绪的相互影响ꎮ 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ꎬ 模仿他人决策行为可以节约搜集和研

判信息的成本ꎮ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ꎬ 人们相互模仿投资行为可以用来判断他人掌握的信息ꎬ 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由于个人决策投资失误可能产生的痛苦ꎮ 羊群效应是投资者情绪在股票市场中传

导的重要机制ꎬ 投资者情绪会通过羊群效应在市场中快速、 广泛传播和扩散ꎬ 最终影响股票价格ꎮ 越

是在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条件下ꎬ 越容易发生羊群效应ꎮ

结　 　 语

　 　 行为经济学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ꎬ 也逐渐被主流经济学界接纳和认可ꎬ 但是ꎬ 行为经济学构建的

模型往往以现实问题为导向ꎬ 使模型之间缺乏统一的内在 “硬核” (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加以拒绝

的公理)ꎮ① 此外ꎬ 在研究方法上ꎬ 传统主流经济学和金融学主要采取规范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以检验

理论或假说ꎬ 而行为经济学则需要用描述可控实验的方式检验和支撑理论分析ꎮ 一方面ꎬ 行为经济学

的实验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人为因素ꎬ 很难控制实验条件和影响因素ꎻ 另一方面ꎬ 行为经济学虽然借

助大量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工具ꎬ 但是缺乏深厚的数学功底和精巧的模型构造ꎮ 行为经济学的未来发

展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是持续挑战传统主流经济学ꎬ 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ꎬ 依据理论逻辑

分析和解释经济现实ꎻ 二是类似供给学派和货币经济周期理论ꎬ 逐渐被不断发展和改良的传统主流经

济学吸收兼容ꎮ
虽然行为经济学还存在诸多不足ꎬ 但行为金融学的确对于诸多金融异象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ꎮ 我

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ꎬ 虽然发展很快ꎬ 但由于初创时在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缺陷ꎬ 导致市场波动性更

大、 投机性过强ꎬ 其中ꎬ 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人投资者流通市值高和交易金额占比高ꎬ 投资者结构散户

化特征非常明显ꎮ 个人投资者交易频繁度也远高于机构投资者ꎬ 也更加偏好持有高市盈率、 ＳＴ 股、
小规模、 高波动率、 低价格、 前期 (前六个月) 涨幅较大的中小创股票ꎮ 相对于机构投资者ꎬ 中小

投资者的决策行为非理性程度更高ꎬ 因此ꎬ 充分重视行为经济学的发展ꎬ 将其应用于我国股票市场的

研究中并提出政策建议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同时ꎬ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特殊性也为行

为金融学本土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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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风格
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

苗宏慧

(吉林大学 商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３)

　 　 摘要: 文章以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风格为前因变量ꎬ 引入知识管理作为中介变量ꎬ 探讨领导风格对员

工创新绩效的影响ꎮ 通过对 ３３９ 份直接领导和下属的配对数据分析发现ꎬ 变革型领导风格和交易型领导风

格对员工创新绩效均具有积极影响ꎬ 知识管理起部分中介作用ꎻ 在四种知识管理活动中ꎬ 知识创造相较于

知识存储、 转移和应用ꎬ 在两种领导风格和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大ꎮ
关键词: 变革型领导ꎻ 交易型领导ꎻ 领导风格ꎻ 员工创新绩效ꎻ 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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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之下ꎬ 创新是组织发展的必经之路ꎬ 而员工是将个体知识转化、 整合为

组织智力资本和企业经营资本的载体ꎬ 因此ꎬ 提高组织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提升员工的创新

绩效ꎮ
员工创新绩效是员工产生新颖可行的想法ꎬ 并将其传播、 应用和进一步发展ꎬ 最终为组织创造价

值的过程ꎮ① 创新绩效不仅受到员工性格、 价值观、 成就动机、 认知能力等个人因素的影响ꎬ 也受到

领导风格的影响ꎮ 学者们普遍认同变革型领导风格对员工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ꎬ 而交易型领导风格对

员工创新绩效的作用ꎬ 学术界尚争论不休ꎮ 本文探讨领导风格对知识管理是否有作用ꎬ 知识管理对创

新绩效是否有显著影响ꎬ 从知识创造、 知识存储、 知识转移和知识应用四个角度分别探讨其在领导风

格、 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ꎬ 以期为组织培养员工的创新思维、 激励创新行为、 产出创新绩效

提供借鉴ꎮ

一、 理论与假设

　 　 １ 领导风格对员工创新绩效的作用

变革型领导擅于营造创新氛围ꎬ 鼓励员工创新ꎬ 促进员工创造力的提升和组织创新水平的进步ꎬ②

且心理授权和心理资本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因此ꎬ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 变革型领导风格对员工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ꎮ
交易型领导通过明确员工的工作任务、 角色认知、 报酬、 工作成果、 职业晋升等方面的需求ꎬ 引

０４２




导和激励员工完成组织目标ꎮ 对于交易型领导风格是否能够提升员工创新绩效ꎬ 学界存在较大争议ꎮ
有学者认为组织授权程度高ꎬ 交易型领导风格会抑制员工创新绩效ꎬ① 也有学者认为如果给予员工较

大的自主权ꎬ 在团队中形成高授权氛围ꎬ 会促进创新绩效的提高ꎮ② 本文认为ꎬ 交易型领导注重完成

组织目标ꎬ 能够积极寻找和纠正员工对于标准的偏离ꎬ 擅于权变管理ꎬ 注重例外管理ꎬ 有助于员工持

续创新ꎮ 因此ꎬ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 交易型领导风格对员工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ꎮ
２ 知识管理的中介作用

知识管理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活动ꎬ 而是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活动ꎬ Ｍａｔｙａｍ 和 Ｌｅｉｄｎｅｒ 回顾并解释了

不同领域中关于知识管理的文献ꎬ 将其划分为知识创造、 存储、 转移和应用四个阶段ꎮ③

领导风格会鼓励或者抑制员工知识吸收、 提取、 共享的积极性与主动性ꎮ 组织如果想要实施知识

管理ꎬ 必须具有与其匹配的组织文化和领导风格ꎮ 强大的知识贮备是组织变革、 提升、 演进的基础ꎬ
无论是擅于激发员工创造力的变革型领导ꎬ 还是注重组织绩效的交易型领导ꎬ 都重视知识管理在绩效

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ꎮ 因此ꎬ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 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风格对知识创造、 储存、 转移和应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ꎮ
知识是形成创新能力的源泉ꎬ 创新是知识在组织中不断检验、 应用的结果ꎮ④ 创新力强的企业更

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ꎬ 具有更强的竞争力ꎮ 组织成员不断挖掘、 搜寻、 检索现有知识ꎬ 将这些知识

在组织内储存、 传播、 应用、 论证、 检验ꎬ 得到了新的研究结果ꎬ 并获得成员的认可和理解时ꎬ 也就

自然孕育了创新ꎮ 创新是在个体与组织内环境深度互动过程中形成的ꎬ 知识共享使个体创造的知识在

成员之间顺畅流通ꎬ 通过存储、 应用等一系列知识管理过程ꎬ 形成更加完善的组织知识系统ꎮ 因此ꎬ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 知识管理的四个过程对员工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ꎮ
变革型领导风格通过影响知识管理的四个过程间接促进了组织创新ꎬ 因此ꎬ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 知识管理过程在变革型、 交易型领导风格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ꎮ
研究模型如下图所示:

　 　 领导风格、 知识管理与员工创新绩效关系图

１４２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风格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ｎｅ Ｎｅｄｅｒｖｅｅｎ Ｐｉｅｔｅｒｓｅꎬ ｅｔ ａｌ ꎬ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Ｖｏｌ ３１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６０９－６２３

魏峰、 袁欣、 邸杨: «交易型领导、 团队授权氛围和心理授权影响下属创新绩效的跨层次研究»ꎬ «管理世界»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ꎮ
Ｍａｒｙａｍ Ａｌａｖｉꎬ Ｄｏｒｏｔｈｙ Ｅ Ｌｅｉｄｎｅｒꎬ 郑文全: «知识管理和知识管理系统: 概念基础和研究课题»ꎬ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ꎮ
Ｐｅｔｅｒ Ｆ Ｄｒｕｃｋｅｒꎬ Ｐｏ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ꎬ ２００４



二、 研究设计

　 　 １ 问卷设计

本文将问卷拆分为两部分ꎬ 问卷 １ 由员工作答ꎬ 包括基本情况、 组织知识管理情况、 员工直属上

司的领导风格ꎬ 问卷 ２ 测量员工创新绩效水平ꎬ 由员工的直属上司根据其创新表现作答ꎮ 问卷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 点式量表ꎬ １ 代表 “非常不符合”ꎬ ５ 代表 “非常符合”ꎮ
调研对象主要为企业中具有创新特质的员工ꎬ 例如研发人员、 营销人员等ꎮ 样本的选择主要采用

以下两个标准: 一是被调研组织具有创新活动ꎬ 被调研对象在工作中有创新行为ꎻ 二是为确保被调研

组织有充足时间开展知识管理活动ꎬ 被调研组织不能是新成立组织ꎬ 样本中 ９３％的组织成立年限在 ５
年以上ꎮ 本文共发放问卷 ４４５ 份ꎬ 剔除填写不完整、 不匹配的问卷ꎬ 得到有效样本 ３３９ 份ꎮ 样本数据

的统计分析与假设检验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９ ０ 和 ＡＭＯＳ２１ ０ 完成ꎮ
２ 变量测量

采用 Ａｖｏｌｉｏ 等 １９９９ 年开发的多变因素领导问卷测量领导风格ꎬ ２０ 个题项用于测量变革型领导风

格ꎬ ８ 个题项用于测量交易型领导风格ꎮ① 分别采用 Ｎｏｎａｋａ、 郭京京、 韩维贺、 Ｇｏｌｄ 等开发的量表测

量知识创造、 知识存储、 知识转移、 知识应用ꎮ② 采用 Ｊａｎｓｓｅｎ 和 Ｙｐｅｒｅｎ 开发的量表测度员工创新绩

效ꎬ 将其分为创意的产生、 推广、 实现三个过程ꎮ③ 四个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教育程度、 工作单位成

立年限和单位规模ꎮ 单位成立年限上ꎬ 从低到高依次为 ３ 年以下、 ３—５ 年、 ６—１０ 年、 １１—１５ 年和

１５ 年以上ꎻ 在单位规模上ꎬ 从低到高依次为 １００ 人以下、 １０１—２００ 人、 ２０１—５００ 人、 ５０１—１０００ 人

和 １００１ 人以上ꎮ

三、 数据分析与结果

　 　 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信度、 效度分析

调研过程兼顾被调研组织和被调研对象的基本特征 (见表 １)ꎬ 所得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ꎮ 相

关性分析结果显示ꎬ 变革型领导风格与员工创新绩效正相关ꎬ 交易型领导风格与员工创新绩效正相关

(见表 ２)ꎮ
变革型、 交易型领导风格和员工创新绩效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９１ꎬ ０ ７４８ 和 ０ ９３４ꎮ 知

识创造、 知识存储、 知识转移、 知识应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９９、 ０ ７９７、 ０ ８７８ 和 ０ ８９９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均超过 ０ ７ꎬ 信度得到保障ꎮ

ＡＶＥ 值分别为 ０ ６１３ (变革型领导)、 ０ ５８０ (交易型领导)、 ０ ６６８ (知识创造)、 ０ ６０４ (知识

存储)、 ０ ６８３ (知识转移)、 ０ ６７７ (知识应用) 和 ０ ６０１ (员工创新绩效)ꎬ 均大于 ０ ５ꎬ 说明以上

变量都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ꎮ 此外 ＡＶＥ 的平方根大于其他维度相关系数的绝对值ꎬ 说明测量模型具

有良好的区分效度ꎮ

２４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学术论丛

①

②

③

Ｂｒｕｃｅ Ｊ Ａｖｏｌｉｏꎬ ｅｔ ａｌ ꎬ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
ｓｈｉｐ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７２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４４１－４６２

Ｉｋｕｊｉｒｏ Ｎｏｎａｋａꎬ ｅｔ ａｌ ꎬ “Ｆｒｏ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２０３－２１８ꎻ 郭京京: «产业集群中知识存储惯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知识管理的视

角»ꎬ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ꎻ 韩维贺、 季绍波: «知识创造过程效果的实证研究———个人和团队层面»ꎬ «清华大

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６ 第 Ｓ１ 期ꎻ Ａｎｄｒｅｗ Ｈ Ｇｏｌｄꎬ ｅｔ ａｌ ꎬ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ｅｒｓｐｃｔｉｖ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１８５－２１４ꎮ

Ｏｎｎｅ Ｊａｎｓｓｅｎꎬ Ｎｉｃｏ Ｗ Ｖａｎ Ｙｐｅｒｅｎꎬ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Ｇｏ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ｍｅｍｂ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Ｊｏｂ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ꎬ”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４７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３６８－３８４



表 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 变量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

性别
男 １９４ ５７ ２
女 １４５ ４２ ８

教育程度

大专以下 １１１ ３２ ７
大专 ８４ ２４ ８
本科 １０４ ３０ ７
硕士 ３１ ９ １
博士 ９ ２ ７

职位

高层管理者 ３ ０ ９
中层管理者 ３３ ９ ７
基层管理者 ７５ ２２ １
普通员工 ２２８ ６７ ３

单位性质

国家行政机关 ２４ ７ １
国有企业 １５０ ４４ ２
私营企业 １４８ ４３ ７
外资企业 １７ ５

年龄

２５ 岁及以下 ２９ ８ ６
２６—３５ 岁 １５０ ４４ ２
３６—４５ 岁 ９９ ２９ ２
４６—５５ 岁 ５３ １５ ６
５５ 岁以上 ８ ２ ４

单位成立年限

３ 年以下 １２ ３ ５
３—５ 年 １２ ３ ５
６—１０ 年 ５３ １５ ６
１１—１５ 年 ７７ ２２ ７
１５ 年以上 １８５ ５４ ６

单位规模

１００ 人及以下 ７４ ２１ ８
１０１—２００ 人 ８３ ２４ ５
２０１—５００ 人 ２２ ６ ５
５０１—１０００ 人 １００ ２９ ５
１００１ 人以上 ６０ １７ ７

表 ２　 相关性分析结果

研究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 变革型领导风格 (０ ６１３)
２ 交易型领导风格 ０ ５４１∗∗ (０ ５８０)
３ 知识创造 ０ ５４８∗∗ ０ ４８４∗∗ (０ ６６８)
４ 知识存储 ０ ４９７∗∗ ０ ３３０∗∗ ０ ６４５∗∗ (０ ６０４)
５ 知识转移 ０ ５４８∗∗ ０ ３９０∗∗ ０ ６０２∗∗ ０ ５６８∗∗ (０ ６８３)
６ 知识应用 ０ ５５４∗∗ ０ ４６６∗∗ ０ ６０７∗∗ ０ ５４９∗∗ ０ ５８７∗∗ (０ ６７７)
７ 员工创新绩效 ０ ２８１∗∗ ０ ３０９∗∗ ０ ２８３∗∗ ０ ２６５∗∗ ０ ２５７∗∗ ０ ２１４∗∗ (０ ６０１)
平均数 ４ １９７ ３ ７５８ ３ ８１７ ３ ９９０ ３ ９７１ ３ ９８２ ３ ５９５
标准差 ０ ５５９ ０ ６７８ ０ ６７７ ０ ６１４ ０ ６７７ ０ ５９０ ０ ７９３

　 　 说明: 矩阵对角线为 ＡＶＥ 值ꎬ ∗ ｐ < ０ ０５ꎬ ∗∗ ｐ < ０ ０１ꎮ

２ 假设检验

首先控制员工性别、 学历、 单位成立年限和单位规模ꎬ 运用回归方程检验变革型、 交易型领导风

格对员工创新绩效和知识管理的影响ꎬ 然后检验知识管理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ꎮ 由表 ３ 可知ꎬ 假设

１、 ２、 ３、 ４ 成立ꎬ 且交易型比变革型领导风格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大ꎬ 但变革型领导风格比交易

型领导风格对知识管理的影响大ꎮ 单位成立年限对知识创造 ( β ＝ ０ １５９ꎬ ｐ < ０ ０５)、 知识存储

(β ＝ ０ １１６ꎬ ｐ < ０ ０５) 和知识应用 ( β ＝ ０ ０９３ꎬ ｐ < ０ ０５)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ꎻ 性别对员工创新绩

效的影响显著 ( β ＝ － ０ ３９８ꎬ ｐ < ０ ０１)ꎬ 男性员工的创新绩效高于女性员工ꎻ 员工的学历和单位规

模对知识管理过程影响不显著ꎬ 对员工创新绩效的激发作用也不显著ꎮ
中介作用的检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知识应用在变革型领导风格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不起中介作用ꎻ

知识管理的四个过程在交易型领导风格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ꎬ 假设 ５ 部分成立ꎮ

３４２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风格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



表 ３　 变量间关系

知识创造 知识存储 知识转移 知识应用 员工创新绩效

变革型领导风格 ０ ５１８∗∗ ０ ４７８∗∗ ０ ５４０∗∗ ０ ５３８∗∗ ０ ２６４∗∗

交易型领导风格 ０ ４６４∗∗ ０ ３０８∗∗ ０ ３９４∗∗ ０ ４６８∗∗ ０ ２７６∗∗

知识创造 ０ ２９４∗∗

知识存储 ０ ２３７∗∗

知识转移 ０ ２５９∗∗

知识应用 ０ ２２１∗∗

　 　 说明: ∗∗ ｐ < ０ ０１ꎮ

表 ４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自变量 员工创新绩效 自变量 员工创新绩效

变革型领导风格 ０ ２６４∗∗ 交易型领导风格 ０ ２７６∗∗

变革型领导风格∗
知识创造

变革型领导风格 ０ １５７∗∗

知识创造 ０ ２０６∗∗

变革型领导风格∗
知识存储

变革型领导风格 ０ １９０∗∗

知识存储 ０ １５５∗∗

变革型领导风格∗
知识转移

变革型领导风格 ０ １７６∗∗

知识转移 ０ １６３∗∗

变革型领导风格∗
知识应用

变革型领导风格 ０ ２０１∗∗

知识应用 ０ １１７

变革型领导风格∗
知识创造

变革型领导风格 ０ １９２∗∗

知识创造 ０ １８０∗∗

变革型领导风格∗
知识存储

变革型领导风格 ０ ２２０∗∗

知识存储 ０ １８０∗∗

变革型领导风格∗
知识转移

变革型领导风格 ０ ２０５∗∗

知识转移 ０ １７９∗∗

变革型领导风格∗
知识应用

变革型领导风格 ０ ２１７∗∗

知识应用 ０ １２６∗

　 　 说明: ∗ ｐ < ０ ０５ꎬ ∗∗ ｐ < ０ ０１ꎮ

结　 　 语

　 　 本文探索领导风格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知识创造、 知识存储、 知识转移和知识应用在其中的作

用ꎬ 结论如下: 第一ꎬ 两种领导风格正向积极影响员工的创新绩效ꎮ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企业中创新性

较强的岗位上具有创新特质和创新行为的员工ꎬ 绩效考核中包含创新指标ꎬ 因此ꎬ 领导需要及时纠正

偏离创新绩效指标或不利于创新绩效指标达成的行为ꎬ 保证创新绩效按预期或超额完成ꎮ 变革型和交

易型领导风格并不完全对立ꎬ 可以相互促进、 补充ꎬ 理想的领导者要同时具备这两种领导风格ꎮ 第

二ꎬ 知识创造、 存储和转移在两种领导风格和员工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ꎬ 因此ꎬ 可以通过培

训提高员工个人的知识水平和组织内知识管理水平ꎬ 提升创新绩效ꎮ 第三ꎬ 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最突

出ꎮ 知识创造是知识存储、 转移和应用的前提和基础ꎬ 无论哪种领导风格ꎬ 为了提高绩效产出ꎬ 都会

鼓励员工充分发挥想象力ꎬ 支持员工探索新问题ꎬ 提供多元化的解决方案ꎮ 第四ꎬ 知识应用在变革型

领导风格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没有发挥中介作用ꎮ 在工作中ꎬ 变革型领导强调变化、 重视革新、 鼓励

创造ꎬ 侧重于通过知识创造、 存储、 转移过程激发员工创造力ꎬ 较少关注知识应用ꎮ 第五ꎬ 单位成立

年限对知识管理的正向影响较显著ꎮ 组织内的知识是一个不断创造、 积累、 传承的过程ꎬ 处于初创期

的企业没有足够的经验ꎬ 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知识管理ꎮ 随着企业迈向发展期、 成熟期ꎬ 不

断加强知识管理ꎬ 产生创新成果、 积累创新经验、 吸纳创新人才ꎮ 研究结果还表明ꎬ 男性员工的创新

绩效更突出ꎬ 这可能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创新与接受挑战ꎮ

责任编辑: 孙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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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思敏ꎬ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ꎬ 专业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ꎻ 张绍杰ꎬ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

向: 理论语言学、 语用学、 应用语言学ꎮ
①　 雍茜: «违实标记与违实义的生成———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类型学研究»ꎬ «外语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②　 蒋严: «汉语条件句的违实解释»ꎬ 载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语法研究与探索 (十) »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０ 年ꎬ 第２５７－

２７９ 页ꎮ
③　 袁毓林: «汉语反事实表达及其思维特点»ꎬ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ꎮ

汉语违实条件句研究历时考察及方法论反思

周思敏　 张绍杰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摘要: 汉语违实条件句已有近 ４０ 年的研究历史ꎬ 大致经历了围绕其展开的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 语言

本体研究和跨界研究三个研究阶段ꎮ 文章对汉语违实条件句的研究进行了历时考察ꎬ 并对研究中的方法论

问题进行反思ꎬ 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拘泥于语言单层面的研究ꎬ 忽视不同层面的统合研究ꎻ 关注语言

现象微观的描写ꎬ 忽视语言哲学视域下的理论建构ꎻ 重视思辨性研究ꎬ 忽视实证研究ꎮ
关键词: 违实条件句ꎻ 违实范畴ꎻ 历时考察ꎻ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Ｈ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２４５－０５

　 　 违实条件句是表征违实范畴的语言表达形式ꎮ① 违实范畴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ｙ) 即能够传递与客观

事实或主观认知相反意义的概念范畴ꎬ② 识解违实范畴是人类一项常见的认知活动ꎬ 具有跨民族的认

知普遍性ꎮ 然而ꎬ 由于语言的类型差异ꎬ 汉语同英语等印欧语言相比存在显著不同ꎮ 英语常通过动词

时制后移 (ｔｅｎｓｅ ｂａｃｋ ｓｈｉｆｔ) 等形态变化来标记违实条件句ꎬ 而汉语却没有鲜明的违实范畴语法标记ꎮ
正是因为汉语缺乏违实标记的特殊性ꎬ 在汉语语法史相当长的时间里ꎬ 只有关于违实表达的零星提

及ꎬ 却没有对违实范畴概念的认知ꎮ③ 直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为了应对西方学者相关研究的挑战ꎬ 汉

语学者才真正开始关注违实范畴和违实条件句研究ꎮ 因此ꎬ 对汉语违实条件句研究进行历时考察ꎬ 起

点应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开始ꎬ 至今近 ４０ 年的研究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ꎮ

一、 违实范畴识解引发的语言和思维关系研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汉语违实范畴的提出及引入源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由汉语引发的学界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一场争

论ꎮ １９７２—１９７３ 年ꎬ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Ｂｌｏｏｍ 在香港做问卷调查时意外发现ꎬ 被试往往不像印欧语

母语者那样容易接受与事实相反的内容ꎮ 他认为ꎬ 此差别除了可能归因于文化差异ꎬ 还很可能是受到

了不同语言表达特点的影响ꎬ 相比英语等印欧语来说ꎬ 汉语仅有直陈条件句 (即汉语传统语法中的

假设条件句) 的分类ꎬ 不存在明示句子违实范畴的语法标记ꎮ Ｂｌｏｏｍ 首次提出汉语违实范畴和汉语违

实条件句的概念ꎬ 其认为 “由于汉语缺乏明确的词汇、 句法和语调特征标记违实条件句ꎬ 导致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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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者不如印欧母语者倾向进行违实思维”①ꎮ 该结论引起了学界对汉语违实条件句的关注ꎬ 引发了

一场持续数年围绕违实范畴展开的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大讨论ꎮ
一方面ꎬ 讨论从心理学研究视角出发ꎬ 针对实验研究的影响要素展开ꎮ 最早对 Ｂｌｏｏｍ 的研究质疑

的是华裔学者 Ａｕꎬ 她指出ꎬ Ｂｌｏｏｍ 的实验忽视了对语言材料地道性、 故事难易度及被试语言背景等

因素的控制ꎮ 她改进了实验设计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违实理解能力与语言类型无关ꎬ 语言材料质

量的好坏才是影响被试违实理解能力的关键ꎮ② 有学者补充 Ａｕ 的观点: Ｌｉｕ 发现语言材料地道性、 内

容熟悉度和被试年龄是影响实验结果的重要因素ꎻ Ｔａｋａｎｏ 则发现语言同其他因素相比并不重要ꎬ 被

试的测试动机和良好的数理逻辑是影响违实思维能力的关键ꎮ Ｖｏｒｓｔｅｒ 和 Ｓｃｈｕｒｉｎｇ 认为ꎬ Ｂｌｏｏｍ 与 Ａｕ
的实验均存在选项过于简单易造成被试成绩普遍过高的缺陷ꎬ 二人的研究进一步显示ꎬ 违实思维与年

龄关系很大ꎬ 与语言关系不大ꎮ③
争论集中在被试、 语言材料及实验方法中额外变量控制这三个方面ꎮ 然而ꎬ 由于心理实验涉及干扰

变量较多ꎬ 此阶段研究难以有针对性地对变量严格控制ꎬ 因此ꎬ 未能达成有足够说服力的结论性共识ꎮ
另一方面ꎬ 学者们开始关注研究前提基础中涉及的语言事实问题ꎮ Ｂｌｏｏｍ 将 “汉语不存在违实标

记” 这一 “语言事实” 作为其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的前提条件ꎮ 对此ꎬ Ａｕ 提出质疑ꎬ 其认为: 汉语

也存在违实语法标记ꎬ 如 “会” “就会” 等ꎮ④ 不过ꎬ Ａｕ 提出的违实词语数量过少ꎬ 且典型性不足ꎬ
能否作为反驳 Ｂｌｏｏｍ 观点的有力证据ꎬ 值得商榷ꎮ 相比之下ꎬ 陈国华较为详细地整理出汉语中主要的

违实语法形式ꎬ 如时间词 “早”ꎬ 句尾语气助词 “呢” “了” 以及 “要不是” 等连词ꎮ⑤ 同时ꎬ 一些

语法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此问题ꎮ Ｒａｍｓｅｙ 指出ꎬ “早” 和 “了” 皆为汉语违实语法特征词ꎮ⑥ Ｅｉｆｒｉｎｇ 认

同 Ｂｌｏｏｍ 关于 “汉语条件句通常不区分违实和非违实情况” 的看法ꎬ 但进一步指出汉语中并非绝对

没有违实性ꎬ 比如谓词的 “以为” 就可以表达一定的违实内容ꎬ “不是” 则可以看作现代汉语中表达

违实的标记ꎮ⑦
综上ꎬ 围绕 Ｂｌｏｏｍ 提出的汉语母语者违实思维能力不足的问题ꎬ 学界开始了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大

讨论ꎬ 争论的研究结果为随后的违实条件句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ꎮ

二、 违实条件句本体研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２０１０ 年)

　 　 此阶段对汉语中违实范畴语言表达特点的考察更为细致ꎮ 除了认同上下文语境和社会文化因素影

响之外ꎬ 开始对汉语的本体ꎬ 即对句法现象展开研究ꎮ 对汉语违实条件句句法特点的研究主要以语言

形式差异为切入点ꎬ 学者们不仅在微观层面对汉语中违实语法特征作了详细的描述ꎬ 尝试进行理论与

实证的深入探究ꎬ 同时也在宏观层面进行了深刻剖析ꎮ 研究涵盖了主要违实特征成分ꎬ 如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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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ｌｆｒｅｄ Ｂｌｏｏｍꎬ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ꎬ ＮＪ: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ｒｌｂａｕ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１９８１ꎬ ｐ １６

Ｔｅｒｒｙ Ｋ Ａｕ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ｓ: Ｔｈｅ Ｓａｐｉｒ－Ｗｈｏｒｆ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ꎬ”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１－３ꎬ １９８３ꎬ
ｐｐ １５５－１８７

Ｌｉｓａ Ｇ Ｌｉｕꎬ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ꎬ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２１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８５ꎬ ｐｐ ２３９－２７０ꎻ
Ｙｏｈｔａｒｏ Ｔａｋａｎｏꎬ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ꎬ”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３１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８９ꎬ ｐｐ １４１－１６２ꎻ
Ｊａｎ Ｖｏｒｓｔｅｒꎬ Ｇｅｒａｒｄ Ｓｃｈｕｒｉｎｇꎬ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８９ꎬ ｐｐ ３４－３８

Ｔｅｒｒｙ Ｋ Ａｕ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ｓ: Ｔｈｅ Ｓａｐｉｒ－Ｗｈｏｒｆ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ꎬ”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１－３ꎬ １９８３ꎬ
ｐｐ １５５－１８７

陈国华: «英汉假设条件句比较»ꎬ «外语教学与研究» １９８８ 年第 １ 期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ａｍｓｅｙꎬ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９ꎬ ｐｐ ７６－９６
Ｈａｌｖｏｒ Ｅｉｆｒ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８８ꎬ ｐｐ １９３－２１７



“了” “要不是” “没” “还以为” “真的” 等ꎮ① 有研究对其中典型的违实特征成分展开探讨ꎬ 论证

其对句子违实意义生成的作用ꎬ② 如有学者认为 “要不是” 是鲜明的违实语法标记ꎬ 并通过自定步速

(ｓｅｌｆ－ｐａｃｅ) 的实验方法得以证明ꎮ③ 但此时对违实成分的探讨尚未触及违实范畴的本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王春辉提出ꎬ “违实范畴” 在汉语中是一个与认知相关联的语义范畴ꎮ 这是对汉语违实

范畴的本质属性进行的深入思考ꎮ 其认为ꎬ 西方语言学界所指的 “范畴” 多是狭义的语法范畴ꎬ 即

通过句法形态来表示某种语义ꎬ 而汉语学界所研究的 “范畴” 则往往是广义的语法范畴ꎬ 即语义语

法范畴ꎬ 或更广义的语义范畴ꎮ 西方学界之所以认为汉语条件句无违实范畴ꎬ 是由于其采用了狭义语

法范畴的视角ꎬ 而国内学者则认为ꎬ 汉语条件句所表现的违实范畴是作为语义范畴而存在的ꎮ 显然ꎬ
前者是语法概念ꎬ 而后者则是认知概念ꎮ 一种语言可能没有某种语法范畴ꎬ 但不能断言它不存在表达

这种认知概念的语言形式ꎮ④ 违实条件句的研究深化了对违实范畴的认识ꎮ
与此同时ꎬ 这一时期汉语界开展的复句研究对认识违实条件句的特征也起到了促进作用ꎮ 有学者

认为违实条件句属于假设条件句ꎮ 王维贤将反事实条件句列为单独一项ꎬ 称其为 “违实性假设”⑤ꎮ
徐阳春根据假设条件句的虚拟性特征将其划分为可能性假设和反事实假设ꎬ 并指出反事实假设的一般

特点: 一是句中所述具有过去时特征ꎬ 二是说话人认为句子所述可能为真ꎬ 但最终未能实现ꎮ 另外还

有一种可能是句中所述只在可能世界为真ꎬ 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出现ꎮ⑥ 一些学者虽没有将违实条件

句划为独立一类ꎬ 但也意识到了其特殊性ꎬ 如邢福义认为: “ ‘要不是就’ 是一种比较特殊

的假设句式”ꎬ 跟句式 ‘幸亏 ｐꎬ 否则 ｑ’ 相通ꎬ 前项 ｐ 指出已然事实ꎬ 后项 ｑ 表示反事实的结果ꎮ⑦

对违实条件句的句法特点及其语言事实的认识ꎬ 随着汉语复句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清晰ꎮ

三、 违实条件句跨界研究 (２０１０ 年至今)

　 　 跨界研究既指跨语言学内部不同层面的研究ꎬ 如跨句法、 语义和语用层面进行研究ꎬ 也指跨学科

的交叉研究ꎬ 如语言学其他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相互借鉴与交融ꎮ
对于跨语言学内部层面的违实条件句研究ꎬ 首先ꎬ 需要指出ꎬ 汉语的违实条件句具备一定的句法

形式特征ꎬ 不仅存在 “要不是” 这种明确的违实语法标记词表达违实语义ꎬ 还存在丰富、 灵活的违

实成分帮助假设条件句表达违实语义ꎬ 虽然多数违实成分在表达违实语义时往往不具备充分的语法自

足性ꎮ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汉语主要依赖语境、 语用要素表达违实语义ꎮ⑧ 随着对汉语违实条件句认识

的深入ꎬ 人们意识到ꎬ 汉语的违实条件句既不能简单地归于句法范畴ꎬ 也不能完全依赖于语义、 语境

因素的作用对其意义进行识解ꎮ 既往研究过分强调单方面要素的作用ꎬ 对句法、 语义、 语用三个层面

间的关系重视不够ꎮ 近年来ꎬ 违实条件句三个层面关系的研究日渐增多且不断深入ꎬ 这些研究既体现

在不同理论视角的应用ꎬ 亦有基于数据统计的实证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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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内部主要从形式语义学和语用学视角进行理论分析ꎮ 形式语义学分析ꎬ 是通过观察影响汉语

违实条件句语义生成的要素ꎬ 并采用形式逻辑算式进行推演ꎮ 这些要素包括: 违实成分、 复合句式和

(狭义与广义) 语境要素ꎮ 三者形成三层语境系统: 局部语境、 复合句子语境和宏观 /话语语境ꎮ 其

中ꎬ 局部语境的违实成分要素主要通过贡献语义内容帮助句子表达违实语义ꎻ 复合句子语境作为三个

语境层面中的核心层面ꎬ 指前、 后件各项内容如何相互作用从而生成违实语义ꎻ 宏观 /话语语境相当

于语用学研究中通常所指的语境ꎬ 包括狭义语境 (上下文语境) 和广义语境 (社会公认的百科知

识)ꎮ 根据三层语境系统进一步推演出上述三个层面的相互作用机制: 当前件由于存在违实成分而能

够提供充足的违实信息时ꎬ 则无需宏观 /话语语境ꎬ 从而形成由 “违实成分” 层到 “复合句子” 层自

下而上的违实推理模式ꎻ 当前件缺少帮助表达违实的信息时ꎬ 则呈现宏观 /话语语境层到 “复合句

子” 层自上而下的违实推理模式ꎮ① 从语用学视角出发的研究ꎬ 侧重考察语用推理机制ꎬ 研究发现句

子违实语义的达成往往是句法、 语义要素在语用推理机制作用下的结果ꎮ 有时可通过前件时制以及

前、 后件的时间间隔确立后件表达的可能世界ꎬ 从而帮助句子生成违实语义ꎻ 有时也可通过对前、 后

件关系的逻辑语用推理ꎬ 确立违实成分传递的句子违实义ꎮ②

近年来ꎬ 实证研究借助语料库客观地探究三个层面的关系问题ꎮ 王春辉通过对反映自然语言使用

规律的语料库统计发现ꎬ 违实条件句的违实语义表达是构成一套复合系统的各违实要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ꎬ 其还对各违实要素的违实义贡献大小进行了排序ꎮ③ Ｚｈｕｏ 则借助语料库对典型违实构式进行了统

计、 观察ꎬ 在构式理论视角下ꎬ 解读不同语法标记词构成的条件句式的形式与功能之间即句法—语用

间的对应关系ꎮ④

违实条件句研究对不同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的借鉴可概述为以下三个方面:
利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汉语违实条件句相关问题ꎮ 例如ꎬ 采用心理学实验设计方法考察复句

特征对句子违实语义生成的影响ꎬ 可以发现假设连词仅对一般命题复句存在影响ꎬ 而对高违实命题复

句无影响ꎬ 解决了长期争论的假设连词是否会影响句子违实语义生成的问题ꎮ⑤

借用类型学的理论诠释汉语违实条件句的自身特征ꎮ 通过对多种类型语言违实表达特点的整理、
归纳ꎬ 提出汉语是一种以假设增强标记而非违实标记为主的语言ꎮ 假设增强标记不像违实标记可以排

他而独立地标记违实句ꎬ 因此ꎬ 汉语与印欧语等形式语言相比ꎬ 其违实标记的语法化程度较低ꎬ 违实

范畴显赫度也较低ꎬ 不具有强制性ꎬ 为较边缘范畴ꎮ⑥

融合认知科学方法并借鉴其理论模型探索违实条件句的语言和认知机制ꎮ 关于违实标记 “要不

是” 究竟是连词 “要是” 和否定词 “不是” 结合的短语ꎬ 还是单独为一个连词ꎬ 学界尚无统一观点ꎮ
Ｈｓｕ 依据认知语言学的成分比较模型ꎬ 通过自定步速方法进行实验ꎬ 发现 “要不是” 具有基于意义而

非形式的心理表征ꎬ 自身即为连词违实标记ꎬ⑦ 为语言发生机制提供了实验证据ꎮ 此外ꎬ Ｄａｉ 等人以

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模型理论和概念空间理论模型为基础ꎬ 通过 ＥＲＰ 实验手段ꎬ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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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阅读可以促进汉语被试的违实理解能力ꎬ 亦为汉语违实推理认知机制提供了实验证据ꎮ①

四、 汉语违实条件句研究带来的方法论思考

　 　 从汉语违实条件句研究的历时考察中可以看到ꎬ 其研究在 ４０ 年间不断吸收、 创新和发展ꎮ 然而ꎬ
从其研究方法看ꎬ 汉语违实条件句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不足ꎬ 这给我们带来了方法论的思考ꎮ

拘泥于语言单层面的研究ꎬ 忽视不同层面的统合研究ꎮ 在早期研究中ꎬ 针对汉语母语者违实思维

能力较弱的观点ꎬ 某些研究过分强调语用推理对理解汉语违实语义的影响ꎬ 忽视对词法、 句法等语言

本体问题的探讨ꎬ② 而面对汉语违实范畴表达缺乏普遍认识的情况ꎬ 某些研究又转向专注于词法和句

法ꎬ③ 尚未有统合研究思路ꎮ 中期研究尝试在多个层面进行探讨ꎬ 有学者对影响汉语违实条件句的句

法、 语义和语用要素进行研究ꎬ 承认汉语违实语义生成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ꎬ④ 但其未能深入阐释

三者的内在关联机制ꎮ
关注语言现象的微观描写ꎬ 忽视语言哲学视域下的理论建构ꎮ 汉语违实条件句研究ꎬ 存在过分强

调汉语的特点而忽视语言普遍性探究的倾向ꎮ 近 ４０ 年的研究已整理出较为全面的汉语违实范畴表达

特点ꎬ 但是面对违实条件句涉及的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ꎬ 仅关注汉语的表征特点是不够的ꎬ 也无法

解释人类语言的普遍性问题ꎮ 事实上ꎬ 某一种语言的特殊性往往寄于世界语言的普遍性之中ꎮ 近十年

来ꎬ 语言类型学研究方法拓展了违实条件句的研究思路ꎬ 有学者利用大规模语种库进行研究ꎬ 归纳出

多种语言违实标记和违实义生成的内在规律ꎬ⑤ 但此类研究不多ꎮ
重视思辨性研究ꎬ 忽视实证研究ꎮ 从汉语违实条件句的研究手段来看ꎬ 多采用传统的思辨内省式

例证方法ꎬ 其结果难免受主观认知的局限影响ꎬ 甚至有类似研究得出结果大相径庭的现象ꎮ 比如对于

假设连词 “假如” 和 “如果”ꎬ 一部分学者认为 “假如” 比 “如果” 的假设性更强ꎬ⑥ 另一部分学者

则认为二者不存在程度差异ꎮ⑦ 而实证研究方法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决部分理论上存在的争议问题ꎬ
这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上的变革ꎬ 汉语研究也应积极开展科学合理的实证研究ꎬ 以期解决长

期争议的理论分歧ꎮ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不断加深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ꎮ 语言与人类认知、 思维存在密切关系ꎬ 语言

不是自足的封闭系统ꎬ 而是复杂的开放系统ꎮ 对语言的分析和解释需要语言学内部和跨学科的双重视

野ꎬ 同时也离不开语言哲学视域下的理论建构以及研究方法上的不断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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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特征分析

杨落娃　 于　 伟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摘要: 英国政府在过去 ３０ 余年里不断调整和改进国家课程ꎮ 面对学生成绩持续下降、 教育质量持续下滑

的状况ꎬ 英国进行了新一轮课程改革ꎮ 具体而言ꎬ 新课程标准在课程理念上ꎬ 从关注 “公民素质” 转向 “全

面育人”ꎻ 在课程内容上ꎬ 从关注 “专业技能” 转向 “学科素养”ꎻ 在评价方式上ꎬ 从关注 “知识分层” 转向

“刚柔并济”ꎻ 在课程的实施和管理上ꎬ 转向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ꎮ 探究此次英国国家课程改革的成效ꎬ 并

试图为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提供借鉴ꎮ
关键词: 教育ꎻ 英国ꎻ 课程改革ꎻ 全面育人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２５０－０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ꎬ 英国政府深刻意识到教育和人才在世界竞争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ꎮ ２０１０
年英国教育部颁布了 «教学的重要性» 白皮书ꎬ 强调课程改革势在必行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随着新课程标准

的出台ꎬ 英国课程改革呈现出明显的 “关注转向”ꎬ 对提高英国教育教学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从 １９８８ 年起到 ２１ 世纪初ꎬ 英国政府曾对本国课程改革进行了三次较有影响的调整ꎮ
１９８８ 年ꎬ 英国颁布 «１９８８ 年教育改革法» (以下简称改革法)ꎬ 揭开了英国课程改革的序幕ꎮ 改

革法规定英国小学和初中阶段要设置 １０ 门基础性课程作为 “国家课程”ꎬ 即 ３ 门核心课程和 ７ 门基础

课程由国家统一开设ꎮ 至此ꎬ 国家课程正式走入大众视野ꎬ 英国课程一改从前放任模式ꎬ 逐步走向统

一ꎮ 但由于改革法将国家课程规定得过于严格ꎬ 导致教师和学生很难适应课程要求、 完成课程目标ꎬ
教学质量呈下降趋势ꎮ①

１９９４ 年ꎬ 英国政府第二次对国家课程进行调整ꎬ 重视基础知识的教育教学ꎬ 主张通过缩减国家

课程内容、 降低课程难度、 细化对学生的要求、 优化评价方法来为教师和学生减负ꎬ 增加学生灵活多

样的选择ꎮ 这一时期国家课程从统一走向灵活多样ꎬ 然而过度提倡 “减负” 和快乐教育直接导致英

国学生成绩的严重下滑② ꎮ
２０００ 年ꎬ 英国政府第三次对国家课程进行调整ꎬ 并颁布了新的国家课程标准ꎮ 该标准强调缩减

不必要的课程内容和一些繁杂的规定ꎬ 明晰国家课程中各个学科标准具体的教学目标、 评价标准等ꎬ
突出强调重点和核心内容ꎬ 该课程标准重视课程理念ꎬ 注重对学生知识与技能两方面的培养ꎮ 然而在

多年的国际测评中ꎬ 英国学生在国际测评项目中的排名都差强人意ꎬ 甚至还在不断落后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１２ 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ＰＩＳＡ) 中英国学生的数学成绩排名世界第 ２６ 名ꎬ 科学第 ２１ 名ꎬ 阅读第

０５２




２３ 名ꎬ 与 ２００９ 年的成绩相比明显倒退ꎮ 在 ２０１１ 年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 (ＴＩＭＳＳ) 测试中ꎬ １０
岁与 １４ 岁学生在相关领域的表现都不如 ２００７ 年的成绩①ꎮ

总体来看ꎬ 英国三次课程改革并未有效地提升教学质量ꎬ 也并未满足社会各界对教育的期望ꎮ 为

确保英国学生受到宽泛的、 均衡的教育ꎬ 满足国际国内需求ꎬ 新一轮国家课程改革势在必行ꎮ ２０１３
年ꎬ 英国政府颁布了全新的小学课程标准ꎬ 即 «英国国家课程: 关键阶段 １ 和 ２ 的框架文件»ꎬ ２０１４
年又颁布了中学课程标准 «英国国家课程: 关键阶段 ３ 和 ４ 的框架文件»ꎮ 同年 １２ 月ꎬ 英国政府将两

个文件合并为 «英国国家课程框架文件» 即 ２０１４ 版英国国家课程标准ꎮ 随着这一文件的颁行ꎬ 英国

新一轮课程改革深入推进ꎮ

一、 课程理念上从关注 “公民培养” 转向 “全面育人”

　 　 教育改革的重点是课程改革ꎬ 课程理念是引领整个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ꎬ 蕴含在整个

课程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ꎮ 反观以往的课程标准ꎬ 主张 “促进学生精神、 社会、 文化、 道德和身心

的发展ꎬ 其中包括促进个人健康的发展ꎻ 同时还要促进机会均等、 民主、 公正和可持续发展”② 的理

念ꎬ 这一课程理念引领下的较为宽松的课程标准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革ꎮ 此外ꎬ 在以往课程

标准的引领下ꎬ 诸多教育问题暴露出来ꎬ 国家急于出台 “基准式” 的课程标准和国家课程ꎮ 通过多

元协商ꎬ 平衡内外部诸多因素后ꎬ ２０１４ 版国家课程标准把 “造就有教养的公民” 和 “为学生毕业后

的生活做更好的准备” 作为新的课程理念ꎮ
“造就有教养的公民” 是指在 ２１ 世纪的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ꎬ 国家要造就适应时代发展能力ꎬ

有文化有素质同时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公民③ꎮ 英国曾在 «２１ 世纪核心素养———发展潜力» (２１ｓｔ Ｃｅｎ￣
ｔｕｒｙ Ｓｋｉｌｌｓ: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Ｏｕ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ｋｉｌｌｓ: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Ｏｕ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这一报告中确立了发展的六

项关键技能ꎬ 即数字、 运用信息技术、 交流、 与他人合作、 自学与解决实际问题ꎮ ２０１４ 版国家课程

标准针对具体学科内容ꎬ 在发展六项技能的基础上ꎬ 着重强调计算能力和数学、 语言和读写能力ꎮ 新

课程标准认为计算能力和其他数学技能是整个国家课程的基础ꎬ 是决定这个国家课程能否取得成效的

前提ꎬ 并要求教师在所有科目中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和数学推理能力ꎬ 使他们理解和认识到数学和计

算能力的重要性ꎮ 教他们将数学应用于常规和非常规问题ꎬ 包括将更复杂的问题分解为一系列简单的

步骤ꎻ 同时ꎬ 新课程标准重视发展学生的语言和读写能力ꎬ 认为英语不仅是一门学科ꎬ 也是教学的媒

介ꎬ 对于学生来说ꎬ 理解语言是学习和理解其他科目的前提条件ꎬ 与数学和计算能力一样ꎬ 理解和学

好英语是学习所有科目的重要基础ꎮ 掌握 “基础知识” 和 “核心素养” 并能够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

熟练运用ꎬ 造就有教养的公民ꎬ 不仅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诉求ꎬ 也是学生毕业后能够拥有好的生活的基

础条件ꎮ
“为学生毕业后的生活做更好的准备” 是指学校通过教授与生活实际密切联系的内容ꎬ 使学生掌

握生活知识和生活技能ꎬ 使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ꎬ 更好地发展自己以及更好地生活ꎮ 以往

国家课程标准在课程内容不注重与日常实践的联系ꎬ 课程内容较为陈旧ꎬ 同时在课程结构上ꎬ 衔接不

够紧密和协调ꎬ 导致学生毕业后不能够学以致用ꎬ 遭致众多批评ꎮ 英国曾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发表的 «你
们的孩子ꎬ 你们的学校ꎬ 我们的未来: 建立 ２１ 世纪的学校制度» (Ｙｏｕｒ Ｃｈｉｌｄꎬ Ｙ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ｓꎬ Ｏｕｒ Ｆｕ￣
ｔｕｒ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Ｓｙｓｔｅｍ) 报告中指出ꎬ 要通过广泛的、 平衡的、 灵活的课程ꎬ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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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供学习和生活必须的技能 ①ꎮ 学生需要学校教授未来生活的生活技能ꎬ 使每个学生有机会去

了解和思考人类的生存智慧ꎮ ２０１４ 版国家课程标准基于学生毕业后的现实需要以及社会人才需求等

要素的考虑ꎬ 将 “为学生毕业后的生活做更好的准备” 作为重要的国家课程理念ꎬ 旨在让学生能够

把教育与实践相结合ꎬ 发展更广泛的素质ꎬ 以应对毕业后社会和生活上的复杂问题和挑战ꎮ
２０１４ 版国家课程标准的课程理念ꎬ 聚焦学生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发展ꎬ 通过 “造就有素养的

公民”ꎬ 来 “为学生毕业后的生活做更好的准备”ꎮ 这两大课程理念不仅适应国际国内形势ꎬ 使培养

出的学生更具有国际竞争力ꎬ 同时两大课程理念更注重学生未来的发展ꎬ 从学生本位出发ꎬ 强调学生

通过国家教育的培养ꎬ 形成强大的知识拓展和迁移能力ꎬ 以便在进入社会后ꎬ 能够从容应对复杂的环

境ꎬ 成为有作为、 有担当的合格公民ꎮ

二、 课程内容上从关注 “专业技能” 转向 “学科素养”

　 　 ２０００ 版英国国家课程将课程目的归结为三方面ꎬ 一是机会层面ꎬ 追求教育公平ꎬ 让学生有更宽

广的选择和机会ꎻ 二是技能层面ꎬ 促进学生专业技能的发展ꎻ 三是内容层面ꎬ 要将学生的专业课程与

专业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ꎬ 同时鼓励学生多参与内容丰富的课外活动ꎬ 促进学生专业技能、 学习能

力、 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等方面的发展②ꎮ 原国家课程标准注重把学生的学科知识、 专业技能和能力

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ꎬ 但较为偏重学生专业技能的发展ꎮ ２０１４ 版国家课程标准在培养目标上明确强

调要为学生成为有素养的合格英国公民提供所需的基础和核心知识ꎬ 通过引导学生接触优秀的思想和

言论ꎬ 帮助他们形成对人类取得已有成就的认同感和对人类创造力的欣赏ꎮ 可以明显看出ꎬ 与前面课

程标准相比ꎬ 新版课程标准更加强调学科素养ꎮ
新版课程标准重视科学系统的知识与能力ꎬ 体现在每一个具体学科中ꎮ 在英国国家课程的 “核

心学科” 里ꎬ 国家课程标准将三个学科在每一关键阶段的每一个年级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都进行细

致规定和说明ꎮ 在英语学科中ꎬ 课程内容围绕着提升学生的口语、 阅读、 写作以及拼写、 词汇、 语

法、 标点符号几方面展开ꎮ 课程标准着重说明学生在各个关键阶段应该掌握的学科知识ꎮ 如在一年级

的学习计划中ꎬ 要求学生: “快速掌握 ４０ 多个音素对字形 (字母或字母组) 的正确发音ꎬ 包括适用

的字形的替代发音ꎻ 阅读包含教授 ＧＰＣ 和－ｓꎬ －ｅｓꎬ －ｉｎｇꎬ －ｅｄꎬ －ｅｒ 和－ｅｓｔ 结尾的单词ꎻ 读取包含教

授 ＧＰＣ 的多个音节的其他单词”③ 通过诸如上述对各个年级和阶段基础知识细致的要求ꎬ 使学

生明确 “学什么” 和 “怎么学”ꎮ 在数学学科中ꎬ 现行的英国数学课程重视对学生数学 “流畅性”
的培养ꎬ 即让学生牢固掌握数学基础知识ꎬ 把握数学基本原理ꎬ 通过频繁地练习准确且快速地回忆和

应用知识ꎬ 并能够解决日趋复杂的问题ꎮ 如在关键阶段 ２ (Ｋｅｙ Ｓｔａｇｅ ２ꎬ 即小学三到六年级) 中ꎬ 四

年级的学生被要求扩展对数字系统的知识ꎬ 包括他们到目前为止所遇到的十进制数和分数ꎮ 六年级的

学生被要求熟练掌握加法、 减法、 乘法和除法ꎬ 并能解决相关问题ꎮ 英国科学课程主要包括两方面内

容ꎬ 一方面是对科学知识和概念的理解ꎬ 另一方面是要理解和把握科学的本质、 过程与方法ꎬ 通过对

生物、 化学、 物理等特定学科的综合性教育ꎬ 旨在了解当今和未来科学的用途和影响所需的科学知

识ꎬ 为学生理解世界提供基础ꎮ
在英国国家课程的 “核心学科” 中ꎬ 形成学生的学科素养尤为关键ꎮ 在地理、 历史、 语言、 公

民教育这些人文类学科中ꎬ ２０１４ 版国家课程标准规定地理学科注重让学生学习全球重要地点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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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和海洋) 位置的背景知识、 世界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征的知识ꎬ 地球、 人类、 资源、 环境等相关

知识ꎮ 历史学科要求学生掌握英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相关知识ꎬ 理解历史概念、 掌握历史事件、 学会

历史研究方法ꎮ 语言学科通过听说读写的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练习ꎬ 使学生在语言的阅读、 听力、 口

语、 写作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ꎮ 公民教育重视对学生进行英国治理体系知识、 法律知识、 理财知识

等方面学科知识的系统传授ꎮ 在诸如音乐、 体育、 艺术与设计这些艺术类学科中ꎬ 也十分重视学生相

应学科素养的养成ꎮ 在音乐学科中ꎬ 通过对乐理ꎬ 节奏等方面知识的学习ꎬ 为学生演奏和创作夯实基

础ꎮ 在体育学科中ꎬ 在不同关键阶段需要掌握不同的体育项目ꎬ 对不同体育项目基础知识和基本要领

的掌握至关重要ꎮ 艺术与设计学科需要通过对颜色、 线条、 纹理等基础学科知识的学习ꎬ 提升学生审

美能力ꎬ 从而能进行艺术创作与设计ꎮ 尤为关注的是ꎬ 在一些应用学科中ꎬ 包括计算机、 设计与技术

学科中ꎬ 也十分重视夯实学科基础知识ꎮ 计算机学科中ꎬ 国家课程标准的课程目标将 “能够理解和

应用计算机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概念ꎬ 包括抽象、 逻辑、 算法和数据表示”① 列为首要目标ꎮ 在设计与

技术学科中ꎬ 国家课程标准把技术知识作为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ꎬ 如关键阶段 １ (Ｋｅｙ Ｓｔａｇｅ １ꎬ 即小

学一到二年级) 中规定学生需要学习建造结构ꎬ 探索如何使其更坚固和更稳定的相关知识ꎮ 在他们

的产品中学习机械装置知识 (例如杠杆、 滑块、 轮子和轴)ꎬ 并能将这些知识运用于实际操作中ꎮ
从注重专业技能转向学科素养的培养ꎬ 这不仅是基于学生成绩下降、 学业表现欠佳的现实ꎬ 深层

次的问题在于以往课程标准在过度强调职业技能和学术知识结合ꎬ 致使在实践教学中国家课程过于强

调职业技能ꎬ 学校大量开设个性化课程的职业技术课程ꎬ 让处于不利阶层的学生无法通过学习系统的

科学知识获得成就ꎬ 加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ꎬ 教育的不公平现象导致社会公平的缺失ꎮ ２０１４ 版

国家课程标准偏重对学生系统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概念的学习ꎬ 同时没有忽视对学生关键技能和技术的

培养ꎬ 在一定程度上ꎬ 不仅能促进学生学业水平的提升ꎬ 重要的是通过学科知识在教育公平中的重要

角色ꎬ 促进整个社会公平正义ꎮ

三、 评价方式上从关注 “知识分层” 转向 “刚柔并济”

　 　 在课程评价上ꎬ ２０１４ 版国家课程标准采用国家评价、 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为一体的三级评价体

系ꎬ 对评价对象进行多元评价ꎬ 不仅注重终结性的考试评价ꎬ 同时注重在教育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价ꎮ
在新版国家课程标准中ꎬ 对学生的要求也体现出 “刚柔并济” 的特色ꎮ 在每个学科的每一个关键阶

段和核心目标下都会设置 “法定要求” 和 “非法定性说明和指导” 两个方面的目标ꎮ 所谓法定要求

就是强制性的要求ꎬ 是学生所有科目的法定学习课程和达标目标ꎬ 必须要完成ꎮ 而 ２０１４ 版国家课程

标准的一个亮点就在于除了法定性的强制要求外ꎬ 还设置 “非法定性说明和指导”ꎬ 以指导和说明的

形式ꎬ 引导学生达成目标ꎬ 不仅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ꎬ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生课业负担ꎮ
２０１４ 版国家课程标准在考试制度上也做出调整ꎬ 首先以往在考试中ꎬ 会有相应的难度水平与每

一关键阶段的考试相对应ꎮ 然而这种水平是一种单一的ꎬ 不符合自由化多元化评价制度的存在ꎬ 同时

这种分层的形式缺乏理论支撑ꎬ 故随着新版国家课程标准的发布ꎬ 传统的等级水平制度将被 “无水

平” 评估制度取代②ꎮ 新课程标准要求在评价考试方面ꎬ 一方面要拓宽考查的范围ꎬ 旨在拓宽学生的

知识面ꎻ 另一方面加强学科知识考查的深度ꎬ 加大考试难度ꎬ 考查学生是否能够运用已掌握的学科知

识进行有效迁移ꎬ 帮助其理解不熟悉的问题和情境ꎮ

３５２英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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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实施和管理上转向追求兼顾 “公平与效率”

　 　 教育公平问题是英国政府一直致力解决的问题ꎬ ２０００ 年国家课程改革ꎬ 英国政府投入巨额资金

以期能解决ꎮ 然而由于课程设置失当ꎬ 课程资源不均衡导致阶层分化严重ꎬ 由教育公平导致的社会公

平问题愈演愈烈ꎮ ２０１４ 版国家课程标准出台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基于对教育公平的追求ꎮ 在新课程标

准中蕴含一个核心前提ꎬ 即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ꎬ 其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无论种族、 出身、 家庭背景

如何ꎬ 教育都应该无差别的对待每个孩子ꎬ 使他们成为有教养的公民ꎮ 对教育公平的追求是新课程标

准制定的重要前提ꎬ 同时也存在于国家课程实施的全过程中ꎮ 国家课程强调学校教育要帮助每一个不

同背景的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ꎬ 成为有素养的公民ꎬ 以适应社会需求①ꎮ
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ꎬ 新版国家课程标准转变以往强调技能的传统转变为强调学科知识ꎬ 这一转

变有利于不同阶层的学生都能通过学习系统知识达到目标ꎮ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ꎬ 要求教师平等的对待

每一位不同种族、 宗教、 背景的学生ꎬ 并根据每一位学生的不同特点ꎬ 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教学ꎮ
此外 “效率” 也体现在国家课程实施的全过程ꎮ 新版国家课程标准在制定和设计过程中ꎬ 充分

考虑社会状况、 学生发展及需求、 各个学科的特点等方面诸多因素ꎬ 在课程标准中精简和明晰学科课

程标准ꎬ 使学习目的和任务更能够一目了然ꎮ 同时新版国家课程标准按照四个关键阶段的划分ꎬ 将 ３
门 “核心学科”、 ９ 门 “基础学科” 以及 “其他学科” 按照学生认知发展需求和学科性质ꎬ 制定清晰

的学习计划ꎬ 促使课程实施过程中ꎬ 有明确的时间节点ꎬ 能够提升效率ꎬ 把握质量ꎮ ２０１４ 版国家课

程标准注重 “放” 与 “管” 相结合的课程管理模式ꎬ 学校和教师拥有更加自由的决定权ꎮ 国家课程

标准仅规定某关键阶段要学的学科和要完成的目标任务ꎬ 学校和教师可根据规定在关键阶段结束前开

设该课程ꎬ 完成目标ꎬ 至于在关键阶段的具体某学年、 月、 周的学习计划和课程安排均由学校和教师

掌握ꎮ 灵活的课程实施和管理ꎬ 旨在提升教育教学效率ꎬ 促进学生更快更好的完成学习目标ꎮ
２０１４ 版国家课程标准发布至今ꎬ 已经取得一定成效ꎮ 通过简化课程标准ꎬ 明晰课程目标与任务ꎬ

同时配合教育教学中的 “管” “放” 结合ꎬ 让教师能够更加有针对性的培养每个学生ꎬ 提升效率ꎬ 促

使英国学生的学业水平得到提高ꎮ 公平的为每位学生提供入学机会ꎬ 保证课程资源的均衡分布ꎬ 保证

所有学生都能成为有教养的公民ꎬ 并为所有学生毕业后更好的生活做准备ꎬ 使其成为社会发展所需要

的人ꎮ 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教育公平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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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刑中的占有理解分析

———法益的保护视角

卢政宜

(吉林大学 法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取得型财产犯罪ꎬ 是指行为人出于取得财物的经济价值等可能用途的意思ꎬ 即出于非法占有意思ꎬ
而实施的排除他人对财物的占有进而由自己占有该财物的财产犯罪ꎮ 盗窃罪、 抢劫罪、 抢夺罪、 诈骗罪等罪

名为典型的取得型财产犯罪ꎮ 该类型财产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常见ꎬ 然而对于相关罪名的认定莫衷一是ꎮ 尤其

对于所有权人以窃取等不当的行为方式将他人占有的财物取回的情况ꎬ 理论界的教义学研究可谓流派纷呈ꎬ
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实务界的无所适从、 标准混乱ꎮ 笔者认为ꎬ 厘清取得型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对于解决上

述问题具有关键作用ꎮ 对于案情大体相仿的案件ꎬ 司法判决在无罪与有罪、 此罪与彼罪、 罪重与罪轻方面都

有很大的差异ꎮ 司法实务对取得型财产犯罪所保护法益的立场之混乱可见一斑ꎬ 亟待统一ꎮ
关键词: 刑法学ꎻ 财产犯罪ꎻ 取得型财产犯罪ꎻ 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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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刑对 “占有” 理解之偏差

　 　 占有概念的提出起源于罗马法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ꎬ 后来日耳曼法又对占有 (Ｇｅｗｅｒｅ) 的概念做了进

一步的讨论ꎬ① 现代物权法制度中所确立的占有制度就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相互融合的产物ꎮ 从占有

制度渊源来看ꎬ 占有最早起源于民法ꎬ 已经成为了物权法的一项重要制度ꎬ 我国 «物权法» 在第 ５
编对占有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法律规定ꎮ

在民法中ꎬ 占有不仅是所有权的一项权能ꎬ 还是所有权以及他物权成立的前提和基础ꎮ 刑法并无

占有的规定ꎬ 除了论及主观上的要件会出现占有以外ꎬ 如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ꎬ 其他法律条文中并

没有对占有进行专门的规定ꎮ 但是 “占有” 不仅是财产罪所要保护的法益ꎬ 也是区分罪与非罪、 此

罪与彼罪的一项重要依据ꎮ 财产犯罪一般分为夺取型与侵占型的犯罪ꎬ 夺取型的犯罪侵犯了他人财产

所有权的同时ꎬ 也侵犯了对于该财产占有管理支配的权利ꎬ 如盗窃罪、 抢夺罪、 抢劫罪等ꎮ 侵占型犯

罪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已经占有该财物ꎬ 其只侵犯了他人财物的 “所有权” 而没有侵犯对于该财物

的占有关系ꎬ 因此判断这两类犯罪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看该财物是否存在占有ꎬ 并且由谁占有ꎮ
“财产犯中的占有本来出自 «物权法» ”ꎬ② “出于研究的方便ꎬ 刑法学者将民法的占有概念援引

至刑法研究领域ꎮ” ③ 占有横跨刑法和民法两大部门法ꎬ 如何协调民法占有与刑法占有的关系ꎬ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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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立法和司法研究的重点ꎬ 尤其最近一些热点的案件ꎬ 如梁丽案、 许霆案等ꎬ 也促进了这方面的研

究ꎮ 但是目前的研究相对匮乏ꎬ 由于刑法和民法所保护的目的以及各自的任务不同ꎬ 如果完全以民法

为基准考虑刑法上的占有ꎬ 会导致一些占有问题解释上的困难ꎬ 如果刑法孤立地去考虑占有问题ꎬ 可

能会出现民法上违法、 刑法却予以保护的现象ꎮ 根据法的秩序统一性要求ꎬ 刑法和民法之间不应作出

相互矛盾、 冲突的解释ꎮ 此外刑法还具有补充性、 二次规范性ꎬ 因此刑法进行解释时需要考虑民法上

的内容ꎬ 对刑法上的占有进行分析时ꎬ 需要结合分析民法上的占有ꎬ 不能仅从刑法的角度讨论占有问

题ꎬ 否则可能会造成法秩序的对立ꎮ
１ 保护占有的目的之偏差

关于民法上占有的本质ꎬ 在民法学界有事实说和权利说之争ꎮ 事实说来源于罗马法ꎬ 占有被认为

是一种事实ꎬ 其机能不在于保护权利ꎬ 而在于保护社会和平ꎮ 权利说来源于日耳曼法ꎬ 认为占有具有

公示性ꎬ 权利被包裹于占有中ꎬ 并借占有得以体现ꎬ 因此在日耳曼法中ꎬ 占有被称为 “权利的外

衣”ꎮ 事实说和权利说的区别在于事实说认为无论形成占有的权源是否合法ꎬ 只要对物具有事实上的

支配状态ꎬ 就可以对该占有进行保护ꎬ 而权利说则要求取得占有的行为必须是合法的ꎬ 否则法律不予

保护ꎮ 笔者认为ꎬ 将占有认定为事实ꎬ 能更好地对占有加以保护ꎮ 此外ꎬ 我国 «物权法» 对于占有

的性质没有规定ꎬ 但是理论界通说认为占有是事实而非权利ꎬ 从立法过程来看ꎬ «物权法» 草案曾经

把占有界定为事实ꎬ 虽然最后予以删除ꎬ① 但借此能够看出立法者倾向于事实说ꎮ
之所以讨论占有的性质ꎬ 是为了引申出民法立法者对于占有功能的认定ꎬ 即民法对占有进行保护

的目的ꎮ 民法对于占有的事实状态予以保护ꎬ 首先在于维护社会和平与物之秩序ꎬ 维护占有人对占有

物的继续使用及公示的功能ꎬ 从而维护了正常的交易秩序ꎬ 使占有物能得以正常的流通ꎮ 其次ꎬ 法律

对于占有的事实状态予以保护ꎬ 是为了避免私力争夺ꎬ 法律对于占有的保护是一种临时性的保护ꎬ 即

使取得占有的先行行为可能是违法行为ꎬ 但是对于该物的事实支配状态已经确立ꎬ 自然也就形成了一

个稳定的社会财产秩序ꎬ 维护这种秩序的安定ꎬ 也是民法的一项重要使命ꎬ 也表现了现代民法的一项

重要原则ꎬ 即任何人不能以私力改变占有的现状ꎬ 保护占有即是保护社会的和平与秩序ꎮ 再次ꎬ 在房

屋出租的情况下ꎬ 承租人取得的租赁权不属于物权ꎬ 为了维护承租人的合法权益ꎬ 尤其是对抗第三人

对占有的侵害ꎬ 也需要对事实上的占有予以保护ꎮ
对于刑法上保护占有的目的ꎬ 需要明确刑法所保护的法益ꎬ 尤其是财产罪所保护的法益ꎮ 我国关

于取得型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学说主要存在着 “所有权说” “中间说” 以及 “占有说” 之争ꎮ
所有权说ꎮ 所有权说是我国目前的通说ꎮ 持所有权说的学者认为ꎬ 财产类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

财产所有权ꎮ 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 处分的权利ꎬ 包括占

有、 使用、 收益、 处分四项权能ꎮ 侵犯财产犯罪就是不同程度侵犯这些权能的犯罪ꎮ 还有的学者通过

对盗窃罪行为对象进行分析的角度确定盗窃罪等取得型财产犯罪的法益ꎮ 如陈兴良教授就认为盗窃罪

是一种财产犯罪ꎬ 因而在刑法理论上一般将盗窃罪的客体界定为公、 私财物ꎮ 公、 私财物是一定的财

产所有权的物质载体ꎬ 盗窃罪正是通过秘密窃取财物而侵犯财产所有权ꎮ 显而易见ꎬ 这是比本权说还

要极端的一种学说ꎮ
占有说ꎮ 在我国ꎬ 单纯占有说并不像在日本那么有力ꎮ 也有学者提出ꎬ 在经济条件显著变化的现

代社会ꎬ 财产关系日益复杂ꎬ 财产罪的法益范围当然得扩大ꎮ 摒弃传统的所有权说ꎬ 转向保护占有ꎬ
维护社会法治秩序ꎬ 应是我们当然的选择ꎮ

中间说ꎮ 我国学界目前对所有权说提出有力挑战的是ꎬ 以日本的本权说、 占有说为基础进行折

中、 衍化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中间说ꎮ 有学者主张混合说ꎬ 认为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首先是财产所有

权ꎬ 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改变现状 (恢复应有状态) 的占有ꎬ 但在非法占有的情况下ꎬ 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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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权者恢复权利的行为而言ꎬ 该占有不是财产犯的法益ꎮ 也有学者主张合理占有说ꎬ 认为有合理根据

的占有ꎬ 是指民法上对这种占有加以承认的可能性极大ꎬ 或者在占有的背后存在值得刑法保护的其他

实质性利益 (例如ꎬ 盗窃他人占有的毒品的行为具有违法性ꎬ 是为保护国家对该财物的追缴从而确

定该财物的消极价值ꎬ 因此ꎬ 对违禁品的占有就是财产罪的保护法益)ꎬ 该占有才是值得刑法保护

的ꎬ 才是财产罪的保护法益ꎮ 还有学者主张平稳占有说ꎬ 认为财物占有的稳定状态才是取得型财产犯

罪的保护法益ꎮ
２ 占有构成要件理解之偏差

对于构成要件来说ꎬ 一般包括主观和客观两大要素ꎮ 对于民法占有的构成要件ꎬ 理论界围绕着主

观要素存在较大的争论ꎮ 刑法上占有的构成要件一般认为包括三个要素ꎬ 即物理的、 现实的要素ꎬ 规

范的、 社会的要素ꎬ 精神的要素ꎮ 前两个要素一般是客观要素ꎬ 最后一个要素是主观要素ꎮ
民法上的占有是一种事实状态的占有ꎬ 对于该事实状态的占有是否需要主观上的占有意思ꎬ 在民

法学界有主观说、 客观说与缓和的主观说之分ꎬ 主观说认为占有人必须具备明确具体的占有意思ꎬ 否

则就无法与持有相区别ꎬ 针对意思的内容不同ꎬ 又可以进一步分为 “所有意思说” “支配意思说”
“为己意思说”ꎮ 客观说认为占有的成立无需某种意思ꎬ 只要对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即可ꎮ 缓和的主

观说是针对主观说和客观说而提出的折中观点ꎬ 强调占有的构成需要具备主观上的占有意思ꎬ 但是对

占有意思可以做缓和的处理ꎬ 占有人不需要具有明确具体的占有意思表示ꎬ 只要该意思是潜在的、 一

般的ꎬ 社会观念上能够推定为他人有占有的意思即可ꎮ 这种观点一般为我国民法学界所接受ꎮ 例如甲

欲将自己的汽车赠与乙ꎬ 但是乙临时出差无法赶回ꎬ 让甲暂且为其保管ꎬ 此时甲就是为了乙的利益而

占有该车ꎬ 但也不能否认甲也是该车的占有人ꎮ 日本学者道垣内弘仁提出ꎬ 民法典中 “为了自己的

意思” 即便是作为占有的要件之一ꎬ 也不过是极为形式性的轻微的要件ꎮ
民法上占有的客观要素是指对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ꎬ 即对于该物有事实上的支配力ꎬ 并排除他人

的干涉ꎮ 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ꎬ 时间上具有相当的持续性ꎬ 如果只是短暂的结合ꎬ 就不构成占

有ꎬ 例如在餐厅里使用的餐具ꎮ 第二ꎬ 在空间上ꎬ 人与物在某种场所上有结合的关系ꎬ 如住在自己的

房屋、 穿着自己的衣服等ꎮ 第三ꎬ 除了时间和空间的上的结合外ꎬ “在认定某人对于某物是否存在占

有ꎬ 可以由法律关系来认定”ꎬ “为了满足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ꎬ 现代民法占有观念已通过人为的加

工与拟制得到了扩大与限制ꎬ 占有概念也随之观念化ꎬ 并纳入了法律上的因素ꎬ 松弛了时间和空间上

的关联ꎮ” 占有观念上的拟制是指ꎬ 虽然没有在空间上直接管领、 支配该物ꎬ 但是基于某种法律关

系ꎬ 也可成立占有ꎬ 主要包括: 第一ꎬ 间接占有ꎮ 如基于质权ꎬ 物由质权人直接占有ꎬ 出质人取得间

接占有ꎮ 第二ꎬ 占有继承ꎮ 占有继承是指继承人因继承而取得占有ꎬ 不以事实上已管领继承物为前

提ꎮ 我国 «继承法» 第 ２ 条规定ꎬ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开始ꎮ 被继承人死亡后ꎬ 如果继承人不知道

继承的事实ꎬ 此时被占有之物处于无人支配的状态ꎬ 为了维护继承人的利益和物的事实秩序的功能ꎬ
因此规定了占有继承ꎮ 这完全是一种法律的拟制ꎬ 系占有的观念化的另一表征ꎮ 第三ꎬ 民法上的动产

交付方式还存在占有改定、 指示交付ꎮ 虽然通过这两种方式的交付使得动产的物权已经发生了实际的

交付ꎬ 但从客观上看ꎬ 占有支配状态并未改变ꎬ 而实际受让人取得了占有ꎮ
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占有必须要具备占有的意思ꎬ 即管理支配的意思ꎬ 不要求是不间断的、 明确

的、 完整的意思内容ꎬ 只要没有做出主动地放弃意思表示ꎬ 一般情况下仍视为占有ꎮ 刑法上的占有意

思具有抽象占有的意思ꎬ 如家中的物品都属于自己占有ꎬ 或者他人遗忘在自己家中的物品ꎬ 不管自己

是否知情ꎬ 在刑法上都认定为自己对于他人遗忘物的占有ꎮ
刑法上占有的客观要素同样需要对财物具有客观上的管领支配ꎬ 德国学者 Ｗｅｌｚｅｌ 认为占有的客

观要素包括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现实要素ꎬ 即对财物事实上的支配ꎻ 第二个是规范和社会的要素ꎬ 即

事实上的支配应根据社会生活的原则判断ꎮ 根据 Ｗｅｌｚｅｌ 的观点ꎬ 刑法上的支配包括物理上的支配和

观念上的支配ꎮ 物理上的支配是指直接控制支配该财物ꎬ 观念上的支配是指虽然财物没有在权利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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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支配范围内ꎬ 但是根据社会观念可以推定某人对物具有管理支配能力ꎬ 属于刑法观念上的占有ꎮ
例如停放在门前的自行车即可以推定为他人占有ꎮ

３ 占有对象理解之偏差

“物” 一般是民法上占有的对象ꎬ 包括动产和不动产ꎬ 但是自登记制度确立以后ꎬ 不动产占有的

功能基本被登记制度所代替ꎬ 一般来说ꎬ 占有功能往往在动产上得以体现ꎮ 此外ꎬ 作为占有的对象不

需要独立性ꎬ 但是法律禁止私人持有的物品不能成为占有的对象ꎬ 如毒品、 枪支、 弹药、 淫秽物品

等ꎬ 以及恶意占有的情况下ꎬ 基于不法原因所占有的财物不成为民法保护的对象ꎮ
刑法占有对象包括一切可以为人所事实上支配的物ꎬ 包括动产、 不动产ꎬ 有体物、 无体物ꎬ 但是

刑法占有对象还包括不受民法保护的占有的对象ꎬ 如违禁物品和基于不法给付的所取得的占有物ꎬ 换

句话说ꎬ 刑法也保护对违禁物品所取得占有物的占有状态ꎬ 任何人不得进行剥夺ꎬ 否则可能构成盗窃

罪、 抢劫罪等ꎮ
刑法占有对象与范围比民法占有对象要广ꎬ 刑法占有对象除了民法占有对象外ꎬ 还包括违禁物品

和不法给付取得的占有物ꎬ 主要是因为: 第一ꎬ 财产罪所保护的法益包括两个ꎬ 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

其他本权ꎻ 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ꎮ 对于违禁物品和基于不法原因所取得的占

有物ꎬ 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来改变现状ꎬ 但这也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ꎬ 不许他人侵犯该法益ꎮ 但是民法

上的占有不能与民事权利相矛盾ꎬ 尤其民法上的禁止性规定相冲突ꎬ 民法规定禁止私人持有违禁物

品ꎬ 那么对于违禁物品的占有必然也得不到民法的保护ꎮ 即便该财物已经处于事实上的支配状态ꎬ 但

是其占有物本身就是非法财物ꎬ 因此也得不到民法的保护ꎮ 第二ꎬ “刑法的重点在于禁止ꎬ 禁止某些

行为ꎬ 民法重点在于保护ꎬ 保护某些私权ꎬ 所以刑法上的占有关注重心是侵犯者与侵犯占有之行为ꎬ
而民法上的占有ꎬ 关注重心必然是占有者与占有行为本身”ꎬ 刑法与民法相比较ꎬ 刑法还担负着维持

社会秩序稳定的使命ꎬ 如果因为行为人所取得的占有是违禁物品或者不法原因所取得的占有ꎬ 任何人

都可以进行盗窃、 抢夺和抢劫ꎬ 那么整个社会的秩序就会混乱ꎬ 因此即使是非法的利益ꎬ 也不允许任

何人进行侵害ꎬ 只能依据法定程序来改变ꎮ 对于行为人所占有的违禁物品和基于不法原因所取得的占

有物ꎬ 刑法会通过其他法律条文予以惩处ꎬ 如非法持有枪支、 弹药罪ꎬ 赌博罪、 盗窃罪等进行惩罚ꎮ
纵观民法占有和刑法占有比较ꎬ 虽然刑法占有在保护的对象上以及占有种类上与民法的占有相区

别ꎬ 这与刑法和民法的任务不同有关ꎬ 刑法的任务在于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ꎬ 而民法的任务在于

维护财产秩序的稳定ꎬ 因此两者会有一些差异ꎮ 但是从整个法的秩序来看ꎬ 刑法和民法之间应相互协

调统一ꎬ 都致力于维护整个法的秩序的统一ꎬ 虽然刑法和民法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原则和目的ꎬ 但是

刑法作为最后的保障法ꎬ 只有当其他法规对某种法益难以充分保护时ꎬ 才能适用刑法ꎮ 要做到维护法

的秩序统一ꎬ 需要在考虑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前也要考虑民法所规定的内容ꎬ 同时也要兼顾民法保护财

产权和刑法维护社会秩序的协调ꎮ

以民刑关系为基础考量法益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ꎬ 物的流转更为频繁ꎬ 也造成了物上所有权和权能的分离ꎬ 尤其是本权

与占有的分离ꎬ 如果只保护本权ꎬ 而不保护基于合法占有的权利ꎬ 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ꎮ 刑法之所

以对违禁物品与赃物的占有进行保护ꎬ 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ꎮ 对于民法不予保护的物

品ꎬ 刑法上之所以对其保护ꎬ 不是刑法认为该行为合法而予以保护ꎬ 而是禁止任何人随意侵害和剥夺

该占有ꎬ 对于非法占有的财物ꎬ 只能依据法定程序予以没收或者归还权利人ꎮ 如果刑法不能对占有本

身进行保护ꎬ 就会造成财产管理秩序的混乱ꎬ 进而会危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ꎮ 因此ꎬ 刑法介入财产

保护是有限度的ꎬ 合理把握这个限度需要对民刑关系作出准确认识ꎮ

８５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学术论丛



　 　 １ 以民刑关系为基础

在我国纯粹的本权说存在诸多理论缺陷ꎬ 而占有说虽然大大避免了本权说的尴尬境遇ꎬ 但是ꎬ 无

故占有他人财产不返还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ꎬ 此时的 “占有” 无疑 “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

态”ꎬ 行为人不得已通过非正常途径将自己所有的财物取回的行为均认定为盗窃罪ꎬ 这并不符合国民

的法感情ꎮ 换言之ꎬ 当事人通过不当手段行使了所有权行为ꎬ 其主观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

目的ꎬ 所以并不符合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ꎬ 从这点上进行考究ꎬ 不难看出占有说的确有扩大处罚范

围之虞ꎮ 另外ꎬ 无论在大陆法系的日本还是德国ꎬ 都认为 “使用盗窃” 并不构成盗窃罪ꎬ 他们坚持

的理由是盗窃罪主观要件必须包括 “非法占有目的”ꎬ 可见ꎬ 如果坚持纯粹占有说必然会忽视盗窃罪

等相关财产犯罪的犯罪目的ꎬ 这样会加大在认定罪与非罪时的不明确性ꎮ 因此ꎬ 我国财产罪的保护法

益原则上是财产的所有权ꎬ 但也保护特殊财物的占有ꎮ
刑法上的占有比民法上的占有更具有现实性ꎮ 主要体现在刑法不承认民法上的法律拟制占有的情

形ꎬ 包括间接占有、 占有继承以及占有改定、 指示交付等ꎮ 其原因在于: 第一ꎬ 民法上ꎬ 只要存在物

权ꎬ 即使没有客观控制着财物ꎬ 也能承认占有的存在ꎬ 民法承认法律拟制抽象占有的存在ꎬ 实质是为

了确定占有人的地位ꎬ 以明确所有权人和占有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界限ꎬ 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ꎬ 同时

也确定了间接占有人享有对物的返还请求权ꎮ 刑法之所以没有规定法律拟制的抽象占有ꎬ 是因为刑法

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基于占有而形成的财产秩序ꎬ 而财产秩序成立的前提是以人对物事实上的支配控制

为基础ꎬ 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ꎬ “对犯罪的认定ꎬ 主要通过对现实的占有侵夺事实的认定ꎬ 观念上

占有的侵夺ꎬ 对认定犯罪事实毫无意义”ꎮ 第二ꎬ 刑法规定了侵占罪ꎬ 而侵占罪的成立是以现实支配

的占有为前提ꎬ 是否存在占有ꎬ 也是区别侵占罪与盗窃罪等其他犯罪的重要因素ꎮ 如果承认民法上拟

制占有等情形ꎬ 会出现司法裁判的冲突ꎬ 例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他人保管的财物据为己有ꎬ 数

额较大ꎬ 拒不返还ꎬ 应当构成侵占罪ꎬ 如果刑法也承认存在间接占有的情形ꎬ 则会出现保管人不仅侵

犯了权利人的占有ꎬ 还侵犯了其所有权ꎬ 构成盗窃罪ꎬ 这样会造成司法认定的混乱ꎮ
２ 不当行使所有权的行为应分以下不同情形进行处理

第一ꎬ 行为人单纯盗窃自己所有而被他人占有的财物的行为ꎮ 此种行为不应作为财产罪处理ꎬ 如

果侵犯了其他法益的按其他罪名论处ꎮ 因为行为人此时对财物的所有权足以对抗他人对财物的占有

权ꎮ 如果他人是基于合法权原的占有ꎬ 可以通过民事保护占有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ꎬ 如返还占

有、 排除占有妨害等ꎮ 财产权首先由民法以及其他附属法进行保护ꎬ 民法对财产的保护是第一性的ꎬ
如果民法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ꎬ 才能动用刑法进行救济ꎮ 刑法是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而存在ꎬ 所以

并不是对所有侵犯财产秩序的行为均科处刑罚ꎬ 这也是刑法谦抑性的要求ꎮ
第二ꎬ 行为人从非法占有人手中取回自己所有财物的行为ꎮ 此种行为可以认为是自救行为ꎬ 从而

阻却行为的违法性ꎮ 在近代的法治国家中ꎬ 针对法益的侵害ꎬ 原则上都要通过国家的救助机关之手进

行救助ꎬ 但是ꎬ 既然现实上国家的救助机关不可能是万能的ꎬ 在难以依靠国家机关的紧急事态中ꎬ 就

不能否定被害人自己实施的权利恢复行为的合法性ꎮ 所以在不违反公共道德的限度内ꎬ 应当承认行为

人自己恢复权利的行为是正当的ꎮ 刑法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而存在ꎬ 刑法设立财产罪的目的本身就

是为了保护公私财产ꎬ 即保护的法益是所有权和与其紧密相关的其他权利ꎬ 而这些权利就是民法上的

权利ꎬ 只不过它们值得用刑法加以特别保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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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路径探析

———基于统合自主性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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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ꎬ 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ꎮ 城市社区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基础和关键所在ꎬ 然而由于传统的权力路径依赖、 资源配置失衡以及民主自治机制缺失等因素的综合影响ꎬ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在发展转型中依然面临着多重困境ꎮ 统合性自主性理论扎根于历时态权力演进之特征和

现时态社区自治之诉求ꎬ 综合了多种理论的分析优势ꎬ 为社区治理纵向关系统合与横向关系联通提供了理

论支撑ꎬ 亦为社区现代化推进指明了创新路径ꎮ
关键词: 城市社区ꎻ 社区治理ꎻ 治理现代化ꎻ 统合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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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ꎮ 作为社会的 “细胞” 和 “根基”ꎬ 社

区是基层秩序重构和制度实践的核心场域ꎬ 社区治理改革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结构的微观塑造和动能释

放ꎬ 对国家治理模式的宏观转型发挥着重要的牵引作用ꎮ

一、 宏观视阈与微观根基: 治理现代化与城市社区治理

　 　 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开放的结构框架ꎬ 包含宏大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ꎮ 其

中ꎬ 治理体系指向国家制度安排ꎬ 是治理能力形成的先决条件ꎻ 而治理能力聚焦国家制度执行ꎬ 是治

理体系效能彰显的集中体现ꎬ 二者彼此支撑、 互为表里ꎮ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就是

要适应时代发展和环境变化ꎬ 通过理念更新、 体制变革、 机制创新、 方法优化等要素的集成联动ꎬ 为

国家的长治久安、 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深层次支撑ꎬ 从而实现国家制度、 机制的系统化、 规范化ꎬ 将

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绩效ꎮ 同时ꎬ 在增进公共福祉和解决公共问题中更加强调多元主体协商协

同ꎬ 力争实现基于市场原则、 公共利益和公众认同之上的合作最大化ꎬ 进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国经历了由农村为先导向城市为主角转化的深刻社会变革ꎮ 伴随着城镇化、 工

业化、 信息化进程ꎬ 城市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持续强化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人为本、 协商

精神、 法治保障的理念高度统率着城市治理的创新方向ꎮ 作为城市治理的 “基石” 和 “前沿阵地”ꎬ
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劣直接关乎现代城市治理的逻辑运行和价值落地ꎮ 伴随着治理重心的持

续下移ꎬ 城市社区已从自然状态下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区域社会ꎬ 转化为普遍具备地理区域、 社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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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同关系三大要素新型共同体ꎬ① 日益成为基层自组织管理、 多元主体协调、 社会团结和公共精神

塑造的现实 “家园”ꎮ

二、 应然与实然: 社区治理困境与成因分析

　 　 当社区制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的整合机制时ꎬ 意味着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在基层的 “博弈” 图景

正在发生深刻变化ꎬ 城市治理结构从全能空间向合作空间转换ꎮ 国家权力 “分裂” 与社会力量 “勃
兴”ꎬ 使社区理所当然地承载了更多的治理功能ꎮ 首先ꎬ 社区是党政部门管理的 “基础层次” 和 “最
后防线”ꎮ 社区处于国家权力在城市延续的 “最底端”ꎬ 以及国家权力与居民权利对接的 “最前沿”ꎬ
发挥着上下交互、 双向传递之关键作用ꎮ 作为顶层公共政策落地基层的 “最后一公里”ꎬ 社区的治理

能力高度关系着中央改革红利的释放效度ꎮ 其次ꎬ 社区是基层服务的 “基本载体” 和居民生活的

“共同家园”ꎮ 构建公共服务网络体系ꎬ 为居民提供优质、 高效、 精准的服务是社区治理之主责ꎮ 社

区作为居民安居乐业的主要场域ꎬ 也是人们社会联结、 守望相助的生活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ꎮ 最后ꎬ
社区是居民自治的直接途径和实现平台ꎮ 自治是社区治理、 自体监督的 “生命线”ꎬ 社区民主治理的

核心在于居民自治权的保护和实现ꎬ 形成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良性交互ꎮ 民主和自治管理能有效培

育居民求同存异、 理解合作、 共担共享之品质ꎬ 从而更加有效地解决各类公共难题ꎮ
由于传统的权力路径依赖、 资源配置失衡以及民主自治机制缺失等因素的综合影响ꎬ 当前我国城

市社区治理在发展转型中依然面临着多重困境ꎮ
１ 行政化困境

我国的社区制是在传统 “单元分隔式” 的单位体制以及 “溢出承载式” 的街居体制消解的基础

得以确立的ꎬ 囿于根深蒂固的 “国家高于社会” 的管控思维和行政主导之运作惯性ꎬ 现实中党委、
政府依然强势统揽着社区改革的模式与方向ꎬ 以维系公共秩序和基层安全为由ꎬ 习惯性地采用行政方

式对社区治理进行过度干预ꎮ 与之对应ꎬ 社区的社会力量总体薄弱ꎬ 往往难以和强大的行政力量进行

博弈ꎬ 进而难以获取应有的合法性地位和社会资本ꎮ 受制于政府推动的路径依赖和趋利避害的现实考

虑ꎬ 社区往往对党政部门存在较高的依附偏好ꎬ 追求政治和行政合法性之认同ꎬ 并借此获取更多的公

共资源和治理话语ꎬ 对自身的社会合法性却难以顾及ꎮ 其中ꎬ 最为典型的便是社区居委会ꎮ 作为城市

居民的自治组织ꎬ 社区居委会本身应当是基层民主秩序的建构者ꎬ 旨在平衡居民多元化之利益关系ꎬ
凝聚公共精神和合作意识ꎬ 但在实际运作中上却往往沦为政府职能转移和任务交办的 “承接方”ꎬ 深

度行政化和 “内卷化”ꎬ 变成了一个角色错位、 职能超载、 资源错配的复合体ꎮ 社区居委会既要扮演

好政府权力的承载者ꎬ 又要当好基层民众的代言人ꎻ 既要有效执行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政策和指令ꎬ 又

要坚持自主治理和服务提供ꎬ 角色紧张和冲突屡屡发生ꎮ 地方政府习惯性将各类任务密集下沉到社

区ꎬ 使社区难有精力为居民服务ꎬ 推行基层自治ꎮ 受制于权力控制结构和资源供给模式ꎬ 社区居委会

也 “愿意” 贴近政府ꎬ 获取身份认同和行动资源ꎮ
２ 资源困境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ꎬ “权力分裂” 和单位体制瓦解导致大量的治理职责从体制内或企业

中剥离ꎬ 迅速 “外溢” 至社区ꎬ 给后者造成了极大的治理压力ꎮ 与此同时ꎬ 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使得社区人口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ꎬ 流动化、 市民化、 老龄化特征凸显ꎬ 服务任务的持续加码对社区

的资源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相当数量的社区超负荷运转ꎬ 但政府在资源支援上却存在长期

“欠债”ꎮ 现实中ꎬ 社区的集体行动资源普遍未能按照 “权随事走” “人随事转” 的原则同步增长ꎮ
街道办事处在财政和人员上受制于上级政府ꎬ 没有独立的执法和管理权ꎬ 实践中更多只是充当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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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手” 角色将各种任务 “转包” 给社区ꎬ 而在社区经费下拨和补贴方面却难有充分之支持ꎮ 即便如

此ꎬ 资源在拨付中还时常伴随着行政考核、 任务加码乃至增设机构等附加条件ꎬ 导致社区治理不堪重

负、 资源捉襟见肘ꎮ
３ 自治困境

自治权是社区治理的 “基石”ꎮ 然而ꎬ 受制于 “行政吸纳社会” 的客观现实ꎬ 城市社区自主和自

治的空间往往受到挤压ꎬ 社区的自治精神和公共属性衰落ꎮ 一方面ꎬ 由于资源供给缺失、 社会组织力

有限ꎬ 导致社区很难成功 “扮演” 城市居民生活共同体和社会服务者之角色ꎮ 对于那些缺少体制和

组织保护而 “溢出” 的 “个体化个人” 而言ꎬ 社区仅仅是简单的居住场所和物理区域ꎬ 而并非一个

充满安全感、 凝聚力、 归属感的家园ꎮ 另一方面ꎬ 社区公共性生产机制受阻ꎬ 组织整合力、 社会号召

力、 公共服务力难以显现ꎮ 由于缺乏自治权和社会资本的系统支持ꎬ 很多法律规定的社区居民民主权

利无法兑现ꎬ 相当数量的民主机制常常处于虚设和空转状态ꎮ① 现实中ꎬ 居民代表大会对社区中涉及

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事务的决策权往往受到来自上级政府的强烈冲击ꎬ 政府甚至越过社区居民会议随

意对社区居委会发号施令ꎬ 造成后者被严重架空ꎬ 成了摆设ꎮ②

４ 共治困境

社区治理是社区中多元主体共同演奏的 “大合唱”ꎬ 其治理效果取决于社区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协

同效度和合作深度ꎮ 然而当前的社区治理在实际运行中依然存在诸多不足: 一是合作精神缺失ꎮ 社区

治理要达到公共性生产之目标ꎬ 就必须激活各种社会力量ꎬ 帮助、 促进居民从私域中出离ꎬ 实现个人

公共化ꎬ 从而打造多元协商共治之格局ꎮ 然而ꎬ 目前城市社区中各主体间往往缺乏基本信任和合作共

识ꎮ 一些社区仅仅只是一个地域概念ꎬ 成员归属感不强、 参与性不足ꎬ 社会力量自组织化和服务能力

偏弱ꎬ 精神共同体建设的目标难以企及ꎮ 二是合作结构失衡ꎮ 社区内多元主体所形成的互联、 互动、
互补的合作机制和共享体系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依托ꎮ 然而ꎬ 政府主导、 行政整合的传统模式在

很大程度上限制着社区内社会力量的生成与合作质效ꎬ 并造成各治理主体角色边界的模糊不清ꎮ 由于

社区在治理体系中兼具居民和政府 “双重代理人” 之身份ꎬ 同时又是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现实场域ꎬ
多重复杂的定位从源头上导致其横向共治体系的逻辑混乱ꎮ 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本应是建构社会资本的

载体和平台ꎬ 但受双重管理体制束缚ꎬ 加之身份认同需求和资源严重依赖的非对称关系ꎬ 导致其无法

中立地 “站” 在基层政府、 社区和居民之间ꎬ 协调关系、 提供服务ꎮ “社会工作者” 以 “以人为本、
助人自助” 为宗旨ꎬ 本应是社区共治联动中的连接力量ꎬ 但由于在法律上缺乏清晰角色定位ꎬ 导致

其 “在地化”、 精准化服务的难以实现ꎮ 总体而言ꎬ 社区服务资源整合度低ꎬ 距建立多层次、 全方位

的共治网络体系尚有距离ꎮ

三、 纵合与横通: 社区治理之策略探寻

　 　 要实现社区治理的人民本位ꎬ 以及从行政主导到社会自主、 从纵向控制到横向协同、 从管控风险

到聚焦服务的深度转型ꎬ 就必须构建科学理论框架予以指导ꎮ 统合自主性理论扎根于我国社会权利变

迁之现实ꎬ 弥合自由主义与法团主义的传统理论藩篱ꎬ 可作为当前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理论工具ꎮ③

其中ꎬ “统合” 主要来源于法团主义的基本观点ꎬ 认为以社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是无法离开国家的制

度规制和资源供给而独立发展的ꎬ 政府对于社区依然存在着强大的整合力ꎮ 基于当前社会力量和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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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机制相对薄弱的现实ꎬ 社区唯有被行政 “统合” 并获取政治合法性认可ꎬ 方能有效 “嵌入” 党

政治理的资源网络中而获得长足发展ꎮ “自主” 则立足于自由主义之观点ꎬ 其核心依据在于社会力量

崛起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客观现实ꎮ 随着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ꎬ 治理重心下移ꎬ 社区在地方治理体系中

重构微观治理格局、 提供自组织化管理机制、 凝聚公共团结精神的职能将持续彰显ꎬ 为此就必须依法

赋予其应有的法律地位和自治权利ꎮ “自主性” 特别关注社区治理的初始动力问题ꎬ 认为社区唯有通

过自治服务回归社会选择、 获取民间认同方能持续发展ꎮ 事实上ꎬ 上述两种理论不能割裂ꎬ 唯有系统

整合、 取长补短ꎬ 方能精准诠释我国社区发展 “官民二重” “重心博弈调适” 的特殊状态ꎮ 党政统筹

和行政推进是我国改革的关键驱动力ꎬ 为此社区应当首先在纵向上主动整合至国家党政治理系统中ꎬ
与党政部门的改革目标同向协同ꎬ 以获取身份认同和资源供给ꎮ 同时ꎬ 始终牢记服务为民和民主自治

的治理本色ꎬ 赢得发展动力并夯实治理基础ꎮ 在社区治理推进的过程中ꎬ 统合自主将会呈现出复杂的

变动图景ꎬ 既有短时间此消彼长、 官退民进的直接体现ꎬ 更有长期彼此交织、 正向联动的主流表征ꎬ
因此绝不能用零和博弈做简单的关系诠释ꎮ 而获得官民双重动力并实现正向运行循环正是统合与自主

的最优 “契合点”ꎬ 即党政部门统合和推动力度越大ꎬ 社区 “融入” 的程度则越深ꎬ 获取的认同度和

资源汲取力将越强ꎬ 其职能履行和组织整合便有了强大的保障ꎻ 反过来ꎬ 社区自主性的提高ꎬ 组织协

调和服务能力势必增强ꎬ 更能获得政府的信赖和居民的认同ꎬ 进而更有实力以 “平权” 的身份和政

府互动合作ꎬ 最终运行在有为、 有位、 有威的良性发展轨道上ꎮ 统合自主性理论既符合政府选择又立

足社会本位ꎬ 兼收党政支持和民众认同双向资源ꎬ 缩短了统合于国家体制和落地于居民需求之间距

离ꎬ 使得社区在贴近政府、 强化自治、 服务居民之间找到了张力平衡和恰当方位ꎮ
１ 纵向统合

纵向统合包括基层党政部门、 派出机构、 社区党组织、 社区居委会、 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等多方

主体的关系重塑与深调ꎮ
(１) 党建统揽ꎮ 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统筹引领地位ꎮ 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ꎬ 切实将基

层党组织打造成为宣传中央决定、 领导基层治理、 团结动员群众、 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ꎬ 确

保社区治理改革按照中央部署的正确方向推进ꎬ 将新时代社会改革意图变成社区各类治理主体协同共

治的现实举措ꎮ 为此ꎬ 要探索建立县区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社区党建协调机制和责任落实机制ꎬ
从更高层面加强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ꎻ 明确街道党组织对社区党建的直接责任ꎬ 由其统筹社

区党建工作ꎻ 社区党组织则应聚焦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 服务群众的主责主业ꎬ 将共建共治共享精神

深度融入治理实践中ꎮ 同时ꎬ 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议事机制和民主沟通机制ꎬ 增强与驻区单

位、 新兴领域党组织互联互通ꎬ 构建组织共建、 资源共享、 事务共商、 居民共评的治理格局ꎮ 将党组

织整体统合与社区网络化管理科学契合ꎬ 搭建党员和居民利益表达、 信息交互、 情感沟通的便捷平

台ꎮ 持续创新商务楼宇、 各类园区、 商圈市场、 网络媒体的党建工作机制ꎬ 将现实中分散的、 碎片的

社区主体有效关联ꎬ 实现社区公共资源、 社会资本、 服务集成联动的最优化ꎮ 增强党组织在新型社区

治理秩序构建中的统合作用ꎮ 基层党组织要严格遵循中央关于社区治理社会化、 法治化、 智能化、 专

业化的建设要求ꎬ 始终以居民满意作为评判标准ꎬ 统筹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变革ꎮ 一方面ꎬ 优化社区治

理的运行环境ꎬ 推动改变社区居委会角色冲突和职能超载状况ꎬ 还其群众性自治组织之本来面貌ꎮ 结

合服务和自治两大社区核心治理职能ꎬ 划定社区自治性事务与政府下沉社区行政性事务之界限ꎬ 引导

政府推行清单管理和准入制度ꎬ 规范社区居委会承担的工作事项以及协助政府的工作事项之范畴ꎮ 保

障居民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ꎬ 引导社区居委会聚焦自治主业ꎬ 将其打造成社区居

民议事、 决策、 管理、 监督复合平台ꎮ 同时ꎬ 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ꎬ 激活社区各类社会力量合作共

治之能量ꎬ 创新多元复合主体民主协商机制和服务供给模式ꎬ 推动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ꎮ
(２) 政社关系ꎮ 去行政化的改革大势必然造成社区对政府的依附关系逐步减弱ꎬ 合作协同关系

持续加强ꎮ 但去行政化绝非排斥政府的整合、 协调、 支持ꎬ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负责人ꎬ 政府应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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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拓展、 规范社区治理的运行环境、 行动空间和权利结构ꎬ 统筹引导社区构建多元、 开放、 包容的

治理体制ꎮ 依法对政府和社区的治理边界予以厘定是统合自主性理论的首要要求ꎮ 其中ꎬ 关键是打造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权责清单ꎮ 一是要确权ꎬ 即政府的职能应锁定在社区治理目标、 社区改革政策和

重大项目安排之上ꎬ 即为社区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资源支持ꎬ 在人力资源调配、 社会资源整合、
经济资源集中等方面负起总责ꎮ① 确保社区服务为民的改革导向ꎬ 完善社区各类服务机制ꎮ 整合社区

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ꎬ 营造多元主体合作共建的政策环境ꎬ 积极培育社区社会力量ꎬ 消除居民民主

自治的制度障碍ꎮ 综合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ꎬ 维护社区治理秩序ꎬ 保障居民的合法利益ꎮ 二是要限

权ꎬ 即减少社区治理中政府的权力干预和包揽逾越ꎬ 保护社区自治权ꎬ 切实为社区减负卸载ꎮ 依法厘

清街道办事处 (乡镇政府) 和社区的权责边界ꎬ 明确社区承担街道工作事项、 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以

及自治事项等清单ꎬ 理顺条块关系ꎮ 将资源获取权、 调配权、 经费支配权、 监督评议权等制度化归还

社区ꎮ 刚性推行社区工作 “准入制”ꎬ 全面清理和精简各类面向社区的工作任务和行政事务ꎮ 下派超

出社区工作职责之外的任务时ꎬ 必须法定前置 “申请＋审批” 程序ꎮ 对于职能部门的工作确需社区配

合的ꎬ 则严格按照 “权随责走” “费随事转” “谁办事、 谁用费” 的原则ꎬ 同步赋予社区相应的执法

权、 协管权、 收费权以及工作经费等ꎮ 科学界定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在治理中的职能关系ꎮ 破除社区行

政化和边缘化困境ꎬ 就必须改变长期形成的街道办凭借对人、 财、 物等资源的控制而向社区摊派和分

解任务的状况ꎻ 切实改变街道办和社区上下级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ꎬ 让指导与被指导的科学逻辑

得以回位ꎮ 建议进一步剥离街道办的行政管理职责ꎬ 将其职能定位为依据政府的授权ꎬ 协调政社关

系、 统筹社区发展、 组织公共服务、 促进社区自治ꎬ 从而为社区综合治理、 资源整合、 行动联合提供

服务ꎮ 在此基础上合并、 优化机构设置ꎬ 形成政治职能、 行政职能归属于区政府ꎬ 社会管理和统筹协

调功能授予街道办ꎬ 自治、 服务职能归还社区的新型权力结构关系ꎮ
(３) 社区自治ꎮ 社区居委会作为实现居民自治的基本形式ꎬ 旨在为居民提供一个自主的管理服

务空间和教育监督机制ꎮ 为此ꎬ 首先ꎬ 应当优化外部政策环境ꎬ 为其自治功能的发挥提供保障ꎮ 可根

据社区事务的不同性质分为行政、 服务以及自治等不同类型ꎬ 分由不同主体 “扎口” 管理ꎬ 实现多

重节点驱动连接ꎮ 其中ꎬ 社区行政事务的责任主体明确为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ꎬ 可通过职权授予和

委托之方式落实到社区工作站之上ꎻ 社区服务事务是面向社区居民提供的各类社会化事务ꎬ 鉴于其特

殊性和专业性ꎬ 可在社区居委会之下成立社区服务站负责具体执行ꎻ 而自治事务则是社区居委会主理

之范围ꎮ 上述 “一会两站” 新型治理格局保证社区纵向关系塑造归属清晰、 责任明确ꎮ 在此基础上ꎬ
推动社区 “议行分离” 的运行体制ꎬ 即在社区党组织全面领导下ꎬ 型塑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平

行、 合作的工作关系ꎬ 强化社区居委会代表居民对社区工作站监督检查的权利ꎬ 确保社区服务站在社

区居委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ꎬ 共同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和产品ꎮ② 其次ꎬ 完善居民自

治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ꎮ 社区应积极构建覆盖片区、 居民小组、 单元长、 家庭和居民的完善自治网

络ꎬ 推动基层党建、 群众自治和网格化服务有效衔接ꎮ 优化社区居委会与居民、 业主委员会、 物业、
驻区单位、 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议事协商机制ꎮ 扩大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的覆盖面ꎬ 拓展外来务工

人员参与的途径ꎮ 积极借助现代化的网络和信息化平台ꎬ 推进社区治理的阳光透明和信息共享ꎮ 充分

发挥自治章程、 居民公约在社区治理中的规约作用ꎬ 完善社区的自我监督和外部监督体系ꎬ 确保社区

居民各项民主权利有效落地ꎮ
２ 横向联通

在统合自主性理论框架下ꎬ 社区既是城市治理的系统下沉ꎬ 亦是多中心协同治理的支持平台ꎮ 为

此ꎬ 党政部门应自上而下向社区授权ꎬ 实现多重节点的行政推动ꎬ 帮助社区构建复合主体的联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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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动逻辑ꎮ 社区则应致力于为其内部各主体角色确认和功能发挥提供支持保障ꎬ 自下而上地将自身

打造为基层社会的政治接点ꎬ 在公共问题解决和建构共同体生活中发挥独特功能ꎮ①

(１) 服务供给ꎮ 服务主体多元化、 服务机制协同化是社区服务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ꎮ 为此ꎬ 应

当以公益性、 互助性、 自愿性为基础ꎬ 以民主协商、 同情共感为纽带ꎬ 创新社区服务发送机制ꎬ 形成

合作协同、 责任共担、 利益共享的新型服务模式ꎮ 充分发挥政府、 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服务站等主

体的治理优势ꎬ 整合服务资源ꎬ 强化协同机制ꎮ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资源激励制度ꎬ 吸引更多的社

会资本参与社区公共服务ꎬ 对社会力量提供的公共产品予以支持ꎮ 拓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广度ꎬ 加

大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力度ꎬ 健全服务评估机制和差异激励体系ꎮ 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ꎬ 推动互

联网与社区治理、 社区服务的深度融合ꎬ 加快城市社区 “一站式” “集成化” 公共服务网络平台建

设ꎬ 实现政府公共服务、 社会公益服务、 市场有偿服务、 社区便民服务的有效整合ꎮ
(２) 协同精神ꎮ 公共精神是社区共同体形成的核心要素ꎬ 反映着社区文化认同、 思想共识、 价

值趋同的熔炼程度ꎬ 是共商共建共享机制落地的深层次支撑ꎮ 为此ꎬ 社区应当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打

造各主体高认可度的组织规则和情感联络机制ꎬ 深化同体共感的社区体验ꎬ 激发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

内生动力ꎮ 通过组织化平台聚合社区内各类主体资源ꎬ 打造群体决策、 问题联抓、 对策共商的民主行

动和公共性生活ꎮ 探索建立合作协同的长效化机制ꎬ 构建有效吸纳科层制、 市场机制、 组织间网络和

自组织制的混合机制ꎬ 达至各方利益的平衡和效果的最优化ꎬ 最终形成社区治理的合力ꎮ② 将纵向包

容性整合与横向开放式协调机制有效黏合ꎬ 塑造社区基于多方 “认可同意” 的新型治理秩序ꎮ
(３) “三社联动”ꎮ “三社联动” 通常是指在社区党组织的统领下ꎬ 由社区居委会带动居民参与

社区公共生活ꎬ 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组织化的机制和服务ꎬ 专业化的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改革的

新型社区横向治理结构ꎮ 其中ꎬ “三社联动” 中的 “社区” 是核心元素ꎬ 是 “联动” 机制的发起者

和整合者ꎬ 兼备整体统筹、 平台运维、 协同支持等多项职能ꎮ 而 “三社” 中的 “社会组织” 则是社

区治理的关键介质ꎬ 是社区项目运作和服务提供的主要载体ꎬ 也是社区服务与居民诉求的 “联动

带”ꎮ 为此ꎬ 要持续为其提供政策保障和资源支持ꎮ 包括从法律层面确立其主体地位和治理内容ꎻ 改

革双重管理体制ꎬ 变事前登记为事中事后监控ꎬ 降低其生成的 “门槛” 条件等ꎮ 改变传统行政主导

的资源配置结构和利益模式ꎬ 优先将社区事务、 养老助残、 社工服务、 公益服务、 心理疏导、 社区矫

正、 慈善救济、 社会救助、 法律援助等项目纳入政府购买之范畴ꎮ 推动枢纽型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

孵化基地建设ꎬ 打造集培育扶持、 公益创投、 信息服务、 培训交流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社会组织公共服

务平台ꎮ③ 社会工作者是 “三社联动” 的实践者和社区福利、 服务传送的主体ꎬ 其主要通过专业的理

论和职业化方法ꎬ 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的公益服务ꎮ④ 为此ꎬ 社区党组织应当加强政策规划和宏观引

导ꎬ 推动社会工作与社区组织的双向整合以及 “专业化与本土性” 的有机结合ꎬ 加强社区社会工作

与不同服务类别的精准对接ꎮ 通过 “培育和扶持民间机构、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 政府主导行业自理”
等多种举措ꎬ 为社区社会工作者提供充足的发展资源和岗位保障ꎮ 在持续深化改革中ꎬ 创新 “社工

带领义工、 义工协助社工” 之 “两工互动” 的新机制ꎬ 从而全面构建 “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社工

引领、 义工服务、 居民受益” 的新型专业化服务机制ꎬ 最终在 “三社” 横向联动中持续提升居民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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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陶学的勃兴与繁荣

钟优民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语言文学研究所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３３)

　 　 摘要: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ꎬ 陶渊明研究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ꎬ 改革

开放以后ꎬ 国内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ꎬ 拓宽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ꎬ 丰富了研究方法ꎬ 国内外陶渊明研究成

果频繁产出ꎬ 陶学不断发展ꎮ 回顾陶学 ７０ 年走过的发展历程ꎬ 反思陶渊明研究的局限与不足ꎬ 对推动陶学

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关键词: 新中国 ７０ 年ꎻ 陶渊明ꎻ 陶学ꎻ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２６６－０６

　 　 新中国成立后ꎬ 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ꎬ 陶渊明研究亦取得令人欣喜的飞速进

步ꎮ 在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ꎬ 回顾这个时期陶学发展历程ꎬ 梳理其中的成败得失ꎬ 对

提升陶渊明研究的学术品位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重要工作ꎮ







 



１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陶学发展ꎬ 大体可分为前 ３０ 年和后 ４０ 年两个阶段ꎮ 前一阶段陶渊明

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群众性的陶渊明大讨论ꎮ
首先是 １９５４ 年开始的围绕李长之 «陶渊明传论» 开展的大讨论ꎮ 新中国成立伊始ꎬ 处

于当时独特的社会政治背景和经济发展状况下ꎬ 人们对文化遗产是颇为漠视的ꎮ 但陶渊明却以其文学

史上的崇高地位和独特魅力很快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目标ꎬ 继 «光明日报» 发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篇陶渊明研究的论文王瑶的 «陶渊明» (１９５０ 年) 之后ꎬ 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陶渊

明研究专著张芝 (即李长之) 的 «陶渊明传论» (１９５３ 年)ꎬ 并在次年迅速迎来关于陶渊明的热烈争

鸣ꎮ 阎简弼认为张芝 “从血缘上判断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不科学、 不十分可靠的ꎮ 所以陶渊明的忠不

忠于晋室应该看他自己的言行ꎬ 不必绕弯子从陶侃、 孟嘉那里找根据” ①ꎮ 对此著者撰文反驳: “阎
先生似乎认为要么陶渊明忠于晋室ꎬ 要么不忠于晋室 (就桓玄事件言) 而仍同情 (就刘裕事件言)ꎬ
这才是陶渊明对于当时政治事件的具体态度ꎮ” ② 对阎张之争ꎬ 论坛上大体分 ４ 种情况: 附和阎说者ꎬ
如易润芝表示 “很同意阎简弼先生所指出的诚然ꎬ 张芝先生的原作ꎬ 不只是一篇 ‘陶渊明忠于

晋室论’ꎮ 然而张芝先生大部论著ꎬ 却是根据这一线索ꎬ 立足在这一基础上的” ③ꎻ 部分赞同阎说者ꎬ
如陈贻焮指出: “我们可以不否认张先生在 «陶渊明传论» 中所说: 陶渊明基于正义感ꎬ 基于对晋恭

帝的同情而写下这些诗ꎬ 但企图借以掩盖作为封建思想主要内涵之一 ——— ‘忠’ 的观念所给予他的

影响与作用ꎬ 也是违反历史真实的” ④ꎻ 对阎、 张二说皆不赞同者ꎬ 如曹道衡指出: “对于双方的意

见ꎬ 我都有些不同的看法ꎮ 张芝、 阎简弼两先生的意见看来很相反ꎬ 其实有一个共同之处ꎬ 就是都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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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陶侃对陶渊明的影响”①ꎻ 从其他角度对张著提出新的批判者ꎬ 如郭预衡针对张芝未能正确指出

陶渊明伟大之处而批评该著是对诗人的歪曲ꎬ 赞扬陶公 “继承了儒家 ‘忧道不忧贫’ 的一面ꎬ 扬弃

了 ‘四体不勤ꎬ 五谷不分’ꎬ 轻视劳动和迂腐的一面ꎻ 在儒家所称道的圣人中ꎬ 陶渊明所最称道而愿

意效法的也是后稷和禹ꎬ 这是陶渊明思想很重要的一点ꎮ 这是不能用 ‘服服帖帖死心塌地维护封建

统治’ 一语所能掩盖的”②ꎮ 这场论争持续 ４ 年之久ꎬ 有关论文近百篇ꎬ 取得了相当的成绩ꎬ 对促进

学术界正确认识和评估文化遗产起了一定作用ꎻ 但另一方面ꎬ 因受当时客观形势制约ꎬ 原本的学术争

辩ꎬ 演变成了对作者论证方法等的批判ꎬ 进而上纲到 “毒害” 读者的高度ꎬ 这大大偏离了学术讨论

的正常轨道ꎬ 严重阻碍生动活泼、 畅所欲言学术氛围的形成ꎮ
其次是 １９５８ 年开始的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陶渊明问题的讨论ꎮ 这场讨论起源于北京师范大学中

文系二年级学生编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和讲稿时否定了陶渊明ꎬ 将其定性为 “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

的诗人”③ꎮ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和 «文学遗产增刊» 成为这场讨论的核心阵地ꎬ 全国

很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皆展开了讨论ꎮ 笔者当时就读于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ꎬ 曾参加了多场辩论ꎬ
同学们常常因观点不同争得面红耳赤ꎬ 青年学子赤诚之心袒露无遗ꎬ 事隔 ６０ 余载ꎬ 仍历历在目ꎮ 截

至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底ꎬ «光明日报» 共收到争鸣文章 ２５１ 篇ꎬ 约 １２４ 万多字ꎬ «文学遗产» 编辑部将其中

主要论文集成 «陶渊明讨论集» (１９６１ 年) 由中华书局出版ꎮ
最后是关于 «桃花源记» 的大讨论ꎮ １９５９ 年毛泽东 «登庐山» 中 “陶令不知何处去ꎬ 桃花源里

可耕田” 的诗句ꎬ 引发了数十年关于 «桃花源记» 的探讨热潮ꎮ 最早出现的讨论是 «桃花源诗» 是

否包含反剥削思想ꎮ 范宁对此持否定态度: “我认为 ‘剥削’ 这个概念ꎬ 在陶渊明的头脑中恐怕是不

存在的ꎮ 我对于这句诗 ( ‘秋熟靡王税’ ) 的体会ꎬ 是它正反映了土地所有者要求摆脱政治权力干扰

的愿望ꎬ 因为 ‘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ꎮ”④ 但更多的论者肯定该诗具有反剥削思想ꎬ
逯钦立认为: “ ‘春蚕收长丝ꎬ 秋熟靡王税’ 这样的歌赞ꎬ 着重提示着桃花源既无徭役也不存在封建

赋税ꎬ 等于大胆提出对封建剥削的强烈反对ꎮ”⑤ 沈雁冰同样认为ꎬ 桃源理想 “不如直说是空想社会

主义ꎬ 比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早了千余年”⑥ꎮ 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自由平等ꎬ 没有剥削和压迫ꎬ
进一步确认该诗具有反剥削的理念ꎮ

前 ３０ 年陶学的进展ꎬ 与学人响应时代呼唤ꎬ 破旧立新ꎬ 努力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和评价陶公其人、
其文不无关联ꎬ 如朱光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思考ꎬ 从美学上的唯心主义信奉者转变为美学上

的马克思主义者ꎬ 从而对陶渊明创作做出了新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ꎮ
综观这个阶段的陶学发展ꎬ 尽管不少论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研究古典文学ꎬ 推动与发

展传统陶渊明研究ꎬ 陶渊明诗文在广大读者中得到了普及ꎬ 陶渊明研究资料的整理有所突破ꎬ 某些陶

学问题取得重要进展ꎬ 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ꎬ 由于其时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肤浅和片面ꎬ 对

陶渊明研究曾出现简单化、 标签化的倾向ꎬ 而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极 “左” 思潮的干扰更使陶渊

明思想与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和低估ꎮ
后一阶段陶学最显著的进展与收获就是陶学的崛起与繁荣ꎮ 江西宜丰陶渊明研究会创办了全国首

家专门研究陶学的期刊 «陶学研究»ꎬ 其宗旨是 “通过这个平台与国内外陶学界建立更为广泛的学术

交流与联谊”⑦ꎮ 有的论者指出 “陶学” 的建构设想提出 “至今 ３０ 年过去了ꎬ ‘陶学’ 的提法已为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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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明学界广泛接受ꎬ 虽然不乏一些商榷的声音ꎬ 但它已经深入人心ꎬ 为陶学界学者所认同”①ꎮ 近 ４０
年ꎬ 陶学论文数量急速上升ꎬ 据笔者粗略统计ꎬ １９４９—１９７９ 年间仅有 ３４４ 篇ꎬ 而 １９８０—２０１９ 年间却

有近 ３０００ 篇ꎬ 其中不乏论理精微、 见解透辟之作ꎮ 与此相对应ꎬ 研究专著亦呈井喷之势ꎬ 改革开放

前大陆仅有李长之 «陶渊明传论» 和廖仲安 «陶渊明» 两种专著ꎬ 改革开放后各类陶学专著已增至

约 １６０ 种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有关陶渊明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评论的持续开展是陶学繁荣的重要标志ꎮ 这期间

的陶学研讨会主要有:
１ 陶渊明学术研讨会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ꎬ 九江市陶渊明纪念馆落成典礼暨纪念陶渊明诞辰 １６２０ 周年全国首届陶渊明学

术讨论会在九江市举行ꎮ 这次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开创性突出ꎬ 它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全国性大型陶渊

明讨论会ꎬ 建成了国内首家陶渊明纪念馆ꎬ 会上首次提出 “陶学” 之说ꎮ② “首次陶渊明学术讨论

会ꎬ 于 ８ 月 ２ 日结束ꎮ 讨论会收到全国各地近 ６０ 篇研究陶学的论文ꎬ 陶渊明研究著名作家、 学者王

瑶、 廖仲安、 钟优民、 袁行霈等专程赶来九江参加陶学讨论会ꎬ 讨论会对陶渊明的学术思想、 生平、
史料等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ꎮ”③ 与会者是来自全国 ４４ 个省市的 １３０ 多名代表ꎬ 与会学者思想活

跃ꎬ 会议气氛热烈ꎬ 会议内容丰富ꎬ 对推动陶学发展有重大影响ꎮ 纪念馆建设方面ꎬ 另有 ２００９ 年开

馆的江西宜丰县陶渊明纪念馆ꎬ 建筑面积 ３０００ 多平方米ꎬ 远超九江陶渊明纪念馆的 ９００ 平方米ꎮ 国

内各地召开的陶学研讨会此伏彼起ꎬ 较好地展示了丰富的陶渊明研究成果ꎬ 对陶学的深入发展产生重

要引领作用ꎮ
２ 中日学者陶渊明学术研讨会

九江师专和日本六朝学术学会ꎬ 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和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在庐山两次召开学术研讨会ꎮ 与会

国内学者有廖仲安、 钟优民、 陈忠、 龚斌、 吴国富等人ꎬ 日本学者多为陶研功底深厚的汉学家ꎬ 如日

本中国学会理事长、 六朝学术学会理事长石川忠久等人ꎮ 两次会议共收到论著 ６０ 多篇 (部)ꎬ 分别

围绕 “２０ 世纪陶渊明研究的回顾及中日陶学的交流” 和 “２０ 世纪陶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的主题ꎬ
多侧面、 多维度、 多层次地解读与思考ꎬ 梳理了中日两国陶研的百年历程ꎮ 与此同时ꎬ 两国学者还就

各自感兴趣的问题ꎬ 分别自由结对交换意见ꎮ 日本研陶成果虽颇为丰富ꎬ 但因客观形势的诸多制约ꎬ
中日双方学者交流极为有限ꎮ 会上有论者认为日本学者研究陶渊明长于感悟和直觉ꎬ 而不善于理性分

析ꎬ 对中国古代文化了解有限ꎬ 容易产生偏颇和误解ꎮ 这两次中日学者相聚一堂ꎬ 彼此切磋ꎬ 从不同

文明交流互鉴的维度阐释包括陶渊明诗文在内的中华优秀文化ꎮ 从话语传播来说ꎬ 陶诗极具天然的亲

和力ꎬ 容易被国外不同受众普遍接受ꎬ 在日韩等东方诸国尤其如此ꎮ
３ 陶渊明文化学术讨论会

江西省旅游局、 九江市政府主办的陶渊明文化研讨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９ 日在星子县举行ꎬ 这

是国内首次举办以陶渊明文化为主题的大型研讨会ꎮ 有中外学者百余人与会ꎬ 与此同步启动的文化旅

游节千余人参加ꎮ 会上 “学者广泛交流了国内外陶研的新信息ꎬ 探讨了陶研的新课题ꎬ 提出了陶学

发展新建议和新远景ꎬ 进而带来了陶学研究视野的新开阔和方法多元的新变化”④ꎮ 会议期间还举行

了颂陶诗会、 书画笔会ꎬ 考察了陶渊明醉石、 斜川等陶渊明文化遗迹ꎮ 这次研讨会之前ꎬ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内蒙古大学等单位曾在内蒙古大草原深处的锡林浩特市举行全国陶渊明学术研讨会ꎬ 会议主题之一

就是草原文化和陶渊明文化的关系ꎬ 李剑锋教授 «元代陶渊明接受史概论» 认为 “元代社会对陶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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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接受体现了七八百年后陶渊明文化的又一次再生ꎬ 也体现了草原文化和陶渊明文化一次相当成功

的融合”①ꎮ 继 ２０１２ 年星子研讨会之后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贵州铜仁学院举办了全国桃源文化研讨会暨陶

渊明诞辰 １６５０ 周年纪念会ꎬ 会议围绕陶渊明文化的诸多课题予以深入探讨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旅游业蓬勃发展ꎬ 以文促旅ꎬ 以旅彰文ꎬ 成为加快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思

路ꎮ 深入考察、 探索陶渊明文化的内涵和发展ꎬ 对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ꎬ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ꎬ
建设文化强国ꎬ 无疑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４ 陶渊明生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全球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ꎬ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对生态的破坏现象严重ꎮ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ꎬ 国内

首届陶渊明与生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１０ 日在九江学院和武宁县城召开ꎬ 与会中

外学者 ７０ 多名ꎮ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生态文明的理念以及陶渊明诗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

极作用ꎬ 赵建军指出: “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ꎬ 也越来越认识到生态文明、 美丽中国、
绿色崛起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道路ꎮ”② 柯镇昌认为: “ ‘陶渊明意象’ 的内涵与当代生态文明

的理念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契合ꎬ 这个契合点就是ꎬ ‘自然’ꎮ 陶渊明的 ‘自然’ 思想ꎬ 是古人对于生

态文明进行的不自觉的美好诠释ꎮ 发扬陶渊明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高贵品质ꎬ 才能真正形成良

好的生态文明理念ꎮ”③ 学者们大体有两种观点ꎬ 一种认为必须严格保护生态环境ꎬ 保护乡村自然美ꎬ
使之成为当今社会一片净土ꎻ 另一种则认为古老的桃花源理想虽然美好无比ꎬ 但无法满足现代社会更

高层次的物质、 精神需求ꎬ 如何将两种需求有机地融合ꎬ 正是当今生态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难

题ꎮ 继此之后ꎬ 江西师范大学等单位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７—９ 日在南昌、 宜丰、 德安三地联合举办陶渊明

研究暨生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ꎬ 有中外陶学专家等 ８０ 余人与会ꎬ 所提交论文ꎬ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

集成 «生态文明与陶渊明研究» (２０１７ 年) 一书出版ꎮ 陶渊明 “久在樊笼里ꎬ 复得返自然” 这种向

往自然、 “天人和谐” 的生态理念ꎬ 集中体现了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ꎬ 深入探索陶渊明与生态文明的

关系ꎬ 对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建设美丽中国ꎬ 无疑会提供一定的启迪ꎮ
５ 陶氏联谊会暨陶渊明文化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ꎬ 上海陶氏联谊会暨第七届陶渊明文化研讨会在上海举行ꎮ 该研讨会讨论内容

务实可行ꎬ 强调陶氏子孙应继承与发扬陶公高风亮节ꎬ 把个人创业、 家族兴旺与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

紧密结合ꎬ 其价值与意义不可低估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陶氏后裔对陶研活动一直十分热情ꎬ 如 ２０１２ 年

星子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ꎬ 就有 ８ 位陶裔人士参加ꎮ 陶氏宗族主办的研讨会ꎬ 既突出活动的文化品

位ꎬ 又努力站在道德制高点ꎬ 其良苦用心的确可圈可点ꎮ 国无德不兴ꎬ 人无德不立ꎬ 道德是一种重要

的社会精神力量ꎬ 特别是当下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ꎬ 人的物欲和功利主义日浓ꎬ 轻视道德修养的现象

并非个别存在ꎬ 所以需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ꎬ 在立德树人、 明德兴国上多下苦功ꎬ 以此引领社会

早日形成崇尚道德、 以德服人的良好风尚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是陶学发展史上变化最大演进最快的一个时期ꎮ 广大陶学工作者早已从热烈追求

而偏于浮躁转为沉稳、 冷静ꎬ 从学术方法和维度的单向转入多元综合ꎬ 追求成果的学术化、 精品化ꎬ
显示新一代学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活跃的学术思想ꎮ

另外ꎬ 中国台湾地区陶渊明研究内涵丰富ꎬ 形式多样ꎬ 兹仅就笔者亲历的数事略加回顾ꎮ １９８５
年台北国际文化公司出版笔者专著 «陶渊明传» 后ꎬ 经新加坡国立大学王国璎教授推荐ꎬ 台北允晨

９６２新中国陶学的勃兴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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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公司出版了笔者的 «陶学史话» (１９９１ 年)ꎮ １９９３ 年笔者应邀参加成功大学主办的第二届魏晋南

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期间ꎬ 曾应约赴台湾大学、 中正大学和成功大学三校中文系ꎬ 就系列陶学

问题或讲学、 或座谈、 或授课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两岸陶学研讨活动多互邀学者参加ꎬ 如 １９９０ 年ꎬ 袁行霈带 «陶渊明与魏

晋风流» 一文应邀参加成功大学举办的首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ꎻ １９９３ 年ꎬ 景蜀慧带

«以贫傲世猛志长存———陶渊明晚年思想心态剖析» 一文应邀参加成功大学举办的第二届魏晋南北朝

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ꎮ 大陆举办的陶渊明研究讨论会ꎬ 亦重视邀请台湾地区学者与会ꎬ 如 １９９５ 年

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首届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有台湾大学梅家岭、 中国文化大学洪顺

隆等 ８ 位教授参加ꎻ ２００９ 年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成功大

学陈怡良等 １０ 名台湾地区学者参加ꎻ ２０１２ 年星子首届陶渊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成功大学林

燿潾与会ꎮ ７０ 年来ꎬ 台湾地区学术界在陶学领域有广泛建树ꎬ 提出过不少新颖、 独到的见解ꎬ 如对

日本汉学家冈村繁 «陶渊明———世俗与超俗» 中歪曲、 诋毁陶公人品的观点ꎬ 最早予以质疑、 批驳

的是台湾大学林文月ꎬ 其尖锐地指出: “对于渊明之乞食ꎬ 冈村氏乃遂不寄予同情与哀悯ꎬ 亦不加予

推崇与褒誉ꎮ 而贬毁为狡猾、 卑鄙ꎬ 具有阴谋企图的言行ꎬ 千余年来ꎬ 中日学者所认识的温厚、 磊

落、 清高、 有骨气的陶渊明形象ꎬ 至此遂以彻底粉碎ꎬ 荡然不存了ꎮ”①







 



２
　 　 国外陶渊明研究亦呈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ꎮ 陶渊明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艺术大师ꎬ 卓越

的艺术创造早已辐射海外ꎮ 他的作品既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ꎬ 也被视为全人类的文化遗

产ꎮ 古今中外无数读者曾从陶诗中得到抚慰、 希冀与启迪ꎬ 陶诗早已成为联系中国人民和世

界人民友谊的重要桥梁和纽带ꎮ
国外陶学研究ꎬ 首推日本学者ꎬ 其研究水平居国外陶渊明研究的领先地位ꎮ 之所以如此ꎬ 是因为

其深厚的历史渊源ꎬ 陶诗由遣隋、 遣唐的留学生、 留学僧带回ꎬ 日本读者接受陶渊明已有千余年的历

史ꎮ 日本学术界研陶人员众多ꎬ 而且与中国陶学界交往密切ꎬ 多有互相切磋、 借鉴之机ꎬ 如东京都立

大学松枝茂夫、 北京 «人民中国» 杂志社日文编辑和田武司合著 «隐逸诗人陶渊明» (日本集英社ꎬ
１９８３ 年)ꎮ １９７９ 年长春等城市举办日本图书展览会ꎬ 就有多部陶研专著引起国内陶学家的浓厚兴趣ꎬ
如日本大矢根文次郎的 «陶渊明研究» (早稻田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６７ 年)ꎮ 大矢根文次郎是日本老一辈

著名汉学家ꎬ 该著对陶渊明及其创作有较全面的评述ꎬ 探本溯源ꎬ 史料极为丰富ꎬ 其结论 “总之ꎬ
陶渊明的作品自古代传入日本直至今日ꎬ 其影响虽然时有消长ꎬ 但各个时期的诗人、 文人和画家ꎬ 都

为其恬淡高洁的品格所倾倒ꎬ 怀着无限的思慕接受其诗文的影响ꎬ 并将这种影响渗透到自己的创作中

去ꎮ 由于陶渊明具有东方诗人的特征ꎬ 所以他的作品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ꎬ 从而为我国各个时期的

文人提供如此丰富的营养ꎬ 这在日本文学史上应该说是罕见的ꎮ 因此ꎬ 对于我国今后的文学来说ꎬ 它

将是一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营养源泉”② 更是公允、 精辟的不刊之论ꎮ
韩国陶学研究亦成果颇丰ꎮ 韩国陶坛的领军人物为汉城大学车柱环教授ꎬ 其长期钟情于陶诗ꎬ 孜

孜以求ꎬ 其代表作 «陶渊明诗笺注» 对系列陶诗的创作年代、 文字训释ꎬ 皆别具见解ꎬ 不失为一家

之言ꎮ 韩国还有很多论陶之作为著者的学位论文ꎬ 如崔完植 «陶渊明研究» (汉城大学硕士论文ꎬ
１９６０ 年)、 李基妍 «陶谢比较研究» (韩国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ꎬ １９８０ 年)、 申泳鲜 «陶渊明的饮酒

诗» (庆北大学硕士论文ꎬ １９８６ 年) 等ꎬ 反映出陶学广泛的影响ꎮ
陶诗在欧美各国的传播与研究较日、 韩等东方国家为晚ꎬ 但 ７０ 年来西方学者对陶渊明诗文的翻译、

评论和研究仍先后展开ꎬ 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ꎬ 让陶渊明研究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ꎮ
苏联汉学家艾德林在华期间曾亲赴江西拜谒陶渊明墓ꎬ 其出版了 «陶渊明抒情诗集» (莫斯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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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出版社ꎬ １９６４ 年)、 «陶渊明及其诗歌» (莫斯科文艺出版社ꎬ １９８３ 年) 等多部陶学专著ꎬ 其对陶

渊明评价很高: “陶渊明距离我们已有 １５００ 多年ꎬ 但人们在读他的诗篇时ꎬ 仍然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

现实的关切和忧虑ꎮ”① 其评论反映了其秉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文学史观ꎮ
在英国ꎬ 威廉阿克 «隐士陶渊明: 陶诗六十首» 的前言坦陈了作者的陶学观ꎬ 其将陶诗放于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予以观照ꎬ 称许 “陶诗达到了一个完美的高度ꎬ 既直接抒发了他自己

的性情并表达了自己的品格陶渊明像贺瑞斯 (罗马诗人及讽刺家) 一样运用他自己的韵律ꎬ 并

且暗中自认他的诗歌将经受时间的考验”②ꎬ 该著对陶渊明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的认同和赞许

很有见地ꎬ 但威廉阿克对陶渊明哲学人生观的理解与分析则不够准确ꎬ 反映了一个西方学者的眼光

与选择ꎮ 对于陶渊明哲学思想的评论ꎬ 千百年来众说纷纭ꎬ 莫衷一是ꎬ 这种局面还将延续下去ꎮ
在美国ꎬ 随着陶诗的译介ꎬ 不少美国诗人开始迷恋中国田园诗清新、 宁静的艺术风格ꎬ 并且在他

们的创作中也有所表现ꎬ 美国当代诗人 “罗伯特布莱在研究了陶潜的诗之后ꎬ 掌握了中国诗歌的

精神: 虚静ꎮ 他把自己的诗和翻译的陶潜诗一起收入 １９７２ 年出版的诗集 «跳下床来»ꎬ 那种令人满

足的平和从古代中国一下跃入他的诗中”ꎬ “很少能有人写的比这更简单了ꎬ 更无人还能希望那种典

型的中国式的解脱ꎬ 未被污染的自然的宁静在诗中会得到更多的渲染”ꎮ③ 除了欣赏和借鉴ꎬ 美国学

者对陶渊明作品的研究也在逐步展开ꎮ 哈佛大学名誉退休教授海托华是美国汉学界的泰斗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翻译出版了陶渊明所有的赋ꎬ 并加以注解ꎬ 又于 ７０ 年代译介了全部陶诗ꎬ 并附有详尽注

解ꎬ 包括中国历代对陶诗的诠释ꎬ 显示出其对陶诗的高度推崇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美国汉学界出

版了多部陶渊明专著ꎬ «陶潜与中国诗歌传统» (密歇根大学ꎬ １９９４ 年)、 «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

本文化研究» (华盛顿大学ꎬ ２００５ 年)、 «解读陶渊明: 历史接受中的转换范例 (４２７—１９００) » (哈
佛大学ꎬ ２００８ 年)、 «阅读的传达: 陶潜世界里的文本与理解 (３６５—４２７) » (哈佛大学ꎬ ２０１０ 年)ꎮ
“最近五年来美国学术界的陶渊明研究更趋于把陶渊明放在一个整体的文化脉络背景里作一些分析细

读ꎬ 或与其他诗人及作品作比较ꎮ 同时针对主题ꎬ 西方研究者往往把某些古代中国情形与西方的相关

理论或认知做一对比ꎬ 以便以英文为母语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中国的理念ꎬ 在此我们看到东西文

化的汇通与交流ꎮ”④ 从中不难见到美国汉学家对陶渊明艺术创作研究用情之专和用力之勤ꎮ
海外陶学的发展ꎬ 生动展示了国外汉学家的独特视野ꎬ 他们多能从多维度切入研究对象ꎬ 论证方

法上多以文本为依据ꎬ 注重考据ꎬ 有助于受众更加全面、 完整地理解与把握陶渊明的真实本相ꎬ 这给

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ꎮ
回顾陶学研究 ７０ 年的历程ꎬ 其辉煌成就令我辈陶坛同仁无比欣慰ꎬ 但同时当今陶坛尚存局限与

不足ꎬ 诸如陶研领域的重复研究导致陶学泡沫泛起ꎻ 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冲击下ꎬ 有关陶渊明颠覆性

的评价不时出现ꎻ 不少论文学术质量不够高、 原创性不足ꎬ 缺乏有标志性的新概念、 新范畴、 新表述

等等ꎬ 这些皆需我们高度警惕ꎬ 方能避免让眼下的陶学兴盛变为一种没有任何前途可言的虚假

“繁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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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企业研究述评

时立荣　 王安岩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ꎬ 在社会治理实践领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社会企业的新型组织ꎬ 从而引发了社会

企业研究的热潮ꎮ 文章用文献编码定量统计与文献内容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ꎬ 从研究方法、 研究类型、
研究领域、 研究内容四个维度ꎬ 对社会企业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ꎬ 梳理社会企业研究的发展历程、 成就、
经验和缺失ꎬ 希望对未来的社会企业研究和实践有所裨益ꎮ

关键词: 社会治理ꎻ 社会企业ꎻ 文献分析ꎻ 研究态势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２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１９) １２－０２７２－０９

社会企业概念起源于欧美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ꎬ 比尔德雷顿 (Ｂ Ｄｒａｙｔｏｎ) 成立的阿育王组

织把有社会抱负的企业家称为社会企业家并给予支持ꎮ 安东尼吉登斯在 １９９８ 年出版的 «第三条道

路» 一书中提出社会企业的政策概念ꎬ 认为面对自动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ꎬ 实现充分就业成为难

题ꎬ 政府应积极介入社会经济ꎬ 将国家的福利投入变为对社会经济的投资ꎬ 走第三条道路ꎬ 以社会企

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ꎮ① 哈佛商学院于 １９９３ 年提出一项 “社会企业计划”ꎬ 并针对社会企业或社会企

业家设立相关培训和支持项目ꎮ② １９９４ 年ꎬ “社会企业” 一词出现在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

报告中ꎬ 该报告认为社会企业是指既利用市场资源又利用非市场资源以使低技术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的

组织ꎮ③ １９９８ 年ꎬ 美国社会学家狄兹 (Ｊ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Ｄｅｅｓ) 对社会企业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概念进

行学理定义ꎬ 提出了著名的 “社会企业光谱”ꎬ 即社会企业是在纯慈善 (非营利组织) 与纯营利 (私
人企业) 之间的连续体ꎮ④ 狄兹的定义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力ꎬ 为社会企业研究者们普遍采用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心不断向社会建设转移ꎮ 随着社会治理的推进ꎬ 社会企业在解

决就业、 福利服务、 贫困治理、 犯罪矫正、 环境问题和社区营造方面的功能日益显现ꎬ 引起了学界关

注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在 «非营利组织运行机制的转变与社会性企业的公益效率»⑤ 一文中首次出现了 “社

２７２




会性企业” 概念ꎬ 标志着我国社会企业研究的正式开始ꎮ 经过多年的发展ꎬ 我国的社会企业研究取

得了丰硕成果ꎬ 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和缺失ꎮ 回顾社会企业的研究历程ꎬ 全面总结社会企业研究的成

就和经验ꎬ 展望社会企业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ꎬ 无论对社会企业的健康发展ꎬ 还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

提升ꎬ 无疑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ꎮ

一、 数据来源、 研究方法与分析维度

　 　 １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数据库ꎮ 以 “社会企业” 为 “篇名”ꎬ 对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区间数据进行检索ꎬ 共得到论文 １４１０ 篇ꎮ 比对发现ꎬ 许多论文内容并不相关

或重复ꎮ 本文只以 ＣＳＳＣＩ 和核心期刊发表的 ２８１ 篇论文为样本展开分析ꎮ 从研究波段来看ꎬ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 年相关文章数量较少ꎬ 只有 ３４ 篇ꎮ 从 ２０１１ 年起ꎬ 相关文章数量呈稳步上升态势ꎬ 到 ２０１５ 年达

到峰值ꎬ 为 ４２ 篇ꎮ ２０１６ 至 ２０１８ 年ꎬ 相关文章数量在小幅回落后继续上涨ꎮ 总体来看ꎬ 研究成果数

量呈逐年增长趋势ꎮ (见图 １)

图 １　 社会企业主题文章的时间分布图

　 　 关键词抓取前 １０ 名依次为 “社会创新 /社会创业” “国际经验” “社会企业发展 /策略” “公益 /
非营利” “商业 /运行模式” “理论视角” “社会治理” “扶贫养老助残” “类型” “社会企业家精神 /
驱动力”ꎬ 具体数量见表 １ꎮ 关键词数量表征研究的关注点ꎬ 由表 １ 可见ꎬ 社会企业研究集中在概念

理解、 组织管理和组织功能三方面ꎮ
表 １　 关键词频数 (前 １０ 名)

关键词 数量 关键词 数量

社会创新 /社会创业 ６２ 理论视角 ３７
国际经验 ５７ 社会治理 ２７

社会企业发展 /策略 ４３ 扶贫养老助残 ２６
公益 /非营利 ４１ 类型 １８

商业 /运行模式 ３９ 社会企业家精神 /驱动力 １８

　 　 ２ 研究方法与分析维度

针对样本的主题、 篇名、 摘要等内容ꎬ 采用文献编码定量统计与重点文献主要内容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ꎬ 确定研究对象 (Ｄ１)、 研究类型 (Ｄ２)、 研究领域 (Ｄ３)、 研究内容 (Ｄ４) 四个分析维度并进

行编码 (表 ２)ꎮ 其中ꎬ 研究对象 (Ｄ１) 包括国际社会企业、 中国内地社会企业、 中国港澳台地区社

会企业ꎻ 研究类型 (Ｄ２) 包括理论研究、 实践研究ꎬ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ꎻ 研究领域 (Ｄ３) 包括社

会创新 /创业、 公益 /非营利、 社会治理、 社会经济、 社会企业发展 /策略、 扶贫养老助残、 企业社会

责任 ８ 个方面ꎻ 具体内容 (Ｄ４) 包括概念特征、 社会企业家精神 /驱动力、 类型、 意义 /重要性、 创

新理念与实践、 立法 /认证、 投融资、 商业 /运作模式、 综合研究 ９ 个方面ꎮ 通过各个维度分析我国社

３７２中国社会企业研究述评



会企业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趋势ꎮ
表 ２　 文章分析维度及编码

分析维度
Ｄ１ Ｄ２ Ｄ３ Ｄ４

研究对象 研究类型 研究领域 研究内容

文献编码

１ 国际社会企业 理论研究 社会创新 /创业 概念特征

２ 中国内地社会企业 实践研究 公益 /非营利 社会企业家精神 /驱动力

３ 港澳台地区社会企业 定量研究 社会治理 类型

４ 　 定性研究 社会经济 意义 /重要性

５ 　 　 社会企业发展 /策略 创新理念与实践

６ 　 　 扶贫养老助残 立法 /认证

７ 　 　 企业社会责任 投融资

８ 　 　 综合研究 商业 /运作模式

９ 　 　 　 综合研究

二、 社会企业研究文献的编码量化分析

　 　 １ 研究对象维度的量化分析

社会企业的概念始于国外ꎬ 国内对社会企业的研究有模仿和内生兼具的特点ꎮ 从表 ３ 可见ꎬ 在

２８１ 篇样本中ꎬ 针对中国内地、 国际、 中国港澳台地区社会企业的研究文章占比分别为 ７５ ８％、
２０ ２８％、 ３ ９２％ꎮ 其中以针对中国内地社会企业的研究为主ꎬ 针对国际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研究ꎬ
以介绍其社会企业的发展经验和可借鉴路径为主ꎮ

表 ３　 研究对象维度的文章分类统计情况

　 篇数 频率 (％)
国际社会企业 ５７ ２０ ２８
中国内地社会企业 ２１３ ７５ ８０
港澳台地区社会企业 １１ ３ ９２
总计 ２８１ １００

　 　 从时间序列来看 (见图 ２)ꎬ 针对中国内地的社会企业研究ꎬ 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呈现快速增长态

势ꎬ ２０１５ 年达至高点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小幅回落后继续增长ꎮ 针对港澳台地区和国际的社会企业研究

起伏较小ꎮ 其中针对国际社会企业的研究从 ２０１４ 年起呈小幅增长态势ꎬ ２０１８ 年数量略有回落ꎮ 针对

港澳台社会企业的研究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有所增长ꎮ

图 ２　 研究对象维度的时间序列图

　 　 ２ 研究类型维度的量化分析

按照传统研究方法将全部文章两次分类ꎬ 分别分为 “理论研究” 和 “实践研究”ꎬ 以及 “定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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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和 “定量研究”ꎮ 统计结果显示ꎬ “理论研究” 文献较少ꎬ 仅占 １５ ３％ꎬ “实践研究” 文献较多ꎬ
占 ８４ ７％ꎻ 定量研究占比仅为 ６ ７６％ꎬ “定性研究” 占比高达 ９３ ２４％ꎮ 可见ꎬ 对社会企业做经验描

述的较多ꎬ 进行理论研究的较少ꎬ 反映了社会企业的实践发展远远领先于理论研究ꎮ

表 ４　 研究类型维度的文献分类统计情况

　 频数 频率 (％)
理论研究 ４３ １５ ３０
实践研究 ２３８ ８４ ７０
总计 ２８１ １００
定量研究 １９ ６ ７６
定性研究 ２６２ ９３ ２４
总计 ２８１ １００

　 　 时间序列分析显示 (见图 ３)ꎬ ２０１４ 年后理论研究有所增长ꎮ 以案例为主的实践研究ꎬ 自 ２００３ 年

以来基本保持稳步上升状态ꎬ ２０１５ 年达到最高ꎮ 总体来看ꎬ 以案例分析社会企业的定性研究居多ꎬ①

这既反映了国内社会企业的实践发展ꎬ 同时也暴露出理论研究跟不上现实需要的窘境ꎮ

图 ３　 研究类型维度的时间序列图

　 　 ３ 研究领域维度的量化分析

从领域维度维度来看 (见表 ５)ꎬ 社会创新 /创业占比 ２２ ０７％ꎬ 社会企业发展 /策略、 公益 /非营

利发展占比分别为 １５ ３％、 １４ ５９％ꎬ 社会治理和扶贫养老助残总合占比 １８ ８６％ꎬ 企业社会责任占比

３ ９１％ꎬ 社会经济占比 ３ ５６％ꎬ 其他外扩性的综合研究占比 ２１ ７１％ꎮ 总体来看ꎬ 研究着力于社会企

业的创新和发展问题ꎬ 强调社会企业是社会创新的一个主体ꎬ② 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提出 “大众创

业、 万众创新” 政策ꎬ 催生了社会创新背景下的社会企业研究ꎮ 学者多采取由非营利组织到社会企

业的研究路径ꎬ 在分析非营利组织资金短缺、 效率低下和发展困境的基础上ꎬ 强调中国社会企业兴起

的非营利组织路径ꎬ③ 倡导非营利组织采取企业化运作模式ꎬ④ 发挥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优势ꎮ
表 ５　 研究领域维度的文献分类统计情况

　 频数 频率 (％)
社会创新 /创业 ６２ ２２ ０７
社企发展 /策略 ４３ １５ ３０
公益 /非营利 ４１ １４ ５９

５７２中国社会企业研究述评

①
②
③
④

邓国胜: «社会创新案例精选»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ꎮ
周红云等: «社会创新蓝皮书»ꎬ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２４ 页ꎮ
王世强: «社会企业兴起的路径研究»ꎬ 北京: 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ꎮ
陆道生等: «非营利组织企业化运作的理论与实践»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ꎮ



社会治理 ２７ ９ ６１
扶贫养老助残 ２６ ９ ２５
企业社会责任 １１ ３ ９１
社会经济 １０ ３ ５６
综合研究 ６１ ２１ ７１
总计 ２８１ １００

　 　 从时间序列来看 (图 ４)ꎬ ２０１４ 年之后ꎬ 社会创新 /创业研究分化最为明显ꎬ 不仅达到四次年度

最高ꎬ 还呈现持续走高的趋势ꎮ 社会企业组织发展 /策略研究在 ２０１５ 年达到高峰之后有较大幅度下

降ꎮ 关于社会企业扶贫养老助残、 公益性 /非营利性和发展策略研究均在 ２０１５ 年达到最高值ꎬ 此后ꎬ
前两者回落后呈稳定持续发展态势ꎬ 后者起伏较大ꎮ 对社会经济、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回落最大ꎮ

图 ４　 研究领域维度的时间序列图

　 　 ４ 研究内容维度的量化分析

社会企业研究的具体内容分为 ９ 个维度 (见表 ６)ꎬ 涉及社会企业研究的各主要方面ꎮ 其中ꎬ 关

于社会企业创新理念与实践的研究成果最多ꎬ 占比 １８ １５％ꎬ 商业模式和运作模式的研究成果占比

１３ ８８％ꎬ 概念、 意义和重要性研究成果总计占比 １７ ０８％ꎮ 关于社会企业家精神及驱动力、 社会企业

的类型、 立法及认证、 投融资模式 ５ 类研究占比相似ꎮ
表 ６　 具体内容维度的文献分类统计情况

　 频数 频率 (％)
概念特征 １６ ５ ６９
社会企业家精神 /驱动力 １８ ６ ４１
类型 １８ ６ ４１
意义 /重要性研究 ３２ １１ ３９
创新理念与实践 ５１ １８ １５
立法 /认证 １６ ５ ６９
投融资 １２ ４ ２７
商业 /运作模式 ３９ １３ ８８
综合研究 ７９ ２８ １１
总计 ２８１ １００

　 　 从时间序列来看 (见图 ５)ꎬ 各具体内容研究均呈现持续波动的状态ꎮ 关于社会企业概念、 意义和

重要性的研究出现最早ꎬ 前期研究成果数量也较多ꎬ 此后逐渐下降ꎬ 至 ２０１８ 年降至最少ꎮ 近 ５ 年来ꎬ
社会企业的组织类型、 商业 /运作模式、 立法 /认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ꎬ 呈现上升态势ꎬ 表现出追求制

度合法性保护和组织管理效率的务实性特征ꎮ 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于 ２０１６ 年达至高峰ꎬ ２０１８ 年转入

低谷ꎮ 总体来看ꎬ 对社会企业的研究已经由描述性研究向解释性研究转变ꎬ 并有向结构化发展的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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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研究内容维度的时间序列图

三、 社会企业研究具体内容定性分析

　 　 １ 社会企业特征及意义

尽管对社会企业的定义不尽相同ꎬ 但基本都认为社会企业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社会公益性ꎮ 社会

企业具有生产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社会福利性质ꎬ 或组织自身明确将公益性作为组织目标ꎮ① 二是

实体经营性ꎮ 社会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可以面对市场直接以有偿收费的方式进行交换ꎬ 即社会企业

是一种实体性组织ꎬ 用产品或服务来维持组织生存ꎬ 无需完全依赖捐赠ꎮ 三是就业导向性ꎮ 社会企业

具有以解决失业问题为基础的就业导向性ꎬ 将解决失业问题作为一种基本的福利保障ꎮ 四是以解决社

会问题为核心取向ꎮ 社会企业在兴起之初以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为主ꎬ 后来逐渐扩展到环境保护、 社

区营造等领域ꎬ 始终具有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特征ꎮ 学者一致肯定社会企业的特殊价

值ꎬ 认为社会企业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类型ꎬ 不以利润最大为目标ꎬ 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内涵ꎮ 社会

企业广泛地存在于养老、 扶贫、 助困、 就业等不同社会服务领域ꎬ 创新性地解决了有限资源难以有效

供给问题ꎬ 适当填补了政府和市场空缺ꎮ
２ 社会企业家精神及社会企业驱动力

社会企业家精神是社会企业的核心构成要素ꎬ 学者充分肯定社会企业家的个人能力和精神特质ꎬ
认为社会企业家作为创新的个体所拥有的稀缺能力是社会企业在高于平均风险水平下获得团体创造价

值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关键ꎮ② 社会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识别和追求解决社会问题机会的创新性精神ꎬ 社

会企业家将社会企业与营利或非营利组织相连接ꎬ 催生了创造社会价值的新变革ꎮ③ 社会企业家以社

会效益最大化为根本ꎬ 用创新的商业手段来化解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ꎮ④
社会企业的出现源于跨部门多重力量的驱动ꎬ 政府、 非营利部门、 企业社会责任、 国际间合作等

跨部门力量是社会企业的外部驱动力ꎬ 公共财政的困境、 道德消费力量的不断扩大ꎬ 也间接驱动了社

会企业的发展ꎮ⑤ 学者通过案例总结不同类型的社会企业驱动力ꎬ 例如以英国的社会企业发展为对

象ꎬ 说明合法性机制、 效率机制是社会企业发展的外部推力与内部拉力ꎬ 两个机制的合力与互补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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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企业发展的关键ꎮ① 以我国台湾社区型社会企业为例ꎬ 提出动员社区资源、 公私部门资源服务区域

内人民和产业发展ꎬ 创造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或提升人际关系连接ꎬ 形成社会资源的结构镶嵌ꎬ 是社

会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ꎮ②
３ 社会企业创新的理念及实践

从社会企业同时兼顾社会目标性和经济性的特点出发ꎬ 指出社会企业是基金会与民间非营利组织

发展的制度创新ꎬ 具体体现在组织形式、 组织理念、 组织运作模式、 组织目标等方面ꎮ③ 社会创新性

思维将 “社会” 嵌入以 “创新性” 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之中ꎬ 实现了生产要素的社会性变革ꎬ 引发

了创新ꎮ④ 社会企业强调政府、 市场、 企业等多部门合作治理这一核心要素ꎬ 引发了创新ꎬ 具有对服

务主体的包容性和推广的可持续性ꎮ⑤ 社会企业由于其内生的社会性和目标的优先性ꎬ 在扶贫、 养

老、 福利、 就业等社会服务领域关注效率和市场因素ꎬ 增强了其外部生存能力ꎬ 由此形成了一些创新

性解决地区问题或特殊群体需求的新模式ꎬ 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新生力量ꎮ
４ 社会企业的类型划分

国际学术界基本认可狄兹对社会企业的分类ꎬ 从组织动机导向角度ꎬ 将社会企业分为使命中心

型、 使命相关型和使命无关型几种类型ꎮ⑥ 国内学者多从微观角度对社会企业进行分类ꎬ 例如ꎬ 从主

动 /被动就业角度分为就业型社会企业与创业型社会企业ꎬ⑦ 从产品和服务角度分为直接为社会弱势

群体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企业和设计某种产品或者服务的社会企业ꎬ⑧ 从投资角度分为 ＮＰＯ 慈善型

社会企业、 ＮＰＯ 型社会企业、 混合投资型社会企业和私人投资型社会企业ꎬ⑨ 从组织结构角度分为内

置式社会企业、 分离式社会企业和合一式社会企业ꎬ 从组织特点角度分为劳动整合型社会企业、 工

作整合型社会企业、 组织衍生型社会企业、 共益型社会企业等ꎮ 此种分类方法主观性较强、 自由度较

大ꎬ 但研究数量有逐渐增多的趋势ꎮ 宏观层次的分类研究ꎬ 从企业生产要素的角度将社会企业分为就

业型社会企业、 投资型社会企业、 社区发展中心型社会企业、 技术创新型社会企业及使命综合型社会

企业ꎬ 提出 “生产要素和社会变革论”ꎬ 富有理论深度ꎮ
５ 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

关于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的研究涉及投资、 利润空间、 竞争与风险等维度ꎮ 其一ꎬ 以个案研究提炼

社会企业商业运作模式的基本特征ꎮ 通常基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社会企业商业案例来探讨社会企业的一

般商业模式ꎮ 此类研究数量多ꎬ 但广度弱ꎬ 存在普遍性与适用性问题ꎮ 其二ꎬ 基于商业要素模型的社

会企业商业模式研究ꎮ 例如ꎬ 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基础上ꎬ 研究以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机制

为核心的社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及演进过程ꎬ 以格莱珉银行为例探讨社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机

制ꎮ 这类研究致力于探索社会企业商业模式演进和发展的动力因素ꎬ 重点关注社会企业商业模式要

素的变化和更迭ꎮ 但由于采用的要素理论不同ꎬ 减弱了研究成果之间的可比性和可交流性ꎮ 其三ꎬ 基

于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的类型学研究ꎮ 有学者根据社会企业的社会性与经济性的组合形态以及创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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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具体活动形式ꎬ 将社会企业商业模式划分为创业支持模式、 市场中介模式、 雇用导向模式、 收

费服务模式、 低收入群体导向模式、 合作社模式、 市场链接模式、 交叉补贴模式和组织支持模式 ９ 种

类型ꎬ① 有学者根据社会价值创造能力和经济价值获取能力将社会企业商业模式分为项目型、 嵌入

型、 成熟型以及潜在型 ４ 种类型ꎮ② 这类研究试图从总体性视角对社会企业模式进行类型学划分ꎬ 各

种划分方法采用的标准和依据不同ꎬ 有助于思考不同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的独特性ꎮ 国内社会企业的商

业模式研究ꎬ 重点在于介绍欧美国家可资借鉴的经验ꎬ 本土化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ꎮ③

６ 社会企业的立法、 认证及投融资

随着社会企业实践的不断发展ꎬ 对社会企业的立法和认证以及投融资研究逐渐升温ꎮ 此类研究主

要是引介国外关于社会企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ꎬ 倡导在政策法规上给予国内社会企业合法性身

份ꎬ 并对其依法进行监管ꎮ 例如ꎬ 探讨英国、 西班牙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策略ꎬ 分析我国社会企业发

展的法律困境ꎮ④ 引介法国、 英国、 德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先进经验ꎬ 研究制定促进我国社会企业发展

的地方性法规ꎬ 逐步完善社会企业法人制度ꎮ⑤ 分析欧洲、 美国社会企业对法律制度的影响ꎬ 强调社

会企业作为第三部门的新动力组织ꎬ 保护其承诺与使命不受侵蚀应成为立法者关注的重点ꎮ⑥

我国已经出台了若干套社会企业认证标准ꎬ 多由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等非官方组织联合发布ꎮ 标

准主要参考国际现行的政府认证、 行业认证和独立第三方认证的模式和多元认证体系ꎬ 采用分级认证

的方式对处于不同阶段的社会企业进行认证ꎮ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 «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办法 (试
行) »ꎬ 是具有行业自律和自我规范性质的社会企业认证标准ꎬ 影响较大ꎮ 其中明确指出参选社会企

业要符合五个基本条件要求ꎬ 即组织目标、 收入来源、 利润分配、 人员结构、 注册信息ꎬ 目的在于培

育和发展社会企业ꎬ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解决社会问题ꎮ
英美等国家采取灵活多样的社会企业投融资方式ꎬ 包括小额信贷ꎬ 公益风险投资、 股权融资、 准

股权融资、 社会投资机构定向发行债券⑦、 社区发展金融⑧等ꎮ 政府和金融机构从股东投资回报的角

度ꎬ 通过限制股东取得票面价值的非上升价值等方式支持社会企业发展ꎮ 此种操作要求相对发达完善

的金融体系和对社会企业价值的普遍认可ꎮ 研究者倡导社会影响力投资ꎬ 如社会创业风投、 小额公益

贷款和社区发展基金等ꎬ 促进国内公益金融发展ꎮ
７ 综合研究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ꎬ 社会企业研究还包含以下议题: 一是在不同视角下分析社会企业的发展ꎮ 通

过社会经济理论视角、 社会创业理论视角、 儒家利益观视角、 文化治理视角等ꎬ 阐释社会企业发展的

动态及策略ꎬ 介绍欧美、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企业发展经验ꎮ 二是社会企业的体制和制

度研究ꎮ 包括广义的不同国家的社会企业发展体制研究ꎬ 以及狭义的非营利机构转型制度设计研究ꎬ
如构建增强项目产品化、 资源动员和运作规划能力的培育机制ꎮ⑨ 三是分析社会企业发展中的政府职

能定位ꎮ 提出政府对社会企业的赋能比赋权更重要的观点ꎬ 主张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在特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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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萌: «与社会企业结盟: 商业企业实践社会责任的正途»ꎬ «２１ 世纪商业评论»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ꎮ
金仁旻、 刘志阳: «使命漂移: 双重目标压力下的社会企业治理研究»ꎬ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ꎮ
汤敏: «呼唤 “社会企业家” »ꎬ «中国企业家»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ꎻ 黄剑宇: «社会企业: 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新方向»ꎬ «湖南

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ꎮ
赵莉、 严中华: «我国社会企业发展面临的法律困境及其对策»ꎬ «社团管理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ꎻ 李健: «政策设计与社会

企业发展———基于 ３０ 个国家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ꎬ «理论探索»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沙勇: «社会企业发展演化及中国的策略选择»ꎬ «南京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ꎮ
潘晓: «第三部门法的 “社会企业” 运动———欧美两种路径下的制度演进»ꎬ «北大法律评论»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韩文琰: «社会企业融资: 英国经验与中国之道»ꎬ «东南学术»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马荣华: «市场失灵型金融排斥的治理———美国社区发展金融的经验与启示»ꎬ «社会科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高红、 朴贞子: «三元整合的社会组织能力培育机制构建及其制度支持»ꎬ «学习与实践»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罗文恩、 黄英: «我国港台地区社会企业成长中的政府角色比较研究»ꎬ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域与社会企业形成合作供给的新型模式ꎬ① 充分发挥宣传和倡导者的角色ꎬ 为社会企业提供资金、 信

息、 能力等方面的支持ꎮ②

四、 中国社会企业研究的评价和展望

　 　 经过近 ２０ 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ꎬ 中国的社会企业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ꎬ 但总体来看ꎬ 研究成果

体量不大ꎬ 远没有形成体系ꎮ 在研究层次上ꎬ 以案例描述为主ꎬ 理论创新较为贫乏ꎮ 在实践上ꎬ 对社

会企业组织管理方面的研究有越来越强之势ꎬ 特别偏重社会影响力投资倡导ꎬ 有滥用社会企业概念之

嫌ꎮ 在制度上ꎬ 倾向于推行认证标准ꎬ 对相关法律机制的研究仍然欠缺ꎮ
第一ꎬ 中国的社会企业研究经历了对来自欧美的社会企业概念的理解消化到本土社会企业实践研

究的过程ꎬ 现实案例研究不断涌现ꎮ 虽然国内外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还不完全一致ꎬ 但伴随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要任务的变化ꎬ 国内来自政治学、 社会学、 组织学、 管理学等学科的众多学者对社会企业已

经开展了广泛而持续的研究ꎬ 在社会企业的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ꎬ 在具体领域和

社会企业的形态研究上提出了不同见解ꎮ
第二ꎬ 社会企业研究领域不断拓宽ꎬ 从最初重点关注社会企业在解决就业排斥、 生计困难、 扶贫

扶弱等社会问题方面的功能和优势ꎬ 逐渐向组织管理研究、 理论探讨和政策研究领域扩展ꎮ 在社会企

业的管理机制与模式研究、 原理理论解释研究等深层问题上有所突破ꎮ 但与实践发展相比ꎬ 也暴露出

理论研究方面的滞后ꎮ
第三ꎬ 早期研究集中在对概念的理解和学习上ꎬ 此后逐渐从概念讨论转为深化研究ꎬ 包括组织模

式、 结构类型和商业运作模式等研究ꎬ 呈现为从单纯介绍国外研究现状、 发展经验ꎬ 转化为结合本土

实际需求的应用研究ꎬ 从具象的案例介绍转化为对相关法律法规等合法性诉求的研究ꎮ
第四ꎬ 重视社会企业的立法和管理ꎬ 对于社会企业的法人形式、 地位、 责任和行为规定有更加明

晰的表达ꎮ 作为政策法规的替代ꎬ 目前ꎬ 有以民间行业组织名义进行的社会企业标准认证ꎬ 有同国际

接轨的认证ꎬ 也有国内标准认定ꎬ 在宣传、 倡导和推动社会企业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ꎮ
第五ꎬ 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将社会企业推向了更显著的位置ꎬ 掀起了一个社会企业与社会治

理研究的新高潮ꎬ 研究领域领域不断扩大ꎬ 议题不断丰富ꎬ 囊括了社会企业家精神、 社会创新、 新慈

善、 公益投资、 社会创业、 社会影响力投资等ꎬ 体现了国内创新创业政策和社会治理政策的影响力ꎮ
第六ꎬ 关于社会企业公益和商业之争的讨论持续受到关注ꎮ 社会企业在诞生之初即有使命价值ꎬ

用社会经济解决社会问题ꎬ 是社会企业的题中之义ꎮ 社会企业因非营利组织发展之困而进入人们视

野ꎬ 其伦理逻辑在于通过获得经济收入解决社会问题ꎮ 目前国内的研究往往把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企

业混为一谈ꎬ 把一般性公共服务市场和福利性社会服务市场相混淆ꎬ 实践中也出现了假公益之名滥用

社会企业的现象ꎮ 社会企业一定要面对社会经济市场展开运作ꎬ 必须明确其边界ꎮ
第七ꎬ 社会企业处于多边组织混合地带ꎬ 与政府、 市场经济、 非营利组织和公民权益保障有直接

的关联ꎬ 需要多元生态环境支持系统ꎮ 目前ꎬ 企业、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 “显
学”ꎬ 但社会企业与它们之间的共生交往关系还是崭新的研究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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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ａｆｔｅ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ｅｓｐ.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ｎａｍｅｌｙꎬ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ｅｍ￣
ｐｌｏｙｅｄ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
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ｕｔｐｕｔ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ｗｉｌ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ｗ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ｓꎬ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ꎬ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ｕ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ｉ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ａ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ｒｅ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ｋｉｌ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Ｉｎ ｓｕｍꎬ Ａ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ｍａｓｓ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ａｎａｌ:
ｗｉｔｈ ａ Ｃｈ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Ｎｉｎｇｂｏ Ｐｌａｉｎ

Ｓｕｎ Ｊｉｎｇｈａｏ　 (１１１)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Ｅａｓｔ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ａｎ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ｔｓ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１８２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ｉｄｅ ｆｉ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ｇｂｏ－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ｅｒｎ ｃｏａｓ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ｍａｄ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ａｃ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Ｙｕｅ Ｓｔａｔｅ ｒｏｓｅ ｕｐ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Ｅａｓｔ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ｔｏｏｋ ｓｈａｐ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Ｈａｎ 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ｓａｗ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ａｎ Ｌａｋ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ｎｄｕｉｔ ｗ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Ｘｉｘｉｎｇ－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ａｎａｌꎬ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ｎｇ ｐｅｒｉ￣
ｏｄ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ｓ ｉｔ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
ｔｙꎬ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ꎬ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ａｎａｌ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ｄ ｉｔｓ ｚｅｎｉｔｈ ｏｗ￣
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ｇｂｏ－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ｐｌａｉｎ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ｉｎｇ￣
ｂｏ ｓｅａｐｏｒｔ ａｓ ｉｔ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ａｎａｌ ｄｅ￣
ｃｌｉｎｅｄ ｉｎ 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ｆｅ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Ｑ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ꎬ ａｎｄ ｗａｓ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Ｙａｎｇｚｉ Ｄｅｌｔａ. Ｔｈｕｓꎬ ｔｈｅ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ｉｎｇｂｏ ｃａ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ａｓ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 ａｒｔｅｒ￣
ｙꎬ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ｖｉｅｗ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ｖｅｎｕｅꎬ ｉｎｌ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ｕｃｈ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ａｓｔ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ａｎａｌ ｈａ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ｕｌｔｉ－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ｉｅｓꎬ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ｃｙｃｌｅ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ｖｓ. ｍａｎ 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ｇｎｅｓ Ｈｅｌｌｅｒ̓ｓ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ｕ Ｑｉｌｉｎ　 (１５５)

Ａｇｎｅｓ Ｈｅｌｌｅｒ̓ｓ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ꎬ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ꎬ ｅｍｐｈ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ꎬ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ｈｅｒ
ｏｗ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ꎬ Ａｇｎｅｓ Ｈｅｌｌｅｒ̓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ｔｈｕｓ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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