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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哲学叙事的 “伦理转向”
欧阳谦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 与传统哲学叙事相比ꎬ 当代哲学叙事的变化就是从理念王国下降到经验生活ꎮ 哲学不再热衷于

天边的 “存在”ꎬ 而是关注于眼前的 “现象”ꎮ “语言转向” 和 “伦理转向” 就是反映当代哲学叙事变化最

具代表性的理论转向ꎮ 不仅如此ꎬ “语言转向” 和 “伦理转向” 正在逐渐地汇合起来ꎬ 矛头指向当代多元

文化的社会整合问题ꎮ 从当代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危机来看ꎬ 相比人类遭遇的其他生存性问题ꎬ 诸如经济

发展和技术革命等ꎬ 人类团结显然成了压倒性的哲学问题ꎮ 于是乎ꎬ 社会道德重建问题就成为哲学的当务

之急ꎮ 当代哲学聚焦现实伦理问题ꎬ 由此形成诸如他者伦理学、 对话伦理学、 友爱伦理学、 女性主义伦理

学、 后现代伦理学、 全球伦理学、 未来伦理学等当代哲学叙事ꎮ 从一定意义上说ꎬ 当代哲学叙事的 “伦理

转向” 不仅见证了哲学当下的理论作为ꎬ 或许还预示了哲学未来的思想事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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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哲学叙事退隐之后ꎬ 当代哲学叙事一直面临着 “解构” 与 “建构” 的双重任务ꎮ 一方面ꎬ
它需要解开传统形而上学的死结ꎬ 放弃那些空洞过时的 “宏大叙事”ꎻ 另一方面ꎬ 它需要面对当下生

活世界的难题ꎬ 推出真正接地气的 “批判叙事”ꎮ 与传统哲学叙事相比ꎬ 当代哲学叙事的最大变化就

是从理念的王国下降到经验的生活ꎮ 哲学讲的故事不再热衷于远在天边的 “存在”ꎬ 而是关注于近在

眼前的 “现象”ꎮ 如果一定要用思想议题或者理论转型来把握当代哲学基本面的话ꎬ “语言转向” 和

“伦理转向” 就是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主题叙事ꎮ 不仅如此ꎬ “语言转向” 和 “伦理转向” 正在逐渐

地汇合起来ꎬ 矛头指向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整合问题ꎮ 显然ꎬ 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愈发突显的价值观

冲突及其伦理意识复兴ꎬ 将伦理化的叙事推到了时代精神的漩涡之中ꎮ 从一定意义上说ꎬ 作为推动当

代哲学叙事 “伦理转向” 重要代表的法国哲学家 Ｅ 列维纳斯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 “第一哲学是伦理

学” 的论断ꎬ① 由此不仅真实见证了当代哲学叙事所发生的 “伦理转向”ꎬ 而且确实塑造了当代哲学

叙事所特有的一种伦理格调ꎮ
当今世界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巨大的道德挑战ꎮ 相比人类遭遇的其他生存性问题ꎬ 社会冲突和人类

团结似乎成为一个压倒性的时代问题ꎮ 依照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描述ꎬ 当代社会充满了争议和喧哗ꎬ
伦理学的中心议题应该是如何将多声部编织成和谐的音乐ꎬ 以消弭现实社会中的杂乱之声ꎮ ② 二战

以来因人类暴力和纳粹大屠杀引发的道德追问ꎬ 因个人权利膨胀和社会利益矛盾而出现的自由主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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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主义之争ꎬ 因现代技术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兴起的绿色环保伦理意识ꎬ 因基因工程、 生物技术

和生物医学等催生的生命伦理问题ꎬ 因全球化进程而带来的跨文化建构 “全球伦理” 的呼声ꎬ 因

“后义务时代” 追求差异性和最低限度的道德而流行开来的后现代伦理ꎬ 等等ꎬ 这些追问、 意识、 呼

声、 诉求一起汇成了当代哲学叙事的 “伦理转向”ꎮ 在许多当代哲学家的理论叙事中ꎬ 往往是伦理的

激情压倒了认知的激情ꎮ 对于他们而言ꎬ 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乃是社会团结及共同体意识问题ꎬ 这是一

个多元文化世界必须解决的实践哲学问题ꎮ
当代伦理问题成为哲学家的头等大事ꎬ 这里可以开出一个很长的哲学家名单ꎮ 从列维纳斯的他者

伦理学到德里达的好客伦理ꎬ 从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到泰勒的道德存在ꎬ 从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到约

纳斯的未来伦理ꎬ 等等ꎬ 本文不可能囊括当代哲学叙事 “伦理转向” 的全部内容ꎬ 只是选择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伦理构想给予评述ꎬ 旨在认识和评析当代哲学的伦理化倾向ꎮ

一、 从 “爱智慧” 到 “爱的智慧”: 以伦理至上取代知识至上

　 　 从哲学的希腊词源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来讲ꎬ 哲学的本意就是 “爱智慧”ꎮ 自柏拉图以来ꎬ “爱智慧” 的

哲学一直以热爱真理和追求知识为己任ꎬ 于是哲学形成了一个知识至上的理性主义传统ꎮ 列维纳斯意

在推翻这个传统ꎬ 他要将哲学重新定义为 “爱的智慧” 而不是 “爱智慧”ꎬ 用伦理至上取代知识至

上ꎮ 他明确提出 “道德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ꎬ 而是第一哲学”①ꎮ 在他看来ꎬ 人类社会的基础是面对

面的伦理关系ꎮ 我首先与他人相遇ꎬ 因相遇而发生人际关系ꎮ 在原初的面对面关系中ꎬ 首要问题是善

待他人而不是辨识他人ꎮ “人的存在就在于我只要与他人相遇就必须要表达出我的问候ꎮ 这正是问候

和认知的区别所在ꎮ”② 事实上伦理关系是社会的存在基础而不是社会的上层建筑ꎮ 那么ꎬ 列维纳斯

为何要如此强调和突出伦理学呢? 伦理学为何要优先于存在论呢? 或者说ꎬ 善举为何要比认知更加重

要呢? 显然ꎬ 这与他亲历过二战和纳粹大屠杀、 目睹过当今发生的政治暴力和种族迫害有关ꎮ 作为犹

太人ꎬ 他的战争感受无疑更加深切ꎬ 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他的大脑中始终挥之不去ꎮ 世界大战和纳粹大

屠杀似乎已经终结了人类道德以及 “神正论”ꎬ 至善终将胜利的许诺似乎也成了泡影ꎮ 人类还有走向

善良正义的可能吗? 康德怀抱的人类永久和平是否仅仅是一种梦想?
列维纳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完全陷入绝望ꎮ 他看到ꎬ 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特里莎修女

(Ｂｌｅｓｓｅｄ Ｔｅｒｅｓａ) 的爱心确实照亮了世人之心ꎬ 也让世人感受到了人间的善良ꎮ 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

和平友善的世界中ꎬ 这不是一种完全臆想的道德乌托邦ꎬ 特里莎修女的道德存在可以证明ꎮ 尽管她的

爱意显得如此微弱和无力ꎬ 但她依然代表着不可战胜的善良ꎮ 无论如何ꎬ “我们需要一个我们时代的

特里莎修女”③ꎮ 正是由于她具有的精神境界ꎬ 使我们看到了走向至善乌托邦的可能ꎬ 也使我们看到

了只是求助于认知化的理性和自我化的主体ꎬ 是不能保证人类变得无条件善良的ꎮ
自然的本能不能保证人类善良ꎬ 理性的知识也不能保证人类善良ꎮ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激发

出人类的伦理善举呢? 或许只有先认清人类暴力的根源ꎬ 才可能追寻到善良的由来ꎮ 列维纳斯将暴力

的根源归结到人类固有的自我中心主义ꎬ 归结到传统哲学的同一性思维ꎬ 归结到存在论的总体性逻

辑ꎮ 他认为ꎬ 苏格拉底以来的真理观念就是以同一性作为标准的ꎬ 也就是以认识的同一化为根据的ꎮ
根据西方哲学的特征ꎬ “哲学是一种自我学”④ꎮ 所谓 “自我学”ꎬ 就是在认识活动中如发生同一性

(自我) 与差异性 (他者) 之间的冲突ꎬ 解决的办法就是维护同一性而消灭差异性ꎬ 把他者还原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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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ꎮ 所谓自我中心主义ꎬ 是根据同一性思维只接受与自我认知相同的内容ꎬ 一律排斥与自我认知不符

的东西ꎮ 于是ꎬ 这种 “自我学” 骨子里的独断论促成了 “权力哲学” 和 “非正义哲学”ꎮ 列维纳斯

还将这种 “自我学” 形容成为一种 “消化哲学” 或 “帝国主义哲学”ꎬ 并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也归

置到这种权力哲学之中 (对于列维纳斯来说ꎬ 海德格尔一度加入纳粹党并且对犹太大屠杀保持沉默ꎬ
或许可以从这种自我学中找到一些根由)ꎮ 原本在自我之外的他者及其差异性就是超越认知的ꎬ 他者

的存在作为一种无概念的经验是无法用概念去把握的ꎮ 当我们一定要用自我化的固定概念去认识经验

的时候ꎬ 自然就会将自我的意志强加到他者的身上ꎮ 无论从情感还是从意识上ꎬ 自我的同一性思维往

往会导致暴力的倾向ꎮ 当纳粹德国将犹太人看作 “劣等民族”ꎬ 对于这样的他者就采取了灭绝性的大

屠杀 ( “最终解决计划” )ꎮ 既然从自我学的同一性思维中找到了人类暴力的思想源头ꎬ 那么走出这

种同一性思维是否就可以消除人类暴力从而走向人类善良和社会正义? 关键在于ꎬ 我们又将如何走出

这种同一性思维呢?
列维纳斯从现象学方法入手ꎬ 探寻善良得以发生的原初人际境遇ꎮ 在这其中遭遇他者的他性思维

或许可以助推我们跳出自我中心主义ꎬ 这就是列维纳斯的面容现象学或者他者伦理学的原创之处ꎮ 他

翻转了自我的认知化意向性结构ꎬ 让伦理经验的生成回到最原初的面对面关系中ꎬ 让他者的询问和恳

求成为自我意识的源头ꎮ 当我与他者相遇的时候ꎬ 首先看到的是他者的 “面容” (ｖｉｓａｇｅ)ꎮ 当然这个

“面容” 不是体现在眼睛的颜色和鼻子形式上面ꎬ 而是作为他者的他性的 “临显” (éｐｉｐｈａｎｉｅ)ꎬ 即他

者的无限性、 外在性、 超越性的显示ꎮ 面对着他者的 “面容”ꎬ 我必须对他者发出的命令和恳求做出

应答ꎮ 我与他者的 “面容” 的关系就是一种伦理的关系ꎮ “面容就是不许杀人ꎬ 或者至少它的意义就

在于说出: ‘你不要杀人’ꎮ”① 在列维纳斯看来ꎬ 对于他者的义务先于对于他者的知识ꎮ 正是这种先

于知识的义务唤起了我的责任心ꎬ 也由此唤起了我的善良ꎮ 自我在他者的 “面容” 面前将遭到质问ꎮ
这种质问促使我走出自我ꎬ 这是人不同于一般生物的精神生活的开启ꎬ 也是人类从生物性存在走向伦

理性存在的前提条件ꎮ 列维纳斯之所以说 “伦理学是一种精神光学”②ꎬ 是因为他者的 “面容” 所生

成的伦理关系在召唤我的伦理义务ꎬ 这种召唤如同一束星光 (当然不是总体性逻辑发出的那种太阳

之光) 在不断地提示我ꎮ 这束星光不是认知之光而是伦理之光ꎮ “无论他是不是在看着我ꎬ 他都在

‘凝视着我’ꎬ 我必须有所应答ꎮ”③ 何谓伦理? 列维纳斯在其代表作 «总体与无限» 中给出了明确的

定义: “我们将这种由他者的在场向我的自发性提出的质问称之为伦理ꎮ”④

伦理学作为一种 “精神光学”ꎬ 其意义就在于他者的在场产生了一种伦理的抵抗ꎬ 这不仅引出了

他者对自我的同一性的质问ꎬ 而且还促成了自我对他者的欢迎ꎮ 按照英国学者西蒙克里切雷的说

法ꎬ “列维纳斯的伦理观是以尊重他在性和差异性为条件的”⑤ꎮ 这种伦理要求尊重他者和差异ꎬ 同时

也就是对自我的批判ꎮ 自我总是希望将他者的差异性还原为同一性ꎬ 而这种还原就体现为一种暴力ꎮ
因为同一性的还原是依赖于概念的ꎬ 而原发性的伦理经验是非概念和无概念的ꎮ 在列维纳斯的语汇

中ꎬ “他者” 绝不是一个知识化的存在概念ꎬ 而是一个道德化的形而上学概念ꎮ 这是因为 “他者” 是

在存在之外的ꎬ 是比存在更好的ꎬ 是超越了本质的ꎬ 一句话ꎬ 是不可主题化的ꎮ 它是 “非存在”ꎬ 如

同寂静无声的黑夜ꎬ 我们伸手不见五指但又隐约感觉到什么东西ꎮ “他者” 就这样传递着某种 “神
秘” “踪迹” “差异” “多元” 和 “无限”ꎮ “他者” 既是他人 (小写的他者)ꎬ 诸如邻人、 陌生者、
穷人、 乞讨者、 孤儿寡母ꎬ 又是无限 (大写的他者)ꎬ 作为欲望和希望ꎬ 作为绝对的他者ꎮ 在一次访

谈中ꎬ 列维纳斯说道: “我所说的第一哲学是一种对话哲学ꎬ 这种对话哲学只能是一种伦理学ꎮ 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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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追问存在意义的哲学也是离不开与他者的遭遇的所有的思想都要从属于伦理的关系ꎬ 从属于他

人的那种无限他性ꎬ 从属于我渴求的那种无限他者ꎮ”①

相比传统的和现代的各种伦理学理论ꎬ 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似乎并不像是一种伦理学ꎬ 因为他关于

伦理的思考 “并不是为了构建伦理学ꎬ 而只是力图发现伦理的意义”②ꎮ 德里达在 «暴力与形而上

学: 论列维纳斯思想» 一文中强调ꎬ 列维纳斯并不打算给我们提供一套道德法则ꎬ 而是在追问伦理

关系的本质ꎮ 从其伦理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说ꎬ “列维纳斯的伦理学是一种伦理学的伦理学”③ꎮ 正如康

德哲学的主导动机是追问认识如何可能ꎬ 列维纳斯思想的主旨是想探寻善良如何可能ꎮ 在寻找伦理动

机和道德理由的哲学反思中ꎬ 列维纳斯没有求助于 “自然人” 的善本能和同情心ꎬ 也没有诉诸 “理
性人” 的认知力和判断力ꎬ 因为自然本性和理性判断不能绝对保证善良的实现ꎮ 事实上ꎬ 从人的自

我本性或者主体范式出发并不能建立起一种普遍伦理学ꎮ 在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中ꎬ 伦理学是建立

在对他者的义务之上的ꎮ 而且ꎬ 自我在没有经过思考和计算之前ꎬ 这种他者 “面容” 发出的绝对义

务命令还是强制性的和不对等的ꎮ 伦理是一种绝对义务ꎬ 或者用德里达的说法是一种 “绝对好客”ꎮ
因为这种绝对义务ꎬ 主体不再是主动性的而变成被动性的ꎮ 作为伦理主体ꎬ 我甚至成为他者的人质和

替代ꎮ 在这种诉诸绝对义务的他者伦理学中ꎬ 列维纳斯显然是强调了 «圣经» 中的教导: “在与我的

关系中ꎬ 他人永远都是优先的”④ꎮ 从 “爱智慧” 到 “爱的智慧”ꎬ 从雅典转向耶路撒冷ꎬ 在列维纳

斯的哲学革新中无疑是有着犹太基督教的伦理基因的ꎮ 不过在他的心目中ꎬ 上帝代表的是无限和绝

对ꎬ 是超越存在的神圣性ꎬ 这个上帝其实是一个呼唤人类走向善良的形而上学欲望ꎮ 当列维纳斯将伦

理看作一种超越性欲望的时候ꎬ 这种伦理就不是一种学科化的伦理学ꎬ 而是一种朝向人类永久和平的

大写伦理学了ꎮ

二、 主体间性与对话伦理: 伦理时代的来临

　 　 哈贝马斯称 “黑格尔是第一位清楚地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⑤ꎬ 这是因为黑格尔明确指出了主

体性是现代世界的原则ꎮ 黑格尔之所以推崇笛卡尔ꎬ 也正是因为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 确立了主

体性原则ꎮ 这个主体性原则似乎为现代世界打开了一扇通往自由王国的大门ꎮ “在现代ꎬ 宗教生活、
国家和社会ꎬ 以及科学、 道德、 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ꎮ”⑥ 当个人终于从神话、 宗教、 君主等

传统权威的束缚下挣脱出来ꎬ 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的时候ꎬ 人类所向往的自由幸福王

国似乎就指日可待了ꎮ 当时几乎所有的启蒙哲学家都认为ꎬ 人有了自由之后ꎬ 通过认识活动而确立了

自己的主体性地位ꎬ 即使因为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而产生对抗和冲突ꎬ 自由共存的人类社会还是可以

期待的ꎮ 康德在 «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 中讲到的自然隐秘计划 (黑格尔将其

称为 “理性的狡计” )ꎬ 就是为了人类的全部禀赋得以发展而采取了社会对抗的手段ꎬ 人类只有通过

相互竞争才能最终走向世界公民联合体ꎮ “自然迫使人去解决的人类最大问题ꎬ 就是达成一个普遍管

理法权的公民社会确切地说是这样的社会ꎬ 它拥有最大的自由ꎬ 从而有其成员的普遍对立ꎬ 但毕

竟对这种自由的界限有最精确的规定和保证ꎬ 以便他们能够与别人的自由共存———既然惟 (唯) 有

在这种社会中ꎬ 自然的最高意图ꎬ 亦即发展其所有禀赋ꎬ 才能够在人类中达成ꎬ 自然也期望人类就像

实现其规定性的所有目的那样来为自己实现这个目的一种完全公正的公民宪政ꎬ 对于人类来说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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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自然的最高任务ꎬ 因为惟 (唯) 有凭借这个任务的解决和完成ꎬ 自然才能以我们的类来达成它

的其他意图ꎮ”① 人类历史似乎要经历社会对抗而最终走向和平共存ꎮ 然而从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及

其矛盾危机来看ꎬ 无论是康德的自然计划还是黑格尔的理性狡计似乎都失算了ꎮ
思想自由可以塑造出人的主体性ꎬ 也可以保证个体的自由与权利ꎮ 可是当独白式的主体变成了布

朗运动中原子个体的时候ꎬ 当个体自由和个人至上导致社会分裂瓦解的时候ꎬ 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就会

遇到挑战ꎮ 当代哲学叙事中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反思ꎬ 正是围绕着主体性问题而展开的ꎬ 由此发生了从

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思想转换ꎮ 事实上ꎬ 无论是胡塞尔后期所谈及的 “生活世界” 还是维特根斯坦

后期所关注的 “生活形式”ꎬ 无一不触及了主体间性的问题ꎮ 关于主体间性的讨论ꎬ 反映了当代哲学

叙事从主体性思维向主体间性思维的转变ꎮ 人们不再采取主体性思维来解答社会诸问题ꎬ 而是倾向于

主体间性的阐释逻辑ꎻ 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从一个单纯的认识论问题转变为一个复杂的伦理政治问题ꎮ
现实社会是关系性的ꎬ 而这个社会关系或者交往共同体又是依赖于语言来实现的ꎬ 自维特根斯坦提出

语言游戏论以来ꎬ “语言游戏” 似乎成为了社会关系问题的解释性概念ꎮ 正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的概

述ꎬ “社会关系的问题ꎬ 作为问题ꎬ 是一种语言游戏ꎬ 它是提问的语言游戏ꎮ 它立即确定提出问题的

人、 接收问题的人和问题的指谓: 因此这个问题已经是社会关系了”②ꎮ
在当代哲学叙事的 “伦理转向” 中ꎬ 语言游戏或者语言行为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叙事角色ꎮ

语言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表达形式问题ꎬ 而是已经上升为社会存在论问题ꎮ 我们可以看到ꎬ 当海德

格尔提出 “语言是存在的家ꎮ 人以语言之家为家”③ 的时候ꎬ 他是在呼吁 “把语言从文法中解放出

来成为一个更原始的本质结构”④ꎮ 当语言仅被当做工具使用ꎬ 其审美和道德的责任就会被遮蔽ꎮ 这

里海德格尔显然看到了语言与伦理之间的存在论关系ꎮ 我们可以看到ꎬ 在结构主义那里ꎬ “主体的消

亡” 与语言崇拜论是紧密相关的ꎮ 对于列维－斯特劳斯、 罗兰－巴特、 拉康、 福柯、 德里达等思想家

来说ꎬ 他们 “都已经被语言研究弄得神魂颠倒了ꎮ 他们不仅痴迷于语言所具有的制度性特征ꎬ 而且

也痴迷于语言无限的生成特征ꎮ 语言与其说是我们每个人先天具有的东西ꎬ 毋宁说是一种我们自孩提

时代就已经耳濡目染的制度ꎬ 是一切社会化过程最为根本的要素ꎮ 在所有为相互沟通 (或自我沟通)
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ꎬ 我们要不可避免地放弃自己的部分特征ꎬ 因为如果我们的语言完全是个人的ꎬ
人们就无法去理解这种语言ꎮ 用拉康的话说ꎬ 我们体内的某些力比多也必须服从语言系统: 我们必须

把私人的ꎬ 或者是他所说的虚幻的想象秩序归属到社会的符号秩序中去ꎮ 这样ꎬ 我们的个性也相应地

减少了”⑤ꎮ 当然ꎬ 不仅是海德格尔和拉康这些欧陆哲学家关注语言存在论问题ꎬ 如奥斯汀和塞尔的

言语行为理论就将语义学和语用学结合起来ꎬ 强调语言除了表意和描述的功能之外ꎬ 更重要的还在于

在维护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方面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ꎮ 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向来不合ꎬ 但却有了这样

一种共识: 主体间性要优先于主体性ꎬ 语言交往要优先于自我意识ꎬ 为此 “纯粹理性” 需要走向交

往理性ꎮ 无论如何ꎬ 社会是依靠交往行为建立起来的ꎬ 而交往行为又是通过语言行为达成的ꎮ “日常

生活其实就是我和他人所共享的一种语言生活ꎮ 因此要理解日常生活现实ꎬ 理解语言就是根本所

在ꎮ”⑥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家ꎬ 哈贝马斯明显地调整并修改了 “批判理论” 的思想坐标ꎮ
他结合 “晚期资本主义” 的新变化ꎬ 以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为目标ꎬ 意图通过交往的合理性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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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对话) 来解决社会共识问题ꎬ 最终实现启蒙的现代性纲领ꎮ 哈贝马斯从探讨 “知识和人类兴趣”
开始ꎬ 始终遵循一种认知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思想立场ꎬ 从而形成了他的 “交往行为理论” 和 “对话

伦理”ꎮ 与阿多尔诺等第一代理论家相比较ꎬ 他更多地吸收了现象学、 解释学、 语用学、 社会学等诸

多理论资源ꎬ 尤其是借鉴了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动理论ꎬ 使得其交往行为理论和对话伦理具有了鲜

明的语言学色彩ꎮ 在他看来ꎬ 如果说现代性危机与主体哲学及其工具理性脱不了干系ꎬ 那么重建主体

间性的交往理性及其对话伦理应是克服这一危机的合理推论ꎮ 社会存在从根本上讲不是简单地由经济

活动来维持的ꎬ 而是通过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来实现的ꎮ 因此只有语言和对话才能保证社会的共同秩

序ꎮ “人类是通过其成员的社会协调行为而得以维持下来的ꎬ 这种协调又必须通过交往ꎬ 在核心领域

中还必须通过一种目的在于达成共识的交往而建立起来ꎬ 那么ꎬ 人类的再生产就同样也必须满足交往

行为内部的合理性条件ꎮ”①
在 «交往行为理论» 中ꎬ 哈贝马斯根据行为者与世界的不同关联性而区分出了四种行为模式:

目的行为、 规范调节行为、 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ꎮ 目的行为是人类的劳动ꎬ 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进

行的工具性、 策略性活动ꎻ 规范调节行为不是孤立行为者的行为ꎬ 而是涉及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社会

行为ꎻ 戏剧行为属于社会互动行为ꎬ 即在社会相遇中日常自我表现行为ꎻ 交往行为则是指两个以上具

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ꎮ 在这些行为模式中ꎬ 交往行为因为语言媒介贯穿其中并且

以协商的方式来调整其行为ꎬ 所以它要比其他行为更加广泛和根本ꎮ 其他三种行为模式都是片面地理

解语言功能并且只是把语言当做诸多媒介中的一种ꎬ 而 “只有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达成

全面沟通的媒介ꎮ 在沟通过程中ꎬ 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ꎬ 与客观世界、 社会世界

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ꎬ 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②ꎮ 哈贝马斯从其普遍语用学思想出发ꎬ 强调语

言的互动功能以及作为构成人类主体间性关系的基础性条件ꎬ 甚至认为ꎬ “将我们从自然中升华的仅

仅是其本性我们可以了解的东西: 那就是语言ꎮ 通过语言的结构ꎬ 我们安置了自主和责任ꎮ 我们所说

的第一个句子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普遍和未受强制的共识意图”③ꎮ 与动物行为相比ꎬ 人类行为的特殊

性在于语言ꎬ 因为语言是实现人类交往对话的载体ꎮ 也可以说ꎬ 达成理解和一致乃是语言内在的终极

目标ꎮ 我们说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并达成共识ꎬ 以便于我们更好地合作和共存ꎮ “交
往理性的范式不是单个主体与可以反映和掌握的客观世界中的事物的关系ꎬ 而是主体间性关系ꎬ 当具

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相互进行沟通时ꎬ 他们就具备了主体间性关系ꎮ 交往行为者在主体间性关系

中所使用的是一种自然语言媒介ꎬ 运用的则是传统的文化解释ꎬ 同时还和客观世界、 共同的社会世界

以及各自的主观世界建立起联系ꎮ”④

哈贝马斯在 «道德意识与社会交往行为» 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充满理想色彩的对话伦理 (Ｄｉｓｋｕｒｓ￣
ｅｔｈｉｋ)ꎮ 这种对话伦理与康德的和罗尔斯的道德哲学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ꎮ 哈贝马斯承认ꎬ 康德的绝

对命令和罗尔斯的正义论都是从普遍主义 (所有相关者都可以接受的原则) 来定义道德标准的ꎬ 这

与他的对话伦理追求有效性和规范性是完全相通的ꎬ 只不过他认为ꎬ 康德和罗尔斯都是以独白的而不

是对话的方式来面对道德问题ꎬ 他们太过于偏向主体性而忽视了主体间性ꎬ 这是他与康德和罗尔斯之

间的不同所在ꎮ 对话伦理预设了一个理想的言说情境: 对话者立足于合理言说的基本规范ꎬ 以真理

性、 正当性、 真诚性为前提ꎬ 通过一种论证性的对话ꎬ 最终达成一种对于普遍利益的共识ꎮ “我的出

发点在于: 参与者并不想用暴力或妥协ꎬ 而是想用沟通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ꎮ 因此ꎬ 他们首先就要

尝试进入话语状态ꎬ 并在世俗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共同的伦理观念ꎮ”⑤ 在规范化的理性对话的前提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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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参与对话的主体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ꎬ 只要参与者能够通过认知理由达成共识ꎬ 一个包容性的共

同体就是可以实现的ꎮ 哈贝马斯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情境ꎬ 现实往往面临多元化冲突的困境ꎬ
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的对立总是难以弥合ꎮ 不过ꎬ 哈贝马斯似乎认为ꎬ 只要普遍化原则 “Ｕ” 是

在对话原则 “Ｄ” 的影响下形成的ꎬ 人类达成共识与携手合作还是有希望的ꎮ

三、 多形态实践与后现代伦理: 当代哲学的 “伦理转向”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 «后现代伦理学» 一书中提出: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模

糊性的时代ꎬ 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选择自由ꎬ 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了一种以前从未

如此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ꎮ 我们怀念我们能够信任和依赖的向导ꎬ 以便能够从肩上卸下一些为选择

所负的责任ꎮ 但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权威都被提出了质疑ꎬ 似乎没有一种权威强大到能够为我们提供我

们所追求的信任ꎮ 最后我们不信任任何权威ꎬ 至少我们不依赖任何权威ꎬ 不会永久地依赖任何权威:
我们对任何宣布为绝对可靠的东西都表示怀疑ꎮ”① 这种后现代道德危机折射出左摇右摆的时代精神

问题: 一方面我们不再相信那些号称是神圣和绝对的道德准则ꎬ 另一方面我们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

需要普遍性的道德支撑ꎮ 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 是整齐划一好还是多元差异好? 是个人利益至上

还是社会责任至上? 我们看到了伦理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ꎬ 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 康德

道德学说和功利主义思想作为实践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和反弹ꎮ 在走向社会多元化和发展全球化的进程

中ꎬ 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 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 民族

主义与世界主义等伦理政治问题ꎬ 已经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和文明冲突ꎮ 关于科技伦理、 生命伦理、
女性伦理、 全球伦理、 生态伦理、 医学伦理、 企业伦理、 职业伦理、 商业伦理等引发的广泛争论ꎬ 呈

现出了伦理意识复兴的态势ꎮ 我们也许感受到 “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ꎬ 伦理 ‘改革’ 的时代接踵而

来ꎻ 庄严的责任命令已经过时ꎬ 现在是礼赞 ‘责任感’ 的时刻ꎬ 它包罗万象ꎬ 涉及生态的、 生物伦

理的、 人道主义的、 经济的和传媒等各方面”②ꎮ 法国学者 Ｇ 利波维茨基认为ꎬ 我们已经进入 “后
义务论时代”ꎬ 而且一场后现代伦理革命在所难免ꎮ 因此ꎬ 他断言道德更新并不是空穴来风ꎬ “２１ 世

纪极有可能就是一个伦理的世纪”③ꎮ
在启蒙现代性及其主体哲学遭到后现代批判的背景下ꎬ 当代哲学叙事的 “伦理转向” 不仅反映

了重构实践哲学的迫切性ꎬ 而且也体现了后现代伦理的思想走势ꎮ 这里所说的 “后现代伦理” 当然

不是专指某种伦理观念或者道德哲学ꎬ 而是对于当代兴起的多元共生的后现代伦理意识的整体描述ꎮ
在拒斥宏大叙事、 拥护差异性、 接受不确定性这三条后现代思想规则的鼓动下ꎬ 关于 “一” 和 “多”
的问题ꎬ 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问题ꎬ 关于个人自由和社会制度的问题等ꎬ 这些极为重要的价值

取向问题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ꎮ “随着构成那些自我的各种关系的日益扩大ꎬ 个体的道德发展和整个

人类的道德进步是一件重新标识人类自我的事务ꎮ”④ 应该说ꎬ 坚持多形态实践的生活世界原则ꎬ 强

调差异化生存的社会正义秩序ꎬ 正是后现代伦理的根本性诉求ꎮ 按照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理查德罗

蒂 (他也称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 的表述: “实用主义者把道德进步看作更像是缝制一条很大的、 精

心制作的、 色彩斑斓的被子的活动ꎬ 而不像是获得某个真切而深刻的事物的一幅较为清晰图画的工

作ꎮ”⑤

罗蒂这里说的拼贴画式的道德进步ꎬ 显然是在倡导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生活世界观念ꎬ 即推崇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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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形态实践” 的伦理价值取向ꎮ “作为实用主义者ꎬ 我们所认同的团体由宽容论者、 多元主义者和

民主主义者构成ꎮ 这些人的核心目标就是ꎬ 容许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个人目标得到实现ꎬ 以增加人类的

幸福ꎮ”① “多形态实践” 概念是由法国历史学家德塞托在 «日常生活实践» 中提出来的ꎮ 他认为ꎬ
在某些主导性社会范式的普遍压制之下ꎬ 日常生活中还有着为数众多的和次要的生活实践及其策略战

术ꎮ 这些微观层面的和分散性的实践总是被主导的实践所控制ꎬ 但是绝不会被抹去ꎮ② 其实ꎬ 德塞

托的 “多形态实践” 与福柯后期思想中的 “自我伦理学” 是相通的ꎮ 他们都聚焦于微观的日常生活

实践ꎬ 强调在理性化管理下个人具有的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性ꎮ 每个人的生活实践确实是被社会环境及

其制度所决定的ꎬ 但其自我创造性绝不会完全被环境所窒息ꎮ 从福柯后期的 “自我伦理学” 及其

“生存美学” 来看ꎬ 他对于 “多形态实践” 的探讨和阐发集中体现了后现代伦理的精神内涵ꎮ 同样是

在当代多元文化社会下ꎬ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更加偏向于社会共识的建构ꎬ 那么福柯的自我伦

理学则更加倾向于自我风格化的多形态实践ꎮ 在当今各种新社会运动中泛起的文化政治、 身份政治、
承认政治、 性别政治等ꎬ 其实都是这种多形态实践的真切反映ꎮ

我们下面以福柯的自我伦理学为例ꎬ 对后现代伦理所追求的多形态实践进行简要评析ꎮ 福柯后期

思想发生了 “伦理转向”ꎬ 使得他从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一路走来ꎬ 最后还是回归到自我实践

上ꎮ 根据福柯自己的说法ꎬ 他矢志不移的主题不是权力问题而是主体问题ꎬ 他始终关注的其实是自我

问题ꎮ③ 我们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这个关于我们自身 (自我) 的历史存在论问题ꎬ 其实才是

贯穿福柯一生思想的基本线索ꎮ 如果说他开始只是关注话语 (知识为基础) 是如何培育和养成自我

的ꎬ 在中期特别关注权力 (监狱为代表) 是怎样驯化和惩罚自我的ꎬ 那么到了后期他则专注于自我

是如何创造自身的伦理实践的ꎮ 在 «性经验史» 第二卷 (快感的享用) 和第三卷 (自我的呵护)
中ꎬ 福柯通过发掘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道德实践ꎬ 从生存艺术的角度来阐发基于某种自由实践的自我伦

理学ꎮ 福柯之所以转而对古代发生兴趣ꎬ 正是因为他看到了 “古代希腊或希腊—罗马的各种道德反

思似乎更是以自我实践与修行 (ａｓｋｅｓｉｓ) 为导向的ꎬ 而不是行为的规范化与对什么是允许的与什么是

被禁止的严格规定”④ꎮ 就在柏拉图的对话 «阿尔西比亚德篇» 中ꎬ 关心自己既被理解为概念又被当

做修养和制度ꎬ 关心自己就是认识自己ꎬ 认识自己就是关心自己ꎮ “关心自己与生活艺术 (即著名的

‘ｔｅｋｈｎê ｔｏｕ ｂｉｏｕ’ ) 有着共同的外延ꎬ 这种生活艺术ꎬ 这种生存艺术 (众所周知)ꎬ 从柏拉图以降ꎬ
特别是在后柏拉图主义运动中ꎬ 成为哲学的基本定义ꎮ 关心自己是与生活有着共同外延的ꎮ”⑤ 让福

柯为此着迷的是ꎬ 以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为代表的伦理学不是规范化的ꎬ 其主要目标是审美意

义上的ꎬ 即它是个人的选择和限于少数人的ꎬ 其动机就是为了过上一种自我风格化的生活ꎮ 这种伦理

不是为了对大众进行规范化ꎬ 而只是一种多形态实践的 “生存美学”ꎮ
福柯的自我伦理学当然不是简单地追随古希腊人ꎬ 而是想从古代伦理所看重的自我选择和生存美

学中寻求思想资源ꎮ 当他将伦理看做一种自由实践ꎬ 而且是一种自我化的多形态实践的时候ꎬ 一方面

发挥了康德关于启蒙作为一种批判态度的思想ꎬ 另一方面沿着尼采的审美主义路线ꎬ 直接将这种自由

实践与审美活动联系起来ꎮ 福柯在一次访谈中说道: “在我们这个社会ꎬ 艺术仅仅与物相关而与个人

或者生活无关ꎮ 它是由艺术家一类的专业人士制作的特殊之物ꎮ 但是个人的生活就不能成为一件艺术

品吗? 为什么一盏灯、 一幢房子可以是艺术品ꎬ 而我们的生活却不是?”⑥ 艺术实践既要遵循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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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规程又必须有自由发挥ꎬ 更重要的是艺术乃是风格化的同义词ꎮ 在一个看似多元化实则整齐化而

受理性宰制的现代社会中ꎬ 风格化就代表着自我的某种自由实践ꎮ 在福柯看来ꎬ 风格化还不仅仅是审

美问题而且还是重大的哲学问题ꎬ 即多形态的自由实践问题ꎮ “事实上我认为风格问题在我的经验中

占据绝对的核心地位: 行动风格ꎬ 与其他事物关系中的风格”① 如果从微观层面看ꎬ 福柯的审美

化的自我伦理学可以贴近某些个人化的多形态实践ꎬ 而且符合后现代伦理指向的微观政治ꎮ
当代哲学叙事的 “伦理转向” 响应了时代的伦理需要ꎮ 这种伦理需要当然不仅是一个国家和社

会的ꎬ 而且还是整个人类的ꎮ 在德国哲学家阿佩尔看来ꎬ 如果我们将人类行为领域划分为微观层面

(家庭婚姻邻里)、 中观层面 (国家政治组织) 和宏观层面 (人类命运)ꎬ 我们会发现既有的伦理规

范主要适应于微观和中观两个层面ꎬ 至于宏观层面所需的普遍伦理学还是欠缺的ꎮ 因此 “处于保守

一隅的道德领域的这种现状ꎬ 正面临着人类行动领域的全新状况ꎬ 尤其是从中产生的危险ꎮ 由于科学

技术文明的全球性扩张以及国际性合作ꎬ 人类行动 (例如在工业生产范围内) 的后果大都要在人类

共同利益的宏观层面上得到定位了”②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构建 “全球伦理” 的呼声四起ꎮ １９９３
年 ９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上通过了 “全球伦理宣言”ꎬ 并确立了一种跨文化道德的

“重叠共识”ꎬ 即借用基督教和儒家共有的 “金规则”ꎬ 将 “己所不欲ꎬ 勿施于人” 作为人类最低限

度的道德准则ꎮ 之后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１９９７ 年启动了一个 “普遍伦理计划”ꎬ 邀请相关领域的

哲学家和学者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ꎬ 最后完成了一份报告 «面向 ２１ 世纪的伦理共同准则»ꎮ 我们发

现ꎬ 无论是 “全球伦理宣言” 还是 “普遍伦理计划”ꎬ 其中都涉及儒家传统伦理思想ꎮ 尽管我们不能

完全照搬这些传统伦常ꎬ “儒家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国人的生活秩序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ꎬ 但

是 “儒家在修身、 齐家的层次上仍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ꎮ③ 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典型的伦理化的哲

学体系ꎬ 也许可以为当代哲学叙事的 “伦理转向” 提供应有的思想资源ꎮ 对于儒家思想进行返本开

新式的现代诠释ꎬ 这是当代中国学者面临的哲学任务ꎮ 当然ꎬ 从当代港台和大陆新儒家的理论转型开

始ꎬ 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的诠释一直在进行中ꎮ④ 尽管儒家伦理当属农耕社会的行为准则ꎬ 但在逐渐步

入后工业社会的今天ꎬ 对于农耕文化的返本开新似乎也有其时代的思想价值ꎮ
作为一种当代哲学的 “变形记”ꎬ 这种哲学叙事的 “伦理转向” 不仅是在印证着当代世界的现实

变化ꎬ 而且也是在记录哲学自身不断寻求革新的历程ꎮ 哲学从不会 “终结”ꎬ 因为人类需要思想来应

对杂多易变的生活ꎮ 伦理是人类生活的核心ꎬ 哲学走向伦理当是应有的选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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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考察» 一书ꎬ 以及 «宗教社会学» 一书ꎮ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 一般被译作 “魅力” 或音译作 “卡里斯玛”ꎬ 韦伯用其特指具有 “超凡魅

力” 或 “独特魅力” 的领导者ꎮ 根据讨论语境ꎬ 本文交替使用 “魅力” 或 “魅力型” 的表达ꎮ 中文的 “魅力型” 既可以对应于名词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 指 “魅力型人物”ꎬ 也可以对应于其形容词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修饰 “支配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 ” “领袖” “正当性” 等概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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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型与合理化的历史二元性

陈德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要: 在韦伯的正当性三种类型中ꎬ “魅力型” 因其明显的人格化特征ꎬ 被认为是与现代生活不相合

拍的落后形态ꎮ 然而在人类合群关系中ꎬ 魅力型具有非反思的素朴性和行动的直接性ꎬ “传统型” 与 “法

理型” 则只是魅力型模式理智化、 合理化与形式化、 自主化之结果ꎮ 魅力型表现为追随者对魅力型人物行

为的相信与承认ꎮ “基于信念的正当性” 是人类合群关系之母ꎬ 魅力型则是人类生活方式形成的动力源泉ꎮ
魅力型与合理化既是一种对峙关系ꎬ 也是一种互返互补关系ꎮ 这样一种二元性特征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

义ꎬ 它构成了韦伯 “比较历史社会学” 时期 “历史—哲学观” 的核心ꎮ
关键词: 魅力型ꎻ 正当性ꎻ 支配ꎻ 合理化ꎻ 历史二元性

中图分类号: Ｂ５０６ꎻ Ｂ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０１０－１０

特纳说ꎬ 没有人会想到ꎬ 像 “魅力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 ” ① 这样一个费解的神学概念居然会在 ２０ 世纪

被人们加以一般化的运用ꎬ 并被广泛地运用于对于特定对象的一般描述ꎮ ② 的确ꎬ 考虑到近代的启

蒙思想、 历史进步观念以及人们对于现代性展开模式的一般想象ꎬ “魅力” 概念的出现与运用更像是

一种反潮流ꎬ 一种对于理性化与秩序化的近代理想的嘲讽与中和ꎮ 魅力概念因其人格化的特征而饱受

争议ꎮ “韦伯所发展的魅力型领袖概念对于分析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运动而言几无用处韦伯式的

概念本是用来分析高度人格化的社会运动的ꎬ 这一概念不仅是人格化的ꎬ 而且是革命性的和非理性

的ꎮ 现代世界ꎬ 至少就现代政治而言ꎬ 是基于一种大规模运转的政治机器ꎮ” ③ 韦伯在魅力型概念基

础上提出的 “领袖民主制” 主张ꎬ 也同样受到了比瑟姆的批评ꎮ 后者认为韦伯的这一概念存在着时

代局限性ꎬ 无法适应现代大众民主制潮流ꎮ
基于理性化趋势来指责人格化的魅力型正当性为一种落后形态ꎬ 这是晚近以来的一般流弊ꎮ 本文

认为ꎬ 魅力型正当性并非一种过时的行为类型ꎮ 从魅力型到传统型、 法理型ꎬ 三种不同的正当性类型

表面上是在日益朝着形式化的方向发展ꎬ 并因而拥有反思性、 理智化与理性化的趋势ꎬ 从而呈现出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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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取代之特征ꎮ 然而这种形式化的趋势及其逐级取代特征ꎬ 本身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知觉ꎮ 形式化的正

当性与非形式化的正当性之间是一种二元对峙、 互反互补、 彼此校正的关系ꎮ “魅力” 概念绝不落

后ꎬ 落后的乃是我们对于理性化形式特征的迷信ꎮ

一、 魅力型正当性: 一阶与二阶

　 　 “魅力” 概念进入韦伯的理论视野ꎬ 缘于 １９１０年之后韦伯对于 “宗教社会学” 的系统研究ꎮ 在

其较早时期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书中ꎬ 韦伯只有两次使用到这个概念ꎬ 而且只是在评

述宗教学家钦涔朵夫的观点时顺带提及ꎮ 在 １９１０ 年左右ꎬ 在其撰写 «社会经济学大纲» 的时期ꎬ 韦

伯开始对 “魅力” 概念正面感兴趣ꎮ① 通过对世界几大宗教的社会学考察ꎬ 韦伯意识到ꎬ “支配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 ”② 概念揭示了人类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的关系事实ꎬ 即整个社会乃是围绕权力而展开的

“命令” 与 “服从” 的有序合作ꎬ 社会行动与社会组织在此基础上得以可能ꎮ 几经踌躇之后ꎬ “支配

社会学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ｅ) ” 最终成为韦伯晚期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ꎮ 这个主题的一个关键性

问题就是支配的 “正当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 或 “正当化 (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 问题ꎬ 因为它决定着服从方对

于命令接受的态度ꎮ 围绕 “支配” 概念ꎬ 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正当性支配形式: 魅力型、
传统型与法理型ꎮ③

这里牵涉到三类不同的概念: 支配、 正当性、 魅力型支配ꎮ 韦伯的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是一个描述人际间

合群模式的关系概念ꎬ 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 “势在必然的协作” (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关

系ꎮ 它大体相当于人与人之间的 “支配—服从” 关系ꎬ 但是又比这些概念所表达的要丰富ꎮ 正当性

或正当化表达的是人们对于这样一种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关系信之、 从之的依据或态度状态ꎮ 这种态度或状态

决定了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关系的实际发生方式ꎮ 韦伯将正当性锚定于被支配者的信念ꎬ 韦伯的这种正当性被

称为 “基于信念的正当性”ꎬ 不同于洛克式的 “基于同意的正当性”ꎮ
在三种不同的正当性支配类型中ꎬ “魅力型支配” 的正当性是指那种 “因魅力型人物特殊品质的

吸引而自愿追随之” 的支配类型或支配状态ꎮ 传统型具有因袭性ꎬ 法理型 ( 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ｓｏｎ) 则依赖于

一套法律体系或一套说理系统ꎮ 三种支配类型依次放在一起ꎬ 具有明显的从人格化的 “支配—服从”
关系向着形式化的、 去人格化的 “支配—服从” 关系滑动的趋势特征ꎮ 这种趋势特征与韦伯晚年特

别强调的 “去魅” 概念联系ꎬ 客观上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 “魅力型支配” 乃是 “高度人格化的

社会运动” 的概念ꎬ 它是人格化的、 非理性的ꎬ 不适用于现代政治ꎮ④ 韦伯自己要为人们的这种错误

印象负责ꎬ 因为韦伯曾用 “去魅” 概念一般性地描述近代以来的社会变化趋势ꎬ 而且他在一个相对

短暂的时期曾同情地接受进化论思维ꎬ 并以此解释社会ꎮ 但是韦伯自己又是高度清醒的ꎬ 因为在其理

论成熟期他反复强调ꎬ 在现实的社会中ꎬ 三种不同的支配类型从来都不会是单一纯粹的存在ꎮ
我们这里要提请注意ꎬ 韦伯关于上述概念的分析ꎬ 存在着一阶的行动与二阶的反思之分ꎮ 在一阶

意义上ꎬ 我们是在对人们的 “支配—服从” 模式的社会行为现象进行描述ꎮ 而在二阶意义上ꎬ 我们

大量引入了反思化、 系统化、 学理化的概念来从事这种描述ꎮ 这些用来描述的概念系统与被描述的社

１１魅力型与合理化的历史二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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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常被译作 “支配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帕森斯) 或 “统治” “权威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ꎬ 但也有人主张译作 “从命 (或:
势在必然的协作)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ꎮ 最后一个翻译更加达意ꎮ 不过帕森斯的翻译已经基本流行ꎬ 本文采纳之ꎬ 但会在其基

础上做更深入分析ꎮ
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上ꎬ 林荣远译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７年ꎬ 第 ２４１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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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象之间存在着裂隙ꎮ
韦伯的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关系所体现的义理ꎬ 其核心关键乃是人与人之间 “势在必然的协调合作” 关

系ꎮ 其源初含义ꎬ 首先应该是用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 “涉他行为”ꎮ 我以他人的出现和与他人的协调

行动为取向ꎬ 开始我的 “社会行为”ꎮ 这是韦伯在 «经济与社会» 中所界定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ꎮ 而

对于一阶的社会行为ꎬ 我们会以一种二阶的姿态来加以描述ꎮ
比如说一对恋人ꎬ 一个说你去给我倒杯水吧ꎬ 另一个很自然地去做了ꎻ 一个又说咱们去爬山吧ꎬ

两人也就很自然地去了ꎮ 又或者一个说你去帮我照顾一下老人吧ꎬ 另一个人马上就去了ꎮ 甚至ꎬ 一方

会比较稳定地习惯于总是指示另一方ꎬ 而另一方也已经习惯于这种指派了ꎮ 二阶反思地来说ꎬ 我们会

描绘说这中间存在着 “命令—服从”ꎬ 存在着命令的发出方与命令的接受方ꎮ 我们甚至会说ꎬ 两个人

存在着支配与服从ꎬ 存在着权力的强势方与权力的弱势方ꎬ 我们甚至可以说一方成为权力方ꎬ 而另一

方成为被支配方ꎮ 但实际上ꎬ 在一阶意义上ꎬ 两个人的合作是自然的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 关系ꎬ 其基本特征ꎬ
比较准确地说ꎬ 就是 “理有所至ꎬ 势在必然”ꎮ 两人相处ꎬ 习惯于此状态ꎮ 那些后来被我们人工化

的ꎬ 在二阶意义上被我们使用到的那些概念语言ꎬ 它们的确把握住了两个合作者的某些关系特征ꎬ 甚

至突出和强化了其中的某些特征ꎮ 但是在一阶意义上ꎬ 两个人的原始合作具有的素朴性也同时被干扰

乃至破坏ꎮ 很显然ꎬ 一阶现象与二阶描述之间存在着不同步ꎮ
韦伯对于人与人之间的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关系的描述ꎬ 其核心部分保留了我们上述一阶特征ꎮ 这种特征

表明ꎬ 人与人之间以他人取向为特征的社会合作关系具有后来被二阶语言所描述的那样一种 “支
配—服从” 特征ꎬ 或者说具有一种 “权力—支配” 关系的特征ꎮ 一阶意义上ꎬ 人的合群具有素朴性、
自发性、 非反思性ꎬ 人的合群行为是可能的ꎮ 在二阶意义上我们刻画的那些人与人之间的稳定合作ꎬ
被我们用反思性的、 评价性的乃至系统化的理论语言加以刻画ꎬ 有了过多的人为性和评价性ꎮ 这些语

言对于一阶现象的描述因而有时显得过重ꎬ 有时又显得过轻ꎮ 有的地方ꎬ 又多出了一些一阶现象本身

未必有的状况ꎮ 比如我们用 “权力—支配” 这样两个词汇来翻译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 时ꎬ 这两个概念的含义

就都挺重ꎮ 一阶的合群双方并没有特别的我有权、 我可以支配你这样的意识ꎬ 另一方也不会因此而特

别在意和强调我无权ꎬ 我是被你支配着的这样一种想法ꎮ 当然也可以有ꎬ 但此时持有两种意识者其实

已经被二阶化了ꎮ
如此看来ꎬ 后来的概念化、 学术化、 理论化与意识形态化ꎬ 无不存在着一种将个人一阶行为二阶

化的功能ꎮ 在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中ꎬ 我们称这种二阶化为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 “反思”ꎮ 威廉斯甚

至声称 “源于反思ꎬ 没有回路”ꎬ 并称其为 “启蒙的理智的不可逆性”①ꎮ 笔者反对这样一种主张ꎮ
我们可以在理智意义上将人的思维激活ꎬ 并用一种反思层面的话语体系来重新描绘非反思层面的人类

行为ꎮ 但正因如此ꎬ 二阶意义上的理智辨明并不必然同步触动一阶行为ꎮ 我们会遇到此一时一事明

了ꎬ 彼一时一事照样晦暗的情况ꎮ 我们也会遇到某些行动者明了ꎬ 另外一些行动者依然不知不觉的情

况ꎮ 特定行动者的理智不具有可普遍化的特征ꎬ 它不能够类推至全体行动者ꎬ 甚至不能够确保行动者

在时空变化后同样理智ꎮ
在近代以来的进步观念看来ꎬ “魅力型正当性” 依赖于人格ꎬ 因而显得过时陈旧ꎮ 加之这个概念

源出于基督教宗教实践ꎬ 在世俗化大背景下ꎬ 这种正当性就会更显得有些反潮流ꎮ 兼之韦伯及其所影

响到的 “精英主义” 思想家如莫斯卡与米歇尔斯ꎬ 其理论曾被随后的法西斯和集权统治所利用ꎮ 时

势使然ꎬ “魅力” 概念在 ２０世纪前半叶曾臭名昭著ꎮ
然而ꎬ 在三种形态的正当性类型中间ꎬ “魅力型的正当性” 却是最为接近与契合人类一阶行为方

式的ꎮ “魅力型正当性” 的核心特征是 “因魅力型人物特殊品质的吸引而自愿追随之”ꎮ 这种行为是

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行为ꎮ 特殊品质可大可小ꎬ 自愿追随者的 “自愿性” 也可形态各异ꎮ 我们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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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严格的政治社会学意义上讨论 “魅力型的正当性”ꎬ 但是符合 “因魅力型人物特殊品质的吸引而

自愿追随之” 模式的行为在我们的周围随时发生ꎮ 说到社会学特别看重的 “社会行为”ꎬ 我们当然是

先作为一个人ꎬ 在涉他意义上与他人打交道ꎮ 而与他人打交道ꎬ 就自然与他人构成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 关系ꎮ
你倡议ꎬ 我响应ꎮ 你有对事物的某些特殊判断力ꎬ 我想都不想地按照你的提示ꎬ 合作完成一件事情ꎮ
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我—他关系ꎬ 显然是社会行为或者说是合群行为的本义ꎮ 人与人之间因

此而结成的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关系ꎬ 显然在道理层面上优先于传统关系与法理关系ꎮ 我们先行动ꎬ 与他人合

作ꎬ 形成某种形态的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关系ꎬ 这种关系从两两合作拓展至更多人之间的复杂行为ꎮ 然后ꎬ 某

些合群关系才被客观化ꎬ 才开始稳定下来ꎬ 被沿袭而成为传统ꎮ 再然后ꎬ 当我们援引法律体系或理由

体系时ꎬ 我们才开始进入法理型考量ꎮ 实际上ꎬ 法理型更多接近我们上述的二阶反思ꎮ 如果 “源于

反思ꎬ 就没有回路” 的话ꎬ 就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ꎬ 法理型就应该是启蒙之后的必然选项ꎮ 但我们

已经提醒说ꎬ 在类型学的意义上ꎬ 魅力型正当性反而具有描绘实践的优先性ꎮ 传统型与法理型明显是

在沿着客观化乃至条理化方向ꎬ 变得越来越形式化了ꎮ 形式化有形式化的优点ꎬ 但是魅力型正当性在

描述人类合作行为时表现出一种具体性、 经验可感触性ꎬ 因而具有一种优先性地位ꎬ 这是形式化的正

当性所无法替代的ꎮ
在韦伯眼里ꎬ 正当性的三种类型在经验世界中是混合存在的ꎬ 某一种正当性类型单一地存在ꎬ 这

样的可能性比较小ꎮ 即便是在传统社会ꎬ 也较少地只有 “魅力型正当性” 单一存在ꎮ 同样ꎬ 即便是

在现代ꎬ 整个社会也不会是单一的收敛于 “法理型正当性”ꎮ 那种认为 “法理型正当性” 代表时代潮

流ꎬ 因而会彻底结束其他传统类型正当性的主张ꎬ 根本就是一种谬误ꎮ 我们可以说在古代社会形态

中ꎬ 魅力型正当与传统型正当会更多一些ꎻ 在现代社会中ꎬ 法理型正当在诸多领域更多发挥作用ꎮ 但

是如果因此认为现代社会是法理型正当性一统社会ꎬ 魅力型正当性甚至是一种需要随时克服祛除的简

陋观念ꎬ 那就是躲进了书斋ꎬ 无视一代又一代人所呈现出来的多彩的合群模式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我们

甚至会明确判断说: “现代人并没有那么现代”ꎮ 现代生活形态依然是不同正当性类型的混合ꎮ 只要

时机合适ꎬ 三种形态的正当性类型的任何一种随时都可呈现在我们的眼前ꎮ
韦伯谈论 “魅力型支配”ꎬ 是以社会合群关系中的 “支配—服从” 关系模式为范导ꎮ 因此ꎬ 权力

在命令发出方和命令接受方之间形成的纽带联结关系ꎬ 或者说是纽带联结模式ꎬ 乃是韦伯谈论 “魅
力型支配” 概念的核心ꎮ 也就是说ꎬ 人格化是作为权力现象的 “支配—服从” 模式的一个核心特征ꎬ
“魅力型支配” 概念一经提出ꎬ 就构成了韦伯谈论其晚期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ꎮ

在韦伯的政治正当性的三种类型中ꎬ 由于 “传统型” 与 “法理型” 更多地行进在 “去人格化”
的路途之中ꎬ 因此ꎬ “魅力型支配” 具有更多的联结 “人” 与 “理”ꎬ “意愿、 信念” 与 “法则” 的

能力ꎮ 而政治社会学ꎬ 或者说与 “权力—支配” 关系相关的 “权力” 概念ꎬ 在其性质上本就是一个

不可能完全脱离具体的人或个人的事情ꎮ 因此ꎬ 即便沿着从 “传统型” 到 “法理型” 的方向ꎬ 我们

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形式化特征ꎬ 这种形式化的过程却也必然同时产生出其反对的力量ꎮ 这种反对的

力量注定会重新将我们对于权力的运用及思考抛回到 “魅力型支配” 模式的视域ꎮ 在现世中ꎬ 三种

形态不会是某一种形态单一地胜出ꎬ 只会是某些形态与其所处时代的架构更加适配 (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ꎬ
因而那种形态的特征更加明显ꎮ 但是任何一种形态的显明ꎬ 都将同时生产着与其形态相关的离心力

量ꎮ 其他形态都会混杂在这样一种离心力量中ꎬ 以不同的面貌发挥其作用ꎮ

二、 禀赋说与信念说: 从神话思维到自主表征

　 　 魅力型支配的核心特征之一是被承认ꎮ 韦伯强调魅力型人物的魅力首先依赖于追随者的承认ꎬ
“‘魅力’ 应该叫做一个人的被视为非凡的品质唯一的关键是这种品质实际上被 ‘追随者们’
作出何种评判”ꎬ “魅力的适用是由被统治者的承认决定的ꎬ 这种承认是由实际的考验保障的”ꎬ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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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神的恩赐’ 的魅力的原先的意义”ꎮ①
这就意味着ꎬ 魅力型首先不是个人的品质或禀赋ꎬ 而是一个社会学的事实ꎬ 它只有在社会结构的

承认框架中才能够成立ꎮ② 但是魅力又必须以其持续的行迹彰显其有资格被承认ꎮ 在我们的知觉深

处ꎬ 当我们谈及 “魅力型” 概念或魅力型人物时ꎬ 我们又不能不认为那些超凡品质是应该独立存在

的ꎮ 没有人会相信ꎬ 一个历史人物之所以被视为魅力型人物ꎬ 单纯依靠人们的拥戴就可以完成ꎮ 在这

样一些相互冲突的表述中ꎬ 可以看到对于韦伯 “魅力” 概念理解上的两个争议ꎮ③
第一个争议ꎬ 魅力概念是信念还是禀赋? 鉴于韦伯反复强调魅力型支配被追随者承认的重要性ꎬ

一般都认可魅力首先是追随者对魅力型人物的一种认可性的信念 ( “信念说” )ꎮ 但是同时韦伯自己

在 «宗教社会学» 中也特别讨论到ꎬ 在人的自然主义理解阶段ꎬ 人们相信ꎬ 超凡异能 “具有一种背

后世界之存在的性质”④ꎮ 这些观念随之就演化出一种具有象征主义的意义性ꎮ 这种演化的一般趋势ꎬ
就是把基于信念的 “背后世界之存在” 固化在更加客观化的信念系统如宗教学说之上ꎮ 尽管前者与

后者都是 “信念”ꎬ 但是自然主义的信念存在着一个本体性的 “实际存在” 之承诺ꎬ 而后者则完成了

对于这一承诺的消隐ꎬ 或者将其转化为信念体系自身的内在问题ꎬ 从而将实存之承诺彻底淡化ꎮ
第二个争议ꎬ 魅力是 “超常环境” 下的被激发、 被培育ꎬ 还是具有特殊禀赋的特殊人物之禀赋

的自我凸显? 也即ꎬ 到底是魅力型人物个人能力超常因而引领了时代ꎬ 还是魅力型人物所处的环境超

常ꎬ 因而造就了魅力型人物? 还是说是乱世出英雄ꎬ 超常的环境遇到了超常之人?
在 «宗教社会学» 第一章ꎬ 韦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 “卡里斯玛”ꎮ 第一种可以被称作 “自然禀赋

说”ꎬ “卡里斯玛是一客体或人本身单只因自然的禀赋所固有的资质ꎮ 此种基源性的卡里斯玛是无法

靠任何手段获得的”⑤ꎮ 第二种可以被称作 “潜质—唤醒说”ꎮ 这种观念仍然认为只有特定的人身上

具有卡里斯玛潜质ꎬ 但其实现需要一种 “唤醒” 行为ꎮ “潜质—唤醒说” 接受了 “自然禀赋说”ꎬ 但

是为卡里斯玛的现实化附加了条件ꎮ 这种唤醒条件在某些宗教里面是被归诸神的ꎬ 不过卡里斯玛被唤

醒后的行迹则注定是现实化的ꎮ 韦伯在这里提出的第二种类型的卡里斯玛ꎬ 需要经过一定的视角转

换ꎬ 才最终变成我们后来所熟悉的 “信念说”ꎮ “信念说” 是韦伯社会学概念典范化之后的主张ꎮ 不

过韦伯在 «宗教社会学» 中的考察并没有贸然省略其中的内涵演变ꎮ 韦伯的这一处理有着重大的理

论意义ꎮ
韦伯说ꎬ 在早期的宗教抽象观念里ꎬ 已经隐含了某种相对简单的抽象化观念ꎬ 其 “具体的观念

是: 在具有卡里斯玛资质的自然物、 人工物、 动物及人的背后 ‘隐藏’ 着某种 ‘存在者’ꎬ 是它要为

前者负责ꎮ 此即精灵信仰 (Ｇｅｉｓｔｅｒｇｌａｕｂｅ) ”⑥ꎮ 精灵信仰所相信的东西被认为是物质的ꎬ 但又是不可

见的、 非人格的、 不可琢磨的ꎮ
精灵信仰进一步被社会化之后ꎬ 人们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这样一种主张: “有某些人拥有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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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２２８－２２９
既有的理论ꎬ 即便是认可 “禀赋说”ꎬ 但大都持 “时势造英雄” 的超常环境决定论主张ꎮ “魅力型领袖并非天生的ꎬ 而是被

制造出来的ꎮ” (Ａｎｄｒｅｗ Ｄ 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ꎬ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２ ) 文化的结构具有其特殊意义ꎬ “它自动地加入到了魅力型个体的产生过程之中”ꎮ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ｍｉｔｈ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Ａｃｔ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１０９ ) “魅力因而的确具有一个需要被人们或人民承认的特征ꎮ” ( Ｓａｍｕｅｌ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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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了 “被承认” 上ꎬ 也即韦伯 “魅力型” 概念的第一个特征ꎮ 这也大体符合韦伯自己的一般使用ꎮ 只有极少

数的文献ꎬ 如汉森提请我们注意韦伯魅力概念的神秘主义指向ꎬ 也即魅力型人物身上的那种自然的 “禀赋”ꎮ ( Ｇｅｏｒｇｅ Ｂ Ｈａｎｓｅｎꎬ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ꎬ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Ｔｈｅ Ｔｒｉｃｋ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ｎｏｒｍａｌꎬ ＰＡ: Ｘｌｉｂｒｉｓꎬ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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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卡里斯玛资质ꎬ 并且也只有那些具备特殊资格的人方有如此禀赋”①ꎮ 这就是早期宗教的巫师化

过程ꎮ 伴随着这样一个过程ꎬ 产生了灵魂观念: “灵魂是处在自然物体之后、 之中或之旁的一个个别

存在ꎬ 甚至是存在于人身上而当人睡梦、 失神、 忘我或死亡时即离逸而去的某种东西”②ꎮ 伴随着精

灵说或灵魂说的是 “泛灵论 (Ａｎｉｍｉｓｍｕｓ) ”ꎮ 精灵论的高级演化阶段是 “象征化”ꎮ 它与自然主义的

简单抽象化或多或少共享这样一种观念: “认为 ‘超感官的’ 力量会介入干预人类的命运ꎮ”③ 早期

的自然主义抽象化或具有某种象征性的灵魂说并没有完成人格化ꎮ 灵魂会被认为是某种转瞬即逝之

物ꎮ 韦伯提醒ꎬ 人格性不是问题的关键ꎬ 问题的关键是具有象征性的新经验独立发挥作用ꎮ 这种新经

验就是ꎬ 具有象征意味的信仰与思想被赋予了独立之意义ꎮ 系统的宗教主张 “被意义化”ꎬ 这是人类

经由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ꎬ 最终达致 “普遍性地定型化”④ 神话化的思维称为发展成熟的象征观念之

基础ꎮ⑤ 神话化与宗教化越来越使得人类观念的意义化得以确立ꎮ 毫无疑问的一点是ꎬ 越来越形式

化、 系统化的思维与原先相对朴素的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思维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ꎮ 不同的形式化宗

教亦会因其所吸收的人类早期不同思维要素之差异ꎬ 造成了教义教理之间的繁复变化ꎮ 某些宗教在经

历了众神主张之后演变成为唯一神宗教ꎬ 而另外一些则以各种不同的变种形式存在着ꎮ
卡里斯玛概念注定与世界宗教的不同形态发展相互表里ꎮ 而宗教观念的定型化改变了 “自然禀

赋说” 在人类判断中的位置ꎮ 伴随着宗教观念定型化的ꎬ 是宗教作为独立的有意义的文化单元被人

们所信奉ꎮ 禀赋问题被内卷性地包裹进了信仰体系的学说之中ꎮ 与此相伴平行ꎬ 即便是没有系统性宗

教信仰ꎬ 或者是在系统性宗教已经再次被挫败的地方ꎬ 如经受了世俗化洗礼后的西方近代ꎬ “禀赋

说” 也因其自身蕴含的本体论假设的认识困难ꎬ 越来越多地被 “信念说” 盖住了势头ꎮ “依据韦伯ꎬ
我们被困在了启蒙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要求与完整的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压力之间ꎮ”⑥ 科赫的这句表述

恰如其分地彰显了 “禀赋说” 之认识论困难ꎬ 与 “信念说” 在支撑人类生存中的地位与作用ꎮ
韦伯用社会学的考察分析ꎬ 展示了人们从 “禀赋说” 到 “信念说” 之间的转化过程ꎮ 实际上ꎬ

鉴于 “禀赋说” 牵涉到人的非凡力量的神秘性ꎬ 而神秘性又造成了认识上的某种困难ꎬ 因此ꎬ 从追

随者的信念认可角度来考察作为现象之魅力型ꎬ 要比从本体承诺角度来谈论魅力更具可操作性ꎮ 我们

在这里也明显能够感受到韦伯对于认识论困难的清醒认识ꎮ 但是韦伯又并不因此将 “禀赋说” 完全

否定ꎬ 他也没有能力提出否定的理据ꎮ 所以ꎬ 韦伯在追随者认可的基础上ꎬ 又反复提出ꎬ 魅力之被认

可ꎬ 需要魅力型人物的英雄般的力量即实迹 (ｄｅｅｄｓ) 来确证人们的信念ꎮ 一旦被相信的魅力型人物

无法完成人们的预期ꎬ 魔法就会消失ꎮ 即便我们在认识上无法完成对于 “禀赋说” 的肯定性说明ꎬ
我们却也很容易实现对于 “禀赋说” 的否定性确认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禀赋说” 注定是一个我们无法

确证ꎬ 但是却可以否证的主张ꎮ
文化自有其自主的表征系统ꎬ 具有脱离实际所指的独立的象征意义ꎮ 这是文德尔班以来文化科学

哲学的一般主张ꎮ 韦伯继承了这样一个主张ꎬ 将注意力集中在了 “魅力” 概念的文化象征特征上来ꎮ
尽管如此ꎬ 基于康德式的认识论ꎬ 韦伯也从不否认人们对于 “魅力” 概念的自然主义理解ꎬ 并且在

行文中明确表示ꎬ 在不同的社会中均兼具对于魅力概念的自然主义理解与象征主义理解ꎮ
当我们谈论 “禀赋说” 与 “信念说” 时ꎬ 在韦伯的 «宗教社会学» 考察叙述中 “文化有其自主

的表征系统” 这一主张 “呼之欲出”ꎮ 这个表述当然是新康德主义者的主张ꎮ 韦伯则从人们原始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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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主义信念出发ꎬ 将人们的精灵信仰、 泛灵论等纳入考察ꎬ 认为精灵论的高级演进阶段是 “象征

化”ꎮ 通过 “象征化”ꎬ 人类完成了 “普遍性地定型化”ꎬ 也即获得了具有独立自主意义的神话化或宗

教化的意义系统ꎮ 观念信仰的 “定型化” “象征化” 或意义系统的独立化ꎬ 这是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

的立基之根本ꎮ 而在这一过程完成后ꎬ 人类不再像其早期阶段那样ꎬ 假设自己的信念、 信仰背后有一

个独立的存在ꎬ 或者悬留一个信念指涉与被指涉物之间的认识论疑难ꎮ 现在ꎬ 人们所信仰的ꎬ 就是已

经完成了合理化与正当化的价值系统ꎬ 这个价值系统之被信仰的正当性内在自洽ꎬ 无须外涉ꎮ 在社会

学的意义上ꎬ 现代信念系统具有一种自足特征ꎮ 它已经脱离了此前人类的本体论假设与认识论疑难的

困扰ꎮ 康德意义上的现象与物自身的划分ꎬ 本身就是这种困扰的具体表达ꎮ 但是在文化系统内部ꎬ 这

种困扰已经被偷偷抹去ꎮ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ꎬ 与 “理想型” 概念一样ꎬ 韦伯自己也意识到ꎬ 在 “表征系统” 独立地有其

意义之后ꎬ 人们的思维指向了某些相对稳定的意义系统ꎬ 这些系统可通过宗教文化的教化内化为人们

的信念ꎮ 但是这并不影响在现实生活中ꎬ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信念系统上的游移切换ꎮ 也就是说ꎬ 在现

实生活中ꎬ 一个表征系统的内化者有可能同时拥有自然主义信念、 精灵信仰、 泛灵论ꎬ 等等ꎮ 因此ꎬ
在人们对于外间世界的认识中ꎬ 传统的自然主义思维与作为表征系统的信念思维经常会混杂并存ꎮ 在

这个意义上ꎬ “信念说” 与 “禀赋说” 在一个人身上也是会经常切换ꎮ 我们相信一个人身上的卡里斯

玛特征ꎬ 在相信过程中甚至视这种卡里斯玛乃天生造就ꎬ 这种信念的投射衍推并不反常ꎮ 只不过ꎬ 如

果是信念的衍推ꎬ 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本体论上的假设与认识论上的认知能力局限ꎮ “禀赋说” 的可

知性问题对于我们支持 “禀赋说” 构成了障碍ꎮ 与 “禀赋说” 相对照ꎬ “信念说” 则技术性地避免

了这样一个困难ꎬ 信念说得以在人的经验世界中被观察、 被检验ꎮ 这也体现了韦伯在祖述人类对于

“魅力型” 人物认识与理解过程后的复杂态度ꎮ

三、 魅力型与合理化: 既对峙又互返

　 　 上述两节分别阐明了魅力型正当性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第一ꎬ 在一阶非反思和二阶反思的对照

上ꎬ 一阶和二阶分别有其优点ꎮ 魅力型正当性具有实践的优先性ꎮ 第二ꎬ 人类思维拥有一个逐步形式

化与象征化的过程ꎮ 文化系统是一种自主的表征系统ꎮ 上述两节研究中的二阶反思和形式化的自主表

征ꎬ 意味着人类生活方式同时拥有两个层面的东西: 第一个层面ꎬ 行为层面ꎬ 具有非形式化特征的不

可还原的人类经验ꎻ 第二个层面ꎬ 理论化与独立化的理性化特征ꎬ 意味着独立于个体经验的形式化ꎮ
鉴于形式化表现为一种明显的趋势性特征ꎬ 人们在思维上因而会形成一种定式ꎬ 认为既然是后出

的形式化的东西ꎬ 那就应该是优越于先在的经验性行为ꎮ 韦伯自己在一段时期也比较明显地表达了这

样一种主张ꎮ “近代以来智性介入ꎬ 传统被归入非理性ꎮ”① 在理智主义 (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ｕａｌｉｓｍｕｓ) 看来ꎬ 我

们要么是理性地认知与驾驭自然ꎬ 要么是 “神秘的” 体验ꎮ 随着知性主义的理性主义之进展ꎬ 只要

人类企图将世界图像合理化为受非人格性法则所支配的宇宙ꎬ 这种现象 (神秘体验) 即会以某种客

观形式体现ꎮ “纯粹为神秘论者的卡里斯玛ꎬ 彻头彻尾只应其个人所用ꎮ 而纯正的巫师之卡里斯玛ꎬ
则应他人之用ꎮ”② 在这里ꎬ 韦伯强调了理性的外部适用性ꎬ 而不强调理性化创始者的内部心理体验ꎮ
韦伯认为这对于理解一般意义上的 “理性主义” 至关重要ꎮ③ 某种意义上ꎬ 当施路赫特将韦伯做进化

论思路的理解时ꎬ 他所把握到的恰好就是韦伯思想过渡时期的那样一些主张ꎮ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ꎬ 随

着韦伯 “比较历史社会学” 方法的成熟ꎬ 韦伯开始放弃这种线性主张ꎬ 后发者与先在者不再被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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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替代关系ꎬ 而是被视为类型学上的并立关系ꎬ 乃至是相互作用的纠缠关系ꎮ
单就魅力型人物在不同宗教形态生活方式及政治形态生活方式形成中的作用而言ꎬ 在韦伯看来ꎬ

魅力型天生就是一种创造性的、 革命性的力量ꎮ 首先ꎬ 在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ꎬ 魅力型人物是一种

秩序的价值倡导者、 价值导入者与价值确立者ꎮ 在 “宗教社会学” 时期ꎬ 韦伯较多地谈到了宗教生

活秩序开创者的作用ꎮ 在其晚年著作中ꎬ 韦伯也同时谈到了政治家的作用ꎮ 其次ꎬ 在一种社会秩序形

成之后ꎬ 一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形成 “路径依赖” 乃至 “路径锁入”ꎮ 在这个时候ꎬ 当一个社会秩序的

路径依赖产生负面作用后ꎬ 魅力型人物将有望二次矫正这个社会ꎬ 他会重新导入价值ꎮ 魅力型人物在

此时将发挥价值重估者的作用ꎮ 在韦伯批评官僚制的弊端时ꎬ 他对真正意义上的 “政治家” 的期望

就体现了这一点ꎮ 再次ꎬ 事实上ꎬ 魅力型人物还发挥着政治正当性的担纲者的作用ꎮ 作为政治正当性

的一种特殊类型ꎬ 魅力型的正当性其实较为完整地体现了人类的合群现象ꎮ 那就是ꎬ 通过默会的或明

示的 “支配—服从” 的角色分工ꎬ 自然地实现命令的传递、 执行ꎬ 实现人类的有序合作ꎮ 这在韦伯

所描述的宗教达人、 政治家和军事头领的作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ꎮ 魅力型领袖作为一支 “真正的革

命性力量”ꎬ 注定造成剧烈的社会变迁ꎮ 这种变迁的实质是为一个社会导入新价值ꎬ 为建设一个新的

社会秩序定向ꎮ 或者说ꎬ 魅力型领袖的作用就是为新秩序实现价值定向ꎮ 而任何一种可独立存在的秩

序系统ꎬ 无论是宗教系统、 文化系统还是政治系统ꎬ 其大体过程都要经历 “定向 (确立) 价值———
选择和确立价值排序的方式及优先权———实现价值排序ꎬ 确立和形成规范原则———排除不融洽的价

值ꎬ 实现价值系统内部的一致性” 这样一个过程ꎮ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理性化” 或 “制度

化” 的过程ꎮ
在这样一个理性化与制度化的社会秩序构建过程的背后ꎬ 暗含着一个 “啄食型社会秩序” 的主

张ꎮ 这个主张认为ꎬ 一个社会的秩序化是极少数精英 (宗教达人、 先知、 政治家) 导入价值ꎬ 少数

精英协助完成价值排序ꎬ 最终确立一整套规则系统的过程ꎮ 这个过程完成之后ꎬ 通过个体的自愿跟从

行为或社会的规训行为ꎬ 大部分普通人接受和服从这套规则系统ꎮ 因此ꎬ 一个秩序化的社会在经验意

义上注定是少部分发挥主导作用ꎬ 大部分发挥跟从作用的形态ꎮ 或者换一句话说ꎬ 一个秩序化的社会

注定是一种金字塔型统治结构ꎬ 即便这种统治结构在意识形态层面宣称追求平等ꎮ
伴随着价值导入者魅力型人物的价值实现ꎬ 即日常化、 制度化、 理性化及官僚化ꎬ 就出现了这一

实现过程与 “魅力型” 之间的紧张关系ꎬ 从而出现了蒙森 “魅力型与合理化的历史二元性”ꎮ 蒙森

说: “可以发现ꎬ 作为极强精神性动力来源的魅力型人物的概念可用来描述更加全面的现象ꎮ 就其最

终诉求而言ꎬ 所有的文化发展都可以追踪到魅力型人物的爆发ꎮ 或者ꎬ 换句话说ꎬ 魅力型人物所创建

的是这样一种真实形式ꎬ 在这种形式中ꎬ 强势个体可以将其个人理想化为某一社会环境下的成果ꎮ”①

然而在魅力型人物的创造性力量与制度化、 客观化的文化生活下的个人之间出现了张力ꎮ 因为后

者只会适应如何遵从权力ꎬ 将自己变成毫无创造力的 “组织之人”ꎮ 两种人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基本的

历史的—哲学的背景ꎮ “两个主题犹如两条丝线: 这是坚持宗教的 ‘外在世界’ 的价值ꎬ 还是坚持其

‘内在世界’ 的影响的关系ꎬ 是创造性的人和技术之人的关系ꎬ 或者更简单地说ꎬ 是魅力型人物还是

官僚制的关系ꎮ”② “魅力型与合理化的历史二元性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主题ꎮ”③ 在这里ꎬ 蒙森将韦

伯的人格性与制度化的对峙ꎬ 或者说是魅力型与理性化的对峙之关系ꎬ 看做韦伯的一种新型的 “历
史—哲学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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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注意ꎬ 魅力型人物既可以是一种社会秩序的价值导入者与价值秩序的奠基者ꎬ 也可以是

一种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新的价值重新引入者、 新的价值秩序重新建立者ꎮ 面对着伴随官僚制而来的

日益锻造着的理性化牢笼ꎬ 晚年韦伯再次将打破制度桎梏的希望投向了现代 “政治家” 这样的魅力

型人物ꎮ 因此ꎬ 魅力型人物的革命性具有了一种历史性的意义ꎬ 它将成为理性化的 “路径依赖” 或

“路径锁入” (如果这种依赖与锁入终于桎梏了人的自由的话) 的永恒敌手ꎮ 人格性与制度化因而不

再是一种替代关系ꎬ 而成为一种永恒的对峙关系ꎮ
韦伯自己也惊诧于这样一种强大对峙及其内在转化ꎮ 我们先来看魅力型出现之初期的情况ꎮ 在这

个时期ꎬ 魅力型的激情注定要日常化、 惯习化与合理化: “任何卡里斯玛都走在这条路上: 从狂热

的、 感情性的、 无经济关怀的生活ꎬ 走向在物质生活的重压下慢慢窒息而死的道路———他存在的分分

秒秒都不断加速地向死亡前进”①ꎮ 韦伯的这段刻画ꎬ 精确地把握到了卡里斯玛的精神性和理想性特

征ꎬ 也异常准确地把握到了 “物质旨趣” 牵引下的人类对于精神旨趣或观念旨趣的亲手扼杀ꎮ 伴随

着这样一种从观念旨趣到物质旨趣的巨大转移ꎬ 近代以来的理性化与传统宗教生活方式的理性化在性

质上发生了巨大变化ꎮ
与写作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时期相对照ꎬ “宗教社会学” 时期的韦伯研究ꎬ 已经有了其

鲜明的 “禀赋差异” 观ꎮ 其早期的 “观念旨趣” 说ꎬ 在此时也有了更为具体的 “魅力型” 寄托ꎮ 如

果说ꎬ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时期的韦伯还有某种程度的纯理论抽象冲动的话ꎬ “宗教社会学”
时期的韦伯则更多地采纳了社会学的描述方法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此时韦伯的理论更具体化、 更现实化

了ꎮ 魅力型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开端和动力源泉ꎬ 是观念旨趣的价值肇始者ꎮ 此后ꎬ 人类生活方式的塑

造具有了更多的人为行动和人为互动的痕迹ꎮ 在最终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ꎬ 魅力型与理性化

之间的紧张开始凸显ꎮ
实际上ꎬ 复杂成熟时期的韦伯ꎬ 会认为上述两个层面的东西相互撕裂、 相互转化与相互对冲ꎮ 蒙

森用 “魅力型与合理化的历史二元性” 来表达韦伯这两个主题之间的关系ꎬ 较好地把握住了韦伯思

想中具有历史意义的这种对立ꎮ 在本文看来ꎬ 以合理化为特征的形式化是一种趋势ꎮ 但这并不是一种

不可逆性意义上的趋势ꎬ 而是魅力型正当性 “不稳定性” 特征所造成的趋势ꎬ 也是形式化的便捷性

与经济性特征所造成的趋势ꎮ 重要的问题还在于ꎬ 二元性是一种必然ꎮ 也就是说ꎬ 二者之间是一种对

峙并立关系ꎬ 一种相互对照而互有短长ꎬ 因而相互补充ꎬ 并内在地具有相互转化需求的关系ꎮ 其中任

何一种方式占据主导就必有得有赢ꎬ 但有得有赢的同时也就失去了点什么ꎮ 这是两种类型关系的典型

特征ꎮ
面对着官僚制的秩序化ꎬ 或者说面对着秩序化的形式化所造成的路径锁入ꎬ 蒙森曾经悲观地预言

道: “在魅力型与理性化的官僚制之间ꎬ 后者稳赢”②ꎮ 这也是韦伯对于官僚制时代因 “路径依赖”
而可能造成的个体自由丧失的疑虑ꎮ 不过蒙森也注意到ꎬ 一方面ꎬ 理性化伴随着不可抗拒的规训行

为ꎬ 这种行为日益遏制着魅力型人物的影响ꎻ 另一方面ꎬ 理性化也同时伴随着不可抗拒的个体分殊行

为ꎬ 这种行为日益生产着现代个体的自主性乃至自主意识ꎮ 蒙森的这样一种主张与福柯的思想有着相

当的一致性ꎮ 他们的理论都意识到ꎬ 现代理性化是围绕着权力对于人的支配的客观化来完成的ꎬ 而整

个社会则通过现代纪律的权力规训ꎬ 日益生产着为现代人所珍视的个体主义ꎮ 也就是说ꎬ 个体主义不

再是人的本真性回归ꎬ 不再是人的自我实现或自我设计ꎬ 它实际上反而是现代生活方式所创造出的结

果ꎮ 现代理性化生活造就了个人主义ꎮ 一种强大的理性化力量造就了一种同样强大的经验性个体ꎮ 理

论的形式化犹如飞去来器ꎬ 我们用力把它们抛出去ꎬ 它们有可能沿着同样的力量作用再次旋转回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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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韦伯的理论与蒙森、 福柯思想中体现出的这样一个主题加以结合ꎬ 我们甚至可以推论说ꎬ
维护个体自由乃是现代生活的内在要求ꎮ 越是理性化ꎬ 越是需要个体的独立ꎬ 需要个体以一种有意识

的自主行为者存在ꎮ① 在这样一种现代世界视野中ꎬ “职业政治家没有职业”ꎬ 从而造成没有理想的空

虚的机会主义者ꎬ 对于现代政治构成威胁ꎮ 因此ꎬ 在韦伯思想中ꎬ 民选式领袖民主制ꎬ 而非一人一票

的大众民主制ꎬ 才是现代民主的最成熟主张ꎮ “他 (韦伯) 认为ꎬ 这套体系ꎬ 可以允许民主选举控制

下的伟人———魅力型领袖人物———支配ꎬ 并尽可能地消除纯粹恺撒制的弊端ꎮ”②

因此ꎬ 晚年韦伯将克服官僚制的重任再次赋予魅力型人物ꎮ 在 «以政治为业» 中ꎬ 韦伯明确区

分了 “政治家” 与通常意义上的 “政客”ꎮ 在韦伯那里ꎬ “政治家” 是一个具有理想人格的人ꎬ 他具

有魅力型人物的典型特征ꎮ “政治家” 是以政治为 “志业” 之人ꎬ 而非以政治为饭碗职业之人ꎮ 政治

家具有超越性、 卓异性ꎬ 其 “志业” 带有显明的理想性与革命性ꎬ 因而具有社会引路人的禀赋特征ꎮ
因此ꎬ “从普遍的历史视角来看ꎬ 不是通过削弱人格权威以支持法治来赢得自由ꎬ 而是相反ꎬ 是要在

既定条件下尽可能地提升人格权威ꎬ 以确保政治领袖可以一直证明其价值ꎬ 防止其支配衰退成没有实

际价值的专横ꎮ 只有伟大政治家的支配才可以确保一个恒久可发展的社会ꎬ 防止 ‘自由’ 成为一句

无意义的空话”③ꎮ “韦伯的态度或许可以用这种极具悖谬性的话来加以概括: ‘通过最大限度的支配

来达到最大限度的自由ꎮ’ ”④

以上表明ꎬ 魅力型人物与理性化乃是一种对峙性关系ꎬ 而非一种进步论的替代关系ꎮ 面对着理性

化的形式化ꎬ 唯有具有人格性特征的魅力型人物才具有永久的革命性动力ꎮ 伴随着理性化的制度化自

有其利ꎬ 也自有其弊ꎮ 祛弊之道ꎬ 仍在魅力型人物ꎮ 因此ꎬ 正当性三种类型的理论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应该是这样的: “并不存在着主宰或支配类型的逻辑顺序ꎬ 更不存在这些类型的任何固定的循环ꎮ 正

如韦伯类型学所描画的那样ꎬ 历史过程或许可以更正确地被刻画为从一种支配性的魅力型ꎬ 经由传统

型ꎬ 降至生活的官僚制形态ꎬ 这一过程不断被打断ꎬ 被魅力型人物的进一步涌现导入新的阶段ꎮ 在这

一魅力型人物的 ‘涌现’ ———有时也可等同于 ‘魅力型革命’ ———中ꎬ 决定性的作用是由伟人、 ‘先
知’ꎬ 或 ‘领袖’ 扮演的ꎮ”⑤ 本文支持蒙森的这样一种主张ꎬ 并致力于深化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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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与生命政治学的路径差异

蓝　 江

(南京大学 哲学系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要: 从福柯、 阿甘本、 埃斯波西托等人开始的生命政治学ꎬ 尽管没有直接指向罗尔斯、 哈贝马斯等

人ꎬ 但是他们的理论主张的确挑战了传统的政治哲学ꎬ 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支配性地位ꎮ 对于正

义观念ꎬ 在传统政治哲学中ꎬ 是在不同既定身份的个体之间所实施的安排ꎬ 但是ꎬ 按照阿甘本的说法ꎬ 在

特定的例外状态下ꎬ 原先个体的身份会遭到悬置ꎬ 原先具有权利的个体变成了身份之空ꎬ 也意味着成为生

命政治学意义上的赤裸生命ꎮ 这样ꎬ 赤裸生命的生命政治学逐渐开始挑战基于政治身份的政治哲学ꎬ 相对

于常规状态下的政治哲学ꎬ 生命政治学在例外状态下悬置了政治身份ꎬ 让至高权力直接面对人们的理性生

命ꎮ 这样ꎬ 赤裸生命和至高权力成为自然状态和常规状态之间的灰色之槛ꎬ 成为我们理解例外状态下生命

政治学的一把钥匙ꎮ
关键词: 身份ꎻ 生命ꎻ 政治哲学ꎻ 生命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 Ｂ５１ꎻ Ｂ５０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０２０－０８

自 １９７０年代以来ꎬ 以罗尔斯、 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政

治秩序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ꎬ 他们从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等角度ꎬ 利用分析的研究方法ꎬ 架构了

以抽象个体之间的沟通、 交往和协商的政治哲学基础ꎬ 其根基ꎬ 实际上来源于更早的霍布斯和洛克的

自由主义传统ꎬ 并在社会契约论的模式上ꎬ 成为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范式ꎮ 然而ꎬ 新近的意

大利思想家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等人ꎬ 承袭了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福柯提出的生命政治学的主张ꎬ 开始对

于罗尔斯一系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进行反思ꎬ 尽管他们的著作并没有明确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罗尔

斯等人ꎬ 但是他们在新的基础上ꎬ 重新奠基了对政治的思考ꎬ 这就是作为纯粹生命概念的政治ꎬ 即生

命政治学ꎮ 要理解阿甘本等人的生命政治学与传统政治哲学ꎬ 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区别ꎬ 就

必须要从罗尔斯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 «正义论» 开始ꎬ 逐步地探索其中的奥秘ꎮ

一、 身份之空: 传统政治哲学上的裂痕

　 　 在 «正义论» 的修订版中ꎬ 罗尔斯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他创作 «正义论» 的基本思路ꎮ 在他的

«正义论» 之前ꎬ 支配着西方社会的主流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是功利主义ꎮ 在罗尔斯看来ꎬ 这种基于功

利算计和推理的功利主义ꎬ 将会把现代民主制带向歧途ꎬ 所以ꎬ 罗尔斯认为ꎬ 可以从康德的道义论和

现代契约论来重新为现代民主政治找到一个适当的理论基础ꎬ 他指出: “我想建立一种正义观ꎬ 它能

提供对功利主义的合理和系统的地带———而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功利主义长期以来都支配着盎格鲁－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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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逊的政治思想传统ꎮ 想要寻找这样一种替代的主要理由ꎬ 是我认为功利主义能够对作为自由与平等

的个人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ꎬ 而这对一种民主制度的诠解来说是绝对首要

的要求ꎮ 我通过作为一种处理方式的 ‘原初状态’ 的观念ꎬ 采用了社会契约论的一种较一般和抽象

的形式ꎮ 对基本权利和自由及其优先性的令人信服的解释ꎬ 是 ‘公平的正义’ 的首要目标ꎮ”①

对于罗尔斯这段文字ꎬ 可以重点关注的是ꎬ 为什么政治哲学必须建立在自由权利的基础之上? 罗

尔斯的目的并不是对现实的西方社会ꎬ 尤其是现代民主政治进行经验式的分析ꎬ 相反ꎬ 他试图为这种

自由而民主的社会提供一种可靠的政治哲学根基ꎬ 避免将这种根基建立在不稳定且带有理性算计的功

利主义之上ꎬ 这种功利主义伦理学ꎬ 由于考量的是得失和计算ꎬ 或许在某个具体情形中ꎬ 会以某种特

殊性为前提ꎬ 牺牲掉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文自由主义的遗产ꎮ 因此ꎬ 需要将自由主义政治

秩序奠定在更具有普遍性ꎬ 也更稳定的基础上ꎮ 换言之ꎬ 罗尔斯看到ꎬ 在现代民主政治ꎬ 尤其是在凯

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动下ꎬ 或许会有让自由主义理想倾覆的危险ꎬ 因此ꎬ 他必须以此为己任ꎬ 将自由

主义和民主社会重新奠定在最根本的启蒙观念———自由———之上ꎬ 也让政治哲学回归最原初的理论传

统ꎬ 即社会契约论的怀抱ꎮ
不过ꎬ 在传统自由主义的理论工具之外ꎬ 罗尔斯设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理论假设ꎮ 这就是上面这

段话中提到的 “原初状态”ꎮ 原初状态不同于霍布斯、 洛克和卢梭等人的自然状态的假设ꎬ 因为原初

状态不是一种时间上的回溯ꎬ 而是一种理论上设定的状态ꎬ 是尚未达成契约的状态ꎬ 这个状态纯粹是

为了理论上论证的方便ꎬ 而不需要与事实上的原初联系起来ꎮ 这样ꎬ 我们只需要将罗尔斯的 “原初

状态” 视为一种逻辑推理的起点即可ꎮ 不过ꎬ 在这个 “原初状态” 下ꎬ 要达成契约是有条件的ꎬ 也

就是说ꎬ 在 “原初状态”ꎬ 每一个体都具有一个特定的身份事实ꎮ 问题在于ꎬ 在霍布斯等古典自由主

义那里ꎬ 这种身份事实会直接在达成契约时做功利主义计算ꎬ 因为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身份事实出

发ꎬ 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规则约定ꎬ 从而便于达成契约ꎬ 立定法律之后ꎬ 让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化ꎮ 显

然ꎬ 这样订立的契约ꎬ 要么会因为个人过于替自己盘算ꎬ 而导致契约无法达成一致ꎻ 要么需要依赖于

一定的权力来强制达成约定ꎬ 而导致立契产生的规则有可能是不公平的ꎮ 由此可见ꎬ 罗尔斯已经深刻

地意识到ꎬ 每一个人的事实身份实际上对订立 “公平而正义” 的契约会是一个障碍ꎬ 而契约的订立

过程会无限制地变成在各种身份事实下进行功利主义算计的博弈过程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ꎬ 罗尔斯进一步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无知之幕ꎮ 因为只要人们认识到自己

的事实身份和心理状态以及对应的社会背景ꎬ 就会阻碍具有普遍性的契约的达成ꎬ 从而变成局限于特

殊事实和身份的仅仅适用于具体境况的特殊契约ꎬ 而无法成为普遍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础ꎮ 所以ꎬ 罗

尔斯指出: “因此ꎬ 我们假定各方不知道某些特殊事实ꎮ 首先ꎬ 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ꎬ 他的

阶级出身或社会地位ꎬ 他也不知道他的天生资质和自然能力的程度ꎬ 不知道他的理智和力量水平等情

形ꎮ 其次ꎬ 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自己的善观念ꎬ 他的合理生活计划的特殊性ꎬ 甚至不知道他的心理特

征ꎬ 像是否讨厌冒险ꎬ 是倾向乐观还是悲观的气质ꎮ 再次ꎬ 我假定各方不知道他们的社会的特殊环

境ꎬ 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ꎬ 或者它能达到的文明和文化水平ꎮ”②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设定ꎬ 也就是说ꎬ 在订立契约的时候ꎬ 必须假定悬置所有事实身份ꎬ 这些身

份信息包括阶级、 性别、 种族、 社会地位ꎬ 也包括心理状态、 气质和人格ꎬ 甚至也悬置了具体的社会

背景ꎮ 罗尔斯这样做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ꎬ 因为只有在没有受到特殊的事实信息的影响下ꎬ 才能基于

一种普遍性的判断来订立契约ꎮ 罗尔斯进一步提出了 “最大最小值原则”ꎬ 这个原则的定义是: “我
们要按可选项的最坏结果来对它们进行排序ꎬ 然后我们将采用这样一个可选项ꎬ 它的最坏结果优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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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象的最坏结果”①ꎮ 最大最小值原则ꎬ 就是为了保障一旦撤开了无知之幕ꎬ 即便是拿到最不利的

事实身份和社会状态的人ꎬ 也不至于在规则下无法生存ꎬ 对于他的社会生活状态的保障ꎬ 就是 “最
大最小值原则”ꎮ

在罗尔斯之后的很多政治哲学研究中ꎬ 更关注的是程序正义的具体设定ꎬ 如奥金提出的女性在家

庭内部的公平ꎬ 金里卡提出的少数族群的公平问题ꎬ 其实ꎬ 仍然是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进行考察ꎬ 这些

批评意见ꎬ 与其说是对罗尔斯的批判ꎬ 不如说是对罗尔斯政治哲学基本框架的补充ꎬ 也就是说ꎬ 罗尔

斯的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成为了一种实践性的政治哲学ꎬ 他们更关注实际订立的规则如何能更为公

平的道义论问题ꎮ
但是罗尔斯正义论的架构ꎬ 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缝隙ꎮ 公平游戏规则的订立ꎬ 还有一个前提ꎬ 我们

可以称之为政治哲学的认识论前提ꎬ 即在我们订立契约之前ꎬ 我们必须对社会中存在哪些具体的事实

身份或人格特征ꎬ 以及社会状态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认识ꎬ 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认识ꎬ 我们才能在游戏之

前判断ꎬ 对哪种事实身份更不利ꎬ 从而在订立规则时来矫正这种不利局面ꎬ 让契约变得更为公平ꎮ 现

实的政治社会充满复杂性ꎮ 在现实的政治变化中ꎬ 是否会出现一种存在物ꎬ 超越了无知之幕下订立契

约各方确定认知的身份? 也就是说ꎬ 在无知之幕下ꎬ 虽然悬置了各个个体的具体事实身份ꎬ 但是否在

历史发展中ꎬ 在政治社会的演化中ꎬ 出现一种在无知之幕下无法想到的存在ꎬ 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

我们所有的对既定身份的确定认识ꎬ 我们可以称之为 “身份之空” (ｖｏｉｄ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这种身份不能

还原为社会中既定的身份集合ꎬ 如中产阶级、 女性、 同性恋、 西班牙裔、 华人、 无证移民等等ꎬ 在一

定程度上ꎬ 它就是一个空集⌀ꎬ 作为空集ꎬ 它摆脱了认识上的任何可能ꎬ 也无法将它还原为具体的身

份来处理ꎮ 这个空的存在ꎬ 带来的政治哲学问题是ꎬ 由于⌀在认识论上无法被认识ꎬ 所以在无知之幕

下不可能被订立契约的各方想到ꎬ 更不可能从⌀的身份上来设身处地地思考这种根本没有被认识到的

身份的正当权利ꎬ 所以罗尔斯设定的 “最大最小值原则” 并不适用于空ꎬ 这样ꎬ 最后订立的契约无

法保障在政治社会的后续变化中出现的无法被化约为具体身份的⌀ꎬ 不能够享有无知之幕下订立契约

的公平性ꎮ 当然ꎬ 身份之空的假设ꎬ 仅仅只是从纯粹逻辑上的推理ꎬ 但是ꎬ 这种推理是可能在具体的

政治社会中变成现实的ꎬ 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重建一个罗尔斯式的政治框架ꎬ 将身份之空重新纳入

政治哲学的考量当中ꎬ 因为一旦纳入了一种无法被传统身份消化的身份之空 (如 １９ 世纪社会中的同

性恋)ꎬ 它会迅速变成新的身份ꎬ 从而可以在政治社会中找到对应位置ꎬ 但即便如此ꎬ 某种具体的身

份之空 (同性恋) 被纳入规则之下ꎬ 获得了实体化的身份ꎬ 并不会妨碍政治社会的演变产生新的身

份之空ꎮ 关键是ꎬ 有些身份之空 (女性、 黑人、 同性恋) 很容易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身份ꎬ 而有些身

份之空无法转化为可以被既定框架所容纳的身份ꎮ 所以ꎬ 政治哲学无法不断地将身份之空转化为具体

身份ꎬ 来加以政治哲学的操作ꎬ 这是一个非常费力不讨好的工作ꎮ 要思考这个问题ꎬ 必须将身份之空

的问题带向另一个领域: 生命政治学ꎮ

二、 被承认的身份与不被承认的生命

　 　 ２００３年ꎬ 德里达出版了一本书ꎬ 标题叫做 Ｖｏｙｏｕｓꎮ 从字面来看ꎬ ｖｏｙｏｕｓ 可以翻译为 “无赖” 或

“流氓”ꎮ 不过ꎬ 一旦细读起来ꎬ 便可以从中读出 ｖｏｙｏｕｓ 一词更深刻的含义ꎮ 例如ꎬ 该书的第六章的

标题是 ｌｅ ｖｏｙｏｕ ｑｕｅ ｊｅ ｓｕｉｓꎬ 直接翻译是 “我就是那个无赖”ꎮ 但是ꎬ 我们知道德里达不是无赖ꎬ 那

么ꎬ 对于法语词 ｖｏｙｏｕꎬ 我们需要从词源学来重新解读ꎮ Ｖｏｙｏｕ来源于拉丁语 ｖｉａꎬ 在拉丁语中ꎬ ｖｉａ的
意思是道路ꎮ 不过ꎬ 如果熟悉拉丁语或者古希腊语ꎬ 拉丁语的 ｖｉａ 和古希腊语的 ο ï μο ꎬ 实际上与家

庭 (οï κο ) 和城邦 (πλι ) 相对立ꎬ 它代表着那些不归属于任何家、 任何城邦ꎬ 只能在道路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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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的人ꎮ 德里达的这本书的英文版在翻译的时候ꎬ 英译者有意识地将 ｖｏｙｏｕ 翻译为 ｒｏｇｕｅꎬ ｒｏｇｕｅ 既保

留了法语通俗意义上的无赖含义ꎬ 也具有流浪者的含义ꎬ 且后者更接近于德里达使用 ｖｏｙｏｕ 一词的初

衷ꎮ 所以ꎬ 所谓的 ｖｏｙｏｕꎬ 就是离群的野兽ꎬ 一个孤独流浪的个体ꎬ 他没有家园ꎬ 没有故土ꎬ 没有城

邦ꎬ 没有祖国ꎬ 甚至连怜悯他的人都没有ꎬ 他只是孤独地在道路 (ｖｉａ 或 ο ï μο ) 上流浪ꎬ 因此第六

章的标题更确切的翻译是: “我就是那个流浪者”ꎮ 德里达说: “流浪者ꎬ 永远是一个他者ꎬ 他总是被

思想纯良的资产阶级ꎬ 被道德或法律秩序的代言人们所指责ꎮ”①
在道路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ꎬ 一个无赖ꎬ 或者就是身份之空的最佳形象ꎬ 他们曾经是黑奴ꎬ 曾经

是背井离乡的外省人ꎬ 曾经是被关进纳粹集中营里的囚徒ꎬ 曾经是冒着生命危险跨越地中海或大西

洋ꎬ 来到欧美谋得逼仄生存空间的非法移民ꎮ 无论如何ꎬ 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ꎬ 没有一个家园、 城

市、 市民社会、 国家可以直接用来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ꎬ 他们就是身份上的空ꎬ 一个没有办法归类的

集合ꎬ 他们的命运就是在不同的家园、 城市、 社会、 国家之间的道路上流浪ꎮ
相反ꎬ 在政治哲学那里ꎬ 所有商谈伦理和政治协商的前提是ꎬ 参与协商的个体需要具备一个比较

确定的政治身份ꎮ 尽管他们相对于白种盎格鲁－撒克逊男性的地位处于劣势ꎬ 但是黑人、 华裔或是女

性、 工人也能在资本主义的政治舞台上出场ꎬ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ꎬ 他们已经被某种程序转化为具有特

定内涵的身份ꎬ 他们只能在这个身份下来主张自己的政治权利ꎬ 参与政治的协商ꎮ 所以ꎬ 在传统的政

治哲学中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ꎬ 尽管不一定谋求最公平的正义 (这个是协商政治的结果)ꎬ 但是

他们追求相互承认ꎬ 在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霍耐特那里ꎬ 这种相互承认意味着: “一定会把国家伦理

领域理解为一种主体间性关系ꎬ 社会成员恰恰是在相互承认独特性的程度上认为自己将要彼此和解ꎬ
每一个人对于他者的生活历史的独特性的尊重构成了一个社会共有风俗的习性基础ꎮ”② 这种主体间

的相互承认意味着ꎬ 在公共政治领域ꎬ 需要将一定的身份承认为具有权利的主体ꎬ 并允许这个主体平

等地参加政治协商ꎬ 达成共识ꎮ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ꎬ 承认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先将某种存在物认识 (ｃｏｇｎｉｚｅ) 为一

个具有身份的个体ꎬ 即在认识论上ꎬ 让该存在物实现个体化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ꎮ 个体化是法国社会学家

和传播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Ｔａｒｄｅ) 和科学哲学家吉尔贝西蒙东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Ｓｉｍｏｎｄｏｎ)
所开创的概念ꎮ 在一般意义上ꎬ 它指的是在一个未差分 (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的环境中ꎬ 借助于某种工具ꎬ
可以将某个个体从环境中独立出来ꎬ 看成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个体ꎬ 否则ꎬ 它将无法从周围的未差分

的环境中分离出来ꎮ 法国哲学家巴迪欧从数学上说明了个体化的原理ꎬ 在个体化之前ꎬ 是一个无差分

的环境ꎬ 我们在这个环境中无法将此与彼区别开来ꎬ 更不可能在不同个体之间做比较ꎬ 分出孰优孰

劣ꎮ 如果要将个体区别开来ꎬ 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函数ꎬ 让符合这个函数的个体表现出与未差分环境的

区别ꎬ 从而独立为一个个体ꎬ 这就是集合的分类公理ꎮ 巴迪欧说: “分类公理并不实存ꎬ 因为它不过

是在某个已经设定了其呈现的多元形式中ꎬ 从业已—在那里 (ｄéｊà－ｌà) 的东西中推导出一个实存之

物来ꎮ”③ 也就是说ꎬ 对于个体化的原理来说ꎬ 最重要的不是个体本身ꎬ 而是能够将个体与周围的未

差分的环境区别开来的函数或属性ꎬ 个体需要被这个函数或属性认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为一个个体ꎬ 这个

被认识承认的个体才是整个政治哲学得以成立的基础ꎮ
因此ꎬ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ꎬ 所有个体都是天赋人权ꎬ 自然而然地具有了个体的形式ꎮ 在古典

自由主义那里ꎬ 黑人、 女人和印第安人实际上没有被看成具有合法资格的个体ꎮ 在那个时期ꎬ 甚至出

现了颅相学 (ｐｈｒｅｎｏｌｏｇｙ) 这样的学科ꎬ 通过颅骨的测量ꎬ 判定黑人更接近于黑猩猩ꎬ 而不是人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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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为理由拒绝赋予他们与白人一样的政治权利ꎮ① 在今天则出现了与颅相学相反的趋势ꎬ 许多爱

护动物的组织ꎬ 提出应该赋予猫、 狗、 兔子这样的动物和人类一样的政治权利ꎮ 当然ꎬ 当我们赋予猫

狗这样的动物政治权利时ꎬ 并不是说猫狗是所有动物的政治代表ꎬ 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赋予蚊子、 蟑

螂和血吸虫以同等的政治权利ꎬ 蚊子和血吸虫当然也是动物ꎬ 为什么它们不能和猫、 狗、 兔子一样进

入到政治哲学的考量之中? 这是因为宠物豢养的机制ꎬ 已经让我们可以将猫、 狗等宠物类以及与之相

似的物种个体化为一种主体ꎬ 并承认它们具有的特定权利ꎬ 这是蚊子、 蟑螂和血吸虫不可能获得的

权利ꎮ
这样ꎬ 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生命概念: (１) 一种是被既定的函数和属性所认识和承认的

个体ꎬ 它具有政治哲学上的属性ꎬ 并被建构为可以参与政治行为的主体ꎮ 在一定程度上ꎬ 这种属性不

是自然赋予的ꎬ 而是通过一个后天性的函数或属性架构出来的ꎬ 并在这个函数和属性架构下运行ꎮ 相

反ꎬ 一旦脱离了这个函数或属性的架构ꎬ 这种生命的个体便不复存在ꎬ 直接让位于另一种生命ꎮ (２)
另一种生命就是被颅相学所测量的黑人以及不被我们认识和感知的蚊子、 血吸虫、 螨虫生命ꎮ 它们没

有进入也没有必要进入政治哲学的讨论当中ꎬ 它们在一种纯粹生物学意义上或者纯粹营养性生命

(亚里士多德) 的意义上存在着ꎬ 在政治哲学的场域中ꎬ 它们相当于不存在ꎮ
在 «神圣人: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中ꎬ 阿甘本坚持使用亚里士多德在 «政治学» 中对人的划

分标准ꎬ 即作为带有政治生活的 ｂｉｏｓ与纯粹动物性生命的 ｚｏē 之间的区别ꎮ 阿甘本说: “希腊人没有

一个单独的词语ꎬ 能表达我们所说的 ‘生命’ 一词之意义ꎮ 他们用了两个词ꎮ 尽管这两个词可以追

溯到一个共同的词源学根源ꎬ 但它们在语义学和字形学上截然不同: ｚｏē (近似于汉语的 ‘生命’ )
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 (诸种动物 、 人或神) 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 ‘活着’ꎬ ｂｉｏｓ (近似于汉

语 ‘生活’ 义) 则指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ꎮ”② 阿甘本这种对生命区分的意

义在于ꎬ 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具有 ｂｉｏｓ和 ｚｏē两个身份ꎬ 但是在政治哲学的框架下ꎬ 我们主要是以

ｂｉｏｓ的形式参与政治活动ꎬ 并具有政治权利ꎬ 换句话说ꎬ 唯有当我们获得了一定的 ｂｉｏｓ或政治上的身

份得到承认时ꎬ 我们的政治行为才是有效的ꎮ 在一些动物保护组织那里ꎬ 猫与狗之所以能参与和人之

间的交流ꎬ 恰恰是因为一些组织和思想家认为它们具有 ｂｉｏｓꎬ 那么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主张的主体间的

交流ꎬ 可以在阿甘本这里转译为具有 ｂｉｏｓ身份之间的交流ꎮ
这里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结果ꎬ 如果从 ｂｉｏｓ 的角度而言ꎬ 甲与乙之间的交流是主体间的ꎬ 因为甲

与乙互相承认他们彼此间的政治身份ꎬ 从而互相将对方主体化ꎬ 可以进行合法的政治沟通ꎮ 但是在甲

与乙的沟通过程中ꎬ 根本不存在其他的生命体ꎬ 比如当甲与乙握手的时候ꎬ 他们二人的手上都有无数

的细菌和微生物ꎬ 这些细菌与微生物当然具有生命ꎬ 但是我们在进行政治哲学的考量时ꎬ 只会从甲与

乙和二元关系来考量ꎬ 不会关注他们各自手上的微生物的生命存在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甲与乙的握手行

为ꎬ 仅仅是一种在这个环境下的具有 ｂｉｏｓ身份的主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ꎮ
如果甲与乙握手的故事发生在另一种情况下ꎬ 情况会发生一个突变ꎮ 甲与乙都意识到ꎬ 存在着某

种病毒ꎬ 成为了他们之间交往的他者ꎬ 而这个他者并没有获得身份上的承认ꎬ 尽管病毒也是生物学意

义上的生命体ꎮ 病毒或其他细菌直接影响到甲与乙的沟通ꎬ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ꎬ 甲与乙突然发现他

们不是纯粹作为一个具有 ｂｉｏｓ 的主体身份参与ꎬ 他们意识到了病毒或其他微生物也是纯粹生命的

事实ꎮ
于是ꎬ 我们得出两种不同的政治思考方式ꎮ 在常规状态下ꎬ 政治哲学的思考只需要考察 ｂｉｏｓꎬ 它

赋予了生命体以身份、 权利ꎬ 让生命体可以进入政治场域之中ꎬ 进行对话、 交流和协商ꎬ 可以就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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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议题达成约定ꎮ 这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讨论的范围ꎮ 但是在新冠疫情之类的例外状态下ꎬ
对 ｚｏē的考察会优先于 ｂｉｏｓ的考察ꎬ 在 ｚｏē考察中ꎬ 首先思考的不是具有政治权利的 ｂｉｏｓ 或身份ꎬ 而

是一切生命的可能ꎬ 包括那些没有被认知为 ｂｉｏｓ的生命ꎮ 在 １８ 世纪ꎬ 法国巴黎就在爆发危机的时候

将所谓的外省人驱逐回去ꎬ 因为在巴黎ꎬ 外省人没有 ｂｉｏｓ 的身份ꎮ 在拿破仑三世时期ꎬ 奥斯曼对巴

黎城进行改造ꎬ 这时被驱赶的对象不再是外省人ꎬ 而是那些来自于西班牙、 葡萄牙和北非的移民ꎮ 为

什么会驱逐他们ꎬ 因为他们是巴黎城中不正当的人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ꎮ 对此ꎬ 阿甘本在 «即将来临的共

同体» 一书中曾指出: “只要有身份的人 (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与善良之人在人们那里具有独立的地位

(占有一个位置)ꎬ 那么大地上的生命会变得无限美好 (我们仍然认识那些具有身份地位的人)ꎬ 不

过ꎬ 对于那些没有任何归属的不正当的人ꎬ 根本没有任何占有地位的可能性ꎬ 因为对身份的肯定ꎬ 实

际上会将没有身份的人排除出去ꎬ 道德在这些没有身份的人面前筑好围墙ꎮ 越追求善ꎬ 意味着恶会进

一步加深ꎬ 天堂的城墙垒得越高ꎬ 地狱的深渊会更加万劫不复ꎮ”① 在这种情况下ꎬ 政治哲学的思考

让位于生命政治的思考ꎬ 生命政治也意味着政治权力直接作用于生物性生命 ｚｏē 之上ꎮ 因此ꎬ 阿甘本

以非常灰色的色调写道: “将生命的政治学变成生命政治学时ꎬ 通过进步的一般化过程以及对植物性

生命 (现在植物性生命与国家的生物学遗产相一致) 的重新界定ꎬ 国家将执行这一新的使命”②ꎮ

三、 灰色之槛: 例外状态下的生命政治

　 　 我们的身体是双重的ꎬ 生命也是双重的ꎮ 阿甘本告诉我们ꎬ “身体是一个双面性的存在ꎬ 既是向

至高权力屈服的载体ꎬ 又是各种个人自由的载体”③ꎮ 在具有政治权利ꎬ 能够被共同体和国家所保障

的 ｂｉｏｓ和纯粹生物性的 ｚｏē的区分基础上ꎬ 我们可以来理解阿甘本的赤裸生命的概念ꎮ 赤裸生命与纯

粹生物性的 ｚｏē有关ꎬ 但是它并不是 ｚｏēꎬ 因为我们的生命并不会变成植物或动物式生命ꎬ 而仅仅只

是降低到生物性生命的层次ꎮ 如果我们将 ｂｉｏｓ 理解为我们进入政治场域的外衣ꎬ 那么我们以各种身

份参与政治讨论ꎬ 实际上是披着 ｂｉｏｓ 外衣进入的ꎮ 相反ꎬ 在某种特定的状态下ꎬ 这种保护性外衣不

复存在ꎬ 我们生命也就变成了赤裸生命ꎮ 于是ꎬ 赤裸生命变成了具有政治身份和权利的 ｂｉｏｓ 和纯粹

动物性 ｚｏē的中间状态ꎬ 阿甘本将这个中间状态称为槛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ꎮ 槛有一个特征ꎬ 这就好比门槛ꎬ
这道门槛将屋里和屋外区分得清清楚楚ꎬ 在屋子的里和外都有明确的规则ꎬ 所有的规则都有一个被遗

漏的地方ꎬ 就是这道门槛本身ꎬ 这道门槛既不在屋内ꎬ 也不屋外ꎬ 它处在一个非内非外的模糊区域ꎬ
让内外之分的基本规则在门槛上都被悬置了ꎮ 同样ꎬ 在赤裸生命中ꎬ 人的政治权利的外衣 ｂｉｏｓ 被剥

除ꎬ 他被排除在人类正常法度之外ꎬ 但这种被剥除了 ｂｉｏｓ 的生命并不是动物性生命ꎬ 而是具有人类

外表的赤裸生命ꎬ 我们不能将用之于动物和植物的法则用于赤裸生命之上ꎮ 于是ꎬ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

生活与生理性生命的二元区分ꎬ 被阿甘本改造成了三元区分ꎬ 即政治生活—赤裸生命—纯粹生理性生

命ꎮ 赤裸生命处于政治生活和生理性生命之间的灰色之槛上ꎬ 阿甘本说: “我们所得到的既不是动物

生命ꎬ 也不是一个人类生命ꎬ 而是一个仅仅与自身分裂、 被自身排斥的生命———一个赤裸生命”④ꎬ
它代表着一种包含性的排斥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ꎬ 一方面被排斥在正常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权利之外ꎬ
不具有政治身份ꎬ 甚至无法参与政治交往和分配ꎻ 另一方面ꎬ 它仍然受到权力的支配ꎬ 并不是像动物

性生命一样ꎬ 不被政治权力所介入和干预ꎮ
在例外状态下ꎬ 我们可以看到最典型的赤裸生命ꎮ 在正常的政治哲学讨论中ꎬ 各种身份都会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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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政治性权利来进行协商ꎬ 而公平的正义ꎬ 就是在这些不同的具有 ｂｉｏｓ 的身份之间进行各种善

的分配ꎮ 比如说ꎬ 在办公室里ꎬ 一名女性遭到性侵ꎬ 她可以发动一场＃ｍｅ ｔｏｏ 运动ꎬ 来抗争办公室领

域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ꎮ 但是ꎬ 在特定的例外状态下ꎬ 情况会发生转变ꎮ 例如ꎬ 在历史上各种传染病

的蔓延中ꎬ 之前关于种族、 阶层、 性别等方面的区分ꎬ 在疫病传染的例外状态面前已经变得不再重

要ꎮ 按照阿甘本的说法ꎬ 在例外状态下ꎬ 没有人是特殊的ꎬ 因为例外状态的至高权力剥除了所有人的

ｂｉｏｓ外衣ꎬ 将具有身份的个体重新变成了赤裸生命ꎮ 这样ꎬ 在例外状态下ꎬ 所有的区分让位于一个更

为根本的区分ꎬ 即至高权力和赤裸生命的区分ꎮ 这样的区分方式和意义ꎬ 对于所有人都是十分容易理

解的ꎬ 为了保障整体的安全ꎬ 任何的特定身份和权利在这里都被悬置了ꎬ 甚至某些基本权利被临时限

制ꎬ 而这种对权利的限制ꎬ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是必要的ꎬ 正如法国思想家让－吕克南希曾提到ꎬ 为

了让更多人保住生物性的生命ꎬ 他们必须忍耐权利的限制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例外状态下的生命已经被

赤裸生命化ꎬ 他们的 ｂｉｏｓ在一定程度上被褫夺ꎮ 所以ꎬ 在例外状态下ꎬ 无论什么身份、 性别、 阶层、
种族、 国籍ꎬ 只有一个法则ꎬ 那里只有至高权力以及被至高权力所作用的赤裸生命ꎮ

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霍布斯会在 «利维坦» 封面上的城池里画上两个医生ꎮ① 这两个医生并

不在由普通人通过契约构成的利维坦的身体上ꎬ 而是在地面上的城池里ꎬ 在这个城池中ꎬ 除了医生之

外ꎬ 还有数个正在操练的士兵ꎮ 这个城池通过围墙将空间与自然世界区隔开来ꎬ 这个区隔意味着ꎬ 城

池不属于自然状态ꎬ 不属于一切人对于一切人的战争状态ꎬ 它是一种秩序的产物ꎬ 不过ꎬ 这种秩序与

一般人通过立定契约产生的共同体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下的政治权利有着根本的区别ꎬ 换言之ꎬ 士兵和

医生在平常状态下并不出现ꎬ 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只能看到利维坦的身体ꎬ 即共同体的运作ꎮ 但是一旦

发生例外事件ꎬ 如战争和瘟疫ꎬ 士兵和医生就会在城池中突显出来ꎬ 成为例外状态下直接作用于人们

生命的权力ꎬ 即一种作用于人们赤裸生命的至高权力ꎮ
这样ꎬ 我们可以理解ꎬ 霍布斯在契约订立的利维坦和自然状态之间设定了一个中间状态ꎬ 这个状

态旨在保证共同体不会重新堕入自然状态之中ꎮ 在正常状态下ꎬ 由于契约的限定ꎬ 主权者不能恣意侵

犯臣民被赋予的权利ꎮ 但是ꎬ 在例外状态下ꎬ 出于共同体的安全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施特殊状态下

的权力ꎬ 这个权力就是战争时对外的军事和武力的权力ꎬ 以及瘟疫时对内治理的医生的权力ꎮ 在

«利维坦» 中ꎬ 医生更多是一种隐喻ꎬ 代表着一旦出现了让共同体致弱的因素ꎬ 可以采取一种强制性

的手段ꎬ 来保障利维坦的安全ꎬ 霍布斯称之为 “保障和平与国家防卫所必需的权力”②ꎬ 为了让辛辛

苦苦建立起来的利维坦不至于解体ꎬ 主权者就必须持有这种权力ꎮ 所以ꎬ 霍布斯的国家学说实际上包

含了两个部分: 其一ꎬ 日常状态下的政治哲学ꎬ 这种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契约订立时所保障的主权者与

臣民之间的权利关系ꎬ 在通常情况下ꎬ 主权者并不会直接作用于臣民ꎬ 并保障臣民或公民享有一定的

权利和自由ꎬ 而各种善的分配ꎬ 各种政治决定都是在政治哲学的框架下运作的ꎻ 其二ꎬ 一旦出现了战

争和瘟疫的例外状态ꎬ 日常意义上的权力便让位于至高权力ꎬ 在至高权力的作用下ꎬ 生命被彻底的政

治化ꎬ 政治所关注的对象不再是具有政治身份和权利的个体ꎬ 其论证的基础也不再是个体的自由和权

利保障ꎬ 而是一种更高阶的理由ꎬ 即共同体的安全或国家的安全ꎬ 这就是福柯意义上的国家理由

(ｒａｉｓｏｎ ｄ̓ｔａｔ)ꎮ 福柯说: “因此治理理性将国家作为解读现实的原则ꎬ 作为目标和命令那样安置ꎮ 国

家指挥着治理理性ꎬ 让人们根据需要ꎬ 理性地治理ꎬ 国家相对于现实的可理解性的作用ꎬ 让治理成为

理性的和必需的ꎮ 理性地治理ꎬ 是因为有一个国家ꎬ 也是为了有一个国家ꎮ”③

也就是说ꎬ 在例外状态下ꎬ 政治的目标发生位移ꎬ 从正常状态的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转向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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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ꎬ 因为如果国家不存在了ꎬ 个人在订立契约基础上的权利和自由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ꎮ 所以ꎬ
例外状态将权力变成了至高权力ꎬ 这样ꎬ 相对于政治生活—赤裸生命—纯粹生理性生命的三元关系ꎬ
我们也可以将政治分成两种状态: (１) 常规状态下的政治哲学ꎮ 政治哲学以带有身份ꎬ 被契约所保

障的自由权利为基础ꎬ 在身份和政治权利的基础上实现正义的制度ꎬ 实现公平的分配ꎻ (２) 例外状

态下的生命政治学ꎮ 在例外状态下ꎬ 为了保障国家和共同体的安全ꎬ 政治生命的 ｂｉｏｓ 被暂时悬置ꎬ
常规状态下的普遍性的政治权力让位于至高权力ꎬ 并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赤裸生命ꎬ 这是生命政治学的

开端ꎬ 也就是说ꎬ 在生命政治学上ꎬ 所有个体的质性差别被抹除ꎬ 被转化为人口统计学式的生命ꎮ
可以这样理解ꎬ 例外状态下的生命政治学ꎬ 恰恰是为了保障常规状态下的政治哲学ꎬ 不会因为战争

和疫情等特定事件的冲击ꎬ 沦落到无序性的自然状态ꎮ 于是ꎬ 在这个前提下ꎬ 例外状态下的生命政治学

是常规政治秩序和自然状态之间的一道灰色之槛ꎬ 在一定程度上ꎬ 它悬置了普遍的法律和身份ꎬ 将至高

权力作用于赤裸生命ꎮ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 阿甘本指出: “这暗示着ꎬ 关于赤裸生命的至高决断从严

格政治性的动机与领域而被转移到一个更为含混的地带ꎬ 在那里ꎬ 医生与主权者似乎互换了角色ꎮ”①

结　 　 语

　 　 例外状态下的生命政治学的核心是对有身份的个体的悬置ꎬ 而这种悬置ꎬ 势必意味着对常规状态

下的政治哲学的悬置ꎬ 通常意义上的协商政治和权利在一定程度上都遭到了悬置ꎬ 惯常的程序和秩序

也进一步被至高权力的逻辑所取代ꎬ 而至高权力将所有的存在者都变成了赤裸生命ꎬ 这就是传统政治

哲学与生命政治最基本的区分ꎮ 不过ꎬ 我们也需要看到ꎬ 生命政治并不是对政治哲学的否定ꎬ 相反ꎬ
之所以会出现生命政治ꎬ 就是为了通过至高权力作用于赤裸生命ꎬ 最终让社会和国家恢复到常规状

态ꎬ 从而继续让政治哲学的逻辑发挥作用ꎮ 这样ꎬ 所谓的生命政治ꎬ 是作为传统政治哲学的基底出现

的ꎬ 只有当传统政治哲学出现了例外状态ꎬ 生命政治才以悬置政治哲学的方式出场ꎬ 并以恢复政治哲

学秩序为根本目的ꎮ 但其特殊的手段是用至高权力作用于赤裸生命ꎮ 不过这并不是阿甘本真正担心的

问题ꎬ 他担心的是 “例外状态变成常规”ꎬ 最终让隐居在幕后的生命政治走向前台ꎬ 从而彻底地取代

了政治哲学ꎮ 阿甘本看到ꎬ 倘若例外状态变成了常规ꎬ “每一个暴力与法之间相连接的拟制在这里都

消失无踪: 只有一个无法地带ꎬ 其中作用着一个不具任何法律形式的暴力”②ꎮ 因此ꎬ 对于身份与生

命、 政治哲学和生命政治的路径差异的研究ꎬ 其意义并不是用一方来取代另一方ꎬ 而是要看到政治哲

学和生命政治特殊的关联ꎬ 即生命政治作为政治哲学的灰色之槛而存在ꎬ 如果只看到政治哲学而看不

到生命政治ꎬ 会失去让混乱的秩序恢复正常的最后门槛ꎬ 而如果用生命政治彻底消除政治哲学的逻辑

(例外状态的常规化)ꎬ 则会陷入纳粹式的异托邦 (ｄｙｓｔｏｐｉａ) 的恐怖当中ꎮ 两种路径ꎬ 彼此相互关联

且互补ꎬ 才是我们理解政治哲学和生命政治关系的正确道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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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 米施和哲学的起源

[美] 埃里克尼尔森

(香港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ꎬ 香港 ９９９０７７)

　 　 摘要: 海德格尔及其后继者基于对特定历史时代的了解ꎬ 把哲学解释为西方人的事业ꎬ 本文就此问题

进行探讨ꎮ 与西方哲学主流的一元论范式相比ꎬ 作者更倾向于狄尔泰和米施把哲学解释为欧洲及全球现象

的多元论观点ꎮ 狄尔泰的解释反映了他对历史生命的多元理解ꎬ 米施则列举了形成于古希腊、 古代印度和

中国的历史母体中反思生命哲学的多个源头ꎬ 从而发展了狄尔泰的多元论ꎮ 米施对孔子和庄子的亲近赋予

生命哲学研究以广博的历史视域、 敏锐的跨文化意识以及批判精神ꎮ
关键词: 海德格尔ꎻ 米施ꎻ 哲学的起源ꎻ 多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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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质疑的开端: 海德格尔关于哲学起源的一元说

　 　 对什么能称得上哲学、 什么不能称得上哲学的种种观念ꎬ 可以被解释为哲学话语因社会历史状况

不同而暂时形成的现象ꎮ 这种注重历史语境的哲学研究方法似乎使哲学成为极其随意的历史重述ꎬ 或

关于主体世界观和相关社会知识体系的社会学理论ꎬ 它们始终在思维的有效性和真实性这些内在问题

之外打转ꎬ 内在问题不依赖于思想家及其思想发生的暂时的历史条件ꎮ 海德格尔 １９２４ 年讲授亚里士

多德时颇有预见性地提出这一问题ꎬ 他的讲座涵盖了亚里士多德的大量传记ꎬ 讲述了亚里士多德的生

平与思想ꎮ “一提及某位哲学家ꎬ 我们唯一感兴趣的是他何时出生、 劳作ꎬ 最后去世ꎮ” ① 作者的传

记及其生命体验的历史条件ꎬ 不但没有阐明哲学追问的更原初的史实ꎬ 反而遮蔽了它ꎮ 在哲学追问中

应该关注的是思想者的思考和叙述者的言说ꎮ
海德格尔和他的学生伽达默尔的核心任务始终是标准地解释诠释学的特点、 任务和范围ꎬ 认为这

是一项哲学的事业而非语文学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的事业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积极地、
批判性地重新定义了诠释学并进行了新的思考ꎬ 反对此前 １９ 世纪的诠释学模式ꎬ 尤其是狄尔泰的社

会科学式的、 注重语境和传记的哲学研究方法及其对现代欧洲知识史、 文化史和传记的学术研究ꎮ 海

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主张哲学要揭示世界和语言的真理和内在本质ꎬ 关键要克服这种外在的方法ꎬ 但是

这对师徒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却远远被低估了ꎮ
狄尔泰与其学生、 女婿乔治米施合著了开拓性的 «自传史» 一书ꎬ 涵盖了阿拉伯、 中国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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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非西方” 的文化来源ꎬ 强调自然和社会历史力量的建构ꎬ 以及个体生命在这种建构中生活和成

长的适应性ꎮ 在生命哲学的内在人格类型中ꎬ 生命的概念不仅包括普遍的、 身体的、 机能的以及历史

的生命特征ꎬ 从本质上来说ꎬ 它更是一种生命的显示ꎮ 正是在这种有条件的、 偶然的生活环境所形成

的个体生命境遇或者生命联系中ꎬ 反思和哲学得以出现并展开ꎬ 与存在的原初经验或从个体生命抽象

出来的真理形成对照ꎮ
诠释学的定义是人通过行为、 表情、 对象化和典范来表达其理解人际关系的艺术ꎬ 因此狄尔泰和

米施认为诠释学不能脱离人际关系ꎮ 这门阐释性艺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得以培育ꎬ 米施

认为这种情况在西方学术圈之外主要体现在中国儒家身上ꎮ① 境域化人本倾向和本体论诠释学的分

野ꎬ 暗含着对 “哲学是什么” 的不同回答ꎮ 诠释学的这两种解释ꎬ 对能否称得上哲学的判定都要在

理解哲学的历史关联中阐述清楚ꎮ 在海德格尔关于存在历史形成的叙述中ꎬ 作为无蔽和敞开真理之历

史的哲学ꎬ 作为形而上学的遮蔽和希腊第一开端替代品的哲学ꎬ 都可以在古老的希腊以独特的方式生

成ꎮ 哲学作为存在的决定性命运ꎬ 在时代的贫困和存在的困境中ꎬ 在无家可归和西方现代技术文明祛

魅中已达巅峰ꎮ 东方和南方思想只是海德格尔存在历史的次要参与者ꎬ 随着技术的世界图像向全球蔓

延ꎬ 东方和南方越来越被同化ꎬ 存在者被简化为源于希腊的把自然体验为工具性、 计算性的存在ꎮ
在德国后康德哲学语境中ꎬ 是否存在中国、 印度和非洲哲学ꎬ 取决于对哲学史的阐释ꎬ 它不仅是

偶然的、 有条件的过程与事实的汇总ꎮ 在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ꎬ 海德格尔就从狄尔泰和约克瓦尔登堡伯

爵的书信和文章中读出两人的差异ꎮ 作为事实和编年史解释的历史与作为发生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历

史ꎬ 形成了鲜明对比ꎬ 前者从外部重建了与条件相关联的现象ꎬ 后者则指向作为 “此在” 的人的存

在的短暂的、 历史的发生ꎮ 狄尔泰把后者解释为生命体验和表达ꎬ 即个体以第一人称参与者的视角进

行的阐释性理解ꎮ 海德格尔以作为规定的历史真实性和作为存在事件的历史真实性ꎬ 来反对传统的、
常规的、 史学式的历史理解ꎮ 因此ꎬ 作为发生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ꎬ 在海德格尔这里是本体性存在

事件ꎮ
人的历史存在感ꎬ 应该从本体论层面而非传记和心理层面来解释ꎮ 存在的体验只是预设的ꎬ 并未

从第一人称角度被直接理解ꎬ 它要求批判地甚至破坏性地对抗日常生活的积习ꎬ 面对形而上学传统要

把它作为一个问题进行恰当地思考ꎮ
海德格尔思想中解构主义的维度ꎬ 把哲学与其希腊源头联系在一起ꎮ 对形而上学历史的解构ꎬ 激

发海德格尔大量阅读那些让探寻者不断追根溯源的哲学文献ꎬ 正是对源头的好奇ꎬ 使这位思想家再次

发现了哲学本体论开端之外的开端ꎮ 为解构形而上学历史ꎬ 重新面对哲学起源问题ꎬ 重新追问哲学起

源的原初性ꎬ 必须对任何经验性的本体论的思想起点与哲学原初的本体论源头进行区分ꎮ
人们普遍认为海德格尔是比较哲学的开创者ꎬ 马林在其新作中含蓄地指出了人们对海德格尔与东

方思想这一主题的误解ꎮ② 海德格尔与 ２０ 世纪其他哲学家不同ꎬ 从 ２０ 年代起他经常在聚会中朗读

«庄子»ꎬ 对亚洲思维模式一直饶有兴趣ꎮ 海德格尔多次使用道家译本的形象和词汇ꎬ 偶尔也借用佛

教禅宗文本ꎮ 他尤其关注道家 “虚无” 的思想ꎬ 而 “道” 字本身是中国思想的基本理念和主导词ꎮ
海德格尔对比了庄子的逍遥游与自己的思想———路与没有既定目标和终点的 “在路上”ꎬ 并指出了二

者的关联ꎮ 人们经常描述海德格尔兴致勃勃地和亚洲学生、 学者讨论亚洲诗歌和思想ꎬ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

代中期他甚至试图和萧师毅一起翻译 «道德经»ꎮ 他与中日学生、 学者的对话在其很多作品中都有

记载ꎮ
尽管海德格尔对亚洲思想有着浓厚兴趣ꎬ 大量东西方文献也用海德格尔的理念和方法来阐释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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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和人物ꎬ 但这并不等于他认同亚洲思想就是哲学ꎮ 相反ꎬ 海德格尔一直申明中国哲学或者任何非

西方哲学———即非希腊哲学都算不上哲学ꎮ 比如ꎬ 海德格尔认为欧洲乃至所有西方哲学的风格都是由

“存在者—存在” 这二元性决定的ꎬ 不存在其他哲学ꎬ 没有中国哲学也没有印度哲学ꎮ① 海德格尔坚

持哲学的希腊起源和绝无仅有的欧洲精髓ꎬ “西方和欧洲ꎬ 只有这些ꎬ 在其内在历史进程中、 在起源

上称得上哲学”②ꎮ 他认为ꎬ 虽然古代印度、 古代中国和日本不是没有思想ꎬ 但是他们不能像西方人

那样思考ꎮ 东方的思想不具备希腊逻各斯概念和海德格尔所谓的 “如此这般思考” 和 “我们西方人

的思想” 的独特命运ꎮ 海德格尔彻底反对逻各斯主导的西方哲学ꎬ 这与自古以来西方哲学所具有的

最本质、 最基本特点的概念化有着密切关系ꎬ 正如后来德里达和罗蒂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做的批判

那样ꎮ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海德格尔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和不幸ꎬ １９３４年他把哲学和西方的希腊始源以及该始

源的复现认定为 “与亚洲的决绝”③ꎮ 德语中的 “决绝” (Ｅｎｔｓｃｈｅｎｄｕｎｇ)ꎬ 意味着希腊与亚洲世界的

一场至关重要的决裂ꎮ 希腊反抗并战胜亚洲部落的意象ꎬ 经常出现在海德格尔的演讲及其早期有关希

腊哲学的著作中ꎮ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他评论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时ꎬ 就提到荷尔德林创造性超越 “亚洲式

命运的复现”ꎬ 正如同希腊人最初独自战胜 “亚洲式命运”④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

尔此间也发表了历史和科学方面的文章ꎬ 颂扬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丰功伟绩ꎬ 但与海德格尔完全不

同ꎬ 胡塞尔把西方文明的基本走向解释为符合道德与理性的ꎬ 与当时地缘政治学鼓吹的非理性主义和

法西斯主义特征背道而驰ꎮ
海德格尔的亚洲威胁论、 恐怖论带有挑衅意味ꎬ 制造恐慌ꎬ 他的这番言论主要针对 ２０世纪 ３０ 年

代的苏联共产主义ꎮ 但直到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ꎬ 海德格尔仍然反对 “亚洲文化”ꎬ 视其为希腊文化的主

要敌人ꎬ 视其为充满威胁性的黑暗ꎬ 将之置于希腊文化的强力、 标准和光明背景下以迫使其改变ꎮ
“亚洲元素曾经给希腊人带来黑暗之火ꎬ 但希腊人的诗歌和思想以光亮与自己的尺度改变了它ꎮ”⑤ 虽

然这可以理解为荷尔德林所说的天空之火的馈赠ꎬ 天空之火给这位民族诗人带来灵感ꎬ 但是一旦海德

格尔把亚洲文化同非理性联系起来ꎬ 强调要改变、 照射而非守护这 “黑色火焰”ꎬ 这就有问题了ꎮ
虽然西方社会技术现代性的总体症候已无处不在ꎬ 但是 １９６６年在 «明镜» 周刊题为 “只有一个

上帝能救渡我们” 的采访中ꎬ 海德格尔告诫人们警惕佛教禅宗或任何其他东方经验对世界主导权的

插手ꎮ 尽管海德格尔重视自己的道路概念和非强制性的 “让自由” 思想ꎬ 与中国道家的无为、
佛教禅宗的随缘和感应思想的相似性ꎬ 尽管他声称自己的思想与二者有关联ꎬ 在采访中却一再重申ꎬ
哲学问题和欧洲问题是内部问题: 必要的思想转变只有借助欧洲传统来实现ꎮ⑥ 以现代性为特征的欧

洲哲学和文化危机ꎬ 只有通过回归决定性的希腊始源并消除与它的对抗才能化解ꎮ
哲学问题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和 ４０年代早期一直是德国的问题ꎬ 而在二战之后则成为欧洲的问题ꎬ

乃至整个西方与形而上学的历史———从希腊源头到现代技术的世界图像展开———对抗的问题ꎮ 海德格

尔认为ꎬ 全球化和 “世界哲学” 这类现象的出现ꎬ 是被西方现代性所架构的、 具体化了的世界的进

一步实现ꎮ
从希腊到现代ꎬ 叙述欧洲哲学发展的统一性是大部分欧洲哲学共同的、 突出的传统ꎮ 从赫尔德、

黑格尔经过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和罗蒂ꎬ 他们都坚信ꎬ 与其他形式的思想和反思相比ꎬ 只有与希腊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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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内在联系的思想才称得上哲学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一些思想家明确反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精神向绝

对精神逐渐展开的绝对化本质ꎬ 但是这种黑格尔式的叙事方式却持续塑造着他们ꎮ
海德格尔不仅指出了作为黑格尔理论巅峰的现代性问题ꎬ 而且因为古典希腊文明遮蔽了某些东西

(把存在体验为自然、 涌动以及走向存在的澄明) 而质疑其发达程度ꎮ 海德格尔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提

出的 “其他开端” 并没有通过效仿希腊第一开端而发生ꎬ 而是通过直接面对并揭示其中令人质疑的、
不可思议的问题而显现ꎮ

海德格尔划分了西方哲学的傍晚国度和东方非哲学思维的朝阳国度ꎬ 预设了他将返回哲学源头对

形而上学进行解构ꎮ 其他开端暗示着在希腊源头之外可能有另一个开端ꎮ 但是对此时的海德格尔来

说ꎬ 非西方思想不能构成另一个开端ꎬ 因为它和希腊文明的第一开端不能形成区别性的对照ꎮ
为当今哲学划定了范围的欧洲中心论范式ꎬ 源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概念ꎬ 它虽然保持了哲学的学术

主体地位ꎬ 但是对哲学圈外人士来说很奇怪ꎮ 欧洲中心论是德里达和罗蒂所宣称的西方之外无哲学的

理论基础ꎬ 对当代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ꎬ 米施却对此进行了反驳ꎮ 德里达和罗蒂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

进行了解构ꎬ 但是西方形而上学最终间接地保存了西方哲学精髓的至高无上和特权ꎮ 海德格尔的思想

在德里达和罗蒂的解构中被修正ꎬ 从而变得更加激进ꎮ 与米施、 普莱斯纳、 布伯等思想家提出的

“人民的对话” 相反ꎬ 代表希腊哲学的雅典和列奥施特劳斯、 列维纳斯和德里达后期思想中代表犹

太哲学的耶路撒冷之间的话语竞争ꎬ 到目前为止尚有很大局限ꎬ 因为它未融合儒家思想ꎬ 或者说它没

有融合那些二者之外的元素ꎮ

还有 “另一个开端”: 诠释学生命哲学多个时间起点主张

　 　 １ 海德格尔对米施关于哲学起源多元化的否定

本人认为关于哲学起源问题ꎬ 还有 “另一个开端”ꎮ 在狄尔泰和米施的诠释学生命哲学中ꎬ 哲学

并非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起点ꎮ 它同所有自然科学、 生活态度和世界观一样ꎬ 有多个时间起点ꎮ 因为

它们产生的条件不同ꎬ 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ꎬ 绝不会只有一个起点ꎮ 人类生

活在多元性和单一性相交替、 矛盾和斗争相交织的过程中ꎬ 典型模式便应运而生ꎬ 尝试去接近和解释

不同历史文化中的个体和群体ꎮ
１９世纪德国历史学派或历史主义ꎬ 向人们展示了所有生命形式的相对性ꎬ 因此人们需要从内观

的角度去认识和阐释生命才能理解生命ꎮ 然而ꎬ 狄尔泰提出了结构和模式的概念以及人类生存的人类

学维度ꎬ 以检验历史主义的激进相对论和视角主义ꎮ 人类生活中这种动态的、 社会的、 心理的和人类

学的结构相互关联、 彼此定位ꎬ 并非由内在特质或永恒不变的身份来定义ꎮ 在人文科学中这种共同结

构可以被证实ꎬ 他们在个体和群体生活中如何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个性化也可以被证实ꎮ 这种结构化的

组成ꎬ 限定并验证了各种生命形式和各类语言游戏的不可相比性ꎮ 正如米施和普莱斯纳对海德格尔和

施密特做出的批判性回应ꎬ 狄尔泰挑战纯粹历史主义和存在决定论ꎬ 否认所有自然和人类的意志和局

限的可能性ꎮ
海德格尔明确反对这种另类观念ꎬ 他以存在问题统一性的名义批评了狄尔泰关于哲学多元本体起

源的观点ꎮ 在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冬季学期 «哲学导论» 的讲座中ꎬ 海德格尔说存在问题的统一性从根本

上来说只能是一个哲学问题ꎬ① 他对狄尔泰思想的反思ꎬ 对解释和拓展了狄尔泰思想的米施思想的反

思ꎬ 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ꎮ 虽然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 一书中做了有趣的附注ꎬ 说他依赖米施

对狄尔泰思想的解释ꎬ 但是海德格尔研究者中很少有人注意到米施的影响ꎮ 在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晚期和

３０年代早期的讲座中ꎬ 海德格尔多处引用了米施关注的话题并做了回应ꎬ 其中包括米施的 «生命哲

１３海德格尔、 米施和哲学的起源

①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ꎬ ＧＡ ２７ꎬ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ｉｎ ｄｉ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ꎬ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Ｖｉｔｔｏｒｉｏ 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２８



学和现象学»ꎬ 该书是最早对 «存在与时间» 发表评论的著作之一ꎮ①

在 «哲学导论» 中海德格尔认为ꎬ 狄尔泰的世界观沉浸并迷失在思想和反思的本体起点中ꎬ 他

好像没有认识到本体源头的尊贵和统一ꎬ 认为除了本体生命的出发点似乎还有其他起点ꎬ 如作为独立

实体的存在者和存在本身之间的本体差异形成的起点ꎮ 海德格尔总结到ꎬ 狄尔泰抛开与本体源头的恰

当关联ꎬ 将我们置于本体多元性和人类科学调查的无边大海中盲目漂流ꎮ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ꎬ 尽管海德格尔承认狄尔泰让他受益匪浅ꎬ 但是他认为狄尔泰不能算作哲学家ꎮ

研究思想和世界观的各种偶然条件的多元性是科学家和史料编撰者的职责ꎮ 按照海德格尔的设想ꎬ 作

为科学的历史向作为存在事件的历史的运动过程中ꎬ 哲学家必须挺身而出重新担负起更高的使命ꎮ
无论海德格尔对历史和哲学的理解有何得失ꎬ 无论他通过德里达和罗蒂对现代思想产生了何种影

响ꎬ 他的哲学思想都主要以一元论的方式呈现ꎮ 这种方式可以解释为关涉发问者的先验存在论以及在

本体中发现本体论的方法ꎮ 海德格尔把这描述为诠释学的构想ꎬ 或者抽出某种视角的独特性以应对具

体细节的多元性的表现形式ꎮ 这样本体差异的统一性允许具体存在形式的多元性ꎬ 允许存在本体的方

式被揭示被认识ꎮ
本人认为海德格尔的形式化方法并不到位ꎮ 它仍然注重某种特殊的体验ꎬ 形成某种本体论偏见ꎬ

从而忽略在生命语境中自我反思多元起点的本体经验的特殊性ꎮ 在狄尔泰和米施的诠释学生命哲学语

境中ꎬ 在成中英 «易经» 本体生成诠释学所体现的中国古典哲学中ꎬ 反思是指生命本身而不是一种

抽象的概念ꎮ 这样的生命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整体关联ꎬ 而不是具有某种决定性源头的静态的存在ꎬ 或

具有某种决定性的、 主导其他要素的体系化的总体ꎮ
海德格尔完全可以摆脱限制胡尔塞现象学的抽象理论化及数学视角的偏见ꎮ 尽管海德格尔本人从

某种程度上希望和东方思想展开对话ꎬ 然而这一理论偏见使他无法认识那些非希腊始源、 不优先考虑

存在问题的其他语境中的哲学ꎮ 正如米施和普莱斯纳 １９３１ 年在政治挂帅的氛围中所提出的ꎬ 海德格

尔的哲学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欧洲中心论ꎮ 他尚能与印度、 伊特鲁利亚 (Ｅｔｒｕｓｃａｎ) 或埃及的 “缘
在” 对话ꎬ 仅仅因为他们接纳了经典基督教传统ꎮ 即使披着罗蒂的 “种族中心主义相对论” 外衣ꎬ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其实源于 “先验的种族中心主义”ꎬ 并且贯穿始终ꎬ 构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的话语

和制度实践ꎮ 哲学自古一直是种族中心论的ꎬ 一种思想无论是从种族还是从文化上被构想出来ꎬ 它都

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 以种族为基础的历史传统内ꎮ
显然ꎬ 现当代西方哲学依旧把自己看作一个封闭的世界ꎮ 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欧洲思想家也意识到

这一点ꎬ 并探讨犹太、 阿拉伯、 印度和中国哲学的起源ꎮ 尽管莱布尼兹和马勒伯朗士评价了中国哲学

元素与基督教积极或消极的关系ꎬ 赫尔德和黑格尔及其后的哲学家仍然认为中国思想同西方哲学不具

可比性ꎬ 从而把中国思想排除在外ꎮ 西方现代思想中ꎬ 不断壮大的目的论历史哲学ꎬ 即使以希腊逻各

斯在现代西方思想界明显地大获全胜之后ꎬ 先验种族中心主义依然在批评家圈子里盛行ꎮ
２. 乔治米施和哲学起源多样性的讨论

诠释学有这样一种倾向: 将阐释理解为个体在世界化的过程中由己及人、 视野不断扩大ꎬ 最终又

在自我理解中返回自身的进程ꎻ 诠释学的另一种倾向: 自我遭遇到误解、 障碍和阻力ꎬ 这些既无法克

服ꎬ 又无法融入自身的存在和掌控之中ꎮ 这种异己和差异的体验使阐释者认识到事物持续存在的多样

性、 独特性和视角性ꎮ 对米施和狄尔泰来说ꎬ 跨文化阐释遵循着在典型性与特殊性、 总体与个体之间

的不断转换的阐释模式: 看似异己的与他者的东西首先通过典型性被认识ꎬ 同时典型性需要通过对个

体的体验、 反思和响应对自己进行重新调整ꎮ
历史哲学的这种另类观念ꎬ 使米施认识到不同时代、 不同文化中哲学有多个开端ꎬ 他在 １９２６ 年

出版的 «哲学之路» 一书中提出ꎬ 哲学的开端并不是某个源头向哲学本身的自我确定和自我呈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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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并不仅仅起源于希腊ꎻ 人类日常经验的断裂激发了人类反思性追问从而重新思考那种经验ꎬ 这时

哲学作为一种单一现象发生ꎮ 哲学是与直觉性的内在断裂ꎬ 是通往自我反思的入口ꎬ 它不必非要有特

定起源或单一文化起源ꎮ 米施认为ꎬ 哲学并非限定于某种形式或特定问题ꎮ 在某个突破点或切入点ꎬ
“哲学像是发自另一世界的信息震撼着我们”①ꎮ 这个假设源自欧洲哲学的传统ꎬ 也是米施最初对哲学

的看法ꎬ 但他超越了这种视野的局限ꎮ
为了示范哲学的这种开端ꎬ 米施以 «庄子秋水» 篇为例展示了视角的转变ꎬ 表征了哲学的重

大突破ꎮ 大河坚信它比所有汇入自己的支流和沟渠都宽阔得多ꎬ 直到它遭遇无边无际的海洋ꎮ 在这种

照面中ꎬ 日常生活的自我观念被当做一种偏颇的、 片面的、 有局限性的观念受到质疑ꎮ 米施描述该故

事时ꎬ 有限的部分与广袤无垠面对ꎬ 从日常生活平常的、 自然的态度中生发出一种突破ꎬ 反思那种深

入 “生命范畴” 或者普莱斯纳所谓的 “先验物质” 中的生活ꎮ «庄子» 的故事ꎬ 促使米施去挑战那

些片面的、 有局限的日常生活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ꎮ 米施的诠释学生命哲学持续转换的多视角与

«庄子» 的多视角相得益彰ꎬ 它不仅以一种奇异的思维形式涌现出来ꎬ 而且作为哲学反思的一种具体

形式展示了处理类似的人类境况的途径ꎮ
米施在第二章 “突破” 中提到ꎬ 对哲学的其他开端大家众说纷纭ꎬ 比如ꎬ 佛陀体验到的现实基

本痛苦ꎻ 斯宾诺莎对全人类伦理抉择和道德人格所做的表述ꎻ 柏拉图记述苏格拉底思想时用洞穴比喻

展现的从局限性向善的发展过程ꎮ 米施似乎要急于回答海德格尔的质疑ꎬ 指出这些并非哲学最初的话

语ꎬ 而是在逻辑和历史上对原初知识的复兴和追忆ꎮ 它们在我们心中产生的反响可能恰恰是人类生命

自然过程在每个人心中自动的、 不时被唤醒的东西ꎮ 哲学始于形而上学的需要以及对生命感受的培育

和表达ꎬ 这就需要人们在生命迷雾中以倾听自我、 反思哲学源头的明确方式做出回应ꎮ
“秋水” 的事例以其特有的方式ꎬ 强调了反省性态度与自然的非反省性态度的对照ꎬ 米施认为这

就是哲学的真正起源和哲学方法ꎮ 多元本体开端在海德格尔看来不能算作哲学起源ꎬ 黑格尔认为

“我们” 作为现代受过教育的世界历史阐释者ꎬ 只有在希腊历史中才能找到在家的感觉ꎬ 因为只有在

这里我们才能找到精神源头ꎮ② 黑格尔与其后继者不同ꎬ 在非西方语境中用了哲学一词ꎮ 黑格尔明确

表示西方世界重视自由ꎬ 强调个体自我意识ꎬ 因此 “真正的哲学” 只有在 “个体自我意识” 的 “自
由” 中才能兴起于西方世界ꎬ 他认为原则上这与 “东方精神” 是对立的ꎮ③

米施认为ꎬ 哲学的统一性和必要性不同于古典希腊个体自由那种独特的、 必要的历史体验 (黑
格尔语)ꎬ 也不同于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家们提出的原初存在经验 (海德格尔语): 认为希腊

哲学是一种 “自然” 哲学ꎬ 欧洲哲学的形成方式在逻辑上是必要的ꎬ 这就暴露出欧洲哲学的自信源

于视野的狭隘ꎮ 一旦超出欧洲范围这种设定就无法成立ꎮ 根据欧洲传统惯例ꎬ 只有在苏格拉底思想影

响下重新给哲学定位ꎬ 人性、 社会、 历史生命才能进入哲学范畴ꎮ 而与孔子的圣名血脉相连的中国哲

学开端ꎬ 主要关注的恰恰是这些ꎮ 早期儒学的任务是为伦理获取理性根基以确保人的尊严ꎬ 并为政治

提供伦理维度ꎮ④

米施于 １９１１年完成印度和中国之旅后发表了早期论文ꎬ 声称在历史中遭遇并贯穿历史的理性人

格格式塔ꎬ 既是希腊的又是中国的ꎮ 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启蒙运动和现代欧洲启蒙运动以及以道德为

导向的生命哲学中ꎬ 理性道德人格是一个伟大的发现ꎮ 儒家伦理政治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影响深远ꎬ
尤其对莱布尼茨、 沃尔夫和伏尔泰ꎮ 早期儒家思想整合了理性和具体伦理生活中的历史感性、 理想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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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实际事例、 对人性的敬畏以及特定的乡土情结ꎬ 是生命哲学首要的、 启蒙性典范ꎬ 被米施称为

“根植于生命本身的思想运动的高级典范”①ꎮ 米施把孔子描绘成这样一个人: 能给予生命内在的、 伦

理的、 历史的启蒙和道德教化ꎮ 在米施看来ꎬ 孔子的言行才是哲学的天职ꎬ 而神话、 神秘主义、 自然

和存在的力量不是ꎮ 儒家思想的理性形式既去魅又返魅ꎬ 因此ꎬ 米施并不认为儒家思想是无神论ꎮ
«论语» 中关于天的篇章ꎬ 反映了形而上学背景、 宇宙启示以及一神论道德和哲学形式ꎬ 米施探讨了

它们与希伯来先知所说的伦理当下的优先性的关系ꎮ
１９３１年米施出版 «生活哲学和现象学»ꎬ 重申了上述观点: 中国哲学起源并非始于对存在问题的

迷恋ꎬ 而是源自伦理的自我反思、 恰当的治国方法、 合理的生存之道以及对正义行为的热切关注ꎬ 海

德格尔把哲学还原为对存在的思考限制并曲解了哲学本身ꎮ
哲学的希腊始源必须反思生命本身的具体当下ꎬ 它与日常生活非反思的自然态度产生的其他反思

性思想源头一样ꎬ 是无意的、 暂时的ꎮ 希腊始源的重要性、 统一性和必要性ꎬ 产生于个体生命体验的

阐释性自我反思的当下需要ꎮ 生命理解和阐释的不断深化外在于各种各样的本体性条件ꎬ 这恰好使得

多元思想与多个起源的不同内容形成一个整体呈现出来: 虽然思想是多元的ꎬ 但当我们谈及 “哲学

起源” 时都用单数来表示ꎮ 一旦假设哲学是一个整体ꎬ 我们就接近了历史事实ꎮ 这种假设来自欧洲

传统ꎻ 但是如果从超越欧洲视野方法看问题的现代历史观来看ꎬ 这似乎只是个偏见ꎮ 由于我们发现了

哲学的多个起源ꎬ 人们完全可以质疑哲学最初是否应该用一个名字命名ꎮ 当代历史实证主义总是把整

体肢解为个体ꎬ 对哲学自然也采取同样的做法ꎬ 把哲学完满的整体分解为多元哲学ꎮ 我们确实一开始

就发现了这种多元性ꎬ 尽管如此ꎬ 一旦人类恰当理解了这些历史事实的意义ꎬ 哲学是一个整体的信念

就会进一步强化ꎮ②

如果哲学是作为事件和规定发生的舞台ꎬ 并非冷漠的存在和中性的此在 (中性的此在指历史生

命中由片面性和视角性的 “事后性” 衍生出来的形式中性)ꎬ 而是狄尔泰指称的单个的、 私人的生命

阐释的个人主义ꎬ 那么本体多元性并没有否定哲学的本质和尊贵ꎮ 米施发展了狄尔泰的内在多元人格

观点ꎬ 抨击被泛化了的人的概念以及欧洲思想家诋毁非西方文化的说法ꎮ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ꎬ 世

界历史从东方转移到西方ꎬ 因为欧洲绝对是世界历史的终点ꎬ 而亚洲则是起点ꎮ 世界历史终点ꎬ 动态

实现了个体自由意识和精神ꎬ 同时确保这些主体的共同生活ꎬ 是希腊古典文化早已预示的现代西方的

基本成就ꎮ
米施在 «自传史» 中宣称ꎬ 自传和传记文学都是从直接叙述到深刻反思ꎬ 所以多角度解释和教

化个体生命不仅只是西方人关心的问题ꎬ 举世如此ꎮ 米施并不否认西方现代性已经形成了一种把人经

验化和概念化的独特方式ꎬ 也没有设想一个独立于自己语境化的不变的、 潜在的 “人”ꎮ 个体的人通

过形成性、 理解性实践自然产生ꎬ 这些实践把生命称作偶然性历史语境中的生命ꎬ 其角色交叉多样ꎬ
视角千差万别且相互冲突ꎮ

哲学的普适性并不直接显现为概念、 直觉或存在的原初经验ꎮ 当理想、 准则和价值观形成于具体

经验性的内容ꎬ 普适性可以通过过程调整而间接获得ꎬ 其核心源于休谟的 “直觉和情感交融” 所体

现的变动的、 可创造的、 可塑的个性ꎮ 这种普适性源于形而上学的需要和内在生命的热切ꎬ 这种热切

激励人类在具体的语言、 历史和环境因素的特殊性中寻求生命的澄明、 启蒙和自我理解ꎮ
当人类中断对日常经验和 “自然态度” 的思考ꎬ 跳出日常对自己以及处境的沉迷ꎬ 才能把生命

体验为一个整体ꎬ 于是哲学出现了ꎮ 哲学最初诞生于希腊人对自然和宇宙的好奇ꎬ 然而哲学不仅诞生

于希腊ꎬ 所以不能被定义为一种决定性的、 注定的命运ꎮ 哲学出于形而上学的超越性需要而不断重

生ꎬ 这种超越遵循自我提问和自我反思ꎬ 而非宗教神秘体验或宗教权威、 奉献和信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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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主要源于形而上学对超越的需要ꎬ 还源于对澄明之境和启蒙的追求ꎬ 对超越之物的迫切与哲

学的澄明和启蒙ꎬ 在冲突中遭遇并不断调整ꎮ 哲学的希腊始源ꎬ 令人惊奇地把自然优先体验为宇宙自

然 (米施认为这是单一自然体验)ꎬ 从而为自然科学奠基ꎻ 哲学的印度始源ꎬ 把人引向内在自我以检

验其主观性和内在性ꎻ 哲学的中国始源ꎬ 来自社会生活具体职责的实际经验以及生活情境下培养道德

人格何以可能的自我反思ꎮ 所以ꎬ 米施是以这种生命哲学的方式表明中国古代思想中汉字 “行” 的

意义ꎬ 即知识一定要联系实践和行动ꎮ
任何哲学起源都不是在自身中持续显现为有注定结果和文化心态的天命ꎮ 让我们拓展一下狄尔泰

的民族观念ꎬ 一个民族不能通过不变的本质和整个民族灵魂的集体认同来突显特性ꎮ 一个民族是通过

个体之间的张力和关联一代代历史地形成的ꎬ 即一个民族的形成从个体之间千差万别ꎬ 经过无法调节

的世界观和理解的冲突ꎬ 最终达到社团和机构解决共同问题和任务的状态ꎮ
因此ꎬ 米施阅读希腊哲学时ꎬ 没有把希腊存在的基本体验定义为自然情形ꎮ 甚至在古希腊ꎬ 也存

在分歧众多且相互矛盾的哲学体验和哲学概念ꎬ 时而这些体验和概念占主导地位ꎬ 时而那些体验和概

念占主导地位ꎮ 简言之ꎬ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主要研究自然界ꎬ 苏格拉底开始转向研究自我伦理

问题ꎮ 苏格拉底学派研究道德人格和美好生活问题ꎬ 后来新柏拉图主义和早期基督教对希腊思想的研

究转向自我的主观内在体验ꎮ
在米施多元文化叙事中ꎬ 多元性不仅适用于迥然有别的不同文化 (好像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固定

不变的身份)ꎬ 而且多元性作为形成性历史事实适用于各文化内部ꎮ 中国哲学不仅表现在儒家对道德

人格的培养、 对伦理生命健康和活力的关注ꎬ 而且表现在道家对自然界、 对主观自我的敏感以及法家

有关权力、 秩序和稳定的概念ꎮ 他认为ꎬ 中国古代哲学不应该被过度阐释为具体化的大一统ꎬ 致使欧

洲思想家片面抬高或责难中国的具体形象ꎬ 而是应该在特定的诠释学语境中ꎬ 通过相互联系、 相互竞

争、 迥然不同的生命形式和反思之间的吸引力、 张力和争论而进行阐释ꎮ 为了顺利进行哲学的跨文化

沟通ꎬ 米施调和了狄尔泰的不同世界观之间理解性对立和竞争性对抗思想: 为了清晰阐释历史关系的

共同结构及其差异和矛盾的动态特征ꎬ 跨文化解释者应该按照从典型到特殊的顺序来反思、 回应、 解

释这些关系ꎮ
既然当代话语不断被简化为对生命体验的具体性和通用性的思考ꎬ 那么米施关于典型和独特之间

张力的思考ꎬ 对神秘主义、 怀疑主义、 永恒哲学或者存在问题都大有裨益ꎮ 由于 «道德经» 和 «庄
子» 在社会历史环境下的具体特征ꎬ 其文本不能被削减为神秘主义的抽象公式ꎮ 米施认为ꎬ 早期的

道家思想不同于希腊和印度的主体哲学或自我哲学ꎮ 道家思想不会取得神秘主义的抽象公式所定义的

结果ꎬ 因为道家思想不可能脱离早期中国对伦理和政治广泛关注的这种环境和条件ꎮ 米施尤其关心他

们之间的张力ꎬ 即法家 “现实主义者” 的现实强权政治ꎬ 儒家对人类道德理想和社会正义的重视ꎬ
墨家理想化的改良主义ꎬ 以及 «庄子» 的多视角、 象征化所表达的解放力量及其对生命自由的感知ꎮ
这些张力形成了一种模式ꎬ 表明早期中国人对现世生活的内在理解 (无论这种理解更倾向于自然或

文化)ꎬ 以及如何在天地之间安身立命ꎮ 这种文化母体中的相反倾向ꎬ 例如佛教的无我和印度教中的

自我ꎬ 显示了特定文化中主导模式的力量ꎮ
生命感受、 视角和观点的多元性形成了一种共享模式ꎬ 它们之间的张力以及对某种共同的核心问

题的不同反应构成了这种模式ꎮ 每种经典哲学文化对于理解和阐明生活ꎬ 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主流和反

主流倾向ꎮ 狄尔泰和米施的诠释学生命哲学认为ꎬ 生命既是自身形成的又是人类构建的关系网ꎬ 具有

无数的视角、 无限的区分与整合、 独立和关联的可能性ꎮ 因此ꎬ 人可以在希腊思想的自然和宇宙观中

感受生命ꎬ 可以在古典印度哲学的主体内在性中感受生命ꎬ 可以在早期中国哲学的社会和伦理群体中

感受生命ꎮ
尽管米施以欣赏的眼光评判孔子ꎬ 但庄子才是他为诠释学生命哲学找到的最得意的参照ꎮ 诗人思

想家庄子ꎬ 通过视角相对化将人类从有条件、 受限制的视角中解放出来ꎬ 通过向内看ꎬ 在生命中定位

５３海德格尔、 米施和哲学的起源



生命和解释生命: 将世界藏于世界之中才不致失去它ꎬ 由此挑战传统ꎬ 扩展了并转换了人类的视野ꎮ

结　 　 论

　 　 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所做的现代性批判和诗性思考ꎬ 经常被当做跨文化哲学的资源ꎬ 甚至被夸

大ꎬ 但是他对中国哲学和其他非西方哲学的开明态度是有限的ꎮ 海德格尔偶尔也关注亚洲思想文化元

素并为己所用ꎬ 但是他始终坚持: 任何思想只要是非希腊始源ꎬ 只要是与终结于现代性的西方形而上

学没有共同的命运ꎬ 都不能被称为哲学ꎮ 列维纳斯、 德里达和罗蒂等人认为海德格尔此说过于绝对ꎬ
他们驳斥并试图推翻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点以促进其多元化ꎬ 但是都没能克服海德格尔对非西方哲

学思维的否定ꎮ
哲学起源于希腊这种说法同历史思维紧密相连ꎬ 因为哲学由鼓吹历史主导的黑格尔和海德格尔这

样的思想家所表述ꎮ 难道对哲学的历史性和具体性的投入都要绑定于一种西方的追求? 在其他德国历

史思想家那里情形并非如此ꎮ 普莱斯纳认为狄尔泰作为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中介ꎬ 从多方面调和了欧

洲价值体系容易引发的绝对化倾向ꎬ 开启了新的思维和 “新责任” 的可能性ꎮ 狄尔泰阐释性理解他

者的艺术ꎬ 具有伦理和政治的维度ꎬ 因为这需要放弃或挑战那些强加给他者的权威来释放他者ꎮ
狄尔泰和米施确认了哲学的多种起源和血统ꎬ 它们在生命感受、 生命表达以及生命阐释的关联中

形成并展开ꎮ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是作为人的存在的此在被抛进世界中的原初可能性ꎬ 然而这些只存在

于西方哲学的终结中ꎮ 哲学产生于基本情绪和现身情态之中 (狄尔泰语)ꎬ 此观点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被海德格尔采用ꎮ 相比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 中突出的 “焦虑”ꎬ 或 «什么是形而上学» 中的

极端的 “烦”ꎬ 狄尔泰分析存在的情绪和意向范围要大得多ꎮ 在狄尔泰看来ꎬ “生命感受” 和 “生命

意向” 情绪可以在表达过程中被改动ꎬ 在惊奇或怀疑、 敬畏或焦虑、 热情或烦恼中被强化或偏转ꎮ
生命感受不仅在关注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希腊经典话语中得到表达ꎬ 而且在宗教、 诗歌、 伦理学、 政

治学以及其他形式的自我反思的历史生活中得以表现ꎮ
米施展示了希腊语境中哲学的多种起源ꎬ 不仅有本体论维度ꎬ 而且有宗教、 诗歌、 伦理学维度ꎬ

以及古代中国和印度等其他文化母体的维度ꎬ 进而明确拓展了狄尔泰的理论ꎮ 海德格尔及其后继者认

为历史必须具有排他性动能和势能ꎬ 这始终是西方的主要问题ꎬ 但现在已经困扰全球ꎮ 相反ꎬ 米施通

过古希腊、 古印度和古代中国这些典型例子ꎬ 实事求是地把哲学解释为区域性现象以及全球性人类存

在现象ꎮ 米施和狄尔泰对研究对象的这种诠释学的细致专注ꎬ 促进了生命历史结构的展现ꎬ 无论构想

生命的角度或模式怎样变化万千ꎬ 生命的本质就是多种多样的ꎬ 它的浩瀚莫测绝不可以简化为一ꎮ

(张国杰译ꎬ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诗意语言观ꎮ 译文有节选ꎮ)
(原文载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ｙ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Ｖｏｌ ３９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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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服务化对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石敏俊１ꎬ２　 夏梦寒２　 张红霞２

(１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ꎬ 浙江 杭州 ３１２５００ꎻ ２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 伴随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ꎬ 制造业服务化逐渐成为产业发展的趋势ꎮ 文章构建制造业生产中服

务业的参与度指标ꎬ 反映制造业产品生产过程中对服务业的使用程度ꎮ 由 ＷＩＯＤ提供的 ４０个国家 (地区)
的投入产出表和社会经济核算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ꎬ 分析了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的影响ꎮ 分析结果表明ꎬ 第一ꎬ 服务业参与度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ꎬ 且服务业所占比重较低

时效果更明显ꎬ 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门槛特征ꎮ 对不同国家的制造业产业的分析

结果显示ꎬ 传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更易受到服务业的正向影响ꎮ 第二ꎬ 中等收入组服务业对制造业劳动

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大于高收入组ꎻ 不同收入水平组受不同服务业部门的影响ꎬ 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

在较大差异ꎮ
关键词: 制造业服务化ꎻ 产业关联ꎻ 服务业ꎻ 制造业ꎻ 劳动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２３ꎻ Ｆ０６２ 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０３７－１０

　 　 服务经济化是产业结构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一般性规律ꎬ 最突出的表现为制造业服务化ꎮ 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消费者需求的提高ꎬ 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融合趋于深化ꎬ 制造业价

值链从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ꎮ 近年来ꎬ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越来越密切ꎮ «中国

制造 ２０２５» 指出ꎬ 要积极加快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ꎬ 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型ꎬ 实现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发展ꎮ① 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的纵深发展阶段ꎬ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ꎮ 从产业关联的角度看ꎬ 制造业服务化集中

体现为在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中ꎬ 服务业的参与度越来越高ꎮ 本文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分析制造业服务化

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ꎮ
制造业服务化是产业发展转型的重要趋势ꎮ 目前对制造业服务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服务化对

企业的影响ꎮ 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ｒｗｅ等最早提出了制造业服务化的概念ꎬ 认为企业由提供产品或服务逐步发展为

提供产品、 服务、 知识和自我服务ꎬ 消费者需求和技术进步加快了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ꎮ② Ｒｅｉｓｋｉｎ 认

为ꎬ 制造业服务化是企业由生产产品转向提供服务ꎬ 以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沟通效率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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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等通过研究发现ꎬ 分销、 金融、 电信、 运输的服务化有助于优化企业的出口表现ꎮ① 胡昭玲等将

服务业进行分类ꎬ 认为高端服务业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更明显ꎮ② 唐志芳和顾乃华探讨了

不同类型服务业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ꎬ 认为高技能劳动收入占比受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更明显ꎮ③

关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ꎬ 学者从产业集聚或内生增长的角度进行了分析ꎮ④ 总体来看ꎬ 从

经济系统中产业关联的角度ꎬ 分析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完全产业关联及服务业对制

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的文献较少ꎮ 从经济系统的视角看ꎬ 各个产业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关联形成网络

结构ꎮ 在这一网络结构中ꎬ 制造业服务化体现为在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中增加对服务业的使用ꎬ 即提高

服务业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参与度ꎮ 服务业的参与度不仅包括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服务ꎬ
也包括通过产业网络间接使用服务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生产联系通过集聚和内生

互动等方式趋于加强ꎬ 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ꎮ
本文首先构建了表征制造业生产对服务业完全使用强度的参与度指标ꎬ 该指标体现了制造业生产

对服务业的依赖程度ꎻ 然后ꎬ 基于 ＷＩＯＤ数据库提供的经济社会账户数据和 ４０ 个国家 (地区) 的序

列投入产出表构建计量模型ꎬ⑤ 分析全球化视角下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ꎬ 并考察

不同发展水平下制造业与服务业关联的影响ꎮ

一、 服务业产业关联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机制分析

　 　 制造业服务化通过产业关联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 制造业生产链中的服务性环节独立为服务部门ꎬ 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ꎮ 制造业

服务化的过程伴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工的发展ꎮ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ꎬ 一些原本属于制造业中的服务

性业务逐渐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ꎬ 如内外部物流、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技术研发、 会计等ꎮ 首

先ꎬ 服务业从制造业的分离可以使制造业部门更专注于核心业务ꎬ 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ꎮ 服务业的专

业化具有规模经济效应ꎬ 某些生产性服务业对技术、 信息等方面的要求较高ꎬ 在发展初期需要投入大

量资金ꎬ 随着服务业从制造业中的分离和完善ꎬ 服务业成本逐渐降低ꎬ 如信息技术相关产品在研发成

功后的使用成本非常低ꎬ 从而能够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ꎮ 其次ꎬ 随着制造业需求的日

益多元化ꎬ 服务业提供的多样化产品和服务为制造业提供了多种选择来满足制造业价值链各环节的需

求ꎬ 帮助制造业企业实现差异化竞争ꎮ 此外ꎬ 服务业在与制造业价值链各环节匹配融合的过程中ꎬ 向

制造业注入知识、 技术等要素ꎬ 进一步提升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管理效率ꎮ
第二ꎬ 服务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制造业的升级ꎬ 提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ꎮ 首先ꎬ 服务业的知识溢出

效应ꎮ 服务业提供的技术、 知识具有一定的外部性ꎬ 易于在服务业企业、 制造业企业之间传播ꎮ 随着

服务化的发展ꎬ 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学习掌握前沿信息ꎬ 巩固原有优势ꎬ 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企业的自

主创新能力ꎮ 服务业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了新知识、 技术的扩散ꎬ 提升了服务业发展水平ꎻ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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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烨、 余泳泽: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来自 ２３０个城市微观企业的证据»ꎬ «数量经济

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ꎻ 于斌斌: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提高制造业生产率吗? ———基于行业、 地区和城市异质性视角的分

析»ꎬ «南开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ꎮ
Ｍａｒｃｅｌ Ｐ Ｔｉｍｍｅｒꎬ ｅｔ ａｌ ꎬ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Ｕｓｅｒ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５７５－６０５



业企业在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服务的同时ꎬ 也把新知识、 新技术传递到制造业企业中ꎬ 提升了制造业企

业的生产经营水平ꎮ 其次ꎬ 服务业的竞争效应ꎮ 随着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和集聚规模的扩大ꎬ 服

务业企业数量逐渐增多ꎮ 一方面ꎬ 服务业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ꎬ 会通过降低成本与同类企业

进行竞争ꎬ 为制造业企业降低购买服务的成本ꎮ 另一方面ꎬ 制造业企业对服务的需求日益专业化、 精

细化ꎬ 对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为了满足制造业的需求ꎬ 服务业企业需要在知识、 技术等方面进

行创新ꎬ 形成差异化的产品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ꎬ 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多选择制造业企业可以选择

与自身匹配的专业化服务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ꎬ 实现制造业的内涵式发展ꎮ

图 １　 服务业通过产业关联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机制

服务业的分工和专业化ꎬ 以及服务业集聚的溢出效应等通过制造业产业链向服务业的延伸而实现

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ꎮ 具体而言ꎬ 在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增加对服务业产品的使用ꎬ 不仅包括

对服务业产品的直接使用ꎬ 也包括通过部门间产业关联间接使用ꎮ 因此ꎬ 本文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出

发ꎬ 分析由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关联给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带来的影响ꎮ

二、 模型构建和数据说明

　 　 １ 服务业参与度指标

为反映在整个经济系统中ꎬ 网络生产结构所带来的制造业产品生产与服务业之间的完全产业关联

程度ꎬ 以及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服务业的参与程度ꎬ 本文构建了服务业参与度指标ꎮ 该指标体现了制

造业中的服务业含量ꎬ 即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服务业的参与度ꎮ 假设经济系统中的所有产业分为三

类: 制造业、 服务业和其他产业ꎬ 其中ꎬ 每一类都包含若干子行业ꎬ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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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度定义为: ｖｓ ＝
μ Ｌ３２ Ｙ２
μ Ｙ２

其中ꎬ μ 为元素 １的行向量ꎬ Ｌ３２ 为制造业各子行业生产 １单位最终产品所包含的服务业各子行业

产品的总含量ꎬ Ｙ２ 为制造业的最终产品列向量ꎬ 二者相乘得到制造业最终产品中使用的服务业产品列

向量ꎬ 求和后表示制造业中服务业的总含量ꎬ 分母表示制造业的最终产品总量ꎮ 从经济含义上来说ꎬ
该指标体现了生产 １单位制造业最终产品对服务业的完全使用数量ꎬ 即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服务业的

参与程度ꎮ 上式定义的是制造业中服务业的参与度ꎮ 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定义制造业某一子行业

中服务业的参与度ꎬ 或者某一制造业子行业中某个服务业子行业的参与度ꎮ
２ 服务业通过产业关联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计量模型

考虑到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可比性和数据的可获取性ꎬ 我们选择劳动生产率指标来反映制造业的生

产效率ꎮ 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分析服务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ꎬ 构建如下模型:
ｌｎ ｙ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 ｋｉｔ ＋ β２ ｌｎｖ ｓｉｔ ＋ μｉｔ (１)
其中ꎬ ｙｉｔ 表示 ｉ 区域 ｔ 时期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ꎬ 即 １单位劳动力生产的产品量ꎻ ｋｉｔ 表示 ｉ 区域 ｔ

时期中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所使用的资本数量ꎻ ｖ ｓｉｔ 表示 ｉ 区域 ｔ 时期制造业生产中服务业的参与度ꎬ 变

量在模型中均取对数形式ꎮ
各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ꎬ 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不同ꎮ 为检验不同服务业发展水平对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ꎬ 本文参考 Ｈａｎｓｅｎ的研究构建了面板数据门槛模型ꎬ① 其中 Ｉ( ) 为指示函数:
ｌｎ ｙ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 ｋｉｔ ＋ β１ ｌｎｖ ｓｉｔＩ ｓｅｒｖｉｃｅ £γ( ) ＋ β２ ｌｎｖ ｓｉｔＩ ｓｅｒｖｉｃｅ > γ( ) ＋ εｉｔ (２)
其中ꎬ 各个变量分别是: (１) 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对数形式 ( ｌｎｙ )ꎻ (２) 核心解

释变量: 服务业参与度的对数形式 ( ｌｎｖｓ )ꎻ (３) 门槛变量: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处于

不同阶段时ꎬ 服务业参与度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有不同影响ꎮ 本文选用服务业发展水平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作为门槛变量ꎬ 用服务业名义增加值占 ＧＤＰ 名义增加值的百分比 (服务业 ＶＡ之和 /所有产业 ＶＡ总和

× １００) 来衡量ꎻ (４) 控制变量: 制造业 １单位劳动力所使用资本数量的对数形式 ( ｌｎｋ ) 来表示ꎮ
不同制造业受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不同ꎬ 不同服务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也不同ꎮ 本文研究

了各类制造业中不同服务业参与度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ꎮ 为便于研究ꎬ 将 １７ 个服务业合并为

６类: 批零贸易与住宿餐饮、 交通运输与邮政通信、 金融中介、 房地产、 租赁及商务服务、 其他服务

与教育ꎬ 分别用 ｌｎｖｓ１ － ｌｎｖｓ６表示ꎮ 为了检验不同服务业类型对各类制造业的影响ꎬ 构建如下模型:
ｌｎ ｙ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 ｋｉｔ ＋ β２ ｌｎｖｓ １ｉｔｎ ＋ β３ ｌｎｖｓ ２ｉｔｎ ＋ β４ ｌｎｖｓ ３ｉｔｎ ＋ β５ ｌｎｖｓ ４ｉｔｎ ＋ β６ ｌｎｖｓ ５ｉｔｎ ＋ β７ ｌｎｖｓ ６ｉｔｎ ＋ εｉｔ

(３)
其中ꎬ ｌｎｖｓ １ｉｔｎ － ｌｎｖｓ ６ｉｔｎ 表示 ｉ 区域在 ｔ 时期中ꎬ 制造业产业 ｎ 中不同类型服务业参与度的对数形

式ꎬ ｎ 取值范围为 １—１４ꎬ 具体为以下 １４个制造业部门:

表 １　 制造业产业部门

１　 食品、 饮料及烟草制造 ６　 石油、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１１ 机械制造业

２　 纺织品和纺织制品 ７　 化学原料及化工制品 １２ 电气与光学设备

３　 皮革及鞋类制品 ８　 橡胶和塑料制品 １３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４　 木材及木材制品 ９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 １４ 其他制造和废品废料

５　 纸、 纸制品和印刷品 １０ 金属和金属制品业

　 　 ３ 数据来源与说明

(１) 数据来源

０４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产业发展趋势研究

① Ｂｒｕｃｅ Ｅ Ｈａｎｓｅｎꎬ “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Ｎｏｎ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ꎬ Ｔｅｓｔ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９３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３４５－３６８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 ＷＩＯＤ数据库提供的国家投入产出表和经济社会核算数据ꎬ 选择了 ４０
个国家和地区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和社会经济核算面板数据ꎮ 这 ４０个国家和地区涵盖

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ꎬ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ꎮ 根据世界银行人均 ＧＤＰ 数据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美元) 的

分类ꎬ 可以将国家或地区按照人均 ＧＤＰ 分为高收入、 中高收入、 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或地区ꎮ 本

文据此将 ４０个国家和地区分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以及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 (包括中高收入和中低收

入国家或地区)ꎬ 具体分类如下:

表 ２　 高收入、 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分组

高收入国家或地区 (３１个) 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 (９个)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加拿大、 塞浦路斯、 捷克、 德国、
丹麦、 西班牙、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英国、 希腊、 匈牙利、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立陶宛、 卢森堡、 拉脱维亚、 马
耳他、 荷兰、 波兰、 葡萄牙、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瑞典、 中
国台湾、 美国

保加利亚、 巴西、 中国、 印度尼西亚、 印度、
墨西哥、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土耳其

　 　 (２) 数据说明

在ＷＩＯＤ提供的非竞争型国家投入产出表中ꎬ 制造业分为 １４个产业ꎬ 服务业分为 １７个产业ꎮ 根

据各国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出反映服务业参与制造业生产程度的服务业参与度指标ꎮ ＷＩＯＤ数据库提

供的社会经济核算数据中包括分产业的本币现价总产出、 固定资产、 价格指数、 劳动力等数据ꎮ 为保

证国家之间数据的可比性ꎬ 首先对各国现价总产出和固定资产数据利用价格指数转化为 １９９５ 年可比

价数据ꎬ 然后根据 １９９５年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ꎬ 将数据以美元为统一货币单位进行换算ꎮ

表 ３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指标名称 样本容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ｙ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５２０ ３ ５４９４ ２ ４００４ －２ ５６６７ ８ １２０８
ｌｎｋ 人均资本量 ５２０ ２ ８２５０ ２ ２５２８ －２ ９４６５ ６ ９９１５
ｌｎｖｓ 服务业参与度 ５２０ －１ １８１７ ０ ３４７０ －２ ６９７３ －０ ５４１０

ｓｅｒｖｉｃｅ 服务业发展水平 ５２０ ６４ ６８８５ ９ ４４０６ ３２ ７７００ ８４ １０００

　 　 表 ４给出了中国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中服务业的参与度ꎬ 如前所述ꎬ 服务业参与度的含义

是 １单位制造业最终产品的生产中服务业的使用数量ꎮ 例如ꎬ 从服务业参与度的角度看ꎬ ２００９ 年ꎬ
中国生产 １单位制造业最终产品需要使用 ０ ３３７５单位的服务业产品ꎮ

表 ４　 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参与度

中国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１９９５ ０ ３０１５ ０ ４３２４ ０ ３８７０ ０ ３５６２ ０ ５０７４ ０ ４１０４
１９９６ ０ ２９６７ ０ ４３４５ ０ ３９４７ ０ ３６８４ ０ ４８８０ ０ ３９１３
１９９７ ０ ２９０７ ０ ４４２２ ０ ３９３５ ０ ３９０４ ０ ４８４８ ０ ４０７７
１９９８ ０ ３０９２ ０ ４４８３ ０ ３９５５ ０ ４１８２ ０ ４８５７ ０ ４１２７
１９９９ ０ ３１１６ ０ ４５１２ ０ ４１０７ ０ ４２６３ ０ ４８９２ ０ ４０９２
２０００ ０ ２９９６ ０ ４５１８ ０ ４０５６ ０ ４２３２ ０ ４８５５ ０ ４０８６
２００１ ０ ３１５１ ０ ４６１２ ０ ４０８８ ０ ４３６５ ０ ５１４４ ０ ４３５３
２００２ ０ ３１６２ ０ ４４８０ ０ ４０８９ ０ ４４５６ ０ ５３００ ０ ４２７３
２００３ ０ ２８５１ ０ ４４７８ ０ ４１０１ ０ ４５１３ ０ ５３７０ ０ ４１３８
２００４ ０ ２５６４ ０ ４１１７ ０ ４００９ ０ ４２１６ ０ ５４３２ ０ ３９９８
２００５ ０ ２６０１ ０ ４２１１ ０ ３９９８ ０ ４１８７ ０ ５３２３ ０ ３９０４
２００６ ０ ２７１７ ０ ４１２９ ０ ３８４０ ０ ４０８１ ０ ５３６９ ０ ３８９２
２００７ ０ ２８５５ ０ ４２４２ ０ ３７５１ ０ ４０４６ ０ ５３２３ ０ ３８６４
２００８ ０ ３０２１ ０ ４０３２ ０ ３８１１ ０ ３９７７ ０ ５３６７ ０ ４０９６
２００９ ０ ３３７５ ０ ４０４４ ０ ４１５７ ０ ４１６６ ０ ５９１４ ０ ４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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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参与度对比

由图 ２可见ꎬ 中国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服务业的参与程度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年间有所波动ꎬ ２００４ 年达

到最低值 ０ ２６单位ꎬ 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ꎻ ２００４ 年之后ꎬ １ 单位制造业最终产品使用的服务业产

品有所上升ꎬ ２００９年达到 ０ ３４单位ꎮ 其中ꎬ 法国制造业中服务业的参与度最高ꎬ １ 单位制造业最终

产品中使用服务业产品约为 ０ ５０ 单位左右ꎬ ２００９ 年接近 ０ ６０ 单位ꎮ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ꎬ 中国

服务业的参与度偏低ꎬ 二者的产业关联紧密程度不够ꎬ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ꎮ

三、 结果分析

　 　 为了全面考察服务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ꎬ 本文将所有制造业产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

析ꎬ 然后分别研究每个制造业产业部门受服务业影响的情况ꎮ
１ 制造业总体的回归结果

本文通过 ｓｔａｔａ 软件估计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人均资本与服务业参与度ꎬ 经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ꎬ Ｐ 值为

０ ００ꎬ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 (１) 进行估计ꎬ 并在分析门槛效应之前对门槛效应进行检验ꎮ 以服务业发

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ꎬ 服务业参与度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单一门槛效应显著ꎬ 此时门槛值为 ５４ ７９ꎮ
表 ５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估计值 Ｆ统计量 Ｐ 值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５４ ７９００ １３１ ５０００ ０ ００６７

为了对比服务业参与度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ꎬ 表 ６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的结果ꎮ
表 ６　 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估计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 门槛估计模型

ｌｎｋ
０ ８８３５∗∗∗

(０ ０７４２)
０ ７６６８∗∗∗

(０ ０６７０)

ｌｎｖｓ
０ ３０７７∗

(０ １６４４)
ｌｎｖ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５４ ７９００)
０ ７３１８∗∗∗

(０ １５１５)
ｌｎｖ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５４ ７９００)
０ ０５２６
(０ １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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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４１７０∗∗∗

(０ ２９６０)
１ ５５４７∗∗

(０ ２６４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２０ ５２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３７７ ０ ３９４７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４０ ４０

　 　 说明: ∗∗∗ꎬ ∗∗ꎬ ∗分别表示通过了置信水平为 １％ꎬ ５％ꎬ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ꎬ 下同ꎮ

从固定效应模型可知ꎬ 全部变量均通过了置信水平为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ꎮ 从制造业整体来看ꎬ
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会提高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ꎮ 制造业中服务业的参与度越高ꎬ 制造业的劳动生产

率就越高ꎮ 服务业参与度每提高 １个百分点ꎬ 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０ ３１个百分点ꎮ
以服务业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的结果显示ꎬ 服务业参与度的影响具有门槛特征ꎮ 当服务业占比

低于 ５４ ７９％时ꎬ 服务业参与度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ꎬ 此时服务业参与度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ꎬ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０ ７３个百分点ꎬ 且通过了置信水平为 １％的显著性检验ꎻ 当服务业

占比高于 ５４ ７９％时ꎬ 服务业参与度对制造业具有正向影响ꎬ 系数为 ０ ０５ꎬ 影响效果并不显著ꎮ 在 ４０
个国家和地区中ꎬ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已跨过门槛值ꎮ 中国、 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间均未跨过门槛值ꎮ
制造业中服务业参与度的提高对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具有积极影响ꎬ 对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

家或地区影响更明显ꎮ 中国处在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ꎬ 服务业占比较低ꎬ 因此ꎬ 进一步促进制

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良好互动与融合ꎬ 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ꎮ
２ 不同制造业产业的回归结果

为了研究不同制造业产业劳动生产率受服务业发展的影响ꎬ 本文分别对 １４ 个制造业产业进行了

模拟ꎬ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ꎬ 结果见表 ７ꎮ
表 ７　 不同制造业产业回归结果

变量
食品、 饮料

及烟草制造

纺织品和

纺织制品

皮革及鞋

类制品

木材及木

材制品

纸、 纸制品

和印刷品

石油、 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

化学原料

及化工制品

ｌｎｋ
０ ７８８４∗∗∗

(０ ０８１３)
０ ８８６９∗∗∗

(０ ０７６８)
０ ８８４３∗∗∗

(０ ０７５２)
０ ８５６７∗∗∗

(０ ０７５５)
０ ８３７３∗∗∗

(０ ０７７５)
０ ８７０９∗∗∗

(０ ０７８０)
０ ８９７５∗∗∗

(０ ０７４５)

ｌｎｖｓ
０ ４９４７∗∗∗

(０ １６３４)
０ ０３６２
(０ １１３３)

０ ２６７１∗∗

(０ １３０８)
０ ２４７４∗∗∗

(０ １０５９)
０ ２７３１∗∗

(０ １１４６)
－０ ０６０１
(０ ０４９６)

０ ０９２８
(０ １１５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８２１９∗∗∗

(０ ３３５５)
１ ０８６３∗∗∗

(０ ２８２１)
１ ３４３９∗∗∗

(０ ２６１０)
１ ４１５７∗∗∗

(０ ２６７６)
１ ４８１８∗∗∗

(０ ２８３５)
０ ９９４７∗∗∗

(０ ２１９８)
１ １２２１∗∗∗

(０ ２４１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２０ ５２０ ５０７ ５２０ ５２０ ５０２ ５２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４６５ ０ ２３２２ ０ ２３８６ ０ ２４０７ ０ ２４１１ ０ ２３２７ ０ ２３３１

变量
橡胶 和 塑 料

制品

其他 非 金 属

矿物制品

金属 和 金 属

制品业

机 械 制 造

业

电 气 与 光

学设备

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

其他制造和

废品废料

ｌｎｋ
０ ８９１０∗∗∗

(０ ０７４５)
０ ８６８８∗∗∗

(０ ０７５５)
０ ８８６６∗∗∗

(０ ０７４４)
０ ８７８９∗∗∗

(０ ０７４４)
０ ８９２８∗∗∗

(０ ０７４３)
０ ９０６８∗∗∗

(０ ０７４８)
０ ８４２７∗∗∗

(０ ０７４０)

ｌｎｖｓ
０ ０６８１
(０ １５４９)

０ ２０５１∗

(０ １２３３)
－０ １２０７
(０ １０２８)

０ ２１５０∗

(０ １１１１)
０ ０２４４
(０ ０９６７)

－０ １３８０
(０ ０９９３)

０ ５７２０∗∗∗

(０ １３６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１１４４∗∗∗

(０ ２９０８)
１ ３３１３∗∗∗

(０ ２７８７)
０ ８８７１∗∗∗

(０ ２４１２)
１ ３３３１∗∗∗

(０ ２６２９)
１ ０５８６∗∗∗

(０ ２４６６)
０ ８１３６∗∗∗

(０ ２５９９)
１ ８３７３∗∗∗

(０ ２８２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２０ ５２０ ５２０ ５２０ ５２０ ５２０ ５２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３２４ ０ ２３６５ ０ ２３４３ ０ ２３８０ ０ ２３２２ ０ ２３５２ ０ ２５９４

　 　 如表 ７所示ꎬ 加强与服务业的关联对多数制造业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均具有积极作用ꎮ 从产业

关联的角度来看ꎬ 服务业对不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差异很大ꎮ 传统制造业中的食品、 饮料及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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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制造ꎬ 皮革及鞋类制品ꎬ 木材及木材制品ꎬ 纸、 纸制品和印刷品ꎬ 其他非金属矿物ꎬ 机械制造ꎬ 其

他制造和废品废料等制造业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受服务业产业关联的影响较大ꎬ 特别是食品、 饮料及烟

草制造产业与其他制造和废品废料产业ꎮ 服务业产业关联对纺织品和纺织制品、 化学原料及化工制

品、 橡胶和塑料制品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具有积极促进作用ꎮ 而石油、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电气与

光学设备、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金属和金属制品业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未从服务业产业关联中

受益ꎬ 这些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资本的贡献ꎮ 综合来看ꎬ 传统制造业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更容

易受到服务业的积极影响ꎮ 传统制造业产业的特点多为劳动密集型ꎬ 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专业化的

发展ꎬ 其生产过程中的服务环节也逐渐被外包出去ꎬ 促进了这些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ꎮ
３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关联的影响

(１) 不同收入水平下服务业产业关联的影响

本文将 ４０个国家和地区按照世界银行人均 ＧＤＰ 数据及划分标准分为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ꎬ 使

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ꎬ 见表 ８ꎮ

表 ８　 高收入组与中等收入组估计结果

变量 高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

ｌｎｋ
０ ５７７４∗∗∗

(０ ０２７８)
１ ４９２４∗∗∗

(０ ２４１０)

ｌｎｖｓ
０ ０２７４
(０ ０５６９)

１ ４７５２∗∗

(０ ６４２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６８６１∗∗∗

(０ １０６７)
１ ９７２４∗

(１ ０８４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４０３ １１７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５４３４ ０ ２８６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３１ ９

在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中ꎬ 服务业参与度的提高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均有显著影响ꎮ 对于中等

收入组ꎬ 服务业参与度指标每提高 １个百分点ꎬ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１ ４８个百分点ꎬ 在 ５％水平上

显著ꎻ 对于高收入组ꎬ 服务业参与度指标的提高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大低于中等收入组ꎬ 系

数不显著ꎬ 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ꎬ 服务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下降ꎮ
就制造业乃至经济整体的效率而言ꎬ 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并不是越高越好ꎬ 而应合理适度发

展ꎮ 随着专业化和外包的出现ꎬ 服务业 (如批发贸易、 运输、 金融、 商务服务、 咨询与法律等) 从

制造业中分离出来ꎬ 其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带来边际收益递增ꎬ 其产业聚集和专业化程度显著提高了制

造业劳动生产率ꎮ 此外ꎬ 中等收入组多为劳动力密集的国家ꎬ 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参与将部分劳动力从

制造业中转移出来ꎬ 解决了制造业劳动力冗余的问题ꎬ 提高了制造业劳动力的边际效率ꎬ 并通过专业

化服务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ꎬ 从而促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ꎮ 而服务业比重过高ꎬ 也意味着

国内产业比重的失衡ꎬ 出现产业空洞化ꎬ 服务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将大大降低ꎮ
对于处于中等收入组的中国来说ꎬ 支持服务业的发展、 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和融合、

提高制造业中服务业的参与度将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ꎮ 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

展也将通过加强制造业创新能力来提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ꎮ
(２)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不同类型服务业参与度的影响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 ３１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ꎬ 以及 ９ 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ꎬ 各类制造

业中的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影响进行了模拟ꎬ 研究制造业中不同类型服务业的使用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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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ꎮ 表 ９和表 １０列出了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各类服务业的回归系数ꎮ①

表 ９　 高收入组服务业参与度估计结果

变量
食品、 饮料及

烟草制造

纺织品和

纺织制品

皮革及鞋

类制品

木材及

木材制品

纸、 纸制品

和印刷品

石油、 炼焦

及核燃料加工

化学原料

及化工制品

ｌｎｖｓ１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２４２ －０ ０７１８∗ －０ ０８０８∗ －０ ０２１４ －０ １１０４∗∗∗ ０ ０９７０∗∗

ｌｎｖｓ２ ０ ０５５９∗ －０ ０６１３ －０ ０７６８∗ －０ ０７５９∗∗∗ －０ ０３７１ －０ ０５１３∗∗∗ ０ ０２２１
ｌｎｖｓ３ ０ ０４６８∗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１７８ ０ ０４６２∗ ０ ０６５８∗∗∗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６５４∗∗∗

ｌｎｖｓ４ ０ １６１４∗∗∗ ０ １２３４∗∗∗ ０ １７２３∗∗∗ ０ １３６５∗∗∗ ０ １５８０∗∗∗ ０ ０７５０∗∗∗ ０ ０８３３∗∗∗

ｌｎｖｓ５ －０ ０９８８∗∗∗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３０４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６７０∗∗∗ ０ ０６９８∗∗∗ －０ １２５１∗∗∗

ｌｎｖｓ６ －０ ０２６０ －０ ０５７２∗∗ －０ ０９０５∗∗∗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６９８∗∗∗ －０ ０８６８∗∗∗ －０ ０６０３∗∗

变量
橡胶和

塑料制品

其他非金

属矿物制品

金属和金

属制品业
机械制造业

电气与

光学设备

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

其他制造

和废品废料

ｌｎｖｓ１ －０ １５２４∗∗ －０ ３０１４∗∗∗ －０ １６７９∗∗∗ －０ ２６００∗∗∗ －０ １６３４∗∗∗ －０ ３６６５∗∗∗ －０ １７２９∗∗∗

ｌｎｖｓ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３１７ －０ ０９３４∗∗∗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３７４ ０ ０２０９
ｌｎｖｓ３ ０ ０５８９∗∗ ０ ０４３７∗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３１８ ０ ０１７３
ｌｎｖｓ４ ０ １５９９∗∗∗ ０ １５９２∗∗∗ ０ １３７８∗∗∗ ０ １６９８∗∗∗ ０ ０９８１∗∗∗ ０ １３０９∗∗∗ ０ １１３０∗∗∗

ｌｎｖｓ５ －０ ０６０６∗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２８９ ０ ０３３７ －０ ０６４０∗∗ －０ ０２６０ －０ ０２４９
ｌｎｖｓ６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２６２ －０ ０３６１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１７７ －０ ００８７

表 １０　 中等收入组服务业参与度估计结果

变量
食品、 饮料

及烟草制造

纺织品

和纺织制品

皮革及鞋

类制品

木材及

木材制品

纸、 纸制品

和印刷品

石油、 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

化学原料及

化工制品

ｌｎｖｓ１ １ ６１８７∗∗∗ ０ ８５１２∗ ０ ８１１９∗ １ １５０６∗∗∗ １ ７０４６∗∗∗ －０ １０４５ ０ ５７５２
ｌｎｖｓ２ －０ ３６５２ －０ ６７５９ ０ ２０８７ －０ ２８５２ －０ ４４８３ －０ ３８８１ －０ ４５５２
ｌｎｖｓ３ －０ ７８７０∗∗∗ －０ ９６２９∗∗∗ －０ ３９３３∗∗ －０ ７２０９∗∗∗ －０ ８８６６∗∗∗ －０ ５２５５∗∗∗ －０ ７００２∗∗∗

ｌｎｖｓ４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８９６∗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７６９∗∗ ０ ０７９９∗ ０ ０２０５ ０ ０６６７
ｌｎｖｓ５ ０ ２３６８∗∗∗ ０ ２９４２∗∗∗ ０ ４０９９∗∗∗ ０ ４９５５∗∗∗ ０ ２４５９∗∗∗ ０ ２１３１∗∗ ０ ２５７９∗∗∗

ｌｎｖｓ６ ０ ９４８６∗∗∗ ０ ８４１１∗∗∗ ０ ９２１４∗∗∗ １ １２８４∗∗∗ ０ ８１６７∗∗∗ ０ ８２５９∗∗∗ ０ ８４０６∗∗∗

变量
橡胶和

塑料制品

其他非金

属矿物制品

金属和金

属制品业
机械制造业

电气与

光学设备

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

其他制造和

废品废料

ｌｎｖｓ１ １ １１４３∗∗ ０ ４９８９ １ ０７０２ －０ ３４２２ ０ １３２１ －０ ００４２ １ １３０３∗∗

ｌｎｖｓ２ －０ ７６６３∗∗ －０ ４８０３ －０ ６７３２ －０ ０８７０ ０ １２４２ －０ ３３４４ ０ ５１１７
ｌｎｖｓ３ －０ ６２３２∗∗∗ －０ ６２５８∗∗∗ －０ ９３４３∗∗∗ －０ ３９６８∗∗ －０ ４４７７∗∗∗ －０ ７０３９∗∗∗ －０ ４９３２∗∗∗

ｌｎｖｓ４ ０ ０４０４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７６７∗ ０ １７６７∗∗∗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８９１
ｌｎｖｓ５ ０ ０４９９ ０ ２７５８∗∗∗ ０ ０６５８ ０ ３５３７∗∗∗ ０ ３２４７∗∗∗ ０ ２３３１∗∗∗ ０ ２５０１∗∗∗

ｌｎｖｓ６ １ ２０３３∗∗∗ １ １２２６∗∗∗ ０ ９４３３∗∗∗ １ ０９４０∗∗∗ ０ ８７３４∗∗∗ １ ０６６９∗∗∗ ０ ８４４０∗∗∗

在高收入组中ꎬ 房地产对各类制造业影响显著ꎮ 批零贸易与住宿餐饮对大部分制造业的系数为负

数ꎬ 其对石油、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 金属和金属制品业、 机械制造业、 电气与

光学设备、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其他制造和废品废料等制造业的系数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的检

验ꎬ 表明在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中批零贸易和住宿餐饮服务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都是正向

的ꎮ 金融中介、 租赁及商务服务、 其他服务业与教育三类服务业对部分制造业的影响较为明显ꎮ 在中

等收入组中ꎬ 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影响最大的分别是其他服务与教育、 租赁及商务服务ꎬ 部分制造业

中批零贸易和住宿餐饮的影响较明显ꎬ 房地产对各类制造业中的影响较小ꎮ 中等收入组中金融中介对

５４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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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没有促进作用ꎬ 其原因可能是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金融体系不够完善、 金融结构与

制造业规模不匹配、 金融市场与制造业关联不稳定等ꎮ
对比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可以发现ꎬ 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服务业类型有所区别: 在高收入组

中ꎬ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受房地产的正向影响最大ꎮ 在中等收入组中ꎬ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受其他服务与教

育、 租赁及商务服务的影响最大ꎮ 这可能与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多使用租赁等服务有关ꎮ
对比两组系数可见ꎬ 中等收入组的系数大部分大于高收入组ꎬ 表明在中等收入组中同类服务业使用程度

的提高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产生较大影响ꎮ
中国处于中等收入组ꎬ 应重视其他服务与教育、 租赁及商务服务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

用ꎬ 同时更好地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ꎮ 交通运输和邮政通信在两组中的作用不明显ꎬ 部分系数为负

数ꎬ 交通运输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ꎬ 与存量关系更密切ꎬ 选取指标可能会对结果造成一定影响ꎮ

结　 　 论

　 　 本文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ꎬ 结果表明:
第一ꎬ 服务业参与度的提高会促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ꎮ 制造业中服务业参与度每提高 １ 个

百分点ꎬ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将提高 ０ ３１个百分点ꎮ 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特征ꎬ 当服务业占比低

于 ５４ ７９％时ꎬ 服务业参与度的提高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ꎬ 高于这一占比时则影响

不显著ꎮ 目前中国制造业中服务业参与度较低ꎬ 推进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ꎬ 提高服务业在制造业中的

参与度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ꎮ 第二ꎬ 传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参与度呈正比ꎮ 从制造

业分产业的分析结果来看ꎬ 传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更容易受到服务业参与度提高的积极影响ꎬ 而电

气与光学设备、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与服务业关联并没有太大影响ꎬ 这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

要依赖资本要素ꎮ 传统制造业劳动密集的特点使其更容易受到服务业分工和集聚带来低成本的有利影

响ꎮ 因此ꎬ 应充分发挥服务业对传统制造业的积极促进作用ꎬ 提高传统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ꎬ 通过服

务化开辟传统制造业新的发展路径ꎮ 第三ꎬ 不同收入组受服务业参与度的影响不同ꎮ 按经济发展水平

分组分析结果来看ꎬ 中等收入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受服务业参与度的影响更大ꎮ 相比之下ꎬ 高收入组

服务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较低ꎮ 结合服务化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的门槛特征ꎬ 可以认

为服务业的比重并非越高越好ꎬ 应合理发展服务业ꎮ 第四ꎬ 不同服务业对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制造

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同ꎮ 从服务业分类结果来看ꎬ 高收入组各类制造业中房地产的参与度对制造业

劳动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ꎬ 金融业等服务业的影响也相对较大ꎻ 中等收入组中其他服务与教育、 租赁

及商务服务的参与给制造业带来了积极影响ꎮ 此外ꎬ 服务业参与度在中等收入组中会对制造业劳动生

产率产生更大的影响ꎮ 对于中国而言ꎬ 应重点发展教育、 租赁及商务服务以及包括研发和综合技术服

务业在内的其他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服务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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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引发中国产业分化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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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ꎻ ２ 吉林大学 经济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驱动力ꎬ 其发展壮大必将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ꎬ 进而

引发产业分化ꎮ 文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ꎬ 通过熵指数测度产业分化度ꎬ 并对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与产业分化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ꎮ 研究发现ꎬ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与中国产业分化度

呈正相关关系ꎬ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产业分化起促进作用ꎮ 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将抑制第一产业的产业分化ꎬ
但会促进第二产业的产业分化ꎬ 对第三产业的产业分化度影响不显著ꎮ 因此ꎬ 应建立数据共享机制ꎬ 推动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ꎻ 联动劳动力市场主体ꎬ 应对结构性失业风险ꎻ 强化人工智能研发攻关能力ꎬ 打造复合

型人才队伍ꎮ
关键词: 人工智能ꎻ 产业分化ꎻ 主成分分析ꎻ 熵指数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２１ 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０４７－０９

　 　 人工智能不仅引领了第四次工业革命ꎬ 也将带来人类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ꎬ 要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ꎮ① 人工智能发展壮大的过程必将带来

产业结构的调整ꎬ 进而引发产业分化ꎮ 自 １９５６年 “人工智能之父” 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首次提出 “人工智

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一词以来ꎬ 人工智能的内涵不断拓展ꎬ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ꎬ 可将人工智

能理解为一门以计算机化、 自动化设备为应用载体ꎬ② 借助大数据、 互联网、 现代科学算法等技术ꎬ
为完成既定目标任务而形成的感知、 推理、 学习、 决策等人类能力的技术科学ꎮ 学术界对于产业分化

尚未给出明确的定义ꎬ 学者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对产业分化的内涵作出阐释ꎮ 芮明杰提出ꎬ 产业分化是

由于生产力发展、 社会分工深化导致的ꎬ 是萌芽中的新产业经过充分发育后分离出一个新产业的过

程ꎮ③ 吴淼指出ꎬ 产业分化的实质是产业演化ꎬ 是从既有产业中孕育、 萌芽、 分离并成长为独立产

业的过程ꎮ④ 综合以上观点ꎬ 可将产业分化理解为新产业经过培育发展ꎬ 逐渐与原有产业分离的过

程ꎮ 理清人工智能与产业分化之间的关系ꎬ 有助于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下结构性失业加剧、 科技竞争激

烈、 专业人才紧缺等问题ꎬ 助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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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点

　 　 人工智能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以往的工业革命相比具有诸多新特点ꎮ 掌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特点ꎬ 有助于全面认识人工智能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ꎬ 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ꎮ
第一ꎬ 第四次工业革命传播速度快ꎬ 适应时间短ꎮ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以指

数速度发展的ꎬ 而以往的工业革命是以线性方式演进的ꎮ① 国外学者通过统计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数

码产品或相关软件在全球范围内达到 １ 亿用户所用的时间ꎬ 描述了新技术传播速度的变化情况ꎮ 其

中ꎬ １８７８年发明的电话达到 １亿用户的时间是 ７５ 年ꎬ １９７９ 年发明的移动电话用时 １６ 年ꎬ １９９０ 年发

明的互联网用时 ７年ꎬ ２００４年创立的社交软件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用时 ４年零 ６ 个月ꎬ ２０１２ 年发行的游戏 Ｃａｎ￣
ｄｙ Ｃｒｕｓｈ Ｓａｇａ用时 １年零 ３个月ꎮ② 由此可见ꎬ 人工智能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数字化、 信息

化、 智能化变革ꎬ 正以指数级传播速度影响人类的生产、 生活方式ꎮ
第二ꎬ 第四次工业革命影响范围大、 涉及行业广ꎮ 以往工业革命涉及的行业较单一ꎬ 而第四次工

业革命却冲击了各行各业ꎮ ２０１３ 年ꎬ 牛津大学发布的报告量化分析了 ７０２ 个职业的自动化概率ꎬ
１０—２０年内ꎬ 美国约有 ４７％的岗位将被自动化技术替代ꎮ 通过分析职业自动化风险列表ꎬ 可以发现

７０２个职业都将或多或少受到智能化浪潮的影响ꎬ 其中ꎬ 低技能、 低工资的职业被替代的概率更高ꎬ
例如电话销售员、 报税代理人被自动化替代的概率高达 ９９％ꎬ③ 可见ꎬ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广泛、 系统

地影响人类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管理方式ꎮ 人工智能的全方位嵌入加剧了一、 二、 三产业之间的

互相渗透ꎬ 产业界限逐渐模糊ꎬ 跨界融合逐渐加深ꎬ 进而重塑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ꎮ
第三ꎬ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更多机遇ꎬ 引发更多挑战ꎮ 与以往工业革命相比ꎬ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

外部环境和技术变革上都存在较大差异ꎮ 就外部环境的特点而言ꎬ 以往工业革命发生时ꎬ 尚未实现经

济全球化ꎬ④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ꎬ 人工智能对全球市场的渗透速度几乎相同ꎬ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技术

创新在各国市场之间的交流融合ꎬ 也加剧了各国市场、 贸易、 政治风险的传导ꎮ 就技术变革的特点而

言ꎬ 以往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替代了人类的体力劳动ꎬ 而人工智能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是

对体力劳动的替代ꎬ 更是对脑力劳动的替代ꎮ 在经历弱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阶段后ꎬ
人工智能将拥有独立意志、 情感认知、 社交技能、 创新能力ꎬ 执行开放式任务ꎬ 达到所谓的 “ＡＩ 奇
点”ꎮ 基于此ꎬ 未来人工智能在带来智慧交通、 智慧教育、 智慧医疗、 智慧产业等发展机遇的同时ꎬ
也将引发伦理问题、 安全问题、 技术性失业问题、 人机关系问题等一系列挑战ꎮ

二、 人工智能引发产业分化的内在逻辑

　 　 产业分化的原因是多样的ꎬ 从内部因素来看ꎬ 产业分化受产业生命阶段、 市场结构、 企业能力等

因素的影响ꎻ 从外部因素来看ꎬ 影响因素可分为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 社会因素、 技术因素ꎮ 虽然产

业分化的影响因素较多ꎬ 但其主要受经济因素中的分工、 交易成本及技术因素中的技术创新影响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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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 本文主要从分工、 交易成本和技术创新出发来考察人工智能引发产业分化的内在逻辑ꎮ
首先ꎬ 社会分工的深化是新产业产生的基础ꎬ 也是产业分化的根本原因ꎮ 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劳动

工具升级为智能机器ꎬ 机器不再独立于劳动者存在ꎬ 劳动者也不再需要为保障劳动的顺利进行而依附

于机器ꎬ 而是将智能机器与劳动者个体充分结合ꎬ 赋予智能机器判断、 推理、 认知等能力ꎮ 生产力的

变革促使社会分工向更高级、 更复杂的形态转变ꎬ 劳动者将重回劳动的中心位置ꎬ 控制整个生产过

程ꎮ① 基于此ꎬ 智能化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分工不再是同一条产业链上 “产品研发＋制造外包” 的 “线
性” 分工模式ꎬ 而将打破产业、 产品类别之间的界限ꎬ 形成不同产业之间的智能生产系统ꎬ② 逐步实

现直接面向个人需求的产品设计、 产品研发、 产品制造的一体化生产ꎬ 进而分化出全新的产业ꎮ
其次ꎬ 交易成本的降低将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ꎬ 是产业分化的直接原因ꎮ 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

看ꎬ 人工智能的应用将进一步整合产业链结构ꎬ 压缩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ꎬ 利用大数据精准匹配产品

的供需要求ꎬ 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缩减产品流通、 运输、 信息交流的成本ꎬ 降低交易费用ꎮ③ 从管

理费用的角度来看ꎬ 人工智能创造的虚拟劳动力降低了劳动者生产组织工作的难度和强度ꎬ 使生产组

织方式趋于简单化、 分散化、 灵活化ꎬ 大大降低生产过程中人事管理、 组织成本等方面的管理费用ꎮ
从时间成本的角度来看ꎬ 以往工业革命实现了机器劳动对体力劳动的替代ꎬ 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

智能不仅解放了人类的体力劳动ꎬ 更将全面解放人类的脑力劳动ꎬ 为人类节约时间成本ꎮ 基于此ꎬ 人

工智能降低了交易成本ꎬ 提高了交易效率ꎬ 加速了新产品、 新商业模式及新产业的诞生ꎮ 另外ꎬ 劳动者

解放后的脑力劳动和剩余时间将应用于需求分析、 产品设计、 产品创新等更高层次的生产活动中ꎬ 有助

于创造出更多的新产品ꎬ 新产品又将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ꎬ 从而产生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ꎮ
最后ꎬ 技术创新创造的新产品将形成新市场ꎬ 进而形成新产业ꎬ 是产业分化的推动力ꎮ 人工智能

带来的机器视觉、 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人脸识别、 语音识别、 遗传编程等技术创新广泛应用于

各行各业ꎮ 在农业领域ꎬ 人工智能的应用加速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智力密集型产业的转化ꎬ 机器

人将在土壤识别、 种子检测、 智能种植、 精准灌溉、 虫害监控、 健康养殖等环节发挥优势ꎬ 大数据保

障了农产品绿色、 安全、 健康的全过程可追溯ꎬ 使 “无人农场” “智慧农庄” “田园到餐桌” 成为现

实ꎮ 工业领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最早的领域ꎬ 也是发展相对成熟的领域ꎬ 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于汽

车、 机械、 电子设备等制造业ꎬ 生产线的智能化升级推动了 “智能工厂” 的出现ꎬ ３Ｄ打印等新技术

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产品定制的需求ꎬ 服务要素正演变为制造业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ꎬ 促进了以服务

为中心的制造业产业分化ꎮ 在服务业领域ꎬ 具备一定认知能力的服务型机器人将自主应对复杂的环

境ꎬ 为人类提供教育、 医疗、 娱乐、 家庭等方面的人机交互式服务ꎬ 推动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转型升

级ꎮ④ 基于此ꎬ 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创新正促进传统产业向 “智慧产业” 加速革新ꎬ 定制式、 体验式

的新兴产业将逐渐从原有产业中分离出来ꎬ 成为满足专业化、 个性化消费需求的新产业ꎮ

三、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１ 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

主成分分析法是基于数理统计的原理ꎬ 利用降维思想ꎬ 通过矩阵运算和线性组合ꎬ 将一组相关变

量转换为一组不相关变量ꎬ 将多个指标转换为综合指标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ꎮ 主成分分析法能

９４人工智能引发中国产业分化及对策研究

①

②

③
④

韩海雯: «人工智能产业建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马克思分工理论视角»ꎬ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６期ꎮ
张新春、 董长瑞: «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 “人的全面发展” 向何处去———兼论新技术下劳动的一般特征»ꎬ «经济学家»

２０１９年第 １期ꎮ
杨栩、 谭琦: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智能化运营研究»ꎬ «商业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 １１期ꎮ
马俊、 周建波: «国外商业智能创新研究进展与展望»ꎬ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 ６期ꎮ



在最大限度保留原始信息的基础上ꎬ 实现多维空间的有效降维ꎬ 客观、 合理地确定指标权重ꎬ 得到综

合所有原始变量信息的新变量ꎮ
主成分分析法的步骤如下: 第一ꎬ 为消除数据量纲的影响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ꎬ 将其转换

为均值为 ０、 方差为 １的标准化数据ꎬ 即 ｘｉ ＝
ｘｉ － Ｅ ｘｉ( )

Ｃｏｖ(ｘｉ)
ꎬ ｉ ＝ １ꎬ ２ꎬ ꎬ ｎ ꎮ 第二ꎬ 在标准化数据的

基础上ꎬ 建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Ｒ ꎮ 第三ꎬ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Ｒ 的特征值ꎬ 并按照从大到小的顺

序排序ꎬ 记为 λ１ ⩾ λ２ ⩾⩾ λｎ ⩾ ０ꎻ 再计算对应的特征向量 α１ꎬ α２ꎬ ꎬ αｎ ꎮ 第四ꎬ 计算方差贡

献率
λ ｉ

∑
ｎ

ｉ ＝ １
λ ｉ

ꎬ ｉ ＝ １ꎬ ２ꎬ ꎬ ｎꎻ 计算方差累计贡献率
∑
ｍ

ｉ ＝ １
λ ｉ

∑
ｎ

ｉ ＝ １
λ ｉ

ꎬ ｉ ＝ １ꎬ ２ꎬ ꎬ ｍꎬ ｎ ꎬ 并按照方差累计

贡献率超过 ８０％的原则确定主成分的个数ꎬ 记为 ｋ ꎮ 第五ꎬ 合成 Ｋ 个主成分ꎬ 获得指标的综合评价值ꎮ
经济学领域的人工智能研究是近年兴起的ꎬ 学术界尚未给出如何测算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方法ꎬ

不同学者选取的衡量标准各有侧重ꎬ 本文综合借鉴朱巧玲等①、 李俊珏②测度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时的

指标选取ꎬ 构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评价体系ꎬ 以人力投入、 财力投入、 物力投入三个指标来衡量人工

智能的投入情况ꎬ 以经济产出、 产品产出两个指标来衡量人工智能的产出情况ꎬ 进而评价人工智能的

发展水平ꎮ 具体来讲ꎬ 人力投入用高技术产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万人年) 表

示ꎬ 记为 Ｘ１ꎻ 财力投入用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经费 (亿元) 表示ꎬ 记为 Ｘ２ꎻ 物力投入用高技术产

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Ｄ) 机构数 (个) 表示ꎬ 记为 Ｘ３ꎻ 经济产出用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亿元) 表示ꎬ 记为 Ｘ４ꎻ 产品产出用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 (台) 表示ꎬ 记为 Ｘ５ꎮ
本文通过 Ｗｉｎｄ数据库、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和国家统计局网站ꎬ 收集整理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的

指标数据ꎮ 为符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的要求ꎬ 本文将所有指标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ꎮ
２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

为了确定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ꎬ 本文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 ０ 软件对人工智能发

展水平的各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ꎬ 见表 １、 表 ２ꎮ Ｃｏｍｐ１的特征值为 ４ ７２８ ９５ꎬ 大于 １ꎬ 其他特征值

均小于 １ꎬ 且第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 ９４ ５８％ꎬ 超过 ８０％ꎬ 再累计其他成分因子的贡献作用并

不大ꎬ 说明第一主成分已包含足够多的信息ꎬ 可以代表原始数据ꎮ 因此ꎬ 选取第一主成分即可ꎮ 如表

２所示ꎬ 因为只选取了第一主成分ꎬ 故利用因子载荷矩阵中 Ｃｏｍｐ１列的系数做线性组合ꎬ 即可计算出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ꎮ 由于所有指标的权重之和应为 １ꎬ 故在得到综合指标系数的基础上ꎬ
本文对指标的权重进行了归一化处理ꎬ 见表 ３ꎮ

表 １　 指标特征值与贡献率

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Ｃｏｍｐ１ ４ ７２８ ９５ ０ ９４５８ ０ ９４５８
Ｃｏｍｐ２ ０ ２４０ ９９４ ０ ０４８２ ０ ９９４
Ｃｏｍｐ３ ０ ０１７ ５０８ ９ ０ ００３５ ０ ９９７５
Ｃｏｍｐ４ ０ ０１０ ０８４ ９ ０ ００２ ０ ９９９５
Ｃｏｍｐ５ ０ ００２ ４６２ ６５ ０ ０００５ １

０５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产业发展趋势研究

①
②

朱巧玲、 李敏: «人工智能、 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结构优化对策研究»ꎬ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８年第 ６期ꎮ
李俊珏: «人工智能对中国劳动力结构影响研究»ꎬ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ꎮ



表 ２　 因子载荷矩阵

变量 Ｃｏｍｐ１ Ｃｏｍｐ２ Ｃｏｍｐ３ Ｃｏｍｐ４ Ｃｏｍｐ５
Ｘ１ ０ ４２６７ ０ ７４９７ ０ ３６２８ ０ ３４４５ ０ ０７４９
Ｘ２ ０ ４５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６０３ －０ ４８１１ －０ ７４４４
Ｘ３ ０ ４５６８ ０ ００３４ －０ ８３６１ ０ ３０３３ ０ ０１７９
Ｘ４ ０ ４５８４ －０ ０８４８ ０ ０５２８ －０ ５８３１ ０ ６６３２
Ｘ５ ０ ４３４１ －０ ６５６３ ０ ４０３７ ０ ４６６７ －０ ００５７

表 ３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指标的权重

指标 符号 Ｃｏｍｐ１ 权重

人工智能投入

高技术产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Ｘ１ ０ ４２６７ ０ １９０ ９２
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经费 Ｘ２ ０ ４５９０ ０ ２０５ ３７
高技术产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Ｄ) 机构数 Ｘ３ ０ ４５６８ ０ ２０４ ３８

人工智能产出
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Ｘ４ ０ ４５８４ ０ ２０５ １０
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 Ｘ５ ０ ４３４１ ０ １９４ ２３

在上述结果的基础上ꎬ 本文进一步运用 ＫＭＯ 检验和 ＳＭＣ 检验ꎬ 验证主成分分析的结果ꎮ 利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 ０软件ꎬ 可以得到变量的 ＫＭＯ 值和 ＳＭＣ 值ꎬ 见表 ４ꎮ ＫＭＯ 值取值越高ꎬ 代表变量的共性越

强ꎬ 根据 Ｋａｉｓｅｒ提出的适用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判断标准ꎬ① ０ ９—１ ０ 表示非常好、 ０ ８—０ ８９ 表示较

好、 ０ ７—０ ７９表示可以接受、 ０ ６—０ ６９表示勉强接受ꎬ 对比表 ６ 的结果可知ꎬ 本文变量均通过了

ＫＭＯ检验ꎬ 适用于主成分分析法ꎮ ＳＭＣ值越高代表变量的线性关系越强ꎬ 共性越强ꎬ 越适合选用主

成分分析法ꎬ 由表 ６的结果可知ꎬ 本文变量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ꎬ 适合做主成分分析ꎮ

表 ４　 变量的 ＫＭＯ、 ＳＭＣ检验值

变量 ＫＭＯ值 ＳＭＣ值

Ｘ１ ０ ７７５３ ０ ９５８２
Ｘ２ ０ ８０６４ ０ ９９６０
Ｘ３ ０ ９６９４ ０ ９７９７
Ｘ４ ０ ８４２６ ０ ９９５３
Ｘ５ ０ ８０３６ ０ ９６９５
合计 ０ ８３７１ —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各指标的权重ꎬ 可以计算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综合

测算数值ꎬ 见表 ５ꎮ 根据数值可得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时间趋势图ꎬ 见图 １ꎮ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

水平呈逐年持续上升的趋势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ꎬ 图 １中的负数部分并不代表当年人工智能发展水平

为负ꎬ 只表示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的时间区间内ꎬ 人工智能尚处于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ꎮ

表 ５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人工智能

发展水平
－１ ２９７ －１ １１７ －０ ９５３ －０ ８５４ －０ ５８８ －０ ３０５ ０ １０５８ ０ ３５１ ０ ６１５１ ０ ９２９ １ ３０３６ １ ８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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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 Ｆ Ｋａｉｓｅｒꎬ Ｊ Ｒｉｃｅꎬ “Ｌｉｔｔｌｅ Ｊｉｆｆｙꎬ Ｍａｒｋ ⅳ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７４ꎬ ｐｐ １１１－１１７.



图 １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时间趋势图

四、 中国产业分化度的熵指数分析

　 　 １ 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

中国学者对产业分化的研究多针对某一特定区域、 某一特定产业来讨论产业分化的情况ꎬ 学术界

对于如何测度产业分化的方法尚未达成共识ꎮ 考虑到本文需要进行全国范围内产业分化的测度ꎬ 因此

通过构建熵指数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Ｉｎｄｅｘꎬ ＥＩ) 来测算中国的产业分化度ꎬ 借助产值分布的情况来表现产业分

化过程中新兴产业的形成及产业结构体系的改变ꎮ
设 Ｓｉ 为第 ｉ 产业的产值ꎬ Ｎ 为产业的总个数ꎬ Ｐ ｉ 为第 ｉ 产业的产值占总产业产值的比例ꎬ 即

Ｐ ｉ ＝
Ｓｉ

∑
Ｎ

ｉ ＝ １
Ｓｉ

熵指数的定义式为: ＥＩ ＝∑
Ｎ

ｉ ＝ １
Ｐ ｉ ｌｏｇ(１ / Ｐ ｉ)

其中ꎬ ＥＩ 越大ꎬ 代表产业产值分布越均衡ꎬ 产业分化度越小ꎮ
产业分化度 Ｒ 的计算公式为:

Ｒ ＝ １
ＥＩ

＝ １

∑
Ｎ

ｉ ＝ １
Ｐ ｉ ｌｏｇ(１ / Ｐ ｉ)

其中ꎬ Ｒ 越大ꎬ 代表产业分化度越高ꎻ 反之ꎬ Ｒ 越小ꎬ 则产业分化度越小ꎮ
本文通过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和国家统计局网站ꎬ 收集整理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中国各产业产

值的相关数据ꎬ 并利用上述测算方法计算了产业分化度 Ｒ ꎬ 第一产业的产业分化度 Ｒ１ꎬ 第二产业的

产业分化度 Ｒ２ꎬ 第三产业的产业分化度 Ｒ３ꎬ 见表 ６ꎮ

表 ６　 中国产业分化度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产 业 分 化
度 Ｒ １ ０４５７ １ ０５０８ １ ０５２１ １ ０６０２ １ ０６５９ １ ０６８５ １ ０６９４ １ ０７３ １ ０７９１１ ０８８２１ ０９７５ １ １０８９

第一产业
分化度 Ｒ１

０ ９４７８ ０ ９４４３ ０ ９４１２ ０ ９４２６ ０ ９５７ ０ ９４５ ０ ９４３４ ０ ９４１１ ０ ９３９６０ ９４０７０ ９３３７ ０ ９３２５

第二产业
分化度 Ｒ２

１ ０４１１ １ ０５８７ １ ０６０２ １ ０８４５ １ ０８０３ １ ０５８３ １ ０５８８ １ ０７０７ １ １０３ １ １４３７１ １６３６ １ １６４７

第三产业
分化度 Ｒ３

０ ４１３９ ０ ４１６５ ０ ４１７７ ０ ４１７７ ０ ４１９６ ０ ４２０２ ０ ４２１３ ０ ４２０５ ０ ４１９７０ ４１９３０ ４１７２ ０ ４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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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产业分化度的测度结果

根据计算结果ꎬ 绘制出产业分化度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图ꎬ 分别如图 ２—图 ５ 所示ꎮ 根据产业分化

度的测度结果ꎬ 结合图 １可以发现ꎬ 总体上中国产业分化度趋势线不断上升ꎬ 即中国整体产业分化度

呈逐年增大的趋势ꎮ 从细分产业角度看ꎬ 中国第一产业的产业分化度趋势线基本呈下降趋势ꎬ 说明第

一产业的产值分布趋向于均衡化发展ꎻ 中国第二产业的产业分化度趋势线呈上升趋势ꎬ 说明第二产业

内部某些产业的产值增长远高于第二产业的平均产值ꎬ 或存在某些产业的产值减少远低于第二产业的

平均产值ꎬ 产业分化度逐年增大ꎻ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第三产业的产业分化度呈波动态势ꎬ 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呈上升趋势ꎬ 产业分化度增加ꎬ 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呈下降趋势ꎬ 产业分化度降低ꎬ 说明

第三产业的产值分布重新向均衡化发展ꎮ

图 ２　 中国产业分化度的时间趋势图

图 ３　 中国第一产业产业分化度的时间趋势图

图 ４　 中国第二产业产业分化度的时间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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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中国第三产业产业分化度的时间趋势图

五、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产业分化的实证及策略

　 　 １ 模型设定及实证

本文使用 ＯＬＳ回归模型ꎬ 利用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和产业分化度的测度结果ꎬ 考察中国人

工智能发展水平与产业分化之间的关系ꎮ 用符号 ＡＩ 代表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ꎬ 建立如下 ＯＬＳ 回归

模型:
Ｒ ＝ α０ ＋ β０ＡＩ ＋ ε０
Ｒ１ ＝ α１ ＋ β１ＡＩ ＋ ε１
Ｒ２ ＝ α２ ＋ β２ＡＩ ＋ ε２
Ｒ３ ＝ α３ ＋ β３ＡＩ ＋ ε３
本文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 ０软件ꎬ 得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与产业分化的回归结果ꎬ 见表 ７ꎮ 总体来

讲ꎬ 表 ７第 １列结果显示ꎬ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ꎬ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与中国产业分化度呈正相

关关系ꎬ 提高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中国的产业分化起促进作用ꎬ 方程的拟合优度为 ０ ９６６ꎬ Ｐｒｏｂ> Ｆ
值为 ０ ００００ꎬ 说明拟合效果很好ꎬ 结果可信ꎮ 就产业分化度来讲ꎬ 首先ꎬ 表 ７ 第 ２ 列结果显示ꎬ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ꎬ 提高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会抑制第一产业的产业分化ꎬ 虽然 Ｐｒｏｂ> Ｆ 值为

０ ００９１ꎬ 小于 ０ ０５ꎬ 但从方程的拟合优度来看ꎬ Ｒ２为 ０ ５１ꎬ 调整的 Ｒ２只有 ０ ４６１ꎬ 说明拟合效果较

差ꎮ 其次ꎬ 表 ７第 ３列结果显示ꎬ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ꎬ 提高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会促进第二产

业的产业分化ꎬ Ｐｒｏｂ> Ｆ值为 ０ ０００２ꎬ 方程的拟合优度为 ０ ７６８ꎬ 说明拟合效果较好ꎮ 最后ꎬ 表 ７第 ４
列结果显示ꎬ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第三产业的产业分化度的影响并不显著ꎬ 且方程未通过检验ꎬ 拟合

效果差ꎬ 故无法证明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与第三产业产业分化之间的关系ꎮ

表 ７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与产业分化的回归结果

变量 产业分化度 Ｒ 第一产业产业分化度 Ｒ１ 第二产业产业分化度 Ｒ２ 第三产业产业分化度 Ｒ３
人工智能发

展水平 ＡＩ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０１ １０)
－０ ００４ ４７∗∗∗

(０ ００１ ３８)
０ ０３７５∗∗∗

(０ ００６ ５１)
０ ０００ ３０３
(０ ０００ ６９０)

常数项
１ ０７２∗∗∗

(０ ００１ ０７)
０ ９４２∗∗∗

(０ ００１ ３５)
１ ０９１∗∗∗

(０ ００６ ３４)
０ ４１８∗∗∗

(０ ０００ ６７１)
Ｒ２ ０ ９６６ ０ ５１０ ０ ７６８ ０ ０１９
ＡｄｊＲ２ ０ ９６３ ０ ４６１ ０ ７４５ －０ ０７９
Ｐｒｏｂ> Ｆ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６６９３

　 　 说明: 回归系数下方括号内的数字为相应的标准误ꎬ ∗ ｐ < ０ １ꎬ ∗∗ｐ < ０ ０５ꎬ ∗∗∗ｐ < ０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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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人工智能引发产业分化的应对策略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ꎬ 运用熵指数测度中国产业分化度ꎬ 并在此

基础上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与产业分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 从总体上讲ꎬ 人

工智能发展水平与中国产业分化度呈正相关关系ꎬ 提高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对产业分化具有促进作

用ꎻ 从细分产业上讲ꎬ 提高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主要对中国第二产业的产业分化起促进作用ꎮ 基于上

述研究结果ꎬ 本文提出如下策略建议ꎬ 以应对人工智能引发的产业分化ꎮ
(１) 建立数据共享机制ꎬ 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人工智能引发的产业分化将改变产业格局ꎬ 对制造业产生较大冲击ꎬ 因此ꎬ 要加快制造业服务化

转型ꎮ 一是建立数据共享机制ꎬ 发挥数字经济优势ꎮ 数据孤岛、 数据碎片化现象是制造业实现个性

化、 定制化的阻碍ꎬ 应建立面向制造业全行业的数据库ꎬ 完善数据采集、 数据统计、 数据传输、 数据

管理的过程ꎬ 统一数据标准ꎬ 畅通数据共享路径ꎬ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ꎬ 借助数字经济的新动能实现制

造业的高质量发展ꎮ 二是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ꎬ 保障产需无缝对接ꎮ 将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作为出发

点ꎬ 应用人工智能实现产品设计、 生产、 销售一体化ꎬ 充分考虑中国消费市场的特点实现定制化生

产ꎬ 不盲目效仿国外的高端定制市场ꎬ 创新低端市场的 “制造＋服务” 模式ꎬ 这样既可以化解中国低

端市场产能过剩的窘境ꎬ 也可以降低个性定制化生产的成本ꎮ
(２) 联动劳动力市场主体ꎬ 应对结构性失业风险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匹配会造成失业现象ꎬ① 人工智能引发的产业分化将影响劳动力市场结

构ꎬ 进而引发结构性失业等问题ꎬ 因此ꎬ 要形成劳动力市场中政府、 企业、 劳动者的三方联动ꎬ 共同

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替代风险ꎮ 第一ꎬ 政府应宏观把控人工智能时代对劳动者技术能力的要求变

化ꎬ 及时预测评估人工智能对特定行业、 特定工种的影响ꎬ 有针对性地给予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ꎬ 为

新兴产业提供发展壮大的空间ꎬ 放大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ꎮ 第二ꎬ 企业应开展与人工智能技

术相匹配的技能培训ꎬ 做好劳动者技能提升、 技能转岗的准备ꎬ 以技术需求为导向ꎬ 联合教育机构为

劳动者提供快速适应技术革新的新技能ꎬ 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型ꎮ 第三ꎬ 劳动者应树立终身

学习的观念ꎬ 既要有就业技能的储备ꎬ 也要有应对失业的准备ꎬ 不断整合多学科、 多领域的知识与技

能ꎬ 积极参加劳动技能培训ꎬ 全面提升自身素质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变化ꎮ
(３) 强化研发攻关能力ꎬ 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

人工智能引发的产业分化将带来全球范围的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ꎬ 因此ꎬ 要强化研发攻关能力ꎬ
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ꎮ 首先ꎬ 掌握核心技术是保障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基础ꎮ 统筹整合研发资源ꎬ 实

现智能芯片、 操作系统、 核心算法等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ꎬ 联动科研院校与领军企业之间的产学研路

径ꎬ 促进前沿科研成果在传统行业转化的速度ꎬ 让原始创新成为人工智能长足发展的不竭动力ꎮ 其

次ꎬ 培育跨界人才ꎬ 建设一流人才队伍ꎮ 智能时代需要既具备专业知识ꎬ 又有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

才ꎬ 在理论上将人工智能知识与计算机、 数学、 管理学、 经济学、 社会学、 心理学等多学科内容相融

合ꎬ 在实践上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产品设计、 生产制造、 服务运营等生产过程相结合ꎬ 抓住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契机ꎬ 应对产业分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ꎮ 最后ꎬ 利用高校处于人才、 科技、 创新三者结合点的

优势位置ꎬ 全方位、 多层次地引领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ꎮ 在本科教育中设立人工智能专业ꎬ 陆续拓展

至研究生、 博士生的高层次培养ꎬ 探索继续教育、 远程教育、 成人教育等形式多样、 层次各异、 内容

丰富的教育模式ꎬ 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知识储备和人才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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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治理的困境、 变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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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全球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缺少内在稳定

机制、 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弱化、 全球金融政策协调机制缺失、 国际金融风险监管体系不健全、 全球金融治

理制度性话语权配置失衡等困境ꎬ 同时面对世界货币双重角色的冲突、 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独立发展的

冲突、 开放经济的内外冲突三大难题ꎮ 克服全球金融治理的困境、 难题及美元本位制的缺陷ꎬ 推动金融治

理向多元化、 区域化、 系统化、 均衡化、 权威化、 法制化方向发展ꎬ 将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方向ꎮ
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及现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弱化ꎬ 为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机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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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ꎬ 在美国的主导下ꎬ 国际社会创建了全球经济治理两大体系ꎬ 即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

体系ꎮ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ꎬ 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开始呈现碎片化趋势ꎮ 随着美元大幅贬值导致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ꎬ 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制时代ꎬ 并趋向多元化和区域化ꎮ 为了摆脱竞争颓

势ꎬ 美国不仅无视曾经由其主导创建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ꎬ 更助推了逆全球化思潮ꎮ 在此

背景下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ꎬ 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思

路ꎮ 全球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金融治理三者相互依存、 相互关联ꎬ 不断集中和具象ꎮ 全球治理

包含全球经济治理ꎬ 而全球金融治理则是全球经济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基于此ꎬ 本文

重点探讨全球金融治理的现实困境、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取向以及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

方式ꎮ

一、 全球金融治理的困境

　 　 近年来ꎬ 国际金融危机不断爆发ꎬ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日趋碎片化ꎬ 全球金融治理面临诸多困境ꎮ
１ 困境一: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缺少内在稳定机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固定汇率制崩溃后ꎬ 国际货币体系又一次开启了无稳定机制约束的浮动汇率

制ꎮ 浮动汇率制虽然可以适时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变化ꎬ 避免固定汇率制下背离市场供求而形成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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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扭曲ꎬ 但也增大了货币恶性竞争和市场过度投机的风险ꎮ 国际金本位时代ꎬ “黄金点”① 是汇率的

稳定机制ꎻ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ꎬ “双挂钩”② 是汇率的稳定机制ꎻ 牙买加体系因汇率随市场供求自

由浮动ꎬ 便缺少了内在稳定机制ꎬ 增大了汇率波动的风险ꎮ 由于经济总量较小或实体经济较弱的经济

体很难承受汇率自由浮动的冲击ꎬ 牙买加体系给予了各个经济体从自由浮动汇率制到中间汇率制的选

择空间ꎮ 中间汇率制是一种固定与浮动并存的汇率制度ꎬ 包括管理浮动汇率制、 联系浮动汇率制、 盯

住浮动汇率制、 区域合作浮动汇率制等ꎬ 是一种依赖或创造锚货币来寻求汇率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制

度ꎬ 具有固定汇率制的稳定性和浮动汇率制的灵活性两大特征ꎮ 然而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不断爆发的

货币危机证明ꎬ 原本被认为是集中了固定和浮动两种汇率制度优势的中间汇率制ꎬ 也有可能会集中两

种汇率制度各自的缺点ꎬ 其爆发货币危机的风险和危害更大ꎮ 正是这些不断爆发的货币危机推进了国

际货币的多元化和区域化ꎮ １９９２年的欧洲货币危机ꎬ 加速了 “欧洲货币单位” 的崩溃和欧元的诞生ꎬ
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国际区域化时代ꎮ

图 １　 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稳定机制的演进

２ 困境二: 全球金融治理的传统机制弱化

二战后ꎬ 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经历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到七国集团 (Ｇ７ꎬ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意大利、 加拿大)、 八国集团 ( Ｇ７ ＋ １———Ｇ７ ＋俄罗斯)、 再到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③ 的演变过程ꎬ 亦是美元本位制的弱化过程ꎮ 由美国主导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美

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ꎬ 是一种典型的纯美元本位制ꎮ 然而ꎬ 由于美元的超量发行ꎬ 导致国际固定汇

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ꎬ 汇率随市场供求自由浮动ꎬ 由此ꎬ ＩＭＦ对汇率剧烈波动和货币竞相贬

值的监管职能随之消失ꎮ 同时ꎬ 美元再无力独立承担世界货币和全球金融治理的职能ꎮ 随后ꎬ 在汇率

自由浮动的牙买加体系下形成 Ｇ７治理机制ꎬ 即以美国为首的 ７ 个发达经济体联合治理模式ꎬ 成为全

球金融治理的主要机制ꎮ 然而ꎬ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ꎬ 平均每两年爆发一次且波及全球的货币危机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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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点” 亦称 “黄金输出入点”ꎬ 是指金本位制规定的法定汇率加减黄金运费的汇率ꎮ 由于金本位制实施纸币与金币按法

定含金量自由兑换、 金币与黄金间自由铸造、 国际贸易可用黄金自由支付的三自由原则ꎬ 黄金跨国流动量的变动可调节各国物价ꎮ
当市场汇率超出或低于法定汇率ꎬ 进出口商为了规避汇率风险ꎬ 就会按法定汇率购买黄金ꎬ 并加上运费进行支付ꎬ 从而出现黄金的

输出入ꎬ 因此ꎬ 黄金的输出入点便成为金本位制下汇率的最高升值点和最低贬值点ꎮ 由于法定汇率是固定的ꎬ 黄金运费价格稳定且

仅是汇率占比的正负 ０. ６％ꎬ “黄金输出入点” 便成为金本位制下汇率的稳定机制ꎬ 其波幅只有正负 ０. ６％ꎮ
“双挂钩” 是指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的一种汇率稳定机制ꎬ 即美元与黄金挂钩ꎬ 美元规定含金量ꎬ 各国货币

规定含金量与美元挂钩ꎬ 由此建立了全球固定的汇率制度ꎬ 并通过政府干预维持汇率在正负 １％ 的范围内波动ꎮ 这是一种美元加黄金

的人为金汇兑本位制ꎬ 旨在终结二战前及二战期间国际贸易中货币价格恶性竞争的状态ꎮ “双挂钩” 是建立国际固定汇率制的基石ꎬ
曾对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固定汇率最大的优势是稳定ꎬ 但长期固定汇价会与实际供求的背离ꎬ 一旦发

生供求的严重失衡ꎬ 会以破坏力极大的方式进行调整ꎮ ３０年后ꎬ 布雷顿森林体系终因汇率过度僵化ꎬ 即美元内在价值大幅贬值而走

向崩溃ꎮ
２０国集团ꎬ 包括阿根廷、 澳大利亚、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德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墨西

哥、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南非、 土耳其、 英国、 美国以及欧盟ꎬ 占世界 ＧＮＰ 的 ９０％ꎬ 所辖人口 ４０亿ꎮ



经济造成重大冲击ꎬ 使 Ｇ７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难以招架ꎮ 国际社会发现ꎬ 没有新兴经济体的加入ꎬ
难以实现全球金融危机的防范和治理ꎮ 为此ꎬ Ｇ７ 吸收俄罗斯加入ꎬ 演变为 Ｇ７＋１ꎮ １９９９ 年由 “七国

集团财长会议” 倡议成立 ２０国集团ꎬ 即 Ｇ２０ 定期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ꎬ 就国际金融货币政策、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世界经济发展等问题交换看法ꎮ ２００８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破坏性更大的系统性

金融危机ꎬ Ｇ７国家经济均遭到重创ꎬ Ｇ７＋１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进一步弱化ꎮ 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没有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ꎬ 就难以防治和应对全球性和系统性金融危机ꎮ 由此ꎬ 在美国的提议

下ꎬ Ｇ２０机制升级为定期的首脑峰会ꎬ ２０国集团内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新机制ꎮ

图 ２　 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演进

３ 困境三: 全球金融政策协调机制缺失

二战后ꎬ 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两个发展阶段ꎬ 践行了固定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和中间汇率制ꎬ 且两个体系的三种汇率制都经历过危机ꎬ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功能受到

挑战ꎬ 但国际货币由强国的主权货币担任的美元本位制并未得到根本改变ꎮ 在美元本位制下ꎬ 美国金

融政策传导给世界各国经济ꎬ 直接带来正负效应ꎮ 从正面效应看ꎬ 当美国经济平稳运行且全球经济协

调发展时ꎬ 美元本位制的正效应会得到较充分发挥ꎬ 世界经济发展顺畅ꎮ 从负面效应看ꎬ 当全球经济

发展与美国经济增长发生矛盾时ꎬ 美国便利用美元本位制尽快把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ꎬ 让他国

为化解美国经济危机和恢复美国经济增长埋单ꎮ 当美国经济遇到竞争对手的挑战时ꎬ 如果美国认为现

行的国际贸易金融政策的协调机制对其不利ꎬ 就会放弃、 退出或破坏这些机制ꎬ 以制裁对手并维持美

国的经济地位ꎮ 这些负面效应表明ꎬ 世界经济尚缺少全球性金融政策的有效协调ꎮ
美元本位制的主权货币性质赋予了美元特权ꎬ 但却缺少全球金融政策协调的责任担当机制和对滥

用美元特权行为的制裁机制ꎮ 在美元本位制下ꎬ 美国不受外汇储备的约束ꎬ 而各国的外汇储备则成为

美国经济运转的一种资金注入ꎮ 在美元本位制下ꎬ 美国可以随意制裁某国经济乃至某一行业和企业ꎬ
不仅损害了被制裁经济体的利益ꎬ 且损害了公平竞争ꎮ 在美元本位制下ꎬ 美元拥有国际铸币税特权ꎬ
美元贬值使持币方的国际储备财富缩减ꎬ 而美元流动性泛滥不仅会传染给全世界ꎬ 还会刺激更大的金

融泡沫ꎬ 加剧全球金融动荡ꎮ 在美元本位制下ꎬ 美国可通过增发钞票即攫取他国实体资源ꎬ 而其他国

家则必须通过贸易和投融资才能获得商品和资产所有权的国际转换ꎮ 此外ꎬ 美元本位制将全球经济的

发展绑定在美国的经济运行变化上ꎬ 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风险性ꎬ 即美国经济出现问题ꎬ 会通过美元本

位制迅速传导给全球各国经济ꎬ 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ꎬ 而目前的国际金融政策协调机制对美国缺乏有

效制约ꎮ
４ 困境四: 国际金融风险监管体系不健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以来ꎬ 国际金融危机不断爆发ꎬ 且每次危机的性质不同ꎬ 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监管机制并不健全ꎮ 从监管体系上看ꎬ 国际金融风险监管主要包括: 第一ꎬ 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管ꎬ 包

括汇率稳定、 国际收支相对均衡、 国际储备充足、 遏制货币恶性竞争等ꎻ 第二ꎬ 银行业的风险监管ꎬ

８５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金融风险与治理



包括市场准入、 国际兼并、 行业自控、 遏制跨国违规违法交易等ꎻ 第三ꎬ 证券金融市场的风险监管ꎬ
包括证券市场的交易公平、 有效、 安全、 资产价格相对平稳、 遏制跨国不法交易等ꎮ 然而ꎬ 浮动汇率

制的实施使国际货币体系监管处于空缺状态ꎬ 国际银行业和国际证券市场分别通过国际清算银行

(ＢＩＳ) 的巴塞尔委员会和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实施行业监管ꎮ 随着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碎片化和多

元化ꎬ ＢＩＳ的巴塞尔委员会和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的监管功能有所强化ꎬ 它们所发布的文件、 制定的

规则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和采纳ꎬ 但却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强制约束力ꎬ 只是行业自律、 国际惯例

性质的软性约束ꎬ 监督作用有限ꎮ 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限制ꎬ 现阶段尚无法形成统一健全且有法

律效应的全球金融治理监管体系ꎮ
５ 困境五: 全球金融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失衡

１９９９年之前ꎬ 即 Ｇ２０成立之前ꎬ 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基本由美国和发达经济体掌控ꎬ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没有制度性话语权ꎬ 更没有规则制定、 政策协商、 制度变革的参与权ꎬ 只能

被动跟随ꎮ 全球金融治理缺少发展中国家利益考量的立场和角度ꎬ 全球金融治理制度性话语权配置处

于失衡状态ꎬ 影响了全球金融治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ꎮ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ꎬ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

济中的占比、 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及影响力得到全面提升ꎬ 但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性

话语权相对不足ꎮ Ｇ２０机制形成后ꎬ 因有新兴经济体的加入ꎬ 情况逐步有所好转ꎬ 但距实现公正、 高

效、 优化的全球金融治理仍然任重道远ꎮ

二、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取向

　 　 准确把握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取向ꎬ 须对美元本位制的发展趋势及全球金融治理难题的演变

趋势做出准确判断ꎮ
１ 对美元本位制发展趋势的研判

全球金融治理的困境多源于美元本位制的负面效应ꎬ 因此ꎬ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取向与美元

本位制的发展走向密切相关ꎮ 如果没有重大冲击ꎬ 美元本位制将继续沿着可持续性与缓慢衰落并存的

趋势演进ꎮ 美元本位制的可持续性主要基于三点原因: 一是没有替代者ꎮ 现阶段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

内ꎬ 无论是经济大国的主权货币 (英镑、 日元、 人民币)、 国际区域货币 (欧元)、 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货币篮) 还是 ＩＭＦꎬ 都没有实力直接取代美元的主导地位ꎮ 二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可以通过资本

项目实现平衡ꎮ 在美元本位制下ꎬ 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是通过美国国债面向全球发行以实现资金回

流ꎬ 进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ꎮ 如果不出现来自内外的重大冲击ꎬ 会继续维持美元本位制ꎮ 因为对于

贸易顺差国而言ꎬ 选择美国国债虽然有违约和贬值的风险ꎬ 但却是现阶段国际储备资产中安全性、 流

动性相对较高且风险较小的资产选择ꎮ 三是美元依靠自身实力绑定了全球经济发展战略性物资商品交

易的计价和结算权ꎮ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ꎬ 美元成为石油产品交易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ꎮ 各国经

济发展离不开石油ꎬ 石油由美元来交易ꎬ 美元自然成为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ꎬ 进而承担国际贸易和国

际投资的计价和结算货币的功能ꎮ
美元霸权地位的缓慢衰弱也是不争的事实ꎮ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ꎬ 美元具有绝对霸主地位ꎬ 国际

结算、 国际投资、 国际储备三大功能均由美元独立承担ꎮ 然而ꎬ 美元缺少自律的超量发行ꎬ 不仅导致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ꎬ 亦使美元本位制的作用和地位随之下降ꎮ 进入牙买加体系时代后ꎬ 美元的发

行相对自律ꎬ 对内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合理区间ꎬ 维持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主导地位ꎬ 但美元已

然无力独自承担国际货币的重任ꎮ 此外ꎬ 美元还面临其他主权货币及各种类型非主权货币的竞争ꎮ 美

元在各国外汇储备和国际支付市场中的占比见图 ３、 ４ꎮ
２０２０年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ꎬ 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大打击ꎮ 为应对疫情导致的经济大萧条ꎬ

９５全球金融治理的困境、 变革及中国参与方式



图 ３　 美元在各国外汇储备中的占比

说明: １９９５年之后的数据根据 ＩＭＦ的 ＣＯＦＥＲ数据库整理得到ꎬ １９９５年之前的数据根据 ＩＭＦ年报整理得到ꎮ

图 ４　 美元在国际支付市场中的占比

说明: 数据根据 Ｗｉｎｄ数据库整理得到ꎮ

美国实行了超级量宽①货币政策ꎮ 历史上美元的超量发行曾经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ꎬ 新一轮的超

级量宽货币政策加上美国发动的贸易战ꎬ 有可能加速美元本位制的衰落ꎬ 成为对美元本位制的第二轮

打击ꎮ 首先ꎬ 有可能导致美元币值不稳ꎬ 进而削弱美元信誉ꎮ 相比 ２００８ 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ꎬ 此

次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绝对规模是 ２００８年的近 ５ 倍ꎬ 占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规模的近 ３ 倍ꎬ 这不仅会

限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ꎬ 亦会形成巨大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ꎬ 进而形成美元对外贬值的压

力ꎮ 其次ꎬ 有可能导致各国对美元国债的减持ꎬ 造成对美元本位制的致命威胁ꎮ 美元本位制下的美元

回流ꎬ 是通过世界各国将自身的美元节余购买美国国债实现的ꎮ 通过购买美国国债ꎬ 购买国可形成本

国的外汇储备ꎬ 出售国可形成本国经济发展的注入资金ꎮ 如果美元币值因流动性泛滥而持续走软ꎬ 美

国经济持续衰退ꎬ 各国将减持美国国债或减少对美国国债的购买ꎬ 从而动摇美元本位制的根基ꎮ
２ 对全球金融治理难题演进的研判

现阶段ꎬ 全球金融治理存在三大难题ꎬ 分别是世界货币双重角色的难题、 两个规律冲突的难题以

及开放经济内外冲突的难题ꎬ 对这三大难题演进的研判关系到全球金融体系的变革取向ꎮ
(１) 世界货币双重角色的难题

世界货币双重角色的最好诠释是美元ꎬ 美元既是美国货币又是世界货币ꎬ 即世界货币具有双重角

色ꎮ 早在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ꎬ 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便论证了美元本位制的悖论ꎬ 被称为 “特里芬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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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超级量宽货币政策ꎬ 即零利率＋ “无上限”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 日ꎬ 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

５０个基点至 １％—１ ２５％ꎮ ３月 １６日ꎬ 美联储降息 １００个基点ꎬ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 １％—１ ２５％下调到 ０％—０ ２５％ꎮ 美国进

入零利率时代ꎬ 同时ꎬ 启动规模 ７０００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ꎮ ３月 ２３日ꎬ 美联储开启 “无上限” 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ꎬ 在 ７０００
亿美元的基础上额外建立 ３０００亿美元的新融资计划以支持信贷流向就业、 消费者和企业ꎮ



题”: 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ꎬ 会导致美元不断流出并在美国以外沉淀ꎬ 美国国际贸易收支会

产生长期逆差ꎬ 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提是保持美元币值稳定ꎬ 这又要求美国保持国际贸易收支长

期顺差ꎬ 否则将导致美元币值不稳ꎬ 致使国际货币制度不稳ꎬ 而这两个要求是互相矛盾的ꎮ 因此ꎬ 特

里芬预测ꎬ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必然崩溃ꎮ 特里芬难题实质上是世界货币双重角色的难

题ꎬ 也是国际主权货币制的难题ꎬ 是美元本位制的难题ꎮ 牙买加体系使特里芬难题有所缓解ꎬ 但并未

消失ꎮ 只要美元本位制存在ꎬ 特里芬难题就不可避免ꎬ 即世界货币双重角色的矛盾不可避免ꎮ
(２) 两个规律冲突的难题

两个规律冲突的难题ꎬ 是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独立发展的难题ꎮ 自世界市场形成以来ꎬ 世界经

济的运转一直受两个规律的制约ꎬ 即经济全球化规律和各国相对独立发展的规律ꎮ 基于比较优势、 规

模效应、 国际分工、 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学原理ꎬ 以及自由贸易区、 关税同盟、 共同市场、 货币同盟的

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经验证明ꎬ 经济全球化不仅能极大地提升各国的生产效率、 降低成本、 增加全球经

济的总产出ꎬ 而且会在合作中加深各国经济的依存度和关联度ꎬ 使各国经济紧密相连ꎮ 利益驱动与协

同合作正在将各国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合作推向跨国产品的合作ꎮ 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时代将逐渐被一

个国际区域一种货币所取代ꎮ 互联网和物联网的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将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ꎬ 而生态环保、 资源配置、 制度构建、 法律规范、 风险控制等均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协调与合作ꎮ 同

时ꎬ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ꎬ 各国追求自身利益的规律一直在发挥作用ꎮ 由于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

目的在于利用国际市场销售产品、 增加国内就业、 引进资源、 对外投资ꎬ 增强本国经济实力ꎬ 追求本

国经济效益ꎬ 因此ꎬ 当本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处于劣势时ꎬ 贸易保护主义、 反全球化的思潮将

泛滥ꎬ 逆全球化的行为随之泛起ꎮ 可见ꎬ 开放经济条件下ꎬ 经济全球化规律和各国经济追求本国利益

独立发展规律会时而相向而行ꎬ 时而冲突对抗ꎬ 始终共同作用于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的发展ꎮ
(３) 开放经济内外冲突的难题

开放经济内外冲突的难题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最早发现和系统论证的开放经济的难题ꎮ
当一国经济走向开放时ꎬ 该国宏观经济便形成了内外二元结构的经济ꎬ 即与国内市场相连接的内部经

济 (国内生产总值) ＋与国际市场相连接的外部经济 (国际收支)ꎬ 且二者紧密相连的二元结构经济ꎮ
米德认为ꎬ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ꎬ 一国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有时是冲突的ꎮ 所谓冲突ꎬ 即一国单一

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若有利于外部经济ꎬ 则不利于内部经济ꎬ 反之亦然ꎮ 这种情况会使宏观经济政

策因难以抉择而错过调控和监管的最佳时机ꎬ 造成重大损失ꎮ 一般情况下ꎬ 各个宏观经济体会首先寻

求国内经济的均衡ꎬ 这种情况时常会带来各国外部经济的失衡和国际市场的动荡ꎮ 开放经济在从国内

国外两个市场上获利ꎬ 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ꎬ 面临内外均衡发展的矛盾ꎮ
３ 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趋势的研判

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困境、 难题及美元本位制内在缺陷的应对和克服ꎬ 决定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变革

方向ꎮ 短期内美元本位制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ꎬ 但随着美元本位制内在矛盾的激化、 美国对国际金融

治理责任的放任、 国际区域货币的生成和发展以及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 作用的提升ꎬ 美元本位制将会

在自身持续发展中逐步弱化ꎮ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将向着多元化、 区域化、 系统化、 均衡化、 权

威化、 法制化的方向发展ꎮ
从多元化取向看ꎬ 多元化是美元本位制相对收缩的结果ꎬ 主要体现在: 第一ꎬ 汇率制度从自由浮

动制到中间汇率制选择的多元化ꎻ 第二ꎬ 国际货币币种及其功能的发挥由美元、 欧元、 英镑、 日元、
人民币五大货币共同分担的多元化ꎻ 第三ꎬ 治理机制的美元本位机制、 ＩＭＦ———世界银行集团机制、
Ｇ７———Ｇ７＋１机制及 Ｇ２０机制等并存的多元化ꎮ

从区域化取向看ꎬ 国际货币区域化以及国际区域间贸易和货币合作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和重

新获得权威必经的发展阶段ꎮ 国际区域内和国际区域间的经贸货币合作更容易协商获利、 协同共进、
合作共赢ꎬ 更容易摆脱对美元国债购买的依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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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化取向看ꎬ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是一个大系统ꎬ 包括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金融治理机构、 全

球金融政策协调机制、 全球金融风险监管体系等若干子系统ꎮ 每个子系统的自身完善及各个子系统间

的协调有利于大系统的形成和完善ꎬ 而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则能够为全球金融治理的系统

化提供技术基础ꎮ
从均衡化取向看ꎬ 均衡化追求包括两个主要目标ꎬ 一是追求与一国经济实力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

配置的均衡ꎬ 即寻求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配置的公平和民主ꎮ 二是追求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各

国自身利益诉求的两种作用力的均衡ꎮ 当全球经济一体化带给各国的负面冲击大于收益时ꎬ 就会出现

逆全球化的倾向ꎮ 反之ꎬ 全球经济一体化会自然推进ꎮ 基于全球视角的两种力量的均衡ꎬ 在于规避经

济全球化、 一体化的负外部性ꎬ 规避各个宏观经济体间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ꎻ 基于各宏观经济体视角

的两种力量的均衡ꎬ 在于规避开放经济的内外冲突ꎬ 促进开放经济的内外协调发展ꎮ
从权威化取向看ꎬ 原有权威在弱化ꎬ 新的权威尚未建立ꎬ 而国际金融治理没有权威机构和执行力

度是很难实施的ꎮ 金本位时代有英镑的权威ꎬ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有美元的权威ꎬ 牙买加体系时代是

美元主导的权威ꎬ 但美国的力不从心和不愿承担国际责任的状态ꎬ 以及国际金融治理权威的空缺使全

球金融治理的权威化改革进展缓慢ꎮ 现行的牙买加体系权威弱化ꎬ 要形成全球金融治理的新权威ꎬ 须

经过国际货币区域化竞争与合作的若干发展阶段ꎬ 同时伴随着全球经济深度一体化发展ꎬ 最终发展为

既不依赖于黄金亦不依赖于单一强国的国际货币体系ꎬ 并向全球一体化金融治理体系的方向演进ꎮ
从法制化取向看ꎬ 完善国际金融治理的政府间合作及政府间合作的规制和法律体系ꎬ 才会克服全

球金融治理困境ꎬ 形成全球金融治理的强约束力ꎮ
综上所述ꎬ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取向的多元化、 区域化、 系统化、 均衡化、 权威化、 法律化之

间不是相互隔绝的ꎬ 而是互相联系、 互为支撑、 互有交集的ꎮ

三、 全球金融治理的中国参与方式

　 　 １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理念创新

近半个世纪以来ꎬ 各种类型国际金融危机不断爆发ꎬ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越来越脆弱ꎬ 国际金融的

无制度化乃至碎片化倾向日趋严峻ꎬ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引入新理念、 新机制、 新力量ꎮ 与此

同时ꎬ 中国经济逐步崛起ꎬ 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 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扩大ꎬ 为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并在其中增加制度性话语权提供了机遇ꎮ
二战后ꎬ 为规避国家间的贸易战和货币战而创建的贸易货币金融治理机制ꎬ 是人类在全球贸易和

货币金融治理模式上的伟大进步ꎮ 然而ꎬ 由于美国自身经济实力的走弱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ꎬ 美

国无视曾经由其主导创建的贸易货币金融体系ꎬ 甚至带头发动贸易战、 货币战ꎬ 使旨在追求双边、 多

边利益共享和公平竞争的全球贸易货币金融治理体系遭到破坏ꎬ 出现了历史性倒退ꎮ 在此背景下ꎬ 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ꎬ 为中国参与和引导国际金融治理回归理性提供了

理论ꎮ 全球金融治理角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代表人类经贸金融发展的共同前景、 利益、 风险和

挑战ꎬ 体现了全球金融治理的共商、 共谋、 共建、 共担、 共治、 共赢、 共享的思想ꎬ 其目标是探寻制

度性话语权配置的均衡、 开放经济体内外协同发展的均衡、 相对安全的全球国际收支均衡、 金融全球

化的 “共同体” 机制与各国经济个性发展、 独特发展的 “国家利益机制” 间的均衡ꎬ 规避贸易战、 货

币战ꎬ 构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国际金融治理的协商机制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化解全球金融治理

困境、 难题的重要理念ꎬ 也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向更高效、 公正方向发展的新理念ꎮ
２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机制创新

(１) 提供政府间非政策性的投融资合作机制

一战后ꎬ 英镑地位逐步衰落ꎬ 美元霸权尚未形成ꎬ 国际金融秩序混乱ꎬ 缺少抑制国家间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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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督机制以及政府间的国际金融合作机构ꎮ １９３０ 年ꎬ 为处理一战后德国战争赔款问题成立了国际

清算银行 (ＢＩＳ)ꎬ 后发展为最早的成员国中央银行合作的国际金融机构ꎮ ＢＩＳ 初建时只有 ７ 个成员国

(英、 法、 比、 德、 意、 日、 美)ꎬ 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ꎮ 二战后ꎬ 国际清算银行成为成员国之间的

结算机构ꎬ 成为欧洲支付同盟、 欧洲煤钢联营、 黄金总库、 欧洲货币合作基金等国际金融业务的代理

人和受托人ꎮ ＢＩＳ以各国中央银行、 国际组织为服务对象ꎬ 承担大量国际结算业务ꎬ 现已有 ６０ 多家

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加盟ꎮ ２０１９年ꎬ 国际清算银行宣布分别在巴塞尔、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设立创新

中心ꎬ 增强全球覆盖性ꎮ 但国际清算银行既非政府间的金融合作机构ꎬ 亦非各国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

协商机构ꎬ 而是促进成员国中央银行间自愿合作的国际金融机构ꎮ
二战后ꎬ 在美国主导下ꎬ 建立了全球范围政府间合作的国际金融组织ꎬ 以及各大国际区域的政府

间合作金融机构ꎮ 然而ꎬ 这些政府间的国际金融合作机构均属于政策性金融机构ꎬ 缺少直接投资获利

型政府间合作的投融资机构ꎮ 中国开拓性地创建了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 “金砖国家开

发银行 (ＮＤＢ) ” “丝路基金” “一带一路” 倡议下政府间合作的国际投融资机构等ꎮ 由中国提供的

政府间合作投融资获利型的国际金融机构ꎬ 填补了国际社会尚无直接投融资获利型政府间金融合作机

构的空白ꎬ 成为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从中获得制度性话语权的新机制ꎮ
(２) 创建超大经济体双边协商合作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ꎬ 现阶段ꎬ 人类社会最大的福祉是中美两国尽最大努力避免 “修昔

底德陷阱”①ꎬ 即美国不惧怕、 不打压复兴中的中国ꎬ 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全球第一的地位ꎬ 如此将展

现人类美好、 光明的共同命运ꎮ 从两国货币经贸关系上看ꎬ 两国国际收支深度交融ꎬ 如果中美两国相

互对抗ꎬ 对两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负面效应将是灾难性的ꎮ 中美两国有责任建立和完善中美协商合作

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ꎮ 由于中国是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经贸体系中发展壮大的ꎬ 美国对中国经济实力的

壮大心存芥蒂ꎬ 打压中国并逐步抛弃曾经由其主导的国际经贸协调机制ꎬ 中国也绝不会放弃或放缓自

身的发展ꎮ 即便如此ꎬ 中美亦能找到协商合作的结合点ꎬ 那就是对抗的后果双方都难以承受ꎬ 美国承

受的将是美元霸权遭到毁灭性打击ꎮ 由于美国是被追赶的角色ꎬ 中美各自都有自身的发展诉求ꎬ 因

此ꎬ 中美的协商合作难度越来越大ꎬ 即便有协商合作也不会顺利ꎬ 一定是在紧张和缓和中推进ꎮ 作为

后来者ꎬ 中国应有理有节地规避美国的打压ꎬ 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诅咒ꎮ 中国应改变被动应付遭遇打

压的局面ꎬ 在 Ｇ２０机制下主动引导乃至主导大国间双边协商合作机制的构建和完善ꎬ 并在其中发挥

全球金融治理的作用ꎬ 使其成为中国提升自身话语权、 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新机制ꎮ
３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路径创新

(１) 开辟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多元路径

国际货币体系包括国际本位货币制度、 国际汇率制度、 国际储备货币制度、 国际金融机构等ꎮ 自

牙买加体系运行以来ꎬ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一直在进行ꎮ 事实上ꎬ 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ꎬ 中国已

创新性地开拓了若干参与路径ꎬ 如人民币国际区域化路径、 汇率合作路径、 面向国际的人民币债券市

场路径、 特别提款权路径②、 份额路径③等ꎮ
当一个宏观经济体达到一定规模和质量后ꎬ 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自身货币的溢出效应ꎮ 目前ꎬ 中国

３６全球金融治理的困境、 变革及中国参与方式

①

②

③

“修昔底德陷阱”ꎬ 源自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关于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ꎬ 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

而导致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ꎮ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１日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将于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１日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ꎮ ＩＭＦ总裁拉加德在发布会

上表示: “人民币进入 ＳＤＲ将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ꎬ 这也是对于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方

面所取得的进步的认可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２０１０年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在拖延 ５年后ꎬ 于 ２０１５年底获得美国国会通过ꎮ 根据该方案ꎬ ＩＭＦ

的份额将增加一倍ꎬ 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约 ６％的份额ꎮ 中国份额占比从 ３ ９９６％升至 ６ ３９４％ꎬ 由

此ꎬ 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ꎬ 跻身 ＩＭＦ的第三大成员国ꎬ 印度、 俄罗斯和巴西均进入前十位ꎮ ＩＭＦ 总额翻番ꎬ 从约 ２３８４ 亿 ＳＤＲ
(特别提款权) 增加到约 ４７６８亿 ＳＤＲꎮ



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ꎬ 经济质量不断提升ꎬ 人民币的周边溢出效应突显ꎬ 成为多元国际货币中的一

极ꎬ 顺其自然地进入了美元主导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ꎬ 正在形成美元、 欧元、 人民币三足鼎立外加英

镑和日元的国际货币多元发展态势ꎮ 事实上ꎬ 人民币国际区域化、 人民币跨境结算、 人民币债券市场

的培育ꎬ 本身就是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种参与ꎬ 亦成为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根

基ꎮ 人民币国际区域化会在对周边货币替代的过程中ꎬ 缓解区域内各经济主体的美元缺口、 化解区域

内汇率兑换风险ꎬ 减少中国及东亚经济区对美国的贸易逆差等问题ꎬ 培育和开辟面向国际的人民币国

债市场ꎬ 实现人民币回流的国际化循环ꎬ 减少世界经济对美元本位制的依赖ꎬ 缓解美元本位制的负面

效应和内在矛盾ꎮ
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ꎬ 标志着人民币已成为全球五大国际货币之一ꎮ 从直接效益看ꎬ 人民币纳

入多国官方储备ꎬ 不仅提升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全球比重ꎬ 也使国际储备货币进一步多元

化ꎮ 目前ꎬ 中国已在 ＩＭＦ的改革中跃居第三大股东ꎮ 于 ＩＭＦ而言ꎬ “ ‘份额改革’ 大大增加了 ＩＭＦ的

核心资源ꎬ 让 ＩＭＦ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危机ꎬ 更合理地反映出富有活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

中不断上升的地位ꎬ 这也将完善 ＩＭＦ的治理结构ꎮ”① 中国在 ＩＭＦ份额的提升ꎬ 有力地维护了 ＩＭＦ的

信誉、 合法性和有效性ꎬ 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 ＩＭＦ的话语权ꎮ
(２) 引领金融新业态的路径

金融新业态ꎬ 亦称新型金融ꎬ 狭义上看ꎬ 是指金融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而生成的互联网金融ꎮ 它

是在为电商提供交易信用———第三方平台的过程中生成和发展壮大的ꎮ 广义上看ꎬ 新型金融包括碳金

融、 普惠金融、 科技金融等金融新业态ꎬ 且与互联网金融相互结合、 相互交集ꎮ 中国是新兴市场经济

国家ꎬ 金融发展相对落后ꎬ 然而ꎬ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金融领域的运用、 中产阶层规模扩大带

动的市场规模扩大、 监管相对滞后的宽松环境、 传统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不足等ꎬ 使中国互联网公司创

造了一种全新的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ꎬ 形成了对社会闲散资金ꎬ 特别是消费资金的强吸附效应ꎮ
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支付方式创新、 区块链技术的运用ꎬ 弥补了传统金融为小微企业和大众提供金融服

务不足的空缺ꎬ 而互联网金融与银行、 证券等传统金融业的联手ꎬ 则实现了整个金融业的利益共享和

共赢ꎬ 带来了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革命ꎮ 如果说证券金融是吸收了社会闲散资金而投资获利ꎬ 那么互

联网金融则将消费资金也纳入了资本的行列用于投资获利ꎬ 从而使资金周转和运营的速度、 广度和深

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ꎮ 在金融与互联网结合的过程中ꎬ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规模和成熟度已

成为全球的领跑者ꎬ 即中国新型金融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ꎮ 随着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成熟和扩展ꎬ 正在

形成依据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运营特色、 模式特征、 经验教训、 市场集中度等制定的行业监管规则ꎬ 这

也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国际金融治理乃至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路径ꎮ 中国不仅要与国际上成熟

的全球治理机制接轨ꎬ 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ꎬ 还要在参与的过程中ꎬ 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论为指导ꎬ 与未来接轨ꎬ 引领金融发展的新业态ꎬ 引领全球金融治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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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叠加机制
及其金融空间溢出效应

唐云锋１　 毛　 军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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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房地产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通过空间关联和空间外溢作用向金融系统传递ꎬ 如果任其在金

融系统中隐性蔓延将酿成系统性金融风险ꎮ 文章通过构建空间半参数非线性 Ｄｕｒｂｉｎ模型ꎬ 对中国房地产风

险、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叠加机制的路径依赖和空间外溢效应进行分析ꎮ 研究发现ꎬ 房地产与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对金融系统存在倒逼效应ꎻ 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叠加也对金融系统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

效应ꎮ 因此ꎬ 防范和治理系统性金融风险ꎬ 需要考虑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叠加所产生的空间外溢效

应ꎬ 严格清理其风险空间外溢的路径 “通道”ꎬ 重点强化房地产价格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市场化机制ꎮ
关键词: 房地产风险ꎻ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ꎻ 金融风险ꎻ 空间半参数非线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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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步入以调整带动发展的 “三期叠加” 经济新常态以来ꎬ 实体经济遭遇发展困境ꎬ 催生了虚

拟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房地产价格在调控中螺旋上升ꎬ 房地产市场成为追求高额利润的平台ꎮ 此外ꎬ 由

于房地产行业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机构ꎬ 直接增加了银行业信贷等风险ꎬ 影响宏观经济运行ꎮ 同时ꎬ
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自土地出让金ꎬ 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和房价下跌会导致土地价格下降和地方政府税

收收入下降ꎬ 从而增加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ꎮ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带来损失的不确定性预期ꎬ 表现为

债务迅速增长对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ꎮ 此外ꎬ 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点主要来源于资产

泡沫破灭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方面ꎬ 由于要素市场的联动性ꎬ 主要风险点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连

锁反应极有可能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ꎮ② 因此ꎬ 深入研究风险溢出效应和区域性风险对金融系统的作

用机制ꎬ 对有效防范风险叠加所诱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ꎮ
中国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具有 “双羊群” “特拉斯” 与 “顺周期” 效应特征ꎮ③ 当房地产价格处于

上涨阶段时ꎬ 银行的住房按揭贷款风险较低ꎻ 当房地产价格增长处于停滞阶段时ꎬ 按揭贷款风险加

大ꎬ 特别是当价格出现下降时ꎬ 贷款风险则更加突出ꎮ④ 第一ꎬ 在中央和地方存在财权与事权失衡的

５６




制度约束条件下ꎬ 风险主要源于风险主体的理性选择与风险品的金融属性所导致的投机ꎮ① 第二ꎬ 对

于地方债务规模扩张所引发的风险ꎬ 学界主要围绕风险的制度性原因与动力机制展开研究 ꎮ② 分税

制后ꎬ 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分配失衡ꎬ 导致了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与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刚性之

间不可克服的矛盾ꎮ 债务权责分离ꎬ 无法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经济人逐利本性的制度安排ꎮ③ 中国地方

政府债务主要来源于金融系统ꎬ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将通过金融信贷转移到金融系统ꎬ 引发金融经济危

机ꎮ④ 第三ꎬ 基于行业风险与金融体制转轨风险的 “叠加” 特征ꎬ 有学者从政府财政监督主体责任的

角度ꎬ 提出把宏观金融风险纳入国家财政风险管理框架的构想ꎮ⑤ 王锋等基于地方债务风险的传导机

制分析ꎬ 认为需要以系统性思路来构建地方债务风险的预警和防范机制ꎮ⑥

综上所述ꎬ 学界关于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呈现两大特征: 一是有关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

务的单一领域ꎬ 虽然有少数研究涉及风险的联动问题ꎬ 但风险叠加效应尤其房地产与地方债务这两个

重要风险点的叠加效应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ꎮ 二是现有研究对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叠加效应及

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关注不足ꎮ 房地产与地方债务风险单一领域的研究较多ꎬ 但在金融安全形势日益

严峻的背景下ꎬ 学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ꎬ 尤其房地产与地方债务两个重点领域的风险叠加效应研究明

显不足ꎬ 且尚未有对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叠加效应发生机理的系统分析ꎮ 本文试图从空间层面将房

地产、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叠加作用纳入整体分析框架ꎬ 构建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金融风

险影响的叠加机制和空间外溢机制ꎬ 考察区域间金融风险空间参数异质性与非线性效应ꎮ

一、 理论模型和命题提出

　 　 当经济环境恶化或经济出现衰退时ꎬ 风险会在行业间或关联企业间扩散甚至放大ꎬ 实体经济对金

融体系的风险溢出效应存在联系ꎬ 且金融风险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差异ꎬ 系统性金融风险会通过多米诺

骨牌效应在区域间进行传染ꎬ 导致金融体系的损失ꎮ⑦ 由此可见ꎬ 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潜在风险将

构成系统性金融风险ꎬ 潜在风险累积将造成金融业务的内联性和 “羊群效应”ꎬ 并传导到其他地区金

融市场ꎬ 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甚至全局性金融危机ꎬ 并最终影响宏观经济运行ꎮ⑧

命题 １: 目前中国金融机构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相对落后ꎬ 极易导致金融风险在区域间进行传染ꎬ
进而引发区域间金融系统的风险外溢与风险集聚特征ꎮ

房地产融资渠道较单一ꎬ 银行贷款超过房地产融资总额的 ４０％ꎬ 房地产市场对银行体系的依赖

程度较大ꎮ⑨ 房地产价格下降会产生房地产泡沫ꎬ 使房地产行业无法回收资产投资ꎬ 增加金融机构的

呆帐和坏帐ꎬ 大量不良资产会降低金融系统中的资产流动性与安全性ꎮ 因此ꎬ 房地产风险极易导致金

融系统中 “债务链” 的逐级放大ꎬ 并造成区域性金融风险ꎮ
命题 ２: 房地产泡沫借助信贷市场失衡引发金融风险ꎬ 并累积成为金融危机ꎮ 因此ꎬ 房地产风险

６６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金融风险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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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系统具有负向作用和空间外溢效应ꎮ
地方政府间经济竞争促使地方债务迅速扩张ꎬ 累积成巨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ꎮ① “高债务增长、

低经济回报” 的运行模式ꎬ 使地方政府无法有效向外分散自身累积且应承担的债务风险责任ꎬ 加剧

了债务风险的循环累积ꎬ 不能有效拓展政府债务融资的空间ꎮ② 此外ꎬ 地方债务可以衍生为金融风

险ꎮ 当前中国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系统中ꎬ 金融机构愿意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ꎬ 显现出 “地方

政府—投融资平台—银行或资本市场” 的关联关系ꎬ 金融机构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移的承接主体ꎬ
债务融资和偿还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金融机构外溢的现实途径ꎮ③ 在金融机构软约束机制和承接主

体的媒介关联下ꎬ 地方政府债务增加和风险扩张传导ꎬ 会带来金融机构偿付能力下降和不良贷款率的

增加ꎬ 进而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风险外溢效应ꎮ④

命题 ３: 地方政府通过有效激励来掩盖风险ꎬ 从而将债务隐性化ꎮ 地方政府债务具有正外部性和

风险外溢现象ꎬ 且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金融系统具有直接和间接的空间外溢效应ꎮ
地方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将逐渐累积且产生房地产泡沫等负面效应ꎮ 地方政府主要是以土地资产作

为抵押物ꎬ 土地价格的波动会导致地方债务风险的增加与集聚效应ꎬ 地方债务风险会向资本市场与金

融系统扩散和积聚ꎬ 理财资金和委托贷款是融资渠道资金的主要来源ꎬ 加上融资活动受到的监管和约

束力度较小ꎬ 进一步放大了金融风险ꎮ
命题 ４: 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叠加对金融系统具有空间溢出效应ꎬ 而空间溢出效应取决于

地区房价水平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调控软约束强度ꎮ

二、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房地产市场、 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关联主体经济行为具有约束力ꎬ 地区间房地产风险、 地方债务

风险与金融系统风险呈现空间差异性特征ꎮ 因此ꎬ 需要将空间异质性和非线性关系引入分析中ꎬ 本文

借鉴叶阿忠等⑤的空间半参数非线性 Ｄｕｒｂｉｎ模型 (ＳＳＤＭ)ꎬ 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ｔ ＝ αｉ ＋ ρＷＹｉｔ ＋∑βｋＸｋｉｔ ＋∑γｋＷＸｋｉｔ ＋ Ｇ(Ｓｋｉｔ) ＋ εｉｔ (１)

其中ꎬ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ꎬ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第 ｉ 个省份和第 ｔ 年ꎮ ρ 为空间滞后系数ꎬ 表示金融风险空

间相关程度ꎮ Ｗ 为 ＮＴ × ＮＴ 的空间权重矩阵ꎬ Ｓｋｉｔ 包括房地产风险 ( ｈｏｕｓｅ )、 地方债务风险 ( ｄｅｂｔ )
和叠加风险 ( ｈｏｕｓｅ × ｄｅｂｔ )ꎬ Ｘｋｉｔ 包括经济风险 ( ｐｇｄｐ )、 人力资本 ( ｈｕｍａｎ ) 和对外开放程度

( ｏｐｅｎ )ꎮ
被解释变量为金融风险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本文选择金融机构存款占贷款比重表示金融风险ꎬ 核心解

释变量为房地产风险 ( ｈｏｕｓｅ ) 和地方债务风险 ( ｄｅｂｔ )ꎬ 原因在于: 第一ꎬ 中国金融改革的滞后性

导致房地产融资渠道的单一性ꎬ 房地产开发对银行资金的依赖性极大ꎬ 房地产行业投资过热和市场供

求失衡ꎬ 加上金融机构抵抗风险能力不足ꎬ 房地产行业经营风险极易转化成银行风险ꎮ 因此ꎬ 房地产

风险 ( ｈｏｕｓｅ ) 主要反映房地产价格变动情况ꎬ 本文选用新建住房价格增长率作为衡量指标ꎮ 第二ꎬ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以地方财政作为贷款担保向金融机构借款ꎬ 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和抗风险能力

差ꎬ 加剧了银行机构的经营风险ꎬ 并将风险转嫁给市场ꎬ 给宏观经济和政策带来不利影响并产生扩散

效应ꎬ 并最终对金融安全产生冲击ꎮ 因此ꎬ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ｄｅｂｔ ) 主要反映地方政府债务情况ꎬ

７６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叠加机制及其金融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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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可用财力ꎮ 其中ꎬ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计算公式为: 地方政府

债务＝地区固定资产投资 (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ꎬ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ꎬ 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ꎬ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ꎬ 教育ꎬ 卫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ꎬ 以及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预算内资金投入 (国家预算内资金) －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投资资金－被投

资项目的盈利现金流入 (行业固定资产折旧率与上一年度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相乘)ꎮ 第三ꎬ 随着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房地产市场预期的不明确性以及不断增加的房地产泡沫ꎬ 导致地方政府在财

政收入减少的同时ꎬ 增加了无法偿还债务的可能性ꎬ 使房地产价格影响下的地方债务风险具有隐蔽性

和延后性ꎮ 因此ꎬ 房地产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交互影响变量 ( ｈｏｕｓｅ × ｄｅｂｔ ) 选择房地产风险与地方

政府债务风险相乘作为衡量指标ꎮ 第四ꎬ 针对影响金融风险的因素选择相关控制变量ꎬ 控制变量包括

经济风险 ( ｐｇｄｐ ): 选择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率表示ꎻ 人力资本 ( ｈｕｍａｎ ): 采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

表示ꎻ 对外开放程度 ( ｏｐｅｎ ): 选择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表示ꎮ
基于上述指标和计量模型ꎬ 本文选取全国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年时间序列数据和除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外

的 ３１个省 (市、 自治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数据的作为数据样本ꎬ 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新中

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金融年鉴» «中国财政年鉴» «中国审计年鉴» «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

结果»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及各省统计年鉴ꎮ 为消除数据的非平稳

性ꎬ 文章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ꎮ 同时ꎬ 为了消除价格因素ꎬ 所有变量均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利用价

格指数进行平减 (２０００年＝ １００)ꎬ 以增强实证检验结果的可信度ꎮ

三、 实证结果

　 　 １ 非线性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为确保回归分析的有效性和避免出现伪回归ꎬ 文章分别采用 ＡＤＦ方法和 ＰＰ 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

位根检验ꎮ 如表 １所示ꎬ 各变量时间序列水平值的检验统计量不能拒绝原假设ꎬ 说明各变量 “存在

单位根”ꎮ 文章进一步运用一阶差分对各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检验ꎬ 结果表明ꎬ 各变量一阶差分的检

验统计量显著拒绝原假设ꎬ 说明各变量的一阶差分 “不存在单位根”ꎮ 因此ꎬ 可以认为各变量时间序

列为非平稳的 Ｉ (１) 过程ꎮ 文章将对非线性检验与非线性因果检验展开分析ꎮ

表 １　 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ＡＤＦ检验 ＰＰ 检验 变量 ＡＤＦ检验 ＰＰ 检验

金融风险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 ４７６
(０ ５３５)

－１ ９００
(０ ３２９)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 ４６８∗∗

(０ ０１５)
－４ ８６４∗∗∗

(０ ０００)

经济风险

ｐｇｄｐ
－０ ９５２
(０ ７６０)

－０ ６４３
(０ ８５０)

△ｐｇｄｐ
－３ ４３０∗∗

(０ ０２０)
－２ ７６５∗

(０ ０７３)

房地产风险

ｈｏｕｓｅ
－１ ３２０
(０ ６１０)

－０ ７５２
(０ ８２１)

△ｈｏｕｓｅ
－３ １９８∗∗

(０ ０２９)
－３ ８８５∗∗

(０ ００５)

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
－２ ０２２
(０ ２７６)

－１ ９８６
(０ ２５３)

△ｈｕｍａｎ
－７ ０４２∗∗∗

(０ ０００)
－６ ６５０∗∗∗

(０ ０００)

地方债务风险

ｄｅｂｔ
－１ ５４４
(０ ５２２)

－２ １５０
(０ ６２５)

△ｄｅｂｔ
－３ １１０∗∗

(０ ０３５)
－４ ４２３∗∗∗

(０ ００１)

对外开放

ｏｐｅｎ
－２ ２６３
(０ １８９)

２ ２０４
(０ ８５３)

△ｏｐｅｎ
－３ ４８１∗∗

(０ ０１４)
６ ２１３∗∗∗

(０ ２０５)

　 　 说明: 括号里的值为 Ｐ 值ꎻ ∗∗∗、 ∗∗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房地产作为资本金价值ꎬ 会随价格波动而产生偏离效应ꎬ 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ꎮ 此外ꎬ 地方债务

风险的 “双羊群” “特斯拉” 及 “顺周期” 效应ꎬ 表现为风险共振中的金融市场 “异象” 和正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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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ꎬ “房地产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与 “金融风险” 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动态变化趋势ꎮ 最优

ＶＡＲ模型对 “房地产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与 “金融风险” 之间的线性依存成分进行过滤ꎬ
根据所得残差序列进行非线性检验ꎮ 如表 ２所示ꎬ 统计量均通过了检验ꎬ 说明由于受到经济风险以及

人力资本、 对外开放等外部因素的冲击ꎬ “房地产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与 “金融风险” 在相

互作用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ꎬ 需要采用非线性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方法对变量进行检验ꎮ

表 ２ 　 基于 ＢＤＳ方法的非线性检验

变量 ＢＤＳ检验 ＲＥＳＥＴ检验 变量 ＢＤＳ检验 ＲＥＳＥＴ检验

金融风险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 １１０∗∗

(０ ０３５)
７ ８５４∗∗

(０ ０２０)
经济风险 ｐｇｄｐ

２ ８２３∗∗∗

(０ ００５)
４ ６３３∗

(０ ０９９)

房地产风险 ｈｏｕｓｅ
１ ９９６∗∗

(０ ０４６)
１ ５０６
(０ ４７１)

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
３ ７８３∗∗∗

(０ ０００)
１ ８４２
(０ ３９８)

地方债务风险 ｄｅｂｔ
２ ５７６∗∗∗

(０ ０１０)
１ ０３４
(０ ５９６)

对外开放 ｏｐｅｎ
９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７ ７８５∗∗∗

(０ ０００)

　 　 说明: 括号里的值为 Ｐ 值ꎻ ∗∗∗、 ∗∗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采用 ＨＱ信息准则对最优

滞后阶数进行选定ꎻ ＢＤＳ检验中嵌套维度 ｍ为 ４ꎻ ＲＥＳＥＴ检验中检验形式为 ３阶多项式ꎮ

表 ３　 基于 ＶＡＲ线性过滤的非线性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原假设: “房地产风险” 不是 “金融风险” 的非线性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原假设: “地方债务风险” 不是 “金融风险” 的非线性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Ｌｘ ＝ Ｌｙ Ｔｎ 检验统计量 Ｐ 值 Ｌｘ ＝ Ｌｙ Ｔｎ 检验统计量 Ｐ 值

１ １ ６４７∗∗ ０ ０５０ １ １ ７３３∗∗ ０ ０４２
２ １ ６１７∗ ０ ０５３ ２ １ ４８２∗ ０ ０６９
３ ０ ９８０ ０ １６４ ３ １ ３５２∗ ０ ０８８
４ １ ４２７∗ ０ ０７７ ４ １ ６２７∗ ０ ０５２
５ １ ２１２ ０ １１３ ５ １ ４８８∗ ０ ０６８
６ １ ３４８∗ ０ ０８９ ６ １ ３８３∗ ０ ０８３

原假设: “金融风险” 不是 “房地产风险” 的非线性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原假设: “金融风险” 不是 “地方债务风险” 的非线性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Ｌｘ ＝ Ｌｙ Ｔｎ 检验统计量 Ｐ 值 Ｌｘ ＝ Ｌｙ Ｔｎ 检验统计量 Ｐ 值

１ ０ １２３ ０ ２０３ １ ０ ２２５ ０ １５９
２ ０ １２６ ０ ２６９ ２ ０ ３２０ ０ ２３４
３ ０ ２５６ ０ ３１０ ３ ０ ４２６ ０ ３１０
４ ０ ２６３ ０ ３３２ ４ ０ ６９９ ０ ３７６
５ ０ ２８９ ０ ３６３ ５ ０ ７５９ ０ ３９１
６ ０ ４５５ ０ ３９７ ６ １ ０５６ ０ ４０２

　 　 说明: 括号里的值为 Ｐ 值ꎻ ∗∗∗、 ∗∗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Ｌｘ ＝ Ｌｙ 表示检验中残差序

列的滞后阶数ꎻ Ｔｎ 检验统计量为右尾检定ꎮ

“房地产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与 “金融风险” 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见表 ３ꎮ 第一ꎬ 在房

价上涨初期ꎬ 投机行为和乐观预期意味着资金需求量的大幅增加ꎬ 利率上升的动力和压力持续扩张ꎬ
银行部门会放松银根和扩大信贷ꎮ 然而ꎬ 房地产虚假繁荣和信贷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ꎬ 导致房地产价

格偏离实际均衡水平ꎬ 房地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ꎮ 房地产价格下降时将降低房地产资产的价值ꎬ 因

此ꎬ 统计值检验发现ꎬ “房地产风险” 与 “金融风险” 间存在非线性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关系ꎮ 第二ꎬ 地方

债务风险的 “顺周期” 效应与风险共振ꎬ 是指在经济上行阶段ꎬ 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结构失

衡会导致银行融资杠杆率逐步提高ꎬ 引发融资的快速扩张ꎻ 同时ꎬ 在放大投融资平台融资杠杆率的过

程中ꎬ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累积了大量风险且具有较强的隐蔽性ꎮ 在经济下行阶段ꎬ 收紧的货币政策

９６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叠加机制及其金融空间溢出效应



和需求结构的转换会逐步降低银行融资杠杆率ꎬ 在地方政府没有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ꎬ 触发地方政

府投融资平台迅速引爆债务危机ꎬ 从而呈现风险的共振特征ꎮ 因此ꎬ 统计值检验发现ꎬ “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 与 “金融风险” 间存在非线性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ꎮ
２ 空间外溢效应的依赖条件检验

时空同质化忽略了传统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差别ꎬ ＧＴＷＲ模型在增加空间样本容量的同时ꎬ 将时间

维度纳入地理空间形成三维时空权重矩阵ꎬ 考查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因素下ꎬ “房地产风险” “地方

政府债务风险” 对 “金融风险” 影响的区域差异ꎮ 根据表 ４ 可知ꎬ 回归拟合值和方差分析结果证实

参数估计存在较显著差异ꎬ 各变量对区域金融风险影响效应存在空间非平稳性ꎬ 区域金融风险存在局

部空间异质性ꎬ 表明各个解释变量对区内样本点的影响是非均质的ꎬ 这意味着房地产风险、 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 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交互作用、 经济发展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对开放程度存

在明显的个体差异ꎬ 这种差异导致区域金融风险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ꎬ 这也印证了区

域金融风险存在 “房地产—银行” 和 “地方政府债务—银行” 的传递路径ꎮ

表 ４　 ＧＴＷＲ回归模型分位估计结果

变量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０ ６８２∗∗∗ １ ３４８ ０ ０１６ ０ ９４８
ｈｏｕｓｅ ０ ３５８∗∗∗ ３ ４３７ －０ １１９ ０ １０７
ｄｅｂｔ ０ ２５３∗∗∗ ３ ０８７ －１ ８５３ ０ １１６

ｈｏｕｓｅ × ｄｅｂｔ ０ ２７４∗∗∗ ２ ４５２ －２ ３５４ ０ １１７
ｐｇｄｐ ０ ４０２∗∗∗ ３ ０８１ －０ ３８１ ０ １１７
ｈｕｍａｎ ０ ２２９∗∗∗ １ ７７６ －０ ３８７ ０ １１６
ｏｐｅｎ ０ ３２１∗∗∗ ３ ３００ －０ ３３４ ０ １１１

ＳＳ ＤＦ ＭＳ Ｆ
ＯＬＳ残差 １ ４１２ ７ 　
ＧＴＷＲ改善 ０ ３３１ １ ７６０ ０ １８８
ＧＴＷＲ残差 １ ０８１ ２４ ２２４ ０ ０４４ ４ ２１５∗∗∗

　 　 说明: 括号里的值为 Ｐ 值ꎻ ∗∗∗、 ∗∗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３ 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计量估计分析

文章基于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结合的空间混合权重矩阵ꎬ 采用能够有效消除内生性问题的极大似

然估计法ꎬ 运用空间 Ｄｕｒｂｉｎ模型和空间半参数 Ｄｕｒｂｉｎ模型进行回归估计ꎮ① 由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和 ＬＲ检

验可知ꎬ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空间半参数 Ｄｕｒｂｉｎ模型的变量方向与空间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

样ꎬ 说明研究检验结果具有可信度ꎮ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知ꎬ 空间自回归系数 ( ρ ) 都通过了 １％的显

著性水平检验ꎬ 说明本地区金融风险与相邻地区金融风险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ꎮ 区域金融风险具有

很强的外部传导性和区域间传染性ꎬ 金融风险通过经济和资本在区域间进行传染和扩散ꎬ 最终积累并

形成系统性区域金融风险ꎬ 与命题 １提出的观点相符ꎮ
房地产风险 ( ｈｏｕｓｅ ) 和房地产风险集聚 ( Ｗ＿ ｈｏｕｓｅ ) 对金融风险的估计系数通过了 ５％的显

著性水平检验ꎬ 且估计系数都为正ꎮ 对金融机构来讲ꎬ 随着房价下跌ꎬ 抵押资产价值将显著下降ꎬ 金

融机构自身受影响ꎬ 资产负债比例失衡的威胁性加大ꎬ 抵押、 按揭贷款偿还风险必然同步增加ꎬ 这也

将深化扭曲资产负债稳态ꎬ 结构优化调整不及时必将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上升ꎮ 从图 １ 可

知ꎬ 房地产风险对金融风险存在非线性溢出效应ꎮ 地区间房产商和购房者承受的流动性及违约风险等

交互感染后ꎬ 有限资源将导致房产商的竞争和金融摩擦ꎬ 加剧金融市场不稳定和经济基本面下滑ꎬ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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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形成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ꎬ 与命题 ２提出的观点相符ꎮ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ｄｅｂｔ ) 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集聚 ( Ｗ＿ ｄｅｂｔ ) 对金融风险的估计系数通过

了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ꎬ 且估计系数都为正ꎮ 地方政府债务普遍存在权责分离ꎬ 采取债务公共利

益上的非理性行为和债务超常规增长ꎬ 中央政府最终需要为地方政府 “兜底”ꎬ 政府 “行为牺牲效

率” 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广泛发生ꎮ 此外ꎬ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空间滞后项的估计参数显著ꎬ 说

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辖区外产生外溢作用ꎮ 通过比较参数系数发现ꎬ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辖区内的

风险外溢程度小于辖区间的风险外溢程度ꎮ 从图 ２可知ꎬ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金融风险存在非线性溢

出效应ꎮ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区域间存在外溢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ꎬ 主要原因是地区间经济发展竞

争引发的金融支持竞争以及区域金融竞争带来的辖区间金融信贷互补关系ꎬ 这也说明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需要通过 “机制找回效率” 防止地方政府债务权责的时空分离现象ꎬ 与命题 ３提出的观点相符ꎮ
叠加风险 ( ｈｏｕｓｅ × ｄｅｂｔ ) 和叠加风险集聚 ( Ｗ＿ ｈｏｕｓｅ × ｄｅｂｔ ) 对金融风险的估计系数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ꎬ 且估计系数都为正ꎮ 由此可知ꎬ 中国反危机政策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ꎬ
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ꎬ 向影子银行业务进行融资ꎻ 而地方政府举债投资多为周期长

和信贷占用额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ꎬ 与影子银行业务短期回报形成期限错配风险ꎬ 且作为信贷质押

品的土地资产价格受到宏观经济运行、 市场波动、 中央政策调控等因素影响而难以预期ꎬ 而影子银行

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ꎬ 无法发挥融资转移和分散风险的功能ꎬ 使金融风险聚集到银行部门ꎻ 加之财政

风险与金融风险存在交叉传染ꎬ 从而加大了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ꎮ 从图 ３可知ꎬ 叠加风险对金融风险

存在非线性溢出效应ꎮ 房地产风险与地方的债务风险具有同步性ꎬ 这是由于房地产具有较高的收入预

期且需要大量资金进入ꎬ 房地产带来的税费收入和土地财政收入使地方政府不断增加银行存款规模ꎬ
地方政府带来的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ꎬ 使房地产业、 地方政府和银行形成了循环利益ꎮ 随着国家对

房地产信贷政策的收紧ꎬ 加上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ꎬ 实体经济部门偿债能力下降ꎬ 一旦某些区域

地方政府债务出现违约ꎬ 就会通过银行引发连锁反应ꎬ 从而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ꎬ 与命题 ４提出的观

点相符ꎮ

表 ５　 空间半参数非线性 Ｄｕｒｂｉｎ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空间 Ｄｕｒｂｉｎ模型

房地产

风险模型

地方债务

风险模型

叠加风险

效应模型

变量

空间半参数 Ｄｕｒｂｉｎ模型

房地产

风险模型

地方债务

风险模型

叠加风险

效应模型

ｈｏｕｓｅ
１ ６１∗∗

(２ ２１)
ｈｏｕｓｅ 见图 １

ｄｅｂｔ
０ ４６∗

(１ ８５)
ｄｅｂｔ 见图 ２

ｈｏｕｓｅ × ｄｅｂｔ
２ ０２∗∗∗

(３ １５)
ｈｏｕｓｅ × ｄｅｂｔ 见图 ３

ｐｇｄｐ
－１７ ５３∗∗∗

(－３ ５５)
－２１ ５８∗∗∗

(－５ ５６)
－１６ ０２∗∗∗

(－５ １５)
ｐｇｄｐ

－１８ ４４∗∗∗

(－３ ６６)
－２２ １０∗∗∗

(－６ １０)
－１８ ２２∗∗∗

(－４ ２２)

ｈｕｍａｎ
－０ １２∗

(－１ ７３)
－０ ０３∗∗

(－２ ２４)
－０ ０２∗∗

(－２ １０)
ｈｕｍａｎ

－０ １５∗

(－１ ８１)
－０ ０３∗∗

(－２ ２４)
－０ ０２∗∗

(－２ １０)

ｏｐｅｎ
－０ １５∗

(－１ ６９)
－０ ２３∗∗

(－１ ９９)
－０ ３６∗∗

(－２ ２２)
ｏｐｅｎ

－０ １８∗∗

(－２ ２２)
－０ ２３∗∗∗

(－２ ６５)
－０ ４２∗∗

(－２ ２５)

Ｗ＿ ｈｏｕｓｅ
２ ７４∗∗∗

(２３ ９２)
Ｗ＿ ｈｏｕｓｅ

３ １７∗∗∗

(２６ ４８)

Ｗ＿ ｄｅｂｔ
３ ８２∗∗∗

(２４ １１)
Ｗ＿ ｄｅｂｔ

３ ５０∗∗∗

(２３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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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ｈｏｕｓｅ × ｄｅｂｔ
４ ２４∗∗∗

(３８ ０９)
Ｗ＿ ｈｏｕｓｅ × ｄｅｂｔ

４ ６０∗∗∗

(３５ ４４)

Ｗ＿ ｐｇｄｐ
－０ ３３∗∗∗

(－２０ ９２)
－０ ４４∗∗∗

(－２０ ０２)
－０ ２４∗∗∗

(－１８ ０９)
Ｗ＿ ｐｇｄｐ

－０ ３１∗∗∗

(－１９ ５９)
－０ ３０∗∗∗

(－１８ ４８)
－０ ４２∗∗∗

(－２６ ９２)

Ｗ＿ ｈｕｍａｎ
－０ ７４∗∗∗

(－２３ ９２)
－０ ８２∗∗∗

(－２４ １１)
－０ ８４∗∗∗

(－２８ ０９)
Ｗ＿ ｈｕｍａｎ

－０ ６２∗∗∗

(－２１ ００)
－０ ７３∗∗∗

(－２６ ４８)
－０ ８２∗∗∗

(－２７ ５９)

Ｗ＿ ｏｐｅｎ
－０ ７７∗

(－１ ７３)
－０ ８３∗∗

(－２ ２４)
－０ ９０∗∗

(－２ ３０)
Ｗ＿ ｏｐｅｎ

－１ １２∗∗

(－２ ００)
－１ ２７∗∗

(－２ ４０)
－１ ７３∗∗∗

(－２ ７５)

ρ
０ ７４∗∗∗

(２３ ９２)
０ ５６∗∗∗

(１６ ２１)
０ ２４∗∗∗

(１３ ０９)
ρ

０ ８２∗∗∗

(２７ ５９)
０ ８８∗∗∗

(２８ ８０)
０ ９２∗∗∗

(２９ ０１)

截距项
１ ９３∗∗∗

(４ １６)
２ ７２∗∗∗

(８ ３６)
１ １７∗∗

(２ １２)
截距项

０ ５２∗∗

(２ ３９)
０ ３６∗∗

(２ ３４)
０ ２０∗∗

(２ ５４)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６０ ０ ３９０ ０ ６１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３８８ ０ ２９１ ０ ３２７

　 　 说明: ∗∗∗、 ∗∗、 ∗分别代表在 １％、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ꎬ 括号内为 ｔ值ꎮ 房地产风险模型、 地方债

务风险模型和叠加风险效应模型的带宽分别为 ０ １１０ ４３３、 ０ ５０９ ６４０ ２和 ０ ４７７ ４３９ ５ꎮ

图 １　 房地产风险对金融风险的偏导数

图 ２　 地方债务风险对金融风险的偏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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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房地产风险与地方债务风险叠加作用对金融风险的偏导数

四、 结论与启示

　 　 文章通过构建和估计空间半参数非线性 Ｄｕｒｂｉｎ 模型ꎬ 对中国房地产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

其叠加风险的路径依赖和空间外溢效应进行分析发现ꎬ 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金融系统存在倒

逼效应ꎻ 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叠加作用对金融系统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ꎮ 因此ꎬ 防范和治理

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考虑房地产风险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叠加效应及空间外溢效应ꎮ
第一ꎬ 加快房地产市场调整步伐和优化经济结构ꎬ 维持技术、 劳动与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均衡发

展ꎬ 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和扩散ꎬ 通过放松或紧缩金融市场融资成本ꎬ 稳定房地产业的发展步

伐ꎮ 考虑到近年来投资需求的快速膨胀ꎬ 政府需要充分研究安全的投放路径和标的ꎬ 以缓解资金过度

积聚带来的隐性风险暗涌ꎬ 有效控制房价以优化产业结构和剥离沉积不良资产ꎮ 政府在调控中严防房

价的 “断崖式” 下跌ꎬ 需要将市场准入基准、 经济杠杆和税收补贴等政策渐进式推进ꎮ 同时ꎬ 从风

险制约角度考虑ꎬ 需要多方协调房价波动时的金融监管ꎬ “一刀切” 模式可能会使房地产市场风险弹

性变大ꎮ 因此ꎬ 需密切关注金融系统的风险流向ꎬ 及时明晰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情况ꎬ 通过建立住房信

息系统联网ꎬ 稳步推进 “控房价” 的政策ꎮ
第二ꎬ 严格清理地方债务风险路径 “通道”ꎬ 强化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外溢行为的制度

约束ꎬ 实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市场化机制ꎮ 长期以来ꎬ 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间存在 “包容” 关系ꎬ
高成本压力和制度软约束空间的金融机构信贷环境ꎬ 意味着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需求可以 “包庇”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ꎮ 因此ꎬ 防范和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ꎬ 需要逐步建立和培育切

实有效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和良性的运行机制ꎬ 使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回归市场化ꎻ 创新地方政府投融

资机制ꎬ 引进网络登记的电子技术平台ꎬ 通过政府、 银行和企业的联网ꎬ 对资金流向进行监管ꎬ 有效

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数量、 规模和风险ꎮ
第三ꎬ 防范和治理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ꎬ 不能忽视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叠加效应及

其空间外溢效应ꎮ 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带来的风险和风险外溢ꎬ 以及缺乏独立性的地方政府所产生

的债务风险外溢、 过度竞争和信息不对称ꎬ 均会引发风险集聚和叠加ꎬ 触发区域性金融风险ꎮ 因此ꎬ
需要引入市场化监控或者建立各部门协同风险管控机制ꎬ 搭建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和大数据建设等ꎬ
密切跟踪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综合负债状况和偿债能力ꎬ 控制偿债率和负债率等债务总规模ꎬ 以应

对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传导ꎻ 构建科学的金融风险预警模型ꎬ 最终建成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预

警、 甄别和处置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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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 突破与 “回归”:
晚期中世纪英国政治史书写范式的流变

孟广林　 温灏雷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 近百年来ꎬ 英国史学界对晚期中世纪英国政治史书写ꎬ 经历了从 “辉格范式” 向 “麦克法兰范

式” 的流变ꎮ “辉格范式” 源于 １６世纪的 “都铎历史叙事”ꎬ 在 １９世纪形成专业化的学术研究ꎬ 但其 “削足

适履” 式的 “整体性” 叙事仍不时为学人诟病ꎮ ２０ 世纪以来ꎬ 麦克法兰开始从辨析 “变态封建主义” 概念

入手ꎬ 为破除辉格史学的学术偏见奠定了基础ꎬ 开启了新一代学人阐述政治史的新理路ꎮ 不过ꎬ “后麦克法

兰” 时代研究中所滥觞的历史叙事 “碎片化” 倾向ꎬ 也引发了卡朋特等学者的忧虑ꎮ 进入 ２１世纪ꎬ “回归斯

塔布斯” 的呼吁即由此缘起ꎮ 在 “整体” 与 “碎片” 的历史书写范式的不断碰撞与博弈中ꎬ 这一领域的相关

历史认识日益走向深入ꎮ
关键词: 晚期中世纪ꎻ 英国政治史ꎻ “辉格范式”ꎻ “麦克法兰范式”
中图分类号: Ｋ５６１ 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０７４－０８

在英美史学界有关英国政治史的书写中ꎬ “晚期中世纪” ( ｌａｔ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或 ｌａｔ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ꎬ 亦有

学者译作 “中古后期” ) 被西方学界常用于界定中世纪的 “衰落” 和文艺复兴 “兴起” 之际的历史

时段ꎬ 即 １３—１５世纪ꎮ 西方史学界尤其是英国史学家对 “晚期中世纪” 这一语境的运用经历了数次

变迁: 从最初的 “黑暗” “血腥” “动荡无序”ꎬ 到寻找与近现代历史的 “延续性”ꎬ 再到清算辉格史

学的遗产ꎬ 随后又显示出步入 “碎片化” 的趋向ꎮ 随着 “新宪政史” 一派 “回归斯塔布斯” 之呼声

的滥觞ꎬ 强调叙事历史之理性回归的理路渐次凸显ꎮ

一、 从 “都铎历史叙事” 到 “辉格史学”

　 　 国内史学界对 “晚期中世纪” 的概念并不陌生ꎬ 近年来一些史学研究成果就直接或间接地使用

了这一提法ꎬ 其中都贯穿了从中世纪向近代演进的学术理路ꎮ 然而ꎬ 英美史学界在对英国政治史晚期

中世纪的最初叙事中ꎬ 这一概念则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ꎬ 呈现出中古政治文明衰落之势ꎮ 按照通行的

“中世纪盛期” (ｈｉｇｈ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ꎬ 一般指 １３ 世纪前后) 的概念ꎬ 当时的英国正值 “三个爱德华”
(ｔｈｒｅｅ Ｅｄｗａｒｄｓ) 统治时代ꎬ 虽然间或有动荡纷争ꎬ 然则政局大体处于稳定强固的状态ꎮ １４ 世纪后

期ꎬ 英国国内的政治冲突日益凸显ꎬ 到 １３９９年出现了兰开斯特家族的大贵族推翻理查德二世的兰开

斯特革命 (Ｌａｎｃａｓｔｒ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这通常被视为晚期中世纪政治混乱之滥觞ꎮ 到 １５ 世纪ꎬ 英国国

内危机仍未缓解ꎬ 且持续三十年的血腥的玫瑰战争爆发ꎬ 往往被视为晚期中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时期ꎮ

４７




１４８５年ꎬ 玫瑰战争的结束和都铎王朝的建立则被看作中世纪史的终结与近代史的开端ꎮ 其实ꎬ 这种

历史划分最初源自于都铎时代的历史认识ꎮ 受 １６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潮的熏陶ꎬ 当时的西欧人常常

认为ꎬ 愚昧无知的 “黑暗的中世纪” 在 １５ 世纪告终ꎮ 后来的启蒙运动则将 １５ 世纪视为中世纪时期

政府无能、 民众愚昧的时代ꎮ 但在英国ꎬ 正是都铎王朝拯救了英格兰ꎬ 通过宗教改革恢复了人民的真

信仰ꎬ 开启了民智ꎮ 这些都逐渐成为都铎时代历史叙述的共识ꎮ① 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认知ꎬ 后来经

多代人的接受与承续ꎬ 在 １９世纪萌发的专业化的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一种稳固的思维定势ꎬ “晚期中

世纪” 也就成为 “最黑暗” 和 “最血腥” 的代名词ꎮ １９世纪 “辉格史学” 的代表、 著名的宪政史家

斯塔布斯 (Ｗ Ｓｔｕｂｂｓ) 对此就感慨道: “若宪政史的唯一主题是考察议会的起源和权势ꎬ 那么这个研

究主题可能要停滞在理查德二世被罢黜之后ꎬ 而在都铎时代继续ꎮ”② 由此ꎬ 对英格兰而言ꎬ １５ 世纪

的晚期中世纪乏善可陈ꎬ 毫无历史地位ꎬ 属于 “对外作战和国内斗争的鸡零狗碎”③ 的时代ꎮ
无疑ꎬ 从斯塔布斯的内在理路显示ꎬ 他对晚期中世纪的认识ꎬ 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史学界尤其是

英国史家对中世纪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ꎮ 在斯塔布斯所处的 “维多利亚时代” 时代ꎬ 为鼓吹英帝国

的鼎盛及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ꎬ 不少史家开始将目光投向过去遭人唾弃的中世纪ꎬ 意图为其政治

“优越” 寻得历史的合理性ꎮ 在辉格史学的解释模式中ꎬ 英国近代宪政制度的率先建构与世界霸权地

位的逐步确立ꎬ 完全得益于其英式民主政治的胜利ꎬ 既免于独裁暴政ꎬ 又免于政治分裂ꎮ 但是辉格史

家们也意识到ꎬ 这种 “英格兰道路” 的轨迹并非一帆风顺ꎮ １５ 世纪成为辉格史学书写中的一个 “消
极范例”ꎬ 这一时期剧烈的政治动荡与血腥战争ꎬ 让辉格史家所推崇的 “英格兰道路” 的光辉形象蒙

尘ꎬ 而他们开启的 “专业化” 的历史研究更对之做了进一步的负面解读ꎬ 使之成为 “英格兰历史进

程中一个不光彩的片段”ꎮ④
如果我们将历史视野投向 １６世纪ꎬ 就不难发现ꎬ 正是都铎时代的历史叙事为辉格史学的书写提

供了一个粗糙的借鉴模板ꎮ １６世纪末期的政治家托马斯史密斯爵士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ｍｉｔｈ) 在追溯 １５ 世

纪的英国历史时这样写道: “在亨利六世统治末期的英格兰ꎬ 秩序的混乱已经无以复加: 堂区衰朽ꎬ
教堂倒塌ꎬ 城镇荒芜ꎬ 耕地变成了树丛”ꎬ “几乎半个英格兰都处于内战的屠戮之下”ꎮ⑤ 莎士比亚的

８部历史剧ꎬ 则更加形象生动地渲染了 １５ 世纪英国政治史的黑暗、 战乱和血腥ꎮ 其中的基本认识与

都铎王朝统治初期的政治宣传论调完全契合ꎬ 并成为都铎时代历史叙事的基调ꎮ⑥ 事实上ꎬ 这一基调

与当时的王朝鼎革及其王家舆论的宣传密切关联ꎮ 当时ꎬ 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的王位之争最终走

向 “鱼死网破”ꎬ 都铎家族夺取王位ꎮ 都铎新君亨利七世在统治初期ꎬ 除了在血缘法统上选择与约克

家族的女继承人伊丽莎白结婚外ꎬ 还需要站在新王朝统治者的立场上对近百年来涉及新国王的历史合

法性叙事做出合理解释ꎮ 根据史家波拉德的相关研究ꎬ 都铎国王后来所采用的这一历史叙事模式ꎬ 实

际上源自 １４６１年约克王朝国王爱德华四世夺取兰开斯特王位时举行的议会上发表的演说词ꎬ 其中对

兰开斯特王朝亨利四世篡夺前国王理查德二世王位进行严厉谴责: “违背了神法和君臣之道ꎬ 背弃了

忠诚宣誓ꎬ 以最为严厉的惩罚和折磨、 谋杀让这片英格兰领土遭受了难以容忍的苦难和惩戒ꎬ 这

是任何基督王国都不曾遇见或耳闻的动荡、 内战ꎮ” 同时ꎬ “无辜生灵惨遭涂炭ꎬ 滥用法律ꎬ 从事暴

力、 敲诈勒索、 谋杀、 奸淫 (的人) 却都成了这 (原本) 高尚的英格兰的领导者”ꎮ⑦ 后来ꎬ 曾

５７建构、 突破与 “回归”: 晚期中世纪英国政治史书写范式的流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 Ｗａｔｔｓ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ꎬ” ｉｎ Ｗａｔｔｓꎬ ｅｄ ꎬ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ꎬ Ｓｔｒｏｕｄ: Ｓｕｔｔｏｎ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８－１５

Ｗ Ｓｔｕｂｂ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Ｖｏｌ 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８７８ꎬ ｐ ２
Ｗ Ｓｔｕｂｂ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Ｖｏｌ 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８７８ꎬ ｐ ２
Ａ Ｊ Ｐｏｌｌａｒｄꎬ Ｌａｔ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１３９９－１５０９ꎬ Ｈａｒｌｏｗ: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６
转引自 Ａ Ｊ Ｐｏｌｌａｒｄꎬ Ｌａｔ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１３９９－１５０９ꎬ Ｈａｒｌｏｗ: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７ꎮ
分别为 «理查德二世» «亨利四世» (２部)、 «亨利五世» «亨利六世» (３部) 和 «理查德三世»ꎬ 涵盖了从 １３９７—１４８５ 年

英国的主要政治事件ꎮ
转引自 Ａ Ｊ Ｐｏｌｌａｒｄꎬ Ｌａｔ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１３９９－１５０９ꎬ Ｈａｒｌｏｗ: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３ꎮ



经受到亨利八世庇护的文人爱德华霍尔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ａｌｌ)ꎬ 在 １５４８ 年出版 «兰开斯特与约克家族的

光辉历史» (Ｔｈｅ Ｖｎ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Ｎｏ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ｓｔｒｅ Ｆａｍｅｌ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ｃａｓｔｒｅ ＆ Ｙｏｒｋｅ) 一书ꎬ 沿用了亨利七

世定调的史观ꎬ 进而强调亨利八世作为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家族真正的合法继承人ꎬ 不仅结束了长达数

十年的内战ꎬ 而且彻底终结了统治基础动摇所导致的政治动荡ꎮ １５７７ 年ꎬ 影响深远的史著 «霍林斯

赫德编年史» (Ｈｏｌｉｎｓｈｅｄ̓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问世ꎬ 这是一部多人接力创作的英国史ꎬ 其中也涉及苏格兰和

爱尔兰的历史ꎮ 它一度被视为都铎时代英国史学的巅峰之作ꎬ 而且成为同时代戏剧和诗歌创作者最为

重要的史料来源ꎮ 该书创作于 １５４８ 年ꎬ 为伦敦印刷匠人雷基纳德伍尔夫 (Ｒｅｇｉｎａｌｄ Ｗｏｌｆｅ) 所开

启ꎬ 其本意是要写一部囊括各个国家的历史ꎬ 但尚未完成ꎬ 伍尔夫就逝世了ꎮ 伍尔夫在创作后期雇佣

的助手霍林斯赫德决定把写作范围缩小到不列颠诸岛之内ꎬ 很快就写成了这部史书ꎮ① 值得注意的

是ꎬ «霍林斯赫德编年史» 几乎原封不动地接纳了这套塑造都铎王朝专制合法性的历史观ꎬ 并继而广

泛影响了同时代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基调ꎮ
以斯塔布斯为奠基人的辉格史学ꎬ 最先组建起研究英国史的本土专业化人才队伍ꎬ 为后世留下了

庞杂而有待深究的学术遗产ꎬ 这一点在有关 １５ 世纪英国宪政史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ꎮ② 在历史学

科专业化形成之前ꎬ 在人文学科领域中唯一具有学科地位的古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代希腊和罗马

的历史ꎬ 对英国历史的研究与书写仍然以业余爱好者为主ꎮ １８５７ 年ꎬ 坎登协会 (Ｃａｍｄ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开

始陆续编辑出版中世纪历史文献的印刷本ꎬ 尤其是英国公共档案局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ｆｉｃｅ) 保存的大

量的中世纪英格兰政府档案ꎬ 为斯塔布斯等宪政史家构建英格兰 “宪政模式” 的历史合法性提供了

史料支撑ꎮ 斯塔布斯的巨著 «英格兰宪政史»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借助翔实的史料

聚焦历史书写的相关问题ꎬ 其中以 “自由权利” ( ｌｉｂｅｒｔｙ) 和议会的发展为中心ꎬ 形成了专业化历史

研究的新成果ꎮ 这部著作在理路上带有都铎历史叙事的明显烙印ꎮ 正如波拉德指出ꎬ 斯塔布斯在解释

１５世纪的政治史发展时ꎬ 明显受到都铎时期历史叙事的影响ꎬ 因而在以 “中产阶级” 崛起和 “封建

贵族” 消亡为中心的议会发展史研究中遇到了解释困境ꎮ 因为在 “１５ 世纪之前的中世纪ꎬ 不仅有所

谓骑士制度的兴盛ꎬ 也有修道团体宗教热忱的高涨ꎬ 还有代议制政治的成长ꎬ 但这些 ‘积极向上’
的力量至 １５世纪都倍显颓势”③ꎮ 不仅如此ꎬ 辉格史学还自信地认为ꎬ 都铎时代强盛的英格兰中产阶

级是所谓 “自由权利” 的捍卫者ꎬ 他们坚信精神、 道德或物质上的进步都是英格兰作为 “上帝选民”
的天定命运ꎮ 在斯塔布斯看来ꎬ 议会既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骄傲ꎬ 也理应是中世纪英格兰历史的核

心主题ꎬ 同时ꎬ 英国式的议会君主制模式理应担负 “文明的使命”ꎬ 向世界的其他文明社会输出自己

的核心价值ꎮ④ 显然ꎬ 这样的诠释无疑是为其时英帝国的辉煌作历史注脚ꎮ
然而ꎬ 令辉格史家们感到尴尬的是ꎬ １５世纪英格兰历史并未体现出这种 “上升趋势”ꎮ 斯塔布斯

即明言: “那些最热忱的中世纪生活的向往者们也不得不承认ꎬ 一切美好和伟大的事物此时是趋于颓

势ꎬ 甚至死亡了ꎮ 无论心怀多么坚定的信念ꎬ 都不得不承认迄今也没有出现能够恢复社会政治秩序的

信号ꎮ 安茹王朝的国王们的太阳坠入乌云和无尽黑暗之中ꎬ 迫近的都铎 (国王) 们迄今尚未允诺光

明的到来ꎮ 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ꎮ”⑤ 斯塔布斯进一步提出ꎬ “兰开斯特宪政试验” 虽然

出现ꎬ 却被接踵而来的政治动荡与玫瑰战争所打断ꎮ⑥ 当时的英国尚未准备好去接受这么多的 “自由

６７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霍林斯赫德编年史» 是当前西方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ꎬ 牛津大学专门设立了 “霍林斯赫德研究计划” 项目ꎮ 亦可参见

Ｐａｕｌｉｎａ Ｋｅｗｅｓ Ｉａｎ Ｗ Ａｒ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Ｆｅｌｉｃｉｔｙ Ｈｅａｌꎬ ｅｄ ꎬ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Ｈｏｌｉｎｓｈｅｄ̓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ꎮ
参见陈磊: «斯塔布斯与英国现代史学之建立»ꎬ «史学集刊» 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ꎮ
Ａ Ｊ Ｐｏｌｌａｒｄꎬ Ｌａｔ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１３９９－１５０９ꎬ Ｈａｒｌｏｗ: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４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Ｋｅｅｎꎬ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ꎬ １２７２－１５２０ꎬ” ｉｎ Ａｌａｎ Ｄｅｙｅｒｍｏｎｄꎬ ｅｄ ꎬ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

ｄｉｅｖ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５２
Ｗ Ｓｔｕｂｂ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Ｖｏｌ 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８７８ꎬ ｐ ６３２
关于 “兰开斯特宪政试验” 问题的分析与解读ꎬ 参见孟广林: «西方史学界对中世纪英国 “宪政王权” 的考量»ꎬ «历史研

究» ２００８年第 ５期ꎮ



权利”ꎬ 因此ꎬ “从亨利四世即位到亨利七世即位ꎬ 无论是贵族、 民众还是王家都深受各自内部分裂

的困扰ꎮ 这种政治上的 ‘自杀’ 倾向直到都铎统治时代才得以遏止ꎮ 正是通过都铎时代的统治ꎬ 国

家才恢复了安定”ꎮ① 除斯塔布斯外ꎬ 其他辉格史家也致力于渲染这种 １５ 世纪英国的 “黑暗印象”ꎮ
查尔斯普鲁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ｌｕｍｍｅｒ) 在其编订的 １５ 世纪思想家约翰福特斯鸠 ( Ｊｏｈｎ Ｆｏｒｔｅｓｃｕｅ)
«论英格兰的统治» 一书的长篇导言中ꎬ 凸显了他对这一时段历史的认识: 封建主义的崇高性受到

“货币支付” 的腐化而出现了 “变态”ꎬ 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 “变态封建主义” 概念ꎮ 普鲁默认为这

样的货币关系不仅腐化了政治ꎬ 也败坏了法治传统ꎮ② 史家丹顿则认定ꎬ １５世纪的英国社会不仅出现

了道德上的滑坡ꎬ 其流毒更是侵入骨髓的ꎮ③ 斯塔布斯的弟子、 知名史家图特 (Ｔ Ｆ Ｔｏｕｔ) 虽然认识

到斯塔布斯的历史叙事模式拔高议会地位是不妥当的ꎬ 但他的行政制度史研究同样没有突破斯塔布斯

模式对晚期中世纪尤其是 １５世纪政治史的刻板偏见ꎮ 这表现在他主编的 ６ 卷本 «行政史» 覆盖的时

段仅限于 １２１６—１３９９年ꎬ 因为在 １３９９年理查德二世通过内府建立绝对主义的君主统治的尝试遭到彻

底失败ꎮ④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到ꎬ 直到 １９—２０世纪之交ꎬ 西方学界对晚期中世纪英国历史书写的认识仍然

深受都铎时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遗产的影响ꎮ “辉格书写范式” 也是在继承都铎历史叙事的基

础上ꎬ 对 １５世纪英国政治史作宏大、 “整体”、 “定性” 的历史叙事ꎬ 聚焦于 “自由权利” 的失落与

议会制度功能的退隐上ꎮ 正如波拉德所言ꎬ １９ 世纪出现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对中古后期历史的学术

研究ꎬ 仅仅起到了 “强化和巩固旧有传统” 的作用ꎮ⑤ 尽管辉格史学在史学研究 “专业化” 方面做

了大量开拓性的贡献ꎬ 但其认识并未走出都铎时代历史书写所搭建的思维窠臼ꎬ 更忽略了对这一时期

英国政治史诸多具体史实的个案解读与细致考量ꎮ 因此ꎬ “晚期中世纪” 政治史的研究亟待突破 “辉
格史学” 范式的束缚ꎬ 而真正开启这一革命性转折的是麦克法兰 (Ｋ Ｂ 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ｅ)ꎮ

二、 “麦克法兰范式” 的建构

　 　 随着学术理路的更新与具体研究的深入ꎬ 对 “辉格书写范式” 质疑的声音逐渐显现ꎬ 新的历史

书写范式——— “麦克法兰范式” 应运而生ꎮ 早在 １９世纪末ꎬ 研究晚期中世纪英格兰经济和社会史的

学者就对辉格史学的叙事予以质疑ꎬ 认为 １５ 世纪英国的经济衰退与罢黜理查德二世并无因果关联ꎬ
且贵族内战也并未给广大普通民众带来悲惨境遇ꎮ 罗杰斯指出ꎬ １５ 世纪工资劳动者们的生活水平是

远高于之前几个世纪的ꎬ 当时的社会 “一派稳定增长和丰饶的景象ꎮ 劳动者的薪资优渥ꎬ 生活资料

价格低廉ꎬ 财富在逐渐积累起来ꎮ 有理由相信初级教育是比较普及的”⑥ꎮ 金斯福德在研究玫瑰战争

时代的社会生活时亦证实ꎬ 由于内战引发的劳动力短缺ꎬ 反而助推一般工资劳动者和个体农民的生活

水平跃上了新台阶ꎮ⑦ 与此同时ꎬ 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ꎬ ２０世纪初研究晚期中世纪英国的史家将

过去被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历史解读提升到新的高度ꎮ 波拉德即指出ꎬ 马克思提出的从封建主义

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阐释模式ꎬ 有助于让辉格模式下被神话了的 “强有力的中产阶级” (ｍｉｇｈｔ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从 “宪政叙事” 中解放出来ꎬ 从而在更符合史实的语境中研究其真正的历史地位和作

７７建构、 突破与 “回归”: 晚期中世纪英国政治史书写范式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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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ꎮ① 在探讨资本主义起源的因素时ꎬ 如何解释新旧社会精英的身份转化和农民争取人身自由权利的

方式ꎬ 成为不少学者研究的着力点ꎮ
正是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下ꎬ 麦克法兰在 ２０世纪初即开始关注晚期中世纪土地精英群体ꎬ 从

而启发他在日后提出了对晚期中世纪英国政治史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阐释ꎬ 建构起对 １５世纪英格兰政

治史书写的 “麦克法兰范式”ꎮ 正如莱瑟在评价麦克法兰的贡献时指出ꎬ “他为迄今为止晦暗和充满误解

的历史提供了革命性认识ꎬ 而且是扩充史料来源并从事甄别工作的先锋人物ꎬ 他的洞见是有牢固基础ꎬ
经得起检验的”②ꎮ １９２２ 年ꎬ 麦克法兰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 (Ｅｘｅｔｅ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求学ꎬ 在阿特金

森 (Ｃ Ｔ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③的指导下研习政治和军事历史ꎮ 麦克法兰注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 剥削者

和被剥削者之间关系的考察ꎬ 注重仔细筛查历史证据ꎬ 远避对历史做缺乏牢固依据的 “浪漫想象”ꎮ④

在牛津求学期间ꎬ 他接触到由史学大家雅各布 (Ｅ Ｆ Ｊａｃｏｂ) 主持的对理查德二世统治的研究ꎬ 感到

这是 “终究值得与中世纪史研究并肩前行” 的成果ꎬ 选择了 “红衣主教博福特”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Ｂｅａｕｆｏｒｔ)
作为继续研究的题目ꎬ⑤ 后又对亨利六世亲政前王国政府的财政运作深感兴趣ꎮ 通过不断的深入探

讨ꎬ 麦克法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理路ꎬ 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必须是 “透过现象看本质去ꎬ 探究

某个时段社会如何构成”⑥ꎮ 由此ꎬ 他对辉格史学的宪政史研究非常不满ꎬ 认定其阐释既没有说明这

些社会中的经济构造ꎬ 也没有说明其中的运作方式ꎬ 不符合对历史研究本质的观照与探求ꎮ
在方法论方面ꎬ 麦克法兰主要受到刘易斯纳米尔 (Ｌｅｗｉｓ Ｎａｍｉｅｒ) 的影响ꎮ 纳米尔在其代表作

«乔治三世即位之际的政治结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ｔ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ｒｇｅ ＩＩＩ)⑦ 中利用所谓

“群体传记学” 方法研究了议会上下两院的权力运作模式ꎮ 他认为ꎬ １８ 世纪英国议会中辉格—托利

(Ｗｈｉｇ ＆ Ｔｏｒｙ) 党争之根本ꎬ 并非传统所强调的上下两院在坚持意识形态立场上的冲突ꎬ 而是为争夺

国王及其大臣所掌握的恩赐权利ꎬ 谋得个人晋升机会ꎬ 由此展开权益争斗ꎮ 受纳米尔启发ꎬ 麦克法兰

认为 １５世纪英格兰的兰开斯特派与约克派斗争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ꎬ 并将注意力放在对变态封建主

义模式下 “庇护制”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网络研究上ꎮ 在他看来ꎬ 只要从高层政治的角度ꎬ 即通过分析英格

兰统治阶级的权力运作来考量理解晚期中世纪的英格兰政治史ꎬ 就能理解并阐释这一时期英国政治史

诸多重要的相关问题ꎮ 从 １９３０年起ꎬ 他开始尝试通过质疑 “变态封建主义” 来系统阐述晚期中世纪

政治社会的真实面貌ꎮ 其中的核心问题是ꎬ 当货币服役逐渐打破了以土地持有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关

系ꎬ 并开始威胁和僭越贵族阶级的社会地位时ꎬ 统治阶级如何能够自如地应对这个挑战ꎮ 在麦克法兰

看来ꎬ 在 “变态封建主义” 盛行的态势下ꎬ 贵族对金钱财富与社会地位提升的追求更加强烈ꎬ “唯有

内心深处对掠夺财产和换取俘虏赎金的渴望ꎬ 才能解释贵族阶层政治态度上的变化ꎮ 贵族不再流连约

翰王留下的法国遗产ꎬ 反倒是那些野心勃勃的第一个层级的人物对 ‘百年战争’ 的发动充满期

８７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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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ꎮ① 在麦克法兰执笔的 «剑桥中世纪史»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相关章节中ꎬ 即已对兰

开斯特君主统治时期的最新认识如变态封建主义、 红衣主教博福特的崛起等问题ꎬ 加以阐释ꎮ②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后ꎬ 麦克法兰的一系列遗著由其弟子整理出版ꎮ③ 其中收录的论文和讲稿ꎬ 主

要反映了麦克法兰在 ２０世纪中期对晚期中世纪英格兰政治史若干重要问题的解读ꎬ 从中透显了 “麦
克法兰范式” 的书写理路与风格ꎮ

麦克法兰重新评估了亲兵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和扈从制 (ｒｅｔｉｎｕｅ) 在 １５ 世纪英国的真实社会地位及其历

史作用ꎬ 尤其是它们应否为盛行于这一时期的 “无政府状态” ( ｌａｗ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负责ꎬ 从而为所谓 “变
态封建主义” 正名ꎮ 从实证角度来解构辉格史学的所谓 “黑暗化” 阐释ꎬ 意味着麦克法兰必须非常

熟悉这一时段各主要家族的历史活动谱系ꎬ 重建重要人物的职业生涯履历ꎮ 为此ꎬ 他搜集整理了大量

参与重大政治活动的贵族家族的土地账目、 服役记录、 维持扈从的账目等史料ꎬ 既有中央政府档案ꎬ
也有地方和贵族内府档案等ꎮ 在雷瑟看来ꎬ “麦克法兰能够极佳地利用内容庞杂、 品质欠佳的编年史

和传记材料等ꎬ 去描绘出社会行为模式ꎬ 鉴别出社会中人的态度ꎬ 从而写出贵族阶层的历史他研

究非常细致ꎬ 在分析 １４、 １５世纪的 ‘寡妇产’ 问题时ꎬ 他通过法庭档案中的遗产继承账目ꎬ 精确地

计算出这些庞大的数字ꎬ 从而为准确描绘经济社会状况打下了基础”ꎮ④
在 １９４５年的系列讲座中ꎬ 麦克法兰考察了贵族长期豢养的私家扈从队ꎬ 尤其是领主与扈从订立

的服役合同 (ｉｎｄｅｎｔｕｒｅ) 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ꎮ 他认为ꎬ 变态封建主义是 “表面类似ꎬ 但本质上不同

于” 封建主义概念下的 “封地” (ｆｉｅｆ)ꎬ 其主要的缔结纽带是通过效忠宣誓和服役来实现的ꎮ 但这种

新的金钱纽带与合同规约义务的关系可能预示着 “结构松散、 无序竞争” 的社会关系的出现ꎮ 这一

新的纽带增强了领主权的影响力ꎬ 而依靠土地占有建构的依附关系被削弱了ꎬ 并且增强了部分史家提

出的所谓 “纯粹封建主义” 体现出的道德典范ꎬ 即守责、 忠贞和诚实ꎮ １９６６ 年ꎬ 随着研究的深入ꎬ
麦克法兰进一步指出ꎬ 变态封建主义所倚重的主要社会特征ꎬ 事实上贯穿于整个中世纪英国的历史进

程ꎬ 因此将 １５世纪的内战原因归结于此是难以服众的ꎮ 例如ꎬ 尽管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出现了 “合
同制扈从队”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ｔｉｎｕｅ)ꎬ 但早在诺曼征服时期就有了 “制服队” ( ｌｉｖｅｒｙ) 的记载ꎮ 而这类

私家武装豢养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的雏形ꎬ 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助誓人 (ｏａｔｈ－ｈｅｌｐｅｒ)ꎮ 而

且ꎬ 亨利二世时期即已出现了贿赂王家法官以获取有利判决的案例ꎮ 除了 “消极因素” 在当时的英

国 “源远流长” 外ꎬ 对土地占有 (ｔｅｎｕｒｅ) 的研究还表明ꎬ 传统的 “封建主义” 纽带并未完全消退ꎬ
而且在 “扈从队” 的核心即亲兵队中ꎬ 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亲兵队的核心骨干仍然是具有世袭权

利的土地保有者ꎬ 而作为生活资助被授予扈从的庄园地产ꎬ 也大多是终身持有性的ꎬ 部分更强力的扈

从则会持有可世袭的地产ꎮ⑤
对约翰威克利夫 (Ｊｏｈｎ Ｗｙｃｌｉｆｆｅ) 和罗拉德派的研究ꎬ 也是支撑麦克法兰政治史阐述范式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在清教史学传统叙事中ꎬ 威克利夫是一个被崇拜的圣徒式人物ꎮ 麦克法兰详述了宗

教改革派主导大学与对英国教会的管控以及国王政府代表的世俗压力与教皇之间的争夺ꎮ 这让威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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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ꎬ 而且能够以世俗的视角去理解他的神学论断ꎮ① 对于罗拉德派骑士ꎬ 麦克法

兰认为这一群体的出现体现了 １４世纪末更大规模的世俗虔信运动ꎮ 罗拉德派布道士们关于道德和政

教分离的宣传ꎬ 得到了社会中上阶层极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ꎮ② 对威克利夫和罗拉德派的关注ꎬ 体现

出麦克法兰对中下层社会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构成的认识ꎬ 与辉格史学关注议会机构等上层建筑线性演

变的思路存在质的不同ꎬ 这些社会中下层正是正统思潮的反叛者ꎬ 也是王国政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

影响者ꎮ
有鉴于此ꎬ 麦克法兰认定ꎬ 普鲁默为 “变态封建主义” 贴上 “政治肌体的溃疡” 标签并不恰当ꎬ

将晚期中世纪英格兰贵族豢养扈从队的现象与政治腐败相提并论实属轻率ꎮ 在玫瑰战争时期ꎬ 英格兰

贵族阶层既没有出现不可调和的党争ꎬ 也没有被完全摧毁ꎬ 更没有出现挑战贵族统治地位的所谓

“中产阶级” 力量ꎮ １５世纪末期更不存在所谓专制集权的 “新君主制” 的建立ꎮ③

三、 “回归斯塔布斯”: 复旧抑或创新?

　 　 “回归斯塔布斯” 是近年来师承麦克法兰却致力于新宪政史书写之史家提出的学术诉求ꎮ④ 从表

面上看ꎬ 麦克法兰的教诲似乎是与驳斥斯塔布斯密不可分ꎬ 但从内在学术理路看ꎬ “回归斯塔布斯”
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重大学理问题ꎮ

麦克法兰之后ꎬ 其诸多弟子继续沿其路径研究晚期中世纪英格兰政治运作的内在机理ꎬ 并对之进

行历史书写ꎮ 其中一部分学者更细化地研究 “恩赐” (庇护制) 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体现ꎬ 如中央与

地方关系的处理ꎬ 聚焦于个体谋得升迁的途径ꎬ 通过对王国政治的积极参与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ꎮ
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地方史研究ꎬ 以某个贵族家庭或郡为单位ꎬ 探讨乡绅阶层的缘起、 发展和政治影

响ꎮ 这些研究无疑丰富了麦氏对中古后期英国政治史走向的认识ꎮ 然而ꎬ 其中一些史家的研究逐渐步

入 “碎片化” 的路径ꎬ 注重对某个人物、 某个家族、 某块地产争讼的细致、 繁琐的历史叙事ꎮ 这一

态势引发了一些史家的担忧与批评ꎮ 波拉德认为ꎬ 虽然麦克法兰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开始研究晚期

中世纪英国政治与社会的历程ꎬ 但他的解释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因循守旧的ꎬ 他只是强调了贵族阶层

长期的主导地位和在政治生活中个人联系的重要性ꎮ 他没有完成自己设定的对晚期中世纪贵族阶层进

行详尽剖析的宏大计划ꎬ 也没有对辉格解释传统进行系统清算ꎮ⑤ 卡朋特亦指出ꎬ 麦克法兰的 “遗
产” 固然包含了对贵族阶层和乡绅的精细化研究ꎬ 成果极为丰富ꎬ 但他去世之前一直做的 “整合”
工作在他弟子这一代被渐渐淡忘了ꎬ 而且要从诸多庞杂的细化研究中找到归纳和概括的路径ꎬ 更是史

学界面临的一个极大的学术挑战ꎮ⑥ 究其原因ꎬ 这可从麦克法兰对爱德华三世治下议会的认识中窥见

一斑: “给国王的服役获利丰厚人们趋之若鹜地挤进王廷和国王驻地ꎬ 不是为了表达不受待见的

异见ꎬ 而是为了获得现实的利益ꎮ”⑦ 麦克法兰对利益分析的侧重ꎬ 在卡朋特看来ꎬ 恰恰是忽略了斯

塔布斯及其宪政史留给学界的 “最重要的遗产”ꎬ 即 “对权力运作在公共性方面的传导效用以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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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私家权力交织发挥作用和统治阶层对政治生活中公认道德原则的认同”ꎮ①

卡朋特对斯塔布斯学术贡献的某种程度的认可ꎬ 其实并不意味着要简单地复归到辉格史学 “整
体” “定性” 的窠臼中ꎬ 而是呼吁学界对所谓 “大历史” 书写的重视ꎮ 她为挽救晚期中世纪英格兰史

书写 “碎片化” 所开出的药方ꎬ 是重视对马克布洛赫 (Ｍａｒｃ Ｂｌｏｃｈ) 及其 “年鉴学派” 研究思路

的吸纳ꎮ 她对英国史学界在年鉴学派的 “布洛赫革命” 刚刚兴起之际的冷淡反应表示失望: “在 «英
国历史评论» 杂志上发表的书评ꎬ 并未意识到布洛赫将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深意ꎬ
反而以英格兰封建主义中的制度因素来批评布洛赫ꎮ 这表明他们没有读懂布洛赫ꎮ”②

然而ꎬ 要完全否定英国史家对新史学兴起影响的敏感度ꎬ 也并不符合实际ꎮ 卡朋特试图强调麦克

法兰方法论的另一面ꎬ 来呼吁推进 “增加了宪政维度” 的政治史书写ꎮ 在她看来ꎬ 麦克法兰对中古

后期英国贵族阶层研究的真正旨趣ꎬ 并非仅限于对 “恩赐” 和心怀野心之人的上升道路ꎬ 而是要阐

释这个集体的形塑及其信仰的生成ꎬ 尤其是对 “英国政治肌体的复杂机理” 做出解析与说明ꎮ③ 这就

意味着ꎬ 所谓新宪政史不同于辉格派宪政史的一个重要方面ꎬ 就在于它对议会等政治机构的研究不仅

保留了 “公共性” 的一面ꎬ 同时顾及围绕着这些机构的私家权力和利益的交织ꎮ 波威尔 (Ｅｄｗａｒｄ
Ｐｏｗｅｌｌ) 就此提出ꎬ 研究重点应当转向此时期的 “政治文化ꎬ 即有关其所处时代的政治行为和信仰的

语境和历史走向”④ꎮ 这一转向意味着ꎬ 对政府机构的研究本身是有价值的ꎮ 而辉格史学的偏颇在于ꎬ
它将这些由人充任的机构视为一个固化的实体ꎬ 是一条 “躺在砧板上的鱼”ꎬ 而不是一个 “活着的实

物”ꎮ⑤ 正如著名思想史家斯金纳 (Ｑ Ｒ Ｄ Ｓｋｉｎｎｅｒ) 所言ꎬ 学者们应当得到关心的是这些被时时利

用的言辞和思想ꎬ 而不是去追问它们究竟用来掩盖了谁的利益ꎮ⑥ 显然ꎬ 新宪政史家 “回归斯塔布

斯” 的主张ꎬ 是一种螺旋式的高层次的 “回归”ꎬ 其实质并非要重走 “辉格范式” 的旧路ꎬ 而是要借

鉴其中 “整体性” 的视野ꎬ 以开创新的历史书写范式ꎮ
百年来英美史学界对晚期中世纪政治史书写范式的实践与争论ꎬ 不仅呈现出历史认识的 “层累”

特征ꎬ 也表明了在检讨学术理论时的 “回归传统” 不是简单的还原和复古ꎬ 而是 “去其糟粕ꎬ 取其

精华” 的扬弃过程ꎮ 对于辉格史学ꎬ 尽管其史观与都铎时代的主流思潮一脉相承ꎬ 但它以政府和政

治机构发展为主要线索的历史叙事ꎬ 事实上亦可被视为一次以贯通古今的历史观来实现整体性历史叙

事的尝试ꎮ 在经历了麦克法兰的批评和转向后ꎬ “晚期中世纪” 政治史书写尽管出现了所谓研究 “碎
片化” 倾向ꎬ 但正是由于一批学者沿着麦克法兰开创的学术新理路ꎬ 将一些重要的 “碎片” 从浩如

烟海的史料中发掘出来ꎬ 从而为新宪政史在 “回归” 外衣下的创新提供了可能路径ꎮ 从长远的角度

来看ꎬ 政治史研究只有在 “整体化” 与 “碎片化” 这两极不断碰撞与融合中实现认识论上的 “螺旋

上升”ꎬ 方能推动相关研究得到不断深入拓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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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传与传奇间游走

——— «辛努海» 文本研究

李晓东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摘要: 传记诞生前的传记并非为文学而文学ꎬ 其用途另有所属ꎬ 传奇诞生之初的传奇却自始带有娱人之

意ꎮ 自传传奇虽未蓬勃而兴ꎬ 但此类文字对后世影响甚厚ꎮ 于公元前 １８７５年左右诞生的 «辛努海» 应为世界

最早的传记传奇典范ꎬ 对其原始文本的分析研究会带给学界以古老而清新的声音ꎮ 无论其真实的历史背景抑

或其恣肆的文采ꎬ 都将给历史研究与现代传记研究带来启迪ꎮ 重译被忽略的经典ꎬ 再现其魔法般魅力ꎬ 研究

其文学历史的余韵ꎬ 观照现实之干瘪ꎬ 意义非同小可ꎮ
关键词: 自传ꎻ 传奇ꎻ 辛努海ꎻ 历史真实ꎻ 文学真实

中图分类号: Ｋ４１１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０８２－０６

«辛努海» 是一篇古埃及叙事体文献ꎬ 有多个写本与抄本存世ꎮ 这篇文献中的一片是用祭司体文

字刻写在一块石灰石岩片之上的ꎬ 现保存于埃及开罗博物馆ꎮ 虽然它只是故事的开头ꎬ 却是该文献保

存最大的一片ꎮ 此外ꎬ 柏林纸莎草纸文书中也有该故事抄本ꎬ 莫斯科纸莎草文书中亦有这一故事片

段ꎮ 记载故事的不同原始文献据分析皆为一个完整故事的抄本ꎬ 原文应刻是被写在辛努海的陵墓里ꎮ
遗憾的是辛努海的陵墓至今没有被找到ꎮ

如果此推测不错ꎬ 虽然故事过于生动曲折ꎬ 给人以小说戏剧般的跌宕起伏ꎬ 但从整个故事的背景

及相关文献对照来看ꎬ «辛努海» 无疑是一篇古埃及第十二王朝大臣的自传ꎮ 正因为如此ꎬ 后人将这

篇文献的作者比作英国 １７世纪的莎士比亚ꎮ 这部作品也的确曾被搬上过舞台ꎮ 故事的时代背景是在

第十二王朝首位国王阿蒙尼姆哈特与其子辛瓦色瑞特共治的末期ꎬ 主人公辛努海是辛瓦色瑞特王后的

随从ꎮ 由于宫廷政变ꎬ 阿蒙尼姆哈特死于非命ꎬ 辛努海因惧怕被牵涉而出逃至叙利亚ꎬ 并受到当地统

治者的重用ꎮ 若干年后ꎬ 辛努海得到埃及国王的宽恕ꎬ 返回埃及安度晚年ꎮ
«辛努海» 现存若干写本ꎮ 柏林 １０４９９ 号草纸通称 Ｒ 本ꎬ 现存 ２０３ 行ꎬ 内容涵盖了故事的前半

段ꎮ 柏林 ３０２２号草纸通称 Ｂ本ꎬ 现存 ３１１行ꎬ 内容涵盖故事的绝大部分ꎬ 但缺少起首之处ꎬ 且在第

一遍抄写之后有校对和订正的痕迹ꎮ 两份草纸的年代据测定均为中王国时代ꎮ 另外还有其他时代的若

干写本ꎬ 但均严重残损ꎮ

一、 传记还是传奇

　 　 无论是自传还是他传ꎬ 传记都是真实人物与事件的记述ꎮ 传记作为一种文学形式ꎬ 尽管不像历史

２８




那样真实ꎬ 但人物的真实与事件的真实是必不可少的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 传记文学为历史研究提供

了史料ꎮ 然而ꎬ 既然是文学ꎬ 就不可能不追求故事的生动和事件的曲折ꎬ 因为文学是供人欣赏的ꎮ 传

奇① 虽未必一定全部基于虚构ꎬ 但在主要供人欣赏这一点上与传记相别ꎮ 传奇有传有奇ꎬ 传虽可能

有据ꎬ 奇却多非真事ꎮ 西方的传记起于何时说法不一ꎬ 但多同意古代最初的传记出自埃及、 两河与波

斯ꎬ 后来才转向希腊、 罗马ꎬ 普鲁塔克的 «名人传» 被认为是现代传记的开端ꎮ
古埃及的传记用圣书体文字 (中国习惯称之为象形文字) 书写ꎬ 多出现在墓里ꎬ 记述主人公的

生平事迹ꎮ 公元前 １４世纪开始兴盛ꎬ 成为古埃及历史的重要文献来源ꎮ 两河的传记用楔形文字书写ꎬ
多出现于亚述王宫的墙壁上ꎬ 波斯的传记则书写在岩石上ꎮ 虽然这些流传下来的古老传记多有显示个

人荣耀的字句ꎬ 让人怀疑有夸张成分ꎬ 但人物事迹基本记述真实可信ꎬ 并非虚构ꎮ 传记更注重个人经

历与经验的描写ꎬ 并不像简历一样只陈列个人的 “历史”ꎬ 但这些经历与经验的描写都以真实历史为

基础ꎮ 传奇则不然ꎬ 传奇有传亦有奇ꎮ 传者ꎬ 口耳相传或文献中有所提及ꎮ 奇者ꎬ 即奇闻轶事大加渲

染的故事ꎮ 传奇中传的人物故事虽未必真实ꎬ 却仍有根据ꎬ 因此有点像传记ꎮ 奇的渲染就可能天马行

空ꎬ 编造居多ꎬ 与传记相去甚远了ꎮ 传记之于传奇ꎬ 有如冰雪之于繁花ꎬ 融于早春ꎬ 亦真亦幻ꎮ «辛
努海» 应该是人类历史上自传与传奇完美结合的最早范例ꎮ

整个故事情节并不复杂ꎬ 由 ４个部分组成ꎬ 即逃离、 立足、 决斗、 归根ꎮ 逃离的原因是埃及宫廷

发生叛乱ꎬ 老王被杀ꎬ 新王返回收拾残局ꎬ 辛努海因害怕卷入事件而逃离埃及ꎮ 他经过千辛万苦最后

来到叙利亚ꎬ 赢得当地首领的喜爱及封地ꎬ 在此建立起自己的家庭ꎮ 殷实的家境惹邻邦部落首领嫉

恨ꎬ 于是前来决斗ꎬ 结果生死一战大获全胜ꎮ 时光荏苒ꎬ 老年已至ꎬ 落叶归根ꎬ 思乡心切ꎬ 恳请法老

原谅ꎬ 最后如愿以偿ꎮ 这一并不复杂的故事却被讲述得悬念叠生ꎮ 故事一开始ꎬ 宫廷内便生叛乱ꎬ 情

节紧张ꎬ 但辛努海为何逃离并未明确交代ꎮ 观照结尾处恳请法老原谅ꎬ 让人想到他当初逃离是否有过

错在身ꎮ
如果我们对古埃及人的生死永恒观念有些了解ꎬ 就会发现另一种可能: 辛努海的恳求原谅无关当

年宫廷是非ꎬ 而是对离开祖国的忏悔ꎮ 于是ꎬ 逃离的真实原因便成为一个悬念ꎬ 一个无人知晓的谜ꎮ
异域他乡ꎬ 一切陌生ꎬ 能否立足ꎬ 关乎生死ꎮ 异族首领前来挑战ꎬ 像命运之神敲门ꎬ 能否躲过一劫ꎬ
仍让读者提心吊胆ꎮ 待垂垂老矣ꎬ 欲落叶归根ꎬ 当年乱世法老会否原谅ꎬ 层层设疑ꎬ 吊人胃口ꎮ «辛
努海» 可谓一篇人类早期传奇典范ꎮ

辛努海无疑是一位古代英雄ꎬ 然而一位后宫的文人能逃亡数千里而不疲ꎬ 临险境而无恙ꎬ 面武士

而不惧ꎬ 真人如此何不入军队而拜将? 文治武功何处习得? 英雄气概何时练就? 我们无从考据ꎬ 亦有

些不敢相信ꎬ 但这就是传奇的魅力ꎮ 如果一切真实可信ꎬ 传奇就不再是传奇了ꎮ
尽管辛努海的经历令人吃惊ꎬ 却并非没有可能ꎮ 传记真实与传奇真实于此篇中融合得恰到好处ꎮ
传记的真实是历史的真实ꎬ 传奇的真实却可以放开想象的翅膀ꎬ 任意飞翔ꎮ 然而ꎬ 传奇的奇要保

持永久的魅力ꎬ 仍然要真实可信ꎮ 与传记不同ꎬ 传奇的真实可信不是历史的真实ꎬ 而是逻辑的真实ꎮ
这不是逻辑学的逻辑ꎬ 而是文学的逻辑ꎮ 文学的逻辑虽不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ꎬ 但推演出来的

情节不能违背这个虚构的大前提ꎮ 孙悟空大闹天宫降妖除魔本不存在ꎬ 但他有了七十二变的本事ꎬ 十

万八千里的筋斗云ꎬ 这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ꎮ 但如果孙悟空突然打不过一个凡人ꎬ 这就不符合文学的

逻辑ꎬ 违背了文学的真实ꎮ 传奇也要遵从这个逻辑ꎮ 传奇的真实与传记的真实逻辑不同ꎬ 前者是虚构

的真实ꎬ 后者则是客观的真实ꎮ «辛努海» 游走于两者之间ꎬ 既留下了真实历史的足迹ꎬ 又突破了读

者想象的局限ꎬ 让人感受一个无法体验甚至无法想象的远古真实世界ꎮ 它不仅有埃及的发达文明ꎬ 还

有氏族社会的生活画面ꎮ
这篇故事的悬念一次次让人紧张ꎬ 结尾却圆满温馨ꎬ 首尾呼应的大团圆结局完全满足了人们的欣

３８在自传与传奇间游走

① 传奇在西方文学中一般并不单列为一种文体ꎬ 而是被归入叙事文学类别ꎬ 但中国隋唐时代的传奇文学自成一种文学现象ꎮ



赏心理ꎬ 好似作家设计的结构安排ꎬ 但这应该归功于口耳相传的反复讲述和修改创作ꎮ 这一篇文字毕

竟不是自传ꎬ 尽管文末声称 “从头至尾照抄自被发现的文字”ꎬ 但文学创作的痕迹很明显ꎮ 即使真的

抄自辛努海的陵墓ꎬ 像我们读到过的很多 “自传” 一样ꎬ 流传过程中后人添枝加叶和删改取舍之处

也一定不少ꎬ 因此它更接近传奇ꎮ
传奇之处贯穿于 «辛努海» 整个故事的始终:
第一奇ꎬ 奇在逃离ꎮ 宫中政变ꎬ 辛努海如果并未参与ꎬ 他没有理由逃离ꎮ 如果参与了ꎬ 晚年回归

就没有可能ꎬ 因为后来在位者正是他惧怕的共治法老辛瓦色瑞特一世ꎮ 逃总有逃的理由ꎬ 我们不排除

有其他理由ꎬ 但文中没有明说ꎮ 这隐晦的悬念成为吸引读者之处ꎮ
第二奇ꎬ 奇在纳婿ꎮ 辛努海单凭其外国人的身份就能赢得古代叙利亚当地大王之欢心ꎬ 并把女儿

嫁给他ꎬ 这难免让人称奇ꎮ 纳外国人为婿即封婿ꎬ 在那个时代意味着要割地ꎮ 辛努海毕竟是埃及宫中

的重要人物ꎬ 又是因宫中阴谋叛乱而逃离的ꎬ 他会否带来危险ꎬ 地方之王恐怕不会不予考虑ꎮ 然而ꎬ
英雄人物在传奇中总会与众不同ꎬ 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与恩宠ꎮ 在那个时代ꎬ 无论在埃及还是古

代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ꎬ 认字的人毕竟不多ꎮ 而作为埃及后宫中公主的老师ꎬ 辛努海一定是有文化

的ꎬ 这应该是给他带来好运的重要原因ꎮ
第三奇ꎬ 奇在决斗ꎮ 决斗是最引人瞩目的传奇经历ꎮ 决斗前的心理最为复杂ꎬ 面对死亡的恐惧与

夺得财产地位的欢欣交织煎熬ꎬ 让读者体验了这生死未卜的刺激ꎮ 决斗也最能体现英雄的传奇色彩ꎮ
没有经历过战斗的人还算不上英雄ꎬ 而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之传奇故事也不会传之久远ꎮ 辛努海

经历的不仅是战斗ꎬ 还是一对一的决斗ꎮ 对方是本地瑞侪努人 ( ｒＴｎｗ)①ꎬ 自然占着天时地利人和ꎬ
但辛努海没有畏惧ꎬ “一头公牛想战斗ꎬ 另一头公牛会因惧怕遇到劲敌而想要退缩的吗?”②

第四奇ꎬ 奇在回归ꎮ 一个远离故国家乡的人回归并不稀奇ꎬ 但一个逃亡者在外数十年ꎬ 并建功立

业ꎬ 回归祖国就显得与众不同ꎮ 他需要有面对叛国、 叛乱等罪名的勇气ꎮ 当年的宫廷阴谋能否解释清

楚ꎬ 数十年过去证人是否还健在ꎬ 即使健在还愿不愿意为其作证ꎬ 即使有人作证法老会否相信ꎬ 这一

系列的问题都很难预料ꎮ 回归需要勇气ꎬ 勇气支撑传奇ꎮ 当然ꎬ 辛努海的回归有对观念与冒险之间的

权衡ꎮ 对于古代埃及人来说ꎬ 客死他乡ꎬ 不能享受人生最后旅程的命运是可怕的ꎮ 对这种结局的恐惧

超过对未知命运推测时ꎬ 一个人就可能放弃眼前的安逸生活ꎬ 去面对不可知的命运ꎮ 然而ꎬ 古埃及人

真的这么相信来世吗? 尽管所有留存下来的丧葬文献都告诉我们ꎬ 古代埃及人对走入来世永恒的渴

望ꎬ 但这并不说明人们不重视此生ꎮ
辛努海毅然选择回归的真实与否ꎬ 我们不得而知ꎬ 因为目前仍未找到辛努海的陵墓ꎬ 这样的描述

至少增加了故事的英雄色彩和传奇特征ꎮ
«辛努海» 是一篇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埃及自传ꎮ 无论辛努海这个人物在多大程度上添加了传承者

的虚构ꎬ 都不影响它是一篇古代传记的判断ꎮ 如果一定要为之归类的话ꎬ «辛努海» 应该是一篇游走

于传记与传奇之间的传奇传记ꎮ 它是否开一代传奇之先ꎬ 有待另文探讨研究ꎮ

二、 背景与细节

　 　 «辛努海» 故事发生的背景与人物都是真实的ꎮ 主人公作为古埃及中王国初期服侍公主的老臣ꎬ
亲眼见证了这次宫廷叛乱ꎮ 同时ꎬ 其他历史文献佐证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ꎮ «阿蒙尼姆哈特一世教

谕» 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教谕共治的小王辛瓦色瑞特一世不要轻信他人ꎬ 并举例称老王阿蒙尼姆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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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古代叙利亚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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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被杀ꎬ 就是宫廷叛乱的结果ꎮ① 开罗博物馆 ＣＧ２０５１６号文物证明了这两位法老的共治ꎮ 该文物是

出土于阿比多斯的一块石碑ꎬ 其上有两位法老的统治纪年ꎬ 即阿蒙尼姆哈特第三十年和辛瓦色瑞特第

十年ꎬ 因此得名 “双年号石碑”ꎮ② 双年号说明两位法老同时在位ꎬ 从此埃及屡次出现共治现象ꎮ 因

此ꎬ 我们相信 «辛努海» 历史背景的真实性ꎮ
«辛努海» 提到的第一个地名是柴麦胡 (ＴｍＨ)③ꎬ 当时辛瓦色瑞特一世正率军征讨该地ꎮ 柴麦

胡是古埃及人对古代利比亚人的统称ꎬ 亦指利比亚人居住的地方ꎮ 虽然辛努海并未从柴麦胡开始他的

逃亡之路ꎬ 但故事情节的紧张源自那里ꎮ 老王被杀ꎬ 全城哀悼ꎬ 远在柴麦胡征讨的小王接到宫廷密

报ꎬ 立即带领军队快速杀回ꎮ 于是辛努海连夜逃亡ꎮ
辛努海逃往的第一个关口是 “真理之海” (ｍＡａｔｙ)④ꎮ 从名称上看ꎬ 这显然是个有水的地方ꎮ 阿

蒙尼姆哈特一世建立第十二王朝ꎬ 将王宫从底比斯迁移到伊赐塔威 ( ｉＴｉ－ｔＡｗｙ)⑤ꎬ 意为 “攫取两土

地” 之地ꎬ 距法尤姆湖不远ꎮ 辛努海逃离宫廷最近的水域应该就是法尤姆湖ꎮ 古代埃及语中ꎬ “海”
字直译为 “一大片绿” (ｗＡＤ－ｗｒ)⑥ꎬ 并不专门指海洋ꎮ 且不管 “一大片绿” 中的 “绿” 到底是什么

颜色ꎬ 但它指代一大片水域是毫无疑问的ꎮ 由此可以推测ꎬ 辛努海逃亡之路的第一站应该是法尤姆

湖ꎮ 该湖之水虽来自尼罗河ꎬ 但其面积非常之大ꎬ 埃及人至今仍称之为海ꎮ
然后到达的是 “斯诺弗儒岛”ꎬ 亦为不易确定之地ꎮ 从名字上看ꎬ 似乎与第四王朝第一位法老斯

诺弗儒有关ꎮ 从路线上看ꎬ 应该在梅杜姆或达赫述尔ꎬ 因为这两地矗立着三座斯诺弗儒法老的金字

塔ꎮ 梅杜姆金字塔外侧已经坍塌ꎮ 达赫述尔两座金字塔之一修建角度过于陡峭ꎬ 而向内收拢变成中间

弯曲形状ꎬ 故而俗称 “弯曲金字塔”ꎮ 红金字塔才趋于完美ꎮ 由此验证了斯诺弗儒这个名字的含

义——— “让一切美丽之人”⑦ꎮ
接下来到达的是 “公牛码头” (ｄｍｉ－ｎｇＡ)⑧ꎬ 此地实难考据ꎮ 牛在古代埃及特别普遍ꎬ 公牛从河

一侧运往另一侧司空见惯ꎬ 因此ꎬ 尼罗河畔的 “公牛码头” 应该数量不少ꎮ 然后到达的是 “采石场

东部ꎬ 红山女神上坡之路” (Ｈｒｙｔ－ｎｂｔ－Ｄｗ－ｄＳｒ)⑨ꎮ 接近三角洲的采石场并不多ꎬ 但图拉采石场在三

角洲西部ꎬ 与奔向迦南叙利亚一带背道而驰ꎬ 向东越过尼罗河约四五十公里则有格贝尔—阿赫玛尔

(Ｇｅｂｅｌ ｅｌ－Ａｈｍａｒ) 采石场ꎮ 这个采石场在今开罗东北的赫留坡里附近ꎬ 其阿拉伯语名字的意思就是

“红山”ꎬ 完全符合文中的描述ꎮ
再往前便是 “统治者墙” (ｉｎｂｗ－ＨｑＡ)ꎬ 为镇守通往西奈半岛之路的一个要塞ꎮ 显然ꎬ 辛努海

没有选择走地中海的海路ꎬ 而是选择了西奈半岛的陆路ꎬ 由此离开埃及进入亚洲ꎮ “培腾” (Ｐｔｎ)

的位置ꎬ 我们尚无法知道ꎮ 但从这个地名的山形限定符号来看ꎬ 它应该已经出了埃及之境ꎮ 山形限定

符号在地名中出现一般皆指域外之地ꎬ 而且埃及几乎没有山ꎬ 除了尼罗河谷就是尼罗河谷两侧的荒

漠ꎬ 仅西部有几个绿洲ꎬ 其余是死亡之地ꎮ

５８在自传与传奇间游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Ｓｉｍｐｓｏｎ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ｅ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１６６－７１
Ｍｕｒｎａｎｅ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ꎬ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Ｃｏｒｅｇｅｎｃｉｅｓ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１９７７ꎬ ｐ ２
本文所用古埃及圣书体文字 (通称象形文字) 音译没有采用伽丁内尔的传统符号ꎬ 而是现代埃及学者普遍接受的 Ｍａｎｕｅｌ ｄｅ

Ｃｏｄａｇｅ符号ꎮ
词根是 ｍＡａｔꎬ 义为 “真理、 正义”ꎬ 此处限定符号为水塘ꎬ 指有水的地方ꎮ
ｉＴｉ意为 “攫取”ꎬ ｔＡｗｙ意为 “两土地”ꎮ 古埃及人称自己的国土为 “两土地”ꎬ 即 “上下埃及”ꎮ
前者为 “绿色”ꎬ 后者为 “大”ꎮ
斯诺夫儒的 ｓｎｆｒｗꎬ 就构词成分而言ꎬ 第一个字母 ｓ是埃及语中的构词成分ꎬ 表 “使” 之意ꎬ 最后一个字母 ｗ 是复数标

志ꎬ 中间部分 ｎｆｒ意为 “美丽”ꎮ
“公牛码头”ꎬ 亦可译为 “公牛之镇”ꎮ
“女神” 指哪一位尚不可考ꎮ
亦可译为 “统治之墙”ꎮ
第一到第三个符号是音符 (分别为方块席子、 面包和水波纹)ꎬ 只表发音ꎬ 第四格符号 (山形符号) 是限定符号ꎬ 表意ꎮ



然后便是长途跋涉ꎬ 直接到达比布鲁斯① 了ꎮ 比布鲁斯位于今黎巴嫩的朱拜勒ꎬ 公元前 ５０００ 年

就已经有人居住ꎬ 是腓尼基的第一个城市ꎮ 埃及学学者对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位为世界遗产的

古城并不陌生ꎮ 古埃及文献 «维纳蒙的报告»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Ｗｅｎａｍｕｎ) 曾提到ꎬ 大臣维纳蒙被派往

亚洲城市即比布鲁斯ꎬ 购买建造圣船的木材时ꎬ 受到当地人的怠慢与侮辱ꎮ 对该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亦

有大量涉及古代埃及的文物出土ꎬ 说明该地曾与埃及联系密切ꎮ
此后ꎬ 是亚洲的凯岱姆 (Ｑｄｍ)、 阿姆—湳什 (ａｍｗ－ｎｎＳｉ)ꎬ 最后落脚雅阿 (ＪＡＡ)ꎮ
辛努海这条逃亡之路不仅经得住古代文献佐证ꎬ 亦经得住现代实验考古学的推敲ꎮ 这条线路仍然

可行ꎬ 只是现在通往西奈半岛之路还有苏伊士运河需要渡过ꎬ 与古时略有出入ꎮ 辛努海作为宫中大

臣ꎬ 绝非漫无目的、 误打误撞地来到比布鲁斯ꎬ 这应该是一条早已存在的商路ꎮ 古代埃及与两河流域

早有往来ꎬ 两地五千多年前的许多壁画主题与风格都非常相似ꎮ② 辛努海逃亡之路将这条商路勾画出

来ꎬ 佐证了这条商路的存在ꎮ
«辛努海» 中的许多细节描述栩栩如生ꎬ 让人有身临其境般的感受ꎮ «辛努海» 让我们知道了远

古决斗的很多细节ꎮ 中世纪决斗之风盛行ꎬ 不知是否有古代习俗的遗传ꎮ 这场决斗先有瑞侪努人前来

挑战ꎬ 辛努海与部落酋长商议后ꎬ 决定迎战ꎮ 入夜备战ꎬ 持弓箭、 匕首ꎬ 而对方是弓箭、 战斧ꎮ 看来

当时的决斗ꎬ 有远距离武器ꎬ 亦有短兵相接武器ꎮ 双方百姓皆来助威ꎮ 一阵对射后ꎬ 瑞侪努决斗者被

辛努海射中ꎬ 并被冲上来的辛努海杀死ꎮ 战败者不仅丢掉了性命ꎬ 自己的财产也悉数被胜利者劫掠一

空ꎮ 这场决斗没有裁判ꎬ 没有约束ꎬ 甚至没有规则ꎬ 胜者为王ꎬ 败者只能一命呜呼ꎮ 掠夺造就英雄ꎬ
英雄率领部落强大ꎬ 英雄崇拜成为这一时代的最高价值尺度ꎮ 这是人类历史的必由之路ꎮ 该事件是否

符合三千多年前的真实ꎬ 我们已无法考证ꎬ 但从人类历史大势看ꎬ 是真实无比的ꎮ
人类从远古走来ꎬ 步步坎坷ꎬ 顽强生存ꎮ 最初因人类数量不足而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险象环

生ꎬ 生存成为人类最高的价值观念ꎮ 于是ꎬ 人类自身的繁衍便成为这个时代最为紧迫也最为高贵的理

念ꎮ 我们几乎在所有早期文明之中都能看到生殖崇拜的文化便是很好的证明ꎮ 然而ꎬ 由繁衍而壮大起

来的人类不再担惊受怕之后ꎬ 各氏族部落因生存条件不均衡所产生的危机接踵而来ꎬ 当时改变生存环

境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迁徙ꎬ 于是争夺不可避免ꎮ 能率领部落成功抵御别人侵扰甚至毁灭ꎬ 并能抢夺更

好的资源和财富的人ꎬ 就是部落氏族的英雄ꎮ 英雄崇拜成为此时最高的意识形态ꎮ 从生殖崇拜到英雄

崇拜ꎬ 人类跨越到一个更高的阶段ꎮ
正是在英雄崇拜的基础上ꎬ 城邦一个个诞生ꎬ 国家随后出现ꎮ «辛努海» 中决斗的描述为我们提

供了合乎历史逻辑的细节ꎬ 诠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真实ꎮ

三、 于文学中寻觅史证

　 　 古埃及王朝史历时三千年ꎬ 却没有一部自己的史书出现ꎮ③ 因此ꎬ 相关历史研究就没有史书可资

利用ꎬ 祭祀文献、 丧葬文献和文学作品支撑起埃及史研究的半壁江山ꎬ 其余则由考古支撑ꎮ 这样的现

实使历史研究者要在考古遗址与非 “历史的” 文献中去寻找线索ꎬ 像侦探一样依靠现场不多的证据

还原真相ꎮ 这样ꎬ 古埃及文学尤其是像 «辛努海» 这样的叙事作品ꎬ 就比其他文明的文学更具史料

意义ꎮ 叙事作品中背景的真实就像被害者的人际关系ꎬ 为揭开历史真相提供方向ꎬ 细节的真实则像犯

罪现场的指纹ꎬ 让我们能够在阅读中 “破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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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语名字为 ｋｐｎｙꎮ
参见希拉康坡里陵墓第 １００号里面墙壁上的绘画ꎮ
“自己的史书” 是指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书写的史书ꎮ 曼涅托虽然是埃及人ꎬ 但他的 «埃及历史» 是用希腊文书写的ꎬ 又是古

埃及王朝结束之时出现的ꎬ 故不能称之为 “自己的史书”ꎮ



传记文学可以提供给史家什么样的史料ꎬ «辛努海» 文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ꎮ 背景的

真实、 逃跑路线的真实、 细节的真实ꎬ 为史家研究公元前 ２０ 世纪的埃及与黎凡特地区提供了难得的

史料ꎮ «都灵王表» 第 ６ 栏第 ７ 行有阿蒙尼姆哈特的名字ꎮ 同时ꎬ 开罗博物馆存有 “双年号石碑”ꎬ
该石碑上刻有阿蒙尼姆哈特一世和辛瓦色瑞特一世两个人的名字ꎬ 且标明此碑立于阿蒙尼姆哈特一世

统治第三十年ꎬ 辛瓦色瑞特一世统治第十年ꎮ 由此ꎬ 史家得知第十二王朝第一位法老阿蒙尼姆哈特一

世于其统治的第二十年开始与其子辛瓦色瑞特一世共治ꎮ 对于这两位法老的记载ꎬ 只有以上很少的一

些信息ꎮ «辛努海» 这篇传奇色彩浓厚的传记文学作品ꎬ 却提供了第十二王朝初期共治的情况: 老法

老主内ꎬ 在首都总领全盘ꎬ 小法老主外ꎬ 率军开疆扩土ꎮ
阿蒙尼姆哈特一世被谋杀与辛瓦色瑞特一世继位亦无史料可证ꎬ 但 «辛努海» 与 «阿蒙尼姆哈

特一世教谕» 两篇文学作品弥补了众多王表中第十二王朝前两位国王统治历史的诸多空白ꎮ 古埃及

文学作品即使不描述宫廷故事也常提及法老ꎬ 这个传统让史家对故事背景时代的判断较为容易ꎮ 这一

传统与古埃及人的价值观念相关ꎬ 即得到法老的宠幸是最大的荣耀ꎮ
以两篇第十八王朝大臣的自传为例ꎬ «雅赫摩斯自传铭文» 称: “我跟随上下埃及之王ꎬ 神祇ꎻ

我与他们一起去往南北各地任何他们所到之地ꎻ 从上下埃及之王内卜沛赫梯瑞ꎬ 真话如此、 上下埃及

之王斋瑟尔卡瑞ꎬ 绝无虚言、 上下埃及之王阿阿赫坡瑞卡瑞ꎬ 真话如此、 上下埃及之王阿阿赫坡瑞恩

瑞ꎬ 绝无虚言ꎬ 比任何神祇都善良ꎬ 直到上下埃及之王曼赫坡瑞睿ꎬ 给予永恒生命ꎮ” 该段自传铭文

所提分别为第十八王朝的前 ５位法老ꎬ 即阿赫摩斯、 阿蒙霍泰普一世、 图特莫斯一世至三世ꎮ 主人公

雅赫摩斯服侍过这 ５位法老ꎬ 亦在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统治时期任职ꎮ 此文中皆称其登基名ꎮ① «伊南

尼自传铭文» 中有 “上下埃及之王ꎬ 阿阿赫坡瑞恩瑞ꎬ 他成为黑土地之国王与红土地之统治者ꎬ 成

功拥有两土地ꎮ 我乃国王无论在哪里都想念之人ꎬ 他对我所做超过前人”②ꎮ 另外ꎬ 关于辛努海逃跑

路线及决斗的细节ꎬ 上文已经论及ꎬ 不再赘述ꎮ
文学作为史料ꎬ 能为史家提供的更多的是细节ꎮ «辛努海» 对逃跑路线的描述让读者有身临其境

的感觉ꎬ 对决斗的描述让人血脉贲张ꎮ 辛努海归来后的迎接仪式ꎬ 宫中熟人见面后的举止表情ꎬ 只有

文学作品才能提供这些细节ꎮ “王室子弟与我牵着手ꎬ 我们随后前往巨大的宫门ꎮ 我被安置在王子的

宅邸ꎬ 它颇为华贵ꎬ 其中有浴室和天际的神像ꎬ 有国库的珍宝ꎬ 诸如国王的亚麻布、 没药、 油膏ꎮ 他

所宠爱的官员遍及每个房间ꎬ 仆人们各司其职ꎮ”③ 后世的准备亦绘声绘色: “一座石头金字塔为我于

金字塔群之中修建ꎮ 金字塔建筑工的总管负责选址ꎬ 画师总管负责设计ꎬ 石匠总管负责开凿ꎬ 墓地工

匠的总管统揽一切ꎮ 应置入墓道的一切物品在此各就其位ꎮ”④

来自于文献、 考古与图像的史料互相参证ꎬ 使古埃及历史变得丰满起来ꎮ 在既无史官也无史书的

古代埃及历史研究中ꎬ 文学史料地位独特ꎬ 不可不细查ꎮ «辛努海» 文本分析仅为一例ꎬ 更多文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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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英ꎬ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ꎬ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ꎮ
　 　 ①　 史学界对王晓籁的研究ꎬ 目前所见有吴芳洲 «王晓籁早期慈善公益活动研究 (１９１２—１９２８) » (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

文ꎬ ２０１９年)、 谢雨轩 «商人、 商会与政治: “海上闻人” 王晓籁 (１９０７—１９４５) »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１７ 年)ꎬ 但对

抗战胜利后王晓籁的活动与影响尚无人探讨ꎮ
　 　 ②　 «王晓籁等日内将来沪»ꎬ «申报» １９４５年 ９月 １日ꎬ 第 ２版ꎮ

为商请命:
抗战后的 “海上闻人” 王晓籁

朱　 英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ꎬ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要: 抗战后的王晓籁除重新执掌上海市商会外ꎬ 还努力重建全国商会联合会ꎬ 并担任理事长ꎬ 建立了

为商请命的全国性重要平台ꎮ 他对战后经济问题的诸多论述ꎬ 奠定了其为商请命的思想认识基础ꎮ 在实际行

动中ꎬ 他更借助个人的社会威望和全国商联会的影响ꎬ 努力减轻工商业者的负担ꎬ 促进工商业发展ꎮ 在整个

中国近代史上ꎬ 王晓籁领导的全国商联会更为活跃也更为努力ꎬ 像他这样尽职尽责为商请命的全国商联会领

导人也不多见ꎮ 然而时运不济ꎬ 王晓籁与全国商联会的努力目标最终均无法实现ꎮ
关键词: 王晓籁ꎻ 商人ꎻ 商会ꎻ 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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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使中国各方面都遭受了巨大损失ꎬ 因此抗战胜利之后面临着国家重建的

重重困难ꎮ 尤其是多年残酷的战争使中国经济面临崩溃边缘ꎬ 广大工商业者挣扎在生死存亡的困境之

中ꎬ 急切盼望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支持ꎬ 尽快恢复经济发展ꎮ 国民党政府虽一再声称要扶助工商ꎬ
使经济发展步入正轨ꎬ 以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ꎬ 但由于面临严重财政困难使诸多举措无法落实ꎬ 并且

因急于消灭共产党而不惜导致内战再起ꎬ 致使局势动荡ꎮ 不仅经济恢复无望ꎬ 甚至出现了日趋严重的

经济危机ꎮ 在此情况下ꎬ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工商业者可谓欲哭无泪ꎮ 作为 “海上闻人” 以及全国

工商界领袖的王晓籁ꎬ 如何斡旋于官与商之间为商请命ꎬ 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与影响ꎬ 值得探讨ꎮ①

一、 抗战后工商界的繁忙使者

　 　 抗战爆发后ꎬ 王晓籁参与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日后援会ꎬ 并领导上海市商会下属各业积极支持抗

战ꎮ 及至上海沦陷ꎬ 不得不离沪辗转于大后方ꎮ 抗战后年近花甲的王晓籁于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初准备回沪

时ꎬ 上海即有报道称: “前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及本市名会计师奚玉书二氏ꎬ 将于日内随钱市长同

行来沪ꎬ 本埠各界人士及市商会方面刻正筹备欢迎ꎮ” ② 可见其行程颇受舆论关注ꎮ 王晓籁回上海后

又有报纸进行报道ꎬ 称抗战期间他 “转辗在重庆、 昆明、 桂林ꎬ 办了许多事业ꎬ 干了很多的大后方

工作ꎮ 抗战胜利ꎬ 军政各界领袖纷纷归来ꎬ 王先生也在前天 (八日) 下午五时半搭机来沪王先

生的精神仍旧很好ꎬ 和八年前差不多ꎬ 虽然形态上似乎老了不少ꎬ 譬如头上平添许多白发ꎬ 可是这都

是王先生为国家社会勤劳的明证ꎬ 只有使人对之格外尊敬崇仰ꎮ” 王晓籁回沪后向记者表示: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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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海ꎬ 将是真正的大上海ꎬ 任何人非努力进步修业ꎬ 不足以应付一切ꎮ 言次ꎬ 还说他自己因商会的

整理工作和其他的重要公务ꎬ 纷繁非常ꎬ 百端待理ꎬ 暂时谢绝一切酬酢宴会ꎮ”① 抗战胜利后ꎬ 作为

“海上闻人” 的王晓籁还曾经由上海 “府令颁给胜利勋章”②ꎮ 揆诸史实ꎬ 不难发现王晓籁乃一介著

名商董ꎬ 身兼多职ꎬ 在战后既要忙于恢复自己经营的工商企业ꎬ 并希望有进一步拓展ꎬ 还要参与许多

社会公共事务ꎬ 所以一如既往地十分繁忙ꎮ
交通事业是当时王晓籁经营的主要业务之一ꎬ 他在战前担任锡沪公路汽车公司总经理ꎬ 战后又创

立东南汽车公司并任董事长ꎮ 中国交通在战争期间遭受严重破坏ꎬ 不仅公路被毁ꎬ 运行车辆也因受损

而奇缺ꎮ 例如ꎬ “浙公路战前完成有二七六○公里ꎬ 战后几经破坏ꎬ 仅龙泉一线九五公里尚称完好ꎮ
胜利后积极兴修ꎬ 现可通车者约二千公里ꎬ 大致尚顺利ꎮ 唯全省仅有破客车三十余辆故虽有计划

仍属空谈ꎬ 此后将采官督商办”ꎮ 在此情况下ꎬ “王晓籁氏办东南汽车公司ꎬ 经营东南各省联运ꎬ 但

资本浩大ꎬ 筹备需时ꎬ 并闻杭市公司汽车及电车亦准由王氏经营”ꎮ③ 其后经克服困难ꎬ 该公司得以

创立并开始运营ꎮ 王晓籁此举既对战后交通事业的恢复做出了贡献ꎬ 自身也获取了应得的利润ꎮ 另

外ꎬ 他还参与筹备中华水产公司ꎮ 抗战胜利后ꎬ 农林部接收敌伪华中水产公司、 帝国水产会社、 中国

水产会社等 ５家单位ꎬ 拟改组为中华水产公司ꎬ 并为之成立了筹备处ꎮ 王晓籁在战前就曾任上海鱼市

场总经理ꎬ 此时又领衔担任中华水产公司筹备处筹备委员ꎮ④

由于王晓籁系沪上名流ꎬ 德高望重ꎬ 原本即身兼多职ꎬ 包括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 上海市商会

主席、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等社会职务ꎬ 同时担任胶济铁路理事长、 锡沪公路汽车公司总经

理、 上海鱼市场总经理等职ꎮ 抗战后又兼任了政府专门委员会和许多公司行号的职务ꎬ 如经济部计划

委员会委员、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中一信托公司、 通易信托公司、 东南汽车公司、 江海银行等公司企

业的董事长以及中国银行、 中央信托公司的理事ꎮ
王晓籁还热心从事公益事业ꎬ 担任了许多公益团体的职务ꎮ 例如他曾与人创办海昌职业义务补习

学校ꎬ “书本全部由校方供给”ꎮ 报刊评论称: “义务补习学校的举办ꎬ 在今日实为当务之急ꎮ 中国教

育的要求普遍ꎬ 义务学校尤不能忽视ꎮ 我们知道ꎬ 中国读不起书的人太多ꎬ 必须设法给他们有求学的

机会才对ꎮ”⑤ 他对儿童福利事业尤为关注ꎬ 除担任上海福幼院董事长之外ꎬ 还鉴于上海 “慈幼团体

三十余处ꎬ 平时素无团结ꎬ 致工作进展ꎬ 颇感迟缓”ꎬ 联合各团体负责人发起组织上海儿童福利团体

联合会并出任会长ꎬ “以互助之力量ꎬ 促进各项有关慈幼事业”ꎮ⑥ 该会成立时ꎬ 正值 “气候严寒ꎬ
贫寒儿童因饥寒交迫ꎬ 致冻毙者甚众”ꎮ 于是制订工作计划ꎬ “首先决定抢救儿童工作ꎬ 由各团体尽

量收容ꎬ 另各团体为充实设备ꎬ 如棉衣、 棉被、 食粮、 医药等之需要ꎬ 将联合派员向善后救济总署请

求发给ꎬ 并推请王晓籁先生代表向棉纱大王荣德生请求捐款乐助”ꎮ⑦ 另外ꎬ 上海三教道德会 “为扩

大会务”ꎬ 也聘请王晓籁担任会长ꎮ⑧ 在众多的社会兼职中ꎬ 使命最重要者当属担任中华民国商会联

合会理事长ꎬ 该会的重建也是王晓籁在抗战结束前后一年多时间里ꎬ 着力进行的一项主要社会工作ꎮ
在抗战结束一年多以后ꎬ 王晓籁自感身兼各种董事长和董事之职太多ꎬ 难以分身应对ꎬ 苦不堪

言ꎮ 于是ꎬ 他在报上刊登启事ꎬ 说明: “晓籁向以本位努力、 人格救国为主旨ꎬ 最近鉴于经济险象ꎬ
工商危机ꎬ 至诚未能感人ꎬ 至虚难以应物ꎬ 故对各公司行号董事、 董监等职务及公团善团之挂名ꎬ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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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函辞退ꎮ” 报文称: “此老在辞去那些挂名的虚职之后ꎬ 将从事于公路交通及保险等各业ꎮ 今日工

商界的不景气ꎬ 从王晓籁身上也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得出来ꎮ”① 实际上ꎬ 王晓籁虽辞去了许多兼职ꎬ
但因其不同于一般商董的身份和地位ꎬ 在此之后并不能真正做到不再兼任其他职务ꎮ 例如ꎬ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中国渔业生产建设协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ꎬ 其主旨 “除促进渔业生产外ꎬ 将代渔民向国人申

诉”②ꎮ 王晓籁应邀赴京出席该会成立大会ꎬ 并当选为理事ꎮ 又如同年 ６ 月中国国产厂商联合会成立

时ꎬ 王晓籁先是当选为理事和常务理事ꎬ 后又被一致推选为理事长ꎮ 王晓籁无以推辞ꎬ 随即主持召开

第一届理事会ꎬ 通过了如下决议案: “ (一) 请求政府准予依照廿五年份职工底薪计算ꎬ 并于指数发

表后一个月始能施行ꎬ 以挽救工商危机案ꎮ (二) 拥护市参议会决议简化稽征手续ꎬ 免予查账案ꎮ”③
１２月ꎬ 王晓籁、 徐寄庼等人又 “以胜利两年来洋货充斥ꎬ 国货销沉提倡国货ꎬ 实为急不容缓”ꎬ
发起召开上海市市民服用国货协会成立大会ꎮ④ 大会讨论了会章和提案ꎬ 并选举理监事ꎬ 结果王晓籁

又领衔被选举为理事ꎬ 并担任理事长ꎮ
王晓籁的威望与地位不仅在工商界堪称个中翘楚ꎬ 而且深得政府信任ꎬ 除了担任经济部、 财政部

一些专门委员会的委员ꎬ 并常常被临时委以重任ꎬ 再加上长期出任上海市商会和全国商联会理事长ꎬ
这些都是他能够承担为商请命重要职责的条件ꎮ 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王云五 “对这位年高德劭的本家ꎬ
非常的尊重ꎬ 特地专电请托ꎬ 要他倡导组织一个 ‘商务公断协会’ ”ꎮ 该协会是 “排解商务纠纷的执

法机关ꎬ 凡是商家发生贸易上的争执ꎬ 尤其是国际性的折冲ꎬ 都有权干涉ꎬ 好似商界申冤诉苦的最高

法院”ꎮ 报纸的评论认为ꎬ 这个半官半商性质的商务公断协会ꎬ 由王晓籁 “掌握主持的大权ꎬ 也可说

是荣任 ‘商务法官’ ”ꎮ⑤ １９４８年初中国商会公断协会举行成立大会ꎬ 经济部、 外交部、 社会部三部

代表以及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和上海美国商会会长等出席ꎮ 担任大会主席的王晓籁致词说明: “此一机

构之使命除为本国商民解除纠纷外ꎬ 并进而与美国公断协会签订协定ꎬ 成立联合公断协会ꎬ 以消弭两

国间商事冲突ꎬ 俾有助于经济建设ꎮ”⑥ 该公断协会的总会设在上海ꎬ 由王晓籁担任理事长ꎬ 各省及

院辖市设立分会ꎮ
抗战之后的王晓籁还承担了许多社会工作ꎮ 例如抗战结束后不久ꎬ 国民政府设立东北赈济会ꎬ 委

派于斌、 王晓籁、 韩仁等 ７人为代表ꎬ 携募得之赈款 ２ ３亿元ꎬ 于 １９４６年 ８月 ６日赴东北慰问救济ꎮ
此行历时 ２０余天ꎬ 于、 王等人先后到达沈阳、 四平、 长春等处ꎬ 受到当地官商热烈欢迎ꎮ 所到之处

王晓籁均发表演说ꎬ 阐明 “东北救济会是蒋主席夫人两次来东北ꎬ 见到东北同胞过去受苦受难ꎬ 已

达极点ꎬ 所以回到重庆之后ꎬ 才积极发起这个会ꎮ 当时便在重庆、 昆明、 成都、 上海之四地ꎬ 发起筹

款事宜将来国家一定尽全力来建设东北ꎬ 以不负此次东北救济委员会会长蒋夫人并副会长莫德惠

先生对于东北的爱护”ꎮ⑦ 在东北期间ꎬ 王晓籁还曾多次邀请当地工商界代表举行座谈会ꎬ 商讨成立

全国商会联合会东北分会以复兴工商业之具体事宜ꎮ⑧ 历时近一月的东北之行给王晓籁留下了深刻影

响ꎮ 随后王晓籁曾在上海新生活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ꎬ 鼓励工商界从速投资东北ꎮ 他特别强调:
“国家要强ꎬ 应将东北发扬ꎬ 人民要富ꎬ 到东北去开宝库ꎮ” 并说明东北居民食物不缺ꎬ 但房屋大半

被毁ꎬ 急待建设ꎬ 衣服、 医药紧缺ꎬ 亟待救济ꎮ 为此ꎬ 呼吁 “本市工商业界多投资东北ꎬ 恢复东北

工商业ꎬ 东北工业设备虽被拆除ꎬ 规模还在”ꎬ “东北不恢复ꎬ 无法建国”ꎮ⑨ 稍后在出席中南贸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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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举办的会议时ꎬ 王晓籁又表示: “将邀请东南工商界人士筹组考察团ꎬ 前往实地考察ꎬ 俾群策群

力ꎬ 共谋开发东北宝藏ꎮ”①

除赴东北慰问救济ꎬ 抗战后王晓籁还曾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ꎮ 例如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底ꎬ 王晓籁在东

北之行后先至北平ꎬ 又从北平赴天津ꎬ 与当地工商界接洽成立商会以重建全国商会联合会事宜ꎮ②

１９４７年 １月ꎬ 王晓籁率领上海市公训同学会代表团及各报记者一行 ４０ 余人ꎬ 携带慰劳品赴江苏南通

劳军ꎮ “在军民大会中行献旗典礼ꎬ 计到党政军学各代表和民众代表二千余人ꎬ 当即由王晓籁氏献旗

并致词ꎬ 继由李司令官、 李主任分别答谢ꎮ”③ 同年 ４月ꎬ 赴无锡主持锡虞段通车仪式ꎬ 宴请各机关、
团体代表与新闻记者ꎮ④ １１月ꎬ 中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美国的航线ꎬ 王晓籁还曾作为工商界代表应邀

参团赴美ꎬ “庆祝与宣扬我国航空事业”ꎮ 但代表团到达檀香山、 关岛时ꎬ 因遭遇恶劣气候一度陷入

困境ꎬ 后抵达纽约等地访问后顺利返回上海ꎮ⑤

１９４７年ꎬ 王晓籁还曾领导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与其他全国性职业团体一起成立全国职业团体联

谊会ꎬ 多次领衔向国民党中央、 国民政府以及立法院请愿上书ꎬ 力争商业以及其他职业团体获得更多

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ꎮ 这可以说是工商界争取参政权利的一次政治运动ꎮ 报载: “全国商联会为

了争取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名额问题ꎬ 向立法院开了一炮ꎬ 结果获得胜利ꎮ 虽然立法院开会以后ꎬ 又

有了解散商联会并惩戒该会主持人的提案ꎬ 但商联会理事长王晓籁满不在乎ꎬ 并且有一种答复性的表

示ꎬ 使全体出席商联会的各省代表十分满意ꎬ 认为他们的王理事长不含糊ꎬ 非但实际增加了国大和立

委的名额ꎬ 还相当有面子ꎮ”⑥ 有的报纸还以 “王晓籁战胜立法委员” 为题ꎬ 报道王晓籁领导全国商

联会为工商界争得更多国代和立委名额的经过ꎮ⑦ 随后ꎬ 王晓籁本人也参加竞选国大代表ꎬ “特别提

出 ‘上海精神’ꎬ 这种和衷共济、 不屈不挠精神ꎬ 在抗战前后ꎬ 都由商会领导的ꎮ 这次国大商界名额

争取ꎬ 告一段落ꎬ 真是得来不易ꎬ 今后若有委曲ꎬ 还是要争的”⑧ꎮ 最终王晓籁以全国职业团体候选

人身份当选为国大代表ꎮ
由上可知ꎬ 抗战之后的王晓籁可谓工商界最为忙碌的使者ꎬ 而其繁忙的所作所为ꎬ 除自己经营的

工商事业之外ꎬ 绝大多数都属于公益性与社会事务ꎮ 正因如此ꎬ 有报纸评论称: “市商会主席王晓

籁ꎬ 四十年来ꎬ 在上海服务ꎬ 唯一精神ꎬ 在于大公无我ꎬ 生平不解私字为何物ꎬ 一举一动ꎬ 但求有益

于大众ꎮ”⑨ 这样的评价ꎬ 对于一位商董而言ꎬ 可谓相当高矣ꎮ

二、 重建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

　 　 王晓籁是抗战后工商界重建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的代表性人物ꎮ 他之所以为此付出了两年半的艰

辛努力ꎬ 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地为商请命的全国性重要平台ꎮ
近代中国的商会始建于清末ꎬ 是由工商各业推选代表共同组建的新式商人团体ꎮ 商会成立之后ꎬ

发挥 “通官商之邮” 的独特功能ꎬ 为商请命ꎬ 同时具有 “登高一呼ꎬ 众商皆应” 的显著能量ꎬ 在促

进工商业发展和保护商人利益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ꎮ 时论有称: “商会为社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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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坚ꎬ 又为经济之枢纽ꎬ 关系于一国之强弱存亡者甚大ꎮ”① 上海商会是全国最早诞生的商会ꎬ 在清

末即曾倡议全国商会联合抵制美货运动和参与国会请愿运动ꎬ 并两次发起召开全国性民间商法讨论

会ꎬ 在林林总总的商会中奠定了领袖群伦的地位ꎬ 赢得全国 “第一商会” 的誉称ꎮ １９１２ 年底ꎬ 在上

海和汉口商会的倡导之下ꎬ 经工商部批准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ꎬ “于是吾国商会始由局部的结

合ꎬ 进而为全体的结合ꎻ 由各别的行动ꎬ 进而为统一的行动”ꎮ② 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ꎬ 全国性商会

改名为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ꎮ 但在抗战期间ꎬ 沦陷区的商会均沦为伪商会ꎬ 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因难

以开展活动而无形解散ꎮ 战后为能有效地与政府进行沟通联络ꎬ 反映广大工商业者的意愿和要求ꎬ 以

应对严重的经济危机ꎬ 亟须尽快重建全国商联会ꎮ
王晓籁 １９２４年即担任上海总商会会董ꎬ 次年被推为总商会代表出席全国商会联合会特别大会ꎬ

旋即出任上海总商会收回关税自主权委员会主任ꎮ １９２６ 年作为上海总商会代表赴广州参观考察ꎬ 受

到蒋介石接见ꎮ １９３０年上海特别市商会举行第一届执监委员选举ꎬ 王晓籁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

员ꎬ 徐寄庼当选为主席后力辞不就ꎬ 王晓籁被补选为主席ꎬ 登上了全国 “第一商会” 的头把交椅ꎬ
地位显赫ꎬ 始有 “海上闻人” 之称ꎮ １９３６年上海商会改选ꎬ 王晓籁获得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力支持ꎬ
击败竞争对手王延松再次当选主席ꎬ 杜本人也出任了常务理事ꎬ 两人关系十分密切ꎮ③ 上海沦陷后王

晓籁辗转于大后方ꎬ 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就积极参与发起全国商会联合会的重建ꎮ
鉴于抗战期间原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名存实亡ꎬ 王晓籁于 １９４４ 年即联合重庆、 贵州商会领导人

向国民政府呈请重建全国商联会ꎬ 并设立筹备处ꎬ 由王晓籁、 周懋植等 ５人担任筹备员ꎬ 王、 周任召

集人ꎮ 但由于战争期间交通与联络十分不便ꎬ 全国商联会的重建被迫暂付搁置ꎬ 至抗战胜利后筹备处

迁往南京ꎬ 仍由王晓籁担任主任ꎮ 王返回上海后ꎬ 首先于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办理上海市商会的接收事宜ꎮ
此前ꎬ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派徐寄庼等人为接收委员ꎬ “以制止伪商会活动”ꎮ 后 “以该会理事长王

晓籁、 常务理事杜月笙已先后回沪ꎬ 市党部方面即将接收委员撤回ꎬ 并于日昨令饬理事长王晓籁等ꎬ
即日复开始工作对于亡故及附逆之理监事ꎬ 饬市商会据实查报ꎬ 以便依法递补”ꎮ④ 是月 １５ 日ꎬ
“理事长王晓籁、 常务理事杜月笙到会办理会务”ꎮ⑤

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的重建远比接收上海伪商会要困难得多ꎬ 不仅需要重新依法建立ꎬ 而且战后

仍然交通不便ꎬ 联络不畅ꎬ 难以即刻成立ꎮ 但是ꎬ 由于战后经济恢复困难重重ꎬ 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

经济危机ꎬ 广大工商业者深感必须 “团结一致ꎬ 共谋发展ꎬ 挽救目前之危机”ꎬ⑥ 于是重建全国商联

会也变得日益迫切ꎮ 尽管当时仍存在诸多困难ꎬ 但王晓籁等人仍领导商联会筹备处加紧开展工作ꎬ 于

１９４６年 ５月在南京召开了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扩大筹备会议ꎮ
在会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ꎬ “王晓籁主席报告会议目的ꎬ 在加强工商界联系ꎬ 以期增加生产ꎬ

解决经济困难”ꎮ⑦ 在开幕式致辞中ꎬ 他又再次强调重建全国商联会的经过与意义ꎮ 本次扩大筹备会

议的会期原定为 ３天ꎬ 但因需提案增多不得不延至 ５ 天ꎮ “代表等来自四方ꎬ 深知民间疾苦ꎬ 睹国事

之纠纷ꎬ 念沦胥而悚惧ꎬ 不得不披沥陈辞ꎬ 为民请命ꎮ”⑧ 舆论称: “扩大筹备会议之成绩ꎬ 颇得各方

之赞许ꎮ”⑨ 扩大筹备会议顺利结束后ꎬ 王晓籁即兴奋地向记者表示: “大会原定四十三单位ꎬ 到达者

为三十一个代表ꎬ 共到四十余人ꎬ 讨论提案一百六十余件ꎬ 会期自六日至十日止ꎬ 结果极为圆满ꎮ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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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全会之筹备会议ꎬ 全会可望于秋冬之间召开ꎮ”① 至此ꎬ 历经近两年之久的全国商联会重建终于

完成了实质性的重要步骤ꎬ 王晓籁付出的努力也有了初步收获ꎬ 自然颇感欣慰ꎮ
国民政府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在扩大筹备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ꎬ 希望 “全国商联会应于本年底以

前正式成立ꎬ 以应客观需要”ꎮ② 王晓籁等筹备委员更盼望全国商联会能够尽快成立ꎬ 以便在恢复和

重建社会经济中发挥作用ꎮ 在王晓籁的直接督促下ꎬ 筹备处紧张繁忙地开展一系列筹备工作ꎬ 最终促

成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的正式成立大会于当年 １１月 １日在南京隆重举行ꎮ
全国商联会成立大会举行之前即广受关注ꎮ 有报道称: “此次国内外重视之全国商联大会在京举

行首次大会ꎬ 中枢当局、 各院部会首长等ꎬ 均极为关注以冀确收实效ꎬ 完成建国大业ꎮ”③ 可见

除广大工商业者之外ꎬ 政府各部门也寄希望于重建全国商联会挽救经济危机ꎮ 王晓籁在大会开幕式致

辞时十分感慨地表示: “本会是全国工商界综合性之组织ꎬ 此种组织在我国历史上尚属创举吾人

对于各地代表热烈参加大会ꎬ 尤其对于台湾、 东北及边疆、 海外代表之不辞艰辛ꎬ 不远万里而来之热

情ꎬ 更倍觉无限兴奋ꎮ”④ 实际上ꎬ 王晓籁称 “此种组织在我国历史上尚属创举” 并不准确ꎬ 因为类

似的组织在民初即已创立ꎮ 但在抗战胜利后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以及广大工商业者殷切盼望之下ꎬ 全国

商联会经过王晓籁等人的持久努力方得以重建ꎬ 仍然是当时工商界值得庆贺的大事ꎮ
大会在 ６天的会期内总共召开 ７次会议ꎬ 讨论通过了 ４６７ 件议案ꎬ “对如何挽救全国工商危机ꎬ

并协助政府致力经建大业ꎬ 均有重大决议”ꎮ⑤ 最后一次大会选举了理事 ３１ 人ꎬ 监事 １１ 人ꎮ １１ 月 ７
日ꎬ 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召开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ꎮ 首先举行理监事就职典礼ꎬ 随后选举常务理

事、 常务监事和理事长ꎬ 王晓籁、 王绎斋、 傅汝霖、 姬奠川、 李荐廷 ５ 人当选为常务理事ꎬ 赵文翰、
陈职民、 陈肇基 ３人当选为常务监事ꎬ 王晓籁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ꎮ

王晓籁当选为理事长之后ꎬ 向全国工商界郑重表示: “晓籁弃儒就商ꎬ 凡四十余年ꎬ 专致力于工

商生产事业及经济建设ꎮ 尤以余力尽心于公益慈善事业ꎬ 此外提倡国货ꎬ 抵制仇货ꎬ 向营茶茧丝纱各

业ꎬ 创设银钱金融机构甚伙ꎬ 现致力于交通公路ꎬ 暨信用保险事业ꎬ 素来注重仁义道德ꎮ 此番全国商

联得能成立ꎬ 将来对于富国强民ꎬ 必由经济生产做起ꎬ 国内酌盈济虚ꎬ 国外贸通有无ꎬ 并有严密的组

织ꎬ 确实的统计ꎬ 然后可以收到实效余虽年迈ꎬ 尚有精力ꎬ 得追随全国工商人士ꎬ 尽力以赴

之ꎮ”⑥ １９４８年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在上海召开ꎬ 王晓籁再次当选连任理事长ꎬ 成为

抗战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独一无二的领导人ꎮ

三、 对战后经济问题的论述

　 　 王晓籁对战后经济问题也有较多的论述ꎬ 这些论述既反映了他对经济问题的认识与看法ꎬ 又是他

为商请命的思想基础ꎮ
王晓籁出生于耕读世家ꎬ 自幼饱受儒学传统文化熏陶ꎬ 具备较好的国学基础ꎮ “幼时作儒童试辄

列前茅ꎬ 以生性豪爽ꎬ 不惯受满清文字羁勒ꎬ 弱冠乃弃儒就商ꎮ”⑦ 他曾在 «五十自述» 中说自己

“少读圣贤书ꎬ 长行仁义事”⑧ꎮ 数十年的商海生涯ꎬ 使其对经济问题多有独特感语ꎮ 尤其抗战胜利

３９为商请命: 抗战后的 “海上闻人” 王晓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商联筹备会圆满闭幕»ꎬ «申报» １９４６年 ５月 １２日ꎬ 第 ４版ꎮ
«商联会扩大筹备会昨日举行首次大会»ꎬ «中央日报» (南京) １９４６年 ５月 ７日ꎬ 第 ４版ꎮ
«全国商联加紧筹备»ꎬ «商报» １９４６年 １０月 ２９日ꎬ 第 １版ꎮ
«全国商联会昨揭幕»ꎬ «中央日报» (南京) １９４６年 １１月 ２日ꎬ 第 ６版ꎮ
«全国商联成立大会宣告圆满闭幕»ꎬ «商报» １９４６年 １１月 ７日ꎬ 第 １版ꎮ
王晓籁: «我对于全国商联会的期望»ꎬ «商报» １９４６年 １１月 １日ꎬ 第 ９版ꎮ
知天: «王晓籁先生小传»ꎬ «商业杂志» １９２９年第 ４卷第 ４号ꎬ 第 １页ꎮ
王晓籁: «五十自述»ꎬ «浙江商务» １９３６年第 １卷第 ４期ꎬ 第 ７９页ꎮ



后ꎬ 他深感: “市上形形色色ꎬ 五花八门ꎬ 光怪陆离ꎬ 所谓天虽亮而云雾未开ꎬ 势颇混沌ꎮ”① “天虽

亮而云雾未开”ꎬ 可谓形象而准确地比喻出当时中国所处的艰难境况ꎮ 为研究战后的经济问题ꎬ 他与

杜月笙等一起创办了经济研究所ꎮ② 他对战后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

不无所思所想ꎬ 并曾多次发表文章进行论述ꎬ 或者通过接受记者采访发表谈话ꎬ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ꎮ
例如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ꎬ 政府应该如何应对ꎬ 工商界应该如何自救ꎬ 是官与商均极为关注的紧

迫现实问题ꎬ 王晓籁曾在不同场合对此问题进行过阐述ꎮ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在

南京举行成立大会ꎬ 王晓籁发表了 «我对于全国商联会的期望» 一文ꎬ 主要论述了经济危机的具体

表现以及全国商联会领导工商业者渡过危机的办法ꎮ 他强调: “目前时局未靖ꎬ 工商凋敝ꎬ 经济危机

已日益深重ꎬ 如何解救当前危机ꎬ 使工商繁荣ꎬ 实是当务之急ꎮ 敬希我商界精诚团结ꎬ 共渡困难ꎮ”
该文指出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 ５ 个方面: 一是工商业不景气ꎬ “我们由农业的不振和出口货物的衰减

情形来看ꎬ 生产事业ꎬ 确是日益衰落”ꎮ 二是农村破产ꎬ “其中最大的特征ꎬ 就是粮荒严重ꎬ 农村荒

地大量增加ꎬ 饥饿死亡的结果ꎬ 牲畜没有了ꎬ 劳动力减少了ꎬ 再加上农具、 耕牛、 粮籽的缺乏ꎬ 荒地

的增加ꎬ 这不是表示农村的破产ꎬ 情势日益加深么?” 三是财政危机ꎬ “这主要特征ꎬ 就是政府财政

收支极不平衡”ꎮ 四是工潮蔓延ꎬ “工潮问题之会发生ꎬ 这是由于高物价之影响ꎬ 物价腾涨原因ꎬ 又

是通货之膨胀及财政收支无法平衡的结果”ꎮ 五是外货倾销ꎬ “国货已失去竞争的能力ꎬ 无数的工厂ꎬ
已被挤得关门了ꎬ 这是一个最严重的事”ꎮ 在列举了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之后ꎬ 他阐明: “抗战胜利

以来ꎬ 我们的经济ꎬ 由于政局不安定ꎬ 且已日益走向崩溃ꎬ 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ꎮ 当前工商业的前

途ꎬ 只有靠我们来创造ꎬ 我们应不容许现再遭破坏了ꎮ” 该文还指出ꎬ 面对经济危机ꎬ 工商界应该有

决心和信心ꎬ “危机是可以解救和克服的ꎬ 我们有充分毅力ꎬ 我们实用不着悲观ꎮ 当然ꎬ 这不是说我

们就可以过分乐观了”ꎮ 现在艰难的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ꎬ “富强之责ꎬ 是在全民ꎬ 吾商人为小民之

一ꎬ 应负重大责任ꎬ 以臻国家于富强康乐”ꎮ③ 很显然ꎬ 既要高度重视经济危机的严峻程度与危害ꎬ
但又不完全悲观失望ꎬ 应保持工商界团结一致共渡危机的信心ꎬ 并以此作为工商界的重大责任ꎬ 这就

是王晓籁对待战后经济危机的认识与态度ꎮ
对于工商业者而言ꎬ 王晓籁是新当选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ꎬ 他对经济危机的这番认识与

态度无疑是一大鼓舞ꎬ 全国商联会成立后也确实将保护广大工商业者渡过经济危机作为首要义务和责

任ꎬ 并为此付出了大量努力ꎮ 王晓籁始终坚持认为经济发展对国家富强至关重要ꎬ 也是工商界的重要

职责ꎮ “经济如无办法ꎬ 什么也无办法ꎮ 繁荣经济ꎬ 发展贸易ꎬ 为工商界唯一的责任ꎮ 今日欲求强

国ꎬ 固应充实军事ꎬ 而欲求富强ꎬ 唯谋商业之发达ꎮ 然富强二字ꎬ 富实为国之本ꎮ 愿各省商人ꎬ 一致

奋起ꎬ 努力经济建设以为富国之道ꎮ”④ 他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也正是本着这一目标ꎬ 为之

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举措ꎬ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ꎮ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ꎬ 王晓籁为敦促政府采取对策挽救经济

危机ꎬ 还曾联合工商界代表 “在经济部计划委员会提议召开全国性之扩大经济会议ꎬ 获得一致同意ꎮ
此会议将于三数月内予以实现ꎬ 广邀农工商各界代表及专家学者与会ꎬ 俾对当前经济上各项问题ꎬ 加

以通盘研讨”ꎮ⑤ 可见ꎬ 王晓籁不仅就经济危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ꎬ 还能通过其工商界领袖的地

位与威望ꎬ 敦请政府予以重视并实施相关举措ꎮ
１９４６年底ꎬ 王晓籁接受 «中华时报» 记者采访ꎬ “记者向其询问最近工商界之严重危机ꎬ 应如何

抢救”? 他针对年关时节工商业者面临的极端困境ꎬ 说明 “目前工商界已至千钧一发之际”ꎬ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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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救急ꎬ 不能救穷ꎬ 但目前状况ꎬ 岂但救急ꎬ 直须救死”ꎮ 尽管只有寥寥数语ꎬ 却将工商界在水

深火热中艰难挣扎的危险处境和盘托出ꎮ 至于如何 “救死”ꎬ 王晓籁认为: “救死之道ꎬ 当然以贷款

为第一ꎮ 盖工商界之所以到今日地步ꎬ 原因甚多ꎬ 而高利贷实为最重大原因之一ꎮ 值此年关ꎬ 债务逼

迫ꎬ 若在经济上无融通办法ꎬ 当然非倒闭不可ꎮ” 他还特别强调这一迫切问题如果不能尽快予以解

决ꎬ 将对工商业连带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ꎮ 其原因是 “事业又有连锁性ꎬ 甲业可以影响乙业ꎬ 甲地

可以影响乙地ꎬ 甲店甲厂又可影响乙店乙厂ꎬ 真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ꎮ 故在今日ꎬ 政府必须尽量放宽

贷款条件ꎬ 不能再拘泥于抵押品与出品销路等等ꎮ 只要有一条生路可走ꎬ 有一线生机可寻ꎬ 务必先使

其维持生存ꎬ 一切技术问题ꎬ 改良步骤ꎬ 统俟留待来年ꎬ 积极督导ꎮ 否则ꎬ 崩溃到来ꎬ 影响所及ꎬ 不

堪设想”ꎮ① 以上王晓籁的论述以及对政府的强烈呼吁ꎬ 可以说反映出广大工商业者的心声ꎮ
同年王晓籁担任上海市商会理事长任期届满ꎬ 在发表离任讲话时谆谆勉励商会同人ꎬ 继续为维护

工商业者利益ꎬ 促进经济发展而努力ꎮ “抗战虽然胜利ꎬ 而经济建设正待开始ꎬ 此后商会工作ꎬ 较前

更重ꎬ 希望诸同人本过去服务精神ꎬ 以 ‘耐劳’ 二字来做座右铭ꎮ” 他表示自己今后虽主要为全国商

会联合会服务ꎬ 但仍兼任市商会监事ꎬ 也将继续关心并参与市商会的重要会务工作ꎮ 市商会秘书长严

谔声代表全体同人致答词: “同人等追随王理事长十余年ꎬ 适值一二八及八一三两次抗战ꎬ 在领导之

下ꎬ 勉尽职责ꎬ 而望理事长坚苦卓绝之精神ꎬ 永作同人之模范ꎮ”②

对外贸易也是王晓籁十分关心的经济问题ꎮ 抗战之后对外贸易的日益衰败ꎬ 既是经济危机的具体

表现ꎬ 也是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的因素之一ꎬ 因而工商界人士普遍盼望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振兴对外

贸易ꎮ 王晓籁曾指出: “我国目前对外贸易问题ꎬ 是一串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中的一环至贸易政

策之如何适应实际需要ꎬ 贸易同业组织之如何健全ꎬ 对外贸易阵线之如何力求坚强以及贸易经营方式

现代化之切实推进ꎬ 尤为全国进出口同业之所愿详加商讨ꎬ 以期得有适当之解决者ꎮ” 他还说明ꎬ 战

后中国对外贸易存在的局限特别是进出口商品种类的明显差异ꎬ 对于造成中国对外贸易形成严重入超

的不利局面多有影响ꎮ “进口商品ꎬ 仍以奢侈品及不必需之物资为多ꎬ 而出口商品ꎬ 或因国内生产成

本与国际市场价格悬殊过甚ꎬ 遂致呆滞不动ꎬ 或仍以农产品及原料品为大宗ꎬ 同时入超数额ꎬ 亦复大

可惊人ꎮ 长此以往ꎬ 我国民族工业及国民经济ꎬ 恐不易有抬头的一天ꎮ” 此说一语中的ꎬ 揭示了近代

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存在的一大缺陷ꎮ 至于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如何促进对外贸易发展ꎬ 王晓籁提出

了若干具体措施ꎬ 包括管制进口、 奖励出口、 开放外汇、 推行进出口连锁制等ꎮ 他认为政府对出口贸

易应大力给予支持与扶助ꎬ 工商界则应 “认清目标ꎬ 勇往迈进ꎬ 则不独是贸易界的幸运ꎬ 亦即是整

个民族经济的一大转机”ꎮ③

另外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后国民政府迫于国际压力ꎬ 拟重新开放中日贸易ꎮ 中国工商界普

遍感到在本国对外贸易如此衰败的情况下ꎬ 如恢复中日贸易将面临日货倾销的巨大压力ꎮ 对此ꎬ 王晓

籁也郑重提醒政府注意: “政府考虑开放对日贸易ꎬ 工商业界均一致反对ꎮ” 虽然在当时整个世界形

势下ꎬ “对日贸易之开放ꎬ 势在必行”ꎬ 但政府必须认识到 “目前尚非其时”ꎮ 因为 “中国工商业均极

不景气ꎬ 如再任日货倾销ꎬ 必整个崩溃”ꎮ 所以ꎬ “对日贸易ꎬ 应暂缓开放ꎮ 即使开放ꎬ 亦必须严厉

管制ꎬ 绝不允许不必要之制成品进口”ꎮ 他还指出ꎬ “吾人应激发国人爱用国货之心理ꎬ 提高国家思

想及社会道德观念ꎬ 庶几国货可畅销国内ꎬ 即有日货侵入ꎬ 国人有爱国货观念ꎬ 亦将置日货于不

理”ꎮ④ 稍后ꎬ 国民政府虽仍开放对日贸易ꎬ 但根据工商界的要求对进出口商品进行了限制ꎬ 中华民

国商会联合会也在王晓籁领导下举办了全国国货展览会ꎮ

５９为商请命: 抗战后的 “海上闻人” 王晓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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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７年 １１月 １日为第一届商人节ꎬ 王晓籁正在美国访问ꎬ 但仍发表了纪念文章ꎬ 主要围绕经济

问题提出了三点重要认识: (１) “集中全国商人力量ꎬ 解救工商企业危机ꎮ” (２) “配合国家经济政

策ꎬ 促进输出贸易之积极发展ꎮ” (３) “发扬我国商人固有美德ꎬ 打破先利后义之错误观念ꎮ” 他在访

美期间对美国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印象深刻ꎬ 表示 “晓籁服务商界ꎬ 垂四十年ꎬ 兹为扩展阅

见ꎬ 远涉重洋ꎬ 翘首祖国ꎬ 益奋经济报国之宏愿ꎮ 而美国之经济政策ꎬ 以农工商之三位一体为其基本

原则ꎬ 尤属他山之石ꎬ 足资攻错ꎮ 凡我同志ꎬ 幸共勉旃”ꎮ① 这实际上也是表达他面对经济危机ꎬ 要

努力帮助工商业者走出困境的决心ꎮ １９４８ 年第二届商人节届临ꎬ 王晓籁又发表了纪念文章ꎬ 主要针

对政府实行经济管制措施提出三项主张: (１) “尽量收缩通货ꎬ 以树立新币信用ꎮ” (２) “征询工商

意见ꎬ 合理调整各项物资价格ꎬ 并疏导其来源ꎬ 以根绝黑市现象ꎮ” (３) “依照 ‘八九’ 价格ꎬ 全面

执行各地民生主要必需品之合理配给ꎬ 以嘉惠平民ꎮ” 他还向工商界发出呼吁: “商界同志于庆祝第

二届商人节之今日ꎬ 倍加警惕ꎬ 倍加策勉ꎬ 共同挽救危机ꎬ 奠定真正三民主义的新中国ꎬ 以臻人民于

富强康乐之新境界ꎮ”②

对于在当时广受舆论和工商业者指责的官僚资本这一问题ꎬ 王晓籁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也曾发表自

己的看法ꎬ 认为官僚资本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均影响甚大ꎬ “上海工商业几均为官僚资本所控制ꎬ
彼等专事进行独占ꎬ 来日社会现象ꎬ 定为贫者愈贫ꎬ 富者愈富ꎬ 社会危机ꎬ 日益加剧ꎬ 天下不会太

平”ꎮ 他还指出接收和标卖敌伪工厂过程中的种种不当行为ꎬ 是造成官僚资本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ꎬ
并提出对于上海标卖敌伪工厂物资ꎬ “不能由接收人员办理ꎬ 估价分配ꎬ 应由公共处理”ꎮ③ 其实对于

战后接收中出现的问题ꎬ 王晓籁早就曾阐明: 接收应 “顾全商业ꎬ 商人物权产权ꎬ 为敌伪侵掠者ꎬ
必须归还ꎮ 民间损失物资ꎬ 理应没收敌伪财产偿还ꎮ 被毁工厂ꎬ 应使其复兴”ꎮ④ 不难看出ꎬ 王晓籁

在战后不久即指出接收中的弊端以及官僚资本将会造成的恶果ꎬ 不乏前瞻预见性ꎬ 但他无力改变ꎬ 种

种危害随后都不幸变成为现实ꎮ
对于战后上海水、 电、 电话等公用事业 “计价指数ꎬ 日日猛跳”ꎬ 工商业者 “万难负担”ꎬ 甚或

“仅电费一项ꎬ 已超过总收入数倍” 这一情形ꎬ 上海市商会代表广大工商业者强烈要求政府抑平公用

事业指数ꎮ 王晓籁则指出: “由于公用事业系属独占事业ꎬ 应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ꎬ 设任令私人

经营ꎬ 自必以营利为目的ꎬ 而不能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ꎮ” 因此ꎬ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ꎬ 在

于将公用事业 “收回市营”ꎬ 或者 “退求其次ꎬ 应即由用户联合起来ꎬ 组织合作社接办ꎬ 以达到 ‘我
为人人ꎬ 人人为我’ 之目的ꎬ 庶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ꎮ⑤ 但因当时上海已临近解放ꎬ 政府当

局根本无暇顾及此事ꎬ 王晓籁的这一提议也无法获得采纳ꎮ
王晓籁在抗战后还曾提出 “中国不怕穷ꎬ 只怕不通” 的见解ꎮ 内战期间ꎬ 南北通航通商均严重

受阻ꎬ 他认为这一状况不仅影响经济恢复与发展ꎬ 而且连带导致贫穷人家无以生存ꎬ “如果南北通航

通商成功了ꎬ 至少可以救活穷人无算”ꎮ 有报社记者评论王晓籁此说是 “一针见血的办法”ꎬ “只要南

北能通ꎬ 人民就可以有活路ꎬ 尤其是工商界非通不可”ꎬ 并称王晓籁这一呼吁 “正是大都市中每一个

人的企求”ꎮ⑥ 为此ꎬ 王晓籁还曾以全国商联会和国产厂商联合会理事长名义ꎬ 与杜月笙、 刘鸿生等

联名致电国共两党领导人ꎬ 阐明 “我国农工矿物ꎬ 东西南北ꎬ 各有不同ꎬ 如不互通有无ꎬ 以有余补

不足ꎬ 则不但人民生活水准ꎬ 难免再低ꎬ 经济秩序ꎬ 犹失常轨ꎬ 即政府方面ꎬ 亦不免多费周章”ꎬ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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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呼吁迅予实行 “南北通邮通电通航” 与 “通商通汇”ꎮ① 据报载ꎬ 中共对王晓籁等人的致电较为重

视ꎬ 通过驻北平代表郭今吾复电表示: “保护民族工商业乃解放区之既定政策ꎬ 津沪往来物资如能证

明确系国产ꎬ 当局已核准免征进出口税ꎬ 以利交流ꎮ”②

以上论述表明ꎬ 抗战胜利后的王晓籁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相关经济问题ꎬ 都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与主张ꎮ 其相关论述或许不及当时许多专家学者的论著深刻全面ꎬ 但也不乏独到见解ꎬ 而且他能

够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威望ꎬ 更为便利地向政府提出建议ꎬ 这正是专家学者所不及之处ꎮ

四、 为商请命的实际行动

　 　 王晓籁不仅通过撰文和接受记者采访等方式ꎬ 表达广大工商业者对战后经济危机与相关问题的心

声ꎬ 而且在实际行动中竭尽全力为商请命ꎬ 帮助工商业者渡过危机ꎮ 尽管他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全局ꎬ
但或多或少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与效果ꎮ

战后工商业者深感难以为继之痛苦ꎬ 首推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不堪重负ꎮ 为减轻工商业者的负

担ꎬ 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之后ꎬ 在王晓籁的领导下不断以上书和请愿的方式ꎬ 向国民政府提出减

免税收的要求ꎮ １９４６年 １１月 ７日新当选的全体理事和监事即在理事长的率领下ꎬ 赴财政部进行了请

愿交涉ꎬ 提出了 “请行政院及财政部核办” 的四项要求: (１) 请求豁免 １９４５年度所利得税ꎮ (２) 请

废除非常时期过分所利得税ꎮ (３) 请将营业税继续按战前税率征收ꎮ (４) 其他如印花税率之改革、
货物印照税之免贴、 所得税之改善及其他苛捐杂税之减免ꎮ 财政部长俞鸿钧 “因公赴沪”ꎬ 由次长出

面会见请愿之全体理监事ꎮ “首由理事长王晓籁氏发言ꎬ 谓此次商联开会ꎬ 各地工商代表都申述痛

苦ꎬ 而人所最感痛苦者ꎬ 莫如卅四年度所利得税ꎮ” 随后ꎬ 四川、 浙江、 青岛、 宁夏、 山西、 贵州等

地代表作简短阐述ꎮ “最后ꎬ 由徐次长答复: 谓政府对工商界痛苦ꎬ 已有深切了解ꎮ 今日聆悉各点ꎬ
当转报部长ꎮ 但减税有关政府预算ꎬ 恐不易达到ꎮ 在战时ꎬ 政府藉税收来支持ꎬ 完成抗战ꎮ 战后ꎬ 因

尚未完全复员ꎬ 政府仍不得不要求工商界帮助ꎬ 渡过目前难关ꎬ 只要时事安定ꎬ 情形即可好转ꎮ 至于

各级税率ꎬ 有不法情事ꎬ 自当迅查严办ꎬ 随时纠正ꎮ”③ 随后ꎬ 商联会新当选的全体理监事还向行政

院、 财政部请愿ꎬ 就税收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ꎬ 可谓充分反映了广大工商业者的切实愿望ꎮ 但

财政次长的当面答复ꎬ 预示着这些要求都难以付诸实现ꎮ ９日上午ꎬ 王晓籁主持召开商联会第二次全

体理监事会议ꎬ 修正通过事务所组织规程ꎬ 决定组织国内外工商考察团ꎬ 并临时动议 “在未得政府

批复以前ꎬ 通告全国各省市商会ꎬ 对卅四年度所利得税暂缓缴付”ꎮ④

在此之后ꎬ 全国商联会仍继续向财政部吁请废除或减免所利得税ꎮ 次年 １月ꎬ 财政部虽废除非常

时期过分利得税法ꎬ 但同时实施特种过分利得税法ꎬ 实际上是 “换汤不换药”ꎮ 王晓籁遂又领导全国

商联会要求减免利得税并简化征收程序ꎬ 结果仍被拒绝ꎮ 全国商联会接着向财政部提出三点建议:
(１) 视各地具体情形ꎬ 酌准展缓缴纳期限ꎮ (２) 简化申报手续ꎬ 对不能填列书表之工商事业ꎬ 得就

各商号可能填列者ꎬ 分别填报ꎮ (３) 仍采旧制ꎬ 实行简化稽征办法ꎮ 在全国商联会的反复请求之下ꎬ
财政部批准该年度所利得税展缓一月缴纳ꎬ 后又准许各地税局酌情确定不同行业过分利得税征收办

法ꎬ 呈报直接税署审核批准ꎮ 可以说ꎬ 在全国商联会和各地商会的不断吁请下ꎬ 直接税署最终接受了

其所提出的部分要求ꎮ 舆论称: “关于三十六年度之营利事业所得税ꎬ 不久前闹得满城风雨ꎬ 总算经

过工商界一再折冲ꎬ 获得了标准计征之圆满ꎬ 征收办法ꎬ 因各业情形不同ꎬ 故比例也各异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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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底王晓籁在 «商报» 发表谈话时ꎬ 大声疾呼经济危机下工商业者早已不堪重负ꎬ “若不急

起挽救ꎬ 势必动摇国本为今之计ꎬ 唯望政府能翻然觉悟ꎬ 彻底改变态度”ꎬ 并立即采取下列两种

方策: (１) “立即放弃无原则之信用紧缩政策ꎬ 宽放工贷ꎬ 救济各遭难工厂ꎬ 解除其高利压迫”ꎬ 使

之仅负国家银行之低利债务ꎮ (２) “在新旧年关前后ꎬ 一律暂行停征一切捐税ꎬ 以救倒悬ꎮ” 王晓籁

还特别强调: “此乃工商界迫切之要求ꎬ 亦唯一可行有效之方策ꎬ 若不此图ꎬ 将来工商经济崩溃ꎬ 不

可收拾ꎬ 勿悔言之不早也ꎮ”① 报纸记者在报道王晓籁这一谈话时ꎬ 对其 “披沥直言ꎬ 为商请命” 之

坚决态度ꎬ 印象极为深刻且颇为感慨ꎮ
王晓籁还曾领导上海市商会与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两次请免粮食营业税ꎮ 抗战后的第一年ꎬ 国民

政府鉴于收复区遭敌伪蹂躏ꎬ 民生艰难ꎬ 为普济民食ꎬ 准自 １９４５年 １０月起收复区粮食营业税免征一

年ꎮ 但至 １９４６年实施期限将届ꎬ 粮食仍然匮乏ꎬ 饥荒程度并无缓解ꎬ 上海米豆业和杂粮油饼业两个

同业公会联名呈请市商会ꎬ 转呈财政部请求续免粮税ꎮ 财政部以免征粮税系战时临时措施ꎬ 情形已有

好转ꎬ 应一律照征ꎮ 随后上海与米粮相关的 ５ 个同业公会ꎬ 又联名通过市商会详述理由ꎬ 呈请行政

院、 财政部批准暂缓征收粮税ꎮ 财政部准如所请ꎬ “查粮食关系民生甚巨ꎬ 该营业税准继续免征一

年其免征区域以整个收复区为准”ꎮ② 通过上海市商会的努力ꎬ 第一次请求免征粮食营业税取得

成功ꎮ
１９４７年 ７月第二次免征粮税期限届临ꎬ 但经济危机日益严重ꎬ 粮食短缺ꎬ 民生日困ꎮ 上海以及

许多地区的粮商再次向商会提出继续免征粮税的请求ꎬ 但此次上海商会的呈文被财政部驳回ꎮ ９ 月ꎬ
浙江省商联会致函全国商联会ꎬ 提请发动全国商会据理力争ꎮ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全国商联会邀请各地商会

和粮商团体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ꎬ 会后由全国商联会组织代表团赴南京向行政院、 财政部、 立法

院请愿ꎬ 要求继续豁免粮税ꎮ 但财政部坚持不允ꎮ １１ 月下旬 “各地方当局均准备开征ꎬ 各地粮商团

体ꎬ 深感负担堪虞ꎬ 事态严重”ꎬ 遂又推举代表ꎬ 在全国商联会理事长王晓籁亲自率领下晋京请愿ꎮ
财政部次长 “对各粮商所陈述意见甚表同情”ꎬ 说明 “财政部已分令由各省市决定ꎬ 故可由各地参议

会分别决定豁免”ꎮ③ 随后ꎬ 上海市参议会潘公展率先表示愿意 “向政府争取免征ꎬ 并愿就本市先行

达到免征目的ꎬ 为全国倡率”ꎮ④ 次年 １ 月ꎬ 上海市政府采纳市参议会通过的相关决议案ꎬ 决定报财

政部备案暂缓开征粮食营业税ꎮ
其实ꎬ 向政府请愿上书吁呈减免捐税ꎬ 只是王晓籁领导全国商联会为减轻工商业者在经济危机时

期的沉重负担、 为商请命的一种消极性应对措施ꎮ 与此同时ꎬ 王晓籁还领导全国商联会开展了一系列

相关活动ꎬ 它们具有明显的主动积极性特征ꎬ 目的是促进工商业发展ꎬ 帮助工商业者渡过经济危机ꎮ
其一ꎬ 领导全国商联会举办全国国货展览会以及组织工商业者参加国际商品博览会ꎮ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ꎬ 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联合其他工商团体ꎬ 在南京举办战后唯一一次全国性国货展览会ꎮ 此次展览

会在当年 ４月即开始筹备ꎬ 专门设立了国货展览会常务委员会及办事处ꎬ 王晓籁亲任主任委员ꎮ 全国

商联会向经济部阐明 “此次展览会ꎬ 为我国胜利后首次在京举行全国性之国货展览会ꎬ 意义重大”ꎮ
经济部也表示支持ꎬ 认为 “举办是项全国性之展览会ꎬ 于胜利后尚属创举”ꎮ⑤ 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ꎬ
为期两月的国货展览会隆重开幕ꎮ 舆论称ꎬ 此次全国国货展览会 “参加之厂商二百余家ꎬ 展品达十

万余种”ꎬ “集全国各地之生产品于一堂ꎬ 实可蔚为大观”ꎮ 经济部部长陈启天在开幕式致辞ꎬ 指出本

次国货展览会的主办具有诸多重要意义ꎬ 首先是 “让大家知道国货已可与洋货媲美”ꎬ 改变 “国货不

能与外货竞争” 的旧观念ꎮ 其次是 “唤醒全国同胞爱用国货ꎮ 再次是 “积极提倡国货ꎬ 减少每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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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ꎮ 南京市长沈怡也在致辞中表示: “全国国货展览会不啻指出一条光明前途ꎬ 即努力生产ꎬ 方足

以挽救国家当前危机ꎮ”① 国货展览会的举办ꎬ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宣传国货ꎬ 使各界民众了解国

货ꎬ 从而达到推广国货和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ꎮ
抗战胜利后ꎬ 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还曾两次积极组织工商业者参加国际商品博览会ꎮ 第一次是

１９４８年意大利米兰举行的第 ２６届国际商品展览会ꎬ 意大利驻华商务参赞邀请上海市商会派员参加ꎮ
上海商会认为兹事体大ꎬ 应该由全国商联会出面组织华商参与ꎮ 全国商联会意识到ꎬ 在当时的情况下

组织工商业者参加国际商品博览会具有重要意义ꎬ 遂积极筹备ꎬ 广泛动员各厂商携产品参展ꎮ 至开展

之前ꎬ “各项展览物品ꎬ 经征集审查就绪ꎬ 包括各省特产及农产品、 工业品、 手工艺品、 矿产品ꎬ 共

计一百零七箱ꎬ 于一月二十六日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Ｃｏｌｋ轮自沪启运”ꎮ② 紧随其后ꎬ 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又

发动国内厂商踊跃参加在加拿大朗多举行的国际展览会ꎮ “此次参加加拿大国际展览会ꎬ 所有参加展

览商品包括农产品、 手工艺品、 机制品、 艺术品等项ꎬ 都二十四种ꎬ 凡三千八百九十五箱ꎬ 总值美金

七十八万四千九百余元ꎮ”③
其二ꎬ 领导全国商联会发起召开全国对外贸易会议ꎬ 探讨振兴输出贸易的措施ꎬ 以促进民族工商

业发展ꎮ 前曾提及ꎬ 战后对外贸易衰败与经济危机互为因果ꎬ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ꎮ 为了寻求振兴对外

贸易的有效举措ꎬ “发展输出ꎬ 复兴经济”ꎬ 王晓籁领导全国商联会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ꎬ 决定联合

中国工商协会、 中国进出口贸易协会和上海市商会ꎬ 共同发起召开全国对外贸易会议ꎮ 经过一段时间

的精心筹备ꎬ 对外贸易会议于 １９４７年 ９月 １５ 日在上海举行ꎮ 大会由王晓籁等 １１ 人组成主席团ꎬ 全

国 １９个省市商会代表以及各工商团体代表共 １５０ 余人出席ꎮ 在会前举行的记者会上ꎬ 王晓籁说明了

召开本次对外贸易会议的意义ꎬ 呼吁政府开放外汇、 奖励出口ꎮ
此次会议成功举行ꎬ 使身为大会主席的王晓籁十分兴奋ꎮ 他在开幕式上致词称ꎬ 此次全国对外贸

易会议 “由民间自动发起ꎬ 自动召集ꎬ 在我国尚属创举”ꎮ 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议ꎬ “更能坚强自力

更生的信心ꎬ 集朝野的力量ꎬ 促成经济总动员的实现ꎬ 并以建立民族工业与发展国民经济为全国上下

共同之目标”ꎮ④ 为期 ４ 天的大会结束时ꎬ 王晓籁又致闭幕词ꎬ 称赞与会代表始终如一ꎬ 详尽讨论ꎬ
慎重决议ꎬ 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ꎬ 盼望全体代表继续保持会议期间的热情ꎬ “为攸关国计民生的对外

贸易工作而一致努力”ꎮ 会后发表的大会宣言则向政府和社会发出呼吁ꎬ 要切实认识对外贸易对民族

工商业的重要影响ꎬ 政府应与民间密切合作ꎬ 尽快确立贸易政策ꎬ 鼓励商品出口ꎬ 否则 “不足挽救

经济颓势”ꎮ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一系列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具体议案ꎬ 内容涉及贸易政策、 贸易行

政、 贸易推广、 贸易金融、 进口管制、 对日贸易、 南洋贸易等ꎬ 报刊舆论对会议给予了高度肯定ꎮ
王晓籁及其领导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不仅在经济上为商请命ꎬ 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为商请命的实

际行动ꎮ 除了力争工商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ꎬ 扩大工商界参政权利ꎬ 当时的工商业者面对国内

战争忧心忡忡ꎬ 急切盼望达成和平ꎬ 以获得发展工商业的良好局面ꎮ 因此ꎬ 呼吁和平ꎬ 反对内战ꎬ 甚

至指责中共破坏抗战胜利后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ꎬ 也成为王晓籁等工商界领袖为商请命的一项具体行

动ꎮ １９４７年 １月ꎬ 王晓籁领衔上海百名工商、 教育界知名人士发表宣言ꎬ 呼吁和平统一ꎮ 宣言表示:
“八年抗战胜利之后ꎬ 我们本可和平统一ꎬ 建设民主富强之国家ꎬ 不幸国内兵祸继续延长ꎬ 而且扩

大ꎬ 举世共庆升平ꎬ 而我国的战争状态还未停止ꎮ 一个贫弱的国家ꎬ 流血十年ꎬ 并且还在流血ꎬ 我们

不亡于日本的侵略ꎬ 却将亡于自己的内争ꎬ 这是全国人民不胜痛心ꎬ 也万难长久忍受的因此我们

不能不沉痛地发出良心的呼声ꎬ 要求恢复和平和秩序ꎮ”⑤ 这篇和平宣言发表后ꎬ 在全国工商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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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显影响ꎮ 继 “和平运动宣言发表后ꎬ 各地多已自动响应ꎬ 殆已成为一全国性之运动”ꎮ 为推进争

取和平运动的发展ꎬ 王晓籁、 吴蕴初等还组织联络会ꎬ 设立办事处并担任召集人ꎮ①

作为 “在商言商” 的工商业者ꎬ 迫切盼望建立和平统一的局面ꎬ 以便使战后百孔千疮的工商各

业能够尽快得到恢复和发展ꎬ 弥补在抗战期间遭受的巨大损伤ꎬ 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之要求ꎮ 而且ꎬ 当

时国民党是执政党ꎬ 掌控国家各方面重要资源ꎬ 工商业者亟须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扶植与帮助ꎮ 因此ꎬ
对于抗战胜利后不久即面临国共党争引发的内战ꎬ 广大工商业者以及重建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势必

非常担忧ꎬ 也很自然地会将中共视为破坏和平的一方ꎬ 并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维持和平ꎮ 但事实表

明ꎬ 内战再起显然不能单方面地归咎于中共一方ꎬ 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对国民党政府抱有的期望也只

是不切实际的幻想ꎮ 对此行动ꎬ 中共舆论机关当然会予以批评ꎮ 例如ꎬ «解放日报» 通过报道上海实

业家张絅伯、 包达三两人对 «文汇报» 记者发表的谈话ꎬ “直斥国民党御用团体 ‘全国商联会’ 理事

长王晓籁等之 ‘呼吁和平宣言’ꎬ 为蒋政府帮腔ꎬ 企图在军事不利时留一余地ꎬ 而并非想由此开一和

平坦途”ꎮ 张、 包二人还指出: “空言呼吁和平无补于事ꎬ 应有条件有行动来要求ꎮ 工商界以及全国

人士应一面要求政府停止征兵征粮ꎬ 减租减息ꎬ 一面准备以行动表示工商界要求和平之决心ꎬ 如此和

平方能有望ꎮ”② 但在当时的工商界看来ꎬ 王晓籁等人的言论与行动表达了他们的心声ꎮ
综上所述ꎬ 抗战之后以为商请命为己任的王晓籁十分繁忙ꎬ 既为自己经营的工商实业也为社会公

共事务四处奔波ꎬ 除恢复执掌上海市商会ꎬ 还努力重建全国商会联合会ꎬ 使工商界重新拥有代表自己

利益的重要机关ꎮ 通过借助个人社会威望以及全国商联会的影响ꎬ 王晓籁竭尽全力为商请命ꎮ 特别是

为解救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ꎬ 不仅接连发文呼吁ꎬ 而且采取请愿上书等多种实际行动ꎬ 减轻工商业者

的负担ꎬ 促进工商业发展ꎮ 相比较而言ꎬ 战后的非常时期ꎬ 王晓籁领导下的全国商联会在维护工商业

者利益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等方面ꎬ 都更为活跃也更为努力ꎬ 类似他这样竭尽全力为商请命的全国商联

会领导人也不多见ꎮ 然而时运不济ꎬ 国民党政府已是山穷水尽ꎬ 摇摇欲坠ꎬ 即使王晓籁及其领导的全

国商联会付出了更多的艰辛努力ꎬ 最终也无力解救经济危机ꎬ 只能在失望中看到国民党政府的垮台ꎮ
不过ꎬ 王晓籁个人在战后的所言所行及其艰苦努力ꎬ 赢得了工商界乃至社会各界的称赞与好评ꎮ

１９４６年 １月ꎬ 王晓籁年满 ６０ 周岁ꎬ 鉴于其 “旅沪四十年ꎬ 平日奔走国事及社会公益ꎬ 极为努力”ꎬ
上海各界人士在市商会礼堂举行公祝庆典ꎬ “仪式简单而庄严”ꎮ③ 报纸刊出 “王晓籁先生六秩华诞

暨旅沪四十周年纪念特辑”ꎬ 盛赞 “其志不在于富ꎬ 而在于公其功业道义ꎬ 已非常人所可企

及”ꎮ④ 还有评论称: “王先生今值六秩大庆ꎬ 过去他为国家、 为社会、 为我们上海市民做了许许多多

福利事业ꎬ 而今而后ꎬ 他仍旧庚续不断地为国家、 为社会、 为我们上海市民服务ꎮ 他可以退隐而不拟

退隐ꎬ 可以享福而不预备享福ꎬ 这就是王先生的崇高处ꎮ”⑤ 虽然祝寿之词虽难免过誉ꎬ 但也反映了

社会各界对王晓籁的肯定ꎮ
１９４９年 ４月ꎬ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举攻势下ꎬ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大势已去ꎬ 不得不准备退缩

台湾地区ꎮ ５月ꎬ 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从南京迁至广州ꎬ 随后王晓籁作为该会理事长也南下

羊城ꎬ 不久又至中国香港ꎮ 但他不愿赴台ꎬ 于 １９５０ 年初返回上海ꎬ 相继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和政协

委员ꎬ 于 １９６７年病逝ꎬ 享年 ８１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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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上海光复中的李燮和与陈其美»ꎬ «学术月刊» ２００１年第 ９期ꎻ 张学继: «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的是与非»ꎬ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２
年 １０月 ８日ꎬ 第 Ｂ３版ꎻ 等ꎮ

从浴血奋斗到列名 “筹安会”:
李燮和的革命经历与政治性格

付清海

(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李燮和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将领、 光复会后期领导人ꎬ 为光复会的发展与壮大贡献良多ꎮ
辛亥革命时期ꎬ 李燮和与陈其美等人联合光复上海ꎮ 他建立光复军ꎬ 增援南京、 武汉ꎬ 立志北伐ꎬ 六任总司

令ꎬ 为推翻清朝立下功劳ꎮ 民国初建ꎬ 李燮和急流勇退ꎬ 受到孙中山、 黄兴等人的褒奖ꎬ 袁氏当权时却列名

“筹安会”ꎬ 史学界对此颇有争论ꎮ 文章爬梳相关史料ꎬ 以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为出发点ꎬ 尝试运用心态史

学与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ꎬ 分析其政治隐退的原因ꎬ 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ꎮ
关键词: 李燮和ꎻ 光复会ꎻ 筹安会ꎻ 同盟会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１０１－０６

李燮和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家、 民主革命家ꎮ 辛亥革命期间ꎬ 他创立黄汉会ꎬ 又

先后参加了华兴会、 光复会、 同盟会等组织ꎮ 光复会重建后ꎬ 他成为该会主要领导之一ꎬ 深得章太

炎、 陶成章的信任ꎮ 在李燮和的革命生涯中ꎬ 他曾六次出任总司令ꎬ 以上海为根据地ꎬ 为光复沪宁做

出了卓越贡献ꎮ 中华民国建立ꎬ 李燮和 “功成身退”ꎬ 主动提出辞去所有职务ꎬ 受到孙中山、 黄兴等

人高度赞赏ꎮ 袁世凯当权后ꎬ 李燮和误入北京ꎬ 列名 “筹安会”ꎬ 后来在郁闷中去世ꎮ 李燮和谢世

后ꎬ 对他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ꎬ 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功绩也渐被淹没ꎬ 或被篡改ꎮ 关于李燮和的

研究ꎬ 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期开始起步ꎬ 但 ３０年来仅有十余篇问世ꎮ①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ꎬ 本

文旨在对李燮和的思想观念进行深入探究ꎬ 特别是其由光荣到消沉ꎬ 再至 “沉沦” 的原因进行细致

分析ꎬ 从而加深对革命党人早期活动、 革命派内部关系的研究ꎮ

一、 李燮和的革命经历及其国家主义观念

　 　 李燮和ꎬ 字柱中ꎬ １８７３年 １１月 １６ 日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ꎬ 其父为经营茶叶的商人ꎮ 少

年时ꎬ 与其弟李云龙一起入私塾读书ꎬ 后考中秀才ꎮ １９００ 年ꎬ 兄弟二人又一起入求实书院ꎬ 此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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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思想开始逐步形成ꎮ １９０４ 年夏ꎬ 李燮和 “任天下之责”①ꎬ 创立黄汉会ꎬ 联系安化、 新化、
邵阳、 武冈等地的哥老会ꎬ 将影响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ꎮ 随后他加入华兴会ꎬ 并担任重要职务ꎬ 被

安排到安化一带领导与组织会党工作ꎮ 后与谭人凤等人在宝庆 (今湖南邵阳) 参加长沙起义ꎮ 起义

失败后ꎬ 他潜回长沙、 隆回等地预谋再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ꎮ 但屡遭失败ꎬ 遭到清政府的通缉ꎬ 被迫

逃难上海ꎬ 并加入光复会ꎮ 随后他避祸日本ꎬ 于 １９０６ 年 ４ 月加入同盟会ꎬ 追随孙中山、 黄兴ꎬ 成为

同盟会的重要骨干ꎮ 同年冬ꎬ 李燮和回国组织武装ꎬ 秘密响应萍浏醴起义ꎮ 李燮和几乎参加了 １９０４
年至 １９０６年间湖南革命党人发动的所有反清武装起义ꎮ 在不断的斗争实践中ꎬ 他逐渐成长为辛亥革

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ꎮ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ꎬ 李燮和等革命党人的行踪被暴露ꎮ 清政府悬赏捉拿李燮和ꎬ 他被迫逃往香港

避祸ꎬ 后来又远走东南亚ꎮ 到达东南亚后ꎬ 他积极扩建同盟会支部ꎬ 发展革命势力ꎬ 使当地呈现出良

好的革命气象ꎬ 各地华侨踊跃支援国内革命ꎮ 此后同盟会在东南沿海发动的数次起义中ꎬ 军饷多半依

赖于东南亚华侨的筹款ꎬ 孙中山先生称 “南部一隅ꎬ 接济至以万计”ꎮ② 东南亚爱国华侨踊跃捐款是

李燮和深入发展革命的结果ꎮ 有学者称ꎬ 东南亚华侨对孙中山支持最大的原因ꎬ 除华侨的爱国情怀以

外ꎬ 与李燮和的积极筹款是分不开的ꎮ③
李燮和在东南亚地区扩建同盟会支部的同时ꎬ 却无意中被卷入第二次倒孙风潮和重建光复会的活

动中ꎮ 李燮和这段坎坷而曲折的经历ꎬ 使后人贬低他是 “叛徒” “分裂派”ꎬ 但政见分歧并未影响他

与同盟会并肩战斗ꎮ 后来孙中山总结 “第二次倒孙风潮” 时说ꎬ 光复会 “唯以名号为争端”④ꎮ 他认

为ꎬ 同盟会与光复会的争端不过是革命同志间的政见分歧ꎬ 而非蓄谋分裂的政敌之争ꎮ 因此ꎬ 当革命

任务在前时ꎬ 两会便抛弃纷争ꎬ 携手投入革命大业中去ꎮ １９１０ 年ꎬ 经孙中山、 黄兴等人商谋ꎬ 同盟

会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ꎮ 黄兴给李燮和等光复会成员写信ꎬ 邀请他们捐除前嫌ꎬ 携手共同起义ꎬ 后者

“欣然从之”ꎮ⑤ １１月 １３日ꎬ 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秘密军事会议ꎬ 李燮和代表槟港光复会欣

然前往ꎬ 欲践行孙中山之 “为破釜沉舟之举ꎬ 誓不反顾ꎬ 与虏一搏”⑥ꎬ 发动广州起义ꎮ 会后ꎬ 李燮

和向槟港各埠同志传达了会议精神ꎬ 积极动员华侨为起义捐款ꎬ 旋即筹得资金 １ ７万多元ꎮ 不久ꎬ 他

协同陈方度等光复会员回国参加广州起义ꎬ 得到黄兴、 赵声等人的礼遇ꎮ⑦ １９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 黄花

岗起义爆发ꎬ 但因准备不足ꎬ 寡不敌众ꎮ 起义失败后ꎬ 李燮和 “免于难ꎬ 走香港ꎬ 遇陶成章、 王文

庆ꎮ 遂与俱至上海ꎬ 组织光复会机关于法租界锐进学社内ꎬ 设中国女子国民会ꎬ 因以浙江女子尹锐

志、 尹维俊主任机关部事”ꎮ 此后ꎬ 李燮和将精力转至上海ꎬ 与王文庆等光复会员规划方略ꎬ 一面向

东南亚分部筹集军饷ꎬ 一面在上海秘密募集敢死队ꎬ 购买枪支火药ꎬ 研制炸弹ꎮ⑧
武昌起义后ꎬ 上海也开始筹备起义ꎮ 李燮和探知吴淞、 闸北一带军警长官多为湖南人ꎬ 他利用同

乡关系进行秘密沟通ꎬ 成功策反淞沪军警ꎮ 最终保证吴淞、 闸北两地的顺利光复ꎬ 同时消除了上海县

城起义的后顾之忧ꎮ 随后李燮和率光复军光复闸北ꎬ 接管沪宁车站ꎬ 切断了清政府军火补给的转运通

道ꎮ 在陈其美因冒功急进而身陷江南制造局时ꎬ 李燮和将其救出ꎮ 陈其美指使部下抢夺沪督时ꎬ 李燮

和考虑到上海光复的大局ꎬ 主动退出ꎬ 并开导部下将士ꎬ 不与陈争ꎮ 随后ꎬ 李燮和退避三舍ꎬ 移师吴

淞ꎬ 组建光复军解放南京ꎬ 致力北伐ꎬ 继续为资产阶级革命效力ꎮ 上海成功光复是同盟会与光复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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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作战的结果ꎮ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ꎬ 李燮和在光复上海中的作用要远超陈其美ꎮ
南北议和后ꎬ 李燮和倡导解散军队ꎬ 让士兵复员生产ꎮ 他于 １９１２年 ３月 １０日ꎬ 提出辞去光复军

总司令ꎬ 并取消光复军北伐司令部ꎬ 表明自己辞职归田的心迹ꎮ 孙中山批准了李燮和的辞职ꎬ 充分肯

定他的功勋ꎬ 称赞他 “定倒悬之大举ꎬ 推发踪之功人”ꎬ 并 “嘉许” 了他不居功自傲、 退隐林泉的高

风亮节ꎮ① 李燮和主动裁军辞职的消息得到舆论界的普遍赞扬ꎮ «民立报» «时报» 等报纸纷纷发表

评论文章ꎬ 称赞李燮和有 “绍武穆之遗风”ꎬ “媲范蠡之伟烈”ꎬ 认为他克复淞沪、 封锁长江ꎬ 转战金

陵ꎬ 对于奠定东南诸省共和ꎬ 厥功甚巨ꎮ②

李燮和辞去光复军总司令后ꎬ 投身于兴办实业中ꎮ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 他联合革命元勋黄兴、 胡

汉民、 蔡元培等人组织拓殖协会ꎬ 并向各省都督、 议会号召 “拓地垦荒ꎬ 殖产兴业”ꎮ １９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日ꎬ 他又联合黄兴、 曾连庆等人欲 “收回外溢之利权”ꎬ 发起成立中华汽船股份有限公司ꎬ “扩张

自由之实业”ꎮ③ 同年与陈其美、 于右任、 宋教仁等人发起 “中华和平会”ꎬ 发展实业ꎬ 推进文化教

育事业ꎮ 此外ꎬ 李燮和于 １９１２年 ３月初将陈婉衍的女子北伐军改组为女子学堂ꎬ 并向教育部申请经

费ꎮ 他与黄兴、 宋教仁等创办 «世界报»ꎬ 倡导和平ꎮ 李燮和为兴办实业和教育事业所做的努力ꎬ 对

于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ꎬ 实现富国强兵的近代化具有积极作用ꎮ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ꎬ 为谋求专权ꎬ 防止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ꎬ 于 １９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 派人刺杀宋教仁ꎮ 随后以办理善后为名ꎬ 未征国会同意ꎬ 非法签订 «善后借款合同»ꎬ 作为镇压

革命的费用ꎮ 对于袁世凯的政治独裁ꎬ 李燮和不同于激进的革命党人ꎬ 他持支持的态度ꎮ ５ 月ꎬ 李燮

和在 «致黄兴书» 中提出ꎬ “以宋案属之于法院ꎬ 以借款属之国会ꎬ 事实依据法理ꎬ 与以正当解

决”④ꎬ 劝说黄兴采取适可而止的态度ꎮ ７月 “二次革命” 激战时ꎬ 李燮和滞留沪上ꎬ 以 «李燮和痛

电» 为题ꎬ 致书副总统黎元洪ꎮ 他号召团结国内力量ꎬ 一致对外ꎬ 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ꎬ 发展民族

工商业ꎬ 但立场站到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京临时政府一边ꎬ 并反对二次革命ꎮ ８ 月ꎬ 袁世凯电促李

燮和等未就职的总统府顾问进京议政ꎬ 李在杨度、 章太炎等好友劝说下ꎬ 奉召入京ꎮ 但李燮和向袁世

凯提出 “团结异己ꎬ 增强法制ꎬ 加速建设” 的条陈ꎬ 石沉大海ꎮ 实际上ꎬ 袁世凯害怕这位退居在野

但尚有极大号召力的政敌ꎬ 在他复辟帝制时东山再起ꎬ 因此ꎬ 李燮和便被羁縻了ꎮ 杨度威逼利诱李燮

和赞成帝制ꎬ 李以退居已久ꎬ 不再过问国政大事为由ꎬ 对杨倡导的帝制表示 “不支持ꎬ 也不反对”ꎮ⑤

随后ꎬ 杨度等人将李燮和列名筹安会ꎮ 从此ꎬ 李燮和便成为 “帝制犯” “祸国贼”ꎮ
李燮和早年创立黄汉会ꎬ 后来加入华兴、 光复、 同盟三会ꎬ 六次出任革命军总司令ꎬ 在辛亥革命

时期可谓功高劳苦ꎮ 后来却以 “消弭国难” “调和南北” 为己任ꎬ 更劝说黄兴 “适可而止”ꎬ 带着幻

想奉召入京ꎬ 列名筹安会ꎮ 从一个革命者到对袁世凯专制主义的拥护ꎬ 李的政治选择在变化ꎬ 但其国

家主义观念是不变的ꎮ

二、 李燮和与革命派的内部纷争

　 　 清末革命团体林立ꎬ 他们都有反对清政府的共同目标ꎮ 但是ꎬ 这些来自于不同地区的革命团体因

各自观念的差异ꎬ 不免产生派别冲突ꎮ 有学者认为ꎬ 同盟会是在联合兴中、 华兴、 光复三会的基础上

建立的政治团体ꎬ 这似不恰当ꎮ 光复会于 １９０４年成立于上海ꎬ 以蔡元培为会长ꎬ 但前期 “会务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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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ꎮ 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后ꎬ 光复会本部 “由上海而移于绍兴”①ꎬ 徐成为实际领导人ꎮ 同盟会成

立后ꎬ 浙江等地革命志士并不知晓ꎬ 他们 “仍其旧名为光复会”②ꎬ 继续在浙皖等地开展革命ꎮ 当时

国内革命力量尚少ꎬ 革命活动的空间却很辽阔ꎬ 因此光复会与同盟会很长一段时间是两个平行的政治

团体ꎮ 后来ꎬ 为了 “掌握兵权ꎬ 实行革命”③ꎬ 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 徐锡麟等捐官去日本学习军事ꎮ
到达日本后ꎬ 陶成章等光复会成员加入同盟会ꎮ

１９０６年冬ꎬ 萍浏醴起义爆发ꎬ 虽因事泄而失败ꎬ 却使清廷朝野上下震惊ꎬ 对革命党也防之又防ꎮ 清

政府得知孙中山流亡日本后ꎬ 遂要求日本政府逮捕孙中山ꎮ 但日本政府不愿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敌ꎬ
便赠送孙中山两笔经费ꎬ 督促其离开ꎮ 不想此事却被章太炎、 张继、 谭人凤等人得知ꎬ 他们认为孙是受

贿ꎬ 要求革除其总理职务ꎮ 随后ꎬ 章太炎、 陶成章等人又因孙中山购置武器的问题ꎬ 再次与之发生分

歧ꎮ １９０７年孙中山与黄兴计划在广东南部的钦廉一带 (今广西钦州、 合浦地区) 起义ꎬ 派人在日本购

运枪械ꎮ 章太炎听说其所购枪械皆陈旧过时ꎬ 便以 «民报» 的名义拍发明电ꎬ 称 “劣械难用ꎬ 请停止另

购”ꎮ④ 陶成章、 章太炎坚持己见ꎬ 与孙中山、 黄兴失和ꎬ⑤ 以致武器供应不上ꎬ 起义最终失败ꎮ 此事

让孙中山大为恼火ꎬ 责成胡汉民严肃查处ꎮ 后在黄兴、 刘揆一的调解下ꎬ 此次纷争方得以平息ꎮ
第一次倒孙风潮平息后ꎬ 光复会又因南洋筹款事件掀起了第二次倒孙风潮ꎬ 李燮和也被卷入其

中ꎮ １９０７年ꎬ 徐锡麟、 秋瑾领导的皖浙起义被清政府镇压ꎬ 不仅使光复会失去了一大批领导与骨干ꎬ
而且使光复会的组织受到极大摧残ꎬ 此后皖浙地区的革命斗争陷入低潮ꎮ 为安置死难家属、 组建革命

组织ꎬ １９０８年 ９月陶成章前往东南亚地区筹款ꎬ 他打着光复会的旗号ꎬ 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名

义进行筹款ꎬ 不受同盟会总部节制ꎬ 并成立光复会分部ꎬ 接纳会员ꎮ 孙中山对陶成章这种别树一帜的

行为非常不满ꎬ 因此对后者的筹款行为不予支持ꎮ 陶成章筹款收效甚微ꎬ 认为是孙从中 “播弄”ꎬ 对

孙表示不满ꎮ 同时ꎬ 陶成章发展光复会也引起一些同盟会会员的猜疑ꎬ 甚至有人欲暗杀陶成章ꎮ 李燮

和一面保护陶成章ꎬ 一面向孙中山剖白陶成章ꎮ 陶与孙关系恶化ꎬ 联合李燮和等人起草公布 “孙文

罪状”ꎬ 要求罢免其总理职务ꎬ 并进行人身攻击ꎮ 章太炎以 «伪 ‹民报› 检举状» 唱和ꎬ 孙无奈ꎬ 被

迫反击ꎮ⑥ 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虽是 “政见分歧”ꎬ 但对彼此都造成了很大伤害ꎬ 并带来了较坏影响ꎮ
这种名号之争往往被少数见利忘义之徒借作挟私报复的手段ꎬ 以达到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ꎬ 就更加剧

了两会的矛盾ꎬ “不惜萁豆相煎”⑦ꎮ
在开除孙中山同盟会总理、 改组同盟会的要求被拒绝后ꎬ 陶成章于 １９１０ 年 ２ 月重建光复会ꎬ 章

太炎为会长ꎬ 陶成章为副会长ꎮ 将李燮和在东南亚地区领导的同盟会各分机关部ꎬ 改为光复会分机关

部ꎬ⑧ 代行东京本部职权ꎮ 李成为光复会重建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ꎬ 其地位仅次于章太炎与陶成章ꎮ
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延续很久ꎮ 民国初建ꎬ 陶成章被刺对李燮和产生了巨大的压力ꎮ
首先ꎬ 李燮和与陶成章关系密切ꎮ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ꎬ 陶成章与李燮和在上海相遇ꎬ 并介绍李加入光

复会ꎬ 从此二人引为知己ꎬ 情同手足ꎮ 关于李燮和与陶成章的关系ꎬ 从两人的书信来往可见一斑ꎮ
«陶成章信札» 共 ３８件ꎬ 其中单独写给李燮和者 １３件ꎬ 写给李燮和等人者 １４件ꎬ 写给李燮和友人代

为转交者 １１件ꎮ 陶成章写给李燮和的信ꎬ 内容涉及广泛ꎬ 有陶与孙中山的矛盾ꎬ 第一次、 第二次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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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风潮的原因、 始末ꎬ 重建光复会的过程ꎬ 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等等ꎬ 几乎无所不谈ꎬ 字里行间充

满了对李燮和的信任、 关切、 爱护之情ꎮ
其次ꎬ 陶成章被刺后ꎬ 李燮和成为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ꎮ 李燮和参与了第二次反孙风潮ꎬ 也使部

分同盟会员对此耿耿于怀ꎮ 当陶被刺后ꎬ 同盟会与光复会分歧所带来的矛盾便自然指向了李燮和ꎮ
再次ꎬ 李燮和与陈其美关系恶化ꎬ 陈早有除李而后快之心ꎮ 革命之初ꎬ 陈其美就有夺取上海都督

之预谋ꎮ 在选举大会上ꎬ 黄郛、 刘福标等人以武力推举陈其美ꎬ 夺得上海都督之职ꎮ 当时陈手中并无

很多兵力ꎬ 李燮和却手握重兵ꎮ 陈其美便收买军警ꎬ 迫使李燮和辞去临时总司令职务ꎬ 退回吴淞ꎮ 在

李燮和返回吴淞途中ꎬ 又遭人狙击ꎬ 几乎丧命ꎮ 同盟、 光复两会本来就紧张的关系 “又复恶化”ꎮ①
李燮和退至吴淞后ꎬ 设立军政分府ꎮ 陈其美及其党羽更是忌惮ꎬ 派会党带枪与李燮和秘密谈判ꎬ 让其

取消军政分府ꎮ 李燮和顾全大局ꎬ 只得将吴淞军政分府改为光复军司令部ꎮ②
陶成章被刺后ꎬ 光复会很快销声匿迹ꎬ 一些曾与光复会有关的人物不敢承认自己有参加过光复会

的历史ꎮ 同盟会也迅速退化ꎬ 会员多 “热衷于政治权位”③ꎬ 把持政治ꎬ 排斥他党ꎮ 在如此险恶的政

治形势下ꎬ 李燮和只好辞职下台ꎬ 回湖南老家ꎮ④

三、 李燮和的政治性格

　 　 李燮和辞去光复军总司令后ꎬ 将主要精力投入兴办实业和教育事业中ꎮ 但袁世凯对这样一位有着

极大号召力的革命元勋ꎬ 既怕其东山再起ꎬ 成为自己统治的潜在威胁ꎬ 又想利用其威望为自己的统治

装点门面ꎮ 因此ꎬ 袁世凯加封李燮和为 “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官” “陆军中将”ꎬ 并再三电促李进京

商定大政ꎮ 李燮和对袁世凯心存幻想ꎬ 但入京不久便遭羁縻ꎬ 给袁世凯的建议也石沉大海ꎮ 此后李谢

绝外事ꎬ 终日以看书、 打牌、 酗酒排愁遣闷ꎮ 袁世凯筹备帝制时ꎬ 杨度作 «君宪救国论» 为之造势ꎮ
李燮和叹息中华民国来之不易ꎬ 推行帝制ꎬ “此断断不敢苟同者”ꎮ⑤ 筹安会成立前夕ꎬ 杨度又携胡瑛

劝说李燮和ꎬ 并以坐牢杀头相威胁ꎮ 李无奈ꎬ 只得表示 “既不支持ꎬ 也不反对”ꎮ⑥ 对于李燮和ꎬ 要

想让其放弃共和理念那是不可能的ꎬ 袁世凯明白只要李燮和不反对就可以了ꎮ 随后李燮和的名字便被

公布在 «发起筹安会宣言书» 上ꎮ 李燮和轻信人言ꎬ 误入北京被袁世凯软禁ꎬ 后列名筹安会ꎬ 含冤

蒙尘ꎬ 原因是多方面的ꎮ
首先ꎬ 中庸之道、 明哲保身等儒家思想以及光复会 “功成身退” 宗旨对李燮和有所影响ꎮ 李燮

和出身于经营茶叶的商人家庭ꎬ 家世清白ꎬ 为人正直ꎮ 自幼与弟李云龙入私塾读书ꎬ 投靠谭海珊、 梁

礼安门下受启蒙教育ꎮ 谭、 梁皆为当地名儒ꎬ 所教内容必然是以四书五经为主ꎮ 李燮和兄弟二人在

谭、 梁门下读书甚为刻苦ꎬ 考中秀才ꎮ 儒家中庸之道的修身哲学与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ꎬ 在李燮和内

心中留下了烙印ꎬ 进而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选择ꎮ
清朝被推翻后ꎬ 李燮和便主动提出隐退ꎬ 这与光复会宗旨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ꎮ １９０４ 年光复会

成立之时ꎬ 即确定了 “光复汉族ꎬ 还我河山ꎬ 以身许国ꎬ 功成身退” 的宗旨ꎮ 李燮和一直以光复会

的组织相号召ꎬ 在上海组建的军队也称为光复军ꎬ 对该会宗旨必是一以贯之ꎮ 他在 «谢职宣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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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强调功成身退ꎮ 清朝灭亡后ꎬ “天下从此太平”ꎬ “军人自宜退位”ꎬ 因此 “呈请解兵归田”ꎮ①

其次ꎬ 李燮和被袁世凯赞成共和的假象所迷惑ꎬ 对其存在不切合实际的幻想ꎮ 民国建立后ꎬ 李燮

和认为清政府既已被推翻ꎬ “民族” “民主” 任务已经完成ꎬ 下一步即全力完成 “民生” 的任务ꎬ 因

此毅然辞去光复军总司令ꎬ 将主要精力投入实业建设和教育建设中ꎮ 在袁世凯一再许诺赞成共和的情

况下ꎬ 李燮和同当时许多革命党人一样ꎬ 希冀袁统一全国ꎬ 使民国早日巩固ꎬ 以慰国民之望ꎮ 但当袁

世凯显露出真面后ꎬ 李燮和依然没有觉醒ꎮ “宋案” “善后借款” 发生后ꎬ 鉴于内战将会带给国人的

灾难、 痛苦以及有可能引发的外来势力趁火打劫ꎬ 他仍寄希望于袁世凯政府ꎮ 他劝说黄兴ꎬ 后又致书

副总统黎元洪ꎬ 公然站在袁世凯政府的立场ꎬ 反对二次革命ꎮ 这些都反映出李燮和没有坚定的反帝反

封建的目标ꎬ 幻想廉价的和平ꎬ 政治敏锐度不足ꎮ 对于列名 “筹安会”ꎬ 被软禁的李燮和直到三天后

才知道此事ꎬ 但早已失去了登报发电的自由ꎮ 除了大骂杨度、 胡瑛之外ꎬ 他毫无办法ꎮ 袁世凯死后ꎬ
李燮和方被恢复自由ꎬ 悄然回到家乡ꎬ 闭门谢客ꎬ 读书自省ꎬ 自此隐居ꎮ 他在悲愤、 忧郁、 孤独中度

过了晚年ꎬ 于 １９２７年 ８月 １６日病逝ꎬ 终年 ５４岁ꎮ
李燮和轻信人言、 误入狼穴ꎬ 列名筹安会ꎬ 含冤蒙尘ꎬ 却没有积极反抗ꎮ 这与他当时的处境密不

可分ꎬ 也反映出他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及对袁世凯不切实际的幻想ꎮ

结　 　 语

　 　 李燮和晚年依附袁世凯ꎬ 成为 “筹安会” 六君子之一ꎬ 受到许多当时与后人的指责ꎬ 长期以来

贴着 “帝制犯” “祸国贼” 的标签ꎮ 然而ꎬ 根据李燮和的处事原则及此前的行为表现分析ꎬ 他加入

“筹安会” 没有行动的基础ꎮ 首先ꎬ 在探讨李燮和加入 “筹安会” 的原因时ꎬ 有论点认为是出于 “生
计” 考虑ꎮ② 但李燮和出身于茶商大户ꎬ 父亲早年经商ꎬ 家中有较好的经济基础ꎮ 兄李崇如也经商ꎬ
并且对李燮和资助很大ꎬ “资弟费ꎬ 乡里称之”ꎮ③ 在湖南安化ꎬ 李燮和自称有 “薄田” 二十余顷ꎬ
田园之中 “鸡黍桑麻ꎬ 差足自给”ꎮ④ 而他的岳父林那能是东南亚华侨巨富ꎬ 拥有橡树园、 胡椒园、
锡矿等产业ꎮ 李燮和的家人对其革命事业也是大力支持ꎬ 因此其生计应不成问题ꎮ 其次ꎬ 李燮和淡泊

名利ꎬ 他的革命生涯深受光复会 “功成身退” 的影响ꎮ 对沪督一职ꎬ 李燮和为大局而退让ꎮ⑤ 革命成

功ꎬ 南北议和告成ꎬ 为防止武人拥兵自雄ꎬ 身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的李燮和主动遣散军队ꎬ 辞去光复

军总司令ꎮ 孙中山、 黄兴、 袁世凯等人对李燮和的功绩及功成身退的诚意都给予了极高评价ꎮ 孙中山

称赞其 “定倒悬之大局”ꎬ “厥功甚伟ꎬ 其绩尤多”ꎮ⑥ 黄兴评价李燮和 “学识优长ꎬ 器量闳远”ꎬ 特

别是在东南各省光复中ꎬ 更是 “厥功甚伟”ꎮ⑦ 袁世凯 “兹闻引退ꎬ 殊隗所望”ꎬ 希望李燮和 “勉赞

新治ꎬ 勿过高尚”ꎮ⑧ 从他的政治生涯来看ꎬ 全无贪恋 “名” “权” 之意ꎮ 当然ꎬ 李燮和的政治性格

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选择ꎬ 导致终为袁世凯等人所利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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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冯自由: «光复军司令李燮和»ꎬ 载 «革命逸史» 第 ２ 集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１ 年ꎬ 第 ２１８ 页ꎻ 陶菊隐: «筹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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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沈渭滨: «辛亥上海光复中的李燮和与陈其美»ꎬ «学术月刊» ２００１年第 ９期ꎻ 饶怀民: «辛亥革命时期发生在上海的都

督风波———李燮和与陈其美争都督辨»ꎬ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１９９８年第 ４期ꎮ
孙中山: «批李燮和呈»ꎬ «临时政府公报» １９１２年 ３月 １０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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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关于李燮和辞职与黄兴往来电»ꎬ 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 第 ２辑ꎬ 南京: 江苏人民出

版社ꎬ １９８１年ꎬ 第 ２４８页ꎮ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１７ＺＤＡ０９)ꎻ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０１８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ꎮ
作者简介: 华林甫ꎬ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ꎬ 研究方向: 历史地理ꎻ 赵逸才ꎬ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ꎬ 专业方向:

历史地理ꎮ
　 　 ①　 黄忠鑫曾指出: “对于县以下区划与组织的探索ꎬ 历史地理学和区域社会史的视角互有短长ꎮ 历史地理学具有成熟的政区研

究范式ꎬ 但较多拘泥于区划形式而忽视了基层行政运行机制ꎮ 社会史能够从地域社会脉络中揭示出乡里组织的运行效果之差异ꎬ 但

缺乏从空间要素 (如管辖范围大小、 距离远近以及村落格局等) 进行衡量ꎮ” 参见黄忠鑫: «明清婺源乡村行政组织的空间组合机

制»ꎬ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ꎮ
　 　 ②　 参见周振鹤、 陈琍: «清代上海县以下区划的空间结构试探»ꎬ «历史地理» 第 ２５辑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年ꎻ 黄

忠鑫: «明清婺源乡村行政组织的空间组合机制»ꎬ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ꎻ 黄志繁: «乡约与保甲: 以明代赣南为中心

的分析»ꎬ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ꎻ 苟德仪: «清代的乡是行政区划还是地理概念? ———以四川南部县为个案的分

析»ꎬ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 ３期ꎻ 等等ꎮ
　 　 ③　 张研: «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ꎬ «安徽史学» 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ꎻ 胡恒: «皇权不下县? ———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ꎬ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年ꎻ 王亚民: «清末乡村管理思想历史演变研究»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ꎻ 雷家

宏: «中国古代的乡里生活»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１７年ꎻ 刘洋: «清代基层权力与社会治理研究»ꎬ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年ꎮ

清末农安县下政区的地域联系与空间结构

———德藏晚清吉林舆图研究之三

华林甫　 赵逸才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 德国柏林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庋藏清末 «长春府农安县地舆全图»ꎬ 对清末吉林农安县下的

行政区划有细致描绘ꎬ 注明了县下十二社的名称、 乡约和社总的姓名、 交通道路以及各社的界线ꎬ 为探究

晚清东北地区县下聚落的性质与空间分布提供新证ꎮ 清末农安县下政区体现出地域集聚与犬牙相入的空间

分布特征ꎬ 这是上层制度设计与基层生活实际共同促成的结果ꎮ 清末民初的县下驻防与地方自治ꎬ 也进一

步凸显了农安县下政区近代转型的空间过程ꎮ
关键词: 农安ꎻ 吉林ꎻ 县下政区ꎻ 社ꎻ 地域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５２ꎻ Ｋ９２２ 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１０７－１２

近年来ꎬ 历史地理、 社会史学界等都对历史上的基层权力与社会治理问题愈发关注ꎬ① 尤其是以

清代以来的县下聚落作为地理单元的小尺度研究渐增ꎬ② 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清代乡村社会的管理

经历了古今之变ꎬ 价值尤重ꎬ 二是相关材料较为丰富ꎮ 总论方面ꎬ 张研、 胡恒、 王亚民、 雷家宏、 刘

洋等对中国传统乡镇 (县下) 的治理体系进行过相关探讨ꎬ 涉及县以下的行政区划体系、 皇权与中

央权力的下渗、 乡村管理思想的演变、 乡里活动的运转等内容ꎬ 呈现了传统中国县下地域行政管理与

社会治理的基本面貌ꎮ③ 然而在具体的地理单元中ꎬ 考证县下区划的设置与分布颇具难度ꎬ 这为增加

研究的空间性造成了障碍ꎬ 使一些研究常常只能借助于某一具体事件案例考察县下治理中某侧面性

(如财政、 宗教、 法律、 民事纠纷等) 内容ꎬ 而难以归纳出县下地方的空间特征与属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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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东北、 西北、 西南等边疆地区ꎬ 相关研究远落后于内地诸省ꎮ 关于古代东北地区的县下区

划及治理ꎬ 目前仅见段自成、 王广义、 萧凌波有过专门探讨ꎬ① 一则因为东北地区县下地域开发较

晚ꎬ 二则是相关资料更加匮乏ꎮ 德国柏林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 «吉林府地舆全图» «吉林蒙江招

垦局五社十五甲全图» «光霁峪与韩交界图» «五常厅全图» «靖边后路左营马队驻扎农安县等处山

川形势图» «长春府农安县地舆全图» 等多幅舆图ꎬ 都描绘了县以下的聚落分布情况ꎬ 很好地弥补了

文字史料记载的不足ꎬ 尤其是提供了研究晚清吉林县下区划格局与辖区范围的宝贵史料ꎮ 其中ꎬ «长
春府农安县地舆全图» 对县下政区的描绘最为细致ꎮ 基于此ꎬ 本文尝试对晚清农安县的县下政区加

以考证复原ꎬ 为促进晚近吉林乃至东北地区县下政区设置与地域开发的相关研究ꎬ 抛砖引玉ꎮ

一、 «长春府农安县地舆全图» 中的县下聚落及性质

　 　 德藏 «长春府农安县地舆全图» (以下简称 «农安全图» )ꎬ 原有红签注出图名ꎬ 编号为

ＨＳ ＯＲ ７５７ꎬ 图幅尺寸为 １０９ｃｍ×６３ｃｍꎬ 原标出方向: 上南、 下北、 左东、 右西ꎬ 单页ꎬ 普通纸ꎬ 彩

色绘制ꎬ 未注明绘制者ꎮ 采用传统的计里画方法ꎬ 纵 ２０格、 横 ３５格ꎮ 图上地域范围为晚清农安县辖

区ꎬ 标明了行政边界 (配有四至与县界幅员的文字说明)、 相邻府县、 湖泊及集镇、 村落名称ꎬ 并以

红色虚线绘出沟通各集镇的交通线路ꎬ 以红色实线绘出县下各 “社” 的界线ꎮ 图上贴有 ２４ 个红签ꎬ
注明了农安县下管辖的各 “社” 名称与 “乡约” “社总” (各社头目) 的姓名ꎬ 但查不到 ２４ 个人名

的生平事迹②ꎮ
图中农安县县治位于县境东南的农康社ꎬ 隔伊通河与长春府辖地相望ꎬ 县城东侧有红签注记

“东门外河套ꎬ 过河府界”ꎬ 由县城辐射出的 ９ 条道路通往县下乡镇ꎮ 自然地物上ꎬ 图上绘有 ４ 个湖

泊ꎬ 即波罗泡子 (今波罗泡)、 沙河湾泡子 (今莫波泡)、 洼中高泡子 (今县境西南部ꎬ 已淤塞)、
洼泡子 (今元宝洼泡)ꎬ 其中波罗泡子面积最大ꎬ 以黑色粗线条绘制了作为县界的松花江、 伊通河、
驿马河ꎬ 示意性较强ꎬ 图上无山脉和山峰ꎮ 农安县属松嫩平原地带ꎬ 确无大山ꎬ 不过光绪 «吉林通

志» «吉林舆地略»、 民国 «农安县志» 等也载有若干山川ꎬ «吉林通志» 中的 “农安县图” 亦绘有

麒麟山、 白土崖、 龙首山等多处山峰ꎮ «农安全图» 图名旁还有红签注明 “县境并无山川ꎬ 惟远近大

小屯名均查载”ꎬ 可见该图疏于勘察自然地物ꎬ 绘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反映县下聚落的具体信息ꎮ
据笔者统计ꎬ 图上共绘有县下聚落 ５７５ 处ꎬ 皆以名称加距离县城里距的格式标示ꎬ 如 “王家屯

三里”ꎬ 有半数聚落绘有聚落点符号 (小圆圈)ꎬ 其余半数只注文字ꎮ 在 １８ 幅德藏晚清吉林舆图中ꎬ
多幅都涉及县以下聚落ꎬ 以 «农安全图» 所绘地名最密集ꎬ 且唯其绘出了县下诸社的管辖界线ꎮ 全

图最醒目之处为图上贴有 ３７个红签作注记ꎬ 其注记的信息分为五类: 一是图名与图上内容 (２ 个)ꎻ
二是指示方位ꎬ 即东、 西、 南、 北 (４ 个)ꎻ 三是湖泊周长 (４ 个)ꎻ 四是县界与道路说明 (３ 个)ꎻ
五是社及乡约和社总姓名 (２４ 个)ꎮ 该图的注记方式虽与 «吉林府地舆全图» «五常厅全图» 等一

致ꎬ 但注记的信息更为丰富ꎮ
农安原为蒙古郭尔罗斯部游牧地ꎮ «吉林舆地略» 载: “国朝为金隆安府旧城ꎬ 后蒙古郭尔罗斯

部游牧地ꎬ 光绪八年ꎬ 始设分防照磨ꎬ 属长春厅管辖ꎬ 十五年改设知县ꎬ 隶长春府ꎮ”③ «清国史地

理志» 亦载: “ (光绪) 十五年升长春厅为府ꎬ 置农安县隶之ꎮ”④ 光绪 «清会典事例» 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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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段自成: «清代北方推广乡约的社会原因探析»ꎬ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第 ４期ꎻ 段自成: «略论晚清

东北乡约»ꎬ «史学月刊» ２００８年第 ８期ꎻ 王广义: «论清代东北地区 “乡约” 与社会控制»ꎬ «史学集刊»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ꎻ 萧凌波:
«清末地图上的五常厅———德藏晚清吉林舆图研究之二»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ꎮ

仅知农勤社社总侯元庆ꎬ 光绪十四年为伊通州磨盘山外委ꎬ 参见光绪 «吉林通志» 卷 ６７ «职官志»ꎮ
杨同桂、 秦世铨等: «吉林舆地略卷下»ꎬ 光绪二十四年石印本ꎬ 第 ７页ꎮ
清国史馆编: «清国史地理志» 卷 １８ «吉林一»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３年ꎬ 第 ５８－５９页ꎮ



图 １　 德藏 «长春府农安县地舆全图»

“十五年ꎬ 吉林裁长春厅抚民通判ꎬ 设长春知府一人、 府经历一人、 府照磨一人ꎮ” «清史稿地理

志» “吉林” 条载: “光绪十五年升 (府) ”ꎮ 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 八月辛巳 “吉林将军希元等奏ꎮ
长春厅原设通判ꎬ 权轻责重ꎬ 拟请改建府治ꎻ 并于农安分设一县ꎬ 归府管辖ꎮ 下部议ꎮ”① 农安置县

由吉林将军希元于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 提请ꎬ “光绪十四年七月初七日: 为吉林长春厅地广事繁ꎬ 原

设通判ꎬ 权轻责重ꎬ 政令难周ꎬ 拟请改建府治ꎬ 并于农安分设一县ꎬ 归府管辖ꎬ 以资治理而重地

方”ꎮ 同年八月二十日获朱批: “该部议奏ꎬ 单并发ꎬ 钦此ꎮ”② 农安于次年正式置县ꎬ 其说应可信ꎮ
关于县以下的行政区划ꎬ 清朝并未做统一规定ꎬ 以里甲与保甲为基础ꎮ③ 地方志、 乡土志等对各

地县下聚落的划分与管理多有记载ꎬ 县下区划有乡、 都、 社、 会、 约、 镇、 集、 庄等多种名称ꎮ 据德

藏 １６０幅晚清直隶山东县级舆图ꎬ④ 清代华北平原县下聚落的分布状况跃然纸上ꎬ 其中县下区划有

乡、 里、 约、 都、 社、 保、 村、 屯、 铺、 疃等多种ꎬ 充分体现了清代县下分区治理的复杂性ꎮ
而据 «农安全图»ꎬ 农安县下分 “社”ꎬ 各社设 “乡约” “社总”ꎮ 清代县下的 “社” 在关内地区

大小不一ꎬ 有的相当于乡ꎬ 有的相当于统辖一百户的里ꎬ 有的相当于统辖十户的甲ꎬ 还有的就是

村ꎮ⑤ 在东北ꎬ “社” 是民屯主要的基层组织ꎬ 其头目大多称 “乡约”⑥ꎬ 其下设甲 (或牌)ꎬ 头目称

乡约或社长ꎬ 一般由当地乡绅 “报官点充”ꎬ 负责传达命令、 调查户口田亩、 催征赋税、 办理官差徭

役等地方事务ꎬ 性质相当于关内的保甲ꎮ⑦
据德藏吉林舆图 ( «吉林府地舆全图» «五常厅全图» «吉林蒙江招垦局五社十五甲全图» «光霁

峪与韩交界图» 等)ꎬ 县下也都是 “社” 的建置ꎮ 关于这些 “社” 的性质ꎬ 笔者认为其已具备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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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德宗实录» 卷 ２５８ “光绪十四年八月辛巳” 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５年ꎬ 第 ４６４页ꎮ
吉林省档案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ꎬ 内部资料ꎬ １９８１年ꎬ 第 １４页ꎮ
张研: «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ꎬ «安徽史学» 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ꎮ
华林甫、 李诚、 周磊: «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晚清直隶山东县级舆图整理与研究»ꎬ 济南: 齐鲁书社ꎬ ２０１５年ꎮ
张研: «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ꎬ «安徽史学» 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ꎮ
按: 乡约常简称 “约”ꎬ 清代关内地区诸多县下都有 “约” 的设置ꎬ 实为县下区划的一种形式ꎬ 与保甲制联系密切ꎬ “十户

为牌ꎬ 十牌为甲ꎬ 十甲为保ꎬ 保之上或设乡约”ꎬ 而东北的 “乡约” 大多指乡村职役ꎬ 乃县下行政组织之头目ꎮ 参见张研: «清代县

以下行政区划»ꎬ «安徽史学» 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ꎮ
任玉雪: «清代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研究»ꎬ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０３年ꎬ 第 ８１－８２页ꎮ



区划的基本要素和特征ꎬ 可视为吉林县下政区的主要形式ꎮ 周振鹤先生曾指出行政区划形成须具备以

下条件: “必要条件是一个行政区划必须有一定的地域范围ꎬ 有一定数量人口ꎬ 存在一个行政机构ꎻ
充分条件是这个行政区划一般都处于一定的层级之中ꎬ 有相对明确的边界ꎬ 有一个行政中心ꎬ 有时有

等第之别ꎬ 也有司法机构ꎮ”① «农安全图» 的披露ꎬ 为我们具体探究以上诸要素提供了条件ꎬ 农安

县下诸 “社”ꎬ 已全部满足上述必要条件ꎬ 也基本满足上述充分条件ꎬ 尤其是边界依据直观而明确ꎮ
需要说明的是 “社” 作为晚清吉林县下政区的主要形式ꎬ 在各县县下政区的层级不甚统一ꎮ 其中ꎬ
农安县、 五常厅下为 “社—村屯” 两级ꎮ 吉林府、 蒙江招垦局下则为 “社—甲—村屯” 三级ꎬ 吸收

了关内长期实行的保甲之法却有所调适ꎮ 如开发较早的吉林府ꎬ 府辖地下每十甲组成一社ꎬ 而蒙江招

垦局下每三甲组成一社ꎬ② 不同于关内普遍实行的 “十甲为一保”③ 之制ꎬ 适应了蒙江开垦之初的地

域特征ꎮ 还有光霁峪ꎬ «光霁峪与韩交界图» 上有文字说明: “延吉厅分防和龙峪经历衙署在此ꎮ 东

西一街ꎬ 长一里有奇ꎬ 民户十余家由衙署南至开文社十里ꎬ 西至光昭社二里ꎬ 南至岭下小庙三

里ꎬ 北至光宗社三里ꎮ” 该地域民户稀少ꎬ 县下政区仅有一个层级ꎮ

二、 清末农安县下政区的复原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ꎬ 吉林废除将军体制ꎬ 改设行省ꎮ④ 省下设道一级行政机构ꎬ 作为省以下、
府级之上的虚设政区ꎮ 基于长春 “地居四达之冲ꎬ 中外辐辏ꎬ 交涉纷繁ꎬ 实与哈尔滨同一情形ꎬ 非

有得力大员ꎬ 不足以资镇慑”ꎬ 清政府决定在此设吉林西路兵备道职官衙门ꎮ 清末吉林省下有四道:
西南路道驻长春府、 西北路道驻滨江厅、 东南路道驻珲春厅、 东北路道驻依兰府ꎮ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ꎬ 吉林省下府级政区不复辖县ꎬ 仅示该处地方紧要ꎬ⑤ 长春府亦削所领农安县ꎬ
农安县遂改隶西南路道ꎬ “东三省总督锡良等奏西南路道ꎬ 以吉林、 长春二府ꎬ 伊通、 蒙江二

州ꎬ 农安、 长岭、 舒兰、 桦甸、 磐石五县为区域ꎮ 以便事权有属ꎮ 下部议”⑥ꎮ 宣统年间吉林省下的

府、 厅、 州、 县ꎬ 政区平级、 互无领属ꎬ 在全国范围内属于特例ꎮ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原府级政区权力

的弱化ꎬ 使农安等县的行政地位有所提升ꎮ
由 «农安全图» 图名可知农安县隶属于长春府ꎬ 说明此图表现的是宣统以前农安县与长春府尚

未解除隶属关系时的状况ꎮ 图上 “伏隆泉镇” 以北标出了 “此道奔新城”ꎬ 此 “新城” 并非光绪三

十二年 (１９０６) 置的新城府 (今松原市)ꎬ 应为伯都讷厅驻地新城ꎮ⑦ 因为县界以北的广大地域注有

“均蒙古界”ꎬ 并非像东南部县界以外注有 “长春府界”、 南部县界以外注有 “均府界”ꎬ 这里 “新
城” 的性质应与县境西部红签 “奔郑家屯大道” 中的 “郑家屯” (清末辽源州ꎬ 今双辽市驻地) 一

致ꎮ 可见ꎬ 是时新城府尚未设立ꎬ 进一步说明此图反映的是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 以前的情况ꎮ 图

上 “伏隆泉镇” 附近还贴有红签注 “农新社”ꎮ 据 «农安县志»ꎬ “初农安设治ꎬ 分全境为十二社ꎬ

０１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舆地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振鹤: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ꎬ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年ꎬ 第 ９页ꎮ
德藏 «吉林蒙江招垦局五社十五甲全图»ꎬ 参见华林甫: «德国庋藏晚清吉林舆图的初步考释»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７ 年第

４期ꎮ
参见黄六鸿: «福惠全书» 卷 ２１ «保甲部一»ꎬ 光绪十九年文昌会馆刻本ꎬ 第 １页ꎮ
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 «清史地理志» (待刊)ꎬ 吉林建省时ꎬ 府级政区共设四府三直隶厅: 吉林府ꎬ 辖伊通州、 双城厅、

磐石县、 敦化县ꎻ 长春府ꎬ 辖农安县ꎻ 新城府ꎬ 辖榆树县ꎻ 依兰府ꎬ 辖临江州、 大通县、 汤原县ꎻ 宾州直隶厅ꎬ 辖长寿县ꎻ 绥芬直

隶厅ꎻ 延吉直隶厅ꎮ
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 «清史地理志» (待刊)ꎬ 计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吉林全省政区ꎬ 有十一府、 二直隶厅、 一直隶州、 四

散厅、 二散州、 十七县ꎮ
«宣统政纪» “宣统元年己酉八月甲申” 条ꎬ 载 «清实录» 第 ６０册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５年ꎬ 第 ３５７页ꎮ
康熙二十一年ꎬ 设伯都讷驿站ꎮ 康熙三十二年ꎬ 在伯都讷站南二十里处建新城ꎬ 名伯都讷新城ꎬ 添设伯都讷副都统专城驻

防ꎮ 嘉庆十六年ꎬ 设伯都讷厅ꎬ 驻伯都讷新城ꎮ 光绪三十二年ꎬ 伯都讷厅升改新城府ꎬ 驻新城ꎬ 与伯都讷副都统同城ꎮ



曰: 康、 惠、 和、 勤、 俭、 乐、 裕、 丰、 祥、 治、 平、 略ꎬ 光绪十八、 二十七等年续放伏隆泉之荒ꎬ
名曰新社”①ꎬ 可知图上表现的是农新社设置后 (光绪十八年后) 的状况ꎮ 综上ꎬ 可将 «农安全图»
表现年代推定为 １８９２年至 １９０６年之间ꎮ

关于县境ꎬ 图中左上角有文字说明: “县界东西长三百六十里ꎬ 南北宽三十里至百里不等ꎬ 东至

红石砑江口一百六十里ꎬ 西至糜子厂西二百里ꎬ 南至两仪门十二里ꎬ 北至张家店九十里ꎮ” «农安全

图» 中ꎬ 东部县界以外注有 “伊通河过河ꎬ 长春府界”ꎮ 图上最西侧注有 “西至怀德县界”ꎬ 并有红

签注明 “奔郑家屯大道”ꎮ 县南十二里处标有 “两仪门”ꎬ 南部县界以外注有 “均府界”ꎬ 延伸至南

部县界以外的道路注有 “均往怀德县”ꎮ 北部县界以外注有 “均蒙古界”ꎬ 东北部县界以外注有 “松
花江过江伯都讷界”ꎮ 与吉林将军希元奏请置县的奏折中 “农安正北西北直达蒙古ꎬ 东北限以松花大

江ꎬ 东与伯都讷厅ꎬ 西与昌图府接壤ꎬ 均可毋庸置疑ꎮ 当以南划两议门ꎬ 西南自八保户起至洼中高等

处ꎬ 东南以红石砑子、 靠山屯南面之驿马河为界ꎬ 计南北相距九十里ꎬ 东西相距二百数十里ꎬ 均归农

安县管辖”② 的地域范围相符ꎮ 但 «农安全图» 上 “两议门” 作 “两仪门” (今农安县亮衣门村)ꎬ
“八保户” 作 “八宝湖” (今地待考)ꎬ “红石砑子” 作 “红石砑子江口” (今农安县红石村)ꎮ 而

«清国史地理志» 载: “长春府农安ꎬ 疲、 难ꎮ 府北一百四十里ꎮ 混同江自府来ꎬ 西北流入县东北ꎬ
东岸界伯都讷厅ꎬ 西受驿马河ꎬ 河自蒙古来ꎬ 南流而东入县ꎬ 西南岸界府ꎬ 又西北迳农和社东ꎬ 又西

迳八里营子北ꎬ 又西北迳鸭尔汀北ꎬ 又西迳张家店北ꎬ 又西ꎬ 而江之南岸入蒙古郭尔罗斯前旗界

矣ꎮ”③ 这里的 “混同江” 即松花江ꎬ④ “农和社” “八里营子” “鸭尔汀” “张家店” 等界点ꎬ «农安

全图» 上皆有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农安县图» 并未画全西部县界ꎬ 最西处截至 “八宝湖” “利发永” “闫家粉房”

“团山子” “六马架” 等地ꎬ 未绘出 “西至糜子厂西二百里” 的 “糜子厂”ꎬ 清末农安县西北部的重

要集镇 “新安镇” 图上标为 “十五里冈子” 并注有 “今名新安镇” (今长岭县新安镇)⑤ꎮ 据光绪

«吉林通志»:
农安县东至红石砑子松花江伯都讷厅界一百二十里ꎬ 西至糜子厂蒙古郭尔罗斯公界二百一十

里ꎬ 南至两仪门长春府界四十里ꎬ 北至张家店蒙古郭尔罗斯公界九十里ꎬ 东南到常家店长春府界

十五里ꎬ 西南到八宝户屯西奉天怀德县、 南长春府界一百八十里ꎬ 东北到八里营子松花江伯都讷

厅界一百三十里ꎬ 西北到夏家窝堡蒙古郭尔罗斯公界一百二十五里ꎮ 东西广三百三十里ꎬ 南北袤

一百一十里ꎬ 东南至长春府一百四十里ꎮ⑥

可见ꎬ «农安全图» 与 «吉林通志» 记载的县境范围基本契合ꎬ 但一些界点的里距 (如 “两仪

门” )、 写法 (如 “八宝湖” ) 有出入ꎮ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ꎬ 农安县下的 “社” 改为十二区ꎬ 称

“心、 正、 意、 诚、 身、 修、 家、 齐、 国、 泰、 民、 安ꎬ 三十四年秋划西北齐、 家、 国三区隶长岭县

治ꎬ 共余九区”⑦ꎬ 县境西部农平社、 农略社、 农新社的地域与后来划出的农家区、 农齐区、 农国区

基本对应ꎬ 太平山镇 (今长岭县太平山镇)、 前三县堡 (今长岭县三县堡)、 利发永 (今长岭县利发

盛镇)、 半截岗 (今长岭县半截岗)、 靠山屯 (今长岭县靠山屯) 等重要集镇后来都划归光绪三十四

１１１清末农安县下政区的地域联系与空间结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郑士纯修、 朱衣点纂: «农安县志» 卷 １ «舆地»ꎬ １９２７年铅印本ꎬ 第 ４４页 ａꎮ
吉林省档案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ꎬ 内部资料ꎬ １９８１年ꎬ 第 １４－１５页ꎮ
«清国史地理志» 卷 １８ «吉林一»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３年ꎬ 第 ６３页ꎮ
清代关于松花江干支流名称的认识和记载有多种体系ꎬ 如 «大清一统志» 卷 ３７ “盛京全图”、 卷 ４５ “吉林图”、 «钦定盛京

通志» 的 “盛京全图” 等ꎬ 该段河流标为混同江ꎮ «嘉庆重修一统志» 卷首 “皇舆图”、 «读史方舆纪要» 卷 １ “吉林全图”、 光绪

«吉林通志» 中ꎬ 该段河流标记或记载为松花江ꎮ 这一批德藏吉林舆图多为小尺度区域图ꎬ 有助于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ꎮ
德藏 «靖边后路左营马队驻扎农安县等处山川形势图» 上标为 “新安镇”ꎮ 参见华林甫: «德国庋藏晚清吉林舆图的初步考

释»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７年第 ４期ꎮ
长顺、 讷钦修ꎬ 李桂林、 顾云纂: «吉林通志» 卷 １６ «舆地志四疆域中»ꎬ 光绪二十六年刻本ꎬ 第 ６页 ｂ、 第 ７页 ａꎮ
郑士纯修、 朱衣点纂: «农安县志» 卷 １ «舆地»ꎬ １９２７年铅印本ꎬ 第 ４４页 ａꎮ



年 (１９０８) 新置的长岭县管辖ꎮ
研究晚清吉林及农安开荒后的地域开发过程ꎬ 光绪 «吉林通志» 是最详尽也最常用的史料ꎮ «吉

林通志» 修纂始于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ꎬ 成书于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ꎬ 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付梓

刊印ꎬ 由时任吉林将军长顺主持修纂ꎮ① 另有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 «吉林舆地略»ꎬ 清人杨同桂、
秦世铨等纂ꎬ 其中农安县记载县下 “乡镇” 有 ９５ 个ꎬ 基本同 «吉林通志» 之记载ꎮ 单就农安而言ꎬ
清代基本无专书史料ꎬ 至 １９２７年方修有 «农安县志»ꎬ “农安旧无志书ꎬ 民国十六年春郑前任奉令纂

辑ꎬ 始设局聘员经画其事”②ꎬ 主要参考书为 “九通、 四部备要及 «契丹国志» «北盟会编» «松漠纪

闻» «洪皓道里记» «吉林旧闻录» 等ꎬ 随事称引必用夹注ꎬ 以资证明”③ꎮ 其中记载农安县下政区已

排除光绪末年划给长岭县的地域ꎬ 亦多有因袭光绪 «吉林通志» 之记载ꎮ
«吉林通志» 卷十六记载农安县下有十三社: 农康社、 农勤社、 农裕社、 农治社、 农平社、 农惠

社、 农略社、 农祥社、 农新社、 农俭社、 农乐社、 农丰社、 农和社ꎮ «农安全图» 上ꎬ 除农惠社ꎬ 其

余十二社皆贴红签注明位置、 名称以及乡约、 社总姓名ꎮ④ 关于农惠社ꎬ 光绪 «农邑乡土志人类»
记载:

开辟年浅ꎬ 除汉户外ꎬ 只有回民ꎬ 别无他类ꎮ 率多流寓ꎬ 聚居城镇者多ꎬ 其俗皆与汉人不甚

相殊ꎮ 其人近因俄人入境贸迁ꎬ 获利者多ꎬ 为匪者鲜矣ꎮ 立县时ꎬ 专收入农惠社ꎬ 设一乡约ꎬ 以

资治理ꎮ⑤

«农邑乡土志地理类» 又言: “农惠社系隶回民ꎬ 有名无定所ꎬ 散居四镇ꎮ”⑥ 因此ꎬ 可以说

«农安全图» 比较准确且完整的表现了县下 “社” 的设置与分布情况ꎮ
«吉林通志» 中的 “农安县图” (以下简称 “通志图” ) 也采用计里画方的传统绘法ꎬ 纵 ２３ 格、

横 ３７格ꎬ 每方 １０里ꎬ 上南、 下北、 左东、 右西ꎬ 也绘制了县下诸社的位置ꎬ 与 «农安全图» 大体

一致ꎮ 不同的是ꎬ “通志图” 未绘出各社界线ꎬ 地名数量也比 «农安全图» 简略得多ꎮ 但 “通志图”
增加了山峰、 河流等自然地物ꎬ 并已绘出农惠社ꎬ 位于县城、 农康社西北的不远处ꎬ 兴隆镇 (今农

安县兴隆镇)、 八里堡 (今农安县八里堡)、 火石岭子屯 (今农安县火石岭子村) 等⑦ 村镇密集、 道

路便利ꎬ 可能为回民聚居之处ꎮ 此外ꎬ «农安全图» 与 “通志图” 的诸多地名写法不尽相同ꎬ 其中不

乏 “哈里海城子镇” ( “通志图” 作 “哈海城子” )、 “伏隆泉镇” ( “通志图” 作 “伏龙泉” ) 等较

大地名ꎬ 标示里距也多有差异ꎮ 综上可见ꎬ «农安全图» 与同时代官方所修 «吉林通志» 的资料来源

并不同ꎬ 其绘制者可能为当地乡绅ꎬ 应十分了解当地的地理状况ꎬ 该图可能是为联络各社头目、 处理

地方具体事务而绘制的实用依据ꎬ 其绘制很可能早于 “通志图” 的刊印ꎮ

三、 交错与集聚: 清末农安县下政区的空间形态

　 　 清代吉林放垦后ꎬ 地域开发迅速扩展、 移民大量涌入ꎬ 垦区迅猛发展和官治薄弱之间的矛盾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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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ꎬ① 于是吉林县下分社并选拔乡约处理地方事务ꎬ 县下政区的设置迅速推广ꎮ 徐世昌言: “咸同

以降ꎬ 汉民私出关外ꎬ 旗民杂居ꎬ 民无拘束ꎬ 而乡约之制又起ꎮ”② 至清末ꎬ 农安县农业发达ꎬ 已经

有商业集镇ꎬ 并成为远近乡镇的商贸聚集地之一ꎮ 据刘坦 «游历日记» 载:
长春北一百四十里ꎬ 出产甚富ꎬ 大豆、 元豆、 小麦居多亦甚佳ꎻ 蔬菜、 谷粟、 红种亦产之ꎬ

惟家畜之骡头最良ꎬ 称地道焉ꎮ 其北部伯都讷所产亦多来此萃卖ꎬ 故农安之农业商业亦好ꎬ 经商

之往来贸易恒络绎不绝ꎮ③

农安县下聚落的区位与政区设置基本不受山川自然条件影响ꎬ 土地肥沃度与耕地应为决定性因

素ꎮ 清末农安县处于农耕与放牧、 民治与旗治的过渡地带ꎬ 东南靠近长春府、 松花江、 伊通河方向ꎬ
人口集聚且流动快、 灌溉水源充足ꎬ 而西北靠近蒙古地区ꎬ 开垦较晚ꎬ 风沙大、 水热条件欠佳ꎮ 例如

县境西部的糜子厂ꎬ 据 «农安县志» 卷三 «职官» 载:
按查报云者ꎬ 谓有东西两糜子厂也ꎬ 实则西界只有一处曰糜子厂ꎬ 东西长十里ꎬ 南北宽六

里ꎬ 地属沙漠ꎬ 春耕时风狂沙积ꎬ 不能播谷ꎬ 立夏风定可种早熟之黍ꎬ 北方呼黍谓糜子ꎬ 殆子舆

氏所云ꎬ 夫貉五谷不生ꎬ 惟黍生之者也ꎮ 该地人家三五成村ꎬ 孤僻荒凉ꎬ 未堪设署ꎮ④

其荒僻程度可见一斑ꎮ “一些英国军官在 １８７０年代和 １８８０ 年代对中国东北部进行的一项调查就

显示出ꎬ 乡村之间的分布是远离或相近ꎬ 与土壤的肥沃是成比例的ꎮ 其中一名军官报告说: 在贫瘠地

区ꎬ 村庄距离很少超过 ４英里ꎻ 在肥沃地区ꎬ 通常要靠近得多ꎬ 也就是 １ / ２英里到 １英里以上所

述ꎬ 完全适用于中国东北部所有肥沃地区ꎮ”⑤ 农安县下聚落即呈现出明显的东密西疏的特征ꎬ 东部

村屯非常密集ꎬ 西部村屯相对稀疏ꎮ 同样ꎬ 县下政区的设置也受此影响ꎬ 东部各社距离紧凑ꎬ 西部各

社则相对疏远ꎬ 其中农治社辖地面积最大ꎬ 而紧邻长春府的农裕社辖地面积最小ꎮ
总体上ꎬ 农安县下的村屯是 “聚居型” 的ꎬ 按地域分片集聚ꎮ 从社会结构来看ꎬ 宗族组织的影

响也不像南方村庄那样明显ꎬ “社” 的设置更多是自然地契合人口和地域集聚特征ꎬ 往往每社辖地内

都围绕着一到两个重要集镇ꎬ 这些集镇时至今日亦为农安、 长岭县下的主要乡镇ꎬ 可充分体现农安地

域开发、 城镇发展的进程ꎮ 如表 １所示ꎮ

农安县下 “社” 内的重要集镇表⑥

序号 社 重要集镇 今地

１ 农康社 县城 农安县城

２ 农勤社
高家店街 农安县高家店镇

万金塔街 农安县万金塔乡

３ 农裕社 靠山屯镇 农安县靠山镇

４ 农治社
巴吉垒街 农安县巴吉垒镇

架格苏台 农安县架苏台村

５ 农平社 太平山镇 长岭县太平山镇

６ 农略社 利发永 长岭县利发盛镇

７ 农祥社 娘娘庙 农安县娘娘庙

８ 农新社
伏隆泉镇 农安县伏龙泉镇

新安镇 长岭县新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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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农俭社 哈里海城子镇 农安县哈拉海镇

１０ 农乐社 黄花冈 农安县黄花岗村

１１ 农丰社
鸭儿汀屯 待考

财神庙 农安县前财神庙

１２ 农和社 鳌龙台 待考

　 　 从地名上看ꎬ 村庄的通名以 “窝堡” “屯” “店” “泡子” 居多ꎬ 专名上ꎬ 县下十三社用 “康”
“勤” “裕” “乐” 等字ꎮ 据德藏 «吉林府地舆全图» «五常厅图»ꎬ 吉林府、 五常厅等县下政区的命

名亦如此ꎬ 这与东北放垦开发较晚、 移民流入的地域特征不无关系ꎮ
边界是行政区划的重要地理要素之一ꎬ 从高层政区到县级政区ꎬ 中国历代行政区域划界的原则多

是在 “山川形便” 与 “犬牙相入” 间调整ꎮ① 尤其是 “犬牙相入” 原则ꎬ 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

方的严密控制ꎮ “犬牙相入的原则原来是纯粹用于边界的划分的ꎬ 对于单式政区而言ꎬ 与山川走向不

合的边界大致就是犬牙相错的现象”②ꎬ 以周振鹤先生为代表ꎬ 既往学者对此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高

层政区与统县政区———省、 府州界线划分上ꎮ 近年来ꎬ 县级政区界线划分与管理的研究亦开始涌现ꎬ
研究发现 “犬牙相入” 原则在县级基层政区亦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ꎮ 但县下政区边界划分与管理的

研究稀见ꎬ 一些学者常常探讨到古代县下乡里土地利用与纠纷辄止ꎬ 主要是受制于相关史料匮乏ꎮ
这批德藏晚清舆图的公布ꎬ 为我们窥探传统县下政区界线的具体划分形态提供了可能ꎮ 除吉林舆

图外ꎬ 还有大量直隶、 山东县级舆图ꎬ 其中多幅亦绘出了县下政区界线ꎮ 例如束鹿县ꎬ 以细红线绘出

了县下十八疃的界线范围ꎮ 盐山县以黑线绘出了县下二十八铺的界线ꎮ 禹城县以黑线标示了县下十都

及都下区域的大致范围ꎮ 曲阜县以红色贴签注明了县下十五社的位置 (其中有三社的红签佚失)ꎬ 以

黑线绘出了各社界线ꎬ 与 «农安全图» 颇为相似ꎮ 高密县则以黄色叠压黑色波浪线的形式清晰地标

示了县下 ９乡的管辖界线等ꎮ③ 而 «农安全图» 是德藏吉林舆图中唯一绘出各社管辖界线的ꎬ 因农安

设县于传统社会末期ꎬ 因此虽只是一县之域ꎬ 亦可很好地体现吉林乃至东北地区新设政区的县下管辖

理念ꎮ 无论是绘有县下政区界线的诸幅德藏直隶、 山东舆图还是 «农安全图»ꎬ 县下政区的管辖界线

都并不规整ꎬ 而是蜿蜒曲折、 相互交错ꎮ 华北平原、 东北平原地势平坦开阔ꎬ 聚落很少受自然地形阻

隔ꎬ 因此可以说县下政区划界亦贯彻了 “犬牙相入” 的原则ꎬ 应是上层制度设计与基层生活实际共

同促成的结果ꎮ
清代山海关外放垦后ꎬ 随着省、 府、 州、 县政区体系的一体化进程ꎬ 县下政区的行政组织也多仿

关内之制ꎬ 迅速充实ꎬ 如朝阳、 通化、 西安、 安东、 五常、 海龙等多个县 (厅) 下皆有仿行内地设

乡约的相关记载ꎮ 乡约的设立较好地适应了移民大量流入、 基层管理难度陡增的趋势ꎮ 东三省总督徐

世昌言: “今之乡约ꎬ 勒派地方之财ꎬ 供应地方之官差ꎬ 习惯上充地保者也ꎬ 不得与自治团体同年而

语ꎮ”④ 可见ꎬ 清代东北推行的乡约并非传统的乡民自治组织或单纯的教化组织ꎬ 其具备行政组织化

的特征ꎬ 与县下政区的设置相配套ꎮ «农安全图» 对县下政区的表现和红签对乡约人选的标注ꎬ 进一

步印证了这一特点ꎮ 清代北方各地乡约的推广都以乡约的行政组织化为基础ꎬ 因而其推广意味着国家

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和官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ꎮ⑤

清末农安县的行政组织以知县为中心ꎬ 佐杂官有巡检、 分防照磨、 分防主簿等ꎮ 据 «农安县

志»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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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农祥社、 农俭社、 农治社界线的交错相入 (局部截图)

十五年ꎬ 通判一缺改升府ꎬ 治设知府ꎬ 分设农安县ꎬ 治设知县ꎬ 归府统属ꎮ 幅员南北相距九

十里ꎬ 东西二百里ꎬ 归府管辖ꎮ 移农安城昭磨靠山屯ꎬ 该屯虽划隶农安ꎬ 距城百里ꎬ 烟户稠密ꎬ
政令难周ꎬ 故移昭磨于此ꎬ 以资巡缉教授与训导ꎬ 经历与巡检ꎬ 原设长春厅ꎬ 训导改升教

授ꎬ 巡检改经历ꎬ 添设农安县训导、 巡检各一员ꎮ 分防主簿ꎬ 二十八年八月初八日ꎬ 饬查明添设

主簿以何地为宜何时设于新安镇ꎬ 无案可稽ꎮ 其建署则二十九年秋七月也ꎬ 三十四年划隶长

岭ꎬ 民国二年裁ꎮ①

其中巡检设于农裕社靠山屯镇②ꎬ 分防主簿设于农新社新安镇ꎮ 纵向上ꎬ 由省、 府、 县到县下ꎬ
行政组织的力量贯穿至基层乡村ꎮ 横向上ꎬ 官方行政权力范围延展至整个县域ꎬ 管理体系完备ꎬ 事无

巨细ꎬ 县下政区相互间也表现出基层权力的制衡态势ꎮ

四、 清末民初农安的县下驻防与基层变革

　 　 «农安全图» 中的十二社ꎬ 除乡约外ꎬ 每社还贴红签注明 “社总” 姓名ꎬ 在这组德藏吉林舆图中

是独一无二的ꎬ 且在 «吉林通志» «吉林舆地略» «农安县志» 等文字史料中皆未见县下 “社总” 之

官役名称ꎮ 关于 “社总”ꎬ 笔者推测可能与清末吉林的县下团练、 驻防体系密切相关ꎮ 德藏 «靖边后

路左营马队驻扎农安县等处山川形势图» (以下简称 «靖边后路形势图» ) 与 «农安全图» 相印证ꎬ
或可为解释这一问题提供参考ꎮ

«靖边后路形势图» 的性质应是军事驻防图ꎬ 地域范围主要为农安县西部与长春府北部地域ꎬ 传

统形象绘法ꎬ 彩绘出山川形势ꎬ 并标有若干交通路线和乡镇里距ꎮ 有趣的是ꎬ 图上地物方位为上北、
下南、 左西、 右东ꎬ 但图名和注记文字与地图内容反向ꎮ 图上农安县北部、 西南部县界走向与 «农
安全图» 基本相同ꎬ 并标出 “张家店” “八宝湖” 等重要界点ꎬ 但图上诸多地名的写法既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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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郑士纯修、 朱衣点纂: «农安县志» 卷 ３ «职官»ꎬ １９２７年铅印本ꎬ 第 ５０页 ｂ、 第 ５１页 ａꎮ 说明: 引文中的 “昭磨” 即 “照
磨”ꎬ 遵从原文ꎮ

“靠山屯镇ꎬ 分防巡检驻此屯ꎬ 南有伊通河渡口、 通长春府路ꎮ” 长顺、 讷钦修ꎬ 李桂林、 顾云纂: «吉林通志» 卷 １６ «舆
地志四: 疆域中»ꎬ 光绪二十六年刻本ꎬ 第 ７页 ｂꎮ



图 ３　 德藏 «靖边后路左营马队驻扎农安县等处山川形势图»

«农安全图» 也不同于 “通志图”ꎬ 应另有资料来源ꎮ 依图上新安镇属农安县、 农安县境以北为蒙界

等信息ꎬ 可判定此图反映的时间与 «农安全图» 大体一致ꎮ 图名下注记文字为:
中哨札居伏龙泉ꎬ 管带一员、 帮带官二员、 字识一名、 什长三名、 正勇五十一名ꎻ 前哨札居

小双城堡ꎬ 哨官一员、 督队官一员、 什长三名、 正勇二十六名ꎻ 左哨札居农安县城ꎬ 哨官一员、
督队官一员、 什长五名、 正勇三十二名ꎻ 后哨札居新安镇ꎬ 哨官一员、 督队官一员、 什长五名、
正勇三十五名ꎮ 又中哨拨派在朱家城子护税ꎬ 正勇五名ꎻ 前哨拨派在小双城堡护税ꎬ 什长一名、
正勇四名ꎻ 白龙驹护税什长一名、 正勇四名ꎮ
农安县下的管带、 帮带官、 字识、 哨官、 督队官、 什长、 正勇等凡 １８５人ꎬ 都是晚清以来曾国藩

建湘军、 改乡团为勇营以后ꎬ 各省仿湘军制度建立勇营、 防军而产生的ꎬ 是清朝近代兵制改革的重要

内容ꎮ 尤其是清末东北、 西北、 沿海等边疆地区ꎬ 地方防务愈发紧要ꎬ 勇营迅速扩展ꎬ 与地方基层民

事联系愈发紧密ꎮ 关于晚清吉林 “靖边军”ꎬ 据 «吉林通志» 载:
靖边军专为边防而设ꎬ 光绪六年ꎬ 将军铭安与三品卿衔吴大澂先后奏请添练防军马步队五千

人ꎬ 嗣库伦办事大臣喜昌奏请续练五千人ꎬ 喜昌旋以一千人带赴库伦ꎬ 吉林实有防军九千人ꎮ 七

年奏裁二千人ꎬ 实以七千人分防宁古塔、 三姓、 珲春要隘ꎬ 专设督办大员ꎬ 即以吴大澂为之ꎬ 始

立巩、 卫、 绥、 安及靖边各军之名ꎮ 十年彻去巩、 卫、 绥、 安名目ꎬ 专以靖边为名ꎬ 分为五

路岁领部饷银八十二万两ꎬ 亦岁出一大宗也ꎮ 营制初定仿湘淮军ꎬ 步队以五百人、 马队以二

百五十人为一营ꎬ 十一年ꎬ 裁减勇数ꎬ 中、 前、 左、 右四路并亲军步队以四百五十人、 马队以二

百二十五人为一营ꎮ 惟后路三营以地要兵单ꎬ 仍如原定之数云ꎮ①

光绪 «三姓志» 亦载:
光绪六年间ꎬ 在三姓城东北、 松花江南岸距城三十里许巴彦通地方安设绥字一军、 营五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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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顺、 讷钦修ꎬ 李桂林、 顾云纂: «吉林通志» 卷 ５３ «武备志四兵制四»ꎬ 光绪二十六年刻本ꎬ 第 １页 ａ－ｂ、 第 ２页 ａꎮ



统领营哨ꎬ 各官弁、 兵募勇、 伙夫二千余员名于十年ꎬ 奉文 “绥字军” 改为 “靖边后路”
名目ꎬ 仍存左、 右、 中三营马步兵勇驻防ꎬ 需粮饷、 军械、 机器、 枪炮、 火药、 水雷等项ꎬ 该营

自行由省领取存储ꎮ①

又据 «吉林通志» 记载:
十年撤销绥字名目ꎬ 又挑选西丹步队一营ꎬ 定为靖边后路ꎬ 仍驻三姓ꎮ②

可见ꎬ 靖边后路于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 由靖边军分出ꎬ 驻于三姓城 (今黑龙江省依兰县)ꎮ 由 «靖
边后路形势图» 得知ꎬ 其中左营马队驻扎于农安县ꎬ 各哨兵勇分布于农安县下多个重要集镇ꎮ

靖边后路左营马队的入驻ꎬ 使农安县基层治理中的军事防务职能尤为重要ꎮ 清末有军事驻防之

县ꎬ 县下各社需选派乡勇ꎬ 而征勇数量可能是依田赋多少而定ꎬ 每社设 “社总” 保障团练开销ꎬ 并

配合 “团总” 练兵演习ꎮ 据 «皇朝经世文统编» 记载:
盖闻团练之法ꎬ 即古人寓兵于农之意ꎬ 以本地之人筹防本地事宜ꎬ 既无兵丁征调之繁ꎬ 又无

粮饷转运之费各州县纷纷团练ꎬ 窃拟条议十条ꎬ 姑妄言之ꎮ 一资财必须众捐也: 古之人观地

中有水之象ꎬ 以田赋出兵ꎬ 今略仿其政ꎬ 按城乡殷实各户ꎬ 使立社以出乡勇一队伍必须整肃

也: 编十勇ꎬ 分左右为两伍ꎬ 合为一队ꎬ 用车二ꎬ 乘夫五人ꎬ 设一队长ꎬ 合十队为一哨ꎬ 设社总

一名、 团总一名ꎬ 社总主收取各社户所集钱财ꎬ 办器械、 派粮食ꎬ 团总主教演武艺ꎮ 此社总、 团

总使共领一哨之众ꎬ 合五哨为一营ꎬ 公举正副二人统领为营总一办理必须秉公也: 统领之人

论赏论罚务要至公ꎬ 不得有所包庇与挟嫌怨ꎬ 若社总经手钱财尤当公正ꎬ 一切应用开销稍有浮

滥ꎬ 即行议罚ꎬ 若有心欺冐舞弊捏饰ꎬ 严究不贷③

倘若以上提议推行至农安ꎬ 那么县下社的划分应该考量了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 驻防后的军事因素ꎮ
而且不同于县下 “乡约” 主要处理民事的基层职能ꎬ “社总” 可能是各社协调军务的头目ꎮ 作为靖边

后路左营马队的驻扎地ꎬ 农安县应有一套完整的县下征兵、 团练、 驻防体系ꎬ 基层事务更为繁杂ꎮ
至宣统年间ꎬ 农安县已逐步实现了地方自治ꎬ④ 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分农安县西北新置长岭县

后ꎬ 农安县下余 “心、 正、 意、 诚、 身、 修、 泰、 民、 安” 九区ꎬ 又以城区为中区ꎬ 共十区ꎮ 十区

的分布基本延续了光绪年间农安县下除农平社、 农略社以外十社的空间形态ꎮ “宣统二年冬改警区名

称ꎬ 中区改第一区、 安区第二、 诚区第三、 意区第四、 正区第五、 心区第六、 身区第七、 民区第八、
东修第九、 西修第十、 泰区第十一ꎬ 共 １１区ꎮ 复以民、 泰两区为镇ꎬ 余皆为乡ꎬ 共二镇八乡ꎮ”⑤ 据

１９１２年 «吉林省全图» 图后所附 «吉林省府厅州县及城镇乡地方自治区域表»ꎬ⑥ 民国初期农安县筹

办城镇自治级别为 “繁盛”ꎬ 府厅州县自治级别为 “已办”ꎬ⑦ 于此可见清末以来农安县地域开发的

程度及基层政区变革的速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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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佚名: «三姓志» 卷 １６ «防营»ꎬ 哈尔滨: 黑龙江省图书馆ꎬ １９６０年油印本ꎬ 第 ２４页ꎮ
长顺、 讷钦修ꎬ 李桂林、 顾云纂: «吉林通志» 卷 ５３ «武备志四兵制四»ꎬ 光绪二十六年刻本ꎬ 第 ３页 ｂꎮ
邵之棠辑: «皇朝经世文统编»ꎬ 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宝善斋石印本ꎬ 第 １６８５页ꎮ
«吉林巡抚陈昭常奏为筹办吉林各府厅州县地方自治情形事»ꎬ 宣统二年十月二十四日ꎬ 录副奏折档号 ０４－０１－０１－１１０７－００６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ꎻ «吉林巡抚陈昭常奏为饬令吉林地方自治筹办处续办官绅研究所并自治日报改为旬报事»ꎬ 宣统二年十一月

十一日ꎬ 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７４７４－０３９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ꎻ «吉林巡抚陈昭常奏为成立吉林城镇乡自治职等情事»ꎬ 宣统三年二

月二十三日ꎬ 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７４７５－０２６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ꎮ
郑士纯修、 朱衣点纂: «农安县志» 卷 １ «舆地»ꎬ １９２７年铅印本ꎬ 第 ４４页 ａꎮ
«吉林省全图» (吉林民政司署ꎬ １９１２年) 吸收了一些近现代西方制图理念ꎬ 使用了比例尺、 标准化的图例、 指北针等ꎮ 其

中分图第五幅为 “农安县图”ꎬ 反映了清末吉林建省后的农安县辖境ꎮ
筹办城镇自治级别分为繁盛、 中等、 偏僻三级ꎬ 府厅州县自治级别分为已办、 现办、 缓办三级ꎮ



结　 　 语

“天下治始乎县ꎬ 县之治本乎令ꎮ”① 在中国传统的行政区划体系下ꎬ 不论历史上政区层级的大势

是二级制、 三级制乃至元代五级制ꎬ 县级政区作为基层区划的地位未变ꎬ 并始终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

挥着基础性作用ꎮ 至清代ꎬ 内地推行省制管辖下的府厅州县制ꎬ 包括吉林在内ꎬ 边疆地区的治理体制

呈现出不断向内地靠拢划一的趋势ꎮ 光绪年间ꎬ 伊犁、 盛京、 吉林、 黑龙江四将军辖地分别改制为新

疆省、 奉天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ꎬ 省下新置的诸多县级政区在加强北部边疆治理、 奠定大一统疆域

的历史进程中可谓贡献卓著ꎮ 东北地区大规模开发于古今之变的时代大潮中ꎬ 清廷在地方治理过程

中ꎬ 不仅借鉴了内地成熟体制ꎬ 而且因地制宜地进行制度创新ꎮ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ꎬ 吉林省四兵备道

设置完备ꎬ 自此全省府厅州县的事务均经道承转上达于省ꎮ② 在清末大量移民涌入、 增置府厅州县、
边务庶务繁杂的情形下ꎬ 吉林通过设置 “道” 来集中办理事务以及实现县下保甲组织的快速政区化ꎬ
寻求到了一条基层地方治理的出路ꎮ

笔者认为ꎬ 以县级政区为纽带的三级政区体系 (统县政区—县级政区—县下政区) 及其相应的

政府或自治组织ꎬ 都是 “县制” 研究的组成部分ꎮ 县、 散厅、 散州三种形式的县级政区ꎬ 清末吉林

省已兼而有之ꎮ 但与其他诸省皆不同的是ꎬ 清末吉林省的政区秩序逐渐向 “府县平级” 推进ꎬ 州县

不归府辖ꎬ 达到了 “州县直辖于督抚” 的效果ꎮ 由于吉林政区层级的特殊性ꎬ 认识县级政区 (统县

政区) 本身及其与县下政区的纵向关联ꎬ 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吉林县下地域的开发与政区设置模式ꎬ
主要源于关内传统而成熟的制度体系ꎬ 同时又不得不适应东北的区域特征与清末剧变的局势ꎬ 如农安

县ꎬ 还可能在处理基层民事、 军务之间进行调试ꎬ 快速奠定了晚近以来县域的空间发展形态ꎬ 并对迅

猛增长的人口进行了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ꎮ③

本文立足于历史地理学视角ꎬ 尝试践行 “舆图也是史料”④ 的新理念ꎬ 依托德藏 «农安全图»ꎬ
探索小尺度区域的空间进程ꎮ 虽然 «农安全图» 的绘制并不规范ꎬ 甚至带有一定随意性ꎬ 但直观展

现了清末农安县下政区交错与集聚的空间形态特征ꎬ 具有强烈的实用价值ꎮ 时至光绪中后期ꎬ 其绘图

理念和水平可谓落后ꎬ 在地图学史上的价值也许有限ꎬ 但其史料信息十分丰富ꎮ 结合其他舆图与文字

史料进行综合研究ꎬ 可为理解清代地方治理与基层变革提供路径ꎮ 随着更多类似的小区域、 小尺度舆

图的发现与整理ꎬ 县下政区地理研究将获得更多的阐释空间ꎮ

责任编辑: 于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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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贺长龄编: «清经世文编» 卷 ２３ «张望乡治»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２年ꎬ 第 ５９２页ꎮ
参见 «吉林巡抚陈昭常奏为拟将滨江西路二道缺改设西北西南两路兵备道折»ꎬ 宣统元年八月初五日ꎬ 载王普文、 潘景龙、

李贵忠主编: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吉林军事»ꎬ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年ꎬ 第 ５５－５６页ꎮ
据 «吉林省全图» 所附 «吉林省府厅州县户口统计表»ꎬ １９１２年农安县人户总数已达 ３８ ３９６、 人口总数已达 ４３１ ９９９ꎬ 仅次

于吉林府、 长春府、 榆树厅ꎬ 居第四位ꎮ 缪学贤、 戴修鹏编绘: «吉林省全图»ꎬ 吉林民政司署ꎬ １９１２年ꎬ 第 ４０页ꎮ
华林甫: «德国庋藏晚清吉林舆图的初步考释»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７年第 ４期ꎮ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１７ＺＤＡ０９)ꎻ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２０ｗｋｐｙ３２)ꎮ
作者简介: 陈冰ꎬ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珠海) 博士后、 助理研究员ꎬ 研究方向: 历史政治地理ꎮ
　 　 ①　 华林甫教授于 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１６日在 “新时代的历史地理学暨东北历史地理研究———２０１６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 作大

会报告发言时公布ꎮ 参见华林甫: «德国庋藏晚清吉林舆图的初步考释———德藏晚清吉林舆图研究之一»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７ 年

第 ４期ꎮ
　 　 ②　 文中所引档案史料常用 “吉省” “江省” 这一简称ꎬ 代指 １９０７年正式建省前后的吉林将军辖区、 黑龙江将军辖区ꎬ 吉林省、
黑龙江省ꎬ 为行文简洁ꎬ 下文均简称 “吉省” “江省”ꎮ
　 　 ③ 　 图上所写 “盘石县” 当为光绪二十八年所置 “磐石县”ꎬ 下句引用 «清实录» 也写作 “盘石县”ꎮ
　 　 ④ 　 «清德宗实录» 卷 ５０５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癸酉” 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５年ꎬ 第 ６７４页ꎮ

清末吉江两省在江北
五站地区的边界纠纷及其解决

———德藏晚清吉林舆图研究之四

陈　 冰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 (珠海)ꎬ 广东 珠海 ５１９０８２)

　 　 摘要: 清中期ꎬ 吉林在松花江北岸的黑龙江辖区有一条狭长的属地ꎬ 并置有 ５个驿站ꎮ 文章对江北五

站地区吉江两省边界纠纷及其解决过程进行了梳理ꎮ 吉江两省原以松花江为界ꎬ 乾隆朝吉林借松花江北岸

黑龙江辖地设置 ５个驿站ꎬ 设立 １２ 座分界封堆ꎮ 光绪初年ꎬ 随着吉林在江北五站放垦ꎬ 开发区域逐渐越

界ꎬ 江省一再要求勘分界址ꎬ 光绪九年新修 １７座封堆ꎮ 光绪朝后期ꎬ 随着江省在松花江北岸的开发ꎬ 开始

要求吉林归还所借之地ꎮ 经东三省总督出面进行的行政区划调整ꎬ 使得吉江两省仍以松花江为界ꎮ 江北五

站地区的边界纠纷过程及其解决ꎬ 体现了政府职能 “控制—治理” 模式的转变ꎮ
关键词: 江北五站ꎻ 省界纠纷ꎻ 松花江ꎻ 水域界线ꎻ 封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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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所藏 １８ 幅晚清吉林省舆地图① 中ꎬ 两幅编号为

“Ｈｓ Ｏｒ ７４８” ( «吉林俄韩交界形势险要舆图» ) 和 “Ｈｓ Ｏｒ ７５３” ( « ‹钦差与俄国分界图› 另画存

档备查图» ) 的舆图显示ꎬ 三姓城越过松花江ꎬ 在江北岸有一条狭长的属地ꎬ 并置有驿站ꎬ 界线处

分别写有 “黑龙江界” “吉江两省分界封堆” 等字样ꎮ②
«吉林俄韩交界形势险要舆图» 中的政区已有 “延吉厅、 绥芬厅、 盘石县、 长寿县” ③ꎬ 宾州已

改直隶厅ꎬ 以上政区的设置均在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ꎮ④ 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ꎬ 伯都讷厅已升为

新城府ꎬ 三姓城已改依兰府并设大通、 汤原二县ꎬ 图中依然标示的是伯都讷厅和三姓城ꎮ 因此ꎬ 此图

反映的是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 (１９０２—１９０６) 之间的情况ꎮ 图上三姓城跨松花江在北岸有一狭

长属地ꎬ 自东向西分别写有 “妙葛山站” “鄂勒果木索站” “蒙古尔库站” “富拉浑站” 和 “佛斯亨

站”ꎬ 并绘有驿路ꎮ
« ‹钦差与俄国分界图› 另画存档备查图» 则反映了咸丰年间的情况ꎮ 吉林在松花江北岸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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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ꎬ 自东向西有 “妙嘎山站” “鄂勒果木索站” “崇古尔库站” “富勒珲站” 和 “仸斯亨站”ꎬ 最西

侧的 “色勒仸特库站” 为绘图错误ꎬ 该驿站为黑龙江巴彦苏苏所辖ꎬ 应在黑龙江辖区ꎮ 两省分界处

有 “吉江两省分界封堆” 字样ꎬ 示意性绘出吉江两省界线ꎮ
查诸史料ꎬ 该地域清代有吉林向黑龙江借地所置的五个驿站ꎬ 自东向西分别为妙噶山、 鄂勒国木

索、 崇古尔库、 富拉珲、 佛思亨ꎬ 又被称为头站、 二站、 三站、 四站、 五站ꎮ① 因两省以松花江为

界ꎬ 而驿站在松花江北岸ꎬ 因此又被称为 “江北五站”ꎮ 其地域范围在今天黑龙江省依兰、 通河、 木

兰三县ꎮ②
对这一区域进行历史研究的成果不多ꎮ 姜艳芳对大通设县及改隶黑龙江省的过程进行了复原ꎬ 关

键步骤如五站的设立、 光绪年间的放荒、 地方设县、 改隶黑龙江省等ꎬ 叙述清晰ꎮ③ 该文发表较早ꎬ
囿于当时能见到的清代档案和舆图十分有限ꎬ 相关历史细节不够清晰ꎮ 王建军、 廖怀志对五站的里

程、 位置、 管理、 今地所在进行了介绍ꎮ④ 刘文鹏 «清代驿站考» 一书也有所提及ꎮ⑤ 近年来ꎬ 吉林

荒务档案、 东北边疆档案等史料陆续出版ꎬ 加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ꎬ 特别是古地图的明确

指位ꎬ 江北五站的两省边界争议过程得以窥其全豹ꎮ
本文通过梳理清代档案史料ꎬ 还原出吉江两省有关松花江北岸五站地区归属的变迁过程ꎬ 详述吉江

两省多次勘修封堆、 界址争议及其问题解决ꎬ 阐释 “山川形便” 原则在高层政区划界中的作用ꎬ 揭示地

域开发与行政区划建置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ꎬ 印证了政府职能 “控制—治理” 的模式转变ꎮ 同时ꎬ 希望

为黑龙江省的考古研究提供新的思路ꎬ 为部分县域的历史界限纠纷的解决提供一定的依据ꎮ

一、 便于控御: 吉林跨江之地的形成

　 　 周振鹤曾撰文指出ꎬ 我国行政区域划界基本遵循 “山川形便” 与 “犬牙相入” 的原则ꎮ⑥ 松花

江造成地域阻隔ꎬ 成为吉江两将军辖区分界管理的天然界线ꎬ 这便是 “山川形便” 原则的体现ꎮ 但

清初封育东北龙兴之地ꎬ 禁止民人到柳条边外开荒谋生ꎬ 沿松花江两岸少有人烟ꎬ 地域开发仅限个别

城镇ꎮ 因无民可管、 无地收租ꎬ 此时的界线ꎬ 并非施政理民的行政管理界线ꎬ 而主要是划清缉捕治安

等准军事职能的控御型界线ꎮ 此时的松花江两岸未设州县行政ꎬ 而以将军辖区管理ꎬ 体现了中央政府

对此地仅作控御而不理民的用意ꎮ
１ 跨江借地安设驿站

乾隆二十七年 (１７６０)ꎬ 因三姓至阿勒楚喀递送公文不便ꎬ 吉林于松花江北岸向黑龙江借地安设

佛斯亨、 富拉珲、 崇古尔库、 鄂尔国木索、 妙噶山五个驿站ꎮ⑦ 并于佛斯亨站及妙嘎山站两处安设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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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文涉及的地名、 人名ꎬ 起初多为满语ꎬ 在奏折档案中常有音似形近的其他写法ꎮ 具体如下ꎬ 妙嘎山ꎬ 又作妙噶山、
妙噶珊、 庙嘎山、 庙噶山、 庙噶珊、 妙葛山、 庙屯ꎻ 鄂勒国木索ꎬ 又作额勒国木索、 鄂勒国穆所、 鄂勒果木索、 鄂勒霍莫索、 鄂尔

国木索、 鄂尔多穆逊ꎻ 崇古尔库ꎬ 又作蒙古尔库ꎻ 富拉珲ꎬ 又作富拉浑、 富勒珲、 富勒浑、 富尔珲ꎻ 佛斯亨ꎬ 又作佛斯和恩、 佛思

亨、 仸斯亨ꎻ 汤旺河ꎬ 又作汤汪河、 汤王河、 吞河、 屯河ꎻ 西伯河ꎬ 又作西北河、 锡伯河ꎻ 布雅密河ꎬ 又作卜雅密河、 卜雅蜜河、
布雅蜜河、 白杨木河、 巴彦木河ꎻ 玛瑯河ꎬ 又作玛琅河、 玛浪河、 蚂蜒河ꎻ 萨林河ꎬ 又作沙凌河ꎻ 大古洞河ꎬ 又作大古峒河ꎻ 乌那

浑河ꎬ 又作乌拉珲河、 乌拉吽河、 武拿珲河ꎻ 固木讷城ꎬ 又作古木讷城ꎻ 色和里哈达ꎬ 又作色和哩哈达ꎻ 红石砬子沟ꎬ 又作红石腊

子沟ꎻ 铧子山ꎬ 又作桦子山ꎻ 倭克津泰ꎬ 又作倭克津太、 倭克金泰ꎻ 德常阿ꎬ 又作德昌阿ꎮ
妙噶山站在今依兰县迎兰朝鲜族乡迎兰村ꎬ 鄂勒国木索站在今通河县清河镇二站村ꎬ 崇古尔库站在今通河县三站乡老站村ꎬ

富拉珲站在今通河县富林镇四站村ꎬ 佛思亨站在今木兰县五站乡五站村ꎮ
姜艳芳: «通河设县的几个问题»ꎬ «北方文物» １９９９年第 １期ꎮ
王建军、 廖怀志: «清代三姓驿站»ꎬ «黑龙江史志» ２００７年第 １２期ꎮ
刘文鹏: «清代驿站考»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年ꎬ 第 ６４７－６４９页ꎮ
周振鹤: «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 历史上行政区域划界的两大原则» (上、 下)ꎬ «中国方域———行政区划与地名» １９９５ 年

第 ５－６期ꎮ
李桂林: 光绪 «吉林通志» 卷 ５７ «武备志八驿站»ꎬ 光绪十七年刻本ꎬ 第 １４页 ａ、 第 １４页 ｂꎮ



船ꎬ 拨给水手ꎮ①

吉省之所以需要跨江建立交通线ꎬ 是因为江南岸山多、 泽深ꎬ 不便通行ꎮ 江省之所以借地给吉

省ꎬ 是因为此地没有人烟、 尚未开发ꎬ 实属荒地ꎬ 借予吉省ꎬ 可减轻部分守土之责ꎬ 节省下维持当地

治安的成本ꎮ
２ 拨西丹兵驻守驿站

吉林跨江借地打通交通线ꎬ 安设驿站后ꎬ 又为维持治安挑选西丹兵驻守ꎬ 加强当地治安控御ꎮ 乾

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ꎬ 吉林将军都尔嘉因三姓地方八旗十五佐领所管西丹甚少ꎬ 治安管理不便ꎬ 请从

吉林伯都讷、 阿勒楚喀、 乌拉等处有家眷的西丹内ꎬ 挑选 ３００ 名划拨给三姓ꎮ 因三姓城周边皆为山

河ꎬ 土地狭窄稀少ꎬ 获准时ꎬ 为照顾西丹兵生计ꎬ 将这批西丹兵安顿至江北五站地方ꎬ 在原有省界基

础上ꎬ 向北拓展数里ꎬ 以作盖房开地之用ꎮ②

同时ꎬ 两省第一次在江北五站地区划定界限ꎬ 设立封堆 １２座ꎮ 这 １２座封堆虽然是第一次明确分

界的界线ꎬ 但到了光绪九年再勘界时ꎬ 仅剩妙噶山站附近的固木讷城封堆有迹可循ꎬ 其他 １１ 座封堆

均已不知所在ꎮ 对此ꎬ 吉林方面认为ꎬ 该封堆界线与松花江北岸之间ꎬ 南北宽三四十里ꎮ③ 但黑龙江

方面认为ꎬ 封堆界线在松花江北岸以北二三十里ꎮ④ 第一次划界的封堆界线与松花江里数问题ꎬ 是日

后吉江两省边界纠纷的起点ꎮ

二、 治理需要: 放荒所致界址纠纷

　 　 清末边疆危机ꎬ 为实边固边ꎬ 清政府逐渐开放东北的封禁地域ꎮ 民人或合法ꎬ 或非法地涌入东

北ꎬ 垦荒地域由南向北逐步推进ꎮ 在区位上ꎬ 吉林在黑龙江之南ꎬ 民人聚集、 土地私垦更早ꎬ 因此ꎬ
松花江南岸的吉林先于北岸奉旨放荒ꎮ 随着吉林在江北五站地区的放荒ꎬ 两省原有分界封堆大多磨灭

消失ꎬ 省界逐渐向北拓展ꎬ 省界纠纷开始产生ꎮ 即便是界线内的五站地区ꎬ 放荒过程中站丁、 旗人、
民人也多有纠纷ꎮ 吉省五站地区地面、 吉江两省界址纠纷ꎬ 都需要官府的行政介入ꎮ 政府职能出现了

从控御地方到有治理需求的转变ꎮ
１ 吉林放荒纠纷之始

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ꎬ 三姓副都统衙门为查清流民私垦情况ꎬ 派出查荒佐领阿察奔ꎬ 报告中提及江

北五站的地域范围ꎬ 北距江省界线三五十里不等ꎮ⑤

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ꎬ 江北五站开始放荒ꎮ⑥ 四月二十六日ꎬ 户部议准ꎬ 将三姓封堆内围垦荒地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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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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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林: 光绪 «吉林通志» 卷 ５６ «武备志七船舰»ꎬ 光绪十七年刻本ꎬ 第 ４页 ａ、 ｂꎮ
«督理吉林将军延茂等为查覆松花江北佛斯亨五站归江省勘放管辖与成案不符事给黑龙江将军衙门咨文»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２５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４８５页ꎮ 此片咨文中称乾隆五十二年ꎬ 但参考其他档案史料ꎬ 大多认为是乾隆五十三年ꎬ 五十二年应为动议

时间ꎮ
吉林荒务档案第 ０１０４件 «为查勘五站地亩并无越界侵占之处事给吉林将军禀文»ꎬ 载吉林省档案馆编: «吉林省档案馆藏清

代档案史料选编» 第 ２３册ꎬ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３０７页ꎮ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会勘吉黑两省界址以清疆界事给呼兰副都统衙门咨文»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

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２５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８９页ꎮ
吉林荒务档案第 ００５４件 «为三姓副都统遵饬派员往查所属并无流民私垦匿报地亩事给文案处移文»ꎬ 载吉林省档案馆编:

«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 第 ２３册ꎬ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１０６页ꎮ
其后的档案中提及此事ꎬ 均言为光绪六年ꎮ 如 «督理吉林将军延茂等为查覆松花江北佛斯亨五站归江省勘放管辖与成案不符事

给黑龙江将军衙门咨文»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
民国) » 第 １２５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４８５页ꎻ «吉林将军衙门为奏遵查边荒拟先接放三姓五站余荒片奉旨允准

事给黑龙江将军衙门咨文 (附原片) »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

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２６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９６页ꎮ 笔者推测ꎬ 光绪六年当为吉林将军动议、 奏请的时

间ꎮ 有档案明确记载的江北五站拨给随缺地ꎬ 要到光绪七年ꎮ



为官兵随缺地亩ꎮ① 八月二十三日ꎬ 勘放三姓荒地委员汪维城建议ꎬ 可先在只有一百余户的五站放

荒ꎬ 嗣后再在江南放荒ꎮ② 十一月初十日ꎬ 佛斯亨等站街基准备招商ꎮ③ 十二月初四日ꎬ 清查佛斯亨

站丁民户口成熟地亩ꎬ 吉省声称吉江分界的北山不是封禁山场ꎬ 准许五站丁民越界樵采ꎮ④

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 五月ꎬ 就汪维城所请将二站以东之地拨给三姓旗丁地亩一事ꎬ 钦差督办宁古

塔等处事宜吴大澂咨复ꎬ “三姓五站地方ꎬ 本系奏明招垦之地ꎬ 现既查明早年八旗兵丁均以务农为

业ꎬ 所有封堆以内之地ꎬ 俱经自行耕种拟自二站之大、 小古洞等处东至汤王河百余里内ꎬ 逐段相

招ꎬ 留四放六”⑤ꎮ 同月ꎬ 汪维城又报ꎬ 五站 (佛思亨站) 三月十一日开始丈量ꎬ 五月十六日竣工ꎬ
三站 (崇古尔库站) 荒地竣工后再报ꎬ 因蚊蠓太盛ꎬ 牵绳履亩不便ꎬ 只能等八月初再开工ꎮ⑥ 十月ꎬ
汪维城、 佐领英麟禀报丈荒停绳日期ꎬ 四站地势低洼ꎬ 沿江均为草甸ꎬ 不能垦荒ꎬ 十月初十日丈量完

毕ꎬ 因天雪地冻ꎬ 无法继续行绳丈量ꎬ 已于十五日停工ꎬ 明年春天再行勘丈ꎮ⑦

十一月ꎬ 汪维城就五站放荒有无越界一事给吉林将军禀文ꎬ 先转引江省呼兰副都统派往勘查三

姓、 呼兰交界之佐领乌善之言ꎬ 称佛思亨站已设局招民开垦ꎬ 放荒两万余晌ꎬ 富拉珲站正在放荒ꎬ 崇

古尔库站已有民人自行踩占、 设立封堆ꎬ 已经越过借站界线ꎬ 而且所贴告示中只写了奏准放垦三姓松

花江以南地方ꎬ 没有写明江北五站地域ꎬ 又言由色和里哈达至固木讷城与三姓交界封堆均已坍塌ꎮ
汪维城作回应说ꎬ 各站的界限都有封堆为准ꎬ 虽然日久坍塌ꎬ 但旧址仍在ꎬ 各站的地图和图说记

载明确ꎬ 放荒都在界内ꎮ 况且ꎬ 崇古尔库站北以桦子山为界ꎬ 不至于越山放垦ꎮ
汪维城反诉道ꎬ 光绪二年 (１８７７)、 七年 (１８８１)ꎬ 江省巴彦苏苏荒地局曾越过卜雅蜜河借佛思

亨站地放荒 ２１方ꎬ 已经成为熟地ꎬ 奉纳地租ꎬ 既成事实难以改变ꎬ 只能单独订立界线ꎬ 不仅如此ꎬ
当年夏秋时ꎬ 江省的兵丁又越河骚扰佛思亨站放荒的新荒地屯民ꎮ⑧

２ 勘明界限重整封堆

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五月二十日ꎬ 黑龙江将军文绪指令呼兰副都统派员与吉林重整封堆ꎬ 同时知

会吉省ꎮ⑨ 在黑龙江方面的要求下ꎬ 吉江两省开始第二次勘界立堆ꎮ
佐领乌善带早年地图到交界地带勘查ꎬ 除固木讷城封堆还有形迹外ꎬ 其余 １１ 个封堆毫无踪影ꎮ

周边探访ꎬ 均称年久坍塌ꎬ 无人知晓ꎮ 根据大概山场地名ꎬ 比照地图ꎬ 对应地形ꎬ 感觉已经越过借地

２２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舆地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奏为遵奉部咨派员会勘三姓请拨随缺官地界址不敷分拨另由城东封堆外接界闲荒补足事»ꎬ 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八日ꎬ 朱批

奏折档号 ０４－０１－２２－００６３－０４５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ꎮ
«吉林将军衙门为三姓东南荒地承领无户可否先行开放五站荒地事咨稿»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

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１８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２２１页ꎮ
«吉林将军衙门为佛斯亨等站街基是否由站官招商抑由委员汪倅招商事咨稿»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１８ 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２３２页ꎮ
«吉林将军衙门为放荒委员汪倅等清查佛斯亨站丁民户口成熟地亩事咨稿»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

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１８ 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２４１页ꎮ

吉林荒务档案第 ００８７件 «为拟拨三姓旗丁地亩并休整桥梁一案查明妥议章程事给勘放三姓荒地委员汪维城札稿»ꎬ 载吉林

省档案馆编: «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 第 ２３册ꎬ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２５６页ꎮ
吉林荒务档案第 ００８８件 «为三站荒地蚊蠓太盛拟八月再行勘丈事给钦差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吴大澂咨稿»ꎬ 载吉林省档案

馆编: «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 第 ２３册ꎬ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２５９页ꎮ
吉林荒务档案第 ０１０１件 «为三姓放荒委员禀报停绳日期及应设分局请拨护兵事给钦差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吴大澂咨稿»ꎬ

载吉林省档案馆编: «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 第 ２３册ꎬ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２９７页ꎮ
吉林荒务档案第 ０１０４件 «为查勘五站地亩并无越界侵占之处事给吉林将军禀文»ꎬ 载吉林省档案馆编: «吉林省档案馆藏清

代档案史料选编» 第 ２３册ꎬ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３０７页ꎮ
«吉林将军衙门为饬员前往佛斯亨站等处会勘界限事给黑龙江将军文绪咨文»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２４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４４３
页ꎮ 按: «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 光绪八年至十五年»ꎬ 也收录了这纸档案ꎬ 但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为影印出版ꎬ «清代黑龙江

历史档案选编» 是铅印手抄本ꎬ 后者在档案中误将原档中的 “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写作 “光绪九年六月二十八日”ꎮ



边界ꎬ 但没有封堆作为确凿证据ꎮ 呼兰副都统衙门认为ꎬ 吉林方面正在放荒招垦ꎬ 旧有封堆不在ꎬ 界

址混乱之时ꎬ 吉省必将狡辩拖延ꎬ 如果不派出职品较大的官员ꎬ 难见成效ꎮ 于是ꎬ 请黑龙江将军衙门

派协领一员来办理勘界事务ꎮ 黑龙江将军衙门派佐领乌尔乡额前往勘界 (后实际委派协领德常阿)ꎮ
吉林则派勘放三姓荒地委员陈麟玺前往ꎮ①

十一月十一日ꎬ 协领德常阿给呼兰副都统咨呈ꎬ 以及十二月初九日吉林将军希元给黑龙江将军衙

门咨文两纸档案书明ꎬ 德常阿八月二十日起程ꎬ 与乌善到佛斯亨站后ꎬ 吉林委员陈麟玺在省城公干ꎮ
德常阿等候半月有余ꎬ 九月十四日ꎬ 陈麟玺方才启程ꎬ 恰逢吴大澂调陈麟玺回行辕ꎮ 陈麟玺将局务移

交佐领英麟ꎬ 与襄理委员徐家樾赶赴吴大澂处ꎮ 因两省疆界事重ꎬ 英麟未奉吉省明文指示ꎬ 不敢擅

专ꎻ 加之ꎬ 此次分界地段四百里ꎬ 勘界筑堆需 ２０ 余日ꎬ 英麟身负局务重任ꎬ 不能脱身ꎻ 且三姓城附

近汤汪河等处界址ꎬ 因地方荒僻ꎬ 需委派熟谙界址人员帮同ꎮ 故报经三姓副都统ꎬ 改派该城佐领顺

霖ꎬ 并由三姓放荒行局派出吉林放荒弓绳委员庆喜一并与江省委员德常阿、 乌善会勘界限ꎮ
此次会勘界限分为三段ꎮ 自东向西ꎬ 第一段自汤旺河西岸固木讷城到大古洞山ꎬ 有封堆 ７座ꎻ 第

二段自大古洞山到乌那浑河ꎬ 有封堆 ２座ꎻ 第三段自乌那浑河到布雅密河ꎬ 有封堆 ８座ꎮ 具体情形如

表 １所示ꎮ

表 １　 光绪九年吉江两省勘定界限筑立封堆情形

三段封堆 起讫及所属驿站 具体位置 勘界官员

东段七座 汤旺河至大古洞河ꎻ 妙噶山站

固木讷城

克勒奇屯北、 豁洛河前、 公明博特赫山

永聚屯北山

四块石山前

红石腊子沟里石厂山

小古洞

大古洞

吉省顺霖、 庆喜ꎻ
江省德常阿、 乌善

中段两座 大古洞山至乌那浑河ꎻ 鄂勒国木索站
二荒顶子、 江省呼为塔斯哈山

二道关门嘴子、 江省呼为色和里哈达

吉省顺霖、 庆喜ꎻ
江省德常阿、 乌善

西段八座
乌那浑河至布雅密河ꎻ 崇古尔库站、 富

拉珲站、 佛斯亨站

大通河东、 小鸡冠顶子南阳

崇古尔库站北、 玛琅河沿

铧子山前阳

富拉珲站北山脚

沙河左岸、 小横头河沿

佛斯亨站东北、 张家岗后、 二道河河子

佛斯亨站西北山脚

佛斯亨站西、 布雅密河东

吉省英麟ꎻ
江省德常阿、 乌善

　 　 资料来源: «奉派勘办佛斯亨站等处接界事宜德常阿为遵札会同勘明界限重整封堆等事给呼兰副都统衙门咨呈»
«吉林将军希元为商定日期续勘两省边界修筑封堆而清疆圉事给黑龙江将军衙门咨文»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２４册ꎬ 桂林: 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４５２、 ４５７页ꎮ

　 　 东段及中段勘界ꎬ 江省称该两段封堆均已坍塌失考ꎬ ９座封堆均为重筑ꎻ 吉省称东段 ７ 座封堆在

原址重修筑高ꎬ 中段 ２座封堆系重筑ꎮ
西段勘界ꎬ 吉省仅言天寒地冻ꎬ 不能修筑封堆ꎬ 只得挂牌存记ꎬ 待明年春融ꎬ 再行修筑封堆ꎻ 江

３２１清末吉江两省在江北五站地区的边界纠纷及其解决

① «吉林将军衙门为饬员前往佛斯亨站等处会勘界限事给黑龙江将军文绪咨文»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２４ 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４４３页ꎮ



省称立封堆 ８座ꎬ 其中崇古尔库站、 佛斯亨站各以展占之界修筑封堆 １座ꎮ
会同勘界后ꎬ 两省参与官员各自汇报时ꎬ 江省德常阿已经注意到吉省展占边界的情形ꎬ 并采取了

容忍的态度ꎮ 为防止江省利益继续受损ꎬ 着呼兰派去坐卡之官关喜住守巡查ꎬ 并建议以后按三年为

期ꎬ 三姓出派官员会同呼兰官员ꎬ 重修封堆ꎬ 以清界限ꎮ 吉省则认为乌那浑河以东已由顺霖等筑立封

堆界限清楚ꎬ 乌那浑河以西已由英麟与江省分清边界ꎬ 只待明年春融ꎬ 或三姓按挂牌处修筑封堆ꎬ 或

会同江省修筑封堆ꎮ
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 闰五月二十七日ꎬ 英麟报称ꎬ “按客岁会勘ꎬ 由卜雅密河起ꎬ 直至大古洞河小

鸡冠顶子挂牌为记ꎬ 共修筑封堆八处ꎮ 初九日前往各处修筑完竣”①ꎮ 自此ꎬ 吉江两省第二次勘界筑

堆完毕ꎬ 因第一次定界的 １２座封堆大多难觅踪迹ꎬ 此次修筑的 １７座封堆ꎬ 第一次明确了吉省三姓江

北五站与江省呼兰接界的界线ꎬ 为此后第三次勘界奠定了基础ꎮ
３ 定期会勘界址封堆

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 六月初十日ꎬ 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向黑龙江将军汇报ꎬ 德常阿于春融布种

之时ꎬ 率额委笔帖式尚福、 当季坐卡官云骑尉丰山ꎬ 核对客岁所设封堆 １７ 处ꎬ 并无越界展占及私行

挪移之处ꎮ②

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 八月十五日ꎬ 吉林勘拨三姓各站地亩委员海兴、 委笔帖式委章京瑞庆ꎬ 请

求于八月节 (中秋节) 后会勘界址ꎮ 八月二十五日ꎬ 呼兰同知依锦布称ꎬ 德常阿去年七月请三姓派

员订期会勘未获答复ꎬ 当年六月二十一日依锦布到任ꎬ 并未交代清楚ꎬ 且需设法堵御贼匪ꎬ 不能脱

身ꎮ 可否等地方安靖ꎬ 再行会勘ꎮ③

吉江两省在江北五站地区的第一阶段边界纠纷ꎬ 因吉省放荒混乱界址而起ꎬ 结束于两省重新会勘

界址、 设立封堆ꎮ 自此以后ꎬ 两省定期会同勘界ꎬ 直到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江省放荒ꎬ 边界纠纷

搁置了十年ꎮ

三、 诉求转变: 从封堆位置到土地所有权归属

　 　 五站地区因放荒而人口聚集ꎬ 垦荒地亩渐多ꎬ 第二次勘界所立封堆也开始为吉省所改易ꎬ 省界继

续向北扩展ꎮ 随着江省的放荒ꎬ 需要更多的土地ꎬ 五站地区省界的新变化已与江省放荒的利益直接冲

突ꎮ 对几个封堆位置产生的争议ꎬ 体现了随着地域开发程度的逐渐加强ꎬ 界线越来越需要由观念上的

模糊的界限ꎬ 变为实际中有明确走向的界线ꎮ 界址纠纷表明ꎬ 五站地区的地方治理需要更为细致化ꎬ
各利益方对官府明确而有效的行政管理需求更加强烈ꎮ 江省放荒后ꎬ 除了对明确界限封堆有诉求外ꎬ
还因五站地区渐次开发成熟ꎬ 土地租税收入逐渐增多ꎬ 提出了要求吉省归还江北五站地区的要求ꎮ

１ 肯定第二次勘界成果

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闰五月二十一日ꎬ 吉林将军衙门咨文中ꎬ 三姓副都统衙门原派佐领魁凌会勘

界限ꎬ 因其病不能乘骑ꎬ 改派佐领文哲布接办ꎮ 文哲布、 委笔帖式丰升额ꎬ 会同江省佐领额勒珲、 喜勇

额、 额委笔帖式依棉布等ꎬ 会同各站笔帖式、 委官等率乡地人夫ꎬ 并北路查界官惠春率甲长人夫ꎬ 会勘

旧有封堆 １７处ꎮ 勘明原设封堆相距里数ꎬ 整理培修完竣ꎬ 制成抄单ꎮ 笔者改造后ꎬ 如表 ２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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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吉林荒务档案第 ０１３８件 «为吉江两省委员会修封堆完竣事给吉林将军衙门咨文»ꎬ 载吉林省档案馆编: «吉林省档案馆藏清

代档案史料选编» 第 ２３册ꎬ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４９２页ꎮ
«呼兰城副都统倭克津泰为查报兰姓接壤封堆情形请鉴核事给黑龙江将军衙门咨文»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

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２５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５２页ꎮ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会勘吉黑两省界址以清疆界事给呼兰副都统衙门咨文»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

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２５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８９页ꎮ



表 ２　 江北五站属十七座封堆位置及里距

所属驿站 封堆序号 具体位置 距下一封堆里数 南至松花江里数

妙嘎山

一 古木讷城 西去五十里 四十里

二 克勒奇屯北、 豁洛河前、 公明博特赫山 西去四十里 五十三里

三 永聚屯北、 村人呼为石头庙山 西去二十五里 三十里

四 四块石山前、 村人呼为夹信子山 西去三十里 六十五里

五 红石砬子沟里石厂山ꎬ 又名满天星 西去三十里 四十六里

六 小古洞甸心砬子 西去三十一里 四十七里

七 大古洞道士帽子 西去十七里 四十六里

鄂勒国木索
八 二荒顶子即塔斯哈山 西去二十里 四十二里

九 西伯河东、 色和哩哈达ꎬ 即二道关门嘴子 西去六十里 四十一里

崇古尔库
十 大通河东、 鸡冠顶子 西去四十一里 五十三里

十一 玛浪河 西去三十九里 四十六里

富拉珲

十二 铧子山 西去五十五里 五十二里

十三 北山脚、 富拉珲河西岸 西去四十四里 三十五里

十四 沙河左岸、 小横头河沿 西去二十六里 三十四里

佛斯亨

十五 张家岗后、 二道河 西去四十八里 三十三里

十六 北山脚、 村人呼为榆树庙子 西去八里 二十五里

十七 卜雅蜜河东、 村人呼为老纸房 西至卜雅蜜河一里 二十里

　 　 资料来源: «吉林将军衙门为查勘呼兰与三姓接界封堆事咨 (附抄单) »ꎬ 载黑龙江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 光绪朝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ꎬ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
年ꎬ 第 ２２页ꎮ

　 　 此次会勘界限所载信息较为全面ꎬ 既包括各封堆归江北五站何站所属ꎬ 又编制了序号ꎬ 同时列出

各封堆相距里数及南至松花江的里数ꎮ
除此之外ꎬ 封堆的具体位置较之前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的记载有些变化ꎮ 有的更为详细ꎬ 如第四

封堆由 “四块石山前” 细化为 “四块石山前、 村人呼为夹信子山”ꎻ 第六封堆由 “小古洞” 细化为

“小古洞甸心砬子”ꎻ 第七封堆由 “大古洞” 细化为 “大古洞道士帽子”ꎻ 第十三封堆由 “北山脚”
细化为 “北山脚、 富拉珲河西岸”ꎻ 第十六封堆由 “西北山脚” 细化为 “北山脚、 村人呼为榆树庙子

地方”ꎻ 第十七封堆由 “卜雅蜜河东” 细化为 “卜雅蜜河东、 村人呼为老纸房地方”ꎮ
有的简略几字ꎬ 看似变化不大ꎬ 却为接下来封堆位置争议埋下了隐患ꎬ 如第十封堆由 “大通河

东、 小鸡冠顶子南阳” 改为 “大通河东、 鸡冠顶子”ꎻ 第十一封堆由 “崇古尔库站北、 玛琅河沿” 改

为 “玛浪河”ꎻ 第十二封堆由 “铧子山前阳” 改为 “铧子山”ꎮ
这次勘界是对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勘界筑堆成果的肯定ꎮ 同时ꎬ 在封堆所属和相距里数、 距江里

数上进行了确认ꎬ 这也是光绪十年至二十一年 (１８８４—１８９５) 吉江两省江北五站地段边界相对稳定

的客观反映ꎮ
２ 江省越界放荒

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ꎬ 江省巴彦苏苏武营及清丈地亩行局在五站地区ꎬ 拨安苏营屯田 ６００ 户ꎬ
江省言放荒之地虽在封堆以南ꎬ 但未经三姓丁民开种ꎬ 实数闲荒ꎮ 吉省予以反驳ꎬ 言松花江、 卜雅密

河、 汤旺河分别为江北五站的南界、 西界、 东界ꎬ 而封堆只是北界的凭据ꎬ 头站附近除了永宁社外ꎬ
还有旗人杂居ꎬ 均为已开发的熟地ꎬ 封堆以北才是荒原ꎮ①

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 十二月二十二日ꎬ 延茂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阻止江省越界在五站地方放

５２１清末吉江两省在江北五站地区的边界纠纷及其解决

① «吉林将军延茂为查照三姓五站借用江北之地办理意见事咨»ꎬ 载黑龙江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清
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 光绪朝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ꎬ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年ꎬ 第 １３７页ꎮ



荒ꎬ “若将该处封堆以南五站地归江省勘放ꎬ 须归江省管辖ꎬ 似与奏定成案不符ꎮ 且吉林站丁各地ꎬ
若与江省新放民地错处其间ꎬ 又与江省划设旗屯奏案亦未吻合ꎮ 历年既久ꎬ 所有各站丁户日益蕃息ꎬ
庐墓日益增多ꎬ 今若改由江省丈放该处闲荒ꎬ 势必统归江省管辖ꎬ 则是母在江南、 子在江北ꎬ 情形多

有未便ꎮ 若由两省分治ꎬ 恐事多轇轕ꎬ 似又无此政体一旦划分江省管辖ꎬ 窃恐愚民无知ꎬ 妄相传

说ꎬ 闻之彼族ꎬ 未免生心ꎬ 又生枝节”①ꎮ
３ 封堆位置争议

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 春融之际ꎬ 呼兰派防御文哲珲等携带地图、 档案ꎬ 五月十四日起程ꎬ 自

第十七封堆挨次溯查ꎬ 直至鄂勒国木索站ꎮ 期间发觉第十三、 十二、 九封堆或旧址已失ꎬ 或与原案不

符ꎮ 江省派查封堆委员连双、 吉省派查封堆委员佐领贵庆、 三姓派查封堆委员佐领讷苏肯、 云骑尉庆

祥等在文哲珲到鄂勒国木索站之前已经陆续到达ꎬ 四处委员会齐后ꎬ 向东逐一查至固木讷城第一封堆

止ꎮ 又回到第九封堆ꎬ 再行查寻ꎮ 除第九、 十二、 十三封堆存在争议外ꎬ 第五封堆 “红石砬子沟里

石厂山” 细化为 “又名满天星”ꎬ 其余十三封堆与旧图无异ꎮ②
第九封堆的位置ꎬ 光绪九年记载为 “西伯河东、 二道关门嘴子ꎬ 江省呼为色和里哈达”ꎬ 光绪二

十一年 (１８９５) 记载为 “西伯河东、 色和哩哈达ꎬ 即二道关门嘴子”ꎮ 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 会勘

时ꎬ 吉省称二道关门嘴子找不到封堆ꎬ 在三道关门嘴子找到一个小封堆ꎬ 但和早年地图不符ꎬ 吉江共

商移筑原地ꎮ 江省称二道关门嘴子找不到封堆ꎬ 当地丁民称北面的三道关门嘴子有一座ꎬ 吉省委员打

算培修那个封堆作为原有封堆ꎬ 江省委员认为明显与旧案不符ꎬ 吉省共商仍在原地修补ꎮ
第十二封堆的位置ꎬ 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记载为 “铧子山前阳”ꎬ 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记载为

“铧子山”ꎮ 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 会勘时ꎬ 吉省称江省委员引用 “古训形家方俗” 各说ꎬ 非说 “铧
子山前阳” 就一定在山南平地上ꎬ 又说平地上水少草深ꎬ 难觅踪迹ꎬ 询问丁民ꎬ 又欲言又止ꎮ 吉省

称ꎬ 乾隆年间筑立封堆ꎬ 多是旗人官员办理ꎬ 分界地名应用 “满洲国语”ꎬ 江省委员以汉文地名训

诂、 解释ꎬ 肯定有误ꎮ 江省称现有封堆是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新筑的ꎬ 原来的封堆应在山南平地ꎬ 但

草深找不到ꎮ 询问丁民ꎬ 领委员们到铧子山东面ꎬ 翻山三四重ꎬ 过河一道ꎬ 又向北二十多里后ꎬ 没有

路ꎬ 攀石援藤才到了一个人迹不至之处ꎬ 有一个高不及一尺的小土堆ꎮ
第十三封堆的位置ꎬ 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记载为 “富拉浑站北山脚”ꎬ 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记载

为 “北山脚、 富拉珲河西岸”ꎮ 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 会勘时ꎬ 吉林称在曹家岗见到封堆一座ꎬ 但与

地图、 档案所载里数相差太多ꎬ 当地丁民言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勘界时找不到原有封堆ꎬ 江省方面私

筑此堆ꎮ 搜索多日ꎬ 在北山脚、 富拉珲河西岸小林中ꎬ 找到一座封堆ꎬ 虽然基址不大ꎬ 但符合记载ꎬ
因位于林中ꎬ 不便寻觅ꎬ 吉江共商将封堆移于半里外的高阜之处ꎮ 江省称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江省修

筑的这座封堆ꎬ 地图图说记载在富拉珲站东、 富拉珲河西ꎬ 头道河、 小河子两河中间ꎮ 现在查出两座

封堆ꎬ 一个在富拉珲站东北、 头道河西岸ꎬ 另一个在富拉珲河山里ꎬ 吉林认为的封堆在驿站以北二十

多里ꎬ 翻山三重ꎬ 再越山而西ꎬ 深谷丛林中有一土堆ꎬ 上面尚未长草ꎮ 这两个封堆与记载均不相符ꎮ
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两省立封堆的界牌在曹家岗屯一户曹姓居民家中ꎬ 经两省委员查验属实ꎮ

最后ꎬ 在每堆外各悬木牌一面ꎬ 内埋砖志一块ꎬ 绘具草图各一纸ꎮ 又会商木牌、 砖块非经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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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督理吉林将军延茂等为查覆松花江北佛斯亨五站归江省勘放管辖与成案不符事给黑龙江将军衙门咨文»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２５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４８５页ꎮ
此次会勘界址过程见于以下档案: «吉林将军衙门为将吉江界限会同勘请拟在各封堆改置石牌事咨稿»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９８ 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１７页ꎻ «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为遵札派员查明三姓呼兰界址并无私自越界偷占开垦等事给黑龙江将军衙门咨文»
«督理吉林将军延茂等为查覆松花江北佛斯亨五站归江省勘放管辖与成案不符事给黑龙江将军衙门咨文»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２５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４７５、 ４８５页ꎮ



物ꎬ 每堆应购置石牌一面ꎬ 上刻 “吉江界限” 四字ꎬ 明春树立ꎮ 定于每岁秋后重修一次ꎬ 仍循例三

年为期ꎬ 由呼兰、 三姓各委员勘验一次ꎮ
４ 江省要求归还五站地区

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 七月二十六日ꎬ 吉林将军衙门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ꎬ 三姓城滨江ꎬ 不利

防守ꎬ 之所以借松花江北岸设置五个驿站ꎬ 不仅是为了通文报ꎬ 更在于与三姓城唇齿相依ꎬ 且佛思亨

站与阿勒楚喀隔江斜峙ꎬ 又能保障阿城ꎬ 所以乾隆年间的决策是用意深远的ꎬ 但这几十年来两省纠结

于封堆界址的位置ꎬ 实在有负前人规划ꎮ 现在的任务应该是将江北五站大力发展、 连成一片ꎬ 这样既

可以防盗贼ꎬ 节省兵力ꎬ 还可以沿江防卫ꎬ 强化治安ꎮ①
十一月十七日ꎬ 黑龙江将军恩泽、 齐齐哈尔副都统萨保奏请以松花江为界ꎬ 声称光绪年间吉林放

垦时拨给驿站官丁的随缺地是有定额的ꎬ 并不是江北五站所有地方都是三姓的地ꎮ 江省需要强调

三点:
其一ꎬ 设站时封堆离松花江只有二十多里ꎬ 但近些年的查勘ꎬ 只有老纸房一处离江二十里ꎬ 其他

的三十、 四十、 五六十里不等ꎬ 封堆挪移显而易见ꎬ 界址北面已经到山脚下了ꎬ 江省通往东面属地的

道路都被截断了ꎮ
其二ꎬ 吉江两省都是奉旨招垦ꎬ 现在汤旺河西岸、 妙噶山站附近ꎬ 还有很多没有开垦的闲荒ꎬ 国

家正是兴疆实边之时ꎬ 不能只由吉林管理两省放垦之地ꎮ
其三ꎬ 江省的属地现在被江北五站隔断ꎬ 周边商民都逃到五站地区避税ꎬ 江省以后开发成熟ꎬ 改

置政区ꎬ 行政事务必然要受到江北五站的掣肘ꎮ
总之ꎬ 以前江省未开发五站以东地区ꎬ 所以听任吉省放垦ꎬ 现在江省也开荒征税ꎬ 两省还是以松

花江为界ꎬ 吉林站丁的随缺地及已经放荒的地亩ꎬ 登记册应交给江省管理ꎬ 税收仍按年还给吉省ꎮ②
其实ꎬ 就江北五站的土地所有权问题ꎬ 虽然一再强调是乾隆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 借地安站ꎬ 但在具体

事务中ꎬ 诸如卡伦管理、 缉捕盗贼、 赋税及赈济、 军事驻防、 对外交往等方面ꎬ 均为吉林掌控ꎮ③
５ 庚子之变纠纷骤停

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 四月二十五日ꎬ 吉林将军遵旨派三姓副都统保成确勘吉江界址ꎻ④ 五月二

十日ꎬ 江省派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会勘界址ꎮ⑤ 十月十八日ꎬ 黑龙江前后两次接到朱批奏折后ꎬ 汇报

说ꎬ 将历次勘界材料梳理过后ꎬ 两省会勘了原立封堆ꎬ 与原有记载相符ꎬ 没有挪移ꎮ⑥
虽然碍于皇帝亲自过问ꎬ 吉江两省边界原则上仍以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修订的封堆为准ꎮ 但

实际上ꎬ 吉江两省在江北五站的界线犬牙交错ꎬ 甚至存在飞地现象ꎮ 现实的混乱情况并未得到解决ꎮ
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庚子兵燹ꎬ 不仅未开之地难以踏勘ꎬ 就连业经安设的屯田ꎬ 因俄兵蹂躏ꎬ

均各流离失所ꎬ 边界纠纷暂息ꎮ 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 四月ꎬ 程德全上折称ꎬ 两省仍以封堆为界ꎬ 巴

７２１清末吉江两省在江北五站地区的边界纠纷及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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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２６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９６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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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编: «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 下ꎬ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ꎬ １９９３年ꎬ 第 ５６７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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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辑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６年ꎬ 第 ２９１页ꎮ
«恩泽萨保奏为准咨拟派大员会勘吉江界址折»ꎬ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 «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

下ꎬ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ꎬ １９９３年ꎬ 第 ５９７页ꎮ
«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等为报会同查勘吉江两省界址情形事给黑龙江将军衙门咨文»ꎬ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辽宁省档

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 «东北边疆档案选辑 (清代民国) » 第 １２６册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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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苏苏不可越界安设屯田ꎬ 三姓站民不可越界耕樵牧猎ꎮ①

四、 最终解决: 行政区划的调整

　 　 地域开发程度逐渐加深后ꎬ 一方面有设立政区进行有效行政管理的需要ꎬ 另一方面行政区划的设

置和调整也是厘清责任边界ꎬ 减少推诿纠纷ꎬ 促进地方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手段ꎮ 这种开发成熟后设置

州县行政的方式ꎬ 是省际边界地带及边疆开发的重要形式ꎮ 以置省为例ꎬ 这种 “边疆开发成熟式”
政区最为有效和稳固ꎬ 五站地区设置行政区划ꎬ 正是这种模式的体现ꎮ② 在地域开发成熟的阶段ꎬ 行

政区划调整是地方治理的重要手段ꎮ
江北五站地区的边界纠纷先因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 吉林放荒而起ꎬ 后因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黑

龙江放荒而将封堆位置争议转变为土地所有权归属之争ꎬ 继而在光绪朝末期ꎬ 经程德全推动ꎬ 终于在

东北建省之际ꎬ 由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领衔解决ꎮ
１ 江省要求添设县治

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三月二十四日ꎬ 署黑龙江将军达桂、 程德全奏请设立汤旺河放荒行局ꎬ
七月二十七日获准ꎮ③ 然而ꎬ 数月之间ꎬ 迭据放荒行局报称ꎬ 与俄国人在黑龙江北岸大力开发相比ꎬ
放荒行局在吉林五站以东ꎬ 距省城太远ꎬ 且道路阻隔ꎬ 马贼太多ꎬ 无法招徕ꎬ 长此以往ꎬ 祸患将至ꎮ
因此ꎬ 九月初七日ꎬ 程德全又上折ꎬ 请于汤旺河添设汤原县ꎬ 管理垦荒事宜ꎮ 等到开发成熟ꎬ 边境充

实ꎬ 自绝俄人觊觎之心ꎮ④

奏请尚未获得批示ꎬ 程德全又于十一月十一日上折ꎬ 三姓清文为 “依兰哈拉”ꎬ 应设依兰府ꎬ 不

置附郭县ꎬ 为息吉江边界争端ꎬ 在崇古尔库站设大通县ꎬ 并前奏请的汤旺河设汤原县ꎮ 汤原县地属江

省ꎬ 隔省管辖并无先例ꎮ 但国家大力发展边疆之际ꎬ 可以稍事变通ꎬ 吉江两省应放弃争端ꎬ 不要纠结

于边界ꎬ 齐心合力办好实务ꎬ 建议将大通、 汤原二县划给吉林依兰府管辖ꎮ 只是ꎬ 汤原县是江省属

地ꎬ 大通县也是吉林向江省借地安设的驿站ꎬ 因此ꎬ 除了必要开支外ꎬ 其他赋税收入ꎬ 汤原县应全部

上缴江省ꎬ 大通县两省各半ꎬ 兴建衙署费用两省均摊ꎮ⑤

以上所请ꎬ 最终于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 初获得批准⑥ꎮ 汤原县虽附隶吉林依兰府ꎬ 但吉林徒有

附隶之名ꎬ 并无专辖之实ꎮ⑦ 为确定县界ꎬ 吉省委任准补吉林知府曹廷杰勘分依兰、 临江、 大通界

务ꎬ 两省来往公函中ꎬ 即称汤原县为江省所属ꎮ⑧ 达桂特别嘱咐曹廷杰ꎬ 大通县北仍以封堆为界ꎬ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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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往北展拓ꎮ①
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 正月二十六日ꎬ 程德全奏请移兴东道治到江北五站以东地方ꎬ 言有八利ꎬ

寻获批准ꎮ② 兴东道的移治ꎬ 为后来大通、 汤原二县江北地方划归江省奠定了行政组织基础ꎮ
２ 吉江两省仍以松花江为界

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六月二十六日ꎬ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领衔ꎬ 与吉江两省巡抚朱家宝、 周树

模会奏ꎬ 汤原县地方一直归江省管辖ꎬ 置县后跨江管理河南地段ꎻ 大通县本就是江省界内之地ꎻ 吉省

依兰府在江北大通县境内有插花地数十里ꎮ 因江省兴东道已移至此地ꎬ 应将江北划归兴东道统属ꎬ 两

省仍以松花江为界ꎬ 较之封堆界线更为明确ꎮ③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 三月十四日ꎬ 徐世昌领衔与吉江两省巡抚陈昭常、 周树模会奏ꎬ 大通县因江

北大通河得名ꎬ 北岸还给江省ꎬ 名称应该保留ꎬ 应移原吉省大通县驻江南岸的方正泡ꎬ 改名方正县ꎬ
南岸狭小ꎬ 可从宾州直隶厅、 长寿县拨给土地ꎮ④

３ 属地清晰后的租赋问题

江北五站地区划归江省后ꎬ 原五站旗丁及官庄税收由江省代征ꎬ 但两年间江省一直未能解送至吉

省ꎮ 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正月至闰六月ꎬ 吉省四次咨文江省ꎬ 催促解返赋税ꎬ 均无果ꎮ １９１２ 年初ꎬ 清

帝逊位ꎬ 民国肇建ꎬ 旗人失去特权ꎮ 加之驿站已为新的邮政系统取代ꎬ 驿站站丁随缺地就失去了存在

的意义ꎮ 江北五站地区放荒、 区划、 税收等问题ꎬ 大抵在民国初年得到彻底解决ꎮ

结　 　 语

　 　 江北五站地区的省界纠纷最后依靠行政区划手段得以解决ꎬ 并不是一个孤证ꎬ 这是受当时东北周

边国际形势严峻、 开垦实边、 兴置政区的背景影响ꎬ 东北建省后进行政区调整的一个反映ꎮ 江北五站

地区从最初的荒无人烟以松花江为界ꎬ 到借地安设驿站ꎬ 便于控御ꎬ 再到放荒放垦、 人烟辐辏ꎬ 地域

开发逐渐成熟ꎬ 属人管理和属地管理利益发生冲突ꎬ 最终为便于治理ꎬ 重订边界、 增设政区ꎬ 这一过

程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 “控制—治理” 模式⑤ꎬ 是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中地域开发成熟、 省界纠纷解

决的经典案例ꎮ
清代与河流有关的省界调整ꎬ 除了吉江两省在五站地区以松花江为界外ꎬ 还有山西、 陕西间的黄

河ꎬ⑥ 广西、 贵州间的红水江等ꎬ⑦ 有关河湖水域政区界线的研究则更多ꎮ⑧ 明清以来河湖水域的政

治地理过程ꎬ 亦即国家行政是如何进入河湖水域空间的ꎬ 是历史政治地理和水域史研究的交叉方向ꎬ

９２１清末吉江两省在江北五站地区的边界纠纷及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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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界成型———以皖北青冢湖为例» (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２００８年第 ３期)、 «国时期鄂皖赣三省沿江边界调整与江堤维护» ( «史林»
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ꎬ 又如徐斌、 刘诗古等水域史学者在水域界线方面的研究ꎮ



已经展现出广阔的研究空间ꎮ① 开展河湖水域政治地理研究ꎬ 不仅可以扩充历史政治地理的内涵ꎬ 更

新政治史的认识ꎬ 还将深化对古今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解ꎮ

文末附江北五站大事记ꎬ 即表 ３ꎮ

表 ３　 江北五站地区大事记

年份 事件

乾隆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 吉林借黑龙江松花江北地方ꎬ 安设三姓到阿勒楚喀驿站ꎬ 是为江北五站

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 三姓挑拨 ３００西丹至江北五站ꎬ 再展数里ꎬ 盖房开地ꎬ 修建分界封堆 １２座
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 江北五站地区拨站丁随缺地、 放荒

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吉江两省勘定界限、 重整封堆十七座

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黑龙江放荒

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 巴彦苏苏武营并清丈地亩行局越界ꎬ 于五站地区拨安屯田六百户

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 吉江会勘界址ꎬ 第九、 十二、 十三封堆位置争议

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 吉江两省会勘界址ꎬ 确认边界

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庚子兵燹ꎬ 五站地区遭俄人劫掠

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 新设依兰府、 大通县、 汤原县ꎬ 归吉省管辖ꎬ 勘分县界

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６) 划吉省松花江以北地方归江省管辖ꎬ 包括大通县、 汤原县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 吉省松花江以南部分的原大通县境域ꎬ 改设方正县

　 　 致谢: 本文吸收了 “流散欧洲舆图与晚清史事研究” 课题组讨论的修改建议ꎬ 谨志谢忱! 同时

感谢台北 “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提供的 １９１６ 年 “东北陆

测图” 之 “通河县” “富拉荤” “鄂勒果木” 三幅地图电子版ꎬ 感谢廖泫铭先生的协助办理!

责任编辑: 于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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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河湖水域政治地理的成果ꎬ 参见张伟然、 李伟: «论中国传统政治地理中的水域»ꎬ 载 «历史地理» 第 ３４辑ꎬ 上海: 上

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年ꎮ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１７ＺＤＡ２５５)ꎮ
作者简介: 钟振振ꎬ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ꎬ 研究方向: 诗词学ꎮ

①　 本文涉及多个具体案例ꎬ 详见笔者此前公开发表的专题系列论文ꎬ 为避免繁琐并大量占用版面ꎬ 不在正文中一一注出ꎬ 具

体篇目见文末 “附记”ꎮ 论文已结集ꎬ 待刊ꎮ

«全宋词» 词人小传中的若干问题

钟振振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ꎬ 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３１)

　 　 摘要: 当代学者编纂的断代文学全集中ꎬ «全宋词» 是编纂质量较高的一部ꎮ 共录词人 １３３０余家ꎬ 其

中大部分人 «宋史» 无传ꎬ 编者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爬梳剔抉ꎬ 为其编撰了小传ꎬ 在知人论世方面ꎬ
给宋词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ꎬ 但百密一疏ꎬ «全宋词» 词人小传编撰中还存有一些疏漏ꎮ 文章以众多

作家个案为例ꎬ 探讨了其词人小传编撰的得失ꎬ 重点是某些对学术界来说具有共性的问题ꎮ “作家小传”
对于编纂各种文学总集、 选集或辞书必不可少ꎬ 文章讨论的问题ꎬ 或可供从事此类工作的学者参考借鉴ꎬ
为提高所撰作家小传的严谨、 精确程度提供帮助ꎮ

关键词: «全宋词»ꎻ 作家小传ꎻ 词人ꎻ 唐圭璋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１３１－１７

　 　 ２０世纪当代学者编纂的断代分体文学全集中ꎬ 唐圭璋先生编、 王仲闻先生订补的 «全宋词» 是

编成、 出版较早ꎬ 也是编纂质量较高的一部ꎮ 据其 «凡例»ꎬ 该书共 “录入词人一千三百三十余家”ꎬ
其中大部分人 «宋史» 无传ꎬ 清陆心源 «宋史翼» 也未予增补ꎮ 许多作者ꎬ 尤其是一些小家ꎬ 甚至

连姓名、 字号、 里贯、 生活年代等最基本信息也难以搜全ꎮ 编者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ꎬ 特别是时代

最近的宋、 元两代文献中ꎬ 爬梳剔抉相关资料ꎬ 为他们编撰了详略不等的小传ꎬ 在知人论世方面ꎬ 给

后来的宋词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ꎮ 但这样一部巨著ꎬ 百密一疏在所难免ꎬ 所以也存有一些疏漏ꎮ
近十多年来ꎬ 笔者以若干作家个案为例ꎬ 对 «全宋词» 作家小传进行了专题研究ꎮ 本文即以此为基

础ꎬ 探讨 «全宋词» 在词人小传编撰方面的得失ꎬ 重点是某些对学术界来说具有共性的问题ꎮ①
这本来是一个历史学的课题ꎬ 因为课题要求研究者具备多种历史学的专业知识ꎬ 尤其是谱牒之

学、 选举及职官制度之学、 历史地理之学等ꎬ 由史学研究者来承担较为合适ꎬ 但由于这些传主大多不

是政治、 经济、 军事、 思想、 文化等领域的显赫人物ꎬ 难以得到史学研究者的垂青ꎬ 所以这个对史学

研究者来说属于 “他人瓦上霜” 的工作就只能由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来 “自扫门前雪” 了ꎮ

一、 关于传主之姓名与字号

　 　 １ 传主姓名之讹误

作家姓名ꎬ 是作家传记的第一个基本要素ꎮ «全宋词» 中ꎬ 有些传主的姓名存在文字上的讹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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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赵士暕① 当作 “赵士 ”ꎬ 富 ② 当作 “富橚”ꎬ 洪 ③ 当作 “洪瑹”ꎬ 张涅④ 当作 “张淏”ꎬ
等等ꎮ 这些讹误ꎬ 多属 “以讹传讹”ꎬ 亦即错误的根由在于编者所使用的源文献ꎬ 编者的责任是未能

发现此类错误并予以甄别ꎮ 但也有个别案例ꎬ 源文献并无错ꎬ 其误实自 «全宋词» 始ꎬ 如 “洪 ”ꎬ
宋黄昇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 即作 “洪瑹”ꎮ 由于 «全宋词» 颇为大多数当代学人所信赖ꎬ 洪瑹也

算宋词中的知名作家ꎬ 不时被当代学人提及ꎬ 因此这一错就是几十年ꎮ
对于那些生平资料已被我们基本掌握的传主来说ꎬ 其姓名只是一个 “符号”ꎬ 文字讹误与否ꎬ 似

乎并不重要ꎮ 但对于那些生平事迹鲜为人知的传主来说ꎬ 其姓名却是一串 “密码”ꎬ 文字的正误直接

关系到我们能否成功破译其一系列的生命信息ꎮ 例如: 张淏ꎬ 因为讹作 “张涅”ꎬ 故 «全宋词» 小传

仅 “涅字清源”⑤ 四字ꎮ 但由于我们考清楚了其名实应作 “淏”ꎬ 便可进一步获取其人更多的资料:
其祖籍是单州 (今山东单县一带) 或单州州治所在地单父县 (今单县)ꎮ 自其祖父起ꎬ 寓居婺州武义

县 (今属浙江)ꎮ 宁宗嘉定三年 (１２１０) 至六年 (１２１３)ꎬ 为迪功郎、 监安庆府 (今安徽安庆一带)
枞阳镇监辖仓库兼烟火公事ꎮ 嘉定八年 (１２１５) 至十年 (１２１７)ꎬ 为迪功郎、 监潭州 (今湖南长沙一

带) 永丰仓ꎮ 著有 «云谷杂记» «会稽续志» «艮岳记» 等ꎮ
２ 传主姓名之失考

严格说来ꎬ «全宋词» 所著录的某些人名ꎬ 不是 “姓名”ꎬ 而只是 “姓字” 或 “姓号”ꎬ 即 “姓”
加 “字” 或 “号”ꎮ 原因在于他们的词集已经散佚ꎬ 只有少量甚或零星词作ꎬ 乃至断篇残句ꎬ 靠其他

各类典籍的记载才得以流传ꎮ 而古代典籍的通例ꎬ 往往不直书人名ꎬ 仅称其字、 号ꎬ 如果其人知名度

不高ꎬ 其 “名” 很容易被埋没ꎬ 索其 “名” 而不可得ꎬ 只能退而求其次ꎬ 如此著录ꎮ 这些传主

“名” 且不详ꎬ 遑论其他? 其 “名” 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成功破译其一系列生命信息ꎬ 所以尤当重视

其考证ꎮ 当然ꎬ 由于文献缺失ꎬ 此类考证是有一定难度的ꎬ 但也并非全不可为ꎬ 例如: 邵怀英ꎬ «全
宋词» 曰: “怀英ꎬ 字里不详盖孝宗时人ꎬ 官于湖南者ꎮ”⑥ 由于我们考清楚了 “怀英” 只是他

的字ꎬ 其名实曰 “颖”ꎬ 便进一步考出ꎬ 他是婺州金华县 (今浙江金华市) 人ꎬ 高宗建炎元年

(１１２７) 生ꎬ 绍兴十八年 (１１４８) 进士ꎮ 孝宗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ꎬ 曾任潭州 (今湖南长沙一带) 州学

教授ꎮ 又如: 郭子正ꎬ⑦ 因为源文献宋陈元靓 «岁时广记» 语焉不详ꎬ 故 «全宋词» 小传阙如ꎮ 由

于我们考清楚了 “子正” 只是他的字ꎬ 其名实曰 “元方”ꎬ 便可进一步考出ꎬ 他是东京 (今河南开封

一带) 人ꎬ 生年至迟亦当在仁宗皇祐 ( １０４９—１０５３) 间ꎮ 以门荫入仕为武官ꎬ 神宗熙宁年间

(１０６８—１０７７)ꎬ 阶官已至内殿承制ꎬ 并已以绘画成名ꎮ 后来ꎬ 其阶官还曾升至供备库副使ꎮ 陈无咎ꎬ
«全宋词» 小传仅七字曰: “无咎号龙坛居士ꎮ”⑧ 由于我们考清楚了 “无咎” 只是他的字ꎬ 其名实曰

“必复”ꎬ 从而便进一步考出ꎬ 他又号药房ꎬ 福州长乐县 (今福建长乐市) 人ꎬ 宁宗嘉定 (１２０８—
１２２４) 至理宗淳祐 (１２４１—１２５２) 间在世ꎮ 曾任州司户参军ꎮ 有 «山居存稿»ꎬ 一名 «山居吟稿»ꎮ

«全宋词» 中还有一些词人ꎬ 不仅未详其 “名”ꎬ 甚至未详其 “姓”ꎬ 只好用其人的其他信息来

指称ꎮ 此类人物ꎬ 多不可考ꎬ 但也有例外ꎬ 如 “某两地”ꎬ «全宋词» 曰: “某两地ꎬ 宣政间人ꎮ”⑨
由于源文献宋王明清 «挥麈馀话» 中讳言其姓名ꎬ 但称 “宣、 政中有两地”ꎬ 故 «全宋词» 只好依

样葫芦ꎬ 如此著录ꎮ “两地” 即 “两府”ꎬ 是宋代最高级别的行政、 军政首脑———正副宰相、 正副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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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词» 第 ２册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６５年ꎬ 第 ７８２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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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院长官的合称ꎬ 能够跻身这一序列的人为数不多ꎬ 且 «宋史宰辅表» 中有他们的任免记录ꎮ 加

之源文献中还透露出此人其他一些重要信息ꎬ 如早岁从学于王安石ꎬ 曾知江宁府 (今江苏南京)ꎬ 移

知扬州 (今属江苏)ꎬ 等等ꎮ 综合查考ꎬ 便知此人实即蔡卞ꎬ «宋史» 有传甚详ꎮ 由此可见ꎬ 只要抓

住一切线索穷追不舍ꎬ 有些看似无法解决的学术疑案还是有可能被 “侦破” 的ꎮ
３ 传主字号之失考或讹误

«全宋词» 中ꎬ 还有不少作家虽有姓名ꎬ 却字、 号失考ꎮ 例如: 赵彦端①ꎬ 号介庵居士ꎻ 王自

中②ꎬ 号因轩居士ꎻ 周颉③ꎬ 号适庵ꎻ 刘德秀④ꎬ 号退轩ꎻ 林淳⑤ꎬ 号定斋ꎻ 赵善括⑥ꎬ 号应斋居士ꎻ
韩玉⑦ꎬ 号东浦ꎻ 何师心⑧ꎬ 字通明ꎻ 杨炎正⑨ꎬ 号西樵ꎻ 刘褒ꎬ 号梅山老人ꎻ 李寅仲ꎬ 号时斋ꎻ
龚日昇ꎬ 字子辉ꎻ 姚云文ꎬ 号江村ꎻ 等等ꎮ

传主的字、 号ꎬ 重要性有时与其名相等ꎮ 一旦字、 号不详ꎬ 其生命信息被破译的概率将会大幅度

降低ꎮ «全宋词» 中有一些传主就是因为字、 号失考导致其小传中遗漏了不少有价值的内容ꎮ 例如:
黄人杰ꎬ «全宋词» 曰: “人杰ꎬ 南城人ꎮ 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 进士ꎮ 有可轩曲林ꎬ 今不传ꎮ” 因为不

知其字号ꎬ 故亦未详其仕历ꎮ 由于我们考清楚了其字叔万ꎬ 号可轩ꎬ 又号鲁斋居士ꎬ 从而进一步考

出ꎬ 他约生于高宗绍兴十一年 ( １１４１) 前后ꎬ 曾任州 (或府、 军) 学教授ꎮ 孝宗淳熙十五年

(１１８８)ꎬ 知江陵府公安县 (今属湖北)ꎮ 宁宗庆元五年 (１１９９)ꎬ 知隆州 (今四川仁寿一带)ꎮ 嘉泰

二年 (１２０２)ꎬ 提点夔州路刑狱公事ꎮ 尚著有 «可轩集»ꎮ
有些作家的字、 号ꎬ «全宋词» 中搜集未全或有讹误ꎬ 附记于此: 王自中ꎬ 又字 “道夫”ꎮ 林淳ꎬ

又字 “质甫”ꎮ 徐似道ꎬ 又字 “竹所”ꎮ 方有开ꎬ «全宋词» 曰 “号堂溪”ꎬ 实则号 “溪堂”ꎮ 韩

玉ꎬ «全宋词» 曰 “字温甫”ꎬ 实则字 “温甫” 之韩玉别是一人ꎮ 张镃ꎬ 旧字 “时可”ꎬ 又号 “桂
隐”ꎮ 吴景伯ꎬ «全宋词» 曰 “号金渊”ꎬ 实则 “金渊” 是 “建康府溧阳县 (今江苏溧阳市) ” 的

别称ꎬ 乃其籍贯ꎬ 而非其号ꎮ 龚日昇ꎬ «全宋词» 曰: “号竹芗ꎬ 或作竹乡 (疑误)ꎬ 或作竹卿ꎮ”
实则作 “竹卿” 误ꎮ

二、 关于传主之籍贯

　 　 一个人出生、 成长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ꎬ 对其后来的生活道路ꎬ 乃至一生ꎬ 都有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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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忽视的影响ꎮ 因此ꎬ 从微观角度看ꎬ 籍贯对于个人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ꎮ 从宏观角度看ꎬ 传主

籍贯的精确度不仅关系到传主个人ꎬ 而且关系到我们对该时代、 该文体作家分布的全面认知ꎮ 准此以

观ꎬ 严格说来ꎬ «全宋词» 作家小传也有不少亟待补正的地方ꎮ
１ 传主籍贯之失考

«全宋词» 中ꎬ 不少传主籍贯未详ꎮ 其中一些笔者已予考出ꎬ 缕述如次: 赵善扛①ꎬ 信州玉山县

(今属江西) 人ꎻ 连久道②ꎬ 饶州安仁县 (今江西鹰潭北) 人ꎻ 李彭老③、 李莱老④ꎬ 安吉州 (今浙

江湖州) 人ꎻ 林革⑤ꎬ 嘉兴府华亭县 (已废入今上海松江区) 人ꎻ 龚日昇ꎬ 隆兴府南昌县 (今属江

西) 人ꎻ 等等ꎮ
２ 传主籍贯之讹误

«全宋词» 中ꎬ 还有不少传主的籍贯ꎬ 或沿袭前人既有之旧讹ꎬ 或始增前人所无之新误ꎮ 例如:
康与之ꎬ «全宋词» 曰 “滑州 (今河南省滑县) 人”⑥ꎬ 其实他原籍西京登封县 (今属河南)ꎬ 寓居陈

州宛丘县 (今河南淮阳县)ꎬ 遂为宛丘人ꎮ 赵彦端ꎬ «全宋词» 曰 “鄱阳人”⑦ꎬ 其实他祖籍开封府浚

仪县 (已废入今河南开封)ꎬ 寓居洪州南昌县 (已废入今江西南昌市)ꎬ 遂为南昌人ꎮ 张震ꎬ «全宋

词» 曰 “龙湖人”⑧ꎬ 其实他是汉州绵竹县 (今四川绵竹市) 或什邡县 (今四川什邡市) 人ꎬ 宋代州

府及县一级行政区划中ꎬ 并无 “龙湖” 其地ꎮ 蔡戡ꎬ «全宋词» 曰 “莆田人”⑨ꎬ 其实他原籍兴化军

仙游县 (今属福建)ꎬ 寓居常州武进县 (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ꎬ 遂为武进人ꎮ 杨缵ꎬ «全宋词» 曰

“严陵人”ꎬ 其实他本姓洪氏ꎬ 原籍饶州鄱阳县 (今属江西)ꎮ 梁栋ꎬ «全宋词» 曰 “其先湘州人ꎬ
迁镇江”ꎬ 其实他原籍相州 (今河南安阳一带)ꎬ 迁镇江府金坛县 (今江苏金坛市)ꎮ

３ 传主籍贯表述之不规范与不精确

关于历史人物籍贯的表述ꎬ 笔者以为ꎬ 应严格遵循如下历史文献学的学术规范:
(１) 应以传主幼年、 青少年时期的实际生活所在地为主ꎬ 不应代之以祖籍ꎮ 在明确交代其人幼

年、 青少年时期实际生活所在地的前提下ꎬ 兼及其祖籍当然也可以ꎬ 但最好是较近的祖籍ꎬ 切忌

“舍近求远”ꎮ 任何人都有祖先ꎬ 任何家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都难免辗转迁徙ꎬ 若写历史人物评传

没有篇幅的限制或可不厌其详ꎬ 但如果是篇幅有限的小传ꎬ 传主籍贯首选只能是对其一生有直接关系

与实际意义的地域ꎮ
(２) 应采用 “行政区划实名制”ꎬ 即采用传主所处时代的行政区划实名 (并括注今地名)ꎬ 不应

代之以历史地名或别称ꎮ 古文献ꎬ 特别是富有文学色彩的古文献中ꎬ 每好用历史地名或别称来代指当

时的实际行政区划ꎬ 我们现代学人遇见这种情况ꎬ 必须将其转换还原ꎮ “以唐述唐ꎬ 以宋述宋”ꎬ 这

是一个重要原则ꎮ 更严谨一些ꎬ 还应做到 “以北宋述北宋ꎬ 以南宋述南宋”ꎮ
(３) 在文献条件允许的前提下ꎬ 小传中人物籍贯以精确到相当于今 “市县” 一级为宜ꎮ 止及于

“省”ꎬ 未免过粗ꎻ 详及 “乡镇”ꎬ 又嫌太细ꎮ
古人著述ꎬ 多半没有学术规范意识ꎬ 也毋庸苛求ꎮ 而用以上三条标准来检验近现代有关学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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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ꎬ 完全合格者亦极为罕见ꎮ «全宋词» 也不例外ꎬ 其作家小传中ꎬ 以 “祖籍” 为传主籍贯的现象屡

见不鲜ꎬ 此处从略ꎬ 只就其沿用源文献中的 “非实名”ꎬ 以及原本有条件做到而没能做到精确这两方

面的问题举例如下: 朱翌ꎬ «全宋词» 曰 “舒州 (今安徽省潜山县) 人”①ꎬ 实当作 “舒州怀宁县

(今安徽潜山) 人”ꎮ 阎苍舒ꎬ «全宋词» 曰 “蜀人”②ꎬ 实当作 “崇庆府晋原县 (今四川崇州) 人”ꎮ
朱晞颜ꎬ «全宋词» 曰 “新安人”③ꎬ 实当作 “徽州休宁县 (今属安徽) 人”ꎮ 梁安世ꎬ «全宋词» 曰

“括苍人”④ꎬ 实当作 “处州丽水县 (今属浙江) 人”ꎮ 方有开ꎬ «全宋词» 曰 “歙州 (今安徽省歙

县) 人”⑤ꎬ 实当作 “徽州歙县 (今属安徽) 人”ꎮ 林淳ꎬ «全宋词» 曰 “三山 (即今福州) 人”⑥ꎬ
实当作 “福州长溪县 (今福建霞浦) 人”ꎮ 廖行之ꎬ «全宋词» 曰 “其先延平人ꎬ 徙衡州”⑦ꎬ 实当作

“衡州衡阳县 (今湖南衡阳市) 人”ꎮ 徐安国ꎬ «全宋词» 曰 “上饶人”⑧ꎬ 实当作 “信州贵溪县 (今
江西贵溪市) 人”ꎮ 杨炎正ꎬ «全宋词» 曰 “庐陵 (今江西省吉安) 人”⑨ꎬ 实当作吉州吉水县 (今
属江西) 人”ꎮ 刘褒ꎬ «全宋词» 曰 “武夷 (今福建省崇安县) 人”ꎬ 实当作 “建州崇安县 (今福

建省武夷山市) 人”ꎮ 张镃ꎬ «全宋词» 曰 “西秦 (今陕西省) 人ꎬ 居临安”ꎬ 实当作 “祖籍秦州

成纪县 (今甘肃天水市)ꎬ 临安府 (今浙江杭州) 人”ꎮ 章谦亨ꎬ «全宋词» 曰 “吴兴人”ꎬ 实当作

“安吉州 (即今浙江湖州一带) 人”ꎮ 曾宏正ꎬ «全宋词» 曰 “临江人”ꎬ 实当作 “临江军新淦县

(今江西新干县) 人”ꎮ

三、 关于传主之生卒年

　 　 除了极少数离群索居者ꎬ 作家总要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发生各种形式的文学交流ꎮ 正是通过这种

或单向或双向的交流ꎬ 不同作家集群和文学流派才得以出现ꎬ 文学史才精彩纷呈ꎮ 因此ꎬ 任何时段的

文学史研究都必须以厘定该时段作家们的年辈为基本前提ꎮ 这就要求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去考证他们

的生卒年ꎮ 在这方面ꎬ «全宋词» 的编者做出了很大的成绩ꎬ 但也留有一些遗憾ꎮ
１ 传主生卒年之失考

«全宋词» 中ꎬ 不少传主的生卒年不详ꎮ 由于文献匮乏ꎬ 其中一些传主的生卒年也许永远无法考

证清楚ꎬ 但也有一些传主的生卒年ꎬ 通过对现存有关文献的整合、 排比ꎬ 通过对其中蕴含的各种相关

信息科学处理ꎬ 还是可以考索出来的ꎮ 仅据笔者研究所得ꎬ 就有下列增补: 崔敦礼ꎬ 生于高宗绍兴

三年 (１１３３) 或四年 (１１３４)ꎻ 黄定ꎬ 卒于孝宗淳熙十二年 (１１８５) 或稍后ꎻ 周颉ꎬ 卒于宁宗庆元

六年 (１２００) 前后ꎻ 朱晞颜ꎬ 生于高宗绍兴五年 (１１３５)ꎻ 方有开ꎬ 生于高宗建炎元年 (１１２７)ꎬ 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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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孝宗淳熙十六年 (１１８９)ꎻ 吴镒①ꎬ 生于高宗绍兴十年 (１１４０)ꎻ 赵善扛ꎬ 卒于淳熙十二年 (１１８５)
或稍后ꎻ 赵善括ꎬ 生于高宗绍兴二年 (１１３２) 前后ꎬ 卒于宁宗庆元四年 (１１９８) 或稍前ꎻ 徐安国ꎬ
生于高宗建炎四年 (１１３０) 稍前ꎻ 虞俦②ꎬ 生于高宗绍兴九年 (１１３９) 或十年 (１１４０)ꎻ 刘褒ꎬ 生于

高宗绍兴三十年 (１１６０) 或三十一年 (１１６１)ꎻ 王同祖③ꎬ 生于宁宗嘉定十二年 (１２０９)ꎻ 杨缵ꎬ 卒

于度宗咸淳三年 (１２６７)ꎻ 等等ꎮ
２ 传主生卒年之误考

梁安世ꎬ «全宋词» 曰: “绍兴六年 (１１３６) 生ꎮ”④ 其所依据ꎬ 当是安世友人罗愿 «梁寺丞见示

过岭新作» 诗ꎮ 该诗作于孝宗淳熙三年 (１１７６)ꎬ 称安世 “四十专城早”ꎮ «全宋词» 编者以此 “四
十” 为实数ꎬ 由淳熙三年上推四十年ꎬ 算出其生年为绍兴六年 (１１３６)ꎮ 然元王逢据宋俞文蔚 «吹剑

录» 曰安世 “年十九登科”ꎬ 自其登科年份绍兴二十四年 (１１５４) 上推十九年ꎬ 可知其生年实为绍兴

五年 (１１３５)ꎮ 罗诗 “四十专城” 乃举整数ꎬ 并不精确ꎮ
如果说这一个案仅误差一年ꎬ 还无关紧要的话ꎬ 那么下一个案的错误就严重得多了ꎮ 富橚ꎬ «全

宋词» 曰: “绍兴七年 (１１３７) 生淳熙十三年 (１１８６) 卒ꎬ 年五十ꎮ”⑤ 其所依据ꎬ 乃富橚友人

韩元吉撰 «富修仲家集序»ꎮ 韩序落款为 “淳熙丙午”ꎬ 即淳熙十三年ꎮ 序称富橚卒年五十ꎬ 卒后ꎬ
其二子集其平生所为文来请序云云ꎮ «全宋词» 编者即以韩元吉撰序之年为富橚卒年ꎬ 由此上推五十

年ꎬ 算出其生年为绍兴七年ꎮ 实则富橚生于徽宗宣和三年 (１１２１)ꎬ 卒于孝宗乾道六年 (１１７０)ꎮ 其

卒后十六年ꎬ 其二子方请序其文集于韩元吉ꎮ «全宋词» 的这一差错足足将富橚的生卒年算晚十六年ꎮ

四、 关于传主之科举登第

　 　 从宋代直至清末近千年间ꎬ 进士科举都是中国官员尤其是文官的主要来源ꎮ 它在一定范围内ꎬ 一

定程度上ꎬ 普及了文化教育ꎬ 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ꎮ 宋代的基本国策是 “右文抑武”ꎬ 进士

出身的文化精英为全社会所重视ꎬ 故宋代作家多有应举的经历ꎬ 登进士第的比例也比较高ꎮ 而传主是

否登第以及在什么年龄段登第ꎬ 不仅关系其仕宦之有无、 迟速与高低ꎬ 而且还或多或少、 或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ꎮ 因此ꎬ 在作家小传中ꎬ 传主之登第与否及登第之具体年份也是重要内容ꎮ
此项考证工作总的来说 «全宋词» 成绩斐然ꎬ 但仍有一些可以订补之处ꎮ

１ 传主科举登第及具体登第年份之失考

王自中ꎬ «全宋词» 曰 “淳熙中登进士乙科”⑥ꎬ 今可考知其登第的具体年份是孝宗淳熙五年

(１１７８)ꎮ 赵善括ꎬ «全宋词» 曰 “孝宗朝ꎬ 登进士第”⑦ꎬ 今可考知其登第的具体年份是隆兴元年

(１１６３)ꎮ 虞俦ꎬ «全宋词» 曰 “隆兴初ꎬ 入太学ꎮ 举进士”⑧ꎬ 今可考知其登第的具体年份亦是隆兴

元年ꎮ 朱晞颜、 林革、 龚日昇等ꎬ «全宋词» 皆未详其登第与否ꎬ 今可考知他们均由进士出身ꎬ 其具

体登第年份ꎬ 分别是孝宗隆兴元年、 宁宗嘉定十三年 (１２２０) 和理宗嘉熙二年 (１２３８)ꎮ
２ 传主科举登第年份之讹误

林淳ꎬ «全宋词» 曰 “乾道八年 (１１７２) 进士”⑨ꎮ 徐安国ꎬ «全宋词» 曰 “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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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①ꎮ 实则他们登第的具体年份都是孝宗隆兴元年 (１１６３)ꎮ

五、 关于传主之仕宦经历

　 　 中国古代的文化精英多萃于儒ꎬ 大都有兼济天下之志ꎬ 对政治的参与程度非常高ꎮ 他们往往一身

而二任焉———既是作家ꎬ 又是官员ꎮ 对于此类有双重身份的传主ꎬ 仕宦经历理所当然应是其小传中的

重要内容ꎬ 因为其仕宦经历可以提供一个基本框架ꎬ 有助于我们追踪其平生所至之地、 所更之事、 所

识之人ꎬ 从而可以进一步探索其生活态度、 政治立场、 思想观念、 文学品位、 审美趋向ꎬ 最终认知他

们是什么样的人ꎬ 他们为什么会写出这样或那样的文学作品ꎮ
笔者以为ꎬ 断代分体文学全集作家小传中仕宦记录的首要标准是力求详备ꎬ 特别是对那些正史无

传、 生平资料相对分散且难以搜集的作家ꎮ 如篇幅有所限制ꎬ 还应启用另一条标准: “落其花而实

之”ꎬ 即尽可能录存其 “实职” (在宋代ꎬ 为有实际职掌的职事官与差遣)ꎬ 去其 “虚衔” (在宋代ꎬ
为没有实际职掌的阶官、 寄禄官、 贴职、 祠官等)ꎮ 细读 «全宋词» 作家小传之行文ꎬ 可知编者是努力

按照这两条标准去操作的ꎮ 但由于掌握的资料不全ꎬ 考据偶或失当ꎬ 可补正者也还有许多ꎮ
１ 传主仕历记录之讹误

朱翌ꎬ «全宋词» 曰: “绍兴三十年 (１１６０)ꎬ 知宣州ꎮ”② 实则高宗绍兴二十八年 (１１５８)
朱翌已知宣州 (今安徽宣城一带)ꎮ

阎苍舒ꎬ «全宋词» 曰: “焕章阁学士卒ꎮ”③ 实则其卒时贴职为 “焕章阁直学士”ꎮ
陈造ꎬ «全宋词» 曰: “(官) 至淮浙安抚使参议ꎮ”④ 实则宋代并无所谓 “淮浙安抚使”ꎬ 陈造盖

累官两浙西路安抚使司参议、 淮南西路安抚使司参议ꎮ
黄定ꎬ «全宋词» 曰: “淳熙三年 (１１７６)ꎬ 秘书省校书郎八年 (１１８１)ꎬ 工部员外郎ꎮ”⑤ 实

则孝宗淳熙二年 (１１７５) 黄定已任秘书省校书郎ꎻ 八年所任ꎬ 为兵部员外郎ꎮ
周颉ꎬ «全宋词» 曰: “淳熙十四年 (１１８７)ꎬ 湖北转运判官ꎮ”⑥ 实则孝宗淳熙十三年

(１１８６) 周颉已任荆湖北路转运司判官ꎮ
楼锷ꎬ «全宋词» 曰: “淳熙元年 (１１７４)ꎬ 枢密院编修官、 出知江阴军、 移知武昌府ꎮ”⑦ 实则

孝宗乾道七年 (１１７１) 楼锷已任枢密院编修官ꎮ 淳熙七年 (１１８０)ꎬ 始出知江阴军 (今江苏江阴市)ꎮ
九年 (１１８２)ꎬ 知江州 (今江西九江一带)ꎮ 十一年 (１１８４)ꎬ 移知鄂州 (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一

带)ꎮ 非 “淳熙元年” 由 “知江阴军移知武昌府”ꎬ 且宋代并无所谓 “武昌府”ꎬ 这是明代才有的行

政区划名称ꎮ
吴镒ꎬ «全宋词» 曰: “司封郎中ꎬ 广西运判ꎬ 湖南转运判官ꎮ”⑧ 实则吴镒任荆湖南路转运司判

官后ꎬ 方移广南西路转运司判官ꎬ 且未及莅任即被放罢ꎮ
林淳ꎬ «全宋词» 曰: “以奉议郎为泾县令ꎮ”⑨ 实则孝宗乾道八年 (１１７２) 林淳知宁国府泾县

(今属安徽) 时ꎬ 登进士第才十年ꎬ 其寄禄官阶绝不可能达到朝官 “奉议郎” 的级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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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敦诗ꎬ «全宋词» 曰: “乾道八年 (１１７２)ꎬ 召试馆职ꎬ 授秘书省正字ꎬ 除翰林权直ꎮ”① 实则

孝宗乾道九年 (１１７３)ꎬ 敦诗始授秘书省正字ꎬ 除翰林权直ꎮ
赵善括ꎬ «全宋词» 曰: “乾道八年 (１１７２)ꎬ 通判平江府淳熙六年 (１１７９)ꎬ 知鄂州ꎬ

放罢ꎮ 十年 (１１８３)ꎬ 差知廉州ꎬ 又放罢ꎮ”② 实则孝宗乾道七年 (１１７１)ꎬ 善括已通判平江府 (今江

苏苏州一带)ꎮ 淳熙五年 (１１７８)ꎬ 已权知鄂州 (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一带)ꎮ 十年 (１１８３)ꎬ 新差知

连州 (今属广东)ꎬ 非 “廉州” (今广西合浦一带)ꎮ
徐似道ꎬ «全宋词» 曰: “庆元五年 (１１９９) 主管官告院ꎮ 开禧元年 (１２０５)ꎬ 礼部员外郎ꎬ 秘

书少监、 起居舍人ꎮ”③ 实则宁宗庆元三年 (１１９７)ꎬ 似道已主管官告院ꎮ 开禧二年 (１２０６)ꎬ 始除秘

书少监、 起居舍人ꎮ
蔡戡ꎬ «全宋词» 曰: “淳熙十年 (１１８３)ꎬ 淮东总领ꎮ”④ 实则孝宗淳熙十年ꎬ 蔡戡所任为 “总

领淮西江东财赋军马钱粮”ꎬ 非 “淮东”ꎮ
韩玉ꎬ «全宋词» 曰: “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ꎬ 添差通判隆兴府ꎮ 勒停ꎬ 送柳州羁管ꎮ”⑤ 实则此二

事均发生在孝宗隆兴二年 (１１６４)ꎮ
刘褒ꎬ «全宋词» 曰: “除司门郎中ꎬ 历官朝请郎ꎬ 知西全州ꎮ”⑥ 实则理宗绍定二年 (１２２９) 前

后ꎬ 刘褒所知为全州 (今属广西)ꎮ 宋代并无所谓 “西全州”ꎬ 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这一地名ꎮ 此外ꎬ
他也未 “除司门郎中”ꎮ

章谦亨ꎬ «全宋词» 曰: “嘉熙二年 (１２３８)ꎬ 除直秘阁ꎬ 浙东提刑ꎬ 兼知衢州ꎮ”⑦ 实则理宗嘉

熙三年 (１２３９) 谦亨始兼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公事ꎮ
王同祖ꎬ «全宋词» 曰: “淳祐中添差沿江制置司ꎮ”⑧ 实则理宗淳祐十年 (１２５０)ꎬ 同祖所

任系 “添差沿江水军制置使司主管 (或 ‘书写’ ) 机宜文字”ꎮ “沿江制置司” 乃官署名ꎬ 非职

官名ꎮ
姚云文ꎬ «全宋词» 曰: “咸淳四年 (１２６８) 进士ꎬ 官兴县尉ꎮ”⑨ 实则宋代并无所谓 “兴县”ꎬ

云文登进士第后ꎬ 初仕盖为高邮军高邮县 (今属江苏) 尉ꎮ
２ 传主仕历之不规范表述

历史人物的仕历ꎬ 与籍贯相同ꎬ 也有一个历史地名表述规范的问题ꎮ 此外ꎬ 古文献ꎬ 特别是富有

文学色彩的古文献中ꎬ 还好用别称、 习称或前代相应的专名来指称当时的职官实名ꎮ 如果源文献中这

样表述ꎬ 我们在采用时不应简单移植ꎬ 必须将其转换还原ꎮ 遗憾的是ꎬ «全宋词» 中此类简单移植的

情形时有发生ꎬ 例如:
阎苍舒ꎬ «全宋词» 称其曾任 “荆州安抚使”ꎬ 当还原为 “荆湖北路安抚使”ꎮ
陈造ꎬ «全宋词» 称其 “宰定海、 倅房陵”ꎬ 当还原为 “知明州定海县 (今浙江宁波市镇海

区)、 通判房州 (今湖北房县一带)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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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橚ꎬ «全宋词» 称其 “贰乌程”①ꎬ 当还原为 “通判湖州 (今属浙江) ”ꎮ
方有开ꎬ «全宋词» 称其 “兼庐州帅”②ꎬ 当还原为 “兼权知庐州 (今安徽合肥一带)、 淮南西路

安抚使”ꎮ
赵善括ꎬ «全宋词» 称其 “又为润州通判”③ꎬ 当还原为 “通判镇江府 (今江苏镇江一带) ”ꎮ
蔡戡ꎬ «全宋词» 称其 “帅豫章”④ꎬ 当还原为 “知隆兴府 (今江西南昌一带)、 兼江南西路安

抚使”ꎮ
梁栋ꎬ «全宋词» 称其 “调钱唐仁和尉ꎬ 入帅幕”⑤ꎬ 当还原为 “调临安府仁和县 (已废入今浙

江杭州) 尉ꎬ 辟入两浙西路安抚使司幕府”ꎮ
３ 传主仕历记录之遗漏

若细究ꎬ 此类遗漏在 «全宋词» 中为数众多ꎮ 例如:
朱翌ꎬ «全宋词» 曰: “政和八年 (１１１８) 同上舍出身ꎮ 南渡后ꎬ 为秘书少监、 中书舍人ꎮ 绍兴

十一年 (１１４１)ꎬ 忤秦桧ꎬ 责授将作少监ꎬ 韶州安置ꎮ 二十五年 (１１５５)ꎬ 桧死ꎬ 充秘阁修撰ꎮ 三十

年 (１１６０)ꎬ 知宣州ꎬ 移平江府ꎬ 授敷文阁待制ꎮ 三十一年 (１１６１) 罢ꎮ”⑥ 其未备者: 约徽宗政和

八年 (１１１８) 至宣和四年 (１１２２) 间ꎬ 江宁府溧水县 (今属江苏) 主簿ꎬ 江南东路安抚使司幕职官ꎮ
高宗绍兴六年 (１１３６)ꎬ 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ꎮ 八年 (１１３８)ꎬ 秘书省正字ꎮ 九年 (１１３９)ꎬ 秘书省

校书郎、 兼实录院检讨官ꎮ 十年 ( １１４０)ꎬ 守祠部员外郎ꎬ 试起居舍人、 同修起居注ꎮ 十一年

(１１４１)ꎬ 兼实录院修撰ꎮ 二十七年 (１１５７)ꎬ 知严州 (今浙江建德一带)ꎮ
康与之ꎬ «全宋词» 曰: “官军器监丞玉海卷七十六云: 绍兴十五年 (１１４５)ꎬ 康与之为藉田

令ꎮ”⑦ 其未备者: 以门荫入仕ꎮ 高宗建炎元年 (１１２７)ꎬ 摄淮南西路安抚使司幕职官ꎮ 绍兴七年

(１１３７) 前后ꎬ 监临安太和楼酒ꎮ 八年 (１１３８) 至九年 (１１３９) 间ꎬ 湖州 (今属浙江) 检察御书ꎮ
十四年 (１１４４)ꎬ 教坊应制ꎮ 二十五年 (１１５５)ꎬ 已任福建路安抚使司主管机宜文字ꎮ

张抡ꎬ «全宋词» 曰: “绍兴间ꎬ 知阁门事ꎮ 淳熙五年 (１１７８)ꎬ 为宁武军承宣使ꎮ 知阁门事ꎬ 兼

客省四方馆事ꎮ”⑧ 其未备者: 以门荫入仕ꎮ 高宗绍兴三十年 (１１６０) 前ꎬ 两浙西路马步军副都总管ꎮ
三十一年 ( １１６１)ꎬ 干办皇城司公事ꎮ 孝宗乾道六年 ( １１７０)ꎬ 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公事ꎮ 九年

(１１７３)ꎬ 知池州 (今属安徽)ꎮ
赵彦端ꎬ «全宋词» 曰: “绍兴八年 (１１３８) 进士ꎮ 十二年 (１１４２) 为左修职郎ꎬ 钱塘县主簿ꎮ

乾道三年 (１１６７)ꎬ 自右司员外郎ꎬ 以直显谟阁为江南东路转运副使ꎮ 四年 (１１６８)ꎬ 福建路转运副

使ꎮ 后为太常少卿ꎬ 六年 (１１７０)ꎬ 以直宝文阁知建宁府ꎮ”⑨ 其未备者: 高宗绍兴十四年 (１１４４)ꎬ
建州 (今福建建瓯一带) 观察推官ꎮ 约二十二年 (１１５２)ꎬ 秀州 (今浙江嘉兴一带) 军事判官ꎮ 约二

十六年 (１１５６)ꎬ 知饶州余干县 (今属江西)ꎮ 约三十年 (１１６０)ꎬ 福建路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ꎮ 孝宗

隆兴元年 (１１６３) 后ꎬ 国子监丞ꎮ 乾道元年 (１１６５)ꎬ 吏部员外郎ꎮ 二年 (１１６６)ꎬ 知江州 (今江西

九江一带)ꎬ 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ꎮ 九年 (１１７３)ꎬ 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公事ꎮ
陈从古ꎬ «全宋词» 曰: “乾道间ꎬ 提点湖南刑狱ꎬ 移本路转运判官ꎬ 除直秘阁ꎮ 九年 (１１７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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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襄阳府ꎮ 淳熙元年 (１１７４) 罢ꎮ 连畀衢、 饶、 秀三州俱被论放罢ꎮ”① 其未备者: 高宗绍兴二十一

年 (１１５１)ꎬ 临安府富阳县 (今浙江富阳市) 尉ꎮ 约二十九年 (１１５９)ꎬ 邵州 (今湖南邵阳一带) 州

学教授ꎮ 约孝宗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ꎬ 监行在榷货务都茶场ꎮ 约五年 (１１６９) 至七年 (１１７１) 间ꎬ 曾任

司农寺主簿ꎮ 七年ꎬ 知蕲州 (今湖北蕲春一带)ꎮ 淳熙元年 (１１７４)ꎬ 权提点京西南路刑狱公事ꎮ
崔敦礼ꎬ «全宋词» 曰: “与弟敦诗同登绍兴三十年 (１１６０) 进士ꎮ 历江宁尉、 平江府教授、 江

东安抚司干官、 诸王宫大小学教授ꎮ 淳熙八年 (１１８１) 卒ꎬ 官至宣教郎ꎮ”② 其未备者: 高宗绍兴三

十一年 (１１６１)ꎬ 高邮军 (今江苏高邮) 主簿ꎮ
阎苍舒ꎬ «全宋词» 曰: “吏部侍郎、 荆州安抚使ꎮ 嘉泰初ꎬ 焕章阁学士卒ꎬ 谥恭惠ꎮ”③ 其未备

者: 孝宗乾道六年 (１１７０)ꎬ 兴元府城固县 (今属陕西) 令ꎮ 八年 (１１７２)ꎬ 四川宣抚使司幕职官ꎮ
淳熙三年 (１１７６)ꎬ 刑部员外郎、 兼太子侍讲ꎮ 四年 (１１７７)ꎬ 吏部员外郎ꎮ 五年 (１１７８)ꎬ 兼太子侍

读ꎬ 尚书省右司员外郎ꎬ 兼国史院编修官ꎬ 尚书省左司员外郎ꎮ 六年 (１１７９)ꎬ 宗正寺少卿ꎬ 兼太子

左谕德ꎬ 兼提领左藏封桩库ꎬ 权吏部侍郎ꎬ 兼同修国史ꎮ 十年 (１１８３)ꎬ 知遂宁府 (今四川遂宁)ꎮ
十二年 (１１８５)ꎬ 利州东路安抚使、 知兴元府 (今陕西汉中一带)ꎮ 十六年 (１１８９)ꎬ 知江陵府 (今
湖北荆州一带)ꎮ 光宗绍熙三年 (１１９２) 至五年 (１１９４) 间ꎬ 知潼川府 (今四川三台一带)ꎮ

陈造ꎬ «全宋词» 曰: “淳熙二年 (１１７５) 进士ꎬ 调繁昌尉ꎬ 寻宰定海、 倅房陵ꎬ 至淮浙安抚使

参议ꎮ”④ 其未备者: 尉繁昌后、 宰定海前ꎬ 尝为平江府 (今江苏苏州一带) 学教授ꎮ
黄定ꎬ «全宋词» 曰: “乾道八年 (１１７２) 进士第一ꎮ 淳熙三年 (１１７６)ꎬ 秘书省校书郎ꎮ 四年

(１１７７)ꎬ 秘书郎ꎮ 八年 (１１８１)ꎬ 工部员外郎ꎮ 九年 (１１８２)ꎬ 军器监ꎬ 国子司业ꎮ 十年 (１１８３)ꎬ
直显谟阁、 知温州ꎮ”⑤ 其未备者: 孝宗乾道八年 ( １１７２)ꎬ 签书某州节度判官事ꎮ 淳熙六年

(１１７９)ꎬ 知潮州 (今属广东)ꎮ 八年 (１１８１)ꎬ 提举广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ꎬ 兵部员外郎、 兼国史院

编修官ꎮ
周颉ꎬ «全宋词» 曰: “绍兴十五年 (１１４５) 进士ꎮ 曾以朝奉郎知德安府ꎮ 淳熙十二年 (１１８５)ꎬ

右司郎中ꎮ 十四年 (１１８７)ꎬ 湖北转运判官ꎮ 又曾官两浙提刑ꎮ”⑥ 其未备者: 高宗绍兴、 孝宗乾道

间ꎬ 尝为州学教授ꎮ 乾道八年 (１１７２)ꎬ 四川宣抚使司幕职官ꎮ 淳熙十一年 (１１８４)ꎬ 左司郎中ꎮ 光

宗绍熙元年 (１１９０)ꎬ 福建路转运使ꎮ 元年至三年 (１１９２) 间ꎬ 曾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公事ꎮ
朱晞颜ꎬ «全宋词» 曰: “吉州守ꎮ 直秘阁、 京西运判ꎮ 直焕章阁、 知静江府ꎮ 绍熙中ꎬ 广西漕

使ꎮ”⑦ 其未备者: 约孝宗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ꎬ 荆门军当阳县 (今湖北当阳市) 尉ꎮ 五年 (１１６９)ꎬ 摄

当阳县令ꎮ 约六年 (１１７０)ꎬ 靖州永平县 (今湖南靖州) 令ꎮ 淳熙元年 (１１７４)ꎬ 知蕲州广济县 (今
湖北武穴市北)ꎮ 四年 (１１７７)ꎬ 通判阆州 (今四川阆中一带)ꎮ 八年 (１１８１)ꎬ 知兴国军 (今湖北阳

新一带)ꎮ 十一年 (１１８４)ꎬ 权知靖州 (今属湖南)ꎮ 十五年 (１１８８)ꎬ 广南西路转运司判官ꎮ 宁宗庆

元二年 (１１９６)ꎬ 军器监ꎬ 太府少卿、 总领淮东军马钱粮ꎮ 三年 (１１９７)ꎬ 太府寺卿ꎬ 权知镇江府

(今江苏镇江一带)ꎮ 四年 (１１９８)ꎬ 权工部侍郎ꎮ 五年 (１１９９)ꎬ 兼实录院同修撰ꎬ 兼知临安府 (今
杭州)ꎬ 兼两浙西路安抚使ꎬ 工部侍郎ꎮ

楼锷ꎬ «全宋词» 曰: “绍兴三十年 (１１６０) 登进士第ꎬ 乾道五年 (１１６９)ꎬ 太学正ꎮ 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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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１)ꎬ 湖北路安抚司准备差遣ꎮ 淳熙元年 (１１７４)ꎬ 枢密院编修官、 出知江阴军、 移知武昌府ꎮ”①

其未备者: 孝宗乾道元年 (１１６５)ꎬ 太学录ꎮ 六年 (１１７０)ꎬ 婺州 (今浙江金华一带) 州学教授ꎮ 六

年至七年 (１１７１) 间ꎬ 宗正寺主簿ꎬ 玉牒所检讨官ꎮ 淳熙九年 (１１８２)ꎬ 知江州 (今江西九江一带)ꎮ
梁安世ꎬ «全宋词» 曰: “绍兴二十四年 (１１５４) 进士ꎮ 淳熙中ꎬ 官广南西路转运判官ꎮ”② 其未

备者: 高宗绍兴二十八年 (１１５８)ꎬ 绍兴府会稽县 (已废入今浙江绍兴市) 尉ꎮ 此后ꎬ 尝任州学教

授ꎮ 孝宗淳熙三年 (１１７６)ꎬ 司农寺丞ꎬ 权知韶州 (今广东韶关一带)ꎮ
富橚ꎬ «全宋词» 曰: “曾官知县ꎬ 贰乌程ꎬ 守一军垒ꎮ”③ 其未备者: 曾任隆兴府南昌县 (今已

废入江西南昌市) 尉ꎮ
罗愿ꎬ «全宋词» 曰: “以荫补承务郎监临安新城税ꎮ 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ꎬ 登进士第ꎮ 任赣州通

判ꎮ 秩满ꎬ 差知南剑州ꎬ 改知鄂州ꎮ”④ 其未备者: 约高宗绍兴三十一年 (１１６１)ꎬ 监饶州景德镇

(今属江西) 税ꎮ
方有开ꎬ «全宋词» 曰: “登隆兴元年 (１１６３) 进士ꎬ 授南丰尉ꎮ 屡迁司农丞、 转运判官ꎬ 兼庐

州帅ꎮ”⑤ 其未备者: 约孝宗乾道六年 ( １１７０)ꎬ 建宁府政和县 (今属福建) 主簿ꎮ 约淳熙五年

(１１７８)ꎬ 监行在太平惠民北局ꎮ 约八年 (１１８１)ꎬ 国子监录ꎮ 九年 (１１８２)ꎬ 详定一司勅令所删定官ꎮ
十一年 (１１８４)ꎬ 知和州 (今安徽和县一带)ꎬ 兼主管管内安抚司公事ꎬ 兼措置营田屯田事ꎮ 十二年

(１１８５)ꎬ 提举淮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ꎬ 兼权淮南西路转运司判官、 提点淮南西路刑狱公事ꎮ 十五年

(１１８８)ꎬ 淮南西路转运司判官ꎬ 兼权知庐州 (今安徽合肥一带)、 淮南西路安抚使、 措置屯田营田事ꎮ
刘德秀ꎬ «全宋词» 曰: “隆兴元年 (１１６３) 进士ꎮ 淳熙八年 (１１８１)ꎬ 户部犒赏酒库所干办公

事ꎮ 庆元元年 (１１９５)ꎬ 右正言ꎮ 二年 (１１９６)ꎬ 谏议大夫ꎮ 开禧元年 (１２０５)ꎬ 签书枢密院事ꎮ”⑥

其未备者: 曾任桂阳军 (今湖南桂阳一带) 学教授ꎮ 孝宗淳熙十年 (１１８３)ꎬ 知潭州长沙县 (已废入

今湖南长沙市)ꎮ 十二年 (１１８５)ꎬ 知潭州湘潭县 (今湖南湘潭市)ꎮ 约十五年 (１１８８)ꎬ 四川制置安

抚使司参议官ꎮ 光宗绍熙三年 (１１９１)ꎬ 知重庆府 (今重庆市一带)ꎬ 大理寺主簿ꎮ 五年 (１１９３)ꎬ 大

理寺司直ꎬ 监察御史ꎮ 宁宗庆元元年 (１１９５)ꎬ 兼侍讲ꎮ 三年 (１１９７)ꎬ 兵部尚书ꎬ 殿中少监ꎮ 四年

(１１９８)ꎬ 吏部尚书ꎬ 兼实录院修撰ꎮ 五年 (１１９９)ꎬ 知婺州 (今浙江金华一带)ꎮ 六年 (１２００)ꎬ 四

川安抚制置使、 知成都府 (今四川成都一带)ꎮ 嘉泰二年 (１２０２)ꎬ 知潭州 (今湖南长沙一带)、 兼荆

湖南路安抚使ꎮ
吴镒ꎬ «全宋词» 曰: “隆兴元年 (１１６３) 进士ꎮ 淳熙中ꎬ 知宜章ꎮ 十六年 (１１８９)ꎬ 秘书省正

字ꎮ 知武冈军ꎬ 司封郎中ꎬ 广西运判ꎬ 湖南转运判官ꎮ”⑦ 其未备者: 孝宗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ꎬ 郴州

(今属湖南) 州学教授ꎮ 八年 (１１７２)ꎬ 常德府龙阳县 (今湖南汉寿) 丞ꎮ 约淳熙十五年 (１１８８)ꎬ
知郴州郴县 (今湖南郴州市)ꎮ 十六年 (１１８９)ꎬ 干办行在粮料院ꎮ 光宗绍熙三年 (１１９２)ꎬ 知郴州ꎮ
四年 (１１９３)ꎬ 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茶盐公事ꎮ

林淳ꎬ «全宋词» 曰: “乾道八年 (１１７２) 进士ꎬ 以奉议郎为泾县令ꎮ”⑧ 其未备者: 孝宗隆兴、
乾道间ꎬ 曾任潮州潮阳县 (今广东汕头市潮阳区) 尉ꎮ 淳熙七年 (１１８０) 前后ꎬ 通判泉州 (今属福

建)ꎮ 十二年 (１１８５) 前后ꎬ 知南剑州 (今福建南平一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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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ꎬ «全宋词» 曰: “登乾道五年 (１１６９) 进士ꎬ 调崇阳主簿ꎮ 张栻帅江陵ꎬ 闻其贤ꎬ 檄入幕

府ꎮ 秩满授潭州教授ꎬ 改知临湘县ꎮ 积官至军器监ꎬ 中奉大夫ꎬ 赐金紫ꎬ 封婺源县男ꎮ”① 其未备者:
光宗绍熙四年 (１１９３)ꎬ 通判临江军 (今江西樟树市一带)ꎮ 宁宗庆元二年 (１１９６)ꎬ 太学博士ꎮ 三年

(１１９７)ꎬ 秘书郎ꎮ 四年 (１１９８)ꎬ 兼实录院检讨官ꎬ 行秘书省著作佐郎ꎬ 兼皇弟吴兴郡王府教授ꎬ 兼

权尚书吏部考功司郎官ꎮ 五年 (１１９９)ꎬ 著作郎ꎬ 兼尚书吏部侍郎左选司郎官ꎬ 又兼礼部员外郎ꎮ 六

年 (１２００)ꎬ 军器少监ꎮ 嘉泰四年 (１２０４)ꎬ 权知饶州 (今江西鄱阳一带)ꎮ 开禧三年 (１２０７)ꎬ 权知

湖州 (今属浙江)ꎮ
崔敦诗ꎬ «全宋词» 曰: “乾道八年 (１１７２)ꎬ 召试馆职ꎬ 授秘书省正字ꎬ 除翰林权直ꎮ 又历中书

舍人ꎬ 加侍讲ꎬ 直学士院ꎮ”② 其未备者: 约孝宗乾道元年 (１１６５)ꎬ 高邮军高邮县 (今属江苏) 主

簿ꎮ 约四年 (１１６８)ꎬ 两浙路转运使司干办公事ꎮ 九年 (１１７３)ꎬ 兼崇政殿说书ꎮ 淳熙五年 (１１７８)ꎬ
枢密院编修官ꎮ 六年 (１１７９)ꎬ 著作郎ꎮ 七年 (１１８０)ꎬ 国子司业ꎮ

赵善扛ꎬ «全宋词» 曰: “曾守蕲州及处州ꎮ”③ 其未备者: 孝宗乾道六年 (１１７０)ꎬ 已知邵武军

泰宁县 (今属福建)ꎮ 淳熙九年 (１１８２)ꎬ 知湖州 (今属浙江)ꎮ 十一年 (１１８４) 后ꎬ 提举某路常平

茶盐公事ꎮ
赵善括ꎬ «全宋词» 曰: “乾道七年 (１１７１)ꎬ 知常熟县ꎮ 八年 (１１７２)ꎬ 通判平江府ꎮ 又为润州

通判ꎮ 淳熙六年 (１１７９)ꎬ 知鄂州ꎬ 放罢ꎮ 十年 (１１８３)ꎬ 差知廉州ꎬ 又放罢ꎮ 十六年 (１１８９)ꎬ 差知

常州ꎬ 被论凶暴ꎬ 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ꎮ”④ 其未备者: 初以门荫入仕ꎮ 释褐为县丞ꎮ 淳熙十二

年 (１１８５)ꎬ 起为荆湖南路安抚使司参议官ꎮ
徐安国ꎬ «全宋词» 曰: “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 进士ꎮ 六年ꎬ 知华亭县ꎮ 绍熙中ꎬ 知横州ꎮ”⑤ 其未

备者: 孝宗乾道八年 (１１７２)ꎬ 岳州 (今湖南岳阳一带) 州学教授ꎮ 又曾任鄂州 (今湖北武汉武昌区

一带) 州学教授ꎮ 淳熙七年 (１１８０)ꎬ 知连州连山县 (今广东连州市)ꎮ 十六年 (１１８９)ꎬ 福建路安

抚使司干办公事ꎮ
徐似道ꎬ «全宋词» 曰: “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 进士ꎮ 八年 (１１７２)ꎬ 吴县尉ꎮ 庆元五年 (１１９９)ꎬ

主管官告院ꎮ 开禧元年 (１２０５)ꎬ 礼部员外郎ꎬ 秘书少监、 起居舍人ꎮ 嘉定二年 (１２０９)ꎬ 江西提刑ꎮ
曾权直学士院ꎮ”⑥ 其未备者: 曾任某州 (府) 户曹参军ꎮ 孝宗淳熙十二年 (１１８５)ꎬ 绍兴府 (今浙

江绍兴市一带) 学教授ꎮ 光宗绍熙四年 ( １１９３)ꎬ 知温州平阳县 (今属浙江)ꎮ 宁宗庆元二年

(１１９６)ꎬ 知吉州太和县 (今江西泰和县)ꎮ 主管官告院后ꎬ 曾知郢州 (今湖北锺祥一带)ꎬ 入为太常

寺丞ꎮ 开禧元年 (１２０５)ꎬ 兼国史院编修官、 兼实录院检讨官ꎬ 吏部司封司郎中、 兼翰林权直ꎮ
虞俦ꎬ «全宋词» 曰: “隆兴初ꎬ 入太学ꎮ 举进士ꎮ 绍熙元年 (１１９０)ꎬ 国子监丞ꎬ 直秘阁ꎮ 绍熙

五年 (１１９４)ꎬ 知湖州ꎮ 庆元二年 (１１９６)ꎬ 知婺州ꎮ 六年 (１２００)ꎬ 以太常少卿使金ꎮ 嘉泰间ꎬ 累官

兵部侍郎ꎬ 奉祠卒ꎮ”⑦ 其未备者: 孝宗乾道六年 (１１７０) 前ꎬ 广德军 (今安徽广德县一带) 学教

授ꎮ 淳熙三年 (１１７６)ꎬ 湖州 (今属浙江) 州学教授ꎮ 十年 (１１８３)ꎬ 知徽州绩溪县 (今属安徽)ꎮ
十三年 (１１８６)ꎬ 主管官告院ꎮ 十四年 (１１８７)ꎬ 太学博士ꎮ 光宗绍熙元年 (１１９０)ꎬ 监察御史ꎮ 二年

(１１９１)ꎬ 权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公事ꎬ 兼权知明州 (今浙江宁波一带)ꎮ 宁宗庆元二年 (１１９６)ꎬ 权知

平江府 (今江苏苏州一带)ꎮ 三年 (１１９７)ꎬ 江南西路转运副使ꎬ 提点两浙西路刑狱公事、 兼知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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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ꎮ 四年 (１１９８)ꎬ 知庐州 (今安徽合肥一带)、 兼淮南西路安抚使ꎬ 淮南东路转运副使ꎮ 六年

(１２００)ꎬ 起居郎、 兼实录院检讨官ꎮ 嘉泰元年 (１２０１)ꎬ 中书舍人、 兼实录院同修撰ꎮ 二年 (１２０２)ꎬ
兼同修国史ꎮ

蔡戡ꎬ «全宋词» 曰: “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 进士ꎮ 七年 (１１７１)ꎬ 召试馆职ꎬ 授秘书省正字ꎮ 八

年 (１１７２)ꎬ 知江阴军ꎮ 淳熙十年 ( １１８３)ꎬ 淮东总领ꎮ 十一年 ( １１８４)ꎬ 湖广总领ꎮ 绍熙元年

(１１９０)ꎬ 命知明州ꎬ 被论罢ꎮ 五年 ( １１９４)ꎬ 司农卿兼知临安府ꎮ 又曾权户部侍郎ꎮ 庆元元年

(１１９５)ꎬ 帅豫章ꎮ”① 其未备者: 初以门荫入仕ꎮ 高宗绍兴、 孝宗乾道间ꎬ 建康府溧阳县 (今属江

苏) 尉ꎮ 乾道六年 (１１７０)ꎬ 江州 (今江西九江一带) 观察推官ꎬ 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ꎮ 淳熙元年

(１１７４)ꎬ 权知随州 (今属湖北)ꎮ 五年 (１１７８)ꎬ 提举广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ꎮ 七年 (１１８０)ꎬ 广南

东路转运司判官ꎬ 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公事ꎮ 九年 (１１８２)ꎬ 京西南路转运司判官ꎮ 十年 (１１８３)ꎬ 守

太府寺少卿ꎮ 约十二年 (１１８５) 或十三年 (１１８６)ꎬ 知温州 (今属浙江)ꎮ 十六年 (１１８９)ꎬ 尚书左

司员外郎ꎮ 光宗绍熙元年 (１１９０)ꎬ 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公事ꎮ 四年 (１１９３)ꎬ 司农少卿ꎮ 宁宗嘉泰元

年 (１２０１)ꎬ 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 知静江府 (今广西桂林一带)ꎮ
韩玉ꎬ «全宋词» 曰: “隆兴初ꎬ 自金投宋ꎮ 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ꎬ 添差通判隆兴府ꎮ 勒停ꎬ 送柳州

羁管ꎮ 五年 (１１６９)ꎬ 添差袁州通判ꎮ 六年 (１１７０)ꎬ 右承务郎、 军器少监ꎬ 兼权兵部郎官ꎮ 七年

(１１７１)ꎬ 兼提点御前军器所ꎮ”② 其未备者: 孝宗隆兴元年 (１１６３)ꎬ 江淮都督府计议军事ꎮ 二年

(１１６４)ꎬ 添差通判宣州 (今安徽宣城一带)ꎮ 乾道七年 (１１７１) 八月后ꎬ 曾任将作监监ꎮ
何师心ꎬ «全宋词» 曰: “孝宗淳熙间知叙州ꎮ”③ 其未备者: 孝宗乾道七年 (１１７１) 前后ꎬ 昌州

昌元县 (今重庆市荣昌县) 令ꎮ
杨炎正ꎬ «全宋词» 曰: “登庆元二年 (１１９６) 进士第ꎬ 为宁远簿ꎮ 嘉定三年 (１２１０)ꎬ 大理司

直ꎬ 七年 (１２１４)ꎬ 知藤州ꎬ 被论放罢ꎮ 又曾知琼州ꎮ”④ 其未备者: 宁宗庆元五年 (１１９９)ꎬ 荆湖南

路安抚使司幕职官ꎮ 开禧三年 (１２０７) 前后ꎬ 权通判静江府 (今广西桂林一带)ꎮ
刘褒ꎬ «全宋词» 曰: “登淳熙五年 (１１７８) 进士ꎮ 除司门郎中ꎬ 历官朝请郎ꎬ 知西全州ꎮ 嘉定

六年 (１２１３) 时ꎬ 监尚书六部门ꎬ 放罢ꎮ”⑤ 其未备者: 宁宗庆元元年 (１１９５)ꎬ 广南西路转运使司

属官ꎮ
李寅仲ꎬ «全宋词» 曰: “淳熙五年 (１１７８) 进士ꎮ 官至工部侍郎ꎮ”⑥ 其未备者: 淳熙十五年

(１１８８)ꎬ 秘书省正字ꎮ 十六年 (１１８９)ꎬ 秘书郎ꎮ 光宗绍熙元年 (１１９０)ꎬ 著作佐郎ꎮ 二年 (１１９１)ꎬ
知眉州 (今四川眉山一带)ꎮ 宁宗庆元元年 ( １１９５) 前后ꎬ 知普州 (今四川安岳一带)ꎮ 六年

(１２００)ꎬ 尚书省右司员外郎ꎮ 嘉泰元年 (１２０１)ꎬ 尚书省左司员外郎、 国子司业、 兼实录院检讨官ꎮ
二年 (１２０２)ꎬ 国子祭酒、 兼国史院编修官ꎮ 三年 (１２０３)ꎬ 兼同修国史、 兼实录院同修撰、 兼太常

寺少卿ꎮ 四年 (１２０４)ꎬ 礼部侍郎ꎬ 知泸州 (今属四川)、 兼潼川府路安抚使ꎮ
楼枎ꎬ «全宋词» 曰: “端平中ꎬ 沿江制置司干官ꎮ 淳祐间ꎬ 知泰州军事ꎮ”⑦ 其未备者: 理宗端

平三年 (１２３６)ꎬ 通判建康府 (今江苏南京一带)ꎮ 官终大理寺右治狱丞ꎮ
章谦亨ꎬ «全宋词» 曰: “绍定间ꎬ 为铅山令ꎬ 为政宽平ꎬ 人号为佛家ꎮ 嘉熙二年 (１２３８)ꎬ 除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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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阁ꎬ 浙东提刑ꎬ 兼知衢州ꎮ”① 其未备者: 宁宗嘉定十七年 (１２２４)ꎬ 扬州泰兴县 (今属江苏) 令ꎮ
理宗端平元年 (１２３４)ꎬ 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ꎮ

王同祖ꎬ «全宋词» 曰: “嘉熙元年 (１２３７)ꎬ 朝散郎、 大理寺主簿ꎮ 淳祐中ꎬ 建康府通判ꎬ 添差

沿江制置司ꎮ”② 其未备者: 以门荫入仕ꎮ 理宗嘉熙二年 (１２３８)ꎬ 为沿江水军制置使司幕职官ꎮ
曾宏正ꎬ «全宋词» 曰: “尝为大理丞ꎮ 淳祐中ꎬ 直秘阁ꎬ 湖南提刑ꎬ 广西转运判官ꎬ 调广西运

使ꎮ”③ 其未备者: 理宗淳祐三年 (１２４３)ꎬ 兼广南西路提举常平等事ꎮ
龚日昇ꎬ «全宋词» 曰: “曾为知县ꎬ 后官侍郎ꎮ”④ 其未备者: 理宗景定三年 (１２６２)ꎬ 知吉州

庐陵县 (已废入今江西吉安市)ꎮ 五年 (１２６４)ꎬ 监察御史ꎮ 度宗咸淳五年 (１２６９)ꎬ 知常德府 (今
湖南常德一带)ꎮ 八年 (１２７２)ꎬ 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公事ꎮ

杨缵ꎬ «全宋词» 未详其仕历ꎮ 今可考知ꎬ 他曾通判安吉州 (今浙江湖州一带)、 知安吉州ꎬ 仕

至司农寺卿、 知绍兴府 (今浙江绍兴一带)、 兼两浙东路安抚使ꎮ
姚云文ꎬ «全宋词» 曰: “咸淳四年 (１２６８) 进士ꎬ 官兴县尉ꎮ 入元ꎬ 授承直郎ꎬ 抚建两路儒学

提举ꎮ”⑤ 其未备者: 曾任县令ꎮ 辟高邮军 (今江苏高邮一带) 判官ꎮ 又辟淮南东路招讨使司书写机

宜文字ꎮ 除隆兴府 (今江西南昌一带) 观察推官ꎮ 再除主管尚书工部刑部架阁库ꎮ 入元后ꎬ 尚曾任

瑞州路新昌县 (今江西宜丰县) 石溪书院山长ꎮ 元成宗大德四年 (１３００) 后ꎬ 潭州路 (今湖南长沙

一带) 儒学教官ꎮ

六、 关于传主之文学著述

　 　 古人以 “立德” “立功” “立言” 为 “三不朽”ꎮ “立言” 即著述ꎬ 也是历史人物个体生命超越时

空的一个重要标志ꎮ 因此ꎬ “著述” 为历史人物传记诸要素中的一项亦属共识ꎮ 宋代文教昌明ꎬ 其文

化精英多为复合型人才ꎬ 作家兼学者的现象十分普遍ꎬ 著作等身者大有人在ꎮ «全宋词» 作者小传关

于传主著述之记述ꎬ 体例不尽划一ꎮ 有只录其文学著述 (诗、 词、 文集) 者ꎬ 有兼及其他著述者ꎻ
有只录集名者ꎬ 有兼及版本者ꎻ 有注明 “不传” 者ꎬ 亦有不注者ꎮ 笔者以为ꎬ 作为 “文学家” 的小

传ꎬ 录传主的文学著述是最低限度ꎮ 至于录不录其他著述ꎬ 记不记版本状况、 传世与否ꎬ 都应一视同

仁ꎮ 此处仅就 «全宋词» 于传主文学著述之失考、 遗漏与著录之失误指陈一二ꎮ
１ 传主文学著述之失考与著录之失误

王自中ꎬ 有 «因轩居士文集»ꎮ 黄定ꎬ 有 «凤城词»ꎮ 周颉ꎬ 有 «适庵集»ꎮ 朱晞颜ꎬ 有 «桂岩

吟稿»ꎮ 楼锷ꎬ 有 «求定斋诗馀»ꎮ 梁安世ꎬ 有 «远堂集»ꎮ 林淳ꎬ 有 «定斋诗馀» «林定斋集»ꎮ 韩

玉ꎬ 有 «东浦词»ꎮ 刘褒ꎬ 有 «梅山诗集»ꎬ 亦名 «梅山老人诗集»ꎮ 梁栋ꎬ 有 «梁先生诗集»ꎮ 方有

开ꎬ «全宋词» 著录其有 «堂溪集»ꎬ 实当作 «溪堂集»ꎮ
２ 传主文学著述记录之遗漏

朱翌ꎬ «全宋词» 仅著录其 «潜山集»ꎬ 实则其诗集单行者尚有 «朱新仲诗»ꎻ 康与之ꎬ «全宋

词» 仅著录其 «顺庵乐府»ꎬ 实则其尚有 «顺庵集»ꎻ 赵彦端ꎬ «全宋词» 仅著录其 «介庵集»ꎬ 实则

其词集单行者尚有 «介庵词»ꎻ 陈从古ꎬ «全宋词» 仅著录其 «洮湖集» «洮湖词»ꎬ 实则其尚有 «和
简斋诗集» «和梅诗»ꎻ 吴镒ꎬ «全宋词» 仅著录其 «云岩集» «敬斋词»ꎬ 实则其尚有 «敬斋集»ꎻ 廖

行之ꎬ «全宋词» 仅著录其 «省斋集»ꎬ 实则其词集单行者尚有 «省斋诗馀»ꎻ 黄人杰ꎬ «全宋词»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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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其 «可轩曲林»ꎬ 实则其尚有 «可轩集»ꎮ

七、 更严重的失误

　 　 除了上文所列举的问题ꎬ «全宋词» 作家小传中还有一些更严重的失误需要特别指出ꎮ
１ 误合同姓名者为一人

历朝历代都有 “姓名撞车” 的现象ꎮ 如若那些同姓名者身份与知名度相近ꎬ 所生活的时段又有

交集ꎬ 则稍一粗心ꎬ 便很容易发生 “误合同姓名者为一人” 的情况ꎮ 例如:
林淳ꎬ «全宋词» 曰: “淳字太冲ꎬ 三山 (即今福州) 人ꎮ 乾道八年 (１１７２) 进士ꎬ 以奉议郎为

泾县令ꎬ 修复古塘ꎬ 民多称之ꎮ” 并括注曰: “ «淳熙三山志» 有长溪林淳ꎬ 隆兴元年进士ꎬ 潮阳尉ꎬ
或即一人ꎮ”① 实则孝宗乾道八年登进士第的 “林淳”ꎬ 籍贯为临安府于潜县 (今浙江临安市西)ꎬ 别

是一人ꎮ
张震ꎬ «全宋词» 曰: “震字东父ꎬ 自号无隐居士ꎬ 龙湖人ꎮ 庆元三年 (１１９７)ꎬ 守湖州ꎮ 五年

(１１９９)ꎬ 福建提刑ꎮ 开禧元年 (１２０５)ꎬ 江西提刑ꎮ 与祠ꎮ 嘉定元年ꎬ 右司郎中ꎮ” 并括注曰: “同时

张震不仅一人ꎬ 其仕履仍俟考ꎮ”② 实则此 “张震” 字真甫ꎬ 一作真父ꎮ 高宗绍兴二十一年 (１１５１)
登进士第ꎮ 二十三年 (１１５３)ꎬ 太学博士ꎮ 二十五年 (１１５５)ꎬ 秘书省正字ꎮ 二十六年 (１１５６)ꎬ 兼权

国子司业ꎬ 通判荆南府 (今湖北江陵一带)ꎮ 三十年 (１１６０)ꎬ 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公事ꎮ 三十一

年 (１１６１)ꎬ 秘书省著作佐郎ꎮ 三十二年 (１１６２)ꎬ 秘书省著作郎ꎬ 兼权仓部郎官ꎬ 殿中侍御史ꎬ 中

书舍人ꎮ 孝宗隆兴元年 (１１６３)ꎬ 起居郎ꎮ 二年 (１１６４)ꎬ 知夔州 (今重庆奉节一带)ꎬ 乾道四年

(１１６８)ꎬ 知遂宁府 (今四川遂宁市一带)ꎮ 六年 (１１７０)ꎬ 知成都府 (今四川成都一带)ꎬ 充本路安

抚使ꎮ 八年 (１１７２)ꎬ 卒于官ꎮ 而 “字东父” 的 “张震”ꎬ 籍贯为嘉定府龙游县 (今四川乐山)ꎬ 历

知彭州 (今属四川)、 军器监、 四川茶马使ꎬ 别是一人ꎮ 曾守湖州ꎬ 历任福建提刑ꎬ 官至右司郎中的

“张震”ꎬ 字彦亨ꎬ 籍贯为徽州婺源县 (今属江西)ꎬ 又别是一人ꎮ
徐安国ꎬ «全宋词» 曰: “安国字衡仲ꎬ 号春渚ꎬ 上饶人ꎮ 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 进士ꎮ 六年ꎬ 知华

亭县ꎮ 绍熙中ꎬ 知横州ꎮ 庆元中ꎬ 提举广东茶盐ꎮ 嘉泰二年 (１２０２)ꎬ 授湖南提举ꎬ 放罢ꎮ 有西窗

集ꎬ 不传ꎮ”③ 实则此 “徐安国” 号 “西窗”ꎬ 孝宗隆兴元年 (１１６３) 登进士第ꎻ “号春渚” 的 “徐
安国”ꎬ 孝宗乾道二年登进士第ꎬ “庆元中ꎬ 提举广东茶盐ꎮ 嘉泰二年ꎬ 授湖南提举ꎬ 放罢”ꎬ 籍贯为

临安府富阳县 (今浙江富阳市)ꎬ 别是一人ꎮ
张镃ꎬ «全宋词» 曰: “镃字功甫ꎬ 号约斋ꎬ 西秦 (今陕西省) 人ꎬ 居临安ꎮ 张俊诸孙ꎮ 生于绍

兴二十三年 (１１５３)ꎮ 隆兴二年 (１１６４)ꎬ 大理司直ꎮ 淳熙五年 (１１７８)ꎬ 直秘阁通判婺州ꎮ 庆元元年

(１１９５)ꎬ 司农寺主簿ꎮ 三年 (１１９７)ꎬ 司农寺丞ꎬ 与宫观ꎮ 开禧三年 (１２０７)ꎬ 为司农少卿ꎬ 坐事追

两官送广德军居住ꎮ 嘉定四年 (１２１１)ꎬ 坐扇摇国本ꎬ 除名象州编管卒ꎮ 有南湖集、 玉照堂词ꎮ”④ 实

则此 “张镃” 系由门荫入仕ꎬ 而所谓 “隆兴二年” 任 “大理司直” 的 “张镃”ꎬ 乃高宗绍兴十五年

(１１４５) 明法及第者ꎬ 别是一人ꎮ
２ 误以他人为此人

杨适ꎬ «全宋词» 曰: “适字安道ꎬ 慈溪人ꎮ 隐居大隐山ꎬ 以行义闻于乡里ꎬ 人称大隐先生ꎮ 嘉

祐六年 (１０６１)ꎬ 以荐授将仕郎ꎬ 试太学助教ꎬ 不赴ꎮ 卒年七十六ꎮ 自署慈川逸民ꎮ”⑤ 其名下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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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思题丈亭馆» 一篇ꎬ 注明出处为 «宝庆四明志» 卷十六ꎮ 然原 «志» 但曰 “慈川逸民词”
云云ꎬ 并未明言作者即 “杨适”ꎮ 清况周颐 «历代词人考略» 引袁钧 «西庐词话» 之所考证ꎬ 臆断

“慈川逸民” 乃杨适ꎮ «全宋词» 殆沿其误说ꎮ 实则 “慈川逸民” 乃南宋刘叔温之号ꎮ 叔温ꎬ 庆元府

慈溪县 (今浙江慈溪市) 人ꎮ 宁宗、 理宗时在世ꎮ 理宗宝庆三年 (１２２７) 前后ꎬ 庆元府 (今浙江宁

波一带) 学学录ꎮ
阎苍舒ꎬ «全宋词» 小传前半曰: “苍舒字惠夫ꎬ 蜀人ꎮ 绍兴二十七年 (１１５７) 进士ꎮ 累迁中书

舍人ꎮ 出知晋州ꎮ”① 实则苍舒字 “才元”ꎮ “字惠夫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累迁中书舍人出

知晋州” 者ꎬ 乃阎安中ꎬ 盖别是一人ꎮ 且 “晋州” (今山西临汾一带) 乃 “普州” (今四川安岳一

带) 之讹ꎮ 当时ꎬ 晋州属于金人统治区域ꎬ 南宋人怎么可能到那里去任知州呢?
３ 误读源文献所造成之失误

康与之ꎬ «全宋词» 曰: “为秦 (桧) 门下十客之一ꎮ”② 其所依据ꎬ 乃宋赵彦卫 «云麓漫抄»ꎮ
然原书但称 “秦太师十客”ꎬ 并不曾言 “秦门十客”ꎮ 详其文义ꎬ 盖指与秦桧有关的十个类型不同的

人ꎬ 而非其 “门客”ꎮ 如 “十客” 中有 “刺客”ꎬ 名施全ꎬ 乃禁军下级军官ꎬ 因痛恨秦桧与金人议

和ꎬ 行刺未遂ꎬ 被擒处死ꎮ 又有 “吊客”ꎬ 名史叔夜ꎬ 乃蜀人ꎬ 秦桧死后到其墓前凭吊ꎬ 号啕恸哭ꎬ
因此跻身 “十客”ꎮ 若此二 “客”ꎬ 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 “秦桧门下客”ꎮ

章谦亨ꎬ «全宋词» 曰: “绍定间ꎬ 为铅山令ꎬ 为政宽平ꎬ 人号为佛家ꎮ”③ 其所依据ꎬ 当系明董

斯张 «吴兴备志» 卷一二 «人物征» 五引 «铅书» 曰: “章谦亨绍定间ꎬ 知铅山ꎮ 为政宽平ꎬ 人号

为佛ꎬ 家置像而祀焉ꎮ” 原文是说ꎬ 由于谦亨为政宽平ꎬ 故铅山县的百姓家家户户都供奉他的画像ꎬ
把他当作佛来祭祀ꎮ “家” 是 “家家户户” 的意思ꎮ “佛” 属上句ꎬ “家” 属下句ꎬ 二字不可连读ꎮ

林洪ꎬ «全宋词» 曰: “和靖七世孙ꎮ”④ 其所依据ꎬ 当系宋陈世崇 «随隐漫录» 及韦居安 «梅磵

诗话»ꎮ 然二书皆载所谓 “和靖七世孙” 乃林洪自称ꎬ 时人并不认可ꎬ 甚至作诗嘲笑他 “瓜皮搭李

皮”ꎮ 盖林逋未曾娶妻ꎬ 如何会有儿孙? 分明是假冒强充ꎮ 因此ꎬ 不应将此不实之词写进其人小传ꎮ
由于旨在探讨得失ꎬ 故本文的主要形式是学术批评ꎮ «全宋词» 的编者唐圭璋先生ꎬ 是笔者二三

十年前攻读硕士、 博士学位的导师ꎬ 笔者的学术研究其实正是先生学术生命的延续ꎮ 如果说笔者对

«全宋词» 词人小传的订补还算小有献替的话ꎬ 那也应首先归功于先生的培养ꎬ 其次是得益于现代学

术研究条件与技术手段的进步ꎮ 上个世纪ꎬ 前辈学者筚路蓝缕ꎬ 以启山林ꎬ 在基础文献方面为我们开

辟、 铺平了道路ꎬ 使我们的宏观研究和理论研究得以顺利进行ꎮ 在新的世纪里ꎬ 我们在大力开展宏观

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同时ꎬ 也不要忘了踵事增华ꎬ 后出转精ꎬ 将前辈学者所开辟、 铺平的道路整修得更

加坚实、 更加宽广ꎮ 此外ꎬ 我们还要一代代继续扩大基础工程的建设规模ꎬ 开辟、 铺平更多的道路ꎬ
以保证后来的研究永远处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状态ꎮ 若笔者这篇拙文能对此有些许补益ꎬ 则不胜

幸甚之至!

附记:
１. « ‹全宋词› 赵善括等四家小传词作校议»ꎬ «文史» ２００５年第 １辑ꎻ
２. « ‹全宋词› 郭子正等五家斠议»ꎬ «文史» ２００７年第 １辑ꎻ
３. « ‹全宋词› 周颉小传补正»ꎬ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２００８年第 ４期ꎻ
４. « ‹全宋词› 崔敦礼等四家小传补正»ꎬ «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第 ４期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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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南宋文学家蔡戡小传订补»ꎬ «江海学刊» ２００８年第 ６期ꎻ
６. « ‹全宋词› 赵善扛小传辑补»ꎬ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第 ６期ꎻ
７. « ‹全宋词› 林淳小传订补»ꎬ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第 ６期ꎻ
８. « ‹全宋词› 楼锷小传补正»ꎬ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第 ６期ꎻ
９. «南宋文学家徐安国小传订补»ꎬ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ꎻ
１０. «南宋词人刘德秀小传辑补»ꎬ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ꎻ
１１. «南宋词人张震考»ꎬ «文学遗产» 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ꎻ
１２. « ‹全宋词› 人崔敦诗小传辑补»ꎬ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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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损益方法的形成与雅乐的关系

张哲俊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 损益方法是乐府入乐的常用方法ꎬ 这种方法既用于俗乐ꎬ 也用于雅乐ꎮ 乐府是自由创作的ꎬ 没

有定式定句ꎬ 亦无定韵定字ꎮ 如何入乐与音乐旋律合而为一ꎬ 如何将自由与体制纳入乐府音乐文学体制ꎬ
是乐府音乐文学体制无法回避的问题ꎮ 损益修改是乐府辞乐合一的唯一途径ꎬ 乐府的损益方法并不是损益

歌辞ꎬ 以文就乐ꎬ 而是既损益歌辞ꎬ 也损益旋律ꎬ 这是相当复杂的ꎮ 这种方法产生于雅乐ꎬ 雅乐是用于朝

庙仪式的音乐文学ꎬ 为了与朝庙仪式相合ꎬ 必须损益歌辞和旋律ꎮ
关键词: 乐府ꎻ 损益方法ꎻ 朝庙仪式ꎻ 雅乐ꎻ 雅舞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２２ ６ꎻ Ｊ６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１４８－１２

损益方法的依据: 朝庙仪式与雅乐的长度、 节奏、 节拍

　 　 辞乐结合有多种方法ꎬ 或先声后诗、 倚声制辞ꎬ 或先辞后声、 声为辞作ꎬ 都比增损方法简单实

用ꎬ 但拟乐府偏偏选择了损益辞乐的方法ꎬ 结果是带来了不合不类的问题ꎬ 也降低了歌辞的文学水

平ꎮ 乐府为何采用如此麻烦而又怪异的方法ꎬ 这样的方法又源于何处呢?
研究文学现象的始源可以先确定最初的作品或作品群ꎬ 以最初的作品为线索ꎬ 调查其产生条件与

产生环境ꎮ 这种方法虽有效ꎬ 但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行ꎮ 李延年是文献可查的最早使用增损方法的

乐人ꎬ 然而与李延年相关的文献相当有限ꎬ 不足以解决前面的问题ꎬ 所以退而求其次ꎬ 改为直接调查

增损方法生成的环境与条件ꎬ 与此相关的文献相对丰富ꎬ 这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ꎮ 李延年增损修

改过雅乐ꎬ 也增损修改过俗乐ꎬ 俗乐是自由的艺术ꎬ 外在限制较少ꎬ 歌辞与旋律可长可短ꎬ 不需要刻

意增减ꎬ 因而俗乐不具备产生增损方法的条件ꎮ 雅乐是朝庙仪式的一部分ꎬ 要辞乐合一必然受到朝庙

仪式的限制ꎮ 雅乐必须增损歌辞与旋律ꎬ 否则无法与朝庙仪式配合ꎬ 成为仪式的一部分ꎮ 雅乐能否与

朝庙仪式合一ꎬ 由仪式与雅乐的长度、 速度两个因素决定ꎮ
１ 朝庙仪式的长度是损益雅乐的依据

雅乐必须满足朝庙仪式的时间长度ꎬ 否则无法用于朝庙仪式ꎮ 礼仪制度中有不少数字上的规定ꎬ
这些数字与音乐、 文学无关ꎬ 完全是礼制的需要ꎮ 如射礼中有规定ꎬ 天子奏 «驺虞» 九节ꎬ 诸侯奏

«狸首» 七节ꎬ 大夫奏 «采苹»ꎬ 士奏 «采蘩» 皆为五节ꎮ① 这种对音乐长度的规定来自于身份等级

制度ꎮ 周礼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礼仪制度ꎬ 后世承续了这一体制ꎮ «文始» «五行» «武德» «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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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德» 等曲是汉代宗庙乐的基本曲目ꎬ «东观汉记» 记载:
依书 «文始» «五行» «武德» «昭德» «盛德» 修之舞ꎬ 节损益前后之宜ꎬ 六十四节为舞

曲ꎬ 副八佾之数ꎮ 十月烝祭始御ꎬ 用其 «文始» «五行» 之舞如故ꎮ 进 «武德舞歌诗» 曰: “于
穆世庙ꎬ 肃雍显清ꎬ 俊乂翼翼ꎬ 秉文之成ꎮ 越序上帝ꎬ 骏奔来宁ꎬ 建立三雍ꎬ 封禅泰山ꎬ 章明图

谶ꎬ 放唐之文ꎮ 休矣惟德ꎬ 罔射协同ꎬ 本支百世ꎬ 永保厥功ꎮ” 诏书曰: “骠骑将军议可ꎮ” 进

«武德» 之舞如故ꎮ①

这段记载见于很多文献ꎬ «后汉书» 卷十九 «祭祀志第九»、 宋徐天麟 «东汉会要» 卷八 «乐
乐舞»、 宋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 卷五六五 «掌礼部作乐» 等皆有转录ꎮ 这段文字有一个重要信

息: 这些宗庙乐的规定长度是 “六十四节”ꎬ 雅乐必须满足这一要求ꎮ “节” 本来是击打节拍用的竹

制乐器ꎬ② 左思 «蜀都赋» 中有 “汉女击节”③ꎬ 后来从乐器义引申出 “节拍” “节奏” 两义ꎮ “六十

四节” 的 “节” 指的是节拍ꎬ “六十四” 是指击打节的次数ꎬ 即节的数量ꎮ 节奏是指音符时值长短、
快慢、 强弱构成的运动形态ꎬ 不以数字计ꎮ 据此来看ꎬ “六十四节” 当是 «文始» 等的长度ꎮ 那么

“六十四” 这个数字来自于何处呢? 一般来说ꎬ 音乐文学的长度取决于内容ꎬ 内容的丰富程度决定了

作品的长度ꎮ 音乐文学的形式也会影响作品的长度ꎬ 某些特定形式的乐歌限定了句数ꎬ 也就规定了长

度ꎮ 但此类说法与雅乐关系不大ꎬ 雅乐 “六十四节” 的节数其实来自于 «周易» 阴阳符号的六十四

种变化方式ꎬ 象征着天地、 人间的万物变化ꎮ “六十四节” 也与 “八佾” 相关ꎬ 佾即行列ꎬ 八人一列

成八列ꎬ 共八行八列六十四名舞者ꎬ 故称 “八佾”ꎮ “六十四” 既是舞者的人数ꎬ 也是节拍的数量ꎬ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 “六十四节” 是节拍ꎮ 其实在创制 «文始» 等仪式与雅乐之前ꎬ 已经设定

了六十四节的长度ꎬ 仪式与雅乐是按照这一长度创制的ꎮ 由此来看ꎬ 雅乐的长度依据的并不是仪式的

长度ꎬ 而是仪式之外更重要的数字因素ꎮ 因为这一数字是礼制的一部分ꎬ 所以不能否定雅乐长度源于

礼制的看法ꎮ
还有一些数字来自于天地运行ꎮ «乐府诗集» 记载: “故曰雅止乎十二ꎬ 则天数也ꎮ 乃去阶步之

乐ꎬ 增撤食之雅焉ꎮ 众官出入奏 «俊雅»ꎬ 皇帝出入奏 «皇雅»ꎬ 皇太子出入奏 «胤雅»ꎬ 王公出入

奏 «寅雅»ꎬ 上寿酒奏 «介雅»ꎬ 食举奏 «需雅»ꎬ 撤馔奏 «雍雅»ꎬ 牲出入奏 «涤雅»ꎬ 荐毛血奏

«牷雅»ꎬ 降神及迎送奏 « 雅»ꎬ 皇帝饮福酒奏 «献雅»ꎬ 燎埋奏 «禋雅»ꎬ 其辞并沈约所制ꎮ”④ 十

二代表天数ꎬ 代表天地一年的运转ꎬ 象征着世界万物ꎬ 是择定十二曲目的依据ꎮ
这些代表了古人对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基本认识的数字成为规定礼仪和雅乐长度的依据ꎬ 而长度

是礼仪与雅乐相合为一的必要条件ꎮ 如果仪式与雅乐的长度固定不变ꎬ 就无需采用增损辞乐的方法ꎬ
至少假如旋律固定不变的话ꎬ 按照已经入乐的歌辞形式填写新的歌辞倚声制词就可入乐ꎮ 雅乐可以倚

声制辞ꎬ 却极少采用ꎬ 采用最多的还是增损辞乐的方法ꎬ 这只能说明歌辞与旋律一般皆为随意创作ꎬ
用于仪式时才需考虑仪式的长度与节奏ꎮ

雅乐歌辞ꎬ 无论是敕撰还是私撰ꎬ 都是在入乐用于仪式之前自由创作ꎬ 后根据仪式需要增损辞

乐ꎮ 东平王刘苍的 «武德舞歌诗» 就是写于仪式之前ꎬ 后来刘苍写了奏章ꎬ 要求将自己的 «武德舞

歌诗» 用于十月蒸祭ꎮ 根据 «东观汉记» 的记载来看ꎬ 刘苍的 «武德舞歌诗» 当为私撰ꎮ
那么为何不采用倚声制辞的方法呢? 朝庙仪式的时间长度由礼仪制度限定ꎬ 礼仪中的规定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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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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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树平: «东观汉记校注» 卷 ５ꎬ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年ꎬ 第 １６４页ꎮ «东汉会要» 卷 ８ «志郊祀志» 记载的是

“依旧”: “依旧 «文始» «五行» «武德» «昭真» 修之舞ꎬ 节损益前后之宜ꎬ 六十四节为舞ꎬ 曲副八佾之数ꎮ” 参见徐天麟: «东汉

会要» 卷 ８ «乐乐舞»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５年ꎬ 第 ８０页ꎮ
节是一种乐器ꎬ “节形如箕与箕口深等ꎬ 皆用红漆ꎬ 箕背绘虎ꎬ 头以箸划箕为节”ꎮ 参见 «御制律吕正义后编» 卷 ９２

«乐制考十五明»ꎬ 载 «故宫珍本集刊»ꎬ 海口: 海南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年ꎬ 第 ９３４页ꎮ
左思: «蜀都赋»ꎬ 载严可均校辑: «全晋文»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５８年ꎬ 第 ３７６６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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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 往往恒常不变ꎬ 这决定了雅乐的长度ꎮ 另外还有其他相当繁杂的制约因素ꎬ 既有建筑、 场地

等客观因素ꎬ 也有朝廷政治及个人主观因素ꎮ 仪式时有损益ꎬ 长度亦可变化ꎬ 雅乐也就只能通过损益

修改ꎬ 来适应仪式时间长度的变化ꎮ 因而不能采用倚声制辞的方法ꎬ 只能采用损益辞乐的方法ꎮ
２ 雅乐节奏的速度与朝庙仪式的同步关系

仪式和雅乐的长度还同二者的节奏与速度有关ꎮ 射礼要求寻声射箭ꎬ 射箭与鼓声须相合ꎬ 否则射

中也无效ꎮ 为保证同步关系ꎬ 仪式与雅乐必须设定适宜的时间长度ꎬ 如果二者时间长度差异较大ꎬ 就

难以保证同步ꎮ 不过适宜的长度并不能保证二者的同步关系ꎬ 仪式与雅乐的同步还取决于能否准确把

握二者的节奏与速度ꎬ 统一的节奏与速度是保证同步关系的前提ꎮ 二者的节奏与速度不同ꎬ 必然造成

二者时间长度的不同ꎮ 对于射礼、 投壶之类的仪式来说ꎬ 节奏与速度极为重要ꎬ 太快太慢都不宜于射

中ꎮ «汉书» 中明确记述了皇帝入庙门后仪式与雅乐的同步关系:
皇帝入庙门ꎬ 奏 «永至»ꎬ 以为行步之节ꎬ 犹古 «采荠» «肆夏» 也ꎮ 乾豆上ꎬ 奏 «登歌»ꎬ

独上歌ꎬ 不以管弦乱人声ꎬ 欲在位者遍闻之ꎬ 犹古 «清庙» 之歌也ꎮ «登歌» 再终ꎬ 下奏 «休
成» 之乐ꎬ 美神明既飨也ꎮ 皇帝就酒东厢ꎬ 坐定ꎬ 奏 «永安» 之乐ꎬ 美礼已成也ꎮ 又有 «房中

祠乐»ꎬ 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ꎮ①
有趣的是ꎬ 北魏礼仪与汉代礼仪相似ꎬ 甚至字句上也有相同ꎮ «魏书» 记载:

皇帝入庙门ꎬ 奏 «王夏»ꎮ 太祝迎神于庙门ꎬ 奏迎神曲ꎬ 犹古降神之乐ꎻ 乾豆上ꎬ 奏 «登
歌»ꎬ 犹古清庙之乐ꎻ 曲终ꎬ 下奏 «神祚»ꎬ 嘉神明之飨也ꎻ 皇帝行礼七庙ꎬ 奏 «陛步»ꎬ 以为行

止之节ꎻ 皇帝出门ꎬ 奏 «总章»ꎬ 次奏 «八佾舞»ꎬ 次奏送神曲ꎮ②
上面两段文献记载的是汉代与北魏皇帝进入庙门后开始的礼仪ꎬ 雅乐的名称虽不相同ꎬ 但礼仪与

雅乐的同步关系是相同的ꎮ 汉代皇帝入庙门开始奏乐ꎬ 奏的是 «永至»ꎻ 北魏皇帝入庙门也要奏乐ꎬ
奏的是 «王夏»ꎮ 雅乐名称可以修改ꎬ 歌辞和旋律也可以损益ꎬ 但礼仪与雅乐的同步关系没有变化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汉书» 中 “以为行步之节” 与 «魏书» 中 “以为行止之节”ꎬ 二句只有一字之

异 (“步” 与 “止” 字形类似ꎬ 有误刊的可能ꎬ 但两段文字在各类文献中虽多有转录ꎬ 但据转录文献

来看ꎬ 并非字形类似造成的误刊)ꎬ 但含义却大不相同ꎮ 前者指的是皇帝行走的节奏与速度ꎬ 后者指

出了皇帝行步起始与结束的信号ꎬ 说明雅乐的长度取决于皇帝行动的起始与结束的时间ꎮ “行步之

节” 与 “行止之节” 体现了古代 “节奏” 概念中两个因素ꎬ 前者所指与现在的 “节奏” 概念基本相

同ꎬ 后者指的是音乐的起始与结束 (同指皇帝行动的开始与结束)ꎮ 显然古今 “节奏” 概念有相似亦

有不同ꎬ 今天的 “节奏” 概念中没有音乐作品时间长度的含义ꎬ 而古代 “节奏” 概念中包含了这一

因素ꎮ
“节奏合以成文” 者ꎬ 谓奏作其乐ꎬ 或节止其乐ꎬ 使音声和合ꎬ 成其五声之文也ꎮ 所以合和

父子君臣者ꎬ 则上文 “君臣同听ꎬ 莫不和敬ꎻ 父子同听ꎬ 莫不和亲” 是也ꎮ③
“奏” 是开始奏乐ꎬ “节” 是停止奏乐ꎬ “节奏” 表示奏乐的开始与停止ꎮ “云 ‘节奏ꎬ 阕作进止

所应也’ꎬ 阕ꎬ 谓乐息ꎮ 作ꎬ 谓乐动ꎮ 进则作也ꎬ 止则阕也ꎬ 故云 ‘进止所应也’ ”④ꎬ 这里的 “开
始” 与 “停止” 是指整个音乐作品的开始与停止ꎮ 古代节奏概念还包括音符的开始与结束ꎬ 即音符

的时间长度ꎮ
节奏ꎬ 谓或作或止ꎬ 作则奏之ꎬ 止则节之ꎮ 言声音之内ꎬ 或曲或直ꎬ 或繁或瘠ꎬ 或廉或肉ꎬ

或节或奏ꎬ 随分而作ꎬ 以会其宜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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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节奏就是指音符的开始停止、 时间长短、 繁密稀疏ꎬ 曲、 直、 繁、 瘠都是对旋律、 音符

而言的ꎬ 这种意义上的节奏与今天节奏的意义相同ꎮ 因为古代强调音乐与仪式的同步关系ꎬ 这一同步

关系又与雅乐的长度息息相关ꎬ 所以古代节奏概念有音乐作品时间长度的含义ꎮ
古代节奏的概念在古代文献中比较常见ꎬ 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ꎮ «宋书» 中 «肆夏» 乐歌四章的

注文ꎬ 就是按照 «礼记» 中节奏的意思解释的:
右 «肆夏» 乐歌四章 (客入ꎬ 于四厢振作 «于铄曲»ꎮ 皇帝当阳ꎬ 四厢振作 «将将曲»ꎮ 皇

帝入变服ꎬ 四厢振作 «于铄» «将将» 二曲ꎬ 又黄钟、 太簇二厢作 «法章» «九功» 二曲ꎮ)①

“振作” “作” 就是奏ꎬ 有 “开始” 义ꎬ 也就是开始奏乐歌ꎮ 四曲的开始标志着 “客入” “皇帝

当阳” “皇帝入变服” 等仪式的开始ꎮ 这条注文虽没有标注四曲结束的位置ꎬ 但如果仪式已经结束ꎬ
雅乐仍然在演奏则是不可想象的ꎬ 所以结束也有其重要意义ꎮ 刘宋雅乐也有类似的标记ꎬ «大会行礼

歌» (二章ꎬ 姑洗箱作)、 «王公上寿歌» (三章ꎬ 黄钟箱作)、 «食举乐» (十章ꎬ 黄钟太簇二箱更作ꎬ
黄钟作 «曦体» «至和» «王道» «开元辰礼» «有容» 五曲ꎬ 太簇作 «五玉» «怀荒裔» «皇猷缉»
«惟永初» «王道纯» 五曲) 等等ꎬ 注文中的 “作” 是开始演奏之意ꎮ② «汉书» 关于叔孙通等人制

定的雅乐诸曲也有类似的记载ꎬ③ 只是没有使用 “作” 字而已ꎮ
朝庙仪式由多个仪式与时段构成ꎬ 不同的时段需要不同的音乐长度和不同的节奏与速度ꎮ «汉

书» 记载皇帝进入庙门开始演奏 «永至»ꎬ «永至» 的节奏当以皇帝的 “行步为节”ꎬ 二者必须相合ꎮ
«永至» 长度到底是多少ꎬ «汉书» 中没有记载ꎬ 但可以知道的是ꎬ «永至» 的长度取决于从庙门到

上乾豆仪式位置的距离ꎮ «永至» 太长必须删减ꎬ 否则皇帝已经到了固定的位置ꎬ 雅乐若没有停止ꎬ
就必须等待较长时间ꎻ 太短就必须增加ꎬ 否则皇帝还没有走到举行仪式的位置音乐便停止了ꎬ 就会出

现无乐行走的情况ꎮ 另外ꎬ 皇帝还需控制行步的节奏与速度ꎬ 否则即使计算好了所需时间ꎬ 也会出现

皇帝实际行走时间与设定时间不合的状况ꎮ «魏书» 中也有相似的记载ꎬ 由于建筑构造、 布局的不

同ꎬ 北魏与汉代庙门到上乾豆仪式位置的距离和时间可能不同ꎬ 所以可能需要不同长度的雅乐配合ꎬ
只有通过增损方法才能使仪式和音乐同步ꎮ

«汉书» 中记载的同步关系是基本原则ꎬ 同样适用于其他仪式与雅乐ꎮ 这一原则上承周礼ꎬ 下启

后世礼制ꎮ «魏书» 记载:
臣等谨案旧章ꎬ 并采汉魏故事ꎬ 撰祭服冠屦牲牢之具ꎬ 罍洗簠簋俎豆之器ꎬ 百官助祭位次ꎬ

乐官节奏之引ꎬ 升降进退之法ꎬ 别集为亲拜之仪ꎮ④

北魏的礼制多承袭汉魏旧制ꎮ 百官的进退升降皆由乐官引领ꎬ 乐官是各种仪式与雅乐节奏的引领

者ꎮ 音乐的节奏、 长短必须与祭祀仪式的进退升降完全吻合ꎬ 因此必须增减雅乐的歌辞与旋律ꎬ 这是

基本原则ꎮ 进退升降需要精确的时间长度ꎬ 也需要精确的节奏速度ꎬ 否则就会出现问题ꎮ 唐代开元礼

十分注意节奏与仪式的配合ꎬ «文献通考» 有记载: “初ꎬ 读祝文讫ꎬ 乐作ꎻ 太祝进ꎬ 跪奠版于神座ꎬ
俯伏ꎬ 兴ꎬ 还樽所ꎬ 皇帝拜讫ꎬ 乐止ꎮ 太常卿引皇帝进神农氏神座前ꎬ 北向立ꎬ 乐作ꎮ 太祝各以爵酌

上樽福酒 (摄事ꎬ 太祝酌罍福酒)ꎬ 其饮福、 受胙、 乐舞等ꎬ 并如圜丘仪 (摄事亦同圜丘摄事)ꎮ 初ꎬ
皇帝将复位ꎬ 谒者引太尉诣罍洗 (摄事ꎬ 谒者引太常卿为亚献)ꎬ 盥手ꎬ 洗爵讫ꎬ 谒者引太尉自东陛

升坛ꎬ 诣神农氏象樽所ꎮ 执樽者举幂ꎬ 太尉酌盎齐ꎬ 武舞作ꎮ”⑤ “乐作” “武舞作” “乐止” 等明确

１５１乐府损益方法的形成与雅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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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仪式进程与音乐、 舞蹈的关系ꎮ 精确是唐开元礼的特征ꎬ① 也是仪式与雅乐同步关系的基本特征ꎬ
而达到 “精确” 的方法无疑就是增损辞乐ꎮ

３ 作为损益单位的节拍与一字一音一拍的均等节奏

«东观汉记» 中的 “节损益前后之宜” 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 一是雅乐增损前后歌辞与旋律是为

了达到适宜的长度ꎻ 二是增损的基本单位是 “节”ꎬ 即节拍ꎮ “节” 在不同的语境中指称不同的意义ꎬ
“节损益前后之宜” 的 “节” 是指节拍ꎬ 节拍是衡量雅乐长度的单位ꎬ 同时也是增损的基本单位ꎮ 既

然同时损益歌辞与旋律ꎬ 损益的单位应选择歌辞与旋律共用的单位ꎬ 选择音乐单位为损益单位似乎并

不适宜ꎬ 然而歌辞与音乐是不同的艺术形式ꎬ 并没有共用的单位ꎬ 所以只能在歌辞单位或音乐单位二

者选其一ꎮ 丘琼荪曾经提出 “字单位” 的观点ꎬ 但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此类表述ꎮ
那么ꎬ 选择音乐单位作为损益单位是否会影响损益歌辞呢? 在一字多音或一字多音与一字一音并

用的辞乐关系中ꎬ 并不是每一个音乐单位都有歌辞ꎬ 如果以音乐单位作为损益单位ꎬ 必然会造成歌辞

语句不整、 语意不明ꎮ 乐府入乐ꎬ 歌辞本就存在前言不搭后语的现象ꎬ 这正证明了乐人是以音乐单位

作为损益单位增损歌辞的ꎮ 其实乐府采用损益方法还与一字一音的均等时值 (拍数与字数、 音符数

相等) 不无关系ꎮ 在一字一音均等时值的辞乐关系中ꎬ 一字一音完全对应ꎬ 增损一拍ꎬ 就增损一个

字、 一个音符ꎮ 因而以节拍为单位损益ꎬ 不会破坏一字一音均等时值的对应关系ꎮ 节拍是乐曲长度的

衡量单位ꎬ 长度固定ꎬ 少了多少节拍ꎬ 就要增加多少节拍ꎻ 多了多少节拍ꎬ 就要相应地减少多少节

拍ꎮ 既然节拍的数量是损益的基准ꎬ 那么一字一音地损益应该更为准确ꎬ 但事实上几乎没有如此损益

的个例ꎬ 大多增损以句为单位ꎬ 显然也是为了避免割裂歌辞为残句ꎬ 再者速度也可以调整长度ꎬ 没有

必要一字一音地损益ꎮ
以节拍为核心增损修改的方法ꎬ 亦为后世乐人延用ꎮ 唐代乐府亦采用增损修改的方法ꎬ 文献中有

“雅善鼓琴ꎬ 加减旧弄ꎬ 作 «山水操»ꎬ 为知音者所赏” 类似的记载ꎬ② 在旧曲的基础上有所加减ꎬ
就是用了增损的方法ꎮ «乐府诗集» 记载: “ «乐苑» 曰: ‘ «长命西河女»ꎬ 羽调曲也ꎮ’ «乐府杂录»
曰: ‘大历中ꎬ 尝有乐工自造一曲ꎬ 即古曲 «西河长命女» 也ꎮ 增损节奏ꎬ 颇有新声ꎮ’ ”③ 增损不

是为了歌辞入乐ꎬ 而是为了 “颇有新声”ꎮ 唐段安节的 «乐府杂录» 也记载了大历年间 (７６６—７７９)
乐工增损修改 «长命西河女» 之事ꎮ «碧鸡漫志» 记载最详:

有云: “为公唱作西河调ꎬ 日暮偏伤去住人ꎮ” 理道要诀: “长命女西河ꎬ 在林锺羽ꎬ 时号平

调ꎬ 今俗呼高平调也ꎮ” 脞说云: “张红红者ꎬ 大历初ꎬ 随父歌丐食ꎬ 过将军韦青所居ꎬ 青纳为

姬ꎬ 自传其艺ꎬ 颖悟绝伦ꎮ 有乐工取 «古西河长命女» 加减节奏ꎬ 颇有新声ꎮ 未进间ꎬ 先声于

青ꎬ 青令红红潜听ꎬ 以小豆数合记其拍ꎬ 绐云: ‘女弟子久歌此ꎬ 非新曲也ꎮ’ 隔屏奏之ꎬ 一声

不失ꎮ 乐工大惊ꎬ 请与相见ꎬ 叹伏不已ꎮ 兼云: ‘有一声不稳ꎬ 今已正矣ꎮ’ 寻达上听ꎬ 召入宜

春院ꎬ 宠泽隆异ꎬ 宫中号记曲小娘子ꎬ 寻为才人ꎮ” 按此曲起开元以前ꎬ 大历间ꎬ 乐工加减节

奏ꎬ 红红又正一声而已ꎮ «花间集» 和凝有 «长命女曲»ꎬ 伪蜀李珣 «琼瑶集» 亦有之ꎬ 句读各

异ꎮ 然皆今曲子ꎬ 不知孰为古制林锺羽并大历加减者ꎮ 近世有 «长命女令»ꎬ 前七拍ꎬ 后九拍ꎬ
属仙吕调、 宫调ꎬ 句读并非旧曲ꎮ 又别出大石调西河ꎬ 慢声犯正平ꎬ 极奇古ꎮ 盖 «西河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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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舞曰 «化成天下之舞»: 第一变: 舞人立南表之南ꎬ 听举乐则蹲ꎻ 再鼓ꎬ 皆舞ꎬ 进一步正立ꎻ 再鼓ꎬ 皆稍前而正揖ꎬ 合

手自下而上ꎻ 再鼓ꎬ 皆左顾左揖ꎻ 再鼓ꎬ 皆右顾右揖ꎻ 再鼓ꎬ 皆开手ꎬ 蹲ꎻ 再鼓ꎬ 皆舞ꎬ 进一步正立再鼓ꎬ 皆左侧身ꎬ 右垂手

为三谦ꎻ 再鼓ꎬ 皆躬而授之ꎬ 遇节乐则蹲ꎮ 第二变: 听举乐则蹲ꎻ 再鼓ꎬ 皆舞ꎬ 进一步转面相向ꎻ 再鼓ꎬ 皆稍前相揖ꎻ 再鼓ꎬ 皆左

顾左揖ꎻ 再鼓ꎬ 皆右顾右揖ꎻ 再鼓ꎬ 皆开手ꎬ 蹲ꎬ 正立ꎻ 再鼓ꎬ 皆舞ꎬ 进一步复相向ꎻ 再鼓ꎬ 皆却身为初辞ꎻ 再鼓ꎬ 皆舞ꎬ 辞如上

仪ꎻ 再鼓ꎬ 皆再辞ꎻ 再鼓ꎬ 皆固辞ꎻ 再鼓ꎬ 皆合手ꎬ 蹲ꎬ 正立ꎻ 再鼓ꎬ 皆舞ꎬ 进一步ꎻ 再鼓ꎬ 相向ꎻ 再鼓ꎬ 皆顾为初谦ꎻ 再鼓ꎬ 皆

再谦ꎻ 再鼓ꎬ 皆三谦ꎻ 再鼓ꎬ 皆躬而授之ꎬ 正立ꎬ 遇节乐则蹲ꎮ 第三变” 参见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 １４５ «乐考十八乐舞»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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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ꎬ 本林锺羽ꎬ 而近世所分二曲ꎬ 在仙吕、 正平两调ꎬ 亦羽调也ꎮ①

这是比较难得的文献ꎬ 既记载了节拍ꎬ 也记载了节奏ꎬ 从中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第一ꎬ 节拍与节奏的关系ꎮ 乐工加减节奏创作了 «古西河长命女»ꎬ 张红红暗听并 “以小豆数合

记其拍”ꎬ 显然是以节拍作为增损与计算的单位ꎮ 如果乐工 «古西河长命女» 的合计节拍数量同此曲

原有的节拍数量相合ꎬ 就证明不是乐工增减的新作ꎮ 这种方法在一字一音均等时值为基准的辞乐关系

中是有效的ꎬ 如果同一歌题的拍数相同ꎬ 就表明是没有增损修改的同一乐歌ꎮ 这在今天看来颇为怪

异ꎬ 因为节拍数相同ꎬ 并不能表明节奏与旋律相同ꎬ 在同一节拍数内ꎬ 节奏与旋律可以有多种变化ꎬ
在一字一音与一字多音并用的乐歌中ꎬ 音符的节拍数量完全自由ꎬ 并不受字数限制ꎬ 用节拍数来验证

是否为同一乐歌显然不合理ꎮ 这里还需要注意 “加减节奏” 的说法ꎬ 表面上看 “加减节奏” 与 “加
减节拍” 是一回事ꎬ 其实并不相同ꎮ 增损方法是在原曲或共用旋律的基础上增损节拍ꎬ 如果乐句最

后一个音符增加节拍ꎬ 改为曼声ꎬ 就会改变一字一音一拍ꎬ 节奏自然会产生变化ꎬ 也就会出现 “加
减节奏” 的现象ꎮ

第二ꎬ 句读与拍数的关系ꎮ «碧鸡漫志» 记载其中一曲为 «古西河长命女»ꎬ 一曲为 “大历加减

者”ꎬ 后者是通过增减方法改变了 «古西河长命女» 的节奏与旋律ꎬ 说明二曲使用了共用旋律ꎮ 歌题

相同ꎬ 但由于损益修改旋律ꎬ 字数、 韵字的数量与位置、 句读都发生了变化ꎬ “句读各异” 记述的正

是旋律与歌辞的损益关系ꎮ «长命女令» 又有二调ꎬ “前七拍ꎬ 后九拍”ꎬ 拍数不同ꎬ 音符数量不同ꎮ
“句读并非旧曲” 是指句读不是旧曲的句读ꎬ 旧曲有旧曲的句读ꎬ 损益的新曲有新曲的句读ꎬ 不同的

字数、 句读标志着损益变化带来的不同旋律ꎬ 此句更直接地表明了句读与旋律的关系ꎮ 在 “一字一

音” 与均等时值的情况下ꎬ 即使旋律无传ꎬ 也可以了解旋律增损修改的部分状态ꎮ
综上所述ꎬ 朝庙仪式的长度决定了雅乐的长度ꎬ 雅乐的长度以节拍的数量来衡量ꎬ 仪式与雅乐的

同步关系主要在节奏上体现ꎮ 长度、 节奏、 节拍都是实际增损时需考虑的因素ꎬ 这些因素可以帮助我

们了解损益方法是如何产生的ꎮ 但影响损益方法的并非只有朝庙仪式、 音乐、 文学ꎬ 还有其他重要

因素ꎮ

损益辞乐的基准: 雅舞的节奏

　 　 前文研究了增损方法与音乐节拍的关系ꎬ 由此可知ꎬ 节拍是损益的基准ꎮ 这种看法并无错误ꎬ 但

不准确ꎮ 雅乐是一个综合概念ꎬ 其中包括文学、 音乐与舞蹈ꎮ «礼记» 记载: “德者ꎬ 性之端也ꎮ 乐

者ꎬ 德之华也ꎮ 金石丝竹ꎬ 乐之器也ꎮ 诗ꎬ 言其志也ꎮ 歌ꎬ 咏其声也ꎮ 舞ꎬ 动其容也ꎮ 三者本于心ꎬ
然后乐器从之ꎮ 是故情深而文明ꎬ 气盛而化神ꎬ 和顺积中ꎬ 而英华发外ꎬ 唯乐不可以为伪ꎮ”② «礼
记» 记载的乐没有说明是雅乐还是俗乐ꎮ 日本著名音乐史家泷辽一认为: “所谓的雅乐是歌、 舞、 乐

器演奏齐备ꎬ 才得以形成的ꎬ 缺一不可ꎬ 才能够体现所谓的德ꎮ 舞也是雅乐的一种ꎬ 可以表现德ꎮ”③

其认为 «礼记» 记载的乐是指雅乐ꎬ 其中包括诗、 歌、 舞以及器乐ꎬ 是多种艺术合而为一的艺术形

式ꎮ 但实际上也不是所有雅乐都是四合一ꎬ 雅乐形式多种多样ꎬ 雅舞无辞、 歌唱无舞、 清唱无乐等都

是常见形式ꎬ 不过诗、 歌、 舞、 器乐的结合是基本关系ꎮ
要将诗、 歌、 舞、 乐四者结合ꎬ 只能通过节奏和节拍ꎬ 因为只有此二者是四种艺术形式的共有因

素ꎮ 歌与器乐既有节奏、 节拍ꎬ 也有音高ꎻ 诗与舞蹈只有节奏、 节拍ꎬ 并无音高ꎮ 诗的声调虽然可以

对应一定的音高ꎬ 但二者并不能完全等同ꎬ 而且ꎬ 虽然声调是一直存在的ꎬ 但在齐梁发现格律之前ꎬ

３５１乐府损益方法的形成与雅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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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声调的存在ꎬ 因而对四种艺术形式的结合是没有意义的ꎮ 那么雅乐究竟是以何种艺

术形式作为损益基准呢?
«楚辞» 中记载了舞蹈动作与音乐节奏的对应关系ꎬ① «史记» 中亦有记载:

乐者ꎬ 心之动也ꎻ 声者ꎬ 乐之象也ꎻ (正义: 象ꎬ 法也ꎮ 乐舞无声则不彰ꎬ 故声为乐之法

也ꎮ) 文采节奏ꎬ 声之饰也ꎮ (正义: 若直有声而无法度ꎬ 故须文采节奏ꎬ 声之仪饰也ꎮ) 君子动

其本ꎬ 乐其象ꎬ 然后治其饰ꎮ②

音乐是舞蹈之法ꎬ 而音乐之法是通过 “文采节奏” 表现的ꎮ «史记乐书第二» 对音乐与舞蹈的

关系有相当具体的描述: “君子动其本ꎬ 乐其象ꎬ 然后治其饰ꎮ 是故先鼓以警戒ꎬ 三步以见方ꎬ (集
解郑玄曰: ‘将舞必先三举足ꎬ 以见其舞之渐也ꎮ’ 王肃曰: ‘舞武乐三步为一节者ꎬ 以见伐道

也ꎮ’ 武王伐纣ꎬ 未战之前ꎬ 兵士乐奋其勇ꎬ 出军阵前三步ꎬ 示勇气方将战也ꎬ 今作乐象之ꎮ 缵

列毕而舞者将欲舞ꎬ 先举足三顿为步ꎬ 以表方将舞之势也ꎮ’ ) 再始以着往ꎬ 复乱以饰归ꎬ 奋疾而不

拔也ꎬ 极幽而不隐ꎮ”③ 音乐节奏与舞蹈动作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ꎮ 陆机 «文赋» 也记载了这一对应

关系: “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ꎬ 歌者应弦而遣声ꎮ”④ 要将各种艺术形式组合为一体ꎬ 就必须熟悉各种

节奏ꎬ 懂得节奏的相合关系: “广其节奏ꎬ 省其文采ꎬ (集解郑玄曰: ‘广ꎬ 增习之也ꎮ 省犹审 (习
之) 也ꎮ 文采谓节奏合也ꎮ’ ) 以绳德厚也ꎮ”⑤

诗、 歌、 舞、 乐虽均有节奏ꎬ 但几种艺术形式在雅乐中的地位并不能等同ꎬ 这就涉及以何种艺术

形式的节奏为基准增损的问题ꎮ “乐舞无声则不彰ꎬ 故声为乐之法也” 是最为普遍的看法ꎬ 声是指音

乐旋律ꎬ 如果没有音乐旋律ꎬ 乐舞就无法彰显其节奏ꎮ 旋律是雅乐之法ꎬ 自然也是雅舞之法ꎮ 明代丘

浚亦云: “乐舞而备六代者ꎬ 乐莫盛于六代ꎬ 言其舞之善则其声音之善可知也ꎬ 盖乐所以节夫舞

也ꎮ”⑥ 这种看法当源于 «毛诗序»ꎬ 但两者又有一定差异ꎮ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ꎬ 言之不足ꎬ 故嗟叹

之ꎬ 嗟叹之不足ꎬ 故咏歌之ꎬ 咏歌之不足ꎬ 不知手之舞之ꎬ 足之蹈之也”⑦ꎬ 由心而诗ꎬ 由诗而歌ꎬ
由歌而舞ꎬ 诗决定了歌ꎬ 歌又决定了舞ꎮ “ ‘三者本于心ꎬ 然后乐气从之’ 者ꎬ 三者ꎬ 谓志也、 声也、
容也ꎮ 容从声生ꎬ 声从志起ꎬ 志从心发ꎬ 三者相因ꎬ 原本从心而来ꎬ 故云 ‘本于心’ꎮ 先心而后志ꎬ
先志而后声ꎬ 先声而后舞ꎮ 声须合于宫商ꎬ 舞须应于节奏ꎬ 乃成于乐ꎬ 是故 ‘然后乐气从之’
也ꎮ”⑧ 据此来看ꎬ 决定歌辞、 音乐、 舞蹈节奏的基准是歌辞ꎬ 歌辞的节奏决定了音乐的节奏ꎬ 音乐

的节奏又决定了舞蹈的节奏ꎮ 这个说法似乎存在问题ꎬ 但却与一字一音一拍一动的关系完全相合ꎮ
«毛诗序» 所说的正是一字一音一拍一动的关系ꎬ 增损的基准当是歌辞的字数ꎮ

然而问题在于ꎬ 现实中诗歌、 歌唱、 器乐与舞蹈并不总是合为一体的ꎬ 没有诗歌与歌唱的舞蹈相

当常见ꎮ 清杭世骏认为雅舞是从晋朝开始有诗与歌唱的: “郑夹漈云: «云门» «大咸» «大韶» «大
濩» «大夏» «大武»ꎬ 凡六舞之名ꎬ 当时皆无词ꎬ 故简籍不传ꎮ 晋荀勖使郭琼为舞节ꎬ 张华为乐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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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大招» 云: “二八接舞ꎬ 投诗赋只ꎮ (诗赋ꎬ 雅乐也ꎮ 古者以琴瑟歌诗赋为雅乐ꎬ «关雎» «鹿鸣» 是也ꎮ 言有美女

十六人ꎬ 联接而舞ꎬ 发声举足ꎬ 与诗雅相合ꎬ 且有节度也ꎮ) 叩钟调磬ꎬ 娱人乱只ꎮ (言美女起舞ꎬ 叩钟击磬ꎮ 得其节度ꎬ 则诸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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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来ꎬ 舞始有词ꎬ 有词失古道矣ꎮ 愚谓无诗则无声ꎬ 无声则无容ꎮ 是诗与声容者ꎬ 一贯之道

也ꎮ”① 晋朝之前雅舞没有诗与歌唱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ꎬ 但却表明确实存在没有诗与歌唱的雅舞ꎬ
所以也就不能以诗歌的节奏作为基准ꎮ 何况诗歌与音乐的节奏毕竟不同ꎬ 诗歌的节奏未必全都可以转

为音乐的节奏ꎮ 实际上音乐文学的创作也不总是从文学创作开始的ꎬ 先曲后辞也很常见ꎮ 在这种情况

下就需要采诗入乐ꎬ 而要以音乐节奏为基准ꎬ 就只能增损歌辞以迎合音乐节奏ꎮ 清陈祚明: “晋乐为

谐节奏ꎬ 每增数语ꎬ 善仿古调ꎬ 不可废ꎮ 若此郭东四句ꎬ 若 «塘上行»ꎬ 倍恩数句ꎬ 并缥缈凄楚ꎬ 特

并载之”②ꎬ “合乐者增损本词ꎬ 以谐节奏ꎬ 此第四解是晋人所加ꎬ 亦复婉转独绝ꎮ”③ 单纯增损歌辞

迎合音乐节奏的情况较少见ꎬ 但毕竟是存在的ꎮ
除了上述说法ꎬ 还有人认为在诗、 歌、 舞之中最重要的是舞蹈ꎬ 舞蹈的节奏才是基准ꎮ 清人范家

相论述周颂 «维清» 时说:
是诗词短节长ꎬ 盖节奏随乎舞容ꎬ 不可增减ꎬ 非有阙文也ꎮ 汉乐如 «朱鹭» «翁离» 等曲ꎬ

亦复相似ꎬ 而间以余声ꎬ 尤不可解ꎮ 凡颂皆曲短而音长ꎬ 凡韵皆以余声相叶ꎮ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记载范家相的学问源于毛奇龄ꎬ 但不像毛奇龄那样言辞激烈ꎬ 持论比较平

和ꎮ⑤ 范家相颠覆了古代最流行的说法ꎬ 认为决定诗歌长短、 音乐节奏的因素是舞蹈ꎮ 以舞蹈为主

导因素ꎬ 文学与音乐根据舞蹈的长短、 节奏来改变歌辞与音乐ꎮ 如果以舞蹈的节奏为基准增损ꎬ 对歌

辞与旋律的增损而言ꎬ 便多了一个外在的限制因素ꎬ 这就是究竟是以仪式的长短为准ꎬ 还是以舞蹈的

长短、 节奏为准ꎮ 其实仪式与舞蹈并不矛盾ꎬ 这里所说的舞蹈就是雅舞ꎬ «武德» «盛德» «昭德»
等曲目是汉代雅乐ꎬ 是宗庙祭祀乐ꎬ 但其实也都是雅舞ꎮ «后汉书明帝纪»: “冬十月ꎬ 蒸祭光武

庙ꎬ 初奏 «文始» «五行» «武德» 之舞ꎮ”⑥ «后汉书孝和帝纪»: “上尊庙曰肃宗ꎬ 共进 «武德»
之舞ꎮ”⑦ «汉书» 与 «后汉书» 都在这些雅乐曲名后面附加了 “舞” 字ꎬ 标明了这些雅乐的性质ꎬ
也表明雅舞是汉代雅乐的第一因素ꎮ 魏明帝 «议定庙乐及舞诏»:

礼乐之作ꎬ 所以类物表庸ꎬ 而不忘其本者也ꎮ 凡音乐以舞为主ꎬ 自黄帝 «云门» 以下ꎬ 至

于周 «大武»ꎬ 皆太庙舞名也ꎮ 然则其所司之官ꎬ 皆曰 “太乐”ꎬ 所以总领诸物ꎬ 不可以一物

名ꎮ⑧

“凡音乐以舞为主” 一句明确了舞蹈的主导地位ꎬ 雅乐是歌、 诗、 乐、 舞合一的艺术形式ꎬ 但

歌、 诗、 乐都可以没有ꎬ 只有雅舞在宗庙祭祀乐中从头至尾不曾缺席ꎬ 是真正的主角ꎮ “舞入无乐”
是无乐舞蹈ꎬ 舞者进入至尊之前没有歌诗ꎬ 也没有器乐ꎬ 这是对至尊的尊敬ꎮ 一般来说ꎬ 舞蹈都是在

歌唱或器乐的旋律中起舞ꎬ 但雅舞不同ꎬ 无乐舞蹈是雅舞的独特形式ꎮ 汉代雅舞入则无乐ꎬ 出则有

乐ꎬ 表明整首雅舞都可无乐ꎮ 在无乐雅舞中ꎬ 以音乐节奏为增损的基准显然是不可能的ꎬ 除了以雅舞

的节奏作为增损基准之外ꎬ 别无其他可能ꎮ
１ 无乐雅舞作为增损基准的可能性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ꎬ 声音的高低长短构成了旋律ꎬ 也形成了节奏ꎮ 没有歌唱和器乐ꎬ 就没有声

音ꎬ 也没有音乐和节奏ꎮ 舞蹈本身是没有声音的艺术ꎬ 那么舞蹈又何来节奏或节拍呢? 舞者的身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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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书局ꎬ １９６５年ꎬ 第 １３５页ꎮ
范晔: «后汉书» 卷 ２ «显宗孝明帝纪第二»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１年ꎬ 第 １０７页ꎮ
范晔: «后汉书» 卷 ４ «孝和孝殇帝纪第四»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１年ꎬ 第 １６７页ꎮ
严可均辑: «全三国文» 卷 ９ «议定庙乐及舞诏»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９年ꎬ 第 ８８－８９页ꎮ



作尽管没有声音ꎬ 但并不是没有节奏或节拍ꎬ 只是没有音乐节奏那样明显ꎮ 范家相的看法可以得到汉

代文献的证明ꎬ «汉书» 有类似的记载:
盖乐已所自作ꎬ 明有制也ꎻ 乐先王之乐ꎬ 明有法也ꎮ 孝景采 «武德舞» 以为 «昭德»ꎬ 以尊

太宗庙ꎮ 至孝宣ꎬ 采 «昭德舞» 为 «盛德»ꎬ 以尊世宗庙ꎮ 诸帝庙皆常奏 «文始» «四时» «五
行» 舞云ꎮ 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 礼容乐ꎮ 昭容者ꎬ 犹古之 «昭夏» 也ꎬ 主出 «武德舞»ꎮ 礼容

者ꎬ 主出 «文始» «五行» 舞ꎮ 舞入无乐者ꎬ 将至至尊之前ꎬ 不敢以乐也ꎻ 出用乐者ꎬ 言舞不失

节ꎬ 能以乐终也ꎮ①
以雅舞的节拍作为增损的基准可能会带来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ꎬ 造成不少困难ꎮ 不过在得出此结

论前ꎬ 有必要了解一下雅舞的基本特征ꎮ «礼记» 中有记载: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ꎬ 君臣上下同听之ꎬ 则莫不和敬ꎻ 在族长乡里之中ꎬ 长幼同听之ꎬ 则莫不

和顺ꎻ 在闺门之内ꎬ 父子兄弟同听之ꎬ 则莫不和亲ꎮ 故乐者ꎬ 审一以定和ꎬ 比物以饰节ꎬ 节奏合

以成文ꎬ 所以合和父子君臣ꎬ 附亲万民也ꎮ 是先王立乐之意也ꎮ 故听其雅、 颂之声ꎬ 志意得广

焉ꎬ 执其干戚ꎬ 习其俯仰诎伸ꎬ 容貌得庄焉ꎻ 行其缀兆ꎬ 要其节奏ꎬ 行列得正焉ꎬ 进退得齐焉ꎮ
故乐者天地之命、 中和之纪ꎬ 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ꎮ②
立乐之意与雅乐的关系是这段文献论述的核心ꎬ 和敬、 和顺、 和亲是立乐的目的ꎬ 君臣、 乡里、

父子关系的和谐是儒家的理想ꎬ 雅、 颂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ꎮ 雅、 颂并非只是指 «诗经» 的雅与

颂ꎬ 应当是包括二南的雅乐ꎮ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雅乐呢? «礼记» 没有提及 “舞” 字ꎬ 但郑玄以为实

际描写的是雅舞: “缀ꎬ 表也ꎬ 所以表行列也ꎮ 诗云 ‘荷戈与缀’ꎮ 兆ꎬ 域也ꎬ 舞者进退所至也ꎮ 要ꎬ
犹会也ꎮ 命ꎬ 教也ꎮ 纪ꎬ 总要之名也ꎮ”③ 孔颖达赞成郑玄的看法ꎬ 亦以为记述的是舞蹈:

“执其干戚ꎬ 习其俯仰诎伸ꎬ 容貌得庄焉” 者ꎬ 干戚是威仪之容ꎬ 俯仰诎伸ꎬ 以礼进退ꎬ 动

止必以礼ꎬ 故容貌得庄敬焉ꎮ “行其缀兆ꎬ 要其节奏ꎬ 行列得正焉ꎬ 进退得齐焉” 者ꎬ 缀ꎬ 表

也ꎮ 兆ꎬ 域也ꎮ 言舞者缀表兆域ꎬ 方正得其所矣ꎮ 节ꎬ 谓曲节ꎮ 奏ꎬ 谓动作ꎮ 言作乐或节或奏ꎬ
是依其缀兆ꎬ 故行列得正ꎬ 由随其节奏ꎬ 故进退得齐焉ꎮ④
雅舞的基本特征是两个 “齐焉”: 一是 “俯仰诎伸” 动作的整齐ꎬ 一是行列进退的整齐ꎬ 必须按

照音乐节奏进退到规定的位置、 区域ꎮ “随其节奏” 是雅舞整齐划一的前提ꎮ 但无乐雅舞无法 “随其

节奏”ꎬ 如何能够整齐划一呢? 没有音乐节奏ꎬ 就只能依靠心理节奏ꎬ 以身体动作表现出来ꎮ 每一个

舞者急慢秉性不同ꎬ 心理节奏必然不同ꎬ 如果雅舞稍稍复杂ꎬ 就更难以整齐ꎮ 但通过训练可以达到动

作进退如一ꎬ 按照 “一拍一动” (就如同现在队列的齐步走ꎬ “一二一” 的口号与迈步的节奏一致)ꎬ
即使没有喊出口号ꎬ 也能够保持步伐整齐如一ꎬ 原因是 “一拍一动” 是最为简单的节奏与动作的关

系ꎮ 雅舞没有复杂的身体动作ꎬ 只有 “俯仰诎伸” 之类的简单动作和 “行其缀兆ꎬ 行列得正” 之类

的队列进退与变换ꎮ
«礼记» 记述的这一舞蹈是武舞ꎬ 舞者手执盾牌、 金斧ꎬ 进退如一ꎬ 动作整齐ꎮ 武舞需要通过训

练养成统一的节奏感ꎬ 进而实现和敬、 和顺、 和亲的儒家政治社会理想ꎮ 武舞更有仪式性ꎬ 这正是朝

庙仪式所需要的ꎬ 与艺术舞蹈存在较大差异ꎮ 如今能够看到的韩国、 中国台湾的雅舞与文献记载大体

相合ꎬ 表明其继承了古代雅舞的基本特征ꎮ
如果说无乐雅舞采用了 “一拍一动” 的均等节奏ꎬ 那么一定存在 “一字一音” 的均等时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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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拍一动” 的舞蹈音乐———先秦文献记载的 “间若一”① “累累贯珠”② 和唐宋乐谱③ 可以证明ꎬ
因而有理由将 “齐焉” 理解为 “一字一音” “一拍一动”ꎮ 如果文献记载、 唐宋乐谱以及今天的雅舞

存在传承关系ꎬ 可以作进一步证明ꎮ
«礼记» 中 “审一以定和” 一句争议较多ꎬ 主要原因是对 “一” 为何物有诸多不同的看法ꎮ 或

以为一是气ꎬ④ 或以为一是心ꎬ⑤ꎬ 也有观点认为ꎬ 音乐的 “一” 是指音高: “古乐之发修身及家ꎬ 平

均天下ꎬ 如此而已ꎮ 五声所以为一者ꎬ 以宫为之君也ꎮ 十二律所以为一者ꎬ 以黄钟为之本也ꎮ 故审宫

声则五声之和定 ꎬ 审黄钟则十二律之和定ꎮ 审一以定和也ꎮ”⑥ 宫或黄钟是一ꎬ 也是本ꎬ 只要确定

宫、 黄钟的音高ꎬ 就可以根据宫、 黄钟为基准确定其他音符的音高ꎮ 可是ꎬ 对雅乐而言ꎬ 更重要的不

是音高ꎬ 而是节奏ꎬ 音高对雅舞的 “整齐如一” 没有作用ꎮ 如果 “审一以定和” 的 “一” 是节奏ꎬ
那么只能是指 “一字一音” “一拍一动” 的节奏ꎮ 节奏的快慢、 音值的长短正是以 “一字一音” 均

等时值为基准的ꎬ 因而有增拍的符号ꎬ 也有根据韵字择用长短时值的规则ꎬ 加快或减慢速度也以

“一字一音” 均等时值为基准ꎮ 无乐雅舞没有音高只有节奏ꎬ 如果将 “一” 理解为音高便无法解释

了ꎮ 陈旸对 «礼记» 的理解接近于这种看法:
节以止乐ꎬ 而奏以作之ꎬ 一节一奏ꎬ 合杂以成文采ꎬ 节奏合而成文也ꎮ 指八音而言ꎬ 谓之比

音ꎬ 指八音之物而言ꎬ 谓之比物ꎬ 其实一也ꎮ⑦

陈旸认为八音比物之一是 “审一以定和”ꎬ 这是很多文人认同的黄钟即 “一” 的说法ꎮ 但陈旸还

认为 “一节一奏” 也是 “审一以定和”ꎬ 是 “其实一也” 的 “一”ꎬ 指的是音符的开始与停止ꎮ “节”
与 “奏” 可以指乐歌或乐段的开始与结束ꎬ 但这一意义上的节与奏不会是音符构成的节奏ꎬ 也不会

“合杂以成文采”ꎮ 任何音符都有始有止ꎬ 一节一奏可以形成节奏ꎬ 但音符的始止往往没有痕迹ꎬ 就

像流水一样ꎬ 不会给人以 “一节一奏” 的感觉ꎮ 时值不等的音符相连ꎬ 构成怡然流畅的旋律ꎬ 如一

字多音为主的昆曲ꎬ 并不以 “一节一奏” 为美ꎬ 而是以时值不等的音符创造了缓缓流动的美ꎮ “一节

一奏” 的感觉只能产生于音符起始、 结束与衔接明显的位置ꎬ 最易产生 “一节一奏” 感觉的是 “一
字一音” 的均等节奏ꎮ «礼记» 中 “审一以定和” 的节奏显然不是连绵流动的美ꎬ 而是节奏鲜明的

“一节一奏”ꎬ 即 “一字一音” “一拍一动”ꎮ 因而采用 “一拍一动” 整齐如一的无乐雅舞ꎬ 即使没有

音乐也仍然能够成为增损的基准ꎮ
然而雅舞并非一直都不入乐ꎬ 在祭仪结束的阶段雅舞是入乐的ꎮ 雅舞与音乐同步ꎬ 故有 “舞不

失节ꎬ 能以乐终” 的记载ꎮ 然而无乐雅舞与入乐雅舞的节奏或节拍并无不同ꎬ “舞不失节ꎬ 能以乐

终” 并不表明增损基准的转换ꎬ “一字一音” “一拍一动” 始终是基准ꎬ 与是否入乐无关ꎮ
舞蹈的直观性增加了舞蹈作为增损基准的可能性ꎮ 东汉傅毅 «舞赋序»:

楚襄王既游云梦ꎬ 使宋玉赋髙唐之事ꎬ 将置酒宴饮ꎮ 谓宋玉曰: “寡人欲觞群臣ꎬ 何以娱

之?” 玉曰: “臣闻歌以咏言ꎬ 舞以尽意ꎬ 是以论其诗ꎬ 不如听其声ꎬ 听其声ꎬ 不如察其形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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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乐表现的形象具有一定的抽象性ꎬ 而舞蹈以具象的动作与画面来呈现ꎬ 使形象更具体、
清晰ꎮ «舞赋序» 转述了宋玉的看法ꎬ 虽然宋玉说的是郑舞ꎬ 而不是雅舞ꎮ “谓咏歌之不足ꎬ 故手舞

足蹈也ꎬ 言不如视其舞形”①ꎬ 所谓的 “舞以尽意” 正是此意ꎮ
舞蹈的直观性与节奏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ꎬ 节奏靠声音来表现ꎬ 缺少节奏感的

人很难领会ꎮ 舞蹈虽然是无声的艺术ꎬ 但通过舞者动作的快慢、 停顿、 开始、 结束可以感受节奏ꎮ 雅

舞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反映 “一拍一动”ꎬ 声音的均等节奏转换为动作的均等节奏ꎬ 这使声音节奏具

有了舞蹈的直观性ꎬ 节奏变得简单易懂ꎬ 这正是雅舞能够作为增损基准的依据ꎮ 这恐怕是 “舞以尽

意” 的另一种意义ꎮ
２ 汉代舞蹈的流行与雅舞地位的提升

舞蹈是汉代极为流行的艺术形式ꎬ 先秦多以歌言志ꎬ 汉代多以舞言志ꎮ 汉人在各种场合跳舞ꎮ 刘

邦改立戚夫人之子的计划失败ꎬ 戚夫人跳楚舞ꎬ 刘邦唱楚歌ꎮ② 汉代宴会流行礼节性的社交舞蹈ꎬ 宾

客相邀起舞ꎬ 如鸿门宴的项庄舞ꎮ③ 长沙定王刘发以歌舞为皇帝祝福ꎬ 所有动作缩手缩脚ꎬ 问之ꎬ 表

示封地狭小ꎬ 不足回旋ꎮ④ 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与群臣妃妾宴饮ꎬ 刘旦唱歌ꎬ 华容夫人以歌舞相应ꎮ⑤
苏武从匈奴回汉之前ꎬ 李陵设宴歌舞饯行ꎮ⑥ 汉代画像石亦有不少舞蹈的画像ꎬ 与文献记载相合ꎮ 汉

代开始舞蹈越来越兴盛ꎬ 这是汉代之前从未出现过的风气ꎮ «乐府诗集» 记载了汉代乐舞繁盛的情形:
自汉以后ꎬ 乐舞浸盛ꎮ 故有雅舞ꎬ 有杂舞ꎮ 雅舞用之郊庙、 朝飨ꎬ 杂舞用之宴会ꎮ 晋傅玄又

有十余小曲ꎬ 名为舞曲ꎮ 故 «南齐书» 载其辞云: “获罪于天ꎬ 北徙朔方ꎮ 坟墓谁扫ꎬ 超若流

光ꎮ” 疑非宴乐之辞ꎬ 未详其所用也ꎮ 前世乐饮酒酣ꎬ 必自起舞ꎮ 诗云 “屡舞仙仙” 是也ꎮ 故知

宴乐必舞ꎬ 但不宜屡尔ꎮ⑦
«通典» 曰: “乐之在耳者曰声ꎬ 在目者曰容ꎬ 声应乎耳ꎬ 可以听知ꎬ 容藏于心ꎬ 难以貌观ꎬ

故圣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ꎬ 发扬蹈厉以见其意ꎬ 声容选和而后大乐备矣ꎮ” 故知宴乐必

舞ꎬ 但不宜屡尔ꎮ 讥在屡舞ꎬ 不讥舞也ꎮ 汉武帝乐饮ꎬ 长沙定王起舞是也ꎮ 自是已后ꎬ 尤重以舞

相属ꎬ 所属者代起舞ꎬ 犹世饮酒以杯相属也ꎮ 灌夫起舞以属田蚡ꎬ 晋谢安舞以属桓嗣是也ꎬ 近世

以来ꎬ 此风绝矣ꎮ⑧
“乐舞” 一词初出于汉代ꎬ 与汉代舞蹈兴盛不无关系ꎮ «史记封禅书第六» 记载:

后三世ꎬ 帝纣滛乱ꎬ 武王伐之ꎮ 由此观之ꎬ 始未尝不肃祗ꎬ 后稍怠慢也ꎮ 周官曰: 冬日至ꎬ
祀天于南郊ꎬ 迎长日之至ꎮ 夏日至ꎬ 祭地祗ꎮ 皆用乐舞ꎬ 而神乃可得而礼也ꎮ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

川ꎬ 五岳视三公ꎬ 四渎视诸侯ꎬ 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ꎮ⑨
“乐舞” 一词最初用于祭祀天地的仪式ꎬ 这与舞蹈在仪式与雅乐中的地位不无关系ꎬ 而且汉代

“乐舞” 一词的用例都是用于祭祀仪式ꎬ 这也表明 “乐舞” 一词产生之初强调的是仪式性ꎬ 与舞蹈的

艺术性关系不大ꎮ «史记封禅书第六» 又载: “于是塞南越ꎬ 祷祠太一、 后土ꎬ 始用乐舞ꎬ 益召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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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王钦若等编纂: «册府元龟» 卷 ２６８ «宗室部来朝»ꎬ 南京: 凤凰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年ꎬ 第 ３０３６－３０３７页ꎮ “汉武帝乐饮ꎬ 长沙定王舞

又是也ꎮ 魏、 晋已来ꎬ 尤重以舞相属ꎬ 所属者代起舞ꎬ 犹若饮酒以杯相属也ꎮ 谢安舞以属桓嗣是也ꎮ 近世以來ꎬ 此风绝矣ꎮ” 参见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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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ꎮ”① 汉代移用了南越的祭祀仪式ꎬ 乐舞仍然用于祭祀ꎮ «汉书» 的记载与 «史记» 相同ꎬ “乐舞”
一词始出于汉武帝时期ꎬ 频用于东汉ꎮ②

曹魏承袭汉代乐制ꎬ 舞蹈仍处于主导地位: “迨文帝受禅汉 «巴渝舞» 为 «昭武»ꎬ «云翘

舞» 为 «凤翔»ꎬ «宥命舞» 为 «灵应»ꎬ «武德舞» 为 «武颂»ꎬ «文始舞» 为 «大韶»ꎬ «五行舞»
为 «大武»ꎮ 明帝太和初ꎬ 诏议庙乐ꎬ 改大予乐为太乐ꎮ 太祖武皇帝乐曰 «武始» 之舞ꎬ 高祖文皇帝

乐曰 «咸熙» 之舞ꎬ 烈祖皇帝乐曰 «章斌» 之舞ꎮ 凡此三舞ꎬ 天地宗庙荐享及朝飨用之ꎮ 总名ꎬ 大

钧之乐也ꎮ 王肃等议ꎬ 设宫县之乐ꎬ 八佾之舞ꎮ 高皇大帝、 太祖、 高祖、 文昭庙ꎬ 皆当兼用ꎮ 先代及

«武始» «大钧之舞»ꎬ 以 «文始» «大武» «武德» «武始» «大钧»ꎬ 可以备四代之乐ꎬ 犹周存六代

之乐也ꎮ 故奏黄钟ꎬ 舞 «文始» 以礼天地ꎻ 奏太簇ꎬ 舞 «大武» 以祀五郊明堂ꎻ 奏姑洗ꎬ 舞 «武
德» 巡守ꎬ 以祭四望山川ꎮ 奏 宾ꎬ 舞 «武始» «大钧»ꎬ 以祀宗庙ꎮ 二至祀丘泽ꎬ 可兼舞四代ꎮ 又

汉 «云翘» «育命» 之舞ꎬ 旧以祀天ꎬ 今可兼以 «云翘» 祀圆丘ꎬ «育命» 祀方泽ꎬ 卒如肃议ꎬ 亦近

古盛制也ꎮ 然大予之名出于谶纬ꎬ 其改之ꎬ 不亦宜乎?”③ 以舞为中心的乐制对曹魏以后的各代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ꎬ 六朝隋唐都留下了议改宗庙乐舞的类似的诏书ꎮ④

在汉代的雅乐革命中ꎬ 雅舞成为雅乐中主导的艺术形式ꎬ 表现最为鲜明的是无乐雅舞ꎬ 这是汉代

雅舞地位提升的体现ꎮ 无乐雅舞与登歌类似ꎬ 登歌有两类: 一是弦乐伴奏ꎬ 不要钟鼓ꎬ 一是只有清

唱ꎬ 没有任何器乐ꎮ «汉书» 记载: “乾豆上ꎬ 奏 «登歌»ꎬ 独上歌ꎬ 不以管弦乱人声ꎬ 欲在位者遍闻

之ꎬ 犹古 «清庙» 之歌也ꎮ”⑤ 登歌不用器乐ꎬ 是因为器乐干扰了歌唱ꎮ “夫祭有三重焉: 献之属莫

重于裸ꎬ 声莫重于升歌ꎬ 舞莫重于 «武宿夜»ꎬ 此周道也是故君子之祭也ꎬ 必身自尽也ꎬ 所以明

重也ꎮ 道之以礼ꎬ 以奉三重ꎬ 而荐诸皇尸ꎬ 此圣人之道也”⑥ꎬ 登歌或升歌是祭祀乐中最重要的部分ꎮ
无乐雅舞如同登歌ꎬ 无乐是最高地位的标志ꎬ 被认为是最为接近神祇的时段ꎮ 雅舞既然是雅乐中最重

要的艺术形式ꎬ 那么以雅舞作为基准增损就是必然选择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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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项楚: «王梵志诗校注»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９年ꎬ 第 ３９１－３９２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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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校录本ꎮ

从 “隐恶扬善” 看
儒学普及化中存在的问题

———以王梵志诗、 «太公家教» 为中心

尹　 赋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ꎬ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要: 王梵志诗有云: “见恶须藏掩ꎬ 知贤为赞扬ꎮ 但能依此语ꎬ 秘密立身方ꎮ” 相似的表达亦见于敦

煌本 «太公家教»: “见人善事ꎬ 必须赞之ꎻ 见人恶事ꎬ 必须掩之ꎮ” 又: “闻人善事ꎬ 乍可称扬ꎻ 知人有

过ꎬ 密掩深藏ꎮ” 其中关于 “隐恶扬善” 的说法学界一般认为来自儒家典籍ꎬ 但溯源不足ꎮ «论语» 中 “恶

称人之恶”ꎬ «礼记中庸»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ꎬ 隐恶而扬善”ꎬ «孟子» “言人之不善ꎬ 当如后患何”ꎬ 等

等ꎬ 应是其远源ꎮ 但是ꎬ 梵志诗及 «太公家教» 的说法是对以上经典的误读和扭曲ꎬ 若以此行事ꎬ 极可能

成为孔子所深恶痛绝的 “乡原”ꎮ 当然ꎬ 对 “隐恶扬善” 的误读和扭曲并非始于王梵志诗和 «太公家教»ꎬ
儒典的历代注家亦难辞其咎ꎮ 不过ꎬ 以二者为代表的通俗读物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却放大了这种影响ꎬ 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唐以后国民性的建构ꎮ 故在儒学普及化过程中ꎬ 我们既要注意民间文化 (小传统) 对儒学相

关观念的绝对化或非理性表达ꎬ 更要注意清理精英文化 (大传统) 对其的误读和扭曲ꎮ
关键词: “隐恶扬善”ꎻ 儒学ꎻ 王梵志诗ꎻ «太公家教»ꎻ 儒学普及

中图分类号: Ｂ－４ꎻ Ｂ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１６０－１２

一、 “隐恶扬善” 语源追寻

　 　 项楚师 «王梵志诗校注» 第一八八首有云:
见恶须藏掩ꎬ 知贤为赞扬ꎮ 但能依此语ꎬ 秘密立身方ꎮ

项师在校注中说首二句: “此意释典、 外书屡见ꎬ 如 «孔丛子论书»: ‘吾于 «洪范»ꎬ 见君子

不忍言人之恶ꎬ 而质人之美也ꎮ’ 郗超 «奉法要» 引 «正斋经» 云: ‘但得说人百善ꎬ 不得说人一

恶ꎮ’ «贞观政要诚信»: ‘君子掩人之恶ꎬ 扬人之善ꎮ’ «珠林» 卷九五 «忍辱部»: ‘经云: 赞人之

善ꎬ 不言己美ꎮ 又书云: 君子扬人之美ꎬ 不伐其美ꎮ’ ” 并指出敦煌本 «太公家教» 有相似表达ꎬ 列

举了其中两条:
见人善事ꎬ 必须赞之ꎻ 见人恶事ꎬ 必须掩之ꎮ
闻人善事ꎬ 乍可称扬ꎻ 知人有过ꎬ 密掩深藏ꎮ①

检 «太公家教»ꎬ 另有一条亦可视为意义差近:
扬人之恶ꎬ 还是自扬ꎻ 伤人之语ꎬ 还是自伤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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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说法来自何处? «太公家教» 作者自序云:
余乃生逢乱代ꎬ 长值危时ꎬ 亡乡失土ꎬ 波迸流离ꎻ 只欲隐山学道ꎬ 不能忍冻受饥ꎻ 只欲扬名

后世ꎬ 复无晏婴之机ꎻ 才轻德薄ꎬ 不堪人师ꎬ 徒消人食ꎬ 浪费人衣ꎻ 随缘信业ꎬ 且逐时之宜ꎬ 辄

以讨论坟典ꎬ 简择诗书ꎬ 依经傍史ꎬ 约礼时宜ꎬ 为书一卷ꎬ 助诱童儿ꎬ 流传万代ꎬ 幸愿思之ꎮ①

可见 «太公家教» 的作者是一位有一定知识水平、 对传统典籍颇为谙熟的人ꎬ 欲立功于当世而

无由ꎬ 故通过写成此蒙书ꎬ 立言以传万代ꎮ 他的思想主要是儒家的ꎮ 同样ꎬ 据项师考证ꎬ “王梵志

诗” 实际上包括从初唐 (以及更早) 到宋初许多无名白话诗人的作品ꎬ 其中有一些是传播儒家思想

的ꎬ 而包括上文所举第一八八首在内的一卷本王梵志诗 ( «王梵志诗校注» 中列为第四卷)ꎬ 实际上

是唐代民间的童蒙读本ꎬ 其中有些诗作 (如一五九、 一七五、 一八八、 二二一等) 是在 «太公家教»
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ꎮ② 这些诗作的内容与 «太公家教» 一样ꎬ 同样主要来自儒家典籍ꎮ 正因为二者

在思想层面上的高度相似性ꎬ 以至戴密微先生反过来直接把 «太公家教» 归集入王梵志诗ꎮ③

周凤五和朱凤玉二位先生对 «太公家教» “讨论坟典ꎬ 简择诗书ꎬ 依经傍史” 的情况进行了专题

考察ꎮ④ 指出 «太公家教» 所引及的儒家经典以 «礼记» «论语» «孝经» 为主ꎬ 另外还有 «荀子»
«韩诗外传» 等儒书ꎮ 他们对 «太公家教» 与儒家经子的关系进行了分条比勘ꎬ 但遗憾的是ꎬ 未能指

出上文所列诸条经子依据ꎮ 项楚师所列 “外书” 亦仅 «孔丛子» 与 «贞观政要» 且时代靠后⑤ꎬ 因

此有必要对此问题再加考察ꎮ
«孔子家语辩政» 孔子语子贡云:

匿人之善ꎬ 斯谓蔽贤ꎻ 扬人之恶ꎬ 斯为小人ꎮ 内不相训ꎬ 而外相谤ꎬ 非亲睦也ꎮ 言己 (人)
之善ꎬ 若己有之ꎻ 言人之恶ꎬ 若己受之ꎮ 故君子无所不慎焉ꎮ⑥

同样的内容亦见于 «说苑政理»:
匿人之善者ꎬ 是谓蔽贤也ꎻ 扬人之恶者ꎬ 是谓小人也ꎻ 不内相教ꎬ 而外相谤者ꎬ 是谓不足亲

也ꎮ 言人之善者ꎬ 有所得而无所伤也ꎻ 言人之恶者ꎬ 无所得而有所伤也ꎮ 故君子慎言语矣ꎬ 毋先

己而后人ꎬ 择言出之ꎬ 令口如耳ꎮ⑦

但二书的说法同样不是最早的ꎮ «韩诗外传»:
诗曰: “恺悌君子ꎬ 民之父母ꎮ” 君子为民父母何如? 曰: 君子者ꎬ 貌恭而行肆ꎬ 身俭而施

博ꎬ 故不肖者不能逮也ꎮ 殖尽于己ꎬ 而区略于人ꎬ 故可尽身而事也ꎮ 笃爱而不夺ꎬ 厚施而不伐ꎮ
见人有善ꎬ 欣然乐之ꎬ 见人不善ꎬ 惕然掩之ꎬ 有其过而兼包之ꎮ 授衣以最ꎬ 授食以多ꎮ 法下易

由ꎬ 事寡易为ꎮ 是以中立而为人父母也ꎮ 筑城而居之ꎬ 别田而养之ꎬ 立学以教之ꎮ 使人知亲尊ꎮ
亲尊故父服斩缞三年ꎬ 为君亦服斩缞三年ꎬ 为民父母之谓也ꎮ⑧

«荀子臣道篇»:
事圣君者ꎬ 有听从ꎬ 无谏争ꎻ 事中君者ꎬ 有谏争ꎬ 无谄谀ꎻ 事暴君者ꎬ 有补削ꎬ 无挢拂ꎮ 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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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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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凤五: «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ꎬ 台北: 明文书局ꎬ １９８６年ꎬ 第 １０页ꎮ
项楚: «王梵志诗校注»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９年ꎬ 前言第 １６－１７页ꎮ 周凤五亦对二者关系进行了专门讨论ꎬ 参见周凤五:

«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ꎬ 台北: 明文书局ꎬ １９８６年ꎬ 第 ５０－５４页ꎮ
戴密微: « ‹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 引言»ꎬ 廖伯元、 朱凤玉译ꎬ 载 «敦煌学» 第 ９ 辑ꎬ 台北: 敦煌学会ꎬ １９８５ 年ꎬ 第

１１３页ꎮ
周凤五: «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ꎬ 台北: 明文书局ꎬ １９８６ 年ꎬ 第 ４１－４８ 页ꎻ 朱凤玉: «太公家教研究»ꎬ «汉学研究»

１９８６年第 ４卷第 ２期ꎮ
关于 «孔丛子» 的成书年代ꎬ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ꎬ 东汉延光 (１２２—１２５) 以后ꎬ 下限在东晋义熙四年 (４０８) 前后ꎮ 参见傅

亚庶: «孔丛子的成书年代与真伪»ꎬ 载 «孔丛子校释»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１年ꎬ 第 ６０５－６１４页ꎮ
陈士珂辑: «孔子家语疏证» 卷 ３ꎬ 载 «丛书集成新编» 第 １８册ꎬ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ꎬ １９８５年ꎬ 第 ２９７页上ꎮ
向宗鲁: «说苑校证»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７年ꎬ 第 １６４页ꎮ
许维遹校释: «韩诗外传集释» 卷 ６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０年ꎬ 第 ２２８页ꎮ



胁于乱时ꎬ 穷居于暴国ꎬ 而无所避之ꎬ 则崇其美ꎬ 扬其善ꎬ 违其恶ꎬ 隐其败ꎬ 言其所长ꎬ 不称其

所短ꎬ 以为成俗ꎮ①
王念孙云: “ ‘违’ꎬ 读为 ‘讳’ꎮ ‘讳其恶’ 与 ‘隐其败’ 同意ꎬ «曲礼» 注曰: ‘讳ꎬ 辟也ꎮ’

(‘辟’ 与 ‘避’ 同ꎮ) «缁衣» 注曰: ‘违ꎬ 辟也ꎮ’ ‘讳’ ‘违’ 皆从韦声ꎬ 而皆训为 ‘辟’ꎬ 故字亦

相通ꎮ”② 值得注意的是ꎬ 以上诸例并非泛论ꎬ 而均与政事相关: 或谓居上临民当 “扬善隐恶”、 进

贤举能ꎻ 或谓为臣而处乱世暴国ꎬ 当 “扬善隐恶” 而明哲保身ꎮ
再往前搜寻ꎬ 我们就会发现ꎬ 孟子曾云ꎬ “言人之不善ꎬ 当如后患何”③ꎬ «中庸» 有 “子曰:

‘舜其大知也与!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ꎬ 隐恶而扬善ꎬ 执其两端ꎬ 用其中于民ꎬ 斯以为舜乎!’ ”④ «论
语阳货» 中孔子回答子贡 “君子亦有恶乎?” 问题时说 “有恶ꎮ 恶称人之恶者ꎬ 恶居下流而讪上

者ꎬ 恶勇而无礼者ꎬ 恶果敢而窒者”⑤ꎬ 以及 «论语颜渊» 中的 “君子成人之美ꎬ 不成人之恶”ꎮ
«荀子» «韩诗外传» «说苑» «家语» 关于 “掩人不善”、 不 “扬 (言) 人之恶” 的说法显然与 «论
语» «中庸» «孟子» 以上文句存在相当大的关联ꎮ 而 «孔丛子论书» 所云ꎬ 日本学者冢田虎谓

“质ꎬ 成也ꎮ «论语» 曰: ‘君子成人之美ꎬ 不成人之恶’ ”⑥ 亦出自 «论语»ꎮ
经过以上追溯ꎬ 虽然我们找到了王梵志诗和 «太公家教» 中 “隐恶扬善” 之类话语的经典源头ꎬ

但其正当性仍然存疑ꎮ 原因是ꎬ 这些看似来自经典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经典的扭曲与误读ꎮ

二、 «论语» «孟子» 三章再解

　 　 自汉以来ꎬ 学者们在解说上引 «论语» «孟子» 三章时ꎬ 均将 “人” 理解为 “他人”ꎬ 这样的理

解存在问题ꎮ
先看 “恶称人之恶” 句ꎮ 皇侃 «义疏» 引苞氏曰: “好称说人之恶ꎬ 所以为恶也ꎮ” 皇疏云:

“君子掩恶扬善ꎬ 故憎人称扬他人之恶事者也ꎮ”⑦ 朱子 «集注» 亦云: “称人恶ꎬ 则无仁厚之意ꎮ”⑧
他檃栝马援诫兄子之言解释说: “称人之恶ꎬ 在己则长浮浅刻薄之心ꎬ 于人则绝劝勉愧耻之意ꎬ 是以

君子乐道人之善ꎬ 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ꎬ 耳可闻而口不可道也ꎮ”⑨ 刘宝楠亦谓: “君子隐恶扬善ꎬ
故称说人恶ꎬ 为君子恶也ꎮ” 今人钱穆译此句云: “厌恶喜好称说别人恶的人ꎮ” 杨伯峻亦译为:
“憎恨一味传播别人的坏处的人ꎮ”

这些解说显然存在问题ꎮ 首先ꎬ «论语» 中孔子多次称说他人之恶ꎮ 如 «八佾» 篇中ꎬ 孔子对三

桓之僭礼屡次加以指斥ꎬ 有 “是可忍也ꎬ 孰不可忍也” 之言ꎮ 他虽然称赞管仲 “如其仁” ( «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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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 «荀子集解»ꎬ 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８年ꎬ 第 ２５１－２５２页ꎮ
王念孙: «读书杂志»ꎬ 孙炜君等点校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年ꎬ 第 １７８９页ꎮ
焦循: «孟子正义» 卷 １６ «离娄下»ꎬ 沈文倬点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７年ꎬ 第 ５５４页ꎮ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２０页ꎮ
程树德: «论语集释»ꎬ 程俊英、 蒋见元点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０ 年ꎬ 第 １２４２ 页ꎮ 本文引用 «论语» 文本ꎬ 均据 «论

语集释»ꎮ 因引用较多ꎬ 如无特别需要ꎬ 仅随文注出篇名ꎬ 不一一出注ꎮ
傅亚庶: «孔丛子校释»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１年ꎬ 第 ３１页注 ３８引ꎮ
何晏集解ꎬ 皇侃义疏: «论语集解义疏» 卷 ２ꎬ 上海: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３７年ꎬ 第 ２５３－２５４页ꎮ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１８３页ꎮ
朱熹: «论语或问» 卷 １７ꎬ 载朱杰人等编: «朱子全书» 第 ６ 册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第 ８８８页ꎮ «后汉书马援传»: “初ꎬ 兄子严、 敦并喜讥议ꎬ 而通轻侠客ꎮ 援前在交阯ꎬ 还书诫之曰: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ꎬ 如

闻父母之名ꎬ 耳可得闻ꎬ 口不可得言也ꎮ 好论议人长短ꎬ 妄是非正法ꎬ 此吾所大恶也ꎬ 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ꎮ’ ” 但马援所诫ꎬ
乃因二侄 “喜讥议”ꎬ 其所恶在 “好论议人长短ꎬ 妄是非正法”ꎬ 此与上引苞氏 (即包咸) 义同ꎮ 马援与包咸同代而稍长ꎬ 或受包咸

影响ꎮ 参见范晔: «后汉书» 卷 ２４ꎬ 李贤等注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６５年ꎬ 第 ８４４页ꎮ
刘宝楠: «论语正义» 卷 ２０ꎬ 高流水点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０年ꎬ 第 ７０８页ꎮ
钱穆: «论语新解»ꎬ 北京: 九州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年ꎬ 第 ５３７页ꎮ
杨伯峻: «论语译注»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９年ꎬ 第 １８８页ꎮ



问» )ꎬ 但也严厉批评其不知俭、 不知礼 ( «八佾» )ꎬ 甚至当面责骂原壤: “幼而不孙弟ꎬ 长而无述

焉ꎬ 老而不死ꎬ 是为贼!” 不但骂ꎬ 还 “以杖叩其胫” ( «宪问» )ꎮ 如果按照以上学者们的解说ꎬ 孔

子显然不够君子的标准ꎬ 更遑论称其为圣人了ꎮ 其次ꎬ “直” 是孔子推重的一种品德ꎮ “人之生也直ꎬ
罔之生也幸而免ꎮ” ( «雍也» ) “夫达也者ꎬ 质直而好义”ꎬ “举直错诸枉ꎬ 能使枉者直”ꎮ ( «颜

渊» ) “以直报怨ꎬ 以德报德ꎮ” ( «宪问» ) “直哉史鱼! 邦有道如矢ꎬ 邦无道如矢ꎮ” ( «卫灵公» )
他还自道云: “吾之于人也ꎬ 谁毁谁誉? 如有所誉者ꎬ 其有所试矣ꎮ 斯民也ꎬ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ꎮ” ( «卫灵公» ) 直道而行ꎬ 当然不会毁谤他人ꎬ 也不会轻易称誉于人ꎬ 但于他人之恶ꎬ 亦当以

“直道” 对待之ꎬ 当言则言ꎬ 当责则责ꎮ 而皇侃在 «义疏» 中将孔子作为一任平等、 无有憎爱的超越

性存在ꎬ 朱子将 “毁” 理解为 “称人之恶而损其真”ꎬ 都未能达意ꎮ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 孔子强调儒者的自修自为ꎬ 关于 “修慝” “远怨”ꎬ 提出 “攻其恶ꎬ 无攻人之

恶” ( «颜渊» )、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 «卫灵公» )ꎮ 在这一意义上ꎬ “恶称 (他) 人之恶” 有道

理ꎬ② 因为称他人之恶并不能减少自己所犯之过恶和所应承担的责任ꎬ 反而有掩饰己恶、 不敢担责之

嫌ꎮ 但是ꎬ 它与 “直道” 言恶已是不同层面的问题ꎬ 不可将其泛化而否定后者ꎮ 如上所述ꎬ 孔子对

于他人之恶并非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ꎬ 他多次表达了对模糊是非善恶者的否定ꎮ 他指乡原为 “德之

贼” ( «阳货» )ꎻ 在回答子贡 “乡人皆好之ꎬ 何如” “乡人皆恶之ꎬ 何如” 的问题时ꎬ 俱云 “未可

也”ꎬ “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ꎬ 其不善者恶之” ( «子路» )ꎮ 他爱憎分明: “恶紫之夺朱也ꎬ 恶郑声之

乱雅乐也ꎬ 恶利口之覆邦家者ꎮ” ( «阳货» ) “行夏之时ꎬ 乘殷之辂ꎬ 服周之冕ꎬ 乐则 «韶» «舞»ꎮ
放郑声ꎬ 远佞人ꎮ 郑声淫ꎬ 佞人殆ꎮ” ( «卫灵公» ) 再者ꎬ 孔子之作 «春秋»ꎬ “善善恶恶ꎬ 贤贤贱

不肖”③ꎬ 其目的正在于使乱臣贼子惧ꎮ 如果掩恶ꎬ 暴政乱国、 残民以逞之徒何以得揭露? 为恶者何

以知惧? 当然ꎬ 孔子讲中庸ꎬ 不为已甚ꎬ 疾恶也是如此: “人而不仁ꎬ 疾之已甚ꎬ 乱也ꎮ” ( «泰

伯» ) 从这个意义上看ꎬ 苞氏所谓 “好称说”ꎬ 钱、 杨二位先生在翻译中加上 “喜好” “一味” 有道

理ꎬ 但已属增字而释ꎬ④ 而皇侃、 朱子与刘宝楠之说则有将 “不称恶” 泛化的倾向ꎬ 问题更大ꎮ⑤

同样ꎬ 对孟子 “言人之不善ꎬ 当如后患何” 一句ꎬ 前人解说亦值得商榷ꎮ 赵岐注此句云: “人之

有恶ꎬ 恶人言之ꎬ 言之当如后有患难及己乎ꎮ” 其章指亦云: “好言人恶ꎬ 殆非君子ꎬ 故曰 ‘不忮不

求ꎬ 何用不臧’ꎮ”⑥ 朱子以为本章当 “有为而言”⑦ꎬ 并讨论云: “或问: 九章所谓后患者ꎬ 谓得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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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疏云: “孔子言我之于世ꎬ 平等如一ꎬ 无有憎爱毁誉之心ꎬ 故云谁毁谁誉也ꎮ 即平等一心ꎬ 不有毁誉ꎬ 然君子掩恶扬善ꎬ
善则宜扬ꎮ” 参见何晏集解ꎬ 皇侃义疏: «论语集解义疏» 卷 ８ꎬ 上海: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３７ 年ꎬ 第 ２２１－２２２ 页ꎮ 朱子解说本章ꎬ 不废

“恶恶”ꎬ 那么ꎬ “称人之恶” 而不损其真ꎬ 虽得罪于其人ꎬ 却有利于世道人心ꎬ 可不可以? 遗憾的是ꎬ 结合他对于 “恶称人之恶”
的解说ꎬ 他实际上是将 “称人之恶” 与 “毁” 归为一例的ꎮ 参见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１６７页ꎮ

«管子明法解» 针对桓公 “然则君子之为身ꎬ 无好无恶ꎬ 然已乎” 之问ꎬ 管仲答曰: “不然ꎮ 夫学者所以自化ꎬ 所以自抚ꎮ
故君子恶称人之恶” 亦是在修身自为的意义上来谈论 “恶称人之恶”ꎮ 参见黎翔凤: «管子校注» 卷 ２１ꎬ 梁运华整理ꎬ 北京: 中

华书局ꎬ ２００４年ꎬ 第 １２０６页ꎮ
司马迁: «史记» 卷 １３０ «太史公自序»ꎬ 裴骃集解ꎬ 司马贞索隐ꎬ 张守节正义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４年ꎬ 第 ４００３页ꎮ
«孔子家语» 卷 ５载颜回告叔孙武叔: “吾闻诸孔子曰: 言人之恶ꎬ 非所以美己ꎻ 言人之枉ꎬ 非所以正己ꎮ 故君子攻其恶ꎬ

无攻人之恶ꎮ” 但之所以告如此ꎬ 乃因武叔 “多称人之过而己评论之”ꎮ 可见并非泛言不称他人之过恶ꎮ 同卷颜回即对鲁定公言东野

毕御马之过失ꎬ 定公先以为诬ꎬ 后叹服ꎮ 参见陈士珂辑: «孔子家语疏证» 卷 ５ꎬ 载 «丛书集成新编» 第 １８ 册ꎬ 台北: 新文丰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ꎬ １９８５年ꎬ 第 ３０６页上、 ３０４页下ꎮ
虽然他们在其他篇章的解说中对此会有所补救ꎬ 但其补救并不能消除此影响ꎬ 而且其补救中也存在一定问题ꎮ 例如ꎬ 皇侃疏

«里仁» “惟仁者能好人ꎬ 能恶人” 章ꎬ 谓 “夫仁人不佞ꎬ 故能言人之好恶ꎮ 是能好人ꎬ 能恶人也ꎮ ‘雍也仁而不佞’ꎬ 是也ꎮ” 结合他对

«雍也» “井有仁” 章的疏解: “仁者能好人ꎬ 能恶人ꎬ 其虽恻隐济物ꎬ 若闻恶人堕井ꎬ 亦不往也ꎮ” 可见: 其一ꎬ 他所谓的仁人或仁者ꎬ
是先验的存在ꎬ 而非 «论语» 中ꎬ 孔子多次用 “不知其仁” 来表达仁人或仁者是盖棺论定、 见行观果的结果评判ꎮ «公冶» 篇孔子对他

人 “雍也仁而不佞” 这一评价的回答ꎬ 正是 “不知其仁ꎬ 焉用佞?” 其二ꎬ 皇氏的疏解中ꎬ 隐隐将言人好恶、 好恶人作为仁者拥有的权

力ꎬ 而非孔子表达的将其作为仁者之所以为仁者的前提条件之一ꎮ 参见何晏集解ꎬ 皇侃义疏: «论语集解义疏» 卷 ２ꎬ 上海: 商务印书

馆ꎬ １９３７年ꎬ 第 ４５、 ５５页ꎻ 何晏集解ꎬ 皇侃义疏: «论语集解义疏» 卷 ３ꎬ 上海: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３７年ꎬ 第 ８１页ꎮ
焦循: «孟子正义»ꎬ 沈文倬点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７年ꎬ 第 ５５４页ꎮ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２９６页ꎮ



其人邪? 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邪? 曰: 是皆有之ꎬ 然斯言必有为而发ꎬ 今不可知其所指矣ꎮ”① 朱子

的谨慎值得钦敬ꎬ 但 “得罪于其人” 及 “恐其亦言己之不善” 殊不合孟子之意ꎮ 如果怕得罪于人ꎬ
孟子何以会辟杨、 墨之徒? 何以会对他人言梁襄王不似人君? 何以会譬公孙衍、 张仪为妾妇ꎬ 严词批

评梁惠、 齐宣、 白圭、 许行、 陈仲子这些人? 如果恐他人言己之不善ꎬ 孟子又何以会赞扬子路 “人
告之以有过则喜”、 禹 “闻善言则拜”?② 朱子引及尹焞关于此句还有 “言不可不慎”③ 之说ꎬ 清人焦

循或受其启发ꎬ 提出 “孟子距杨墨ꎬ 比之为禽兽ꎬ 正所以息其无父无君之患也ꎮ 若言人之不善ꎬ 而

转贻将来之患ꎬ 则患不在人之不善ꎬ 而转在吾之言矣ꎮ 是当审而慎之”④ꎮ 焦氏或许意识到孟子距杨、
墨亦在言杨、 墨之不善ꎬ 故特将其与言人不善而贻将来之患者加以区分ꎬ 认为应审慎从事ꎮ 但这样的区

分一则语焉不详ꎬ 二则难以一一从事ꎬ 三则世事变迁ꎬ 是否贻患将来ꎬ 很难评判ꎬ 故难以有可操作性ꎮ
再来看 “君子成人之美ꎬ 不成人之恶” 句ꎮ 何晏 «论语集解» 未引及前人任何解说ꎮ⑤ 敦煌文

书中村不折 １３３号郑玄 «论语注 (颜渊、 子路) » 恰恰残缺 “齐景公问政” 和 “季康子患盗” 之间

的六章ꎬ⑥ 本章即在其中ꎬ 颇为遗憾ꎮ 但郑氏有注的可能性不大ꎬ 否则何晏应当引及ꎮ «谷梁传» 有

云: “ «春秋» 成人之美ꎬ 不成人之恶ꎮ”⑦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 亦云: “君子己善ꎬ 亦乐人之善

也ꎻ 己能ꎬ 亦乐人之能也ꎻ 己虽不能ꎬ 亦不以援人君子不先人以恶ꎬ 不疑人以不信ꎬ 不说人之

过ꎬ 成人之美ꎬ 存往者ꎬ 在来者ꎬ 朝有过夕改则与之ꎬ 夕有过朝改则与之ꎮ”⑧ 虽非直接解说 «论
语»ꎬ 但对后世注疏影响颇大ꎮ 皇侃疏解此句云: “美与己同ꎬ 故成之也ꎻ 恶与己异ꎬ 故不成之

也ꎮ”⑨ 邢昺疏云: “此章言君子之于人ꎬ 嘉善而矜不能ꎬ 又复仁恕ꎬ 故成人之美ꎬ 不成人之恶也ꎮ 小

人则嫉贤乐祸ꎬ 而成人之恶ꎬ 不成人之美ꎬ 故曰反是ꎮ” 朱子 «集注» 云: “成者ꎬ 诱掖奖劝以成

其事也ꎮ 君子小人ꎬ 所存既有厚薄之殊ꎬ 而其所好又有善恶之异ꎬ 故其用心不同如此ꎮ” 今人钱穆、
杨伯峻、 李泽厚等人注译均未能越皇、 邢、 朱之藩篱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宋人范祖禹解此章与以上诸疏解稍有不同ꎬ 他特别突出了 “称人善恶” 与 “成
人善恶” 之间的关系:

君子乐道人之善ꎬ 故成人之美ꎻ 恶称人之恶ꎬ 故不成人之恶ꎮ 亦己有之也ꎮ 君子自处也厚ꎬ
故好人胜己ꎻ 小人自处也薄ꎬ 故唯欲人不胜己ꎮ 与君子处ꎬ 日闻人之善ꎻ 与小人处ꎬ 日闻人之

恶ꎮ 则无以养其内心ꎬ 故恶日长而善日消也ꎮ

而刘宝楠解此章引孔广森 «大戴礼记补注» 则更明确地指出 “称人恶” 会导致 “成人恶”: “彼
有过者ꎬ 方畏人非议ꎬ 我从而为之辞说ꎬ 则彼将无意于改ꎬ 是成人之恶矣ꎮ 故君子不为也ꎮ” 孔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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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６０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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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 还区分了 “扬” “说” 之间的差异: “不扬人之过ꎬ 厚也ꎻ 不说人之过ꎬ 忠也ꎮ”① 朱子批评

范祖禹以 “成” 为 “称”ꎬ “则不尽乎圣人之意”②ꎬ “成美不成恶” 从范围上来说当然不止 “称美不

称恶”ꎬ 但不可否认的是ꎬ 本章与所谓的 “隐恶扬善” 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ꎮ
汉魏经师们何以于本章无注解? 想必因为其意义颇为显豁ꎬ 但这样的 “显豁” 恰恰值得我们警

惕ꎮ 如果按皇、 邢以来学者们的解释ꎬ 将 “成人” 的 “人” 理解为 “他人” “别人”ꎬ 则本章是从人

我关系的角度来区分君子与小人ꎬ 这样的解说有其合理性ꎬ 但意义相对狭隘ꎬ 忽略了二者在进德修业

方面根本性的差异ꎮ 再者ꎬ 若称说他人之过恶就是在 “成人恶”ꎬ 那么ꎬ 尧、 舜、 禹、 汤、 文、 武、
周公、 孔、 孟俱难逃诛责ꎬ 而 “四凶” “三桓”、 桀、 纣之类ꎬ 有以委过也ꎮ

前人对以上三章的理解之所以出现问题ꎬ 关键在于对其中 “人” 字的解说上ꎮ 笔者认为ꎬ 三章

中的 “人” (除 “小人” 之 “人” 外) 如果解作类别之 “人”ꎬ 亦即人之为人的 “人”ꎬ 则以上问题

迎刃而解ꎮ 据学者考释ꎬ «论语» 中的 “人” 有多种内涵ꎬ 其中即有与神、 鬼等虚拟观念和禽、 畜等

实体概念相对的作为类别的 “人” 的涵义ꎮ③ 如 “富与贵ꎬ 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ꎬ 是人之所恶

也” ( «里仁» )ꎬ “人之生也直ꎬ 罔之生也幸而免” ( «雍也» )ꎬ “ ‘伤人乎?’ 不问马” ( «乡党» )ꎬ
“未能事人ꎬ 焉能事鬼” ( «先进» )ꎬ “人能弘道ꎬ 非道弘人” ( «卫灵公» )ꎮ «孟子» 中这样的例证

更多: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ꎬ 非人也ꎻ 无羞恶之心ꎬ 非人也ꎻ 无辞让之心ꎬ 非人也ꎻ
无是非之心ꎬ 非人也人之有是四端也ꎬ 犹其有四体也ꎮ”④ “于人心独无恔乎?” “人亦孰不欲富

贵?”⑤ “仁ꎬ 人心也ꎮ 义ꎬ 人路也ꎮ” “人之于身也兼所爱”⑥ “人皆可以为尧舜”⑦
如此一来ꎬ 则以上三章涉及人性问题ꎮ “恶称人之恶” 当解为: 厌恶称说人之为人恶的方面ꎻ

“成人之美” 句当解为: 君子 (应当) 成就人之为人美善的方面ꎬ 而不 (应当) 成就人之为人恶的

方面ꎮ “言人之不善” 章当解为: 宣扬人是不善的ꎬ 后患来了ꎬ 该怎么办呢? 或者ꎬ 宣扬人之为人恶

的方面ꎬ 后患来了ꎬ 该怎么办呢? 前者 “之” 字变主谓句为词组ꎬ 后者 “之” 字表领属ꎮ 可见ꎬ 孔

孟的人性论是一脉相承的ꎮ⑧ 将三章中的 “人” 理解为 “他人”ꎬ 从而倡导不称他人之恶而扬他人之

善ꎬ 虽然在强调君子应当自修自为、 注重自我的完善而非责难他人ꎬ 以及助人成善去恶等方面有其合

理性ꎬ 但不可否认的是ꎬ 在相当程度上贬低了它们在孔孟思想体系中的意义与价值ꎮ 而将 “恶称

(他) 人之恶”、 不 “言 (他) 人之不善” 在阐释中加以泛化ꎬ 在相当程度上忽视甚至否定 “直道”
言恶ꎬ 则不能不说是对孔孟思想的扭曲ꎮ

三、 «中庸» “隐恶而扬善” 再解

　 　 前引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ꎬ 隐恶而扬善” ( «礼记中庸» ) 是 “隐恶扬善” 更直接的源头ꎮ 此

５６１从 “隐恶扬善” 看儒学普及化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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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纪彬对 «论语» 中 “民” “人” 有专门考释ꎮ 参见赵纪彬: «释人民»ꎬ 载 «论语新探»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７６ 年ꎬ
第 １－２６页ꎮ 杨逢彬 «也谈 ‹论语› 中的 “人” 与 “民” » 在其基础上续有考释ꎬ 据其统计ꎬ «论语» 中 “人” 字凡 ２１９ 见ꎬ 其中

一半以上受形容词、 名词、 代词的修饰ꎬ 与 “民” 构成联合词组 １次ꎬ 剩余 １０８次中ꎬ “表示 ‘别人’ ‘他人’ 的ꎬ 为 ７９次ꎻ 表示与

‘神’ ‘畜’ 相对的 ‘人’ ‘人类’ 或 ‘一个人’ ‘某个人’ 的ꎬ 为 ２９次”ꎬ 其详细列出了这 ２９次的具体内容ꎮ 遗憾的是ꎬ 其中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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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论舜之智ꎬ 显然与其修齐治平相关ꎮ 对于 “隐恶而扬善”ꎬ 郑玄与孔颖达正义均未涉及ꎮ① 朱子

«集注» 云: “迩言者ꎬ 浅近之言ꎬ 犹必察焉ꎬ 其无遗善可知ꎮ 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ꎬ 其善

者则播而不匿ꎬ 其广大光明又如此ꎬ 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ꎮ”② 显然ꎬ 朱子仅将善恶局限于言的层面ꎬ
联系前后文ꎬ 可算一解ꎬ 但还需要进一步思考ꎬ 此章是否还有他解? 扬谁之善? 隐谁之恶? 此处的

“隐” 是否即为 “隐藏” “藏匿” 之意? 以言语的善恶而论ꎬ “扬善” 暂不必说ꎬ 关键是 “隐恶”ꎬ 对

“恶言” 是否听而不闻ꎬ 闻而不宣ꎬ 不采纳就可以了? 孟子曾说 “不得于言ꎬ 勿求于心ꎬ 不可”③ꎬ
言为心声ꎬ 恶言邪说 “作于其心ꎬ 害于其事ꎻ 作于其事ꎬ 害于其政”④ꎮ 圣人含弘光大ꎬ 若有人偶出

恶言ꎬ “隐” 而知止ꎬ 当然好ꎻ 若一再出恶言ꎬ 且见之于行ꎬ 害事害政ꎬ 还需要为之隐匿吗? 故笔者

认为ꎬ 舜的 “隐恶而扬善” 应当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ꎮ 以下材料可以提供重要佐证ꎮ
«周易大有» 传: “ «象» 曰: 火在天上ꎬ 大有ꎮ 君子以遏恶扬善ꎬ 顺天休命ꎮ” 荀爽注云: “谓

夏ꎬ 火王在天ꎮ 万物并生ꎬ 故曰 ‘大有’ 也ꎮ” 虞翻注云: “遏ꎬ 绝ꎮ 扬ꎬ 举也ꎮ”⑤ 夏日丽天ꎬ 阳气盛

行ꎬ 万物蓬勃ꎻ 君子则之ꎬ 当绌恶而举善ꎬ 修己以敬ꎬ 修己以安人、 安百姓ꎮ 此卦同样与君子修齐治平

相关ꎮ 可见 “隐恶” 与 “遏恶” 应当有相近的意义ꎮ 而朱子所谓 “隐而不宣”ꎬ 其中更重要的也应是

“遏绝” 之意ꎮ 盖善言进而得行ꎬ 恶言进而掩止ꎬ 百姓是以知何为善何为恶ꎬ 是善长而恶抑也ꎮ
在先秦文献中ꎬ “隐” 本有 “堵塞” 之义ꎮ «诗小雅鱼丽»: “鱼丽于罶ꎬ 鲿鲨ꎮ” 毛传云:

“士不隐塞ꎮ” 陆德明 «经典释文» 云: “隐ꎬ 如字ꎮ 本又作偃ꎬ 亦如字ꎮ” 阮元校云 “偃” 即今之

“堰” 字ꎮ⑥ «管子轻重甲»: “越人果至ꎬ 隐曲蔷以水齐ꎮ” 王念孙 «读书杂志»: “ ‘蔷’ 亦当为

‘菑’ 隐ꎬ 塞也ꎬ 谓塞曲菑以灌齐都也ꎮ”⑦ 是以 “隐恶扬善” 的 “隐” 初始用法应当是 “止塞、
遏绝” 之意ꎬ 而非后世普遍理解的 “隐藏、 掩藏” 义ꎮ

结合 «易传»ꎬ 笔者认为ꎬ “隐恶扬善” 的早期用例是针对圣王君子的ꎬ 其内涵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加以理解:
其一ꎬ 就个体而言ꎬ 天生烝民ꎬ 异于万物ꎬ 君子当进德修能ꎬ 无论富贵贫贱ꎬ 均当保有、 长养并

弘扬人之为人美善之端而遏抑其丑恶之端ꎬ 以顺遂天命ꎮ 孟子云: “舜明于庶物ꎬ 察于人伦ꎬ 由仁义

行ꎬ 非行仁义也ꎮ”⑧ 正是因为 “明于庶物”ꎬ 所以知物我有不同ꎻ 正是因为 “察于人伦”ꎬ 所以知善

恶之有分别ꎬ 知人有仁、 义、 礼、 智之善端ꎬ 故能隐其恶而扬其善ꎮ
其二ꎬ 在政教层面上ꎬ “君子之德风ꎬ 小人之德草” ( «论语颜渊» )ꎬ 君子修德以临民ꎬ 如夏

日之丽天ꎬ 使善日长而恶日消ꎮ 孟子曰: “禹闻善言则拜ꎮ 大舜有大焉ꎬ 善与人同ꎬ 舍己从人ꎬ 乐取

于人以为善ꎮ 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ꎬ 无非取于人者ꎻ 取诸人以为善ꎬ 是与人为善者也ꎮ 故君子莫大乎

与人为善ꎮ”⑨ 舜之 “好问好而好察迩言”ꎬ 其目的正在 “与人为善”ꎮ
其三ꎬ 在政事层面上ꎬ “隐恶扬善” 有三种表现: 一是君子居位ꎬ 当明法讲信ꎬ 举直错枉ꎬ 使民

知善当劝赞而恶应惩止ꎬ 是故四凶罪而天下服ꎬ 禹、 稷等举而万民安ꎮ 孔子云: “唯仁者能好人ꎬ 能

恶人ꎮ” («论语里仁» ) 当政者若好贤德而恶谗佞ꎬ 则政通人和ꎬ 天下熙乐ꎬ 这样的当政者才是真

正的仁者ꎮ 二是在具体政策上ꎬ 当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 «论语尧曰» )ꎬ 因民之所恶而去之ꎮ
正如 «大学» 所云: “所恶于上ꎬ 毋以使下ꎻ 所恶于下ꎬ 毋以事上ꎻ 所恶于前ꎬ 毋以先后ꎻ 所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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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ꎬ 孔颖达正义: «礼记正义» 卷 ５２ꎬ 载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０年ꎬ 第 １６２６页上ꎮ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２０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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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 毋以从前ꎻ 所恶于右ꎬ 毋以交于左ꎻ 所恶于左ꎬ 毋以交于右: 此之谓絜矩之道ꎮ «诗» 云: ‘乐
只君子ꎬ 民之父母ꎮ’ 民之所好好之ꎬ 民之所恶恶之ꎬ 此之谓民之父母ꎮ”① 三是君子临民ꎬ 亦当含弘

光大、 勇于担责ꎮ “万方有罪ꎬ 罪在朕躬”ꎬ “百姓有过ꎬ 在予一人” ( «论语尧曰» )ꎬ “四方有罪

无罪惟我在”②ꎻ 宽以容人ꎬ “先有司ꎬ 赦小过ꎬ 举贤才” ( «论语子路» )ꎬ 若非法所不容ꎬ 不为诛

责ꎮ 当然ꎬ 作为在上位的君子ꎬ 不仅仅是 “含弘” 不善ꎬ 还要 “光大” 善ꎬ 要 “咸与维新”ꎬ 如此

才能真正体现亲睦于民、 视民如子ꎬ 才是真正的 “民之父母”ꎮ 前引 «孔子家语辩政» «说苑政

理» 及 «韩诗外传» 卷六的相关内容都是从这一角度来论说 “隐恶扬善” 的ꎬ 特别是 «韩诗外传»
“见人不善ꎬ 惕然掩之ꎬ 有其过而兼包之” 的表述ꎬ 深得孔子 “攻其恶ꎬ 无攻人之恶” “躬自厚而薄

责于人” 之旨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在这里 “隐恶” 或 “掩不善”ꎬ 无论是 “隐” 还是 “掩”ꎬ 虽有藏匿

义ꎬ 但更多偏于 “止塞” 义ꎮ③

我们还需讨论 «论语» 中两类特殊的 “隐恶”ꎮ 一是父子之间 “父为子隐ꎬ 子为父隐”ꎮ 在儒家

看来ꎬ 父子主亲ꎬ 父子关系是基本人伦ꎬ 若鼓励父子证罪ꎬ 则是在破坏基本人伦ꎮ 所以其中的 “隐”
字ꎬ 应亦偏于 “止塞” 义ꎬ 即对于已犯下的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过错ꎬ 父子之间不证罪于外ꎬ④ 而谏

止、 诫止于内ꎬ 以杜绝将来犯错ꎮ 二是君臣之间 “讳言君恶”ꎮ 鲁昭公娶同姓而违礼ꎬ 孔子却以昭公

知礼答陈司败ꎬ 从而被后者目之为 “党”ꎮ 孔子以己之过错讳言君过ꎬ 一方面是不忍ꎬ 另一方面则是

“成事不说ꎬ 遂事不谏ꎬ 既往不咎” ( «论语八佾» )ꎬ 仍着眼于惩止将来ꎮ 由此ꎬ 我们亦可以明白

孔子之作 «春秋»ꎬ 何以会 “为尊者讳ꎬ 为亲者讳ꎬ 为贤者讳”⑤ꎬ 正如 «孟子滕文公下» 引其语

云: “知我者其惟 «春秋» 乎! 罪我者其惟 «春秋» 乎!”⑥ 孔子是以己之 “有党” 之过ꎬ 寄望后来

之尊者、 亲者、 贤者能少一些屈耻痛悔ꎬ 少犯一些过错ꎮ 故清人马骕云: “ «坊记» 曰: ‘善则归君ꎬ
过则归已ꎮ’ 是隠恶扬善、 义存君亲也ꎮ 是以圣贤作法ꎬ 通有讳例ꎮ”⑦ 这里的 “隐恶”ꎬ 显然不能简

单理解作 “隐藏其恶”ꎬ 故不能以后世史论 “不虚美、 不隐恶” 的标准来衡量之ꎮ⑧ 从惩止将来的角

度而言ꎬ 二者实际上殊途同归ꎮ
先秦儒典中ꎬ “隐恶扬善” 也是特定时期君子处世存身之道ꎬ 前引 «荀子臣道» 的说法即如

此ꎮ 必须强调的是ꎬ 荀子所言乃特指 “迫胁于乱时ꎬ 穷居于暴国ꎬ 而无所避之”ꎬ 即在不得已的情况

下 “则崇其美ꎬ 扬其善ꎬ 违其恶ꎬ 隐其败ꎬ 言其所长ꎬ 不称其所短ꎬ 以为成俗”ꎮ 前人已指出荀子的

说法当承孔子 “邦有道ꎬ 危言危行ꎻ 邦无道ꎬ 危行言逊” ( «宪问» ) 而来ꎬ⑨ 但 «论语» 书中ꎬ 孔

子既称赞 “邦有道则知ꎬ 邦无道则愚” 的宁武子 ( «公冶长» )ꎬ 亦称赞 “邦有道如矢ꎬ 邦无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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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１０页ꎮ
焦循: «孟子正义» 卷 ４ «梁惠王下»ꎬ 沈文倬点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７年ꎬ 第 １１５页ꎮ 此处从赵岐注ꎮ 赵注读 “惟我

在” 为 “惟在我”ꎬ “四方之善恶皆在己ꎬ 所谓在予一人”ꎮ 焦氏所引江声 «尚书集注音疏» 否定赵注ꎬ 训 “在” 为 “察”ꎬ 以为

“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君师司察焉” (第 １１６－１１７ 页)ꎬ 义近朱子 (参见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２１６
页)ꎬ 实乃大谬! “惟我察” 即 “察我”ꎬ “惟” 字引宾语 “我” 前置ꎬ 故其句意仍同于 «论语尧曰» “朕躬有罪ꎬ 无以万方ꎻ 万方

有罪ꎬ 罪在朕躬”ꎮ
«方言» 卷 １２: “掩ꎬ 止也ꎮ” «周易系辞下»: “善不积ꎬ 不足以成名ꎮ 恶不积ꎬ 不足以灭身ꎮ 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

也ꎬ 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ꎮ 故恶积而不可弇ꎬ 罪大而不可解ꎮ” 其中 “弇” 字ꎬ 或作 “揜” “掩”ꎬ 亦 “止息” 之义ꎮ 参见华学诚:
«扬雄方言校释汇证»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６年ꎬ 第 ７８０ 页ꎻ 李道平: «周易集解纂疏»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４ 年ꎬ 第 ６４５－６４６
页ꎻ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０年ꎬ 第 ８８页上中、 ９２页中ꎮ

儒家在主张 “亲亲相隐” 的同时ꎬ 亦褒扬 “大义灭亲”ꎮ 盖伤及其他个体性命、 造成大范围伤害时ꎬ 不能 “相隐”ꎬ 故若瞽

叟杀人ꎬ 舜命执之ꎻ 石厚附逆ꎬ 石碏诛之ꎮ
陈立: «公羊义疏» 卷 ２７ꎬ 刘尚慈点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７年ꎬ 第 １００２页ꎮ
焦循: «孟子正义» 卷 １３ «滕文公下»ꎬ 沈文倬点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７年ꎬ 第 ４５２页ꎮ
马骕: «左传事纬前集» 卷 ３ꎬ 载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１７５册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８６年ꎬ 第 ６６５页上右ꎮ
王充 «论衡问孔篇»、 刘知几 «史通外篇惑经» 等都对孔子提出了质疑ꎮ 参见黄晖: «论衡校释 (附刘盼遂集解)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０年ꎬ 第 ３９５－４２９页ꎻ 浦起龙: «史通通释»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年ꎬ 第 ３６９－３８８页ꎮ
王先谦: «荀子集解»ꎬ 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８年ꎬ 第 ２５２页ꎮ



矢” 的史鱼 ( «卫灵公» )ꎬ 可见孔子非常尊重个人选择ꎬ 并不一例绳之ꎮ 而且ꎬ 宁武子之 “愚”、
孔子之 “言逊” 是否即如荀子所说崇扬其善美所长ꎬ 而讳隐其败恶所短ꎬ 也是值得讨论的———愚痴

佯狂、 烂漫其语ꎬ 逊辞以达意、 微言以讽恶ꎬ 亦可以存身矣!
综上可知ꎬ “恶称人之恶”、 不 “言人之不善”、 “成人之美ꎬ 不成人之恶” 以及 “隐恶扬善” 有

着丰富的内涵ꎮ 它们首先表达的是对人之为人善美之端的认识与坚守ꎻ 其次为仁人君子个体的进德修

能提出了应当长善而去恶的具体要求ꎻ 再次才可以有条件地用于人我关系ꎮ 特别是 “不言人恶” 和

“隐恶”ꎬ 当其用于人我关系时ꎬ 表达的主要也是遏止恶而非掩藏恶的 “与人为善”ꎮ 正如 «周易系

辞下» 引孔子所云: “小人不耻不仁ꎬ 不畏不义ꎬ 不见利不劝ꎬ 不威不惩ꎮ 小惩而大戒ꎬ 此小人之福

也ꎮ «易» 曰: ‘屦校灭趾ꎬ 无咎ꎮ’ 此之谓也ꎮ”① 若将 “不言人恶” 泛化而忽视甚至贬低 “直道”
言恶ꎬ 将 “隐” “掩” 等理解为 “隐藏” “掩藏”ꎬ 从而将其作为所有世道的 “成俗” 和普遍的道德

观念ꎬ 则害莫大焉! 小则辱身覆家ꎬ 大则浊世乱国ꎮ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江乞为魏王使荆ꎬ 谓荆王曰: “臣入王之境内ꎬ 闻王之国俗曰: ‘君子不蔽人之美ꎬ 不言人之

恶ꎮ’ 诚有之乎?” 王曰: “有之ꎮ” “然则若白公之乱ꎬ 得庶无危乎! 诚得如此ꎬ 臣免死罪矣ꎮ”②

白公之乱的酿成ꎬ 正因为楚令尹子西不听叶公子高所言白公之恶ꎬ③ 故当有人问孔子如何评价子

西时ꎬ 孔子连用两个 “彼哉! 彼哉!” 而不予置评ꎬ④ 盖子西存楚之功ꎬ 尚也ꎻ 招白公之过ꎬ 难逃也!
夫子深为叹息焉!

如前所述ꎬ 扬人美称人恶在频次与程度上都不能过其当ꎬ 否则会陷于谄谗诈伪ꎬ 这不仅是儒家的

认识ꎬ 道家学派也有相似看法:
非其事而事之ꎬ 谓之摠ꎻ 莫之顾而进之ꎬ 谓之佞ꎻ 希意道言ꎬ 谓之谄ꎻ 不择是非而言ꎬ 谓之

谀ꎻ 好言人之恶ꎬ 谓之谗ꎻ 析交离亲ꎬ 谓之贼ꎻ 称誉诈伪以败恶人ꎬ 谓之慝ꎻ 不择善否ꎬ 两容颊

适ꎬ 偷拔其所欲ꎬ 谓之险ꎮ 此八疵者ꎬ 外以乱人ꎬ 内以伤身ꎬ 君子不友ꎬ 明君不臣ꎮ⑤

当然ꎬ 就人我关系来看ꎬ 关于 “言恶” 和 “扬善” 最为恰当的表达当数 «韩诗外传»:
君子崇人之德ꎬ 扬人之美ꎬ 非道谀也ꎮ 正言直行ꎬ 指人之过ꎬ 非毁疵也ꎮ 诎柔顺从ꎬ 刚强猛

毅ꎬ 与物周流ꎬ 道德不外ꎮ 诗曰: “柔亦不茹ꎬ 刚亦不吐ꎬ 不侮矜寡ꎬ 不畏强御ꎮ”⑥

“与人为善” 的君子ꎬ 无论是扬他人之美ꎬ 还是称他人之恶ꎬ 均应正道直行ꎬ 不谀不毁ꎬ 当称则

称、 当扬则扬ꎮ 可惜 «论语» «中庸» «孟子» 的重要注家们ꎬ 肯定扬善而较少提醒不应过其实ꎬ 否

定过当称恶且连正当批评一并抛弃ꎬ 貌似 “仁厚”ꎬ 却近 “乡原”ꎬ 殊失孔孟学说善善恶恶之旨ꎬ 以

此行之ꎬ 或有亏于儒家君子正大刚毅之人格精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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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道平: «周易集解纂疏»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４年ꎬ 第 ６４４－６４５页ꎮ
王先慎: «韩非子集释» 卷 ９ꎬ 钟哲点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８年ꎬ 第 ２２０页ꎮ
具体情况请参见 «左传» «国语» 的相关记载ꎮ 杨伯峻编著: «春秋左传注»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０年ꎬ 第 １７００－１７０４页ꎻ

徐元诰: «国语集解»ꎬ 王树民、 沈长云点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２年ꎬ 第 ５２８－５３２页ꎮ
春秋有三子西: 郑国的公孙夏ꎬ 楚国鬬宜申ꎬ 楚国公子申ꎮ 前两人在孔子之前ꎬ 后者与孔子同时ꎮ 虽然白公之乱发生于鲁

哀公十六年 (前 ４７９) 七月ꎬ 其年四月孔子已卒ꎬ 但 «论语宪问» 篇中的子西ꎬ 仍然当指公子申ꎮ 据 «史记楚世家» 记载ꎬ 子

西以楚惠王二年 (前 ４８７) (即鲁哀公八年) 召回白公胜ꎬ 孔子当闻知此事ꎮ 孔子善识人ꎬ 对白公胜之品行亦必知如叶公ꎮ 当有人问

起子西之时ꎬ 一则因其为当世人物ꎬ 尚不能盖棺论定ꎻ 二则因招白公胜之事ꎬ 对其颇有微词ꎬ 虑有后患ꎬ 故孔子叹息而答之ꎮ 参见

程树德: «论语集释»ꎬ 程俊英、 蒋见元点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０年ꎬ 第 ９６２－９６３页ꎻ 司马迁: «史记» 卷 ４０ꎬ 裴骃集解ꎬ 司马

贞索隐ꎬ 张守节正义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４年ꎬ 第 ２０７１页ꎮ
郭庆藩: «庄子集释»ꎬ 王孝鱼点校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０２３－１０２４ 页ꎮ 另外ꎬ «史记孔子世家» 载ꎬ 孔子辞

去ꎬ 老子送之曰: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ꎬ 好议人者也ꎮ 博辩广大危其身者ꎬ 发人之恶者也ꎮ” “发人之恶” 承前省 “好” 字ꎮ 二句

亦有 “议人” “发恶” 不过当之意ꎮ 参见司马迁: «史记» 卷 ４７ꎬ 裴骃集解ꎬ 司马贞索隐ꎬ 张守节正义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４年ꎬ
第 ２３１４页ꎮ

许维遹: «韩诗外传集释» 卷 ６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０年ꎬ 第 ２２３页ꎮ



四、 儒学普及中的 “隐恶扬善”

　 　 前引项楚师 «王梵志诗校注» 第一八八首注中提及ꎬ 郗超 «奉法要» 引 «正斋经» 有云: “但
得说人百善ꎬ 不得说人一恶”ꎮ 郗超对其加以解说云: “说人之善ꎬ 善心便生ꎻ 说人之恶ꎬ 便起忿意ꎮ
意始虽微ꎬ 渐相资积ꎮ 是以一善生巨亿万善ꎬ 一恶生巨亿万恶ꎮ”① 他这一解说似将经中的 “人” 理

解为他人ꎬ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引 «说苑政理» 与 «孔子家语辩政» 的影响ꎮ 在同篇中ꎬ
他还用 «论语» 中 “无适无莫” “无伐善、 无施劳” 来解说异出 «十二门经» 所谓 “人有善恒当掩

之ꎬ 有恶宜令彰露”ꎬ 认为 “宜其任行藏于所遇ꎬ 岂有心于隐显”②ꎬ 将此经中的 “人” 理解为作为

人的自我ꎮ 合而言之ꎬ 则言他人之善而不伐己之善ꎬ 不说他人之恶而彰己之恶ꎮ 这与儒家之说差别不

大ꎮ 遗憾的是ꎬ 署为后汉安世高所译的大、 小两种 «十二门经» 以及几种 «正斋经»③ 今已不传ꎬ
无从知其经文情况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隋代官修佛经目录———彦琮等撰的 «众经目录» 将 «佛说正斋

经» 列入疑伪分中ꎬ 即认为其 “名虽似正义涉人造”④ꎬ 是否即郗超所引 «正斋经»ꎬ 亦已无从考知ꎮ
不过ꎬ 佛典中的确有 “不说人恶” 的教诫ꎮ 例如ꎬ 支娄迦谶译 «佛说遗日摩尼宝经»: “菩萨有

四事自守不说人恶及谗溺于人”⑤ꎻ «般舟三昧经四辈品»: “不得说人恶ꎬ 无形轻慢行ꎮ 心无

所荣冀ꎬ 当行是三昧”⑥ꎻ 支谦译 «佛说七女经»: “手不盗取人财物ꎬ 口不说人恶ꎬ 是则为好”⑦ꎻ 竺

法护译 «菩萨行五十缘身经»: “菩萨世世不说人恶ꎬ 有恶者亦不为他人说ꎮ 用是故ꎬ 尘垢不着佛

身”⑧ꎻ 等等ꎮ 由此而言ꎬ «王梵志诗» 与 «太公家教» 中的相关内容ꎬ 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佛

教的影响ꎬ 但从 «太公家教» 作者的自述来看ꎬ 儒学影响仍然是主要的ꎮ
如果说ꎬ 唐前注家们对儒典中 “隐恶扬善” 及相关词句存在误读ꎬ 理解上有偏颇的话ꎬ 那么ꎬ

«太公家教» 和一卷本王梵志诗无疑将其放大了ꎬ 特别是 “隐恶”ꎮ 于他人的过恶ꎬ 无论大小、 影响、
其是否有自我反省和悛改的可能ꎬ 二者均以略显夸张的语言要求一并加以掩藏ꎮ 那么ꎬ 人世间的公理

道义将被置于何地? 为恶之人ꎬ 或因不知其恶而覆车继轨ꎬ 或因无人敢言而肆无忌惮ꎬ 邻里乡党、 市

井朝堂当何以安? 虽然 «太公家教» 是从慎言、 责己的角度提出掩藏他人之过恶的ꎬ 而且也提出

“见人不是ꎬ 必须语之”⑨ꎬ 但反复宣说隐恶讳过ꎬ 在客观上强调了这一 “立身方”ꎬ 所以一卷本王梵

志诗只将 “掩恶” 加以发挥ꎬ 而于 “语不是” 则未涉及ꎮ 另外ꎬ 孔子学说中所强调的 “勇” “刚”
之德ꎬ «太公家教» 在其极少的着墨中或取老氏之语ꎬ 或仅否定其负面价值:

将军之门ꎬ 必出勇夫ꎻ 博学之家ꎬ 必有君子ꎮ
香饵之下ꎬ 必有悬鱼ꎻ 重赏之下ꎬ 必有勇夫ꎮ
欲求其弱ꎬ 先取其强ꎻ 欲求其柔ꎬ 先取其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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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僧佑: «弘明集» 卷 １３ꎬ 载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５２册ꎬ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ꎬ １９８３年ꎬ 第 ８７页中ꎮ
僧佑: «弘明集» 卷 １３ꎬ 载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５２册ꎬ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ꎬ １９８３年ꎬ 第 ８７页上ꎮ
僧佑 «出三藏记集» 卷 ２著录竺法护译 “ «菩萨斋法» 一卷 (一名 «菩萨正斋经»ꎬ 一名 «持斋经» ) ” ( «大正新修大藏

经» 第 ５５册ꎬ 第 ８页下)ꎻ 费长房 «历代三宝纪» 卷 ４著录安世高译 “ «正斋经» 一卷” (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４９ 册ꎬ 第 ５２ 页
中)ꎬ 卷 ７又著录祇多蜜译 “ «菩萨正斋经» 一卷 (第二出) ” (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４９册ꎬ 第 ７１页下)ꎻ 彦琮 «众经目录» 卷 ４
著录 “ «佛说正斋经» 一卷” (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５５册ꎬ 第 １７４页中)ꎮ

彦琮: «众经目录» 卷 ４ꎬ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５５册ꎬ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ꎬ １９８３年ꎬ 第 １７４页中ꎮ
支娄迦谶译: «佛说遗日摩尼宝经»ꎬ 载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１２册ꎬ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ꎬ １９８３年ꎬ 第 １８９页下ꎮ
支娄迦谶译: «般舟三昧经» 卷 ２ꎬ 载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１３册ꎬ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ꎬ １９８３年ꎬ 第 ９１０页中－下ꎮ
支谦译: «佛说七女经»ꎬ 载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１４册ꎬ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ꎬ １９８３年ꎬ 第 ９０８页上ꎮ
竺法护译: «菩萨行五十缘身经»ꎬ 载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１７ 册ꎬ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ꎬ １９８３ 年ꎬ 第 ７７３ 页

中ꎮ 此经中 “有恶者亦不为他人说” 与前郗超所引 «十二门经» “有恶宜令彰露” 似相矛盾ꎮ
周凤五: «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ꎬ 台北: 明文书局ꎬ １９８６年ꎬ 第 １３－１４、 ２０页ꎮ



柔必胜刚ꎬ 弱必胜强ꎻ 齿坚即折ꎬ 舌柔则长ꎮ①

作为主要反映儒学思想的家教童蒙读物ꎬ «太公家教» 以 “君子” “贤女” 为其训导标准ꎮ 但

是ꎬ 因为杂糅着其他学派思想ꎬ 以及长久以来在较为严酷环境中形成的民间生存智慧的影响ꎬ 其

“君子” 内涵比之儒典已大为消减ꎮ 刚强勇毅不受推重ꎬ 形形色色的避祸思想却充斥其中ꎬ 掩恶藏过

即其一ꎮ 当然ꎬ 作为一个生逢乱世、 波迸流离、 老于乡村的下层文士ꎬ 我们不必对作者过分苛求ꎬ 但

其著书目的在于 “助诱童儿ꎬ 流传万代”ꎬ 则不能不细加辨析ꎮ 因为ꎬ 以此教诱童蒙、 训导世人ꎬ 则

儒家之君子人格日衰ꎬ 而姑息苟且、 庸懦偷安之辈日众也!
在今天已知的敦煌文献中ꎬ 王梵志诗共有 ３５个写卷ꎬ 其中一卷本就有 １６ 个ꎬ② 几近一半ꎬ 可见

其影响在敦煌地区颇为广泛ꎮ 同样ꎬ «太公家教» 写卷亦在 ４０个以上ꎬ③ 而且还被广泛引用于讲经文

和其他民间通俗读物ꎬ 如 «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文词教林» «新集文词九经抄»ꎬ 其影响更不可小

视ꎮ 二者的影响也不局限于敦煌地区ꎮ 据学者考证ꎬ «太公家教» 的成书时间ꎬ 大致在安史之乱

(７５５) 以后ꎬ 唐宪宗元和六年 (８１１) 以前ꎬ④ 唐代古文运动名家、 追随韩愈崇儒排佛的李翱ꎬ 就曾

经在 «答朱载言书» 中提到 «太公家教»:
义不深ꎬ 不至于理ꎬ 言不信ꎬ 不在于教劝ꎬ 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ꎬ «剧秦美新»、 王褒 «僮

约» 是也ꎮ 其理往往有是者ꎬ 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ꎬ 刘氏 «人物表»、 王氏 «中说»、 俗传

«太公家教» 是也ꎮ⑤

而两宋时的僧人、 文士ꎬ 如汝州香山法成禅师、 王明清、 严有翼、 张淏、 项安世、 朱子等人ꎬ 都

曾提到此书ꎮ 从他们的叙述来看ꎬ «太公家教» 为童蒙们普遍诵习ꎬ 早已家喻户晓ꎮ 元、 明、 清时

期ꎬ 更被改为杂剧搬演ꎬ 译为蒙文、 满文ꎬ 大量征引于民间通俗读物 «明心宝鉴» 之中ꎬ 并且广泛

传播于日本、 越南、 朝鲜半岛等儒家文化圈ꎮ⑥ 同样ꎬ 王梵志诗也被敦煌以外的唐宋文人及禅林大德

广为征引ꎬ 其在社会上的流传想必也是很普遍的ꎮ
«明心宝鉴正己篇第五» 关于 “隐恶扬善” 引 “太公曰” 以下五条:

太公曰: 见人善事ꎬ 即须记之ꎻ 见人恶事ꎬ 即须掩之ꎮ
孔子曰: 匿人之善ꎬ 斯谓蔽贤ꎻ 扬人之恶ꎬ 斯为小人ꎮ 言人之善ꎬ 若已有之ꎻ 言人之恶ꎬ 若

已受之ꎮ
马援曰: 闻人过失ꎬ 如闻父母之名ꎬ 耳可得闻ꎬ 口不可得言也ꎮ
孟子曰: 言之人不善ꎬ 当如后患何?
康节邵先生曰闻人言人之恶ꎬ 未尝和ꎻ 闻人言人之善ꎬ 则就而和之⑦

以 «太公家教» 冠其首ꎬ 将相关内容聚合在一起ꎬ 突出了 «太公家教» 对 “隐恶扬善” 意义的

规范ꎬ 从而影响人们对其他材料的理解ꎬ 也更容易给学习者留下深刻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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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凤五: «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ꎬ 台北: 明文书局ꎬ １９８６年ꎬ 第 ２５、 ２６、 １９、 ２４页ꎮ
具体情况参见项楚 «王梵志诗校注»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９年出版) 书前所列 “卷号书名一览表”ꎮ
朱凤玉统计为 ４０个ꎬ 周凤五统计为 ４１个ꎬ 郑阿财、 朱凤玉 (简称郑、 朱) 统计为 ４２个ꎮ 朱凤玉的统计中将 «贞松堂藏西

陲秘籍丛残» ２个断片算作 １个卷子ꎬ 而周凤五算 ２个ꎻ 周凤五另有何彦升与唐兰所藏 ２个残卷ꎬ 朱凤玉未提及ꎻ 朱凤玉提到日本宁

乐美术馆藏及日本有邻馆藏 ２个卷子ꎬ 周凤五未提及ꎮ 郑、 朱统计基本同朱凤玉ꎬ 只比朱凤玉多 １个英藏卷子 (Ｓ. １０８４７) 和 １ 个日

藏 (大谷文书 ３５０７残片)ꎬ 三人均未提及中村不折旧藏藏文 «古太公家教»ꎮ 故按周凤五标准当有 ４６个写卷ꎮ 参见周凤五: «敦煌写

本太公家教研究»ꎬ 台北: 明文书局ꎬ １９８６年ꎬ 第 １－９页ꎻ 朱凤玉: «太公家教研究»ꎬ «汉学研究» １９８６年第 ４卷第 ２ 期ꎻ 郑阿财、
朱凤玉: «敦煌蒙书研究»ꎬ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年ꎬ 第 ４４０页ꎻ 陈践: «敦煌藏文文献 ‹古太公家教› 译释 (上下) »ꎬ 载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 ２、 ３期ꎮ
参见周凤五: «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ꎬ 台北: 明文书局ꎬ １９８６年ꎬ 第 ８７－１０５页ꎮ
董诰等编: «全唐文» 卷 ６３５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３年ꎬ 第 ６４１１页下－６４１２页上ꎮ
关于 «太公家教» 的流传情况ꎬ 周凤五、 朱凤玉二位先生有细致的研究ꎬ 此处 栝其内容ꎮ 参见周凤五: «敦煌写本太公家

教研究»ꎬ 台北: 明文书局ꎬ １９８６年ꎬ 第 １０７－１２５页ꎻ 朱凤玉: «太公家教研究»ꎬ «汉学研究» １９８６年第 ４卷第 ２期ꎮ
«新锲京板正讹音释提头大字明心宝鉴» 卷上ꎬ 日本寛永辛未 (即宽永八年ꎬ １６３１年) 三月道伴刊行本ꎮ



李翱虽指 «太公家教» “词章不能工”ꎬ 但认为 “其理往往有是者”ꎮ 与之相对照的是ꎬ 朱子认

为其与王通 «中说» 一样ꎬ “未见道体”:
文中子不曾有说见道体处ꎬ 只就外面硬生许多话ꎬ 硬将古今事变来压衲说或笑ꎬ 似 «太公

家法»①

但是ꎬ 在如何对待他人之善恶的问题上ꎬ 包括朱子在内的历代注家们对儒典相关词句的阐释ꎬ 在

取向上却与 «太公家教» 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ꎮ 二者一从精英文化、 一从民间文化的角度ꎬ 将掩藏

他人之恶、 传扬他人之善ꎬ 作为中国人基本的道德规范ꎬ 并以此作为 “忠厚惇朴” 的人格标志之一ꎬ
广泛影响后世的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ꎬ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唐以后国民性的建构ꎮ

结　 　 语

　 　 在儒典中ꎬ “恶称人之恶” “言人之不善ꎬ 当如后患何” “君子成人之美ꎬ 不成人之恶”ꎬ 指向的

是孔孟关于人性的认识ꎬ 即人之为人应当选择并坚守善美而非邪恶ꎬ 并不如后世所普遍理解的指向人

我关系ꎬ 虽然这样的理解在一些情况下有其正当性ꎮ “隐恶而扬善” “遏恶扬善” 从最早的用例来说ꎬ
针对的是圣王君子修身治世ꎬ 即个体修身层面抑恶端长善端ꎬ 政教层面导民向善或者说 “与人为

善”ꎬ 政事层面举直措枉、 兴利除弊ꎬ 以及含弘光大、 勇于担责ꎮ “隐” “遏” 二字正可互训ꎮ 其作为

特定时期的处世存身之道只是荀子关于君臣关系的个人延伸ꎬ 不可泛化推广ꎮ 而 «韩诗外传» 所说

的崇德扬美、 正言指过、 非谀非毁等对待他人言行善恶的方式ꎬ 才是在通常的人我关系中真正应当加

以持守并推广的ꎮ
在汉语中ꎬ “隐” 的主要义项是隐蔽、 隐藏、 隐瞒、 隐讳ꎮ 班固赞誉司马迁 “不虚美ꎬ 不隐恶”

的 “隐” 正取 “隐藏、 隐讳” 义ꎬ 而 “止塞、 遏绝” 义因为使用得很少而被忽视ꎬ 这就导致 “隐恶

扬善” 的 “隐” 字被后世普遍理解成 “隐藏、 隐讳” 义ꎬ 并将其由圣王君子修身治世之大道扭曲为

中国人处世存身的 “乡原” 式技巧ꎮ 儒典的历代重要注家显然难辞其咎ꎬ 而以 «王梵志诗» «太公家

教» 为代表的通俗读物的广泛传播无疑放大了其影响ꎮ
法国学者勒庞曾说: “观念只能以群体所假定的简单形式才会被群体所接受ꎬ 而且通常必须要经

过最彻底的转变才能变得流行ꎮ”② 因而在普及哲学或科学观念ꎬ 将复杂内容简单化时ꎬ 阐释的准确

度就显得非常重要ꎮ 一旦存在误读和扭曲ꎬ 在长时段、 大范围推广后再想要改变恐怕就很难了———
“各种观念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在群体的思想中建立根基ꎬ 但是群体同样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摆脱它

们ꎮ”③ 这提醒我们ꎬ 儒学的普及化是一个系统工程ꎬ 它首先有赖于学者们对其内涵的准确阐释ꎬ 其

次是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其准确表达ꎬ 最后才是教育推广ꎮ 故在今天儒学普及化过程中ꎬ 我们当然

要注意民间文化 (小传统) 对儒学相关观念的绝对化或非理性表达ꎬ 但更应该首先清理精英文化

(大传统) 对其的误读和扭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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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棺定论: 作为一种本土传播机制的
谥号及其政治功能

潘祥辉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 谥号是一种中国文化特有的社会性名号ꎬ 它起源于避讳习俗ꎬ 并从氏族扩展至国家领域ꎬ 带有

鲜明的政治传播色彩ꎮ 谥号既是生者对死者的 “盖棺定论”ꎬ 也是一种 “无声的舆论”ꎬ 发挥着道德监督的

作用ꎮ 谥号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传播机制ꎬ 依托于褒贬评议程序ꎬ 通过口碑、 史书以及碑刻等媒介传于后

世ꎮ 谥号植根于中国祖先崇拜的文化传统、 儒家思想对 “正名” 的重视以及宗法社会对名垂青史的追求ꎬ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强大的激励功能和导向功能ꎬ 是一种重要的声誉传播和宣传教化机制ꎮ 尽管皇权专

制导致了谥号的异化及 “传播失灵”ꎬ 但谥号与谥法制度的文化合理性及社会价值依然存在ꎮ 以谥评人、
“盖棺定论” 既是一种华夏本土传播观念ꎬ 也是一种本土传播实践ꎮ 在 “前大众传媒时代”ꎬ 谥号通过发挥

“一字褒贬” 的评议功能监督统治者ꎬ 进行宣传教化ꎬ 引领社会风气ꎬ 不失为一种充满智慧的传播制度设

计ꎮ 这种 “中国式” 的传播机制ꎬ 有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ꎮ
关键词: 谥号ꎻ 谥法ꎻ 名号ꎻ 传播考古ꎻ 华夏传播ꎻ 政治传播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１７２－１１

　 　 谥号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极具特色的文化现象ꎮ «辞源» 对谥号的解释是: “帝王、 贵族、 大臣、
士大夫死后ꎬ 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ꎮ”① 比较文明史研究表明ꎬ 文化的独特性往往表现在人们对

待死亡和生命的态度上ꎮ 谥号是对死者一生的名誉、 功过 “盖棺定论” 的评价ꎬ 和死者生前的名号

相对ꎮ 这种评价在其他文化中也存在ꎬ 如古罗马人葬礼上美化亡者的 “葬前悼词”ꎬ 由血缘最近的亲

属致词ꎬ 称颂亡者为氏族荣耀、 民族与城邦受尊重的代表ꎮ 在罗马贵族的 “国葬” 上ꎬ 元老院委托

高级官员致葬礼悼词ꎬ 赋予死者及其氏族极高的荣誉ꎮ② 不过ꎬ 罗马的 “葬前悼词” 和中国的 “谥
号” 不同ꎬ 悼词是一种演说 (与中国古代记述死者功德的 “诔” 相近)ꎬ 虽然也可能刻在死者的墓碑

上ꎬ 但悼词之外不会再给死者一个固定的名号ꎬ 而且悼词主要是赞歌ꎬ 而谥号在美谥之外还有 “恶
谥”ꎮ 谥号也不似古代西方的王号ꎬ 古代希腊及中亚的君主有 “救主” 或 “救星” (Ｂａｓｉｌｅｏｓ Ｓｏｔｅｒｏｓ)
之类的王号ꎬ 如中亚贵霜帝国君主迦腻色迦二世 (ＫａｎｉｓｈｋａⅡ) 的头衔是 “大王、 众王之王、 天子、
恺撒”③ꎮ 王号往往来自于对神的称呼ꎬ 生前就已在使用ꎬ 不似谥号为人死后使用ꎮ “谥者ꎬ 行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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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ꎮ 号者ꎬ 功之表也”①ꎬ 谥号是对人一生的总体评价ꎬ 代表了人生前的名声ꎬ 似乎也代表着生命另

一种存在形式ꎬ 受到上至皇帝ꎬ 下至百官及文人士大夫的高度重视ꎮ
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ꎬ 谥号和谥法一直都是古今学者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ꎬ 历朝历代学

者对谥法都有研究ꎬ 撰写了大量著作ꎬ 如东汉班固 «白虎通义» 中的 «谥» 篇、 明代王圻的 «谥法

通考»、 今人汪受宽的 «谥法研究» 等ꎮ 学界从起源、 演变、 功能等方面对谥号和谥法进行了较为细

致的考查ꎮ 不过ꎬ 大多数研究还是从历史学或政治学的视角对谥号和谥法的演变过程进行描述和梳

理ꎬ 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谥号视为 “维护封建等级秩序” 的手段而给予了负面评价ꎮ 如历史学者暴

希明认为: “谥号是古代帝王、 诸侯、 高官大臣等人死后的一种特殊名号ꎬ 是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谥号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为了避讳ꎻ 二是为了区别尊卑ꎬ 建立等级制度ꎻ 三是为了惩恶劝

善ꎬ 维护封建礼教ꎮ”② 政治学者俞可平认为: “谥法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强化等级特权、 制造政治合法

性和引导政治评价ꎬ 从根本上说ꎬ 则是服务于以皇帝为代表的特权阶级的专制统治ꎮ”③ 但除了上述

研究方向ꎬ 仍需要深究的是ꎬ 为什么这种谥法制度能够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 其存在的 “合理性”
为何? 谥号是否有积极性功能? 为什么中国古代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对于 “谥号” 极为看重?

笔者认为ꎬ 除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视角ꎬ 从传播学的角度对谥号进行研究也有其必要性ꎮ 谥号是

名号的一种ꎬ 名号本就是一种传播机制ꎬ 在 “前大众传媒时代”ꎬ 谥号既是一种私人展示ꎬ 也是一种

公共展示ꎬ 具有 “授予地位” 的功能ꎮ 谥号是一种 “无声的舆论”ꎬ 与谥法紧密关联ꎬ 有 “盖棺定

论” 的社会评价功能ꎬ 所以完全可以将谥号视作一种舆论与传播机制ꎮ 在此视角下ꎬ 谥号是如何引

导舆论并实现宣传效果的? 作为一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传播机制ꎬ 谥号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何内在

关联? 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ꎮ

一、 明别善恶: 谥号作为一种声誉传播机制

　 　 从传播学角度看ꎬ “谥号” 是一种声誉传播机制ꎮ «礼记乐记» 中说: “故观其舞ꎬ 知其德ꎻ 闻

其谥ꎬ 知其行也ꎮ”④ 谥号建立在个人声誉的基础上ꎬ 具有重要的信息传递的功能ꎮ 谥号通过 “盖棺

定论” 对一个人进行评价ꎬ 引导社会评价和社会舆论ꎬ 因而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传播机制ꎬ 具体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ꎬ 谥号具有重要的表达功能和社会评价功能ꎮ “生有名ꎬ 死有谥ꎮ 名乃生者之辨ꎬ 谥乃死者

之辨”⑤ꎬ 谥号是对死者道德功业的最终评价ꎬ 有激浊扬清、 劝善惩恶的作用ꎬ 它表面上是一个名号ꎬ
实际上是一套表达和评价机制ꎬ 具体通过谥号的类型及 “谥” 字的选用来表现ꎮ «通志谥略» 将谥

号分为上谥、 中谥、 下谥三类ꎮ 上谥 “用之君亲焉ꎬ 用之君子焉”ꎬ 包括 “神、 圣、 贤、 文、 武、
成、 康、 献、 懿、 元、 章、 景、 宣、 明、 昭、 正、 敬、 恭、 庄、 肃” 等 １３１ 字ꎻ 中谥 “用之闵伤焉ꎬ
用之无法者焉”ꎬ 包括 “怀、 悼、 愍、 隐、 幽、 冲、 夷、 惧、 息” 等 １４ 字ꎻ 下谥 “用之歼夷焉ꎬ 用

之小人焉”ꎬ 包括 “野、 夸、 躁、 伐、 荒、 炀、 戾、 剌、 虚、 荡、 墨、 亢、 千” 等 ６５字ꎮ⑥ 可见ꎬ 上

谥为 “美谥”ꎬ 表达了赞许、 褒奖的态度ꎬ 有正面评价的意义ꎮ 下谥为 “丑谥”ꎬ 表达了对恶行的贬

斥态度ꎬ 为负面评价ꎮ 如 “厉” 的谥法意义为 “杀戮无辜”ꎮ 历史上ꎬ 谥 “厉” 的诸侯君主ꎬ 无一

为有德之人ꎬ 如齐厉公暴虐被杀ꎬ 宋厉公杀君自立ꎬ 晋厉公残暴被杀ꎬ 郑厉公乱政被逐ꎬ 陈厉公淫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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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等ꎮ 以上可以看出ꎬ 谥号实质上是一套道德评判机制ꎬ 具有鲜明的褒贬性ꎮ 这种褒贬与儒家

“修、 齐、 治、 平” 的道统相统一ꎮ① 贵族死后给 “美谥” 还是 “丑谥” 要根据其 “行状” 加以判

断ꎮ 如果评价不准确ꎬ 还需要重新给予谥号ꎬ 是为 “改谥”ꎮ 唐时任监察御史的元稹出使剑南东川ꎬ
发现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在任时贪赃枉法 (时严砺已死)ꎬ 遂上书唐宪宗ꎬ 要求 “谥以丑名”ꎮ 元稹

指严砺 “横征暴敛ꎬ 不奉典常ꎬ 擅破人家ꎬ 自丰私室”ꎬ 希望 “谥以丑名ꎬ 削其褒赠ꎬ 用惩不法ꎬ 以

警将来”ꎮ② 元稹希望通过 “丑谥” 来惩罚严砺ꎬ 并警示后人ꎬ 说明谥号具有评价功能ꎮ
其次ꎬ 谥号的形成是一个公开评议的过程ꎬ 包含 “公议” 或 “讨论” 机制ꎮ 谥号的给定不是一

件随便的事情ꎬ 不能君主一个人说了算ꎬ “盖棺定论” 前有 “议论” 的环节ꎬ 其中涉及 “舆论” 或

“民意”ꎮ 选定大行皇帝谥号主要由群臣商定ꎬ 百官谥号的选定更是如此ꎮ
春秋时代ꎬ 谥号的拟定非常 “民主”ꎬ “子议父” “臣议君” 并不鲜见ꎬ 表现了鲜明的民主评议

色彩及追求客观公正的精神ꎮ③ 谥法相对完善的唐宋时期ꎬ 谥号更是集体议定的结果ꎮ “议谥” 是唐

谥法程序中最重要的环节ꎮ 所谓议谥ꎬ 就是礼官根据谥主生平事迹功过ꎬ 对照谥法ꎬ 讨论确定谥号ꎮ
唐代官员的谥号由太常寺主持ꎬ 太常寺置从七品以上博士 ４ 人ꎬ 必以有学识者任之ꎬ “凡公已下拟

谥ꎬ 皆迹其功行ꎬ 为之褒贬”④ꎮ 宋代官员得谥程序更为严密ꎮ «文献通考» 中对宋朝百官议谥有如

下记载: “先是太常寺已依例集谥号于尚书省ꎮ 侍从、 台谏、 两省官、 监察御史以上赴尚书省集谥ꎬ
郎官以上书谥ꎬ 考功拟谥ꎮ 诏恭依ꎮ 谥号既定ꎬ 翰林学士撰谥议ꎮ”⑤ 明代时ꎬ 太常不再与闻谥法ꎮ
在取旨准予给谥并经吏部、 兵部考察其实迹后ꎬ 礼部给事中根据其生平事迹ꎬ 定出等第ꎬ “行业俱优

者为上ꎬ 颇可者为中ꎬ 行实无取者为下”⑥ꎮ 可见ꎬ 谥号的颁给需要群臣的参与和议论ꎬ 谥号是 “公
共评议” 和 “意见激荡” 的结果ꎮ 在议谥过程中ꎬ 礼官、 博士、 史官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议谥中的 “驳议” 是公共评议机制更好的体现ꎮ “驳议和论枉ꎬ 是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不多的民

主措施之一ꎮ 它允许官员议论、 批评和否定礼部、 内阁乃至皇帝决定的谥号ꎬ 允许家属故人对赐给的

谥号提出申诉ꎬ 尽管可能使一些品行不好的人混得了较好的谥号ꎬ 但在很多情况下ꎬ 可以纠正有司或

皇帝的误断ꎬ 防止某些掌权者以给谥来酬德报怨ꎬ 使谥法比较合乎公道人心ꎮ”⑦ 唐宋时期的 “驳
议” 不乏其例ꎬ “如唐朝独孤及与崔厦对陇右节度使郭知运谥号的争论ꎬ 苏端及梁肃对司徒杨绾谥号

的争论ꎬ 宋朝刘敞、 司马光、 王洙与宋仁宗对郑国公夏竦谥号的争论ꎬ 韩维、 孙抃、 杨南仲、 黄师旦

等对宰相陈执中谥号的争论等”⑧ꎮ 有的谥号甚至要经过反复驳议才能确定ꎮ 北宋侍中、 郑国公夏竦

的谥号由宋仁宗直接下特诏定谥为 “文正”ꎬ 遭到朝廷官员反对ꎮ 判尚书考功刘敞三次上书仁宗ꎬ 同

知太常礼院司马光十天之内两上论状ꎬ 宋仁宗改谥 “文献”ꎬ 但知制诰王洙认为 “臣下不当与僖祖同

谥”ꎬ 最后不得不改夏竦谥 “文庄”ꎬ 才结束这场争议ꎮ⑨ “驳议” 之外ꎬ “改谥” 和 “夺谥” 也同样

需要议论和意见博弈ꎮ
官方的谥号容易受到政治博弈的影响ꎬ “议论” 有时未必公允ꎮ 相比之下ꎬ 民间的私谥能更好地

反映 “口碑” 和 “民意”ꎮ 私谥的对象多为德隆望重的社会贤达、 隐逸高士ꎬ 无须朝廷审批ꎬ 全靠口

碑ꎮ 私谥在用字上贴近谥主生平特点ꎬ 更合乎谥法 “以行为谥” 的要求ꎮ 如宋刘蒙因与王安石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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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而弃官归田ꎬ 私谥 “正思先生”ꎮ 明人冯海ꎬ 每夜叩头请求代母受疾病之苦ꎬ 其母病愈后ꎬ 其却

因劳苦过度而死ꎬ 里人私谥其 “苦孝先生”ꎮ① 私谥代表了里人的 “舆论” 或 “集体评价”ꎬ 评价比

公谥更加客观ꎮ
最后ꎬ 谥号是公开传播的ꎬ 并通过口碑、 史书或墓碑石刻等媒介流传ꎬ 具有跨越生死及时间的传

播特征ꎮ “谥号” 经集体议定之后ꎬ 需要公开传播ꎬ 只有公开传播ꎬ 才能发挥谥号的社会功能ꎮ 如谥

法中的 “赐谥” 环节就体现了公开传播的过程ꎮ 所谓赐谥ꎬ 就是将议谥确定后的谥号赐予逝者ꎮ «周
礼春官大师» 记载了周王的赐谥过程: “大丧ꎬ 帅瞽而 ꎬ 作柩ꎬ 谥ꎮ”② 王的灵柩运往祖庙之

庭举行大奠ꎬ 当着前来奔丧的列国诸侯及王室贵族的面ꎬ 礼官在柩前宣读南郊向天所请的谥文ꎬ 并将

谥号公之于众ꎮ 诸侯及贵族的赐谥仪式ꎬ 一般选择在亡者下葬前举行ꎬ 这样利于谥号的公开传播ꎮ
“所以临葬而谥之何? 因众会ꎬ 欲显扬之也ꎮ”③ 在下葬前赐谥ꎬ 使其恶善之名闻于天下ꎬ 起到 “广
而告之” 的效果ꎮ 明代郭正域在 «严谥典以重公评疏» 中提到了 “临葬而谥” 的重要性——— “盖棺

甫定ꎬ 则舆论方新ꎬ 而是非有据ꎮ 墓木已拱ꎬ 则口碑渐远ꎬ 而黑白常淆ꎮ 故当日与谥易ꎬ 今日补谥

难”④ꎮ “谥号” 的公布与 “舆论” 及 “口碑” 联系在一起ꎬ 通过口碑传播ꎬ 谥号得以发挥其 “惩善

扬恶” 的功能ꎮ
从传播媒介来看ꎬ 谥号的传播离不开史书的记载ꎬ 史书使谥号跨越时空在历史中传承ꎮ 史官用拟

定后的谥号称呼谥主ꎬ 并在史书中记载ꎮ 按照先秦谥法ꎬ 谥号拟定以后ꎬ 还要进行公告ꎮ 春秋战国时

期ꎬ 各诸侯国国君死后需报告周天子ꎬ 并 “赴告” 其他各诸侯国ꎬ 因为谥号不仅要载入本国史册ꎬ
也要载入他国史册ꎮ 史官的记载是使谥号得以流传并跨越历史时空的主要媒介ꎮ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强

调史臣需秉持正直的态度公允评判ꎬ 客观记载ꎬ 以达到谥号 “恶可以诫世” “善可以示后”⑤ 之作

用ꎮ 而民间私谥也多能写入地方志中ꎮ 除了史传媒介ꎬ 立碑和刻石也是私谥能够传世的重要媒介ꎮ 为

使私谥得以百世流传ꎬ 东汉时期人们开始将私谥以碑文的形式刻于石碑之上ꎬ 如 «陈太丘碑» «范史

云碑» «李子材碑» 等都刻有私谥ꎮ
谥号产生之初并不具有社会传播功能ꎬ 这一功能源于远古的避讳制度ꎮ 一般认为谥号起源于周

代ꎬ 但实际上ꎬ 谥号应该是和避讳制度一起出现的ꎬ 原始时代可能就已出现ꎮ⑥ 据研究ꎬ 古代谥法的

形成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商文丁以前)ꎬ 为谥法的先期阶段ꎮ 商人以祭日和人为区别用字来称

呼故去的先王ꎬ 这一阶段已具备谥法的一些特征ꎻ 第二阶段 (商文丁到商末帝辛)ꎬ 此为谥法的形成

阶段ꎬ 已用文、 武、 康等美称来称呼故去的先王ꎬ 但仍保留祭日干支ꎻ 第三阶段 (周文武以后)ꎬ 周

人因袭了晚商先王的美号ꎬ 但不取其祭日干支ꎬ 径称为某王某公ꎬ 其形式已与后代谥法无别ꎮ 此后谥

号逐渐增多ꎬ 进入了谥法的成熟阶段ꎮ⑦ 最早的谥号都是本族氏族为死者起的代号ꎬ 用以颂扬先祖或

寄托哀思ꎬ 产生之初并无褒贬的区别ꎮ 宋郑樵云: “周人卒哭而讳ꎬ 将葬而谥ꎮ 有讳则有谥ꎬ 无讳则

谥不立ꎮ”⑧ 说明了避讳和谥号之间的关系ꎮ 随着时间的发展ꎬ 谥号的宗教色彩不断减弱ꎬ 政治意义

越来越明显ꎮ 到周代ꎬ 谥号开始制度化和政治化ꎮ 周人在殷人旧法的基础上增损改造ꎬ 完善了各种典

章制度ꎬ 其中就包括谥法ꎬ⑨ 谥号也于此时逐渐显现其政治意义ꎮ 春秋时期ꎬ “恶谥” 已较为普遍ꎬ
谥号已具善恶褒贬之义ꎮ 春秋时期ꎬ 儒家思想为谥号的发展注入了 “礼教” 因素ꎬ 希望用以维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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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治统治ꎬ 挽救 “礼崩乐坏” 的世风ꎮ 虽然在秦始皇统治时期曾废除谥号这一评判机制ꎬ 但秦朝

覆灭后ꎬ 随着儒家文化的恢复ꎬ 谥号又发展起来ꎮ 汉代之后ꎬ “以谥尊君”ꎬ 谥法制度紧随儒学发展

不断完善ꎬ 唐宋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ꎬ 明清时期走向衰落ꎬ 辛亥革命以后才正式废除谥法ꎮ① 从谥号

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ꎬ 西周以后ꎬ 当谥号从宗族进入国家领域发挥其传播功能时ꎬ 它就成为了一种重

要的政治传播工具ꎮ

二、 监督、 引导与社会教化: 谥号的政治传播功能

　 　 谥号是扎根于政治制度的一种褒贬善恶的评价机制ꎮ 谥号作为政治领域的一种传播机制ꎬ 其政治

传播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舆论监督: 谥号的权力制约功能

谥号作为一种评议机制有一定的监督功能ꎮ 对于逝者而言ꎬ 死后的 “谥号” 载入史册ꎬ 本身就

有 “史论监督” 的效果ꎮ② 对于活着的人ꎬ 这种监督类似于 “舆论监督”ꎬ 可以约束其行为ꎮ 在谥法

制度运行得较好的时期ꎬ 谥号的监督作用非常明显ꎮ 谥号主要依托声誉机制对权力进行监督ꎮ 谥号主

要授予对象是帝王及百官ꎬ 因此评议监督的对象也是帝王和百官ꎮ “在中国古代帝王观念中ꎬ 规范、
制约、 调整君权的思想极其丰富ꎬ 政治批判色彩相当浓烈ꎮ 有些政治调节思想还逐步政策化乃至制度

化ꎬ 成为中华帝制的重要构成之一ꎮ 这表明ꎬ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政治理论体系有其精致、 周到之处ꎬ
甚至包含许多普遍价值的政治思维ꎮ”③ 显然ꎬ “谥号” 与 “谥法” 就是这种政治理论体系中的一种

权力制约机制ꎬ 可以通过评议和舆论传播实现对君主和百官的监督ꎮ “谥者ꎬ 行之迹也ꎮ 谥之美者ꎬ
成、 宣也ꎻ 恶者ꎬ 灵、 厉也”④ꎬ 如果皇帝或百官的声名不好ꎬ 死后就可能被给予恶谥ꎬ 被永远地钉

在历史的耻辱柱上ꎮ 因此ꎬ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百官都对谥号无比看重ꎮ 以唐帝王为例ꎬ 谥号的给定

程序是ꎬ 皇帝死后ꎬ 掌管礼仪的官员拟定谥号ꎬ 再交百官商议确定ꎮ «唐六典» 对此记载: “凡王公

已上拟谥ꎬ 皆迹其功德而为之褒贬”ꎬ “大行则大名ꎬ 小行则小名之”ꎮ⑤ 拟好谥号后ꎬ 去南郊圜丘向

上天请谥ꎮ «白虎通义» 中对南郊请谥进行了解释: “天子崩ꎬ 臣下至南郊谥之者何? 以为人臣之义ꎬ
莫不欲褒大其君ꎬ 掩恶扬善者也ꎮ 故之南郊ꎬ 明不得欺天也ꎮ”⑥ 臣子出于道义ꎬ 不愿过分褒奖君主

或为其掩饰恶行ꎬ 南郊请谥将谥号选择程序透明化ꎬ 谥号需要人臣、 嗣皇帝、 上天等多方共同认可方

能选用ꎮ 借天请谥并不仅仅是程序上的正当ꎬ 也是监督给谥公正的一种方式ꎬ 即天赋皇权的同时以上

天的名义保障对皇帝的公允评判ꎮ 历代帝王及百官的 “恶谥” 最能体现谥号的 “评议监督” 功能ꎮ
汪受宽先生曾统计过从西周至清末所有统治者谥号的 “美恶” 情况ꎬ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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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共和至清朝末的谥号统计情况①

时间 (公元) 所统计帝王、 国君总数

其中

美谥 平谥 恶谥

人数 占百分数 人数 占百分数 人数 占百分数

前 ８４１年—前 ２２１年 ２３４ １６５ ７０ ６ ３９ １６ ６ ３０ １２ ８
前 ２０９年—１９１１年 ３２４ ２９０ ８９ ３ ２５ ８ ９ ２ ７

总计 ５５８ ４５５ ８１ ５４ ６４ １１ ４６ ３９ ７

从表中可以看到ꎬ 对皇帝的给谥并不完全是溢美之词ꎬ 而是有褒有贬ꎮ 一般而言ꎬ “恶谥” 的比

例越高ꎬ 谥号的 “舆论监督” 功能越强ꎬ 就越能对政治权力进行 “无声的监督”ꎮ 先秦时期ꎬ 君主得

“恶谥” 的比例较高ꎬ 说明谥号在先秦时期是作为一种舆论和评议机制存在的ꎬ 实现了谥号政治监督

的功能ꎮ 正如童书业先生所说: “读 «左传» «史记» 等书ꎬ 知西周中期以来ꎬ 列国群臣以至周天子

谥号ꎬ 多与其人之德行、 事业以至考终与否大略相当ꎮ”②

“恶谥” 对百官同样有 “舆论监督” 的作用ꎮ 唐宋时期对行为丑恶、 阴险无耻的官员专予恶谥ꎮ
“据王圻 «谥法通考» 所录ꎬ 唐臣谥 ４２０人中ꎬ 定为丑、 纵、 厉、 灵、 剌、 谬、 褊等恶谥的有 １２ 人ꎬ
比例较高ꎮ”③ 谥号的 “舆论监督” 功能也表现在议谥和驳谥上ꎮ 以唐代为例ꎬ 礼官议谥、 驳谥之风

甚炽ꎬ 每一次议驳ꎬ 皆据亡者生平善恶予以褒贬ꎬ 赞美斥恶ꎬ 使善无不彰ꎬ 恶无不露ꎬ 其对教训时

人、 匡正世风的作用很大ꎬ 议谥和驳谥使谥号 “评议监督” 的作用得以更好地发挥ꎮ
２ 以谥劝行: 谥号的舆论引导与社会教化功能

谥号作为一种 “褒贬评议” 机制ꎬ 除了具有 “舆论监督” 功能ꎬ 也具有一定的舆论导向功能ꎬ
“谥者所以表德惩恶ꎬ «春秋» 褒贬法也ꎮ 茆土爵禄ꎬ 僇辱流放ꎬ 皆缘一时ꎬ 非以明示百代ꎬ 然而后

之所以知其行者ꎬ 惟谥是观ꎮ”④ 从传播学角度看ꎬ 谥号具有的 “地位授予” 功能与现代传媒的 “典
型报道” 有共通之处ꎮ 通过 “表德惩恶” 的谥号引导社会风气ꎬ 实现社会教化ꎬ 充分体现了谥号的

政治传播功能ꎮ 实际上ꎬ 孔子提出把原来赞美先人、 寄托哀思的谥法ꎬ 推向正名分、 寓褒贬、 改造社

会道德观念的礼教ꎬ 目的之一就是发挥谥号的舆论引导及社会教化作用ꎮ⑤

统治者将其治国理念与谥号相结合ꎬ 通过舆论引导加强社会认同ꎮ 谥号是统治者手中强有力的宣

传工具ꎬ “孝子善述父之志ꎬ 故汉家之谥ꎬ 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⑥ꎬ 为了实施孝道教化ꎬ 汉代皇帝多

以 “孝” 作为谥号ꎬ 以示对孝的提倡和推崇ꎮ 据统计ꎬ 西汉时期的 １４ 个皇帝中ꎬ 有 ９ 个皇帝的谥号

有 “孝” 字ꎮ 东汉 １９个皇帝ꎬ 有 １６ 个谥号中有 “孝” 字ꎮ⑦ 汉代统治者用 “孝” 字作谥号ꎬ 一方

面是为了自我标榜ꎬ 另一方面是希望上行下效ꎬ 引导社会舆论和观念ꎮ
宋代谥号多用 “文” 字ꎬ 在宋代百官的谥号中ꎬ 为 “文” 者达 １４２人ꎬ 与谥 “武” 者的仅 ２０人

相比ꎬ 可谓天壤之别ꎮ 宋人最重道学ꎬ “文正” 这一谥号代表了极高的地位ꎬ 与其推崇道学相表里ꎮ
宋朝倡导理学ꎬ 给周敦颐、 程颢、 张载、 邵雍、 朱熹、 吕祖谦、 魏了翁等著名理学家以谥号ꎬ 可以看

出ꎬ 宋在有意识地进行舆论引导ꎮ 此外ꎬ “宋长期与辽、 金、 西夏对立ꎬ 为了在臣民中提倡对朝廷的

忠贞不二ꎬ 宗自中叶以后ꎬ 诸臣中以 “忠” 字为谥者达 １３６ 人ꎬ 占总谥主的四分之一强”⑧ꎮ 以上体

７７１盖棺定论: 作为一种本土传播机制的谥号及其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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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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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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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统治者的社会示范和舆论引导作用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皇后、 妃嫔等女性的谥号ꎮ 女性谥号始于汉代ꎬ 谥号除了体现女性谥主的地位ꎬ

其用字也体现了朝廷提倡的 “妇德”ꎮ 据汪受宽先生统计ꎬ 由汉至清末的 ４９０ 位皇后妃嫔共使用了

１３５个谥字ꎮ 其中 “恭” “圣” “惠” “懿” “孝” “顺” “昭” 等 ２７个高频字共使用了 １１０２次ꎬ 占总

使用次数的 ７２ ５％ꎬ 使用次数最多的是 “恭” 字ꎮ① “东汉以后共有 ７９ 位后妃以恭字为谥号ꎮ ‘敬事

尊上曰恭’ꎬ ‘芘亲之阙曰恭’ꎬ ‘正德美容曰恭’ꎬ ‘谦和不懈曰恭’  “恭” 字谥体现了封建社会

妇女的最高道德素养———顺从、 谦和、 容仪端美和能代亲受过ꎮ”② “惠” “懿” “顺” 字受青睐ꎬ 也

是因为在谥法中 “仁恕中存曰惠”ꎬ “慈恩广被曰惠”ꎬ “柔质慈仁曰惠”ꎬ “温柔贤善曰懿”ꎬ “柔克为

懿”ꎬ “慈和遍服曰顺”ꎬ “德协自然曰顺”ꎮ③ 高频谥字实在提倡 “忍让、 温顺、 慈爱” 的妇德ꎬ 后妃

的谥号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ꎮ
此外ꎬ 统治者对历朝历代的名人进行封谥也是出于宣扬和教化的考虑ꎮ 如ꎬ 为了宣扬儒家思想ꎬ

对孔子赐谥和对关羽封谥ꎬ 体现了统治者 “以谥劝行” 的目的ꎮ 清乾隆年间ꎬ 关羽的谥号先后改为

“神勇” 和 “忠义”ꎬ 显然也与当时统治者的政治宣传要求有关ꎮ④

３ “名正言顺”: 谥号的政治合法化功能

政治合法性ꎬ 是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的一种能够让被统治的客体认为是正当的、 合乎道义的ꎬ 从

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ꎮ 其最核心的含义是政治权力在人们心中的 “道义性” “正当性” 或

“适当性”ꎮ⑤ 当谥号用作自我评价、 自我宣传和自我美化时ꎬ 谥号就会变成塑造政治合法性的宣传

工具ꎮ
谥号的这种自证合法性的功能突出表现在君主的谥号上ꎮ 历代帝王以美谥为主的谥号可以看作最

高统治者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表白、 辩护和宣传ꎬ 通过这些充满儒家思想色彩的谥号ꎬ 强化官方意识

形态ꎬ 迎合人们对君主理想品质的心理期待ꎮ 君主的尊号和谥号都是君主宣传和标榜自身统治合法性

的重要手段ꎮ 从用字上看ꎬ 历代帝王尊号和谥号所使用的词语主要有四类: 一是歌颂君主的盛德大功

的词语ꎬ 最常用的如 “文” “武”ꎬ 或者 “文武” 兼用ꎻ 二是评价君主个人美德的词语ꎬ 如 “穆”
“昭” “章” “德” “仁” “慈” “惠” “孝” 等ꎻ 三是强调帝王的智慧、 品格、 功业等神圣属性的词

语ꎬ 用得最多的是 “神” “圣” 之类的词语ꎻ 四是能体现君主 “体天” “敬天” 的词语ꎬ 肯定君主能

按照天的意志行事ꎬ 如 “体天行道” “法天” “仪天” “绍天” “继天” “天佑” “天圣” “天皇” “天
宝” 等ꎮ⑥ 用这样的尊号和谥号褒奖君主ꎬ 宣扬君主 “有功” “有德” “得天命”ꎬ 可以看出ꎬ 谥号的

拟制与传播显然是 “政治合法化” 的一种宣传策略ꎮ
古代帝制合法性的形成和维系 “不仅取决于统治者对于文化传统中的合法性信念模式的被动迎

合与再现ꎬ 或者说对某种政治义务的被动承担ꎬ 还取决于统治者对于这些合法性信念的具体操控或策

略谋划”⑦ꎮ 通过谥号强化 “合法性信念” 的做法十分常见ꎮ 三国时期魏、 蜀、 吴使用谥法强化自身

的政权形象ꎮ 孙权、 曹丕用追尊父祖的办法 “彰显所出”ꎬ 与 “刘皇叔” 刘备抗衡ꎻ 曹丕追谥祖父曹

嵩为太皇帝、 其父曹操为武皇帝ꎻ 孙权追谥其父孙坚为武烈皇帝ꎬ 企图通过谥法强调其政权的正统ꎬ
增强政权的合法性ꎮ 清朝皇帝对明朝君臣的给谥和改谥也是出于 “政治合法性” 塑造的需要ꎮ «清史

８７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文化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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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载ꎬ 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 十一月 “追谥明崇祯帝为庄烈愍皇帝”①ꎮ 清廷为表现对明朝的大度和

宽容ꎬ 对明代崇祯、 建文二帝上尊谥ꎮ 这种追谥除了有笼络士人阶层的目的ꎬ 显然还与寻求政治合法

性有关ꎮ 封谥关乎政治合法性问题ꎬ 因此明王朝继承者不承认清的追谥ꎮ 在清廷追谥崇祯帝后ꎬ 南明

政权将崇祯帝追谥为 “思宗烈皇帝”ꎬ 后改为毅宗ꎬ 隆武时又改为威宗ꎮ 除了追封明朝皇帝ꎬ 清前期

还追谥了 １７００多名明代忠烈ꎬ 对前朝官员如此大规模的封谥是 “中国二千多年的谥法史上仅见的事

例”②ꎮ 显然ꎬ 这种封谥也是政治宣传的策略ꎬ 目的是巩固政治统治ꎬ 化解汉族的反清情绪ꎮ
此外ꎬ 给外邦异族国王赐予谥号也是统治者自我宣传和自我美化的政治策略ꎮ 据统计ꎬ 朝鲜有

１３位国王得到过大明皇帝赐予的谥号ꎬ 时间跨度从洪武十一年 (１３７８) 国王颛封谥 “恭愍” 到万历

三十七年 (１６０９) 赐李昖谥 “昭敬”ꎬ 长达两百多年ꎮ③ 除朝鲜外ꎬ 永乐年间ꎬ 日本国王源道义得谥

“恭献”、 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得谥 “恭顺”、 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刺得谥 “恭定”、 古麻刺朗国

王干刺义亦奔敦得谥 “康靖”ꎮ 外国国王的谥号都是二字谥ꎬ 与明代官员谥号字数相同ꎬ 用字以

“恭” 字居多ꎬ 有 “主从关系” 的含义ꎮ 明朝皇帝通过谥号塑造了其 “大国形象”ꎬ 获得了 “唯我独

尊” 的政治合法性ꎮ

三、 文化寻根: 谥号何以实现社会传播的功能

　 　 谥号具有重要的社会传播功能ꎬ 统治者利用谥号进行政治治理和政治传播ꎮ 那么ꎬ 谥号的效力是

从何而来的呢? 已往的研究多将谥号视为维护极权统治的 “政治工具” 而加以批判和否定ꎬ 往往忽

视了这个问题ꎮ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ꎬ 谥号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ꎬ 谥号能够长

期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原因ꎬ 应该从中国文化中寻求ꎮ 笔者认为ꎬ 中华文化中的祖先崇拜、 儒家文化中

的 “正名” 意识及对 “永垂不朽” 的追求为谥号传播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文化基础ꎮ
１ “祖先崇拜” 的文化传统

谥号文化植根于中国祖先崇拜的传统文化ꎬ “孝” 字受到推崇显然与敬畏祖先的文化有关ꎮ “人
道ꎬ 亲亲也”④ꎬ 中国文化对血缘和宗族认同极为重视ꎬ 如钱穆先生所说ꎬ 中国人的 “终极目标是父

母子女永恒联属ꎬ 使人生绵延不绝ꎬ 短生命融于长生命ꎮ 家族传袭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⑤ꎮ 谥

号源于避讳习俗ꎬ 是祖先崇拜的产物ꎮ 古人以谥号替代已逝祖先的姓名ꎬ 以示尊崇ꎮ 西周出土礼器铭

文记载ꎬ 在周穆王以前ꎬ 谥法还是贵族王臣追颂父母的一种礼制ꎬ 父母逝后必须 “告谥于祖庙”ꎮ 后

来随着宗法制的扩展ꎬ 谥号进入国家政治领域ꎬ 成为贬恶扬善和社会控制的手段ꎮ “周初ꎬ 天子称天

以谥ꎬ 诸侯以下赐谥ꎬ 其或不赐ꎬ 臣子不得私谥ꎮ 春秋以后ꎬ 诸侯之谥皆臣子为之ꎬ 非复天子所赐

矣”⑥ꎬ 随着谥号的政治化ꎬ 源于 “避讳” 的谥号超越宗族领域ꎬ 产生了 “公共传播” 的职能ꎮ 不

过ꎬ 谥号之所以具有社会传播和公共激励的功能ꎬ 本质上还是来源于祖先崇拜的文化传统ꎮ
谥号与祭祀也有密切的关系ꎮ 唐时ꎬ 谥主 “下葬以后ꎬ 进行虞祭ꎬ 立丧者神主ꎬ 称虞主神

主上书写 ‘考 (或王父) 某官、 封、 谥之主’ꎮ 最后则以神主 (称练主)ꎬ 奉入于家庙 (祠堂)ꎬ 永

远祭奠ꎮ 凡有谥者ꎬ 皆在其墓碑中标出其谥号ꎬ 以示荣耀”⑦ꎮ 谥号代表了死者在家族及后世子孙心

目中的地位ꎬ 因此无人不重视ꎮ “就本质而言ꎬ 中国人希望在他们自己死后所得到的祭礼ꎬ 其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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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无非在于使他们的后代能不时想念到他们ꎬ 常有敬崇之心ꎮ”①

的确ꎬ 中国古人一直活在血缘不断、 祖孙相继、 祭祀不绝的想象性场景中ꎬ 这是 “名号” 之所

以重要的原因ꎬ 也是其能够实现代际传递重要的动力ꎮ 在祖先崇拜的文化背景下ꎬ 个人与祖先荣辱与

共ꎬ 通过宗族的延续来实现个人的 “永生”ꎮ “永生” 不仅体现为血脉相传ꎬ 还体现为生前的言行被

后人铭记ꎮ② 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后世子孙中树立令名ꎬ 就意味着其上愧对祖先ꎬ 下难享后世祭祀ꎬ 谥

号的激励作用及监督约束功能正是基于此种文化理念ꎮ 也正是在宗法制度和祖先崇拜的文化理念下ꎬ
谥号成为有效的激励手段ꎬ 并上升成为 “国家恤典”ꎮ 谥号中美谥居多也与祖先崇拜的文化有关———
毕竟只有美谥才能起到光宗耀祖的作用ꎮ 另外ꎬ 儒家思想主张为君和父讳恶ꎬ 认为 “讳恶” 合乎礼

教ꎬ 因此美谥多于恶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ꎮ 谥号在历史上更多地起着 “正向激励” 的作用ꎮ
２ 儒家文化的 “正名” 思想

在中国文化中ꎬ “名号” 是非常重要的ꎬ 它既关乎道德ꎬ 也关乎政治ꎮ 在孔子看来ꎬ “必也正名

乎名不正ꎬ 则言不顺ꎻ 言不顺ꎬ 则事不成ꎻ 事不成ꎬ 则礼乐不兴ꎻ 礼乐不兴ꎬ 则刑罚不中ꎻ 刑罚

不中ꎬ 则民无所措手足ꎮ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ꎬ 言之必可行也ꎬ 君子于其言ꎬ 无所苟而已矣”③ꎮ 有

研究者认为ꎬ 前面这段话反映了孔子政治传播思想的几个特点: “第一ꎬ 君子或君主只有名分正统、
规范ꎬ 方具有传播的合法性ꎬ 政治传播才能顺利进行ꎬ 这是礼乐刑罚的前提ꎻ 第二ꎬ 君子或君主的名

与言一定是相应的、 可行的ꎬ 不能名实不符ꎻ 第三ꎬ 正名论与慎言论一样ꎬ 指政治传播的理想状

态ꎮ”④ 孔子注重正名ꎬ 是因为 “名” 是 “别贵贱” 的重要手段ꎮ 实际上ꎬ 谥号受到古人的重视也源

自儒家文化的 “正名” 思想ꎮ 比起其他名号ꎬ 谥号作为死者身后的名号ꎬ 显然更加重要ꎬ 也更加值

得重视ꎮ 儒家思想中的 “名” 往往与 “德” 有关ꎬ 中国古代的谥号与儒家文化中的 “德目” 息息相

关ꎮ “以德取人” 的传统源自西周ꎬ “古代西周至春秋的德行论与政治密切相关ꎬ ‘士大夫阶层对政治

家的品格问题的热衷绝非偶然’ꎬ 因为这个生活的文化和结构要求 ‘以德性的实践来解决政治问

题’ ”⑤ꎮ 儒家传统中的 “德目” 既用于对一个人的 “名分” 进行评价ꎬ 也用于为其死后盖棺定论ꎮ
孔子十分注重谥号的 “正名” 作用ꎬ 也正是从孔子开始ꎬ 谥号作为一种 “正名” 的方式被广为

推行ꎮ⑥

孔子的 “正名” 思想被后世继承ꎮ “治天下之端ꎬ 在审辨大ꎮ 辨大之端ꎬ 在深察名号”⑦ꎬ 汉代

董仲舒认为 “深察名号” 是治理好天下的首要条件ꎮ 汉代刘廙在 «政论正名» 中也说: “夫名不

正ꎬ 则其事错矣ꎬ 物无制ꎬ 则其用淫矣ꎮ 错则无以知其实ꎬ 淫则无以禁其非ꎮ 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

实ꎬ 制物以息其非ꎮ 名其何以正之哉? 曰: 行不美则名不得称ꎬ 称必实所以然ꎬ 效其所以成ꎬ 故实无

不称于名ꎬ 名无不当于实也ꎮ”⑧ 汉代恢复秦时中断的谥法ꎬ 并将之系统化ꎬ 重新赋予谥号 “正名分、
别贵贱” 的功能ꎮ 儒家文化对正名思想的重视使谥号得以发挥品评人物、 彰善惩恶的重要作用ꎮ “人
死留名ꎬ 雁过留音”ꎬ “了却君王天下事ꎬ 赢得生前身后名” (辛弃疾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之» )ꎬ 正是因为古人对身后 “令名” 的重视和追求ꎬ 才有了谥号的激励作用ꎮ
３ 对 “名垂青史” 的重视和追求

对生命时限的超越和对 “不朽” 的追求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ꎬ 但不同文化中实现 “不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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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却不一样ꎮ 与古埃及通过制作木乃伊实现肉身不死的方法不同ꎬ 中国历代帝王、 百官和士人通过

宗法制度来 “名垂青史”ꎬ 实现 “不朽”ꎮ 谥号的传播功能得以实现ꎬ 也奠基于中国古人的这种价值

追求ꎮ 东西方文化对待死亡和生命时限的观念是不同的ꎮ 对于中国古人而言ꎬ 在宗法体系中延续生命

固然重要ꎬ 但能够在 “史书” 中留名则是更高的荣耀和追求ꎮ “在中国人看来ꎬ 人生最大的痛苦ꎬ 不

在于生命自身的生、 老、 病、 死ꎬ 也不在于命途多舛和生活艰难ꎬ 而在于死后不能列入家族祭祀的祠

堂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ꎬ 这种根植于祖先崇拜基础之上的人生态度ꎬ 逐渐演变成为 ‘名垂青史’
的价值关怀和终极寄望ꎮ”① 名垂青史的终极关怀ꎬ 早在先秦时代就已产生ꎮ “君子疾殁后而名不

称”② 是精英阶层的共同焦虑ꎮ “人生自古谁无死ꎬ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 «过零丁洋» )ꎬ 既是

儒家士大夫的追求ꎬ 也是君主和百官人生态度的典型写照ꎮ 谥号之所以被看重ꎬ 就是因为它和历史书

写紧密联系ꎮ 谥号定下后要送史官或史馆载入史册ꎬ 成为谥主死后的公共称谓、 永久称谓ꎬ 谥号是对

人一生品行的盖棺定论ꎮ “谥者死后之称ꎬ 累生时之行而谥之ꎬ 生有善行ꎬ 死有善谥ꎬ 所以劝善戒恶

也ꎮ 谥之言列其所行ꎬ 身虽死ꎬ 名常存ꎬ 故谓谥也ꎮ”③ 谥号有关一个人的历史评价ꎬ 一旦载入 “史
册” 其名号及其中包含的评价就 “与世长存” 了ꎮ “暴其民甚ꎬ 则身弑国亡ꎻ 不甚ꎬ 则身危国削ꎮ 名

之曰 ‘幽厉’ꎬ 虽孝子慈孙ꎬ 百世不能改也ꎮ”④ 因为谥号 “百世不能改”ꎬ 所以时人对 “历史评价”
十分重视ꎮ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ꎬ 谥号才得以实现其监督评议的功能ꎮ

中国文化中对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重视是谥号政治和社会传播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ꎮ 儒家

文化倡导 “立德、 立功、 立言”ꎬ 而谥号恰好可以实现死后 “不朽” 的追求ꎬ 因而成为了一种维系人

和 “不朽” 追求的媒介ꎮ “荣辱不止于一时而流芳ꎬ 遗臭将传百世而未泯ꎬ 所谓树之风声也ꎮ 人存政

举ꎬ 人亡政息ꎬ 惟风声所传则可以鼓动千百年之远”⑤ꎬ 古人希望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的想法和对

“不朽” 的追求ꎬ 使谥号可以约束其行为ꎬ 激励其奋进ꎮ 宋代理学家程颐认为: “古之君子之相其君ꎬ
而能致天下于大治者ꎬ 无他术ꎬ 善恶明而劝惩之道至焉尔ꎮ 劝得其道ꎬ 而天下乐为善ꎬ 惩得其道ꎬ 而

天下惧为恶ꎬ 二者为政之大权也ꎮ 然行之必始于朝廷ꎬ 而至要莫先于谥法ꎮ 何则? 刑罚虽严ꎬ 可警于

一时ꎬ 爵赏虽重ꎬ 不及于后世ꎬ 惟美恶之谥一定ꎬ 则荣辱之名不朽矣ꎬ 故历代圣君贤相ꎬ 莫不持此以

厉世风也ꎮ”⑥ 在 “名之不朽” 的激励下ꎬ 在谥号 “厉世风” 作用的约束下ꎬ 历代君臣将评赐美谥的

道德标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ꎬ 努力追求道德完满ꎮ

结　 　 语

　 　 谥号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独特的名号ꎬ 具有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ꎮ “谥号是生者给予死者评价的特

殊称号ꎬ 既反映死者生前的所作所为及社会对他的看法ꎬ 又反映生者的衡量善恶标准ꎻ 既是死者的盖

棺之论ꎬ 又是政治舆论的时代导向ꎮ”⑦ 中国古代没有大众传播ꎬ 谥号的传播功能在舆论监督、 道德

引导及政治宣传领域都有重要作用ꎮ 作为一种 “盖棺定论” 的传播机制ꎬ 谥号具有 “惩恶扬善” 的

功能ꎬ 这种功能与中国宗法文化、 正名思想以及对历史的尊崇传统是分不开的ꎮ
谥号是中国古代政治和礼教的一部分ꎬ 除了私谥ꎬ 只有统治阶层中的少数人能够获得谥号ꎮ 谥号

形成于中国礼治全面确立的西周ꎬ 以 “亲亲” “尊尊” 为原则ꎬ 一开始是尊者的文化、 贵族的文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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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ꎮ 在历史上ꎬ 受政治斗争影响ꎬ 谥号多有滥用ꎬ 尤其在明清时期皇权专制达

到高峰以后ꎬ 谥号的拟定权为君主垄断ꎬ 逐渐失去 “褒贬善恶” 的功能ꎬ 因而多遭诟病ꎮ 明代王鏊

曾评价谥号之滥用: “本朝之谥ꎬ 有美无恶ꎮ 所谓谥者ꎬ 特为褒美之具而已ꎮ”① 因为与专制政治绑定

在一起ꎬ 所以随着清朝的结束谥号也一同灭亡了ꎮ 俞可平先生认为ꎬ 传统谥法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控制

话语权的成功典范ꎬ 其目的是 “服务于以皇帝为代表的特权阶级的专制统治”②ꎮ 此观点固然有一定

道理ꎬ 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谥号称为 “封建遗毒” 或者认为其为历史中的无用之物ꎮ
通过对谥号政治社会功能的探讨可以发现ꎬ 谥号具有很强的监督、 评议和舆论功能ꎬ 除了服务于

皇权专制ꎬ 在历史上也发挥了正面作用ꎬ 尤其是在谥法制度运行得较为规范的时期ꎮ 谥号在约束皇权

和官僚权力、 引导社会舆论、 形成社会共识和主流价值观念等方面有重要作用ꎮ “自周朝开始ꎬ 帝王

死后有谥号ꎬ 群臣根据其德行政绩加一概括语ꎬ 褒者如成、 康ꎬ 贬者如幽、 厉ꎮ 这种人格评判式的道

德制约ꎬ 在缺乏分权制的古代中国ꎬ 所发挥的社会调节功能不可低估ꎮ 伦理型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

下ꎬ 还能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ꎬ 忠于国家民族ꎬ 抵御外来侵略ꎬ 保持高风亮节ꎮ 千百年来ꎬ 无数舍

生取义、 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ꎬ 都从传统道德伦理思想中汲取营养ꎬ 立德ꎬ 立功ꎬ 彪炳千秋ꎮ”③ 谥

号与谥法是中国宗法制度与道德哲学相结合的伦理型文化的产物ꎬ 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制度设计ꎮ
在皇权制度下ꎬ 尽管谥号强调的传统的 “忠孝节义” 精神与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念存在很大差异ꎬ

但我们不能否认谥号作为一种社会传播机制的传播作用ꎮ “赠谥ꎬ 非但以荣死者ꎬ 亦所以激生者

焉”④ꎬ 在大众传媒缺位的时代ꎬ 谥号的激励与宣传作用无疑是巨大的ꎮ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拉斯韦尔

认为: “凡是有助于生存的或有助于满足群体某一具体需求的传播ꎬ 都是有效的传播ꎮ”⑤ 在中国传统

文化背景下ꎬ 谥号显然是行之有效的传播机制ꎮ 实际上ꎬ 剔除一些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念ꎬ 我们甚至可

以说ꎬ 在中国古代社会ꎬ “谥号” 这样一种信号机制或声誉传播机制不失为一种充满智慧的制度设

计ꎬ 并且这种制度设计只能在中国文化中产生并且运行ꎮ 在 “前大众传媒时代”ꎬ 通过 “一字褒贬”
的谥法制度来监督统治者ꎬ 引领社会风气ꎬ 进行宣传教化ꎬ 显示了 “中国式” 的传播智慧ꎬ 呈现出

鲜明的中国本土文化特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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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
检察建议制度研究

黄文艺　 魏　 鹏

(吉林大学 法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检察建议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ꎬ 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

来ꎬ 随着检察监督从刑事检察范式到法律监督范式再到公共利益代表范式的历史性转换ꎬ 检察建议制度经历

了三次深刻变革ꎮ 以法律地位和社会功能为标准ꎬ 检察建议可重新分为公益诉讼型、 诉讼监督型、 社会治理

型三类ꎮ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ꎬ 检察建议制度应坚持司法化、 谦抑化、 协同化、 智能化方向ꎬ 加快实现

现代化转型ꎮ 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在法治监督、 权力制约、 权利保护、 公共利益监护、 社会治理上

的重要功能ꎬ 把检察建议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ꎮ
关键词: 检察建议ꎻ 法律监督ꎻ 公共利益ꎻ 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２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１８３－１１

检察建议制度作为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ꎬ 是落实中国宪法关于检察机关宪制定位的

重要制度设计ꎬ 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 公益监护职能的重要抓手ꎬ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独特

作用ꎮ 改革开放 ４０多年来ꎬ 检察建议制度经历了一个由实然到法定、 由部分到整体、 由低阶到高阶

的发展过程ꎬ 已成为贯穿于刑事、 民事、 行政、 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业务的基础性制度ꎮ 本文从国家治

理现代化视野出发ꎬ 以检察监督工作范式的转换为参照系ꎬ 揭示检察建议制度演进的历史逻辑ꎬ 提出

完善检察建议分类、 推进检察建议制度现代化、 更好发挥检察建议的国家治理功能等若干建议ꎮ

一、 检察建议制度演进的历史逻辑

　 　 １９７８年检察机关重建之后ꎬ 检察建议制度开始步入发展正轨ꎬ 并随着检察监督工作范式变革而

不断发展ꎮ 改革开放 ４０多年来检察事业发展历程表明ꎬ 检察监督工作范式先后呈现了刑事检察范式、
法律监督范式、 公共利益代表范式ꎮ 但这三种范式之间不是相互排斥、 相互否定的关系ꎬ 而是一脉相

承、 逐渐递进、 升级拓展的关系ꎮ 正是在这三种范式的驱动下ꎬ 检察建议制度迈出了历史性发展的三

大步ꎮ
１ 刑事检察监督范式下的检察建议制度

在 ２０世纪 ８０至 ９０年代ꎬ 由于刑事检察职能是检察机关的最主要职能ꎬ 检察监督以刑事检察监

督为主体ꎬ 当时的检察监督工作范式可称为刑事检察监督范式ꎮ １９７９ 年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明确

否定了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职能ꎬ 而将检察机关定位为 “法律监督机关”ꎮ １９８２ 年 «宪法» 肯定了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的规定ꎬ 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ꎮ 但在改革开放初期ꎬ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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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机关主要是以刑事公诉职能为核心ꎬ 构建和行使检察监督职权ꎮ 客观而论ꎬ 检察机关在恢复重建初

期ꎬ 队伍力量有限ꎬ 加之打击犯罪的任务较重ꎬ 无法开展更大范围的法律监督ꎮ 在刑事检察监督范式

下ꎬ 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 职务犯罪侦查及刑事法律监督职能的活动中ꎬ 发现违法犯罪特点和相关部

门的问题并提出专业化的检察建议ꎮ
从合法性基础来看ꎬ 当时的检察建议制度缺乏国家明确的法律规定ꎬ 只能推定其来源于宪法和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ꎮ １９８２年 «民事诉讼法 (试行) » 只是在基本原则部分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

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ꎬ 并未具体确定监督方式和职权ꎮ １９７９ 年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和 «刑事诉

讼法» 规定ꎬ 检察机关行使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监督权ꎬ 对侦查、 刑事审判、 判决或裁定的执行和

监狱、 看守所、 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ꎮ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有关工作规定中使用了检

察建议的表述ꎬ 但基本上都是一笔带过ꎬ 主要包括 １９８６年 «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 (试
行) »、 １９８７年 «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工作办法 (试行) » 和 «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细则 (试
行) »、 １９８９年 «人民检察院乡 (镇) 检察室工作条例 (试行) »、 １９９１ 年 «人民检察院侦查贪污

贿赂犯罪案件工作细则 (试行) »、 １９９７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ꎮ
从运行方式上看ꎬ 检察建议具有非正式性、 非强制性、 服务性等特点ꎮ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为

改善执法状况、 改善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ꎬ 以防止和减少违法犯罪而从事的一项服务性工作ꎮ 检察建

议不是法律规定的检察职权ꎬ 检察建议书也不是法律文书ꎮ”① 在行使方式上ꎬ 根据性质和情节的不

同ꎬ 检察建议可以用口头方式提出ꎬ 也可以用书面方式提出ꎮ 在建议对象上ꎬ 各类司法机关、 行政机

关、 企事业单位都成为检察建议的对象ꎬ 表现出广泛性特点ꎮ 在建议内容上ꎬ 往往以堵塞制度漏洞、
预防违法犯罪等社会治理问题为主ꎮ 检察建议制度作为刑事检察工作的延伸ꎬ 在检察工作中的比重较

小ꎬ 一直处于边缘性地位ꎬ 主要起到服务刑事检察工作的作用ꎮ
从社会功能上看ꎬ 检察建议制度的主要作用是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ꎮ 在改革开放之初ꎬ 随着各种

违法犯罪案件大幅度增加ꎬ 党和国家认识到维护社会治安不能仅靠政法机关的事后打击ꎮ １９８１年ꎬ 党中

央提出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的方针ꎬ 采取政治、 法律、 经济、 行政、 教育等综合措施ꎬ 从源头上防

止和减少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ꎮ 正是在这种政治和法治背景下ꎬ 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贯彻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方针的形式出场了ꎮ 此后ꎬ 各级检察机关在坚决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ꎬ 积极运用检察建议开展综

合治理活动ꎮ 检察理论界认为ꎬ “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ꎬ 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的一种形式ꎮ 即通过办理案件ꎬ 针对发案单位和有关部门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和可能被犯罪分子利

用的漏洞等问题ꎬ 提出改章建制ꎬ 改进工作ꎬ 堵塞漏洞的建议ꎬ 以达到减少和预防犯罪的目的”②ꎮ 在

１９８２年、 １９８３年、 １９８５年、 １９８８年、 １９８９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ꎬ 均对检察建议作为开展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手段予以充分肯定ꎮ １９８８年报告指出: “五年来ꎬ 各级检察机关把综合治理

的各项内容寓于法律监督之中ꎬ 结合办案ꎬ 针对有关单位工作上、 制度上存在的问题ꎬ 及时提出

‘检察建议’ꎬ 督促有关单位堵塞漏洞ꎬ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ꎬ 改善经营管理ꎬ 发展生产ꎮ”③ 到了 １９９０
年代ꎬ 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成为检察机关的重点工作ꎬ 检察建议在预防职务犯罪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

重视ꎮ １９９２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加强贪污贿赂犯罪预防工作的通知» 明确提出ꎬ “结合办案ꎬ 提

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ꎬ 帮助发案单位总结经验教训ꎬ 堵塞漏洞ꎬ 改善管理ꎬ 加强防范ꎬ 特别是要采

取措施推动在执法部门和直接掌握人、 财、 物的岗位ꎬ 建立有效的防范贪污贿赂等犯罪的约束机

制”ꎮ １９９３年报告提出ꎬ “大力加强预防贪污贿赂犯罪的工作ꎬ 针对案发单位暴露出来的漏洞主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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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检察建议ꎬ 推动整改ꎬ 促进会计、 审计、 监督、 管理等规章制度的完善ꎬ 健全防范机制”①ꎮ
２ 法律监督范式下的检察建议制度

从 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ꎬ 随着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不断拓展ꎬ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制定位更

加明晰ꎬ 法律守护人的角色内涵更加凸显ꎬ 检察监督工作的法律监督范式逐渐确立ꎮ 在理论上ꎬ 检察

理论界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理解更加趋于一致ꎬ “法律监督是指专门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授

权ꎬ 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监察、 督促并能产生法定效力的专门工作”②ꎮ 在立法

上ꎬ 三大诉讼法的制定和修改ꎬ 不仅均在总则中明确了检察机关对 “诉讼” 进行监督的原则性和概

括性规定ꎬ 还规定了行使法律监督的具体职权和方式ꎮ １９９０年实施的 «行政诉讼法» 和 １９９１ 年实施

的 «民事诉讼法» 增加了检察机关抗诉的规定ꎮ 在实践中ꎬ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不断探索完善ꎬ
内涵更加丰富ꎬ 从刑事诉讼监督拓展到民事、 行政诉讼监督ꎮ 以三大诉讼监督职能为核心的法律监督

促进了检察建议制度的快速发展ꎬ 推动检察建议呈现制度化、 法制化的趋势ꎮ
检察建议适用领域和范围从刑事诉讼领域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领域ꎮ 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

监督首先源于抗诉的开展ꎬ 随后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使用检察建议的方式ꎮ 从 １９９３年到 １９９８ 年ꎬ 各

级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共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８０８２ 件ꎮ③ ２００１ 年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

抗诉案件办案规则»ꎬ 专门规定了使用检察建议进行监督的情形ꎮ 此后ꎬ 检察建议的使用逐渐扩大到

对审判违法的监督和执行活动的监督ꎮ ２０１１年 “两高” «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

督的若干意见 (试行) »ꎬ 将民事诉讼中再审以外的其他审判违法活动纳入检察建议的范围ꎬ 并对行

政诉讼中的审判和执行活动的监督范围做了明确规定ꎮ ２０１２年修改后的 «民事诉讼法»ꎬ 明确了对民

事执行活动和审判违法的监督ꎬ 检察建议的适用从对裁判结果的监督扩展到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

督和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ꎮ
检察建议在刑事检察监督领域的适用更为深入ꎬ 使用条件更为明确ꎮ 检察建议的适用贯穿于刑事

侦查、 刑事审判、 刑事执行全过程ꎮ 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 规定

了适用检察建议纠正审判活动违法的情形ꎬ ２００８年 «监狱检察办法» «看守所检察办法» «劳教检察

办法» 和 «监外执行检察办法»ꎬ 均对使用检察建议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ꎬ 与纠正违法意见进行了有

效衔接ꎮ ２０１２年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ꎬ 对使用检察建议审查侦查期间的羁押必要性做

了相关规定ꎮ 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ꎬ 检察建议成为常态化手段ꎬ 在众多工作决定、 会签文件、 会议纪

要中出现ꎬ 如 «关于积极参与对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的调查预防工作、 严肃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渎职犯罪的通知» «关于共同做好国有企业中贪污贿赂犯罪预防工作的通知» «关于在税务系统中共

同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通知» «关于在医药卫生领域职务犯罪系统预防工作中加强联系配合的通

知» «关于在金融系统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通知» «关于在海关系统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中加强联系配合的通知»等ꎮ
检察建议合法性问题取得历史性突破ꎬ 制度化趋势不断增强ꎮ ２００１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审判

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ꎬ 承认检察建议作为抗诉的补充手段的地

位ꎮ ２００９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 (试行) »ꎬ 虽然只有 １１ 条ꎬ 但对检察

建议的定义、 范围、 程序、 使用方式等问题作出规范ꎬ 推进了检察建议工作的规范化ꎮ ２０１２ 年修改

后的 «民事诉讼法»ꎬ 首次将检察建议正式写入法律ꎬ 破解了检察建议合法性难题ꎮ ２０１４ 年修改后的

«行政诉讼法» 正式明确了检察建议在行政诉讼监督中的法律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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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建议在检察工作中的比重大幅增加ꎬ 功能和作用进一步扩大ꎮ 在刑事诉讼监督领域ꎬ 可用于

提出再审或对一类问题提出纠正违法ꎻ 在民事行政检察领域ꎬ 以检察建议和抗诉为手段的二元化监督

方式形成ꎮ 检察建议从以往附属性、 边缘化的位置ꎬ 进入检察工作的中心领域ꎬ 成为开展法律监督的

重要手段ꎮ 检察建议的功能和作用ꎬ 由预防违法犯罪、 提出治理建议向实现诉讼监督的功能上扩大ꎬ
在检察机关服务大局、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承担重要作用ꎬ 并向行政执法监督等更加专业的社会治理

领域拓展ꎬ 在多种专项监督工作中灵活、 广泛应用ꎮ 对行政执法行为发出检察建议ꎬ 已多见于各地方

检察机关工作报告和媒体报道中ꎮ
３ 公共利益代表范式下的检察建议制度

２０１７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 ２２ 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贺信中指出: “检察官

作为公共利益代表ꎬ 肩负着重要责任ꎮ 中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ꎬ 承担惩治和预防犯罪、
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等职责ꎬ 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ꎮ”①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 “公共利益代表” 的重大论断ꎬ 是对检察实践创新成果的深刻概括ꎬ 是对检察机关角色和职能的

科学定位ꎬ 开创了新时代检察工作新范式ꎮ 公共利益代表范式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拓展和升

华ꎬ 体现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守护人和公益监护人的双重角色定位ꎬ 凸显了检察机关在国家治理现代

化中的重要地位ꎮ 这里所说的 “公益” 是广义上的公共利益ꎬ “一言以蔽之ꎬ 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ꎬ 最突出的特点是权益保护的整体性和权益归属主体的不特定性”②ꎮ ２０１８ 年修订后的 «人民检

察院组织法» 第 ２０条ꎬ 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 ８项职权ꎬ 推动法律监督职权覆盖刑事诉讼、 民事诉讼、
行政诉讼、 公益诉讼等领域ꎬ 形成了立体化的法律监督体系ꎮ 在公共利益代表范式下ꎬ 检察建议制度

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ꎬ 呈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发展趋势ꎮ
在公共利益代表范式下ꎬ 以 “四大检察” 职能为核心的新时代法律监督格局ꎬ 为检察建议制度

的发展提供了法理和制度基础ꎮ 新时代法律监督体系ꎬ 将公益诉讼检察列为 “四大检察” 之一ꎬ 更

加突出了检察机关作为 “公共利益代表” 的角色定位ꎮ 检察建议的线索发现、 调查核实、 监督落实

环节ꎬ 更加注重分工不分家、 整合内部监督资源、 形成一体化监督合力ꎮ “四大检察” 的全面充分协

调发展ꎬ 既有物理变化又有化学反应ꎬ 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ꎬ 既互相依存又互相促进ꎬ 既监督制约

又协同有序ꎬ 既有专业化提升又有全方位覆盖ꎬ 为检察建议制度的科学运行提供了优质环境ꎮ
检察建议制度步入法治轨道ꎬ 法律地位更加明晰ꎮ ２０１８年修订后的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ꎬ 第一

次以法律形式将检察建议与抗诉、 纠正意见并列为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法定方式ꎮ ２０２０ 年实施的 «人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 ５５１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ꎬ 发现违法情形

的ꎬ 依法提出抗诉、 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ꎮ” 至此ꎬ 关于检察建议的法律制度更加完备ꎬ 既有高位

阶的法律又有司法解释性文件ꎬ 既有概括性授权又有操作性规定ꎬ 既有实体性规定又有程序性规定ꎬ
形成了法律、 司法解释、 工作规则等多层次的法律制度体系ꎬ 包括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民事诉讼

法» «行政诉讼法» «社区矫正法» 等法律ꎬ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关
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司法解释ꎬ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人民检察院

民事诉讼监督规则 (试行) »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 (试行) »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

规定» 等工作规则ꎮ
检察建议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ꎬ 制度刚性显著提升ꎮ 检察建议制度的定义、 性质、 分类、 功能、

程序和法律后果的表征更加清晰ꎬ 体系基本形成ꎮ 在制度体系上ꎬ ２０１９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 (以下简称 «规定»)ꎬ 明确了检察建议的五种类型ꎬ 构建起检察建

议制度的框架体系ꎮ 在操作程序上ꎬ ２０１６ 年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 (试行) »、 ２０１７ 年

６８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法律建构与法治文明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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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 明确了再审和纠正违法的检察建议的回复期限、 区别

于抗诉的适用情形、 “跟进监督” 等内容ꎬ ２０１８ 年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规定了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具体使用情形ꎮ 这一系列法律法规、 工作规定的出台ꎬ 标志着

检察建议制度趋于完备ꎬ 其制度体系和运行体系基本形成ꎮ
检察建议制度的价值更加丰富、 功能更加完善ꎬ 推动检察监督从传统的以自侦权为后盾的威慑型

监督向以双赢共赢多赢为目的的协同型监督发展ꎮ 检察机关更加注重法律监督的治理效果ꎬ 督促被建

议对象落实整改ꎬ “一号检察建议”① 就是典型范例ꎮ 检察机关更加注重对类型化问题的研判和运用ꎮ
如ꎬ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 (试行) » 中明确对法律适用不统一情形提出建议的规定ꎮ 检察

建议制度在传统的参与社会治理与诉讼监督的基础上ꎬ 成为新时代检察机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

要抓手ꎬ 在有效实现法律监督的同时ꎬ 对维护公共利益、 监督法治实施、 制约公共权力、 保护私人权

利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ꎮ

二、 检察建议分类的重构

　 　 科学、 合理的检察建议体系结构有利于深入理解和认识检察建议的内涵和外延ꎬ 更好地发挥检察

建议制度的功能和作用ꎮ ２０１９ 年颁布的 «规定» 提出了检察建议 “五分法”ꎬ 将检察建议划分为再

审检察建议、 纠正违法检察建议、 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其他检察建议五类ꎮ 这种

划分的业务条线化色彩浓厚ꎬ 便于检察机关业务操作ꎬ 但过于零散、 琐碎ꎮ
近年来ꎬ 检察理论界从不同角度对检察建议提出了多种分类ꎮ 有的从建议权实现的角度把检察建议

分为 “纠错检察建议、 整改检察建议和处置检察建议”②ꎮ 有的以 “四大检察” 业务类型将检察建议分

为刑事检察建议、 民事检察建议、 行政检察建议、 公益诉讼检察建议ꎮ 有的以是否有法律明文规定的角

度将检察建议分为诉讼型检察建议和治理型检察建议ꎬ 诉讼型检察建议又分为实体型检察建议和程序型

检察建议ꎮ③ 有的以实现的作用不同将检察建议分为法律监督类检察建议和综合治理类检察建议ꎮ④

这些有代表性的分类都各有其理论和实践价值ꎬ 但也存在着界限相对模糊、 类型混淆等问题ꎮ
笔者坚持以检察建议制度的现代化建构为目的ꎬ 从完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的角度出发ꎬ 依据法

律地位和社会功能上的差别ꎬ 尝试将检察建议的类型分为公益诉讼型、 诉讼监督型和社会治理型三

类ꎮ 公益诉讼型检察建议ꎬ 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向行政机关提出的督促依法履职

的检察建议ꎮ 诉讼监督型检察建议ꎬ 是指检察机关在履行诉讼监督职责中对执法司法机关提出的再

审、 纠正违法等检察建议ꎮ 社会治理型检察建议ꎬ 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对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

有关单位和部门提出的改进工作、 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ꎮ
在这三类检察建议中ꎬ 公益诉讼型检察建议的强制性最高ꎬ 以提起公益诉讼作为保障手段ꎮ 按照

法律规定ꎬ 如果行政机关不回复或不采纳检察建议ꎬ 那么检察机关就要依法提起公益诉讼ꎮ 所以ꎬ 当

行政机关不履行检察建议的义务时ꎬ 必然面临成为公益诉讼被告的不利后果ꎮ 在建设法治政府、 诚信

政府的背景下ꎬ 被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ꎬ 将给行政机关造成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ꎮ 而且ꎬ 由于这

类检察建议的取证标准严格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ꎬ 建议内容与诉讼理由具有一致性、 同向性的特

点ꎬ 因而行政机关的败诉率通常较高ꎮ 这种败诉风险ꎬ 会促使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检察建议的义务ꎬ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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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办理的一起刑事抗诉案件ꎬ 分析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的成因ꎬ 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ꎮ 因这是最高人民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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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也增加了检察建议的强制性ꎮ 诉讼监督型和社会治理型检察建议则不具备这种特点ꎬ 其强制性的

实现往往具有不确定性ꎮ 从被建议对象的角度而言ꎬ 即使违反了检察建议ꎬ 也不会必然带来法律上的

不利后果ꎮ
同时ꎬ 公益诉讼型检察建议与后两种检察建议也存在诸多明显的区别ꎮ 第一ꎬ 法律地位不同ꎮ 公

益诉讼型检察建议是启动公益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ꎬ 在诉讼之前使用ꎬ 具有不可替代性ꎮ 后两种检察

建议往往在诉讼中或诉讼结束后使用ꎬ 可以选择使用ꎬ 具有可替代性ꎮ 第二ꎬ 规范性质不同ꎮ 有关公

益诉讼型检察建议的规范一般是义务性规范ꎬ 法律在表述时的措辞为 “应当”ꎮ 也就是说ꎬ 只要检察

机关发现公益侵害达到法定条件ꎬ 就必须发出检察建议ꎮ 有关后两种检察建议的规范一般是授权性规

范ꎬ 法律在表述时的措辞是 “可以” “有权”ꎮ 这意味着ꎬ 检察机关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ꎬ 既可以

发出建议ꎬ 也可以不发出建议ꎬ 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进行监督ꎮ 第三ꎬ 程序要求不同ꎮ 从前置程序上

看ꎬ 公益诉讼型检察建议必须单独启动调查核实程序ꎬ 且证据标准要求更高ꎬ 以便为提起诉讼作充分

准备ꎮ 后两种检察建议不必然要求单独启动调查核实程序ꎬ 因为有些问题可以在既有卷宗或判决书中

直接被发现ꎬ 并获取相关证据ꎬ 在诉讼监督或司法办案的过程中就完成了调查核实ꎬ 且证据主要用于

内部审查和论证ꎬ 证据标准不一定要达到诉讼法要求的程度ꎮ
在后两种检察建议中ꎬ 诉讼监督型检察建议的约束力通常高于社会治理型检察建议ꎮ 首先ꎬ 诉讼

监督型检察建议可以将其他监督方式作为保障手段ꎮ 如ꎬ 对法院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ꎬ 检察机关可以

抗诉为后盾ꎮ 对法院提出的纠正违法检察建议ꎬ 法院有回复义务和期限ꎮ 对于监管场所提出的纠正违

法建议ꎬ 检察机关可通过派驻检察、 巡回检察等法定方式保障落实ꎮ 其次ꎬ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ꎬ 检

察机关保留的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部分侦查权ꎬ 确保了法律监督机关在诉讼监督领域拥有较高的

权威性和话语权ꎮ 再次ꎬ 从专业性上看ꎬ 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主责主业ꎬ 在人员配备、 法律素养、
办案经验、 业务能力上都具有较强的专业优势ꎮ 而社会治理型检察建议ꎬ 属于法律监督职权的扩大和

延伸ꎬ 涉及的范围较广、 领域较宽ꎬ 检察机关的专业优势并不明显ꎮ 最后ꎬ 检察机关与参与诉讼的执

法司法机关具有法律上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的关系ꎬ 这有利于增强诉讼监督型检察建议的约束力ꎬ 使

之更容易在实践中得到落实ꎮ 而社会治理型检察建议约束力的实现ꎬ 主要依靠检察机关与有关单位和

部门的沟通、 协调ꎬ 依靠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ꎮ
推进检察建议制度现代化ꎬ 必须以检察建议的合理分类为基础ꎬ 分门别类制订和完善各类检察建

议的线索发现、 立案、 调查核实、 制发审批、 送达、 监督整改等程序规范和证据规则、 责任规则等实

体规范ꎮ

三、 检察建议制度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ꎬ 检察机关的职权职责实现

了系统性调整ꎬ 机构职能发生了重塑性变革ꎮ 在新的检察体制下ꎬ 检察建议制度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显

要ꎮ 检察机关应加快推进检察建议司法化、 谦抑化、 协同化、 智能化ꎬ 促进检察建议制度现代化ꎬ 更

好发挥检察建议在检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ꎮ
１ 司法化

所谓检察建议司法化ꎬ 是指检察建议工作由传统的 “办事模式” 向新型的 “办案模式” 转变ꎮ
这是由检察机关的司法机关地位所决定的ꎬ 有助于推进检察建议的规范化、 程序化ꎬ 增强检察建议的

权威性、 公信力ꎮ 检察建议司法化的内涵相当丰富ꎬ 包括办理模式案件化、 运行程序仪式化、 事实调

查证据化、 办理结果案卷化等要义ꎮ① 案件化是司法权运行的基础原理ꎬ 是检察建议工作规范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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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障ꎮ 近年来ꎬ 不少地区率先探索了检察建议的案件化办理模式ꎬ 实现了华丽转身ꎮ① 案件化办理

要求构建起统一、 完整的办案流程ꎬ 划分线索受理、 立案、 调查核实、 制发建议、 督促落实、 结案归

档等重要节点ꎮ 其中ꎬ 线索受理环节ꎬ 各部门要严格审核线索来源ꎬ 并由案管部门统一管理ꎮ 立案环

节由主管检察长从严把关程序启动ꎮ 调查核实环节须由员额检察官依法取证ꎬ 形成证据链条ꎬ 规范使

用法律文书ꎮ 制发环节中ꎬ 在形成调查报告后报请部门负责人和主管领导审批ꎬ 有重大影响的可以经

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或法律政策研究部门备案审核ꎬ 再报检察委员会决定ꎮ 督促落实环节应重点关注

整改情况ꎬ 必须要将落实整改的过程和结果录入统一业务系统ꎬ 并将相关材料附卷ꎮ 结案归档环节要

参照统一卷宗标准装订成卷ꎬ 实现办案结果卷宗化、 档案化ꎮ 在确立一般流程的基础上ꎬ 还应根据不

同类型检察建议的特点ꎬ 适当做出个别化的调整ꎮ 例如ꎬ 诉讼监督型检察建议ꎬ 个案的办理流程首先

要符合诉讼监督案件的规定ꎬ 在制发后的流程上要突出案件化办理特点ꎬ 将对回复、 整改或是否启动

再审的跟踪和评估纳入办理流程ꎮ 社会治理型检察建议ꎬ 因其线索来源和发送对象都较为广泛ꎬ 尤其

要注重落实全流程的案件化办理ꎬ 根据具体线索来源的不同可选择一般流程或个别流程ꎮ
仪式化是自古至今司法活动最为显著的特征ꎬ 有利于唤发人们内心对检察建议的尊崇感、 敬畏

感ꎮ 仪式在法治场域具有重要意义ꎬ 是法律正义所不可或缺的行头ꎬ 是 “被深刻体验到的法律之庄

严价值的戏剧化”②ꎮ 在检察建议运行过程中ꎬ 应注重设计各方参与的具有公示性、 庄重性、 神圣性

的公共仪式ꎬ 让被建议对象和社会公众更理解、 更敬畏检察建议ꎮ 有的地方探索出的 “三方＋三化”
检察建议公开宣告就是仪式化方面的创举ꎮ “三方” 是指除了检察机关、 被建议单位两方外ꎬ 还应邀

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媒体代表等第三方代表参与ꎮ “三化” 是指实行宣告场所化、 仪式化、 公开

化ꎬ 进行面对面公开宣告及释法说理ꎮ③

证据化是司法办案活动的核心要求ꎬ 有利于增强检察建议的可靠性、 说服力ꎮ 检察建议的事实认

定和处理意见必须以合法有效的证据为支撑ꎮ 调查核实作为检察建议工作的关键环节ꎬ 就是一个收

集、 固定、 审查证据的过程ꎮ 除非作为线索来源的原案件已经具备足以支撑提出检察建议所需的证

据ꎬ 原则上都应该启动调查核实程序ꎮ 在调查核实过程中ꎬ 检察人员应询问并听取当事人、 相关人员

的意见ꎬ 到有关单位调取、 查阅、 复制案卷材料ꎬ 到现场勘验物证ꎮ 贯彻证据化要求ꎬ 还要做到证据

符合客观性、 合法性、 真实性、 关联性的一般证据规则ꎬ 支撑建议内容的合法性和权威性ꎮ
２ 谦抑化

谦抑是现代公权力应有的美德ꎬ 是司法权应坚守的底线伦理ꎮ 检察建议权属于一种柔性意义上的

准司法权ꎬ 即对被建议对象的行为的判断权和建议权ꎮ 就像法院不可能扮演裁断所有社会问题的万能

裁判者一样ꎬ 检察院也不能成为给社会开出良方的万能医师ꎮ 司法机关在行使判断权和审查权时ꎬ 既

要尊重各个行业领域的运行规律和法则ꎬ 也要尊重各个行业领域的专业权威和判断ꎮ 所谓谦抑化ꎬ 是

指检察建议权要审慎运用ꎬ 做到依法、 据理、 有节ꎬ 防止因权力的扩张滥用而损害检察公信力ꎮ④

«规定» 第 ４条提出了检察建议工作的总体原则: “提出检察建议ꎬ 应当立足检察职能ꎬ 结合司法办

案工作ꎬ 坚持严格依法、 准确及时、 必要审慎、 注重实效的原则ꎮ” 这一规定体现了检察建议谦抑化

理念ꎬ 明确了检察建议谦抑化的基本要求ꎮ
法定性原则是检察建议谦抑化的基础性要求ꎮ 检察建议的启动、 调查核实、 制发意见等均需严格

依法行使ꎮ 其中ꎬ 线索发现和调查核实的法定性把握是谦抑化的关键要素ꎮ 在线索来源上ꎬ 应严格依

照法律规定围绕 “履职中发现” 开展ꎬ 以办案发现为主ꎮ “检察机关只是在履行法定职责的过程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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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常所说的 ‘司法办案’ 过程中ꎬ 发现行政机关在执法等方面存在问题ꎬ 才需要通过制发检察建

议的方式解决问题ꎮ”① 在调查核实程序上ꎬ 要明确调查核实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 自行侦查权的区

别ꎬ 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使用调查核实权ꎮ 依据法律规定ꎬ 检察建议的调查核实程序不可对人

身、 财产采取强制措施ꎬ 避免发生超范围使用调查核实权、 用侦查权代替调查核实权等情况ꎮ
必要性原则是检察建议谦抑化的根本要求ꎮ 检察机关应把握好检察建议的有限介入和最后救济的

标准ꎬ 能用其他方式和救济手段解决问题的ꎬ 尽量不使用检察建议方式ꎮ 对于不同类型的检察建议ꎬ
必要性原则的适用要求有所不同ꎮ 对于社会治理型检察建议ꎬ 要严格规范制发程序ꎬ 全部交由法律政

策研究部门统一评估和审核制发的必要性、 合法性、 实效性ꎬ 避免滥发ꎮ 对于公益诉讼型检察建议ꎬ
应当遵循穷尽其他手段的原则ꎬ 用好建议前的 “磋商” “圆桌会议” 等机制ꎮ 只有当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的相关主体 “缺位” 时ꎬ 检察机关才能以检察建议方式介入ꎮ

受限性原则是司法 (检察) 建议谦抑化的应有之义ꎮ 这一原则要求ꎬ 检察建议权的行使ꎬ 应严

格遵守法律监督权的边界ꎬ 做到不越位、 不替代ꎮ 在发送事项上ꎬ 对于制发对象为行政机关的检察建

议ꎬ 应注意不能干预行政权的运行规律ꎬ 对于实体性问题要把握好 “度”ꎬ 不能代替行政权的行使ꎬ
防止代位执法、 越位履职ꎮ 在送达方式上ꎬ 以公开宣告为原则、 不公开宣告为例外ꎬ 对涉及国家秘

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情况的ꎬ 不公开宣告ꎻ 对于涉及启动再审、 追捕追诉、 重大案件线索或可

能引起重大舆情的ꎬ 不宜公开宣告ꎮ
３ 协同化

合作共治、 互利共赢是检察建议的理想目标ꎬ 是检察建议工作富有成效开展的前提条件ꎮ 检察建

议应当追求 “双赢多赢共赢”ꎬ “正确认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在职责、 目标上的共同性ꎬ 善于从被监

督者的立场和角度思考问题、 谋划举措ꎬ 从而赢得被监督者的认同ꎬ 促进和帮助被监督者更全面更深

刻理解法律、 共同履行好法定职责”②ꎮ 所谓协同化ꎬ 是指检察机关和其他机关加强协作衔接ꎬ 建立情

况互通、 信息共享、 工作对接机制ꎬ 实现线索发现、 调查核实、 送达宣告和落实整改的联动协同ꎮ
线索发现协同化的关键在于无缝衔接、 及时移送ꎮ 对诉讼监督型检察建议ꎬ 可明确告知有关机关

的违法后果ꎬ 并与自侦部门建立线索移送机制ꎬ 达到条件的可以依法启动职务犯罪侦查程序ꎮ 对社会

治理型检察建议ꎬ 建立与土地、 住建、 工商、 税务、 环保等行业主管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和线索移送

机制ꎬ 建立起融洽和谐的工作关系ꎬ 并帮助其破解社会治理中的难题ꎮ
调查核实协同化的关键在于证据共享、 联合办案ꎮ 将调查核实程序与职务犯罪侦查、 自行侦查程

序充分融合ꎬ 提升调查刚性ꎮ 与各行政执法机构实现联合办案、 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ꎬ 向发案单位、
负有监管职责的机关、 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了解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ꎬ 听取意见和申

辩ꎮ 与相关职能部门和行业组织共同开展调查ꎬ 涉及进行鉴定、 评估的专业领域ꎬ 建立专家咨询、 社

会调查、 听证会等机制ꎮ
送达宣告协同化的关键在于多方参与、 共同见证ꎮ 对于疑难复杂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ꎬ 应进

行公开听证、 公开宣告ꎬ 阐明提出检察建议的原因、 依据ꎬ 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
社会公众代表参与ꎬ 现场听取第三方代表点评意见ꎬ 引起被建议单位和社会公众的重视和认可ꎮ 以公

告、 宣告形式公开检察建议的内容ꎬ 主动宣示、 集中宣传ꎬ 赢得社会舆论更多的了解和支持ꎬ 促进与

各种社会主体的良性互动ꎮ
整改落实协同化的关键在于多方发力、 共同督促ꎮ 推动党委与政府将检察建议的回复、 整改情况

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体系和领导干部述职评议体系中ꎬ 激励政府部门认真对待检察建议ꎮ③ 探索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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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监督与人大监督、 监察监督 “三合一” 的体制ꎬ① 推动人大常委会建立审议检察建议的专项工作报

告制度ꎬ 推动监委建立有关检察建议的违纪违法行为的监督追责机制ꎮ 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协

会的协调协作ꎬ 共同督促和监督有关单位执行检察建议ꎮ 对超过规定期限未回复或不及时整改的ꎬ 可

直接向其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协会反馈ꎬ 探索建立将怠于执行检察建议的单位予以公开通报的机制ꎮ
４ 智能化

大数据、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ꎬ 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探索未知、 塑造未来的能力ꎬ 也给法治工作大

创新、 大跃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ꎮ 近年来ꎬ 检察机关积极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破解检察工作难题ꎬ 加快推进智慧检务建设ꎬ 有力地提升了检察工作现代化水平ꎮ 所谓智能

化ꎬ 是指在智慧检务的基础上ꎬ 推进检察建议的信息集成共享、 数据精准分析、 业务智能辅助ꎬ 提高

工作质量和效率ꎮ
针对实务中线索来源少的难题ꎬ 检察机关应加快与相关部门的协作ꎬ 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

享、 互联互通、 开放兼容ꎬ 促进技术融合、 业务融合、 数据融合ꎬ 让各部门各行业海量信息服务于检

察建议工作ꎮ 利用政法系统构建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之机ꎬ 破除体制机制壁垒ꎬ 加快推进与公安机

关、 法院、 司法行政机关的设施联通、 网络畅通、 平台贯通、 数据融通ꎬ 实现司法办案数据的快速获

取和集成ꎮ 利用政府系统建设数字政府之机ꎬ 加快与政府部门行政执法数据库的联通融通ꎬ 及时准确

掌握政府部门行政执法数据ꎬ 实现线索发现、 调查取证、 整改回复等信息的自动搜索和抓取ꎮ
针对传统人工操作方式效率低的问题ꎬ 检察机关应加快研发各类检察建议智能辅助系统ꎬ 推进检

察建议工作全过程智能化ꎮ 在线索发现上ꎬ 应加强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分析ꎬ 开发自动抓取数据、 智能

分析、 自动推送功能ꎬ 增强线索发现及时性和高效性ꎮ 在调查取证上ꎬ 涉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

的检察建议ꎬ 可以通过无人机等手段航拍取证ꎬ 固定证据ꎬ 在数据库中与卫星图等进行比对ꎬ 并同步

上传至相关监督平台ꎮ 在综合研判上ꎬ 研发升级智能辅助办案系统ꎬ 实现证据比对、 事实认定、 法条

检索、 文书生成等方面智能化处理ꎬ 减轻办案人员的负担ꎮ

四、 检察建议制度的功能提升

　 　 近年来ꎬ 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检察建议数量呈快速增长之势ꎬ 检察建议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

大ꎮ 因此ꎬ 在保持数量增长的同时ꎬ 如何提升质量和效果ꎬ 更好发挥检察建议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

重要作用ꎬ 是新时代创新完善检察建议制度的重大问题ꎮ
１ 强化法治监督功能

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ꎬ 在法治监督体系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ꎬ 应通过充分行

使检察建议权ꎬ 更好履行法治监督的主责主业ꎮ 进入公益诉讼时代后ꎬ 检察机关通过行使行政和民事

公益诉讼检察权ꎬ 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法律监督权ꎬ 法律监督对象从司法活动扩大到行政执法活动和社

会主体守法活动ꎮ
首先ꎬ 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ꎬ 确保行政机关、 侦查机关、 审判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在诉讼中依

法履职ꎬ 让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ꎮ 应强化对司法全过程的纠错功能ꎬ 对实体性错误

和程序性错误都不放过ꎬ 促进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 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 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

正ꎮ 应强化对类案法律适用标准的监督ꎬ 推动审判机关解决类案裁判尺度不一的问题ꎬ 切实保障司法

面前人人平等、 类似案件类似处理ꎮ
其次ꎬ 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ꎬ 推动解决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普遍性、 突出性问题ꎬ 提高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ꎮ 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执法领域ꎬ 加强对执法不作为、 逐利性执法、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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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汤维建: «检察建议规范化改革展望»ꎬ «人民检察» ２０１８年第 １６期ꎮ



性执法等问题进行监督ꎬ 促进执法规范化水平提升ꎮ 聚焦跨部门、 跨区域的执法盲点堵点问题ꎬ 推动

多部门、 多区域联合执法ꎬ 促进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创新ꎮ
最后ꎬ 加强对企事业单位守法活动的监督ꎬ 推动完善内部利益协调、 诉求表达、 权益保障机制ꎬ

依法保护职工合法权益ꎬ 依法履行社会责任ꎮ
２ 强化权力制约功能

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ꎬ 也是在对行政权、 监察权、 司法权进行监督ꎮ “检察监督

重点指向政府权力ꎬ 是由行政权力的属性决定的ꎮ 由于行政权力自由裁量性、 主动性和广泛性等特

点ꎬ 它比其他国家权力更具有自我膨胀、 扩张的倾向ꎬ 更具有滥用的可能ꎬ 也更需要监督和制约ꎮ”①

在权力监督制约上ꎬ 检察建议具有先礼后兵、 柔中有刚的显著优势ꎮ 检察机关应严格秉持 “共赢双

赢多赢” 的监督理念ꎬ 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制度优势ꎬ 引导公权力机关自觉自愿、 积极主动地防范

纠正权力运行的失范失序问题ꎬ 推动公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行使ꎮ
在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上ꎬ 应将检察建议制度作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促进依法行政的外部机制ꎬ

注重发挥其提示行政自我纠错的功能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ꎬ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

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ꎬ 应该督促其纠正ꎮ② 应以行政不作为、 滥作为、 慢作为、 乱

作为等典型的行政违法行为为检察建议工作重点ꎬ 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制度机

制ꎮ 因此ꎬ 应继续发挥检察建议制度在预防减少职务犯罪上的重要功能ꎬ 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ꎮ
在对监察权、 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上ꎬ 应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发挥好检察建议制度的监督制约作

用ꎮ 根据宪法第 １２７、 １４０条之规定ꎬ 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时ꎬ 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
公安机关、 审判机关是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的关系ꎮ 在刑事诉讼中ꎬ 应注重发挥检察建议与纠正违法

意见和抗诉等手段的衔接配合ꎬ 共同实现对监察权、 侦查权、 审判权、 执行权的有效监督ꎮ 在民事行

政诉讼中ꎬ 应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对审判过程、 裁判结果、 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作用ꎮ
３ 强化权利保护功能

检察建议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承担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权利保护ꎮ 与对特定当事人权利的个案

保护不同ꎬ 检察建议往往关注的是群体权利保护ꎬ 而且是对群体权利的防范性保护ꎮ
首先ꎬ 应强化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ꎬ 如未成年人、 老年人、 妇女、 残疾人、 精神病人、 农

民工、 贫困人员等群体ꎮ “一号建议” 就是对弱势群体权利重点保护的范例ꎮ 下一步ꎬ 应加强对养老

院、 孤儿院、 精神病院等弱势人群聚集场所刑事案件的总结ꎬ 推动有关部门加强综合治理、 堵塞管理

漏洞、 预防违法犯罪ꎬ 提高弱势群体权利保护水平ꎮ
其次ꎬ 应强化对涉案涉诉群体的权利保护ꎮ 这里所说的涉案涉诉群体ꎬ 包括行政处罚相对人、 犯

罪嫌疑人、 在押人员、 服刑人员、 社区矫正人员等ꎬ 是权利易受执法司法机关侵害的群体ꎮ 近年来ꎬ
检察机关越来越重视对这类特殊群体的权利保护ꎮ 例如ꎬ 建议办案机关对依法可不继续羁押的民营企

业负责人取保候审ꎬ 推动司法行政机关允许社区矫正期的企业人员赴外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ꎮ③ 未

来ꎬ 检察机关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ꎬ 运用好检察建议的杠杆作用ꎬ 推动执法办案部门加强对涉

案涉诉群体的人身权、 人格权、 财产权、 生产经营权的保护ꎬ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ꎮ
４ 强化公共利益监护功能

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和监护人的角色ꎬ 充分反映了它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ꎮ 检

察建议制度是检察机关履行好这一重要角色的利器ꎮ 在公益诉讼时代ꎬ 检察机关应运用好这一利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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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个案中依法保障公共利益不受侵害ꎬ 还要推动全社会形成自觉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精神ꎮ
首先ꎬ 依法合理界定和识别 “公共利益”ꎮ 长期以来ꎬ 由于公共利益内涵界定上的抽象、 宏观、

含糊ꎬ 公共利益的泛化和滥用成为执法司法实践中为公众所诟病的危险现象ꎮ① 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

益监护人ꎬ 应在破解这一法治难题上作出历史性贡献ꎮ 这要求ꎬ 检察机关善于总结公益诉讼办案经

验ꎬ 运用检察建议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边界ꎬ 清晰区分 “真公共利益” 和 “伪公共利益”ꎬ 既确保真

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ꎬ 又防止以伪公共利益之名损害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ꎮ
其次ꎬ 提高对公共利益的预防性保护能力ꎮ 在公益诉讼检察队伍办案力量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ꎬ

检察机关应集中力量查办那些损害公共利益大、 社会影响面广、 教育警示意义强的大案要案ꎬ “达到

办理一案、 警示一片、 教育社会面的效果”②ꎮ 应善于发现新技术、 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中危及

公共利益的苗头倾向ꎬ 运用检察建议推动行业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加强预防性监管ꎬ 引导新技术、 新

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在制度约束下良性发展ꎮ
最后ꎬ 引导全社会形成公共精神ꎮ 不少研究中国人国民性格的学者都指出ꎬ 中国人缺乏公共精

神ꎬ 不关心公共利益ꎬ 不愿参与公共事业ꎮ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 «中国人的气质» 一书中列举 ２５ 种

性格ꎬ 其中就有缺少公共精神ꎮ 他指出ꎬ 无论个人还是集体ꎬ 只要自己的财产没有遭受损失ꎬ 就都不

会对公共财产表示出责任心ꎮ③ 林语堂对此种性格成因所作的一种合理解释是ꎬ 在个人权利缺乏保障

的社会ꎬ 人们参与公共事业或者说爱管闲事ꎬ 容易惹祸上身ꎮ④ 检察机关应推动完善激励公众参与公

益保护的制度机制ꎬ 及时编辑发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鲜活故事ꎬ 做好公益保护宣传工作ꎬ 让热爱公

益事业、 热心公益保护成为社会新风尚ꎮ
５ 强化社会治理功能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ꎬ 检察机关等政法机关处于末端治理环节ꎬ 主要是在矛盾纠纷、 违法犯罪发生

后依法处置ꎮ 而其他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处于前端治理环节ꎬ 可通过采取服务或管理措施预防矛盾

纠纷、 违法犯罪的发生ꎮ 政法机关在办理大量案件的过程中ꎬ 往往能洞察到前端治理的风险隐患ꎬ 提

出完善前端治理的合理意见ꎬ 但需要有向前端治理环节反馈的制度化渠道ꎮ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将完

善社会治理的意见向前端治理环节反馈的重要渠道ꎬ 也是实现前端和末端协同治理的重要形式ꎮ
一是聚焦重点领域ꎬ 提升治理效果ꎮ 始终坚持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ꎬ 对社会关注较高、 人民群

众反响强烈的民生领域ꎬ 如公共卫生安全、 食品药品、 医疗卫生、 安全生产、 环境污染等作为重点办

理领域ꎮ 例如ꎬ 应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ꎬ 加强对舌尖上的安全、 车轮上的安全、 头顶上的

安全、 脚底下的安全等百姓身边安全问题的检察建议工作ꎬ 织密百姓安居乐业的安全防护网ꎮ
二是精准发现问题ꎬ 提出有效对策ꎮ 检察建议能不能服人、 管用ꎬ 就在于问题是否把得精准ꎬ 对

策是否提得高明ꎮ 检察机关应善于从大量案例中总结社会治理规律ꎬ 敏锐发现涉案行业领域的潜在风

险隐患ꎬ 精确把脉发案部门单位的管理漏洞缺陷ꎬ 引导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

意识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应能提出可操作性强、 实施成本低的解决问题的新招高招ꎬ 而不是那种增加人

力财力投入、 加重管理运行负担的旧招、 笨招ꎬ 使被建议单位感到检察建议能用、 好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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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工智能的理论极限研究

陈敏光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６２)

　 　 摘要: 司法人工智能有其理论极限ꎮ 这种理论极限来源于三个方面ꎮ 人工智能作为工具的不可能ꎬ 即不

可能超越理性计算范畴、 不可能脱离自身条件而发展、 不可能超越既定历史而创新ꎮ 人工智能与司法场景的

不适ꎬ 也即无法适应司法的不可计算性、 动态博弈性、 能动创新性ꎮ 人工智能对司法的型塑及其不可接受性ꎬ
其对司法形态的型塑包括诉讼从线下搬到线上、 规则从物理走向网络、 司法从解纷扩至治理ꎬ 要受到司法程

序价值、 司法本体价值的必要限制ꎬ 并有相关外溢风险的考量ꎮ 文章立足理论极限ꎬ 并据此提出发展司法人

工智能的若干建议ꎮ
关键词: 人工智能ꎻ 理论极限ꎻ 司法场域 ꎻ 司法型塑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２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１９４－１１

极限是数学当中的一种重要思想ꎬ 意指 “无限靠近而永远不能到达”ꎬ 在数学分析和物理工程的

应用较为广泛ꎮ① 对于以数据概率论为基础的司法人工智能来说ꎬ 极限思想同样适用ꎮ 只要在理论上

厘定了司法人工智能的极限ꎬ 就能够更好地在边界里做事ꎬ 减少很多无谓的 “妄想” 和不必要的投

入ꎬ 专注于机器智能优势的有效发挥ꎬ 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ꎬ 实现人机互动和耦合的

最佳状态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ꎬ 厘定司法人工智能极限是确定应用之路的前提之一ꎮ 目前ꎬ 这一理

论极限被意识到了ꎬ 但未被清晰地整理总结ꎮ 本文尝试厘定司法人工智能的理论极限ꎬ 主要包括三个

维度: 客观上的不可能ꎬ 即人工智能作为工具本身的不能ꎻ 人工智能在司法场景中的不适性ꎬ 这是因

为人工智能总是和特定的场景联系在一起ꎻ 主观上的不可接受ꎬ 即人工智能的司法型塑及其限度ꎮ 当

然ꎬ 客观上的不可能、 场景上的不适性和主观上的不可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交织在一起ꎬ 因为ꎬ 司法人

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在司法场域中的应用ꎬ 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ꎬ 既要体现工具的固有属性、
潜能和作用ꎬ 也反映主体的价值追求或社会的可接受度ꎮ

一、 问题的提出

　 　 目前关于人工智能的理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进路ꎮ 一种进路是科幻意义颇为浓厚的 “有机智能

论”ꎮ 一些未来学家、 产业人士、 媒体设想人工智能将经历弱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

个发展阶段ꎬ 而在超人工智能阶段ꎬ 机器将具有自主意识ꎬ 从而威胁人的生存ꎮ 如霍金担忧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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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可能灭绝人类ꎮ① 科技狂人埃隆马斯克 (Ｅｌｏｎ Ｍｕｓｋ) 也坚信这一点ꎬ 并为此提出人机融合

的方案ꎬ 并专门成立公司致力于将芯片植入人脑ꎮ② 更戏剧性的是ꎬ 沙特甚至授予机器人以国籍ꎮ③

另一种进路则是 “工具主义定位”ꎮ 人工智能的本义是以机器的方式实现人脑的智能ꎮ④ 姚海鹏、 王

露瑶等在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导论» 中明确提出: “从计算机应用系统的角度出发ꎬ 人工智能是研究

如何制造智能机器或者智能系统来模拟人类智能活动的能力ꎬ 以延伸人类智能的科学ꎮ”⑤ 从实现的

路径看ꎬ 人工智能的发展实践表明ꎬ “仿生学” 的路径并不可行ꎬ 事实上ꎬ 本轮人工智能复兴的关键

在于大数据、 算法和算力特别是大数据的突破ꎮ⑥ 故本文对人工智能做工具主义的定位和理解ꎮ
没有万能的工具ꎬ 且工具也在型塑人ꎬ 人工智能在司法中的运用 (也即司法人工智能) 自然也

有其极限ꎮ⑦ 从检索的文献来看ꎬ 人们对司法人工智能理论极限是有所意识的ꎬ 但在把握上较为粗

糙ꎬ 尚缺乏系统的整理ꎮ 学术界、 实务界多热衷于司法人工智能的鼓吹、 开发和应用ꎬ 这固然有国家

政策导向的影响ꎬ 也有角色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因素ꎮ 如对司法人工智能开发企业来说ꎬ 鼓吹司法人工

智能的应用前景并据此 “攻城略地” 占领市场ꎬ 就是其固有的商业思维所致ꎬ 从而在有意无意间忽

略了 “理论极限” 的存在ꎮ 又如按照一般的类推思维ꎬ 人工智能在其他商业领域的推广和取得的成

功也会 “冲动” 地扩散到被动保守的司法场域ꎬ 从而掩盖了 “理论极限” 的存在ꎮ⑧ 对上述问题ꎬ
学术界已有不少担忧和提醒ꎮ 如马长山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和法律规制ꎬ 这些

风险包括伦理风险、 极化风险、 异化风险、 规制风险和责任风险等ꎬ 故需要塑造风险社会的法律理

念ꎬ 建立多元互动的风险规制体系ꎬ 确立 “过程—结果” 的双重规制策略ꎬ 从而促进人工智能的健

康发展ꎬ 构建智慧社会的法治秩序ꎮ⑨ 王禄生则敏锐地捕捉到技术话语权与司法话语权的分离和技术

权力对司法权力的介入限度问题ꎬ 并呼吁司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开发须反思片面技术理性思潮ꎬ

从而转向于司法属性对技术的规训ꎮ 季卫东针对电脑量刑这一具体应用提出ꎬ 电脑法律实证主义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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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ｗｋｉｎｇ－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ｗａｒｎｉｎｇ－ｄｅｓｔｒｏｙ－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７０３６３０ꎬ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ꎬ ２０１９.

埃隆马斯克 (Ｅｌｏｎ Ｍｕｓｋ) 的逻辑是ꎬ 与其人类将来被人工智能消灭ꎬ 不如将人类和人工智能融为一体ꎬ 不分你我ꎮ 为此ꎬ
马斯克专门成立了神经科学公司 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ｋꎬ 专门研究如何给大脑里植入芯片等脑机对接技术ꎬ 为人机融合做准备ꎮ Ｅｌｏｎ Ｍｕｓｋ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ｋꎬ Ａ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ｔｏ Ｍｅｒｇｅ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ｒ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ＡＩꎬ Ｂｙ Ｎｉｃｋ Ｓｔａｔｔꎬ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ｖｅｒｇｅ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３ / ２７ / １５０７７８６４ / ｅｌｏｎ－ｍｕｓｋ－ｎｅｕ￣
ｒａｌｉｎｋ－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ｉ－ｃｙｂｏｒｇｓꎬ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３ꎬ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ꎬ 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一次以创新为主题的专业会议上ꎬ 该国宣称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赋予机器人公民

身份的国家ꎬ 引发关注ꎮ 参见 «首位人类国籍机器人: “索菲娅” 获沙特公民身份»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ｓｎ ｃｎ / ｇｊ / ｇｊ＿ ｇｊｚｌ / ｇｊ＿ ｇｇｚｌ / ２０１７１０ /
ｔ２０１７１０３１＿ ３６８９７３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１２日访问ꎮ

人工智能这一概念ꎬ 系数学家约翰麦卡锡、 计算机与认知科学家马文明斯基、 ＩＢＭ系统设计师纳萨尼尔罗切斯特和信

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等在举办 “达特茅斯夏季人工智能暑期研究会议” 时提出ꎬ 当时的会议策划书表明: “本次研讨会将以这样

一个猜想为基础而展开: 学习的每一环节以及智力的其他方面原则上都可以得到如此准确的描述ꎬ 以至于我们可以制造出一台机器

对其进行模拟ꎮ 我们将尝试发现如何让机器使用语言、 提出抽象命题和概念、 解决某些目前留给人类去解决的难题以及实现自我改

进” 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ꎬ Ｍａｒｖｉｎ Ｍｉｎｓｋｙꎬ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ｄｅ Ｓｈａｎｎｏｎꎬ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 Ｓｕｍ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Ａｒ￣
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ｈｔｔｐ: / / ｒａｙｓｏｌｏｍｏｎｏｆｆ ｃｏｍ / 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 / ｂｏｘａ / ｄａｒｔ５６４ｐｒｏｐｓ ｐｄｆꎬ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１ꎬ ２０１８ꎮ

姚海鹏等: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导论»ꎬ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年ꎬ 第 ４页ꎮ
吴军将人工智能的定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ꎮ 狭义的人工智能专指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定的研究机器智能的方法 (即人工

智能 １ ０版)ꎬ 坚持机器人要像人一样思考才能获得智能ꎬ 并形象地称之为 “鸟飞派”ꎮ 而广义的人工智能还包括通过数据驱动、 知

识发现或者机器学习等现代方法来实现的机器智能 (不妨称之为现代机器智能)ꎬ 这是工程学意义上的人工智能ꎮ 在吴军看来ꎬ “鸟
飞派” 正如人通过模拟鸟的飞行而制造飞机ꎬ 而不是利用科学的空气动力学原理ꎬ 因而被实践证明并不可行ꎬ 而以数据驱动为基础

的机器智能是目前真正的人工智能ꎮ 参见吴军: «智能时代»ꎬ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ꎬ ２０１６年ꎮ
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 “我们自身变成我们观察的东西我们塑造了工具ꎬ 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ꎮ” 参见马歇

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ꎬ 周宪、 许钧译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０年ꎬ 第 ２页ꎮ
笔者曾于 ２０１８年 ４—６月间参与某业界知名公司开发司法人工智能产品的前期论证工作ꎬ 以上切身体会即源于此ꎮ
马长山: «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及其法律规制»ꎬ «法律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 ６期ꎮ
王禄生: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话语冲突及其理论解读»ꎬ «法学论坛» 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ꎮ
王禄生: «司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开发需反思片面技术理性思潮»ꎬ «民主与法制时报» 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３日ꎬ 第 ６版ꎮ



设不恰当地排除了诸如自然法、 权利保障、 天理人情ꎬ 又较少注重预防之类的思辨性要素ꎬ 忽视了司

法运行当中所必须考量的背景条件和地方性知识等ꎮ 在某种意义上说ꎬ 上述思辨性要素、 背景条件和

地方性知识就标示出计算机法律专家系统软件以及人工智能审判的疆界或者局限之所在ꎮ①

应当指出ꎬ 一方面ꎬ 上述研究主要还是抽象意义的ꎬ 并未对司法的属性进行系统反思和展开ꎬ 从

而也就无法充分地探讨司法应当如何规训技术ꎮ 另一方面ꎬ 司法人工智能工具属性背后的技术原理应

当进一步呈现ꎬ 从而有利于人们发现其本身的工具极限和与司法之间的不适性等ꎮ 故恐怕还要立足既

有研究ꎬ 对司法人工智能的理论极限做更加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和厘定ꎮ 实际上ꎬ 我们需要回答一系列

环环相扣的问题: 司法人工智能因其工具性限制不可能为司法做哪些事? 在司法人工智能能够做的事

情中ꎬ 需要对司法改革、 司法制度、 司法审判、 法院管理、 社会服务等做何改造ꎬ 成本、 效益、 风险

等是否可知、 可靠、 可控? 经由技术改造后的司法是不是我们需要和期待的司法? 不难发现ꎬ 这一系

列问题实际上确定了司法人工智能理论极限的三个方面: 人工智能在工具意义上的不可能 (不能)ꎬ
人工智能在司法场域中的不适 (不适)ꎬ 司法对人工智能型塑的不可接受 (不该)ꎮ 下文就这三个方

面详细展开论述ꎮ

二、 人工智能作为工具的三个不可能

　 　 尽管和以往工具相比ꎬ 人工智能正在迭代发展ꎬ 展现出相当程度的自我适应性ꎬ 但从技术原理来

看ꎬ 其并非万能ꎬ 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极限ꎮ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工具意义上存在极限ꎬ 具体说ꎬ 人

工智能在技术上存在三个方面的不可能ꎬ 也即不可能超越理性计算范畴、 不可能脱离自身条件而发

展、 不可能超越既定历史而创新ꎮ
１ 人工智能不可能超越理性计算范畴

上文对人工智能做了工具主义的定位ꎮ 这就意味着ꎬ 司法人工智能不可能在主体性上完全替代法

官和其他司法工作人员ꎬ 其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是理性计算范畴ꎮ 就人的主体性的其他方面而

言ꎬ 如感性、 意志和信仰等ꎬ 人工智能并无所长ꎮ 就感性层面而言ꎬ 尽管在外观上看ꎬ 人工智能似乎

具备了一定的感知技术能力ꎬ 如语音识别技术对应于人的听觉ꎬ 图像识别技术对应于人的视觉ꎬ 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对应于人的读写ꎬ 但无论从数据科学还是智能科学而言ꎬ 这些技术都属于 “数据搜集”
阶段ꎬ 即将格式多样的数据收集、 汇聚ꎬ 继而服务于后续的 “认知” 阶段ꎮ② 通俗地说ꎬ 人工智能只

是运用数据搜集、 分析和计算的机器方法ꎬ 实现了人脑的智能而已ꎬ 它本身并不理解人脑的运作机

理ꎮ 希尔勒 (Ｊｏｈｎ Ｓｅａｒｌｅ) 提出 “中文房间” 的假设ꎬ 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房外的人测试人工智能

系统是否真正理解其手中的象形文字ꎬ 而身处房间的人工智能系统ꎬ 只是根据象形文字的对照手册或

字典机械地告诉房外人具体答案ꎮ 虽然它给人以智能的印象ꎬ 但其无法真正理解接收到的信息ꎬ 或者

说对象形文字一窍不通ꎮ③ 至于意志、 信仰等ꎬ 人类尚且发出 “我们要悬置知识ꎬ 为信仰留下空间”
的感慨ꎬ 司法人工智能恐怕更无法企及了ꎮ

就理性计算范畴而言ꎬ 人工智能也不是万能的ꎮ 要理解这一点ꎬ 不妨上溯到计算机的本源ꎮ 计算

机之父图灵设计了 “图灵机” 这一数学模型ꎬ 为今天和未来很长时间的计算机划定了一条不可超越

的界限ꎬ 遵循以下底层逻辑原理: 世界上是否所有数学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 如果有ꎬ 是否可以通过

有限步骤的计算得到答案? 对于那些有可能在有限步骤计算出来的数学问题ꎬ 能否有一种假想的机

械ꎬ 让它不断运动ꎬ 最后当机器停下来的时候ꎬ 那个数学问题就解决了? 图灵最终研究的结论是ꎬ 世

６９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法律建构与法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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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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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ꎬ «东方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ꎮ
华宇元典法律智能研究院编: «让法律人读懂人工智能»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年ꎬ 第 １３－１４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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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有很多问题ꎬ 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数学问题ꎻ 在数学问题中ꎬ 只有一小部分是有解的ꎻ 在有解的问

题中ꎬ 只有一部分是理想状态的图灵机可以解决的ꎻ 在后一类问题中ꎬ 又只有一部分是今天实际的计

算机可以解决的ꎻ 而人工智能可以解决的问题ꎬ 又只是计算机可以解决问题的一部分ꎮ①

人工智能解决问题的相关图示

可见ꎬ 从本源设计上看ꎬ 作为计算机应用系统的人工智能所处理的无非可以解决的部分有解的数

学问题ꎬ 而所根据的技术原理无非大数据的收集、 分析和发掘等ꎬ 只不过它以不同于人脑的这种方式

实现了人脑的智能而已ꎮ 故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不可能超越理性计算范畴ꎮ
２ 人工智能不可能脱离自身条件而发展

与传统工具相比ꎬ 人工智能并非固定不变的工具ꎬ 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我适应性或说自我改进

性ꎮ 这种自我改进性来自于机器学习算法ꎬ 尤其立足于神经网络技术而发展出来的深度机器学习ꎮ 与

传统线性建模算法相比ꎬ 此类算法完全利用输入的数据自行模拟和构建相应的模型结构ꎮ 这一算法决

定了它是更为灵活地依据不同的输入来训练数据而拥有的自优化特性ꎮ② 正是这种自我改进的智能发

展ꎬ 让人有种杞人忧天式的担忧———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将越来越强ꎬ 从逻辑上推演ꎬ 它终究超越甚

至取代人类ꎮ 然而ꎬ 这恰恰是一种没有极限思维的单线想法ꎬ 如果理解了上述计算机的本源设计和技

术原理ꎬ 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谬误ꎮ 更具体地说ꎬ 人工智能的发展并非如庄子所言的 “无所待而逍

遥游”ꎬ 而是要受制于大数据、 算法、 算力三要素等自身条件的限制ꎮ
就大数据而言ꎬ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ꎬ 本轮人工智能正是因为遇到大数据才得以迅猛发展ꎮ 尽管大

数据具有海量 (Ｖｏｌｕｍｅ)、 高速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多样 (Ｖａｒｉｅｔｙ)、 真实 (Ｖｅｒａｃｉｔｙ) 等特征ꎬ③ 但这也是

理想状态或极限状态的描述ꎮ 现实中ꎬ 数据的采集总会有盲点或误区ꎬ 因其与主体的 “先验认知”
密切相关ꎬ 而采集与人相关的数据就更复杂了ꎬ 它们自然不如物理之物那样稳定、 明确ꎮ 在某种意义

上说ꎬ 采集数据并不是 “摘果子” 那样简单ꎬ 在其后隐含着主体视野、 价值取向和社会关系的可信

赖性等复杂命题ꎮ
就算力而言ꎬ 其是算法有无 “用武之地” 的重要外在保障ꎮ 姚海鹏等认为ꎬ 作为深度机器学习

基础的多层神经网络在计算机运算能力取得突破之前ꎬ 几乎没有实际应用的价值ꎬ 因为运算量太大

了ꎮ 在十几年前ꎬ 用神经网络算法计算一组并不海量的数据ꎬ 辛苦等待几天都不一定会有结果ꎮ④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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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ꎬ 得益于摩尔定律和与此相关的硬件设施的发展ꎬ 算力得以大大提升ꎬ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

人工智能的发展瓶颈ꎮ
就算法而言ꎬ 要依靠前端训练集的取样分析ꎬ 并通过后端的模型形成和测试ꎬ 根据新的数据如此

循环反复ꎬ 才能得以不断优化ꎮ 然而ꎬ 这也是理想状态ꎮ 实践中ꎬ 常常会存在模型的过度拟合———只

在训练样本上表现得很好而不能对于新的数据样本做出很好的预测或模型的欠拟合ꎬ 由于数据集太小

导致模型不能预测整个样本空间ꎮ 此外ꎬ 在机器学习当中还存在 ｎｏ ｆｒｅｅ ｌｕｎｃｈ 定理———即不存在能够

在所有可能的分类问题中性能均为最优的算法ꎮ 例如序列 １ꎬ ２ꎬ ４ꎬ 既可能是 “前数＋１ꎬ 前数＋２ꎬ
前数＋３” 的规律ꎬ 也可能是 “２的 ０次方ꎬ ２ 的 １ 次方ꎬ ２ 的 ２ 次方” 的规律ꎬ 而无论何种算法ꎬ 显

然无法同时满足两种规律ꎮ①

３ 人工智能技术不可能超越既定历史而创新

尽管人工智能的目的并不在于对既有训练样本做出更好的解释ꎬ 而是对未知样本做出更好的预

测ꎮ 且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确有优势ꎬ 这主要表现为信息的多维度ꎬ 即通过多维度的信息汇聚分析ꎬ
帮助人们提高认知高度ꎬ 尽可能地消除认知盲点、 认知误区或认知偏差ꎮ 考察发现ꎬ 人工智能对未知

样本的 “泛化” 能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归纳推理ꎬ 也即由有限的数据集 (特例) 推广到整个样本空间

(一般)ꎮ② 而从大数据角度看ꎬ 人工智能所处理的是既有或正在实时生成的数据ꎬ 而非尚未生成的数

据ꎮ 也就是说ꎬ 它所依据的是人类既有的经验———即人们常说的 “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 或较

为负面的说法 “垃圾进垃圾出”ꎬ 故人工智能技术不可能超越既定历史而创新ꎮ 这实际上也是人工智

能不能完全代替人类主体性的重要方面ꎮ 与人工智能相比ꎬ 人类能够感知具体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ꎬ
而非对其做程序化、 格式化的机械理解ꎬ 从而能在一定条件下摆脱既定行为模式ꎬ 创造性地推动历史

向前发展ꎮ
综上ꎬ 可以看到人工智能自身局限性和基于此的应用限制ꎮ 正如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泰斗张钹院士

所总结的: “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适合解决的问题ꎬ 一般都要有充分的数据和知识储备ꎬ 而且需要的

是确定性问题、 完全信息、 静态的、 有限任务和特定领域ꎮ”③

三、 人工智能在司法场域中的三重不适

　 　 人工智能的应用总是和特定的场景联系在一起ꎮ 如果将人工智能的三种不可能与司法场域的特定

属性结合起来ꎬ 就可以清晰地发现其在司法场域中的三重不适性ꎬ 这主要包括无法适应司法的不可计

算性、 无法适应司法的动态博弈性、 无法适应司法的能动创新性ꎮ
１ 无法适应司法的不可计算性

人工智能不能超越理性计算范畴ꎬ 而司法并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理性计算活动ꎬ 它是人与人之间

的直接社会实践活动ꎬ 故在应用上ꎬ 两者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ꎮ
从实证分析法学的角度看ꎬ 司法具有规范性、 程序性和逻辑性ꎬ 它要求法官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

律为准绳进行裁判ꎬ 不得 “擅动界碑”ꎬ 且裁判的过程应符合基本的程序要求ꎬ 满足逻辑一致性的要

求ꎮ 从这个意义看ꎬ 司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具备 “可计算” 的基础ꎮ 然而ꎬ 并不存在 “纯儿又纯”
的法律规范ꎬ 在这些规范背后站着主体的主观愿望、 价值诉求和政策考量ꎮ④ 这就意味着ꎬ 司法裁判

不是程序化的理性计算ꎬ 而是事实与价值的复合体 (实体上) 和技术应用与民主过程 (程序上) 的统

８９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法律建构与法治文明

①
②
③
④

姚海鹏等: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导论»ꎬ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年ꎬ 第 ２６－３０页ꎮ
姚海鹏等: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导论»ꎬ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年ꎬ 第 ２９页ꎮ
华宇元典法律人工智能研究院编: «让法律人读懂人工智能»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年ꎬ 第 ８页ꎮ
史际春: «由民法看法本位»ꎬ «法学家» １９９２年第 １期ꎮ



一体ꎬ 它要借由事实查明和法律适用这一过程体现人性温度、 彰显人文关怀ꎮ 从实体法角度看ꎬ 对犯罪

与否的定性、 刑罚的科处、 直接涉及伦理道德的家事案件的办理ꎬ 都要首先考虑社会效果问题ꎬ 再用法

律规范的技术主义予以证成ꎬ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ꎮ 即使是那些纯粹计算的司法认定ꎬ 也不

能不受某种司法立场或价值判断的影响ꎮ 这些变量恐非程序化的人工智能所能具体吸纳并加以有效调

适ꎮ 从程序法角度看ꎬ 看得见的正义也同样重要ꎮ 这不仅仅是因为司法本身需要过程来完成事实认定和

法律适用ꎬ 更是因为司法民主的内在需要ꎬ 司法的中立性、 被动性、 公开性、 亲历性、 对抗性、 集中

性、 终结性等也只能依靠具有感情感知、 价值体认的法官去实现ꎮ
上文阐释了司法的不可计算性ꎬ 做一个不甚恰当的类比ꎬ 正如牛顿所感慨的: “我可以计算天体

运行的规律ꎬ 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ꎮ” 让不具备情感、 意志的人工智能来承担这一职能ꎬ 更是勉为

其难ꎮ “目前和将来相当长时期的人工智能仅仅是辅助性司法活动的实践工具、 司法裁判活动的新分

析工具而已ꎬ 其本身尚无法感知、 承载和落实司法根本属性所凝结的法的伦理道德诉求、 政策价值考

量等ꎮ”①

２ 无法适应司法的动态博弈性

人工智能技术受到大数据、 算法、 算力等自身条件的限制ꎬ 而司法的动态博弈性对上述各方面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ꎬ 致使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有难以克服的瓶颈ꎮ
从实际运行角度看ꎬ 司法并非静态封闭的ꎬ 而是动态博弈的一个过程ꎮ 具体地说ꎬ 法官居间裁

判ꎬ 控辩双方则不断地搜集证据、 举证质证ꎬ 罗列和阐释法律上的根据ꎬ 试图说服法官并做出对自己

有利的裁判ꎮ 从信息角度来看ꎬ 随着控辩裁三方的不断博弈ꎬ 越来越多的和案件相关信息将不断汇

聚ꎮ 从理论上看ꎬ 这将越来越逼近 “案件真相”ꎬ 也完全符合利用信息的认识论原理———用更多更丰

富的信息以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ꎮ② 但问题在于ꎬ 控辩双方很可能基于自身的立场、 利益整合出两套

逻辑自洽的论证体系ꎬ 并选择性地提供信息、 隐匿相关案件信息或增加若干干扰信息ꎬ 且随着审判进

程的发展ꎬ 各种不同价值或不同干扰度的信息都会继续 “膨胀”ꎬ 如何对不断输入的信息进行有效判

断ꎬ 并在恰当的时点 “关闭” 信息的继续 “流入”ꎬ 就是法官的智慧和经验所在了ꎮ 可以看到ꎬ 司法

领域的信息状态明显不同于人工智能所擅长的 “围棋领域”ꎮ 棋盘已经划定了可能的步数范围ꎬ 棋手

对弈的信息也完全受围棋规则限制并展现在一步步的 “落子” 当中ꎬ 也就是说不存在选择性的不完

整信息或干扰信息ꎬ 故人工智能只要根据这些充分封闭的信息计算出 “最优落子可能” 即可ꎮ
将围棋领域的人工智能简单地平移适用到司法场域ꎬ 就可能会导致 “橘生淮南则为橘、 橘生淮

北则为枳” 的后果ꎬ 根据片面或错误的信息得出片面或错误的结论ꎬ 而无论其根据的大数据如何庞

大和丰富、 算法如何有效科学、 算力如何快速有力等ꎮ 表面看来ꎬ 关键的是输入信息的分析和判断ꎬ
但更深层次的是对人性、 具体社会关系、 生活经验的体察和把握ꎬ 而只有人才能更好地理解人ꎬ 作为

工具的司法人工智能应止步于此ꎮ
３ 无法适应司法的能动创新性

从性质上看ꎬ 人工智能是对既有经验或数据的提炼和升华ꎬ 故其不可能超越既定历史而创新ꎬ 这

恰恰与司法的能动创新性不相适应ꎮ 相较于立法的一般性、 行政的主动性ꎬ 司法通常表现为个案性和

被动性ꎬ 在运行当中又因其旨在为权利提供救济而必须保守中立性ꎮ 故从总体而言ꎬ 司法是保守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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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司法克制主义也应成为法官的主流意识形态ꎮ① 但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ꎬ 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冲击ꎮ 一方面ꎬ 伴随着社会关系网络化、 立体化的发展ꎬ 狄骥所言的主体之间的 “社
会连带” 性日益紧密ꎬ 公权与私权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势ꎬ 社会对司法的期待也不限于个案纠纷的

解决ꎬ 而是要在个案处理中更好地回应社会ꎬ 并尽可能地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
一些新型的社会关系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而催生ꎬ 既有的传统法律关系均难以对其完全适用 (如专

车平台与司机端的法律关系认定②、 数据竞争的司法裁判问题等)ꎬ 在立法滞后和行政执法不足的情

况下ꎬ 如何巧妙地运用司法政策、 法律原则精当地处理相关案件ꎬ 并在实质意义下推动制度供给ꎬ 实

现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ꎬ 就成为摆在法院面前的重大课题ꎮ 这就意味着ꎬ 司法在某些特定情况

下要秉持一定程度的司法能动主义ꎬ 以 “熨平” 社会关系与法律之间的脱节ꎬ 而相应的裁判思维也

不应局限于机械的法条主义ꎬ 而是要有更宽广的社会、 经济维度的考量ꎬ 并智慧地将此种考量和法律

原则、 司法政策、 相关法律规范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ꎬ 从而满足法的自洽性和安定性ꎮ 这种努力代表

了司法的能动创新性ꎬ 而以既有经验或数据为基础的司法人工智能ꎬ 注定只能重复本质相同的原理ꎬ
无法提供面向未来的具体方案ꎮ

四、 人工智能的司法型塑及其限度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司法制度和其运行当中ꎬ 潜移默化地型塑着司法的基本形态ꎬ 这既有积极的一面ꎬ
也有消极的一面ꎬ 同时还伴随着技术迭代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或技术失控所带来的风险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
那些与司法不契合或司法无法接受的改变就构成司法上的极限ꎬ 这实际上也是司法对技术的规训ꎮ

１ 司法型塑的基本方面

如果将司法视为一种 “社会生产力” 的话ꎬ 人工智能技术就是新的 “司法劳动工具” 了ꎬ 而新

工具的引入必然带来司法基本形态的改变ꎮ
(１) 诉讼从线下搬到线上ꎮ 司法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以前期的司法信息化ꎬ 即电子化、 网格化为

前提的ꎮ 具体地说ꎬ 人民法院信息化 １ ０版以 “数字化” 为核心ꎬ 关注纸质文档向电子文档的转化ꎬ
人民法院信息化 ２ ０版则以 “网格化” 为核心ꎬ 关注法院工作方式由线下向线上的转化③ꎬ 两者共同

为司法人工智能奠定了硬件和软件基础ꎬ 实现了法院系统层面的互联互通ꎮ 人民法院信息化 ３ ０ 版则

以 “智能化” 为核心ꎬ 要考虑的重点是ꎬ 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所留存和正在生成的各类数据ꎬ 通过智

能化的处理ꎬ 更好地应用于司法审判、 法院管理和社会服务ꎮ 因而ꎬ 人工智能对司法基本形态的型塑

也应遵循信息化改造的基本逻辑ꎬ 将诉讼从线下搬到线上ꎬ 具体包括网上立案、 电子送达、 在线审判

和审判管理的信息化、 流程化等ꎮ 而线上诉讼活动又在实时地生成和积累着大量数据ꎬ 并不断地驱动

着相关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ꎬ 如自动审查起诉材料是否齐备完整、 依靠语音识别技术自动进行庭审记

录、 人工智能辅助科学证据可采性审查、 裁判文书样式自动生成、 类案类判推送、 辅助评估保释、 预

测案件审理结果等ꎮ 循此逻辑ꎬ 最高人民法院在加强智慧法院建设中提出ꎬ 要努力实现法院 “全业

务网上办理、 全流程依法公开、 全方位智能服务”ꎮ
(２) 规则从物理走向网络ꎮ 司法人工智能无法离开网络空间而运行ꎮ 基于网络空间的相对独立

性ꎬ 传统的诉讼法规则和诉讼流程、 实体法规则乃至于法院组织形态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技术上的

冲击ꎮ 这种冲击在诉讼规则和诉讼流程上体现得最为明显ꎮ 如电商买卖交易纠纷中的管辖权规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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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ꎬ 无论依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地域管辖抑或依签约地、 履行地、 被告住所地的特殊地域管辖ꎬ 都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成本过高的问题ꎬ 而根据技术对技术的思维ꎬ “在线管辖权” 及相应配套制度的构

建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ꎮ 不止于此ꎬ 具有互联网特性的案件的证据和当事人之间的沟通等ꎬ 也主

要产生和存储于互联网ꎬ 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电子证据的鉴真、 审查、 保全、 认证和审理方式变

革的必要性等ꎮ 对这些问题ꎬ 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均有一定程度的回应ꎬ 如浙江、 北京、 广州互联网

法院的增设和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规定» 的出台ꎬ 大体确定了网上案件网上审

理的思路ꎬ① 认为这既方便诉讼ꎬ 又有助于通过审判创制依法治网规则ꎮ 在电子证据方面ꎬ 修改后的三

大诉讼法均将其作为新的证据形式ꎬ 后续亦有相关司法解释的陆续出台ꎬ 如 ２０１４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

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简称 “意见” )ꎬ
２０１６年 ９月由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联合颁发的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

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简称 “规定” ) 等ꎬ 进一步充实了电子证据的相关规则ꎮ
在实体法上ꎬ 这种冲击亦不难寻觅ꎮ 近年来关于网络法研究的兴起正是例证ꎮ 网络法其实并非传

统意义的部门法ꎬ 而是一个新兴的领域ꎬ 传统部门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冲击ꎬ 如民事领域中网络交易

平台经营者的民事责任问题、 网络效应与反垄断法的执行和刑事领域中共犯理论的可适用性等ꎮ Ｌａｗ￣
ｒｅｎｃｅ Ｌｅｓｓｉｇ提出ꎬ 网络世界中也同样存在四种规制手段ꎬ 分别是法律、 社会规范、 市场、 代码ꎬ 而

代码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代替法律ꎮ② 上述问题都引起了实体法规则来源和具体内容的变化ꎮ
至于法院组织形态ꎬ 现有的互联网法院的发展已经体现相应的变化ꎬ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杭

州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司法机关适应信息化时代变革、 积极承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和网络强国战略司

法责任的结果ꎬ 同时也是司法积极对接信息时代挑战的结果ꎬ 适应了网络时代的诉讼特点ꎬ 进一步推

动了司法效率与公平ꎮ”③ 而深入审判组织和具体司法运用层面ꎬ 我们可以发现更为隐蔽的变化ꎮ 例

如ꎬ 随着 “要素审判” 等司法人工智能系统的研发、 利用ꎬ 算法决策将在事实上 “分享” 法官的司

法裁决权ꎬ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ꎬ 它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司法的被动性、 公开性、 透明性、 多方参

与性、 亲历性、 集中性和终结性特点ꎮ
此外ꎬ 如何在合议庭层面摆正法官、 法官助理、 书记员和司法人工智能系统的关系ꎬ 进而如何调

适合议庭、 审判委员会和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ꎬ 也将是面临的难题ꎮ 季卫东在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

研究会 ２０１７年年会暨 “两法” 修改会议上指出ꎬ 人工智能时代的变化并没有及时和充分地反映到

«人民法院组织法» 和 «法官法» 的修改当中ꎬ 具体包括数字信息处理部门、 电脑工程师等司法辅助

部门及其人员的权利义务、 法律和计算机程序编码以及大数据算法的支配下如何强调法官 “有思考

的服从”ꎬ 判决自动生成的技术如何与法律解释和法律沟通兼容等ꎮ④

(３) 司法从解纷扩至治理ꎮ 人工智能将超越传统司法的定纷止争功能ꎬ 更好地拓展了司法的社

会治理功能ꎮ 从系统论看ꎬ 司法不仅仅是个案的裁判ꎬ 亦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ꎮ 通过个案裁判

形成制度助推往往是拓展司法社会治理功能的重要手段ꎬ 由于各国司法制度、 法律传统的差异ꎬ 这往

往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 判例法国家的判例本身就蕴含着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体系ꎬ 司法直接介入

社会治理ꎮ 非判例法国家的司法裁判的介入则可能要间接和迂回一些ꎬ 如中国法院系统更可能通过司

法建议、 调研报告、 新闻发布的方式介入其中ꎮ 当然ꎬ 必须指出ꎬ 司法解释是例外ꎮ 在大数据和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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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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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规定» 第 １ 条规定ꎬ 互联网法院采取在线方式审理案件ꎬ 案件的受理、 送达、 调

解、 证据交换、 庭前准备、 庭审、 宣判等诉讼环节一般应当在线上完成ꎮ 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案件审理需要ꎬ 互联网法院可以决定

在线下完成部分诉讼环节ꎮ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Ｌｅｓｓｉｇ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ｒｓｅ: Ｗｈａｔ Ｃｙｂｅｒｌａｗ Ｍｉｇｈｔ Ｔｅａｃｈꎬ” Ｈａｒｖ Ｌ Ｒｅｖ ꎬ Ｖｏｌ １１３ꎬ Ｎｏ ５０ ꎬ １９９９
于志刚、 李怀胜: «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历史意义、 司法责任与时代使命»ꎬ «比较法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期ꎮ
景玥: «法学大咖共聚金陵论司改成果入法如何除旧布新»ꎬ 人民网ꎬ ｈｔｔｐ: / / ｌｅｇ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０９１０ / ｃ４２５１０－

２９５２５９６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１２日访问ꎮ



智能背景下ꎬ 司法的社会治理功能得到了很好的拓展ꎬ 尽管这方面的认识和研究较少ꎬ 但国内已有法

院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社会纠纷根源的数据研究报告ꎬ 并积极参与府院相协调的源头治理ꎮ 这种源

头治理很好地把握和运用了司法人工智能信息多维度的工具属性ꎬ 摆脱了 “案海战术” 的困境ꎬ 从

社会治理层面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司法效率ꎮ 根据笔者对北京高院的调研ꎬ 主管副院长和有的实务人士

就认为: 北京地区民事法官年人均结案 ４００余件ꎬ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供暖合同纠纷、 物业服务合同纠

纷等法律关系相对简单的案件ꎬ 不堪重负ꎮ 而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分析ꎬ 此类纠纷集中在特

定的区域ꎬ 与物业管理、 房屋产权状况等密切相关ꎮ 如能据此进一步分析成因ꎬ 推动政府、 法院参与

协同治理和源头治理ꎬ 则可以从根源上减轻法官工作负担ꎬ 将其从 “案海战术” 中解放出来ꎬ 腾出

更多更宝贵的司法资源处理其他更为重要的纠纷ꎮ 正是基于这一点ꎬ 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日研究组建了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ꎬ 专设司法大数据分析中心ꎬ 并定期向最高人民法院呈送相

关分析报告ꎬ 进一步充实和拓展司法的社会治理职能ꎮ
２ 司法型塑的必要限度

人工智能介入司法内部ꎬ 作为一种潜在和内生的力量型塑着司法ꎬ 将 (程序意义的) 诉讼从线

下搬到线上、 (实体意义的) 规则从物理走向网络、 (功能意义的) 司法从解纷扩至治理ꎬ 贯彻着技

术主义的逻辑ꎬ 在各个层面上体现出强大的效率导向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司法的价值和属性为

代价的ꎬ 因而必须将之控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内ꎮ
(１) 基于程序价值的限制ꎮ 正义不仅应当实现ꎬ 还应当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ꎮ 司法意义的程序

绝不同于计算机意义的程序ꎬ 它正是要在一步都不能少的步骤中充分体现出司法的民主价值ꎬ 让参与

其中的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感知到司法的中立性、 平等性、 专业性、 权威性和便利性等ꎮ 而这种感知又

将反过来进一步强化司法威信ꎮ 很大程度上ꎬ 司法既不掌财ꎬ 也不掌兵ꎬ 其权威的社会认同恰恰在很

大程度上来自程序公正的感知和体验ꎮ 恰如有学者认为的: “法院审判的独立性是基于政治权力对法

治原则的认可而存在ꎬ 尽管法院自身既无财权也无军权ꎻ 司法的权威性除了基于自身的强制力外ꎬ 更

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信心ꎻ 司法的终局性则主要基于法律的程序正义原则ꎬ 把对事实和法律

问题的判断止于程序救济终结之处ꎮ”① 而如果司法一切都如计算机那样被程序化为材料或指令的输

入或输出ꎬ 就无需当事人的参与ꎬ 甚至司法或法官也没有存在的必要ꎬ 或者准确地说ꎬ 司法已异化为

计算机及其运行ꎮ 将诉讼从线下搬到线上ꎬ 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司法场景的转化ꎬ 进而导致以下几个

方面的程序价值的减损: 由法台、 国徽等法庭设施所营造的 “司法剧场效应” 受到削弱ꎬ 法庭的威

严感、 神圣感难以感知ꎮ 既有诉讼程序中的亲历性、 对抗性、 规范性、 严密性等因网络的非现场性而

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ꎬ 并进而产生一系列相关问题ꎬ 如实践中的异步审理是否有违诉讼法的直接言

词原则、 证人在线作证的有效性可行性和证据出示的有效感知和质证等问题ꎮ 司法程序价值理应成为

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的界限ꎬ 除非此类问题有更好的替代解决方案ꎬ 或对其容忍符合司法效率和程序价

值的权衡取舍ꎮ
(２) 基于司法本体的限制ꎮ 从本体上看ꎬ 司法是指运用国家权力对诉讼案件进行审判的活动ꎮ

司法即国家的审判活动ꎬ 司法权就是审判权 (也即一种居中的裁判权)ꎬ 通过个案裁判的方式维护法

的价值的终局性的权力ꎬ 而司法机关就是审判机关ꎮ② 然而ꎬ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嵌入ꎬ 不

仅外在的诉讼活动、 程序和规则发生了变化ꎬ 内在的司法主机关 (司法主体)、 司法权也在悄然改

变ꎮ 可以预见ꎬ 在当前法官普遍受制于技术门槛而不能很好地规训技术滥用和失控的情况下ꎬ 技术人

员有可能通过算法的构建和引入ꎬ 在事实上 “分享” 司法权ꎬ 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 “影子法官”ꎮ
更复杂的是ꎬ 这种算法在技术上存在着不可解释性 (算法黑箱)ꎬ 在价值上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技术人

２０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法律建构与法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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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惠岭: «司法改革进入新时代 六大配套工程应当成为改革重点»ꎬ «人民法治» 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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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前见甚至是偏见 (算法歧视)ꎬ 并以机器的规模化方式①驱动司法之运转ꎬ 这恐怕不是现行司法

制度能够接受的ꎬ 也不为社会公众所认同ꎮ 而此种隐患已经开始显现或可以预见ꎮ 例如ꎬ 威斯康星州

发生的 Ｓｔａｔｅ ｖ Ｌｏｏｍｉｓ案中ꎬ ＣＯＭＰＡＳ量刑系统被认为存在算法上的种族歧视ꎮ② 即使不存在上述问

题ꎬ 技术人员在司法自身逻辑框架内所开发的 “要素式审判” “知识图谱” 等技术应用ꎬ 也会因认知

的局限而存在 “简化实体审判” 的问题ꎬ 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确定就

不应当是要式化的逻辑推理ꎬ 而是要顾及侵权人恶性、 受害人受损等具体情境加以通盘考量ꎮ
进一步地说ꎬ 基于司法本体的限制要回答的是以下几个层次的问题: 司法改革对人工智能技术的

强化是否会导致司法权本身被分化为司法权力和技术权力? 如何在法院组织层面对司法权进行有效配

置? 人工智能技术人员是否将成为新一类司法辅助人员? 其与法官的关系又当如何定位? 而对这些问

题的回答就构成了司法人工智能另一界限ꎮ
(３) 基于外溢风险的限制ꎮ 基于信息的多维度ꎬ 司法人工智能确实能够大大拓展司法的社会治

理功能ꎬ 从而赋予定纷止争功能以更广阔的社会意义ꎮ 司法大数据不同于商业大数据ꎬ 具有公共属

性ꎬ 数据的公开、 存储、 流转、 开发、 利用应以何种主体为依托、 以何种方式进行ꎬ 均是有待深入探

索和思考的重要问题ꎮ 商业领域的数据垄断、 数据杀熟会以同样的原理和方式表现在司法领域ꎬ 如一

旦智慧法院建设当中的平台设施和相应的数据要受制或依赖于网络技术公司ꎬ 则当事人信息 (包括

身份信息) 甚至审判秘密的安全等也可能受到威胁ꎮ 侯猛就此认为ꎬ 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网上审判

的创意ꎬ 最早就来自于阿里巴巴公司ꎬ 且杭州互联网法院是依托阿里巴巴建立诉讼平台来运行的ꎬ 这

既影响了阿里巴巴等平台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的非对等地位ꎬ 如阿里巴巴公司的竞争者为防止数据被

监控或泄露ꎬ 会拒绝在该法院进行网上审判ꎬ 也增加了法院自身被技术公司俘获的可能ꎮ③ 另外ꎬ 司

法大数据是以司法公开为条件的ꎬ 其本身并不涉及正当与否的问题ꎬ 关键在于开发利用主体及其目

的ꎮ 作为与国家政权勾连的权力的一种ꎬ 司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 “烙印” 及相应的意识形态色

彩ꎬ 这就决定了对司法大数据的智能运用应有目的上的正当性ꎬ 尤其国家安全的考虑ꎮ 利用大数据等

智能分析的手法ꎬ 用诸策划 “颜色革命” 或开展其他政治渗透等活动ꎬ 早已不是新闻ꎮ 在民族国家

的背景下ꎬ 政治斗争、 经济竞争必然长期存在ꎬ 别国利用可以随手获得的司法大数据ꎬ 按照其目的ꎬ
经由人工智能的处理ꎬ 进行相应的政治渗透、 意识形态层面的 “造势”ꎬ 也并非不可能ꎮ 且从现实来

看ꎬ 中国目前尚停留在技术应用层面ꎬ 与此相关且更为重要的网络基础架构、 芯片、 操作系统和网络

服务等都还掌握在美国手中ꎬ④ 这种风险就尤应引起决策层的警惕和考虑ꎮ
以上风险虽已超出司法制度自身范畴ꎬ 更多的是基于技术失控所带来的外溢风险ꎬ 但司法从来不

应当是点状思维ꎬ 而是立足社会的系统思维ꎬ 对此类风险的预估和评判也是司法人工智能极限的另一

个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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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算机的发展史来看ꎬ 其原理也无非将计算理解或等价为确定性的机械运动ꎬ 只不过这种机械运动从早期的 “算珠拨动”
发展到了 ２１世纪的 “电子运动”ꎬ 而计算的数据量和复杂度也从单一走向多元ꎬ 类似于有学者所说的从标量 (ｓｃａｌａｒ一个数) 到向量

(ｖｅｃｔｏｒ一列数) 再到矩阵 (ｍａｔｒｉｘ一张二维的数据表) 和张量 (ｔｅｎｓｏｒ三维数据表) 的演化ꎮ 参见王禄生: «司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的风险及伦理规制»ꎬ «法商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ꎮ
李本: «美国司法实践中的人工智能: 问题与挑战»ꎬ «中国法律评论» 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ꎮ
侯猛: «互联网技术对司法的影响———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分析样本»ꎬ «法律适用» 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ꎮ
美国信息安全权威专家布鲁斯施奈尔指出ꎬ 美国在信息安全技术方面仍然是毫无争议的世界领先者ꎬ 而且这种领先地位

很难被撼动ꎬ 因为政府的情报预算超过其他国家的同类预算总和ꎮ 由于互联网起源于美国ꎬ 其基础架构使得全世界的数据流都会经

由美国ꎬ 即使是两个其他国家之间的数据流动ꎻ 其他国家的智能产品都在使用美国制造的芯片、 操作系统和网络服务ꎬ 并因此受制

于美国法律ꎬ “这就是霸权”ꎮ 转引自 Ｇｒｅｇ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ｉｅｌ Ｃｈａｎꎬ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Ｂｅｌｆ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９７ꎮ



五、 发展司法人工智能的思路及建议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理论极限ꎬ 既在于人工智能作为工具的不可能ꎬ 即不可能超越理性计算范

畴、 不可能脱离自身条件而发展、 不可能超越既定历史条件而创新ꎬ 也在于司法场景本身的特殊属

性ꎬ 包括司法的不可计算性、 动态博弈性和能动创新性ꎬ 它决定了人工智能在其中的不完全适应性ꎮ
同时ꎬ 人工智能对司法的型塑未必是可接受的ꎬ 伴随着诉讼从线下搬到线上、 规则从物理走向网络、
司法从解纷扩至治理ꎬ 对司法程序价值、 司法本体价值和技术应用外溢风险的考量和反思正在不断融

入 “司法规训” 当中ꎬ 以将此种型塑控制在必要范围内或者积极需求替代方案、 改进措施等ꎬ 并减

少技术型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明晰了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以上理论极限ꎬ 就可以避免臆想或妄动ꎬ
在有所不为的基础上有所作为ꎮ

这里不妨据此提出发展司法人工智能的若干建议ꎮ 在总体思路上ꎬ 要立足人工智能的工具主义定

位ꎬ 强调司法的主导性、 司法的民主性和人工智能在司法场域中的兼容性ꎮ 具体言之ꎬ 在对司法性质

和属性、 价值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ꎬ 厘定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可能和限度ꎬ 加强司法对人工智能技

术的规训ꎮ 依托司法民主机制ꎬ 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 主动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评判ꎬ 努力实现司法人工智能的可知、 可用、 可控和可靠ꎮ 在应用中ꎬ 要注意司

法场景和人工智能的紧密契合ꎬ 努力做到极限范围内的最大化利用ꎮ 在具体举措上ꎬ 司法的主导性、
民主性和应用的可兼容性可具体化为以下方面: (１) 尝试在最高人民法院或依托国家信息中心设置

司法人工智能发展委员会ꎬ 统一部署和组织实施司法人工智能研发前的司法审查、 研发中的监督指

导、 研发后的评估应用等工作ꎮ (２) 尝试建立 “司法统领、 市场运行” 的司法人工智能开发机制ꎬ
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通过其控制的企业实体 (如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来整体把控司法大数据的安

全开发、 算法的公开公正ꎬ 有效避免当事人隐私、 意识形态安全等外溢风险ꎬ 切实解决算法黑箱、 算

法独裁和算法黑箱等问题ꎮ (３) 根据具体情况ꎬ 立足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背景ꎬ 各级人民

法院应依托信息化职能部门与审判部门的衔接互动或法官自主管理委员会等实践机制来真实、 高效地

汇聚司法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具体需求ꎬ 并对相关的司法人工智能产品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等ꎮ (４)
尝试建立人民法院信息职能部门与司法人工智能开发企业之间的指导监督和交流合作机制ꎬ 充分发挥

法官等司法工作人员 “产品经理” “数据标注者” “算法质疑者” 等角色功能ꎬ 以强化司法需求的技

术导入ꎮ (５) 算法的选择和应用均应符合司法人工智能委员会确定的标准ꎮ 根据现有技术条件ꎬ 对

可以解释的算法应尽可能以公众理解的方式做出充分解释ꎬ 以击破 “算法黑箱”ꎮ 对于不可解释的算

法ꎬ 应强化事前输入数据质量的控制、 不断校正和事后性能的测评、 验证ꎬ 确保其安全有效ꎮ (６)
加强司法场景的细分梳理ꎬ 明确人工智能在不同场景中的契合点、 可能和限度以及介入的具体方式ꎻ
在可计算、 模式化的司法辅助事务中ꎬ 应侧重于司法人工智能的替代性介入ꎬ 辅之以司法工作人员的

必要监督ꎻ 在不可计算的价值判断或涉及能动创新的司法领域中ꎬ 特别是实体裁判的核心环节ꎬ 应慎

之又慎ꎮ 要侧重于司法人工智能的辅助性介入和认知性介入ꎬ 相关的结果输出仅仅作为正面的信息来

源或反向的预警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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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国民ꎬ 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环境资源保护法学ꎻ 郭仕捷ꎬ 福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生ꎬ 专业方向: 环境资源

保护法学ꎮ
　 　 ①　 王展飞: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关系刍议»ꎬ «人民法治» 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ꎮ

环境侵权诉讼中公益私益
界定难题及策略选择

丁国民　 郭仕捷

(福州大学 法学院ꎬ 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摘要: 随着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ꎬ 有关公益诉讼的诸多理论成为热点问题ꎮ 如何准确界定环境公

益和环境私益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首要问题ꎮ 以公共利益界定为核心ꎬ 不同学者运用概念分析法分别提出

了环境国益、 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以及环境公益、 环境众意和环境私益两种不同的分类ꎮ 但是ꎬ 这两种分类ꎬ
都遇到了公共利益界定的难题ꎮ 公共利益的模糊性和变动性、 实践中公益和私益的交叉ꎬ 都使得公共利益概

念无法被精确界定ꎮ 这使得利益三分法在实践中无法施展拳脚ꎮ 针对这一问题ꎬ 应跳出公益和私益概念区分

的藩篱ꎬ 通过利益衡量分析方法ꎬ 提出公益、 私益交织理论ꎬ 淡化公益和私益在特定案件中的区分ꎮ 在公益、
私益交织环境侵权诉讼中ꎬ 选择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主导ꎬ 辅之以私益诉讼ꎬ 可以兼顾环境公益和私益的实现ꎮ
当然ꎬ 这种环境公益诉讼主导只是诉讼策略的选择ꎬ 并不意味着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私益诉讼的融合ꎮ

关键词: 公益诉讼ꎻ 公共利益ꎻ 私人利益ꎻ 公益私益交织ꎻ 环境侵权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２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２０５－０６

根据被侵害利益的不同ꎬ 环境侵权分为私益环境侵权诉讼和公益环境侵权诉讼ꎮ 前者主要是作为

民事权利主体的法人就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个人损失所采取的私力救济ꎬ 后者则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提起的诉讼ꎬ 既包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民事主体提起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ꎬ 也包括有直接利

害关系的民事主体提起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ꎮ① 当公民和法人的权利受到环境侵权行为的侵害

时ꎬ 可依 «侵权责任法» 第 ６５条为请求权基础规范ꎬ 提起环境侵权之诉ꎮ 有关公益诉讼的制度在

２０１２年之前亦是空白ꎮ
直至 ２０１２年 «民事诉讼法» 修改时ꎬ 公益诉讼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ꎮ ２０１２年修改的 «民事诉讼

法» 第 ５５条规定ꎬ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针对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ꎮ 此规定为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环境保护法» 中又对公益诉

讼主体之一的社会组织的资格条件进行了详尽的规定ꎬ 进一步明晰了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条件ꎮ 在

２０１７年修订的 «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 中ꎬ 建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ꎬ 完成了中

国特色的公益诉讼制度的最后一块拼图ꎮ 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ꎮ 法律法规有关公

益诉讼的规定只是原则性和框架性的ꎬ 其制度内涵和运作机制有待丰富和完善ꎮ 其中ꎬ 何种情况下可

５０２




以提起公益诉讼成为横亘在制度实践者面前的首要问题ꎮ 然而ꎬ 公共利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

性ꎬ① 使得公共利益的外延十分模糊ꎬ 这又加剧了公益和私益区分的难度ꎮ

一、 环境诉讼保护利益形态划分

　 　 关于公益和私益的区分ꎬ 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还是沿着概念分析法的路径出发ꎬ 对公共利益的概念

进行准确界定ꎬ 在公共利益概念的中心和外延范围内的属于公益诉讼ꎬ 反之则属于普通环境侵权之

诉ꎮ 但依照此路径进行区分ꎬ 出现了不同的三分法ꎮ
有学者依据利益所享受的主体不同ꎬ 将环境侵权纠纷划分为公益、 国益和私益ꎮ 首先ꎬ 所谓国益

是指国家利益ꎮ 中国特有的历史、 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ꎬ 因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尤为突出ꎮ 虽然国家

利益和公共利益存在着相互交织的情况ꎬ② 但是两者毕竟有所不同ꎬ 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得到清晰的划

分ꎮ 在法律上ꎬ 国家利益有着明确的主体即国家ꎮ 因此在国家利益受到损失时ꎬ 其受偿主体当然是国

家ꎮ 在这种情形下ꎬ 国家完全可以授权特定机关提起民事诉讼ꎬ 也即所谓民事公诉ꎮ③ 其次ꎬ 公共利

益是指不特定多数主体享有的社会公共利益ꎮ 根据 «民事诉讼法» 关于公益诉讼原则性规定ꎬ 只有

不特定主体所享有的社会公共利益所引发的纠纷才能被纳入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ꎮ④ 正是因为社会公

共利益主体的不特定性ꎬ 无法通过利害关系人启动民事诉讼程序ꎬ 从而借助社会团体、 特定机关的力

量加以实现ꎮ 再者ꎬ 所谓私益ꎬ 顾名思义就是个人利益ꎮ 在个人利益中ꎬ 既包括单个的利益ꎬ 也包括

特定多数人的利益ꎮ 区分社会公共利益和特定多数人利益的关键在于准确界定公共利益这一概念ꎮ 所

谓公共利益ꎬ 是指不特定主体的社会共同利益ꎮ
根据这三种利益形态的划分ꎬ 环境侵权纠纷又可以分为侵害国家利益的纠纷、 环境公益纠纷和特

定多数人环境侵权纠纷三种ꎮ 纠纷的类型不同ꎬ 诉讼的方式也不尽相同ꎮ 涉及国家利益的ꎬ 由特定机

关提起民事公诉ꎮ 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ꎬ 由法律规定的特定机关和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ꎬ 而涉

及私益的则由利益关系人提起环境侵权之诉ꎮ
有的学者根据环境侵权行为所侵犯利益客体的人数及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ꎬ 将其分为环境公益、

环境众益和环境私益ꎮ⑤ 所谓私益ꎬ 即单个或为数不多几人之利益ꎮ 而更为关键的是环境公益和众意

的区分ꎮ 从表面上看ꎬ 环境众益和环境公益这两类利益的损失都与环境损害有关ꎬ 都是环境损害的后

果ꎮ 但这并不意味这两类利益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利益并受同一司法程序之保护ꎮ⑥ 环境众意是多数人

利益的合集ꎬ 其本质上是多数人利益的简单相加ꎬ 每一个利益主体所占份额是具体明确的ꎮ 环境公益

则是不特定多数人共同的社会利益ꎬ 作为主体的是不特定多数人ꎬ 作为客体的利益内部也具有整体

性ꎬ 其内部具有不可分割性ꎬ 即其利益是不特定多数人整体的利益ꎬ 且利益无法被分割ꎬ 且被每个个

体所享有ꎮ
虽然对环境众益的保护与传统的个人利益的维护在诉讼操作技术上略有不同ꎬ 但其本身依然可以

被传统诉讼容纳ꎮ 因此ꎬ 根据此利益划分标准ꎬ 其诉讼类型依然会落入环境侵权之诉和环境公益诉讼

这一基本分类ꎮ
以上两种三分论虽对利益类型的划分有所不同ꎬ 但都是以概念分析法为主要进路进行分析的ꎮ 两

者差别在于ꎬ 第一种区分方法认为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主体上细微差别ꎬ 而第二种拆分方法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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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界定公共利益: 物权法不能承受之重»ꎬ «法制日报»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２１日ꎮ
王胜明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０１页ꎮ
学者认为特定机关应为检察机关ꎬ 参见张卫平: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实施策略研 究»ꎬ «政法论坛» 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ꎮ
张卫平: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实施策略研究»ꎬ «政法论坛» 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ꎮ
刘卫先: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独立性的基础及其目的»ꎬ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０９年第 ３期ꎮ
刘卫先: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独立性的基础及其目的»ꎬ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０９年第 ３期ꎮ



个人利益中细分出个人利益和众人利益ꎮ 有学者认为ꎬ 在这两种分类方式中ꎬ 环境国益、 环境公益和

环境私益的分类更合适一些ꎮ 将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归结为 “环境众意”ꎬ 其本质上是群体诉讼ꎬ 其仍

可以归入环境私益这一分类中ꎬ 因此没有保留 “环境众益” 的必要ꎮ①

二、 公共利益概念界定及其困难

　 　 在上述三分法中ꎬ 区分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的关键在于对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ꎮ 对公共利益界定

有以下 ３个关键点:
一是ꎬ 公共利益主体是不特定多数人ꎮ 公共利益是一种多数人的利益ꎬ 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多数人

利益ꎮ 不特定多数人具有开放性ꎬ 包含的人数没有固定的范围ꎬ 而一般多数人具有封闭性ꎬ 人数虽

多ꎬ 但有固定范围ꎮ
二是ꎬ 公共利益具有基本性ꎮ 公共利益一般是关系到社会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利

益ꎮ 在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进行区分时ꎬ 公共利益主要包括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和自然环境等ꎬ 私

人利益则多关系到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ꎮ 众益虽然是关系多数人的利益ꎬ 但只是多数人利益的简单

叠加ꎬ 也不具有基本性ꎮ
三是ꎬ 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ꎮ 公共利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ꎬ 利益可被每一个成员共享ꎬ 但是不能

分割ꎮ 在对众益和公益进行区分时ꎬ 公共利益的整体性是关键点ꎮ 众益虽然是多数人利益ꎬ 但多数人

的利益是相互独立的ꎬ 众益只是个体利益之和ꎮ 公益是多数人共同的利益ꎬ 这一利益不被每个成员单

独享有ꎮ
以上有关公共利益的界定看似清晰ꎬ 却存在以概念解释概念的嫌疑ꎮ 在司法实践中ꎬ 我们面临的

案件事实是复杂多样的ꎬ 仅凭上述抽象概念ꎬ 很难将复杂的事实归类到环境公益诉讼中或环境私益诉

讼中ꎮ
首先ꎬ 公共利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ꎬ 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模糊的ꎬ 属于典型的不确定概念ꎮ

难以用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去定义ꎮ② 就上文对公共利益的论述来看ꎬ 出现的 “不特定多数人” “基
本性” 和 “整体性” 等概念依然很抽象ꎬ 仍需要进一步解释其含义ꎬ 有以概念解释概念的嫌疑ꎮ 在

德国法学界对公共利益的解释主要围绕 “量多” “质高” 进行ꎮ 这两个词语似乎通俗易懂ꎬ 但是其在

实践过程中也难以使用ꎬ 其效果和上述抽象概念相差不大ꎮ 公共利益的 “量多”ꎬ 是说公共利益主体

为不特定多数人ꎮ 但不特定和多数之间存在矛盾ꎮ “多数必须以范围确定为前提ꎬ 不确定怎么会有多

数?”③ 所谓 “质高” 就是指利益根本性ꎬ 和前文所说的公共利益的基本意思一致ꎮ 什么是 “质高”?
却跟人的主观偏好相关ꎬ 很难找到具体统一的标准ꎮ

其次ꎬ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界限模糊ꎮ 在理论的世界里ꎬ 或许公共利益的概念和私人利益的概念

能够泾渭分明ꎮ 在实践的场域下ꎬ 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却相互交错ꎬ 难分难解ꎮ 人类共同生存于地球

且环境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ꎬ 因此环境具有公共性ꎮ 环境的公共性决定了环境侵权纠纷在大多数

情况下都与公共利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ꎬ 而这种联系使得环境侵权行为所侵犯的利益ꎬ 总是纠缠

于公益与私益之间ꎬ 是私益和公益的混合存在ꎮ④ 因此ꎬ 在环境侵权中ꎬ 尤其群体环境侵权诉讼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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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一分为二的划分出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私益诉讼ꎮ① 在私益诉讼中也可能包含维护公益的目的ꎬ
在公益诉讼中则可以为私益的保护提供便利ꎮ

再次ꎬ 公共利益的概念是一个适应性概念ꎮ 人们在适用法律时ꎬ 总希望法律概念是精确的ꎬ 可以

将事实直接与概念进行对应ꎮ 法律概念是模糊的ꎮ 即使是在法律规范中ꎬ 不同的法律对公共利益的界

定也存在不同的表述ꎮ 例如ꎬ 在中国对外贸易法第 １６ 条② 中ꎬ 保护环境是与公共利益相并列的情

形ꎬ 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 ８ 条③则明确规定环境利益属于

公共利益的一种ꎮ④ 在个案中ꎬ 由于公共利益的概念具有模糊性ꎬ 其内涵具有变动性ꎬ 可以根据具体

情况ꎬ 对公共利益的内涵予以阐释ꎬ 使得其更符合实际需要ꎮ⑤ 从这种角度来看ꎬ 概念的模糊性成了

公共利益的优点ꎬ 可以更适应时代的发展ꎮ
公共利益概念难以界定ꎬ 也使得关于环境权益的三分法难以在实践中施展手脚ꎮ 毕竟ꎬ 区分公益

和私益的关键点就在于ꎬ 当环境利益受到侵害时ꎬ 可以通过界定其是否属于公共利益ꎬ 而将其分为环

境公益或者环境私益两种类型ꎮ 公共利益概念本身就模糊不清ꎬ 那么很难将剪裁后的事实归到划定好

的利益类型中ꎮ
当然ꎬ 也有更为激进的学者ꎬ 认为 “公共利益” 这一概念指向虚无ꎮ 有学者面对着公共利益和私人

利益之间无休止的拉锯战ꎬ 试图跳出这个怪圈ꎬ 指出 “公共利益不过是政府调和竞争的利益之后所获得

的佣金”⑥ꎮ 边沁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ꎬ 认为如果公共利益不能通兑为个人利益ꎬ 那么公共利益就是

虚幻的ꎮ⑦ 亦有经济学家指出ꎬ 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理性经纪人之间的偏好不同ꎬ 不可能形成公共利

益ꎮ⑧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虽不至于落入虚无ꎬ 但也从多个角度印证了公共利益概念的难以捉摸ꎮ

三、 环境侵权诉讼的策略选择

　 　 运用概念分析法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时ꎬ 虽然能够给出这一概念的核心区域ꎬ 但到概念的边界之

处ꎬ 概念分析法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ꎮ 想通过传统概念分析方法来解决公益、 私益区分难题ꎬ 似乎走

进了死胡同ꎮ 但是ꎬ 公共利益概念具有适应性ꎬ 会随着时代的发展、 个案的不同作出不同的解释ꎮ 利

益衡量方法则是一个有效的路径ꎮ 通过法利益衡量的分析ꎬ 可以跳出概念界定的藩篱ꎬ 寻找到最优的

解决方案ꎮ
进行利益衡量的第一步就是明确利益衡量方法适用的范围ꎮ 任何一个方法都有其适用的范围ꎮ 我

们运用利益衡量法来解决公益和私益区分难题ꎬ 并非说利益衡量法就必然优于概念分析法ꎮ 只是在公

益、 私益界限模糊且两种利益相互交织时ꎬ 概念分析法无法解答或者给不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时ꎬ 利益

衡量法才有了用武之地ꎬ 诸如以下问题ꎮ 首先ꎬ 在受侵害利益的主体人数众多ꎬ 但是人数特定的情况

下ꎬ 如果运用概念分析法ꎬ 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ꎬ 因为受侵害利益主体的人数众多ꎬ 自然可以归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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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范畴ꎮ 但是ꎬ 仅仅通过民事侵权诉讼ꎬ 恐怕难以有效保护合法权益ꎮ 再加之原告人数众多ꎬ 内部还

可能存在利益冲突ꎬ 使民事侵权之诉胜诉成本极高ꎬ 而能够提起公益诉讼ꎬ 这些工作可以由公益组织

和检察机关代劳ꎬ 极大降低了诉讼成本ꎮ 但是ꎬ 如果仅仅认为这属于公益范畴的话ꎬ 往往又会使得利

益受损的个人无法得到应有的赔偿ꎬ 毕竟公益诉讼主要是为了满足公益ꎬ 将环境恢复到未受损的状

态ꎮ 其次ꎬ 一项侵权行为侵害个人的环境权益时也侵害了公共利益ꎮ 如当上游的企业出现污染时ꎬ 下

游的渔民所经营的养殖业势必会受到影响ꎬ 其环境权利也遭到侵害ꎬ 同时河流遭到污染ꎬ 水质下降ꎬ
这也意味着公共利益遭到了破坏ꎮ 在这种情景下ꎬ 只实施了一个环境侵权行为ꎬ 但是公益和私益同时

受损ꎬ 且两者交织到一起ꎬ 很难分清彼此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两者是相互交织的ꎬ 有时根本无法区分ꎮ 这是因为ꎬ “鉴于

环境公共利益是自然人得以独立享受的共同善ꎬ 自然资源的归属关系并不影响环境生态服务功能的共

同性” ①ꎮ 因此ꎬ 环境公共利益关系到每个个体ꎬ 被每个个体所享有ꎮ 环境侵权行为侵害了个体的经

济利益时ꎬ 也会侵害到个体生存、 居住和依赖的自然环境ꎮ 换言之ꎬ 当个人环境利益受到损失ꎬ 环境

生态服务功能往往也会受到侵害ꎬ 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ꎮ 公益和私益的界限在环境侵权领域显

得更为模糊ꎬ 并且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之间联系紧密ꎮ 因此ꎬ 两者的诉讼请求必然有一部分是重叠

的ꎮ 如在环境公益诉讼中ꎬ 可以彻底恢复环境生态服务功能ꎮ 鉴于私人合法权益已经不可能再遭受损

害的事实ꎬ 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等防御型诉讼请求已经不存在实体审理和判决的必要ꎮ 因

此ꎬ 我们终究无法始终活在清晰的理论世界中ꎬ 期望每个概念之间的界限都是泾渭分明的ꎮ 具体到环

境侵权领域ꎬ 我们需要承认且正视———公益和私益交织现象的存在ꎮ
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ꎬ 任何理论的提出ꎬ 都需要有其作用和价值ꎮ 那么提出公益私益交织理论ꎬ

对保护环境利益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呢? 在环境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中需要获得的利益是什么? 就实

体权利而言ꎬ 结合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请求ꎬ 需要获得的利益有: (１) 恢复环境生态服务功能ꎻ
(２) 填补个人利益受到的损失ꎮ 就程序权利而言ꎬ 无论是公益诉讼还是私益诉讼ꎬ 其关键获取的利

益便是胜诉ꎮ 案件若不能胜诉ꎬ 一切实体权利都是空中楼阁ꎮ 综上所述ꎬ 进行利益衡量时ꎬ 我们应当

首先考虑采取哪种诉讼模式更有利于取得胜诉的判决ꎮ 其次是如何兼顾恢复环境生态服务功能和填补

个人损失的利益ꎮ
就同一环境侵权行为ꎬ 是提起公益诉讼还是提起私益诉讼ꎬ 更能达到胜诉的目的呢? 我们从一个

真实的案例可以窥见一二ꎮ 在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之前ꎬ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下属汉阳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三起相互关联的环境权益保护行政争议和民事赔偿案件ꎮ② 在这三起诉讼中ꎬ 原告提起行政诉

讼的目的实质上是为了利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ꎬ 收集民事诉讼的关键证据ꎮ 最终ꎬ 原告的

经济损失得到了补偿ꎬ 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武汉市环保局、 武汉市水务局积极履行对龙阳湖污染治理

的职责ꎬ 三起关联诉讼均撤诉结案ꎮ 在这三起关联诉讼中ꎬ 原告是以保护私益为起点ꎬ 最终在维护私

益的过程中维护了公共利益ꎮ 由此ꎬ 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通过提起私益诉讼ꎬ 可以兼顾保护私

益和公益? 然而ꎬ 得出的结论恰恰是相反的ꎮ 在本案中ꎬ 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破解在

环境侵权私益诉讼中取证困难和技术鉴定困难这两个难题ꎮ 往往证明环境污染和损害的存在需要专业

的技术设备进行检测ꎬ 普通公民很少具备这方面的能力ꎬ 其难以完成举证ꎮ③ 这也是环境侵权的私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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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中ꎬ 私益主体面临的主要问题ꎮ 在公益诉讼建立之前ꎬ 本案原告以巧妙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ꎮ
在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后ꎬ 一般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是公益性组织和检察机关ꎬ 其与一般民事主体相

比ꎬ 有着更强的取证能力ꎮ 因此ꎬ 在面对同一环境侵权行为造成损害时ꎬ 被侵害的公益和私益相互交

织的情形ꎬ 私益诉讼往往可以借助公益诉讼中取得证明污染事实和损害存在的证据ꎬ 以获取自己私益

诉讼的胜利ꎮ 因此ꎬ 从诉讼利益角度来看ꎬ 在环境侵权诉讼中ꎬ 尤其是公益和私益相互交织的情况

下ꎬ 可不过分纠结于所侵害的利益究竟是公益或私益ꎬ 可以先提起公益诉讼ꎮ 因为公益诉讼的提起ꎬ
有助于解决私益诉讼取证难问题ꎮ

综上ꎬ 公益、 私益交织理论的提出ꎬ 有助于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间形成协力ꎬ 从而兼顾公益和

私益的维护ꎮ 在大多数情况下ꎬ 公益诉讼请求的实现ꎬ 也助于私益诉讼中个人利益的满足ꎮ 这也意味

着ꎬ 在公益和私益交织的前提下ꎬ 如果率先提起公益诉讼的话ꎬ 私益诉讼当事人可以 “搭便车”ꎬ 利

用公益诉讼中取得的证据帮助自己获得在私益诉讼上的利益ꎬ 甚至可以直接借助公益诉讼实现自身利

益ꎬ① 无需再提起诉讼ꎮ 当然ꎬ 个人受损利益的填补无法在公益诉讼中得到满足ꎬ 还需另行提起私益

诉讼ꎮ 不过ꎬ 在公益诉讼中ꎬ 环境侵权事实和损害情况基本已经查清ꎬ 也有利于私益诉讼的实现ꎮ 由

此可见ꎬ 环境公益诉讼应当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ꎬ 以便公益和私益能够共同得到实现ꎮ 因

此ꎬ 人民法院对社会团体和特定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持宽容态度ꎬ 且未纠结于公益和私益这一复

杂问题ꎬ 从而堵上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的救济之路ꎮ

余　 　 论

　 　 在环境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利益中ꎬ 公益和私益往往相互交错ꎬ 难以区分ꎮ 因此ꎬ 本文主张在公

益、 私益界限模糊时ꎬ 可以将概念之争搁置一旁ꎬ 把目光投向在公益私益交织的情景下ꎬ 如何选择更

好的诉讼策略ꎬ 从而更好地兼顾保护公益和私益ꎮ 但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仍然是相互独立的两条线ꎮ
有观点主张对 “利害关系人” 做扩大解释ꎬ 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可以依据 «民事诉讼法» 第 １１９ 条

的规定ꎬ 以私益的外观ꎬ 提起具有保护公益效果的诉讼ꎮ② 但是这种观点不可取ꎮ 首先ꎬ 该观点与现

行法律相违背ꎬ 在公益诉讼制度已经建立ꎬ 对提起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有明确的规定ꎮ 利害关系人提起

的公益诉讼往往不会被法院受理ꎮ 其次ꎬ 私益主体往往追求的是个人利益ꎬ 在其主张权利过程中ꎬ 能

否完全实现公益是存疑的ꎮ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ꎬ 在提起公益诉讼时ꎬ 一并提起私益性损害赔偿之诉ꎮ 根据诉讼信托方式将同

一事件或者相同原因发生的请求权进行合并同类项ꎬ 由特定公益诉讼团体提起诉讼ꎬ 兼顾公益和私

益ꎮ③ 但是ꎬ “在这种诉讼模式下ꎬ 若环境公共利益的实现足以预防或者救济私人利益ꎬ 则另行提起

环境私益诉讼的利益不复存在”④ꎮ 然而ꎬ 私益诉讼的一项重要利益———填补权利人的利益损失ꎬ 这

一诉讼请求往往在公益诉讼中难以得到体现ꎮ 同时ꎬ 若是在公益诉讼中夹杂着个人私益的请求ꎬ 也往

往会消解公益诉讼的意义ꎬ 实践中难免会出现以公益之名行私益之实的情况ꎮ
因此ꎬ 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的交织理论ꎬ 可以作为环境侵权诉讼的策略选择ꎬ 更好地恢复生态服

务功能兼顾私人利益的保护ꎬ 但并不意味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融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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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实现自身利益只能是消除危险和排除阻碍ꎬ 这是因为在公益诉讼中ꎬ 无法请求向个人赔偿损失ꎮ
肖建国、 刘东: «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辨析»ꎬ «学习论坛» 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ꎮ
黄忠顺: «论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融合———兼论中国特色团体诉讼制度的构建»ꎬ «法学家» 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ꎮ
肖建国: «利益交错中的环境公益诉讼原理»ꎬ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ꎮ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１８ＦＸＢ００８)ꎮ
作者简介: 王春业ꎬ 河海大学法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行政法学、 立法学ꎮ
　 　 ①　 １９８４ 年香港合和电力 (中国) 有限公司和深圳特区电力开发公司共同建设了沙角 Ｂ 电厂ꎬ 双方合作经营ꎬ 香港合和公司取

得了 １０ 年的特许经营权ꎬ 到期后移交给了内地公司ꎮ 这被认为是中国首个 ＰＰＰ 项目ꎮ
　 　 ②　 ２０１３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到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ꎬ 作为这项改革

运动的重要推动者ꎬ 财政部开始全面部署 ＰＰＰ 模式的各项实践ꎬ 由此拉开了在全国推广 ＰＰＰ 的序幕ꎮ
　 　 ③　 贾康:«ＰＰＰ “政热企冷” 之说有偏颇»ꎬ ｈｔｔｐ: / /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ｈｉｎａｒｅｆｏｒｍ ｏｒｇ ｃｎ / ｊ / ｊｋ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５１１ / ｔ２０１５１１０５＿ ２３７７２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２月 ３日访问ꎮ

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的行政法介入

王春业

(河海大学 法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０)

　 　 摘要: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模式中公共利益的目的性、 政府的主导性角色以及行政权必须接受

监督等特性ꎬ 决定了行政法必须介入 ＰＰＰ 模式ꎮ 要运用行政法促进和规制 ＰＰＰ 的推行ꎬ 为政府实施 ＰＰＰ 提

供更多的依据ꎬ 并对政府行为进行规范与制约ꎬ 确保 ＰＰＰ 健康运行ꎮ 要加强 ＰＰＰ 的专门立法ꎬ 辨析出 ＰＰＰ 合

作中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ꎬ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ＰＰＰ 行政法律制度ꎬ 以促进 ＰＰＰ 的良性发展ꎮ
关键词: 行政法介入ꎻ ＰＰＰ 模式ꎻ 公共服务ꎻ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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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也称为 ＰＰＰ 模式) 的出现ꎬ 最早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① 但 ＰＰＰ 在

中国的大量推行ꎬ 则是 ２０１４年之后的事ꎮ② 当下ꎬ ＰＰＰ 已进入井喷式发展阶段ꎬ 由此掀起了 ＰＰＰ 研

究的热潮ꎮ 对 ＰＰＰ 的研究ꎬ 主要集中在经济学、 政治学、 管理学、 行政学、 财政学等领域ꎮ ２０１４ 之

后ꎬ 中国法学学者也开始关注并形成一批成果ꎬ 但从行政法角度研究的则不多ꎮ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关

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ꎬ 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不断改进工作方式ꎬ 加大发展力度ꎬ 促进社会

发展ꎬ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ꎮ ＰＰＰ 成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

方式ꎬ ＰＰＰ 模式也是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

重要方式ꎮ “在中国的改革发展中ꎬ ＰＰＰ 合乎逻辑地成为我们在新的阶段中的重要创新内容从潜

力上和现在的态势上讲ꎬ 是很有希望以后逐渐进入如火如荼的境界的ꎮ” ③ 在此背景下ꎬ 对中国 ＰＰＰ
推行中的行政法问题进行研究更具现实意义ꎮ

一、 政府的特殊角色: 行政法介入的基本缘由

　 　 ＰＰＰ 虽然以协商方式签订项目协议ꎬ 但更多内容体现为行政法问题ꎬ 体现为公共利益的目的ꎬ
体现为公共财政的支付ꎬ 体现为一定程度上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ꎬ 还体现为行政法制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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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等ꎮ
１ 从国家实施 ＰＰＰ 的目的看

政府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为公众提供服务ꎬ 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ꎮ 通常情况下ꎬ 政府通过亲自

履行行政职能来实现为公众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目标ꎮ 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和

对公共服务要求质量的不断提高ꎬ 政府自身的财力和能力远远满足不了公众需求ꎬ 特别是一些公共设

施建设领域、 社会公共服务领域ꎬ 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ꎬ 更需要专业的技术服务ꎬ 在政府财力和能力

无法完成的情况下ꎬ 为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进来ꎬ① 政府便采取了 ＰＰＰ 这种合作模式ꎮ 因此ꎬ
政府采取 ＰＰＰ 模式ꎬ 本质上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ꎬ 实现一定的行政目标ꎬ 而不是为了政府自己

的利益ꎮ 政府虽然作为一方当事人ꎬ 但并不享有项目合同的权利ꎬ 政府没有自己的利益ꎬ 特别是没有

自己的经济利益ꎬ 更不能从中获取任何经济利益ꎮ
公共利益目的贯于 ＰＰＰ 实施的全过程ꎮ 在项目的选择上ꎬ 以公共利益为标准ꎬ 政府决定哪些领

域可以对外开放ꎻ 在对社会资本方的选择上ꎬ 决定哪些社会资本方适合从事实现该公共利益的项目ꎮ
在 ＰＰＰ 合同中ꎬ 为了公共利益而体现出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不完全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ꎻ 在 ＰＰＰ 合同

运营期间ꎬ 为了公共利益ꎬ 强调政府的持续介入和监管ꎮ 在社会资本方履行合同中ꎬ 强调企业的社会

责任、 强调公众对程序的参与ꎮ 在 ＰＰＰ 项目完成的验收标准方面ꎬ 强调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等ꎮ 公

共性、 公益性成为 ＰＰＰ 实施的基本底线ꎮ 而且ꎬ 当意思自治与公共利益、 行政职权的行使发生冲突

时ꎬ 意思自治将受到限制ꎬ 限制的程度与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有关ꎮ 在社会资本方追求的经济利益与

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ꎬ 公共利益占据上风ꎮ 可见ꎬ 履行行政职能、 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ꎬ 政府确定质

量标准、 监督社会资本方建设与运营以及确保公共目标实现等ꎬ 使得 ＰＰＰ 与一般的经济合作有着本

质区别ꎮ
政府采取 ＰＰＰ 方式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ꎬ 涉及政府是否积极作为、 是否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等

问题ꎬ 需要行政法的介入与规制ꎬ 应纳入行政法的范畴ꎮ
２ 从政府付费经费来源以及所涉资产性质看

在 ＰＰＰ 实施过程中ꎬ 社会资本方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ꎬ 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合作的目标ꎬ
政府一方必须保证社会资本方能够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才能吸引作者积极参与ꎬ 并实现提供更好公共

服务的行政目标ꎮ 在 ＰＰＰ 中ꎬ 社会资本方获得经济利益的方式至少有三种ꎮ 一是政府付费ꎬ 由政府

根据项目的可使用性、 项目的质量和实际使用量等方面向社会资本方支付费用ꎮ 二是使用者付费ꎬ 社

会资本方从最终消费者那里收取费用ꎬ 以作为项目建设和运营成本回收和收益获取的方式ꎮ 三是可行

性缺口补助ꎬ 是前两种付费方式的补充ꎬ 即先实行使用者付费ꎬ 而在使用者所付费用不足以满足社会

资本方的成本和合理收益时ꎬ 剩余的由政府予以补助ꎮ 关键是政府所付费用的性质问题ꎮ 在民事交易

中ꎬ 付费一方的费用来自于民事主体ꎬ 无论是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ꎬ 其费用都是自己的ꎬ 具有独立

支配费用的能力ꎮ 而政府付费以及政府给予一定的缺口补助所用的经费ꎬ 都来自于国家财政拨款ꎬ 是

国家的钱ꎬ 而不是从事 ＰＰＰ 运作的政府自己单位的钱ꎮ 因此ꎬ 在国家财政支付上ꎬ 政府并没有太大

的自主性ꎬ 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要求支付ꎬ 必须用于公益事业ꎬ 用来实现行政目的ꎬ 这与民事主体

费用的性质有着本质区别ꎮ 此外ꎬ 在 ＰＰＰ 项目实施中所涉及的补贴、 土地使用等ꎬ 也都是国家资产ꎬ
而不是某一级政府或实施单位自己的财产ꎬ 必须按照国家财政的要求依法使用ꎮ

对于经费使用以及所涉资产问题ꎬ 尽管也受到财税法、 预算法等经济法的调整ꎬ 但涉及政府为公

共利益而使用国家财政经费问题ꎬ 行政法自然不能缺席ꎬ 必须介入并发挥调整功能ꎮ
３ 从政府介入与监管的程度看

由于 ＰＰＰ 项目涉及公共利益的实现ꎬ 政府需要对 ＰＰＰ 项目实施情况和运营质量进行监控ꎮ 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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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ＰＰ 不仅给实现公共利益带来资金ꎬ 还带来管理经验和绩效提升ꎬ 是创新发展中的重要措施ꎮ



于 ＰＰＰ 项目实施有一个较长的周期ꎬ 一般为 ２０ 年左右ꎬ 有的可达 ３０ 年以上ꎬ 在这个过程中ꎬ 政府

必须要介入和监督各个环节ꎬ 确保社会资本方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ꎬ 确保 ＰＰＰ 中公共利益的实现ꎻ
甚至在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特定情况下ꎬ 政府可以采取临时接管项目措施ꎬ 以减少公共利益的损失ꎮ
政府对 ＰＰＰ 各环节的介入与监管ꎬ 体现在 ３个方面: 一是项目建设期间的介入与监管ꎮ 在 ＰＰＰ 项目

协议签订后ꎬ 政府并非只关注结果而不问建设过程ꎮ 实际上ꎬ 为了能及时了解项目建设情况ꎬ 确保项

目按时运营ꎬ 政府对项目的开展拥有足够的监督权ꎬ 要不断检查建设进度、 监督社会资本方履行义务

情况ꎬ 且政府方行使监管职权、 采取行政措施不受合同条款的限制ꎮ 政府在建设阶段的介入与监管内

容包括: 获取有关项目计划和进度报告及其他相关资料ꎻ 进场检查或测试ꎻ 对建设承包商的选择进行

必要监控ꎻ 在特定情形下ꎬ 介入项目的建设工作ꎮ 二是项目运营和维护期间的介入与监管ꎮ 在项目运

营和维护期间ꎬ 政府仍然要加强监管ꎬ 并采取一定的介入方式ꎬ 通常包括: 入场检查ꎻ 获得项目运营

和维护的报告及相关资料ꎬ 包括运营维护计划、 财务报告、 事故报告等ꎻ 审阅运营方案ꎻ 委托第三方

开展中期评估与后期评价ꎻ 在特定情形下ꎬ 介入项目运营和维护工作ꎮ 三是特殊情况的处理ꎮ 在社会

资本方出现解散、 破产等终止情形时ꎬ 政府方不是像民事经济合同那样ꎬ 忙于要求对方的经济赔偿ꎬ
而是必须重新选择社会资本方ꎻ 当重新选择会影响公共产品或服务提供时ꎬ 政府方则应当予以回购ꎬ
以努力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ꎮ

可见ꎬ 由于社会资本方追求利益性与公共服务公益性之间天然的矛盾ꎬ 如果不加强政府介入与监

管ꎬ 必然出现社会资本方垄断、 公共利益受损等现象ꎬ 因此ꎬ 在 ＰＰＰ 中ꎬ 政府加强全方位监管是必

然的ꎮ 当然ꎬ 在 ＰＰＰ 中ꎬ 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合作时ꎬ 涉及政府介入和监管的程度ꎬ 既要防止过多干

预ꎬ 影响了社会资本方的独立实施ꎬ 打击了社会资本方的积极性ꎬ 也要防止政府不作为ꎬ 使公共利益

遭受损失ꎮ 对此ꎬ 都需要行政法的介入ꎮ
４ 从政府接受监督的关系看

在 ＰＰＰ 中ꎬ 代表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直接进行合作的一方ꎬ 不一定是政府本身ꎬ 往往是政府的相

关工作部门ꎬ 更有可能是政府授权的实施机构ꎮ 政府实施机构在与社会资本方合作过程中ꎬ 在对社会

资本方进行监管的同时ꎬ 还要接受来自监管部门的再监督ꎬ 确保其依法行事ꎮ 对政府实施机构进行监

督的部门ꎬ 首先是宏观调控部门、 财政审计部门的直接监管ꎮ 宏观调控部门主要是发改部门的监督ꎬ
从 ＰＰＰ 适用的领域、 规划等方面进行监督ꎮ 财政、 审计部门从资金的使用是否合法合规等方面进行

监管ꎮ 在具体实践中ꎬ 一般事前监管较多ꎬ 例如ꎬ 财政部门要会同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对项目进行

评估筛选ꎬ 确定备选项目ꎮ 对实施 ＰＰＰ 项目的政府财政承受能力进行论证ꎮ 在 ＰＰＰ 项目对外招标过

程中ꎬ 财政部门要进行监督ꎮ ＰＰＰ 合同签订前要将项目合同提交行业主管部门、 财政部门、 法制部

门等审核并报同级政府批准ꎮ ＰＰＰ 项目的财政要实行预算管理等ꎮ 其次是权力机关、 上级行政机关

的日常监管ꎮ 通过对监管者的监管ꎬ 可以有效防止政府一方监管的缺失、 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发生ꎮ
政府在监督社会资本的同时ꎬ 还要接受来自多方面的监督ꎬ 体现为一种行政法制监督关系ꎬ 当然要纳

入行政法调整的范畴ꎮ
在理论界与实务界ꎬ 不少人将 ＰＰＰ 实施看成完全民事活动ꎬ 将 ＰＰＰ 合同看做完全的民事合同ꎬ

其最为重要的理由是: 就社会资本方而言ꎬ 是否愿意参与 ＰＰＰ 项目ꎬ 完全取决于社会资本方的意志ꎬ
政府不能强迫社会资本方必须参与ꎬ 而必须与之签订项目协议ꎮ 实际上ꎬ 社会资本方在与政府签订

ＰＰＰ 协议之前是自由的ꎬ 其自由表现在是否投标 ＰＰＰ 项目、 是否愿意与政府签订 ＰＰＰ 协议ꎮ 然而ꎬ
一旦同意了投标并与政府签订了 ＰＰＰ 协议ꎬ 就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与管理ꎬ 就必须为公众提供合乎

要求的公共产品和服务ꎮ 因此ꎬ 将 ＰＰＰ 完全作为民事活动来看待的观点ꎬ 只看到 ＰＰＰ 中双方协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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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ꎬ 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ꎮ① 可见ꎬ ＰＰＰ 是一种公共资源的交易形式ꎬ 其实施的初衷以及政府所

起的作用ꎬ 都表明它是政府主导下的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一种模式ꎮ 其中许多环

节涉及行政行为问题ꎬ 需要行政法扔调整ꎬ 而且只有行政法介入ꎬ 才能对相关问题作出有效处理ꎮ

二、 促进与规制: 行政法介入的主要内容

　 　 １ 行政法对 ＰＰＰ 具有的促进作用

所谓行政法的促进ꎬ 是指通过不断加强行政法律制度建设ꎬ 为政府实施 ＰＰＰ 提供更多的行政法

依据ꎬ 使之有法可依ꎮ
首先ꎬ 为政府实施 ＰＰＰ 行为提供行政法律依据ꎮ 广泛推行 ＰＰＰ 模式是一种趋势ꎬ 体现了社会资

本参与公共利益的一种倾向ꎬ 政府应当积极为之ꎮ 在 ＰＰＰ 推行过程中ꎬ 有些地方政府因法律依据不

足而谨小慎微、 观望等待ꎬ 甚至不作为ꎮ 一些地方政府 “担心与社会资本尤其私人资本合作会存在

利益输送问题ꎬ 其他如收费价格怎么定ꎬ 政府补贴怎么定ꎬ 补贴额度什么叫多、 什么叫少ꎬ 补贴时是

否存在利益输送ꎬ 如何判断利益输送ꎬ 使用者付费程序怎么定等”ꎮ② 这些影响了 ＰＰＰ 项目的实施以

及公共产品和服务水平的提高以及公共利益的实现ꎮ 为此ꎬ 必须通过行政法对政府权限进行明确ꎬ 对

可以自由裁量的幅度作出规定ꎬ 进行大力提倡、 积极鼓励ꎬ 以促进 ＰＰＰ 的快速发展ꎮ 要通过行政法

促进政府在更多领域开展 ＰＰＰ 合作ꎬ 尤其在一些新型领域ꎬ 如垃圾处理、 废弃物再利用、 粮食产业

等ꎬ 鼓励政府采取 ＰＰＰ 模式ꎬ 并允许政府在一些重要领域给予社会资本方以优惠、 补贴等方式ꎮ 这

些ꎬ 都需要法律对政府进行授权ꎬ 否则会使政府陷入没有法律依据而难以行政的困境ꎮ
其次ꎬ 为政府相关机构在 ＰＰＰ 纠纷解决中的裁决权等提供法律依据ꎮ 在 ＰＰＰ 合作中ꎬ 难免发生

纠纷ꎬ 而解决方式和效果如何ꎬ 直接关系到 ＰＰＰ 的发展ꎮ 在 ＰＰＰ 纠纷中ꎬ 除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

的纠纷外ꎬ 还存在着其他参与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ꎬ 特别是其他参与主体之间纠纷的解决ꎬ 在讲究公

正性的同时ꎬ 也要解决效率问题ꎬ 最好是采取行政调解或行政裁决的方式ꎬ 由特定行政机关从中查明

纠纷的原因ꎬ 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调解或居中作出裁决ꎮ 只有在当事人不服时ꎬ 再使用诉讼等较为耗

时耗力方式加以解决ꎮ 但相关行政机关是否具有调解权或裁决权ꎬ 需要有法律依据ꎬ 尤其行政法依

据ꎬ 否则ꎬ 政府就有违法调解或裁决的嫌疑ꎮ 为此ꎬ 需要以法律形式赋予政府以调解或裁决的权力ꎬ
对政府在 ＰＰＰ 合作中的调解或裁决权进行具体规定ꎬ 以发挥政府相关机构在其中的调解或居中裁决

的优势ꎬ 由此促进 ＰＰＰ 的良性发展ꎮ
再次ꎬ 为政府实行职能转变提供行政法依据ꎮ 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所承担的各

项职责与功能ꎬ③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ꎬ 而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ꎬ 会随着国家任务、 社会需要等因素

而呈现出一种职能调整甚至重构的状态ꎮ 长期以来ꎬ 在公共服务提供模式上ꎬ 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政府

垄断的供给模式ꎬ 由政府凭借国家财政资金为公众提供所需要的所有公共产品和服务ꎬ 政府无所不

能ꎮ ＰＰＰ 模式的推行是政府职能转变、 简政放权、 政事分开、 政社分开的一种改革ꎬ 将政府以往的

直接投资、 建设、 运营、 维护的职能交给了社会资本方ꎬ 而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加强宏观引导、 政策支

持和监管等方面ꎮ 政府由直接投资生产者到合作提供者、 由直接运营者到参与运营甚至是监管者、 由

微观管理者到宏观指导者等ꎬ 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种良性回归ꎮ 但哪些权可以放、 哪些权不能放、
如何放权、 放权后如何监管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 实施主体的确定等ꎬ 都与行政法紧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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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即使 ＰＰＰ 合同ꎬ 也与通常的民事合同有许多区别ꎮ 且不说 ＰＰＰ 合同的财政补贴和提供公共服务、 公共产品的功能ꎬ 单就其

公开性而言ꎬ ＰＰＰ 合同要求公开透明ꎬ 接受社会监督ꎬ 而民事合同因涉及商业秘密和保障公司所有权、 经营权、 合法权而很难公开

透明ꎬ 更不能向社会公开ꎮ
陈少强等: «ＰＰＰ 立法专题研讨会观点综述»ꎬ «财政科学» 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ꎮ
何春丽: «ＰＰＰ 示范案例机理分析与法律适用»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年ꎬ 第 ７页ꎮ



关ꎬ 都可以通过行政法加以促进和保障ꎮ
２ 行政法对 ＰＰＰ 具有规制作用

目前ꎬ ＰＰＰ 项目可谓鱼龙混杂ꎬ 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但不限于以下 ３方面:
第一ꎬ ＰＰＰ 决策不民主不科学和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现象ꎬ 需要行政法规制ꎮ
政府在决策、 运行过程中ꎬ 都必须实行阳光化运作ꎬ 避免暗箱操作、 领导内定现象ꎮ 作为公权力

机关ꎬ 政府的行为ꎬ 除了涉及国家秘密、 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外ꎬ 不管是单方的还是双向的ꎬ 都必须

向社会公开ꎮ 就 ＰＰＰ 而言ꎬ 政府应当将相关问题的决策与其他重大决策一样ꎬ 实行民主决策、 科学

决策ꎬ 接受多方监督ꎬ 实行责任追究、 实行信息公开ꎬ 项目选择、 前期程序、 专业咨询、 合同编制、
签约执行、 建筑商的招投标、 工程监理的选定、 运营中的相关信息ꎬ 都要实行信息公开ꎬ 接受公众监

督ꎬ 以减少决策失误ꎬ 减少项目失败ꎬ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ꎬ 避免国家财政的损失ꎮ
然而ꎬ 当下在 ＰＰＰ 推行中ꎬ 政府在项目识别、 初步筛选、 社会资本方选择等方面存在决策不公

开、 不科学ꎬ 存在暗箱操作、 权力寻租现象ꎮ 相关信息该公开的没有公开ꎬ 损害了公众知情权ꎬ 难以

实现多方参与的社会监督ꎬ 影响了 ＰＰＰ 项目的质量ꎬ 影响了公共利益的实现ꎮ① 为此ꎬ 国务院办公

厅曾专门发文指出: “相关信息公开工作还存在不主动、 不及时、 不全面ꎬ 面对公众关切解读引导不

够等问题ꎬ 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公信力和公平性”②ꎬ 要求 “以公开为常态、 不公开为

例外ꎮ 除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及其他依法不予公开的内容外ꎬ 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

施过程中的信息要尽可能对外公开ꎬ 以公开提升项目批准、 实施的透明度和效率ꎬ 保障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③ꎮ 对此ꎬ 需要运用行政法对 ＰＰＰ 领域此类决策不民主、 不科学问题以及信息不公开、 不透明

现象进一步加强规制ꎮ
第二ꎬ ＰＰＰ 违规违法操作现象ꎬ 需要行政法规制ꎮ
在 ＰＰＰ 中ꎬ 违规违法的典型表现之一是将 ＰＰＰ 项目包装成政府购买服务项目ꎮ ＰＰＰ 模式不同于

政府购买服务行为ꎬ 不可混淆ꎮ 前者有着较为复杂的程序ꎬ 例如ꎬ 要经过项目识别、 项目准备、 项目

采购、 项目执行、 项目移交等阶段ꎬ 还要进行物有所值评价、 财政能力承受论证ꎬ 且地方政府每一年

度全部 ＰＰＰ 项目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不能超过 １０％ꎮ 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没有这样繁琐的程序ꎬ
也没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０％的限制ꎬ 只要在财政部等印发的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 »
指导目录范围内的ꎬ 政府就可以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ꎮ 然而ꎬ 一些地方政府打了擦边球ꎬ 将 ＰＰＰ 合

作项目包装ꎬ 成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ꎬ 来规避 ＰＰＰ 复杂的操作流程与预算支出限制ꎬ 这是对 ＰＰＰ 模

式的曲解ꎬ 也会将 ＰＰＰ 引向歧途ꎮ④

除此之外ꎬ ＰＰＰ 违规违法操作还表现在ꎬ 不少地方的 ＰＰＰ 项目演变成了变相的融资ꎬ 超出了地

方政府财政承受能力ꎬ 造成地方负债率过高ꎬ 或使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骤增ꎮ⑤ 存在着 “明股实

债” 问题ꎬ 社会资本方表面上占股权的大头ꎬ 但往往项目合同中约定政府对社会资本方股东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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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例如ꎬ 天津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 ＰＰＰ 项目中ꎬ 由于政府前期信息公开不足ꎬ 信息不完整与不对称、 公众参与程序不健全ꎬ
引起周边群众对该项目的恐慌与不信任ꎬ 引发了公众投诉、 上访甚至激烈反对ꎮ

参见 «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８〕 １０ 号)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ｐｐ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ｃｎ
/ ｚｃｆｇ / ｇｗｙ / ２０１８０２ / ２３１９２２ｗ８ａ ｈｔｍｌꎮ

参见 «关 于 推 进 重 大 建 设 项 目 批 准 和 实 施 领 域 政 府 信 息 公 开 的 意 见 » ( 国 办 发 〔 ２０１７ 〕 ９４ 号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ｐｐ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ｃｎ / ｚｃｆｇ / ｇｗｙ / ２０１７１２ / １００１４３７Ｐｂ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７日访问ꎮ

为此ꎬ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２日发布了 «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 (财预 〔２０１７〕 ８７
号)ꎬ 再一次表明了政府购买服务与 ＰＰＰ 的不同ꎬ 并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而行 ＰＰＰ 项目之实的行为进行了明令禁止ꎮ

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ꎬ 财政部和国资委分别发布了 «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 (财
办金 〔２０１７〕 ９２号) 和 «关于加强中央企业 ＰＰＰ 业务风险管控的通知» (国资发财管 〔２０１７〕 １９２号) 两份规范性文件ꎬ 通过严格

新项目入库标准ꎬ 对于已入库项目进行集中清理ꎬ 清退不合格项目ꎬ 以加强 ＰＰＰ 领域风险管控ꎮ 其中ꎬ ９２号文件是从地方政府角度

防范 ＰＰＰ 异化为新的融资平台ꎬ １９２号文件是从央企角度防止债务风险ꎮ



回购条款ꎬ 使得 ＰＰＰ 变成了政府的一种到期债务ꎮ 将 ＰＰＰ 演变为拉长版的 ＢＴꎬ 即由社会资本方先垫

付资金建成政府所希望做的项目ꎬ 然后政府再以按揭方式ꎬ 逐渐为企业还本付息ꎮ① 实际上ꎬ ＰＰＰ 项

目就应该按照 ＰＰＰ 模式的要求操作ꎬ 并接受应有的规范ꎬ 而打擦边球、 躲避 ＰＰＰ 项目审查的违规违

法现象ꎬ 将对 ＰＰＰ 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损害ꎬ 也影响了地方的可持续发展ꎮ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利益问题ꎮ 在债台高筑、 土地财政难以继续、 财政压力巨大

的情况下ꎬ 地方政府便运用手中的权力ꎬ 采取种种规避手段ꎬ 将 ＰＰＰ 当成融资、 减债、 实现地方利

益的灵丹妙药ꎬ 违背了 ＰＰＰ 作为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优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式、 变革地方

治理方式的初衷ꎮ “权力决定着什么人得到什么东西ꎬ 何时得到ꎬ 如何得到ꎮ”② 对此ꎬ 需要行政法的

介入ꎬ 对政府权力行使进行规制ꎮ
第三ꎬ 行政权不当行使而影响 ＰＰＰ 健康运行ꎬ 需要行政法规制ꎮ
ＰＰＰ 实施中ꎬ 政府要不要干预ꎬ 答案是肯定的ꎮ 但如何干预ꎬ 则大有学问ꎬ 过与不及ꎬ 都是行

政权行使不当的表现ꎮ 现实中行政权不当行使具体表现为: 一是政府的干预过多ꎮ 为实现公共利益ꎬ
政府有权对 ＰＰＰ 项目实施过程中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ꎬ 但这种干预必须有一个度ꎬ
过多干预则损害了 ＰＰＰ 合作的合意性ꎬ 会使社会资本方产生不安与怀疑ꎬ 并进而影响双方的进一步

合作ꎮ 实践中ꎬ 一些地方政府过于强调公共利益ꎬ 过度干预 ＰＰＰ 项目运行ꎬ 忽视社会资本方的合理

收益ꎬ 导致社会资本方对 ＰＰＰ 项目失去信心ꎬ 挫伤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ꎮ 例如ꎬ 国家体育场是中国

第一个采用 ＰＰＰ 的公益性项目ꎬ③ 却以失败而告终ꎬ 主要原因之一是北京市相关行政机关对项目的

主导性过强、 干预过多ꎬ 干涉后产生不利后果的责任却由项目公司承担、 权责分配不合理造成的ꎮ 实

际上ꎬ 随着法治的进步ꎬ 平等、 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已成为趋势ꎬ 政府作为合作一方当事人ꎬ 虽然

有为公共利益着想的一面ꎬ 但政府也具有自利的一面ꎬ 很难以完全公正的立场对待对方当事人ꎮ 二是

政府监管不到位ꎮ 逐利性是社会资本的本质特性ꎬ 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参与 ＰＰＰ 的初衷ꎮ
由于 ＰＰＰ 项目不仅期限较长ꎬ 而且环节较多ꎬ 如此长的运营周期和如此多的合作环节ꎬ 都要求政府

的监管必须随时跟上ꎬ 不能有半点懈怠ꎮ 然而ꎬ 现实中出现了一些地方监管懈怠ꎬ 监管不力ꎬ 导致许

多半途而废的烂尾项目的出现ꎮ 或偏离公共利益而出现谋取政府私利的监管ꎬ 损害了公共利益ꎮ④ 或

政府为吸引社会资本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ꎬ 对社会资本方存在过度许诺好处的情况ꎬ 而当掌控不了

局面时ꎬ 往往牺牲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来收拾残局ꎮ⑤ 因此ꎬ 需要通过行政法律的规制ꎬ 明确规定政

府监管职责及其怠于监管的法律责任ꎬ 督促政府依法履行监管职责ꎬ 确保公共服务的提供ꎬ 确保公共

利益的实现ꎮ 三是政府出尔反尔不遵守诚实信用原则ꎮ 在青岛威立雅污水处理⑥ 的 ＰＰＰ 项目中ꎬ 政

府多次改变对项目的意见ꎬ 出尔反尔ꎬ 耽误了期限ꎬ 也导致了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污水处理价格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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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１７年 ２月ꎬ 财政部点名批评湖北省财政厅存在 ＰＰＰ 项目操作不规范问题ꎮ 经过财政部的核查显示ꎬ 武汉市轨道交通 ８ 号

线一期 ＰＰＰ 项目中存在严重的风险分担不当的问题ꎬ 拟中标的社会资本拿的却是固定回报收益ꎬ 不承担任何风险ꎮ 参见 «银行中标

ＰＰＰ 成变相融资? 招行光大享利政府兜底风险»ꎬ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ｅ ｃｎ / ｒｏｌｌｉｎｇ / ２０１７０３ / １７ / ｔ２０１７０３１７＿ ２１０８０７０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５
日访问ꎮ

雷思摩根: «组织»ꎬ 金马译ꎬ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年ꎮ 转引自欧纯智: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善治之路———构

建 ＰＰＰ 的有效性与合法性»ꎬ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ꎮ
由中信集团、 城建集团、 金州控股集团三家组成的中信集团联合体与政府部门签订了北京奥运会主场馆即 “鸟巢” 的 ＰＰＰ

协议ꎬ 规定: 期限是 ３０年ꎬ 运营期间中信集团联合体自负盈亏ꎬ 期满后ꎬ “鸟巢” 由北京市政府收回ꎮ 但 “鸟巢” 赛后运营一年ꎬ
该 ＰＰＰ 项目即宣告失败ꎮ

例如ꎬ 武汉市曾在公共自行车领域实行 ＰＰＰ 运营ꎬ 但该项目交由民企运营后ꎬ 民企过度重视追逐利益却轻视服务ꎬ 再加上

政府监管不力ꎬ 使原先的 “民生工程” 变成了 “闹心工程”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ｓｈ / ２０１４ / ０４－１４ / ６０５９１７６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１日访问ꎮ
叶晓甦等: «我国公共项目公私合作 (ＰＰＰ) 模式研究述评»ꎬ «软科学» ２０１３年第 ６期ꎮ
２００３年ꎬ 由中国青岛市排水管理局、 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 中国光大国际共同签约的投资额 ４２８０ 万美元、 合作年限为 ２５

年的污水处理项目ꎬ 项目主要用于麦岛污水处理厂扩建及海泊河污水处理厂ꎮ



高于市场价格ꎮ 在处理这些失误时ꎬ 政府又利用其优势地位ꎬ 要求与社会资本方重新谈判、 强制降价

等ꎬ 使得社会资本方处于为难境地ꎮ 实践中还出现某些地方政府以市场行情变化为由而不愿履行 ＰＰＰ
协议的情况ꎬ 下一届政府不承认上一届政府账等不诚信问题ꎮ 为此ꎬ 必须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规制ꎬ 要

求其承担必要的法律责任ꎬ 促使其认真对待每一个合作阶段ꎬ 也可以减少社会资本方的顾虑ꎬ 以便吸

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方积极参与到 ＰＰＰ 合作中来ꎮ
正是因为 ＰＰＰ 实施中存在着上述但不限上述的问题ꎬ 国家相关部委不得不多次发文进行制止ꎮ

然而ꎬ 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ꎮ 之所以要加强行政法的规制ꎬ 因为 ＰＰＰ
实施中出现的诸多问题ꎬ 主要来自政府本身ꎬ 是由政府方的不合法不合规而导致的ꎮ 而 “行政法ꎬ
主要是有关行政的法或者说是有关行政权行使及其后果的法ꎬ 它具体包括有关行政权的主体、 行政职

权的分配与设定、 行政职权的行使活动或者与行政职权相关联的活动、 对行政权的主体及其活动的监

督、 对公民权益的保障与救济等内容”ꎬ① 可以通过行政法对政府行为进行规范ꎬ 确保 ＰＰＰ 健康

运行ꎮ

三、 专门立法: 行政法介入的重要方式

　 　 １ ＰＰＰ 的立法现状

目前针对 ＰＰＰ 的立法状况不容乐观ꎬ 虽然已公布的法律法规不少ꎬ② 但没有专门针对 ＰＰＰ 的ꎬ
或者说只有少部分适用于 ＰＰＰꎮ 例如ꎬ «政府采购法» 中所规定的采购程序部分ꎬ 特别是对外公开招

标的程序规定ꎬ 一定程度上可适用于 ＰＰＰ 项目的选择ꎬ 但并非仅针对 ＰＰＰ 项目ꎬ 而且该法的其他内

容大多不适合 ＰＰＰꎮ «预算法» 涉及对政府财政资金的预算管理、 财政规划的控制和监管ꎬ 当然也不

是 ＰＰＰ 项目的专门法律ꎮ 其他法律则仅有某些关联性ꎬ 例如ꎬ «行政许可法» 适用于某些需要履行相

关行政审批程序的 ＰＰＰ 项目ꎬ 以获得行政机关的批准或备案ꎮ «合同法» 对平等主体之间签订合同时

各方所应该遵循的合同原则等问题做了规定ꎬ 在签订 ＰＰＰ 协议时ꎬ 往往也参照执行ꎮ 但上述法律都

不是 ＰＰＰ 的主导性法律ꎬ 最多只能说个别条款有一定关联ꎬ 难以解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的问题ꎬ
可以说ꎬ 在国家层面上ꎬ 出现了 ＰＰＰ 的法律真空ꎮ

就国务院或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而言ꎬ 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２４日ꎬ 共出台与 ＰＰＰ
相关的规范性文件 ６７ 部ꎻ③ 就国务院部委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而言ꎬ 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住建部、
国资委、 银监会等都制订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５９ 件规范性文件ꎬ 财政部发布了

７４件规范性文件ꎬ 住建部发布了 １６件规范性文件ꎬ 银监会发布了 ９ 件规范性文件ꎬ 国资委发布了 １
件规范性文件ꎮ④ 与此同时ꎬ 一些地方也出台不少针对 ＰＰＰ 的规范性文件或指导意见ꎬ 据统计ꎬ 山

东省出台 ４件ꎬ 江苏省出台 １１件ꎬ 湖南省出台 ６ 件ꎬ 山西省 ４ 件ꎬ 安徽省 ３ 件ꎬ 四川省 ７ 件ꎬ 湖北

省 １件ꎬ 云南省 ３件ꎬ 甘肃省 ４件ꎬ 河南省 ３件ꎬ 广东省 ３件ꎬ 广西 １件ꎬ 浙江省 ５件ꎬ 青海省 １件ꎬ
新疆 ２件ꎬ 河北省 ３件ꎬ 江西省 ３件ꎬ 福建省 １件ꎬ 北京市 ５件ꎬ 重庆市 １件ꎬ 上海市 １ 件ꎬ 天津市

１件ꎬ 辽宁省 １件ꎬ 海南省 １件ꎬ 贵州省 ２件ꎮ 还有一些设区的市也出台了 ＰＰＰ 的规范性文件ꎬ 例如

广州市 １件、 厦门市 ３件、 昆明市 ２ 件、 郑州市 ２ 件、 福州市 １ 件、 南昌市 １ 件、 青岛市 １ 件等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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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杨解君: «论行政法理念的塑造———契约理念与权力理念的整合»ꎬ «法学评论» ２０１３年第 １期ꎮ
在 ＰＰＰ 实践中ꎬ 经常适用的法律包括 «民法通则» «合同法» «预算法» «政府采购法» «公司法» «担保法» «保险法»

«行政许可法» «行政处罚法» «行政复议法» «民事诉讼法» «仲裁法» «行政诉讼法» «会计法» «土地管理法» «建筑法» «环境保

护法» 等ꎮ
资料统计来源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ｐｐｃ ｏｒｇ / ｚｈ / ｇｗｙｗｊ / ｉｎｄｅｘ ｊｈｔｍｌꎮ
资料统计来源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ｐｐ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ｃｎ / ｚｃｆｇ / ｂｗｚｃ / ꎮ
资料统计来源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ｐｐ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ｃｎ / ｚｃｆｇ / ｄｆｚｆ / ꎮ



当前针对 ＰＰＰ 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 ＰＰＰ 本身一样ꎬ 都呈现出五彩斑斓之现象ꎮ 这些规范性文件或

指导意见不仅存在与法律法规相冲突之处ꎬ 而且相互之间冲突、 打架现象也时有发生ꎮ 例如ꎬ 国家发

改委和财政部针对 ＰＰＰ 合作制定了不少规范性文件ꎬ 然而ꎬ 这两个部门所制订的规范性文件在 ＰＰＰ
定义、 政府主体、 适用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差异ꎬ 由此给实践操作带来了较大困难ꎬ 特别是在 ＰＰＰ 推

行的目标上ꎬ 发改委关注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ꎬ 而财政部更关注财政风险的防范ꎬ 由此ꎬ 也体现在两

部门对 ＰＰＰ 的各项制度设计的差异ꎮ① 各地方有关 ＰＰＰ 的规范性文件ꎬ 在适用范围、 实施主体、 实

施方式、 监管部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ꎬ 使得各地的 ＰＰＰ 呈现多而乱现象ꎮ 此外ꎬ 以规范性文件

规定 ＰＰＰꎬ 还存在着规范层次不高、 各自为政、 重复规定现象ꎬ 存在不稳定、 朝令夕改问题ꎬ 也使得

社会资本方无所适从ꎬ 不愿或不敢进入ꎬ 严重影响了 ＰＰＰ 的健康、 顺利推进和发展ꎮ 可以说ꎬ “加快

推进 ＰＰＰ 法的立法建设ꎬ 填补法律空白ꎬ 解决法律冲突ꎬ 是 ＰＰＰ 顶层设计较为关键的一环ꎬ 也是

ＰＰＰ 发展的迫切需要”②ꎮ 为此ꎬ 必须加强 ＰＰＰ 的国家立法工作ꎬ 提高立法层次ꎬ 加强规范与统一ꎬ
明确相关概念、 实施目标、 各方权责、 完善机制等ꎬ 以推进和规制 ＰＰＰ 的实施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 «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ꎬ③ 将大部分

ＰＰＰ 协议定性为行政协议ꎬ 纳入行政诉讼范围ꎬ 并认为这种规定是对 «行政诉讼法» 第 １２ 条第 １１
项④ 的解释ꎮ 然而ꎬ 许多法律界人士认为ꎬ 最高院的这个规定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读ꎮ⑤ 因此ꎬ 从长远

来看ꎬ 该司法解释仍无法为 ＰＰＰ 模式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ꎮ
纵观其他国家或地区ꎬ 都有针对 ＰＰＰ 的法律规定ꎮ 例如ꎬ 作为 ＰＰＰ 发源地的英国ꎬ 通过 «交通

法» «煤气法» «自来水法» 等领域的法律ꎬ 有针对性地规定各领域不同类型 ＰＰＰ 项目的实施问题ꎬ
体现一案一法的立法模式ꎮ 在此前提下ꎬ 英国还通过一些指引性规范ꎬ 为 ＰＰＰ 项目的实施提供依据ꎬ
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成本ꎮ⑥ 德国则通过制定统一的法律来达到促进 ＰＰＰ 发展的目的ꎬ «公私合作促

进法» 为 ＰＰＰ 项目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ꎮ 意大利 ２０１６ 年新 «公共合同法典» 以合同的目的为标

准ꎬ 对实现公共目的的合同都进行规制ꎬ 并对各种合同的适用范围、 具体的授予程序、 合同当事人的

权利和义务、 特许经营合同、 ＰＰＰ 和其他特别的合同类型、 争议的处理、 监管机构都做出了详细的

规定ꎮ⑦ 法国、 希腊、 比利时、 西班牙、 巴西、 韩国等ꎬ 都制定了专门的 ＰＰＰ 法律ꎮ⑧ 可见ꎬ 各国虽

然立法模式有差异ꎬ 但普遍注重用立法来促进 ＰＰＰ 的发展ꎮ
２ 构建 ＰＰＰ 行政法律制度必须辨析出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

在 ＰＰＰ 合作中ꎬ 涉及多方当事人、 多种形式的合同、 多种法律关系ꎬ 也存在着广泛的非行政性

的一面以及非行政法律关系ꎮ 因此ꎬ 在构建 ＰＰＰ 行政法律制度之前ꎬ 首先应当对 ＰＰＰ 实施中所涉及

的法律关系进行辨析分类ꎬ 辨析出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ꎬ 然后进行立法的促进和规制ꎮ
在 ＰＰＰ 项目中ꎬ 不仅有政府与社会资本方ꎬ 还有其他的当事方ꎬ 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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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在国家层面上ꎬ 目前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都是 ＰＰＰ 的主要推动者ꎮ 从实践来看ꎬ 两部门围绕 ＰＰＰ 主导权的争夺显得日益激

烈ꎬ 都频繁出台 ＰＰＰ 规范性文件、 指导意见和合作指南ꎬ 建立各自的项目库ꎬ 选择社会资本依据不同的法律ꎬ 缺乏一套高效统一的

ＰＰＰ 管理机构和相应的协调联合机制ꎬ 这给各地各部门推广 ＰＰＰ 带来了许多认知和操作层面的障碍ꎮ
孙晓霞: «加快推进 ＰＰＰ 法的立法建设是 ＰＰＰ 顶层设计较为关键的一环»ꎬ «中国政府采购» 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于 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 １２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１７８１次会议通

过ꎬ 自 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１日起施行ꎮ
«行政诉讼法» 第 １２条第 １１项规定ꎬ “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 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 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土地房屋征收补偿等协议的”ꎮ
有学者认为ꎬ 司法解释扩张了行政协议ꎬ 对 ＰＰＰ 这个还没有上位法的领域ꎬ 影响是巨大的ꎮ 因为没有实体规则的上位法ꎬ

司法解释第 ２条就成了唯一的 ＰＰＰ 规则ꎮ 详见邓峰: «ＰＰＰ 市场面临法律危机? ———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可能产生的影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ｅｃｈ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９－１２－１８ / ｄｏｃ－ｉｉｈｎｚｈｆｚ６７４７７９８ ｓｈｔｍｌꎮ

参见曹现强: «当代英国公共服务改革研究»ꎬ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年ꎬ 第 ５６页ꎮ
参见罗冠男: «意大利 ＰＰＰ 法律制度研究»ꎬ «行政法学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 ６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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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 项目融资方是为社会资本方提供贷款的一些银行机构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ꎬ 由此形成了社会资

本方在获得贷款中而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ꎮ 承包商和分包商ꎬ 是与

社会资本主体签订承包合同ꎬ 负责项目主体工程建设的承包商ꎬ 或承担部分非主体工程的施工ꎬ 提供

技术服务以及供应工程所需货物材料和设备等的分包商ꎬ 属于工程承包法律关系ꎮ 保险公司是为社会

资本方以及项目承包商、 分包商等提供各类风险保险的保险公司ꎬ 由此形成社会资本方等与保险公司

之间的保险法律关系ꎮ 还有可能出现的专业运营商、 原料供应商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其他民事法律关

系ꎮ 由于不同的当事人之间往往通过合同方式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ꎬ 因此ꎬ 出现较多类型的合同ꎬ
并形成了一个合同体系ꎮ 在这个合同体系中ꎬ 有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的行政合同关系ꎬ 这是 ＰＰＰ
合同体系的核心ꎬ 还有其他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合同ꎬ 例如ꎬ 贷款合同、 工程建设承包合同、 保险合

同、 材料供应合同等ꎮ 即使是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ꎬ 也存在着民事法律关系ꎮ 例如ꎬ 在涉及行政规

划、 行政审批、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等行为时ꎬ 属于行政法律关系ꎮ 对于 ＰＰＰ 协议履行中的政府方

介入、 适当干预等ꎬ 既有行政法的内容ꎬ 也有协议约定的内容ꎬ 政府方要依法依约来作出合适的行

为ꎮ 为此ꎬ 必须对 ＰＰＰ 做深入研究ꎬ 研究中国语境下 ＰＰＰ 所具有的特点ꎬ 区别出哪些是行政法律关

系ꎬ 哪些是民事法律关系ꎬ 在此基础上ꎬ 采取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和规制ꎬ 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ꎬ 则

纳入行政法规制之中ꎮ
３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ＰＰＰ 行政法律制度

关于 ＰＰＰ 的国家立法ꎬ 中国一直在努力ꎬ 但效果不佳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４ 年由发改委牵头起草了 «基
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特许经营法 (征求意见稿) » 和 ２０１６年由财政部牵头起草了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法 (征求意见稿) » 但这里文件不仅在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 审批机关、 经营期限、 管理机关、
监督机关、 监督途径以及法律救济等规定上存在差异ꎬ① 而且对 ＰＰＰ 的界定也存在不同看法ꎮ② 然

而ꎬ 无论是 «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特许经营法 (征求意见稿) »ꎬ 还是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法

(征求意见稿) »ꎬ 还是倾向于民事关系ꎬ 没有充分认识到 ＰＰＰ 的行政法一面ꎬ 而且在争议解决的条

款中ꎬ 倾向于 “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ꎬ 没有区分 ＰＰＰ 协议与普通民事合同的区别ꎬ 更是背离了 ＰＰＰ
的本质要素ꎬ 不利于对 ＰＰＰ 的促进和规制ꎮ

必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专门针对 ＰＰＰ 的法律体系ꎮ 中国应以统一立法为宜ꎬ 名称依然是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法»ꎬ 但其立法重点是对公权力的规制ꎬ 既防止其干预过多ꎬ 也防止其不作为

或怠作为ꎮ
在 ＰＰＰ 立法制度构建中ꎬ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 (１) 对 ＰＰＰ 作出准确界定ꎮ “概念是学术研究

由此展开的工具ꎬ 要促进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ꎬ 任何学科都必须对它的基本概念有着共识性理

解”③ꎬ 在立法过程中ꎬ 要对 ＰＰＰ 的概念作出统一规范ꎬ 要理清 ＰＰＰ 与政府的一般采购、 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等ꎬ 还要对与政府特许经营关系问题作出回应与界定ꎮ④ 通过界定ꎬ 有效防止伪 ＰＰＰ 或假

ＰＰＰꎬ 或借 ＰＰＰ 之名而行非 ＰＰＰ 之实现象的发生ꎮ (２) 确立 ＰＰＰ 的公共利益的目的ꎮ 实施 ＰＰＰ 是为

了实现公共利益ꎬ 尽管在此过程中也要对社会资本方的利益进行保护ꎬ 但当二者发生冲突时ꎬ 公共利

益的目标优先ꎬ 社会资本方的私益要让位于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ꎬ 以符合实现 ＰＰＰ 的目的ꎮ (３)

９１２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的行政法介入

①

②
③
④

在实施主体上ꎬ «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特许经营法 (征求意见稿) » 将发改委作为实施机构ꎬ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法 (征
求意见稿) » 则将财政部作为主管部门ꎬ 在经营期限上ꎬ 前者规定为 ３０ 年ꎬ 后者为 ２５ 年ꎮ 在监管机关的设置上ꎬ 前者没有界定ꎬ
后者明确规定财政部门为监管机关ꎮ 在法律救济途径上ꎬ 前者只有民事救济途径ꎬ 后者是民事救济途径和行政救济途径兼有ꎮ

发改委将 ＰＰＰ 与特许经营等同对待ꎬ 而财政部认为 ＰＰＰ 包括特许经营ꎬ 并主张采取统一立法的形式ꎮ
张康之等: «公共行政的概念»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年ꎬ 第 １页ꎮ
对于 ＰＰＰ 与特许经营的关系问题ꎮ 目前有 ３种观点: 一是认为 ＰＰＰ 包含特许经营ꎬ 二是 ＰＰＰ 与特许经营属于不同的概念ꎬ

适用的法律也不同ꎬ 三是认为 ＰＰＰ 与特许经营两者存在着交叉关系ꎬ 而不是完全包容关系ꎮ



确定 ＰＰＰ 实施的公共领域范围ꎬ 并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作为政府的主要职

责ꎮ① (４) 明确可以采取 ＰＰＰ 合作的形式以及相应的期限ꎬ② 这种界定和明确可以有效解决现实中的

形式以及交叉混用现象ꎮ (５) 对代表政府参与 ＰＰＰ 的公共机构及其层级和权限作出规定ꎬ 解决当下

推诿、 争夺、 越权等乱象ꎮ (６) 对政府在 ＰＰＰ 中的监督权与介入权及相关程序作出规定ꎬ 防止怠于

监督或过分干预问题ꎮ (７) 设立专门的独立的监管机构ꎬ③ 明确其监管的职责和权限、 监管程序等ꎬ
并建立对监管机构进行监管的规则和程序ꎬ 以防止监督者失去监督的现象ꎮ (８) 建立 ＰＰＰ 推行中的

行政问责制度ꎬ 完善问责体系ꎬ 对相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出现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要建立责任倒查机

制和追究机制ꎮ (９) 其他问题ꎬ 包括对 ＰＰＰ 项目的决策制度、 信息公开制度、 项目协议履行中行政

优益权的行使与限制、 纠纷解决方式等相关问题作出规定ꎮ

余　 　 论

　 　 ＰＰＰ 已成为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一种趋势ꎬ 也是政府实行职能转变的重要方式ꎮ
在这个背景下ꎬ ＰＰＰ 的良性发展离不开行政法的促进与规制ꎬ 没有行政法加以规制的行政变革ꎬ 必

然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ꎬ④ 不利于 ＰＰＰ 的良性发展ꎮ 当然ꎬ 行政法要随着 ＰＰＰ 的实施而不断与时

俱进ꎬ 不变革的行政法将失去其活力ꎬ 沦为死法ꎬ 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ꎮ 为此ꎬ 必须实现 ＰＰＰ 与行

政法的双向良性互动ꎮ 在这个良性互动过程中ꎬ 行政法的促进和规制将剔除 ＰＰＰ 实施中的不良问题ꎬ
引导 ＰＰＰ 向健康的轨道上运行ꎬ 特别是对一些违规违法的 ＰＰＰ 进行有效规制ꎮ 同样ꎬ 行政法在与

ＰＰＰ 发生作用的过程中ꎬ 亟待从传统框架中加以突破ꎬ 回应时代命题ꎬ 适时进行变革ꎬ 从理念到制

度进行不断变革和完善ꎮ 构建与 ＰＰＰ 合作趋势相适应的行政法律制度ꎬ 促进行政法的现代转型ꎬ 以

适应现实的需要ꎬ 并推动行政的变革ꎬ 促进 ＰＰＰ 的良性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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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是其法定职责ꎬ 但在特定领域要通过 ＰＰＰ 的方式提供ꎬ 需要在法律中进行明确ꎬ 以促使政府积极

作为ꎮ
在国外ꎬ ＰＰＰ 的形式非常丰富ꎬ 出现了外包类、 特许经营类、 私有化类多种形式ꎬ 而且每一类下又可以细分为多种子模式ꎮ

例如ꎬ 外包类的 ＰＰＰ 模式主要分为委托运营与合同管理模式ꎬ 这两种模式的合作期限一般不超过 １０年ꎮ 特许经营类又细分为建设—
运营—移交 (ＢＯＴ)、 转让—运营—移交 (ＴＯＴ)、 改建—运营—移交 (ＲＯＴ)ꎬ 期限皆为 ２０—３０ 年ꎮ 私有化类 ＰＰＰ 模式有建设—拥

有—运营 (ＢＯＯ)、 购买—更新—运营 (ＰＵＯ)ꎬ 市场化程度最高ꎬ 私营部门拥有项目最终的资产所有权ꎬ 一般不涉及项目移交ꎬ 但

为了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ꎬ 此种模式中都有公益性的约束条款ꎮ
有些国家ꎬ 设置独立的监管机构ꎬ 并实行监管者与决策者、 实施者相分离制度ꎬ 而且监管机构实行垂直监管ꎮ 如英国在自

来水领域ꎬ 设置独立 “自来水服务监管办公室” 作为全国性的政府监管机构ꎬ 并且全国上下实行垂直性监管ꎬ 与原来的 “国家江河

管理局” 相分离ꎮ 美国设置独立的监管委员会负责监管 ＰＰＰ 项目运行ꎬ 并且单独立法规定该监管委员会的构成、 权力行使规则和监

管程序ꎮ
俄罗斯的历史教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ꎮ １９９０ 年俄罗斯实行大规模私有化ꎬ 期望通过私有化提升效率ꎬ 使得经济迅速回升ꎬ

但作为平衡各种利益、 抑制不法交易的公法变革反映迟钝ꎬ 没有担负该有的责任ꎬ 使得私有化改革重效率而轻公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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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综论

肖　 朗　 吴秋月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ꎬ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要: 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清末时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科学化运动时期、 抗日战

争时期四个历史阶段ꎬ 在此过程中科普教育内涵逐步深化、 科普教育管理趋于制度化、 科普教育机构及其管

理者不断专业化、 科普读物日渐多元化ꎮ 受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影响ꎬ 近代中国科普教育形成了以民族独

立和国家富强为主要目标ꎬ 以普及农业、 工业、 卫生、 国防等科技知识为主要内容ꎬ 以民间科技社团为主力

军等基本特征ꎮ 近代中国科普教育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ꎬ 主要表现在科普教育的经

费缺乏保障、 科普教育理想与现实之间发生矛盾、 科普教育设施总体规模偏小、 科普教育提升民众科学素养

的效果欠佳ꎮ 对近代中国科普教育进行系统考察和论述ꎬ 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的真情

实况ꎬ 而且对当代中国科普教育的开展也不乏借鉴意义ꎮ
关键词: 近代中国ꎻ 科普教育ꎻ 科技社团ꎻ 民众教育馆ꎻ 科学馆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２２１－１１

早在 １９２３年ꎬ 胡适说过一段流传颇广的名言: “这三十年来ꎬ 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

尊严的地位ꎻ 无论懂与不懂的人ꎬ 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ꎬ 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ꎬ 那

个名词就是 ‘科学’ꎮ” ① 近代中国科技界、 教育界人士在历届政府的配合下长期不断地开展科普教

育工作及其各项实践活动ꎬ 为科技知识在全社会的普及做出了可贵的贡献ꎮ 鉴于学界对近代中国科普

教育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讨ꎬ 本文拟对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的历史轨迹、 主要成就、 基本特

征及其局限性等重要问题展开较为系统的论述ꎮ

一、 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的历史轨迹

　 　 １ 清末科普教育的萌芽

鸦片战争后ꎬ 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ꎬ 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ꎮ 他们在开展传教活动的同

时ꎬ 通过办学校、 开医馆、 建出版机构等方式ꎬ 在一定程度上向国人传播了西方科技知识ꎮ 继林则

徐、 魏源等 “开眼看世界” 的先进人士之后ꎬ 晚清又涌现出李善兰、 管嗣复、 徐寿等一批自然科学

家ꎬ 他们通过编译西学书籍进一步促进了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ꎮ 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ꎬ 这一

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传播西方科技知识 “虽然称不上是面向大众的科普活动ꎬ

１２２




但却是近代科普的先导”①ꎮ
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起ꎬ 洋务派通过创办新式学校、 派遣留学生等教育活动主动学习西方科技知

识ꎬ 但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新式科技人才ꎬ 故其推行的仍是 “精英教育” 模式ꎮ 甲午战败后ꎬ 有识

之士认识到国际竞争不仅仅是器物技术的竞争ꎬ 更主要的是国民素质的竞争ꎬ “教育观念由育才扩展

到育民”②ꎬ “开民智” 的大幕就此拉开ꎮ １８９５ 年严复在 «原强» 一文中提出 “鼓民力” “开民智”
“新民德” 的教育主张ꎬ 并指出 “民智者ꎬ 富强之原”③ꎬ 而 “欲开民智ꎬ 非讲西学不可”④ꎮ 以康有

为、 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进一步主张采用印西书、 办报纸、 兴学会、 设博物院等方式向广大民众普

及西方科学知识ꎮ⑤

２０世纪初在严复及维新派人士的影响下ꎬ “开通民智ꎬ 启导通俗” 成为清末 “新政” 时期教育

改革的主旨ꎬ 使民众具备 “破迷信、 重卫生” “提升生计日用” “知世界之广漠” “知自然界和自然

现象而有利用之思想” 等所需浅近科学常识也成为这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ꎮ １９０５ 年ꎬ 张謇创建南

通博物苑ꎬ 强调 “设苑为教育也”⑥ꎬ 博物苑分天然、 历史、 美术三部ꎬ 此外还广植树木、 饲养动物ꎬ
博物苑的宗旨是供师范生进行科学实验并向地方民众普及农业知识ꎬ⑦ 遂成为较早由国人自办的具有

科普教育功能和性质的博物馆ꎮ １９０６年ꎬ 清政府颁布 «奏定劝学所章程»ꎬ 宣讲所、 阅报处等社会教

育设施遂得以兴办ꎬ 同时该章程规定宣讲内容应为 “国民教育、 修身、 历史、 地理、 格致等浅近事

理”⑧ꎬ 旨在向贫寒子弟及无力入学者或普通民众宣传普及科学常识ꎮ
清末民生凋敝、 经济低迷ꎬ 清政府为了提高农业收成以促进经济发展ꎬ 于 １９０７ 年 ７ 月成立直隶

农务总会ꎬ 其宗旨为 “开通农民知识ꎬ 因地制宜ꎬ 改良种植ꎬ 一切冀农业之发达”⑨ꎮ 至 １９１１ 年ꎬ 全

国设农务总会 １９处、 农务分会 ２７６处ꎬ 它们通过编发农学报刊、 开办农业试验场、 举行农产品评议

会、 设立陈列所等方式向各地农民宣传普及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ꎮ

２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科普教育的兴起

辛亥革命后ꎬ 接受西方科学教育洗礼的留学生渐次归国ꎬ “他们注意到科学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密

切关系” ꎬ 并把科学与国家命运相结合ꎮ １９１４年 ６月ꎬ 任鸿隽、 胡明复、 杨铨等留美学生成立中国

科学社ꎬ 其主编的 «科学» 倡导的 “科学” 与 «新青年» 倡导的 “民主” 共同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两面旗帜ꎮ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思想解放运动ꎬ 有力地促进了科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ꎬ “科学教育

的提倡亦其重要目标之一”ꎮ
１９１５年任鸿隽在 «科学与教育» 一文中提倡应用科学方法于教育上ꎬ “科学教育” 始联成一

词ꎮ 他认为ꎬ 科学教育的内容包括普通理科知识、 技术科目、 社会教育中之科学宣传ꎬ 而 “对于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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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甜: «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参观券———南通博物苑观览证»ꎬ 载南通博物苑编: «南通博物苑百年苑庆纪念文集»ꎬ 北京:

文物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年ꎬ 第 １８８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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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麓: «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２０１８年ꎬ 第 ３６５页ꎮ
舒新城: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ꎬ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年ꎬ 第 １９７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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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很浅显的一般科学常识教育ꎬ 其需要应更甚于上述二项”①ꎮ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ꎬ 中国科学社在呈准教育

部立案的呈文中列出九项拟在中国举办的科学事业ꎬ 其中第七项是 “举行科学演讲以普及科学知

识”②ꎬ 此后 “普及科学知识” 遂成为教育界、 科技界以及政府的流行用语和热点话题ꎮ③

受中国科学社开风气之先的影响ꎬ 并伴随 “科学救国” 思潮的风起云涌ꎬ 各种综合性、 专业性科技

社团相继成立ꎬ 它们纷纷把普及各类自然科学知识作为主要宗旨及社务ꎬ 如中华医学会提倡 “普及医学

卫生” 知识ꎬ 中国天文学会呼吁 “通俗天文学之普及”ꎬ 中华自然科学社倡导 “普及科学知识于广大人

民” 等ꎮ 科技社团一般以编写通俗科学读物、 举办科学讲演和科学展览、 放映科学电影、 建立图书馆、
举办中小学科学实验等活动为主ꎬ 于学校科学教育外衍生一场轰轰烈烈的科普教育运动ꎮ

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普教育的兴起ꎮ 北京政府教育部于 １９１２ 年设立社会教育司ꎬ 通俗

教育成为其主要工作ꎬ 向一般民众普及科学常识成为通俗教育事业的一部分ꎬ 其中尤以通俗讲演较受

重视ꎮ １９１５年ꎬ 教育部又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ꎬ 以 “研究通俗教育事项、 改良社会、 普及教育为宗

旨”ꎬ 并设讲演、 小说、 戏剧三股ꎮ④ 同年ꎬ 教育部公布 «通俗教育讲演所规程» «通俗教育讲演规

则»ꎬ 要求各省、 市、 县、 镇分别设立通俗讲演所ꎬ 规定讲演内容应包含灌输常识、 提倡实业、 劝导

卫生等ꎬ 至 １９２１年全国通俗教育讲演所有 １８８１ 处ꎮ⑤ 据 １９１７ 年通俗教育研究会公布的 “通俗教育

讲演参考用书一览” 显示ꎬ 在 ９５种通俗教育讲演书目中科学常识类讲演书目占三分之一ꎬ 包括 «鼠
疫» «卫生治疗新书» «普通博物学问答» «农话» «生理学问答» «日用卫生» «动物与人生» «种树

浅说» «谈天» «精神卫生论» «天空现象» «养鸡浅说» «人类进化之研究» «日用工艺品制造»
等ꎬ⑥ 其内容大部分是与民众日常生活、 生产相关的养殖、 种植、 农业、 卫生、 制造、 气候等方面的

自然科学知识ꎮ
由于孙中山 “唤起民众” 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ꎬ 民众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力发展ꎬ 南京国

民政府成立后确立了 “三民主义” 的教育方针ꎬ 与民生紧密相关的 “民众科学教育” 成为民众教育

的重要内容ꎮ 这一时期ꎬ 政府相继颁布 «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 «三民主义民众教育具备的

目标» 等教育方案ꎬ 确定了一切社会教育设施都要以增加生产为目标ꎬ 为此必须提高民众生产生活

所需的各类知识、 方法和技能ꎮ 上述方案着重强调向农民普及农业科技常识ꎬ 同时要使民众具备选择

职业、 改进衣食住、 修筑水陆道路、 运用舟车等交通工具、 节制生育和抚育子女等相关知识技能和能

力ꎮ 这一时期与科普教育有关的社会教育机构发展迅速ꎬ 其中尤以民众教育馆发展最快ꎬ 至 １９３２ 年

全国民众教育馆已有 １００３处ꎮ⑦

１９３２年ꎬ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 «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ꎬ 将民众教育馆作为实施社会教育之中心机

关ꎬ 以农工、 失业民众及失学青年为主要对象ꎬ 设阅览部、 讲演部、 健康部、 游艺部、 生计部、 陈列

部、 教学部、 出版部ꎬ⑧ 虽没有专设科普教育部ꎬ 但科普教育实际已渗透在民教馆各部门之中ꎮ 同时

还授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ꎬ 如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曾分设科学部、 教导部、 图书部、 研究部、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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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 «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ꎬ 载樊洪业、 张久春选编: «科学救国之梦: 任鸿隽文存»ꎬ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年ꎬ 第 ５５０页ꎮ

杨孝述: «中国科学社的创始和现在»ꎬ «申报» １９３５年 １０月 ２５日ꎬ 第 １４版ꎮ
如 «国府通过中华民国教育宗旨» 指出: “恢复民族精神ꎬ 发扬固有文化ꎬ 提高国民道德ꎬ 锻炼国民体格ꎬ 普及科学知识ꎬ

培养艺术兴趣ꎬ 以实现民族主义ꎮ” «申报» １９２８年 ９月 ２４日ꎬ 第 １１版ꎮ
«教育部公布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ꎬ 载陈元晖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ꎬ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９８８页ꎮ
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 «教育大辞典» 第 ３卷ꎬ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年ꎬ 第 ４７０页ꎮ
教育部主编: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丙编)ꎬ 上海: 开明书店ꎬ １９３４年ꎬ 第 ６９２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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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５ 辑第 １ 编 «教育 (二) »ꎬ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ꎬ

第 ７８６页ꎮ



广委员会等部门ꎬ 以民众生计为开展科普教育的出发点和重点ꎬ 其科普教育活动包括籐工、 缝工训练

班ꎬ 养蜂、 养兔、 园艺、 农业展览ꎬ 自然科学展览等ꎮ①
这一时期ꎬ 博物馆和图书馆也对科普教育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ꎮ 图书馆主要以文字形式使民众

从图书报刊中获得科技知识ꎬ 博物馆则通过动植物及矿物等标本模型以直观形式向民众展示自然科学

的奥秘ꎬ 动植物园和水族馆不仅供民众游乐玩赏ꎬ 而且能使他们从中了解世界各地动植物及鱼类的品

种、 声色、 生活习性、 养育方法等科学知识ꎮ 至 １９３４年ꎬ 全国博物馆有 ７４ 所ꎬ② 含有自然科学部的

博物馆 (包括动植物园、 水族馆) 有 ２７所ꎬ 其中天津博物院、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 青岛水族馆、 上

海市立动物园和植物园、 庐山森林植物园、 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等在科普教育方面较有贡献ꎮ
此外ꎬ 一些教育社团在教育改革实验活动中也开展了科普教育工作ꎬ 其中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

展的卫生普及教育工作较有代表性ꎮ １９２９ 年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卫生教育部ꎬ 以普及预防和诊疗疾

病为主ꎬ 通过家庭式、 学校式、 社会式的实施路径ꎬ 对定县实施六项卫生教育计划ꎬ 包括预防肠胃

病、 天花、 白喉、 沙眼病以及改良助产士、 改善农民营养等计划ꎮ③ 平民教育促进会除编辑 «农民»
报刊外还出版了许多以宣传科学常识为主的科普读物ꎬ 包括 «一般的卫生常识» «养蜂法» «重要庄

稼的选种» «养鸡法» «除虫菊» «喝水» «救命» 等 ５５ 种科普图书ꎮ④ 中华职业教育社也与商务印

书馆合作出版了 «简易制造法» «卫生常识» «有毒的植物» «种树须知» «肺病自然疗法» «健康

法» «自然常识» «蚊蝇消减法» 等 ２０余种科普图书ꎮ⑤
３ 科学化运动时期科普教育的发展

１９３２年ꎬ 陈立夫、 顾毓瑔、 吴承洛、 张北海等人组织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ꎬ 成为近代中国

第一个与政府有关的科技社团ꎬ 其引领的科学化运动也可谓近代中国政府率先介入的科学普及运

动ꎮ⑥ 其会员有两千余人ꎬ 以教育界和科学界人士占多数ꎬ 除在南京成立总会外ꎬ 还在浙、 皖、 平、
津、 浥、 湘、 鄂、 京、 青、 豫、 晋等省市成立分会 １１处ꎮ⑦ 该协会宣称要把科学知识 “送到民间去ꎬ
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ꎬ 更希冀这种知识撒播到民间之后ꎬ 能够发生强烈的力量ꎬ 来延续我们

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民族寿命ꎬ 复兴我们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⑧ꎮ
在科普教育方面ꎬ 该协会所开展的工作包括举行科学展览会、 科学表演会、 科学化玩具巡回展览

会、 科学讲演竞赛会、 科学化播音演讲、 教育电影巡回映演等ꎬ 以增进工人、 农民及青少年对于近代

国防及应用科学的认识ꎮ 此外ꎬ 该协会在北平创办科学民众夜校ꎬ 为失学青年传授科学知识ꎻ 编著各

类书刊ꎬ 包括通俗科学小丛书及科学化运动宣传小册子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ꎬ 该协会编辑出版的

«科学的中国» 堪称中国科普刊物之嚆矢ꎬ 抗战后改为半月刊ꎬ 内容多为民众防空防毒等自卫知识、
战地及后方救护治疗工作之指导等ꎮ⑨

这一时期ꎬ 其他科技社团也纷纷投身于科学化运动当中ꎮ 中国科学社认为 “要中国真正科学化ꎬ
我们要极端注意的ꎬ 就是本国民众 (务农和做工的) 和儿童”ꎬ 因考虑到当时民众科普期刊的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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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编: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丙编)ꎬ 上海: 开明书店ꎬ １９３４年ꎬ 第 ６７６－６７９页ꎮ
教育部主编: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丙编)ꎬ 上海: 开明书店ꎬ １９３４年ꎬ 第 ６７０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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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第 １３７－１３８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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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ꎬ 遂于 １９３３年 ８月编辑出版 «科学画报»ꎬ 据统计ꎬ 至 １９４９年 １２月共发行 １５卷 ２６１期ꎮ «科学画

报» 的编辑和作者大都是不同科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ꎬ 在第 １ 卷中特约撰稿者就有竺可桢、 蔡元培、
胡适、 翁文灏、 张孟闻、 任鸿隽、 秉志、 林语堂、 赵元任、 钱崇澍等学者和科学家ꎬ 期刊内容涵盖物

理、 化学、 生理卫生、 军备、 机械工程、 生物等 ２０ 余种自然科学学科及领域ꎮ 有的科学家赞誉道:
«科学画报» “是国内仅有的一本以科学知识为主并用图画做辅助说明的期刊ꎬ 它的出现是画刊界的

一件大事ꎬ 第一次使深奥的科学进入了通俗易懂的图画并把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ꎮ①

１９３３年ꎬ 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的郑贞文创办福建省立科学馆ꎬ 确定其工作目标在于 “普及民

众科学知识ꎬ 促进学校科学教育及解答社会上关于科学之疑问”ꎬ 该科学馆遂成为近代中国率先将

“普及民众科学知识” 纳入日常工作的科学馆ꎮ② 该科学馆在组织架构上设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三

学科并分设研究室、 实验室、 陈列室三室ꎬ 同时专门成立民众科学教育委员会、 动物园编辑委员会和

图书室编辑委员会以促进科普教育工作的开展ꎬ 并制订了 «福建省立科学馆组织大纲» «科学馆章

程» «科学馆办事细则» «科学馆民众科学教育委员会规则» 等规章以确保科普教育工作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ꎮ 郑贞文指出 “科学是专门的ꎬ 科学化运动是普遍的ꎮ 专门学者计划了科学化运动是因ꎬ
使全福建乃至全中国的人个个都趋向科学、 了解科学、 应用科学、 创造科学那才是果ꎮ 所以由专门而

至普遍ꎬ 由种因而至得果ꎬ 我就不能不希望于这回的科学化运动ꎮ 我们要使科学知识普及民间ꎬ 必须

使人民都灌输了科学知识ꎬ 鼓动了科学精神ꎬ 知道种田做工盖屋煮饭ꎬ 随时随地都有科学道理”ꎮ③

与此同时ꎬ 陶行知联合科学家及晓庄师范学校师生开展了 “科学下嫁运动”ꎮ 他在致中国科学社

的信中写道: “科学化运动ꎬ 比如大江之流ꎬ 贵社为不竭大源ꎬ 敝校不敏ꎬ 愿引此水灌溉两岸ꎬ 使石

田尽化膏腴ꎬ 以为民福ꎮ”④ “表达了一位教育家希望在办学过程中与科学家发生更密切之关系的强烈

愿望ꎮ”⑤ 在中国科学社等科学界人士及教育界、 出版界的支持下ꎬ 陶行知主持的科普教育事业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ꎬ 主要表现在: (１) 创办 “自然学园”ꎬ 在社会尤其是儿童中进行科学实验和宣传表演ꎮ
(２) 编写大量科普读物ꎬ 仅 “儿童科学丛书” 就有 １０８册ꎬ 包含近代物理、 化学、 天文、 数学、 矿物、
农业、 生理卫生等自然科学知识ꎮ (３) 创办 “儿童科学通讯学校”ꎬ 以函授形式按月发给学生科学讲义

并给予解答ꎮ (４) 创办 “空中学校”ꎬ 用通俗语言演播科学常识ꎬ 使不识字的民众也能听懂ꎮ⑥

４ 抗战主旋律下的科普教育概况

抗日战争爆发后ꎬ 南京国民政府于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通过 «抗战建国纲领»ꎬ 同年 ７ 月又通过 «战时

各级教育实施方案»ꎬ 规定 “对自然科学ꎬ 依据需要ꎬ 迎头赶上ꎬ 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⑦ꎮ 这一

时期政府十分重视科技社团在战时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方面的作用ꎬ １９３９ 年又提出对军事科学工作

及普及民众战时科学常识有关的工作进行奖励ꎬ 要求科技社团以战时实用科学之发明和科学思想充实

抗战建国的理论ꎮ⑧ １９４１年蒋介石发动国防科学运动ꎬ 次年 １０ 月陈立夫、 翁文灏、 俞大维共同拟定

«发展国防科学运动及储备工业科学人才初步方案»ꎬ 规定国防科学运动之推行机关由教育部社会教

育司、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担任ꎬ 每年通过举办科学讲演、 展览和出版科学刊物等来增进广大民众的

５２２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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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常识ꎮ①
除了重视科技社团在科普教育方面的作用外ꎬ 南京国民政府还推动科学馆成为实施科普教育的主

要场所ꎮ １９４０年 １２月 ６日教育部批示 “本部对于推行民众科学教育素极注重ꎬ 最近如江西、 福建、
甘肃等省已有科学馆之设置ꎬ 惟设备组织既无准则ꎬ 工作方式不免纷歧ꎬ 似应由本部颁行科学馆规程

俾各省市有所遵循”②ꎮ １９４１年教育部 “以战争时期ꎬ 人民为防护自身之安全ꎬ 加强抗敌之效能ꎬ 更

须人人皆受科学洗礼ꎬ 使充分具有科学知识ꎬ 并扩大科学技术之应用” 为由ꎬ③ 将科学馆作为实施科

普教育的中心机构ꎮ 同年教育部颁布 «省市立科学馆规程» «科学馆工作大纲»ꎬ 明确省市立科学馆

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ꎬ 普及民众科学知识ꎬ 借以补助学校科学教育ꎮ 同时规定科学

馆应专门设立科学化运动促进会ꎬ 通过举办科学讲演、 科学补习班、 科学讲座以及定期放映科学电影

等方式来推动科学大众化的趋势ꎮ 依据上述规程和大纲ꎬ 科学馆还要辅导或协助各地区社会教育机构

及中小学推行科学教育及联络地方政府机关、 学校、 社会团体、 热心科学教育事业的人士组织各种委

员会以促进科普教育的开展ꎬ④ 这意味着科学馆不仅是实施民众科普教育的中心机构ꎬ 而且成为促进

各级各类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机构开展科普教育的协调管理机关ꎮ 这一时期 “原来由少数省份自主

设立的公共科学馆经国民政府的行政推广而成为省市级行政单位常设的文化教育设施”⑤ꎬ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福建省立科学馆根据 «省市立科学馆规程» 重新修订组织规程ꎬ １９３９ 年成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也

于 １９４４年 ８月改称 “甘肃省立科学馆” 并遵行此规程ꎮ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倡导自然科学及其教育ꎬ 其主要任务和目标是改进工农业生产技

术ꎬ 促进经济建设ꎬ 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ꎬ 扫除边区人民的迷信思想和不卫生习惯ꎮ⑥ １９４０ 年在

毛泽东的指示下ꎬ 武衡、 于光远和屈伯传等人组织成立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ꎬ 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自

然科学大众化运动ꎬ 主要任务是 “进行自然科学教育ꎬ 推广自然科学知识ꎬ 使自然科学能广泛深入群

众ꎬ 用一般自然科学基本知识教育群众ꎬ 普及防空防毒防灾防疫医药卫生等必需的科学常识ꎬ 并反对

复古盲从等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封建残余毒物ꎬ 使民众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向着科学的进步的道路

上发展”⑦ꎮ 陕甘宁边区开展的科普教育工作主要包括举办科普讲座、 展览会和劳动技术竞赛、 撰写

科普文章和著作等ꎬ⑧ 此外研究会还在 «解放日报» 上开辟了 “科学园地” “卫生” 以及 “自然界”
“急救常识” “农业知识” 等专栏向广大群众普及科技常识ꎮ⑨

在陕甘宁边区的带动下ꎬ 晋察冀、 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也加入到科学大众化运动当中ꎮ １９４２ 年晋

察冀自然科学界协会成立ꎬ 围绕战争与生产两个中心向边区群众开展科普教育ꎬ 尤其是农业和卫生普

及教育ꎬ 如建立示范农户、 开辟特约农田和聘请特约专家向当地农民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 新方法ꎮ
此外ꎬ 各抗日根据地每年多次举办工农业生产和医药卫生展览会ꎬ 展示农林畜牧业、 军事工业、 轻工

业、 重工业、 化学工业和医疗卫生方面的产品ꎮ 展览会上专业人员积极主动地与参观者交谈ꎬ 耐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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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ꎮ①

二、 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的主要成就

　 　 １. 科普教育内涵逐步深化

科普教育虽不同于学校科学教育ꎬ 但其与民众生活、 生产密切相关的科学常识教育又是学校科学

教育中各学科的基础ꎬ 因而两者并无本质差别ꎮ② 一般认为ꎬ 近代学校科学教育的内涵主要包括科学

知识的获得、 科学方法的掌握、 科学精神的养成三方面ꎬ③ 同样ꎬ 近代科普教育的内涵也包含上述三

个方面ꎮ 清末先进知识分子已注意向民众宣传格致地理等方面的浅近知识ꎬ 但由于缺乏科学专业人

士ꎬ 时人对何谓科学以及科学教育的内涵及其与社会的关联尚缺乏深入思考ꎮ 以归国留美学生群体为

核心的中国科学社较早对科学的方法、 精神及其与社会的关联予以论述ꎬ 如任鸿隽先后发表 «科学

与教育» «科学精神论» «科学教育与科学» 等文章ꎬ 率先将 “科学教育” 联成一词ꎬ 提出观察、 试

验的科学方法和 “崇实” “贵确” 的科学精神ꎬ 说明其时中国科学社成员已认识到无论是学校科学教

育还是科普教育都不仅在于科学知识的普及ꎬ 而且包括科学方法和精神的培养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中

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其 «第二期工作计划大纲» 中指出ꎬ 科学化的主要任务在于使普通民众掌握科

学知识、 充分利用科学方法并养成 “科学精神”④ꎬ 遂进一步明确了科普教育的内涵及其目标ꎮ 上述

状况反映出近代国人对科普教育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ꎮ
２ 科普教育管理趋于制度化

总体而言ꎬ 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管理趋于制度化主要体现在ꎬ 科技社团内部管理的制度化和国家政

府对科普教育管理的制度化两个方面ꎮ 一方面ꎬ 科技社团内部逐渐形成制度化的管理体制和机制ꎬ 科

技社团一般均制订了明确的章程ꎬ 规定自身所要开展的主要工作ꎬ 如进行科普讲演、 建立科学博物

馆、 编辑出版科普读物、 举办科普展览、 放映科普电影、 辅助中小学科学教育、 答复社会各界的相关

咨询等ꎮ 它们也会根据各自的专业特点、 人员规模及物质条件等制定和实施确保上述各项工作及活动

顺利开展的具体步骤、 方法和手段ꎬ 从而强化科普教育场馆设施的功能ꎬ 并提升其工作效率ꎮ 另一方

面ꎬ 科普教育逐渐纳入国家政府的管理体制中ꎬ 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十分注重对全国各级各类

科普教育机构的宏观调控和管理ꎬ 要求各地民众教育馆把开展科普教育作为其主要工作任务ꎬ １９３３
年福建省立科学馆的成立标志着省一级科普教育机构的诞生ꎬ １９４１ 年教育部颁布 «省市立科学馆规

程» «科学馆工作大纲»ꎬ 从国家行政管理层面不仅把科学馆确定为实施科普教育的中心机构ꎬ 而且

使之成为促进各级各类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机构开展科普教育的协调管理机关ꎬ 从而促使科普教育管

理进一步制度化ꎮ
３ 科普教育机构及其管理者不断专业化

清末民初ꎬ 政府主导的半日学堂、 宣讲所、 阅报处等设施在向民众普及科学常识方面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ꎬ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仍以开展识字教育和扫盲教育为主ꎮ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ꎬ 伴随着科普教

育管理的制度化ꎬ 民众教育馆、 博物馆、 动植物园、 科学馆等科普教育机构不断扩增ꎬ 管理人员及其

工作呈现出不断专业化的发展趋势ꎮ
首先ꎬ 科普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多为相关专业的学者和专家ꎮ 天津博物馆馆长严智怡ꎬ 青岛水族馆

馆长蒋丙然ꎬ 上海市立动物园主任沈祥瑞ꎬ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 金维坚ꎬ 福建省立科学

７２２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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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明: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事业研究»ꎬ 北京: 九州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年ꎬ 第 １８８－１９８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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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馆长郑贞文、 黄开绳ꎬ 庐山森林植物园主任秦仁昌ꎬ 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袁翰青ꎬ 中国西部博物馆

馆长李乐元等都是化学、 动物、 植物、 博物等领域的专家ꎬ 同时作为科普教育机构的管理者ꎬ 他们在

制订馆务方针、 宗旨及相关规章制度时都很重视把科普教育作为其要素与核心环节ꎬ 并对科普教育的

对象、 内容、 任务和目标等进行科学的定位ꎮ
其次ꎬ 学界涌现出一批有关科普教育及其管理的理论性论著ꎮ 朱祖佑著 «水族馆概论»ꎬ 陈端志

著 «博物馆学通论»ꎬ 杨钟健著 «关于陈列馆的意见»ꎬ 刘咸著 «如何创设博物馆»ꎬ 费耕雨、 费鸿

年著 «博物馆学概论»ꎬ 沈祥瑞著 «动物园»ꎬ 蒋希益著 «植物园»ꎬ 曾昭燏、 李济著 «博物馆»ꎬ 武

可桓著 «民众科学教育» 等均为代表作ꎮ 这些论著广泛涉及科学馆、 博物馆、 动植物园创办历史、
组织结构、 教育对象、 教育功能、 教育方式、 教育设计等方面的内容ꎬ 对于科普教育机构工作者更有

效地组织和实施科普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ꎬ 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ꎮ
最后ꎬ 成立专业学会以促进科普教育机构的发展ꎮ １９２５年袁同礼等人组织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ꎬ

“以研究图书馆学术ꎬ 发展图书馆事业ꎬ 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为宗旨”①ꎬ １９３０ 年丁文江、 朱启钤、 翁

文灏、 胡先骕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博物馆协会ꎬ “以研究博物馆学术ꎬ 发展博物馆事业ꎬ 并谋博物馆之

互助为宗旨” ②ꎮ 二者都设立了专门委员会ꎬ 对于图书馆收藏、 编目、 索引和博物馆的设计、 陈列方

式等事项进行交流研讨ꎬ 从而促进了科普教育机构的专业化发展ꎮ
４ 科普读物日渐多元化

清末曾出现国人创作科学小说的热潮ꎬ 如荒江钓叟著 «月球殖民地»、 吴研人著 «新石头记»、
陆士谔著 «新野叟曝言» 等均为享誉一时的作品ꎬ 但由于科学小说的创作要求小说家对其作品涉及

的科学领域必须具有足够丰厚的专业知识储备ꎬ 因而清末仓促上阵的科学小说家在其创作时往往暴露

出 “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 的种种不足和缺陷ꎮ③

民国时期ꎬ 随着科学家群体的出现以及教育界、 出版界和政府对科普教育的重视ꎬ 科普读物在内

容、 类型和出版机构等方面日渐多元化ꎮ 这一时期的科普读物类型主要有图书、 杂志与报纸三种ꎬ 其

中科普图书发展尤为迅速ꎮ 据初步统计ꎬ 民国时期科普图书共 ６４３ 种④ꎬ 其内容涉及医药卫生、 生物

学、 天文学、 地质学、 化学、 物理学、 数学、 交通运输、 农业等领域ꎮ
民国科普图书主要由下列三种出版机构出版: (１) 各地民众教育机关ꎮ 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出

版了 «桑树» «养鸡大王» «种桃» 等科普图书ꎬ 南京民众教育馆出版了 «理化常识» «自然现象»
«生物常识» 等科普图书ꎬ 浙江省民众教育馆出版了 «科学的生活» «动物» 等科普图书ꎮ (２) 商务

印书馆、 中华书局等出版社ꎮ 如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儿童理科丛书” “儿童工艺丛书” “儿童手工丛

书” “儿童卫生丛书” “儿童常识丛书” 等科普丛书ꎬ 中华书局出版了 “少年科学丛书” “民众常识

丛书” “实用园艺丛书” “民众农业丛书” 等科普丛书ꎮ (３) 各类科技社团ꎬ 如中国科学社主编、 中

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了 “科学画报小丛书” “家常科学丛书” “实用小工艺丛书” 等科普丛书ꎮ
民国科普图书出版机构多样ꎬ 单本图书和系列丛书并出ꎬ 整体上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ꎮ 民国科普杂志

本着深入民众、 通俗易懂的读者定位和办刊宗旨ꎬ 也成为科普读物中的翘楚ꎬ 较有代表性的如中国科

学社主编 «科学画报»、 周建人主编 «自然界»、 中华医学会主编 «中华健康杂志» 等ꎮ 此外ꎬ 一些

报纸还特辟科普专栏ꎬ 如 «中央日报» “科学周刊”ꎬ «北平晨报» “科学常识周刊”ꎬ «大公报» “科
学周刊”ꎬ «民国日报» “科学周报”ꎬ «解放日报» “科学园地” “卫生” 等ꎬ 这些科普杂志和报纸专

栏也为民众增长科技知识和扩展科技见闻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ꎮ

８２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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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的基本特征

　 　 １. 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主要目标

清末民初为挽救民族危亡进步人士开始注重 “开民智”ꎬ 并努力向民众宣传普及科学常识ꎮ 五四

新文化运动发生后ꎬ 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科技社团和以晏阳初、 黄炎培等发起的各类教育社团共同

吹响 “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 号角ꎬ 相继掀起平民教育运动、 职业教育运动、 乡村教育运动ꎬ 其侧

重点虽各不相同ꎬ 但在民众中开展科普教育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ꎮ 在孙中山 “唤起民众” 思想的影

响下ꎬ 南京国民政府与民间科技社团、 教育界人士一起将科普教育与国家建设紧密结合ꎬ 发起科学化

运动、 科学下嫁运动ꎬ 科普教育获得深入发展ꎮ 抗日战争爆发后ꎬ 南京国民政府开展的国防科学运动

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科学大众化运动均围绕着抗战救国的主旋律ꎬ 科普教育遂成为抗战救国的重

要手段和途径ꎮ 总之ꎬ 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的主要目标ꎬ 因为科学与国家

利益的紧密结合成为关系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重要因素ꎬ① 事实证明体现科学社会功能的科普教

育亦遵循这一规律ꎮ
２. 以普及农业、 工业、 卫生、 国防等科技知识为主要内容

在民族危亡、 生产衰微的历史背景下ꎬ 自强求富成为清末 “新政” 的重要目标ꎬ 为了提高农业

收成、 促进经济发展ꎬ 政府专设农会向农民普及农业科技知识ꎮ 南京国民政府把 “增加生产” 作为

社会教育的中心目标ꎬ 规定各类社会教育机构和设施均以普及科学知识、 指导生产技术为工作目标ꎬ
其重点在于: (１) 普及农业科技知识ꎬ 改善农民的生产方法和技能ꎮ (２) 普及卫生常识ꎬ 改善人民

的生活质量ꎮ (３) 普及修筑水路、 道路以及使用交通工具方面的科技常识ꎮ 抗日战争时期ꎬ 南京国

民政府将 “国防与生产” 作为首要目标ꎬ 努力向民众普及战时科学常识ꎮ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

边区将普及工农业生产、 卫生、 国防等科技常识作为科普教育的主要内容ꎮ③ 据笔者统计ꎬ 作为近代

中国科普教育主力军的科技社团在民国时期共有 １５３ 个ꎬ 其中综合类 １９ 个ꎬ 专业类 １３４ 个ꎻ 在专业

类科技社团中ꎬ 化学类占 ７ ５％、 农业类占 ９％、 工程类占 １２％、 医学类占 ２９％ꎬ 其他专业类科技社

团大都在 ２％左右ꎬ 有的甚至不足 １％ꎬ④ 这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出近代科普教育以宣传普及与国

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农业、 工业、 卫生、 国防等方面的科技知识为主要内容ꎮ
３. 以民间科技社团为主力军

近代中国科普教育兴起后ꎬ 以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为主要力量的民间科技社团始终是其主力军ꎮ
一方面ꎬ 如前所述ꎬ 科技社团通过制定规章制度ꎬ 把开展科普教育工作及活动作为重要社务ꎬ 如出版

科普读物ꎬ 举办科普展览ꎬ 放映科普电影ꎬ 进行科普广播ꎬ 创办民众学校ꎬ 赴中小学举办科学实验

等ꎮ 另一方面ꎬ 科技社团也通过与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的互动来促进科普教育事业的发展ꎬ 这方面科

技社团所开展的主要工作及其贡献可归纳如下:
其一ꎬ 向政府建言献策或在政府部门任职ꎬ 借以实现其科普教育的理想ꎮ 如 １９２８ 年南京国民政

９２２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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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真真: «５０ 年代对科学的改造及对科学改造的认同»ꎬ 载周榕芳主编: «三思评论» 第 ２ 卷ꎬ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年ꎬ 第 １８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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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采纳中国科学社王琎、 李熙谋和中华学艺社郑贞文等人的 １０ 项提案①ꎬ 最终

形成 «提倡科学教育、 注重实验并奖励研究案»ꎬ 提出要推动各地设立科学博物馆以普及民众科学教

育ꎬ 设立公共自然科学实验所以改进中小学科学教育ꎬ 但当时政府未能形成相关政策予以实行ꎮ １９３２
年郑贞文担任福建教育厅厅长ꎬ 次年在他的带领下率先建立起以普及民众科学教育和辅助中小学科学

教育为宗旨的福建省立科学馆ꎬ 此后科学馆在各地相继成立ꎮ
其二ꎬ 科技社团主动与教育社团相结合ꎬ 通过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来协助教育社团在教育实验中

开展科普教育ꎮ 如中华医学会成员黄子方、 陈志潜等人分别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的沪郊农村改进实

验区及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的河北定县实验区的卫生教育部门担任重要职务ꎬ 对上述实验区卫生普及

教育的设计及其具体实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ꎮ
其三ꎬ 科技社团成员与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科普图书ꎮ 据笔者初步统计ꎬ 民国时期以科技社团成员

为主体编著的科普图书有 ３７２种ꎬ 除其中一部分由科技社团独立出版外ꎬ 科技社团成员还通过与商务

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科普读物ꎬ 如中国科学社成员王云五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民众基

本丛书” “少年百科全书”ꎬ 中国科学社成员薛德焴主编、 上海新亚书店出版的 “科学知识普及丛

书”ꎬ 中华学艺社成员郑贞文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少年自然科学丛书” 等ꎮ②

四、 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的局限性

　 　 综观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的发展状况ꎬ 在广大科技界、 教育界、 出版界和政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ꎬ 从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ꎬ 尽管政权更迭、 外患日亟、 战争频繁ꎬ 但科普教育

仍持续发展ꎬ 从未间断ꎮ 然而ꎬ 由于近代中国工业化始终未能完成ꎬ 经济、 科技和教育处于整体落后

的状态ꎬ 科普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遂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ꎬ 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ꎮ
首先ꎬ 科普教育的经费缺乏保障ꎮ 如前所述科技社团是近代中国开展科普教育的主力军ꎬ 民国成

立的科技社团数量虽有 １５０余个ꎬ 但大部分由于经费缺乏保障等原因而无力维持以致旋生旋灭ꎬ 其科

普教育的工作和活动也无法持续开展ꎮ 民国时期存在时间较长、 影响较大的只有中国科学社、 中华自

然科学社、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 中华医学会等少数科技社团ꎮ 即便如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这样由政

界人士直接组织和鼎力支持的科技社团ꎬ 抗战爆发后其工作也陷于停滞状态ꎬ 总干事张北海在 １９３８
年 ９月致教育部的呈文中坦言: «科学的中国» 自迁渝以来因印刷所设备不全ꎬ 以致未能即时继续刊

行ꎬ 与北平分会积极筹办的科学实验馆和博物馆因卢沟桥事变爆发ꎬ 以致功败垂成ꎻ 抗战以后各处经

费来源锐减ꎬ 或竟停发ꎬ 致使该会已办事业未能赓继进行ꎮ③

其次ꎬ 科普教育理想与现实之间发生矛盾ꎮ 以科技社团所承担的科学研究与科普教育两大任务为

例ꎬ 科技社团开展科普教育的理想是希望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激发民众对于科学的兴趣ꎬ 使其学习掌握

科学知识和方法ꎬ 改善生产和生活ꎬ 但由于大部分科技社团还担负着另一个重要的职责ꎬ 即推动相关

领域科学研究的发展ꎬ 因此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便会遇到科学研究与科普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ꎮ 如

中国科学在 １９２４年事业规划中原本计划专设通俗观象台和科学博物院对普通民众及青少年进行科普

０３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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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该 １０项提案为杨端六 «规定大学预算以为实施科学教育之标准案»、 陈礼江 «各省科学教育事业请由国库津贴案»、 王琎

«促进各省设立科学博物馆案»、 李熙谋 «提倡科学研究及奖励工业发明藉以振作国内工业案»、 何尚平 «自中学以下 (中学在内)
宜特别注重自然科学教育案»、 王琎 «规定中小学自然科学实验课程最低标准案»、 郑贞文 «提倡中等学校及高级小学自然科学实验

案»、 刘景文 «利用学生作业充实各地博物馆通俗教育馆及学校设备案»、 刘景文 «各校图书仪器合作设备案»、 郑贞文 «养成初级

中学混合自然科学师资案»ꎮ 参见中华民国大学院编: «全国教育会议报告» 乙编ꎬ 上海: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２８年ꎬ 第 ５３５－５４６页ꎮ
北京图书馆编: «民国时期总书目 １９１１—１９４９: 文化科学艺术»ꎬ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ꎻ 北京图书馆编: «民

国时期总书目 １９１１—１９４９: 自然科学医药卫生» «民国时期总书目 １９１１—１９４９ 综合性图书»ꎬ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年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会务状况章程及非常时期工作纲领»ꎬ １９３８年 ９月至 １９４０年 ５月ꎬ 全宗号 １１ꎬ

案卷号 ７３５６ ꎮ



教育ꎬ① 但最终未能实施ꎮ 中国科学社成立的科学图书馆虽然讲明 “目的及效用固不仅限于研究ꎬ 宣

传指导及社会事业之发达亦均有待于此也”ꎬ② 但从其藏书来看多为学术性、 专业性较强的中外科学

书籍杂志ꎬ 即使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后ꎬ 大部分阅览者仍是高校师生和科研机构工作

人员ꎬ 可见其最终成效仍局限于 “供一般研究科学者的参考利用”ꎮ③

再次ꎬ 科普教育设施总体规模偏小ꎮ 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的科普教育设施无论在数量上ꎬ 还是在

专业化程度方面都有所发展ꎬ 但因经济落后、 国难重重ꎬ 其总体规模仍显不足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３６ 年全

国各省市民众教育馆 １６１２所④ꎬ 历经抗战至 １９４７年加上县立民众教育馆总计 １３９１所⑤ꎮ １９４６年全国

共有单设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 民众教育馆及机关社团附设图书馆总计 ５１９６ 所ꎬ 因抗战受到破坏ꎬ
至 １９４７年仅有 ２７０２所⑥ꎮ 全国各省市公私立及附设博物馆抗战前约有 ８０余所ꎬ 战后大半沦陷⑦ꎬ 博

物馆事业基本停滞ꎮ 此外ꎬ 作为开展科普教育中心机构的科学馆虽然在民国时期逐年增长ꎬ 但因其设

立较晚且多为应急而设ꎬ 加以战争的破坏ꎬ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各省市仅有 １８ 所科学馆⑧ꎬ
总体数量还是太少ꎮ 时人曾感叹道: “各地之民众教育馆或通俗图书馆ꎬ 尚能购一部万有文库或凑些

书籍而灌输常识ꎬ 但欲求实地眼看之教育ꎬ 如动植物园、 理化馆、 博物馆等之实物教授者则仍不可多

得ꎮ 即以上海而论ꎬ 幸尚有市办之动植物园ꎬ 然而关于物理、 化学、 天文、 地质等科学之博物馆非惟

不可得ꎬ 且未闻有人建议提倡ꎮ”⑨

最后ꎬ 科普教育提升民众科学素养的效果欠佳ꎮ 虽然近代科普教育内容主要是与民众生产、 生活

密切相关的科技常识ꎬ 但由于近代中国的文盲率占总人口的 ８０％以上ꎬ 这就使得大多数民众无法通

过阅读图书报刊这一最重要的方式获取科技知识ꎮ 此外ꎬ 科普教育工作者还要面临民众根深蒂固的封

建迷信思想及偏见ꎬ 其文化心理层面的障碍很难突破ꎮ 这种现象在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的卫生保健方

面表现尤为突出ꎬ 据一位公共卫生护士的日记记载ꎬ 由于当时大部分民众都 “迷信仙佛ꎬ 不信医

药”ꎬ 她在义务为一位新生儿处理眼疾时就遭遇到婴儿奶奶诧异的目光、 拒绝的语气以及怀疑其有恶

意、 不许碰婴儿和产妇的一系列抵制态度和行为ꎮ １９４４年毛泽东指出: “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

的进步方面ꎬ 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ꎮ 在 １５０ 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ꎬ 还有 １００ 多万文盲ꎬ ２０００ 个

巫神ꎬ 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ꎮ”

综上所述ꎬ 近代中国科普教育经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ꎬ 实际效果虽不尽如

人意ꎬ 未能达到预期的理想和目标ꎬ 毋庸置疑的是ꎬ 它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中国科普教育的发展奠定

了思想和物质基础ꎬ 它在实践方面的某些经验教训也值得今人借鉴和记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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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村塾师的乡贤角色及当代启示

肖正德

(杭州师范大学 教师发展研究中心ꎬ 浙江 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摘要: 传统乡村塾师ꎬ 是指中国古代乡塾中的施教者ꎬ 其发展嬗变历经发轫、 产生、 发展、 兴盛等阶段ꎮ
在中国漫长的乡村社会历史上ꎬ 传统乡村塾师曾经担当乡村文化的代言人、 乡村礼教的承担者、 乡村治理的

协助者等乡贤角色ꎬ 其经历自我形成和环境塑造内外并行的发展过程ꎮ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ꎬ 乡村教

师要从传统乡村塾师的乡贤内涵和乡贤精神中吸取营养ꎬ 守望职业信念ꎬ 掌握现代知识ꎬ 增强公共意识ꎬ 厚

植乡土情怀ꎮ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担当新乡贤角色ꎬ 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ꎮ
关键词: 乡村塾师ꎻ 乡贤ꎻ 乡村振兴ꎻ 乡村教师ꎻ 新乡贤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２３２－０８

传统乡村塾师的乡贤角色ꎬ 是指中国古代乡村私塾中的乡村塾师的社会地位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

符合传统乡村社会期望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总和ꎮ 乡村塾师是 “乡曲之导师ꎬ 地方之柱石ꎬ 一

方文家之重镇” ①ꎮ 他们凭借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ꎬ 在乡间传授知识ꎬ 教化乡民ꎬ 热心于公益事业ꎬ
造福一方ꎮ 他们是负有文化传播、 道德教化、 社会治理的责任且望重于本乡的乡贤主要构成人员ꎬ 在

中国漫长的乡村社会历史上曾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ꎮ 深入探讨传统乡村塾师乡贤角色的担当及形塑ꎬ
深刻领会传统乡村塾师的乡贤内涵和乡贤精神ꎬ 可为正确认识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教师新乡贤角

色ꎬ 积极发挥乡村教师的新乡贤功能提供有益借鉴ꎮ

一、 传统乡村塾师发展嬗变之脉络

　 　 “塾师”ꎬ 是指传统私塾中从事启蒙教育的教师ꎬ 又称 “蒙师” “经师” “馆师” “社师”ꎬ 别称

“私塾先生” “门馆先生”ꎬ 他们用所获知识谋生ꎬ 叫 “舌耕”ꎬ 被社会公认为一种清白而崇高的职

业ꎮ 传统乡村塾师ꎬ 是指我国古代乡村私塾中的施教者ꎬ 是古代从事乡村子弟启蒙教育的群体ꎮ 传统

乡村塾师由来已久ꎬ 其嬗变历经发轫、 产生、 发展、 兴盛等阶段ꎮ
１ 传统乡村塾师的发轫

传统乡村塾师源远流长ꎮ 但限于史料ꎬ 夏商两代难以稽考ꎮ 就其渊源来说ꎬ 首推西周时期的

“父师” 或 “少师”ꎮ 由于西周时期教育制度是政教不分、 官师合一的ꎬ 学校的教师都由官吏兼任ꎬ
官即师ꎬ 师即官ꎬ 师者必为官或退仕ꎮ 根据 «学记» 对西周学制的记载: “古之教者ꎬ 家有塾、 党有

痒、 术有序、 国有学ꎮ” ( «礼记学记第十八» ) 古代的教育ꎬ 二十五家的闾有 “塾”ꎬ “塾” 属当

时蒙学性质的乡学ꎬ 施教者多是致仕回乡的大夫和士ꎬ 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ꎮ «尚书大传» 卷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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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大夫七十而致仕ꎬ 老于乡里ꎬ 名曰父师ꎻ 士曰少师ꎬ 以教乡人子弟于门塾之基ꎬ 而教之学也ꎮ”
此处已正式称塾中施教者为 “师”ꎬ 且根据年龄大小有 “父师” “少师” 之分ꎮ① “父师” “少师” 通

称为 “乡先生”ꎮ «仪礼士冠礼» 载: “遂以挚见于乡大夫、 乡先生ꎮ” 郑玄注曰: “乡先生ꎬ 乡中

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ꎮ” 又 «乡学礼»: “以告于乡先生君子可也ꎮ” 贾公彦疏: “先生ꎬ 谓老人教学

者ꎮ”② “乡先生” 是辞官居乡或在乡任教的老人ꎬ 是中国乡村塾师的滥觞ꎮ
２ 传统乡村塾师的产生

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崩溃而向封建制转型的社会大变革阶段ꎮ 那时统一的奴隶制国家西周日落

西山ꎬ 礼崩乐坏ꎬ 社会飘摇动荡ꎮ 在文化教育方面ꎬ 官学衰废ꎬ 私学骤兴ꎮ 私学的创立ꎬ 冲破了

“政教合一” 的枷锁ꎬ 教育从政治活动中分离出来ꎮ 施教者不再是官吏ꎬ 是专业化的教育工作者ꎬ 是

单纯的脑力劳动者ꎬ 以教育人为谋生之道ꎮ③ 一批原本在宫廷专掌典籍、 身通 “六艺” 的士人纷纷流

落出走ꎬ 其中一部分人成了诸侯的学官ꎬ 也有一部分人流落民间ꎮ 他们以个人的身份授徒讲学ꎬ 成为

中国私学的首创者ꎮ 这些有识之士皆能著书立说ꎬ 而成一家之言ꎬ 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ꎮ 各家各派在

自己开设的私学里ꎬ 对自己的治世主张畅所欲言ꎬ 从而在思想意识和社会文化领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

繁荣局面ꎮ 正所谓 “周室衰而王道费ꎬ 儒、 墨乃始列道而议ꎬ 分徒而讼”④ꎮ 正是这些有识之士创办

的私学ꎬ 冲破了 “学在官府” 的枷锁ꎬ 将学术文化 “下移” 到民间ꎬ 形成了 “天子失官ꎬ 学在四

夷” 的社会文化场景ꎮ 自此之后ꎬ 蒙学教育主要转向私人操办ꎬ 私塾成为中国古代蒙学的主要教育

机构ꎬ 塾师群体也因此正式产生ꎮ
３ 传统乡村塾师的发展

到了战国时期ꎬ 私学更加盛行ꎮ “从师” 之风盛极一时ꎬ 于是乡村塾师开始发展壮大ꎮ 秦始皇统

一六国后ꎬ 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需ꎬ 严厉禁止私学ꎬ 秦朝蒙学教育因而发生严重倒

退ꎬ 塾师发展艰难受挫ꎮ 自汉代始ꎬ 私学开始复苏与发展ꎮ 汉自武帝以降ꎬ 采纳董仲舒的建议ꎬ 施行

“罢黯百家、 独尊儒术” 的文教政策ꎮ 士人必读儒家经典ꎬ 方能在政治上有出路ꎬ 方能获得出仕做官

的机会ꎬ 而太学路途遥远ꎬ 招收名额又少ꎬ⑤ 即使地方官学ꎬ 也受入学条件拘囿ꎬ 因此之故ꎬ 不得不

求助于私人传授ꎮ⑥ 自此之后ꎬ 私学成了教授儒家经典、 传播儒家经义的重要场所ꎮ 私学的发展ꎬ 促

成了塾师群体数量的扩大ꎮ⑦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像走马灯样频繁更迭ꎬ 社会风雨飘摇ꎬ 动荡不宁ꎬ
官学时兴时废ꎬ 这恰给私学发展以更大的空间ꎬ 加之儒、 道、 佛、 玄并存ꎬ 形成私学的昌盛发达ꎮ⑧

在这一时期ꎬ 蒙学教育主要在民间较为常见的 “乡塾” 和 “家学” 中开展ꎮ⑨ 尤其一些隐逸之士ꎬ
远离尘嚣ꎬ 筑室于山野郊外ꎬ 创辟 “乡塾” 聚徒讲学ꎬ 乡村塾师责无旁贷地挑起了传承文化、 发展

乡村教育的历史重任ꎮ 隋唐时期ꎬ 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私塾蓬勃发展ꎮ 唐高祖武德七年 (６２４) 下

诏: “州县及乡里ꎬ 并令置学ꎮ” 自此ꎬ 乡学普遍设置ꎬ 乡村塾师群体也快速发展ꎮ 迨至宋元ꎬ 蒙学

教育得到较大发展ꎬ 在全国城乡设立了不少蒙学ꎮ 在乡村ꎬ 还置办了专供农家子弟利用冬闲时节读书

的 “东学”ꎮ 此外ꎬ 还有称作 “乡校” “家塾” “私塾” “蒙馆” 等ꎮ 宋元时期民间蒙学的兴盛ꎬ 促

成了乡村塾师群体的进一步发展与壮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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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传统乡村塾师的兴盛

明清时期ꎬ 随着私塾在全国各地普设ꎬ 造就了一支数目庞大的塾师队伍ꎬ 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

层ꎮ 明清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ꎬ 要求地方各级官吏积极兴办蒙学ꎮ 明朝开国皇帝朱

元璋在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 下诏: “宜令郡县皆立学ꎬ 礼延师儒ꎬ 教授生徒ꎬ 讲论圣道ꎬ 使人日渐月

化ꎬ 以复先王之旧ꎮ” ( «明史选举志一» ) 洪武八年 (１３７５)ꎬ 又因 “京师及郡县皆有学ꎬ 而乡社

之民未睹教化”ꎬ 下诏设立社学ꎬ “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ꎮ 清康熙九年 (１６７０) 下令各省的府、 州、
县设置社学、 社师ꎬ 明确规定: “凡府、 州、 县每乡置社学一ꎬ 选择文艺通晓ꎬ 行谊谨厚者考充社

师ꎮ 免其差役ꎬ 给饩廪优膳ꎮ” («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七» ) 明清在乡村广设社学外ꎬ 还允许民间

广立学塾ꎬ 私人结庐收徒讲学ꎮ 因此ꎬ 明清蒙学在数量上发展迅速ꎬ 社学、 义学、 私塾、 冬学普设ꎬ
遍布城乡ꎮ① 由于蒙学的广泛普及ꎬ 从而使塾师的从业人数较前代大为增加ꎮ 清人周石藩有云: “大
凡乡鄙都邑ꎬ 皆有塾师ꎮ”② 明清两代乡村塾师臻于兴盛ꎬ 足迹已达臻乡村各个角落ꎮ③

二、 传统乡村塾师乡贤角色之担当

　 　 传统乡村塾师作为官学外乡村教育的主要承载者ꎬ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占据一定的社会位置ꎬ 传统

乡村社会对他们形成一定的角色期待ꎬ 并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ꎮ 在这个位置上ꎬ 传统乡村塾师在与乡

村社会互动中依照一定的角色期待和规范要求进行一种或多种角色行为ꎬ 这就是传统乡村塾师的社会

角色担当ꎮ 传统乡村塾师承担学校教育 (乡塾) 的本职工作之外ꎬ 其中 “品端学粹” 的还在乡村社

会担当着重要的乡贤角色ꎮ 具体而言ꎬ 传统乡村塾师的乡贤角色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１ 乡村文化的代言者

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稀有的文化精英ꎬ 乡村塾师在 “舌耕” 谋生之余ꎬ 还发挥自身文化资

本优势ꎬ 积极担当乡村文化代言人的社会角色ꎮ 具体来说ꎬ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帮看文字ꎮ 在

传统乡村ꎬ 一般乡民多不识字ꎬ 塾师帮他们看文字就成为常有之事ꎮ 如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之祖父钱

王炯ꎬ 一辈子以教书为业ꎬ “士大夫有难字疑义ꎬ 从府君取决ꎬ 皆得其意以去”④ꎮ 二是命名起字ꎮ 传

统乡村社会ꎬ 一般不识字之乡民ꎬ 通常以乳名唤子弟ꎬ 只待子弟上学才邀请塾师为其子弟命名开笔ꎮ
如清末山西塾师刘大鹏在其日记中记载: “二月十八日 (３月 ２４日) 申刻ꎬ 东家油店内二掌柜名王玉

典者ꎬ 求为其子命一名ꎬ 大排行皆从廷字ꎮ 余于是从廷字择数个字书写纸上ꎬ 令其自己采择ꎮ”⑤ 三

是写对联ꎮ 乡村塾师练就了写对联的基本条件ꎬ 每逢春节前夕ꎬ 乡民大多延请他们书写春联ꎮ 如清人

顾禄在 «清嘉录» 中载: 居人更换春帖曰 “春联”ꎮ 先除夕一二十日ꎬ 塾师与学书儿书写以卖榜于

门ꎬ 曰 “春联处”⑥ꎮ 四是立契约文书ꎮ 传统社会民间契约文书ꎬ 大致内容有田地买卖、 兄弟分产、
合伙招股、 相互借贷、 纳妾买婢等ꎬ 乡村塾师通常充当契约文书的代笔ꎮ 如 «儒林外史» 中的塾师

惠养民就为 “几个村看当票ꎬ 查药方ꎬ 立文约儿”ꎮ⑦ 五是写碑文ꎮ 传统乡村社会随处可见的碑文多

出于乡村塾师之手ꎮ 如清代吴县塾师蔡家驹ꎬ “晚年专事古文ꎬ 熟掌故而深于经学ꎬ 文体近曾王ꎬ 郡

中碑版之文ꎬ 半出其手”ꎮ⑧ 六是修纂族谱ꎮ 以一己之笔墨为他族修谱献力献策ꎬ 既葆扬宗法ꎬ 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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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 «潜研堂集» 卷 ５０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年ꎬ 第 ８６８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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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与宗族的联谊ꎮ 清嘉庆二十五年 (１８２０ 年)ꎬ 湖北大冶 «南阳堂邓氏族谱» 修纂的过程中ꎬ 塾

师刘光宇出力不菲ꎮ 他在 “谱序” 中记载了邓氏尊长请他修谱ꎬ “欲借吾子言以为家乘光”ꎮ 此外ꎬ
乡村塾师还帮乡民写招贴、 写寿文、 写讼词等ꎮ 他们与乡土社会有着良好互动ꎬ 自然成为乡村文化的

代言人ꎮ①

２ 乡村礼教的承担者

早期的儒是长于相礼司仪的专门人才ꎬ “在儒者作为一种职业人群出现之时ꎬ 对祭祀活动、 礼乐

知识的掌握和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其群体特征形成和发展的过程”②ꎮ 即使儒家学派形成之后ꎬ 一般的

儒者仍有以相礼为生计者ꎮ③ 乡村塾师作为儒家思想的传承者ꎬ 更多地以 “小人儒” 的身份延续了在

民间的相礼活动ꎮ④ 他们不仅熟练掌握乡村礼俗文化的规则和程序ꎬ 而且乐于以自己的智识积极服务

于当地乡民ꎬ 积极主持冠、 婚、 丧、 祭 “四礼” 活动ꎬ 在乡村社会礼仪文化生活中扮演一定的社会

角色ꎮ⑤ 明代黄佐在 «泰泉乡礼» 中ꎬ 虽未明确规定社师于乡民礼仪生活中的地位与角色ꎬ 但对其所

承担之礼仪文化活动的内容ꎬ 还是多有记述ꎮ 大致说来ꎬ 主要包含: 主持、 参与乡民子弟成人之

“冠礼”ꎬ 及祭、 祝、 会、 誓等礼仪活动ꎻ 省喻婚娶不时ꎬ 制戒词ꎬ 晓谕乡民ꎻ 祭、 祝、 祷、 告、 誓

等礼仪文字的撰写ꎻ 讲解诸礼仪式、 灾患消攘、 乡约等内容ꎬ 解答乡民疑问ꎮ⑥ 而其核心乃是对 “礼
仪” 的讲解ꎬ 与对乡民不合乎礼仪行为的监督、 劝诫ꎮ 应该说ꎬ 其通过自身 “礼仪” 阐释权力的发

挥ꎬ 成为基层社会中乡民礼仪文化生活的指导者ꎮ 这既是对民间礼仪文化需求的一种满足与回应ꎬ 也

是其发挥自身社会教化功能的一条重要渠道ꎮ⑦ 换言之ꎬ 传统乡村塾师积极承担乡村礼教工作ꎬ 发挥

社会教化职能ꎬ 在极大地满足了乡民礼仪文化活动需要的同时ꎬ 也奠定了自身文化精英的社会地位ꎮ
３ 乡村治理的协助者

在 “国权不下县” 的中国传统社会ꎬ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相对疏离ꎬ 统治集团无力直接干预基层

乡村的运转ꎬ 只得依靠乡村社会中的士绅集团维持礼教传统和公共秩序ꎮ 在此乡村社会 “长老统治”
局面之下ꎬ “长老” 的选拔无疑要以学识、 资材和威望为标准ꎬ 乡村塾师因其文化知识水平高、 道德

威望大、 社会关系网络广而成为乡民所尊崇的领袖ꎮ 另外ꎬ 乡村塾师作为典型的士绅ꎬ 深受 “学而

优则仕” 理念的影响ꎬ 具有参与乡村公共政治活动、 维持乡村公共秩序的责任意识ꎮ 他们时常为乡

民化解矛盾ꎬ 息事宁人ꎬ 便成为基层社会中调停、 化解乡民社会矛盾ꎬ 解决日常纠纷的乡村治理协助

者的社会角色ꎮ⑧ 譬如ꎬ 元末明初诸暨人陈大伦ꎬ 以雄文奥学声名远播ꎮ 富春之右族ꎬ 多 “负气善

斗”ꎬ 陈大伦则常周旋于其间ꎬ “每以讼终凶为戒ꎬ 言辞捆幅无华ꎬ 闻者皆心醉ꎬ 俗为不变”⑨ꎮ 又如

清代学者赵翼的祖父赵福臻ꎬ “生理益窘ꎬ 去为童子师乡里有争端ꎬ 多就公质成ꎬ 数十年来未有

搆讼者”ꎮ 可见ꎬ 乡村塾师常在乡民生活中调解矛盾ꎬ 断案定理ꎬ 宣传政策ꎬ 上通下达ꎬ 成为了乡

村社会治理的协助者ꎬ 在维系乡村社会自治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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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传统乡村塾师乡贤角色之形塑

　 　 传统乡村塾师乡贤角色之形塑ꎬ 指传统乡村塾师之乡贤角色是如何形成与塑造的ꎮ 传统乡村塾师

乡贤角色之形塑ꎬ 要经由自我形成和环境塑造两个并行不悖的发展过程ꎮ 亦即ꎬ 传统乡村塾师成为乡

贤ꎬ 发挥乡贤的社会功能ꎬ 内受制于乡村塾师自身的品行和学识二个基本要素ꎬ 外受特定时代的政

治、 社会、 文化诸因素的影响ꎬ 并在内外两维因素的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下交互产生ꎮ
１ 传统乡村塾师乡贤角色之内制因素

乡贤是有品德、 有才学并为乡村社会做出重大贡献而受广大乡民推崇敬重的人ꎮ 乡村塾师担当乡

贤角色ꎬ 发挥乡贤的社会功能ꎬ 首先要求乡村塾师道德与学问兼修ꎬ 即诉求乡村塾师 “克端师范ꎬ
实心训课” 或 “品端学粹”ꎮ①

一是在品行方面ꎬ 诉求乡村塾师 “立品端正” “行谊谨厚”ꎮ 在传统私塾中ꎬ 不仅要求蒙童识字

读书ꎬ 了解初步的文化知识ꎬ 更重要的是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ꎮ “古者小学ꎬ 教人以洒扫、 应对、
进退之节ꎬ 爱亲、 敬长、 隆师、 亲友之道ꎮ” (朱熹 «小学书题» ) “小学” 教育以 “教事” 为主ꎬ
属于养成教育性质ꎮ 对于塾师而言ꎬ 其主要任务就是熏陶学生的气质ꎬ 娇柔蒙童的性情ꎬ 辅成学生的

材品ꎬ 教蒙童学会做人ꎮ 基于教会做人比授予知识更重要的教育目的ꎬ 塾师的 “德行” 被置于最显

要的位子ꎮ 塾师在教育过程中起表率作用ꎬ 塾师的德行直接影响蒙童的发展ꎬ “其师方正严毅ꎬ 则子

弟必多谨伤ꎻ 其师轻扬佻达ꎬ 则子弟必多狂诞” ( «训蒙辑要» 卷 １)ꎮ 塾师只有自身具备良好的品格

和风范ꎬ 方能将蒙童塑造成 “圣贤的坯璞”ꎬ 完成启蒙教育的使命ꎮ 故此ꎬ 塾师的品行是比学识优先

考虑的要素ꎮ② “学师宜秉公议聘ꎬ 以冀得人也ꎮ 学者先德行而后文艺ꎬ 训读之人ꎬ 立品不端ꎬ 纵才

华擅长ꎬ 其本已失ꎮ” ( «定颖记事» 卷 １) 品行是立人的根本ꎬ 只有立品端正、 行谊谨厚的人ꎬ 方能

有资格配做为人师表的塾师ꎬ 方能称 “贤” 并为民众服膺ꎬ 方有可能成为肩负乡村教化使命的乡贤ꎮ
二是在学识方面ꎬ 要求乡村塾师 “经书熟习” “文义通晓”ꎮ 德行和操守有了保证ꎬ 那最重要的

就是学识了ꎮ 一位塾师ꎬ 没有好的品行不行ꎬ 有好的品行而没有一定的学养亦不行ꎮ 实际上ꎬ 古人在

强调 “行谊谨厚” 时ꎬ 也强调 “文义通晓”ꎻ 在突出 “立品端正” “行谊谨厚” 的同时ꎬ 也指出 “经
书熟习” “学问通彻” 的绝对必要ꎻ 在强调塾师必须 “以身率人ꎬ 正心术ꎬ 修孝弟ꎬ 重廉耻ꎬ 崇礼

节ꎬ 整威仪ꎬ 以立教人之本” 的同时ꎬ 也强调 “守教法ꎬ 正学业ꎬ 分句读ꎬ 明训解ꎬ 考功课ꎬ 以尽

教人之事”ꎮ ( «庄渠遗书» 卷 ９) 归结到一点ꎬ 就是要求塾师经明行修ꎬ 品端学粹ꎬ 品学并称ꎬ 文行

并美ꎮ 塾师从事的是传授知识的工作ꎬ 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拥有一定的学识ꎮ 王夫之在论述师道时

指出: “夫欲使人能悉知之ꎬ 能绝信之ꎬ 能率行之ꎬ 必昭昭然知其当然ꎬ 知其所以然必先穷理格

物以致其知ꎬ 本末精粗晓然具著于心目ꎬ 然后垂之为教ꎮ” ( «四书训义» 卷 ３８) 此处王夫之十分强

调 “欲明人者先自明”ꎬ 只有具备渊博的知识ꎬ 深刻理会了道理ꎬ 方能胜任塾师的工作ꎮ 相反ꎬ 一个

“授经且句读不明ꎬ 问难则汗颜莫对” ( «今言» 卷 ３) 的人ꎬ 是不配也不能充任塾师的ꎬ 更不可能成

为乡贤的ꎮ 学识是塾师最主要的文化资本ꎬ 渊博的学识是他们教学的基础ꎬ 也是确立其社会声望的重

要基础ꎮ 饱学之士多能教学有成ꎬ 因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ꎮ 如明初新余人梁寅就 “结庐石门山ꎬ
四方士多从学”ꎬ 名声大噪ꎮ ( «明史» 卷 ２８２ 儒林一) 安府人张文礼 “居乡训徒ꎬ 名士皆出其门ꎮ”
( «滇志人物志» 卷 １４) 江西人黄良卿ꎬ “博学能诗ꎬ 嘉靖间游宜云南ꎬ 乡人延为师ꎬ 一时士大夫

多出其门ꎮ” ( «滇志人物志» 卷 １４) 在传统乡土社会ꎬ “愈是有学问的人愈有威信做出决定”ꎬ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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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是学问渊博的塾师ꎬ 愈会在乡间获得较高的声望ꎬ 愈能发挥乡贤的作用ꎮ 简言之ꎬ 在学识方面ꎬ
“经书熟习” “文义通晓” 的塾师才有可能成为乡贤ꎮ

２ 传统乡村塾师乡贤角色之外塑条件

乡村塾师的乡贤角色ꎬ 其形成机制包括内外兼修两个方面的因素ꎮ 亦即ꎬ 乡村塾师之于乡贤角

色ꎬ 除了受制于自身品行和学识两方面的内部因素外ꎬ 还外塑于特定的外部条件: (１) 政治的同构

性促进乡村塾师成为乡贤ꎮ 在 “皇权止于县政” 的中国传统社会ꎬ 乡绅阶层在政治上起举足轻重的

作用ꎮ 他们承上启下ꎬ 成为连接国家与乡村的纽带ꎬ 在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和维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ꎮ① 一是成为官僚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ꎮ 封建统治集团的政令、 法令ꎬ 无论采取

何种传播方式ꎬ 欲使之传遍乡村山野ꎬ 均须经由乡绅这一中介阶层晓知于民ꎮ 此种相当于统治阶级最

基层政治地位的角色担当ꎬ 非乡绅阶层莫属ꎮ 二是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ꎮ 在相对稳

定的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下ꎬ 乡绅在向上级官府传递乡村民情民意的过程中ꎬ 刻意自塑成一方民众政治

首领的形象ꎮ② 又因乡村塾师在乡村社会事务中也发挥着较大的作用ꎬ 乡绅在处理乡村事务时也多依

赖乡村塾师ꎬ 如拟贺谢表、 建桥、 修庙、 树碑等事ꎬ 多延请乡村塾师拟稿撰文ꎮ③ 又如造桥修路、 兴

修水利、 调停息讼、 维持治安等地方事务ꎬ 多由乡村塾师经理ꎮ 事实上ꎬ 许多乡村塾师兼有乡绅的角

色ꎮ④ 乡村塾师与乡绅并行不悖ꎬ 他们在政治上的同构性ꎬ 保障中国传统政治 “双轨制” 上通下达的

有效运行ꎮ 亦即ꎬ 中国传统政治 “双轨制” 诉求乡村塾师充当封建统治者与乡民之间的桥梁ꎬ 积极

发挥乡贤角色的政治功能ꎮ (２) 社会的互动性促进乡村塾师成为乡贤ꎮ 乡村塾师与乡土中国社会是

相互滋养的ꎬ 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是乡村塾师之教切合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特性ꎬ 符合乡民

的实际需要ꎮ 传统中国社会是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ꎬ 乡民送孩子入私塾ꎬ 其目的在于 “习字ꎬ
习算ꎬ 会记账ꎬ 会看、 写田契、 牛契ꎬ 以免受骗”ꎮ⑤ 乡村塾师能迎合乡民的要求ꎬ 课余教些杂字杂

文ꎬ 亦能为乡民书写应用文字ꎬ 这些都合乎乡民的实际需要ꎬ 因此乡村塾师赢得了乡民的尊敬与拥

护ꎮ 乡民对于传统私学的习惯认同以及传统私塾在民间的牢固根基和广阔的辐射面ꎬ 使其对乡村塾师

有着一种割不断的情结ꎮ 二是乡村塾师执教一地ꎬ 与乡民自然交往密切ꎮ 乡村塾师一般非常注重搞好

群众关系ꎬ 尽力融入地方社会ꎬ 主要方式有: 为乡民提供文字方面的服务ꎬ 如立契约、 拟讼词、 写对

联、 作祭文等ꎻ 深入乡里人家ꎬ 广泛结交ꎮ 通过与乡民的密切交往ꎬ 使得乡村塾师获得公众的认可

(即口碑)ꎬ 树立了自我形象ꎮ 三是乡村塾师与乡民有着相同的价值观ꎮ 乡村塾师不仅在 “时间” “空
间” 上扎根于乡土社会ꎬ 而且连价值观、 心态和思想状态也受制于乡土社会ꎬ 遵循着熟人社会的运

作逻辑ꎮ⑥ 私塾在乡土社会的扎根不仅表现在将作为形式的学校校舍置于乡村之中ꎬ 在生活空间上ꎬ
与乡村也是较少隔阂的ꎮ 除了适合乡村的时间节律外ꎬ 乡村塾师来自本乡本土ꎬ 他们的生活扎根于乡

村ꎬ 事实上就是能识文断字的乡民ꎬ 他们是乡村社会的一分子ꎬ 有着与乡民相同的价值观ꎮ⑦ 这些充

分保障了传统乡村塾师的 “乡土” 特性ꎬ 也使得传统乡土社会的秩序延续与再生产ꎬ 传统乡村塾师

的乡贤角色功能因之得到积极发挥ꎮ (３) 文化的同源性促进乡村塾师成为乡贤ꎮ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

的生活方式ꎬ 是一种以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为主要特征的生活方式ꎬ 而宗族正是这一传统生活方式的

传承者ꎮ 儒家文化是宗族组织赖以建立的一整套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直接来源ꎬ 对于建立健全与稳

固发展宗族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数量最多、 分布最广的儒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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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庆真: «社会变迁中的乡村精英与乡村社会»ꎬ 杭州: 浙江大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年ꎬ 第 ２２８页ꎮ
沈葵: «近代中国乡绅阶层及其社会地位»ꎬ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１年 １１月 １３日ꎮ
滕志妍: «明清塾师研究»ꎬ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０６年ꎬ 第 ５０页ꎮ
蒋纯焦: «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ꎬ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５３页ꎮ
«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 (９)ꎬ 福建省教育史志编写办公室ꎬ １９９２年ꎬ 第 ５３页ꎮ
姚荣: «从 “嵌入” 到 “悬浮”: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我国乡村教育变迁研究»ꎬ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ꎮ
高水红: «乡村学校教育变迁与时空意识的变革»ꎬ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ꎮ



机构ꎬ 私塾是儒家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ꎮ 作为同源文化纽带的儒家学说则将私塾教育与宗族社会紧密

地联接在一起ꎬ 使得私塾在传播儒家学说的同时ꎬ 为宗族发展与稳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教化力量ꎮ 乡

村塾师教授蒙童ꎬ 熏陶宗亲ꎬ 化及乡民ꎬ 既是一个村落中的知识精英ꎬ 也是一方道德秩序的看护人ꎮ
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将封建伦理道德、 乡约族规渗透到蒙童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ꎮ 此外ꎬ 在宗族组织的

宗庙祭祀、 家谱编修、 训导教化等公共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ꎬ 对族人的言行起到了规范与监督的

作用ꎮ① 因此ꎬ 乡村塾师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威望ꎮ 江苏华亭顾氏家族规定: “师既择延品

行高超ꎬ 又欲其悉依课程ꎬ 而善教族众ꎬ 经帐皆当格外尊敬ꎬ 毋稍亵慢ꎮ 开解馆日ꎬ 族长须到塾迎

送ꎬ 不可怠忽ꎮ”
正是宗族组织赖以建立的一整套观念制度与儒家文化的同源性ꎬ 维系着宗族乡里对儒家文化传承

的主力军———乡村塾师的支持与尊重ꎮ 换言之ꎬ 乡村塾师传承的儒家文化与宗族文化具有同源性ꎬ 他

们在传承儒家文化的过程中赢得宗族的推崇ꎬ 顺利发挥乡贤角色的文化功能ꎮ

四、 传统乡村塾师乡贤角色之启示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ꎬ 乡村教师要努力从传统乡村塾师的乡贤内涵和乡贤精神中吸取营

养ꎬ 守望职业信念ꎬ 掌握现代知识ꎬ 增强公共意识ꎬ 厚植乡土情怀ꎬ 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ꎮ
１ 守望职业信念

传统乡村塾师通常收入微薄ꎬ 生计困窘ꎬ 物质上处于相对贫困ꎬ 精神上又感觉缺乏自由ꎮ 有塾师

自言境遇道: “自家日常看着几个书生ꎬ 羁羁绊绊ꎬ 与犯罪囚徒无异ꎮ 年终算着几担束脩ꎬ 多多少

少ꎬ 与雇工常行不殊ꎮ” (钱德苍 «解人颐» ) 这并非个案ꎬ 而是传统乡村塾师生活的常态ꎮ 即便如

此ꎬ 优秀的乡村塾师们往往涤荡内心愤懑ꎬ 仍孜孜于 “诲人不倦” 的事业ꎬ 留下了许多清寒而耿介

的动人故事ꎬ 这既是其应有的职业信念守望ꎬ 也是其为世人敬重并能成为乡贤的主因ꎮ 这给新时代乡

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教师以有益的启示: 守望职业理想ꎬ 扎根乡村教育ꎬ 促进乡村教育振兴ꎮ 教

师的职业信念是指 “教师在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在自我人生价值追求方面所

产生的坚信不疑的态度ꎬ 它是通过教师对实现自我人生意义和价值选择的判断而确立的ꎬ 决定教师人

生的价值追求和自我理想”②ꎮ 由于受诸多条件的影响与制约ꎬ 当下中国乡村学校的教学条件还比较

落后ꎬ 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还偏低ꎬ 生活还比较艰苦ꎬ 但乡村教师依然以一颗柔软的师者之心ꎬ 快乐

地、 温暖地、 执著地行走在乡村教育的大道上ꎮ 教师职业是服务与奉献的职业ꎬ 是无名无利也无炫耀

资本的职业ꎬ “捧着一颗心来ꎬ 不带半根草去” 是教师职业的真实写照ꎮ 因而ꎬ 选择这一职业并无怨

无悔地守望自己的职业信念ꎬ 便是一种伟大精神的展现ꎮ③ 乡村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ꎬ 而乡村

教育振兴需要千千万万对教育的价值怀抱理想主义的期待、 对教师职业有着神圣的自尊感、 对乡村孩

子和乡村生活充满热爱的乡村教师ꎬ 诉求乡村教师守望职业信念ꎬ 悉心培育乡村孩子成长ꎬ 赤心启迪

乡村民众智识ꎬ 躬身参与乡村振兴ꎬ 积极发挥新乡贤的社会功能ꎮ
２ 掌握现代知识

传统乡村塾师 “经书熟习” “文义通晓”ꎬ 学识渊博ꎬ 才会在乡间获得较高的声望ꎬ 才能拥有乡

贤的文化资本ꎮ 这也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教师以有益的启示: 扎实掌握乡村振兴所需

的现代科技知识ꎬ 努力成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知识力量ꎮ 作为在乡村社会拥有知识分子地位的乡村

教师ꎬ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成为新乡贤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乡村稳定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知识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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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期待乡村教师除了具备能胜任学校教书育人任务的专业知识外ꎬ 还要具备乡村振兴战略

所需的现代科技知识ꎮ 从本质上说ꎬ 乡村振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ꎬ 而科技进步是农业现代化的

关键所在ꎮ 以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物联网技术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乡村振兴

创造了条件ꎬ 为乡村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ꎮ① 这就诉求乡村教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ꎬ 运

用现代科技知识武装自己ꎬ 实现人的认识、 观念、 技能、 素质协同全面发展ꎬ 发挥科技知识创新在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关键性和引领性作用ꎬ 为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提供扎实的人力资源保障和现

代技术保障ꎮ 这样才能胜任传播现代农业科技知识ꎬ 培养好乡村振兴人才ꎬ 建设好美丽乡村ꎬ 引领先

进文化ꎬ 实现乡民生活富裕ꎬ 才有资格担当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新乡贤角色ꎮ
３ 增强公共意识

传统乡村塾师守望职业、 教授蒙童之余ꎬ 还尽力融入地方社会ꎮ 他们承担学校教育的本职工作之

外ꎬ 还主动担当乡村文化的代言者、 乡村礼教的承担者和乡村治理的协助者等社会角色ꎮ 这又给新时

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教师以有益的启示: 提升公共意识ꎬ 践行新乡贤的文化责任ꎬ 积极为乡

村振兴战略贡献智慧和力量ꎮ 乡村教师的社会角色是专业性与公共性的融合ꎬ 他们要在奠定专业性基

础之上发挥公共性ꎬ 积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ꎮ 教育乡村儿童固然是他们的天职ꎬ 但作为乡村社

会的知识精英和天然领袖ꎬ 其文化责任则不仅在此ꎬ 而是要以全体乡民为施教对象ꎬ 担负起整体提升

乡村文化的使命ꎮ② 在实施乡村振兴中ꎬ 乡村教师要唤醒曾经被旁落的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ꎬ 不断加

强与乡村社会的融合度ꎬ 重塑社会公共形象ꎬ③ 充分发挥公共属性ꎬ 积极承担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

务的职责ꎬ 增强乡村振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ꎬ 争做乡村振兴的奋斗者、 见证者、 开创者、 建设者ꎬ 为

实施乡村振兴而努力践行新乡贤的文化责任ꎮ
４ 厚植乡土情怀

厚植乡土情怀ꎬ 增强参与乡村振兴意愿ꎬ 热情服务乡村振兴战略ꎮ 乡村教师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担

当新乡贤角色ꎬ 需要一定的参与乡村振兴的知识与能力外ꎬ 还需要具备浓厚的乡土情怀ꎮ 乡村教师的

乡土情怀ꎬ 具体体现于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ꎬ 对乡村儿童怀有真挚之爱ꎮ 乡村教师要拥有热爱乡村教

育以及热爱乡村儿童的一种 “乡村感”ꎬ 并在 “乡村感” 的催化下促使他们在教育教学中具有炽烈的

情感和充沛的动力ꎬ 将自己的心血、 才智、 温馨和激情凝聚在对乡村儿童的关爱中ꎬ 点亮一双双呼唤

未来的眼睛ꎬ 塑造一个个美好、 健康的心灵ꎬ 引导乡村儿童学习知识、 发展能力、 健康成长ꎮ 其二ꎬ
对乡民怀有赤子之心ꎮ 乡村教师要深植乡土ꎬ 记住乡愁ꎬ 加强与乡民的日常对话与接触ꎬ 拉近彼此间

的距离ꎻ 加大对乡民生活、 生产的关心与呵护ꎬ 表达对乡民的一片赤子之心ꎮ 其三ꎬ 对乡村社会怀有

深沉之情ꎮ 乡村教师要突破了自身的职业功能ꎬ 积极参与乡村社会的各项活动当中ꎬ 加深对乡村风土

人情的了解ꎬ 从中获得真切的感知和体验ꎬ 借此来培育自己的乡土情怀ꎬ 激发热爱乡村、 扎根乡村的

热情ꎮ 总之ꎬ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要加大对乡村教师乡土情怀的培育ꎬ 促成乡村教师对乡村社会怀

有真挚之爱ꎬ 对乡村民众怀有赤子之心ꎬ 对乡村儿童怀有爱恋之情ꎬ 促成这些情愫萦绕在自己的心

头ꎬ 转变为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ꎬ 并成为热心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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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国运输服务发展较滞后ꎬ 文章构建指标体系对中国运输服务竞争力进行横向国际比较ꎬ 深入

探究中国运输服务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ꎮ 研究发现ꎬ 中国运输服务规模和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ꎬ 但运输

服务贸易的进出口结构有待优化ꎮ 需求条件、 生产要素、 相关产业支持、 企业发展战略和组织结构、 政府

支持及外部机遇是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ꎮ 其中ꎬ 短期内中国运输服务国际竞争力主要受市场需求

和相关产业支持的正向影响ꎻ 长期内生产要素投入对中国运输服务国际竞争力的正向拉动作用较强ꎬ 汇率波

动的反向影响也不容忽视ꎮ 因此ꎬ 综合考虑行业发展和对外贸易两个维度ꎬ 释放中国运输服务发展潜力、 引

领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ꎬ 需进一步强化资金支持、 优化政策供给、 增强市场主体的汇率避险意识ꎮ
关键词: 运输服务ꎻ 国际竞争力ꎻ 影响因素ꎻ 钻石理论ꎻ 指数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５２ ６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２４０－０５

　 　 运输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近年来增长较快的交易项目ꎬ 贸易规模日益扩大ꎬ 竞

争愈加激烈ꎮ 运输服务是中国服务贸易的第二大逆差项目ꎬ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运输服务贸易进出口在全

球运输服务贸易份额中分别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ꎮ ２０２０年以来ꎬ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ꎬ
国际运输服务贸易发展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ꎮ 国际贸易市场需求下降和供应萎缩ꎬ 国际间货物流动放

缓ꎬ 运输服务贸易受到了较大冲击ꎮ 虽然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位居世界首位ꎬ 但中国国际海运及空运承

运能力有限、 对外依赖度高ꎬ 尚未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货运能力和完备的货物运输体系ꎬ 运输服务

竞争力有待提升ꎮ 厘清中国运输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ꎬ 对促进中国运输相关行业发展ꎬ 释

放运输服务发展潜力ꎬ 引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及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通过构建

指标体系对运输服务国际竞争力进行国际比较分析ꎬ 并基于钻石理论中影响竞争力的因素检验其对中

国运输服务国际竞争力的影响ꎬ 为提高中国运输服务国际竞争力提供依据ꎮ

一、 运输服务发展现状及挑战

　 　 运输服务贸易不仅包括以运输服务为交易对象的贸易活动ꎬ 还包括与该服务相关的各项辅助性及

支持性服务ꎮ 运输服务的主要形式包括: 海运服务、 内河服务、 空运服务、 铁路运输服务、 公路运输

服务、 客运服务、 船舶服务、 管道运输及所有运输方式的辅助性服务等ꎮ 中国主要根据 «涉外收支

交易分类与代码 (２０１４版) » 对运输服务进行界定ꎬ 运输服务指交易编码为 “２２２－” 的涉外交易ꎬ
即将人和物体从一地点运送至另一地点的过程中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辅助和附属服务ꎬ 包括海运、 空

０４２




运、 其他运输方式、 邮政及寄递服务ꎮ
１ 运输服务发展概况

２０１８年ꎬ 世界运输服务贸易出口额排名前 １５位的国家和地区运输服务贸易出口额共计 ８６１５ ５５亿
美元ꎬ 在世界运输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为 ８４ ７％ꎻ① 进口总额共计 ９３０７ ６６亿美元ꎬ 在世界运输

服务贸易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为 ７６ ６％ꎮ 其中ꎬ 欧洲是运输服务进出口的主要地区ꎬ ２０１８年欧洲运输服务

进出口总额为 ８２７０ ５５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１％ꎬ 占世界运输服务贸易总额的 ３７ ０５％ꎮ ２０１８年ꎬ 中国运

输服务出口额增速最快ꎬ 印度、 韩国和俄罗斯的运输服务出口增长率也均超过 １０％ꎮ 主要经济体中只有

日本运输服务出口呈现负增长ꎬ 同比下降 １５％ꎮ 随着全球需求的改善和商品流通量的扩大ꎬ ２０１８年海运

运费持续上涨ꎬ 航空、 铁路和公路等其他运输方式提供的运输服务价格也均有所增长ꎮ 加入 ＷＴＯ 后ꎬ
伴随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快速扩张ꎬ 运输服务贸易的总体规模不断扩大ꎬ 运输服务能力日益增强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ꎬ 中国运输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 １４１亿美元增长至 １５１５亿美元ꎬ 年均增长率为 １４ １％ꎬ
中国运输服务贸易占世界运输服务贸易的比重也从 １ ８％上升到 ６ ７９％ꎮ②

２ 运输服务发展面临的挑战

２０２０年初以来ꎬ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扩散ꎬ 全球消费品需求受到冲击ꎬ 港口封闭、 公路运

输车辆受限等交通管制措施不断升级ꎬ 国际运输服务市场运行疲软ꎮ 从需求端看ꎬ 全球贸易量减少ꎬ
闲置运力上升ꎬ 市场需求低迷ꎮ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ꎬ 全球集装箱船舶运力总值为 ２７ ２５ 亿 ＴＥＵꎬ 同比增

长 １ ６％ꎬ③ 全球集装箱船舶订单成交量为 ２６９ 艘ꎬ 同比下降 ５８ ３％ꎬ④ 创 １９９６ 年以来最低ꎮ 在供需

双弱的打击下ꎬ 各主要货种市场运价均呈下跌趋势ꎮ
本文基于 ＳＴＲＩ 指数⑤ 分析部分 Ｇ２０ 国家运输服务贸易开放度ꎮ 公路运输服务的贸易开放度最

高ꎬ 但仍存在外资准入限制及运载量等限制ꎮ 海运服务贸易的开放度不及公路和铁路运输服务ꎬ 主要

是由于外资所有权和其他市场准入限制ꎬ 以及海航权、 港口服务、 货物仓储等限制ꎮ 航空运输服务平

均限制指数为 ０ ４３７ꎬ⑥ 是贸易开放度最低的运输方式ꎬ 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集中对航权、 价格、 机场、
航线等的管制ꎮ 铁路运输服务方面ꎬ 各国的贸易开放度差异较大ꎬ 美国、 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

英国的主要铁路公司为私人所有ꎬ 铁路运输服务限制指数较低ꎬ 其他大部分国家铁路都归国家所有ꎬ
铁路运输服务限制指数相对较高ꎬ 其中韩国、 印度和俄罗斯铁路运输服务市场几乎完全封闭ꎮ

二、 中国运输服务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

　 　 １ 中国运输服务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概况

自巴拉萨 (Ｂａｌａｓｓａ) 提出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ꎬ ＲＣＡ) 后ꎬ
ＳＣＡ、 ＭＳ、 ＴＣ、 ＲＣＡ 和 ＣＡ 等一系列以该指数为基础的指数被广泛用于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ꎮ ＳＣＡ 指

数主要用于衡量一国运输服务贸易的整体情况ꎬ 其数值越大表示国际竞争力越强ꎮ ＭＳ 指数衡量一国

运输服务在国际市场中的占有率ꎬ 其数值越大代表一国的出口竞争力越强ꎮ ＴＣ 指数用于衡量一国运

输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ꎬ 数值区间为－１ 至 １ꎬ 数值越大代表一国的竞争力越强ꎬ 当数值接近－１ 时ꎬ
表示只有进口没有出口ꎬ 即一国的竞争力较小ꎮ ＲＣＡ 指数主要衡量一国在运输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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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数据皆数据来源于 Ｗ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９ꎮ
数据来源于 ＷＴＯ数据库ꎮ
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数据库ꎮ
数据来源于克拉克森公司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以下简称 ＯＥＣＤ) 建立了衡量各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ＳＴＲＩ)ꎮ 在该指数中ꎬ ０代表对贸易与投资完全开放ꎬ １代表完全封闭ꎬ ０—１间ꎬ 分值越高ꎬ 代表贸易限制和壁垒越高ꎮ
根据 Ｇ２０国家 (除阿根廷、 沙特阿拉伯、 欧盟) 的数据测算得出ꎬ 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数据库ꎮ



势ꎬ 数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强ꎮ ＣＡ 指数是指在 ＲＣＡ 指数的基础上剔除进口对出口的影响ꎬ 旨在更加客

观地衡量一国运输服务的显示性竞争优势ꎬ 其值越大代表一国运输服务的竞争优势越强ꎮ 以上指数的

计算公式如下:
ＭＳ＝运输服务贸易出口额 /世界运输服务贸易出口总额ꎻ ＳＣＡ ＝运输服务贸易总额 /世界运输服务

贸易总额ꎻ ＴＣ＝运输服务贸易出口－进口 /运输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ꎻ ＲＣＡ ＝ (运输服务贸易出口额 /
世界运输服务贸易出口额) / (服务贸易出口额 /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ꎻ ＣＡ ＝ ＲＣＡ－ (运输服务贸易

进口额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 (世界服务贸易进口额 /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通过对中国、 美国、 欧盟、 新加坡和日本五个主要运输国家和地区的数据①对比分析发现ꎬ 中国

的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在世界主要运输服务贸易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ꎬ 表现较好的指数是 ＳＣＡ、
ＲＣＡꎬ 表现较差的为 ＴＣ、 ＭＳ、 ＣＡꎮ 从 ＳＣＡ 指数看ꎬ 中国的运输服务竞争力位于欧盟和美国之后ꎬ 与

美国接近且逐年提高ꎮ 从 ＭＳ 指数看ꎬ 欧盟在市场占有率方面最具竞争优势ꎬ 其次是美国ꎬ 中国、 新

加坡及日本的运输服务市场占有率水平相当ꎮ 从 ＴＣ 指数看ꎬ 仅欧盟为正值ꎬ 其余国家均为负值ꎬ 其

中ꎬ 中国处于倒数第二位ꎬ 仅排在印度之前ꎮ 中国与欧盟 ＲＣＡ 指数接近ꎬ 高于印度和美国ꎬ 但落后

于新加坡和日本ꎮ 从 ＣＡ 指数看ꎬ 欧盟、 日本、 新加坡均为正指ꎬ 新加坡数值最高但呈下降趋势ꎮ 欧

盟运输服务竞争力一直稳中有升ꎬ 并在 ２０１６年超过日本ꎮ 中国运输服务竞争力居中ꎬ 在 ２０１６ 年以前

一直保持上升态势ꎬ 但在 ２０１６年以后开始下降ꎬ ２０１８年重回负数ꎮ 综上所述ꎬ 近年来中国运输服务

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ꎬ 但结构上存在失衡ꎬ 运输服务出口竞争力有待提升ꎮ
２ 中国运输服务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一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受 ６个因素影响ꎬ 其中有 ４个主要影响因素即: 需求条件、 生产要素、 相

关产业支持、 企业发展战略和组织结构ꎮ ２个辅助因素即: 政府政策支持及外部机遇ꎮ 本文基于该理

论探析 ６个因素对中国运输服务竞争力的影响ꎮ
需求条件: 运输服务是国际间货物贸易的衍生需求ꎬ 而全球货物贸易以海运为主ꎬ 本文选择波罗

的海干散货指数代表需求条件ꎬ 该指数是由全球主要航线的散装货船及其运费加权计算而成的运价指

标ꎬ 较以往研究中的货物出口额、 港口货物吞吐量等指标更能反映全球运输服务市场需求的变化ꎮ
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ꎬ 也是一个行业蓬勃发展的关键ꎮ 通常来

说ꎬ 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资本ꎬ 考虑到运输服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ꎬ 选取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

政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代表生产要素ꎮ
相关产业支持: 运输服务的发展离不开相关产业的支持ꎬ 运输服务上游产业如交通基础设施和运

输设备是提升运输服务质量的关键环节ꎬ 选取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工业增

加值代表相关产业支持ꎮ
企业发展战略和组织结构: 企业战略包括营销、 融资、 市场推广、 技术开放等ꎮ 这里的企业战略

主要侧重于企业的国际市场影响力方面ꎮ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ꎬ 以交通运输业外商投资实际利用额代表

企业战略ꎮ
政府政策支持及外部机遇: 这 ２个辅助因素通过作用于以上 ４个主要因素而影响运输服务竞争力ꎬ

选取交通运输业公共财政支出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月度均值ꎬ 分别代表政府支持和外部机遇ꎮ
运输服务竞争力: 将反映运输服务竞争力的 ＳＣＡ 指数、 ＴＣ 指数、 ＲＣＡ 指数和 ＣＡ 指数转换后ꎬ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ꎬ 再以各主成分的贡献率为权重ꎬ 将各指标合成为衡量中国运输服务竞争

力的 ＣＩ 指数ꎮ
通过以上数据ꎬ 本文运用 ＶＡＲ 模型② 检验影响中国运输服务竞争力的主要因素ꎮ 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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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运用 ＷＴＯ数据库中运输服务贸易数据计算主要国家的 ５个指数ꎮ
因篇幅此处略去模型具体的构建过程ꎬ 若有需要可联系作者获取ꎮ



第一ꎬ 市场需求短期正向拉动作用显著ꎮ 运输市场需求增加在短期内对运输服务竞争力产生显著

的正效应且持续时间较长ꎮ 运输服务的市场需求因社会经济活动而产生的派生需求ꎬ 而非本源需求ꎮ
国际运输服务需求由国际货物贸易派生而来ꎬ 当世界经济繁荣、 国际贸易往来频繁时ꎬ 需要更多的生

产环节和流通环节ꎬ 运输服务需求将上升ꎻ 当国际贸易萎缩时ꎬ 运输服务市场需求也随之减少ꎮ 从近

１５年的国际贸易与国际运输服务数据看ꎬ 二者相关性达 ９８ ８４％ꎮ① 与有形的产品可以通过控制库存

来调节产品的供求关系不同ꎬ 运输服务作为一种无形产品ꎬ 其生产的过程也是消费的过程ꎬ 运输服务

的供给规模要与运输服务市场相匹配ꎬ 形成适应性较强的服务能力ꎬ 才能提高运输服务的竞争力ꎮ
第二ꎬ 生产要素长期投入影响力较强ꎮ 短期内生产要素对运输服务的影响并不显著ꎬ 但从长期

看ꎬ 生产要素对运输服务竞争力的正向拉动作用较强ꎮ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ꎬ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每增加 １％ꎬ 运输服务竞争力提高 ０ ２８％ꎮ② 运输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ꎬ 随着

产品多样性的提升和生产规模的扩大ꎬ 运输成本呈下降态势ꎮ 运输服务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ꎬ 资本投

入对运输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长、 所需投入多ꎮ 运输业中固定资本

占比较大ꎬ 不论是运输线路的搭建、 车站或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ꎬ 还是运输设备的生产、 购置和维

护都需要大量资本投资ꎮ 由运输线路和各个节点 (车站、 机场和港口等) 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建设

和运输体系完善是长期艰巨的任务ꎬ 资本投入大、 资本周转速度慢、 成本回收时间长ꎬ 资金支持政策

对于交通运输业显得尤为重要ꎮ
第三ꎬ 相关产业支持在长短期内均有较强拉动作用ꎮ 短期内ꎬ 相关产业支持对运输服务竞争力正

向影响效应显著ꎬ 呈稳定增长态势ꎬ 基本稳定在 ３ ８％ꎮ③ 长期内ꎬ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ꎬ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每增加 １％ꎬ 运输服务竞争力提高 ０ ３１％ꎮ 运输设备制

造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运输服务供给能力ꎬ 先进、 高速的运输设备可以大大提高运输服务效率ꎬ
增加运输服务供给ꎬ 提高运输服务的竞争力ꎮ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发展是升

级交通运输行业、 提高生产力的重要保障ꎮ 从产业链视角看ꎬ 运输服务是连接社会生产中各个要素的

关键环节ꎮ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常态化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ꎬ 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ꎬ 美国、
日本等国家纷纷推出支持本国企业撤回本土的号召与政策ꎬ 降低全球供应链的外部需求ꎮ 全球贸易的

结构性变化将对处在供应链中间环节的运输服务业产生较大冲击ꎮ
第四ꎬ 政府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ꎮ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ꎬ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处

于先导性战略地位ꎮ 交通运输业发展要提前规划布局ꎬ 完善运输网络、 增强运输能力、 提升运输效率

和降低运输成本都会一定程度上促进运输需求的增加ꎮ 运输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具有公共设施的性质ꎬ
不仅具有经济效益ꎬ 还具有社会效益ꎬ 运输服务不仅具有私人产品属性ꎬ 也具有公共产品属性ꎮ 运输

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可能涉及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占用问题ꎬ 需要政府干预调解外部成本和外部效益ꎬ 因

此ꎬ 政府应在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ꎮ
第五ꎬ 汇率因素不容忽视ꎮ 人民币汇率变动会对中国运输服务竞争力产生反向冲击ꎮ 短期内ꎬ 人

民币汇率和交通运输业利用外商投资额均对运输服务竞争力具有负效应ꎬ 但效应较小ꎮ 长期内ꎬ 当其

他条件不变时ꎬ 人民币汇率每提高 (即贬值) １％ꎬ 运输服务国际竞争力将下降 ８ ４７％ꎮ④ 在运输服

务贸易领域ꎬ 中国运输企业尚未形成全球性的市场ꎬ 在国际运输服务中议价权较弱ꎮ 当前国际运输服

务贸易中主要以外币计价ꎬ 人民币贬值将增加国际运输实际成本ꎬ 从而使运输服务及国际贸易相关企

业的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ꎬ 制约了中国运输服务国际竞争力的提高ꎮ

３４２中国运输服务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①
②
③
④

根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与全球运输服务进出口总额测算ꎬ 数据来源于 ＷＴＯ数据库ꎮ
数据均为作者通过 ＶＡＲ模型测算得出ꎮ
本段数据均为作者通过 ＶＡＲ模型测算得出ꎮ
数据均为作者通过 ＶＡＲ模型测算得出ꎮ



三、 中国运输服务发展对策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ꎮ
运输服务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ꎮ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ꎬ 受新冠肺炎疫情叠加 “限硫令” 正式实施的影响ꎬ 全球航运市场低迷ꎬ 运输行业受到资

金链紧张、 产业链上下游制约等冲击ꎬ 运输企业生产经营面临严重挑战ꎮ 但市场需求条件仅是短期内

运输服务竞争力的影响因素ꎬ 从中长期来看ꎬ 相关产业支持和生产要素投入对运输服务竞争力具有显

著拉动作用ꎬ 而这两项恰恰是目前中国运输服务的短板ꎮ 运输服务国际竞争力既涉及交通运输的行业

发展ꎬ 也涉及国际间运输服务的贸易往来ꎬ 既要从产业发展层面提升要素投入和相关产业的支持力

度ꎬ 也要从对外贸易发展层面上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竞争ꎬ 寻找新的比较优势ꎮ 为此ꎬ 本文综合考

虑行业发展和对外贸易两个维度ꎬ 基于运输服务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中国运输服务发展建议ꎮ
第一ꎬ 主动培育新路线ꎬ 积极开拓新业务ꎮ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第一阶段协议签署ꎬ 中美贸易摩擦

呈常态化发展趋势ꎬ 对全球贸易的边际影响逐步减弱ꎬ 全球航运市场有望得到提振ꎮ 然而ꎬ 发达国家

已在全球海运体系中赢得发展先机ꎬ 在此背景下ꎬ 中国运输服务业要积极拓展新领域、 新市场ꎬ 尤其

是抓住新亚欧大陆桥发展机遇ꎬ 建立双边或多边贸易体系ꎬ 完善多种运输方式、 跨区域的 “一体化”
运输体系ꎬ 提高承运能力ꎬ 降低运输成本ꎬ 打破以海运为主的传统国际运输格局ꎮ

第二ꎬ 拓宽融资渠道ꎬ 加强资金支持ꎮ 在财政性资金及项目专项资金保障的基础上ꎬ 充分运用市

场机制ꎬ 通过发行交通债券、 引入民间资本等手段加大对交通运输业重大工程项目的资金支持ꎬ 拓展

多元化投融资渠道ꎮ 有效引导金融机构对接运输企业融资需求ꎬ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ꎮ 在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下ꎬ 鼓励银行创新金融服务ꎬ 在本外币贷款方面ꎬ 对因疫情影响而出现流动性困难的

运输企业给予贷款延期、 手续简化等倾斜政策ꎬ 缓解企业暂时性资金压力ꎮ
第三ꎬ 推动运输服务业转型升级ꎬ 提高规模效益ꎮ 在当前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 国际国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ꎬ 加快布局交通运输网络ꎬ 发展多式联运ꎬ 延伸运输服务产业链ꎬ 提高交通

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ꎮ 在 “新基建” 的带动下ꎬ 加大科技创新驱动ꎬ 实现交通运输业向数字化、 网

络化、 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ꎬ 实现高质量发展ꎮ 鼓励跨行业、 跨区域的运输服务企业通过合资合作、
兼并重组和海外直接投资等方式ꎬ 优化组织结构框架和运输资源配置ꎬ 加强产业集聚能力ꎬ 提高运输

产业的组织运行效率和整体竞争水平ꎬ 发挥规模经济优势ꎬ 实现规模效益ꎮ
第四ꎬ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ꎬ 优化政策供给ꎮ 大力构建立足国内、 面向全球的海运品牌、 现代化的

港口体系ꎬ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ꎮ 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发展契机ꎬ 提升对跨境交通的支撑力ꎬ 推进

与全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ꎬ 促进国际运输便利化ꎮ 提高对运输服务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ꎬ 如探索利

用数字化技术ꎬ 实施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ꎬ 推进 “单一窗口” 建设ꎬ 简化业务流程ꎬ 促进贸易便

利化ꎮ 通过整合各职能部门的监管信息ꎬ 完善运输服务的管理政策ꎬ 理顺中国运输服务管理体制ꎬ 加

强外贸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ꎬ 在政策目标上达成一致ꎬ 在政策落实上形成合力ꎬ 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ꎬ 提升运输服务水平ꎮ
第五ꎬ 加强国际合作ꎬ 增强市场主体汇率避险意识ꎮ 依托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产业升级需求ꎬ 扎实开

展交通运输领域的多边务实国际合作ꎬ 积极参与运输服务行业全球治理ꎬ 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制度性话语

权ꎬ 促进服务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ꎮ 在深入推进交通运输领域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同时ꎬ 注重在海事管

理等领域维护中国权益ꎬ 实现运输服务贸易的可持续发展ꎮ 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ꎬ 人民币汇

率的双向波动弹性不断增强ꎬ 引导运输服务领域相关企业建立主动防范汇率波动风险意识ꎬ 将汇率风险

纳入成本控制范围ꎬ 有效运用汇率衍生产品等避险工具管理货币敞口ꎬ 提升外汇风险管理能力ꎮ
责任编辑: 刘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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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文章从协调发展的视角探讨东北地区城市群发展现状ꎬ 构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模型ꎬ
明确了耦合协调类型的划分依据ꎬ 测度并分析了东北地区城市群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

度及其发展趋势、 类型、 效应和特征ꎮ 研究结果表明: 合理适度的经济规模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基础ꎻ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表现ꎻ 资源环境受经济规模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ꎬ 同时又

支撑和约束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ꎻ 资源环境、 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之间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ꎮ 文章据此

提出东北地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ꎮ
关键词: 东北地区城市群ꎻ 经济规模ꎻ 产业结构ꎻ 资源环境ꎻ 耦合协调度ꎻ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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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来源ꎬ 经济规模决定了资源配置效率与资源再生速

度ꎬ 产业结构影响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ꎬ 三者共同构成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有机开

放系统ꎮ① 三者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ꎬ 已成为影响中国城市群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轨的热点问题ꎮ
学者关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内涵、 路径、 导向、 支撑体系等方面和政策层面的

探讨ꎬ② 少数学者在省域水平上进行了实证分析ꎮ③ 东北地区城市群是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重要突

破口ꎬ 当前以东北地区城市群为尺度的相关研究较少ꎬ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流强度、 组织模式、
网络结构演变等组织和结构的空间分析ꎬ④ 而针对东北地区城市群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 资源环境耦

合协调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尚须加强ꎮ
本研究以东北地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ꎬ 构建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模型ꎬ 选取东北地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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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城市组群进行实证分析ꎬ 试图通过揭示地方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与资源环

境耦合协调等问题ꎬ 探寻东北地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ꎮ
城市群是在一定地区范围内ꎬ 由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交通网络形成的一个相互制约、 相互依

存的统一体ꎬ① 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至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ꎮ 在城市群理论中ꎬ 区域集聚不仅产生规

模经济和正外部性ꎬ 更会产生知识外溢和创新活动ꎬ 并通过物质流、 信息流和能量流的频繁交换ꎬ 加

速城市群整体发展ꎮ
以哈长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性城市组群和以辽中南城市群为代表的地方性城市组群ꎬ 在组合重

构、 空间联系和转型升级三个维度上共同构成了带有老工业基地属性的东北地区城市群ꎮ 随着国家新

型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ꎬ 东北地区城市组群内部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耦合度不高、
城市组群间发育发展协调性问题逐渐暴露ꎬ 成为制约新一轮东北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瓶颈ꎮ 由于存在

跨省行政阻隔机制ꎬ 区域性城市组群面临着结构、 功能稳定性差和资源配置效率低的问题ꎮ 因而ꎬ 本

研究选取东北地区地方性城市组群———辽中南城市群进行剖析ꎮ

一、 模型构建

　 　 本文把经济规模作为反映城市群活力的子系统ꎬ 把产业结构作为反映城市群发展的子系统ꎬ 把资

源环境作为反映城市群发展竞争力的子系统ꎬ 将三个子系统各自包含的元素和指标相互影响、 相互作

用、 相互适应的程度定义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ꎬ 其大小反映了城市群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

与资源环境三者间的协调关系ꎮ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指数值越高ꎬ 代表其经济规模、 产业结

构与资源环境之间越协调ꎻ 反之则代表其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之间越失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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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１) 中 ｆ(ｘ) 表示经济规模子系统的功效综合评价指数ꎬ 式 (２) 中 ｇ(ｙ) 表示产业结构子系

统的功效综合评价指数ꎬ 式 (３) 中 ｈ( ｚ) 表示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功效综合评价指数ꎬ ｆ(ｘ) 、 ｇ(ｙ) 、
ｈ( ｚ) 分别反映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ꎮ 其中ꎬ ａｉ 、 ｂｉ 、 ｃｉ 分别是各系统中第 ｉ 个指标的权重ꎬ ｘ'ｉ 、 ｙ'ｉ 、 ｚ'ｉ 分
别是各系统的标准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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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４) 中ꎬ 耦合度 Ｃ∈ [０ꎬ １]ꎬ 但耦合度模型仅反映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大小ꎬ 即耦合度越

接近 １表示各系统间的耦合度越大ꎻ 越接近 ０表示各系统间的耦合度越小ꎬ 即各序参量处于无关且无

须发展的状态ꎮ 为了客观反映各系统协调发展水平ꎬ 本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Ｄ ＝ Ｃ × Ｔ ꎬ 　 Ｔ ＝ αｆ(ｘ) ＋ βｇ(ｙ) ＋ θｈ( ｚ) (５)
式 (５) 中ꎬ α ꎬ β ꎬ θ 分别为各子系统的权重ꎬ Ｔ 为各系统权重与各自综合评价指数的乘积之和ꎬ

表示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评价指数ꎬ Ｄ 是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ꎮ 鉴于高

质量发展的基本属性ꎬ α 和 β 取值按二者同等重要处理ꎬ 而资源环境作为承载经济规模与支撑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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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间接结果ꎬ 其发展水平可反映高质量发展对于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以及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ꎮ 因此ꎬ θ取值应略高于前两者ꎬ 故本研究取 α ＝ ０ ３ꎬ β ＝ ０ ３ꎬ θ ＝ ０ ４ꎮ 依据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划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类型ꎬ 见表 １ꎮ
表 １　 城市群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类型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类型

０ ４６－０ ５０ ５ 优质协调

０ ３６－０ ４５ ４ 良好协调

０ ２６－０ ３５ ３ 中度协调

０ １６－０ ２５ ２ 低度协调

０ ０１－０ １５ １ 勉强协调

基于东北地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ꎬ 建立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ꎬ 包括 １个目标层ꎬ 即高

质量发展耦合协调ꎻ ３个系统层即经济规模系统、 产业结构系统和资源环境系统ꎻ ２１个指标层包括反

映经济规模的 ７个指标层ꎬ 反映产业结构的 ７个指标层和反映资源环境的 ７个指标层ꎮ
经济规模系统层是反映高质量发展从 “有没有” 转向 “好不好” 的关键ꎬ 体现城市经济的综合

容量与范围ꎮ 本文选择总人口、 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人均财政收入、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人均实际利

用外资、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个正向指标来表征东北地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基础ꎮ
产业结构系统层是反映高质量发展配置资源和优化升级的载体ꎮ 依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及库兹涅

茨关于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ꎬ 随着经济的发展ꎬ 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将不断下降ꎬ 而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就业比重将不断上升ꎬ 也即第二、 三产业的 ＧＤＰ 占比越大ꎬ 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越高ꎬ 就业机

会越多ꎬ 容纳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的能力越强ꎮ 本文选取年末就业人数、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第

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５个正向指标和第一产业就业人

员占比、 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２个逆向指标来反映和评价东北地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ꎮ
资源环境系统层是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检验标尺ꎮ 本文综合考虑资源利用率和生态环

境承载力ꎬ 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 二氧化硫排放量、 人均综合能源消费量 ３个逆向指标和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率、 污水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４个正向指标来评价东北地

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环境基础ꎮ

二、 东北地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根据上述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模型及指标体系ꎬ 选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辽中南城市群基础数据ꎬ 经临

界值法标准化处理后ꎬ 运用熵值法①计算各指标权重ꎬ 并代入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模型进行运

算ꎬ 结果如表 ２、 表 ３所示ꎮ
１ 趋势分析

由表 ２可知ꎬ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ꎬ 经济规模功效评价指数 ｆ(ｘ) 的走势大致经历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企

稳ꎬ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上升ꎬ ２０１５年达到峰值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回调以及 ２０１８年快速恢复五个阶段ꎻ 产业

结构功效评价指数 ｇ(ｙ) 则处在持续调整阶段ꎻ 资源环境功效评价指数 ｈ( ｚ) 的走势大体表现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波动上升和微调ꎬ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高位运行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波动下降ꎻ 综合评价指数 Ｔ
值则表现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波动上升ꎬ ２０１５年达到曲线高点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快速回落和平稳过渡ꎮ

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ꎬ 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ꎬ 东北地区城市群发展取得了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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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ꎮ 辽中南城市群在大连和沈阳的双轮驱动下ꎬ 整体发展呈现联动上升态势ꎬ 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

功效显著提高ꎬ 进入 “十二五” 时期后ꎬ 经济规模持续稳健上升ꎮ 然而ꎬ 由于辽中南城市群存在不

同程度的体制性、 结构性问题ꎬ 老工业城市、 资源型城市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ꎬ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

政府投资ꎬ 重工业的高新化、 集约化和清洁化发展滞后以及长期积累的资源环境等问题的显现和爆

发ꎬ 导致进入 “十三五” 时期后ꎬ 辽中南城市群发展水平整体出现大幅下滑ꎬ 进入深度调整期ꎮ 随

着 «辽中南城市群发展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年) » 的发布ꎬ 辽中南城市群逐步进入并形成以沈阳为中

心、 大连为龙头ꎬ 全面推进经济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新格局ꎬ 区域集聚效应不断显现ꎮ

表 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辽中南城市群各子系统功效评价指数及综合评价指数

年份 经济规模功效评价指数 ｆ(ｘ) 产业结构功效评价指数 ｇ(ｙ) 资源环境功效评价指数 ｈ( ｚ) 综合评价指数 Ｔ
２００９ ０ １５ ０ １４ ０ １３ ０ １３９
２０１０ ０ １４９ ０ １３７ ０ １４１ ０ １４２
２０１１ ０ １６４ ０ １３５ ０ １３９ ０ １４５
２０１２ ０ １６２ ０ １３５ ０ １３７ ０ １４４
２０１３ ０ １６１ ０ １３２ ０ １３７ ０ １４３
２０１４ ０ １６ ０ １３３ ０ １５ ０ １４８
２０１５ ０ １７５ ０ １３３ ０ １４９ ０ １５２
２０１６ ０ １５２ ０ １２９ ０ １２１ ０ １３３
２０１７ ０ １５ ０ １２７ ０ １２７ ０ １３４
２０１８ ０ １６１ ０ １２９ ０ １２１ ０ １３５

２ 类型分析

由表 ３可知ꎬ 辽中南城市群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集中分布在 ０ ２５—０ ４８
区间内ꎬ 即辽中南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四个协调类型ꎬ
其中低度协调的城市 １个 (铁岭)ꎬ 占比为 １１％ꎻ 中度协调的城市 ５ 个 (营口、 辽阳、 抚顺、 本溪、
鞍山)ꎬ 占比为 ５６％ꎻ 良好协调的城市 １ 个 (盘锦)ꎬ 占比为 １１％ꎻ 优质协调的城市 ２ 个 (大连、 沈

阳)ꎬ 占比为 ２２％ꎮ 由表 ３可知ꎬ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辽中南城市群的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耦合

协调度均值在 ０ ３４２—０ ３６９之间波动ꎬ 而高于当年均值水平的城市则在 ２—３ 个之间波动且表现稳

定ꎮ 这说明除了耦合协调度达到优质协调的大连、 沈阳以及良好协调的盘锦外ꎬ 营口、 辽阳、 抚顺、
本溪、 鞍山则在中度协调区间内波动ꎬ 而铁岭市除个别年份进入中度协调区间外ꎬ 其余年份均处在低

度协调区间ꎮ
表 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辽中南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

城市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均值

沈阳 ０ ４７ ０ ４３５ ０ ４７２ ０ ４７ ０ ４５６ ０ ４８２ ０ ４９１ ０ ４６５ ０ ４６４ ０ ４６３ ０ ４６７
大连 ０ ４８ ０ ５０ ０ ４６８ ０ ４７１ ０ ４７４ ０ ４７３ ０ ４９３ ０ ４７３ ０ ４７２ ０ ４８２ ０ ４７９
鞍山 ０ ３４ ０ ３９ ０ ３５９ ０ ３３３ ０ ３３３ ０ ３５ ０ ３３６ ０ ３２６ ０ ３１６ ０ ３１７ ０ ３４
抚顺 ０ ３３４ ０ ３０６ ０ ３３９ ０ ３２１ ０ ３３ ０ ３３１ ０ ３３５ ０ ３０５ ０ ３０６ ０ ３０５ ０ ３２１
本溪 ０ ３１ ０ ３５２ ０ ３２９ ０ ３２７ ０ ３２９ ０ ３４２ ０ ３４４ ０ ３２１ ０ ３１８ ０ ３２５ ０ ３３
营口 ０ ２９３ ０ ２９９ ０ ３１６ ０ ３２３ ０ ３１９ ０ ３５５ ０ ３４３ ０ ２９７ ０ ３０７ ０ ３１ ０ ３１６
辽阳 ０ ３３２ ０ ３３２ ０ ３３ ０ ３２３ ０ ３１８ ０ ３１７ ０ ３４２ ０ ３０７ ０ ２９４ ０ ２８８ ０ ３１８
盘锦 ０ ３５８ ０ ３３４ ０ ３８１ ０ ３９６ ０ ３９ ０ ３５２ ０ ３６ ０ ３３４ ０ ３５８ ０ ３６８ ０ ３６３
铁岭 ０ ２３５ ０ ２２９ ０ ２４３ ０ ２６５ ０ ２５７ ０ ２５５ ０ ２７７ ０ ２４６ ０ ２４７ ０ ２４６ ０ ２５
平均 ０ ３５ ０ ３５３ ０ ３６ ０ ３５９ ０ ３５６ ０ ３６２ ０ ３６９ ０ ３４２ ０ ３４２ ０ ３５

８４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学术论丛



　 　 ３ 效应分析

(１) 经济规模效应

由熵值法计算经济规模子系统各指标权重结果可知ꎬ 由强到弱影响辽中南城市群经济规模的因素

依次为 ＧＤＰ (０ １２９１)、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 ( ０ １００８)、 总人口 ( ０ ０７４９)、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０ ０６２２)、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０ ０５２８)、 人均财政收入 (０ ０３９１) 和人均 ＧＤＰ (０ ０３１９)ꎮ
其中ꎬ ＧＤＰ 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的权重超过 ０ １ꎬ 说明 ＧＤＰ 的增减和外资投资变化对于经济规模的

变动具有显著影响ꎬ 总人口的增减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对于经济规模的变动影响较大ꎬ 零售市场

的经济景气程度对于经济规模的变动具有一定影响ꎬ 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 ＧＤＰ 的变化对于经济规模

的影响不大ꎬ 这说明合理的财政收入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会对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ꎬ 而

超过最佳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则影响趋于减弱甚至形成客观阻碍ꎮ
(２) 产业结构效应

由熵值法计算产业结构子系统各指标权重结果可知ꎬ 影响辽中南城市群产业结构的指标由强到弱

依次为年末就业人数 ( ０ ０９２２ )、 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 ０ ０１８２ )、 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０ ０４５５)、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０ ０４４７)、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０ ０１７７)、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

占比 (０ ０４１１)、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０ ０２２２)ꎮ 其中ꎬ 年末就业人数与产业结构变化关联度最

高ꎬ 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与产业结构变化关联度较

高ꎬ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则与产业结构变化关联

度较低ꎮ 这说明自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ꎬ 辽中南城市群产业结构不断优化ꎬ 尽管吸纳就业人数相比

第二产业仍有一定差距ꎬ 但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和经济贡献不断提升ꎻ 而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与第

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较弱ꎬ 这也符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际情况及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的特质ꎮ
(３) 资源环境效应

由熵值法计算资源环境子系统各指标权重结果可知ꎬ 影响辽中南城市群资源环境的指标由强到弱

依次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０ ０３８６)、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０ ０３７４)、 二氧化硫排放量

(０ ０３７４)、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０ ０３３９)、 污水处理率 ( ０ ０３２２)、 人均综合能源消费量

(０ ０３０４)、 工业废水排放量 (０ ０１８)ꎮ 其中ꎬ 除工业废水排放量对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影响低于 ０ ０２
外ꎬ 其他指标均在 ０ ０３—０ ０４之间ꎬ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倒 Ｕ型曲线理论ꎬ 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

前ꎬ 相应的环境污染程度会随经济增长而加剧ꎮ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与建成区绿化率对于辽中南

城市群实现绿色发展尤为重要ꎬ 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与污水处理程度考验城市的环境承载力与发展

潜力ꎬ 这说明经济规模变动和产业结构升级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日渐显著ꎻ 而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废

水排放量将直接影响辽中南城市群地区空气质量和水体质量ꎬ 约束该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ꎻ 人

均综合能源消费量与资源环境较密切ꎬ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辽中南城市群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

对于资源环境的影响ꎮ
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三个子系统对辽中南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依次为 ０ ４９０８、

０ ２８１６、 ０ ２２７９ꎬ 这说明合理的经济规模和优化的产业结构是实现辽中南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ꎬ
经济规模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ꎬ 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ꎬ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ꎮ 资源

环境、 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ꎬ 是经济、 社会、 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

素ꎬ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与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相适应将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ꎬ 反之则阻碍高质量

发展ꎮ
４ 特征分析

由表 ３可以看出ꎬ 大连和沈阳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走势趋于一致ꎬ 且

持续稳定在优质协调区域高位运行ꎮ 鞍山在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进入良好协调区间后波动回调至中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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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区域ꎻ 营口在 ２０１４年短暂冲进良好协调区间后即回落至中度协调区间ꎻ 盘锦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和 ２０１６年三次短暂波动回调至中度协调区间ꎬ 其余年份都处在良好协调区间ꎻ 抚顺、 本溪、 辽阳则

一直处于中度协调区域ꎻ 铁岭在 ２０１２年突破中度协调区域的下限ꎬ 并在随后 ３ 年中波动徘徊ꎬ ２０１６
年再次回落至低度协调区域ꎮ 因此ꎬ 可以发现辽中南城市群发展具有如下三种特征:

第一ꎬ 经济总量大且发展质量高ꎮ 具备此特征的城市为大连、 沈阳ꎬ 其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与资

源环境耦合度高ꎬ 人力资源、 科教优势、 城市区位、 交通枢纽、 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程度较高等ꎬ 应

着重经济增长与人居环境的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ꎮ 第二ꎬ 经济总量一般但发展质量较高ꎮ 具备此特征

的城市为盘锦、 鞍山ꎬ 其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耦合度较高ꎬ 需进一步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经

济规模ꎬ 在明确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ꎬ 着重通过产城融合与城市转型带动高质量发展ꎮ 第三ꎬ 经

济总量一般且发展质量一般ꎮ 具备此特征的城市为本溪、 抚顺、 辽阳、 营口、 铁岭ꎬ 其经济规模、 产

业结构与资源环境耦合度一般或较低ꎬ 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ꎬ 需要统筹布局、 协调发展ꎬ 加强基础设

施与民生工程建设ꎬ 妥善解决因产业升级带来的再就业和创业问题ꎬ 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ꎮ

三、 东北地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对策

　 　 经济规模合理适度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基础ꎬ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表现ꎬ
资源环境受经济规模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ꎬ 同时支撑和约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ꎮ 东北地区城市

群必须坚持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采取针对性、 合理性的发展对策ꎮ
第一ꎬ 弱化行政壁垒ꎬ 建立东北地区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协调机制ꎮ 统筹优化东北地区城市群产业

布局及产业结构ꎬ 不断提高经济资源配置效率ꎬ 推进区域范围内的一体化进程ꎬ 降低城市组群内部和

区域性、 地方性城市组群之间的交易成本ꎬ 形成区域集聚效应ꎬ 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ꎬ 最大

限度控制和减少经济规模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对资源环境造成的负效应ꎮ 第二ꎬ 强化绿色发展ꎬ 建立

东北地区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与联防联控机制ꎮ 鼓励东北地区各城市群创新发展ꎬ 改善投资营商

环境ꎬ 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ꎬ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ꎬ 加速城市转型ꎬ 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 和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ꎬ 并利用好倾斜政策打造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性和地方性城市

群ꎮ 第三ꎬ 坚持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ꎮ 建立东北地区城市

群产业公共服务平台ꎬ 有效引导基础设施投资、 建设的区域覆盖和服务ꎬ 全面促进城市群内部和城市

群之间的产业融合与产城融合ꎬ 形成产业优势互补ꎬ 全面推动东北地区一体化进程ꎮ 第四ꎬ 培育接续

产业ꎬ 发展 “飞地经济”ꎮ 承接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等发达地区城市群的产业转移ꎬ 共建 “飞地

园区”ꎬ 带动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方式转变ꎬ 促进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转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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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阶段
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及策略

李　 琪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纵横» 杂志社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３３)

　 　 摘要: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ꎬ 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ꎬ 为进一步统筹推进区

域协调发展、 促进城乡融合、 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提供强大动力ꎮ 当前ꎬ 中国城镇化建设进入发展模式转

换、 供求矛盾等诸多问题凸显的攻坚期ꎬ 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ꎬ 应以数字经济赋能城镇精细治理ꎬ 以特色

小镇建设补齐县域城镇化短板ꎬ 以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引领城市协调发展ꎬ 以市场化手段配置公共服务资源ꎬ
加速以人为核心的城市移居人口市民化进程ꎮ

关键词: 城镇化ꎻ 高质量发展ꎻ 以人为核心ꎻ 现代化ꎻ 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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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 时期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ꎬ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ꎬ 又处于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时点ꎬ 城镇化建设必然承载新的使

命ꎬ 因此必须实现城镇生产、 生活、 生态功能的动态平衡ꎮ①

一、 “十三五” 期间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经验性事实

　 　 截至 ２０１９年底ꎬ 我国已经提前完成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以下简称 «规
划» ) 的多项发展目标ꎬ 同时ꎬ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户籍制度、 空间布局、 综合配套等方面改革

取得实效ꎬ 城镇化从 “数量型” 发展阶段迈向 “质量型” 发展阶段ꎮ
第一ꎬ 城镇化程度进一步提升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１９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１９年底ꎬ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 ６０ ６％ꎬ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 ４４ ３８％ꎬ 前者率先完成

«规划» 提出的 ６０％的目标ꎬ 后者接近 ４５％的目标ꎬ 且二者差距不断缩小ꎮ 总体看ꎬ 在 “十三五” 期

间ꎬ 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城镇化ꎬ 而且城镇化质量有所提高ꎬ 实现了从乡村向城市的转

型ꎬ 进入城市社会发展阶段ꎮ②
第二ꎬ 城乡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不断完善ꎮ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 显示ꎬ ２０１８ 年城市

供水总量、 用水普及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无害化处理率等均已完成 «规划» 目标ꎮ ２０１９
年起ꎬ 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垃圾分类工作ꎬ 与之配套的垃圾投放点和可再生资源回收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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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不断完善ꎮ «２０１９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ꎬ ２０１９ 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 铁路路网密

度、 电气化里程分别较 ２０１６ 年增长 １２ １％、 １２ ６％、 ２５％ꎮ «２０１９ 年天然气运行简况» 显示ꎬ ２０１９
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同比增长 ９ ４％ꎮ 传统能源约束趋紧和环保的压力促使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ꎬ 城

市成为新能源发展和使用的重要载体ꎮ
第三ꎬ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明显改善ꎮ “十三五” 时期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养老、 医疗、 低保等保障

水平不断提高ꎬ 养老保险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完善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ꎬ
建立了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ꎬ 保障了老龄化日益严峻情况下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平衡ꎮ ２０１９ 年末ꎬ
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达 ９ ６８ 亿人ꎬ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 １３ ５４ 亿ꎬ
各级财政补助标准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５２０元ꎬ 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达到每人每年 ２５０元ꎬ 分别比

“十二五” 末的 ２０１５年提高 １４０元和 １３０元ꎮ① 这些数字说明在实现城乡医保全覆盖基础上ꎬ 城乡居

民医保水平也同步提高ꎮ “十三五” 时期棚户区改造、 危房改造、 城中村改造等成为保障性住房建设

的重要内容ꎬ 保障房覆盖群体范围不断扩大ꎬ 居民居住条件明显改善ꎬ 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提高ꎮ
第四ꎬ 户籍制度迎来重大变革ꎮ 户籍制度改革呼声由来已久ꎬ 但是户籍与社保、 教育、 住房等公

共产品的捆绑使改革异常艰难ꎮ 近年来老龄化的日益严峻、 农村土地的市场化配置、 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ꎬ 推动了户籍制度的重大变革ꎮ 从城区常住人口 １００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取消落户限制ꎬ 到

城区常住人口 １００万—３００万的Ⅱ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ꎬ 再到城区常住人口 ３００ 万—５００ 万的

Ⅰ型大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ꎬ 户籍制度不断松绑ꎬ 改革持续推进ꎮ② 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上的超大城

市ꎬ 在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框架内ꎬ 不断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ꎬ 改进和精简人才入户、 积分入户等

项目ꎬ 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ꎬ 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ꎮ 各地对户籍制度

的快速松绑加快了人口向城市的聚集ꎬ 促进了城镇化建设ꎮ
第五ꎬ 城市群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体形态ꎮ “十三五” 时期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到成熟

阶段ꎬ 共建成 １９个城市群ꎬ 城市群在协调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ꎬ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城市功

能优势互补、 交通网络互联互通等方面的作用不断显现ꎮ 总体看ꎬ 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一体

化水平以及辐射带动作用的差别ꎬ 全国范围内的城市群呈现三种不同发展阶段: 第一类是成熟阶段城

市群ꎬ 以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城市群为代表ꎻ 第二类是处于发展阶段的城市群ꎬ 以京津冀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长株潭城市群、 海峡西岸城市群为代表ꎻ 第三类是处于形成阶段的城市群ꎬ 如中原城市

群、 关中平原城市群、 滇中城市群、 哈长城市群、 宁夏沿黄城市群、 北部湾城市群等ꎮ 为了进一步扩

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ꎬ 各地加速发展现代化都市圈ꎬ 打破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

垒ꎬ 使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更紧密ꎬ 不仅强化城市间专业分工ꎬ 有效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效率ꎬ 还

逐渐实现都市圈城市间公共服务的普惠共享ꎮ

二、 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建设的重点

　 　 新的历史节点要求城镇化与工业化、 信息化、 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ꎬ 同时为 “四化同步” 提供

空间和平台ꎬ 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ꎮ
１ 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作用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ꎬ 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ꎮ 近年来ꎬ 国际环境发生深

刻变化ꎬ 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ꎬ 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ꎬ 这一时点上

的城镇化建设必须放在国家现代化的大视野中通盘考虑ꎮ 工业化与城镇化相辅相成ꎬ 改革开放以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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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城镇化建设ꎬ 进入工业化中后期ꎬ 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ꎬ 需要城

镇化来推动工业的现代化ꎬ 通过产城融合为其创造发展的内生动力ꎮ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ꎬ 城市治

理的成本和难度越来越大ꎬ 以信息化为技术支持的智慧城市建设突破了传统治理模式的难点ꎬ 成为城

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ꎬ 并成为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ꎮ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国

家现代化的短板ꎬ 新时代的城镇化要求以人为核心ꎬ 以城乡融合为方向ꎬ 带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

展ꎮ 目前ꎬ 我国城镇化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ꎬ 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ꎬ 常住人口中有接近 ３ 亿未落户ꎬ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推进ꎬ 有能力在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移居人口举家落户城市ꎬ 将创造巨大

内需ꎬ 加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ꎬ 促进现代化水平的整体提高ꎮ
２ 统筹协调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

传统的按照城市行政等级分配资源的方式ꎬ 导致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中ꎬ 中小城市资源匮乏ꎬ 县

域经济发展滞缓ꎮ 高质量的城镇化要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ꎬ 兼顾优化各类型城市的功能定位和产

业结构ꎬ 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ꎬ 营造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ꎬ 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ꎮ 不

同规模城镇的自然禀赋、 空间结构、 发展阶段、 产业结构不同ꎬ 在制定城市空间规划过程中ꎬ 要尊重

差异性ꎬ 避免粗放管理ꎬ 坚持分类施策ꎬ 不仅要注重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层次性ꎬ 更要注重城市群、
都市圈、 新城新区、 特色小镇等新型空间载体建设ꎮ① 大城市作为都市圈或城市群的中心城市ꎬ 要增

强其辐射带动能力ꎬ 做好功能疏解ꎬ 引导产业高端化发展ꎮ 中小城市要提升功能定位ꎬ 科学界定发展

边界ꎬ 将其作为城市群或都市圈的重要节点ꎮ 在中小城市产业发展上ꎬ 一方面要夯实制造业基础ꎬ 积

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ꎬ 另一方面要有效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ꎬ 提高承载能力ꎬ 吸纳大学毕业生、 专

技人才以及农村转移人口落户ꎬ 激发发展活力ꎮ 我国县城数量多ꎬ 代表城镇化的基准水平ꎬ 决定城镇

化目标的最终实现程度ꎬ 但是现阶段县域城镇化短板突出ꎬ 主要表现为缺乏主导产业支撑和公共服

务ꎬ 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ꎮ 应做强县域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ꎬ 壮大特色产业

集群ꎬ 发展特色小镇ꎮ
３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一直以来ꎬ 大量资源向城市集聚ꎬ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差异化的公共服务ꎬ 又进一步固化了城

乡二元结构ꎮ 为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现乡村振兴ꎬ 要发挥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ꎬ 形

成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ꎬ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ꎬ 实现城乡共同繁荣ꎮ 首先应构建促进城

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ꎬ 加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ꎬ 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ꎬ 高度

重视农民工的就业、 社会保障、 子女教育问题ꎬ 将农民工贫困群体纳入城市帮扶范围ꎮ 另外ꎬ 要构筑

一体化的城乡关系ꎬ 破除行政管理的限制ꎬ 以市场化手段实现城乡要素及人口的双向自由流动ꎬ 推动

城乡产业融合、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发展成果公平共享ꎮ
４ 注重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

传统粗放的、 注重速度的城镇化建设模式导致城市整体环境承载力下降ꎬ 生态脆弱性增加ꎬ 生态

治理让步于城市建设ꎬ 影响居民的生产生活ꎮ 随着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

体布局ꎬ 要求在城镇化建设中深入贯彻生态文明理念ꎬ 充分考虑自然环境和资源承载能力ꎬ 优化城市

空间布局ꎬ 调整产业结构ꎬ 提倡绿色消费ꎮ 在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的情况下ꎬ 要处理好人口、 资源、
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ꎬ 合理控制城市规模ꎬ 走集约、 绿色、 低碳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ꎮ 新技术革

命下智慧城市建设将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搭建重要平台ꎬ 应加强对水、 气、 林、 土、 噪声

和辐射等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数据的实时获取、 分析和研判ꎬ 利用数字化模拟生态资源治理ꎬ 提升生态

３５２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及策略

① «两会授权发布: 李克强说ꎬ 深挖国内需求潜力ꎬ 开拓发展更大空间»ꎬ 新华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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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数字化管控能力ꎮ①

三、 新型城镇化建设亟须破解的问题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ꎬ 全国城市数量已达 ６７２ 个ꎬ 其中人口过千万的超大城市 １６ 个ꎬ 城镇人

口接近总人口的 ６０％ꎬ 与此同时城市痼疾愈加突出ꎬ 加大了城市治理难度ꎮ
１ 城市治理理念和模式滞后

一直以来ꎬ 规划部门不断追求城市现代化ꎬ 重外在、 轻内在ꎬ 重地上、 轻地下的问题普遍存在ꎮ
如城市中高楼林立ꎬ 而地域特色、 文化特色、 民族特色难觅踪影ꎮ 同时ꎬ 现代化城市治理要求的信息

畅通、 共享、 精准施策在大多数城市仍未实现ꎬ 信息孤岛问题尚未解决ꎮ 从城市治理的体制机制上

看ꎬ 传统的科层制分级管理与信息化要求的扁平式和快捷式管理存在矛盾ꎬ 如由于城市尚未建立起完

善的突发事件应急体系、 物资调配和共享体系、 部门间协同机制、 精准信息发布机制ꎬ 严重影响了新

冠肺炎疫情下防疫物资的调配和信息的传递互动ꎮ 从技术层面看ꎬ 数据来源于多个部门、 多个企业ꎬ
统计标准、 口径、 时点不同ꎬ 质量不高ꎬ 难以形成便捷、 共享、 统一的大数据平台ꎮ

２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高

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ꎬ 这要求结合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ꎬ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生活设

施ꎬ 然而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问题比较突出ꎮ 如地下管线老化ꎬ 排水防涝设施脆弱ꎬ 污水

处理不达标ꎬ 自来水管道、 燃气管道、 暖气管道事故频发等ꎮ 同时ꎬ 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ꎬ 一方面大

城市房价畸高ꎬ 大量职工选择在房价较低的郊区买房ꎬ 职住分离现象普遍ꎬ 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ꎬ 另

一方面ꎬ 很多城市新建小区交房后ꎬ 缺少配套生活设施ꎮ 特别是对于作为城镇化主力军的农民工来

说ꎬ 虽然户籍制度逐渐松绑ꎬ 但是他们仍然处于 “进得来ꎬ 留不下” 的状态ꎬ 城市住房、 就业、 养

老、 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无形中设置了 “进城门槛”ꎮ
３ 城市产业支撑力不足

近年来ꎬ 各类城市过度开发土地资源ꎬ 房地产业成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ꎬ 土地财政的路

径依赖导致其盲目发展ꎬ 缺乏科学规划ꎬ 远远超过资源承载力ꎬ② 同时ꎬ 房地产的暴利助长了投资投

机行为ꎬ 挤占金融资源和消费需求ꎬ 导致其他产业的碎片化发展ꎮ 随着房地产业的降温ꎬ 城镇缺乏主

导产业以及产业支撑不足的问题凸显ꎬ 一些东北和中西部中小城市劳动人口大量外流ꎬ 城市产业凋

敝ꎬ 住房大量闲置ꎬ 经济发展停滞ꎮ
４ 城镇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突出

从我国城镇化整体推进情况看ꎬ 已形成了大城市过度膨胀、 中小城市活力不足、 县域城镇短板突

出的局面ꎮ 工业化发展快于城镇化建设ꎬ 资源向城市倾斜ꎬ 导致人口向大城市大规模迁移ꎬ 由此带来

交通拥堵、 资源短缺、 环境恶化、 房价高涨等连锁问题ꎮ 中小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对社会投

资、 人才以及农村转移人口的吸引力不大ꎬ 缺乏竞争力ꎬ 同时大规模撤县改区使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

城镇化ꎬ 城市产业支撑薄弱ꎮ 还有一些中小城市盲目求大ꎬ 将建设国际大都市作为发展目标ꎬ 导致了

城市建设的空心化ꎮ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ꎬ 资源配置不足ꎬ 供需不匹配ꎬ 而且城市 “三高” 企业

的外迁ꎬ 增加了县域环境风险ꎬ 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迁移ꎬ 使人口净流出和老龄化并存ꎬ 导致县域经济

内需不足ꎬ 发展缺乏后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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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国力、 刘保奎: «调整优化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ꎬ «经济日报»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５日ꎬ 第 １２版ꎮ
江齐英、 马世发: «基于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的土地开发强度评估———以珠三角核心区为例»ꎬ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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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城镇化与资源承载力不匹配

城镇扩张、 土地大规模开发超过资源承载力底线ꎬ 污染物排放增长较快ꎬ 资源消耗量大但是利用

效率不高ꎮ 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ꎬ 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也随之增加ꎬ 受成本和技术所限ꎬ 超一半

的垃圾以填埋方式处理ꎬ 清洁化的焚烧处理比例偏低ꎮ 另外ꎬ 我国环保制度发展滞后ꎬ 城市环境管理

仍然比较粗放ꎬ 废物、 废水非法倾倒获利大、 处罚轻ꎬ 环境监管和执法不到位ꎬ 各类环境污染事件频

发ꎬ 且污染规模、 污染程度、 污染类型有逐年扩大倾向ꎮ

四、 推进城镇化建设的策略

　 　 新型城镇化是人口、 社会、 经济、 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城镇化ꎮ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城镇化建设

必须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原则ꎬ 加强重要领域、 关键环节的顶层设计ꎬ 创新推出既利当前、 又利长远的

城镇化发展新模式ꎮ
１ 以数字经济赋能城镇治理

城市治理是一个有机整体ꎬ 涉及城市规划、 空间布局、 产业结构、 环境治理、 人文关怀等诸多方

面ꎬ 传统治理各自为政ꎬ 导致资源浪费和条块分割ꎬ 大大降低了政策效能ꎬ 亟须将错综复杂的各类因

素绘制在 “一张纸” 上ꎬ 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技术将信息资源集约整合ꎬ 为城市精细化

治理打造后台系统ꎬ 实现信息共享、 互联互通、 全局调控、 协同指挥ꎬ 数据的实时全量特点还能保证

决策的精准性、 高效性、 人性化ꎮ 另外ꎬ 大数据赋能城镇治理能够转变民众的生产生活理念ꎬ 倒逼政

府加快职能转变和体制机制改革ꎮ
２ 以特色小镇建设补齐县域城镇化短板

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ꎬ 意味着特色小镇将在新型城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ꎮ 小

镇当地政府要在土地供给、 厂房建设、 融资服务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ꎬ 切实保障企业的权利和权益ꎮ
鼓励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采取 ＰＰＰ 模式ꎬ 给予企业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ꎬ 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ꎬ
吸引有实力的企业来小镇投资建设ꎮ 但是近年来 “千镇一面” 问题非常突出ꎬ 很多小镇建设停摆甚

至废弃ꎮ 因此ꎬ 精准选择主导产业和发展模式是关键ꎬ 要从当地资源优势出发ꎬ 依托独特的自然景观

或者人文景观、 民族特色或者文化特色、 高科技产业或者新兴产业ꎬ 遵循专业化、 特色化、 高端化的

原则ꎬ 进行产业定位ꎬ 适当延伸产业链ꎬ 形成产业集群式发展ꎮ
３ 以市场化手段配置公共服务资源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强调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提出ꎬ 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

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ꎬ 这为破解城镇化过程中公共服务配置约束提供了新的改革依

据ꎮ 长期以来ꎬ 城市区域分等级的管理方式导致区域间、 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差距ꎮ 按实际人口配置

公共资源ꎬ 落实资源、 要素市场化配置原则ꎬ 突破城市等级化管理机制ꎬ 有利于行政级别低但人口集

中、 市场活跃的城镇增加公共服务投入ꎬ 改善基础设施ꎬ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城市吸引力ꎮ ２０２０
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ꎬ 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的重点是促进县域公共服务设施的

提标扩面、 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 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 产业培育设施提质增效ꎬ① 这一举措对

于纾解城市群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ꎬ 促进农民工的就近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ꎮ
４ 以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引领城市协调发展

从我国区域和城市发展的特征看ꎬ 资源和人口向大城市集聚ꎬ 都市圈顺应这一规律ꎬ 以区域一体

化为原则ꎬ 以区域内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为中心ꎬ 实现不同层级城市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ꎬ 解决

５５２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及策略

① «新城镇 补短板 惠民生»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年 ６月 ２０日ꎬ 第 ４版ꎮ



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发展失衡问题ꎮ 培育现代化都市圈应明确都市圈内城市分工ꎬ 实现错位发展、 功

能互补ꎮ 中心城市应注重高端产业的聚集ꎬ 提升城市能级ꎬ 增强辐射带动能力ꎬ 建设大都市圈产业

链ꎻ 外围城市要利用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ꎬ 夯实制造业发展基础ꎬ 并依托中心城市ꎬ 有序承接其产业

配套和非核心功能ꎮ 推进都市圈内部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ꎬ 应按照网格化布局空间结构ꎬ 建设全

覆盖的交通网络ꎬ 促进要素流通ꎮ 构建都市圈发展一体化机制ꎬ 建立都市圈城市政府间、 部门间协商

机制ꎬ 探索都市圈重要事项协作推进机制ꎬ 确保地区、 部门之间协调配合、 同向发力ꎮ
５ 以人为核心ꎬ 加速城市移居人口市民化进程

城市移居人口即离开户籍所在地ꎬ 以工作、 生活为目的在异地居住的人员ꎮ ２０１９ 年我国城镇非

市民化率为 １６. ６％ꎬ 北京和上海分别为 ３４. ６％和 ４０％ꎮ 可见ꎬ 大量移居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

会ꎮ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是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移居人口有序实现市民

化ꎮ 除几个超大城市外ꎬ 要尽快完全放开其他城市的落户限制ꎬ 让劳动力在市场机制下自由流动ꎬ 使

移居人口平等地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ꎮ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ꎬ 建立全国性的基础养老金制度ꎬ
推进城乡医保、 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ꎮ 建立和完善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制度体系ꎬ 确保农民工同工同

酬ꎬ 反对身份歧视ꎬ 特别是对于 “８０” “９０” 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ꎬ 他们受教育程度高ꎬ 职业技能

较强ꎬ 落户城市的意愿强烈ꎬ 但是购房压力较大ꎬ 对身份问题更敏感ꎮ 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居住条

件ꎬ 并将其纳入城市保障房制度中ꎬ 制定农民工保障房实施方案ꎬ 赋予满足一定条件的农民工申请经

济适用房、 公租房、 廉租房的资格ꎮ 在政府主导下ꎬ 倡导用工单位建设或租赁员工公寓、 集体宿舍

等ꎬ 切实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ꎮ

结　 　 语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ꎬ 城镇化也将走高质量发展之路ꎮ “十四五” 及未

来的一段时期ꎬ 全面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要遵循以人为核心的原则ꎬ 在功能完善、 生态环保、 城乡融

合等方向发力ꎬ 充分发挥城镇化在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

的作用ꎮ 同时ꎬ 加快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 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ꎬ 也要抓住城镇化

仍有较大发展空间的机遇ꎬ 充分发挥城镇化建设的基础性推动作用ꎬ 释放强大内需和发展动能ꎮ 为

此ꎬ 城镇化建设亟须在城市治理、 公共服务、 城镇承载力、 人口市民化等方面精准施策ꎬ 提高建设的

效能ꎮ 一是加快智慧城市建设ꎮ 推进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ꎬ 聚焦智慧政府、 智慧

社会、 数字经济等ꎬ 统筹完善 “城市大脑” 架构ꎮ 二是尽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ꎮ 优先支持医疗、
教育、 养老、 环保、 市政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ꎬ 针对准公益类、 经营性项目ꎬ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

用ꎬ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ꎬ 完善 ＰＰＰ 模式的规范化运营ꎬ 加强对项目全周期的动态监管ꎮ 三是打造宜

业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ꎮ 推动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的转移ꎬ 同时ꎬ 做好输出地与承接地的对接ꎬ 强化

承接地的产业支撑ꎬ 加速推进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ꎬ 建设幸福宜居社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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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１９ＺＤＡ２８８)ꎮ
作者简介: 王连龙ꎬ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ꎬ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史、 石刻文献、 东亚史ꎻ 王广瑞ꎬ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ꎬ

专业方向: 历史文献学ꎮ
　 　 ①　 著目类如 «集古录» «金石录» «集古录跋尾» «宝刻丛编» «石墨镌华» «金石史» «金石文字记» «来斋金石刻考略» «金
石续录» «观妙斋金石文考略» «关中金石记» «雍州金石记» «张氏吉金贞石录»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授堂金石文字续跋» «金石

萃编» «金石文钞» «古墨斋金石跋» «平津读碑记» «关中汉唐存碑跋» «八琼室金石补正» «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 等ꎬ 多简单记

录碑名、 制作年代、 撰文书丹者信息等内容ꎮ
　 　 ②　 王家葵: «玉吅读碑———楚金禅师碑琐议»ꎬ «书法» ２０２０年第 ５期ꎮ

唐 «楚金禅师碑» 研究

王连龙１　 王广瑞２

(１ 吉林大学 考古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ꎻ ２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唐代楚金禅师 (６９８—７５９年) 幼年于西京龙兴寺出家ꎬ 天宝年间造多宝塔ꎬ 建立道场ꎬ 入禁内

讲经ꎬ 位极国师ꎮ 记录其生平事迹的 «楚金禅师碑» 刻于著名的颜真卿书 «多宝塔碑» 之阴ꎬ 碑文所载楚

金事迹ꎬ 与唐玄宗先抑后扬的佛教管理政策相互印证ꎬ 为探讨玄宗朝佛教发展情况及相关史实提供了重要

实物资料ꎮ 碑文书法清圆婉畅ꎬ 颇得晋韵ꎬ 为 “院体书法之祖” 吴通微所书ꎬ 系唐代院体书法代表性作

品ꎮ 吴通微书宗 “二王”ꎬ 尤得力于集王 «圣教序»ꎬ 书名甚显ꎬ 影响至宋犹存ꎮ 此外ꎬ 碑文所记飞锡、 窦

文场等人物及相关事迹ꎬ 亦多有可补史阙者ꎮ
关键词: 楚金禅师碑ꎻ 多宝塔碑ꎻ 天台宗ꎻ 吴通微ꎻ 院体书法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４２ ２ꎻ Ｊ２９２ 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２５７－０６

唐代碑刻繁若星辰ꎬ 其学术价值、 艺术价值历来为学人所重ꎬ 凡治唐史、 考文献、 习书法者莫不

重视唐代碑刻资料ꎮ 在数量众多的碑刻中ꎬ «楚金禅师碑» 是较为特殊的一方ꎮ 该碑额题 “唐国师谥

大圆禅师碑”ꎬ 首题 “唐国师千福寺多宝塔院故法华楚金禅师碑”ꎬ 贞元二十一年 (８０５) 七月二十五

日建ꎬ 僧飞锡撰文ꎬ 吴通微书碑ꎬ 宋液模刻ꎬ 记录了唐代楚金禅师建多宝塔ꎬ 诵经传法等事迹ꎬ 对于

探讨唐代佛教状况、 佛教政策以及院体书法等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ꎮ 遗憾的是ꎬ «楚金禅师碑»
与 «多宝塔碑» 为一碑之阴阳ꎬ 其光芒为后者所掩ꎬ 致使历代学者重于著录ꎬ① 疏于题跋ꎬ 系统研究

者更是寥寥无几ꎮ② 今拟结合传世文献及其他碑志材料ꎬ 对 «楚金禅师碑» 所载史实进行考证ꎬ 揭示

其价值所在ꎬ 并期于相关问题研究有所裨益ꎮ

一、 «楚金禅师碑» 文本整理

　 　 楚金禅师碑原立于唐西京长安城安定坊千福寺ꎬ 得益于颜真卿书碑阳之故ꎬ 原石历来颇受重视ꎬ
宋初曾移入西安府学ꎬ 今藏西安碑林ꎬ 得到了较好保护ꎮ 碑高 ２８５厘米、 宽 １０６厘米ꎬ 行楷书 ３２ 行ꎬ
行字数不等ꎮ «全唐文» 卷九百十六、 «金石萃编» 卷一百四、 «金石文钞» 卷七、 «张氏吉金贞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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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卷一录有此碑全文ꎬ 然均较原碑有错讹处ꎮ 今据原碑拓本ꎬ 并参校上述 ４部文献 ( «全唐文» 简

称 «唐»ꎬ «金石萃编» 简称 «金»ꎬ «金石文钞» 简称 «钞»ꎬ «张氏吉金贞石录» 简称 «张» )ꎬ 考

录碑文如下ꎮ
唐国师谥大圆禅师碑 (小篆题额ꎬ «张» 收录ꎬ «唐» «金» «钞» 阙)ꎮ
唐国师千福寺多宝塔院故法华楚金禅师碑ꎮ
紫阁山草堂寺沙门飞锡撰ꎮ
正议大夫行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柱国东海男赐紫金鱼袋吴通微书ꎮ
潭碧千 ( «张» 作 “一”ꎬ 误) 丈ꎬ 无隐月容ꎻ 松青万岭ꎬ 莫静风响ꎮ 夫德充于内而声闻于天

者ꎬ 有以见之于禅师矣! 禅师法讳楚金ꎬ 程氏之子ꎮ 本广平郡ꎬ 今为京兆之盩厔人焉ꎮ 祖宗阀阅ꎬ
存而不论ꎮ 母渤海高氏ꎬ 夜梦诸佛ꎬ 是生禅师ꎬ 真可谓法王之子者也ꎮ 行素颜玉ꎬ 神和气清ꎬ 七岁

讽花经ꎬ 十八讲花义ꎬ 三十构多宝于千福ꎬ 四十入 ( «金» 作 “八”ꎬ 误) 帝梦于九重ꎮ 上睹法名ꎬ
下见 “金” 字ꎬ 诘朝使问ꎬ 冈 ( «唐» 作 “罔” ) 不有孚ꎬ 声沸江海ꎬ 岂唯京毂? 于是倾玉帛ꎬ
引金绳ꎬ 千梁攒空ꎬ 一塔耸汉ꎬ 回廊飞阁ꎬ 无不创焉ꎮ 风起而铃鸣半天ꎬ 珠悬而月生绝顶ꎮ 清净眼

耳ꎬ 骏奔香花ꎬ 度如恒沙而无所度者有之矣! 尝于翠微、 悟真ꎬ 扪萝灵趾ꎬ 乃曰: “此吾栖遁之

所ꎮ” 遂奏两寺ꎬ 各建一塔ꎬ 咸以 “多宝” 为名ꎮ 度缁衣在白云ꎬ 昭其静也ꎮ 矧夫心洞 ( «唐» 作

“同”ꎬ 误) 琉璃ꎬ 思出常境ꎬ 工人杍 ( «唐» 作 “梓” ) 匠ꎬ 佥讶生知ꎬ 毗首所未悟ꎬ 斑 ( «唐»
作 “班” ) 输所愕视ꎮ 若然 ( «钞» 作 “夫” )ꎬ 则浮图之化ꎬ 髻珠之教ꎬ 风靡千界ꎬ 皆禅师之

力ꎬ 岂止真 ( «唐» 作 “金”ꎬ 误) 丹五天而已哉! 禅师云雷发空谷之响ꎬ 金石吐铿锵之音ꎬ 吟咏

妙经六千余遍 ( «唐» 作 “篇”ꎬ 误)ꎮ 宝树之下ꎬ 仿佛见于分身ꎻ 灵山之上ꎬ 依俙觌于三变ꎮ 心无

所得ꎬ 舌流甘露ꎮ 瑞鸟金碧ꎬ 栖于手中ꎻ 天乐清泠ꎬ 奏于空际ꎮ 凡诸休应ꎬ 皆不有之ꎮ 乃曰: 法本

无名ꎬ 焉用彼相? 长而不宰ꎬ 其在兹焉ꎮ 若非法花 ( «唐» 作 “华” ) 三昧ꎬ 禀自衡阳ꎻ 止

( «金» 作 “正”ꎬ 误) 观一门ꎬ 传乎台岭ꎬ 安能迂象王 ( «金» 作 “于”ꎬ 误) 之法驾ꎬ 回圣主之

宸睠? 承明三入ꎬ 弘 ( «唐» «钞» «张» 作 “宏”ꎻ «金» 作 “庙讳”ꎬ 避讳) 道六宫ꎬ 后妃长跪

于御筵ꎬ 天花每散而不著ꎮ 玄 ( «唐» «钞» «张» 作 “元”ꎻ «金» 作 “庙讳”ꎬ 避讳) 宗题额ꎬ
肃宗赐幡ꎮ 鹊返云中ꎬ 住香楼而不下ꎻ 龙蟠天上ꎬ 挂金刹而常飞ꎮ 玉衣盈箱ꎬ 玺书满箧ꎬ 写千经滴

沥而垂露ꎬ 答万乘涣汗之渥泽ꎮ 夔龙貂冕ꎬ 下黄道以 ( «唐» 作 “而”ꎬ 误) 整襟ꎻ 隐逸高僧ꎬ 入

( «金» 作 “八”ꎬ 误) 青莲而扣寂ꎮ 微尘知识ꎬ 如从百城而至ꎻ 无边胜士ꎬ 若自千花 ( «唐» 作

“华” ) 而来ꎮ 岂荣冠于一时? 亦庶几于佛在也ꎮ 虽林茂鸟归ꎬ 人高物向ꎬ 澄渟天地之镜 ( «唐»
作 “境”ꎬ 误)ꎬ 委曲虚空之姿ꎬ 无来乃来ꎬ 不往而往ꎮ 所作已讫ꎬ 吾将去乎? 有梦彩座前迎ꎬ 诸

天献菓ꎮ 粤以乾元二年 (７５９) 七月七日子时ꎬ 右胁薪尽火灭ꎬ 雪颜如在ꎬ 昭乎上生于安养之国矣!
享龄六十二ꎬ 法腊三十七ꎮ 天子悯焉ꎬ 中使吊焉ꎬ 寻敕骠骑大将军朱光晖监护ꎬ 即以其年八月十二

日ꎬ 法葬于长安城西龙首 ( «唐» 作 “道”ꎬ 误) 原法华兰若塔之 ( «唐» 补一 “阙” 字)ꎬ 礼也ꎮ
于戏! 禅师龆 ( «唐» 作 “龄”ꎬ 误) 年诏度ꎬ 初配龙兴ꎮ 中岁观心ꎬ 闭关千福ꎮ 罢玉柄ꎬ 葆

天光ꎬ 悟炎宅清凉ꎬ 驾一乘独运ꎬ 乃梦塔从地涌ꎬ 因用摸 (模) 焉ꎮ 今之所制ꎬ 抑有由矣ꎮ 至若神

光熠耀于其巅 ( «唐» 作 “颠” )ꎬ 圣灯明灭于其下ꎬ 画普贤则舍利飞笔ꎬ 会 ( «唐» 作 “绘”ꎬ 通

假) 群释乃卿云澹空ꎮ 顶中之血ꎬ 刺写经王ꎻ 衣里之珠ꎬ 指呈醉士ꎮ 当其无ꎬ 有其用ꎬ 不立心境ꎬ
同乎大通ꎮ 彼五色之相宣ꎬ 我摩尼之何有? 豁如也ꎮ 缣纩皮革ꎬ 多由损生ꎬ 属徒衣布ꎬ 寒加艾纳ꎬ
慈至也ꎮ 若乃降龙之钵ꎬ 解虎之杖ꎬ 莲花之衣ꎬ 甘露之饭ꎬ 凡诸法物ꎬ 率多敕赐ꎬ 不住于相ꎬ 咸将

施焉ꎮ 室不贮于金钱ꎬ 堂每流乎香积ꎬ 澹然闲任 ( «唐» «钞» «张» 作 “住”ꎬ 误)ꎬ 为天人师ꎮ
允所谓利见于大雄ꎬ 释门之亚圣者也! 又曰: “吾自知终于六十有二矣ꎬ 尔曹志之ꎮ” 以其言ꎬ 验其

实ꎬ 宛如也ꎮ 噫! 八部增怛ꎬ 万国同哀ꎮ 有诏令荼 ( «唐» «金» 作 “茶” ) 毗ꎬ 遵天竺故事ꎮ 于

是金棺闭ꎬ 香木烧ꎬ 玉兔驯ꎬ 白鹤唳ꎮ 雾咽松槚ꎬ 风悽郊坰ꎬ 月飞青天ꎬ 无照玄 ( «唐» «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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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作 “元”ꎻ «金» 作 “庙讳”ꎬ 避讳) 夜ꎮ 法花弟子当院比丘 ( «张» «钞» 作 “邱” ) 慧空、
法岸、 浩然等ꎬ 表妹万善寺上座契元ꎬ 万善寺建多宝塔比丘 ( «唐» «钞» «张» 作 “邱” ) 尼正

觉ꎬ 资敬寺建法华塔比丘 ( «唐» «张» 作 “邱” ) 尼奔吒 ( «唐» 作 “叱”ꎬ 误) 利等ꎬ 真白凡

数万人ꎬ 悲化城之不住ꎬ 痛宝所而长往ꎮ 贝叶翻手ꎬ 孰指宗通? 金磬发林ꎬ 谁宣了义? 以予分座御

榻ꎬ 同习天台ꎬ 爰讬斯文ꎬ 镂之贞 ( «唐» 作 “真”ꎬ 误) 石ꎬ 式扬真古ꎮ 敢不铭云:
天上云飘ꎬ 海中日出ꎮ 如何落照ꎬ 大明奄失ꎮ 莲花之外ꎬ 别有莲花ꎻ 寥廓之表ꎬ 又逢寥廓ꎮ 法

离去来ꎬ 道无今昨ꎮ 松门一塔兮ꎬ 谁为寂寞ꎮ 寂而常照ꎬ 死而不亡ꎮ 其响弥高兮ꎬ 其德弥彰ꎮ 白鹤

双双ꎬ 飞香郁郁ꎮ 明月既出ꎬ 更无星宿ꎮ
建塔国师奉敕追谥号记 ( «唐» 录于第九百八十七卷)ꎮ
以贞元十三年 (７９７) 四月十三日ꎬ 左街功德使开府邠国公窦文场 ( «唐» 作 “玚”ꎬ 误) 奏:

千福寺先师楚金ꎬ 是臣和尚ꎮ 于天宝初ꎬ 为国建多宝塔ꎬ 置法华道场ꎮ 经今六十余祀ꎬ 僧等六时礼

念ꎬ 经声不断ꎬ 以 (已) 历四朝ꎬ 未蒙旌德ꎮ 伏乞圣慈ꎬ 特加谥号ꎬ 以广前修ꎮ 奉敕: 宜赐谥曰

“大圆禅师”ꎬ 中书门下准敕施行者ꎮ 今合院梵侣ꎬ 敬承恩旨ꎬ 顶奉修持ꎬ 用资皇寿ꎮ 将恐代隔时

迁ꎬ 真踪靡固ꎬ 辄刊碑末ꎬ 以纪芳猷ꎮ 远追鹫岭之风ꎬ 聿光不朽之迹ꎮ
贞元廿一年 (８０５) 岁在乙酉七月戊辰朔廿五日壬辰建ꎮ
广平宋液摸 (模) 刻ꎮ

二、 楚金禅师生平考

　 　 楚金俗姓程ꎬ «宋高僧传» 卷二十四、 «释门正统» 卷七、 «佛祖统纪» 卷二十三有传ꎮ 据碑文 “粤
以乾元二年 (７５９) 七月七日子时ꎬ 右胁薪尽火灭享龄六十二ꎬ 法腊三十七”ꎬ 可推知楚金生于武周

圣历元年 (６９８)ꎮ 碑阳 «多宝塔碑» 记其 “年甫七岁ꎬ 居然厌俗ꎬ 自誓出家九岁落发ꎬ 住西京龙

兴寺”①ꎮ 楚金自幼喜诵 «法华经»ꎬ “七岁讽花经ꎬ 十八讲花义”ꎬ 且终生研习讲传此经ꎬ “进具之年ꎬ
升座讲法”ꎬ 后造多宝塔 “声沸江海”ꎬ 并在千福寺建立道场ꎬ 组织教团弘法ꎬ 僧众景附ꎬ 影响极大ꎬ 多

次得到皇帝认可与嘉奖ꎬ “凡诸法物ꎬ 率多敕赐”ꎬ 但楚金 “澹然闲任”ꎬ 将所得赏赐悉数布施ꎬ “室不

贮于金钱”ꎮ 晚年居终南山翠微寺、 悟真寺ꎬ 又在两寺各造一座多宝塔ꎬ 并建法华道场ꎮ 据碑文记载ꎬ
楚金曾多次进宫为皇帝及嫔妃讲经ꎬ “承明三入ꎬ 弘道六宫”ꎬ 位极国师ꎮ 因其修行功绩与佛教贡献很

大ꎬ 碑文撰者飞锡甚至称其为 “释门之亚圣”ꎮ
统观 «释门正统» 等文献所载楚金传全文可以发现ꎬ 它们的原始依据皆为 «楚金禅师碑» 及碑

阳 «多宝塔碑» 碑文ꎮ 碑文未记楚金师承ꎬ 有关其师门承绪的研究成为一个难点ꎬ 目前较为合理的

推测主要有两种: 其一ꎬ 师从弘景ꎮ 弘景ꎬ «宋高僧传» 避讳称 “恒景”ꎬ 本居荆州玉泉寺ꎬ “在两京

共四十余年 (楚金) 有可能拜晚年的弘景为师”②ꎮ 其二ꎬ 师从玄奘ꎮ 此玄奘非指初唐时的 “三
藏法师” 玄奘ꎬ 而是 «宋高僧传» 卷二十四所记 “荆州白马寺玄奘”ꎬ “中宗李显在景龙元年 (７０７)
设立龙兴寺举行国祭大典ꎬ 同时召集地方大德入京弘法ꎬ 天台宗玉泉一系的荆州玄奘法师随即应诏住

持西京龙兴寺ꎬ 时年九岁的楚金也在此时、 此地落发出家ꎬ 并依止玄奘法师学习天台教法近三年”③ꎮ
唐中宗佞佛ꎬ 在位期间曾征召大批荆州僧人入长安ꎬ 弘景和玄奘皆在此列ꎮ④ 据 «宋高僧传»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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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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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金生平事迹见 «楚金禅师碑» «多宝塔碑» 碑文ꎮ 文中所引出自此两碑者ꎬ 不再一一注出ꎮ
徐文明: «唐中期至五代的天台宗支系略考»ꎬ «宗教研究» ２００３年第 １期ꎮ
宏涛编著: «翠微史略: 翠微寺与严福寺»ꎬ 西安: 三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年ꎬ 第 １０７－１０８页ꎮ
唐中宗征召大批荆州僧人入长安ꎬ 与当时之政治和历史背景有关ꎮ 相关研究参见孙英刚: «长安与荆州之间: 唐中宗与佛

教»ꎬ 载荣新江主编: «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ꎬ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年ꎬ 第 １２５－１５０页ꎮ



载: “ (鉴真) 景龙元年ꎬ 诣长安ꎬ 至二年三月二十八日ꎬ 于实际寺依恒 (弘) 景律师边得戒ꎮ”① 又

«佛说金刚经纂» 记载: “西京龙兴寺玄奘法师于西国来大唐国来ꎬ 有十二月礼佛日ꎮ”② 综合相关材

料来看ꎬ 唐代僧人虽不以某寺为依归ꎬ 但当时弘景与玄奘显然是受中宗之命ꎬ 分别驻锡于实际寺和龙

兴寺传法ꎮ 楚金出家时 “住西京龙兴寺”ꎬ 不可能辗转拜入驻锡实际寺的弘景门下ꎮ 唐时敕令在龙兴

寺举行的典礼乃 “国忌”ꎬ 并非 “国祭”: “ (开元) 二十七年 (７３９)ꎬ 敕天下僧道遇国忌就龙兴寺行

道散斋ꎮ”③ 楚金九岁时为唐中宗神龙三年 (７０７)ꎬ 九月改元景龙ꎬ 一年两号ꎮ 龙兴寺之名ꎬ 实际是

在神龙三年二月确立ꎬ 并非迟至九月改元景龙时: “二月庚寅ꎬ 改中兴寺、 观为龙兴ꎬ 内外不得言

‘中兴’ꎮ”④ 又 «宋高僧传» 载: “ (玄奘) 与道俊同被召ꎬ 在京二载ꎮ 景龙三年 (７０９) 二月八日ꎬ
孝和帝于林光殿解斋奘等告乞还乡ꎮ”⑤ 自神龙三年二月 (７０７) 至景龙三年 (７０９) 二月ꎬ 恰为

二载ꎬ 若依景龙年号自九月始ꎬ 则玄奘在京时间不满二年ꎮ 可知玄奘应是在神龙三年 (７０７) 二月ꎬ
中宗令改中兴寺为龙兴寺时入京ꎮ «宋高僧传» 将楚金与玄奘同列于 “读诵篇”ꎬ 两人皆以读诵 «法
华经» 为修行法门ꎬ 如碑文记楚金 “吟咏妙经六千余遍”ꎬ 玄奘 “尤明 «法华» 正典ꎬ 别是命家ꎬ
自五十载中ꎬ 日诵七遍”⑥ꎬ 在所宗佛典、 修行方式上具有共同点ꎮ 由此可见ꎬ 楚金九岁于龙兴寺出

家ꎬ 师从驻锡此寺的荆州玄奘学法ꎬ 继承了玄奘的宗法主张和修行方式ꎬ 是极有可能的ꎬ 只是他随玄

奘修习的时间是 ２年ꎬ 而非 ３年ꎮ 至于楚金幼年所习是否为 “天台教法”ꎬ 其一生讲传 «法华经» 是

否即可认为其属天台宗ꎬ 目前资料仍嫌匮乏ꎮ 但 «楚金禅师碑» 碑文中ꎬ 撰者释飞锡有 “法花三昧ꎬ
禀自衡阳ꎻ 止观一门ꎬ 传乎台岭” “以予分座御榻ꎬ 同习天台” 等记载ꎬ 此处之 “止观一门” “天
台” 是否指 “天台宗” 而言ꎬ 或可为今人提供思索的空间ꎮ

楚金贞元十三年 (７９７) 获赐谥 “大圆”ꎬ 距其去世已过去 ３８ 年ꎬ 碑建于贞元二十一年 (８０５)ꎬ
距获谥号又过去了 ８年ꎬ 离世 ４０余年后仍有人追念树碑ꎬ 或可推测其弟子及僧众在西京长安仍有较

大的影响力ꎮ 但楚金圆寂时未获谥号ꎬ 反待 ３０多年后才由窦文场上表求得ꎬ 亦颇耐人寻味ꎮ 前文已

知ꎬ 楚金弘佛得到了唐玄宗的认可与支持ꎬ 他在天宝年间驻锡千福寺诵经、 传法多年ꎬ 但晚年却离开

长安城ꎬ 碑文未记其离开的时间及原因ꎬ 据史实推断ꎬ 或与避 “安史之乱” 有关ꎮ 楚金乾元二年

(７５９) 圆寂时ꎬ “安史之乱” 未平ꎬ 玄宗、 肃宗同在长安ꎬ 太上皇与新皇的政治影响皆存ꎬ 楚金虽得

玄宗认可ꎬ 恐未能赢得肃宗的支持ꎬ 故其圆寂后虽得赐幡却未得谥号ꎬ 或因于此ꎮ

三、 楚金禅师造多宝塔考

　 　 楚金禅师最为人称颂的事迹是在千福寺建造了多宝塔ꎮ 据碑阳 «多宝塔碑» 记载ꎬ 在建塔的过程

中ꎬ 唐玄宗曾先后两次赏赐钱帛ꎬ 并御书塔额ꎬ 助其建塔ꎮ 多宝塔建成时ꎬ 楚金 “表请庆斋ꎬ 归功帝

力”ꎬ 并因之 “声沸江海”ꎬ 他于天宝三载 (７４４) 发起的春秋二时在多宝塔下弘佛的仪式ꎬ 被唐玄宗下

旨定为恒式ꎬ 其后 “六十余祀ꎬ 经声不断”ꎮ 结合唐代的历史背景来看ꎬ 其中记载是有现实原因的ꎮ
唐代佛教发展迅速ꎬ 玄宗之前的几位皇帝都曾优待乃至大力提倡佛教ꎬ 至玄宗继位前期ꎬ “贵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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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宁: «宋高僧传» 上ꎬ 范祥雍点校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年ꎬ 第 ３１７－３１８页ꎮ
«佛说金刚经纂» 收录于 «藏外佛教文献» 第 １ 辑ꎬ 但列于 “疑伪经” 栏目ꎬ 文中记此文献 “在敦煌文献中存有一件ꎬ 被

撕为两号: 前半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 ３０２４号背面ꎬ 后半为英国大英图书馆藏斯 ２５６５ 号背面ꎬ 两号相缀ꎬ 丝毫不差录文以伯

３０２４号背面与斯 ２５６５号背面为底本”ꎬ 可见文献来源并无疑点ꎮ 疑此为伪者ꎬ 多是误将文中 “玄奘法师” 认作唐初 “三藏法师” 玄

奘ꎬ 若联系 “荆州白马寺玄奘” 事迹ꎬ 则此文献的真实性和价值会更加明晰ꎮ 参见方广锠主编: «藏外佛教文献» 第 １辑ꎬ 北京: 宗

教文化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年ꎬ 第 ３５４－３５５页ꎻ 宏涛编著: «翠微史略: 翠微寺与严福寺»ꎬ 西安: 三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年ꎬ 第 １００－１１３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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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 卷 ７ «中宗本纪»ꎬ 亦见 «资治通鉴» 卷 ２０８ «唐纪二十四»ꎮ
赞宁: «宋高僧传» 下ꎬ 范祥雍点校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年ꎬ 第 ５６２页ꎮ
赞宁: «宋高僧传» 下ꎬ 范祥雍点校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年ꎬ 第 ５６２页ꎮ



争营佛寺ꎬ 奏度人为僧ꎬ 兼以伪妄ꎻ 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ꎬ 所在充满”①ꎬ 导致 “所在公私田宅ꎬ
多为僧有”②ꎬ “十分天下之财ꎬ 而佛有七八”③ꎬ 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ꎮ 唐玄宗为了限制佛教ꎬ
推出多种严苛政策: 初即位ꎬ “谋汰僧尼ꎬ 令拜父母ꎬ 午后不出院ꎬ 其法颇峻”④ꎻ 开元二年 (７１４)ꎬ
诏令 “自今已后ꎬ 百官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ꎮ 缘吉凶要须设斋ꎬ 皆于州县陈牒ꎬ 寺观然后依数

听去ꎮ 仍令御史、 金吾明加捉搦”⑤ꎻ 开元十五年 (７２７)ꎬ “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ꎬ 并拆除之ꎬ 功德

移入近寺ꎬ 堂大者皆令封闭”⑥ꎮ 玄宗通过以上裁汰僧尼、 封拆佛寺等措施ꎬ 扫除佛教伪妄浮靡发展以

及佛教势力与权势集团勾连带给国家的不良影响ꎬ 故有史料称其 “未重空门”⑦ꎬ 不重视佛教ꎮ 然综合

考证可见ꎬ 玄宗坚定地抑佛主要集中在统治前期ꎬ 后期的态度则明显转变ꎬ 易抑为扬ꎬ 择而用之ꎮ 具体

表现有: 第一ꎬ 亲注佛经ꎮ 开元二十三年 (７３５) 九月ꎬ 玄宗 “亲注 «金刚经» 及 «修义诀» ”ꎬ 并经

张九龄等人上书请求后ꎬ “降出御文ꎬ 内外传授”ꎮ⑧ 第二ꎬ 敕度僧尼ꎮ 开元二十六年 (７３８) 正月ꎬ 诏

称: “道释二门ꎬ 皆为圣教其天下观寺大小各度一十七人ꎮ”⑨ 第三ꎬ 敕建新寺ꎮ 开元二十六年

(７３８) 六月ꎬ “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 寺ꎬ 改以开元为额”ꎮ 除了以上转变ꎬ 玄宗支持佛教译

经、 写经、 讲经等活动也屡见于史书记载ꎬ 甚至还出现碑文所载御赐钱帛助楚金建多宝塔的情况ꎮ
楚金虔心建塔ꎬ 与其毕生持诵 «法华经» 密切相关ꎮ «法华经» 在中国流传广泛、 影响甚大ꎬ 经

文第四卷 “见宝塔品” 有说 «法华经» 致多宝塔涌出等内容ꎬ 佛教信众的多宝塔崇拜多因于此ꎮ
早在南朝梁时ꎬ 释慧皎 «高僧传» 所记僧众便以讲诵此经者人数最多ꎬ 唐代 «法华经» 获得了更为

普遍的流传ꎬ 多宝塔崇拜在唐代造像、 壁画中屡有体现ꎮ 建造现实中的多宝塔ꎬ 则是践行个人信仰的

途径之一ꎮ 楚金夜诵 «法华经»ꎬ 或许是确曾做了与多宝塔有关的梦ꎬ 因此坚定了以诵经、 建塔的方

式修行的信念ꎬ 碑中有关楚金诵经 “梦塔从地涌” 及因建塔而 “入帝梦” 等奇闻记载ꎬ 不过是撰文

者的文采增饰ꎮ 碑文记楚金圆寂后 “真白凡数万人” 为其送葬ꎬ 多宝塔建成时佛门僧尼 “会逾万人”
瞻仰ꎬ 描写虽嫌夸张ꎬ 但也反映出当时之信众群体十分庞大ꎮ 结合楚金 “承明三入ꎬ 弘道六宫”ꎬ 建

塔时 “玄宗题额”、 圆寂后 “肃宗赐幡” 的记载ꎬ 可知其社会地位之高和影响力之大ꎮ 楚金在建塔的

过程中ꎬ 得到了众多信众支持、 声誉日隆ꎬ 玄宗或亦有所耳闻ꎬ 觉民心可用ꎬ 才借口梦境ꎬ 降敕助资

建塔ꎮ 玄宗所重者ꎬ 恐非单纯的佛法信仰ꎬ 而是佛教对于民众的教化与引导ꎬ 楚金 “归功帝力” 的

做法ꎬ 无疑迎合了玄宗的政治心态ꎮ 楚金诵经、 建塔的行为ꎬ 恐既有释门律义的感召ꎬ 亦有基于

“奉为主上及苍生” 弘佛的现实约束ꎮ 飞锡所记 “写千经滴沥而垂露ꎬ 答万乘涣汗之渥泽”ꎬ 实已透

过碑文的华美辞藻为后人道出了其中的历史真实ꎮ

四、 «楚金禅师碑» 书法考

　 　 «楚金禅师碑» 的书法字体为行楷ꎬ 用笔流美ꎬ 微见六朝尺牍风韵ꎬ 较同时期碑刻多见之法度

１６２唐 «楚金禅师碑»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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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莲华经» 卷 ４ «见宝塔品第十一»: “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ꎬ 国名宝净ꎬ 彼中有佛ꎬ 号曰多宝ꎮ 其佛行菩萨道时ꎬ

作大誓愿ꎬ ‘若我成佛ꎬ 灭度之后ꎬ 于十方国土ꎬ 有说 «法华经» 处ꎬ 我之塔庙ꎬ 为听是经故ꎬ 涌现其前ꎬ 为作证明ꎬ 赞言善哉’ꎮ”



森严的正楷更显生动ꎮ 书碑者吴通微ꎬ 时结衔正议大夫行中书舍人翰林学士ꎮ 吴通微在当时颇有书

名ꎬ 后世论及 “院体” 书法ꎬ 多以其为始祖ꎬ 又视 «楚金禅师碑» 为其代表作ꎮ 两 «唐书» 记吴通

微与弟通玄皆博学、 善文章ꎬ 幼年曾随太子游ꎬ 乃天子近臣、 御用书家ꎮ “奉天之难” 中ꎬ 德宗长女

唐安公主薨于梁州ꎬ 后迁葬长安ꎬ 公主墓志即由吴通微撰文ꎬ 墓志未署书者ꎬ 有学者认为亦是通微所

书ꎮ① 吴通微撰文或书写的作品ꎬ 见于史籍记载及考古出土者较多ꎬ 结合拓片来看ꎬ 字体以行楷为

多ꎬ 与史料记其 “工行草” 相符ꎮ 除了行草作品ꎬ 文献记载曾有吴通微所书 «阴符经» «黄庭经»
等楷书作品被人珍藏ꎬ 可知其楷书亦佳ꎮ 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称: “予尝观 «东方朔画赞» 墨迹ꎬ 疑

是通微兄弟书ꎬ 然不敢质也ꎮ 遣笔结字ꎬ 极似通微书 «黄庭外景经» 也ꎮ”② «东方朔画赞» 乃王羲

之小楷名作ꎬ 已有公论ꎬ 黄庭坚将吴通微与王羲之相提并论ꎬ 证明吴通微的书法水平是很高的ꎮ
结合 «楚金禅师碑» 拓本可见ꎬ 吴通微行书与集王 «圣教序» 类似ꎮ 史料亦多记载其书取法于

集王 «圣教序»ꎬ 并影响了众多翰林院书家ꎮ 清刘熙载 «书概» 云: “学 «圣教» 者致成为院体ꎬ 起

自唐吴通微ꎮ” 宋黄伯思亦称: “僧怀仁集右军书唐文皇制 «圣教序»ꎬ 近世翰林侍书辈学此ꎬ 目曰院

体ꎬ 自唐世吴通微兄弟已有斯目ꎮ”③ 可见ꎬ “院体” 是以二王行书尤其是集王 «圣教序» 为取法对

象的唐宋时翰林院书家所书书法ꎬ 吴通微于此有肇始之功ꎬ 后人视其为鼻祖ꎬ 乃至将其书与 “院体”
等同ꎮ 明代汪珂玉富书画收藏、 精赏鉴ꎬ 特记 “唐书学有通微院体”④ꎬ 其著 «珊瑚网» 录王世贞尔

雅楼藏法书ꎬ 有 “通微院体楚金碑”ꎬ 汪、 王等人皆把 «楚金禅师碑» 或吴通微书与院体书法等同ꎬ
既说明 «楚金禅师碑» 是院体书法的代表性作品ꎬ 也显示了吴通微书对翰林院书家影响之大ꎮ 结合

其他文献记载来看ꎬ 吴通微书不仅在其所处的中晚唐时期即已 “风靡” 翰林院ꎬ 五代、 宋初仍多有

习其书法者ꎮ 如五代前蜀 «樊德隣墓志铭» 有 “习吴通微书ꎬ 尽得笔法ꎬ 十五仕进寻授登州司

马”⑤ 之记载ꎮ 又宋人杨亿 «谈苑» 记: “翰林学士院自五代已来兵难相继ꎬ 待诏罕习正书ꎬ 以院体

相传ꎮ”⑥ 可见通微 “院体” 书至宋犹有学习者ꎬ 影响极为深远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院体” 一词出现于宋代ꎬ 唐时并无此名ꎮ 最早记此名者乃宋初张洎 «贾氏谭

录»: “院体者ꎬ 贞元中ꎬ 翰林学士吴通微尝工行草ꎬ 然体近隶ꎬ 故院中胥徒尤所仿ꎬ 其书大行于世ꎬ
故遗法迄今不泯ꎮ 然其鄙则又甚矣ꎮ”⑦ 既阐明了 “院体” 始于吴通微ꎬ 又对其持否定态度ꎮ 实际此

处之 “隶”ꎬ 乃是就书体而言ꎬ 即今人所谓楷书ꎬ 非 “徒吏” 之 “吏”ꎬ 如 «新唐书» 载徐浩书四十

二条屏 “八体皆备ꎬ 草隶尤工”ꎬ 徐浩所书之 “隶”ꎬ 乃 “楷书也ꎬ 今人俱以分书为隶ꎬ 不可不

知”⑧ꎮ “体近隶”ꎬ 是说吴通微善行草书ꎬ 但所书字体又接近楷书ꎮ 宋以后文献如明王世贞 «弇州山

人稿»、 孙鑛 «书画跋跋»、 清顾炎武 «金石文字记» 等引 «贾氏谭录» 此语ꎬ 多易 “隶” 为 “吏”ꎬ
进一步为贬低吴通微书提供了空间ꎮ 吴通微掌制诰ꎬ 史书记其兄弟二人人品不佳ꎬ 其书则难免被后人

联系书写诏令之 “台阁体” “馆阁体”ꎬ 招至 “板俗” “轻纤” “靡弱无骨” 等恶评ꎮ 然从探寻史实的

角度而言ꎬ 此类对吴通微书法及书史地位的评价实有偏颇之处ꎮ 明代赵崡谓吴通微书 “清逸有法ꎬ
得圣教少许结构ꎬ 便足名家”⑨ꎬ 较为公允ꎮ 此碑兼为吴通微书法与院体书法的代表作ꎬ 有六朝书法

遗韵ꎬ 虽有前人非议ꎬ 仍不失为探究唐代书法史实的重要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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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繁荣与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路径

———以凯鲁亚克小说 «在路上» 为例

孔小纲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 杰克凯鲁亚克是 “垮掉的一代” 亚文化群体主要作家之一ꎮ 从作家为其代表作 «在路上» 谋

求出版机会四处奔走到数十年后该作登史入集ꎬ 小说地位擢升的过程反映了当代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典型社

会建构路径ꎮ 以出版的繁荣为主要表征ꎬ 包括文化、 出版、 学术研究在内的社会建构力量的积极参与极大

助力了文学作品的社会接受ꎮ 文学作品经典地位确立的过程反映了作品社会前途与命运被这些力量深重改

善的境遇ꎮ
关键词: 出版繁荣ꎻ 经典化ꎻ 凯鲁亚克ꎻ «在路上»ꎻ 垮掉的一代

中图分类号: Ｉ１０６ ４ꎻ Ｇ２３９ 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２６３－０５

　 　 杰克凯鲁亚克 (Ｊａｃｋ Ｋｅｒｏｕａｃꎬ １９２２—１９６９) 是二战后美国 “垮掉的一代” (Ｔｈｅ Ｂｅａｔ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 的主要作家ꎮ 由于开始步入文学创作时极度边缘的文化身份与地位ꎬ 凯鲁亚克的代表作 «在路

上»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的面世前景充斥着不确定性ꎬ 面世过程也波折不断ꎮ 小说出版后受到的质疑和攻

击一度让作家精神崩溃ꎮ 十数年后ꎬ 凯鲁亚克因病早逝ꎮ 但是在前景不被看好、 阻碍重重的情况下ꎬ
小说的前途并没有被扼杀ꎬ 相反ꎬ 其社会地位持续攀升ꎬ 并向主流文化中心快速移动ꎬ 最终在权威文

学作品选集和文学史册中占据一席之地ꎮ
小说出版和社会地位提升的过程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建构特征ꎮ 文化产品固有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小

说的前途与命运必然同社会需求存在密切关系ꎮ 正如科尔布斯所说ꎬ “文学的历史发展是带有社会决

定因素的艺术生产的一个专门的类别ꎬ 其社会决定因素包括社会总体文化水平、 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图

书出版发行等等”①ꎮ 以凯鲁亚克小说 «在路上» 经典化的路径为例ꎬ 从边缘作家的文学作品被主流

社会接受、 地位获得拔擢的过程可以看到社会力量的活跃参与和积极推动ꎬ 以出版的繁荣为主要表

征ꎬ 与作品相关联的文化、 出版及学术研究的繁荣共同成就了 «在路上» 从草莽文学走向经典文学

的蜕变ꎮ

一、 文化繁荣与个人文学创新

　 　 虽然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时ꎬ 凯鲁亚克就刻意保持着文化边缘人的姿态ꎬ 但文学创作活动的社会

共性决定了他对创作成果的社会接受同样抱有强烈的期待ꎮ 如何获得广泛和强有力的社会接受是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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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作家面前的问题和挑战ꎮ 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取社会的关注是衡量文学作品社会价值的标准之一ꎮ
凯鲁亚克出版的第一部小说 «镇与城» (Ｔｈｅ Ｔｏｗ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ｙ) 和代表作 «在路上» 的境况反差

极大ꎮ
出版于 １９５０年的 «镇与城»ꎬ 无论是从审美义旨方面还是语言风格方面ꎬ 都可以看出是对现代

主义文学潮流的追随ꎮ 正如温里奇所说ꎬ 这部小说 “是传统风格的ꎬ 是对 ４０ 年代传统文学及其常规

叙事流程的响应小说的创作深受托马斯沃尔夫的影响”①ꎮ 但彼时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已近尾声ꎬ
«镇与城» 只是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沿袭ꎬ 没有任何超越性的表现ꎮ 因此ꎬ 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而言ꎬ
与沃尔夫等前辈相比ꎬ 小说 «镇与城» 不具有代表性ꎮ 对外界而言ꎬ 凯鲁亚克作为初出茅庐的新人ꎬ
在一般性社会文化身份之外ꎬ 作家个人并没有其他区别性的文化特征ꎮ 换句话说ꎬ 那时的凯鲁亚克及

其作品还没有清晰的辨识度以有效区别于其他作家ꎮ 所以ꎬ «镇与城» 缺乏后续的关注度并不让人感

到意外ꎮ
与 «镇与城» 相比ꎬ «在路上» 截然不同ꎮ «镇与城» 出版后ꎬ 凯鲁亚克放弃了对现代主义写作

风格的追随ꎬ 转而继续探索更加具有实验性和个人化风格的 “自发式” 写作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ꎮ
其大胆的写作实验与创新其实已将自己置于突破旧有文学传统与格局的最前沿ꎮ 与凯鲁亚克关系密切

的 “垮掉的一代” 文化运动呈现日渐繁荣的景象ꎬ 成为当时美国社会文化生活中最为活跃的因素ꎮ
随着社会关注度的增加ꎬ “垮掉的一代” 时代弄潮儿的角色意味越来越浓ꎬ 成为引领社会思潮不可忽

视的文化力量ꎮ
１９５２年 １１月 １６日ꎬ “垮掉派” 作家约翰克莱隆霍尔姆斯 (Ｊｏｈｎ Ｈｏｌｍｅｓ) 在纽约 «时代杂

志» 发表评论 «这就是 “垮掉的一代” »ꎬ 公开阐释 “垮掉的一代” 这一文化群体的精神内涵ꎮ 这

意味着在公众面前ꎬ 这一文学与文化小团体正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特殊名称或标记ꎮ 在圈内有 “垮
掉之王” 誉称的凯鲁亚克被推上文化代言人的位置ꎬ 凯鲁亚克个人的文化活动成果ꎬ 包括其逐新求

变的小说创作实验都被整合进 “垮掉的一代” 整体的文化贡献中ꎮ “垮掉的一代” 运动的繁荣是凯鲁

亚克文学创作能够被社会逐渐接受的文化背景ꎮ 布迪厄的观点洞见了 “垮掉的一代” 这个越来越为

公众关注、 文化内涵越来越清晰的群体名号对于凯鲁亚克和 «在路上» 的社会前途的重要性ꎮ 布迪

厄认为: “一个独特标记的重要性就在于要确认一系列作品或作家最为醒目的特质ꎮ 词语—流派或群

体的名称、 恰当的名称之所以重要ꎬ 就是因为它们会显现出自身的效果ꎮ 这些醒目的符号能够在一个

只有通过与众不同、 通过制造个人或团体自己的声名才能得以在已经存在的世界中制造出存在ꎮ”②
可以说ꎬ «在路上» 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一文化运动的关注聚能效应ꎬ 其文学价值的确认与接受搭

上了 “垮掉的一代” 高歌猛进的时代快车ꎮ
１９５５年 １０月 １３日ꎬ “垮掉的一代” 在纽约六画廊举行的读诗会社会反响强烈ꎮ 金斯伯格 (Ａｌｌｅｎ

Ｇｉｎｓｂｅｒｇ) 朗读了他的长诗 «嚎叫»ꎬ 引发轰动ꎬ 这次小群体的文艺盛会 “强烈地表达了他们那具有

变革意识的个性特征诗人们也认识到他们注定要在美国文学这片天地掀起一场永久性的变革”③ꎮ
“垮掉的一代” 先锋气质的文化与文学实践寄托了当时人们对文化艺术变革的想象和期待ꎬ 其社会声

名通过这次盛会被推向了顶峰ꎮ “垮掉的一代” 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ꎬ 以他们的行动最先响应了时代

文化潮流转向ꎮ 摩根在评价 “垮掉的一代” 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时说: “由垮掉的一代新愿景所带来

的变革已经不可挽回地融入到我们的文化中ꎬ ６０ 年代伟大的解放运动正是得益于垮掉派的努力ꎮ”④

正因为如此ꎬ 与 １９５０年的凯鲁亚克及其小说 «镇与城» 相比ꎬ 当 “垮掉的一代” 已经蜕变为引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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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发展潮流的一面旗帜的时候ꎬ 作为这一群体标志性人物的凯鲁亚克与标志性文学创作成果的

«在路上» 所载负的文化意义权重已不可同日而语ꎬ 对 «在路上» 的关注与价值认定也必然随着对

“垮掉的一代” 意义评价的走高而攀升ꎮ

二、 出版繁荣与个人文学成就的社会接受

　 　 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ꎬ 出版有联系作者与读者、 支持作品的一般性文化消费与学术研究的重大

社会功能ꎮ 从谋求社会生存的角度看ꎬ 出版给予作品文化合法性的确认和高效而持久的传播渠道ꎮ 文

学作品要获得社会的接受ꎬ 最终释放出本身所有潜在的社会价值ꎬ 先决条件就是要出版ꎮ 成熟的出版

制度为众多等待面世的作品提供了出版机遇ꎬ 出版活动的繁荣意味着有潜在社会价值的作品有更多的

出版渠道和出版机会ꎮ
小说 «在路上» 完成于 １９５１年ꎬ 从完稿到最终付梓出版长达 ６ 年之久ꎮ 小说一完成ꎬ 美国 Ａｃｅ

出版社就立刻表示了出版意向ꎬ 并支付了定金ꎬ 但没过多久便毁了约ꎮ 第一次出版受挫后ꎬ 凯鲁亚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总是随身携带着五本主要作品的完整手稿ꎬ 但始终没有出版商愿意发表其中的

任何一本”①ꎮ 在出版活动繁荣的年代ꎬ 机遇总是存在的ꎮ １９５４年ꎬ 随着 “垮掉的一代” 引发公众关

注ꎬ 重量级举荐人的出现使 «在路上» 黯淡的出版前景迎来转机ꎮ 当时享誉美国文坛的文评家兼编

辑马尔科姆考利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Ｃｏｗｌｅｙ) 以及维京出版社的编辑基斯詹尼森 (Ｋｅｉｔｈ Ｊｅｎｎｉｓｏｎ) 向维京

出版社极力推荐 «在路上»ꎮ 考利在美国主流文化圈极为显赫ꎬ 影响力巨大ꎬ 支持过多位作家成名作

的出版ꎮ 考利亲自执笔ꎬ 以举荐人的身份在 «文学现状» 的综述中推荐了凯鲁亚克和其小说 «在路

上»ꎮ 在评论中ꎬ 考利着意强调作家及小说的文化代表性ꎬ 他写道ꎬ “正是杰克凯鲁亚克ꎬ 他发明

了 ‘垮掉的一代’ 这一术语ꎬ 他未出版的长篇叙事体小说 «在路上» 就是他们的生活的最好实

录”②ꎮ 资深文评家的积极评价将 «在路上» 的出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ꎮ 随后ꎬ 维京出版社同意出版

«在路上»ꎮ 最终ꎬ １９５７年ꎬ 当 “垮掉的一代” 已成为整个美国都在关注的热点文化现象的时候ꎬ 维

京出版社迅速完成 «在路上» 的出版ꎬ 正式将小说推向了公众ꎮ “当 «常青评论» 出版了 ‘旧金山’
专号时ꎬ ‘垮掉的一代’ 现象到达了鼎盛时期ꎬ 并开始成为大众媒介的焦点ꎮ 这又为九月份即将出版

的 «在路上» 获得轰动效应奠定了基础ꎮ”③ 维京出版社对出版时机的把握迎合了文化热点现象ꎬ 最

大化了当时整个社会对小说出版的关注度ꎬ 这一做法反映了积极活跃的出版运作对提升作品社会影响

力的巨大帮助ꎮ
出版仪式化地赋予了作品在主流社会中的文化合法性ꎬ 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生存境遇ꎮ 出版担负

着规范文化市场秩序、 筛查与推举文化产品以及提供并维护文化传播渠道的基本职能ꎬ 即便是用现代

传播手段进行文化传播的当下ꎬ 出版仍然对社会文化发展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ꎮ «在路上» 的正

式出版意味着主流社会对凯鲁亚克的接受以及对 «在路上» 文化价值的肯定ꎬ 布迪厄把文化产品的

这种基本价值构型称之为 “禀赋构型”ꎬ 也就是作品的社会可接受性与自身区别性高度统一的价值构

型ꎮ 布迪厄认为: “只要人们拥有了某种确定的禀赋构型ꎬ 他们在被遴选出来的同时ꎬ 就被赋予了合

法性ꎮ”④ 出版后的 «在路上» 获得了直面文化消费市场的文化合法性外衣ꎮ
从出版商具体出版运作看ꎬ 据学者文楚安 １９９７年的调查显示ꎬ 小说 «在路上» 当时 “在美国已

售出 ２００万册ꎬ 现在每年出版 ６万册仍供不应求ꎬ 还不包括译成其他文字在其他国家出版的小说”⑤ꎮ

５６２出版繁荣与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路径

①
②
③
④
⑤

比尔摩根: «垮掉»ꎬ 龙余译ꎬ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年ꎬ 第 ８３页ꎮ
巴里吉福德、 劳伦斯李: «垮掉的行路者: 回忆杰克克鲁亚克»ꎬ 华明等译ꎬ 南京: 译林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年ꎬ 第 ２０３页ꎮ
巴里吉福德、 劳伦斯李: «垮掉的行路者: 回忆杰克克鲁亚克»ꎬ 华明等译ꎬ 南京: 译林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年ꎬ 第 ２４４页ꎮ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ꎬ 李猛、 李康译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年ꎬ 第 １４７页ꎮ
文楚安: « “垮掉一代” 及其他»ꎬ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年ꎬ 第 ７０页ꎮ



这组数据表明ꎬ 出版商对 «在路上» 有相当积极的出版发行意愿ꎬ 而且市场成就斐然ꎮ 在图书市场

中ꎬ 知名出版商通常会以意见领袖的角色持续推崇某些作品ꎮ １９７２ 年企鹅出版社发布 “企鹅现代经

典系列”ꎬ «在路上» 赫然在列ꎻ １９９８ 年ꎬ 兰登书屋又将 «在路上» 评为 ２０ 世纪最重要的英文小说

之一ꎮ 持续而活跃的宣传出版活动是作品提高受众群体熟识度方面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ꎬ 作品的出版

和宣传推广扩大了作品的影响范围ꎬ 增强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出版活动的繁荣为作

品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并接受知识分子更为严格的检视创造了条件ꎮ

三、 学术出版的繁荣与作品经典地位的擢升

　 　 «在路上» 出版后ꎬ 小说的发展有两个方向ꎬ 要么成为一般的消费性读物ꎬ 要么在专业研究者的

参与下继续擢升ꎬ 最终成为经典文学作品ꎮ «在路上» 的命运轨迹显然走向了后者ꎮ 在此意义上ꎬ 小

说经典性建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围绕作家与作品展开的研究与阐释ꎻ 二是权威文学选集与文

学史的收录ꎮ 这是文学作品生命力得以延续的重要途径ꎮ
能在怎样的广度和深度上吸引研究者进行学术意义上的阐释ꎬ 是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关键ꎮ 卡尔

维诺在 «为什么读经典» 一书中ꎬ 对经典的认识列出了 １４ 条标准ꎬ 从读者影响的视角阐述了他的文

学经典观ꎮ 他认为判定文学经典化的标准中重要的一条就是ꎬ 经典作品有潜力制造众多研究与阐释的

话题ꎬ 这一潜力通过知识分子的阐释被挖掘和表现ꎮ 卡尔维诺认为ꎬ 经典能够一再地经受检验———
“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ꎬ 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ꎬ 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

掉”①ꎮ 威廉弗兰克认为: “伟大文学作品的生命在不断地重释中得以延续ꎮ 它们由此一再地重申着

自身的经典性ꎮ”② 作为研究者研究与阐释成果发布的主渠道ꎬ 出版推动了经典作品价值在学术界的

再认识与再确认ꎮ
“垮掉的一代” 现象迅速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关注ꎬ 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学术研究热点ꎮ 通过美国

埃莫里大学 (Ｅｍｏ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图书馆网站检索 １９５０ 年至今的以 “垮掉的一代” 为主题关键词的出

版信息并进行统计ꎬ 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共 ７１ 部ꎮ 检索主题关键词 “凯鲁亚克”ꎬ 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共 ７４部ꎮ 出版统计结果直观地反映了研究者聚焦于 “垮掉的一代”、 凯鲁亚克个人及其文学创

作ꎬ 并形成了一些相对独立的研究观点ꎮ 学术研究使人们对凯鲁亚克文学创作的认识不断深化ꎬ 学术

著作的大量出版也昭示了凯鲁亚克小说地位的擢升ꎮ
对于可以从一般作品中区分出所谓经典作品的原因ꎬ 约翰杰洛瑞的看法是ꎬ “经典与非经典之

间的区别并非出自对个人作品做出实际判断的形式ꎬ 而是作为体制工具的大纲而产生的一个结果”③ꎮ
约翰杰洛瑞的这段话隐含着其对于经典文学文本基本特征的两个认识: 一是被遴选的经典作品体现

了特定社会文化体制内的合意同意ꎻ 二是经典作品的主要功能是教育与传播ꎮ 杜威弗克马的观点与

杰洛瑞的观点不谋而合ꎬ 他认为 “所有的经典都由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文本构成——— 一些在一个机构

或者一群有影响的个人支持下而选出的文本这些选文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并被应用于教育ꎬ 它们还

一起构成文学批评的参照系”④ꎮ 由出版赋予文化合法性的文学作品参与了民族文学与文化基本言说

内容的建构ꎮ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 (第一版) 前言中就说明了编这部选集的目的在于 “为教师提供

丰富而翔实的各种作品ꎬ 以便于教师按照自己的想法构建教学课程”⑤ꎮ 与一般的文学作品相比ꎬ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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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权威文学选集与文学史意味着ꎬ 文学作品是经慎重考量的作品ꎬ 有更高的地位与传播价值ꎮ
权威文集与文学史的出版相当于入选作品经典化的加冕礼ꎮ １９８５ 年ꎬ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 (第

二版) 收录了 «在路上»ꎻ 被公认为最权威、 最常用的研究工具书之一的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于

１９８８年出版ꎬ 其将凯鲁亚克列入二战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最重要的美国作家之列ꎬ 认为凯鲁亚克文学

贡献突出ꎬ “在那个年代里ꎬ 对于戕害语言ꎬ 包括对语言本身所蕴含的力量、 多样性及感受性造成异

化的力量给予了尖锐的反驳”①ꎮ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二版) 给予 «在路上» 高度评价ꎬ 认为小说

作为 “垮掉的一代” 文化运动的奠基之作ꎬ “具有神话般的地位”②ꎮ
流浪审美与路上书写对美国民族文学个性建构影响巨大ꎮ 从麦尔维尔、 惠特曼到马克吐温ꎬ 再

到凯鲁亚克ꎬ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ꎬ 美国文学发展史几乎是一部流浪书写史ꎮ 凯鲁亚克的小说创作与上

述前辈作家存在明确的精神与审美的继承关系ꎬ 这一认识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ꎮ 从审美源头

上看ꎬ 正如 «剑桥美国文学史» 所述ꎬ “ ‘垮掉的一代’ 和他们在 ６０年代的继承者们的文学创作风格

可以追溯到 １９世纪的美国小说和诗歌ꎬ 尤其是来自于麦尔维尔和惠特曼的影响凯鲁亚克对追寻

者、 流浪者等的情感显然是倾听了麦尔维尔在 «白鲸» 中对水手、 叛逃者、 荒岛余生者等投注的情

感ꎮ «在路上» 蕴含着成为新的 «大路之歌» 的力量”③ꎮ 近 ３０年ꎬ 凯鲁亚克和 «在路上» 频频现身

于权威文集与文学史ꎬ 这表明对 «在路上» 经典地位的认识已趋于稳定ꎮ
凯鲁亚克被写入文学史ꎬ 其作品多次收入权威文集ꎬ 加之相关学术研究著作的大量出版ꎬ 这些事

实是对凯鲁亚克文学与文化价值的确认ꎮ 随着这些著作的不断出版和相关宣传活动的展开ꎬ 关于凯鲁

亚克和 «在路上» 的争议与负面评价几近消失ꎮ
小说 «在路上» 经典化的路径表明ꎬ 出版活动在文学作品经典地位建构的过程中不可或缺ꎬ 影

响巨大ꎮ 出版的繁荣为众多文学作品的面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ꎬ 出版赋予文学作品文化合法性ꎬ 为文

学作品建立稳定的传播渠道和获得社会的广泛接受奠定了基础ꎬ 同时也为文学作品地位的擢升直至经

典化提供了保证ꎮ 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过程是出版参与选择并整合社会文化资源、 培育文化共识、 把握

文化发展方向的过程ꎮ 促进出版繁荣发展是社会文化生活蓬勃发展的必然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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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 (１７ＶＨＪ００７)ꎮ
作者简介: 程呈ꎬ 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ꎬ 专业方向: 理论法学ꎮ
　 　 ①　 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２１日ꎬ 发布 «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ꎮ 根据该规定ꎬ 除涉及国家秘密和

个人隐私的、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 以调节方式结案的以及其他敏感问题不宜公开的情形外ꎬ 所有生效裁判文书一律上网公开ꎮ 据

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４月ꎬ 全国各级法院公布 ９０００余万篇裁判文书ꎬ 这预示着中国进入了司法大数据的时代ꎮ
　 　 ②　 倪寿明: «充分挖掘司法大数据的超凡价值»ꎬ «人民法院报» 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２３日ꎬ 第 ２版ꎮ

司法大数据对行政行为的作用
———以认证认可领域司法案件为例

程　 呈

(吉林大学 法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司法对行政行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具体行政诉讼案件中ꎬ 审判机关通过具体的审判活动对行政行

为作出评判ꎬ 继而对行政机关监督并提出建议ꎮ 随着裁判文书的公开ꎬ 客观、 权威、 系统的司法数据被不断

地积累与挖掘ꎬ 司法对行政行为的作用不再局限于审判活动和具体行政行为ꎮ 文章以宏观的视角对司法大数

据进行分析和发掘ꎬ 以微观的视角发现和认识问题ꎮ 文章以有关司法案件为切入点ꎬ 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ꎬ
重点分析司法大数据对改变行政行为所产生的积极作用ꎮ

关键词: 司法大数据ꎻ 认证认可ꎻ 司法ꎻ 行政行为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２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２６８－０６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ꎬ 越来越多的数据和信息被人类发现和利用ꎬ 人类已

进入大数据时代ꎬ 司法领域也概莫能外ꎮ① “司法大数据是法官裁判的 ‘校准器’ꎬ 关注经济发展的

‘晴雨表’ꎬ 推进社会治理的 ‘方向标’ꎬ 规范人们行为的 ‘指南针’ꎮ” ② 开展对司法大数据的实践探

讨是具有战略意义的ꎮ 探索和挖掘司法大数据的潜在价值ꎬ 解释和总结司法活动的一般规律ꎬ 发现应

当改进的节点ꎬ 找出漏洞ꎮ
本文以认证认可司法案件为切入点ꎬ 采用实证研究和统计学的方法ꎬ 借助中国裁判文书网ꎬ 针对

相关裁判文书进行研究ꎬ 着重分析司法大数据对改变行政行为产生的积极作用ꎮ
以认证认可领域涉及的地方检验检疫机构、 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关键词ꎬ 共检

索到案件 ７９９８件ꎮ 基于重复计数和并非属于认证认可职能范围两个因素ꎬ 通过筛选ꎬ 共选出 ２３１ 篇

裁判文书ꎬ 以此作为研究基础ꎮ

一、 司法大数据有助于探寻行政机关败诉原因

　 　 对于行政诉讼案件而言ꎬ 行政机关的胜败诉情况能够显现行政机关的执法风险和执法水平ꎮ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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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认证认可机关裁判文书数据的筛选ꎬ 认证认可机关胜诉案件 ２０３ 件ꎬ 占

８７ ９％ꎻ 认证认可机关败诉案件 ２８件ꎬ 占 １２ １％ꎮ①

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被法院否定ꎬ 必然影响其行政权威ꎮ 因此ꎬ 寻找执法过程中的风险因

素ꎬ 成为行政机关的迫切任务ꎮ 对司法案件中行政机关胜败诉的裁判结果和行政相对人的性质之间的

关系进行研究ꎬ 利用统计学 “卡方检验” 方法②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③ꎬ 揭示司法大数据对行政执法

能力的助力作用ꎮ 统计的结果见表 １ꎮ

表 １　 裁判结果与行政相对人的性质之间的交互情况

行政机关的裁判结果 (胜 /败)
行政相对人性质

法人 自然人
合计

行政机关胜诉

计数 １４２ ６１ ２０３
行政机关 (胜 /败) 中的％ ７０％ ３０％ １００％
行政相对人性质中的％ ９１％ ８１ ３％ ８７ ９％

行政机关败诉

计数 １４ １４ ２８
行政机关 (胜 /败) 中的％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行政相对人性质中的％ ９％ １８ ７％ １２ １％

合计

计数 １５６ ７５ ２３１
行政机关 (胜 /败) 中的％ ６７ ５％ ３２ ５％ １００％
行政相对人性质中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由表 １可以看出ꎬ 行政机关诉讼结果的胜败与行政相对人的卡方检验结果 Ｐ 值为 ０ ０３５ꎬ 小于

０ ０５ꎮ 就统计学上而言ꎬ 行政机关诉讼结果的胜败和行政相对人的属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ꎬ 不同性质

的行政相对人对诉讼结果是有不同影响的ꎮ 同时对其进行相关性检验ꎬ 得出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值为

０ ５３９ꎮ 这说明两者呈正相关的关系④ꎬ 也就是说ꎬ 行政诉讼相对人愈倾向于自然人ꎬ 行政机关败诉

的可能性愈大ꎮ 就表 １进行具体分析如下:
(１) 在行政机关胜诉的案件中ꎬ 从横向来看ꎬ 法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占 ７０％ꎬ 自然人作为诉讼

当事人的占 ３０％ꎮ 从纵向来看ꎬ 行政机关胜诉的案件中ꎬ 法人作为当事人的占 ９１％ꎬ 自然人作为当

事人的占 ８１ ３％ꎮ 行政相对人性质为法人的所占比例最高ꎮ
(２) 在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中ꎬ 从横向来看ꎬ 法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占 ５０％ꎬ 自然人作为诉讼

当事人的占 ５０％ꎮ 这表明ꎬ 败诉案件中行政相对人为法人和自然人所占比例保持一致ꎮ 从纵向来看ꎬ
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中ꎬ 法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占 ９％ꎬ 自然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占 １９ ７％ꎮ 结合表

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诉讼相对人主体角度来看ꎬ 自然人是导致行政机关败诉的重要因素ꎮ
为了进一步探寻表 １得出的结论的原因ꎬ 笔者又以审判层级与行政相对人性质之间的关系进行卡

方检验ꎬ 统计数据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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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裁判文书网搜索到以认证认可领域案件 ７９９８件ꎮ 本文共筛选出 ２３１篇裁判文书ꎬ 作为实证研究基础ꎮ
卡方检验指的是统计样本的实际观测值与理论推断值之间的偏离程度ꎬ 实际观测值与理论推断值之间的偏离程度就决定卡

方值的大小ꎬ 卡方值越大ꎬ 越不符合ꎻ 卡方值越小ꎬ 越趋于符合ꎬ 若量值完全相等时ꎬ 卡方值就为 ０ꎬ 表明理论值完全符合ꎮ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ｒａ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是由英国心理学家、 统计学家斯皮尔曼根据积差相

关概念推导而来ꎬ 主要用于解决称名数据和顺序数据相关的问题ꎮ 适用于两列变量ꎬ 而且具有等级变量性质具有线性关系的资料ꎮ
这是由于本文将胜诉定义为 １ꎬ 败诉定义为 ２ꎬ 法人定义为 １ꎬ 自然人定义为 ２ꎮ



表 ２　 审理级别和行政相对人性质之间的交互情况

审理级别
行政相对人性质

法人 自然人
合计

一审

计数 ３９ ２５ ６４
审理级别中的％ ６０ ９％ ３９ １％ １００％

行政相对人性质中的％ ２５％ ３３ ３％ ２７ ７％

二审

计数 ２７ ２６ ５３
审理级别中的％ ５０ ９％ ４９ １％ １００％

行政相对人性质中的％ １７ ３％ ３４ ７％ ２２ ９％

再审

计数 ０ １ １
审理级别中的％ 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行政相对人性质中的％ ０％ １ ３％ ４

执行

计数 ９０ ２３ １１３
审理级别中的％ ７９ ６％ ２０ ４％ １００％

行政相对人性质中的％ ５７ ７％ ３０ ７％ ４８ ９％

　 　 由表 ２可以看出ꎬ 审理层级与行政相对人性质的卡方检验 Ｐ 值为 ０ ００１ꎬ 小于 ０ ０５ꎬ 这说明行政

相对人的性质和审理层级之间具有显著区别ꎮ 自然人作为当事人的案件进入二审程序的有 ２６ 件ꎬ 占

３４ ７％ꎬ 相比较而言ꎬ 法人作为当事人的案件进入二审程序的占 １７ ３％ꎮ 自然人作为当事人的案件进

入再审程序的有 １件ꎬ 比较而言ꎬ 法人作为当事人的案件进入再审程序的数量为 ０ꎮ 这说明ꎬ 一审程

序不能够解决自然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纠纷ꎬ 自然人参与行政诉讼的情形呈现穷尽救济程序的特点ꎮ
通过对相关司法大数据的分析ꎬ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认证认可领域司法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的主

要是由自然人提起的ꎬ 与法人提起的相比ꎬ 自然人具有穷尽救济程序的特点ꎮ 该结论有助于认证认可

机关在司法审判程序推进的过程中ꎬ 对诉讼的时间成本有相关的预判ꎬ 继而选择裁判、 调解和和解方

式解决争端ꎬ 从而降低行政机关的败诉概率ꎬ 提升行政执法效能ꎮ

二、 司法大数据有助于规避行政行为的法律风险

　 　 通过对司法大数据进行整合与筛选ꎬ 发现认证认可领域主要涉及行政处罚案件ꎮ 这样的案件共计

１８６件ꎮ 行政处罚的具体类型ꎬ 主要为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ꎮ 行政处罚涉诉情形主要分为两种: 一是

执行程序ꎬ 二是行政诉讼程序ꎮ 笔者针对进入诉讼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ꎬ 借助数据的统计结果ꎬ 对下

列问题进行分析: 哪些法律因素能够影响行政主体胜诉和败诉ꎬ 其影响程度达到多少ꎬ 从而发现认证

认可行政执法的风险来源ꎬ 并为防控风险提供科学指导ꎮ
１ 认证认可机关诉讼的价值阶梯

通过分析涉及行政处罚的 ７３份样本裁判文书①ꎬ 将涉诉的案件按照诉讼结果划分为胜诉和败诉

两种情况ꎬ 也可以按照诉讼角色划分为案件发起者和案件参与者两种情况ꎮ 运用统计学交互分析法ꎬ
得出 ４种可能的诉讼结果ꎮ 再将这 ４种结果按其价值不同分为以下 ４种情况:

(１) 认证认可机关作为司法案件发起者而诉讼结果为胜诉ꎮ 这一结果反映了认证认可机关主动

主张自己的权利ꎬ 而且该主张得到了法院的支持ꎬ 是最完美的认证认可机关涉诉状态ꎮ
(２) 认证认可机关作为司法案件被动参与者但诉讼结果为胜诉ꎮ 考察后看出ꎬ 认证认可机关做

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相应的法律法规之间具有一致性ꎮ 认证认可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依法办案ꎬ
即使涉诉最后陷入被动的可能性也不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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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 ７３份裁判文书主要是排除执行过程涉及行政处罚后的数量ꎮ



(３) 认证认可机关作为司法案件被动参与者并且诉讼结果为败诉ꎮ 对于认证认可机关而言ꎬ 当

了被告而败诉ꎬ 说明其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存在疏漏和不规范之处ꎮ 这种情形认证认可机关败诉是毋

庸置疑的ꎮ
(４) 认证认可机关作为司法案件发起者但是诉讼结果为败诉ꎮ 对于认证认可机关而言ꎬ 其主动

启动了诉讼程序反而败诉ꎮ 这一结果暴露出其对自身的行为和法律规范缺乏足够认知ꎮ 这不仅要输掉

官司ꎬ 而且有损于行政机关声誉ꎮ
由此可知ꎬ 认证认可机关越接近作为发起者而胜诉的方向ꎬ 涉诉结果对其越有益ꎻ 认证认可机关

越接近作为发起者却败诉的方向ꎬ 涉诉结果对其风险及诉讼成本越高ꎮ 这就是认证认可机关行政处罚

涉及诉讼的价值阶梯ꎮ 尽管样本中行政机关胜诉的比例占一半以上ꎬ但败诉率达 ２４ ３ ％ꎮ 其中令人难

以接受的数据是 ８ １％ꎬ即行政机关作为诉讼的启动者反而败诉ꎮ 导致这样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ꎬ行政

机关应注意哪些问题才能避免败诉? 下面重点围绕认证认可机关法律风险种类以及影响力展开分析ꎮ
２ 认证认可机关法律风险及相关性检验

评判具体行政行为无效或可撤销的因素主要包含行政主体适格程度、 事实认定、 证据情况、 执法

程序、 适用法律、 处罚幅度等ꎮ 据此提出如下问题: 以上因素与认证认可执法机关的胜败诉结果是否

具有相关性ꎬ 相关程度能够达到多少ꎮ
将行政机关的胜败诉裁判结果与这些因素之间进行关联分析ꎬ 运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ꎬ 得出

以下统计结果ꎮ

表 ３　 行政机关的胜诉败诉与相关因素关联分析

行政机关 (胜 /败) 的相关系数

法官认定理由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适用法律不当 违反法定程序 处罚幅度违法

－０ ６９２ －０ ６５５ －０ ３４２ －０ ２０７ －０ ３８４

　 　 由表 ３可以看出ꎬ 认证认可执法机关的胜败结果与 ５种因素有关ꎮ
(１) 诉讼结果与行政处罚事实不清有关ꎮ 两者显著值为 ０ ００ꎬ 小于 ０ ０１ꎮ 这说明两者具有相关

关系ꎬ 相关系数为－０ ６９２ꎬ 相关程度高ꎬ 并且两者呈负相关的关系ꎮ① 换言之ꎬ 法院认定 “事实不

清” 愈倾向于 “否” 时ꎬ 行政机关胜诉的概率愈大ꎮ
(２) 诉讼结果与行政处罚证据不足有关ꎮ 两者的显著值为 ０ ００ꎬ 小于 ０ ０１ꎮ 这说明两者具有相

关关系ꎬ 相关系数为－０ ６５５ꎬ相关程度高ꎬ 呈负相关的关系ꎮ 也就是说ꎬ 法院认定 “证据不足” 愈倾

向于 “否” 时ꎬ 行政机关胜诉的概率愈大ꎮ
(３) 诉讼结果与行政处罚 “适用法律不当” 有关ꎮ 两者的显著值为 ０ ００２ꎬ 小于 ０ ０１ꎬ 这说明

两者具有相关关系ꎬ 相关系数为－０ ３４２ꎬ 两者的相关程度较高ꎬ 两者呈负相关的关系ꎮ 换言之ꎬ 法

院认定行政处罚 “适用法律不当” 愈倾向于 “否” 时ꎬ 行政机关胜诉的概率愈大ꎮ
(４) 诉讼结果与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有关ꎮ 两者的显著值为 ０ ００ꎬ 小于 ０ ０１ꎮ 这说明两者具

有相关关系ꎬ 相关系数为－０ ２０７ꎬ 两者的相关程度较高ꎬ 呈负相关关系ꎮ 换言之ꎬ 法院认定行政处

罚违反法定程序愈倾向于 “否” 时ꎬ 行政机关胜诉的概率愈大ꎮ
(５) 诉讼结果与行政处罚幅度违法有关ꎮ 两者的显著性值为 ０ ００ꎬ 小于 ０ ０１ꎮ 这说明两者具有

相关关系ꎬ 相关系数为－０. ３８４ꎬ 两者的相关程度较高ꎬ 呈负相关的关系ꎮ 也就是说ꎬ 法院认定行政

处罚 “幅度违法” 愈倾向于 “否” 时ꎬ 行政机关胜诉的概率愈大ꎮ
虽然利用相关关系能够分析确定和检验变量之间的关联性ꎬ 但是其不能解释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

上影响着法院对案件结果的评判ꎮ 因此ꎬ 笔者运用回归分析方法ꎬ 得到影响法院的裁判结果因素的数

据ꎮ 统计结果见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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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将行政机关胜诉取值为 １ꎬ 败诉取值为 ２ꎬ 法院认为行政机关事实认定不清的是取值为 １ꎬ 否取值为 ２ꎮ



表 ４　 分析回归二元逻辑统计分析①

因变量 Ｒ２ Ｒ２ａｄｊ 最终有效变量 Ｐ
行政机关的胜败 ０ ４３３ ０ ４２５ 事实不清 (Ｂｅｔａ＝ －０. ６５８)
行政机关的胜败 ０ ３７９ ０ ３７１ 证据不足 (Ｂｅｔａ＝ －０. ６１６)
行政机关的胜败 ０ １３２ ０ １２１ 适用法律不当 (Ｂｅｔａ＝ －０. ３６４)
行政机关的胜败 ０ １６９ ０ １５７ 处罚幅度违法 (Ｂｅｔａ＝ －０. ４１１)
行政机关的胜败 ０ ５８０ ０ ５５６

　 　 通过表 ４可以看出ꎬ 司法机关进行裁判的过程中ꎬ 法律规定因素对裁判结果的解释力达到 ５８％ꎬ
这说明法院严格遵循了法律规定ꎮ 同时说明ꎬ 除法律因素外心理因素、 政策因素等也会影响法官的判

断ꎮ 相关系数不同说明这些因素对裁判结果的影响是不同的ꎮ 其中影响力最大因素是: 事实的认定、
证据不足、 处罚幅度违法及适用法律不当ꎮ

通过对司法数据的分析ꎬ 笔者认为: 认证认可领域的司法案件主要涉及行政处罚案件ꎬ 行政处罚的

金额是行政案件重大程度的表征之一ꎬ 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ꎬ 行政机关诉讼胜败结果对行政执法的声誉

有重要影响ꎬ 行政机关要充分重视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并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及处

罚幅度的规定ꎬ 从而规避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风险并能够为其风险做出科学防控ꎮ

三、 司法大数据有助于评估行政机关应诉模式

　 　 前文分析了影响行政机关败诉的因素ꎬ 下面将从参与行政诉讼的人员结构上探寻影响狭义行政处

罚胜诉的积极因素ꎮ 首先需要了解参加行政诉讼的人员结构涵盖的内容ꎬ 如行政负责人出庭是否影响

行政机关胜诉ꎬ 行政主体聘请律师是否对诉讼产生影响等ꎮ
首先ꎬ 探析行政负责人出庭情况与行政机关诉讼结果胜败之间关系ꎮ 新修订 «行政诉讼法» 第 ３

条第 ３款规定: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ꎮ 不能出庭的ꎬ 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

员出庭ꎮ” 借助司法大数据的统计结果ꎬ 狭义行政处罚的案件数为 ７５件ꎬ 其中有 ６件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ꎬ 占总数的 ８％②ꎮ 运用卡方检验原理探求行政负责人出庭与否和行政机关胜败诉结果之间关系

研究ꎬ 得到统计结果见表 ５ꎮ

表 ５　 行政负责人出庭与裁判结果胜负交互分析

行政机关 (胜 /败)
行政负责人是否出庭

是 否
合计

胜诉

计数 ５ ５３ ５８
行政机关 (胜 /败) 中的％ ８ ６％ ９１ ４％ １００％
行政负责人是否出庭中的％ ８３ ３％ ７６ ８％ ７７ ３％

败诉

计数 １ １６ １７
行政机关 (胜 /败) 中的％ ５ ９％ ９４ １％ １００％
行政负责人是否出庭中的％ １６ ７％ ２３ ２％ ２３ ７ ％

　 　 通过表 ５看出ꎬ 行政负责人出庭的案件有 ６件ꎬ 其中 ５件为行政机关胜诉的案件ꎬ 占 ８３ ３％ꎮ 然

而卡方检验 Ｐ 值为 ０ ７１４ꎬ 大于 ０ ０５ꎮ 由此可知ꎬ 行政负责人出庭与否和行政机关诉讼胜败之间没有

显著相关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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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２指的是多元线性回归确定系数ꎬ 这个值越接近于 １ꎬ 说明模型解释率越强ꎮ Ｒ２ａｄｊ指的是调整的确定系数ꎬ 反映模型的拟

合优度ꎬ 进入模型的变量不一定都具有统计意义ꎬ 当无统计意义的变量过多进入模型时ꎬ 调整的确定系数会 “惩罚性” 地减少ꎮ Ｂｅｔａ
指的是标准化回归系数ꎬ 反映变量之间相对作用的大小ꎮ 最终有效变量 Ｐ 值小于 ０ ０５的变量ꎬ 是模型中多个变量真正显著影响裁判

结果的变量ꎮ
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的数据ꎮ



其次ꎬ 探析律师的参与和行政机关诉讼结果胜败之间的关系ꎮ 统计和分析裁判文书后发现ꎬ 部分

认证认可机关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ꎬ 还存在律师的参与是否对行政机关诉讼胜败产生影响的问题ꎮ
在此ꎬ 将继续运用卡方检验原理探寻聘请律师是否与行政机关诉讼结果存在关系ꎮ

表 ６　 是否聘请律师与行政机关胜败之间交互关系

行政机关 (胜 /败)
行政主体是否聘请律师

是 否
合计

胜诉

计数 １３ ４５ ５８
行政机关 (胜 /败) 中的％ ２２ ４％ ７７ ６％ １００％

行政主体是否聘请律师出庭中的％ ５９ １％ ８８ ３％ ７６ ３％

败诉

计数 ９ ９ １８
行政机关 (胜 /败) 中的％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行政主体是否聘请律师出庭中的％ ４０ １％ １５ ７％ ２２ ７％

　 　 由表 ６可以看出ꎬ Ｐ 值小于 ０ ０５ꎬ 说明聘请律师和没有聘请律师与行政诉讼结果存在显著差异ꎮ
横向来看ꎬ 胜诉案件中ꎬ 聘请律师的有 １３件ꎬ 占胜诉案件的 ２２ ４％ꎬ 占总数的 ５９ １％ꎮ 败诉案件中ꎬ
聘请律师的有 ９件ꎬ 占败诉案件的 ５０％ꎬ 占比重的 ４０ ９％ꎮ 聘请律师对行政诉讼结果是否存在正相

关或负相关的关联ꎬ 利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分析方法ꎬ 笔者得出相关系数为－０ ２５９ 的结论ꎬ 这

印证了两者为负相关的关系ꎮ
聘请律师会导致败诉的比例提高ꎬ 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令人疑惑不解ꎮ 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分析ꎬ 原

因在于: 行政机关在应诉之前ꎬ 已对自身执法行为有了一定预判ꎬ 行政机关认为难以取胜的案件便聘

请律师ꎬ 以此作为一种补救措施ꎮ 这说明行政机关将聘请律师作为规避自身责任的一种方式ꎮ 上述结

论说明ꎬ 行政机关需要重视律师的提前介入ꎬ 让律师参与到事前、 事中的风险防御中ꎬ 从而提高行政

机关胜诉概率ꎮ

结　 　 语

　 　 中国历史上奉行 “行政兼理司法” 模式ꎬ 行政长官负责地方上的司法事宜ꎬ 司法与行政之间的

关系并不独立ꎮ 其后司法的角色重新定义ꎬ 司法独立于行政ꎬ 成为一种专门的实体性权利和国家职

能ꎮ① 即使与行政分野ꎬ 司法取得独立地位ꎬ 司法依然体现为一种被动、 消极的力量ꎬ 依托具体的行

政诉讼活动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ꎮ 因为过去裁判文书的受众局限于诉讼当事人ꎬ 司法数据缺乏官方和

权威的来源ꎬ 其所蕴含的规律性内容难以掌握ꎮ 随着裁判文书进入公共领域ꎬ 全面、 系统地将裁判文

书公开上网ꎬ 大量司法数据被积累与分析ꎬ 让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能够把握司法裁判所蕴含的规律性

内容ꎬ 使得司法数据和行政机关执法数据的互动变为可能ꎮ 本文有效分析了司法大数据在认证认可机

关行政管理、 行政决策、 行政诉讼结构选择、 败诉因素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ꎮ 这反映出司法

大数据对改变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作用ꎬ 进而为行政机关完善自身平台提供有效参考ꎮ 因此ꎬ 让司法大

数据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地进入行政管理和行政决策之中意义重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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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课程领导力研究框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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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教师课程领导力逐渐成为新课程改革以来基础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ꎬ 但是ꎬ 既有的研究存在很

多不足ꎬ 也影响了课程改革的实际效果ꎮ 文章在对主要文献梳理的基础上ꎬ 分析了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理论

渊源、 定义与内涵、 构成要素、 影响因素、 作用机制和提升策略等方面的研究现状ꎬ 以期把握教师课程领

导力的发展脉络和核心概念ꎬ 并尝试建构教师课程领导力研究的框架ꎮ
关键词: 课程领导ꎻ 教师领导力ꎻ 教师课程领导力ꎻ 理论框架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２７４－０７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确立的三级课程管理制度ꎬ 赋予地方和学校适当的课程决策权ꎬ 让教师参与

课程决策ꎬ 进行校本课程开发ꎮ 近年来ꎬ 关于课程领导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ꎬ 而与此相关的校长课程

领导力特别是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研究仍然较少ꎮ 笔者通过对国内外教师课程领导力的主要文献的梳

理ꎬ 分析了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理论溯源、 定义与内涵、 构成要素、 影响因素、 作用机制和提升策略等

相关内容ꎬ 尝试建构一个研究教师课程领导力的框架ꎬ 以便深刻理解教师课程领导力的作用机制ꎬ 进

而促进教师课程领导力的提升ꎮ

一、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理论溯源

　 　 从教育发展史来看ꎬ 课程领导理论的迅速发展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西方国家兴起的校本课程开发运

动密切相关ꎬ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课程领导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重要成果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底ꎬ 笔

者以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为关键词在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ＥＢＳＣＯ－ＥＲＩＣ 数据库进行搜索ꎬ 共搜到英

文文献数千篇ꎬ 这表明教师课程领导力在国外受到广泛的关注与研究ꎮ
笔者于 ２０２０年 ５月在中国知网上将 “课程领导” 作为 “篇关摘” 的关键词进行精准搜索ꎬ 找到

２３００余篇文献ꎻ 但是ꎬ 将 “教师课程领导力” 作为 “篇关摘” 的关键词进行精准搜索ꎬ 只找到不足

３００篇文献ꎮ 如果去掉重复的文章和简单的会议报道等ꎬ 关于 “教师课程领导力” 的高质量研究文献

更少ꎮ 这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课程领导尤其教师课程领导力研究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ꎮ
从国内外关于教师课程领导力的主要研究文献来看ꎬ 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内

涵、 现状、 困境、 对策等方面ꎻ 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集中在课程管理、 课程开发、 课程发展、 课程参

４７２




与、 课程意识、 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ꎮ 总体来说ꎬ 国内外学术界对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理论基础、 构成

要素、 作用机制、 领导过程等方面的重要成果不多ꎬ 对教师课程领导力理论框架建构的研究更少ꎮ
从理论基础来看ꎬ 课程领导理论始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ꎬ 与当时教育民主化运动、 课程研究范式的

转化以及课程变革的深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ꎬ 其理论基础是解放理性和课程创生取向ꎮ① 这一时

期ꎬ 课程领导学领域受到各种哲学和社会思潮的影响ꎬ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斯腾豪斯 (Ｌ Ｓｔｅｎｈｏｕｓｅ)
提出的过程模式ꎬ 施瓦布 ( Ｊ  Ｊ Ｓｃｈｗａｂ) 提出的实践模式以及派纳 (Ｗ Ｆ Ｐｉｎａｒ)、 阿普尔

(Ｍ Ｗ Ａｐｐｌｅ)、 多尔 (Ｗ Ｅ Ｄｏｌｌ) 提出的概念重建主义、 后现代主义等ꎮ② 这些新思想以解放为主

题ꎬ 为人们重新认识教师作出了重要贡献ꎬ 并掀起了学者们研究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热潮ꎬ 产生了众多

的领导理论流派ꎬ 如变革型领导、 道德领导、 分布式领导等ꎬ 这些理论为教师课程领导力研究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变革型领导、 道德领导、 分布式领导三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 注重调动和激发

下属的积极性ꎬ 关注下属的高层次需要ꎻ 重视领导者自身德性修养ꎬ 强调组织机体的长期目标和共同

价值观ꎻ 重视建立组织内部的信任和谐关系ꎬ 呈现关系导向的特征ꎮ 三者之间也有不同之处ꎬ 如分布

式领导是一种鼓励人人参与的合作共享型领导ꎬ 强调所有教师一起合作来发展专业知识等ꎮ
随着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ꎬ 课程问题层出不穷ꎬ 教师作为课程领导者应主动站在课程改革的前

列ꎬ 超越固化的课程领导形态ꎬ 采取灵活多样的领导方式ꎬ 立足解决与课程变革紧密联系、 具有现实

意义的课程理论与实践问题ꎬ 努力走向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融合ꎬ 助力我国教育综合改革实践ꎮ

二、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内涵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定义可以从以下 ３ 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 一是何为领导力ꎬ 二是何为课程领

导ꎬ 三是何为教师领导力ꎮ 通过对这 ３个概念的澄清ꎬ 我们可以推导出教师课程领导力的概念ꎮ
１ 领导力　 学术界对领导力的定义比较多ꎬ 这里略举几个ꎮ 乔斯琳戴维斯 (Ｊｏｃｅｌｙｎ Ｄａｖｉｓ) 认

为: “卓越的领导力是实践智慧ꎮ”③ 加里尤克尔 (Ｇａｒｙ Ｙｕｋｌ) 提出ꎬ 领导者通过 “吸引人的愿

景”ꎬ 引发 “追随者的努力”ꎬ 通过专业 “训练与教导”ꎬ 提高 “追随者技能”ꎬ 实现领导者的目标ꎮ④

有些学者将领导力视为一系列行为的组合ꎬ 而这些行为将会激励人们心悦诚服地追随领导者ꎮ 笔者认

为ꎬ 领导力是一种影响力ꎬ 是领导者 (不论有无行政职务) 的知识、 能力、 行为与情境共同作用产

生的一种综合影响力ꎮ
２ 课程领导　 课程领导是对 “课程” 的领导ꎬ 但课程本身复杂多样ꎬ 学者们对课程领导所持的

观点因其对课程概念理解不同而不同ꎮ 萨乔万尼 (Ｓｅｒ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认为ꎬ 校长为学校成员提供基本的支

持与资源ꎬ 进而充实教师的课程专业知能ꎬ 发展优质学校教育方案ꎬ 促进教师间的交流ꎬ 使学校形成

合作与不断改进的文化ꎬ 把学校发展成课程社群ꎬ 达到卓越教育的目标ꎮ⑤ 郑先俐、 靳玉乐提出ꎬ 课

程领导是在课程权力共享和民主参与的基础上ꎬ 引导相关组织和人员进行高层次的课程决策和自我管

理ꎬ 以达到提高教育品质、 增进学习成效的最终目标ꎮ⑥ 笔者认为ꎬ 课程领导是指ꎬ 为了实现学校的

教育目标ꎬ 学校课程领导主体 (包括课程专家、 学科专家、 校长、 教师、 家长和社区人员等) 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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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课程共同体在课程开发与变革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所有行为或过程ꎬ 其目的在于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 优化学校课程品质、 提升学生学业成就ꎮ
３ 教师领导力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哈里斯 (Ｈａｒｒｉｓ) 提出的教师领导力模型ꎬ 在这一模型

中ꎬ 任何层次的教学人员都有机会做领导者ꎮ① 当然ꎬ 教师领导力经常被概念化为一系列集体的行为

和实践ꎬ 其主要关注点在于学校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ꎮ 郭凯分别从建构主义、 组织变革理论、 批判理

论、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行动理论等视角对教师领导力进行透视ꎬ 认为尽管学者们对其概念存有纷

争ꎬ 但共性的东西值得借鉴ꎮ② 根据对文献的分析ꎬ 笔者认为ꎬ 教师领导力是在学校赋权的前提下ꎬ
教师通过分布式领导机制在学校各个层面实施领导ꎻ 通过扩展教师角色ꎬ 让教师积极参与学校管理和

课程教学改革ꎬ 构建专业学习共同体ꎬ 并运用自己的专业权威影响、 带动其他教师的发展ꎬ 提高学生

学业成就ꎮ
教师课程领导力是随着领导力、 课程领导、 教师领导力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ꎬ 教师课程领导

力既是过程ꎬ 又是行为ꎻ 既强调特定的领导情境ꎬ 又有明确的目标指向ꎮ 通过上述 ３ 个概念的分析ꎬ
笔者认为ꎬ 教师课程领导力是教师按照学校的办学定位、 育人目标开发建设学校课程ꎬ 在参与、 分享

课程决策的过程中ꎬ 引领或指导其他教师持续改善课程问题ꎬ 以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改善学校课程教

学、 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的一种影响力及由此形成的教师赋权承责、 合作共进、 相互滋养的组织文化ꎮ
据此ꎬ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内涵应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ꎬ 教师是学校或课堂层面的课程领导者ꎬ 包

括正式领导者和非正式领导者ꎻ③ 第二ꎬ 教师课程领导角色多重ꎬ 包括中间人角色、 参与式领导、 引

领作用、 人际交往ꎻ④ 第三ꎬ 教师课程领导的主要任务是实现课程品质的提升和教师专业成长ꎻ⑤ 第

四ꎬ 教师课程领导力是一种影响力ꎬ 与学校文化密切相关ꎬ 学校环境和氛围将影响教师的领导形态并

影响其分享课程领导机会的行动ꎮ⑥

三、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构成要素

　 　 在界定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定义与内涵后ꎬ 我们需要从学校的课程领导实践出发ꎬ 来了解共同构成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要素ꎮ 笔者曾对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的课程领导实践进行了 ２ 年的田野研究ꎬ 提

出ꎬ 课程领导的核心要素为共同体、 愿景、 课程问题和引领行为ꎮ⑦ 此前ꎬ 汪菊对课程领导的历史发

展脉络进行梳理后ꎬ 概括了课程领导的内涵主要由共同体、 愿景、 合作和变革 ４ 个要素构成ꎮ⑧ 基于

教师课程领导力是在课程领导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ꎬ 其构成要素离不开 ４个核心关键词ꎬ 即教师课程

领导力的主体、 目标、 内容和领导方式ꎮ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主体ꎬ 是指作为一个组织的学校需要什么样的教师与教师团体ꎮ 学者们已经认

识到课程领导的参与权并不完全集中在校长和部分教师手中ꎬ 而是每一位教师都有权参与学校课程领

导ꎬ 真正的领导不一定来自某特定的职位头衔ꎬ 所谓课程领导的实际行为也不限于某些具有官方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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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身份的人员ꎮ 比如ꎬ 兰姆博特 (Ｌ. Ｌａｍｂｅｒｔ) 提出ꎬ 课程领导是一个团体ꎬ 而非个别的领导者 (如
校长)ꎬ 且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成为领导者的潜能和权利ꎮ① 因此ꎬ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主体可能

是个人也可能是团队ꎬ 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ꎮ②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目标ꎬ 是指作为一个组织的学校的发展方向ꎮ 教师课程领导的目标与学校愿景

在方向上是一致的ꎬ 即办成什么样的学校、 培养什么样的学生ꎬ 它建立在课程政策、 课程理论、 变革

理论、 学校现状的愿景和发展规划之上ꎬ 对于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实现至关重要ꎮ 通常来说ꎬ 教师所持

的价值信念会引导自己根据课程标准要求在教学中采取何种教法ꎬ 努力取得何种教学效果ꎬ 把学生培

养成什么样的人ꎮ 作为目标的共同愿景是组织成员共同持有的意象ꎬ 它建立在教学共同体成员广泛认

同的观念和信仰上ꎬ 是在沟通交流中达成的ꎮ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内容ꎬ 是指作为一个组织的学校要解决哪些问题ꎮ 教师课程领导力可以简化理

解为教师对 “课程” 的影响力ꎬ 由于课程是教育领域内最不确定的概念之一ꎬ 课程领导涉及的领域

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发展的ꎬ 其取决于课程构建与发展的需要ꎮ 从现有的课程领导理论与实践来看ꎬ
其所涉及的领域已经扩展到课程开发、 课程设计、 课程实施、 课程评价、 课程改善、 领导团队、 组织

机构、 教师发展、 学校文化等诸方面ꎮ③ 笔者认为ꎬ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内容主要是指教师对课程和课

堂教学的认知和领导ꎮ 从大的课程概念来说ꎬ 课程问题也包括教学问题ꎬ 主要指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

和校本课程开发ꎮ 课程问题既不是纯理论的问题ꎬ 也不是纯技术的问题ꎬ 而是实践问题ꎬ 它需要学校

所有相关教研人员在课程实践中不断调适、 改变自己的课程意识和课程行为ꎬ 建立动态发展的学校组

织形态ꎬ 以适应新课改的精神和理念ꎮ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方式ꎬ 是指作为组织的学校做出适合情境的领导行为ꎮ 利克特 (Ｒｅｎｓｉｓ Ｌｉｋｅｒｔ)

认为ꎬ 对人的领导是组织管理工作的核心ꎬ 组织效率的高低取决于领导行为和领导方式ꎮ④ 有效能的

学校应立足学校实际ꎬ 从学校课程领导的视角出发ꎬ 充分尊重广大教师的民主权力ꎬ 赋权教师ꎬ 并将

一些学校政策和实质性的问题交给教职工讨论ꎬ 综合各方面的意见ꎬ 进行民主决策ꎮ 这种对教师的赋

权ꎬ 能够使学校回归其基本任务ꎬ 增强人在变革中的作用ꎬ 把 “自上而下” 及阶层化的学校结构转

变成专业社群ꎮ⑤ 从本质上来讲ꎬ 教师课程领导力是一种平等、 合作、 分享的引领行为ꎬ 强调领导方

式的民主化和科学化ꎬ 教师领导者凭借其专业影响力与同伴互动ꎬ 影响并引导同伴达成共同愿景ꎮ

四、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１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影响因素

影响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因素众多ꎬ 学界探讨也较多ꎮ 弗罗斯特和哈里斯 (Ｆｒｏｓｔ ＆ Ｈａｒｒｉｓ) 提出ꎬ
影响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关键因素有 ３ 个: 一是教师专业角色的建构ꎻ 二是组织的环境ꎻ 三是个人知

能ꎮ⑥ 吴颖民认为ꎬ 影响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因素包含: (１) 学校文化ꎻ (２) 领导角色和人际关系ꎻ
(３) 学校组织结构ꎮ⑦ 社会建构法的使用者默勒 (Ｍｏｌｌｅｒ) 等认为ꎬ 影响教师课程领导的因素有: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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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经验、 知识、 价值观等ꎮ① 王绯烨、 萨莉扎帕达 (Ｓａｌｌｙ Ｚｅｐｅｄａ) 将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影响因素

分为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ꎬ 外在因素包括学校情境中的信任 (主要为校长的赋权程度、 同事的信任程

度、 学校的文化氛围)、 学校制度因素 (主要涉及时间及任务的安排和相关的激励措施)ꎮ 内在因素包括

骨干教师个人的专业素养和领导技能等ꎮ② 李飞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出发ꎬ 提出影响教师领导

的内外因素ꎬ 外部因素主要体现为政校关系和教育行政部门职能ꎻ 内部因素主要体现为学校组织文

化、 学校领导立场、 中层管理者的角色、 教师领导者信念与沟通能力、 教师的自我更新意识等ꎮ③

综合各方观点ꎬ 笔者将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影响因素概括为 ３ 个方面: (１) 个人因素ꎬ 包括价值

取向、 人格特质、 专业素养、 领导技能、 知识经验、 反思性实践等ꎻ (２) 人际因素ꎬ 包括教师专业

角色和人际关系等ꎻ (３) 环境因素ꎬ 包括政校关系、 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支持与保障、 校长的支

持和信任、 学校组织结构、 学校文化等ꎮ
２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作用机制

教师是推动学校课程改革的行动主体ꎬ 是课程改革的参与者和建构者ꎮ 王牧华等认为ꎬ 推动学校

课程改革内源发展的作用机制在于教师的课程认同、 课程参与和课程意识ꎮ④ 殷洁认为ꎬ 教师的课程

理解是教师课程领导的内在维度ꎬ 有助于教师在人格修炼中提升自我意识ꎬ 在课程的实践反思中提高

自身的语言转化能力ꎮ⑤ 李树军从课程的现实问题出发ꎬ 提出课程理解是教师建构自身生存意义和精

神的需要ꎻ 强调课程理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ꎬ 是一种活动和行为ꎬ 也是一种思想和文化ꎮ⑥ 卢乃桂等

认为ꎬ 教师专业发展中的教师领导有两方面意义: 一是领袖教师对其专业群体的领导ꎻ 二是教师自主

的专业发展ꎮ⑦ 在借鉴诸多成果的基础上ꎬ 笔者认为ꎬ 从推动学校课程改革的内源来分ꎬ 教师课程领

导力的作用机制包括教师的课程认同、 课程意识、 课程参与和课程理解ꎻ 从教师专业领导的角度来

分ꎬ 教师专业领导的机制是专业影响力ꎬ 包括教师的课程发展能力、 专业引领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ꎮ
具体来说ꎬ 教师的课程发展能力主要指教师在课程目标、 内容、 实施、 评价过程中所发挥的专业作

用ꎻ 专业引领能力是指教师引领同伴解决课程问题的策略和思路ꎻ 自我发展能力是指教师在参与课程

实践过程中涵养的自我更新、 专业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ꎮ⑧

五、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提升策略

　 　 本质上来说ꎬ 教师课程领导力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ꎬ 前文梳理了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ꎬ 这

里从实践的角度分析教师课程领导力的提升策略问题ꎮ 针对中国教师课程领导力实施的现状ꎬ 学者们

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解决路径和策略ꎬ 主要体现在 ２个方面:
１ 从教师专业发展角度提出提升策略

有的学者提出赋予教师课程领导的权力ꎬ 为教师实施课程领导提供广阔空间ꎬ 不断促进教师自身

的改进ꎮ⑨ 有的认为ꎬ 反思性实践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进而推动组织发展进步、 深化教育改革的一种

有效举措ꎮ 应赋予教师权限和建立对话平台ꎬ 提高教师课程领导的专业知能ꎬ 增强教师课程意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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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合作开放的教师文化ꎮ① 有的提出ꎬ 鼓励教师开展教育叙事、 专业对话、 教学反思、 校本教研ꎮ②

２ 从形塑学校文化角度提出提升策略

有学者建议建立鼓励教师反思的管理制度ꎬ 确立反思实践者共同体的行动准则和行动程序ꎮ③ 有

研究建议消解同事之间和师生之间疏离的壁垒ꎬ 打开人际之间心灵互通的门路ꎮ④ 有文献认为应创新

学校课程管理体制ꎬ 赋予教师课程领导能力ꎬ 营造良好文化氛围ꎬ 鼓励教师参与课程领导ꎮ⑤

提升教师课程领导力旨在深化学校课程改革、 促进学生发展ꎬ 但已有研究多是基于教师领导者的

自我引领、 引领同伴以及促进学校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讨论ꎬ 而对如何促进学生发展的讨论较少ꎮ 教育

的原点是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ꎬ 不能忘记为什么改革ꎬ 向何处变革ꎮ

六、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研究框架

　 　 埃里诺奥斯特罗姆认为ꎬ 框架是相对宽松的ꎬ 提出一个框架就是 “试图去确认任何与同类现

象有关的理论需要包含的普遍要素”ꎬ 这些普遍要素的松散组合就构成了一个框架ꎮ⑥ 尽管学者们借

鉴管理学、 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阐释了教师课程领导力的概念与内涵等ꎬ 但是ꎬ 从现有的研究成

果来看ꎬ 目前学界仍未出现能被广泛接受的理论研究框架ꎬ 特别是解决本土化学校课程问题的实践路

径ꎮ 在回顾总结的基础上ꎬ 笔者初步建构一个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研究框架ꎬ 以期促进教师课程领导力

理论研究ꎬ 进而促进学校课程领导实践的发展ꎮ

图 １　 教师课程领导力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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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研究框架 (见图 １) 说明如下:
(１) 以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影响因素 (个人、 人际、 环境) 为课程变革的起点ꎮ 学校变革始于教

师能够形成话语意识并将自己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动能ꎬ 因此ꎬ 必须将教师在变革前所处的学校情境脉

络、 教学模式等个人、 人际和环境因素作为变革的起点来部署和考虑ꎮ
(２) 以课程领导的 ４个要素为框架理论视角ꎮ 这 ４个要素包含了为什么 (愿景)、 做什么 (课程

问题)、 谁来做 (共同体)、 怎么做 (引领方式) 等ꎬ 体现了迈克尔富兰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ｕｌｌａｎ) 所说的

教育变革的几个关键词: 意义、 一致、 连贯、 协力、 合作以及持续改进ꎮ①

(３) 以教师的专业影响力为作用机制ꎮ 教育变革是一种隐含教师学习的复杂过程ꎬ 教师在日常

教学实践中、 在参与专业发展的过程中ꎬ 透过反思实现自己的专业成长ꎬ 成为主动的学习者ꎮ② 教师

的专业影响力是在教育变革的过程中产生的ꎬ 教师作为推进学校改进的中坚力量ꎬ 运用专业影响力带

领团队合作解决课程问题的过程中ꎬ 不仅要考虑课程领导力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ꎬ 还要寻求与问题

情境相适的基本策略ꎮ
(４) 框架中的提升策略主要包括: 一是为教师赋权承责ꎬ 使教师的权利和责任一致ꎬ 包括正式

权力和非正式权力ꎮ 二是创建支持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ꎮ 学校课程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在学校中培养一

种支持课程改革的学校文化ꎮ 三是校本研修ꎮ 学校通过组建学习共同体ꎬ 营造合作共享的学习氛围ꎬ
让每个教师都能够参与到相应的共同体之中ꎮ 四是反思性课程实践ꎮ 舍恩认为ꎬ 一个好教师要真正关

注实践中的特定问题ꎬ 对遇到的教与学的实质性问题作出理解和反应ꎮ ③五是持续的 “专业对话”ꎮ
教师对日常课程教学活动中遇到的课程问题ꎬ 与同伴教师持续地进行反思、 分析、 研讨和改进ꎬ 以达

成共识、 解决问题ꎮ
(５) 从结果导向来看ꎬ 教师通过上述课程领导实践路径ꎬ 目的在于改进学校课程实践ꎬ 不仅提

高自己的专业发展能力ꎬ 而且在实现自我引领的同时ꎬ 影响或带动其他教师的专业发展ꎬ 最终促进学

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ꎮ

结　 　 语

在长期参与基层学校课程实践的过程中ꎬ 笔者一直关注教师课程领导力问题并不断寻求理论上的

指导ꎮ 囿于笔者的理论功底和研究视野的局限ꎬ 目前所建立的理论框架只是初步探索ꎬ 需要在批判的

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阐释和研究ꎮ 这里简要提出几个需要关注的问题ꎮ 从研究方向来说ꎬ 当前教师课

程领导力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众多ꎬ 但从先导性和紧迫性来看ꎬ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本土教师课程领

导力模式最为关键ꎮ 因此ꎬ 我们不仅需要进行大量的案例研究ꎬ 而且要从课程理解、 设计、 决策、 实

施和评估等各个层面的学理上建构本土化的教师课程领导力研究的话语体系ꎮ 从研究对象来说ꎬ 目前的

研究关注校长、 中层领导和骨干教师较多ꎬ 对普通教师尤其青年教师成长的关注远远不够ꎮ 其中ꎬ 校长

课程领导力与教师课程领导力之间的关系与相互影响又是需要重点关注的ꎮ 从研究内容来说ꎬ 面对大数

据、 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迅速发展ꎬ 教师课程领导力的研究范畴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更新ꎬ 更需要借鉴管

理学、 社会学、 心理学、 神经科学、 脑科学等领域的成果ꎬ 进行跨学科研究、 交叉学科研究ꎮ 从研究方

法来说ꎬ 未来也要运用以知识图谱为代表的文献计量方法进行研究ꎬ 从而有效辨识研究进展ꎮ

责任编辑: 朱志峰

０８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学术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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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 « “反思实践” 思想及其在教师教育中的争议»ꎬ «比较教育研究» ２００４年第 １０期ꎮ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ｕｙａｎｇ Ｑｉａｎ　 (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ｎａｒ￣
ｒａｔｉｖｅꎬ ｈａｓ ｃｏｍｅ ｄｏｗ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Ｔｈｕｓ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ｌｏｓｅｓ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ｂｅｉｎｇ” ｂｕｔ ｉｎ ｒｅ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 Ｔｈｅ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ｕｒ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ｕｒｎｓ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ｇｉｎｇꎬ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ｈ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ｏｖｅｒｗｈｅｌｍ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ｕｓꎬ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 ｍｏｓｔ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ａｓｋ.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ｃｏｎｔｅｍ￣
ｐｏｒａｒ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ｏｔｈｅｒ ｅｔｈｉｃｓꎬ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ｅｔｈｉｃｓꎬ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ｅｔｈｉｃｓꎬ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ｅｔｈｉｃｓ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ꎬ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ｔｈ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ｋｅ.
Ｉｎ ａ ｓｅｎｓｅꎬ ｔｈｅ “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ｉｔ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ｈｉ Ｍｉｎｊｕｎ　 Ｘｉａ Ｍｅｎｇｈ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ｘｉａ　 (３７)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ｈａｓ ｇｒａｄ￣
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
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ꎬ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４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Ｗ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
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ꎬ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ꎬ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 ｌｏｗ.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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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ａ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ꎬ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ｉｒｄｌｙꎬ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ｓ ｍｕｃ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ｈｉｇｈ－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
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ａｉ̓ｓ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Ｚｈｕ Ｙｉｎｇ　 (８８)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ｔｉ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ꎬ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ａｉꎬ ａ ｗｅｌｌ －ｋｎｏｗ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ｌｉｔｅ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ｈｅｎꎬ ｍａｄｅ ａｌｌ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ｇ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ꎬ ｈｅ ａｌｓｏ ｓｔｒｏｖｅ ｔｏ 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ＮＦＣＣ)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ｏ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ｂｕｒｄｅｎ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ＮＦＣＣ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ｄｕｏｕｓ ｔｈａｎ ｅｖｅｒ ｉｎꎬ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ｓ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ａｓ Ｗａｍｇ ｗａ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ｒｅ ｔｏꎬ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ｆａｔｅ ｔｈｅｎ ｆａｉｌｅｄ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ｓ ＮＦＣＣ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Ｙｕｅｆｕ Ｐｒｏｆｉｔ－Ｌｏｓ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 Ｍｕｓｉｃ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ｊｕｎ　 (１４８)

Ｐｒｏｆｉｔ－ｌｏｓ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Ｙｕｅｆｕ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ｂｏｔｈ ｆｏｒ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ｅｌｅ￣
ｇａｎｔ ｍｕｓｉｃ. Ｙｕｅｆｕ ｉｓ ａ ｆｒｅ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ｆｉｘｅ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ｒ ｆｉｘｅｄ ｒｈｙｍ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ｈｏｗ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ｍｅｌｏｄｙ ｉｎｔｏ ｏｎｅꎬ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Ｙｕｅｆｕ ｍｕｓ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ａｒｅ ｔｗｏ 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ｌｏｓｓ ｍｏｄ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ｗａｙ ｔｏ Ｙｕｅｆｕ ｓ̓ ｌｙｒｉｃ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ａｓ 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ｗｏｒｋｓ ｏｎ ｌｙｒｉｃ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ｏｎ ｍｕｓｉｃ ｍｅｌｏｄｙ.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ｒａｃｅｄ ｂａｃｋ ｔｏ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 ｍｕ￣
ｓｉｃꎬ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ｅｍｐｌｅ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ｌｅ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ꎬ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ｌｙ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ｍｅｌｏｄｙ.

２８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