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者风采

许可，男，汉族，1978年生，河北承德

人，2013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历史学博士。现任河北民

族师范学院副教授，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学

专业负责人。

许可博士主要从事近代货币史、金融史研

究，研究领域主要是清代货币铸造量、铸钱成

本和货币流通情况。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清代制钱供给与流通研究》，河北

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项目《民国时期热河地区

金融业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20200402026）。主持完成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清前期铸钱成本研究》（项

目编号：HB14LS010）。先后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清史研究》《中国社会

科学报》《江苏货币》等学术期刊发表《中国金融史学术研讨会综述》《乾隆

朝铸币与GDP的估算——清代GDP研究的一种路径探索》《从铅差日记看清代京

铅运输》《清前期制钱的鼓铸——兼及对〈清实录〉所载铸钱数的修正》等学

术论文10余篇。

自2013年承担高校教学任务以来，许可博士一直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勇于革新教学方法，先后承担了《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

专题》《史学论文写作训练》等专业课程的教学，课堂上与学生互动探讨，课

后与学生平等交流，受到同行教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尤其是作为河北省精品

资源共享课《中国近代史》的主讲教师之一，运用“小班化”教学模式，引入

线上教学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并在教学中积极转化教研成

果，将主持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地方高校小班化教学研

究与实践—以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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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0 三五远

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

完成我党制定的宏伟目标领导靠党、实践靠人。现在的大学生正是开启“十四五”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力军，只有坚持立德树人，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 培养大学生强化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才能培养出推动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稳定国家存续、维

护制度运行的新阶段践行者。

一、打造高校思政教育实践基地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教育思想，立德树人的根本体现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中央先后召开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办好思政课是习近平总书记最为关心的事之一，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

思政课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思政课

是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不可替代”, 要放眼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

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 , 从

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来抓。

思政课是集党的领导、师资队伍建设、教材体系建设、课程改革创新为一体的庞大的系统建设工程。

思政课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

改革开放的故事，特别要讲好新时代的故事。作为思政课程改革创新的重要载体，打造具有新时代故事的

思政教育实践基地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

和力、针对性的具体体现。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一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研学基地，组织思政课教师在国内考察调研，在深入

了解党和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养分，丰富思想”。 

发掘塞罕坝思政教育资源 打造高校立德树人基地

高俊虎1  高  铭2  常  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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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塞罕坝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实践教材。文章提出了挖

掘塞罕坝思政教育资源，打造高校立德树人实践基地的举措思路，为高校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参考借鉴。

关键词：塞罕坝；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63(2021)02—0001—07

DOI:10.16729/j.cnki.jhnun.2021.02.001



·2·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

2017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作出了重要批示指出：“55 年来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

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

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

罕坝精神。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全党

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代接着一代干，驰而不息，

久久为功，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

塞罕坝建场至今近 60 年，60 年的发展历程见证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改革开放、到建党 100 周年全面脱贫实现小康，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蜕变，是新时代

故事的典型代表。塞罕坝机械林场先后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中央国家机关思想教育基地、再造秀美山川示范教育基地、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

北省林业厅艰苦创业教育基地等诸多基地。荣获了地球卫士奖、最美奋斗者集体、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

国文明单位、时代楷模、全国国有林场建设标兵、生态文明建设范例等重要奖项。深入挖掘塞罕坝新时代

故事的思政教育资源，把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生

态文明的范例结合起来，让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打造高校思政教学实践基地，实现理论性与实践

性相统一，是新时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教育思想、立德树人的根本体现。

二、塞罕坝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思政教育的最

好实践教材
“塞罕坝”蒙古语意为“美丽的山岭水源之地”，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北部接坝地区，清朝康熙皇

帝为了阻止沙俄的侵略，解决好西北蒙古民族问题，训练八旗士兵，在此建立木兰围场，把木兰秋狝定为

祖制，垂为家法，通过多次举办木兰秋狝，成功阻止打击了沙俄、葛尔丹的侵略，团结了新疆内蒙少数民族，

结束了喀尔喀各部长期以来“并无法度、不能约束、以强凌弱、自相劫夺”的混乱局面，达到了“肄武绥

藩”的目的。塞罕坝在当时被称为“千里松林”，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粥锅里”之称，成为筑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随着清朝的衰退，木兰围场也逐渐解禁被垦伐，由兴盛走向退落，生态环境遭

到严重破坏，日本侵略者掠夺性的采伐，连年不断的山火和日益增多的农牧活动，使这里的树木被采伐殆尽，

大片的森林荡然无存，浑善达克沙漠南侵到塞罕坝，严重威胁到首都生态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瞻远瞩，在前期科学考察的基础上，1962 年决定把塞罕坝作为三北防护林重

要节点，通过整合承德市原有大唤起、阴河、塞罕坝三个林场，集中力量建立林业部直属塞罕坝机械林场。

当时的塞罕坝荒无人烟，冬天极端气温达到零下 43.3 度，生活设施缺乏，缺医少药，但来自全国林业专

业的大学生们做为第一代塞罕坝人牢记“听党话、跟党走”的重要使命，艰苦创业，驰而不息，发挥了党

员的先锋堡垒作用。截至 1982 年，超额完成《塞罕坝机械林场设计任务书》（1962-1982）确定的造林任务，

在沙地荒原上造林 96 万亩。1982 年以后，塞罕坝机械林场转为护林营林，第二代塞罕人甘于寂寞在 9 座

望火楼，常年守护，保护了塞罕坝森林没有受到病虫害和火灾的威胁，第三代塞罕坝人发挥生态优势，大

力发展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实现了绿色发展。

（一）党的领导是塞罕坝发展的根基

党的正确领导使塞罕坝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是全党全社会学习的楷模。一是党的先进性，

塞罕坝机械林场建立时，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经济要建设四个现代化，生态环境也急需治理，

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出绿化祖国伟大号召，由于塞罕坝是京津的生态屏障和水源地，经过林业部

专家的科学考察，党中央决定把塞罕坝作为三北防护林建设的重点，整合现有林场，集中力量建设林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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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属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是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林场建立后，林业部会同承德专署经过认真筛选，决

定把曾任围场县委书记、时任承德专署农业局局长的王尚海作为书记，曾任过共青团承德地委副书记、时

任承德专署农业局局长的刘文仕作为场长，组建强有力的党委班子。尽管有许多林业专业的大学生，但由

于缺乏高寒地区造林经验，1962 年、1963 年连续两年造林成活率不到 8%，造林的失败使军心开始动摇，

有人说“塞罕坝不适合造林，偏要蛮干。”也有人垂头丧气地说：“我要打报告，调出塞罕坝，降一级使用

也行。”也有人用诗抒发壮志未酬的心情：“天地云淡，坝上塞罕，一夜风雪满山川；两年栽树全枯死，壮

志未酬，不如下坝换新天。”在这种情况下，党委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认真总结失败教训，查找原因，研

究技术路径，稳定军心，决定 1964 年春天进行“马蹄坑大会战”，当年造林 516 亩，成活率达到 90% 以上，

马蹄坑会战的胜利提振了信心，塞罕坝的造林事业从此开足了马力，最多时每天造林超过 2000 亩，一年

造林达到 8 万亩。一代接这一代干，久久为功，三代人造出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三是党员的意

志和忠诚，对党绝对忠诚，是共产党员最可贵的政治品质，王尚海等三代塞罕坝人以“敢叫日月换新天”

的勇气，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牢记使命，艰苦创业，先治坡后治窝，先栽树后生活，“渴饮河沟水，

饥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雨雪来查铺，鸟兽绕我眠”；“劲风扬飞沙，严霜镶被边，老天虽

无情，也怕铁打汉，满地栽上树，看你变不变”。他们“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冰卧雪苦呼累呼不在乎，”

矢志不渝、爱岗爱国，作出了对党忠诚的最好诠释。四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一张蓝

图绘到底，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越性，1964 年，尽管我们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但为了建

设好塞罕坝生态，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用 20 年时间，在塞罕坝投入 2084 万元，造林 74.6 万亩，新

育苗 4300 亩，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持续加大对塞罕坝的投入，到目前塞罕坝已累计投入 18 亿元。

（二）塞罕坝是生态文明一个生动范例

习近平总书记 1974 年在任梁家河知青党支部书记时，看到村民大量砍柴烧火做饭，造成水土流失，

影响农业发展，于是习近平就带领乡亲打坝造田，利用秸秆和畜禽粪便建成了陕西第一个沼气池，开启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与实践。1997 年 4 月，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到常口村调研时，他叮嘱乡亲“青

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山区要画好山水画，做好山水田文章”。在浙江主持工作期间，习近平形成了以绿色

为基调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为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的生态理念和以绿色为导向的生态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写入党章，上升为党

的执政方针，他指出“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十九大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把塞罕坝做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号召全党全社会学习。

1. 塞罕坝是高原荒漠变林海的范例。塞罕坝机械林场建立以前，塞罕坝是“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

的高原荒漠，经过三代塞罕坝人栽种、抚育、守护，创造了拥有 112 万亩林海的奇迹，积累了高寒地区造

林经验。1998 年夏，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邹家华，带领全国人大环资委、国家计委、国家财政部等部门

的领导专程到承德考察，高度评价塞罕坝林场的生态屏障作用。邹家华副委员长提出“要再造几个像塞罕

坝这样的林场。”1999 年 4 月初，国家计委正式批复了河北省计委申报的《关于报送河北省京津周围绿色

生态防护林重点工程项目建议书的请示》，即再造“三个塞罕坝工程”:一个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的近邻御道

口林场，规划造林面积 120 万亩；一个是承德市的丰宁千松坝林场，造林面积 188 万亩；一个是张家口塞

北林场，规划造林面积 198 万亩。目前，从塞罕坝到张家口沿内蒙古高原南缘，500 多万亩的森林构建起

了一道生态屏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生态支撑，特别是京张 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奠定了生态基础。

2. 塞罕坝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范例。生态环境的改变，使塞罕坝真正美起来，如今的塞罕坝被

誉为花的世界、林的海洋、水的源头、云的故乡。她涵养了水源，塞罕坝是滦河、辽河两大水系的发源地之一，

塞罕坝每年为滦河、辽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达 2.74 亿立方米；她净化了空气，每年可固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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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 81.41 万吨，释放氧气 57.06 万吨，可供近 200 万人呼吸一年，空气负离子含量是大中城市平均含

量的 6 倍，最高达每立方厘米 8.5 万个；她调节了气候，与建场初期相比，塞罕坝及周边区域小气候得到

有效改善，无霜期由 52 天增加到 64 天，年均大风日数由 83 天减少到 53 天，年均降水量由不足 410 毫米

增加到 460 毫米；她庇佑了生物，塞罕坝生物多样性得到恢复，栖息着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261 种、鱼类 32 种、

昆虫 660 种、植物 625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有 47 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 9 种；她还为减缓全

球气候变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片森林每年可吸收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75 万吨以上。

塞罕坝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目前，塞罕坝林木总蓄积1012万立方米，森林资产总价值206亿元，

林木价值 40 多亿元，林木每年生长 80 万立方米，增值 3 亿元。年产出物质产品价值 3.59 亿元，生态服

务总价值145.83亿元。塞罕坝机械林场依托百万亩森林资源积极发展绿化苗木、森林旅游等绿色生态产业，

2017 年苗木、旅游门票、风电补偿收入 1.46 亿元，2018 年达到 1.98 亿元，职工的收入也明显增加，年

均收入 10 万元以上，塞罕坝的造林和营林碳汇项目，已在国家发改委备案，总减排量为 475 万吨二氧化

碳当量，上市交易后，可增加收入上亿元。

3. 塞罕坝是扶贫攻坚楷模。塞罕坝所在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是一个以满族、蒙古族为主，有满族、

蒙古族、回族、朝鲜族、苗族、白族、维吾尔族、壮族、侗族、布依族、瑶族、黎族、高山族等 37 个少

数民族的自治县，少数民族成分人口达 35.71 万人，占总人口的 66.65%，总面积 9219.7 平方公里，辖 37

个乡镇、312 个行政村，总人口 53.56 万。围场县是河北省面积最大的县、全国唯一一个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也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河北省十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精神批示以来，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批示精神，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扛起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生态支撑区重任，确立了“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生态脱贫路径。一是大力实施生态林业扶贫，依托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打造林果、种

苗产业专业乡 26 个、专业村 266 个，经济林达到 194 万亩，带动 1.6 万人稳定增收；依托承德塞罕坝生

态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推行“一企连三产”模式，大力发展绿化苗木产业，在塞罕坝周围建成千余家苗木

基地，年产值达 7 亿多元，带动 1980 户贫困户稳定增收；落实政策资金 6080 万元，累计选聘贫困人口护

林员 7485 人，每人每年获得 7000-8000 元稳定收入。该县城子镇八顷村是河北省深度贫困村之一，2016

年以来，在生态环境部帮助下，八顷村根据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的产业项目人

工种植金莲花，八顷村成立了农业开发公司，先期流转 60 亩闲置土地种植金莲花。村里以每株 0.7 元的

价格引进金莲花新品种种苗 16.8 万株，盛花期干花亩产量能达到 30 公斤左右，一次种植可连续采花 5 至

9 年， 2018 年金莲花喜获丰收，干花每斤 100 元，加工成茶花每斤卖 120 多元。金莲花带动 30 户贫困户

79 人，昔日贫困群众成为“养花工匠”，实现一次性投入持续性增收。2018 年，八顷村与海南一家农业公

司签订合作协议，总投资 306 万元的玫珑瓜项目成功落地，带动本村及周边村 105 户建档立卡户就地务工。

截至 2019 年底，八顷村共脱贫 184 户 445 人，实现整村脱贫，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30 多万元，贫困发生率

由 2016 年的 35% 降至 0.34%。2019 年 2 月，八顷村被生态环境部确定为生态环保扶贫示范村。该村“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做法”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面向世界推广推行。二是实施乡村旅游扶贫，

塞罕坝七星湖湿地公园、塞罕塔、亮兵台、滦河源头等生态旅游文化景区与御道口、红松洼景区整合，带

动了哈里哈、姜家店、御道口等周边乡镇生态旅游发展，推动了围场县文旅产业发展平台和“万家客栈”

乡村旅游发展平台的建设，采取“景区带示范区、企业带贫困户、客栈带贫苦户”模式，实行加盟户与贫

困户“1+1”利益联结，实现富民增收。带动了周边百姓的“农家游”、“乡村游”、手工艺品、采摘业、土

特产品加工、养殖业等绿色产业发展，每年可实现社会总收入 6 亿多元。公园内 120 余家旅游服务经营场

所，不仅增加当地政府的税收，每年还为围场县提供了 1 万余个就业岗位。仅 2020 年，发展万家客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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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户 48 户，实现乡村旅游收入 7200 万元，带动贫困户增收 38.33 万元。“国家一号风景大道”旅游扶贫

案例入选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名单。到 2020 年底，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0978 元，169 个建

档立卡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14.2 万名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成功退出贫困县序列。2021 年 2 月 25 日，

塞罕坝机械林场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 “脱贫攻坚楷模”。

（三）塞罕坝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

清朝在塞罕坝建立“木兰秋狝”长达 140 年之久，康熙皇帝曾说：“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坚固也”。

清朝入关平定三藩叛乱后，我国南方安定，但北方蒙古族四个部落为争夺草场牛羊，经常发生战争，特别

是俄罗斯在明末清初侵略了我国贝加尔湖和尼布楚地区，正向黑龙江入侵，同时，青海蒙古首领葛尔丹借

助俄罗斯势力乘机要侵略中原，于是康熙皇帝为了巩固北疆，加强国防，在塞罕坝建立木兰围场，他在进

行木兰秋狝时让新疆内蒙少数民族首领随行，每次木兰秋狝后皇帝都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康熙皇帝在塞罕

坝批准了《尼布楚条约》，打败了葛尔丹的侵略，举办了多伦会盟，乾隆皇帝亲自接见了土尔扈特部回归

等一些列重大历史事件，使各民族紧紧团结在清政府周围，她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

三、强化理论研究，打造好实践教学点，建设新阶段高校立德树人思政教育实践基地
做为塞罕坝所在地的唯一一所民族本科院校，我校高度重视塞罕坝思政研究工作，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塞罕坝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后，我校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了塞罕坝精神研究院，多角度对塞罕坝精神

进行研究推广，有的研究已引起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国家民委将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申报的“塞罕坝高校

思政研究基地”列为 2020 年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塞罕坝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被

列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河北师范大学）重点课题；我校师生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创作

的“心系党魂、情系塞罕坝”大型歌舞演出被列为承德市委宣传部 2021 年文艺精品奖励扶持项目。我校

把塞罕坝精神做为省政府优秀骨干教师、校长培训内容之一，对河北省近 3000 名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

进行了培训，并在最寒冷的 12 月组织学员到塞罕坝考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许多学员被塞罕坝精神所

感染，纷纷表示一定要把“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带回学校、带进课堂、带入师

生脑海。我校把塞罕坝精神作为辅导员、思政课教师、青马班培训的重点内容之一，定期举办专题培训班，

并组织到塞罕坝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为把塞罕坝真正打造成高校立德树人思政教育基地，重点做好以

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强化政治理论研究

我校将联合其他高校思政研究人员与塞罕坝机械林场一起，从塞罕坝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领

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塞罕坝的根基，塞罕坝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对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

色发展的塞罕坝人进行理论研究，挖掘习塞罕坝精神的理论内涵，形成一系列成果，为基地的打造奠定政

治理论基础。

（二）打造现场教学观摩点

与塞罕坝机械林场和围场县委密切配合，借助建设塞罕坝生态文明示范区和承德市建设 21 世纪可持

续发展议程示范区机遇，重点打造好以下教学点：

1. 尚海纪念林党性教育观摩点。尚海纪念林是为纪念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王尚海所建。在

经历 1962 后造林失败后，1964 年春季，王尚海等领导带领党员干部，认真总结失败经验教训，科学育苗，

改造机械，在马蹄坑的千亩荒原上搞起了造林大会战。关键时刻，同职工们昼夜奋战的林场党委书记王尚

海和刘文仕、张启恩、王福明等林场领导，不约而同地把家属从北京、承德、围场搬到塞罕坝，破釜沉舟，

用实际行动稳住了职工的心，经过 30 多天啃窝头、喝雪水，昼夜奋战，终于造林成功，马蹄坑“大会战”

所植落叶松平均成活率达到 99% 以上！这是国内首次用机械栽植针叶树获得成功的范例，笼罩在塞罕坝上

高俊虎   高  铭   常  婧：发掘塞罕坝思政教育资源  打造高校立德树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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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愁云被驱散了。稳住了军心，鼓舞了士气，平息了下马风。1989 年 12 月 24 日，王尚海因病去世，遵照

他的遗愿，被葬在当年会战的马蹄坑，终年伴王尚海长眠的这片林被命名为“尚海纪念林”。

2. 守护绿色观摩点。一是夫妻望火楼观摩点。第一代塞罕坝人，用 20 年时间完成了造林任务，如何

守护好绿色，确保这片森林不受病虫的侵害，确保不发生森林火灾，实现绿色发展的重任就落在第二代塞

罕坝人身上。塞罕坝机械林场在山顶上共建设 9 座夫妻望火楼，他们每年的 9 月 15 日至第二年的 6 月 1

日防火期，常年守候在楼里，甘于寂寞，守护绿色。这里有许多感人故事。其中，河北省道德模范刘军夫

妇已在点将台望火楼守护了 17 年，由于长期在望火楼守护，儿子只能交给坝下农村的父母看管，父母没

有文化不能管理孩子的学习，同村同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他儿子学习不好考不上学在家种地，儿子从心

里恨父母、恨绿色、恨塞罕坝，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精神批示后，孩子备受鼓舞，也来到塞罕坝，当了

森林扑火队队员，和父母一起守护塞罕坝。二是贺玉国夫妻检查站观摩点。通往塞罕坝的路口共设立 9 座

防火检查站，他们的任务是不分昼夜、不管刮风下雪拦住过往行人和车辆，收下他们的火种和烟，向行人

发放防火明白纸，宣传防火知识和政策。贺玉国夫妇就是其中的代表，2016 年春节，坝下亲戚给他们捎上

来点水果和蔬菜，由于冬天塞罕坝零下 30 多度严寒，结果蔬菜水果全部冻坏，只有一个苹果可吃，老伴

把这个苹果存起来，春节儿子上大学回来和父母一起过年，大年三十晚上母亲拿出来给儿子吃，儿子不吃

给父亲吃，父亲不吃给老伴吃，看着一个苹果三个人落泪，儿子对爸妈说，我都大学快毕业了，咱们过春

节连个水果都吃不上，你俩不要在塞罕坝干了，贺玉国说：“儿子，你的心情我们理解，如果没人守护这

片林子，一旦着火怎么办，守护好这片绿色是你妈我俩的终身使命，不能离开。”他们说服了儿子，目前

他们已经退休，但仍然守护在这个检查站。

3. 绿色脱贫哈里哈乡哈里哈村观摩点。哈里哈乡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三乡分场所在地，该乡积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强化生态扶贫核心先导地位，深入实施山水林田

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依托塞罕坝旅游资源优势，打造了 2 个精品旅游示范区和 5 个旅游特色村。

组建了“万家客栈”乡村旅游发展平台，通过民宿出租、贫困户就业、农产品收购等多种形式，采取“景

区带示范区、企业带贫困村、客栈带贫困户”模式，实行加盟户与贫困户“1+1”利益联结，目前累计发

展农家游 120 户，其中包含脱贫享受政策户 37 户，户均收入 3 万元以上，据不完全统计，旅游产业直接

或间接带动贫困人口 900 余人实现稳定增收。年接待游客近 10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500 余万元。

处在公路边“万家客栈”和国家生态治理“山水林田湖草”示范项目所在的哈里哈村被做为绿色脱贫观摩点。

4. 御道口村民族融合发展示范点。御道口村塞罕坝西部，与内蒙古多伦县、克什克腾旗接壤，是国

家一号风景大道重要景点之一，清朝康熙皇帝建设木兰围场 72 围时，御道口有 6 围，1691 年 5 月，康熙

皇帝过御道口去多伦与内外蒙古 49 位首领会盟，调节了喀尔喀各部之间的纠纷，按满族贵族的封号，给

各部族首领以爵位，建立了旗制，结束了喀尔喀各部长期以来“并无法度、不能约束、以强凌弱、自相劫

夺”的混乱局面。该村曾是围场县的脱贫重点村，在习近平总书记塞罕坝精神鼓舞下，该村充分利用塞罕

坝、国家一号风景大道优势，发挥满蒙民族特色，招商引资，建设御道口养老度假中心会馆、梦马温泉小镇、

御道庄园、康熙饮马驿站、小滦河湿地公园、“通用机场飞天小镇”等项目，大力发展生态旅游，通过土

地流转、草场出租、农家院出租等使民族群众从传统的种养业转向旅游业，解决了农民就业，彻底摆脱了

贫困，成为塞罕坝景区旅游小镇 。

（三）采取多种形式弘扬塞罕坝精神

一是打造塞罕坝全国党员干部、思政课教师研学基地，把塞罕坝精神培训纳入党员干部“国培省培”、

高校“青马培训”计划之中，拓展塞罕坝精神普及面，提升塞罕坝精神的感召力。二是把塞罕坝红色文化

融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中，推动塞罕坝红色旅游产业发展，通过参加红色教育体验活动，把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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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irit of Saihanba is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it is the best practical teaching material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for exploring the resourc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Saihanba Spirit and creating the base of moral education, which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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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与民众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感受到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三是充分利用好网络资

源，开展网络红色教育，把塞罕坝精神中有关生态文明、党的领导、塞罕坝人等内容录制为系列慕课、微课等，

通过学习强国和思政教育平台进行推广，提高塞罕坝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四是抓住关键节点，如“七一”、

“国庆”、建党 100 周年等契机，编排“心系党魂、情系塞罕坝”大型歌舞演出，全面展示塞罕坝精神，借

助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弘扬与宣传塞罕坝精神，增强塞罕坝精神的社会影响力。五是制作一批反映塞

罕坝精神的纪念品、风光片、纪念章等，售卖或免费发给来塞罕坝旅游、考察、参观学习的人，扩大塞罕

坝精神持续的关注度，加深受众对于塞罕坝的认识与了解，进而增强对塞罕坝精神的认同。六是利用虚拟

仿真技术，再现塞罕坝的历史，展示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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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开启了木兰秋狝与热河避暑的序幕，乾隆、嘉庆则将其推向高潮。在此期间，皇帝频繁的接

见各少数民族首领及各国使节，用度浩繁。乾嘉时期，热河道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热河兵备道，

学界已有著述，[1] 但对于其所属的道库研究非常薄弱。据笔者所见，仅有赖惠敏有所涉及，[2]366 惜用墨不多。

笔者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清代相关文献探讨热河道库发挥的作用及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热河道库概况
热河道库全称热河兵备道库，它是热河兵备道的属库。据清代档案文献显示，清初基本沿用明代制度

设道，但热河道设立于乾隆初年，这源于直隶总督孙嘉淦的奏陈。

在奏折中，孙嘉淦强调了设立兵备道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具体而言，原因有三。其一，热河地区，地

域广阔，既有的行政机构不能满足需要。“查承德州、八沟四旗，及喀喇沁三旗地方，绵亘数千里，设有

承德州知州一员，热河同知、八沟同知二员，四旗通判一员，沿边布列。但职守相等，无所统摄。虽隶霸

昌道所属，而该道驻口内，远隔重关，势难遥制。遇有解审案件，往返不无拖累。”其二，热河地区原设

行政管理机构，存有诸多缺陷，不利于地方的管理。这一地区的人口以汉蒙为主，另有八旗驻军、内务府

皇庄人口等。长期以来，该地以州县模式治理汉民，以盟旗的形式治理蒙人，至于八旗驻军则由所属都统

等管理。若各方能各行其政，亦可相安无事，但几方杂处，必须多方协作，才能便于管理。问题在于，“热

河武弁现设有副都统、总管、副将等，皆系大员。而文职不过同知以下，品职相悬，未能接洽，不无牵制

掣时之虞。且同知等官皆不能兼辖武弁，遇有巡查缉拿等事，往往呼应不灵。”其三，热河地区事务日繁，

需要增设管理新的机构。“再喀喇沁等处种地民人日多于前，八沟、承德等处事务日益殷繁。将来绥辑兵民，

经理地方，尚需筹划，而无文职大员料理，难以商酌举行。”

针对这种情况，孙嘉淦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据臣愚见，似应于古北口外沿边一带地方，添设兵

备道一员，于承德州驻扎。将热河等处同知、知州、通判等员，俱归统辖。其兵马钱粮，即令该道经管。

其都司、守备等贤否，俱令稽查、察核。如此则文武兵民事权归一，呼应更灵，易于振饬。一切解审事件，

热河道库：清帝巡幸热河时期的备赏银库

滕德永
（ 故宫博物院 宫庭部,北京 100009 ）

摘  要：乾隆时期，为了满足巡幸热河的备赏需要，乾隆皇帝将热河道库作为了备赏银库。虽然名为备赏，实际上在乾隆时期

这些银两用途广泛，还被用于宫殿、寺庙的修建及围场树木的砍伐等。直至嘉庆年间，才基本以赏赐为主，令其名副其实。这些银

两主要来自户部和内务府。随着嘉庆皇帝的崩逝，热河道库备用银库的功能由此终结，但与内务府之间联系依然存在，不过发挥的

作用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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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可就近归结，以省拖累。而将来经理城垣、仓库，绥辑外藩，通商便民之政，亦可次第举行。”①在这里，

孙家淦充分考虑到当地复杂的情况，以及清代皇帝在此木兰秋狝及常年来此避暑的特殊情况，特别提请添

设兵备道。乾隆五年，热河道设立。作为其财务机构，热河道库亦随之设立。

由于资料的缺失，热河道库的内部设置情况不详。一般而言，“兵备道库专贮兵饷，或由布政使司照

数移解，或由部拨邻省运往贮用。各道专稽出纳、造册，申督抚、河道总督，分咨兵工二部及本部察核。”[3]7492

毫无疑问，热河道库亦应有此功能，但亦有扩大。乾隆四十三年议准：“热河兵饷改归道库支放”[3]8468-8469。

乾隆五十年议准，“围场兵丁红事赏银四两，白事赏银八两；养育兵及孀妇孤子红事赏银三两，白事赏银六两；

鳏寡孤独每名月给养赡银一两五钱，孤子俟成丁挑披甲、拜唐阿时裁汰。所需银两于直隶藩库领出，存贮

热河道库，分别赏给。”[3]8516-8517 此后，热河道库承应的开支用项不断加增，不再一一赘述。

更为重要的是，热河道库地处皇帝经常临幸之地，又不可避免的与皇权发生了联系，并由此在乾隆、

嘉庆二帝巡幸热河时期的用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清帝巡幸热河始于康熙，不仅旨在锻炼八旗军队，加强与边疆少数民族联系的木兰秋狝，而且有远离

京中酷热，来此调理休养的避暑活动。乾隆、嘉庆继位后，皆效法康熙，频繁来此木兰与避暑。与出巡他

处不同，清帝的热河之行时间更长，多达三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需用大量白银。康熙以前，囿于资料

的限制，具体情况不详。自乾隆朝始，档案记之甚详。热河道库即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经费。

就笔者所见，乾隆十九年时热河道库与皇帝巡幸热河发生了联系。是年闰四月十五日，乾隆皇帝为东

巡盛京颁布谕旨：“盛京户部银两自足赏赐之用，不必随带于途，但今岁有新归附之人，著于部库内拨银

十万两，先期送往热河，交兵备道库，以备赏赐之用。钦此！”此后，热河道库成为了行在皇帝临时银库，

每年按需向其解交银两。乾隆三十年，热河道库交付的银两多达 167914.17 两；乾隆三十六年，热河道库

交付的银两更多达 441500.38 两。据笔者所见，其交付银两的最高纪录出现于乾隆四十九年，其数额多达

1069285.71 两。当然，一般年份解交的银两数额不多，基本维持在 5万两以上。

热河道库解交皇用的银两如此之多，就其用途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端：

首先，赏用。巡幸热河期间，清帝更是频繁赏赐随行人员、来朝人员等，有时需用银两甚多。乾隆

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八旬万寿，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及外交使节等奔赴避暑山庄庆祝。在此期间，赏项颇多。

据内务府统计，广储司为此支放银 1.5 万余两。②乾隆五十九年，户部一次领取赏赐内阁、户部、礼部、工部、

侍卫处、御茶膳房、提督衙门、鸟枪处、銮仪卫向导处、上驷院、太医院、粘杆处、内务府都虞司、会计司、

武备院共计十八处官兵赏银 15851 两。此外，户部还先后领取赏赐银两 22035.35 两。这并非是年热河之

行赏赐的全部，还有经广储司赏赐出去的银两，具体数目不详，但广储司仅从热河道库借用赏赐银两多达

8000 两。[4]575-576 也正因如此，在档案中热河道库将此项银两称为“备赏银两”。

其次，官兵等人费用。这里的官兵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热河行宫守卫官兵和皇帝的随围官兵。乾隆初期，

围场兵丁钱粮皆由京中派支，“往返需时，偶值雨水，更滋糜费”[5]762，后经大学士傅恒奏请“围场兵丁钱

粮就近热河道库春秋二季支放，每年于解送热河道备赏银两之便，多解银二万两，以备支放”[6]]572。乾隆

二十九年，围场总管齐凌扎布以“围场官俸内银米，例由京城该佐领办给，多有不便”为由，奏请“照围

场兵丁例，银由热河道库支领” [5]869，并得到谕允。由此，围场官 18 人，“每年应领俸银，按季造册，亦

由热河道库支领。”是年，随围官兵共计 1861 人，共应补领路费银 7174.06 两。此外，还有京中各衙门兵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直隶总督孙嘉淦奏为遵查口外八沟地方幅员辽阔原设理事同知一员难免顾此失彼请准添设道员等官职守

事》，《宫中朱批奏折04-01-16-0009-053》。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二十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奏为皇帝驾幸热河赏过银两数目事》，《奏案05-

0430-025》。

滕德永：热河道库：清帝巡幸热河时期的备赏银库



·10·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

丁 3212 人，共需路费银 19683.16 两。[6]537-538

热河驻守官兵衙署、军营建设费用亦多取自热河道库。康熙时期，为了加强对避暑山庄的管理，设置热

河总管。雍正时期，热河设“总管一员，副总管二员，佐领十六员，晓骑校十六员，笔帖式二员，兵八百名。”[7]

乾隆初年，又改设热河副都统。热河副都统有统辖八旗、总管围场之责，是皇帝热河行围的安全保障，其经

费获得热河道库的支持。乾隆三十一年，热河副都统请领修理围场兵丁营房银 6000 两。[8]7 乾隆三十六年，

热河副都统、热河总管先后四次咨领修建副都统衙署以及官兵房间工物等项银共 39000 两。[8]405 再次，兴建

宫殿、寺庙等工程用款及维护费用等。该项费用主要集中在乾隆年间。乾隆皇帝继位后，对避暑山庄进行了

大规模的扩建，增修宫殿和多处精巧的园林。据内务府统计，至乾隆二十九年，热河园内先后添建宫殿 22处。

[6]534 这些宫殿、园林维护费用颇巨。乾隆三十五年，“修理热河园内河道、桥闸，并铺盖街道旗民铺面房间

等工银二万两，又热河工程档房咨领园内河道清挖潮浅、修理桥闸、泊岸、城墙、牌楼等工银三万两”[8]217。

乾隆三十六年，“热河园内及南路喇喀河屯等五处行宫，北路钓鱼台等八处行宫，共十四所。其中修理桥闸、

补砌墙宇、裱糊房间等项共银二万四千八百八十两”[8]406。这些经费皆来自热河道库。乾隆四十七年八月，

乾隆皇帝更是谕令热河道库将备用银两 392850 两拨交热河工程处应用。①此外，为了满足皇帝信仰及联络边

疆少数民族的需要，自康熙后期开始，皇帝在热河修建藏传佛寺。至乾隆时期，这种兴建活动达到顶峰。先

后修建了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罗汉堂、广安寺、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

缘寺等。其修建经费亦经常取资于热河道库。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热河工程总理处行文热河道库，

请领舍利塔、碧峰门、仿功德山、西岭晨霞楼、普宁寺等工，“共计银十三万一千三百十四两四钱四厘，俱

由热河道库如数支领。”[6]550 其中，普陀宗乘之庙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乾隆三十六

年该工程共领内库银 129万余两，并“领过热河道库银二十万两”。[8]368 

最后，其他费用。热河道库储存的大量白银系“备皇上巡幸赏赉及工程等项之用”，实际应用时虽不

限于此，但亦多与皇帝在热河的活动有关。乾隆皇帝还将其广泛用于他途。围场树木的砍伐运输即是其一，

且用款较多。乾隆三十七年，仅此一项即用款 97000 余两。[8]530-531 乾隆三十九年，用款 37500 两。[9]299 此外，

乾隆皇帝还用于救助受灾旗人与兵丁。乾隆三十五年，因热河地区遭受水灾，乾隆皇帝赏银救助。热河副

都统自热河道库领银3340余两，热河总管领银1100余两。[8]217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用项主要集中在乾隆时期，

至嘉庆时期则大为缩减。据嘉庆十二年热河道库的奏销档案显示，其开除项下主要有工程银两 7960 余两，

官兵盘费及各种赏银 29210 余两，采买庄头米石加价生息本银 25000 两。②嘉庆十四年，热河道库开除项

下主要有工程银 15380 余两，广储司备借银 2000 两，官兵盘费及各种赏银 22640 余两。③总之，热河道库

充足的存银为乾隆、嘉庆皇帝的热河之行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支持，保证了各项事务的顺利开展。问题在于，

热河地区经济较为落后，不能提供充足的税源，需要开辟新的经费来源，以保证库储的充足。

问题在于，当时的热河既有热河副都统，又有热河总管，其衙署都是可以选择的对象，但乾隆皇帝为

何选择热河道库作为备用银库？笔者认为原因有三。其一，赏银的户部属性。清帝的热河之行，乾隆、嘉

庆年间几乎每年都要举行，少有间断。在此期间，除与各少数民族首领们围猎、筵宴、观看摔跤、烟火等

表演，清代皇帝还赏赐他们大量物品与白银。其中，赏赐的物品主要来自内务府，主要有衣帽、靫袋、药

刀等，后折赏给缎匹，交由广储司备带，赏赐的银两则主要来自户部。乾隆年间赏赐蒙古王公的银两数目

约为 1.1 万余两，嘉庆年间基本维持此数。从来源上看此项银两分属户部，是国家管理体系，而热河总管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十一日为热河道库存银著拨热河工程处备工应用事》，《军机处全宗03-18-009-

000046-0002》。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呈为热河道库一年进费数目单》，《奏案05-0534-087》。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呈为热河道库一年出入银两数目单》，《奏案05-05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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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内务府管理体系，这使得它并不适合存放在热河总管衙署内。

其二，热河副都统的局限。从清代的行政体系而言，热河副都统属于八旗驻防体系，属于军队系统。

清代对统兵将领，管束甚严，无论是出征还是驻守地方，其“所用粮刍，该督抚布政使按期支给。”[10]718

康熙以后，“各省提镇、驻防将军，掌兵权而不擅财赋，与文臣互相牵制焉”[11]]80-81。乾隆皇帝曾敕谕察哈

尔八旗都统巴尔品等：“尔宜持躬公正，律已严明，董率属弁，训练兵丁，练习行围，以精技艺。整理器械，

以壮军容。所统弁丁，有不遵训令者听尔参处……凡一切事宜俱照题定事例办理。至钱谷词讼，民间情事

俱属地方官管理，不得干与。”[5]478-479 这都是军权与财权分离思想的体现。热河副都统是热河军事驻防的

最高将领，故不能兼管地方财务，至于军中所需经费则由户部和地方藩库拨解。这也决定了放该衙署库房

不能存贮户部运解的备赏银两。

其三，热河道库的优势。热河道设立之初，分辖热河、八沟、四旗、承德、塔子沟等四厅一州，地域

广阔。其后，所辖区域略有变化。至于道员的品级，前期较为混乱，乾隆十八年时统一定为正四品，与热

河行宫总管同级、宫中的二等侍卫、副护军参领、副前锋参领等同级，高于户部郎中、户部员外郎以及广

储司司库等人的级别。而且热河道衙署即在承德，与避暑山庄相距甚近。这为其与户部和内务府的业务往

来提供了便利。乾隆二十九年八月，乾隆皇帝谕令户部拨银 40 万两，交热河道库备用。当户部银两运抵

热河，热河道揆义即“将户部委员解到备用银元宝四十万两当堂兑收贮库”，并出具收管印信，交给委员

带回备案。①与接收户部银两不同的是，内务府广储司拨解的银两需要热河道自行派人领取。乾隆五十五

年十一月，乾隆皇帝谕令拨解广储司银 30 万两，存热河道库备用。在领运过程中，热河道尚要配备车辆、

护送兵丁及行文途径地方官员相助护送，以及行文兵部，给发出古北口车辆、人员公函的照票等诸多事宜。

由于途径地方主要是热河道辖区，办理亦较为便宜。

综上所述，热河道库有地理位置上的便利，又有相当的行政级别，由此成为备赏银两的最佳储存地。

自乾隆中期开始，便充当了清帝巡幸热河时期的备用银库。

二、热河道库经费的来源
据档案显示，热河道库的经费主要来自户部和内务府广储司。

在乾隆中前期，户部是热河道库经费的最主要来源。清代的档案文书并未明确记载户部向热河道库拨

解银两的时间。乾隆皇帝曾言及此种办法，“每年巡幸热河，各项赏用银两，从前亦系部库备带，后经谕

令改归热河道库支发，年来行之颇便”[12]724。文中亦未述及户部拨银开始的时间，仅表露出乾隆皇帝对这

种办法的欣赏，但其中的年来显示时间未久。就笔者所见，这种拨解至迟发生于乾隆十九年。它与乾隆

十八年冬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杜尔伯特部来归有直接关系。对于该部归附，乾隆皇帝非常重视，授予首

领爵位，并赏赐金银缎匹等物品。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十五日又颁布谕旨：“有新归附之人，著于部库内拨

银十万两，先期送往热河，交兵备道库，以备赏赐之用。”[13]]747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户部频繁向热河道库

拨解银两。乾隆二十年，户部拨银 50 万两。乾隆二十五年，拨银 10 万两。乾隆二十九年拨银 50 万两。

从中可以看出，户部拨银数额并不固定，而是视此项银两的使用情况而定，若有不足，再行奏请拨解。

但傅恒认为“与其俟动支将完，临时陆续请拨，莫若于户部预请拨银四十万两，存贮备用。”[6]528 行之不及

一年，热河道即奏请改变。乾隆三十年，热河兵备道揆义即以上年户部拨解银两较多，除各项动支外，“现

存银三十六万余两，为数尚多，足敷应用”为由，请求“或俟至开除动用，止存银十数万两时，再行拨给；

或即于此时交户部拨银三十万两备存道库，亦可省往来动拨”[6]572。于是，户部拨银的数量依然随时变化。

乾隆四十一年，户部拨银 30 万两。[14]594 乾隆四十三年，户部拨银数量更是多达 100 万两。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二十九年九月直隶热河兵备道揆义呈咨军机处受到银两缘由事》，《军机处全宗03-0647-080》。

滕德永：热河道库：清帝巡幸热河时期的备赏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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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乾隆后期，内务府广储司则取代户部，成为热河道库经费的主要供应方。其实，早在乾隆三十五年，

因内务府存储银两过多，乾隆皇帝谕令广储司解银 50 万两，交热河道库存储备用。①至乾隆三十六年十月

二十七日，乾隆皇帝再次谕令广储司拨银 50 万两，交与热河道库存贮备用。但此后广储司大量库银被拨

解至户部和盛京，而拨解热河道库的行为犹如昙花一现，旋即中止。直至乾隆五十年，这种状况才发生了

改变。据研究显示：自乾隆五十年至六十年，广储司六次向热河道库拨解银两，共计 220 万两。[2]364-365

嘉庆时期，热河道库亦基本照此办理。在嘉庆皇帝继位之后，太上皇帝乾隆仍然主导一切事务。在此

情况下，嘉庆皇帝陪同乾隆三次临幸避暑山庄。由于热河道库存银尚足，广储司并未拨解。嘉庆四年，因

乾隆皇帝崩逝，嘉庆皇帝暂时终止了热河避暑。嘉庆六年，嘉庆皇帝决定重启木兰与避暑，并令各衙门

“照例预备”[15]1。是年三月十五日，热河道庆章以“今岁恭奉皇上驻跸热河，中秋后巡幸木兰，应赏扈从

官兵以及行围打鹿人等赏银、路费，约计用银四五万两不等，（热河道库）现存备赏银两不敷应用”为由，

奏请按照惯例，“由广储司银库拨给，领解备用”。②至该年五月，嘉庆皇帝谕令广储司拨银 10 万两，存

热河道库备用。③此后，嘉庆皇帝缩减了拨解热河道库的银两数额。嘉庆十八年，内务府奏陈广储司拨解

道库银两情况：“皇上巡幸木兰，所有扈从官兵以及行围打鹿人等赏银、路费等项俱系动用道库银两，嘉

庆十二年、十四年、十六年、十七年存贮银两因不敷用，均经奏请由广储司银库存贮项下拨给银五万两备

用。”[16]303-304

其实，在户部和广储司之外，当铺生息余利银也是热河道库的财源之一。它的产生与热河所属一条

旱河的清理有直接关系。因该河途经地带，沙石颇多，经常淤塞河道。为此，热河地方多次清理。乾隆

五十六年，直隶总督梁肯堂奏称：“旱河复经淤塞，应请随时修浚。”和珅、福长安随同热河道勘查了河道，

核算清理工程需银 3000 余两。同时，和珅、福长安虑及“若每年奏请动项兴修，国家经费有常，年复一

年，伊于何底？殊非经久之计”。对此，热河道全保提供了解决方案：“请动拨热河道库备赏银五万两，交

与所属各州县当铺按一分生息，每年可得息银六千两，遇闰加増，作为岁修旱河之费”[17]312，并得到和珅、

福长安等认为。由此，此项当铺生息银两亦归入热河道库。这些银两并非每年皆能用罄，多有剩余。乾隆

五十八年，旱河工程只用银 3150 余两。[4]339 乾隆五十九年，该工程用银 3460 余两。[18]364 为此，嘉庆皇帝

于嘉庆五年谕令“嗣后每年承德府六州县生息余利银两，亦照例交热河道库”④。

综合而言，户部是热河道库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广储司虽然数目稍逊，但供应的时间长，自乾隆

五十年开始，直至嘉庆二十五年，多达 35 年。至于当铺生息银数目无多，是皇帝热河之行用银的重要补充。

三、热河道库银两的奏销管理
热河道库的管理采用了当时通行的四柱清册办法。即在奏销时，热河兵备道需要将道库收管的银两按

照旧管、新收、开除、实存四个类别，将详细情况一一开列。再由负责官员遵照规定，按时呈交管理衙门，

进行审核。

在其奏销清册中，虽有四项，但最为重要的是新收和开除两项。从前文可以看出，新收的主要来源是

户部和内务府，至于其他来源，除当铺生息银外，主要是各处预支未能用罄银两，数目无多。所以在热河

道库奏销的早期，它们并未开列新收的明细，只是记录该年入款的总量，乾隆二十七年、二十八年都是如

此。即使如此，因为涉及的机构和人员众多，情况较为复杂，亦不能稍有含混，以致发生舛误。自乾隆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八日直隶热河兵备道明山保呈明收到备用银两缘由事》，《军机处全宗03-0651-007》。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六年三月十五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奏为热河道库请领银两备用事》，《奏案05-0488-016》。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六年五月十六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奏为拨给热河道库银两事》，《奏案05-0489-011》。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五年六月十一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著查明热河道库现存银两数目事奉旨单》，《奏案05-

048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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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年开始，热河道奏销道库银两时即详细开列新入款项，“新收总理工程处交还趱办布达拉庙借领道

归款银二十万两，热河工程档房还清挖园内河道等分赔银八百六十八两五钱四分三里五毫，户部委员永熙

等缴回备带行围赏赐余剩银七十四两，热河副都统扣饷还借用购买孽生牛羊银六百三十两二钱，共新收银

二十四万五千三百三两一钱四分四厘，核算数目相符。”[4]298 此后，热河道库的奏销皆以此办理。

与新收项相比，热河道库的开除项则相对严谨，自奏销之初即条目清晰：要求开列领用银两的机构

及详细用途。从奏销档案中可以看出，领银的机构主要有行在户部、内务府及热河属地机构。其中，行

在户部领用银两的频次最为频繁，每年都有，至于热河属地机构与内务府则视需要而定，并不固定。乾

隆三十六年，户部先后领银 15 次，热河地方先后领银 4 次，内务府该年并未领用。至于领银数目，户部

22.1 万余两，热河地方领用 17 万两。[8]404-405 乾隆六十年，行在户部领银领银 19 次，内务府领银 3次，热

河地方领银 4 次；其领银数目分别为 3.8 万余两，1.1 万余两和 1.8 万余两。[4]574-576 此外，热河道库前期

的奏销时，有时按照领银机构分类，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开列领银数目，并最终汇总统计各处领银总额；有

时只开列领银的机构及领银的频次和总额；有时则只是简单的按照时间先后进行排列，既不分类处理，也

不做汇总统计，只是计算开除总数。

热河道库奏销的时间前后有所变化。乾隆三十年以前，其奏销的时间应为该年的九月。乾隆二十七年

八月，热河兵备道良卿呈报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起至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止道库存贮备赏银两动用

数目的四柱清册。[19]297-298 乾隆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热河道皆于是年八月奏销道库用银情况。

至乾隆三十一年始，热河道奏销道库用银的时间改为了是年的十月份。这年的十月份热河道增福呈报乾隆

三十年九月十三日起至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止道库存贮备赏银两动用数目的四柱清册。[8]44 乾隆三十五

年十一月，因热河道未能按时呈报奏销清册，军机处令其“即速造开总册，送交臣等以便奏销” [8]211。热

河道明山保回复的情况不详，但至十二月份他始行奏销。以此为契机，此后热河道又将奏销的时间改为了

奏销之年的十二月份。此次更易之后，这一奏销时间成为了定例，延续至清末。

热河道库储银的奏销对象前后亦有变化。乾隆时期，其奏销的对象是军机处。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十九

日，经户部奏准，热河道库备用银两“如有动用之处，造册呈报军机处查核”①。但从前文知道，乾隆支

用热河道库银两的时间较早，但对于如何奏销并未见之记载，至于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则执行这一制度。乾

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因热河道库的奏销清册尚未呈达，军机处进行督催，“查得热河道库每年支放银两，

向例由该道造具总册，呈送本处查核奏销。本年未据送到，相应饬知该道，即将乾隆三十八年分动用银两

总册造送军机处，以便核办”[20]516。文中明确表明，热河道库也的确向军机处奏销。而在遇有奏销问题时，

军机处亦会令其改正。乾隆五十七年，热河道呈报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五日起至本年七月二十二日止道库

用银的四柱清册，但军机处管理大臣认为此奏有不合之处，“查奏销动用银两，例应年清年款，以凭核办。

本年皇上启跸回京系八月二十五日，所有动用银两数目自应截至八月二十五日为止，方足以清年款。今止

截至七月二十二日，而八月内动用之数又需于来年开除项下报销，殊属牵混。除将原册驳回，饬令该道将

四柱清册遵照札谕，截至本年八月二十五日按款开报，本处再行核办外，嗣后此项银两总需于圣驾到滦驻

跸之日起至启跸回銮之日止，年清年款，毋再前后接算，稍有含混，致干驳斥也。”[4]172

其实，热河道库向军机处奏销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军机处是处理军国大事的机构，并非专管经费 ；

其次，军机处并不管理经费出入的档案，不能审查热河道库经费出入是否合理，仍需交由户部和内务府进

行办理。嘉庆时期，军机处意识到其弊，奏请“嗣后此项热河道库收贮银两，应请令该道一并报明直隶总督，

归入奏销案内办理，以归核实。”[21]199 为此，嘉庆四年六月十三日颁布谕旨：“所有热河道库收贮备用备赏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二十七年八月直隶热河兵备道良卿呈明动用备公银两数目事》，《军机处全宗03-0498-017》

滕德永：热河道库：清帝巡幸热河时期的备赏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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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两，著该道于年底造册呈报内务府查核奏销，不必具报军机处并直隶总督。”[17]41 嘉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军机处行文热河道，“所有该道收发生息等项银两，应遵照前奉谕旨，一体造报内务府核办。除将此次呈

报弁兵差费及香灯供献收交生息银两二款，转交内务府外，相应札知，嗣后应由该道经行呈报内务府，毋

庸呈报本处，可也。”由此，热河道库的奏销对象由军机处变成了内务府。

四、热河道库备赏功能的衰减
乾隆年间，热河道库存银数目巨大。在乾隆皇帝崩逝以前，热河道库存银仍多达 30 余万。即使到嘉

庆五年六月，热河道库仍存银 286100 余两。①至嘉庆五年，其数额大幅缩减。是年六月，在内务府查明热

河道库存银情况后，嘉庆皇帝谕令将其中的 15 万两拨交广储司，其余 13 万余两留道库备用。②由此，热

河道库的存银基本维持在 5 万两上下，几乎未有超过 10 万两者。这与乾隆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热

河道库存银数量的下降并非仅是数字的变化，凸显的是道库地位的下降。

嘉庆皇帝未在热河大兴土木是直接要素。经过康熙、乾隆两代皇帝长期的经营和建设，承德避暑山庄

规模宏大，周边寺庙众多，可以满足皇帝的修养和统治需要。而无论是皇帝避暑的宫殿，还是进行佛教活

动的庙宇，都需要巨额的经费支出。据统计，乾隆年间热河仅修建藏传佛寺用银4869964两。[2]392至嘉庆年间，

皇帝可以享用前人成果，没有必要在此继续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庙宇。由此，清代皇帝在此巡幸期间的经

费大幅下降，直接导致热河道库存银的减少。

嘉庆皇帝对相关政策的调整则是根本原因。热河道库存储的银两名为备赏，实际应用则非常广泛，

嘉庆皇帝将其奏销统归内务府管理之后，则将其严格限制在赏项范围之内，其余各项则派出在外。乾隆

四十四年，热河道库出项中有工程银 24210 余两，抚恤银 100 两，借出银 6200 两，砍伐木植银 55000 两，

内府官兵路费 9120 余两，各项赏银 18320 余两，480 余两，内阁、礼部等官兵路费 5780 余两。而在嘉庆八年，

热河道库的用款中只有旱河工程银 4230 余两，广储司借银 3000 两，赏银 19330 余两，内务府人员及东三

省学习行围官兵、索伦莫尔根官兵回程路费 3590 余两。从中可以看出，嘉庆时期热河道库的支出项目中

除没有大宗的工程银两外，还取缔了砍伐木植费用，以及行在内阁、户部等机构官兵费用，使得支出银两

大为减少。

此次调整之后，热河道库承应皇帝在此期间的用银数目降幅很大，基本上不足 5 万两，且用银以赏银

为主。嘉庆九年，热河道库开除银银 26298.7 两，其中赏银 20070 余两，[15]362-365 约占总数 76.3%。嘉庆

十八年，热河道库开除银 39710 余两，其中赏银 28650 余两，③约占总数的 72.1%。由此，热河道库银两

成为了真正的备赏用银，名实相副。更为重要的是，嘉庆皇帝还将热河道库几乎转化为了内府银库。前文

中，嘉庆皇帝谕令热河道库不再向军机处奏销，改为向内务府奏销。其实，若从热河道库银两的最初来源讲，

这种改变并无道理，但自乾隆后期开始，广储司成为了热河道库银两最为重要的来源，则为其改变创造了

条件。嘉庆七年二月二十日，嘉庆皇帝即谕令广东地方备贡银两收到时分别解交圆明园和热河道库。④至

嘉庆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嘉庆皇帝谕令外省解交广储司的银两中，5 万两交热河道库，存储备用。⑤嗣后，

5万两成为广储司拨解的固定额度。由此，广储司成为热河道库的法定解款者。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五年六月十一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奏为查明热河道库现存银两数目事》，《奏案05-0483-012》。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五年六月十一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著查明热河道库现存银两数目事奉旨单》，《奏案05-0483-013》。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初七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呈热河道库一年进费银两清单》，《奏案05-0570-077》。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七年五月十四日档房为广东粤海关解交造办处备贡银两拨解热河道库应得出古北口车辆照票等事》，

《内务府呈稿05-08-030-000070-0038》。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总管内务府著将应解广储司之项转解热河芳园居道库各五万两事奉旨单》，《奏案

05-050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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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除直接的管理人员外，热河道库无论是在银两来源方面，还是奏销的管理审查，都已经归属了

内务府体系。这应是乾隆时期遗留的问题。嘉庆皇帝没有完全改变既有的成案，仍然保留了乾隆时期的一

点遗迹。其实，嘉庆皇帝完全可以抛开热河道库，将该项银两存储承德避暑山庄之内，芳园居即是较为理

想的选择。不过，嘉庆皇帝最终并未如此办理。而在嘉庆之后，清代皇帝不再木兰秋狝，也不再临幸避暑

山庄，亦不再需要备赏银两。热河道库备用银库的功能由此终结，但由于避暑山庄的存在及嘉庆时期确立

的与内务府的管理关系，使得其与内务府之间仍存在着联系，经常出现于清宫档案之中，然所发挥的作用

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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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he Dao’s Treasury: The Reserve Treasury of the Qing Emperors During Their Tour at Rehe

TENG De-yong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In the Qianlong’s reign, the Emperor regarded Rehe Dao’s Treasury as a reserve bank for the need of rewarding during their tour 

at Rehe. In fact, although in the name of “rewarding”, the money in the treasury was widely used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s 

us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he palaces and temples and the felling of woods in paddocks. The money of the treasury came mainly from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and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fter the death of Emperor Jiaqing, the function of Rehe Dao’s Treasury came to an 

end.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easury and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still existed, but it played a very small role.

Key words：Rehe Dao’s Treasury; rewarding;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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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德永：热河道库：清帝巡幸热河时期的备赏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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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拉塞尔·史密斯（Russell Smith）先生应朋友之邀到访承德，

笔者在同事的介绍之下与之结识，并进行了多次深入交流。曾经长期从事国际贸易业务的史密斯先生有过

亚欧多国的工作经历，接触了各种不同文化，形成了开放、多元的思维方式。其时恰逢笔者参与一项三语

种（汉、满、英）纳兰词精选对照读本的编写工作，承担了一部分所选纳兰词的英译。经过多次的交流之后，

笔者发现史密斯先生不但为人谦虚平和，谈吐风趣幽默，而且在文学方面也具有相当高的感知力和鉴赏力，

还曾经创作并发表了超过两百首英文诗歌。笔者将三十首纳兰词的英译以及对纳兰性德的简要英文介绍发

送给史密斯先生，希望对方站在英语母语者的角度并以诗人的身份对笔者的翻译提一些建议。史密斯先生

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对译文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并且颇为激动地和笔者分享他的感受。此后，笔者和史密斯

先生相约用了三天的时间对三十首纳兰词的原文及译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探讨。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收获颇

丰，并形成了一些对合作翻译模式下中国典籍英译的看法。本文从笔者与史密斯先生合作翻译的纳兰词中

选出五首以飨读者，同时也尝试以此为例，对中外合作翻译模式进行一个实践层面的思考。

一、纳兰词新译五首 ：原文与译文

纳兰词新译五首
                            ——兼论中外合作翻译

常  亮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本文提供了与澳大利亚专家拉塞尔·史密斯合作翻译的五首纳兰词英译，回顾了我国中外合作翻译的四个阶段，并对

合作翻译的优越性进行了说明。同时本文以五首纳兰词的英译为例，论述了中外合作翻译的基础、合作翻译的细节处理、合作翻译

的坚持与妥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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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研究。

【纳兰性德研究】

第1首：木兰花 • 拟古决绝词谏友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
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
泪雨霖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
比翼连枝当日愿。

To the Tune: Mu lan hua ling

If your love to me were always like that on our first date,
How could a deserted fan in autumn become my fate?
You abandoned your first vow so carelessly,
As you said, lovers break their vows easily.

The similar vow to Lady Yang1the Emperor Xuanzong gave,
Who shed her tears without regret under the weeping palace eave.
How do you compare with the heartless Emperor?
At least he promised his lover to be there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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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首：减字木兰花

相逢不语，
一朵芙蓉著秋雨。
小晕红潮，
斜溜鬟心只凤翘。

待将低唤，
直为凝情恐人见。
欲诉幽怀，
转过回阑叩玉钗。

To the Tune: Jian zi mu lan hua

She was so silent when we met last time,
Like a lotus flower in rain so fair,
With a blush of shyness on her face,
A phoenix hairpin guiding her hair.

I was wanting to whisper her name,
But was afraid my passion would unfold…
I determined to face the shame
But she turned away, and hit the handrail with her hairpin of jade.

第 3首：浣溪沙

残雪凝辉冷画屏，
落梅横笛已三更，
更无人处月胧明。

我是人间惆怅客，
知君何事泪纵横，
断肠声里忆平生。

To the Tune: Huan xi sha

The glimmer of falling snow chilled the painted screen,
The haunting flute chased in the falling plum petals at midnight,
And this untrodden place was so faint in the moon’s twilight

I, a world-weary traveler, wandered so lonely,
Who could know for what my bitter tears were shed?
The memories of unison life were in with the tune so sad.

第 4首：水调歌头 题西山秋爽图

空山梵呗静，
水月影俱沉。
悠然一境人外，
都不许尘侵。
岁晚忆曾游处，
犹记半竿斜照，
一抹界疏林。
绝顶茅庵里，老衲正孤吟。

云中锡，溪头钓，涧边琴。
此生著几两屐，
谁识卧游心？
准拟乘风归去，
错向槐安回首，
何日得投簪。
布袜青鞋约，
但向画图寻。

To the Tune: Shui diao ge tou

An empty mountain,   
the Buddhist chant is so pacific.
The shadow on water and moon did sink.
This peaceful place allows no earthly dust.
Revisiting here, I still remember
The fleece of cloud hanging above the forest in the setting sun.
And a thatched cottage on the hill top
And an old monk, chanting in solitude.

Dwelling in clouds, angling by brooks, playing Qin by the creek
Why do people tire themselves in the meaningless trivia?
Who understands my heart escaping from this madding crowd?
It’s meaningless to bow to the honor or office.
What I want to do is to go with the wind,
But when shall I realize that?
The dream to be a free and unfettered hermit,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is scroll painting.

第 5首：于中好

独背残阳上小楼，
谁家玉笛韵偏幽。
一行白雁遥天暮，
几点黄花满地秋。

惊节序，
叹沉浮，
秾华如梦水东流。
人间所事堪惆怅，
莫向横塘问旧游。

To the Tune: Yu zhong hao

Ascending the pavilion in the shadow of the setting sun,
From somewhere the tune of a jade flute comes to my ear
On the horizon a flock of silver geese disappear,
Some golden flowers sway in wind that blows the autumn land.

Touched by the changing of seasons,
Tethered to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The good days flow away like dreams with the eastward stream.
There are too many sorrows in this earthly life.
They deny me the chance to visit you, my old friend in the south.

常  亮：纳兰词新译五首——兼论中外合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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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的中外合作翻译实践
对于“合作翻译”这个概念，国内学术界并没有清晰明确的界定。这个概念既可以指大规模的集体分

工合作式翻译，也可以指两个人之间合作进行翻译的行为。董明在《翻译学的时空观》一书中提出了“学

术共同体合译”与“合作翻译”两种体现“译者间性”的翻译模式，认为译者合作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

译者可以是同一国别的，也可以来自不同的国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以来的中外合作翻译佛经 [1]68。

为了避免引起歧义，本文讨论的合作翻译，限定在中外合作翻译的范围内。从翻译史的角度看，我国广泛

意义的中外合作翻译实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汉末开始的不同规模与类型的佛经合作翻译，一直延续到元代。其中汉桓帝时期的安息

僧人安世高和汉地僧人严佛调合作翻译《法镜经》《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等佛经，这大概可以算作我国

中外合作翻译的肇始。此后，姚秦时期龟兹僧人鸠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设立译场，组织来自不同地域的

僧人译出《般若经》《维摩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大智度论》等著名大乘佛教经典，被梁启超誉为

“不特为我思想界辟一新天地，即文学界之影响亦至巨焉”[2]147。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在长安大慈恩寺、铜

川玉华宫等地设立译场，礼请法藏（康居人）等外国僧人加入佛经翻译团队，译出经论七十五部，总计

一千三百余卷。宋代太平兴国年间，印度僧人天息灾、法天、施护三人携经书来到汴京，宋太宗在太平兴

国寺西侧为其建立译经院，与中国僧人一起译出佛经计十八部五十七卷。到了元代，公元 1285 年，元世

祖忽必烈组织了 29 名汉、藏、维吾尔，乃至来自印度的高僧和学者，历时三年，对勘翻译了数千卷佛教

经典 [3]635。除了上述中原地区佛经合作翻译的实践外，西藏吐蕃王朝时期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等藏王也曾

经组织过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僧众共同参与的大规模佛经合作翻译。[3]633

第二阶段是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与中国人的合作翻译，其特点是翻译对象以西方经典的科学著作为主，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合作翻译实践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

本》。徐光启极为看重两人合作翻译的这一著作，认为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

作为中国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的发端，《几何原本》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数学思维方式和观念，标志着中国“传

统数学”的终结，中国数学从此走入了新的时代 [4]87。与徐光启同一时代的李之藻，和葡萄牙籍耶稣会士

傅汛际（François Furtado）合作译出《名理探》，该书原名为《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这是西方传

入中国的第一部逻辑学著作[5]。此外，李之藻还与利玛窦合作，根据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在1583年出版的《实

用算数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并参考中国数学家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和周述学的《神

道大编历宗算会》译出了《同文算指》[4]87。

第三阶段是清末到民国时期的中外合作翻译，其特点是翻译对象类型丰富多样，翻译方向既有从外译

中，中译外。首先，晚清时期延续了明末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1860 年代，总理衙门成立同文馆，江

南制造局成立翻译馆，聘请许多外国译者与中国译者采取西人口译、中方笔受的方式进行合作翻译。知名

的国外译者有傅兰雅（John Fryer）、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等，

中方译者有徐寿、李善兰、徐建寅等。据梁启超编写的《西学书目表》，到甲午战争之前各种机构译出的

西学著作不下三百余种 [5]。其中代表性的译作如傅兰雅与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以及伟烈亚力与李善

兰合译的《几何原本》后九卷等。其次，宗教与文学翻译方面，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合作翻译案例有：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与王韬合作翻译《圣经》“委办本”[6]65-70 ；林纾和魏易、王子仁合作

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等等。最后，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外合

作翻译的一个重要动向是中国文献外译明显增加。著名汉学家理雅各从1861年开始，花费了二十余年时间，

将中国的《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理氏能够顺利地完成如此浩大的翻译工程，与中国学者王韬的

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在对上述作品原文的考证与注释中，王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类似的典型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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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合作翻译还有美国人宾纳（Witter Bynner）与江亢虎共同翻译的《唐诗三百首》，这部译作的英文名称

是The Jade Mountain（《群玉山头》），至今在英语世界仍然受到读者的好评。

第四阶段是 1949 年以来的中外合作翻译，这一时期的中外合作翻译更多地体现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对

外译介方面。在合作翻译的方式上，既有大规模的政治性集体合作翻译，也有中外译者个人之间的合作翻译。

从五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结束的《毛泽东选集》英译是一个典型的大规模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先后参

与翻译的中方译者包括徐永煐、金岳霖、钱锺书、王佐良、郑儒箴、冀朝鼎、程镇球等，外方译者有柯弗

兰（Frank Coe）、爱德乐（Sol Adler）、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李敦白（Sidney Rittenburg）、斯

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夏庇若（Michael Shapiro）等。由于《毛选》的英译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

务，因此整个翻译过程异常严谨，基本的模式是在负责人的领导下分三个小组分工合作，整个翻译过程要

经历九道工序以确保翻译质量 [7]。《毛选》的集体合作翻译，为中央文献的对外翻译积累了相当宝贵的经验。

文学翻译方面，70 年代美国汉学家王红公（Kenneth Rexroth）与香港学者钟玲合作翻译了《兰舟：中国

女诗人选》（The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此外，两人合作翻译的《李清照诗歌全集》（Li 

Ch'ing-Chao, Complete Poems）出版之后受到了英语读者的欢迎。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出现了很

多夫妻之间合作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成功案例如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Yang）夫妇合作英译《红楼梦》，

瑞典翻译家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与其中国丈夫翻译家万之（陈迈平）合作将莫言、余华、

苏童等作家的多部小说译为瑞典语，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与华裔妻子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合作翻译数十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等。

总结上述历史上四个阶段的实践，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中外合作翻译相对单一译者的单打独斗式翻译具

有强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很多学者都给予了充分的认可。早在 1989 年，袁锦翔先生就在《论中外

人士合译——兼谈文献中译外》一文中从译者的理解与表达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袁先生提出，“合译可

以加深译者对原作真义与风采的理解，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一些明显的差错……合译还可使一文地道流畅，

满族读者的审美要求，从而更易被他们接受”[5]。黄友义先生也曾经说过：根据我个人从事翻译工作得到

的一条重要启示，就是最好组成一个包括本国人和外国人的翻译搭档 [8]。以下，笔者以自身的合作翻译实

践来简述一下合作翻译的优越性以及合作翻译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三、中外合作翻译模式下的纳兰词英译 ：实践与启示

（一）合作翻译的基础

笔者在与拉塞尔·史密斯先生合作翻译纳兰词的过程中，经常感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对中国古典

诗词的不同理解。但另一方面，经过笔者对纳兰性德生平及其诗歌特色的较为充分的介绍，史密斯先生能

够非常快速并且准确、深入地领会原文的内涵，而且经常能够给出极具创造性的翻译建议。笔者认为，文

化背景差异所造成的理解障碍是能够克服的，重要的是合作翻译双方都应以开放性的心态去看待彼此的意

见并进行充分的沟通，这是顺利的合作翻译过程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笔者的外方合作者史密斯先生本人

就是一位业余诗人，有过两百首以上的诗歌创作，对诗歌的语言及意象具有普通译者不具备的敏感性。同

时史密斯有过在中国、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工作、旅行的经历，对东方文化理解颇深。扎实的文学基础、

开放的文化态度、诗人兼译者的双重身份以及乐于合作的心态成为了史密斯先生与笔者合作翻译的有利条

件，促成了整个合作翻译过程的顺利完成。

（二）合作翻译的细节处理

在合作翻译的具体实现方式方面，张德让教授根据译者分工、合作方式的不同，将合作翻译总结为四

种类型：一是主译加润色的主配角式；二是口述加笔译的互存式；三是“化整为零”的承包式翻译；四

是大规模立体式的合译 [9]。笔者与拉塞尔·史密斯的合作翻译，在方式上属于上文张德让教授总结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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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中方主译加外方润色。与史密斯先生的合作翻译中，在翻译表达的细节方面，笔者深切地体会

到外方译者往往具备中方译者达不到的准确性和敏感性。例如，在上文第一首纳兰词《木兰花ç 拟古决

绝词谏友》一词上阕的“等闲变却故人心”一句，笔者的原译是“You changed your original mind so 

carelessly”，史密斯先生建议改为“You abandoned your first vow so carelessly”。原译文过于局限在

原文的字面意，改译之后的用词准确性有了很大提升。再如，第四首纳兰词《水调歌头》中的“老衲正孤吟”

一句，笔者最初的翻译是“And an old monk, chanting in loneliness”，史密斯先生指出 loneliness 突

出的是“孤独无助之感”，不符合原文幽玄宁静的氛围，建议改为 solitude 一词。显然，史密斯先生的选

词更加准确。又如，第三首纳兰词《浣溪沙》中的“我是人间惆怅客”，这一句是纳兰词中的名句。笔者

最初的翻译是，“I, as a passerby of the world, wandered so lonely”，史密斯先生的改译是“I, a 

world-weary traveler, wandered so lonely”。比较原文，这个改译既准确又典雅，而且带有一种押头

韵的形式之美，可谓是相当精彩的译笔。

（三）合作翻译双方的坚持与妥协

张德让教授提出，合作翻译的一个主要的难点主要在于译者彼此的理解难以“合一”，进而与原作的

思想内容相合 [9]。合作翻译的双方在翻译过程中难免发生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对各自

意见的坚持或对对方意见的让步与采纳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于纳兰词原文中多数承载特定文化内涵的

表达，笔者基本上采取坚持按原文翻译的处理方式，并向史密斯先生说明这种坚持的原因。例如，《木兰

花·拟古决绝词谏友》上阕第二句“何事秋风悲画扇”，典出班婕妤所作之《怨歌行》：“裁成合欢扇，团

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10]141。在

这首诗中，诗人以团扇自喻，抒发失宠女子的痛苦心情。笔者的翻译是“How could a deserted fan in 

autumn become my fate?”史密斯先生最初不了解纳兰性德所用的典故，希望笔者将“deserted fan”改

为“deserted branch”，意为“秋风中的一段残枝”，可以更好地表现出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在笔者解

释了班婕妤的典故后，史密斯先生理解了笔者坚持保留原文意象的原因，认为笔者原来的翻译读者也能够

接受。再如，上文第二首纳兰词《减字木兰花》的最后一句“转过回阑叩玉钗”，史密斯先生建议采用转

移修饰的修辞方式将其译为“But she turned away, her hairpin stabbing my soul”（她的发钗刺痛了

我的灵魂）。这个翻译尽管能够译出更加强烈的感情冲突，但却彻底改变原文的意义，因此笔者坚持了原

译“But she turned away, and hit the handrail with her hairpin of jade”。然而在某些用词方面，

笔者也尊重了史密斯先生的选择。例如在上文第五首纳兰词《于中好》的“叹沉浮”一句，笔者按照原文

译为“Sighed to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史密斯先生的意见是译为“Tethered to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羁绊于世事浮沉）并向笔者解释了 tether 一词与 vicissitude 搭配的合理性，认为英文读者更容易接

受这种译法，最后笔者赞同了史密斯先生的意见。回顾与史密斯先生合作翻译中双方的坚持与妥协，笔者

想起了钟玲教授在谈论与美国汉学家王红公合作翻译中的一个比喻：钟玲教授曾将王红公的翻译比喻为一

只风筝，有时飞得过远（指翻译偏离原文），就需要合作者将其拉回来一些 [11]。在合作翻译中，只有通过

反复沟通和探讨才能达到最优的翻译效果，而在这个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妥协与让步是难免的。

结论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之下，要让中国作品（尤其是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本受到国外读者

喜欢，那么中外译者的合作不失为一种理想的操作方式。尽管这种合作应该由中国译者还是海外汉学家来

主导学术界还存在者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无论由谁来主导，只要翻译出好的译作就是成功的合作翻译。合

作翻译不仅仅是两位译者共同进行的语言转化，其本质是一种非常深入的文化交流活动，好的合作翻译

有助于中外合译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对彼此文化的认识程度，从而达到兼顾中西、水乳交融的境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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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和王韬合作翻译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为例，“在两人的合作中，王韬赞理雅各曰：‘理雅各先生橐笔东

游，……注全力与十三经，贯穿考核，讨流溯源，别具见解，不随风俗。’理雅各称王韬为中国‘第一流

学者’”[12]274。从两人的相互赞誉中即可推测双方合作翻译配合的默契程度。对于合作翻译，也并非没有

人提出质疑，代表性的意见来自于著名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他认为，“正如所有文学经

典作品都是由单一作家独自完成的，一流的翻译也只能有一个译者的独特印记”[13]158。在这个问题上，笔

者认为纽马克的意见较为适用于相似文化的西方语言（尤其是欧洲语言）之间的互译，而合作翻译的展开

则更加适用于异质文化经典之间的互译。尽管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考虑读者阅读感受的翻译，就一定不

是好的翻译。要让中国文化更好地为外国读者所接受，就必须考虑如何打破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引起

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主动地接受原作的内容和精神。历史与实践证明，合作翻译能够有效地沟通中外文化，

实现译语的准确与生动，不失为一种能够助力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有效的翻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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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ive of Nalan Xingde’s lyrics translated in cooperation with Australian expert 

Russell Smith. It has reviewed the four stages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explains the superiority of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the translation of five of Nalan’s lyric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has also discussed the basis of Chinese-

foreign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the detail of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and compromise in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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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内涵，

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从《竹书纪年》到《二十四

史》，从唐诗宋词到明清文学，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基因通过文字符号得以绵延，创造华夏文明的精神家园，

在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只有延续继承才能开拓前进。纳兰词作为清朝初期满汉文学交融的产物，在一定程

度上了彰显了我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精神内涵，其丰富的意象组合、淬炼的情感指向、交融的时空意涵、

凄美的人生体验与浓烈的文化意指相统一，通过音声实践能让更多人体会到深刻的文化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纳兰词研究肇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经过四十余年发展成果颇丰，新世纪后，主要集中在现地研

究、作品类型研究和意象、比较、接受研究。[1] 从目前的意象研究看，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单意象研究，

如落花意象 [2, 3]、月意象 [4-6]、雨意象 [7, 8]、风意象 [9-12]、梨花意象 [13]、鸿雁意象 [14]、梦意象 [15]、时间意象 [16]、

酒意象 [17]、灯烛意象 [18-21]、残缺意象 [22]、南方意象 [23] ；意象群研究，主要有秋意象群 [24]、花月意象群 [25, 

26] ；意象比较研究，主要有《红楼梦》与纳兰词中的月意象比较 [27]、李清照词与纳兰词的花卉、风雨、梦

意象比较 [28-30] ；意象审美研究，从解构主义出发分析纳兰词的美丽元素与哀愁情绪 [31] 以及意象的人格化

构建 [32]，从审美整体观出发审视风雨、水月、花叶的使用 [33]、探究落花、杨柳、草等植物意象的情感意蕴 [34, 

35]、论述纳兰词的审美特征 [36, 37]、悲剧性的生命体验与词意象选择的关系 [38]，从艺术风格角度，有李清照

词与纳兰词的比较 [30]，从创作主体角度，论述纳兰词的创作模式 [39] 等。

20 世纪 80 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天地，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语料库研究的发展，

使得语料库及技术成为了话语研究的默认工具。[40] 语料库技术通过对词频、主题词索引、搭配、词丛、语

法结构和型式的考察，为研究者提供大量反映语言现象的例证，帮助其辨别的话语的内在意义。[41] 李志

元在《诗歌研究中的话语分析方法》一文中提出诗歌的话语分析框架，从语境、主体、诗意、意象、读者

和文本形式六个层面研究诗歌话语的构成要素 [42] ；李剑波在《清代诗学的话语分析》中提出清代诗学所

语料库辅助的纳兰词自然意象的话语分析与音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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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纳兰词是重要的民族文化读本，采用语料库方法与文本分析相结合，对其中的347首进行分析，讨论自然意象的话语特征，

揭示其对有声语言创作的启示。研究表明：同一意象置于词中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话语功能，其有助于音声实践文本层次的明晰性、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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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的四个话语规则体系，即唐诗话语、宋诗话语、儒家传统诗学话语和性灵诗学话语 [43]。质言之，结合

对语料库技术对纳兰词的话语进行分析是可行的。语料库话语研究有两种研究进路，分别是“基于语料库

的”(corpus-based) 和“语料库驱动的”(corpus-driven)，随着研究取向逐步融合，出现了平衡两者的“语

料库辅助的”(corpus-assisted)，将定量的语料库分析方法和定性的话语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从而更好

地为大规模语料的语言分析服务。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基于纳兰词，用语料库辅助话语研究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旨在考察纳兰词中关于自然意

象的话语建构，以及它所给予音声实践的创作启示。语料来源现存于世的 348 首纳兰词，其中《浣溪沙·郊

游联句》为纳兰性德与友人合作，剔除之后剩余 347 首，自建纳兰词语料库 (NLC)，共计 24380 字。研究

所运用的语料库分析软件为ANTCONC 3.5.8，文本分析软件为 ROST CM6。

（一）研究问题

1. 纳兰词是否存在作者常用的语词？如果存在，这些语词是否系作者使用的意象？如果不存在，这些

语词表示什么？

2. 与这些常用语词搭配的有哪些语词？如果代表意象的语词存在，是否存在高频的中心词？

3. 中心词（即检索词）在索引行中的话语特征是什么？

4. 纳兰词的情感倾向是什么？

5. 纳兰词话语特征及情感倾向对音声创作的启示是什么？

（二）研究设计

1. 采用语料库分析软件ANTCONC 3.5.8 分析纳兰词词频和索引行，回应问题 1和问题 3；

2. 采用文本分析软件ROST CM6 分析纳兰词主题词搭配和情感倾向，回应问题 2和问题 4；

3. 结合有声语言创作理论分析问题 3、问题 4的研究结果，得出音声实践的创作启示。

三、语料分析

（一）词频统计与自然意象

词频是语料库分析方法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在 NLC 语料库中输出高频词标签云（如图 1 所示），可以

看到东风、西风、何处、相思、凄凉、多情、江南、一片等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图 1 高频词标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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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OP50 高频名词中三类自然意象

自然意象类别 词频

植物意象
落花（14）芙蓉（10）梨花（10）樱桃（9）烟丝（8）木叶（6）梧桐（6）绿杨（6）
桃花（6）黄花（6）荷叶（4）杏花（4）芳草（4）衰草（4）芭蕉（4）红豆（4）黄叶（4）
杨柳（3）垂杨（3）红叶（3）莲花（3）

动物意象 鸳鸯（15）燕子（13）鹧鸪（5）流莺（3）鹦鹉（3）蛟龙（3）

气候天象意象
西风（32）东风（32）风吹（19）明月（15）夕阳（14）黄昏（14）
斜阳（14）残月（9）风雨（8）春寒（7）月明（6）残阳（5）深秋（5）秋雨（5）新
月（5）蛾眉（5）秋天（4）晓风（4）晚秋（4）残照（4）冷雨（4）碧天（4）月华（3）

通过筛选在 TOP50 高频名词中归纳出纳兰词的三类自然意象（如表 1 所示）。我们发现，在三类自然

意象中，气候天象意象出现频次最高，高达 218 次，其中“风”意象出现 95 次，占 43.58% ；“日”意象

出现 55 次，占 25.23% ；“月”意象出现 43 次，占 19.72%。植物意象出现频次 121 次，其中“花”意象

出现 53 次，占 43.80% ；“木”意象出现 43 次，占 35.54%。动物意象总体出现频次最少，仅为 42 次，其

中“鸳鸯”意象、“燕子”意象分别出现 15 次、13 次，各占 35.71% 和 30.95%。

（二）主题词与共现分析

以三类自然意象话语为中心，通过搭配网络观察围绕其出现的话语场域，运用 ROST CM6 社会网络

与语义分析，测算三类自然意象话语的高频搭配词，以及这些词与自然意象话语的相互关系（如图 2所示）。

图 2 纳兰词主题词共现分析

通过进一步精简，从共现频次角度考察，我们发现 7 组自然意象话语频次为 6 以上的高频搭配词（如

表 2所示）：

表 2 自然意象话语高频搭配词

搭配词 频次 搭配词 频次

旧时—明月 8 风雨—凄凉 8

残月—相思 6 残月—晓风 6

回首—西风 6 天涯—西风 6

思量—斜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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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西风”索引行检索汇总

从意象角度考察，重点考察搭配词频大于 10 的词频共现情况（如表 3所示）：

表 3  搭配词频大于 10 的词频共现

中心词 搭配词频 中心词 搭配词频

东风 40 西风 39

风吹 37 黄昏 29

夕阳 25 斜阳 25

明月 24 燕子 24

梨花 24 落花 19

鸳鸯 18

分析意象词簇与意象中心词的搭配词频目的在于从整体上分析意象的所指与意指内涵，通过上述统计

结果发现：7 组自然意象均处于语义网络的局部中心位置，形成意象词簇，在与意象中心词搭配词频统计

进行对比，“旧时—明月”“思量—斜阳”“回首—西风”“天涯—西风”自然话语分别占意象中心词搭配词

频的 33.33%、24.00%、15.38%、15.38%。

以明月、西风、斜阳作为中心词更容易形成词簇，意象涵指更为固定和明晰，透过意象词簇更容易锁

定作者的意象所指。“旧时—明月”“回首—西风”指向思念，多用于怀念亡妻；“思量—斜阳”“天涯—西风”

组合无论是模仿闺中人口吻，还是描写行军生涯的艰涩，均指向愁情难绪。从目前的四组词簇分析，以西

风为核心的两组，均指向情绪的表达，但是搭配词的不同，词中抒发的情感对象指向发生了变化。所以单

个意象只能大致勾勒情感走向，具体的情感对象需要结合搭配词乃至全文来进行分析。而像以东风、黄昏、

夕阳为代表的意象出现虽然高频，但搭配词过于松散未形成固定的意象词簇，对于其意象所指和意象涵指

把握增加了难度，因此需要回到意象词的上下文寻找其确定的涵义。

（三）索引行与话语特征

语料库的索引行可以依据检索词及其上下文信息，提供与检索词左右共现的语言型式，可以帮助解释

写作者的态度倾向，尤其是可以帮助研究者观察到在高频词表中不易察觉的低频词汇 [40]。对于诗词研究而

言，可以通过索引行观察检索词在诗词中的位置，进而分析其话语特征及功能。

以“西风”为例，在ANTCONC 中进行索引行检索，结果如下（如图 3所示）：

张伶聪：语料库辅助的纳兰词自然意象的话语分析与音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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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置于词首的定调与置于词尾的强调

“西风”位于词首，即上阕第一句居首。起到定调的作用，直接确定了全词的基调，奠定了整体的情

感走向。在《忆王孙》中，西风所指的萧瑟秋景，扣合了全文的愁怨隐郁。而《太常引·自题小照》中，

西风与寒意共现奠定全词的繁复郁结的情绪。

“西风”位于词尾，即全词的末尾处。起到突出主旨、升华主题的作用，使全词情感收束在这一意象之中，

余韵袅袅。《相见欢》中，淡淡秋景的描写，回忆中妻子的晨起画眉，想象中妻子的孤单清冷，现实中自

己行军生涯的无奈以及对妻子无尽的思念全都定格在瑟瑟秋风之中。

2. 置于下阕首句的映衬

“西风”位于词下阕的首句，多起到映衬作用，因其处在上下阕的链接处承上启下。在《菩萨蛮》中，

上阕作者简语道尽眼前景色，直抒胸臆，下阕由“西风”衔接，映衬上阙的“哀婉”；《采桑子》中，上阕

极尽景语，暗含内心的孤寂伤感，下阕虚实结合，映衬上文心中的“寒”；在《清平乐》中由泠泠水声引

发的“愁”，映衬在下阕的“西风”，将情语幻化成了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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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置于句中的烘托与渲染

置于句中的“西风”多为实写，与其他意象共生意境，起到积攒情感的功能。上阙多为烘托作用，下

阕多为渲染作用。在《点绛唇·黄花城早望》中的西风烘托雪后黄花城的寒意，《金缕曲·寄梁汾》中的西风，

烘托出三层意味，即落叶纷纷、大雁南飞稍显感伤，对友人离去的不舍和友人怀才不遇的落寞；在《眼儿媚·中

元夜有感》《疏影·芭蕉》中，正所谓“物本无情人有情”，用西风之无情反衬自己悼念亡妻的真挚深情。

（四）情感分析

文本情感分析是对带有主观情感色彩的文本进行分析和归纳的过程。纳兰词极具纳兰性德个人创作的

风格，蕴含其个人的情感色彩和生命体悟。通过对纳兰词的文本挖掘，能够更为直观地观测到纳兰词的情

感色彩与情感倾向。通过ROST CM6 自带情感词库对纳兰词NLC进行文本挖掘。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纳兰词 NLC 情感分析

类别 百分比
程度

一般 中度 高度

积极情绪 22.49% 19.93% 2.96% 0.59%

中性情绪 33.73% /

消极情绪 43.79% 34.91% 7.10% /

统计分析发现，消极情绪占主导，符合现存的 348 首纳兰词中集中展现的主题多为悼亡、自述身世、

友情、爱情、边塞和羁旅行役，即使是悼亡词和自述身世词多展现纳兰德的痛苦愁绪，消极情绪程度多为

一般，痛苦程度外露的不多，但实际上作者的情感深度隐含在全词之中，需要结合整体语篇才能有所体会。

张伶聪：语料库辅助的纳兰词自然意象的话语分析与音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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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负面情感结果值表中有充分体现，限于篇幅，对TOP10 负面情感值列表予以呈现，如表 5所示：

表 5 纳兰词 NLC TOP10 负面情感值列表

词句 情感值

春归归不得 两桨松花隔 旧事逐寒潮 啼鹃恨未消 -22

雨歇梧桐泪乍收 遣怀翻自忆从头 摘花销恨旧风流 -21

西风一夜翦芭蕉 倦眼经秋耐寂寥 强把心情付浊醪 读离骚 愁似湘江日夜潮 -20

一种蛾眉 下弦不似初弦好 庚郎未老 何事伤心早 -19

消息谁传到拒霜 两行斜雁碧天长 晚秋风景倍凄凉 -18

一抹晚烟荒戍垒 半竿斜日旧关城 古今幽恨几时平 -18

纤月黄昏庭院 语密翻教醉浅 知否那人心 

旧恨新欢相半 谁见 谁见 珊枕泪痕红泫 -16 

暮雨丝丝吹湿 倦柳愁荷风急 瘦骨不禁秋 总成愁 -14

欲问江梅瘦几分 只看愁损翠罗裙 麝篝衾冷惜余熏 -14

夜寒惊被薄 泪与灯花落 无处不伤心 轻尘在玉琴 -14

目前的情感分析根据文本的粒度的差异，大致分为语篇、句子和词语三个分析等级，尽管运用机器学

习能够提升技术的识别度，增强识别的准确率。但诗词毕竟作为文学创作形式，讲究炼字，不同的词语组

合成句形成的语篇情感会存在差别，因而在实际的音声实践创作中还需要结合定性文本细读加以区分，否

则在实践中沦为千篇一律的窠臼。

四、音声实践创作启示
音声创作是“创作主体对文字和声音的双重感知，是通过声音强化文字语言的内在情感，以营造作者

诉诸文字所创造的意境。声音承载的作品思想与情感，是创作主体依托作品文本蕴含的思想与情感通过有

声语言表达技巧创作而成的”。[44] 而创作的依据是以作品文本的情感内涵为核心的。

而语料库辅助的话语分析，配合有声语言创作中的备稿理论，无疑是对作品分析与理解的强化。在作

品背景的考察时，从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作者的生平情况以及基于语篇的创作背景三个维度进行，除非

史料考古发生变化，在这一层面对于任何创作者而言，材料均大同小异。但是对于文本感受层面，语料库

辅助能提升层次的明晰性和情感理解的细腻度。

以前文的《相见欢》为例作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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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词运用借景抒情的手法无可争议，起篇对淡淡秋景实描，接叙回忆爱妻晨起画眉，转而想象妻子九

泉之下孤单清冷，话锋一收回到现实，作者行军生涯的无奈及对妻子无尽思念全都定格在瑟瑟秋风之中。

因此，大层次（即上阕与下阙）与小层次（句与句）的关系，就明晰为全词的戏剧性，具备戏剧的起承转合，

情感的细腻度也随之提升。也满足了“一波三折”，第一折实景描写转叙述回忆，情感由淡淡愁绪转美好甜蜜；

第二折回忆转想象，甜蜜回忆被打破，愁绪随之渐浓；第三折，想象被拉回现实，羁旅行役的无奈让愁绪

增至最浓，最终定格在“西风”这一韵味极深的意象里。

纵观全词，情感的细腻度除了单句的起承转合外，还实现了整体表达的两个维度，其一，“实—虚—虚—

实”的理解路径，色谱般愁绪浓至最深，定格在实际的西风，颇具写实主义的风格；其二，“实—虚—虚—

实—虚”的理解路径，色谱般愁绪依据浓至最深，定格在虚化的西风，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让愁的意味

有多了一重色彩，形成愁的余韵。

基于此，可言语料库辅助的意象分析，通过考察同一意象的出现频次、位置与话语功能，使创作者对

同一意象的形成整体关照，在单篇叙事上能形成多重美学指向。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语料库辅助的话语分析，有助于处理海量的文本，特别是对文艺作品而言，益于对作家作品风格形成

整体认知，在具体音声实践中能够提纲挈领，创作出层次丰富情感细腻的有声语言作品。

但是本研究在尝试性分析之余，还是稍显不足。在实际的操作中，采用软件自带的分词技术和情感词库，

没有建立专门诗词情感分析词库，不免会造成一定误差，但是基于分析软件自带词库建立的合理性，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情感变化的趋势，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建立针对纳兰词的情感分析词库，以便进一步明确

情感变化特征。

纳兰词中的意象内涵，其与众多意象组合置于词篇藕含的微妙意境，需要音声创作者不断细细体悟，

才能将过去时空中孕育的艺术瑰宝在当下发挥其现实价值。自然意象群仅是纳兰词意象中的一部分，还包

括大量的人文意象、时空意象。人文意象为意境营造具有什么功能，时空意象是如何展开的，这些问题将

是日后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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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鄂氏，又称董鄂氏、栋鄂氏，是满洲著名姓氏，为满语音译，东鄂氏世居东鄂，故以地名为姓。东

鄂氏首屈一指的是嵩山家族，其崛起与繁衍源远流长。其先世以武功起家，到嵩山祖父一代开始由武转文，

至嵩山之父珠亮则奠定了其家族文学的基础，形成了三世六文人的格局，其中五人有诗集传世，其中还包

括两位女性诗人，这在清初满族文学家族中并不多见。他们的诗集后由嵩山之子都统能泰收集汇编为《东

鄂氏一家诗稿》，共十卷，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一、东鄂氏嵩山文学家族谱系梳理
东鄂氏嵩山家族先祖可追溯至何和礼。何初为东鄂部落首领，手下兵强马壮，清太祖努尔哈赤以礼招

抚，并将长女妻之，何遂归顺。天命元年（1616），旗制更定，何和礼所部隶属正红旗，位居上三旗之列，

后置五大臣，何和礼位列其中。此后他跟随太祖大败明军，攻克沈阳、辽阳，因能征善战，授三等总兵官。

太宗朝，进爵为三等公。顺治十二年（1655），追谥温顺，勒石纪功。雍正九年（1731），加封号为“勇勤”。

生六子，其四子和硕图即为嵩山高祖。当年太祖以大贝勒代善女妻之，号和硕额附。和硕图跟随太宗东奔

西突，屡建战功，被擢为都统，去世时，皇帝亲临哀之，谥端恪，以立石旌表。子和公袭爵，年十三被擢

为前锋都统，尚郡主，拜郡马。嵩山高叔祖杜公，太宗文皇帝擢为都统，尚郡主，拜郡马，以功封二等伯。

由于缺乏子嗣，以和硕图之次孙齐什袭继世爵，齐什即嵩山祖父。康熙帝将其擢为都统议政大臣，率领清

军剿灭三藩，又跟随康熙平定青海。之后退居林下，忘怀得失，潜心《周易》，以终天年。由以上可知，

嵩山家族不仅是东鄂氏最为显赫的家族，而且世代授勋，袭承爵位，与皇族世代联姻，是爱新觉罗家族颇

为倚重的家族之一，足见其家族的显要。也即从其祖父开始，东鄂氏嵩山家族实现了文化转型，由尚武转

变为从文，开启了这个文学家族的新局面。

嵩山之父珠亮，生卒年不详，字韬明，性赋高简，筑冷月山堂于其府第西侧，自号淡翁，袭封一等男爵，

飘然有出世之风，见者目为神仙中人，终年二十八岁。“性喜作诗……后人刻《静廉堂集》，甘运源作序以

传，可谓盛矣。生平诗稿极富，晚年自为删汰，其精悍之作皆不存，所存皆空雾一气，有羚羊挂角之致者，

东鄂氏嵩山文学家族研究

郭前孔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文  学】

摘  要：东鄂氏嵩山文学家族先世尚武，以武功起家，世受恩宠。从其祖父齐什开始，实现了由武向文的转型。在短暂的三世中，

涌现出了六位文人，其中五位有诗集传世，而且产生了两位女性诗人，这在清初满族文学家族中并不多见。该家族注重家族精神传承以及

人格塑造，不仅使得人伦观念敦厚，也使文学传统得以弘扬。家族成员间相尚相携，致力于诗歌创作，形成了一门风雅的局面，在当时满

族文坛颇为引人瞩目。它透露出清代初中叶满族在汉族文化影响下开始注重家族文化的建设，文学风尚也呈现出由个人创作到一门风雅的

时代变迁。嵩山文学家族的出现也是满汉文化和文学交流的产物。

关键词：东鄂氏嵩山文学家族;谱系;传承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63(2021)02—0031—07

DOI:10.16729/j.cnki.jhnun.2021.02.005

收稿日期：2020-08-28

作者简介：郭前孔（1965-），男，山东章丘人，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清代满族文学。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清代满族文学家族研究”（18CZWJ10）。



·32·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

殆别有会心欤。”[1]491 有《冷月山堂诗》一卷，收诗 90 首。

养易斋主人，生卒年不详，清宗室嘎公女，珠亮室，被封为一品夫人。“夫人平居，好览经史，悦禅，

通释典，不甚乐为诗。偶有所作，辄焚弃，罕有存者。殁后，其子嵩山、峒山搜得残笺零墨，梓之以传世

云。”[1]258-259 有《养易斋诗》一卷，收诗 42 首。

嵩山，生卒年不详，字伯仁，号养易斋居士，又号静翁，以子贵，封武功将军。受家庭影响，少喜读

书，善骑射，精刀法，解音律，言不隐讳，行不猥琐。既长，乃折节下士，致力于格物穷理之学。天性高洁，

不爱名誉，尝居西北山之别墅，而乐于山水吟咏之间，非有故身不傍乎城市。丙午年（1726），因其祖父

齐老太公身后拖累事下狱，经审查幸免于死，以缧绁拘禁，时年二十有余。后释放出狱，年已三十余，且

生性好静，寡交避名，所以世人目为疏寒怪隘。在家赋闲养性，读书课子，问水寻山，遨游于春夏，或臂

鹰牵犬，田猎于秋冬。其自乐行藏，世俗罕有知者。嵩山高寿，八十五岁时还有诗。有《余廉堂诗》六卷，

本有三千首，经过自删，尚存一千余首。

兰轩主人，生卒年不详，觉罗氏，慎贝勒图公女孙，嵩山室，能泰之母，以子贵，封一品夫人。“夫

人性闲雅，好读诗书。夫有事下狱，举斋惊恐，夫人从容作《烈妇诗》，寄狱中见志，且许以死。越日，

夫免死遣戍，夫人事姑，孝闻于族党。夫遇赦归，欢聚如初。雅乐琴书，教导子女。诗本性真，落落有丈

夫气，不可以巾帼目之。”[1]259 有《兰轩主人诗》一卷，共 46 首。

峒山，生卒年不详，字仲仁，嵩山弟。一生无官衔，以平民终老，不得志，长期居住京外，其诗歌抒

发其闲适之意，多山野林趣之作，《病中戏成示内》云：“中岁辞荣入僻乡，辛勤廿载效蜂忙。于今除却添

霜发，仍是初来学稼郎。”有《柏翠山房诗》一卷。

这是一个笃于亲情爱情、以孝亲仁厚传家的文学家庭，除两位女性外，四位男性文人都淡泊名利、安

贫乐道，虽享有爵位，但无官职。与其他大多数满族文学家族以科举起家、以仕宦为职守相比，该家族在

当时并不显赫。上述五位家族成员之诗集，李灵年《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清

代诗文集汇编》中均无收录。

二、东鄂氏嵩山家族文学传承的内在肌理
尽管现存资料很少，我们仍可以透过时人的交代和他们诗歌中所传达的信息来窥探其家族文学传承的

奥秘。

问鼎中原后，随着战事的渐趋平静，海内稳定，满族宗室贵族兴起了教育热潮，各类八旗公立学校纷

纷兴办，私立教育也随之涌现。到康雍时期，各种教育机构已经非常完备。不仅如此，在家庭内部，满族

家庭也十分注重家庭教育，有自觉的传承家风家训意识，以期广大家族精神，使家庭绵延流长。嵩山《见

诸孙读书喜示之》其一：“公侯奕业承恩厚，八世安荣享百春。克志勤劳远游逸，好为酬国报亲人。”其二：

“清文骑射先身艺，圣传诗书入道方。屏却贪淫务忠恕，祖功宗德自绵长。”从中可以看出，嵩山不仅对其

八世公侯之祖业颇为自豪，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子孙戒除游闲与淫奢等恶习，恪守勤俭，诗书传家，使祖

风家世绵远长久。

首先是注重对儿孙的人格教育和塑造，教导他们以传统人伦道德为准则，为人敦厚，弘毅坚韧。珠亮

其人，天性善良，德行醇厚，表现在其诗中，“以竹风蕉雨、绮石纹琴，题咏汇集约百余篇，大抵以性天为良，

道德为荣，与邵子《击壤》、周子《爱莲》，古今一致”[2]1，于此可窥见一二。但由于其去世早，现存诗中

鲜有对子女教育之类的诗作。我们不妨以《养易斋诗》作为重点观照对象。满族人并没有浓厚的男尊女

卑的观念，女人也可以当家，特别是中老年女人当家成为惯例。《养易斋诗》中有多首有关教育之类的诗。

首先看养易斋主人的志趣诗，《适怀》云：“乾坤忠义士，致身诚报天。古今婱烈妇，其道固亦然。性理自

不徙，生死重机权。敢辞存者苦，但图亡者全。择邻断杼行，上世称哲贤。”她认为世间最应看重的是忠

义与诚信，这是人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就连寡妇烈妇也不应例外。人生固然痛苦，但竭尽孝道和职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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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死后名誉才是最重要的，不见孟母为子三迁，竟成为后世哲贤。《偶占》云：“松持劲节贞同柏，竹抱虚

心靖异麻。堪叹满园桃李盛，三春荣落一时花。”赞赏松、柏、竹的高节和品格的持久，而鄙视桃李的繁

盛一时。此诗可见她的操守和人格追求。这是她的为人哲学，也是她的教育思想。《感示子嵩山峒山》表

达了她的志向：“溟水之澄兮光接碧苍，岳石之安兮幽而清凉。阴为至德兮坤合敦藏，抱志以终兮茕独何伤，

以苦易甘兮味谙荼霜，勉继断杼之徽兮唯逝者之莫能忘。”而《和元人节烈辞五首》更表达了其贞节观念，

如其五云：“愤怀断臂完乃烈，知机嚼舌保其洁。性体原因天赋成，重生方视死为轻。崖险楼高各一坠，

荣名丧器同无愧，千古珍怜珠玉碎。”满人入关前实行“妻母报嫂”习俗，皇太极继位后，禁止同族嫁娶，

取消了这一风俗。入关后，学习汉族文化，开始表彰寡妇守节，不再鼓励寡妇再婚。由于自幼深受《性理》

等影响，养易斋主人秉持节烈观念，为保持清白身世，不惜牺牲自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因而，她教

导儿媳兰轩夫人：“尽性以厚人伦兮，依道而何咎。守洁白若珠玉兮，坚志唯不苟。茹蓼薏之苦辣兮，知

人生之固有。轻寄影于风烛兮，重贻德之悠久。”（《闲语示媳兰轩夫人》）要敦厚人伦，守节如玉。对于诸子，

她重点教育他们莫染不良社会习气，追求勤俭的生活方式，以善良清廉为做人准绳。如《示子侄》云：“莫

使六尘伤五蕴，常忧十恶落三途。能脱四生逃七难，修成两足八功余。”“六尘”“五蕴”“十恶”“三途”、“四

生”“七难”“两足”“八功”皆佛教教义，意皆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不可贪恋不良嗜好，以求得福禄长寿、

功德圆满。养易斋主人好禅宗，精通佛典，乃有如此精湛娴熟的释教之语。

嵩山诗中也有诸多这样的教导诗语。诸如《偶成短乐府四章示子能泰孙德成》《示子能泰》《闲语示子

能泰》《闲语示孙德成》《与孙德成夜坐闲语》等，都是对子孙忠贞报国、勤俭持家、洁身自好、务为良善

之类的谆谆教诲。又如《偶成短乐府四章示子能泰孙德成》其一云：“是奇男，守真廉。真英杰，摒饕餮。”

其三云：“保家园，事勤俭。绵荣贵，务良善。”《示子能泰》云：“忠孝本于一，古来多尔师……幸承公伯业，

好报圣明时。”教导儿孙上以报国，下以侍亲，以礼仪廉耻、勤俭廉正等为人持家之道。兰轩也有教导子

孙诸诗语。嵩山家境贫寒，因而侧重阐述吃的苦中苦，方能成大器的道理。

其次，嵩山家族有浓厚的夫妻、兄弟人伦之情。夫妻关系密切，既是满族家庭人伦关系的一大特点，

也是夯实美好家庭教育的必有之义。在满人家庭内部关系中，夫妻关系居于首要地位，夫妻关系的好坏，

对儿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嵩山家族一向重视孝悌之义，彼此间情谊笃厚。珠亮夫妇由于现存资料有限，

且珠亮去世较早，彼此间感情如何尚难以界定，但从养易斋主人受到珠亮影响从事诗歌创作这一点来看，

其夫妻感情应当非常融洽。嵩山夫妻感情深厚、情投意合，由于两人有共同的爱好，因而日常生活和谐完美。

《余廉堂诗》中有诸多记录夫妻感情生活的诗作，如《与兰轩夜坐》《与兰轩雅赏》《与兰轩对月作》《与兰

轩赏春》等，用《诗经·关雎》中“琴瑟友之”来形容两人的爱情毫不为过。在春朝秋月之时，两人总是

携手促膝，共赏人生之美好。《与兰轩赏春》写两人共赏春天大好韶光，《与兰轩对月作》写两人促膝赏月，

感叹人生之仓促。而《与兰轩夜坐》一诗写两人在一个天净雨晴、云淡风清的夜晚，“酒几依花稳，琴床

就月移。老妻乘雅兴，求和露兰诗。”《与兰轩雅赏》写“小屋隔尘嚣，赓吟对一瓢”的诗酒酬唱的情景，

共叙人生情谊的无限美好。只是这样的日子并不永久，兰轩在其四十八岁时撒手人寰，给嵩山留下了无限

的悲伤和对往昔甜蜜生活的永久追忆。嵩山《庚午哭兰轩》云：“患难相同三十年，从今恩义两抛捐。看

儿号恸肠经剑，慰女ç惺泪竭泉。生在有谁扶痼疾，死前无伴度迍邅。贤魂好觅先茔去，待我归期续宿缘。”《忆

亡内兰轩》云：“半世恩缘成喑叹，十年悲感落吟呻……大抵多情难泯灭，痴魂常作梦中身。”嵩山《兰轩诗》

序云：“亡内子兰轩主人与余结发为偶，同患难，颠沛三十余年，未尝安逸，遂志其事亲、教子之道兼能克尽。

奈何人生修短不一，于中岁病卒。”[2]4 为兰轩的仙逝悲伤不已。而兰轩诗中记载同丈夫嵩山一起登高游览

的诗很多。《兰轩诗》共有诗题 29 首，其中以“静夫子”为题的诗作多达 18 首，于此可见兰轩多丈夫的深情。

“公才落落我铮铮，五载游鱼乐水清。”（《与静夫子闲语》）“敢言才貌两相优，志合情同乐好逑。”（《与静

夫子闲语》其二）是其两人才貌相配、志同道合的真实诠释。《同静夫子闲吟》中云：“一灯同雅趣，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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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赓酬。”欢快时，“花逢诗句声容备，诗得花香意趣充。莫道催诗花放好，防花催老作诗翁。”（《同静夫

子赏花戏成》）当丈夫入狱时，她“两地愁思无梦寻，雄杯逢节对谁斟。侍亲敢不如常过，强把灵符带笑簪。”

（《午日寄上静夫子圄囹》）“空庭久立不思眠，万里无云雪霁天。此夜有人悲断梦，梅花香里月窗前。”（《雪

霁忆静夫子》）更感人的是，兰轩将逝所作《将终留别静夫子》一诗：“恩义三十年，赚化一丘土。遗公长

相思，夙夜悲踽踽。子女依贤父，妾心无咻噢。归茔事慈亲，公在情安抚。”诗语情感令人悲催，不忍卒读。 

嵩山、峒山兄弟之情也非常笃厚。峒山中年后长期漂泊在外，回京次数很少，我们在《余廉堂诗》中

发现数首与峒山有关的诗，如卷五有《得弟信》《雪夜忆弟》等，抒发兄弟深厚之情。又如《寄弟》云：“离

家自是客，况非当客时。分手倏如昨，草木几见衰。落魄居天涯，会面未可期。亲恩昊天高，教养百计孜。

心力两俱瘁，望继宗族基。勿为运不利，遂使气操毁。浮生寄一世，勉学贵青丝。慎独恒守分，磐石固莫

移。鬼梦不识路，叮咛托此诗。”既有思念之情，又有叮嘱之意，情感之拳拳跃然如在目前。峒山也有《赴

京省兄晓行偶成》《寓兄静夫子园雨后作》等诗作，其中后者流露了少有的来京兄弟相聚的幸福之情，“一

秋无乏笔，拟贮满诗囊”。

再次是诗歌方面的传承。在这种和睦的家庭里，夫子、夫妻、兄弟间亲密无隙，情感笃深，也为诗歌

的传承奠定了基础。事实也是如此。法式善《八旗诗话》云：“（珠亮）性喜作诗，家人妇子，经其熏染，

皆能作韵语。”[2]491 可谓举纲之言。养易斋主人本来不擅习诗，“先妣在日好览经书，尤喜参释典，不甚乐

为诗词，偶有所作，辄多焚毁。是以身后鲜存。今仅得昔日口读心印者敬录数十章，难以成集。”[2]21 可见

其作诗的动力还是与丈夫珠亮的陶染有关。“先妣在日，不存一言，自泯声色”，似有嫌弃作诗之意，毕竟

喜禅与“声色”格格不入，存在宵壤之别。不过，从其现存四十多首诗来看，多有可取之处，不得不说家

庭的影响力在其作用。

从上述人物介绍可知，嵩山少自幼喜爱读书，有大志，此恰是家庭环境影响的结果，这为今后的诗歌

创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加之经历不幸，性格孤僻，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重要缘由。《余廉堂诗》自序云：“平

生蠢愚寡学，且世为武夫，本亦无暇致力乎文字，惟五十余年身经残废，于闲佚之中，每逢烟水云山、花

朝月夕，则不无兴感，有所兴感，则不能无诗，实非有意为诗，亦不欲人知我之有诗也。”[2]11 他能创作出

六卷千余首诗，绝不是偶然的。在他的教导下，原本不曾作诗的兰轩夫人也能红袖添香，与他琴瑟唱和。

因而，何福跋《兰轩主人》云：“我公夫人性志闲雅，好读诗书，年十七归适我公，从公学诗习乐，不数

年皆得乎我公旨趣之精微。”[2]11 这是对家庭影响作用的真实诠释。至于峒山，也是如此。法式善《八旗诗话》

云：“（峒山）秉父兄家训，以诗书为事业，生平谦约，不敢以文章名。每于灯灺月上，吮墨敲韵，藏诸箧笥，

密不示人，亦苦心士也。”[1]498

除诗歌创作外，诗风也具有传承性。这又是家庭作用的一个显例。珠亮诗“风怀澄澹，得韦、柳之遗

音。故泰衢序称其‘心贯古今而发之于声，随所遇而寄其心。’钺序亦称其‘霏霏元解，无声色臭味之可寻’

云。”嵩山也具有同样的诗风，其卷五《自知吟》云：“所乐罕人愿，此生多自知。琴书怡意切，鸡黍养闲

宜。含哺歌丰稔，舒筇步坦夷。逍遥七十载，无人不游嬉。”在这样优游不迫的生活场景中和恬静的心境下，

所作之诗不可能不闲雅淡泊，境界清远。其诗题大率属喜春感秋、山居野趣、饮酒夜话、生活起居，难怪

法式善举其《宿山家》诗，认为他的诗也希风柳州 [1]157。觉罗成桂序《余廉堂诗》云：“有诗四集，俾余读之，

其以恬淡自处，知其格不卑也；忠孝率教，知其志不薄也；困于圄囹，知其无怨尤也；安于退废，知其无

旷放也；守道传家，知其阀阅而不骄也，抒兴适怀，知其田猎而不狂也。盖胸有经济，故冲和雅淡，多合

陶邵二公之意趣。”[1]7 正如五世仆何福跋所云：（嵩山）“家虽贫，并不介乎富贵名利，顺乎安闲，乐天知足，

衣食随缘。”[2]40 其好友巴肄农序《余廉堂诗》作诗评曰：“千中无一士，垂老独能闲。午夜云边月，高秋

雨后山。琴书娱白发，泉石惬朱颜。六十年今昔，何人最往还。”[2]4 峒山一生坎坷，其《感成》云：“我生

赋捐劣，三十称逸叟。无能就贾宦，偁偁（偁，将单人旁改为竖心旁）困诗酒。利莫易其初，势难撼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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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付空化，三生由是否。回惊过来春，虚荣寡恒有。”难得的是，面对困境，他没有消沉，更没有愤世嫉俗，

心志耿耿，而是坦然接受现实，像父兄一样，坚守内心的恬淡和纯真，“利莫易其初，势难撼所守”。因而

其诗歌多写山野林趣，抒发闲适之意，甘运源也认为峒山“诗品澹穆”[2]12，这恐怕与其家世有莫大关系。

罗时进云：“对于文学家而言，家族是其被直接孕育并与之血脉通连的母体。”[3] 而在清代家族文学传

承与家族女性有很大关系，即使不是直接影响，间接的教诲也是可能的。她们往往“在遇到丈夫长期游宦

在外抑或不幸早逝时，亦严亦慈，亦教育和培养子女”[3]46 母教除了道德方面的教育和示范外，也包括文

化知识方面的传授甚至文学方面的熏陶。在这个家庭中，女性看似没有太大的文学传承贡献，实则不然。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实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两位女性性皆不凡，意志坚强、忠贞不二，

以孝道闻于乡党，她们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支撑着家庭。养易斋主人在丈夫英年早逝之后，担负起教导

儿媳的责任，这其中也自然少不了诗歌方面的陶染。而兰轩夫人派出天潢，性慧学富，自六经以至于内典，

无不拆中一贯，婿多福序：“先伯岳母觉罗太君系我太祖高皇帝之胞弟庄亲王三世女孙也，天赋贞孝……

精六体而善鼓七弦，工女红而神谙骑射。”[2]3 仆何福跋：“我公夫人性志闲雅，好读诗书，年十七归适我公，

从公学诗习乐，不数年皆得乎我公旨趣之精微……其后十数余春，伴公雅乐琴书，善导子女，其精明用舍

之意非世俗所能知能及者也。”[2]11 尤其是在丈夫患难时，一人挑起教导子女的重任。这也是一门风雅与祖

亲父子单传不同之处。只可惜，到子能泰、孙德成二辈，风雅之习没能再流传下去，尽管嵩山、兰轩对他

们给予厚望。为此，兰轩也深感痛惜，其《病笃绝笔示子能泰》云：“一生苦遇琴三叠，千古奇怀诗百篇。

绝笔书成无限恨，可怜俗子莫能传。”流露出惋惜之情。

三、嵩山家族诗歌活动与创作概况
由于嵩山、峒山兄弟二人遭遇不幸，家境贫寒，嵩山生性好静，寡交避名，所以世人目为疏寒怪隘。

自言“余自弱冠时，孱羸疾废，性赋拙愚，虽至戚良友，概乏往还。”而且往往隐瞒诗作。峒山也如其兄，

他尝作《自笑》云：“孤介寡知音，蠢然缺见闻。”话虽谦逊，亦略可知其为人。他俩很少有诗歌活动，唱

和之作很少，翻检《余廉堂诗》六卷，仅有《赠用拙先生》《再和用拙赠鸣皋居士》《诸友集分韵作》《闻

雨村遨游结诗酒社咏雁二首奉寄》《和咏灯》等寥寥几首，峒山集中更是基本阙如。这与清季满族诗人彼

此诗酒结社、酬唱赠答形成鲜明对比。家庭中的两位女性也是如此，与清代汉族女诗人和旗籍女诗人多因

父兄与外界交往而结识社会文人不同，囿于醇厚谦和的家风，养易斋主人和兰轩夫人极少与外界交往，他

们的诗歌活动主要局限于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唱和，相互激发兴味。

首先是养易斋主人与儿子之间的诗歌唱和。主要有《游翠微山和子嵩山韵》《龙泉庵清夜听泉与诸子

分韵以志雅赏》等。她与儿媳兰轩关系也很和睦，经常以诗教导之，她有《与媳兰轩春园闲坐感成》，中云：

“空霭幻云嗟聚散，条风化日懒追陪。性天珠玉偕谁赏，心地梅兰约尔培。”诗里行间透露出一般婆媳之间

少有的相伴相赏之谐音。惜乎她们的诗作有所散佚，不然相互唱和之作可能会被发现。

嵩山与兰轩夫妻是才貌相配、两情依依的好伴侣。兰轩《与静夫子闲语》云：“公才落落我铮铮，五

载游鱼乐水清。”“敢言才貌两相优，志合情同乐好逑。”兰轩诗中有《同静夫子闲吟》云：“一灯同雅趣，

闲笔笑赓酬。”可见两人琴瑟赓和的时光和诗作定为不少，兰轩外甥叶河灶序《兰轩诗》中也说：“（她）

与静夫子为内助鸡鸣之咏，相警相规，亦美矣哉！”[2]2 但现存诗中所见不多，仅有《和静夫子咏古》八首

等。嵩山也仅有《和兰轩四咏》等。

由于他们的诗作有相当部分散佚，因而遗留诗作中彼此唱和酬答诗并不多，但也能窥见到彼此以诗为

工具交流思想，加强感情，间有激发兴味、切磋诗艺的作用，并且能够体现出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和谐

雅致的家庭关系。

他们的诗歌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受到当时诗界关注，屡屡被诗学家收入作品中，如清代满人铁保编

辑《熙朝雅颂集》，收入珠亮诗十五首，嵩山诗二十八首，峒山诗十二首，养易斋主人诗十三首，兰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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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诗十首，均数量不菲。法式善著《梧门诗话》，对嵩山诗有所评定，另在《八旗诗话》中，对珠亮、嵩

山、峒山、养易斋主人、兰轩夫人均有诗评。就诗歌创作而言，他们并不盲目追随当时诗坛之风，更不行

拟议之迹，一如大多数满族诗人，将诗歌作为抒发性情的工具。嵩山尝论诗云：“诗之道，不可拘泥一规，

当熔化古今，自立一家，方免于画虎刻鹄，不宜争奇尚巧，须自平淡中发其性灵，庶可大哉。”[2]40 在诗风

上则反对轻佻尖巧，讲求新奇警异。其《与肄农谈诗》云：“与君谈诗君心欢，樽酒不空兴不阑。既云作

者之不易，当思知者尤为难。乾坤忧乐共此意，古今景事同此地。谁能情外咏新奇，谁能理外赏警异。莫

随爱恶定龙蛇，惟凭理气分驽骥。呜呼，后人追慕先人名，所遗章句皆老成。慧性常明水渊洌，高怀无坠

山峥嵘。巨笔纵横少尖巧，雅翰出没咸坦平。君不见浮浅书生务轻窕，动成蝇集迷本要。雕虫剪绮逞优才，

凤彩麟音妄讥诮。已经见意谓庸熟，未曾闻语称新妙。确确乎小雀低飞疑大鹏，鹏怜雀不知高。”因而，

尽管由于经历活动之限，他们的诗歌内容和题材比较狭窄，大凡烟水云山、花朝月夕，但诗作颇工，山水

景物诗大都清新俊逸，生活感悟诗充满理气。如养易斋主人《山亭野眺》云：“危亭闲眺坐，野旷寂微风。

千木瘦寒宇，一鸿悲远空。霜澄滩水白，日晡岭云红。秋景既无乏，泬寥谁与同。”嵩山《春日闲吟》云：“林

泉雅胜慰孱慵，梨雪桃霞晒日浓。隐树一莺歌蕴藉，入帘双燕语从容。吟髭未许搜诗白，笑颊须堪借酒红。

百岁浮云流水事，亡羊失马任遭逢。”峒山《新秋园中作》云：“幽园扶杖兴悠哉，极目云天暮景开。月白

绿波抛暑上，雁从紫塞别秋来。霜粘菊蕊皆成粉，雨积松身半是苔。自合人间兼境雅，管城松使费吟裁。”

《闲兴》云：“溪行无伴侣，藜杖日扶余。一二里芳径，两三湾碧渠。拈花招舞蝶，投叶赚游鱼。醉向峰峦坐，

闲云对卷舒。”皆逸兴俊发，清新爽朗，意新语工。至于生活感悟诗，如养易斋主人《感怀》：“从死诚无

就义难，受恩容易答恩艰。松梅久厌三冬苦，那是东风料峭寒。”兰轩《示子》云：“水蒸粮作饭，火煆石

为灰。物受无穷苦，方成有用材。”充满人生哲理和教育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家庭中的两位女性诗人由于其倔强的性格，她们的诗歌也具有强烈的个性，迥乎一般

女性诗。养易斋主人诗多言志之作，较少风花秋月、吟风弄月之习，诗风劲炼，充满见识，是其坚毅性情

的表达。如其《适怀》云：“乾坤忠义士，致身诚报天。古今婱烈妇，其道固亦然。性理自不徙，生死重机权。

敢辞存者苦，但图亡者全。择邻断杼行，上世称哲贤。”《杂诗》云：“莲实能自苦，松根信结深。故生芳洁性，

得有岁寒心。泥垢莫可污，霜雪不妨侵。是以群夭乔，清真难效寻。”皆铿锵顿挫、性情不凡。兰轩诗虽

诗风有所不同，但品格相类。当丈夫入狱时，她作《午日寄上静夫子圄囹》云：“两地愁思无梦寻，雄杯

逢节对谁斟。侍亲敢不如常过，强把灵符带笑簪。”《雪霁忆静夫子》云：“空庭久立不思眠，万里无云雪

霁天。此夜有人悲断梦，梅花香里月窗前。”因而，安肄农序《兰轩诗》云：“沉郁委婉，犹孤臣孽子之操心，

敢毅雄超，自义士勇夫之用意，闺壶气概、脂粉习俗，涣然瀚尽千古。”[2]1 洵为知己之言。

结语
东鄂氏嵩山文学家庭由武力强宗到文学世家，其转变过程虽然只经历了短暂的三世，但由于家庭内部

保持了良好的教育和文学创作风气，不仅人格得以重塑、家风得以赓续，也使得父子、夫妻、兄弟间相因

相携，文脉传承，出现了家庭成员俱能风雅吟咏的可喜面貌。尽管其家庭成员的创作成就拆分开来看也许

并不显著，但它透露出清代初中叶满族在汉族文化影响下开始注重家族文化的建设，文学风尚也呈现出由

个人创作到一门风雅的时代变迁。

参考文献:

[1] 法式善著.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 能泰.东鄂氏一家诗稿[G].清刻本. 

[3] 罗时进. 地域 家族 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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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Songshan Literary Family of the Dong’e Clan

GUO Qian-k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22,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ry family of Songshan of the Dong’e clan, whose ancestors were military nobles, raised up for their battle achievements 

and were favored by Qing Emperors. Starting from grandfather Qi Shi, the family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from military service to literary 

creation. In three generations, six literati emerged in the family, five of whom have poetry collections, and there were even two female poets, 

which is not rare among Manchu literary famili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is fami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inheritance of family spirit 

and personality building, which not only made the a strong concept of human decency, but also enabled the promotion of literary traditions. 

Members of the family are devoted to the creation of poetry, forming a family of elegance, which is quite remarkable in the Manchu literary 

circle at that time. The story of Songshan family of Dong’e clan reveals that the early and mid-Qing Manchu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an culture 

began to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culture, literary style also shows the change of times from individual creation to a family style and 

elegance. Songshan literary family is also the production of Manchu-Chinese cultural and literary exchanges.

Key words:  Dong’e clan; Songshan literary family; genealogy;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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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以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著称于世，而其旧体诗词创作则较少受到关注 [1]。与学界对其他现代作家

旧体诗词创作的研究情况相仿 [2]，茅盾旧体诗词的研究同样未能与现代文学研究本身的语境较好地融合。

而茅盾的一首旧体诗佚作与《子夜》解读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则显示了中国现代旧体诗词批评在艺术技巧

评判之外的另一种解读维度，即在民国和共和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以新旧文学间的互渗来探寻知识分子

精神历程。

一、旧体诗成为佚作的原因
1942 年茅盾在《新疆风土杂忆》一文中录写了他在新疆时期创作的五首旧体诗，该文收录在茅盾

1943 年于桂林出版的《见闻杂记》一书中。然而 1949 年之后，无论是《茅盾文集》《茅盾全集》中，还是《茅

盾诗词》《茅盾诗词集》当中，“新疆杂咏”诗都只收录后面四首，第一首却成为佚作，甚至刻意从文集和

全集所收录的《新疆风土杂忆》一文中删去该诗。这首诗原本“是一首即兴式的应酬诗，是茅盾赠与陪同

他的维族翻译的”[3]。

谁将旧谱缀新词，北准南回亿万斯。

细崽杨姑齐解唱，六星高耀太平时。

若仅从诗作技巧层面来品评该诗，似乎并无特别突出之处，亦无重大不足。而诗的内容则是说南疆北

疆各少数民族群众在昔日情歌的旧谱中填入新词，无论是当地维族少女还是外来粤籍童子，都懂得高唱“六

星高耀太平时”。茅盾文中称：“‘六星’者，新省行六大政策，公共机关多以六角星作为旗帜。”[4] 当时新

疆军阀盛世才的六星旗，黄底左上角有一颗红色的六角星，象征盛世才“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

建设”的六大政策。简言之，全诗描绘了新疆各族群众“歌颂”盛世才统治的热烈场景。而茅盾“新疆杂咏”

诗的其他四首日后得以保留，唯独这首诗被刻意删去，原因也正在于此。

盛世才于 1933 年获取新疆省政府的实际控制权，随后投向苏联，在苏联红军的出兵帮助下平定其他

武装力量，巩固其统治。遂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不仅依靠苏联力

从茅盾佚作看旧体诗词与现代小说创作精神历程的互渗关系

妥佳宁  赵埼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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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茅盾的“新疆杂咏”诗原有五首，而各种诗文集仅收录四首。其中一首之所以成为佚作，与盛世才在新疆的特务统治历

史相关，而这同时也构成了对茅盾小说《子夜》主题误读的原因之一。以往研究未能发现此问题，既源于对具体史实了解不足，更显

示了中国现代旧体诗词批评缺乏一种与新文学创作互渗的关联视野，不足以解读二者在作家精神历程层面的复杂关系。这种视野缺失

导致现代旧体诗词研究难以有效融入现代文学研究的具体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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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建设新疆，更使苏联红军入境。此外还接受中共方面的西路军余部，以及中共中央派遣的干部到新疆工作。

抗战期间杜重远首次入疆归来即撰写《盛世才与新新疆》以歌颂六大政策和新疆的建设 [5]，后又多次入疆，

带动大批文艺界名人前来支援新疆的文化建设。然而盛世才在革命伪装下实行特务统治，制造大量冤案残

杀无辜。后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于国民党和苏联之间反复投机，1944 年终于下台。

1938 年 9 月，萨空了和茅盾在香港难以维持《立报》的正常运转之时，受到杜重远的援疆邀请。1939

年 1 月杜重远担任了新疆学院院长，3月茅盾抵达新疆，到这年 10 月，杜重远已被盛世才软禁，茅盾随后

辞去了在新疆学院的职务，专职于新疆文化协会的工作。11 月新疆文化协会下属的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促进

会会长被捕，盛世才的恐怖统治暴露无遗。萨空了离开新疆后，茅盾随即以母丧为由，于 1940 年 5 月借

机离开新疆。此后杜重远入狱，被诬陷为“汉奸”、“托派”、“阴谋暴动”，终被盛世才残杀 [6]。在茅盾写作《新

疆风土杂忆》一文的 1942 年 8 月，和收录此文的《见闻杂记》全书出版的 1943 年 4 月，尽管茅盾已识破

盛世才假意“亲苏”的真面目并离开新疆，但彼时盛世才尚未完全投向国民党，亦未与苏联决裂，故文中

仍保留了这首“新疆杂咏”旧体诗。而 1949 年之后，这首高唱新疆军阀统治“六星高耀太平时”的旧作，

自然不便继续出现在茅盾的文集、全集和各种诗文集甚至补遗当中，终成为佚作。

因此对茅盾的这首“新疆杂咏”旧体诗佚作的解读，也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诗作技巧层面，而应看到这

首诗背后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更应注意到其日后被刻意删去的原因。由此还可进一步思考中国现代旧体

诗词批评的另一种维度。

二、文本背后的社会历史情境
茅盾从满怀希望入疆到谨言慎行离疆，可谓死里逃生，其间的精神变化历程，亦颇耐人寻味。那么茅

盾上述诗作对新疆“歌舞升平”场景的“写实主义”描绘，究竟是真心赞许，还是以“活现法”来反讽？

仅从文本内部解读，是永远无法找到答案的。只有超越于“新批评”式的封闭阅读，而将诗歌语言文本之

外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本纳入“细读”的视野，才有可能在民国历史情境当中，对其做出更为准确的理解。

而在研究茅盾新疆创作与盛世才恐怖统治的关系时，往往未被充分注意到的是，茅盾所供职的新疆学

院，在杜重远接任院长前，还曾有另一位与茅盾关系密切的院长更早时候已被盛世才的特务统治迫害并最

终身亡——正是中共建党元老俞秀松。

在盛世才“亲苏”伪装的蒙蔽下，1935 年大批共产党员从苏联境内直接被派往新疆工作，其中就包括

化名为王寿成的俞秀松。而茅盾与俞秀松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最初筹建时期。1919 年尚未使用笔名

“茅盾”从事创作的沈雁冰，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逐步革新《小说月报》。“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因散

发传单被捕关押三个月，保释后仍被监视，遂辞去北大职务，于 1920 年潜装赴沪，约见陈望道、李汉俊、

李达和茅盾，商谈沪版《新青年》事宜。这年 5月陈独秀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商讨建党事宜。7月，

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正式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后来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7]。

1920 年 8 月，俞秀松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0 月，由李达、李汉俊介绍，茅盾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 [8]。尽管后来俞秀松赴苏联学习并留在苏联，而茅盾于 1927年南昌起义之际在庐山“脱

党”，两人仍可谓故旧 [9]。最终两人在新疆学院“擦肩”而过，未能再见。

“就在茅盾抵达迪化前，盛世才在 1937 年 12 月途径新疆回国的康生等人授意下，以‘托派’罪名逮

捕了之前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俞秀松，蓄意制造了‘大阴谋案’。后俞秀松被押往苏联，1939

年被判处死刑。”[10] 俞秀松的被害，固然与盛世才的残暴统治有关，同时也是由于苏联肃反期间制造了大

量“托派”冤案。

所谓“托派”，原是指苏共内部与斯大林派对立的托洛斯基派。托洛斯基为苏共领袖，对中国大革命

有不同看法，反对国共合作。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托洛斯基与斯大林的争端白热化，终被苏共十五

妥佳宁   赵埼燚：从茅盾佚作看旧体诗词与现代小说创作精神历程的互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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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除党籍。此后在三十年代苏联的肃反运动中，许多无辜者都被冠以“托派”罪名而遭残杀。对“托派”

的“清洗”也波及到中国。故当时国内左翼知识分子大多极力撇清与“托派”观点的关系，在新疆尤为突出。

面对这样的形势，茅盾 1939 年 5 月下旬在《新疆日报》社演讲《子夜》的写作过程时，有许多新疆

学院的学生来听①，于是刻意强调“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

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11]

显然是在新疆学院前任院长俞秀松被盛世才以“托派”罪名陷害的背景下，强调自己反对“托派”的立场 [12]。

那么茅盾在“六星高耀”的恐怖统治下，要表明自己反对“托派”，为何需要把《子夜》阐释成一部

论证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小说呢？原因在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而陈独秀失去中共的领导地位后，

托洛斯基对中国革命的部分看法辗转影响到了中共内部的陈独秀等人 [13]，尤其是在 1930 年中国社会性质

的大讨论中，被视为中国“托派”的观点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 [14]，应

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当时中共中央认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主张继续“反帝”“反封

建”的革命。如果《子夜》未能以吴荪甫等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失败来证明中国革命仍需“反

帝”“反封建”，那就很有可能和所谓“托派”观点相一致。这对身处“六星高耀太平时”的茅盾而言，无

疑是极其危险的。

这样看来，那首“新疆杂咏”旧体诗佚作的意义，绝不在于诗本身的成就高低，而更在于这首旧体诗

背后特定的民国社会历史情境，为探寻旧体诗词与现代小说创作精神历程的互渗关系，提供了一个奇特的

视角。

三、现代小说创作与阐释的精神历程
既然茅盾自己首次阐明《子夜》的主题为“回答”托派，是在盛世才以“托派”罪名陷害新疆学院院

长俞秀松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子夜》的主题未必如此，仅是因特定情境茅盾才如此解释？

其实不然，在《子夜》的写作过程中，瞿秋白建议茅盾“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

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

有出路的”[15]。尽管茅盾原来设计的结局未能很好地“回答托派”，但经过瞿秋白的指导，《子夜》结局的

改写已经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中共领袖反对“托派”观点的意识。

那么茅盾本人又是否反对“托派”观点呢？这仍要从茅盾那首旧体诗佚作背后新疆学院两任院长被害

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寻找答案。需要留意的是，当时被诬陷为“托派”者往往同时被指为“汉奸”，譬如杜

重远的惨死，就背负着这两项罪名。实际上“当年被点名为‘托派汉奸’的人，没有人充当过汉奸，有些

人也不是托派”[16]，只是因为其批评抗战时期国共的再度合作是“放弃阶级斗争”，才被指责为汉奸言论。

其实按照这些“托派”自己的说法，他们是“拥护抗战，批评其领导”[17]。甚至陈独秀本人抗战期间早已

声明脱离“托派”。然而陈独秀还是被视为“托派”领袖，尤其被康生等人诬为“托派汉奸”[18]。在抗战

压到一切的形势下，1938 年仍身处香港的茅盾读到陈独秀在《星岛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批评中共抗战政策

的文章《论游击战》，就自然而然地写文章为中共游击战策略辩护而批判了陈独秀的相关言论。当时萨空

了将上海的《立报》迁至香港，请茅盾为其编辑副刊《言林》， 8 月 6 日茅盾便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报纸副刊

上以“迂士”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论〈论游击队〉》[19]。陈独秀的文章和茅盾等人的反驳文章随后都被上海“孤

岛”由巴人编辑的左派刊物《华美》周刊一同转载，既是讨论抗战问题，也显示了当时“托派”问题的敏

感性。陈独秀文中认为“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异于“无意识的帮助日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

① 笔者此前在《作为〈子夜〉“左翼”创作视野的黄色工会》和《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等学

术论文中误将此次演讲的地点写为新疆学院，实应为《新疆日报》社，特此更正，并为该错误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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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ç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20]，显然是针对

当时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论持久战》等抗战指导思想而言的，被当时的人认为是“典型”的“托派”言论。

茅盾不仅逐条反驳陈独秀的论点，更讽刺说：“可是另外也有材料，证明尚有某种汉奸组织的游击队，他

们亦游亦击，但很少在前方”[21]。茅盾没有明说这样的汉奸组织是什么，也没有指明那些材料是否就是康

生等人的文章，但显然是针对“托派”问题而言。而有意思的是，就在此前的 1938 年 5 月，茅盾还写过

一篇短篇小说《铁怎样炼成钢》，7 月发表在香港《东方画刊》上，“这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以王金魁为首的

一支游击队与日军‘扫荡队’和汉奸组织‘别动队’顽强战斗的过程。”其中一段写到“村子里没有东洋兵，

可是有汉奸的走狗，也叫做别动队，自称是帮忙老百姓的，可是专门给敌人做探子，报告我们游击队的行

动。”[22] 这篇小说对汉奸组织的批判锋芒毕露，足见茅盾这一时期对“游击队”问题的认识，早已与“托派”

有所不同。

由此可见，茅盾对“托派”问题的敏锐由来已久，时刻注意与“托派”观点保持距离。而日后到了“细

崽杨姑齐解唱”盛世才政策的新疆，自然更要趁解读《子夜》主题之机突出自己反对“托派”的立场，以

免落下莫须有的罪名。

余论
如此反观那首“新疆杂咏”佚作，恐怕未必是真心称赞六大政策。正如“细崽杨姑”对盛世才“旧谱

缀新词”的伪装，虽“齐解”其恐怖统治的真实面目，却也不得不歌“唱”“六星高耀太平时”。茅盾自己

何尝不是另一个操着南音的外来“细崽”？而那些无法逃出盛世才恐怖统治的各族无辜被害者，谁又不与

诗中那维族少女“杨姑”命运相同？

当作家复杂的精神历程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被揭示出来，这些旧体诗词创作就不再是孤立于新文学的

简单应酬文字了，而与《子夜》主题的解读史以及“托派”问题给左翼知识分子留下的创伤记忆一同，构

成了彼此互渗的文本。以往研究未能发现此问题，既源于对具体史实了解不足，更显示了中国现代旧体诗

词批评缺乏一种与新文学创作互渗的关联视野，不足以解读二者在作家精神历程层面的复杂关系。这种视

野缺失导致现代旧体诗词研究难以有效融入现代文学研究的具体语境。只有超越于封闭的新文学或旧体诗

词文本，在一种“大文学”的视野之下，将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本纳入视野，才能更好地揭示知识分子

的精神世界，从“文学之外”真正返回“文学之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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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o Dun’s “Xingjiang Poems” originally consisted of five poems, but only four were included in various poetry collections. One 

of the original five poems is lost because of the history of Sheng Shicai’s reign of terror in Xinjiang, from which the cause of the misreading of 

Mao Dun’ novel Midnight  could be seen. The failure of previous studies to identify this problem stems from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specific 

historical facts, but also shows that modern Chinese classical style poetry criticism lacks a vision of interpenetration with new literary creation, 

and is insufficient to decipher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t the level of the writer’s spiritual journey. This lack of vision makes it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study of modern classical style poetry into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modern literar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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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字元章，元末明初人，号煮石山农、食中翁、梅花屋主等。性孤傲，书画治印兼擅，创用花乳

石刻印章，篆法绝妙，以画梅著称，尤工墨梅 , 人称“画梅圣手”。王冕一生爱好梅花，种梅、咏梅，又

攻画梅，其画作后世历来评价颇高。明陈链跋《墨梅》云：“元章不写他物，而独寄兴于梅，其趣远矣。

元章之于梅，所谓超神入圣者。”[1]66 清朱方霭《画梅题记》云：“宋人画梅，大都疏枝浅蕊，至元煮石山

农始易以繁花。千丝万簇，倍觉风神绰约，珠胎隐现，为此花别开生面。” [1]59 范成大《范村梅菊谱》载：

“近世始画墨梅。江西有扬补之者尤有名。其徒仿之者实繁。盖吴仲圭、王元章皆用其法。”[2] 清赵兰舟《竹

波轩梅册》道 ：“扬补之、王元章为癯仙，尽洗铅华，别开生面，华光老人又为写影传神，画梅之能事毕

矣。”[1]58-59 其声名之盛如此。

然而或因王冕作画治印之声名太过耀眼，以致往往掩盖了其文学上之丹采。实则在丹青之外，王冕亦

颇具文采，而其中尤以诗闻名，今有《竹斋集》传世。明刘基《竹斋集原序》评：“予在杭时，闻会稽王

元章善为诗，士大夫之工诗者多称道之，恨不能识也。至正甲午，盗起瓯括间，予避地之会稽，始得尽观

元章所为诗。盖直而不绞，质而不俚，豪而不诞，奇而不怪，博而不滥，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

恳恳悃悃，见于词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3]290 郭毓《竹斋集序一》云：“吾乡杨铁崖、王山农二公，

诗文甲于元代。”[3]297《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言：“冕天才纵逸，其体多排ç遒劲之气，不可拘以常格。” [3]289

其文采诗才之厚，由之可见一斑。而在王冕诗作之中，咏梅诗占比极高，通过对王冕咏梅诗的研究，对王

冕其人其诗之认识当有所增益。

一、王冕诗中的咏梅情结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喜梅爱梅之传统，常以“四君子”谓梅兰竹菊，梅又与松、竹得“岁寒三友”之美誉。

出于这样的文化传承，在诗歌创作中亦一贯有以梅入诗之传统，就咏梅诗的创作而言，王冕无疑是一个典型。

王冕今存诗七百余首，其中咏梅诗作尤多，达百余数，咏梅诗为王冕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钟情于咏

梅诗创作的独特现象不是凭空出现于王冕身上的，回顾王冕之生平经历，可以看到王冕与“梅”之间有着

王冕咏梅诗研究

陈必应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摘  要：作为元末明初之际的一代大家，王冕因画、印之名过盛，至于掩盖其文学上之成就。咏梅诗在王冕诗歌创作中占据重要

地位，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本文所论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探讨以梅入诗之传统及王冕与梅之情结；二是剖析其咏梅诗中“梅”的多

元内涵，即作为文人、隐士、狂士，在咏梅诗的创作中以梅言诗者之情、以梅状隐逸之趣、以梅表孤傲之志；三是讨论王冕咏梅诗之

价值及成就，明确其诗歌创作中“咏梅诗”这一题材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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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情结，是以王冕对于咏梅诗的创作有着特别的热爱，使其咏梅诗创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中国，以梅入诗的传统自古有之，《诗》三百篇多见言梅之句，《召南·摽有梅》云：“摽有梅，其

实七兮。”[4]14《秦风·终南》曰：“终南何有，有条有梅。”[4]86《陈风·墓门》言：“墓门有梅，有鸮萃止。”[4]92

《小雅·四月》：“山有嘉卉，候栗候梅。”[4]160 自汉代起，种梅赏梅之风大盛，《西京杂记》载：“初修上林

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丽。”[5] 其中就列有梅七种。扬雄《蜀都赋》云：“被以樱梅，树以木兰。”[6]190 至

隋唐，以梅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愈多，唐宋璟《梅花赋》赞其：“相彼百花，孰敢争先！莺语方蛰，蜂

房未喧，独步早春，自全其天。”[6]1311 宋为古代艺梅的兴盛时期，除了出现了第一部艺梅专著范成大《梅谱》外，

周叙《洛阳花木记》、张磁《梅品》、宋伯仁《榜花喜神谱》与梅相关的专著大量面世，艺梅之风蔚为大观。

自先秦到宋，随着有关“梅”审美理论及赏咏风气的逐步形成，在诗歌创作中亦形成了喜以梅入诗的

传统。《乐府诗集·子午四时歌》曰：“梅花落已尽，柳花随风散。叹我当春年，无人相要唤。”[7] 晋陆凯《赠

范晔》诗：“折花奉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8]15 唐李世民《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句：

“送寒馀雪尽，迎岁早梅新。”[10] 更有宋末方回《瀛奎律髓》别出“梅花”一类。北宋林逋植梅放鹤，号称“梅

妻鹤子”，“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10] 为咏梅传神佳句。一众咏梅画梅名家的青睐，使咏梅诗

词在宋代蓬勃发展，据统计《全宋诗》中，梅花题材的文学作品有四千多首，《全宋词》中咏梅词一千多首，

文学创作中咏梅体裁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在宋代对于梅体裁的各类创作已成系统，又加之赏梅艺梅之风盛行，所以在蒙元宋之后，这种

风气继续酝酿发展，达到了较之前更盛的地步。王冕的一生与梅结缘极深，王冕为元末明初大画家，《雪

湖梅谱》称其：“王家元章传墨法，雪月风烟种种奇。”[1]64 其作画喜以梅为题材，得“画梅圣手”之誉，

其传世画作如《南枝春早图》《墨梅图》《三君子图》等，后世评价极高。或许正因其作为画家的敏感与独

特审美，潜移默化下使其诗文创作亦更加青睐于“梅”这一题材。据姜绍书《无声诗史》载：

君又善写梅花竹石，士大夫皆争走馆下，缣素山积 ,君援笔立挥，千花万蕊，成于俄倾，每画竟，

则自题其上，皆假图以见意，为歌诗雄浑跌宕，以古豪杰自居。久之复游金陵，诸新贵皆加敬待。[11]

可见王冕之诗、画当世并具声名，以至“诸御史虽新贵，皆加敬待”。明张岱《陶庵梦忆》云：“人无

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12] 古之士人往往爱某物成癖，是以右军爱鹅、

陶潜爱菊、浩然爱杨、茂叔爱莲，皆深情真率之人也。王冕爱梅较之亦有增无减，其《题月下梅花》诗云：

“平生爱梅颇成癖。”[3]275 又有宋濂《竹斋集传》云：

冕既归越，复大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冕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

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

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3]292-293

王冕隐居会稽九里山，种梅千枝，筑庐三间，题为“梅花屋”，自号梅花屋主。制小舟名曰“浮萍轩”，

又广栽梅竹，弹琴赋诗，饮酒长啸，以卖画维生，其爱梅之深如此。诚如其言，真可谓“平生爱梅颇成癖”，

王冕爱梅可比之后世唐寅爱桃，皆为深情士人之雅癖。正是这种与“梅”相伴一生的情结，使得咏梅诗在

王冕诗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为王冕对于梅的特殊情结，使得“梅”这一书写对象在王冕诗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形成了其别具特

色的咏梅诗创作。王冕今存诗七百余首，今粗略统计，其中以“梅”为题的咏梅诗就达 20 题 117 首，更

别提其余诗中涉“梅”之句，王冕自云“平生爱梅颇成癖”，其咏梅之癖由此可见。且王冕生前诗作多有

散佚，若非如此，恐其咏梅诗作占比更重。据魏骥《书竹斋先生诗集后》云：

知之者谓使天假之以年，其树功烈当不在元勲之下，是知其诗为先生余事耳。况其大篇短章，

豪雄俊伟，汪洋浩瀚，酷似其为人。故诚意伯刘公尝序其集曰：“其言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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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志，恳恳悃悃，见於词意之表。”诚得先生之心者也。其集甚富，惜厄兵燹不全，其今大年所集，

仅能收拾於煨烬残缺之余，盖千百而什一也。是则先生之手泽尚存，亦可谓之不死矣。[3]295-296

王冕之咏梅诗创作，不是仅以“梅”作为诗中意象之点缀，而是把“梅”作为专门歌咏之对象、诗歌

创作的主体。王冕咏梅诗创作有《寄题梅》《孤梅咏》《墨梅》这样的单篇诗作，亦有《梅花三首》《梅花四首》《墨

梅四首》这样的组诗，但其咏梅诗中最为酣畅淋漓、最能体现个性的是诸如《素梅五十八首》《红梅十九首》《梅

花十五首》这样磅礴大气的梅花系列组诗。以如此精力、才思、气魄专事咏梅诗之创作，王冕当为唯一之人。

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王冕钟爱咏梅诗之创作，但其创作大都出于自然，毫无匠气，不落俗套。宋濂《竹

斋集传》云：“当风日佳时，操觚赋诗，千百言不休，皆鹏骞海怒，读者毛发为耸。……善画梅，不减杨补之，

求者肩背相望，以僧幅短长为得米之差。人讥之，冕曰：‘吾藉是以养口体，岂好为人家作画师哉？’”[3]293

王冕画梅诗梅皆是出于性情及“藉是以养口体”，故而其诗其画亦非其余“诗家”“画师”所能比拟的。

二、“梅”意涵的多元性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云：“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 , 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故为情者要

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13]538 凡为文为诗，无不出于抒发情感的目的，王冕大量创作咏梅诗，亦

是因于“梅”在其诗中具有特殊的意涵。通观王冕咏梅诗之创作，其诗中之“梅”意涵深厚多样，而其中

又以三类意涵为主：一是作为文人，咏梅诗所能起到的言诗者之情的表达作用；二是作为隐士，“梅”所

能体现的隐逸趣味；三是作为“狂士”，“梅”能折射出其性格的孤傲与人格的高洁。

（一）以梅言诗者之情

《诗序》言：“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4] 诗人凡见景事物色，

每每心有所感，乃发而为诗，以言其至、抒其情、骋其怀。故刘勰《文心雕龙》云：“诗人禀七情，应物

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3]65“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

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13]693 唐白居易《与元九书》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

乎言，莫深乎意。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15] 清袁枚《答蕺园论诗书》说 :“诗者由情生者也。

有必不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16] 以上所论皆言“诗”“情”之关系，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故而作

诗首先所要表达的往往是所见所闻所感，是为诗者情怀。同样，在王冕咏梅诗的创作中，以诗言其“诗者

之情”亦是居于首要的，如其《寄题梅》诗：

山中昨夜雪三尺，窗前梅花参差开。卧看枝上月初满，梦到江南春已回。

可笑阿娇伫金屋，却怜姑射下瑶台。故人知我有清兴，携取双鱼斗酒来。[3]46

一夜雪落之后，梅花倚窗而开，月上枝头盈盈，梦到江南春回，更有故人携双鱼斗酒而来，两相对酌，

清兴所至，非咏歌无以骋其怀。诗中所流露的除了对于冬梅初绽的喜爱外，更有一种故人来约的喜出望外，

颇有一番唐白居易《问刘十九》中“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17]1358 的雅兴。王冕生性孤傲，非志同

道合之士不受其青睐，而对故人旧交却能以心相交，除本诗外，从《赠灵峰上人墨梅图》中亦可得见：“粲

粲疏花照水开，不知春意几时回。嫩云清绕孤山路，记得短筇寻句来。”[3]265 君子之交淡如水，身无贵物，

以墨梅图相送亦可表其心意了。再如其《竹梅幽禽》诗：

梅花出修竹，照影清溪深。微风散寒香，上有幽栖禽。扁舟载我来，春色不用寻。驱童贳村酒，

老瓦随意斟。兴酣岸乌巾，大啸唤老林。明月在青天，霜气袭衣襟。归来草堂静，独坐弹鸣琴。[3]146

此诗意境极其幽雅，梅花、修竹、清溪、扁舟、牧童、村酒、乌巾、霜气，营造出一种朴素而雅致、

随意而适然的氛围，而诗人“归来草堂静，独坐弹鸣琴”，使环境和人达到一种和谐。相对于王维“独坐

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描写，少了几许郁郁不平之气，而多了几分诗者闲逸之情，此种诗者情怀以梅抒发，

真是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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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梅状隐逸之趣

王冕自幼嗜学，少时窃听诸生读书而忘其牛，后又师从会稽学者韩性，终成一代通儒。《明史》云：“会

稽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为通儒。性卒，门人事先生如事性。”[3]301 王冕本有入仕济世之志，但屡次

应试不第，遂将举业文章付之一炬，再无致仕之心。宋濂《竹斋集传》有载：“冕屡应进士举，不中。叹曰：‘此

童子羞为者，吾可溺是哉？’竟弃去。”[3]292 自此，王冕一介布衣隐居山间，以隐士生活度其一生，据宋濂《竹

斋集传》及顾嗣立《元诗选》载：

冕既归越，复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乃

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

种鱼千余头。结草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3]292-293

隐会籍之九里山，自号“煮石山农”。命其居曰“竹斋”，题其舟曰“浮萍轩”，自放鉴湖之曲。

赋诗辄千百首，鹏鶱海怒，读者毛发为耸。[3]300

故借梅以状其隐逸之趣，亦是王冕咏梅诗的重要表现内容。《题画梅》诗 ：“枕流亭下过龙寿，小溪一

路行莓苔。冯师说与赤松子，只有青山知我来。”[3]287 小溪沿路一派幽景，但世人忙碌无暇来观，唯有青山

相对引为知音了。再如《题月下梅花》中：“平生爱梅颇成癖，踏雪行穿一双屐。六花散漫飞满空，千里

万里同一色。……老夫见此喜欲颠，载酒大酌梅花仙。仙人怪我来何晚，一别已是三千年”[3]275 隐居山林

之间，左右梅花相伴，甚至连时间都过得慢了，达到了一种悠然自得、惬意心安的境界。在《题画梅》诗中，

这种隐逸之趣表现得更为明显：

祝君放笔一大笑，不须揽镜亦自肖。相携且买数斗酒，坐对青山姿倾倒。明朝酒醒呼鹤归，

白云满地芝草肥。玉萧吹来雨霏霏，琪花乱点春风衣。祝君许我老更奇，我老自觉头垂丝。时与

不时何以为？赠君白雪梅花枝。[3]287

正因王冕隐居山林的经历，使得他对于一切自然景物有着独到的审美体验和体察，“梅”是其隐逸生

活中的陪伴，故而在其诗歌创作中亦往往是其自身的写照。诚如其《梅花四首》其四中所言：“江南梅花

自有主，休问当年何水部。山僧对我默无语，柏子无风堕青雨。”[3]271 江南梅花自有主，这是在说梅花，亦

是王冕本身久居山林，挣脱樊笼反得自由的写照，正如其《题墨梅图》诗云：“凡桃俗李争芬芳，只有老

梅心自常。贞姿灿灿眩冰玉，正色凛凛欺风霜。”[3]274

（三）以梅表孤傲之志

《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称王冕：“行多诡激，颇近于狂。”[3]289 清代吴仲伦《竹波轩梅册》云：“王元章

喜写野梅，不画官梅。”[8]112 野梅生山野清绝处，梅干劲直尽现自然之本性，或称村梅。官梅由人工造作，

干多盘曲而失却天真，又称官梅。明孙长真《画梅辨难》言：“梅花取直不取曲，此理世人多未推。诗人

独得梅清性，不画官梅画野梅。”[8]112 梅之疏旷平远或金碧庄严，实则隐喻着不同境遇中的不同人格。王冕

画作上的“喜写野梅”与诗作上的“以梅表孤傲之志”是一致的，都与王冕孤傲而狂狷的性格息息相关。

据宋濂《竹斋集传》载：

时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养。久之，思母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

乡里小儿竞庶道讪笑，冕亦笑。[3]292

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高庭下，备

奴使哉？”每居小楼上，客至，僮入报，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马上求见，拒之去。去

不百武，冕倚楼长啸，使者闻之惭。冕屡应进士举，不中。叹曰：“此童子羞为者，吾可溺是哉？”

竟弃去。买舟下东吴，渡大江，入淮、楚，历览名山川。或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

慷慨悲吟，人斥为狂奴。北游燕都，馆秘书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荐以馆职，冕曰：“公诚愚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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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仕为？”[3]292

这种白眼豪门权贵、轻视功名利禄、追求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孤傲”之志，在王冕诗歌中同样通过“梅”

所表达出来。纵观王冕咏梅诗，此类诗句颇多，无论是《题墨梅图》诗：“凡桃俗李争芬芳，只有老梅心自

常。贞姿灿灿眩冰玉，正色凛凛欺风霜。”[3]274 还是《梅花四首》其三：“我与梅花颇同调，相见相忘时索笑。

冰霜岁晚愈精神，不比繁华易凋耗。”[3]272 所体现的无不是一个孤傲高洁、不改其乐的高士形象。

再如《梅花三首》其三：“不同杨柳争妍，冷笑托根泉石。岁寒寄语高人，可问调羹消息？”[3]270《红

梅十九首》其三：“老梅标致何潇洒，不与寻常草木同。可笑燕山人事别，春风只看杏花红。”[3]261 无论是

“不同杨柳争妍”，还是“不与寻常草木同”，实则皆是借咏梅以表志，以写梅而写心。就如其诗《墨梅四首》

其三所言“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3]259，“梅”在王冕

咏梅诗中不仅仅是一个歌咏意象，更是寄寓着王冕“孤傲”的精神人格。

三、咏梅诗的高度成就
虽然王冕诗文之丹采常被其画印之盛名掩盖，但后世学者对其诗歌依然多有嘉评。《钦定四库全书提要》

云：“冕天才纵逸，其体多排宕遒劲之气，不可拘以常格。然高视阔步，落落独行，无杨维桢等诡俊纤仄之习，

在元明之间，要为作者。集中无绝句，惟画梅乃以绝句题之。续集所收，皆自题画梅诗也。”[3]289 刘基《竹

斋集原序》言：“盖直而不绞，质而不俚，豪而不诞，奇而不怪，博而不滥，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

恳恳悃悃见于词意之表，非徒作也。”[3]290 魏骥《书竹斋先生诗集后》曰：“其诗为先生余事耳。况其大篇短章，

豪雄俊伟，汪洋浩瀚，酷似其为人。”[3]295-296 而咏梅诗作为王冕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留有其诗歌所具

的普遍价值之外，又具有更多独属于咏梅诗的特点。

（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宋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18] 中国古代绘

画理论中以诗、书、画、印称“四绝”，其中诗与画的结合尤为重要，以诗题画称之“题画诗”。钱钟书《中

国诗与中国画》认为：

自宋以后，评论家就仿佛强调诗和画异体而同貌。例如孔武仲《宗伯集》卷一《东坡居士画

怪石赋》：“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趣”；冯应梧《苏文忠公诗合注》卷五《韩

干马》：“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张舜民《画漫集》卷一《玻百之诗画》：“诗是无形画，

画是有形诗”。[19]

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结合之传统由来久矣，《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称：

“（王冕）集中无绝句，惟画梅乃以绝句题之。续集所收，皆自题画梅诗也。”[3]289 故王冕之咏梅诗一部分为

题画之作，又因于王冕画家与诗人的身份，故而即使非为题画之作的咏梅诗也往往具有“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的特点。如王冕《梅花四首》其二：

江南十月天雨霜，人间草木不敢芳。独有溪头老梅树，面皮如夷生光芒。

朔风吹寒珠蕾裂，千花万花开白雪。仿佛瑶台群玉妃，夜深下踏罗浮月。

银铛泠然动清韵，海烟不隔罗浮信。相逢漫说岁寒盟，笑我飘流霜满髩。

君家白露秋满缸，放怀饮我千百觞。气酣脱颖恣盘礴，拍手大叫梅花王。

   五更窗前博山冷，么凤飞鸣酒初醒。起来笑揖石丈人，门外白云三万顷。[3]272

此诗为王冕题于其所作《墨梅图》上，此墨梅图卷为王冕经意之作，不同于一般疏枝浅蕊、构图空旷

的构图，而呈现以繁花密枝的新形式，以写意笔法画枝干，发枝善用中锋，挺拔坚韧。图中梅花画繁枝密、

蓬勃烂漫，一副欣欣向荣之气象。清朱方蔼《画梅题记·题画》云：“宋人画梅，大都疏枝浅蕊。至元ç

石山农始易以繁花，千丛万簇，倍觉风神绰约，珠胎隐现，为此花别开生面。”[1]59 结合图卷上所题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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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相得益彰，见诗如画、见画如诗。再如其《题画梅》一诗：

枕流亭下过龙寿，小溪一路行莓苔。冯师说与赤松子，只有青山知我来。[3]287

此诗同样题于自作《墨梅图》上，与前幅《墨梅图》繁花似锦的描绘有所不同，此《墨梅图》卷呈现

的梅花清癯而幽雅，一枝寒梅横卧图卷之间，氛围清幽而静谧。在看此《题画梅》诗，小溪、莓苔、亭子、

青山，其诗所营造出来的意象意境与《墨梅图》是一致的，体现出一种冷清而闲适、孤高而自得的情怀。

（二）才学入诗，性情入诗

诗歌创作紧密关乎才学、性情，古来对此论述颇多。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

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20] 黄宗羲《马雪航诗序》谓：“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

然自古以来，诗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21] 袁枚《随园诗话》

称：“诗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诗境有浅深。性情厚者，词浅而意深；性情薄者，词深而意浅。”[22] 才学、

性情入诗之传统，久已有之。而观王冕一生虽以画、印之名闻于后世，然其才学亦堪称一时之杰，据宋濂

《竹斋集传》载：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

忘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

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会稽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为通儒。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 [3]292

又有魏骥《书竹斋先生诗集后》云：“值元季，视时政不纲，则出言无所顾忌，率多讥刺其任事之人，

致人目之为狂。岂真狂者哉？”[3]295 可见王冕不仅才学渊厚，且性情率真，甚至被时人视为狂人。才学与

性情在王冕咏梅诗总是随处可见的，如其《题画梅》诗云：“君不见汉家功臣上麒麟，气貌岂是寻常人？

又不见唐家诸将图凌烟，长剑大羽联貂蝉。龙章终匪尘状，虎头乃是封侯相。我生山野无能为，学剑学书

空放荡。”[3]275 以汉唐麒麟、凌烟旧事比自己“学剑学书空放荡”、无为孤老于山野之间的处境，雄中郁塞

不平之气、磊落跌宕之情溢乎诗间。

王冕的真性情不仅仅体现在其咏梅诗作中，在其余反映现实之诗中亦一贯秉承。如反映乱世暴政之下

人间惨象的诗作，《喜雨歌赠姚炼师》：“天下苍生半游鬼。南山北山云不生，白田如纸无人耕。吾生正坐

沟壑叹，况有狼虎白日行。” [3]232 再如《冀州道上》：“纵有好儿孙，无异犬与猪，至今成老翁，不识一字书。”[3]172

把批判乱世下民不聊生、教化不兴的矛头直指蒙元统治阶级，这种批判的勇气与民众立场无疑是极其可贵

的。

再如《应教题梅》一诗：“刺刺北风吹倒人，乾坤无处不沙尘。胡儿冻死长城下，谁信江南别有春？”[3]265“乾

坤无处不沙尘”可谓讽喻元末时局，胡儿冻死长城之下，而温润江南春色正悄然而来，两相对比令人动容。

才学性情入诗可谓多见，而在王冕诗歌中，即使看似“咏梅”一般文人雅吟之事，依旧不落窠臼而别有出

彩之处。后世对王冕诗文赞许有加，当于此才不得施之境遇，率真磊落之性情多有关联。

（三）诗品人品，相得益彰

刘熙载《艺概》云：“诗品出于人品。”[23] 有关诗品、人品的论述由来已久，宋朱熹《答杨宋卿》云：“志

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24] 清沈德潜《说

诗ç语》曰：“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25] 诗品是人品的一种外在表达，人品有高

有低，进而影响诗品，可见诗人的道德修养与情感操守，对诗歌之创作影响极深。

王冕虽然树梅千株，隐居山麓，画梅成癖，醉痴陶然，诗歌所表达亦主要是隐逸生活的感受，而咏梅

往往是其歌咏对象，但在这些咏梅诗中，其人格的高洁是可以窥见的。如《墨梅四首》其一云：“老仙醉

吸墨数斗，吐出梅花个个真。相见莫嫌颜色异，山林别是一般春”。[3]259“相见莫嫌颜色异”，此处既是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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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其自身孤傲性格而世人多不解的写照。再如其《素梅五十八首》中“十分清致无人解，犹在旧家池馆

中。”[3]258“独有高人爱高洁，肯冲冰雪到山家。”[3]249“惟有老梅标致别，岁寒时节自春风。”[3]255“不比寻

常桃树李，只将颜色媚时人。”[3]253 无不是既在写梅，亦为言志，可见其钦崎磊落、孤傲正直的胸襟，王冕“人

品”与咏梅诗之“诗品”无疑是统一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冕隐逸一生，对“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的人事早已看透。但王

冕与隐居山林、不问世事的世外之人不同，在其诗歌中依然保持着作为传统士人的家国担当与忧乐情怀，

其诗歌中有相当大的占比是反映现实的。如《江南民》《悲苦行》表现生民疾苦：“江南民，诚可怜，疫疠

更兼烽火然。军旅屯驻数百万，米粟斗值三十千。去年奔走不种田，今年选丁差戍边。老羸饥饿转沟壑，

贫穷徭役穷熬煎。”[3]192 “前年鬻大女，去年卖小儿。皆因官税迫，非以饥所为。”[3]199《喜雨歌赠姚炼师》

揭露暴政下的乱世气象：“今年大旱值丙子，赤土不止一万里。米珠薪桂水如汞，天下苍生半游鬼。南山

北山云不生，白田如纸无人耕。吾生正坐沟壑叹，况有狼虎白日行。”[3]232 再看其《自感》一诗：

长大怀刚肠，明学循良图。石画决自必，不以迂腐拘。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

欲使天下民，还淳洗嚣虚。声诗勒金石，以显父母誉。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

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归耕无寸田，归牧无尺刍。羁逆泛萍梗，望云空叹吁。[3]165

可见王冕心中本有“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之抱负，但屡试不第的遭遇及游历各地的见闻，使王

冕对黑暗无望的社会慢慢失去了希望，故而决意隐逸山林。但王冕身虽隐逸，而心未尝不念世事，据宋濂

《竹斋集传》载：“（王冕）尝仿《周礼》著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更深入寂辄挑灯朗讽，既而

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3]293 可见其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并未曾消退，

不然也写不出《南城怀古》这样慷慨气磊的诗了：“日上高楼望大荒，西山东海气茫茫。契丹踪迹埋荒草，

女直烟花隔短墙。礼乐可知新制度，山河谁问旧封疆？书生慷慨何多恨，恨杀当年石敬瑭。”[3]41 而王冕身

上人品与诗品的完美结合，无疑亦是其画其诗深受后世喜爱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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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Wang Mian’s Poems on Plum Blossom

CHEN Bi-y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As a great artist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Wang Mian was famous for his paintings and seal cutting  that often overshadowed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s. The poetry of plum blossoms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Wang’s poetic creation and has unique research valu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first, it discusses the tradition of using plum in poetry and Wang’s great favor of plum; second, it analyzes 

the multiple metaphors of “plum” in his poems, that is, the poet as a literati, a hermit, and an eccentric, who uses plum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the interest of seclusion, and the spirit of loneliness; third, it discusses the value and achievements of Wang’s poems on plum, and clarifies the 

value of his poems.

Key words:  Wang Mian; poems on plum; plum blossom; Yuan Dynasty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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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先锋作家格非创作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如小说的悲剧性、诗性、音乐性、孤独

意识、精神困境、乌托邦幻灭、叙事风格、叙事精神分析、创作转型、知识分子形象、女性抒写等等，但是，

融合中国哲学美学思想来探究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孤岛意象的思考尚无先例。格非小说意象的设定源于

其对当代人精神困窘和解脱困窘的思考，他通过“立象”以“尽意”的手段，使 “孤岛”这一意象逐渐成型、

清晰、饱满并贯穿其“江南三部曲”的整个创作过程。

“江南三部曲”中，孤岛意象是为“花家舍”“乌托邦”“精神病院”这些社会意义的孤岛和“张季元

打着养病的旗号住进阁楼”“陆秀米踏进花家舍对面有强烈的熟悉感的湖心小岛”“陷入了语言孤独的谭功

达”“穿着‘隐身衣’躲在办公室的谭端午的坚守自我与真实”等文化意义的孤岛。而这些社会意义和文

化意义的孤岛是在之前小河村、榆关、子午镇、荒僻山村等具有天然封闭性的自然地理意义的孤岛基础上

的演变和延展，其形态由实入虚。一系列形态各异的孤岛意象是对商业化和物质化社会背景下人的精神状

态深刻认识，是对当代人精神困境的隐喻，以及对当代异化状态下人的精神困境的自救和突围可能性的探

索。

一、孤岛意象的表征
20 世纪的中国处于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变革中，高速发展之中诸多问题相伴而生。作为先锋作家的

格非，借助“孤岛”意象这一表达方式建立起个人与社会的联系，用其表达对存在的叩问和对精神状况的

诠释。格非在《故事的内核和走向》一文中说：“某种‘意象’在其一部作品中出现之后，又在另一部作

品中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再度出现。有时它在作家的某一创作阶段频繁出现，有时，它甚至贯穿了作家

的一生。”[1] 格非的叩问和对精神状况的表达，恰恰是通过设置并依托“孤岛”这个意象来完成的 , “孤岛”

意象承载了格非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持续不断的智性思考。在格非小说中的孤岛意象不仅贯穿于创作

的全过程，并且在不同时期孤岛意象不断出现变化，孤岛意象的表征从受到江南水乡地理形态影响形成的

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孤岛，转变为社会意义、文化意义上的孤岛，孤岛意象的内涵逐渐丰富，成为物质化和

论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孤岛意象

董业铎  宋  爽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格非对人类存在及精神状态的叩问使得其小说具有浓郁的哲学意味，而与此哲学意味相映衬的表达方式则是运用诗性语

言塑造审美意象。“孤岛”是格非小说创作的典型审美意象，它是作者对当代人的精神状况和生存境遇解析的载体，象征着当代人被

抛弃的孤立无援的精神状态，也寄托着作者对当代人从生存和精神困境中突围的严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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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时代每个人的精神困境，是社会个体对自身价值的探索和质疑。

格非的小说创作受到江南特殊水文化的影响，被水环绕的岛屿是小说中最重要的精神内核，而作为江

南典型地理特征的孤岛，也成为格非小说创作寄托精神思想的载体和生存困境的象征。不论是在小说《迷

舟》中被涟水隔开、不受到战争干扰的小河村，还是在《敌人》中位于渡口边的子午镇、神秘的赵家大院，

亦或是《边缘》中被溪水环绕的、做梦都想逃离的荒僻山村，都是格非小说中孤岛意象的典型代表，并且

格非在创作中通过外乡人的形象衬托“孤岛”的封闭性和排外性，为小说中孤岛意象构筑了内外对比和张

力，将孤岛中的生存状态、被“水”禁锢的精神思想和在封闭空间中受到压抑的欲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此处，格非小说中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孤岛将个体封闭在狭小的空间中，孤岛中个体的生命形态扭曲而压抑，

即使“外乡人”的存在释放了他们的欲望，但是内在的心灵束缚仍然无法撼动孤岛，孤岛的人无法摆脱生

存的困境。

在格非笔下，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孤岛更多地从天然封闭性角度得到体现，而社会意义上的孤岛则是对

地理空间意义上孤岛的延伸，是特定社会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精神隔绝。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人类的生

存状态不断被异化，社会中的个体精神遭受外部社会的冲击，当个体精神无法承受外部的刺激后，就会出

现疯癫的情况。格非在小说创作方面通过塑造大量精神病患者，通过精神病患者的言语道出残酷的社会生

存困境以及个体内心遭受精神困境的真实生活状态。以《雨季的感觉》为例，莘庄的镇长通过覆盖整个村

庄的情报将并非地理空间意义孤岛的莘庄异化为社会意义上的孤岛，无孔不入的情报让莘庄中的每一个人

都生活在独立的空间，每个人都在痛苦地挣扎，甚至丧失独立的人格，成为病态的人。在镇长的统治下，

莘庄中的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活着，生活中到处画满红线，一旦逾越就会万劫不复。格非笔下社会意义上

的孤岛是在异化社会规则下形成的与世隔绝的空间，格非将孤岛中人性的丑陋和倾颓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使读者能更加深刻体会当下物质化社会背景下人的精神困境 [2]。

在“江南三部曲”中，其精神困境各有所指，因而其文化意义的孤岛意象则各有不同。在《人面桃花》中，

革命是不被世人理解，完全被孤立的状态，所以为陆侃、张季元等人设置了隐喻革命者命运的阁楼；已经

出嫁却又并未真正过门的陆秀米，既找不到出去的道路和方法，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所以把她安置到

了让她倍感熟悉的花家舍对面湖心小岛。这些意象是基于对社会制度、礼教的反抗而不得的失败。到了《山

河入梦》谭功达执着于自己的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一心一意为百姓办事，但却既无人理睬，也无人理解，

最终陷入了语言孤独。谭功达的语言孤独实际上是政治理想的不得实现。终篇《春尽江南》，以谭端午为

代表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现状，在时代大潮中灵魂分裂，不断做出艰难的选择，坚守自我却找不到出路。

谭端午对时代潮流进行反抗，是坚持做成自我而不得。可以说，“江南三部曲”里的孤岛意象与之前小说《迷

舟》《敌人》《边缘》等等的自然地理意义的孤岛意象相比较，已经不是先前局限于呈现精神的困境和思考，

而是更加注重对陷入失败和孤独困境的人的解围。

文化意义上的孤岛是格非在创作中对个体独立生存空间的追求，是探寻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表现，彰显

出对回归内心精神世界的向往。这一孤岛意象同样贯穿于格非小说创作的全过程，是格非孤岛意象的核心

要素，相较于社会意义上和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孤岛意象，文化意义上的孤岛意象不再是具象的、封闭的、

压抑的，而是变得抽象，能体现出精神回归、精神保护方面的特征，是社会个体主动选择的对抗世俗异化

状态的精神庇护所。正如《隐身衣》中隐身衣所隐喻的孤岛一样，让那群热爱音乐的人能与亲人相互残杀、

道德沦丧、礼乐败坏的社会隔离开来，在精神的“孤岛”中远离纷争，获得精神的慰藉和生命的自救。

二、孤岛意象的精神困境隐喻
纵观格非的小说作品，无论自然地理意义的孤岛、社会意义的孤岛还是文化意义的孤岛，都承载了格

非的精神困境，通过研究其形态各异的孤岛意象就能揭示其所象征的不同层次的精神困境：失败、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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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疯癫，这些不同层次的精神困境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它们是格非审美意识与现实功利、道德

与欲望、社会与个人等等冲突的胶着，格非分布在小说中零散的孤岛意象逐渐融合，最终形成整体隐喻象征。

格非塑造了不同类型失败者的精神困境。不论是赵少忠还是杜预，亦或是曾山、贾兰坡，格非笔下的

主人公都经历着失败的命运，他们犹豫不决、自我封闭的性格和自我毁灭的心理倾向，最终造成了他们悲

剧命运的必然性 [3]。而从小说整体框架看，格非塑造的这些失败者形象正如世界中的每一个局外人，失败

者的精神和行为都严重不同于这个世界的普遍精神状态和行为，造成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他们面临着难以调

和的生活矛盾。在《迷舟》中，萧追寻诗意的爱情，但是萧的追求与他作为军人的身份和当时军阀混战局

面与是完全不符合的，当他终于坚定了内心生命意愿走向河对岸的表妹时，其实已经意味着他死亡的结局。

格非通过塑造失败者，将整个社会的失败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感受到精神困境的深

渊，通过表述失败者在类似孤岛的环境中坚守自我与走向悲剧，将整个人类的精神困境展示给读者。

孤独是孤岛意象精神困境的核心构成元素。在格非所塑造的社会中，人类被物质化的社会所抛弃，只

能在孤独中寻找真实的自我，在精神的追求、在艺术的探寻中，在孤独中回归生命的本质，从内心深处汲

取精神的力量，最终塑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正如《迷舟》中，萧在亲情层面无法得到家庭的关注，

在战友情中无法获得真实的信任，在与表妹杏的爱情中，成为被抛弃的人，这导致萧始终被孤独感所包围，

最终被孤独异化，陷入到精神困境中，无法回归内心世界。格非笔下的孤独者，本身就是一座孤岛，在他

们面对纷乱的社会现实塑造自己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渴望回归又害怕回归，在孤独的追寻中构筑了独处的

生存空间，在精神的孤岛中独立思考，形成了归隐山林、归隐都市的生存状态 [4]。从情感孤独角度对孤独

者的精神困境进行解析，格非从情感层面将小说中的主人公放置到独立的社会空间中，成为全然孤独的个

体，遭受内心力量的冲击，是对时代背景下社会个体内心隐痛的隐喻。

精神分裂者具体指在欲望社会中无法找准自己的位置，在自我超越和自我迷失中徘徊，在物质欲望、

情感欲望的作用下迷失自我却又追求生命意义的人。格非小说中所塑造的分裂者在欲望的纠缠中偏离人生

轨迹，而在欲望面前他们又没有真正的失去自我，他们茫然、抵抗但又无比向往自我超越。追求欲望就会

背叛理想、亵渎生命，选择后退，又会遭受无尽的折磨，在悔恨中度过一生，欲望主体在不断的自我批判

中遭遇挫折和失望，陷入精神困境 [5]。格非笔下分裂者的精神困境能从《迷舟》中在军事任务和情感中挣

扎的军人身上、在《敌人》中沉默的赵少忠身上、在《山河入梦》中渴望实现政治理想又不断被女性所吸

引的谭功达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在他们身上，理想和欲望成为二元独立的关系，并且个体对理想的追寻无

法突破欲望的束缚，导致他们陷入精神的痛苦中，在精神的孤岛中无法获得精神的解脱，无处安放的灵魂

使他们陷入到无尽的虚无和荒诞中。

在格非塑造的孤岛意象中，疯癫者表现出个体与自我双重分裂的状态，不仅疯癫者自身脱离社会成为

社会中的异类，被社会所排斥，并且疯癫者自身个体与自我也产生了严重分裂的情况，在个体与自我两种

精神力量不断的冲撞和撕扯中，疯癫者精神困境产生。疯癫者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理性偏执化的最终后果，

格非对疯癫者形象进行塑造，实际上表现出对荒谬社会上多种破坏的反抗，是通过疯癫者的口、疯癫者的

形象，表现出对荒谬社会道德规范的颠覆和社会秩序的挑战 [6]。在工业进程加快的社会背景下，多种意识

形态的冲突和融合使当今社会上的人们在焦虑和压力不断聚集膨胀，个体的精神被推向疯狂临界点，任何

一点点的助力推动，社会个体就必然走进疯癫。遍览格非的小说，能看出其中涉及到多种关于精神病症的

词汇，如抑郁症、臆想症、感觉偏差症、恐惧症、精神分裂症、俄狄浦斯情结等，甚至在“江南三部曲”中，

已经直接出现疯子的形象，《山河如梦》中谭功达实际上就是疯子一样的人，《人面桃花》中的陆侃也最终

无法摆脱疯子的命运，陷入到疯癫的状态。疯子和智者两种不同的形象在疯癫者身上集中，体现出作者对

当下生存状态的反思、对沉重时代发展历程的严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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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孤岛意象的自救和突围指向
格非小说贯穿的孤岛意象实质上是反思当代异化社会中人重返生命本真的可能，具有浓郁的生命哲学

意味。无论是追寻乌托邦理想还是艺术拯救叙事策略和审美意象营构，都是作家格非对当代异化状态下人

的精神困境的自救和突围可能性的积极探索。

格非的精神突围首先体现在其抵抗社会的异化和人性的物化的乌托邦理想世界的追寻上。在格非的小

说中，对乌托邦理想世界的塑造既体现了对西方理想国的借鉴，也是对中国传统世外桃源的继承和延续，

是一种美丽的、虚幻的、有悖于物质化社会本质的理想社会蓝图 [7]。这种源于乌托邦理想世界的孤岛意象

是格非小说中受到社会压迫人的梦想，革命失败罢官回籍的陆侃心怀天下，希望能建立大庇天下寒士的风

雨长廊；而被父亲影响的陆秀米重回普济以校长的身份宣传革命实践理想，梅城人的基本生活状态有所改

变。然而这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仅仅是对乌托邦的幻想，花家舍并未因为生存条件的改变而进入到和谐的发

展状态，在人性的驱使下，甚至成为恶的乌托邦，成为人们纵欲的天堂，一切美好的东西最终消失殆尽。《山

河入梦》中姚佩佩逃亡至死也不肯落入钱与权的大网，谭功达至死不忘那“没有死刑，没有监狱，没有恐惧，

没有贪污腐化”的乌托邦社会图景，《春尽江南》中庞家玉在心里永远住着那个向往理想爱情的“李秀蓉”。

他们就是格非抵抗社会异化与物化，坚持乌托邦理想，不与现实妥协和解，不向伦理道德臣服的精神代言。

格非通过个体对乌托邦理想世界的追寻在更深层次上表现出人性的恶，也是对人生存境遇的反思的隐喻。

艺术的拯救是格非小说创作中精神突围的另一个层面。他使用艺术的武器，建造心灵的庇护所，抵御

物质化和商业化社会的侵蚀。在工业文明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也造成人对资

本的依赖化程度明显提高，这就导致在人精神需求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大众文化被市场捆绑、思想管控愈加

严格，最终造成人们在思想意识层面出现了严重同质化的问题，如何解放个体的精神世界、摆脱物化世界

对精神的束缚，实现精神的突围，成为文学艺术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格非在小说创作中使用艺术的武器

拯救人的灵魂，正如《隐身衣》中格非对崔师傅形象的塑造，无论遭受怎样的社会压迫，只要有音乐，崔

师傅就能感受到希望，音乐艺术为崔师傅提供了一块心灵的净土，音乐成为崔师傅精神世界中的乌托邦，

在音乐世界中，崔师傅能感受到生命的温暖、人生的希望，能完全忘却现实社会的压力和残酷。《春尽江南》

中谭端午则是通过音乐和诗歌摆脱精神的束缚，而在《欲望的旗帜》中，贾兰坡内心作为人的尊严是被贝

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唤醒，在卑俗的欲望和神圣音乐的冲突下，其欲望的驱动被消解，音乐艺术拯救了

贾兰坡教授，使其精神得到解放 [8]。换言之，在物质化和商业化的社会中，人性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不断

丧失，而音乐艺术成为人们精神困境化解的武器，为人们构筑了精神的乌托邦，使他们能在社会的压迫中、

社会的急剧变化中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实现精神的超越和升华。

独守个人高洁净土亦是精神突围的重要方式。《春尽江南》中谭端午就是较为典型的代表，他仿佛在

践行“躲起来，躲到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这条不是出路的出路，他筑起一座心灵的堡垒，与这个世界

彻底的隔绝。谭端午完全是一个“无用者”的典型代表，是个“多余人”，是个“失败者”。谭端午对庞家

玉的警告充耳不闻，对身边的物质变化逐渐丧失感应，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被动地接受着这个似乎与他

无关的社会变化。格非在创作中对谭端午冷眼旁观社会现实、坚守个人精神净土的行为进行肯定，在一定

程度上彰显了其对独守高洁个人净土实现精神突围的肯定和推崇，谭端午希望在崩坏的社会中，人们仍然

能超脱污浊世俗之外，坚守内心道德底线，并能结合自身实际反省人生，反思社会的畸变，最终让社会中

的每一个人都能重新在理性主义光辉下生存，促进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构建，在实现个人精神突围的基础

上，真正做到对时代精神困境的根本性处理。

结语 ：
在格非的小说中，20 世纪的中国处于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变革中，每一个社会中的人都是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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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命的自由受到限制、个体的欲望遭到压抑和异化，甚至生命的尊严也在动荡中丧失，受困于孤岛中的

人们在外部压力和内部精神冲击下遭受孤独、分裂，甚至最终变为疯癫。孤岛意象贯穿于格非小说整个叙

事结构中，其已经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修辞手段，更为重要的是格非在创作中赋予每一个孤岛灵魂，试图以

失败者的姿态唤醒被困于孤岛的灵魂，免于同质化，实现生命的超越和精神突围，真正开辟出精神超脱的

道路，获得精神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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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solated Island Image in Ge Fei’s “Jiangnan Tri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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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 Fei’s questioning of human existence and spiritual state gives his novels a strong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 way to 

express this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is to use poetic language to shape aesthetic image. The image of “Isolated Island” not only symbolizes 

the isolated and helpless mental state of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also carries the author’s serious think on the breakout of contemporary 

people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survival and spiri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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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的一个特点是，那些复杂而重要的时期往往以几个精简片段来呈现。例如，法国大革命经历

了从贵族叛乱到资产阶级自由，再到恐怖的暴民统治，最后到波拿巴主义，但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却仍然

是一场以攻占巴士底狱和砍掉贵族头颅为主的运动（占领皇家监狱和处决路易十六实际上间隔了三年半）。

同样，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和民主宪法在安静的图林根市（Thuringian）的推行，现代主

义的街头狂欢（street carnival）在 1919 至 1933 年的魏玛时代随处可见，弗里兹·朗（Fritz Lang）的电影、

包豪斯（Bauhaus）的家具，以及柏林的歌舞厅所带来的慵懒、迷醉，一扫几世纪以来普鲁士的沉闷。而

对于这一至少比狄更斯所描绘的法国革命更为准确的画面而言，莎莉·鲍尔斯（Sally Bowles）①和她在

奇巧俱乐部（Kit Kat Klub）的朋友只是部分原因。 

事实上，魏玛时代的文化确实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发展，以致于我们记住的是电影导演和设计

学校的名字，而非首相或议会领导的名字。虽然，先锋派的作品并没有被大众普遍接受，但先锋派的艺术

家们确实从新的大众媒体和工业技术中汲取了能量。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等建筑师们通过玻璃和钢铁来建造宏伟的工厂、公

寓和办公楼；而弗里兹·朗的《大都会》（Metropolis）和《凶手》（M）则将现代城市的人造光和不知名

的空间相结合，从而营造出一种新的昏暗意境。

正因如此，魏玛时期的故事中往往会遗漏不少传统形式的知识成就（与电影艺术的即时性相比，德国

大学学者的作品便显的过时了）。人文学科的写作尤其如此。比如，一位研究原始文献的学者怎么可能与

理论物理学、弗洛伊德心理学或法兰克福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相媲美呢？事实上，熟悉埃尔

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作品的人都会告诉你，魏玛德国艺术史的发展一直致力于重新勾勒

这门学科的轮廓。即使是人文学科的精英，也未能幸免于来自魏玛时代那种震撼人心、打破传统的兴奋情

绪的影响。而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文学学者莫过于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了。奥尔巴赫于

1936 年离开德国，先后流亡于土耳其和美国，并于 1957 年在美国去世。时至今日，奥尔巴赫的移民及流

亡经历对他的作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于使其黯然失色。他最著名的作品《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的

现实再现》（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1946），是战后几十年里

流亡中的批评家

                       ——重新发现埃里希·奥尔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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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的再版。——译者注

② 作者认为在《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德语Dante als Dicher der irdischen Welt；英语Dante: 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的英译本中将

“irdischen”译成“secular”，是不准确的。——译者注

美国学界经常倡导的那种规模宏大的、反流派的，且已过时了的文本。该书的第一版共十八章，每章针对

一部文学作品的原始文本和译文进行讨论。《摹仿论》以《奥德赛》为开端，以 19 世纪龚古尔兄弟创作的

小说为结尾，先后梳理了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威

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及其他作家作

品。尽管这是研究生院的比较文学、英语及文化研究教学大纲的主要内容，但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对此却

只知道一件事：这本书是在大屠杀最严重的时期由伊斯坦布尔的一名德国犹太人写的。可以理解，如果不

去问一个与欧洲完全疏远的欧洲人写西方经典意味着什么，就不可能去读《摹仿论》这一事实。但随着最

近奥尔巴赫另一本书的再版①也许是时候来探讨一些其他的问题了，即：奥尔巴赫能否从“流亡批评家”（ 

the critic-as-exile）的流放中解脱出来 ?

埃里希·奥尔巴赫于 1892 年 11 月 9 日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这是柏林从一个由官

僚和商人的聚居区向工业大都市转变的最后几年，城市人口在 19 世纪后半叶达到 80 万，成为欧洲的第四

大城市。同样出生于 1892 年的犹太作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回忆道，世纪末的柏林，当

马车夫们在街上喂马喝水时，城市的地下交通建设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和许多享有特权的年轻柏林人一样，奥尔巴赫也曾就读于法兰西文理中学（Franzçsisches 

Gymnasium），即法国中学，并接受了强大的罗曼语文学训练。奥尔巴赫于1913年获海德堡大学法律学位（他

的论文题目是“制定新刑法的影响机制”），之后他服役于德军西线，并因腿部严重受伤而被授予二等十字

勋章。即使在后来流亡国外漫长的几十年里，奥尔巴赫也从未想过放弃自己的德国身份，并试图总是抱着

回国的希望。他于 1921 年写道：“我是普鲁士人，也是犹太信仰者。”这显然是对那些看到两者之间存在

矛盾的人的一种回应。

作为一名坚定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奥尔巴赫在战争结束后放弃了他计划中的法律职业而转为学习法

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并撰写了一篇关于文艺复兴早期的中篇小说研究的论文来取得他的罗曼语文学博

士学位。（当时，语文学在德国是一门非常活跃的学科，它不仅涉及对词汇起源的研究，更如爱德华·赛

义德所言，语文学通过对语言的所有现有书面材料及其修辞、法律和文学的研究，再现了一种文化史。）

而这种复杂的、充满典故式的阐释文本的语文学方法几乎出现在奥尔巴赫的所有文学批评中。

奥尔巴赫的第一本著作《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于 1929 年问世，是一部奠定奥尔巴赫声誉及其在

德国学界地位的佳作。（这本书于 1961 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在绝版数十年后，最近才被再版。）在不到

两百页清晰独特的阐述中，奥尔巴赫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即，在任何文本中，对普通人

类经验的态度是什么：构成生活的事件、选择、个性、关系和情感？然而，这个被奥尔巴赫称之为起点

（Ansatzpunkt）的著名切入点似乎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明显。众所周知，对生活的描述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文

学现象，而这种现象只有将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这三个人进行整合时才会出现。但奥尔巴赫的语文

学训练让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他们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文学阐释的基督教模式便提倡人们用寓言、预表学

或其他隐喻的方式来解释一切事物。正如 1910 年一本老版的读者指南对《神曲》所评价的那样，“穿越三

界亡灵之旅……只是一个外壳，一件寓言式的圣衣，诗人选择以此来赋予其思想”。奥尔巴赫认为但丁是

一位关注世俗（earthly）生活的诗人（标题中的 irdischen 被不准确地翻译为 secular）②，这显然是一种

对传统自觉而大胆的背离。在该书的开篇，奥尔巴赫概述了从古代到但丁时代的文学史，并指出其最显著

的特点是荷马史诗与古希腊哲学之间的隔阂。在他看来，荷马史诗将人物的命运与他们作为个体的特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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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联系在一起。柏拉图教导他的学生们不要相信世俗的存在，因为这是对精神真理的模糊与扭曲的反映；

亚里士多德则将人类社会进程看作一种充斥着偶然性的混乱，并以此来掩盖形而上学规律的运作。以奥德

修斯为原型的人物形象（其言行具有一系列基本特征：狡猾、多才多艺、渴望冒险）经过充分的发展，最

终演变成了希腊悲剧中普通英雄的性格特征。尽管基督受难故事对于肉体痛苦的表现促使对个性化写照的

回归，但从东地中海传入的新柏拉图主义的盛行则将新约的文学革命推迟了几个世纪。奥尔巴赫认为，直

到但丁时代，对尘世生活的关注才再次成为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但颇具深意的是，《神曲》发生在几乎完

全远离尘世的地方：地狱、炼狱和天堂。

从一个敏锐的历史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奥尔巴赫认为但丁对托马斯主义神学的改造使他能够将逝者的

灵魂描绘成个性鲜明、情感丰富且具有活力的人物形象。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但丁九

岁时去世，他指出人类多样性的丰富是自由意志的结果，并坚信人类的每一次行动及意志的努力，都会在

灵魂上留下痕迹，因此，每个人的性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形成。但丁将这一观点进行了延伸，他借

鉴托勒密的宇宙学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构建了一个秩序严谨的地下世界，并通过让每个角色在这个世界

里的位置来揭示了他或她尘世生命的本质。因为上帝是针对某个灵魂的某个特征或行为来进行审判的，所

以《神曲》中短短几行诗便能唤起对个体生命的整体印象。奥尔巴赫曾言：在每个逝去的灵魂中，“我们

看到了他们的生命本质以一种从未在尘世生活过的纯洁和鲜明得到强化，并在广阔的空间中得以永恒”。

奥尔巴赫注意到，《神曲》对于每一个手势、姿态或语调的刻画都带有神性判断的敏锐心理。在地狱的第

六层中有一个著名的场景（这一场景在《摹仿论》中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傲慢的法利那太（Farinata）

笔直地站着，“似乎对地狱表示极大的轻蔑”，他询问但丁的祖先，并鼓吹着佛罗伦萨内战时的旧口号。在

旁边阴影里的加发尔甘底（Cavalcante），跪着将自己支撑起来，只露出面孔，拼命地打听着他儿子的消息。

对于第六层这一无神论者的空间而言，这种描写是非常合适的，虽然谁都无法让他自己承认是上帝的力量

将他从尘世中脱离出来，但人物的个性差异依旧很明显。

奥尔巴赫敏锐的洞察力是把个体的神学和文学的概念联系起来。他认为，但丁通过对个体肉体和灵魂、

现世和来世的统一刻画来使普通人的尘世存在成为文学关注的一个合理主题。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当

灵魂的至高无上不再是教会强制推行的文化要求时，尘世个体生命的内在意义仍然是所有文学的基本命题。

因此，奥尔巴赫坚信 ,《神曲》标志着西方文学的重要转折点，而传说、寓言及其他类型的精神抽象题材

便瞬间过时了。尽管奥尔巴赫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并未对此进行解释，但他确信但丁使朱利安·索雷尔

（Julien Sorel）、艾玛·包法利（Emma Bovary）以及其他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普通主人公的生活

成为可能。

虽然《神曲》注重于对个体形象的刻画，但奥尔巴赫对因但丁研究来使他出名的想法毫无兴趣。在这

部著作①中，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因此，这首诗塑造了一系列清晰而完整的自画像，

包括那些已逝的和生活在与我们迥然不同的条件下，或者根本就没有生活过的人。由此，我们看到了那些

隐藏于我们自身或与我们日常接触的人的思想中东西：影响和支配他们整个存在的简单意义”。奥尔巴赫

似乎在说但丁以如此丰富的技巧描绘了他已故的灵魂（“如此清晰而完整”），并为我们这些现代读者了解

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人的生活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正如奥尔巴赫所说，《摹仿论》最简单的定义是指“对尘

世生活感官经验的摹仿”。）而奥尔巴赫之所以称赞但丁，是因为但丁在《神曲》中并非对生命所有本质的

复杂性进行简单地复制，其人物刻画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并以神性审判的“简单意义”作为对整个生命

的最终总结。

① 即奥尔巴赫的《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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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矛盾，但如果我们忽略奥尔巴赫后来更著名的书的标题便可将其解决。奥尔

巴赫的一生从未将仅仅摹仿生活的外在表现作为有价值的文学目标，而是注重通过对细节的描绘来促进读

者对人类生命本质的理解。在他看来，那些不加区分地堆砌出引人注目的形象的作家（比如但丁同时代的

圭多·奎尼泽利（Guido Guinizelli）是缺乏原则的，并坚信但丁对死去灵魂的描述“绝不是一种自然主

义观察式的无聊展示”。历史学家卡尔·兰道尔（Carl Landauer，也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恰当地将奥

尔巴赫的文学理想描述为，“柏拉图美学的两个极端，将理念和摹仿 ... 合为一体”，即一个包括宏观抽象

和微观具体的综合系统。可见，奥尔巴赫希望作家们能通过对细节的关注来建构一个连贯的整体，并以此

来提供更广阔的道德视野。

整体来看，奥尔巴赫的这一思想是贯穿其一生的。1929 年，奥尔巴赫主要关注个体的统一性，而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写《摹仿论》时，这种理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历史的总体主义。奥尔巴赫曾对《萨蒂里孔》

（Satyricon）中的著名宴会场景抱怨道：“我们感觉不到任何可能有助于我们从经济和政治背景来解释这

一行为的东西。”如果这听起来像巴尔扎克的文学理想一样令人怀疑，那这种共鸣显然并非偶然。可以说，

《摹仿论》是辉格史文学批评的变体，与 19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一样，是经过两千年来一系列历史发展积累

的顶峰。虽然，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明确放弃了用十九世纪的标准来评判古代文学，但他还是难掩自

己的真正喜好。他强调说，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甚至不需要像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

通过对葛朗台财富增长方式的描绘来反映法国从革命到复辟时期的全部历史。”对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奥

尔巴赫而言，他已不再是刻画人肖像的拥护者，而是转向对全景式的历史图谱的绘制。

奥尔巴赫在马尔堡大学任职仅六年便被德国历史风潮所驱逐。希特勒上台后，奥尔巴赫因其在一战中

的军人身份而可以继续留在德国。但随着这一特权在 1935 年的纳粹种族法中被废止，奥尔巴赫也被立即

撤职。而与此同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Atatürk）在土耳其教育体系现代

化改革中，需聘请多位德国犹太学者前往伊斯坦布尔任教。奥尔巴赫便随之一同前往土耳其，并成为伊斯

坦布尔大学罗曼语文学系主任。也正是在这里——缺乏最基本的学术资源，承担着繁重的、密集的教学任务，

以及遭受着外国战时的诸多影响——奥尔巴赫创作了（也许是）二十世纪最受赞赏的文学批评作品。该作

于 1946 年出版，并为奥尔巴赫成功跨越大西洋，进入美国大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他先后到达宾夕法尼亚

州和耶鲁，并在耶鲁大学执教七年。

在《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中，奥尔巴赫将但丁描述为，“孤独无助的流亡者，其社会和物质地位

取决于他私人朋友和赞助人的款待”，每当阅读至此，都会情不自禁为之而动容。奥尔巴赫在此书中谈及

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但丁不仅在《神曲》中描绘了天堂和地狱错综复杂的神学地形，而且还重建了一个包

括与他隔绝的人世、朝代变迁以及政治竞争在内的完整世界。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也以此方式来重构

了从荷马到龚古尔兄弟的欧洲文学史，并通过保存和复兴西方正典的理念来拯救一种似乎正在自我毁灭的

文明。

奥尔巴赫在战时伊斯坦布尔艰难环境中的卓越表现受到了应有的赞赏。但是，这个故事巨大的情感力

量往往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他的文学批评不仅是其流亡的产物，也得益于他成长的魏玛时代的活跃氛围。

奥尔巴赫亲眼见证了电影的第一个伟大时代，他始终关注艺术形式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但丁决定用

托斯卡纳（Tuscan）方言写作是对作为欧洲新文化主体的大众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迎合，而为大众创作艺术

也许是魏玛知识分子的核心问题。作为一名文学学者，奥尔巴赫对此做出了回应，并将其自己时代的民主

化冲动投射到但丁身上。尽管他对《神曲》复杂神学结构的描述是一次学识乃至其生活经验的胜利，但这

一经久不衰的文学理想，即使奥尔巴赫的英雄传记也不应将其湮没。

责任编辑：宋爽

埃里克·林斯特拉姆   王晓燕：流亡中的批评家——重新发现埃里希·奥尔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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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20 年，主流媒体在抖音开办的账号已经超过五千个，短视频已经成为新闻媒体转型融合进

程中参与全网竞争，塑形社会主流价值，引导舆论方向的重要内容。与传统的内容生产相比，主流媒体短

视频革新表达方式，重塑新闻语态，在权威性与生活化、专业性与创新性之间建立平衡，不仅优化了传播

效果，满足全媒体时代受众对于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的接受期待，更重要的是在塑造社会主流价值、构建

健康舆论生态方面探索出了全新而高效的方式。

一、主流媒体短视频对主流价值的表达方式

（一）生活化语态，增强主流内容的接近性

近两年，不同的自媒体或者网红博主纷纷入驻抖音，通过对日常趣闻、成长点滴、日常碎片等生活内

容进行简单的剪辑整合，来记录美好生活。传统的主流媒体也一改往日严肃刻板的作风，开始使用生活化

的语态进行内容表达，力图在对主流价值的表达和传播上寻求严肃性和生活化的平衡点。

以 2021 年两会为例，“央视新闻”抖音号并没有通过传统意义上主持人正襟危坐讲述两会内容的模式，

而是借助总台央视记者紫童通过 Vlog 的形式来介绍两会，“我今天来，上会啦！”简单又不失亲和力的开

场白，让严肃的两会也显得更具接近性，后边紧接着通过采访大家熟知的新闻联播主持人海霞、各地各族

政协委员来向大家介绍两会提案，期间还穿插着记者对于两会的看法和自己的参会感觉的表达，生活化语

态的表达让两会新闻变得更加贴近群众。

除此之外，“央视新闻”抖音号推出两会特别策划《一禹道两会》，邀请央视特约评论员来分析解读两

会中提到的事关用户的内容，诸如“年轻人找工作或者创业，未来什么行业更有前途”“十四五给年轻人

带来哪些机遇和红利”“未来五年，买房合适还是租房合适”等话题，生活化的语态表达一时间受到广泛

欢迎，不到 48 小时就有了 7911.9 万次播放。这些生活化的语态和表达方式，充分凸显出媒体融合背景下，

主流媒体短视频号在主流价值观念表达上的进步。

主流媒体短视频号的价值表达与引导  

                           ——以“央视新闻”抖音号为例

刘听雷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着媒体融合向纵深方向发展。短视频作为移动互联网技术催生的融媒体产品，在发展

之初便凭借丰富的内容形态、可视化的表达方法和平易近人的话语样式等特点迅速赢得受众喜爱。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等主流媒

体也纷纷在短视频领域加强探索与投入，力图通过短视频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对主流价值进行表达与引导，扩大媒体自身的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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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威化视角，善于运用意见领袖影响

意见领袖，最早由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提出，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

并能够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一部分人。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者过滤作用。

央视新闻抖音号，在讲述重要的新闻内容时，善于运用意见领袖的作用和影响，通过权威化的视角，

将重要信息传播给用户。比如在 2020 年初，面对新冠肺炎人心惶惶，央视新闻抖音号多次通过钟南山院士、

张文宏医生的视频，向大家传递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判别方法和自我保护措施等，以规避新冠肺炎的传

播和感染，进而在用户中形成较大影响力。在面对国外不同声音，央视新闻抖音号还开设“岩松有话说”

专栏，通过大家熟知的主持人、评论员白岩松来表达观点，传递主流价值。

这正是利用钟南山院士、张文宏医生等这些权威人士作为意见领袖的影响力，通过他们专业权威的解

答、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掌握的首要信息来化解群众疑问，传递正确的、主流的价值观点。

（三）故事化叙事，建构共同情绪的影响力

短视频的出现，使得主流价值的内容传播有了新方式。故事化的叙事方式，不仅使得短视频变得更加

喜闻乐见，也使得富于主流价值观的新闻内容更加具有感染性和影响力。

在讲述全国人民同心抗疫，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不懈努力的内容时，央视新闻抖音号从小处切入，

通过一个个医生、护士个人经历的故事，来讲述普通岗位上平凡人所做的不平凡的事，以此扩大影响力，

在整个社会形成同心抗疫共同情绪。

央视新闻抖音号作为主流媒体的表达窗口，推出的“有你真好”68 集专题视频，讲述“面对新冠肺炎，

武汉女医生瞒着丈夫写下请战书”“除夕夜，他们出征”“病毒面前，医生也会怕”等动人心弦的故事。故

事化的表述，展现的是一个个奋战在一线的鲜活的人物故事，有意识地想要在社会上建构出情感共鸣和情

绪倾向，以此来传递社会主流价值。

二、主流媒体短视频对主流价值的内容呈现

（一）聚焦民生新闻，讲好主流故事

很多传播主流价值的民生新闻短视频产品，往往难以和短视频用户达成情感上的共鸣，因为众多作者

往往被宏大的主题和宽泛的立意所束缚。进而在内容表达方面，只是一味追求弘扬党和政府的正确做法和

真知灼见，而较为稀少地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普遍诉求。

但纵观第 28 届中国新闻奖“融媒短视频”获奖作品，其中不乏《修复时光》《清明时节捏面燕 忆故

人寄相思》等民生类新闻报道，并被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推送转发。由此可见，对于短视频号对民生类新

闻的报道如果掌握得好，将不仅具有新闻价值，也更加具有关心普通群众，弘扬社会主旋律的社会价值。

央视新闻抖音号，在聚焦民生新闻的同时，不仅有内容严肃的涉及到党和政府部门的决议内容的，也

不乏专家学者面对面讲述给人民群众的。比如该抖音号 2021 年 3 月 5 日推送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居民

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 30 元、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等，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受益群

体等，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价值诉求。除此之外，该抖音号还设立了话题“医问到底”，邀请不同的专家

医生就日常健康问题进行答复，该话题也达到了 1719.4 万次播放。

（二）关注时事政治，凸显新闻亮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就要做大做强主流舆

论，巩固全党全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而做大做强主流舆论，还主要在于主流媒体对于主流意识

形态的发掘和报道，而主流的意识形态往往蕴含在时事政治当中。

短视频账号即时对时事政治的关注和表达，也恰恰反映出主流媒体力图通过时事政治表达主流意识形

态的价值观念。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经过不懈努力，全国上下勠力同心，绘就了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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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康社会的脱贫答卷，央视新闻抖音号密切关注脱贫攻坚工作，报道了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脱贫攻坚

取得全面胜利和脱贫攻坚表彰大会，报道嫦娥五号任务，报道天问一号等等时事政治内容，通过当下流行

的抖音样式、喜闻乐见的背景音乐以及声画并茂的表现方法，报道时事政治，凸显主流的亮点价值。

（三）讲述国际动态，展现家国情怀

央视新闻媒体作为全国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在发挥好上传下达作用的同时，

也承担着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彰显大国担当的责任。

在抗疫新闻的短视频报道中，央视新闻不仅真实客观地反映世界各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新增人数，

而且也会反映各国的防疫措施和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无形之中，用户通过对比，可以更多地感受到共产党

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的优越性。

面对疫情，央视新闻镜头下的中国政府，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首位，党和政府也对国内人民群众和海外留学生表现出充分的关怀。除此之外，在 2 月 19 日报道卫国

戍边英雄时，也讲述了祁发宝等人面对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悍然越线挑衅，抗击外军的事迹

中也充分展现出中国军人爱国敬业的价值观，展现国人的爱国情怀，这都是央视新闻抖音号作为主流媒体，

通过国际新闻的表达，引导家国情怀价值观的鲜活表现。

三、主流媒体短视频对主流价值的引导效果

（一）回应内外质疑，彰显大国形象

央视新闻抖音号，作为央视旗下抖音号内容的聚合平台，在发布自身原创内容的同时，也会援引央视

媒体矩阵中“新闻联播”“中国之声”等账号的发布内容，也会援引人民日报、新华社、外交部发言人办

公室等有代表意义的机构或媒体的信息，以此回应内外质疑，强化主流价值观念，彰显大国形象。

比如 3 月 2 日央视新闻抖音号发布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答外国记者来华有何特权的提问时就明确

提到，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有来华在华人士都要遵守相关防疫规定，彰显出公平公正的大国形象；

2 月 4 日央视新闻抖音号发布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答关于涉疆虚假信息的提问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

维护和平，不将正常外交政治化的决心；面对外部势力关于“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恶意攻击和抹黑

中国的言论时，中国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仍然愿意将疫苗提供给各国使用的大国形象。

这些大国形象的表达，通过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作为表现媒介，则更具有权威性和政治价值。

（二）深入现场采访，增强主流价值感染力

深入现场采访，又称为沉浸式采访。指的是新闻报道者参与或涉入到新闻事件中，以“我”为视角感

受还原新闻现场，力图给观众亲临现场的体验和感受。

央视新闻的“战疫 vlog”合集，共有 34 段短视频，向用户叙述抗疫过程。央视总台的记者，深入武

汉隔离病房、金银潭医院和方舱建设工地、探访医护人员和患者等等。记录下了众多资料，一个个鲜活的

例子，使用户好像亲眼见证着生与死的较量。这不仅是在传递新闻现场的声音，更是在宣传主流价值观在

社会上的影响力，以此回应群众关切，弘扬主流价值观。

（三）积极正面宣传，引导舆论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团结稳定鼓励、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所以说，新闻媒体要想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一定要发挥好喉舌作用，通过积极进行正面宣传，来引导

舆论导向。

提到正面宣传，就又面临着前文中说到的问题，如何将空洞的说教和刻板的形式变得更加具有亲和力

和贴近性，如何将有意义的故事变得有意思，以此通过正面宣传凝聚人心、达成共识。

比如央视新闻抖音号在讲述感动中国人物张桂梅的时候，并不是仅仅通过旁白和文字介绍张桂梅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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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奉献、高度负责的品质，而是通过截取张桂梅接受采访的片段来让用户自我感受，然后通过对其授予奖

项正面宣传人物事迹和人物精神，以此引导舆论；在 2 月 20 日宣传征兵的视频推送也是，摆脱了原本的

说教征兵，而是从军人习惯性的答到和军人的话语中表现军人的气魄和精神，以此正面宣传有志青年参军

报国的主流价值。主流媒体短视频号对这种舆论的引导，是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

结语
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短视频尽管在内容形式上不断创新，试图开辟短视频对主流价值表达

与引导的新样式。但是也存在着诸如：规避信息茧房对主流价值表达与引导的影响、有关主流价值的舆论

引导与舆论表达的良性互动等某些问题，这些仍然需要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得到解决。

Value Expression and Guidance of Mainstream Media Short Video Public 
Account—Taking “CCTV News” as An Example

LIU Ting-lei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e Hebei, 067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is constantly pushing media integration to a deeper degree. Short video, as a 

media product born from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quickly won the hearts of audienc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its development by its 

rich content form, visual expression method and easy-to-understand discourse style. People’s Daily, CCTV, Xinhua News Agency and other 

mainstream media have also strengthened their exploration in the field of short video, trying to express and guide the mainstream values through 

this “delightful” form of short video and expand their influence.

Key words: mainstream media short video; CCTV news; mainstream value;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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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会作为一种特殊的机构场合，常常被视频或音频直播，因此，顾及对方和自身的面子显得尤为

重要。”[1] 外交发言人常采用各种礼貌策略表达自己的观点，代表国家的态度，在展现中国礼仪之邦形象

的同时，维护双方的面子，达到外交的目的。近年来，由华春莹、耿爽、赵立坚组成的“外交三剑客”在

外交蓝厅舌战群国，利用外交发言回应国外记者对中国的抹黑言论，在网上被誉为“外交部天团”。其中，

华春莹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以其极高的外交能力和优秀的外交发言表现，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被

网友亲切地称为“外交铁娘子”“外交迎春花”。本文聚焦于华春莹的外交发言，将华春莹 2020 年 2 月至

7 月共计 17 次（约 12 万字）例行记者会发言作为研究对象，以陈新仁提出的元语用意识及元话语分类为

理论指导，对华春莹例行记者会发言中的礼貌策略进行分析，揭示礼貌策略中元话语选择背后不同的元语

用意识作用。以期拓宽元语用在外交发言研究中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外交话语。

一、外交发言研究综述
外交发言是指在正式外交场合进行的演讲或发言 [2]。外交发言是外交语言的种类之一，其相关研究对

于丰富外交语言研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外交发言的话题涉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及国家利益等重大问题。

因此，外交发言常表现出错综复杂的语言特征。研究者常对外交发言中的模糊语、委婉语等语言使用现象

进行观察、分析，从而帮助人们理解外交发言复杂的语言特征及其功能。如魏在江分析了外交发言中的含

糊现象并将其视为外交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一种语言技巧 [3] ；翁青青认为外交发言中隐喻的使用揭示了不同

利益团体的政治选择 [4]。在对外交发言进行分析时，研究者常会运用一些语言学理论，如李瑞借助合成空

间理论对外交发言中的模糊语言进行认知解析，将发言人的模糊表达理解为合成空间对其他空间的组合、

完善和拓展。源域中具体的语义在这一过程中被投射到抽象的目标域之中，从而使语言模糊化 [5] ；蓝纯运

用合作原则和关联理论分析了外交部发言人的闪避回答，认为闪避回答是在发言人无法做出充分回答的情

况下，退而求其次的关联度最高的回答 [6]。利用元语用理论对外交发言进行解读也是语用学领域最新的研

究热点之一。秦小锋认为外交发言中的语用含糊在词汇、句子以及文本层面上都存在“语言痕迹”，这些“语

言痕迹”反映出外交人员在选择语言时的元语用意识 [7] ；秦小锋还提出，元语用意识在语言选择过程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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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调控作用，这种调控作用不是自发的或与生俱来的，而是为顺应不同社会、文化、心理以及环境因素而

执行的 [8]。从研究对象来看，在外交发言的相关研究中，语用含糊、委婉语的研究占很大比例，而对礼貌

话语的研究较少；从研究理论来看，元语用理论作为外交发言研究领域新的框架，能从不同视角帮助解释

外交发言中的语用现象。目前从该方向分析外交发言中礼貌话语的研究并不多。因此，外交发言中礼貌策

略的元语用研究还有较大空间。

 二、礼貌话语与元语用意识
“言语交际应该是一种合作性互动，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双方之间的冲突或尽可能少浪费精力。”[9]388

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不能将自我想法强加于对方。因此，说话人常需采用一定的礼貌策略，产出礼貌话

语来缓和语气、表达意见，以减少冲突，实现交际意图。Brown 和 Levinson 认为礼貌是说话人为满足面

子需求而采取的理性行为。礼貌话语的产生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礼貌策略来实现 [10]68。根据面子的类型和保

护面子的程度，Brown 和 Levinson 将礼貌策略分为直言不讳、积极礼貌策略、消极礼貌策略、非公开及

避免面子威胁行为五种子策略 [10]69。避免面子威胁行为的礼貌策略虽然是最礼貌的策略，但因为它不采取

任何特定的面子威胁行为，更多的是以间接的手势、面部表情等表达含蓄暗示，不是外交发言中的典型话

语现象，所以本文主要分析前四类礼貌策略。

冉永平认为 Brown 和 Levinson 的礼貌观强调的是礼貌的功能性特征和策略性特征 [9]390。礼貌话语

产生的策略性，即特定礼貌策略或礼貌话语的选择，也可以用元语用理论进行解释。“元语用的关注重

点不是话语使用生成的语境意义，而是如何使用特定的语言形式来实施元语用行为，以此来更好地实现

语用行为和功能。”[11] 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使用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这种自反意

识会存在于语言选择的全过程 [12]187。Verschueren 将这种“自反意识”称为“元语用意识”[12]187。语言

使用者会在元语用意识的影响下选择恰当的策略和话语形式。由于意识层面的选择过程无法直接观察到，

Verschueren 主张通过分析词、句、命题等话语构建不同层次中的变指成分、话语标记语和语境化提示来

揭示元语用意识的选择 [12]189-195，同时，他认为元语用研究应该涉及“语言使用者关于语言使用事件方方

面面的自反意识”[13]1。陈新仁也赞同 Verschueren 的主张，并基于语言交际事件的核心要素对元语用意识

进行了重新分类 [14]6，详见表 1，他还强调“不同类型的元语用意识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不同类型元话语的使

用。”[14]7 以元话语的选择作为观察点，可以发现在交际过程中不同元语用意识的调控作用。

表 1   不同类型的元语用意识

元语用意识维度 释义

关于语境的元语用意识 交际者拥有关于交际事件的时空、情境等因素的自反意识

关于发话人自身的元语用意识 交际者拥有关于自己的存在、角色、观念、意图、期盼、愿望、想法、
情感、态度、知识，能力等的自反意识

关于交际双方或多方的元语用意识 交际者拥有关于彼此 ( 所期盼 ) 的关系类型、亲疏等的自反意识

关于信息的元语用意识
交际者拥有关于当下交际事件的性质、意图、目标、重要性、价值、难度、
可信度等自反知识或关于信息的新旧、预期情况、可理解程度等的自
反意识

关于语篇的元语用意识 交际者拥有关于会话参与、语篇组织的秩序、格式、逻辑、清晰程度、
规范等的自反意识

关于语码的元语用意识 交际者拥有对当下使用的语言 ( 包括语体 )、方言及非语言资源 ( 包括
手势、眼神、表情、表情符号等 ) 的自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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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ádár 和 Haugh 提出，交际者在进行礼貌话语选择时会受到语言、语篇、认知、交际等不同层面元

语用意识的调控，这些意识会在语用层面留下痕迹 [15]。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交际者为了实现交际目的，

选择不同的信息传递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礼貌策略。不同礼貌策略中元话语的使用就可以视为交际者在不

同元语用意识调控下进行语言选择时形成的语言痕迹。本文以陈新仁的元语用意识新分类作为理论指导，

对华春莹主持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言中的礼貌策略进行分析，进而解释交际者元语用意识在语言选择过

程中对元话语使用的潜在调控作用。

三、外交语言中礼貌策略的元语用意识解读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发言人常采用各种礼貌策略回答提问或表达观点，从而维护双方或者各方面

子，保证外交的顺利进行。从元语用意识视角来看，该语言选择的过程就是说话人对交际事件要素进行反思、

调整并最终呈现为礼貌话语的过程。

（一）直言不讳

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需尽可能直接清楚地向听话人表明自己的意图，即说话人采用最直截了当的方

式来施行面子威胁行为。

（1）澎湃新闻记者：6 月 11 日，英国政府发表了最新一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华春莹：我们对英国政府定期发表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干涉香港事务的错误做法表

示强烈不满。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或个人都无权干预，英方对香港无主权、

无治权、无监督权，也不存在所谓“责任”。①

在直言不讳的礼貌策略中，发话人元语用意识中的语境、信息和语篇元语用意识得以凸显。语境元语

用意识指交际者对交际实践的时空、情景等因素的自反意识；信息元语用意识指交际者拥有的关于当下交

际事件的性质、意图、难度、可信度等自反知识以及关于信息的新旧、预期情况、可理解程度等的自反意

识等；语篇元语用意识指会话交际中对语篇组织的格式及清晰程度的思考 [14]8。例 1 中，华春莹强调“香

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预”，突出其发言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内政不容侵犯”。新时代的中

国早已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在外交上，中国

相继提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外交理念，这些理念反映了中国外交“强起来”的

基本取向 [16]。因此，发言人通过强调发言所在时间背景等达到警示其他各国无权侵犯中国内政的目的。这

体现出外交发言人元语用意识中对于中国现状和地位的准确把握。针对发言信息，外交发言人元语用意识

中对“香港事务属于内政”的信息准确性的追求远远超过“保护受话方面子”的追求。因此发言人选择以

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对英国政府行为的不满。华春莹用“所谓”传达出《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不仅是一个

不正当的、无理的、侵害中国国家权益的报告，也是一种虚假的、不真实的报告。同理，发言人通过“所

谓责任”表达英国无权干涉香港事务的态度与主张；“强烈不满”强化中国对于英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态度，

从而明确地表达出中国立场。在语篇元语用意识上，发言人采用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最明显和最直接的态

度，对干涉中国内政和诽谤中国的行为予以谴责。如使用“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三个“无 ...”

的并列结构给人一种既直观又坚决的感受，即英国对香港没有主权、治权、监督权。因此，英国侵犯中国

内政的行为应该得到阻止和谴责。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在直言不讳策略中，发言人的元话语强调突出会话

所在的环境及情景、信息的准确性以及语篇的直白程度。这也反映出在保护国家利益和形象的前提下，发

言人对于交际信息的准确性超越了其他追求。因此在发言人元语用意识中，语境、信息和语篇元语用意识

① 文中所有华春莹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言均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网（http://www.scio.gov.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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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凸显。

（二）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

积极礼貌策略指说话人在言语行为中，强调自身与受话人的相似之处，肯定受话人的需求（或由此产

生的行为 / 所得 / 价值），维护受话人的积极面子 [10]101。消极礼貌策略指说话人在言语行为中，不干预阻

碍受话人行为，维护受话人的消极面子 [10]129。这两种策略都会考虑受话人面子问题，从而调整说话形式达

到礼貌的效果。“言语交际一般是双向的,参加交际的一方是发话人 (说话者和笔者 ),另一方是受话人 (直

接的和间接的 )。”[17] 在例行记者会中，发言人发言的受话人不仅包括直接的受话人记者，还可能包括间接

的受话人，即记者问题中涉及的第三方甚至多方，即在场的其他记者。发言人需要综合考虑提问记者、问

题中第三方等多种受话人的面子需求，产出礼貌话语，达到外交目的。

（2）新华社记者：美国军控事务特使比林斯利 9 日发推特称，呼吁中方重新考虑无意参加“中美俄三

边军控谈判”的决定。要获得强国地位，就应该带着强国的责任行事。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无意参加所谓的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这一立场是明确和一贯

的……中方不参加三边军控谈判，这并不意味着中方拒绝参加国际核裁军努力。

（3）深圳卫视记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又对媒体表示，中国是美国及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危险对手，

中国政权与美国完全不同。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中方一向认为，这个世界上不同文明制度之间是完全可以和谐共存、相互借鉴、共同进步的。

但对美国一些政客来讲，他们似乎越来越难容忍这点。

积极礼貌和消极礼貌策略体现出发话人对自身、受话方、交际双方或多方的元语用意识。发话人通过

对自身及受话方的角色、观念、态度、想法等进行判断，综合选择是保护双方的积极面子还是消极面子，

达到礼貌发言的效果。在例 2 中，发言人辨识出记者提问的目的是希望中方对无意参加“中美俄三边军控

谈判”的这一决定做出正面回应。基于这一意识，发言人表达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满足了记者

的需求，维护了记者的积极面子。因此，例 2 中“这一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尽管是对信息的明确和强调

处理，但此处并非局限于发言人对信息的准确追求，而是发言人在辨识出受话人意图后为了维护对方面子

做出的语言选择。在例 3 中，面对蓬佩奥关于中国政权与美国相对相敌的观点，华春莹使用了“似乎”使

语气显得缓和，避免完全威胁会话中涉及的第三方蓬佩奥的消极面子。这样的语言选择既可以彰显中国求

同存异、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避免过于绝对，产生冲突，同时又对以蓬佩奥为首的美国政客予以讽刺，

表达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在积极礼貌策略或消极礼貌策略中，还需要注意对发话人自身角色的调节，注

意“中方”“他们”等人称代词的使用。人称代词的使用在积极或消极礼貌策略中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人称代词强调了发话人的角色认定及态度表达。“说话人的语用身份选择是由其当前语境下的交

际需求驱动的。”[18] 当记者希望得到中国对于某件事的回应时，新闻发言人应明确自己的发言代表的是国

家态度。这时用“中方”“我们”这类词更加合适。如例 2 中，华春莹使用了四次“中方”回应记者要求

中方做出评论的要求，表达出中国对于“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的态度和立场，强调说话人对听话人需求

的知情与关注，符合交际需求和交际愿望。另一方面，人称代词能维护受话人的面子，如例 3 中“他们”

的使用。为了避免过于直白，华春莹以“他们”代替美国的某些政客，既避免了直呼其名伤及其面子，又

含蓄抨击了以蓬佩奥为首的部分美国政客。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在积极礼貌和消极礼貌策略中，发话人对

于语境、信息和语篇的安排处理更加多样化。从元语用意识角度解释，发话人对于语境、信息和语篇的安

排处理是发话人对自我角色、受话人期盼、立场、目的以及双方关系综合考量后做出的决策，这一过程受

到发话人关于其自身的元语用意识和发话人关于受话人及双方或者多方交际关系的元语用意识的共同调

控，最终产出最合适的维护积极面子或者消极面子的礼貌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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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公开礼貌策略

说话人在采用非公开礼貌策略时，常使用预设、夸张、暗喻、模糊等间接表达来降低话语的面子威胁

程度。受话人需要进行一定的推断来了解说话人的真实意图 [10]101。

（4）美国专题新闻社记者：关于中方发布赴澳大利亚旅行提醒，中方有何事实或数据说明种族主义袭

击在澳呈上升趋势？为何只针对澳大利亚发布有关提醒？ 

华春莹：中方有关部门发布赴澳旅行提醒当然有充分事实依据。如果你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

就能看得很清楚。过去一段时间来，澳国内针对中国、华人乃至亚裔的歧视现象层出不穷，澳媒体上有大

量报道。比如，一些澳政客和媒体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恶毒篡改中国国旗、国徽图案；很多在

澳华人华侨遭受言语侮辱甚至围攻伤害；一些华人和亚裔家庭财产遭到破坏，华人和亚裔在日常工作中遭

受不公正待遇；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等多个澳洲城市出现带有对华种族歧视意涵的涂鸦或文字。

（5）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将新冠病毒对美国的影响比作“珍珠港事件”和

“911”恐怖袭击。虽然他没有明确说新冠疫情是中国对美国发动的攻击，但他的确提到了中国，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华春莹：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堪比“珍珠港事件”“911 事件”，那么美国这次面对的敌人是新冠病毒。

非公开性礼貌策略是一种表达方式的选择，它体现出发话人进行语言选择时对发话人、受话人、双方

关系、语境、信息及语篇等各方面因素的调控意识。在例 4 中，美国专题新闻社记者要求中方陈述澳洲种

族主义袭击证据并解释只发布赴澳旅行提醒的原因。发言人了解到美国记者这一目的和意图后，既罗列了

“充分事实依据”进行回复，表明中方的决定是有理有据的，又用了一些较为模糊的数量修饰语如“大量”“一

些”“很多”“多个”等，在回应记者提问，满足其信息需求的同时，也给了会话中涉及的第三方澳洲一定

的面子。同样，在例 5 中，通过记者问题所传递的信息不难看出，特朗普是想指责中国是此次新冠疫情的

“罪魁祸首”并将中国视为“敌人”，而华春莹使用了“如果说 ... 那么 ...”的语篇元话语以标识和强调

语篇信息，暗喻美国面对的敌人应该是“新冠病毒”，在满足记者提问需求的同时，也传递了新冠疫情是

世界性突发事件，并不是由任何一个国家引起的这一信息。发言人话语形式简练，但内容丰富，风格含蓄，

但观点鲜明。经过分析得出，非公开礼貌策略的语言表达体现出发话人在发言过程中需要兼顾信息、语境

和语篇的表达并考虑发话人、受话人面子需求及双方关系需求，而这些需求是通过本文第二节表 1 中提到

的发言人多种元语用意识作用下的语言选择来达成。

结语
礼貌话语的使用是说话人在不同程度的元语用意识调控下，根据一定的社会规约、认知语境、听话人

的认知期待等因素，反思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而做出的元语用选择和实施的元语用行为 [19]。不同

的礼貌策略背后起作用并最终得到凸显的元语用意识不尽相同。直言不讳策略主要受到信息、语境、语篇

元语用意识的调控，为了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发言强调信息的准确性，而较少考虑受话人的面子需求；

在使用积极礼貌和消极礼貌策略时，发言人意识中需要考虑受话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需求。因此，在这

两类策略中，关于发话人自身、受话人及双方关系的元语用意识对语言选择起到调控作用并最终得以凸显；

非公开礼貌策略受到的是语境、信息、语篇及发话人、受话人、双方关系等诸多元语用意识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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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8年我国批准设立第一个国家高新区算起，高新区在我国已有32年的历史。经过30多年的发展，

高新区建设已经进入内涵发展和品质提升阶段，与之伴随的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形态演变成为关注的热点。

在以往的高新区建设过程中，大多“重产业、轻生活”“重科技、轻文化”“重经济、轻协同”，由此

暴露出高新区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如空间规划不合理、整体活力不足、文化氛围缺失等。可以说，经

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不应该是先后关系，在新一轮的智慧城市建设中，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济与文化的协同

共生关系。在新时代，高新区建设已经成为打造新时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高新区的环境设施、建筑布局、

公共空间的营造、社区的文化氛围、民众的精神气质、交流网络创新和社会关系互动等无不彰显着一个城

市的格局和发展潜力。

可以说，在高新区发展的任何阶段，空间规划和布局都是决定其日后发展状况和城市形态的重要基础。

因此如何通过空间生产提高高新区整体环境品质、提升区域活力、营造文化氛围，如何通过空间生产促进

高新区文化建设，是高新区转型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一）与高新区文化建设有关的文献综述

在中国知网搜索“高新区”“高新区文化”等关键词，分析发现，现有的高新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经济效益、创新发展、转型路径、政府治理等方面，与高新区有关的文化研究少而零散，缺乏系统性，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注高新区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对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调研分析，为高新区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发展对策和解决方案，如刘蛟的《大庆高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分析》、李佳

的《区域协同创新能力与文化创意产业生态系统演进关系研究》。二是关注高新区社区文化和智慧社区建设，

从设计学、管理学等角度探讨高新区社区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如赵树然的《威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区

文化建设对策研究》、虞益飞的《杭州高新区（滨江）智慧社区建设研究》。三是关注空间规划布局对高新

区建设的影响，如张琳在《转型期开发区的功能提升与空间优化——以常州市高新区为例》一文中指出，

空间生产对高新区文化建设的影响

                       ——以承德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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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高新区各个片区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应该依据上位规划进行空间结构调整，以高新区生态建设为

核心，利用公共服务带和交通廊道加强各个片区的空间联系。周秋宇以成都高新区微绿地实践为例，认为

应该通过“科技”与创新的方式在微绿地中植入互动式创新设施，为街道空间创造活力，赋予城市微绿地

空间更多的趣味性和参与性功能。

从现有的与高新区文化建设有关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当前各领域对高新区文化建设的关注略显不足，

从空间视角对高新区文化建设的探讨集中在宏观的空间规划、参与式互动等层面，鲜有文章探讨空间生产

对高新区人际互动、社会关系网络、文化生成等层面的影响。再者，现代传媒已深深卷入日常生活和时空

生产意义的过程中，然而有关高新区建设的传媒研究集中在宣传、新媒体平台建设等方面，忽略了作为媒

介的各类空间对人际互动和意义建构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从传播学视角切入，结合空间理论，

探讨高新区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讨高新区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进行空间生产，以促进空

间与空间、空间与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互动，从而激发高新区文化活力，为相关各方提供参考和解决

方案。

（二）传播学视角下的“空间”与“空间生产”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存的两个重要维度。在传播学领域，长久以来，空间一直是一个被遗忘的维度。

不管是早期依靠交通工具进行的传播活动还是近代依靠各类大众媒介进行的信息传递，“空间”都是被跨

越的对象，旨在达到时间上的快速与统一。20 世纪下半叶，人文社会科学出现“空间转向”思潮，以往被

主流传播学忽视的“实体空间”开始进入研究视野，传播学研究重新关注“空间”，并开始理解传播与空

间的关系。

在早期的空间理论研究中，列斐伏尔认为对空间的分析应该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

空间是社会性的，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他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47

列斐伏尔不仅把目光投向空间本身的生产，更注重空间的社会关系属性，认为所有的地理空间和物质空间

也是社会关系空间。列斐伏尔曾断言，好的空间生产应该为关系网络的构造提供便利，为人们的共在、交往、

共享提供更多可能性。

桑内特指出，城市公共空间是人们“会遇”的场所，创造了陌生人相遇的戏剧舞台 [2]123。威廉·H·怀

特通过对城市空间中各色人群的细致观察，他发现“好”的城市空间可促进良性的社会交往。“好”空间

体现更多的“人性化”尺度，如公园、广场、人行道、花坛、喷水池、街道等日常生活展开的“小城市空间”，

是能提供高生活品质的人性空间代表 [2]123。孙玮认为，物理空间与文化精神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以传播的

视角视之，无论是城市空间再生产，还是城市文化精神的重构，都牵涉到传播不同面向的意义，即信息的

有效传递、公共交往的充分展开、文化意义的生成与共享 [3]。

媒介学为理解传播与空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德布雷指出从本质上说，媒介这个词的重点应该是

“中介行为”，而不是某种技术产品，所以任何中介性的事物都可以称之为媒介。[4] 因此，空间不仅仅是人

类实践活动的场所，也是人类展开传播交往、社会互动的媒介。而城市中多样化的建筑和空间形式为理解

传播与空间的关系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经验。

“一幢建筑物，其精确的建筑设计预见并设想了它所允许和期待的社会关系。”[5] 因此，从实体空间的

视角理解城市，便要考察城市的道路、建筑、公共空间等实体介质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本文以承

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承德高新区）的空间生产为例，解读高新区建设过程中的空间逻辑、

意义生成以及其对高新区文化建设的影响。

二、高新区空间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承德高新区是 1992 年 6 月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初始规划面积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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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

平方公里，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现管辖区面积 206 平方公里，人口 41595 人。目前承德高新区主要区域

已经形成包括科技产业、生活娱乐、教育医疗、景观绿化、社区服务等多种功能在内的发展格局。（图 1）

位于区域中心位置的是奥体中心和三所高校，东西两边聚集起多个居民区，北边沿河一带是滨河公园，

南边山脚下高铁车道穿行而过。在当地高新区又常被人们称为“大学城”，因为这里是三所高校的聚集地，

而被三所高校围绕的奥体中心正是这片区域的地理中心，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本次调研采用田野调查和

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于 2020 年 6-7 月间进行，采用半结构访谈的形式，主要了解受访者对高新区的

空间使用情况、空间感受和对当地文化氛围的评价等，以城市“可沟通性”为切入口，探究高新区在建设

过程中如何在空间与时间维度上展现传播的意涵，如何在地理网络、沟通网络、意义网络三个面向上构造

高新区的文化内核。本次深度访谈 10 人，包括生活在该区域的学生、教师、商户等，以师生为主，每次

访谈持续 30 分钟左右。高校教师和学生作为生活在高新区的主要群体，对该区域的空间布局和文化建设

有着更为深刻和全面的了解，是本次访谈的重点对象。

（一）空间连接：连而不通

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和体验是评价城市可沟通性的重要维度，也是城市空间是否具有价值与活力

的重要体现。调研发现，当地高新区现有的各个功能区空间位置分散，引流和聚集能力较弱，未能满足人

们的社会交往、娱乐休闲等需求，空间生产未能和人的活动有效连通。

受访者 A：平时休闲娱乐没有想去的地方，也没有能去的地方。也就去河边散散步。之前动过要爬山

的念头，可是根本不知道从哪去。……整个高新区就是有了小区，有了人，有了吃的，交通能到就行了，

然后就没有别的了。没有步行街，没有玩的地方，仅仅满足了基本的吃、住、交通需求，感受不到什么文化。

（教师，31 岁）

受访者 F：高新区这边的整体感受，各种娱乐场所没有聚集起来，比较分散，没有形成一站式体验。（学

生，22 岁）

受访者 G：休闲娱乐去市里比较多，去市里一些商场，虽然去市里一趟很麻烦，花很多时间，但高新

区这边并没有吸引我的地方，学校周边没有想去玩的场所。（学生，23 岁）

图 1  承德高新区主要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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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I：和润新城那边开了一个蹦床公园，还有滨河公园环境也挺好，但是这几个地方太分散了，

没有太集中。（教师，30 岁）

人们的生活与交往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与场所中，空间本身的生产决定了人们的空间实践活动和关

系网络建构，反过来，人们的空间体验也印证着空间生产的价值与合理性。从对受访者的访谈来看，当地

高新区的吸引力和聚集能力无疑是较弱的，虽然高新区的各类设施几近完备，但各个功能区所处的地点分

散，且缺乏较高的文化引领和精神内核，导致这些场所变成了地理空间中暗淡孤单的圆点，难以编织起融

合贯通的地理网络。空间之间的地理连接固然重要，但是如何连接才能允许更多互动的可能、建立起更丰

富的关系网络、提供更多偶遇的机会、允许更多对话，才是更值得提前策划和精心布局的。一个新城区的

建立，不仅仅要考虑应该提供哪些功能空间，更重要的是各个功能空间之间如何有效连接、互通有无。否则，

简单的物理连接就会变得肤浅和无意义，甚至糟糕的连接还会制造出各种沟通障碍。

（二）空间节点：制造区隔

空间生产中，重要空间节点的生产至关重要，每个节点集聚资源和辐射资源能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城市的活力和地位。在城市空间中，发挥重要节点能力的往往是一些地标性建筑、公共空间等场所。

这些场所的地理空间结构限制并制造着其中的关系空间，经由人们的传播活动，建立起相遇、共在、分享、

意义生成等各种交流的可能性。不同的空间生产，便意味着不同的现实。在承德高新区，“奥体中心”显

然是这片新城的中心节点，然而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心的奥体，却并未在人们内心的认同中成为中心。

受访者 A：……奥体太占地了，也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每次去奥体都要绕一大圈，这是最头疼的问

题。……我们学校和旅院直线距离很近，但是有了奥体（在中间阻隔），心理距离感觉变得很远。 （教师，31岁）

受访者 D：奥体举办活动非常少，一年也就举办几次活动，而且奥体举办活动引流的效果也不好，等

于没有。……奥体这边没有天桥，过马路很困难。（奥体商户，26 岁）

受访者 F：有一次我们去（奥体）找一家店，地图显示还有 10 米就到了，但死活找不到，结果要穿过去，

入口太复杂，不熟悉的话要绕半天。绕过一次可能就好了，但第一次找确实太麻烦了。我觉得后窑那边的

人没事应该一般不过来这边，视觉上就阻隔了，就知道有两个大学，就没了。（学生，22 岁）

受访者 G：高新区这边虽然有一个科技大厦，但根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建出来的东西都不知道它存

在的意义。奥体也是，没有对外开放，不给我们锻炼，一次都没进去过。奥体这边过马路太不合理，每次

都是靠缘分过马路，挺危险的。（学生，23 岁）

受访者I：奥体这个地方确实挺浪费地方的，出行也不方便。这边商户更换频繁，没有形成有规模的商圈。

（教师，30 岁）

如图 1 所示，占地 280 余亩的环形建筑奥体中心将原本一气呵成的笔直道路从中间切割开来，地理位

置上彼此毗邻的几所学校也因此各居一隅，无形中拉开了几个学校之间的距离。多名受访者均提到过马路

的危险性，整个奥体周围的道路并未设置红绿灯，环形车道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视线，到达“奥体”变得危

险和困难。整个奥体商圈所有的店面均置于环形建筑外围，店面与店面之间不是遥相呼应，而是像“一个

在山这边，一个在山那边”般的无法连接。若不是耐下心来逛上一大圈或者多去几次不同的店面，很难清

楚地知道地图上那些近在咫尺的店面究竟身在何方。该商圈虽然被几所学校包围，但对每个个体而言，熟

悉这个商圈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比其他地点更多。处于绝佳中心位置的奥体商圈，多年来一直未能形

成较大的规模和较强的吸引力，商铺更换频繁，笔者以为，这与其空间上的“不可达性”“不便利性”有

直接关系。城市网络中，重要空间节点本应克服人与人、人与建筑间的沟通障碍，营造活跃热络的交往氛围，

为更多对话交往提供可能，成为连接多点之间的重要枢纽。然而在这一个案中，整个环形设计和商圈布局

在地理和心理上为人们的到达和交往设置了诸多障碍，大大降低了这一中心节点的聚集能力和辐射能力。

李艳云   陈申全：空间生产对高新区文化建设的影响——以承德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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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间缺位，意义缺失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不同空间之间的连接方式，还是重要空间节点的连通能力，当地高新区

的“空间”维度一直处于缺位状态，而由此导致的意义缺失更需警惕。

受访者 A：毕竟是大学城，年轻人多，但整个高新区没有规划出一个主题的地方，比如成都的宽窄巷子，

（整条街）就是吃的。但这里没有这样的地方，没有很好地把避暑山庄这种文化纳入进去。……这里是大学城，

却没有一点年轻的氛围。（教师，31 岁）

受访者 E：其他城市不是这样，我到其他城市会先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奥体商户，36 岁）

受访者 G：高新区这边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上班的场所，白天来这里上班，晚上回市里居住，这里像

一个过度站，大家的生活重心还是在市里。……别人学校周边都有轰趴馆，我们这虽然听过，但根本不知

道在哪里。（学生，23 岁）

受访者 I：高新区这边缺少咖啡馆、书店这样的场所。以前在吉大上学的时候，周边这种咖啡馆很多，

定期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读书会，上班族也会在那里讨论项目，但这边没有。（教师，30 岁）

在众多受访者的表述中，当“其他”和“别人”代替了“我们”，需要进一步警惕的便是空间缺位、

场所缺失带来的“地方感”的缺失和意义的流失。对于人类生活而言，对地点的依赖是形成地方感的基础。“城

市‘地点’提供的‘场所感’独一无二，它承载个人、集体记忆，倾注着公共或私人的情感。每一个城市

都有自己的地标性景观，这些地点镌刻城市形象，凝聚着市民们的认同。”[6] 一旦人与地点之间的深度联

结缺失，地方认同便难以达成。“这里离东北近，有一点东北的感觉；离北京很近，又有一点北京周边人

的小骄傲。但是这里让人没有认同感、归属感。生活在这片土地，不知道这里的文化底蕴是什么，不知道

应该把自己扎根在哪里。有一种比较迷茫的身份认同，没有比较独特的体会。”（受访者 J，教师，28 岁）

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息息相关，而人们的生活与交往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空间和场所中。

空间的缺位、场所的缺失，必然会带来人的隔绝、文化的断裂。

三、空间维度彰显的文化内涵

（一）实体空间承载的文化意义

实体空间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物质空间，更是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在高新区的建设过程中，如何通过

实体空间展现其文化意涵，如何运用本土的文化符号建构特色的高新区文化空间是管理者和建设者需深刻

思考的问题。

不同的高新区要体现各自的特色和样貌，势必要与本土文化结合，过度现代化的呈现，会让城市空间

变得单一和无趣。实体空间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也是与过去和传统对话的过程。空间不仅仅是人与人，

人与物对话的场地，更是当下与过去，当下与未来实现连通的重要节点。长久以来，旧城的古街古楼、广

场石塑、传统老店、手工手艺等处都默默地延续着历史的印记，人们得以在这些情境中缅怀、沉思，得以

在这些传统元素和符号中实现与历史的对话。而高新区建设过程中若仅仅以“科技”“现代”元素支撑，

丢失当地本土的文化符号与文化特色，势必造成城市生活中新一轮的隔绝与断裂。这种隔绝与断裂首先体

现在人们在城市生活中的“无差别感”上。生活在此处与生活在别处，不管是视觉体验还是实践感受，都

并无较大差别。久而久之，这种“无差别感”会造成人们地方感的缺失，地方认同越来越难以达成。更为

紧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地方文化和集体记忆的空间载体的不断缺位，时间和空间维度双向影响下，

“遗忘”深耕，人们的本土根和文化魂将越发难寻。

高新区作为连通城市过去与未来的新空间，应该看到本土文化符号对激发城市空间活力、增添城市空

间意义的作用和价值。可以说，一座城市要想发展，就必须汇聚“流量”，而有创造力和吸引力的文化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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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吸引“流量”的重要法门，然而在现有的高新区建设过程中，“文化”显然是一个缺失的维度。

（二）虚拟空间难以弥合的鸿沟

与实体空间相对，虚拟空间为人们的沟通交往提供了新的平台。人们貌似有了更多沟通渠道、更便捷

的沟通方式，然而随着媒介的发展变迁，不难发现，经由大众传媒达成的对话往往是肤浅且聒噪的。网络

世界貌似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可以在此发声，但每一次在近似狂欢式的各方表达后，“理

解”变成了一件难以达成的事情。人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意见是否被听到被支持，越来越难以站在其他

立场上去理解那些不同的声音，因此，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很难达成有意义的对话和沟通。鲍德里亚认为“如

果我们承认传播是一种交流，是艳遇和反应共享的交互空间和响应性，不是指心理或道德的响应，而是人

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基于交流的相互关系……那么大众媒介制造的就是非沟通。”[7]

当传媒报道在空间上关注越来越遥远的事件，对普通大众而言，是在洞启现实还是在遮蔽现实？是在

改变态度还是在强化态度？人应该先理解自己身边的对话，才有可能理解别处的对话。生活在地方，但对

地方文化却又如此陌生，所听所见所闻均是国家大事，人们更关注宏大的议题，“附近”几乎消失。尤其

是年轻一代，过去，既未亲身经历和感受到地方文化的盛行；当下，又未能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中获取

到有意义的地方文化文本。虽然身处家乡，但心理上、文化上，却如同“陌生人”。

当实体空间缺失有吸引力的场所，或者空间之间未形成疏密有致的沟通网络，人群难以聚集和对话，

意义难以共享，文化难以延续和生成，人们在实体空间中的交往实践不断下降，玩手机、宅家等活动由此

增多。实体空间的匮乏将人们越来越多的限制在虚拟空间和自我空间中，与他人的偶遇、交往、沟通就变

得越来越难以可能。

四、结语
本文研究的虽是个案，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诸多城市高新区建设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在众多高

新区建设过程中，尤其应该关注中小城市高新区的建设。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不同，大城市有浓厚的历史文

化积淀，有人才聚集，有各种支持政策，大城市的文化活力十足，特色鲜明；中小城市与乡村也不同，乡

村有地缘血缘的连接，媒介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原有的社会关系；而中小城市地位尴尬，很多中小

城市既没有发展出现代、开放、活力的城市文化，陌生城市中又没有形成较强的社会关系联结。因此，中

小城市高新区的文化建设相对缺失。

可以说，城市文化经由互动而来，而非通过管理决策就能得到。城市建设应该意识到空间与传播维度

的重要影响。从空间和传播角度理解城市文化建设，不仅仅要考虑到空间之间简单的地理连接，更要思考

空间之间如何连接才能允许更多互动的可能，建立起更丰富的关系网络，提供更多偶遇的机会，允许更多

的对话，承载人们更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只有打通了城市空间传播网络，为城市各方民众的参与提供入

口和舞台，让民众发挥他们的知识、经验，让城市中的人与人、人与空间、人与时间得以沟通和对话，文

化才可以自然形成。

李艳云   陈申全：空间生产对高新区文化建设的影响——以承德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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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pace Production 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High-tech Zone—Taking Chengde High-tech Development Zone as An Example

LI Yan-Yun  Chen Shen-qua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e, Hebei 067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high-tech zones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exist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high-tech zones is still based on economy and technology, ignoring simultaneous urban cultur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and space producti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engde High-tech Development Zone was investigated,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functional spaces were scattered and failed to meet people’s needs for social communication,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and space 

production failed to effectively connect with human activities. The Olympic Sports Center, which is in an excellent central location, has greatly 

reduced the gathering and radiation capabilities of this space node due to the “unreachability” and “inconvenience” of its spatial desig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way of connection between spaces and the ability of space nodes to converge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people’s social 

communication, meaning sharing and local identity,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shaping and formation of urban culture.

Key words:  High-tech Zone; space; space productio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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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时代城镇化背景下多民族人口在城乡地域之间的流动和迁徙增多，少数民族原有的“小聚居”

格局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乡村社会民族构成变得复杂多元。可以说，如今提到民族和谐已经再也不仅

仅局限于“民族地区”，而是在我国整个社会背景下的整体和谐。民族关系的和谐，不仅关系到和谐社会

的构建 , 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乡村社会作为我国基层社会的单个子细胞，

乡村社会中的民族和谐因素成为促成我国整体民族和谐的必然要素和核心根基。国家、社会治理目标的实

现不仅取决于高层次正式制度的指挥供给，更取决于一定地域内各参与主体间以互动博弈的方式所形成的

共同规则体系，即乡规民约体系的约束控制。

在我国千百年的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乡规民约体系作为一种“地方性地理知识”早已建立且趋

于完善，学界关于传统乡规民约问题的讨论也由来已久。但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

转变，人民的追求发生了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结构、乡村风貌在新型农村建设中也逐步改变甚至消失。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支持、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背

景下，乡规民约在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中仍然承担着重要的乡村社会治理功能，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完

成乡规民约的现代化转型成为必然。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的功能衔接性，把乡规民约变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乡村社会的实践形式。[1] 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乡规民约同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形式一道

成为依法治国的文化养料，作为村民的“心中法”，其深厚的文化传统、浓厚的地方属性、超强的渗透力

度以及强大的震慑权威都决定了乡规民约在新时代和谐民族关系构建背景下的实践应用价值。

一、问题的缘起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和谐”追求

（一）民族关系的“和谐”特征

民族和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在民族关系上的具体体现，是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基础

上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中，互相包容、和睦相处、安稳有序、和谐共进。[2]

和谐民族关系视域下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的法治路径

                          ——以S市B乡为例

赵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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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和谐追求将我国多民族乡村社会民族关系的和谐特征与乡规民约构建的法治定位融会，通过对

S市B乡乡规民约体系优势的实证分析，结合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的重难点，理顺乡规民约与国家法、习惯法、村民自治间的关系

以及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从功能、价值、构成三个方面细化新型乡规民约构建的定位方向。继而从文化根基、总体目标、治理方

式、治理依据、治理整合五个角度提出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法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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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序言第十一自然段及第四条第一款中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征描述中增加“和谐”

一词，将在民族领域形成广泛共识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理念上升到了宪法高度。《民族区域自

治法》同样做出了增添的修改，作这样的修改，首先，从形式和内容上强化了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

族关系是事关我国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论断，巩固了我国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发展方向；其次，从思想上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各民族成员在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生态方面有序和谐发展；再次，从逻辑上符合我国多元一体国情的辩证定位，“和”是要和

而不同，“谐”是要和睦协调，费孝通先生指出，在我国多元一体格局中五十六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

是高层，不同层次在认同基础上发展各自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3] 最后，从目标上成

为应对我国各种民族问题挑战的重要法律依据，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实践向我们展示了我国民族工作所

取得的卓越成效，深化推进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建设，是实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有力武器。

（二）乡规民约的“和谐”追求

博登海默在探究人对和谐秩序追求的心理根源时认为其来源于两种欲望或冲动，一是人类具有复刻、

重现在过去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经验或安排的倾向；①二是人们对其关系受到不稳定因素（如瞬时兴致、

任性、专横力量）控制的逆反，[4]236 正是在这两种精神倾向的作用下，对乡村社会有序性的追求使得乡规

民约的产生成为了和谐秩序与社会基层治理两者之间的心理公约数，成为推进民族关系和谐的集中导向。

蕴含民族和谐内容的乡规民约是一定历史积累下某个区域内的多民族主体从实际生活出发，以地方及民族

知识为根基去寻找与文化保护传承、地方及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关系融洽等内容相适应的地方治理制

度。乡规民约中的“和谐”要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规民约自身的和谐，即乡规民约的制定程序、内

容规定及运作体系等科学合理，与国家法、政策、习惯法之间不存在冲突；二是乡规民约以和谐作为其调

整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价值目标。

（三）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和谐”目标

 “和谐”是社会基层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在表现。党的十九大提出

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

重心和难点均在基层。[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和谐，最

主要的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6] 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体现在民族上就是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体现在意识上

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固树立。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

党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新征程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可见，推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

现代化，手段是法治，目标是和谐，表现是共同体意识。

二、S 市 B 乡乡规民约体系实证分析

（一）S 市 B 乡基本情况介绍

B 乡隶属于 H 省 S 市 S 县，是 S 县唯一的民族乡，位于 H 省中部，S 县东北部，下辖 11 个行政村，

总面积 24.3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43.36 公顷，总人口 16565 人，自然增长率 7.39‰，回族人口 4976 人，

占全乡人口的 30%，占全县回族人口的 80%。2018 年，全乡完成入统工业总产值 2.7 亿元，利税 2.08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0.61 亿元，引进内资 3.3 亿元，出口产品交货值 0.36 亿元，财政收入完成 861 万元，各项

① 博登海默的这一论断受到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在其晚期研究中的分析结论的影响，弗洛伊德通过动物

生活的例子论证了生命有机体具有重复早期经验的先见取向，这种欲望即使在一个人成年生活中不会香在孩提时代表现明显，但这

种“恢复早期事态”的强烈愿望在人生发展的后期阶段始终存在，这种愿望构成了有机生命中固有的一种惰性现象。（See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n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ransl. J. Strachey (London,1975),XVIII,34-43）笔者认为，乡规

民约之所以在乡村社会传承千百年而依旧发挥巨大功用与这种隐藏在人性里的惰性密切相关，乡规民约作为共同规则淘汰、演进、

发展的过程正是人们对和谐秩序追求的过程，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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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指标稳步增长。[7]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B 乡人民立足自身优势，大力发展

民族产业和农业生产，发展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牛羊屠宰加工基地和棉花生产加工基地。一大批民营企业

在全乡建成和发展，形成了经济多元化发展格局。

B 乡的发展实践展示了我国乡村经济发展从主要依赖农业经济向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共同跨进的转轨

过程，这与 B 乡积极推进“党建引领 + 村规民约”工作模式密不可分，基层治理过程中 B 乡充分发挥村

级党组织的核心作用，结合乡规民约，搭建起了一套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尤其在和

谐民族关系问题上，笔者经过调研发现，在过去的十年间，B 乡未发生一起以民族身份为符号的民族纠纷

和民族冲突，多民族在乡村环境里共同居住、共同经营、和谐共处、团结互助。亦言之，S 市 B 乡作为我

国多民族融合共同居住生活的典型乡村社会，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对我国其他乡

村发展具有借鉴价值，其乡规民约体系的构建和实践对于我国其他多民族乡村社会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同样

具有借鉴意义，其优势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更是我们解析和谐民族关系视域下新型乡规民约体系构建路径

的最佳范例。

（二）S 市 B 乡乡规民约体系的优势分析

B 乡及下辖的 11 个村以其实践发展经验为世人展示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针对

传统乡规民约可能存在的村民认同感下降、部分内容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悖、执行力减弱、后人教育危机

与内容的失衡等问题，[8]2019 年以来，H 省各级民政部门切实加强对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制定修订工作

的指导规范，全省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制定修订率达 99.83%。[9] 具体而言，B 乡乡规民约体系的优势如下：

首先，体系结构上，形成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有机衔接体系。全乡及各村成立村规民约制定、

修订、完善工作领导小组，由片长、包村干部负责对包联村全程指导。召集 11 个村“两委”干部召开专

题工作会，以 B 乡为统领，突出工作重点，打造乡村整体规约体系。其次，制定定位上，确保乡规民约

向上承接法律法规及政策，中枢反映民生需求导向，向下紧扣基层治理实际问题。保证乡规民约制定过

程经过调查研究、征集意见、拟定草案、修改审核、审议表决、备案公示全过程。确保由乡司法所对上

报草案进行合法性审查，避免与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相冲突。由各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组织群众广泛

协商研讨，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坚持问题导向，紧扣近年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 ；坚持因村

制宜，充分考虑各村的自然历史状况、风俗习惯；提升可操作性，确保村规民约表述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再次，内容体例上，保证乡规民约中既有惩罚性条款，又有激励性条款。提倡违规处罚适度有节，建立

奖惩共存机制。复次，实施效果上，多措并举统筹兼顾，促进乡规民约发挥实效。于各村内显要位置呈现、

推广、宣传规约内容。树立乡规民约践行榜样，力求做到村民自治与行政治理统筹推进、互动互促，提

高村规民约的生命力。最后，后续实施上，构建长效实施、监督机制，及时修订不适宜内容。搭建党政

主导、部门配合、乡村主抓、群众广泛参与的长效工作机制。不断总结各村在村规民约制定完善中的典

型做法和先进经验，及时修订各项规约内容。

（三）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的重点及难点

第一，如何理顺乡规民约与国家法间的关系。拉德布鲁赫指出，从概念上将法律同乡规民约

（Konventional regel，原文译为“习俗规则”，下同）划分开的尝试是一无所获的，乡规民约的效力要求

要比法律的效力要求“更加任意专断”。[10]53 乡规民约作为实现基层自治的一种方式，是针对地方实际情况

和历史传统做出的规定，其内容体现的是在治理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因而在功能的发挥上可能并不总是按

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来实现，在内容上也往往会对国家法做出一些改变，因此有可能出现乡规民约与国家法

的冲突。实践中当出现国家法等正式制度失灵或者供给不畅的情况时，乡规民约能否发挥积极作用决定了

乡村治理的效果。可见，乡村治理除了依靠法律和政策等刚性制度的强力运作之外，还应辅之以合乎情理

的柔性制度作为补充。乡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博弈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接触、偶尔冲突、不断融合、最终

赵莹莹：和谐民族关系视域下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的法治路径——以S市B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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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赢的过程。[11] 理顺乡规民约与国家法间的关系，根源在于解答清楚乡村治理到底是“因俗而治”还是“依

法而治”。乡村社会的特殊性催生了乡规民约的高认同度，使“因俗而治”成为传统熟人社会主要的管理模式。

但随着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在构建法治社会指引下，依据法律规范推动对乡村社会内部事务的

维系和管理成为必然趋势，[12] 但强调“依法而治”并不意味着否定乡规民约，结合我国乡村法治建设和乡

村治理实践情况，笔者认为，厘清乡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关系的最好的方式是以国家法带动乡规民约，打

造“依法而治”为主“因俗而治”为辅的乡村治理体系，乡规民约合理的发展和运作空间应当在强化法治

认同、巩固法治观念的基础上加以构建，诚如费孝通先生告诫我们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

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13]

第二，如何处理乡规民约与习惯法间的关系。对于乡规民约与习惯法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乡规民约

是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12] 有的学者认为习惯法是乡规民约的制度支撑。[11] 笔者认为，乡规民约与习

惯法的治理目的都是为了协调、构建和谐的民族、社会关系，但两者之间并非完全重合，是一种交叉但并

不必然互相包含的关系，有的乡规民约并不完全涵盖、反映习惯法的内容，这种情况在存在文化冲突的多

民族乡村中尤为常见。如，H 省 H 村村规民约第十六项规定，红白喜事由红白事理事会管理，喜事新办，

丧事从俭，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大操大办。红事最长不得超过三天办清，白事“以礼代祭”，取消经、棚、戏。[14]

该村内的民族构成包括满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及汉族，其中满族作为尤其重视红白喜事仪式

及“星祭”与“家祭”祭祀规模的民族，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乡规民约与民族习惯法之间即出现了不相容的

现象。对此，将乡村社会中人伦亲情、民族文化、地方习俗充分融入习惯法规则和乡规民约体系，尽量减

少两者的冲突和碰撞，发挥民族习惯的独特性，保证乡规民约体系既与时俱进，又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维

护民族习惯，使它们构成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秩序的共同基础，成为调和两者关系的重中之重。

第三，如何发挥乡规民约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在探讨完乡规民约同国家法、习惯法之间的关系后，

我们可以发现，三者实际上都是乡村社会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依据，关键在于所处地位、所占比重

和发挥的功能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方面，在法治国家建设背景下，乡村民众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

主体意识、民主意识等）加强，更倾向于采用依据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规范的司法裁判、行政调解等纠纷

解决方式；另一方面，在乡村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乡土中国开始转向“城镇中国”，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建

立起的传统家族群体逐渐松动瓦解，乡规民约基于道德舆论和家族等级而建立起来的合法性基础和约束机

制受到质疑。[16] 乡规民约传统的权威地位逐渐被国家法替代，在处理纠纷中从主要地位退至辅助地位，民

众开始更多依靠国家法通过法治途径化解纠纷。但这种地位的转向并非意味着乡规民约在乡村社会纠纷解

决中发挥功能的退步，一方面，乡规民约作为内化于心的行为规范发挥道德规制作用，通过指导、规制村

民成员的内心和行动，从源头上化解纠纷。另一方面，乡规民约作为外化于形的正式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依据发挥其强制性规范作用。司法裁判、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民间调解等方式作为乡村社会

法治化纠纷解决机制被广泛运用，但无论是哪种方式，乡规民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显而易见，《民法典》

第一编总章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

公序良俗。法条中所指习惯包括地域习惯（即村规民约、乡规民约等）、民族习惯、行业习惯等。可见，

乡规民约从内外两个方面在乡村多元纠纷解决实践中发挥作用。[16]

第四，如何处理乡规民约与村民自治间的关系。乡规民约的产生本身就是村民自治的结果，乡规民约

从国家规范的角度出发，是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框架下形成的自治规范，村民委员会作为由村民民

主选举构成的自治组织，在乡村社区基层治理中乡规民约的形成与实施都主要依靠于居民委员会，可以说

村民委员会是乡规民约体系运作中的重要主体，同时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政府治理的执行主体，实现

了我国乡村治理中政府治理与乡村自治的结合。对于治理方式的选择，过度的侧重于法律法规政策等正式

制度供给可能因忽视乡村社会文化传统及地理历史环境而导致治理偏差或僵化；过度的偏向于村民自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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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因乡村社会成员认识水平不足导致的治理脱节和失效。因此，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结合成为化

解这一难题的最佳方式。

三、和谐民族关系视域下新型乡规民约体系建设的定位
博登海默指出，对社会秩序的追求是个人努力或社会努力的价值目标（排除那种“生活放荡不羁”的人），

对历史的研究已经表明，传统、习惯、业已确立的惯例、文化模式、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都有助于将集体

生活的发展趋势控制在合理稳定的范围之内。[4]235-236 在多民族乡村社会背景下，构建并实现和谐的民族关

系是新型乡规民约体系构建的总体定位。

（一）功能定位：道德功能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结合

乡规民约作为乡村社会伦理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承载着独特的道德功能，用拉德布鲁赫的说法是，乡

规民约独立于并衔接着法律与道德，它只是一个初始状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离析出了法律和善良风俗

的各种形式。[10]54 因此可以说，乡规民约并非道德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是其中蕴含着某种道德功能，这

种道德功能将其从隐藏的生活中提炼出来，成为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约束的行为规范合集。从“人伦本位”

的文化属性来看，乡村社会生发的乡规民约是一定范围人们的共同价值理性的外化集结；从“秩序本位”

的治理特性来看，乡规民约是由乡村社会成员让渡权利凝结形成的治理工具，因此应将乡规民约的功能定

位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结合。

共同价值理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效能在乡村社会治理及村民成员生产生活中的凝结、再塑、

升华，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模式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乡规民约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本质上

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利益的根本性带动了上层建筑的深化发展，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连接乡规民约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桥梁，同时也作为二者互相转化、互相渗透的目标追求，成为调节乡村社会的价

值方向，由此引申出乡规民约的工具理性。从工具主义出发，道德功能又表现为认识反映功能、规范调节

功能、评价教育功能。首先，乡规民约的道德功能在于认识并反映乡村社会现实，体现乡村社会经济关系

的功效和能力。现实社会状况的各方面信息演绎成为蕴含在乡规民约中的道德观念、道德准则、道德理想，

彰显出现实乡村社会的生命力和历史趋势。其次，乡规民约的道德功能在于疏导、调节利益关系，维系社

会生活的稳定。具体表现为乡规民约通过调节人们的内心信念，打造舆论约束，使村民自觉管控自己的行为，

并在必要时自愿牺牲某些个人利益，以化解道德关系中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最后，乡规民约

的道德功能在于树立价值评判标准，评价、教育主体行为。在法律延伸不到的乡村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定领

域和方面，乡规民约的评价功能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依据共同的标准评价他人行为，同时审视检查自

身行为，从而达到扬善抑恶的社会治理功效。

（二）价值定位：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有限性的良性博弈

拉德布鲁赫指出，在无法认清法律与乡规民约间的界限时，只能借助价值理念对其进行定义，因为两

者是同时指向价值理念的，[10]53 和谐即为这种价值理念的最佳表现。从价值定位上讲，乡规民约作为一种

本土化的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继承与发展

为原则和目标，整合、筛选、扬弃、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推进乡规民约与时代精

神相融合，是实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15] 在满足基层社会现代化治

理中乡规民约既是基层治理的有效延伸和辅助手段，又是我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真实展现和写照。

但是，虽然承接着乡规民约道德功能的发挥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出教化感召、约束惩戒的重要

作用，但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基于合意而产生的“合约”，乡规民约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有效但

也有限，一方面，乡规民约往往具有多义务、多责任、少权利、少激励的特点，其中体现出的治理理念与

法律政策等正式治理强调权利义务对等、权责罚相适应不同。乡规民约往往将维护礼俗秩序当成其控制、

管理的主要目标和重要任务，人权的保障与社会的发展往往退而求之。另一方面，乡规民约具有明显的区

赵莹莹：和谐民族关系视域下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的法治路径——以S市B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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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局限性和不确定性。流淌在乡规民约血液中由特定地理历史传统带来的地域性阻隔，使其一旦离开了产

生的区域与文化土壤便会立即丢失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乡村社会治理中由“乡村精英”带来的“人治性”

因素干扰，“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的规约形式导致乡村治理基础和治理效果的不可控性增强，使得

乡规民约的基层社会治理价值展现出明确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具通约性。 

（三）构成定位：和谐民族关系背景下的地方性与民族性的共彰

在和谐民族关系背景下讨论乡规民约体系的构成定位，是要将关注点聚焦在乡规民约中所能体现出的

地方性和民族性上，在乡村社会范围内，各民族成员间在生产生活习性、民族风俗习惯、地理环境条件等

多方面因素的联结下结合成为利益共同体，进而以乡规民约的形式通过诉诸道德手段达到维护和谐秩序，

实现共同体和个人权益的目的。乡规民约中蕴含的民族认同性、利益互惠性、规范仪式性特征有利于维护

乡村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提升多民族成员的集体归属感，有利于约束规范乡村社会成员的行为。因此，源

起于乡村生活需要、由乡村群众集体制订的乡规民约成为调节乡村社会的主要杠杆。第一，从制定主体而言，

新型乡规民约摆脱了传统由“乡村精英”主导的制定模式，要求保证每个村民都能公平民主的参与制定过

程，充分保障人数较少民族成员的权益；第二，从构成内容来看，乡规民约广泛涉及乡村社会农业生产生活、

纠纷解决、道德评价、文化风俗习惯等的各个方面，同时辅助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供给，贯彻落实国家各

项路线方针政策；第三，从执行方式而言，乡规民约更多依靠自觉自愿，其中包含的否定性评价在满足法

律保留原则和《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前提下由乡村社会环境下各成员自觉操作和执行；第四，从职能导向

来看，乡规民约所体现的道德规范属性重在对乡村伦理秩序的维护，重在“导”而非“治”，从目的上说，

更加倾向于强化各民族成员间的团结。[1]

四、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法治路径的多层次剖析

（一）文化根基：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构建乡规民约体系的文化根基深植于规约的血液与灵魂，成为新型乡规民约

的基本原则和本质属性。首先，树立公平公正的民族平等观和团结友善的民族和谐观。平等是和谐的前提

条件和基础，乡规民约作为法治框架内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形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同样适用于

乡规民约体系，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乡规民约体系，保证乡村社会关系主体平等地位成为维护秩序、

化解纠纷、实现和谐的必然要件。其次，筑牢良善守法的道德底线和违约必究责任意识。全球化发展进程

和我国经济改革的纵深发展使市场经济规则更深层次的融入乡村社会，由此带来的思想变革涤荡着村民成

员的内心，新旧价值观之间产生碰撞和交叉，滋生出一系列有损和谐的问题，如竞争意识加剧，诚信意识

削弱，集体意识淡薄，民族主义孳生等，使得乡村社会成员底线思维变弱，面对利益关系时容易底线失守。[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良善的最好表达，乡规民约是基层法治的最佳载体，立足民主平等原则和诚信友善

原则，强化村民参与，严守法律伦理道德底线。同时筑牢道德规范责任意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

村体系范围内的归责机制相衔接，打造适合乡村社会模式的责任体制。

（二）总体目标：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

联系和交流，形成的一股强大的内聚力。[17]580 按照这一逻辑分析乡规民约产生演进的本质可以发现，两者

有着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呈现的状态，民族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才能得以展现，

并通过这些展现的形态被界定出具体特征和类型，列宁认为整个人类阶段社会里的民族关系可以划分为三

种主要类型，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两个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平等民族之间的关系。[17]324

与之不同的是，乡规民约则是直接以一种有形或无形的直观的状态被保留、传承下来，但两者的追求和谐

有序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要求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

成为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最重要的总体追求目标。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历史机遇造就了不同的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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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民族关系需要不同的民族政策和法律制度加以调整，[18] 乡规民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手段在这一过

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说，对和谐关系、和谐秩序的追求是乡规民约产生并传承的基础和支撑。

（三）治理方式：有效衔接公权力治理手段

公权力治理是由政府行政系统充当治理主体，在党委领导、遵循法治、政府负责、多方协同、公众参

与的基本格局下，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19] 乡规民约社会治理本身就是公权力治理的向下延伸，

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地域、血缘、族缘为纽带的组合体，呈现出一种“熟人”或“半熟人”社会状态，

乡规民约作为传统文化与地方习俗的载体为各成员提供了牢固的心理支撑。[11]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

方式、生态搬迁、就业工作等多种影响因素使乡村社会状态发生转变，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对乡规

民约社会治理功能提出新的要求，整合、重塑治理权威，扬弃、再造治理价值，主动体现、贯彻和实现国

家、政府的意志和政策目标，成为新时代乡规民约体系构建的善治定位。首先，承接公权力治理部分职能，

依法积极参与事务治理。在发挥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对基层民主选举、纠纷解决、村民行为监督管理归责等

各个环节进行介入。其次，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的道德规范作用，补充公权力治理在道德感召上的僵硬和空

白。最后，凝聚多方治理主体力量，协调、配合公权力治理手段，充分融合和发挥基层民主协商功效。总

之，乡规民约同公权力治理手段的有效衔接是新时代乡村治理背景下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有效整合的重要

依据，是理顺公权力制度同乡规民约契合逻辑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手段，也是发挥乡规民约价值理性、工

具理性辅助价值实现构建法治乡村目标的重要途径，更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手段实现我国乡村社会治理能

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表现。

（四）治理依据：有效衔接法律法规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7 条明确规定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

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乡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

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这表明，乡规民约的内容需符合国家法和政策的原则和精神，[15] 打造与法律法规

有效衔接的新型乡规民约体系成为建设法治中国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一方面，与时俱进以法治思维革新乡

规民约，将现代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所禁止的人治思想、等级观念、迷信思想以及息诉、无诉理念剔除出

传统规约，实现乡规民约的法治化转型和再造。另一方面，保留、整合乡规民约中合理、积极的思想和内容，

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同时，将法律法规的内容细化并体现到乡规民约中，立足于乡村成

员文化水平不高、理解能力有限的人文基础及各地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民族构成等现实条件，将复杂的

法律内容转化为通俗易懂、因地制宜的乡村“法治”语言。通过法律法规对传统乡规民约进行引导、整合

与再造，构建内容合法、形式合规、手段合理，真正发挥民间法功能的乡规民约体系。 

（五）治理整合：完善村民自治路径

依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0 条规定的“村民会议可以制定村规民约”可知，乡规民约（村

规民约）的制定主体是村民会议，结合第 21、22 条关于村民会议人员组成、召集、表决及第 24 条关于村

民会议表决事项的规定，村民自治“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最完美的

融合和表达都体现在乡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可见，乡规民约体系的构建过程是实现乡村基层自治

的有效渠道，其蕴含的乡土性与现代性将多种治理元素充分融合，既体现法律法规、政策命令的公权力要求，

又饱含乡土社会内生的契约精神关系。村民委员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作为村民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上接政府下达群众，在保障村民实行自治的同时

强调对民族关系秩序的维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9 条规定，多民族村民居住的村，村民委员会应当

教育和引导各民族村民增进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作为乡规民约的

组织实施主体，有效衔接公权力治理与民间治理，保证乡规民约体系在实现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基础

上整合本土性力量与现代化元素，依照“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的要求，坚持以民主、

赵莹莹：和谐民族关系视域下构建新型乡规民约体系的法治路径——以S市B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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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自治强化村民自治，扩大乡村治理参与主体的广度和深度，“多管齐下”实现稳定乡村秩序，和谐

民族关系，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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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le of Law to Construct a New Township Regulation and Civil Agreement 
System under the Horizon of Harmonious Ethnic Relations

—Taking Township B in S C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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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armonious pursuit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combines the harmon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hnic 

relationship in our multi-ethnic rural society with the legal positio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ownship regulations and folk conventions. 

Throug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in Township B of S City,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points of the 

new township regulations and folk conventions system, this paper had done a research on its relationship and national law, customary law, 

villager autonomy, and its role in dispute resolution, and refined it from three aspects: functional positioning, value positioning, and composition 

position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actual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ownship regulations and folk 

conventions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legal path to build a new type of system from five perspectives: cultural foundation, overall goal, 

governance method, governance basis, and governance integration.

Key words: ethnic relations; township regulations and folk conventions system;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ist core values; leg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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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旅

游发展空间差异变化对经济发展平衡性的影响显著 [1]。从传统的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变是当今世界旅

游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平衡充分发展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意义重大。

近几年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为三地旅游资源实现转移承接和优势互补，促进旅游管理和执

法部门间的密切合作，推动旅游市场规模扩大和一体化等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现阶段，加强京津冀区域旅

游法治建设，将有助于三地实现合作共赢，促进当地旅游效益最大化。这符合现今旅游发展的新趋势和旅

游需求的新变化，也是现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应予以规划的主要内容。

京津冀三地旅游资源类型较多，且各自旅游文化特色明显。北京作为举世闻名的旅游中心城市，其历史、

人文、自然景观别树一帜。天津是了解我国近代历史的重要窗口，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河北拥有山林

草原、江河湖海、高原丘陵等自然资源，是历代皇家的避暑胜地，其生态休闲旅游资源在全国领先。京津

冀地区有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的基础 [2]。然而，三地在旅游建设开发过程中因受到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及利

益分割固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旅游资源配置低效，产业发展重复单一、市场经营混乱等问题目前依然存在。

因此，现阶段京津冀三地如何发挥旅游资源优势互补，实现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及促成旅游市场统一有序等，

都亟需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予以调整和规范。

通过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发现，当前京津冀区域旅游法治建设依然薄弱，并突出表现为区域层面的旅

游立法、执法、司法建设不足。就其涵义来讲，京津冀区域旅游法治意指在专门组建区域旅游管理部门的

基础上，以加强三地立法、执法、司法协同合作为主要手段，对区域内各旅游主体、旅游事务、旅游市场

等实行依法治理，目的是维护三地旅游发展秩序和保障区域各地旅游效益最大化。在此意义上，把京津冀

区域视为一个独立于三地之上的整体性单元，加强区域旅游法治建设则是维护三地旅游有序发展和提升其

旅游效益的关键途径。

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旅游法治建设研究

陈  纪1  李如霞2 

（1.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2.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法政学系，天津 300270）

摘  要：现阶段，京津冀三地如何发挥旅游资源优势互补，实现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及促成旅游市场统一有序等，都亟需以法治思维

和法治手段予以调整和规范。京津冀区域旅游法治作为独立于三地之上的整体性治理模式，具有自身特点及其建设的必要性。当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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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提出综合性对策方案，构建京津冀区域旅游治理法律体系及提升其依法治理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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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津冀区域旅游法治特点及其建设的必要性
区域旅游法治具有综合性。京津冀三地旅游参与主体众多，主体间关系纵横交错，旅游事务复杂等诸

多因素，决定了区域旅游法治具有综合性特点。从涉及的主体看，对区域旅游实行依法治理是为了调整和

规范三地旅游管理部门、旅游者、旅行社、旅游经营者等众多主体的社会行为。从主体间关系看，不仅要

对京津冀地区纵向层面旅游主体间的职责关系和权利义务等进行依法调节和调控，而且还要对横向层面旅

游主体间的竞合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等进行依法调节和调控。从治理事务看，要对三地旅游资源开发、生

态环境保护、旅游安全保险，以及要对三地旅游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这些复杂的旅游事务予以调整

和规范。

区域旅游法治具有专业性。区域旅游法治是旅游执法主体围绕京津冀三地众多旅游事务而进行的依法

治理。例如，如何统筹规划各景区合理布局，整合开发三地旅游资源、打破各自旅游市场垄断分割、高质

量提升当地旅游服务等问题，都需要从专业角度做好区域旅游法治工作。再如，如何维护三地旅游主体合

法权利，以及如何实现三地旅游规范有序发展等，都需要从区域层面制定和实施专门的法律法规。区域旅

游法律体系既涉及到旅游参与者的权益保护法、旅游企业行为的指引法，也涉及到旅游市场秩序的规范法、

旅游发展的促进法等，是“采用融合促进法、规范法和保护法为一体的立法模式”[3]。这些必然要求旅游专业、

法律专业、区域治理专业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区域旅游法治具有效益性。旅游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 , 体现了公、私法的兼顾融合，是系统综合调整

法 [4]。它强调对三地旅游发展事务依法进行整体性治理，从而保障区域各地旅游效益实现最大化，并维护

当地旅游者、经营者、民众等参与主体的个体利益。例如，当前加强京津冀区域旅游法治建设是带动和促

进河北农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抓手，也就是通过依法提升三地旅游整体性治理的经济效益，保障当地农村居

民大幅增加旅游收入。这表明区域旅游法治具有效益性。此外，区域旅游法还是一种社会本位法。这意味

着它不仅强调由区域旅游法治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把社会效益作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

经过近些年发展，尤其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一圈两级四大功能区多节点”①空间布局的

确立，标志着该区域旅游基本框架的形成。推进区域法治发展，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议程 [5]。

京津冀区域旅游法治作为独立于三地之上的整体性治理模式，除了具有自身特征以外，其建设的必要性则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京津冀三地旅游有序发展。当前，京津冀三地旅游小镇建设同质化、旅游景点千篇一律、

旅游文化内涵大同小异等问题依然存在。例如，京津冀五大港口②都力图将自身定位为综合性港口，争相

投资扩建，特色创新项目缺乏，盲目无序发展较为明显。要处理好三地旅游项目建设重复和旅游资源浪费

等存在的混乱无序问题，应通过加强区域旅游法治建设，即，制定并依据法律对三地进行整体性治理，以

彼此协同合作保障三地旅游有序发展。此外，由于三地旅游资源各自的垄断性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分割性，

在局部地方可能引发旅游市场不平等竞争乃至发生恶性竞争。在此意义上，同样要以加强区域旅游法治建

设实现整体性治理，以彼此协同合作维护三地旅游市场秩序并推进三地旅游市场有序发展。

第二，保护京津冀三地旅游生态环境。当前，京津冀三地尤其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因生态环境保

护知识的匮乏，导致有些地方为片面发展经济而大拆大建，对当地历史风貌、自然景观、传统格局、特色

文化等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反过来说，当地传统生态保护知识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着作

① 一圈为环首都休闲度假旅游圈；两级为雄安和崇礼增长极；四大功能区为燕山——太行山休闲旅游区、现代农业休闲区、坝上草

原休闲度假区和滨海休闲区，以及基于长城、大运河等两大世界遗产而形成的带状协作发展区域；多节点是以北京、天津、石家庄

等为核心节点，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为辅助节点。

② 五大港口分别是天津港、秦皇岛港、京唐港、曹妃甸港和黄骅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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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6]。此外，当地旅游产业粗放式发展模式带来的垃圾、污水、噪音、有毒物质等污染物，也对当地生态

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侵害。因此，在国家倡导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加强区域旅游法治建设能够促使三

地旅游主体树立环保优先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能避免因重开发轻保护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第三，推动京津冀三地旅游法治一体化。自 1986 年提出“环渤海经济圈”这一区域概念以来，包括

旅游行业在内的京津冀三地经济协同发展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由于多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供

给不足，以及相关法治建设相对滞后，致使区域三地协同合作缺乏必要的推动力。现阶段，虽然关于京津

冀协同发展中央和地方出台的协议和意见增多，但是，包括对区域旅游依法治理建设在内的三地协同发展

事务的法治建设依然明显不足。因此，当前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推动三地旅游管理部门的协同合作，

将有助于推进三地旅游法治一体化，也能够带动三地其他领域依法开展合作治理。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区域旅游法治问题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区域旅游法治意识薄弱和法治实践缺位，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京津冀三地实现旅游协

同发展。通过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发现，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旅游法治问题，集中表现在立法、执法、

司法这三个方面。

（一）区域旅游立法：软硬法相对失衡

软法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它的实施未必依赖于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7]。而硬法的实施则依赖于国家强制

力保障。从立法方面看，京津冀区域层面的旅游立法问题突出表现为软硬法相对失衡，即软法居多，硬法

偏少。

从国家层面看，区域旅游治理涉及的软法主要体现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意见、规划及乡村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之中。其中，关于区域旅游发展及其治理的内容设置和基本要求原则性过强，是一

种框架式的行政指导，且对京津冀乡村旅游发展问题并未专门提及。从地方层面看，京津冀区域旅游治理

涉及的软法主要体现为 2007 年三地旅游局建立的“区域旅游协作会议制度”，以及三地政府分别出台的相

关贯彻实施意见①。并且，从 2014 年至 2019 年针对京津冀区域旅游制定了框架方案，工作要点、合作意向、

合作框架协议等②，这些软法为区域旅游发展及治理明确了方向和重点。

当前，京津冀区域旅游治理大多是以纲要、规划、方案、机制、意见、合作协议等软法为依据，但是

针对三地协同合作的硬法支持明显不足。现阶段，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与京津冀区域旅游治理相关的硬法明

显偏少③，且相关的法律条文数量也十分有限。京津冀区域旅游治理若仅仅依赖于这些软法，将会制约其

实际治理效果。这些软法的宣传教育力度大，政策的导向性强，在贯彻实施中主要依赖于自我约束而导致

的相互制约力低或缺乏强制性保障等原因，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区域旅游治理的实际效果。尤其在涉及到三

① 2015年7月10日至15日，京津冀三地分别制定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

见》、《天津市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和《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

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

② 截止2019年12月，京津冀三地旅游管理部门于2014年4月、8月、12月，2015年6月、12月，2016年7月，2017年12月，2019年6月共

举办了8次会议。这8次会议陆续通过了《2015年度京津冀交界处道路旅游交通标志牌设置方案》《京津冀共同开发旅游宣传品工作方

案》《京津冀旅游产业项目投融资推进会框架方案》《京津冀旅游大拜年活动方案》《京津冀三地旅游投诉受理协调机制》《京津冀

区域旅游执法合作机制》《京津冀三省市旅游局（委）推动京津冀区域旅游直通车发展实施意见》，发布了《京津冀旅游发展工作总

结》《京津冀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16—2018年）》《京津冀旅游发展工作要点（2018—2020年）》《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发展2019年—

2020年工作要点》《京津冀旅游发展示范区合作宣言》《关于促进京津冀旅游发展试点示范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签

订了《京津冀旅游集散中心直通车同业协会项目合作意向书》《京冀自驾游房车露营协会旅游战略合作意向书》，签署了《京津冀乡

村旅游共建共享共识》《京津冀红色旅游联盟合作协议》《京津冀旅游宣传协议》《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京

津冀——新浪文化旅游宣传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京津冀——腾讯文化旅游宣传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③ 与区域旅游治理相关的硬法有《旅游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城乡规划法》《北京市旅游条例》《天津市旅游

条例》《河北省旅游条例》《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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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旅游利益协调、利益补偿矛盾及居民利益冲突等问题时，目前缺少必要的硬法规定及可操作性的法律细

则。此外，伴随软法组建成立的区域旅游组织，因形式松散、治理权限小、责任意识弱等原因，同样使区

域旅游法治难以取得实效。

（二）区域旅游执法：合作条件不充分

顾名思义，京津冀区域旅游执法是区域层面的旅游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它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执法模

式，要求三地同一层级执法部门之间，或同一地区不同层级执法部门之间必须加强协同合作，共同支持和

配合区域层面的旅游执法得以顺利实施。当前，虽然在京津冀区域旅游行业一体化机制建设，区域旅游工

作标准化文件汇编中涉及到区域旅游执法的相关规定，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造成的区域旅游执法合

作条件不充分问题，制约了三地旅游执法主体的主动支持和积极配合，从而降低了区域协同执法的力度。

京津冀三地财税体制独立造成的各自利益分割，导致区域旅游执法合作条件不充分问题的产生。这

种“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使三地为了增加本地财政收入，必然会将自身所在地的利益放在首位。事实上，

在三地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旅游资源优势互补、旅游项目投资合作、旅游环境共同保护等方面，势必会牵

扯到三地各自的经济利益，由此产生的意见分歧和争议，极可能让区域层面的旅游执法最终流于形式。经

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接受来自其他地区的旅游经济溢出越多 [8]。在此意义上，京津冀三地因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而产生的旅游收入差距，也会降低三地对区域旅游执法的支持和配合。

当前，三地执法标准不统一同样反映了合作条件不充分问题。例如，在行政执法标准方面，对旅游经

营者使用不具有旅游客运资质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罚款处罚时，京津冀三地执法标准明显不统一。天津市

的罚款适用情形仅有一种，而河北省和北京市的均有三种情形，并且，京津冀三地的罚款幅度也有显著差

异①再如，京津冀三地对旅游市场治理也存在着执法标准不统一问题。有些地方目前还存在欺诈游客、虚

假宣传、不合理低价游、商贩强买强卖、景区餐饮费用过高等扰乱旅游市场问题，且在处罚规定、方式、

手段、金额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少数地方甚至出现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及执法不公、执法腐败等诸多

问题 [9]。三地执法标准不统一，导致区域层面的旅游执法难以真正做到异地同罚，同样降低了区域旅游执

法效果。

（三）区域旅游司法：主客观因素制约

现阶段，京津冀三地法院共同构建的司法协同机制，适用于包括区域旅游司法在内的重大经济社会事

务的协同司法。此外，京津冀三地还专门在案件通报、纠纷化解、调查取证、数据共享、立案服务、案例

交流等方面建立了协同合作机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区域层面的旅游司法。

然而，在区域旅游司法实践中，京津冀地区法院仍面临着一些主客观制约因素，阻碍区域旅游司法的

顺利推进。一方面，三地行政区划的主观意识制约着区域旅游司法实践。长期以来，三地行政区划产生的

固化意识和惯性思维仍在一些地方官员的心里根深蒂固，尤其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地方

保护主义依然较为严重，部分官员尚未真正树立区域一体化理念，对区域层面的司法认同度和认可度都较

低。这些在主观上制约了区域内部司法资源的有机对接及三地司法机关的联合联动，导致业已开展的区域

司法效果并不明显。

另一方面，三地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和类型差异过大制约着区域旅游司法。以 2018 年为例，北京市

① 北京市对使用不具备旅游客运资质车辆违法行为的罚款情形及金额是：（1）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2）违法所得五万元

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3）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天津市的罚款情形及金额是：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河北省的罚款情形及金额是：（1）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2）违法

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3）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罚款。参见《北京市旅游条例》第七十三条，《天津市旅游条例》第六十一条，《河北省旅游条例》第五十二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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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受理案件 89.52 万件 [10]，天津市法院受理 42.8 万件 [11]，河北省法院则受理 109.08 万件 [12]。在案件

类型上，北京法院审理涉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较高，天津法院审理涉海事海商案件较多，而与三地资源转

移和区域协同发展的案件则主要集中在河北省。三地案件数量和类型的差异将使各自关注的重点领域不相

同，这些在客观上降低了三地司法主体对区域层面的旅游司法的认同度和认可度。此外，“执行难”“送达难”

等问题也制约着区域层面的旅游司法。一直以来，执行难和送达难是司法领域长期存在的顽疾。在进行跨

区域案件的执行和送达时，更是难上加难，同样会降低区域旅游司法的顺利实施。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区域旅游法治建设的对策方案
在京津冀区域旅游法治实践中，需要三地旅游治理主体协同合作，建立旅游事务共治机制，建设旅游

信息共享平台等诸多方面，这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系统工程。就法治主要范畴而言，当前应针对区域旅游法

治面临的主要问题，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提出综合性对策方案，构建区域旅游治理法律体系及提升

其依法治理的实践能力。

（一）构建京津冀区域旅游治理法律体系

京津冀区域旅游法治体系既包括硬法体系也包括软法体系，两者在功能是一种互补关系。完整的、平

衡的法律体系应包括硬法和软法两个部分 [13]。辩证地看，区域旅游软法虽然在强制性和执行力等方面不如

硬法，但因执法依据多样、执法方式灵活、弹性空间较大、修改程序简便等，能够克服硬法在区域旅游治

理中存在的滞后、僵硬、覆盖面窄等弊端。然而，由于区域合作软法规制存在着先天不足 [14]，所以也需要

加强硬法建设对区域合作加以规制。针对京津冀区域旅游软法居多硬法偏少问题，要求现阶段必须把其硬

法建设作为重点。

通常而言，与三地协同发展间接有关的硬法都有特定的立法主体①。然而，在地理范围上把京津冀三

地视为一个整体性区域，它并不是一个立法主体，不享有立法权。当前，应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解

决好京津冀区域旅游治理的硬法建设问题。

一是，为区域旅游治理提供立法保障。针对区域旅游治理的硬法建设不足问题，当前很有必要设立专

门的区域立法机构，并在该机构中设置区域旅游立法协调部门。该部门可以从三地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

其他法制工作部门中选派和抽调人员组成，目的是便于在区域层面的旅游立法工作中与当地进行沟通和协

调。同时，该部门应专门创建区域旅游立法信息库，如收录国内外区域旅游立法在总体要求、规划意见、

内容设置、权利义务范围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区域层面的旅游立法提供信息支持。并且，还要针对如何

与三地法律条款实现统一及如何加强立法主体协同合作和整合优化立法建议、共享立法资源等问题，建立

区域旅游立法常态化的工作机制。此外，区域层面的旅游立法成果应在三地间交叉备案，目的是让三地对

之加大监督审查力度，让其真正成为区域旅游治理的法律依据。

二是，为区域旅游治理确立立法原则。坚持平等协商原则，就是要听取多方意见，对立法的相关建议

进行讨论酝酿和民主协商，在此基础上，围绕三地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市场统一、旅游管理职责、旅游服

务供给等问题，出台和制定区域层面的法律法规。当前，河北省在三地旅游环境治理中为京津生态安全做

出了较大的牺牲②。在区域法律制定中应体现“谁受益、谁补；谁保护、谁受偿”原则，即，要最大限度

体现公平公正原则，避免因推进区域层面的旅游发展，可能给河北省带来利益损失或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① 我国拥有立法权的主体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政府，其制定的

硬法主要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

② 例如，河北省承德市为了保护水环境，已经实施生态治理项目256个，先后关停易污染水源的企业1400多家，每年减少利税50多

亿元，减少就业岗位30万人，放弃100多家预计投资300多亿元的产业项目。参见张宝生.筑牢生态屏障 建设魅力承德——承德市水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纪实[EB/OL]. http://www.xinhuanet.com/travel/2018-11/14/c_1123706174.htm,2018-11-14/201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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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旅游立法需要三地行政协作立法和人大协作立法，这易导致区域旅游立法与三地已有的旅游法

律法规相冲突。因此，区域旅游立法作为一种覆盖全域的整体性立法，还应遵循法治统一原则，既不能与

上位法相背离，也不能与当地法相抵触。坚持这些立法原则，有助于保障区域旅游法治真正达到预期效果。

三是，制定区域旅游治理的促进法。为保障京津冀区域旅游实现依法治理，目前可以采取国家层面立

法和区域层面立法相结合的方式予以推进。国家层面的立法机关应加强顶层设计，目的是为促进三地旅游

依法治理提供宏观性指导。就是说，在国家层面制定的促进法中，要重点体现推进区域旅游治理的原则方

向和总体要求，就是要为促进京津冀区域旅游依法治理提供重要的指导框架。而京津冀区域层面制定的促

进法，应针对三地旅游依法治理涉及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从区域层面制定那些具有科学性、针对性、

可操行性的法律法规，大力促进区域旅游法治的顺利实施。

（二）加大京津冀区域旅游执法实践力度

当前，京津冀区域旅游法治实践主要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和地方性法规的推动，但由于三地协

同执法合作条件不充分，导致其在实践中难以深入推进。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地利益分割和执法标准

不一问题，为区域层面的旅游执法提供必要的合作条件，从而加大京津冀区域旅游执法实践力度。

组建区域旅游执法机构。当前，要进一步明确三地旅游执法部门的职责权限，在此基础上通过三地抽调、

选派、招聘等诸多方式，组建区域旅游执法机构。如研究者所言，在处理跨界公共事务时，地方政府应建

构跨区域的整体性合作组织 [15]。同时，还要对区域层面的旅游执法者进行定期的业务培训，尤其要着力提

升这些执法人员的跨区域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强力打造一支优秀的区域旅游执法队伍。通过充分发挥区

域旅游执法机构统领全局和统筹协调的职责功能，有助于消解三地执法部门受制于各自利益分割的负面影

响，以及有助于促成三地旅游执法主体步调一致，实现三地执法资源优势互补等，从而为加大区域旅游法

治实践力度提供可能。

统一区域旅游执法标准。如前所述，京津冀三地在旅游治理中执法标准不统一，是导致区域旅游执法

实践难以推进的主要方面。所以，现阶段应在修改和完善三地旅游执法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彼此间的沟通

协商，对区域各地旅游案件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力度达成共识，制定和出台那些互不冲突、标准相对一致的

区域旅游执法标准。就是说，这种区域层面的旅游执法标准并不意味着要与国家层面或者地方层面的执法

标准完全相同，而是要根据区域旅游执法的实际情况，结合三地执法标准差异过大问题进行适度修订，保

证区域层面与三地旅游执法标准的相对一致。

严格区域旅游执法程序。通常而言，执法程序主要包括形式程序和内容程序。当前，拟组建的区域旅

游执法机构应结合区域层面的旅游治理面临的新状况，着力明确和规范执法过程中涉及的环节、步骤、期限、

复议等形式程序要素，做到严格区域旅游执法形式程序。更为重要的是，区域旅游执法机构还要针对执法

规定、执法手段、执法监督等严格内容程序，保证不同类型的旅游案件、不同性质的旅游冲突、不同参与

主体的利益纠纷等，不因执法内容程序的不全面或缺失而降低依法治理效果。此外，无论是执法形式程序

还是内容程序，都要做到公开透明，防止和杜绝少数人滥用区域旅游执法权力。

共享三地旅游执法信息。京津冀区域旅游执法机构作为独立于三地执法机构之上的专门组织，与三地

旅游管理部门及各地执法机构信息共享的程度，直接决定区域层面旅游执法实践的力度。为此，当前区域

旅游执法机构应借助于现代网络技术与通信设备，构建区域旅游执法信息共享平台，目的是随时了解和掌

握三地旅游案件信息，以及了解和掌握跨区划、跨部门、跨行业旅游案件的具体情况。同时，还应借助于

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三地执法资源、执法过程、执法结果等公共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及时发现和总结三

地执法工作经验和不足等。显然，共享京津冀三地旅游执法信息，为加大区域旅游执法实践力度提供了重

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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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京津冀区域旅游司法服务水平

在区域旅游审判工作中，要求京津冀三地法院应加强彼此沟通协调，拓宽司法协同渠道，扩大司法合

作范围等，要在区域旅游司法审判执行上形成合力，为区域旅游依法治理提供高水平的司法服务。当前，

尤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消解区域旅游司法实践面临的主客观制约因素。

转变三地法院的司法理念。事实上，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也要求三地法院树立区域一体化理

念，摒弃地方保护主义的司法理念，实现从“地域人”向“区域人”的转变 [16]。当前，要消除行政区划的

惯性思维对三地法院司法协同产生的消极影响，要形成全域“一盘棋”的司法理念。如研究者所言，执法

主体合作的理念是旅游法治建设的一种软环境 [17]。同时，在理念上三地法院还要树立区域旅游案件的归属

意识，做好各类旅游案件的识别工作。当前，三地不同层级的法院应针对那些跨区划、跨行业、跨部门的

旅游案件加强识别工作，最为关键的是要把那些属于区域层面的旅游案件与属于三地自身处理的旅游案件

严格区别开来。并且，将区域旅游案件予以标注，交由区域层面组建的审判团队予以审理。这些司法理念

的转变是提高区域旅游司法服务水平的重要前提。

创新区域旅游案件的审判方式。一方面，京津冀三地法院应结合受理案件数量和类型差异等情况，对

区域层面的旅游案件采取集中审判方式。当前，依据前述案件类型的分布情况，可以把区域旅游案件交由

河北法院进行集中审判。另一方面，对京津冀三地涉及的区域旅游案件的审判问题，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

院设立地方巡回法庭的做法。也就是说，可以把区域旅游案件的审判权交由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区际法

庭，或交由三地共同组建的区域仲裁机构予以审理。对区域旅游案件交由区际法庭或区域仲裁机构审理的

方式，有助于化解三地因主观上或客观上对自身利益的倚重而可能产生的审判不公。这是衡量区域旅游司

法服务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破解区域旅游案件执行难、送达难问题。针对此类问题，三地要加强区域旅游案件的委托执行、协助

执行和协调执行，建立区域旅游案件执行送达的协作机制，以及要强化区域旅游司法在执行和送达方面的

通力合作。要推进区域智慧型法院建设，尤其是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解决区域旅游治理执行难、送

达难问题。此外，要对那些属于新类型的区域旅游案例加强研判，形成一批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的旅游案例，

从中总结不同类型的旅游案件的执行、送达的成功做法。这些对于解决区域旅游案件执行难、送达难问题，

乃至提升京津冀区域旅游司法服务水平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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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all of these need to be adjusted and standardized by legal thinking and legal means, which including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tourism resources, realiz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promote unity and order 

of tourism market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s an integral governance mode independent of Beijing Tianjin Hebei regions, the rule of 

law to regional tourism ha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ecessity of its construction. Now,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to regional tourism are the imbalance of legislation of tourism soft and hard law, the inadequate conditions for law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and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straints of collaborative justice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mprehensive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and justice, trying to build the legal system of tourism 

governance in Beijing Tianjin Hebei region and improve its practical ability of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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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暴露了明显问题，世界各国都在寻求一种更加多元

的货币体系来消弭风险，减少美元对于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应运而生。

在过去十年中，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经历坎坷，但总体向好。相继在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建设，

提出“资融互通”；2016 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18 年提出

建设海南自贸区，建设离岸金融中心促进人民币作为流通手段的使用。截止到 2019 年第三季度，人民币

外汇储备资产约合 2196.2 亿美元，在全球外储占比为 2.01%，是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

但在 2019 年末的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打乱了 2020 年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全球经济发展规划。

中国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国内经济在病毒的洗礼之后确实蒙上了一层阴影，人民币国际化是否能够继续前

行，也被打上了一个问号。

可喜的是，在世界疫情全面爆发的大环境下，伟大的中华民族充分发挥了国家、政府、人民团结一心

的民族精神，共克时艰、砥砺前行，取得了抗击新冠疫情战争的阶段性胜利，国家秩序全面恢复、经济平

稳增长，百姓生活重归稳定，人民币依旧坚挺。国家的强大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点燃了希望的明灯。

本文将总结历史上的货币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实践，并以此为基础，结合现在疫情下的各国

经济态势与国际金融发展状况，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给出自己的判断，同时对于其未来走向给出政策

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货币国际化的国外理论

卡尔马克思在在他的著作《资本论》中就已经提出“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因此，

在这里，商品独立的价值形态，也是作为世界货币与商品相对立。”[1] 表明货币是有作为世界货币而存在

的职能的。

巴拉萨Balassa 对于国际经济一体化也做了描述。认为他是“自由贸易——关税同盟——共同市场——

基于疫情视角下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反思与未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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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货币联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2] 

最适度货币区理论，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哥伦比亚教授曼伯特·蒙代尔于 1961 年提出的。主张生

产要素流动，“通货区”内汇率固定。

Eichengreen 和 Flandreau 指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货币的稳定性、金融市场的发展、健

全的金融基础设施、资本的自由流动等都是促进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 [3]。但对于在位国际货币来说，

除了要保持以上因素外， 还需要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能够向国际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促进国际金融

体系的稳定，从而进一步增加各国对国际货币的依赖。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建立的美元互换安排就起

到了这样的作用，其在金融动荡时期，通过缓解短期融资市场上的全球美元短缺，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

稳定。[4]

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Wisdom Takumah（2018）指出，人民币应该在最开始保持较高汇率，并在

美元弱势之后降低汇率 [5]; 而 Pacheco Pardo 认为人民币的政治意义和政府的支持促进了人民币在离岸金

融中心的使用，特别是伦敦和法兰克福在人民币国际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货币国际化的国外实践

开始于十九世纪初期，金本位制度作为最早的现代国际货币体系得以出现。资本主义世界将黄金作为

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同一价值尺度进行使用。在金本位制度之下，本国持有的黄金量与本国发行的货币是平

价关系，促使每个国家拥有大量黄金；这种制度中由于黄金的特殊地位，没有一种货币是特权货币。

1944 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的时候，各国首脑和经济学家已经预见到了战争的胜利，于美国

布雷顿森林开始讨论战争之后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本次会议结束之后，世界建立了一个不同于金汇兑本位

制度的新制度，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制度下，美元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同美元挂钩，确立了美

元的重要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满目疮痍的欧洲也开始寻找重建之路。自 1960 年开始，欧洲各国首先

创立了三个通货区，分别为英镑、黄金、法郎区，正式开始欧洲单一货币化。随后欧洲又建立了中心汇率

制度，并在 1979-1998 的近十年中在欧共体各国建立了货币体系。

在经历了数次美元危机之后，特里芬难题摆在了原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面前。 1976 年，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在牙买加召开会议寻求新的世界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由此诞生。该体系宣布浮动汇率合法，美元

同黄金脱钩，黄金非货币化。同时也提高了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储备地位，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三）国内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

1. 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一般都是基于货币的职能进行剖析，并且以时间、主体为定义视角。甄峰

（2014）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分为三个视角上的国际化，每一个视角上的国际化又可以被分为近期和中

期两个时间段：交易媒介的国际化。[6]

方式 近期目标 中期目标

交易媒介 跨境贸易结算 对外直接投资

价值尺度 香港等地离岸市场 在岸市场，跨国实业、富有和富用资源计价

价值储藏 双边本币互换 加入特别提款权

而高海红和余永定（2010）基于 Chinn and Frankel (2005) 的理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它

可用于私人用途的货币替代、投资计价以及贸易和金融交易，同时也可用作官方储备、外汇干预的载体货

币以及钉住汇率的锚货币。”以私人用途和官方用途，两个视角定义了人民币国家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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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Chinn and Frankel (2005) 和 Kenen (1983) 整理 

货币功能 官方用途 私人用途

价值储藏 国际储备 货币替代（私人美元化）和投资

交易媒介 外汇干预载体货币 贸易和金融交易结算

记账单位 钉住的锚货币 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

徐新华（2006）提出了七个判断一个国家货币是否国际化的标准，包括：货币自由兑换在国际交易支

付中所占的比重；该国货币是否发挥执行价格标准，国际清算货币的作用；该国货币在国及投资中所占的

比重；该国货币是否发挥国际储备资产的职能；该国货币在国际借贷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该国货币是否具

有国际干预货币的作用；该国货币是否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价值尺度。也给人民币的国际化定义形成了一个

框架。[8] 

2.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

关于人民币如何国际化，怎样达成定义部分给出的目标，各家学者众说纷纭。笔者选取几个有代表性

的观点加以呈现。

（1）美国模式、德国模式的选取

德国曾在二战结束后以丧失主权货币为代价，加入了地区的货币体系，使得自己的货币可以在国际舞

台有一席之地。按照这种方式，中国可以加入或建立亚洲自己的货币体系，以这种方式达成国际化。支持

这种方式的学者代表为周小川（2009）。

美元在一战、二战之后把握机遇，在全球范围建立了一个自我主导的货币国际体系。这种模式要求中

国具有较强的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要求人民币要和欧元、美元、日元一样在世界上掌握相当强大的

话语权。

（2）金融实力、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提升与正当、开放的政策

人民币的国际化归根结底还是要涉及到国家发展的硬实力上。高海红（2010）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过

程中，金融自由化和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弹性、货币可兑换性与资本管制程

度都是不可忽略的问题 [9] ；余永定（2011）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在“明确目的、看清方向的前提下，逐

步推进”，不应尽可能多的以人民币充当结算货币 [10] ；严焯瑶（2013）认为，创造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政

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放宽人民币出入境的要求、在国际贸易中给予人民币保护措施也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的有力措施 [11]。

三、新冠疫情下，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分析

（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 2020 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当季值为 206504.3 亿元，同上年四季度的

278019.7 亿元下降 7 万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当季值为 10186.2 亿元，同比下降 1.7 万亿元；第二产业

当季值为 73638.0 亿元，同比下降 3.6 万亿元；第三产业当季值为 122680.1 亿元，同比下降 2.5 万亿元。

截止至 5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值为 138730.3 亿元，同比增长 -2.8%。其中，城镇社会消费品

累计 120293.7 亿元，乡村社会消费品累计 18436.6 亿元，两者分别增长 -2.8% 和 -3.5%。而在对外贸易

方面，国内的进口和出口总额自从 1 月份开始，已经连续 4 个月增速缓慢，其中 2、3、4 月的同比增长率

更是分别降到了 -11%、-8.5%、-7.6%。疫情会导致供给大于需求，国家为了疫情控制，在长期采取了

封城、限制出行、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这在经济上是对需求侧的单纯消耗。这可能引发需求弹性大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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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出现大规模失业，进而反过来对需求侧造成更大的打击。可见，疫情对于中国国内的经济正常秩序产

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疫情对于中国国内经济的正常发展产生的影响，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

弥补。

（二）中国国际经济状况

与世界范围内相比较，中国的经济就显现出了独有的韧性。

例如中国股市在疫情之中并未产生较大的跌幅，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债市上也呈现积极态度。其中，截

止至 2020 年第一季度，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 734 亿元，在二月和三月分就一共增持债券近

600 亿元。

作为支付工具的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位置也有所提高。根据 SWIFT 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 2019 年

四季度末，在各国官方外汇储备总额中，美元比重为 60.9%，欧元为 20.5%，日元为 5.7%，英镑为 4.6%，

人民币为 2.0%。但在 2020 年 2 月份，在国际结算货币中，人民币所占的比重为为 2.11%，相比于 1 月

份提升了 0.46 个百分点，和 2019 年年底相比，提升了 9.5 个百分点，为 2019 年 9 月份以来新高。人民

结算现在排名全球第五位，和 1 月份相比提高了一位。另外，据外汇局统计，今年前两个月种，境内非银

行部门跨境收付中，人民币占比 32.4%，较上年同期提高了 9.5 百分点，较去年全年提高了 5.8 个百分点。

这个数据是 2009 年中国开展人民币结算业务以来的最高值。[12] 

（三）世界经济状况

疫情地区 新增 现有 累计 治愈 死亡

美国 34357 1430977 2682011 1122246 128788

巴西 26196 554641 1370488 757462 58385

英国 814 267022 311965 1368 43575

在抗击疫情方面，和中国的疫情段时间控制相比，世界各国的防疫工作并没有展现出那么大的效果。

根据上表（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可以看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确诊人数数量都非常

庞大。

在疫情之下，全球经济更是不容乐观，以美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

计 2020 年全球 GDP 增速为 -4.9%，此前预期为 -3%; 预计 2020 年美国 GDP 增速为 -8%，此前预期

为 -5.9%; 预计 2021 年全球 GDP 增速为 5.4%，此前预期为 5.8%。而自从疫情开始到现在，美国国内生

产总值一季度增长率也下跌至 1.2%，虽然预计在二季度得到反弹，但总体看了仍然持下降态势。股市方

面（图表数据来自 DAILYFX），受疫情蔓延叠加油市崩盘的影响，2 月底以来，以美股出现了七次大规模

下跌，发生了四次历史性的熔断，使得全球发生了股灾。

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美联储开始了许多激进的经济刺激政策。这种政策集中表现于，激进

的财政政策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这种极端的政策能够可以在短期内让美国渡过难关，但是在中长

期看来，确实不利于其发展的，同时对世界经济也可能产生不利效应。更重要的是，这种超级量化宽松的

政策可能会导致美元走软。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弯道超车的机会。

四、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挑战

（一）国内经济状况不佳，导致人民币国际化缺乏国家保障

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背景、也是最重要的依靠就是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面对 2020 年疫情以

来的重大国内经济挑战，如果不及时补救、促进需求端的需求扩张与供给端的良性供给，那么国内经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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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到以前水平，这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硬背景相当不利。可喜的是，目前国内疫情已经得

到有效控制，经济虽然没有恢复高速增长的态势，但仍在稳步上升。我国经济规模的发展程度、货币的稳

定程度、金融市场的发展规模、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健全、资本的自由流动等都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有效

手段。

（二）美联储量化宽松的政策可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美联储在三月份出台了“零利率”和“无限量化宽松”以应对全球范围内的疫情蔓延。随着三月底各

种财政政策的到位以及医疗政策的落实，国际市场的恐慌感也有所缓解。另一方面这也促进了中国资本市

场的企稳，使得股票通项下北上资金得以回流，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所缓解。在 2020 年 3 月 24 日，即美国

宣布量化宽松之日开始，到 4月 9日，中国陆股通项下北上资金日均净流入 24 亿元；在同一个日期范围内，

境内人民币汇率较之前得到了较小幅度的升值，对于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也好过之前。[12]

除了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大水漫灌的政策也对美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美元都有可能持续走弱。纵观过去十几年来美国的量化宽松历史，自从美国次贷危机，2009 年推行量

化宽松政策之后，在面对长达 6 年的大水漫灌政策中，美元走势长期保持低迷。而这种局面一直到 2015

年的下半年，美国正式宣布结束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才有所好转。而在这期间，人民币开始了国际化进程，

并在五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美元同样走低，人民币也可能回到几年之前的发展状态之中。

在近期随着国际货币宽松政策的持续推进，人民币对于日元欧元的汇兑处于升值模式，并且未来看涨

的观点居多，说明全球投资者对于人民币资产抱有乐观态度，这也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人民币国

际化提供了新的窗口。有利于人民币拓展离岸的人民币交易平台，也可能会增加更多的货币互换国家与更

多的以人民币结算的企业和金融债券。例如土耳其舍美元而取人民币，直接利用人民币进行进口商品的结

算，其直接原因是里拉近两年来在美国制裁下急剧贬值，外汇储备接近枯竭，但根本还是由于美元走弱，

土方希望避开美元风险。总的来说，会提升其作为国际储备和投资货币的地位与促进未来更强势的人民币

提供可能。

（三）中国较为稳定的债券收益率比世界的零利率或负利率更具有吸引力

美国、欧洲、日本等各大经济大国大量印刷钞票，释放流动性，已经将世界带向了一个零利率、负利

率的时代，债券收益率不断降低，屡创新低。在该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面临着危机，货币政策陷

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融资环境举步维艰。

但是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债券利率更加稳定且数值较高。数据表明，在债券的收益率方面，

中国和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对比，中国要比美国高大概200个点；而标准500和A股市盈率的对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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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较低，但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处于价值投资期，对于全球的投资者而言，中国现在的

状况更具有吸引力。[13]

五、政策建议

（一）促进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建立人民币国际化硬背景

为了解决国内经济的发展疲软，国家应该采取较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被疫情掩埋的国内需求，

为之前破产的小微企业提供再就业的机会，为尚未营业或已经营业的商贩提供更好的政策；利用类似于“地

摊经济”的新理念，挖掘潜在的供求关系，使得疫情期间的需求损耗降到最小；挖掘国际市场，类似于医

疗资源的国际交易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非常热门，我国可以把握机会，拓展对外出口贸易来促进经济

增长；在消费者方面，国家要尝试恢复消费者的信心，将其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消费习惯和心理，尽量保持

传统服务业和商品需求不出现大量的萎缩；在为了的几个月里，可以预见到企业会面临流动性困难、政府

面对防疫压力资金周转不开、国内投资意愿降低的问题，国家需要颁布更有力的政策，刺激企业复产复工、

政府积极抗击疫情、重振投资者信心。

另一方面，利用好“新基建”政策和海南自贸区的新发展，扩大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积极进行财政

改革，兴利除弊，提升生产率，促进国内供给端的高效发展。[13]

（二）针对美元走软，促进人民币进一步走强

推进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趋势，让人民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上升的态势，使得人民币在由于量化宽

松的美元弱势情况下，可以在未来保持更为强势的姿态，推行其国际化。推进人民币稳中上升，在短期看

来，最重要的方面在于促进跨境资本流动，建立投资优势，重建投资者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在长期

看来，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建立贸易优势，所以我国应该继续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具有更强竞争力的新

产品。例如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在全球产生的优势，就可以促进中国在贸易上的优势地位，进而就可以保

持人民币的强势。[14]

除此之外，促进金融改革、金融开放也可以促进世界范围内对于人民币的信心和投资心理，也有利于

人民币在未来进一步深化国际化，为我国深化对外开放提供基础。另一方面，拓展人民币的离岸交易市场

平台，拓宽更多的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债券，也可以促进人民币的强势地位。[15]

（三）积极投身于国际合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形成国际政治、经济双加速

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行，在某种意义上不光基于人民币本身的各种经济属性的对比上，也基于各个国家

之间政治与经济上的博弈。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应该基于现状，把握已有资源，积极开展外交。坚持“一

带一路”战略，并以其为基点，建立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共赢网、政治合作网、疫情防控网，在广大发

展中国家建立中国的大国风范。[16]

与发达国家建立对话机制，可以主张开展类似于国际范围内的防疫对话、金融对话，在国际范围内达

成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谅解；也可以基于现有的国际组织，类似于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组织，或

者政府间的G20 和金砖国家，进行区域内的防疫、金融发展对话，让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出现在

世界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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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U.S.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the world monetary system with the U.S. dollar as the core has revealed obvious 

problems,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ought  diversified monetary system to eliminate the risks, and this is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was born. 2009 to date, China’s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full swing, and 

the overall progress has been relatively smooth despite the obstacles. However, the new corona-virus epidemic that started in late 2019 has 

put the global economy into confusion again; in the epidemic,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will summarize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on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ok at the direct status quo under the epidemic, and 

propose the next policy instrument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that the RMB should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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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要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产业扶贫是贫困地区内生

发展活力和动力的“推进器”，是脱贫攻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要使贫困地区真脱贫、脱真贫，

就必须有产业的支撑和引领。

近年来，承德市按照省委工作安排部署，开展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通过对承德

市扶贫领域存在问题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产业扶贫”领域问题较多、占比较大。在全市 1571 件违法违

纪问题中，涉及产业扶贫 291 件，占 18.5％，占总量的 1/5 ；在全市 5939 件作风问题中，涉及产业扶贫

765 件，占 12.9％。由此可见，产业扶贫是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的多发层面。为进一步查找问题具体

表现、分析深层次原因、寻找整改方向和重点，为此，市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办公室组成专题调研

组，向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了解，收集相关材料，发放了调研提纲和调研问卷，在各县（市）开展了为期一

周的专题调研。调研组深入基层一线，通过座谈交流、问卷调查、实地查看、查阅档案等形式，对“产业

扶贫”层面整体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听取了承德县、隆化县关于产业扶贫领域的专题汇报，召集了县级

主管领导、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乡镇主要领导和村干部等 30 余人开展座谈，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

在全市 8 个县（市）共发放调查问卷 500 份，入户走访 65 户，实地查看企业、合作社和园区 5 家，梳理

意见建议 1468 条，并分别赴承德县、隆化县进行了实地查看。通过调研，了解了产业扶贫现状，发现了

一些问题，分析了原因，提出了建议和措施，对做好产业扶贫工作提供了参考。

一、全市产业扶贫基本情况
1. 产业扶贫项目情况。目前，承德市共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76.89 亿元，重点用于整村推进、能力建设、

扶贫小额信贷等，通过多元发力，打造了产业扶贫新格局。全市重点发展林果业、食用菌、中药材、时差菜、

马铃薯、养殖业、小杂粮、手工业、乡村游、光伏扶贫、电商扶贫“十一大扶贫特色产业”，累计扶持农

业产业、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家庭手工业等项目 27810 个，其中，到村到户产业项目 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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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产业项目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6750 个，教育培训类项目 630 个，项目覆盖 906 个贫困村，扶持贫困

户 24.6 万户，受益贫困人口 69.1 万人。一是特色产业 + 扶贫。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全市蔬菜、食用菌、

中药材、马铃薯规模分别达到 90.5 万亩、16 亿袋、38.6 万亩、74.6 万亩；全市牛、羊饲养量达到 130.6

万头、250.4 万只，功能农业面积达 15.5 万亩。二是生态 + 扶贫。大力发展林业经济，坚持林上要果、

林中要游、林下兼作，全市林果面积 374.4 万亩，带动 3.5 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三是旅游+ 扶贫。启动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生态旅游产业扶贫示范区建设，实施了 11 个重点旅游项目，创建旅游扶贫示范村

20家，累计带动贫困户2520户。四是光伏+扶贫。全市共建设集中式光伏电站20座、村级光伏电站718个、

户用分布式光伏 1.2 万个，累计带动 7.8 万贫困户，年户均增收 3000 元以上。五是电商 + 扶贫。全市 7

个县被列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累计争取资金 1.34 亿元，实现农村网络零售额 15.74 亿元。

六是非遗 + 扶贫。依托深厚的满族文化底蕴，建立“非遗扶贫工坊”和“非遗扶贫车间”，吸纳贫困人口

就业 210 人，形成了县、乡、村三级“非遗+ 扶贫”工作体系。

2. 产业扶贫龙头带动情况。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整合政府部门、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等资源，

投入技术、信息、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来共同发展扶贫带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并通过利益联结机制，

强化扶贫主体与贫困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实现龙头带动，合作共赢，构建利益联结共同体。一是选好带贫

主体。坚持从财务管理健全、经营状况良好、与贫困群众生产经营关联度较高的省、市、县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扶贫龙头企业等择优选定带贫经营主体。目前，全市共创建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19 个，省级

扶贫龙头企业 136 家，建设扶贫产业园区 63 个。二是建好桥梁纽带。坚持把合作社作为连接龙头企业和

贫困户的桥梁纽带，引导合作社入股龙头企业，建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实现融合发展。目前全市已发展

合作社 1.27 万家，家庭农场 1203 家，实现了对贫困村的全覆盖。三是用好支持政策。制定了《承德市支

持农业 30 家领军龙头企业和 30 家创新成长型企业的实施意见》《深入开展“扶龙行动”加快发展农业“龙”

型经济的实施意见》《规范巩固提升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在资金保障、金

融服务、项目倾斜等方面支持带贫主体发展，对符合贷款贴息政策的给予贴息支持，对经营主体吸纳贫困

劳动力就业的，落实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支持。目前各类扶贫经营主体通过主体带动、订单收购、代种代养、

资产收益、土地流转、吸纳务工等利益联结方式，累计带动 14.15 万户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

3. 产业扶持到户模式。主要有四种 ：一是直接补贴。对有劳动能力和经营能力强的贫困户，有意愿

自主发展扶贫产业项目的，采取直接扶持到户模式，并根据项目投资额度、发展规模合理确定补助标准，

由财政扶贫资金给予直接补贴。二是股份合作。对有劳动能力但自主经营相对困难的贫困户，本着贫困

户自愿原则，由龙头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把扶贫资金作为股份，以股份合作制形式参与产业项

目发展，实现资本到户、权益到户。对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致富项目的“三无”贫困户，实施“万

户阳光扶贫”工程，采取“政府补、农户筹、信贷扶”融资模式，优先安排、优先补贴，支持建设户用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三是贷款贴息。对通过“政银企户保”、其他融资平台贷款自主发展或入股扶贫产

业项目的贫困户，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到户贷款”最高额度不超过 5 万元 , 年贴息利率不超过贷款基础

利率（上一年度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平均利率平均值），贴息期限不超过 3 年 ( 含 3 年 )。通过推广“政银

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全市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88.49 亿元，带动贫困户 4.95 万户。累计为 15083 户贫

困户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64732.84 万元 ；全市产业帮扶一重覆盖率 100%，双重覆盖率达到 82% 以上。四

是资产收益。对丧失劳动能力或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运用市场化办法，以资产股权为纽带，将财政扶

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设施农业、养殖、光伏、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以股权的形式

量化给贫困群众和贫困村集体，优先分配给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及残疾贫困户，构建财政涉农资金项

目资产收益扶贫新模式。

孙克健：产业扶贫问题的调查与分析——以河北省承德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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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市产业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承德市产业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成立了很多支柱型企业和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通过“政

银企户保”、“一地生四金”、“一树生四财”和“三零模式”等，对带动贫困户以及企业自身发展起到了很

好的引领示范作用。但是通过调研，也发现产业扶贫领域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形成合力。部分基层干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项目审批把关不严，存在

弄虚作假、套取冒领扶贫资金现象；甚至有些地方只是照搬照抄“赤城模式”，忽略了本地实际，产业扶

贫过于急功近利，盲目决策，一哄而上，未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条。还有一些地方扶贫脱贫整体推进

力度不强，职能部门之间缺少协调沟通，部分项目实施单位力量摆布不够，影响了项目推进进度。另外，

上级督导检查过于频繁，督导问责多但缺乏激励奖惩、容错免责机制，部分基层干部存在着一定的厌战情绪，

缺乏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出工不出力，造成工作敷衍塞责。比如，承德县刘杖子乡 2016 年 4 个扶贫项目，

涉及资金 65 万元，因项目报账缓慢，监督跟踪不到位，未能按期施工，造成了资金滞留，影响扶贫效果。 

2. 政策衔接不紧凑，可操作性差。通过座谈了解到， 2013-2015 年，各县（市）实施扶贫股份合作制

项目没有明确的、完整的、可操作性的政策依据和管理制度，基本上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边探索、边实施、

边完善，致使部分扶贫股份合作项目在申报、立项、实施、监管、验收、公示、保障贫困户权益等环节上

存在着很多漏洞。2016 年 9 月以后，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省、市对产业大户和合作组织的资质及

本金归属均提出了明确要求，致使前期批复的很多项目，因经营、市场、不合规等原因已经倒闭或濒临倒

闭，无法落实贫困户股份分红。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上级政策发生变化后，一些地方反应不够灵敏，

以至于面对千差万别的基层情况，缺乏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3. 项目谋划不精准，成效不明显。因部分县（市）在谋划产业项目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村情、户情，

导致合作社确定、产业选定不准，扶贫项目和贫困户产业需求脱节，扶贫项目安排普遍滞后于扶贫发展资

金下达和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进度，存在着“资金等项目”的问题。另外，由于个别县（市）缺乏产业扶贫

的系统谋划，产业扶贫方式单一，小企业、合作社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经营能力偏低，抵御自然灾害能

力较差，导致扶贫资金未能有效利用，扶贫效果不明显。调查中发现，承德县岗子满族乡鹰手营村绿青农

牧专业合作社，冷棚扩建扶贫项目批复资金 50.2 万元，新建果园扶贫项目批复资金 56 万元 , 由于项目谋

划不精准 ,项目库储备不足，资金退回县扶贫办 ,未能发挥效益。

4. 项目实施不规范，资金使用存在风险。调研中发现，扶贫股份合作制项目存在着经营主体与贫困

户利益链接机制不紧密、不健全，入股协议不规范的现象。比如，部分项目实施缺少相关审批手续，出现

实际施工量与审批施工量不一致的问题；个别项目没有聘请有资质的工程队进行施工，施工合同签订不规

范；有些部门没有对产业扶贫项目材料及时归档，出现档案样式不一致、归档材料不统一、内容填写不规

范等问题，有的甚至出现前后矛盾现象。另外，还发现全市产业扶贫资金使用上存在一定风险和隐患。经

初步统计，近五年以来，全市 8 县（市）共扶持农业产业化企业和农民合作社 909 家，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39422.15 万元。目前能正常运行的 603 家，涉及资金 29371.703 万元，分别占总数的 66.3% 和 81.6% ；

虽运转但存在问题的、已经倒闭或停止运行的经营主体共 306 家，涉及资金 6636.94 万元，分别占总数的

33.7％和 18.4％。由此看出，全市产业扶贫资金使用存在一定风险，部分贫困户股金分红得不到保障，这

也是在全市扶贫领域发现的苗头性问题。

5. 脱贫动能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调研发现，在产业扶贫中，大多数贫困户对于政策、帮

扶项目等知晓率低，普遍参与度不高，群众作用发挥不足，光靠外部帮扶，还没有形成脱贫的内在动力。

而且，大部分贫困人口主要是缺少劳动能力的伤、残、病和五保户，很多重点贫困户主要依靠种植业收入、

劳务输出收入及政府兜底保障政策等，增收渠道狭窄，增收难度较大，缺乏脱贫致富的内生动能。就像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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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提到的“干部干，群众看”、“一些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

6. 人员储备不充足，工作难度大。从调研来看，县（市）各个层面最缺少的就是人力资源，导致产业

扶贫项目落实难、推进慢。由于缺少精通产业扶贫政策人员，资金、政策把握标准不一致，导致贫困户识

别不精准，存在着“漫灌式”扶贫现象；还有农村缺乏懂技术、会经营的管理型人才，一些扶贫资源投向

了实施效果相对明显的“大户”身上，而“大户”与贫困户之间利益联结机制又不健全，导致部分扶贫项

目最终未能落实到贫困户，局部造成“垒大户”和“扶富不扶贫”的怪象。

三、全市产业扶贫的工作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工作实际，将调研中了解到的意见建议进行总结提炼，提出以下几点工作建议供

参考。

1. 合力助推产业扶贫攻坚。充分整合农林水利和财政、纪委审计等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有效力量，在

贫困户精准识别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村情、户情，压实基层党委主体责任，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因贫

施策，加快项目审批、实施、验收进度，使得扶贫攻坚效果最大化。监督管理部门要采取更加有力的监管

机制，从事后监督执纪转变为全程跟踪把关，在扶贫项目谋划、申请、审批、实施、验收、收益分配等环

节全程跟踪，确保各个环节不出现任何问题。建议出台相应的激励机制、容错免责机制，激发基层干部干

事创业尽头，克服厌战情绪，更好的投入到脱贫攻坚第一线。

2.建立健全制度保障机制。面对上级政策变化，当地政府要提高应急应变能力，集中整合部门攻坚力量，

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引导、企业主导、效益推动、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多元联动长效发展机制，动员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为推进产业化扶贫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另外，还要做好产业扶贫政策衔接等相关工作，

建立股份合作制和专业合作社规范管理机制、合作社重点项目阳光公开机制、职能部门监督落实机制、政

银企户保一企一策机制等制度，为规范股份合作制项目正规经营、落实贫困户股金分红提供制度保障。

3. 精准谋划产业扶贫项目。为切实解决“资金等项目”问题，要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项目谋划工作。

县、乡、村三级干部及驻村工作队，要深入开展入户调查，详细了解贫困状况，分析致贫原因，摸清帮扶

需求，依据各贫困村经济基础、资源资产情况、产业发展条件，确定适合的扶贫项目。项目库管理实行定

期动态更新，确保扶贫项目可实施、能落地，切实变“资金等项目”为“项目等资金”，做到项目跟着规

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同时，还要做到产业扶贫方式多样化，选准大户，选好品种，提高合作社抵御市

场风险的能力，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带动能力突出、拉动经济效果明显的新型扶贫

产业，使之形成规模，产生效益。

4.规范运行农业合作组织。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到户产业扶贫项目必须征求贫困户意见，由户向村、

村向乡镇、乡镇报县的程序逐级申报；乡村谋划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类项目，经村“两委”班子、驻村

工作队联席会议审议通过方可逐级申报。经营主体必须与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和分红协议，因经营不善而

倒闭或其他原因没有及时分红的经营主体，由乡镇、村和经营主体进行协商，督促其履行合同；拒不履行的，

由乡镇或贫困村依照合同约定向司法部门起诉，通过法律程序追索入股本金及应得分红，确保入股贫困户

权益。要将扶贫资金使用作为监管重点，积极探索开展第三方独立监督，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要

深度参与涉农资金和项目的监督管理，构建多元化资金监管机制；要将所有产业扶贫资金整合起来统一调

配使用，发挥资金的倍增效益、聚合效益。同时，县、乡精准扶贫工作部门和贫困村“两委”班子要明确

专人做好扶贫项目档案收集、整理、保存工作。

5. 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必须实施“志智双扶”，才能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贫穷的土壤。只有外部“输血”式扶贫与内部“造血”式脱贫相结合，通过自身“造血”

巩固“输血”的成果，才能彻底拔除穷根、消除贫困。要切实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带动作用，提高党

孙克健：产业扶贫问题的调查与分析——以河北省承德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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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队伍的综合素质，政策宣传做到人人知晓、户户明白，而不是内容上的灌输、形式上的过场。还要引导

广大党员在创办领办致富项目、开展结对帮扶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鼓励贫困党员在率先脱贫中发挥示范

作用，让有帮带能力的党员每人至少结对帮扶 1户以上贫困户，努力实现与贫困户结对帮扶全覆盖。

6. 强化人才技术支撑。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出劳动力返乡创业，引导当地懂技术、有经验、能力强

的致富带头人致力发展扶贫产业；加强与农业院校或农科院所的联系，多渠道提供科研基地，加大新型职

业农民和农技人员的培训力度，指导当地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对掌握农业先进实用技能、带动能力强的乡

土人才 , 优先享受“政银企户保”合作贷款政策。同时，还要充实基层工作力量，选派精通业务知识、工

作能力强的驻村工作人员到扶贫一线，保障贫困户精准识别质量，提高产业扶贫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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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path for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or areas. After the field research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some area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industri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such as to combine the efforts to promote poverty alleviation,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mechanism, accurately 

pla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standardize the opera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stimulate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poor 

households, and strengthen the technical support of talents, etc., which provid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or industri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y developing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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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间高等教育交流频繁，台湾地区高等学校的世界排名成为学生及家长择校标准之一，再加

上岛内少子化的影响，为保证高等教育品质，发展学校自我定位及特色、追求教学卓越、提升学校竞争力、

确保学生学习成效及就业力，台湾“教育部”于 2005 年起陆续推出《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画》、2006 年《发

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画》（于 2011 年更名为迈向顶尖大学计画）及 2013 年《发展典范科

技大学计画》等竞争型计划，[1] 目的在于通过强化大学院校，确保学术品质、提升教学实务卓越与促进

产学合作，以期达到引导学校教学革新及产业创新研发，进一步建立大学校院学校定位及发展办学特色

的目标。

一、大学自我定位与教师职业生涯发展
在国内及全世界日渐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各国皆以吸收一流的人才为依归，良师兴国，教师的良莠

攸关教育成败，而教师是强校之源，一流的学校必然要有一流的教师，专业人才的培育需有高品质的教师。

美国大学校院协会 (AAC&U) 及美国大学教授协会 (AAUP) 于 1940 年提出《1940 年学术自由与终身

聘任制原则声明》，[2] 内容提到美国大学教授受到学术自由、聘任、升等及终生职的保障，并明确指出

教师有参与学校教学、研究及进行校外活动的自由及责任。可见，学校的发展及竞争力，是基于教师的

学术自由及教师职业生涯发展上，因此，教师素质、学术自由及教师职业生涯发展，成为大学院校的焦点。

教师升等是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必经之路，学校定位如果与教师升等制度运作相互结合，那么教师

在校务推动、教研发展及产学合作等方面将会更有绩效。

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 Boyer 在 1990 年出版《学术的再省思》一书中提到，高等教育教

师的学术发展都应与教师职责及学校活动密切相关，包括研究、教学及服务，故其重新定义教师学术的

价值，分为发现型学术、整合型学术、应用型学术及教学型学术等四项。[3] 自此开始，高等教育机构转

变以往“研究与教学抗衡”的思维，重新检视教师学术的定义及规划教师升等制度，以平衡教学及研究

的品质与成效。

我国台湾地区高等学校教师多元升等政策及其启示

程 灵  方晓斌
（福建江夏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台湾地区高等学校教师的聘任制度是其比较具代表性的社会文化制度。在阐述了台湾教师多元升等制度的具体内容的

基础上，深入分析推行多元升等制度的背景，提出建立多元化职称评聘体系、鼓励教师投入教学实践研究、学历与经历并重、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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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英国政府自 1990 年起通过发表报告书、提供基金补助或是各项教育改革，强化高等教

育教学品质，而高等教育机构则致力于改善教师训练、专业发展及职业生涯发展，尤其是教师教学学术

升等。然而，成效不尽理想，Gibbs 的研究发现只有 12% 的大学教师是通过教学进行升等。[4] 为解决这

样的状况，1997 年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委员会 (NCIHE) 提出《狄林报告书》，建议必须提供教师未来职涯

良好专业发展，保证教师卓越教学 ；此外，1999 年高等教育经费补助委员会 (HEFCE) 提出的《高等教

育机构学习及教学策略声明》，提供高等教育机构指引及资金去强化各校教学型教师的能力。2003 年英

国教育与技能部 (DFES) 提出白皮书 (White Paper)，[5] 确立高等教育中教师教学的重要性，并建议高

等教育机构应更加重视教学人员 ；高等教育人员联合谈判委员会 (JNCHES) 亦于同年提出《现代化薪

酬结构框架协议》加速高等教育机构改变教师升等制度，内容针对高等教育机构应对纯教学、研究或行

政的人员提供相对应的薪资，高等教育机构为了要给予每个教职员相对应的薪资，进而改变以往的教师

升等制度，建立教学型教师的升等规准，确保每个职位同工同酬。

由上可知，各国高等教育均以大学自我定位为主，并逐步进入大学自审教师阶段。而英美两国的教

师升等渠道多由高等教育机构自行订定，配合学校定位及发展，以利教师职涯发展及专业成长。此前，

台湾教师资格审查及升等制度采取“审定制”的方式，由教育主管机关审查教师资格通过后再发给教师

证书，此举不仅有违反大学学术自主之嫌，再加上若由台湾“教育部”统一审查教师资格，实难适应各

校的要求。此外，在国际大学排名系统及绩效主导的压力下，台湾学术有着“重研究、轻教学”的迷思，

造成教师升等时资格审查过于研究本位，教师专业发展不利，或是教师升等时未能与学校定位结合，不

利发展学校特色，造成台湾高等教育人力品质面临挑战。有鉴于此，台湾“教育部”于 2013 年提出《“教

育部”人才培育白皮书》，内容涉及过去教师升等制度未顾及各校教师的专长特色，影响教师发展及教

学现场，因此发展多元自主的教师升等制度为当务之急。

二、台湾地区高校教师多元升等政策
台湾高校教师多元升等政策主要由《大学法》《教师法》《教育人员任用条例》及《专科以上学校教

师资格审定办法》等相关法令规范。台湾“教育部”2013 年提出《推动教师多元升等制度试办学校计划》，

由各校提出计划争取，申请对象为有意愿推动并建立多元升等制度审查机制的学校（包含授权自审学校）。

通过试办的方式，打造学习典范，进而奠定各校自审运作的基础。

（一）高校教师多元升等政策实施策略

《推动教师多元升等制度试办学校计划》包括 2 项主轴策略及 3 项配套措施。

1. 建立多元升等制度为全面授权自审准备。“教育部”自 2013 年 8 月起分四期推动教师多元升等政

策，首先第一期以自愿申请方式，选取自审及非自审学校做为试办学校，并由教育部规划教学研究型及

技术应用型等多元升等制度及模式供各校参考。试办学校可依照学校发展、教师人力及学生培育等需求，

建立自身教师多元升等制度（含审查内容、审查通过基准及审查评分向度等）。每期试办学校皆需于试

办结束后，提出办理情形及实施报告，且前一期试办学校需办理说明会，分享实务运作情形。若非自审

学校通过试办学校，在试办期间教学及技术应用升等可授权自审教师资格，而下一期持续试办者，可再

扩及研究学术升等的审查。[6]

2. 以多元升等试办为基础，推动立法并扩大授权自审。“教育部”于 2015 年 8 月授权大学自审副教

授资格，及学院专科自审助理教授资格，其次，修正专科以上学校教师资格审定办法，将多元升等规定

纳入其中，并于 2017 年 2 月施行。再者，于 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8 月，大专校院择定校内至少一个学门，

进行沟通并建置该学门领域多元升等基准及审查共识，协助辅导教师多元升等，提供学门人选纳入“教

育部”人才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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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套措施。“教育部”针对教师多元升等政策提出 3 项配套措施 ：1. 鼓励各校配合教师教学评量

及教师评鉴（含教学评鉴），结合教师多元升等制度，持续深化教师专业能力及确保教学品质 ；2. 试办

学校可配合“教育部”弹性薪资改革方案，通过新进人员自愿提拨增加额外退休储蓄，及学校加码提拨

的自主弹性，在教师薪资差异化的提拨机制下，激励教师选择多元升等渠道 ；3.“教育部”在推动试办

期间，以不修法为前提，然在全面授权自审之际，将配合修订《教育人员任用条例》为法源规范，将教

师资格审查制度回归学校人事自主管理，教育部将从审查核定转为监督关系，并配合修订相关法规。[7]

（二）高校教师多元升等政策升等类型

为使各校有更好的参考依据，“教育部”于 2013 学年度委托玄奘大学、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及国立台

湾科技大学成立教师多元升等制度工作圈，并针对教学型升等及技术应用型升等进行定义及建立审查相

关内容，以利试办学校规划属于各校的教师多元升等制度，以下将针对教学型升等及技术应用型升等的

定义及相关审查内容作说明 ：

1. 教学型升等。教学型升等指以各教育阶段别的教学场域及受教者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教学实务为

研究内涵，主题内容包括撰写教学专用书、创新课程设计、研发教材教具、教学策略与方法、班级经营策略、

学习评量方式及科技融入教学等，其实施结果能有效提升学生学习成效，对校内外推广具有社会影响力

的应用型研究。

其送审作品类型分为教学实务研究升等及教学实务成果升等两类，教学实务研究升等指以教学实务

研究著作做为专门著作送审，其送审格式包含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及研究发现或教学应用价值 ；而教学

实务成果升等则指以教学实务成果技术报告代替专门著作送审，其送审格式包含研究理念与学理基础、

主题内容与方法技巧及成果贡献。

2. 技术应用型升等。技术应用型升等在台湾省内已试行多年，但其实施成效一般，且多集中于工科

领域，因此重新检视其审查内容后，重新定义为以研发、产学合作或创作成果为内涵，主题内容包括专利、

技术移转、技术竞赛、产学合作计画及产学合作应用及衍生成果等，其实施结果能有效增进学校实务教学、

研发或创作能量，具有应用价值且对产业具体贡献的研究，希望可以进一步扩展至其他领域的产学合作

形态。

送审作品类型为技术报告格式，其规范依《专科以上学校教师资格审定办法》的规定办理，送审格

式包含研发理念、学理基础、主题内容、方法技巧及成果贡献。

（三）高校教师多元升等政策推动现况

台湾一般大学参与的数量，从 102 学年度至 106 学年度分别为 18 所、36 所、28 所及 31 所，可以

看出参与校数虽于 103 学年度有下降，但整体数量仍为上升。科技大学则与一般大学相同，102 学年度

至 105 学年度参与的学校数量为 10 所、22 所、38 所及 39 所，亦有逐年成长的趋势。[8] 以总体数量来说，

参与试办计划的学校数量逐年增加，有达到“教育部”逐年推动教师多元升等政策的目标。

依据《专科以上学校教师资格审定办法》第 16 条规定，台湾高校教师可以通过专门著作、技术报

告、艺术作品及体育成就进行升等，根据教育部 2018 年的统计，将大学校院教师升等送审著作类型的

数据整理为表 1。由表 1 可以看出，101 学年度高校教师送审著作类型多以专门学术著作为主，占了

95.03%，而技术报告、艺术作品及体育成就全数加总却仅占 4.97%。由此可见，台湾高校教师偏重以一

般学术研究做为代表著作的倾向。而 102 学年度开始推动教师多元升等政策后，送审著作类型中专门著

作的比例从 95.03% 下降至 89.79%，而技术报告中教学型的比率从 0.07% 上升至 3.36%，而技术应用

型从 1.86% 上升至 3.69%，而体育成就及艺术作品的比率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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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1 至 106 学年度台湾教师升等送审著作类型一览表

学年度 送       审
著作类型 专门著作 教学型 技    术

应用型
体育
成就

艺术
作品 总计

101
学年度

送审人数 2659 52 6 81
2798

各类比率 95.03% 1.86% 0.21% 2.90%

102
学年度

送审人数 2539 2 54 4 73
2672

各类比率 95.02% 0.07% 2.02% 0.15% 2.73%

103
学年度

送审人数 2498 12 70 2 75
2657

各类比率 94.02% 0.45% 2.63% 0.08% 2.82%

104
学年度

送审人数 2552 45 108 2 77
2784

各类比率 91.67% 1.62% 3.88% 0.07% 2.77%

105
学年度

送审人数 2375 93 122 3 84
2677

各类比率 88.72% 3.47% 4.56% 0.11% 3.14%

106
学年度

送审人数 2217 83 91 3 75
2469

各类比率 89.79% 3.36% 3.69% 0.12% 3.04%

资料来源 ：笔者自行整理 [9]

三、台湾地区高等学校教师聘任资格的升等规定
1994 年台湾地区《大学法》将大学校院教师的分级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讲师四级。具有博士

学位者仅能被聘为助理教授，提升了学术门槛。台湾地区高等学校的教师有三种：第一，正规教师，人数

占大多数；第二，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专科学校的专业及技术教师，人数较少；第三，编外教学人员。台

湾地区现行《大学法》、《专科学校法》和《教育人员任用条例》规范了对高等学校教师的聘任资格，涉及

升等的规定如下。

（一）正规教师

在《教育人员任用条例》的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之一、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四个条文分别规定。各级

教师除应有专门著作或重要著作要求外，主要三方面的要求：第一，原则上以学历与经历为主。即以相应

学历可以单独取得教师资格，如博士可以当助理教授；非博士，硕士应有 4 年经历，也可以当助理教授；

第二，副教授、教授强调一定的研究（专门职业、职务）服务年限，不能单独以学历取得；第三，鉴于大

学或独立学院医师养成学系毕业年限较长，特别规定其具有临床工作经验 9 年以上者得依教育人员任用条

例第十六条之一第三款聘为助理教授。[10]

（二）专业技术人员

台湾高等学校除通过以上途径取得教师资格的高等学校正规教师外，仍须另开渠道引进正规以外的其

他师资，以强化高等教育的教学与学术水准。大学专业技术人员的制度规划就是这个需要的产物。这个政

策的背景是因为以往大学教育的取向，过份偏重学术理论，大学生毕业后，常有无法直接发挥所学，必须

历经漫长的在职历练才能胜任所任工作的事情，导致大学毕业生对于现实社会常生不满，于是台湾地区“教

育部”才在《大学法》于 1994 年 1 月修正公布时，以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大学得延聘专业技术人员担

任教学工作”。希望可以打破过去大学教师纯以学位进用的传统，引进没有高学历而在专业或技术领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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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特殊成就或贡献的人士，到大学来授课。由于《大学法》的母法规定，台湾地区“教育部”1996 年

订定了《大学聘任专业技术人员担任教学办法》。专业技术人员“个别资格”分别规定在上开办法的第四条、

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这些专业技术人员没有正规学位，但在特定领域具有实务经验 6 年、9 年、12

年、15 年，可以分别被聘为讲师级、助理教授级、副教授级、教授级的专业技术人员；获得国际级大奖的，

年限还可以酌减。专业技术人员待遇与相应等级的正规教师完全一样。

（三）编外教学人员

1998 年 11 月，台湾“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校院进用专案计划教学人员、研究人员暨工作人员实

施原则》，暂时缓解了高等学校人员短缺的问题，各校也渐渐喜欢延聘编外教学人员，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实施原则》聘用的编外教师，为短期性质的，以 1 至 2 年为原则，最长以 5 年为限，随时可以解聘。编

外教学人员聘任资格、升等均参照正规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规定，由校务基金自筹经费，不受核定编制

的限制，满足学校补充人力的急迫需求。

四、台湾地区多元升等政策的启示
高等教育是世界各国之间最具比较性质的事务，没有一流的制度，就不会有一流的教师，没有一流的

教师，就无法成就一流的学术水准。海峡两岸高等学校教师聘任制度因受不同环境的影响，自然产生不同

的特色。在人才竞逐相对激烈的今天，中国大陆高等学校应取长补短，建立自己独特的聘任规范，以延揽

优秀的高等人才，提升自己的水准。

1. 建立多元化职称评聘体系。学校的竞争力，是建基于教师的学术自由及教师职涯发展上，故教

师素质、学术自由及教师职涯发展，成为大学校院着重的焦点。教师升等是教师职涯发展的必经之路，学

校定位若是与教师升等制度运作相互结合，那么教师在校务推动、教研发展及产学合作等方面将会更有绩

效。台湾地区和美英各国高等教育皆以大学自我定位为主，并进入大学自审教师阶段。而教师升等渠道多

由高等教育机构自行制定，配合学校定位及发展，以利教师职涯发展及专业成长。有鉴于此，中国大陆高

等学校应提升各校对大学教师多元升等的重视，改善教师职称评聘“重科研，轻教学”倾向，展现多元升

等价值，顾及各校教师的专长特色，以达到引导教师专业分工的目标。同时，学校在推动教师多元升等制

度时应配合学校发展，突出学校办学特色。

2. 鼓励教师投入教学实践研究。台湾高等学校对于教学实践研究升等十分重视，大学教师对于

学校的教师多元升等制度中教学实践研究升等的认同度高，尤其是私立大学教师。对于教师能发挥专长，

并将专业转化为实务成果，且其成果与其他专门著作一样重要等项目属于学校可持续项目。因此，建议中

国大陆高校试点校内教师多元升等制度，多鼓励教师投入教学实践研究升等，提高对技术应用升等的重视，

提高校内教师对于教学实践研究升等的认同度。

3. 学历与经历并重。台湾地区高等学校教师的聘任制度起源甚早，1949 年就已有“聘任资格”的

规定。之后随着需要，做了几次的检讨修正。“聘任资格”的设计，原则采用学历与经历并行制。为促进

中国大陆高等学校教师关注教学与服务，以往注重理论性学术研究、忽略应用性实务成果的教师职称升级

制度，一并考查教师实践能力与教学和服务成果，促进“双师型”素质。

4. 遴才的方式多元。台湾高等学校既可单独以学历取得教师资格（如硕士可聘任为讲师；博士可

聘任为助理教授），也有单独以经历取得教师资格的规定（如各级专业技术人员），当然也可以学历加经历

的组合取得教师资格（如大学加经历 6 年取得讲师资格、硕士加经历 4 年取得助理教授资格、博士加经历

4年取得副教授资格、博士加经历 8年取得教授资格）。除了新进人员可以通过以上所提的诸多方式进用外，

现职人员更可以经由教学研究的经历（年资）加上著作的发表，升等为较高等级的教师。中国大陆高等学

校也可引入产业行业资源，对行业菁英采取灵活聘用政策，把专业技能作为高职教师准入、评聘、考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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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晋升的核心指标，把行（企）业企的专家、技术能手、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等引入教师队伍，以深化实

务教学，加强与产业接轨。

5. 学校遴才不受编制影响。台湾地区高等学校教师升等是没有编制和员额限制的，着重于专业的

要求。高等学校设置不同等级的教师，目的在循序晋升，以奖励学术发展。因此，高等学校教师的升等应

纯粹以成就为导向，学术和实务表现达上一级教师的规定要求时，就应允许教师升等。同时，台湾地区高

等学校可不受编制限制聘请短期教学人员，以多渠道、弹性有序的方式取材，对于学术水准的提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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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一词在现代社会随处可见。无论是日常可见的公园健身器械，或是每四年一次的世界盛会——

奥林匹克运动会，都与体育密切相关。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在

不久前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地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ç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提出，在建设健康中国的目标下要加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实施新一轮全民健身计划。这

表明，从国家层面将体育健身纳入到整个社会发展的综合考虑之中。随着现代社会节奏的日益加快，体育

活动作为身心健康的有益方式，将会更加成为体现公共服务的重要指标。但众所周知，虽然古代中国已经

强健体魄的观念，且发展出中华武士文化，但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体育观念。近代以来，现代体育观念

在西方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交融中逐渐形成，而作为专业教育的“体育”作为一门学科和课程纳入到学

制之中也是上世纪初才发生的变革。因此在全力筹备 2022 年冬奥会、努力建设体育强国的今天，探寻体

育观念在近代的生成与演变对于深化国民对于“体育精神”的理解，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梦

与中国梦紧密相连”的重要论述有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近代体育关注有较大的提升，有关论述也多见报端。晋隆冈等人对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国内有关近代体育史的研究做了梳理，指出学界在学校体育教育、体育思想和中外体育交流等方面

做出了深入研究，而区域体育研究和体育史学研究则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刘媛、刘合成则从晚清驻外

使节入手，研究了其对西方近代体育的引介。廖慧平、原月则以晚清报刊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对西方近代

体育的传播。此外，罗时铭的《近代中国留学生与近代中国体育》一文对近代中国留学生与体育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留学生的引进和推广，应在近代体育史研究中对留学生群

体给予较多的关注。丛密林、邓星华则对包括体育及其概念群的生成逻辑进行了分析，认为体育属性决定

了体育功能，体现在体育价值之中，而体育结构又分为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和人文社会。孙旭静、付杰从

观念入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学者在注重“人本”“人性”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天人合一”思维，

代之以“主- 客”思维模式对体育观念进行反思，探索从人的存在角度回答体育是什么、体育如何呈现等

问题。综上，目前学界对于近代体育史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和基础，但在史料挖掘梳理和研究深度方面还有

较大提升空间。本文拟从近代体育观念入手，对“体育”一词的含义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含义变化及发展过

略论体育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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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观念的形成过程,指出“体育”概念及文化观念在近代的生产和演变，为今日的文化观念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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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进行梳理，进而研究中国体育观念的形成过程。

一、“体育”词义辨析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从传统“天下”向现代“世界”，从“朝贡体系”到“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

中，中华传统文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面对中西物质文明上呈现的差异，为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中国的

有识之士开始主张向西方学习。随着各通商口岸的开放和清廷对传教管控的松弛，西方文明随着商品和传

教士的脚步逐渐深入中国内地。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系面临着来自近代西方文明的直接冲击，固有的话

语体系和思想观念开始遭到巨大挑战，如今耳熟能详的诸多词汇如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均是近代中

西文化碰撞交融后的产物。“体育”一词也不例外，其非中国古语用法，而是近代以来产生的新名词，但

“体”“育”二字古语皆有之。《说文解字》对“体”“育”二字分别作如下解：体，緫十二属也；育，养子

使作善也，表明“体”“育”二字大体上分别表示“身体”和“培育”之意。《虞书》中也有“教育子”的

说法，清人段玉裁则直言“育”即是“养子使作善也。”这说明在中国古代，“体”“育”二字是两个具有

单独含义的字，即使两个字连用也是表示单独的含义。例如东汉王符所著《潜夫论》中《五德志》中有“神

微精以，天命ç极，或皇冯依，或继体育，太ç以前尚矣。”南北朝时期的刘敬叔在《异苑》卷八中有“胡

道洽者，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育臊气。”等。上述句子中虽有“体育”两字连用，但与今义

想去甚远，都是“体”“育”两字单独表意。如“体育臊气”中的“体育”表示“身体上孕育有”的意思。

用单字表意是中国古代用字的传统，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晚清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后方有所改变。

而在英语中，体育为 Physical Education，其含义指强健体魄、训练身体。Physical Education 一

词所指代的含义在古代欧洲早已有之，但 Physical Education 这一词本身却出现较晚。据目前所知，其

首次出现是在 1748 年出版的名为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的书中。1762

年，法国思想家卢梭在其名著《爱弥儿》中也使用 Education physique 来表示“体育”之意。随后，随

着欧洲诸多体育馆的成立，该词开始频繁使用，并传入美国。进入 19 世纪，Physical Education 一词的

含义逐渐固定成为今天所表达的含义。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体育指“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要

任务的教育，通过参加各项运动来实现”，例如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到：“应

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或者指代体育运动。尽管现代汉语中“体育”一

词含义已经很明确，且与英语 Physical Education 相对应，但这一含义却并不是随着英语词汇 Physical 

Education 传入中国的，而是在近代特殊环境下经由日本，再与中国本土词汇进行融合后才产生的。

事实上，中国自古便注重身体素养，《孝经》开篇即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可见古人对于身体的重视程度。中国古代虽无“体育”二字表达切实的含义，却在很早就意识到身体素质

的重要性，并利用诸多体育活动来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史记·苏秦列传》中有记载，“临苗甚富而实，

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蹴鞠又名“蹋鞠，即为一种健身娱乐活动。除此之外，五禽戏、武术等

诸多健身方式也在中国古代流传。而及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虽然西方文明大量涌

入中国，但受制于语言的原因，Physical Education 并没有直接融入时人的话语体育之中。直至 20 世纪初， 

“体育”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从而使得体育的概念传播开来。那么，“体育”一词又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呢？

二、近代体育概念的译介与传播
“体育”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与近代留日学生密不可分。事实上，回顾近代新名词和新观念生成和

传播的过程，传教士和留学生两个群体在中外近代思想文化交流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面对近代以来的

“亡国、亡种、亡天下”危局，向西方学习成为时人的共识。正是带着对西方文明的憧憬和膜拜，西学东

渐在晚清中国经由西方传教士、出使各国时节、留学生等群体逐渐扩散开了。与此同时，清廷统治者也认

识到西方文明带来的挑战和基于，希冀通过开办新式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培养一批掌握西方先进知识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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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清廷所用的新式知识分子。因此，京师同文馆等一批早期学堂聘请传教士作为教习，传授西方知识。

如果说 19 世纪中后期，国人学习西方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传教士，那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留学生

群体则一跃成为向西方学习的主力军。相较于传教士的被动学习，留学生群体在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知识

上具有较强的主动性，一方面留学生群体本身多数秉持着学成归国效力的愿望，故而有着学习的紧迫感；

另一方面他们身处国外，对西方文化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又能及时将西方文化引回中国。因此，在近代学

习西方的热潮中，传教士和留学生两大群体是推动力量，而近代报刊则成为传播载体。“体育”一词的引

介和传播，则是留日学生和报刊传播的一个例证。

“体育”一词最初的使用源于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效仿西方国家，进行改革，而英语 Physical 

Education 作为一种教育制度传入的日本，并成为与智育、德育并重的三育之一，受到日本人的极大重视。

为了更好表达词义，日语借用汉字“体育”指代英语 Physical Education。1872 年，日本的学制中使用了

体育（たういいく）一词，并经体操传习所推广后定型。1876 年日本《文部省杂志》也使用该词表达保持

身体健康，增进体力的含义。而 1885 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逻辑术语详解》一书中则对“体育（たう

いいく）”一词进行了解释。至此，“体育”一词被用来指代英语 Physical Education，并拥有了特定含义。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并在在甲午海战后战胜清廷引起国人极大的震惊，曾经蕞尔小国的变化使

得一心向西方学习的国人意识到向日本学习是改变落后局面的一条捷径。在这种背景下，留学东洋的热潮

形成了。据统计，从 1898 年至 1911 年间，至少有 2.5 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找现代教育，其中 1900

年在日留学生总数为 161 人，1901 年留日学生人数增为 274 人，1902 年约为 500 人左右，1903 年则增长

至 1300 人左右，在日中国学生人数在 1906 年达到顶峰，约为为 7283 人，1907 年为 6797 人，1908 年为

5216 人，1909 年为 5266 人。由此可见，晚清十年留日学生人数呈迅猛之势增长。正是由于大量的留日学

生的不懈努力，晚清中外思想交流和融合才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一大批新名词、新观念经由留日学生传

回中国，并在国内广为流传，为启迪民智起到重要作用。传播新知，开启民智是晚清学人所向往的目标，

而刊物则是传播新知最为快捷的途径。梁启超早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就指出兴办报纸有利于开

启民智，并认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严复在叙述《国闻报》缘起时说：“《国

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能这道有：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因此，这一

时期的报刊在传播新思想、新名词和新观念上也起着重要的载体作用。

那么，“体育”一词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呢？据罗时铭研究认为，“留日学生将‘体育’一词引进中国最

早时间是在 1901 年。他们在当时《教育世界》上介绍西方学校历史时，首先是用了‘体育’的概念。”此

外，罗时铭还认为体育作为官方文件最早使用见于《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事实上，在 1900 年左右，“体

育”一词已经在国内出现。《绍兴白话报》第 67、75、107 期均出现带有“体育”字眼的标题，而略早于《钦

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公布的《山西学务处所订学堂章程》中也使用了“体育”一词。该章程指出：

考太西养蒙之法，其大要有三，曰：德育，请当养童蒙之德；曰：智育，谓当启童家之智；曰：体育，

谓当卫童蒙之体。说者以为养其德性俾去恶从善，是即三达德之仁；导以学问俾明物察伦，是即三达德之智；

强其躯干俾任重致远，是即三远德之勇。而皆基之于蒙养，故曰圣功。今拟依此三者以定教法。

该章程中“体育”之意，即有注重身体健康之意。而随后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也提到“体育”。

第二节中国圣经埀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

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材之始基。

由此观之，此时“体育”一词已经如同日本的一样，作为与德育、智育并重的三育之一，成为教育制

度中的一种固定表达。例如张之洞等人曾上奏认为“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体育、智育为三大端。洵

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虽中国地广人多，时艰帑绌，改弦更张之始，

束一鸣   曹桂云：略论体育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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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诸学制固不能遽求美备，而宗旨不可稍涉模棱，规模不可过从简略。”此后，类似的表达多见于报端。至此，

“体育”一词完成了从日本进入中国的过程，并逐渐作为一种特定表述为国人所接受。“体育”这一带有鲜

明色彩的词汇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在目睹日本经明治维新后国力迅速增强的现实后，在奋发图强、救亡图

存的民族大义之下，“体育”一词及其背后的体育观念、体育文化也随之进入中国并迅速与中国传统含义

融合，发展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词义内涵。

三、体育概念及其观念文化发展的演变
上文对“体育”一词的概念含义进行了辨析，并梳理了“体育”一词在近代传播的路径。尽管今天使

用的“体育”一词诞生在近代，但其诞生之初的含义与今天还是略有差异。对于身体素养的锻炼等观念中

国自古有之，那么“体育”一词引进中国后势必经历与中国传统“体”“育”二字及相关文化观念的冲突、

融合，最后形成今天所见的“体育”及其文化观念。

（一）“体育”一词传入前的中国体育观念文化。

上文对中国古代“体”“ 育”二字的含义进行了追溯并指出古人对于身体健康及体育活动有着成熟的

观念。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对于身体素质在战争、农业活动中的重要性就有认识，这也使得古人

对于身体健康十分重视。汉代华佗发明五禽戏正是“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而在科举时代，

武举的出现也是鼓励人们拥有良好的体魄为国效力。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体育观念及其文化已经形

成以军事及农业生产为导向的体系。在该体系中，身体素养及锻炼是围绕国家军事行为和保证农业生产而

展开，并内有现代意义上的体育休闲文化。

进入近代，由于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在认识到西方先进技术及科学文化后，时人纷纷对传统文

化观念进行反思。严复在翻译达尔文《进化论》，引进“物竞天择”学说时就意识到，“生民之大要，而强

弱存亡莫不视此，即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此处的血气体力之强指的就是国民

身体素质，即严复所谓之“力”。因此，严复呼吁为拯救危局，今日要蒸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

民智，三曰新民德。对于身体素质，严复指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气体强健者不为功。故庠序校塾不

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也。”这个时候的体育观念，是在西方冲击下，

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为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而产生的一种应激型观念。这一时期的体育观念，以

强健体魄，改变恶习为主。近代中国的国人身体，由于吸食鸦片已经变得羸弱不堪。正因为身体素质的落后，

使得军事主力八旗兵和地方绿营兵战斗力极其低下，不仅在面对外来侵略者时毫无抵抗之力，甚至在面对

天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时也难以承担作战任务。正是认识到身体素质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地方督抚纷纷

组织地方军事力量，严禁吸食鸦片，操练军队。此外，由于这一时期西方文明的传入，身体素养的重要性

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在日常生活和学校教育中也为人所重视，许多学堂皆增体操与拳法课程以示重视。

以上可知，在“体育”一词从日本引入中国之前，由传统强健体魄观念发展而来的体育观念在中国已

经存在，但其含义有所侧重。延续中国古代重视军事和农业生产的传统，体育观念依旧注重军事作用，加

上古代“侠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近代“体育”观念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最初与军事紧密

相连，具有强烈的“致用”意蕴。近代最早的体育活动均与军事有关，例如编练新军所用的兵操等等。因此，

在“体育”一词传入后，传统体育观念经历了冲突、融合的过程，最终形成今天所见的样子。

（二）1900 年后的体育观念及其文化

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是清廷的最后十年，也是政治变革、思想交融的十年。晚清十年是传统帝制国家为

维护自身的统治所做的最后努力，因此，在经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庚子之乱后，在国家、民族危机的不断

加深，国内革命运动不断发展的情形下，清廷终于意识到“世有万世不易之常经 , 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决

定开始进行变法革新。在清廷统治者寻求维护统治的“良药”之时，留日学生通过创办报刊、翻译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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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量经过日本改良的西方思想引入中国。

作为与德育、智育并重的体育再经日本传入中国后，对国人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并且作为一种

教育制度迅速在各大学堂开展。事实上，日本使用的体育、德育、智育与严复使用的民力、民德、民智在

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均是源自西方的思想。但作为更为具体且更易于接受的词汇，“体育”一词作为一

种教育制度引入中国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在官方文件中使用。因此，在报刊及官方文件的双重影响下，

体育一词很快流传开来。“体育”一词在引进之初是作为一种教育制度，而同时使用的还有“体操”一词。

在晚清十年中，体育和体操一词经常混用。例如曾有《乐音与体操并重论》一文指出，“将欲举一国人民

之性质改造而作新之，充强其躯壳，淬发其灵经，必不可偏废……智育之外，体操与音乐并重，故其国势

蒸蒸日上，方兴未艾。”可见，体育和体操的概念并未有严格区分。但是事实上，在表达上，体育更倾向

于一种制度，具有广泛性；而体操更倾向于一种的课程，具有专门性。在《讲究体操》一文中，时人认为

以往士人“多文纠纠，耐不起辛苦，操不起勤劳”，是中国文弱的病根。在尚武的世界，“体育是第一要紧，

所以钦定大学堂工科，有体操一门。”体育和体操的正式区分，直至民国年间才得以完成。

除去作为教育制度的体育，《国民体育学》一书的翻译和引进也使得作为学科的体育在近代出现。《国

民体育学》是日本学者西川政宪的作品，由项藻馨（1873-1957，字子蓝，号兰生，又号岚僧）以岚僧的

名字在《杭州白话报》上进行连载。该书在引言中写道，世界上的人，最紧要的是强健，并从身体、父母、

国家等方面进行了解释。该书在报刊连载时由项藻馨进行删减，后经杨寿桐重译，于 1902 年 10 月在上海

文明书局出版。该书可以说是第一本系统介绍“体育学”的教材，对于近代体育学的建立起到奠基的作用。

之后，又有《瑞典式体操教科书》（范迪吉译，上海时中书局 1906 年 8 月出版）等体育类教科书发行。在

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上，有关体育的报道屡次出现。例如《江苏》曾刊载翻译文稿《欧米诸国女子之体育》，《云

南》刊载伯林的系列文章《体育》、《体育：运动会之规则及实际》、《论体育之必要》等。由此观之，这一

时期的体育观念从单纯的以军事用途为中心进而向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发展，作为教育制度、学科含义的

“体育”在这一时期均已出现。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现代意义上的“体育”一词已经完成从词汇概念到社会观

念的转变，逐渐成为社会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从“食量倍增，气体育足，眠食安饱”的“体”“育”二字

单独解释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仿造国外成立的带有自治商会性质的“体育会”，再到《新定学务纲要》

中对于体育、德育、智育的重视。“体育”一词的概念和含义在近代中国经历了古义到今意、从国外到国

内的转变和融合，完成了传统观念的近代转型。正如《东方杂志》中说道，在晚清十年的中国，“体育、

德育、智育之美质，尽已入人骨髓。”在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在面临内忧外患局面的近代中国，在“弱

肉强食”的时代里，为奋力改变落后的局面，仁人志士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引进和传播了体育的概念，

打造了一条提升之路。

事实上，正是“体育”概念的引进，中国近代体育教育得以发源，体育文化观念得以兴起。在晚清十年，

得益于留学生群体的翻译之功，与体育相关的知识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作为教育制度的体育，前有官方

制度的《大学堂章程》对学制中的体育教育进行规定，设定“体操兵式”课程，一方面强健体魄，一方面

培养基本军事素养；后有各级学堂对体育教育进行完善和丰富。例如《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中就认为“体

育功夫，体操发达其表，乐歌发达其里。”《湖北幼儿园开办章程》中也指出该园旨趣之一就是“保全身体

之健旺，体育发达。”作为学科的体育，近代不仅出现《国民体育学》等专门的教科书，还有诸多报刊翻

译体育学相关知识，使得体育学科得以在近代萌芽。进入民国时期，各大学纷纷开设体育专业，培养体育

人才，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除此之外，西方近代体育休闲活动也伴随着体育文化进入中国。

束一鸣   曹桂云：略论体育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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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十年，体育休闲文化也开始出现并在民国迅速发展，成为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道靓丽风景。

综上所述，“体育”一词由日本人借用汉字“体”“育”二字对译英语 Physical Education，进而作为

一种教育制度及思想观念引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观念产生巨大冲击从而完成中国传统观念的现

代化转型，并与西方现代体育观念相结合，重新形塑了“体育”一词的概念及其文化观念。近代中国不仅

仅是一个政治更迭、社会变革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观念转型的重要时期。因此，“体育”概念及文化观

念才有了在近代的生产和演变，也为今日的文化观念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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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s studi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duction and evolu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ts cultural concept in modern times have laid 

a foundation for present cultural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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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立德树人的要求落到实处，2014 年教育部研制印发《关于全面深

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

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1] 基于地理核心素养，秉承坚

持科学性、注重时代性和强化民族性的基本原则，这就要求教师要有效利用课堂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促进全面发展。新版中图版高中地理教材的“课题”栏目，注重学生的建构学习，充分利用“课题”

栏目组织课堂教学，将有利于实现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二、新旧版高中地理教材的“课题”栏目差异分析
由于知识内容和理念取向的不同，中图版新旧两版高中地理教材的课题栏目也具有细微差异。

（一）内容差异

对比新旧两版教材，2017版教材在2003版教材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了增减。新教材第一章第一节为“人

口的分布特点及影响因素”，取消了人口增长模式的知识内容。反应在课题研究中是将家族人口的增长特点、

原因及状况更改为家族人口的分布状况和数量变化。

第二章城市化的表述改为城镇化，重点探讨乡村与城镇内部的空间结构、城乡景观和不同地区城镇化

的过程和特点。课题针对此内容，将城市研究转变为城镇研究，把范围扩大至城镇内部的人口数量，内部

功能区变化及特征的研讨。

第三章删掉了 “地域联系”内容，新增“服务业区位因素”和“运输方式和交通布局与区位发展的关系”，

弱化了探讨生产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重点探究产业与区域发展的联系。课题研究加设对某一地区服务

业的发展状况、交通状况以及交通运输对区域发展的分析和建议。

第四章“国土开发与保护”内容是新增设的章节，新课改要求高中地理课程内容设定要考虑融入国家

安全教育和海洋意识教育等，因此新版教材反映课改要求加入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地理背景”和“国家

新中图版地理教材“课题”栏目教学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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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权益与海洋发展战略”的内容，帮助学生及时理解党和国家提出的新的发展理念，树立绿色发展、共

同发展、人地协调发展的观念。

第五章对旧版教材最后两节知识融合发展为“协调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但课题研究主题依然是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在分析人类活动与环境问题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建言献策。

（二）理念差异

新版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在课程理念中突出强调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中图版教材在课题栏目设置

中全面反映了该理念要求。[2]

人地协调观的培养要求能够由局部到整体，形成关注地方、国家和全球地理问题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

意识。课题“环境保护与‘我’”，明确提出要树立人地协调观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提示学生在对环

境问题建言献策的过程中，注意从全球、国家、地区到家庭不同层面去分析。

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应从整体的角度，全面、系统、动态地分析和认识地理环境，及其与人类活动的

关系。课题“分析比较影响生产活动布局的区位因素”建议学生以某一具体区域为例，综合分析该地农业、

工业或服务业的发展情况及其同当地交通条件的关系，而不是单一讨论某农业区或工业区的区位因素。最

终整理呈现综合、全面的案例。

区域认知能力的培养要求从区域的角度，分析和认识地理环境，以及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相比课题“关

注你身边的环境问题“，在“环境保护与我“课题中建议学生调查身边的具体区域，如社会中的环境问题，

校园内的环境问题等。明确了从空间——区域的视角认识地理事物和现象。

地理实践力的培养新提出在真实情境中开展丰富多样的地理实践活动并强调地理实践是最重要的地理

学习方式。新教材课题栏目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具体可行的探究实施步骤。例如在课题“调查自己家族人口

的分布迁移”中详细标明时间轴图的绘制方法，同时取消了探究时长的限制，便于学生自由系统地安排研

究任务，增强实践探究能力。

三、新版高中地理教材的“课题”栏目特色分析
中图版高中地理教材栏目设置以注重科学性的课文体系和注重实践性的探索体系相结合。其中，每章

正文内容前的课题研究是探索体系下的特色栏目。[3]

课题栏目具有针对性。课题内容与章节知识相对。标题下的背景陈述，既是研究索引，也是本章内容

梗概。利于学生提前了解所学内容。课题目标在内容标准的基础上，结合研究主题，达成对学生在该课题

下的地理知识、技能和情感等方面的考察。[4] 如第一章课题结合人口分布、迁移与合理容量的知识内容，

分别设置了以自己家庭为背景的探究，考察自己家族几代人的基本情况，迁移历史以及人口变化的因素。

课题栏目具有情境性。从学生生活出发，将知识具体化，易于学生理解，将所学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如对乡村和城镇变化的研究中，教材引导学生以自己所在城镇或者较为感兴趣的城镇为例，搜集资料，分

析内部功能区的变化及特征。

课题栏目具有动态性。课题研究进展随教材内容推进。不同进展的检查设置在相应每节正文后，使课

题研究与知识获取同步，加深对所学知识实际意义的理解。比如在“分析比较影响生产活动布局的区位因素”

的调查中，课题项目与该章中的每节内容相配合，分别是区域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区位因素影响以及运

输方式和交通布局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课题栏目具有探索性。课题探究多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采用调查、考察等的研究方式。从目标的

确立、研究的准备、进度的检查到结果的汇报，符合科学探究过程。有利于树立学生严谨求真的态度，科

学合理的进行知识的学习。如第一章和第二章课题的研究成果要求以报告的形式进行班级交流展示，第三

章课题强调要将全班分成若干个小组，选择共同感兴趣的区域进行探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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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题”栏目教学建议
当前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出现了去教材化和仅注重原理性或规律性知识内容讲解的问题，课题栏目往往

由于耗费课时和难以迎合应试教育被一线教师忽略。课题栏目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科学态度以及探

究精神，鼓励学生学会应用大量的课程资源进行相关资料查找，亲身参与到地理教学实践活动中，从而增

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主动性，提升了地理知识与技能，有利于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落地。[5]

本文尝试从教师引导，学生主导和立足核心素养三个方面对教师应用课题栏目教学建言献策，使课题栏目

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作用。

（一）发挥教师引导作用

概念的界定。在开展课题研究前，教师应讲授与问题相关的地理概念，确保学生在充分理解知识概念

的前提下开展研究。对应四个课题，要使学生具有以下的知识储备：明确人口迁移的概念，理解人口迁移

的原因；熟知城镇内部功能区的类型以及内部功能区发展变化的原因及特点；明确农业、工业、服务业以

及交通运输方式的概念和类型，了解交通运输方式对区域发展产生的影响有哪些；理解环境问题的概念和

类型，同时明确人类的行为会导致哪些环境问题的产生以及如何导致的。

方法的指导。不同的课题研究要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鉴于高中学生对有关地理问题研究方法的理解

较少，进行独立研究易产生畏难情绪，削弱研究的兴趣和主动性。因此，教师应指导学生在掌握方法的基

础上，进行调查探索。课题 1 要求制定有关家族成员的调查计划，教师可以先向学生阐述调查的类目，制

作表格开展研究。课题 2 的研究结果建议撰写课题报告讨论交流，在完成研究任务后，教师应向学生讲授

如何进行课题报告的写作，便于学生进行科学合理的撰写。课题 3 提出学生要将调查结果以综合、全面的

案例形式呈现。教师先向学生展示案例的模版，使学生可以依照模版改写完成。课题 5 建议学生做相应的

研究计划和研究后的书面报告，同时，选题要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探索性。教师需指导学生明确有关书面报

告的写作方法与格式，且知道基于该要求下的课题的属性和类型，从而在选题过程中具有针对性。

资源的提供。新课标强调要充分利用地理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意味着既要教师利用信息技术讲授，也

要培养学生对相关技术的掌握。课题 1 要求画出家族成员的迁移路线图。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应用地图慧软

件，呈现直观的路线信息。在课题 2 城镇功能区、范围面积等的调查报告中，学生可以手绘图片，也可以

在教师指导下用 Coreldraw 软件绘制，使内容更加鲜明。课题 2、3 和 5，均要求学生对调查区域进行资

料的搜集与整理，为提高学习效率，教师可以向学生提供有关教学素材或网站进行查找。课题 5 对环境问

题的调查，教材提出学生可以对专家和当事人进行访谈。囿于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经验，该方案实施的可行

性较小，因此，教师应借助学校的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平台，既扩展了学生的探究范围，又培养了社会

调查的能力。

时机的选择。课题栏目设置的目的是提高教材内容与生活实际的融合，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因此，教师要合理设计探究进展在教学课时中的计划安排。首先，在学习新课程前展示课题研究目标，使

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对接下来的学习任务有所了解。其次，每一节课程内容学习后，指导学生按照相应

阶段展开研究计划。最后，每章知识讲解结束，在全班进行课题研究的展示和报告，总结探究结果与教材

内容的关联性，进行综合复习。课题 2 和课题 5 中，教师需要对“提出问题的可行性建议”进行引导，保

证建议科学合理。

（二）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导

新版课程标准强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相互探讨，发现并提出问题。同时，要以学生的基础和需求为

出发点，把握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过程。教材中的课题研究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探究学生身边和感兴趣的

地理问题。

李昊业：新中图版地理教材“课题”栏目教学策略研究——以“必修第二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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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辅助引导。首先，充分尊重学生选择的区域进行分析。

其次，鼓励学生基于教师对调查计划、课题报告和书面报告等总结形式的讲授自主发挥，不拘泥于固定模版。

完成后在全班交流展示，学会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教师提供的地图与表格的绘制只是参考，学生

可以跟据自己喜欢的方式重新表述。在学生掌握了教师示范的相关软件的操作基础上，应进一步引导他们

对此的深度探索和进一步开发。最后，建议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探究，既增强了学生团结合作的意识，也便

于集思广益，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三）立足于核心素养的培养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的价值观念、必备

品格和关键能力。新版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强调地理课程旨在使学生具备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区域认知、

地理实践力等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因此，教师在课题教学中，应以教材为基础，深入挖掘知识内容，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

课题研究从特定区域出发，综合与主题相关的多方面地理因素分析，探讨人类活动对不同地理现象的

影响，以调查、探究等方法为主，通过小组探究等形式开展活动，用绘图、写作课题和书面报告递交成果

进行班级内的交流。充分利用该栏目进行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以考察、实验等方式获取地理信息，解决

实际问题行动能力，学会较全面地观察、分析和认识不同地方的地理环境特点，对地理事物和现象的空间

格局具有较强观察力并形成尊重自然、和谐发展的态度。

课题间的内容是相互联系的。教师可以在章节内容学习后，进行课题间的综合分析，引导学生综合前

面所有的研究成果，以自己探究的区域为例全面探索该地区的人口数量与迁移特点，区域内部功能区变化，

生产活动分布以及面临的环境问题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以及结果如何。（案例如表 1）如此，既复习了课

题研究的方法与教材内容，也对学生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进行深化和系统的培养。

表 1 以人文地理视角综合分析区域状况

课题 ：以人文地理视角综合分析区域状况

你已经学习了本书的所有内容，但是，你知道各章节知识点又怎样的联系吗。人口数量与城镇化是否具有
关联性？不同的生产活动是否会影响当地的环境问题？通过本课题的探究，你将解决对上述问题的疑惑。

课题目标 ：在本课题中，你要调查你所在城镇（或感兴趣的地区）的人口数量变化，城镇内部功能区变
化特征及原因，该地主要的生产活动及其必然性以及当地不同时期的主要环境问题，并分析人类活动对
那些环境问题产生了影响。

课题准备 ：为完成这一课题，你要做好以下准备。
搜集不同时期该地区的人口数量信息。
找出不同时期该地主要内部功能区，以小组形式讨论其变化特点与原因。
小组讨论该地区的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生产活动及发展变化，探索原因。
分析不同时期该地的主要环境问题，探究人类活动对环境问题的影响方面。

检查进度 ：
以具体的课时安排灵活的按顺序完成上述内容的探究。（可以展示之前的课题研究结果，但要注意所选区
域的一致性以及对不同内容分析的综合整理）

总结 ：各小组在全班展示研究成果，整理成综合、全面的分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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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ject se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system of the geography textbooks edited by China Map 

Press.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new edition of the textbook differs from the old one in terms of knowledge 

content and conceptual orientation. The project section has been neglected by front-line teachers because it is more time-consuming and difficult 

to cater to the test-based educ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suggestions for teachers to apply the project section in classroom teaching from 

three aspects: teacher-led, student-led and based on core literacy, in order to make full use of project section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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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结构是指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配置情况。大学生就业结构主要是指大学生的就业分布，

具体表现为在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大学生就业数量比例关系的配置状况。如果在一定时期内，

大学毕业生就业分布不平衡，也就意味着就业结构的失衡。

一、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结构失衡的表现

（一）2019 年河北省 20 所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基础数据

主要从毕业生的规模、就业率、毕业去向、升学率、地区和行业流向等方面来展现本科毕业生就业的

基本情况。其基础数据来源于 2019 年河北省 20 所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30 日。

1. 2019 年河北省 20 所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本课题组随机抽取的河北工业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省内 20 所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 91.33%，具

体情况如图所示： 

图 1：2019 年河北省 20 所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未就业人数 未就业率

60159 55019 91.33%   5150 8.67%

2.2019 年河北省 20 所高校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

2019 年河北省 20 所高校本科毕业生的毕业去向，主要有五种情况，即通过签协议或合同直接就业的、

考研升学和出国深造的、参军入伍的、自主创业的和未就业的 , 占比分别为 59.80%、12.85%、0.63%、

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结构失衡与优化路径研究

                ——基于2019年河北省20所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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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2019年河北省20所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结构性矛盾仍是制约高校毕业生就业

的重要因素。大学生就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就业行业结构、就业部门结构、就业地域结构和就业能力结构不平衡。优化大学生就

业结构，应多措并举、多策并施,政府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企业要更新用人观念，高校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学生自身要努力提

高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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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8.67%。

3.2019 年河北省 20 所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在 2019 年河北 20 所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中，排在前 10 位的有以下几大类，如图所示：

4.2019 年河北省 20 所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部门流向

2019 年河北 20 所高校本科毕业生，在其它企业、民营企业、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党政

机关等部门中就业的比例，差异较大，分别为 46.35%、27.43%、15.17%、11.05%、3.78%，如图所示 ：

图 2 ：2019 年河北省 20 所高校本科生毕业去向

图 3 ：2019 年河北省 20 所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图 4 ：2019 年河北省 20 所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部门流向

  韩  伟 王栋亮   康丽滢   韩  敏：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结构失衡与优化路径研究



·124·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

5.2019 年河北省 20 所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

从全国就业地域流向分布来看，京津冀是 2019 年本科毕业生就业的主战场，占比较高；其他省区就

业人数较少，分布极不均衡。从省内就业地域流向来看，分布也不均衡，省会石家庄吸纳毕业生人数最多，

超过了生源数；其他市区吸纳毕业生人数较少，如图所示：

注：以上表中数据均保留二位小数，因为四舍五入，数据占比之和可能不等于 100%。

（二）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结构失衡的具体表现

就业结构性矛盾即就业需求和就业供给不匹配 [1]。通过对 2019 年河北省 20 所本科院校就业质量报告

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行业结构失衡

在 2019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中，计算机软件与信息产业类、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类、电子通讯设

备类、金融保险类、建筑房地产类、财务审计类、美术设计类、市场公关类、生物制药类、其他娱乐和休

闲产业等行业优势明显。其中，在计算机软件与信息产业类、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中就业的学生比

例较高，在农、林、牧、渔、水利业、地质勘探、批发、零售业、营销业、采矿业、文物保护与考古类等

行业就业的学生比例较低，行业结构分布很不均衡。

2. 部门结构失衡

从 2019 年河北省本科毕业生就业的部门分布来看，其它企业、民营企业、事业单位、教育培训机构

和科研院所、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等部门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所青睐的部门。其中，其他企业、民营企业、

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吸纳毕业生较多，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吸纳毕业生人数相对较少，部门结构失衡。  

3. 地域结构失衡

2019 年河北省高校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地域流向，以京津冀为主阵地，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学生占到了

七成以上，其它就业人数较高的省份依次为山东省、广东省、河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内蒙

古自治区等地，其余省市对毕业生就业的吸引力相对较弱。此外，省会石家庄、保定市、唐山市、廊坊市、

秦皇岛等省内地级市、体制内单位受到较多大学生青睐，就业比例较高，其余市、县城就业人数较少，而

到农村、基层、边远地区就业的学生就更少了，就业地域结构分布极不均衡。

4. 能力结构失衡

2019 年河北省 20 所高校未就业的本科毕业生共 5150 人，占比为 8.67%。未就业的原因之一是自身

图 5 ：2019 年河北省 20 所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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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足，表现在组织管理能力较差、人际沟通和协调能力不强、团队合作意识和合作精神欠缺、动手能

力差、实践经验不足，其综合素质难以适应岗位要求。

二、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结构失衡的原因分析
导致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问题、企业的问题、学校的问题，也有学

生自身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调控不到位   

作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机构，政府应高度重视当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有效调控劳动力

市场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然而目前政府对劳动力就业市场的调控力度不够，依然存在着一些函待

解决的问题。

1. 就业政策没有全部落到实处

为了促进大学生就业，近年来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但是从落实情况来看，在政策执

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大学生服务国家基层项目期满后的二次择业，出口不够畅通；大学生创

业资金落实难等等，这些问题都制约着大学生顺利就业。

2. 就业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

目前部分企业等用人单位仍以院校层次、户籍、民族等条件挑选毕业生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时性别歧

视现象仍然存在。显然，供求双方是不平等的，大学生相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是弱势群体，录用权掌握在用

人单位手里，毕业生只能接受现实。

（二）企业用工歧视导致竞争环境不公平

有些企业用工理念滞后，就业歧视导致毕业生竞争环境不公平。工作经验歧视、性别歧视、学历歧视、

户籍歧视等现象依然存在。“一些用人单位不太愿意招新人，喜欢聘用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员工，供需之间

存在着很大差异与矛盾。”[2] 此外，许多招工单位录用高校毕业生时不顾客观需求，一味地片面追求名校

和高学历，导致学历歧视现象在人才招聘市场上时有发生；农村户口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常常不被录用，

户口歧视现象也是导致“用工慌”和就业难同时并存的原因之一。

（三）高校教育改革力度不够   

1．人才培养质量与市场岗位需求不适应

主要原因是高校缺乏对就业市场所需人才的科学调研，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不能按照市场、岗位

需求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和调整，专业设置与企业需求的人才结构不匹配，专业教育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

实践的现象，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造成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差、适应环境的能力弱、掌握的知识技能较为

单一，缺乏就业创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有一些高校不根据自身实际办学能力和社会承接能力申办热门专业，

扩招学生人数，导致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大大超过社会需求。     

2．就业指导缺乏专业性和科学性

目前部分高校的就业职能部门，对大学生就业缺乏精细化指导，就业指导的方法和内容都处于粗放型

的低端水平，缺乏专业性和科学性。简历帮扶、面试技巧、求职技能等一对一、全过程、精细化就业指导

工作滞后。

（四）大学生就业能力与市场需求脱节

1. 就业期望值过高

“当前大学生自身期望值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在就业观念上普遍存在就业期望值较高，追求待

遇、相互攀比等现象。”[3] 这部分大学生缺乏对自己的准确定位，却对薪酬待遇、职业升迁空间、休闲假期、

个人发展机会等有较高的要求；不考虑基层单位、农村、支边支教等艰苦边远地区的工作，表明大学生择

  韩  伟 王栋亮   康丽滢   韩  敏：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结构失衡与优化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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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价值取向更加趋向功利化。

2. 就业能力不足

目前由于大学生自身素质、就业能力与岗位需求不适应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也是一部分大学生学非所

用、从事与自己所学的专业相关度较低的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一部分毕业生实践技能差、

人际沟通和协调能力不强、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弱，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市场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学

生自身不注重综合素质的提高，导致在就业市场上屡战屡败。”[4] 就业竞争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优化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结构的实践路径
优化就业结构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关键环节，是破解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有效举措，需要政府、

企业、高校和毕业生并肩作战、团结合作、同向发力。

（一）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

1. 积极协调就业市场中各类群体的利益关系

针对大学生就业结构性失衡这一突出问题，政府应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强对就业相

关法律法规落实情况的监管力度，

提高对就业市场环境的监管效率，为大学生顺利就业提供法律保障，消除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

就业的公平环境；打造全省一体化的新型就业服务大数据平台，推动各有关部门之间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同时要积极协调就业市场中各类群体的利益关系，尤其要加大对就业供需双方的监管力度，注重调整企业、

高校和大学生三方的关系，统筹协调，出台政策引导人才供应和人才需求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2. 加大市场新型就业岗位创造量

要破解、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这一问题，企事业单位必须有效释放就业巨大潜力，加大市场新型就

业岗位创造量。政府要出台相应政策，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和收入差异，在全社会营造公正、平

等的就业生态环境，以吸引更多毕业生在省内就业创业，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3. 合理调整高校的供给和需求比例

“供给侧”是破解大学生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切入点、供给与需求割裂、脱节，是大学生就业市场

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重要原因 [5]。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在招生控制、教学质量、专业设置、实习培训等方面

促进供需有效对接，着重调控高校的招生结构，同时要调整不同层级院校的招生比例，加强对供给主体的

监管，并引导高校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用人需求开设新专业，不断提升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生产“适

销对路”的产品，有效缓解目前日益突出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二）企业要发挥促进就业的积极作用

1. 消除就业歧视与壁垒

优化大学生就业结构，应多措并举、多策并施、多管齐下。企业要积极承担责任，消除就业歧视与壁垒，

抛弃不切实际的招聘歧视条件，转变人才引进观念，杜绝失信行为，把用人招人从重学校、重文凭层次转

到重能力、重素质上来，营造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为破解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做出应有的贡献。

2. 增强企业吸纳毕业生就业的能力

要有效解决目前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各类企业都要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战略高度

出发，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日益完善的新发展格局，努力开创河北经济发展新局面；要以国际

国内两大循环为抓手，通过不断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改造，以增强企业吸纳毕业生就

业的能力，持续扩大毕业生就业“岗位增量”，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

（三）高校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高校是人才培养基地，与时俱进地搞好教育教学改革，坚持市场导向、持续改进，不断提高大学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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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业能力，努力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是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举措。

1. 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

高校党政主要领导要切实把就业工作作为主责主业来抓，同时要完善校院两级就业工作领导体制，学

生工作相关部门和各二级学院，要建立定期协商讨论、集中预判研判、信息资源共享、项目对标衔接等机制，

从而汇聚起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强大合力，为毕业生顺利就业保驾护航。

2. 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反馈机制

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实质上是由高等教育与市场实际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 [6]。

高校要切实把助力毕业生就业创业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培养反馈体制机

制。通过市场深度调研，科学设置专业与课程，因地制宜，探索与产出导向相匹配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与学校自身特色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专业，有效对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体现时代特点。

只有持续改进，产出导向，才能做到学生所学正是社会所需，从而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助力毕业

生求职成功。

3. 强化就业指导工作

高校各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开展分类指导和精

准帮扶；广泛搭建就业信息平台，开辟多元化的信息渠道，积极宣传就业创业政策，“利用校报、校园广播、

就业讲座等方式广泛展开宣传，请优秀校友返校做创业报告。”[7] 为学生提供多方面的就业信息，全面做

好不断线的就业服务，提升整体服务质量；定期走访用人单位，广泛开展校企交流，全面掌握市场行情，

帮助毕业生及时了解社会对人才综合能力的需求、合理调节自己的心理预期，实现大学生与用人单位无缝

连接；拓展就业基地，推荐就业岗位，开阔大学生就业视野，制定合理就业预期；通过重点推荐、能力提升、

心理援助等措施，让学生更加有针对性地去应聘不同公司和不同岗位，提高就业成功率；同时在工作中要

进一步聚焦职业观和价值观塑造主责主业，尽职尽责地做好就业技巧指导和心理辅导工作，引导大学生将

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认识自我、了解自我的基础上，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从小

事做起，从平凡的岗位做起，主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锻炼成长，早日成为经济社会建设栋梁。

（四）大学生要提高就业竞争力

大学生是就业主体，缓解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中心工作，就是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和成才观，提高就业核心竞争力。

1.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

大学毕业生既要树立远大志向，又要立足当前现实，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扩大择业视野，积极主

动地了解多形式多渠道的就业途径，依据就业形势，关注对接国家就业优惠政策，客观理性地制定自己的

就业计划，积极了解就业信息，掌握最新的人才需求；在择业时，应更多地从国家和社会需要、地方经济

发展、劳动力资源最优化等角度来考虑选择工作，不能只追求安逸和享受，要将自我价值实现与国家发展

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积极选择到广大城乡和中西部地区建功立业；还可以积极参加国家基层项目，如选调

生计划等等，把就业创业作为新生活的起点，将青春奋斗的流金岁月融入党和人民的复兴事业，以实际行

动谱写新时代最美的青春华章。

2. 提高就业竞争力

大学生还要主动参与社会实践，走出校门，走到革命老区去，走到乡间旷野中去，参加志愿者服务，

参加生产活动，拓展自己的视野，增长见识，增强使命感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理论的基础上，还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积极参加校内外社

会实践活动，主动走进企业、机关、社区、服务机构实习实践，“拓宽自己的视野、增长见识、增强使命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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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家国情怀；在实践中提高求职能力，包括强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协

调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等等，为就业创业打好能力基础，演绎精彩人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9] 保就业就是保民生。大学生就业工作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和国家经济发展，全社会都要关心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政府、企业、高校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对就

业工作的领导，“推进大学教育供给侧的改革 , 提升大学生人力资本素质 , 刺激劳动力市场需求 , 平衡大

学生就业供需关系 ,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10] 助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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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Unbalanced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the 
Optimizing Paths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Report of 20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n Hebei Province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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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e Hebei 067000,China)

Abstract: Through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report of 20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ebei Province 

in 2019, it is found that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re still an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The imbalance 

of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college student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imbalance of employment industry structure, employment sector 

structure, employment 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employability structure. To optimize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college students, multipl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simultaneous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efforts of macro-control, enterprises should update the mindset 

of employment, universities should deepe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s, and college students themselves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their 

competitiveness of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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