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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移民事业同新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大规模建设与发展相伴而行，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迅速发展，水库移民人数不断增多，水库移

民事业持续稳步发展。仅 20世纪 50年代至 80年代中期，水库移民人数就达 1000 万人，[1] 截至到 2016 年，

新中国各类水利水电工程产生的水库移民人数达 2000 余万人 [2]。水库移民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

重要内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持久的研讨，已有诸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问世。[3] 已有研究成

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对新中国水库移民政策进行基本梳理，二是对某一个典型（区域）水库移

民工作进行个案式研究。总体而言，缺乏对新中国 70年水库移民事业历程、政策及其得失与启示等方面进

行全面性评述的研究成果。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水库移民事业的历程、经验与启示，不仅可以从理

论上理解新中国水库移民事业的阶段特征、政策演变进程，检视国家与地方政府水库移民工作成效和为新

时代水库移民事业持续向好发展提供经验借鉴，而且对于理解新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变迁和社会经济建设成

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新中国水库移民事业的历史进程

水库移民事业与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相关。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新中国 70 年水库移民

事业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4] 第一是水库移民事业起步与探索阶段（1949 年至 1957 年）。新中国成立后，

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中共中央开展了有计划的水利工程建设和水库移民事业。这个时期，在淮河、永定河、

浑河等河流上兴建的 20 座大中型水库“移民总数 30 多万人”[5]。第二是水库移民事业曲折发展阶段（1958

年至1978年）。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开始，国家加快了对江河治理和水利水电工程开发的步伐。

这一阶段，“先后完成了三门峡水库、新安江水库、云峰、桓江、新丰江、柘林等 280 余座大型水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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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移民安置任务”，仅大中型水库就有移民 253 万多人。[6] 第三是水库移民事业恢复与提升阶段（1979

年至 2011 年）。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也随之步入快

速发展期。先后兴建了葛洲坝水库、龙羊峡水库、小浪底水库等 1100 多座大中型水库（水电站），以及长

江三峡、南水北调工程等特大型水利工程，累计搬迁、安置大中型水库移民达 520 多万人。第四是谱写新

时代水库移民事业新篇章阶段（2012 年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

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水库移民事业开启了具有时代特点、时代意义的新篇章。新时代水库

移民事业更加突出水库移民主体性地位，更加重视水库移民事业创新性发展，更加强调水库移民共享改革

开放成果。  

水库移民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不

同历史时期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水库移民事业在探索中前行，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其一，水库

移民工作顺利按期完成，为新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提供了保证。水库移民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能否按期完成移民工作，关乎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进度。在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中，移民群众发扬“舍

小家、为大家”无私奉献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在规定时间内搬离库区，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提供了前

提条件。其二，建立健全水库移民制度体系，为移民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1957 年以前，

水库移民工作主要依据政务院于 1953 年 12 月 5 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等有关规定。

改革开放后，国务院制定、实施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2006 年发布，

2013 年、2017 年修订）更加注重水库移民政策的全面性，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和维护移民的基

本权益。此外，新时代党和国家制定、颁布了关于水库移民安置经费与后期扶持资金的稽查、管理等方面

的法律法规，使新中国水库移民法律制度体系日渐完善。其三，不断深化对水库移民事业规律的认识，把

水库移民培育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随着新中国水库移民事业的开展，党和国家对水库移民

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不断增强，十分重视水库移民自身能力建设。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为重点治理改革

开放前新中国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和扶持移民恢复发展经济，先后建立遗留问题处理资金和后期扶持资金制

度。新时代，党和政府保证水库移民都能共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不但使其在全面小康建设中不掉队，

而且使其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

二、新中国水库移民事业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水库移民事业建设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赢得了包括水库移民在内的全社会人民群众的肯定和

支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水库移民事业健康向前发展和保

证新时代水库移民理论更加务实有效，提供了丰富的基本经验借鉴。

（一）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水库工作，周恩来十分重视水库移民安置及其生活问题。1960 年 8 月 30 日，周

恩来批评“密云水库未把移民的房子盖好”“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决策。[7]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在深刻

认识“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移民”“三峡工程的难点在移民”的基础上，组织领导了三峡工程百万移民

工作。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赞扬了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移民群众的无私奉献，

并向他们表达了敬意和祝福。2021 年 5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淅川县实地考察了解南水北调库

区移民安置情况时强调，“要继续做好移民安置后续帮扶工作”“多措并举畅通增收渠道，确保搬迁群众搬

得出、能发展、可致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系列讲话精神，为推进水库移民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理论指导。每一次的水库移民工作都是在党和国家的统筹安排下有序开展的，都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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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既是社会重大民生工程，又是重大移民工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动员全国人民大力发扬社会

主义大协作精神，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倡导全国性的对口支援，调动全国各

地参与水库移民开发和安置的积极性，全国上下同心协力共下移民这盘棋，最终共同努力推动水库移民事

业不断向前发展。只有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

能找到符合国情民情的正确道路，才能彻底扭转“先进的工程、落后的库区、贫困的移民”的面貌，水库

移民事业才能得到持续健康发展。

（二）必须坚持以移民为中心

移民是新中国水库移民事业的主体，移民工作是水利水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相关

水库移民法律始终坚持以移民为中心的地位。1953 年 12 月 11 日至 31 日召开的全国水利会议就明确

规定了水库移民事业的基本政策 ：即“兴修水库或开辟蓄洪区尽可能在少迁移人口的原则下举办”“必

须保证被迁移人口的生活不低于迁移前的水平”“在迁移时尽可能由政府发给足够的迁移赔偿费”“尽

可能地做到不损害接受移民地区的群众利益”“同时还要进行艰苦的政治工作，做到对新来户不排挤、

不欺生。”[8]1961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要对在“一

平二调”中受害最严重的水库移民群众给予比较合理的补偿。1964 年 4 月 30 日，国务院批转水利电

力部的《关于认真制定水库移民安置规划，争取及早完成安置任务的意见》要求确保水库移民的生产

生活的基本权益。改革开放后，1985 年 3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三峡库区进行开发性移民的试

点工作。1986 年 7 月 29 日，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电力部关于抓紧处理水库移民问题报告的通

知》为标志，党和国家开始“全面规划，积极、妥善地”处理水库移民遗留问题。[9]2006 年 5 月 17 日，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 号）明确指出，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对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以每人每年补助 600 元的标准再扶持 20 年。新时代，党

和国家更加强调水库移民的主体地位、更加强调移民事业的创新性发展和更加确保水库移民共享改革

成果。坚持以移民为中心，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水库移民工作的认识。一是要坚决杜绝摒弃

“重工程、轻移民”错误认识。水库移民和工程建设都是水利水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

不可偏废、不可顾此失彼。二是科学的安置规划是移民在安置区重建家园的基础。在移民工作开展前，

要充分研讨安置区的环境容量、安置区生产潜力，以及迁出区与安置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的差异，

以确保移民在安置区能够重建家园。三是合理分享水利水电工程的社会效益。移民、受淹区人民群众

为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作出了贡献和巨大牺牲，理应得到国家、受益区的扶持。国家对移民、

受淹区的资金、政策等方面的倾斜，不应被理解为“施舍”，而是“失有所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

本属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三）必须开展政治动员工作

对移民开展政治动员工作，是新中国不同时期党领导水库移民事业一以贯之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

始终把政治动员看作是确保移民工作顺利开展的有力工具和完成移民迁安工作的关键举措。之所以要对水

库移民进行政治动员，是因为水库移民工作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和挑战：一是移民群众具有浓厚的

乡土情结。移民群众长期以农耕为基础，生活地域相对稳定，有很强烈的“安土重迁”恋家情结，不愿迁

离故土。移民群众感觉搬迁就失去自己的家园，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空间，[10]“疏离隔绝”之感

由此产生。二是移民群众对搬迁工作充满了一定的恐惧和不安。迁至他乡，意味着除家庭关系以外的其他

初级社会关系被破坏，而且无法在安置区重新恢复。[11] 移民群众一想到在安置区只能独自承受来自经济、

社会等各方面的压力，内心对搬迁工作就会产生排斥。此外，如果迁出区比安置区的生活水平高，生产资

化世太：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水库移民事业的历程、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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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丰富，移民群众是不愿意迁至安置区的。鉴于移民迁移工作的面临着上述挑战，开展政治动员就成为移

民顺利搬迁的必要前提。政治动员贯穿于新中国水库移民事业发展各阶段的各大型水库移民工作之中。实

践表明，对移民群众开展政治动员工作，就要运用移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向其宣传水利水电工程建

设的意义、移民搬迁及安置政策等。凡是能对移民群众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移民工作开展得就相对顺利；

反之，移民工作就充满曲折和坎坷。

（四）必须保证移民及相关群体的各项权益

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创造更大、更多的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水平。那么，能否保障库区移民群众及其相关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水平，关乎移民工作的成败，关

乎社会公平正义。一要保证“被迁移人口的生活不低于迁移前的水平”。开展水库移民工作，就要对移

民负责 ：移民的各种权益必须得到保证，利益损失必须得到补偿，价值尊严必须得到尊重，且要保证移

民在安置区有发展潜力。二要保证接收移民的当地居民的利益不受损害，且原来的发展潜力不应被剥夺。

在新中国水库移民史上，安置区居民的利益和权益被长期忽略。安置区居民将自己原有的土地、水源等

生产资料使用权让渡至移民，如果忽视安置区居民权益或者不能给予其合理补偿，则会直接影响他们的

生产生活水平，进而影响安置区居民与库区移民之间的关系，最终影响移民工作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秩序

的稳定。移民政策制定者及安置区政府应帮助安置区居民克服因移民迁入，而可能引起的经济生活压力

和生态环境恶化等方面的社会性难题。那么就要做到，既要保证安置区居民现有生活水平不降低，又要

保证其应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三要保证库区所在县（市）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实际上，水利

水电工程及其移民工作对所在地区主要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经济性生产活动受到限制。一般

而言，水利水电工程一旦进入测量阶段，就会禁止在库区周边进行开发性生产活动，社会经济发展受到

制约。另一方面，水库淹没耕地，造成移民后靠或县内自安，降低了人均资源占有量，影响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新中国水库移民事业证明，只有充分尊重与保障库区、安置区等相关区域人民群

众的各项权益和经济利益，促进移民工作顺利开展，才能巩固移民工作成果，才能促进移民工作和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同向而行。

（五）必须依法开展移民工作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能否依法开展移民工作关乎水库移民事业的成败。重视建立健全水库

移民法律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中国水库移民事业中探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1953 年 12 月

5 日，政务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12], 是新中国初期水库移民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据。

依法开展水库移民工作是 1949-1957 年中国水库移民遗留问题较少的最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后，党和国

家十分重视水库移民事业立法工作，水库移民法律体系逐渐建立、完善。通过构建水库移民法规制度和

移民搬迁、经济补偿、安置管理的体制机制，促进相关方面法律法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才能实现

水库移民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细节化的管理。依法开展水库移民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和必然选择。推动水库移民事业稳步向前发展，必须以健全的体制机制法治管理为保障，进一步

加强水库移民法规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水库移民事业治理能力和水平，确保水库移民各项工作有法可依、

落地见效。

三、新时代水库移民工作的前瞻启示

改革开放后，水库移民工作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发生变化，移民群众的迁移、安置与发展面临着巨大

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国家占有农业生产公共资源的

比重在不断下降，尤其是耕地资源。移民群众在安置区需要根据当地政府制定的政策获得耕地，搬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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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群众获得的耕地在质量或数量上都难以与搬迁前或安置区原居民相提并论。这是新时代水库移民工

作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另一方面，水库移民主管机构能力与移民工作要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有 ：对

移民安置规划缺乏重视，在审核批准后期扶持项目时存在弊端 [13]，对库区经济建设缺乏合理规划。面对

上述水库移民工作的困难与挑战，结合上述水库移民工作的教训和经验，做好新时代中国水库移民，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首先，要构建科学的理论引领机制。不断破解理论难题，构建符合国情的水库移民理论体系是推进我

国水库移民工作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时代做好水库移民工作，党和国家要做到科学应对、有效应对，

首先要重视水库移民工作理论引领机制建设。一方面，在理论内涵上，要把学习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摆在核心位置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

准确把握世界大势，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如新发展理念、精

准扶贫等。这些新思想新理念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有着高度的包容性和广泛的适应性，实现

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能够为新时代我国水库移民工作提供根本性的理论指引。另一方

面，在理论应用上，要建构严密的贯彻落实机制，确保科学理论真正与实践工作相结合。其中既要强化党

对水库移民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也要不断强化责任担当，完善特大、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移民主体责任体系，

把党和政府保障移民群众利益的工作思想和责任意识落实到实处。由此两方面形成强大的理论支撑，为做

好新时代水库移民工作浇筑坚实的理论根基。

其次，要建立健全动态评估机制。面对我国水库移民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一定要科学认

知和预测水库移民工作存在的潜在风险，由此方能在繁杂的实践中真正做到“有的放矢”。要达到这一目标，

就必须积极建立相应的动态评估机制。这里的动态评估机制，简而言之，即针对水库移民工作的历史遗留

问题、水利水电工程对水库移民的影响、库区及安置区建设、水库移民生活的恢复和发展、前期补偿与后

期扶持等问题做出评估、分析和论证的制度与方法论体系。一要不断推进水库移民工作评估机制的完善，

其中既要着力打通各相关部门的数据壁垒，以掌握更为充分的风险信息数据；同时要进一步创新、完善现

有评估模式和内容，尤其是重点做好对特大、重大水利工程及其移民工作的评估，确保水库移民工作的规

范化和制度化。二要完善评估主体的选择机制。在坚持政治引领的同时，则要积极整合、引导国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等研究主体参与其中。在提升评估科学性的过程中，为提高各级党政机构对水库移民工作

的认知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第三，要完善多元化协同参与机制。2013 年，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4] 新时代，在乡村振兴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关键时刻，更要团结一心，通过多渠道引导、整合多方力量进行协同作战，以确保我国水库移民事业朝

着奋斗目标的方向前进。一方面，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要着力形成各级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各类企业的

全方位协同配合机制，促使相关各机构各部门都能明确自身职责和具体分工，并形成联动作战效应，在协

同配合中把水库移民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移民群众对党的水库移民政策形成正确的认识。社

会各界要达成一个共识：移民群众是水库移民工作的主体。通过对水利机构组织的不断深化改革，引导、

支持移民群众参与水库移民工作的全过程，进而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由此在构建普遍的社会

共识的基础上，为推动水库移民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

第四，要创新移民区社会治理体系。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

治理体制”的要求。“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升华后对社会建设提出

的基本要求，也是创新库区及安置区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遵循。一要加强移民机构组织建设，提升社会

化世太：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水库移民事业的历程、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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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能力。进一步理顺水库移民工作管理体制，统一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政策标准，完善前期审核、审批

和后期扶持制度，健全监督稽察制度，切实做好移民安置验收工作，确保移民群众得到妥善安置。二要

着眼于维护广大移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解决影响移民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提高社

会治理水平，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库区及安置区的经济发展活力，促

进库区及安置区健康发展。三要积极构建移民社会融合机制，加强对移民群众的教育和引导，增强主人

翁意识，提高移民群众参与社会心理融合的主观能动性，加快对移民群众心理调适进程。四要构建预防

化解矛盾机制，加快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建立移民安置利益调解机制，建立健全移民安置和后期扶

持工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四、结语

水利水电工程是新中国治理水患、开发水资源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抓手，水库移民是水利水电工程建

设的产物。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是实现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一个手段，本质是为人

民服务的。因此，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过程中，必须厘清水库移民和水利水电工程两者的主从关系和本

末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水库移民问题的核心就是

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即如何协调发展移民与安置区居民、受损区人民与受益区人民，以及移民群众与

水利工程等问题之间的关系。国家利益、长期利益是移民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前新中

国水库移民政策制定者更多时候坚持的是“以工程建设为主，移民工作为辅”的思维逻辑和工作理念，

水库移民政策执行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迁出区移民群众的利益。改革开放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在着手

解决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同时，更加重视水库移民的主体性，以及搬迁后的社会经济

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

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15] 在水库移民事业中，不仅要关注水库移民群众，而且还要重视受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影响而生活水平（可能）降低的人民群众。在新时代，水库移民事业应该坚决贯彻、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不只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和合乎道德规范的倡议，更是政策制定者

与执行者开展水库移民工作的基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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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Leading the Cause of Reservoir Migration in New China

HUA Shi-tai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Reservoir migrants’ resettl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ew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 reservoir 

migrants’ resettlement in New China has mainly gone through four historical stages: starting and exploration, tortuous development, recovery 

and improvement, and opening a new chapter in a new era. There are valuable experiences in reservoir resettlement in New China: we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y attention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 carry ou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for migrants,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grants and relevant people, and carry out resettlement according to law.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eservoir migrants’ resettlement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we need to build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leading mechanism,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dyna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improve the diversified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and innovate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immigrant communities.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reservoir re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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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年前，由全国 18 个省市的大中专农林专业毕业生以及承德地区的党员干部、林业工人组成的创业

队伍，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关于建设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决定，成为塞罕坝地区生态修复的排头兵。

59 年来，在广大塞罕坝人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了伟大的“塞罕坝精神”。2017 年 8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弘扬塞罕坝精神》中指出：“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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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7 目前学界从多维度对“塞罕坝精神”展开研究，有学者将“塞罕坝精神”联系“理想信念教育”“中

国梦教育”展开论述，有学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诠释“塞罕坝精神”的内涵与形成，有学者提出将“塞

罕坝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路径等。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新起点，从党的领导维度深入挖掘

“塞罕坝精神”，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锤炼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引领塞罕坝人坚定不

移跟党走具有重大意义。

一、党的领导维度下“塞罕坝精神”的内涵诠释
建设塞罕坝机械林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为改善华北地区生态环境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坚

决响应党的号召，由全国各地赶到塞罕坝的“拓荒者”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生态修复之路。在超乎异常

的困难面前，身肩使命、怀揣梦想的塞罕坝人没有丝毫退缩，而是把党和国家赋予的崇高重任当做人生的

最高追求，用实际行动书写了一部忠于使命、忠于理想、忠于人民的艰苦奋斗史，锻造了以“牢记使命、

艰苦创业、绿色发展”为内核的“塞罕坝精神”，创造了再造秀美山川、实现生态修复的人间奇迹。

（一）牢记使命：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

“牢记使命”是三代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在党的领导下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牢记使命首先集中体现为

忠诚，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2]81 塞罕坝人时刻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

的神圣使命，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战略定力坚守在塞罕坝的荒漠高原，历经磨难而初心不改，始终做

到对党和人民事业的绝对忠诚。这种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源于塞罕坝人对党和人民的真挚情感，源于塞罕

党的领导维度下“塞罕坝精神”的内涵、形成与传承

姜  旭  辛熙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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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人维护党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3]505，忠诚

所展现出的牢记使命凝聚起塞罕坝人的价值追求和共同理想，浇筑出全体中华儿女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

和人民利益为重的根本价值取向。“初心易得，始终难守。”[3]54159 年间，忠诚的塞罕坝人走过了 20000 多

天的拓荒之路，在“尘沙飞舞烂石滚，无林无草无牛羊”的贫瘠坝上，始终以坚定信仰和实际行动忠诚于

党、忠诚于人民，始终以艰苦奋斗投身于塞罕坝地区的造林事业，薪火相传，代代坚守，从“林海的创造者”

转换为“林海的守护者”，不变的是造林初心，呵护的是生命之树。在 59 年的造林征程中，塞罕坝人“忠

诚于党”的政治信仰已然从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力量转化为“塞罕坝精神”的鲜明文化品格，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塞罕坝人在党的领导下接续传承、勇于担当，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环境更优美”[1]395 而不懈奋斗。

（二）艰苦创业：以苦为乐的高尚品格

“艰苦创业”是三代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在党的领导下以苦为乐的高尚品格的体现。艰苦创业精神不是

凭空产生的，而是塞罕坝人在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创新中诞生的。三代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始终

把党和人民交予的重任作为奋斗目标，始终以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开拓进取的思

想品格同土地沙化与水土流失进行顽强斗争，在茫茫大漠构筑起风沙屏障，成为华北“绿宝石”的缔造者。

第一批塞罕坝人筚路蓝缕、战天斗地，面对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始终坚持先生产后生活，始终做到

以苦为乐、乐在其中。他们以“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冰卧雪冷乎冻乎不在乎”的工作态度，胼手

胝足地开创了修复生态的历史先河；第二批塞罕坝人初心如一，默默坚守，继承和发扬先辈们迎风斗雪、

战天斗地的大无畏气概。他们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用勤劳与汗水书写了自己的无悔青春；第三批塞罕坝

人勤于钻研、大胆创新，以科学求实的进取态度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巩固了在党的领导下历经艰辛取

得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捍卫着先辈们用生命缔造的伟大事业。塞罕坝人的艰苦创业精神继承了中国共产

党革命精神的红色基因，与红船精神、苏区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光辉灿

烂的革命精神谱系。“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的

政治本色。”[2]133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们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内化为以苦为乐的高尚品格，矢志不渝

地投身塞罕坝地区的造林事业，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谱写了一曲荒原变林海的英雄之歌。

（三）绿色发展：久久为功的执着追求

“绿色发展”是三代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在党的领导下久久为功的执着追求。习近平指出：“森林是陆地

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4]207 塞罕坝创业者们始终坚持“林”字当先，

将修复生态作为唯一奋斗目标，他们怀揣着对绿化山河的使命感，以“敢叫荒原成沃野、誓将沙地变新洲”

的豪情壮志在荒原大漠创造出万亩苍翠林海。“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塞罕坝每棵树的年轮里都记录着生

态文明的进程。”[5]28 这种久久为功的执着追求是塞罕坝造林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石，因为塞罕坝人始终

心系党和人民赋予的崇高使命，并将其升华为个人理想与奋斗目标，给予正确的价值引导，指引广大创业

者初心如一，久久为功，助推党和人民伟大的造林事业取得不断胜利。如今的塞罕坝已成功阻滞浑善达克

沙地的南侵，对京津地区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绿色发展理

念已深深融进了塞罕坝人的血液里，成为了点燃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火炬。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成

功实践，为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提供了可复制的、鲜活的“精神范本”，他们久久为功的

执着追求也必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谱写出浓墨重彩的壮丽诗篇。                

二、党的领导维度下“塞罕坝精神”的形成探赜
“塞罕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三代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在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伟大实践中而形成

的崇高精神，塞罕坝的苍翠林海充分证明，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塞罕坝的造林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

姜  旭    辛熙恒：党的领导维度下“塞罕坝精神”的内涵、形成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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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塞罕坝精神”形成的根本所在。

（一）政治领导：“塞罕坝精神”形成的政治保证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3]94，党的政治领导在“塞罕坝精神”的形成中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上世

纪 60 年代，中国共产党准确地研判出塞罕坝地区的生态恶化形势，制定了“勤俭建场、修复生态”的路线、

方针与政策，从政治上领导塞罕坝人为实现绿化祖国而接续奋斗。在党的坚强政治领导下，塞罕坝创业者

在思想上逐渐深化认识，并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崇高政治任务落实为坚定的政治理念，在行动上自觉沿着党

的正确方向为改善塞罕坝生态环境奋勇拼搏，践行着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政治使命。59 年间的接续奋斗，

忠诚的塞罕坝人在不仅使这片“美丽的高岭”重现生机，而且将其升华为全国再造秀美山川的“精神高地”，

激励着新时代中华儿女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智慧与力量，党的政治领导为“塞罕坝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

要的政治保证。

（二）思想领导：“塞罕坝精神”形成的理论源泉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塞罕坝造林事业是“塞罕坝精神”形成的思想前提。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

初时指出 : “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因素。”［6]34 身负崇高使命的第一代塞

罕坝造林者将毛泽东的指示转化为艰苦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将修复生态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保障，

激励着自身勤俭建场、艰苦创业，为改善生态环境而奉献终身。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全军植树造林表

彰大会时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人民。”［7]21 鲜活而生动地表达鼓舞着第二代塞罕坝人默默的

坚守，始终以科学求实的工作态度贯彻落实党的政策方针。从造林到营林，第二代塞罕坝人用青春与汗水

守护着这片生命之绿。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3]374 深刻指明了

保护生态与文明发展的辩证关系，是引领第三代塞罕坝人继续坚守、科学营林的强大动力来源，蕴含其中

的生态文明思想滋养着“塞罕坝精神”的守正与创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塞罕坝创业者修复生态的历史过

程中，充分发挥党的思想领导作用，将其渗透进“塞罕坝精神”形成的各个方面，使“塞罕坝精神”在充

分吸收党的创新理论的同时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塞罕坝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源泉。

（三）组织领导：“塞罕坝精神”形成的主体力量

组织领导就是以党的组织和先进党员为纽带，对群众进行组织上的领导，“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

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3]86，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作为党的地方组织，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

关于林场建设的相关指示，通过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做到对塞罕坝林场建设者的绝对领导，在林场党委的坚

强领导下，造就了一支绝对忠诚、信仰坚定的林场建设队伍，是党开展植树造林、修复生态的力量保证。

同时，以王尚海为代表的基层党员干部深入扎根群众，充分发挥自身的示范及领导作用，与生态退化危机

进行顽强斗争，动员最广泛的塞罕坝人共同开展植树造林，在生产生活、学习劳动与其他活动中，全面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仅为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成功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更是成为“塞罕坝精神”形

成的示范主体，为“塞罕坝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强大主体力量。

三、党的领导维度下“塞罕坝精神”的传承路径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1]313, 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新起点，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

传承“塞罕坝精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一）传承“塞罕坝精神”必须坚持党的政治领导

塞罕坝造林事业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源于塞罕坝人始终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始终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

传承“塞罕坝精神”就要自觉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做“塞罕坝精神”的忠实践行者。一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位问题”[8]45，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是正确的政治方向，

59 年间塞罕坝人恪守荒原、扎根林海，始终能够做到听党话、跟党走，为“塞罕坝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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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讲政治”的鲜亮底色。传承“塞罕坝精神”就要学习塞罕坝人的政治定力，就要坚决贯彻党的政治路线，

对党中央权威和话语决策做到坚决拥护，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增强政治定力、提高政治担当，确保政治方

向不“偏移”。二要形成践行“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塞罕坝精神”是在“忠诚”的土壤中培育和成长的，

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塞罕坝人的厚重政治品格。传承“塞罕坝精神”就要做到对党中央、

对全党的坚决维护和坚定支持，要以“不辞艰险表忠诚”的决心和毅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8]47 三要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塞罕坝机械林场首

任党委书记王尚海同志经常通过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来加强全场员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学

习，同时又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出造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吸取经验教训，这是塞罕坝造林事业取得成

功的重要政治保障。新起点新征程，全党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塞罕坝精神”，严肃认真地开展党内政治生活，

要通过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自觉遵守党章，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及党员干部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

做“塞罕坝精神”忠实的践行者。

（二）传承“塞罕坝精神”必须坚持党的思想领导

“塞罕坝精神”具有崇高的价值引领作用，对于提高党的先进性、教育全体共产党人挺起精神脊梁有

深刻价值，传承“塞罕坝精神”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思想领导，做“塞罕坝精神”积极的弘扬者。一

要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4]414，塞罕坝创业者的精神之“钙”就是

改善生态、绿化祖国。他们将这一精神之“钙”内化为修复生态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一代又一代创业者

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助推党和人民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传承“塞罕坝精神”就要坚持党的思

想领导，树立崇高理想信念，以塞罕坝创业者“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胆略激励广大中华儿女为实现民

族复兴接续奋斗。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学风问题，说到底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8]78，

塞罕坝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学风深化造林事业，以科学求实的工作态度推动造林工作。传承“塞罕坝精神”

就要坚持党的思想领导，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学风指导全体党员好问勤学、学以致用、用有所成，以科

学求实的进取态度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三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三代塞罕坝人坚持用

党和国家的最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造林事业取得不断胜利的科学行动指南。新起点、

新形势、新任务，传承“塞罕坝精神”就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用“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并推动塞罕坝地区的绿色发展，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理念，

做“塞罕坝精神”的积极弘扬者。

（三）传承“塞罕坝精神”必须坚持党的组织领导

“塞罕坝精神”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鲜活教材，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凝聚力。

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新起点，要时刻坚持党的组织领导，做“塞罕坝精神”发展的引领者。一要强化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战斗堡垒要做到进可攻、退可守，“对外要领导各项工作、密切团结群众，对内

要发展和教育党员。”[8]111 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及各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既是造林工作的指挥者，也是

党内教育活动的组织者。以王尚海为代表的林场党委始终站在造林一线，与广大塞罕坝人同吃、同住、同

学习、同劳动，在这一过程中孕育形成的“塞罕坝精神”，展示了党的基层组织的良好政治生态，同时又

通过开展党内教育活动，不断提升塞罕坝人的坚定理想信念和崇高价值追求。传承“塞罕坝精神”就要坚

持党的组织领导，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实际行动自觉践行“塞罕坝精神”。二要发挥好党

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要做保持先进性的表率”[9]191，具体来讲就是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王

尚海同志自赴林场任职就坚定自己扎根坝上、为民造福的决心，他始终以周边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克己奉公、廉洁齐家、尽职履责、真抓实干，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

是共产党人的优秀表率。传承“塞罕坝精神”就要坚持党的组织领导，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发挥好共

姜  旭    辛熙恒：党的领导维度下“塞罕坝精神”的内涵、形成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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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塞罕坝精神”发展的引领者。

塞罕坝的成功实践是在党的领导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缩影，为全世界提供了生态修复的中国智慧和

中国经验。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新起点，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培育“塞

罕坝精神”的新传人，续写忠于使命的新故事，走好新时代的新征程。

The Connotation, Form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Saihanba Spirit” under the 
Dimens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JIANG Xu, XIN Xi-heng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Saihanba Spirit” is a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Saihanba people’s political faith of absolute loyalty, 

noble character of endurance, and persistent pursuit of long-term hard work, and is a vivid demonstration of the spirit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aihanba Spirit” is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f which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s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pirit; 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it; and the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main force to establish it. Standing at the new starting poi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it is necessary to put the “Saihanba Spiri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o deeply explore its connotation, formation and inheritance, and to adhere to and strengthen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Key words: Party leadership; Saihanba spirit; firmly remembering the mission; hard work;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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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波兹曼媒介批评理论的重要论断，集中于其“媒介三部曲”（《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至

死》（1985）、《技术垄断》（1993）与《通往未来的过去——与十八世纪接轨的一座新桥》（1999）（下文简

称《通往未来的过去》）之中。“媒介三部曲”基本呈现了波兹曼媒介思想嬗变的美学理路，而《通往未来

的过去》不仅是对三部曲理论的升华与总结，更是波兹曼媒介理论的美学基点。美国作为大众文化潮流的

中心，面临整个理论界的“非理性转向”“语言学转向”等人文思潮嬗变，其学界对人文主义危机的反思

更为积极与自觉。尼尔·波兹曼的理论虽然主要集于对印刷与电视时代的文化批评，但随着当下步入媒介

融合的 5G 时代，波兹曼媒介思想中的技术与人文的美学批判意识依然深刻，对思考当下数字人文以及技

术与人文的关系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

论尼尔·波兹曼媒介理论的美学向度

徐  雪  刘云春
（湖南师范大学 语言与文化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81；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1844）

摘  要：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媒介批评理论由“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等核心观点构成。这些观

点涵盖了他对审美经验和西方人文主义危机的反思，它们既是对康德“游戏无功利性”、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等人文精神的

延续，又为当下提供一套反现代性的美学体认路径。结合其后期著作《通往未来的过去——与十八世纪接轨的一座新桥》来看，媒

介作为语境、技术理性异化、审美视知觉和反现代性等问题的探析，都是波兹曼媒介理论体系重要的美学立场呈现。波兹曼的媒介

批评理论是对十八世纪启蒙精神的深刻延续，这种“媒介中的美学”价值理性重构的人文立场，体现出当代西方知识分子一以贯之

的生命哲学关怀。

关键词：尼尔·波兹曼；媒介文化理论；审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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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729/j.cnki.jhnun.202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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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雪（1994- ），女，云南曲靖人，湖南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化研究院教师，科研助理，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

美学、视觉文化。

【特约专栏：媒介技术与审美】

按语：本专栏本次推出的三篇论文有一篇侧重理论探讨，有两篇关注现实问题，形成了一种映照关系。

《论尼尔·波兹曼媒介理论的美学向度》一改以往研究仅仅将视野局限于其“媒介三部曲”的缺憾，重点论

述尔·波兹曼的《通往未来的过去》对“媒介三部曲”理论的升华，分析了波兹曼媒介批判理论的生发点，突出

了其理论回归十八世纪启蒙精神人文救赎功能的美学立场和为当下媒介融合时代提供了一套反现代性的美学体认

路径的意义。

《莱布尼茨技术存在论视域下作为美学纲领的新技术美学》从技术哲学、技术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视角

介入技术美学的研究，富有新意。论文聚焦莱布尼茨的技术存在论，提倡一种立足于广义技术的作为美学纲领的

新技术美学，也显示了“新技术美学”求“新”与守“旧”、理论与现实间的张力。

《论网络文艺网站的文本话语》把“文艺网站”作为研究的范畴和对象，从文本话语角度对网络文艺网站进

行了专门研究，提出以第四种文本理论即传媒学文本理论来具体分析文学网站，将文本理论与媒介研究有机结

合，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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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兹曼媒介理论的美学建构

波兹曼一生共有 25 种著作，从最早的《电视和英语教学》到《通往未来的过去》，主要探讨了与媒介

环境学理论相关的四大主题：“教育与媒介教育、从媒介角度看语言、作为文化的媒介与技术、文化的保

存 / 文化保守主义。” [1]285 作为新兴媒介与技术之思的理论源泉，波兹曼在其三部曲中对以上四个方面都

有较为全面且纵深的阐述，试图“开启和维持一种认真的会话”，[1]222 启示一种 “重构美学”的多维视野，

探看技术垄断时代“媒介中的美学”的理性维度。

（一）波兹曼媒介理论的美学重构

波兹曼媒介理论自 1961 年已有文本，但集中体现其美学理论的，正是他的“媒介三部曲”和《通往

未来的过去》。媒介三部曲奠定波兹曼“印刷文化人”理论立场，《通往未来的过去》确立其美学维度反思

的开端。他将媒介三部曲跨越的时间段划分为印刷、电视时代，从当下回溯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危机，

揭示媒介文化构造的电视时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重构媒介文化理论。

印刷时代关涉“童年”概念以及人的价值理性。波兹曼将童年概念纳入媒介考察范围中，将“童年的

消逝”作为一个社会学现象加以研究，而“童年的消逝”与康德“游戏”变化相关，儿童“天真无邪、可

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2]4 源于儿童的游戏“已成为濒临灭绝的事物”。[2]9 波兹曼“童年的消逝”理论继

承了康德的“游戏无功利”以及席勒审美教育论的美学维度，把审美活动与社会功利置于对立的角度进行

辨析。他们都认为现实功利不利于甚至会消解审美经验纯粹性，因为审美经验具有感情性、无功利性、个

体性特征。如果把古希腊人看做人类文明的童年阶段，那印刷时代即是席勒所谓人性和谐的典范时期，波

兹曼所论述的技术垄断时代的现代社会就形成了强烈比照。而童年概念随着审美经验纯粹性变化而逐渐消

逝，波兹曼对此象征人类幼年时期美好天性的丧失表示惋惜。因此，印刷时代是值得推崇的价值理性时代，

因为这个时代没有娱乐机器对意识形态的灌输，个体能够在接触纸质媒介的过程中独立思考，是“阐释年

代”，“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3]

电视时代，“极权主义”的娱乐媒介引起理性的分化。伴随电视媒介突起，“阐释年代”的“逻辑思维”、“理

性和秩序”被一种无形的压抑所控制，即被技术所裹挟的理性，消解印刷时代“和谐的理性”。波兹曼对“娱

乐至死”文化现象的媒介学过程及其形成机制展开的美学探究，意欲揭示娱乐本是让人快乐的元素，但它

却在电视时代变为一种让人不知快乐为何物的异形，电视媒介通过娱乐形式带来愉悦，却导致电视播放内

容的严肃性被忽略。从表面上看，人在各类娱乐中缓解压抑，但其实这种非功利的状态是人的自由天性被

剥夺之后，呈现出的无所事事的无聊状态。席勒的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难以通过电视娱乐达到有机结合，

人在电视娱乐镜像中所获得的，仅只是受物质利害束缚的控制，无法从自身、自然及社会中解放出来，他

们通过审美达成自由之境的追求最终落空。儿童“自由自在、不拘礼节以及自发游戏的欢乐”，[2]170 在成人

及娱乐媒介的控制下被剥夺，游戏变为“功利性的”和“有目的”的活动，审美意识也从崇高的意义变成

空洞的无意义之物。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说”说及席勒的“游戏冲动说”，是调和感性与理性的中介与桥梁，

也仅能适用于电视媒介时代与信息时代之前的社会语境中的美学探讨。

波兹曼在《通往未来的过去》里，以媒介与人的辩证关系为核心，以麦克卢汉的 “后视镜”（一种新

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思维）理论为轴心建构媒介美学地图。他以十八世纪的启蒙精神作为媒介美

学救赎的出发点，建构自然与主体的和谐关系，希望人能恢复至保罗·莱文森所谓的“身心一体、主客一

体”的理想境界。他反思文化工业，试图唤醒被工业文明浪潮所淹没的人的内在性，在日常化的生活语言

与行话之间，展示向后看的媒介文化理论视角，认为“面对新信息的攻击，理论是脆弱的”。[4] 这在某种

程度上呼应了伊格尔顿对理论之后的担忧，即“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5] 因为理论含有“系统性



第1期 ·15·

① “意念理性”是美国新人文主义欧文·白璧德提出的概念，指价值理性的前摄形态或基础，实际上是价值理性尚未形成普适性价

值或在未定型时的意念基础，即价值观念并未成为一种社会理性，处于波兹曼所倡导的价值理性之前。

反思”的作用，也就是在对过去与未来的各种预设中，“向后看”美学理论对人类“向何处去”提供思考

维度。若没有该著向后看的媒介美学观，波兹曼媒介文化理论的美学关怀也难免陷入泛化的泥沼之中。

（二）“媒介中的美学”的理性建构

波兹曼的媒介文化理论的体系重构，重新审视理性在西方美学尤其是审美体系中的重要性。波兹曼以

主客（人 / 媒介技术）二分法，展开对理性问题的考量，凸显媒介理论美学向度的核心。他延续甚至超越

笛卡尔将人类与外物一分为二的路径，即精神统治物质，但物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甚至改变着精

神的探究范式，将人与媒介拓展到人、媒介、环境及整个媒介生态系统加以考察。

波兹曼的媒介理论看似聚焦媒介技术批评，但明显具有辩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文化与社会批判的

锐度。在理论建构中，波兹曼从认识论出发，把媒介界定为一种语境或环境，将审美主、客体的探讨纳入

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中，追问人类与物质技术文明的变迁之间的深刻关联。具体而言，波兹曼媒介理论

中流露着美国新人文主义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思想，媒介技术让人失去反省、克制的能力，白璧德称之为“意

念理性”①，即认为感性和理性之间还存在“意念理性”，“自省和克制”才是人达到宗教意义上完人的最

重要途径。而他的人文主义介于“神性”与“人性”之间，重视人的自由与完善的“理性”，反对科学主

义对人进行“物化”的控制，这与波兹曼立足于十八世纪启蒙理性反思有类似之处。

在对待理性问题上，波兹曼持两个视点。一方面主体以能否自由使用媒介为表现理性的考量维度，

即阿多诺 “通过主体自由而建立总体感”，而媒介娱乐性却消灭了主体性。在与媒介交往中，个体视觉

受潜意识驱使，变得漫不经心，而印刷时代的产物（比如小说）与文字排列，是一种逻辑、线性关系。

电视媒介时代，信息传输与人的接受关系，呈现类似于本雅明所谓的 “膜拜价值”（cult value）到“展

示价值”（shock effect）的转化，相应地，个体的接受方式也从聚精会神到心神涣散。在该二元结构中，

审美主体与客体疏远、保持距离，冷眼旁观以媒介为中介的现代社会，在商品拜物教的世界以及技术革

命的改造中变得日新月异，主体看似追求娱乐，实则是在凝视城市。为了缓解这种对峙的压力，或是为

了测量主体的无力，主体采取一种顺从的反抗方式。另一方面是空间问题，媒介（诸如电视）将个体重

构为消费对象，人获取信息、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发生改变，从以前主要通过阅读（read）印刷文本获取

信息转变为如今主要通过空间中的观看（watch）获取讯息。这两个视点都是围绕审美理性展开的媒介

学思考，揭示出媒介（电视）唯有建构起审美自主性的立足点，方能发起自己的社会批判，完成媒介符

号理性所显现的美学前景的积极求索。

二、消费主义时代的审美经验重构

波兹曼媒介理论对审美理性问题的聚焦，是出于他对审美经验重构的思虑。20 世纪末期，随着媒介

技术急遽发展与数字时代到来，全球化时空框架趋近形成，大众消费主义极度盛行：“生活在消费的时代，

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构成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6] 美国作为大众消费主义文化中心，不

论是文化实践还是文化反思理论方面，都占据着全球前沿并引领潮流。大众消费主义与媒介文化成为新的

控制工具，审美经验的中心地位发生动摇。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审美过程中的主体深度想象阙如，导致

视知觉功能不断被重构。电视语境中的主体，逐渐沦为“传播渠道中介体”[7] 的一环，审美主体被建构为

消费主体。

（一）审美视知觉的重构

在传统审美体系中，视觉居于感官等级制之首，与美相关，且在感性和理性的两极中，眼睛被视为

徐  雪    刘云春：论尼尔·波兹曼媒介理论的美学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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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理性最远的器官，它的中心地位由此建立。苏格拉底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提及美时，将它看作是一

些使“视觉和听觉产生快感的东西”，应当在不同于视觉与听觉的一些东西与二者共有的东西处寻求美

的原因。黑格尔谈论艺术时也提及，艺术的感性事物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8] 然而 20世纪之后，“视

觉中心主义的全视机器已变成了日常生存中的一种梦魇式的存在”，[9] 当下的文化语境更是“从以文字

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3]10 渐呈视觉中心主义范式。波兹曼认为只有印刷文本才适于充分发挥人

的想象力，对事物本质进行理性思考。视觉中心主义背景下，人习惯性地凭视觉感官直接判断事物，不

再对事物本质、美的意义进行深究，娱乐性媒介使得个体的审美感知、思想丰富性逐渐呈“极权主义化”。

电视镜像融合的光电声影、图文并茂，不断吸引主体进行娱乐，媒介娱乐性导致个体的审美感知位移至

肉身体验。

波兹曼通过考察童年概念的诞生与消逝文化现象，揭示出后现代审美趣味与社会思潮的裹挟与冲击。

在童年消逝过程中，视觉感官始终承担中介角色，通过阅读（read）所接触的印刷文本，被波兹曼视为

纯粹的理性客体。印刷文本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即文本是对作者精神活动的记录与书写，接受者需调

动主观想象，对文本进行加工与创作，此时波兹曼对人视觉感官持肯定态度。由于媒介偏向性，阅读印

刷文本不仅是一种行为表现，更多与个体的逻辑思考、深度学习相关，人凭借文字展开想象，形成各自

的思考与理解，有利于主体想象力、深度思考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培养人们求真向善的心理环境，营

造审美文化的氛围”。[10] 电视时代，各类电子媒介变为单向度输出文本，对人的审美、认知带来多重挑战：

“旧的主客体二分法的终止”，[11] 致使视觉中心主义悖论的产生，波兹曼对人的感官态度，也由肯定转向

中立再到批判。电视的出现，彻底改变图像的性质，“图像成为瞬间闪烁、支离破碎、泛滥不止的影像流”，[12]

最终致使“文字”和“图形”发生逆转。娱乐化图像信息，是对严肃语境的切割，通过夷平主体想象时

空的深度，导致新的审美异化，即不再要求主体的内在想象力，随之而来的，是主体审美感官视觉、听

觉的退化。

作为视听媒介，电视不仅影响个体认知结构及思维方式，更是视觉中心主义悖论的典型，即电视媒介

具有幽灵般的迷惑性：“所看非所得”。个体需要通过视觉快速浏览获取信息，却又被视觉无意识所控制，

人看似通过娱乐以凸显轻松自由，然而它却又是伪装的控制力量，潜在地推动着主体成为资本的傀儡。人

的审美经验纯粹性、审美经验的特性消解，思维方式及习惯不断被信息流形塑，围绕文字所建构的传统的

线性思维方式被取代。电视极度削弱主体深度思考能力，人通过电视获得的意义仅只是一些具体的片段，

他们急于通过图片浏览，快速得出事情的结论。由于电视对空间、运动变化的反应，个体思考往往是瞬时

性的，伴随图像快速飞过屏幕，促成了人的经验形式（深度阅读 /急速浏览）的错位。

（二）消费主体取代审美主体

随着主体审美感知变化，电视时代的主体被建构为消费主体，成为“受众的商品化。”[13] 而媒介的多

渠道传播，影响甚至改变人的消费方式，致使主体感知从感性到叛逆性消解，进而不自觉地成为消费主义

的一员。

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人的消费方式亦发生转变。消费语境从纸质文本逐渐变为视觉文化影

像，当面对“拟像”①文化语境时，镜像消费以一种“娱乐”大众的形式，离本身“意义”而去。这种能

指化的消费，导致镜像所指与意义所指的不在场，它是商业的精心设计，借助大众文化与传媒，凸显消费

① “拟像”是波得里亚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关键词之一，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拟像理论的化身，将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

合，试图阐释符号与商品交错运行的内部机制。拟像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世界图景的一个问题域，符号按需生

产，“拟像并非仅仅是符号的游戏，仿像还意味着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引自：[法]波得里亚(Baudrillard) (著)，车槿山(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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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媒介消费偏向。娱乐媒介作为传播信息的载体，本就内在地含有意识形态，媒介最初的偏向即将人

塑造为消费的对象：“媒介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由消费主义所君临的社会，媒介的力量来自于它

与市场的合谋。”[14] 伴随而来的，是电视时代主体感知从感性到叛逆性逐渐消解。媒介技术垄断破坏感性

个体的感觉经验同一性，感性被统治一切的物化、标准化、平均化所掩盖，使得保有内在连续性的生活随

之瓦解，主体叛逆性不断被消解。主体沉迷于海量信息，电视被潜在地建构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审

美本质的改变，通过空间的征服与整合，达到消费主义语境的形塑。电视所处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通过

一种“强制性消费”方式，刺激人的“虚假需求”，进而被当作“真正需求”而永无止境地追逐，加之各

种媒介的便捷，使得人在大量虚假需求噱头及其真实的满足中，丧失辨别能力，在政治、文化等领域中被

商品拜物教所控制。

究其原因，电视时代的个体由于受集体无意识的驱使，迷失在自身之中。娱乐性的无意识美化，弱化

了人们的反思能力：“人们在物质上无法实现的需要被无意识痛苦地精神化了。”[15] 而在媒介的娱乐幻象中，

主体异化的无意识得以宣泄，它取代“印刷文字的线性和序列逻辑的特征”，[2]151 实现了娱乐意义上的“狂欢”。

生活压力致使人走向娱乐，娱乐看似成为他们借以缓解甚至逃避负面情绪的心理手段，但实质上，娱乐让

人沉溺于感官消费，而不能带来真正的解放。丰盛的物质、信息的泛滥，使得娱乐性媒介趁机大肆流行，

价值理性不复往昔，人变为无法思考的工具或空壳。

三、延续与解构：西方人文主义危机与反现代性

通过对价值理性及审美经验的探析，波兹曼媒介理论体系其实是更为深刻的人文主义反思，也是对作

为个人主体的人文意义的构建。这是美学领域永恒的话题。他“以犹太人特有的精明洞悉电视等电子媒介

对文化素养的侵蚀，旗帜鲜明地提倡传播学和教育学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16] 由此，他的

人文危机意识转化为一种延续：回到十八世纪。“十八世纪，就是未来，”[17] 波兹曼认为十八世纪有我们走

向未来的人文方向，有跨越通往二十一世纪之桥的信心与尊严，这种反思彰显出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主

义美学情怀与人文理论家独特的民间立场。

（一）延续：对西方人文主义危机的反思

对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反思，西方自启蒙时代就已开始，这一反思也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和 20 世纪西

方理论的重要话题。波兹曼既有对浪漫主义也有对感性的彻底解放的探索。他立身现代世界，眼看信息技

术的浪潮席卷而来，锐眼探看到其中蕴藏的精神枯萎的危险，并为此忧心不已。他提出赫胥黎式（文化成

为滑稽戏）满面笑容的文化模式最令人担忧，造成的精神枯萎最具毁灭性。他坚持认为，相比起乔治·奥

威尔“我们将毁于我们所憎恨的”，赫胥黎“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更具现实反思意义。人们由于享

乐失去了自由，[4]2 该观点直接拆穿文化工业的虚假诺言，揭示出电视媒介的虚幻与威胁。他将思考基点立

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社会进入以工业文明为主要标志的资本主义历史阶

段，而伴随西方工业文明发展出现的，还有人文主义危机的呼声。

波兹曼对电视媒介的批判，实质是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现代文化自身价值危机、对“技术理性”与“价

值理性”辩证关系的省思。自启蒙时代以来人受自然奴役的境地并未得到改善，进入后工业时代以来，技

术的飞速发展与技术理性的强化与压制，启蒙时代被高扬的技术理性沦为神话。科学无法解决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裂痕以及人性的分裂，无法被视为审美活动的中心，而仅只能被视为工具。技术理性占据统治

地位成为统治人的异化力量，价值理性被娱乐媒介解构，抑制人的潜能与发展，人以精神上的压抑换取身

体的自由，以迷失自我的方式重获自我。“躲猫猫”世界通过大众传媒、虚假消费和对自然的破坏性利用

来麻醉人的意识，借用电视镜像迷惑人的感官，沉迷于视觉快感，而忽略对自我主体及客体的深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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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他对“启蒙的自我毁灭”的媒介学追问。技术发展导致社会问题与日俱增，如何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

重新返回理论价值层面，形成指导现实的美的理论，是波兹曼的疑问。

波兹曼对“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探析，正是他对自马克思·韦伯以来的技术理性以及法兰克

福学派文化批判中的否定辩证法的考量。这种研究也表明他对价值理性复归的真诚愿景。人文主义视角使

波兹曼聚焦并立足于媒介时代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生存境况的变化，警惕技术崇拜，重返媒介社会中“人”

的价值理性，寻求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和谐完善。因此，他希冀重返启蒙运动，重新找回主体已经失落的人

生价值与人生意义。这一学术情怀在今天看来似乎最终依然是一种理论性悖论。

（二）解构：审美现代性的反现代性

波兹曼的人文主义危机思考，折射出审美现代性思维反现代性的解构意图。总体来说，他对印刷时代

怀有深刻的眷恋，但并不代表他是文化守旧主义者。相反，他用媒介平衡的视点，提示人们避免陷入技术

理性控制的世界，从马克思·韦伯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辨析出发，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

弥合极权社会的娱乐化镜像，以思索技术理性对人的压抑。启蒙已无法复制原意，但主体审美可以从解构

层面实现理性救赎。

从美学向度看，波兹曼对娱乐媒介技术的批判，实质上正是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到马尔库塞美学理论

的具体展现。审美现代性最终能够实现对技术现代性的弥合，毋宁说它以自身的方式导引着现代性的自我

拯救，其重要的中介便是价值理性。而波兹曼看到理性自身的分化以及技术理性的扩张，使得人对自然（资

本主义的环境危机）与人对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奴役恶果通过电视媒介显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

野蛮的”，是阿多诺否定性审美与身份经历（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流亡知识分子）的体认言说。该警句同

样揭示出电视媒介将各类严肃的、受苦的讯息整合后呈现为娱乐性的新闻，激发了波兹曼对娱乐媒介的省

思，以及对技术理性的犀利批判。他意识到技术理性发展至一定程度会滋生新的非理性，正是在对娱乐性

媒介所带来的虚假的“审美愉悦”的“半推半就”中，波兹曼传达出他媒介理论中对电视媒介“去娱乐化”

的价值理性选择。

波兹曼的选择，凸显出他“反前现代的现代媒介观”，即对现代性的接受与拒绝并存的矛盾美学观。

娱乐虽延续康德“游戏无功利”审美理路，但娱乐同样会转化为野蛮、非理性势力。在与过去决裂的文化

语境下，决裂本身也构成传统，诉诸新的悖论，这种悖论所认同的美的双重性意味着不可分割的另一面，

那即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波兹曼认为唤醒主体的审美，需要主体利用其经验和知识共同构成意义，促使感

官参与文本，让思想在文本中循环、流动、旋转、汇集和跳跃，打破矛盾的主体压抑，反抗现实的同一性

强制。这种始于 17 世纪的现代性压抑，现在看来就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行过程中的一段插曲，看

似娱乐的积极状态已经染上虚无主义的色彩，使用技术的清新领域，却让诸意识形态成为中介，更加剧了

无形的压抑。所以，他认为应以追求完善人内在精神的“价值理性”为主，以解决人生的终极价值以及人

在现实中地位的确立为目标，结合满足外在物质要求的“技术理性”，以解决人的异化状态。他的理性救

赎植根于传统审美乌托邦，通过向后看的怀旧与回忆，去寻找救赎源泉与思想动因，所以，波兹曼的媒介

批评理论很难与后现代主义握手言和。

从生命哲学的视域来说，“回到生命”的诉求是整个西方近现代美学价值根基的最重要的范式。波兹

曼在对围绕媒介文化理论，所呈现的理性问题批判之时，实质上也对人的生存境况进行根源上的清理，在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界限中陷入徘徊，陷入新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痛苦与迷惘之中。伴随这种价

值理性而来的价值失落也成为媒介现代性的危机之一，正是审美中介（媒介）的价值理性重构与变奏指出

西方近代以来的美学困境。“美学的确是一个奇怪的为现代性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地方”，[18] 作为文化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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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因此成为重构现代与后现代美学的“原点”。波兹曼媒介文化批评的美学关怀，从回到康德“人是目的，

不是手段”的基本美学出发点，启发人在技术理性控制中进行反省，能够合理利用理性，走出危机的希望

蛰伏于对技术本质的追问之中。他的目光从反思现代性的深层逻辑出发，从“作为技术的创造者的人的终

极关怀出发”，[19] 将个人感觉的解放视为社会普遍解放的潜在力量，以审美理性救赎实现对压抑性群体普

遍的解放，即“回到生命”本身，重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

结语

全球化时代，数字技术的旨趣诉求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摇摆。波兹曼媒介理论的美学向度独

到之处在于，他深切地认识到媒介作为被动的客体，无法对人类社会及人文精神产生共鸣，而人在对媒

介的依赖中逐渐混淆理性，这二者之间鸿沟如何弥合、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如何取舍，正是他批评的重点。

他不仅展开人与媒介在主 / 客体二元意义上的对立探讨，且以生态平衡的视角，去建构媒介文化理论中

的生产框架与人的美学认识论之间的关系，阐释媒介是如何建构文化语境并塑造现实环境的。波兹曼对

理性问题的探究，以及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的媒介学借鉴，都是在抽象与人文思辨思想交叉点

上的萌发，对于技术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具有强烈的警示性与前瞻性。“面向现代性，进而站在后现

代立场来反思现代性，这就是 20 世纪西方美学的基本立场。”[20] 波兹曼的媒介美学立场何尝不是一种

向后看的反思呢？他追溯媒介作为语境的发展与变迁，来考量复杂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时汇入对现代性悖

论的反思。回归到媒介美学向度本身，波兹曼的理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尤其重要 ：打破媒介理论的固

有范式，聚焦媒介时代人作为主体的观念革新，从消费主义视角对媒介语境现代性进行反思，界定定信

息的边界与重构启蒙理性的努力等等。不妨说，“审美现代性”事业仍未完成，媒介技术不仅是人赖以

生存的工具或手段，更逐渐演进为人的生存方式。如何将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更好地结合起来，展现文

化技术的多维面向，寻求最大程度上的文化技术与美学共鸣，是波兹曼发出的疑问，亦是我们需要不断

思索的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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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il Postman’s media theory consists of such core assertions as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entertainment to death” and 

“technology monopoly”. These viewpoints include his thoughts on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 crisis of western humanism. They are not only 

the continuation of aesthetic theory of “game is not utilitarian” and mass culture criticism, but also provide a set of cultural poetics aesthetic 

recognition path for the pres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an’s later work The Past to the Future, rational alienation,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anti-modernity aesthetic analysis are all necessary elements for the integrity of his media aesthetic theory system. Postman’s media theory 

can be regarded as the aesthetic reflection mirror of the ritual and landscape of daily life in the TV age which reveals the structure of media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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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技术美学的引介，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1] ；对技术美学之系统性的研究，兴起于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并伴随着包括钱学森 [2,3]、宗白华 [4]、李泽厚 [5,6] 等著名学者参与在内的大讨论，其核心理

念得以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学界继续探讨技术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

研究原理等问题，逐渐倾向于将技术美学等同于设计美学，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具体的技术人造物 ；在进

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与国内日渐繁盛的学术研究状况相比，国内学界对技术美学之研究呈现式微之势，

甚至略显冷门 [1]。

总体看来，国内学界近四十年来对于技术美学的研究，在研究纲领上，主要坚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

义研究纲领，将技术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技术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形式美与实践美的统一 [5]；

在研究目的上，主要将技术美学研究服务于生产力的提升 [7]，或是服务于克服劳动异化 [8] ；在研究对象上，

主要将“技术”局限于狭义的具体的人造物，并逐渐将技术美学等同于设计美学 [9]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

是采用了西方传统美学理论的本质论、主客二分（或称“二元论”）的研究方法，对于现象学 [1,10]、社会批

判理论 [11]、杜威实用主义 [12] 等研究方法也偶有介绍，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在近二十年，伴随着技术哲学、技术史、技术人类学、技术思想史等领域的迅速发展，关于“技术是

什么”“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技术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已经十分深入，

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尚未足够地与技术美学研究发生关联。相比较而言，仅仅

将“技术”定义为“具体的人造物”的技术美学研究，不论是在研究纲领、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深度，

还是在研究实用性上看，都已经与将“技术”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技术存在论的研究范式相龃龉。而今，

我们需要站在技术存在论的角度上，在吸收近二三十年国内外关于技术的哲学研究、人类学研究、社会学

研究等丰硕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技术美学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

莱布尼茨技术存在论视域下作为美学纲领的新技术美学
——对技术美学研究对象过度泛化之批判的反批判

张  涛
（华南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广东 广州，510006）

摘  要：“技术美学是什么”是技术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国内对技术美学近四十年的研究，多是从符合论真理观的

角度出发，将“技术美学”解读为一个亟待解答的包含着一个或诸多确定性答案的命题集合，这是一种将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化的倾

向。事实上，当我们在追问“技术是什么”的时候也在使用技术，显示出技术与人的不可分离性。始于亚里士多德并在莱布尼茨那

里得到继承和发扬的技术存在论，将人视为技术的生成物，将技术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将人视为技术存在者。在这一视角

下，回答“技术是什么”“技术美学是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提倡一种作为美学纲领的新技术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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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是什么？

在引介技术美学这一概念之处，国内思想界就已经将技术美学之“技术”等同于工业化社会中的具体

人造物，将技术视为外在于人之主体的外在客体，技术美学研究的任务是通过摆置客体化的外在技术物环

境，来影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之主体，从而提升生产效率，并最终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亦有学者曾

尝试对“技术”的概念进行扩大化，但遭遇了针锋相对的批判，部分学者明确地表示技术美学研究对象的

泛化是应该避免的误区 [13]；最终国内学界似乎达成了共识，将“技术”等同于具体的工业化时代的人造物，

这最终使得“技术美学”在研究内涵上几乎等同于“设计美学”。

然而，什么是技术呢，什么是技术美学呢，技术的边界是什么呢，技术美学的研究边界又是什么呢？

在八九十年代，国内学界主要是粗放式地呼吁、呐喊和提倡要从事技术美学研究，然而却鲜有具体的、细

微的、精致的技术美学研究。另一方面，从“美学”到“技术美学”再到“设计美学”，研究的范围似乎

逐渐缩小和聚焦，这似乎也是符合国内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的；实则不然，即便是“设计美学”，也仍然

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概念，其研究对象仍然十分不明确，与“技术美学”不同之处在于，“设计美学”这一

概念的使用者主要来自美术学院、建筑学院、设计学院等设计类行业从业者。因而，从“技术美学”到“设

计美学”，只不过是用新概念替代了旧概念，新研究者替代了旧研究者，并没有真正回应“技术是什么”“技

术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

那么，技术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当我们问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

到底在问什么。在通常情况下，“XX 是什么？”的发问方式，是一种符合论真理观的体现 [14]。在“技术

是什么”这一问句中，“技术”是一个亟待解答的命题（S），“什么”是一个亟待揭示的答案集合（X），“是”

只是起到判断真假的连接作用（=），可用符号公式表达为：S=X（X1, X2, X3…）。在这种发问方式中，发

问者是发问的主体，问题本身是一个亟待解答的客体，似乎发问者与被问及的东西之间可以完全脱离连接

一般。然而，人无论如何都是经验性的产物，他对于某一问题的判断也都离不开个体性的经验。因此，在

符合论真理观的模式中，当某一命题符合他的经验性判断时，他便说这个命题是对的，他便同意这一观点；

反之亦然。可是，什么情况下，群体才会一致同意某一个命题呢？这就又与群体所接受到的教育、身处的

环境、思维的方式、权威的影响、怀疑的能力等各种因素密切相关；归根到底，这种发问方式如果必须要

得出一个肯定性的答案的话，答案的给出者也就只能是话语权力掌握者。例如，如果我们把“技术”界定

为外在于人的人造物，那么语言是不是人造的呢，文字是不是人造的呢，书籍是不是人造的呢，人是不是

人造的呢，舞蹈是不是人造的呢？当我们说不要把“技术美学”的研究对象“过渡泛化”的时候，理由是

什么呢？这一泛化的界限，到底由谁说了算呢？

可以看出，如果我们不对“技术是什么”这一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研究的话，我们就会习惯性地按照符

合论真理观的思路去回答，将“技术”简单地解释为外在于主体的客体，将这一问题等同于某种亟待解答

的命题，而对于命题的答案又最终归结到权威那里去了。那么，如果继续按照这种方式问下去的话，我们

对于这一问题本身又有什么贡献呢？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把答案诉诸于某种权威的做法，与学术研究的主

旨和初心是相违背的，我们显然还想通过问“技术是什么”“技术美学是什么”得出一些更深刻的东西。

二、“技术是什么”中的技术

尽管，我们在不断地问“技术是什么”，可是当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发问的时候，我们竟然没有思考

过我们的发问本身是否也在使用技术——这一漏洞是细思极恐的。我们在发问技术是什么，我们对技术的

发问本身可能也在使用技术，我们在使用某种技术来发问更普遍的技术……那么，“技术是什么”这一问

题还有解吗？如果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发问本身也离不开技术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呢？我们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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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进一步回答“技术美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呢？让我们先放弃恐惧，直面分析这一问题本身吧。

我们在用汉语问“技术是什么”，可是我们汉语中的“是”是不包含单复数、人称、时态、情态、

语态、格等形式的，我们不会问“技术曾经是什么”“技术曾经正在是什么”“技术曾经已经是什么”“技

术曾经将要是什么”“技术曾经被是了什么”“技术曾经正在被是了什么”“技术曾经已经被是了什么”“技

术曾经将要被是了什么”“技术现在是什么”“技术现在正在是什么”……当我们在问“技术是什么”

的时候，我们似乎用一个“是”就包括了所有的这些可能性，我们将“技术”单纯地理解为一个单数、

主动态，将“技术是什么”单纯地理解为一个现在时、主动式，将“什么”单纯地理解为一个客观的存在，

而不是某种可能性存在或虚拟性存在。但凡我们换一种其它语言，例如英语，这一问题就会发生变化。

至少，我们要区分单复数，问“what technology is”或“what technologies are”。尽管如此，英语仍然

也只是一种自然语言，当我们用英语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仍然也会受到英语的限制 ；法语亦然，德语

亦然，拉丁语亦然，所有自然语言亦然，所有人工语言亦然。什么意思呢？我们无非是想说，当我们

问“技术是什么”的时候，也已经在使用某种技术了。语言是一种交往的工具，是一种技术 ；正是因

为认识到这一点，培根才批判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不可靠性，莱布尼茨才尝试建立一种通用语言，

当代哲学才发生了语言转向 [15]。

我们通过追问已经意识到，我们对“技术是什么”的追问也离不开技术，但这一答案并不是消极的，

并不意味着我们问错了，更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干脆直接接受一些学者关于“避免技术美学研究对象的过渡

泛化”的温和派建议。事实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阶段性追问结果，恰恰是温和派的来源，其逻辑是：如

果技术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泛化的话，那么一切事物就都可以成为技术美学的研究对象了，那么技术美学

作为一门科学就不存在了。这是一种效果论的做法，与康德所批判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一脉相承，它为了达

成某种想要的效果就干脆对前提进行了约束。其想要的效果是什么呢？正如我们已经解释的，这种追求是

想要让“技术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明确研究对象的、拥有自身研究范式的、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

的科学。这种把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都自然科学化的追求，是符合论真理观的典型体现。我们不

如反问一句：为什么技术美学必须要像自然科学那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因为好多人都按照这种思维方式

去想，这种思维方式就应该得到一致认可吗？对学术研究过渡自然化的分析和批判，从胡塞尔那个时代就

已经开始了①，我们这里便不再赘述。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我们对于“技术是什么”的阶段性追问结果，却恰恰揭示了一些更积极的意义。既然，

我们关于“技术是什么”的追问，也离不开技术；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技术呢，我们与技术的关

系是什么呢，技术与“是”的关系又是什么呢？于是，我们便因为这一问题的刨根问底式的追问，引出了

一系列更深刻的、超越性的问题。如果按照维特根斯坦“把能说的说清楚，不能说的就保持沉默”的原则，

我们似乎应该到此为止了。但事实上，在物质世界中，又有哪些东西能说清楚呢？我们的认知总是介于清

楚和不清楚之间、确定和不确定之间、完成和进行之间、理性和感性之间……庄子与惠子的“鱼之乐”辩论，

波兰尼的“个体知识”，海德格尔的“领会”，当前科学哲学界比较流行的“涉身认知”等概念，无非是反

映了人类的这一认知属性。于是，我们可以继续沿着我们的发现更进一步，进入形而上学的领域，继续探

讨技术、美与人的关系问题。

三、莱布尼茨的技术存在论

虽然，国内学界可以将技术美学的引介追溯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国外技术美学研究的追溯也一般

是追溯至二十世纪初。但这种追溯还是不够深远，事实上，在古希腊时期，技术、艺术、美便是哲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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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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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问题。苏格拉底追求美德，但因为使用助产术的缘故追求美德而不可得；柏拉图在继承苏格拉底辩

证法的基础上，干脆将几何学作为真理和美德的典范，构造了理念论，使得真理、美德成为超越性的、不

可传授的、只能通过神恩获得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根本性超越在于，他将“技术”作为人区别

于动物的标志，认为人正是凭借技术才使得知识可以传授，逻辑学、数学、语言、工具等等在亚里士多德

看来都归为技术。简言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与技术是共同存在的，人因为技术成为人，技术也因为

人才成为技术。不过，只有到了中世纪晚期，亚里士多德思想才开始受到西欧思想界的重视，形成了自然

神学，并引发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

十七世纪是现代西方科学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纪，在亚里士多德技术存在论思想的推动下，培根总结

了科学的归纳法，笛卡尔形成了新的演绎法，最终在被誉为“最后的亚里士多德”的莱布尼茨那里，完成

了一次唯理论和经验论、演绎法和归纳法的综合。不过，莱布尼茨要比培根和笛卡尔思考得更深刻。莱布

尼茨在二十岁（1666 年）时出版的《论组合的艺术》是其整个哲学思想的根基，他将组合数视为“上帝创

造世界的秘密”，将其视为“所有发现和发明之母”。正是在组合数思想的指导下，莱布尼茨才发明了微积

分、二进制、十进制手摇机械计算器、二进制机械计算器等众多的技术发明 [16-19]。就真理观而言，莱布尼

茨将真理区分为客观真理和事实真理两种：客观真理是绝对为真的，其对立面是不可以成立的，数学、几

何学、形式逻辑是其典型代表；事实真理的对立面是可以同时为真的，我们在现实世界中遇到的绝大多数

事情均属于此类。换言之，在莱布尼茨看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思考问题时，使用的思维方式其实是客观

真理和事实真理的组合，我们常常按照客观真理的标准去思考事实问题，从个体性中寻找公共性，从个别

性中寻找普遍性；即，我们由之而来的组合技艺，也渗透进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之中，成为我们认识世界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莱布尼茨最终提出了以组合为根基的、以单子为元素的、由机械论系统

和目的论系统组合而成的前定和谐系统。如此，莱布尼茨从亚里士多德继承而来的技术存在论，也就呼之

欲出了：存有（Seyn）通过技术（Technik）这一中介产生了存在者（Seiendes），其中有一种存在者是可

以使用技术的存在者，我们称之为技术存在者（Technik-seiendes），这便是我们向来所是的那种存在者，即，

我们人类自身。

这一技术存在论结构，与海德格尔的发问存在论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区别。海德格尔将“能

够对存在进行发问的存在者”视为“此在”（Dasein），其中“发问”起到了判决性的作用；然而，在莱布

尼茨的技术存在论中，“发问”也只不过是通达存在的一种技术而已，“不问”“冥想”“实践”等等均可以

通达存在，根本原因在于人本来就是属于存在的，人本来就是通过技术从存在而来，也通过技术向存在而去。

因此，作为德意志哲学奠基人的莱布尼茨，与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大家海德格尔相比，前者的技术存在论的

范畴，要远远大于后者的发问存在论。海德格尔哲学顺应了语言转向的潮流，将语言作为通达存在的桥梁；

然而，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统中，语言只不过是技术的一种 ; 在语言大家莱布尼茨那里，语言更是被直

接视为一种工具，他因为已有的自然语言不够方便甚至要创造普遍字符等人工语言。海德格尔与莱布尼茨

在语言态度上的根本区别，也就得以显明了。

我们可以对莱布尼茨的技术存在论做一个小结：人因为技术而产生，人也因为技术而成为人，人也因

为技术而得以交流、记忆、思考、存在，人也因为可以主动地使用技术而成为更多的可能性存在。

四、作为美学纲领的新技术美学

我们首先考察了国内技术美学的研究现状，发现了反对技术美学研究对象的泛化似乎成为了一种共识，

我认为这是一种符合论真理观、人文学科科学化的表现。当我们刨根问底询问技术是什么的时候，发现“技

术是什么”这一问题也离不开技术，我们因此便不得不进入到形而上学的领域继续思考这一问题。我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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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追溯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技术存在论，并发现其思想在莱布尼茨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并形成了较

系统的技术存在论思想；并且，相比较而言，莱布尼茨的技术存在论，要比海德格尔的发问存在论更加深刻。

至此，我们便可以回过头来回答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核心问题：技术美学是什么？技术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

么？技术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避免泛化吗？如果“技术是什么”是不可回答的，“技术美学是什么”更是

不可回答的；如果人自身以及人的一切都离不开技术，那么技术美学的研究对象当然也是没有明确边界的；

认为技术美学研究对象过于泛化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那么，技术美学该何去何从呢？在以往，受制于符合论真理观和人文学科自然化倾向的影响，国内

学界尝试将技术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科学或研究方向，试图限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

式 ；然而，正如我们所揭示的，这一诉求已经与人与技术的共同存在状态相冲突了，这种诉求从一开始

就违背了技术本身的内在规律，这种诉求最终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伴随着技术哲学的兴起，国内已有学

者区分了“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和“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并认为技术哲学接下来的发展

趋势应该是后者①。从技术哲学的发展状况来看，海德格尔、杜威、芒福德、埃吕尔、斯蒂格勒、芬伯

格等哲学家，正是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研究技术问题的。我们在这里也继承这种思路，在“作为部门美学

的技术美学”和“作为美学纲领的技术美学”之间做出区分：前者是国内近四十年以来的主要研究范式，

尝试运用二元论的思维方式、符合论真理观的论证思路、人文学科自然化的倾向，试图明确技术美学的

研究对象，并最终将其局限于工业化时代的具体人造技术物 ；后者是一种更符合哲学发展潮流的研究范

式，它打破学科界限，直面问题本身、直面事实本身、直面存在本身，在继承技术人类学、技术文化学、

技术存在论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现象学、实用主义、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更系统地

看待技术与美的复杂关系，它不仅研究具体的人造技术物，还关注由技术人造物所构建的技术环境、技

术系统及其对人造成的美学体验。

从研究层次上看，作为美学纲领的技术美学，将美学上升到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第一哲学的层面，直

接探讨技术、美德与人的本质的关系等哲学大问题。从研究对象上看，作为美学纲领的技术美学，非但不

自限其研究对象，而且进入了一个无比广阔的研究领域。从研究趋势上来看，作为美学纲领的新技术美学，

更符合时代的需求，我们当今所生活的世界正是一个“无处不技术”的世界，我们现代人也已经成为和技

术密切结合的“技术人”，这些均可以也均应该成为新技术美学所关注的对象。从研究原则上看，作为美

学纲领的新技术美学，真正坚持了实用主义原则，这将与我们在八十年代引进“技术美学”概念时所谓的

“实用原则”具有本质区别：后者更应该表述为“绩效原则”，是工业化时代追求效率的表现；而我们这里

所谓的“实用主义原则”，是杜威等人所开创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在批判传统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所

发展出来的尊重个体性、不确定性、情境性的研究范式。既然新技术美学不再追求所谓的自然科学化，那

么就只能坚持实用主义原则，将研究的权柄交托给每一位具体的研究者：某位个体在自身具体的生活情境

中，关注到了什么技术美学问题，并对之进行了研究，便产生了关于此类技术的美学理论；其他人若对这

种技术美学理论感兴趣，便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指导自己的生活，如果在体验过程中觉得该种技术美

学理论不够好，他便可以改进这一理论，从而形成一个相对更好的技术美学理论；这样，新技术美学便遵

循了一种“演化树”的发展模式。

五、新技术美学的研究意义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新技术、新文化、新美学”，显示出当代文化对于“新事物”的迫切追求，这种“求

新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苟日新，日日新，做新民”的汤之盘铭，在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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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国盛. 编者前言//吴国盛. 技术哲学经典读本[G].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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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体现为“新文化运动”，在解放后又体现为“打倒孔家店”“砸四旧”等社会性活动，在近二十年又体现

为处处求创新的创新文化。从横向维度观察，并不是所有民族的文化都体现为“求新文化”，例如，以色

列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守旧和传承，我们可以称之为“守旧文化”；前者的民族性建

基于圣经旧约这一拥有五千年历史的经典，后者更是以其对历史、宗教、思想家的尊重而著称。不过，“求

新文化”并不意味着就能产生创新的结果，“守旧文化”也不意味着就必然导致保守的下场；从历史事实

来看，经常会出现一些反例，例如，土壤贫瘠的以色列却被誉为欧洲的厨房，刻板保守的德国不仅是哲学家、

艺术家的国度，而且还是工业 4.0 的推动者。其中缘由，可以用莱布尼茨的一条逻辑学基本定律“连续律”

来解释：事物的发展都是连续的，这里的“事物”包括思想、灵感、文化、社会、技术、体制、工业等在

内的一切事物。因此，不管是“求新文化”还是“守旧文化”，要真正地从事具体的创新活动，都不得不

尊重一件事物的发展历史，或是从继承中出新，或是从扬弃中新生。试图抛弃任何过去，想要从无中创造

一个完全新的事物，这是一种非科学的、非理性的、违背连续律的做法。

当然，我们这里所谈的“新技术美学”（New Aesthetics of Technology）并不是为了求新而求新，而是

一种不得已的做法；事实上，我们更倾向于往回看，从对以往重要思想家的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中推陈出

新。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技术井喷时代，如果因为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就推出所谓的“新技术美学”（Aesthetics 

of New Technology），但是如果研究者尚未对其思维方式本身进行扬弃的话，即使其研究对象是新的，其

研究的结果最终也不过还是旧的。因此，作为美学纲领的新技术美学的研究意义，并不在于其追求确定性

的建构性，相反在于其追求开放性、不确定性的生成性。传统美学理论，来自于由某种思维方式所建构出

来的哲学体系，笼统地讲，来自于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轻视工匠传统的追求形而上的理念世界的

哲学理论。关注工业技术产品的技术美学的提出，的确对这一美学主流产生了冲击，这是其革命性意义；

但是，由于传统技术美学理论的来源仍旧是旧有美学理论，这就使得其自身最终没能避免被传统美学理论

淹没的命运，其革命性效果也大打折扣并几至于无，美学理论继续坚持其古典学的研究范式，技术美学则

逐渐式微。因此，技术美学如果想要重获新生，要站在二十世纪现象学、存在论、实用主义、建构主义、

过程哲学等反传统二元论的哲学思潮之中，直面技术问题、直面美学问题，最终使得技术美学不仅成为真

问题，而且还会促使美学发生技术转向，让美学真正关注我们这个无处不技术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停留于

理念世界的乌托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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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is Aesthetics of Technology?” is the core issue of Aesthetics of Technology (AOT) research; however, domestic research 

on AOT for the past four decades mostly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 interpreting AOT as a set of Propositions 

needed to be answered urgently, which is a tendency to see the subjects of humanities as natural sciences. In fact, when we are asking “what 

is technology”, we are also using technology, showing the inseparability of technology and human beings. The theory between beings and 

technology, which started from Aristotle and was inherited and promoted by Leibniz, regards people as the product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as 

a sign that distinguishes people from animals, and human beings as technological beings.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is impossible to answer “what 

is technology” and “what is AOT”. We need to advocate a New Aesthetics of Technology (NAOT) as an aesthetic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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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初期，网络文艺以各种形式已经慢慢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成为新世纪大众文艺生活不容

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网络空间是文艺的主要栖息地，诸多新型文艺类型寄居在网络中。除了原创

网络作品外，传统文艺也悄悄溜到这个虚拟空间中再次进驻大众视野。人们已经习惯于在网络媒体中生产、

传播和消费文艺食粮。

一、文艺网站是网络文艺的蓄水池
网络小说、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剧、微电影、新媒体艺术等新型文艺类型聚集在“网络文艺”

的范畴内，从而成为新世纪时代文艺丰碑的重要铭刻。人们正是通过这些铭刻认识新世纪的时代精神和社

会文化。

政治因素介入网络文艺的发展恰恰说明，网络文艺在重构大众心理结构与社会文化形态方面的分量和

地位。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文艺与时代的紧密关系，要求

文艺工作者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习近平说：“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

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

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

力度。近些年来，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

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

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

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

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1] 文艺作品必然符合时代精神和媒介技术的发展。网络时代的媒体格局、媒体

生态塑造了新型文艺形态——网络文艺。

简言之，网络文艺就是网络媒体中的文艺形态。网络文艺从文艺观念、文艺类型、文艺审美、文艺批

评等文艺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极大改变了传统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的键鼠化、文艺媒介的数字化、文艺阅读

论网络文艺网站的文本话语

孙恒存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网络文艺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成为新世纪大众文艺生活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网站是网络文艺的蓄水

池。传媒学视域中的文本理论坚持一个基本命题：文本是媒介的织体。该文本理论透过媒介的力量来观看文本的边界。国内文艺网

站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文本类型，这标示了文艺网站的文艺类型、权限归属和规模布局。文艺网站的文本类型随着时

代发展会做出相应调整和变革，在既有文本类型的巩固与瓦解的摇摆中推动文艺网站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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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屏幕化是网络文艺在创作生产、文本传播、接受消费的典型表现，这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酝酿了全新的

文艺组织——网络文艺社群。网络文艺的创作者与接受者在网络文艺社群开启了热闹非凡的互动和激情洋

溢的交流，网络语言、网络体、网络风格等网络文化层出不穷并日趋深入人心。社会因网络文化的重新塑

形而发生了重大变革，这或隐或显地修改着中国文化的版图。

因此，新世纪文艺研究的重要维度是探究网络文艺。网络文艺迫切需要理论的探索和批评的介入，但

是这种迫切性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网络创作者和接受者，而更多的是来自文艺研究的学者。时至今日，我

们仍然不能把对传统文艺的理论自信施加于网络文艺上，我们对网络文艺的理论模型和批评标准仍然所知

甚少，或许有些理论家已经对此暗生些许恐慌——几乎占据新世纪国内文艺半壁江山的网络文艺居然仍然

未曾被细致纳入到理论和批评的规训中！有鉴于此，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工作者如今再也无法逃避网络

文艺了，无论网络文艺有何种缺陷和缺失，网络文艺必然孕育着未来的文艺经典与文艺大家。探究网络文

艺是当今文艺研究者的必然使命。

如前所述，网络文艺依据不同的载体和媒体而形态各异，短信文学、博客文学、微信文学、音乐客户

端、视频点播平台和门户网站等等。网站是网络文艺的重要集散地。一般而言，网站是基于“超文本标记

语言”（HTML）编写的网页集合体。在“网站”（Website）周围聚集着一批耳熟能详的词汇如“互联网”

（Internet）、“万维网”（World Wide Web）、“Web1.0”、“Web2.0”、“网页”（Web Page）、“浏览器”（Web 

Browser）等。罗伯特·洛根（Robert K. Logan）把网站比喻成一个有机体，通过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的

模型来研究网站：“万维网类似生物圈，互联网类似一个平台，支持万维网，就像地球支持生物圈一样。

正如我们将生物界分为单细胞有机体或原核生物、多细胞有机体或真核生物一样，我们可能对 Web1.0 和

Web2.0 网站作类似的区分。我们还可以将 Web2.0 进一步分为门户网站、电子商务网站、搜索引擎、博

客网站、维基网站、社交网站等。”[2]43 按照罗伯特·洛根的理解，网站是万维网的内容，数以亿计的网站

形成万维网。其中，网络文艺最先聚集在网站周围，网站成为网络文艺的栖息地。

以国内网络文学为例，“榕树下”网站在国内网络文学起步阶段是最重要的孵化器。据“榕树下”网站“关

于我们”的介绍，该网络文学网站成立于 1997 年，2009 年由盛大文学控股改造升级，“是国内历史最悠久、

最具品牌的文学类网站”。自其产生以来，该文学网站已经聚集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它在新世纪的第

一个十五年内已经悄无声息地孕育了韩寒、慕容雪村、李寻欢、安妮宝贝、邢育森、蔡骏、今何在、郭敬明

等一批令人耳熟能详的网络作家。同时，榕树下网站邀请出身传统文学的当代著名作家余华、苏童、王安忆、

王朔、阿城、陈村、麦家、邱华栋、李敬泽等人任该网站举办的网络文学大赛的评委。回顾 20世纪末期，以“榕

树下”为代表的文学网站在中国网络文学网站的早期阶段一直扮演着领跑人的角色。2014 年末到 2015 年初，

女诗人余秀华的新诗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新诗热潮，其代表作品《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时成为街谈

巷议的话题。之后，许多媒体平台开始曝光余秀华成名的幕后推手，遗憾的是人们并未对余秀华的博客网站

给予足够的重视和估价。一个基本事实是，《诗刊》编辑刘年在 2014 年秋季最先在其博客上发现了余秀华的

新诗价值。这促成了《诗刊》在 2014 年 9月刊发余秀华的新诗，随后《诗刊》编委在 2014 年 11月 10日以《摇

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为题将余秀华的新诗发布到《诗刊》的官方微信平台。自此，余秀华

及其新诗被出版社编辑、新闻媒体记者、学术界评论家等簇拥着出现在大众的阅读屏幕中。凡此种种因素都

始于余秀华一个女人的博客网站，换言之，文学网站让可能世界中的余秀华及其新诗成为一种现实。无论是

个人文学网站还是公众文学网站，文学网站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这使得写作成为一个面向普罗大众的事

情。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网络写手大多出身草根和民间，文学网站成为草根作家实现自己文学梦想的最好

平台。从敲字创作到发表出版再到接受获益，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简便又高效的机制，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

文字贴在网上。毋庸置疑，文学网站已经成为网络文学的重要码头仓库。

孙恒存：论网络文艺网站的文本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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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网站是承载网络文学的网站，以此类推，文艺网站是承载网络文艺的网站。众所周知，优酷视频

网站、新浪博客网站、起点中文网、QQ 音乐、央视网、中国作家网（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等网站都是

国内具有知名和品牌的文艺网站。这些文艺网站涉及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等诸多网

络文艺类型。如今，文艺网站无论对于网络作家还是传统作家都是表情达意的重要场所。当人们的文艺诉

求围聚在文艺网站的时候，资本、金钱、市场等一系列的经济因素迅速渗入该场所，为文艺网站的发展带

来了各有利弊的后果。总之，文艺网站是新世纪国内网络文艺的重要蓄水池。这些文艺网站的海量点击率

和浏览量及其由此酵发的文艺新闻热点和文艺现象事件一再表明，亿万网民在新世纪通过文艺网站来获取

文艺精神食粮。显然，文艺网站是网络文艺的研究重镇，文艺网站的研究势在必行。这必然涉及到文艺网

站的定义地位、理论依据、历史分类和价值意义等一系列问题。

二、传媒学文本话语中的文艺网站
国内对文艺网站的研究始于 2000 年前后。截至 2016 年 6 月 1日为止，以中国知网的篇名文献搜索和

指数搜索为据，国内对文艺网站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其一，以“网络文艺的网站”、“网络文艺网站”

和“文艺网站”为篇名的研究文献尚属空缺，以“网络文艺”为篇名的研究文献在二十年间虽然已有 140 多篇，

但是这些文献并未触及网络文艺的网站方面；其二，国内文艺网站研究目前主要聚焦在“网络文学网站”和“文

学网站”。以“文学网站”为篇名的研究文献数目已经接近 200 篇。其中，这些学术文献主要包括期刊杂

志、硕士学位论文、报纸、年鉴等类型，大体分布在中国文学、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出版、新闻与传播、

互联网技术、文艺理论等学科专业；其三，国内主要是从盈利模式和营销策略、网络编辑出版传播、发展

对策与未来趋势、产业链与产业化、品牌标识、内容设置、以具体文艺网站为案例等方向来对网络文学网

站和文学网站进行研究。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文献主要从经济视角着眼研究文艺网站的生存基础、现实发

展和未来使命。文艺网站必然依靠经济因素运作，因而在文艺网站谋求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因素的考量

是一个首要话题和命题，这关乎文艺网站的兴衰甚或生死存亡；其四，在中国知网以“文艺网站”进行指

数搜索，该学术范畴的“学术关注度”和“用户关注度”显示，国内对文艺网站的研究从 2000 年前后持续

至今并在最近四五年里呈现出激增现象。学术关注度显示，涉及或提及“文艺网站”的文献发文量总体呈

现出波浪形图示，该波浪形图示从 1997 年到 2011 年呈现为平推稳态发展，而在 2011 年开始迅速陡升并持

续至今，这段时间一直维持在较高的关注度位置上。用户关注度显示，涉及或提及“文艺网站”的文献的

用户下载量在 2006 年迅速攀升，并在 2007 年达到最高位置而后持续至 2010 年，2011 年该数据超过 2007

年并呈现爬升的态势。学术关注度和用户关注度体现了文艺网站研究的学术指数，该指数大体表明人们在

2006 年至 2011 年的区间不约而同地开始正视该学术范畴并将其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范围和日程中来。

综上所述，国内对文艺网站的研究大体呈现出四个特点。这些特点大概展现了文艺网站研究在国内

二十年间的历史发展、方法视角、学科分布、术语范畴，凸显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利弊问题。我们认为，

随着文艺网站的扎实稳态发展，以文学网站为代表来阐述文艺网站的研究略显薄弱和不足，应该把“文艺

网站”作为研究的范畴和对象，应该以文艺文本理论作为新的视角审视文艺网站的历史发展，从而全面更

新和升级文艺网站研究。

文本话语中的文艺网站研究需要从文本理论开始谈起，这首先要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何为文本？目

前的文本理论大体从三个方向上界定文本。俄国文艺理论学者瓦·叶·哈利泽夫在其撰写的文学理论教材

中阐述了这三种文本理论。

首先是作为语言学和语文学概念的文本。文本最初源自语言学，其语言学的意义是指作为整体加以

感受而不可分割的交际单位。文本的语文学意义是指“某个意义序列的语言表达”（利哈乔夫，1983 年），

它是作品言语本身，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主题思想相提并论。因此，瓦·叶·哈利泽夫认为作为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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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语文学概念的文本是指“言语单位本身井然有序的组织结构”[3]300，这个界定在文学理论中根深蒂固，

它的研究领域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术语：手稿或草稿、档案、笔迹、版本、校勘、编辑、鉴定、考证。

其次是作为符号学和文化学概念的文本。文本首先挣脱语言的羁绊，成为“有联系的符号综合体”（巴

赫金）。文本是一种符号综合体，它既诉诸于语言又奠基于非语言，既依靠视觉又仰赖听觉。当作为符号

现象的文本被赋予文化价值和集体记忆之后，它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文本。瓦·叶·哈利泽夫认为作为

符号学和文化学概念的文本意味着“文本是言语行为的凝固结果，是蜕变为永远凝固的结晶和实物的话

语”[3]301。文化学和符号学的文本根据不同的功能分为独白文本和对话文本。独白文本呈现出缺少个人语

调和评价色彩的中立态度，主要面向自然科学。对话文本呈现出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因素，主要面向人

文科学。巴赫金和尤里·洛特曼就是在这种对话文本的基本共识上构建各自的文本理论，这是一种符号学

和文化学的文本理论。文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本质上是一种人类负责任地使用符号的行为结晶。

最后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文本。法国后结构主义领袖雅克·德里达的名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

是该文本理论的最佳代言，该文本被瓦·叶·哈利泽夫形象化地称为“无边文本”。从上帝之书到生命之页，

社会现实、自然世界等天地人都被无限的文本化，这种文本化除了具有无边无际的效应外还具有强制执行

的效果。借用绘画领域的强制性视觉原理，我们把这种不断强加文本化的东西称为“强制文本”。众所周知，

罗兰·巴特、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继承并发展了这种独特的文本理论。从人的消失、作者的死亡到能指链

的滑动和互文性的游戏，泛文本的思想在学界既一鸣惊人又恶贯满盈。它为人文精神的衰退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如果说对话文本是负责任的文本，那强制文本则逃避了这种责任。

这三种文本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有效阐释作为文本的文艺网站。我们愿意在这里提出第四种文本

理论即传媒学文本。但是，数字文本、超文本、赛博文本等以往传媒学文本理论显然只是从数字化、互文

性和虚拟化的角度阐述了某些具体的文本特性，这些传媒学文本理论仍然无法全面阐述作为新型文本的文

艺网站。例如，人们往往从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互文性来阐释超文本，这是因为超文本的技术基础即超

链接与互文性中引文的编织具有同构关系。这样的阐释仍然是从后现代主义文本理论的视角打量传媒学概

念中的文本，超文本显然被放大为数字文本和赛博文本的唯一特性。我们认为，传媒学视域中的文本理论

应该承认一个基本命题——文本是媒介的织体。该文本理论在融合语言学和语文学、符号学和文化、后现

代主义的文本思想后引入媒介学和传播学，把文本的实与虚、独白与对话、稳定与变动、强制与自动等特

性融合在一起，透过媒介的力量来观看文本的边界。毋庸置疑，网站是传媒学视域中文本理论的具体表现，

是媒介编织的传播实践。网站与文本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媒介的媒介的媒介……”。“媒介融合是

数字屏幕上媒介编织过程中的文化实践”[4]241，而网站则是媒介融合的重要平台。因此，文本话语中的文

艺网站有着双重内涵，它意味着“作为文本的文艺网站”既是一种隐喻表述也是一种指谓命名。换言之，

文艺网站既像一种文本，又是一种文本。网站是网络文艺的文本聚集地，网络文艺首先是以文本的形式聚

集在文艺网站。某种程度上说，文艺网站是文艺文本的载体和媒介，而其本身又是一种新型的文艺文本，

这意味着一种新的文本范式在崛起。

三、国内文艺网站的文本类型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网站在互联网浪潮的推动下获得了极大发展，涌现出了琳琅满目的

文本类型。分门别类是文艺研究的一个常规选项，尽管以克罗齐为代表的反对分类的呼声从未间断。西方

的戏剧、抒情和史诗的三分法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古代的骈散区分在当下仍具魅力。通常而言，文艺美学、

艺术哲学、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大多把文艺分为诗歌、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门类，电影、电视、

广播等门类随着时代发展而补充进来。每一种文本类型对于文艺理论和文艺历史至关重要。菲尔迪南多·伯

吕纳吉埃尔认为文学史就是种类的进化史 [5]285，厄尔·迈纳（Earl Miner）认为类型研究可以形成某种原创

孙恒存：论网络文艺网站的文本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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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当一个或几个有洞察力的批评家根据当时最崇尚的文类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时，一种原创诗学

就发展起来了。”[6]7 某种程度上说，类型是文艺作品的身份，这是一种“集体的标志”[7]438，是文艺的附带文本。

因为类型本质上就是一种“伴随文本”（赵毅衡），所以文艺类型的划分标准就是对文本分门别类的依据和

章程。无论按照何种标准和原则对文艺网站进行文本分类，文本类型的分类准绳必须实现逻辑的统一和一致，

避免出现交叉重叠。换言之，就是用一把尺子测量文艺网站的文本类型，标出刻度和边界。因而，不同的

分类标准显然形成迥异的文本类型。我们尝试从三种划分方式来区分国内文艺网站的文本类型。

第一种是按照传统文艺门类的标准划分文艺网站的文本类型。传统有着强大的力量，人们首先是依靠

传统的习惯和俗约来认识和区分新事物。传统文艺门类在网络时代仍然有效使用，深刻影响了网络文艺的

分门别类。2015 年 9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在政策

层面依据文艺门类的传统习俗划分了网络文艺的类型：“实施网络文艺精品创作和传播计划，鼓励推出优

秀网络原创作品，推动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剧、微电影、网络演出、网络动漫等新兴文艺类型繁荣

有序发展”。如果我们对这个分门别类稍加整合修改，就会得出不同文本类型的文艺网站：网络文学网站、

网络视频网站、网络音乐网站、网络动漫网站、网络游戏网站等。

其一、网络文学网站。网络文学网站显然是以文学文本为载体内容的文艺网站。国内文学网站相较同

标准内的其它类型获得更多关注和研究。在诸多导航网站，网络文学网站一般被放在小说栏，因为这些网

络文学网站主要承载网络小说的文本类型。目前，国内网络小说网站包括起点中文网、榕树下、红袖添香、

17K 小说网、潇湘书院、晋江文学城、磨铁中文网、言情小说吧、小说阅读网、百度文学旗下的纵横中文网、

腾讯文学旗下的创世中文网、红薯网、凤凰书城、新华阅读网等等。

其二、网络视频网站。网络视频网站主要包括电视剧、网络剧、电影、微电影、综艺节目、纪录片、网

络直播、搞笑视频、拍客视频等文艺类型，诸如此类的文艺类型都以网络视频的形式在网站播放。国内网络

视频网站主要有优酷网、土豆网、搜狐视频网、爱奇艺网、乐视视频网、我乐网、腾讯视频网、面包网等等。

其三、网络音乐网站。网络音乐网站主要是以音乐为内容载体的网站。国内网络音乐网站主要有酷狗

音乐、酷我音乐、虾米音乐、QQ 音乐、搜狗音乐、百度音乐、一听音乐等等。

其四、网络动漫网站。网络动漫网站是以动漫、卡通、漫画为内容的文艺网站。国内网络动漫网站主

要有哔哩哔哩网、AcFun 网等等。

其五、网络游戏网站。网络游戏网站是以网络游戏（包括手游与页游）为主要内容的网站。国内网络

游戏网站主要有 7K7K 小游戏、QQ 游戏、2345 游戏等等。

当然，传统文艺门类作为载体内容可以出现在同一个文艺网站，因此网络文学网站、网络视频网站、

网络音乐网站、网络动漫网站、网络游戏网站间并非截然封闭的。例如网络视频网站就包括了网络音乐、

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等内容。目前来看，国内文艺网站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从以某一个传统文艺门类为内容

载体到以多个传统文艺门类为内容载体的现象。换言之，国内文艺网站的文本类型呈现出体裁融合、题材

集约、文类集中、门类整合的文本特点。

第二种是按照隶属管理权限的标准划分文艺网站的文本类型。文艺网站作为一种文本类型始终存在着

建设、维护和推广的任务，这涉及到文艺网站的归属或隶属、管理或领导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文艺网站

归谁所有、归谁运营。本质上就是人们在文艺网站中的权限是有是无、是大是小。文艺网站的权限显然是

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个人生活间复杂博弈的结果。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就是官

方文艺网站，经济利益成为首选标准的就是商业文艺网站，个人生活成为舞台主角的就是个体文艺网站。

首先是官方文艺网站。官方文艺网站是打着政治标记的文本类型，它通常隶属于官方的文艺组织、协

会和媒体。例如：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各个地方的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各个地方的文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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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与地方主管的官方媒体。这些文艺组织、协会和媒体主管和

主办的承载文艺内容的网站就是官方文艺网站。举例来说，官方文艺网站主要有中国文艺网、中国作家网、

新华副刊、山东作家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等等。官方文艺网站通常由互联网公司进行网站维护，但是其内

容的把关人却是政治机构或官方组织的行政人员。因此，官方文艺网站管控意识形态。

其次是商业文艺网站。商业文艺网站是追逐经济利润的文本类型，它通常隶属于股份有限公司，由公

司的员工进行后台编辑。商业文艺网站比较贴近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这是由其文本特性决定的。因此，

商业文艺网站容易引起全社会的共鸣，制造新闻级别的文艺现象。商业文艺网站主要有起点中文网、腾讯

文学、新浪视频网、凤凰读书等等。

最后是个体文艺网站。个体文艺网站是集中展现个人生活的文艺平台，换言之，它是人们艺术地参与

日常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时至今日，我们在个体文艺网站中进行的操作行为已经演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中

的一种生活方式。个体文艺网站主要有新浪博客和微博、腾讯说说和空间等等，它是由个人基于日常生活

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原则而进行的后台编辑。以新浪博客为例，韩寒的博客、郭敬明的博客、郑渊

洁的博客等作家在新浪博客总流量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其中，韩寒新浪博客的浏览量已经高达六亿多次，

是个体文艺网站的典范代表。这也说明个体文艺网站在网络文艺中的重要地位，它参与、引导、传播了中

国网络文艺。需要特意说明的是，个体文艺网站总是依托商业文艺网站和官方文艺网站。

总之，官方文艺网站的管理权限归政府，商业文艺网站的管理权限归公司，个体文艺网站的管理权限

归个人。文艺网站的文本类型据此三足鼎立而在某些方面又略有倾斜。

第三种是按照专业专门与否的标准划分文艺网站的文本类型。众所周知，网站首先是一个网络媒体，

它承载了诸多种类的文化内容，文艺只是其中一个种类而已。因此，这里涉及的问题就是，有的网站专门

或者集中承载文艺，而有的网站则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栏目或者频道。文艺网站显然就会有专业文艺网站与

专栏文艺网站的区分。首先是专业文艺网站。专业文艺网站就是以文艺作品为主要内容的专门网站。例如，

优酷网是以网络视频为主的专门网站、榕树下是以网络文学为主的专门网站、中国作家网是以传统文学为

主的专门网站等等。其次是专栏文艺网站。专栏文艺网站就是门户网站中的文艺专栏或文艺频道。例如，

腾讯网门户网站的文学、文化、热剧、综艺、读书、电影、音乐等频道，凤凰网的门户网站的国学、读书、

文化、音乐等频道，百度门户网站的游戏、文库、阅读、贴吧、音乐等频道。专栏文艺网站往往是综合门

户网站的频道或专栏。二者之间是想通的，如果专业文艺网站被放在某个综合门户网站中，成为其中的一

个频道或专栏，那这个专业文艺网站相对这个综合门户网站而言就是专栏文艺网站。例如，腾讯文学是专

业文艺网站，但是腾讯文学是腾讯网里面的一个频道，因此它又是专栏文艺网站。总之，专业文艺网站可

以展现文艺网站的规模化和集约度，专栏文艺网站则展现了文艺网站的分布和布局。

总之，国内文艺网站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文本类型。上述所区分的文本类型标示了文艺

网站的文艺类型、权限归属和规模布局。文艺网站的文本类型随着时代发展会做出相应调整和变革，在既

有文本类型的巩固与瓦解的摇摆中推动文艺网站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发展。对此，它迫切需要拓展、细化分

类标准，来瞻顾和丰富文艺网站的文本类型。

结语
文艺网站作为一种新型文本，它不仅具有理论依据，同时具有历史分类的既定事实。对该事实进行现

象学的研究是一个可行性方法。直面作为文本的文艺网站本身，可以让我们揭示文本话语中文艺网站研究

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从文本的角度把“文艺网站”作为研究范畴和对象来推进当下国内的文艺网

站研究。

首先，网络文艺的类型花样百出，文学网站不能有效代表文艺网站的总体概况。人们需要从文艺网站

孙恒存：论网络文艺网站的文本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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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研究中获取网络文艺在网站层面的学理探索。文艺网站是网络文艺共同体的集中表述，只有对这个

共同体进行总体性研究和探析，才能把握其价值和意义。

其次，“文艺网站”作为一个术语范畴已经被提上政治日程，国家要在经济和政治上大力发展和管理

文艺网站，文艺网站的学术研究日程需要跟进。《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明确指出“办好重

点文艺评论报刊、网站和栏目，丰富表达形式，拓展传播途径”、“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独特优势，把握传播

规律，加强重点文艺网站建设”“进一步完善各项文艺扶持政策，加大对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的扶持，

加大对文学艺术重点报刊、重点网络文学网站的扶持”。“文艺网站”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和学术范畴在经济、

政治和社会上成为一个热点词汇。国家制定相关文艺政策法规，把文艺网站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鼓励重点建设发展，这也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管理的重要内容。

最后，文艺网站研究是网络文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艺网站研究需要从经济产业视角转换为

文艺理论视角。时代的文艺必然是由具体的文艺作品代言，基于文艺作品的文本理论是文艺研究的重要资

源宝库。因此，文艺网站的文艺理论研究必然考察文本话语中的文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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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extual Discourse of Internet Literary and Art Web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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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literature and art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people’s daily life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ublic’s literary life 

in the new century that cannot be ignored. Literary and art websites are the reservoir of online literature and art. The text theory in the field of 

media studies insists on a basic proposition: the text is the weaving body of the medium. This text theory views the boundaries of texts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medium. Domestic literary and art websites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text typ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riteria, which 

mark the literary and art types, authority attribution and scale layout of literary and art websites. The text types of literary websites will mak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pluralism of literary websites in 

the sway of consolid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established text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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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清代满族著名词人，主要作品有《饮水词》《渌水亭杂识》《通志堂集》等。其词风哀感顽艳，

自然超逸，清代词人周之琦称其词为“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1] ；梁启超评价其词 ：“容若小

词，直追李主”[2]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他“北宋以来，一人而已”[3]，可见其人其词在当代和后

世的地位与影响。

意象，是客观的外物形象与诗人的主观感受结合而形成的审美图像，体现诗人的情趣与品位，也是诗

人的诗魂所在。“梦”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用意象之一，多反映诗人或词人的心理需求与愿望。中国古典

诗词中“梦”有多种意义，如表达未竟心愿和期盼：“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表达梦境与现实的交织重叠：“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晌贪欢”；以及表达对人生梦幻泡影的感悟：“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

凉”“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浮生一梦”。纳兰词中“梦”之意象也多次出现。在《饮水词》已收录的 348 首

词中，有“梦”的意象词占了 103 首 [4]，这一现象值得后人研究。纳兰性德《饮水词》中“梦”意象的书写，

除了有以上意义外，也有他借“梦”这一载体记录闲适生活情趣、表达对生死离别的不舍、排遣羁旅奔波

愁闷、及对古今岁月流逝和人类命运的思考。“梦及其象征既不是荒诞不经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相反，

梦为那些愿意为理解其象征而劳神费心的人提供了最富有趣味的知识信息。”[5] 因此，笔者试对纳兰性德《饮

水词》中“梦”之意象加以分析，以求探索词人的内心世界。

一、闲愁梦：梦里寒花隔玉箫
纳兰性德幼时便聪慧过人，“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6]，“读书机速过人，辄能举其要”[7]，年少

时精于骑射，百发百中。“长而博通经史，尤好填词，以词人名世”[8]，堪称是个文武双全、勤勉好学的上

进少年。这一时期的纳兰性德，正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来自满族的尚武传统使他充满进取精神，积极向上；

对儒家文化的痴迷又使他恣情徜徉诗书世界，感受古典文化的深微幽隐。其词作也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

上加以创新，这一时期的词作，尤以轻盈的闲愁梦最能体现这位世家子弟的倜傥风流。

论纳兰性德《饮水词》中“梦”之意象

王金玉  薛柏成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摘  要：纳兰性德，清代满族著名词人，留下不少传世名作，其人其词在当代和后世均有较高评价。在这些以“哀感顽艳”著

称的作品里，常有不同类型的“梦”之意象，给人以缠绵悱恻、空幻凄凉之感，体现了词人伤时忧世的心绪。本文通过对纳兰性德

《饮水词》中“梦”之意象归类整理，分析揭示《饮水词》中“梦”意象的不同内涵，以求进一步探索词人创作的心路历程与精神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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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起重寻好梦赊。忆交加。倚著闲窗数落花。”（《忆王孙》）好梦重温闲数落花，追忆过去快马轻裘

的日子，展现了悠然闲适的心境。“舞鹍镜匣开频掩，檀粉慵调，朝泪如潮，昨夜香衾觉梦遥。”（《采桑子》）

香衾独卧，鸳梦遥远，以女性的口吻，写出了闺中少妇孤寂无聊的慵懒情态，颇有“悔教夫婿觅封侯”的

韵味。“拨灯书尽红笺也，依旧无聊。玉漏迢迢，梦里寒花隔玉箫。几竿修竹三更雨，叶叶萧萧。分付秋潮，

莫误双鱼到谢桥。”（《采桑子》）深夜拨灯，写尽红笺，玉漏暗滴，雨打秋竹，衷情难诉，梦中相思之轻愁

跃然纸上。“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

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采桑子》）谢桥，古人常将爱恋之女子称为谢娘，将其居所称为谢家、谢桥。

凄凉的乐府曲伴随着萧萧风雨声进入词人耳中，又是一个百无聊赖的难眠夜，梦里不知能否能与恋人相见

呢？写出了情窦初开辗转反侧的少年情态。

除了写相思的闲愁梦，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中还有不少关于怀念友人的轻梦：

“才听夜雨，便觉秋如许。绕砌蛩螀人不语，有梦转愁无据”（《琵琶仙·忆梁汾》）和“别来几度如

珪，飘零落叶成堆。一种晓寒残梦，凄凉毕竟因谁”（《琵琶仙》）两首词皆是写给忘年交顾贞观的，“夜

雨”、“落叶”点明季节的变化伴随秋夜的到来，更平添了几分知音远隔的孤寂与凄凉，写出了与好友分

别依依不舍而引发的轻愁。“生小不知江上路，分明却到梁溪。匆匆刚欲话分携。香消梦冷，窗白一声鸡。”

（《临江仙·寄严荪友》）因思念好友而梦到好友故居，欲诉离别，却被鸡鸣惊醒美梦，这种欲说还休戛

然而止的停笔，模糊了梦境与现实的界限，留下了无穷韵味。“午风吹断江南梦，梦里菱讴。”（《金人捧

露盘·净业寺观莲，有怀荪友》）梦里追忆与荪友一起于净业湖观荷的趣事，表达对好友的思念。至深

之情以至淡的笔墨书写出来，平淡克制中又见其深情。弗洛伊德认为，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满足。很显然，

现实生活种种阴差阳错与无奈，使纳兰性德与好友们聚少离多，因此，与好友们再会的愿望就通过“梦”

的形式来表达。

荣格提出：“一个人越是了解人类命运，越是探索到他对人生剧情的隐秘推力，它就会被无意识的推

动力震撼，越会深刻明白所谓的自由选择其实是受限的。”[9] 随着年岁的增长，父亲明珠的熏天气焰、家

族复杂的关系网络以及性德无法摆脱的侍卫身份，都给渴望自由的他套上了一层枷锁，使他不能如过去一

样恣意豪纵。因此，这一时期性德的词作中一度表达出对自由的无限渴望。纳兰性德青年时代曾对入朝为官、

光耀门庭颇有希冀，“功名垂钟鼎，丹青图麒麟”[10] 是他的志向，他也为此不懈努力。但随着入朝为官走

近政治中心，见识官场的人事倾轧与斗争，他的闲愁梦开始变得疲惫沉重，一腔热血在遭遇残酷现实后很

快冷淡。侍卫生涯的不得志，朝堂党争的激烈，官场的尔虞我诈，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收敛锋芒。这位

风流倜傥潇洒自在的世家子弟，在体验入朝为官伴君护驾的经历后，更加深了对社会现实和官场黑暗的深

度理解，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风流少年变成“天将愁味酿多情”的无奈自嘲，其词作中的“梦”意象

的书写，也表现了时间变幻带来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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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好》）。夕阳

影里，玉笛声中，黄叶飘落白雁远去，年年岁岁四季变换，人也在时间的洪流中随波浮沉。韶华如梦，繁

华易逝，残阳小楼中，词人惊觉时间的无限永恒与个人生命的脆弱易逝，对比之下更添一股徒劳的惆怅。

“凄凄切切，惨淡黄花节。梦里砧声浑未歇，那更乱蛩悲咽。”（《清平乐》）由秋风的肃杀想到人生老之将至，

盛衰荣辱悲欢离合，最终难免如秋日黄花一样零落成泥，终归于空。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性德也不禁思考

个人在历史、在时间的长河中，又有着怎样的存在意义呢？

政治理想的破灭与生活体验的增加，性德的闲愁梦越来越流露出繁华易逝、好景不长、美梦易醒的思

辨哲学。生命中求而不得的失意、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遗憾，人类有限生命在无限时间面前的脆弱与

渺小，这不仅是性德个人的人生遭遇，整个人类的荣辱得失、聚散生灭也是如此。由个人宿命想到人类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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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宿命，“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伤感与悲凉，令性德的笔下流露出无法排遣的忧伤与孤独。不

仅同时代人，甚至三百年后的读者也能感受到《饮水词》里挥之不去的忧愁，继而生起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试倩玉萧声。唤千古、英雄梦醒”，一切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都会被时间抹去，英雄梦醒后是继续建功立

业书写传奇还是扁舟一叶终老田园？古今一梦，几人梦觉？闲愁梦，写出了纳兰性德对生命流逝的惋惜以

及岁月无情的哀叹。

二、别离梦：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
性德二十岁时，娶两广总督卢兴祖女儿卢氏为妻。卢氏“生而婉娈，性本端庄”[11]，与性德情投意合，

夫唱妇随，夫妻二人一起度过了许多甜蜜时光。然而成婚第三年，卢氏因难产去世，一向痴情重义的性德

一时难以接受，午夜梦回之际追忆妻子生前种种，幻想着与亡妻再续前缘。情之所至，写下大量悼亡词，

字字带泪，句句真情。爱妻的猝然离去，常让性德感慨人生如梦，苦多乐少。因此“梦”之书写，成为性

德寄托情感与哀思的主要载体。

“泪咽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凭仗丹青重省识。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别语忒分明。午夜鹣鹣梦早醒。

卿自早醒侬自梦，更更。泣尽风檐夜雨铃”（《南乡子 ·为亡妇题照》）。这首午夜梦醒写给亡妻的词，追悔

自己从前醉心功名无暇陪伴妻子，导致而今追悔不已。同时也将人生的悲欢离合喻成一场幻梦。《圆觉经》

云：“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由有诸欲，助发爱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续”。凡夫有情爱的痴缠，因此才不断

堕入轮回，在尘劳中辗转奔波，苦不堪言。如今妻子已从幻梦中醒来，自己仍然在红尘梦中茕茕孑立，“只

向从前悔薄情”，道出了多少悔不当初的苦涩。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戏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梦好难留，诗残莫续，

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沁园春》）此词背景为卢氏逝世一周年后重阳节前三日，

性德梦到亡妻作赋：“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梦醒后追忆爱妻生前种种，感慨自己多情薄命。

悠悠生死，一别经年，爱妻魂魄虽然出现在梦中，却只是灵飙一转，瞬息即逝。佳人已逝，好梦难留，碧

落黄泉难再见，写出了世间恩爱夫妻阴阳两隔不能白头的遗憾。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 （《金缕曲　亡妇忌

日有感》）“寒更”“葬花”，寒之凛冽，葬花之悲凉，两者皆使人感到生命的无助与凄凉，魂梦杳远，更是

在这种凄凉无助找寻中，凭添了一份难以忍受却不得不忍受的孤寂。寒雨葬花幽梦无凭，关山梦长鱼雁讯少。

三载离别，亡妻许久不来入梦，然而性德的痴情依然有增无减。

“春情只到梨花薄，片片催零落。夕阳何事近黄昏，不道人间犹有未招魂。银笺别梦当时句，密绾同心苣。

为伊判作梦中人，长向画图清夜唤真真。”（《虞美人》）“梨花”在古诗词中常比喻美人容颜，春风吹落梨花，

也借梨花的零落喻美人生命的凋零。黄昏夕阳下，词人欲呼唤妻子魂兮来归。《牡丹亭》云：“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情之所至，可以超越生死，思念至深的性德也想向画图里召唤亡妻，

但伊人已逝，人鬼殊途，不过是幽梦无凭，徒唤奈何。

阿德勒认为：“梦是人类心灵创造活动的一部分，假使我们发现人们对梦有些什么期待，我们便可以

相当准确地看出梦的目的。”[12] 性德的别离梦，正是他现实中得不到回应的一种情感寄托与慰藉。“容若既

笃于伉俪之情 , 故悼亡词最哀痛。”[13] 梦可超越时空及阴阳的束缚，也可实现现实中未了之愿。性德与妻

子天人永隔，只能寄托梦中相见，但虽与亡妻梦里暂得团圆，不过是片刻欢欣，转眼又人鬼殊途。梦境是

不能停留的，暂存还灭，人生的虚幻也和梦境一样不能停留。“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十一年前梦一场”。

妻子去后多年，尽管风雨消磨新人在侧，性德的这份痴情依然不减。别离梦，寄托了纳兰性德无限的个中

冷暖，睹物思人的情愫。“又到肠断回首处，泪偷零”，谁能不为这份真情感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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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羁旅梦：聒碎乡心梦不成
康熙十五年（1676），性德应试中二甲，赐进士，后被康熙帝选授为侍卫，从此开始了伴帝护驾的生涯。

伴随康熙帝南巡北狩，游历名山大川，“数尝西登五台，北陟医巫闾山，出关临乌喇，东南上泰岱，过阙

里，度江淮，至姑苏”[7]370。在北狩途中凭吊古战场历史遗迹，在南巡路上感受杏花春雨江南的缠绵与温婉。

旅途见闻，不仅是空间场所的转变，也带给性德带来关于历史和时间的不同感受。登高舒啸寻访古人圣迹、

临流赋诗亲感圣贤情怀，塞北的风刀割面霜雪塞途，故地的秋风瘦马残壁断垒，更激发了性德内心的感触

与情愫，各种复杂心绪与感怀，在羁旅梦中可略窥一二。

最著名的要数这首《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逾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

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此词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性德随康熙东巡途中。三藩之乱平定后，

康熙帝东巡祭祖，率领八旗将士山水兼程，向关外进发。辽阔荒凉的塞外边地，声势浩荡的八旗队伍，明

亮闪烁的帐灯，在黑黝黝的深夜映衬下显得更加光明耀眼。但在荒野塞外，越是寒风呼啸越是想起家里的

温馨舒适，凄厉的风雪声使帐内这位多情敏感的词人更添加了思乡的惆怅。辽阔苍凉的山河风雪与孤寂渺

小的个人形成鲜明对比，万里行程，千帐灯火，写出了八旗军旅的恢弘壮势与不畏霜寒的民族气质；一豆

青灯，孤身一人，又写出个人在宏大的万古江河、无限岁月里的孤寂与渺小。“创出未经人道的崭新意境，

达到了有清一代思乡怀人之词的高峰”[14]。

“又到绿杨曾折处，不语垂鞭，踏遍清秋路。衰草连天无意绪，雁声远向萧关去。不恨天涯行役苦，

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明日客程还几许，沾衣况是新寒雨。”（《蝶恋花》）“黄云紫塞三千里，女墙西畔

啼乌起。落日万山寒，萧萧猎马还。笳声听不得，入夜空城黑。秋梦不归家，残灯落碎花。”（《菩萨蛮》）

两首词皆写出清秋时节边塞寒霜扑面的凛冽。落日西风，猎马笳声，伴随秋夜到来，更显出行客的孤寂与

萧索。

“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犹恋桃花月，梦好莫催醒，由他好处行。无端听画角，枕畔红冰薄。塞马一声嘶，

残星拂大旗。”（《菩萨蛮》）梦里沉睡正酣自在逍遥，梦外朔风吹雪画角悲鸣，塞马长嘶旌旗猎猎。写出梦

境与现实的交错，梦中浪漫温柔的旖旎与梦醒后风雪交加的霜寒形成鲜明对比，更让词人生起对故乡田园

灯火温情的怀念。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幻想，幻想只会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15] “在梦

中，我们将会更接近真实的自我”[16]。性德本是骁勇善战骑射民族的后裔，他笔下的羁旅梦，既有赞美塞

外秀丽风光，也有描绘不畏严霜披坚执锐的满族健儿，也有描写征人路途的艰辛险难，风霜雨雪的无情催折，

以及军旅生涯的苦闷辛劳。即便是白山黑水塑造出来的骁勇健儿，在辽阔荒凉的塞外，也仍旧生起对故乡、

对家人以及灯火温情的无限思念，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份坦诚与质朴，由个人亲身体验扩展到人类整

体情感体验，同时又带有独特的民族个性和强烈的感染力，这也是纳兰性德羁旅词独树一帜的原因。

四、古今梦：如梦前朝何处也
性德幼年勤学博览群书，“日则校猎，夜必读书，书声与他人鼾声相和”[6]367。且志行高洁心怀天下，“读

书至古家国之故，忧危明盛，持盈守谦，格人先正之遗戒，有动于中，未尝不形于色也”[6]368，秉持着“以

儒治国，以佛治心”[10]722 的原则，性德以史为鉴，在古往今来成王败寇的历史教训中，对朝代更迭、古今

兴衰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如这首《望海潮·宝珠洞》即是一例：“汉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白日空山，夜深清呗，

算来别是凄凉，往事最堪伤。想铜驼巷陌，金谷风光。几处离宫，至今童子牧牛羊。荒沙一片茫茫。有

桑干一线，雪冷雕翔。一道炊烟，三分梦雨，忍看林表斜阳。归雁两三行。见乱云低水，铁骑荒冈。僧

饭黄昏，松门凉月拂衣裳。”喧嚣繁华的盛景过后留下满地凄凉，盛极必衰乃是常理。乌衣巷口王谢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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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燕亦飞入寻常百姓家，富贵至极的金谷风光转眼成为童子的放牧场，“荣华花上露，富贵草上霜”。繁

华过后必然凋零，盛筵歌罢终会散场，古来将相今何在？徒留虚名后人钦。写出朝代变换的无常 “海色

残阳影断霓，寒涛日夜女郎祠。翠钿尘网上蛛丝。澄海楼高空极目，望夫石在且留题。六王如梦祖龙非。”

（《浣溪沙·姜女庙》）“泠泠彻夜，谁是知音者。如梦前朝何处也，一曲边愁难写。极天关塞云中，人随

雁落西风，唤取红巾翠袖，莫教泪洒英雄。”（《清平乐  弹琴峡题壁》）思妇春闺梦、帝王江山梦、英雄

沙场梦，皆如镜中月、水上泡一样转瞬即逝。写出了世间朝代变幻、人事易改的无常真理，繁华盛世不

过是梦幻泡影，世人又何必为此汲汲钻营？

还有这首《百字令·宿汉儿村》：“无情野火，趁西风烧遍、天涯芳草。榆塞重来冰雪里，冷入鬓丝

吹老。牧马长嘶，征笳乱动，并入愁怀抱。定知今夕，庾郎瘦损多少。便是脑满肠肥，尚难消受，此荒

烟落照。何况文园憔悴后，非复酒垆风调。回乐峰寒，受降城远，梦向家山绕。茫茫百感，凭高唯有清啸。”

梦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局限，实现古今、远近、虚实、真假、物我、过去未来的重叠和对话。此首词

上阙写冰雪塞外的荒凉孤寂，以多愁多病的庾郎自喻，表达伤感之情；下阙进一步渲染边塞的荒凉凄清，

以司马相如“文园憔悴”表达远行游子的乡愁，写出了山河永在岁月变迁的邈远与孤寂，也对才子薄命

发出叹息。 

《红楼梦》有“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的喟叹，《金刚经》

亦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的般若观照。历史上不断上演的王朝兴替、

成王败寇、沉浮起落，如镜花水月般虚幻不实。熟读史书的性德，虽然明白古今沧桑朝代兴替自有不可变

更的规律，但仍然为此生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进而谱出一曲曲生命的挽歌。这些挽歌以梦为载体，既

表达对朝代更迭的哀叹，也表达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惋惜。“一家一姓王朝的兴盛、覆灭，常常使那些壮志

难酬的词人看到多少风流人物化作荒原尘土，一切归于历史的空幻之中，这种空幻在历史面前常常发出痛

苦的呻吟。”[17] 历史是时间的过客，人类又是时间的过客。“如梦前朝何处也”，性德的古今梦，体现了一

个先行者的孤独和清醒。

五、总结
 “梦意象描写，是揭示人内心世界浓缩外界信息的独到的艺术手段。”[18] 纳兰性德在《饮水词》中“梦”

之意象书写，是他真实内心世界的一个缩影，也是他对个人和时代命运的探索与追问。闲愁梦、别离梦、

羁旅梦、古今梦，各种忧患、苦闷、孤独、沉郁的情绪笼罩在词人的心头，影响着性德的生命体验和感受。

性德的“梦”之意象，既有男子作闺音书写闺中女性慵懒无聊的闲愁，也有个人人生遗憾的表达，同时也

有对家国天下、历史兴衰的感慨。总体又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个人愿望在梦中的满足；第二层，对历

史家国、古今世事的追寻与探索；第三层，由己及人、对人类集体宿命的深切关照。因此这使得他的词作

带有悲天悯人的别样韵味以及深沉丰富的哲学内涵。纳兰性德是一个勇于探索勇于超越自我的人，时代的、

民族的、家国的、环境的种种束缚与阻碍，没有让他怨天尤人消极悲观，反而在“不如意事年年”的磨炼

中不断强韧自己的精神人格，其词中之“梦”，就是对这个世界真善美的直接呼唤。 顾贞观论及读纳兰词

的感受：“如听中宵梵呗，先凄惋而后喜悦。定其前身，此岂寻常文人所能得到者。”[19] 叶嘉莹评价纳兰词：“不

论写景或言情，都有其所独有的一份敏锐真切的感受，而且能够不因袭前人，全以他自己活泼的想象和生

动的语言表现之。”[20] 这正是纳兰词“清丽婉约，哀感顽艳”之所在。

黑格尔提出：“谁如果要求一切事物都不带有对立面的统一那种矛盾，谁就是要求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都不应存在。因为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21]

纳兰性德短暂的一生似乎是个矛盾综合体，但他在不断探索不断失落又不断超越的过程中留下了璀璨的精

神财富。三百年后再让我们回顾其人其词，体味其词作中“梦”的轻灵与婉转、苍凉与空幻，体味其超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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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俗的精神追求和不停求索的人生态度，对于重新审视我们的人生理想、放松我们的紧张神经、慰藉我们

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和意义。

注：本文所引纳兰性德的词作，均来自 2013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赵秀亭、冯统一笺校《饮

水词笺校》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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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age Of “Dream” in Nalan’s Ly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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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lan Xingde, a famous poet of Manchuria in the Qing Dynasty, left lots of well-known works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His lyrics and his noble character have been highly appraised in contemporary and later ages. In these works known as “grief and 

dense and colorful”, there are various types of “dream” images, which make people feeling sadness, dreariness and desolation, and reflect his 

mood of sadness and worried about the world. This paper, by classifying the image of “dream” in Nalan lyrics, analyzes and reveals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 the image of “dream”,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spiritual process and spiritual world of Nalan Xingde’s literary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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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词哀感顽艳，颇得诸家好评，况周颐在《蕙风词话》称“纳兰容若为国初第一词人”[1]121，王国维《人

间词话》亦言“北宋以来，一人而已”[1]217，近代学者王易则在其《词曲史》盛赞“清初词家，尤以纳兰

成德为最胜”[2]，《清史稿》也称“性德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所著《饮水》、《侧帽》

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3]13361，尽管不免有溢美之词，但考察纳兰词，亦多能见诸家推重之因，纳兰

词大体上能名副其实。纳兰词以哀感顽艳著称，纳兰词凄切、华丽的词风与其丰富的女性情感体验、女性

形象的塑造密切相关，应该说纳兰词的女性书写是其哀感顽艳特色的重要组成因素，女性的加入和对女性

的精到描写使得纳兰词感人至深，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

一、纳兰词中的女性
纳兰有较多与女性相关的词作，这些女性有热恋中的少女或思妇、有孤单凄凉的亡人、也有历史上著

名的汉族女性。纳兰词对女性的倾情描写和叙说，体现了纳兰对女性的细微观察，也展示了他丰富的感情

生活与情绪体验。这些女性角色的塑造是其凄艳词风的重要组成因素，是纳兰词中不可不深究的。

首先是恋爱中的女性。在相关词作中，纳兰性德多从女性的角度入手，书写爱情和闺怨。这类作

品往往从女方恋人出发，感受细腻，敏感柔弱，含婉忧伤，有很明显的女性性格和心理感受。例如《菩

萨蛮》：

春云吹散湘簾雨。絮粘蝴蝶飞还住。人在玉楼中。楼高四面风。  柳烟丝一把。暝色笼鸳瓦。

休近小阑干。夕阳无限山。[4]171

词写女主人公登楼远望，孤身一人在华丽楼阁，楼高四面来风，楼外柳烟浓浓，晚色罩住屋瓦，她劝

自己不要靠近阑干，因为阑干之外只有无限的夕阳晚景、迷离朦胧的云雨春色，没有一丝一毫所思人的踪迹。

这首词继承了楼头思妇的诗歌传统，登楼远望，柳色朦胧，夕阳之下，人有所思。全词在意象的选取上很

有女性的特点，“湘簾”“蝴蝶”“玉楼”“鸳瓦”“小阑干”等，这些精巧、细致的意象很符合女性的心理逻辑。

人有“思远”当然就会登楼远望，然而词中的女性登上“玉楼”又告诉自己“休近小阑干”，这种想“望”

又不敢去“望”的绵密、敏感的心思确系诗歌传统“楼头思妇”所常有的。纳兰词书写闺怨、相思的女性

把她们的感性、细腻的心理琢磨得非常透彻，又如《浣溪沙》：

论纳兰词中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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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断斑骓去未还。绣屏深锁凤箫寒。一春幽梦有无间。  逗雨疏花浓淡改，关心芳草浅深难。

不成风月转摧残。[4]75

女主人公虽不在“楼头”，但思念却丝毫未减，这位女性的丈夫出门在外，久不回还，屏风紧锁，往

日经常一起把玩的凤箫也如女主人公一般被冷落已久。梦里丈夫时有时无，分不清孰真孰假，户外的春天

也无心去看，春去春来唯有饱受相思的摧残。这首词的女性是孤独的、是柔弱的，一人身居闺中，丈夫远

行在外，相思已经使她分不清现实和梦境，春天的花草、风雨她都无心去理会，敏感的她反倒觉得自己如

花如草，饱受摧残。这位独守闺房的女性是孤单的，她一个人身处“深锁”“寒”的环境中，对于身边事

物，她又是敏感的，“梦”总是时有时无，春天、花、草仿佛都在衬托她迷惘、哀伤的心情，一切事物都

变成了她情绪的外化。这位女性对“斑骓”的思念情绪，与“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5] 的少

妇是可以引为知己的。张草纫注云“春色易逝，益增思念之情”[6], 其中情绪是明显而深刻的。词首句“肠

断斑骓去未还”脱胎于李商隐《对雪·其二》“肠断班骓送陆郎”[7]1067，纳兰对汉文化经典的学习和对女

性的心理的揣摩可谓精到。纳兰词以女性口吻、从女性角度填词的作品还有很多，这些作品能够把握女性

孤独、敏感的心理特征，尤其是女性细腻、曲折的心理活动，如《好事近·簾外五更风》中女子的自我宽

解“拟把伤离情绪，待晓寒重说”[4]150,《浣溪沙·睡起惺忪强自支》写女子远望，心中细数丈夫归期“远

信不归空伫望，幽期细数却参差”[4]55 等等，莫不把恋爱中女性的心理琢磨得通透。

纳兰词中的“亡妇”也是哀感动人、令人同悲的角色。这部分词作由于悼亡追思的性质，往往不直接

写女性，而是借助“梦”、景色、回忆等从侧面展开。其中较为著名的词有《沁园春·瞬息浮生》，这首词

序言中就有关于“梦”中妻子的描写，叙事哀婉，值得一读：“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妆素服，执手硬咽，

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妇素未工诗，不知何以得此也，觉后

感赋。”[4]258 梦中的“亡妇”淡妆素服，淡冷色调的妆容使人倍感凄凉和孤独，二人执手哽咽，边哭边诉说，

说了很多作者却没能记住，只记得“亡妇”临别赠诗，但“亡妇”是不善写诗的，与亡妻梦中相会，想说

的话没说完，妻子说的没记下，所得的诗恐怕也只是自己感伤的自语。纳兰一无所得，只有那个淡妆素服、

凄凉无限的亡妻形象在记忆里若隐若现，悲凉凄惨使人心痛，再来看词的部分：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梦好难留，

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  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

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叶，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两处鸳鸯各自凉。

真无奈，把声声檐雨，谱出回肠。[4]258

该词对亡妻的描写，上阕集中于作者的回忆，回忆中的纳兰性德和亡妻是幸福的，曾经一起在绣榻吟

赏落花、在阑干同看夕阳，“并”“同”写出了夫妻旧时欢愉、美满的场景，而梦中“淡妆素服”的亡妻，

身影只是灵飙一转，随即逝去。美好瞬息即逝，无法捉摸，无法把握。下阙想象身在碧落的妻子，短发之

上一定带有秋霜，发上秋霜，既有物理上的寒冷，更有心理上的凄凉、悲伤。全词关于亡妻的描写，都是

作者的回忆和想象，但是这回忆和想象中的亡妻形象，充满了悲伤、凄婉的色调，人描淡妆、服素衣、眉

宇头发凝满秋霜，读来使人更感凄寒。

纳兰的《沁园春·瞬息浮生》实可以与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相媲美，苏词中的

亡妻“小轩窗。正梳妆”[8]141，纳兰词序中“淡妆素服”；苏词的夫妻二人“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8]141，

纳兰词序中的“执手哽咽”；苏词中的“夜来幽梦忽还乡”[8]141，纳兰词中的“梦好难留”“灵飙一转”等，

足见苏词对纳兰的影响之深，但纳兰词不落苏词下风，二词大有并驾齐驱之势。

悼亡词中的女子形象是凄清、孤苦的，纳兰往往只寥寥数笔就能将亡妇的形象勾勒出来，寄托他那深

沉的怀念、悲痛的追思，如《青衫湿遍·悼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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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衫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在银缸。忆生来、小胆怯空房。

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    咫尺玉钩斜路，一

般消受，蔓草残阳。判把长眠滴醒，和清泪、搅入椒浆。怕幽泉还为我神伤。道书生、簿命宜将息，

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圆密誓，难禁寸裂柔肠。[4]312

上阕写亡妻生来胆怯，害怕一个人独守空房，现在却一个人在棺木里，只有梨影相伴，孤冷凄凉。纳

兰只用了三两句话，点出亡妻的平素性情，今昔对比，又写出了她去世后无人相伴的孤独和凄凉，叙说简

单却足以催人泪下。在描写和意象选用上仍然以冷色调为主，“独伴”“冷冥冥”“凄凉”烘托了亡妻的孤单、

悲凉，表达了纳兰对亡妻的深切哀思。

当然，纳兰词对女性的书写也不全部是悲伤、凄凉的，也有一些娇好美艳、温婉多情的形象。如《浣

溪沙·十八年来堕世间》：

十八年来堕世间。吹花嚼蕊弄冰弦。多情情寄阿谁边。  紫玉钗斜灯影背，红绵粉冷枕函偏。

相看好处却无言。[4]65

上阕写爱人十八，年华正好，这时候的爱人吹抚花朵，嚼弄花蕊，拂弹弦琴，这里虽然“弦”是冰的，

但是“吹花嚼蕊”把爱人的情态刻画得娇美可爱，摆弄琴弦则又显得女子冰洁纯真，少女感十分强烈。下

阙写新婚晚上的爱人，美钗配玉人，女子背灯而站，娇羞可爱。屋里的物品“红”“粉”交错，尊贵娇媚，

温馨可人。二人相对，想要说出对方的好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感受十分真切、细腻。此类轻松开怀的作品

并不多，除这首外还有《浣溪沙·旋拂轻容写洛神》《减字木兰花·相逢不语》等少数的几首，纳兰爱情

词书写的女子形象，大多仍是心绪凄迷，凄婉伤感的类型。

纳兰词女性形象的书写，在咏物词中也多有涉及，这类词多把事物拟人化、女性化，写得温婉多情，

柔情深蕴，如《一丛花·咏并蒂莲》：

阑珊玉佩罢霓裳。相对绾红妆。藕丝风送凌波去，又低头、软语商量。一种情深，十分心苦，

脉脉背斜阳。    色香空尽转生香。明月小银塘。桃根桃叶终相守，伴殷勤、双宿鸳鸯。菰米漂残，

沈云乍黑，同梦寄潇湘。[4]193-194

词歌咏并蒂莲花，把并蒂莲花当作女子来写，并蒂莲好像刚跳完霓裳羽衣舞的女子，又像相对梳妆的

美人，风中双莲又像两个娇羞的低头商量的女子，含情脉脉，夕阳西下时又有另一番情态景致。全词纳兰

性德将并蒂莲女性化，将并蒂莲的深情、多姿的情态写得楚楚动人，很见情味。纳兰性德咏物词女性化的

倾向与其所咏对象多是深情、娇柔之物有关，当然也有他的咏物词多涉怀人、恋情主题的原因。他咏柳、

咏秋海棠、咏桃花，多是柔情别致之物，充满浪漫、隽永的风致，以恋爱的女性出之，既符合所咏之物的

物理，又与所表达的情感色彩、基调相契合。以《疏影·芭蕉》为例：

湘簾卷处。甚离披翠影，绕檐遮住。小立吹裙，曾伴春慵，掩映绣床金缕。芳心一束浑难展，

清泪裹、隔年愁聚。更夜深、细听空阶，雨滴梦回无据。    正是秋来寂寞，偏声声点点，助人离绪。

缬被初寒，宿酒全醒，搅碎乱蛩双杵。西风落尽庭梧叶，还剩得、绿阴如许。想玉人、和露折来，

曾写断肠诗句。[4]242-243

上阕写窗外芭蕉和窗内人，人与物几难分辨，此时写物亦是写人，人情亦物理，娇人的愁绪同芭蕉的

芳心一般，泪水与芭蕉上的雨滴无异。这首词表达的怀人之思与风雨来侵的芭蕉的凄婉和愁恨是一致的，

将芭蕉当作女子的形象来写，更把这种柔情和愁绪写得曲折动人，感人至深。此外，纳兰性德还有一些词

作的女性以文化符号的形式出现，如《浣溪沙·姜女祠》中的姜女、《沁园春·试望阴山》《蝶恋花·今古

江山无定据》中的昭君等，这些女性有着浓郁的汉民族意蕴和精神，体现了纳兰性德浓厚的汉文化涵养。

梁观飞：论纳兰词中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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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兰词女性书写的艺术特色
纳兰词中的女性，凄切悲婉的类型令人落泪，温婉多情的类型令人动容，纳兰对女性的书写综合运用

了文学表现的各种手法，把女性写得立体、丰满。纳兰高超的艺术手法来自他对汉文化、汉文学的学习与

吸收，纳兰曾在《渌水亭杂识》中对诗歌手法曾做总结“雅颂多赋，国风多比兴，楚词从国风而出，纯是

比兴，赋义绝少。唐人诗宗风骚多比兴，宋诗比兴已少，明人诗皆赋也，便觉版腐少味”[9]697-698，可见其

对传统诗词有较为深入的思考和学习。在填词方面，纳兰以他多情的性格、坎坷的感情生活加之较成熟的

表现手段，尤其在塑造女性的相关词作上，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首先，纳兰对女性的表现综合了多种描写方法、表现方式。纳兰对女性的表现不同于一般的艳情词，

片面着重女子外貌、闺阁的描写，而是注重多种表现方式的综合运用、多角度的展开，除了前面提到的善

于把握女性的心理，在用景物来烘托人物、用细节描写来体现人物的情感等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纳兰多

方面、多手段的描写使其笔下的女性具有丰富的性格、情感，使人物有血有肉，如《浪淘沙·红影湿幽窗》：

红影湿幽窗。瘦尽春光。雨馀花外却斜阳。谁见薄衫低髻子，抱膝思量。   莫道不凄凉。早

近持觞。暗思何事断人肠。曾是向他春梦里，瞥遇回廊。[4]299

这首词塑造了一位思念情人的女子，这位女子在美好春光的日子里，想起往事，伤感无限。词上阕以

景物描写入手，写春天雨后落花、暮春夕阳，烘托一种雨后落花无数、春意阑珊的感伤景象，继而展开人

物的外貌描写。这位女子穿着薄薄的衣衫，髻子低垂。虽然已经是暮春，但是雨后斜阳时候，仍有些薄寒，

而在这种微寒的环境里，女子薄衫在身，不由人替她感到清冷。髻子低垂是因为女子无心打理，另有“思量”。

景色的烘托与外貌的勾勒结合起来，暮春的微寒从外侵入内心，景、貌、情融为一体，完成了一个暮春景

色中有所思量、心情凄清的女子的形象塑造。下阙从心理描写入手，写女子的内心独白，女子持杯饮酒自问：

为了何事凄凉呢？原来是在梦中与他相遇，勾起了无限的相思。全词写景、写人的外貌、写心理，景与人

相结合，写出了清凉景色中的凄凉人，隽永悠长。纳兰写女子对情人的思念、写凄凉孤单的女子，实际上

也是从对方入手写自己，两相对照，女子的凄凉即是纳兰的凄凉，女子的相思就是纳兰的相思。

纳兰即使是整首词全用白描，也会在白描手法的运用中注重从不同的角度对女性进行书写，以《鹧鸪

天·离恨》为例：

背立盈盈故作羞。手挼梅蕊打肩头。欲将离恨寻郎说，待得郎来恨却休。    云澹澹，水悠悠。

一声横笛锁空楼。何时共泛春溪月，断岸垂杨一叶舟。[4]349

整首词全用白描，不加雕琢，朴素自然，上阕着重对女子的情态进行描写，女子背对而立，故意做出

害羞的姿态，手捏梅花花蕊，任落花打在肩头。下阙首先写空楼的所见所闻，从写景入手，白云淡远，江

水悠悠，亦如思念一般幽远没有边际，最后从心理角度入手，想到何时能够和心上人一起泛春溪、赏春月，

在垂杨江上相互依偎。纳兰词在白描中，注重多个角度的展开，塑造了一个个柔情多姿的女子，女子身上

所蕴含的情感也随着她形象的丰满、立体而委婉曲折、幽隽悠长。

其次，纳兰词塑造女子形象，在层次上注重跌宕起伏的安排，女子的情绪随叙述、描写的跳跃而跌宕

起伏，这种落差和张力多层次、多角度地写出了女性的心理和情绪的波动，使词作的感情缠绵顿挫，引人

凄然。纳兰描写多变、情感跌宕的词作较多，以《鬓云松令·枕函香》为例：

枕函香，花径漏。依约相逢，絮语黄昏后。时节薄寒人病酒。刬地东风，彻夜梨花瘦。    掩

银屏，垂翠袖。何处吹箫，脉脉情微逗。肠断月明红豆蔻。月似当初，人似当初否。[4]222

上阕词人在落花时节的黄昏，与女子花径相逢，两人依偎絮语。在薄寒的时节，女子因为相思而病，

人也彷佛东风摧后的梨花，虚弱清瘦。下阙跳出了相逢的场景，写现实中词人在银屏后听到含情脉脉的箫

声，似乎在挑起词人的相思情绪，可见上阕是想象的情形，并非真实的场景。下阙的最后又从当下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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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展开想象，想起当年月夜下的红豆蔻，生发疑问：现在别在异乡的伊人是否也是如当年一般呢？全词

可分为三层，第一层由室外迷蒙的春天景色入手，在清寒孤寂的春天里，词人彷佛与那个被相思倍加摧残

的女子相遇；第二层写词人现实的场景，听到含情脉脉的箫声，引起他的相思和离愁；第三层又想象当年

的相遇，引发疑问。三个层次在痴境、梦境和现实之间反复跳跃，迷离难辨，女子的形象也飘渺而难以捉

摸，令读者相信词人确实因情而痴、因情而迷，而女子飘渺迷离的形象更使人意识到词人与女子难以重逢，

甚至或已阴阳相隔，令人情动不已。纳兰即使在极短的小令体制的词也能将这种跌宕安排得极为妥帖，如

《菩萨蛮·新寒中酒敲窗雨》，这首词在当下相思之景与当时分别之景之间几番跳跃，翻转跌宕，虽然词中

没有明显的女性形象的描写，但是从词人飞跃的思绪中，读者仍可明显感到女子的愁苦和孤单。

纳兰词层次的跌宕起伏，特别是想象与现实的跳跃、叙述的翻转变化、情绪的跌宕、心理的曲折把女

性细腻、敏感的性格特点表现得非常到位。在表达恋情和相思时，纳兰跌宕曲折的描写，心思、情绪的悠

长不绝，非常有助于女性缠绵凄婉形象的塑造。

纳兰还善于以独特的结构、别样的形式来叙写情思、塑造女子形象、展现感人至深的故事。纳兰在词

作中采用了书信问答、戏剧化、蒙太奇等手段，用多样的形式、结构塑造了众多独特的女性，使得女性形

象丰满可感、情态多姿，视觉效果十分强烈。以《减字木兰花·断魂无据》为例：

断魂无据。万水千山何处去。没个音书。尽日东风上绿除。    故园春好。寄语落花须自扫。

莫更伤春。同是恹恹多病人。[4]270

上阕是闺中女子问，下阙是远行的丈夫回答，女子问：你在哪里呢，那么久了也没个音信。下阙丈夫

借女子的提问回答：故乡的春天应该很好吧，只是落花唯有你一人打扫了，你不要独自伤春，损坏了身体，

我们都是因相思而忧愁着的人。上阕写春天之中，东风吹拂，妻子提笔书问，加上下阙丈夫答中的落花自扫，

可见女子孤单凄寒之态，恹恹多病的形象跃然纸上。二人时空相隔，消息难通，因相思而悲伤落寞。在这

个新奇的形式结构里，一问一答，二者的形象和心情更加真切可感，引人戚戚。有的词作还采用了类似小说、

戏剧的写作方式，以丰富、多角度的描写，曲折多变的情节等来塑造女性的形象，如《落花时·夕阳谁唤

下楼梯》女主人公由赌气、娇嗔转向与男主的含情脉脉，情节颇为曲折。《鬓云松令·枕函香》类似一篇

有意识流倾向的独白，颇有梦窗风韵。纳兰此类词作虽然短小，但是内容非常丰富，形式新奇，手法多样。

这些词作刻画的女性，细腻深刻，圆满立体。能在篇幅如此短小的体制中完成丰润圆满的人物塑造，是很

见功底的。

纳兰词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在意象选取上多选用冷色调的事物，语言的运用上多委婉含蓄之语。纳兰

词注重多种描写手法、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注重叙述层次的错落有致、跌宕曲折，在形式和结构的设置

也有不少积极的探索。纳兰词多方位的艺术特色，丰富了词史上的女性形象，同时应该看到这些哀婉孤凄、

引人动容的形象也正是纳兰词哀感顽艳词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纳兰词的女性书写对汉文化的学习与化用
作为满族词人的纳兰，不同于一般满族人抱有“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10] 的狭隘看法。他结交

了一批汉人好友，奉汉人为师，对汉文化的重要典籍有着较为深入的学习、研究。其师徐乾学在《神道碑文》

中称纳兰“廷对敷事析理，谙熟出老宿儒上，结字端劲合古法，诸公嗟叹”[9]752，《清史稿》称“数岁即习

骑射，稍长工文翰”[3]13361 等，以上种种，可见其经术、文学根柢。纳兰以词名世，纳兰词对女性的书写

也能看到其向汉文化学习、吸收汉文化的倾向。

纳兰性德对汉文重要典籍非常熟悉，其词的女性书写很有汉文化的痕迹，纳兰词的女性俨然是习见的

汉族女性。纳兰在《渌水亭杂识》中展现了他对汉族女性有关知识的谙熟：

妇人匀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黄。《幽怪录》神女“智琼额黄”，梁简文帝

梁观飞：论纳兰词中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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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同安鬟里拨，异作额间黄”，唐温庭筠诗“额黄无限夕阳山”、又“黄印额山轻为尘”、又词“蕊

黄无限当山额”，牛峤词“额黄侵腻发”，此额妆也。北周静帝令宫人黄眉墨妆、温诗“柳风吹尽

眉间黄”、张泌词“依约残眉理旧黄”，此眉妆也。段氏《酉阳杂俎》所载，有“黄星靥”，辽时俗，

妇人有颜色者，目为细娘 ；面涂黄，谓为佛妆。温词“脸上金霞细”、又“粉心黄蕊花靥”，宋彭

汝砺诗“有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此则面妆也。[9]655-656

纳兰笔记中的这一段记述和引用，详细梳理了女性妆容“尚黄”的历史演变，说明纳兰对汉族女性的“额

妆”“眉妆”“面妆”等妆容、汉文化中书写女性的相关诗词都颇有关注和研究。纳兰性德也将他的学习

和研究运用于具体的诗词创作中，如《台城路·上元》有句“莫恨流年逝水，恨销残蝶粉，韶光忒贱”[4]35，

这里的“蝶粉”即“蝶粉蜂黄”，是唐人宫妆的一种。唐代李商隐有“何处拂胸资蜨粉，几时涂额藉蜂黄”[7]1414

句。纳兰以“蝶粉”代指女性的美好容貌，写出了女性的美丽、娇好，这正是他对汉文化女性妆容知识、

相关诗歌广泛学习的成果。纳兰词大量的女性妆容用语都是汉文诗歌中早已熟用的，如《菩萨蛮·晶簾

一片伤心白》的“云鬟香雾成遥隔”[4]175 的“云鬟香雾”，化用杜诗“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11] ；《清

平乐·风鬟雨鬓》的“风鬟雨鬓”[4]190，化用唐代李朝威《柳毅传》写龙女形象，“昨下第，间驱泾水右涘，

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環雨鬓，所不忍视”[12]、李清照《永遇乐·元霄》，有“如今憔悴，风鬟霜鬓，

怕见夜间出去”[13] 等，又以纳兰《渌水亭杂识》数条有关历代诗歌的真知灼见综合观之，纳兰对历代诗

词有很深刻的学习。因此，纳兰词中大量的女性妆容、外貌书写有着深刻的汉文化的印记，纳兰词的女

性形象与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纳兰词中女性的情绪、情感生活也有汉文化的印记，虽说人类的感情生活是相通的，但是通过检校纳

兰词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对女性生活环境和微妙心理体验的勾勒，可以发现其对汉文经典诗歌是有明显的

学习和承继的。纳兰的《相见欢·落花如梦凄迷》“愁无限，消瘦尽，有谁知。闲教玉笼鹦鹉念郎诗”[4]340，

纳兰笔下的女性独自在闺中，夕阳西下，落花春残，心中因思念而产生的愁绪无处宣泄也无可寄托，只好

教鹦鹉读情人写下的诗篇。这首词与柳永的《甘草子·秋暮》“奈此个、单栖情绪。却傍金笼教鹦鹉。念

粉郎言语”[14] 极为类似，只不过一个在残春、一个在秋暮。柳永和纳兰笔下的女性同浸润在相思愁苦之中，

面对着清冷孤寂的环境，思念无处宣发，只好或教鹦鹉念郎诗，或向鹦鹉诉衷情，借鹦鹉来聊寄愁情。在

同样的清寒孤独的环境里生发相思，又将相思倾向同一事物，纳兰词女性的情感体验显然已经和汉文化中

女性的相思闺怨有着高度的吻合。又如《落花时·夕阳谁唤下楼梯》的“一握香荑”[4]99 所代表的浓浓爱

意与《诗经·静女》“自牧归荑，洵美且异”[15] 有异曲同工之妙。纳兰词中这样的例子还很多，都体现了

纳兰笔下的女性与汉文化的息息相通。

中原汉文化沉淀千余年，许多女性成为了意义丰富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在纳兰词中也多有运用。

在《虞美人·春情只到梨花薄》中，亡妻以“亡魂”“图画”存在，在风吹梨花纷纷飘落的春天，想起了

孤苦的亡妻，亡妻魂灵未招，想必也和作者一样孤苦，末尾“为伊判作梦中人。长向画图清夜唤真真”[4]205

将亡妻称作“梦中人”，希望妻子像“真真”一样可以复活，重现人间。这里以“真真”称亡妻，既是对

亡妻的追思，也体现了纳兰对亡妻复回的深切欲望，这里的亡妻形象浪漫而神秘，亡妻如画，望之、唤之

而不得，令读者心痛不已。这首词中的“真真”原出自杜荀鹤《松窗杂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

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16]，后经历代文人学者的演绎，成为一个特殊的女性符号，如汤显祖

《牡丹亭》的“向真真啼血你知么”[17] 等，“真真”是求而不得的美丽女子。纳兰以“真真”指代亡妻，写

出了亡妻的飘渺、孤寂、伤心，也体现了他对亡妻的思念以及内心的落寞。“真真”化用娴熟、贴切，体

现了纳兰深厚的汉文化素养。此外，纳兰《沁园春·试望阴山》《蝶恋花·今古江山无定据》中的“青冢”等，

都是汉文化中著名的与女性有关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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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omen in Nalan’s Lyrics

LIANG Guan -f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299, China)

Abstract: The women in the Nalan’s lyrics, mainly include the girls and women in love, or the dead wife in memory or remembrance, etc. 

Nalan uses the rich artistic technique of expression to describe all kinds of women and shape, has his own unique artistic features. the female is 

sadness and warm affectionate, it embodies the sad and gorgeous word wind of Nalan’s lyrics. As a poet of Manchu, Nalan’s successful literary 

creation of female has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Han culture, which is the result of his deep study and absorption of Han culture.

Key words: Nalan’s lyrics; women; H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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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词无论爱情词、悼亡词、边塞词中的各类女性，也无论描写女性时各种表现方法的综合运用，女

性的妆容、外貌与情感体验，都是与汉文化一脉相承的。王国维《人间词话》言纳兰“未染汉人风气”[1]217

是就“真切”处生发议论，如用以词作的整体概括则大谬矣。如严迪昌所言“恰恰是受汉儒文化艺术的熏

陶甚浓重，才感慨倍多，遥思腾越”[18]，正是对汉文化的深入学习、谙熟于心才使得纳兰词对女性的书写

不输汉族名家，甚至有超出之势。可以说，纳兰对女性的精当刻画以及有关词作的突出成就正是受汉文化

长期薰炙的结果。

梁观飞：论纳兰词中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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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两义传疑而并存例》曾言“凡著书者，博采异文，附之简策。如《管子·法

法篇》之‘一曰’，《大匡篇》之‘或曰’，皆为管氏学者传闻不同而并记之也。”此处所言“异文”，就

指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的书记载同一事物而字句互异。除了上述含义之外，异文还特指“不同的

版本和经说”，如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三》曰“汉定天下，立群师，置群弟子，利禄之门，争以异文起其家，

故《易》《书》《诗》《春秋》之文多异。”从以上对“异文”的定义可以看出，造成这一现象既有因不同

版本之间的异同而产生者，亦有如“汉定天下，群师弟子”等诸多历史性因素。

从共时性和历时性角度来看，汉字作为东北亚地区共同的文化遗产，具备共时性特征。在历史某个特

定时期，汉字曾是东北亚地区共通的文字和精神文化财富，是文化交流相通性的重要语言文字基础。而在

历时性视域下，汉字载体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从甲骨文到金石文，再到简帛、纸张，其文本形态表现为写本、

刻本、石本等。以写、刻本为例，其时间则含摄了六朝至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可以说，汉字文化圈是异

文研究共时性的基础，汉字载体、书写文本形态和特定时代的用字等则是造成异文现象的历时性因素。共

时性是异文研究的骨骼、经脉和血肉之躯，历时性则是以此为基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或美或丑，或胖或

瘦，或高或矮，或俊或秀，可谓“十人十色”，正是写本研究常言“一本一世界，一字一乾坤”。镰仓、室

町时代，有不少宋元典籍传入日本，得到五山学僧的青睐和广泛阅读，有两部以“风月集”命名的僧诗选本，

《江湖风月集》乃是其中之一。这两部选本在室町后期广为流传，产生了不少注本。《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

是日本临济宗僧人东阳英朝为《江湖风月集》所作汉文注释，其主要本子均收藏于日本，包括写抄本和刻本。

在诸多写抄本当中，岩崎文库藏《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天正旧钞本很有可能是该注本进入刊本时代之前

最后一部较为完整的写本。

本文就以日本岩崎文库藏《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天正旧钞本中的异文为研究对象，考其源头，究其

成因，在历时性视域下观其概貌和类型，以便发现异文在共时状态下的文本关联。

日本岩崎文库藏《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

天正旧钞本异文研究举隅

董  璐1  王明娟2

（1.延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2.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异文因文本变异而产生，是写抄本领域极为重要的基础研究内容。日本室町时代临济僧东阳英朝为南宋僧诗选本《江

湖风月集》作注，是为《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岩崎文库藏《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天正旧钞本完成于1586年，属室町末期较有

代表性的钞本。岩崎本中存在不少异文，包含异体字形、一字多形、连字符误读、形近而讹、版本差异、俗字异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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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异体字形
下面所举《渊明》诗注，就存在因异体而造成的异文。《渊明》注云：

晋·陶潜，字符亮，谥曰靖节先生，初字渊明也。为彭泽令，郡守遣督邮至军，吏白 ：‘应

束带见之’。潜咲曰 ：‘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乡里小人’。

关于此处陶潜究竟是“叹曰”还是“咲曰”，实际上关乎陶潜彼时的心境。由于此段文字在宽永七

年本中不存在，依据宽永九年本，此处应作“叹”，岩崎本作“咲”。岩崎本中“笑”的写法并不统一，

如三山偃溪闻和尚《褙语録》“路不赍粮笑复歌”一句中，“笑”亦作“ ”。此类写法在敦煌写本中多

有出现，右侧“关”有作类“美”字结构的情况。[1]453 岩崎本《送人归沔水》“子归无口笑岩头”处，“笑”

又作“ ”。《渊明》诗注中作“咲”，单从字形判断，应是“笑”字。此段文字出自沈约《陶潜传》、昭

明太子《陶渊明传》，查之皆作“叹”[2]，世传版本未见作“笑”者。由于此字关乎陶潜心境，更体现陶

渊明形象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如“叹曰”，则有无奈不甘之心，如“咲曰”，则释然或嘲笑。

“歎”字又作“嘆”，岩崎本中“嘆”多作“歎”，如《送人归沔水》中“祖庭秋晚之叹乎”，就用“歎”

字。又《送人之江西》注文引“《般若多罗》谶马祖云：‘金鸡解衔一粒米，供养十方罗汉僧。’”其中“罗汉”

的“汉”字作“ ”。

新井白石《同文通考》卷四考“漢”字，省文作 “ ”[3]。此处“ ””字应是“ ”字进一步省书。“歎”

字作“嘆”，故此处的“咲”其实应该是“嘆”，因写本中将“漢”“嘆”右侧“从难省”的部分写作“关”，

故此导致错讹，简言之：

由于不能确定岩崎本《略注》参考的底本，此处或有底本的确为“咲”的可能。如此反推，因此处有“叹”

作“咲”，故三山偃溪闻和尚《褙语録》“路不赍粮笑复歌”一句中的“笑”因写作“ ”，或此处有底本作“叹”

的可能。因所见各本皆作“笑复歌”，“叹复歌”亦可作一参考。

事实上，此处将“咲”归为“叹”字的异体字并不完全正确，从抄手书写的心态和认知角度来看，他

一定是将之按“叹”字来对待的，这一点毋容置疑。但是，从书写结果来看，此字又非“叹”字，而是“笑”

的异体字。因此，简单将此处的“咲”认定为讹字似乎并不妥当。由于“文本的传抄，必然带来相应的文

字舛误，其中原因较为复杂。除了抄写者主观上的删削，抄写者的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及其抄写时的心理

状态、所处环境、抄写方式或宇文所安所言‘抄写和重抄时认真程度的不同’”[4]，这些都是造成文本异文

产生的原因。

此处“叹”作“咲”异文虽然是孤证，但从写本异文的角度出发，这一现象提示出的文本意义在于，

必须重新审视陶渊明辞官归隐前后的心态变化，包含对辞官行为本身的文学心理考察。

三山介石朋和尚《渊明》第三句“眼底悠然见不见”，诗眼在“见不见”三字，故引“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句为释例。按《略注》的注解“此三四句面，谓逍遥自得之见，絶比伦之趣也。言中盖言渊

明为侃玄孙，志在复晋室。故虽见南山，不入心，虽采菊，聊尔耳。但忧国感时之心而已。”又《江湖风

月集》收录温州横川珙和尚《寄石林》其三诗云“大法兴衰关繋重，出头不得缩头难。春来残雪消镕尽，

四面开窗看远山。”《略注》言“看远山者，或谓石林虽在乱世，忍持大法而无衰也。犹如雪后青山无变色。

或云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是心中忧晋乱，故看山耳。”

晚宋时期，因大元入侵导致国破山河在的凋敝局面，触发了诗人的爱国热情。面对亡国的危机，诗僧

们将自己的家国情怀寄托于偈颂之中。《略注》引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渊明》《寄石林》注释，

董  璐    王明娟：日本岩崎文库藏《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天正旧钞本异文研究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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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单纯指明诗语的出处，将“见南山”和“看远山”相结合，认为渊明“看山”行为其实暗藏了忧国感

时的心境。这一解读相当中肯而准确，身为方外之士，介石朋和横川珙不便用太过直白的语言表达忧国之情，

遂借用渊明“见南山”来言说自己身处乱世，忧国感时的心境，颇有几分春秋笔法。

二、一字多形
裘锡圭指出，汉字“多形”现象的发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汉字存在异体，二是用来表示某一词

的字往往并不固定，可以替换，或用本字，或用假借字，或用分化字，或用同义换读字。[5] 因为一字多形，

便产生出不同的异文。如下面的“休”和“体”。

《越上人住庵》注云：

歇处者，发明处也，体歇地也。

京大本、宽永本作“休”。“休歇”，意为停止，《胡笳十八拍》有“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休歇”在

禅籍中多有出现，《五灯会元》青原和尚见山见水三重境界处就云“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此处“休歇地”，

“地”同“处”。

笔者推断，可能岩崎本使用底本书写较为潦草，因在草书中，“休”字下方会有一横，如《草诀百韵歌》

（图③）中所言“休助一居下”[6]，就是指在写“休”字时候不能忘记下面要加上一“＿”，如此，“休”字

事实上有“休”和类似“体”的两种写法。如赵孟俯书《仇锷墓志铭》（图①）《归去来辞》（图②）中，“休”

字皆作类“体”形：

在米芾的《吾友帖》中，“体”字作“体”（图④）。虽然京大本、宽永本皆作“休”，而岩崎本作“体”，

有细微的异文差异。但基本可以断定，岩崎本此处作“体”，事实上应该是“休”，抄手的写法不标准，误

将“ ”字写成了“体”。

    以上所举，均是中国的例子。在日本的写本体系中，“休”字亦呈现出类似的特点。如：

永德元年《后愚昧记》中的“休”字就有如图⑤图⑥这两种写法，从形态上看，图⑤的写法与“体”

字非常接近。图⑦则是天正 9 年 10 月 29 日伊势守心得书写的《上井觉兼日记》中的“休”字，由于岩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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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写于天正 14 年，与此写法在时间上较为接近，故此能反映出此时相较固定的书写方法。（以上字例均

引自东京大学史料编撰所资源库）

三、符号异文
在岩崎本中，有一些因为连字符而导致错讹的异文。连字符是写本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符号，主要作用

是为了标示需要连读的两个字或者是固有名词不可分割。如《销印》中的“田地”二字，中间就有连字符，

但是岩崎本此二字作“甲地”，很明显，误将连字符与“田”字混合成为“甲”字，属于因符号导致的异文。

《销印》注云：

或云拟罢参甲地也。

宽永本、京大本作“田”。因“田地”二字为一整体，故岩崎本“甲”字疑似连字符号。与“田”字中间“∣”

相连而讹为“甲”字。

四、形近而异（讹）
此类异文的产生，主要原因为字形过于相近，故而书写中疏忽误抄。此类情况也是岩崎本异文产生的

最主要原因。以下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一）佽 -似 诀 - 訳
《览上方语》注云：

荆似飞得宝剑，有两蛟夹其船，几没。佽飞拔剑，斩蛟得济云云。世传孔子厄于陈蔡间，使

穿九曲珠。过桑间，女子授以訳云 ：“密尔思之，思之密尔。”

岩崎本“似”，宽永本、京大本共作“佽”。

案：其后“佽飞拔剑，斩蛟得济”处，岩崎本亦作“佽”，故前之“似”是形近而讹，敦煌写本《双恩记》

“似闇室内一盏明灯”“只似如今弹指顷”中“似”在字形上均作“佽”[1]384。《康熙字典》解“佽”作“又

佽飞，即佽非，古剑士，汉取为武官名。《前汉·宣帝纪》募佽飞射士。《注》轻疾若飞也。”可见此处的“佽

飞”应是指古剑士，不作“似”。

又“诀”字，岩崎本作“訳” ，形近而讹。

案：“訳”为日本汉字“译”的简体字形。在日语中读作“やく”或“わけ”，意为“翻译”，即将一

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另作名词时，有“意思、理由”之意。“诀”字，案《说文》“诀别也。一曰法也。”

又《康熙字典》：“《韵会》方术要法谓决定不疑也。《列子·说符篇》卫人有善数者，以诀喻其子。《魏书· 

释老志》大禹闻长生之诀。”故此处应是指桑间女子传授给孔子的“诀”，即指方法。

（二）且-旦 姿 -婆

《马郎妇》注云：

至旦
4

，通者犹十数。妇人又授以《法华经》七轴，约三日通彻者，定配之。至期，独马氏子得通。

未数日，有老僧紫袈梨，姿
4

貌古野，杖锡来仪。

案：京大本、卍续藏均作“且”，恐非。按上有“至明”，下与之对，“旦”为确。又下文“至期”，亦

可为对。“且”“旦”相讹之例，在敦煌王梵志诗“主人无床枕，坐旦捉狗亲”[7] 校释中就有出现，可见较

易相混。梁晓虹认为此二字“俗书往往相同”[8]，故此造成讹误。

“姿貌”，京大本録作“婆貌”，恐讹。案《干禄字书》，“鼓”字俗书右侧“支”为“皮”，与“欠”字

草书形近，极易讹抄。京大本释“婆”字，恐未识其形。

（三）恬- 怗
《大慧塔》注云：

一日，因议及朝政，与师连坐。师怗然。

董  璐    王明娟：日本岩崎文库藏《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天正旧钞本异文研究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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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永本、京大本共作“恬”。

案：“怗”“恬”二字皆有表静的意思。“怗”字，《玉篇》释义为“服也，静也。”《太平广记》中有“怗

然无声”，此处作副词，意思为安静。“恬”字，《说文》释义为“安也”，又《广雅》“静也”。从字书韵书

的解释来看，因两个字均表达平静安然的意思，因此须从出处底本判断。据《嘉泰普灯録》卷十五“临安

府径山大慧普觉宗杲禅师”，此处作“恬然”。岩崎本形近而讹。

关于这两个字形近而讹的释例，还见于敦煌愿文写本之中。依据钟书林、张磊对《敦煌愿文集》之

《儿郎伟》的补校，编号 P.2058 写本中有“并交守分帖然”一句，此处的“帖”字，实为“恬”[9] 字之误。

可见在写本中“巾”与“忄”，“占”与“舌”极易相互混淆。

（四）大朝

千峰如琬跋文云“大朝更化，雪窦以寓半檐”，诸本有“大朝”“大明”两种情况。岩崎本作“大朝”，

宽永本作“大明”。

案：“大明”“大朝”含义颇多，具体所指不详。依据《辞海》对“大明”的解释：

①指日或月。《礼记·礼器》：“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文选·木华·海赋》：“大明辔于

金枢之穴。”李善注：“大明，月也。”亦兼指日月。《管子内业》：“鉴于大清，视于大明。”尹知章注：

“日月也。”

② 唐宫殿名。

③《诗·大雅》篇名。

④ 年号。（1）南朝宋孝武帝年号（457-464）（2）南诏杨干真年号（931-937）。[10]

依据“大明”后有“更化”一词，故“大明”应指朝代或政权为确。芳泽译注本列《添足》无着道忠

之考，犹言此处“大明”盖是人名，非以降之明朝。言大明和尚移雪窦度化，松坡以受知，借雪窦寺房半

檐寓居。无论是《辞海》第④条解释还是明朝，均与当时宋末元初的时代相距较远，其余解释又与后面“更

化”不接，作人名似易解。又大明，或为寺庙之号。经查，国内以大明为山门之号的寺庙共有十座，其中

位于浙江的有嵊州大明寺和三门县大明寺两座，但均距杭州较远，其名气亦与径山、灵隐等不可同日而语，

故作寺名亦不确。

据此来看，“大明”还是释作“大朝”为确。关于“大朝”的含义，主要有以下一些。据《穆天子传》

卷一 ：“癸丑，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后汉书·礼仪志中》：“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李

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大朝会万方，天子正临轩。”这里的大朝指天子大会诸侯群臣。又《续资治

通鉴·宋太宗淳化二年》：“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为外朝，在唐为大朝，冬至，元旦，立全仗，

朝万国，在此殿也。”亦指朝会的场所。除此之外，郑谷《寄边上从事》诗：“高垒观诸寨，全师护大朝。”

《旧五代史·僭伪传一·李景》：“景愿割濠、寿、泗、楚、光、海等六州之地，隶于大朝，乞罢攻讨。”《癸

巳类稿·韩文靖公事辑》：“时江南称中原为大朝，贫弱不能有为，熙载终以北人故，不自安，因弥事荒燕，

殆于废日。”等文献 [11] 之中“大朝”皆指居于正统的朝廷。

又 2009 年 3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南郊长安区韦曲对大朝刘黑马墓进行了挖掘整理，出土了

墓志铭《大朝故宣差都总管万户成都路经略使刘公墓志铭并引》[12]。依据该墓志铭的记录，元朝正式建国

号为“元”之前，曾经使用过“大朝”这一国号。据此，大朝应指大元，是国号。遂“大朝更化”之意，

便指朝代更迭，由宋朝进入元朝，与“更化”，意思顺达。

（以下图片均引自《西安南郊大朝刘黑马墓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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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志铭局部 刘黑马墓具体位置

五、版本异文
如《慈峰千佛阁》注文：

此篇离事相，指出理相，然而从华严宗旨见之，则理事无碍法界也。大小圆融也。宾主交参也。

一多自在也。事事无碍也。莫认阁子。东坡《宿东林》诗云 ：“山色岂非凈清身。” 

朵朵湖山千古佛，重重烟树一楼台。

善财到此不弹指，尽大地人归去来。

谓山河大地悉皆毘庐身土，草木国土莫非弥勒楼阁。然则不劳弹指，尽刹界众生可归此阁中

者也。善财事见《华严经》。

按《苏轼诗集》，此句应作“山色岂非清净身”，《略注》所引作“净清身”。《宿东林》诗原题《赠东

林总长老》，《略注》所引题名为《宿东林》，关于“一诗二题”的现象，需从收録文献的来源考察。依据《嘉

泰普灯録》《五灯会元》等禅籍，东坡此诗的确题名为《宿东林》，如：

（临安圆智讲师）乃谒护国此庵元禅师。夜语次。智举东坡《宿东林》偈云 ：“也不不易，到

此田地。”庵曰 ：“尚未见路径，何言到耶？”云 ：“只如他道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

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这个消息？”曰 ：“是门外汉耳。”云 ：“和尚不吝，可为说破。”曰 ：

“却只从这里猛着精彩觑捕看，若觑捕得他破，则亦知本命元辰落着处。”智通夕不寐，及晓钟鸣，

去其秘畜，以前偈别曰：“东坡居士大饶舌，声色关中欲透身。溪若是声山是色，无山无水好愁人。”

持以告此庵。庵曰 ：“向汝道是门外汉。”智礼谢。[13]

除此之外，另有鸟巨雪堂禅师《削东坡〈宿东林〉偈》曰：

溪声广长舌，山色清净身。八万四千偈，明明举似人。[14]

据此可知，东坡此诗在禅籍中题名与别集中并不相同，而《略注》使用的是《宿东林》这一诗题，由

此可以窥见，东阳英朝阅读和接受此诗，应是来自传日的禅籍，恐非东坡的别集。由于《东坡诗集》中并

未就此进行任何校勘和说明 [15]218，因此，关于此诗题目的异文，或有为《东坡诗集》增补之必要。

从征引目的来看，《慈峰千佛阁》中并未出现任何与之相关的词语，故此处引东坡此诗，是为了提示主旨。

“朵朵湖山”便是坡诗中的“山色”，所谓“千古佛”，则是“清净身”。按施注，《千佛名经》“清净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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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庐遮那佛。”[15]1218 如此，与《略注》所言“山河大地悉皆毘庐身土”的“毘庐”便能对应起来，可见此

处征引“山色岂非清净身”是妥当的。

另外，关于这首诗在日本中世禅林的传播，道元《正眼法藏》“溪声山色”一章亦是明证。但按其所引，

该诗作“山色无非清净身”，天头注“无，福本作岂”[16]。可见存在“岂”“无”异文。

六、俗字异文
金华复岩已和尚诗作及注文：

洞山价和尚辞亲三书，见于《诸祖偈颂》下卷。（中略）

娘回云 ：‘吾与汝夙有因缘，始结母子。恩爱情分，自从怀孕，祷神佛愿生男儿，胞胎月满，

性命丝悬，得遂愿心，如珠宝惜，粪秽不嫌于息恶，乳哺不倦于辛勤。稍自成人，送令习学，或

暂逾时不归，便作倚门之望。来书坚要出家，父亡母老，兄薄弟寒，吾何依赖。子有抛娘之意，

娘无舍子之心。一自汝往他方，日夜常洒悲泪，苦哉苦哉。今既誓不还乡，即得从汝志。不敢汝

如王祥卧冰，丁兰刻木，但愿汝如目连尊者度我，下脱沉沦，上登佛果。如其不然，幽谴 在，

切宜体悉全。’

宽永本、京大本释文均作“有”。此处之“ ”，应为俗字中的类化增旁。敦煌写本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如将“胡饼”写作“餬饼”，将本无偏旁的汉字加上偏旁，因为后面“饼”字类化而增加食耳旁。[17]

由于“有”字并无“冥”字旁，此处的“ ”，因是洞山价之母在回复儿子信中表达自己爱子心切的

强烈情感，“愿汝如目连尊者度我，下脱沉沦，上登佛果”，如果做不到，便发出了毒誓“幽谴 在”。“幽

谴”意为冥界的谴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做不到像目连那样对我，在九泉之下的冥界，我会谴责你的。“有”

字加上“冥”字偏旁，实际是强化了谴责之情，以此告诉洞山要牢牢记住，属于涉“冥界”含义类化而增

加了“冥”字旁，强调我的谴责不在他处，正在“冥界”。

异文是研究写钞本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基本问题，虽然经过分析，“叹”“咲”异文属于书写结果问题，

而非抄手的认知问题。但藉此可以引发对域外陶渊明形象接受与影响的再度思考，特别是关于如何解读陶

潜辞官归隐前后以及其行为背后的心境，此处的异文实际上提供了一剂良药。藉由渊明的心态，可进一步

思考南宋晚期诗僧群体的家国情怀处于怎样的状态，这些都是因异文所产生的良性刺激。不仅如此，《略注》

中提示出苏轼诗歌题目的异文差异，亦可为研究苏轼诗歌提供校勘材料，弥补《苏轼诗集》校勘中未曾列

出的异文。

事实上，本文所列举出的仅仅是岩崎本异文的一小部分，亦是笔者在文本细读和逐句逐字的校勘过程

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可以发现，异文生成过程往往伴随非常复杂的心理认知活动，对于如何认定文本变异

之后产生的“异文”，或许还需要重新加以探讨。究竟如何认定本文中所提到的“叹”与“咲”、“休”与“体”

这类抄手在认知层面并无问题，属于呈现结果问题的异文，希望有能方家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黄征.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2]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597/601.

[3](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卷四[A].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宝历十年刊,异体字研究数据集成第一卷,昭和四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00页.

[4]刘跃进,程苏东.早期文本的生成与传播[M].北京:中华书局,2017:89.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45.

[6](明)韩道亨.草诀百韵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30.

[7]黄征.敦煌语言文献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246.



第1期 ·55·

Research on the Examples of Different Words of Japan’s Iwasaki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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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texts are produced due to text variation, which is a very important basic research content in the field of copywriting. 

Dongyang, a Linji monk in the Murmachi era of Japan, made a note to the selected poems of monk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is a 

brief note to the newly compiled collection of Jianghufengyueji. Iwasaki’s collection of notes to The New Collection of Jianghufengyueji was 

completed in 1586. It is a representative note book at the end of Murmachi. Compared with the edition of Kuanyong in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the edition of Kyoto Universit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edition of Iwasaki. Generally speaking, it mainly 

includes variant glyphs, one word multi form, hyphen misreading, near and wrong form, version differences, folk words and different text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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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日本曾设立大学寮以培养儒生，并每年举行数次“释奠”活动，以讲习《孝经》《论语》等儒学经典①。

此外，知识分子还对儒学典籍、汉译佛典以及在儒、佛影响下撰写而成的日本本土汉字作品进行注释，以

助理解，如《三经义疏》《令义解》《令集解》《三教指归注》等，这些注释书在古代日本人学习和接受儒

佛典籍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古代日本，普通人阅读汉文有困难，只能依赖学者的讲解，这使得“讲书”方式得以普及②。但在

没有讲书活动时，注释书就成为他们学习各类典籍的重要凭借。

古代日本人使用的注释书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从中国引入的各类注疏，一类是日本本土注解。本土

注解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对中国典籍所作的注释，一种是对日本本土作品所作的注释，如《令集解》《三

教指归注》等。这两大类注释书在古代日本人阅读理解中国儒佛典籍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土注解

仍以引用中国典籍为主，偶尔间以假名或表音汉字以助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日本人在引用中国典籍

时，并非完全简单罗列，而是在原文不变的情况下对部分引文进行了特殊排列：或突出某个人物，塑造新

的人物形象；或组成某个故事，追求新的叙述效果。这些“新”的人物形象和“新”故事已经不完全等同

于原文本身，而是产生了“变异”，这种“变异”固定下来后，就又对日本后世文学产生了影响。《令集解》

就具有这样的特征。

《令集解》成书于日本贞观年间（859-877 年），是日本早期律令文书《大宝令》《养老令》的注释集解，

收录了 8 世纪中期至 9 世纪中期撰写而成的多种公、私令文注释。全书以汉字写成，除古代法令条例外，

所收注释引用了大量各类中国典籍，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儒学东传视角下的古代日本注释文献与文本变异
——以《令集解》为例

赵俊槐1  李  欣2

（1.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134；2.河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30）

摘  要：《令集解》为了解释令文字词，引用了大量各类中国典籍，这些记载经注释者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和排列，产生了新的

叙述效果和故事性，原本关联性不强或不具备关联性的引文，在注释者的编排下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文本变异由此出现。可

见，这类由古代日本人所撰注释类汉字文献不仅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是儒学东传过程中重要的桥

梁和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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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开始关注该书注释所引诸多中国典籍，肯定了其重要的文献学价

值。部分日本学者详细考察了所引《玉篇》《孝子传》《论语义疏》等典籍的情形，论证了这些典籍东传日

本的时间，分析了其与现存版本之间的异同，这对于了解部分中国典籍的流传、变异、传日及影响均有着

重要的意义。

前期研究做出了重要成绩，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尚未关

注引文的特殊排列，未能注意到注释者在引用中国典籍时尝试进行“创作”的意图等。本文即以《令集解》

注释所引颜渊相关记载和伯禽相关记载为例，探讨注释者在排列引文时的特定意图及引文段落具有的故

事性，并讨论中国典籍传日过程中的文本变异问题，以及古代日本注释类文献在儒学东传过程中的作用

和意义。

一、《令集解》的引文特征
8 世纪初期，日本模仿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后进一步完善而成《养老律令》，并于 757 年颁布施行。

《养老律令》的实施标志着以唐律令为基础的日本封建法令体系基本形成。为了便于民众理解，日本官方

和民间针对《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编撰了多种“律”“令”注释书。“令”的官方注释书名为《令义解》，

私人注释书则有《古记》（《大宝律令》的注释）、《令释》《迹记》《穴记》等。至 9世纪中期，惟宗直本将“令”

的官、私注释书集于一处，经取舍选择合编为一册，名之为《令集解》（惟宗直本还编纂了《律集解》，已

散佚不存）。《令集解》所收各注释均以汉字写成，且在解释令文字词时，引用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典籍。据

统计，被引中国典籍约有 200 种左右①。这些引文数量众多，体裁和题材多样，有些现已散佚不存，有些

则异于今文，其文献学价值可见一斑。

在《令集解》中，令文以大字书写，其后以双行小字列出各家注释，顺序大体为《令义解》《令释》《迹

记》《穴记》《古记》等。官方注释《令义解》位于各注释之首，一般不提“令义解”三字，以“谓”代指，

其他私人注释则以“某某云”的形式记入，如“释云”“古记云”等。各注释所引中国典籍则多以“某某曰”

的形式记入，以区别于注释书的“某某云”，如“后汉书曰”“徐广晋记曰”“论语曰”等。也有不提被引书籍，

以解释性、总结性语气对典籍记载加以使用的，如“不浊为清，不缁为白，假如，如曾参耕鲁，鲁君致邑，

固辞不受之类”②，“行异于他人，假令，系发积雪、穿壁刺股之类”③等，这类释文一般都能在中国典籍

中找到原句或类似语句，可能所指典故已为日本文人所熟悉，故以简略、概括性的形式出现。

《令集解》中各类中国典籍的引文数量十分可观，以《论语》《孝经》为例，若以“论语”为关键词进

行检索，有 64 处提到“论语”，其中引文多达 38 例；“孝经”则出现 57 次，引文多达 34 例④。另外，引

文多引自某典籍的某一种或某几种注疏，正如相关研究指出的那样，说明古代日本人在阅读中国典籍时往

往是与其注疏一起阅读的。一种典籍大多有多种注疏，各注疏的体例、表达思想也不尽相同，引用了哪种

注疏，往往能够体现注释者的理解和倾向。《令集解》也表现出了对特定注疏的偏爱，如《孝经》《古文尚书》

大都采用了孔安国注，《论语》的注疏中有将近一半也采用了孔安国注。《令集解》等古代日本注释书中的

引文对于分析和研究中国典籍、思想在古代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二、注释的引文排列与编撰意图、文本变异
《令集解》所收注释在解释词条时，往往引用了多种典籍，在词条下形成一个多引文并存的段落（以

下简称“引文组”）。按一般理解，“引文组”的引文分别对应相应的词条，互相之间不存在关联。前期相

① 户川芳郎等：《令集解引书索引》，东京：汲古书院，1995：9-13.

② 第十一卷<户令>“清白、异行”条。

③ 第十一卷<户令>“部内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条。

④ 本文检索使用的是鹰司家本电子版《令集解》。https://www.isc.meiji.ac.jp/~meikodai/obj_ryoshuge.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2

曰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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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十一卷<户令>“好学笃道”条。

② 笔者译。原文为“その子、心のさときこと限りなし。父母、「いとあやしき子なり。生ひ出でむやうを見む」とて、書も読ませ
ず、いひ教ふることもなくて生ほし立つるに、年にもあはず、たけ高く、心かしこし”（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本 第十九页）。

关研究也大体基于这样的理解，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研究：①引文与今文的比较；②与其他文书中相同或

类似引文的横向比较；③传日中国典籍的流播。由此可见，前期研究还只是将引文看作孤立的引用，未考

虑“引文组”各引文间的关联及注释者的编撰意图。实际上，有些“引文组”中的引文并非孤立存在，而

是相互间有着内在逻辑和关联。

《令集解·户令》“好学笃道”条有如下一组引文：

谓 ：“好学者，秀才明经等类。笃道者，兼行孝悌仁义等道。何者，总而言之，一谓之道，

别而名之，即谓之孝悌仁义礼忠信故。然则孝悌仁义……凡此四者，人之高行，故举为称首也。”

釈云 ：“好学，谓通二经以上者 ；笃道，谓通二经者。……或云 ：‘孝悌仁义忠信，总名称道，然

则不必好道也。……’……”迹云 ：“好学，谓通二经以上人。……笃道，谓虽不通经，而仁义

礼智信之道具……。”穴云 ：“……（A）笃道，谓存行五教是，但此人不必学习所得，假颜渊自然

不待寤而悟人也。”朱云：“……笃道，谓笃于五常道也，孝悌仁义忠信六，总称道也。”古记云：“好

学笃道，谓通二经以上者，行异于他人，假令系发积雪、穿壁刺股之类。《论语》：（B）‘哀公问：“弟

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弐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

学者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已矣。”孔安国曰：“日知其所未闻也。”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孔安国曰：“广学而厚识之也。”’一云：‘好学，谓通二经以上者。《论语》：“子

曰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孔安

国曰：“敏，疾也。”……’”赞案：“好学笃道者，……《孝经注》孔安国曰：‘总而言之，一谓之道，

别而名之，则谓之孝悌仁义礼忠信也。’……”穴云 ：“案 ：（C）笃道，谓自存行五教人也，不必学

而得，假如颜渊不待谕而悟之类。私案 ：相须之说多难也。”①

如方框处所示，这一组引文收录了“令义解”“迹记”“穴记”“朱记”“古记”“赞案”等注释，各注

释引文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一是如斜体字部分所示，各注释大都引用了孔安国注；二是如划线部分所示，

该引文组有两种注释、三处地方引用了颜渊的事迹来释“好学笃道”。如划线部分（B）所示，孔子认为

颜渊最为好学，颜渊去世后，“未闻好学者也”，这无疑是释“好学”一词的绝佳事例。释“笃道”一词时

同样引用了颜渊的事例，如划线部分（A）(C) 所示。《古文孝经孔氏传·序》中说，“鲁之洙泗门徒三千，

而达者七十有二也。贯首弟子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性也至孝之自然，皆不待谕而寤者也，其余

则悱悱愤愤，若存若亡”，孔安国认为颜回等贯首弟子天性孝顺，皆“不待谕而窹”，不用教化就懂得孝顺

之道。（A）中的“假颜渊自然不待窹而悟人”及（C）中的“假如颜渊不待谕而悟”当来自《古文孝经孔

氏传·序》无疑。孔安国在《序》中认为“不待谕而窹”的只是“孝”，但该词条中的“穴记”和“古记”

均将“不待谕而窹”的范围从“孝”扩大到了“五教”，即“孝悌仁义礼忠信”。颜渊之为孝子，这在中国

典籍中并不多见，《令集解》将《论语》中“好学”的颜渊与《古文孝经孔氏传》中“不待谕而窹”的颜

渊置于一处，以解释“好学笃道”，事实上塑造了一个新的颜渊形象：既好学，又孝顺，且天生聪颖不用教。

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编纂者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的结果。在该“引文组”中，引文本身并没有变化，但组

成一段引文后，引文组包含的信息、传达的含义已经不同，产生了“文本变异”。

在日本第一部长篇孝子故事《宇津保物语》中，主人公俊荫是个大孝子，幼时天资聪颖，父母惊奇不已，

于是既不让他学习诗书，也不教他为人处世的道理②。这里的俊荫俨然就是另一个“不待谕而窹”的颜渊，

其优秀的品质和素养“不必学习所得”。“不待谕而窹”且生性孝顺，这样的主人公形象很可能滥觞于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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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集解》“引文组”描绘的颜渊故事。

引文的取舍选择和排列反映了注释者的认识和意图，使“引文组”具有了不同于引文本身的意义和内

涵。更有甚者，原本关联性不强、甚至不具备关联性的引文，在注释者的编排下构成了一个首尾完整的故事。

《令集解·赋役令》“孝子”条从包括《孝子传》在内的多种中国典籍中摘录了多个孝子、顺孙故事来释词，

如高柴、顾悌、曾参、原谷等，其中《古记》“桑案”所引伯禽相关记载十分值得关注，现录原文如下：

桑案 ：“魏征《时务策》云 ：‘义夫彰于郄欠，节妇美于恭姜。孝子则曽参之徒，顺孙则伯禽

之辈。’顺孙，犹承顺于祖考之孙也。《毛诗·皇矣》篇毛注曰：‘慈和遍服曰顺也。’《孝経孔氏注》

云 ：‘承顺祖考为孝也。’《周书·谥法》云 ：‘孝，顺也。’（Ⅰ）伯禽，此文王之孙，即周公之元

子也。（Ⅱ）《鲁颂·閟宫》篇曰 ：‘成王告周公曰 ：“叔父，建尓元子，俾侯于鲁。”’《笺注》云 ：

‘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伯禽，使君于东，加赐以土田山川附庸之国，令専统之也。”’

（Ⅲ）又《维天之命》篇曰 ：‘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之。’笺注云 ：‘阮也，徂也。此三国犯周，而

文王伐之。于是文王造征伐之法，乃至于子武王用之，伐殷纣而有成功也。’（Ⅳ）《尚书·大诰》曰：

‘武王崩，子成王立。三监及淮夷并叛之。周公相成王。将黜殷。’《孔氏注》云：‘三监，管、蔡、商。

淮夷徐奄之属皆叛周，即周公相成王，皆黜殷也。’（Ⅴ）《尚书·文侯之命》篇曰 ：‘鲁侯伯禽宅

曲阜，徐夷并兴。’《孔氏注》曰：‘徐戎、淮夷并起，为寇于鲁东。鲁侯伯禽征之。乃孔子叙《书》，

以有鲁侯伯禽治戎征伐之备。’（Ⅵ）即连帝之事，此自文王、武王至于周公，有継代之道。即周

公之子伯禽，承顺祖考之道，有征伐之志，安救其人民，定安其社稷，故谓伯禽为顺孙也。……”

该“引文组”以魏征《时务策》“孝子则曾参之徒，顺孙则伯禽之辈”为纲领，交代了要介绍的人物，

接着引《古文孝经孔氏传》《周书》《毛诗》《尚书》等，讲述了一个完整而精彩的孝子顺孙伯禽故事。“桑

案”首先引《毛诗·皇矣》解释了何为“顺”，接着又引《古文孝经孔氏传·序》说明“承顺祖考”即

为“孝”，又引《周书》解释了“孝”与“顺”意思相同，说明“顺孙”即“孝孙”之意。接下来“桑

案”引多种典籍及注疏介绍伯禽“承顺祖考”的事迹。令人惊讶的是，该“引文组”有着严密的逻辑，

将伯禽之“顺”交代得十分清晰。首先交代了人物的出身，（Ⅰ）“伯禽，此文王之孙，即周公之元子也”，

接着依次交代情节 ：（Ⅱ）伯禽被派往治理鲁国→（Ⅲ）文王造征伐之法，武王用之，伐殷→（Ⅳ）三

监叛周，周公相成王征伐三监（《尚书孔传》）→（Ⅴ）鲁侯伯禽征伐三监”（《尚书孔传》）→（Ⅵ）文王、

武王、周公有继代之道，伯禽承顺祖考，平叛有功，故谓顺孙。可以看出，Ⅰ～Ⅵ中除Ⅰ和Ⅵ是注释者

补充的语句外，其余均来自不同的中国典籍，但经特殊编排后组成了一个逐层递进、逻辑清晰、情节丰满、

内容完整的顺孙伯禽故事，不可谓不巧妙。伯禽之为“孝子”在中国典籍中并不鲜见，但其之为“顺孙”

虽偶有所见（如魏征《时务策》“顺孙则伯禽之辈”），但并不见具体描述。即便存在尚未被发现的顺孙

伯禽故事，也不会引不同典籍的记载以拼成一个故事，换言之，以上“引文组”是日本注释者的“原创”。

可以说，该顺孙伯禽故事是注释者引多种中国典籍“创作”而成的一则“新”的中国孝孙故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注释者在进行这样的“创作“时，还模仿了《孝子传》的体例。“引文组”描

绘的顺孙伯禽故事以“伯禽，此文王之孙，即周公之元子也”开头，最后以“故谓伯禽为顺孙也”收尾，

这与《孝子传》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以现存日本的阳明本《孝子传》为例，其中几则故事的格式如下：

“伯奇者，周丞相伊尹吉甫之子也。……”

“申生者，晋献公之子也。……”

“眉间尺者，楚人干将、莫邪之子也。……”

“宗胜之者，南阳人也。……乡人称其孝感，共记之也。”

“孝女曹娥，会稽人也。……县令闻之，为娥立碑，显其孝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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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条〈古记〉共引用了三种“孝子传”，分别是《孝子传》（原谷故事）、刘向《孝子图》（郭

巨故事）和王韶之《孝子传》（李陶故事），可见，古代日本文人对“孝子传”的体例是比较熟悉的，并

将其活用在了上述“引文组”顺孙伯禽故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桑案”的编撰者借引文“创作”出

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则孝行故事。日本第一部长篇孝子故事《宇津保物语》将主人公设置为祖孙俩，讲

述孝孙承顺外祖父的遗言，通过外祖父从异境带回来的灵琴，使家族兴旺发达，实现了外祖父的愿望。《宇

津保物语》中的这一故事构造，很可能受到了《令集解》中所载孝孙伯禽故事的影响。

三、古代日本注释文献在儒学东传过程中的作用
 《令集解》所收注释引用了诸多中国典籍，保存了不少宝贵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同时，

如上所述，部分“引文组”经注释者精心编排后，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和脉络，其故事性和文学性大大

增强，这一点值得今后特别关注。除《令集解》以外，其他注释类汉字文献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现举

一例予以说明。《三教指归注》（觉明）解释“虞舜周文行之登帝位，董永伯喈守之流美名”中的“虞舜”

一词时，有如下引文 ：

《孝子传》云：“虞舜，字重花。重花父名瞽叟，瞽叟更娶后妻，生象。象发。舜有孝行，后母疾之，

语叟曰：‘与我杀舜。’叟用用后妻之言，遣舜登仓。舜知其心，手持两笠而登。叟等从下放火烧仓，

舜开笠飞下。又使舜涛井，舜带银钱五百文入井中，穿泥取钱上之，父母共拾之。舜于井底凿匿孔，

遂通东家井。便仰告云 ：‘井底钱已尽，愿得出。’爰父下土填井，以一盘石覆之，驱牛践平之。舜

从东井出，父坐填井，以两眼失明，亦母顽愚也，弟复失音。如此经十余年，家弥贫穷无极。后母

负薪诣市易米，值舜粜米于市，舜见之，便以米与之，以钱纳母袋米中而去。叟怪之曰 ：‘非我子

舜乎？’妻曰 ：‘百丈井底，大石覆至，以土填之，岂有活乎？’叟曰 ：‘卿将我至市中。’妻牵叟

手，诣市，见粜米年少，叟曰：‘君是何贤人，数见饶益。’舜曰：‘翁年老，故以相饶耳。’父识其声，

曰 ：‘此正似吾子重华声。’舜曰 ：‘是也。’即前揽父头，失声悲号，以手拭父眼，两目即开，母亦

听耳，弟复能言。市人见之，莫不悲叹也。”《史记》云 ：“舜年廿以孝闻，卅尧举之，五十摄行天

子事，六十一而代尧践帝位。在位三十九年。”敦光注云 ：“《礼记》曰 ：‘舜是大孝也欤？德为圣人，

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故大德比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成安注云 ：“《尚书》曰 ：‘有鳏在下曰舜，瞽子，蒸蒸克孝也。’《史记》曰 ：‘尧老，令舜摄行天子

之政。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拥。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

朱得其利，卒授舜以天下。舜践天子位，是为虞舜。廿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在位三十九年。’”①

觉明注分别引《孝子传》《史记》、“敦光注”和“成安注”对“虞舜”做了注解，《孝子传》描述了

舜的成长经历和孝行，《史记》指出舜因其孝行而最终得以“践帝位”。《孝经·天子章》认为天子之孝

应该“爱敬尽于事亲，然后徳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敦光注和成安注赞美的正是舜的天子之孝。该“引

文组”前后具有时间和逻辑上的关联，引文经过了选择和特殊排列，足见注释者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综上，《令集解》《三教指归注》等注释书在儒学东传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毋庸赘言的。首先，

传日典籍中的相关记载，被以一种古代日本人更加熟悉和易于接受的方式集于一处，方便了阅读和查阅，

易于传播。其次，文本在传入日本后，由于语言、传统、翻译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日本文人有意识的选

择和编排，往往会出现变异，但这种变异未必是文本本身在流传、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而是在早期的

数据摘录阶段就可能已经出现了。在中国典籍传日初期，除一部分留学大陆的人员以外，大多数古代日

本人都尚未真正理解和消化这些知识，尚不能以本国语言和逻辑解释它们，仍然需要“以汉释汉”，即

①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宽永11年（1634）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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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籍记载来解释汉字词句。这一过程并非简单搬运，而是被日本文人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加工，如将

同一人物的不同记载编排在一起以丰富情节，或模仿某种体例将引文巧妙地排列起来以讲述一个故事。这

样一来，引文本身不具备的、或者原典籍中没有的含义和情节就出现了，文本变异也由此出现。这样的“引

文组”由于同类数据较丰富，便于查询和阅读，所以一旦出现并固定下来，便会得到快速普及，对日本后

世文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

日本的文学、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在学习、消化中国典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日本文学、文化时

必然离不开作为总源头的中国各类典籍，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总源头与日本某些文学、文化要素之间存在

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日本文人早期“以汉释汉”的注释类文献。儒佛典籍东传后，有些要素不可避免

地会发生变异，我们在研究文本传播、要素变化等问题时，除了从社会、文化等传统因素方面找原因外，

有必要从古代日本人编撰的注释类文献中寻找一些线索。

结语
《令集解》虽然是令文注释书，但由于收录了大量中国典籍中的记载，独特而巧妙的引文排列又不啻

于新的“创作”，无论从文献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该注释书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研究儒学东传的

相关问题时，文本流传、文学受容等都是经典的研究题目，但对日本文人早期摘录中国典籍“以汉释汉”

的文学尝试似乎尚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忽视这类注释文献在儒学东传过程中的媒介、加工功能，可

能会弄不清有些文学要素变异的源头和路径。以《宇津保物语》中的孝子主人公俊荫为例，若仅从作为总

源头的中国典籍中寻找线索，可能很难弄清楚“天资聪颖”“不学习”“孝”这三者之间的关联。即便能够

通过《古文孝经孔氏传》找到一些线索，得出的结论可能也是比较片面的。应该说，《令集解》等注释文

献为我们把握儒学东传过程中某些要素变异的具体路径和方式提供了重要依据。

Ancient Japanese Annotated Documents and Text Var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ward Spread of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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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words in it, Ryonoshuge quotes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classics of all kinds, and the quoted in record is 

consciously selected and arranged, which produces a new effect of narrating and storytelling. Therefore, its philology value and literatur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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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人赵诒琛撰写的《顾千里先生年谱》称赞清代校勘名家顾广圻平生“意欲准古今通借以指归文字，

参累代声韵以区别句逗。”①大略而言，古籍整理校勘的主要工作其实就在文字与句逗（标点）两大方面。

以下就结合笔者在日本辞赋写本整理中的经历和实例，也粗略地分标点和文字两大方面来探讨辞赋写本整

理中的问题点，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标点方面的诸问题

对于标点，或称句读、章句，古来都把其视为读书学问的基础素养之一。早在《礼记·学记》就提到

那时的学童“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后略）”②，其中的“离经”郑玄注道：“离经，断

句绝也”。唐代韩愈《师说》也说道“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也”。③古来的句读较之我国当前古

籍整理中使用的现代标点符号而言，种类较为单一，作用也仅仅限于断句。现代标点不仅能够断句，还能

较清晰地反映出文句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文句的情感语气。而日本的汉籍标点至今仍然比较尊重古来的句

读传统，因此也存在相似的局限，详见后述。

辞赋作为韵文，句式上多以对句、韵语为主，夹杂少数散句；章法上以铺排为能事，句间逻辑较为清

晰明了。因此相较于一般古文标点来说，辞赋的标点总体而言较为简单。但是在具体的标点实践中还是需

要充分结合辞赋本身的文体、语体特点，因此还是有不少须留意之处。再考虑到现行日语标点方式尤其对

于古典汉文的标点方式比较刻板，一般只使用我国旧式句读的句点（句点くてん）与读点（読点とうてん），

与现行汉语古籍标点标准的出入较大，因此难于依从。如下结合辞赋章句标点的特点，并对比日语标点方式，

举例以说明之。以下相关辞赋引文都集中于《经国集》及《本朝文粹》。《经国集》所引文本以《群书类丛·文

笔部》卷百二十五上下（版本）为底本，参校以三手文库今井似闲本（写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枫山·红

叶山文库本（写本）。《本朝文粹》所引文本以国文学研究资料馆鹈饲文库所藏宽永六年刊本为底本，参校

日本辞赋写本整理的诸问题举隅

张逸农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历来日本辞赋写本受到的关注不足，现有的对辞赋文本的整理与考订远难称精核良善。日本辞赋写本整理中最直面的

基础课题就是标点问题和文字问题。又因为辞赋文本自身的特点以及日本作者写作的性质，促使前述二者更趋于复杂化。通过在日

本辞赋写本整理工作中的实践经历，收集胪列出辞赋整理中出现的标点和文字问题及其相应对策，以期探讨辞赋写本整理中的问题

点及其解决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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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和文华馆藏十四册（写本）。

（一）句号

日语中称为“句点”，句号一般表示陈述句末尾的停顿，汉语、日语中用法基本一致。句号本是使用

于句意完结之处的，但是对于包括辞赋在内的韵文，传统上往往不是以意结句而是以韵结句。这一点早为

古人所指出，如元人程端礼在其论述家塾教学程序的著作《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就指出：“凡诗铭

韵语，以韵为句，未至韵皆读。”①王力先生则更为精细地分析道：“韵文的要素不在于‘句’，而在于‘韵’。

有了韵脚，韵文的节奏就算有了一个安顿；没有了韵脚，虽然成句，诗的节奏还没有完。依照这个说法，

咱们研究诗句的时候，应该以有韵脚的地方为一句的终结，若按西洋诗式，就是一行的终结”。②因此，

当作：于时众芳凋，寒菊笑 ③。殊蓊郁，独照曜。或素或黄，满庭芬馥。（嵯峨天皇《春江赋》）

不作 ：于时众芳凋，寒菊笑，殊蓊郁，独照曜，或素或黄，满庭芬馥。

又当作：若乃韶风澹荡，景色淑美。惟雄惟雌，爰孳爰尾。就河畔之青草，托孤栖于茂里。（仲

雄王《和和少辅鹡鸰赋》）

不作 ：若乃韶风澹荡，景色淑美，惟雄惟雌，爰孳爰尾，就河畔之青草，托孤栖于茂里。

 （二）逗号

逗号表示句子内部的一般性停顿，日语称为“コンマ”，用法也与汉语相似，且在日语中其用法与下

述读点（、）一致。日语中原则上竖排书写时用读点（、），横排书写时用逗点（，），但是由于历史上竖排

书写的巨大惯性，尤其在标点古典汉文时基本不用逗点只用读点。这种情况下一律依从汉语标点习惯，改

用逗号。另外判断句的主语、谓语之间，也当逗号点开。姓名与字、号之间（如“何逊字仲言”），简单注

音释文的句子（如“塞音先代反”“舆即车也”），一般不加逗号。例如：

嵯峨天皇《春江赋》：仲月春气满江乡，新年物色变河阳。江霞照出辞寒彩， 海气晴来就暖光。

石上宅嗣《小山赋》：夫四序之交代，经万古以无私。草逢春而花锦，树入夏而叶帷。秋气

悲兮落实，冬风急兮塞枝。

逗号表示句子内部的一般性停顿，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对于辞赋中存在诸多的“发辞”或称“发语”

后是否使用逗号，还是值得留意。佚名《赋谱》④例举了许多常见的辞赋发辞，并按照其功能将其划分为“原

始、提引、起寓”三类，而在实际的辞赋用例中的发辞数量往往还不止于《赋谱》所列。如《赋谱》所言，

这些在辞赋中应用广泛的发辞一方面在行文粘接上起到起承转合的语义逻辑功能，且在另一方面打破骈句

堆集带来的均整呆板印象，引起诵读时语气的起伏顿挫。对于这些发辞，日本学者往往倾向于用读点将其

与后文点开，这样的做法在日语训读语境下是可以理解的。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古代日本汉诗文的诵读方式

究竟是直读还是训读，但是这种点法从辞赋的诵读角度而言，实际上是阻断了语气；从行文角度而言，是

分隔了文意，总而言之殊为不可取。因此，

当作 ：兹可谓江村春而感于情人也。（嵯峨天皇《春江赋》）

不作 ：兹可谓，江村春而感于情人也。

① 程端礼著,姜春汉校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M].合肥:黄山书社,1992:72.

② 王力.汉语诗律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19.

③ 方框内为韵字，以下同。

④ “发语有三种：原始、提引、起寓。若“原夫”“若夫”“观夫”“稽夫”“伊昔”“其始也”之类，是原始也。若“洎夫”“且

夫”“然后”“然则”“岂徒”“借如”“则曰”“佥曰”“矧夫”“于是”“已而”“故是”“是故”“故得”“是以”“尔

乃”“乃知”“是从”“观夫”之类，是提引也。“观其”“稽其”等也，或通用之。如“士有”“客有”“儒有”“我皇”“国

家”“嗟乎”“至矣哉”“大矢哉”之类，是起寓也。原始发项，起寓发头、尾，提引在中。”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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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 ：信夫不出户牅而知矣，何必历览山水而尚诸。（石上宅嗣《小山赋》）

不作 ：信夫、不出户牅而知矣，何必、历览山水而尚诸。

（三）分号

分号表示复句内部并列分句之间的停顿，日语称为“セミコロン”，绝少使用而用读点或句点替代。

相对于诗词的对句，辞赋对句的一大特点就是隔句对或称隔对的大量使用。隔句对中最为常见的就是人所

熟知的“四六句”，实际也远不止于此。前述佚名《赋谱》详细地将轻隔、重隔、疏隔、密隔、平隔、杂隔。

①若将四六句用数字表示为 46—46 的话，那么轻隔就是 46—46，重隔则是 64—64，疏隔则是 3X—3X（X

表不限字数），密隔则是 5+X6+X—5+X6+X（+X 表示已上不限），平隔则是 44—44、55—55，杂隔则有

45—45、47—47、48—48、54—54、74—74、84—84 等不同形式。尽管隔句对的句式较为多样，但是“—”

处通常应当使用分号无疑。隔句对内的前后对句间并不要求押韵，如赋谱所引裴度《箫韶九成赋》“器将道志，

五色发以成文；化尽欢心，百兽舞而叶曲”，但是往往也有前后对句入韵的情况。如此情况下，若是参照

前述“以韵结句”在前后对句间径直使用句号的话，就有截断隔句对之虞。利弊两相权衡之下，似乎还是

使用分号较为妥当。因此，

当作 ：涉人回檝，与渊客而为伦 ；渔童搆宇，接鲛室而同磷。（嵯峨天皇《春江赋》）

不作 ：涉人回檝，与渊客而为伦。渔童搆宇，接鲛室而同磷。

当作 ：贫生之养母，见之增悲 ；寡妇之提孩，对之酸鼻。（仲雄王《和和少辅鹡鸰赋》）

不作 ：贫生之养母，见之增悲。寡妇之提孩，对之酸鼻。

通过标点将句子分隔明晰之后，对于文本的校勘、校异皆是大有助益。对于辞赋而言，至少很容易判

断出辞赋中对句中是否有脱字或衍字现象。如和气真纲《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应制》中有“却暑絺于匣里，

御寒颸于轻裘”，其中的“暑絺”一本作絺，显然是脱去了“暑”字。又如滋野贞主《重阳节神泉苑赋秋

可哀应制》“节灰尚如此，情人谁不悲”，其中的“节灰”一本作“灰”，也显然是脱漏了“节”。

就辞赋标点而言，如果章句标点上仅仅采取保守姿态的话，上述三种符号基本已经满足需求。但如果

要进一步厘清句子，明晰文意的话，还是需要用到更多的标点符号。

（四）问号（？）

表示疑问句末尾的停顿，日语中称为“疑問符”，用法也与汉语相似，但日语在标点古典汉文时并不常用。

反问句是一种特殊的疑问句，末尾一般也当用问号。

 仲雄王《和和少辅鹡鸰赋》：视鹰鵰兮不能□（原文此处阙一字），窥鸟鸢兮安得知？

反之，句中虽然有疑问词，但全句不属疑问句或不求回答的语句，也不用问号。例如：

贺阳丰年《和石上卿小山赋》：惟消遥之在我，何夸仙之足冀。

（五）叹号（！）

叹号表示感叹句末尾的停顿，日语中称为“感嘆符”，用法也与汉语相似。但日语在标点古典汉文时

并不常用。语气强烈的祈使句、反问句也可以用叹号。当然总体上在标点古籍时，叹号也不宜多用，凡可

用叹号亦可用句号的地方，还是宜用句号。例如：

菅原道真《清风戒寒赋》：至哉！时属委裘，孰谓秋气如惨 ；恩均挟纩，非唯春日载阳。

源顺《奉同源澄才子河原院赋》：嗟乎！黄閤早閟，翠微易登。

（六）冒号（：）

冒号表示提示性话语之后的停顿，用来提起下文，日语称为“コロン”，绝少使用而用读点替代。例如：

 石上宅嗣《小山赋》：乱曰 ：四节递谢兮，万物荣枯。视昔异代兮，知后同途。



第1期 ·65·

贺阳丰年《和石上卿小山赋 》：乱曰 ：玄之又玄兮，畅我情性。材与不材兮，处我运命。

（七）引号（『』「」或“”‘’）

引号标明行文中直接引用的话，日语中称为“引用符”，用法与汉语一致，但在日语中原则上只使用

用前者（『』「」）又特称“鈎括弧”“二重鈎括弧”，而不使用后者（“”‘’）。汉语则竖排书写用前者，横

排书写用后者。例如：

源英明《孙弘布被赋》：故曰 ：“上德不德，长养其精神 ；名非常名，不失其福祚。”

菅原道真《昧旦秋衣赋》序 ：避席议曰 ：“‘穆穆焉，煌煌焉，济济焉，锵锵焉。’古之所谓

谋于蒭荛，访于台隶之义也。”

（八）括号（（）、〔〕）

括号标明行文中注释性的话，日语称“括弧”，用法也与汉语相似。但日语在标点古典汉文时并不常用。

例如：

菅原道真《清风戒寒赋》：清风戒寒赋（以霜降之后，戒为寒备为韵。）

兼明亲王《兔裘赋》：吾将入龟绪之岩隈，归菟裘而去来。（龟绪便龟山也，犹如龟尾之读之，

故云。）

（九）书名号（《》）

书名号标明书名、篇名、乐舞名等，而在日语中则使用前述“鈎括弧”“二重鈎括弧”（『』「」）表述书名、

篇名。例如：

兼明亲王《兔裘赋》：况今赵高指鹿之日，梁冀跋扈之时。（《后汉书》注曰 ：跋扈，狐强也。

或书云 ：扈者，枭字也。）

大江匡房《〈法华经〉赋》：说《陀罗尼》而护能持，寄《庄严王》而示妙相。

二、文字方面的诸问题

写本整理中最直面的文字问题就是异文和讹误。辞赋写本的整理亦不能出乎其外。针对异文和讹误问

题需要进行相应的校异和订讹的工作，而且两项工作其实是错综交叉进行的。通常而言，异文未必都是讹误。

但是日本辞赋因为历来受到的关注不足，现有的对辞赋文本的整理考订远难称精核良善，所以校异时往往

能正讹互见。考诸日本辞赋写本中的异文，最为常见的就是因与原字形近、音近而产生的异文。对于这些

可能因形近、音近致异、致误的情况，可以充分利用辞赋的对句、协韵、平仄、用典等特点来校异订讹。

（一）可以利用辞赋对句中字句须对仗齐整的特点予以订讹误。如：

1、咀嚼初藻，吞茹新荇。（嵯峨天皇《春江赋》）

茹，一本作茄。作茹是，因形近误。茹有吞咽意。“吞茹”虽是作者嵯峨天皇的生造词，但是与前句中的“咀

嚼”尚还能同义对仗，“吞茄”则与文义无涉，不可解。

2、攘溺腕而采嬾①，擢纤手以摘花。（嵯峨天皇《重阳节菊花赋》）

溺，一本作弱。作弱是，弱腕与纤手对。汉代边让《章华赋》：“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嫔之素肘。”

南朝齐谢朓《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代人应诏》：“弱腕纤腰，迁延妙舞。”

3、于是荣阿阁兮临一边，建菴室兮奏五弦。（贺阳丰年《和石上卿小山赋》）

荣，一本作营。作营是，因形近误。营，营建之意，与下句建字同义相对。

4、既薄双翔之入藻，讵异孤翥之回弦。（菅原清人《和和少辅鹡鸰赋》）

① 又嬾，一本作 。 字不可查考，疑是撷字之误，限于学识，不能遽断。

张逸农：日本辞赋写本整理的诸问题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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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一本作冀，作冀是。冀，希冀，与上句“薄”反义相对。

（二）如果异文恰巧出在韵脚处，则可以依据协韵与否来定是非。须注意的是辞赋中不

仅对句须要协韵，往往散句也须要协韵。

1、伊鸟之征陋，何处身之笃虔。鹦武慧以见羁，鹰隼猛以被挛。（菅原清人《和和少辅鹡鸰赋》）

挛，一本作卛，卛即率字，属入声质韵。此处作挛是，挛字与虔字协平声先韵。

2、具物缩悴，爽气辽廓。烟断崇岭，云愁幽谿。（滋野贞主《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应制》）

谿，一作壑，谿即溪字，属平声齐韵。此处作壑是。壑字与廓字协入声药韵。

3、秋可哀兮，哀初月之微凉。火度天而西流，金应律以为玉。（良岑安世《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应制》）

玉，一本作王，玉字属入声沃韵。此处作王是，王字与凉字协平声阳韵。

4、兄之友弟，弟之事兄。闻之忽欲动。（仲雄王《和和少辅鹡鸰赋》）

动，一本作动情。作动情是，情字与兄字协平声庚韵。

（三）辞赋的句间平仄虽似近体诗那么严格拘束，但是尤其在小句句末通常要求平仄合辙，

因此如果异文恰巧出在小句句末，亦可以据平仄来定是非。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辞赋的这种平仄

合辙并非硬性要求，往往有例外情况，所以在下判断时仅仅凭借平仄合辙一条是不够审慎，通常需要有其

他方面的证据作为依托。

1、白藏气季，文月天高。霜零漂漂，商风骚骚。（嵯峨天皇《重阳节菊花赋》）

漂漂，一作凛凛。作凛凛是。漂字为平声，与同为平声的骚字相拗。而凛字为上声与骚字合辙。从语

义上而言，凛凛即凛凛，寒冷之意。

2、何则卜深居而荣紫襟，移盘根以茂彤庭。（藤原宇合《枣赋》）

襟，一本作禁。作禁是。襟字为平声，与同为平声的庭字相拗。而禁字为有平、去两声，此处当作去

声与庭字合辙。紫禁代指宫廷，与下句彤庭亦可词义对仗。

3、尔乃参差篑土，日度而不障；皎洁坳地，风动而爰涨。（石上宅嗣《小山赋》）

地，一本作池。作池是。地字为去声，与上声的涨字相拗，而池字为平声与上声的涨字合辙。

但是光凭借这一点还未能断定，因为前句中的上声土字与去声的障也相拗。此时再比照前后相对的“篑

土”与“坳池”，不难发现两处皆是用典。“篑土”当出自《论语·子罕》“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

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相应地，“坳池”出自《庄子·逍遥游》“且夫水之积也不厚，

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

负大翼也无力。如此平仄与语义都趋于妥帖，才可以下断语。

（四）用典虽然并非辞赋所能专美，但辞赋对于典故堆积的追崇已是声名在外。因此如果

能够顺利疏通典故，对于校异订讹也是大有裨益的。

1、已异暮燕之易覆，宁同园鴂之极危。（仲雄王《和和少辅鹡鸰赋》）

鴂，一本作鹄。鹄，《说文》曰“鸿鹄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天鹅”。此处作鴂是。鴂据《集韵》“鸟名，

伯劳也”，可知是伯劳鸟。但在此处应当是泛指小鸟，而园鴂与前句中的“暮燕”（当作幕燕，详见下述）相对，

当指刘向《说苑·正谏》中的黄雀。《说苑》第九卷“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

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顾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

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同样使用这一典故的还有嵯峨天皇《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庭

潦收而水既净，林蝉竦以引欲殚。”该句中的“殚”，一本作弹。结合《说苑》来看，此处应当作弹是。“引

欲弹”，即引弓欲要弹射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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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季白鹰节，百工具休。（和气真纲《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应制》）

鹰，一本作膺。作膺是。此处“膺节”或是“膺节钺”之省，膺节钺即是授与臣下百官官位。在日本

对五位以上的官员授予位阶的仪式，通常称“叙位”或“授位”，是日本朝廷的重要仪式之一。和气真纲

该赋创作于平安时代，当时叙位仪式的举行，一般在正月的白马节会（七日）举行，在此外的还有所谓的

临时叙位。因此也不排除和气真纲所言的“膺节”是临时叙位的可能。

3、白藏气季，文月天高。霜零漂漂，商风骚骚。（嵯峨天皇《重阳节菊花赋》）

零，一作雰。作雰是。霜雰，亦作霜氛，指寒气，与下句中的“商风（西风、秋风）”相对。该词见

于南朝梁元帝《幽逼》之三：“松风侵晓哀，霜雰当夜来”，又见于唐太宗《出猎》：“寒野霜雰白，平原烧

翠红”。

4、资神泉之闲敝，降恩席以延英。（菅原清公《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应制》）

敝，一本作敞。作敞是。“闲敞”见于汉代张衡《南都赋》：“体爽垲以闲敞，纷郁郁其难详。”又见于

唐代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

5、于是荣阿阁兮临一边，建菴室兮奏五弦。（贺阳丰年《和石上卿小山赋》）

阁，一本作閦。作閦是，贺阳丰年该赋中提到藤原宅嗣舍宅为阿閦寺，即此。释元应《一切经音义》卷三“阿

閦。案：閦，文字所无相承，叉六反。”阿閦当为梵文 Aksobhya 的汉语译音，原意为“不动”，佛教中有

阿閦佛，又称不动如来。阿閦寺或当为供奉阿閦佛之寺庙。

综上而言，重视辞赋的对句、协韵、平仄、用典等特点并据此来对辞赋写本进行校异订讹工作显然是

可行且有效的。并且依据上述手段，同样还可以在无他本无异文可依托时，以道理来定是非，也就是陈垣

先生所谓的“理校”方法。不过正如陈氏所言，理校法“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因此在整理

注释时不得不谨慎使用。

1、园池绵邈，林麓斗茸。（藤原宇合《枣赋》）

斗，在此无意，似当为丰。丰茸，繁盛美好之意。见于汉代司马相如《长门赋》“罗丰茸之游树兮，

离楼梧而相撑。”又见于唐代王勃《采莲归》：“莲浦夜相逢， 吴姬越女何丰茸。”

2、已异暮燕之易覆，宁同园鴂之极危。（仲雄王《和和少辅鹡鸰赋》）

暮，当作幕。幕燕，指筑巢于帷幕上的燕子。典出《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自卫如

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

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幕燕”与“园鴂”用

典对仗。

3、涉人回檝，与渊客而为伦；渔童搆宇，接鲛室而同磷。（嵯峨天皇《经国集·春江赋》）

磷，当作邻。“鲛室”典出《述异记》卷下：“南海中有鲛人室，水居如鱼，不废机织，其眼能泣则出珠。”

又《文选·左思·吴都赋》“泉室潜织而卷绡”：李善注：“俗传鲛人从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积日卖绡，临去，

从主人家索器，泣而出珠满盘，以予主人”。与鲛室同邻，类似表述有唐代孟浩然《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

容》：“廨宇邻蛟室，人烟接岛夷”。又有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俗异邻鲛室，

朋来坐马鞯”。

此外，由于日本辞赋作者在创作辞赋时，虽然始终以汉字、汉文行笔，但是其思维构思仍然很难摆脱

其母语日语的干涉，因此其在遣词造句上存在不少日语化的表达，这些通常被称作“和臭”或“和习”。

就日本的汉文学史、辞赋文学史而言，“和臭”或“和习”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作为写本整理者毋庸去批

驳一番。但是在整理过程需要藉助日语的思维去理解和把握，不可轻易将其视作讹误而贸然去加以理校。

张逸农：日本辞赋写本整理的诸问题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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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llustrative Analysis of Problems in the Compilation of Japanese Cifu

ZHANG Yi-n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attention to Japanese Cifu manuscripts have always been insufficient. The existing colla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Cifu texts 

are far from good. Punctuation and words are the most basic issues in the collation of Japanese Cifu tex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fu texts and 

the nature of Japanese writers’ kanbun-writing make the above twos more complicated. Through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collation of Cifu 

in Japan, this paper collects and lists the punctuation and text problems in the collation of Cifu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roblem and their solutions in the collation of Cifu.

Key words: Japan; Cifu; transcript compilation; punctuation;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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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河畔之青草，托孤栖于茂里。（仲雄王《和和少辅鹡鸰赋》）

茂，日语即しげり，亦作茂り、繁り。指草木丛生处。茂里，此指草木丛中。

2、外则蒙藌兮亭重，内则渤朗兮芳通。（仲雄王《和和少辅鹡鸰赋》）

亭重，日语中亦作“丁重”，同“郑重”，读作ていちょう。指端庄得体、郑重细致。

3、白藏气季，文月天高。（嵯峨天皇《重阳节菊花赋》）

文月，日语中对阴历七月的雅称，读作ふみづ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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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平话作为塞外边城小县的地域方言，向来不引人注意。由于推广普及普通话和为绿色发展而开发利

用地方文化资源等原因，大约从 2010 年以后，在自媒体时代网络超强传播加持下，滦平话突然在网上热

闹起来。说“滦平是普通话之乡”“滦平是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滦平话就是普通话”者有之；说“炒作”“非

恶意的传言”者有之。[1] 小小滦平话引发成普通话语音标准来源大问题。为弄清滦平话的来龙去脉，本文

集中探讨滦平话形成的语言背景、形成路径以及与北京话、普通话的联系和区别。

一、滦平话形成的语言背景
滦平历史悠远厚重，域内语言文化发展脉络清晰可寻，域外现代北京官话演进形成。

（一）域内明时瓯脱地，基本清空了语言底层

古时滦平是北方少数民族聚集地。早在68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滦平就有了史前人类文明。清初以前，

滦平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厍莫奚、蒙古等民族的往来迁徙、生息繁衍，其时，

金戈铁马、胡语番声演绎着色彩缤纷的民族文化。

“滦平县境，则周为东胡地，秦初为东胡地，后并入匈奴，汉为匈奴左地，汉武帝时为塞地，

后入乌桓。后汉初为乌桓地，后属鲜卑中部，魏为鲜卑地，晋初为鲜卑段氏地，后并入慕容氏

为前燕地。符坚时为秦地，属幽州，后燕复国，属幽州。后为北燕地，北魏为安州广阳郡广兴

县地，西境为御夷镇地，后并入厍莫奚。北齐、周、隋唐因之。辽为中京上都路兴州兴安县、

宜兴县地，明初为兴州卫，后废入诺音卫，本朝初内属。”[2] 卷 55

明时“蒙汉分治”瓯脱地。明代洪武、永乐初年，滦平为兴洲卫、宜兴守御千户所。其后，为蒙汉分

治，撤卫迁所，内移兵民，其地交给蒙古诺音卫，一直到清初变为瓯脱地、蒙古游牧地。滦平的演进出现

了二百余年的历史断层，恰似历史长卷中的留白，又似格式化后的硬盘，清空了语言底层，留出巨大的语

言存贮空间。

“兴州左屯卫，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玉田县，直隶后军都督府。兴州右屯卫，洪武中置。永

乐元年二月徙治迁安县，直隶后军都督府。兴州中屯卫，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良乡县，直隶后军

都督府。兴州前屯卫，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丰润县，直隶后军都督府。兴州后屯卫，洪武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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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元年二月徙治三河县，直隶后军都督府。宽河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二年二月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

遵化县，仍属大宁都司。又侨置宽河卫于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宜兴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年兼置卫，……

永乐元年，所废。……为诺音卫地。”[2] 卷 55 明代唐顺之《度潮河》诗描写当时景象是“几处穹庐移就草，

数家瓯脱曲依泉。”

为确保边塞安全，“汉家御虏无奇策，岁岁烧荒出塞北。”[3] 每到秋冬之际，派遣丁壮，深入口外边地

烧荒。“令每岁七月，兵部请敕各边遣官军往虏人出没之地，三五百里外，乘风纵火，焚烧野草。以绝胡马，

名曰烧荒。”[4] 明代陈第《塞外烧荒行》云“年年至后罢防贼，出塞烧荒滦水北。寒风刮地人骨开，冰雪

连天马蹄仄。枯根朽草纵火焚，来春虏骑饥无食。”[5] 有时烧荒甚至引发边衅 ,如在古北口塞外，“弘治中，

守臣杨友、张琼因烧荒掩杀无辜，边衅遂起。”[6] 李开先《塞上曲一百首》描写到 :“烧荒火发半天红，腥

雨愁云更北风。千里奔腾惊塞马，一声决烈落飞鸿。”[7] 边贡《烧荒》专门吟咏烧荒之状：“风怒号，振城瓦。

塞草白，朔云赭。汉兵出火，扫荡胡野。祝融驱，炎帝下。腾赤龙，走朱马。火山裂，星雨洒。黄沙一望

千里通，魍魉昼啼巢穴空。胡奴临水不敢遇，将军归来闭关坐。”[8] 其景象惨烈荒凉由此可见。及至清顺

治十二年（1655 年）清朝廷还下令：“民人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王公属人，有私来内地者，一律发还。”[9]

这意味着蒙人不得越界放牧，民人不得越界垦荒。此地如《承德府志·序》所云“明永乐时弃与三卫，文

物不及者二百余年。”

清代前中期“陪都”承德核心区。清初，滦平是喀喇沁游牧地。及至康熙九年（1670 年）口外圈地占

产立庄，满州八旗进入滦平，重聚人口，赓续文明。雍正二年 (1724 年 ) 设八旗驻防，有八旗满洲、蒙古

领催、骁骑共四百名，分驻喀喇河屯、桦榆沟二处。乾隆七年，设置喀喇河屯理事通判厅，乾隆四十三年

（1778 年），取“滦河无患，人民皆得平安”之意，将蒙汉双语合璧的“喀喇河屯厅”改名汉语“滦平县”，

沿用至今。清乾隆年滦平置厅县以来，境域总体变化不大，今滦平县疆域小于清代，清时，滦平县域延至

今北京密云、怀柔一带。

（二）域外京城，北京官话演进形成

明清时期北京城分为内城和外城，满人入京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政策。“北京内城汉民迁往外城，

内城由八旗居住，是在顺治五年（1648 年）八月十九日开始，目的是满汉皆安，不相扰害。”[10]6 在内外城

分隔与交融中，满族人完成了满汉语言的转换，北京官话演进形成。

“1644 年满族初到北京时都说满语，对外行文（公事）也用满文，只有对汉族召见、颁发文告使用汉语、

汉文，对蒙古则用蒙语、蒙文。清朝皇帝必须具有说满、蒙、汉三种语言的训练，即见满大臣说满语、见

汉大臣说汉语、见蒙古王公说蒙古语，几乎在光绪以前都是这样。……北京满族日常说汉语起于何时，我

们只能从欧洲传教士和朝鲜使节的日记中确知一二。那便是康熙晚年约当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左右，这时

满族既能满语也能汉语，但通常使用汉语。”[10]7 这说明，“京旗满洲人员从康熙朝中后期即 18 世纪初期，

已经普遍进入满汉双语阶段。”[11] 并且开始出现明显的向单一汉语发展的趋势，转换速度越来越快，不仅

“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12] 而且扩展到公所，雍正六年（1728 年），雍正

说“近见挑选之侍卫、护军，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互相戏谑。”[13] 卷 65 乾隆六年，上谕称“近见满洲

子弟，渐耽安逸，废弃本务。宗室、章京、侍卫等不以骑射为习，亦不学习清语，公所俱说汉语。”[14] 卷 138

到了乾隆中期，则不仅汉语的使用范围扩大，满人的语言环境也发生了改变。满族人博赫于乾隆三十一年

（1766 年）辑录的《清语易言》序曰：“清语者，我国本处之语，不可不识。但旗人在京与汉人杂居年久，

从幼即习汉语。长成以后，始入清学读书，学清语。读书一二年，虽识字晓话，清语不能熟言者，皆助语

不能顺口，话韵用字字意无得讲究之故耳。所以清语难熟言矣。”[15] 这说明，此时北京满人的满语环境已

经消失，满人儿童先习汉语，后学满语，满语已成“后天之学”。嘉庆以后，满语文更是江河日下，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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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1802 年）出版的《庸言知旨》的作者宜兴说：“定鼎入都，垂二百年，居是邦者杂以夷夏方言，多

习汉俗，幼而叩清语，懵如也。”[16]

满族语言转换所形成的北京内城话，称为京腔，逐渐成为旗人权势地位的象征符号。戴昭铭指出：“京

腔和汉语东北方言如此一致，为何后者并无前者那种独特的口音呢？这恐怕只能从北京旗人（尤其是旗人

中的满人）的权势意识来解释了。在等级森严的清代，旗人位于社会的上层，满人又位于顶层，是具有至

上权势的统治阶层。在满汉语言融合中在内城旗人社群形成的有别于外城北京话的京腔口音，很快就被旗

人（尤其是满人）发现正是其权势地位的象征，于是在使用中就刻意地维持并不断强化其‘区别性特征’，

以便显示自己与不具这一口音特征者相对的优越身份。”[17] “京腔”汉语也就成为北京官话的代表，正如

日本学者安藤彦太郎所说：“在中国，最擅长说北京官话的是旗人。在清朝的 300 年期间，满族逐渐忘掉

了满语，说起了洗练的汉语，所谓旗人，逐渐变成了上流阶级的代名词。旗人的话逐渐被视为北京官话的

楷范。”[18]28 直至辛亥革命后，满人优势地位丧失，这种象征权势地位的北京内城话“京腔”的口音特征才

逐渐消退。

满族满汉语言的转换、北京内城话的形成以及北京官话历史地位的确立，有一个发展过程，笔者认为，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标志值得注意：

第一，康熙十年（1671 年），取消了专事翻译的通事一职。康熙帝谕令兵部：“今各满洲官员既谙汉语，

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19]5-6 通事的取消，说明满洲官员汉语水平已经达到了

交际无障碍的程度。

第二，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八旗子弟与汉人一体用汉文应试。顺治帝登基时，“诏开科举，八旗

子弟不与。”[20] 卷 108 选举三到顺治八年（1651 年），清廷接受吏部官员建议，开始允许八旗子弟参加乡会试，

但规定满洲子弟在考试时使用满文答卷。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允许八旗子弟加试马步箭、骑射合格后，

与汉人一体用汉文应试。汉文较之汉语难学，清朝统治者做出的这项重大改革，除去当时政权统治已经牢

固确立、满汉民族关系大大改善等政治因素的考量之外，还说明满人的汉语文水平已经大为提升，甚至与

汉族文人不相伯仲。

第三，雍正六年（1728 年）至乾隆初年的推行官话运动。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话”条载 :“雍正六年，

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巩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

送试。”其后，乾隆年间又延续十几年。虽然此项推行官话运动后来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但雍乾推行官话，

表明北京官话已经是朝廷要推行的官方语言了。

第四，道光年间北京官话成为国际用语。现在学界公认明代乃至清朝前期，存在着具有竞争关系的南

京官话和新兴的北京官话，南京话尤其通行于官场和文人雅士中，占据优势地位或被视为正统。但是，由

于北京宫廷地位的影响，南京官话的地位逐渐让位于北京官话。威妥玛（1818-1895 年）《语言自迩集》“即

北京话是官方译员应该学习的语言。自从带有许多学生的外国公使馆在北京建立，不首先学这种语言几乎

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重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发

现，他正在学习的语言恰是帝国政府主要官员所说的话。同时，他的老师、仆人，他所接触十之八九的人，

都很自然地讲这种话。”如此看来，北京官话作为国际交往用语，其下限至少应该在这一时期。

满族人在康熙中晚期既已完成了满汉语言的转换，北京官话已然形成，雍正六年及乾隆初年就是朝廷

认可的官话下令在闽粤推行，这一时期正是满族人进入滦平、承德以及承德“陪都”地位确立和鼎盛时期，

这种时间上的高度重合，是现代滦平话形成的重要语言背景。

二、滦平话形成的语言路径
“清康熙帝经营热河，蒙古人自动退出承德、滦平、隆化、丰宁四个地方，如滦平县的虎什哈，隆化

汤云航：论滦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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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地叫十八里汰，丰宁县地叫波罗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蒙古名字，说明当初是蒙古人居处的地

方。”[20] 康熙九年的一旨谕令，京畿旗人来此占产立庄，“人流”即“语流”， 伴随着清前中期在口外的诸

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活动，已经演进形成的京腔开始迁徙移植滦平，滦平遂成为塞外京腔地。

（一）口外占产立庄，京腔移植到滦平土地

康熙九年二月，准户部议复：“古北口等口外空闲之地，分拨八旗。”“今以古北口外地拨与镶黄旗、

正黄旗。”[19] 卷 32 此令一出，各八旗满蒙汉军，携家带眷，蜂拥出关 ,占产立庄。

在滦平境内圈地建庄的满族人，既有皇家内务府派出的壮丁为皇家所建的皇庄，又有宗室王府派出之

人所建的王庄，还有络绎不绝的旗人，一时间，皇庄、王庄、官庄旗地遍布长城口外。到民国初年，滦平

县尚有皇庄 24 个，王庄 133 个。据《滦平县志》记载：“康熙九年，在承德圈地建庄的八旗，上三旗各王

府壮丁90人及家眷350人，下五旗各王府壮丁及家眷400人。八旗总计约750人。”[22]39又如雍正元年谕令：“口

外地域辽阔，开垦田地甚多，……准将在京八旗满洲、蒙古骁骑内熟谙农务者 800 名，前往热河、喀喇河屯、

桦榆沟三处开荒。”[23] 卷 62 这些皇庄、王庄大都演化为后来的自然村落。

（二）行宫驿站，京腔的塞外之家

清朝康乾嘉三帝北巡秋狝，所经里程不少于几千里，为“致远欲休群畜力”“以省行营驼载之劳”,“从

康熙十六年（1677年）第一次北巡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140余年间，累计建行宫48处。其中关内15处，

关外 33 处。康熙年间，行宫总数 19 处，乾隆年间增至 29 处，嘉庆末年实数 31 处，其余先后裁撤。”[24]426

其中，康熙年间滦平域内就有行宫 8 座。清代承德境内还设有 5 条隶属军机处、理藩院的驿道，其中，滦

平域内有鞍匠、王家营、红旗营等驿站。后来，这些行宫驿站大都演变成村，守宫驻站官兵，携眷当差，

就地落户，现在村民大多是守宫驻站人后裔。

（三）畿辅八旗驻防，塞外京腔“方言岛”

热河驻防属畿辅驻防兵，雍正元年 (1723 年 ) 六月，雍正帝批准“于热河、喀喇和屯、桦榆沟三处驻

兵。请派京城兵八百名。于热河驻四百名。喀喇和屯、桦榆沟二处各驻二百名。”[13] 卷 155 至乾隆时期，据《钦

定热河志·兵防》记载 , 隶于副都统的八旗驻防兵二千名，一千四百名驻防热河，四百名驻防喀喇河屯，

二百名驻防桦榆沟。驻防喀喇河屯的满洲八旗兵隶属于镶红旗、镶蓝旗，分驻在喀喇河屯的红旗营、蓝旗

营内，此地现在仍沿用此名。最初，驻防官兵三年轮替，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以后，改为长期驻防，

携眷当差。清代实行“旗民分治”“满汉分居”制度，清代八旗驻防是国家军队驻防，这就决定了它与当

地居民的隔离而不是混居。后来，兵丁落地生根，这些旗营大都演化为地名，仅滦平境内，以八旗军营命

名的自然村名就有 93 个，现今仍在使用，如蓝旗营、王家营等。驻防旗营实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社区，

其语言更为单一、纯净。

（四）御道：京腔语流流布通道

清代穿经滦平有五条御道，几乎绕穿滦平全域。从顺治初年到嘉庆二十五年的 170 年间，清帝顺治、

康熙、乾隆、嘉庆北巡避暑或木兰秋狝，往返途径滦平 230 次，驻跸 900 余天。其中，康熙帝往返滦平 90 次，

驻跸 490 天；乾隆帝往返滦平 98 次，驻跸 293 天；嘉庆帝往返滦平 37 次，驻跸 113 天。[25]2 皇帝在驻跸其间，

不仅仅是打尖休息，而且要处理政务，170 年间的巡行驻跸，使京承御道成为流布京腔的通衢大道。

（五）木兰秋狝与承德“陪都”的带动与刷新

木兰秋狝和承德“陪都”地位的确立，强化了京承之间联系的密度和强度，使滦平话在清前中期尤其

是康乾嘉时期能够时时刷新，保持与京城话的同步发展。

滦平是清朝皇帝北巡避暑或木兰秋狝的首莅之邑。陈宝森说 ：“清朝 300 历史，皇帝北巡、木兰秋

狝占有突出地位，贯穿‘康乾盛世’始终，是清朝历史的一件大事。自康熙十六年（1677 年）第一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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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开始，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143 年中，康、乾、嘉三帝坚持北巡 124 次，木兰秋狝 92 次。其中：

康熙帝自十六年（1677 年）始至六十一年（1722 年）46 年中，北巡 56 次，秋狝 41 次；乾隆帝自六年（1741

年）始至六十年（1795 年）54 年中，北巡 49 次，秋狝 40 次；嘉庆帝自元年（1796 年）始至二十五年（1820

年）25 年中，北巡 19 次，秋狝 11 次。”[24]424 皇帝北巡秋狝，路过地方的官员、庄头人等，不仅仅是看客，

也要出皇差，干杂役，置身其中。“每遇巡幸，口外庄头把车辆送至承德。……数十年中，承德各地庄

头所拴大车 200 辆，每次往返行程 20 日，往复于承德至木兰围场两地间。”[26] 木兰秋狝当然是清廷的一

次次习武绥远，但从语言传播角度看，未尝不是一次次京腔的巡展与散播，也未尝不是当地人一次次学习、

效仿京城话的露天课堂。

康熙五十年（1711 年），热河行宫扩增建筑陆续竣工，康熙帝将热河行宫命名为避暑山庄，热河遂成

为大清王朝的“行政副中心”，亦称夏都。晚年的康熙对热河愈发依恋，每年的驻留时间从两三个月增加

到五六个月。乾隆皇帝自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八岁随胤禛第一次来避暑山庄，至嘉庆四年（1799 年）

崩卒，活了 88 岁，实际执政 64 年，一生与承德避暑山庄有着 80 年的缘分，其执政后来承德 53 次。嘉庆

皇帝自嘉庆元年（1796 年）第一次侍奉太上皇乾隆到承德，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崩卒，共 19 次进

入承德。咸丰十年（1860 年）八月十七日，咸丰皇帝以木兰秋狝为名，移驻避暑山庄，到咸丰十一年七月

十七日（1861 年 8 月 22 日）崩逝于烟波致爽西暖阁，驻留将近一年时间。清帝每次来避暑山庄，虽曰避暑，

实际“综理万机，与宫中无异”，不仅皇室眷属随行，而且部院大臣一整套办事机构人员也随之涌入承德。

许多经常随皇帝来避暑山庄的王公大臣在山庄之外都建有府邸，如佟王府（佟山东坡）、和珅府（在小南

门）、常王府（在西大街）、肃顺府（在头条胡同）等等。各级官员随皇帝来到热河，大都带着眷属和使役，

如此众多上层机构和人员汇聚承德，除了办理军国大事之外，自然也要生活和消费，所以承德迅速成为一

大都会。承德与滦平咫尺相接，现今承德市区内的许多区域清时属于滦平辖地，滦平又是往返京承的必经

之地，“陪都”承德当时对滦平的辐射影响不可以途经视之。

值得注意的是，满族人在康熙中晚期已完成了满汉语言的转换，即使从康熙末年算起，到咸丰末年，

也有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北京内城话与北京外城话融合发展，以城区话为代表的北京官话已然形

成。他们的到来，必然会把当时的北京官话带到滦平和承德；而且，由于木兰秋狝和避暑山庄的时时刷新，

滦平话能保持与北京官话发展同步。在滦平，由于北京官话是官方语言，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满族人及

其他移民，必然会模仿和学用，经数代人自然更替，也就慢慢变成习惯固化下来。对此，赵杰先生说：“承

德是北京的陪都，皇帝和清廷办理国事，经常往返于京承之间，大批满族旗人为看守陪都落户于承德及滦

平等地，因此承德的北京官话和纯正的京腔自不必说。……即使是东八县本身的口音，也受了承德、围场、

滦平、隆化、丰宁等满族京腔地的影响，成为今天地道的北京官话。”[27]

需要说明的是，满族人和其他移民迁徙滦平，其来源和缘由虽然不一，时间也有先后次第，但主要集

中在顺康雍乾嘉即清朝前期和中期。“据滦平县地名办调查资料，在顺治年间迁入人口形成的自然村为 40 

多个，康乾嘉时期迁入人口最多，形成的自然村达 350 多个 ( 现在滦平疆域面积内 )，嘉庆以后寥寥无几，

也就是说滦平现在的自然村大多数形成于清顺治至嘉庆年间。”[28] 据《承德府志》记载：清乾隆至道光年

间滦平县人口数为：乾隆四十七年 106630 人，道光七年 45769 人。滦平县人口出现负增长，同期朝阳、

赤峰等内蒙古地区人口大量增长，说明此地出现过二次移民，后来少有移民移入，其语言受后来移民语言

的影响小，则更为单一纯粹。

总之，滦平历史演进过程中明至清初二百余年的“瓯脱地”历史断层，清空了语言底层，留出了存储

空间。清朝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咸丰五位皇帝在长达 200 余年的时间里，北巡、木兰秋狝、避暑山庄，

“首莅兹邑”。五条御道、四个驿站、八座行宫、24 个皇庄、133 个王庄遍布滦平。皇帝在这里巡游、驻跸、

汤云航：论滦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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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政，满汉兵民驻防垦荒，赶“皇集”、出皇差，满汉兵民由“雁行”而土著，“语流”随着“人流”迁徙，

移植了北京官话，滦平成为清代“陪都”承德核心区、塞外京腔地，为现代滦平话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滦平话与北京话、普通话
滦平话与北京话、普通话关系密切。滦平话是北京官话的移植，演进中象征优越身份地位的京腔京味

消退，区别于以北京城区话为代表的北京话，只保留北京话声韵调系统即“北京音系”的滦平话意外地高

度接近普通话，是自然状态下高度接近普通话语音标准的地方话。

 （一）滦平话与北京话

滦平话是清前中期北京官话的迁徙移植，使得滦平话与北京话极为近似。当今许多北京官话区以外的

人听声辨地，都以为讲话的滦平人是北京人，所说的话是北京话。但稍加分辨，滦平话与北京话还是有着

一定区别，简单说，滦平话没有或少有北京话的京腔京味。

所谓“京腔”，一般是指旧时的北京内城话，它是由语音、词汇、语法、韵律、语调等因素综合而成

的具有“区别性特征”的话语声腔，即京腔京味。学界一般认为，“与外城的北京话相比，内城的‘旗人

汉语’‘京腔’在口音上的‘区别性特征’可以列出 5项：第一，儿化音多而密；第二，轻声词多；第三，‘吞

音’现象多，词音不够清晰；第四，语速较快，话音过于流利，以致令人有油滑感；第五，有时夹有来自

满语或蒙古语的借词。”[17] 概括地说，滦平话中这些“区别特征”比北京话少，比普通话多，处于北京话

向普通话的过渡地带。

具体说来，第一，“儿化音多而密”。滦平话的儿化音与之比较，一是数量相对少，二是卷舌程度相对小，

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滦平话显硬，北京话显软。第二，“轻声多”。滦平话中的轻声总体比北京话少，但比普

通话多。普通话中必读轻声和可轻可不轻的，滦平话都读为轻声。另外，普通话口语中一般读作“重·次

轻”格式的，滦平话或读作“重·次轻”格式，或读作轻声，在口语中，一般都作轻声处理。如“爱护、

安慰、傲气”等。第三，“吞音现象多，词音不够清晰”。如北京话将“西红柿炒鸡蛋”说成“胸是炒鸡蛋”，

“中央电视台”说成“装垫儿台”等，滦平话中基本没有这种“吞音”现象。第四，“语速较快，话音过于

流利，以致令人有油滑感”。滦平话的口语语速适中，既与南方人快似机关枪似的吐字频率高相区别，又

不同于干脆利落、斩钉截铁有“大碴子”味儿的东北方言，还与闲散、慵懒、悠然的北京话不一样。第五，

“有时夹有来自满语或蒙古语的借词”。这一点滦平话要多于北京话。滦平境内各地不仅至今还沿用有许多

满、蒙语地名，如滦平县傅家店乡之八什汗（满语领袖、首领之意），而且，许多满语日常生活词语经汉

语语音系统改造后，成为滦平方言词汇，如：散状儿（食品）、额吝（衣物或被子上的渍痕）、喇忽（不用心、

疏忽、忽视）、乌突（温水）等等。

滦平话这些语音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

第一，滦平话既然是京腔的移植，具有京腔口音的某些特点是自然而然的，但它的京腔京味消退，是

由滦平历史地位衰落带来的语言心理变化所致。在清代前中期的历史中，承德虽然是“陪都”，滦平虽然

是京承之间的交通要道，但承德滦平与北京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无法同日而语，而且承德滦平地位的衰落又

拉开了与京城的语言空间和语言心理距离。承德滦平满人地位的衰落比北京要早得多，北京是在辛亥革命

以后，而承德滦平在道光年间就已经开始。嘉庆之后，再无清帝到承德滦平域内北巡秋狝或避暑理政。咸

丰十一年（1861 年）秋七月咸丰“崩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后，承德及滦平的地位陡然下降。咸丰十一年（1861

年）十月，慈禧太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发布谕旨：“谕内阁：热河避暑山庄停止巡幸已四十余年，所有殿亭各工，

日久未修，多有倾圯。上年我皇考大行皇帝举行秋狝，驻跸山庄，不得已于各处紧要工程稍加茸治。现在

梓宫已恭奉回京，朕奉两宫皇太后亦已旋跸，所有热河一切未竟工程，著即停止。”[29] 卷一此后，承德只

留下荒芜的木兰围场，衰败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滦平也只有空荡的行宫，冷落的御道，还有大批引颈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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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赶“皇集”的遗民。清廷不再巡幸和光顾承德，与京城的人员往来大为减少，承德也就从昔日辉煌“夏都”

败落为闭塞无闻的塞外边城。辛亥革命后，承德满族人衣食无着犹如“弃民”，地位的衰落，身份的歧视，

与京城联系的疏远，致使优越身份地位象征的京腔京味逐渐消退，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北京话的差异自然

产生。

第二，清代康乾嘉皇帝虽然多次驻跸、巡游承德滦平，但毕竟不是常驻，一般是夏至冬返，类似“雁

行”，其带来的北京内城话对当地语言的影响自然不能与京城相比，而落户此地的满族人，除了一部分官

员兵丁来自北京内城，大部分是清初在京郊圈地、屯田后来迁居而来的满州八旗，这些人所说的话当时就

未必是北京内城话，而是北京的京郊话。如滦平县金沟屯镇，清以前称“捕塔海噶”，蒙语，采金子的河沟。

“据查，焦、牛、敖、白四姓满族，跟随摄政王多尔衮当兵作战，由沈阳进入北京。康熙四年，即 1665 年，

受恩赐来到今北京市密云县齐各庄南金沟屯地方养兵屯田，后参加平定‘三藩’作战并立下战功。康熙废

止圈地令后，受恩赐来到古北口外金沟屯地方占田立庄，其中：牛姓受赐镶黄旗、焦姓受赐正黄旗、敖姓

和白姓受赐镶蓝旗，今金沟屯镇金沟屯村以及杨树沟门、苇塘沟门、后梁等地，均为皇粮庄头地。为怀念

故乡，四姓满族在此地建村以后，将新址依旧称为金沟屯。”[25]49 滦平此类情况的村落有很多。即使是现在，

北京京郊话与城区话也有细微差别，清时京郊满族人把京郊话带到滦平并留存下来，致使滦平话与以北京

城区话为代表的北京话存有差异，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三，避赋避灾的汉族流民和移民，陆续流落或迁移滦平，日久成为新土著，其初始阶段略显分异的

方言逐渐向当时当地的官方语言——北京官话靠拢，日久与满族人所使用的语言同化，遂形成沿用至今的

滦平话。

随着康熙九年（1670 年）口外圈地令的发布，尤其是木兰围场的开辟与避暑山庄的建立，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内地人来到口外租种土地，垦荒就食。康熙年间就有春来秋返的“雁行人”，即“流寓者”“佃民”。

康熙皇帝对口外垦植持积极开放态度，其诗《口外设屯耕植聚落渐成》云：“沿边旷地多，弃置非良策。

年来设屯聚，教以分阡陌。”雍正时期，更是“借地养民”，“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凡有可

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不得阻挠。”[13] 卷 6 乾隆皇帝也是“不禁民迁听

谋食”，[2] 卷 11 乾隆八年，指示关隘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放出。”[14] 卷 195 清廷的放

宽边禁政策，使得迁居热河境内的汉族移民数量大增，“流来内地民，日久成土著。”

滦平境域汉民的移入，带来的是汉语方言向北京官话的转换，必然会与北京话有一定区别。这些流寓

者大多从直隶、山东、山西而来，他们说的并不是北京官话，其初来时自然是带着各自的方言。定居成为

新土著后，置身于北京官话的环境中，为了更好地生存，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向当地的官方语言学习靠拢，

加上他们的方言都属于北方方言，彼此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所以，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掌握当地官方语言

并不是很困难的事。但是，这些移民本身地位不高，没有满族人尤其是京城满族人的优势地位，生活上不

悠闲，自然没有语言上的悠然心理，自然也不会刻意强调和突出京腔京味，久而久之，经数代更替，同化

于当地语言，与远在京城的北京话存有一些差异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滦平话与北京话相比，由于移民的来源地不同，由于与北京相比地位不同等因素的影响，身份、

地位的衰落和低微带来了象征着身份地位的京腔京味的消退和缺失。发音时没有北京人的“懒”，心理上没

有北京人的“傲”，言语行为上没有北京人的“散”，话语中自然也就没有北京话中“轻松”“俏皮”、闲适、

悠然的腔调。滦平这种语言心理上的特性使得滦平话“少儿化，少轻声，不吞音，清晰化”，与北京话区别开来。

（二）滦平话与普通话

滦平话是一种地域方言，不是普通话，更不等于普通话。早在 1956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

话的指示》中，就对普通话做出了具有准确内涵和深远意义的明确界定：“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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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30]

这里肯定是没有滦平话什么事。普通话的语音虽然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北京话本身仍然是一种地域

方言，并不等同于普通话和标准音，更遑论滦平话。

近年来说得比较热闹的，是 1953 年北京方面的语言专家到滦平进行过语音采集，进而衍生出“普通

话标准音采集地”“中国普通话语音标本之源”“普通话标准音来自滦平金沟屯”等等说法。尽管 1953 年

确实有北京来的语言专家到滦平的巴克什营、金沟屯、火斗山一带采集过语音，但若因此把滦平和滦平话

用上述话语定性表述，则未免是把重大的普通话语音标准问题简单化，过于随意、草率，难免有炒作之嫌。

把它理解为为了进一步确定普通话语音标准所做的方言调查，或为确定普通话标准音做音档准备和研究依

据，可能更为适当。

普通话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活”语言，不是“人造语言”，它只有依附于一种自然语言才能生存和发

展，事实上普通话语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依附在北京语音上的。“北京语音”这个地域色彩强烈

的概念给人初始的感觉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许多人不加思索地认为“北京语音”为“北京”专属，实际上，

“北京语音”只是按照惯用的地理位置和北京话地位影响命名的结果。“北京语音”实际指的是“北京音

系”，按照通常的理解，“平时所说的北京音系实际指的是以北京城区话为核心的语音系统”[31]186。或者说，

“普通话的 ‘北京语音’指的是北京音系，也就是北京话的声、 韵、 调系统 , 而不包括北京话里的土词土

音。”[32]“北京语音”“北京音系”概念内涵所指的范围比“北京话”更小，内涵更抽象，但仍然能给人一

定的跨地域思考空间。滦平是在语言底层几乎空白的基础上迁徙移植的北京话，而且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

由于优越地位和语言优势心理消退得比北京早，使得滦平话少有京腔京味与北京话相区别，没想到，世事

难料，后来的“国语”“普通话”语音标准只吸收了“北京音系”即北京话的声韵调系统而没有吸收其地

位和身份象征的京腔京味，反倒使滦平话意外地更接近了普通话，这是滦平的意外之幸，也是滦平话高度

接近普通话语音标准的成因。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滦平人一直在积极地学习官方语言，清代追从北京内城话，民国时期跟随“国语”，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习普通话。例如，2015 年，在滦平县马营子乡发现光绪年间颁发的“热河官话字母学堂

卒业文凭”，是颁发给马营子籍学生许清浦的，[33] 说明在光绪末年，热河地区就已经学习推广王照的拼写

京音的“官话合声字母”并进行考核，更不用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要求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滦平闻风

而动，扎实推进。滦平避开了京城的喧闹与繁杂，始终追随着官方语言的脚步，不断地去俗存雅，积极向

标准音靠拢，从而使自身语音与普通话语音高度一致，2019 年，滦平被教育部、国家语委确定为首批国家

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普通话是经过规范的标准语。既然是经过了规范，就意味着任何一种自然状态下的地域方言都不可能

全部达到普通话的理想标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普通话。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尚且要去掉北京话中

的土音、土词，滦平话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地域方言与理想的普通话标准存在差异，就

一概认为它们都不是普通话，事实上不同的地域方言与理想的普通话语音标准的接近程度是不同的，谁都

不能否认作为一种地域方言，北京话较之汉语其他方言更为接近普通话，那么，作为北京话移植产生的滦

平话，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它地处滦平，叫“滦平”话而不叫“北京”话，就否认它高度接近普通话的事实。

当然，正像北京话与普通话存有差异一样，滦平话与标准的普通话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我们要

搞清楚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同时也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滦平话与普通话语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古清声母入声字派入四声的比例与北京话稍有区别，古入声

清声母字分派上声偏多。比如，北京话、普通话读阳平的“国职节革福”等字滦平话有的读成上声；北京话、

普通话读为去声的“鲫霍质室腹触”等字滦平话也读成上声。声母方面，有些字的读音与普通话存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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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古影疑二母开口一二”等字，如“爱安藕恶”等字，北京城区话和普通话都读成零声母，滦平话有

的前加 [n] 或 [ŋ]。古浊声母合口字如“农暖乱滦闰弱”，普通话读音是合口呼韵母，滦平话有的人读成开

口呼韵母“农 nenɡ”“暖 nan”“乱 lan”“滦 lan”“闰 ren”“弱 rɑo”。一些古入声字如“责、择、册、策、色”

等的读音，北京话和普通话中声母是舌尖前音，滦平话中有的读成舌尖后音。

普通话是发展变化的，地方方言也在发展变化。上述滦平话语音中声调、声母与普通话存在的差异，

一般只存在于老年人文白异读的白读中，在中青年以下的话语中已经很少出现，说明普通话的巨大吸附效

应。另外，据林焘先生介绍，上述语音现象在北京郊区也都存在。[34] 过去一般认为这是受东北官话的影响，

考虑到滦平的移民来源，大多来自北京城区或京郊，把它看作是当年京郊移民语音遗存，可能更为适当。

总之，滦平话与普通话的差异，不是语音系统上的差异，它在保有“北京音系”基础上又少有或没有

北京话的京腔京味，使得它是自然状态下高度接近普通话语音标准的地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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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anping was a place where ethnic minorities gathered in the north in ancient times, a place of “Mongol-Chinese parti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a place of Beijing accent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now it is one of the first national language promotion bas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Beijing official language formed after the Manchu-Chinese language conversion are the linguistic background fo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Luanping dialect. In the beginning and middle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basic paths for the forming of Luanping 

dialect inclu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owns, the Mulan Autumn hunting, the Summer Resort, the eight banners stationed in the palace, the palace 

post, etc. The decline of the status of Chengde as the “second capital” from the Daoguang period led to the fading of the Beijing accent in the 

Luanping dialect, making it distinct from Beijing dialect. The use of the Beijing phonetic system as the standard pronunciation of Mandarin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oday’s Luanping dialect, which is a local dialect close to Mandarin in its natural state.

Key words: Luanping dialect; linguistic background; linguistic path; Beijing dialect;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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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自 1904 生于湖南常德至 1986 在北京逝世，一生的创作可以大致划为四个分期，1927-1930 年五四

启蒙创作时期；1930-1936 年左翼文学创作时期；1936-1945 年延安文学创作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受到

左倾错误路线迫害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压封杀，直至 70年代重返文坛之后才得以继续进行创作，故 70年代之

后可以划为丁玲晚年创作时期。从 1927 年的莎菲女士到 1957 年的杜晚香，丁玲的个性品格逐渐消隐，而延

安时期的创作则成为这其中的关键转折点。通过查阅不难发现，学界有关于丁玲延安时期的左转研究在新世

纪以来出现了一个高潮，部分学者认为丁玲自抵达延安之日起就变成了宣扬革命的旗手，其笔下的主人公形

象丧失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个性思考，更有学者直接断言：丁玲自《韦护》开始便走上了一条失败的创作

道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问世更代表了丁玲转向后独特创作个性的泯灭。丁玲作品经典程度的高低似

乎与是否体现革命性相关联，似乎那些高扬革命理念的作品只能成为一时的经典而不能成为一世的经典。本

篇文章想要探究的问题是：在著名的左转背后，丁玲是怎样感知革命的，在这过程中是无所顾忌的靠拢还是

仍保留有知识分子天然的与革命的隔层与疏离？通过研究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她在宣扬革命

吹奏时代号角的同时，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她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一、身体体验下的延安创作

（一）身体话语的理论资源

丁玲在延安期间以真切的身体体验感知革命，创作了一系列具有身体话语特点的文学作品。“身体”

理论最早源于西方，代表人物主要有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梅洛- 庞蒂等，不同学者对“身体”的阐

释是各有侧重的，但其共同点都是认为“身体”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这样，“身体”一词就逐渐被赋予

了解放和启蒙的意味 [1]。五四时期，身体理论伴随着其他西方理论一起被引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早期先进

知识分子身体意识的觉醒，而此理论也逐渐被批评家作家广泛应用发展呈现出“本土”化的特征，丁玲就

是这其中的重要代表。

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女作家，也是一位命运坎坷的女革命者。她自步入文坛之初就开

始关注女性的身体与命运，始终以真切的身体体验、身体话语书写她的文学理想。但是丁玲对于“身体”

的应用与诠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她的笔下，“身体”更像是连接个人意志与社会关系的桥梁，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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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其笔下“身体”的价值定位和表现形式又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隐示着作家对个人与社会

关系的认知。丁玲对于“身体”的把握具有成长性，这或许是受到马克思“身体理论”的影响，其成长经

历了两个阶段：五四时期的丁玲拥有自觉的身体意识，创作的小说如《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主要展

现女主人公身体上对物质压制的抵抗及其要求满足身体欲求的呼吁。步入延安时期，丁玲对女性身体的关

注并没有消失，而是将知识女性的身体体验转为底层乡村女性，并将女性身体的日常体验融入革命语境，

以“身体”为切入点，进而阐释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等宏大主题。

（二）丁玲成长中的“身体”之桥

然而，这一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丁玲自身对延安革命工作的切身体验而发展的。正如李

辉曾经评价丁玲和沈从文的不同点：沈从文和他的作品是存有一定距离的，而丁玲与她自己的作品则高度

融合。这说明，丁玲的身体体验对她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延安时期的丁玲创作以 1942 年延安文艺座

谈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由于革命实际工作经验不足，革命的身体体验不够到位，思想中还残

存五四知识分子启蒙余味，我们可以从其作品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某种与当时宣扬的主流政治不符的批判

精神和深切的女性身体意识 , 冲击着主流革命话语，展现着作为知识分子的个性与主流政治话语革命性之

间的深层冲突与矛盾。代表作品有《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新的信念》《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

从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丁玲在作为时代的精神原子弹宣扬革命性的同时，思想深处还保留有对社会现

实的个性化思考。尤其是《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这三部作品中的女性“身体”寓意

极为丰富，一方面作家不再自觉地从本体的角度守护女性身体的体验和自由，女体形象在文本中逐渐呈现

出政治化、功能化的倾向，不断被革命话语所定义和修正；另一方面，在陈老太婆、贞贞等女性身体上仍

可以看到作家对人性的思考，这种知识分子的倾向总是在文本的缝隙里不可遏制地滋长，颠覆着革命理性

的合法性，干扰着权力话语的生成。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建立了解放区文艺规范，可以说规定了未来数十年一个国家的文学秩序、标准和原则 [2]。文艺工作者们失

去了自由创作的可能性，丁玲创作中的个性激情也逐渐退隐，加之前期深入工农群众生活的身体体验，其

创作的主题、思想以及写作方式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名忠诚的旗手，发挥着时代的“精神原子弹”

的作用。代表作有：《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等 [3]。

二、高扬政治理念的革命话语

（一）女性身体的革命感知

丁玲于 1939 年春创作出短篇小说《新的信念》，这部小说是丁玲延安时期创作的第八篇小说，属于其

在陕北前期较早的一篇文学创作。《新的信念》主要讲述由于日本人的侵袭，陈家的祖母陈老太婆和她的

孙子孙女被虏，陈老太婆在亲眼见证孙子被刺死，孙女被侮辱至死以及在亲身经历了身体凌辱之后思想认

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她凭借着坚强的意志逃回家中，一改往日状态，开始奔走于乡村内部乃至乡村之间，

通过恳切的言说甚至不惜向众人展示自己的身体伤疤来还原在日本军营中一个个可怕的瞬间，控诉敌人恶

行，号召村民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这种宣传团结抗日以及民族救亡的主题与她在刚到陕北时创作的第一

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子弹》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体现着强烈的革命性。

先谈高扬政治理念，宣传民族救亡的革命性话语。有很多学者认为：丁玲初到延安的创作已经丧失了

惯有的女性立场，作品主题都已被纳入阶级斗争行列 [4]。但事实上，此时的丁玲并没有关闭性别感知，而

是把身体书写融入到宣传民族救亡的革命性话语中去了。如果说丁玲五四时期的女性形象主要表现的是知

识分子女性的生活苦闷的话，那么进入到延安时期，在《新的信念》这部小说里，丁玲将视角下移，转而

关注底层乡村女性，并把这些人的身体置于抗日战争这种大的民族背景下，想要探究的是底层人民尤其是

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贡献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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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身体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5]

（二）革命话语的建构过程

对于革命话语的建构，丁玲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人物的成长和政治力量的推动。首先是对主要人物成

长历程的描写。本人认为《新的信念》作为丁玲转型后的代表作可以运用巴赫金的“成长小说”理论进行

解读 [6]，在这类小说中，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变化是整部小说叙述的重点，主人公们通常要经历一场

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新的信念》的主人公无疑是在鬼门

关走了一圈的陈老太婆，从主人公形象来看，陈老太婆虽延续了五四以来的路子，继续对女性命运的书写。

但是所不同的是，她比五四时期梦珂、莎菲更具有成长性和革命战斗色彩。她的成长性体现在其并不像梦

珂莎菲那样，从故事开篇就是以极其强烈的个性意识和反封建意识出场的。恰恰相反，陈老太婆一开始是

封建形态的代表，她是生活在西柳村的一个传统农家妇女，本应该一生遵循传统的三纲五常，奉行着“在

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理念，但是日本人的侵略以及对她身体的凌辱打破了这种半封闭状

态下的和谐。在被俘的十天里，她看到的罪恶比她一生的都多，在目睹了自己的亲人被蹂躏至死之后，在

切身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被出卖之后，她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前后思想行为的巨大反差正是

其成长性的突出表现。

对革命话语建构之二是注重表现政治力量的推动作用。陈老太婆在敌营的十天里受尽了摧残，虽然作

者没有正面描写日本人是怎样虐待她的，但是我们通过她回家时的身体场面描写就可以真切感受她当时的

境遇。“这时原野上有一个生物在蠕动，但不久又倒下了……一个单纯的思想把它印到陈新汉的院子里来了，

然而它却瓦解了似的瘫在地上……”显然，身体已经被蹂躏得不能承担支撑作用，从这些语句中读者可以

想象到她在敌人阵营中到底是受到了怎样非人的待遇，在她回到家之后大家都把她当做一个将死之人来看

待，甚至她的儿子都以为她只剩一口气一定是存有什么念想而不愿意死去。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力量促使她

死而复生呢？除了作为人的本能对生的向往，更重要的是力求号召全体村民一致抗日以求国家独立的信念

推动。显然，身心经受的耻辱已经激发了陈老太婆的民族反抗激情，而正是这种浓厚的民族意念，成为她

日后种种行为的原动力。因此在政治力量的引导下，陈老太婆没有像以往被强暴的女性一样选择沉默、自

我放弃，而是由小我成长为大我，选择了一条全新的道路：通过言说切身经历展示身体疤痕来呼吁全体村

民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入侵。所以在《新的信念》中，丁玲将女性命运的书写与抗日民族战争相联系，

陈老太婆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被压迫的女性，更是一位表现阶级斗争和民族苦难、表现仇恨和反抗的引爆者，

这体现了丁玲当时高扬的政治意志。

三、浅吟文学理想的个性私语

（一）革命红旗下的坚守

再谈坚守知识分子自由信念，浅吟社会启蒙的个性私语。诚然，《新的信念》主题已被纳入阶级斗争、

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里，但丁玲的个性思考并未完全丧失，甚至比前期《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更能凸显知

识分子反思意味。丁玲作为崛起于五四时代的启蒙知识分子，骨子里保留的自由和浪漫特质使她不可能在

到达延安之后瞬时就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大众的同行者。虽然她两次从军，在行动

上积极向组织靠拢，并且主观上也以昂扬的激情宣扬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但是潜意识中还暗藏着对

当下社会现实的思考以及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理性精神。她在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时就曾说：“什

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会做，也做不好。”所以在《新的信念》中，除了显性的高扬政治意志，宣传民族

救亡的革命性话语之外，还存在着隐性的个性话语，那便是坚守知识分子自由信念，浅吟社会启蒙的个性

私语 [7]。

显然，丁玲对于西柳村的社会现状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即使沐浴着革命思想的春风，中国的乡村也

崔  璐：《新的信念》：游走于政治理念与文学理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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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从来就没有彻底进步的地方，新的社会需要时间脱离与旧社会的粘连。

在《新的信念》中，丁玲对乡村残留的封建意识和愚昧思想的思考，也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展现。

（二）个性启蒙的思考

首先是对于日军侵略过后村民们状态以及反映的描写：“盘脚坐在炕头的陈新汉老婆，烦躁的搜索着，

她想找一个可以发泄怒气的东西……‘这一屋全是鬼，没良心的，没廉耻的……’她不断找出一些话去侮

辱二婶，她希望激起她的怒气……”这是对金姑母亲的描写，因为日本人的侵略，她失去了她的儿子和小

女儿。此人物的反常点在于她既没有庆幸劫后余生的幸运，又没有因为日本人强掠了她的儿子女儿而奋起

抵抗，而是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内斗”。她不抱怨敌人的残酷，而是愤恨亲戚没有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这

恰恰验证了鲁迅先生曾经所论证的中国人的“奴性”心理，体现了封建意识下农民的惰性和懦弱。

其次封建思想的束缚又主要通过陈老太婆身体的“受害”和精神的“加害”的双重被害来展现。鲁迅

先生曾塑造过一类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形象如祥林嫂等。祥林嫂经历了夫死子亡的双重打击，命运已经给她

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但即使是这样，封建的吃人社会仍不给她喘息的余地，对她进行再一次的侮辱，

可以说祥林嫂是在村民们的辱骂唾液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在鲁迅笔下，祥林嫂与当时所处的封建乡村中

的村民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具有“启蒙”思想的她虽然向众人进行疯狂地游说，但并未有效触及封

建根本，未能改变民众的精神世界，这就凸显出“启蒙”与“现代”在当时鲁迅所处社会的限度。祥林嫂

不断向他人重复叙述着她的悲惨经历，代表着一个精神世界处于前现代状态的人遭遇灾难后不能自我解脱

的状态。而周围人的反映，也特别传达着凝固了的社会中人和人关系中的冷漠、残酷 [8]。而在《新的信念》

中，陈老太婆也是如祥林嫂一般被侮辱与被损害之类的人物，在这里拟采用“受害”与“加害”来阐述她

的遭遇。当她被日军掳去军营，身体被强暴之时，这是她身体层面的“受害”，但是当她历尽千辛回到家

中，开始向周围人诉说自己被凌辱的经历，以号召村民崛起抗日时，她一开始得到的却是“儿子们探索的

眼光”：“‘我们家出了疯子呀！’……‘我真不懂，她现在安的什么心。’……他问她们，是不是应该拿一

根绳捆着那个老太婆不准她出去？是不是她在外边妨害了别人……”，这是周围人一开始对待陈老太婆的

态度，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在当时那个封建乡村中，起初家人和村民对陈老太婆的行为是呈贬抑态度

的，面对自己亲人或者是同乡的遭遇，他们没有表现出同情和怜悯，相反表现更多的是诧异和不理解。这

便是陈老太婆所受到的精神上的“加害”。这种加害来源于中国封建意识下传统贞洁观的影响，“贞节牌坊”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妇女的荣耀，所以在古代社会，“强暴”意味着污秽和屈辱，女性在被强

暴之后即使不主动自我了结也会变得沉默寡言低三下气。通过陈老太婆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她思想中封建

残余和现代革命意识的强烈冲突：“开始，当她看见儿子时，她便停住了，她怕儿子们探索的眼光，痛苦

使她不能说下去。”但是最终民族救亡的革命意识压倒了思想中的封建残余，这一点是和鲁迅笔下的祥林

嫂有所不同的。老太婆的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祥林嫂”形象的反动，她们的讲述都被设定为精

神遭受沉重打击后陷于疯狂的表征，但和祥林嫂不同的是，陈老太婆虽然在宣讲过程中也有阻碍和犹疑，

但她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去贯彻执行，家人和村民虽然有最初的诧异和不理解，但很快就被她所感召。并且

最终小说光明结尾的设置，显示出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特性。

四、游走于政治理念与文学理想之间

（一）不断游走的文学创作

1936-1941 年的丁玲小说创作在整个延安时期都呈现出一种与前后不相称的特殊面貌，而本人认为《新

的信念》在这一阶段中又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以《新的信念》为界，上承《一颗未出膛的子弹》等早

期小说的强烈政治宣传性，下启《在医院中》等中期小说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个性思考。

《新的信念》这部小说完稿于 1939 年的春天，1936-1939 这四年的时间都是丁玲对当时的政治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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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话语的自觉表达阶段。然而《新的信念》又与丁玲抵达延安时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子弹》

有一定的不同 ：由于它们的创作时间存在间隔，而丁玲思想认识绝非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在《子弹》中，

我们只能看到一种话语，一个声音——民族革命：一个仅仅正处于孩童年龄的小红军，在面对敌人的枪弹时，

不是胆战心惊或者哭喊投降，而是劝诫敌人省下子弹，加入红军。

以《子弹》为代表，丁玲在延安前期的文章多是战斗性极强的政治小说，叙述简单进展快速。相较于《子

弹》来说，《新的信念》虽然仍被作者置于民族革命战争这样的宏大叙事主题下，但是读者可以从文本的

具体细节尤 其是作者对陈老太婆身体被迫标签化的描写中感知丁玲此阶段在革命阵营中思虑的起伏，感

知其游走于文学理想与政治理念之间思想的复杂性，可以说是为随后两年的创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铺垫，

因为相较于其后的《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毫不留情地揭露解放区的阴暗面以及对女性主体意识

的观照，《新的信念》中隐现出的对于其文学理想的个性书写只是处于一个萌芽状态，并且显然作者此时

并没有将革命宣传与知识分子个性启蒙有效融合在一起：在丁玲的笔下，陈老太婆身心被摧残后产生的“癔

症”突转成革命英雄的“勋章”，其形象的成长是较为生硬的。《新的信念》更像是丁玲作为知识分子作家

进行个性思考的突破口，之后的三年由于创作环境的相对自由，其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思更是一发而不可收

拾，开始了革命内部的批判，因而创造出贞贞、陆萍这样复杂的女性形象。

（二）从文到武的矛盾使然

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着丁玲在政治理念与文学理想之间不断游走？到底是什么因素铸就了矛盾的丁

玲？更为值得深究的是丁玲的矛盾与游走在当时的延安并不是个案，她代表着大多数延安文人的创作心态，

我认为，对于丁玲延安创作发展轨迹这一现象级案例的深入研讨有利于我们对延安文人心态的形成有一个

更为真切的认识。丁玲曾在荣获斯大林奖金发表讲话时说：“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只做了很少很少的一

点工作，从来不敢有什么幻想……我就尽力按照他们的思想，他们所喜欢，所憎恶的意思去工作，就怕把

工作做坏……”这里的他们是指毛泽东、斯大林。从她的发表的讲话中不难看出丁玲个人对党政策近乎无

条件的推崇，很多学者为此抱憾，断言延安时期的丁玲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个性思考。然而回归当时的历

史语境，或许可以发现丁玲转向的必然性及其对自身文学理想的坚持。

延安文人大都经历过一个西迁的过程，即从国统区向延安的转移。在国统区被幽禁了三年的丁玲，经

历了友情、爱情、亲情、事业的多重打击，终于获得喘息机会，秘密逃离南京，奔向党的怀抱。到达延安

之后，丁玲得到了规格很高的政治礼遇：组织给她安排了最好的住处，还专门为她举行了欢迎晚会，毛泽

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亲自参加。所以在当时的丁玲看来，延安就是拯救她于水火，促使她实现自身文学

理想的圣地。她希望她的文学创作可以在这片圣土之上发挥其认识、教育、审美的功用，给群众以启迪，

进而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丁玲积极“入世”，以极大的热情去拥抱革命。在丁玲刚刚抵达陕北的这一年

里，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全民族抗日战争过渡阶段，正如毛主席所说“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在初到延安之时，便以“文人”和“战士”的双重身份活跃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在文艺这条

战线上：1936 年她发起成立“文艺工作者协会”，后来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节抗

敌协会以及陕甘宁文化协会中担任要职，用自己富有激情的文学创作响应着时代的号召。同时丁玲又主动

深入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曾两度从军，并且于 1937 年 9 月，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前往山西抗日前线，

1938年7月返回延安之后又马上进入马列学院学习。《新的信念》就是丁玲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所作的小说。

从灰色生活到红色生活，也就不难理解丁玲早期小说中的政治激情了。但是在延安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知

识分子的敏锐使她观察到“圣地”中残余的封建落后面，当理想和现实存在差距，“游走”就不可避免地

产生了。

综上，丁玲笔下的陈老太婆形象集知识分子个体思考与民族救亡集体意志于一体，两方力量的此消彼

崔  璐：《新的信念》：游走于政治理念与文学理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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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也显示出丁玲思想深层的冲突与矛盾。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她为寻求两方的平衡所作的努力：虽然揭示

了乡村残留的封建意识对人们思想的侵袭，但在小说结尾她总会给她的人物留下一个光明的前途 , 带给读

者更大的希望。《新的信念》最初题目为《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后作者自己将具有文学色彩的“泪眼模糊”

改为“新”是否隐喻着其对新的道路的探索？结合其后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或

许可以窥出个中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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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一直试图打破小说、散文、诗歌的界限，《复仇》便是他这一意图的实践。在《复仇》（1946 年版）

中 [1]，汪曾祺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将散文、诗歌融入小说，实现了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关于

《复仇》的主题，在《捡石子儿》中，汪曾祺谈及空灵和平实这一部分时，明确指出：《复仇》是现实生活

的折射。这是一篇寓言性的小说。只要联系1944年前后中国的现实生活背景，不难寻出这篇小说的寓意……

最后两个仇人共同开凿山路，则是我对中国乃至人类所寄予的希望。[2] 关于小说主题，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但是，围绕布斯主要致力于研究作者叙述技巧的选择，与文学阅读效果之间的联系，从修辞艺术入手，分

解小说、进入小说，无疑会带来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因此，通过汪曾祺所运用的修辞艺术，从叙述视角

和叙述声音两个方面，来分析汪曾祺是如何展现这一叙述目的，以及如何将小说修辞与小说的道德化、伦

理化巧妙结合，必将带来不同的阅读效果与阅读感受。

一、小说叙述视角的转换
关于修辞，韦恩·布斯认为：作者通过作为技巧手段的修辞选择，构成了与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的某

种特殊关系，由此达到了某种特殊的效果。[3]11 布斯对于修辞的此种定义，远远超出了传统字、词、句等

单一语言学研究的修辞领域。布斯所谓的修辞，更加注重作者所选取的叙事技巧，与读者的阅读体验之间

的关系。从作者的叙述视角、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不同的叙事技巧，给予作品以妙

不可言的审美感受，并能使读者从作品中获得道德、伦理的觉悟，这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运用修辞最

为成功的艺术品。

叙述视角，指叙述者观察故事时的角度。由于这一叙事是由真实作者所发起的，因此，作品外的读者

无法通过自身对故事进行聚焦，只能接受由特定聚焦方式和叙述方式表达的故事。由此看来，叙述视角的

选择，是作家基于所讲述故事主人公的自我发展，与作家自身的叙述目的相结合而做出的选择。因此，叙

述视角的选择带有极大的人为性和自主性。叙述者既可以自己对故事进行聚焦，也可以通过人物的感知来

聚焦，前者的“说”与“看”统一于叙述者，后者则分别在于叙述者和人物。[4]55 但不论如何，控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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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叙述者本人，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叙述视角的选择都是真实作者为自己的叙述目的所服务的。因此，

通过对叙述视角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叙述者如何叙述故事，能够感受到作者和故事本身之间的距离，

从而更进一步窥探真实作者的叙述目的。

人物内视角向叙述人外视角的逐步转换，是小说中复仇者由复仇心理到弃仇行为，这一转变轨迹最为

清晰的展现。内视角与外视角的不同，在申丹的叙述中，“内”与“外”的差别常常是“主观”与“客观”

之间的差别。当叙述者借用人物感知来聚焦时，视角则会具有双重性质：既是故事的一部分（人物感知），

也是话语的一部分（叙述技巧）。[4]56 内视角与外视角的运用，经常是与叙述人称结合在一起的。在《复仇》

中，内、外视角的转换表现为：叙述者的叙述，由展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逐渐向主人公的现实行为转变。

内视角从人物的内心出发，展现人物的心理状态。内视角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它的好处在于：人物

自己叙述自己的事情，这样自然会带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真实感。只要叙述者愿意，就可以袒露自己内

心深处的所有东西，即使是最隐秘角落里为人所不知的东西。而且，内视角的运用，特别便于展现主人公

的深层心理。在《复仇》中，汪曾祺还运用了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更能一步步清晰展现主人公的心理变化。

第一人称内视角的叙述，基本上都是主人公对自己心理状态的展露。一个仗剑借宿的无名人，面对半罐野

蜂蜜，进入自己对“一生”的联想，开始了自己在思想境界的遨游。复仇者想象着站在一大片山花前的和

尚、白了发的母亲，重温自己这一路的心理活动、充满诗意的梦、复仇的原由、面对绝壁时的心理反应等等，

这些思绪在复仇者的脑海中翻腾雀跃，与主人公清冷、淡漠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主人公内心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联想之间，实际上表现的是主人公思绪的紊乱与庞杂。面对一出生就

被强行赋予的复仇使命，他在这沉重的枷锁下，被迫承受着莫名窒息的重压。“而从这里开始我今天晚上，

而明天又从这里连下去。人生真是说不清。”这时的主人公，内心是想寻求解脱的，但“世上山很多，庙

太少”，他还是无法彻底放下被赋予的复仇使命。于是，他觉得不舒服，开始舞剑。“他一身都是力量，一

直到指尖，一半骄傲，一半反抗。”他骄傲的是：自己身上承担着崇高的使命——复仇 ；反抗的是：他不

想为了一个完全不知所云的使命枉顾一生、失去自我。但是，他没有选择。直到靠近复仇对象所在绝壁的

那一刻，“不可抗拒的力量压下来。他呼吸细而急，太阳穴跳动，脸色发青，两股贴紧，汗出如浆。”这里，

作者其实已经在暗示复仇的结果了，复仇者与复仇对象的逐渐靠近，其实是复仇者对自己内心的加剧考验。

他为复仇而活，因为复仇对象的存在而存在，他与复仇对象的决斗，实际上是他与自己的决斗。所以，当

他看到复仇对象手臂上也刻有他父亲的名字时，那一刻，他“忽然他相信他母亲一定已经死了。”在小说中，

作者对复仇者这样类似的心理状态的描写数不胜数。复仇者将自己所有的经历都装进了自己的脑海，因为

只有这样，只有将自己所走过路上的一事一物都刻入自己的内心，才足够抵挡复仇的戾气所带来的沉重感。

随着主人公碎片般意识的流动，读者也逐渐由最开始的不明所以，到最后的恍然大悟。而只有到这时，读

者才能够体会主人公一开始那些飘忽的思绪的原由，了解主人公内心的真实想法。

此外，第三人称内视角的运用，也更进一步地凸显出了主人公的心理转变，有利于作者叙述目的的达

成。第三人称内视角，指的是第三人称主观性的表述。在小说中，第三人称内视角与第一人称内视角交错

出现，而第三人称内视角对第一人称内视角的叙述起补充、点亮的作用。在主人公叙述自己的思绪时，第

三人称内视角会适时地出现，直接点明主人公现时的真实心理，有助于读者向作品目的进一步靠近。例如，

在“蜂蜜和尚”之后，隐藏的“一生”两个字，是第三人称内视角对主人公内视角的一种补充。这时点出“一

生”两个字，能适时地体现出复仇者内心的极度煎熬，以及对和尚不理俗世的处境的羡慕。因为只有煎熬，

他才会觉得这一生就这样了；只有羡慕，才能体现出“蜂蜜和尚”的悠然清明。而“世上山很多，庙太少。

他想的很严肃”，这一句则既体现出了高山带来的压迫感，又体现出了自己渴望被救赎的心态。随着叙述

的进一步展开，复仇的原由也逐渐展现出来。想到自己的一生都是在寻找仇人，他开始为他的悲哀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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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路他习惯了寻找，习惯了孤独，习惯了苦闷与纠葛，他甚至已经感受不到真实的自己。直到最后，

面对复仇对象的那一刻，他终于相信，一直以来象征着道德压迫的母亲已经死了。这时，他也终于彻底放

下了那个被“操控”的自己，回到了自我本身。

外视角与内视角形成互补，从主人公、叙述者的外部行为，客观地展现主人公心理状态的发生、发展。

第一人称外视角的叙述，是对自己所处外部环境的客观描述。小说从主人公对半罐蜂蜜的感官写起，前半

部分几乎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蜂蜜和尚”“宝剑客人”、寺庙、货郎、妹妹、山、脚下的路、和尚敲磬

的声音、复仇事件的因果、禅房、绝壁、长发匍匐的凿壁人……，这些都是主人公实实在在的经历。这些

外视角的运用，与主人公混杂的内心活动形成呼应、对比。一个默默行走的复仇者，穷尽所有的路只为找

到仇人，可与这些有限的现实场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复仇者内心世界的美好与广博。

第三人称外视角的运用，同内视角一样，对主人公的叙述起补充作用，且有利于进一步点明作家的叙

述目的。第三人称外视角的叙述，是对主人公所处的状态，进行主人公自我叙述之外的客观叙述，他所叙

述的是主人公自己也未意识到的客观境况。在小说中，第三人称外视角第一次出现，是在复仇者对自己这

些日子以来所走过的山的叙述中。“一步一步，在苍青赭赤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低头，又低头……”。

这一段叙述并不是主人公自己的叙述，而是第三人称外视角进行的客观描述。时间于复仇者而言已无任何

意义，他一心只想走遍天下所有的路，因为只有一直在寻找的路上，他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第三人称

外视角将主人公在复仇之路上的孤独、落寞、苍凉等种种复杂情感，通过这一段诗意的描写，叙述的淋漓

尽致。随后，汪曾祺还加入了一段诗化小说 ,“太阳晒着港口……客人，这只是一夜”。同样是第三人称外

视角的叙述，这一部分诗入小说的描写，更能凸显出在复仇者内心，复仇与弃仇之间的激烈对抗，表现出

复仇者内心的无奈与煎熬。直到复仇者到达绝壁面前，第三人称外视角仍然客观叙述了复仇者的状态，将

复仇者即将面对复仇对象时的紧张、痛苦，十分形象、客观地描述了出来。而且，这里对复仇者行为状态

的描述，其实已经是在对复仇者的复仇意愿进行消解。

叙述视角、叙述人称的频繁转换，能够将叙述者的立场、观点明确地展现出来。使读者能够进一步窥

探到旅行者内心所存在的矛盾，以及他是如何一步一步将自己的执念消解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彼此间

的相对限制，给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完整的复仇者的内、外形象。将复仇者内心对复仇使命的怀疑、不解、

潜在的反抗，复仇路上的孤独、彷徨、苦闷等情绪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使复仇者从复仇心理的转变，到

弃仇行为的发生，都十分清楚、连贯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能够更加接近真实作者的叙述目的。

二、叙述的不同声音
叙述声音指的是叙事作品中，以故事讲述所呈现的言语声音。[5] 与视角是聚焦者的属性不同，声音是

叙述者的属性。聚焦和叙述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看”和“说”的关系，“看”并不等于“说”，观察

角度并不等于表现方式，它仅仅意味着表现所依据的视界。[6] 任何小说都离不开叙述，任何叙述自然也都

离不开叙述者，只要有语言，就有发出声音的人，也就会有叙事声音。叙述声音制约着叙述过程与所叙述

的事件、场景、人物等，它是与叙述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詹姆斯·费伦认为：声音是文体、语气和价值

观的融合。[7] 因此，叙述声音的不同来源与差异，不仅反映着叙述者和聚焦者的不同立场，也表现着不同

人物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在《复仇》中，很明显有两种声音交替出现：故事讲述者的声音和隐含作者的

声音。

在小说中，故事叙述者的声音往往与主人公的声音交错出现。主人公作为叙述者之一，他的声音显而

易见，因此，接下来将着重分析叙述者声音中的可靠性与不可靠性。在《小说修辞学》中，韦恩·布斯提出：

“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

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3]148 普林斯对“不可靠叙述者”的定义大体与布斯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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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准则和行为与隐含作者的准则不一致的叙述者；其价值观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相偏离的叙述者。”[8] 他

更为具体地阐释出了隐含作者与叙述者间之间的差异，在于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同样，我国学者申丹在《何

为“不可靠叙事”？》中，也将布斯所聚焦的两种“不可靠叙述”归纳为：一种涉及故事事实，另一种涉

及价值判断。[9] 即 ：前者主要是指叙述者在叙事事件时，前后不一致或与事实不相符，后者则主要指叙述

者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出现偏差。由此，通俗来讲，与隐含作者的声音、观念、价值理想等相一致的则为可

靠的叙述，反之则为不可靠叙述。

隐含作者的声音在小说内部消解着复仇，并直指复仇的荒诞和作家对生命个体性的向往与推崇。隐含

作者是布斯提出的概念，指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它不以作者的真实存在或者史料为依据，而是以文

本为依托。从阅读的角度来看，隐含作者就是读者从整个文本中推导建构出来的作者形象。[10] 隐含作者的

声音，隐含着作者的叙述声音，代表着作者的观点、立场与希冀。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虽然作者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他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3]18 在小说中，隐含作者总是适时地表达自己

的观点。面对蜂蜜、和尚，主人公突然想叫和尚一声“蜂蜜和尚”，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又突然觉得自

己简直成了个孩子。之后，主人公对蜂蜜的描述、和尚的想象，对货郎、“妹妹”、走过的山路的诗意叙述，

里面都浸透着隐含作者的声音。在复仇者对简单、诗意生活的表达喜爱、无意间透露出的对美好、平淡生

活的向往、以及不经意间透露出的孩子般的心性的描述时，隐含作者往往会发出自己带有点明主旨意味的

“点睛之笔”。例如：“就这朵不戴的花决定他一个命运”“可是他没有妹妹，他没有”“你寂寞的意思是疲倦，

客人，你也许还不疲倦？”“你知道没有失望、也没有希望，就该是甚么临到你了。”“我知道我并不想在

这里出家！”“一半骄傲、一半反抗”“他为他这末一句的声音掉了泪，为他的悲哀而悲哀了。”“发出丁丁

的声音，坚决而从容。”“第一线由另一面射进来的光。”……隐含作者类似的“点睛之笔”，能适时地点明

主人公此时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这样才更能体现出复仇者这一路的疲倦、孤独、冷寂与内心的痛苦、纠葛、

期待。隐含作者的叙述，能更鲜明地体现出复仇行为的荒诞，与放弃复仇的艰难。隐含作者的存在，对复

仇起消解作用，且对复仇者的弃仇过程有一个全面、完整的展现。复仇者一路走到寺庙才选择弃仇，是在内、

外因相互作用的条件下，必然生成的结果。在寻找复仇对象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对复仇的必要性进行质疑

和思索，内心自然对复仇充满了疑虑与反抗，因此，他的寻仇之路就注定充满孤独与迷茫。而寺庙的出现，

使他对复仇行为产生了进一步的倦怠，甚至厌恶。这也为最后，复仇者放弃复仇埋下了伏笔。复仇者由失

去自我，到找回自我、实现超我，从落寞、怀疑到自我觉醒、回归自我，这才是隐含作者的真实目的所在。

了解了隐含作者的叙述目的，便可以很清楚地解读出小说中的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随着故事叙述

的展开，《复仇》的叙述声音很明显地由最初的混乱纠缠到逐渐清晰。其中，不可靠的叙述声音，是与复

仇者的执拗与复仇行为的荒诞结合在一起的。主人公的一生由复仇开始，他的人生都在寻找仇人的路上。

一路颠簸，最终抵达了一处寺庙。寺庙的静与恕本是可以救赎深陷迷途之人的，可主人公想到了他青眼白

发的母亲，于是，尽管他身在寺庙，可是“世上山很多，庙太少”，他终究不能被救赎。在这里，母亲就

是一个时刻提醒主人公牢记复仇使命的道德钳制者。每当他决定放弃复仇的念头时，母命带给他的巨大压

迫感又会使他重新沉沦。他在梦中对着一面壁直的黑暗，他自己变得小到找不见自己。复仇使命给他带来

的压迫感，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身心。因此，他对和尚的清静、平和表示羡慕。可是，对自己而言，“客人，

这只是一夜。”他的路还要继续前进，没有失望，也没有希望。但他明白“我知道我并不想在这里出家”，

是因为他还不能卸下复仇的重担。他舞剑时的那一半骄傲，就来自于对自己复仇使命的被认可与被推崇。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血亲复仇一直以来都被默认为是有它合理性的存在的。因此，主人公的内心尽管不愿，

但他还是承受了这一使命。他不断地告诉自己要走遍这世间所有的路、自己是一定要复仇的、即使我一生

找不到你，我这一生就是找你了……主人公的这些言行，与隐含作者放弃弃仇、回归主体的叙述目的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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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驰，明显都是不可靠叙述。

可靠的叙述声音应与隐含作者选择弃仇、回归本体的最终目的相一致。小说中出现的人称有：他、你、

客人、“我”、旅行人，这五个人称交错出现，呈现从复仇到弃仇的整个过程。从踏入寺庙开始，复仇者的

复仇意愿便已然开始动摇。“而从这里我开始我今天晚上，而明天又从这里连下去。人生真是说不清。”人

生、一生，可以看出主人公已经在对人生进行思考，在对一生的行为进行反省。他进入那个村子，村子的

一切都使他感到轻松、自在。那个不存在的妹妹，那样活泼、可爱的妹妹会是他的救赎，会消解他身上背

负的仇恨与压抑的吧？可是，他没有妹妹，他没有。于是，主人公更加无奈、颓唐。继而，他又回想起这

段时间走在高大巍峨的山路上渺小的自己，他知道路还是要继续走，可是山却越来越快，他无法追赶上它

们的脚步。直到走到那个村子，他明白自己该折回去了。很明显，这时的主人公已经决定放弃自己的复仇了。

他做的充满诗意的梦也体现了这一点。可是，从小灌输的复仇思想是如此沉重，他还不能就此放下。当他

再次闻见蜜的香味，他说“这半罐的蜜采自多少花”，这里其实是主人公听见和尚在做晚课，联想起自己

的处境，想着自己还要经历多少，才能换来如同和尚这般的清静与平和。而对于剑操控自己的叙述，则很

明显地体现出主人公对于复仇的无奈与反抗。他舞剑时的那一半反抗，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对仇人有好感，

是因为有复仇对象的存在，他才有活着的理由。而杀了复仇者，他又该如何定位自己呢？也正因如此，他

对复仇再次产生了深深地怀疑，他才会因为自己一生就是找仇人的声音而掉泪、悲哀。这一切的转变，直

到他听见那一声声坚定而从容的“丁丁”声，直到他看到手臂上刻有自己父亲名字的仇人的那一刻，他终

于相信，他母亲一定已经死了。这一刻，他的作为人的主体性全面觉醒，没有人能够再钳制他做自己不愿

成为的人。他也终会与“仇人”一起，等待“第一线由另一面射进来的光”。这时的他们，已经不再是复

仇的工具、牺牲品，才真正做回了自己，获得了解脱。

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叙述声音从混乱到清晰，明确地表现出了复仇者从复仇心理，到最后弃仇行为所

作的种种努力与内心的挣扎。小说先由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声音，通过可靠和不可靠的叙述，相互交错描述

出复仇者心理活动的混乱与矛盾，烘托出一种疲倦、矛盾、纠葛的复仇氛围。接着，再由隐含作者的叙述

声音或明或暗地对读者进行提示和引导，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使读者了解复仇的整个过程，并自然地接受“弃

仇”的结果。最后，在这些基础上，汪曾祺点出“有一天，两付凿子会同时凿在空里。第一线由另一面射

进来的光。”由此，将小说的主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留给读者更深一步的阐释空间。

三、小说修辞与道德化、伦理化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作者通过作品向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性文体，叙述的核心内容

就是人物复杂的内心体验和性格发展，关注的是人在面对情理难择、善恶对峙、利害冲突时的精神危机和

道德困境。也就是说，小说所叙之事，往往是处于特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情境之中的人的“事”，而这些“事”

里不仅包含着小说中人物的道德反应，也反映着作者的道德态度和道德立场。[11] 而且，作为一篇小说的创

作者，作家有责任、也有义务，使他的道德立场、伦理观念清楚、明白。布斯认为：当给予人类活动以形

式来创造一部艺术作品时，创造的形式绝不可能与人类意义相分离，包括道德判断，只要有人活动，它就

隐含在其中。[3]367 小说的修辞艺术问题，说到底就是小说的伦理、道德问题。尽管小说中细腻、精彩的情节、

人物等描写，同样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只有作品带来的强烈的伦理道德关注，抑或正确的伦理导向，

才足够让读者产生心灵的震撼。而且，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会不可避免地融进自己的人生阅历、价值观念、

生活素养，甚至是一时一地的情绪。这也就是说，小说家具有怎样的伦理观念与道德抉择，就决定他会创

造出怎样的作品。因此，小说修辞作为作家讲故事必不可少的途径，它注定与小说的道德化、伦理化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

《复仇》的创作，与汪曾祺早期接受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有关。《复仇》作为汪曾祺早期作品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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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其运用小说技巧进行创作的成功典范。在汪曾祺此后的其他作品中，很难看到如此密集的技巧运用

痕迹。在汪曾祺看来，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大体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摹仿；二、摆脱；三、自成一家。

初学写作者，几乎无一例外，要经过摹仿的阶段。[12]40年代汪曾祺的创作，就正处于摹仿阶段。外国文学作品、

小说理论的输入，无疑会对汪曾祺的小说产生影响。关于《复仇》的写作，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

谈到《复仇》同日本作家菊池宽的小说《复仇的话》在情节上的相似性。但是，据杨鼎川回忆，在 1994

年他和汪曾祺的谈话中，汪曾祺谈到对自己影响较大的日本作家不是菊池宽，而是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

一郎，后者比前者更现代一些。[13]222 就作品影响而言，汪曾祺之所以认为谷崎润一郎对他的影响较大，更

大的可能是缘于谷崎状物言情时细腻、平实的叙述手法和明显的现代气息。

单就具体的作品内容、伦理价值而言，《复仇》的写作受菊池宽小说的影响更为显著。菊池宽的小说《复

仇的话》和《不计恩仇》，讲述的都是为父复仇，但最后却选择弃仇的故事。尤其是《复仇》中，复仇对

象独自开凿绝壁的情节设定，与《不计恩仇》中，市九郎为了赎罪，仅一人之力希冀凿穿一处垂直绝壁的

情节，极为相似。两部小说中，复仇对象开凿绝壁时的样态也极为相近，都是僧衣长发、瘦骨嶙峋、跪行

或匍匐，且都意志坚定。只不过，前者一手凿子，一手 头，发出坚决而从容的“丁丁”声；后者是抡一

把铁锤，发出悲壮而又充满威严的“咣咣”声。而且，对于实之助和旅行人而言，绝壁都是他们复仇使命

的转折点。《复仇》中，旅行人面对绝壁时，那种复仇带来的不可抗拒力量的压迫感，使他一度难以承受，

反倒是那一声声的“丁丁”声，坚决而从容。这就使得一直以来对复仇使命充满纠葛的复仇者，在看清仇

人手臂上同样刻有自己父亲的名字后，经过剧烈的精神震动，做出了与复仇对象同样的选择——弃仇，并

于凿壁中开始寻找真正的自我。《不计恩仇》中，实之助目睹了在绝壁洞窟中待了 20 年之久的市九郎，在

凿壁时的坚决与神圣。市九郎抡锤的声音、喃喃念经的声音，无不显示着市九郎此刻的悲壮与伟大，同时

也不断刺激着实之助，使他突觉自己偷袭行为的不耻，并逐渐消解着他的复仇信念。在《不计恩仇》的结

尾，市九郎与实之助共同凿穿了绝壁，看到了从小洞射进的月光，俩人相拥而泣，忘掉了一切。[14] 与此相

类似，《复仇》中，旅行者与复仇对象一起，拿起 凿，期待第一线由另一面射进来的光。由此可见，《复仇》

的创作，与汪曾祺这一时期的阅读接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同时，《复仇》的弃仇主题还是汪曾祺对传统复仇母题的一次重新审视。血亲复仇是中国文学史中经

久不绝的文学主题，它不断建构并体现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

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影响根深蒂固，血亲复仇也被逐渐默认为以家族、社会为本位的尽孝尽责的崇高使命。

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不断完善，但此种由社会约定俗成的复仇行为，依旧在广大范围内被默认。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众多的作家对“复仇”这一题材进行过反复的书写。鲁迅的《铸剑》写眉间尺复仇，

复仇者最终复仇成功。但于鲁迅而言，《铸剑》本身并不是对传统血亲复仇行为的颂扬，而是重点强调“复

仇”本身的艰巨性与无法达成性，以及那种于绝望之中，进行不懈抗争的崇高与可贵。余华的《鲜血梅花》，

同样讲述了一个在母亲要求下复仇、且仇人被杀的故事。展现了复仇者价值理想的失落，以及由此造成的

心理异化。由此，作者对传统血亲复仇的故事模式进行了严肃的审视与深层的思考。汪曾祺同样以“复仇”

作为小说标题，但他对复仇主题的处理与其他作家略有不同。汪曾祺的《复仇》将原有的传统复仇模式，

从新的视角进行了重新审视，使固有的伦理观念中的血亲复仇的合理性，一开始就在复仇者的心中受到了

质疑与反抗。复仇行为作为一场具有因果关系的实践活动，本应是因果对应的。但是，在《复仇》中，复

仇者以复仇为使命，但最终却以放弃复仇为结果。于是，复仇者由复仇心理到弃仇行为的转变，本身就在

理性高度上逐步消解了血亲复仇的伦理价值，赋予了复仇以新的思想内涵。在小说的结尾，面对近在眼前

的仇人，复仇者没有选择手刃仇人，而是选择与他一起，在坚定而从容的“丁丁”声中，等待第一线由另

一面射进来的光。母亲之死，代表着复仇者在半生的生命跋涉后，这一堵道德的禁锢之墙终于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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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束射进来的光，则代表着他们对束缚的彻底挣脱，也是他们人生主体地位重新确立的开始。

复仇者弃仇的背后，汪曾祺想要表达的是对生命个体性的坚持与推崇。《复仇》作为一篇寓言故事，

它明确地包含着人性战胜复仇心理的意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复仇者便只是一个用以寄托作者思想的符

号。这可以从小说中找到依据，即 ：两位“复仇者”穷尽一生，想要追寻的却只不过是一个刻在手臂上的

蓝色名字罢了。当他们彼此正视对方手臂上的名字时，复仇者突然有了一种释然之感，他突然相信他的母

亲已经死了，这就意味着对复仇的消解、对个体生命的回归。作家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的作品能够从道

德立场和伦理观念上带给人们积极的影响。在沈从文的影响下，汪曾祺接触了大量的外国作家。“如果说

阿左林和纪德等给予汪曾祺的主要是艺术风格和感觉方式上的启发，那么萨特——可能还包括加缪——给

予他的则主要是思想上的启发”。[15] 而对于《复仇》这篇小说的创作，汪曾祺回忆说，“在我刚刚接触文学

时，看到谷畸润一郎一篇小说，写一个人应该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去走他自己的道路，不应该为一个狭隘

的复仇思想而终其一生。这篇东西我印象很深，受影响的不单是技巧，也包括它的思想。”[13]222 由此可见，

汪曾祺在不同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对于存在主义、个人生命个体性的理解，并将这一思想很好地融

进了自己的小说。复仇者从开始剧烈的矛盾、煎熬，到最后的清明、释然，由对峙到和解的内心过程，也

标志着复仇者主体性的全面觉醒与人生的重新开始。

《复仇》对于人生命个体性理解的背后，流露出的是汪曾祺对战争的思考。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

1933 年考入高中，战争爆发之际，他还是一名高中生。日本军队占领其故乡高邮时，他曾到家附近的一所

佛寺藏了六个月。1939 年，汪曾祺途经上海、香港，经越南周转，到达昆明。随后考入西南联大，成为沈

从文的学生。那一段逃避战乱的经历，无疑会给汪曾祺的内心留下最深的烙印。小说是虚构与想象的结合体，

而想象不过是记忆的重现与复合。[16]222 重要的是，想象和虚构都来源于生活。汪曾祺也说过，只要读者联

系到当时的战争背景，就会想到这一层的意蕴。《复仇》中主人公从复仇到弃仇的转变，也体现着汪曾祺

思想观念的转变。如果说作为高中生的汪曾祺还未曾有人道主义的观念，那到汪曾祺写《复仇》时，他的

内心已然有了这方面的倾向。尽管小说将复仇信念的消解，与寺庙这一地点连结在一起，但作者的叙述重

点显然不是在宣讲佛教道义，而在于突出主人公自身的觉悟。因为寺庙代表的是宽恕与寂静，而这里的静

最主要在于内心的沉静。寺庙可以看作是主人公弃仇的一个契机，这背后是汪曾祺，也就是作者人道主义

思想的浸入。作家在经年累月的战火中，在被别国非法入侵的混乱中，努力找寻着个人存在的意义，并企

图在哲学中寻求现实苦难的慰藉。小说体现的，便是面对残酷的侵略战争，作家难得的人道主义温情。

汪曾祺说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

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16]100 任何一部作品对当下都是一种关照，与时代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关联，

或是对时代问题的一种回答。当在现实中无法获得一种答复时，作者便会在作品中获得自己内心想要表达，

或者是想要获得的东西。面对这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汪曾祺想要思考的不仅是现下的存活，更重要的是

战争之后，人们如何面对这一场战争的问题。生命是一场无止境的修行，但复仇只会是一场无穷尽的恶性

循环，带来的只有伤害与悲痛。我们虽然无法改变过去，但好在未来可期。因此，复仇者只有选择弃仇，

才能展现真正的自我，才能获得新生。《复仇》弃仇的背后，是真实作者汪曾祺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作家

在借此发出自己对于战争的声音。

一个伟大作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给读者传达出正确的伦理观念与价值选择。“对于生活，我的

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16]29 这是一个作家最朴素的信念，也是一个作家最

伟大的信念。小说作为人类思想传达的重要载体，它不可避免地会被赋予改善人类生存境况、提升人类道

德境界的责任与义务。在具体面对个体与命运、个体与时代的复杂关系时，汪曾祺始终明确地表示，希望

自己的作品能够有益于世道人心，能够真实地呈现出生活最本真的状态。生活的底色永远是美好的，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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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的，充满快乐的。小说家对小说修辞与道德化、伦理化之间关系的把握，不仅能够体现小说家功力的深

厚，更能赋予自己的小说伟大的伦理价值和深邃的道德意义。而且，面对中国当代小说去作者化、唯美化、

欲望化、商业化的写作，小说修辞所承担的道德化、伦理化，具有毋庸置疑的引领作用与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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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sence and Return of the Subject of Life: On the Rhetorical Art of Wang Zengqi’s Rev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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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Wang Zengqi’s early works, Revenge is undoubtedly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author’s fictional techniques. 

Through frequent shifts in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e writer conveys his understanding and reverence for the subjectivity of life in different 

narrative voices. Based o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evenge motif, Wang Zengqi expresses his thoughts on war and his hope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even for all mankind behind the avenger’s renunciation of revenge.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vel’s rhetoric 

and moralization and ethicalization provides more room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venant’s renunciation of reveng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as great inspirational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isadvantages of current novel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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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2016 年国务院提出：直至 2020 年，在总体上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显著提升 [1]。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2018 年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再次提出让农村三产业在融合发展中实现同步升级。

十九大报告中同样指出，实施乡村振兴，促进农村三产融合 [2]。近些年的一号文件中，农村三产融合都是

非常重要的关键词，由此可见，其重要性不容小觑。

从国际上的事例看，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极有可能就会出现产业融合的现象，可以理解为，产

业融合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比如很多人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近似为日本的“六次产业化”，“六次产业化”的主要想法是在发展相关农产品的产业时，以农业为基础，

向多方面延伸，形成产业链条，同时在农村增加就业岗位，防止劳动力向外部流失 [3]。

从我国的发展来看，城镇化、工业化迅猛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信息化程度也在不断完善，此类融

合发展遍布全国。再加上近些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村农业发展中的产业融合的问题，我国总体发展

趋势与发展情况较好。

从我省的发展情况来看，2016 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应国家号召，根据我省的发展情况，因地制宜

的出台了相应的实施意见。在农业农村部确定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创建单位名单中，我省有 8 县

入选，可见我省部分县乡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成效显著。但未入选的县区发展情况如何，还有待检验。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1. 研究目的

为了探究河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实际成效，及时发现发展中的不足以及短板，本次研究将从河

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融合度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农村、农业为主，首先对河北省第一产业内部

河北省农村产业融合度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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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入，多领域协同发展也日渐重要。近年来我国产业融合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国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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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度进行测算，发现第一产业融合较一二三产业融合而言的差距或者优势，再对

影响农村影响最为显著的农业，也就是第一产业内部融合的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选取农业相关指标与第

一产业内部融合度建立回归模型，研究第一产业内部“融合路上”的助力因素以及阻力原因，达到系统认

识到河北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明确今后发展的路径。

2. 研究意义

通过本次研究，不仅可以对当下产业融合的现状进行一个量化测度，认识到发展的真实情况，还可以

探究出对农村产业融合影响较大的因素，为今后发展做出理论化的、合理性的预测，寻找适合融合路线。

为实现进一步推动河北省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做到既能系统设计、全面推进，同时能创新模式、明确路径。

（三）文献综述

从产业融合说起，最早源自于美国机械设备业演化研究，由罗森博格（1963）提出。1988 年斯图尔

特 • 布兰德最早的提出了如今常用的 Negreouponte 一词（Brand，1988）[4]，自此学术界开始了对产业

融合的研讨，也就开启了产业交叉的思想。有关农业产业化，是由一系列社会组织所组成的有序链条（Roy.

A. Goldberg）[5]，也可认为是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统一及企业融合为一体化的过程（Michael Boehlje、Lee 

F.Schrader，1988）[6]。其他定义方式也有很多种，万变不离其宗，大都是指农业生产和其他产业的融合。

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农业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可持续发展意识薄弱等（陈

子宇等，2019）[7]。对于国外的一些相关政策，值得学习的是日本“六次产业化”：要想使农产品附加

值尽可能多的回归到农户手中，农业经营就必须要提高农业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二、三产业（李

丽霞等，2019）[8]。国内已经有地区对照日本“六次产业化”实施了相关政策来发展农业，也有不少学

者做了比较研究，有学者从分析日本“六次产业”发展及做法出发，结合我国发展寻找启示（马超等，

2019）[9]。例如通过对日本农业六次产业化以及与黑龙江省乡村振兴做比较，结合本省实际情况提出相

关参考意见（路玮孝，2018）[10]。

融合的目的是为了协同发展，产业协同、城市协同，其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协同

一词源于协同学（Synergetics），是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赫尔曼·哈肯在 1971 年提出的，后来在其著作《协

同学导论》中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我国有关协同发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989 年，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周

振汉、张祖新（1989）最早应用协同发展，对上海市生态与经济的协同进行了探究，分析了协同发展的基

本观点、目标并模拟了系统、给予了对策 [11]。在这之后直到 1998 年，吴效军（1998）在文章中以湖洲市

为例，探索了城乡区域协同发展的问题。随后几年的研究较少，但不难发现，协同在一开始的研究中，主

要针对的是不同行业、领域的研究，区域研究较少，不同城市的协同研究更是屈指可数 [12]。2004 年西北

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杨新军教授等（2004）人针对陕西省进行了城市协同发展研究，开辟了城市协

同这一研究方向，该文从当前非协同的概况出发，分析了制约协同发展的因素，有针对性的为城市协同发

展提供了对策 [13]。2007 年海峡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论文集中有这样一篇研究，作者从协同发展出发，以

厦泉漳城市联盟为例，以小引大，对海峡两岸的协同进行了分析与规划。这篇文章不仅提到了大陆地区的

三角洲协同，同时也将海峡两岸的发展规划到了一条线上，这无疑对协同发展的拓展具有重要的开拓作用

（石正方，2007）[14]。同年，鲁东大学柳新华等（2007）对烟台市与环渤海经济圈的协同发展进行了研究，

将协同发展放到了经济圈中，以区域经济为视角，对城市进行定位，从而合理规划，以提高城市的综合竞

争力 [15]。2010 年沈玉芳等（2010）人在长三角地区进行了一项更为全面的研究，从产业群、城市群与港

口群三个角度分析了协同发展问题 [16]，在这之前并为有如此全面的研究，仅有部分学者探讨过产业群与城

市群之间的耦合关系（郭凤成，2008）[17]。

如何发现融合迹象，有国外学者相对于现有的产业分类，根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SIC）和国际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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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IPC）之间相互的引用来发现融合迹象（Pennnings and Puranam，2001）[18]，通过对专利行为的分

析，发现技术领域开始跨产业部门变化时，便可识别出产业部门水平上的技术融合模式（单元媛，2012）

[19]。专利是用来显示融合迹象的第一指标（Curran 等，2010）[20]。有关测算，国内外的研究都还有形成比

较系统的测算方法与标准。测算融合度常用的方法除专利系数分析法外，还有熵指数、赫芬达尔系数（简

称 HHI）、集中度和剩余法（Bryce and Winter，2009）[21]。

二、研究方案

（一）研究思路

以影响农村较大的第一产业为研究中心，基于现有文献及近十年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对河北

省第一产业内部及三个产业之间的融合度进行测算，发现第一产业融合较一二三产业总体融合而言的不足

或者优势；同时选择对第一产业直接产生影响的因素，提取其中较为主要的成分，探究这些主成分对第一

产业整体内部融合时的影响，达到系统认识河北省第一产业融合发展现状的目的，明确今后第一产业发展

时的投入重点，为省相关部门以及农民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模型选择

1. 融合度测算方法

赫芬达尔 - 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简称 HHI），简称赫芬达尔指数，即市场中厂

商规模的离散度，是经济学界和政府管制部门使用较多的指标（卫志民，2011）[22]。

注释：X：市场的总规模；Xi：i 企业的规模；Si=Xi/X：第 i 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n：该产业内的企业数。

研究学者们将赫芬达尔指数的数值 HHI 划分为五个区间，如下表，HHI 值越小，表明融合程度越高，

反之，则越低。

表 1 融合度程度表

融合程度 高 中 中低 低

区间 0.2~0.36 0.52~0.68 0.68~0.84 0.84~1.0

2. 回归预测方法

第二部分的回归预测采用主成分回归法，主要原理是先利用主成分消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再将

主成分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

（三）数据来源

河北省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农业大省，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地形特征包括南部平原、北部的山地，具

有典型的研究意义，契合国家对农村转型发展的规划，河北省也正处于转型升级、努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关键时期。因此本次研究以河北省近十年各产业发展以及各类型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为样本，所有数

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河北省近十年第一产业发展选取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林业总

产值、牧业总产值、渔业总产值这五项指标，以此作为第一产业内部融合度测算的指标；一二三产业情况

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以及各个产业的增加值作为测算指标，以此作为产业之间融合度的测算指标；在对第

一产业内部融合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选择了对第一产业影响最大的，且产生直接影响的各类型农作物播

种面积作为基本指标。

三、实证分析（一）基于融合度的实证分析
1. 第一产业内部融合度测算

朱学博    成福伟：河北省农村产业融合度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96·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

表 2 第一产业融合数据表

时间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 亿元 )

农业总产值
( 亿元 )

林业总产值
( 亿元 )

牧业总产值
( 亿元 )

渔业总产值
( 亿元 ) HHI

2009 3640.93 1927.78 70.68 1350.1 108.38 0.42

2010 4309.42 2470.11 51.26 1443.76 142.47 0.44

2011 4570.27 2484.67 62.23 1643.8 155.36 0.43

2012 4912.42 2710.55 83.4 1709.84 167.08 0.43

2013 5284.43 2975.01 104.3 1772.37 166.28 0.43

2014 5373.76 2893.29 118.47 1895.9 175.85 0.42

2015 5291.68 2820.11 134.62 1842.65 181.12 0.41

2016 5299.66 2772.86 148.3 1846.23 190.3 0.40

2017 5373.38 2890.6 175.54 1735.82 195.86 0.40

2018 5707 3085.86 186.64 1813.82 207.49 0.40

通过上表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河北省 2009-2018 年农、林、牧、渔的HHI 指数在 0.39~0.45 之间（中

高度融合），近十年河北省第一产业内部融合度呈现递增的趋势。

2. 一二三产业之间融合度测算

表 3 一二三产业融合数据表

时间 地区生产总值
( 亿元 )

第一产业增加值
( 亿元 )

第二产业增加值
( 亿元 )

第三产业增加值
( 亿元 ) HHI

2009 17235.48 2207.34 8959.83 6068.31 0.41

2010 20394.26 2562.81 10707.68 7123.77 0.41

2011 24515.76 2905.73 13126.86 8483.17 0.42

2012 26575.01 3186.66 14003.57 9384.78 0.42

2013 28442.95 3381.98 14781.85 10279.12 0.41

2014 29421.15 3447.46 15012.85 10960.84 0.41

2015 29806.11 3439.45 14386.87 11979.79 0.41

2016 32070.45 3492.81 15256.93 13320.71 0.41

2017 34016.32 3129.98 15846.21 15040.13 0.42

2018 36010.27 3338 16040.06 16632.21 0.42

通过上表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河北省 2009-2018 年一二三产业之间融合度在 0.40~0.43 之间，属于中高

度融合。近十年融合度数值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但极差仅 0.013，整体数值变化不明显。

3. 河北省一二三产业之间融合度与第一产业内部融合度对比

通过折线图可以看出来近十年河北省第一产业内部融合度逐渐高于一二三产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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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产业内部与一二三产业之间 HHI 指数散点对比图

（二）基于主成分回归的实证分析

1. 数据采集与整理

选取近十年影响第一产业的相关指标并采集数据，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2. 主成分分析

可以得到经过主成分分析后，所提取的主成分能够解释的各原始变量的比例。

表 4 公因子方差表

起始 提取

Zscore:  稻谷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856

Zscore:  冬小麦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11

Zscore:  春小麦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863

Zscore:  玉米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83

Zscore:  谷子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49

Zscore:  高粱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46

Zscore:  其他谷物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71

Zscore:  大麦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729

Zscore:  豆类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88

Zscore:  大豆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85

Zscore:  绿豆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81

Zscore:  红小豆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72

Zscore:  薯类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802

Zscore:  马铃薯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871

Zscore:  油料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56

Zscore:  花生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69

Zscore:  油菜籽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854

Zscore:  芝麻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65

Zscore:  葵花籽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93

Zscore:  胡麻籽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33

Zscore:  棉花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90

Zscore:  糖料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56

Zscore:  甜菜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56

Zscore:  烟叶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57

朱学博    成福伟：河北省农村产业融合度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98·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

Zscore:  烤烟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03

Zscore:  蔬菜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58

Zscore:  药材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88

Zscore:  其他农作物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80

Zscore:  青饲料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000 .958

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提取三个主成分时累计方差贡献率不足 85%，因此本次分析提取 4 个主成分，

共解释了原始变量信息的 93.531%。可以得到 4 个主成分分别解释原始变量的信息比例，由于各主成分分

别解释原始变量信息比例差异不明显，因此需要将成分矩阵进行旋转。

根据各成分主要表示的原始变量，将主成分 1命名为：油料作物，主成分 2命名为：经济作物及其他，

主成分 3命名为：大麦及糖料作物，主成分 4命名为：冬小麦及蔬菜。

表 5 旋转成分矩阵表

组件

1 2 3 4

Zscore:  稻谷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408 .789 -.166 .201

Zscore:  冬小麦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426 .436 -.229 -.698

Zscore:  春小麦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851 -.151 -.003 .341

Zscore:  玉米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937 -.176 -.234 .138

Zscore:  谷子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357 .606 -.444 -.508

Zscore:  高粱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657 .713 .015 -.081

Zscore:  其他谷物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371 -.857 .132 .287

Zscore:  大麦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545 .067 -.600 .261

Zscore:  豆类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947 .268 .140 .014

Zscore:  大豆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945 .284 .103 -.001

Zscore:  绿豆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848 .193 .458 -.120

Zscore:  红小豆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951 .171 .197 -.015

Zscore:  薯类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741 .195 .451 -.111

Zscore:  马铃薯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893 -.212 .153 .067

Zscore:  油料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932 .070 -.265 .112

Zscore:  花生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892 .321 -.195 -.179

Zscore:  油菜籽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608 -.676 -.136 -.096

Zscore:  芝麻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943 .266 -.061 -.040

Zscore:  葵花籽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841 -.411 -.075 .332

Zscore:  胡麻籽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872 -.232 .132 .317

Zscore:  棉花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834 .460 -.255 -.134

Zscore:  糖料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029 -.058 .956 .193

Zscore:  甜菜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029 -.058 .956 .193

Zscore:  烟叶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832 .443 -.173 -.196

Zscore:  烤烟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728 .512 -.253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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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core:  蔬菜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080 -.007 .113 .969

Zscore:  药材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764 -.402 .345 .352

Zscore:  其他农作物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82 -.963 -.030 .140

Zscore:  青饲料播种面积 ( 千公顷 ) -.191 -.954 -.048 .093

根据得分系数矩阵得到：

3. 主成分回归模型建立

将四个主成分的得分作为自变量，标准化后的融合度作为因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模型 R2=0.9，

调整后的 R2=0.820，拟合较好。模型整体的显著性 sig=0.010<0.05，通过显著性检验。

通过系数表可以看到各个变量的显著性及系数，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根据公式 6 可以看出主成分 1 每增加一单位，HHI 指数减少 0.769 单位；主成分 2 每增加一单位，

HHI 指数减少 0.422 单位；主成分 4每增加 1单位，HHI 指数增加 0.282 单位。

表 6 系数表

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 Beta

（常数） -6.53E-16 .134 .000 1.000
REGR factor score   1 -.769 .141 -.769 -5.441 .003
REGR factor score   2 -.422 .141 -.422 -2.988 .031
REGR factor score   3 -.226 .141 -.226 -1.601 .170
REGR factor score   4 .282 .141 .282 1.9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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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建议

（一）结论

1. 融合度测算结论

（1）河北省第一产业内部融合度属于中高度融合区间内，近十年河北省第一产业内部融合度呈现递

增的趋势，可见河北省农业发展在响应国家号召、跟进国家政策导向及步伐方面做得较好；（2）河北省

一二三产业之间融合度属于中高度融合，近十年融合度数值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但极差仅 0.013，整体

数值变化不明显，可见河北省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待提升，各自产业向好发展时，应注重融会贯通，

共同进步；（3）从数值上看，河北省第一产业内部融合度 HHI 指数在十年内逐步高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

融合度HHI 指数，相对于第一产业内部，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需要提高重视程度、加大力度。

2. 主成分回归结论

油料作物、经济作物及其他、冬小麦及蔬菜对河北省第一产业内部 HHI 指数产生的影响较为显著，

其中油料作物、经济作物及其他对 HHI 指数具有负相关，冬小麦及蔬菜对 HHI 指数具有正相关。从系数

可以看出来，油料作物、经济作物及其他对 HHI 指数所产生的影响更大，冬小麦及蔬菜对 HHI 指数产生

的影响较小，为加大融合发展，需要适当调整相关作物的播种情况。

（二）建议

1. 在近十年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争取进一步增加融合度。

从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河北省通过相应国家号召，执行适合自身地区发展的政策，做到了近十年的产

业融合情况均处于中高度融合，总体来看情况较好。通过比较第一产业内部以及三个产业之间的融合情况，

可以看到第一产业的融合政策实施情况略好一些。在今后的发展中：

（1）国家制定政策的重点应适当向一二三产业之间倾斜，实现产业间高度融合发展的趋势；

（2）政府应当发挥引领的角色，适当投入些产业间融合发展的项目，形成整体化的产业链条，例如在

农产品的加工、销售上，直接对接农民，形成下游产业链，同时发展农业旅游、农家乐等形式的附带项目等；

（3）农民应培养主体意识，时时关注国家政策，以国家政策为导向，积极参与到政府组织的产业活动、

产业项目中去。同时对于小型的农业附带项目，可以大胆尝试、积极参与，例如城市郊区的农民可以组织

农家乐等。

2. 加大对冬小麦及蔬菜的播种面积，适当减少其他农作物的播种面积。

通过研究了解到影响产业融合较大的因素为油料作物、经济作物及其他、冬小麦及蔬菜，其中以冬小

麦及蔬菜最为显著。因此在今后农业种植方面，应结合气候、环境、土壤等多方面因素，在此基础上向种

植冬小麦及蔬菜倾斜，政府可适当进行种植补助、补贴，通过鼓励加大这两种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产业

进一步融合的目的；农民应当积极响应号召，具备主人翁意识，为国家、地区的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6-01-04.

[2]国务院办公厅.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8-02-05.

[3]易小燕,陈印军,袁梦等.日本以“六次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的做法与启示[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7):54-60.

[4]Brand,S.1988.The Media Lab:Inventing the Future at MIT.New York:penguin.

[5]Roy.A.GoldBerg.Agricultural integration.Polcy Monography[J].1957.

[6]Micehael Boehlj, Lee F.Schrade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Questions of Coordination[J].Great Britain: The Ipswich Book 

Company,1988.205.

[7]陈子宇,李骁峰,王妍,颜芳芳.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农家参谋,2019,4(21):12.



第1期 ·101·

[8]李丽霞,朱强.六次产业化对我国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启示——基于日韩的比较研究[J].林业调查规划,2019,44(04):145-149+165.

[9]马超,高建梅,何得桂.日本六次产业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农村产业兴旺的启示[J].生产力研究,2019,4(03):105-112+161.

[10]路玮孝.日本农业六次产业化对黑龙江省乡村振兴的启示[J].中国市场.2018.

[11]周振汉,张祖新.上海城市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研究方法探索[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1989(04):27-30.

[12]吴效军,探索建立区域整体协同发展的规划控制体系[J].城市规划.1998 (05):3-5.

[13]杨新军,张组群,赵荣.建设陕西生态省的城市协同发展研究[J].水土保持通报. 2004(05):86-90.

[14]石正方.协同发展视角下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C].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2007.71-77.

[15]柳新华,刘良忠,侯鲜明.烟台市与环渤海经济圈协同发展的战略取向[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01):40-49.

[16]沈玉芳,刘曙华,张婧,王能洲.长三角地区产业群、城市群和港口群协同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10,30(5):778-783.

[17]郭凤成.产业群、城市群的耦合与区域经济发展[D].吉林:吉林大学,2008.

[18]Pennings,J.M.,and P.Purannam.2001.”Market Convergence and Firm Strategy: New Directions for Theory and Research.”ECIS 

Conference,The Future of Innovation Studies,Eindhoven,The Netherlands.

[19]单元媛,赵玉林.国外产业融合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进展[J].经济评论,2012,4 (5):152-160.

[20]Curran,C.-S.,S.Broring,and J.Leker.2010.”Anticpating Converging Industries Using Publicly Available Data.”Technolod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77 (3):385-395.

[21]Bryce,D.J. ,and S.G.Winter.2009.”A General Inter – industry Relatedness Index.” Management Sinece, 55(9):1570-1585.

[22]卫志民,微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7.

Measure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gree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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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e, Hebei 067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the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field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industrial integration has been affected by many aspects, and the state gradually attaches 

importance to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the output 

value data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the planting area data of various crops in the primary industry,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 Hebei Province, and compares the internal and overall integration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in rural areas of Hebei 

Province,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rop sowing on the internal integration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understanding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 the province, and provide reliabl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gration degree; Herfindahl index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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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谈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时曾说：“得农村者得天下。”[1] 农村

问题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各个领域的衰退，针对农村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时指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 20 字总要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将乡村振兴战略变成政策，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关

键是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在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是一个长期的，

又是一个需要不断攻坚克难的任务。伴随着社会转型，在外界环境不断变化，自身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功能实现过程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

主要研究对象，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重点思考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针对其现实

困境，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实现路径。

一、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的研究

作为农村发展的领头羊，只有明确农村基层组织在同级组织当中的定位，才能够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的

顺利进行。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功能定位，现有的学者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观点：

第一，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基本功能的论述，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五功能说”和“四

功能说”。孙林认为功能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价值体现，农村基层党组织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

历史变迁，基本功能被进一步细化为政治划定、组织生产、社会管理、资源汲取、政治宣教等子功能。[2]

李海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主要是领导核心功能、服务功能、利益表达功能与利益综合功能、政治

录用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3]；李俊斌等人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承担着“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

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五大功能 [4] ；还有部分学者集中在“四功能说”：常俊认

为基层党组织作为政治组织，其功能表征着党的功能在基层的实践形态，基于四种维度划分了基层党组织

的功能。从属性维度进行分析，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着政治领导及政治核心的重要作用；从思想维度进行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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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基层党组织则发挥着思想引领和服务协调的重要作用；从组织维度进行分析，基层党组织发挥着保

障基层党组织维度划分的重要作用；在保障维度，基层党组织发挥着规范制度、科学管理的作用。[5] 刘红

凛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强调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统筹与平衡基层党组织的管理功能、密切联

系群众功能、服务功能与基层治理功能。[6]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可知，当前学者们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论述从不同的划分标准和侧重点

进行界定，但内容大体相同，主要是基于内部和外部两大维度。现阶段，农村的基层党组织负责着重要的

领导功能，对内需要承担着党组织内部的管理及党员教育功能，对外则是承担着社会功能、国家功能以及

中介功能。

第二，我国现阶段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各项功能的关系研究方面，存在着两种主要观点。

马勇进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着双重功能，一方面是服务群众、表达农民的利益诉求、农村利益整合、

推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社会服务的社会性功能，另一方面是领导核心、人才输入和录取、巩固和发展政

权的政治性功能 [7] ；肖纯柏认为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体系的末梢，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和领导核心，具有领导核心功能。作为基层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

具有服务功能。而作为政党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具有政党的一般功能，即具有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政

治录用与政治社会化功能。[8] 从宏观角度看，不同层次的党组织的功能不同。从微观角度看，即使是同一

个党组织在不同领域的功能也有所不同。                                                      

第三，现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行政职能逐渐淡化，领导功能相较之前更为凸显。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地区进行工作的根基和核心，最为根本的则是要在工作

过程中发挥领导核心功能。但是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路径上，主要有政治引领、服

务引领两种观点。政治引领的相关学者认为，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实现一定要依靠政治功能的实现为其提

供保障。政治功能是政党组织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标志，[9] 是党的阶级属性的本质体现，是基层党组织的

灵魂。[10] 王海荣等人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关键是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的关键是突出政治功能，新时

代突出基层党组织建设政治功能是构共建共治基层治理格局、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关键。[11] 李蕴哲等

人认为，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考量，为

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全面领导作用，具体表现为政治领导功能、政治执行功能、政

治整合功能、政治教育功能。[12] 服务引领说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通过服务功能的构建来加强。

孙乔婧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只有把服务广大农民的行动具体化、微观化、直

接化，才能把服务功能落到实处，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公信力。[13] 蒋红丹认为在村民自治的

背景下，农村利益格局多样化、不同主体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原有的带有强制色彩的行政命令方式已经

不适合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实现党组织功能向服务功能的有效转型，有利于更好发挥农村基层党组

织在农村社会的影响力。[14]

二、乡村振兴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现实困境

马克思指出 :“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 是它表

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5] 三农问题始终是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

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转型。由于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功

能实现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现实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领导力不足阻碍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首先表现为政治领导功能的弱

化。就工作能力来看，党组织带头人政治素养偏低。杨根乔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干部队伍由于社会

孙雪雯：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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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的分化，一定程度上存在党员后备力量不足、文化素质不高、现有党组织内的成员“老龄化”等问题。

使得在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村委会的建立和村民自治的发展，以及新经济组织的出现，部

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缺乏驾驭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能力，存在思想保守、创新意识不足的问题，以

致在维护农民利益、带领农民致富的过程中不能更好发挥作用 [16] ；就组织运行来看，胡柳娟认为部分贫

困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依然受到封建残余思想、宗族组织等的影响，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出现“家族

化”的倾向，导致村民对党组织的认同度下降，弱化了政治影响力。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

地区的基础，但是在具体事务运行过程中存在大包大揽的现象，影响基层组织的合力，进而阻碍党组织

功能的发挥。[17] 其次，表现为政治传导功能形式化。政治传导包含了政治传播和政治引导，农村基层党

组织作为党和农民之间联系的桥梁，政治传导功能的发挥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能否被农村基层党组织有

效贯彻执行，能否真正与农民建立起亲密联系。代正光认为，当前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治传导过程

中存在片面单向度的问题。原有科层制的影响下，工作方式局限于“传统的上传下达”，形式单调，离

群众越来越远。有些基层党组织满足于“口”、“墙”、“纸”、读文件式的形式主义，严重削弱了党的群

众基础，走马观花听汇报，脱离农民实际，不能真正了解农民在想什么、需要什么，严重削弱了党的群

众基层，成为制约党的事业发展的“顽疾”。[18] 最后，表现为政治监督的乏力。政治监督功能作为政党

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保证政治领导功能实现的重要保障，但是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忽

视了政治监督功能。刘利平认为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忽视了对党员干部思想立场、日常言论、行为方式

等思想政治方面的监督，以及在组织决策过程中监督功能不到位，例如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出现的

“贿选拉选”现象，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监督不到位，易出现“失语”“失察”的情形，[19] 影响农村基层

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第二，经济驱动力不足是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指出：“物质生

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20]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

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其功能的实现始终受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首先，组织建设缺少资金支持。王

书慧等人认为，在城乡二元体制和取消“农业税”的影响下，农村资本大量向城市转移，村集体经济出现“空

壳化”现象，从而导致了新一轮的农业的衰退和农村集体经济的退化。从城乡经济发展状况对比来看，农

村的人力资源、经济资源自发性的向城市聚集，党组织可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少，难以维持党组织的基本活

动。[21] 其次，组织建设缺乏物质保障。张明学认为，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没有独立的活动场所、办公场所，

同时缺少党报党刊等资料，造成党组织活动形式的单一，难以对党员形成吸引力。[22] 最后，农村经济

制度的断裂以及党组织执行力异化。林星、王宏波认为，在新时期深化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包括农村

土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和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等多个方面。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

进，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的不匹配，制度出台但是相关供给未能及时更新，农村经济制度呈现制度滞后、

缺位等断裂现象，给组织执行力异化创造了条件。此外，基层党员干部作为制度执行主体，受到利益、

政绩等因素影响，在维护公众利益的同时谋求个人利益，制度执行力出现异化，[23] 制约了农村基层党

组织的功能实现。

第三，乡村文化结构失衡制约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认为：“乡

村文化是指以农民为主体的，建立在广大乡村区域共同体的生产生活基础上，受制于乡村独特的自然环境

和经济基础而形成的文化，是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思想道德、价值观念、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科学文化

以及组织制度等的总和。”[24] 可见，农民是乡村文化传播的主体，农民的行为和方式影响着乡土文化，但

农村社会经历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转型，乡村社会也出现了礼仪秩序衰落、道德伦理失范、农



第1期 ·105·

民精神信仰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困境。首先，乡村公共文化日渐式微。金伟等人认为，农村

城镇化的发展加剧了农村发展现状与农民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伴随城市化的发展，大批乡村人口涌进城市，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造成农村地区的“空心化”，进而导致

乡村文化的“空心化”。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和就业机会，促使乡村人口走进城市，也使个体

从原有的家族、集体中抽离出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以及城镇化加速发展挤占了乡村文化的发展空间，

使得以此为基础的乡村公共文化活动难以展开，无法借助公共文化空间传播传统习俗、传统文化、道德伦

理等，造成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下降。[25] 城市文化的冲击和传统乡村文化空间的狭窄，使得原有“差

序格局”也正日益解体，乡村公共文化日渐式微。同时，乡村文化建设主体面临流失与缺失。吕宾认为城

镇化的快速发展促使大量青壮年农民涌入城市，导致乡村文化建设主体呈现老龄化、人才缺乏的特征，留

守群体难以跟上时代步伐，促进乡村文化新的发展。以及城乡二元制结构下城市资源相对丰富，主观和客

观的双重原因使得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经营主体的青壮年农民不愿再次回到乡村。[26] 其次，乡村文化精神的

淡化。乡村文化精神是乡村文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沈费伟认为，伴随着经济发展，原有的集体主义精神

被打破，个体意识觉醒，以致农民的价值观日益功利化和世俗化，农民更多注重经济利益。[27] 在乡村公共

文化式微、乡村建设主体流失以及乡村文化精神淡化的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难以进行，使得农村基层党

组织凝聚力弱化。

第四，组织内部治理乏力制约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首先，表现在组织结构设置不合理。

赵洁等人认为，农村青壮年大规模向城镇涌入造成农村精英的流失和党员后备建设力量不足，仅剩下妇

女、儿童、老人为主的村民主体，造成农村的“空心化”、党员干部队伍老龄化，党组织队伍设置不合理。

[28] 其次，组织覆盖率低。丁伟认为，农村社会的转型带来自然村落的减少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合并，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涌现了大批农村新型社会组织，由于大部分村落相对分散，农村基层党组

织覆盖率不够，存在“盲点”。同时，伴随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以行政

区域划分党支部与农业发展之间、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多元化、农村党员的流动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制约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发挥。[29]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实现路径

基于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现状的分析，对于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更好发挥农村基层党组

织功能的问题，国内的相关学者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扩大政治领导力，巩固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首先，加强政治领导。李军等人认为，

面对农村基层党员队伍内部整体素质偏低、党员干部青黄不接的状况，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要

扩大人才选拔队伍，注重从返乡青壮年、中坚农民、农村致富带头人中选拔党员干部，加强农村基层党

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30] 李俊斌等人认为，党员干部政治素养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把握好

党员干部的选拔，并在日常工作中强化党员干部理论武装，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锻炼自身技能。又要让党

员干部置身于复杂多变、任务繁重的岗位上，提高自身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执行力。[31] 其次，立足农民实

际。朱宜认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提高政治传导功能要立足于农民实际需要，一方面，基层党员干部要

深入了解农民意见，向农民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了解农民的意见和呼声，改变传统单一的工作方式，维

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决策要坚持“以人为本”，帮助农民解决在农业生产

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在实践中提升化解村民矛盾纠纷、促进基层善治的能力，真正将农民利益放在

第一位。[32] 最后，加大政治监督。Sun Y. 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基层遭遇腐败，许多工作难以开展，其作

用在下降。[33] 因此强化政治监督功能，是扩大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的重要途径。周光辉等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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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基层党组织运行机制，提升党组织建设制度化水平，以制度化监督机制矫正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

工作过程中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推进制度监督向基层深入，打击基层党员干部操纵拉选贿选行为，防

止形成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不利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利益格局。[34] 同时，熊艳兵认为，党组织要

履行自身监督职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35] 熟人社会下使得农村

基层党组织更易察觉组织内部的违法行为，督查党员干部在政治立场、政治信仰、政治纪律上的正确性，

将政治监督常态化，提高农民对党的认同感。[36] 第二，增强经济发展能力，巩固党在农村的基础。首先，

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曾土花等人认为，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两

方面，要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引导农村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帮助农民解决产前、

产中、产后遇到的困难，延长产业链、扩大产业规模，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37] 其次，

霍军亮认为在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影响下，要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乡村小城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吸引

优秀人才“回流”农村，激发农村发展潜力，实现民富村强，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经济基础。[38] 最后，

促进制度与实践的弥合。蔡文成认为，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现有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网络，借助村民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等形式拓宽农民参与度，促进制度向广度和深度延伸。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

监督机制。面对党员干部执行力异化的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完善制度监督机制，对党员干部、党内

事务开展常态化、规范化的监督，实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39] 净

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内部政治生态。

第三，增强文化引领力，巩固党在农村意识形态的阵地。首先，重构乡村公共文化，实现

文化建设主体的回归。吕宾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一方面，面对

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情况，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在政府支持下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是提升乡村吸引力的关

键。这样可以给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又可以改善乡村社会经济萧条的状况，加

大乡村对流出农民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利用组织优势，结合当地文化发展特色文化

产业，带动留守群体增收。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日常生活以及重大节日中要组织乡村文化活动，强

化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知。[40] 其次，发挥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王书慧等人认为，要弘扬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党在农村意识形态的阵地。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

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要善于思想引领。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从意识形态斗争的

高度来增强传承和发扬我国乡土文化的自觉性，[41] 乡村是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深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

农耕文化对农民的教化作用，促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融合和创新发展，[42] 提高乡村文明程度。

第四，提升组织建设能力，巩固党在农村社会的民意认同。首先，优化组织成员结构。宗成

峰等人认为，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主要是网络社会。在新时期，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农村基

层党组织要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建立上下联动的党建网络结构，创新农村发展理念，在吸引乡贤“回

流”的同时引进优秀管理人才，培养乡村精英，利用老乡贤带动新乡贤，激发乡村内生发展活力。[43] 以此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为乡村振兴不断输送人才。其次，提高组织覆盖面。农村基层组织设置

也应该由传统的单一行政村设置转向多种设置并存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利用各种资源优势，适应农村

现代化和农村市场经济的要求，把党组织设置在农村经济工作的最前沿。杨新军认为，将农村基层党组织

延伸到各种社会组织中，也可将支部建在产业链上，也可采取“村企合一”、“以企带村”等多种模式。[44]

以及主动打破地域局限，实现分层管理设立临时党组织，使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不留“空白点”，扩大党

组织在农村的覆盖面。

综上所述，基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殊性，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路径的探索不存在普遍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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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critical way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gricultural areas and a strategic measure to achieve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As the leading core of China’s rural society,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play the important roles as leader 

and backbone in developing rural undertaking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ritical role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direction of discussion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circles. Based on th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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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群体联结面临结构性调整，以兴趣爱好为聚合点的网络社群迅速扩

大，诸如 B 站、微博、小红书、知乎、豆瓣、网易 LOFT 等网络趣缘社区平台，它们通过整合趣缘内容，

围绕趣缘开发一系列活动，不断吸纳趣缘群体，并产生经济价值。作为小众亚文化网络趣缘社区之一的

“Paperi 文具社区”APP（以下简称 Paperi)，是一个专门为文具和手账爱好者而诞生的网络趣缘社区。它

以手账文化为趣缘核心，从 2017 年上线至今积累了超过 40 万的用户，他们凭借对手账生活垂直领域内容

的喜爱进行交流和分享，通过各种各样的“书写”和“展演”进行内容的生产和传播，逐步拓宽小众文化

传播的受众范围。

一、什么是网络趣缘社区
学者罗自文认为“网络趣缘群体”是：一群对某一特定的人、事或者物有持续兴趣爱好的青年，主

要藉由网络进行信息交流、情感分享和身体认同而构建的“趣缘”共同体。[1] 美国学者霍华德·瑞恩高德

（Howard Rheingold）在《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中，将“虚拟社区”定义为：“一群

主要藉由计算机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他们彼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和信息、在很大

程度上如同对待朋友般彼此关怀，从而所形成的团体。”[2] 用户以匿名的方式、社交关系链（评论、点赞、

分享、转发等）、自主讨论与分享从而聚集同好群体。按平台形式分类，网络趣缘社区包括了豆瓣、知乎

和小红书等知识分享社区，乐乎、简书等轻博客，Bilibili 和抖音等视频社区，以及百度贴吧、虎扑等传

统网络社区。

网络趣缘社区因兴趣而集合，具有较大的自由性，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但一般情况下，构成一定

规模的网络趣缘社区都会制定明确而详细的规则，用户在一定的规范条例约束下共享信息和情感。除了单

纯的信息共享，社区内还有一定的流量扶持和激励机制等，如根据加入社区时长、日活跃度、互动强度、

提供的信息量等，获得等级成就和个人流量，进而获得更丰厚的社会资本；通过用户之间的关注、评论、

网络趣缘社区的运营及传播策略
——以Paperi文具社区为例

张  波1  陈恩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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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以趣缘关系为纽带的网络趣缘社区成为了小众文化的聚集圈和人们社交的新场域。不同于

微博、微信、论坛等新兴大众媒体，网络趣缘社区凭借其专业性和集中性深受人们的喜爱，也因之成为具有独特个性的小众社区。

论文以Paperi文具社区为例，从内容、渠道、用户以及商业模式等方面分析了网络趣缘社区的运营、传播策略，并从用户活跃度与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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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转发、私信等一系列互动途径，加强趣缘群体之间的关系，维持和促进网络趣缘社区的正常发展。

近年来，互联网将日本的“手帐风”吹入中国，这种与过度数字化温和对峙的书写形式，糅杂了时间

管理、装饰拼贴、思维导图等方式，吸引了国内众多人的喜爱，形成手帐趣缘群体。这一群体借助新媒体

环境形成一定规模，引发社交网络平台较大的共鸣和反响。

二、Paperi 文具社区介绍
作为国内第一个以文具和手帐为主题的生活方式社区——Paperi 文具社区，是网络趣缘社区的代表之

一，由国内文具圈早期优质博主袁晨皓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正式创立，目前已拥有超过 40 万的核心用户。

Paperi 把手帐领域作为重点精耕的内容，将文具、日程管理、书籍、影音等板块设置为兴趣话题，让更多

拥有同样细分兴趣的用户聚合起来，逐步增强用户从文具分享到学习、生活方式等大众化内容的共通性和

依赖感。Paperi 开发了电商渠道，孵化自有品牌“Youthwill 有所谓青年”，鼓励原创文具品牌的入驻和贩售，

也对国外文具产品进行代理售卖，让用户购买到优质的品牌文具。

Paperi 对网络以外的现实空间也积极开拓，于 2018 年 7 月 14-15 日第一次走到线下，在上海举办周

年庆手帐集市，成为国内最早、规模最大的手帐文具主题类活动。此后又陆续举办和参与了多地的手帐集市、

文创活动和 workshop 项目等。Paperi 以兴趣为切入点，让人们因喜欢手帐而聚集起来，在社区内形成独

特的文化和互动行为；在社区外，则联通兴趣社群、经营电商社区和自媒体，拓展线下空间，不断保持生

机与活力。

三、Paperi 文具社区的运营策略

（一）内容运营策略

1. 内容专一精细 ：网络趣缘社区是以趣缘为圆心，用户为半径，循环往复地生产与扩散，实现内

容在圈子的传播。Paperi 在创立之初就确定好自己的内容方向和风格：打造一个手帐文具爱好者的天堂。

用户可以在社区内分享手帐心得，买到原创文具产品，浏览细选的手帐干货内容。从与用户的访谈中得知，

正因为 Paperi 深耕手帐内容垂直领域，营造了一个纯净的氛围，打造出独属于“手帐 er”的风格表征，

使得其在同质化的互联网世界中脱颖而出，受到大量用户的喜爱。优质而专一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让用

户从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实现构建自我，进而达成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增加了群体成员的依赖感和

认同感。

2. 主打 UGC 模式：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在 web2.0 时代已经成为人们上网的新方式，

用户既是内容的浏览者，也是内容的创作者和分享者。作为以 UGC 为核心的 Paperi，不仅仅是一个以兴

趣和内容为基础打造的网络趣缘社区，更类似于一个集分享、记录、交友、学习为一体的平台。在与 5 位

受访者的访谈中，笔者发现，他们都强调了在社区匿名的状态下激发了旺盛的创作欲望。区别于微信朋友

圈等平台，用户能够坦诚、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生活状态，提出相关评论，可以“自说自我”从中演绎

“另一个自己”而不干扰圈子外的人。还有 3位受访者表示，帮助到他人、获得成就感也是持续创作的原因。

社区中的内容主要是用户关于手帐、文具、日常学习等方面的实时交流与分享，利益驱动较弱，大多是非

商业性的经验分享。用户在发布图片的时候还可以对图中的物品进行标注，如某个品牌、店铺、地点等，

这些标签不受限于社区所提供的，用户可以自行添加补全，联结了以用户为主体的信息生产端与接收端。

Paperi 还通过增加曝光度的方式来刺激用户生产内容，例如一些点赞量大的优质文章、优秀图片或

者视频会出现在主页的精选页面处，而较活跃且经常在热门“露面”的作者有机会被推送为“今日博主”。

这种由用户的喜爱和点赞产生的“意见领袖”有利于激励用户不断地进行内容生产与再生产，提升自身知

名度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用户黏度。

3. 细分垂直话题：在经济学界，菲利浦·科特勒有一种关于市场细分的 STP 理论，即 Segmenting（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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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细分）、Targeting（目标市场）、Positioning（市场定位）。[3] 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内容生产。对用户进

行兴趣细分，挖掘用户不同的需求，将用户归为一个个“子市场”的同时实现聚合，有利于社区明确和吸

引目标用户群体。

在信息时代，面对庞大复杂的网络信息量，让用户快速捕捉到自己想要的内容十分重要。以“用文具

书写生活”为宗旨的 Paperi 在后期升级时设置了话题模块，实现手帐垂直领域的细分，包括学习、生活方式、

笔墨、书影音等 18 个话题，为用户整合领域内丰富和详实的内容，满足了用户的不同需求，用户在浏览

时能迅速找到喜欢的某个领域内容，在创作内容时加上对应话题标签就可以被收录其中。这就意味着即使

不是手帐爱好者，但是对学习方式、书影音、摄影等感兴趣的用户也可以踏足其中。相邻圈层的成员之间

彼此交流与分享，起到了不断吸引新成员加入、扩大社区的规模和影响力的作用。此外，Paperi 还设置了

热度话题排行，这种排行可以让用户对社区当下的热门讨论一目了然，从而增加话题栏目的点击量，越是

排在靠前的帖子，点击量就越高，间接地催进了用户的关注与创作。

（二）渠道运营策略

1. 线上渠道：微信作为一款高粘性的社交软件，是拥有互联网用户最多的 app。Paperi 于 2018 年 12

月建立了微信公众号“有所谓青年 Youth Will”，在打响自有品牌的同时，也常发布与青年生活管理、学

习方式相关的优秀原创文章。文章主要来源于官方原创以及 Paperi 社区内的优秀文章。从最初运营时的

无规律推送，到每 3-5 日推送 1 篇的稳定状态，对吸引和积累用户起到一定作用。Paperi 的微信小程序

“Paperi 文具精选”，让不方便下载 app 或者对 Paperi 感兴趣的用户，可以在打开微信时随时体验和使用。

小程序的界面更为简洁，内容更为精致，只包括两大模块：文具商城和精选图文。

微博是一个相比于其他网站更为丰富且复杂的平台，凭借其匿名自由性、准入门槛低、网状式传播

等特点，聚集了大量与 Paperi 相匹配的用户。Paperi 的官方微博截至目前已积累粉丝 10.7 万，发布的

内容主要是整合与分享 app 内的优质图文，不定时发布官方活动信息。还开设了 #Paperi 内容精选 #、

#Paperi 的超优博主#这两个热门话题，阅读量目前分别达到 2549.4 万和 1859.9 万。Paperi 在微博发

布内容时会附带上 app 的原文链接，再加上从 app 分享出来的页面会附带二维码，因此在宣传活动、扩大

优质内容传播的同时间接拉动潜在用户的加入。除此之外，Paperi 会不定期发布抽奖活动，通过转发或者

评论等抽奖方式，吸引粉丝主动地扩散到自己的圈子。以上方式都能形成网状传播，让信息破圈扩散，提

高平台活跃度，维护用户黏度，扩大新的用户群体。

2. 线下渠道：2018 年 7 月 14 至 15 日，Paperi 第一次从线上走向线下，于上海举办手帐集市，单日

人流量超过 3000。观众不仅可以在 app 商城内购票，还可以获取市集的最新动态。除了上海，Paperi 在

成立的 3 年间，陆续参与和举办了台湾文创专场集市、橡皮章集市、武汉江城手帐集市等市集活动以及多

场分享会。旗下品牌还参与了中国国际文具展、诚品书店、日本 ISOT 展等进行一系列文创展览的举办。

通过这些线下活动，Paperi 不断树立口碑形象，提升用户认知，不仅将虚拟的趣缘社区带到大众面前，还

促进手帐文化的传播和用户引流。

（三）用户运营策略

1. 打造良好的用户体验：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将人格概括“本我”“自我”与“超我”，其中“超我”

指的是理想中完美的自我。Paperi 要做的就是挖堀出并满足用户潜藏对“超我”的需求，让用户在现实或

其他平台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主动打开 Paper 文具社区参与互动。国内有知乎、豆瓣、贴吧等以手帐为中

心的趣缘社区，但传播形式受限。而 Paperi 支持以图片、文字、视频的形式发布内容。用户可以通过照

片的精心拍摄与修整，以及图片内蕴含的多重信息来展现自我的生活态度和审美。纯净专一的社区空间，

以及各类垂直兴趣的话题很好地满足用户体验，增加用户黏度。此外 Paperi 有别于微博、小红书，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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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以及限流，给予了所有人平等、亲昵相处的氛围，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每个人的表达和分享欲望。在保

护原创方面，用户无法通过长按屏幕右键保存的方式将图片保存下来，一定程度上减少盗图行为的发生。

在激励与荣誉方面中，用户参与了平台所发布的活动，完成后可获得虚拟勋章并展现在个人主页上。这不

仅可以让用户增加成就感和参与度，还有机会进阶为“意见领袖”或者与官方建立合作，有效地推动用户

的创作与互动。Paperi 积极利用用户的趣缘内容与对生活中“超我”的渴望，开发利于平台生存、发展的

创新服务，提供一个学习和娱乐的网络空间，满足用户在分享、交流方面的需求，从而获得认同感与归属感，

发扬共同兴趣体现的人文价值，形成社区独特的文化氛围。

2. 积极构建社群：据了解，Paperi 已设有超过 30 个社群，运营官会不定时空降社群，在群里与粉丝

直接交流，发布产品信息、送福利、发布每日博主动态以及各种干货等，带动用户参与讨论，拉近与粉丝

间的距离。Paperi 在社区内常开展“100 天必胜计划”（自创办以来已进入第 4 期），以“主题挑战，组

队打卡”的形式，设置学习备考、练字绘画、效率生活、阅读观影等主题，让用户依据自身需要报名参与

打卡。兴趣的差异化的用户得以找到更近距离的组织进行交流与学习，进一步获得归属感。

3. 为独立设计师和品牌提供“创业之地”：随着国内文具消费升级和生活质量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更

看重产品的设计和品牌，更愿意为品牌和设计师溢价买单。Paperi 积极构建电商，让众多喜欢手帐文具的

自由职业者在 Paperi 文具社区中找到了一席创业之地。据创始人不完全统计，已经吸引了超过 500 名手

帐界的知名用户和设计社团入驻。这些设计者制作的胶带、贴纸等手帐周边品在 Paperi 的电商平台上大

放异彩，不仅实现流量变现，也能让普通用户迅速购买到自己喜欢的原创品牌，可见 Paperi 在追求商业

目的的同时也注重对趣缘群体购物需求的满足。

（四）Paperi 的商业模式

1. 产品付费模式 ：Paperi 自创立起就以“买到全世界的好文具”为愿景，打造成为众多手帐文具

爱好者的“种草圣地”。Paperi 孵化的自有品牌 Youthwill 价格位于 16-168 元之间，一般产品发布

会在 app 预售适当出货，让社区用户作为初始种子进行使用，再通过预售情况修正销售策略，形成向

书店等线下销售渠道大量铺货的综合决策。引进的国内、日本、美国等其他地区的著名文创品牌、设

计师和社团产出的新品也通过 app 进行上新和预售。Paperi 通过用户购买的产品的总额分成来赚取一

定比例的费用。

2. 广告盈利模式：不同于一般的广告植入，Paperi 与自身定位相符合的文创生活品牌合作后采用“福

利众测”的方式，即 Paperi 会抽选用户获得免费众测名额，要求用户通过图文或视频推送在社区内或者

微博，带上指定话题，并 @Paperi 文具社区和商家官方账号。截至目前，Paperi 已经发起了 20 款产品

的众测活动，既不引起用户对商品广告的反感，还能提升用户的互动体验，在获得收益的情况下也做到

品牌的推广。

3.内容付费模式：Paperi的内容付费目前包括活动打卡和订阅精品课堂。在Paperi 的“100天必胜计划”

里，用户需支付相关费用后才能实现微信群组队。期间用户必须登录 Paperi 文具社区参与打卡记录成就，

访谈中有两名用户均谈及到打卡小组起到了督促和鼓励作用，有助于自我成长。可见活动打卡有效增加了

用户黏性，使用户形成使用平台进行分享的习惯。

Paperi 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以及根据用户的喜爱精心打造线上课程。如在 2020 年，与少侠乔伊、别

把蘑菇给惹恼了这两位手帐领域名人进行合作，其中“跟着乔伊学 bujo”系列课程已经连开 3 期。平台与

讲师依据一定分成获得收益，对用户采用一次性付款、无限次回看的方式，不仅做到品牌推广，也满足了

用户对于知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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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aperi 文具社区运营与传播中的问题

（一）用户活跃度与黏度不强

笔者加入 Paperi 官方微博粉丝群后发现，仅有 436 个用户且群内并未设置任何公告。除了管理员不

定期发布社区精选内容和活动动态外，只有寥寥几人会主动分享自己的手帐作品和日常心得。群成员提出

问题时，管理员并没有及时做出回答。这种对用户管理无序的方式，不仅没有起到活跃用户，加强用户与

社区、用户与用户之间联系的作用，还会让群内用户感到无趣，从而降低了用户的使用感受。Paperi 应加

强与用户之间的交流互动，建立有效的社群联系制度。

（二）传播渠道发展不平衡

应用性广泛的社交平台有很多，但 Paperi 目前只布局在微博和微信。据笔者观察，近一年来 Paperi

在这两个社交平台都疏于运营，如微信公众号最新的一篇推送还停留在 2020 年 10 月；微博更新的频率间

隔在 1-5 天，内容只是简单的转载社区精选部分，较为单调。除了微博和公众号之外，Paperi 在豆瓣也有

官方账号，但关注人数仅有 562，全部动态仅有 62 条，最新一篇停留在 2018 年 5 月。可以看出，Paperi

整体呈现一种互动性不强、关联性差的状况，没有很好地达到聚合粉丝的效果，这也是导致用户活跃度降

低的原因。

（三）内容不均且更新慢

Paperi 文具社区内话题模块细分较多，包括手帐、学习、书影音等 18 个话题，每个话题下面再细分

关键词。在问到“如何看待在话题模块中细分那么多内容”时，有 5 位被访者提到很多内容与话题不符、

不同的话题里内容数量失衡。还有 6位被访者认为主页面单一、部分合集内容更新慢、数量少，缺乏新鲜感。

此外，主页面中的精选内容和今日博主变更也非常慢，在笔者观察的 3个月里几乎没有多大变化。

（四）线上盈利模式不成熟

产品付费、内容付费、广告盈利是 Paperi 主要的盈利模式，但都属于短期盈利。例如自创立以来，

Paperi 只开设过两次精品课堂，其中的“跟着乔伊学bujo”系列课程连开3期，每期收费189/269元 /人；“零

基础硬笔田楷入门特训”开展过一期，课程价格为 369 元 / 人。笔者从活动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对于大部

分学生用户而言，价格还是偏高的；在商城部分，常出现缺货的状况，即使有很多设计师和社团入驻，但

因为创作周期无法把控，致使商品空缺；“100 天必胜计划”打卡活动已经开展 4期，超过 3500 人次参与，

前 3 期的免费模式为其培养了大量用户，转变成消费模式后让喜欢不掏钱参与的用户很不适应。在 Paperi

的盈利模式中，线上盈利最节省成本，但存在不成熟、不确定性的情况，同时盈利周期短，难以形成长期

稳定的收入。

五、Paperi 运营优化策略

（一）重视用户体验

1. 加强社群运营：社群的管理人员应明确群内规定，用户不得在群内发送广告链接等与手帐生活无关

的事情以维护社群的纯净；此外，积极发起主题活动，引导用户参与，并制定奖励计划或福利放送，以激

发用户交流分享的欲望和参与习惯，增强用户黏性。社群内若有用户提出问题，其他用户无法解答时，管

理人员需及时做出反馈。在内容运作上，Paperi 在微博除了搬运 app 内容，可鼓励用户在发布有关手帐生

活的动态时，在文中 @paperi 文具社区并转发到粉丝群中 , 从中筛选优质内容进行转发，为官方微博的

实时更新补充“弹药”。在 app 内，Paperi 可以采取不定时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评论或点赞的方式，加

深与用户之间的连接，让用户感知到社区的活性与陪伴。

2. 提高线下活跃度：手帐市集是手帐爱好者的聚会，可以在周末或者寒暑假定期举办市集或者开展以

学习生活为主题的线下分享会，如读书会、绘画课堂、人生规划课程等。除此之外，还可以精心制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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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吸引广大观众眼球的事件，结合当地流行文化、元素、历史等举办手帐展览。例如在广州举办手帐展时，

集结极具特色的文创品牌，推出骑楼、粤剧等主题的手帐周边，装潢上突出广府元素，由此将小众文化带

到大众视野。通过线下活动结合引流方案，增强用户与社区之间的链接。

3. 持续优化内容体验 ：用户在任何一款新媒体平台使用过程中，除了实际需求的不断变化，新鲜

事物的出现也是吸引他们浏览驻足的要素。Paperi 应根据用户反馈及时更新软件，不断对社区功能进行

创新和完善。例如美化界面、定期更新主页和各个板块的内容、剔除不必要的话题等满足用户的感官和

交互体验。针对话题内容杂乱的现象，Paperi 社区管理员可定期汇总各板块的优质内容。不仅可以让优

质内容得到更多曝光，还可以帮助用户轻松获得知识性信息，减少用户的时间、精力，缓解用户的知识

和选择焦虑。

Paperi 虽然提供了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但积极活跃的用户仍是少数的。Paperi 在稳住活跃用户的同

时必须调动沉默用户的积极性，最大程度提高社区日活量。由此，设置用户的头衔制度，奖励晋级用户，

可以激发群体身份的认同与自豪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例如小红书根据用户的笔记篇数、获赞数和收藏数，

设置头衔晋级制度，每升级一个头衔，用户就会解锁一些使用特权。虽然头衔只是一个装饰品，但个体自

尊得到强化和满足后，就会积极提升内容质量以及参与互动，从而带动社区的整体活跃性。 

（二）拓宽媒介传播渠道

1. 多平台同时发力：现如今各大流量火爆的平台都存在着 Paperi 的目标用户，例如最受年轻人喜爱

的短视频平台抖音，搜索“手帐”话题的视频有 13.5w个，搜索“文具”话题的视频已经有 123.6 亿次播放；

贴吧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社区，拥有着大量因兴趣而聚集的圈子，其中的手帐吧关注人数就有 31.3w，帖

子数量 302w，底下用户发布的贴子实时性强，是 Paperi 传播资讯和社群互动的绝佳地之一；同样以兴趣

为聚合的豆瓣小组，其中的手帐小组已经有 36w 的成员，与手帐有关的话题有达 600 万次的浏览。Paperi

在运营好微博和微信的同时，也应加强与抖音、豆瓣等社交媒体平台之间的联系，做到勤更新、多发布，

持续精细化运营，吸引用户流量。实际上，社区的用户不仅仅只是带有手帐文具爱好者这一标签，还伴有

不同的兴趣爱好，如摄影、阅读、烘培等。因此，Paperi 在以后阶段，需跳出手帐用户的定位，努力挖掘

细分领域市场，吸引用更多趣缘群体。

2. 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到，意见领袖常起到为他人提供

信息并施加影响的作用，实现信息的网状传播。在问及“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并使用 Paperi”时，有 10

位用户声称，是在微博看到喜欢的博主在使用，自己也跟着下载。除此之外，在回答“您认为如何提高

Paperi 的知名度并吸纳用户”问题时，有 8 位访谈者提出多与微博的手帐 KOL 合作引流。Paperi 可以利

用意见领袖效应巧妙地进行广告软植入，邀请 KOL 入驻社区，与相关优质博主进行签约，同时完善奖励

机制，保证优质内容的稳定输出，在提升用户活跃度的同时让 Paperi 更为人知晓。

（三）挖掘商业价值，完善盈利生态链

1. 完善平台收费服务：通过数据的收集，例如用户的年龄、性别、地区分布、喜欢浏览的内容等方面，

总结出不同的用户特征。从对应的需求和痛点出发，抓住用户在手帐、学习、人生展望等方面的缺口，推

出一系列付费活动。如继续完善打卡活动的收费模式，定价趋于 9.9-19.9 元之间，定期定量组成打卡人数，

简化打卡规则，在每一期结束后汇报成果，吸引更多用户参与，实现活动循环开展。继续开设以手帐、学

习生活类为主题的线上线下课堂，与相关专业人士、领域 KOL 合作，严格把控课程质量，以体系化、专

业化的内容吸引用户，根据课时、质量等标准制定价格。在每个付费活动的设计页面上需突出用户的兴趣

点和痛点，使用户能一眼就知觉到自身存在的知识缺口，并愿意为此选择付费。通过以上两种平台收费模式，

完善以兴趣为主导的消费模式，营造了用户驻扎的人文环境，不仅满足用户知识消费需求，也更好实现社



第1期 ·115·

区利益创收。 

2. 优化商城，主动售卖：Paperi 商城的产品大多处于缺货或停止预售的状态，主要原因是设计师和

社团个人自由性较强，无法把控创作周期。Paperi 可以采取一系列品牌扶持措施，例如资金奖励或者资源

帮助，降低上新门槛，制定上新优惠等，由此激发创作热情。在社区内还可以举行相关话题活动或促销活动，

增加设计师品牌曝光量，提高资源变现率。

商城的销售商品可以继续拓展，如增加一些社区周边，如打造以“Paperi”IP 形象为要素的日历、胸

章、挂件、手机壳、贴纸、水杯等实用好物，用积分兑换或者加钱换购的方式，刺激用户参与活动或者消费，

从而提升 Paperi 的用户活跃度与盈利水平。

3. 适当投放页面广告：Paperi 一直是通过手帐趣缘群体的口碑累积来吸引新用户，在社区页面呈现上，

商业色彩较淡薄，并没有出现任何直接的广告信息。在访谈中，有15位受访者表示，在保持良好体验的同时，

并不反感在页面中出现与平台匹配的、调性合一的广告。Paperi 可以通过话题点击率、热门内容属性等方

面的数据，以开屏动画、信息流广告、Banner 等方式，将广告巧妙地嵌入进界面。鉴于 Paperi 给人一贯

的纯净感，对于投放广告的数量与质量、展现形式等都要慎重考虑，力争在不影响用户体验感的基础下为

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六、Paperi 文具社区对网络趣缘社区发展的启示

（一）以小众文化辐射大众文化

一些带有亚文化氛围的网络趣缘社区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趣缘群体集中，社群的情感共鸣性更强。在

Paperi 文具社区里面，大家探讨的不仅是文具品牌、使用心得等，更多的是与手帐、文具相关联的生活、

学习乃至情感等各个方面，给大家留下了“手帐控”“文艺”“自律”的清晰印象，使得有相同气质兴趣的

人长期驻留，形成一个良好、纯净的社交氛围圈。在运营中不断进行内容领域的细分化，从而使用户的需

求对接越是精准，用户就越能激发自我意识与认同感。网络趣缘社区也应积极选择受众范围更广、易触达

的平台合作，获得更高频的曝光，来实现用户的增长，扩大社区影响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小众文化在“温

和”的抵抗中，反而借由大众舞台传达出一种自由独立的思想和雅致独特的生活情趣。

（二）深耕受众群体

在新媒体传播的互动、民主、平等环境下，任何一个平台社区的发展，都会越发突出受众的主体性因素。

Paperi 的用户不仅是手帐使用者，还是垂直细分的阅读、电影、绘画、摄影领域的爱好者。作为伴随着互

联网成长起来的 90 后、00 后群体，他们在使用网络时，有着更强的情感连接和输出欲望。在学习或工作

中，他们更愿意进入同好空间，梳理学习和工作内容或分享日常。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他们因环境的自由性、

更长时间接触网络，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是可以着重挖掘的高潜力用户。把握和聚集精准用户，深耕受众

群体，让用户在社区内感受到归属感与认同感，是推进社区建设的重要途径。

（三）持续优化用户体验

吴声在《场景革命》中把“人”称为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场景 [4]。场景以媒介为载体，围绕着人的心理

需求和行为，完成信息流、关系流与服务流的形成与组织；场景不再是单纯的空间概念，而是由媒介信息

营造的用户心理和行为的环境氛围。因此，网络趣缘社区在展现自身审美价值的同时，还应及时根据用户

需求，不断调整和更新界面内容以及功能升级，推出好玩有趣的交互设计，持续优化用户使用体验，充分

激发用户的使用热情，积极构建线上和线下的活动场景，激发用户的创作力和参与度，使圈层间产生感染

效应，获得情感共鸣，带动群体传播。社区内的趣缘内容是关键，设置热门话题可以增进用户黏性，促进

优质用户发挥积极的创作力，用户创作得越多，社区平台就能挖掘出更大的流量。总而言之，一个网络趣

缘社区在不断的交替更迭中，带给用户优质的体验感和服务，让趣缘关系“活”起来、“密”起来、“亲”

张  波    陈恩妮：网络趣缘社区的运营及传播策略——以Paperi文具社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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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是网络趣缘社区依存的前提。

借助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圈层文化的发展，以趣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网络趣缘社区成为了小众文化

的聚集圈和人们情感分享互相交流的新场地。Paperi 作为国内第一个文具社区，在近几年的运营过程中形

成了具备其自身特色的发展方式，希望该社区能在未来得到更健康、更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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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研究】

一、引言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国内高校展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在线教学。与以往相比，此次在线教学具有

以下特点：第一在线教学直播化。信息化建设成果为在线直播教学提供了条件和保障，直播教学最大程度

还原了传统课堂，成为疫情期间高校教师主要的在线教学方式。第二教学进度同步化。课程内容、进度计

划和线下教学相同。但是，在线直播教学中暴露出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教师难于组织教学，教学效果不理

想等问题。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在线直播教学随时可能展开，如何提高教师在线直播教学设计能力，达

到“保证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在线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的目标 [1]，成为高校教师面

临的问题。

二、研究现状与意义

（一）直播教学

直播教学最初是作为学习支持的一种辅助形式应用于远程教育。人们对直播教学研究最开始关注是直

播在教学中的工具价值。一是解决远程教学交互性问题 [2]。崔裕静等基于 ADDIE 理论构建了以网络直播

作为慕课学习支持服务的应用模式，解决慕课学习中交互不足的问题 [3]。二是为教育教学带来了新机遇。

李秀晗等认为直播技术的兴起为高校混合式教学和在线教育提供了新机遇 , 有助于提升学生国际视野和达

成多样性培养目标 [4]。刘佳认为直播教学在满足学习者的个性需求、扩大名师影响、推进教育公平等方面

具有优势 [5]。

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迫使直播教学从在线教学配角迅速转换为主角，人们从教学的工具价值研究，

转向将其作为一种常态化教学形态，如何提高其教学质量研究。对全国 57 所高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线

教学缺乏良好的教学设计 [6]，有研究者开始了在线直播教学设计探索，如于歆杰采用“碎”“动”“减”在

线教学设计方法讲授《电路原理》课 [7]，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基于学习活动单元的高校在线直播教学设计

孙海民1,2  杨  宏1,2  李秀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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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如何提高高校教师在线直播教学设计能力的问题，依据活动理论，展开对学习行为、学习活动目的、学习活动策

略和学习活动单元等学习活动设计要素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学习活动单元的在线直播教学设计模型，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

将教学过程划分为多个学习活动单元，然后设计OCTBEE学习活动策略，最后列编学习行为，绘制学习行为结构图。实践表明基于学

习活动单元的在线直播教学设计能够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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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线学习活动

教学是以课程内容为中介的师生双方教与学的共同活动 [8]，在线教学对教师的要求是把功夫放在设计

在线教学活动，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发生 [9]。网络教育中为了改变学习者的独立自学状态，实现师生生生

的交流互动，人们展开以学习活动作为在线教学方式的实践研究。黄勇（2012）提出了一种设计学习活动

的流程与方法 [10]。毕景刚等（2019）以活动结构理论和基于问题学习模型理论，提出了促进批判性思维发

展的在线学习活动模型 [11]。穆肃等（2019）认为学习活动是在线学习过程中促进深层次学习发生的重要途

径，梳理 8 项学习策略的 48 个在线学习活动 [12]。在线学习活动理论方面，取得了丰富理论成果。乔爱玲

（2009）等通过对CSALT、CANDLE、DIALOG PLUS、LADIE 和 X4L 等国外项目研究分析，提出了在

线学习活动设计原则 [13]。王楠构建在线学习活动设计模型 [14]15]，对在线学习活动本质、设计策略和设计模

型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为指导在线学习活动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三）研究意义

在线直播教学是借助直播工具，以班级为单位按照教学进度计划，师生空间分离状态下，以音视频为

教学信息传输通道，在虚拟教室中进行的实时面对面教学。在线直播教学具有线下课堂教学的实时性、真

实性、同步性，也具有远程教学的师生空间分离特征。它不同于线下课堂教学，教师难于有效及时获取学

生学习状态信息，学生容易游离于课堂教学之外，教学成为教师的独角戏。它也不同与在线教学，教学过

程不可重来。因此在线直播教学具有线下和线上教学双重特征，同时存在学生状态不可控，教学过程不可

逆的现实问题。

学习活动是时空分离状态下教与学再度整合的桥梁，通过学习活动将在线学习形态回归至社会性和自

主性的本态，解决在线学习问题的方向是设计有效的学习活动来引导和激发在线学习者的学习 [16]。学习活

动是建构知识的源泉 [17]，教学是学习活动的序列，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认为，将学习活动作

为教学设计的基本单位 [18]。

三、学习活动设计要素
本文首先阐述学习行为、学习活动目的、学习活动策略和学习活动单元等教学设计要素内涵，然后在

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学习活动单元的在线教学设计模型，并示例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一）学习行为

依据活动理论，学习行为是设计学习活动的基本单位。基于学习活动单元的教学设计需要从学习行为

的研究开始。学习行为是一个“过程”，具有开始、执行和停止三种状态，具有类别。

1. 学习行为状态

启动与停止：学习行为需要一定的启动条件，包括学习者初始知识、学习资源和环境等。当不具备启

动条件时，学习行为可能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学习者是否具备展开学习行为所需要的操作能力是启动

学习行为的关键，如“准备开发环境”的学习活动中，如果学生不具备下载文件的操作能力，则“安装

JDK”学习行为不可能开始。当学习行为达到某种标准时停止，如实现学习行为目标、时间结束等。

学习行为的执行与识别：识别学习行为是教师观察学习活动是否正常进行的依据。在学习行为列编的

一系列操作中，至少有一个关键操作 [19]。例如在教学平台中阅读文献的学习行为，被分解为登录、阅读、

退出等操作，其中阅读是识别该学习行为的关键操作。在线直播教学中，教师通过关键操作来识别学生学

习行为是否发生。

2. 学习行为类别

依据活动理论三角模型，学习行为产生在生产、交换和分配三个子系统即：主体——客体间利用工具

的信息加工行为；主体——共同体在规则下的社会交互行为；共同体——客体间的学习活动分工和成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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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行为，表 1所示，学习行为的分类。

表 1 学习行为分类

类别 子类别 举例

信息加工
行为

信息获取行为 听讲、阅读文本、看视频、听音频、信息浏览与检索、观察等

信息处理行为 整理笔记、绘制知识网络图、统计、鉴别、比较、归纳、总结等

信息输出行为 讲演、发帖子、制作、做测试 / 练习 / 作业、评价、答疑等

社会交互
行为

认知行为 讨论、互动答疑、组内互评、辩论等

情感行为 问候，赞赏、批评、自我介绍等

组织行为 活动的发起、维护和结束等

分工与成果
分享行为

活动分工行为 划分小组、角色分工、分配责任、权限划分等

成果分享行为 作品展示、成果推介、经验交流等

信息加工行为：信息获取行为是信息加工的输入，通常表现为学习者的对信息的查询、观看、收听、

阅读等。信息处理行为是学习者将新知识纳入认知结构的过程。信息输出行为是学习者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问题的过程，也是与他人进行社会交互的起点。在在线教学设计中，应该为学习者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

强化信息输出行为的设计。

社会交互行为：学习活动发生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个体在与他人交互过程中包含着讨论、互动答疑

等认知行为，认知行为是学习活动中社会交互的主要成分。认知行为过程伴随着学习者的情感，良好的情

感交流不仅能促进生生、师生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还会对认知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组织行为为展开社会

交互的提供保障。在线直播教学增加了师生之间的隐蔽性，应该加强师生交流，关注学生状态，及时鼓励

表扬。

分工与成果分享行为：在学习活动中要为学习小组成员分配认知责任和权利，将认知责任分配给一个

或多个成员，为多角度、多层次建构共同体知识提供条件。在学习活动中展示作品、分享知识经验，对学

习者又是一次学习。成果分享过程中包也会伴随着社会交互行为。

（二）学习活动目的

学习活动以构建共同体知识为目的，每个学习活动至少包含一个学习行为。一般情况下，教师依据学

生的外部行为结果来判断学生是否实现了学习活动目的。

对于程序性知识，学习活动目的的达成以所有学习行为目标实现为标准。“准备开发环境”学习活动

目的是“为利用集成开发工具编译和执行 Java 程序做好准备”，学习者需要依次完成（1）安装 JDK（2）

安装 Eclipse 开发工具两个学习行为。程序性知识的建构以每个学习行为目标依次实现为标准，如果其中

一个学习行为目标没有达成，则学习活动目的不能实现。

对于陈述性知识，由于学习活动的客体内在性、主体制约性 [20]，学习活动目的的实现以关键学习行为

目标的实现为参考。为实现“够理解继承的意义和功能，识记继承关系的表示和语法”的学习活动目的，

学习活动设计包括（1）创设问题情境（2）独立探究（3）小组合作（4）分享交流四个学习行为。其中（1）（3）

学习行为是为促进知识建构创造条件，不对学习活动目的构成直接关系。（2）是个体知识意义建构的行为，

（4）是通过学习者的知识表达、验证和自我反思实现知识的多角度建构。（2）（4）关键学习行为，关键学

习行为与学习活动目的之间是必要条件关系。

（三）学习活动策略

学习活动策略是指导学习行为列编的规则系统，学习活动设计者按照这些规则分解学习活动。它的制

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学习活动目的、教与学理论、学习者特征和学习资源等。学习活动目的是对学

习者建构知识的预期，与知识的分类密切相关；教与学理论内容非常丰富且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学习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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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是指影响学习者展开学习活动的个性特征，是由自然特性、动力系统、心理特性和社会特性四个既相对

独立又相互密切联系的亚系统构成 [20]。学习活动策略的制定还受到学习工具和学习环境的影响。

（四）学习活动单元

依据活动理论，学习活动是

以建构共同体知识为目的，以学

习活动策略设计的，以学习资源

和工具为中介的，学习共同体成

员分担角色而展开的行为总和。

我们将学习活动单元作为在线直

播教学设计的基本单位，图 1 所

示学习活动单元理论模型，包括

学习行为列编、学习行为执行和学习行为分析调整三个部分。

学习行为列编是依据学习活动策略对

学习行为的编排。一个学习活动至少包一

个学习行为，研究分析发现学习行为之间

存在顺序、选择、合并、循环、并行和交

互六种关系，图 2 所示，学习行为列编的

六种基本结构。

每种学习行为结构都有不同应用场景，

师生时空分离下，应该加强互动结构的学

习行为设计。学习活动是由一种或者多种

学习行为基本结构构成的复合结构。学习行为结构有利于对学习活动进程展开结构化分析。

学习行为执行包含开始、运行和停止三个状态，在运行良好的学习行为序列中，前驱学习行为结果能

够需满足后继学习行为的启动条件，否则学习活动达不到预期目的。学习行为的执行过程受到学习行为调

整系统的作用。

学习行为调整包括学习行为数据采集、学习行为数据库、学习行为知识库和分析决策四个部分。在学

习活动中，前端数据采集工具获取学习者的行为数据，通过对学习行为数据的分析与处理，对学习者学习

行为预测和调整。

四、基于学习活动单元的在线直播教学设计

模型

（一）模型设计

基于学习活动单元的教学设计是一个自上而下、先

整体后局部的过程。首先根据课程内容、课程目标和学

习者特征分析，将教学过程划分为多个学习活动单元。

然后依据课程内容与目标、教与学理论、学习者特征、

学习资源和学习支持工具等设计学习活动策略。最后列

编学习行为，分析学习行为类别、启动条件，绘制学习

行为结构图。图 3 所示，基于学习活动单元的在线直播

教学设计模型。

图 1  学习活动单元理论模型

图 2  学习行为基本结构

图 3  基于学习活动单元的在线直播教学设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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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活动单元设计

学习活动单元的设计内容包括学习活动目的、预期学习成果、活动规则和活动评价等。学习活动目的

是对学习者的知识能力需求表达，如“识记 Java 语言的继承语法”。预期学习成果是对学习活动结束后学

习者取得结果的预期，如“能够正确完成关于Java语言的继承语法的习题”。预期学习成果的设计因人而异，

学习成果是对学习活动目的的具体化。活动规则包括分组规则、小组成员权力与责任分配、活动组织和交

流规则等。为使在线直播教学顺利实施，师生可以共同协商制定在线教学规则。活动评价包括评价的主体、

评价内容和评价方式等，在线直播教学应该加强过程性评价设计，评价要素尽可能多、覆盖面广、持续时

间长。活动评价为不仅为教师诊断学生学习状况提供依据，在线直播教学中也会对学生制造外部动力。

2. 学习活动策略设计

疫情背景下，在设计学习活动策略时需要重点考虑学习环境和条件因素。针对群体性学习氛围缺失，

学生学习孤独感较强，学习不够自律 [21]，注意力容易疲劳，教师无法以“眼神”和肉身在场“天然”震慑

或者调控学生”[22] 等问题，本文提出OCTBEE 在线直播教学的学习活动策略。

以信息输出为主的学习行为（Output）设计：尽量减少或者缩短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学习行为的发生，

教师讲授时间不宜过长。要将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动口”“动手”，

强化对信息输出学习行为的设计，有利于促进学生建构知识意义和能力生成，促进深度学习的发生。

随时随机的学习行为检查（Check）：随时是指检查学习行为在时间上的随机性，随机是指检查学生

的随意性，这将引起全体学生的重视，并以此来诊断学习活动目的达成情况。

灵活多样的学习活动工具支持（Tools）：充分发挥各种信息技术工具优势，以构建线下课堂学习环境

为指向，以达到师生、生生无障碍交互为目标。教师应该熟练掌握不同类型学习支持工具的使用，并熟悉

其优缺点。在教学中我们使用了“腾讯视频+ 泛雅教学平台 /学习通+ 雨课堂+QQ 群”的工具组合。

以目标为导向反向设计线上线下混合学习（Blended）：在有限的线上教学时间内要展开以信息输出为

主的学习行为设计，这势必要求将信息获取和处理行为安排在线下完成，前置学习成为必要。前置学习目

的是，在学生能够理解基本知识基础上，以问题设计促使其认知冲突的发生。在线上教学过程中，检测学

生是否到达前置学习目的，并设计学习活动对知识强化和补救。在线直播教学中，教师主要任务是精讲知识、

问题答疑等。

学习环节全覆盖的过程性评价（Evaluation）：结合课程特点、学生水平、学习环境、学习支持工具

等设计过程性评价要素。评价覆盖线下线上学习各个环节，形式包括作业、前置学习检测、随机抽查、学

习行为结果检查等。

形式多样的鼓励支持（Encourage）：师生时空分离下，教师鼓励支持会拉近师生的心理距离，提升学

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以及投入精力的愿意。鼓励方式很多，可以是语言的、文字的、表情的、动画的等。

教师应该充分挖掘学习支持工具在鼓励学生学习的作用。例如，利用雨课堂展开前置学习检测后，将成绩

前三的学生截图发送到QQ 群中进行表扬鼓励。

3. 学习行为列编

利用六种学习行为基本结构绘制学习行为结构图。图 4

所示，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中，使用腾讯会议共享学生

屏幕，学生演示代码编写过程，全班同学观看，教师给予指

导，这两个学习行为间构成了互动结构。学生编写代码完成

后将代码分享在QQ 群中，这与前面的行为构成了顺序结构。

教师随机选择学生反复执行这个过程。 图 4  学习行为结构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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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行为列编过程中，依据OCTBEE 学习活动策略，对学习行为类型、启动条件、行为识别、行为结果、

学习资源和学习支持工具等展开分析。

（二）模型应用

1. 教学基本情况

课程概况：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课程，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具备面向对象基

本思想和程序设计知识，能较熟练地使用集成开发工具进行程序的编码、编译和调试，开发具有一定实用

价值的应用程序。课程安排 64 课时，每周 4课时。

学习者分析：授课对象为大学二年计算机专业学生，前期学习过C语言程序设计和数据结构课程，初

步具备程序设计能力，能熟练使用教学平台和QQ 等工具展开学习。

学习环境与条件：该专业每名学生都有笔记本电脑，疫情期间在家学习都具有上网条件。

2. 学习活动单元设计举例

“类的继承”教学单元主要内容包括继承的概念、语法、隐藏与覆盖以及构造方法等内容，教学安排 4

课时。通过前两课时学习，学生能够理解继承的意义和功能，识记继承关系的表示和语法，能够设计具有

一层继承关系的类。教学设计时将前两课时在线直播教学划分为“自主学习类的继承”“设计公司职员类

和管理者类”、“对前置学习中类的设计进行评价”和“总结”四个学习活动单元。

“自主学习类的继承”学习活动单元，课前通过泛雅教学平台安排学习任务，观看短视频和阅读电子

教材，实现理解继承的意义和功能，识记语法，运用类的继承设计子类与父类的学习活动目的。在课中展

开前置学习检测、问题解答和知识梳理三个学习行为。通过该学习活动单元为后续“设计公司职员类和管

理者类”奠定基础知识。下面以“设计公司职员类和管理者类”为例说明学习活动单元设计。

学习活动目的：设计具有一层继承关系的类；验证子类是否继承了父类属性和行为。

学习活动预期成果：实现 Employee 和 Manager 类的编写，并且通过测试程序验证类的继承的作用。

学习行为列编：首先教师阐述问题情境，小组讨论类的设计。然后利用学习通随机选择学生阐述类的

设计，教师进行点评，形成类的

设计方案。接下来学生独立编写

代码，教师随机选择学生共享屏

幕，在学生编写代码过程中给予

指导。最后学生独立编写代码对

“子类是否继承父类属性和行为”

进行验证，教师再随机选择学生

共享屏幕，在学生编写代码过程

中教师给予评价。“设计公司职

员类和管理者类”学习行为结构

如图 5所示。

学习行为结果检查：利用学习通随机选择学生抽查；利用泛雅教学平台“问卷”功能调查完成情况。

学习活动评价：前置学习检测、随时随机选择学生检查学习行为。

学习活动支持工具：腾讯会议（在线直播工具）、学习通（学习行为检查和监督）、泛雅教学平台（学

习信息和资源发布）。

图 5  设计公司职员类和管理者类活动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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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University Live Online Teaching Based on Learning Activity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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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e, Hebei 067000, China; 

2.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of Cultural Tourism Big Date of Hebei Province, Chengde Hebei 067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college teachers’ online live instructional design ability,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study on four instructional 

design elements based on activity theory: learning behavior, learning activity purpose, learning activity strategy and learning activity uni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online live teaching design model based on learning activity unit.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learning activity units, and then OCTBEE learning activity strategies are designed. Finally, this paper lists the learning behavior and 

draws the structure chart of learning behavior.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online live instructional design based on learning activity unit can 

achieve good teaching effect.

Key words: online teaching; learning activities; instructional design; learning behavior; learning activity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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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构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的新格局为导向，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有机结合并形成协同

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的各方面和各环节，做到以

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1]。要落实“课程思政”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既要有“课程思政”育

人的长效管理体系，又要有课堂教学主渠道的强化、渗透、引导，还要有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作为落

脚点，要体现管理育人、课程育人、实践育人三者的有机统一。在“三全育人”中，要以宏观的政策为导向，

以微观的实践活动为佐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点到面，点面结合，使得“课程思政”理念下的管理

体系、课程体系和实践活动体系有机结合。实现党政领导同心合力、齐抓共管，管理者、教师、思想政治

工作者（辅导员为主体）、学生四位一体、同步同行，以“课程思政”育人新格局，推进高职院校立德树

人高质量发展。

一、构建“课程思政”育人管理体系
打造“纵向有深度”、“横向有广度”的立德树人新格局，必须做到党政领导、教师、学生同心协力、

齐抓共管，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创设“立德树人”的浓厚氛围，推进“立德树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成立“课程思政研究中心”

学校党政领导必须深入教师之中去落实“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建设。党政领导要深入基层，把领导办

公室搬到教师教研室，和教师联动互助、同向同行，同学习、同研究、同备课，同上一堂课，集思广益，

推动立德树人向深度扩展。作为党政领导，要以同事身份和教师一起共同商讨“课程思政”育人的各种策略，

引导教师献计献策，倾听教师在育人中的新感触、新经验，倾听教师在“课程思政”格局下铸魂育人的大

胆设想和合理建议，虚心接受，合理采纳。作为教师，扎根教学一线，育人经验丰富，要“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大胆献计献策，如怎样在宏观上制定行之有效的具体策略，引领“课程思政”务实高效；课堂

教学中如何以课堂作为有效平台，使“课程思政”理念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如何开展丰富多彩的课

外活动，使“课程思政”课内外同时开花结果等。要在领导与教师之间架起同心桥，领导教师同心拧成一

股绳，从管理者和教学的主导者两个层面引发“课程思政”育人新策略，使立德树人工作横向全覆盖，育

人效果扎实、稳妥。

多维度课程思政新格局的内涵与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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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学生自我教育中心”

要引导学生自省、自育，实现立德树人“自觉化”。党政领导要走近学生，与学生打成一片。实行书记、

校长进课堂制度 ,把办公室搬到教室，把教室变成教书育人工作室，变成领导和学生互助合作的讨论室。

以 “学生自我教育中心”为牵引，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自我管理责任制，领导、教师、辅导员监管，实现“三自”，

即学生“自觉教育”“自我教育”“自身提高”，使立德树人实现“自觉化”。党政领导还要深入到自己专业

对口的班级，积极引导育人工作落地教室。要以开学第一课为突破口，以服务者的身份，和学生一起共同

学习党和国家关于“课程思政”育人的重要指示，讲述学校在教书育人方面的具体措施，把学校实施立德

树人的具体目标、工作方法细化到学生工作中，使学生明确思政目标和努力方向。认真了解学生在课堂教

学和课外实践中的体会、经验以及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听取学生提出的大胆设想和改进意见，为学校制定

立德树人长效策略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新经验。通过走基层，走近教师，走入学生，相互交流，彼此沟通，

在领导与学生之间架起连心桥，上下同心，互助互进，推进立德树人工作接地气、常态化、自觉化 [2]。

（三）建立党政领导、教师、辅导员“三级承包”责任制

首先，建立党政领导、辅导员、教师三位一体的承包制度，即领导、导员、教师深入班级，以一个班

为责任田实行联手承包，承包到每个学生。从学生日常行为抓起，使学生认真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从

各个方面加强品德修养，由小到大，由班级到全校，由局部到全局，把提高品德修养落实到每个学生。抓

在日常，融入经常，上下联动，锲而不舍，一改以往育人工作雷声大雨点小、风一过就拉倒的一曝十寒局面。

一事一记，一日一记，天天反馈，随时检查，及时督导，杜绝任何违纪现象。其次，建立长效的奖励机制。

对在“立德树人”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教师和辅导员，业绩记入档案，并和奖金及晋职晋级挂钩。对于表现

突出、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将其先进事迹记入档案，作为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的重要条件，同时积

极培养发展加入党组织。

二、构建创新型“课程思政”育人教学体系
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大胆创新，实现思政课与其它

课程同向同行，实现传授知识、培养技能、价值引领有机结合，扎实推进“课程思政”育人理念下“立德

树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3]。

（一）创新教学体系，为“课程思政”育人提供主阵地、主渠道

首先，创新教学理念，以德育为首要，树立教书先育人的“大思政”理念。力求实现三个转变：由单

一传授知识，向强化德育、知识传授与品德培养有机结合、共同发展转变；由教师空洞的理论说教，向在

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中提升兴趣、强化育人转变；由以教师为主角、以教材为载体，向以学生为主人、

以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自主性以及课内课外同向育人转变。要充分尊重学生在育人过程

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自信、自尊、自律、自我发展，增强思政育人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其次，

以“大思政”理念为指导，优化教学内容。要从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教学内容实际出发，挖掘不同课程

内容的育人功能，将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与正确的价值引领有机结合，将品德教育渗透到教学内容的方方

面面，做到“思政”育人全覆盖。第三，大胆组合创新教学方法，以科学的教学方法优化品德教育效果。

将启发式、合作式、研究式、互动式、开放式、问题式、案例式、体验式等多种教学方法融入教学实践，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积极推动教学方法灵活化、教学手段立体化，让课堂动起来、活起来、火起来，

使学生在兴趣化、情境化的良好氛围中主动学习、快乐学习，在接受知识、培养技能的同时坚定理想信念、

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使品德教育成为积极、主动、愉快的自我教育。

（二）深挖“课程思政”元素，使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有机结合，形成育人合力
首先，发挥思政课育人主渠道作用，用科学理论铸魂育人，突出思政育人鲜明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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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

课作用不可替代”。在思政课教学中，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铸魂育人。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贯穿于各教学环节，引导学生认同、

接受、掌握科学理论，并把理论知识转化为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要以培养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为主线，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同时还要

进行法治教育、审美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让各方面教育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共同构成“立

德树人”统一体，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形成高尚的道德

情操和健康的审美观念。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要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为重心，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崇高理想、科学信念。要把 “思想政治修养、道德修养、

文化修养、审美修养、心理修养”这些内容，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讲透、讲深，使学生进一步明

确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引导学生把人生志向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把个人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

目标结合起来，立志成为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的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

其次，专业课程等要落实“课程思政”，科学合理地融入和广泛挖掘“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理想

信念教育和正确的价值引领。“课程思政”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在专业知识传授和基本技能培养的过程中

融入“思政”育人元素，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情操，引导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

行自觉融入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思政课以外的其他课程，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

一方面，专业知识本身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家国情怀等；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深度挖掘，在已有思

政元素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拓展和开发。教师在知识传授中应注重主流价值观引领，根据不同学科教学实

际，科学合理地融入渗透。教师要讲透理论，以理服人；活用事实，打动学生；价值引领，浸润心灵。同

时更要精心设计，科学施教，提高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使学生乐于受教，做到水到渠成。教师要

根据不同学科的具体特点灵活引导。如，在临床医学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明白，欲成“济苍生、安社稷”

之大医，必先修德后行医，要做到“行方，智圆，心小，胆大”，德才兼备，德高为要；要有“急病人所

及，忧病人所忧”的悲悯之心；要有“不论寒暑，饥渴，疲劳，昼夜，遇有病人求救，一心奔赴救助”的

担当精神。在护理专业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领悟南丁格尔的“提灯精神”，要有为了解除患者的痛苦、

为了护理事业无私奉献终生的牺牲精神。在《人际沟通》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善于尊重、理解、包容、

宽恕他人，要讲究换位思考，要有大局意识、团结互助意识。在《美育》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养成积极向

上的审美情趣，正确的区别真善美、假恶丑，从小事做起弃恶扬善等等。事实证明，各门学科的课程都包

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教师要以兴趣为导向，注重运用启发式教学，因势利导，切忌生硬灌输。要由近及远，

由表及里，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三、构建“课程思政”育人的实践活动体系
要使“课程思政”育人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行动，在行走的“大思政课堂”中推进“立德树人”

高质量发展。

（一）搭建“课程思政”育人大平台

要以道德讲堂为阵地 , 开设“思政”大课堂 , 把思政课堂由教室搬到道德讲堂 , 拓展“思政”教育空

间 , 上好思政大课。道德讲堂以提高学生品德修养为目的 , 是对学生集中教育的最佳场所，是学生提高品

德修养的一面镜子。高职院校要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将道德讲堂变成“思政”育人大讲堂。首先 ,

要用好、用足红色资源 ,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通过讲解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

西柏坡精神等 , 厚植学生爱党、爱国情怀，激发学生胸怀大志，培养为建设祖国而努力奋斗的担当精神和

奉献精神。其次，通过主题演讲、报告宣讲、事迹展示、文艺演唱等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社会公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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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个人品德教育，以德养心，以德净心，使学生做到遵纪守法、尊老爱幼、

诚信友善、助人为乐、敬业奉献，品德修养显著提高。第三，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请校外专家、

模范人物来校宣讲，讲英雄故事、英雄人物、模范事迹，以情感人，以德化人，以榜样的示范力量激励人、

感染人、教化人，使学生心灵得到净化，以英雄人物为榜样自省自育，自觉、主动地提高品德修养。

（二）构建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有机衔接的劳动教育体系

劳动大课是“课程思政”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在

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

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新时代党的

教育方针规定，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使学生全面发展，劳动技

能必须强化；要实现立德树人，必须提高劳动素养。“课程思政”理念视角下的立德树人，应注重培养学

生的劳动习惯、劳动道德和劳动价值观，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态度，认识到劳动价值。在尊

重学生个性特点和所学专业的基础上，将劳动实践与校园建设相结合，将校园重大活动、校园环境建设，

以及构建魅力校园等方面的工作转化为有效资源。可以开展“校园劳动周”、“校园劳动日”活动，让学生

参与到劳动锻炼之中，从教室到操场，从宿舍到餐厅。随手捡起一片废纸，弯下的是身腰，拾起的是品德。

要建立魅力校园、优质卫生服务等劳动实践示范岗，打造“身边劳模”品牌。要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全员

参与到劳动之中，体验劳动的艰辛，享受劳动的快乐，从而更加热爱劳动，在劳动中提高修养。还要拓展

视野，将劳动课堂延伸到校外，让学生进企业、到田间、入医院，进行有效的劳动锻炼，将所学知识运用

到实践中，服务社会，利于大众。让学生在为他人服务、奉献社会的同时，将劳动教育观念内化于心，在

无形中培养耐心、热心、诚心 ,做到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爱惜劳动成果，培养勤俭节约、吃苦耐劳、

乐于奉献的优秀品质。

（三）开展“知行合一守初心，不惧艰险担使命”的志愿者服务活动

以医学护理专业高职院校的志愿活动为例。其一，组织“心系山区、微笑天使送健康”的义诊活动，

将“思政”课堂移到农村，扎根深山，在解除病人疾苦中修德进业。节假日期间，在老师带动下，组织护

理、临床班的学生深入农村，到最贫困的山区，为百姓传播医学知识、各种健康和养生知识，宣传各种疾

病的预防措施，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种问题，义务为百姓测血压和血糖、量体温，传授常见的 “三高”饮食

注意事项，以及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措施和治理方法。“医者仁心、山区义诊”活动，为步履蹒跚的老人、

咿呀学语的孩童送去温暖，带去健康，使老人延长寿命，孩童健康成长。既能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能力，锻

炼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急病人所急，忧病人所忧”的仁爱之心，又激发为解除病人疾苦而

努力学习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给村民留下健康，自己享有快乐，提升医德。

其二，开展“红马甲——交通安全有我在”的交通志愿者服务活动。把“思政”课堂落地在马路边，

让学生在行人的耳闻目睹中涵养品德。周六和周日是行人和车辆最拥挤的时候，最容易造成拥堵而影响交

通秩序。组织学生协助警察维护和管理交通秩序，帮助车辆和行人顺畅的通行，从而解除因交通拥堵给行

人造成的心理压力，缩短交通时间，减少交通事故。“马路天使路边站，车辆行人保安全”，“红马甲”交

通志愿者服务这一看似很平常的事，却是提高学生品德修养、强化立德树人的有效资源。不仅仅是维护交

通安全，更重要的学生利用一周仅有的休息时间为民服务，克己利人的公心完美呈现。既能锻炼学生的意

志和耐力，养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维护公共秩序的优秀品质，又可以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乐于奉献、勇

于担当的道德情操。

其三，开展“防控疫情，我与百姓同在”的大学生疫情防控志愿者服务活动。“思政”课堂在防控疫

情中走入寻常百姓家，学生在办实事、利大众中陶冶情操、提升品德。在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利用假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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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服务百姓，配合当地领导向百姓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党和国家有关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唤起百

姓的防疫意识，做到“防控疫情人人有责”，使所有百姓重视防控疫情工作，配合防疫的各项工作。利用

所学专业知识，为百姓量体温、查“三码”、做核酸检测、义务诊断等多种防治活动，缓解乡村由于工作

人员少或医疗条件较差带来的工作压力，增强百姓的健康意识，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大学生疫情

防控志愿者”。这些服务，使大学生能够发挥专业特长，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践行奉献精神，使“课程

思政”育人在乡村中、在百姓中、在疫情防控中大见成效。

通过构建“课程思政”育人新格局，并使“管理体系”“教学体系”“实践活动体系”三者互联互通、

相辅相成，可以有效推动“立德树人”工作实现三个转变：由育人工作软、虚、乱、散，转变为全方位育人，

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三管齐下，扎实、有效、有序；由育人工作只靠教师个人单纯管理，转变

为全员育人，党政领导、教师、导员、学生四位一体齐抓共管；由育人工作“雷声大雨点小，风一过就拉倒”

的应付局面，转变为全程育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抓在经常、融入日常，随时检查、及时督导，天天反馈、

常抓不懈。总之，通过构建“课程思政”育人新格局，可以不断推进高职院校立德树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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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Path of the New Pattern of 
Multi-dimensional Polit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HAO Xiu-xi1,LIANG Ju-ping2

(1.Chengde Nursing Vocational College, Chengde, Hebei 067000, China;2.2.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e, Hebei 067000,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The article proposes a new pattern of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an efficient management system as the guarantee, an 

innovative teaching system as the support and guidance, and a rich and colorful extra-curricular practical activity system as the anchor point. 

The three are interconnected, complement each other, develop simultaneously, and form a synergy to jointly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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