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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普希金的媒体人活动大体可以分为：３０年代以前作为报刊撰稿人时期，３０年代作为《北
方之花》和《文学报》的编辑、出版人时期，以及独立创办《现代人》时期三个阶段。其媒体人身份，首

先是一种政论活动。他利用各种文学手段和化名，曲折地进行“政治写作”。在期刊文章及刊物活

动中，赋予新闻业公民性、道德性和独立性。他创造了一种“完美的”论争体裁，反对在批评与争论

中的“礼貌”和“良善”，要求“智慧”“有效”“鲜活”“尖锐”的争论，从而一反学界塑造的普希金和

谐、温暖、甜蜜的化身的印象。普希金逐渐成为俄国文化的象征之后，这种印象就越来越占主流地

位，这正是我们要深入研究其媒体人身份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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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希金的《现代人》时期俄国新闻出版业概况

在讨论作为媒体人的普希金之前，也许简单了

解一下他同期的新闻业状况是必要的。普希金开始

创作的时期，俄国新闻出版业还不是一种社会力量，

这是一个先进的贵族文化传统（爱国传统、公民传

统）积极发展的时期。这里的“先进”，是指在民族

意识觉醒、启蒙意识强烈、针对俄国农奴制度追求人

的自由意义上的“先进”。新闻出版业还不像后来

五六十年代那样新闻工作者可以勇敢讨论社会政治

问题，公开讨论官僚体系的弊病，刊物编辑和政论家

的矛头常常可以直接针对政府；新闻业的典型特征

是社会政治生活。而普希金时代，可以说，新闻出版

业还只是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职业，它分离出来成为

一种独立的领域，只是作为一种大众信息活动，还只

是奠定了出版新闻的基础：比如与大众和读者的交

流方式，完善收集信息的方法，进行新闻劳动的细化

分工，逐渐提高信息质量等。

１９世纪二三十年代，全俄发行的报纸有两种，

外省的和专业的出版物刚刚开始出现。但这时在彼

得堡和莫斯科出现了一些百科全书特征的大型杂

志，如波列沃伊的《莫斯科电讯》、纳杰日金的《望远

镜》、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先科夫斯基的

《读者文库》，以及波戈金的《莫斯科新闻》、基里耶

夫斯基的《欧洲人》、布尔加林的《北方蜜蜂》、格列

齐的《祖国之子》等。诚然，许多杂志很快就被关闭

了，照例是按照最高人物的“命令”。

１８２５年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后
声称：“革命就在俄国的门槛。不过，我发誓，只要

我一息尚存，它就不会进入俄国。”［１］１４９这可以理解

为尼古拉统治的纲领。我们只要了解十二月党人革

命是尼古拉一世初出统治就遭遇的一场怎样巨大的

挑战，就可以知道他坚决遏制革命及其后来实施绝

对高压统治决心的基础。政府的所有行为都服从于

一个目的，即绝不允许枢密院广场的事件再次发生。

１８２６年尼古拉命令加强对思想界倾向的监控。众
所周知，随后成立了第三厅，并委命本肯多夫为其头

目。审查官们得到指示，“严格监控，以使在俄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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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任何一份报纸上，绝不出现含有论断陛下政治

形象内容的文章”［１］１４９，只允许转载来自《彼得堡新

闻》和《彼得堡报》的以法语发表的政治性消息。

禁止谈论政治和当下政府政策，使得科学和文

学旨趣成为１９世纪尼古拉一世时代新闻刊物的首
要内容。俄国的新闻媒体人，波列沃伊、普希金、别

林斯基等人需要表现出足够敏锐的才智，以避开书

刊审查而涉及内政问题。这一时期在新闻实践中广

泛流行各种政治暗示、曲笔，也就是“伊索寓言式的

语言”手段，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１８３０年法国和比利时发生革命，波兰开始起
义，随后波及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俄国本身也不平

静———各地因霍乱引起的骚乱，塞瓦斯多波尔的军

事起义，高加索地区与沙皇的政治入侵进行的斗争，

诺夫哥罗德军事定居点工人的起义，等等。政府担

心这些问题被新闻界在期刊上发酵，颁发了一系列

直接涉及新闻业的决定。按照本肯多夫的要求，从

１８３０年起，所有在俄出版的刊物都必须向第三厅提
交副本以备后续额外审查。审查制度出台，出版人

遭受各种指控和告密。１８３０年底杰利维格的《文学
报》暂停，１８３２年基里耶夫斯基的《欧洲人》遭禁，
１８３４年波列沃伊的《莫斯科电讯》、１８３６年纳杰日
金的刊物《望远镜》和报纸《杂谈》均被停刊。１８３７
年至１８４８年只出现了四种新刊物，性质类似，其中
三种都是宣扬官方民族性的：《灯塔》《莫斯科人》

《俄国导报》（于１８４１年复刊），第四种《芬兰导报》
（１８４５—１８４７）的出版只是允许作为一份专门关注
芬兰问题的刊物，该刊的功绩在于他们巧妙地超越

狭窄的界限范围，而涵盖了俄国社会生活问题。

政府鼓励官办科学—文学出版物的出版，以期

与私人刊物竞争，创办了《莫斯科大学学术会刊》

（１８３３）、《国民教育部杂志》（１８３４）及其他一些刊
物，不过在读者中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１８３０年代
外省报刊开始多起来，当然也都具有官方性质，如

《敖德萨新闻》（１８２８）、《第比利斯消息》（１８２８）、
《立陶宛新闻》（１８３４）、《高加索新闻》（１８３７）、《波
兰王国官方报》（１８３８）等。

出版私人报纸和刊物（且是专业的而非百科

的），需沙皇本人许可。社会—文学或科学—文学

刊物的出版权，只是例外地给予那些表明了自己政

治“可靠性”的人士。例如，所有私人刊物一律禁止

涉及政治问题，但布尔加林的报纸《北方蜜蜂》例

外，这是一份１８２５年开始出版的政治和文学报纸。
布尔加林１８２６年成为第三厅的眼线，是所有出版人
中唯一获得在自己的报纸中刊登政治消息权利的人

士，因而也引起其他杂志人和文学人的愤慨。

１８２５年后，起主要作用的报刊已经不是彼得堡
的而是莫斯科的。这一点当时的很多人都有提及。

普希金在《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旅行》（１８３３—
１８３５）中就写道：“彼得堡的文人大部分已经不是文
人，而是企业家和精明的文学买办。渊博的学识，对

艺术的热爱，还有众多天才，无可争辩地集中在莫斯

科。莫斯科的刊物打败了彼得堡的刊物。”［２］２５２果戈

理在《１８３６年的彼得堡笔记》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想
法：“莫斯科杂志谈论康德、谢林等；圣彼得堡杂志

只谈论公众和良好的愿望。在莫斯科，杂志与时代

同步，但刊物总是拖期；在圣彼得堡，杂志与时代没

有同步，却按时按点出版。莫斯科文人是在花钱

（生活），彼得堡文人是在挣钱（发财）。”［３］１０９

在十二月党人时期至别林斯基从事杂志活动开

始这一时段，最有影响的杂志应该是波列沃伊的

《莫斯科电讯》（１８２５—１８３４），被别林斯基称为自有
新闻业以来最好的刊物。《莫斯科电讯》有广泛的

读者受众，遍布俄罗斯。按照赫尔岑的说法，“伴随

着《电讯》，杂志开始在俄国文学占据统治地位”［４］。

此外，别林斯基３０—４０年代在莫斯科的杂志《望远
镜》和副刊《杂谈》，以及在《莫斯科观察家》中的活

动也具有重要意义。

与波列沃伊和别林斯基在莫斯科从事杂志事业

的同时，在彼得堡垄断新闻业的是布尔加林和格列

齐，他们在十二月党人被挫败之后告别自己往昔的

自由主义立场。他们掌控的杂志有《祖国之子》《北

方档案》和报纸《北方蜜蜂》（该报１８２５—１８３０年布
尔加林单独执掌，１８３１年之后与格列齐共同操办）。
到了１８３４年，这一阵营的力量又得到了有力的加
强，先科夫斯基的《读者文库》杂志开始出版。这

样，在 ３０年代中期，彼得堡新闻业形成了三巨头
《祖国之子》《北方蜜蜂》《读者文库》，也通常被称

为是“反动”三刊物，分别由布尔加林、格列齐、先科

夫斯基掌控。

给彼得堡的新闻业带来新鲜气息的正是这一时

期与普希金的名字相联系的两份刊物《文学报》和

《现代人》杂志。不过普希金及其圈子的处境十分

艰难：《文学报》由于审查的规定只能谈论文学美学

问题，而《现代人》只被允许作为一份文学集刊，一

年出四期。尽管如此，他们也对“反动”刊物造成重

大冲击，形成另一种力量。

１８３９年秋别林斯基来到彼得堡，成为克拉耶夫
斯基的《祖国纪事》的主要合作人和实际的主编。

从这时起，彼得堡的杂志重新在俄国期刊中取得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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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作用。

二、作为报刊撰稿人的普希金

研究《现代人》，不可回避的领域必然是作为媒

体人的普希金。普希金作为大诗人的名头不必多

说，但他作为热忱而天才的媒体人我们却极少关注。

这里说的媒体人，包含他作为报刊撰稿人、编辑和出

版人三种身份。在他独立出版《现代人》杂志之前，

就曾给多个杂志撰稿，也直接参与《北方之花》《文

学报》的编辑出版，为其后来的《现代人》杂志活动

奠定了基础。因此，普希金的媒体人活动大体可以

分为３０年代以前作为报刊撰稿人时期，３０年代作
为《北方之花》和《文学报》的编辑、出版人时期，以

及独立创办《现代人》时期三个阶段。

普希金非常关注新闻期刊的发展，相当了解过

去及当下的新闻业：在他的藏书中，有３０多种杂志，
他高度尊重媒体人这一职业，强调说：“媒体人是国

家人才的苗圃。”［５］１６１他较早指出了杂志和文学中出

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异见人士，并确认这是

一个 “重要标志”，“必将对以后产生重要影

响”［６］２２９。

普希金密切关注新闻业中出现的新现象，如关

注到别林斯基在新闻业的出现，在他的藏书中保存

着那些只剪下了别林斯基文章的《望远镜》剪报。

据巴纳耶夫回忆，“似乎只有普希金一人默默地意

识到这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将在某个时刻占有俄国

文学史的荣耀位置……他知道谢普金与别林斯基关

系近，就请他转交别林斯基自己刚开始发行的第一

期《现代人》”［７］３３４。１８３６年普希金开始与别林斯基
接近，只是他的去世妨碍了他们合作的实现。

现在很难说普希金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的报刊

撰稿人身份与文学创作分割开来。有生之年他在刊

物上发表过５０余篇文章和札记，还有同样数量的手
稿没有发表。这些发表与未发表的文章和札记，有

关于文学史和理论的，文学体裁和文学语言的；还有

关于俄国国内外作家的创作或单独作品的文章、评

论、书评，对于时下各种文集的评述，对于众多杂志

人和批评家的点评，还有政论文章，报纸、杂志编辑

出版的信息和各种争论性文章。体裁多种多样：讽

刺文章和小品、对话、人物剪影、笑话、戏仿作品等。

大致上，这些报刊撰稿分三个方向：文学批评、论争

和政论。一般理论性的和文学批评类的文章大部分

生前都没有发表。在论争文章的体裁方面，他几乎

就是别林斯基的前辈。在他的许多文章、札记和书

信中保留有许多关于论争方法和技巧的文字。诗人

毫不留情地反对在批评与争论中的“礼貌”和“良

善”。他要求智慧、有效同时又是鲜活、尖锐的争

论；认为当下的论争者“令人苦恼和可笑”［８］１８３。普

希金指出了论争文章的一些修辞原则，这些原则后

来在别林斯基、赫尔岑和 ６０年代新闻业中得到发
展。其中之一，就是模仿对手的语言和风格特点，通

过戏仿性“保护”对手的思想和行为来揭露对手，塑

造一个虚拟的形象（面具）以掩盖自己的立场。笔

者认为，这一文体与修辞方法，不仅在新闻业的政论

文中，后来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许多俄国经

典作家的修辞与文体，都受到普希金的这一引导。

这是另一个研究话题，这里暂时不论。

普希金的刊物文章类型取决于其艺术手法的特

点及其读者对象。普希金的文学批评和政论明显地

倾向于短小的形式，除小册子之外，普希金的文章通

常体量不大，从杂志页面的三五页到几行字；有的甚

至称不上文章，只是札记而已。在 １８２２年的一篇
《论散文》中，普希金写道：“准确和简短———这是散

文的首要品质。它要求思想、思想———没有它们，光

鲜的句子何用。”［９］１２这种言简意赅的风格不仅是其

艺术作品的特点，也是其刊物文章的特点。普希金

并没有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样，使他的期刊文章成为

大众化的。他主要属于小众的读者圈———有足够的

积淀和学识，有教养的公众。因此普希金区别于别

林斯基，别林斯基的读者完全是另一种；普希金完全

不需要为自己的论点详细据实地引证论据，而别林

斯基的文章几乎是在普及文学史知识，因而显得冗

长和细碎（只要读读他的那些年度文学概述就知道

了），甚至这一点也曾遭到同时代人的诟病。言简

意赅却表达充分在普希金是可能的，还因为他是一

位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同时代人认为，普希金在

批评和图书简讯中开创了一种手法，一如作为不同

寻常的诗人在诗歌中那样。

普希金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就是“涉足政治散

文”［１０］２１４。１８３０年３月１６日在给维亚泽姆斯基的
信中他写道：“皇上走时，在莫斯科留下了一个新机

构的规划，这是一个反对彼得革命的机构①。于是

你偶然写的政治性抨击文章甚至得以发表，是因为

政府实施或有意实施欧洲意义上的启蒙。限制贵

族，遏制官僚作风，市民与农奴的新权利———这都是

大事件，你怎么样？我想涉足政治性散文。”［１０］２１４但

严苛的审查制度不允许他公开发表纯政论文章，不

过政论性气息还是渗透了诗人的整个创作———抒情

诗、艺术散文、历史题材的作品、报纸和杂志文章。

有时在一些看似非政论性作品中也具有这种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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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１８３３年普希金开始写作的长文《从莫斯科
到彼得堡的旅行》，就是意欲补充由于审查从拉吉

舍夫的作品中删去的内容；最后由于这些内容被禁

止发表，妨碍了普希金完成全文。而他的文章《亚

历山大·拉吉舍夫》原准备在《现代人》第三期发

表，尽管普希金比起前文已经弱化了许多，依然没有

通过审查，因为在其中找到了“不合时宜的和完全

多余的唤起人们对已经忘却且应该忘却的拉吉舍夫

及其作品的记忆”［１１］５０７。

通常认为普希金的媒体人生涯是从参与《文学

报》开始的。这其实给人某种错觉，因为普希金来

到《文学报》前已经是作为批评家和锐利的论战者、

有经验的媒体人了。

早在１８２４—１８２５年，普希金进入媒体领域，其
诗歌、政论作品发表在《祖国之子》《莫斯科电讯》

《北极星》《望远镜》上。作为杂志撰稿人，他的第一

篇期刊文章发表于１８２４年。该年度５月的第１８期
《祖国之子》上，出现了一篇寄自敖德萨的带有争论

性的札记，即是他的《给〈祖国之子〉出版人的一封

信》，此应是他与不同立场的刊物进行论争的开端，

即指向卡切诺夫斯基的《欧洲导报》及其主要批评

家米·德米特里耶夫。１８２５年维亚泽姆斯基邀普
希金给尼·波列沃伊的《莫斯科电讯》撰稿，他最为

尖锐的作品即为讽刺诗《活着，活着，烟鬼！》，也指

向《欧洲导报》，只是没有被审查通过。同时普希金

还在《莫斯科电讯》上发表有多篇讽刺文章。

１８２５—１９３０年，普希金在集刊《北方之花》上发表作
品，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在《文学报》上发表作品；并参与
了这两份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最后，得到许可出

版自己的刊物《现代人》。无论是撰稿，参与编辑出

版，还是独立办刊，普希金都着意唤醒同僚意识到新

闻出版职业的责任性，要能辨认出“经典作家”的存

在———他们实现着自己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启蒙

（或教育）的普及作用。这是他赋予文学的最高要

求：公民性，道德原则性，独立见解性———独立于资

助人。

当莫斯科传来普希金死亡悲剧的消息时，《莫

斯科观察家》主编瓦·彼·安德罗索夫②１８３７年２
月３日给在彼得堡的克拉耶夫斯基写信道：“普希
金未必不是因为媒体人的身份而遭受厄运。”［１２］２８７

他这样说，是有相当充分的依据的。例如普希金在

我们上面提到的《给〈祖国之子〉出版人的一封信》

中写道：“最近四年我成了杂志舆论的对象。常常

是不公正的，常常是卑鄙无耻的，有些丝毫不值得理

睬，另一些从远方回应又不可能。委屈的作者自爱

的辩护不可能引起公众的兴味。我宁愿默默地在新

版中纠正那些无论什么方式向我指出的不足……维

亚泽姆斯基公爵出于对我的友善出版《巴赫奇萨拉

的喷泉》，并附上一篇《出版者与反浪漫主义者的谈

话》……该谈话令我们的一位文学裁判官不高兴，

他在《欧洲导报》第５期上刊登了第二份谈话———
出版者与古典主义者之间的谈话……在俄国，浪漫

主义者的反对者相当弱和不起眼，不值得如此大动

干戈地回击。我不想也无权以另一种态度抱怨，并

心悦诚服接受不知姓名的批评家的赞美。”［１３］７－８当

然，这里“赞美”是反讽的修辞色彩。

普希金不仅是媒体舆论的对象，他也主动参与

到媒体事件中。例如，１８２８年年中《欧洲导报》每况
愈下，卡切诺夫斯基在发布第二年的征订时，向读者

保证他将使杂志重新复活。“然而长期关注自己同

行文学活动的波列沃伊先生却不相信《欧洲导报》

的承诺，他在《莫斯科电讯》１８２８年第２０卷发表文
章，对可敬的《欧洲导报》的编辑发动猛烈攻

击。”［１４］２６波列沃伊在文中写到，卡切诺夫斯基没有

发表过任何有价值的作品，总是去维护过时的见解，

也无能为力使杂志复活。“作为《欧洲导报》的出版

人，觉得受到侮辱的卡切诺夫斯基先生以编内教授、

五等文官和勋章获得者的身份要求法律保护，上诉

至书刊审查委员会，控告审查官通过波列沃伊的文

章。”［１４］２８当时人们都知道卡切诺夫斯基与《莫斯科

电讯》的官司，普希金主动对此作出反应，他发表讽

刺短诗《受到杂志侮辱的人……》，刊登在波列沃伊

的杂志上（１８２９年第７期）。接下来一期，普希金又
发表另一首讽刺短诗《古代卡切尔科夫斯基所在之

处……》，其中嘲笑卡切诺夫斯基企图使杂志复活

的徒劳。这些嘲笑诗引起的喧嚣还没有平息，在

《北方之花》上就又出现了普希金的《文学编年史片

段》。在这个“片段”中，普希金第一次采用了论争

手法，这一手法对于作为讽刺文作者的普希金来讲

是非常典型的———假装与对手意见一致，但这是为

了“从内部”摧毁对手的立场。普希金表面好像同

情地引用卡切诺夫斯基的话，但立刻就可以感觉到

隐秘的讽刺。他对波列沃伊进行评判，希望表面上

反驳《莫斯科电讯》出版人，但他自己给予卡切诺夫

斯基以更严厉的评判。该文在同时代人那里产生了

深刻印象。别林斯基将该文称为“极为完美”的论

争文。由此，普希金热心并善于论争，且犀利与不妥

协形象可见一斑。

三、作为编辑和出版人的普希金

从本文第一部分中我们可以得知，普希金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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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彼得堡的第二支媒体力量，称他是主要的

媒体人应当还够不上，不过他却是一位个性鲜明、引

人注目的媒体人。在独立创办《现代人》之前，在

《北方之花》和《文学报》的编辑和出版活动为其提

供了先期媒体实践的空间。笔者在文章《普希金的

〈现代人〉杂志研究》中简略介绍了他在《北方之花》

和《文学报》的活动，这里将其纳入作为媒体人的普

希金的整个活动中再次考察，并在前文基础上予以

补充。

１８２４年１２月下旬，安·安·杰利维格和奥·
米·索莫夫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不定期集刊《北方之

花》（１８２５—１８３２，普希金主编和出版 １８３２年号丛
刊），其作者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圈子。在《文学报》

创办之前，《北方之花》是唯一在彼得堡与布尔加林

和格列齐的刊物对阵，多少有某种影响力的刊物。

但毕竟《北方之花》期数少，因而在参与《北方之花》

的同时，普希金期望在彼得堡创立一个可以日常对

抗布尔加林和格列齐的刊物，期望文学能审视时代

的社会问题，涉足政论和社会批评。这就产生了创

办一份新报纸的想法，这就是《文学报》的诞生。但

普希金也明白，无论是他还是维亚泽姆斯基都不会

被政府允许办那样一个刊物，于是他委托杰利维格

来操办，因为杰利维格暂时还没有成为政府紧盯的

对象。结果杰利维格成功地使检查机关允许自己出

版没有任何政治杂质的《文学报》。在《文学报》发

行的过程中，普希金依然为争取报纸完全独立的权

力而奔波，请求放宽限制，允许开辟政治版块。１８３０
年５月２日，在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关于《文学
报》他说道：“请支持它，暂时我们没有别的刊物。

如果还不如布尔加林，那真是丢人……难道就让布

尔加林垄断政治新闻？难道除了《北方蜜蜂》我们

这里就没有一份杂志敢于报道墨西哥地震了而议员

们的相机在９月前就关闭了？难道就得不到这种许
可？去找找那些年轻的部长，甚至是本肯多夫本人。

这里不涉及政治意见，只是纯粹传达所发生的事件。

而且政府缔结联盟是不体面的———是在和谁缔结

呀？是和布尔加林和格列齐！”［１５］２２２－２２３在同一封信

中普希金还预先告知维亚泽姆斯基，让他避开所有

人，“暗中”进行这些活动，“如果布尔加林知道了，

按他的一贯行径，又要去污蔑诽谤了———你就什么

也搞不成”［１５］２２３。维亚泽姆斯基的奔波也毫无结

果，他们所有的努力都落空。

笔者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尽管政治栏目

不被允许，《文学报》的所有同仁，尤其是普希金，寻

找特殊的方式在批评文章、评论和争论中涉及当代

政治问题。报纸出版伊始就表露了自己的立场和情

绪，带上了自己的政治倾向。这样，它以其发表的作

品区别于趋于保守和主张“纯艺术（无涉政治）”的

刊物，如布尔加林的报纸《北方蜜蜂》（１８２５—
１８６５），米·彼·波戈金的杂志《莫斯科新闻》
（１８２７—１８３０）和尼·阿·波列伏伊的杂志《莫斯科
电讯》（１８２５—１８３４）。

关于报纸的目的，编辑部声明：“该报的目的在

于，给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读者介绍最新的欧洲文

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１６］５报纸在强调自己的

文学性质的同时，也强调自己的主要对象是针对有

一定知识水平的读者。同时声明：“报纸将不给谩

骂式批评以版面；对于批评家们，将不以个人关系，

而是本着有利于某种科学或艺术，满怀感激地接纳

《文学报》……而一切合乎报纸目的的文章都将不

胜感激地予以采用。”［１６］５关于供稿作者，编辑部在

自己的公告中说道：“六年来那些在《北方之花》上

发表自己作品的作者都会经常为《文学报》撰稿（当

然，两位杂志出版人，忙于自己的刊物，将不成为该

报的撰稿人）。”［１６］５这两位先生指的是布尔加林和

格列奇。在《北方之花》所有撰稿人中，唯有他们两

位拥有自己的刊物。这样，《文学报》立即就将自己

置于布尔加林的《北方蜜蜂》和格列奇的《祖国之

子》（１８１２—１８５２）的对立面了。
《文学报》主编杰利维格办了两期之后，就因事

暂时离开彼得堡而把报纸交给了普希金两个月，因

而普希金成为接下来的十期的实际主编，他和索莫

夫一起出版了第３—１２期。《文学报》辟有散文、诗
歌、国内外图书、学术资讯、杂俎五个栏目。诗歌版

块允许普希金畅通无阻地发表自己的诗歌作品，报

纸第一期就刊登了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

涅金》的第八章片段。诗歌栏目还发表过主编杰利

维格本人的诗歌，以及维亚泽姆斯基、巴拉津斯基、

费·尼·格林卡、阿·瓦·科利佐夫、杰尼斯·达维

多夫及其他诗人的作品。此外，报纸还匿名发表被

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阿·阿·别斯图热夫和维·卡·

曲谢尔贝克尔的作品。散文部分给读者提供了各类

作家的文章。这里发表了俄国著名的散文作品和戏

剧作品，如阿·阿·沙霍夫斯科伊的《斯摩尔陵斯

克人在１６１１年》，果戈理最早的未完成小说的两章
《可怕的野猪》，普希金的《阿尔兹鲁姆旅行》片段和

《彼得大帝的黑奴》片段。散文作家中还有安·波

戈列利斯基的小说节选《修道院附属女子学堂女学

生》，冯维辛的讽刺作品《在哈尔金娜公主那里的谈

话》，以及沙莫夫、安·波多林斯基、尼·斯坦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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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阿·霍米亚科夫等的旅行记和随笔。外国文学

有司各特、霍夫曼、梅里美、司汤达、雨果、曼佐尼、欧

文的作品翻译。

《文学报》的各类批评文章也具有重要意义。

批评部分聚集了俄国当时最卓越的作者和思想家，

发表严肃的文学理论的学术文章，毫不留情地解剖

和评析当时那些最主要的作品。如卡捷宁的《思考

与评判》系列文章，批评了浪漫主义的极端性；维亚

泽姆斯基的文章《论拉马丁及当代法国诗歌》，《冯

维辛生平片段》，当然也有普希金的评论、随笔和观

察。还有翻译文章，如雨果的论当代文学的文章

《论拜伦及其对待新文学的态度》，威廉·华兹华斯

的《当代英国文学》等。评论文章作者中还有索莫

夫、瓦·柳比奇 －罗曼诺夫斯基（历史学家、文学
家、果戈理的中学同学），甚至有流放中的维·卡·

曲谢尔贝克尔（其《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思考》）

等。还有一些历史、教育、哲学、医学、自然科学的文

章也引人注目。如马克西莫维奇的《论花》《论自然

界物质的多样性和唯一性》，果戈理的《关于教授孩

子地理的一些想法》等。

普希金也积极投入图书栏目的工作，１８３０年他
在《文学报》上发表２０多篇书评等文章，还有十多
篇完成但未及发表。其中短文《论杂志上的批评》

（１８３０年第３期）对于确定《文学报》在图书评论方
面的立场至为重要。他指出：“我们杂志上的批评，

要么局限于枯燥的图书资讯，也有多少尖锐些的讽

刺性评论，但普遍是友好的赞美；要么成为出版人与

撰稿人之间的家常书信。”［１７］３３他认为，不仅需要关

注那些“明显有价值的”作品，“另一些作品本身看

似无足轻重，但其自身的成就和影响不容忽视，这里

道德观察要比文学道德重要得多”［１７］３３。“我们的

《文学报》与其说对于公众是需要的，不如说对于一

些作家是需要的，因为他们的署名文章无法出现在

任何一份彼得堡或莫斯科的刊物上。”［１７］３３这也就是

为什么我们说他赋予文学以道德原则性和独立见解

性的原因。

在学术资讯栏目经常发表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的

短文。杂俎栏目提供各种文学的和接近文学的文

章，包括发表过亚当·密支凯维奇的书信选，回忆艺

术家、回忆拿破仑和约瑟芬的文章。

几乎《文学报》的所有参与者当时多少都与十

二月党人有联系，因此《文学报》被同时代人以及政

府认为是一个还没有与十二月党人革命失去联系的

俄国开明贵族的机构，一个政治上反政府的机构。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布尔加林的《北方蜜蜂》

上，以及在他给本肯多夫的许多报告中经常出现许

多暗示，指向《文学报》没有足够的政治善意，指向

他的参与人，特别是普希金的自由思想。如１８３０年
第３０期的《北方蜜蜂》，以一则像是从英国杂志上
拿来的“笑话”为掩护，布尔加林将个人侮辱与政治

指控其自由思想掺和在一起。除了政治目的，布尔

加林还有个人目的，因为，他将《文学报》视为《北方

蜜蜂》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因为在当时的杂志圈

中，普希金是唯一揭露布尔加林是第三厅在出版物

审查事务上的帮办和特务的人。因而布尔加林也一

直伺机毁誉普希金。他在评论《奥涅金》第七章时

（《北方蜜蜂》１８３０年第３５、３９期）称普希金的天才
“完全没落”了，“我们首先认为这是一部恶作剧，简

直就是笑品或滑稽作品。书商不确认时，简直不敢

相信这第七章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作者的作品。

两个小印张的第七章完全被那些诗句和玩笑破坏

了，甚至《叶甫盖尼·韦利斯基》与它们比较起来还

真有点像呢。在这个空洞无物的第七章，没有任何

思想，任何情感，任何画面 ，任何值得称道的见解。

完全没落了！完全失败了！（法语：ｃｈｕｔｅ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因此我们的希望落空了”［１８］２３２。布尔加林还
指责普希金曾到过高加索，却没有歌颂俄国军队，并

且在谈卫国战争时，似乎毫无敬意地谈论俄罗斯：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作者渴望到高加索，被崇

高的诗意滋养一下，丰富一下新的印象，在甜美的歌

声中向年轻一代转达俄国当代英雄们的伟大功绩。

我们原认为，东方的伟大事件③，令世界惊奇不已，

获得了俄罗斯所有有教养人的尊重，必定会唤醒我

们诗人们的天赋———但我们错了！”［１８］２３２“整个导言

和插笔，所有外部不相干事物的那些描写毫无意义，

以至于我们不愿相信这些蝇头小作还可以发表！自

然，像在先前几章那样，在本章中作者也常常诉说自

己的苦闷、厌倦和自己心灵的死亡，似乎一切都陷入

黑暗云云。”［１８］２３３“整个第七章除了第３６、３７诗节，
没有任何闪光的诗句。”［１８］２３５我们知道，第３６、３７诗
节是对莫斯科的描写，却又被布尔加林指为是对

《智慧的痛苦》的模仿、剽窃。在布尔加林看来，这

唯一闪光的诗句又是模仿，就更是无不讽刺与贬损

普希金的意味。

杰利维格和普希金在《文学报》上同时反驳布

尔加林。就布尔加林的剽窃一说，杰利维格于１８３０
年４月立即在《文学报》做出反击，捍卫普希金，
“《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七章以自己的优美比一切

捍卫者都更好地捍卫了自己。除了《北方蜜蜂》外，

没有人在对莫斯科的描写中找出对《智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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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仿”［１９］２３６。普希金则发表了一篇讽刺文章，是

以介绍一本法国警察头子维多克的《回忆录》的形

式写成的，其履历与布尔加林有某些类似（从军队

开小差，喜欢诽谤，欺瞒等）。读者立刻就明白，文

章指向布尔加林。讽刺文获得了巨大成功，政府立

刻出面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代理人：禁止谈论和发

表关于维多克的东西。维多克的《回忆录》，甚至凡

有其照片的印刷物都被禁售。

此次事件之后，两个刊物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

烈。布尔加林开始对《文学报》进行告密，第三厅也

开始更加严密地监视《文学报》。１８３０年１０月２８
日第６１期《文学报》上，引用了卡·杰拉韦温献给
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牺牲者纪念碑揭幕的四行诗，招致
了《文学报》不可避免的厄运：杰利维格遭到第三厅

的传讯；到１１月１２日第６４期《文学报》被迫停止。
过了一个月，与《文学报》的很多作者都熟知的内务

部助理波鲁多夫成功使《文学报》复刊，但杰利维格

被免去报纸编审，主编换成索莫夫。１８３１年１月杰
利维格去世。在如此强力的审查下，普希金和维亚

泽姆斯基不再在上面发表作品，索莫夫恐惧于第三

厅的干预，在报纸上发表的基本都是青年作者无关

紧要的作品，报纸订量日益下降，直到只有 １００多
份，终于在１８３１年６月底，索莫夫停止了报纸的出
版。

作为反对派的活动，在当时沙皇专制制度下不

可能持续太久。《文学报》总共出版了一年半，对于

一份报纸来讲实在是太短暂了，而且在同时代人中

并没有广泛的受众和太高的知名度，仅限于社会很

小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但是，它对于俄罗斯

文学和艺术性政论的发展，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

件和重要阶段。

１８３１年１月杰利维格病逝，他坚持多年的《北
方之花》也在本月出版④。为了纪念诗人，他的朋友

们决定再出一集“１８３２年号”。普希金主持并编辑
了该期，发表了杰利维格生前未被发表的作品及朋

友们悼念诗人的作品。

《文学报》停刊后，普希金继续在纳杰日金的

《望远镜》上与布尔加林和格列奇对阵，这时他常以

费奥费拉克特·科西奇金⑤的化名出现，将费奥费

拉克特·科西奇金扮为被布尔加林和格列齐常常搞

得异常兴奋、陶醉不已的人。由于普希金的文章，常

使得布尔加林怕得不敢出门———大家都朝他伸“小

指头”嘲讽他。而这“小指头”是有番典故的。

１８２９年布尔加林的小说《伊万·维日金》问世，
在被格列齐及作者本人在《北方蜜蜂》和《祖国之

子》上的大肆吹嘘下，其发行量达到了７０００份。因
为布尔加林在小说中表达的“忠诚”，他被皇后赐予

一枚金环。１８３０年底他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彼得·
伊万内奇·维日金》，这一次是尼古拉一世赐予他

一枚金环。一位三流作家奥尔廖夫⑥准备靠着布尔

加林的官方成就捞点外快，于是就在莫斯科市场上

推出自己关于“维日金家族”的小说。１８３１年年初
的几个月，他接连推出几部小说：《赫雷诺夫斯基草

原居民伊格纳特和西多尔，或伊万·维日金的孩子

们》《赫雷诺夫斯基草原居民伊格纳特和西多尔的

婚礼，或伊万·维日金的孩子们的婚礼》和《伊万·

维日金之死》《伊万·维日金的亲戚，万卡—卡因的

儿子，他的家族，侄子及叔叔婶婶，岳父及所有分支。

道德讽刺小说》。

《望远镜》主编纳杰日金在１８３１年第９期上发
表了评论文章，分析了所有关于维日金的小说———

布尔加林的和奥尔廖夫的。他赞扬罢布尔加林的政

治正确，尖锐讽刺布尔加林。格列齐则出面为自己

的朋友站台，宣称布尔加林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不

惧怕批评家们的任何意见：“它的一个小手指头的

才智和天分都比许多批评家的头脑要多得多！”［２０］８４

这就是普希金后来的讽刺文章《略谈布尔加林的小

指头及其他》的由来，也成就了“小指头”的典故。

格列齐还认为，奥尔廖夫应当受到谴责，他胆敢侵占

布尔加林的主人公，从而给评论家以口实，将布尔加

林与他、奥尔廖夫相提并论，这简直就是亵渎布尔加

林的天才。

读罢这一番辩护，普希金在《望远镜》第１３期
上发表短文《友谊的胜利，或有根据的阿·安·奥

尔廖夫》，署名即是费奥费拉克特·科西奇金。正

如在《文学编年史片段》中一样，普希金在这篇短文

中用了明、暗两种方法与对手斗争。首先，他揭露布

尔加林作为诽谤者、举报者、背叛者、善变之人的行

径。普希金完全直截了当地讲，布尔加林在自己出

版的杂志上自我吹嘘，赠送未来的文评者、包括外国

人大量礼物，将波兰诗人叶热夫斯基给贺拉斯颂歌

的注解安到自己身上；知晓了普希金的《鲍里斯·

格都诺夫》手稿内容后，从中窃取某些情节为自己

的《伪德米特里》所用。这是普希金真实的声音。

不过在文中还有一个人物的声音，即费奥费拉克

特·科西奇金，《友谊的胜利》就以他的口气写成。

费奥费拉克特·科西奇金的形象是和善、值得信赖、

在文学上还很稚嫩，这使得普希金使用的这种写法

成为一种幽默和讽刺而彻底摧毁对手。科西奇金为

格列齐和布尔加林的友谊而高兴，对布尔加林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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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廖夫的小说喜欢得不得了，不过，根据他所表述的

阅读印象，读者可以明显感到他的赞美之词反而具

有一种讽刺意味。普希金就这样以科西奇金的“学

者”批评之名，将布尔加林和奥尔廖夫———“这两位

我们文学耀眼的太阳”［２１］７９匹配在一起，对布尔加林

的小说做了致命的讽刺。

作为对科西奇金文章的回应，在《北方蜜蜂》上

布尔加林加强了对普希金和纳杰日金的攻击，而格

列奇则再次攻击奥尔廖夫；普希金—科西奇金则在

《望远镜》第１５期上发表他著名的短文《略谈布尔
加林的小指头及其他》，针对格列奇文章中的“傻里

傻气奥尔廖夫”一词，普希金愤怒地质问：“什么叫

傻里傻气的奥尔廖夫？哦！当然，如果傻里傻气意

味着精神的安宁，不为任何嫉妒、贪欲烦恼；良心纯

洁，不为任何流氓行为、任何谎言的告密所玷污……

那么善良且并不富裕的奥尔廖夫是傻里傻气，也不

会嫉妒任何骗子的财富，恶棍的官阶，招摇撞骗者的

声誉。”［２０］８６－８７在文章末尾，科西奇金宣布他写了一

部小说《真正的维日金》，题注为一部“１９世纪历
史—道德—讽刺小说”［２０］８８，并列出其主要内容，也

就是章节目录。当然，这是讽刺布尔加林，其所有可

耻的个人和社会活动的主要事实都被呈现在１８个
章节的标题中：“第１章．维日金出生的那个库德拉
什金家的狗窝。上帝保佑，教育。第２章．维日金的
第一份诽谤—告密书。服役。第３章．在酒吧打架。
大人！让我喝点解酲酒吧。第４章．与叶夫谢耶夫
的友谊。有饰边的外套。盗窃。开小差。第５章．
哪里好，哪里就是家乡（拉丁语：Ｕｂｉｂｅｎｅ，ｉｂｉｐａ
ｔｒｉａ．）。第６章．莫斯科大火。维日金抢劫莫斯科。
第７章．维日金逃窜（叛逃）。第８章．没有一块面
包的维日金。告密者—维日金。唯利是图者—维日

金。第９章．赌博者—维日金。维日金和退伍人。
第１０章．维日金与维苏辛的相遇。第１１章．快乐的
一对儿。一节奇妙的诗和一封给一位大人物的匿名

信。第１２章．丹塔。维日金成了傻瓜。第１３章．维
日金的婚礼。可怜的侄子！哎叔叔呀！第１４章．维
日金先生和维日金太太用劳动所得购买田庄并怀着

感激之情向可敬的读者通告此事。第１５章．家庭问
题。维日金在缪斯的谈话中寻求安慰并写下诽谤和

告密书。第１６章．眼线，或者扯下面具！第１７章．
维日金悔过，成了一位正派人。第１８章．即最后一
章。奶酪中的耗子。”［２０］８８

普希金在文中通过这部臆想的小说的章节目录

的列举，毫不留情、痛快淋漓地对布尔加林进行了揭

露与讽刺。其实，在文章一开始，普希金就开诚布公

地讲：“我不属于那类不爱记仇的文人：相互公开对

骂，随后又当众拥抱……不，我一旦生气，会生很久，

在用尽一切令人难堪的注释、双关语、国外笑话诸如

此类的储备之前我绝不会平静下来。”［２０］８４确实如

此！普希金在假称写好的这部小说中，几乎是把

“维日金—布尔加林”标写为一出生就会告密诽谤

了（第２章）。第３、４章写他１８０８年在雷瓦尔（塔
林的旧称）偷了军官的差役的大衣并把它剪得粉

碎。第５、６、７章写他双面人的背叛行径。第１０章
所称的“维日金与维苏辛的相遇”是指他与格列奇

的相识（“格列奇”的俄语意思是“荒地里长出的荞

麦”）。第１３章讲的是一个传闻：枢密院广场起义
后布尔加林向警察告密自己的侄子伊斯科里茨基与

“反叛者”有染。第１５、１６章揭开维日金—布尔加
林作为第三厅代办的嘴脸。在文中普希金还讽刺性

地模仿格列奇教训人的、语法上“正确”的诗句，它

们毫不掩饰地狎昵献媚和自我吹嘘，这些也都是布

尔加林的文章所具有的。普希金的文章在读者中赢

得一片叫好。

１８３１年普希金在思考俄国新闻业的状况时，对
《北方蜜蜂》不断增强的垄断性感到焦虑。他认为，

如果政府更宽松地允许出版社会政治报刊的话，那

么，《北方蜜蜂》就会经不起竞争，因为它仅是靠自

己的政治消息专有刊登权吸引读者的。

１８３２年的时候，普希金还获得许可出版政治报
纸《日报》，这主要有赖于布罗多夫的支持，他希望

把《日报》办成内务部的机关报。但是普希金并没

有着手出版这份报纸，因为他明白，就报纸成熟的条

件看，他的《日报》与《北方蜜蜂》毫无区别，他不愿

意扮演一个半官方新闻人的角色，宁愿拒绝这份报

纸。

不过，无论是《文学报》《北方之花》《望远镜》，

还是《日报》，这些刊物活动，都不能满足普希金真

正的杂志情怀。事实上他一直在不断努力，要创办

一份自己的刊物。又过了三年他才成功实现自己的

梦想———成为自己的刊物《现代人》的主人。《现代

人》杂志的活动是普希金独立的媒体人活动，其中

实现着自己的办刊宗旨，同时也成为其文学创作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在笔者的《普希金〈现代人〉

杂志研究》一文中已有论述，可作为本文的续篇，这

里不再赘述。

普希金的媒体人身份，首先是一种政论活动。

他投入了最大热情，利用各种文学手段和化名，以便

揭露他的对手，也以便深刻同时也讽刺地分析国内

外所发生的事件。普希金与许多杂志的合作都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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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但同时也期望开办自己的杂志，当然他无不艰

难地实现了这一愿望。尽管他的许多文章都未得许

可发表，他自己也始终处于政府的严密监视下，但他

在与布尔加林的对立中从来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公民

立场；他们的对立，引发了不少尖锐、精彩的政论文

章和讽刺作品，当然也带来后续不少麻烦。普希金

关心文学理论问题，但他同时总是将之付诸自己的

创作实践。捍卫一方，讽刺一方，为纯洁的俄语、文

理通顺、教育的普及而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他看来，

杂志人不仅应当传播信息，而且应当是具有道德原

则、与自己的主人公同感同受的人。没有一颗热忱

的心和清醒的思考力，就无法将尖锐的政治和社会

问题诉诸笔端。

从诸多媒体事件、争论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文章

中，可以看到一个犀利、不妥协的媒体人普希金，从

而一反我们现在总是将普希金视为和谐、温暖、甜蜜

的化身的印象。普希金逐渐成为俄国文化的象征之

后，这种印象就越来越占主流地位，也许这正是我们

要深入研究其媒体人身份的重要原因之一。普希金

更为丰富的一面应当被揭示。

注释：

①普希金第一个称彼得的“改革”为“革命”，他对其的态度
是有保留的，并赞成后来尼古拉一世对彼得改革的反拨。

见：ОТНОШЕНИЕ ПУШКИНА К СОВЕРШЕННОЙ
ПЕТРОМ ＩРЕВОЛЮЦИИ ／／БорисБашило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масонства．网络版：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ｋａｒ．ｒｕ／
ｒｕｓＭａｓｓｏｎｓｔｖｏ／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② В．П．Андросов（１８０３—１８４１），统计学家，《莫斯科导报》
合作者，后来为《莫斯科观察家》主编（１８３５—１８３７）。

③ 指１８２６—１８２８年俄国对波斯的战争，俄国取胜。布尔加
林这里有指责普希金政治不正确的嫌疑。他曾写道：“我

们的胜利，我们的荣光，英勇的战争和著名的和约，没有令

任何一位诗人兴奋，都在哭泣和忧郁，时而为过去，时而为

未来，常常为些不存在的东西……”（《北方蜜蜂》１８３０年
第５期，１月１１日）

④《北方之花》是当时坚持时间最长的不定期期刊，持续了８
年，从１８２４年到１８３２年，共出了８期。

⑤费奥费拉克特·科西奇金：普希金喜欢用的一个戏谑的笔
名。见：ПсевдонимыАлександраСергеевичаПушкина：
ｈｔｔｐｓ：／／ｐｒｏｐｓｅｖｄｏ．ｒｕ／ｎａｍｅ．ｐｈｐ？ｉｄ＝７１．

⑥阿·安·奥尔廖夫（ОрловАлександрАнфимович，
１７９１—１８４０），１８３０年代平民作家，一生与贫困作斗争。
他在３０年代最著名的事件是与布尔加林的敌对，对后者
的作品进行了恶意的模仿。对于当代研究者来说，布尔加

林和奥尔廖夫的文学产品，在社会意义上接近和同源，在

思想和形式上，只是布尔加林的比奥阿廖夫的更文学一些

更有文化一些。引自：Литературн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В１１
т．），М．，１９２９—１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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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情境中寻找唐诗真相
———以贺知章《回乡偶书》、王维《酬张少府》等为例

黄理兵
（北京语言大学 评价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２０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诗词的语言艺术原理及其历史生成机制研究”（１８ＪＺＤ０２１）
作者简介：黄理兵（１９６７—），男，湖北恩施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评价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现代汉语

语法、唐诗鉴赏。

摘　要：一、根据贺知章《回乡偶书》的写作背景，并考察汉语史上“相见”一词的意义，认为诗人
是荣归故里，“儿童”是与他在正式场合行相见礼，诗中没有悲凉情绪，只有开心和满足。二、在王维

《酬张少府》中，张少府可能并非王维的朋友，他问了王维很多问题，该诗是对这些问题逐一作答，诗

中没有牢骚苦闷、消极避世的思想内容，而只有高冷，符合晚年王维“诗佛”的心态。三、结合李白、

孟浩然、王维、刘长卿等人的诗歌，讨论“隐士”主题存在的悖论，认为真正的隐士不可能被人通过语

言文字而了解。

关键词：历史情境；唐诗真相；《回乡偶书》；《酬张少府》；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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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年不识好儿童：贺知章《回乡偶书》
有的唐诗，明白如话，似乎用不着解释，谁都能读

懂。而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此，我们很可能理解错

了。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二首七言绝句之一：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语文》课本中，这个“衰”不能读“ｓｈｕāｉ”（衰弱，
衰老），而是要读“ｃｕī”，意思是“疏落，减少”。其他部
分看起来不用多解释了。多数人都把诗的内容想象

成一个画面感很强的故事：一位老者（作者贺知章）回

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他还说着地道的家乡话，可是

鬓角的毛发已经很稀少了。在村口，他遇到几个儿

童，向他们问路，孩子们当然都不认识他，他们嘻嘻笑

着问他道：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听到孩子们把自

己当成客人，贺知章心里有些悲凉。

我以前就是这么理解的。

最近我对这种理解产生了怀疑。我仔细地揣摩

字句，想象诗中所写的情景，又查阅了相关资料，发

现这首诗应该有另外一种解读。

第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回”涉及一些背景材料，

先介绍一下。贺知章公元６５９年生于越州永兴（现
在的杭州市萧山区），早年移居山阴（现在的绍兴

市）。永兴、山阴同属越州，两地方言差别不大，不

过贺知章的“乡音”应该是山阴话。他最晚是在６９５
年３６岁时到了首都长安，因为这一年他相继考中了
进士、状元，然后当了官。根据诗中所写，他似乎在

此之前更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但是我们没有

查到相应的资料。从那年之后，贺知章一直在长安

为官。直到７４４年，有一阵他忽然精神恍惚，体力不
济，觉得干不动了，于是向皇上请求回家乡去当道

士。唐玄宗知道他这么大年纪了是要叶落归根，爽

快地答应了他。然后。唐玄宗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

仪式，率文武百官为他饯行，还专门为他写了诗，用

“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等语表示惜别和褒扬

（《送贺知章归四明》）。这么说来，他这次回老家属

于衣锦还乡，自是风光无限。他回到山阴，住在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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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道士庄的千秋观，其实就是他们家的宅子改的。

安顿下来之后，他写了《回乡偶书》二首。当年他就

去世了，享年８６岁（虚岁）———这没有什么遗憾的，
在唐朝能够活到这个岁数，简直是个奇迹了。

第二句中的“乡音无改”是说自己的家乡话还

很纯正。我们应该知道，口音是否纯正，自己根本没

有发言权。口音要是变得不纯正了，自己是听不出

来的；要是能听出来，不就自己纠正过来了吗？所

以，在我看来，“乡音无改”这四个字，是贺知章跟老

家亲戚朋友见了面之后，大家当面夸奖他时说出来

的。贺知章携家带口、荣归故里，家乡的官吏、宗亲、

故旧想必会远道相迎，根本不可能出现他一个人孤

零零到村头向几个小孩子问路的场景———就算问路

也不应该问小孩子，贺知章活了八十多岁还不懂这

个道理吗？只能是热热闹闹地抵达，亲亲热热地会

面，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贺知章在外学习工作几

十年，跟五湖四海、南腔北调的各路人等打交道，他

可能会有意识地操共同语（汉语从先秦开始就有共

同语了），或者受到各地同学、同事、朋友的影响，无

意识地在他的方言之中混杂了外地口音。不过回到

家乡之后，按照人之常情，他一定会尽量跟大家说家

乡话。大家多半也会夸他乡音无改，以证明他没有忘

本。可是实际情况却是，一个人少小离家，长期在外

地谋生，乍回老家，他的家乡话肯定不那么地道了，老

家人是听得出来的。所以，“乡音无改”并不是一个客

观、公允、准确的评价，而是家乡亲友当着他的面恭维

他时说的客套话。这话听着暖心，贺知章可以因此而

自得，但是我们后世读者不可完全相信。

正因为是在这种场合，大家也会仔细端详他，然

后谈论一下他的外貌。这时候依然要拣好听的说，

比如“气色好，看上去哪像耄耋老人”。实际上，贺

知章的外貌跟青少年时期离开家乡时相比，变化一

定是相当巨大的，翩翩风度早已被龙钟的老态取代。

但没人会说得那么直接，那样就太不识趣了。这是

在社交场合，大家不可能当着他的面实事求是地总

结这几十年的岁月对他的外貌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只能避重就轻地说说鬓角的毛发。其实鬓毛多点儿

少点儿跟岁月没什么关系，有的人年纪轻轻就没多

少鬓毛，而关羽的鬓毛是越年长越浓密。如果真的

想表达“岁月不饶人”这个意思，人们大致会说：哎

呀呀头发全白了，牙齿掉光了，口眼 斜，皮肤皱褶，

腰背佝偻，步履蹒跚，等等。考虑到这是写诗，那也

应该写“面如灰”“目光呆”“顶毛颓”之类，而不是

轻飘飘不得要领的一个“鬓毛衰”。所以，诗句中的

“鬓毛衰”，应该是记录大家对他相貌变化的善意品

评，而不是贺知章本人揽镜自视、顾影自怜。

第三、四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顺理成章的解释是：亲朋故旧纷纷赶来与贺知章见

面，有的人是带着小儿孙来的；成人寒暄过后，有的人

就会把带来的儿童从身后拽出来向贺知章请安，告诉

孩子“这是你的太姥爷／表姑爷爷／舅曾祖父”之类；
这孩子呢，按大人教的称呼恭恭敬敬地向贺知章行

礼、问安，然后他还自由发挥了一下，面带笑容地问了

一句：请问贵客，您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

我之所以提出这种解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根

据，那就是对于“相见”的理解。按照以往的解释，贺

知章是走到村口见到了几个（或者一个）小孩子。实

际上，这种“见到”，并不等于诗中所写的“相见”。

“见到”是无计划的事件，是不期而遇。而“相见”是

当事双方都主动参与的一种正式的社交活动。《礼

记·王制》说：“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１］这

里的“冠”即成人礼，“昏”即婚礼，“乡”包括乡饮酒和

乡射。在古代，“相见”是与婚礼、丧葬礼、祭祀等同样

重要的一种礼仪活动。相见的双方根据地位的不同，

需要行各种不同的礼节，如趋、拜、拱手、作揖、唱喏、

鞠躬、长跪，等等，还需要相互寒暄，问候对方家人。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相见的礼俗形式有所变

化，“相见”一词的意思也越来越宽泛。在唐朝，这

个词有时候也可以表示“看见、遇到”，比如薛能的

诗歌《丁巳上元日放三雉》：“无心期尔报，相见莫惊

飞。”这两句是诗人对放生的三只野鸡说：“我并没

有期待你们的报答，只是希望你们以后见到我了不

要惊恐飞走。”但是这样的例子极少（而且这个“相

见”也可以解释成正式见面）。我们大致考察了一

下隋唐五代的语料，发现多数情况下，“相见”并不

表示“看见、遇到”，而是表示“互相见面”，尽管见面

时礼节不一定有《礼记》时代的“相见”那么复杂。

例如李白的《送贺宾客归越》（“贺宾客”就是贺知

章，“归越”就是这次回山阴）：

镜湖流水漾清波，

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

应写黄庭换白鹅。

王维的《崔九弟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

城隅一分手，几日还相见。

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

杜荀鹤的《观棋》：

对面不相见，用心同用兵。

上例最能说明问题———下围棋的两个人对面坐

着，他们不可能没有遇到对方，而只是省略了那些见

面的礼节，直接在棋盘上捉对厮杀。

再如王定保的《唐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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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辟阳侯欲与朱建相知，建不与相

见。［２］

《敦煌变文集》卷八《搜神记》：

女郎是谁家之女，姓何字谁，何时更来

相见？［３］

根据上面的分析，《回乡偶书》诗中写的这个亲

友家的小孩子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儿童（也不排除是

好几个，为了方便，我们按一个来说）。这表现在两

方面：一方面，他虽然年幼，却既有教养又聪明。有

教养指的是：他彬彬有礼，举止得体，大人教的那些

与尊长相见的固定礼节他都顺利完成了；聪明指的

是：除了固定的礼节，他还知道与贺知章拉家常，问

他是从哪里来的。另一方面，他毕竟是个孩子，又有

一些孩子独有的天真烂漫。他从来没见过贺知章，

记不住大人对他的介绍，搞不清那么复杂的亲戚关

系，不知道贺知章并非来走亲戚的客人，而是本地人

叶落归根。他也听不懂大人们说“乡音无改”表明

这位“客人”就是本地人，“鬓毛衰”表明他离开家乡

很多年了，所以他提出的“客从何处来”这个问题的

预设不成立，在当下的语境中并不是一个值得鼓励

的好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大人们一阵错愕，

随即又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贺知章在跟大家一起

笑过之后，自然会对这个孩子连声夸赞。

可惜，这么多年来，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老年回

乡的贺知章身上，而没有注意到贺知章在写自己回

乡见闻的时候，以充满爱怜的笔墨，描写了这么一个

资质非凡的小小少年。

读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提出疑问：照你这么一

解释，诗中流露的那种久客伤老、反主为宾的微妙情

绪哪去了？那种悲凉的美感哪里去了？

我的回答是：那种东西本来就没有。《回乡偶

书》跟汉乐府民歌《十五从军征》不一样，自号“四明

狂客”、嗜酒如命的贺知章是一个乐观旷达、心里充

满阳光的人瑞。他在人生最成功的顶峰荣归故里，

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他喜欢看到喜欢听到的，《回乡

偶书》里面只有开心和满足，根本就没有任何悲凉。

二、我们是否懂王维：王维《酬张少府》

让我们说说王维的一首著名的五言律诗《酬张

少府》。在我看来，很多人对这首诗有误读，我想解

读一下。诗曰：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有几处文字我们先作些解释。“自顾无长策，

空知返旧林”是说：我看看自己也没什么大的本事，

只好回到原来隐居待过的林子。“松风吹解带”的

“带”指的是衣带。“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是

说：您问我关于仕途得失的道理？您听那渔歌声进

入水边的深远处去了。

现在来看看人们对这首诗的误读。

第一，这首诗是写给什么人的？

大家都说这首诗是王维与朋友酬和而作，比如：

本诗题为“酬”张少府，便知是一首赠

友诗，张少府应是王维的一位朋友，曾写诗

与王维，因而王维写诗回赠。［４］

在我看来，根据一个“酬”字就判断张少府是王

维的朋友，并进一步断言对方也曾写诗给王维，这个

根据不够充足。酬就是酬答、应对，“酬”的对象，可

能是朋友，也可能只是一般的社交对象。至于王维

以诗的形式来酬答，是否因为对方写了诗，那也不一

定。王维是个诗人，对方写给王维的就算是一封普

通书信，他也可能把回信写成诗。唐诗当中，题中有

“酬”字的，酬答原因很多，对方可能先有赠诗，也可

能是有来信，或赠送了礼物，甚至只是请教了什么问

题，还有一些不明的原因。

张少府到底是什么人，很可惜我们查不到任何

文献资料。有人猜测说张少府是张九龄，这首诗作

于７４１年。这就不对了。张九龄比王维大２０多岁，
公元７４０年就去世了，享年６２岁，这一年王维才４０
来岁，不属“晚年”；而且张九龄从来没当过少府。

我推测，这个姓张的少府多半不是王维的朋友。

少府就是县尉，在唐朝时属于基层公务员，相当

于县公安局局长。唐朝也有不少名人是从县尉干起

（如白居易、柳宗元），也有不少名人曾经被贬官当

了县尉（如温庭筠、王昌龄、刘长卿、元稹）。王维曾

经担任过吏部给事中、尚书右丞，相当于省部级领

导。在他面前，县尉只是一个区区小吏，晚年半官半

隐的王维没什么必要去跟他来往，除非他俩原来就

是好友。醉心于“山月照弹琴”“深林人不知”的王

维，不会热衷于结交太多的朋友，尤其是对王维的志

趣完全不了解，开口闭口要谈穷通之理的朋友。所

以，这个张少府并不是王维的朋友，两人没有深交。

他给王维写信或者写诗（写诗的可能要小一些），问

了一些问题，王维出于礼貌写了这么一首诗作为回

复。由于王维太有才了，就这么一个回复，就成了文

学史上的佳作。

第二，张少府问了王维什么问题？

诗的字面上只谈到一问：“君问穷通理。”很多人

以为张少府只问这一个问题。其实张问了很多，“穷

通理”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但王维并没有如实说出自

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是语带机锋，如同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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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闪烁其词，惜字如金，就不可能还需要

前面先写六句作为铺垫，唠唠叨叨白送这么些废话。

所以我认为，张问了很多问题，王诗的前面六句是用

来回答张的其他问题。整首诗都是答语，并非王维

主动说起；但却都写得飘逸跳脱，散淡不羁，显得王

维的态度并非十分严谨有耐心。

张提出的很多问题在王维眼里都毫无价值。他

懒得回答，就推说自己上了年纪，不爱凑热闹，你提

到的那些人和事我都不关心、不了解、不清楚。“晚

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这两句不咸不淡，不冷不

热，把少不更事的张少府用来活跃气氛、联络感情的

八卦问题全都挡了回去。

为了能赢得王维的好感，尽快地熟络起来，张应

该还恭维过王维。王维这个人什么人没见过，什么

话没听过，就不爱听不熟悉的人拍自己的马屁。所

以他说：“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这两句把自己

说得既没本事又没见识，根本一无是处，张的那些恭

维全都成了自讨没趣。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这两句也是针对张

提出的某些问题，但我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问题，因

为这两句写得很通脱，不像是对任何问题的正面回

答。张可能邀请王维去县城热闹的地方玩几天，还可

能提议说：听说你弹琴弹得不错，我打算把我们县里

几个著名的古琴表演艺术家召集到一起开个会，你也

来参加吧，大家交流切磋一下，以琴会友。王维对张

的这些问题已经有些反感了，所以他说，我弹琴不需

要有听众，只喜欢自己在山中月光下弹着玩；而且我

过得很自在，你看我一个人在松树林中，穿衣服也不

仔细系衣带，一阵风吹来就把我的衣服掀开了……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没什么更多好说的了，所以

王维直接说破：至于您最关心的穷困与通达的道理，

这个嘛，呵呵，水岸深处的渔歌替我回答你了。

最后这句话相当于卖了一个关子，因为他说到渔

歌，有点像是答非所问。不过，张少府只要不是太笨，

就应该知道王维多半是在用屈原的一段故事来点化

他。《楚辞·渔父》中有这样几句：“渔父莞尔而笑，

鼓籱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

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在这个故事中，渔父曾经劝

屈原随遇而安、随波逐流来着（也不知道是真劝还是

假意试探），结果屈原不肯，渔父就呵呵一笑，不再劝

他，一边唱着歌一边划船走了。渔父给了屈原一个笑

而不语，王维用这个典故，意思也是笑而不语。

第三，王维在这首诗里面表现了什么样的思想

感情？

有人说他表面上万事不关心，显得很达观，实际

上却有一些不满甚至苦闷。比如：

实际上，不是我无长策，而是我之长策

不能为世所用，有志不获聘，也就只好“返

旧林”隐居了。这里显然有着壮志难酬的

苦闷和牢骚……王维不仅自己企图避世，

而且劝张少府归隐，这种逃避现实、洁身自

好的思想，无疑是消极的软弱的表现。［５］

在我看来，这么去解释王维，是根本没有理解王

维。王维的心理调适能力很强，就算他真的遇到什

么不顺，他也总有办法去寻找平衡，不会有那么多苦

闷牢骚。更何况一个消极软弱、逃避现实的人，不会

有兴趣劝说别人跟他一样消极软弱、逃避现实。

满不是那么回事。晚年的王维就是一个万事看

淡、行止由心的老知识分子，他早就参禅悟道、见性

成佛，所以才被后人称为“诗佛”。壮志难酬、苦闷

牢骚，这些俗世的执念，不应该在王维身上找。

这首诗里面，只有遮掩不住的高冷。

首联，有些鄙夷。颔联，有些冷淡。接下来的颈

联，稍微有点轻慢。但尾联又往回收了点儿，看似故

作高深，实则倒有一丁点儿温暖。为什么这么说呢？

毕竟直接引用了张本人提出的问题，后面的答案虽

说是闪烁其词、答非所问，但也可看作是一种略带悲

悯的棒喝，就像菩提老祖在孙悟空头上敲的那三下，

能让他受宠若惊，若他有慧根，也能就此顿悟。

上面三个问题，讨论的都是现代人对王维这首

诗的误读。出现这些误读，主要是由于人们不仔细

分析和推敲文本，很多理解都是出于想当然。另一

个原因，是古代那些读懂了王维的人，没有好好把诗

解释清楚，害得我们胡乱理解。

比如明代李沂如此评价这首诗：“意思闲畅，笔

端高妙，此是右丞第一等诗，不当于一字一句求

之。”［６］你既然知道这是第一等，它到底好在哪里，

你为什么不一字一句地解释清楚呢？

又比如，明代的钟惺跟谭元春合编了一部《唐

诗归》，在点评这首诗时，谭元春说的是：“妙绝。”［７］

这哪里像是点评？不过是最简单的点赞，而不是评

论。钟惺多写了几个字，他写的是：“妙在酬答，只

似一首闲居诗，然右丞庙堂诗亦皆是闲居。”［７］这也

让大家不得要领。

有意思的是，钟惺的点评，后来有明末清初唐汝

询的跟帖，是跟他叫板的。唐汝询在《汇编唐诗十集》

中说：“庙堂酬答亦多不切闲居者，钟自不采耳。”［８］

明朝这几位先生，只说这首诗好，却并没有详细

说明它怎么个好法。至于清朝黄周星，他说的就有点

莫名其妙了：“可解不可解，正是妙处。”［９］我怀疑黄

周星是王维的脑残粉，他根本就没读懂这首诗嘛———

凡说“可解不可解”的，应多是自己解释不清楚。

·４１·



三、隐士出悖论：关于归隐的口是心非

有一种东西，你不说，它在；你一说，它就没了。

这种东西，叫作“沉默”。

这是一个悖论：它在，你不能说，可是你不说，别

人又怎么知道它在？当你提醒别人注意它，或者想证

明它的存在时，你需要说话，而你一说话，它就不在了。

有一种人，和沉默类似，那就是“隐士”。

隐士都是本事很大的人，一般都是士人。但是

他们要躲起来，不在社会上招摇，以免爱才的明君或

者野心家请他们当大臣或者当谋士。你要真的躲得

好，人们就不知道你是个隐士，也就不知道你到底有

没有本事，那就没法证明你是个隐士了。你既然躲

着，又想让别人知道你本事大，那就不是真躲，也就

不算真的隐士。所以，你躲得好不算隐士，躲得不好

更不是隐士。

这就是隐士的悖论：凡是真正的隐士，我们都不

知道他；凡是我们知道的，都不是真正的隐士。

要当真隐士，其实是很寂寞的，一般人都不愿意

真的得到那个结果。但是有本事的人又太多，千军万

马都想通过科举考试这个独木桥去谋功名，竞争激

烈、残酷。那么，当隐士也算别出心裁，另辟蹊径，所

以被人们称为“终南捷径”。可以推知，隐士这个群体

当中，有不少人其实是待价而沽、口是心非的，他们并

非真的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

仙·夜归临皋》）。

大诗人李白就有点口是心非。他在《梦游天姥

吟留别》中写下这样的豪言壮语：

别君去兮何时还？

且放白鹿青崖间，

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就让人误以为他跟陶渊明一样，原本在官场

上并没有多大的追求，只想挣钱养家糊口，一旦发现

还需要在上级面前低眉顺目，立马就下决心丢下那

五斗米归去来兮，彻底断了升官发财的念想。

事实上，李白并不是这样洁净的人，他一直想当

官。刚开始，他向本州地方官自荐，被拒。随即去投

靠宰相，并想办法巴结宰相的儿子，结果又没成功，

这才跑到终南山去“隐居”。隐居中，他还隔三岔五

地去拜访各种权贵望族，但都没听见个响声。隐居

这条路没走通，他又跑到长安，却同样是没有任何机

会，于是自暴自弃，成了一个问题青年。年岁渐长，

变成了问题中年。然后，他又在都市和乡下折腾了

好几次，直到后来找机会向玉真公主献了一首拍马

屁的诗，并且滴水穿石，接近了贺知章。获得公主和

贺知章的推荐，他才有了命运的转机。当他终于得

到人生中第一次当官的机会时，他手舞足蹈，轻薄张

狂，却说自己的老婆跟汉代朱买臣的蠢婆娘一样，看

不出自己的丈夫是晚成之大器，因此李白很快丢下

她，去都城长安实现自己的大唐梦：

会稽愚妇轻买臣，

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李白毕竟是诗仙，本事大，本事大的人有更多理

由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包容，因此也就往往我行我素，

言行乖张。

我们再来看看那些低调诗人的作品。

王维、孟浩然是唐代两位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

他们的诗中都描写了田园隐居生活的闲适、自得。

孟浩然一辈子没当官，可以说一直都在隐居。他的

《过故人庄》有陶渊明的遗风：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但是孟浩然并不是心甘情愿当隐士。他一直想

入仕，只是运气比李白差，一次也没成功而已。他的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后面四句，证明了他希望得到

当权者的特殊照顾，走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王维跟孟浩然不同。他总是有各种机会当官，

只是在当官的间隙有些隐居的经历。这或许正好解

释了，隐士就是候任的官员，官员就是跳槽的隐士。

不过王维的那些反映隐居生活的诗，还真的有淡泊

宁静、远离尘世喧嚣的感觉。明朝胡应麟特别推崇

王维的下面两首诗，说它们“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

寂”。一是《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一是《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我喜欢孟浩然、王维的诗，佩服他们的才能，但

我不同意胡应麟对王维的盲目拔高。他推崇的这两

首诗，的确写得非常好，但要说是“读之身世两忘，

万念皆寂”，还真不是那么回事。真的要忘掉，要沉

寂的话，就不应该在写纯自然景观的时候，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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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不忘。哪怕“人闲”只是一个背景，一个坐标，

哪怕诗中说的是“无人”，但毕竟，提到什么，就说明

心中有什么。他的另外两首代表作也有同样的问

题。一首是《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第二首是《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两首诗实际上暴露了王维的心理，并不是那

么四大皆空，了无挂碍。虽然眼前空无人，可是耳朵

里人声扰攘；虽然独坐而弹琴，实际上却操心着没有

听众欣赏这琴声。深夜长啸，莫非也是为了让空山

中那个不见之人能够“但闻”一下？

有人夸王维的诗有禅意。的确是有。但只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

埃”（神秀）的境界，还没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

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惠能）的最高境界。

要做真的隐士，可弹琴，可长啸，但不要有表演欲，不

要有舞台感，不要假想着听众。

话说回来，王维虽然没达到最高境界，却也轻灵

飘逸，有神仙气。刘长卿的两首诗就要重浊一些。

一首是《听弹琴》：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你自爱古调，这是多高的境界！可是你何必惦

记别人弹不弹？一下子把境界降下来了。

另一首是《送上人》：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

莫买沃州山，时人已知处。

这后一首好像是刘长卿看出了我们提到的这个

悖论，所以拿它来提醒或者揶揄他送别的“上人”。

但在我看来，上人未必有凡心，倒是刘长卿凡心太

重，暴露了自己：左一个“人间”，右一个“时人”，一

首诗二十个字，“人”倒占了两个；上人来去自如，随

处可隐，就像老和尚虽有戒律，却可以坦然背妇女过

河，过了河就放下；倒是你这个小和尚，身体不近女

色，心里却一直惦记着，离河几十里了还在琢磨师傅

做得对不对。难怪你当不了上人。“看破不说破”，

刘长卿看起来是说破了隐士的悖论，但他“说破”的

方式过于直白粗浅，使得我们怀疑他本人其实并没

有真正“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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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ｅｔＢｕｄｄｈ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ｈｉｓｌａｔｅｒｙｅａｒｓ．Ｔｈｉｒ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ｏｅｍｓｏｆＬｉＢａｉ，ＭｅｎｇＨａｏｒａ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ｕ
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ｔｈｅ“ｈｅｒｍｉｔ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ｄｈｏｌ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ｌｈｅｒｍｉｔ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ｕｎ
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ｂｙ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ｏｆＴａｎｇＰｏｅｔｒｙ；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Ｈｏｍｅｔｏｗｎ；ＲｅｐｌｙｔｏＺｈａｎｇＳｈａｏｆｕ；ｈｅｒｍ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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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道具在《长生殿》结构线索中的叙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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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长生殿》爱情与政治双线并行的叙事架构中，道具在其间起着诸多叙事功能。在爱
情线中，道具起着引发情感、穿针引线、情节铺垫、串联剧情、丰富意境、前后照应等诸多叙事功能。

在政治线中，道具起着“戏眼”的作用，戏本中政治讽谏方面的艺术叙事，都是通过道具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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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人梁清标称《长生殿》“乃一部闹热《牡丹
亭》”［１］１３，洪癉引为知己之言。这是因为《牡丹亭》

重抒情轻叙事，人物少、情节简单，因而显得相对寂

寥。《长生殿》则不然，该剧以事彰情，抒情、叙事并

重，篇幅宏大，情节丰富，通过明、暗两条线索叙写唐

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长生殿》的“闹热”是通过何种叙事方式实现

的？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让《长生殿》“闹热”

起来的秘密便是人们习焉不察的“道具”；洪癉在剧

中通过多种道具来关联人物、掌控情节，从而使《长

生殿》的叙事容量得以扩充、情节得以丰富、剧情得

以“闹热”。

一、道具在爱情线中的叙事功能

《长生殿》第１出《传概》发明题旨，谓“臣忠子
孝，总由情至”，是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作为全

剧的明线，也是主线。这一主线主要是由部分道具

来贯穿的。明清传奇篇幅较长，欲使剧本结构完整，

头绪清晰，“密针线”就显得尤为重要。李渔提出

“编戏有如裁衣”，把诸多片段串联“全在针线紧

密”［２］２６。《长生殿》的针线就是道具，细心的读者不

难发现，《长生殿》对道具的使用频率之高，在其回

目中就有明显的体现，如《献发》的“头发”、《进果》

的“荔枝”、《哭像》的“雕像”、《看袜》的“袜子”等。

此外，故事中还有许多有头有尾，前后互相照应的道

具线索，如《舞盘》《尸解》《改葬》中杨贵妃的香囊、

《偷曲》《骂贼》《弹词》中雷海青、李龟年的琵琶。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又被称为“钗盒情

缘”，《长生殿》更是把体现女性用物特征的“钗盒”

作为贯穿全剧始终的道具。唐明皇在第 ２出《定
情》的结尾，以“金钗钿盒”相赠杨贵妃，情因此而

起，亦因此而定。在此后的戏中，钗盒在杨贵妃生前

以明线形式出现过两次，一是第１９出《絮阁》，一是
第２５出《埋玉》。在《絮阁》中，唐明皇幽会私幸梅
妃江采萍，杨贵妃对此醋意大发，伤心哭泣；唐明皇

顾左右而言他，企图蒙混过去。杨贵妃以退为进，表

示愿退出情场，并把自己当初与唐明皇定情时明皇

所赠钗、盒奉还于他：“这钗、盒是陛下定情时所赐，

今日将来交还陛下。把、把、把、把深情蜜意从头

缴。”［３］８５唐明皇见状立刻道歉认错，并请杨贵妃收

回定情信物，矛盾至此得以解决。在《埋玉》一出结

尾，六军兵变，杀死杨国忠，逼迫唐明皇赐死杨贵妃，

唐明皇对此痛不欲生，只能迁怒于物，怪“钗和盒，

是祸根芽”。

“钗盒”道具在《长生殿》中不仅是化解唐明皇、

杨贵妃矛盾的中介，还是二人爱情故事走向高潮

（第２２出《密誓》）的情感引线。在《密誓》这出戏
中，钗盒虽然没有以道具的方式出现，却通过杨贵妃

所唱“愿钗盒情缘长久订”［３］９６，与第２出《定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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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惟愿取情似金坚，钗不单分盒永完”［３］９遥相呼

应，仍然起到了结构上穿针引线的作用。

按常理，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情缘”故事在

杨贵妃殒命后便应结束，但洪癉为了表达二人爱情

之深，继续以“钗盒”这一道具安排剧情、布置角色、

选择宫调，从而使二人情缘从人间延续至天界，使剧

情扩大了一倍却又情节紧凑，令人不觉其长。例如

在第４０出《仙忆》中，杨贵妃在仙界再次取出了钗
盒，感叹：“死和生割不断情肠绊，空堆积恨如山。

他那里思牵旧缘愁不了，俺这里泪滴残魂血未干。

空嗟叹。〔三学士〕不成比目先遭难，拆鸳鸯说甚仙

班。（出钗盒看介）看了这金钗钿盒情犹在，早难道

地久天长盟竞寒。〔急三枪〕何时得，青鸾便，把缘

重续，人重会，两下诉愁烦！”［３］１７５

此时的杨贵妃已经升入天界，位列仙班，但她仍

对旧日情感念念不忘。在第４７出《补恨》中，杨贵
妃与织女说起自己的尘世情缘，无论如何也无法

“忘得定情钗盒那根节”，并拿出金钗、钿盒给织女

看，说自把它们“携入蓬莱，朝夕佩玩，思量再续前

缘”，强调自己虽已成仙，却“梦不离唐宫阙，千回万

转情难灭”，“倘得情丝再续，情愿谪下仙班”，“又何

惜人间再受罚折”［３］２０４。这就将杨贵妃的痴情展现

得淋漓尽致。

在《长生殿》演出使用的道具之中，“钗盒”起到

了“主道具”的作用：毕竟该剧的创作主旨是“钗盒

情缘”，因而“钗盒”在全剧剧情叙事中贯穿始终。

除了前面提到的数出戏，其他如２７出《冥追》、第３０
出《情悔》、第３２出《哭像》、第３７出《尸解》、第４０
出《仙忆》、第４１出《见月》、第４３出《改葬》、第４７
出《补恨》、第４８出《寄情》、第４９出《得信》、第５０
出《重圆》等剧中，也曾出现或通过人物之口反复提

及。仅从次数而言，钗、盒二物在杨贵妃死后出现的

频率高于其生前，其联通故事、勾串情节的作用十分

明显：睹物则必思人，人虽逝而物不能空。

在爱情线中，同样体现女性用物特征的香囊的

叙事作用也不容小觑。在第１６出《舞盘》的结尾，
李隆基为表示对杨贵妃霓裳羽衣曲舞的赞赏，将自

己佩带的“瑞龙脑八宝锦香囊”赠之。在第 ３７出
《尸解》结尾，杨贵妃面对自己肉身尸解，想到以后

明皇回銮对之改葬须有信物，遂将胸前所佩香囊解

下交与土地神，嘱其“放在冢内”。第４３出《改葬》，
唐明皇“回銮”至此，果然要为杨贵妃改葬，因杨贵

妃肉体尸解飞升，挖开的坟墓仅剩一个香囊，唐明皇

伤悼不已，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将香囊裹以珠襦依礼

安葬。香囊的叙事功能至此并未结束，因为该出戏

中香囊的出现引发了新的故事情节：面对没有受被

尸解仪式影响的香囊，唐明皇认定杨贵妃已经飞升

成仙，接下来第４６出《觅魂》中临邛道士杨通幽的
出现便顺理成章，并为故事尾声作了合理铺垫。

《长生殿》中，对唐明皇感情的叙事，也同样通

过运用相关的道具来表现。较早使用道具表现唐明

皇感情的是第 ２９出《闻铃》中的铃铎。在《闻铃》
中，唐明皇行至剑阁，凄风苦雨和着檐前铃铎高响低

鸣，令他顿感情恸心惊，而他“一恸空山寂，铃声相

应”的唱词，更是让人觉得肝肠寸断。洪癉的好友

吴舒凫对此点评说：“缠绵哀怨，一往而深，又应转

铃声，点染阁道，凄然欲绝。”［４］６９７单是一出“闻铃”，

还不足以显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一往情深，故而该剧

在第３２出《哭像》中以木像道具为中介，进一步表现
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悼之情。在《哭像》一出中，唐明

皇因十分思念杨贵妃，选名匠为杨贵妃制作一尊木

像，迎进宫中，由此演绎出“迎像”与“哭像”两部分剧

情。“迎像”部分通过唐明皇唱词，表达其受不住变兵

被迫敕杀爱妃的“悔恨”；“哭像”部分通过唐明皇唱

词，突出其对杨贵妃始终难以割舍的思念之情。

“木像”道具在《长生殿》情节叙事中的作用有

诸多方面。首先，杨贵妃在马嵬坡自缢后，其在鬼、

仙两界的剧情要靠木像联结推动———毕竟鬼神难

测，虚者须以实者来表现，否则剧情就无法进行下去

了。其次，若无木像这一实体道具，唐明皇的一往情

深就无法得到更深层次的表现；而有了木像这个道

具，情节展开就有了依托，许多故事就可以劈空结

撰。比如杨贵妃感明皇情感之诚，就让木像“流出

泪来”“满面泪痕”作为回应，从而使剧情变得摇曳

生姿。洪癉的好友吴舒凫（吴人）在评价木像在剧

情叙事中的作用时写道：“木人下泪最妙，若无此一

番情 感，则 一 块 顽 香 叫 呼 不 应，了 无 意 致

矣。”［４］７０５－７０６

洪癉让剧中“木像”落泪实有深意在焉：木像而

能落泪，这不但验证了前人所谓“木犹如此，人何以

堪”的古话，而且在情节上与第１出《传概》中的“感
金石，回天地”相照应，这就使得全剧虽然绵长却又不

枝蔓。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哭像》一出中的“木

像”道具在剧情叙事中的作用绝对不低于金钗钿盒。

二、道具在政治线中的讽谏作用

《长生殿》明写男女之情，实则写忠孝之义，其

写作目标不是向世人展示娱乐意义上的男欢女爱，

而是“垂戒来世”的政治和伦理目标。与“情缘”这

条主线相比，“政事”是该剧组织剧情的副线。这条

副线同样是由一应道具支撑着，比如该剧的主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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钗、盒，戏本一方面用它们作为表达唐明皇和杨贵妃

之间情感的介质，另一方面又用它们暗示相关的政

治评价。例如在第３０出《情悔》中，杨贵妃魂游故
地，看到自己的陪葬品，感慨万千，一方面悲悼“生

遭惨毒，死抱沉冤”，另一方面也反思自己“在生所

为，那一桩不是罪案。况且弟兄姊妹，挟势弄权，罪

恶滔天，总皆由我，如何忏悔得尽”［３］１３１，这就从侧面

反映了唐玄宗当政时“开元盛世”光鲜的外表下，权

贵阶层特权横行、无恶不作的腐败一面。就政治伦

理而言，这样的剧情无疑具有政治讽谏作用。

在《长生殿》剧本中，有关政治讽谏的具体回目

有很多，如《疑谶》《进果》《献饭》《看袜》《弹词》等

出。从上述回目的标题上看，“果”“饭”“袜”等道

具都是剧中的戏眼，戏本中相关的政治小插曲，均是

通过道具展开叙述的。

第１５出《进果》就内容来说显然并非表现
“果”，因为作为贡品的鲜果荔枝并没有像钗盒、木

像那样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只是有“末扮使臣持竿、

挑荔枝篮，作鞭马急上”“副净扮使臣持荔枝篮、鞭

马急上”的舞台说明。在表演处理上，此出戏以道

具“果篮”代替了实物水果“荔枝”，这表明“进果”

一出中“果”———荔枝的实际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因

为该出戏的目的不是以水果为中介表现男欢女爱，

而是为了通过水果进贡行为寄托政治讽谏寓意。在

这种情况下，代替荔枝存在的果篮道具与并未实际

出现的荔枝共同成为引导剧情发展的符号化存在，

作者通过果篮这种符号化的道具，明表唐明皇过度

宠幸杨贵妃，暗讽最高统治者穷奢极侈。吴舒凫点

评本出戏时说：“此折备写贡使之劳，驿骚之苦，并

伤残人命，蹂躏田禾，以见一骑红尘，足为千古炯

戒。”［４］６５１可谓一语中的。

《进果》这出戏，李、杨之爱其线为“明”，其情为

“虚”；极权弊政之线为“暗”，其理为“实”。换句话

说，贡果荔枝在戏中作为一个非实存的象征性道具，

其作用就是调动人马表演进贡贡果的情节，并让观

众由此情节的艰辛了解统治者如何穷奢极欲、靡费

民力，进而让人们理解何以在“盛世”之景下会爆发

“安史之乱”那样的政治危机。洪癉将此出安排在

《偷曲》之后、《舞盘》之前，一曲霓裳羽衣的背后，有

着十分令人心酸的场景，足见作者在戏剧结构安排

上的苦心孤诣。

与《进果》相映成趣的是《献饭》一出。这两出的

道具都是吃的东西，前者是宫廷权贵喜食的远方水

果，后者是底层百姓聊以果腹的粗粝，二者形成鲜明

的对比。故事讲述野老郭从谨为习惯了锦衣玉食的

皇帝进献民间食物，并向皇帝表达了民间对于安史之

乱的看法，字字针砭，令人深感其痛：“那杨国忠呵，

【前腔】〔换头〕猖狂，倚恃国亲，纳贿招权，流毒天壤。

他与安禄山，十年构畔，一旦里兵戈起自渔阳。”［３］１１６

听罢郭从谨的一番话后，唐明皇幡然醒悟，检讨

政事过失，安抚众军。在洪癉所处的时代，文字狱开

始盛行，知识分子对政治发表意见带有很大的政治风

险；利用艺术再现历史往事，借批评历史人物影射现

实，既降低了相应的政治风险，又能达政治讽谏之意。

吃、穿是人日常生活中最为常态的因素，与

“吃”相对的自然是“穿”，因此，洪癉在剧情设计中，

把杨贵妃所穿的“袜子”作为道具看点十分合乎情

理。以“袜子”而不是衣服或头巾作为道具，是因为

作者想以此暗示统治者的奢侈用品不过是“遗臭”

之物，不值得追求。

《看袜》一出主要讲述马嵬坡下一个开酒店的

老太太王嬷嬷，在驿站梨树之下拾得杨贵妃的一只

锦袜，远近人家听说此事的，都来店中喝酒，趁机要

求看袜。该出戏安排了三个看客，分别代表三种类

型的人（有闲阶层、底层民众、出世之人），他们因生

活处境不同，对袜子的看法在价值取向上也大相径

庭。

京城士子李谟，听说马嵬坡下王嬷嬷的酒店中

藏有贵妃锦袜一只，出于好奇前来求观。士子衣食

无忧，闲极无聊，自然四处寻找刺激；所以李谟看到

贵妃遗袜后竟觉“光艳犹存，异香未散。真非人间

之物”，并由此生出怜香惜玉之叹：“可惜了绝代佳

人绝代冤，空留得千古芳踪千古传。”［３］１５４

老农郭从谨对士子求袜观看很是不解，甚至感

到愤怒，直言“官人，看他则甚！我想天宝皇帝，只

为宠爱了贵妃娘娘，朝欢暮乐，弄坏朝纲。致使干戈

四起，生民涂炭。老汉残年向尽，遭此乱离。今日见

了这锦袜，好不痛恨”，并由此袜主人与明皇享乐无

度“惹非灾，万民遭害”、令人“痛哀”，斥责“这样遗

臭之物，要他何用？”［３］１５６

金陵道姑观看此袜后生出物是人非、人生无常之

感：“你看琐翠钩红，叶子花儿犹自工。不见双趺莹，一

只留孤凤。空流落，恨何穷。马嵬残梦，倾国倾城，幻

影成何用。莫对残丝忆旧踪，须信繁华逐晓风。”［３］１５６

从全剧内容来看，袜子道具引发的三种看法之

中，后两者是重点，也是该剧的寓意所在。作者以锦

袜为引线，借老农之口，指斥统治者的穷奢极欲为自

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也给民众带来不幸和痛苦，并

借道姑之口告诫后世统治者：过度享乐不过是黄粱

一梦、人生幻影，实在毫无意义。

·９１·



现代戏剧理论认为，舞台道具“具有极强的意

指功能”［５］５，中国古代剧作家已敏锐地感受到了这

一点。《骂贼》《弹词》两出，作者安排了雷海青与李

龟年携带同样的琵琶道具出场，从时间上看，两出都

系安史之乱所引发马嵬兵变之后发生，但戏剧情境

不尽相同，琵琶的意指也不尽相同。《骂贼》写雷海

青在凝碧池大宴中痛斥安禄山，并向其怒掷琵琶，其

后惨遭杀害。《弹词》写李龟年流落江南，于青溪鹫

峰寺抱琵琶卖艺，将李杨爱情故事以弹词的形式唱

出。

雷海青之琵琶的意指是一种激愤的情感，也象

征着他梨园乐工的身份。身为梨园乐工，看到满朝

文武向安禄山卑躬屈膝，不甘与之同流合污。他的

定场诗末两句是“纲常留在梨园内，那惜伶公命一

条”［１］７０，彰显了他必死的志向与决心；中间又唱道

“但得纲常无缺，须眉无愧，便九死也心甘”［１］７１。值

得注意的是，纵览全剧，“纲常”二字仅出现两次，全

在雷海青的唱念之中。面对统治秩序的崩塌，雷海

青主动担负起了重整纲常的责任。在该剧当中，以

郭子仪为代表的武官队伍以军事力量努力恢复纲

常，文官队伍却缺少一位像“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

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形象。尽管他将琵琶砸向贼首

安禄山的行为无异于飞蛾扑火，但这一举动无疑弥

补了文官队伍中无人作为的缺失。雷海青身为乐

工，却能有“可不枉了戴发含牙人是俺”［１］７１的觉悟，

四伪官在雷海青死后却评价他“一个忠臣值甚钱，

未戴乌纱见识浅”［１］７３，不光加重了雷海青身死的悲

剧意义，也是对座中头戴乌纱的文官无能、无忠、无

义的一种讽刺。

李龟年之琵琶的意指是一种凄怆悲凉的情感，

象征着天宝遗事亲历者的身份。《弹词》中，最为人

津津乐道的〔南吕·一枝花〕中唱道：“今日个流落

天涯，只留得琵琶在。”［１］９６吴人专就琵琶这一乐器

用了一处有趣的类比，“美人之镜，侠客之剑，伶公

之琵琶，于失意时留得，尚可抵一知己”［１］９７。毫无

疑问，此时失意的李龟年已然不是岐王宅里、崔九堂

前的乐工李龟年，唐王朝的衰落直接影响到了李龟

年的个人命运。李龟年抱琵琶，从李、杨初识唱到长

安满目疮痍，蕴个人命运无常于对时代的慨叹之中。

洪癉特别安插了李谟这一形象与李龟年进行问答，

在〔九转〕中，一句“这琵琶曾供奉开元皇帝”揭示了

李龟年作为亲历者的身份，其后李谟反复追问李龟

年姓甚名谁，猜到雷海青时，李龟年表示否定：“我

虽是弄琵琶却不姓雷，他呵骂逆贼久已身死名垂。”

吴人认为：“雷老独标其骂贼事，是史家笔法。”［１］１００

其实这不仅是史家笔法，也是对使用同一种乐器的

雷海青的一种回应，暗示着两种琵琶的不同意指。

梁廷
!

在《藤花亭曲话》中对《长生殿》评价甚

高，尤其是谈及《弹词》一出：“读至弹词第六、七、八、

九转，铁拨琵琶，悲凉慷慨，字字倾珠落玉而出，虽铁

石人能不为之断肠，不为之下泪！笔墨之妙，其感人

一至于此，真观止矣！”［６］４０６吴人则把雷海青比作击筑

刺秦的高渐离，认为其烈性千古足矣。二人琵琶同为

讽刺，犯而不犯，是非常微妙的道具使用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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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河南省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为例，借助耦合度模型及耦合
协调度系数，研究了河南省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问题。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效率对金融

发展水平的贡献尤为突出，产业结构高效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高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河南省金

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度较高，但耦合协调度在逐步下降，近两年呈现勉强协调的局面。主

要原因在于：其一，金融发展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由规模拉动向效率拉动转变的多样化多层次金融需

求；其二，对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发投入不足。未来应关注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

匹配状况，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供给结构的多样化，通过加大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研

发投入，推动产业高级化和高效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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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经济增速
减缓的新形势下，中央适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战略任务。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则是顺

利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和重要手段之一。

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金融通过两种途

径作用于实体经济：一是促进资本积累，扩张产业规

模；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部门效率。依

据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发展需经历由要素驱动

到效率驱动，再到创新驱动的三个阶段。对我国而

言，目前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过渡阶段，

这就更需要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支持服务，以激发

潜在的技术研发要素，进而实现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得到了不断发展和

壮大，金融化程度逐步提高，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产业发展初期，金融为

其提供了规模扩张所需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随着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转为效率驱动、再到创新

驱动时，需要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支持，如果此时的金

融支持依旧停留在规模扩张上，就不能满足产业结

构升级的需求，导致产业升级速度减缓。因此，金融

支持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需是否相匹配，是影响

金融支持效果的关键所在。当前研究两者间的耦合

协调程度，可全面把握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现

状，为调整和完善金融政策进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对金融业相对落后的河南省

而言，这一研究主题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
金融支持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主题。普遍的观点认

为：金融通过改变居民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调整

其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通过对融资渠道的创新和

资本的动态配置，实现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

素从低效益产业向高效益产业转移和集中，进而实现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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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金融要不断创新，特别是融资渠道的创新

才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一部分研究集中在探讨金融支持对产业结构升

级的效应，拉动或者抑制，效应高还是低，并在研究

的基础上给出了完善金融体系和金融服务的对策及

建议。这部分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诸如孙秀梅、蔡

继虎［１］（２０１５），黄蓉［２］（２０１３），李剑［３］（２０１３）。
一部分研究考察了金融、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

升级三者的区域效应。田地［４］（２０１７）分析了产业
结构、金融发展与对经济增长互动的内在机制，并从

区域角度总结了三者的发展历程与特征，利用我国

３１个省份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的面板数据，借助一般经
济模型，剖析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差

异化原因。研究认为三者尚未形成高效稳定的内在

机制，与东部相比，中西部的传导机制不够畅通，金

融体系亟待完善。习羿晖、段新锋、刘振［５］（２０１６）
构建了中部六省１９９４—２０１３年的ＰＶＡＲ模型，得到
了类似的结论。

一部分研究基于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两者的协

调视角展开。郭露、丁峰［６］（２０１５）以长三角地区为
例，比较了该区１６个地市产业结构与金融支持的协
调程度，研究认为区域间的分异情况较为明显。刘

沛、韦菲［７］（２０１７）则以广东省为例，研究了相同的
问题。吴爱东、刘东阁［８］（２０１８）也从协调视角研究
了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问题，研究表明，当前两者的

协调度较低，提升金融支持效应的关键是寻找两者

良性互动的路径。魏丽莉、杨颖［９］（２０１９）以西北地
区为样本，从时间和空间两维度研究了绿色金融与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西北地区

的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从拮抗阶段逐步转向磨

合阶段，耦合程度也从中度向高度转变，而两者的耦

合程度尚处于较低水平。贾洪文等［１０］（２０１９）利用
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减贫

效应三者之间的发展状况，实证结果显示，样本区域

耦合关联度较低，属于中度失调衰退状态。范文祥

等［１１］（２０１９）则剖析了影响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阶
段性最优耦合的因素，研究发现高新技术研发企业

比率、市场经营环境优劣度等因素对产业结构与金

融结构耦合性具有差异性影响。

上述研究结果大部分显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

升级耦合协调程度较低，说明两者之间需要优化完

善，同时几乎没有研究以河南省为样本。基于上述

考虑，同时鉴于两者协调发展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将立足河南现状，定量研究两

者的耦合协调度，以便于清楚把握金融与产业结构

升级两者之间的现状，为进一步实现两者协调发展

提供理论依据。

二、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一）模型构建

１．耦合度模型
为清楚反映金融支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

需要构建两者的数量模型。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

上，借用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的定义以及容量耦合系

数模型，对包含金融支持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系

统而言，相应的耦合度模型可构建为：

Ｃ＝２ Ｕ１×Ｕ槡 ２ （Ｕ１＋Ｕ２） （１）
其中，Ｃ为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度，

Ｕ１表示金融支持系统的贡献函数，Ｕ２表示产业结构
升级系统的贡献函数。

２．耦合协调度系数
耦合度在一定程度上衡量金融支持系统与产业

结构升级系统的耦合程度，但要测度两个系统之间

的耦合协调程度则需要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反映，耦

合协调度系数Ｄ的计算公式为：

槡Ｄ＝ Ｃ×Ｔ
Ｔ＝αＵ１＋βＵ

{
２

（２）

其中，Ｄ为金融支持系统与产业结构升级系统
的耦合协调度，Ｔ表示两个系统协同效应的综合指
数；α和β分别表示金融支持系统和产业结构系统在
整个系统中的重要程度。

（３）子系统各级指标的标准化
将金融支持系统和产业结构系统的序列分别记

为Ｕ１和Ｕ２，各系统中均包含不同指标，将第 ｉ个子
系统的第ｊ个一级指标的第 ｋ个二级指标的观察值
记为ｘｉｊｋ，考虑到各个ｘｉｊｋ的量纲不同，为消除量纲的
影响，需将各个指标标准化。标准化的公式为：

Ｕｉｊｋ ＝［ｍａｘ（ｘｉｊｋ）－ｘｉｊｋ］［ｍａｘ（ｘｉｊｋ）－ｍｉｎ（ｘｉｊｋ）］

（３）
其中，ｍａｘ（ｘｉｊｋ），ｍｉｎ（ｘｉｊｋ）分别表示 ｘｉｊｋ序列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Ｕ的取值范围介于０～１之间，该
值越大表示其对应序列对子系统的贡献越大。

（４）各级指标的权重及子系统的贡献函数
各项指标对子系统的贡献用权重来表示，采用

熵值法确定权重，这种方法充分考虑了各指标的差

异性，依据各指标间的关联度和重要性来计算权重，

可有效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①确定指标的数值权重ｐｉｊ

ｐｉｊ＝
ｘｉｊｋ

∑
ｎ

ｉ
ｘｉｊ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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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确定熵值Ｅｉ

Ｅｉ＝
∑
ｎ

ｉ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ｌｎｎ （５）

其中，ｎ为系统中包含的指标个数。
③计算各指标的效用值ｄｉ

ｄｉ＝１－Ｅｉ （６）
④计算各指标的权重ωｉ

ωｉ＝
ｄｉ

∑
ｎ

ｉ
ｄｉ

（７）

⑤各系统的贡献函数

Ｕｉ＝∑
ｎ

１
ｉｊＵｉｊ （８）

（二）指标选取

１．金融支持指标
金融支持指标体系包括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

融发展结构指标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三个方面。

其一，金融发展规模。金融业增加值和社会融

资规模反映了金融发展规模，２０１２年河南省初次公

布该指标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采用金

融业增加值来反映金融业的整体发展规模。

其二，金融发展结构。金融发展结构主要包括

融资结构和总量结构，前者采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与间接融资比ＤＩＲ反映，即Ａ股筹资额与银行贷款
增加额之比表示；后者采用金融相关比率ＦＩＲ反映，
ＦＩＲ这一指标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提出
的，通常用一国或者一地区的全部金融资产价值和

经济活动总量之比来表示，这里综合考虑金融市场、

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用金融系统存贷款余额、Ａ股
上市公司流通股市价总值和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综合

占ＧＤＰ的比重表示。
其三，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效率采用３个指

标来反映：用存贷比来衡量银行业效率，用上市公司

流通Ａ股总市值占ＧＤＰ的比率来衡量证券业效率，
用保险深度＝保费收入／ＧＤＰ来衡量保险业效率。
２．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产业结构由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和高效化

三个方面体现。

表１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一览表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金融

支持

金融发展规模 金融业增加值

金融发展结构

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ＤＩＲ Ａ股筹资额／银行贷款增加额

金融相关比率ＦＩＲ （金融系统存贷款余额＋Ａ股上市公司流通股市价总值 ＋保险公司
保费收入）／ＧＤＰ

金融发展效率

银行业效率—存贷比ＬＤＲ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金融机构存款总额
证券业效率 上市公司流通Ａ股总市值 ／ＧＤＰ
保险业效率 保费收入／ＧＤＰ

产业

结构

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二、三产业比重 （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

技术密集型产业贡献率 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加值／ＧＤＰ
产业结构合理化 三次产业结构比 （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ＧＤＰ
产业结构高效化 研发投入Ｒ＆Ｄ占ＧＤＰ的比例 研发投入Ｒ＆Ｄ／ＧＤＰ

　　其一，产业结构高级化。克拉克定律认为产业
结构高级化是度量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指标，一般

采用第二、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的比重和技术密集型

产业贡献率（即知识密集型产业）占 ＧＤＰ的比重来
表示。这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是由要素驱动

向技术驱动转移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第一、二产业

逐步向第三产业过渡。

其二，产业结构合理化。一个国家或地区其产

业结构是否合理，主要是看其是否能够充分合理有

效地利用国内外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推动社会各

部门持续协调发展，立足本国实际，有效提高劳动生

产率和科技进步。国民经济各部门间要实现协调发

展，需要其按照产业结构发展规律，维持内在合理比

率，这正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具体要求。因此，可以

采用三次产业结构比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

其三，产业结构高效化。高效化是指产业内部

生产效率的提高，此处采用研发投入比来表示。上

述指标体系可详见表１。
（三）样本选取、数据来源及计算过程

基于河南省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展开

研究，相应指标样本数据由２００３—２０１９历年《河南
省统计年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和《河南省金融运行报告》整理而来，所有指标

均为正向指标，所以可以利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

调模型进行相应实证研究。

表１中１０个二级指标量纲不尽相同，因此首先
要对原序列按照公式（３）进行标准化处理，再按照公
式（４）—（８）确定权重的熵值赋权，依次得到了金融
发展结构子系统、金融发展效率子系统的贡献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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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再得到金融支持子系统的贡献函数Ｕ１和产业结
构升级子系统的贡献函数Ｕ２，最后由公式（１）和公式
（２）分别得到两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三、实证结论

（一）各级指标权重分析

依据上述熵值赋权法公式，可计算出各级子系

统的权重①，各权重平均值呈现如下规律：

１．金融支持子系统的各级指标权重分析
图１显示了金融支持子系统各一级指标平均权

重的历年变化情况，其中，金融发展规模的平均权重

为０．３２５９，金融发展结构的平均权重为０．３２６５，金
融发展效率的平均权重为０．３４７６。

其一，金融发展规模的各级指标。金融发展规

模仅选择了金融业增加值这一指标，从历年变化值

来看，２００９年之前基本趋于平稳，２００９年之后有下
跌趋势，尤其是２０１３年以后下跌速度增加。这说明
金融支持的力度不再仅仅依靠规模增加而拉动，更

为关注发展结构优化和金融发展效率。

其二，金融发展结构的各级指标。金融发展结

构中，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间接市场融资比重 ＤＩＲ
的权重为 ０．５１５７，金融相关比率 ＦＩＲ的权重为
０４８４３。对于上述两个二级指标而言，资本市场直
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重相对高些，很大部分原因

是资本市场的逐步发展与完善，使得直接融资的比

重不断上升。

其三，金融发展效率的各级指标。金融发展效

率中，金融市场发展效率 ＬＤＲ的权重为０．３３７８，证
券市场发展效率的权重为０．３３３１，保险市场发展效
率的权重为０．３２９１。三大金融行业的效率比重基
本一致，相差不大。

图１　金融支持子系统各一级指标平均权重的历年变化趋势图

由图 １中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数据可以看出，２０１０
年之前，金融支持系统中各一级指标的权重基本是

按照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和金融发展效率

的顺序依次降低；２０１０年之后，上述三个一级指标
的权重发生变化，发展规模逐步下降，发展结构和发

展效率逐步提高，尤其是金融发展效率在近两年更

是具有明显的上涨趋势；这说明金融发展初期是靠

规模驱动的，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机制完善，金

融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

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
的冲击，在思考这场危机之后，金融效率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２０１５年后金融发展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
重要性更为突出。２０１５年在需求刺激经济增速效
果甚微背景下党中央指明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

向，银行业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从根本上扭转了金

融资本盲目扩张、影子银行风险持续加重的局面，大

步推进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步伐。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９年
间，银行业减少了资本扩张，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投

入，资产年均增速仅为７．７％，而同时期向实体经济
提供的信贷资金年均增速达１２．１％，债券投资年平
均增速则高达１３．９％。保险业改变投资理财型业
务的高速发展，寿险业务的中短期保费占比从３１％
的历史高点降至４％。
２．产业结构升级子系统的各级指标权重

图２　产业结构升级子系统各一级指标平均权重的历年变化趋势图

图２展示了产业结构升级子系统各一级指标平
均权重的历年变化情况，从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３个一级
指标的权重变化可以看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的

权重最高，基本保持在一半以上，其次是产业结构高

效化，其对产业结构升级贡献的权重基本维持在

０２８６１的水平，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升级
的贡献权重仅仅为０．０９１１。从权重间的差距来看，
在产业结构升级变化过程中，高效化的作用在逐渐

增加，这应该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生产效率的提高

所导致的。

（二）耦合协调度分析

表２给出了河南省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金融支持系统
与产业结构升级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度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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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河南省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系统耦合度与协调度

时间 耦合度Ｃ 耦合发展程度 耦合协调度Ｄ 协调程度

２００２ ０．９９９９ 高度耦合 ０．９３００ 良好

２００３ ０．９９０２ 高度耦合 ０．８５６６ 良好

２００４ ０．９６７４ 高度耦合 ０．８３０３ 良好

２００５ ０．９３５５ 高度耦合 ０．７９９１ 中度

２００６ ０．９５７６ 高度耦合 ０．８１６８ 良好

２００７ ０．９３４１ 高度耦合 ０．７１９０ 中度

２００８ ０．９０８８ 高度耦合 ０．７１８９ 中度

２００９ ０．９９９８ 高度耦合 ０．８４８９ 良好

２０１０ ０．９５０４ 高度耦合 ０．６４８３ 中度

２０１１ ０．９６８６ 高度耦合 ０．６６４８ 中度

２０１２ ０．９９９７ 高度耦合 ０．７６６５ 中度

２０１３ ０．９９９１ 高度耦合 ０．５６９０ 勉强

２０１４ ０．９９８８ 高度耦合 ０．５６２０ 勉强

２０１５ ０．９４６１ 高度耦合 ０．５３３０ 勉强

２０１６ ０．８３４６ 高度耦合 ０．５０１２ 勉强

２０１７ ０．８２７９ 高度耦合 ０．４９２２ 勉强

２０１８ ０．８１９４ 高度耦合 ０．５１９８ 勉强

　　按照耦合度的经验解释：Ｃ值越大，耦合度越
高；Ｃ＝１，两系统完全耦合，实现最佳良性互动；Ｃ＝
０，耦合程度最低，两系统之间可视为不相关；０＜Ｃ
≤０．３，低度耦合；０．３＜Ｃ≤０．５，两系统处于互相抗
衡阶段；０．５＜Ｃ≤０．８，两系统处于磨合阶段；０．８＜
Ｃ＜１，两系统高度耦合。可得到各时间段的耦合发
展程度，如表２所示。

同理，按照协调度的经验解释：Ｄ值越大，系统
的协调性越高；Ｄ＝１，两系统完全协调，达到耦合协
调最优；Ｄ＝０，子系统之间无协调；０＜Ｄ≤０．２，系统
间严重失调；０．２＜Ｄ≤０．４，轻度失调；０．４＜Ｄ≤
０５，濒临失调；０．５＜Ｄ≤０．６，勉强协调；０．６＜Ｄ≤
０．８，中度协调；０．８＜Ｄ＜１，良好协调。可得到各时
间段耦合协调程度，结果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结果来看，总体上讲，金融支持子系统和
产业结构升级子系统的耦合系数基本维持在０．９左
右，两系统之间高度耦合；期间存在小幅下降，２００８
年存在一个下降点，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处于下降趋势，
２０１５年我国已经迈入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
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共存的“三期叠加”

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产业结构与金融支持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调整，因此耦合系数出现了下跌；从协调

度来看，两者的协调度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逐步从

良好协调变化为勉强协调，最高时达到０．９３００，最低
时仅仅为０．４９２２，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２年虽然有上涨趋势，但
最终还是未能实现成功翻转。

耦合度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子系统的相关性，

耦合协调度则反映了子系统间的互动程度。上述结

果表明，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期间，河南省金融支持与产
业结构升级之间关联度很高，但却没能形成良好的

协调互动状态，协同发展机制并不完善。

图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河南省“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系统

耦合协调度变化轨迹

耦合协调度系数是由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支持

两个子系统耦合而来，从数值上来看，导致该系数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金融支持系统②序列出现的波

动和下降导致的。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均有了较大提升，

此时的经济发展尚处于要素驱动阶段，难以应对以高

附加值和高技术为主的国外同行的冲击，使得产业结

构升级序列出现下降趋势；２００８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
中国金融业带来了较大冲击，此时中国经济处于由要

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过渡期，金融支持子系统不能满

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２００９年之后，中国经济整体
上进入效率驱动阶段，此时的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更为

多样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和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但

金融支持无法跟上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上述原因

导致了耦合协调系数如图３的变化趋势。
四、政策启示

文章借助耦合模型和耦合协调度系数，研究了

河南省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期间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
级的整体状况，结果显示金融支持和产业结构升级

的关联度极高，但耦合协调度却很低，近年来处于勉

强协调的状态。相关研究结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

其一，衡量任何系统的发展状况，不能单以规模

为标准，要综合考虑其规模、效率以及与其他相关联

系统的耦合协调情况。

其二，各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并不是决定整体

耦合协调度的核心因素，比如本研究中金融发展水

平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提升并不意味着两者耦合

协调度的提升，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匹配程

度才是影响耦合协调度的本质所在。

其三，目前河南省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耦

合协调程度较低，主要是因为金融发展不能满足产

业结构升级的多样化多角度的金融需求，未能完全

发挥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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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河南省金融业发展水平亟待提高，在保持规

模适度扩张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其满足产业结构升级

的需求；加快资本市场发展，优化融资结构，创造良好

的融资环境，注重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合理搭配。

其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规范金融发展，放宽

融资门槛，推动金融供给结构多元化，以满足产业结

构升级的多层次金融需求。

其六，加大对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

发投入，构建技术创新的长效机制，以推动产业高级

化和高效化的进程。

注释：

①此处各指标的最终权重是由样本区间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历年
权重值平均而来。

②篇幅所限，文章未报告出金融支持序列的具体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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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流通业发展与中国产业高质量升级
———基于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数据

郑浦阳１，牛　君２

（１．华东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１００；
２．甘肃政法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生理论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模式与路径研究”（１７ＺＤＡ０４７）
作者简介：郑浦阳（１９８９—），男，福建漳州人，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统计、消费者行为。
通信作者：牛君（１９７１—），男，甘肃会宁人，博士，甘肃政法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摘　要：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２８８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商贸流通业发展对
中国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商贸流通业集聚和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

同集聚并没发挥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作用，而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则显著促

进了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第二，与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相比，东部地区和７０个大中城市的商贸流
通业集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集聚则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由此可知，商贸流通业发展未

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主要是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抑制效应所致。

关键词：商贸流通业；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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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２０１３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
比重历史上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我国经济产业结

构由资源依赖型逐渐调整为技术依赖型。利用４０
年的时间，中国建立了完备的产业体系，产业结构

也逐渐向欧美发达国家看齐，劳动密集型产业已

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出

现，中国创造逐渐走向世界。然而，面临“中兴事

件”和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又显

得十分乏力。４０年过去了，中国产业仍然处于“大
而不强”的尴尬境地，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价值

链低端位置，呈现出“低端锁定”之困境。针对当

前我国产业规模巨大高端产业核心竞争力缺乏，

科技附加值含量低的问题，怎样提升科技实力、打

破价值链低端的困境，实现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

关系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成与败，也关系到能

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商贸流通业是经济的基础产业，是消费与生产

之间重要的纽带。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可以有效地实

现生产端和消费端的有机匹配，降低交易费用，促进

交易效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流通

理论实现了由“无流通论”到“流通先导产业论”的

转变，体现了商贸流通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由于商贸流通业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

因此，部分学者实证研究指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可

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然而，已有文献考

察在产业升级时，仅限于量的度量，而缺乏质的考

量，即忽视产业生产率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同时，假如商贸流通业能够显著促进产业升级，那么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也会面临着同步升级的困

境。因此，有必要考察商贸流通业发展与中国产业

结构高质量升级之间的真实关系。

纵观已有文献，很少有学者深入分析产业结构

高质量升级过程中商贸流通业所带来的影响。因

此，本文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２８８个地级市及以上城
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商贸流通业发展对中国产业

结构高质量升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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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证模型

（一）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模型主要考察商贸流通业发展对产业

结构高质量升级产生的影响，基本回归方程如下：

Ｉｎｄｓｔｒｕｃｉ，ｔ＝α０＋α１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ｔ＋

∑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λｉ＋ζｉ＋ξｉ，ｔ （１）

公式（１）代表了在控制一系列其他因素的情况
下商贸流通业发展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影响。

Ｉｎｄｓｔｒｕｃｉ，ｔ为被解释变量，对特定城市产业升级指标
进行表示，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ｔ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ｉ城市
ｔ年份商贸流通业发展情况。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表示一系列控
制变量。λｉ代表的是个体效应，ζｉ代表的是时间效
应，随机变量由ξｉ，ｔ表示。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采用产业高级化指标衡量产业结构高质量升

级。但是，当前计算产业高级化方法主要考察的是产

业结构转变的结果，即采用产值比进行衡量。本文借

鉴刘伟等［１］的做法，将劳动生产率纳入产业升级

中，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本质上是劳动生产率的变

迁，而非简单的量变。因此，只有充分考虑劳动生产

率的产业升级，才能有效体现产业升级的基本变迁

特征，其既可以刻画产业结构的量变，又可以刻画产

业结构的质变，表现为一种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特

性。具体计算过程如下：以产业劳动生产率作为权

重，以产业增加值比重作为基准，最终进行加权求

和，计算公式为：

Ｉｎｄｓｔｕｒｃｔｉ，ｔ＝∑
３

ｎ＝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ｌｐｉ，ｎ，ｔ，ｎ＝１，２，３

（２）
其中，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表示城市ｉ第ｎ产业在ｔ年份的

增加值比重，ｌｐｉ，ｎ，ｔ表示城市ｉ第ｎ产业在ｔ年份的标准
化劳动生产率。非标准化劳动生产率计算公式如下：

ｌｐｉ，ｎ，ｔ＝
Ｙｉ，ｎ，ｔ
Ｌｉ，ｎ，ｔ

（３）

其中，Ｙｉ，ｎ，ｔ表示城市ｉ第ｎ产业在ｔ年份的增加
值，Ｌｉ，ｎ，ｔ表示城市ｉ第ｎ产业在ｔ年份的就业人员。由
于劳动生产率存在量纲，采用无量纲化处理。

２．核心解释变量
商贸流通业发展采用商贸流通业集聚指数进行

衡量，包括商贸流通业集聚指数和商贸流通业与其

他产业的协同集聚指数两个方面。具体计算过程如

下：首先，以当前文献为基础，给出区位熵公式：

ｃｉｒ＿ｌｑｊｉ，ｔ＝
ｑｉ，ｊ，ｔ ｑｉ，ｔ
ｑｊ，ｔ ｑｔ

（４）

ｃｉｒ＿ｌｑｊｉ，ｔ表示ｉ省份ｊ产业区位熵指数，ｑｉ，ｊ表示ｉ
省份ｊ产业的就业人数；ｑｊ表示ｉ省份全部就业人数
（ｉ＝１，２…，３０），ｑｉ表示全国ｊ产业的就业人数，ｑ表
示全国就业人数。

其次，计算协同集聚指数。借鉴张虎等［２］的方

法，构建商贸流通业与其他产业协同集聚指数。根据

公式（５）得到区位熵指数，利用公式（６）计算得到每
两个产业间劳动力就业协同集聚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ｃｉｒ＿ｃｏａｇｇ＿ｌｑｊ－ｋｉ，ｔ ＝

１－
ｃｉｒ＿ｌｑｊｉ，ｔ－ｑｔ＿ｌｑ

ｋ
ｉ，ｔ

ｃｉｒ＿ｌｑｊｉ，ｔ＋ｑｔ＿ｌｑ
ｋ
ｉ，

( )
ｔ

＋（ｃｉｒ＿ｌｑｊｉ，ｔ＋ｑｔ＿ｌｑ
ｋ
ｉ，ｔ）

（５）
其中，ｃｉｒ＿ｃｏａｇｇ＿ｌｑｊ－ｋｉ，ｔ表示ｊ产业与ｋ产业劳动力

协同集聚指数，ｃｉｒ＿ｌｑｊｉ，ｔ表示ｊ产业集聚指数，ｃｉｒ＿ｌｑ
ｋ
ｉ，ｔ

表示ｋ产业集聚指数。以上公式中第一项和第二项
所表示的分别是协同集聚指数的质量与深度，而两

项相加得到的则是对应的劳动力协同程度，当数值

越高的情况下表示质量与深度相应越高。

本文采用宋则、赵凯［３］研究报告中明确的商贸

流通产业的内容，即通过仓储、交通、电子信息等方

式进行零售或者批发的产业，该产业必须具备商品

的流通性。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
２００２）》标准，公共性服务的内容较为广泛，有文旅
产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产业、环境保护与治理、教

育教学产业等。

３．控制变量
在模型中融入控制标量，主要目的在于能够合理

地对估计偏差进行调整。经济水平由人均ＧＤＰ来表
示。以固定资产投资额／ＧＤＰ来表示投资率，代表国
内投资状况。ＦＤＩ，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ＧＤＰ，代表
国外投资状况。政府干预，采用财政预算支出／ＧＤＰ，
代表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财政自由度，采用

（财政支出－土地出售收入）／财政收入，代表政府预
算收支关系。土地财政，采用土地出售收入／财政收
入，代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程度。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期间 ２８８
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以当

年的《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为准。表 １
表示的是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结果

（一）基准检验

按照前文（１）所给的方程进行计算得出表２的
结果。文中以市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为基础，目的在

于能够对可能存在的异方差进行合理化消除。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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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列表示商贸流通业集聚指数对产业结构高
质量升级的影响。从估计结果来看，商贸流通业集

聚指数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商贸流通业集聚并

没有发挥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作用。表２第
３—４列显示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
结构高质量升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商贸流通

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

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并未发挥促进产业结

构高质量升级的作用。表２第５—６列说明商贸流
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升

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

务业协同集聚指数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商贸流

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发挥了促进产业结构

高质量升级的作用。最后，表２第７—８列将三个指
标同时放入估计方程，估计结果显示，商贸流通业集

聚指数、制造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指数估计系

数依然显著为负，公共性服务业—商贸流通业协同

集聚指数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因此，综合表２的估
计结果可知，商贸流通业集聚和商贸流通业与制造

业协同集聚并没发挥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作

用，而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则显著

促进了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

表１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升级（ｉｎｄｓｔｒｕｃ） ３，６９４ ０．１４５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００２４６ ０．９９７
商贸流通业集聚（ｌｑ＿ｃｉｒ） ３，７１８ ０．８０１ ０．３８０ ０．０１６７ ４．３２７

制造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ｌｑ＿ｍａｎ＿ｃｉｒ） ３，７１８ ２．３７９ ０．６００ ０．５１９ ４．８５８
公共性服务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ｌｑ＿ｃｉｒ＿ｇｏｖ） ３，７１８ ２．７６５ ０．５４０ ０．５４４ ６．１３１

人均实际ＧＤＰ（ｌｎｐｅｒｇｄｐ） ３，７１８ ９．９６３ ０．８９７ ６．９４４ １３．０９
投资率（ｉｎ＿ｒａｔｉｏ） ３，３５７ ０．５９８ ０．２４６ ０．０８７２ ２．１６９

外商直接投资率（ｆｄｉ＿ｒａｔｉｏ） ３，５６２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２３８ ０．２６４ ０．３７６
财政自由度（ｇｏｖ＿ｆｒｅｅ） ３，７２０ ０．５６４ ４．６５８ －１８８．３ ３６．７５
财政支出比（ｇｏｖ＿ｒａｔｉｏ） ３，７１８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６９７ ０．４６７
土地财政（ｇｏｖ＿ｌａｎｄ） ３，７２０ １．６８６ ４．４１３ ０．００１２７ １９１．２

表２　基准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ｑ＿ｃｉｒ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２７１ －０．１０６５ －０．１１４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ｌｑ＿ｍａｎ＿ｃｉｒ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４０５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ｌｑ＿ｃｉｒ＿ｇｏｖ ０．０２９４ ０．０３１３ ０．１１０９ ０．１１１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ｌｎｐｅｒｇｄｐ ０．０５７５ ０．０５６９ ０．０５５４ ０．０５２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ｉｎｖ＿ｒａｔｉｏ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４０８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ｆｄｉ＿ｒａｔｉｏ ０．２９１６ ０．１６３１ ０．２５０６ ０．０９２０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１）
ｇｏｖ＿ｆｒｅｅ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ｇｏｖ＿ｒａｔｅ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０）
ｇｏｖ＿ｌａｎｄ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常数项 ０．１８３７ －０．３６５２ ０．２６０４ －０．２８１１ ０．０７６４ －０．４５６８ ０．０００６ －０．４８９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５）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６９４ ３，１９９ ３，６９４ ３，１９９ ３，６９４ ３，１９９ ３，６９４ ３，１９９
Ｒ２ ０．７７０４ ０．７９８０ ０．７７９７ ０．８０５６ ０．７７２５ ０．８００６ ０．８０９０ ０．８３１８

　　注：圆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二）空间异质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析基准检验结果形成原因，本部

分基于空间异质性的角度进行考察。基于已有文献

的做法，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将全样本分成东部—中

西部、７０个大中城市—小城市等４个不同经济发展
程度和不同行政层级的空间。

首先，表３显示商贸流通业集聚对产业结构高
质量升级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从表３的估计结
果来看，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地区的商贸流通业集

聚指数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东部地区和７０个大中
城市的商贸流通业集聚指数估计系数均不显著。由

此说明，全样本中呈现的商贸流通业集聚抑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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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高质量升级之现象，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相对

滞后、行政层级相对较低区域的抑制效应所致。

表３　商贸流通业集聚与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空间异质性

（１） （２） （３） （４）
东部 中西部 ７０个大中城市 小城市

ｌｑ＿ｃｉｒ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３８７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１．４２７９ －０．１６２９ －０．４０９１ －０．３３２２

（０．３２０） （０．０９３） （０．１４１） （０．１３６）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１７７ ２，０２２ ８０７ ２，３９２
Ｒ２ ０．８４３６ ０．７７９１ ０．８１５６ ０．８００２

　　注：圆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其次，表４显示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从

表４的估计结果来看，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地区的
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估计系数显著为

负，而东部地区和７０个大中城市的商贸流通业与制
造业协同集聚指数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由此说

明，全样本估计结果中呈现的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

协同集聚抑制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之现象，主要是

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行政层级相对较低区域的

抑制效应所致。相反的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

区域，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显著促进

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

表４　制造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与

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空间异质性

（１） （２） （３） （４）
东部 中西部 ７０个大中城市 小城市

ｌｑ＿ｍａｎ＿ｃｉｒ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１．２５０３ －０．１１２１ －０．３５８０ －０．２４３３

（０．３７６） （０．０９４） （０．１４１） （０．１３６）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１７７ ２，０２２ ８０７ ２，３９２
Ｒ２ ０．８４７９ ０．７８３４ ０．８１７９ ０．８０９０

　　注：圆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最后，表５显示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
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

果。从表５的估计结果来看，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
地区的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估

计系数不显著，而东部地区和７０个大中城市的商贸
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估计系数均显

著为正。由此说明，全样本估计结果中呈现的商贸

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促进产业结构高质

量升级之现象，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行政层级相对较高区域的促进效应所致。在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

同集聚不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

表５　公共性服务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与

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空间异质性

（１） （２） （３） （４）
东部 中西部 ７０个大中城市 小城市

ｌｑ＿ｃｉｒ＿ｇｏｖ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１．４７９２ －０．２３０５ －０．４９０５ －０．４２５３

（０．３０３） （０．１０１） （０．１３５） （０．１４０）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１７７ ２，０２２ ８０７ ２，３９２
Ｒ２ ０．８５２０ ０．７７１９ ０．８２１６ ０．８０１６

　　注：圆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６　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产业升级

（１） （２） （３） （４）
ｌｑ＿ｃｉｒ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９９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６）
ｌｑ＿ｍａｎ＿ｃｉｒ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ｌｑ＿ｃｉｒ＿ｇｏｖ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９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１８２２ －０．１４８３ －０．２３０９ －０．２６５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２）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１９９ ３，１９９ ３，１９９ ３，１９９
ＡＲ（２） ０．４３ ０．３２ ０．６５ －１．４３

［０．６７０］ ［０．７４７］ ［０．５１７］ ［０．１５３］
ＨａｎｓｅｎＪ ４．００ １．７６ ５．３９ １０２．４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８２］

　　注：圆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方括号内数据为 Ｐ

值。、、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三）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基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需

要考虑商贸流通业发展与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之间

双向因果关系所引起的联立性偏误。为了克服联立

性偏误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助系统广义矩

（ＳＹＳ－ＧＭＭ）方法，由于计算过程中有处在内生性
偏差，为了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运用了内生变量的滞

后项。在实际计算中，采用商贸流通业３个指标的
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ＡＲ（２）统计量的结果显
示，模型估计中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性。ＨａｎｓｅｎＪ
统计量的结果显示，模型估计中不存在过度识别问

题。因此，模型设定合理。根据表６的估计结果可
知，商贸流通业集聚、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而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

务业协同集聚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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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中所得到的结果可靠性较强。同时为了能够更
好地保证ＳＹＳ－ＧＭＭ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本文估算中采用的工具变量为内生变量的更高阶滞

后项，通过实际的分析，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商贸流通业的集聚发

展并没有发挥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作用，制

造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高

质量升级，而公共性服务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

则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这一结论在对

内生性问题进行分析以后，稳健性依旧明显。第二，

与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相比，东部地区和７０个大中
城市的商贸流通业集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集聚则显

著促进了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由此可知，商贸流

通业发展未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主要

是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抑制效应所致。

新时代下如何有效发挥商贸流通业对产业结构

高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是实现商贸流通业健康发

展的重要目的，也是实现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重

要手段。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得如下启示：

第一，发挥经济集聚效应，实现商贸流通业的集

聚与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空间异质性估计结果显

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商贸流通业的发展

可以发挥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作用，尤其是

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因此，需要通过促

进要素流动，实现要素集聚，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和大

中城市的经济集聚效应，实现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

协同集聚对产业高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

第二，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商贸流通业的发

展与产业结构相适应。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

梁，商贸流通业的快速发展需要良好的产业氛围和

较强的经济实力作为保障。对于我国东南沿海而

言，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总量可观，生产和消费规模

较大，产业层次高，商贸流动应该向着智能化的方向

发展，提高商贸流通业与现代化产业发展相适应。

但是对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生产和消

费规模有限，产业结构偏向于低层次，商贸流通业的

发展应在实现特色化经营的前提下，推进区域合作，

促进商贸流通业的合作化经营。同时也有必要借助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机遇，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

跨区域合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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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一项基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ＣＳＳＣＩ数据的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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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
特征。通过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平台，借助于文献计量学和数理统计法，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我国新型城
镇化发展研究文献的年发文量分布情况、文献被引量、核心作者、研究机构、研究主题等指标进行了

整理、归纳和述评，在此基础上发现国内新型城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性构思其发展趋势，为我

国新型城镇化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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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人口的流动日趋加快，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镇，我国城镇人口数量

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７亿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８．１亿；与此
同时，我国的城镇化率也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９％增长
到２０１８年的５８．５％。对此，不少学者认为，城镇化
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发展最大的潜力所在。

城镇化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改善我国城

乡居民的生活条件及环境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我

国城镇化的进程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稳定

的均衡关系，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加速城镇

化［１－２］。但是，我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给我国

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一些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反过

来又阻碍了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党的十八大报

告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思路，这为我国

城镇化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方向。随后，２０１４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的战略部署，政策的出台大大激

发了学界研究新型城镇化的热潮，催生了一大批富

有见地的新型城镇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科研成

果。本文利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平台，借助文献计量
学的研究方法，对近十年来的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

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并揭示目前我国新型城

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探讨并分析当前新型城镇化

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以期能够较为全面、系

统地把握国内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进展，为我国新型

城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及启示。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该研究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并试图予以回

答：１）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近十年研究状况如
何？２）近十年来，有哪些重要的研究方面成为我国
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领域的关注点？３）目前，我国
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哪些突出问题以及可行性的对

策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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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国学
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截至撰文前的以“新

型城镇化发展”为主题的ＣＳＳＣＩ期刊文献。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文献

计量法。文献计量法是一种在分析文献研究中使用

比较普遍的方法，它是一种以各种文献外部特征为研

究对象的量化分析方法，是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

行描述、分析、研究，从而导出其概念规律性（即统计

规律），进一步解释文献的数据特征和变化规律，分析

背后的原因。

二、数据的筛选与处理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前提条件是获取准确与完

整的数据，这也是本研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

了充分了解我国新型城镇化研究的现实状况，分析

存在问题，展望发展趋势，本研究以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为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对新型城
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

表１　ＣＳＳＣＩ期刊文献发表年份分布比

发表年份 ＣＳＳＣＩ发文量 百分比（％）
２００８ １ 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１ 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６ ０．３３
２０１１ ８ ０．４４
２０１２ ２６ １．４３
２０１３ ２３５ １２．９１
２０１４ ４４５ ２４．４５
２０１５ ３５７ １９．６２
２０１６ ３４３ １８．８５
２０１７ ２５２ １３．８５
２０１８ １４６ ８．０２
总计 １８２０ １００

图１　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

　　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我们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检索项为“主题”，输

入“新型城镇化发展”，来源类别选择“ＣＳＳＣＩ”，匹配
方式选择“模糊”，时间截至２０１８年，进行检索。共
检索到１９２３篇文献。其次，我们运用人工筛选方式
排除重复发表、会议通知与报道、专家访谈、会议综

述、征文启事、政策纲要发布、主持人语等非学术性

文献以及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相关度不大的文献

共１０３篇，得到纳入分析的文献１８２０篇。
（二）数据总体性描述

根据检索结果，在检索处理过的 １８２０篇文献
中，第一篇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为主题的文献发表

于２００８年。文献发表的分年度结果与发表年度趋
势图分别见表１与图１。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检索到
的文献分别都是 １篇，２０１０年 ６篇，２０１１年 ８篇，
２０１２年２６篇，２０１３年２３５篇，２０１４年４４５篇，２０１５
年３５７篇，２０１６年 ３４３篇，２０１７年 ２５２篇，２０１８年
１４６篇。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２０１４年为此文献分
析的重要年份，该年的 ＣＳＳＣＩ发文量达到了峰值。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的３年间，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为主
题的文献发文量急剧增长，然而，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发
文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且有趋于平缓之势。

三、结果与分析

（一）发文量年份分布分析

研究文献的分布年份可以清晰地了解该研究领

域在某时段内的研究状况，进而分析影响因素。在

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为主题的文献搜索中，最早出

现的一篇文献为２００８年发表于《求是》上的一篇文
章，其题为《推进新型城镇化 实现崛起新跨越》。该

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江西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的

模式。自此之后，国内学界才缓慢开始了与新型城

镇化发展相关的研究。但直到２０１２年，５年间国内
研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文献共有４２篇。此后，从
２０１３年起，新型城镇化研究的发文量猛速增长，
２０１３年的研究文献为 ２３５篇，较 ２０１２年增长了
８０．３８倍。２０１４年的研究文献已经达到４４５篇，较
２０１３年又增长了８９．４％，成为历年之最。针对这一
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考察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我国政策出
台与经济发展情况得出其中原因。在党的十八大报

告（２０１２）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被重点提了出
来，而且，还提出了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

化道路。紧接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３），《决定》具体阐释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
路。２０１４年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
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对全面提高城镇
化质量提出了新要求，明确了我国未来城镇化的发

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这说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

学界的研究转向有重大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

与党和政府的战略指向和政策引导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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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新型城镇化发展”被引量排名前十位的期刊文献

编号 作者 篇名
引用

次数

发表

年份
期刊名

１ 单卓然、黄亚平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 ９３７ ２０１３ 城市规划学刊

２ 张占斌 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 ８６６ ２０１３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３ 倪鹏飞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 ５６５ ２０１３ 江海学刊

４ 彭红碧、杨峰 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科学内涵 ４６６ ２０１０ 理论探索

５ 沈清基 论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 ４１２ ２０１３ 城市规划学刊

６ 吴江、王斌、申丽娟 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３１８ ２００９ 中国行政管理

７ 蓝庆新、陈超凡
新型城镇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了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
２４７ ２０１３ 财经研究

８ 黄震方、陆林、苏勤、章锦河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２４５ ２０１５ 地理研究

９ 张占仓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 ２４３ ２０１０ 经济地理

１０ 王素斋 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的内涵、目标与路径 ２１２ ２０１３ 理论月刊

　　（二）被引量分析
文献的被引次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衡量一篇

文章在该领域的价值，被该领域其他研究机构或同

行认可的程度，是指示论文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表

２是“新型城镇化发展”被引量排名前１０位的期刊
文献。

从表２可以看出，被引次数排名前十的文献中，
大部分是关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性研究，

涉及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意义、目标、策

略、路径、模式［３－５］，其他是应用型研究，涉及了我国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以及这一过程中所遇

到的困境与反思［６－７］。被引次数最多的一篇文献是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

知误区解析》（单卓然、黄亚平，２０１３）。该文章虽然
不是国内第一篇谈及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文献，但是

它是第一篇系统论述“新型城镇化”的文献，包括科

学界定了新时期“新型城镇化”概念，指出了新型城

镇化的３大内涵，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６大核心目
标，概括了新型城镇化的４项重点内容，阐述了新型
城镇化４类规划策略，并且指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
存在的６大可预见性认知误区。［３］５年间，该篇文献
的被引次数达到了近千次，成为学界研究我国新型

城镇化发展的一篇标杆与奠基之作。另外，在被引

次数排名靠前的１０篇文献中，共有６篇文献是发表
于２０１３年，且前３篇文献都是发表于该年份。结合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在提高城镇化质
量上下功夫，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一

重要事实，再次说明了学术研究要紧贴国家政策，为

国家的战略发展提供智囊，服务国家经济发展。

（三）文献作者及研究机构分析

核心作者是文献计量学中衡量某学科领域内具

有不可替代和突出影响力的作者的一个概念。文献

计量学中界定核心作者通常采用普莱斯定律（Ｐｒｉｃｅ
Ｌａｗ）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为：

Ｍｐ＝０．７４９ Ｎｐ槡 ｍａｘ （１）

其中Ｍｐ表示核心作者最少发文量， Ｎｐ槡 ｍａｘ表
示搜索文献中发文量最多作者的文献数。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中以第一作者（包含独
立作者）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刘国斌，发文量为１３
篇，通过公式计算得到值为２．７０。

Ｍｐ＝０．７４９ Ｎｐ槡 槡ｍａｘ＝０．７４９ １３＝０．７４９×
３．６０５＝２．７０ （２）

在选择过程中，按照取整的原则，以第一作者

（含独立作者）身份发表３篇及以上研究论文者方
可入选为核心作者。据此，我们对该领域的核心作

者进行统计，得出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领域的核心

作者共 ２８位，发表论文 １３３篇，占文献总量的
７．３１％。这说明近年来国内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的
核心作者群还有待进一步形成。紧接着，笔者又对

高产核心作者（发文量在５篇及以上）做了数学统
计（见表３），吉林大学的刘国斌教授作为第一作者
发文１３篇，为高产核心作者的榜首，其次是东南大
学的赵永平教授发文９篇。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
是国内新型城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为该领域

研究的持续深入做了重要的推动工作。

表３　发文量在５篇及以上的高产核心作者

序

号
作者

篇

数
单位

序

号
作者

篇

数
单位

１刘国斌 １３ 吉林大学 ８ 徐君 ５ 河南理工大学

２赵永平 ９ 东南大学 ９ 任远 ５ 复旦大学

３张明斗 ６ 东北财经大学 １０ 倪鹏飞 ５ 中国社科院大学
４ 田鹏 ６ 河海大学 １１ 李国平 ５ 北京大学

５胡若痴 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１２ 贾康 ５ 财政部

６辜胜阻 ６ 武汉大学 １３ 吴业苗 ５ 南京师范大学

７柳建文 ５ 南开大学 １４ 张鸿雁 ５ 南京大学

　　 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依托，研究机构为学者研
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研平台，其中那些科研产出

量大质优的核心研究机构在领域内更是具有晴雨表

和风向标的作用，对该领域内的其他研究学者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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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强的带动效果。我们对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为

主题发文量在１０篇及以上的核心研究机构做一统
计（见表４），中国人民大学以发文量４７篇成为该领
域核心研究机构之首，其次是南京大学发文４１篇，
吉林大学３４篇。其他院校作为该领域的研究机构，
其发文量与之有着明显差距。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国内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的主要依托平台还是国内

各大高水平高校，其他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

院等专职研究机构虽有参与，但并不是主力军，然而

政府部门（如国务院研究中心、财政部、自然资源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的参与有限或者没有。

表４　发文量在１０篇及以上的核心研究机构

序号 单位 篇数 序号 单位 篇数

１ 中国人民大学 ４７ １７ 湖南大学 １６

２ 南京大学 ４１ １８ 复旦大学 １６

３ 吉林大学 ３４ １９ 苏州大学 １６

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６ ２０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５

５ 北京大学 ２４ ２１ 兰州大学 １４

６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３ ２２ 河海大学 １４

７ 四川大学 ２２ ２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１４

８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 ２４ 华东理工大学 １４

９ 武汉大学 １９ ２５ 西南大学 １３

１０ 东北财经大学 １８ ２６ 南昌大学 １１

１１ 西南财经大学 １８ ２７ 西安交通大学 １１

１２ 华中师范大学 １８ ２８ 山东大学 １１

１３ 南开大学 １７ ２９ 国家行政学院 １１

１４ 东北师范大学 １７ ３０ 中央财经大学 １０

１５ 东南大学 １６ ３１ 北京交通大学 １０

１６ 清华大学 １６ ３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１０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战略部署的深入实施，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攻

坚阶段，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研究不仅需要有像高

校这样的纯科研机构的持续深入研究，以提供理论

支持和实践探索，还需要有政府研究中心、决策部门

等的参与，促进实践探索可行的理论、模式、路径尽

快推广，指导更多的建设实践。

（四）文献内容分析

研究主题是一篇研究文献具体内容的集中呈

现，是高度浓缩的研究精华。研究主题可通过高被

引文献和高频关键词来反映。［３］通过对我国新型城

镇化发展研究的高被引文献的考察和对所有文献的

关键词处理，我们对近十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

究的文献主题进行了提取和凝练。我国新型城镇化

发展研究近十年来主要关注点在新型城镇化的概念

内涵界定与评价体系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

选择，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及其市民化，新型

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新四化”

关系，以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等

几个方面。

１．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界定与评价体系构建
研究

“新型城镇化”其实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

由来已久。它伴随着党的十二大（２００２）提出建设
新型工业化战略而出现，但人们真正熟悉它却是党

的十八大报告（２０１２）以及同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把生态理念融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将新型

城镇化建设确定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扩

大内需的重要方式。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是以人为本

和可持续发展，其核心目标是追求平等、幸福、绿色、

健康和集约，重点内容是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

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

革和体制创新［３］。也有学者指出，新型城镇化最早

来自对中国特色城镇化的相关研究，中国特色城镇

化实质上就是人口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步

向前的新型城镇化［８］。与传统城镇化不同，新型城

镇化是一场深刻革命，它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

领域，具有以人为核心、可持续发展等内涵，核心目

标是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３，６］。沿袭

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的规范界定，学者们接下来相继

开展了对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的研究，研究多以构

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主，并且选取省、市数据为实

证检验和评价的对象［９］。有学者在分析城市发展

结构的基础上，借用植物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理论

来分析城市化发展中各发展主体及其关系的协调，

从而建立新型城镇化的“城市树”模型，构建评价指

标体系［１０］。

２．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研究
在厘清新型城镇化科学内涵、确立城镇化评价

体系的同时，有关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模式也是这一

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在路径选择上，可持续发展

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和智慧城镇化是我国新型城镇

化发展路径的不二选择［４－５］。具体而言，倪鹏飞

（２０１３）认为“可持续城镇化”是总体路径，在推进城
镇化过程中要以人为本，依靠创新驱动，结合本土实

情，加强政府引导，形成产城互动的格局。沈清基

（２０１３）指出城镇化发展要以生态环境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基础的系统和

要素群。城镇化要以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为基准，

以此“审核”和调控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发展路径、

发展速度，以及发展的价值观。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已越过中期，现在处于攻坚阶段，眼前的当务之急是

要将原有粗放的城镇化模式转变为能承载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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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智慧式城镇化”，城镇化建设要从数字化管

理升级到智慧管理、生态管理和创新管理。（仇保

兴，２０１３）
３．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
人口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和精髓，加

快居住人口的城镇化，重点是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

化［１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

发展，带来的问题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二元

经济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由此导致了农民

工问题的产生。由于城市在多方面优于农村，吸引

了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但进城后的农民并没有融入

城市生活，没有享受到传统市民所拥有的各项权益，

但这些农民又不愿返乡，从而造成了新时期农民工

问题的复杂性，这成为制约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

一个顽症［１２］。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要求以“权利

公平”为核心重构“居住地”相关而非“户籍”相关的

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政策治理水平和制度管理

效率，增强信息宣传与沟通，推动农民工权利融合和

能力融合的实现［１３］。此外，城镇化过程中的新生代

农民工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１４－１５］。

４．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
的关系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

路”，促进“四化”良性互动、协调同步发展。学界敏

锐地捕捉到了国家政策的指挥性，迅速展开了对

“新四化”关系的研究讨论［１６］。但在“四化”关系

中，学界最早开始研究，而且产生成果最多的领域是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研究［１７］。国内学者普遍认

为，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

协调，发展上明显滞后。因此，应加快推动城镇化进

程，使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促进社会

经济健康发展［１８－１９］。关于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

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的协同关系，学者则是近

几年才开始关注并展开研究的。这是因为“信息

化”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及，上升为国

家战略时间尚短。国内学者对于“新四化”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四者内在关联机制和辩证关系，以及如

何实现四化同步发展的初步测度和发展评价

上［１６，２０－２１］。

５．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已进入新常态时期，当前

既面临着传统城镇化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也有一

些新问题不断涌现出来。总结起来，主要问题有：城

镇化的驱动力减弱、“半城镇化”问题、土地和户籍

问题、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城市病”问题、生态环

境问题、社会保障制度障碍问题等。长期以来，我们

走的是一条靠土地扩张的粗放式、低质量的城镇化

道路，目前我国土地城镇化程度远远高于人口、社会

保障等方面的城镇化程度，而新型城镇化有别于传

统模式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市场主导 ＋政府
引导”的模式。那么，政府怎么“引导”，在新型城镇

化建设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如何定位，这些都是我们

面临的新问题。要在各种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指导

下，发挥市场的主导性，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信

息等市场要素的集聚和提升，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２２－２３］。“半城镇化”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土地

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大部分农民工在农村与城镇

之间长期处于尴尬的“两栖”状态，这种具有中国特

色的农民工问题既不利于推行城镇化，也不利于发

展现代农业。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规划创

新与管理创新等形式来解决户籍问题、城市融入问

题、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农地问题、融资问

题［２３－２４］。除此之外，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推动经济

带发展既有利于优化人口和经济的空间结构，又有

利于激活投资和潜在的消费需求，不失为推进新型

城镇化的重要手段。

四、结论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战略选择，是我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

转型所具有的重要特征。本文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的文献入手，运用基于数理统计的
文献计量法分析了国内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研究态

势。基本结论如下：从文献发表的年份分布来看，

２０１２年之后发表的研究文献呈现出井喷态势，这一
现象说明党和政府关于新型城镇化的一些政策和战

略指向对该领域研究影响较大。从文献作者和研究

机构方面来看，核心研究作者只有２８人，人数和研
究产出占比较小，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的主要平台

以各大高校为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等政府部门的参与不足。在研究内

容方面，国内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主要关注了新型

城镇化的概念内涵与评价体系，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路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及其市民化，城镇

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新四化”关系

等。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城镇化的驱动力不足、

“半城镇化”问题、土地和户籍问题、文化保护与传

承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城市社会公共服务保障问题

等。对此，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

规划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手段，深化学科间融合，突出

·６３·



问题导向，建设现代化都市圈，走出一条以人为本，

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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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适用研究
———以《民法典》６５８条、６６０条为逻辑起点

裴丽萍，胡芳媛
（华中科技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２
基金项目：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基金（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森林可持续经营理念下的林权法律制度研究”

（２０１４ＡＡ０１５）
作者简介：裴丽萍（１９６５—），女，湖北随州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

摘　要：《民法典》将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限定于特殊赠与合同，而对于实践中常见的普
通赠与合同，受赠人是否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未明确。从解释论角度，将赠与关系分为不同阶段，

分析相应阶段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及相应请求权基础，再从信赖利益角度论证受赠人请求损

害赔偿的合理性，实现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关键词：赠与合同；损害赔偿责任；任意撤销权；信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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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出问题
赠与合同作为合同法的组成部分，具有合同的

一般性特征，但又具有特殊属性———单务性和无偿

性，使得赠与合同在《合同法》规范中显得“特立独

行”。然而针对这一特殊制度的存在，学术界对其

研究似乎并不热衷，目前理论上对无偿赠与合同的

研究甚少，赠与合同损害赔偿问题更是少有学者深

究。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在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
正式颁布，其中对赠与合同的修改也属于一大亮点。

理论和实务上对现行《合同法》第１８６条和１８９条
讨论不断，原因在于《合同法》第１８６条赋予赠与人
任意撤销权，在满足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的条件

时，可行使权利撤销赠与，同时第１８９条也并未限定
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的产生阶段，即赠与人损害赔

偿责任与任意撤销权存在同时适用的可能。据此认

为，赠与人完全可以利用任意撤销权来规避承担相

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使得第１８９条的规定流于形式，
受赠人的损害赔偿得不到相应的保护，规范目的落

空。

《民法典》第６５８条将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予以
保留，并通过第６６０条对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进行

限定，明确赠与人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针对公证

以及依法不得撤销的赠与合同。有观点认为《民法

典》的颁行，使得现行《合同法》１８９条与１８６条可能
出现的困境得以避免。理由在于：依据现行《合同

法》１８６条与１８９条的规定，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
造成赠与物毁损，为了避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赠与

人可能行使撤销权，使得受赠人丧失权利基础。但

依据修改后的《民法典》规定，仅承认特殊赠与的损

害赔偿责任，故对于普通赠与而言，赠与人故意或重

大过失毁损赠与物并不产生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那么赠与人行使撤销权也无意义。该观点逻辑自洽

的前提在于普通赠与关系中，因赠与人故意或重大

过失致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赠与人不承担赔偿责

任，而这一观点很难得以认同。

根据赠与目的不同，赠与合同可分为特殊赠与

合同和普通赠与合同。相比于普通赠与合同，特殊

赠与合同主要包括具有公益目的和经过公证的赠

与，其本身被赋予了较高的社会价值，法律也对受赠

人进行倾斜性保护，“剥夺”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

权，同时赋予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使得特殊赠与合

同的适用问题并不存在疑问。相比于特殊赠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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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普通赠与合同既保留了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又未

明确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当赠与合同目的不能实

现，受赠人的损害又当如何救济？例如：甲将自己的

一辆汽车赠与乙，并约定一个月后交付给乙，乙因信

赖该赠与协议而花费５万元建造车库，后甲故意或
重大过失将赠与的汽车损毁而难以交付，此时乙的

损失是否能够得到赔偿？换言之，依据《民法典》关

于普通赠与合同的规定，赠与人故意毁损赠与标的

物后，受赠人是否有权向赠与人请求损害赔偿？相

应的请求权基础类型为何？文章试从解释论角度分

析，以《民法典》关于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为

逻辑起点，探究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的具体适用，为

司法实务中相关问题提供法律指引。

二、《民法典》第６５８条、６６０条解释论分析
从表面上理解，《民法典》避免了赠与人任意撤

销权和损害赔偿责任同时适用的情形，然而对于普

通赠与合同而言，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赠与

物毁损灭失的法律后果，则并未予以明确。故赠与

人过错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受赠人是否有权向赠

与人请求损害赔偿是首要厘清的问题。

赠与物发生毁损灭失的情形可能发生在赠与过

程的多个阶段，故从解释论角度分析，将赠与过程分

为赠与合同成立之前、赠与合同成立后但赠与财产

权利尚未发生转移以及赠与财产权利已经发生转移

三个阶段。

（一）赠与合同尚未成立之前

当赠与合同尚未成立时，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

并无明确的法律关系，任意撤销权尚无适用余地，赠

与人仍为标的物所有权人，标的物权利与受赠人无

关。因此，受赠人作为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对于赠

与标的物毁损灭失，则无权向受赠人请求损害赔偿。

（二）赠与合同成立但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

财产权利发生转移是物权行为实现的必然结

果。当赠与合同成立但赠与财产权利尚未发生转

移，意味着赠与物权行为并未完全实现，即动产未交

付、不动产未完成登记。如果赠与合同已经成立但

赠与财产尚未发生转移，受赠人仅依合同享有债权

而非物权，则受赠人能否主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行为致使赠与物毁损、灭失，侵害其债权而主张

侵权责任？民法理论上认为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而承

担侵权责任，这里的权利并不包括债权，受赠人以侵

犯债权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并无理由。［１］与前述

阶段相比，该阶段满足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的条

件，此时赠与人有权行使任意撤销权，可能产生开篇

所提及的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与任意撤销权的适用

困境，回归于现行《合同法》规范路径。但问题在

于，即使认为赠与人在该阶段行使任意撤销权，是否

即意味着受赠人不得向赠与人请求损害赔偿，该观

点则有待商榷。在此条件下，由于赠与人故意或重

大过失，导致赠与标的物毁损、灭失，赠与合同目的

难以实现，此时受赠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能否实现，

则需要考虑赠与财产是否完成了交付行为。

１．赠与财产尚未交付
赠与人约定期限或某种条件，当期限或条件满

足时将赠与标的物交付受赠人。例如，甲将自己的

笔记本电脑赠与乙，并约定一个月之后交付。此时

因赠与人过错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赠与合同的目

的不能实现，赠与人构成预期违约，但赠与人是否因

此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尚存在疑问。

一般地，预期违约是为了避免合同履行中可能

出现的风险而设立的，使得非违约方及时采取补救

措施，或行使不安抗辩权或解除合同，降低损失，故

该制度在双务有偿合同中作用更加明显。但赠与合

同本身单务、无偿的特殊属性，使得其在成立要件、

责任承担以及利益平衡角度等方面，与有偿合同的

制度设计存在差异。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言：

“合同的订立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同等价值的

交换，另一种则是一方的慷慨行为使得另一方当事

人的财产增加。”明显地，赠与即是“慷慨德行”在合

同法上的具体践行。在赠与合同中，除特殊情况外，

赠与使得受赠人一方获益，赠与人一方利益相应减

少，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以及倡导乐善好施、社会公

益角度出发，法律理应侧重保护，不过多地为赠与人

设定限制负担，而赠与人撤销权则是以此目的的制

度设计。［２］在赠与成立但标的物权利尚未转移且未

交付时，赠与人完全有权撤销赠与，受赠人仅依据赠

与合同而产生的信赖程度并不高，因此主张损害赔

偿，则不合理加重了赠与人的负担，与赠与合同自身

性质以及撤销权制度设计的初衷不符。同时，如果

将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财产毁损理解为赠与

人不愿将财产赠与受赠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赠与

人过错导致的赠与物毁损，与撤销权有相同目的，若

赠与人为取消赠与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免有失

公允。［３］因此，当赠与人的过错致使标的物毁损、灭

失，无论是基于赠与行为的特殊性考虑，还是从保持

任意撤销权制度适用的合理性角度分析，在满足赠

与合同成立但赠与财产尚未交付的情况下，赠与人

无须承担民事责任。

２．赠与财产已经交付
该情形下，赠与不动产已经交付使用，但尚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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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房屋登记，权利尚未发生转移；至于动产，如赠与

人甲与受赠人乙在成立赠与合同之前，甲将标的物

汽车已经交付于乙使用，但依照合同约定，甲仍为汽

车的所有权人。有观点认为，该情形下赠与财产权

利并未发生移转，赠与人仍为所有权人，与赠与财产

尚未交付的行为性质无本质区别，产生的法律效果

也应该相同。然而这一观点并未考虑标的物交付与

否对交易双方产生的影响。不可否认，因赠与合同

的无偿性，有理由减轻对赠与人的约束或者对其责

任的承担限制诸多条件，例如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以

及附义务的瑕疵担保责任等。然而，从比较法而言，

不同于欧洲国家对赠与进行的“形式主义”设计（即

赠与须经公证等特殊形式才可成立生效），我国赠

与制度在制定之初便采用“契约观”，经要约和承诺

赠与即可成立，赠与也自然成为典型合同的一种。

那么，过度强调赠与人的权利而否认相应的责任承

担，也进一步削弱了赠与合同的价值。事实上，在赠

与合同中，当财产权利发生转移之前，受赠人有权行

使任意撤销权，使得合同归于消灭，合同的不确定性

也抑制了受赠人对合同履行的信赖，而交付标的物

则是缓解赠与合同不确定的重要方式。不难理解，

当受赠人接受赠与人交付的财产标的物时，会因交

付行为产生更多的信赖，受赠人也有理由相信赠与

承诺，并为受领赠与标的物而进行准备行为。若此

时由于赠与人的过错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赠与合

同难以继续履行，受赠人因准备行为而产生的实际

损失，赠与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时，无论赠与人

是否行使撤销权，造成的损害既已成事实，相应的责

任承担不可避免，但具体受赠人请求损害赔偿的路

径，下文再详细论述。

（三）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后

在赠与标的物完成交付或者登记之后，即受赠

人成为赠与财产的所有权人，此时赠与人故意或重

大过失损害标的物，受赠人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

也应该单独讨论。

１．赠与财产已经交付
赠与合同成立生效后，赠与人履行合同义务，向

受赠人交付约定的赠与财产，根据物权变动效力，受

赠人成为赠与标的物的所有权人。若赠与人的行为

导致赠与财产毁损、灭失，且能够证明其主观上存在

故意或重大过失，符合构成侵权行为的主客观要件，

则受赠人有权依据侵权责任向赠与人请求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２．赠与财产尚未交付
实践中也存在赠与财产权利已经转移，但是赠

与标的物尚未交付的情形：如甲将自己的房屋赠与

乙，并办理了过户登记，另甲和乙约定该房屋仍由甲

居住，不动产完成了转移登记，物权发生变动。此

时，受赠人虽未直接占有赠与财产，但事实上仍为赠

与标的物的所有权人，赠与人故意毁损、灭失标的

物，损害受赠人的财产权利，赠与人承担侵权责任并

无疑问。但进一步思考，赠与财产权利已经转移，多

数情况下受赠人和赠与人之间已经就赠与标的物的

占有问题达成新的合意，受赠人也即具有相应的保

管义务，此时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赠与标的

物毁损的，则可能成立违约行为。再者，即使受赠人

与赠与人未对标的物的占有问题达成协议，此时赠

与人在占有标的物期间可能后悔赠与行为（因标的

物已经完成权利转移，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而故

意或重大过失致使标的物毁损，受赠人也完全可以

依据侵权责任请求损害赔偿。因此，当赠与财产权

利发生转移之后，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标的

物毁损、灭失，赠与人或承担侵权责任或承担违约责

任或承担侵权与违约责任的竞合。

三、受赠人请求损害赔偿保护的路径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知：当赠与合同尚未成立，以及赠

与财产权利未转移之前，且赠与财产未交付时，赠与

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赠与标的物毁损，赠与人不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当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后，无

论赠与标的物是否交付，赠与人或承担侵权责任或

违约责任或侵权与违约责任的竞合。只有当赠与财

产权利未转移之前，且赠与标的物已经交付时，赠与

人理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问题前文已论述。但

在该情形下，如何理解受赠人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

以及损害赔偿的范围，这是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

合同法上损害赔偿的利益构造，不同法系对其

理论上的研究存在差异。在合同利益的问题上，大

陆法系的研究对象包括履行利益、信赖利益以及固

有利益；而英美法系则从期待利益、信赖利益以及返

还利益角度来理解。两大法系比较而言，大陆法系

的履行利益与英美法系的期待利益相似，通过追求

合同完全履行的状态，来实现对当事人的救济；而两

大法系的信赖利益都是使当事人最终获得救济的效

果为未曾信赖合同有效成立的状态。

（一）受赠人信赖利益保护

赠与合同的特殊性在于其单务性和无偿性，无

偿性也使得不能将赠与合同与其他有偿合同等量齐

观，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也正是为弥补这种非平等的

对价关系而产生的，更侧重于对赠与人的保护，法理

与情理上都具有合理性。［４］但并不能仅以不存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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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合理对价而否认受赠人的权利，赠与合同仍然是

合同的一种，在侧重保护赠与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受

让人的利益诉求仍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公平规制双

方的权利义务才是合同法的意义所在。而对于受赠

人的权益救济途径，多数学者主张信赖利益保护。

信赖利益保护是在诚实信用原则基础上，对经

济交往过程中的行为进行限制和保护，已经成为现

代司法的基本共识。赠与合同成立后，受赠人基于

诚实信用原则而对赠与人的意思表示产生信赖，并

为受领赠与财产而做出必要准备，即产生信赖利

益。［５］传统理论上认为，赠与合同与一般双务合同

在信赖利益的保护上应当区别对待。理由在于：一

般地，赠与合同具有单务性和无偿性，受赠人在赠与

合同中不承担义务，那么依据合同法权利义务对应

性原则，对于受赠人的权利也应当予以限制。故有

学者提出，除了对于公益目的等特殊赠与合同保留

给付请求权以外，受赠人的权利仅限于给付受领权。

该观点虽充分考虑到赠与合同的特殊属性，但并未

全面考虑受赠人在赠与过程中的损益，存在明显的

局限性。在赠与合同中，受赠人的信赖利益被损害

时，善意受赠人应该得到法律的救济，具体表现为信

赖利益请求权。理论上对于受赠人的信赖利益保护

并未引起较大的争议，但具体如何保护则存在不同

认识，具体表现为英美法系的信赖法则和大陆法系

的缔约过失规则可供适用。［６］

英美法系的信赖法则以法律强制力使原本无效

的行为产生相应的合同效力，通过追求合同完全履

行的状态，对受赠人所造成的信赖利益损害以期待

利益予以救济。而缔约过失规则尊重法律对行为效

力的认定，仅对因信赖法律行为而产生的损害加以

补偿，进而实现赠与人与受赠人双方之间的利益平

衡。［７］首先，从一般合同意义上理解，当合同自始履

行不能或因某种不可预见的事由使合同的履行已经

毫无意义的情况下，最明智的决定应该是，免除当事

人履行合同的义务及责任，即不要求期待利益，而要

求其在返还依据合同所受领利益的同时，责令另一

方当事人予以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即采用缔约过

失规则。其次，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来分析，如果依

据英美法系的信赖法则来实现对受赠与人的彻底保

护，使法律赋予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形同虚设，赠与

合同与普通合同在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上并无实质

性差别，那么，对于赠与合同也无特殊规定的必要，

这与现行法的立法目的不相适应。最后，考虑到赠

与合同的特殊意义，该种规则方式更不利于鼓励赠

与人的“无偿、慷慨”行为，存在以保护“受赠人的公

平”而牺牲“赠与人的公平”的嫌疑。

综上所述，当赠与财产权利未转移之前，且赠与

标的物已经交付时，对受赠人的信赖利益保护具有

合理性，赠与人理应依据缔约过失规则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

（二）信赖利益损害赔偿的范围

我国民事立法上并未对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作出

明确的规定，但理论上一般认为其责任构成要件主

要包括：

第一，赠与合同已经成立。只有赠与合同有效

成立，双方当事人才有理由依据合同内容产生信赖

而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故赠与合同成立是请求

信赖利益保护的逻辑前提。需要强调的是，赠与合

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在理论上已经得到多数认可，我

国“契约和非要式定性，辅之任意撤销权”的赠与理

论设计［４］：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成立，同时

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以实现赠与人和受赠人之

间的利益平衡。我国立法上也予以确认。

第二，非为不可撤销的赠与合同。无论是现行

《合同法》还是新颁布的《民法典》都规定具有救灾、

扶贫等公益性质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任意

撤销权。对于特殊目的而排除撤销权的行使，赠与

人拒不交付或者由于自身过错致使合同不能履行

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

第三，赠与财产权利未转移之前，且赠与标的物

已经交付。在赠与合同中，其本身的单务性、无偿性

特征使得对赠与人的侧重保护具有合理性，合同成

立产生的效力不足以使受赠人完全信赖，故赠与财

产是否已经交付对受赠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赠与人的行为造成了受赠人的实际损失。

赠与人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之后必须对

受赠人造成了实质的损害，否则基于赠与合同的无

偿性，赠与人的行为未对受赠人造成实际上的损害，

但仍以信赖利益主张权利，无异于使得受赠人获益，

同时也加重了赠与人的负担。

第五，赠与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一般而言，学术

主流观点认为合同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并不要求

主观上存在过错。但由于赠与合同中权利义务不对

等，若一味扩大赠与人的责任范围，则会导致赠与人

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失衡。故当赠与人因主观上故

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受赠人实际损害时，适用信赖利

益保护予以救济。

第六，受赠人善意且无过错。无论是赠与合同

抑或是其他合同，依据信赖利益请求损害赔偿的一

方当事人都应当是善意。在赠与合同中“善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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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体现在受赠人基于对合同的信赖为或者不为一

定的行为；另一方面是在信赖的前提下进行的必要

且合理的准备。受赠人只有在满足善意无过错的要

求下才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赠与合同成立后，受赠人基于对赠与合同的信

赖而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并为此付出一定的财

产利益，但由于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赠与

物毁损，受赠人仍然可以依据信赖利益主张损害赔

偿。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仅支持受赠人基于对赠与

的信赖，而为接受该赠与付出了经济上花费的情况；

对于受赠人并未付出相应经济支出的情况，基于赠

与合同的单务性和无偿性以及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

利益平衡的角度来看，即使因赠与人的过错使得财

产毁损、灭失，受赠人也未有其他财产利益的损害，

缔约过失责任所保护的信赖利益，目的在于弥补损

失而非使得受赠人获得其他利益，故受赠人无权主

张损害赔偿。因此，只有当赠与合同成立生效后，受

赠人因信赖赠与合同能够履行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害，由赠与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且赔偿数额以赠与标的物的价值为限。［８］

四、结论

对于普通赠与合同而言，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致使赠与财产毁损、灭失，赠与人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的情形是复杂的。因此，对于《民法典》将损害

赔偿责任限定在特殊赠与合同的理解，不能认为直

接否认了普通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而应当根据赠与财产权利是否转移以及赠与财产是

否交付的实际情况而区别适用。

赠与合同中赠与人所承担的损害赔偿或为侵权

责任或为违约责任抑或是侵权与违约责任的竞合。

特殊地，当赠与合同成立赠与财产权利尚未转移，且

赠与财产已经交付时，因赠与人的过错导致标的物

毁损，对受赠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能够通过对受赠

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得以实现。而赠与人承担的损害

赔偿范围，也仅包括受赠人因信赖赠与合同而支出

的必要费用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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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ＰＰＰ模式是“交易成本公共物品理论”在实践中的典型运用，是公共服务领域行之有效
的公私合作新形式，但长期以来存在的对 ＰＰＰ协议之法律性质及解纷模式的争议与误读严重影响
了制度实效。对此，应当紧扣ＰＰＰ模式的制度要义，准确把握政府在ＰＰＰ模式中具有的“合作者”与
“监管者”之双重角色，在此基础上，将ＰＰＰ协议的法律性质界定为“民行混合合同”，并进一步推导
出“行政＋民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这一相对适宜的ＰＰＰ协议解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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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规范性文件的
不断出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简称ＰＰＰ）模式在我国遍地开花，其中尤
以公共服务领域为盛。在一般意义上，ＰＰＰ模式是指
“政府为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高供给效

率，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

资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合作关系”［１］。

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ＰＰＰ模式自产生
以来就不断被赋予新的功能期待，甚至一度陷入被

“美化”“泛化”“金融化”“神化”的实践误区。［２］地

方实践错意中央精神的内在原因，在于对 ＰＰＰ协议
之法律性质及解纷模式的误读，有鉴于此，本文拟从

ＰＰＰ模式中政府的双重角色出发，剖析 ＰＰＰ协议的
法律性质及应然的解纷模式，以期对 ＰＰＰ制度的功
能实现有所助益。

一、ＰＰＰ模式中的政府角色
理论基础是进行制度设计的元点，因此在分析

ＰＰＰ模式中的政府角色之前，有必要先对 ＰＰＰ模式
的理论基础予以把握。由于ＰＰＰ模式不仅具备传统
的公法色彩，还因其关涉政府与市场、公益与私益、集

体与个人等多重范畴而具备相当程度的私法魅力，是

故，在传统公共物品理论上嬗变出的“交易成本公共

物品理论”［３］可以视为对ＰＰＰ模式之理论基础的最

佳解读。该理论认为，提供公共物品的目的在于降低

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

“ＰＰＰ模式的本质在于政府资源与市场资源在数量、
禀赋上的优势互补，并特别强调共赢理念、公平公正

及风险共担，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各自的优

势”［４］。换言之，ＰＰＰ模式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了公
共服务领域，有效避免了公共物品垄断供给的风险，

是对既有资源进行最优化利用的结果。

文归正题，作为涉及多领域、多行业、多方参与的

复杂交易模式，ＰＰＰ模式中的主体间关系也是多面
的，主要表现为政府兼具“合作者”与“监管者”的双

重角色：在横向层面，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是平等

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受ＰＰＰ协议约束；
在纵向层面，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是监管与被监管

的行政法律关系，法规政策成为政府的主要行为依

据。也就是说，ＰＰＰ协议中实际上存在双重法律关系：
既包含着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平等买卖合同关系，

又包含着双方分别作为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监督管

理者、生产经营者而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一）作为合作者的政府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一个核心的社会治理矛

盾，即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对接不够顺畅，也不够

匹配，许多政府部门尤其是部分政府官员，固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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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治理思路。这种“事必亲

为、权必包揽”的传统管理机制在面对信息化的社

会治理时必然显得力不从心，具体到公共服务领域，

一方面表现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高成本低效率，过

度分散有限的公共管理资源；另一方面表现为民间

潜伏的多股专业力量虽蠢蠢欲动，但始终没有足够

的渠道通向公共服务领域，进而导致民间力量长期

处于休眠状态，其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显著

优势也始终不为社会公众所广泛享用。

对上述经验教训的反思催生了 ＰＰＰ模式。不
同于政府单方面发布的“红头文件”，ＰＰＰ协议是意
思自治的结果，要求双方在平等协商、依法合规的基

础上形成合意、订立合同，并秉承着法律意识、契约

意识和信用意识严格执行合同，无故违约必须承担

相应责任。因此，ＰＰＰ模式在诸多方面是对传统治
理体制与模式的改造甚至颠覆：其一，在治理理念

上，ＰＰＰ要求政府部门放低准入门槛、政府官员节制
领导欲望，敢于和乐于通过 ＰＰＰ协议实现适度分
权，并恪守契约精神以确保分权的顺利实现；其二，

在工作原则上，ＰＰＰ要求政府遵循合作原则，尊重社
会资本方的平等伙伴地位，与之共担风险、互相配

合、平等协商、真诚合作，以最大程度落实 ＰＰＰ协议
的各项约定，推动 ＰＰＰ项目的顺利开展；其三，在权
责分配上，ＰＰＰ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切实履行对 ＰＰＰ
项目的保障职责，例如构建制度完善机制，营造公开

透明的政策环境，培育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加

大财税、价格、土地、金融方面的扶持力度，等等。

不过，在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平等伙伴关

系以及政府对 ＰＰＰ项目的保障的同时，也必须注
意：不能因为强调合作而使公私两者责任不明、界限

不清，否则必然导致制度设计的目的逐步落空，甚至

为私人利益侵蚀公共利益大开方便之门。

（二）作为监管者的政府

虽然相较于其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ＰＰＰ模式更
强调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平等伙伴关系，但“政府作为

公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代言人的身份没有转变、政府应

当尽可能地实现公共福祉的责任没有转变、政府为保

障公共利益而自然产生的权力没有转变”［５］，“处变”

与“求常”实际上兼容于ＰＰＰ模式之中。
由于ＰＰＰ项目往往生命周期长、涉及领域广、

复杂程度高、专业性强，且关乎重大公共利益，因此

必须建立完善的外部监管机制，即由政府基于“监

管者”的身份，对 ＰＰＰ项目有关执行法律、行政法
规、行业标准、产品或服务技术规范等进行有效的监

督管理，并依法加强项目合同审核与管理，健全财政

支出责任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按照项目的推进阶

段，ＰＰＰ项目中的政府监管主要可以分为如下三个
阶段：其一，项目合作方选择时期的准入监管。由于

政府的专长在于管理而非经营，其通常并不参与

ＰＰＰ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因此对作为项目实际执
行人的社会资本方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准入

监管的目的，即在于筛选出在资质、业务、给付能力

与信誉等方面均符合标准的最佳合作者。其二，项

目建设时期的绩效监管。为防止社会资本方偷工减

料、畸形追求利润，政府有义务借助绩效目标实现程

度、运营管理、资金使用、公共服务质量、公众满意度

等重要指标，对 ＰＰＰ项目的质量、价格、财务等进行
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管。其三，项目结束时期的退出

监管。在ＰＰＰ项目如约终止或是因不可抗力或违
约事件等原因而被迫提前终止时，政府应当对项目

成果和附属设施的验收、估值、补偿、购买、移交等活

动进行退出监管。

二、ＰＰＰ协议的法律性质
ＰＰＰ协议的法律性质会深刻影响ＰＰＰ模式的制

度设计与发展走向，尤其是其直接决定了对 ＰＰＰ协
议解纷模式的选择，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于此存

在“民事合同论”“行政合同论”“混合合同论”等不

同观点。数往知来，对上述学术观点的概括梳理有

助于更准确全面地把握ＰＰＰ协议的法律性质。
（一）民事合同论

民事合同论者侧重于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

平等伙伴关系，强调政府在ＰＰＰ模式中的“合作者”
身份，因而该观点主张 ＰＰＰ协议应当属于民事合
同。主要论据有二：

其一，ＰＰＰ协议的签订符合私法自治原则。论者
认为ＰＰＰ协议中的社会资本方合作者虽然是通过招
投标等行政程序产生，而非普通民事合同遵循的“要

约＋承诺”的形式，但招标投标程序只是价格产生方
式，社会资本方仍然有权选择是否参与投标、是否签

订合同，并有权与政府协商合同中利益相关条款。换

言之，社会资本方主体在ＰＰＰ协议的签订过程中享有
充分的意思自治，合同最终签订仍然是协商一致的结

果，总体上体现了私法合同平等自愿原则。

其二，ＰＰＰ模式中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法律地
位平等，权利义务对等。论者主张在 ＰＰＰ中，政府
并非以行政主体身份，而是以民事主体身份与社会

资本方进行合作，即便其间存在一定的政府干预，也

不会影响到ＰＰＰ作为市场交易行为的本质。因此，
二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同时，双方的权利义务

主要来自合意签订的 ＰＰＰ协议，各条款均是双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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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因此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基

本是对等的。

（二）行政合同论

与民事合同论者相反，行政合同论者更为关注

政府在ＰＰＰ模式中的“监管者”角色以及据此享有
的各项监管职权。论据有二：

其一，从政府对 ＰＰＰ项目的监管职责看：所谓
民事合同，核心在于双方地位平等、权利对等，但在

ＰＰＰ项目中，政府发挥作用主要表现在监管职权的
行使，这种监管权深入 ＰＰＰ项目的各个阶段，早已
超脱了民事合同论者主张的“不影响协议性质的适

度的政府干预”的程度。换言之，政府监管权的存

在决定了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必然是不平等的行

政法律关系，作为权责分配重要依托的 ＰＰＰ协议自
然不可能是民事合同。

其二，从法规政策的角度看：根据《传统基础设施

领域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工作导则》，ＰＰＰ
模式主要包括特许经营和政府购买服务两类，而政府

特许经营协议已被《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列入行政诉
讼受案范围。不宁唯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１条
第１款进一步说明，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
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

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１项规定的行政协
议，而作为ＰＰＰ协议之典型代表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则是公认的最为常见的行政协议。

（三）混合合同论

混合合同论者主张，ＰＰＰ协议兼具公法与私法
性质，因此非属于民事合同或行政合同中的任何一

种，而是一种混合合同。这同时也是本文意图阐明

的立场。“混合合同论”作为 ＰＰＰ协议之法律性质
的比较优势在于：更全面，更实用。具体而言：

其一，混合合同论更全面。虽然 ＰＰＰ模式中存
在政府与社会资本的长期合作关系，但合作只是手

段，公益最大化才是目的。换言之，“公私合作协议

中，公共利益是首要的，是目的性质的；社会资本方

合作者的利益是次要的，是手段性质的”［６］。但同

样不能忽视的是，激发社会资本通过 ＰＰＰ项目积极
参与公共服务事业的内生动力，是灌注在制度设计

中的互利共赢理念，ＰＰＰ模式在秉持“公益为本”理
念的同时，还必须兼顾私人利益的实现。然而，“公

益为本，兼顾私益”的双重任务在实践中却常常演

化为“公益牵制私利、私利‘锁定’公益”的冲突与博

弈，“过于强化私法容易导致公共利益的削弱，而偏

重公法又无法调动私人资本参与公共项目建设和公

共服务的积极性”［７］。而这正是片面强调 ＰＰＰ协议
的民事合同属性或行政合同属性所隐含的制度危

机。相反，混合合同论对 ＰＰＰ协议的公私法特征表
现出了足够的包容，其既强调在 ＰＰＰ协议的制定、
修改及权责分配中贯穿公益至上理念，又要求政府

通过合理确定投资回报率、适度保证市场需求、公平

设置价格机制等方式，对私利予以充分的尊重与保

护。对ＰＰＰ协议的此种定位，既有利于充分调动社
会资本积极性，又能防范政府过度让利与非法利益

输送，因此更为全面。

其二，混合合同论更实用。从实践角度，“无救

济不权利”，对 ＰＰＰ协议之法律性质的定位必须服
务于争端解决，在 ＰＰＰ模式已被推广到教、科、文、
卫等诸多公共服务领域的既定现实面前，单一的民

事合同论或行政合同论显然无力应对纷繁复杂的

ＰＰＰ协议争端。具体而言，ＰＰＰ协议根本区别于传
统的民商事合同和行政协议，“在物理形态上，ＰＰＰ
协议囊括 ＰＰＰ项目实施中多种合同，具有合同群的
属性；在法律关系上，ＰＰＰ协议所涉法律关系既包括
民商事法律关系也包括行政法律关系”［８］。因此，

ＰＰＰ协议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子协议在法律性质
上，既可能是平等交易的民事合同，也可能是涉及行

政法律关系的行政合同；所牵涉的主体，不仅包括政

府和社会资本方，还可能存在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

的社会公众、ＰＰＰ项目的建设者、运营者、投融资主
体等利益相关方；相应地，主体间产生的权利义务纠

纷，既可能属于民事争议，也可能属于行政争议。这

种复杂特质决定了由单纯的民事合同论或行政合同

论引申出的单一救济途径是远不能完成定分止争的

艰巨任务的，必须通过混合合同性质方能推导出合

理的解纷机制。

三、ＰＰＰ协议的解纷模式
正如有关 ＰＰＰ协议之法律性质的民行之辩一

样，ＰＰＰ协议的解纷机制也存在民事途径抑或行政
途径的激烈争论。于此，学界主要存在两种立场，一

是整体解决说，二是区别解决说，且两种立场之下，

又可细分出多个不同的具体路径。

（一）ＰＰＰ协议解纷模式述评
１．整体解决说
整体解决说主张解纷模式的选择取决于 ＰＰＰ

协议中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若为行政纠纷，则采

整体行政救济模式；若为民事纠纷，则采整体民事救

济模式。其又可细分为整体行政救济论和整体民事

救济论。前者认为 ＰＰＰ模式中蕴含的“行政”因素
·５４·



是选择解纷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即政府与社会资本

方并非平权关系，而是纵向的行政监管关系，因此双

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只能诉诸行政复议、行政诉

讼等行政途径；后者认为将 ＰＰＰ协议纠纷纳入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实践操

作中均难以自恰，而民事救济无论在救济力度还是

救济经验上均更有利于市场主体的权利保护，是故

应当采用整体民事救济的方法解决ＰＰＰ协议纠纷。
２．区别解决说
即“民事＋行政”二分法，认为无论是民事救济

还是行政救济，在 ＰＰＰ协议争端解决中均有适用空
间，应当区分情况分别适用。区别解决说又可分为

双阶理论与区别行为说两种具体路径：前者主张将

ＰＰＰ协议的签订时间作为区分节点———签订之前发
生的争议通过行政诉讼方式解决，而签订之后的履

约争议则应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解决。后者则主张将

行政行为的作出与否作为区分标准———非因行政行

为而是因协议本身产生的纠纷，采民事救济；由行政

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采行政救济。

本文认为，以上解纷模式各有优缺，在 ＰＰＰ协
议争端解决中均不能独挑大梁。首先，整体解决说

不够全面，也不够适用，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ＰＰＰ
实践。因此，区别解决说应当成为考虑 ＰＰＰ协议解
纷机制的大方向。但双阶理论与区别行为说同样存

在一定适用难题。就双阶理论而言，其最大的问题

在于机械地以协议签订时间为界区分救济类型，这

将人为割裂实体法律关系和救济程序；就区别行为说

而言，由于“ＰＰＰ协议实际上是十字交叉式结构，横向
层面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法律纠纷，纵向层面有

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行政法律纠纷，但是在中间尚存

民商事和行政纠纷混合的形态，无法从根本上区分开

来”［９］。这就要求ＰＰＰ协议解纷机制的制度设计中
应当包含针对民行混合纠纷的可行方案，而这正是区

别行为说的力所不能及之处。综上，本文认为，应当

遵循区别行为说的整体思路，并纳入行政附带民事诉

讼制度作为补充，进而建立“行政＋民事＋行政附带
民事诉讼”的多元解纷机制。

（二）“行政＋民事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之解
纷模式的具体实现路径

ＰＰＰ协议解纷机制的目标，应当是尽可能使所
有类型的纠纷均有相对应的解决渠道，各种权利救

济途径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既无“叠床架屋”之累，

又无“百密一疏”之忧。而“行政＋民事＋行政附带
民事诉讼”之多元解纷机制在应然层面可以最大限

度地靠近这一制度目标。这一模式展开而言，涵盖

五种解纷途径，分别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仲裁、民

事诉讼，以及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区分各种途径的

标准，取决于争议本身的性质，而争议的性质又主要

看是不是政府行为的性质，即行为是不是基于行政

职权而作出的行政行为。

首先，若争议内容性质单一，则区分采用民事救

济或行政救济。根据《行政复议法》第１条和《行政
诉讼法》第１２条，行政复议的对象，应当是违法或
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的对象，应当是

侵犯私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也就是说，非行

政行为不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之列。具体到

ＰＰＰ领域，若争议起因于政府基于规划、许可、管理、
监督、强制、处罚等行政职能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尤

其是《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所指出的“行政机关不
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

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之

典型情形，则属于行政争议，应当走行政复议或行政

诉讼；若争议内容并不涉及行政权力的行使，而是在

ＰＰＰ协议的履行、变更、解除、违约责任等方面存在
意见分歧，“常见的包括土地使用权的取得、项目产

权的归属、项目收益的分配、项目公司融资、项目担

保、工程建设、项目收益权抵押、项目回购、税费负

担、违约责任等”［１０］，则应当属于民事争议，走仲裁

或民事诉讼途径。

其次，若争议内容为民行混合纠纷，难以分辨或

分解各行为的公私法属性，则适宜通过行政附带民事

诉讼予以解决。此处所谓的“难分性”，大致区分为两

种形态：一是“实体难分性”，即“有关民事权利义务

的约定与行政权利义务的约定相互交织、难以完全分

离”；二是“程序难分性”，即某些 ＰＰＰ协议纠纷的内
容较为复杂，难于判断案涉行为的属性，则在实践中

可能导致纠纷的实体内容虽然相同，但最终选择的诉

讼类型却因不同法院或法官的审判风格和价值判断

而截然不同，以至于造成程序上的自相矛盾。

同时需要注意，“如果合同内容本身已经复合

了行政权力行使的后果并以平等合同的形式确定为

合同内容，对该合同内容引发的争议不应排除作为

民事纠纷进行处理。而对合同之外的行政行为，仍

可由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并按照行政

诉讼处理”［１１］。此处所谓“合同之外的行政行为”，

主要指合同履行过程中，政府另以积极的行政行为

推翻了 ＰＰＰ协议中已承诺或认可的意思表示，则此
时不应当再被视为单纯的民事违约，而是应当看纠

纷是否仅由该新作出的行政行为引起，若是，则走行

政途径；若否，则走民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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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民行混合纠纷选择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优

势在于：第一，能够在定分止争的同时维护公共利

益。由于案涉纠纷具有公私法混合属性，此时秉承

“公益至上”的制度设计理念，应当优选行政诉讼作

为主导，即由行政庭来主持审判。这种发生于行政

庭内部的“行政诉讼＋民事诉讼”解决方式，既避免
了案件在不同诉讼类型与审判庭之间的频繁切换和

跳跃，又方便了审判法官全面审查、通盘考虑，进而

一体适用相关的民事与行政法规，更有利于妥善解

决争议，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实现平衡。第

二，符合“交易成本公共物品理论”的根本理念。如

前所述，“交易成本公共物品理论”是 ＰＰＰ模式的理
论基础，其旨在“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实现公

共利益的最大化”。区别于大刀阔斧新设“特殊纠

纷解决机制”的方案，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最大化

现有资源利用率的结果，能够维护三大诉讼体制的

既有框架，不至于付出伤筋动骨的代价。换言之，行

政附带民事诉讼能够实现立法成本最小化，降低

ＰＰＰ模式的总体成本。
四、余论

ＰＰＰ模式虽然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公共物
品供给方式，但也因其属于新生事物而面临诸多未

知性与不确定性。在既有制度供给不足以解决ＰＰＰ
模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时，应当从目

的论的角度去寻求思路。质言之，一切旨在解决制

度难题的方案，都应当回归制度目标本身，至于ＰＰＰ
模式，制度设计的目标即是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

本，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应当紧紧把握政

府在作为“合作者”与“监管者”时分别享有哪些权

利义务、辨明 ＰＰＰ协议纠纷的产生机制和内在原
因，唯其如此，方能在应对各类新型矛盾时找到符合

设计者初衷的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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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民俗剪纸的创新与传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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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朝晖（１９７１—），男，河南通许人，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剪纸艺术的创作、教学

和研究工作。

摘　要：民俗剪纸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
文化的重要符码。新时代民俗剪纸发展面临生存空间被挤压、题材内容陈旧、技艺传承不畅、市场转

化困难等种种问题。在对非遗传承保护高度重视的当下，创新是民俗剪纸发展的关键，题材上的推

陈出新、内涵主题上与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契合、技艺上的提升、风格上的时尚化与个性化审美熔铸是

民俗剪纸满足新时代社会需求与消费偏好的现实出路。拓展民俗剪纸的生存空间、着力活态传承、

开展剪纸进课堂活动、开发文创产品、塑造剪纸文化品牌是创造性传承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新时代；民俗剪纸；创新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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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剪纸是诞生
于我国古代民间最质朴最富有艺术气息和东方韵味

的造型艺术。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符号和民族

精神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群体文化记忆和精神

的象征。在民俗生态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民俗剪

纸的生存、发展与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挑战。

民俗剪纸如何创新发展，不仅是事关民众文化生活

与民众审美教育的问题，还关切到传统优秀文化的

弘扬和民族文化心理认同，也是非遗民俗剪纸能否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看，

以往学者对剪纸艺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剪纸渊

源、发展历程等的溯源式的历时研究，以及对剪纸艺

术的工艺、造型、风格、题材、传承与保护等某一方面

的专题性和区域性研究，研究成果也极为丰硕，尤其

是史论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①这些研究为剪纸

艺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并

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发意义。但从整体上看，当

前研究视角单一、分散，多以区域剪纸为主，缺乏系

统整体的考察，对新时期剪纸艺术的创新发展研究

力度不够，创造性传承方面也缺乏清晰的路径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新时期民

俗剪纸的发展创新与创造性传承做进一步深入地探

讨，希望本研究能为新时代民俗剪纸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借鉴意义。

一、非遗民俗剪纸的生存困境与发展契机

生态环境巨变下传统剪纸艺术的生存现状堪

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剪

纸艺术诞生于我国古代农耕社会、依托各种民俗活

动而存在，是民众社会生活和精神需求的艺术表达

方式，农耕社会的经济土壤和社会组织结构滋养了

剪纸特有的内涵和表现特征。但近现代以来，随着

小农经济的解体和社会的转型，在价值多元化、时尚

化和文化商品化的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信仰

和审美情趣发生了重大转变，传统剪纸赖以生存的

民俗空间被严重挤压，民俗剪纸自身所蕴含的传统

价值观念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心理需求差别较大，传

统的剪纸题材内容、功能与新时代多元化的诉求不

相契合，剪纸艺人逐年减少，剪纸技艺面临失传的危

险。这些问题反映着民俗剪纸在当下的生存面临诸

多困境和考验，这一切表明：民俗剪纸自身要发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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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有所突破，民俗剪纸的题材、内涵和功能都需要

提升、转变。新时代环境下民俗剪纸如何与时俱进

起到文化和价值引领作用，剪纸内容如何创新以满

足现代人的消费心理，剪纸题材如何突破以满足日

益凸显的个性化需求，剪纸技艺如何提高以满足民

众不断变化的审美需要，剪纸艺人逐年减少与剪纸

传承后备生力军不足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剪纸创

作、运营如何与市场高度融合，等等，这些不仅是剪

纸创作和保护的实践问题，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民

族文化传承和文化复兴的重要问题。

民俗剪纸的发展虽然遇到了种种问题，但也面

临转型发展的重大契机。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非遗民俗剪纸的保护和传承，通过大量的调

研、访谈，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出台了诸多相关

扶持政策，立法部门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也采取了

种种切实可行的挽救和保护措施。早在１９７９年，中
国文联、国家民委、原国家文化部等部门就联合展开

了全国范围内的民间文化艺术的普查与调研工作。

１９９７年 ５月国务院颁布的《保护传统工艺美术条
例》，明确了国家以及各级政府在传统工艺美术保

护中的责任和义务，剪纸艺术也在保护之列。２００３
年原国家文化部正式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

护工程”，民间剪纸位列其中，成为中国民间十大文

化遗产抢救工程之一。２００４年 ８月 ２８日，第十届
人大十一次会议批准了 ２００３年 １１月 ３日在第 ３２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经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审批，中国

剪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第

四批。２０１１年２月第十一届人大十九次会议又通
过并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十三五规划”将“振兴传统工艺”首次列入国家

发展规划之中，２０１９年 １月，中宣部、文化和旅游
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

程实施方案》，同年７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
察调研时指出，党中央支持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要

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同年８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对国粹传

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

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可以说，“非遗”保护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

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为新时期非遗民俗剪纸

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剪纸艺术传承与创新

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全

体中华儿女鮸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我们应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高

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非遗民俗剪纸的发展也应该乘上改革发展深化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东风，充分发挥剪纸

艺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丰

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提高民众审美情趣，增强民族

凝聚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从提高民族文化的认同

感着手，建立起以剪纸技艺传承、工艺创新、内涵提

升为关键的适合民众文化生活和审美心理需求的保

障和创新机制，为剪纸艺术的未来探索出一条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

简而言之，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机

遇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艺术的生存

现状、困境、传承、创新和发展出路的深入细致的分

析与研究，提出有建设性的行之有效的发展和保护

措施，以指导剪纸艺术创作活动的实践极为重要，也

势在必行。

二、新时期民俗剪纸的创新发展指向

新时代民俗剪纸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创新必

须立足于民俗剪纸生存环境的变化和市场需求，在

新的文化语境和当下民众的心理与审美需求下，紧

紧围绕剪纸的题材突破、内涵主旨创新和剪纸技艺

提升等创作的实践出发，进行系统分析和探讨，才能

厘清民俗剪纸发展的内在理路，从而提出行之有效

的创新发展路径，推动民俗剪纸的可持续发展。

１．剪纸题材创新：时代性与先进性。题材是表
现作品主题思想的素材，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活

事件或生活现象。剪纸题材是经过剪纸艺人集中、

取舍、提炼来表达生活感受、社会认知和审美诉求的

主题元素，与艺人的生活环境、地域习俗和时代风情

有关，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民俗剪纸作为

农耕时代诞生的民间艺术形式，其题材打上了农耕

社会特有的深深的烙印。因此，传统民俗剪纸的题

材多与农耕生活、风俗礼仪、神话故事等有关，表现

元素多以民间喜闻乐见的花草虫鱼、家禽瑞兽、戏曲

或神话人物等为主。这些题材在今天的剪纸作品中

仍然十分常见，民众虽然也十分喜欢，但这些传统题

材毕竟与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兴趣爱

好有一定的距离，难以产生时代共鸣和心理回响。

因此，民俗剪纸在题材上要有所突破和创新，在题材

选取上应遵循“不泥于古、不背乎今”的原则：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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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仍然选取经典优秀传统题材进行创作，比如

《清明上河图》《八十七神仙卷》《百子图》《穆桂英

挂帅》《老鼠娶亲》《嫦娥奔月》等大型传统题材作品

和吉祥如意的节日剪纸以及窗花等小型传统题材作

品，丰富普通大众的社会生活，满足人们对优秀传统

民族文化的喜爱，唤起民族群体文化记忆和精神需

求；另一方面，可以探索创作全新的题材，体现时代

性和先进性。比如，剪纸艺人可创作反映新时代新

生活新风俗的剪纸作品，如环保题材、文明婚丧题材

等；或创作合乎社会提倡的公序良俗题材的剪纸作

品，如尊老爱幼题材、孝亲题材等；或创作符合年轻

人口味的时尚前卫题材的剪纸，如个性化的人物剪

影、游戏人物题材等。剪纸题材创新的关键是要与

时俱进、符合社会发展和多层次需求，紧贴时代发展

和民众生活与心理需要，并与民族精神传承相一致，

从文化记忆与价值引领方面，发挥民俗剪纸的文化

功能。

２．剪纸内涵出新：思想性与价值引领。剪纸的
主题与寓意在剪纸创新发展中也是极为重要的因

素，那些主题明确、内涵丰富的剪纸作品总是深受民

众的喜爱。剪纸的内涵及其象征意义是人们接受和

喜爱它的重要因素和文化符码，因此，新时代的剪纸

创作在这方面要特别重视。剪纸内涵的创新可以从

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借鉴和保持传统剪纸艺术最擅

长的纳吉、祈福、祛邪、除恶、劝勉、警戒、趣味等主题

寓意表现方面的历史经验和创作体验，继续创作出

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题材剪纸作品，或新旧元素融

合，将民众新的期盼、美好祝愿融入传统剪纸作品之

中。二是契合时代所需，创作出富有思想性、艺术性

和教育性的剪纸精品，使其成为时代价值的重要载

体。思想性体现在主题突出，符合时代主旋律和主

流价值观，反映国家民主、富强、文明、公正、廉洁、诚

信、友善等主旋律题材的新时代剪纸作品，宣扬真善

美等美好事物和情感，潜移默化，起到价值引领作

用。如：可剪刻出《焦裕禄》《反腐倡廉》《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等富含正能量的剪纸作品，以弘扬新时

代发展的主流价值观。剪纸的艺术性是剪纸深受喜

爱的重要因素，剪纸艺人不仅要注重理论素养的吸

取，更要注重艺术本身“妙在自然，贵在天真”的艺

术本质要求。形式上新颖，内涵上丰富，艺术上道法

自然，能给予人产生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唤与观者产

生共鸣的作品，即为好作品。教育性体现在剪纸作

品内涵可以起到教化引导，传达更多的正能量和科

学艺术知识，与人们追求和谐幸福的美好生活相一

致。剪纸艺人可以将中国梦、讲好中国故事和科学

文教知识等内涵融入剪纸创作中，培养民众的艺术

感受能力和民族凝聚力，起到文化引导和科普教育

的作用。

３．剪纸技艺提升：守正创新与审美指向。民间
剪纸是造型艺术，构图、用色、刀法等构成剪纸技法

的重要几环，剪纸技法的提升就需要从这几个方面

下功夫。从用色上来讲，传统剪纸多为单色单层剪

纸，新时期此方面技法的突破原则上是守正创新，在

保持传统的基础上，适当地探索多层多色，目的是丰

富剪纸艺术的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使剪纸作者内

心的思想表达更充分，人民大众更喜欢、更乐于接

受。在刀法或剪法上，传统剪纸有阴刻、阳刻或阴

剪、阳剪之分，阳刻（阳剪）的特点是“线线相连”，镂

空雕刻，南方剪纸多善用，使用阳刻（阳剪）技法的

剪纸作品其线条清秀、细腻。阴刻（阴剪）多见于北

方剪纸，特点是“线线相断”，阴刻（阴剪）技法的剪

纸作品风格质朴、粗放，线条感强。也有阴阳剪法

（刻法）同时使用在一张剪纸作品上的，但难度较

大，这种混合技法的提升空间还很大。新时期在剪

纸技法的使用上，一方面可以保持以阴刻（阴剪）为

主或以阳刻（阳剪）为主的单独技法来表现，另一方

面可以在阴阳剪的结合上寻求技术突破。阴阳剪法

的结合，表现力更强、更丰富，更能体现均衡对称、虚

实相济、疏密有致的和谐流畅之感，装饰效果更强，

也能满足人们不断变迁的审美需求问题。此外，还

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和电脑设备来创作以提高技艺，

如：可利用电脑三维技术使剪纸人物线条更流畅，表

现更丰富，造型更立体，细节性更强。这些新的技法

既注重传统审美和意象性特征，又满足现代审美对

时尚、前卫等的文化需求和消费偏好。剪纸技法的

提升能够使这一古老的民俗传统获得现代原创力和

生命活力。

４．剪纸风格独特：时尚化与个性化。剪纸艺术
作为一种造型艺术有其独特的风格。由于受使用材

料（纸张）和剪法技艺的不同、地域风俗的异同以及

剪纸艺人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每幅剪纸作品都呈

现出不同的风格，或浑厚繁复，或清新淳朴，或简洁

明快，或夸张变形，各有特点。但文化商业化的今

天，剪纸艺术在适应市场化的同时如何保持其天然

独特的风格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新时

代传统剪纸如何平衡艺术水平与文化工业化生产之

间的矛盾，是民俗剪纸发展创新不容回避的一个问

题。传统剪纸是一代一代民间剪纸艺术家纯手工匠

心制作出来的，赏心悦目，艺术价值高。但发展传承

缓慢，形不成规模效益。现代大批量工业化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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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作品传播广，发展快，但失去了原有的那份天真

自然和淳朴，艺术性差，追求量的结果可能会毁掉传

统艺术的韵味和魅力，使人们失去对剪纸艺术的兴

趣。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把握好度，平衡好二

者之间的关系，尤其须切记不要一味地迎合市场口

味，使其成为过度市场化和碎片化的粗制滥造的文

化。在消费时代价值追求多元化的背景下，剪纸要

发展还需要契合消费者的个性化、时尚化诉求，在造

型和装饰风格上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如：可将传

统的窗花改成大型屏风满足一般消费者的家装需

求，还可创意性地剪成《梅兰竹菊》《春夏秋冬》《四

季平安》等四条屏挂轴，更好地满足文人雅士的喜

好。剪纸装裱方面，在保持原有装裱形式的基础上

应尝试采用新形式、新材料、新方法，使剪纸的装饰

性、艺术性、审美性得以更好地展现。

三、新时期民俗剪纸的传承路径

上述所谈的剪纸创新属于剪纸发展的内生性生

存能力，创造性传承则可以为剪纸持续性发展赢得

活力和生命力，这需要借助于保护机制和外部推动

力量，使创新发展与创造性传承相辅相成。新时代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政策

引领下，开辟出民俗剪纸的创造性传承路径显得极

为重要。

１．搭建各种活动平台，拓展剪纸生存空间。由
于民俗剪纸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农耕社会结构的

解体、民俗社会生活事项及节日礼俗活动的减少与

淡化，使得民俗剪纸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剪纸艺人减

少，剪纸艺术的传承举步维艰，新时期剪纸艺术发展

的空间亟待拓展。剪纸艺术生存空间的拓展需要紧

紧围绕剪纸依存的社会基础、市场需求等民俗活动

和民众生活的切实需要，从更深层的视角探讨拓展

的可行性和方法措施。一方面，利用好国家和各级

政府大力弘扬和保护传承民间剪纸艺术的政策支持

和专项资金的扶持，从实际出发下大力气切实推动

剪纸的发展，这是剪纸传承的有力保障和发展动力；

另一方面需要借助于政府、民间等多方力量，通过举

办各种形式的剪纸展览、学术交流活动，开设民间剪

纸艺术博物馆，建数字化剪纸纹样题材技艺数据库，

借助节日庆典举办民间剪纸比赛，等等，为剪纸艺术

创造一个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这些举措不仅能激发

剪纸艺人的创作激情，对剪纸艺术创新也起到推动

作用，而且通过营造剪纸文化生存的空间，使剪纸艺

术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使其独特的审美情趣重新

为人们所接受和喜爱，使剪纸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

２．着力活态传承，打造剪纸体验场馆。“活态

传承”是近几年关涉到非物质文化传承时提的最响

亮的一个词，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发展的环

境当中进行保护和传承，是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

程当中进行传承与发展的传承方式。这种传承方式

能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的。活态传承

也是剪纸艺术传承的关键，要着重于剪纸生产和制

作的技艺展示和体验，激活传承过程中的活力和动

力，扩大社会影响。与物质遗产或自然遗产不同，非

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的是它的非物质性和人的主体作

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剪纸艺术，它的主体和

核心是剪纸艺人和剪纸技艺，因此，非遗剪纸艺术的

活化策略就是围绕着人和技艺做文章，运用新媒介

技术将剪纸技术数字化、影像化，或者打造“传统剪

纸技艺展示体验中心”或“传统剪纸技艺工作坊”等

形式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让人们切身感受和体验

剪纸的制作技艺，领悟剪纸艺术的创作之美和劳动

人民的智慧，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的

追求。活态传承，不失为剪纸艺术在新时代发展的

新路子和新方向。

３．剪纸走进课堂，发挥教育传承功能。传统剪
纸技艺多以家庭传承和师徒传承为主，伴有集体社

会传承。新时期剪纸艺术的普及与传承需要更多的

传承方式和更多人的参与。虽然全国各地曾实施过

剪纸艺术研培计划，如２０１９年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大
力支持下，各地依托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剪纸类），

开展技能培训多期，组织大家学习、研讨、交流，取得

了一些成绩，但影响面还需要进一步拓展。稳定而

又持久的措施是让剪纸艺术走进大中专和中小学的

课堂，实施从理论到实践更系统的传授，普及率会更

大。目前已经有一些有条件的中小学将剪纸艺术引

入到传统文化教育的课堂，如在四川泸县海潮镇学

校、浙江海盐石泉小学、江西抚州市东乡区的学校等

都开展有剪纸艺术课程。一些大学也越来越多地重

视包括剪纸艺术在内的民间艺术教育，如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是全国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基

地，该校就开设有专门的剪纸课程，并邀请著名的南

京剪纸国家级传承人张方林到剪纸课堂授课，深受

学生的喜爱。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也特邀江西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剪纸艺术家叶松清先生

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全体学生开展剪纸课堂教育。

作为剪纸艺术教育者和研究者，本人近几年来一直

在河南大学文旅学院文化产业、国际汉学院国际教

育和文学院对外汉语等专业尝试课堂剪纸教学，收

效显著。非遗剪纸进校园这种教育传承方式，不仅

可以达到对新生代剪纸艺术的知识传承和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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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培养。还可优化剪纸传承方式，推动中小学

和高校作为剪纸文化新的增长空间，提高剪纸艺术

创作与传承的能力。

４．开发剪纸文创产品，塑造剪纸文化品牌。剪
纸艺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创意转化。从

目前的情况看，剪纸艺术的创意转化非常薄弱，这就

需要借鉴故宫文创的成功经验，从文化与商业结合

的角度，将现代品质和生活情趣融入剪纸的设计创

新之中，并重视剪纸艺术与其他文化品牌的跨界合

作，将剪纸艺术变成可携带的文化符号，进入人们的

日常生活，创造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实现剪

纸文化消费的升级。在新时代还需借助新媒体技

术，重视剪纸文化资源挖掘与流量转化，将剪纸内容

生产与平台机遇结合，借助新一轮地方消费转型的

时机和潮流，将民俗剪纸打造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优秀民族文化品牌。例如 ２０１８年天猫出海中的
“非遗”扶植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发展的契

机。２０１８年４月，天猫对外宣布“天猫中国匠人计
划”全面升级，要孵化至少２０个千万级年产值的中
国匠人天猫店铺，并推动优秀非遗文化产品通过

天猫海外平台行销全球。优秀的非遗剪纸文化品

牌就可以借机通过匠人入住、流量、创新再造等天

猫平台全链路的支持实现海外行销，并借此平台，

使非遗剪纸品牌自身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成为沟

通和连接中国文化与海外华人的情感纽带，还可

以在文旅深度融合语境下将非遗民俗剪纸产品转

化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创产品，如２０１９年６
月“中国非遗文旅执行”项目中由去哪儿网推出的

“非遗非常潮”百条旅游专线便是一种尝试，沿线

的剪纸艺人就可以借此契机创造和设计出具有民

族特色和现代时尚感强的剪纸文创产品，使其成

为年轻人追捧的“潮品”，成为文旅市场靓丽的文

化名片。文化与经济结合，能够使民俗剪纸在保

护和开发的矛盾之间获得一条可行路径，既是优

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传承的必由之路，也是中

华文化复兴的一种重要方式。

四、结束语

创新发展与创造性传承是民俗剪纸艺术发展永

恒的命题。本研究力图从内部内生性创新与外部生

存空间拓展两个方面去探究，构建出一条新时代剪

纸艺术创新发展和传承的新路径。希望这一探讨能

抛砖引玉，推动剪纸艺术与民俗文化研究的不断深

入，为剪纸艺术的发展开出一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

新路子，促进剪纸文化传统的当代传承。

注释：

①王树村《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陈竟《中国民俗剪纸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版；吕胜中《中国民间剪纸（上、下）》，湖南美术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等等，这些都是剪纸史论方面研究的力作。

（责任编辑　许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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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理论视域下徽州民谣数字化传承

赵　昕，陶　然
（安徽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１０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科学研究项目“５Ｇ时代视域下徽州非遗舞蹈艺术的数字化传承”（ＳＫ２０２０Ａ００３７）；安徽财

经大学“新媒介互动性绘本应用研究———以安徽二十四节气民俗绘本为例”（ＡＣＫＹＣ１９０７６）
作者简介：赵昕（１９８８—），女，安徽蚌埠人，硕士，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新媒介与非遗文化创新设计。

摘　要：在信息化、全球化社会转型中，乡土文化多样性的丧失使得群体性“文化认同”与“场所
精神”的危机日渐凸显，也造成了徽州民谣在传承中呈现出“理解有限、认同感低、推广困难”的现实

困境。从文化认同理论出发，对徽州民谣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等方面进行规划和重构，

以数字技术与视觉设计相结合，将徽州民谣传统表现形式“听、唱”与增强现实技术下的“视、触”相

融合，形成多感官交互体验的“数字场域”，并通过数字化应用成果的构建，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

角度扩宽其文化认同体系，在吸引公众参与体验的过程中，由点到面的提升徽州人民的文化认同感。

关键词：设计艺术学；新媒介；文化遗产保护；民俗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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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徽州民谣研究面临的困境
徽州民谣在古徽州“一府六县”范围内产生，是

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作用的徽州“环境母体”下呈

现出的艺术表征。其内容反映了徽州人生产、生活

和精神领域活动的大量信息，具有极高的艺术学、文

学、社会学、语言学、史学等学术价值。

但在现代化信息技术与网络文化的冲击下，依

赖独特地缘文化、口头传颂、技艺型传承的徽州民

谣，面临着“理解有限、认同感低、推广困难”的现实

困境。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由于方言吟诵的特点，徽

州民谣的传播仅限于发源地及其周边，而其他地缘

文化下的公众对其吟唱的内容理解有较大难度，不

利于徽州民谣跨地域跨文化的传播；徽州民谣属于

口头化的遗产，其表现形式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且

相关文献记述非常零散，导致可供参考的资料较少。

笔者在与安徽省博物馆、档案馆、收集整理者（当地

的退休教师、乡镇村干部或文化爱好者、高校研究

者）交谈中，常感到他们对徽州民谣传承深深的担

忧；徽州民谣这一文化类别的产生，通常需要经历长

久的认同积累与渐变发展过程，并随着时代文化语

境的更替，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曲调与唱词。但当

下年轻人甚至都不知当地有民谣，更无法去创造新

时代的徽州民谣，因此本课题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

迫切的。

二、数字化技术在徽州民谣传承中的理论框架

研究

我国关于非遗领域数字化研究虽处于起步阶

段，但已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轨道，一些问题也逐

渐地显化：民族文化基因在非遗数字化传承中信息

量有限，当下非遗数字化传承多通过商业途径得到

发展，民族文化信息的寄载性并不强且同质化现象

严重，公众只见其“形”而不见其“神”，无法建立文

化认同感；非遗数字化传承载体单一，数字化保护与

有效传承主要是寻求合适的载体进行转化。目前比

较主流的载体形式是物质载体、空间载体、数字载

体，但呈现出重实体轻虚体的发展趋势，例如大力兴

建设博物馆、艺术馆、博览园、民俗文化村等，而忽略

了其背后“人”与“文化”的存在，呈现出见“物”不

见“人”的势态；对非遗文化内容诠释深度与广度不

够，片段式采用单一化的文化载体，例如照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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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等，缺乏全方位的对其背后“文化母体”与

发展脉络的诠释；参与反馈距离较远，接近与参与是

影响反馈行为最重要的因素，在非遗展示中多是将

信息转化为图片、电子解说、视频等形式，公众被迫

静态化、孤岛式的欣赏，体验反馈与二次传播的参与

性较弱，无法形成完整的传播链条。

针对上述问题，通过对文化内容、载体形式、传

播途径三方面的分析与论证，提出了数字化技术在

徽州民谣传承中理论框架研究框架。其内容有：对

徽州民谣文化内容进行视觉重构，形成数字化植入

客体；整合徽州民谣展示传播主体系统，在传播系统

中实现非遗内容的文化着床；扩宽文化认同体系，通

过数字化应用为媒介，吸引公众主动式传播。以期

为非遗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同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支

撑与参照，具体研究思路（如图１所示）。

图１　数字化技术在徽州民谣传承中理论框架研究

　　三、数字化技术下徽州民谣传承路径研究
基于数字化技术在徽州民谣传承理论框架研究

的基础上，采取增强现实技术（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
简称ＡＲ）、数字动画等现代前沿技术为手段。结合
实地调查，分析其艺术发展嬗变，总结出相关文字、

图像、视频、音频、实物资料的研究资料。对徽州民

谣符号的研究与视觉化设计，设计出一套增强现实

技术下的实践体系，同时在移动智能终端平台上进

行测试，给出相关的实验测试结果。并通过构建数

字化应用成果，在吸引公众参与体验传播的过程中

由点到面的提升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具体研究

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数字化技术在徽州民谣传承中的应用研究流程图

　　（一）徽州民谣艺术发展嬗变分析研究
徽州民谣是在古徽州“一府六县”范围内产生，

从地理区域上来划分，有歙县、绩溪、婺源、黟县、休

宁、祁门等自成一派发展的地方性民谣，从文化内容

上来划分，有吟诵采茶、种植、编织的劳动类民谣，同

时也有吟诵爱情、评论时政、歌颂大好河山的生活类

民谣。

笔者在调研中总结其有如下特点：首先，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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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存完整，徽州古邑地理环境特殊，形成了封闭式

发展的文化场域。《新安志》中有记载：“徽州山限

壤隔，民不染他俗。”因此在徽州民谣的传承也上保

留了传播的真实性与地域的唯一性；其次，地域特色

明显，主要体现在徽州方言因地理空间的封闭而差

异明显，《嘉靖徽州府志》中总结其特点是“六邑之

语不能相通，非若吴地，其方言大抵相类也。”陈瑶

也提出：“徽州方言复杂难懂、分歧大、通话程度低

著称。”［１］例如绩溪在地理空间上以徽岭为界，形成

岭北、岭南两个区域，在其方言、风俗、习惯上均有不

同，因此在民谣的表现形式上相同题材也会出现多

个方言版本。例如《推车谣》的岭南版与岭北版虽

在文化内容上一致，但语言描述上有极大的不同；第

三，以个体情感抒发为主，徽州民谣多是由徽州人民

在劳作生活中有感而发的吟唱，代表的是其在生活

中的感悟与情感，例如《三早歌》描写的是徽州人民

早起劳作的情景，《金打铁、银打铁》从一个铁匠的

视角描述了一年中的民俗节庆，并在代代流传中不

断完善，潜移默化的吟唱中构建文化认同；第四，表

现形式多样，徽州民谣中有大量的对唱、合唱、猜谜、

对话、借问等，综合形成节奏明快、朗朗上口的曲风

曲调；第五，韵散结合，徽州民谣是在古词古语中发

展起来的，以七字与五字成句且韵脚为方言音，但并

不拘泥于规则，形成朗朗上口的曲音曲调。综上所

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徽州民谣是在口耳相传中

传承至今，代表了徽州人民的自我认同与历史根基。

（二）徽州民谣可视化设计研究

“曲合曰歌，徒歌曰谣”，在以往的非遗民谣保

护和传承中，录制音频是主流方法。但由于徽州民

谣方言吟诵的特点，例如在《采茶谣》中“?儿乖乖

宝，娘去摘茶草，?儿乖乖宝，娘去赚茶银。摘茶草，

赚茶银，用来供大供细供成人”［２］中“细”在绩溪方

言中代表“小”，这里指代小孩，因此公众仅通过音

频对其内容的理解有较大难度。针对这类问题，对

民谣进行数字化、叙事化、视觉化设计，例如在这首

民谣中加入孩子慢慢长大的动态化视频，并结合增

强现实技术去多维化展示，相对于音乐语音语调，加

入图像更能意境传达，也易于理解与传播。

１．徽州民谣数字化转存
通过田野调查和对传承人的访谈形式，以地域

和村落为圆心点对徽州民谣收集整理研究。在收集

中采用录音和文字记录结合的方式，对音频中出现

的方言语句用文字上加以注释或注音，形成各地的

方言统计表（如表１所示）。在采集中力求保持真实
性与原生态方言特色，并对于流传甚广的徽州民谣标

注了主旋律音符，以便后期传播推广。通过录音转存

后构建徽州民谣的数字化资源库，以期使之从主体

性、专有性转向多元性、数字性、视觉性、共享性。

表１　徽州民谣文字注释及方言语意统计表

歌曲 方言 指代意思 民谣种类

《瞎女嫁娘》 老倌老妪 老公老婆 绩溪民谣

《看花灯》 俺、尔、渠 我，你，他 绩溪民谣

《前世不修》 细鬼 小孩 绩溪民谣

《金叫叫 金喇叭》 砰啪 爆竹拟声词 绩溪民谣

　　２．徽州民谣信息化传达设计
信息传达的过程是将源信息通过语言、图片、文

字等符号系统编码并解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信息

的传达依靠于传播者与受传者是否共享符号的意

义。徽州民谣“理解不了”的现实困境也是因单一

化的编码方式与当下多维化的解码方式不相匹配，

因此需要采用数字技术与设计介入的方式对徽州民

谣进行重新编码、重构和阐释，有如下重点：

第一，编码的增幅化。在海德格尔所预言的

“世界被发展为图像化”［３］的今天，人类观看世界的

方式也变得愈加丰富多彩。而视觉与听觉是人的感

官中决定认知性的感官，因此采用数字化音频与视

觉设计相结合的方式。选取公众文化认同感高、蕴

含优秀传统文化、有代表性的民谣歌曲，例如《蜘蛛

吊水》《庙山情歌》《萤火虫啊低低飞》等，将民谣转

述为叙事化、情境化的数字动画影像。首先采用音

乐叙事学进行研究，徽州民谣的叙事性强，每一首民

谣都在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富含大量的民俗信息。

例如绩溪民谣《月亮升起》：“月亮升起，捉贼偷米。

聋子听见，哑巴叫起。跛子抓着，瞎子认米。前呼后

拥，送到衙里。瞎子县官来审理，毛贼原是宝贝

弟。”［４］叙事完整、风趣幽默，对于视觉表现提供了

可行性。其次构建徽州民谣的可视化脚本（如表２
所示）。根据脚本信息对人物设定、主题要素、场景

布局进行设计，加入图形、三维模型、动画、影像等视

觉符号，强调内容、创意、表达与视觉化的融合。在

传统的徽州民谣单一性的“唱”“听”基础上，加入

“视”的多感官化传达，以期让公众主动建立文化认

同并传播，实现对徽州民谣信息内容的再次解读。

第二，编码的重构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

仅需要保护更要运用现代性话语体系对其重新解读

与诠释，赋予新的文化意涵，使之与现代生活相关

联。笔者考察了徽州文化审美特点，将徽州民谣背

后展现的文化、艺术与哲学符号置入在现代文化语

境中，使其既保有徽州民谣独特的文化审美特征，又

形成可理解、易传播的现代视觉符号。例如在《十

二月采茶歌》中“三月采茶桃花红，手拿长枪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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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百万军中救阿斗，万人头上逞英雄。四月采茶

做菜忙，把守三关杨六郎”，在角色设定中，赵子龙、

杨六郎的形象都汲取了徽州三雕中的视觉元素与艺

术特性，在借鉴其线性语言与写意风格基础上，加入

现代设计的审美特征进行“视觉重构”。场景设定

中也融入了徽州特有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宗教信

仰、审美特点、民俗文化等，实现了信息的叙事性全

方位展示设计。

表２　徽州民谣的可视化脚本分析

歌曲名称及编码 歌词信息 内容描述 视觉化表现

Ｂ３１推磨歌
推呀磨，磨呀推，做挞

倮，打锅魁

农家小院里，一对夫妻，男人在院内磨磨，

女人在灶台边烤面饼。

徽派乡村建筑鸟瞰场景，徽州版画风格的夫妻角色

设定。

Ｂ３２月亮下来看世界 月亮太太，拜尔三拜 夜晚，一个小男孩虔诚的对月亮跪拜。
萤火虫飞舞，徽州三雕风格的祠堂，阜阳剪纸风格

的人物设定。

　　（三）增强现实技术下徽州民谣展示设计研究
展示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四个因素：信息、环

境、媒介、人物（传播者、受传者），共存于叙事场景

之中，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系统。梅洛 －庞蒂称之为
“现象场”，即信息通过媒介在环境中形成有效传达

的场域。构建非遗文化展示传播中的“现象场”是

实现数字化传承的关键，因为非遗的传承需要在一

定的地理区域或特定的社会文化的场域中孕育发

生，但随着非遗民谣生存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的

变迁，原生场域逐渐被压缩。因此需通过数字化打

破传承中地缘与空间的局限性，扩宽其传播的场域，

扩大其数字受众，实现文化全球化的发展。

在徽州民谣视觉化设计的基础上，与增强现实

技术相结合，将徽州民谣传统表现形式“听、唱”与

增强现实技术下的“视、触”相融合。通过智能终端

上的摄像头采集现实环境、识别文化标签跟踪定位，

并运用三维建模、Ｕｎｉｔｙ３Ｄ脚本开发、图形识别跟踪
等技术的协调配合，把将虚拟信息叠加到的真实环

境中，形成多感官交互体验的“数字场域”。步骤分

为：第一步，真实场景的获取；第二步，虚拟对象注册

信息的获取；第三步，虚拟对象数据库；第四步，３Ｄ
图像的变换与渲染；第五步，图像的虚实融合（如图

３所示）。并以移动端应用为载体，让公众通过手机
应用，更加直观地“触碰”和深入了解徽州民谣，引

发公众在观看层面到心理层面再到反思观层面的体

验与表达。将其由“物理形态”到“数字形态”再转

化为凝聚人心的“数字回忆”，让公众在体验的过程

中建立对徽州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图３　增强现实技术下徽州民谣展示技术支撑

　　综上所述，民谣作为蕴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记
录民间风俗的载体。需结合数字化技术与现代化文

化语境对其进行设计重构，并运用创新思维提炼记

忆点，对徽州民谣加入现代设计审美特征，通过将抽

象性的音频符号转化为视觉符号注入场景中，形成

“现象场”。对吸引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参与热情，

实现永续发展才是非遗保护的核心。

四、文化认同理论视域下徽州民谣数字化传承

徽州民谣在传承中呈现出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心

态的变化、非遗人才断层、生存空间受到压缩、“流

动记忆”面临消失、传播范围窄化等问题，究其根源

是地域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与身

份焦虑。通过整合徽州民谣的传播路径，从微观、中

观、宏观三个角度扩宽其文化认同体系，让公众在体

验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建立文化认同与自信。具体

研究步骤为：

微观层面对徽州民谣的文化内容进行采集、整

理、设计传达，以民谣为载体连接徽州人民认同感。

例如在《摇篮谣》中：“我家小宝宝，睡在摇篮里，不

哭也不闹哇，两眼笑眯眯。我家小宝宝，奶奶吃饱

饱，觉也睡得好哇，妈妈好心疼。宝宝宝宝，快快地

长大，进学堂呀，考个状元郎。有朝一日做了官，衣

锦还乡回家里，为娘告诉你：村头河上造座桥，大家

都欢喜。”［６］可看出徽州人对知识的渴求、对入仕的

追求、对家乡的热爱，都以民谣为透镜代代相传，成

为徽州人民传统价值观最直观的表达。

中观层面对徽州民谣的传播媒介进行整合，利

用数字化技术再现其“文化场域”。笔者将传播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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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分为：静态化媒介，如图片、书籍等；动态化媒介，

如视频、音频等；交互化媒介，如游戏、移动应用等。

通过选取合适的媒介，使“看不着，体验不了”无形

文化转变为可视化、情境化的有形文化。笔者选择

了Ｈ５页面与小程序的媒介，利用短视频创作、Ｈ５
交互页面与应用小程序等新媒体技术，营造徽州民

谣精神与认同的社会文化场域。

宏观层面“公众参与”，激发公众主体参与传播

的热情。数字化成果为徽文化与徽州方言的推广提

供了传播内容，吸引公众主动参与并传播。并通过

数字化应用、体验工作坊等形式，促进不同的公众进

行跨文化的对话，引导新生代对以徽州民谣为范例

的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学习，提升徽州人的文化自信

与认同感。

五、结语

徽州民谣是徽州人民创作、方言吟诵、口传心记

的原生态民间口头艺术，承载着徽州人对家乡的情

感。从文化认同理论出发，利用数字技术给徽州民

谣的传播带来可视化、交互性、多感官体验、场所感

等新的特征。构建徽州民谣数字化资源库、Ｈ５交互
页面与应用小程序、虚拟博物馆等应用研究，探索数

字化技术下的徽州民谣展示与传承的创新模式，在

吸引公众参与体验中，提升徽州民谣的“生命力”与

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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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技术变革下的网络文化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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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社会结构和认知理念的转型升级，网络文化作为对文化发
展不同形态的扩充，在打破过去舆论文化单向传播的同时，其传播方式从传统的垂直、封闭、沉默、单

向、大一统向扁平化、开放、活跃、互动、多元化发展。尽管网络文化具有民族性、标签化等特征，但在

内容建设上也相对出现了一些媚俗化、娱乐化、价值观功利化等问题。因此，加快我国网络文化的建

设需要提升网络文化内容建设和阵地建设，在内容上下功夫，强调文化与内涵协同发展，在不断借鉴

国际经验和借助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引入社会监督和舆论引导，强化线上治理与线下

监管相结合，促进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网络文化；文化变迁；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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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社会结构和认知理
念的转型升级，互联网作为新时代媒介技术变革的

硕果让人们的沟通从原本的纸质媒介转变为网络信

息化的即时沟通。信息传递方式在深刻影响了人们

的衣、食、住、行的同时，同样也影响着人们文化传播

的方式和理念。媒介技术的不断创新在给人们带来

技术理念变革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

径，多渠道的“发声”使得传统媒体话语体系相对变

弱，过去的单向传播已然受到威胁，传播方式从传统

的垂直、封闭、沉默、单向、大一统向扁平化、开放、活

跃、互动、多元化发展。

一、网络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一）网络文化的内涵

随着网络技术在文化领域的不断应用和深入，

媒介技术的快速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舆论中技

术环境的现状，使之作用于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而产生连锁效应，新的文化

形式即网络文化开始出现并得到不断发展。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为网络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载体，各种文

化活动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实现跨地区跨群体的快速

传播，打破了原本信息传播受时间、地点等因素制

约，各群体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多形式的互动

和评论，让即时交流成为现实。总体而言，网络文化

可以理解为网络参与各群体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和互

联网平台实现信息跨地区跨群体快速传播、交流、互

动的一种文化形式。

任何文化的创造和传播都是人类社会长期实践

和发展的产物。社会环境受到技术环境的影响后往

往会做出积极抑或是消极的反馈，影响和制约着技

术环境下一步是否继续开展新的技术创新。［１］在网

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人是其参与的主体，网

络文化随着参与主体交往的不断加深和参与数量的

不断增多，带来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与发展。

网络文化作为文化观念和文化活动的集合体，方式

多样、参与多元的网络文化是信息时代文化多样发

展的形式之一。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用户

人群的日益增多，根据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Ｃ数据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我国网络用户达
到９．０４亿，手机网络用户达到８．９７亿。网络用户
数量的剧增和自媒体可移动网络终端的大面积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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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原本的网络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文化主

体从单个个人的双向互动变为社会组织、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机构或组织的共同参与，由于

受到从事行业和职能属性限制，网络文化主体在价

值观念、利益诉求、发展需要上都存在一定的不同。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生活应用将社会推入信

息化时代，数据化、符号化、即时化的信息交流和文

化传播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更高

的经济利润，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予网络强大的生命

力。学界有学者将网络文化定义为“以计算机技术

和通信技术的融合为物质基础，以发送和接收信息

为核心的一种崭新文化。这是一种与现实社会文化

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２］。这种新兴文化有其作为

新兴事物的特质，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管制和束

缚实现信息资源的即时共享，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

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准确性。

（二）网络文化的特征

１．网络文化的互联特性
网络文化带有虚拟化的特点。虚拟空间一方面

尽可能还原社会真实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极力弱化

现实社会的制约。虚拟空间中的身份、职业、教育学

历等不同社会属性都是可以调整和改变的标签，人

们通过借助互联网的交流会将自身的社会背景、社

会属性淡化或是刻意隐藏。正是因为在虚拟空间中

网络文化形成的基础自身带有一定的虚拟性，网络

文化也就天然地带有其虚拟的特性。与此同时，网

络文化具有时事共享的特点。虽然网络用户在沟通

交流时会刻意隐去自己的真实身份，使其具有一定

的匿名性，但其沟通交流产生的信息会以数据化的

形式储存在网络空间中使之成为互联网记忆，这些

记忆能够被互联网的用户获得许可后使用。当前信

息技术的变革能让网络用户迅速获取语言、文字、信

息、位置、存储等数据，用户之间能够实现快捷的即

时沟通，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传统信息传递的印

刷、传递、中转等环节，大大缩短了信息传递的时间，

节约了成本，提高了信息共享的速度和效率。

不仅如此，网络文化还能缩短网络主体之间的

差异。网络文化在兴起之初活跃在网络中的用户主

要是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社会精英阶层，随着网络

的普及，网络用户群体不断扩大，其形成的网络文化

也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互联网的开放性让网络文

化不再拘泥于文字，它可以是动态的视频、静态的图

片等，通过新的媒介技术传播方式将信息的交流变

得平等、自由，任何网络用户可以作为信息的传播者

抑或是创造者。不同网络主体之间能够在网络空间

中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个人偏好、生活体验等构建

一些对话平台，进而创造沟通、互动的机会，他们创

造出的精华与糟粕也一并共存于同一个载体中，人

们既能够在网络中观看精品教育课程，体验丰富的

游戏，也会碰到媚俗、价值扭曲、颠倒黑白的文学作

品，甚至是各类事件的不同视角报道。

２．网络文化的民族属性
互联网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通道，各个地方的

信息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尽管会带来很大的便捷，但

在传播的这一过程中往往会有不同的理念和价值取

向在同一事件中发生碰撞与交融，我国网络文化一

直与世界文化保持较好沟通，尽管外来文化对我国

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种文化的交

融并不影响我国传统文化作为网络文化传承和发展

的根基。我国的网络文化虽然是伴随着我国互联网

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相对而言时间并不算长，但其传

承的内容却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这

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并没有因为互联网数据化的传承

方式被其他文化所同化，反而在虚拟空间中各种异

质文化经过碰撞、交流后迸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一方面，传承的内容数据化能将传统文化面向更多

的人传播开，受制于传统的传承方式，我国传统文化

有很多已经湮没，但结合网络新生代的生活习惯，经

过数据化处理的传统文化以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进

行宣传能激发网络用户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进而

吸引到更多的认同者和传承者。另一方面，我国作

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解决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

保存问题则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互联

网将这些风格迥异的传统文化传承问题转变为社会

成员的共同责任，借助网络的快速传播和人们的文

化认同心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传统文化的行

动中来，让民族传统文化更鲜明。

３．网络文化中网络个体的标签化
在互联网的平台中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差异

往往会被同时展现在同一个信息共享的环境平台

里，但同样，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让网络参与者很

容易以不同的标签再塑造一个新的身份存在和存活

于虚拟世界中。互联网媒介为网络用户个体开辟属

于自己专有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其个人形象通过

网络用户的精心策划、设计进而展示出与自身渴望

一样的“自我”进而向其他受众展示，例如：ＱＱ空
间、朋友圈、社交签名、生活动态，等等。但在虚拟空

间中代表不同兴趣爱好的标签也能成为不同人群相

互区分和提升认同的标识，如“嘻哈圈”“古风圈”

“电影圈”“文艺圈”等。这些标签带有专属、排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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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通过这些标签能迅速找到网络用户趣味相投

抑或是其群体专属的网络部落。

二、媒介技术变革下网络文化的发展与困境

（一）网络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文化系统中，网络文化中

各参与主体包括文化的生产者、分解者和消费者，他

们之间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三者之间互为关联

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换，新时代的媒介技术

发展推动了网络文化的“去中心化”，网络文化中党

政媒体、商业媒体和日渐壮大的自媒体都成为网络

文化信息的生产者、消费者抑或是分解者，这就使得

网络文化展现出越发多元的格局。网络文化的多元

化格局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群体不断发展和分化

的结果，网络文化参与群体的多样化造就了网络文

化关注焦点、意见表达、群体认同的多样化。网络文

化涵盖了群体中个人意见的表达和彰显，反映了不

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倾向和各自的利益诉求。传统文

化传播方式主要表现为单向传播，在内容的审核上

层层把关，而网络文化传播中，其传播的生产者、消

费者、分解者之间是相对独立的，随着自媒体的快速

发展，网络文化传播中各角色之间的多元互动已经

成为可能。移动式、可视化、社交化、人性化的媒介

技术给予我们接受信息更多的便利，同时也将传统

信息文化传播的方式从直线模式延伸为一对多的互

动模式。［３］

尽管媒介技术的变革看似给了人们网络参与和

意见表达的机会，但其传播信息来源的不确定和参

与群体意见的多样性也造成了网络信息的相对不稳

定，很多信息经网络传播后会裹挟着某些参与者的

主观色彩，使得部分网络参与成员不能公正、理性地

看待各种公共诉求或事件，未能理性分析这其中的

内因，没有形成能够还原客观事实的舆论导向。李

普曼在《大众舆论》一书中指出，大众媒体是通过不

同媒介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但却是信息传播者主观

意识加工后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图像”，并不能

真正做到客观认识的百分百还原，所以人们接触到

的舆论信息是有选择、经过加工、组织后重新构成的

拟态环境。［４］媒介技术的变革能够给予人们一个民

意反馈平台，但这个平台中信息在“大数据 ＋”的技
术背景下能快速经过发酵成为新的舆情，然而信息

来源的不确定性、虚假性等问题让舆情演变为具有

攻击性、不理智的线上线下行动。与此同时，参与主

体中的个人也很容易受舆论的影响，在网络弥漫的

集体渲染中失去其个人的理性判断，公开以个人的

呼声对抗集体的舆论往往会造成“沉默螺旋”［５］的

困境，最终出现“多数人的暴政”———网络暴力、人

肉搜索等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媒介技术变革下网络文化发展的困境

网络文化由成千上万的网络信息所组成，其庞

杂的信息中往往会折射出信息生产者对现实社会各

式问题的看法与认知。不可否认，各种问题也会在

他们的表达中有所感知，这些问题并不因虚拟空间

的虚拟性而变得淡化，反而因其传播的特性进而真

切地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欲望。随着网

络群体的不断增多，网络表达更多的成了人们现实

生活中价值取向的体现，多样化的网络需求和价值

表达在传递正向文化的同时也出现媚俗化、娱乐化、

价值观功利化等问题。

１．网络文化的媚俗化
前文说到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给予网络文化较强

的变革性，如果单纯以攫取市场利益为网络文化发

展的最终目标就会出现为了迎合市场的媚俗化的网

络文化。这些网络文化一方面是创造形式上的粗制

滥造，另一方面在文学艺术、审美上与人们的价值追

求不符。为获取大量的关注度并将这些曝光率折换

为利益，一些网站、自媒体、网络用户炮制各种夺人

眼球的新闻，甚至更有网站抢注他人用户名以发布

最新新闻来获取所谓的关注，例如某网站抢注章子

欣父亲的账号发布信息，捏造事实以博人眼球。或

者是运用春秋笔法将真实事件直接纂写为是非颠倒

的新闻报道，如重庆公交车坠桥事件，在事故车辆还

未打捞出来的情况下网络上就已经有多家媒体、网

站对该事件中无辜的女司机口诛笔伐。出于追名逐

利的目的，一些公众号利用人们阅读的特性，卖丑、

突破世俗禁忌、刻意放大社会矛盾、制造社会话题达

到高阅读量的目的。如坐拥上千万粉丝的微信公众

号“咪蒙”以售卖焦虑、迎合大众负面情绪为主要卖

点发表不当言论，甚至发表一些三观扭曲的文章。

这些文章往往以猎奇口吻迎合群体需求进而拥有大

量的关注度和阅读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

和社会认知。当文化沦为利益驱使的工具时，它也

就失去了原有的光彩，过分地追求市场利益就会将

网络文化与经济利益之间的位置发生扭转，最终损

害人们自身的价值认知。

２．娱乐至死的快餐网络文化
网络除了满足人们的社交、工作、学习之外，还

能带给人们不同的娱乐享受模式。第４５次中国互
联网信息统计发展报告中五种娱乐应用软件具体包

括：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

直播，其用户规模均在４．５亿以上，纵观这些应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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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其共同特点是这些应用软件更为直观地将

文字、图片、声音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

在虚拟空间中所追求的刺激。图文并茂、生动活泼

的网络娱乐文化夹杂着放纵、恶搞、拜金、浮夸的价

值观念，这些负面的价值观念经过社交平台的传播、

混合、拼凑，对人们宣扬低俗、粗陋的快餐文化，甚至

是扭曲的社会价值观念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尼

尔·波兹曼曾就指出，一切公众话语，包括政治的、

宗教的、体育的、新闻的、教育的和商业的等，都以日

渐娱乐的方式出现，使我们成为娱乐的附庸，而这种

“娱乐”则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被发挥到极

致。［６］

３．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碰撞
传统价值观念对于人们的生活言行具有一定

的束缚力，但价值观的约束在信息碎片化、虚拟化

的互联网空间中被极大的弱化。加之互联网信息

的传递跨越了时空，将不同的价值观念一同呈现

在虚拟空间里，与此同时，西方“普世价值”被某些

群体所认可，这就使得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在网络

空间中更加凸显。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西方普世价值观”等不同的价值观念通过互联网

的虚拟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同一事件进行评价时

往往会碰撞、发生融合，而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不断

发生激烈的碰撞会让人们在看待同一个问题时基

于不同的立场而产生不同的评价观点。这些消极

的价值观点没有明确的界限区分，它们形成模糊

不清的意见集合，加之互联网的主体越来越呈现

出年轻化的特点，如果不及时制止网络文化中这

些虚无主义、拜金主义、民粹主义等背离我国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潮，任由这些消极社会价

值观冲击或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后

果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带来青年一代集体观念、民

族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危机。

三、媒介技术变革下的网络文化建设

网络舆论中舆论主体、价值观念、沟通方式的多

元化加剧了我国社会转型的因素变化，治理网络舆

论生态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网络文化的建设问

题。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工业革命引发的旧媒体时

期使得大众文化成功替代了精英文化，那么新媒体

时期因媒介技术变革引发的后果则是快餐文化充斥

了现代社会文明。［７］值得深思的是，我国作为处于

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人们的物质

需求和精神文明的需求在日益增长，如何通过传承

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满足十几亿人口的精神

文明需求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提升网络文化内容建设

网络文化作为包容了社会不同思想、价值观念

的载体，是意识形态阵地中最不容忽视的部分，开展

网络文化建设也就是着手解决网络舆论的治理问

题。打造良好的虚拟空间需要借助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对网络文化内容进行建设，对人们互联网信息平

台中的文字、声音、图片等信息加以监管、引导，形成

社会各方的文化共识。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网

络文化建设中，多方式、多渠道创新方式方法，让网

络文化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输入我国文化的自

信与底蕴，让我国网络文化在世界的平台上不畏惧

来自其他国家网络文化的攻击，展现我国民族文化

的风采。与此同时，在我国网络文化与优秀传统文

化之间需要创设一个良好的网络空间、舆论氛围，明

确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吸收新时代优秀文化发

展的成果，其本身应是一个健康向上、与世界交融、

有血有肉、立体有内涵的文化。

（二）加强网络文化阵地建设

网络文化的建设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社

会技术产业交叉结合的成果，要将这项成果继续壮

大发展需要开展网络文化阵地建设。首先，要不断

地纳入优秀的人才使其投身到网络文化建设的工作

之中。培养一批立场坚定的人才队伍不仅是为了保

持网络文化内容的主流价值引导，更能激发人才发

展方向，使其创设新颖、有文化、有内涵，通过他们将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宣传，让人们能够

明辨负面、消极的舆论信息进而获取正能量的网络

文化。其次，在体制机制上为网络文化产业的孵化

创设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良好的社会发展条件，保

证网络文化能够真正融入虚拟空间中的不同行业生

产经营过程中。最后，弘扬文化主旋律，多渠道、多

方式开展网络宣传，结合当前青年一代网络参与的

应用偏好，适时推出百姓喜闻乐见的正能量宣传，强

化价值认同和家国情怀，提升民族凝聚力。

（三）借鉴国际经验

自古以来我国文化对外来文化都是秉持开放的

态度，对于网络文化也应当如此。我国网络文化晚

于国际上其他发达国家，在网络文化的引导和治理

问题上抑或是网络文化建设经验上都是可以吸收、

借鉴其他国家的有效经验为己所用。例如英国，在

强化网络国家认同的同时强化法律约束和舆论治

理，尤其是网络中谣言的治理是社会危机治理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英国的很多地

方都有为民众答疑解惑的公民咨询局，市民一旦发

现不良的社会问题，就会立即向就近的公民咨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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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帮助，有效地解决了各种猜疑和扩大化等社会

问题，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韩国从２００８年开始，
其立法机关针对各种虚假舆论加强了监管和处罚力

度，规定运用电子通信等设备散播虚假消息的将被

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５０００万韩元以下罚款，在
强调全民监督的同时强化国家监管，建立网络安全

的国家应急机制。在美国，针对网络共有约一百多

项相关法律及法规予以约束，如《电脑犯罪法》《联

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

且这些法律条文都被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审核通

过，其目的在于对网络上的各种谣言加以管制，通过

对网络信息的分级监管和用户管理，进而对其受众

和网络内容进行积极引导和规范，从而净化网络环

境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

面对新发展、新现象、新问题，新时期网络发展

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过去的传统文化、

传统经验来应对，更应当博采众长积极寻求解决措

施，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妄自菲薄，切实做到取其精

华、弃其糟粕。很多西方国家在网络治理、内容建

设、文化培育等方面有其自身的成功之处，但并不意

味着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就能适应这样的“洋方

子”，针对我们国家多民族的文化特点以及当前网

络文化中出现的不同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相关制

度的制定和价值引导上经过仔细斟酌后才能做出有

针对性的取舍，进而汲取西方网络建设以及网络文

化的培育和引导等方面长期积累经验中的可取之

处，促进我国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四）强化线上治理与线下监管相结合

网络拓宽了人们的社交范围，但失去限制的自

由没有法律作为约束而仅仅依靠人们的个人道德素

养来规范虚拟的网络空间显然是不可能的。网络文

化成长于多群体参与和融入的公共虚拟空间，在此

空间中，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加速了各种问题凸显，

受各种负面情绪、负面信息的影响，网络文化中展现

出的各种社会问题很容易受到煽动、挑拨甚至走向

极端。

在网络文化的发展建设过程中，由于道德的约

束力远远达不到有效地制约虚拟空间秩序的作用，

尽管网络空间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但是负面的舆论

以及消极的网络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一批

“网络毒瘤”。部分不法分子通过运用线上信息传

递的隐蔽性、匿名性等特点开展各类犯罪活动，其犯

罪手法可谓十分多样，部分网络用户利用网络空间

的漏洞在线上进行高智商犯罪，甚至破坏网络安全。

有些群体经过线上网络信息的秘密传递，线上组织

通过谋划开展线下违法犯罪活动，或是线下违法犯

罪组织以线上联络的方式秘密实行违法犯罪行为，

等等。有的线上网络活动出现极端化时往往使民意

被挟持，有的则是以少数人的观点制造出热点舆论

信息进而带动多数不知道事件真相的群众开展网络

活动，等等。例如网络活动中演艺人员的粉丝会自

发地组织起来维护自己喜欢的演艺人员，民众在社

会事件还未明朗时围攻官方主体账号，甚至是围攻

国家司法行政主体等不理智行为，这些网络行为的

发生我们很难追查背后是否有网络推手借助舆论的

力量打乱虚拟空间秩序，但是我们有必要针对网络

文化和网络舆论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引导对策和监

督体系。线上网络文化的治理不能生硬地将过去的

管理模式生搬硬套地运用在现有的虚拟空间上，强

硬的缩小虚拟空间给予人们的自由范围会有可能带

来民意的反弹。线上的网络治理需要人们树立起正

确的是非观，使其能够理智地看待舆论，政府部门要

积极站在舆论的中心点，抓住网络问题的关键所在

引导人们参与到网络治理的活动中来。经过长时间

的引导，培养人们遵循虚拟空间舆论传播的规范和

习惯。与此同时，线下加大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进

而维护网络环境的气朗风清。在国家政府层面、社

区基层管理中都要建立起针对网络治理的事前、事

中、事后的预防和监管的体制机制，把网络法律制度

从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层层落实到现实社会中去，促

进线上线下的双向互动和有效治理。

总之，我们既不故步自封将网络文化固守在现

有的发展阶段上，同时，要积极寻找新的路径发展我

国网络文化。在学习借鉴上我们对所有经验都不是

单向的全盘接收，而是有针对性地以传统优秀文化

为依托，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发展人才队伍建设，在吸

收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抓好网络社会治理，进而促

进我国网络文化和网络舆论的健康发展。

四、结语

互联网作为２１世纪人类科技进步的重要成果，
是时代发展的关键点，互联网改写了人类社会信息

传递的方式，将舆论传播从传统媒体带入互联网时

代，将文化产业从过去的新闻出版、电视广播的形式

升级为新时代的文化产业网络多渠道参与、多群体

融入、多元互动模式。一方面，网络作为新时代文明

传承的载体包罗万象的同时降低了普通人接触更多

文化资源的门槛，促进了信息的快速传递和资源的

多渠道流动，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网络

作为一把双刃剑，给人们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带

来了思想文化上新的危机。我国作为正在转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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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提高对意识形

态渗透的警惕，对网络文化中存在的价值导向问题、

娱乐化、媚俗化等问题都要加强预防和适时引导。

面对新挑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将网络文化一并禁

止，而是要积极主动地融入其中，有效地利用网络监

督和舆论导向的力量引导正能量建设，促进民众参

与和民族团结，在强化民族认同的同时提升民族凝

聚力，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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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时代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创新探析

丁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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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上购书已经成为大众购书的一种习惯，传统出版社面
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通过论述“互联网 ＋”时代大学出版社传统营销模式存在的主要弊端，
分析“互联网＋”时代对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的影响，指出传统出版社要想得到生存和发展，必须改
变传统观念，变被动为主动，以读者为中心，从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营销模式向以读者需求为中心的

新型数据服务模式转型。大学出版社不仅要了解读者需求，还要创造读者需求，引导读者需求，充分

利用互联网技术，结合出版社实际情况，勇于面对“互联网 ＋”带来的冲击，对传统的营销模式进行
不断的创新和突破，积极推行互联网营销战略，形成成熟的市场运作机制和适合大学出版社发展的

营销管理体系，建立适合市场发展的创新型营销模式。

关键词：“互联网＋”；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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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上购书已成为
大众购书的一种习惯，越来越多的读者不但开始在

网上购买图书，而且还参与图书的评论，互联网成为

集读书、购书、评书于一体的图书互动平台，传统阅

读渐渐远离我们，上网购书已成为许多读者青睐的

消费方式，网上传播图书也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

趋势。“互联网＋”时代，网络的方便和快捷改变了
人们传统的购书习惯，实体书店受到网络书店的严

峻挑战。而实体书店作为传统大学出版社的主要营

销渠道之一，对出版社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传统大学出版社应认清

形势，改变观念，创新营销模式，利用互联网技术，探

索图书出版的新技术、新渠道、新载体和新业态，积极

面对“互联网＋”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一、大学出版社传统营销模式存在的主要弊端

（一）单一化的传统图书营销模式无法满足读

者的多样化需求

大学出版社传统营销模式一般是根据读者需求

确定目标市场和营销策略，依托出版社自身优势资

源制定出营销方案，尽量满足读者的需求。但随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市场变化快，消费者目标
不明确，读者需求不断改变，出版社营销模式落后，

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没有及时制定出适合形势的图

书营销新模式，无法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求。

（二）固定化的传统图书营销模式无法满足读

者的个性化需求

我国的传统图书市场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分

布较分散。受到地理条件和交通工具的限制，建立

营销发行渠道比较困难。而大学出版社的传统图书

营销比较固定，一般情况都是先选准目标市场，再以

比较低的发行渠道成本获得比较大的销售收入，这

在实际销售中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出版社为了能增

加销量，只得加大投入，尽可能建立多网点进行销

售，而现代图书市场中，产品多样化、需求个性化趋

势不断加强，就需要图书营销模式差异化，导致传统

图书营销模式投入成本高，方式不灵活，无法满足读

者对个性化图书的需求。

（三）滞后化的传统营销模式无法满足读者的

及时性需求

大学出版社传统图书的营销模式是先进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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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形成营销方案，召集相关部门开会讨论确定营

销计划，然后通过各种发行渠道进行销售。这种传

统的营销模式是通过满足读者的需求而实现出版价

值，以读者满意为原则，周期长、速度慢、模式滞后。

而现在的市场竞争激烈，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的

速度快谁就抓住先机，占领市场，谁就抓住了读者需

求。因此传统营销模式已无法满足读者的及时性需

求的。

二、“互联网＋”时代对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的
影响

（一）营销理念市场化

大学出版社传统的营销理念是以出版社的主动

推销为主，读者是被动地接受。进入“互联网 ＋”时
代，出版社在营销中不再处于主体，图书不再由出版

社通过传统模式进行发行，特别是大学出版社，教材

是出版社的主要产品，但现在的读者在营销中是主

体，读者已经不再被动地单向地接受出版社的促销

信息，而会主动地搜索获取所需图书信息，从内容到

使用反馈等有关图书的多种信息，出版社按照读者

的实际需求出版图书。如今，读者通过互联网和出

版社进行互动，出版社通过网络营销模式，以读者为

中心，出版社提供优质服务，使读者得到自己想要的

图书，这种模式加强了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联系，增

进了二者的互动性，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这种

角色的转变对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的影响是巨大

的。互联网的低成本互动性，使得出版社制定营销

模式要更加系统化、市场化，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

的读者。

（二）营销战略多样化

大学出版社传统的营销渠道比较单一，有传统

的发行渠道，主要是选定目标市场、制定营销方案，

选择经销商和零售商销售出版社的图书，不直接面

对读者。但是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大学出
版社开始采用网络营销等多种模式，直接面对读者

销售图书，根据读者的特定需求制定多样化的相关

战略，提高图书的覆盖范围，此外，为实现信息的相

互传递，大学出版社向读者及时传递图书信息，读者

通过大学出版社网站平台反馈读后评价以及服务需

求，这样既保证了大学出版社与读者之间信息的顺

利传输，也保证了读者的书评信息得到更大的推广。

（三）营销服务个性化

大学出版社传统营销手段比较僵硬，营销策略

往往基于产品的内容宣传和价格优惠来开展，读者

和出版社之间的关系非常僵化，甚至于一些传统的

营销模式给读者带来很多不便利，这也不利于出版

社长期发展。“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带来的海量
免费知识对传统出版营销没有太多的价值，出版社

的功能不能仅仅局限于给读者提供知识，还需要为

不同需求的读者提供个性化的知识内容和服务。差

异化的需求和个性化的服务需要基于用户消费行为

的数据分析。传统出版营销中出版社也会对信息进

行整理和分析，但往往是片面和过时的，互联网技术

和大数据技术为个性化营销提供了保障，使读者能

够不限时间和地点，更加准确地了解到自己所需要

的信息，吸引更多的人来进行购买，同时大学出版社

也可以根据网络上的数据信息制定更加有效的图书

宣传及推广策略，满足读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三、面对挑战，主动定位，构建适合出版社发展

的互联网营销新模式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互联网 ＋”时代已
经到来，大学出版社新的营销模式也越来越得到大

家的关注。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技术，颠覆

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节奏，改变了读者的

阅读习惯，也改变了传统的图书营销模式，网络化营

销的好处就是出版社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为读者提供

全天候的服务，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减少中间商环

节。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传统的图书营销模式是以

作者为中心，是被动的跟从。进入“互联网 ＋”时
代，图书营销模式从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营销模式

向以读者需求为中心的新型数据服务模式转型，在

互联网技术的推进下，新的图书营销模式是以读者

为中心，是主动地融入，这样出版社不仅能了解读者

需求，还能创造读者需求，引导读者需求。

（一）创新图书营销方式，制定准确定位读者目

标的营销战略

传统图书营销是发书讯、征订等模式，如今要转

变为全方位立体式网络营销。营销定位因书而异，

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读者群体目标进行定位营销，

大学出版社要根据出版社特色，准确定位读者群体

目标，在教育领域定位读者，制定长期而具有特色的

创新营销战略。

在实体书店，图书一般都是原价出售，除非书店

活动打折，进入 “互联网＋”时代，“打折大战”已经
成为传统出版社的致命打击，面对这种困境，大学出

版社要认清形势，针对市场变化，改变传统图书营销

方式。首先，应依靠互联网技术，寻求适合自己的营

销方式，吸引读者眼球，在市场细分中充分发挥大学

出版社的优势，寻找固定的读者，并给读者提供高水

准高质量的图书，并通过定期回访以巩固出版社与

读者的供求关系。其次，根据出版社实际情况，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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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营销实施的投入成本和收益，深入调研之后

再决定是否采用互联网营销，如何进行互联网营销，

避免这传统营销模式的弊端，真正实现创新性营销，

让传统大学出版社在“互联网 ＋”时代得到好的发
展。

（二）创新图书营销理念，建立适合市场需求的

营销渠道

传统大学出版社的营销理念是以读者的需求为

导向，根据读者需求制定营销方案，作为出版社是被

动的，只是给读者提供他们认为读者需求的图书，而

这些图书可能并不是读者真正的所求，读者并不满

足这种被动的提供。进入“互联网 ＋”时代，网络书
店占据图书市场，传统出版社的营销模式被架空，发

行渠道被堵塞，这对于传统出版社而言意味着将会

失去很多读者。因此，作为传统大学出版社必须改

变传统的营销观念，以市场为导向，深刻地认识和了

解读者的需求，变被动为主动，真正地满足读者的需

求，给读者提供适合市场、服务读者的图书，努力实

现图书自我销售模式。

互联网的出现，让读者在图书营销活动中占据

主导地位，读者可以选择多渠道购买图书，这就要求

传统出版社改变营销思维，创新图书营销理念，开展

创新的互联网营销模式，加强与读者沟通，变被动为

主动，利用各种渠道为读者服务。首先，通过网络平

台，大学出版社可以不断更新图书的新信息，加快信

息更新的速度，刺激读者，激发读者对图书的购买欲；

其次，出版社可以对网络进行合理而有效地运用，让

读者能够与出版社进行充分的交流，使出版社可以真

正满足读者的需求；再次，出版社可以创立自己的品

牌，与读者很好地互动，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创新图书营销策略，制定全过程策划的营

销体系

影响大学出版社图书营销的因素很多，但主要

原因还是出版社的市场定位模糊，组织机制存在缺

陷，图书营销策划中宣传模式老化，营销管理体系不

够完善。因此，大学出版社要突破困境，走出阴霾，

就要创新图书营销策略，制定适合大学出版社发展

的营销管理体系，建立出版、策划、营销相结合的图

书营销策略，创建全程策划体制，对选题、出版、市场

进行全程的策划、控制和监督实施策划。比如某本

图书的营销全过程从市场信息—选题策划—图书出

版—宣传广告—人员促销—市场组织—图书销售的

全过程的营销策划由一个“全能”型高素质的策划

人负责，控制和监督营销全过程，形成一个成熟的市

场运作机制和适合大学出版社发展的营销管理体

系。

（四）创新图书营销手段，建立依据读者需求定

制的营销方式

作为传统的大学出版社，为教育服务是我们的

根本，我们应该去研究的真正课题是如何利用互联

网策划新的图书，如何利用互联网提高出版社的效

率，如何利用互联网为我们的读者进行定制服务。

传统出版社图书营销手段单一，营销人员与读者缺

乏沟通，读者只是被动地接受，无法直接参与图书的

出版过程，因此为读者服务只是一句空话。“互联

网＋”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逐渐改变，
需求也变得多样化和个性化，再加上图书市场由卖

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满足读者的需求已经成为

出版社创新图书营销手段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于是，

出现了定制服务，互联网技术给定制服务提供了很

好的条件。定制服务的出现，加强了出版社和读者

之间的联系，使出版社和读者的交流更加快捷，更加

明确。比如通过互联网技术，整合读者资源，推送活

动优惠信息或者他们喜欢的图书内容，让他们关注

出版社；进行线上线下渠道创新、注重读者价值以及

打造产品品牌；出版社建设网站，建立微信公众账

号、微博、抖音等形式进行营销；定期或不定期举办

一些读者活动，比如分享交流会、读者见面会等，逐

渐形成一个固定的消费群。

四、抓住机遇，勇于创新，迎接“互联网 ＋”时代
的到来

长期以来，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的发展一直延

续着传统的发行方式和管理模式，其结果直接导致

了出版社不堪重负，图书销售量日益下降。“互联

网＋”时代的到来，带给传统大学出版社极大的冲
击，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机遇，传统出版需要互联

网，需要新技术，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来帮助我们走出

困境，使传统出版社在“互联网 ＋”时代，利用互联
网技术，实现“＋互联网”。大学出版社要转变营销
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尽快研究和探索大学出版社传

统营销模式向现代营销模式转变的渠道，提出更加

有效的图书营销方式，构建更具发展潜力和可持续

性的图书营销体系，创新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显得

尤为重要和迫切。

在“互联网 ＋”时代，大学出版社面对困境，要
对同行业领先的竞争者进行详细的了解分析，找出

自己与领先的竞争者的差距在哪里，对自己出版社

的营销模式进行了解分析，取长补短，吸取成功者的

经验，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创新图书营销模式，根据

市场需求，结合出版社实际，制定发展方案，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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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传统大学出版社想要得
到好的发展，要在当今社会中立足，就必须坚持走创

新化的道路，并且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出版社的创新

道路，要对营销模式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开发出适

合出版社发展的互联网营销模式，提高传统大学出

版社营销创新能力；策划出适合读者阅读的名优品

牌，提升大学出版社知名度、影响力和竞争力；培养

出有知识、懂营销、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营销业务

员，提高大学出版社经营水平；组建出服务大学教育

的专业营销队伍，提高大学出版社服务能力，形成极

具特色、具有新理念、新方法、可持续发展的营销模

式。这样，传统大学出版社面对“互联网 ＋”时代，
在图书营销上才能够走上一条创新的道路，并在国

际图书市场上占据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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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盘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化与精准脱贫契合发展研究

彭建兵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贵州 兴义 ５６２４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１０
基金项目：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布依史）”

作者简介：彭建兵（１９７２—），男，湖南益阳人，硕士，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族文化、区域历
史研究。

摘　要：南盘江流域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任务十分繁重。
该地区富集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助力精准脱贫的重要元素。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精准脱贫可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从产业扶贫的角度，精准脱贫可与南盘江区域经济协同联

动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从文化迁移的角度，精准脱贫可与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的文化搬迁密切联系

起来。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文化扶贫；精准脱贫；南盘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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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
的本质要求，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

现。“当前，贫困问题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最突出的‘短板’，脱贫攻坚形势复杂严峻。……实

现到２０２０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时间特别紧
迫，任务特别艰巨。”［１］贫困问题是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南盘江流域位于珠江上

游，地处滇黔桂石漠化区，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

布着贵州省望谟县、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县、云南省

岘山县等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市）。而南盘江

流域地域文化特征明显，布依族、苗族、彝族、壮族等

少数民族文化保存良好。凭借绿色经济发展的后发

优势，南盘江流域脱贫攻坚战役的胜利将在艰苦奋

斗、开拓进取的过程中获得。

一、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精准脱贫可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密切结合起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与根基。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背景下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凝心聚力奔小康的

精神内核，是提振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的有力措

施。地处滇黔桂石漠化区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南

盘江流域，可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精准

脱贫、同步小康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以实现民族文

化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之间的相融共生发展。

（一）可以深刻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对于精准脱

贫的贡献作用

南盘江流域蕴含丰富的布依族、苗族、壮族、彝

族、回族等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勤劳朴实、开

拓进取、向往小康的南盘江流域各族人民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用实干加苦干的奋进精神，努力走出一条

实现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经持续多年的努力拼

搏，南盘江流域脱贫攻坚工作虽然取得阶段性胜利，

但是任务仍然艰巨，已经到了攻坚拔寨、“啃硬骨

头”的关键时期。南盘江流域地处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的国家脱贫攻坚重点区域，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市）与深度贫困乡镇、村寨较多，贫困人口众多。

该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

精华与精准扶贫中的扶志、扶智因素相结合，客观上

可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从而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工作创造条件。

费孝通先生认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

性的。［２］“乡土”即故园、家园，是人们赖以生存、发

·８６·



展的基础，是令游子魂牵梦绕的地方。“乡土社会

的基本形制是村落，即通常所说的‘家园’，它成为

最为重要的乡土景观。”［３］乡土与家园确实令人难

以忘怀。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已消

逝于历史的烟云中，但可用艺术的、复古的手段介入

其中，使之恢复从前所具有的生机与魅力，从而创造

出可以令人们怀旧情愫得以抒发的心灵天堂———美

丽乡村。中国的乡村是蕴含中国文化之根的宝地，

是人类社会再次寻找到新的发展模式的、一块包含

农业文明智慧的生态之地。［４］但美丽乡村建设，目

前面临一些困难或者问题。如何改造、如何发展，以

及与人民增收、精准脱贫相结合的问题值得思考。

美丽乡村之“美”，不仅在于它能使人们获得心理层

面的美感，还在于能使人们获得居游于此的安逸。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物质条件的改善及生活水平的提

高。艺术手段的充分介入，从生活质量的层面，反映

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社会事实。贵州

省兴义市南龙布依古寨、云南省罗平县腊者布依寨

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以艺术的形式改造布依族干

栏式建筑等传统民居，达到了以艺术形式创造美丽

乡村的目的。以上民族村寨大多被列为“中国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或“中国传统村落”，以民族艺术文

化修复、改造的方式，打造出一处处心灵净土，从而

为旅游精准扶贫村寨的建设提供了样板。

（二）可以将精准脱贫与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充分融合

绿色发展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坚持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是绿色发展的基本保证。

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讲发展、求发展，是人类社会与

自然环境相融共生的必然选择。中国重视可持续发

展理念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以有力的政策、措施落

实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即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

基础上凝练出来的、生态文化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

之间相辅相成关系的全新观点。生态意义上的环

境，既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又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的

自然文化环境，如传统村落文化环境等。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自信，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基本要求。民族文化

的传承，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点。南盘江流域

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脱贫攻坚任务艰

巨。云南省曲靖市辖３区６县，其中２个县为国家
级贫困县；文山州辖１市７县，均系国家级贫困县；
贵州省黔西南州辖１市７县，其中７个县为国家级
贫困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辖１市１０县，均为
贫困县，其中９个为国家级特困县、２个为自治区贫

困县。即便如此，也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

取经济发展的利益。南盘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文化建设，可以与绿色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生态园区

或者民族特色村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南

盘江流域具有浓郁特色的布依族、苗族、壮族、彝族、

回族等少数民族文化，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是留住乡

愁、乡情的重要场所。贞丰县纳孔布依族古寨、兴仁

市鲤鱼坝苗族村寨、册亨县大寨村、望谟甘莱村等是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或“中国传统村落”，民族

文化丰富多彩，大有可为。布依族八音坐唱、彝族阿

妹戚托、苗族生态民歌、壮族歌圩文化等一大批各级

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泛存在于南盘江流域广

大民族山寨中。苗族“八月八”、布依族“三月三”

“六月六”和彝族火把节等民族节庆文化已产生较

大社会影响，对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促

进作用。

二、从产业扶贫的角度，精准脱贫可与南盘江区

域经济协同联动发展密切结合起来

精准脱贫，只有目标精准、任务精准，才能保证

成效精准，以实现点面结合的全面脱贫。要想农村

贫困人口早日脱贫，产业开发是一条好路子。

（一）区域经济协作是南盘江流域产业扶贫的

理想选择

产业开发一直以来是贫困村寨发展的瓶颈。产

业扶贫是村寨精准脱贫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产业扶

贫有两种具体模式，即分别由政府、企业主导的产业

扶贫模式。［５］无论?取何种产业扶贫模式，均应能

使贫困村寨获得自我发展方面的“造血”功能，以达

到增强脱贫攻坚实力，实现家乡美、百姓富的理想目

的。产业扶贫项目的选择可以根据村寨实际情况来

确定，以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为直接目标，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产业，切勿盲目跟风。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为南盘江流域区域经济协作发展准备了理论基础。

南盘江流域一衣带水的袍泽关系，把滇黔桂三省区

结合部地区的联动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既要金

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根

据民族地区的生态优势和在全国的生态地位，以稀

缺的生态资源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现代商

业模式为载体、以社会资本为驱动力，大力发展绿色

生态产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工业），使生态

经济成为贫困人口增收的重要来源。”［６］南盘江流

域脱贫攻坚的发展道路，可以选择绿色、可持续的生

态扶贫发展之路。“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还积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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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沼气池和能源滋养水源建设，恢复森林和植被，

并探索出了一套‘沼泽—庄稼—饲养’三者之间的

可持续循环方式，从而成功实现了保护森林资源、改

善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７］地区内部的

生态扶贫模式同样适用于区域之间。区域间在生态

保护、经济联动、文化协同等多方面的合作，将为南

盘江流域有关地区共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南盘江

流域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协作，整合发展合

力，将为区域精准脱贫提供新型动力支撑。

（二）区域联盟发展是南盘江流域旅游产业扶

贫的可行路径

在城镇旅游发展蒸蒸日上的同时，对美好田园

生活的怀恋与向往使乡村旅游在新时代获得良好的

发展机遇，从而为乡村振兴创造了条件。乡村振兴

是与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农村生态环境

的不断向好联系在一起，也深刻影响着乡村的可持

续生计。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思

路。“发展乡村旅游，要充分挖掘本土丰富的文化

旅游资源，把乡村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紧密结合起

来。”［８］乡村旅游影响着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变化与

发展，于南盘江流域民族地区贫困乡村而言，就是通

过对其自然生态资源和人文生态资源的开发，以实

现当地居民的脱贫致富。有的民族村寨文化古迹遗

产较多，就可以走旅游精准扶贫之路，以乡村旅游为

载体，重点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南盘江流域喀

斯特地貌的典型性、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多元性、自

然世界的生物多样性等良好条件是发展生态文化旅

游产业的比较优势。区域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将使

多方共赢。乡村旅游是与全域旅游密切联系的。南

盘江流域由于适宜山地旅游发展的生态文化背景，

在区域乡村旅游发展方面可以充分协调。从经济层

面看全域旅游更加强调“旅游 ＋”功能，使旅游产业
与关联产业融合发展，为区域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实

现产业提质增效。［９］南盘江流域民族生态旅游事业

的发展，可以走联盟发展的道路，以实现滇黔桂结合

部在全域旅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等方面的联合开

发、联动发展，以形成有影响的文化旅游产业集群，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具有

很强的产业关联度，通过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产业

集聚效应，能够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社会、政治、文

化、环境协调发展，增加区域经济总量，促进社会就业

和社会公平，提升地方知名度、影响度和美誉度，促进

文化发展与繁荣，改善生态环境。”［１０］为促进滇黔桂

三省区结合部区域经济社会的联动发展，可以由三省

区有关部门协调，以旅游企业的市场化运作为主体，

充分发挥村寨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主体性作用，用心

打造三省区民族村寨乡村体验游精品线路，以实现文

化事业与旅游经济联动发展的共同目标。

（三）区域优势产业是南盘江流域产业扶贫的

重点方向

南盘江流域众多村寨虽然具有一定民族文化特

色，但并不怎么突出，就不能依靠旅游产业推进脱贫

攻坚而实现同步小康，应在充分分析乡村情况及市

场需求的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经济或民族轻工产业

等优势产业。南盘江流域诸多少数民族村寨在脱贫

攻坚的道路上应选择这样的致富路径，建立规模效

益的农林牧业特色产业基地，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发

展体系。可以“结合国家实施‘一村一品’帮扶计划，

建设一批贫困人口参与的农业基地。积极发展农产

品加工业，化政策为收益，使贫困户尽快享受到政策

导致的发展成就”［１１］。产业的选择及产业体系的形

成，要选择适合村情且能持久发力的产业经济，在实

际上能为当地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发挥重要作用。

“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最终还是需要建立可持续

的产业体系来保障，这样脱贫和减贫才具有可持续

性。”［１２］南盘江流域少数民族村寨的产业脱贫，应首

先开展理性分析，?取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相结合

的可行性路径予以推进。在传统种养业产业的发展

上，接受新型科学技术，整合资源与力量，适当扩大

规模，以农业合作社等集体经济形态及公司市场化

运作模式，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主动接轨，以获

得最大经济效益。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仓更生态

板栗、南盘江镇一带布依古法制糖、黄草坝铁皮石斛

及晴隆县、兴仁市一带薏仁米，兴义市及普安县、晴

隆县、望谟县种茶业，册亨县、望谟县、兴义市一带野

生茶籽油，贞丰县顶坛花椒；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生

态菜籽油与黄山羊，富源县大河乌猪、魔芋，陆良县

滇陆猪，师宗县薏仁米及黑尔糯米，会泽县火红黑山

羊及大洋芋，马龙县苹果，宣威市板栗，沾益县黄山

羊、当归；文山州三七，丘北县辣椒，富宁县八角，砚

山县小粒花生、马关县板栗、西畴县山地乌骨鸡、广

南县黄牛，麻栗坡县小粒咖啡；云南省昆明市圭山山

羊，禄劝县撒坝猪。红河州蒙自市石榴、弥勒市葡

萄。玉溪市华宁柑橘、元江鲤；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

市?果，凌云县白毫茶、牛心李，西林县水牛、麻鸭，

靖西市大麻鸭、香糯，田东县七里香猪、丁香鸡，德保

县山楂、矮马，隆林县黄牛、板栗，平果县火龙果，田

林县罗汉果、者化火鸡，那坡县糖梨、红茶，右江区

鹅、山茶油，田阳县香芒、土狗，乐业县猕猴桃、野生

刺梨，等等。这些都是具有一定市场影响力的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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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渔业经济方面品牌，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可与适

当的升级模式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助力精准脱贫战

略目标的实现。

在产业扶贫、精准脱贫的实践道路上，可以切实

增收、实现脱贫、防止返贫、同步小康为目标，落实开

发式扶贫要求，扎实做好产业精准扶贫工作。近年，

云南省禄劝县积极探索精准扶贫，
"

贫攻坚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坚持产业驱动，按照‘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的标准，建立‘公司 ＋合作社 ＋农户 ＋基
地’的产业扶贫模式，实施产业扶贫项目１５个，免
费发放可以种植１２０００亩的核桃苗、６００亩的黄金
梨苗、１９６７亩的魔芋苗；发放种猪３５０头、种牛１４０
头、种羊１５３８只，扶持农户种中药材重楼５０亩，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１３］但是，在

产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不要一窝蜂地搞同质化建

设，结果会浪费资源，不但目标无法实现，反而适得

其反，挫伤人民群众精准脱贫的自信心与积极性。

三、从文化迁移的角度，精准脱贫可与易地扶贫

搬迁过程中的文化搬迁密切联系起来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

作，作为脱贫攻坚战略性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及有效

路径，发挥着积极作用。“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新

一轮脱贫攻坚工程的超常规举措，是消除绝对贫困

人口最为直接有效的扶贫开发方式。”［１４］恶劣的地

理环境对贫困的发生产生不利影响，导致特殊的生

态贫困。“典型的空间区位决定了特殊的生态环

境，而特殊的生态环境又直接制约着贫困户的生产

生活方式，形成了特殊的生态贫困。”［１５］挪穷窝，拔

穷根，把贫困村寨、贫困群众迁移到发展条件比较

好、能有效脱贫致富的地方，使之摆脱制约其发展而

致贫的恶劣生态环境及生存条件。各贫困地区根据

实际情况建立易地扶贫搬迁具体地点，有的与特色

小镇建设相结合进行统筹规划，收到良好效果。以

贵州省黔西南州为例，晴隆三宝彝族乡整体搬迁，阿

妹戚托特色小镇已经建成。普安县茶源小镇、安龙

县中国蘑菇特色小镇，兴仁市薏品田园生态小镇、贞

丰县三岔河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册亨县纳福手绣小

镇、望谟县蔗香槟湖康养小镇、兴义市乌沙黔龙古

镇、义龙新区鲁屯古镇等融合贫困人口易地搬迁的

特色小城镇正加紧建设。南盘江流域诸地区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稳步推进，但还存在许多现实困难与问

题。该地区为布依族，苗族，壮族，彝族，仡佬族等少

数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民族

村寨。这些地方也是深度贫困地区，对深度贫困乡

村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一个系统而重

点的工程。文化建设很重要，深度贫困地区乡镇、村

寨的整体搬迁应当包括文化搬迁。

（一）易地扶贫搬迁之前，做好文化普查工作

搬迁不但是简单地挪穷窝，而是要带走乡土文

化。乡土文化是留住人们心灵净土的主要元素。首

先，由县级有关单位具体要求，对文化普查工作进行

统一部署，制定调查制度，配备专门人员，加强业务

培训，为易地扶贫搬迁地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化搬迁

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其次，由乡镇干部会同村组干

部对反映当地风土民情的民族文化实地踏勘，以召

开群众大会、走访调查等形式，多与人民群众协商，

逐步解决有关民族文化实物的迁移问题。在此过程

中，县乡村组各级干部按照民族文化调查要求，对有

关实体进行全面的历史追溯、多媒体数据输录，保持

其存在的真实性及历史的连续性，从而为永续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条件。最后，将民族文化普

查有关资料、影像、数据等材料汇总，交文化、档案等

部门妥善保管，以留存历史记忆。

（二）易地扶贫搬迁时，保护好民族文化迁移载

体

易地扶贫搬迁是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离原来自

然与人文环境的迁移，其中包括民族文化的转移。

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人口文化形式上的迁

移，对于民族凝聚力的稳固发挥着重要作用。“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促使搬迁贫困人口保质保量搬迁，

尽快尽早脱贫，对于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要

的作用。”［１６］可以对民族村寨整体搬迁，使之维持历

史发展过程上的延续性。可以将民族村寨中的少数

民族居民搬迁到民族成分相同的村寨。搬迁群众与

迁入地百姓由于文化上的认同，利于民族文化相融

共生。近年，兴义市万峰湖畔的布依村寨人民搬迁

到了万峰林街道办事处等布依村寨中，安龙县岜皓

布依族移民到了新桥镇等地，形成移民社区，使之逐

渐融入当地布依族聚落社会之中。这里，需要注意

的是，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有其特定的生态环

境。它们一旦脱离原生文化环境，虽然存续一定时

间，但是会无形削弱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因而在文化

传承的过程中会出现文化变迁的状况。因此，消除

文化搬迁中的不利因素，就要保存其文化存在的完

整性及文化发展与新生环境之间的相融性。

（三）易地扶贫搬迁后，持续维护好民族文化典

型元素

民族文化典型元素以实体或符号的形式呈现，

这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易地扶贫搬迁过程

中，少数民族节庆文化、服饰文化、民族歌舞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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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维持，对于迁移民族保存自身文化特色具有

积极作用。“这些民族文化从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

中具体、生动、鲜活地表现着，被村落世世代代的人

们传承延续。”［１７］易地扶贫搬迁之后，民族特色元素

即村落民间文化维持在一定范围内的独特性，将为

民族认同的进一步增强及新社区的和谐稳定发展作

出应有的文化贡献。但也有可能由于过度自我封闭

而陷入孤立的状态，使之难以融入迁移之地。不同

民族、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是可以相互交流、相互融

洽的。被搬迁的民族村寨或贫困人口在维持自身民

族文化特色，以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同时，充分开展与

迁移地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客观

上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共处，共创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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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期黄河砥柱段漕运的经营

崔建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１６
作者简介：崔建华（１９８１—），男，河南渑池人，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工作，

研究方向涉及秦汉区域史、社会观念、政治秩序。

摘　要：黄河砥柱段水文条件极其恶劣，秦昭王末年，为配合长平之战，秦国很可能已通过这段
河道输送军需。为了更充分地发挥黄河砥柱段沟通关东与关西的功能，秦汉帝国在通道延伸线两端

的荥阳、华阴分别建设了敖仓、华仓等设施，在即将进入砥柱河段的新安县，也建设了大型仓储设施，

便于漕船减载。至迟在西汉时期，砥柱河段的两岸崖壁上还修凿了栈道，便于组织人力挽船。由于

砥柱段漕运代价过高，引起舆论的强烈批评，两汉有识者遂提出一些颇富空想色彩的替代措施。虽

然大多遭遇失败，但恰恰反映了砥柱段漕运之艰所引起的焦虑与无奈。

关键词：漕运；砥柱；战国；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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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秦汉时代的国家形态，学界习惯称之为
“帝国”。作为一种“高级政治体”，秦汉帝国自有其

迥异于“战国模式”的运作特征，其中，超越单个诸

侯国的地域局限性，在更为广阔的权力辐射范围内

进行资源统筹，是极显著的一点。从这个视角出发，

作为维持秦汉帝国运转的一项重要事务，黄河漕运

可以说是认知帝国特性的重要线索之一，而在这条

线索上，砥柱河段的漕运事业因其难度极高、投入巨

大，尤其值得关注。

一、砥柱段黄河航运之艰险

“漕”，《说文》解作“水转谷也”［１］５６６，将运输对

象限定于谷物。但曹魏如淳认为：“水转运曰

漕。”［２］１６５李贤注《后汉书》：“漕，水运也。”［３］１３６《史

记索隐》：“水运曰漕也。”［４］１４２２也就是说，“漕”的定

义仅取决于运输方式，与运输对象没有必然联系。

简言之，漕运其实就是内河航运的代称。

在内河航运的意义上，漕运的历史并非始于秦

朝。顾炎武曰：“因河以为漕者，禹也。”［５］７４２观《禹

贡》所载九州进献方物的路径，实际上就是对早期

漕运事业的宏大构想。需要指出的是，《禹贡》展示

的贡道在交通地理方面存在两个重要节点，一个在

河、洛交汇处，另一个在河、渭交汇处。冀州“入于

河”，兖州、徐州“达于河”。青州虽是“达于济”，但

古人认为济水属于黄河支流，“达于济”并非青州的

最终目的，接下来尚需“达于河”。对于扬州，《禹

贡》的描述是“达于淮、泗”，但从徐州“浮于淮、泗，

达于河”的路径推断，扬州完成进贡也必须“达于

河”。冀、兖、徐、青、扬皆“达于河”，这是《禹贡》对

东方五州贡道的描述。至于南方的荆、扬二州，荆州

“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为“浮于洛，达于河”，由

此不难推知，东方五州与南方二州共同经过的水路

枢纽为河、洛交汇处。余下的雍、梁二州，因处于西

方，前者需“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

后者需“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河、渭之

交遂为二州贡道的交汇点。［６］１４６－１５０《禹贡》擘画的漕

运蓝图存在东西两个节点，如果蓝图能够变成现实

的话，不难想象，东节点以东和西节点以西的黄河河

道将是使者相望、极度繁忙的。相形之下，我们不禁

要问，东西两个节点之间的通行情况怎样呢？

以现代政区言之，东节点在今河南省巩义市，西

节点在陕西省潼关县。将两个节点之间的河道以洛

阳为界，东段为当时河内、河南二郡的界河，西段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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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河东郡与河南郡的界河，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砥

柱河段”。就水文条件来说，东段航行难度较小，而

西段的砥柱河道是不适宜通航的。对砥柱河道，郦

道元曾做过非常形象的描述。郦氏提到，当黄河流

经陕县时，“水涌起方数十丈”，人们普遍认为是“有

物居水中”所致。至于何物，有人说是“铜翁仲”，也

就是秦始皇时代所铸十二金人之一。还有人说是十

六国时期“石虎载经于此沉没”，经书与金人“二物

并存，水所以涌”。郦氏对这两种说法不以为然，他

认为：“鸿河巨渎，故应不为细梗踬湍；长津硕浪，无

宜以微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涛波者，盖《史记》所

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７］１１４－１１５

此说摒弃父老传言，转而向史籍所见山体崩塌的灾

害记录索解，自有其过人之处。虽然郦说也有不周

之处，比如未曾考虑山崩之后是否施行过应对措施，

以减轻对河道的堰塞。但从《史记》山崩记载本身，

以及包括郦氏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对黄河“水涌”所

进行的各式解读，不难感知古人对黄河在陕县段恶

劣水文的高度关注。不过，这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由

砥柱带来的苦难更甚于此。“砥柱，山名也。昔禹

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

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

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之三门矣。”“自砥

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杰出，势

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其山虽辟，尚梗湍流，

激石云洄，瞚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

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虽世代加功，水流誚膅，

涛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鲜不踟蹰难济，故有众峡

诸滩之言。”［７］１１６－１１８

经历“世代加功”之后尚且令人“踟蹰难济”，更

早时期的人们对这段河道的风涛险恶必定也有所体

会。《晏子春秋》载著名的“二桃杀三士”故事，三士

之一的古冶子在陈述自己争桃的合理性时说：“吾

尝从君济于河，鼋御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

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而杀之，

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

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

而无与人同矣。”［８］１６５这个故事应非一人独创，而是

民众口耳相传的文化成果。饶有趣味的是，当这个

故事在民间发酵时，人们为了使古冶子的壮勇气概

能够得到更有力的表现，创设了一个特定情境，即

“砥柱之流”。由故事来看，在先秦社会的普遍意识

中，“砥柱之流”的显著特征便是神怪出没、风急浪

高。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开展漕运的代价无疑将

是极高的。

二、秦国东扩与砥柱段漕运发生的可能性

《禹贡》言大禹导山，其中说到“底柱、析城，至

于王屋”［６］１５１。山川本是隔限南北东西的地理存在，

但大禹传说整体上并没有表现出对这种阻隔效应的

诅咒，而是在承认山川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对它们为

何存在做出神秘主义的解释。在此类解释中，客观

上会带来困难的东西反倒变成了神圣人物给人类创

造的福利。相似的情感还见于《墨子》：“古者禹治

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

?，注后之邸、鯺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

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所谓“洒为底柱”，孙诒

让注：“洒即谓分流也。”［９］１０７－１０８按照墨子的看法，底

柱矗立在河道中，是很值得感恩的事情。因为大禹

凿之使河水分流，若非大禹，黄河水因底柱而壅塞，

川壅而溃，必将使人类化为鱼鳖。

那么，人们对砥柱的赞美之情何以生成？笔者

以为，一个重要前提是，人们虽已注意到到砥柱河段

凶险的水文实态，但这种已被认知的凶险又没有严

重地影响到现实生活。换句话说，人们已知道它，但

还没怎么计划着去利用它，也就谈不上怎么征服它。

水运作为一种交通行为，往往受到外在条件的制约，

尤其是在诸侯各自为政的分裂期。具体到魏国与黄

河的关系，战国时期的黄河砥柱段并非魏国的内河，

而是魏国与韩国的界河。魏国即便有循河上下的念

头，现实中也很难操作，毕竟类似计划不是魏国一家

的事情，还牵涉到韩国的水权问题。真正使砥柱河

段成为内河的是秦国，据《史记·秦本纪》，秦国自

惠文君以来在黄河南岸持续推进，至庄襄王元年，秦

灭东周，“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

至此，黄河南岸尽属秦。在黄河北岸，秦昭王十七

年，得蒲阪、皮氏，至庄襄王三年，秦兵攻汲，“拔

之”，从而基本控制了位于河东、河内地区的黄河北

岸。也就是说，至迟在庄襄王时期，砥柱段黄河已完

全成为秦国的内河，并且秦国还控制了洛阳以东的

部分河道，从而具备了开展大规模、有组织航运的基

本条件。而个别迹象表明，稍早于庄襄王的秦昭王

末年，秦国很可能已尝试着在砥柱河道从事漕运。

《史记·赵世家》记载，长平之战前，韩国上党

守献地于赵，赵国平阳君赵豹曰：“且夫秦以牛田之

水通粮蚕食，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其政行，不可

与为难，必勿受也。”句中的“秦以牛田之”，《正义》：

“秦蚕食韩氏，国中断不通。夫牛耕田种谷，至秋则

收之，成熟之义也。言秦伐韩上党，胜有日矣，若牛

田之必冀收获矣。”据《正义》所言，所谓“以牛田

之”，即借助畜力耕种。在此基础上，《正义》将紧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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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的“水通粮”解作：“秦从渭水漕粮东入河、洛，

军击韩上党也。”［４］１８２５这也就意味着，长平之战前的

秦国已通过砥柱河道向前线运粮。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文献所载秦国在长平之战

前“水通粮”，目前来看，只有张守节《正义》认为是

经由砥柱河道将粮食运至前线。不过，秦昭王四十

三年“城河上广武”［４］２４１７。广武的地理位置很特殊，

《括地志》云其地在“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戴延之

《西征记》云“在敖仓西”。秦汉之际，刘邦曾“军广

武，就敖仓食”，而项羽也曾“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

守数月”［４］３２７。可见此地为理想的储粮之所，当初秦

国于此筑城，筹划军需的意图应当是有的。而长平

之战发生于秦国筑广武城后四年，史载，当“赵军分

而为二，粮道绝”之时，“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

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

救及粮食”［４］２３３４。秦昭王认为“赵食道绝”是天赐良

机，务必牢牢抓住，为此不惜“自之河内”，亲自进行

全面的战争动员以及细致的军事部署。在此国运攸

关的时刻，他不可能对秦国自身的军粮供给问题视

若无睹，相反地，敌方的弱点恰恰会提醒秦昭王，粮

食问题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在此观念主导下，于太

行、崤函两个方向的艰苦陆运之外，另辟砥柱河道的

水路运输，自然是一个可选项。

三、秦汉砥柱段漕运的展开及其基本保障

砥柱河道开通漕运的初期阶段，应当主要服务

于秦国对东方的战争，这就意味着，漕运的基本方向

是自西向东，将秦国本土的战略资源尽可能高效地

输往前线。不过，当秦国在东方已经形成较为宽广

的战略纵深，原先的单向输送势必有所变化，最终在

统一局面形成后演化为西向输送为主。促成这一变

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关中作为国都所在，易

于吸引周边人口；其次，北边防务也要求秦朝政府以

空前的力度抽取关东的资源。统一后所面临的新问

题，客观上将促使秦朝的砥柱段黄河漕运空前繁忙。

秦封泥可见“底柱丞印”，周晓陆等学者认为：

“以底柱之险狭，似不能立县，底柱丞约为秦时‘令

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时，所在黄河祠祀底柱

之官吏”［１０］。王辉对封泥的解读是：“底柱是传说

中大禹治水所凿，其地势险要，时有怪物作祟，需河

神镇守，或由力士铲除之。秦时于底柱设官，是为了

祭祀河神、震慑异物，底柱丞殆治水官。”［１１］两说均

注意到底柱的“险狭”“险要”，并且都认为封泥反映

了秦朝政府对底柱的祭祀。最近，有学者根据秦印

通例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果‘礛柱丞’负责‘祭祀河

神’，则印文应该出现‘祝’‘祠祀’等字样”，“底柱

丞印”既然不合印文惯例，那么，“‘礛柱丞’可能是礛

柱县丞。其职任应当包括主持礛柱附近‘尚梗湍流，

激石云洄，瞚波怒溢’之航道的运输管理，可能也要担

任克服礛柱航段‘河阻’的修治工程的指挥”［１２］。而

底柱设职管理的情形表明，至迟在秦代，官方或得到

官方认可的砥柱段黄河航运已经常态化。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黄河砥柱段漕运，秦汉王朝

对这段漕运通道延伸线两端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

仓储设施颇多投入。首先是在洛阳以东修建了敖

仓。敖仓大致位于今河南荥阳市西北的马沟、牛口

峪一带［１３］，始建于秦。楚汉之际，郦食其说刘邦曰：

“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

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谪卒分守成

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

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

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

所归矣。”［４］２６９４由此可见，敖仓当时具有非比寻常的

战略地位。不过，相比于秦朝时期，敖仓对刘邦阵营

来说并不是集四方粟米以镇守东方的据点，在更大

程度上，由于荥阳以东非刘邦所能控制，敖仓只能是

刘邦收纳关中后方所输军粮的仓储。《史记·萧相

国世家》：“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

转漕关中，给食不乏。”［４］２０１６所言正反映了自西向东

的单向漕运模式。

待到天下重归一统，漕运的基本走向再次发生

翻转。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打算定都洛

阳时，张良认为定都关中更合适：“诸侯安定，河渭

漕睝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

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４］２０４４张良将漕

运形势分作“安定”与“有变”两种，前者征天下已供

京师，后者出京师以制天下。当然，对于建国不久的

汉帝国而言，张良之言还是一种设想。到了汉武帝

时代，汉朝立国既久，关中人口持续增加，对匈奴的

战争旷日持久，导致自东而西的逆向漕运压力倍增。

据史家统计，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

过数十万石”，而到了武帝时期，“山东漕益岁六百

万石”［４］１４１８。为配合天量漕粮的运输需求，朝廷在

黄河航线的西端建设了华仓。考古发掘证实，华仓

位于陕西省华阴市峪乡西泉店村南、段家城村北

的瓦渣梁，总储能在百万石左右。［１４］６０，６３。

在即将进入黄河砥柱段的地方也建造了规模巨

大的仓储设施。２０世纪末，为配合小浪底水利枢纽
的建设，文物工作者在河南省新安县仓头乡盐东村

发掘了一处建筑遗址。发掘者认为“该建筑是西汉

时期国家管理的、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带有军事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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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仓库建筑”。至于其具体功能，发掘简报指

出：“从漕运的角度讲，由于黄河水运险恶，漕运在

进入上游复杂的水路以前，应减载或转为陆运，八里

胡同的一段峡谷即是进入险恶航程的标志。因此，

在进入八里胡同以前，必须寻找合适的地方建筑码

头和仓库，以做漕运物资中转之用。”［１５］

如果说仓储设施的建设尚属硬件投入的话，与

漕运直接相关的政府机构设置以及人力资源配置则

可视为软件投入。其实仓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专业

化的政府组织，它的运转离不开各层级的管理人员

以及大量的劳动力。河关的设置，也对相关吏员规

定了具体的职责。张家山汉简有“丞相上备塞都尉

书”，“请为夹溪河置关，诸漕上下河中者，皆发传，

及令河北县为亭，与夹溪关相直”。如果有“阑出

入、越之，及吏卒主者，皆比越塞阑关令”。简牍整

理者注：“夹溪关在今陕县，位于黄河之南，其北为

西汉河北县。”［１６］８８也就是说，上述规定就是针对砥

柱河段的航运活动而出台的。由于漕运的基本交通

工具是舟船，汉朝还在河、渭交汇处设立了一个相当

于县级政权的机构，即“船司空”，“本主船之官，遂

以为县”［２］１５４３－１５４４。从其名称来看，当地官员显然负

有舟船建造、维护、调拨等职责。

《史记·平准书》载卜式事迹，其履历中有“迁

为成皋令，将漕最”的记录，表明漕运所经之处的地

方官负有“将漕”之责。此外还有“河师”。《后汉

纪·孝献皇帝纪》载汉献帝从长安东归洛阳，道经

陕县，追兵甚急。有扈从者“欲令车驾御船过砥柱，

出孟津”。宗正刘艾坚决反对：“臣前为陕令，知其

险。旧故有河师，犹有倾危，况今无师。”［１７］５４４所谓

“河师”，是指熟悉黄河水情的人。从刘艾之言可

知，这批人在承平时期担当的社会角色应是黄河漕

运的指导者、顾问。虽然他们很可能并非在政府的

组织下开展工作，但由国家层面经营的漕运工作，无

疑是他们活跃于黄河两岸的基础性因素。

四、秦汉砥柱段漕运的困境及其应对举措

沿河设仓、地方“将漕”、专业指导等行为往往

是在尊重黄河河道自然形态的前提下进行的，很少

涉及改善河道通行条件本身。然而，黄河漕运基本

面貌，以及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在根本上其实都是恶

劣的通行条件造成。比如河南省新安县的仓储设

施，发掘者认为是为了便于漕船西行时减载，如果不

这么做，很可能会在砥柱河段的激流险滩中倾覆。

但仓储也有其短板，减载固然提升了安全系数，与此

相伴的是，单船运载量变小，停靠的时间成本也大幅

增加。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输效率，更为切近的做法

还是对河道的通航条件进行优化。不过，以秦汉时

代的技术水平，疏浚水下险滩的空间很小，通常情况

下，只能将目光投向两岸的悬崖，开凿栈道以辅助行

船。

１９９７年，河南省新安县八里胡同河段发现了栈
道，由于石刻题记曰：“贺晃领师五千人修治此道。

天大雨。正始九年正月造。”学者判断这段栈道“至

迟在三国时期就已凿成”，“它的初创有可能在东汉

时期”［１８］６５，７６。这样的判断不仅在逻辑上较为合理，

而且也可与此前早已发现的题记相印证。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库时，三门之一的人门栈道上
曾发现摩崖石刻，其中一处的文字是“和平元年六

月十四日，平阴李儿□□造”，研究者认为刻于东汉
桓帝和平元年［１９］４３。此为黄河栈道开凿于东汉时期

的确证。不过，桓帝时代已处于东汉后期，虽说按照

普遍行为在前、点滴遗迹留后的一般规律，似可推论

东汉前期很可能已开凿栈道，但尚缺乏实证。幸运

的是，大约在发现八里胡同栈道的同期，山西考古工

作者在垣曲县五福涧村栈道岩壁上又发现了建武十

一年题记，分上下两段，上段刻“建武十一年□月□
日官造□遣匠师专治□□〔积临水〕水□”，下段文
字为“时遣石匠□〔赤〕□〔知〕石师千人”。考察人
员经过论证之后，推断“建武十一年”指的应是东汉

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如此，黄河漕运栈道的始凿年

代已可追溯到东汉初年甚至更早。垣曲栈道考察者

即认为黄河栈道的历史可早至西汉。他们注意到

《汉书·沟恤志》的一条记录：汉成帝鸿嘉四年，大

臣杨焉建议：“从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镌广之。”“上

从其言，使焉镌之。”进而就这条材料推论：“黄河栈

道的始建时间当不晚于西汉。”［２０］

尽管汉代社会为提升漕运效能、改善通航条件

投入很大，但漕运本身是一项极苦的差事，由此也就

不难理解，为何汉代尤其是西汉时代不乏漕运的批

评者。如盐铁会议时的儒生们，他们认为秦朝行商

鞅残苛之政，致使“从军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

望，生而往，死而旋”，不仁不义，终至于二世而亡。

论史而及于现实，他们又指斥汉武帝“保胡、越，通

四夷”，“与人以患”，导致了“甲士死于军旅，中士罢

于转漕”的严重后果。此外，他们还认为汉武帝

“泾、渭造渠以通漕运”，如同“东郭咸阳、孔仅建盐、

铁”，是“策诸利”的短视行为。［２１］１３２，４６３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从民本的道德立场出发对

漕运进行挞伐。比较而言，务实的士大夫虽然承认

漕运有伤人的一面，但往往对朝廷持有同情，强调漕

运的不得已。他们声称“饬四境所以安中国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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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漕所以审劳佚也”，实施漕运为国家安全提供了

有力保障，使“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灾”，皇

帝于是“下诏令，减戍漕，宽徭役。初虽劳苦，卒获

其庆”［２１］４８９，５２０。简单说，漕运可谓先苦后甘，体现

了执政者的良苦用心。问题在于，解“圣人”心思者

能有几人？为了应对批评的声音，为了实质性地减

轻漕运带来的苦难，为砥柱河段的漕运找寻替代路

径，自然成为有识之士的思考方向。

《史记·河渠书》载，汉武帝时，河东太守番系

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

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

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盖河鉌弃地，

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

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

漕。”［４］１４１０此说的意图是通过提升河东地区的粮食

生产能力，以满足关中之需。番系设想的粮源尚局

限于河东，而汉宣帝时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

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

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

过半。”［２］１１４１显然已将筹粮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并且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商业运作的色彩。

到了东汉时期，出于平定羌乱的需要，关中仍然

需要东方的粮食供应。为此，朝廷甚至将目光投向

了太行山以东。史载汉明帝永平年间“理芼沱、石

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３］６０８。滹沱河、石

臼河在常山，羊肠仓在太原，明帝时期此项漕运工程

显然是跨越太行山区的。其最终目的，郦道元认为

并非止于 “转山东之漕，自都虑至羊肠仓”，而是要

进一步“凭汾水以漕太原，用实秦晋”［７］１５７。然而，

此次尝试也没有成功。“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

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

章帝时期“遂罢其役。”［３］６０８

除了翻越太行的设想，还有人瞄准秦岭，“上书

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上书者认为：“今穿褒斜道，

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

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

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

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但这个想法实施后，“道果

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仍以失败告终［４］１４１１。

上述尝试都是在黄河以外索解漕运的困境，而

最富于想象力的则是齐人延年的计策，他上书武帝

曰：“河出昆仑，经中国，注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

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

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此功壹成，万世大

利。”［２］１６８６这个想法的核心内容是直接在上游施工，

使黄河改道。之所以能有此计策，学者认为其中一

个原因是汉武帝时代“许多布衣之士的上书往往更

喜欢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人主之重视”［２２］１１３。学

者所谓“惊人之语”，是对延年此计的恰当描述。的

确，汉武帝览奏后耳目一新，“壮之”。但他的头脑仍

保持清醒，报曰：“延年计议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

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改更。”［２２］１１６

这一次，汉武帝根本没有打算去尝试，他深知，以当时

的技术条件，延年的计策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虽然汉人设想的替代路径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但他们的努力、执着与用心恰恰意味着，对于汉代社

会而言，砥柱段漕运所带来的苦难不能不予以重视，

可是又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对此，汉人是焦虑

且又无可奈何的。

五、结语

表面上看，砥柱段只是数千公里黄河的小小一

部分，但砥柱段黄河漕运既然在秦统一进程中发端，

服务于秦兼天下的大事业，那么，它就天然地具有更

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历史意义。而这种全局性意义，

在秦与西汉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无论是国家的

持续建设、维护，还是批评者对民众苦难的痛心疾

首，抑或是言事者寻找替代路径时的放眼四方，无不

表明砥柱段漕运的全局性影响。这种全局层面上的

影响力到东汉时代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有学者指

出：“在中国历史上，统一战争的作战主轴线曾有过

一个重大的变化，即由东汉之前的东西轴线转变为

三国以降的南北轴线。”［２３］１３２与此相应，对迄于东汉

时代的文化格局最为宏观的描述方式便是山东与山

西或关东与关西的两分法。这样的东西轴线与东西

两分，并没有因为东汉定都洛阳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时代仍然对砥柱段漕运通

道持续修整。但是，与之前相比，这个时期的漕运对

于帝国的意义毕竟已有所不同。在政治中心居于关

中的秦与西汉，漕运不仅要服务于北边、西边军事活

动，还要供应关中，维持帝国心脏的跳动。而到了东

汉，定都洛阳使砥柱段的黄河漕运卸下了维护帝国

中枢运转的沉重负担，角色逐步单一化，成为一条主

要用来巩固西部边防的物资运输通道，而某些核心

功能的剥离往往意味着历史地位的下降。中国历史

再次进入分裂期后，砥柱漕运已不具备全局意义，直

到唐代，随着关中再次成为政治中心，它才又一次书

写了中国古代交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１］段玉裁．说文解字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７７·



［２］班固．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３］范晔．后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４］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５］黄汝成．日知录集释［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阮元．十三经注疏［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７］陈桥驿．水经注校证［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８］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９］孙诒让．墨子间诂［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
［１０］周晓陆．秦封泥再读［Ｊ］．考古与文物，２００２（５）：６８－
７５．

［１１］王辉．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Ｊ］．文
物，２００１（１２）：６６－７０．

［１２］王子今．说秦“礛柱丞印”封泥［Ｊ］．故宫博物院院刊，
２０１９（３）：１２－１７．

［１３］荆三林．敖仓故址考［Ｊ］．中原文物，１９８４（１）：２２－２６．
［１４］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Ｍ］．北京：文物出版
社，１９９０．

［１５］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黄河小浪底盐东村汉函谷关

仓库建筑遗址发掘简报［Ｊ］．文物，２０００（１０）：１２－２５．
［１６］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Ｍ］．北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７］张烈，点校．两汉纪（下）［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
［１８］河南省文物管理局．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集［Ｍ］．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Ｍ］．北京：
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

［２０］张庆捷，赵瑞民．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Ｊ］．
文物，１９９８（８）：４８－５８．

［２１］王利器．盐铁论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
［２２］宋超．秦汉史论丛［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２３］黄朴民．秦汉统一战略研究［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７．

（责任编辑　谢春红）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ａｙ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ｉｎｔｈｅＷａｒ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ＣＵＩＪｉａｎｈｕａ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７１０１１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ｎ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ｉ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Ｄｉｚｈｕ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ｄｕｅｔｏ
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ｌｌ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ｚｈｕ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Ｗｅｉｗａｓ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ｂｅ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ｅｒｔｏ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ｔ．Ｉｎｌａｔ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ｇＱｉｎＺｈａｏＷａｎｇ，ｆｏ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Ｂａｔｔｌｅ，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Ｑｉｎ
ｗａｓｖｅｒｙ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ｕｓｅｔｈｅＤｉｚｈｕ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ｔｏｓｈｉｐ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ｇｉｖｅｆｕｌｌｐｌａｙｔｏ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ａ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ｔ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ｕａｎｄｏｎｇａｎｄＧｕａｎｘｉ，ｔｈｅ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ｅｍｐｉｒｅｓｂｕｉｌｔＡｏｃａｎｇ
ａｎｄＨｕａｃａｎｇ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ｔｂｏｔｈｅ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ｎＸｉｎｇｙａｎｇａｎｄＨｕａｙｉｎ．Ｘｉｎ’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ａｂｏｕｔｔｏ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ａｙｓ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ｌｓｏｂｅｅｎｂｕｉｌｔｔｏ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ａｄ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ａｎｋ
ｅｒ．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ｐｌａｎｋｒｏａｄｓ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ｂｕｉｌｔ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ｆｆｓｏｎ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ａｙ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ｐｏｗｅｒｔｏｐｕｌｌｔｈｅｂｏａ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ｏｓ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ｉｚｈｕ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ｈａｄ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ｏ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ｓｍａｒｔｐｅｏｐｌｅｈａ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ｏｍｅ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ａｌｉｔｔｌｅｆａｎｃｙ．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ｈａｄｅｎｄｅｄｕｐｗｉｔｈ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ｔｈｅｓｅｆａｎｔａｓｉｅｓｈａｄｊｕｓ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ｈｅｌｐ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ｉｚｈｕ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Ｄｉｚｈｕ；ｔｈｅｗａｒ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８７·



第３７卷　第５期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５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Ｏｃｔ．２０２０　

基于生态翻译学视域的中原典故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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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原典故是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人们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与
精神财富的总和，进而形成的典章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博大精深的文字总结。探讨中原典故的英

译策略，发掘和弘扬中原灿烂的历史文化，正确理解中国几千年的人文思想和价值观，为中西文化的

相互交融逐步扫清障碍，让世界倾听中原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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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原典故
中原典故是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人们在日积月

累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与

精神财富的总和，进而形成的典章制度、历史文化传

统等博大精深的文字总结。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

祥地，中原地区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下来很多耳熟

能详的典故，如守株待兔、愚公移山、众志成城、郑人

买履、洛阳纸贵、定鼎中原、武丁中兴、楚河汉界、揭

竿而起、朝三暮四等。这些典故有与历史发展规律

有关、有与农耕社会劳动现象有关、也有与发生在中

原地区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关，每一个典故都有它自

身蕴含的意义，从它产生到现在也都存在于人们的

日常生活、文字交往、书籍存备及许多地方的风土人

情中。外国友人接触中华文明，难免会接触到中国

的典故，因此典故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对外

宣传的效果。基于这种背景，河南省教育厅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起举办了第一届“讲好河南故事”英语大赛，目
的是用英语讲好“河南故事”，演“译”中原风采，更

好地宣传河南、推广河南，传播好中国声音与和河南

声音，让河南真正走向世界。在比赛中，有不少选手

选取河南历史典故进行了原创翻译，充分展示了河

南地方发展的风土人情、历史演变。但这些翻译作

品的表达却良莠不齐，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由于

中西文化差异的存在，许多中原典故很难在英语中

找到对应的表达方式。这些不对等、不准确的中原

典故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阻碍

作用。

二、中原典故英译现状

笔者在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对

截止到２０２０年５月分别以“中原典故英译”“典故
翻译”“中原典故翻译”“中原传统文化翻译”等相关

字眼为主题或是关键词进行查阅，共搜索到相关论

文６０余篇。笔者对这６０余篇有关中原典故英译的
论文进行粗略分析，既有的研究存在以下特点：

（一）典故英译研究总体数量少

在文献查阅中发现，针对典故的英译研究整体

数量少，只有几十篇。张英萍在“谈中文人名典故

英译的异化与归化原则”一文中提出了中文人名典

故的英译与归化原则，运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原则

来讨论中文人名典故英译的技巧与方法［１］。蔡文

华以赵甄陶英译的《毛泽东诗词》版本作为主要研

究对象对毛泽东诗词中典故进行英译研究，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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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典故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其背景蕴含了厚重

的中国独有的历史文化。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得翻译

研究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作者从生态翻译

学的视角分析、阐述该译本的翻译过程的适应性，解

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根据材料的可选性对材

料进行加工、润色等的适应与选择［２］。张薇在对中

国古文化典籍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用对比分析

的方法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的应用［３］。

上述有关典故翻译的文章寥寥无几，而对中原

典故的研究资料就更加缺乏，只有为数不多相近的

几篇。刘立胜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深入研

究了地方高校典籍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如课程设

置、就业去向等［４］。宋海英则在研究生态翻译学的

基础上对翻译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相应的解决

方案［５］。中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

原土地上发生了众多的历史事件，并且形成了璀璨

的华夏文明，中原典故英译的研究对挖掘、传承中原

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典故性成语及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较多

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典故性成语的翻译研究，

如段艾俐的硕士论文“汉语成语的英语层次观初

探———以《红楼梦》３００条成语英译为例”，对此进行
了专门的研究［６］。李华发表了“文化语境下汉语典

故性成语的英译”论文，强调了文化语境对典故性

成语英译的影响，并提出用“归化”“异化”策略翻译

典故性成语［７］。但典故性成语只是众多典故的一

部分，典故的翻译研究不仅涉及到典故成语的翻译，

还包括对典故故事本身的翻译规律探讨。

很多研究涉及了文学作品中的典故翻译，如对

唐宋诗词典故英译研究、《西游记》中的典故英译研

究、《红楼梦》中的典故英译研究，对毛主席诗词中

的典故翻译研究等。这些研究对丰富典故的英译研

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典故翻

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百家争鸣的理论支撑局面

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理论支撑着翻译研究成

果的实际进程与翻译结果。译者分别从归化、异化

的角度对典故进行翻译，试图对中英语言背后的典

故进行探讨。也有学者从目的论、文本类进行归纳。

而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对于河南文化的翻译规律研究

却少之又少，且大多聚焦在具有典型的河南旅游特

征的事务上，如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翻译、河南省

红色旅游文化的翻译。可以看出生态翻译学已经应

用在很多翻译研究上，但对于典故翻译的研究却相

对匮乏。

三、生态翻译理论与典故英译

所谓的生态翻译学是基于达尔文“适应与选

择”学说，很多国外的语言学家从生态学的角度提

出了翻译理论，其中，ＰｅｔｅｒＮｅｗｍａｒｋ认为翻译中的
文化因素第一类就是生态学词汇［８］。清华大学教

授胡庚申提出生态翻译学是一种从生态角度研究翻

译的规则与范式。它致力于从生态角度对翻译生态

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９］。生态翻

译学在重视文本重要性的同时，也重视译者与要翻

译的文本、原文及翻译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只

有翻译从业人员将这些因素协调好，并行之有效地

应用到翻译文本中，这种翻译才能成为合格的生态

翻译。

生态翻译学对翻译文本进行适合的选择性翻

译，即以翻译文本的外部表现转化为内涵翻译为基

础，保持文本的原有特征，将原文与译文进行动态对

等，在翻译中根据译文对原文化进行重新组合，依据

动态对等理论来指导原文的翻译，保证原文的内涵

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不仅为中国的文学艺

术提供了素材，也早已渗入到中华民族整个社会、文

化、思想、生活的各个领域。典故是中华文明的文字

载体和一部分缩影，译者如果从生态翻译的角度来

翻译，就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文本的语言、

文本所处的文化、交际环境三个角度，即三维出发，

在文本转换的翻译中进行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

应，进而在原文本与翻译文本上达到有机统一，创造

出“生态化”的翻译文本。

四、中原典故英译中出现的问题

（一）文化信息缺失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各民族的语言虽然不

尽相同，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也各有区别，但在沟通

的时候总可以找到相应的媒介进行转换。人类的生

活习性、衣食住行都是相通的，展现在生活中的方方

面面也是有许多共相的。因此人民利用翻译来相通

这些共相，进而达到交流、合作的目的。但由于中英

文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典型的汉藏语系，

汉语形象、直观达意，而英语属于印欧语系的日耳曼

语，简单化、标准化且具有逻辑性。这些原因会导致

中英文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出现信息缺失的现象。如

源语中的词语没有一致性是导致文化信息缺失的一

个原因，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具有典型中国传统文化

语义的词汇的翻译，如旗袍、气功、乌纱帽等词在英

语中就无法找到其对应的词汇。另外由于非语言障

碍中的文化差异，中西方文化在观念上、价值观上有

很多差异，表现在文化上就体现在文化信息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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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翻译直白化

翻译中最大的困难是无法翻译出根植于源语言

中的抽象文化。汉语行文表达的随意性及螺旋形思

维模式一直是很多英文译者在翻译时候的难题。为

了忠于原著，很多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会直接译出字

面意思，这样翻译的结果就是表意不清晰、表达不流

畅又不地道。中文典故由于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及

代表性，一直是英汉翻译的难题。人们往往在“忠

实原文”与“改译版本”之间摇摆不定，这就造成了

有些翻译只注重表层形式的对等，没有挖掘深刻的

内涵，用直白的翻译手法将一个民族“了然于心”的

典故呈现给读者，译文读者根本无法了解字面背后

所隐藏的文化。

（三）译文冗长

很多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让读者更好的

理解字词的含义而用太多的词汇来补充说明，从而

造成译文过于冗长，读起来枯燥乏味，破坏了原文的

趣味性和美感。英、汉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英语讲究

结构美，主要特征是语法完整，逻辑外形标志明显，

而汉语则讲究意境美，主要特征是流水句多，外形松

散而内含逻辑关系。英文的行文表达是线性结构，

喜欢直来直去，简单化但却有逻辑性；而汉语的螺旋

式思维使得汉语的表达如九曲回廊式弯曲。换言

之，汉语即使用简单的语言就可以构造出一句话，有

时语法并不完整，但却不会削弱行文的艺术性与意

境美。因此，过于冗长的翻译会使原文失去可读性，

原文的文学价值也因冗长而遭破坏。

五、中原典故英译问题的解决策略

（一）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

生态翻译学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把译者放在中心

位置，且处于翻译的主导地位。有些翻译中存在的

问题是因为译者没有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中国译者

要说自己的话，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深入问题本身，

深入时代现实，对自己的学问、对自己的国家、对自

己要翻译的作品有深厚的感情，才能在翻译作品中

体现出历史感、现实感与使命感。如翻译“楚河汉

界”这个中原典故时，如果不了解其历史背景，不了

解春秋战国时期“楚”大约是指今湖北武汉一带，其

译文就可能与原文的意思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因此译者需要发挥主体地位，对原文理解透彻，对译

文再三斟酌，这样才能使原文内涵最大限度地被还

原。

（二）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

在翻译原文本中，要依据文本特点选取适合其

内涵的翻译技巧与翻译方法。不同国家的文化会有

差异，因此在对原文本进行翻译时，要首先对原文本

的语境进行分析，准确把握原文文本所处的的语言

环境。另外要分析中英文的思维习惯，汉语是传统

的顺向思维，而英语的思维习惯则是逆向思维。中

原典故的翻译需要译者熟悉中西文化，熟练掌握中

英两种语言。如描写西周时期经典文献《诗经》的

开篇之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翻译的时候如果深入诗词的背景就会发现

所谓的“河之洲”就在中原，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原地

区最大的休闲岛屿。河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心

灵故乡，另一首《卫风》里提到“淇水潺潺水悠悠，桧

木作浆松作舟……”诗中所说“淇水”即今日的“淇

河”，即《诗经》的故乡之河。如果译文能保证在这

些诗词基本意义的基础上，加以修饰，就能给读者带

来美的享受。好的译文不仅能表情达意，还能使读

者带着轻松的心情感受原文的思想、欣赏原文的意

境。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就需要结合直译和意译

的方法，有些古文字还要加上音译，才能准确展现古

诗词的具体的意象美和悠远的意境美。

（三）灵活转换“三维”

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源根

文化，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

的核心。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为更好地展示河南，展示中原

文化，促进全球语言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利用宏观

生态观念来指导中原典故文化微观文本的生态翻译

研究也势在必行。生态翻译其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就

是在翻译的“三维”，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之

间灵活转换。语言维的转换就是指译者在文本翻译

的过程中对中英语言的适应性转换。语言是相通

的，英语和汉语的词汇区分、句子成分、句型构成等

都是相近或相同的，译者在翻译时可以根据两种语

言的相同点来选择相似或近似的文本互译；语言维

转换的目的是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对语言形式进行

适应性选择转换，以力求译文的可接受性。英语的

语言大多由复杂句构成，并有很多逻辑连接词连接，

是典型的树状结构的意合语言，而中文多是流水句

式。尤其典故是中文语言简练的一个典型代表，短

短的几个字就能表达出复杂的意思。如中原典故

“守株待兔”只有短短的四个字，但在英文表达里却

是长长的一句话，“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ｏｈａｐｐｅｎ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文化维转换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密切注意
英语、汉语文化背景的建构与解读。如发生在中原

大地上的中国四大爱情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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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如果只简单翻译出“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或者“Ｌｉａｎｇ
ｚｈｕ”，西方读者不知所云。而将这个美好的爱情故
事与西方的ＲｏｍｅｏａｎｄＪｕｌｉｅｔ联系起来，翻译成 Ｃｈｉ
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ＲｏｍｅｏａｎｄＪｕｌｉｅｔ，透过莎士比亚的名
著ＲｏｍｅｏａｎｄＪｕｌｉｅｔ，西方读者便能很快了解这个美
丽的爱情故事背后的文化及其涵义；交际维转换就

是指译者在翻译中英文时要试图找到的交际所用的

方法、语言，进行适应性选择。交际维的转换目的是

关注双语交际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关注原文中的交

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典故是传播地区与

国家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传承中原文化的中原典

故在中原文化对外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

是中原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译者在翻译河南

文化典故时，在以译者为中心的基础上，熟悉原文思

想，考虑原文产生的生态环境，从语言、文化、交际三

维角度出发，多视角、多维度适应生态环境，并对译

本做出适应性选择，反复推敲翻译文本的表达，使中

原典故在西方语言环境中得到更充分的传播。

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只有形成

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实力，才能积极展示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

就。在中原典故的翻译中，我们要为外国游客展现

最自然、最贴切的语言环境，讲好“中原故事”，延续

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从而促进河南省对外传

播、文化形象的塑造和生态文明和谐的建设，提升中

原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加速河南国际化进

程，促进我国与世界之间的沟通交流，实现经济文化

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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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体自洽原则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隐喻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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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政文献中的隐喻是翻译文本中常见的部分，有效的隐喻翻译能较好地实现源语文学
和文献价值的转换，在对外传播中国发展理念和方针政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基于王文斌教授

提出的主体自洽原则，分析译者在翻译中遵循的认知机制，结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

隐喻英译案例，研究主体自洽原则在隐喻翻译中的应用，摒弃长久以来通过隐喻翻译策略来决定翻

译实践所造成的局限，以主体自洽所导致的异隐喻性为新的切入点展开研究，以期对党政文献的隐

喻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党政文献；隐喻翻译；主体自洽；异隐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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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隐喻作为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无论在日常生

活中还是在政治论证上，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拉近政治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政治家们通常喜

欢借助隐喻来把复杂的、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从而生

动有力地传达政治思想［１］。作为传递党和国家信

息和思想的重要途径，党政文献中也会使用大量的

隐喻，其翻译在对外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和方针以

及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

重要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丛书作为重要的

党政文献，其英译本在对外传播习近平治国理政思

想和中国话语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２］，其中文

本和英译本中所使用的大量隐喻更值得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以下简

称《治国理政 ＩＩ》）的中文本和英译本为语料，对其
中的隐喻翻译案例展开研究，以期对党政文献的隐

喻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丛书的翻译研究概述

通过检索发现，近年来国内关于《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丛书中隐喻翻译研究的论文，主要切入点

为“概念隐喻”（６篇）、“修辞学”（２篇）、“语篇隐

喻”（１篇）、“语料库”（１篇）。如窦智［３］以概念隐

喻为研究视角，将《治国理政 ＩＩ》中的隐喻分为旅行
隐喻、工程隐喻、战争隐喻、疾病隐喻、家庭隐喻和动

植物隐喻等，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方法，如译入相同

或不同的概念隐喻、译入明喻、取消或添加概念隐

喻；黄鹂鸣［４］利用修辞学的理论分析《治国理政 ＩＩ》
中隐喻的修辞功能，并认为译者修辞意识主要体现

在四个翻译策略中，即直译中西方共享的隐喻、将始

源域替换为贴近西方受众的隐喻表达、省略始源域

并辅以对原文的释义、保留始源域并增加相关解释；

徐云秋［５］运用语篇隐喻理论研究了语篇隐喻及其

翻译，并基于隐喻构建主题话语的方式，提出了相应

的翻译原则和策略；陈国兴、菅爱丽［６］则通过自建

语料库的方式，分析了科技隐喻的人文性及工作机

制，探讨了科技隐喻的翻译策略。

这些研究均以成熟的理论为基础，提供了详细

的数据与案例分析，丰富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丛

书中的隐喻翻译方法和实践经验，然而这些方法其

实仍没有离开直译法、套用法和意译法［７］的范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丛书翻译团队中的译者们作为

不同的认知主体，虽会在隐喻翻译中体现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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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即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８］，

译者们却可以构建出合理且风格一致的译文，既没

有过度改写也没有过度体现不同译者的主观意志，

其原因在于，译者对于源语隐喻的解读与译文的构

建并非恣意，而是受到某种内在机制或原则的约束，

这种约束体现在译者处理隐喻过程中，会依据自身

的经验、知识、社会习俗、政治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

源语隐喻的可译性及译法做出自我协调，进而达到

自我认同，这种认知机制正与主体自洽原则［９］８６如

出一辙，那么主体自洽原则能否作为一种认知机制

在《治国理政ＩＩ》的隐喻翻译中被使用？此外，上述
研究中所提及的翻译策略都有着相似的内涵且都凸

显了一个共性的现象，即译文隐喻和源语隐喻往往

不是直接的词汇对应翻译，译者在目标语中可能采

用不同的隐喻概念或作非隐喻性的意译，那么导致

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基于王文斌教授提出

的主体自洽原则，探讨该原则作为隐喻翻译的认知

机制的可行性，以主体自洽所导致的异隐喻性为新

的切入点，结合《治国理政 ＩＩ》中的隐喻英译案例，
尝试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三、主体自洽原则

主体自洽原则是在对概念合成理论的吸收与批

判的基础之上生成的，认为虽然隐喻意义的实现是

概念合成的结果，但一切的概念合成都是认知主体

自洽的产物，是认知主体主观推理和主观判断的结

果［９］１１５。该原则主要用于对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

的分析，而解读与构建恰是隐喻翻译必然涉及的流

程。

隐喻构建与解读的总体主体自洽原则（下文简

称为自洽原则）：认知主体若想构建或解读一个隐

喻，就需要推定隐喻中的始源域Ａ与目标域Ｂ在内
在或外在的至少某一个方面或某一点上具有相容

性。若相容性这一条件得到满足，那么认知主体对

隐喻的构建与解读便会自我允准，否则，便会自我否

定［９］２２６。主体自洽过程包含“连接”“冲洗”“合流”

三个认知机制［９］１１５，“连接”是人们凭借记忆中各种

事物的特征来认识新事物的重要思维能力，是将各

种具有不同特点而又具有共性的事物统一起来的手

段，若没有“连接”思维，世间万物在人的头脑中将

变成孤立的个体，因此，对于隐喻的构建和解读来

说，认知主体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始源域 Ａ和目标域
Ｂ这两个输入空间进行“连接”，依凭自身的世界知
识、人生经验、记忆等因素在域间进行“冲洗”，对输

入空间内的所有信息进行筛选，冲洗掉一切和隐喻

无关的信息，认知主体会进行自我协商、自我核定等

一系列无意识的认知活动，淘捡出被其认同的 Ａ和
Ｂ之间共享的特征，从而实现自我满足和自我允准，
这意味着“连接”成功，并进一步导致两个输入空间

内共同点的“合流”，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合流”

并非是共同点的简单相加，而是认知主体的格式塔

心理作用的结果，即把这些共同点整合并知觉为一

个隐喻思想的整体。若经过“冲洗”后，没有发现域

间的共享特征，则 Ａ和 Ｂ“连接”失败，且无法“合
流”。

（一）自洽原则与源语隐喻的解读

根据自洽原则，译者在翻译源语隐喻时，首先作

为受喻者对该隐喻进行解读，依凭自己的世界知识、

人生经验以及对源语文化和社会常规的把握等因素

对隐喻所表达的概念进行揣摩，将始源域和目标域

进行“连接”，通过“冲洗”来剔除一切无关信息，寻

找始源域和目标域共享的特征，以期找到作者（施

喻者）所认定的域间相容性，从而实现“合流”。基

于心智的体验性原则［１０］，隐喻之所以如桥梁一般将

译者（受喻者）和作者连接起来，是因为二者对隐喻

概念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体验，译者和作者才可达到

思想的共鸣，隐喻的作用也因此得以实现。倘若译

者在生活中对于该隐喻缺乏体验，必然会导致相关

的人生经验和世界知识的缺乏，从而无法做出合理

的解读，隐喻构建的意义及译文目的也就无法实现，

译者极有可能在不影响译文功能及接受效果的前提

下，对该隐喻省略不译，因此，源语隐喻的合理解读

是译者成功构建目标语译文的首要条件。

（二）自洽原则与目标语译文的构建

在对源语隐喻做出合理解读之后，译者将以目

标语中施喻者的身份进行译文的构建，译者能否构

建出相应的目标语隐喻，或构建出非隐喻性译文甚

至省略不译，仍取决于译者的主体自洽。根据主体

自洽原则，译者若要以目标语来表达自己对源语隐

喻解读后的认识或思考 Ａ，首先要通过自己的世界
知识、对目标语文化中的社会常规的把握、人生经验

等因素，在目标语中找到相对应的隐喻概念或有关

联的概念范畴Ｂ，并将Ａ和Ｂ“连接”到一起，译者经
过自我协商和自我核定，“冲洗”掉所有关联性较小

的旁枝末节，只留取Ａ和Ｂ共享的又最具有代表性
的特征，从而达到自我满足和自我允准，Ａ和 Ｂ“连
接”成功并进一步“合流”出整体的隐喻意义，若译

者经过“连接”“冲洗”之后没有找出Ａ和Ｂ间的共
享特征，那么“连接”就会失败，Ａ和 Ｂ就无法实现
“合流”，译者此时很难再构建出隐喻性译文，而往

往会选择解释性翻译或作明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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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洽原则与《治国理政 ＩＩ》中的隐喻翻译案
例分析

（１）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１１］１９

译文：ｓｅｔ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ｅｅｒｔｈｅｗａｙ
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２］１９

在（１）中，译者首先作为受喻者对“发展航船”
“掌好舵”进行解读，根据自洽原则把“发展”与

“航船”作为两个输入空间进行“连接”。译者作为

认知主体之所以可以将二者“连接”起来是因为人

类对言语交际中的概念链具有连接贯通特性的预

设性期望，这种期望正是空间连接的触发机

制［９］１９４。但是译者在“连接”之后可能发现二者存

在语义概念上的冲突，因为“发展”与“航船”毕竟

是两回事，然而，隐喻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语义冲

突，它是隐喻产生的基本条件。语义冲突也可称

为语义偏离，指在语言意义组合中违反语义选择

限制或常理的现象［１３］。因此这种语义概念的冲突

正是“发展航船”这个隐喻可以产生的基本要素，

且关键在于译者对这两个空间的“冲洗”，译者依

凭自己的世界知识、对社会常规的把握、人生经验

等因素，对两个输入空间的全部信息进行筛选，冲

洗掉一切不相关的旁枝末节，寻找共享的特征，最

后发现“发展”是可以如同“航船”一样，为了达到

目的，二者都需要有明确的方向，而控制方向的关

键就在于“掌好舵”，随后译者便会对这个解读达

到自我满足和自我允准，并合流出这个隐喻片段

的解读意义：“发展”如“航船”一样，都需要“掌好

舵”来控制方向。

在目标语译文构建中，译者身份将转变为“施

喻者”，根据自洽原则，译者结合其解读意义，依凭

自己的世界知识、对目标语文化中的社会常规的把

握、人生经验等因素在目标语中快速寻找并认定两

个输入空间：ｓｈｉｐ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考虑到目标语受
众的理解程度，将其完善为 ｓｈｉｐ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译者对其“连接”后进行“冲洗”，很快发现二
者共享的特征为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以及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随后达到自我满足和自我允准并合流出目标语隐

喻：ｔｈｅｓｈｉｐ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而 ｓｔｅｅｒ一词正
好可表示：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ｗｈｉｃｈ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ｓｕｃｈａｓａｓｈｉｐ，ｃａｒ，ｏｒｐｌａｎｅ）ｍｏｖｅｓ。因此初步构
建出译文：ｓｅｔ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ｅｅｒ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ｔｈｅ
ｓｈｉｐ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由于 ｓｔｅｅｒ本身具有为
“船”掌舵之意，故为了避免同意重复，将译文优化

为：ｓｅｔ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ｅｅｒ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一）自洽原则与《治国理政 ＩＩ》中的异隐喻性
翻译情境

译者根据自洽原则进行源语隐喻解读与译文构

建时，在特定的情况下，对同一个目标域往往会出现

空间交替和视角转变的情况，且译者的世界知识、人

生经验以及对社会常规的把握等因素在不同情况下

可能会发挥不同的认知作用力，这必然会导致异隐

喻性（ｈｅｔｅｒｏ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ｉｔｙ）的产生，即施喻者心目中
的隐喻与受喻者心目中的隐喻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

差异关系［９］１９８，语际间隐喻翻译的差异也会由此出

现。毕竟，（１）的翻译过程是一个较为理想的过程，
通过对比《治国理政 ＩＩ》的中文本和英译本其他的
隐喻案例，可以发现译文隐喻和源语隐喻往往不是

直接的词汇对应翻译，而是采取语际间异隐喻性的

翻译方式，笔者结合双语文本中隐喻的对比分析，发

现在下面３种情境中，源语隐喻会被译为不同的隐
喻或作非隐喻性翻译，有些非隐喻性文本也可能在

译文中被隐喻化。

１．译者作为受喻者在特定情况下，对同一个源
语隐喻有可能形成与原义不同的解读意义，由此产

生对同一个隐喻的不同的体验认知，译者在此通常

会作出语境化处理之后进行自洽及译文构建。

（２）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
则必规矩。［１１］１８１

译文：Ｎｏｔｈｉｎｇｃａｎｂｅ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ｕｌｅｓ．［１２］１９８

要对例２中的“准绳”“规矩”做出合理的隐喻
解读，译者首先要凭借其世界知识来知晓句子原义：

要想知道平直与否，一定要依靠水准墨线；要想知道

方圆与否，一定要依靠圆规矩尺。在《吕氏春秋》

中，作者实则想借此表达出“人主欲自知，则必直

士”的意义，译者根据自洽原则会将“准绳、规矩”与

“直士”进行“连接”，依凭世界知识、人生经验和对

社会常规的把握等因素“冲洗”掉一切无关信息之

后发现共享的特征，“正直之士”如同“准绳、规矩”

一样，可以使人发现自己是否正确或符合某种标准，

随后“合流”出整体解读意义：“直士”之于“人主”

如同“准绳”之于“平直”，“规矩”之于“方圆”。

然而“准绳、规矩”在此处并没有被译为ｌｅｖｅｌ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ｓ，是因为在《治国理政 ＩＩ》
中，习近平总书记想借此强调“纪律严明是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在和重要保证”［１１］１８１。而

且，当代语境下对典籍的阐释不能去政治化，而是应

该赋予译本更强的意识形态意义［１４］，因此，考虑到

该隐喻的当代话语重建，译者根据自洽原则，将“准

·５８·



绳、规矩（圆规矩尺）”与“纪律和规矩”进行“连

接”，依凭新语境下的人生经验、世界知识和对社会

常规的把握等因素进行“冲洗”，随后发现二者共享

的特征在于，它们都会对事物的发展起到规约作用，

能及时发现产生错误的趋势并避免错误，于是“合

流”出新的意义：纪律和规矩之于政党如同“准绳”

之于“平直”，“规矩”之于“方圆”。在当代语境下

强调政治纪律和规矩的重要性，译者选择弱化其原

义理解及隐喻效果，故构建出译文：Ｎｏｔｈｉｎｇｃａｎｂｅ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ｕｌｅｓ．
２．译者作为施喻者，经过自洽后发现源语隐喻

不适合在目标语中使用，译者对同一个目标域，在不

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可能构建出不同的始源域，由

此造成语际间同一个目标域不同的隐喻性关照或非

隐喻性解释。

（３）不能做表面文章。［１１］９２

译文：（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ｐａｙｌｉｐｓｅｒｖ
ｉｃｅ．［１２］９８

党政文献的译者需要有着极高的政治素养以及

对党政知识的掌握。根据自洽原则，译者应知晓

“表面文章”出自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在全国科学大
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意为“敷衍塞责，表里不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用其来告诫党员干部，脱贫攻坚

工作要实打实干，要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然

而，译者并不会简单地采用字对字的翻译：ｓｕｐｅｒｆｉ
ｃｉ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因为在其对目标语文化中的社会常规的
把握进行自我协商之后发现，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和
“敷衍塞责，不切实际”之间并无典型的共享特征，

无法进行成功“连接”，而 ｌｉｐｓｅｒｖｉｃｅ作为目标语中
已存在的隐喻，恰可以表示 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ｓｏｍｅｏｎｅｏｒ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ｂｙｓｏｍｅｏｎｅｉｎｗｏｒｄｓｂｕｔ
ｔｈａｔｉｓｎｏｔ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ａｔｐｅｒｓｏ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译者为了
认定二者间存在共享的特征，将“表面文章”与“ｌｉｐ
ｓｅｒｖｉｃｅ”进行“连接”，凭借其已掌握的知识与理解，
在“冲洗”之后发现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即只在言语

层面有所表达，但未付诸实际有效的行动，ｌｉｐｓｅｒｖ
ｉｃｅ在目标语中的隐喻效果与“表面文章”在源语中
的隐喻效果极为相似，因此在构建目标语译文时采

用新的隐喻并得出译文：（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ｐａｙｌｉｐ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３．译者作为施喻者，为补偿先前译文中隐喻性

的缺失，结合目标语文化，自身的世界知识，经过自

洽，对源语中非隐喻文本做出隐喻性翻译。Ｎｉｄａ［１５］

也曾指出，如果过多的修辞性表达变成了非修辞性，

译文的影响力可能会被削弱或消失。为补偿译文修

辞性的缺失，一些源语中非修辞性表达可被译成修

辞性，以达到语际间的平衡。

（４）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我国在这
方面的潜力相当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

济增长点。［１１］１９８

译文：Ｇｒｅｅｎ，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ｅｈａｖｅｈｕｇ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
ｔｈ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ｇｉｖｅｒｉｓｅｔｏｍａｎｙ
ｎｅｗｅｎｇｉｎｅｓ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１２］２１８

考虑到译者之前对部分源语隐喻所作出的非隐

喻性翻译，及可能导致的译文影响力的削弱或消失，

故译者在此并没有将“经济增长点”译为 ｎ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而是在译文中加入了额外的隐
喻。在源语的解读环节中，译者对文本进行分析后

得出：在“相当大的潜力”基础上所形成的“点”必然

会在其所属范围内（经济）提供动力或能量。因此

在构建译文时，ｅｎｇｉｎｅ意为 ａ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ｈａｔｃｈａｎｇｅｓ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ｏｔｉｏｎ，发现 ｅｎｇｉｎｅ可为“增
长”提供能量，隐喻因此被成功构建。此外，由于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所形成的“增长点”可以是多

方面的，既包括经济方面，也可涵盖其他方面，故译

者为精简译文且不影响读者对文章的整体理解，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从译文中删除。在此需指出的是，译者额
外使用隐喻，还因为隐喻的产生往往是因为有些施

喻者为了表示自己的特定感情，而这种感情已不能

依赖常规词语加以表达［１６］。ｅｎｇｉｎｅ本身具有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的属性，在译文中可以比 ｐｏｉｎｔ更直接、更形
象地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

重视，以及对“增长”的肯定与期待。

五、结语

《治国理政 ＩＩ》中的隐喻翻译方法是灵活多变
的，然而隐喻如何被译以及是否可译并不能取决于

一组抽象的规则，而是依赖于文本范围内特定隐喻

的结构与功能，我们很难用有限的翻译方法去涵盖

复杂多变的隐喻，赫曼斯也曾说过，翻译研究的基本

任务，不是通过制定规则或规范来探求对翻译实践

的直接介入，而是解释发生在翻译领域里的现象，包

括人们看待翻译的诸多方式［１７］。毋庸讳言，译者在

隐喻翻译中必然会受到某种认知机制的影响，对其

展开研究有助于我们跳出固有翻译策略的局限，探

索新的研究范式。本文基于主体自洽原则，探讨了

该原则作为译者进行隐喻翻译时所遵循的认知机制

的可行性，阐释了其所包含的三个认知机制，即“连

接”“冲洗”“合流”在隐喻翻译中的作用，隐喻翻译

的成功与否在于译者能否通过主体自洽对源语隐喻

·６８·



作出合理解读并构建译文。结合《治国理政 ＩＩ》中
的隐喻英译案例，探索自洽原则在党政文献的隐喻

翻译中的应用，以异隐喻性概念为新切入点，针对语

际间隐喻翻译差异的情况，在《治国理政 ＩＩ》的中英
文本中找出３种异隐喻性翻译情景，并佐以案例，在
分析具体翻译流程后发现，译者对输入空间的“连

接”是多方向的，有的是语内的文本概念的“连接”，

有的是语际间隐喻解读意义和译者选取的译文间的

“连接”，只要在“冲洗”后得出共享特征，找到二者

相容性，便可“合流”出合理的解读或构建意义，使

译文产生相似的隐喻效果并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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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网络视角下的政治隐喻翻译机制研究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旅行隐喻英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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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为例”（２０１９ＹＪＳＢ１３５）；２０１９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政治隐喻翻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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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话语研究。

摘　要：作为话语实践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政治隐喻翻译的语内维度和语际维度构成了其微
观的社会实践网络。基于此理论框架，旨在探究政治隐喻的翻译机制，在语内维度上，剖析政治隐喻

翻译之修辞的劝说性与亲和性、认知的规约性与民族性、话语的机构性与规范性；在语际维度上，探

究政治隐喻翻译之语境的明示性与推理性、文化的通识性与空缺性、意识形态的杂糅性与互动性，以

此为政治隐喻翻译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社会实践网络；政治隐喻；翻译机制；话语互动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０．０５．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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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下简称为《治国理

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代

表作，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发展主线和内容纲要，是学习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读本。

作为带有中国印记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

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喻被频繁地应用于政治文本之

中，帮助政治话语的参与者实现其政治交际目的。

根据陈勇、王伟杰的观点，政治隐喻被界定为“政治

话语参与者（如政治派别、政党、政治家）、政治事

件、政治行为、政治话语（政治演讲、政治访谈、政党

宣言、社论、政府新闻发布会、政治专栏和白皮书

等）为了一定的政治交际目的（发布消息、维持秩

序、施加影响或调控舆论等）所牵涉到的隐喻。”［１］

这些政治隐喻充斥在党政文献之中，是译者在翻译

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点，也是难点，为目的语读者了

解中国文化、倾听中国声音、解读中国方案提供了有

力支撑和有效途径。

二、社会实践网络中的政治隐喻翻译

社会实践网络是话语研究的一个视角，其主要揭

示的是话语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２］，伯恩斯坦进一步

提出了“纵向话语”和“横向话语”［３］的概念，探究了

话语中知识传播的路径与范式。在此基础上，田海

龙［４］７－１１完善了社会实践网络研究的理论框架。具体

说来，在社会生活中，一个领域的不同社会实践、以及

不同领域的各种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彼

此相互影响，构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实践网络，包括横

向（不同领域的社会实践）和纵向（同一领域的上位

社会实践和下位社会实践）的关系构成。

将政治隐喻投射到社会实践网络之中，其翻译

机制包括纵向的语内维度和横向的语际维度。在纵

向的语内维度上，政治话语是上位社会实践，在社会

实践网络中，对居于下位的政治隐喻及其翻译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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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规范作用。具体说来，在修辞功能上，政治隐

喻要传递出政治话语的劝说性与亲和性；在认知功

能上，政治隐喻要体现出政治话语的规约性与民族

性；在话语功能上，政治隐喻要呈现出政治话语的机

构性与规范性。这体现了纵向维度上政治话语对政

治隐喻翻译的规范性和约束性。在横向的语际维度

上，政治隐喻翻译涉及源语的政治话语与目的语的

政治话语之间，源语政治话语中的政治隐喻与目的

语政治话语中的政治隐喻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两

种话语实践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政治隐

喻翻译横向的语际维度。在微观翻译过程中，目的

语与源语在语境、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性，政治隐喻翻译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视为两种话语实践互动、协商和融合的过程，一

是基于语境的明示性与推理性，将源语语境通过再

情景化移植到目的语语境中；二是根据文化的通识

性与空缺性，利用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相似性，

打通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异性，从而再现政

治隐喻的文化内涵与外延；三是通过内嵌在两种话

语实践中的意识形态，考察源语中的政治隐喻与目

的语中的政治隐喻之间的杂糅与互动。综上，政治

隐喻翻译的语内维度与语际维度在社会实践网络上

的纵横交织，体现了政治话语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

本质特征，通过政治隐喻翻译实践呈递着我国主流

意识形态，传播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助于

目的语读者解读我国国家政策，与国家形象自塑密

不可分。

三、《治国理政》（第二卷）旅行隐喻的识别、分

类与特征

（一）旅行隐喻的识别

在批评隐喻分析的理论框架下，综合运用Ｃｈａｒ
ｔｅｒｉｓ－Ｂｌａｃｋ［５］以及ＰｒａｇｇｌｅｊａｚＧｒｏｕｐ［６］提出的隐喻识
别方法与操作程序，对《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旅

行隐喻进行识别与数量统计。根据隐喻识别的三个

标准，本研究确立了隐喻识别的三步操作程序：首

先，通读全文，初步遴选出候选隐喻；其次，判断候选

隐喻的用法是否构成跨域映射；最后，根据语境，判

断该词汇单位的隐喻意义。根据隐喻识别标准与操

作程序，遴选出《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潜在的旅行

隐喻表达式，排除不符合条件的隐喻关键词，确定最

终数据。

（二）旅行隐喻的分类

作为政治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行隐喻类属

于概念隐喻中的结构隐喻，用旅行的概念去建构另

一概念，如人生旅程、事业征程、任务进程，等等。对

政治隐喻而言，旅行隐喻源域中的实践经验，如旅行

的起点、终点、发起人、参与者、障碍物、收获、意义、

进程等，被映射到目标域中，有助于受众理解陌生

的、不易理解的政治概念、政治目标、政治路线、政治

决策等。按照概念隐喻类型，结合《治国理政》（第

二卷）［７］中旅行隐喻的分布特点，将其划分为陆、

海、空三种旅行隐喻，并将它们的隐喻表达式分别进

行汇总、分类（见表１）。
表１　旅行隐喻

隐喻类型 隐喻表达式

旅行（陆）

道路、路线、进入、方位、出路、障碍、行百里者半

九十、老路、邪路、路子、错路、轨道、征程、历程、

进程、大门、在路上、前景、出发点、起点、终点、归

宿、脚踏实地、轨道、新台阶、车之两轮、步伐、出

发、滑坡、新天地、新台阶、强国之路、旗帜、新长

征、“雪山”“草地”“娄山关”“腊子口”、千山万

水、固步自封、接力赛、一棒接着一棒跑、冲刺、冲

锋号、攻坚拔寨、缓冲、跟随者、引领者、最先一公

里、最后一公里、南辕北辙、铺路石、大脚掌、“两

条腿”走路、走岔、走偏、抬轿子、吹喇叭、看齐、如

临深渊、老牛爬坡、八府巡按、摸爬滚打、跑得快、

陷阱、关口、壁垒、“三座大山”、高山、火山、旁门

左道、歪门邪道、千里马、奔腾、“三个地带”、泥

坑、强军之路、辟新径、坦途、登高望远、阔步前

行、赛骆驼、快车道、快车、便车、顺风车、列车、马

拉松。

旅行（海）

航船、彼岸、引领、劈波斩浪、历史长河、航程、汪

洋大海、游泳、溺水、呛水、旋涡、风浪、小湖泊、小

河流、港湾、一石激起千层浪、压舱石、思想之舵、

如履薄冰、回潮、潮流、领航者、避风港、惊涛骇

浪、定海神针、彼岸、涉险滩、冰山、渠道、风雨同

舟、破冰、深水区。

旅行（空） 领头雁。

　　（三）旅行隐喻及其翻译特征
《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旅行隐喻具有规模

大、分布广、数量多等特征。宏观上，旅行隐喻在

目标域中主要映射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说来，《治

国理政》（第二卷）中的旅行隐喻指涉的是当前我

党带领全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所面临的一切工作，包括：党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经济建设（世界经济的大海）、“一带一路”

（同舟共济）、大国外交（登高望远、阔步前行），等

等。旅行隐喻的工作机制是把对于道路的探索、

选择、坚守和达到目的地等特征映射到国家建设、

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道路的探索即

社会制度、发展方向的探索；道路的选择即社会制

度、方针政策的选择；道路的障碍即社会发展进程

遇到的问题与诟病；道路的目的地即我国国家建

设与发展的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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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国理政》（第二卷）旅行隐喻翻译的语内

维度

（一）修辞的劝说性与亲和性

隐喻研究经历了从修辞功能向认知功能的转

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否定或取代前者。传统的

修辞功能仍然存在，并在政治话语中继续发挥其审

美说服作用，隐喻的认知功能转向只代表研究视角

的转移，并不能以否定隐喻的修辞功能为代价。一

方面，修辞的劝说性主要指涉的是政治隐喻的概念

传递与说服机制，反映了政治话语的真实诉求；另一

方面，修辞的亲和性强调的是政治语言将抽象的概

念与逻辑以亲民的方式进行传递，是政治话语参与

社会实践的有效途径。

原文：只有这样，“一国两制”这艘航

船才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７］４１１

译文：Ｏｎｌｙ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ｃａｎｗｅ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ｎ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ｗ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ｈｉｐ
ｗｉｌｌ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ａｓｔｅａｄｙ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ｒｅａｃｈｉｔｓ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ｐｉｔｅａｎｙｒｏｕｇｈｓｅａｓ．［８］３４０

原文：不管两岸同胞经历过多少风雨、

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能把

我们分开。［７］４０４

译文：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ｗｈａｔｏｒｄｅａｌｓｗｅｈａ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ｏｒｈｏｗｌｏｎｇｗ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ｉｓｏ
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ｎｏｆｏｒｃｅｃａｎｐｕｌｌｕｓ
ａｐａｒｔ．［８］３３４

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一国两制”比喻成航

船（ｓｈｉｐ），也就是将海峡两岸的同胞比喻成了同舟
共济的同路人，从而派生了两岸人民一家亲的形象，

加之“劈波斩浪、行稳致远”（ｒｏｕｇｈｓｅａｓ，ｓｔｅａｄｙ
ｃｏｕｒｓｅ）利用哲学体验复制、启动人们的体验感官，将
航行体验映射到政治领域，通过激活人们在非政治领

域的知识和经验，渗透政治理念，传递政治思想，使两

岸人民在“一国两制”、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上达

成政治共识，体现了政治隐喻的真实诉求，即说服或

劝说功能；另一方面，“风雨”指涉两岸关系中遇到的

问题、共同经历的苦难（ｏｒｄｅａｌ），通过“共经风雨、不能
分离”的形象塑造，唤起受众的共鸣，实现政治隐喻的

亲和功能。两段译文采用直译的方式，使源语与目标

语的隐喻转换达到了的最大相似度，符合受众的思维

习惯，易于理解与接受。

（二）认知的规约性与民族性

“隐喻无处不在，在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其

实，我们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９］

作为一种认知方式，政治隐喻与隐喻使用者的地理、

文化、思维习惯、民俗风俗息息相关，体现了政治隐喻

认知的民族性。同时，“个性化的认知主体可能具有

其不同标准和规范的认知系统，但最终都将进入人类

作为共同认知主体的认知系统，成为个性化认知主体

融入群体化认知主体的必要条件。”［１０］换言之，政治

隐喻并非仅仅表现于外部形式，而是涉及人类认知

的深层结构，具有规约性的特征。从语内维度的角度

去审视政治隐喻认知的规约性与民族性，体现了共性

与个性，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哲学语境观，是政

治隐喻翻译的重要考量对象。

原文：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浴火重生的

新征程。［７］４１８

译文：Ｔｈｉｓｇｒｅａｔｔｒｉｕｍｐｈ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ｂｉｒｔｈｏｆ
Ｃｈｉｎａ，ｏｐｅｎｅｄｕｐｂｒｉｇｈｔ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ｒｅｎｅｗ
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ｔｏｕｒ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ｎａｎｅｗｊｏｕｒｎｅｙ．［８］３４７

原文中“凤凰涅?”出自于郭沫若先生的同名

作品，原型出自我国元代文人杨维桢的《凤皇石》一

诗。郭沫若先生所作诗歌《凤凰涅?》中的凤凰，其

实是指西方传说中的不死鸟菲尼克斯，虽然郭沫若

先生将不死鸟菲尼克斯翻译为凤凰，但两者本质完

全不同。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不死鸟被称为火

鸟，据说可活５００年。当即将死去的时候，火凤凰从
芳香的树枝上筑起一个巢穴并点燃它，然后它在火

焰中死去，死后三天会从灰烬中复活重生。在天主

教文化中，天主教信仰将不死鸟视为死后生命的象

征和耶稣基督的伟大复活。换言之，“凤凰”与

“ｐｈｏｅｎｉｘ”同属隐喻的源域概念，但在各自的目标域
中映射的内容不尽相同，这是由认知的规约性与民

族性决定的。源域中的“凤凰”在目标域中映射的

是“古老的中国”，“浴火重生”的内涵指涉的是中

华民族复兴过程中经历的艰难险阻，因此，“凤凰涅

?、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映射的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也就是中国的“重生”。综上，源语与目标语

同有“凤凰”的隐喻意象，但由于规约性与民族性带

来的认知差异，译文不得不隐化了“ｐｈｏｅｎｉｘ”，用“ｒｅ
ｂｏｒｎ”打通两域的认知渠道，虽未达到最大相似，却
实现了最佳关联。

（三）话语的机构性与规范性

《治国理政》是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政治话语中充满着大量的政

治隐喻，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党和

国家的意志，具有机构性的特征。此外，不同于其他

文本类型，中央文献属于政治文本，政治话语的机构性

决定了其规范性，因此，政治隐喻翻译也不是译者的个

体行为，其具备的话语机构性与规范性是语内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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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部分。

原文：要坚持提升自身发展素质能力和加强区

域合作“两条腿”走路。［７］４０１

译文：Ｉｔｎｅｅｄｓ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ａｔｗｏ－ｐｒｏｎｇｅｄ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ｉｔｓｏｗ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ｗｈ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８］３３１

田海龙指出：“社会实践在一个社会实践网络

中处于纵向的等级维度上，属于上位社会实践和下

位社会实践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上位社会实

践对下位社会实践的支配和规范。”［４］８作为政治话

语的旅行隐喻，也具有社会实践的属性，反映了社会

实践的组织结构关系。“正是因为隐喻概念是系统

的，我们用来谈论概念的语言也具有系统性。”［９］８也

就是说，概念系统与语言系统共同构成了作为社会

实践的政治隐喻系统。在政治隐喻系统内，政治

概念是隐化的、抽象的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政

策，政治语言则是这些概念的显化的、具体的载

体。概念与语言互联互通，各自具有上位与下位

的组织结构，体现其系统的支配性和规范性特征。

在旅行隐喻中，既有统领全局的上位概念（道路隐

喻），也有居于从属地位的下位概念（陆海空）。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国家，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路线。在居于

上位的总路线的基础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外交等领域，要制定出各自的发展路线，此为对下

位概念的支配和规范。在例句“坚持提升自身发

展素质能力和加强区域合作‘两条腿’走路”中，

“两条腿”在目标域中映射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两

个方面的内容，即自身素质能力提升和区域经济

合作，这是新时期我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关

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下位概念，译者

将该隐喻译为“ｔｗｏ－ｐｒｏｎｇ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体现了
“四个全面”（Ｆｏｕｒ－ｐｒｏｎｇｅ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的支配性与
规范性。

五、《治国理政》（第二卷）旅行隐喻翻译的语际

维度

（一）语境的明示性与推理性

关联理论［１１］从认知的视角进行语用研究，认为

语言交际在本质上是一个“明示─推理”的动态过
程，关联性的程度由两个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

即认知效果和理解话语时付出的努力。简言之，认

知效果越大，理解话语时付出的努力越少，关联性就

越强。在语际转换过程中，将政治隐喻翻译认知过

程表述为“推理—阐释”的交际过程，以认知语境与

传统语境为核心，构建以交际者为中心的过程化认

知翻译语境模型，可以客观形象阐述翻译过程中的

传统语境与认知语境以及译者与语境因素相交互的

翻译认知过程，从而解释语境是如何在翻译认知过

程中导致翻译产出具有多样性的［１２］。对政治隐喻

翻译而言，源语与目的语中政治概念、政治体制、政

治背景等都存在着大量的差异，需要译者通过翻译

实践，实现其在目的语中的阐释，进而完成交际。

原文：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

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７］５８

译文：Ｔｏｄａｙ，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ｏｕｒ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ｇｍａｒｃｈｉｓｔｏａｔ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ｅｎｔｅ
ｎａｒｙＧｏａｌｓ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ｅａｍ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８］４０

原文：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

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

征服。［７］５９

译文：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ｍａｎｙｓｎｏｗ－
ｃａｐｐｅｄｐｅａｋｓｔｈａｔｗｅｍｕｓｔｓｃａｌｅ，ｍａｎｙ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ｔｈａｔｗｅｍｕｓｔｃｒｏｓｓ，ａｎｄａｌｓｏｍａｎｙ
ＬｏｕｓｈａｎＰａｓｓｅｓａｎｄＬａｚｉｋｏｕＰａｓｓｅｓｔｈａｔｗｅ
ｍｕｓｔｃｏｎｑｕｅｒ．［８］４０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众志

成城、披荆斩棘，过草地、翻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

里。作为历史事件，长征为世人所熟知，但关于长征

精神、长征故事、长征英雄等，却蕴藏着丰富的中国

历史文化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多

次提到“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发扬长

征精神”等，例句“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中，“长征”

按照惯例被译为“ｌｏｎｇｍａｒｃｈ”，对于目的语读者来
说，这是一个为他们所熟知的语境，旨在向受众明示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即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在后句中，习总书记继而提到了“雪山”

“草地”“娄山关”“腊子口”，长征取得的第一场胜

仗便在娄山关，而 “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

梯”说的便是红军长征中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腊

子口战役，而这些长征故事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多

是陌生的、不易理解的。对于这些专有名词的翻译，

译者并没有采取深度翻译的翻译策略，而是在新的

语境中构建了以交际者为中心的过程化认知翻译语

境模型，也就是将“长征（ＬｏｎｇＭａｒｃｈ）—新长征
（ｌｏｎｇｍａｒｃｈ）”带入到语境之中，利用语境的明示性
与推理性，揭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

进展中的机遇与挑战。

（二）文化的通识性与空缺性

作为政治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行隐喻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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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大量表征文化概念、内涵、趣旨等具有普适性的共

性特征，也囊括了许多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的历史、人

文、民俗等具有针对性的个性特点，两者相互独立，

又彼此依存，共同构成了跨文化间的交互关系。因

而，旅行隐喻的翻译不仅要梳理语际转换中文化与

文化之间的共性，即文化的通识性，更需要打通源语

作者与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差异性，即文化空缺性，从

而获得受众在文化维度的接受与认同，也就是说，旅

行隐喻的翻译既要呈现出表层的文化现象，更要以

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诠释出深层的文化价值观。

原文：打通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最后

一公里”。［７］９６

译文：Ｒｅｍｏｖｅｔｈｅｌａｓｔｍａｊｏｒｈｕｒｄｌｅ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
ｃｉｅｓ．［８］７２

原文：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

“最后 一 公 里”的 关 系，突 破 “中 梗

阻”。［７］１０７

译文：Ｗｅｍｕｓｔｈａｎｄｌｅｗｅｌｌ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
ｌａｓｔ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８］８１

“最先一公里”，指涉的是一项工作的起始阶

段，具有开创性、引领性等特征；而“最后一公里”指

涉的是一项工作的收尾与冲刺阶段，蕴含着急迫性、

节点性等内涵。在例句中，“打通脱贫攻坚政策落

实‘最后一公里’。”译者将“最后一公里”译为“ｔｈｅ
ｌａｓｔｍａｊｏｒｈｕｒｄｌｅ”，正是基于中西方文化的共性，帮
助贫困人口走出贫困、实现脱贫是一场攻坚战，在全

国范围内实现脱贫，这“最后一公里”不仅意味着时

间上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更重要的是，脱贫攻坚期

面临的任务之艰巨、资源之紧张、难度之重大，因此，

译者如果将此译为“ｔｈｅｌａｓｔ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无法准确传
递源语的深层含义，而“ｔｈｅｌａｓｔｍａｊｏｒｈｕｒｄｌｅ”频繁出
现在目的语中跨栏赛跑的体育赛事中，参赛者需要

在时间、体力、技能、战略等诸多方面统筹安排，跨越

障碍竞赛的最后一个“栏”，从而才能完成比赛，这

与“最后一公里”的内涵不谋而合，体现了文化的通

识性。而在例句“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

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中，译者将“最先

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译为：“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ｓｔ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ｏｒｍ．用“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和“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补译了隐喻的内涵，喻指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处
理好开局，又要做好收尾与冲刺，若按照前文译为

“ｔｈｅｌａｓｔｈｕｒｄｌｅ”则会产生歧义，因为目标语中的
ｈｕｒｄｌｅ多指障碍，不能诠释改革开端与尾声的全部
工作内涵，这种文化的空缺性需要译者用直译加补

译的方式予以填补，从而打通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

文化差异。

（三）意识形态的杂糅性与互动性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指出，“意识形态是世界各方面的表
征，对权力、控制、剥削等社会关系的建立、维持、改

变起作用。”［１３］ＶａｎＤｉｊｋ则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
认知的一种形式，为一个群体、阶级或其他社会组成

的成员共享。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系列

观念或态度，其社会认知的特征是最基本的。意识

形态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框架，控制着其他社会认知

包括知识、意见、态度甚或偏见在内的社会表征的形

成、转化和应用。”［１４］作为政治话语的政治隐喻具有

意识形态呈递功能，揭示了话语群体的信仰、观点、

态度和感情，是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共同选择的产

物。在政治隐喻翻译语际转换中，源域的意识形态

与目标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非独立的、静止

的，而是互动的、动态的。跨域映射的不仅仅是语

言、文化、语境，亦有意识形态间的杂糅与互动。

原文：我们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

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

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７］６９

译文：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ｉ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ｕｒＰａｒ
ｔｙａｉｍｓｔｏｍａｋｅｉｔｃｌｅａｒｗｈｉｃｈｃａｕｓｅｗｅｍｕｓｔ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ｐａｔｈ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ｃｈｏｏｓｅ，
ｗｈｉｃ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ｉｓｓｉｏｎ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ｏｎ，
ｈｏｗ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ｐｒｅｐａｒｅｆｏｒｔｈａｔ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ｇｏａｌｓｗｅｗａｎｔ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８］４９

在具有政治内涵的旅行隐喻中，旗帜与道路被

广泛运用其中，然而，中西方的经济形态与政治制度

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旗帜与道路

的内涵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

要甄别源语中“旗”与“路”的具体所指，区别源语与

目的语中意识形态的相通性与差异性。例句中，

“举旗”的内涵实则指的是“高举社会主义的伟大旗

帜”，这是社会制度问题，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兴邦

之基，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因

此，译者没有选择译文“ｗｈｉｃｈｂａｎｎｅｒｗｅｍｕｓｔｕｐ
ｈｏｌｄ”，而将此译为“ｗｈｉｃｈｃａｕｓｅｗｅｍｕｓｔ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即我们为之所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避免了译文

歧义的产生。而在后半句中“走什么路”，按照“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常规译法，译者处理为

“ｗｈｉｃｈｐａｔｈ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ｃｈｏｏｓｅ”，既充分反映了源语
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也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认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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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

六、结语

《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旅行隐喻蕴含着丰

富的政治内涵。政治隐喻翻译涉及语内和语际两个

维度，不仅体现了语言层面上源域与目标域之间、源

语与目的语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也反映了话语层

面上上位社会实践与下位社会实践之间、两种不同

的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将政治隐喻翻译

置于社会实践的网络中去考量，才能促使其以点成

线、以线生面、以面代场，打破政治隐喻翻译的碎片

化、个体化的藩篱，形成整体化、系统化的政治隐喻

的场域翻译实践网络，催生其话语张力，从而为讲好

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贡献

出外语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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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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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河南省大中专院校就业创业研究课题“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提升研究”（ＪＹＢ２０１９０５７）
作者简介：张阳（１９６４—），女，河南永城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　要：通过引入“核心竞争力”概念到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能力培养领域，在阐释核心竞争
力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定位与办学模式等特点，提炼应用型本科教育与未来职

业发展所需的能力要素，从就业竞争力与职业胜任力两个方面剖析核心竞争力内涵，从自我培养层

面和面向社会需求的高校培养层面探索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有效路径，构建大

学生核心能力提升的教育机制，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顺利进入职场提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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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教育部统计，２０２０年高校毕业生达８７４万人，
同比增加４０万人，人数再创历史新高［１］，毕业生就业

压力不可小觑。高等教育教学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促

进学生能够“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于满足

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其提供人才资源。高校毕业生在

求职过程中，不仅要具备从业的基本素质，还应具有

与其从业相匹配的综合素质，即获得从事相应职业并

能够得到持续发展的各种能力———核心竞争能力。

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研

究，对于满足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需求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提升重

要性分析

从实践层面讲，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

力的提升有利于解决就业困境。高校毕业生就业难，

有时不是“无业可就”，而是“有业不能就”。究其主

要原因，主要是缺少职业规划，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不足，缺乏日常学习积累和培养，相应的应试方法及

技巧欠缺等。高校毕业生对其职业生涯有明确的认

识和准备，大学期间把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作为努力的

目标，从而提高自己在求职时的主动性和成功率。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

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

强起来要靠创新，创新要靠人才。”高校毕业生只有具

备社会经济建设发展所实际需要的专业知识，并将其

转化为实际的工作技能才能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

人才，因此，要求高校注重对学生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从理论层面讲，一方面有助于深入认识和理解

大学生核心竞争力深层次内涵。通过对大学生就业

能力及能力培养方式的研究，着力对应用型本科院

校大学生核心就业能力的概念内涵、结构维度、影响

因素、培养机制等进行详细而综合地分析，探索提升

应用型本科毕业生核心竞争力的有效路径，从而对

学生创业就业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

丰富教学理论，创新教育培养方式。应用型本科院

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研究，旨在通过用人单

位需求人才的视野分析，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

提出新的视角，从而有助于探索推进高等教育人才

质量培养模式的改革。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核心竞争力内涵及其

构成要素

（一）核心竞争力内涵

早在１９９０年，著名经济学家 Ｃ．Ｋ．普拉哈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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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和加里·哈默尔教授在其合著的《公司核心竞

争力》一文中，正式提出“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并

对核心竞争力作为竞争优势的源泉进行了描述和论

证。核心竞争力指以企业的战略决策、生产制造、市

场营销、组织管理等的整合而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

的能力［２］。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很快就

成为欧美企业界和管理学界的讨论热点。

从个体角度来看，个体和企业一样，在其成长进

程中也需要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但不同领域内

的个体对于自我的核心竞争力的认知并不清晰。需

要对个体活动进行管理和运作，才能保证个体的自

我发展和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因此，高校毕业生需

要准确了解自我的定位和扮演的角色才能更好的实

现自身价值。当企业中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与教育实

践研究相结合，就产生了教育核心竞争力。教育核

心竞争力既是核心竞争力教育的目标，又是核心竞

争力教育的结果，当教育核心竞争力形成时，它又会

成为一种教育资源而转化为一种核心竞争力教育的

力量或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核心竞争力，从

学历教育的阶段性成果来看，主要体现在学生的核

心就业竞争力。从整个职业生涯发展和终身学习角

度来说，则体现在未来职业岗位和成就保持的核心

胜任力。

从竞争中的单个主体来看，核心竞争力是其自

身所拥有的知识、品质、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的体

现，即核心竞争力是专业知识技能、可迁移技能、自

我管理技能的有机协调和整合，若没有这些能力，学

生就失去了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条件。从竞争中的双

方甚至多方的相互比较而言，核心竞争力是个体相

比于对方具有的独特并有持续竞争优势的反映。个

体独特性不仅使竞争对手无法在短时间内进行效

仿，更体现在独特性培养的过程和途径与众不同。

从竞争的就业岗位来看，核心竞争力就是个体成功

获取就业岗位的能力；从竞争的结果来看，核心竞争

力是个体获得理想职业并实现长久发展的能力。

（二）核心就业竞争力

关于应用型本科生所具有的与获取职业相关的

就业能力，我们称之为就业竞争力。具体包括职业

规划能力、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自我推销能力、

自我决策能力、自我保护能力等。

１．职业规划能力
职业规划是对职业生涯乃至人生进行持续系统

计划的过程。它是个人与组织相接合，在对个人职

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

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

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

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

有效的安排［３］。职业生涯规划既对个体具有指导

和调整的作用，又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它具

有突破障碍、开发潜能和自我实现的作用。职业规

划也有助于投放注意力，积聚能量。职业生涯发展

有目标时，易集中所有的能量和资源去实现，成功的

可能性更大。

２．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信息极大丰富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真实

可靠与虚假失真并存，这就需要求职者对其梳理和

辨识，要求毕业生具备分析、处理、应用信息的能力。

３．自我推销能力
高校毕业生面对“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个人

的自我推销能力是基于自我综合能力基础之上的一

种综合展现。能否有效展现个人能力，是决定其职

业发展的关键环节。高校毕业生向用人单位推销自

我时，既要盘查清楚自己所具备的能力，更要清楚对

方要求的工作能力，有的放矢进行自我推销。

４．自我决策能力
自我决策能力是高校毕业生作为决策者参与决

策活动、进行方案选择的技能和本领。在就业过程

中，体现为识别和理解问题的能力和如何抓住机遇，

比较不同来源的数据，运用有效方法选择行动方针，

采取行动来缩小实际能力与职业需求之间的距离。

决策能力是一个多层面的能力体系。它是一种基本

能力的展现，是进行决策活动应当具备的起码的技

能和本领，包括学生的正常体力、学习能力、思维能

力、认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但也受制于专业能

力。比如分析、综合、判断、组织、控制能力等。

５．自我保护能力
自我保护能力是当自我稳定性受到威胁时，人

们会采取自我保护手段来加以应对。在高校毕业生

实现学生人到职业人转变的过程以及职业延续中，

自我保护能力与毕业生法律意识、契约意识、维权意

识、诚信意识、证据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若识别用

人单位虚假信息能力不足，法律意识不强，阅历和社

会经验缺失均会导致自我保护能力的丧失。

（三）核心职业胜任力

胜任力是指工作绩效优秀者所具备的知识、技

能、特质，是学生通过后天学习和练习而获得的保证

其顺利择业并在未来取得职场成功的能力，通常表

现为某种动作系统和动作方式。不同岗位对工作者

的胜任力要求是不一样的。环境和教育为其提供了

形成的外部条件，而实践活动就成为其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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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职业胜任力一般是专业知识技能、可迁移

技能、自我管理技能和成就能力的集合。

１．专业知识技能
专业知识技能是通过教育或培训获得的知识或

能力，其培养途径多样。专业知识技能的组合更重

要，时代所需的复合型人才正是具有不同知识技能

的人。专业知识技能是核心竞争力的原动力，也称

之为基础层能力。它是核心竞争力建构并顺利实现

的根基和前提。对于应用型本科来说专业知识技能

包含基础理论、专业理论、专业技术及其操作等内

容。基础理论是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包含于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而专业理论是基础理

论在一定专业范围内的应用，并随着研究专业的方

向不断发展。专业技术及其操作是专业理论的实践

化目标。基础理论反映的是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

律，是专业理论的基础。专业理论是专业技术应用

的基础，专业技术实践则是专业理论的价值体现。

因此应用型本科要在教学实践上合理调整基础理

论、专业理论和专业技术的比例。随着科技的迅猛

发展和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不仅要关注不同

职业对从业者知识结构的不同要求，更要注重不同

职业对求职者的一些共性的要求，比如宽厚扎实的

基础知识、广博精深的专业知识以及熟练的专业技

能等。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因技术的相互渗透所形

成的较为复杂的应用性问题。

２．可迁移技能
可迁移技能主要是指可以在不同类别岗位上实

现迁移使用的能力，不因职业或年龄的变化而改变。

可迁移技能在工作内外、工作生活之间都能运用的，

是个人最能持续运用和最能够依靠的技能。同时它

更是职业岗位比较重要，深受用人单位关注的能力。

专业知识技能的运用都是在可迁移技能的基础上。

可迁移技能包含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

能力、影响他人的能力、冲突管理能力、领导力、推动

变革的能力、学习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创

新能力等。可迁移技能因其“可迁移性”让人们实

现了现实能力的超越。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即使

其未从事过某个职业，但只要具备从事该职业的相

关技能，即可胜任此类工作。

３．自我管理技能
自我管理技能是指受教育者依靠主观能动性按

照社会目标，有意识、有目的地对自己的思想、行为

进行转化控制的能力。对自我而言，它是对内的技

能，体现的是个体在不同的环境下如何管理自己，做

到慎独。专业能力、可迁移能力，这些内在的特质要

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是否具有自我管理能力

对于整体能力提高至关重要。它包括自我评估、自

我完善、自我管理三个阶段。如果能客观地认识自

己，正确定位，查找不足，持续改进，扬长避短，就会

日趋完善，实现自我评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科学评估自我，针对性地制定培养计划，就会不断实

现自我完善。自我管理。又称为自我控制。即利用

个人内在的力量改变行为，通过自我约束，增加良好

的行为，增强竞争力。

４．成就能力
通过大学阶段学习，学生逐渐提升个人能力，集

聚核心能力。这些能力在不断地提升中孕育着成就

能力。成就能力体现在一个人能够运用自己的综合

能力实现某个竞争目标的能力，它是核心竞争力的

外在显现，即外显力。求职过程就是毕业生核心竞

争能力外显力的表现。

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的专业能力是核心竞争

力的原动力，可迁移技能和自我管理技能是潜在力，

成就能力则是核心竞争力的外显力。判断其是否具

有核心竞争力就是看其经过大学教育的培养和学

习，是否具备以上四个维度的能力，并形成自己独特

的风格和特质。应用型本科生的核心竞争力，一方

面体现在就业市场，毕业生拥有比竞争对手更能满

足社会和用人单位需求的能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大

学阶段培养的作为职业领域的持续竞争力的潜在能

力。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核心竞争力提升的路

径选择

（一）自我培养层面

首先，进行自我评估。借助于职业兴趣与性格

测验，判断职业发展方向，确定职业选择、未来的发

展目标，进行正确的职业生涯设计，然后制定合理的

计划，认真执行并不断做出评价和反馈。其次，通过

兴趣、性格、能力和价值四个维度来认识自我资源。

在对四个维度的探索过程中，通过几个职业群的同

类合并，得出一些相互交集的区域，产生与其匹配的

最佳职业库。在此基础上了解、分析该职业的宏观

发展趋势，获知具体职业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条件和

待遇等，分析自己的专业与目标职业的关系，以及为

了实现对目标职业的期待应该做出的选择。通过职

业意识的更新，将大学的学习与未来职业紧密相连，

为核心竞争力的培养明确方向。

２．明确生涯选择
明确生涯选择，才能够更好的付诸行动提升竞

争力。确立职业发展目标，需要综合考虑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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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理想的职业与所学专业结合起来；确立职业发展

目标要与社会需要相结合，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

大学毕业生，各职业对人才能力、个性的要求，职业

供需状况，并能根据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对即将供过

于求的职业寻找新的目标；要依据自身的职业兴

趣、个性特点、个人的知识与能力以及人生观和价值

观等确立职业目标，不能盲目从众。

３．培养创新精神，提升专业实践能力
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要不断巩固专业知识，

主动掌握专业理论以及学习方法，练就扎实的专业

基础知识，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培养自身的专业创新

精神，提高实践技能及创新意识，锻炼自己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和社会层面

１．充分考虑培养模式与就业市场匹配度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特殊性在于其服务于地方经

济的特点，在培养模式上要充分考虑与就业市场匹

配度，更好体现实践导向的课程模式。学科建设应

根据市场和社会需求及时进行调整，根据需求变化

设置调整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案［４］。应用型本科

院校应广泛收集市场需求信息，以企业实际需要为

前提设置专业与课程。因为新兴行业、企业的领军

人物能够精准地把握市场对人才核心能力的需求，

高校应邀请其参与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以及专

业、课程的设置。通过共同研讨人才培养所需要的

综合能力，并将这些能力进行提炼，逐步形成职业胜

任力的模型，会更大程度提升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

培养的质量。

２．核心技能培养与理论教学并重
（１）进一步完善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机制
坚持立德树人，加强思想引领。当前社会价值

越来越趋于多元化，必须加强大学生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教育，把立德树人纳入人才培养的全过

程，为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政治上的保障。

同时，系统化的理论知识学习是大学生核心能力的

基础。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强化学生基础理论与实践

技能的学习和提升，为其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在培养人才过程中，始终和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

才能把本专业最前沿的知识快捷地传递给学生，让

他们及时了解当前社会需求现状，做到知识更新与

社会发展的同步。

应用型本科院校更应该始终秉持“以社会需求

为基础”的基本理念。因此，要丰富高校实习实践

课程的内容。实习是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

径，其将理论分析与解决问题相结合，将问题导向带

入实践，有利于大学生将专业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

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要重视高校实习实践课程的

组织形式的改革，一定要凸显内容的针对性、实效

性、组织性和规范性。应用型本科院校可依托相关

实践基地开展实习实践活动。一方面，依靠校内实

践基地，吸纳学生参与实践基地中的科研课题，为学

生提供实践机会和科研舞台，从而提高他们的科研

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校外实

习基地打通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壁垒，有助于学生综

合能力的提升，为用人单位的储备了未来可用人才。

同时要重视建设产学研合作基地。

（２）加强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首先，充分利用高校的科研平台。把科学研究

引进教学，吸引学生参与科研，增强创新理念。其

次，充分利用创业实践公共平台，既提供物质支持，

又要动态把控其创业过程，予以有效的指导。再次，

营造学生成长的创业氛围，可参照国家创新创业大

赛的方法在校内举办比赛，并在资金上给予支持，激

发学生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潜力。最后，在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中，更要实施创业家进课堂讲创业，学习者

进企业学创业的合作模式。学校可为此组建相应协

会，联络校友、专业对口的企业的创业者以及与创业

相关联的业务部门负责人，分享创业成长的经历，为

学生的创业提供支持和帮助，以创业带动就业。

３．深入开展校企合作
首先，有助于应用型高校能够根据企业需求，有

针对性地培养应用型人才，提高毕业生的核心竞争

能力及教学水平，有利于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长

远发展。其次，校企合作模式下培养人才，提前为企

业注入新鲜血液，提高企业活力。使学生在毕业后

直接与岗位对接，可以为企业的生产经营节约更多

成本。再次，通过校企合作，学生在一线岗位接受专

业性、职业性的指导与锻炼，实践能力、责任感、敬业

精神等个人素质得到较大提高。通过具体岗位的顶

岗实习，深入了解企业的运作模式、行业的发展趋

势、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导向以及本专业未来的职业

发展状况。在自我与职业的探索中明确自己喜欢什

么，适合什么，缺少什么，锻炼什么，将职业生涯规划

落到实处。

四、结语

在２０１８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新时代新形势，我们要抓住机遇，以更宽广的国

际视野，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

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

地位相匹配”［５］。新时代新形势对大学生培养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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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求。以核心竞争力提升为导向，完善人才培养

模式，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综合素质，从而使毕业生在

就业市场中更具竞争力，这对于转型中的应用型本

科院校的发展和应用向人才的培养具有有益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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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背景下特色课程思政建设的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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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程背景下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应尊重工科专业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课程教学要求，明
确功能定位，使学科内容更具厚度和广度，才能达到育才育德，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相互促进的效

果。本文对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工程背景下特色课程思政元素进行了挖

掘与探索，提出了几点建议，对深入推进工程背景下特色课程思政建设的几个关键点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课程思政；工科；课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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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教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教党〔２０１７〕６２号）中明确
提出：高校要围绕课程思政开展探索与实践，实施以

课程思政为目标的教学改革，建立学科鲜明的课程

思政体系，让各类课程承载思政元素，发挥课堂育人

主渠道作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同时也是

实现三全育人的关键。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２０２０〕３号）中指出：课程
思政要解决政治引导、育人引导、文化认同的同向问

题，解决与思政课程的一致性、相互促进、发展共享

的同行问题。这是新时代对高校教师能力本位的新

要求，要求专业课教师不断提高课程思政的实施和

设计能力，关注学生的成长需求，转变教育理念，丰

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彰显系统的、全过程的

课程改革目标。

工程背景下如何尊重工程教育规律，去实现知识

传授、价值引领、能力提升，提高工程类课程思政的有

效性，达到课程培养目标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呢？２０１７年４月国家公布的《“新工科”建设行动路
线》中提出了学科基础厚、工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

工程科技人才培养要求。工程人才的专业素养和价

值观取向直接决定着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什么人的

问题。因而，工程背景下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应尊

重工科专业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课程教学要求，明确功

能定位，使学科内容更具厚度和广度，才能达到育才

育德，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相互促进的效果。

一、课程思政要以问题为导向，关注新时代大学

生思想出现的新问题

育人首先要关注学生的思想状况和成长需要。

高校大学生在万物皆媒的新时代，思想可能会出现

新的问题。针对这一研究，我们对郑州市属三所高

校在校大学生做了一次随机问卷调查。见表１。
调查显示的结果：

（一）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摇摆不定，对政治

学习和思政教育表现出不热心、不主动、不积极。调

查数据显示，很多大学生对未来没有较好的规划。

有５６．３％大学生表示对未来信心满满，但对努力方
向感到迷茫；有２．７％的同学感觉目标不明确，精神
无所依托；有５７％的同学表示学习思想政治理论是
为了通过思想政治课程的考试。

（二）在人生价值标准，所向往的生活方式，自

我发展方面的调查发现，大学生价值取向多元化，人

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有些价值观被物质化，

２１６％的学生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另有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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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学追求安逸和清闲，有些崇尚“小确幸”“佛系 文化”“宅文化”“丧文化”。

表１　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统计表（部分）

调查项目 情况统计 所占比例

对未来人生的态度 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对努力方向感到迷茫 ５６．３％
目标不明确，精神无所依托 ２．７％

对政治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参与度 对思政课和学校安排的政治学习积极主动参与 ３０．６％
学习思想政治理论是为了通过思想政治课程考试 ５７％

在信息获取途径上花费时间最长的是 手机、网络 ４０．７１％
专业书籍 ３０．９４％

大学生对碎片化学习方式的认知 喜欢碎片化学习方式的学生 ４２．５８％
愿意利用碎片时间进行碎片化学习的学生 ５２．５８％
碎片信息跳跃性大，阅读很多却印象不深 ６２．１％

对碎片化学习中的伦理道德认识 会充当信息的传播者、情绪表达者 ５７％
认为碎片学习是否有利于对复杂事情深度思考 否占１９％
通过“点赞”和“转发”等简单赞同和否定代表立场 ６３．１％

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的方式 通过看电视、期刊杂志 ３７．０６％
通过微信订阅号 微博 ６０．９４％

你是否希望尽快证明自己的价值与优势 选择是的学生 ６６．９％
进入大学后有过浮躁期吗？ 选择有的学生 ５８．３％
你是否经常不安于现状，总想做点什么 选择是的学生 ４９．１％
你是否会因为自己现在很多条件比周围的人差而产生焦虑心态 选择会的学生 ３７．７％
你是否认为快速发展的社会会导致大学生心态不平稳 选择是的学生 ５７．１％
你认为周围的同学是否有浮躁心态 选择有的学生 ６６．３％

　　（三）通过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现状调查，发现大
学生信息解读喜欢碎片化，追求“快”和“短”，对问

题缺乏深度思考、缺乏从历史与现实，宏观和微观，

国家和个人等多角度全方位去思考与分析问题，认

识问题非黑即白的两级化。

（四）在面对大变局时代，大学生普遍存在浮躁

情绪和三分钟热度，存在急于实现自身价值而又无

所适从焦躁不安，易受外界影响。

（五）在对就业准备，未来就业状况调查显示，

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忽视个人职业发展愿景，就业

能力和意愿不匹配，存在“活少钱多离家近”的就业

观。从对创业的打算和创业途径调查显示大学生对

创新创业认识也明显不足。

学生的成长需要特别是成长中的困惑是教师课

程思政教学设计的依据，课程改革要将学生的满意

和获得感作为育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据新时代

要求，不断改革课堂供给，持续满足学生需求，在充

分了解学生所思所想基础上去引导和启发，摒弃教

条式和一厢情愿地生硬嫁接，让课程思政更贴近社

会，贴近学生，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在互动交流中

同频共振，升华学生思想境界。

二、探索与挖掘工程背景下特色鲜明的课程思

政元素

（一）结合国家及地区发展战略，激发学生专业

学习热情，结合专业历史成就，引发知识共鸣，树立

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结合国家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专业历史等，比如《建筑历史与文化》课程

中我国古代建筑的灿烂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建筑业的

辉煌成就，《超级工程》里的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着力

培养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建立专业自豪感。还有港珠

澳大桥、三峡工程等史无前例的工程奇迹，体现出来

的民族精神，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工程建设的前沿技

术，也增加文化认同、引发共鸣，激发专业学习兴趣。

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对专业人才和具有国际移动

能力的跨文化人才的需求所蕴含的机遇，使学生了

解行业的地位和发展空间，启发学生思考成为一个

“社会人”的使命与责任，构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提高学习动力，鼓励学生提前做好生涯发展规划，建

立知识储备，拥抱未来机遇。

（二）结合优质工程和“超级工程”案例，培养学

生职业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增强责任担当。

工程教育要着力塑造工程人的职业素养，培养

工程意识，这里包括质量意识、责任意识、团队意识、

安全意识和创新意识等。土木工程的建设和施工涉

及领域众多，建筑评价包含安全、实用、美观，经济、

文化元素等，既要技术上科学又要经济上合理，施工

过程要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因此培养学生科学系统

思维模式、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全局观念是工程专

业人才德育教育的基石。

工匠精神是工程人员的灵魂，体现的是一种精

神理念和职业态度，也是价值观、人生观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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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工程”里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中所蕴含的尖端

科技与创新要素，大师人物的科学精神、工程人的

“大国工匠”精神，都是感人素材，教师结合知识点

融入工程人的故事，将工程质量和工匠精神相结合，

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职业价值观，树立责

任担当、人文情怀，激发学生勇于实践，创造卓越工

程的源动力。

（三）结合工程事故，加强工程伦理道德教育，

树立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以建筑行业的“豆腐渣”工程、假冒伪劣的建筑

材料、造假的科研数据作为反面教材，通过剖析对人

民群众的安全、健康造成的危害，对社会经济造成的

严重损失，引导学生树立工程人的伦理道德观，帮助

学生树立法治法规意识、责任意识、道德意识、学术

精神，明辨是非，扶正价值观。

结合自然工程灾害事故带来的危害，培养学生

生命至上理念，生态文明意识、可持续发展观、树立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四）结合抗疫素材，讲好抢建火神山、雷神山

医院的故事，厚植“四个自信”的爱国主义情怀。

今年以来全民“抗疫”是课程思政的活教材，学

生也是参与者和见证着，更容易产生共鸣。为了打

赢武汉、湖北保卫战，有４万多医护人员“逆行”，还
有４万多名建设者和时间赛跑，抢建火神山、雷神山
医院，创建了１０天建成两个传染病医院的“中国速
度”，展示了不畏风险，团结、奉献能打硬仗的“中国

力量”，全国一盘棋抗“疫”的“中国态度”。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设计上大量基于５Ｇ和云平
台信息化科学，技术上采用装配式建造、智慧建造、

ＢＩＭ建模等前沿科技，在“云监工”２４小时的注视下，
６０００多个信息点位、３６万米各类管线现场一次安装
到位，上千道工序，数百家分包，４万余名工程人密切
配合、统一协调，确保了各项资源无缝衔接，同步推

进，“中国效率”充分展示了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优势。工地上呈现了无数个有温度的故事，为

了与“疫情”赛跑，工程人每天都处于极限作战状态，

表现出来的高度行动力和凝聚力，充满了集体主义、

爱国主义情怀，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

中华文化内在凝聚力和先进性，是对学生价值塑造、

引领“四个自信”的好素材，更生动地将我们的“小课

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衔接，引导学生深刻理解

“小我”“大我”到“忘我”的人生境界。

（五）结合专业知识点，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要素，讲述做事先做人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成才

观，引领学生提高价值判断能力。

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是决定一个项目能否由

计划转为实施的决定性环节，要求工程人秉承“实

事求是、科学严谨”的职业态度。一份信息收集详

实，数据真实可靠、分析全面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直

接决定投资的经济效益及项目的社会效益，不能

“为了可行而可研”，结合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培

养学生诚实守信的品质。

在《工程施工技术》中融入生态文明发展观，

《工程项目管理》中融入绿色管理理念，使学生认识

到依照标准规范填挖，对采石场、弃土场做好覆盖，

有效降低对环境损害的重要性，及时做好建筑垃圾

的处理及回收应用工作，施工中选用合适的节能型

新技术、环保型新材料，深入理解生态文明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观。

将工程全寿命周期费用分析与工程设计融合，

培养学生用经济观点分析问题，在工程设计阶段就

要考虑建设期成本、工程使用后的养护维修成本的

全周期成本。例如道路设计上避免出现最昂贵和最

短寿命的道路并存，有效控制建设期成本和后期成

本成为公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避免技术和经

济上不合理而造成巨大资源浪费。引领学生树立以

全周期最低总费用作为经济控制指标的科学经济观

和可持续性发展观。

工程经济学中介绍机会成本概念时，引导学生

分析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深刻理解时间价值概念和

资源的有限性，选择即意味着放弃。机会成本是指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选择一种方案而放弃的另外一

种最优替代方案的价值。我们选择上大学的收益是

希望获得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毕业后更多选择工

作的机会，放弃的是更早的走上工作岗位而获得的

工资，也可认为是时间，这是选择上大学的最大单项

成本。启发学生思考：我们放弃的和得到的是不是

平衡或者带来了更大收益？对个人而言，机会成本

表现为个人的时间价值，读大学可认为是一种风险

投资，它的机会成本是变化的，每个人的机会成本掌

握在自己手中，如何在大学中里把握时间，做好学习

规划和知识储备，把自己培养为可用之才，换取个人

最大的时间价值，这也是大学独特的吸引力。时间

是一种稀缺资源，稍纵即逝，无法储存，从而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时间观念，科学规划大学生活，习总书

记说“青春是用来奋斗”，唯有奋斗，方能雄飞。

三、对深入推进工程背景下特色课程思政建设

的几个关键点分析

（一）深入开展课程思政改革教师队伍是关键

一要提升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念、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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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路径的理解，通过多种途径如专题培训、研讨、

观摩等，使教师掌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关系，明

确课程思政对于专业课程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

值观教育一体化的作用，提升教师的育德意识。二

要使教师明确自己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使命与责

任。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战略举措之

一；是突破思政课程教育“孤岛化”困境的教育教学

改革；是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构建三全育人共同

体、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教师作

为课程思政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必须增强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同，增进政治认同、情感认

同，才能积极地、主动地、创造性地引导青年学生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做学生的引路人，达到“乐教”

情感。三要提升专业课教师的政治理论素养和育德

能力。通过常态化系统培训、思政课教师伙伴式、结

对机制的助学模式，帮助专业课老师掌握思想政治

教育的内容体系、科学逻辑，掌握思政教育的特征和

方法，逐渐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素养和能力，达到

“胜任”课程思政教学的能力和水平。四要在院系、

教研室开展常态化课程思政的研讨。要实现思政教

育与专业课程的对接，需要教师开展充分讨论，凝练

案例所蕴含的人文思想、思政元素以及实践意义，主

动结合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的设计、教学活动的

实施，促进开阔思政教学思路，激发职业情感，逐步

建立课程思政案例库，修订开发教材，不断探索工程

背景下特色鲜明的课程思政之路，同时要避免在课

堂上不同教师重复引用同样的案例。

（二）完善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构建课程

思政育人大格局，激发教师课程思政改革的积极性

一是在管理机制上，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

抓共管，相关部门合力推进课程思政改革的工作格

局。通过学校制度设计和激励政策建立，建立“中

央厨房”，整合优秀师资开设课程思政改革试点培

养方案，提供高质量的课程思政教学支持和个性化

服务，促进建立一批课程思政团队。二是开发“四

史教育课程”，“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中

国课程”等系列素养类课程，跨院系、跨专业开课，

促进思政课教师、专业课老师、综合素养老师互助交

流，借鉴和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经验和

教学计划，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与其他专业学

科老师协作互助机制，增强专业课程思政的供给，增

强思政教育的系统性，建立优势互补与双赢合作模

式，通过多学科深度协作，拓宽专业课知识领域，促

进人才培养多维目标的达成。三是同类学科建立资

源共享教学平台，整合资源库，充分利用各方资源，

发挥用科研项目引领教学的作用，通过项目团队成

员协同备课，利用知识互补，交流提高，不断完善教

学组织设计和管理，合作开发教材，优化人才培养方

案，将课程思政深度融入学科建设中。四是定期开

展教学比赛，观摩公开课的形式，树立典型和榜样，

用先进带群体，用团队带全员，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全

员化格局，思政教育从单一向多元转变。通过教学

反思会，学生评价等手段，定期对课程思政教学中思

政元素的使用、教学方法的组织、情景设计、学生参

与主动性和获得感等方面展开反思研讨，及时制定

相应的改进措施，不断促进教学效能提升。

（三）在教学设计层面，创新育人方法，采取浸

润式多维教学结构，促进多维培养目标的达成

工科的课程思政更适合春风化雨的“润思政”，

深入挖掘隐性思政资源，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采

用类比、启发思维、鲜活的案例、互动讨论等，触类旁

通的导入问题，将价值引领自然融入专业知识点，将

思政内涵深入浅出地分享给学生，启迪学生对社会

角色的认知，实现课堂上讲解有亲和度，老师情怀有

温度、思想有深度，教学目标达到视野有广度、内容

有热度、政治有高度、融入有力度，实践有强度，收到

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能。

浸润法的关键：一是精心选材。课程思政效果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景设置或案例选取，老师根据

课程知识点，经过大量阅读，萃取精华，选好素材。

二是巧妙安排，寻找合适切入点，有逻辑地编入课程

内容，润物无声，系统设计教学过程。三是有情有义

地讲好故事、讲好案例，以现实、鲜活的信息传递给

学生，达到春风化雨般的育人目的。“真正打动自

己的，才能征服引领学生”。

按照工程类课程特点，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课内与课外、自主学习与小组协作、线下与线上

结合的多维教学方式，课程思政贯穿于课上、课下各

环节，以丰富生动的内容设计，满足学生获得多种能

力的需求。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方式和多媒体的

应用，促进深层次交流互动，对学生的情感反应及时

收集反馈，引导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究式转变，

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四）在思政元素的融入方面，工程背景下专业

课程思政要凸显专业领域的特色性

专业领域的课程思政要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对于

学生未来专业方面能力和综合素养发展方面的要求，

结合专业课的内容，有差异的开展课程思政建设。除

了人文精神、爱国情怀、核心价值观等通用元素，还要

能反映学科门类的特定需要，比如工程背景下的工科

·２０１·



类课程所蕴含的学科发展史、工匠精神、学科创新精

神、团队精神、工程伦理等思政元素的挖掘。

在课程建设中对思政元素融入点的设计、结合

度是否合适，容量是否合适，分布是否合理都需要反

复斟酌。给合专业课程群，更要优化系列课程思政

元素的结构设计，着力解决“思政之盐”如何融入

“育人之汤”的问题，避免思政元素和专业知识“两

张皮”的现象，不做违背认知规律的牵强附会，要凸

显立足本专业的课程思政亮点，做到对专业知识点

的有力补充和解释，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

专业课程思政要关注学生专业纵向发展的成长

需要，任何课程教学都包含价值观、情感、态度的思

政元素教育诉求，专业课程思政可以基于这三个层

面开展评价，并据此制定有关标准。比如在情感方

面的目标，可以细分为学习主动性、课程的自豪感、

勇于技术创新的动力、交流和合作意识、学科历史成

就感等。专业教师思想认识上的破冰，是发挥教师

课程思政建设主动性的重要源动力。

四、结语

深化高校“课程思政”改革，教师要不断强化育

人意识、提升育人能力，自觉地把立德和育人落实到

言传身教中，把专业课程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全局中，去关注社会发展之大变局，成为具有人

文情怀和责任担当的育人能手，不忘教育初心，贯彻

落实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全力

打造三全育人共同体，培养出具有“工匠精神”的

“新工科”高素质工程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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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保护概论》教材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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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双成（１９６９—），男，河南中牟人，化工工程师，现为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镇人民政府技术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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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魏振枢主编的《环境保护概论》从２００３年７
月出版第一版算起，先后出版发行了２００７年７月的
第二版，２０１５年５月的第三版，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的第四
版，前后经历约１６年。这本著作曾被评选为教育部
高职高专规划教材，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优秀

出版物教材奖一等奖，评选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

教材并经全国职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共计

发行２０万册，成为本领域畅销图书之一。
该著作顺应形势，求新应变，内容新颖，颇得读

者的厚爱。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主要特色。

一、根据网络信息发展现状，顺应时代充实修订

相关内容

由于互联网络还不够普及，因此在前三版中配

套了光盘阅读材料，共约１００多条，内容包罗万象，
翔实全面，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随时看到拓展

资料，提高学习兴趣，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学生还

能够看到很多的知识竞赛题目，以及各种实践环节

的训练课题，对学生学习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在第四版的修订中，由于网络已经普及，学生能

够很方便地上网查阅相关资料，特别是能够全面阅

读“国家生态与环境部”的实时内容和最新标准、规

范，因此撤换掉了光盘阅读材料，在相应的章节内容

里增加很多有关互联网站的网址和数据库，更方便

读者上网查阅。

二、从强化环境意识教育入手，对学生加强党的

环境政策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非常

重视，中央领导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全国环保形势和

如何应对都提出了具体的科学要求。我们在对广大

学生进行环境教育时，就要紧跟中央部署，宣传中央

的精神，重点是强化学生的环境意识，深入理解党的环

境政策的真谛和实质，力求使他们今后走上社会，成为

坚强的环保卫士，成为宣传环境保护的中坚力量。

在２００３年第一版著作中，重点讲述了党的环境
保护政策产生、发展和现状，特别是成立相关的组织

机构，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使全国人民都重视环

境污染造成的危害，以及防治环境污染的重要性。

提出实施“３３２１１”环境治理工程，并具体到相应的
江河湖海中。要求尽快改善环境状况，给人民提供

一个优美的环境。２００２年１月，第五次全国环境保
护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上提出很多具体的环

境治理指标和要求，并有相应的监督检查机构进行

检查落实。

在２００７年第二版著作中，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
和体会，把我国的环境保护发展历程科学地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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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阶段，比较切合实际。特别是其中的第４个阶
段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

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环境保护”，在当时具有非常显

著的意义。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８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
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

然生态，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

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在全社会形成资源

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
境保护的决定》，明确了环保工作的目标、任务和一

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决定》提出七项重点任务：以

饮水安全和重点流域治理为重点，加强水污染防治；

以强化污染防治为重点，加强城市环境保护；以降低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重点，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以防

治土壤污染为重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以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为重点，强化生态保护；以核设施和放射源

监管为重点，确保核与辐射环境安全；以实施国家环

保工程为重点，推动解决当时突出的环境问题。原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环发〔２００５〕１６１号文件发出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学习贯彻国务

院文件精神，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下决心切实解决

突出的环境问题。

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环境友好

型社会”为主题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过去

均称为会议）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１８日在北京召
开，一字之差，表明了我国环保工作站在历史性的新

起点。会议指出，“十一五”时期环境保护的主要目

标是：到２０１０年，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
同时，使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得到改善，生态环境

恶化趋势基本遏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

“十五”时期末降低２０％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减少１０％；森林覆盖率由１８．２％提高到２０％。做好
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要加快实现３个转变：一是从
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

并重，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

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努力做到

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

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

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

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

护工作水平。提出在该时期需要着力做好四个方面

工作。第一，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切实解决突出的环

境问题。重点是加强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防

治。第二，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努力扭转生态恶化趋

势。第三，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从源头上减少对环境

的破坏，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一个有利

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第四，加快发展

环境科技和环保产业，提高环境保护的能力。

在２０１５年第三版著作中，大多内容延续了第二
版的内容。但是，强调了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９日在北京
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会议对“十二五”

期间，环境保护工作提出许多更加具体和严格的要

求。会议提出，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政

策，科学的环境保护道路，也必然是科学的经济发展

道路。“十二五”时期，要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

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有机统一与高度融合。与此同时，在２０１４年４
月２４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新

修订的《环保法》贯彻了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吸纳了各方面的共识，

是当时阶段最有力度的环境法律。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在最新修订的第四版著作中，强
调说明在２０１８年３月国务院重组并新命名了“生态
环境部”，相应网址进行了更改（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
同时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８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强调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

设统筹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

开放４０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物防

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更是为我国的生态

环境保护提出更具体和更高的要求，一定要宣传到

每一个学生的心中。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５日，时任浙江
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吉县余

村考察时首次提出：“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

２０１８年５月 １８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

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

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内涵丰富、

思想深刻、生动形象、寓意深远，是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标志性观点和代表性论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提出来自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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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的深层回应。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关系的深刻

认识，正是源自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实践与思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他还在河北省正
定县工作的时候，就提出了“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

染”的理念。在福建省工作期间，他五下长汀，走山

村、访农户、摸实情、谋对策，大力支持长汀水土流失

治理。经过连续十几年的努力，长汀实现了从荒山

到绿洲再到生态家园的历史性转变。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浙江省

较早遇到了保护生态环境与加快经济发展的矛盾。

当时，有两种发展思路：一种是继续发展“高速经

济”模式，可以在“百强县”“亿元乡”的名单上登榜；

另一种是寻找新出路，将生态经济作为未来发展的

方向。浙江省走在改革开放前列，在经济率先腾飞

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破题的压力。此时，湖州市安吉

县余村集体经济转型的“小切口”投射出了时代前

行的“大问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

想的提出带来了源头活水。可以说，这一重要思想

是习近平同志破解浙江发展难题、总结浙江发展经

验的理性升华，是长期研究思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方式的认识飞跃，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深刻反

思的思想结晶，这正应验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指明了经济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曾

提出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关系认识的三个阶

段。对三个阶段的认识，反映了发展的价值取向从

经济优先，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再到生态价

值优先、生态环境保护成为经济发展内在变量的变

化轨迹。保护生态环境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更好地

发展。生态环境越好，对生产要素的集聚力就越强，

就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立足我国国情，把握未来趋势，既深刻揭示了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仍是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又深刻回答了如何正确处理

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为加快推动绿色

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路径化对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对自然规律

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发展活动

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

大自然的报复。”在人类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化进

程中，曾发生过大量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事

件，酿成惨痛教训。２０世纪发生的“世界八大公害
事件”，对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生

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没有绿水

青山，何谈金山银山？人类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

有目的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之

上，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

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提出，继承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蕴含和弘扬了天人合

一、道法自然的中华民族传统智慧，开辟了处理人与

自然关系的新境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穿了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说

到底是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是我们考虑一切问

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既

要温饱更要环保，既要小康更要健康。山清水秀但

贫穷落后不是我们的目标，生活富裕但环境退化也

不是我们的追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对

民生内涵的丰富发展，体现了对群众期待的回应，彰

显了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民生情怀。同时，指导生

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理论必须被群众所接受、所领悟、

所欢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有思想的深

刻性，又有语言的群众性，代表了人民的心声，顺应

了人民的期待，容易转化为人民的自觉实践。

这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思想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明显的效

果，许多城镇的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村的环境

要素也得到长足的提高，不少农村城镇的环境已经

媲美城市，不少城市大众在休假时纷纷前往农村度

假休养，既提高了农村群众的经济收入，也给城市民

众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休闲场所。从全国来看，森林

覆盖率已经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的 １２．７％提高到
２２９６％，就是明显的佐证。这是一举两得的双赢效
果，应该说在这个方面浙江省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应

该在全国扎扎实实普及，脚踏实地落实，让广大农村

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我们开始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时，必须坚持党

提出的最新理念，把党的最新的环境保护方针、政策

和措施传递给学生，让他们能够深刻领会政策实质，

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贯彻执行，为把我国建成水清

山绿空气新鲜的宜居环境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让

同学们能够认识到党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程度以及在各段工作中的要点，并从中悟出一些道

理。这也许就是这本著作的精髓所在，也是编写这

本书的初心。我们建议在这一部分教学中应该组织

实践教学环节，组织同学们到当地（特别是农村）进

行深入调查研究，发现自己身边环境的变化，以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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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基层群众对居住环境变化的深刻体会，从而提高

自己的认识。

三、中心城市规模及经济效益问题探析

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步伐，其目的主要是要为群

众提供一个优美舒适、方便宜居的生活环境，在这种

和谐的环境中，有工作岗位（群众可以就近就业），

有方便多样的生活设施，有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

中，甚至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的学校和机构，有方便老

年人的敬老院和颐养中心，使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能够欢度幸福的晚年。在城市建设

过程中，网络和交通使城市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

速物流和信息流的传递，使之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城市还是高等教育的聚居地，科研

能力和创新意识强大，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能

够创造出众多先进设备和产品。例如郑州市目前有

各类高校６５所，在校大学生近百万人，构成了这座
中心城市最活跃的一部分，增强了城市的创新意识

和氛围，并提供了诸多的就业岗位，使城市发展进入

良性循环的轨道。

我国目前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少媒体过度渲染

省会城市首位度的作用，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所

谓首位度主要是指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

程度，这里的发展要素主要包括经济、交通、医疗、教

育，等等。首位度也就是集中度，一个省份的经济是

集中在省会城市有利于全省的发展，还是平均分布

在该省各地级市更有利于全省的发展呢？不可一概

而论。不少人现在过分强调省会城市首位度的重要

性，主张强化省会城市的建设，把许多重点项目放在

省会城市，忽略了本省内其他城市的发展；同时又过

分强调参与全国城市人口和 ＧＤＰ的强弱对比中的
不断递进，因此产生不少负面影响，且攀比之风越来

越盛行。在城镇化过程中，各地片面地追求扩容城

市规模，城市面积越来越大，拉郎配式的城市合并之

风盛行，例如山东济南与临沂的实质合并，河南郑州

与开封的融合，云南昆明与曲靖的合并，广东广州与

佛山的合并，安徽芜湖与铜陵的合并，湖北鄂州与黄

冈的合并等均在酝酿之中，都认为强化合并后，可以

力争跻身成为国家级中心城市的行列，这是一种好

大喜功的危险做法。

实际上在考察我国各省的发展状况时（以下除

了说明外均以２０１９年等相关数据分析讨论），可以
发现，处于发展良好态势的省份，省内多数城市的发

展都很好，比较均衡。根据一座城市的商业资源聚

集度、城市枢纽性、可塑性、活跃度等多个方面去进

行综合评分，主要考察的是一座城市的发展潜力以

及综合实力，并不仅单一以 ＧＤＰ高低顺序排名。
２０２０年在公布的中国最新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
山东省二线城市就有２个城市入围（济南、烟台），
三线城市更是有７个城市入围（潍坊、临沂、济宁、
淄博、威海、菏泽、泰安）。其中，济南排名全国二线

城市第６名，潍坊排名全国三线城市第１名，临沂排
名全国三线城市第７名，可以说表现不俗。河南省
新一线城市 １个（郑州），三线城市 ７个（洛阳、商
丘、南阳、新乡、信阳、驻马店、周口），以上两个省的

排名说明，省域经济发展均衡，全面开花，形成多点

增长极，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可用最大能力调动人

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各地形成合力，促进省域经济

的发展。四川省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４６６１５．８２亿
元，增速达到７．５％，位列全国第六位。２０１８年四川
省只有成都一个城市入围全国城市经济百强，其经

济首位度竟然达到了３７．６１％，同省第二城市绵阳
的ＧＤＰ只占到成都市ＧＤＰ的１５．０２％，这不是好现
象。然而在２０１９年结束后，绵阳市 ＧＤＰ对成都市
的ＧＤＰ占比已经提升到１６．８％，绵阳也顺利入围全
国经济百强市，同时成都市的经济首位度下降到

３６．４９％，说明四川省内经济开始向均衡方向正态发
展。

从全国整体来看，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沿海省

份等，适合于全省各个地级市全面同步均衡发展。

而对于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由于人口稀少且分散，

缺水干旱，经济基础薄弱，更适合于率先发展人口较

为集中和资源相对较易整合的省会城市，增强省会

城市的实力，积攒资金和资源，再进一步带动全省其

他城市的协同发展，这也是城市圈发展的基础。

数据只是寻找真相的工具，当前衡量一个城市

的发达程度，往往总喜欢拿 ＧＤＰ总量为参考标准，
这实际上是一个欠全面的错误思维。首先，ＧＤＰ作
为工业时代的经济统计手段，在数字时代开始逐渐

失效。传统ＧＤＰ核算是用最后的结果数量减去开
始的数量，然后得到一个增加值，就是社会创造的价

值，这是一种粗放式的计算方式。其次，即便是用

ＧＤＰ来衡量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也不是看总量，
而是要重点看人均 ＧＤＰ。从全世界范围看各国的
ＧＤＰ，２０１９年我国的ＧＤＰ总量已经接近１００万亿人
民币（１４．１４万亿美元），居于世界第２位，但是我们
的人均ＧＤＰ在全世界居于第６５位，也只是处于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大陆以外的台湾、香港和澳门

的人均 ＧＤＰ都要比大陆高。所以，一定要意识到，
我们的ＧＤＰ数据目前确实不低，但是还需要继续努
力，且不可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同时也不能妄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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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悲观无为。

国内重庆ＧＤＰ总量（２．３６万亿）比杭州（１．５４
万亿）多一些，但是有３０００多万人口，这个数量是
杭州的３倍多，所以我们总感觉杭州整体更富裕。
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人均 ＧＤＰ水平处于第９位，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综合排名中相对较高。而作为

中心城市进行比较，其 ＧＤＰ总量排名第５名，其人
均ＧＤＰ只占第９４位。我们知道，河南省的经济总
量这些年表现非常好，一直是排在全国第５名，但是
由于人口众多，人均ＧＤＰ总量竟然要排到全国的第
１７位，基本处于中下等水平，全省整个生活福利待
遇还是很低的。全国 ＧＤＰ总量居于前五名的省份
中，各省所拥有的“全国百强 ＧＤＰ城市”数目都很
多，证明这些省份除了省会经济发展比较强劲外，其

他很多地级城市发展也很好，比较均衡，后劲较足。

ＧＤＰ排在后边的大多省份（如云南、山西、黑龙江、
新疆、吉林、甘肃等）只有省会城市能够进入全国

ＧＤＰ百强城市，而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的省会
（首府）城市均不在百强城市之列。

看看中国中部地区的６个省会城市ＧＤＰ总量和
人均ＧＤＰ的水平的情况。郑州市这些年经济增长快
速，人口聚居速度也很快，２０１９年全年 ＧＤＰ超过万
亿，在全国雄踞第１５位。但是与武汉、长沙相比，近
代以来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解放初仅相当一个县城，

而那时的武汉已经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之一，许多著

名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武汉，长沙与之类似。再从发

展后劲来看，武汉是国家级的科技创新中心，是新技

术聚集地，是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今后各种新产业

新技术有可能从此起步。而郑州的文化教育科学研

究相对滞后，欠账太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追赶上的。

ＧＤＰ是一个具体的数据，它只是探究事实真相
的工具，这个数据并不能反映出许多领域的内涵。

而目前人们往往要把 ＧＤＰ的总量作为一个重要的
参考指标，评价一个研究对象的层次和水平，这个认

识非常片面，必须加以纠正。全面评价一个城市的

水平，可以有多种指标，例如综合经济力、经济状况、

教育科研与医疗、交通完善与通达、城建水平等，需

要综合全面地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总的来

说，一个城市要求生活富裕，收入水平高，但同时经

济竞争力、自然生态环境、教育科研水平、居民的综

合素质等都是需要考察的指标。

可以组织学生对城市规模如何定位才科学、

ＧＤＰ作用、所在城市的地位、对城市居住环境的评
价等方面，进行大型的调研考察，每位同学可以得出

自己所认同的结论，那么毕业后你会留在这个城市

就业创业吗？为什么？

四、关于建筑物的造型、高度、特色和改善居住

环境的科学辨析

２００５年，中国规定，超过１０层的住宅建筑和超
过２４米高的公共建筑及综合性建筑定义为高层建
筑。目前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过分夸耀

“楼王”的存在和作用。很多地方官员把“高楼林

立”作为一种政绩加以追求，促使了这种现象的扩

散蔓延。由于过分追求城市高层大楼和住宅，各地

纷纷出现不同形式的楼王，追求建筑外观的高、奇、

怪、帅，如马桶建筑、大裤衩建筑、大元宝建筑、圆形

钱币建筑等。另一方面追求楼层高度，如上海中心

大厦高度６３２米（武汉在建的绿地中心高达６３６米，
可能会成为中国第一高楼，这也成为江城人民的骄

傲）。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７年，中国已经有着２３．５
万栋高层住宅，是全球最多的。

实际上在２０２０年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就暴
露出高层楼房不利于防疫的弊端。是高层住宅的建

筑模式会加快各种疫情的扩散。中国大小城市和县

城都是高层密集式居住为主，在进入室内的过程中，

需要路过或接触很多公用设施，如公用电梯、过道、

扶手、门把手、管道等，这些都是细菌病毒寄宿地。

大型密闭式的楼宇中，中央空调系统可以很容易地

把病毒和细菌通过通风管道迅速传播到各个房间

去。因此过于密集的城市高层住宅楼一旦出现疫情

时，不便于隔离，也不方便救治，且可能形成局部范

围内更快的传染和扩散。二是高层住宅不利于宅

家。疫情期间，大家都宅在家里面，高层住宅像一个

鸟笼子一样，住在里边很不舒服，不接地气，出来透

个气还得通过走廊和电梯才行。高层住宅的舒适

性、安全性都存在很多问题，不利于人与人的交往。

三是高层建筑的建筑成本比较高，电梯的交通成本

远大于汽车公交的成本，垂直管线成本比水平管线

费用高。楼层高增加很大危险性，高层住宅经过多

年的风吹雨打之后，就会变得老旧，比如外墙破损剥

落、管道老化，电梯故障，不仅会给住户造成不便，形

成危险因素，而且不利于维修和养护，且成本会高出

许多。如果发生火灾不能有效快速施救，目前我们

国家救火车射程高度只有１４０米左右，而现在我们
国家高楼建筑在３００米以上的有很多。对于高层建
筑，假如高空起火，救援起来非常麻烦，且效果很差。

国家已经出台规定，从２０２１年起，１００米以上的高
层住宅将会受到限制，要匹配消防救援的能力。按

照每层３米左右来计算，３３层以上的高层住宅恐怕
难以再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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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适合建设的用地比较少

的实际情况，低层高密度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这既

符合１平方千米１万人的城市规划的要求，也比较
紧凑，居住起来也比较舒适。综合考虑容积率在

１５到２．０之间，４—６层，是最适合中国人居住的。
如果长远考虑加装电梯的便利，可以考虑１０—１５层
之间。北京大学某教授曾直言：高层住宅未来将沦

为“贫民窟”，这个预言也许会成为现实。在城镇化

进程中，对于建筑年代比较久远，各类设施落后，需

要改造的老旧小区应该受到当地政府的关注，加快

进行更新建设，以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当前郑州进行

旧城区和旧小区改造中，对于原有的建筑于２０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老旧楼房进行更新改造，加装升降电

梯，充实公共服务设施，就能够实现老旧小区住房的

便利化、智能化，成为小区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我们就读的大学校园环境和建筑有什么特色？

有什么会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原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

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所大学留给莘莘学子的回忆

一定是有一定纪念意义的东西，不可能是近些年来

建成的毫无特色的火柴盒型的庞大建筑物。郑州大

学虽然建校时间不长，但是文科综合楼就是初期所

有文科生魂牵梦绕的神圣殿堂，河南大学东中轴线

的古色古香建筑群和大气磅礴的大礼堂成了中国大

学文化遗产传承的标志性建筑。广东顺德职业技术

学院的中轴线上有一个由清华大学设计的“智慧

门”，其寓意深刻，每年的新生都要从此门进入而成

为这所学校一个成员，毕业时又要从这个智慧门逆

行而出走上社会，牢记学校老师的辛勤教育培养，对

学生们的教育意义很大，都非常重视这个庄严的仪

式，这个建筑恐怕会成为一个被广为流传的典型的

建筑物。１８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在工业化时期建立
起来的各种建筑物形状丰富多彩，但却几乎没有超

高超大的突出建筑物。但是这些保留下来上百年的

建筑物都有自己的建筑背景和一个令人心动的故

事，一座建筑物就是一个博物馆，让人们产生无限的

遐想。到过欧洲的人们都会说，到这样的街道上走

一走，就像在历史中穿越。总之，代表一个国家、一

座城市的标志可以有多种，特色建筑物就是其中一

个非常明显的代表。我们可以发现，能起代表作用

的建筑物基本上都极具自身的特色，而非毫无特色

和灵气的高楼。所以，建议同学们对学校的布局、建

筑物、学校大门建筑规模等进行调研评价，大家可以

畅谈，若干年后的追忆过程中，学校的什么建筑物会

对你产生永志不忘的影响。

该教材通过近２０年的使用，已经被广大读者认
可和喜欢。实践证明，大学课堂教学中坚持环境保

护知识普及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

我们更应该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思想认识，

把最新最科学的知识教给学生，让他们能够在具体

的实践中运用知识去解决一些环境污染问题，并且

向人民宣传党的环境保护政策，坚持环境治理，使我

们的祖国天空更蓝，河水更清，山峦更绿。为实现我

们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应

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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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社区实施“体医结合”促进老年人健康的研究

王书新
（郑州西亚斯学院 体育学院，河南 新郑 ４５１１５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８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社会发展领域）项目“多元主体协同视域下的体医结合发展研究”

（２０２１０２３１０６５１）
作者简介：王书新（１９７９—），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西亚斯学院体育学院副教授，郑州西亚斯学院体育科研创新中心

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一般理论研究。

摘　要：为了积极应对城镇化和解决老龄化问题，新型农村社区实施“体医结合”促进老年人健
康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对“体医结合”促进健康进行实证研究，探讨新型农村社区如何实施 “体医

结合”促进老年人健康，指出新型农村社区老年人实施“体医结合”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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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镇化发展，新型农村社区逐步形成，开展
社区“体育 ＋医疗”模式，促进老年人身体健康，积
极应对和解决老龄化问题，改善老年人的生活。

２０２０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我国人民在经历
２００３年“非典疫情”后又一次爆发性的传染疾病，目
前全国已确诊病例七万多人，死亡人数近 ２０００多
人。在死亡病例分析显示，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感染
后死亡率较高，因为老年人机体功能衰退，伴有高血

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各种慢性疾病以及对病毒抵抗

力。“体医结合”是一种能够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

增强老年人身体机能，预防和缓解各种慢性疾病，延

缓老年人衰老的积极有效手段。

一、“体医结合”促进健康的实证研究

钟南山院士已经８４岁高龄，却依然坚持在抗疫
工作的第一线，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之下依然坚持锻

炼身体。钟南山院士说：“运动对于我保持身体健

康起到了关键作用。”免疫学专家黄波表示：民众增

强免疫力，对抵抗新型冠状病毒有一定帮助。从目

前的确诊病例中，死亡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年龄较大

的老年人或者是具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而面对传染

性极强的新型冠状病毒，目前还没有特效药治疗，只

能靠人体免疫力。运动（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是增强人体免疫

力的主要方法之一，近年来欧美学者所提倡和推广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运动即是药物）”得到广大专
家学者的广泛认同。有学者认为，老年人每周进行５
次有氧运动，如慢跑、步行，每次持续４５分钟左右，可
以增强免疫系统功能，使老年人患病几率下降５０％。
冯蕾认为将体医结合融入日常生活，提升健身增进健

康的效能，预防和延缓老年人慢性病的发生和发展。

“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很直观地描述了运动健康观，

近年来，体育界和医学界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越来越

能验证“运动是良医”这句话。为了提高人民健康的

水平，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体医结合”将成为实现

人民健康的国家战略的重要措施。

针对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治疗与康复，除了传

统的医疗干预以外，在循证医学模式下采用体育运

动作为慢性疾病康复治疗的核心手段，对患者的身

体以及精神功能障碍进行恢复从而达到治疗和康复

的目的是体医结合发展的核心内容。本文以郑州市

部分公立医院为研究目标，通过研究体医结合在郑

州市公立医院各科室的实际应用探索体医结合对健

康的实际促进作用。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随机选取郑州市公立医院３家：郑州市中心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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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

上述三家医院的部分医生与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

访谈法：对郑州市部分公立医院医生进行访谈，

了解体医结合在医院的实际应用情况以及对健康的

促进作用。

实地调查法：对郑州市需要研究的部分公立医

院进行实地走访。

问卷调查法：主要针对部分体育康复适应适应

症状进行研究，包含：呼吸系统疾病、运动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三个层面。

本研究的问卷发放主体主要包含两个部分：其

一是郑州市三家公立医院的呼吸、运动、消化三个科

室的医生进行问卷发放。其二是郑州市三家公立医

院的呼吸、运动、消化三个科室的住院患者进行问卷

发放。

通过对郑州市三家公立医院的呼吸、运动、消化

三个科室的医生进行问卷投入发放 １００份，回收
１００份，所有问卷均具有研究价值，问卷合格率百分
之百。通过对郑州市三家公立医院的呼吸、运动、消

化三个科室的患者进行问卷投入发放５００份，回收
４６２份，去除没有研究价值的问卷后剩余４２０份，问
卷合格率８４％。

（二）研究结果

１．郑州市公立医院科室对体育康复疗法应用现
状调查

体育康复是近几年才逐渐走进大众视野的一个

专业词汇，体育康复作为一种专业的医疗手段在医

院医疗康复领域的运用情况如下表１所示。通过表
１可以看到郑州市公立医院将体育康复运用到医疗
康复领域的情况总体良好，在发放问卷的１００人中
有４６人开设了运动处方，将运动疗法运用于医疗康
复领域。

表１　体育康复在郑州市部分公立医院运用情况

是否开设运动处方 人数 百分比

是 ４６ ４６％
否 ５４ ５４％

　　体医结合的认同性是医务人员是否实施体育康
复手段的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对三家医院

医生对于体医结合认同性调查如下表２所示。由表
２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医生是认同体医结合在医
疗健康领域作用的，由此可见体医结合的推进在郑

州市公立医院中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结合表１
数据分析，有将近一半的医生是认同体医结合的作

用，但是在实践中却并没有具体应用，通过走访得

知，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１）、运动处方的开

具应结合体育康复领域的专家联合实施。（２）就诊
患者较多，运动处方具有个体差异性，运动处方的开

具相对于传统医疗处方耗费更多精力，且效果不能

完全得到保障。

表２　郑州市部分公立医院医生对体医结合的认同情况

体医结合必要性 人数 百分比

有必要 ９２ ９２％
没必要 ８ ８％

　　体医结合是近年来才逐渐得到重视的健康干预
手段，医生对于体医结合是否得到过专业培训也是

关系到体育康复实践与运用的，郑州市三家公立医

院医生体医结合专业培训情况如下表３所示。通过
表３可以看到，实际接受过专业体育康复培训的医
生占比相对较少，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如下：首先，体

医结合是近年来才逐渐被人所广泛认知的一种健康

干预手段，而当前很多公立医院的医生从医学院毕

业的时间较长，在医学院期间并未接受过专业的体

育康复方面的课程。其次，虽然郑州市近年来比较

重视体医结合发展，也开展了很多体育康复专业医

疗机构，但是相对于公立医院来讲体医结合的实践

培训仍不到位，侧面反映了医疗干预仍是公立医院

对疾病的主要干预手段。

表３　郑州市部分公立医院医生体育康复专业培训情况

是否接受过相关课程 人数 百分比

有接受 ３２ ３２％
没有接受 ６８ ６８％

　　体育康复手段并非是所有疾病都能所采用的，
应根据实际情况在部分科室进行有针对性的实施，

本文主要对于呼吸系统疾病、运动系统疾病、消化系

统疾病来研究体育健康适应情况，如下表 ４所示。
由表４可以看出，在开设过运动处方的４６名医生
中，运动系统疾病科室医生分布最多，达到５６％；消
化系统疾病科室最少，为１８％。由此可见，在对于
运动系统疾病的治疗与康复中采用运动处方干预情

况较为普遍，分析为科室的专业情况有直接关联。

而运动康复对于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的治

疗与康复方面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受限于多

种因素影响，在这两个科室中的运动处方开具普及

性并不理想。

表４　郑州市部分公立医院医生体育康复科室分布情况

科室 应用人数 百分比

呼吸系统疾病 １２ ２６％
运动系统疾病 ２６ ５６％
消化系统疾病 ８ １８％

　　２．患者对于体医结合的应用现状
患者是体医结合发展的主要受益人，对患者对

于体医结合的应用进行研究，了解患者对于体育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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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态度以及体育康复在患者康复过程中发生的机

制，是体医结合对健康促进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

究对郑州市三家公立医院的患者进行随机调查问卷

发放，问卷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际探讨。

患者对体育康复的持有态度是体医结合发展的

过程体现，也能从侧面反映了体医结合在终端受

体－患者层面的切实体现。对于患者对体育康复的
持有态度如下表５所示。从表５可以看到，郑州市
公立医院参与点差问卷的患者中，有一半是对于体

育康复完全缺乏认知的。目前我国多数人的健康理

念仍停留在“治疗”阶段，出现疾病认为唯一的治疗

手段就是医疗干预，对于其他康复手段缺乏基本的

认知。其中有１１％的患者认为没有必要，说明有少
部分患者对体医结合不够了解或者对体育康复不抱

希望。由此可见，当前，郑州市在体医结合普及方面

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表５　患者对体育康复的持有态度

体育康复的态度 人数 百分比

有必要 １６０ ３９％
没必要 ５０ １１％
不清楚 ２１０ ５０％

　　关于患者对体医结合的理解程度，我们在调查
问卷上也予以体现，针对１６０名对体育康复持有积
极态度的患者问卷中进行分析，其对于体育康复的

理解如下表６所示。通过相关研究我们清楚，体育
康复主要是基于医生开具的运动处方来实现的，通

过对体育康复持有积极态度的患者问卷中我们发

现，仅有１３％的患者能正确的认识体育康复，占有
４９％的患者对体育康复认知出现片面化现象，还有
３８％的患者对体育康复手段不确定。由此可见，进
一步发挥多元责任主体在体医结合发展中的职能效

应，使社会各个阶层能正确理解健康中国战略的的

内涵，重新审视体育康复的实施手段是很有必要的。

表６　患者对体育康复的理解程度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单纯的运动 ７９ ４９％
医生开具的运动处方 ２２ １３％

不确定 ５９ ３８

　　在回收的４２０份有效问卷中，我们对患者是否
正在使用或者曾经使用过体育康复手段进行研究，

研究数据如下表７所示。从表７可以看到，从未使
用过体育康复手段的患者占比５４％，使用过体育康
复手段的患者占比４６％。

表７　患者体育康复的应用情况

类别 人数 占比

使用过体育康复手段 １９６ ４６％
未使用过体育康复手段 ２２４ ５４％

　　我们针对这１９６人使用过体育康复手段的患者
做进一步调查，研究患者在应用体育康复手段后的

实际情况，综合食欲、心情、病症、睡眠等多项因素进

行研究，得出实际数据如表８所示。通过表８可以
看到，仅有２％的患者在使用体育康复手段后出现
健康情况消极状况，具体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有４３％的患者在运用已于康复手段干预后健康情
况出现持续性好转，有３３％的患者在运用体育康复
手段干预后出现阶段性好转，由此可见体育康复对

于患者疾病恢复是存在积极意义的。

表８　体育康复手段对患者的健康干预情况

干预后情况 人数 百分比

感觉无变化 ４５ ２２％
变差 ３ ２％

阶段性好转 ６６ ３３％
持续性好转 ８２ ４３％

　　３．实证研究结论分析
首先在医院层面，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郑州

市三家公立医院的医生对于体医结合是普遍认同

的，但是在实践层面却表现的不够积极，出现信而不

用的情况；郑州市公立医院实际上接受过专业体育

康复培训的医生占比相对较少，体医结合的实践培

训在医院层面表现的仍不到位；基于此，体医结合在

郑州市的发展应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针，在理

论层面，加大在职医生的体医结合专业技能，重视体

医结合对于健康促进的实际作用，培养出一批敢开

运动药方，能开运动药方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其次在患者层面，多数患者仍对于体医结合不

够了解，对于体育康复抱有怀疑态度，这不利于体育

康复的推广应用，阻碍了体医结合在实践层面的发

展；仅有少部分患者能正确认识到体育康复的真正

内涵，了解体育康复绝不是单纯的体育运动就可以

实现，需要专业医生有针对性的开具运动药方。通

过对体育康复手段对患者的健康干预情况进行问卷

调查，可知体育康复手段对于患者疾病恢复是切实

有效且存在积极意义的。

二、新型农村社区实施 “体医结合”促进老年人

健康的措施

（一）制定新型农村社区老年人“体医结合”相关

政策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通过
“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等方式，来提高

全民身体健康。各级政府应响应国家的号召，结合

各地实际情况制定有关“体医结合”相关政策并加

以实施。新型农村社区“体医结合”实施政策应由

当地镇政府来制定，当地镇政府应该积极推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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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完善和落实，并且要参与其中，努力推动新型农

村社区实施“体医结合”促进老年人健康的项目的

开展，促进成立本地区“体医结合”机构，培养本地

“体医结合”人才。当地镇政府应该制定出台《新型

农村社区开展“体医结合”促进老年人健康的实施

方案》《新型农村社区“体医结合”工作专业人才管

理和激励办法》，明确工作目标和措施要求，选择一

个新型农村社区为切入点，以点带面，示范带动，在

此基础上，逐步推广到更多的社区开展 “体医结合”

促进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的活动。逐步完善“体医结

合”制度，着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体医结合”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通过几年的努力，建立起适应社会管

理和满足群众服务需求、具有当地特色的“体医结

合”发展模式。

（二）身体健康评估＋运动处方融合发展
老年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基地由中国卫生信息

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中国老年保健研究会共同

管理。各级政府应引进智能软件公司和当地高校作

为共建单位，参与和搜集社区老年人健康医疗数据，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搜集数据进行整合、评估，了

解社区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老年人身体机能主要

表现在活动能力的降低，心肺机能下降，神经系统退

化，机体免疫功能衰退，抵抗力下降。老年人的锻炼

目标主要是改善心肺系统功能，减低心血管疾病的

发生；改善并保持体能，维持平衡协调能力，降低跌

倒发生骨折的风险；改善情绪，缓解不安的心态，预

防老年痴等心理疾病，以达到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

因此，在为老年人制定运动处方，一定考虑老年人身

体承受能力，老年人心理接受能力及适合的运动项

目和运动强度。比如适合老年人的运动项目有步

行、健身跑、气功、太极拳、太极剑等。运动时间每次

持续时间为３０—６０ｍｉｎ，运动频率为每周运动３—５
次，注意运动前一定做好准备活动，运动结束要做整

理放松活动。整个锻炼过程中可以配舒缓放松心情

的音乐，让身心完全舒展放松，达到强身健体，愉悦

身心的目的。

老年人通过适量的运动能延缓衰老、预防老年

痴呆、增加生命活力，但是具体到每一位老人，进行

什么运动，运动多久，每周运动多少次，什么情况下

不适合运动，等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如果不

进行科学的运动，对身体反而造成伤害。因此，社会

体育指导员应该依据掌握的社区老年人身体健康实

际情况，一对一制定科学合理的运动处方。运动处

方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一样，根据每一位老人的

体质和身体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运动方案。运

动处方正是“体医结合”的中间媒介，运动处方将健

身机构和医疗机构，健身指导员和医生连在一起。

（三）完善新型农村社区老年人体质健康检测

体系

自２００９年开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
始启动，到了 ２０１７年 ２月，形成了《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以下简称《规范》）。《规

范》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居民提供免费、自

愿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参考依据。《规范》包括

１２项内容，其中一项是老年人健康管理。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的医务人员负责为社区老年人建立

居民健康档案，给老年人发放健康档案信息卡，并为

了保障新型农村社区老年人身体健康，切实让老年

人享受到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和了解新型农村社区

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因素。

根据《规范》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应

该时刻关注社区老年人健康状况，定期为老年人

提供免费体检。每年都要对社区 ６５岁及以上老
年人开展免费健康检查活动。体检应包括视力

（重点老年人眼睛白内障）、血压、血脂、肝功和肾

功、血常规和尿常规、心电图等项目。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的医务人员应借助体检机会，给社区

老年人发放老年人健康手册、慢性病防治手册等，

并为老年人发放“慢性病管理登记册”，方便老人

今后就医和健康咨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应

专门为老年人开展健康咨询活动，保障老年人对

自己身体疾病有所了解，生活中注意锻炼和保护。

定期举办老年人健康知识讲座，引导社区老年人

学习、掌握健康知识及必要的健康技能，促进社区

内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三、新型农村社区老年人实施“体医结合”的影

响因素

（一）社区老年人“体医结合”意识淡薄

“体医结合”需要体育锻炼和医学治疗结合，相

辅相成，相互促进，才会更好地促进健康。新型农村

社区很多老年人都觉得他们在庄稼地里干了一辈子

的农活，不需要参与运动健身，健身意识非常薄弱。

社区老年人群体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对体育锻炼与

健康的关系不清楚，误认为体育锻炼是年轻人的事

情。老年人因为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在减弱，身体出

现疾病，就去医院看医生。他们愿意吃药治病，吃药

防病，但是不愿意依靠体育锻炼来治病、防病。因为

体育锻炼预防和治疗疾病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

要坚持一段时间才会有效果，所以导致老年人参与

健身以促健康的意识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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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乏“体医结合”的专业人才

“体医结合”在国外已经兴起了好多年，在国

外，医生可以给患者开运动处方，健身指导员依据医

生开的运动处方来指导患者如何锻炼身体，锻炼后

身体各项指标的变化回馈给医生，真正做到了体医

结合。在我国，“体医结合”刚刚开始，目前国内没

有“体医结合”专业人才的培养，北京体育大学、上

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等国内知名体育院校设

立的运动康复，运动人体科学等专业，尽管是运动和

医学、康复结合起来的专业，但是主要针对的是运动

训练损伤及康复，这些专业人才很难适应大众“体

医结合”所需。

社会体育指导专业人才在培养过程中，大众健康

和医疗课程也是相对薄弱，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基本

没有和体育有关的专业课程。目前，我国人才的培养

模式渗透性、融合性不强，要想把“体医结合”做强、做

大，真正让“体医结合”起到促进全民健康的作用，各

大体育院校和医学高校必须合并、融合发展，设立专

门的“体医结合”专业，培养专业人才，并投入到大众

“体医结合”工作中来，才能真正做到“体医结合”。

（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医疗人员配置不足

新型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是以农村社

区为范围，以家庭为单位，以妇女、儿童、老年人、慢

性病、残疾人为重点，面向居民开展健康教育、预防、

保健、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和一般常见病，多发

病的诊疗服务。现阶段新型农村社区生服务中心

（站）的人员编制，原则上是每万人社区居民配置

１３—１５名医务人员。医务人员要包括全科医师、公
共卫生医生、中医类别执行医师。目前很多新型农

村社区都是刚刚规划建成的，虽然社区规划得很好，

村民也住进了新社区，住进了新房子，但是社区配套

设施很多还没有配齐，卫生服务中心还是原来的每

个行政村配一个诊所、一名医生，医疗条件和技术满

足不了社区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

四、结语

实践证明，运动是良医，运动能增强人的免疫力。

在新型农村实施“体医结合”，首先必须出台相关政

策，依据政策开展老年人身体健康评估并开出运动处

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社区老年人体

质健康检测体系，做到运动和身体健康监测相辅相

成；其次要加强“体医结合”的宣传力度，改变老年人

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增加“体医结合”专业人才的培

养，配置足够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医疗人员，共

同促进社区老年人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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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山药中６种金属元素

姚　虹，李领川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分析测试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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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虹（１９６９—），女，河南卫辉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分析测试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食品分析与检测。

摘　要：运用微波消解－石墨炉原子吸收法对不同产地山药中的铅（Ｐｂ）、锰（Ｍｎ）、镉（Ｃｄ）、砷
（Ａｓ）、锌（Ｚｎ）、铬（Ｃｒ）６种金属元素进行测定。选择微波消解仪的功率为１０００Ｗ，进样酸度为１％
的硝酸体系。结果表明：６种元素标准品的标准曲线相关系数 ｒ≥０．９９６７，方法检出限低至１ｎｇ／ｍＬ。
加标回收率在９５．７％～１０７．３％，ＲＳＤ范围为０．７６％ ～２．８４％，满足测量要求。根据国家农业行业
标准中薯类中元素含量限量标准，检测结果表明大部分山药中重金属元素含量在标准范围内，但部

分山药中Ｃｒ和Ｐｂ两种重金属元素超标，对居民的身体健康构成潜在的威胁。
关键词：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微波消解；山药；金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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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药为薯蓣科多年蔓生草本植物薯蓣的根茎，
是一种传统的药食同源植物，其功效被记载于多本

中医药名著之中［１］。山药不仅能健脾和胃、益肺固

肾，还具有增强免疫力、抗衰老、抗血脂及抗突变等

功能，在中医临床经常被用于肺虚咳嗽、肾虚精少等

疾病的辅助治疗［２］。此外，山药中的微量元素含量

也十分丰富［３－４］，其中所含的锰元素和锌元素均为

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５］。锰对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６］，当人体内缺少锰元素时，

会出现生长停滞、抽搐、运动失调等现象，显著影响

人体机能的正常发挥。锌是人体内众多生物酶的组

成成分和活性剂，现已知体内有２００多种酶与锌有
密切关系［７］，锌缺乏会导致人体生长发育迟缓，增

加食物中锌的摄入可以降低人体对铅的吸收。近年

来，由于工业和农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含有重金

属元素的废物或副产物不断被排放到环境中，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河流和农田的污染［８－１０］。这些重金

属元素通过富集作用［１１］被植物吸收，对人类的健康

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山东、河南以及河北等地种植山药较多，是山药

的主产地，其中河南是铁棍山药的传统产区。受遗

传基因、土壤、气候以及施肥方式不同等因素的影

响，不同品种山药中微量元素和重金属的含量存在

差异［１２］。本文采用微波消解方法，利用原子吸收光

谱仪石墨炉原子化法对７种不同产地山药中的部分
微量元素以及重金属元素进行检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原料

选取７种山药作为样品，分别为：山东新城细毛
山药，山东泰安牛腿山药，山东菏泽水山药，河南温

县铁棍山药，河北蠡县菜山药，河北保定小白嘴山药

以及云南昆明金秤砣山药。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ＴＡＳ－９９０原子吸收光谱仪：北京普析通用公

司；ＭＡＲＳ６全自动微波消解仪：美国 ＣＥＭ公司；
ＢＨＷ－０９２０赶酸电热板：美国 ＣＥＭ公司；ＭＥ２０４
电子天平：瑞士 Ｍｅｔｔｌｅｒ－Ｔｏｌｅｄｏ公司；ＭｉｌｌＱ超纯水
装置：美国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公司。

Ｍｎ，Ｚｎ，Ｐｂ，Ｃｒ，Ｃｄ，Ａｓ标准储备液：１０００μｇ／
ｍＬ，来自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浓硝酸：优级纯；
超纯水：电阻率为１８．２ＭΩ·ｃｍ。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标准溶液的制备

准确吸取标准储备液，用１％ ＨＮＯ３分别配制

·５１１·



浓度为０，５，１０，２０，４０，８０ｎｇ／ｍＬ的 Ｍｎ，Ｚｎ，Ｐｂ，Ｃｄ，
Ａｓ，Ｃｒ混合标准溶液。
１．３．２　样品处理

将７种山药洗净、去皮，然后进行烘干研磨处
理：分别称取一定量试样，恒温８０℃干燥８ｈ，研磨，
过８０目筛，密封保存备用。山药样品烘干前后质量
变化见表１。

表１　不同品种山药烘干前后质量变化

山药品种 烘干前质量／ｇ 烘干后质量／ｇ 烘干前后质量比

铁棍山药 １００．０３ ３３．３２ ３．００

牛腿山药 １００．０１ １７．８１ ５．６２

小白嘴山药 ９９．９５ ２１．０８ ４．７４

细毛山药 １００．０３ ３２．１２ ３．１１

菜山药 ９９．９８ １９．５８ ５．１１

水山药 １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金秤砣山药 １００．０１ ２２．９１ ４．３７

　　分别准确称取上述山药粉０．５０００ｇ（每个样品
平行３份），置于洗净的聚四氟乙烯消解罐中，加浓
硝酸８ｍＬ，盖好盖子，同时制作空白对照溶液，放置

过夜。

将处理好的样品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按表２中
微波消解程序进行消解。消解完成后取出消解罐，

小心打开盖子，将其放入赶酸仪中，于１６０℃赶酸至
溶液近干，然后取出消解罐冷却至室温，用超纯水将

溶液定容至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备用。
表２　微波消解程序

步骤 爬升时间／ｍｉｎ 温度／℃ 保持时间／ｍｉｎ 功率／ｗ

１ １２ １２０ ２ １０００

２ ８ １５０ ２ １０００

３ １０ １８０ ２５ １００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标准曲线

在优化的实验条件下，对６种元素系列浓度标
准溶液进行测定，以吸光度值为纵坐标，以浓度

（ｎｇ／ｍＬ）为横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同时对样品空白
溶液连续测定６次，得到方法检出限。６种元素的
线性回归方程及检出限见表３。表３显示各元素在
线性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表３　６种元素的线性回归方程及检出限

元素 线性范围／（ｎｇ／ｍＬ） 线性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检出限／（ｎｇ／ｍＬ）

Ｐｂ ５～８０ ｙ＝０．００４８ｘ＋０．００３１ ０．９９６７ ２

Ｍｎ ５～８０ ｙ＝０．０１８３ｘ＋０．０１２ ０．９９８７ ２

Ｃｄ ５～８０ ｙ＝０．０８６６ｘ＋０．００４９ ０．９９９７ ２

Ａｓ １～４０ ｙ＝０．００１９ｘ－０．０００４ ０．９９８８ １

Ｚｎ １０～８０ ｙ＝０．００４４ｘ－０．００２２ ０．９９９４ ５

Ｃｒ １～８０ ｙ＝０．００４７ｘ＋０．０１１６ ０．９９８４ １

２．２　精密度实验
取河南温县铁棍山药样品连续进样６次，记录

其吸光度和浓度值。结果表明，ＲＳＤ范围为
０．７６％～２．８４％（其中Ｍｎ为２．５４％，Ｚｎ为２．８４％，
Ｐｂ为 １．６６％，Ｃｄ为 ０．７６％，Ａｓ为 ２．２１％，Ｃｒ为
１８４％），说明本次实验所用方法精密度良好。
２．３　加标回收率实验

取已知浓度的河南温县铁棍山药样品６份，分
别加入６种不同元素不同浓度的标准溶液，然后检
测加标后混合溶液的吸光度值，得到加标溶液对应

元素的浓度，从而计算出其加标回收率，结果如表４
所示。实验得出６种元素的加标回收率在９５．７％
到１０７．３％之间，表明本次实验所用方法准确度较
高。

表４　样品加标回收率

元素 样品含量／（ｎｇ／ｍＬ） 加标量／（ｎｇ／ｍＬ） 总测得量／（ｎｇ／ｍＬ） 回收率／％

Ｍｎ ２１．２２５ ２０ ４２．７８２ １０７．３

Ｚｎ １０１．２０９ １００ ２０７．３４５ １０６．１

Ｐｂ １０．２４４ １０ １９．８７３ ９６．４

Ｃｄ ０．０４７ ０．１０ ０．１４５ ９５．７

Ａｓ ０．３４２ ０．５０ ０．８５４ １０３．５

Ｃｒ ２．２２０ ２ ４．１３７ ９６．３

２．４　样品测定
按照上述仪器条件分别对７种不同产地的山药

进行６种金属元素的检测，其中每个样品做３组平

行实验，计算出不同品种山药中所含金属元素的含

量，结果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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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品种干燥山药中６种金属元素含量对照图

　　根据表１中不同山药烘干前后其质量的比值，
计算出６种金属元素在新鲜山药中的含量，结果如

表５所示。

表５　新鲜山药中６种金属元素含量 单位：ｍｇ／ｋｇ，ｎ＝３

山药品种 Ｍｎ Ｚｎ Ｐｂ Ｃｒ Ｃｄ Ａｓ

细毛山药 １．４８３ ２．３３２ ０．１７２ ０．３８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小白嘴山药 ０．７６１ ２．２０７ ０．２８６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铁棍山药 １．２５２ ２．８２４ ０．３４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牛腿山药 ０．３８３ １．７５ ０．１９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水山药 ０．２４８ ０．８６９ ０．１２０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菜山药 ０．５５０ ２．９０３ １．０７３ ０．５２３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１

金秤砣山药 １．３３１ ３．５０９ １．９１１ １．３９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７

　　由表５数据可知，新鲜细毛山药和铁棍山药中
的Ｍｎ含量分别为１．４８３ｍｇ／ｋｇ和１．２５２ｍｇ／ｋｇ，较
奶及其制品（０．５ｍｇ／ｋｇ）、蛋及其制品（０．６５ｍｇ／
ｋｇ）、鱼类（０．９５ｍｇ／ｋｇ）、禽类（０．５５ｍｇ／ｋｇ）等的
Ｍｎ含量高［１３］。测定的７种山药中 Ｚｎ含量均较丰
富，细毛山药和铁棍山药中的Ｚｎ含量分别为２．３３２
ｍｇ／ｋｇ和２．８２４ｍｇ／ｋｇ，较常见的蔬菜和水果中 Ｚｎ
含量高［１４］。总体来说，７种山药中Ｚｎ和Ｍｎ两种微
量元素的含量较丰富，说明山药可以成为人体 Ｚｎ
和Ｍｎ元素的日常补充来源之一，可以补充人体内
的这两种微量元素。

根据国家农业行业标准（ＮＹ８６１－２００４）中薯类
中元素含量限量标准［１５］，Ｐｂ，Ｃｄ，Ａｓ和 Ｃｒ的含量应
分别小于０．４ｍｇ／ｋｇ，０．２ｍｇ／ｋｇ，０．２ｍｇ／ｋｇ和０．５
ｍｇ／ｋｇ，本实验７种山药中的 Ｃｄ和 Ａｓ两种金属元
素含量均在规定范围内；菜山药和金秤砣山药中的

Ｐｂ含量均超过规定标准，分别达到了规定限度的
２５倍和近５倍；金秤砣山药中的 Ｃｒ也超过规定标
准。从品种分析，细毛山药、小白嘴山药、铁棍山药、

牛腿山药和水山药５个品种中重金属含量均在规定
范围内，菜山药中 Ｐｂ超标，金秤砣山药中 Ｐｂ和 Ｃｒ
两种金属元素都严重超标，说明市售山药大部分合

格，但是有少数山药存在重金属污染。

３　结论
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７种不同产地

山药中的６种金属元素含量，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产
地山药中金属元素含量差异较大，分析原因主要有：

不同品种山药基因遗传不同，造成其对金属离子有

不同的富集能力；不同生长环境例如土壤、水源、空

气等中金属元素含量有差异，造成山药生长条件不

同；农药的不当使用以及施肥等其他因素也对山药

中金属元素含量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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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４５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ｆｕｒｎａｃｅａｔｏｍｉｃ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ｓ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ｌｅａｄ（Ｐｂ），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Ｍｎ），ｃａｄｍｉｕｍ（Ｃｄ），ａｒｓｅｎｉｃ（Ａｓ），ｚｉｎｃ（Ｚｎ）ａｎｄｃｈｒｏｍｉｕｍ（Ｃ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ｙａｍｓ
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ｗａｓ１０００
Ｗ，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ｉｄｉｔｙ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ｗａｓ１％ 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ｘ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ｗａｓｒ≥０．９９６７，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ｗａｓａｓｌｏｗａｓ１ｎｇ／ｍＬ．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９５．７％～
１０７．３％，ａｎｄｔｈｅＲＳＤｒａｎｇｅｗａｓ０．７６％～２．８４％，ｗｈｉｃｈｍｅｔ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ｍｏｓｔｙａｍｓｗａ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ｒａｎｇｅ，
ｂｕｔＣｒａｎｄＰｂｉｎｓｏｍｅｙａｍｓｅｘｃｅｅｄ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ｐｏｓｅ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ｆｕｒｎａｃｅａｔｏｍｉｃ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ｙａｍｓ；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ｅｌ
ｅ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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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异斯特维醇是天然产物甜菊苷水解得到的四环二萜化合物，具有降血压、降血脂及抗肿
瘤功效，尤其是通过Ｄ环、１９位羧基结构修饰引入活性亚结构单元，其抗肿瘤活性显著提高，因而受
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综述近年异斯特维醇及其衍生物的抗肿瘤活性研究进展，以期为此类化合物

的抗肿瘤新药开发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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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斯特维醇（ｉｓｏｓｔｅｖｉｏｌ）是由天然产物甜菊苷在
酸性条件下水解得到的四环二萜类化合物，分子结

构如图１所示。早期研究发现，该化合物具有降血
压、降血糖等药理功效。近年来，随着对其研究的深

入，大量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被设计和合成，一些新

的性能也被开发，如：抗肿瘤活性、小分子催化性能、

超分子自组装性能等［１］。尤其是部分衍生物展现

出比其自身更好的抗肿瘤功效，促使研究者更进一

步设计新型异斯特维醇衍生物，以期在抗肿瘤新药

开发领域有更深层次的突破。基于此，本文综述异

斯特维醇及其衍生物在抗肿瘤活性方面的最新研究

进展，以期为此类化合物的抗肿瘤新药开发研究提

供参考。

图１　异斯特维醇结构

１　异斯特维醇抗肿瘤活性
２００６年，Ｗｏｎｇ［２］首先报道了异斯特维醇通过

改变活性氧的生成来抑制血管紧缩素－ＩＩ诱导的细

胞增殖，从而推论出异斯特维醇具有抗肿瘤细胞增

生的能力。

２０１５年，Ａｌ－Ｄｈａｂｉ［３］利用不同浓度的异斯特
维醇作用于 Ｖｅｒｏ和 ＭＣＦ７细胞，结果显示：异斯特
维醇对两株肿瘤细胞的抑制呈现出时间和剂量的依

赖性，对 Ｖｅｒｏ和 ＭＣＦ７细胞的 ＩＣ５０值分别为 ２．１８
μｇ／ｍＬ和２．５０μｇ／ｍＬ。
２０１６年，王小侠［４］考察异斯特维醇对骨肉瘤细

胞Ｕ－２ＯＳ生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异斯特维醇对骨
肉瘤细胞 Ｕ－２ＯＳ的抑制呈现出时间和剂量依赖
性。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异斯特维醇通过促进活

性氧的产生，降低细胞膜电位，破坏细胞膜完整性，

上调Ｂａｘ的表达和下调 Ｂｃｌ－２的表达而促进 Ｕ－
２ＯＳ细胞的凋亡。
２　异斯特维醇衍生物抗肿瘤活性

异斯特维醇自身的抗肿瘤活性吸引了研究者对

其衍生物的进一步开发，以期获得抗肿瘤性能更好

的新型衍生物。在研究异斯特维醇抗肿瘤活性过程

中，研究者通过微生物转化、电化学法、化学合成法

等对异斯特维醇的Ｄ环，１９位羧基进行重点结构修
饰，获得了大量的、结构新颖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并评价了部分新型衍生物的抗肿瘤活性，一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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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也被进一步探索。

２．１　Ｄ环修饰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抗肿瘤活性
２００９年，Ｗｕ［５］首先以异斯特维醇为原料，重点

对其Ｄ环进行结构修饰，经酯化、还原、羟醛缩合、
康尼查罗、１，３－偶极环加成等反应，合成出单羟基
（１）、双羟基（２）、四氢异唑环（３）和吡唑环（４）骈

异斯特维醇衍生物（图 ２），评价了它们对Ｂ１６－Ｆ１０
黑色素瘤细胞的抑制活性，结果显示这些化合物均

表现出较好的细胞毒活性，尤其是化合物３和４对
Ｂ１６－Ｆ１０黑色素瘤的抑制浓度 ＩＣ５０值分别达到１５
μＭ／ｍＬ和１９μＭ／ｍＬ。并提出在异斯特维醇分子
骨架上引入羟基或杂环能提高其抗肿瘤活性。

图２　Ｄ环修饰的羟基、杂环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１－４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２０１２年，Ｚｈａｎｇ等人［６］继

续在异斯特维醇Ｄ环上引入羟基，合成出新型双羟
基（５，６）、氨基醇（７，８）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图
３），评价了它们对ＥＣ９７０６，Ｅｃａ１０９，ＰＣ－３和ＨＣＴ－
１１６四株肿瘤细胞的抑制活性，结果显示：含有多羟

基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对四组癌细胞表现出中等的

抗肿瘤效果，而含有氨基醇亚结构单元的衍生物８
表现出突出的抑制活性（ＩＣ５０＝４．０１，５．０２，１５．３１和
１２．２５μＭ／ｍＬ），并详细分析了羟基、氨基醇骈异斯
特维醇衍生物结构与活性间的构效关系。

图３　Ｄ环修饰的羟基、氨基醇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５－８

　　基于Ｄ环修饰的氨基醇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具有较好的抗肿瘤功效，２０１６年，Ｌｉｕ［７］对异斯特维
醇Ｄ环继续结构修饰，合成了与化合物８结构类似
的化合物９和１０，同时，对氨基醇亚结构单元又进
一步改造，将一系列硫脲结构引入到氨基上（图４），
评价了它们对 ＨＣＴ－１１６，ＨＧＣ－２７和 ＪＥＫＯ－１三
组肿瘤细胞的抑制活性，结果显示：含有硫脲结构片

段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表现出比前体化合物１０更
好的抗肿瘤效果，尤其是化合物１１对ＨＣＴ－１１６细
胞的抑制活性ＩＣ５０值达１．４５０μＭ／ｍＬ。
２０１３年，Ｚｈｕ［８］重点将活性杂环亚结构单元引

入到异斯特维醇的Ｄ环区域，首先通过异斯特维醇
酯化、Ｔｏｌｌｅｎｓ反应，氧化、开环、缩合、环合等反应，
将吡唑啉、吡唑和异唑环引入到异斯特维醇 Ｄ环
上，随后又将不同取代的苯环（１２，１３）、苯基硫脲
（１４）亚结构单元引入到杂环结构上（图５），合成出
１００多个新型衍生物，测试了衍生物对四株肿瘤细
胞ＳＧＣ７９０１，Ａ５４９，Ｒａｊｉ和 Ｈｅｌａ的抑制活性。结果
发现这些化合物对 Ｒａｊｉ细胞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
尤其是２，４－二氯苯基吡唑取代的异斯特维醇衍生
物对Ｒａｊｉ细胞的ＩＣ５０达到１．０９μＭ／ｍＬ。

图４　Ｄ环修饰的氨基醇、硫脲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９－１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Ｋｈａｙｂｕｌｌｉｎ［９］和Ｌｉｕ［１０］等人分别
对异斯特维醇 Ｄ环羰基和羟甲基进行结构修饰引
入叠氮基；随后，利用“Ｈｕｉｓｇｅｎｃｌｉｃｋ”反应将１，２，３－

三氮唑结构单元引入到异斯特维醇的 Ｄ环区域，合
成了２０余个１，２，３－三氮唑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评价了１６位羰基修饰的１，２，３－三氮唑骈异斯特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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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衍生物对 ＭＤＡ－２３１，Ａ－５４９，ＡＳＰＣ－１，ＰＣ－３，
ＨＣＴ－１１６和ＨｅＬａ肿瘤细胞的抑制活性，其中化合
物１５（图６）对ＨｅＬａ细胞的抑制效果最好，ＩＣ５０值达
（２９．６２±１．５２）μＭ／ｍＬ。１５羟甲基修饰的 １，２，

３－三氮唑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抑制 ＨＣＴ－１１６和
ＪＥＫＯ－１细胞的作用结果显示：化合物１６（图６）对
ＨＣＴ－１１６细胞的抑制效果最好，ＩＣ５０值达（２．９８７±
０．０９８）μＭ／ｍＬ。

图５　Ｄ环修饰的吡唑啉、吡唑和异唑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１２－１４

图６　Ｄ环修饰的１，２，３－三氮唑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１５，１６

　　Ｄ环区域引入 α，β－环外不饱和酮、酯等亚结
构单元也被证实能够提高其抗肿瘤活性。自２０１１
年以来，Ｌｉ研究小组［１１］相继在异斯特维醇 Ｄ环上
引入α，β－环外不饱和酮、酯等结构单元合成出１０
多个α，β－环外不饱和酮、酯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图７），其中抗肿瘤活性较好的化合物１８对ＭＤＡ－

ＭＢ－２３１和ＭＧＣ－８０３细胞的抑制浓度ＩＣ５０值分别
为１．５８和 ２．２２μＭ／ｍＬ；化合物 １９在对 ＰＣ－３，
ＨＣＴ－１１６，ＭＤＡ－ＭＢ－２３１，Ｋ－５６２，ＨｅｐＧ－２和
ＭＧＣ－８０３肿瘤细胞的活性评价中，选择性地抑制
ＭＧＣ－８０３细胞的生长（ＩＣ５０＝１１．２３μＭ／ｍＬ）。

图７　Ｄ环修饰的α，β－环外不饱和酮、酯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１７－１９

　　Ｌｉｕ［１２］发现在异斯特维醇Ｄ环区域引入氮氧化
物结构片段也能提高其抗肿瘤活性。该小组通过多

步反应，合成出了系列新型 Ｄ环修饰的氮氧化物骈
异斯特维醇衍生物，评价了其对 ＨｅｐＧ－２，Ｂ１６－
Ｆ１０，ＨＣＴ－１１６，Ｈｕｈ－７和 ＳＷ６－２０细胞的抑制活

性，结果显示，化合物２０和２１（图８）对 Ｂ１６－Ｆ１０
细胞生长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从进一步的构效关

系研究中发现，化合物分子中的 ＮＯ释放量与化合
物的抗肿瘤效果呈现正比关系，说明氮氧化物亚结

构在其抗肿瘤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图８　Ｄ环修饰的氮氧化物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２０，２１

　　Ｄ环开环也能够提高异斯特维醇的抗肿瘤活
性。２０１３年，Ｄａｓ［１３］从毛茛科草本植物白头翁
（Ｐｕｌｓａｔｉｌｌａ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中提取得到异斯特维醇Ｄ环开
环产物 ２２（图 ９），其抑制 ＨｅＬａ细胞的 ＩＣ５０值为

５０．８μｇ／ｍＬ。进一步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化合物２２
促使ＨｅＬａ细胞细胞核固缩和核小体间 ＤＮＡ断裂，
从而导致癌细胞的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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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Ｄ环开环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２２－２４

　　２０１６年，刘燕［１４］以异斯特维醇为原料，经酯

化、肟化、开环、氧化、选择性还原、脱氢等反应，合成

得到１０余个异斯特维醇 Ｄ环开环的衍生物，并评
价其对 ＨｅｐＧ２，ＨＣＴ１１６，Ｈｕｈ７，ＳＷ６２０四株肿瘤细
胞的抑制活性，结果显示：化合物２３（图９）对四株
肿瘤细胞具有较好的抑制活性，ＩＣ５０值均低于 １０
μＭ／Ｌ，化合物２４（图９）选择性抑制 ＨＣＴ１１６细胞，
其ＩＣ５０值达３．５７μＭ／Ｌ。
２．２　１９位羧基修饰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抗肿瘤活
性

异斯特维醇１９位羧基处于Ａ，Ｂ环组成的凹型
区域，同时，２０位甲基和Ｄ环的空间效应给１９位羧
基也带了一定的影响，致使１９位羧基表现出一些特
殊的性能，如１９位羧基反应活性相对较低，与醇形
成酯后结构比较稳定性，在强酸、强碱下均不宜水解

等。这些因素导致早期的异斯特维醇结构修饰主要

发生在其Ｄ环区域。然而，随着对异斯特维醇研究

的深入，发现１９位羧基的修饰在异斯特维醇生物活
性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２０１３年，Ｕｋｉｙａ［１５］通过多步反应将１９位羧基还
原成羟基，与取代的羧酸反应合成了一系列１９位羧
基修饰的酯类化合物。对 ＨＬ６０，Ａ５４９，ＡＺ５２１和
ＳＫ－ＢＲ－３肿瘤细胞研究结果显示：化合物２５（图
１０）对四株肿瘤细胞抑制作用较为显著，ＩＣ５０分别为
（６．６±２．１），（５．７±１．６），（４．２±０．６），（２５．２±
０．５）μＭ／ｍＬ。２０１７年，Ｍａｌｋｉ研究小组［１６］利用相似

的合成方法得到了系列酯类化合物，其中化合物２６
（图１０）对肝癌细胞的抑制活性最优，作用机制研究
发现，该化合物导致癌细胞凋亡的主要阶段发生在

细胞分裂的 Ｇ１期。２０１９年，郭永泰［１７］保留１９位
处的羰基，将羧基酰氯化后与醇反应生成相应的酯，

评价对Ｃｏｌｏ－１６和Ａ５４９的细胞毒活性，结果显示，
化合物２７（图１０）对Ｃｏｌｏ－１６细胞的活性最好，ＩＣ５０
为（５３．０３±０．０３４３）μＭ／Ｌ。

图１０　１９位羧基修饰的异斯特维醇酯衍生物２５－２７

　　２０１９年，Ｓｔｒｏｂｙｋｉｎａ［１８］重点对异斯特维醇１９位
羧基进行结构修饰引入酯基，随后进一步在酯基上

引入磷／膦酸酯亚结构单元，通过调节磷原子与１９
位碳间的脂肪链长度，相继合成了２个系列１９位羧
基修饰的磷／膦酸酯骈异斯特维醇酯衍生物（图

１１）。抗肿瘤活性结果显示：抗肿瘤效果较好的化
合物２８对 Ｍ－ＨｅＬａ，ＭＣＦ－７和 ＷＩ－３８细胞的
ＩＣ５０分别为（１４．２±１．１），（３７±３．１）和（３７±３．２）
μＭ／Ｌ；化合物２９对 Ｍ－Ｈｅｌａ，ＭＣＦ７和 Ｃｈａｎｇｌｉｖｅｒ
细胞的ＩＣ５０均为６０μＭ／Ｌ。

图１１　１９位羧基修饰的磷／膦酸酯骈异斯特维醇酯衍生物２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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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该小组［１９］利用相同的方法，合成了２个
系列１９位羧基修饰的糖骈异斯特维醇酯衍生物
（图 １２）。抗肿瘤活性结果显示：化合物 ３０对
ＭＣＦ－７，ＨｅｐＧ２，Ｐａｎｃ－１，ＰＣ－３，Ｗｉ－３８和 Ｃｈａｎｇ

ｌｉｖｅｒ细胞具有中等的抑制能力，而化合物３０和３１
对Ｍ－Ｈｅｌａ细胞效果较为显著，ＩＣ５０分别为（１０．０±
０．７）μＭ／Ｌ和（１３．０±１．０）μＭ／Ｌ，均优于阳性对照
他莫昔芬（２８．０±２．５）μＭ／Ｌ。

图１２　１９位羧基修饰的糖骈异斯特维醇酯衍生物３０，３１

　　通过对１９位羧基修饰，引入杂环亚结构单元，
有利于提高异斯特维醇的抗肿瘤活性。２０１７年，
Ｌｉｕ［２０］通过１９位羧基酰氯化、亲核取代、亲核加成、
环合反应合成出２３个１９位羧基修饰的二唑骈异
斯特维醇衍生物，抗肿瘤活性结果显示，化合物３２

（图１３）对ＨＣＴ－１１６和 ＪＥＫＯ－１活性较好，ＩＣ５０分
别为（５．００±０．６）μＭ／ｍＬ和（３．７３±０．３）μＭ／ｍＬ。
进一步定量构效关系研究发现，二唑环对抑制

ＨＣＴ－１１６细胞活性具有积极的正贡献。

图１３　１９位羧基修饰的杂环骈异斯特维醇酯衍生物３２－３４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Ｌｉｕ［１０］和 Ｌｕａｎ等人［２１］分别对

异斯特维醇１９位羧基修饰，将炔基引入到１９位羧
基上，然后通过“Ｈｕｉｓｇｅｎｃｌｉｃｋ”反应分别合成出系
列１９位羧基修饰的１，２，３－三氮唑骈异斯特维醇
衍生。肿瘤活性结果显示：化合物 ３３（图 １３）对
ＨＣＴ－１１６细胞活性最佳，ＩＣ５０＝（１９．３１０±０．８１８）
μＭ／ｍＬ，而化合物３４（图１３）对 ＨＣＴ－１１６，ＢＥＬ－
７４０２和ＨｅｐＧ２细胞均具有较好的抑制活性。
３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异斯特维醇具有抗肿瘤作用，尤其是

利用化学合成方法，对异斯特维醇 Ｄ环和１９位羧
基进行结构修饰，引入羟基、氨基醇、硫脲、α，β－环
外不饱和酮、磷／膦酸酯、糖基以及杂环等活性结构
单元，得到的新型异斯特维醇衍生物表现出更为显

著的抗肿瘤功效。此外，尽管目前合成了大量的衍

生物，并进行了抗肿瘤活性试验，但结构修饰主要集

中在异斯特维醇的 Ｄ环和１９位羧基处，Ａ，Ｂ和 Ｃ
环区域改造涉及相对较少；抗肿瘤活性研究主要是

体外细胞毒活性评价，相应化合物的临床试验研究

依然缺乏。因此，在丰富异斯特维醇衍生物结构类

型的基础上，后期重点开展构效关系、抗肿瘤作用机

制以及临床试验研究，从而开发出高效低毒的异斯

特维醇抗肿瘤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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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研究方向为高速铁路施工技术、施工组织。

摘　要：为了解决高速铁路采用４０ｍ／１０００ｔ箱梁制造中存在的质量安全关键问题，结合郑济高
速铁路建设，对箱梁预制、装备研制、智能化和绿色建造进行技术研究，在提高桥梁布置的灵活性和

建设工效、保证施工质量安全、大幅降低高铁修建成本、节省工程用地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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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高速铁路普遍采用３２ｍ箱梁，为适应

更高速度、更大跨越能力以及高墩条件下高速铁路

标准梁桥建造需求，郑济（郑州至济南）高速铁路首

次采用４０ｍ箱梁制架技术，这是根据高速铁路建
设、综合试验和运维实践经验而提出，其建造技术在

世界上尚无先例，为解决钢筋预扎精准定位、内模变

径断面直收、预应力孔道橡胶棒抽拔高速反弹、成品

束钢绞线自动平衡同步张拉问题，确保建造质量和

安全，开展技术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２　４０ｍ／１０００ｔ箱梁制造和运架中关键问题分析

郑济高铁郑州黄河特大桥引桥为公铁两用桥

梁，分上下两层设计，下层为四线铁路，上层为

３２．５ｍ宽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铁路设计时速
３５０ｋｍ，无砟轨道４０ｍ简支箱梁，全长４０．６ｍ，计算
跨度为３９．３ｍ，支座中心距４．４ｍ，梁高３．２３５ｍ，顶
板宽度１２．６ｍ，底板宽５．４ｍ。单孔箱梁混凝土数量
为３７０ｍ３，梁重约９２５ｔ。与传统３２ｍ箱梁相比，铁路
４０ｍ箱梁明显跨度增长、高度增高、体积增加、重量
增大和预应力增强，并采用了单排大锚具设计技术，

目前尚没有成熟的制梁工艺和制架设备。４０ｍ简支
箱梁横断面设计图见图１所示。

图１　４０ｍ简支箱梁横断面设计图

　　传统的箱梁内模系统采用龙门吊吊装入模或卷 扬机拖拉出模的施工方式，内模变径无法一次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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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耗费大量人工成本，且施工质量安全不易控制。

一方面原有箱梁钢筋预扎采用人工搭设支架方式，

分阶段搭设，结构整体刚性不强，钢筋定位受制于支

架结构限制，人工不易操作，钢筋定位不准，严重影

响了工程质量及施工安全，且工效不高。另一方面

传统箱梁建造管理、梁场布局设计采用人工计算方

式，受人员管理水平、经验程度影响较大，造成建造

管理粗放，梁场布局不科学，加大了临时用地，更缺

少绿色施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而４０ｍ箱梁首次
采用成品束钢绞线，原有采用千斤顶对称张拉，中间

各级临时锚固后，重新安装千斤顶，再分级张拉方

式，伸长测量积累误差不断加大，无法满足高质量建

造要求。郑济高速铁路跨黄河特大桥采用高铁双线

和市域铁路双线并行设计结构，且４０ｍ箱梁较传统

３２ｍ箱梁高度、重量都有较大增加，原有运架设备无
法满足施工需要。

３　技术措施研究
３．１　加大自动化设备及工装研制，全面采用机械化
制梁

３．１．１　研制和使用箱梁自驱式内模系统
箱梁自驱式内模系统，内模采用龙骨结构，整体

性强、变形小，并设置自驱装置自行进出模型，实现

了变径断面直收、自动移位、液压系统摇控操作功

能，方便快捷，避免了传统的龙门吊吊装入模或卷扬

机拖拉出模的施工方式，节约了人工，降低了施工安

全风险。自驱式内模进出主梁钢筋笼和梁体工况见

图２所示。

图２　箱梁自驱式内模进出筋笼和梁体施工

３．１．２　研制和使用箱梁钢筋预扎自动升降内架
箱梁钢筋预扎自动升降内架，采用电力驱动齿

轮箱实现自动升降，具有结构整体性好、刚度大，钢

筋定位更准确等特点，使用该装置对于保证工程质

量、施工安全和提高工效具有明显作用。

３．１．３　研制和使用预应力孔道橡胶棒抽拔台车
后张梁链式拔管穿束台车采用两对条形轮，夹

紧、旋转抽拔橡胶管，出孔后仍继续夹紧，完全避免

了高速反弹的安全风险，并减小胶管损伤，延长了橡

胶管的寿命。

３．１．４　研制和使用预应力成品束钢绞线穿束台车
针对４０ｍ箱梁首次采用成品束钢绞线，研发和

使用了预应力成品束钢绞线穿束台车，该台车配套

链条卡瓦式穿束装置，保证钢绞线束穿束过程顺直，

钢绞线与锚孔一一对应，确保预应力束张拉时单筋

受力均匀。其工作状态见图３所示。
３．１．５　研发和使用箱梁混凝土自动养护系统

箱梁混凝土自动养护系统，通过手机 ＡＰＰ或控
制面板输入梁号信息后，喷淋养护系统进入工作模

式，控制供水系统向台座喷淋管路供水，选取喷淋覆

盖范围、喷射旋转角度、喷射高度适合的喷头对箱梁

顶板、腹板、内箱、底板进行自动喷淋养护作业。养

护数据自动定时上传至铁路梁场综合管理平台，实

现数据自动流转。

图３　预应力成品束钢绞线穿束台车

３．１．６　研制和使用预应力筋自动张拉设备
预应力筋自动张拉设备由动力子系统、传感子系

统、控制子系统、数据子系统和辅助子系统组成，可进

行参数预设，一键启动张拉，自动完成整个张拉全过

程。该设备自动平衡同步张拉，自动控制持荷时间、

力值、位移值显示及存储，自动计算张拉结果并打印

完整的张拉记录表。张拉数据无线传输至梁场服务

器，可远程传输至铁路工程管理平台，见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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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预应力筋自动张拉设备

３．１．７　研制和使用预应力管道自动压浆设备
孔道压浆采用ＴＧＺＹ型铁路桥梁预应力自动压

浆系统，系统主要由真空泵、高速搅拌桶、低速搅拌

桶、压浆泵、传感器、平板电脑等组成，集抽真空、制

浆、压浆功能于一体，一键启动自动进行抽真空、制

浆、压浆、保压过程，支持远程传输至管理平台。

３．１．８　研发和使用箱梁自动静载系统
箱梁载荷试验自动加载系统由自动加载系统和

自平衡式静载试验架组成（见图５）。静载试验加载
模块根据主控模块指令为静载试验提供加载动力，

通过预设程序实现自动控制，并根据实时检测数据

调整千斤顶加载速度，确保加载同步准确和平衡稳

定。静载试验数据实时采集，可自动生成“静载试

验报告”。

图５　箱梁自动静载系统

３．２　研制和使用成套运架施工设备
３．２．１　研制和使用４０ｍ／１０００ｔ箱梁搬运机

研制了世界上首套４０ｍ／１０００ｔ级箱梁搬提运架

施工设备，该搬运机跨度４８ｍ，净跨４３．５ｍ，起升高
度１３ｍ，自重约６７５ｔ。该设备支腿结构不再沿用传
统的“人字形”而改为“门形”，并将其横向位置设为

宽窄可变的技术方案，其爬坡能力２％、可原地９０°
转向，适用于铁路４０ｍ、３２ｍ、２４ｍ双线整孔箱梁的
起吊、运输、转移等工作，并满足双层存梁的要求和

具备为运梁车装梁的功能，确保箱梁运架施工安全

可靠。

３．２．２　采用两台同型门式跨线起重机组合抬吊工
作方式

郑济高速铁路跨黄河特大桥高铁双线和市域铁

路双线并行，采用跨度参数相对较小的正位提梁上

桥方式，箱梁提升上桥采用两台同型门式跨线起重

机组合抬吊，单台最大起重量为５００吨，跨度３６ｍ、
起升高度３０ｍ，减小了提梁机安装拆卸和使用安全
风险。

３．２．３　使用４０ｍ／１０００ｔ箱梁运梁车
ＹＬＳ１０００型运梁车采用多轮轴、小轮胎设计方

案，悬挂轮组采用双胎并置结构型式和宽基小轮胎

方案，有效降低整机高度。使用该车可实现“整升

整降”和“单点升降”功能，满足了运梁车自动调平

和喂梁时精确对位要求。

３．２．４　使用４０ｍ／１０００ｔ级箱梁步履式架桥机
ＪＱＳ１０００型架桥机采用双主梁五支腿结构，跨

一孔简支架梁，额定起重量达１０００ｔ。使用该车架设
首末跨、曲线梁和变跨梁十分方便，可快速实现桥间

转移或掉头作业，在 Ｒ２０００ｍ的曲线线路上正常架
梁，３０‰大坡道架梁安全可靠。箱梁架设作业见图
６所示。
３．３　采用信息化管理，推行绿色建造技术
３．３．１　大力推行ＢＩＭ技术在箱梁设计和施工中的
应用

采用 Ｂｅｎｔｌｅｙ平台 Ｐ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Ｖ８ｉ，根据二维
设计图纸创建 ４０ｍ预制梁高精度 ＢＩＭ模型（见图

·７２１·



７），模型包括梁体、桥梁附属设施、普通钢筋、预应
力、支座和防落梁预埋件等，实现可视化技术交底，

并可以进行钢筋碰撞检查（见图８）。

图６　４０ｍ／１０００ｔ级箱梁架设

图７　４０ｍ箱梁ＢＩＭ模型

图８　钢筋碰撞检查

３．３．２　ＢＩＭ技术应用于梁场规划
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梁场可视化ＢＩＭ模

型，进行施工过程模拟分析、场地虚拟漫游、工程量

精确计算，辅助进行场地布置方案的论证及调整。

管理者直观了解场地布置情况，并通过场地模拟，合

理规划场地，减少临时用地，实现绿色施工。

３．３．３　梁场全面采用节能减排环保技术
拌和站、制梁养护区和洗石区设置多级沉淀池，

实现水资源回收利用，施工污水经处理达标排放。

采用雾炮消尘器和洒水车降尘，减少扬尘，开展生产

生活区绿化建设，优化场区布置，增绿降污，大量采

用太阳能、空气能等新能源或低能耗设备，全面落实

绿色施工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总之，针对当前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在解决线路

平顺性方面推广整体道床、新型轨枕板、ＣＦ基桩地
基处理、大量采用桥梁等新技术的现状，结合郑济高

速铁路４０ｍ／１０００ｔ箱梁首次的工程化应用，围绕铁
路４０ｍ箱梁新结构、新工艺的特点，开展箱梁建造
机械化作业，箱梁自驱式内模、钢筋数控加工、钢筋

预扎自动升降内架、预应力孔道橡胶棒拔管台车、预

应力成品束钢绞线穿束台车、预应力自动张拉、预应

力孔道自动压浆、箱梁自动静载等自动化设备和工

装技术研究，能够确保４０ｍ／１０００ｔ级箱梁预制施工
质量更好、生产效率更高，施工安全更有保证，为高

速列车的平稳高速运行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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