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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的一系列政经文章中，对美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作
出了深刻的观察与研究，这使他不仅客观地认清了美国，也使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俄国现代化纲领。

这一纲领在其《怎么办？》中体现为薇拉的“水晶宫”之梦。因而，在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水晶

宫”理想的争论中，其“水晶宫”的内涵就更多的是“美国梦”的内涵。这一对美国模式的借鉴，是他

为俄国现代转型指出的道路之一。因而，我们在他的“美国倾向”中看到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车尔尼

雪夫斯基，他不仅有激进的社会革命主张，也有和平建设的诉求。如果将这一思想排除在外，不仅是

对车尔尼雪夫斯不充分不完整的认识，也是对“俄罗斯理念”不充分不完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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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２００周年，这又一
次引发了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高潮。可是，我

们在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与之相关的一个

人物却不能不提，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谈

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老一辈来说，早已是老掉牙

的人物；对于当今年轻人来说，却未必熟悉他，或对

他感兴趣，甚至是否知道他也未可知，因为，笔者在

课堂上无论询问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有谁读过《怎

么办？》，结果竟无一人。问题来了：近２０年，陀思
妥耶夫斯基在我们这里热得不能再热，但我们却忽

视了他的对手；过去那个时代，热读车尔尼雪夫斯

基，却读不到他的论敌。这样，在陀氏与车氏这一对

矛盾辩手之间，两代研读者手里，要么只有矛，要么

只有盾。

在已有的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中，多是

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框架内进行；也有不多的

几篇文章将两者并列对比的①，这时主要涉及围绕

“水晶宫”意象在两人之间的论争。不过，在所有涉

及两人关于“水晶宫”论争的研究中，无一例外，都

将这一意象的原型指向伦敦１８５１年世界博览会会
址的“水晶宫”，他们的论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

参观过伦敦“水晶宫”，有《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为

证②；车尔尼雪夫斯基１８５６年６月参观了伦敦“水
晶宫”。但是，首先我们注意到，在谈到车尔尼雪夫

斯基１８５６年参观了伦敦“水晶宫”时，无一例外，均
没有指出任何出处，任何佐证，只说他没有留下记

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水晶宫”意象有没有其他

来源？其次我们注意到，关于“水晶宫”意象的内涵

及两人的争论，无一例外，均界定为：车尔尼雪夫斯

基的《怎么办？》以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为思想资

源，设想了一个人类未来社会的“乌托邦”；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以人性的非理性和社会

发展的不确定性，驳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水晶宫”

乌托邦实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均认为车尔尼雪

夫斯基的“水晶宫”思想内涵来源于欧洲。这种界

定是否准确？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谈论车尔尼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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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基时，更多的或几乎全部都倾向于谈他的“革

命”倾向。他还有没有其他倾向？

最近，有几个机缘促成了对以上问题进行重新

审视。首先，是给研究生的一次讲座《陀思妥耶夫

斯基与现代性》。自然这一问题要涉及陀思妥耶夫

斯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水晶宫”思想的批判。

为此笔者重读了车氏的《怎么办？》和陀氏的《冬天

记的夏天印象》《地下室手记》《罪与罚》《荒唐人的

梦》（当然他的其他作品同时在笔者思考的背景

中）。另一个机缘是，近几年笔者一直在研究俄国

《现代人》杂志各时期的状况，在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
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系列政经文章发表在《现

代人》（以及《祖国纪事》）上。笔者注意到，不仅车

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涉及“水晶宫”，在《现

代人》等刊物和著作中，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只涉及

“英国的水晶宫”，还大量涉及“美国的水晶宫”。同

时，《怎么办？》中，不仅仅有“水晶宫”的意象，也有

大量关于美国的情节和政经论述。

一

我首先看《怎么办？》，其中有三位重要人物：拉

赫梅托夫、洛普霍夫和薇拉。

《怎么办？》中的两位重要人物———拉赫梅托夫

和洛普霍夫，均与美国有关。拉赫梅托夫是一个来

无踪去无影的人物（笔者认为这是该作品的生硬之

处），在交代拉赫梅托夫离开莫斯科后的去向时，借

一位同行人的说法，他走遍斯拉夫国家和欧洲各国，

“为了对比”，“一年之后，他无论如何‘需要’到美国

去，他觉得研究美国比研究任何其他国家更‘需

要’，他将在那边久住，也许一年多，也许永远住下

去……”［１］３２４。

而假自杀后的洛普霍夫，首先就是到了美国，从

美国回到俄国后，他化名查理士·比蒙特，向卡捷丽

娜讲述美国：“我们美国人可不知道什么叫烦闷。

我们没有时间烦闷，我们的事情太多了。”［１］４７８卡捷

丽娜向他讲述薇拉的事业，他说：“您忘了这一切我

早已在我们美国见过……我是太熟悉了，它在你们

这儿才算新鲜。”［１］４９１卡捷丽娜担心比蒙特认为自己

是个唯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时，比蒙特说：“大家

都断言我们民族（即美国———笔者）的唯一目标和

心思就是捞钱，一个属于这种民族的人，还会这样责

备您吗？”［１］４８８比蒙特讲述一番关于美国妇女的状

况：“人家对你们说我们的妇女多么自由，那全是真

的。”［１］４８９这引起卡捷丽娜的向往，她对父亲说：“爸

爸，等比蒙特先生盘下您的工厂，我们上美国去吧。

我要在那儿干点儿什么。啊，那我该多高兴！”［１］４８９

在小说的第一版中，比蒙特还称“自由的北美人是

世界上最好的人 ”［２］６２６。总之，《怎么办？》的主角之

一洛普霍夫假自杀，到美国，又回到俄国娶卡捷丽娜

为妻，应该说是该作品的主线；洛普霍夫带回众多的

关于美国的消息和认识，以及他对美国社会经济模

式、价值观念的叙述，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构

成了《怎么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均是积极肯

定的认识和叙述，这同样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认同。

当然，《怎么办？》中还有大家所知道的薇拉的

第四个梦：关于“水晶宫”的梦。笔者认为这不仅仅

是车尔尼雪夫斯基１８５６年参观的伦敦“水晶宫”的
投射，而更多的是美国的“水晶宫”。这需要看车尔

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及《祖国纪事》和其他著

作）中所发表的政经文章涉及美国的文字。

二

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在１５岁时就对美国产生了
兴趣，当时在一篇小札记《发现美国》里他写道，“美

国，尤其北美，正快步走向国家的强大和幸福”，而

“发现美国应该具有重大意义”［３］３７１。这样理解北

美诞生和发展的意义，将贯穿他整个的政论。

他在１８５４年《祖国纪事》上连续４期（第８—１２
期）发表《文学、艺术、科学和工业的新气象》。其中

在第８期他讲述了纽约世界工业展览会（也就是第
二届世界博览会），当然必然讲述了纽约世界工业

展览会址“晶莹
!

”（Кристальныйдворец），并称因
故中断的展览将在“今年５月重新开放，届时会有２
万观众”［３］１０８。然而在介绍“晶莹

!

”之前，车尔尼

雪夫斯基已经用大量篇幅极尽详细地列出大量数据

介绍１８５１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的会址伦敦的“水
晶宫”（Хрустальныйдворец）（这里我们将英美两
个“宫”的不同形容词，但意义接近的词，也用不同

的词翻译），很显然，他非常熟悉伦敦的水晶宫。不

过，他只是把英国的“水晶宫”作为美国的“晶莹宫”

的前身来介绍，文中充满兴奋与赞叹。

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美国的文字涉及面很广，

甚至在一些简短的新闻报道中都可以看到他对美国

的关注。在１８５４年第９期《祖国纪事》的《新闻》栏
目中，他让读者注意希腊政府寄给华盛顿一块帕特

农神庙的黑色大理石，上面刻着：“献给乔治·华盛

顿，英雄—统帅。———以这块古老的石头表达来自

梭伦、忒弥斯托克勒和伯利克勒斯的大地的敬意与

仰慕！”［３］１５５

在严酷的预先审查制度下，车尔尼雪夫斯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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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直接涉及美国独立宣言，但是他总是以极大

的尊敬提起那些美利坚联邦缔造者的名字。１８５７
年他写道：“华盛顿是一个罕见的现象，不仅因其刚

直不阿和过人的才能，还因为，即使最无关紧要的事

情他也同样热忱地完成自己的职责，而他却是作为

整个民族事业最高领导者而生。他，最高的统帅和

领袖，从来都不是一个小分队的优秀军官，而是一方

领土的优秀管理者。”［４］６７０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将富兰

克林·皮尔斯归于“天才的总统”［５］３１５。在《评亨

利·托马斯·巴克尔的书〈英国文明史〉》一文中，

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写道：“第三阶层的领袖常常与

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商讨。”［３］６１２他同样高度

评价自己的同时代人废奴运动者林肯：“（１８６０年）
１１月 ６日，拥有自己候选人林肯的党派胜利的日
子，这是个伟大的日子———是合众国新时代的开始，

是伟大的北美人民政治发展的转折的开始。”［６］３５３

三

美国的什么如此强烈地吸引了车尔尼雪夫斯

基？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还是快速发展的经济？

１８６０年，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的俄译本由
阿·雅库鲍维奇翻译在基辅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

对译本及原著的评论发表了著名的《对权威的不

敬———论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文中车尔尼

雪夫斯基援引了托克维尔的话：“美国制度所赖以

建立的原则，是秩序原则，权力平衡原则，真诚而深

刻尊重权利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必需的。”［７］６８７接着

他诠释道：“托克维尔著作的价值主要在于这一爱

国精神和清醒的思想———研究美国制度的目的在于

运用他们的知识更好地建设法国的事业。”［７］６８７那么

换言之，车尔尼雪夫斯基研究美国制度，也是要解决

俄国现代转型问题。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年车尔尼雪夫斯
基在《现代人》上开辟有专栏《政治》用以观察西欧

政治生活。在１８６１年第１期《现代人》上，评论凯
利的《给美国总统的政治经济书信》时，车尔尼雪夫

斯基称那些只看到这个“伟大和崇高的民族”生活

中不足的人是“进步的敌人”［７］９１６。同时，这篇评论

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车氏认为，“自由贸易的理论

更符合民族的利益”［７］９０９。

我们知道，从１８６０年底到１８６１年２月初，南卡
罗来纳、佛罗里达、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

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７个州先后宣布脱离联邦政
府，美国正经历着一场危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

１８６１年第２期《现代人》的《政治》栏目中写道：“报
刊上满是预测，说春天前欧洲正在酝酿非常重大的

事件。但是无论这些期待如何重要，读者也不会奇

怪这次我们的‘观察’的大部分篇幅将用于北美的

事件，这些事件使我们在上个月几乎完全忘记了欧

洲。……现在北美所经历的危机，不会不对文明世

界的命运产生非常强有力的影响。如果这一危机的

结局是，正如现在整个欧洲所预言的那样，一个政党

投降了，社会意见就转向了另一方；如果北美的事情

是另一种结局，那么西欧将会显著地加速事件的进

程。自然，无论何种情况，北美历史对西欧的影响都

不会立即显现，不会是某个有效力的事实的源头。

不，不是的，这是另一种关系，联系不在于个别事件，

而在于西欧思想的总体态势是守旧还是渴望向前，

是害怕未来还是期待未来一切美好的东西。这里，

联系不是表面的，不是稍纵即逝的，不是显现在某些

个别事实中，而是深入到西欧事件根底的联系。北

美这个榜样，是一股常在的力量，它应当要么将欧洲

引向众所周知的道路，要么使其背道而驰。也许在

一两年内，西欧历史不会显现由当前北美转折的结

局而带来的变化，但是未来几十年它将对欧洲未来

的走向发生作用，正像先前北美的创立本身所产生

的作用那样，区别仅在于，现在这个榜样不再是与西

欧国家相比是弱小的人口稀少的一个部落，而是一

个强大的民族，在外部力量上已经在所有国家中居

于首位。深入领会这一转折的性质，努力猜透层层

隐秘，预见它的出路，这一任务对于规划即将到来的

夏天和明年冬天欧洲的事业毫无益处，但是对于评

估未来的政治思想运动却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思想

将决定整个我们的事业，也许还有我们下一代的事

业。”［６］４０９－４１０可以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国的

存在本身，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对人类命运的

许多方面有决定性影响。这是多么有预见性！

不只是政治制度、国际地位，美国快速发展的经

济也令他吃惊。他在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对穆勒的著作
《政治经济基础》（４卷）进行翻译并注释，其中第１
卷发表在《现代人》上，２—４卷因体量太大而单独出
版。该书的翻译，主要是注释构成了车尔尼雪夫斯

基本人的“工人经济理论”完整和详细的表述，其中

指出：“美国是社会财富增长最快的令人吃惊的榜

样，其体量之大足以称其为一个独立的经济

体。”［８］４９９其实，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１８５４年在《祖国纪事》第８期上的《文学、艺术、科学
和工业的新气象》中，他就已经注意到美国经济的

增长：“最新公布的数据证明合众国的财富与实力

迅速增长……仅一年的收入（１８５２年 ７月 １日—
１８５３年７月１日）就增长了（折合）１８，０００，０００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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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３］１１４

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注意到美国经济收入的数

字，同时还注意到美国的现代化建设。自然，美国的

铁路建设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铁路建设鲜明地反映

了经济的总体水平，正如我们现在亲身目睹和感受

到的中国的铁路建设水平代表着中国现在经济的总

体水平。众所周知，１８５１年俄国第一条铁路———莫
斯科到彼得堡的铁路，交付使用。同样众所周知的

是，铁路交通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在克

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而此时在美国早已开始了铁

路建设的真正热潮：１８４０年铁路总长度达到了４４１０
公里（而莫斯科到彼得堡的铁路仅长为６４５公里），
在国内战争前已经达到４８０００公里。在《现代人》
１８５４年第８期“外国新闻”栏目中，车尔尼雪夫斯基
让读者注意“（各国）新规划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

的规划”，他指的是，有可能很快开始建设的“从位

于密西西比或密苏里州的城市开始到圣弗朗西斯科

结束”的铁路，他形容铁路的长度将是在上面可以

行驶“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３］２６４－２６５。还有资料表

明，一个更宏大的洲际铁路计划在１８６２年被林肯签
署生效。［９］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强调铁路的长度，

还写了沿北美铁路出行的舒适性：“现在可以舒适

地乘美国铁路出行，整整数月可以不用走出车厢；车

厢是按照新系统设计的：为每一位客人提供的座位、

空间非常宽敞，旅客可以躺着休息，美国人还对铁路

进行了另一种完善：所有的车厢都可以通过有线电

报与机车司机联系，这样必要的信息瞬间就可以到

达司机那里。”［３］２６５三年后，在１８５７年第３期《现代
人》的《杂志札记》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注意到铁

路这一主题，他在评论１８５７年开办的一份新杂志
《经济指南》周刊时写道：“在我们所读的已经发行

的七期杂志上，不只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我们尤其

注意到了韦尔纳茨基（Вернадский）、哈格迈斯特
（Гагемейстер）和 Д．Г．先生关于铁路的文章。”［４］７１２

《经济指南》头七期杂志就发表一系列论述铁路的

文章，其中出色的是 Д．Г．先生的《铁路札记》，此外
我们发现还有哈格迈斯特先生的《给〈经济指南〉编

辑的信》和韦尔纳茨基先生的 《谈谈交通手

段》。［４］７１３接着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用相当的篇幅解读

了这些文章，并比较了俄国与美国的铁路状况，分析

了美国的经验。他看到了俄国农奴制经济与合众国

状况之间的巨大差别，但他也相信自己国家现代化

转变的可能性。

可以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美国现代化建设

（以铁路为代表）的成就、惊人的经济与国家实力增

长充满了赞赏，而纽约的“晶莹宫”更因其集中反映

了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就而成了一种象征，

一种乌托邦的形式———在这个巨大的“晶莹宫”内

不仅实现着“美国梦”，也实现着人类美好的梦想，

这成了他对俄国未来发展模式的期待。这样也就不

奇怪了，为什么《怎么办？》中薇拉的第四个梦里，对

俄国未来图景的描述，简直就是“晶莹宫”（或“水晶

宫”）的模样。

四

薇拉的第四个梦中，在田地里工作的人住在

“一座高大的建筑物”中，“它耸立在田野和草地、花

园和树木当中。……这座建筑物———这是什么？这

是什么建筑式样？今天没有这种式样。不，已经有

了一个雏形———塞屯汉山丘上的宫殿：到处只见铸

铁和玻璃、铸铁和玻璃。不，不只是铸铁和玻璃，这

仅仅是建筑物的外壳，它的外墙；里面才是真正的房

屋，一座高大的房屋：这道铁骨透明的外墙仿佛一个

匣子似的包蔽着它，跟它的每层楼中间有一圈宽阔

的走廊相连接。这内屋的建筑式样多么灵巧，窗与

窗之间的墙壁多么狭窄啊。……这是怎样的地板和

天花板啊？这些房门和窗框是用什么做成的？这是

什 么？银？白 金？家 具 差 不 多 也 全 是 这

样。”［１］４２７－４２８这种描写不正是“晶莹宫”（或“水晶

宫”）的钢架结构、玻璃幕墙的外形！

如果说，这还仅仅是外形的相似，很难说它是英

国的“水晶宫”还是美国的“晶莹宫”，那么，“宫”内

的生产、生活模式更能说明问题。

还是在薇拉的第四个梦中，阳光灿烂的原野上，

鲜花盛开，飞鸟歌唱，“原野就是我们俄国的原野；

可是这样的花朵今天只能在我们的花圃中见

到”［１］４２７。“田间种着我们俄国常见的庄稼，不过又

跟我们的庄稼不同，而是长得密密麻麻，一派丰饶景

象。”［１］４２７“这些田地里散布着一群一群的人，到处

是男男女女，老人不多，是因为这儿的人不容易衰

老，这儿的生活又合理又安定，能让人保持朝气。田

地里干活的人群差不多都在唱歌。不过他们在干什

么活呢？哦，他们在收庄稼。他们干得多快！他们

哪能干得不快，他们哪能不歌唱！原来收割、打捆和

运送几乎全由机器代劳，人几乎只要走动走动，管管

机器就行。”［１］４２８－４２９他们是怎么吃饭呢？“收工以

后，所有的人都朝那座建筑物走去”，大厅的一半摆

满了餐桌，桌上早已摆好了考究的食具，桌子中央摆

着一瓶瓶鲜花，“有一千人或者更多，这不是全部，

愿意单独吃的都在自己家里吃”，不下地的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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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子和小孩“做饭、干家务、收拾房间，干这些活

计”；“菜已经端上桌子，下地干活的人进来了，他们

和做饭的人一同用餐”；“谁要愿意吃得更好，也可

以吃到他愿吃的，但是得单独付钱。如果不要求吃

得与众不同，他连一个钱也不用付。各方面都是如

此，凡是照公家的财力来说，人人能得到的东西，个

人一概不付钱”［１］４２９－４３０。吃完饭闲暇时，人们举行

舞会，“他们多么健壮有力，多么标致清雅，他们的

面貌多么神采奕奕、善于表情！他们是幸福的美貌

男女，他们过着劳动和享乐的自由生活———幸福的

人啊，幸福的人啊！”［１］４３６“这些人都是我们俄国

人”，“将来所有的人都这样生”，“对于所有的人都

是一个永恒的春天和夏天，永恒的欢乐”［１］４３０。也就

是，俄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欢乐而自由地劳作、生

活，人们“从心胸中唱出欢乐与幸福、爱与善的

歌”［１］４１５。

车尔尼雪夫斯基１８６２年被捕，他是在潮湿阴暗
的彼得堡要塞，听着涅瓦河的涛声写成《怎么办？》。

在这里，他构想着未来的俄国，思考着俄国大地上依

然以中世纪的方式被统治着的巨量的农奴，他们应

该有的生产和生活，那“光明而美丽”的未来应该

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人

充分就业、男女平等、文化繁荣的光辉时代。人们应

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劳作，享受自由生活。这种

“自由的劳作”和“自由的生活”，正是《怎么办？》中

从美国回来的比蒙特给卡捷丽娜所描绘的一副美国

社会的生活图景。如果我们还要找证据的话，那就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争中，

在自己的作品中涉及众多人物都要跑到美国这个

“自由的国度”体验“自由的劳作”和“自由的生

活”，他指向的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和主张，

只不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是反讽的态度：“跑

到那里体验的人，得到的却是资本家的拳头。”［１０］１１２

同时，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作品中的这一

“梦想”，早在他的政论或书信中就有体现。他给

阿·谢·泽列诺伊③的信中写道，期望“保留那一原

则：‘每一个农民应当是土地的拥有者，而不是雇

农，应当是为自己，而不是为雇主或地主工

作’”［１１］３４７。这一原则，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在美国

找到了样板：“在北方（即北美，下同———笔者），土

地是由平民耕种的，而且他们热爱劳作，他们从英国

逃离，成为大洋彼岸的独立的人：这些人中的每一个

人都可以为自己找到一块土地，可以让他的家庭在

上面充分劳作……北方的农村人口都由不为任何人

服务的人组成，他们自己也没有工人：那里的每一个

农民都是他们耕种的土地的独立所有者。”［６］４１０－４１１

这是他在寻求现代化地解决“俄国农民问题”时，欲

以美国的状况为借鉴，形成自己关于俄国未来社会

的设想。埃·雅·巴塔罗夫在《俄罗斯理念与美国

梦》中指出：“杰弗逊，像美国革命的其他思想家一

样，倾向于将美国的独特性解释为一条不同于欧洲

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一条防止老太太式的欧洲遭

受的社会缺陷和疾病在年轻的（美国）社会蔓延的

道路。杰斐逊梦想着一个不是通过工业发展，而是

沿着农业道路发展的农业国家，正如《独立宣言》的

起草者（亦即杰斐逊———笔者）所认为的那样，它产

生了一切有益的后果。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笔

记》中写道：‘我们有广阔的土地，农民可以在那里

施展他的辛勤工作……因为我们有土地可以劳作，

让我们的公民永远不要走到机器前，坐在纱线后面。

木匠、石匠、铁匠需要农业。至于一般的生产业务，

让我们的车间留在欧洲吧。最好为工人把食物和材

料带到那里，而不是把工人连同他们的风俗和生活

准则带到这里。’”［１２］这里是将欧洲视为一个衰老

的老太太，受着社会缺陷和疾病的折磨，美国应该避

免走这一道路，也拒绝欧洲的生活准则。实质上，这

是指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罗斯理念”与美利

坚奠基者之一、美国之父的杰斐逊的“美国梦”是相

吻合的，因为，一百年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似乎复制

了杰斐逊的话，认为美国“所有阶层消失了”［８］４１０，

“没有强迫劳动的北美在自由劳动中繁荣起来，他

们的所有居民———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都同

样认为，如果他们有强迫劳动，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

是毁灭”［７］４１０。所有人平等、自由地劳动，车尔尼雪

夫斯基推崇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北美经济。自

由劳动———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俄国现代化道路

寻找的基础。这是其一。

其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

来，政治结构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此方面，车

尔尼雪夫斯基同样引证了北美的经验，以强盛的美

国得以形成的历史加以论证。他在评论１８５７年第
１０期《现代人》上发表的经济学家伊·巴布斯特
（И．К．Бабст）１８５６年在喀山大学发表的一篇精彩
演讲时，专门引用了一段话：“很难想象，糟糕的政

府、缺乏安全、任意的课税、抢劫、不良的行政机构，

在国民资本的节俭、积累以及倍增方面的致命影响

会到一种什么程度；自相残害的战争、政党斗争……

饥饿也不会有像专制和管理的任意性那样对国民财

富产生致命的影响。”［４］４２９车尔尼雪夫斯基分析说：

“因此，如果我们在某个国家的习惯和生活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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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其资本的增加，换句话

说，有利于它的财富增加，我们必须知道，它应该感

谢的不是身体的部落特征，不是国家的气候，而只能

是国民自己的行政机构；相反，如果我们看到人们养

成了阻碍国家资本增加的习惯，我们必须知道，这里

的问题无非是国家民事机构的问题。”［４］４２９

北美的共和制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尤其重要，

他在１８５９年的《作为政论家的奇切林》一文中，明
确表达了对这种国家管理模式的好感，认为正是在

这里才能看到民主原则最充分的体现。［１３］６５２－６５３

１８６０年，他又在我们前面提及的《对权威的不敬》一
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美国民主的看法。［７］６９４－６９６

此前１８５８年他也曾在《包税制》一文中，以一种非
常独特的方式与那些认为俄罗斯不能接受共和制的

人争论：“许多人发现，在美国，邪恶的无政府状态

占了上风。也许这种观点是公正的；我们甚至赞成

它。但是有位爱尔兰人却不赞同这种观点。他是一

个无知、肮脏和懒惰的醉汉来到纽约的。他被雇去

打工，最初他并不好好工作，所有挣的钱都喝光了。

但很快他注意到，无论他赚了多少钱，它们都留在他

手中，没有人从他那里拿走多余的钱，也就是，这在

他原来的东家那里似乎是多余的。他开始更努力地

工作，以获得更多的钱。他或他的同伴有时会与雇

主发生冲突。这些争议由美国政府来裁决，裁决结

果让这位爱尔兰人觉得是不偏不倚和公正的。他很

快确信，政府和裁判员不是他的敌对力量。他不再

害怕不公正。很快，过了一年，一年半，你看到他彻

底改变了。他努力工作，节俭，酗酒的习惯也在他身

上完全消失了。他已经开始拥有一点资本，他去了

西部，获得了一块土地，盖了房子，成为一个模范农

民，他关心教育他的孩子，他自己，尽管他４０岁或
４５岁，还是学会了阅读。”［１３］３３３他就用这个小故事来
说明美国制度的公正及其促进社会、经济与人发展

的能量。

除了论证美国的政治结构，车尔尼雪夫斯基还

注意到美国社会的道德力量使其社会充满活力。

在我们前面指出的他分析巴布斯特的演讲时，

车尔尼雪夫斯基谈到了巴布斯特使用的“民族资

本”概念，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引入了“道德资本”的

定义，即“最重要的民族资本是人民道德力量和精

神发展的储备”［４］４７２。这个储备的过程中，教育居首

要位置。其实，这个问题，他早在 １８５４年《祖国纪
事》第１２期的《文学、艺术、科学和工业的新气象》
中，就已经注意到美国日常生活中，甚至是在对儿童

的教育中的新措施，例如，他谈到了一个北美组织的

一次“全民育儿大会”，会议提倡“教育者应该采取

最具关怀的健康和先进的教育方法和手段”［３］２２１。

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指出，“移居美国的欧洲平民子

女比留在欧洲的平民子女享有更多免于繁重工作的

时间”［５］８６３，这里的教育更为普遍，社会生活更丰富

充实，“具有阅读报纸和书籍习惯的人的比例比英

国高得多”，“即使是农村平民也具有在西欧只属于

大城市的贸易阶层的习惯，这些人充满热情，他们的

精神生活相当活跃；因此，会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他们的精神比欧洲平民更强大更有力。问题不在于

气候，而在于经济生活的特性，在于人们普遍希望上

升到社会的更高阶层。许多欧洲平民被剥夺了这种

希望；而每个精力充沛的美国人都拥有这种希

望”［５］８６４。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国家道德生活的健康

与发展。

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绝没有对美国的其他社

会现象视而不见，特别是南美的奴隶制。在进步的

俄罗斯媒体中，一直将这种奴隶制与农奴制联系在

一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

则》中指出：“在联邦的另一半，在南部或奴隶制州，

贵族占主导地位：所有权力实际上都属于几万富有

的种植者，他们不仅使黑人，而且使这些州的白人处

于无知和贫困之中。”［７］２２８

不过，不能仅仅从车尼雪夫斯基与俄国农奴制

斗争的角度看待他对美国的态度。他对美国充满了

信心。他在１８６１年《现代人》第１期的书评《评凯
利的〈给美国总统的政治经济书信〉》中写道：“在北

美的公共事务中，确实有很多坏事。北美爱国者希

望，他们很快就会清除玷污国家的那些污渍；他们谁

也没有否认，到目前为止，国家有很多非常肮脏的污

渍。”［７］９１６他认为：“美国最主要的困难和缺陷，甚至

在很大程度上是唯一的缺陷，就在于它还有奴隶

制。”［７］９１７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个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

生活中看到了许多东西，他对美国现实、美国经济、

政治、社会生活等所作的研究，使他不仅客观地认清

了美国，也使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俄国现代化纲领。

这一纲领中对美国模式的借鉴，是他在俄国现代转

型中给出的道路之一，属于众多俄罗斯思想家在

“现代性”语境中为俄国寻求的出路之一。因而，我

们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国倾向”中，看到了他的

“水晶宫”理想的美国内涵，看到了一个更为完整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不仅有激进的社会改革主张，也

有和平建设的诉求。如果将这一思想排除在外，不

仅是对车尔尼雪夫斯不充分不完整的认识，也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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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理念”不充分不完整的认识。

注释：

①童明．自然机器·人性·乌托邦：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
车尔尼雪夫斯基之争［Ｊ］．外国文学，２００９（１）；单世联．
“水晶宫”与现代文化的分裂：重思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陀

思妥耶夫斯基之争［Ｊ］．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１１（２）；金美玲．
“水晶宫”与“黄金时代”之辩：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陀思妥

耶夫斯基比较研究［Ｊ］．中国俄语教学，２０１６（１）．
②有的研究者甚至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水晶宫”在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出现过，而说第一次出现是在《地

下室手记》。可见研究之疏漏。

③Зеленой（Зеленый）АлександрСергеевич（１８２２—１８７５），
５０—６０年代社会活动家，政论家，剧作家，教育家。

参考文献：

［１］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Ｍ］．蒋路，译．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２］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Г．Полн．собр［Ｃ］．соч．：в１５т．
М．：Гослитиздат，１９３９—１９５３．Т．ХＩ．

［３］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Г．Полн．собр［Ｃ］．соч．：в１５т．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１９３９—１９５３．Т．ＸＶＩ．

［４］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Г．Полн．собр［Ｃ］．соч．：в１５т．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１９３９—１９５３．Т．ＩＶ．

［５］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Г．Полн．собр［Ｃ］．соч．：в１５т．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１９３９—１９５３．Т．Х．

［６］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Г．Полн．собр［Ｃ］．соч．：в１５т．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１９３９—１９５３．Ｔ．ＶＩＩＩ．

［７］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Г．Полн．собр［Ｃ］．соч．：в１５т．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１９３９—１９５３．Т．ＶＩＩ．

［８］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Г．Полн．собр［Ｃ］．соч．：в１５т．
М．：Гослитиздат，１９３９—１９５３．Т．Ｉ．

［９］Невероятнаяисториятранс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ой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вСША［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ｈｎｙａｇｉ．ｎｅｔ／３４００４－
ｎｅｖｅｒｏｙａｔｎａｙａ－ｉｓｔｏｒｉｙａ－ｔｒａｎｓｋ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ｎｏｙ－ｚｈｅｌｅｚｎｏｙ－
ｄｏｒｏｇｉ－ｖ－ｓｓｈａ．ｈｔｍｌ．

［１０］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与憧憬［Ｍ］／／作家日记（上）．张
羽，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１］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Г．Полн．собр［Ｃ］．соч．：в１５т．
М．：Гослитиздат，１９３９—１９５３．Т．ＸＩＶ．

［１２］ЭдуардБаталов，Русскаяидеяиамериканскаямечта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ｉｋｎｉｇｉ．ｎｅｔ／ａｖｔｏｒ－ｅｄｕａｒｄ－ｂａｔａｌｏｖ／
４９３６１－ｒｕｓｓｋａｙａ－ｉｄｅｙａ－ｉ－ａｍｅｒｉｋａｎｓｋａｙａ－ｍｅｃｈｔａ－
ｅｄｕａｒｄ－ｂａｔａｌｏｖ．ｈｔｍｌ．

［１３］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Г．Полн．собр［Ｃ］．соч．：в１５т．
М．：Гослитиздат，１９３９—１９５３．Т．Ｖ．

（责任编辑　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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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ｅｃｔｓ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ｒｅａｍ”．Ｔｈｉ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ｏｄｅｌｉｓｏｎｅｏｆｒｏａｄｓｗｈｉｃｈ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Ｔｈｕｓ，ｆｒｏｍｈｉ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ｅｓｅｅＣｈｅｒｎｙｓｈｅｖｓｋｙｍｏｒｅｆｕｌｌｙ，ｗｈｏ
ｎｏｔｏｎｌｙｈａｓｒａ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ｂｕｔａｌｓｏｈａｓａｐｐｅａｌｔｏ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ｉ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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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ｅｒｎｙｓｈｅｖｓｋ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ｒｙｓｔａｌｐａｌａｃｅ

·７·



第３８卷　第６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６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Ｄｅｃ．２０２１　

从《文选·七哀诗》看魏晋士人的乱世情怀与家国理想

杨　波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０５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历代类编唐诗总集整理与研究”（２０２０ＢＷＸ０１１）
作者简介：杨波（１９７５—），女，河南新蔡人，文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文献

整理和中原文化研究。

摘　要：萧统《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其中收录《七哀诗》５首（曹植１首，王粲２
首，张载２首）。这几首同题诗歌的创作者身份不同，内容有异，但都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社会、人生
的体验与思考，分别代表了贵族公子式的个人感伤、文学侍臣的痛苦言说和仁人志士的乱世悲歌，集

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对文体文风的深刻影响。这些诗作表现出的主题倾向和创作风

格，既抒发了魏晋士人浓郁深厚的乱世情怀，又充溢着积极进取的家国理想，具有较为鲜明的范式特

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七哀诗》；魏晋士人；乱世情怀；家国理想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２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０８－０６

　　萧统《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在中
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影响非常深远。此书遵循着“凡

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

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１］的编纂原则，共分３７类
文体，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分类编纂和分体研究起到

“导夫先路”的作用。在《文选》所收的各类文体中，

“哀伤”类诗歌共收录了９位作家的１３篇作品，其
中以《七哀诗》为题的作品有５首，即曹植《七哀诗》
１首、王粲《七哀诗》２首、张载《七哀诗》２首。这几
首五言古诗集中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

氛围，表现出魏晋士人胸中郁积的乱世情怀和家国

理想，从一个侧面映射出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与繁

荣状况。

一、情兼雅怨：贵族公子的个人感伤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曹丕《典论·自

叙》中有段话描述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乱世场

景：“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

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

危”，“会黄巾盛于海岱，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

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

暴骨如莽。”当时，整个社会基本处于无序和失范状

态，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都涂上

了一抹浓浓的乱世色彩，“传统文化在建安时期不

可避免地发生了裂变，呈现出多种文化竞相争奇斗

艳、并行不悖的状态”［２］３８，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留

下鲜明的时代印记。

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是建安文人集团的核心人

物，也是建安时期文学创作中开风气的人物。陈寿

《三国志》中记载有不少关于“三曹”推崇建树功业

和从事文学创作的史料。据《魏书》记载，曹操“创

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

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

皆成乐章”［３］５４。他善于借乐府旧题写时事，其《短

歌行》《蒿里行》《薤露行》等诗作，用洗练的语言表

现出雄浑阔大的气势和无比深沉的悲愤。清人方东

树《昭昧詹言》称：“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

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哀歌也。《薤露》哀君，

《蒿里》哀臣，亦有次第。”对曹操诗歌的“诗史”贡献

品评得颇为精到。作为曹操的继承人，魏文帝曹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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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得上“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

该”［３］８９，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更为深沉的战争之

思和治国理想。《艺文类聚》卷五九收录有曹丕作

于建安八年的军旅组诗《黎阳作》，用白描的手法叙

述他随父从征袁谭时由邺城至黎阳途中的经历与感

受，其中诗句“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载主而征，救民

涂炭”（其一），“追思太王
"

，胥宇识足臧”（其三），

“霜露惨凄宵零，彼桑梓兮伤情”（其四），反映出老

百姓久乱思治的朴素愿望，以及作者希望尽快结束

国家动乱分裂的政治局面，以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

百姓。陈思王曹植少年早慧，“年十岁余，诵读诗论

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３］５５７。这既与曹操的精心

培养息息相关，也与当时的审美好尚密不可分。

受时代风气的熏染，曹植早期同样渴望建功立

业，向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军旅生活，认

为“吾虽薄德，位为蕃侯，犹庶几鮸力上国，流惠下

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

赋为君子哉！”（曹植《与杨德祖书》）他善于将特殊

的人生经历浸润于文学作品之中，其诗作以笔力雄

健和词采华美见长。后来，由于曹植“任性而行，不

自?励，饮酒不节”［３］５５７，加之私自违反禁令，“尝乘

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３］５５８，惹得曹操大怒，失去

了竞争继承人的机会，又受到兄长曹丕的严加防范，

“徙封雍丘王”［３］５６２。他因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而“常

自愤怨”，认为自己，只能寄情于文学创作，时常流

露出“抱利器而无所施”［３］５６５的苦闷和悲愤。《文

选》卷二三收录的《七哀诗》，就是曹植这一时期的

代表性作品。录之如下：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

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客子妻。君行逾十

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

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

开，贱妾当何依？

历代关于“七哀”的解释很多，其中以《文选》六

臣注、吕向注和元人李冶《敬斋古今?》传播较广。

吕向注文曰：“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

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元人李

冶《敬斋古今?》亦有解释：“人之七情有喜、怒、哀、

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

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

也。”这两种解释都有望文生义之嫌。据今人余冠

英《三曹诗选》阐释，《七哀》属于乐府歌辞，“所以名

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

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

这种说法比其他解释更有道理，所以也更能为学界

所接受。

曹植《七哀诗》以自问自答的表现形式和独守

空闺的怨妇口吻，生动地表现出曹植在政治上建功

无路、生活中苦闷无边的凄苦心境。“明月照高楼，

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皎洁流转

的月光，清辉映照的高楼，独自凭栏的怨妇，愁肠百

结的诗人，身份地位虽然悬殊，人生境遇何其相似。

面对此情此景，文才富艳的诗人满腹哀怨，他将当道

者和自己分别比作“清路尘”和“浊水泥”，发出了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的深深叹息。即便如

此，诗人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一腔忠君报国

之心始终萦绕于心头，还多次上书兄长文帝曹丕和

癙儿明帝曹睿，幻想着“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一展平生抱负。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

记载，太和初年，曹植在其封地雍丘时，“常自愤怨，

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称“臣闻士之生世，

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

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

臣”［３］５６５，认为“夫君之宠臣，欲以除患兴利；臣之事

君，必以杀身靖乱，以功报主也”，“夫忧国忘家，捐

躯济难，忠臣之志也”［３］５６６，其最终目的在于“冀以

尘雾之微补益山海，荧烛末光增辉日月，是以敢冒其

丑而献其忠”［３］５６８，殷殷报国之情溢于言表。但是，

曹植言辞恳切的上疏并未得到皇帝的认可，万般无

奈，只能含蓄委婉地感慨一句“君怀良不开，贱妾当

何依”。

魏晋以降，世人对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创作评

价有别。如刘勰认为，曹植“思捷而才隽，诗丽而表

逸”，曹丕则“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

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并指出世人

对曹氏兄弟评价有所倾向的深层原因，正在于“但

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

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４］４２８。钟嵘《诗品》盛赞曹

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

溢今古，卓尔不群”。元末明初文士刘履则认为，

“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

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也”，从不同侧面表现

出曹植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慷慨悲凉的风格。如果曹

植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文人雅士，也许他就不会这

样痛苦。但是，历史无法假设。曹植既是“天才流

丽”“誉贯古今”（王世贞评语）的贵族公子，又是上

疏求自试，却不为当政者所用的政治上的失意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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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极大的反差映射在诗人身上，于是只剩下“情兼

雅怨”的个人感伤了。

二、苍凉悲慨：文学侍臣的痛苦言说

王粲（１７７—２１７），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
城）人，“建安七子”之一。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早年

随父西迁居长安，为著名学者蔡邕所赏识；初平年间

遇关中骚乱，不得已前往荆州依附刘表，过了十多年

郁郁寡欢的客居生活；建安十三年（２０８），曹操大军
南下，刘表病卒，刘琮投降，王粲归曹，赐爵关内侯，

才华始逐渐绽放。王粲善属文，《登楼赋》《为刘荆

州谏议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等传诵千古。

沈约将其与司马相如、班固等人相提并论，称“相如

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

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可见其文才之高。

可惜天不假年，建安二十二年春天，王粲在跟随曹操

南征孙权的途中病卒，终年４１岁。
以诗言志是王粲诗歌作品的显著特色之一。王

粲《七哀诗》共有３首，《文选》卷二三收录２首，其
一“西京乱无象”，其二“荆蛮非我乡”，主要描写客

居荆州的见闻和壮志难酬的感慨，生动地再现了汉

末因战乱造成的田园荒芜、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景

象，表达了忧国忧民的乱世情怀和乱世思治的儒家

理想。

第一首诗开篇交代了诗人背井离乡、远赴荆蛮

的社会背景：“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

去，委身适荆蛮。”初平元年（１９０），董卓胁迫汉献帝
西迁长安，王粲曾随父亲徙居长安，是第一次远离故

土。后来，董卓的部将李莈、郭汜等人在长安大肆劫

掠百姓，王粲为了避难第二次迁徙他乡，离开中原地

区去投奔与祖父王畅有师生之谊的荆州刺史刘表。

类似的场景再次出现，尘封的往事涌上心头，敏感细

腻的诗人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凄楚与哀伤。“亲

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得知诗人要远赴荆蛮地

区，亲朋好友纷纷相送，依依惜别，诗人心头平添了

几分生离死别之感。接着，诗人连用四句话来描述

自己离开长安之后，一路之上见到的令人触目惊心

的场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那些“豺狼虎

豹”留下的累累白骨，那个将亲生子女抛弃在荒草

之中的饥饿妇人，那个被遗弃的嗷嗷待哺的可怜孩

子，那句看似决绝实则无奈的“未知身死处，何能两

相完”，无不让诗人肝肠寸断，不忍卒听，急忙催马

飞奔而去。清人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对这几

句诗的评论非常精辟：“‘出门’以下，正云‘乱无

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

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

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

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

可知矣。”［５］最后，当诗人距离西京越来越远，“南登

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时，禁不住想起长眠霸陵岸边

的汉文帝刘恒，想起刘恒父子轻徭薄赋、与民生息而

开创的“文景之治”，又由此联想到“悟彼下泉人，喟

然伤心肝”，这才突然明白下泉人喟叹的真正意义。

“下泉”一词，出自《诗经·曹风·下泉》：“洌彼下

泉，浸彼苞稂。”本是曹人赞美郇伯能勤劳王事之

诗。《文选》李善注此条云：“《毛诗序》曰：下泉，思

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方东树《昭昧詹言》卷

二云：“‘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

痛悲凉，寄哀终古。”两人对此诗主旨的阐释言简意

赅，含蓄隽永。

第二首诗主要写诗人虽然长期客居荆蛮，但是

常常思念故土的复杂心情。“荆蛮非我乡，何为久

滞淫”，诗人开宗明义，直接将问题抛出。接着，诗

人讲述自己因为心怀惆怅，所以眼前的一景一物都

抹上了一层忧愁之色。乘坐方舟溯流而上，日暮时

分更添几分愁肠，甚至连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等都变

得愈发凝重，斜晖、江水、倒影、山岩，无不如此。接

着，作者用一排对偶句描摹自己急于回到故土的心

情，“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

临岸吟”，作者不顾“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独

自一人夜不能寐，于是披着衣服起来抚琴，可是乐器

演奏的曲子也因为演奏者的心情抑郁而发出悲苦的

声音。最后，作者用“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来

总结全诗，反映出汉末社会动乱给人们生活带来的

深重灾难，同时也深化了故国忧思这一主题。

第三首诗“边城使心悲”收录于《先秦汉魏晋南

北朝诗》，生动地描绘出诗人为了生存漂泊至边城

那一时期真实而又痛苦的生活。录之如下：

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冰雪截肌

肤，风飘无止期。

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登城望亭

燧，翩翩飞戍旗。

行者不顾反，出门与家辞。子弟多俘

虏，哭泣无已时。

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蓼虫不知

辛，去来勿与谘。

这首诗开篇即以“边城使心悲”定下了全诗的

情感基调，接着详细叙述了诗人目之所见的种种悲

惨场景，刺骨的冰雪和怒号的寒风在百里之内荒无

人烟的旷野上飘荡，登楼远眺只见烽烟四起、戍旗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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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连年战乱造成了残酷的后果：出征之人一去不

返，留守之人多被俘虏，无论是出征还是留守家园，

同样都逃不脱凄苦悲情的命运。作者还继承了先秦

时期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手法，在诗作最后化用

《诗经·魏风·硕鼠》中的诗句“逝将去汝，适彼乐

土”，用一个表达强烈哀怨情绪的反诘句“天下尽乐

土，何为久留兹”，与“蓼虫不知辛，去来勿与谘”这

句凝聚着无限辛酸和悲哀的诗句形成鲜明的对照，

深刻地表现了东汉末年连年的战乱给整个社会带来

的深重灾难，抒发了哀伤而不沉沦、痛苦而又无可奈

何、惆怅却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复杂情感。

王粲少有才名，博闻强记，有过目不忘之说，并

幽赞微言之能。这三首诗悲壮凄凉，意境幽远，场景

阔大，跌宕起伏，发人深省，诗人忧国忧民的拳拳深

情现于笔端，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建安十

三年，王粲被曹操“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３］５９８。

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时，征引了《文

士传》中一段王粲力劝刘琮投降曹操的精彩辞令，

从侧面反衬出曹操一代人杰之风采。文曰：

粲说琮曰：“仆有愚计，愿进之于将

军，可乎？”琮曰：“吾所愿闻也。”粲曰：“天

下大乱，英雄并起，在仓卒之际，强弱未分，

故人各各有心耳。当此之时，家家欲为帝

王，人人欲为公侯。观古今之成败，能先见

事机者，则恒受其福。今将军自度，何如曹

公邪？”琮不能对。粲复曰：“如粲所闻，曹

公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摧袁氏

于官渡，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破

乌丸于白登，其余枭夷荡定者，往往如神，

不可胜计。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将军

能听粲计，卷甲倒戈，应天顺命，以归曹公，

曹公必重德将军。保己全宗，长享福祚，垂

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粲遭乱流离，托命

此州，蒙将军父子重顾，敢不尽言！”琮纳

其言。［３］５９８

王粲凭借其敏捷的才思和卓著的辩才，纵论当

时的天下大势，详细分析了曹操作为一代人杰的雄

才大略和顺天应时的历史趋势，成功说服刘琮归降

曹操，为曹魏政权走向统一立下一大功劳。王粲著

有诗、赋、论、议等各种文体近六十篇，尤善辞赋，所

谓“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３］５９９，甚

至达到时人经过深思熟虑也无法再增减字句的地

步。据《典略》记载，“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锺繇、

王朗等虽名为魏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能措

手”［３］５９９，名重一时。曹丕《典论》中有关于“建安七

子”文风的评价，其文对王粲尤为推崇，文曰：“今之

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

留阮蠫、汝南应
#

、东平刘桢，斯七子者，于学无所

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

驰。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

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

《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

未能称是。”［３］６０２张衡和蔡邕都是东汉时期著名的辞

赋大家，曹丕却认为王粲的上述赋作“虽张、蔡不过

也”，能够与张衡、蔡邕的赋作相提并论，可见时人

对王粲之推崇。无怪乎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

中盛赞王粲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

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４］４２８曹植称赞

其“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方

东树称赞其诗作“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

一人而已”，确为千古至论。

三、乱世悲歌：仁人志士的生命体验

张载字孟阳，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张载性情

闲雅，博学多闻，西晋时期曾任佐著作郎、记室督、中

书侍郎等职，后因世乱而托病告归。《晋书》卷五五

有小传。张载原有文集七卷，早已散佚。明人张溥

将张载和张协兄弟二人的作品辑为《张孟阳景阳

集》，收录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其作品现存

《七哀诗》《拟四愁诗》《剑阁铭》等篇，分别收录在

萧统《文选》卷二三、卷三、卷五六。现将《七哀

诗》二首录之如下：

（一）

北芒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

坟，皆云汉世主。

恭文遥相望，原陵郁??。季世丧乱

起，贼盗如豺虎。

毁壤过一?，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

体，珍宝见剽虏。

园寝化为墟，周墉无遗堵。蒙笼荆棘

生，蹊径登童竖。

狐兔窟其中，芜秽不复扫。颓陇并垦

发，萌隶营农圃。

昔为万乘君，今为丘山土。感彼雍门

言，凄怆哀今古。

（二）

秋风吐商气，萧瑟扫前林。阳鸟收和

响，寒蝉无余音。

白露中夜结，木落柯条森。朱光驰北

陆，浮景忽西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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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望无所见，唯睹松柏阴。肃肃高桐

枝，翩翩栖孤禽。

仰听离鸿鸣，俯闻蜻蘍吟。哀人易感

伤，触物增悲心。

丘陇日已远，缠绵弥思深。忧来令发

白，谁云愁可任。

徘徊向长风，泪下沾衣襟。

汉代末期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不仅给普通民众

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最高统治者带来灭顶之

灾，甚至连尊贵无比的刘汉王朝陵寝也遭受到空前

的破坏。

第一首诗由远及近，托物起兴，大量用典，诉说

着仁人志士的慷慨悲歌。诗作前六句首先描绘出一

幅苍茫悲凉的汉陵丘山图：“北芒何垒垒，高陵有四

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郁

??。”在高大巍峨的洛阳北芒山上，诗人极目远

眺，看着经历了汉末大动乱的垒垒青冢，心中起伏万

千。据曹丕《典论》所载：“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

不发掘。”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既是对帝王陵寝惨

遭破坏的深沉感慨，又是对张载《七哀诗》相关内容

的准确注解，更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直接付诸笔

端，其中“垒垒”一词力透纸背，一股苍凉之感扑面

而来。“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面对煊赫百年

却杂草丛生的帝王陵墓，作者以“借问”一词总领下

文，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对历史往事的回顾与思考。

中间十四句，诗人再次回顾汉陵被掘的历史事件，从

最初的远观慢慢变成近观，审视事物的视角发生了

变化，但表现汉陵荒败、人世沧桑的目的却更加清

醒。“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珠柙离玉体，珍宝

见剽虏”，生动的比喻随处可见；“园寝化为墟，周墉

无遗堵。蒙笼荆棘生，蹊径登童竖”，“狐兔窟其中，

芜秽不复扫。颓陇并垦发，萌隶营农圃”，客观的写

实言简意赅，一串串典故内涵丰富，一声声叹息让人

感伤。文章中的“一?”意为“一捧土”，语出《史

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当时有人盗走了高庙座前

的玉环，汉文帝大怒，想要株连其族。张释之则根据

律法为嫌犯力争说：“假令愚民取长陵一?土，陛下

何以加其法乎？”［６］２７５５长陵是汉高祖刘邦的陵墓，这

里“取一?土”即是盗墓的含蓄说法。再如“珠柙”

两句，主要写陵内的珍宝被掠，语出《西京杂记》：

“汉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铠甲，连

以金镂。”这些帝王生前不可一世，死后随葬品多不

胜数，但仍逃不脱季世大动乱的命运，往日的一切很

快成为过眼烟云，古今盛衰的反差令人唏嘘不已。

最后，作者直抒胸臆，慨叹那些帝王“昔为万乘君，

今为丘中土。感彼雍门言，凄怆哀今古”，将历史之

哀和现实之思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揭示了“盛衰无

常、富贵难永”的人生哲理。这里“雍门言”又是一

个典故，出自桓谭《新论》：“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

曰：‘臣窃悲千秋万岁后，坟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

樵儿牧竖踯躅而歌其上，行人见之凄怆，孟尝君之尊

贵，如何成此乎！’孟尝君喟然叹息，泪下承睫。”诗

人借雍门周与孟尝君之间的一次谈话，来表达自己

的愤慨。

张载才华横溢，官至中书侍郎，职掌著作，刘勰

称“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可谓鲁卫之政，兄弟之

文也”［４］４２９，对其才略评价甚高。他现存作品不多，

但仍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理念和文学思想。太康初

年，张载到四川探望任蜀郡太守的父亲张收途中所

写的《剑阁铭》，就抒发自己对朝代更替、世事沧桑

的无限感慨。而《晋书》卷五五《张载传》中节录的

《榷论》一文，则以“夫贤人君子将立天下之功，成天

下之名，非遇其时，曷由致之哉！”［７］１５１７为切入点，详

细地论述了古往今来那些有大作为、成大功业者的

事例，指出他们“处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勋，居

太平之际，而吐违俗之谋，此犹却步而登山，鬻章甫

于越也”［７］１５１７，认为“有事之世易为功，无为之时难

为名”［７］１５１８，较为直接地阐释了一个人建功立业的

高度与其所处时代提供的机遇和个人遭际之间的辩

证关系。

无论进退仕隐，张载都在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

生命体验方式，这种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暗合。张载对当时的

政治形势看得非常清楚，不愿意在乱世的政坛上蹉

跎岁月，于是称病归家。他认为，贤人君子能否成就

一番大事业，与其人生遭际有着莫大的关系，所谓

“时平则才伏，世乱则奇用”，“不能无水而浮”，“不

能无云而飞”，“有事之世易为功，无为之时难为

名”，否则，即便身怀颜孟之术或伊管之略，如果缺

乏施展才华的机遇和舞台，也无法成就一番事业。

所以，他在《七哀诗》（其二）中通过撷取大量常见的

秋日景象，如“秋风”“商气”“阳鸟”“寒蝉”“白鹿”

“松柏”“桐枝”等，抒发了“哀人易感伤，触物增悲

心”“徘徊向长风，泪下沾衣襟”的感慨之情，表现出

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安静和平生活的渴望。这些诗

作中表现出来的乱世情怀与家国理想都不是一蹴而

就的，而是与作者的生活环境和家世背景息息相关，

是作者经过长时间深入细致思考和探索的结果，具

有深厚的实践基础。

正如刘勰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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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４］４０８建安二十二年（２１７年）二月，中原地区瘟
疫横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耳

闻目睹了自然灾难给百姓生活带来的痛苦，曹丕发

出了“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的

感慨。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往往有一种无能为力的

感觉，却可以通过著书立说来实现不朽于世的人生

追求。《文选》中收录的这几首《七哀诗》，创作于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４］４０３

之时，表现出类似的主题倾向和创作风格，即“观其

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

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４］４０４，既抒发了魏晋士人胸

中郁积的乱世情怀，又充溢着积极进取的家国理想，

具有较为鲜明的范式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无论

是曹植贵族公子式的个人感伤，还是王粲等人文学

侍臣的痛苦言说，抑或是张载等仁人志士的乱世悲

歌，都是作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体验与思考，集中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对文体文风的深

刻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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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木天的一首佚诗及其他

陈佳慧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１０
作者简介：陈佳慧（１９９６—），男，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献学。

摘　要：《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系穆木天于１９４１年所作的一首纪念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
的诗篇，至今未见于各类穆氏作品集与年谱资料。这首诗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

的内在统一，这与他同时期诗歌创作的整体风格是迥异的。通过对该诗创作前后的厘析和内容与形

式层面上的探讨，对我们重新认识穆木天后期的诗歌创作模态和诗歌理论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穆木天；佚诗；马雅可夫斯基；内生命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３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１４－０６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６日，《北战场》（半月刊）第四卷
第一、二期合刊文艺特辑出版发行，其中刊登了一首

长诗，题为《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署名穆木天。

这首诗未收入穆木天于１９４２年出版的诗集《新的
旅途》，也未见于《穆木天诗文集》（时代文艺出版

社，１９８５年版）、《穆木天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及其他各类穆氏作品集，亦不见于陈方
竞《穆木天著译年表》及其他学者关于穆氏的传记

材料，属于佚诗无疑。可以说，该诗的发现对理解穆

木天在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模态和诗歌理论实践都

是有所裨益的。诗歌照录如下：

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

“在这生活中，死亡并不是一件难事，

创造事物，却是更难的事。”马雅可夫斯基

嘲笑着叶遂宁的自杀，然而却离这不久，在

他自杀的遗书上：“意外是终结了，爱情的

水流撞碎在奔流的生活上，我和生命没有

纠葛了。”这多么不像马雅可夫斯基的声

音啊？……

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

苍茫的黄昏

你挥动离别的手

凄厉的风沙

我听到你疲弱而干哑的叹息

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

你枯沙的步音

随叹息隐入辽远的山谷

泪的烟

遮断我悲伤的视线

你走了

你孤独地

离别了祖国的河山

你的胸襟，再没有

火烧的石榴花

你不再听，那农家篱梢上

鸣鸟的呼唤

你只是无言地跋涉你的长途

寂寞地涉过了河

翻过了山

在那尘扑的大野

在那森黑的林荫

或者静夜里河滨的草径

我听到你低噎而绝望的呜咽

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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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野火烧红枫叶的深秋

天空飘着繁星的夜晚

黯黯的茅棚下

你跨出了祖父的马

怀着一颗摇动的心

骋驰在寒冷的大漠

骋驰在五月樱花的大别山

是那匹健壮的马

陪伴着你

陪伴着你摇动的心

迎着熹微炮声里的烟雾

或者在摸袭敌人的暗夜

你的马长啸着

尽情地抛开了四蹄

你的面前

闪着枪弹迸裂的火花

你的笑声

像春雷似的响亮

像瀑布似的朗爽

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

你懦弱地低垂了头

深沉而悲哀地啜泣

现在，你走过了千重山

万重山

你怆凉的足声

响在受难的土地

风逐着沙

沙逐着风

风沙的混沌

吞蚀了你瘦弱的身影

也许怪你经不起过大的风暴

你在深夜里

憧憬七月的故乡

你想把无处流的热泪

流尽在老人的怀抱

你想把无处说的话语

吐诉给还等候你回归的

那放牧的姑娘

也许你惦念着白杨的萧瑟

秋日园林里的绿叶变红

在雪花饰耀的大地

你说：这儿是无花的沙漠

沙漠永远不会开花

（但是，你一度

也会为沙漠中稀有的鲜花

你、我，还有无数你

斗争的伙伴）

于是……

你想走向那有花的地

通过我们英勇的哨岗

不过那已不再有

秀丽的家园

温馨的乡井，到处是

荒芜的野草

焦黑的屋架

卷一道青烟

老人早挥罢长剑死去

那放牧的姑娘

也遗弃了你留下的

那只脱节的牧鞭

还有热望的伙伴

到处的是舞动的红缨枪

青纱帐里

浮起胜利的歌唱……

一把泪洒下辽漠的天空

乌暗的云球

低压着远方的山峦

你仍是无言地走

无言地叹息

寂寞地自语着

冰雪里祖国的土地

永久不会开花

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

（但是，我的伙伴

冰雪底下

有潜伏的生命之流

我们正以心底温暖

向寒冷搏斗）

刊载此诗的《北战场》（半月刊）于１９４１年１月
在国统区河南洛阳创刊，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负

责出版发行，属时政类综合性刊物。该刊多介绍国

内北方抗日战场的战况，对国内外的经济问题也有

所关注，文艺类作品刊载数量不多，与该诗同期刊载

的还有谢冰莹《毛女洞游记》、力夫《痛苦的灵魂》、

天纵《流亡曲》等作品。总的来说，该刊物的办刊宗

旨仍是从民族大义出发、鼓励人民参加抗战，所刊文

章内容皆以爱国情怀和战斗精神为主要基调。１９４１
年前后，正值抗战之艰难时刻，此时的穆木天跟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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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山大学由滇返粤。１９４１年１月，诗人的妻子彭
慧也接受了中山大学的聘请，来到中大师范学院所

在地砰石镇管埠村，一家人遂定居于此。［１］

在理解《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一诗的独特

意涵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并梳理穆木天的诗歌创

作脉络，以明晰他在该诗创作前后的思想轨迹。

１９２７年４月，穆木天的第一部诗集《旅心》经由创造
社出版部出版发行，该诗集中所收诗作多为穆氏留

日期间写就。从此时的《我愿作一点小小的微光》

《泪滴》《江雪》《水声》等诗作中，我们可以窥见法

国象征诗派在穆木天思想深处所留下的魅影———强

调主观唯心主义的感觉性书写，排斥理性，突出诗的

神秘性体验。穆氏此时即强调“诗是要暗示的，诗

最忌说明”，并提倡诗人追求“纯粹的诗的感

兴”［２］１４０，这一时期的诗“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音

节也颇求整齐”［３］８。《心欲》一诗中，“我愿化一飞

鸟／高飞向云际／逐着红紫的天空／飞坠西海里／我愿
化一飞鸟／长飞向密林／栖在翠柳的梢上／静听牧歌
声／我愿化一飞鸟／静坐船桅梢／看渔人秉烛对饮／漫
将长夜消”［４］２２－２３，这几句极富节奏感和音韵感的句

子将诗人惆怅、憧憬的情愫表露无遗。《水声》这首

诗显然是在刻意追求句式的整齐与音韵的和谐———

“我们要找水声到渔人的网眼／我们要找水声到山
间的泉源／我们要找水声到海口的沙滩／我们要找水
声到那里的江湾”［４］３１。然而在五四运动落潮之后，

包括穆木天在内的中国新文学作家，普遍遭遇了梦

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精神危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

人逐渐丧失了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颓废、焦灼、无

力之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萦绕在他们心头，方向的

迷失和前路的渺茫也让穆木天不禁发出了“我不

知／哪里是明／哪里是暗／哪里是朦胧／应奔哪里
行”［４］９８的感喟。“在与法国象征诗直接相联系的穆

木天身上，悲观绝望的境遇感受蒸发掉的恰恰是他

诗歌中的象征主义，是一种丧失精神追求的表

现。”［５］２０４但这样的境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当他回国

之后，在无边的空虚的包围下，他以“数年的沉

默”［２］４２０来对抗着那个令他无言的年代。而正是这

数年的沉默，恰恰喻示着他已经做出了与过去诀别、

向未来前进的历史性抉择。

１９３７年７月由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的《流亡
者之歌》收录了穆氏于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６年间所创作
的诗歌２１首，刊载于《现代》杂志１９３４年２月第４
卷第４期的《我的诗歌创作之回忆》一文，被穆氏用
作此诗集的“代序”。应当说，《流亡者之歌》与《旅

心》是分属于不同时代的、风格与形式皆相异的两

部诗集。《流亡者之歌》里“民众的苦痛”“殖民地的

贱民”“日本的利刃”“农民的热情”“马牛的呻吟”

之类的概念，在《旅心》当中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此类颇显粗糙的语言已经昭示着穆木天在诗歌意象

的选择以及形式的转变上所做出的努力。这样的转

变显然是在目睹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人民的惨痛生

活之后，穆氏所自觉做出的个人反应。此时的穆木

天重又回到了杜甫、雨果和歌德那里，强调诗歌对

“人间社会的现实生活之反映”，伟大的诗歌要具有

“客观的真实性的崇高强烈的感情”［６］２８９。他在为

“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所写的

发刊诗《我们要唱新的诗歌》中，就高声呐喊着“我

们要唱新的诗歌／歌颂这新的世纪……我们要捉住
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４］１３３－１３４的誓言，这分明是
口号式的呼声，除了激情和斗志，诗的原有的韵味和

美感已经不复存在了。《流亡者之歌》中的诗作若

按穆氏自己的界定，可以说“都是帝国主义压迫下

的血泪的产物”［２］４１４，是在描写民众的悲惨遭遇和现

实生活，是在控诉罪恶的战争，是在期盼和平而幸福

的未来。如果说在《旅心》阶段，他是将李白的诗歌

创作水准置于杜甫之上的话———“李白飞翔在天

堂，杜甫则涉足于人海”［２］１４１；那么在《流亡者之歌》

阶段，杜甫的意义在他这里就显然是高于李白

了———“诗人是应当用他的声音，号召民众，走向民

族解放之路。……我们现在不是需要杜甫、密而顿、

惠特曼、雨果、雪莱一类诗人吗？”［６］２４２

穆木天自编的最后一部诗集，也即他整个诗歌

创作生涯当中的最后一部诗集———《新的旅途》，于

１９４２年９月在重庆文座出版社出版，该集收录了他
于七七事变爆发前后的诗作共１９篇。此诗集中的
诗歌多创作于武汉时期和西南时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
作于武汉的《民族叙事诗时代》可以视作他在这一

阶段当中诗歌创作的一个主旋律：“你们要做清亮

的回声，你们要做广博的号筒，诗人们！／歌唱吧！
现在，民族的叙事诗的时代到临了！”［４］２０１《我们要

做真实的诗歌记录者》再一次强调了这一信念：“民

族的战斗的行动／是一部伟大的诗篇／我们要做一
个／真实的诗歌记录者！”［４］２０９这一阶段的诗歌完全
是个人情绪与民族情感相结合的产物，我们从中看

到了一个诗人与时代之间的互动，这是诗人的个体

生命在主动融入历史的浪潮之中后所发出的自觉而

又坦然的呼声。《关于抒情诗》《我们的诗歌工作》

以及《建立民族革命的史诗的问题》等文章，都是在

论证诗歌创作必须与大众相联系、与革命战争相联

系之类的问题。《武汉礼赞》《初踏进了牧歌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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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昆明！美丽的山城》等诗作无不洋溢着革命乐

观主义的精神和抗战必胜的高昂情绪。在１９４０年
１１月从昆明迁至广东砰石之后所作的《月夜渡湘
江》一诗，应当是穆氏在这一时期当中艺术水准最

高的一首了———“今夜我渡过了这琥珀色的湘江／
远望去是一片苍茫／在雾影里飘动着往来的小舟／在
空气中浮荡着朦胧的月光……湘江原野上是一片苍

茫／我战栗地憧憬着他的未来的荣光。”［４］２５０－２５３这首
诗作兼采柔弱与刚强两类意象，浪漫气息与战斗精

神并存，让我们在枯燥、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看到了一

个诗人对美的关怀与渴望，看到了祖国那满目疮痍

的河山仍旧拥有着秀美的风姿，抗战必胜的信心正

是在充溢了雄浑壮阔之气的华夏大地当中所滋养出

来的。从《旅心》到《新的旅途》，在穆木天将近三十

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我们得以窥见了中国现代诗

歌的发展历程。诗人的命运始终是与国家的命运紧

密相连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诗的内容与形式总是

会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在穆木天这里，个

人与社会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对生命的渴望和对

未来的追寻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都是一种坚定不移的

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未曾离开过土地，他永

远是“大地的儿子”。

现在，我们可以来探讨《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

啊》这首诗作了。当我们将这首诗歌放置于《新的

旅途》这一历时性阶段当中时，就不难理解穆木天

为何会发出这般既裹挟着忧伤又掺杂着激情的喟叹

之词了。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诗人、剧作家，他的诗

歌创作虽然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但革命化和大众化

的内质始终在他的诗歌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后

期的诗作俨然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对共产主义事业

的热烈歌颂和赞美之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饱含战

斗热情的诗人，却在精神与现实的双重打击之下于

３７岁那年（即１９３０年）悲愤地自杀了。早在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茅盾、瞿秋白、蒋光慈等人就先后向国人
介绍过马雅可夫斯基，与穆木天同为中国诗歌会主

要成员的任钧等人最推崇的苏联诗人就是马雅可夫

斯基。同时，这位无产阶级战士还是一个对中国和

中国人民怀有美好感情和无限同情的诗人。在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他就相继写下《不许干涉中国》《莫斯
科的中国》和《你来读一读，踏上巴黎和中国》等诗

作，可以说，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中，马雅可夫

斯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关于马雅可夫斯基与

中国诗坛的联系，在此不想过多赘述。事实上，仅从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五卷本

的《马雅可夫斯基选集》，以及其他出版社所印行的

马氏的诗选和传记材料的这些历史事实来看，就已

经可以从历史的维度印证马氏对于中国的影响了。

穆木天与马雅可夫斯基具体是从何时发生的精

神上的联系，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确定

的是，在七七事变以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实践和

战斗精神已经被穆木天所认同并践循了。有学者在

论及马雅可夫斯基对中国朗诵诗倡导者高兰的影响

时，着重提到了高兰创作于１９４５年的《诗的朗诵与
朗诵的诗》一文［７］。其实，早在 １９３８年，穆木天在
《论诗歌朗诵运动》一文中，就已经号召中国的朗诵

诗人向马雅可夫斯基学习了———“把那些诗歌经过

朗读的方式传达给大众，教育大众。……马雅可夫

斯基，在苏联十月革命的时代所完成的东西，我们的

诗歌工作者在我们的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也要同样

地加以完成的。”［２］２２６当然，穆木天的这篇关于诗歌

朗诵运动的文章未能受到相关学者重视的原因，还

在于穆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未能受到应有

的关注，按照陈方竞的说法，穆木天在文学史上是一

个“失踪者”。我们有理由认为，穆木天在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就已经广泛地接触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大
部分诗作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表现形式的问题》

一文中，谈到民间的山歌、大鼓书词等民间文艺体裁

的时候，是颇为赞赏苏联的民间歌谣的。他曾经翻

译过两首小民族赞美列宁的歌谣，他认为，“那是比

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的诗还要动人的”［２］２１５。另

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穆木天的妻子彭慧

曾在１９４０年第１卷第４期的《文学月报》（重庆）上
刊载过一篇《怎样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的译作。

这一对在抗战烽火中饱经离乱的伉俪，都曾对革命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给予过相当的关注，我们可以想

见，他们二人也许会在一个静穆的冬夜里，借着烛光

一同重温并朗诵着马雅可夫斯基那饱含热情与暖意

的诗作。因此，我们可以说，穆木天对马氏诗作以及

对马氏其人都是有相当的认识与感触的。

在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之际，即１９４０年，
《文学月报》（重庆）、《中苏文化》（南京）、《中国诗

坛》（广州）等刊物都相继开设了“马雅可夫斯基逝

世十周年纪念”的特别栏目。穆木天为上述刊物分

别译介了马氏的《呈给同志涅特》《专在开会的人

们》《乌拉迪密尔·伊里奇》三首诗作。《这多么不

像你的声音啊》便作于次年。这首长诗显然是为了

纪念马氏而作，类似纪念性的诗歌在同期还有另外

几首：如１９３９年７月２日发表于《云南日报》上的
《悼高尔基》，１１月１日发表于《文艺阵地》上的悼
念鲁迅的诗作《秋风里的悲愤》，以及次年 １１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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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刊载于《救亡日报》上的《为阿尔风斯·都德诞生

百年纪念而作》一诗。然而，《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

啊》与这些同类题材的诗歌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不同

的。拿《秋风里悲愤》来说，“鲁迅老人！／你确是我
们新中国的象征！／如同我们祖国一样，／你从苦难
中生长出来，／你过了苦难的一生！……你要用你的
愤怒 的 火／把 我 们 的 敌 人／一 个 一 个 地／烧
死！”［４］２３２－２３８这几乎全是宣誓性的、呐喊性的语调

了，诗人的情绪是激动的，心情是沸腾的，这是基于

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与处于危难当中的民族命运而

发出的肺腑之言！对照这一时期穆氏所发表的其他

诗作，几乎全是抗战岁月中的呐喊与长啸，悲愤之音

震彻寰宇，艺术性已经完全隐退于大众性和政治性

的身影当中了。

然而，当我们反观《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时

会发现，在这首诗中，诗人那宣言式的呐喊之声已经

减弱了，情感也趋向于平实与深沉，总体的格调可以

说是内敛式的低吟。诗人别具一格地在诗歌的开头

加上了一小段引言，全诗的情调随即在一汪惋惜与

困惑之情的漩涡当中缓缓流转开来了。在苍茫的黄

昏里，马雅可夫斯基独自一人伴着凄厉的风沙悄然

步入辽远的山谷里，他孤独地离别了祖国的山河。

“苍茫的黄昏”经由诗人的深化，成了负载诗人沉痛

心情的表征，以黄昏作为起兴，诗人的情感一泄如

注，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分节。但就是在这样的长诗

中，节奏的紧促越发能使我们听触到诗人内心当中

充满惋惜和悲痛的回音。农家篱梢上鸣鸟的呼唤已

经随往日的时光一同逝去了，在无尽的长途中，诗人

听到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低噎”而“绝望”的呜咽，诗

人那沉郁的感情经过想象的升华，已经进入了马雅

可夫斯基那似真似幻的“现实世界”当中了。诗人

甚至随着马雅可夫斯基那匹奔腾的骏马一同在暗夜

里飞驰着，作为战士的马雅可夫斯基是毫不畏惧炮

声和枪弹的，他在枪林弹雨中尽情地驰骋，并时时发

出似“春雷”般响亮、如“瀑布”般爽朗的笑声！这是

多么勇敢而又潇洒的战士啊！接着，诗人笔锋一转，

一个孱弱的、悲戚的马雅可夫斯基又复现在我们面

前，他在风沙中艰难地跋涉着，他回想起了那放牧的

姑娘和故园里的白杨，但这一切都已随着风沙消散

在了无垠的荒漠当中了。“秀丽”的家园也已经化

为了“荒芜的野草”与“焦黑的屋架”，这是战争带来

的恶果，不仅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乡已成焦土，诗人自

己的家园也已经在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荡然无存

了！诗人遥望马雅可夫斯基逝去的地方，那片土地

上满是“冰雪”。然而，在诗歌的最后，诗人又从低

沉、失落的情绪当中挣扎出来了———即便是“冰雪

底下”，也有“潜伏的生命之流／我们正以心底温暖／
向寒冷搏斗。”我们也随着诗人的奋起而重燃起了

希望的火炬，我们的心也跟随着诗的情绪而由阴冷

走向了温暖，这是未来的温暖，是由战斗而赢来的温

暖。当时代的重担摧压在诗人肩上之时，个体的经

验会不由自主地服从于历史和人民的要求，对一个

文人来说，他只能以笔作枪，以自己微弱的能量去催

生出新的希望，马雅可夫斯基是这样，穆木天也同样

如此。

关于穆木天前后期诗歌创作风格的转变，学界

似乎已成定论，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是：穆氏后期的

诗歌较前期的《旅心》相比，在艺术上是明显倒退

了。也许是的，“千万的刀枪打入了民众的身躯／千
万的刀枪刺入民众的心上／民众总有一天会想到苦
痛／他们那时要举起旗帜向你们反抗”［４］１２３－１２４。“你
们听！／全民族在怒号！／你们听！／全民族在吼
叫！”［４］２０８此类充满战斗热情的诗句，同“我听见你

的水晶的泪滴／滴滴在你的鹅白的绢上／滤在徐徐的
吹过的夜风／对着射出湖面的光芒”［４］２５和“渺渺的
冥／轻轻地／罩住了浮动的村庄／茅茸的草舍／白土
的院墙／软软的房上的余烟”［４］６２相比，从艺术水准
上而言，显然是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但是，如果

我们再看《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一诗，大概就会

重新考量我们之前的成见了。我们看这几句诗：

“你枯沙的步音／随叹息隐入辽远的山谷／泪的
烟／遮断我悲伤的视线”；“一把泪洒下辽漠的天空／
乌暗的云球／低压着远方的山峦”，这实在是诗人在
战乱频仍的年代里对他早年所追寻的美的内质和诗

的理想的一种回溯和复原。这里面的色彩、声音、想

象，难道不是穆木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时就极力追
寻的诗的“内生命”吗？我们难道不觉得这首诗的

旋律形式有散文诗的影子吗？这难道不是诗歌的音

乐性与诗人主体意识的内在契合吗？

事实上，“内生命”和散文诗恰恰是穆木天早期

所极力提倡的构成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要素。

他认为“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要去写出“浓雾

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

不动的淡淡的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肠，才是诗

的世界”，“诗的内生命的反射，一般人找不着不可

知的远的世界，深的大的最高生命”［２］１４０。而这首诗

恰恰具备了他早年所要追求的诗的内质。“你的胸

襟，再没有／火烧的石榴花”，“黯黯的茅棚下／你跨
出祖父的马／怀着一颗摇动的心／驰骋在寒冷的大
漠／驰骋在五月樱花的大别山”，“火烧的石榴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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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想象，也是诗人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象征就

是暗示一种境界，在诗人所营造的诗的世界或者说

是想象的世界里，马雅可夫斯基的脚步甚至还曾丈

量过那红旗飘扬的大别山。马雅可夫斯基从未到过

中国，他对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的印象完全是基于

书报、讯息层面上的认识，而这丰富的极具塑造意义

的想象也正是诗人的魅力之所在。同样的，穆木天

也是如此，整首诗作始终是想象与现实交织的产物。

按照往常的说法，穆木天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期，前

期倾向于象征主义，而后期又转向了现实主义，以历

史的逻辑来支撑这一看法自然是合理的，但在他后

期所创作的这首《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中，我们

分明看到他在“时代需求与诗人自身某一层次的艺

术个性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统一”［５］３６３。反映

现实的呼声固然重要，但诗人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美

的渴望和对意境的追寻。国民意识和他所倡导的纯

诗意识并没有在后期完全走向对立的两极，他在

《谭诗》中所揭示出的“诗人的个人生命与国民生命

‘交响’的问题”［８］８８，在《这多么不像你的声音啊》

中，已经达到了近乎完美的融合效果。诗歌对大众

化、政治化的崇拜并没有完全限制穆木天的创作路

径。因此，这一首诗完全可以印证这样一个事

实———他在风云变幻的革命时代当中始终没有遗忘

他最初的理想，在苦难和血泪面前，他毅然坚守着一

个时代的良知。

当然，穆木天其人与其诗有待我们去继续探寻

的地方还有很多，文学史的书写并非能够完全契合

过往的历史事实，记忆的存在方式总是微妙而又具

体的。文学领域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归纳推理

和演绎逻辑，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之间的奇妙关

系远远不是一些所谓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趋同原则所

能够束缚和制约的。对于经典的祛魅也并非能够用

达达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所简单概括，我们的目的

也不是浅层意义上的解构与重构。我们对旧事物的

认识应当随着新的时代精神、凭依着新的文献资料

来逐渐延展并且深化，在那些被人们所遗忘的历史

角落和过往记忆中，还隐藏着许多我们未知的历史

真实。用客观的视角和思辨的逻辑去重新审视和发

现那些已经被我们下过“判决”的作家和作品，在广

袤的文学原野中去找寻那一座座遗失的记忆的宫

殿，是我们从文学史中探掘新的收获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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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拼凑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

欧绍华１，２，范　伟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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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重点项目“研究生创业意愿向创业能力转化的提升机制研究”

（２０１９ＪＧＺＤ０６９）；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创业拼凑、绿色创新与新企业绩效关系研究”（ＣＸ２０２０）
作者简介：欧绍华（１９６４—），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东莞城市学院商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

要从事创新与创业管理研究。

摘　要：在资源约束的创业环境中，创业拼凑是关注的热点。基于拼凑理论，从学习的角度出
发，研究创业拼凑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且引入创业学习这个变量，探究其在上述两者关系中所

发挥的中介作用。根据问卷调查的有效数据，通过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检验后，实证
结果显示：创业拼凑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以及创业学习的三个维度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实践

学习；创业学习的三个维度也都明显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并且在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之间

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增添了创新创业领域中员工创新能力和创业学习的前因变量研究，进

一步丰富了创业拼凑理论。

关键词：创业拼凑；创新能力；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实践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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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新和创业的浪潮中，我国不断出现智慧供
应链、新能源汽车等新产业模式，个体创业者、初创

企业等在各行业中汹涌澎湃。但在中国经济转型的

背景下，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很难拥有足够的资本、

技术以及其他适合内部发展的资源。所以，企业人

员要善于抓住不可错失的机会，从而去重建组织内

的资源［１］。通过创业拼凑，改变资源的原本属性和

用途从而突破资源约束［２］，提高个体的积极性和创

造力。初创企业人员使用各种拼接手段来创建更多

与资源属性及其组合方法相关的知识或技能，从而

在满足自身需求中，不断为企业人员构造“知识走

廊”，并丰富行业经验［３］。这有助于初创企业人员

通过内外部信息整合，挖掘创新创业的有利机

会［４］，进而不断增强资源整合、创新创业等方面的

经验。面对资源匮乏的创业环境，创业人员在尝试

重新连接资源时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许多失败。通过

不断的反复试验，使他们拥有逆向思维，有利于加强

个人经验和认知学习，从而更好地实践［５］，打破“框

架效应”，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

在创业拼凑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得出了一系

列重要成果。这些研究大多汇集于创业拼凑对企业

或者团体组织创业绩效的影响，以及部分研究把创

业拼凑放在结果变量中，而创业拼凑与个体创新能

力之间的研究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把创业拼凑

放置前因变量，探究其对企业员工创新能力的影响，

同时引入创业学习这一变量，厘清它们三者之间的

关系。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

１９６７年，法国人类学家 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在《野性的
思维》一书中提到“拼凑”（Ｂｒｉｃｏｌａｇｅ）一词［６］，指出

“拼凑”是一种思维模式。创业拼凑这一概念是由

Ｂａｋｅｒ和Ｎｅｌｓｏｎ于２００５年第一次提出的，他们将其
描述为对手中资源的重新分配与整合，并且要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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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７］，其中“手中资源”包括创业者所拥有的硬件

和软件条件，比如：设备、商业模式、知识财富等。

“将就”指的是企业或创业者不必等待机会的来临，

而能够在不稳定的市场中及时拼凑手中资源，抓住

机会，通过不断的重组整合，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

创新力。

Ｂｕｒｎｓ和 Ｓｔａｌｋｅｒ在１９６１年最先提出创新能力
的概念，他们将其定义为本组织提供新模式及新思

维等并由此取得了良好成绩的行为。在研究过程

中，学者们从个人层面出发对个体创新能力进行研

究，企业／组织持续发展离不开员工创新能力。Ａｍ
ａｂｉｌｅ（１９９６）提出创新能力的成分模型，他认为员工
自身拥有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创新流程、内部动机三

大要素会严重影响组织中员工的创新能力水平［８］。

同样的，张爽等（２００６）认为个人储备的知识量、要
实现创新所必需的理论基础和之前的经验都是员工

创新能力的根基［９］。

企业在初创或成长中总会面临着资源的有限、

匮乏和部分资源的摒弃与浪费问题。之前被认为无

用的资源，通过创业拼凑，将其调配起来，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有限资源的浪费问题。创业者执行“选

择性”的资源拼凑，可以形成具有差异性的资源和

创新能力［１０］。通过创业拼凑在企业内外部建立新

的桥梁，连接多方资源渠道，开发企业内部与外部资

源的价值，挖掘潜在的信息，将有利于提升员工的创

新能力［１１］。因此认为，创业拼凑可以使初创或成长

型企业打破现有的资源限制，不按照常规和惯例，从

而对失败产生更大的容忍度，为企业员工创新创造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１２］。此外，祝振铎等（２０１７）发
现创业拼凑并不是一味地简单堆积，而是用系统的

逻辑进行创造性和选择性的拼凑活动，充分激发企

业员工的创新能力［１３］。创业拼凑还有助于企业员

工产生自身的经验知识，这些都可以为企业创新发

展带来肥沃土壤［１４］。创业拼凑的过程中包含了显

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重组与创造，以及有创意的产

品或想法，这些都力求有效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而

这种重构整合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高企业员工

的创新能力。

因此，提出假设：

Ｈ１：创业拼凑对员工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二）创业拼凑与创业学习

王浩宇 （２０１７）指出在企业中，创业学习必不
可少，实证了资源整合积极影响创业学习，并且初创

人员可以从资源整合行为中学习到大量的创业知

识［１５］。刘人怀（２０１７）根据２１３份问卷，证明了创业

拼凑能直接正向影响创业学习［１６］。创业拼凑是一

个短时间学习和拥有灵感能够即时创新的过程，相

反，也是一个持续不断学习与积跬步、积小流的过

程，对创业学习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创业学习包括：创业经验学习、创业认知学习

和创业实践学习三个维度，并且这三种学习的内容

通常是相得益彰的，并不是相对独立的过程［１７］。在

创业初期，企业人员经常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通过

对市场、硬件、内部和外部操作环境的了解，以及不

断的反复试验，将现有的企业运营经验转化为创业

经验［１７］。认知学习是指人们对资源的整合和使用，

或对成熟企业的相关模型的引用和模仿，以及对有

助于企业运营的知识的提取等方面的思考。在大量

的创业过程中仅仅凭靠个人的经验往往是不够的，

因此要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实践学习是将所学习

到的经验和认知用于创业实践中。通过创业拼凑对

手边资源实施创造性的组合，加强企业寻求和整合

资源的能力。这不仅对经验学习有个良好的反馈作

用，还能够打破原有的僵硬认知［１８］。然后在反复试

验试错和创新的过程中深化和延伸公司员工的认知

能力，重新审视公司的资源价值，并建立起新的技能

和知识。实际上，通过对手边资源进行拼凑，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创业拼凑的效率，从而有效应对动态

环境所带来的新挑战。即刻行动可以帮助企业员工

积累更多隐性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是企业

人员经验学习和实践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

因此，提出假设：

Ｈ２：创业拼凑对创业学习具有正向影响。
Ｈ２ａ：创业拼凑对经验学习具有正向影响。
Ｈ２ｂ：创业拼凑对认知学习具有正向影响。
Ｈ２ｃ：创业拼凑对实践学习具有正向影响。
（三）创业学习与员工创新能力

Ｒａｖａｓｉ等（２００５）认为持续不断的创业学习使员
工能够获得新技能和新知识，当员工拥有的知识储

量越多，就越容易获得新颖的思路［２０］。员工不断在

新产品或服务生产过程中、供应链管理实践中等学

习，提升自身的有形和无形资产。企业人员通过不

断创业学习，对以前的行为进行反思总结，就能够对

所获知识进行愈加适合有效的利用，能够促进其创

新能力。吴晓波等（２０１７）研究发现，企业人员通过
创业学习能够改变他们原有的认知，有助于他们培

育创新能力［２１］。刘井建（２０１１）指出通过创业学习
积累等既能促进企业员工的整合能力，又能把它转

为组织中的资源，进而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２２］。

经验学习是创业者将积累的有关管理、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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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经验集合转化为知识的路径［２３］。通过经验学

习，可以尽快熟悉市场状况和行业趋势，使初创人员

能够在短时间内克服劣势，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个

体的创新能力也会得到有效提升［２４］。因此，经验学

习有利于提升企业人员的创新能力。认知学习是人

们通过仔细观察然后效仿他人的行为［２５］。比如美

国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他非常善于留意

摩根、洛克菲勒等其他名人的行为举止，通过发掘他

们的信念，接着有效模仿他们的所作所为，于是造就

了不可思议的伟大成果。由于企业要面对动态的市

场环境以及自身过于贫乏的经验，认知学习是创业

学习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各式各样的认知学

习，企业人员可以将获取的知识经验与目前现有的

认知联系起来，不断地积累和实践，以提高自身创新

能力，及时应对变化多端的市场。

因此，提出假设：

Ｈ３：创业学习对员工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Ｈ３ａ：经验学习对员工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Ｈ３ｂ：认知学习对员工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Ｈ３ｃ：实践学习对员工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四）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

创业拼凑活动鼓励受资源约束的企业以较低的

成本获取高性价比的资源优势，运用创造性思维解

决问题的方式，是企业人员进行创业学习的动态过

程［２６］，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积累各种经验、提高认知

能力和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进而推动员工接连进

行创新活动并创造有差异性的流程管理或产品。因

此，企业员工的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是创

业拼凑活动提升员工创新能力的重要桥梁。

创业拼凑对已有资源的重构和新资源的探索，

能改变个人的学习状况，从而深入理解和重新塑造

资源，为企业员工带来更多的创新活力。创业拼凑

十分注重摆脱根深蒂固的认知，积极寻求特别的方

案以有效解决问题。在资源拼凑过程中，初创企业

员工要对原始资源或剩余资源的用途提出质疑［２７］，

从而激发新认知、获得新经验、产生新实践，促进初

创企业员工的创业学习，为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奠定

基础。刘人怀等（２０１７）从知识视角研究得出，创业
学习在创业拼凑影响企业突破性创新的过程中起着

完全中介作用［１２］。开展创业拼凑活动还可以从消

费者、行业中竞争者、政府报告中等获取更多信息，

初创企业人员通过持续的创业学习提高个人创新能

力，进而有效改进与创新已有技术、产品或服务。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创业学习在创业拼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的
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Ｈ４ａ：经验学习在创业拼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
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Ｈ４ｂ：认知学习在创业拼凑对员工创新能力影
响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Ｈ４ｃ：实践学习在创业拼凑对员工创新能力影
响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假设，构建了创业拼凑、创

业学习与员工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如图

１所示。

图１　本文的概念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为了尽量让样本多样化，本文选取不同年龄、教

育程度、行业属性的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通过调

查问卷的方式收集企业个体数据。参考国内外已有

的被广泛应用的量表与创业者、创业学者和教授的

宝贵意见，再结合本研究领域和对象的特点初步调

整设计了本次调查的量表和问卷。在小范围的发放

回收验证后，适当调整量表和问卷，并将修改好的问

卷通过各个网络平台、社交平台和现场投放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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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发放。

此次调研活动在线上和线下一共发放问卷３４０
份，收回２８２份，回收率约８３％；接着剔除３５份不

合格问卷后得到 ２４７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约
７３％。样本信息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本信息

样本特征 类别 所占比例 样本特征 类别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４８．５８％ 职位级别 普通员工 ５０．６１％
女 ５１．４２％ 基层管理人员 ２９．９６％

年龄 ２１岁以下 ２．０２％ 中层管理人员 １７．００％
２１—３０岁 ５３．４４％ 高层管理人员 ２．４３％
３１—４０岁 ２７．９４％ 行业属性 制造业 １４．１７％
４１—５０岁 １２．１５％ 互联网 ２３．４８％
５０岁以上 ４．４５％ 金融业 １４．９８％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６．４８％ 政府或公共管理组织 １１．３４％
高中／专科 ２７．５３％ 专业服务类 １６．６０％
本科 ５３．０４％ 其他 １９．４３％

硕士及以上 １２．９６％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１９．４３％
工作年限 １年以下 ２１．４６％ 民营企业 ４１．３０％

１—５年 ３８．０６％ 外资企业 １０．９３％
６—１０年 １９．０３％ 中外合资 ４．４５％
１０年以上 ２１．４６％ 事业单位 １３．７７％

其他 １０．１２％

　　（二）变量测量
借鉴国内外已发明的具有权威的成熟量表，再

结合中国的发展情景以及本研究的特点，经过重新

整理后得到本文使用的量表。使用李克特（Ｌｉｋｔｅｒ）
量表５点分类法对变量进行打分测量（１＝“完全不
符合”，５＝“完全符合”）。

借鉴Ｓｅｎｙａｒｄ等开发的量表对创业拼凑进行测
量。根据需要选取修改：（ＥＢ１）我们有能力使用现
有资源找到有效方案以面对新挑战；（ＥＢ２）面对新
问题，我们可以整合内部资源或者从外部获得的便

宜资源来解决；（ＥＢ３）假定我们可以找到办法并立
即行动抓住机会等６个题项。

参考单标安等开发的创业学习的量表。量表提

到了９个题项：（ＥＬ１１）不断反思失利行为；（ＥＬ１２）
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ＥＬ１３）本企业的创业决策很依
赖已有的经验；（ＥＬ２１）时常与企业人员沟通；
（ＥＬ２２）时常参加企业内外部正式或非正式的研讨
会；（ＥＬ２３）经常看有关创业的书，从中抓住有价值
的信息；（ＥＬ３１）创业路途中不断整理信息；（ＥＬ３２）
重视在创业实践中巩固的创业知识；（ＥＬ３３）从创业
实践中反思已有的经验。

使用Ｚｈｏｕ＆Ｇｅｏｒｇｅ基于Ｓｃｏｔｔ创新量表提出的
员工创新能力量表。选取并修改：（ＥＣ１）我时常运
用新的方式完成任务；（ＥＣ２）我可以想出利于提升
工作效率的方法；（ＥＣ３）遇见问题，我会从多角度出
发考虑；（ＥＣ４）我为新想法制订详细的计划等１０个
题项。

为避免潜在条件影响研究的结果，根据以往的

经验和研究，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所

在行业四个变量加以控制。

三、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共同方法偏差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实验效果，

所以在设计编排问卷时要尽量减少它所带来的不利

影响。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测方法，进行探索性
因子分析后，第一个因子解释总方差不高于４０％。
说明同源性误差问题对此次的问卷数据影响不是很

大。

（二）信度和效度检验

（１）信度检验
本文使用 ＳＰＳＳ２５．０对变量量表的信度进行检

验。通过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值检验问卷的信度，如
表２所示，各个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值为：创业
拼凑０．８８２，经验学习０．８０２，认知学习０．７９５，实践
学习０．８８０，员工创新能力０．９５７，均大于 ０．７，说明
这些变量的题项具有较好的信度。另外，ＫＭＯ检验
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显示，创业拼凑的 ＫＭＯ值为
０．８４５，经验学习的 ＫＭＯ值为 ０．７１０，认知学习的
ＫＭＯ值为０．７０７，实践学习的 ＫＭＯ值为０．７２５，员
工创新能力的 ＫＭＯ值为０．９５２，各变量的 ＫＭＯ值
均大于０．７，且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Ｐ值均小于 ０．０１，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２）效度检验
本文变量所测量的量表借鉴了国内外知名专家

和学者开发的并且被广泛使用的成熟量表，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了小范围预测试，然后调整以适应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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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因此内容效度较高。通过 ＡＭＯＳ２４．０进行验
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变量的每个题项的
标准化因子载荷在０．６９５～０．８９８之间，均大于０．６，
说明每个题项都可以很好地解释其所在的维度。此

外各变量的平均变异数抽取量 ＡＶＥ值分别为
０．５５７、０．５７５、０．５６７、０．７１５、０．６８８，均在标准值０．５
以上，且组合信度 ＣＲ都大于 ０．７，表明本文量表具
有良好的收敛效度。由表３可知，各变量间相关系
数都小于０．６，而且每个变量的 ＡＶＥ平方根均大于
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区分效度较理想。

表２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变量
测量

指标

因子

载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ＫＭＯ ＡＶＥ ＣＲ

创业拼凑　　 ＥＢ１ ０．８００ ０．８８２ ０．８４５ ０．５５７０．８８３
ＥＢ２ ０．６９５
ＥＢ３ ０．７０３
ＥＢ４ ０．７６１
ＥＢ５ ０．７２５
ＥＢ６ ０．７８８

创

业

学

习

经验学习 ＥＬ１１０．７７１ ０．８０２ ０．７１０ ０．５７５０．８０２
ＥＬ１２０．７０７
ＥＬ１３０．７９５

认知学习 ＥＬ２１０．７５６ ０．７９５ ０．７０７ ０．５６７０．７９７
ＥＬ２２０．７８３
ＥＬ２３０．７１８

实践学习 ＥＬ３１０．８４９ ０．８８０ ０．７２５ ０．７１５０．８８３
ＥＬ３２０．７８７
ＥＬ３３０．８９８

员工创新能力 ＥＣ１ ０．８５８ ０．９５７ ０．９５２ ０．６８８０．９５７
ＥＣ２ ０．８３５
ＥＣ３ ０．８３２
ＥＣ４ ０．８１１
ＥＣ５ ０．８５７
ＥＣ６ ０．８１４
ＥＣ７ ０．８５１
ＥＣ８ ０．８１８
ＥＣ９ ０．７９４
ＥＣ１００．８２５

表３　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与区分效度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创业拼凑 ０．７４６
经验学习 ０．３４７ ０．７５８
认知学习 ０．３１５ ０．３０７ ０．７５３
实践学习 ０．３６５ ０．３５６ ０．３８９ ０．８４６

员工创新能力 ０．４７９ ０．４４４ ０．４２７ ０．４００ ０．８２９

　　注：（１）为Ｐ＜０．００１，为Ｐ＜０．０１，为 Ｐ＜０．０５；（２）对
角线为ＡＶＥ的平方根。

（三）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研究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从表４可以看到：创业拼凑分别与经验学习、认知学
习、实践学习均呈现显著正相关（ｒ＝０．３４７，Ｐ＜
０．０１；ｒ＝０．３１５，Ｐ＜０．０１；ｒ＝０．３６５，Ｐ＜０．０１）。创
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也呈现显著正相关（ｒ＝

０．４７９，Ｐ＜０．０１）。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实践学习
与员工创新能力也有着非常紧密的正相关关系（ｒ＝
０．４４４，Ｐ＜０．０１；ｒ＝０．４２７，Ｐ＜０．０１；ｒ＝０．４００，Ｐ＜
０．０１）。为下一步回归分析提供了有力保障。

表４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创业拼凑 ３．４６４０．８３１ １
经验学习 ３．２０８１．００５０．３４７ １
认知学习 ２．８９５０．７０４０．３１５ ０．３０７ １
实践学习 ３．４２９０．８９５０．３６５ ０．３５６ ０．３８９ １
创新能力 ３．６７ ０．８８１０．４７９ ０．４４４ ０．４２７ ０．４００ １

　　注：为Ｐ＜０．００１，为Ｐ＜０．０１，为Ｐ＜０．０５。

（四）假设检验与结果

为了验证创业拼凑、创业学习（经验学习、认知

学习、实践学习）以及员工创新能力之间的内在关

系，采用分层回归来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５所
示。

模型１—５的因变量为：员工创新能力。针对模
型１：创业拼凑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值为
０．５０２，并且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１），表明创业拼凑
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所以假设 Ｈ１得到证
实。针对模型２：创业学习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回归
系数值为０．５８６（ｐ＜０．０１），意味着创业学习对员工
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假设 Ｈ３成立。
同理，模型３表明：经验学习对员工创新能力产生显
著正向影响关系（β＝０．２７６，ｐ＜０．０１），假设 Ｈ３ａ成
立。模型４显示：认知学习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
能力（β＝０．３３０，ｐ＜０．０１），假设 Ｈ３ｂ成立。模型５
显示：实践学习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β＝
０．１２２，ｐ＜０．０５），假设Ｈ３ｃ成立。

模型６—９以创业拼凑为自变量，创业学习、经
验学习、认知学习、实践学习为因变量。模型６：创
业拼凑对创业学习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３６４，并且呈
现显著性（ｐ＜０．０１），意味着创业拼凑显著正向影
响创业学习，假设Ｈ２被证实。在模型７中：创业拼
凑对经验学习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４０６（ｐ＜０．０１），说
明创业拼凑显著正向影响经验学习，假设 Ｈ２ａ被证
实。模型８：创业拼凑对认知学习的回归系数值为
０．２７０（ｐ＜０．０１），说明创业拼凑显著正向影响认知
学习，假设Ｈ２ｂ被证实。同样，在模型９中：创业拼
凑对实践学习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４１４（ｐ＜０．０１），
说明创业拼凑对实践学习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

系，假设Ｈ２ｃ得到验证。
为验证中介效应，运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在９５％

置信区间下，选择样本数为５０００对创业学习（经验
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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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６显示：创业学习在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
能力的中介效应为０．２０９（Ｐ＜０．０１），且区间均不包
含０［０．１２３，０．２８０］，即创业学习对二者关系的中介
作用显著，假设 Ｈ４成立。经验学习在创业拼凑与
员工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０．１１６（Ｐ＜０．０１），且区
间均不包含０［０．０６０，０．１６８］，即经验学习对二者关
系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 Ｈ４ａ成立。认知学习在创

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 ０．１０２（Ｐ＜
０．０１），且区间均不包含０［０．０４２，０．１６１］，即认知学
习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 Ｈ４ｂ成立。实
践学习在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

０．１００（Ｐ＜０．０１），且区间均不包含 ０［０．０４２，
０．１６３］，即实践学习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
假设Ｈ４ｃ成立。

表５　回归分析结果

员工创新能力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创业拼凑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性别 －０．１０８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８ －０．２１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６　
年龄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９８ ０．０６３ ０．１８１ ０．０４９

教育程度 ０．０８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０７
所在行业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２
创业拼凑 ０．５０２ ０．２８９ ０．３９０ ０．３２１ ０．２９１

创业学习 ０．５８６ ０．３６４

经验学习 ０．２７６ ０．４０６

认知学习 ０．３３０ ０．２７０

实践学习 ０．１２２ ０．４１４

Ｒ２ ０．２４０ ０．３８７ ０．３２５ ０．３８２ ０．３９３ ０．２２７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０
调整Ｒ２ ０．２２４ ０．３７１ ０．３０８ ０．３６４ ０．３７３ ０．２１１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３
Ｆ值 １５．２０６ ２５．２１７ １９．２７３ ２１．０８６ １９．２７７ １４．１８２ ７．８５７ ８．２４１ ７．８６９

　　注：表示 ｐ＜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５。

表６　中介效应检验

创业拼凑→创业学习

（路径ａ）

创业学习→员工创新能力

（路径ｂ）

间接效应

（路径ａ路径ｂ）

直接效应

（路径ｃ′）

β
（ＣＩ）

０．３６０ ０．５８１
０．２０９

（０．１２３，０．２８０）
０．２９９

创业拼凑→经验学习

（路径ａ）

经验学习→员工创新能力

（路径ｂ）

间接效应

（路径ａ路径ｂ）

直接效应

（路径ｃ′）

β
（ＣＩ）

０．４２０ ０．２７７
０．１１６

（０．０６０，０．１６８）
０．３９２

创业拼凑→认知学习

（路径ａ）

认知学习→员工创新能力

（路径ｂ）

间接效应

（路径ａ路径ｂ）

直接效应

（路径ｃ′）

β
（ＣＩ）

０．２６７ ０．３８３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２，０．１６１）
０．４０６

创业拼凑→实践学习

（路径ａ）

实践学习→员工创新能力

（路径ｂ）

间接效应

（路径ａ路径ｂ）

直接效应

（路径ｃ′）

β
（ＣＩ）

０．３９３ ０．２５５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２，０．１６３）
０．４０８

　　注：（１）ＣＩ＝间接效应的９５％置信区间；如果ＣＩ不含０，表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２）表示ｐ＜０．０５，表示 ｐ＜

０．０１。

　　四、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业拼凑能够直接而且正

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绝大多数人极少关注被扔在

黑屋的闲置资源，而创业拼凑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方

式与配置手段将这些不起眼的“无用资源”从中脱

颖而出，打破原有的认知，提升个体的创新能力，赋

予它们新的属性。另外，创业拼凑还有助于经验学

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创业拼凑是利用手头资

源即刻行动，不等待“正确的”资源，而这通常需要

不断地进行学习来探索“不正确的”资源如何满足

需求。任何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资源短缺是一个

永恒的约束，管理者通过拼凑不断地冲破制度，不断

地触碰资源环境约束创业活动的边界，拼凑是一个

不断的尝试—试错—再尝试的过程，很多节点和结

果是创业者不可预测的，此时仅凭借自身的先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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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往往是很难支持后续的创业活动，因此需要不断

反思现有经验，而创业拼凑强调即刻行动很好地促

使了创业者不断创业学习和反思。

创业学习的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均

对员工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并在创

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新创

企业的行业经验往往是十分贫乏的，通过创业拼凑

时常会给新创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经验和认知，为

员工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源泉。在拼凑过程

中，涉及内部认知模式的转变和重构，而这都有利于

创业学习。拼凑中旧资源孕育新元素，新元素提升

旧资源，新旧资源在转化中，不断获取经验、认知和

实践，进而提升个人的创新能力。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１）近年来有关创业
拼凑的研究越来越多，关于它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

量也涉及颇多，但是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之间

的关系研究却十分少见，由此本研究增补了这部分

的研究。（２）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及员
工创新能力的研究同样不多见，本文实证研究了创

业学习三个维度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影响，增添了员

工创新能力的前因变量研究。（３）添加了创业拼凑
对创业学习（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的实

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创业拼凑和创业学习

理论。（４）在探究创业拼凑与员工创新能力之间的
关系时，引入第三变量发挥中介作用，为提升员工创

新能力增添崭新的路径。

本研究对创业实践也具备一定的指导意义：一

是积极利用创业拼凑行为开发新技术、培育新产业、

发展新业态、创造新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个人的

创新能力。比如“花小猪”和“滴滴”打车平台不用

自己买车，高效地整合配置社会上闲置的汽车，打造

新的商业模式。二是不断从旧资源中孕育新的元素

和结构，加强经验、认知学习，不断进行实践，激发个

体的创新能力。从旧制造转向智能制造，单纯的物

流孕育智慧物流。三是新旧经济的融合、新旧动能

的融合、虚拟实体的融合。将 “互联网 ＋”“人工智
能＋”“大数据 ＋”等纳入传统产业将改变新世界。
旧经济拥抱新经济，激发新的活力。例如，传统车和

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结合；实体店正在进行线上和线

下集成，并且Ｏ２Ｏ处于活动状态；先进的技术（例如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传统的制造业插上羽

翼，助力飞翔。

（三）研究不足

虽然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许多不

足之处。第一，有学者研究把创业拼凑分为投入拼

凑、顾客拼凑、制度拼凑。本文没有对创业拼凑进行

细化分析，缺乏变量维度与维度之间的关系研究。

第二，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的是截面数据，不具有

动态性，未来可长期跟踪，收集更丰富的数据。第

三，本文引入并验证了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未来可

继续研究创业拼凑、创业学习和员工创新能力的前

因和后因变量，构建完善合理的模型，比如有中介的

调节效应、链式中介效应等，增添新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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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
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ｄｄ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ｂｒｉｃｏｌａｇｅｈａｓａｌｓｏｂｅｅｎｆｕｒ
ｔｈｅｒ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ｂｒｉｃｏｌａｇ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７２·



第３８卷　第６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６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Ｄｅｃ．２０２１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基于资产专用性视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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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是判断企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这一能力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变
动的影响。中小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小、资金薄弱、抗风险能力弱，疫

情影响下的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提升其风险承担水平成为当务之急。故本文选取了中小企业板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５６８家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样本横跨“十二五”“十三五”两个政策规划周期。利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０、Ｅｘｃｅｌ１６．０软件和系统回归方法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探究发现，资产专用性在二者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生力军，本文对中小企业风险承担、资产配置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都有所启示。

关键词：经济政策；企业风险；资产专用性；中小企业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５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２；Ｆ２７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２８－０５

　　一、引言
中小企业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疫

情之下无数中小企业受到重创，如何提升中小企业

风险承担水平现实意义重大。为了帮助中小企业纾

困解难，实现有序复工复产，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积

极运用政策“指挥棒”，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惠企政

策。例如，中国人民银行面对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

提供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工

信部针对中小企业推出全力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

产，进一步加强财政扶持、金融扶持、创新支持、公共

服务和统筹协调等６个方面２０条措施；安徽省政府
着力降低中小企业租金、要素、税费等负担，强化服

务保障措施，提供便利金融服务，多渠道多举措帮助

企业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这些打破常规施行的经

济政策，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小企业对于风险的承

受力，保障了中小企业在疫情期间的持续经营和发

展。当我们把视角从短期切换到长期来看，我国政府

自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刺激经济发展，例如“四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计

划”，“十二五”期间提出的“互联网＋”“双创”计划，
“十三五”期间提出的抑制经济“脱实向虚”、经济高

质量发展等。从长期来看，政府根据国内外各种情况

频繁调整政策，政策波动导致市场不确定性增强。经

济活动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来

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种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

的影响。

政府频繁调整经济政策是为了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经济发展从宏观落实到微观，就是每一个企业

实现有质量发展。企业成长过程中必须能够承受住

各种风险才能长久存活下来，风险承担水平构成了

企业实力要素之一。企业在日常经营中追求利润最

大化，但追求利润最大化意味着要承担高风险，企业

风险承担水平是企业风险和收益权衡后的结果。企

业风险承担水平反映了企业对于发展中风险的态度

和倾向，在存续经营中对于决策风险的判断，这些决

策包含企业经营活动、投融资活动等日常经营活动。

当组成宏观经济的每一个微观企业，都能有着较高

的风险承受力，有效化解各种风险，那么将提高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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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风险承受力，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提升社会科技发展水平和创新实力。但是每个企业

由于规模、管理制度、经营方针等不同，对于风险承

受力也有所差异。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市场认可度

低、风险承担水平低，但其在促进改革、增加就业、普

惠民生、防范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不断提升中

小企业风险承受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作为中小企业的代表，

自２００４年设立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绩，彰显
了其存在的历史意义。疫情冲击之下，无数中小企

业经营受到重创，收入锐减，维持生存困难，对于突

发的风险承受力较差，提升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刻不容缓。尽管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临时出台了一系

列经济政策，但是长远来看调整的经济政策对中小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却不得而知。基于这一背

景，经济政策确定性程度变化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

水平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企业内部资产配置水平

在二者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受到其他因素

的影响？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更加深

入了解经济政策变动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关

系，为相关研究提供中国经验。除此之外，通过资产

专用性视角对影响机制的进一步探究也有助于我国

政府结合中小企业资产配置的特点制定相应政策，

提升中小企业风险抵御能力，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中

小企业的成长壮大。

二、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

水平

Ｊｕｌｉｏ［１］、Ｇｕｌｅｎ［２］和 Ｋａｎｇ［３］等学者开始注意国
家宏观经济政策波动对微观经济活动主体企业经营

发展的影响。金雪军［４］、王义中［５］等学者发现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影响国内的房价水平、国民生

产总值、人口就业质量，也会影响微观企业的经营管

理活动、投融资决策等。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是企业

进行高风险项目投资时重要的考量因素，企业作为

政策接收者而非政策制定者，对于未来政策导向难

以预测，选择何种程度风险水平的项目也受到这种

不确定性的影响，即影响了企业的风险承受力。中

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集

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

强，企业投资时面临的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项目

预期回报率不确定性增大，管理者对于预期收益抱

有悲观预期，对于一些风险水平较高的项目，管理者

从规避风险的角度会更加倾向于选择暂缓甚至放弃

投资；其次，中小企业获取资金主要通过银行融资和

股东投资两个途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对于银

行来说借贷政策会更加严厉，企业的信用等级会下

降，对于股东来说会对企业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或

者减少甚至取消投资，从而导致股东和银行来源的

资金减少。从银行融资和股东投资二者综合考虑，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中小企业很可能将会暂停

或者取消对高风险项目的投资以保持收益稳定，抗

风险能力降低。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未来

经济形势如何走向，企业难以预知和应对，为了稳妥

起见企业往往减少对高风险项目的投资，短期来看

这种做法可能避免了高风险，但无形中降低了对于

风险的承受力，不利于企业长久经营。基于此，本文

提出假设１：
Ｈ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中小企业风险承

担水平降低。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与中小企

业风险承担水平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６］首次使用了“资产专用性”的概
念，他把资产专用性定义为企业现有资产考虑重新

配置时，不影响其所包含生产价值的程度，体现出一

种“路径依赖”［７］。这种“路径依赖”在后续会引发

“套住效应”，专用性资产本质表现为唯一且不可逆

的特定交易与专用性投入的匹配，这种“套住效应”

可能使企业面临很大的损失，体现在企业前期花费

大量成本投入的专用性资产很容易变成沉没成本。

机会主义行为常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出现，为了避免

这种行为发生，我们可以预期企业未来发展中可能

承担较高的被“敲竹杠”风险。中小企业规模小、筹

资能力差、风险承担水平低，为了应对资产专用性的

“套住效应”和“敲竹杠”风险，倾向于选择更加保守

的投资策略。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时，企业资

产专用性越高，越会减少甚至取消对高风险项目的

投资以确保投资收益稳定，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进一

步降低。因此，资产专用性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降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发挥得越明显。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２：
Ｈ２：资产专用性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中小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中发挥了负向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初始样本选取了５６８家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样本期间是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政策周期横
跨“十二五”“十三五”两个五年规划。样本中剔除

ＳＴ类企业、金融类企业以及部分数据缺失的企业以
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筛选得到３９７６个样本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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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本文主要从国泰安（ＣＳＭＡＲ）系列数据库中选
取企业层面的数据，一些必要但缺失的数据在巨潮

资讯网站搜集并加以补充。本文同时对所有连续变

量在１％水平上下进行了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处理以避免极端
值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ＥＰＵ）采用的是
Ｂａｋｅｒ等研究的指数［８］。

（二）变量设计

１．被解释变量。在当前的研究中，企业风险承
担水平（Ｒｉｓｋ）的度量方法主要有两种：（１）股票收益
的年度波动；（２）企业盈利波动性。目前我国股票
价格相对波动较大，投资股票所得收益并不真正完

全反映企业价值。当一个企业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

增强时，未来经营过程中现金流量波动的不确定性

也相应增大，故学者多采用盈利波动性衡量这一指

标。本文借鉴主流观点的做法［９－１０］，对这一指标用

３年期（ｔ＝３）盈利波动性加以衡量。处于不同行业
的企业盈利水平差异较大，研究中为了消除行业因

素产生的影响，首先计算出经行业均值调整后的３
年期企业 ＲＯＡ的波动性如公式（１）；然后在公式
（１）的基础上确定企业经行业调整后每一观测时段内
ＲＯＡ的标准差作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如公式（２）。

ＡｄｊＲＯＡｉ，ｊ，ｔ＝

ＥＢＩＴｉ，ｊ，ｔ／Ａｉ，ｊ，ｔ－ ∑
Ｘｊ，ｔ

ｋ＝１
ＥＢＩＴｉ，ｊ，ｔ／Ａｉ，ｊ，( )ｔ ／Ｘｊ，ｔ （１）

Ｒｉｓｋｉ，ｔ＝

∑
ｎ

ｔ＝１
（ＡｄｊＲＯＡｉ，ｊ，ｔ－∑

ｎ

ｔ＝１
ＡｄｊＲＯＡｉ，ｊ，ｔ／ｎ）／（ｎ－１槡

） （２）

其中，Ａｉ，ｊ，ｔ、ＥＢＩＴｉ，ｊ，ｔ和ＲＯＡｉ，ｊ，ｔ分别为在ｔ年企业
ｉ在行业ｊ的年末资产总额、息税前利润和资产收益
率；Ｘｊ，ｔ表示在ｔ年ｊ行业的企业总数量。
２．解释变量。Ｂａｋｅｒ等人研究了中国的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指数，该指标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提到

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键词组合，将这

些报道加以统计得出的数值与总报道数值相除后进

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到。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企业、家

庭和个人做决策时都会面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

响，该指数正是通过新闻媒体的关注度来衡量。本

文以该指数作为计算指标，为了能与其他数据保持

一致，研究中企业层面数据均采用年度数。借鉴顾夏

铭等［１１］的做法，将１２个月份的该指数汇总后除以１２
再除以１００，最终得到年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即
ＥＰＵ＝（Σ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１２）／１００。
３．调节变量。目前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度量

资产专用性的方法，主要流行的有以下几种：用“无

形资产与总资产比值”表示，由Ｃｏｌｌｉｓ和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两位学者提出；用“固定资产与企业总资产比值”表

示，由Ｄｅｍｓｅｔｚ研究得出。国内当前是以“固定资产
净值、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之和与企

业总资产的比值”为代表性度量方法来刻画，本文

借鉴了这一做法，即资产专用性 ＝（固定资产净值
＋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总资产。
４．控制变量。企业内外部的一些其他因素也会

影响企业对于风险的承受力。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做

法，企业内部层面控制了企业规模（Ｓｉｚｅ）、资本结构
（Ｌｅｖ）、盈利能力（Ｐｒｏｆｉｔ）、流动性（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长债比
例（Ｌｔｄｒ）、资产周转率（Ｔａ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Ｔｏｐ１）；外部层面控制了 ＧＤＰ同比增长率（Ｇｄｐ）、
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速（Ｍ２ｇｒｏｗｔｈ）。此外，模型对行
业与年份的虚拟变量也进行了控制。变量相关定义

与说明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选择及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Ｒｉｓｋ 基于调整后资产收益率

波动计算

解释变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ＥＰＵ 月度 ＥＰＵ指数的算术
平均数／１００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Ｌｎ总资产
资本结构 Ｌｅｖ 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盈利能力 Ｐｒｏｆｉｔ 息税前利润与资产总额

长债比例 Ｌｔｄｒ 长期负债／总资产
控制变量 流动性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流动资产／期末总资产

资产周转率 Ｔａｔ 企业销售收入与平均资产

总额之比

股权集中度 Ｔｏｐ１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占

总股数之比

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 实际ＧＤＰ环比增速
社会总需求变化 Ｍ２ｇｒｏｗｔｈ 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速

年度变量 Ｙｅａｒ 样本属于某一年度取１，
否则取０

行业变量 Ｉｎｄ 样本属于某一行业取１，
否则取０

　　（三）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假设１，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Ｒｉｓｋｉ，ｔ＝ａ０＋ａ１Ｅｐｕｔ＋ａ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ＹＥＡＲｉ，ｔ＋εｉ，ｔ （１）

为了验证假设２，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Ｒｉｓｋｉ，ｊ＝ａ０＋ａ１Ｅｐｕｔ＋ａ２Ａｓｉｉ，ｔ×Ｅｐｕｔ＋
ａ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ｔ＋ＹＥＡＲｉ，ｔ＋εｉ，ｔ （２）
其中，Ｒｉｓｋｉ，ｔ代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Ｅｐｕｔ是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Ａｓｉｉ，ｔ代表中小企业资产专用
性，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是所有控制变量。在模型（１）中，主要
观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Ｅｐｕｔ的系数，如果α１显著小
于０，那么假设１得到验证，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
强会降低中小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在模型（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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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察企业资产专用性Ａｓｉｉ，ｔ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Ｅｐｕｔ乘积的系数，如果α２显著小于０，那么假设２得
到验证，即资产专用性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中小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中发挥了负向调节效应。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２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总体
样本涉及３９７６个观测值。从表２可以看出，中小企
业风险承担水平 Ｒｉｓｋ的均值为０．０４１，最小值为０，
最大值为０．３９２，最大最小值的差异表明中小企业
对风险的承受力存在较大差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指数Ｅｐｕ的均值为２．６４６，最小值为１．１３９，最大值
为４．６０５，最大最小值的差异说明在部分年度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差异较为显著。本文中其他变量

总体分布相对合理。此外，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严

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存在于本文的模型中。

表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Ｍｉｎ Ｍａｘ
Ｒｉｓｋ ３９７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３ ０ ０．３９２
Ｅｐｕ ３９７６ ２．６４６ １．２４３ １．１３９ ４．６０５
Ｓｉｚｅ ３９７６ ２１．９３６ ０．８８５ ２０．１３９ ２４．４８０
Ｌｅｖ ３９７６ ０．３７７ ０．１８３ ０．０４８ ０．８１７
Ｐｒｏｆｉｔ ３９７６ ０．０７４ ０．１１９ －０．５０１ ０．４１０
Ｌｔｄｒ ３９７６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６ ０ ０．６３４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３９７６ ０．８５５ ０．１４６ ０．３６６ １
Ｔａｔ ３９７６ ０．６６０ ０．３９０ ０．１３９ ２．４５０
Ｔｏｐ１ ３９７６ ３３．３０１ １３．８９５ ９．４３６ ７０．４４４
Ｇｄｐ ３９７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９

Ｍ２ｇｒｏｗｔｈ ３９７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７ ０．１４４

　　 （二）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小企业

风险承担水平二者间的关系，然后从资产专用性的

独特视角出发，探究其对二者的调节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

回归结果如表３模型１所示，二者在１％ 水平下显
著负相关，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中小企业风

险承担水平降低。控制变量方面，中小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盈利能力（Ｐｒｏｆｉｔ）、资产周转率（Ｔａｔ）、股权
集中度（Ｔｏｐ１）和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均与企业风险
承担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资本结构（Ｌｅｖ）、长债比例
（Ｌｔｄｒ）、流动性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社会总需求变化
（Ｍ２ｇｒｏｗｔｈ）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此外，回归结果Ｒ２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是可以接受
的。因此，假设１得到了基本的检验。

资产专用性的调节效应如模型２所示，结果表
明资产专用性在两者间发挥了负向调节效应。控制

变量方面，中小企业规模（Ｓｉｚｅ）、资本结构（Ｌｅｖ）、盈

利能力（Ｐｒｏｆｉｔ）、资产周转率（Ｔａｔ）、股权集中度
（Ｔｏｐ１）和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都与企业风险承担水
平呈显著负相关，长债比例（Ｌｔｄｒ）、流动性（Ｌｉｑｕｉｄｉ
ｔｙ）、社会总需求变化（Ｍ２ｇｒｏｗｔｈ）与企业风险承担水
平呈显著正相关。此外，回归结果Ｒ２表明模型的拟
合效果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假设２得到了基本的检
验。

表３　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Ｅｐｕ －０．１４５ －０．１０５

（－７．６４） （－１４．１８）
Ａｓｉ －０．００４

（－０．２１）
Ａｓｉ×Ｅｐｕ －０．０１０

（－２．２７）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１．６６） （－３．２２６）
Ｌｅｖ ０．１３４ －０．０４３

（５．９５） （－３．１６）
Ｐｒｏｆｉｔ －０．１４８ －０．０６５

（－９．３２） （－４．０９）
Ｌｔｄｒ ６．９９０ ５．７６２

（０．１５） （５．１８）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７．０１５ ５．７５９

（０．１５） （５．１８）
Ｔａ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１．８２） （－２．６８）
Ｔｏ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４） （－２．０８）
Ｇｄｐ －２９．０２８ －２３．０６７

（－８．２９） （－１５．５４）
Ｍ２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３３ ２．００５

（５．１７） （３．７０）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１８７ －３．７０１

（－０．０９） （－３．４１）
Ｏｂｓ ３９６９ ３９６９

Ａ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０．２１１ ０．２９２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中的值为稳健ｔ统

计量。

五、稳健性检验

借鉴已有文献，本文采用两种稳健性检验方法。

第一种，随机效应回归法。第二种，替换解释变量，

用每季度末月的指数代表该季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指数，然后取四个季度的均值代表年度指数变量。

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将该均值再除以１００消除
与其他企业层面数据之间存在的数量级差异，即

ＥＰＵ＝（Σ季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４）／１００。随
机效应检验结果如表４第（２）列所示，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０．１４９，在１％ 水平下显著为负。解释变量替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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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检验结果如第（３）列所示，二者回归系数为
－０．０７１，也是在１％水平下显著为负。由此得出本
文实证分析结果稳健。

表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随机效应检验 替换解释变量

Ｅｐｕ －０．１４９ －０．０７１

（－４．８０） （－７．８９）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９４） （－０．９６）
Ｌｅｖ ０．１４９ ０．１３５

－１．９４ －５．９２
Ｐｒｏｆｉｔ －０．１０６ －０．１４０

（－１．３９） （－８．８１）
Ｌｔｄｒ ６．０１５ ６．８５

（－２．６５） （－０．１４）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６．０３３ ６．８７１

（－２．６４） （－０．１４）
Ｔａ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１．７１） （－１．８３）
Ｔｏｐ１ －０．０００ ０

（－２．２１） （－１．４３）
Ｇｄｐ －３０．０２１ －２０．９８７

（－５．０８） （－７．０４）
Ｍ２ｇｒｏｗｔｈ ０．５９１ ０．５５６

（－３．０１） （－０．３４）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１９３ －４．９８６

（－１．４１） （－０．１０）
Ｏｂｓ ３９６９ ３９６９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中的值为稳健 ｔ统

计量。

六、研究结论及理论启示

企业作为政策信号接收者，宏观经济政策的每

一次调整都会作用到微观的企业个体上，企业的风

险承担水平随之变动。本文通过梳理中小企业板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５６８家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实证分析
方法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二者

间的关系加以检验，最终得出下面两个结论：（１）伴
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降低。政府频繁调整经济政策，中小企业投资面临

的外部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多变，管理者对于项

目预期收益抱有悲观的预期；银行融资和股东投资

减少，中小企业融资变得更加困难，风险承受力降

低。（２）从资产专用性的视角出发探究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影响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边界调节效应

发现，资产专用性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

风险承担水平的负面影响。资产专用性越高，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增强时中小企业变得更加保守谨慎，

越会偏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投资项目，中小企业风

险承担水平进一步降低。此外，本文采用两种方法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同样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疫情之下，困境中谋求生存的中小企业处境变

得更加艰难，且疫情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中小企

业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对

中小企业的未来发展走向要予以重视，提升其风险

承担水平走出当前“困境”迫在眉睫。本文研究的

主要启示有：第一，中小企业应该扩大自身规模，完

善内部治理监督机制，加大自主研发创新力度，增强

自身实力。第二，中小企业应合理配置有限的资产，

资源配置错误问题可以通过适度的资产专用性进行

缓解，中小企业应合理配置资产专用性资金，有效发

挥其稀缺性优势规避黏着性劣势，理性安排各项资

产债务的比重。第三，中小企业要拥抱科学技术，通

过互联网实现线上化、数字化。疫情改变了中国人

的生活方式，企业的经营模式、组织架构模式、商

业运作模式等都应该结合互联网变得更加数字

智能化。第四，政府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

要结合中小企业资产配置水平尽量保持政策在

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有效减少政策波

动，为中小企业经营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预期和

良好的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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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王义中，宋敏．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资金需求与公司投资
［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４（２）：８－１０．

［６］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ＯＥ．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ｒ
ｋｅ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
ｖｉｅｗ，１９７１（２）：１１２－１２３．

［７］李青原．资产专用性与公司资本结构：来自中国制造业
股份有限公司的经验证据［Ｊ］．会计研究，２００６（７）：６６－
７１，９４．

［８］ＢａｋｅｒＳＲ，Ｂｌｏｏｍ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６（４）：１５９３－
１６３６．

［９］ＦａｃｃｏＭ．Ｌａｒｇｅ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Ｊ］．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４（１１）：
３６０１－３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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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补救对客户负面行为意图影响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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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在线零售业规模在中国迅速发展，经常不可避免地发生服务无效事件，如
何改善这一现状并实现有效的服务补救就显得尤为重要。结合相关企业的做法和专家学者的观点

对此进行了讨论，验证了在线零售企业的服务补救与其客户的负面行为意图之间具体有哪些影响，

以及验证了上述关系中感知服务不公平与客户负面情绪的中介效果、服务无效归因与感知企业社会

责任的调节效果。

关键词：服务补救；客户负面行为意图；感知服务不公平；服务无效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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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互联网虚拟化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服务体

系是否完善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原因在于人们

网购消费质量意识的不断提高，Ｂ２Ｃ领域在整个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至关重要，这也体现了

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线购买行为发生时，买卖

双方不是面对面沟通的，这种特殊的交易方式最大

的弊端就是一旦出现服务无效，客户就会觉得还不

如在实体店购买得放心，心理无形之中就产生恐慌，

初步判断自己已经上当受骗，无形的心理压力严重

影响自身的情绪，丝毫感受不到被企业公平对待，客

户的购后行为意图和满意感也会受到影响。本研究

以中国最大的互联网购物平台“天猫”为例，选择青

年网络购物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网络商城如何实

施服务补救以及补救成效是否会影响客户行为意

图，以感知服务不公平与客户负面情绪为中介变

项，以服务无效归因与感知企业社会责任为调节

变项，归纳出下列研究问题：ａ）服务补救是否会影
响客户负面口碑及品牌转换？ｂ）服务无效归因是
否会影响客户感知服务不公平及负面情绪？ｃ）感
知企业社会责任是否会弱化客户负面口碑及品牌

转换？

二、文献综述

１．服务补救
Ｂｅｌｌ和Ｚｅｍｋｅ（１９８７）［１］提出服务补救是企业转

变客户不良体验（比如客户埋怨）的一种行为变化；

Ｇｒｏｎｒｏｏｓ（１９８８）［２］指出服务补救的目的在于创建一
种良性的交易关联，实施成效的好坏是最重要的。

Ｔａｘ和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８）［３］告诉我们服务补救是一个企
业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管理过程，

当中企业要实时、确切地预测并处理好服务无效问

题。国内学者韦福祥（２００２）［４］阐释这种管理过程
是一种即时性、主动性的反馈，直接影响客户是否对

补救措施满意、对企业品牌仍然支持，这种补救行为

也是一整套能动长效服务质量提升机制。本研究依

据Ｇｒｏｎｒｏｏｓ（１９８８）［２］和 Ｇｒｏｎｒｏｏｓ（２００６）［５］将服务
补救内涵定义为企业面对客户遭受服务无效后所采

取的应对措施解决此类问题，以最大可能挽回顾客

的过程。

２．服务无效归因
Ｓｍｉｔｈ和Ｂｏｌｔｏｎ（１９９８）［６］提出企业如果没有提

供给客户心理预期的产品或服务，不愉悦的采买情

感就会充斥客户内心，产生原因归于企业；Ａｄｒｉａｎ
（１９９８）［７］阐述服务无效让客户感觉背离自己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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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客户认定企业的服务不合格；Ｆｉｓｋ、Ｇｒｏｖｅ和 Ｓｔｅ
ｐｈｅｎ（２００１）［８］指出只要没能提供客户预期的产品
或服务，原因就是企业服务无效；Ｐａｒａｓｕｒａｍａｎ
（１９９１）［９］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企业不能满足客户
希冀的接受水平，或是客户等待和请求时间过长都

属于服务无效。本研究依据刘永芳（１９９８）［１０］将服
务无效归因定义为客户对服务无效的发生经过内部

认知、思考和推理对信息加工处理，找出无效问题发

生的原因的一种过程。

３．感知服务不公平
谢礼珊和龚金红（２００８）［１１］指出企业服务不公

平是一种经济利益不平衡的体现，也是一种社交关

系上的不平等表现。这种不公平会深深伤害客户的

自尊心，影响其对企业的情感归属和行为归属；同

时，他们的内心深处很容易爆发埋怨情绪。本研究

据此将感知服务不公平定义为客户在购物过程中体

验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经济利益受到损失，对企业丧

失信心、没有归属感。

４．客户负面情绪
网络零售企业的服务补救与客户情绪变化之间

存在影响关系，双方买卖行为属于高互动性，从开始

接洽到最后的交易完成都是在线进行的。因此，客

服人员往往与客户存在语言的频繁交互，十分吻合

情感感化产生的社会情境，客户内心很容易形成正

负两方面情绪。本研究借鉴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和 Ｏｌｉｖｅｒ
（１９９１）［１２］将客户负面情绪定义为客户在使用或消

费某种产品或服务之后的体验不是很愉悦，导致内

心深处诱发出消极情绪的一种反应。

５．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本研究依据何俊（２０１１）［１３］将企业社会责任定

义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企业对周边利益相关

者负有一定的义务以及对社会、人民的利益需承担

一定的社会发展责任。

６．客户负面行为意图
本研究将客户负面行为意图分成两个构面加以

研究———负面口碑与品牌转换。本研究依据陈书林

和梁世安（２００６）［１４］将负面口碑定义为客户经历了
不满意的购买体验，将自身遭受的事情告诉其他好

友，劝导其不要再购买或使用此商家提供的产品或

服务。本研究依据李东进、张成虎和李研（２０１５）［１５］

将品牌转换定义为客户遭受服务无效后内心产生负

面情绪，不再相信原始商家，另选其他商家或品牌的

过程。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认为发生服务无效后，在客户负面情绪

与感知服务不公平之中介效果下，服务补救对客户

负面行为意图有影响；服务无效归因对服务补救与

客户负面情绪或感知服务不公平之间的关系具有调

节效应；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对客户负面情绪或感知

服务不公平与客户负面行为意图的两个维度负面口

碑和品牌转换两两之间有调节效果。基此，本研究

特提出研究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框架

　　本研究的母体选择是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伶
仃洋沿岸的粤港澳大湾区 Ｈ学院的大一至大四本
科生共计１５０００人。本研究属于探测性调查，大学
生作为网购的年轻消费群体，又是网购的主力军，每

一个被调查个体都是同质的，又考虑到时间、成本与

便利性等因素，本研究采取便利抽样法（Ｃｏｎｖｅｎ
ｉｅｎｃ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本研究恳请Ｈ学院本科教师协助

在每个年级任意抽取两个班级的本科生，每个班级

本科生人数为８５人，四个年级共计６８０人；教师利
用每个班级上课前的十分钟时间，将网络调查问卷

链接发送到该班级学生微信群或 ＱＱ群中，供学生
们作答。回收问卷后，剔除漏答、无效回答、选项回

答明显与题项表述不契合或选项一致的问卷后，使

用软件工具 ＳＰＳＳ２２．０中的可靠性分析（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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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进行分析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ｌｐｈａ值确定了问卷
的可信度。

本研究收集数据的工具为电子版调查问卷，基

于充分考虑本研究所建构的研究框架及作出的研究

假设，电子版调查问卷最终涵盖八大部分内容。第

一部分包含受访者年龄、性别、年级等基本信息；第

二至第八部分是关于服务补救、服务无效归因、感知

企业社会责任、客户负面情绪、感知服务不公平、负

面口碑及品牌转换的分量表，各个量表的测量都是

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点评分法：“非常同意 －５；同意 －４；没
意见－３；不同意－２；非常不同意－１”。

四、研究结果分析

本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 Ｈ学院的大一至大四
本科生作为受测对象进行问卷发放调查，共发出问

卷６８０份，收回６８０份，剔除无效问卷３９份，收回有
效问卷６４１份，有效回收率约９４％。利用ＳＰＳＳ２２．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主要分为八个层面进行分析，分

别为描述性统计分析、整体适配度、信度分析、效度

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中介效果检验、调节效果

检验。

１．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对调查问卷样本进行了基本资料分析，

通过均值、标准差、方差、偏差、峰度来判别样本的集

中趋势、离散趋势以及分布情况。吴明隆（２０１１）［１６］

指出峰度和偏度的绝对值小于３，则说明观测变量
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从表１中可知，各研究变量的
峰度和偏度绝对值均小于３，属于服从正态分布，适
合继续进行其他分析。

表１　各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汇总表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偏度 峰度

服务补救 ３．６２９ ０．５６８ ０．３２３ ０．６４３ －０．２８４

感知服务不公平 ２．４３４ ０．５７３ ０．３２８ －０．８０１ －０．１９２

客户负面情绪 ２．４６９ ０．５７２ ０．３２７ －０．９１８ ０．０６５

服务无效归因 ２．４１８ ０．５７２ ０．３２７ －０．７８８ －０．１１１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２．４４８ ０．６０５ ０．３６７ －０．９１０ －０．０９９

负面口碑 ２．４３３ ０．５４０ ０．２９２ －０．６７７ －０．１９３

品牌转换 ２．４６４ ０．５３０ ０．２８１ －０．７５８ ０．０１８

　　２．相关分析
本研究分析选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法就服务补

救、服务无效归因、感知服务不公平、客户负面情绪、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负面口碑及品牌转换诸多变量

间存在的关联及相关程度等作出检验，从而使得之

后假设检验工作的开展有着可靠的依据，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各研究变量间相关性分析汇总表

平均值 标准差 服务补救
感知服务

不公平

服务无

效归因

客户负

面情绪

感知企业

社会责任

负面

口碑

品牌

转换

服务补救 ３．６２９ ０．５６８ １

感知服务不公平 ２．４３４ ０．５７３ －０．５３８ １

服务无效归因 ２．４１８ ０．５７２ －０．４９８ ０．６６４ １

客户负面情绪 ２．４６９ ０．５７２ －０．５１２ ０．６９１ ０．５７３ １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２．４４８ ０．６０５ －０．４３０ ０．５７５ ０．４８１ ０．５９０ １

负面口碑 ２．４３３ ０．５４０ －０．４２４ ０．５４６ ０．５５２ ０．５５５ －０．５１８ １

品牌转换 ２．４６４ ０．５３０ －０．３５２ ０．４９５ ０．５１４ ０．５７０ －０．５１７ ０．６７２ １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服务补救与感知服务不公平、服务无效归因、客
户负面情绪、感知企业社会责任、负面口碑与品牌转

换均呈现显著性且负向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５３８、－０．４９８、－０．５１２、－０．４３０、－０．４２４、－０．３５２，
至于因果关系，需进一步作后续分析。

３．信度分析
为确保电子版问卷中各题项在其所属构面测量

之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本研究以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１９５１）［１７］提出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作为问卷信度
的评量标准，判断信度准则为：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小于
０．３５为低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在０．３５与０．７０之间
为中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大于０．７为高信度。本研
究各变量信度均大于０．７（参见表３），为高信度。
４．整体适配度
整体适配度是评价整个量表的模式和可观察性

适配程度的指标。Ｈａｉｒ、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 Ｔａｔｈａｍ等
（１９９８）［１８］指出整体适配度的衡量指标可以分为三
个部分：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和简约适配度，如

表４所示。
表３　各研究变量信度分析汇总表

变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服务补救 ０．８３７

感知服务不公平 ０．８９３

客户负面情绪 ０．９０１

服务无效归因 ０．７８４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０．８４１

负面口碑 ０．７７２

品牌转换 ０．７４１

　　由表４可知，ＲＭＲ值大于０且小于０．０５，说明
各变量之研究数据呈现相关数据矩阵。通常情况

下，模型适配度拟合指标非常多，很难做到所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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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符合判断标准。一般情况下，只要依据几个常见

指标进行拟合度判断即可，比如卡方自由度比、

ＧＦＩ、ＲＭＳＥＡ、ＲＭＲ、ＣＦＩ、ＮＦＩ等。因此，根据上表结
论可知，卡方自由度比、ＲＭＳＥＡ、ＲＭＲ和ＣＦＩ这４个
指标呈现理想状态，ＮＦＩ和 ＧＦＩ这２个指标呈现出
接近标准值，则说明本研究之理论构想与验证性因

子分析最终结果呈现出一致性，具有良好的因子结

构模型适配度，对于研究所选用的量表题项之验证

结果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表４　整体适配度指标分析汇总表

适配度 整体模型 判断标准 结论

χ２ ５６５．８７２
ｄｆ ３０３

χ２／ｄｆ １．８６８ ＜３ 理想

绝对适配度 ＧＦＩ ０．８９０ ＞０．９ 接近标准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１ ＜０．１０ 理想

ＡＧＦＩ ０．８６３ ＞０．９ 接近标准

增值适配度 ＮＦＩ ０．８９６ ＞０．９ 接近标准

ＣＦＩ ０．９４８ ＞０．９ 理想

简约适配度 ＰＧＦＩ ０．７１４ ＞０．９ 不理想

ＰＮＦＩ ０．７７３ ＞０．９ 不理想

ＲＭＲ ０．０１８ ＜０．０５ 理想

ＳＲＭＲ ０．０３８ ＜０．１ 理想

　　５．效度分析
本研究之电子版问卷中的各题项是经过文献探

讨整理以及采用先前相关主题学者研发出来的成熟

量表之题项汇整而来，因此本研究之问卷各题项符

合内容效度之要求。此外，本研究分析题项共计２７

个，分析有效样本量６４１，超出分析项数量的１０倍，
样本量适中。因此，本研究之效度分析是采用严谨

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ＣＦＡ）对这７个变量以及２７个
分析项进行收敛效度、区别效度进行评估。收敛效

度主要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组合信度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和平均变异数萃取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ｒｉ
ａｎｃ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ＶＥ）来实现衡量，收敛效度之分析
结果如下表５所示。

表５　收敛效度分析汇总表

因子 平均变异数萃取ＡＶＥ值 组合信度ＣＲ值
服务补救 ０．５１０ ０．８３７
感知服务不公平 ０．５６４ ０．７９２
服务无效归因 ０．６３２ ０．８９５
客户负面情绪 ０．６４８ ０．９０２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０．６３９ ０．８４１
负面口碑 ０．５３０ ０．７７２
品牌转换 ０．５９２ ０．７４３

　　通常情况下，ＡＶＥ值大于０．５且 ＣＲ值大于０．６
表示收敛效度较高。由表５可知，７个因子对应的
ＡＶＥ值均超过０．５，且ＣＲ值均超过０．６，说明数据具
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区别效度主要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的ＡＶＥ方法
对区别效度进行评估。Ｆｏｒｎｅｌｌ和Ｌａｒｃｋｅｒ（１９８１）［１９］认
为应依据相关矩阵中对角线数值应大于两两构面间

系数，作为判别区别效度的一般标准。区别效度之

分析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区别效度分析汇总表

服务补救 感知服务不公平 服务无效归因 客户负面情绪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负面口碑 品牌转换

服务补救 ０．７１４
感知服务不公平 －０．４９８ ０．７５１
服务无效归因 －０．５３８ ０．６６４ ０．７９５
客户负面情绪 －０．５１２ ０．５７３ ０．６９１ ０．８０５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０．４３０ ０．４８１ ０．５７５ ０．５９０ ０．７９９
负面口碑 －０．４２４ ０．５５２ ０．５４６ ０．５５５ ０．５１８ ０．７２８
品牌转换 －０．３５２ ０．５１４ ０．４９５ ０．５７０ ０．５１７ ０．６７２ ０．７０２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如果ＡＶＥ数值的平方根值可以表示因子的聚
合性，如果因子聚合性较强，则说明具有区别效度；

如果某因子的 ＡＶＥ平方根值大于该因子与其他因
子的相关系数，并且所有因子均呈现这样的结果，则

说明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也就是说 ＡＶＥ平方根值
的最小值大于所有相关系数的最大值。由表 ６可
知，７个因子分别对应的 ＡＶＥ平方根值最小为
０．７０２，大于因子间相关系数的最大值０．６９１，则说
明此问卷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６．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只能说明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关系以及

关系是否显著，还不能确定变量间的具体关系，也就

是说需要利用回归分析说明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本研究将分步骤验证服务补救、感知服务不

公平、客户负面情绪、负面口碑、品牌转换各变量间

的直接影响效果。

由表７可知，服务补救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５２４
（ｔ＝－１０．７７０，ｐ＝０．０００），Ｒ２值为０．２７１，ＡｄｊＲ２值
为０．２５８，则说明服务补救对客户负面情绪产生显
著的负向影响；服务补救的回归系数值为 －０．５３５
（ｔ＝－１１．３４８，ｐ＝０．０００），Ｒ２值为０．３１６，ＡｄｊＲ２值
为０．３０３，则说明服务补救对感知服务不公平产生
显著的负向影响；服务补救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１８２
（ｔ＝－８．３７３，ｐ＝０．０００），Ｒ２值为０．１９５，ＡｄｊＲ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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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０．１８０，则说明服务补救对负面口碑产生显著的
负向影响；服务补救的回归系数值为 －０．０８１（ｔ＝
－６．８２３，ｐ＝０．０００），Ｒ２值为 ０．１４２，ＡｄｊＲ２值为
０．１２７，则说明服务补救对品牌转换产生显著的负向
影响；感知服务不公平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５１２（ｔ＝
１１．４０１，ｐ＝０．０００），Ｒ２值为 ０．３０２，ＡｄｊＲ２值为
０．２８９，则说明感知服务不公平对负面口碑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客户负面情绪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５２２
（ｔ＝１２．３５３，ｐ＝０．０００），Ｒ２值为０．３３４，ＡｄｊＲ２值为
０．３２２，则说明客户负面情绪对品牌转换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感知服务不公平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７０２
（ｔ＝１７．１４４，ｐ＝０．０００），Ｒ２值为０．４８２，ＡｄｊＲ２值为
０．４７２，则说明感知服务不公平对客户负面情绪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７　各研究变量间回归与中介分析汇总表

负面口碑

Ｍ１ Ｍ２ Ｍ３

品牌转换

Ｍ４ Ｍ５

感知服务不公平

Ｍ６ Ｍ７

客户负面情绪

Ｍ８ Ｍ９ Ｍ１０
服务补救 －０．１８２－０．４０４－０．３３３－０．０８１ －０．５３５ －０．５２４

感知服务不公平 ０．５１２ ０．４１４ ０．７０２

客户负面情绪 ０．５２２ ０．４８１

Ｒ２ ０．０１４ ０．１９５ ０．３２７ ０．００８ ０．１４２ ０．００９ ０．３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２７１ ０．４８２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８０ ０．３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３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２５８ ０．４７２
Ｆ值 １．８５６ １２．９９０２２．２８３ １．０１７ ８．９１７ １．１４１ ２４．８０２ ２．１１９ １９．９６６４９．８７７

Ｄ－Ｗ值 ２．０８５ ２．０３９ ２．０９４ １．９４６ １．９１３ １．９６０ ２．０６１ １．７５８ １．８９３ １．８５５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７．中介效果检验
依据 Ｂａｒｏｎ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２０］之建议，利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以层级回归分析验证中介效果时，
中介效果存在的条件为：（１）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分
别与依变量间存在显著关系；（２）自变量与中介变
量间存在显著关系；（３）置入中介变量后，自变量与
依变量间的关系应较未置入中介变量时变弱。

由表８可知，在置入中介变量（感知服务不公
平）之后，自变量（服务补救）对依变量（负面口碑）

仍然存在显著影响，标准因子负荷量由原来的

－０．１８２（ｐ＜０．００１）下降到 －０．４０４（ｐ＜０．００１），
符合 Ｂａｒｏｎ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之第三条建议，证明部
分中介效果存在，感知服务不公平在服务补救与负

面口碑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在置入中介变量

（客户负面情绪）之后，自变量（服务补救）对依变量

（品牌转换）不存在显著影响，标准因子负荷量由原来

的－０．０８１（ｐ＜０．０１）下降到－０．３３３（ｐ＜０．００１），符合
Ｂａｒｏｎ和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之第三条建议，证明部分中
介效果存在，客户负面情绪在服务补救与品牌转换

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表８　各研究变量间中介效果分析汇总表

负面口碑 感知服务不公平 负面口碑 品牌转换 客户负面情绪 品牌转换

服务补救 －０．１８２ －０．５３５ －０．４０４ －０．０８１ －０．５２４
感知服务不公平 ０．４１４
客户负面情绪 ０．４８１

Ｒ２ ０．１９５ ０．３１６ ０．３２７ ０．１４２ ０．２７１ ０．３４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８０ ０．３０３ ０．３１２ ０．１２７ ０．２５８ ０．３２５
Ｆ值 １２．９９０ ２４．８０２ ２２．２８３ ８．９１７ １９．９６６ ２３．５７１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８．调节效果检验
依据 Ｂａｒｏｎ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之建议，若自变量

Ｘ与依变量 Ｙ之间的关系为变量 Ｈ的函数，则说明
变量Ｈ就是其调节变量，即变量Ｈ对自变量Ｘ与依
变量Ｙ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影响。调节变量可以
用于定性或定量研究中，对自变量与依变量之间的

关系方向（正向或负向）、强弱关系产生影响。在统

计学中，检验变量的调节效应也就是检验调节变量

与自变量的交互效应是否显著。

由表９可知，服务补救与服务无效归因的交互
项呈现出显著性，标准因子负荷量为０．０６３，则说明
服务补救对感知服务不公平影响时，调节变量（服

务无效归因）在不同水平时，影响幅度具有显著性

差异，且为正向影响；服务补救与服务无效归因的交

互项呈现出显著性，标准因子负荷量为０．０３８，则说
明服务补救对客户负面情绪影响时，调节变量（服

务无效归因）在不同水平时，影响幅度具有显著性

差异，且为正向影响；客户负面情绪与感知企业社会

责任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性，标准因子负荷量为

－０．２０４，则说明客户负面情绪对品牌转换影响时，
调节变量（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水平时，影响

幅度具有显著性差异，且为负向影响；感知服务不公

平与感知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性，标

准因子负荷量为－０．１２７，则说明感知服务不公平对
负面口碑影响时，调节变量（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在不

同水平时，影响幅度具有显著性差异，且为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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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各研究变量间调节效果分析汇总表

感知服务
不公平

客户负
面情绪

负面
口碑

品牌
转换

服务补救 －０．２７８ －０．３１７

服务无效归因 ０．５０３ ０．４３４

服务补救×
服务无效归因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８

感知服务不公平 －０．３４０

客户负面情绪 ０．３７１

企业社会责任 －０．２９６ ０．２４３

感知服务不公平×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０．１２７

客户负面情绪×
感知企业社会责任

－０．２０４

Ｒ２ ０．５０７ ０．４０２ ０．３４７ ０．３８４
ＡｄｊＲ２ ０．４９５ ０．３８７ ０．３３１ ０．３６９
Ｆ值 ４１．１２８ ２６．８５９ ２１．２９９２４．９２７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五、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结论
本研究提出服务补救、感知服务不公平、客户负

面情绪、服务无效归因、感知企业社会责任、负面口

碑及品牌转换之间的维系假设，旨在探讨网购平台

的服务补救对客户负面行为意图之影响。通过一系

列的实证分析，验证假设并分析得出结论：服务补救

负向影响客户负面情绪、客户感知服务不公平、客户

负面口碑以及品牌转换；感知服务不公平正向影响

负面口碑；客户负面情绪正向影响品牌转换；服务无

效归因正向调节服务补救与感知服务不公平间的关

系以及服务补救与客户负面情绪间的关系；感知企

业社会责任负向调节客户负面情绪与品牌转换间的

关系以及感知服务不公平与负面口碑间的关系；感

知服务不公平正向影响客户负面情绪并在服务补救

与负面口碑间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客户负面情绪

在服务补救与品牌转换间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２．研究建议
本研究通过具体的实证分析发现，服务补救对

客户负面情绪、感知服务不公平、负面口碑和品牌转

换均具有显著性影响；感知服务不公平对负面口碑、

客户负面情绪均具有显著性影响；客户负面情绪对

品牌转换具有显著性影响；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对服

务补救与负面口碑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服务补救通过感知服务不公平的中介作用影响负面

口碑；服务补救通过客户负面情绪的中介作用影响

品牌转换。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在负面口碑与品牌

转换的减弱上，企业应该从服务补救、感知服务不公

平、客户负面情绪以及感知企业社会责任这几个方

面提高最大效能。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管理

建议：（１）切实做好有效的服务补救措施；（２）避免

客户受到不公平对待；（３）减少客户负面情绪产生；
（４）提升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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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视角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策研究
———基于成本—收益模型、需求定理

张　巧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犯罪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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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巧（１９９５—），女，湖北黄冈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犯罪学。

摘　要：在信息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当前我国发展最快、严重
影响社会稳定的刑事犯罪。基于贝克尔成本—收益模型、需求定理，对犯罪原因进行分析。结论表

明，电信网络诈骗收益可观并且成本低廉，悬殊的利润差值是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的主要原因。此

外，社会管理存在漏洞、诈骗亚文化的不良影响、被害人防范意识不强等也是导致犯罪高发易发的重

要原因。在上述经济分析的基础上，从提高惩罚概率、加大惩罚力度、提高机会成本、减少犯罪供给

四个方面出发，综合提出防控犯罪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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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基本问题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概念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单

一罪名，作为传统诈骗与电信网络技术结合的产物，

它与普通诈骗罪之间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对于这

种新型诈骗犯罪的概念，尚未形成定论，学界大多是

以诈骗罪的基本定义为基础，同时结合电信网络诈

骗的特点进行界定。有学者认为，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从本质上来讲依旧是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财

物为目的，使用电信设备或通过计算机信息网络、广

播电视，在信息空间中传播虚假信息，使被害人因此

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财物的行为［１］。也有学

者认为，电信网络诈骗是指利用通信工具、互联网等

技术手段，编造和发送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

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转账或汇款的

犯罪行为［２］。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９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在印发的《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

中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定义为：“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利用电话、短信、互联网等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

构事实，设置骗局，实施远程、非接触性诈骗，骗取公

私财物的犯罪行为。”

（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现状

市场经济在促进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同

时，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

为典型代表，发案数量居高不下并呈逐年攀升趋势。

全国公安机关对此保持高度关注，积极贯彻依法严

打政策，深入推进专项攻坚行动，阶段性成效显著。

但打不胜打、屡打不禁，当前总体防控形势并不乐

观。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

２０１７年全国已结一审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量
较２０１６年上升７０．３４％，其中网络诈骗占比由２０１６
年的３４．６６％上升至２０１７年的６０．８９％。２０１８年全
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１３．１万起，抓获违法犯
罪人员７．３万名，挽回经济损失１００余亿元。２０１９
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为

２０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６．３万人。２０２０年共破
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３２．２万起，为 ２０１８年的近
２．５倍，抓获犯罪嫌疑人３６．１万名，挽回经济损失
１８７０余亿元［３］。

近三年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情况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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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所示，通过现状分析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
一，总体发案量持续走高，防控形势复杂严峻。一方

面是由网络犯罪本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电信网络

诈骗的犯罪过程具有远程、非接触性的特点，犯罪对

象为不特定多数人，网络虚拟性导致侦查受阻，破案

率不高。另一方面是当前打击治理存在一定问题。

事后打击的传统犯罪治理思路治本效果有限，司法

成本高，公安力量独木难支。第二，造成的经济损失

大，社会危害性强。个人实施犯罪的成本极低，借助

电话、网络就可以开展犯罪活动，高额获益刺激着犯

罪人不断以身试法。作为经济犯罪的一种，电信网

络诈骗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同时还扰乱经济发展秩

序，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图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基本情况

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原因的经济学分析

（一）成本—收益模型视角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首开犯罪经济分析

的先河，他指出：“一些人之所以成为‘罪犯’，不是

他们的基本动机和别人有什么不同，而是他们的成

本和利益结构存有差异。”［４］１５实施犯罪行为是为了

追求犯罪收益，用Ｇ（ｇａｉｎ）表示；实施犯罪所投入的
金钱、时间、精力等资源构成犯罪的机会成本，用Ｏ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ｃｏｓｔ）表示；实施犯罪要承担风险，要付
诸预期惩罚成本，用ＰＣ（ｐｅｎａｌｔｙｃｏｓｔ）表示。犯罪决
策最终取决于对利润的考量，用ＮＧ（ｎｅｔｇａｉｎ）表示。
成本—收益模型的计算公式表示为：犯罪利润（ＮＧ）
＝犯罪收益（Ｇ）－机会成本（ＯＣ）－预期惩罚成本
（ＰＣ），对该式进行变换得到 ＮＧ＝（Ｇ－ＯＣ）－ＰＣ。
在该式中，Ｇ－ＯＣ的得值如果为正，说明犯罪带来
的收益大于将同等资源投入合法活动所带来的收

益，然而，对于理性犯罪人来说，其最终是否会实施

犯罪，还要取决于对预期惩罚成本的测算，当行为人

认为犯罪的收益为正，即 ＮＧ＝（Ｇ－ＯＣ）－ＰＣ＞０

时，才会实施犯罪行为。

图２表示犯罪的决策模型，横轴表示实施犯罪
所投入的各类资源（犯罪成本），纵轴表示犯罪能带

来的预期回报（犯罪收益）。中间的水平直线为机

会成本线，假设机会成本在一定条件下不变。负斜

率曲线Ｒ为表示资源投入和预期回报二者关系的
函数，资源投入与预期回报呈反比关系。对于理性

行为人来说，当资源投入取 Ａ值时，三角形 ＢＣＤ为
最大获益，如果不考虑预期惩罚成本，预防犯罪就只

需提高机会成本。随着机会成本线上移，三角形

ＢＣＤ的面积缩小，犯罪的利润空间被挤压。然而，
仅仅考虑机会成本对犯罪决策的影响并不现实，因

为机会成本在短期内难有较大变动。所以，减少犯

罪还需增加预期惩罚成本，使之对行为人的威慑足

以抵消犯罪存在的经济利润，也即 Ｇ－ＯＣ＜ＰＣ，在
这种情况下，犯罪将不会发生。

图２　犯罪决策模型［４］１３５

笔者以诈骗罪为案由，以电信网络诈骗为关键

词，进行全文检索，抽取中国裁判文书网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年一审刑事判决书１５５３份。排除共同犯罪、
数罪并罚、犯罪未遂，共筛选、提取有效样本２８４份，
对成本和收益状况展开具体分析。

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收益分析
犯罪收益按照能否量化可以分为财产性收益和

精神性收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为经济犯罪的一

种，犯罪人主要是为了追求物质性利益，故将精神性

收益忽略不计。在２８４个统计样本中，个人实施电
信网络诈骗的收益最高达到了９６０４７０元。参考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

准（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３１日），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１１８０元，从事电信网络诈骗获得的收入远高于通过
合法途径获得的报酬。

２．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本分析
如果说犯罪收益是刺激犯罪的重要因素，那么

犯罪成本则是关系犯罪行为实行与否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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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直接成本。直接成本指的是犯罪的物质支
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的作案工具大多为电脑、

手机、几张银行卡，还有的犯罪人只通过 ＱＱ、微信
等社交软件就足以实施诈骗活动，与高额收益相比，

基本上没有什么现金支出。

（２）间接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犯罪人在实施
犯罪活动过程中以及犯罪结束后所要担负的心理和

精神压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对小

于抢劫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等严重暴力犯罪，并

且由于具有过程非接触性、对象不确定性的特点，在

瞬息万变的网络空间实施犯罪不但不会让犯罪人产

生精神压力，还容易心存侥幸，进而多次实施诈骗。

（３）机会成本。主要指的是时间机会成本，即
犯罪人投入资源于犯罪活动而放弃的将同样的资源

用于其他合法活动可能产生的收入。它与职业构

成、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相关，与一个人所

处的社会阶层，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多少相关。处于

的社会阶层低，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少，机会成本就越

低。图３、图４表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职业构
成及学历分布情况，在２８４个案例样本中，农民、务
工、无业人员占６４％，高中及以上学历仅占１９％，电
信网络诈骗分子的机会成本普遍很低。

图３　职业构成情况

图４　学历分布情况

（４）预期惩罚成本。犯罪同样是明码标价的，
在犯罪市场中，理性犯罪人会对犯罪“价格”的变动

作出反应，这里的犯罪“价格”主要是指预期惩罚成

本（用ＥＣ来表示）。它受到刑罚的确定性／惩罚概
率（用Ｐ来表示）与刑罚的严厉性／惩罚力度（用 Ｆ
来表示）两个因素的影响，其数量关系为：ＥＣ＝Ｐ×
Ｆ。图５、图６对案例样本中２８４个犯罪人的诈骗所
得金额及判处刑罚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的平均收益约为７万元，平均刑期约
为３０个月，平均罚金额约为２万元，参考全国最低
月工资１１８０元。假设惩罚概率Ｐ等于０．５，刑罚严
厉性 Ｆ统一换算成金额约为 ３．５万（Ｆ ＝３０×
１１８０），预期惩罚成本 ＥＣ＝０．５×３．５＋２＝３．７５万
元，远低于犯罪收益７万元，理性犯罪人铤而走险实
行犯罪的可能性较大。

（５）定罪后续成本。也可以称为预期机会成
本，等同于犯罪污点效应，指的是犯罪人的前科经历

会对他今后选择合法行为机会的影响。运用犯罪学

标签理论对其解释就是：一个人一旦被定罪处罚了，

就相当于是被贴上了不同于正常人的标签，其他人

会拒绝与他发生交易行为，犯罪人也将逐步被主流

社会边缘化。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刑罚没有规定从

业禁止，且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政策渐趋

完善，所以诈骗分子定罪的后续成本也很低。

犯罪经济学理论认为，真正能够对犯罪起有效作

用的是预期惩罚成本和预期机会成本［４］１３９。而在电

信网络诈骗中，这两者的犯罪抑制效果都不理想，高

收益、低成本成为电信网络诈骗高发的原因之一。

图５　电信网络诈骗金额统计

图６　判处刑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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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定理视角

在经济学中，需求定理是指当其他条件都不变

时，随着物品的价格上升，该物品的需求量相应地减

少；随着物品的价格下降，该物品的需求量随之增

加。需求曲线是将价格与需求量联系起来的曲线，

向右下方倾斜，表示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价格变化

所对应的需求量变动情况。需求曲线并不是始终不

变的，倘若其他条件发生了改变，某种因素引起了一

种既定的价格水平之下的需求量变化，需求曲线就

会发生移动，称之为需求变动。概括说，需求量的变

动只与商品自身的价格相关，需求的变动则与商品

价格以外的因素的变化有关。

现代经济学认为，非市场领域中的行为具有和

市场领域行为同样的机理，因此，我们可以将商品市

场中的需求关系应用于犯罪市场进行分析。在犯罪

市场中，需求方为犯罪人，需求量用犯罪数量表示，

价格对应犯罪价格，“影子价格”的升降会影响那些

对社会而言不可实施行为的数量水平［４］２－３。通过

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状的分析得知，当前犯罪数

量的变化是确定的，呈上升趋势，根据需求定理，犯

罪数量变化包含需求量变动、需求变动两种情况。

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求量变动的原因分析

图７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求量变动图

图７中，Ｐ代表犯罪价格，Ｑ代表犯罪数量，曲
线Ｄ０Ｄ０’表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求曲线。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现已知犯罪数量 ＱＡ向右递增
至ＱＢ，根据需求定理，需求曲线上 Ａ点移至 Ｂ点的
原因在于价格 Ｐ值的下降。如果说价格 Ｐ表示犯
罪人实施犯罪所要付出的最大代价，那么它就包含

了犯罪人实施犯罪的所有成本。成本—收益模型表

明，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预期惩

罚成本受惩罚概率和惩罚力度两个变量影响，难以

确定其增减变化。因此，笔者认为，引起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需求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犯罪人机会成本的

下降。具体原因包括：

（１）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新型犯罪提供了
便利

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为犯罪人作案提供了有利

条件，与传统“面对面”近距离、低效率的诈骗方式

相比，犯罪人不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实施诈

骗活动，现实机会成本大为降低。犯罪人通过自行

设立网络虚拟平台、制作虚假网络界面就可以引诱

大批被害人“配合”诈骗方案，完成诈骗活动；在缺

乏网络监管的情况下，利用网络广告就可以投放虚

假信息，隐匿作案账号、ＩＰ地址；通过简单植入木马
病毒程序就可以发现网络漏洞，盗取用户个人信息，

对被害人实施精准诈骗；借助网络电话 Ａｐｐ就可以
任意设置来电显示号码，轻松地伪装成平台客服、金

融机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害人近亲属，编造故

事，骗取被害人银行密码。随着网络支付平台的普

及，许多的网络社交软件增添了转账功能，例如微

信，已成为人们日常线下消费、网上购物的主要支付

工具，而这又节约了到账时间，提高了犯罪人获取诈

骗资金的效率。

（２）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虽然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不断加强，但仍然不

够完善，底层人员的社会保障普遍存在参保率较低、

最低生活保障无法享受、失业保险难以办理等问题。

有些人虽然被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政策漏

洞或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应有

的救济，这使得他们在失业、疾病时无法获得物质帮

助从而顺利度过危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了人口

的流动，底层人员为了生计四处奔波，源自血缘、地

缘的社会支持逐渐缺失，工作不稳定之下业缘关系

也很脆弱，这使得他们能够获得的精神支持也十分

有限。电信网络诈骗的实施主体主要为农民、务工

和无业人员，他们没有体面的职业、优厚的薪资待

遇，易产生犯罪动机。尤其无业或失业状态更容易

促成犯罪，因为与辛苦劳动获得微薄收入相比，狱内

最起码衣食无忧，再加上精神支持缺乏，道德和文化

规范的控制减弱，犯罪耻辱效应不再明显。

（３）被害人普遍存在心理弱点，防范意识不强
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人之所以能频频得手，除

了犯罪人的精心设计以外，被害人心理弱点作祟，自

我保护意识欠缺也是重要的原因。在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中，被害人普遍存在贪图利益、盲目崇拜、轻信

他人、易受暗示、侥幸投机等心理弱点。在贪利型电

信网络诈骗中，贪欲是被害人普遍的心理弱点，面对

金钱诱惑，求财心切，丧失理智分析的能力，妄图不

劳而获，掉入犯罪分子的预设圈套；在避险型电信网

络诈骗中，轻信他人是被害人普遍的心理弱点，缺乏

生活常识，过度迷信国家公权力，疏于防范上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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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很多被害人并不是没有接触过反诈骗宣传教

育，而是从内心里侥幸地认为自己不会受骗，过于自

信，对犯罪分子常见套路不注意辨识，不注重个人信

息保护，当诈骗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又不具备识别、

中断犯罪的能力，进而一步步成为犯罪分子侵害的

对象，遭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损失，前有清华教授被

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常有大学生陷入校园网络借

贷诈骗，都是防范诈骗意识薄弱的体现。

２．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求变动的原因分析

图８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求变动图

如图８所示，Ｐ表示犯罪价格，Ｑ表示犯罪数
量。当价格为Ｐ’且不变时，已知犯罪数量 ＱＣ向右
递增至ＱＤ，Ｃ点移至Ｄ点，根据需求定理，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需求曲线会由 Ｄ０Ｄ０’右移至 Ｄ１Ｄ１’，出现
此现象的原因在于犯罪价格以外的因素引起犯罪人

需求增加。影响犯罪人需求增加的因素有：

（１）犯罪人趋利心理
计划经济体制下，各阶层生活水平差距不大，国

家实行的“平均主义”政策足以抑制社会金钱欲望

的产生。但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致

使贫富矛盾逐渐激化，滋生了“拜金主义”“利己主

义”等一系列消极心理，伴随西方腐朽思想及生活

方式的侵蚀，社会物质欲望畸形膨胀，民众趋利性较

以往大为增强，一些意志薄弱的不法分子为获取经

济利益走上犯罪道路。电信网络诈骗属财产型犯

罪，具有收益高、成本低的特点，这对犯罪人来说有

着巨大的心理刺激。犯罪人只需要购买几张电话

卡、银行卡就能够完成诈骗工具的准备工作，凭借自

己手里的手机、电脑就可以随时开展犯罪活动，直接

成本低；公安机关方面案件侦破概率不高，犯罪人作

为风险偏好者，基本上忽略预期惩罚所带来的成本；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大多为底层人员，从事犯罪的

机会成本也很低，对于他们来说，违法犯罪能够月入

上万、几十万甚至更多，这比守法更具吸引力。

（２）社会管理存在漏洞
社会管理漏洞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电信管理漏

洞，体现在无记名、冒名电话卡泛滥，短信群发装置、

改号软件、ＶＯＩＰ网络电话业务管理真空。随着诈骗
手段的升级及全国范围内 “断卡”行动的有效开展，

犯罪分子对电话卡的依赖大不如从前，但仍不可掉

以轻心，要彻底解决两卡泛滥问题还需加大打击力

度；短信群发装置、改号软件在租购方面监管不到

位，易被个人利用，已成为犯罪分子常见作案工具；

ＶＯＩＰ网络电话显号规范管理混乱，犯罪分子随意改
号就可以冒充被害人亲属或公检法机关实施诈骗，

特别是４００前缀的号码可信度非常高，有不少被害
人上当受骗。二是金融管理漏洞，表现为银行卡未

严格落实实名登记，网银等金融产品存在安全风险，

第三方支付企业监管不力。银行卡实名制未落实带

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贩卖银行卡现象普遍，犯罪

分子收购银行卡就能实现赃款的套现；网上支付存

在实时监控困难，大额资金到账时间快，转账限额过

高等问题，为犯罪分子资金获取提供了方便；第三方

支付平台受开户“实名制”和实际地域条件的限制

小，公安机关在侦破案件时常面临查询速度慢、反馈

期限长的局面。三是网络管理漏洞，表现在虚假网

页、钓鱼网站充斥网络，以假乱真。例如在百度搜索

某个官方网站，会弹出很多个同名网站，其中的大多

数是“克隆网页”，如果不加以识别，很容易点击进

入不明链接，威胁账户资金安全，而一旦设备被植入

木马病毒，个人信息将暴露无遗，直接为犯罪分子的

诈骗活动提供了便利。

（３）诈骗亚文化的不良影响
犯罪亚文化是指容忍、促进或者使青少年违法

犯罪成为可能的亚文化。我国学者大多认为，犯罪

亚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对于地域性犯罪的形成起着重

要作用［５］。在诈骗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早期电

信网络诈骗先行者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凭借经

验将相关知识和技能传授给身边的人，保障他们

成功实施诈骗，逃避侦查打击。同乡、亲戚、朋友

在经济利益诱惑下逐渐接受犯罪的价值观念，互

相效仿和学习。这种以地缘、血缘为纽带实施的

诈骗活动逐渐形成产业化运作，诈骗在当地形成

一种文化，被当作一种职业，成为许多民众的主要

经济来源。某一特定地域的诈骗手段受诈骗亚文

化影响，大多如出一辙，如河北丰宁县地区常见的

手法是冒充黑老大进行诈骗、广西宾阳县地区流

行的手法为假冒 ＱＱ好友实施诈骗。当前犯罪主
体呈低龄化趋势，根据学习理论，特定地区的诈骗

亚文化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诱使他们实

施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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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控对策———以犯罪经

济学为视角

（一）提高惩罚概率

１．建构以大数据为主导的侦查模式，提升技术
反制能力

电信网络诈骗是借助电信和互联网技术开展犯

罪活动的，大数据背景下，公安机关必须着力提升侦

查本领，借助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建立全新的信息化

侦查模式。在事前预警阶段，以大数据为分析工具，

对已发案件进行分析研判，瞄准犯罪高发区域，加大

警力部署实现升级管控；在事中阻断阶段，依据大数

据辨识目标信息的真伪，锁定犯罪嫌疑人全力开展

盘查抓捕，多级拦截资金流转可疑账户，尽可能挽回

损失，安抚受害人；在事后溯源阶段，通过大数据筛

选、提取犯罪人行踪信息，查找犯罪线索，缉拿诈骗

分子。公安机关要及时关注犯罪手段和方式的变

化，不断进行技术的更新与升级，引进技术人才，强

化技术培训。

２．强化内外联动，优化警务协同作战机制
鉴于当前跨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高发的现状，

内部方面，公安机关除了有针对性地组建专门机构

负责案件以外，还要创新“以块为主”的传统警务模

式，联合多部门、多警种，开放信息，共享资源，实现

全国公安一盘棋，协同作战把握良机，快速破案以威

慑犯罪分子；外部方面，国内近几年对电信网络诈骗

始终保持高压打击，犯罪分子也开始走出国门作案，

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向全球各处流窜，这就需要建立

国际司法协助合作机制，加强国际警务合作，最大程

度地破除国家间因法律体系差异所带来的案件侦破

壁垒，从而解决资金追缴、账户冻结、证据固定、犯罪

嫌疑人跨境抓捕等一系列难题。

３．保持从严打击，堵截上下游关联犯罪
为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公安部会

同工信部、人民银行、最高法、最高检和三大电信运

营商联合开展了“断卡”专项行动，现已完成第五轮

集中收网，有力震慑了“两卡”犯罪团伙，阶段性成

效显著。公安机关要继续坚持依法严打方针，深入

推进“断卡”专项行动，将打击合力作用于犯罪源

头。目前围绕电信网络诈骗还形成了一系列黑灰产

业，滋生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洗钱罪等大量的上下

游关联犯罪，这些违法犯罪成为电信网络诈骗近些

年来持续蔓延的催化剂。公安机关要实现对电信网

络诈骗的有效打击还须从各犯罪链条入手，瓦解犯

罪利益联合体，严惩提供外围支持的关联犯罪。对

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严格管控，捣毁网络虚拟平台，加

大对“伪基站”设备、短信群发器的拦截销毁力度，加

强对频繁中转资金、代办金融业务行为的预警监管力

度。从电信网络诈骗的首尾入手，源头治理与环节攻

坚相结合，筑牢打击防线以应对犯罪高发势头。

（二）加大惩罚力度

１．跨境犯罪人境内执行
当前以冒充公检法为主要骗术的涉两岸跨境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虽发案量有所下降，但危害程度不

减，由台湾籍诈骗集团实施的大要案件仍时常发生。

以往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通常是

由两岸各自将同一犯罪团伙中的本方涉案人员带回

处置。这些犯罪团伙的主犯大多为台湾籍居民［６］，

但犯罪结果却发生在大陆，这就涉及跨境犯罪刑事

管辖权的冲突以及不同的司法制度下对犯罪人适用

刑罚轻重的问题。台湾地区警方虽将本方涉案人员

带回，但由于缺少报案纪录和充足的证据，最后也只

能将犯罪嫌疑人释放或处以轻微的刑罚。从量刑幅

度上看，大陆处罚最高可达无期徒刑，而台湾地区最

高刑期仅为十年，处罚力度较轻，导致重复犯罪问题

严重。对此，大陆司法机关应根据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的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的冲突解决规则。从维护民

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以具体案件为出发

点，按照管辖权具体分配原则进行台湾籍犯罪分子

的遣返工作，积极推动建立协商管辖机制，提高打击

实效。从刑事执行方面体现刑罚的严厉性，从某种

程度上说，也是在保证刑罚的严厉性，加大刑罚执行

力度。

２．限制适用缓刑制度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量刑时是依照诈骗罪定罪

处罚，我国《刑法》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以

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分别认定为 “数

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种犯罪样

态，依次对应“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三个徒刑档次。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根据犯罪

金额来区分犯罪样态从而划分徒刑档次的，涉案金

额规定跨度较大，徒刑档次划分幅度又较小，导致刑

罚在结构上缺乏弹性。特别是对于涉案金额远超五

十万元，达到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案件，司法解释中

没有明确分级处遇的规定，适用当前刑罚明显弹性

不足，法律威慑力被削弱可能会刺激犯罪人实施诈

骗数额更为巨大的犯罪。此外，司法实践中对犯罪

分子的处罚也普遍过轻，表现为常以财产刑代替监

禁刑，缓刑适用率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实际破

·５４·



案率和起诉率并不高，这意味着绝大部分诈骗分子

仍逍遥法外，司法惩罚力度再不够，无疑是在助长犯

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对此，建议减少缓刑的适用数

量，对于涉诈金额特别巨大达到百万元、千万元级别

的犯罪分子，以及多次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职业犯

罪人从重处罚，严格限制适用缓刑的条件和范围，提

高犯罪的预期惩罚成本从而减少犯罪数量。

（三）提高机会成本

１．加强行业监管，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各方必须共同承担监管责

任，对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环节进行严格管控，逐步

消除犯罪分子与被害人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堵塞社

会管理漏洞。电信行业要完善电话卡实名认证机

制，加大网络虚拟电话审批、监管力度，建立常态化

的拦截封堵机制，及时封堵涉诈的域名、电话、短信；

银行部门要落实银行卡实名登记工作，规范网上银

行转账制度，及时推送风险预警信息，健全支付冻结

工作机制，加大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力度；网络

部门要严厉打击“钓鱼网页”、屏蔽涉诈敏感词汇、

虚假信息、垃圾广告、不明 ＩＰ地址，净化网络环境，
铲除滋生犯罪的土壤。严密监管网络的目的在于加

大犯罪实施难度，提高违法犯罪的现实机会成本。

２．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

级，劳动密集型产业数量逐渐减少，技术型企业岗位

需求有限，劳动力市场对求职者的知识水平和创新

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电信网络诈骗分子整体受教

育水平不高，职业构成中无业占比高，为就业弱势群

体。针对此群体的扩大就业的重要方向是重视发展

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启动资金

少，就业范围广，入职门槛低，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

高。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还可以通过扶持中小企业

来实现，中小企业创办成本低，应对市场灵活多变，

发展速度快，在吸纳社会剩余劳动力方面具有一定

的优势。此外，政府要积极落实失业保险，加强对无

业人员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鼓励、引导其创业，

为他们提供资金、技术支持。针对相当比例农民参

与电信网络诈骗的问题，须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推进乡村振兴进程，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增加岗位供

给，加强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险资金投入，特别是群众

普遍关心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缩小社会保障在城

乡之间、群体之间的差异，提高预期机会成本以降低

犯罪危险性。

３．增强社会联系，加强社会控制
社会上层人士之所以较少犯罪，是因为拥有的

社会资源较之底层人员更为丰富，他们从社会资源

中获得信息、归属感、信任、交易机会、物质及精神支

持，一旦犯罪，不仅付出的机会成本巨大，名誉和人

格也会受损，波斯纳将这种制裁称之为“放逐”，它

比刑罚成本还要大。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的社会关系

松散，跨区跨国作案流动性强，基本不受社会联系的

控制，减少此类犯罪发生必须强化社会控制。首先，

在制度层面上，一是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壁垒，保证

他们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享受公平待遇，让他

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二是建议

制订举家迁移一系列福利制度，以维持父母关系、亲

子关系、婚姻关系的稳定，形成对犯罪的道德约束。

其次，在社会联系层面上，一是实行住房、租房优惠

政策，以建立稳定的邻里关系；二是提高底层人员聚

集地社区服务水平，增加他们参与合法活动的机会，

改善生活和工作环境，抑制犯罪动机的产生；三是大

力发挥社区教育的作用，增强守法信念。这样一来，

实施犯罪的意念就会自行消弭，犯罪数量也会相应

减少。

（四）减少犯罪供给

１．加强防诈骗宣传教育，提高民众反诈骗意识
电信网络诈骗具有“应和式”特征，犯罪的发生

是犯罪人和被害人互相“合作”产生的后果。鉴于

受害人普遍存在反诈骗意识薄弱、防范知识欠缺、摆

脱诈骗锁链能力不足等问题，有必要重视被害人预

防，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第一，在宣传对象上，要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宣

传。目前大多数宣传是面向所有人群，针对特定对

象的宣传较少。对于学生、老年人、公司财务人员、

个体户等易上当受骗人群，应采取重点宣传和教育

的方式。具体通过两方面途径来实现：一方面可依

据公安系统已录入的信息对重点人群进行筛查，改

变以往逐户宣传模式，缩小宣传对象范围，公安机关

可以通过上门宣讲、发放宣传彩页、推荐下载反诈骗

Ａｐｐ等形式，让重点人群熟知常见诈骗伎俩，提高警
惕性；另一方面可根据用户上网浏览痕迹对重点人

群进行筛选，提取被害人特征标签，收集案件的地域

分布信息，向用户定向推送防诈骗相关消息，随时调

整对象范围，提高宣传效率。

第二，在宣传形式上，要以线上为主线下为辅。

线上宣传可采取网民广受欢迎的形式，如编写防诈

骗段子、制作防诈骗短视频、开发交互式游戏、ＶＲ
实时模拟诈骗场景等，并同步发布到短视频平台和

社交平台上，吸引更多人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线下宣

传，则可以采取节目表演、有奖竞猜等形式，使防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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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宣传深入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中，通过线上线下结

合的宣传方式令宣传效果最大化。

第三，在宣传内容上，要仔细剖析电信网络诈骗

手法，并明确提出防范对策。无论采取何种宣传形

式，都应尽可能包含犯罪情节和脚本，通过解析典型

案例，揭秘诈骗套路，突出防范要点。鼓励民众及时

上报自己发现的线索，主动揭发电信网络诈骗可疑

人员，强化被害人积极报案的理念。

２．凝聚群众力量，营造全民反诈骗氛围
公安机关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力

军，但这种打击具有滞后性，很难及时、有效控制犯

罪。经验表明，依靠群众，推进社会共治，才能取得

打击犯罪的良好效果。在日常防范宣传工作中，公

安机关除了可以通过见面攀谈、上门劝阻、拉网排

查、开展讲座等方式，让民众潜移默化地学习防诈骗

知识，降低被骗风险，还应发动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犯罪预防，建立多部门、多机构、多主体联合宣传

模式。比如，电信部门可以利用网络通信优势，定期

发送防诈骗提示信息，提高用户安全意识；金融机构

可以在营业网点张贴警示标语、在办理业务时附带

发放防诈骗宣传单，防止客户财产损失；村组可发动

志愿村民以广播形式定时宣传，社区可整合义务巡

逻员在布告栏集中宣传，高校可开展知识竞赛重点

宣传，企业可通过晨会不定期宣传，媒体可通过新闻

报道、公益广告常态化宣传等。通过发动群众投入

防诈骗工作，营造浓厚的反诈骗文化氛围，纠正诈骗

环境中错误的经济利益观念和法治观念，挤压诈骗

亚文化传播空间，令诈骗分子步步受限、处处受限，

不得不放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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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校园贷”风险控制中索要债务行为之认定标准
———法解释学视角下民刑交叉问题治理探究

周景斌，马　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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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校园贷”风险治理是规范校园金融市场和保护大学生合法权益的必要举措。“校
园贷”索要债务及其衍生行为涉及行政、民事和刑事各领域，而司法领域对“校园贷”索要债务行为

这一核心问题的规制却较为有限。我们反思“校园贷”治理现状，发现司法实践中对于索取债务行

为作为正当权利行使和涉嫌犯罪的边界仍旧较为模糊。基于民事不法和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分原则，

从民法领域重新厘定“校园贷”中借贷行为、债权的性质以及具体索要债务行为的合法性，并从客观

归责论角度再次认定刑法中“校园贷”风险中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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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８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４８－０７

　　一、我国“校园贷”索要债务行为风险控制的必
要性

（一）源头活水：我国“校园贷”风险控制的社会

背景

随着互联网金融业迅猛发展带来的技术、理念

与金融和实体的加速融合，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步

伐进一步加快，网络借贷平台为满足大众消费和资

金需求提供了新的契机。２００９年７月，原中国银监
会基于一些大学生在信用卡使用中频繁出现违约而

提高向大学生发放信用卡的门槛，规定向年满１８周
岁的学生发放信用卡时，要经过其父母等第二还款

来源方的书面同意，导致各大银行暂停向大学生发

放信用卡。网络借贷逐步蔓延至校园，从２０１３年第
一家网贷平台成立，到２０１４年校园分期平台崛地而
起，再到２０１５年获得井喷式发展，顶峰时期增长到
１０８家［１］。这种以互联网金融为载体，以在校学生

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线上消费借贷———“校园贷”悄

然兴起。

从性质上划分，大多数学者认为“校园贷”大致

可以分为三种：其一，传统电商平台提供的信贷服

务，如“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其二，专门为高校

学生提供的分期购物平台，如“趣分期”和“分期

乐”；其三，专门从事现金借贷服务的贷款平台，如

“名校贷”“投投贷”等。因此，“校园贷”行为发生

的媒介是Ｐ２Ｐ（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Ｂ２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Ｃｕｓ
ｔｏｍｅｒ）为主的网络借贷平台。由于网贷市场形成初
期权责不清，大学生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等问题，

“校园贷”平台乱象频出，包括审核虚设、门槛极低，

高额费率、变相高息，违规、违法催收等。现实中也

时有发生因为“校园贷”造成的“欺骗借贷”“裸贷”

“肉偿”“暴力催贷”等严重侵犯大学生人身、财产权

利的行为。这些都给“校园贷”贴上了沉重而负面

的标签。

（二）弥补空白：我国“校园贷”治理问题研究现

状

近年来，学界对于不良“校园贷”的治理思路是

多方参与，协同共治。学者大多从政府、社会、学校

以及个人多维度切入解决“校园贷”出现的不良问

题；具体治理方式集中在学生自身消费观、借贷平台

的市场监管以及高校管理教育工作等较为宏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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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２］。就实践情况而言，行政主导的多元治理颇有

成效，但是预期稳定性、法秩序协调性仍有不足［３］。

法学领域“校园贷”规制进路在刑法领域探讨较多。

研究思路主要是对“校园贷”可能涉及的危害行为

进行类型划分并对涉及罪名进行具体分析，大多围

绕传播、出售借贷人裸照行为，以公开裸照要挟大学

生催收贷款行为，以公开裸照等方式逼迫“肉偿”行

为以及出售、提供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领域规制进

路展开［４－５］。

不难发现，“校园贷”的风险直接表现为高利

贷、暴力催贷等不同形式的索要债务行为带给大学

生财产、人身以及精神的伤害问题。原则上，法律决

不允许以伤害他人的行为行使自身债权。但是，并

非所有“校园贷”都是不良行为，也并非所有债权人

索要债务的行为都不会得到司法保护。债务合法性

及索要债务行为在“校园贷”风险治理中作为正当

权利行使和涉嫌犯罪行为的边界较为模糊。这一直

是近年来学界探讨的问题。本文中，我们站在客观

立场，通过目前立法基于权利确认与责任分配情况

对“校园贷”风险治理现状进行梳理，再次厘定债务

合法性之判断标准，从而确认“校园贷”行为在民事

违约发生时正当权利行使与涉嫌刑事犯罪之间的边

界。

二、我国“校园贷”风险治理中债务合法性厘定

（一）良法善治：我国“校园贷”风险控制进路探

究

在立法方面，我国通过宏观指导到具体责任落

实逐步细化对于“校园贷”的治理机制和模式。

２０１６年４月，教育部联合原中国银监会印发了《关
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

的通知》，首次提出通过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日

常监测机制，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应对处置机制，

加大不良网络借贷监管力度。该年８月至 １２月，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开展校园网贷风险防范集中专项教育工作的

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网贷整治工作的通知》

接连发布，在体现国家整治不良“校园贷”决心和行

动的同时，从宏观上指出了对“校园贷”整治的方

针、日常监测以及加强监督的重要意义。２０１７年６
月２８日，原中国银监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为杜绝

网贷机构发生高利放贷、暴力催收等行为，进一步明

确一律暂停网贷机构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务，逐

步消化存量业务，有序清退校园网贷业务待还余额。

禁止性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良“校园贷”的

业务，降低了大学生消费贷款面临的风险。２０２１年
３月１７日，中国银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监管工作的通知》），禁止小额贷

款公司、非持牌机构对大学生发放贷款［６］。该通知

一方面强化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排查，严格落实

风险管理的责任；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对非法拘

禁、绑架、暴力催收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可

以看出，立法上以行政主导的“校园贷”治理模式从

责任主体以及监督、管理的层面进行调整和保护，但

是当前并未从司法领域对“校园贷”中出现的索要

债务等具体问题提出更为详尽的治理方案。

在司法方面，有学者认为，目前风险较高的“校

园贷”作为新型借贷模式由于不属于正规金融机构

开展而被称为“民间金融”。我国司法机关对于民

间金融的社会控制逻辑是：借款不属于纠纷，非法催

收是犯罪［７］。公安部曾多次出台规定①以保障民间

金融有一定发展空间，三令五申指出应当划分经济

犯罪与经济纠纷的界线并且严禁各地公安机关插手

经济纠纷类案件。实践中，公安部门对于侦办经济

犯罪案件的审慎态度体现在涉及借贷合同的民间借

贷或有关纠纷问题一般不予刑事审查，“校园贷”在

治理中极易被框定在民事纠纷范畴中。迄今为止，

就具体债务问题的认定以及索要债务行为的规范，

司法领域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校园贷”平台各

类索要债务行为涉及的权利边界并没有严格的规范

予以认定。何种行为属于“借款”而具有索要的正

当性，何种行为属于民事纠纷，“非法催收”大学生

互联网消费贷款的具体行为和认定标准如何界定，

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二）理论检视：我国“校园贷”治理中债务厘定

客观而言，“校园贷”的发生媒介中，Ｂ２Ｃ网络
借贷平台中的电子商务企业拥有独立的风险防控体

系，可以筛选和跟踪客户、监控贷款使用情况，发现

逾期问题后及时规范处理，因此具有特定适用范围、

门槛较高但风险很低。大学生在此类平台借贷往往

额度有限，不容易出现借款后高额利息无法按期还

款后以暴力、威胁等方式催债的可能。同时，２０１５
年７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
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中正本清源地将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定义为“信
息中介”，肯定了Ｐ２Ｐ借贷的合法地位［８］，但是改头

换面的隐形“校园贷”实质上多是 Ｐ２Ｐ模式下通过
网络平台的各种渠道打着“快速审核、快速到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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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开展的借贷业务，披上“培训贷”“创业贷”“回

租贷”“求职贷”，以及今年以来出现的“注销校园

贷”的“马甲”，部分大学生依旧会落入不法机构故

意模糊本身经营范围，进行夸大、虚假宣传，隐瞒贷

款风险等种种防不胜防的圈套。

具体而言，“校园贷”中索要债务的风险表现形

式有：（１）以威胁方式催债。此种方式基于“校园
贷”中债权掌握债务人裸照或者威胁性交易方式

“还款”等以恶害相通告，逼迫债务人或者其家人基

于恐惧心理偿还债务以及高额利息。（２）以暴力方
式逼债。该索债方式需要根据债权人实施暴力行为

的伤害程度以及贷款本身的性质具体分析。（３）以
骚扰等新型“软暴力”催债。此种方式表现为掌握

债务人私密信息的债权方通过电话“轰炸”、跟踪盯

梢并可能联系债务人朋友、同学、老师以侵犯具备识

别性的个人信息进行追债，涉嫌侵犯债务人的个人

信息自由、隐私以及安全。

对“校园贷”债务进行认定时，我们应当坚持区

分原则，即严格区分刑事犯罪和民事不法的性质。

其一，刺破法律关系形式特征的面纱还原犯罪行为

本质面貌。具有形式思维的民法往往强调法律关

系，而刑法具有实质判断的性质。对于以民事借贷

关系为幌子掩盖诈骗、敲诈勒索、高利贷、套路贷等

犯罪行为的不良“校园贷”应当及时认清其犯罪本

质。其二，有些行为形式上看似是刑事犯罪行为，实

质上是民事法律行为。司法实务中，法院一般采纳

民事纠纷阻却财产犯罪的观点，这已经成为刑法学

界的共识［９］。不良“校园贷”中索债行为即使不能

清晰界定出权利行使的具体范围，但可以就某一行

为是否在权利范围内能简单明了地判断。比如，债

权人以胁迫或者轻微暴力索要合法债务很难认定超

出合法权利的边界甚至构罪。然而以胁迫手段索要

非法债务虽然不会构成敲诈勒索罪，但是一样可能

触发刑法介入机制构成他罪。总之，在判断索债行

为是刑事犯罪还是民事不法之时，我们应当首先依

据行为本身厘定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抑或是刑事法律

关系，之后再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任何权利都与互相制约的附随义务相伴相生。

严格来讲，民事不法与刑事犯罪之间并不存在重合。

从债务性质看，大体包括合法之债和非法之债。就

索要债务行为而言，首先存在的是民事债权和债务

关系。要认定索债行为是否因具有正当性而被法律

所保护，我们应当分析债权人实现的债务本身是否

合法以及实现债权的手段是否合法，而不能由于索

要债务行为仅仅可能存在过度维权状态而以维权的

性质将债务人看成受害的弱势一方。其次，应当理

性看待债权人维权行为可能超越正当权利行使边界

从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具有构

成犯罪的可能。不能因为“校园贷”不良行为的时

有发生而以有罪推定的眼光将索取债务行为一律划

定为犯罪，即便基础事实涉嫌犯罪，也不能以此否认

案件本身的事实。比如采用非法手段实现合法债权

的行为只能按其手段所构成的违法犯罪行为处罚，不

能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这已经成为学界共

识［１０］。

三、我国“校园贷”中索要债务行为之民法边界

（一）正本清源：借贷行为性质的认定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搜索关键词“校园贷”，公

开发布的１０９３件与之相关的案例中７１％涉及合同
纠纷问题（图１）。某种意义上，不良“校园贷”的发
生包含着借贷纠纷。因此，我们首先厘定债务性质，

区分合法之债与非法之债。

图１　“校园贷”案由分布

我国司法实务中将借贷行为明确区分为金融借

贷和民间借贷两种类型，各有其适用规则和利率标

准。但是上述结论目前尚未得到立法的明确认

可［１１］。多年来，由于不良“校园贷”多发生于互联

网金融领域的各网贷平台，就债务性质来讲，法学领

域在划定“校园贷”债务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时候，通

常依据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

贷司法解释》）中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干预的重

要边界“两线三区”这一民间借贷利率表达的裁判

规则进行划分［５，８］，即不良“校园贷”被默认为具有

非官方性、逐利性的民间借贷。２０２０年８月，新《民
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了“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ＬＰＲ）四倍”［１２］，从而取代传统“两线三区”民间
借贷利率规则，标志着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保

护上线的政策落地。那么，不良“校园贷”真的都是

民间借贷吗？

在《监管工作的通知》中，国家对所有“校园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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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规范主体界定为“小额贷款公司、银行业金融

机构以及未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或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其中，明文规定了小

额贷款公司不能将大学生视为目标客户并向其发放

互联网消费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慎开展大学生

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加强贷前调查评估以及贷后

监管监督；未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或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不得为大学生提供信贷

服务［６］。反观实践，“校园贷”索要债务不良行为的

实施主体多是经批准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②与其他

无牌照机构。虽然目前我国对于金融机构定义和外

延争议较多，但是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９日，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明确将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

公司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划定为“经金融监管部门

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

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１３］。因

此，不良“校园贷”中借贷行为并非都属于民间借贷

范畴。比如实施主体是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

额贷款公司则属于金融借贷。

（二）回归理性：债权合法性与索要债务行为之

判断

１．债权合法性之判断
在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校园贷”之债权合

法性的判断标准是：首先，确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有效

性。对于出现不良“校园贷”更多的民间借贷领域，

基于多年来对“非法金融业务依法取缔”的原则以

及金融服务实体的价值导向，最高人民法院在新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１４条增加“未依法取得放
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

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１４］。因此，“校园贷”

中对大学生放贷的无牌照平台或者相关机构与大学

生签订的合同本身无效，借款人应当单方返还财产，

过错方应当赔偿损失。其次，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民

间借贷范畴的债务，以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四倍”为标准③，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法典“禁止高利放贷”原

则之精神，规定当事人约定的逾期利率、违约金、其

他费用之和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

限。最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

开展的金融借贷认定。虽然 ２０１７年《规范管理工
作的通知》中明令禁止小额贷款公司继续给大学生

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并逐步吸收存量，但是如果此

类网贷公司依旧开展相关业务，那么行政违法并不

能阻却基于当事人自由意志支配下合同本身的合法

有效性，因此依据传统上合同有效性之标准进行判

断即可。

２．民事领域索要债务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民事领域，就行为表现形式及其结果而言，“校

园贷”索要债务问题容易引发三类问题。

其一，大学生的生命权、健康权、肖像权、隐私权

以及个人信息安全受到威胁。不良“校园贷”发生

往往伴随着大学生无法还款后出借方将学生“裸

照”或者涉及隐私的个人信息进行公开、出售，或者

通过电话、短信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侮辱、谩骂。此类

无论是否得到大学生本人的同意，人身权利、人格尊

严作为基本人权都不能也无法作为对价进行商业交

易。《民法典》第四编为不良“校园贷”发生侵权行

为时大学生或其法定代理人提起民事救济提供了实

体依据和司法保护。

其二，出借方企图利用暴力、胁迫、骚扰等非法

方式获取合法债权行为。民事领域中，该行为客观

方面有证据证明签订的合同是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合法有效之前提下，还要确认行为人主观上目的

的正当性，即主观上是为了获得正当债权利益从而

行使权利，不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此基础上，首

先应当承认债权本身合法有效；此时正如上文提到

的，非法行为本身应当单独评价，如果涉嫌构成犯

罪，则以刑罚方法处罚；涉嫌违法，应当以行政方式

制裁。正如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借款人

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

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

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

１４４、１４６、１５３和１５４条以及该解释第１３条之规定，
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其三，如果出借方企图以非法手段实现非法债

权，在认定时依旧要坚持手段行为和目的二分法，特

别应当反思索要非法债权的行为是否可以推定具有

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之目的。虽然非法之债一经审判

将收归国库，但法律评价后果不能否定前交易过程

中行为实施的主观目的。该问题我们将在下一部分

展开讨论。

总之，债权人私力救济的范围仅限于在合法债

权范围内，否则超越债权范围索要额外财物，即便债

务人有一定过错，维权行为依旧会变成侵权行为。

四、我国“校园贷”中索要债务行为之刑法边界

刑事司法领域中，判断风险是否得到允许，应当

依据该风险是否会造成法益受到侵害。基于客观归

责论的主张，不法行为判断的重心在于客观构成要

件［１５］。而“校园贷”可能引发的人身、财产等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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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往往超出被害主体大学生对足以侵害法益的危

险之认知能力，因而“校园贷”创设的风险也和行为

人主观方面有关。某些情况下，其客观行为也需要

主观方面辅助判断。

（一）传统方式：暴力、威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索要债务

“校园贷”中企图以暴力索取债务的客观行为

认定。其一，就暴力行为索取债务的具体表现形式

而言，我国刑法早有规定。原则上有对债务人及特

定关系人采用拘禁方式、纯暴力行为索取非法之债

或合法之债。但因为出借方更多时候是为了获取非

法债权，实际上“校园贷”中以非法拘禁形式索债并

不常见。其二，就纯暴力行为而言，表现为作为或不

作为方式直接损害他人生理机能。立法上一般将损

伤严重程度分为三级：轻微伤、轻伤和重伤。危害行

为构成犯罪的包括轻伤以及重伤，轻微伤一般不构

成犯罪。“校园贷”的索债行为可能涉嫌强迫借款

人“肉偿”、故意伤害等具有强制性的暴力手段，此

类行为根据行为、损害后果进行认定即可。其三，就

索取非法之债行为而言，扫黑除恶一直以高利贷所

衍生的暴力催收问题为焦点关注借贷纠纷中各类违

法犯罪问题。２０１９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

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将经常性向不特定对象

发放贷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

处罚，对高利贷行为本身的规制争论宣告结束。因

此“校园贷”中暴力方式索取非法之债这一客观行

为构成非法经营。

“校园贷”中以威胁方式索取债务的客观行为

认定。由于胁迫方式更容易达到索取债务的目的，

此种行为在“校园贷”的索取债务中更为常见。具

体行为方式多表现为以公开、传播、出售借款人的裸

照相威胁催收贷款甚至逼迫“肉偿”。该行为直接

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以及复制、传播、贩卖淫秽物品

牟利罪。首先，淫秽物品的判断标准在于把握物品

实质属性的前提下，客观地从作品整体性、淫秽物品

描写与作品关联性方面进行考察［１６］。其次，“传

播”行为认定的关键在于通过出借、赠送等方式散

布、流传淫秽物品，让不特定人或多数人感知。其

三，前罪应当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判断标准在

于传播数量、次数、后果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综合考

量。其四，后罪行为可以分解拆开使用。行为人实

施复制、传播以及贩卖一行为的，即可成立本罪；同

时实施上述行为的，也只认定为一罪，不实行数罪并

罚。

威胁行为同时涉嫌敲诈勒索罪。这也是“校园

贷”刑法治理中各学者研究的重点。我们在上文中

就民事领域对合法债权与非法债权的划分是判断客

观行为是否构罪的评价条件之一。原则上讲，以非

法手段要挟实现原始合法债权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

索罪；但是以非法手段为要挟实现衍生非法债权的

行为却可以构成敲诈勒索罪［１０］。因为债权人只是

以非法手段索要其合法债权或者双方合意的非法债

权范围内的财物，则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

意；反之，超越合法债权范围索要额外财产，性质会

发生变化。这一刑事推定的逻辑判断是基于特定基

础事实直接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除非被追诉人提

出证据证明特定基础事实的确不存在或是自身行为

与主观故意方面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否则这种法律

推定可以确认“非法占有目的”主观方面。④

就具体行为而言，虽然敲诈勒索罪中常见的恐

吓行为也包括暴力，但敲诈勒索的主要目的在于索

取债务，特别是为获取非法衍生债务，出借方更多地

利用胁迫手段以恶害相通告并使学生陷入恐惧心

理，从而逼迫学生及其亲人偿还债务。实践中，由于

大学生往往没有收入来源，“校园贷”中债权人更可

能手持所谓“借条”向其父母索要债务。在此过程

中，无论是威胁大学生公开、传播、出售裸照或是语

言上逼迫对方“肉偿”，抑或是同等程度、其他形式

的胁迫方法，“校园贷”中债权人达到对大学生甚至

其家人产生精神控制的程度，使其在双方地位、力量

严重不对等情况下产生不自愿地交付财产的行为都

会构成敲诈勒索。

（二）新型“软暴力”：骚扰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我国“校园贷”中以各种通信媒介进行骚扰，公

布或售卖个人信息等新型“软暴力”催贷的客观行

为认定。在该行为判断依据方面，虽然我国三大电

信运营商已经推出拦截骚扰电话的服务，并起到一

定效果，但实践中由于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与制度

规范，骚扰电话的认定难度很大。⑤因此，我们可以

借鉴美国联邦专门立法同时授权联邦通信委员会制

定具体规则的治理思路。⑥例如，美国２００３年《谢绝
来电执行法》的出台明确建立全国性的线上“谢绝

来电”登记处。消费者可在此登记电话号码以防止

接到营销电话，并进行骚扰电话投诉。该法为结束

各部门治理骚扰电话各自为战，实现协同负责“谢

绝来电”登记机制奠定了基础。

公布或售卖“校园贷”中借务人的个人信息的

行为也直接威胁到公民具有识别性乃至排他性的个

人信息安全，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当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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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良“校园贷”借款后无法归还欠款，债权人为

了泄愤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通过打包方式将学生个

人信息出售给他人或者单位，就是常见的侵犯个人

信息的行为。虽然学界对于该罪名保护的法益有

“个人信息说”“人格说”“隐私说”“公共信息安全

说”等各种观点，但是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明晰

刑法保护的核心性法益实际上是个人信息安全背后

与之相关联的人身、财产安全才有利于从根本上保

护被害者权利［１７］。因此，与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相

关联的个人信息才是刑法最后性保护的法益。在

“校园贷”犯罪中，根据《刑法》第２５３条规定的必须
达到“情节严重”的构成要件，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判

断标准如下：（１）出售行为直接为了谋取非法利益；
（２）出售者没有非法目的但是被他人利用实施了违
法犯罪；（３）没有非法目的，根据信息被利用情况和
被害人受害结果综合判断。这些行为均可以认定为

“情节严重”。

（三）“校园贷”案件中被害人承诺问题

大学生往往提前与“校园贷”中的债权人签订

合同，基于自由意志书面同意将自己的照片或者其

他信息用于任何用途，在索取债务中债权人也会拿

此作为筹码要求高额利益或者其他不当利益。大学

生及其家属往往不知道某些合同本身无效以及索债

行为具有的违法犯罪可能，基于恐惧或者息事宁人

的态度答应债权人的种种要求。

反思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性的功能。马克昌教

授从被害人承诺应当“有益于社会”角度进行判定，

也有学者根据德日刑法中被害人承诺不得违背“善

良风俗”进行论证此种承诺的无效性。我们基于底

线思维认为，即便大学生因基于借款的需要而不顾

后果地主观上表达了同意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签

订合同的真实意愿，但其所作出的同意并非一般社

会人的理智、谨慎判断，甚至所答应的条件本身涉嫌

违法犯罪，该承诺丧失了可期待的正当性，所以不为

刑法所认可。反之，如果出现被害人为了保护另一

重大法益而承诺伤害自身的情形，承诺人在年满１８
周岁的前提下，其承诺应当得到尊重。

注释：

①公安部曾三次出台规定严禁公安机关干预经济纠纷。通
知包括：《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

纷案件处理的通知》《公安部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

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公安部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

纷的通知》。

②据悉，近期，部分互联网小额贷款机构通过和科技公司合

作，以大学校园为目标，通过虚假、诱导性宣传，发放互联

网消费贷款，诱导大学生在互联网购物平台上过度超前消

费，导致部分大学生陷入高额贷款陷阱，产生恶劣的社会

影响。参见：《“校园贷”泛滥，严禁小贷公司提供信贷服

务》，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ｚｓｅｅ．ｎｅｔ／ｌａｗ／２０２１／０３１８／０３１８４７１１５．ｈｔ
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６日。

③以２０２０年 ７月 ２０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３．８５％的 ４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
１５．４％，相较于过去的２４％和３６％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④中国刑事法所确立的推定，都是不确定的推定，也就是可
推翻的推定。推定的核心特征在于，基础事实的成立是推

定事实成立的前提，而推定事实的成立，并不是举证方提

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而是由法律通过推定而自动成立的。

在相反事实成立的情况下，推定事实就将被推翻，相反的

事实也就得到证明并转化为法院裁判的根据。参见：陈瑞

华，《论刑事法中的推定》，《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１３
页。

⑤２０１９年３月，工信部发布的《２０１９年信息通信行业行风建
设暨纠风工作指导意见》中首次提及建立“谢绝来电”平

台，采用便捷有效的方式登记用户关于商业性电话的接收

意愿，并依据用户意愿和双方协议约定提供防侵扰服务。

参见：孟伟，《时隔５年再修订，骚扰电话何时休》，《公民
与法（综合版）》２０２０年第９期，第１９页。

⑥１９９１年《电话消费者保护法》（简称 ＴＣＰＡ）首次确立了
“未经事先同意不得使用人工或预录音频拨打住宅电话”

等原则性规定，并授权联邦通信委员会制定执行条例与规

则。１９９４年《反电话营销与消费者欺诈滥用行为法》（简
称ＴＣＦＡＰＡ）的出台旨在治理欺诈性电话营销及其他电话
营销滥用行为，并授权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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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舒铭．“校园贷”网络借贷平台的刑法规制［Ｊ］．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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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２０１８（８）：３８－３９．
［９］陈兴良．刑民交叉案件的刑法适用［Ｊ］．法律科学（西北
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２）：１６８．

［１０］李会彬，戴罡．过度维权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司法认
定［Ｊ］．河北法学，２０１６（９）：１９３－１９５．

［１１］肖峰．重释民间借贷的定性和范围：如何理解适用新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１条［Ｊ］．法律适用，２０２１（３）：
８６．

［１２］最高法修正并发布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民间借
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为“一年期ＬＰＲ的４倍”［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８－２０）［２０２１－０６－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ｚｉｘｕ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２４９０５１．ｈｔｍｌ．

［１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
的批复［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１２－２９）［２０２１－０６－２８］．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ｆａｂｕ－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２８５１７１．ｈｔｍｌ．
［１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８－
２０）［２０２１－０６－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ｆａｂｕ－
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２４９０３１．ｈｔｍｌ．

［１５］孙运梁．功能主义视野下的客观归责：以特殊认知为中
心［Ｊ］．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６）：８５．

［１６］张明楷．刑法学（下）［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１６７．

［１７］姜涛．新罪之保护法益的证成规则：以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的保护法益论证为例［Ｊ］．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２１
（３）：５０．

（责任编辑　刘成贺）

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ｇＤｅｂｔｉｎｔｈｅＲｉｓ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ＣａｍｐｕｓＬｏａ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Ｌｅｇａｌ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ＺＨＯＵＪｉｎｇｂｉｎ，ＭＡＫｅ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４８８，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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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ａｍｐｕｓｌｏａｎ＂ｃｌａｉｍｆｏｒｄｅｂｔ
ａｎｄｉｔｓ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ｖｏｌｖ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ｆｉｅｌｄ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ｆｉｅｌｄｈａ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ｃａｍｐｕｓｌｏａｎ”ｃｌａｉｍｆｏｒｄｅｂ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ｃｕｒ
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ｍｐｕｓｌｏ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ｆｉｎｄｔｈａｔｉｎ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ｓｋｉｎｇｆｏｒ
ｄｅｂｔａｓａ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ｃｒｉｍｅｉｓｓｔｉｌｌｖａｇｕ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ｉｖｉｌｉｌ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ｗｅ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ｌｏ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ｄｅｂｔｄｅ
ｍａｎｄ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ｃａｍｐｕｓｌｏａ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ａｎｄｒｅ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ｃａｍｐｕｓ
ｌｏａｎ”ｂａ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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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深悟透“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周春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２０
作者简介：周春辉（１９６２—），男，河南温县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研究方向：党建思政、传统文化。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顾了党百年
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深刻总结了伟大建党精神，系统阐述了“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牢牢把握的“九个必须”经验启示和根本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重要法

宝，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讲话一以贯之的主线即民族复兴，并

鲜明提出青年在党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发挥的重大作用，提出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和凝聚青年，以

伟大建党精神感召和滋养青年，以民族复兴伟业培养和造就青年的立德树人理念，在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上，引领新时代青年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人、红色血脉的赓续人、红色文化的

传播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七一”讲话；民族复兴；青年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９
中图分类号：Ｄ２４；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５５－０５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要反复研
读，在字字句句上下功夫。总书记的讲话贯穿一条

主线就是民族复兴，鲜明指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

寄予青年”［１］，并充分肯定了一百年来中国青年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的先锋作用，深情寄

语新时代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

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

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１］。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既是对新时代青年的谆谆教导、殷殷嘱

托，又是殷切期望和指示要求，为我们坚持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指明

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重大意义和

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总结党百年奋斗辉煌历

程的经典政治文献，是引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政

治纲领。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并向世界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科学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

总书记科学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指出

“九个必须”是成功经验，是历史规律，是历史启示，

是国之大者，更是政治纲领。总书记分别从根本保

证、依靠力量和初心、指导思想、正确道路、安全保证

外部条件国际大战略、精神力量、复兴法宝、自身建

设、政治保证九大维度论述，阐明“九个必须”构成

了党的新辉煌，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纲领。

（二）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１００周年的
重要讲话，丰富并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体系，“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

有５０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９５００多万名党
员、领导着１４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
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１］。“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我们为什

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

功”［１］这些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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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

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

“九个必须”深刻总结历史规律和启示。习近平的

政治思想、党史观、唯物史观的重大成果和重要发展

凸显党学逻辑。中国共产党党史观的巨大发展，从

路线斗争史、革命史到不懈奋斗史、理论创新史、党

的自身建设史、到初心使命史，都显现出党学逻辑，

党学逻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有机结合，相得益

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大加深了对中国共

产党执政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二、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精髓和主要

内容

（一）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

一百年一个主题。习近平总书记追溯自鸦片战

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从鸦片战

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到五四运动，再到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
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

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１８０
多年来的主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

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

条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

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这就是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四个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我们必须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二）总结历史经验、规律和启示，展望未来

我们解读成功密码，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

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九个必须”就是百年

奋斗史的根本经验、本质规律，是历史启示和政治纲

领。

第一个必须，是根本保证，是领导核心。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

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

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

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

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第二个必须，是基本力量、是根基，更是血脉。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

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

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

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新的征程上，我们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

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第三个必须，是灵魂旗帜。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

和旗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

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

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

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
第四个必须，是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

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

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

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新的征

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

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

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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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第五个必须，是安全保障。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军

强才能国安。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

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新

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

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

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

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

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第六个必须，是外部条件，是国际大战略。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

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的征程

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

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

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七个必须，是强大精神力量。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

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

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

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

盾新挑战，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

挑战。

第八个必须，是复兴法宝。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爱国统一战线是中

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

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

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

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

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

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第九个必须，是政治保证。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

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

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

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

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

“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

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

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三、全面学习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视野宏阔、高屋建瓴、

观点鲜明、博大精深、气势磅礴、内涵丰富、催人奋

进，凸显了强大的政党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七一”重要讲话，概括了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所形成的建党精神和红色精神谱

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九个必须”宝

贵经验，集中回答了四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

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和新概括，充实和

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

了２１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学深
悟透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和凝聚青年

我们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和

凝聚青年。思想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动，行动就是

力量。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魅力，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我们党一百年来坚持不懈地进行理论探索的非凡勇

气，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科学理论与时代青年结合产

生的实践伟力，更加坚定了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青

年、凝聚青年、武装青年头脑的政治自觉。高校作为

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思想工作的前沿阵地，承担着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任，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

宣传思想工作十分重要并有着深远的意义。校内宣

讲团要充分发挥宣讲优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要

利用好课堂优势，全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工作者要

充分发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等方面的优势，做

好“七一”重要讲话的宣传阐释工作，为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全校

教师都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引领青年，讲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讲

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史

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为青年学子的成长打下科学思

想基础。我们要发挥好“青马工程”“青马社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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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每位教师要上好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把“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有机融入学校思政教育教学中。

在教学科研、理论宣讲等实践锻炼中，宣传部、教务

处、科技处、马克思主义学院等要注重培养造就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的青年理论骨干，推

动更多青年成为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模范

践行者和积极传播者。

（二）坚持以伟大建党精神感召和滋养青年

我们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

神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伟大建党精神感召和滋养青

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２］。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

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在

“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

先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

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

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

精神之源。”［１］伟大建党精神是知、情、意、行四个方

面的有机统一，精神源头和精神谱系是渊源和流长

的有机统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

论，为我们党树立了崇高的精神丰碑、提供了丰厚的

精神滋养。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更有

基础和信心用伟大建党精神感召青年学子，滋养青

年学子，用丰富的红色资源教育、提升青年，把伟大

建党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为此，我们作为教

师，“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

律要严、人格要正”［３］，要发挥党史资源的育人功

能，结合省内革命圣地、博物馆、英烈馆、党史馆、校

史馆等红色资源，讲好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探索

救国救民道路的故事，诠释解读好我们的党“为什

么出发”，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走

出来的”，引导教育广大青年学子弘扬革命传统、赓

续红色血脉，增强爱党爱国情怀，把青春奋斗融入党

和人民的事业发展中。

（三）坚持以民族复兴伟业培养和造就青年

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民族复兴伟业培养

和造就青年。总书记在讲话中把我们党百年辉煌史

概括为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主题”创

造的“四个伟大成就”。我们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

了小康社会，迈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

大青年学子是有远大理想抱负和深厚家国情怀、伟

大创造力的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

力量。一百年来，一代代中国青年在党旗下把青春

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急先锋。新时代新征程，总书记又向广大青年发出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

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

人民的殷切期望”［１］的伟大号召。为此，我们广大

教师要积极面向广大青年学子讲好我们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壮举，讲好我们的党领导人

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

就、铸就的伟大精神。我们广大教师要积极引导好

青年学子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

心，不断增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广大师生

也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到人民群众中去，

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的誓言，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在防洪救灾、疫情防控

中践行使命担当，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四）在新的“赶考”中交出优异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过

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

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

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

路。”［１］毛泽东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夜

提出“进京赶考”之问，解决的是执政考验的历史问

题。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的赶考之路”，

解决的是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问题。学深悟

透在于落实。如何深入谋划将“七一”重要讲话转

化为学史力行中去，如何把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的成果转化为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我们广大教

师当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己任，

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校目

前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期。迎接教育部本科合格评

估迫在眉睫，航空港新校区建设亟须推进，巡视整改

与改革发展任重道远，当前我们要紧紧抓住难得的

发展机遇，坚持实施“一二三四”工程不动摇，全面

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

水平。坚持改革创新不停步，着力解决制约学校发

展的根本问题和瓶颈问题，释放办学活力。坚持从

严治党不放松，深入开展党史主题教育，全面提升党

建工作科学化水平，加快推进“在省内有一定影响

力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不辜负省委省政府和

广大师生、校友的殷切期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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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不断提高“政治三力”，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

大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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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奋斗进程中不断创新革命精神

关　琛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１９
作者简介：关琛（１９９４—），男，河南信阳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２０１８级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

业，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

摘　要：新时代不断创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四大考验”
“四种危险”和应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挑战之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共性与个性相

统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以及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是新时代创新革命精神应遵循的原则。

实现伟大中国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贯彻“三个新发展”、落实人民主体性和培育斗争精神，是新

时代创新革命精神应把握的几个向度。深化对革命精神理论的研究、拓展传播革命精神的途径、加

强革命精神的实践体验，是新时代革命精神创新的路径思考。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向度；路径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０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６０－０４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
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

出鲜明的政治品格。”［１］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对

伟大民族精神的血脉承接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发扬光大，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和优秀

品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全面开启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重要历史时刻，探究

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的创新相关问题，对于铸牢干事

创业的“根”和“魂”，凝聚人民磅礴伟力，为实现民

族复兴的千秋伟业而矢志奋斗提供不竭精神动力，

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不断创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必

要性

（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之需

在对世界转型过渡期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历史

交汇期的外部环境的准确判断基础上，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重大战略判断。

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深

度融合、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产生发展，广大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速崛起，“形成了‘东升西

降’的新世界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２］。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发展关系时仍然秉持冷战思维，对于广大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异常恐慌，想方设法对包

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进行围堵和打

压，不断输出他们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动辄对

他国挥舞所谓的制裁大棒，逆世界潮流而上，破坏世

界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新机遇新挑

战，迫切需要我们党始终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千

秋伟业，坚持独立自主、自强不息、敢于斗争、守正创

新，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奋进拼搏，

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二）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挑战之需

首先，我们党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

部环境“四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一百年，

且具有７０多年全国执政的经历。在长期执政的情
况下，有些信仰信念不坚定的党员干部逐渐脱离人

民群众，易出现腐败堕落、权力失控的现象。随着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推进，经济成分变得更加多样

化。由于新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产生，带动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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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带来了贫富差距；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如何在发展

市场经济的同时将政府与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更

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我们

党面临的一大考验。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我

国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

也愈来愈大。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党不断传承革命

精神，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积极应

对各种严峻考验。

其次，我们党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

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巨

大物质财富，一些党员干部贪图安逸、得过且过，致

使党的好政策很难落实到群众中去；一些干部党员

存在“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心态，存在能力不足的危

险；一些党员干部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

风，缺乏实干精神；一些党员干部追求个人利益和个

人功绩，作风功利腐败。因此，迫切需要用革命精神

的伟大力量克服“四种危险”带来的风险挑战。

（三）应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挑战之需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错误思潮，打着

“自由”“民主”“平等”等幌子，实质上是为了颠覆

政权而作的“思想铺垫”。“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

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

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

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３］，企图对我国的主流价

值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和破坏。党的十

八大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得到

有效遏制，然而并未彻底消灭。一些别有用心者，企

图用历史的支流和局部来否定历史的主流和整体，

通过无限放大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和

遭遇的挫折来全盘否定我们党所完成的伟大事业。

其次，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

的过程中发挥的主体性作用。尤其是对我们党和国

家的领袖人物以及先进典型、革命烈士等进行丑化

和污化，妄图以此来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否定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险恶政治阴谋。

二、新时代创新革命精神应遵循的原则

（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不断激励中国

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根本动力，也是革命精神在新

时代赓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集中体现了党性与人民

性的高度统一。因此，在新时代创新革命精神，必须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

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紧密融合，坚持党性即坚持

人民性，坚持人民性亦是坚持党性。

（二）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统一

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矢志不渝锻造了中国

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上的“钢筋铁骨”，是中国共产党

革命精神谱系最稳定持久的政治基因，是中国共产

党人革命精神谱系中最强大的共性品质。因此，新

时代创新革命精神，要挖掘出由伟大建党精神生发

出的红船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个性精神

中蕴涵的永恒不变的共性特征，使之成为中国共产

党人接续奋斗、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和走向胜

利的政治优势、文化优势。

（三）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路就像一部“赶考”史，

伟大建党精神如同一座丰碑巍峨矗立在这部“鸿篇

巨著”的开篇序言，“奋斗”一词贯穿中国共产党打

天下守天下的始终。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具有生

命活力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离不开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知和运用，民族性构成

它的载体，时代性则构成它的内核。因此，新时代创

新革命精神，必须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

（四）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新时代创新革命精神，要做到理论研究与社会

实践相结合。要增强革命精神研究成果的学术性、

规范性、权威性，将革命精神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理论研究中，进一步推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一步增进广大人民

群众对革命精神的认知认同。同时，要把握革命精

神的实践性特征，将革命精神融入社会实践锻炼的

参与性教育中，在社会实践中传承革命精神的内核。

三、新时代创新革命精神应把握的几个向度

（一）新时代之革命理想：实现伟大中国梦

革命理想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灵魂。新时

代的革命理想是什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４］它既是中

华民族在新时代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中国

共产党革命精神价值追求的根本出发点。实现中国

梦需要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在带领人民进行救国富国强国的伟大实践

中，中国共产党没有懈怠、没有自满、没有动摇，紧紧

依靠人民群众靠着自己的顽强奋斗守护着红色的人

民江山。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

历史使命，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要求丰富发展

革命精神的时代内涵，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新时代之革命战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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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贯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

指导和行动指南，是新时代的革命战略。其中，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

的宏大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发展演进的新要求，二者在价值目标上具有高

度契合性。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的新任务，二者在实现目标和方法上也具有高度统

一性。“法治精神”是全面依法治国的灵魂，为中国

共产党革命精神注入了新理念、补充了新内容，是中

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价值的当代彰显。全面从严治党

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

大历史课题，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的重要内

容，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价值的时代诉求。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根据新的发展变化，将
“四个全面”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变为“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标志着我国迈入了新征程。

（三）新时代之革命重心：贯彻“三个新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即

“‘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５］，这是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为我们描

绘了一幅到２０２５年和２０３５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群众生活的美好愿景。

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对新常态下如何发展的科

学认识。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

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

现了发展理念上的深刻变革，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

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贯彻新发展理念明

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

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对当前我国所处历史方位

作出的重大判断。新发展阶段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范畴，同时新发展阶段又是我国经过几十

年不断发展积累之后，站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

个新的起点上。意味着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新发

展阶段之前阶段的伟大胜利、正向着夺取下一个发

展阶段的伟大胜利奋勇前进。

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局面。这是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国内外形势变化准确识变，

为实现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而科学应

变主动求变的重大战略安排，是因时而动、顺势而

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逻辑必然。

（四）新时代之革命动力：落实人民主体性

人民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本观点。

突出人民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基本

原理的科学把握和高度自觉的运用。唯物史观认

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坚持人

民至上，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内核，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本质体现。

突出人民主体性，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

定的，揭示了人民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依靠力量。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

史时期，我们党始终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

积极践行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一切事业的

根基和底气在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永远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上帝”“老师”。

（五）新时代之革命品格：培育斗争精神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

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质，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重要法宝。中国共

产党历经磨难，是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的。“实

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６］

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讲究斗争的方法和艺术，

考验我们斗争的能力和智慧。因此，需要我们传承

好我们党的革命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开局起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砥砺奋

进。

四、新时代革命精神创新的路径思考

（一）深化理论研究，丰富时代内涵

第一，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研究，提高

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认知。人们往往对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日用而不觉”，缺乏学理的深

入探讨。在新时代，要充分挖掘更多、更具说服力的

史料，特别是体现精神的事件和人物，把史实讲清

楚、讲透彻，强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学理支撑，

用更具说服力的理论和客观事实提高党员干部和广

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认知，筑牢思想基础。

第二，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推动中

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往深里走。要按照马克思主

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全面梳理考察革命精神发

展史及其谱系发展史，强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

科学内涵、丰富内容等问题的研究，加大有理有据、

有血有肉的中国故事的宣传力度和广度，引导人们

深入了解革命精神的实质内涵，正确分析历史虚无

主义等错误思潮，增强理论武装头脑的自觉性，提高

抵御西方意识形态侵蚀的能力。

（二）拓展传播途径，厚植红色基因

第一，积极发挥高校在革命精神传播中的主渠

道作用。当代大学生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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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大学生革命精神的教育，培育大学生厚植爱

党爱国情感。一要结合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学习特别是正在开展

的党史学习教育，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融入课堂

教学和校园文化活动之中，让学生更加全面、系统地

学习和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二要制定科学计

划、精心安排组织，支持鼓励学生党团学等组织开展

相关理论学习活动。三要积极为大学生创造参与接

触社会奉献社会的劳动机会，帮助大学生在理论结

合实践、知行合一中体验并接受革命精神的熏陶和

洗礼。

第二，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打造网络革命精神

传播新高地。以“学习强国”ＡＰＰ、人民日报客户端
等为代表的央媒党媒官媒数字化的免费使用，让普

通人能够非常方便地通过这些新媒体来知晓天下大

小事。因此，要大力推进融媒体建设，充分利用新媒

体平台的扩散优势，讲好党史、讲好中国故事，厚植

红色革命基因，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三）加强实践体验，坚定信仰信念

第一，围绕重大节日、纪念日、重大主题教育等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利用抗战胜利、红军长征胜

利、抗美援朝胜利等纪念日，马克思、毛泽东、周恩

来、邓小平等诞辰日，开展丰富、生动的纪念活动；组

织党员干部参观革命遗址、纪念馆，走访事件亲历

者、观看主旋律影视作品等，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切感

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力量，不断增强对革命精

神的心理认同、情感认同、思想认同、政治认同，坚定

信仰信念。

第二，探索利用现代化展示方式传播革命精神。

通过设置革命精神虚拟实践体验项目，综合应用

３Ｄ、ＶＲ等新技术，打造网络虚拟空间感受环境，增
加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沉浸式体验环节，

增强革命精神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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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治理

白贵一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１９
作者简介：白贵一（１９６２—），男，河南西平人，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近现代河南与中国研究

中心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地方政制。

摘　要：近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是逐渐摆脱地方性、地域性、特殊性，走向政治、经济、语言
文字和社会生活一致性的过程，是族群融合并形成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过程。为建设现代民族国

家，国民党总结以往治疆经验，建立管理指导边政事务的党政机构，纳边疆区划与组织整合于国家建

设，推动边疆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改良。通过边疆建省和组织整合，建立统一行政体系，实现民族国

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一体化，开始了历代边政由军事控制到民政建设、从军事首领治理到组织治

理的结构转型。

关键词：民族国家一体化；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治理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１
中图分类号：Ｄ６９３．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６４－０５

　　国家治理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势力在一定价
值理念、道德和政治原则指导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

务、引导社会发展、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的

体制、机制、政策及价值理念。晚清以来，西方列强

侵入中国，中国陷入全面危机。边疆危机经晚清、北

洋和南京国民政府。消除危机，稳定开发建设边疆，

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成为历届政府面临的现实挑战

和使命。在晚清和北洋政府大臣、地方官员、学者边

疆政策主张基础上，在国民党国家政制和行政制度

建构催促下，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应对危机，南京

国民政府逐渐形成了认知边疆、充实巩固边疆，到开

发建设边疆的治疆政策。其边疆治理既有应对民族

危机的现实需要，更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国家

长治久安的久远考量。

一、南京国民政府疆治兴起的逻辑

具有共同生活区域、共同历史记忆和联系、相同

或相近生活习性的不同族群形成统一的、具有政治

经济、文化语言文字、生活习俗一致性的民族国家，

是国家发展的自然趋势，是应对内外生存压力和挑

战的必然选择。南京国民政府是近代以来完整建构

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其国家权力结构、政府组织、

行政体系和法律制度具备了现代国家雏形。当时边

疆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不利于形成政治统一、语言

文字、生活习俗一致性的民族国家。整合边疆区划

与行政组织，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形成

新的国族、国族意识和民族共同体，实现由军事控制

到民政建设、由军事首领治理到政府治理，是自然逻

辑和历史逻辑发展的结果。

（一）中国传统民族国家特征

１．历史上广袤庞大的帝国不是经济联系紧密、
语言文字与生活习俗高度一致统一巩固的民族国

家。

自秦始皇建立秦朝，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

文以来，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

家具备了形成民族共同体必要的生存区域、主权行

使、行政体系、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基本元素，但还不

是政治长期统一、经济联系紧密、语言文字和生活习

俗一致巩固稳定的民族国家。一是国家疆域是变化

着的动态过程。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原王朝或强或

弱，统治和管理疆域因之或辽廓或狭小，纳入政治共

同体和行政管辖下的周边民族或融入或同化或脱

离，变化不定。二是国家存在统一和分裂，中原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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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对边疆的控制力、吸引力

和影响力断断续续，时强时弱。三是中原中心政权

周边存在部族政权，对中央存在归附、汉化或反叛独

立状态。外部势力威逼利诱下，边疆民族反叛中央，

另立政权时有发生，这种局面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依然存在。

２．历史和现实需要中国形成统一的现代民族国
家。

共有的生活区域和历史记忆，共通的语言文字，

经济联系紧密，政治行政统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

本构成要素、标志和本质。边疆地区行政组织、经济

生活、文化、习俗乃至语言文字与中原地区迥异。从

政治认同、行政体系、宗教、语言文字共同的民族国

家构成要件看，中国只是具备了民族国家的主权、疆

域、行政等基本要素，远非统一巩固稳定的民族国

家，更谈不上政治认同基础上制度统一、行政完善且

运行有效、经济联系紧密的统一国家。欧洲民族国

家成长表明，要应对内外挑战，走向世界，任何一个

国家都要在经济联系基础上，使具有或曾经有过政

治联系、历史记忆、共同生存区域和相同语言文字的

不同部族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一致的共

同体，形成新的国族和民族国家。

（二）边疆建制不利于形成现代民族国家

１．传统行政以控制为目的。
特定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成了中

国固有的政治价值理念和权力组织。传统政治以建

立社会秩序为目的，以控制为手段。中国自秦形成

了完善的官僚组织和行政体系，尤其是元明以来，自

上而下的行政体系建制主要目的在于以中央监临地

方，结果是兵权凌驾于民政，军事统御社会。钱穆在

《国史大纲》中指出，行省制是蒙古族政权为控制广

土众民的中国社会而采取的一种分区宰御制，一种

分权统御制，目的利于中央管辖地方，非为地方政治

之利于推进。行省长官乃地方官之临制者，而非地

方官之领袖与代表。省制之长官皆偏重于军事统

治，平时足以干预地方政事之推进，而增加地方与中

央之隔阂；而一旦中央政权削弱，各省转易成为反抗

中央、分区割据之凭借。“中国的省确不是纯粹的

行政区域的地方。虽则也是一种区域，然其性质有

历史他种意义夹杂其间。”［１］军事管制在清代总督

和巡抚制中得以体现，边疆更是如此。辛亥革命成

功，改革地方行政体制，实行军民分治呼声高涨。边

疆区域，北洋政府仍取军政合一制。１９１３年北洋政
府公布《热河现行官厅组织暂行章程》和《都统府官

制》，实行都统制，成为军政合一的一级行政区域。

１９１４年，政府设立察哈尔都统，改绥远城将军为都
统，均为军政合一的特别行政区。民初设宁夏将军，

１９１４年改为护军使，亦是军政合一的特别行政区。
民初，呼伦贝尔镇守使为军政合一行政区域，后取消

特别行政区，改为镇守使。边疆行政组织时有变化。

２．传统边政不具组织结构功能。
中国历史是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向周边开

疆拓土，扩大统治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辐射力影

响力和吸引力的历史。中心区行政体系完整，组织

完备，共同体联系密切。边疆地域广袤，人口稀少，

居住分散，民族、宗教、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复杂，历

届政府多采行以怀柔、羁縻、诱导、利用和控制为主

的特殊政策和特殊治理，多以军事控制为主，虽对边

疆部族有影响力，但难以形成持久力量，亦较少建设

职能，影响力、吸引力有限。军事统御下的边疆是归

附安定、还是混乱乃至反叛脱离，既取决于中央政府

之边疆政策及力量强弱，亦取决于戍边军政长官之

行为。其次，边疆人口稀疏，流动性强，行政组织阙

如，难以形成持久力量，中央政府的政治、教育、文明

开化难以达及民众。以上因素影响边疆治理效果，

使得边疆与内地难以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联

系紧密的共同体，更难因民族联系同化融合而生长

出共有的生活习俗和民族精神，形成新的血缘民族

和政治一致性。共同地域基础上的政治、语言文字、

生活习俗一致性是统一民族共有的血缘纽带和心理

精神。“中国边政之废弛，其原因故多，然中枢无健

全之边政机构，恐为其主因。”［１］１８

（三）边疆行政不统一

世界近代史既是扩大统治基础史，也是走向行

政统一史。英、法、西班牙民族国家间的竞争表明，

“民族———国家之高度的行政力量不仅对于巩固国

内资源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应付所有现代国家所处

的庞大国际政治网也是必要的”。“民族国家产生

以前，国家机构的行政力量很少能与业已划定的疆

界保持一致。”［２］２２０传统边疆治理以军事控制为目

的，附之以羁縻、怀柔、恩惠、利用，没有稳固的政府

和行政体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难以开展。没有

边疆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和社会事业进

步，边疆部族难免不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出路。这正

是近代边疆部族易受外部势力利诱反叛脱离中央、

另立政权的主因。其次，军事组织难以适应近代工

商、教育、社会事业发展需要，难以形成走向民族国

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致性。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取

消地方特别行政区，缩小省区，整合原有行政组织，

边疆建省，建立统一的、适应地方政治、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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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的历史和现实动

因。

近代边疆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唯有国家成为统

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才有境内各民族的富裕、安定和

发展。传统边疆政策及治理组织不适宜建立现代民

族国家。即使没有民族危机煎迫，现代国家建构也

要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国民党五

大宣言十大政纲之一是“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

而成统一”。这是国民党重视边政、建立管理指导

边疆事务的边政机构，各省有各种名称边政机关，学

会、大学院系、研究院开展边政研究的历史和现实逻

辑结果。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治理

为实现政治统一，促进边疆开发巩固稳定，民族

融合，形成新的国族和民族国家，国民党总结历代治

疆经验，将边疆区划及组织建设与现代国家建构相

结合，建立新的地方行政组织体系，推动边疆经济、

文化及社会改良。

（一）建立管理指导治边的边政机关

１．政府建立蒙藏委员会及西陲、蒙旗宣化使公
署。

近代中国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政制、行政

体制和名称发生变化。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参

议院议决《蒙藏事务局官制》。民国三年（１９１４），袁
世凯公布《蒙藏院官制》。为推动边疆政制建设和

社会改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１３３次会议议定
《蒙藏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组织机构及职权。委员

会采取委员制，委员７至９人，由国民政府任命，隶
属行政院。“掌理关于审议蒙藏行政，及计划关于

蒙藏之各种兴革事项。”首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

锡山认为，蒙藏偏处西北，道途迢遥，言语隔阂，建议

在北平设办事处。１９２９年，立法院通过《蒙藏委员
会驻平办事处规则》。１９３２年对该组织修正：委员
１５至２１人，由国民政府选择熟谙蒙藏政教情形者
任命之，并指定６人为常务委员，各委员轮流分往蒙
藏各地视察；该会于北平及蒙藏或其他适当地方设

办事处，并设招待所；科长名额为９至１２人，科员为
５０至７０人。［３］蒙藏委员会建立后对边疆人口分布、
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文化教育进行了调查。为“抚

绥边陲，怀柔远人”，经内政部、军政部及蒙藏委员

会并邀参谋本部会商，１９３２年政府制定并公布《西
陲宣化使公署组织条例》和《蒙旗宣化使公署组织

条例》，两公署置总务、宣传处，设秘书、处长、科长、

科员，并得酌用雇员、聘任名誉顾问及谘议，秉承中

央宣慰边民之意，掌理西陲宣化事宜。１９３３年，蒙

藏委员会、参谋本部、内政部、外交部等中央部委组

建具有官方性质的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关于边地

政情，多所探讨。

２．中央组织部设蒙藏科。
国民党是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党代表国民行

使政治权力，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发挥政

治领导和决定作用。民族平等，少数民族汉化，满、

蒙、汉、藏、回五族共和，形成中华民族是孙中山国内

民族主义理想和愿望。为推动三民主义至境内各民

族，共襄三民主义大业，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蒙藏

科，指导民族地区党务。“国民政府承总理之遗教，

受本党之领导，无日不努力于边疆各地民族之团结

与夫本党民族政策之施行。故党务方面，中央组织

部特设蒙藏一科，以期推行主义于边疆，政府方面，

于处理边疆日常政务之蒙藏委员会外，行政院复添

设边疆政教制度委员会，关于边地政情，多所探讨，

参谋本部更有边务组织之设立，罗致边事专家，以研

究安边御侮巩固边防诸要政。”［４］

（二）整合边疆行政区划，建立行政组织，推动

政治一体化

中国边疆广袤，人口稀疏，流动性大。历代王朝

因地制宜，因俗施策。西藏、新疆、内蒙古、西南等地

行政体系及名称繁歧。内蒙古有盟旗，西南诸省有

土司，西藏政教合一。为统一政治行政，实现国家政

治由军政转向民政，推动边疆经济、文化、社会发展，

促进民族一体化，国民党整合地方行政体系，统一组

织和名称。缩小省区，取消特别行政区，边疆建省，

实行省县两级制，行政一体化。

１．缩小省区，以期国家长治久安。
缩小省区，军民分治，是对元明清军事凌驾地方

体制的矫正。为维持庞大帝国统一，中国历来都是

中央控制地方。优点是有利于维持统一，缺陷是一

旦中央权势式微或失去道义，地方容易出现割据。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军人专横、清朝总督权

限至上，均是军事势力强盛的结果。缩小省区，军民

分治，釜底抽薪，从制度上终结军事体制，解决军阀

割据，是对晚清督抚专横的矫正，也是对地方行政制

度的矫正。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完成地方

自治更定地方区划案》，肯定三大决议矫正历史上

重省轻县易以孙中山重视县级政权、实施县级政权

自治、以立宪政基础案。“现行省区，非为之更定区

划，尽量缩小，终不能省权过大之弊，打破封建恶

习，以确立民国之基础。此一决议，将为元明以来行

政上最大之改革，对于县自治之发展，中央指挥地方

之灵活，与国家统一之保障，必有最显著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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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５］鉴于事关重大，中央政治会议认为如何划分

及其实施办法，交中央政治会议组织专门委员会，详

细研讨，拟具方案，送中央常务委员会提交全国代表

大会或国民会议决定。方案一出，来自政府、军界、

学者、个人缩省的吁请不断，他们从行政、军事、政治

等角度提出缩省理由，边疆学兴起。边疆建省，整合

组织，实行省县两级制成为各界共识。内政部吸收

学者建议，拟定具体缩省方案。国民党缩省思想在

兼及晚清、北洋便于国家行政和选举、教育等社会事

业进步同时，重点关注避免地方割据分裂，实现国家

长治久安。

２．边疆建省，由军事控制向民政建设转型。
省县两级制为孙中山手定，是其行政思想重要

内容和地方行政体制主张。民国肇兴，内蒙古、西

藏、青海仍取前清旧制，设督军管辖。京兆地方、热

河、察哈尔、绥远、川边特别区和东省特别区，实行特

别管理。根据孙中山省县制，特别区于法无据，不足

以昭划一。边疆区域过大，组织不健全，开发建设难

以开展，中央政令、教化难以达及民众。１９２８年，政
府废除特别区，改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特别区为

热河、察哈尔、绥远、西康省 （西康暂时设立建省委

员会，１９３９年１月西康成立省政府）；将甘肃旧西宁
道所属之西宁等七县合并设置青海省；以甘肃宁夏

道所属各县与旧宁夏护军使管辖地阿拉善和额齐纳

旗地为范围，设宁夏省。地方制度变革推动边疆由

军事组织向民政组织转变，推动省县政府组织化。

（三）建立边政学会，推动边政研究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国家制度初创。党政军学对
训政与宪政、五权分治与三权回归、地方行政体制与

效率、自治与官治，进行深入探讨，各种学会纷纷建

立。县政学会、行政效率研究会、边疆政教制度研究

会等都是政府倡议建立的。学会建立后出版刊物，

刊发研究报告。地方行政制度和蒙藏委员会的建立

推动了早期因边疆危机而引发的边疆研究，研究团

体不断涌现，刊物盛极一时。刊物大体分为边疆或

民族的政治性刊物，如《中国青年》《青年中国》《时

代精神》等；边疆或民族问题的学术性刊物，如《中

国文化研究所集刊》《金陵学报》《史地杂志》《地理

学报》《科学》等；普通边疆研究刊物（包括副刊），如

《边事研究》《边疆研究》《益世报（边疆周刊）》《贵

州日报（社会研究副刊）》等；分区边疆研究刊物，如

《东北月刊》《东北论坛》《西北论坛》《西北资源》

《回教大众》《新西北》《西南导报》《西南实业通讯》

《西南边疆》等；还有边疆研究或民族学研究专门刊

物，如西南边疆研究社主办的《西南研究》、金陵大

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边疆研究论丛》、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办的《人类学集

刊》等［６］。这些机构和刊物推动了边疆政治、经济、

文化、宗教、语言习俗、资源等综合研究，推动政府边

疆治理结构转型和文明开化。

三、国民党边疆治理评析

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体现在

生产方式、文化、政治制度、行政体制诸方面。厘定

传统行政区域，建立新行政组织是国民党地方行政

的体制建设，是晚清以来边疆政策的继续。边疆建

省和省县两级制实现了由传统军事控制为主到民政

治理的制度转换和治理结构转型，由此进一步推动

了边疆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改良。

（一）边疆治理是晚清边政的赓续

完善边疆行政组织是晚清以来边疆危机引发的

现实思考。设立新省，改定省区，建立行政组织，以

组织充实开发边疆，着眼点是巩固边疆，防御外敌入

侵引发的不安和动乱。１８８３年，中法战争后，清政
府于１８８５年从福建析出台湾，台湾建省。１８８７年，
左宗棠收复新疆，新疆建省。１９０７年清政府将奉天
（盛京）、黑龙江、吉林三个将军辖地改为行省。

１９０３年，清政府内有人主张蒙古建省。１９０４年，清
政府有人再次提议蒙古建省。《时报》评论认为，蒙

古建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蒙古，也有利于汉民，不

利者惟虎视眈眈之俄耳。日俄战争后政府进一步关

注蒙古，蒙古建省主张再次出现。１９０７年，两广总
督岑春煊提出系列开发西北边疆，建议整理西北行

政区划，将由热河、察哈尔都统和绥远将军管辖之地

和山西部分地方整理，建立热河省、开平省和绥远

省，建议得到一些疆臣支持。他还建议在川边建立

川西省。清末，英国入侵西藏、云南，四川受到威胁，

西南边疆危机。英国支持的西藏分裂势力不断蚕食

西康边区、大肆劫掠牲畜财富。１９０４年，建昌道尹
赵尔丰向四川总督锡良提出将西康改土归流、设立

行省、开发边疆、加强国家在西南的力量。辛亥革

命后，军民分治、缩省乃至废省呼声再起。１９２４年，
北洋政府职方司在晚清缩省思想基础上，指出省区

过大带来的教育、选举、自治、交通、生活等不便，向

参议会提出缩小省区具体主张。南京国民政府的边

疆政策是晚清以来边疆政策的赓续。

（二）边疆建省有利于国家一体化

边疆建省与组织整合目的是国家统一和安全。

通过边疆组织整合，建立统一的地方行政组织，实现

国家行政体制、组织结构、名称统一。按照国民政府

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设建设、财政、教育、民政四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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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设建设、财政、教育、民政四局，有条件的地方

根据需要设地政局、卫生局。边疆省有条件的设县，

条件暂不具备的设设治局作为过渡。与军事管理相

比较，边疆建省在于发挥组织和制度力量，发挥政府

行政组织在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中的管

理建设职能。与军事首领治理相比，政府是持久的

客体存在，比将军治理更全面、更细化、更持久。国

民党通过在边疆推行省县制、改土归流等，将边疆地

区纳入国家政治建构框架内，实现行政统一，达到政

治一体化。这对于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

促进民族文明开化具有组织结构功能，有利于巩固

边疆，更是实现国家政治一体化，走向形成统一的中

华民族的必由之路和主要内容。

（三）边疆治理推动边疆事业开展

经验证明，要稳定巩固边疆，必须开发建设边

疆，使边疆与内地成为命运利害相互关系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国民党五大提出贯彻落实

孙中山民族主义主张，扶助国内民族经济文化发展，

培养其社会及家族个人自治能力。国民党在边疆建

省与整合组织的同时，注重边疆文化教育、习俗改良

和经济建设，制定颁布了系列关于边疆开发、教育和

社会改良议案法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关

于蒙藏政治、教育等问题案》，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边疆建设决议案》《开发西北决议案》，全国经济委

员会通过《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行政院

通过教育部１９３７年度《推行边疆教育计划大纲》。
“民国时期则把经济和文化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更

多地注意到边疆地区的发展问题。由于国防和战争

的需要，国民政府把边疆地区作为发展的重点，制定

一系列发展边疆经济、教育的政策，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和财力，促进边疆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制定并实施了开发和建设边疆的经济政策，采取

了在边地屯垦及移民实边，发展边疆地区的生产，建

立边疆经济的重心，改善边疆的交通与邮政，改良边

疆民众的生产技术，设立边疆金融机构并兴办实业

等措施，来发展边疆经济。开展边疆教育，提高各民

族的文化。通过统一语言文字运动、提倡通婚运动、

统一服装运动等达到同化目的。”［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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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兴组织与清中后期湖南科举人才之盛

曾桂林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１７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慈善公益视阈下的清至民国时期湖南宾兴研究”（１７Ｋ０６３）
作者简介：曾桂林（１９７５—），男，湖南蓝山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慈善公益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史。

摘　要：有清一代，湖南宾兴组织大致经历了发轫、勃兴及盛极而衰三个阶段。清前期，湖南宾
兴数量甚少。清中后期，各府州县宾兴呈现勃兴之势，并在嘉道、咸同年间出现两个高峰期，尔后渐

趋衰退。这些宾兴组织或代付卷资，或资助乡试、会试旅费，减轻了士人的经济负担，赴考人数增多，

最终促成了清中后期湖南科举人才的崛起。通过统计各府州的举人、进士数量，可以看出各地科举

人才与宾兴组织颇有关系，这表明宾兴对科举人才培育亦有贡献，是清中后期湖南科举人才兴盛的

主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清代；湖南；宾兴组织；科举制；人才分布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２
中图分类号：Ｄ６９１．４６；Ｇ５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６９－０６

　　谭其骧先生曾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
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１］然湖南在古代向称

“蛮荒之区”，又因山川阻隔，“风气锢塞，常不为中

原人文所沾被”［２］。自秦汉迄至五代，湖南名人见

诸史传者仅蔡伦、蒋琬数人，寥若晨星。至两宋之际

湖湘学派兴起，湖南人才荒芜的情形略有改观。及

至清中后期，湖南人文蔚起，渐成人才鼎盛之势，并

产生了几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物群体。对于清中

后期湖南人才兴盛的原因，学界多有探讨，如“南北

分闱说”［３］“学术兴盛说”［４］，然而莫衷一是，迄今仍

无定论。笔者现就管见所及，不揣简陋，拟提出一种

新意见，即“宾兴昌则人才盛”论。

“宾兴”源自《周礼》：“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

之”，原指大司徒教化民众，并以宾客之礼将贤能者

举荐给周王。明清时科举制度臻于完备，“宾兴”泛

指科举制，或乡试，或赴试饯行礼仪，或各种科举经

费。近十年来，有关清代宾兴研究成果丰硕①，但尚

未见有湖南宾兴组织的专论。缘此，本文拟在发掘

方志、宾兴簿册等史料的基础上，梳理有清一代湖南

宾兴组织的发展脉络及其助学助考成效，由此考察

宾兴与清中后期湖南人才兴盛的关系。本文所言

“宾兴”，即指地方社会资助士子参加各级科举考试

的专项教育基金或组织，其慈善公益性特征显著。

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清代湖南宾兴组织的发展

宾兴作为科举制度的伴生物，其雏形可追溯

至南宋时期的贡士庄、兴贤庄，即由地方政府置买

或拨给没官田庄，以租课资助士子应考。绍定年

间，魏了翁在湖南靖州建有兴贤庄。［５］明末，临武、

邵阳等县曾设有科举店、宾兴田，但鼎革之变后皆

无踪可寻。

为直观展现清代湖南科举宾兴事业的发展情

形，本文依方志载录，梳理出宾兴组织的创设时间及

其地理分布，相关统计数据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见，清前期湖南宾兴组织尚属寥寥，至

清中后期始大规模勃兴发展，尤以嘉庆、道光、咸丰、

同治四朝数量最多，共计７９个，约占总数的八成，各
府州厅普遍创设于此期间。而咸同之际宾兴发展略

有起伏，至光绪时已趋式微。下面拟分阶段对有清

一代湖南宾兴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论述。

·９６·



表１　清代湖南宾兴组织时空分布表

府州名
清前期

康熙 雍正

清中期

乾隆 嘉庆 道光

清后期

咸丰 同治 光绪
小计

长沙府 １ ４ ６ ２ ６ ２ ２１
衡州府 １ １ １ １ ２ ３ １ １ １１
宝庆府 １ ２ ３ ２ ３ １１
岳州府 １ ２ ５ ８
永州府 １ １ ２ １ １ ６
辰州府 ３ １ １ ５
沅州府 １ １ １ ２ ５
常德府 １ １ １ ３
永顺府 １ １ ２
桂阳州 ４ １ ３ ８
郴州 １ １ ２ １ １ ６
澧州 １ ２ ２ ５
靖州 １ ２ ３

苗疆三厅 ２ １ １ ４
合计 ４ １ ５ １４ ２５ １６ ２４ ９ ９８

　　资料来源：《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全８６册），江苏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故宫珍本丛刊·湖南府州县志》（全 ２０

册），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湖南》第

一、二辑，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年版。

（一）清前期湖南宾兴组织的发轫

至康熙中期湖南社会渐趋安宁，经济逐步恢复，

始创有宾兴。细检方志，清前期湖南捐置科举助考

的宾兴甚少，仅４例。清代湖南最早的宾兴是康熙
二十二年（１６８３）田庆曾分巡辰沅道时倡设。他“尝
捐俸二百金，拟买田为士子应试费，先以所捐资畀州

牧权息，计三年所得，足给沅士赴闱资斧，士翕称

之”［６］。随后，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邵阳知县王省
“置膳士田二百三十八亩有奇，每岁获租可四百

石”［７］，匀给学师、馆师和诸生膏火。康熙末年，安

化县捐置卷田，“派绅经管，召佃耕作，岁入租谷九

十五石，每逢县试变租办卷”［８］，衡阳县绅衿也“备

用丁银充应科之费”［９］。总的来说，清前期湖南宾

兴组织尚处于发轫阶段。究其因由，一方面与这时

期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另一方面则受湖广合

闱的科举政策影响，湖南士子惮于江湖险阻，应试者

少。偏沅巡抚潘宗洛在题请分闱的奏疏中就称，每

逢乡试，洞庭秋涨，浪遏行舟常有因之误期痛哭而返

者，而冒险扬帆遭覆溺者时有所闻，“以致多士畏

虑，裹足不前，其能至武昌而入场者，十无二三”［１０］。

可见，湖南士子因风涛险阻却步，人文寥落也就可想

而知。

及至雍正初年南北分闱，乡试设于省城长沙，贡

举有定额，登科及第的机会骤增，从而激发了湖南生

儒的功名进取心与应考积极性。而分闱后，士子们

就近赴试，已无风涛之险，奔波之苦大为减轻，旅费

相应减少，一般书生亦可承受得起，由此赴考人数增

多。为光耀乡里，地方衿绅也乐于捐资助学助考。

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衡州府酃县（今炎陵县）贡生谭
显名捐出祖辈遗业并新置田产２３亩，将田租用于修
葺学宫外，“所余之银存为两庠三年乡试卷烛之

资”［１１］。此后，湖南各地宾兴组织便渐趋勃兴。

（二）清中期湖南宾兴组织的勃兴

乾隆时，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日益繁荣，国力强

盛。在此大背景下，湖南生儒参加科举考试人数逐年

增多，一些府州县纷纷创设宾兴组织，乾嘉以后湖南

科举宾兴事业进入勃兴发展期。如表１所示，乾隆年
间湖南有５州县初设宾兴，嘉庆年间有１０州县初设
或增设宾兴１４处，道光年间２１州县设有宾兴２５处。

乾隆初年，酃县官绅议定学田每年额租，折谷备

银，除支饷银、首事劳酬及学宫修缮费后，“每年存

银八两五钱，积至三年，合计银二十五两五钱”，循

例按文二武一分发，“于乡试之年七月初一日巳刻

应试者明伦堂当两师散给，以垂永久”［１１］。清中期

湖南宾兴事业由此萌蘖。随后，邻县纷起仿效。如

桂东县，因南北分闱，“衡湘以南布衣韦带士莫不弹

冠相庆，邑之士人由是观光者众，自癸卯、丙午以来，

科甲后先辉映”，然而距省城仍遥远，寒士虽满腹经

纶，却乏旅资，“裹足不前者有之”。乾隆二十五年

（１７６０），士绅李敷蕃以邑人士赴闱道远，艰于资斧，
“捐租五十一石五升五斗，岁助之，积三岁得百五十

余，士林称便”［１２］。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耒阳县
伍先拔等绅在南城外创建文会堂。［１３］

在地方官绅的倡导下，地处湘西南的宝庆府城

步县、武冈州也先后设立宾兴款项。乾隆三年

（１７３８），城步县武生孟才美、附贡杨于芝合捐田三
丘，以田租助考，后捐入宾兴会。［１４］武冈州“距省稍

远，庠序之士寒为多，每届乡试恒以旅费维艰中

止。乾隆季年，里人河南粮储道刘文徽首捐田四十

一亩为之倡”，道光间邑绅邓仁、夏立建等人陆续

捐田计２７７亩，“以其租息助文武诸生乡试旅费，咸
利赖焉，故近数科观光者人士几倍于昔”［１５］。

嘉道以后，清王朝渐入衰世，不过湖南社会经济

仍有所发展，并未戛然而止，这给宾兴组织创设提供

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桂阳直隶州属临武、蓝山两县

就陆续创建多个宾兴文会。嘉庆初年，临武县两任

知县杨方岳、李方谷先后倡捐置乡会田十余亩，为士

子应考之资。［１６］在蓝山县，城北六里、太平墟、洪观

墟、总管庙、田心铺等城乡多处在嘉道年间相继兴设

宾兴文会田或宾兴公局，“备生童岁科试卷费、诸生

乡试、举人春闱赆仪”［１７］。在郴州直隶州，永兴县诸

乡绅于嘉庆十年（１８０６）创设宾兴会，“众捐以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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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程费”，额设花红、盘缠银５０两，科举之年按文七
武三分发给生员，遇恩科减半。［１８］

嘉道时宾兴组织在湖湘大地的发展，不单是湘

南、湘西南地区，湘中、湘北地区也多有分布，乃至在

偏远闭塞的湘西亦始创设。在湘中地区的衡州府，

清泉县耆绅杨健于道光初年倡捐成名公田，有租谷

近１０００石，“为乡会试朝考盘费用”。［１９］状元彭浚在
道光年间解组归乡后，捐田３６０亩设衡山县成文公
所，“以助邑中乡会试资斧”［２０］。长沙府安化县，嘉

庆年间由九乡绅民捐资存典生息，每逢乡试、会试资

助寒士考费，后置有田产，并正式创设培英公局。道

光十六年（１８３６），两江总督陶澍省墓回乡，追念先
父遗志，捐置水田１２０亩，呈县立案。［８］嘉庆中，湘潭
县以修志余资买田百亩，不久郭世款续捐田百余亩，

“岁入租二百余石，以给学府县试卷纸印之费”，至

咸丰初置产创设梯云堂。［２１］道光年间，攸县、醴陵县

亦先后建立兴贤堂，以为嘉惠士林之所，凡有志观光

者均有资助。

在湘北地区，常德、岳州及澧州等府州各属宾兴

也较瞩目。《龙阳县志》载：“邑夙无宾兴一项，嘉庆

二十五年因修葺文庙……剩钱千缗，存典生息，创为

宾兴资本，息取一分五厘，三年合得息四百五十缗，

文生分三百缗，武生分六十缗，北上计偕人各十六

缗”［２２］。岳州府平江县义民凌星曜乐善好施，为

“培合邑文风，兼助乡会试宾兴费，自道光丙午迄咸

丰戊午，阅四科乡试，人助三缗，会试十倍之”［２３］。道

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澧州绅士在文昌阁左侧设宾兴
馆，并捐田收租，“作三年宾兴文举贡生监乡、会试路

费”［２４］。正缘于地方衿绅的资助，一些州县的宾兴组

织得以创设、发展，解决了士子赴考费用。此外，湘西

永顺府及乾州、凤凰等苗疆诸厅也有官绅设宾兴会，

置田收租，资助生童卷资及盘缠。

（三）清后期湖南宾兴组织盛极而衰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湖南几度沦为战场，多地遭

战火焚毁，一些宾兴的屋宇及款产亦遭侵挪，经费支

绌，运营维艰。同时，清廷谕令地方官绅帮办团练，

湘军迅速崛起并成为“同光中兴”之砥柱，而捐输广

额政策也使湘省士绅获得更多的功名机会。这深刻

地影响着清后期湖南宾兴事业发展的进程与样貌。

如前表所示，咸丰年间湖南９府州新置宾兴１６处，
迨至同治年间兵事结束则有１１府州厅增设宾兴达
２４处，然过光绪年间见诸文献的新设宾兴仅９处。

咸同之际，兵连祸结，百姓流离失所，田园荒芜。

湖南各州县宾兴的屋产田业、钱款典息，大多易主或

散佚，租息匮竭，陷入困境。桂阳州蓝山县“旧置宾

兴田及廛店取税，寇乱廛毁”［２５］。为镇压太平天国

运动及堵剿流寇盗匪，湘绅奉令帮办团练乡勇，包括

宾兴在内的地方公款公产常常被挪用，所谓“无事

为宾兴公馆，有事为团防公局”［２６］。这让宾兴组织

捉襟见肘，雪上加霜，不得不停辍解散。

战争阻碍了湖南宾兴顺势发展，却也是其在战

后迅速恢复的刺激因素。咸丰初《捐输广额章程》

规定，凡一省捐银１０万两，准广文、武乡试中额各１
名；捐银３０万两，加文、武乡试定额各１名，均以１０
名为限。［２７］在广额政策激励下，湖南绅民纷纷捐输，

数年间捐银达四五百万两之巨。咸丰后期，湘抚先

后三次奏请加广定额１０名。［２８］据统计，太平天国
运动以前湖南各厅州县文生员学额总数为１２１９名，
之后则增至１６４７名，还有暂广学额４２名，两者合计
１６８９名，居全国前列。［２９］乡试永广定额以及州县学
额增多，激起了湖南诸生应考的热情，促发了地方社

会重建或新设宾兴的意愿。

咸同以后，湖南出现一批新宾兴，尚存的旧宾兴

亦得到续捐增资。道光初年创设的邵阳县宾兴，邑

绅王承泽曾措意增筹经费，后因连年兵防，筹费维艰

而未果。“越己未，粤逆犯郡，当事檄邑中五十六都

按粮派费，募勇助防剿。迨寇退，各都有未罄用者，

仍如数缴军需局，计钱三千五百缗有奇。”［３０］咸丰十

一年（１８６１），王承泽、姚敦诒等人呈请宝庆府知府，
获准“将此项都费余款三千五百串提归宾兴

会”［３０］。同样，新化县绅邓显鹤曾倡设宾兴会，然终

未成。咸丰末年招勇筹饷以保境安民，“事定后，计

存军饷近四千余缗，众议以二千余缗充宾兴资，以一

千余缗建宾兴公所”。嗣后众绅议定，“乡场每名送

钱一千五百，合卷费为二千，武闱总送钱一百千，举

人拔贡北上送十千，进士北上倍之”［３１］。

同光中兴期间，经湖南地方官绅齐心协力，一些

宾兴组织亡而复兴，如桂阳直隶州，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陈士杰“出资增田三十余亩，入租五十二石
有奇，备乡试投卷经费。其余各家公田不可胜数，士

之赴试者不赍粮而用饶焉。”［２５］在兵燹后，常德府桃

源县宾兴义举“几于废坠”，同治九年（１８７０），谭知
县令士绅清查各处佃户租课，并续捐田若干，“备案

禀详，以资科举”［３２］。咸丰时湘潭县初设梯云堂，同

治年间罗汝怀等绅士“集城乡巨室醵资置田，并文

武乡、会、院、府试皆助其试资”，先是捐谷 １０００石
为首倡，后每都出谷５０石，建起宾兴堂，“明年遂醵
田三千余亩并梯云堂入之”。至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湘潭县宾兴堂公田３８０２亩，梯云田２０４亩，
共４００６亩，岁入谷约４０００石，园屋租钱八九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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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颇为雄厚。“县人应会试者，咸丰以前不至十人，

后乃二三十人，正科粜谷千三百石，易银寄京师，按

人均分之。”［２１］这些宾兴款产的增置，为湖湘士子参

加各级科举考试提供了有力的后援保障。

还值得一说的是，湖南作为湘军故里，宾兴组织

也得到湘军集团的鼎力资助，湘乡、宁乡、衡阳等县

获赠尤多。这些凯旋归里或荣膺疆臣的湘军将士，

纷纷慨解仁囊，助力家乡科举会社，推动了清后期湖

南宾兴组织出现一个发展小高潮。

不过，湖南宾兴事业在光绪年间已趋缓，仅见９
处新建宾兴，总体上走向衰落。一是囿于清末民国

所纂方志数量有限，或阙载所致，二是在近代中国遭

遇千古变局的情势下，作为抡才大典的科举制不得

不进行改革，废科举、兴学堂成为光绪后期朝野舆论

的焦点，地方社会对宾兴之兴设难免有些踌躇，这或

为其主因。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清廷下诏停废科
举考试，由此与众多士子前程命运攸关的宾兴组织也

发生重大变化，有的改设学堂，有的则被学务所、劝学

所等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接管，最终彻底消亡。

二、从宾兴视角释读清中后期湖南人才之盛

清代湖南科举宾兴组织的兴起与发展，始于康

熙，勃兴于湖广分闱后的乾嘉道三朝，咸同之际兴废

起伏，至光绪时渐趋衰落，其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由

于宾兴组织设立的宗旨在于襄学助考，故而最直接

的影响是为湖南士子提供了川资旅费，增加了科举

中试的机会，进而促进了清中后期湖南人才的兴盛，

以致晚清形成“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景况。

清中后期湖南科举人才的崛起，学界通常认为，

它与湖湘学术兴盛、书院发达以及南北分闱等因素

有关，尤其是“分闱说”颇有影响。客观地说，这些

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还不够全面。而揆诸史册，湖

南宾兴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南

北分闱，采取分省分额录取举人，湖南乡试中额增

加，固然为湖南士子跻身仕途提供了条件。但不应

忽视的是，科举考试毕竟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士子

习举业，各项开销实属不菲。除求学期间送与学师

的束以及岁科童试的卷资、印金等费用外，他们参

加乡试、会试，因距省城、京城远近不同，赴考盘费多

则耗银数百两，少也需数十两。如果考生春风得意，

一举中榜，花销还较有限，倘若不幸名落孙山，接连

数科赴考，费用之巨实难估算。这些举业支出，往往

只有中户以上方能承受，而对贫寒之家显然无力措

置。一些寒士若无宾兴资助，纵使学富五车、才高八

斗，也只能望闱兴叹，无缘科场，更无脱颖之日。因

而，湖南各府县宾兴的设立，士子们可从中获得卷

资、盘缠资助，让其无后顾之忧而潜心问学，从容赴

考。这样，清中后期湖南宾兴事业蓬勃兴起与发展，

为各地士子获取功名铺就了前行之路。

从地方文献来看，湖南宾兴的成效还是显著的，

它让众多士子专意于举业，有机会走进科场，施展才

华。如邵阳县在道光年间设宾兴局，资助诸生应考，

然日久经费渐绌，衿绅虽有意增筹，却因兵燹而停

辍，战后以团练余项购买田产，重设宾兴公局，嘉惠

士林甚多。光绪初年，地方绅士纪其始末即言：“从

兹三载宾兴，士子连茹汇征，虽寒微亦且踊跃，无复

向时之欲前仍却矣”［３０］；同样，武冈、城步等州县宾

兴助考之效亦较显著。武冈寒之士，“每届乡试

恒以旅费维艰中止”。自乾隆末年至同治年间，官

绅“历有捐置，以其租息助文武诸生乡试旅费，咸利

赖焉，故近数科观光者人士几倍于昔”［１５］。道光初，

城步知县查惠鉴于应乡试者寥寥，“劝谕士民各立

宾兴公项，以为科举资斧，迄今观光无即次之虞

者”［１４］。可见宾兴组织的创设，为诸多贫寒士子免

除旅资盘费之忧，当属不虚。

其他府县宾兴组织的实际功效也当如此，它不

仅减轻了众多生儒科举应考的负担，而且给干才杰

士提供了崭露头角之机遇，也有助于地方社会振兴

文风。嘉庆年间，蓝山县宾兴局创建后，子弟多束发

受书，亦有才俊脱颖而出。同治二年（１８６３），萧玉
春赴都会试，金榜题名，成为清代蓝山县第一个进

士。他后来认为这与宾兴有着莫大关系，所谓“宾

兴局之设，其椎轮矣”［１７］。咸同之际，湘潭县宾兴

堂产业增置，资助力度大，赴试者倍增，“县人应会

试者，咸丰以前不至十人，后乃二三十人”［２１］。赴考

士子增多，各州县登科中榜机率或将随之增大。湖

南宾兴组织的创设，基本上达到了嘉惠士林的初衷。

下面将对各府州县所中举人、进士数进行定量

统计分析，进一步阐述宾兴组织与清中后期湖南人

才兴盛的关系。据光绪《湖南通志·选举》载录，从

顺治三年至光绪九年（１６４６—１８８３），清廷开科取
士，两百余年间共举行乡试９６科，湖南士子取中举
人４８５７人；举行会试１００科，湖南登榜进士６４５人。
在各府州县厅中，尤以长沙府中试者最多，计有举人

２３５６人，进士３６１人，冠绝湖湘，详见表２。［２８］

由表２可见，清代湖南科举人才呈抛物线状分
布，具体言之，清前期湖南举人、进士的数量甚少，在

全国的比重也较低；清中期举人、进士的数量有大幅

度上升，在全国占比增大，至嘉道之际遂有“惟楚有

材，于斯为盛”之说；而清后期湖南科举人才骤减大

半，其中有因战事停考、统计时段短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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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清代（１６４４—１８８３）湖南科举人才分布表

府州名
州县

厅数

举人数

前期 中期 后期 小计

进士数

前期 中期 后期 小计

长沙府 １２ ３１６ １４３０ ６１０ ２３５６ ４１ ２２１ ９９ ３６１
衡州府 ７ ８８ ３６８ ７３ ５２９ １７ ４８ １５ ８０
岳州府 ４ １１８ ２６９ ６５ ４５２ １１ ２３ １２ ４６
宝庆府 ５ ５４ ２２５ ９８ ３７７ ８ １８ ８ ３４
常德府 ４ ６２ １６８ ５８ ２８８ １７ １７ ６ ４０
永州府 ８ ５７ ８９ ４３ １８９ ４ １５ ５ ２４
辰州府 ４ １３ ６４ ２０ ９７ ３ ７ １ １１
沅州府 ４ ４ １８ ５ ２７ １ ２ ３
永顺府 ５ １８ １２ ３０ １ １

澧州直隶州 ６ ４１ １４９ ５０ ２４０ ６ ９ ４ １９
郴州直隶州 ６ ３４ ９９ １４ １４７ ２ １１ ２ １５
桂阳直隶州 ４ ２ ３５ ８ ４５ ４ ４ ８
靖州直隶州 ４ ６ １５ ３ ２４ ２ ２
苗疆三厅 ３ ３６ ２０ ５６ １ １
合计 ７６ ７９５ ２９８３１０７９ ４８５７ １１０ ３７７ １５８ ６４５

　　注：本表不含荫赏举人、顺天乡试（京闱）及在其他省乡试中试

或占籍入闱者，仅计湘籍生员在湖广／湖南乡试中试者（含正榜、副

榜）。光绪九年后，乡试、会试中试者，囿于资料未统计在内。

从表 １可知，有清一代湖南共设宾兴组织 ９８
个，其中前期５个，中期４４个，后期４９个。若以府
及直隶州厅行政层级而论，清中后期长沙府创设宾

兴最多，计２０个；其次为宝庆府，有１０个；再次为衡
州府，９个，又次是岳州府、桂阳直隶州，各８个；永
州府、郴州直隶州各６个，并列第五；辰州府、澧州直
隶州各５个，位居第六。再看表 ２，各府州的举人
数，清中后期长沙府以２０４０人独占鳌头，傲视诸府
州厅；其次为衡州府，４４１人；再次为岳州府，３３４人；
紧随之，宝庆、常德、澧州、永州、郴州、辰州、桂阳州

等府及直隶州跻身前十位，举人数分别为３２３、２２６、
１９９、１３２、１１３、８４、４３人。清中后期各府州厅的进士
分布情形也大体如此，长沙府、衡州府、岳州府位居

前三甲，其余依次是宝庆、常德、永州、郴州、澧州、辰

州、桂阳州。［２８］将两表结合起来看，可知各府州厅的

举人、进士数与其宾兴组织数量基本上成正向关系。

长沙、衡州两府宾兴数量位居全省前列，其科举人才

名列前茅。宝庆府、岳州府宾兴总数分居第三、第

四，两府科举人才数亦在伯仲之间。永州、郴州、澧

州、辰州等府州的宾兴数稍少，其科举人才相应少

些，而湘西永顺府及沅州、靖州等地也类似，宾兴设

立甚少且较晚，科甲寥落。稍微不尽一致的是，常德

府宾兴仅３个，然其举人、进士数颇为可观，而桂阳
直隶州宾兴数不少，但其科第业绩却差强人意。“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并非朝夕之功，宾兴无法

收立竿见影之效，或许也与人才成长规律有关。

各府州厅宾兴助学助考的成效虽不尽然显著，

但对维系或提升一地科举考试的中榜率确有实效，

而且对提振地方士气也有益助。故而，不论从相关

个案的定性描述还是从整体的定量分析来看，清中

后期湖南科举人才的崛起，科第蝉联，乃至后来形成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局面，宾兴组织亦有相当

贡献，其助力之功不应忽视。

三、结语

清代科举制度已臻于完备，而雍正初年湖广分

闱更为湖湘士子赴考拓宽了仕进之路，湖南宾兴遂

在康雍之际发轫。清中后期，湖南官绅商民踊跃捐

输置产，各府州县创设宾兴约计９０余处。这些宾兴
或代付岁科卷资，或资助乡试、会试旅费，大大减轻

了士人科举应试的经济负担，乡会试应考人数也增

多。与之相应，清中期以后湖南科举水平得到提升，

登第人数众多，探杏折桂亦代有闻人，巍科人物在全

国各省名列前茅。嘉道年间，湖南渐成人文渊薮，涌

现出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著名经世派人物，

而咸同年间更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等

湘军将帅。他们都曾受到各县宾兴组织的泽惠，得

到过卷资与乡会试盘缠资助。正缘于清中后期湖南

诸府州县大力捐设各种宾兴组织，历数十年而不坠，

至嘉道以后始收科甲连绵、人才蔚起之效，从而促成

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局面。

注释：

①主要著作有：毛晓阳《清代科举宾兴史》，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４年版；毛晓阳《清代宾兴公益基金组织管理制度
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杨品优《科举会社、州县官
绅与区域社会：清代民国江西宾兴会的社会史研究》，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论文甚多，兹不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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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视域下唐代尊老养老社会风气的生成机制研究

文媛媛
（九江学院 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江西 九江 ３３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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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文媛媛（１９８７—），女，河南项城人，历史学博士，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经济史。

摘　要：唐代社会长期稳定的局面和统治者对尊养老人问题的重视使得尊老养老问题在唐代社
会生活中形成了“政策导向———行为示范———礼制约束———法律惩戒”这样一套较为完善的运行机

制。尽管这样的运行机制基本系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尽可能地保障了老人的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营造了良好和谐的尊老养老社会风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具有

时代进步意义。

关键词：系统视域；唐代；尊老养老；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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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尊养老人政策是对先秦汉魏以来中国尊老
养老政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并对宋元明清尊老养

老模式的逐渐完善起到借鉴作用，在中国尊老养老

文化史的地位可谓是承上启下。在对前代相关礼制

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唐代尊老养老政策呈现出营

造尊老孝亲和谐氛围、统治者率先垂范和树立社会

典范、礼仪和制度约束、对不尊养老人行为进行法律

惩戒的特征，使得中国的尊老养老风气在之后的历

史演进过程中大致遵循着“导向———示范———约

束———惩戒”的良性发展模式，孕育了良好和谐的

尊老养老社会风气，具有时代进步性。系统研究唐

代尊老养老风气的生成机制，对于全面了解唐代老

人状况以及改善当今尊老养老社会风气，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一、政策导向

政府的政策导向在良好社会风气形成过程中的

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民精

神追求的潮流。唐代统治者通过实施各种尊养老人

的政策来引导全社会塑造尊老养老的美德，营造尊

老养老的和谐社会氛围。

“立国之道，始于亲亲。所以厚骨肉之恩，明教

化之本”［１］３８７。通过亲族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

结构，支撑着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因而统治者十分重

视强调崇尚骨肉亲情的美德，以达到教化明、民心顺

的目的。古人将孝视为百善之首，在统治者看来，顺

应长辈的孝义之人，会更好地对国家尽忠。天宝三

年十二月，唐玄宗“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

本”［２］２１８，令百姓精勤颂习。唐政府对８０岁以上老
人，依据年龄分别配给侍丁人数不等，“凡庶人年八

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三人。

皆先尽子孙，次取近亲，次取轻色丁”［３］７９。至天宝

八年，将给侍的年龄范围扩大到男子７５岁以上，女
子７０岁以上，“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岁以上、妇
人七十岁以上，宜各给中男一人充侍，仍任其自简

择。至八十岁以上，依常式处分”［１］５４。侍丁可根据

家丁人数择其一二免除徭役，为了使百姓高年得到

存养，对于单丁之家，特令不再派发防边御寇等劳

役。

唐代几乎所有皇帝都有赏赐高年、版授高年的

记录，且一般在皇帝行幸（３４％）、祭祀（１１％）、改元
（１０％）、加尊号（８％）、宴请（６％）、即位（５％）、平
叛（５％）、立太子（４％）、巡狩（３％）、封禅（２％）、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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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２％）、立皇后（２％）、出征（２％）、其他（６％）［４］４２

等国家重大政治事件时实施。根据老人年龄大小，

赐物数量和版授级别有所差别。“天下百岁以上老

人，版授下州刺史、米粟五石、帛十段；九十以上，版

授上州司马、米粟四石，帛七段；八十以上，版授县

令”［１］１９。有时还会赐予老人笏和杖，“特赐老人九

十以上绯衫牙笏，八十以上绿衫木笏”［２］１５８。“九十

以上，宜赐几杖。八十以上，宜赐鸠杖”［１］４６０。安史

之乱后，随着战事频繁，财政吃紧，赏赐高年的记录

虽无前期那么频繁，对高年赐物数量也有所减少，但

有唐一代，统治者对尊养老人问题的关注从未停止。

另外，版授高年的对象不仅有老年男子，而且对老年

妇人也行版授和赏赐。“老人年百岁以上者，版授

下州刺史，妇人版授郡君；九十以上者，版授上州司

马，妇人版授县君；八十以上者，版授县令，并妇人节

级量赐粟帛”［１］１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妇女在唐

代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除此之外，还对素有才

望且能身体力行的老人委以职任。开元二十九年七

月十七日敕，每乡置“望乡”，“取耆年宿望、谙识事

宜、灼然有景行者充”［５］１１９５。唐武宗时，因僧尼还

俗，悲田养病坊无人主持，敕令诸州府“各于本管选

耆寿一人勾当”［２］６０７。这样的措施一方面使得人尽

其才，另一方面也可充实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朝廷允许年老的官吏退休，对于退休后的官吏，

朝廷给予禄料，以供他们安养晚年。另外，统治者还

会根据官阶对现任官的父母给予追赠和授予邑号。

安史之乱后，为了安抚藩镇，对魏博、镇州、幽州等藩

镇大将的父母也格外优恤。“其大将等，虽已颁赐

官爵，或虑有遗，并判官等，宜委弘正具名衔闻奏。

如或父母在者，别具上闻，当加优恤。”［１］６１１因犯事而

遭贬斥的官员，如遇父母亲丧或年老疾病，可据实际

情况，允许其放还服丧或停官终养。天宝十三年二

月九日赦文：“左降官承前遭忧，皆不得离任。孝行

之道，所未宏通，情礼之间，深可哀恤。如有此类，并

宜放还，仍申省计至服满日，准法处分。自今以后，

编入常式。”乾元元年二月五日敕节文：“其左降官，

非反逆缘坐及犯恶逆名教、枉法强盗赃，如有亲年八

十以上，及患在床枕，不堪扶持，更无兄弟者，许停官

终养。”［５］８６０

与此同时，对孝子顺孙加以旌表赏赐，对有才能

的孝亲之人则举荐为官。“其有孝悌闻于郡邑，力田

推于邻里，两事兼著，状迹尤殊者，委所由长官，特以

名荐。”［１］５４２至德二年正月诰：“其天下有至孝友悌，行

著乡闾，堪旌表者，命县长官采听闻奏，孝子顺孙，乐

于玄化也。”［１］５２３朝廷旌表的事情是官方提倡的意识

形态，目的是为了纠正社会上不孝敬老人的倾向。旌

表的事实也未必完全反映当时老人的实际处境。但

是，这种官府旌表活动对于遏止家庭里虐待老人的行

为、倡导尊老的社会风气无疑也有正面意义。［６］

唐代的尊养老人政策既包括对老人给侍、存问、

赏赐、重用、优恤孤寡等，也包括对孝子的旌表和举

荐。给侍制度、优恤孤寡保障了老有所养；存问、赏

赐体现了老有所尊；对老人进行重用，实现了老有所

用；旌表、举荐孝子则是通过荣誉激励的方式引导世

人懂得孝敬老人是值得尊崇的美德，由此从国家政

策角度形成了尊老养老的正面导向。

二、行为示范

示范在社会风气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统

治者和典型人物的行为示范会起到感染作用。如唐

太宗励精图治、善于纳谏就对后代起到了很好的示范

作用。“昔在太宗，勤求理道，纳谏如响，任贤勿疑。

致俗于太平，垂范于永代。”［１］３９１上行下效，统治者的

垂范不仅对之后历任统治者起到示范作用，也会引得

众人对其行为的效仿和精神的推崇。唐代统治者在

尊老养老方面不仅率先垂范，而且对民间孝行进行表

彰宣传，树立典范，用以教化百姓尊养老人。

唐代历任皇帝皆重视孝道和《孝经》的宣传。

开元年间，唐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写序，并令天

下百姓家藏《孝经》一本。唐高宗李治尚为太子之

时，便因孝行感天下，成为万民之典范。“皇太子爱

敬所覃，格于四海，仁孝所感，周于百姓。自春监国，

既处定州。首创风规，在乎兹境。所以事亲敬养之

道，有隐无改之情，爰自中山，流乎率土。地居宣化

之本，人禀纯孝之深，有足可嘉，特须优异。其定州

管内，孝行著闻者，宜与宗姓老人，同赐宴会。”［１］４５８

永徽初年，高宗令弘智于百福殿讲《孝经》，并召中

书门下三品及弘文馆学士、太学儒者参加讲筵学习。

高宗对众臣表示弘扬孝道的重要作用，“朕颇耽坟

籍，至于《孝经》，偏所习睹。然孝之为德，弘益实

深，故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道之为

大也”［２］４９２２。用孝道侍奉父母，德行便会感化百姓，

从而树立典型于天下。上元末年，代宗李豫尚为皇

太子之时，“两宫不豫，太子往来侍疾，躬尝药膳，衣

不解带者久之，及承监国命，流涕从之”［２］２６８。唐宣

宗李忱在位期间，勤政爱民，力行节俭，“非母后侑

膳，辄不举乐”［２］６４５。

唐宪宗、唐宣宗、唐懿宗皆曾下达因侍亲疾而辍

朝之敕。唐宪宗元和十一年三月，又因皇太后寝疾，

下达权不听政敕：“朕闻事亲之礼，问安虽限于晨

昏；为子之心，就养在勤于左右。斯实虞帝明训，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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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遗风，朕率而行之，不敢有坠。伏以皇太后母临万

国，子惠兆人，存神保和，养素全道。属韶阳改候，濡

露感思，旧恙有加，常膳顿减。夙夜惶惕，不知所宁，

今当专奉庭闱，躬尝药饵。脱冠解带，且无暇于寝

兴；负?临轩，安能亲于听断。起今月三日以后，权

不听政。故兹宣示，宜体朕怀。”［１］４２９唐宣宗大中二

年五月，因太皇太后寝疾权不听政敕：“朕闻孝发乎

心，勤于遗体。周典著问安之范，戴经存就养之文。

垂为格式，式示达礼。……起今月二十日以后，权不

听政，故兹宣示，宜体朕怀。”［１］４２９咸通六年十一月，

唐懿宗因太皇太后寝疾权不听政敕：“朕闻存养之

道，发于内心，诚敬之文，著在前典。平居以问安自

慰，寝疾则省侍宜专……起今月三十日以后，权不听

政，故兹宣示，宜听朕怀。”［１］４３０

唐初，雍州万年人宋兴贵家累世同居，躬耕致

养。唐高祖听闻此事后，深为嘉许，下令对其进行褒

奖，以树立典范，垂教世人。武德二年，诏曰：“人禀

五常，仁义为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自古哲王，经

邦致治，设教垂范，皆尚于斯。……宜加褒显，以劝

将来。”［２］４９１９唐代宗大历五年下令对孝义之行进行

旌表并颁示天下，为众人之典范。“孝子顺孙，义夫

节妇，事迹著者，特加旌表，颁示中外，知朕意

焉。”［１］４８３雍州武功人元让，因母亲生病，躬亲药膳，

承侍致养，数十余年不出闾里，“及母终，庐于墓侧，

蓬发不栉沐，菜食饮水而已”。唐高宗咸亨年间，下

令旌表元氏门闾。因其孝行，人们感佩于心，将其奉

为榜样，对其倍加信任。邻里之间出现纷争之时，不

到州县找官府解决，而是找元让出面裁决。苏州吴

郡人丁公著，丧父之时，悲痛难抑，“居父丧，躬负土

成坟，哀毁之容，人为忧之，里闾闻风，皆敦孝

悌”［２］４９３６。受其影响，附近的乡邻也都敦睦孝悌之

义。

言传不如身教。唐代尊老养老政策中的版授高

年，无论是版授州级官员还是县级官员，除了显示对

老人本身的尊敬外，还为了更好地发挥高年的地方

表率作用［７］１１０。唐代皇帝不仅用政令来引导百姓崇

尚尊老养老之风，而且通过身体力行感化百姓，使得

百姓更加信服。通过树立典范教化百姓，使得尊老

养老社会风气更加深入人心。

三、礼制约束

道德和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

式。这两种形式对应到唐代，可以解释为礼仪规范

和制度（政令）约束。对尊老养老行为进行礼仪规

范，对可能存在的不尊养老人的行为进行制度约束，

是良好社会风气生成的必要因素。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六月诏：“父老宜约勒乡党，

教导后生，亲束子弟。务从忠孝，使风俗敦厚。”［１］６０１

在唐代统治者看来，忠和孝是使风俗敦厚的主要因

素，也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关键，因此诏告父老约束教

导乡党和后辈，以使他们成为忠君孝亲之人。唐代

乡间主要通过举行乡饮酒礼来倡导尊老养老的社会

风气，举行乡饮酒礼之时，依据年龄高低，座次和菜

肴均有所差别，以此来显示对年高望重之人的尊敬。

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乡饮酒礼的推行。贞观六年诏

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乃有惰业之人，不顾家产，

朋游无度，酣宴是耽，危身败德，咸由于此。每览法司

所奏，因此致罪，实繁有徒。静言思之，良增轸叹，自

匪澄源正本，何以革兹俗弊？当纳之轨物，询诸旧章，

可先录乡饮酒礼一卷，颁行天下。每年令州县长官，

亲率长幼，齿别有序，递相劝勉，依礼行之，庶乎时识

廉耻，人知敬让。”［５］５８０开元六年七月十三日，“初颁乡

饮酒礼于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５］５８１。

丧礼是中国古代众多礼节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尤其对重视“以孝治天下”的朝代更是如此。唐代

统治者十分重视丧礼的仪制，只要不是从军之人，不

分贵贱，都要按制度规定为父母服丧。武德二年正

月四日，尚书左丞崔善奏曰：“欲求忠臣，必于孝子。

比为时多金革，颇遵墨之义。丁忧之士，例从起

复，无识之辈，不复戚容，如不纠劾，恐伤风俗。”至

九月，制曰：“文官遭父母丧，听去职。”［５］８０５武德七

年夏四月庚子，借颁行新律令之机，再次重申，“以

天下大定，诏遭父母丧者听终制”［２］１５。仪凤二年十

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韦万石奏：“太常博士弟子等有

遭忧者，请百日之后，量追赴上。”奉敕依。侍御史

刘思立奏曰：“窃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睦亲化人，

莫先于孝。所以三年之礼，贵贱咸遵。”长安三年正

月二十六日敕：“三年之丧，自非从军更籍者，不得

辄奏请起复。”至广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敕：“三年

之丧，谓之达礼，自非金革，不可从权。其文官自今

以后，并许终制，一切不得辄有奏闻。”［５］８０６针对社会

上存在的“不遵从亲丧之礼”的不正之风，龙朔二年

三月敕：“如闻父母初亡，临丧嫁娶，积习日久，遂以

为常。亦有送葬之时，共为宴饮。递相酬劝，酣醉始

归。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
$

，曾无戚容。

既点风猷，并宜禁断。仍令周线捉搦，勿使更

然。”［１］４６２令文中明确规定，初遭父母丧，不得嫁娶、

不得欢宴，禁止一切对父母不敬和有伤风化的活动。

另外，唐代崇尚累世同居，以使高年之人得到给

养，对于百姓中父母健在却别籍析家之人，令州县勘

察劝诫。“如闻百姓之内，或有户高丁多，苟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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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

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者，

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１］２１对于百姓不

孝敬父母的行为，情节严重的，施行杖责甚至发配边

远之地。“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点污风俗、

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碛西。有官品者，禁身奏

闻”［１］３８４。“其有父兄见在，别籍异居，亏败名教，莫斯

为甚。特宜禁绝，勿使更然。并亲殁之后，亦不得令

有分析。郡县切须勒令在籍推行。自今以后，如有不

友不恭、伤财破产者，宜配碛西，用清风教。”［１］４１７

开元四年七月六日下令，不准差遣父母年迈且

家中无中男以上之侍丁，“缘山陵所科夫匠等，有父

母年老，家无中男以上者，其侍养不须差遣”［１］５３１。

天宝元年敕：“侍丁者令其养老，孝假者矜其在丧，

此王政优容，俾申情礼。而官吏不依令式，多杂役

使，自今后不得更然。”［１］２１天宝四年六月十四日又

重申：“顷以乡闾侍丁，优给孝假，官吏等仍科杂役，

天宝初已遣优矜，如闻比来乃差征镇，岂有舍其轻而

不恤其重，放其役而更苦其身？眷言及此，良用恤

然。自今后，将侍丁孝假，不须差行。”［５］１７９９

旌表孝义、赐高年粟帛是树立尊老养老社会风

气的重要形式，然无论是唐前期还是后期，都有贯彻

不力的现象，只能通过敕令敦促所司尽快将赐予高

年的粟帛等物落实到位。开元十一年规定，诸州侍

老，百岁以上赐粟七石，九十以上赐粟五石，八十以

上赐粟三石，令“所由速付，勿淹时日”［１］３７３。咸通

七年规定，天下百姓，年九十以上，各赠米五石、绢两

匹、绵一屯、羊酒有差，并令各县县令就家存问。然

而，“今州府官员多不给付，所用无几，系体则深。

宜令上供余钱物充给讫，各具分析闻奏”［１］４９１。

道士、女冠和僧尼是唐代比较特殊的两种人群，

有唐一代，道教和佛教在不同时期所处地位时有反

复，但是几乎历任统治者都强调无论道士、女冠，还

是僧尼，都要依礼拜会父母，而不能受父母及尊者礼

拜。唐高宗龙朔二年六月乙丑，“初令道士、女冠、

僧尼等，并尽礼致拜其父母”［２］８３。显庆二年二月诏

曰：“释典冲虚，有无兼谢；正觉凝寂，彼我俱忘。岂

自遵崇，然后为法。圣人之心，主于慈孝，父子君臣

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

礼悖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离俗，先自尊高。

父母之亲，人伦以极，整容端坐，受其礼拜，自余尊

属，莫不皆然。有伤教名，实鉩彝典。自今以后，僧

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为法制，即宜禁

断。”［５］９７９－９８０唐玄宗开元二年闰二月癸亥，“令道士、

女冠、僧尼致拜父母”［２］１７２。开元二十一年十月敕，

“道教释教，其归一体，都忘彼我，不自贵高。近者

道士女冠，称君子之礼，僧尼企踵，劝诫请之仪。

……自今以后，僧尼一依道士女官例，兼拜其父母，

宜增修戒行，无违僧律，兴行至道，俾在于兹”［１］５８９。

四、法律惩戒

唐律以法令条文的形式明确告知人们，哪些是

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

哪些行为是非法的。法律的主要作用是惩戒，违法

者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唐律在继承秦汉魏晋律令的

基础之上，对不尊养老人的行为进行了相应的法律

惩戒规定。

对不尽心尽力供养父母的子孙，剥夺其一定期

限的自由并强制服劳役。“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

有缺者，徒二年。”［８］１６３６疏议曰：“祖父母、父母有所

教令，于事合宜，即须奉以周旋，子孙不得违犯。

‘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之类，家道堪供，而故有缺

者。各徒二年。”“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

异财者，徒三年。”［８］９３６对于祖父母、父母健在，而子

孙另立户籍及分割财产者，给予剥夺三年人身自由

的处罚。作为官吏，如果祖父母、父母患病不侍奉在

侧，而委托他人照顾；在父母丧礼期间，生子娶妾、另

立户籍分割财产，居丧期间求仕等，都将给予罢免官

职的处罚［８］２１７－２１８。另外，“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

冒荣居之，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即妄增

年状以求入侍及冒哀求仕者：徒一年”［８］８０６。可见，

有以上这些不尽心尽力供养祖父母、父母的行为，除

了免官外，还将剥夺一年的人身自由。

对诅咒、谩骂、殴打父母及长辈的不尊行为，据

实际情况和情节轻重实施徒刑、流刑、绞刑或斩首。

“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者流三千

里，伤者徒三年。”［８］１５６１“诸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

者，徒三年；殴者，绞；伤者，皆斩；过失杀者徒三年，

伤者徒二年半。”［８］１５６５除辱骂殴打父母外，殴詈尊长

也会受到相应的刑罚。另外，无故或父母无重大过

失而状告父母者也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刑罚。“诸告

诸父母、父母者，绞。”疏议曰：“父为子天，有隐无

犯。如有违失，理须谏诤，起敬起孝，无令陷罪。若

有忘情弃礼而告者，绞。”［８］１６２３只要父母没有犯谋

反、大逆及谋叛之罪，其余子孙告父母皆处以绞刑。

另外，状告尊长也会受到相应的惩戒。“诸告期亲

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其

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即诬告重者，加所诬罪三

等。”［８］１６２９如遇祖父母、父母被他人杀害，私下与仇

家议和者也会受到严重的刑罚。“诸祖父母、父母及

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期亲，徒二年半；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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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递减一等。受财重者，各准盗论。虽不私和，知

杀期以上亲，经三十日不告者，各减二等。”［８］１２８７作为

官员，遇父母死，理应解官居服，但若内心贪恋虚荣权

位，诈称其他亲属死亡而不辞官者，将被处以两年半

的徒刑；而祖父母、父母健在，为了求假期诈称父母死

者刑罚更重。“诸父母死应解官，诈言余丧不解者徒

二年半。若诈称祖父母、父母及夫死以求假及有所避

者徒三年，伯叔父母、姑、兄姊徒一年，余亲减一等。

若先死诈称始死及患者，各减三等。”［８］１７５５

对在父母犯罪受刑期间、居父母丧期间，不举哀

反作乐者，视情节轻重实施杖责、徒刑、流刑等惩罚。

为官者，在祖父母、父母因犯死罪被囚禁期间，还作

乐及嫁娶的，给予罢免官职惩罚。“祖父母、父母犯

死罪被囚禁，而作乐及婚娶者：免官。”［８］２１２父母丧期

未满而嫁娶者，处三年徒刑，明知故犯的受连坐。

“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

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

坐。”［８］１０２３“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

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８］１０２７至亲身

陷囹圄，而子孙却行嫁娶之事，为名教所不容，故根据

至亲所犯罪行轻重对子孙施以相应的惩罚。除嫁娶

外，作乐亦不允许，“若祖父母、父母及夫犯死罪被囚

禁，而作乐者，徒一年半”［８］８０７。隐匿父母死事者、丧

期未满改换吉服者、忘哀作乐者、杂戏者，都将受到相

应的徒刑。“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

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

一年；即遇乐而听及参预吉席者，各杖一百。”［８］７９９即

便是遇到奏乐而顺便倾听者、恰逢吉席而参加礼宴

者，也将受到杖责一百的惩戒。另外，居父母丧期间，

为他人主婚的，也会受到杖责一百的惩罚。

当一个社会有良好风俗的时候，法律就是简单

的；反之，当一个社会风俗败坏的时候，法律就是严

峻的。通过免官、杖责、劳役、流放、绞刑、斩首等刑

罚对不尊养老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强制性的法律惩

戒，一方面警示人们不尊养老人必受法律制裁的严

重后果；另一方面也让世人知晓法律而明辨是非，从

而形成尊老养老的良好社会风气。

唐代尊养老人社会风气的生成离不开政府的主

导。唐政府通过“政策导向———行为示范———礼制

约束———法律惩戒”的模式，有针对性地引导人们

树立尊老养老的正确态度，生成了良善的尊老养老

社会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

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这一尊老养老社会风气的

生成机制也为后世及周边国家和地区所效仿，具有

时代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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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情境视域下青年健身的自我呈现探析
———基于Ｄ健身房的学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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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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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ＹＪＣ８６００２８）；２０２１年度中国青年少年研究会重点课题“媒介化时代青年游戏实践的社会交往研究”（２０２１Ａ０７）；２０２０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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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红勋（１９８４—），男，河南濮阳人，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
究所所长。

摘　要：在健康理念全面普及以及身体管理意识增强的当代社会，健身已经成了青年群体日常
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健身运动的空间塑造中，健身房以一种媒介化的情境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

形塑着青年健身的自我呈现话语。本研究在媒介情境的理论观照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

研究方法，以Ｄ健身房的１５名青年健身者为对象，考察其健身实践中的自我呈现问题。研究发现，
青年健身的自我呈现主要通过外在妆容和媒介表达的“前台设置”，健身心理的“剧本期待”，自我身

体形塑的“印象管理”等方面进行体现。但在其过程中受到了空间、他者以及自我等多重话语的规

训，从而在主体意识日渐“式微”的情形下加剧了自我呈现的“异化”进程。

关键词：媒介情境；青年；健身；自我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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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努力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大众媒介的宣传和消费文

化的浸淫，形塑了国民的健康理念、身体管理意识和

身体审美观念，人们对于健康和身体美的追求意识

达到空前程度。伴随着健身文化在日常生活的普遍

渗透，一大批形式各样的健身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使得人们日益增长的专业安全、高标准的健身需求

得到满足。健身房作为身体形塑的专业性场所，被

越来越多的人群所接受，尤其是青年群体构成了其

主要力量。对于青年群体而言，健身房不仅提供了

一种物理化的空间场所，而且以媒介化的方式建构

了新的社会情境。著名传播学者梅罗维茨在论述电

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时，将媒介与场景进行了

意义的融合，并由此形塑出“超越地域限制”的媒介

情境［１］３１。梅罗维茨认为，媒介通过塑造不同的“信

息系统”，控制了信息的流动和区隔，进而决定了规

范个人行为的社会场景框架。

按照麦克卢汉“万物皆媒”的观点，健身房在提

供健身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内在地黏连糅合了一种媒

介化场景，并建构出一套富有丰富意涵的媒介信息系

统。健身房的装饰、宣传海报、电子秤、权威的教练，

以及各种各样的器械，共同搭建了一个充满着信息交

流与碰撞的媒介化展演舞台。那么，在这一媒介化场

景中，青年的健身运动究竟是如何进行呈现，这种呈

现又是在何种环境机制中得以展开，对青年群体的主

体意识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

回答。目前关于健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健身理念［２］、

健身产业［３］、健身健康［４］等方面，虽有研究涉及了青

年健身运动［５］以及身体实践［６］，但是鲜有研究将青年

的健身场所视为一种媒介，并在这种媒介化情境展演

中探讨其健身的自我呈现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将在

·０８·



媒介情境理论的观照下，以Ｋ市Ｄ健身房的青年人
为对象，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

法，考察其健身实践的自我呈现问题。

二、研究方法

Ｄ健身房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紧邻高校和生
活区，周边商业发达交通便捷，拥有相对稳定的客

源。高校在读学生以及附近居民和上班族构成了健

身房主要的顾客群。健身房的占地面积相对较小，

大约２５０平方米，有四个健身区，分别是有氧器械
区、力量区、多功能操房、动感时速单车房，以及十台

跑步机、十五台健身单车和较为完备的健身器材，是

一个综合性的健身俱乐部，提供的课程丰富多样，包

括动感单车、杠铃操、瑜伽、健美操以及私人定制化课

程。据了解，健身房中配有多名教练，来此健身的多

为中青年学生群体，占比六成以上。该健身房会不定

期举办打折促销活动，针对目标受众需求和特点，推

出年卡、月卡和体验卡。从以上地段、顾客特征以及

提供的设施和服务可以看出它属于中低档次健身房。

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

法，进行蹲点观察与现场访谈，一共访谈３０人，访谈
时间为３０—６０分钟不等，排除重复和无效样本，最
终选出１５位青年的访谈结果进行呈现。为了使采
访人群更加多元随机，访谈时间选定在每天健身房

人数最多的三个时间段，分别是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１８００—２０００，访谈地点在健身
房的休息室。本研究访谈对象丰富多元，包含了在

校大学生，工作的青年群体，健身房的青年教练，全

职妈妈。在访谈问题上，笔者根据访谈对象的具体

情况和个人特点设置不同的问题，其中既包含了开

放性问题，也有一部分为选择性问题，此外根据访谈

中所出现的临时变化对问题进行了灵活调整，挖掘

受访者在健身房这一经验场域中的自我呈现以及社

会交往。因此本文围绕青年群体在健身过程中的行

为、动机、媒介相关的需求、社交行为等方面进行提

问。本研究采用Ｋ市拼音的首字母 Ｋ作为编号代
码，男性编号字母为 Ｍ，女性编号字母为 Ｆ，依次是
访谈顺序的阿拉伯数字、被访者性别、被访者年龄，

中间用短横线“－”隔开。例如“被访者１号，男，２０
岁”表示为“Ｋ１－Ｍ－２０”。

三、研究发现

（一）表征的形式：健身实践的自我呈现

梅罗维茨曾指出：“恰当角色和行为观念的变

化常常可以追溯到社会场景的结构变化，人们的行

为与心理在社会场景的变化中也进行了改变。”［１］４８

在同一场景中，每个人都是利用符号进行表演的演

员，不同的群体会产生不一样的行为和表演。青年

在健身房舞台中展现出高于其他年龄段群体的表演

欲望，他们主动在前台表演、印象管理、剧本期望等

方面包装自己，既是编剧又是化妆师。

表１　访谈的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健身频率 健身动机

Ｋ１ 男 ２０ 学生 一周２次 发泄情绪

Ｋ２ 男 ２１ 学生 一周３次 减肥

Ｋ３ 男 ２２ 学生 一周４次 减肥、增强自信心

Ｋ４ 男 ２５ 电器销售 一周３次 工作需要、减肥

Ｋ５ 男 ２３ 学生 一周５次 塑形，吸引异性

Ｋ６ 男 ２８ 教师 一周１－２次 保持身体健康

Ｋ７ 男 ２７ 创业者 有空就来 减肥、发泄情绪

Ｋ８ 男 ２８ 教练 基本每天 塑形，工作需要

Ｋ９ 男 ３４ 教师 一周４次 休闲、保持健康

Ｋ１０ 男 １９ 学生 一周４次 增肌、增强自信心

Ｋ１１ 女 ２１ 化妆师 一周５次 塑形、社交

Ｋ１２ 女 ２２ 学生 一周３次 减肥、塑形

Ｋ１３ 女 ２４ 公务员 一周２次 放松、发泄情绪

Ｋ１４ 女 ２８ 全职妈妈 一周１次 减肥、塑形

Ｋ１５ 女 ２７ 教师 一周６次 塑形、保持健康

　　１．前台设置：外在妆容与媒介表达
如果用健身房指称为表达性装备的场景部分，

不妨用“个人前台”指称表达性装备中能使我们与

表演者产生内在认同的那些部分。个人前台的组成

部分可能有衣着服饰、年龄、身材和外貌、仪表、言谈

举止、面部表情等。［７］２每个人都是利用符号进行表

演的演员，青年在进入健身房舞台前，会提前做好充

足的信息编码，以求能够快速适应舞台环境。对自

己的编码越完善，越可以优先获得他者解码权和更

多的他者目光。青年对自我信息的编码主要通过外

在妆容和媒介表达两个方面进行展现。

首先，通过整合外在妆容，塑造全新自我。在自

我呈现的表征方式中，外在妆容的呈现既是一种身

份的象征，又是吸引他者关注的重要标识。在健身

房这一特定的空间情境中，青年对自我的信息编码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外在妆容的重新结构化，而后

显示出自我的特殊意义。

受访者Ｋ１１是一名化妆师，热爱健身，已经坚
持健身一年，为了显示自己的专业性，她会根据不同

的健身运动项目搭配不同的运动服装。

“我为健身准备了好几套衣服，练瑜

伽我就选择高弹紧身的衣服，跑步就选择

透气性强的，舞蹈就选择宽松无束缚的。”

（Ｋ１１－Ｆ－２１）
受访者Ｋ１１还说到，她健身前还会特别在意自

己的妆容，每次都提前化一个简单的健身妆，为的是

能在异性面前展现自己美丽健康的一面，享受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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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欣赏的瞬间。

“有人会问为什么健身还要化妆，我

认为化妆和健身是两个完全不冲突的事

情，我画的是轻薄的底妆，当然这些是我专

门买的，是防水型的，非常适合健身时使

用。一个简单的妆容可以让我在运动中看

到镜子中美美的自己，让心情更加愉悦，也

会成为健身房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被帅

哥盯着看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妙。”

（Ｋ１１－Ｆ－２１）
其次，在社交媒介界面进行自我呈现。健身房

作为一种媒介化的空间，建构了互动的场景。在这

种互动的场景叙事中，青年不仅依赖于面对面的交

流，还会借助社交媒介进行深层次的互动。所以社

交媒介界面的自我呈现也成为健身实践中自我呈现

的一种表达面向。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他们既

会选择微信朋友圈、ＱＱ空间这样熟人化的媒介社
交圈，同时他们又会在 ｋｅｅｐ、悦跑圈、薄荷健康等专
业化的软件上呈现自我。在呈现自我的过程中，不

同类型的软件上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甚至在不同

的社交软件上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文案。

Ｋ１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美美的自拍，配上文案：
“健身打卡第三天，感觉自己更美了，明天继续加

油。”而在ｋｅｅｐ运动上，她配文：“健身第三天，真的
好累，有没有同样快坚持不下去的，我们一起互相监

督啊。”他们提前预设不同解码对象，在社交软件中

差异化的呈现文案编码和自我表露的行为诠释出青

年在健身实践中独特的心理特征与行为意涵。

２．剧本期待：自我呈现的心理归因
剧本期待指社会规范对于社会角色的限定，它

分社会规范内容和个人角色两个方面。戈夫曼的拟

剧论，将社会比作舞台，每个人都是其中的演员，我

们被期望要按照社会设定的剧本进行表演，尽管通

常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

健身房中，按照既定的剧本期待，我们经常会看

到很明显的性别区隔现象，力量健身区基本看不到女

性的身影，瑜伽、健美操的区域也看不见男性的身影。

这仿佛是大家约定俗成的默契，男性就应该扮演健壮

勇猛的角色，训练力量器械，去瑜伽、健美操区会被视

为“异类”。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就该扮演纤细

柔弱的角色，她们对于健身的理解是减脂塑形、“蜜桃

臀”、“马甲线”，性感才是她们的终极追求。

受访者 Ｋ７原本是一家国企的员工，因为不满
意自己的工作状态，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辞去稳定

的工作选择创业。他来健身房的次数和时间并不固

定，但是对于健身他有自己的个性与想法。

“说实在话，一开始我还蛮在意大家

对我投来的异样眼光的，第一次来瑜伽课，

教练还当着那么多女生的面，给我来了一

个‘隆重的介绍’，引来一片笑声。一段时

间后，我成为万花丛中的一道风景线。渐

渐受到我的影响，瑜伽课又陆陆续续加入

了几个男生，大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样，

我们定义我们自己。”（Ｋ７－Ｍ－２７）
现实社会交往中，大多数青年都会在意他人的

目光，因为在人与人的社会实践中，身份认同显得极

为重要，当有一点偏离于大众的审美，就会产生自我

怀疑、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主体意识，在这种内在

生命意识和精神中，青年抓住身体控制的主动权，不

断进行自我反思，通过个人定位、选择和规划来实现

自我认同。

３．印象管理：身体的形塑
我们的表演都是有目的的，想在公众面前呈现

怎样的形象，就会为自己定制怎样的印象管理方案。

青年群体通过“表演”重新建构了一个完美的自我

幻象，而背后的驱动因素来自观展和自恋。

笔者发现在Ｄ健身房中，青年们最重要的表演
就是“健身攀比”，这类似于街舞式的现场“ｂａｔｔｌｅ”，
多发生在包括教练在内的高段位健身者之间，他们

约定一个规则，比如在固定时间内举多少次的杠铃、

做多少组的开合跳，期间吸引大家围观、喝彩。在这

场表演仪式的自我呈现中，健身者通过身体与力量

的展示，获得大家的目光和掌声，同时也激励观者对

于身体形塑的欲望。

“每次进行这种比赛时我都特别兴奋

和紧张，在众多人面前展示自己其实是需

要对自己身材有很大的自信才可以，当我

接受别人的邀请时就意味着做好了心理建

设，赢要有风范，输也要有风范，但是不管

输赢能够获得他人的掌声和喝彩我会很开

心很享受。”（Ｋ５－Ｍ－２３）
健身器械作为一种身体雕刻的工具，代表着一

种专业性与高端性。健身房中有种类繁多的健身器

械，不同的器械都有不同的功能，对于身体进行不同

程度的塑造。健身者通过调适器械的负重量以及高

度，使之与身体的交流运作更加贴合顺畅。在这些

器材的使用与磨合过程中，也是一种自我的重塑与

习得的过程，获得了“理想的自己”。

“在健身前我一直比较瘦弱，细胳膊

细腿，整个人也不是很自信，我健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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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增肌。在健身教练的推荐下，我通过

不同健身器械的组合锻炼，对我的腿部肌

肉、手臂肌肉进行强化训练。在这过程中

仿佛重塑了自我，随着我逐渐健壮起来，我

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更加自信，并且整个健

身过程就是对我个人毅力的一次锻造。”

（Ｋ７－Ｍ－２７）
青年健身者有着不同的“身体期待”，他们根据

自身情况，定制不同的形象管理方案，体现出自我意

识和张扬的个性，但同时他们对于身体的形塑往往

也会受到现实生活中众多因素的影响。

（二）规训的力量：自我呈现的“他控”机制

青年群体在健身房实践中，实现了多样化的需

求，但是在健身房这一复杂的意义系统中，各种消费

符号、权力象征相互交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

健身实践。

第一，空间的规训。健身房既是一个规训空间

也是一个商业空间，在这种双重压力下，青年的健身

实践行为也在不断地被形构。首先，空间实践是人

们创造空间的方式。［８］健身房的宣传页、广告语、宣

传片，所创设的消费符号无不在强化着空间的强大

规训。Ｄ健身房电子屏循环播放的健身运动宣传
片，健身区两侧墙上张贴精美的海报，其主角都是青

春洋溢的俊男美女，男性都是古铜色的皮肤，拥有壮

硕的臂膀、宽阔的身形，彰显着男性的雄壮。女性拥

有完美的曲线身材，马甲线等无不凸显着健康美丽

的因子。在通往健身区的走廊，最为醒目的就是巨

大的激励语“放飞梦想，唤醒青春活力，为梦想而年

轻，为梦想而坚持”，楼梯口的标语如下：

成功的阶梯你在哪一步？

今天你足够努力吗？说的就是你

性感的诱惑无人能挡！

瘦猴！再不努力，女神都和别人跑了！

无论是广告文本、图像还是视频文本都在强调

健身房的附加意义。这些信息媒介贩卖身体焦虑，

恰到好处地利用受众的情绪。在宣传内容上，这些

广告将健身与“年轻”“自律”“时尚”“健康”等概念

直接关联，仿佛在告诉人们，只要健身你就可以拥有

一切美好的代名词。

“这些海报里面的女生身材都太好

了，我在单车或者在跑步机上一抬头就可

以看见，仿佛时刻都在提醒着自己是个

‘废物’，看完顿时就没了想偷懒的想法。”

（Ｋ１３－Ｆ－２４）
“说实话，看完之后我都有点自卑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这样的身材，这得吃

多少苦才能练成这样呀。”（Ｋ１－Ｍ－２０）
其次，健身房中的体重秤，也是极其重要的规训

工具。Ｄ健身房的每一个健身区都配有体重秤，并
且放置在进门最醒目的位置。笔者在健身体验过程

中，发现青年群体具有很强的“体重秤情节”，健身

前得上秤一次，健身完之后又得上秤一次，仿佛在进

行着一种媒介化的仪式。

“健身那么辛苦，每次健身结束，我最

期待的就是上秤，看到体重数据的下降，真

的非常激动，这是对我最大的鼓舞，是我坚

持健身下去的源动力。”（Ｋ１－Ｍ－２０）
“我现在手下带着三个学员，他们主要

是对自己体重不满意，体型偏胖，我需要定

期给他们的体重做好记录，观察他们的体重

变化，做好教学的调整。”（Ｋ８－Ｍ－２８）
显然，体重秤上的数字，在这里已经脱离或者超

越现实中显示体重的作用，它成为一种信息符号，传

递着消费社会对于个人标准体重的定义，成为教练

为学员制定健身计划的参考指标，个人自我量化的

依据，同时也成为大家交流健身的重要议题。

“我发现在健身房中，不论男女都不

太避讳谈及体重的问题，甚至会互相询问

对方的体重，但是一旦走出健身房在其他

场所谈论别人的体重貌似就很不礼貌

了。”（Ｋ６－Ｍ－２８）
健身被各种媒介建构成健康和时尚的代名词，

其中充满了各种消费主义元素，无时无刻地在健身

房空间中发挥着规训作用，时刻提醒你要注意形象

管理，坚持锻炼，只有这样才是健康自律的，才能抵

抗身材焦虑成为时尚达人，在社会交往的自我呈现

中处于有利的位置。

第二，他者的规训。布尔迪厄把场域比拟为一

种具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存在的相对独

立性的社会空间。［９］在健身房这一媒介化场域中，

主要是由教练和学员组成的关系网络，其中教练占

据健身房场域关系网络中的核心和权威的位置。教

练在健身课程中，一般处于教室中心位置，他们通过

展示规范的动作、专业的健身术语，向关系网络中低

一级的学员传达着讯息。大部分学员们将教练的指

示奉为圭臬，按照教练的叮嘱严格执行。

“我报了教练的私课，因为我非常了

解自己并不是一个自律的人，我需要有人

可以监督我，健身房教练刚好可以带来很

好的监督作用。教练给我开的健身食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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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严格按照要求执行。”（Ｋ３－Ｍ－２２）
但是通过访谈得知，并不是所有人都和健身教

练能够有愉快畅通的交流，一部分学员从未报过私

教课程，甚至十分抵触与教练的交流。

“每次教练问我各种情况时，我就十分

抵触，而且不太愿意暴露自己的意愿，因为我

总感觉这些教练与我交流的是有目的的，可

能又想推荐他的私教课程，这些课程可不便

宜呢，但是我真觉得没必要。”（Ｋ１５－Ｆ－２７）
权威的教练、他者的目光，共同搭建成一个无形

的媒介化展演舞台，发挥者强大的规训力量。他们

对于健身者对身体的规训不仅局限在健身房内，而

是通过其他的媒介形式的贯穿在日常生活中。

第三，自我的规训。健身可以被视为是在处理

身体和自我的关系，健身者对自己的身体拥有一种

“身体预期”。在这种身体预期的指导下，对身体进

行积极的干预，通过健身活动主动管理自己的身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积极的“自我交流”。不

可否认，部分健身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他社会

标准的影响，但是更大程度上青年群体的个性化追

求在身体管理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我身边的人都说我的身材匀称，不胖

不瘦，选择健身是我自己主动的选择，我还

是对自己的体型不满意，我想要锻炼出适当

的肌肉，这样看上去会更加精神更加健康，

给别人留下更好的印象。”（Ｋ５－Ｍ－２３）
当然，青年在健身过程中的主体意识是因人而

异的，自律并且拥有较强主体意识的青年能够掌握

自己身体再建构的主动权。青年群体对自己的身体

进行健康管理，他们制定翔实的减肥计划，从饮食上

的健身餐、蛋白粉、鸡胸肉到穿着上的运动鞋、运动

衣、弹性裤，都体现青年对于个人身体管理的主体意

识和积极性。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自我的规训已经

渗透到健身者的日常生活中。

“我现在已经把碳水都戒了，主要吃一

些教练推荐的健身餐，因为想要增加肌肉我

会搭配一些蛋白粉供日常使用。我朋友们

一开始总是要找我撸串，我拒绝好几次以

后，他们就再也没有主动约过我了。因为这

种坚持，我的身材和生活都变得更健康了，

同时也提升了我的自信心。”（Ｋ５－Ｍ－２３）
青年的健身房实践受到多重的规训限制，在发

挥主体意识与反规训之间反复折返，在矛盾纠结中

螺旋上升，他们以身体作为交流的媒介，展现着健康

的身体，呈现着积极的精神面貌。

促进身心健康是体育健身的本质意义和价值归

因，体育健身的社会文化意涵也与参与者在场实践

息息相关，体现在自我认同、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

会文化互动关系。但是，在这一文化互动的过程中，

也会存在意义逐渐偏离运动健身本质的行为，脱离

其价值归因，形成异化的健身行为。

（三）异化的生产：自我呈现的批判反思

异化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主体的物质和

精神产品或多或少不属于他，这些产品独立于主体

而存在，主体无法控制，他们甚至拥有凌驾于主体之

上的权力。［１０］３６在消费社会和娱乐至死的时代，很多

事物的概念和本质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或者在逐

渐的异化过程中。

首先，健身不以单纯的锻炼为目的，而是日渐融

入了消费炫耀的心理。“健身十分钟，拍照一小

时”，这是来自健身中一位被采访者的自嘲。他们

并不关注运动健身真正价值与意义，将过多精力放

在如何在健身中自我表现和如何在社交平台上晒出

自己光鲜靓丽的一面，他们在社交软件上频繁晒出

健身照，渴望获得自律、健康的人设和美好的赞扬，

事实上健身是一项需要毅力长期坚持才会有回报的

运动。

“我的工作其实比较忙，但是每周再

忙还是得抽个时间来健身房凹个造型拍照

发个朋友圈，因为我之前已经把每周坚持

锻炼的人设给立起来了，我要尽一切方式

维持这积极健康的形象。”（Ｋ４－Ｍ－２５）
其次，为了吸引眼球，想方设法拍出造型优美的

高难度照片和视频。很多人不顾自身的身体素质和

条件盲目从众，冒着损害身体的风险，学习难度过高

的动作，模仿“网红动作”来吸引更多的关注。有的

是为了秀力量，盲目加大训练力度和难度，如各种倒

立、加大举重的负重量，这些行为早已背离了健身追

求身体健康的本质。

“前段时间抖音上有个特别火的秀腰

的变装视频，视频中的人物要借用一个凳

子，人物面向地板仰着，双脚垫在凳子上，双

手支地的动作。这个视频引来大量的模仿，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抖音账号下会出现 ‘动

作危险，请勿模仿’的字样。”（Ｋ２－Ｍ－２１）
最后，商家的过度消费主义的宣传行为。消费

主义在当代社会不仅只局限于物质消费，也注重符

号消费。［１１］健身房会尽一切办法唤起消费者对身体

的重塑欲望，并将身材管理纳入日常生活中。通常

健身房的营销员或教练会夸大身体焦虑和健身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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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通过许诺给消费者一个健美身材，诱导大众盲目

走进健身房，办理月卡、年卡、私教课程。另外，健身

者的自我呈现过度追求社会认同，会导致大众对于

健身本意的曲解，只注重表面浅层的作用，从而将健

身房异化为充满商业、利益与庸俗的场所，忽视了其

锻炼身体且愉悦身心的作用。

四、结语

在万物皆媒的时代，健身房这一新兴的场景，承

载着丰富的符号系统，既是一个规训空间又是一个

商业化的空间。在当下的消费语境中，健身房不仅

成为一种消费选择，也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

生活理念。青年注重生活体验，勇于尝试和突破，他

们在健身房这一符号意涵丰富的空间中，通过积极

的身体管理，演绎着身体在场的丰富实践，强化了自

我认同，是一种健身房的外在规训与健身者自我主

体意识相碰撞的结果。一方面，面临来自社会中多

重规训的枷锁，自我意识在潜移默化中被侵蚀；另一

方面，青年对身体有自己的坚持，在规训与反规训的

斗争中，按照自我意愿雕刻身体，在健身实践中完成

了身体的重塑与自我身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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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内容传播力的影响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学术期刊内容新
媒体传播的三大传播策略。为调研各种新媒体平台的传播特点，基于《智慧农业（中英文）》期刊，构

建了微信公众平台、头条号、新浪微博和视频社交平台等新媒体多种学术期刊传播模式，讨论了学术

期刊的ＡＰＰ模式。本研究可为学术期刊新媒体建设和内容传播提供参考，扩大学术期刊学术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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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对新媒体发展起到

了关键的作用。新媒体是指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各类

新兴的传播介质、平台或终端机形态［１－２］。新媒体

传播的介质分图文类和视频类，图文类的传播媒介

包括传统类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豆瓣、简书、美

篇、知乎、今日头条、小红书等；视频类传播媒介除了

目前熟知的抖音、快手、西瓜视频、哔哩哔哩等视频

平台，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视频平台，如爱奇艺、腾

讯视频、优酷视频和土豆视频等。在“互联网 ＋”时
代，读者对于获取期刊内容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传

统的纸媒形态已难以满足读者要求，更多的读者依

赖于移动阅读终端以及其他内容获取方式［３］。

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浦尔最早提出了

媒体融合概念［４－６］。当今，媒体融合通过一些传统

媒体（如报纸、杂志、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与新媒体

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微博、移动 ＡＰＰ等）进行优化
组合，以实现资源的集中处理与共享，从而衍生出形

式多样的信息产品，最后通过移动终端传播给读者。

学术期刊作为传统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向网

络化、在线化转型出版相对较早，但其利用新媒体传

播却有些迟缓。具体表现在“三少”：一是在新媒体

平台上开通官方账号的期刊少。二是官方账号发布

的内容少，更新速度慢。三是官方账号的关注人数

少，远少于其他内容传播主体。学术期刊并没有充

分利用新媒体在内容传播方面的优势。视频摘要是

比较早的期刊新媒体传播方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的ＭｏｓｈｅＰｒｉｔｓｋｅｒ博士首先提出了视频论文概念，并
于２００６年创建了视频期刊 Ｊｏ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ｓｕａｌ
ｉｚ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是全球第一个面向专业科研群体
的正式出版发行的视频型学术期刊，近年来每期发

表视频论文１００篇以上［７－８］。传播力决定了期刊的

影响力，本文以学术期刊新媒体建设工作为基础，分

析了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内容传播力影响要素，提

出了内容传播策略，在调研了多家新媒体平台的传

播特点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阐述了基于微信公众

平台、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传播模式的

构建实践，探讨了学术期刊视频传播模式和 ＡＰＰ传
播模式，为学术期刊新媒体建设和内容传播提供参

考，促进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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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期刊内容新媒体传播力影响要素

在订阅时代，期刊传播力影响要素一般为出版

内容、订阅数量、报道范围等，此外还受经济水平、科

技条件等因素影响。例如，订阅用户的多少直接影

响学术期刊的影响力覆盖面。而在新媒体时代，影

响并决定传播力的要素有了变化，在传播内容依旧

是核心要素的前提下，增加了传播介质、读者参与度

等中观和微观因素。

（一）优质内容———基本保障

内容是期刊生存和发展的依托和根本，也是期

刊的核心资源。新媒体时代强调“内容为王、网络

为霸、终端为重、技术为先、资本为要、受众为主、人

才为本”等“七大核心理念”，其中“内容为王”依然

排在首位，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均无法撼动。经

营好内容，媒体的传播力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

在基于新媒体传播时，如何对期刊内容进行开

发和再利用以获得读者关注度，也就是流量，是目前

我国期刊在新媒体时代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

（二）传播介质———基本手段

学术期刊在订阅时代一般更重视内容生产环

节，而忽视对内容的传播，从而制约和影响了期刊的

学术影响力。然而，目前期刊界的共识已改为：内容

生产只是期刊发展的第一步，有效传播出去才能实

现内容的最终价值。

根据团队研究结论，传播介质直接决定了受众

面，因此，在人力资源有限与国外出版集团的双重挤

压下，如何保障期刊内容最大程度上通过多种平台

进行不同类型传播，是出版方面临的问题。

（三）读者用户———补充力量

期刊订阅时代，作者和编辑是期刊内容传播的

主体，控制着读者的知情权和思维模式，即作者写什

么，编辑出版什么，读者就看什么，读者完全处于被

动接受的位置，对内容的选择余地较小。

新媒体时代，尤其自媒体时代，读者不再只是被

动接收信息，他们也可以集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

受众“三位”于“一体”，担负起期刊内容的发现、传

播与分享的角色，成为内容传播的重要补充力量。

期刊出版方可以通过多种奖励方式，积极发挥读者

传播内容的积极性，提高内容传播力。

三、学术期刊内容新媒体传播策略

（一）生产精品内容吸引读者

新媒体传播由于具有双向性、个性化、接受方式

灵动化、传播速度实时化以及交融性等特点，使得其

与学术期刊传播采用的传统媒体方式有很大区别。

学术期刊在传播内容时，应注意考虑以下两点：

１．传播的内容应具备连续性。期刊内容传播是
一个持续的过程，包括制作不同内容类型通过不同

新媒体重复宣传期刊内容，以固定频率连续更新等，

以达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和加深记忆度的目的。

２．内容兼具科普性和新闻性。学术期刊因其报
道内容非常专业，并不容易吸引更多读者。部分学

术期刊在新媒体层面实现了兼具科普性，如《植物

保护学报》的公众号“人呆手户”，用生动的语言和

高清图片推送关于昆虫、植物等科普知识，深得读者

喜爱。而通过新媒体发表对某些热点新闻事件的专

业化解读，也为学术期刊内容传播带来更多受众。

“专业知识 ＋新闻热点”的传播方式往往会为学术
期刊新媒体账号带来意想不到的关注度。

（二）积极探索多平台分发模式

传统订阅时代仅有的印刷纸媒和后来的电子

版，以文字图片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已经无法满足新

时代受众的多元需要。如引言中所述，新媒体时代

诞生了多种媒介，传播介质大量增加。当下期刊新

媒体传播策略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多平台运营，

多平台内容分发，根据不同平台的用户画像和属性

生产不同的内容最终实现引流或者信息推广，如采

用短视频传播实验视频，采用微信公众号传播内容

文字，采用直播平台向读者授课等，从而最大化满足

新媒体时代读者对传播方式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

（三）瞄准受众群体提高有效传播率

期刊内容传播针对明确的读者，每种期刊均有

其明确的读者群。因此在传播内容时，应针对特定

时期和一定区域的读者的需求特点而采取传播措

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

的发展通过刻画用户画像，可以根据每个读者的阅

读爱好、受教育程度等数据信息，实现对内容的个性

化加工、定制服务，并采用精准推送平台实施及时有

效的精准推送，传播力也就得到了真正的提升。常

用的期刊精准推送工具有 ＡＭｉｎｅｒ、Ｋｕｄｏｓ、ＴｒｅｎｄＭＤ
等。

（四）重视互动交流提升读者忠诚度

在新媒体时代，读者的主体性得到实现和满足，

从而对期刊的忠诚度得到了强化。学术期刊应建立

期刊与读者的良好沟通关系，实现期刊与读者之间

的双向交流，这样才能促成读者需求得到满足和期

刊获益的双赢结果。尤其是采用一定的激励措施，

让用户享受到参与传播的自由和乐趣，在新闻信息

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中增强了亲身体验的舒适

度，把内容传播融入用户的生命血液中，变成自己生

活、学习和工作中的一部分。媒体的传播力便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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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发展和提升，其价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四、期刊内容新媒体传播模式构建实践

（一）新媒体传播规律探索

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农业近年来成为

我国较为重视的产业，连续多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

被提及，行业也得到一定发展［９］。随机选择近１年
在《智慧农业（中英文）》新媒体矩阵上发布的１１篇
推文，分析微信公众号、头条号和新浪微博的传播情

况。结果如表１所示。其中，用“传播力度”衡量新
媒体的传播效力。

表１　 《智慧农业（中英文）》新媒体平台传播情况分析

序号 题目 推文类型
浏览量／次

微博 微信 头条

传播力度／次每人
微博 微信 头条

１ 专题征稿：作物表型前沿技术与应用 期刊资讯 １４６８ ４９５ ７４４０ １．２１ ０．０４ ０．２７
２ 赵春江院士：抓住四个关键，做好智慧水产品冷链物流 行业资讯 ３２４９ ５８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６８ ０．０５ ０．４３
３ 本刊编委吴文斌研究员：当前国内智慧农业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 行业资讯 １１１７ １１４１ ６０８５ ０．９２ ０．１０ ０．２２
４ 赵春江院士：加快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农村 行业资讯 １１１６ １３３４ ８６３５ ０．９２ ０．１２ ０．３１
５ 智慧耕地管理平台，助力构建耕地保护监管新格局 行业资讯 ２４２９ ３６４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３ ０．５８
６ 轮式谷物联合收获机视觉导航系统设计与试验 文章摘要 ７９５６ ５８７ ９５８０ ６．５５ ０．０５ ０．３５
７ 基于订单位置聚类的雏鸡配送车辆调度优化模型 文章摘要 ５４６８ ３３７ ６６７６ ４．５０ ０．０３ ０．２４
８ 自动导航与测控技术在保护性耕作中的应用现状和展望 文章摘要 １２４９ ６７２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３ ０．０６ ０．４３
９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技术转化和产业发展委员会颁发的“优秀合作伙伴”奖 期刊资讯 ２５８１ ６５３ ８１１１ ２．１３ ０．０６ ０．２９
１０ ２０２１智慧农业青年学术研讨会 活动资讯 ５８９ １３３４ ３６２７ ０．４９ ０．１２ ０．１３
１１ 杨万能教授：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助力作物表型组学协同创新 专家访谈 ７０３ ８３５ ６７９８ ０．５８ ０．０７ ０．２５

　　从表１可以看出，头条号浏览量较高，新浪微博
次之，微信公众号浏览量较低。“传播力度”是基于

新媒体平台粉丝数量的推文平均阅读次数。“传播

力度”计算结果显示，微博传播力度较大，头条号次

之，微信公众号较小。而在实际运营中，编辑部对于

微信公众号内容付出了更多精力。可见基于公共关

系和裂变规律传播的头条号和新浪微博传播效果优

于基于“熟人好友”传播的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因

此在各平台发布内容时应注意读者受众的区别，从

而提高传播效果。

（二）常见平台传播模式构建实践

１．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是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信服务的免

费应用程序［１０］，是主流即时通信工具之一。当前，

建设微信公众平台已成为学术期刊传播内容的重要

举措之一。学术期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推送期刊动

态，提供文章检索、过刊浏览、当期目录、投稿、查询

稿件状态等服务［１１］。还有的在纸刊、网站上添加微

信公众平台二维码，在微信公众平台推送期刊目次，

实现纸刊、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的协同传播［１２，１６］。

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特点在于可以引导读者阅读推

送信息，使用公众号菜单功能。学术期刊要从微信

的这种功能突破口发挥传播优势。

微信公众号分为服务号、订阅号和企业号三种。

学术期刊传播适合使用服务号和订阅号，在传播功

能上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服务号每月能发送４次，
订阅号每天可以发送 １次。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功
能，学术期刊传播可总结为“微推送”模式、“微书

架”模式、“微书店”模式和“微互动”模式。

“微推送”模式是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群发消

息功能构建的，向读者传播学术期刊相关的图文消

息、文字、图片、语音或视频。期刊除了可以将期刊

内容“微信化”推送给读者之外，还可以推送相关的

活动、科普知识等资讯，根据当前热点话题寻找与学

术期刊传播主旨相关的内容，引导读者将推文分享

到朋友圈，以实现扩大传播的效果。

“微书架”模式主要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自定

义菜单”功能和“页面模板”功能构建。读者可以在

公众号主页下方浏览菜单内容。在“自定义菜单”

中可设置图文消息、语音、视频、链接和小程序，可将

期刊目录、电子刊、热点文章、期刊网站链接等集中

于此。“页面模板”可以将图文消息和视频定制化

归类呈现给读者，可复制页面链接放到自定义菜单

发布。但发布内容的容量有限，微信公众平台目前

最多支持设置３个主菜单和５个子菜单位置。
“微书店”模式主要基于“微信小店”功能卖刊，

包括电子刊、纸刊和期刊周边产品等，这种模式在开

通微信认证、微信支付功能后才能使用。通过在公

众号上售卖刊物等商品，增加学术期刊发行量。读

者通过微信公众号阅读，对期刊产生兴趣，有可能产

生买刊的行为，通过“微书店”模式方便读者购买，

是新媒体传播反哺传统传播的一种方式。

“微互动”模式主要基于“消息回复”功能进行

构建。“消息回复”功能包括关键词回复、收到消息

回复和被关注回复，适用于与关注用户交流沟通，通

过公众号为读者提供１对１的互动服务。“关键词
回复”可根据收到的“关键词”回复相关信息，读者

根据指定关键词获取信息，如在推文中引导读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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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０１”下载“某资料”，以此吸引读者关注，增加关
注用户数量。

２．头条号
头条号是今日头条的一款基于数据挖掘的推荐

引擎产品，可发布文字、图片和视频。基于个性化推

荐引擎技术，根据用户社交行为、阅读行为、地理位

置、职业、年龄等自动计算并推荐其感兴趣的资讯。

今日头条实现了信息实时推荐，０．１秒内计算推荐
结果，３秒完成文章提取、挖掘、消重、分类，５秒计算
出用户的新兴趣分配，１０秒内更新用户模型。基于
此特点，期刊在头条号上发布的内容在不刻意推广

的情况下就能被相对精准地推送给感兴趣的读者。

如《中国猪业》的头条号“猪业资讯”在２０１８年发布
的《刚刚！西南出现疫情 全国扑杀生猪超２０万头》
自然阅读量达１０２万次。头条号的“同步助手”支
持与微信公号推文内容同步，有微信公众平台的期

刊可采用“同步”模式，节约推文编辑时间。

经调研发现，头条号传播力度普遍高于微信公

众平台的传播力度。微信公众平台上专家报告类的

内容阅读量多，平台粉丝基数大，传播力度一般比头

条号低。头条号上新闻报道类的内容阅读量多，而

且平台粉丝基数小，表现出其传播力度远高于微信

公众平台。期刊内容方面的两篇推文主要是期刊摘

要或全文，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阅读量高于头条号。

其中，赵春江院士的推文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阅读量

和传播力度都很高，而在头条号上与其他文章的阅

读量和传播力度区别不大，反映了微信公众平台基

于熟人的传播特点。期刊建设类的文章在微信公众

平台上阅读量高于头条号，而且传播力度相当，甚至

高于头条号，侧面反应期刊建设的内容在头条号上

传播效果不如微信公众平台。会议资讯类的内容在

两个平台上传播规律不明显。通过《智慧农业（中

英文）》实践经验表明，头条号是较微信公众平台更

能快速传播资讯的一种媒体平台，由于阅读群体和

阅读目标不同，同一条推文产生的阅读效果不同。

采用“同步”模式在头条号上发布内容能捕捉到不

同群体的读者，有利于扩大学术期刊读者范围。

３．新浪微博
与基于熟人社交的微信相比，新浪微博是基于

公共关系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手机

等多种终端接入，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

实现信息的即时分享、传播互动。新浪微博具有信

息发布门槛低、随时随地传播、传播方式裂变和信息

交互简便快捷的特点。基于公开的平台架构，学术

期刊能够公开实时发表内容［１７］，通过裂变式传播，

让学术期刊与读者互动。微博与微信相比更具有公

开性，不仅仅局限于“好友”之间的社交，学术期刊

应充分运用微博平台特点吸引读者关注，达到裂变

传播的效果。学术期刊可以在新浪微博上申请媒体

认证以示权威性，基于新浪微博平台提供的服务，可

采用“话题 ＋”模式、“互动”模式和“推广”模式传
播期刊信息。

“话题＋”模式。学术期刊官方微博可发布文
字、图片和视频等形式的消息。“话题 ＋”模式即在
发消息时在双“＃”之间加上关键词句作为“话题”或
“超话”，其作用：一是微博会基于大数据技术根据

读者阅读内容向读者推送消息，引起读者注意；二是

起到内容分类搜索作用，读者在主动搜索感兴趣的

“关键词”时会更容易被搜到，从而引起读者关注。

“互动”模式。与微信公众平台相比，新浪微博

具有更强的互动性，既能随时回复评论，又能发送私

信，还可以＠微博用户，更易于与读者粉丝互动起
来，而不局限于关注用户。很多官方机构已经把微

博作为一个客服平台。比如，有时线下解决不了的

问题，发个微博＠某些机构就能解决。学术期刊可
以以微博为平台与读者互动，在回复读者评论的同

时再次转发消息，即增加了发布内容的上网次数，又

增加了读者互动性。学术期刊在发布消息的同时可

以＠相关的微博用户，如同类期刊、合作伙伴和读者
粉丝等，扩大学术期刊的传播和影响力。

“推广”模式。主要是基于新浪微博中的推广

服务，即通过微博平台投放广告。通过“推广”模

式，学术期刊官方微博发布的内容可以被推送给更

多的微博用户。微博可通过大数据与“互联网 ＋”
技术识别学术期刊潜在读者，如某个领域、某个研究

机构的学生、老师或研究人员，将博文推送给相关读

者粉丝，还可以将博文推送给特征相似的读者。这

是学术期刊主动传播的一种模式。

４．视频传播模式
视频给人一种直观的体验，通过声音与图像结

合，人们更容易接受视频表达的内容。虽然国际上

有发表视频摘要的期刊，但对国内普遍的学术期刊

来说独立完成视频出版还不容易，需要考虑视频文

件存储硬件和软件技术等问题。成熟的视频社交平

台为学术期刊视频传播提供了支持。学术期刊可以

借助视频社交平台发布专业领域的视频，扩大学术

期刊宣传力度。视频传播可归纳为“短视频”模式

和“直播”模式。

“短、平、快”的大流量传播内容逐渐获得各大

平台和粉丝的青睐。“短视频”模式可利用视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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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平台实现，如抖音短视频平台支持不到１分钟的
配音视频发布，并能根据用户观看习惯推荐相关视

频，也支持视频发布的推广。这种短视频具有迅速

传播的特点，尤其是有创意性、新观点的视频，在不

足１分钟的时间里给人一种冲击性，这种瞬间的吸
引力能激发用户关注，学术期刊可以利用这一特点

发布与期刊主旨相关的视频，传播学术观点。

网络视频直播是指人们通过网络收看远端正在

进行的现场音视频实况［１８］。学术期刊“直播”模式

可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发布实时有声影像，比如举办

读者见面会、行业会议、专业领域座谈会等活动，拉

近读者距离，提升学术期刊权威性和影响力。

５．ＡＰＰ模式
在移动ＡＰＰ方面，国际上一些知名期刊，如Ｓｃｉ

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Ｃｅｌｌ等都推出了自己的 ＡＰＰ［１９］。美国
化学会的ＡＣＳＭｏｂｉｌｅ和ＡＣＳ２Ｇｏ支持快速检索文章
和自定义筛选期刊，能保障读者简便快捷获取文章，

提供全文下载［２０］，其纳米功能社区平台通过融合新

媒体在线提供视频（ＮａｎｏＴｕｂｅ）、播客、图片库等多
种多媒体服务。在移动互联网 ＡＰＰ旋风的席卷之
下，传统媒体纷纷开发各自的ＡＰＰ，以适应移动互联
网时代读者信息获取方式的改变，保证原有品牌的

保值或增值［２１－２２］。

学术期刊开发独立 ＡＰＰ，应在阅读电子文献的
功能基础上，进一步集成视频、讨论互动、资讯发布

等功能，突出专业领域特色和传播主旨。学术期刊

由于品牌、资金、人力等问题，开发独立的期刊 ＡＰＰ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核心力量薄弱，传播力与基于第

三方新媒体平台的传播相比较弱。因此，基于 ＡＰＰ
的学术期刊更适用于以期刊集团或期刊数据库平台

为基础进行研发，在大数据与“互联网 ＋”的技术支
持下，形成学术期刊云 ＡＰＰ。据了解，中国知网、维
普、超星和中科期刊已构建了学术期刊集群 ＡＰＰ。
但这类期刊ＡＰＰ供读者集中查阅学术期刊文献，传
播普遍的专业知识，而对于某个学术期刊的影响力

作用不大。

（三）瞄准不同用户群体的传播模式

由于不同平台用户阅读特点不同，可以根据平台

用户群体阅读特点，对用户进行分类画像，并有针对

性地制定宣传策略、传播模式。具体实施策略包括：

（１）依据用户分类建立分享即奖励机制，促进
用户保持活跃状态。建立完善的奖励机制，例如最

佳粉丝评选、转发留言送礼物等，调动用户积极性，

促进整个学术社群的知识共享。

（２）建立用户认证体系，从知识获取角度为用

户节省时间。如微信群开启人工认证或知识认证，

筛选目标用户。将用户间分享的有用的知识，认证

为有用建议，在其他用户搜索时给予优先显示权，加

快用户有针对性的筛选过程［２３］。此外，考虑到工作

人员和工作量的原因，运用大数据设置自动分类标

签，也可增加平台的用户流动与知识传播。

（３）建立及时、有效的互动机制。新媒体平台
使用户与期刊的交流不受时空限制，对用户的留言

建议仔细评估后给予回应，一方面要考虑反馈的及

时性，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反馈方式，可以根据问题

选择性开放用户参与讨论反馈。对于个别用户聚焦

的某个问题，编辑部还可采用其他通信方式回应，提

高新媒体的服务质量和用户的沟通体验。

（４）建立情感评价体系，在促进知识行为的同
时做到人文关怀。期刊应重视用户评价，研究可以

自动识别评价中的用户感情倾向的分析工具，对那

些负面情感强烈的用户及时安抚，主动提供帮助；对

那些正面情感强烈的用户给予感谢和肯定，凸显期刊

编辑部对用户评价的重视。知识行为和情感双管齐

下，才能真正发挥新媒体的强大功能，增加用户黏性。

（５）建立用户关注分类，通过用户选择实现精
准推送。例如微博的推送往往是基于用户关注的用

户。再比如今日头条号的读者更侧重于阅读会议资

讯、新闻报道和期刊内容类的文章，而微信公众平台

的读者侧重于阅读专家报告、期刊建设、会议资讯和

期刊内容类的文章，期刊可以基于不同群体进行内

容推送，实现精准推送。

五、结束语

移动互联技术改变了读者用户的信息获取习

惯，为学术期刊传播提供了新路径。本文首先分析

了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内容传播力的影响要素，之

后提出了传播策略，并在调研各种新媒体平台传播

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新媒体融合的学术期刊

传播模式。

学术期刊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学术期

刊的学术把关和评价作用，进一步扩大期刊的受众

人群，实现学术期刊与目标读者群体的全方位零距

离接触，从而使知识成为受众人群日常工作与生活

不可或缺的部分，进而提高学术期刊影响力及传播

力。新媒体碎片化传播能加强学术期刊在学术传播

中的主导和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学术期刊的示范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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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文化视域中服饰艺术的符号意义阐释

王　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５１０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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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１９ＱＮＣＸ０６）
作者简介：王位（１９９１—），女，河南开封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

摘　要：作为时尚的重要元素，服饰潮流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符号，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
及社会生活深度联动。在某种程度上，解读服饰艺术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意蕴，就是在解读时代脉络

的关键。从消费文化视角阐释服饰艺术的符号意义，通过服饰表达其文化意义的深层蕴涵，并进一

步探究服饰艺术在富有弹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一种无限性可能，丰富了服饰这一物质体系的内

容，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富有价值的参照。

关键词：消费文化；服饰艺术；符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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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消费涉及每一个人，人们在消费过程中面临着

诸多与社会和文化相关的问题。从消费具有的属性

来看，消费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内消费者的一种纯粹

的个人行为，而且是融通人的经济生活与社会文化

生活的一种渠道。在后现代社会，随着媒介“内爆”

的不断加剧，以速度和力量为目标的信息传播方式

对人的心理和社会机制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义

也在不断膨胀。“作为今天西方文化中占支配地位

的文化再生产模式，消费文化被作为西方先进的科

学技术、先进的商业以及令人艳羡的西方生活方式

的代表推销到世界各地”［１］。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

时代下，服饰产业以其强大的发展态势在世界范围

内产生广泛的影响力。而中国长久以来作为礼仪之

邦、“衣冠上国”，服饰文明早已渗透并且固化为中

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而言，服

饰作为一种符号载体，在特定阐释语境中，取决于接

收者如何理解这个载体所携带的意义。因此笔者拟

从消费文化视角来分析服饰艺术的符号意义，深入

挖掘服饰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更能深刻地了解

服饰艺术符号所独具的文化魅力及其引发的深层次

思考。

二、通向服饰消费文化

“消费的服饰文化”或“服饰消费文化”既指消

费中的服饰文化，又指服饰中的消费文化，因而是服

饰文化与消费文化的结合。服饰消费文化所指涉的

主要是在消费过程中服饰的符号象征属性。诚然，

当服饰不仅作为自然的或物理的物件而存在，而且

作为受某种规则制约、表达某种意义的符号载体而

出现时，它就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人们不断地借

助服饰的“符号魅力”来装扮自己以彰显自我身份

与认同，也追求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

服饰与文化的发轫之始就是交织在一起的，而

服饰融入文化的过程亦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

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ａｈｌｉｎｓ）敏
锐地指出，各类服饰被使用的时刻，即与生产、分配、

使用和再生产的循环相对分离。它们不只是一系列

使穿戴者装扮身体、保暖御寒的物件，而且作为一种

符号标记，是对于人类本质的一种提示：一件衣服可

以代表或者作为一个部落及社会群体的象征，传递

出不同的社会身份信息，体现了某个社会群体成员

的身份感（如男人和女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

也揭示出男女两性或者社会等级关系间在根柢上存

在的本质差别。于是，“服饰可以被视为传达了每

·２９·



一类人所固有的属性，而这些属性又是区分他们的

基础”［２］。由此看出，服饰既是自然之物，同时又是

文化物品，代表某种文化符号，其含义与它所传递的

个人抑或群体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等级秩序息息相

关。正是借助于服饰的符号化功能，我们在消费过

程中获得了其底层及诸隐喻层上的多维意义。

三、理论阐释

从消费文化的角度来看，作为符号的物受到消

费社会里文化价值变幻的影响。物变为符号，那么

被消费的不再是物的物质性，而是其所指涉的关系。

换言之，物背后关涉的是一个体系，以及人与世界的

关系，它可能是具体的，抑或是抽象的。借由符号化

消费，旨在探讨消费文化生成逻辑，涵括了符号规则

以及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从以

下三个理论维度解读人们更为关注的服饰消费文化

背后的符号价值，可以窥见其符号化特征与文化意

涵。

（一）消费文化内涵及其流变

消费文化最早可追溯至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Ｔｈｏｒｓｔ
ｅｉｎＢ．Ｖｅｂｌｅｎ）的《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
究》（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ＬｅｉｓｕｒｅＣｌａｓｓ：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提出“有闲阶级证明其自身的方
式有两种：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３］。通过消

费，有闲阶级的闲暇时间得以利用，金钱的优势得以

体现，相应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社会关

系、世界观和价值观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

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为消费文化的初级阶段，法兰
克福学派拓宽了其研究路径。二战后，伯明翰学派

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领域，进一步探索可行的发展空

间。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在消费主义浪潮的裹挟
下，消费文化作为当今西方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文

化再生产模式，被视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高度发

达的商业和令人艳羡的西方生活方式的代表推销到

世界各地。在普泛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语境中，人们

日益察觉到物欲对人的精神的一种深入骨髓浸渍的

作用。服饰、美妆、音乐、汽车、美术、网络……一切

似乎皆被消费文化影响，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前所未

有地依赖于物质财富、现代技术平台和信息媒介的

力量。于是消费轻而易举地超越了性别、种族和年

龄的隔阂，构筑起感性共和国和品味共同体。

后现代社会的消费转变也意味着从福特主义向

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与此同时新生产技术、管理方法

等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并完成了从

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

控制中心在生产，而２０世纪后控制的焦点转向消费
者。在此期间，新消费手段不断涌现，在物质、资金

和心理诸层面驱使人们超出“应然”进行消费，或者

冠以满足其所谓的更高一级需求之名，如精神层面、

审美层面、智力层面抑或是基于纯粹的享乐主义心

态，从而间接地把人类愿望所给予的情绪、想象、情

感等释放出来。需要指出的是，该阶段消费文化的

新主角们（如新兴中产阶级群体）主动对某种既有

的风格脱敏，大胆逐新，甘做时尚的“弄潮儿”，在某

种意义上，也暗示出他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与

客观物质世界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意

愿。这一现象已经促使先前一系列区隔的界限被打

破，比如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渐次消失，从而使得审美

消费活动具有了大众化、通俗化和平面化等倾向。

依此逻辑脉络，新兴消费群体倡导所谓的“快乐道

德观”，而且他们主张快乐、追求快乐以促使个人快

乐地工作，唯恐“不开心”对自我价值构成威胁。

在后现代高消费社会，物品与符号形式密切相

连，它们代表着愈来愈多的不断变化的意义，相应的

是，人们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消费社会中获得和表达

意义的方式也显现出历史性的变化。后现代社会信

息过剩的反噬效果，反而带给人们消费时的虚假满

足感和被异化的精神成就感。某种意义上，“消费

品不仅仅是一包包中性的‘效用’。它们是由其在

符号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产生或多或少令人满意

的对象”［４］。具体来说，人们消费的更多的是服饰

的符号价值，并且通过购买不同的服装来表征他们

自身所定义的东西。而整个大规模生产系统亦不乏

可以操控人心和制造幻梦的各种服装文化符号，这

恰如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力量。这种符

号化消费模式与商品符号化相伴而生，在市场营销、

广告媒介、公共关系乃至泛文化行业为消费主义所

起到的润滑剂作用下，人们似乎对商品有了非常特

殊的、浓厚的个人情感，从而作出符合其价值观的选

择。笔者在此主要探讨的正是在消费过程中服饰的

符号象征属性，试图通过对服饰艺术符号的剖析寻

求其超越传统本体论之外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

说，当服饰作为受某种规则制约并表达某种意义的

符号载体而出现时，它就被纳入文化世界，在一个因

缘整体的存在场域被赋予各种意义。因此人们不断

地借助服饰的“符号魅力”，寄托情感于客观事物，

营构着自己的现实生活与诗意梦想。

（二）服饰的符号功能和符号价值

从广泛意义上来说，符号是携带着意义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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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或具体行为。任何物质产品都不仅是实体，也

是符号，而物件生产伊始就被人类赋予了某种目的

和意义。确切地说，人的精神，人的社会以及整个人

类世界均浸染在符号之中。诚如德国文化哲学家恩

斯特·卡西尔（ＥｒｎｓｔＣａｓｓｉｒｅｒ）所言，“人不再生活在
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

宙之中”［５］。的确，卡西尔认为符号是人的本性之

提示，因而人就是符号的动物，唯其如此，人之独特

之处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径，即文化之路。

服饰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形式，以其独特的属

性（如色彩、质料、线条、图案、式样和风格等），攫取

人类内心深处转瞬即逝的灵感生发、情绪流溢和心

理体验。服饰艺术潜移默化地依循其所营造出来的

文化幻象的意志，而致力于埋下草蛇灰线的情感线

索，于是服饰的符号象征性就不单单具有再现性特

质和一般符号共有的价值，而且具有真正的创造性

和建构性特质和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前现代社会里 ，每一件

物品的完整生产过程可以被感知到。简要地说，每

一件物品是相对单一化、个体化和可视化的。销售

者和消费者能够互相感知到彼此对对方价值的承

认，从而保证了交换的天平两端不会失衡，这与黑格

尔－科耶夫（Ｈｅｇｅｌ－Ｋｏｊèｖｅ）的“承认理论”（“Ｔｈｅ
ｏｒｙｏｆ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颇为契合。确然，昔日服饰是寄
生在物品实用功能上的产出物，它具备皮肤的保护

膜、体温的调节器、运动的辅助工具等功能。然而，

随着人类生活世界日益丰富化和复杂化，个人购买

行为不仅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而且与人的社会

身份和整个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缘此，物品逐渐融

入了意义领域，从“功能”和“实体”走向了“符号”

和“象征”，为现代社会营造出以价值链上游产业为

代表、以属性和符号为尊的精神幻梦。这样看来，抛

开功能性这一固有观念，重新审视人的服饰，在服饰

体系和意义体系之间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生产

中寻找到价值依归，我们能获得更多有灵魂的、有情

感的劳动结晶。

在最一般的层次上，服饰代表了人们对世界的

“分类”。人们最初识别事物来认知和想象世界的

方式之一就是首先对自己及其所属群体进行分类。

无论是中国西汉初的《尔雅》（Ｅｒｙａ）中的动物分类，
还是西方的林奈氏分类系统（Ｌｉｎｎａｅａｎ），或者是亚
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依据逻辑方法区分物类，抑或是
涂尔干（é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和莫斯（ＭａｒｃｅｌＭａｕｓｓ）所
考察的人类形成的最粗陋的分类，人们正是通过分

类，找到了世界的某种基本秩序。在分类的过程中，

人们赋予各类事物以不同的名称和意义，而事物本

身即可用符号彰显其意涵。符号牵涉文化，在不同

的文化语境中，作为意义的载体而被制造出来的服

饰独特性更体现在，以强大的力量于日常生活中组

织人们的生活经验。服饰“进入了人的日常生活，

被人赋予某类特殊意义、价值、身份的同时参与了人

的身份的构建，他们通过消费某物进行自我表达和

评估”［６］。譬如我们知道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

男女衣着分别凸显不同的文化含义；衣装风格映射

出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同时又传达出自我希冀与

他人持有的距离。似此相关例证，尤其是渗入现代

社会的流行逻辑，为此提供了适切的认知与思考空

间。就更深层次意义而言，服饰艺术符号思想和观

念方法绵绵不断地启迪着人们对人类文化的创思。

正如萨特（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Ｓａｒｔｒｅ）在《存在与虚无》
（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Ｎｏｔｈｉｎｇｎｅｓｓ）中所强调的，“首先，人的具
体存在的三大范畴在它们的原始关系中向我们显现

出来：作为（做）拥有，存在（是）”［７］。缘此，我们想

要拥有某件东西即是确认我们的自我感知。事实

上，成千上万的例证表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决定我

们的身份。比如，张爱玲对奇装异服的刻意追求，亦

富有同样的意涵。对于张爱玲来说，要将自己的肉

体生命凸显出来，就需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传奇人

物，通过此种方式使得自我的生命看上去热烈而绚

烂。张爱玲在《更衣记》（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ｌｏｔｈｅｓ）中坦言
自己乐于做女儿身，有穿红着绿、随性打扮的权利与

自由。她为出版《传奇》（Ｌｅｇｅｎｄ）到印刷所去校正
稿件，穿着奇装异服，引起整个印刷所的工人侧目，

如此装扮一般来说是惊世骇俗的，而张爱玲追求的

正是惊羡与别致的效果，亦是她为世界苍凉的底色

着色赋彩的一种重要的方式。由此可见其衣装给人

留下的印象之深，一如她的文字，同样给中国文坛增

添一抹别样的色彩。

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还有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

尔·麦克卢汉（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ＭｃＬｕｈａｎ）所提出的，对服
装质感的关注使人们倾向于从皮肤感受出发来观照

身体，将“衣服作为皮肤的延伸，既可以被视为一种

热量控制机制，又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生活中自我界

定的手段”［８］。衣服一旦成为人的皮肤，自我的表

面就会翻转到衣服上，所以衣服不仅是遮盖身体的

存在，而且成为确认自我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把

衣服比作存在的“接头”或“合页”可谓切中肯綮。

当今社会的年轻人之所以追逐考究的材质、流行的

风格、独特的色彩外观等，仍然在于穿衣服这件看起

来很表面、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实则是生活中确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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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段。衣服的用途固然有所不同，但是共同的

功能具体说来就是见人、衬人和助人———将其外观

与内蕴投射到人们身上，而穿衣服界定着人们在社

会中的位置，人的内涵、身份与价值也从中得到不同

程度的体现。

（三）服饰的符号转换

服饰作为符号，其代表和彰显的意义取决于它

所处的具体语境。服饰在不同场合的运作导致了其

意义的转变，这一过程可以被称为服饰的符号转换。

当代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ＡｒｊｕｎＡｐｐａ
ｄｕｒａｉ）和伊戈尔·科普托夫（ＩｇｏｒＫｏｐｙｔｏｆｆ）指出，物
宛若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社会生命，对应的一项研究

方法就是写出物的文化生命传记。通常来说，人们

看一个作为客体的物的时候，经常是静止地看它。

然而如果把物看成是处于运动中、不断流变的状态，

同时把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其中，凸显其在根柢上强

调一个事物也是一个过程、一个事件，而非一个纯然

的、与人类社会文化毫不相干的物质存在。也就是

说，物在其生命流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积极介

入人类生活、参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物处在一

种动态的过程中，并展示其丰富多样的生命片段。

于此，“我们需要运用有限认知的、肉体的和物质的

资源来应对动态的环境”［９］。服饰的符号转换过程

同样可以被视为服饰作为一个动态流程，在不同场

合意义发生了变动，它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也相应地

有所不同。

服饰的商品化是服饰的社会生命的一个阶段。

也即是说，服饰被置于商品语境中，其可交换性使得

服饰在人类社会关系网中不断流动，从而衍生出不

同的文化意涵。诚如阿帕杜莱所强调的，“从物的

交换环节入手，进而对物与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在他看来，商品化，亦即哪些物可以交付市场出售，

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１０］。在此需要指出，阿帕

杜莱提供了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一非常关键的分析角

度，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过于偏重生产和生产者的

倾向。或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有这样的感受，当

我们面对一件物品时，是以对待普通商品的态度看

待它，还是视其为特殊的物质实体？比如将之视为

礼物、信物、方物、珍物等等，因之物所传递的意义已

然存在于语言与符号编码的连接之中。“能指的物

质性：一方面，可以指向朴素的物质网络，如所谓的

‘物质’能指即字母、声音、文字记载等，它们维持着

语言记忆和程序感受（或阐释）；另一方面，这个物

质能指自身又引发和产生各种物质性的指涉、价值

或相关体系。”［１１］那么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服

饰从原材料到消费商品的转变过程，必然涉及服饰

进入其社会和文化生命轨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服饰作为商品，它的符号价值并不止于消费者购买

行为的完成，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服饰的符号化

从购买行为完成之时才揭示了其所携带的丰富意

涵。

然而，商品的符号化隐含着一个悖论。简要地

说，商品化和可交易化意味着赋予物件定义该商品

意义的过程，但同时意味着在数量上对该商品已进

行等量化计算。因而，许多具有所谓崇高含义的物

件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商品化或市场化的一些限

制。比如当消费者把很形而上、宏大的抑或是极富

个人化的情感和意志融入其所拥有的服饰上，服饰

就逐渐改变了其原初的符号所指，超脱于一般符号

所共有的再现的特质，而成为彰显消费者个性化特

征的符号。这也是服饰的符号转换的第二种情况，

即“去商品化”过程。诚然，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

服饰不但有使用价值，而且有很强的个人情感价值

和意义，并在意义的链条中被阐发。毫无疑问，所谓

的“服饰”这一符号浓缩了人的思维、情感和想象等

主观色彩。从根本上来讲，服饰艺术符号不诉诸一

般，而是集特定表现意义和隐喻特质为一体的一种

更高形式的综合。此方面最典型的是服装收藏爱好

者，而被收藏的服装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却被拥有者

赋予了某种独特的意义。当这种作为“准商品”的

服饰被重新交易抑或被拍卖时，服饰符号转换的第

三种情况即服饰的“再商品化”过程就产生了。

兹举“马克思的外套”为例。在经济困窘的年

代，马克思将其唯一的外套送到当铺典当或商店出

售，这件外套就成了一件商品。很明显，被送到当铺

的外套只是拥有较少交换价值的商品。缘于此件衣

物对马克思而言有着特殊的情感价值和意义，此后

当马克思将它赎取回来，它便被“去商品化”了。即

使如此，这件外套仍然具有商品的潜能，即它可以

“再商品化”。从本体论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外套只

是常规的变旧而已，但是其在符号价值方面却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这即是服饰的社会生命之体现。可

见，纠缠在当铺中的种种关系，正是起因于服饰的社

会生命在流通领域表现出极为矛盾的状态，因此凸

显出服饰在社会关系构成中的特殊的能动作用，亦

彰显了服饰与人之间关联互动、双向建构的过程。

服饰在人与物两极之间往复摆动，其生命就有不同

的属性、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身份，这也是一种更高

形式的综合过程，如同科普托夫所强调的一样，“我

们同样可以为服饰撰写其独特的文化传记”。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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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世上没有“纯粹”的事物；事

物是人类用来建构生活的用品或者补给品，它们之

间彼此不可或缺，而且无远弗届地存在着。

四、结语

当代文化处于一个符号时代。穿衣潮流渗入到

现代社会的流行逻辑，这里探讨的不是单纯的物质，

而是发挥着社会符号作用的以服饰为载体从而介入

人的自然状态的一种文化行为。从文化功能属性

上，服饰是符号形式之一，服饰背后潜藏着诸多无法

单用功能性解释的因素，暗示着与人的活动的象征

关系，人们因之赋予对象本身相应的意义。同物质

状态相比，服饰是一种活生生的形式，承载了不同的

语义内容，除了直观感受带来的材料组织，亦彰显出

深层次的符号魅力。人们用服饰艺术符号解释生活

并探索意义，使服饰成为凝聚着特殊价值、意义、情

感、身份的动态物，并以其有意义的方式帮助塑造世

界的各个层面。因而从事实的存在物走向动态的意

义产物，这中间是服饰符号媒介的巨大作用。

本文从消费文化理论视角展开对服饰艺术的符

号意义解读，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服饰蕴含的社

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并且启发与指导我们的日常生

活实践活动。在当今社会的消费观念下，消费者既

不是服饰的掌控者和毁灭者，也不是受制于服饰的

被动者，而是处在与服饰缠连互动的多元动态关系

网络中的一元。因此笔者所探讨的服饰艺术不仅仅

是抽象的形式论，亦非零碎的形而下，而是通过服饰

艺术符号表征与自我有关的文化活动，和人类经济

生活、社会文化及艺术思想深度联动。换言之，在现

实生活中，借由学贯文理、知识汇通，服饰艺术的符

号意义研究才能保持与存在、与世界、与人的内在处

于深广的意义价值关联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服饰

代表着人本身，解读消费文化视域下服饰艺术的符

号意义，就是在解读时代脉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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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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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探寻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需求的基础上，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对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价值，从社会文化氛围、校园文化环境、高校思政教育方式和内容以及突发

公共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和引导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进行

探索和分析，以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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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思

想精华，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

力和时代风采”。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担当。深

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资源，将其

融入、滋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突出思想价值引

领，强化思想育人实效。

在全媒体发展环境中，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交流、

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

的挑战。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文

化思潮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认知，对其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诸多影响。作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素养

以及外化的行为表现是现阶段需要重点研究的问

题。因此，现阶段迫切需要对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进行研究，增强思想政治教育

的实效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和文

化之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受多元文化思潮冲

击，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特征，行为准则

多元化问题也逐渐凸显。面对外来文化挑战，如何

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融合，充

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是时代与社

会的要求，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探索

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分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

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其内涵非常丰

富，涉及文字、文献与文化经典，民族风情与家族文

化，传统史学与艺术，传统生命信仰与人生修养，儒

家、道家和佛家文化与思想，传统法律与法制文化，

传统武术与军事文化，传统医药与养生文化，传统节

庆与饮食文化以及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等方面。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

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

值观自信。”［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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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根本的精神基因、

独特的精神标识和中华民族精神“根”与“魂”、最宝

贵的精神品格和命脉的高度，定位优秀传统文化；从

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最深厚的软实力与坚

定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和突出优势的高度，继承优

秀传统文化；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

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支撑的高度，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２］。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立足点，是中华文

化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提升的根基。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经沧桑却绵延

不绝的重要精神支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

古代文人志士追求的家国情怀。“王师北定中原

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终不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

些诗句体现着饱满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忧患意识

和担当精神。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上自给自足的经

济生产方式、家国一体的政治组织结构、修身齐家的

伦理道德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家国同构的意识、仁

爱重义的精神。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国情怀，充分体

现了家与国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彰显了国重于

家，先国后家的价值理念。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关爱

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以仁义教化为核心，道家以顺

应自然为中心，佛家以慈悲大爱为重心，为中华民族

提供了立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在诸子学说中，儒家学

说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最全面最客观，在时代创新方

面又最符合民族特性和历史方向，经过漫长的积淀，

内化为中华儿女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刻影响着中华民

族的绵延发展［３］。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仁爱思

想”，体现着浓厚的社会关爱和人文关怀精神。孔子

和孟子对于理想社会的见解高度一致，孔子曰：“人不

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言：“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社会和谐发展，良

好社会关系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大众之间博施济众，

乐善好施的仁爱之心。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格修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将“德行”作为个人修养

的重要内容，主张道德对个人修养提升的重要

性［４］。理想的人格修养是社会文化基本特征和价

值标准的集中体现。《大学》中蕴含着中华民族人

格修养的“八条目”，分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达出了求真、求善、求美

的理想和实践。“言必信，行必果。”“吾日三省吾

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

乎？”“亲亲而任民，仁民而爱物。”“莫见乎隐，莫显

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以“仁礼合一”为基本架构

的儒家思想中所表达的孝悌忠信、诚实守信、修身慎

独、崇德弘毅等人文信念，是大学生人格修养培育和

提升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宝贵资源

（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情操培育

大学生民族精神

纵观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深深地植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

中。屈原、霍去病、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爱国

事迹及其中承载的爱国精神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重要史料资源。爱国主义精神也体现在诸多诗句

中，《礼记·儒行》的“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左

传》的 “临患不忘国，忠也”，《离骚》的“岂余身之惮

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等，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

神和崇高的淡泊明志的品德。爱国是一种国家利益

高于一切的崇高情感，它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

力。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程中，涌现出来

的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先驱”李大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舍

身为国、永垂不朽”董存瑞，“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的铁人王进喜等，他们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和艰难

困苦关头，用生命和汗水捍卫国家尊严。借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情操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

神，启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引导他们传承与

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将其个人前途与报效祖

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实现进

程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激发

大学生奋发有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奋发有为，自强不

息是成就伟大事业的必备品格。《论语·子罕》“三

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告诫人们要坚定志

向、矢志不渝。《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警示人们在富贵、贫贱、强

权等形势下都要坚贞不渝、自强不息。司马迁、韩

信、戚继光等著名历史人物都是自强不息的代表。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

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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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

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

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表达了他们在

逆境困顿中不屈不挠、发愤图强的优良品质。传统

文化中的众多谚语和神话故事也体现着自强不息、

坚定不移的良好品格，例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

“大禹治水”等。这些传统文化瑰宝激励着中华儿

女积极进取，砥砺前行。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大学生

不可避免地会在升学深造、职业规划与发展、个人情

感等方面遇到困惑挫折。“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

有求安得闲”是“苏门四学士”张耒教子诗中的一

句，他告诫儿子，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意志坚定，

自强不息，不可遇到困难就半途而废。面对学业和

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唯有保持自强不息、奋发有

为、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在逆境中愈挫愈勇，获得

进步与提升。

（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明礼诚信引导

大学生崇德忠信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当代大学生树

立理想信念的基础，是促进其全面发展的前提。

《礼记·祭统》有言：“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

与其忠敬。”《孟子》有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

者，人之道也。”诚信是自然的规律，而追求诚信是

做人的根本。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经典诗

词论述了诚信的重要性，比如《礼记·儒行》言：“儒

有不宝金石，而忠信以为宝。”《周子全书·通书·

诚下》言：“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众多著名的

历史人物也是诚信典范，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公一

生忠义仁勇，诚信名冠天下，“土山三约”“夜读春

秋”等典故都是他忠义诚信优良品德的体现。爱国

将领冯玉祥有言：“对人以诚信，人不欺我；对事以

诚信，事无不成。”强调了无论做人做事，都必须恪

守诚信。当代大学生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道德

失范、诚信危机行为愈显。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诚

为本，言行一致，恪守诺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

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言必信，行必果的理念，在学习

和生活中做诚信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具有凸显示范

引领作用。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融合路径分析

（一）营造文化特色浓郁的全媒体氛围

除了运用传统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官方网

站等传播媒介外，借助抖音短视频、微博、微信等新

媒体传播平台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全

社会重视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

２０１９年１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动媒体融
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随着微博、微信、抖

音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的蓬勃发展，利用社交媒

体平台创新公共服务、推进文化宣传与传播是我们

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在短视

频媒介领域，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官方新闻网

站）于２０１８年３月８日入驻抖音，成为抖音首家官
方政务号。截至 ２０２１年 ８月 ２６日已拥有粉丝
２９７９．２万个，视频内容获赞１０．８亿次。发布信息
涉及国安立法、疫情防控、交通安全知识普及等内

容，传播正能量。人民网（人民网官方账号）、文明

中国（中国文明网官方账号）、文明西安（西安市文

明办）、青春宜昌（共青团宜昌市委）等政务类抖音

号、文化类抖音号相继开通，发布了诸多弘扬与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频内容。例如人民网抖音号

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发布了一个名为“是什么让中国成
为今天的中国”的短视频，讲述了从古至今，中华文

化的薪火相传，民族精神的一脉相承，从转发量和评

论内容可以看出，该视频对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传

承意识效果显著。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中，积极纳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营造文化传承氛围，使大学

生在社会文化环境里受到热爱祖国、积极进取、诚实

守信、和谐友爱、修身内省等文化传统以及其中所蕴

含的正能量的影响和熏陶，以此提高大学生的思想

道德素养，引导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正确良好的思维模式和

行为方式，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打造文化气息浓厚的育人环境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在“全面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提出要提高学生文化修

养，要积极引导学生阅读欣赏中外文学艺术经典，鼓

励高雅艺术进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民族民

间优秀文化进校园。充分利用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等各类文化资源，广泛开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在校园文化

环境的塑造和建设中，高校可通过将传统文化元素

纳入校园文化环境的方式，加强人文景观建设，以渐

进式、反复渗透的方式传播文化信息。通过校园文

化墙、艺术走廊、教室展板展示古代圣贤关于学习、

读书、立志、修身等方面的经典格言和励志诗句，在

校园主要景观等地塑造历史文人雕像，以直观的形

象展示历史文化，使大学生置身于浓郁的传统文化

氛围之中，品味传统文化的内涵，潜移默化地接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一方面，郑州工程

技术学院的重要建筑物、主要景观、路名都包含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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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校训的内涵，学校建有诗歌大

道、名人名言警句墙，中华古代圣贤雕塑群等，用中

华传统文化熏陶人、提升人、启迪人。另一方面，通

过学校的博物馆、档案馆、校史馆等场所开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主题展览。历史名人、地方风俗民俗、地

方戏曲文化以及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非常具有

宣传和教育意义的展览主题，通过图片、文献、文物

等资料对文化资源以及教育、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历

史成就进行梳理记录和传播推广，达到弘扬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三）拓展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内容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高校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重视和提升教师的传

统文化素养。提升教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是

传统文化和思政教育实现内容融合的重要保障。一

方面，教师要主动加强自身传统文化素养。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教师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

行为。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和知识在课堂教学、与

学生讨论交流中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通

过跨文化对话法、经典诵读法、榜样模仿法等方

法［５］提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是当代教师继续教育

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高校思政教师要提升将中

华传统文化应用于课程教学的能力，善于开拓两者

结合的创新性路径。２０１９年３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持召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强调，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培养和激发大学生的精神力量是思想政治课程

教学的重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其深厚的人文

内涵，正是可以从内在力量上为思想政治课程教学

提供支持和引导。“培养什么人”，是办好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首要问题，我国教育要培养的是具有深厚

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高尚品德与真才实学兼备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

教育中要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想信念、

民族精神、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知行统一、人格修养

等方面的思想价值，着力掌握其核心理念，积极探寻

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通之

处。在课堂常规教学中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

素，引入有启迪价值的经典案例，在通识课程中设置

传统文化专题教学，重视课堂外的实践教学，开拓传

统文化教育基地，利用多种形式加强大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将历史上文人志士的“矢志报

国、自强不息、坚定不移、诚实守信”等宝贵的精神

和信念通过教学传达给大学生。在此基础上，坚持

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通过

引导大学生讨论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对照反思自身

情况，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答疑解惑词汇当中，有针

对性地回应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困

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价值和当今的话语

结合起来，做到教育入脑入心，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核和精髓内化为大学生的信念和操守，外化为其行

为准则，助其筑牢精神之基。

（四）重视突发公共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和引导

无论是社会突发公共事件，还是校园内的突发事

件，因其突发性，事件规模、程度、性质以及产生的后

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事态蔓延速度快，信息交互

程度高，防控难度大，对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带来强烈的冲击和影响。面对突发公共事件，高校要

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予以预防和处置，其中做好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至关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战中，全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同舟共

济的守望相助精神，闻令而动、雷厉风行的英勇战斗

精神，顾全大局、壮士断腕的“一盘棋”精神，舍生忘

死、逆行而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坚定信心、勇于胜利的

积极乐观精神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体现。

在疫情防控志愿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学生志愿

者，他们忙碌在返乡人员信息调查、密切接触者信息

完善、社区临时出入证办理、全民核酸检测协助等工

作中，表现出了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针对突

发事件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引导，高校可创新

地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突发公共事件中思想

政治教学内容体系。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通过

将抗疫事例作为教学案例，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政

治教育元素，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

社会关怀、人格修养等方面的内容，引导和激励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大学生因社会阅历、知识储备

等方面的限制，易出现思维和认知局限，这就需要在

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融入人文关怀的思想政治教育方

式，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社会关爱、人

格修养方面的精神和内容，突出对爱国主义、民族精

神、法制教育、个人意志等方面的教育和培养，在教育

中注重关注其思想动态和心理情况，做好大学生的认

知引导和人格培养。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

本的基础工程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ｌｄｈｄ／
２０１４－０２／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２１６６９．ｈｔｍ，２０１４－０２－２５．

（下转第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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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保护概论》教材的再思考

王双成１，孙浩冉２ａ，魏振枢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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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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魏振枢（１９４８—），男，河南镇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

摘　要：对魏振枢主编的《环境保护概论》（第四版）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事实证明，不少评论切中
利弊，颇有些价值。但深感意犹未尽，对本著作再次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建议。例如，教材内容要

有科学性和前瞻性，要及时更新陈旧内容，及时出版新版教材，或者要有新意，要符合形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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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著作颇多，有些著作具有
一定的影响力。魏振枢主编的《环境保护概论》从

２００３年第一版开始，顺延递进先后出了三版，最新
的（第四版）已经于 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正式出版发
行［１－４］，反映良好。２０２０年我们发文对本著作进行
过分析，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５］。实践证

明，这些看法和建议切中利弊，很有必要。鉴于此，

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该著作，再次提出一些我们的

看法和建议，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研究。

一、评论文章发表后几个问题的再思考

１．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要科学、要立法、要
从实际出发

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必然会形成城镇化的速

度加快，大量的中小城镇不断涌现，在这个过程中，

各地需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后，

制定出科学可行的规划并实施之。只有进行科学实

用的规划后，才能呈现出一个环境优美、简洁大方、

宜居宜行宜就业的和谐优美环境。

以郑州市的市政建设为例进行分析，可以看到

郑州市的市政建设方面存在许多短板。需要下大力

气整改才能建造出市民满意的生存空间。郑州这些

年来发展迅速，但是在市政建设上却存在许多短板

问题。拆墙透绿、交通导引护栏的建设不能根据当

前具体情况，过度盲目改造，已经引起不必要的混

乱。郑州市的紫荆山人民广场内（包括紫荆山公园

内部）把所有的院墙和过去建设的隔离栅栏拆除，

致使各类自行车、电动车等交通工具随意出入，乱停

乱放，堵塞通道，造成管理上的不便，同时使一个休

闲健身的安静场所乱成一团。有些街区的小道，只

能允许两辆车对向而行，如果中间有交通导引隔离

护栏的话，就能基本满足道路错车正常顺畅通行。

事实是许多地方把护栏拆掉，马路的一边（甚至两

边）有乱停乱放的汽车堵塞道路，形成拥堵。

郑州市的汽车保有量非常大，截至２０２１年８月
底已经达到４９３．８万辆，处于全国第六位。应该在
市区各地尽可能多地建设停车空间，加以整修利用，

以便于解决一部分交通拥堵和汽车临时停靠的问

题。紫荆山立交桥下，原来有多个停车场，可以停放

１００多辆汽车，对于疏通周边交通、群众出行很有好
处。但是，２０２１年８月份的改造中，将立交桥下翻
整成为简易的绿化带。立交桥下多出一个绿化带，

作用不太明显，倒是少了一个非常必要的停车场，致

使其周围乱停乱放的车辆增多了，造成周边的拥堵，

孰重孰轻一目了然。主干道中间的护栏在还能够使

用的情况下，就频繁更换，高的换成矮的，护栏结构

形状有些变化，加上花篮或者花盆等等不一而足，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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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浪费。

郑州市在２０２１年的７２０大雨灾情之前，正在大
搞十纵十横道路改造工程及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工

程。各个大街小巷都一直在建花坛，临街各个小区

院墙或护栏网被一一拆除；不顾原楼体建筑风格的

个性，强制包裹隔热层，并粉刷外墙，劳民伤财。前

些年搞人行道隔离栏上挂花盆，几乎所有的街道隔

离栏上都挂满了花盆或类似花盆花池的东西，种上

草本花卉，每天都有绿化工人开着小型洒水车为这

些花卉浇水，坚持了半年多，最后种的花儿都死了，

浪费多少钱！有些街道景观树更新完毕不久，却又

把原来栽好已经成活的树木挖掉，重新栽上另外一

个新树种。曾经轰轰烈烈的海绵城市建设热火朝

天！理论上可行，但具体到施工效果如何？不是哪

个人说了算，应该先进行小范围的试验，而后再视情

况进行大面积推广。否则，一场大雨可能就是一个

最好的“竣工验收”。郑州“７２０大雨”造成下水道
堵塞，不能顺利排水，因此很多家属院和马路边上的

各种房屋进水被淹。可以发现，各条道路上清扫马

路的环卫工人总是把大路上的垃圾杂物有意清扫到

下水道里，形成堵塞。在郑州大雨过去约１０天左
右，笔者就见到马路上原来疏通过的下水道又被杂

物堆满了，这就是制度上存在不能统筹管理的弊端。

如果马路路面的清洁和下水道的通畅捆绑在一起统

一管理评价，也许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

２０２０年河南省ＧＤＰ总量５４９９７亿元，居全国第
五位，但是常住人口９６４０万人，人均 ＧＤＰ５７０５１元，
仅占全国第１８位（处在河南省后边的基本上都是
西部边远省区和东北地区）。２０２０年郑州市 ＧＤＰ
总量１２００３亿元，人口达到１２６０万人，居全国第８
位，但人均ＧＤＰ９５２６２元，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仅仅处
于４４位，因此郑州市的工资水平并不高，生活待遇
也不是很好，退休工资更是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处于

中下等水平。消费水平却不是很低，很多年轻人和

新毕业的大学生对于留在郑州就业有些犹豫和彷

徨。郑州市仅有的这些市财政收入不能科学地用于

提高收入水平，而是花在没有科学计划的市政建设

上，造成浪费，这可能会带来长远的短板效应。

２．建设和谐社会，要科学推进城市化进程，不可
盲目增盖高层建筑

此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类大小城镇纷

纷开发建设高层建筑，楼层越建越高，并且外观设计

五花八门，奇葩外形频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

１５０ｍ以上的建筑达到２３９５座，２００ｍ以上的建筑达
到８２３座，３００ｍ以上建筑达到９５座，三项指标均居

全球第一。由于高层建筑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不少

危急事件。深圳赛格广场坐落在深圳福田区，建成

于１９９９年，是唯一由中国自行设计和总承包施工的
高智能超高层钢管混凝土结构建筑。位于深圳市交

通干道深南中路与华强北路交汇处，采用框架筒体

结构，由深圳赛格集团投资兴建，是深圳市跨世纪的

标志性建筑，含塔尖总高度达到３４５．８ｍ。２０２１年５
月１８日１２点３１分，赛格广场租户反映，感觉大楼
晃动。前不久，专家组通过对风致振动与结构累积

损伤的重点分析，认为桅杆风致涡激共振和大厦

（含桅杆）动力特征改变的耦合，造成了赛格大厦的

有感振动。专家组认为，拆除桅杆可以有效解决大

厦有感振动问题，桅杆原有的防雷、航标功能可以在

桅杆拆除后在楼顶重新布设。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

施工，赛格广场大厦桅杆顺利拆除，已按照科学程序

认定大厦结构安全，有感震动风险已经消除，但这也

正好说明盲目建设超高层大楼是带来这种严重后果

的直接原因。另外，近些年来，不少高层建筑的火灾

事故均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严重损失。其重要原因就

是这些高层建筑的楼梯通道很高，火灾初期由于这

种高层虹吸现象，能够迅速向上抽火，使其蔓延过

快，不能留有充足时间快速逃生。

郑州市千年一遇的“７２０”大暴雨，暴露出高层
建筑的诸多弊端，让高层住宅楼现出了原形。①多
数大楼停水停电，停水了，就要携带盛水器物到楼下

找水源，致使人们沿着楼梯（最高的高达 ３０多层
１００多米）气喘吁吁地上下爬行。②由于建筑质量
问题，造成室内多处下水管道、空调水管道等处有大

量的水渗漏下来，把房间搞得潮湿一片，毁坏不少家

居用品。③多数地下室或者车库被水淹没，停在其
中的汽车被泡数日后才被拖出，造成财产损失。④
很多高层建筑的输配电装置放置在地下或者地下车

库中，这次暴雨使得多数小区（特别是高层住宅小

区）的供电设施被水淹而无法工作。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底，笔者所在的小区还是处于临时拉线供电状
态。

这种高层住宅的推广和普及，最初源自改革开

放初期。考察了香港的住宅布局和推行措施，直观

感觉高层密集型的住宅建设，可以节省土地，人员集

中便于管理，“招、拍、挂”征地可以给当地的公共财

政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事实证明，“招、拍、挂”带

来了土地价格的飞涨，带来了资金低效率和极大的

浪费，同时也滋养了一大批靠拆迁和炒房的好吃懒

做的城市寄生虫，腐蚀干部队伍，致使多少干部在这

个过程中收受贿赂而犯罪判刑。当然，同时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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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救灾难度大、破坏文化景观、能源消耗大等诸多问

题。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９日，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关于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 确保工程安全质量的通

知》（发改投资规〔２０２１〕９１０号）［６］。《通知》要求，
严把超高层建筑审查关，严格限制新建２５０ｍ以上
建筑，不得新建５００ｍ以上超高层建筑。２０２１年住
建部等１５个部委又提出，县城要严格控制１８层以
上楼房的建设。紧接着在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河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根据国家发改委文件精神，发布

《关于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实施意见》（豫政

办〔２０２１〕３５号）［７］。《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强
化城市总体风貌塑造、强化重点地区风貌塑造、强化

建筑风貌塑造、严格管控超限和大型城市建筑、完善

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制度等五项主要任务。《意

见》明确提出，新建住宅建筑高度原则不超过 ２６
层，容积率不超过２．５。县级城市则要求严格控制
新建超高层建筑，住宅原则上以６层为主，６层及以
下住宅建筑面积占比不低于７０％，新建住宅最高不
超过１８层，容积率不超过１．８。我们知道，２６层建
筑物高度在１００ｍ左右，是目前云梯消防车能够达
及的高度，如果发生火灾意外，基本上可以实现安全

救护。《意见》特别强调，对于新建１００ｍ以上的建
筑应相对集中布局，并与城市规模和空间尺寸相适

宜，严格执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

与消防救援能力相匹配，其建筑设计方案审定后报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自然资源厅备案。河南省《关

于加强城市电力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要求进一

步增强城市电网应对严重洪涝灾害能力，新建住宅

小区配电房不得设置在负一层以下。中央和省政府

的文件精神内容非常明确、具体，必须不折不扣地实

施。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

同步，才能真正提供给人民群众一个舒适美好的生

活和居住环境。

二、关于外来入侵物种和宠物热的思考

中国十分重视外来生物入侵的防范工作，从

２００３年到 ２０１６年先后分四个批次公布外来物种
（包括植物和动物）入侵名录，共有７１种。但是，由
于人们的认识水平有差异，还是有不少外来物种入

侵中国大陆境内，造成极大的生物安全隐患。因此，

大学生要通过这类课程的学习，形成对生物存在区

域性的正确认识，既要保持生物多样性，爱护各类动

植物，还要防范外来生物的入侵，同时还要正确认识

宠物热的现状及政策规范，以免对生物环境造成不

可逆转的危害。

１．全民要重视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
野生动植物是重要的森林资源。中国野生动物

特有属种多，保护的任务和责任重大。长期以来，我

们国家在对大熊猫、东北虎、藏羚羊、朱
%

、川金丝

猴、麋鹿、梅花鹿、亚洲象、扬子鳄、白鹤等十大濒危

物种进行强力保护的作用下，它们存在空间有了显

著的变化。国家从不同的层面加大宣传和处罚力

度，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例如，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等１４个部门开展的“２０２０网剑行动”强
调指出，落实电商平台责任，重拳打击不正当竞争行

为，集中治理网上销售侵权假冒伪劣商品，严肃查处

直播吃野生动物行为。这样做，对于保护野生动植

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

２．对外来入侵动植物要严格管控，不能任其泛
滥

中国对外来入侵生物的管理一直很严格，有着

明确的规定，特别是规定其中的７１种外来动植物不
准进入中国境内。

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周围能够见到很多入侵

动植物品种，甚至还把其看作一种成果和荣耀。例

如湖北武汉曾经出现巴西龟的泛滥，危及国家生物

圈的和谐。还有群众把它当作宠物饲养，麻痹周围

群众的分辨意识。开封市朱仙镇的“爱思佳农业嘉

年华农庄”的展示品种中，把食人鱼作为展览用。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外环东路与明德街路西，路边

花园有植物界杀手“加拿大一枝黄花”生长并有可

能泛滥，这种植物如果在郑州蔓延将是生态灾难。

一枝黄花和加拿大一枝黄花非常相似，前者为本土

植物，无侵袭性，后者为外来物种，具有侵袭性。为

避免潜在危害，绿化管养单位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将

该植物进行清理，茎叶与根系全部清除并装袋运送

到垃圾站深埋处理。如果对外来生物入侵失控，会

对生态环境造成灭顶之灾。

３．关于饲养宠物的几点思考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最近１０年来，每年有５５０００

人死于狂犬病。这些病例中有９５％发生在亚洲和
非洲，其中印度最多，占总数三分之一。中国以每年

约两千人的死亡数量位居第二，被咬伤概率为１％～
１０％，被咬死概率为１‰ ～５‰，被咬的死因主要是
成群流浪狗把人列为捕猎对象和狂犬病。仅在

２０２１年，中国就发生多起比较严重的宠物犬伤人的
事件，主要受害者多为少年儿童和老人。有些养犬

人口出狂言，自认为有钱有势，不怕赔偿，有些人还

自称自己的名犬比人命还值钱，等等，不一而足，形

成很难处理的刑事案件。我们要认识到，饲养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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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耗时耗资、污染环境且不能显示爱心的一件

事，不能过多提倡。①宠物不能在食物链中构成必
须的作用，百害而无一利。宠物的食物与人类相似，

与民争食。②宠物与人争空间，使人在行走时处处
提防动物的突然袭击。③宠物过度发展必然会带来
孕、产、养、病、葬等一系列相关事情的处理，并形成

产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造成一系列

不必要的开支。例如一个报道曾说的，一位６８岁的
老太太养育的宠物，每月需要花费８万元，这样做有
什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用这些钱资助贫困

学生能增加很多社会的正能量。④形成社会攀比之
风，以此炫富、比权势，污化社会风气。

郑州市于 ２００７年出台的《郑州市城市养犬管
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明确规定，个人携犬出户

应当“携带养犬证和犬只标识、犬只束犬链，并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牵领”。第七项规定，个人携犬

“不得进入火车站、汽车站、广场、公园、运动场馆、

游园、商场、饭店、露天餐饮夜市、影剧院、歌舞厅、浴

池等公共场所”。科学治理流浪猫、狗等宠物问题，

需要理智、高效、配合，才能收到效果。①教育广大
群众，认识到宠物伤人，玩宠物丧志。人类社会，以

人为本。养动物不等于有爱心，希特勒非常喜欢养

狗，他有爱心吗？所谓的“喜欢小动物有爱心”“经

常放生很善良”等等，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说法和

做法。②对于宠物（特别是狗类）圈养类别必须有
规定，要大大提高养宠物的门槛，严格执行持证圈

养。外出遛狗必须规定时间、路线和范围。外出遛

狗必须带好束犬链。③不能豢养大型、暴烈和进攻
性强的狗类，大多数豢养大型猎犬的都是比较富有、

具有一定影响和背景的人，他们财大气粗，关系网

硬，敢于专横跋扈、胡作非为。社会上已经形成宠物

代表人的身份，宠物彰显人的钱权势力，必须加以纠

正。④进一步提高收养宠物的门槛和费用，使一部
分确需的还要收养，例如导盲犬的推广和应用。我

们应该看到，虽然全国范围内已经脱贫，但是在中西

部地区还是有不少困难儿童，也许每年一二百元就

可以让他们重返课堂，用于救助中西部山区和有困

难的儿童则更有意义。

有关生物多样性、濒危动植物品种保护以及宠

物饲养的社会问题可以作为一个社会调查专题，由

同学们进行实地调研，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何适应社

会的需求，如何正确看待“生物多样性”“外来入侵

生物”“宠物热”等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垃圾分类问题应该引发深层次的探讨

早在１９７２年，德国就颁布了《废弃物处理法》，

并于１９８６年改名为《废弃物避免及处理法》，在其
中引入了垃圾分类、减量与回收利用。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日本广泛宣传垃圾分类回收政策，并强化实

施，例如琦玉市把垃圾分为２０多类，并规定出各类
垃圾的投放回收日，以上这些措施都收到明显的效

果。

垃圾在分类储存阶段属于公众的私有品，垃圾

经公众分类投放后成为公众所在小区或设区的区域

性准公共资源，垃圾分类搬运到垃圾集中点或转运

站后成为没有排除性的公共资源，需要国家集中谨

慎处置。从国内外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方法来看，大

致都是根据垃圾的成分、产生量，结合本地垃圾的资

源利用和处理方式来进行分类的。垃圾进行分类收

集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备，降低处理成本，

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具有社会、经济、生态等几方

面的效益。

从《环境保护概论》的第一版到第四版可以看

到垃圾分类与处理内容的变化过程，并均已经进行

了详尽的阐述。在２００３年的第一版中，只是说明用
简单的方法进行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处理的主要是

采取填埋和焚烧的方法。在当时条件下，由于选择

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发电厂的地址问题发生过多起纠

纷事件，造成社会一些不稳定性。２００４年修订的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首次明确论述了固体

垃圾分类处置的重要性，随后逐步颁布了一系列的

行政法规和部门的规章制度。２００７年的第二版是
国家环保主管部门开始对固体废物的防治给予足够

的关注，开始重视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问题，并且把

生活垃圾初步分为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和其他垃

圾三类。分类回收预示着分类后要充分利用，并且

提出固体废物污染处置的三大技术政策，即无害化

技术政策、减量化技术政策和资源化技术政策，这是

一个明显而巨大的进步。２０１５年的第三版延续了
前面两版的基本内容，没有其他大的变化。２０１９年
以来，各省和中心城市纷纷出台相关规定，把垃圾分

为四类进行规范化的回收处理。这个问题在第四版

的《环境保护概论》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包括其中

第六章的阅读材料）。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开始执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把城

市垃圾作为专门的《第四章》４３～５９条加以详细的
论述和规定，进一步提高了全民对于城市生活垃圾

回收利用的认识。当前，我国在垃圾回收利用过程

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１．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素质，让社会各界充
分认识到垃圾回收的重要性。不乱扔垃圾，并分类

·４０１·



收集，这个工作要从娃娃抓起，幼儿园到小学的初期

教育就必须强化。通过参观、实践和各种社会活动，

使他们从思想深处认识到垃圾分类回收的重要性并

从中获得各种知识，教育广大群众形成资源的多次

重复利用的观念，克服过度追求享乐、不切实际地贪

大媚洋。有些人不考虑自身的经济收入状况，追求

大排量的国外知名品牌豪华汽车，而且更新换代过

快。有些过分崇洋媚外，追求国外的奢侈用品，并且

不合自己需求时就随意丢弃。吸烟者几乎没有人把

烟盒及烟蒂投入专门存放处而潇洒地扬手一丢，造

成清洁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大，且路面到处都是烟头，

影响市容市貌。

２．在物流转运中，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应的政策，
加强研制出各类新型优质耐用包装产品，减少包装

用料，并且实施减量先行，并配合以资源化利用活

动。实践证明，减量化能够大量减少垃圾的产生量。

物流过程中可能使用到的材料主要有电子面单／快
递运单、编织袋、塑料袋、封套、包装箱（瓦楞纸箱）

泡沫箱及胶带等，其中塑料软包装材料是塑料包装

材料中的一个主力军。能在商店购买的物品，不要

网上购买、快递传送。过多使用快递和过度包装材

料，既增加了运输过程中交通运输工具的过度使用，

又造成交通的拥堵，浪费能源。同时外包装材料产

生过多的废品垃圾，影响环境卫生，给环卫工人增加

劳动强度。对于快递纸箱等外包装带来的浪费与污

染，回收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研发新型的包装材料、

减少过度包装才是更好的选择。要在物流商品品种

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不断探索，变换各种材质和形

态，以适应国家的环保政策，同时满足物流包装的需

求。我国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业等产

品产量整体保持增长，对塑料包装的质量要求进一

步提高。２０２０年，使用的可降解的绿色包装材料比
例已经达到５０％，基本淘汰了重金属等特殊物质超
标的包装物料，基本建成专门的快递包装物回收体

系。进一步加快推广使用中转箱、笼车等设备，使编

织袋和胶带使用量进一步减少，基本建立起一套快

递包装治理体系。

人们必需的蔬菜可以要求清洗整理干净后上

市，不让杂质参与流通。有计划添置家庭生活物资，

不过度消费，减少无计划购物，城市不需要的各种衣

被可以统一有偿收购，发往农村。有计划地组织和

鼓励办好社区物质交流跳蚤市场，互相交换物件。

学生之间组织物品交流大会，可以交流交换纸张、书

本（含教材）、参考资料、日常用品、健身器材、乐器

等。学生教材在版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廉价传递

给下一届使用，以减轻学生负担，同时为国家节约资

源。国家要制定标准，对于具有很好互换性的一些

设备，使物品物尽其用，多次使用，如充电器、外接电

源、变压器、转换器、耳机、耳塞、各种接头等，可以节

省很多原料和消费者的购买费用。

３．科学规划好各类垃圾分类的逻辑关系，实施
垃圾分类分步走，先易后难，先粗分，再精分。让群

众有一个适应过程。例如，逐步推行不同颜色垃圾

袋存放不同类型垃圾的工作，甚至在初期可以免费

发放各类不同的垃圾容纳袋。教育群众逐步认识不

同类型垃圾中的材质构成，以及可重复使用的可能

性及适用范围。例如用过的湿巾纤维可能已经受

损，存在二次污染风险，一般应归为其他垃圾，而不

能作为纸制品回收处理。上海市目前把回收垃圾简

单分为两大类［８］，厨余垃圾必须定点分装投放，以

便于后期发电或制造肥料。可回收垃圾由专人分类

分拣，回收利用。这样做有利于全面推广，并简单易

行。对于能够科学进行垃圾分类的居民要实行奖

励，可以奖励发放各种颜色的垃圾袋、收纳袋或者瓶

装矿泉水等。

４．充分发挥保洁人员、物质回收机构、城市拾荒
者的积极作用，让他们能够对垃圾的收集处置起到

应有的先锋作用。对于大量的可回收物（主要包括

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等五大类）进行先期

的回收，这些垃圾通过综合处理可以很好地回收利

用。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到３０亿个，方便面
餐碗５亿～６亿个，废塑料占生活垃圾的３％～７％，
１ｔ废塑料可回炼６００ｋｇ无铅汽油和柴油；每回收１ｔ
废纸可造好纸８００ｋｇ，节省木材３００ｋｇ；１ｔ易拉罐融
化后能凝结成１ｔ很好的铝块，其中９５％可以循环使
用，可少采２０ｔ铝矿；１ｔ碎玻璃可以重新制造出２５００
个酒瓶子；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食

品类废物，经生物技术进行堆肥处理，１ｔ可生产
０．６ｔ～０．７ｔ有机肥料。总之，生活垃圾中有３０％ ～
４０％可以回收利用，应该珍惜这个小本大利的资源。

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生态环境
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的通

知》［９］发布，《通知》提出，到２０２５年，塑料污染治理
机制运行更加有效，地方、部门和企业责任有效落

实，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利用、末端处置

全链条治理成效更加显著，白色污染得到有效遏制。

在源头减量方面，商品零售、电子商务、外卖、快递、

住宿等重点领域不合理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现象

大幅减少，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二次包装，可循环

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到１０００万个。在回收处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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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级及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基本建立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塑料废弃物收集转运

效率大幅提高；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８０·１０４ｔ／ｄ，塑料垃圾直接填埋量大幅减少；农膜回
收率达到８５％，全国地膜残留量实现零增长。在垃
圾清理方面，重点水域、重点旅游景区、农村地区的历

史遗留露天塑料垃圾基本清零。塑料垃圾向自然环

境泄漏现象得到有效控制。

有关快递转运过程中，产生垃圾的回收问题在

我国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专题，可以由同学们进行

实地调研（包括剖析自我），分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

性，以及不能有效治理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并提出有

效的治理方法，从而提高认识。

四、结束语

一本教材只有不断地进行总结、评价与修

改［５，１０］，不断地更新改版，才能使阅读者得到知识的

真谛，作为用作培养大学生的一本教材，更应该起到

应有的启迪作用。使阅读者能够从中认识到环境保

护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大国策，是世界各国都要引

起重视并加以实施的重要举措，只有这样才能使我

们整个地球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才能够真正

生活在美丽如画的优美环境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科学简洁的总结。

目前，我们国家还有诸如资源的科学开发利用，

新型的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新能源的不断发掘和

利用，新生态垃圾（如太空垃圾）的回收与处理等等

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学习研究探索，使这本书真正

与时俱进，成为广大群众与大学生的精神食粮。我

们会继续关注全球环境保护领域的各种新变化，及

时更新教材的内容，使之成为更科学更畅销的一部

优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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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球巡回赛对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影响及未来展望

龚希丹
（河南理工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焦作 ４５４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２８
基金项目：河南理工大学２０２１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自创 ＩＰ视角下中国网球巡回赛对我国传统网球赛事运

行模式影响的研究”（ＳＫＮＤ２０２１－２２）
作者简介：龚希丹（１９８７—），女，河南新乡人，硕士，河南理工大学体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逻辑分析法、ＳＷＯＴ分析法等，以中国网球巡回赛的举办
对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影响进行研究，基于高校网球文化建设层面，梳理中国网球巡回赛与高校网

球运动建设的文化属性，针对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不足，从高校网球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

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中国网球巡回赛与高校网球文化的契合取向提出未来展望，以期对高校网

球育人机制、管理模式、调动社会参与等提供借鉴，为我国高校网球运动的健康、稳定与持续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中国网球巡回赛；高校网球文化；自创Ｉ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９
中图分类号：Ｇ８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０７－０５

　　中国网球巡回赛是由中国网球协会主办，社会
力量参与，不分年龄段，打通专业与业余网球人群的

界限，面向各国家和地区开放的在全国２０多个城市
巡回举办，贯穿全年的巡回赛事。中国网球巡回赛

的举办势必影响高校的网球活动，对处举办城市的

高校影响尤为显著。高校是体育产业化过程中人才

的培养基地，网球项目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与时尚属

性，网球文化是人类社会大文化的一个下位概念，它

是世界各地域人群，通过从事网球活动过程，围绕本

体特征不断总结、创新、发展形成的各种有形与无形

的，物质与精神的、内容与形式方法的总称［１］。网

球文化在高校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运动

效能，对拓宽高校网球文化维度和提升高校网球文

化的层次有不可取代的意义。并在互联网背景下，

依托高校培养人才模式，在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发

展特征和特点，帮助高校探索出全新的网球人才培

养渠道。

一、中国网球巡回赛概况

中国网球巡回赛是中国网协监管，社会力量参

与举办的全国性赛事。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ＩＰ

赛事，中国网球巡回赛创立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尤其是
在受全球疫情影响，温网取消、法网改期等全球网球

氛围不景气的前提下，中国网球巡回赛于２０２０年开
赛，全年共比赛２６７７场，涉及１２个城市，参赛人数
高达２９７５人次。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中
央电视台青少年节目、腾讯体育等主流媒体共同打

造品牌赛事，有１０００家媒体参与服务比赛，是目前
国内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级别覆盖最广，品牌

价值最高的体育赛事。中国网球巡回赛突出全民参

与、用户体验及体育明星打造等形式，契合自创 ＩＰ
的特点和网球文化的普及。

二、中国网球巡回赛的特点

（一）融合网球创新实践，构建真正的全民赛事

适逢中国体育协会改革，中国网球巡回赛的运

营与传统赛事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网球巡回赛是

在中国网球协会的监管下，完全交给社会力量参与

与组织的一项全国性巡回赛事。中国目前为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网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全民运动才是体育更大的意义。健康体育事业的发

展离不开全民参与，而网球项目并非我国的奥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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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项目，对于中国运动员而言，众多国际职业网球赛

事参赛门槛高，全国性网球赛事又数量稀缺，中国网

球巡回赛以赛事为途径做到统筹、引领专业与业余

及高校网球团体，既与国际接轨，又具备中国特色、

开放包容的大型网球赛事平台。打通职业与业余之

间的壁垒，除专业运动员外，使更多的业余选手参与

进来，普及网球运动，实现全民参与网球，是世界网

球运动发展的大势所在，也是中国网球巡回赛的办

赛初衷。中国网球巡回赛根据技术等级，分为

ＣＴＡ１０００、ＣＴＡ８００、ＣＴＡ５００、ＣＴＡ２００四个级别，全面
吸引各个年龄层次，技术水平的爱好者参与，鼓励与

支持全民参与，整合国内职业、专业、大众网球赛事

资源，网球技术等级认证，丰富了国内网球赛事。

（二）依托国际网球先进经验，促进人才培养和

储备

中国虽然是网球运动普及大国，但是中国网球

基础薄弱，虽然国内举办的国际职业网球赛事众多，

尤其是男子专业运动员普遍排名较低，许多国内顶

尖男子球员依旧需要依靠外卡参赛，面临着参赛难

及缺乏比赛锻炼经验等问题，这也导致许多未能尽

早出成绩的网球运动员过早流失，中国网球巡回赛

四个级别赛事的设置，更多从专业向职业过渡的运

动员有了可以稳定参与的赛事，较高额度的奖金也

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缓解了运动员的经费压力。通过

赛事积累经验、发掘潜能，给网球生涯更多的可能

性，为想走职业道路的青少年选手提供一个更为流

畅的从业余到专业再到职业选手的晋升之路。这对

于中国网球发掘人才、留住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中国网球巡回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必将为普及网球运动在国

内的发展提高创造极为便利的条件，也为挖掘优秀

的后备人才提供了更多的捷径。

（三）创新赛事牌照运营，铸就中国网球原创顶

级ＩＰ赛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职业网球赛事落户中

国。为争夺赛事的承办权，主办城市需要斥巨资购

买国际网球组织的赛事牌照，合作到期后又要重新

购买，否则赛事取消，这对赛事品牌的运营、市场运

作、商业开发有较大的限制性。而中国网球巡回赛

打造自身原创ＩＰ，其承办城市不用付出举办国际赛
事的高昂代价。另外，以往的国际赛事主要集中在

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不利于全国网球事业

的普及，中国网球巡回赛作为一项全国性巡回赛，除

一线城市外，为国内其他城市带来了更多办赛选择，

拓宽中国网球版图，推动中国网球商业价值的进一

步发展。

中国网球协会在对外借鉴和学习之后，开始总

结和整理自己对于网球运动的经验和探索，并结合

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制定了与其相配套的中国网

球运动等级评定制度和中国国家网球排名积分系

统，并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强强联手，共同主办中国

网球顶级盛事，依托国家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传播

力，助力赛事商业影响力迈上更高的台阶。中国网

球正在开启一个全新时代，而中国网球巡回赛正站

在这个时代的前沿。中国网球巡回赛采用全新的网

球赛事体系，打通职业与业余通道，明确标准和参赛

方法，创立自主所有权与自主风格的赛事资产，整合

资源和激活社会参与能力，为拓展网球人才上升通

道，推动城市网球发展，建立网球地标，深度融合网

球产业链，如培训、教育、经济等，以网球为媒介的公

益项目，践行社会责任。

三、中国网球巡回赛对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影

响

（一）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优势

１．物质方面。高校网球运动开展的硬件资源较
完善，各项运动项目需要场地器材的物质保证，网球

也不例外，场地器材是高校网球运动开展的物质基

础，是网球文化在高校发展必要条件［２］。高校具备

利用自身经费及社会力量的参与，建设和维护网球

运动场馆良好态势。从网球场地的数量、类型和设

施条件优于其他部门，能够保证日常教学与训练。

网球运动在高校属于潜优势项目，中国网球巡回赛

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多的参赛机会及与专业选手交流

的机会，刺激高校网球竞技水平的提升、网球项目的

普及以及网球文化的建设。

２．制度方面。制度文化是观念形态的转化成为
硬软外壳的支撑，高校校园体育制度文化建设是高

校实施各项体育工作和进行体育文化宣传及交流的

重要的组织保证［３］。高校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及相

应的体育法规和政策规定，高校系统内每年也有体

育工作单位的综合考核、个人考核制度等，这些制度

保障了高校各部门之间有序、协调的发展。另外，高

校有相应的网球课程设置、制定了网球训练制度，设

立网球协会、体育部等学生社团，具备有组织的参与

进中国网球巡回赛的竞赛活动和赛事组织的能力，

充分发挥大学生体育协会和俱乐部的部门的功能，

同时组织体育专题讲座，举办各种网球技能、裁判培

训班，开放体育电视录像，欣赏网球比赛等，丰富高

校网球活动教育形式的同时，还能有效提高高校网

球文化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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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精神方面。网球运动的文化属性优势突出，
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赞誉。高校开展网球运动及竞

技类比赛得到社会、高校、学生群体的广泛认同。当

代大学生是高级知识分子，思想活跃，积极勇于探索

新鲜事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能真正理解网球文

化的精神价值，在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赋予了重要

责任与使命，成为大众网球文化传播的主体［４］。高

校学生的德智水平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对网球运动

的认识程度高，在学习网球技战术、对网球文化的解

读、赛事的运作等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网球

巡回赛从赛事的运作、策划、营销及宣传方面要求大

量的专业人员参与，高校可以有针对性培植学生成

为网球事业发展的后备力量。

（二）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劣势

１．物质方面，训练经费不足。高校网球水平的
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管理，校级比赛奖金较低，多数高

校采用自负盈亏的模式，部分高校借鉴国外高水平

运动队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向社会、企业寻求经

济支持，多元化经济投入，将利益最大化，突出共赢

理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为高校建队模式注入了

新的生机与活力［５］。这样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相比较而言，知名高校与地理优势突出的省份有

其优越性，而竞技水平相对较弱的普通高校或发展

较为缓慢的省份在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方面难度较

大，难以在比赛成绩与社会影响力方面达成共赢，发

挥不出体育赛事的社会性功能，从而阻滞高校网球

运动的发展。中国网球巡回赛共设立２０余站，从地
理位置上看，举办城市偏南方较多，这就造成区域化

差异，南方的高校参赛机会较多，尤其是举办城市与

相邻城市的高校，而距离举办城市较远的高校参赛

成本较高，由于高校网球赛事的社会力量参与较少，

品牌赞助，尤其是网球项目非优势项目的高校，训练

及参赛经费难以充分保障，势必影响高校网球文化

的建设与发展。

２．制度方面，参赛机制不完善。相比较专业运
动员的训练与参赛制度，高校学生多以学业为主，学

生训练与参赛机会少，高校间的网球交流的机会较

少，高校学生能参加的比赛多是以全国大学生锦标

赛为风向标的省、市（州）内的锦标赛以及赛区间的

分站赛，受参赛名额和资金的限制，高校学生参赛机

会微乎其微，且参加锦标赛的高校多注重比赛成绩

而忽视了运动员的长远发展与运动潜力挖掘。另

外，对高校原有的奖励和资助制度冲击较大，传统的

校际比赛多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参赛，由学校包揽运

动员与比赛相关的各类费用，中国网球巡回赛属于

单项比赛，根据比赛水平由低到高设立了４个级别，
即ＣＴＡ２００、ＣＴＡ５００、ＣＴＡ８００和ＣＴＡ１０００，每个级别
的比赛都设立了分站赛和总决赛，总奖金高达１４４０
万元，远远高于校际比赛和业余比赛的奖金，对高校

原有的参赛制度、奖励和资助制度造成巨大的冲击。

３．精神方面，文化宣传目的不一致。高校网球
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校园体育文

化以其特有的文化氛围于有形与无形中影响着广大

师生。学校组建网球队希望通过培养优秀竞技人才

来提升本校竞技水平和学校知名度，教练员希望留

住好苗子来提升自身地位和展现个人执教能力，学

生运动员本身更是希望竞技水平来完成学业要求，

更好地择业［６］。总而言之，高校网球运动功利性太

强，对于投入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建设期望值并不高。

网球文化的育人价值在高校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许多网球教师反映，网球课程实施中普遍存在重网

球技术教学、轻网球文化教育的现象，既未能充分发

挥网球文化在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质、完美人格和精

神气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又未能有效依托网球文

化提高学生的审美品位，培养他们发现美、欣赏美和

创造美的能力［７］。文化一旦失去传承，势必将影响

校园网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四、中国网球巡回赛与高校网球文化的协同发

展

中国网球巡回赛是中国网球协会推出的，由政

府主导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ＩＰ赛事，随着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深入完善，我国网球运动朝向产业化、社

会化的推进，从赛事筹划、调研、运行及后期的评估

都需要大量高质量的人才，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

鼓励与引导高校学生参与网球赛事活动，实现校园

领域的“全民健身”计划，也体现了中国网球巡回赛

与高校教育理念的契合，烘托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中国网球巡回赛是与高校学生有直接关系的国内最

大规模的巡回赛事，除了可以为高校学生提供参赛

机会外，还可以提供实践、工作的机会。随着中国网

球事业的规模化、特征化，中国网球巡回赛除了不限

制参赛名额，不设参赛门槛外，还是向国际网联

（ＩＴＦ）报备运动员积分的唯一有效途径，为高校网
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文化具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效果，高校学生

以运动员或工作人员身份参与到中国网球巡回赛

中，将高校文化渗透到网球赛事中，使专业运动员近

距离感受高校文化的氛围，对专业运动员、教练员甚

至管理部门都是一种文化上的冲击，同时，高校学生

感受运动员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对其身心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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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具有积极意义，做到高校文化与竞技体育文化

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诉求及

健身意识的提升，使我国全民体育事业面临新的挑

战和机遇。中国网球巡回赛的开展必将提升人们对

网球项目的认知度及提升业余网球的竞技水平。高

校则可以由体育市场发展趋势为导向，培养适应体

育市场经济的专门人才为出发点，进行课程开设与

制定。高校学生则可以选择赛事开发与运营、体育

品牌的打造及社会体育指导等顺应市场需求的相关

职业，也可以为网球事业的发展提供高专门的高素

质、高水平的人才保障。另外，也可以为专业运动员

退役后提供就业市场，实现人才的保留与开发。

合理运用社会和企业的资金，利于高校校园体

育文化建设，相比较高校间的锦标赛，中国网球巡回

赛有主流媒体和ＡＰＰ转播，在宣传途径多元化的环
境下，高校学生参加中国网球巡回赛可以为资助企

业和单位提供宣传效应及商机，高校与社会力量达

成共赢，从而调动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推动高校网

球文化的建设。另外，大学生已具备品牌意识与消

费能力，企业品牌效应影响也会随着学生的成长带

来长期利益。

五、中国网球巡回赛与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未

来展望

现阶段网球赛事在我国发展火热，在政府引导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背景下，中国网球巡回赛的开

展，势必对我国赛事运行模式、规章制度、政策方针

的优化带来积极影响，成为体育赛事的社会功能、教

育功能及文化功能最大化的发展动力，对高校网球

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有积极影响。

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网球巡回赛的举办，势必协

调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营造良好的物质文化氛围，较

高竞技水平是取得成绩的保证，在丰富的物质保障

下，组建与发展高水平网球队，以寻求竞技网球运动

在高校发展道路上既可以增加运动群体基础，又可

以适度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体育人才，此种模式可谓

利大于弊。利用中国网球巡回赛的主流媒体与ＡＰＰ
转播，对参与的社会力量进行宣传，营造商机，从而

引进更多优质社会力量的参与，在资金保障的基础

上，高校通过对教练员业务水平的提升，场地训练体

系的完善，学生网球竞技水平的提高，鼓励学生多参

加比赛，清晰投入与产出的分化，便于高校网球运动

的可持续发展。参照中国网球巡回赛的等级制度将

高校网球赛制、级别、目标合理定位，从而健全高校

网球运动发展及赛事管理机制，推进高校网球文化

建设，将网球文化的社会功能最优化。

制度文化方面，中国网球巡回赛的自主ＩＰ的特
点，将对高校网球健全网球文化与育人体系有积极

的影响。高校网球文化氛围影响大学生的网球行

为，通过参加中国网球巡回赛提高大学生的网球认

知水平，对体育赛事的全面理解，利用网球赛事运

行、素质培训、志愿者服务等形式激励和引导更多大

学生参与网球运动，为高校学生提供实践、就业机

会。学校方面则以顺应体育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为出

发点，从课程开设、培养方案修订、学生实践与管理

方面入手，制定相应的育人和管理制度，营造良好的

体育文化氛围，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淡化学生的

就业危机，从而将高校育人功能与社会服务效能融

合发展。

精神文化方面，任何对于体育文化的研究，如果

不首先考虑其对于人类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实际

效果，必然会陷入形而上的误区［８］。中国网球巡回

赛利用社会力量的大量参与，主流媒体的宣传，大大

提升了体育赛事的透明化，然而公平正义和规则至

上是竞技运动的灵魂所在，将公平正义和尊重规则

的理念植入到学生的意识中。不仅仅将中国网球巡

回赛看作是一项赛事，更应当作为一种教育形式、生

活方式和精神载体。通过参与中国网球巡回赛，培

养学生积极进取，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和蓬勃向上的

人生观，改变高校学生的认知，用网球精神文化约束

自己的行为，以培养高境界的网球运动人才为目的，

重点打造参与者的思想文化机制内涵，最大限度地

发挥网球文化的导向凝聚功能、整合创新功能，全面

提升人才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使高校在强劲而

深厚的文化动力中获得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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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人类对各种抗生素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各大制药公司研制生产的抗生素通过废
水、食物和生物富集等途径流入环境中，长此以往会给环境带来不良影响，进而影响人类的身体健

康。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简称为 ＭＯＦｓ材料，该类材料的优势是比表面积较大，合成条件温和，污染
小，质量轻，因而被应用到各个领域。分析了常见抗生素及其去除方法，综述了 ＭＯＦｓ化合物以及
ＭＯＦｓ复合材料对抗生素的吸附研究进展，提出了功能性 ＭＯＦｓ材料在高效吸附水体中抗生素的应
用方面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展望。

关键词：金属－有机框架材料；高效吸附；抗生素；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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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ＴＱ４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１２－０５

　　随着科学技术的繁荣，抗生素作为一种生物体
内的次级代谢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日

常生活中残留的抗生素会随着废水的处理排放和食

物链被富集到环境中，最终进入到人体内并长期留

存，对肝功能、肾功能和血液系统均能产生一系列严

重的不良影响，有时甚至会危及人类的生命。我国

每年抗生素的使用量远远超过国际上的平均水平，

常见的抗生素有氧氟沙星和青霉素等。在我国土壤

和河流中采样进行抗生素检测，发现能检测到的抗

生素含量逐年升高。因此，急需开发一类去除残留

抗生素的材料。

１　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
１．１　结构特点

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是一种具有分子内空隙的有

机－无机杂化的材料［１］，简称ＭＯＦｓ（Ｍｅ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材料，由金属中心配位金属的阳离子或
有机离子簇和有机配体组装聚合反应而构成，是一

种具有周期性的晶态的多孔材料［２］。金属有机框

架材料有以下特点：

（１）孔结构可控。模块特征可以实现拓扑结构
和功能位点的合理设计和剪裁，多元的合成可能会

得到拓扑结构相同但功能不同的晶体材料，其孔隙

率高、结构可设计调控，结构功能具有多样性［３］。

（２）比表面积大。恰当地改变金属和有机配体
的类别、金属和有机配体的配位方式以及有机配体

的长度等，可以有效增大其比表面积。

（３）材料结构和应用功能多种多样。由于构成
ＭＯＦｓ的金属离子和有机配体种类繁多，可以通过
改变金属化学离子与有机配体的结构种类及化学配

位关系形式、有机配体的配位长度及结构修饰、合成

材料条件及应用方法等，使构成的 ＭＯＦｓ合成材料
的化学结构多种多样，从而具有不同的应用功能。

（４）具有空缺的金属位点。在制备 ＭＯＦｓ的过
程中，由于水、乙醇、ＤＭＦ等溶剂的引入，金属离子
未完全与有机配体配位，溶剂小分子会参与配位。

通过加热、超声等技术手段可以去除金属溶剂中的

小分子，形成空缺的金属位点，可应用于与溶剂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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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料相结合，从而大大提高材料的吸附效果。

１．２　吸附性能
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ＭＯＦｓ材料具备良好的

吸附性能。该类材料具有以下优势：（１）具有较大
的比表面积和容易调控的孔尺寸，可容纳大量的小

分子，具有较高的吸附分子能力；（２）组成结构成分
（其中包括无机晶体构建连接模块和有机构建连接

物）直观可调，可将各种有机官能基基团直接引入

一个ＭＯＦｓ的整体框架结构中；（３）ＭＯＦｓ的结晶性
不仅有利于框架结构的直观表征，而且可以显示更

好的结构重复性和吸附结构行为。通过不断改变有

机配体和复合金属有机离子的结构种类以及与其配

比方式，迅速获得理想的复合金属有机配体框架结

构材料。ＭＯＦｓ内部为金属骨架构建，金属离子和
有机配体之间不同的配位方式决定着其内部孔隙的

不同，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吸附能力［４］和催化能

力［５］，具有极高的研究应用价值。因此，ＭＯＦｓ材料
作为当前研究热门的新型有机化学材料，以其特殊

的多孔结构在抗生素吸附运载方面具有较大的发展

潜力。

２　水体中的抗生素
２．１　常见抗生素的分类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抗生素有四环素类、喹诺酮

类和β－内酰胺类等。四环素类抗生素［６］是一类广

谱抗生素，具有十二氢化并四苯结构，不易溶于水和

酸碱两性物质。喹诺酮类抗生素［７］是人工合成的

抗菌类药物，基本结构单元为６－氟－４－喹诺酮 －
３－羧酸，常见的喹诺酮类抗生素有氧氟沙星、诺氟
沙星和洛美沙星等。β－内酰胺类抗生素［８］的结构

中都具有一个四元环的 β－内酰胺环，包含头孢菌
素类、青霉素类和其他的 β－内酰胺类抗生素。氨
基苷类抗生素［９］也是一类水溶性较好的碱性抗生

素，含有两个或多个氨基糖，包括天然氨基苷类（链

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等）和半人工合成氨基苷

类（阿米卡星、奈替米星）。磺胺类抗生素是一类合

成抗生素，属于两性化合物。部分抗生素化学结构

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部分抗生素的化学结构式

２．２　水体中的抗生素简介
水体中抗生素来源主要有：工业废水、人类生活

用水及兽类残留的抗生素。抗生素制备过程中会产

生含有多种难以降解的生物毒性物质，它们能够抑

制废水生化处理中微生物的生长。ＬＵＯ等［１０］检测

到土壤中四环素类抗生素含量在１９～１４４ｇ·ｋｇ－１。
在淡水养殖业中使用的能够促进水产养殖的抗生

素，如果添加过量就会残留在水体中，导致水生生物

疾病，从而使水产品质量下降，最终影响人类健康。

有人检测了英国污水处理厂的排出水，发现甲氧苄啶

含量为０．２７μｇ·Ｌ－１，红霉素含量为０．１８μｇ·Ｌ－１，
磺胺甲恶唑含量为０．０５μｇ·Ｌ－１。
２．３　水体中残留抗生素的去除方法

据文献调研，目前能检测出的水中抗生素浓度

一般在纳克和微克之间，比较有效地去除抗生素的

两种方法是物理吸附法和化学降解法。物理吸附法

的优势是方便快捷、经济有效，目前关于抗生素的物

理吸附法的研究，报道较多的是用多孔材料，如水凝

胶、活性炭和一些高分子聚合材料等［１１－１４］，然而具

有不同孔道尺寸、孔隙率和活性官能团的多孔材料，

其吸附效率差别很大。因此，寻找对抗生素具有较

高吸附性能的多孔吸附材料是当前研究热点。化学

降解法包括化学氧化、生物降解和光降解等，由于其

操作方法复杂，不如物理吸附常用。

３　ＭＯＦｓ应用于水体中的抗生素研究进展
ＯＬＡＷＡＬＥ等［４］选用谷氨酸和 Ｃｕ２＋制得了

［Ｃｕ（Ｇｌｕ）２（Ｈ２Ｏ）］·Ｈ２ＯＭＯＦ材料，晶体结构为
正交晶型，铜离子采取的是八面体的配位构型，包括

来自谷氨酸的４个氧原子和来自谷氨酸胺的１个
氮，其ＭＯＦ框架图如图２。ＳＥＭ结果表明，该化合
物具有吸附多孔性。研究该 ＭＯＦ对抗生素环丙沙
星（结构如图３）水溶性药物的吸附性能，结果表明，
该ＭＯＦ材料在ｐＨ４．０的水溶液中对环丙沙星药物
的吸附量为６１．３５ｍｇ·ｇ－１。ＬＩ等［５］发现，由ＺＩＦ－
８结构衍生的含纳米多孔碳能够有效去除环丙沙
星，吸附量高，可达４１６．７ｍｇ·ｇ－１，可见ＭＯＦｓ材料
衍生出的纳米多孔碳很有可能成为去除水体中抗生

素的高效吸附剂。

·３１１·



图２　［Ｃｕ（Ｇｌｕ）２（Ｈ２Ｏ）］·Ｈ２Ｏ的三维框架图

图３　抗生素环丙沙星的结构图

　　ＣＨＥＮ等［１５］研究了 ＵｉＯ－６６对盐酸四环素
（ＴＣ）和卡马西平（ＣＢＺ）的吸附性能。研究结果显
示，该ＭＯＦｓ材料对这两种抗生素的吸附方式不同，
对ＣＢＺ主要为物理吸附，而对 ＴＣ主要为化学吸附。
两种吸附过程具有不同的吸附位点，具体的吸附位

点见图４。

图４　ＵｉＯ－６６吸附卡马西平（ＣＢＺ）和盐酸四环素（ＴＣ）吸附机理示意图

　　梁春红［１６］将 ＺＩＦ－６７进行碳化，制备出 Ｃｏ－
ＮＰＣ材料，合成过程如图 ５所示。该研究探究了
Ｃｏ－ＮＰＣ材料对水溶液中抗生素弗诺沙星（ＮＯＲ）
的吸附性能，发现３０℃时Ｃｏ－ＮＰＣ对ＮＯＲ的吸附
量为４１４．８ｍｇ·ｇ－１，且该 ＭＯＦ材料的循环性能良

好。该研究还探究了Ｃｏ－ＮＰＣ材料对 ＮＯＲ的其他
初始浓度的吸附性能的影响。如图６所示，当起始
ＮＯＲ浓度低于 ８０ｍｇ·Ｌ－１时，吸附量与 ＮＯＲ浓度
呈正比例关系；当起始 ＮＯＲ浓度大于８０ｍｇ·Ｌ－１

时，继续增加初始ＮＯＲ的浓度，吸附量没有明显变化。

图５　Ｃｏ－ＮＰＣ材料合成示意图

　　与传统的实心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相比，近些年
研究较多的多壳层ＭＯＦｓ材料更利于客体分子的吸
附和储存。张浩等［１７］通过对４种不同的多壳层空
心ＭＯＦｓ材料的研究，得到了不同壳层的材料对土

霉素和四环素的吸附能力的测定值，且经４次测定
后晶体仍拥有良好的结构特征（见图７和图８）。由
图９可知，３层空心ＭＩＬ－１０１对抗生素的吸附效果
最好，是实心材料吸附效率的３倍。

·４１１·



图６　Ｃｏ－ＮＰＣ材料在不同时间对不同浓度ＮＯＲ的吸附量关系图（ａ），

Ｃｏ－ＮＰＣ材料在不同温度下对不同初始浓度ＮＯＲ的吸附量关系图（ｂ）

图７　空心ＭＯＦｓ－１材料刻蚀机理图

　　　　

图８　多壳层空心ＭＯＦｓ材料吸附水体中抗生素示意图

图９　水体中土霉素（ａ）和四环素（ｄ）的ＵＶ－Ｖｉｓ标准曲线，不同壳层空心ＭＩＬ－１０１的

吸附前后ＵＶ－Ｖｉｓ光谱图（ｂ）（ｅ）和吸附量图（ｃ）（ｆ）

４　研究展望
ＭＯＦｓ材料以其特殊的多孔结构在抗生素吸附

方面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由于水体中的抗生素难

富集检测，ＭＯＦｓ材料应用于对水体中抗生素的吸
附仍存在较大局限性。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可以对特

定抗生素进行定向制备 ＭＯＦｓ吸附材料，不断探索
提高ＭＯＦｓ材料对水体中抗生素的吸附效率，为保
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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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ＭＯＦｓａｎｄＭＯＦ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Ｆｓｉｎ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ｉｅｓ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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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发安全的类赤霉素分子，用分子对接的方法分析甜菊醇、异甜菊醇与赤霉素受体
ＧＩＤ１作用分子机制，阐明其结合自由能和相互作用关系，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通过检
索文献确定赤霉素受体为ＧＩＤ１蛋白，以ＧＡ３为对照物，利用ＡｕｔｏＤｏｃｋｖｉｎａ软件进行分子对接。结
果表明，ＧＡ３、甜菊醇、异甜菊醇与 ＧＩＤ１蛋白的结合自由能分别为 －１１．１０ｋｃａｌ／ｍｏｌ，－１０．８１ｋｃａｌ／
ｍｏｌ，－１１．２６ｋｃａｌ／ｍｏｌ，说明甜菊醇和异甜菊醇两种小分子都能与赤霉素受体ＧＩＤ１蛋白形成稳定结
合，且异甜菊醇的作用效果强于赤霉素Ｇ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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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霉素（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ｓ，ＧＡｓ）是双萜类植物激素，
是植物生长过程中必需的生长激素之一［１－２］，对植

物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整个生长过程都担负着重

要作用［３］。１９３８年，日本植物学家薮田首次发现赤
霉素，至今已经分离确定了１３０多种，其中赤霉素
ＧＡ３因其分布最广、活性最强，成为研究热点

［４］。

随着“有机农业”的到来，人们对健康越来越关

注。根据发酵工业网报道，全球赤霉素产量２０１６年
达到４８０．９吨，年平均增长率为４．６２％［５］。人工合

成赤霉素在工农业生产中被大量使用，所产生的安

全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ＥＬ－ＭＯＦＴＹ
等［６］研究发现，赤霉素对小鼠肿瘤诱发率为 １８％
（雄）和３６％（雌），饲喂１４个月小鼠肺中发现支气
管肉芽肿；许春爽［７］研究显示，赤霉素暴露可增加

精子凋亡。因此，开发安全、对人类健康无任何毒副

作用的赤霉素替代物成为重要的课题［８］。

甜菊醇、异甜菊醇来自甜菊糖（ｓｔｅｖｉｏｓｉｄｅ）的双
萜贝壳杉烯母环。由于甜菊糖高甜、低热，安全性

好，被称为世界第三种天然糖源［９］，ＦＤＡ等批准其
作为饮食补充剂使用。甜菊糖（Ｓｔｅｖｉｏｓｉｄｅ）经酶解

或使用高碘酸钠和大量强碱处理可以得到甜菊醇

（ｓｔｅｖｉｏｌ），甜菊醇在酸性条件下发生 ｗａｇｎｅｒ－ｍｅｅｒ
ｗｅｉｎ分子重排，生成异甜菊醇（ｉｓｏｓｔｅｖｉｏｌ），异甜菊醇
也可以由甜菊糖经稀硫酸直接水解得到。甜菊醇与

异甜菊醇互为同分异构体［１０］，分子式为 Ｃ２０Ｈ３０Ｏ３。

ＯＧＯＲＯＤＮＯＶＡ等［１１］发现甜菊醇、异甜菊醇可以刺

激小麦生长，增强低温抗性；张亮等［１２］研究发现，经

异甜菊醇浸种处理的油菜种子发芽率、幼苗根长、叶

绿素含量等明显提高；刘秀芳等［１３］指出，甜菊醇、异

甜菊醇促进水稻种子发芽活性优于赤霉素作用，但

是没有对刺激生长信号机理进一步探讨。随着计算

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研究配体 －受体构效关系的建
模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植物生理学、食品营养、制药等

方面［１４］。近二十年来对ＧＡｓ作用机制的研究，揭示
了ＧＡｓ信号转导机制依赖于 ＧＩＤ１蛋白的配体结
合，进而发挥作用［１５－１７］。因此，本研究采用分子对

接技术，以ＧＡｓ受体蛋白ＧＩＤ１为靶点，以ＧＡ３为对
照物，分析甜菊醇、异甜菊醇对赤霉素结合受体

ＧＩＤ１蛋白［１８－２０］相互作用模式和机理，探讨对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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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由能与活性相关性，为进一步开发赤霉素的安

全替代物提供理论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ＡｕｔｏＤｏｃｋＶｉｎａ分子对接软件［２１］；ＡｕｔｏＤｏｃｋ
Ｔｏｏｌｓ１．５．６蛋白对接软件，从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
所官网（ｈｔｔｐ：／／ａｕｔｏｄｏｃｋ．ｓｃｒｉｐｐｓ．ｅｄｕ）下载；ＰｙＭｏｌ

视图处理软件；ＬｉｇＰｌｏｔ疏水性分析软件。
１．１．１　小分子配体准备

从 ｚｉｎｃ小分子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ｚｉｎｃ．ｄｏｃｋｉｎｇ．
ｏｒｇ／）中搜索赤霉素 ＧＡ３（ＺＩＮＣ３８６０４６７）、甜菊醇
（ＺＩＮＣ６４９１２７２）和异甜菊醇（ＺＩＮＣ４０４４７４３）分子３Ｄ
结构（见图１），保存为ｍｏｌ２格式文件。

图１　（ａ）赤霉素ＧＡ３，（ｂ）甜菊醇和（ｃ）异甜菊醇分子结构

１．１．２　受体蛋白准备
从ＰＤＢ数据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ｃｓｂ．ｏｒｇ／）下载赤

霉素受体 ＧＩＤ１蛋白晶体结构，保存为 ＰＤＢ格式。
ＧＩＤ１蛋白有 ３５１个氨基酸，来自于模式植物拟南
芥。ＧＩＤ１受体蛋白三维结构见图２。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配体预处理

对赤霉素ＧＡ３、甜菊醇和异甜菊醇小分子进行
质子化、计算电荷等处理，并检测出小分子可旋转键

（见图３）。 图２　ＧＩＤ１三维结构

图３　（ａ）赤霉素ＧＡ３，（ｂ）甜菊醇和（ｃ）异甜菊醇小分子可旋转键

１．２．２　受体预处理
用ＡｕｔｏＤｏｃｋＴｏｏｌｓ软件在ＰＭＶ导入ＧＩＤ１受体

蛋白，打开ＧＩＤ１分子，确认其加氢、电荷计算、质子
化状态，进行可旋转键的搜寻与定义，并保存为 ｐｄ
ｂｑｔ文件。
１．３　对接

根据赤霉素与ＧＩＤ１结合位点，设置对接参数：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Ｄ：＼ＡｕｔｏＤｏｃｋ＼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ｄｂｑｔ（受体蛋

白文件位置）－＞ｌｉｇａｎｄ＝Ｄ：＼ＡｕｔｏＤｏｃｋ＼ｌｉｇａｎｄ．
ｐｄｂｑｔ（赤霉素分子文件位置）－＞ｏｕｔ＝ａｌｌ．ｐｄｂｑｔ
（输出格式为ｐｄｂｑｔ）－＞ｃｅｎｔｅｒ＿ｘ＝５２．８５５ｃｅｎｔｅｒ＿
ｙ＝５８．６１６ｃｅｎｔｅｒ＿ｚ＝３９．５７１（设置对接中心坐

标）－＞ｓｉｚｅ＿ｘ＝２０ｓｉｚｅ＿ｙ＝２０ｓｉｚｅ＿ｚ＝２０（设置
对接区域）－＞ｅｎｅｒｇｙ＿ｒａｎｇｅ＝４（运算结果最大结
合能之差）－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１５（运算精
度）－＞ｎｕｍ＿ｍｏｄｅｓ＝１０（显示结果数），保存为
ｃｏｎｆｉｇ．ｔｘｔ，之后运用程序语（“Ｄ：＼ＡｕｔｏＤｏｃｋ＼ＧＩＤ１＼
ｖｉｎａ．ｅｘ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ｄｂｑｔ－－ｌｉｇａｎｄｌｉｇ
ａｎｄ．ｐｄｂｑｔ－－ｃｏｎｆｉｇｃｏｎｆｉｇ．ｔｘｔ－－ｌｏｇｌｏｇ．ｔｘｔ－－
ｏｕｔｏｕｔ．ｐｄｂｑｔ）进行对接。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对照物ＧＡ３与ＧＩＤ１配体蛋白的对接验证

利用分子对接软件 ＡｕｔｏＤｏｃｋＶｉｎａ构建对照物
ＧＡ３与ＧＩＤ１酶的对接模型，确定并验证该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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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图４展示了对照物ＧＡ３与ＧＩＤ１酶的对接 模式和氢键相互作用。

（Ａ１）ＧＡ３与ＧＩＤ１蛋白结合区，（Ａ２）ＧＡ３与ＧＩＤ１蛋白口袋 ，（Ａ３）ＧＡ３与ＧＩＤ１蛋白相互作用

图４　ＧＡ３与ＧＩＤ１的分子对接效果图

　　对照物 ＧＡ３与 ＧＩＤ１的分子对接用 ＡｕｔｏＤｏｃｋ
分子对接软件，对接结合能最小为 －１１．１０ｋｃａｌ／
ｍｏｌ，其均方根偏差 ｒｅｆＲＭＳ值为１．３６，一般 ｒｅｆＲＭＳ
值小于２就可认为小分子与蛋白质受体是有效对
接［２２］。由图４可见，对照物 ＧＡ３与 ＧＩＤ１酶能很好
地结合，说明参数设置合适。把对接结果用可视化

软件ＰｙＭｏｌ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配体作用位点具体
为：ＩＬＥ２－４，ＰＨＥ－２７，ＬＹＳ－２８，ＴＹＲ－３１，ＡＲＧ－
３５，ＧＬＹ－１１４，ＧＬＹ－１１５，ＳＥＲ－１１６，ＩＬＥ－１２６，
ＴＹＲ－１２７，ＡＳＰ－１９０，ＳＥＲ－１９１，ＰＨＥ－２３８，ＶＡＬ－
２３９，ＴＨＲ－２４０，ＡＳＰ－２４３，ＡＲＧ－２４４，ＴＹＲ－２４７，
ＶＡＬ－３１９，ＧＬＹ－３２０，ＴＹＲ－３２２和 ＬＥＵ－３２３，其
中与ＳＥＲ－１１６，ＴＹＲ－１２７，ＳＥＲ－１９１和ＰＨＥ－２３８
作用位点形成氢键作用。由此可见，对照物 ＧＡ３与
ＧＩＤ１的主要作用力是范德华力和氢键作用。
２．２　甜菊醇、异甜菊醇与ＧＩＤ１配体蛋白的对接结果

为了进一步确定甜菊醇、异甜菊醇与ＧＩＤ１蛋白
受体的结合情况，分析甜菊醇、异甜菊醇与ＧＩＤ１蛋白
配体结合的本质，分别进行分子对接分析。经

ＡｕｔｏＤｏｃｋＶｉｎａ运算分析，采用半柔性对接方法，选择结
合自由能最低的构象进行后续分析，得到甜菊醇、异甜

菊醇与ＧＩＤ１蛋白受体的最佳复合结果。
图５为甜菊醇与 ＧＩＤ１蛋白受体对接结果，表

明其结合位点的位置。Ｂ１可看到结合位点区域，Ｂ２
半透明区域表明甜菊醇进入 ＧＩＤ１蛋白受体内部活
性口袋，Ｂ３表示甜菊醇与 ＧＩＤ１蛋白受体残基的相
互作用。由图 ５甜菊醇与 ＧＩＤ１蛋白受体对接结
果，发现蛋白活性中心点氨基酸残基中，ＩＬＥ－２４，
ＰＨＥ－２７，ＰＨＥ－２８，ＴＹＲ－３１，ＡＲＧ－３５，ＧＬＹ－
１１４，ＧＬＹ－１１５，ＳＥＲ－１１６，ＴＹＲ－１２７，ＳＥＲ－１９１，
ＰＨＥ－２３８，ＶＡＬ－２３９，ＴＨＲ－２４０，ＡＳＰ－２４３，
ＡＲＧ－２４４，ＴＹＲ－２４７，ＶＡＬ－３１９，ＧＬＹ－３２０，
ＴＹＲ－３２２和 ＬＥＵ－３２３氨基酸残基最容易与甜菊
醇配体相互作用，其中与蛋白受体 ＰＨＥ－２３８形成
氢键。这些位于ＧＩＤ１蛋白受体的功能域内氨基酸
均与甜菊醇相互作用形成氢键、范德华力等作用力，

对接结合能最小为 －１０．８１ｋｃａｌ／ｍｏｌ，对于 ＧＩＤ１蛋
白受体的抑制活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Ｂ１）Ｓｔｅｖｉｏｌ与ＧＩＤ１蛋白结合区，（Ｂ２）Ｓｔｅｖｉｏｌ与ＧＩＤ１蛋白口袋，（Ｂ３）Ｓｔｅｖｉｏｌ与ＧＩＤ１蛋白相互作用

图５　甜菊醇与ＧＩＤ１的分子对接效果图

　　由图６异甜菊醇与 ＧＩＤ１蛋白受体对接效果图
发现，异甜菊醇能与 ＧＩＤ１蛋白受体结合，并可以进
入ＧＩＤ１蛋白受体蛋白内部，与溶剂等形成活性包
裹口袋，能与ＧＩＤ１蛋白受体氨基酸形成氢键。图６
中Ｃ２表明异甜菊醇与 ＧＩＤ１蛋白受体活性中心点

ＩＬＥ－２４，ＰＨＥ－２７，ＬＹＳ－２８，ＴＹＲ－３１，ＡＲＧ－３５，
ＧＬＹ－１１４，ＧＬＹ－１１５，ＳＥＲ－１１６，ＴＹＲ－１２７，ＳＥＲ－
１９１，ＰＨＥ－２３８，ＶＡＬ－２３９，ＴＨＲ－２４０，ＡＳＰ－２４３，
ＡＲＧ－２４４，ＴＹＲ－２４７，ＶＡＬ－３１９，ＧＬＹ－３２０，ＴＹＲ－
３２２和ＬＥＵ－３２３氨基酸残基相互作用，其中与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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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ＡＲＧ－３５，ＧＬＹ－１１５，ＴＹＲ－１２７和ＳＥＲ－１９１
形成氢键，这些氨基酸残基均与异甜菊醇相互作用，

形成氢键、范德华力等作用力，对接结合能最小为

－１１．２６ｋｃａｌ／ｍｏｌ。在分子对接中，配体构象的结合

自由能越低，构象越稳定，与蛋白质受体结合的亲和

力就越强，对蛋白质受体可能具有的抑制活性越

强［２３］。说明异甜菊醇对ＧＩＤ１蛋白的活性抑制超过
了ＧＡ３的活性，与刘秀芳等

［１３］研究结果一致。

（Ｃ１）Ｉｓｏｓｔｅｖｉｏｌ与ＧＩＤ１蛋白结合区 ，（Ｃ２）Ｉｓｏｓｔｅｖｉｏｌ与ＧＩＤ１蛋白口袋 ，（Ｃ３）Ｉｓｏｓｔｅｖｉｏｌ与ＧＩＤ１蛋白相互作用

图６　异甜菊醇与ＧＩＤ１的分子对接效果图

３　结论
植物化学“生源的异戊二烯法则”研究表明，赤

霉素和甜菊糖都来自于同一代谢通路［２４］，二者结构

相似，都属于萜类。甜菊醇与异甜菊醇是也是甜叶

菊糖在动物肠道中自然代谢产物［２５］，其安全性已被

人们广泛接受和了解，但其在植物赤霉素作用靶点

ＧＩＤ１蛋白的作用机理方面目前尚不明确。本研究
以ＧＡ３为对照物，以甜菊醇、异甜菊醇与 ＧＩＤ１的相
互作用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作为安全的植物生长调

节剂的可能性。

ＡｕｔｏＤｏｃｋＶｉｎａ分子对接结果表明，赤霉素、甜
菊醇和异甜菊醇与赤霉素受体 ＧＩＤ１蛋白的相互作
用主要是形成氢键作用、范德华力等，主要作用基团

为羟基，结合自由能分别为 －１１．１０ｋｃａｌ／ｍｏｌ，
－１０．８１ｋｃａｌ／ｍｏｌ和 －１１．２６ｋｃａｌ／ｍｏｌ，说明甜菊醇
和异甜菊醇两种小分子都能与赤霉素受体 ＧＩＤ１蛋
白形成稳定结合，且异甜菊醇的作用效果强于赤霉

素ＧＡ３。分子对接技术依赖于信息科学技术的发
展，对接结果可能有偏差或者假阳性［２６］，结果仅作

为参考，是否真正有效还需通过后续实际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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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ｆｒｅｅｅｎｅｒｇｉｅｓｏｆＧＡ３，ｓｔｅｖｉｏｌ，ｉｓｏｓｔｅｖｉｏｌａｎｄＧＩＤ１ｐｒｏｔｅｉｎｗｅｒｅ－１１．１０
ｋｃａｌ／ｍｏｌ，－１０．８１ｋｃａｌ／ｍｏｌ，－１１．２６ｋｃａｌ／ｍｏ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ｂｏｔｈｓｔｅｖｉｏｌａｎｄｉｓｏｓｔｅｖｉｏｌｃｏｕｌｄ
ｆｏｒｍｓｔａｂｌ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ＧＩＤ１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ｓｏｓｔｅｖｉｏｌｗ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ＧＡ３．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ｔｈ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ｓｔｅｖｉｏｌ，ｉｓｏｓｔｅｖｉｏｌａｎｄＧＩＤ１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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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视觉的动铁装配检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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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自动装配线中的零件装配检测需求，以提花面板中动铁的装配检测为例，选用
ＣＭＯＳ工业相机与ＰＬＣ控制系统在装配线上搭建视觉平台。利用视觉相关理论和算法，首先对图像
进行预处理，用Ｃａｎｎｙ算子提取二值图中的轮廓，根据轮廓的面积及矩形度参数识别轮廓，只保留类
矩形框轮廓及其中心坐标，在分析了异形零件中角点较规则零件普遍较多的特性后，提出了通过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与Ｈｕ矩结合改进的算法获得图像上的动铁ＲＩＯ中心坐标的方法，最后计算类矩形框中
心坐标与ＲＩＯ中心坐标的距离判断动铁是否错装，结合 Ｐｙｔｈｏｎ和 ＯｐｅｎＣＶ图形处理库编写检测软
件。实验证实该检测系统准确率达到９９．７％，可实际应用于企业生产中。

关键词：零件；装配检测；视觉；Ｈａｒｒｉｓ角点；Ｈｕ矩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６．０２２
中图分类号：ＴＰ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２２－０７

０　引言
目前大批量的服饰绣花主要是用电子提花机加

工［１－２］，提花龙头是电子提花机中的关键零件之一，

由８块提花面板总成叠加而成。提花面板的装配工
艺较为复杂，提花面板的组成包括动铁，弹簧，复位

键，电磁铁芯，滑轮组合５个零件。虽已实现提花面
板的自动装配，但由于装配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零

件的装配会出现漏装错装等现象，其中一个零件的

装配出错将会打乱整个提花面板装配线节拍，如不

及时检测每个零件的装配合格性，将无法保证提花

面板的装配良品率。目前的防错检测是采用人工检

测，每个装配工位后都配备一个检测人员，根据装配

线的节拍划分，每个零件装配完成到另一个零件的

装配间隔只有２ｓ，检测员要在２ｓ内完成对该零件装
配的检测。检测环节具有高时效性，高重复性的难

点，检测人员难免会出现错检漏检等现象，因此快速

准确的零件装配检测十分重要。

机器视觉技术时至今日应用尤为广泛，不少业

内人士都对零件装配检测进行相关研究。任永强

等［３］设计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差速器卡簧装配

检测系统，提出改进的快速检测圆形轮廓方法，通过

判断卡簧双耳圆心距离判断装配合格与否。李

勇［４］设计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汽车车门锁拉簧

装配状态检测系统，分析对比了基于模板匹配和基

于ＳＶＭ检测的方法效果，得出基于 ＳＶＭ的检测准
确度更高。侯天龙等［５］设计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

的高铁白车身装配质量检测系统，提出根据像素坐

标与物理坐标的映射关系实现了车身装配质量检

测。吴亚渝等［６］设计了油气悬挂液压装配检测系

统，通过机器视觉和压力传感器获取工件状态信息，

实现了其中几个关键工件的检测。目前国内外少有

针对异形零件的装配检测相关视觉方案，本文以提

花面板的动铁装配检测为例，设计了一种视觉检测

系统，可有效避免人工检测过度用眼产生的视觉疲

劳，长时间做单一重复性工作引发的循环工作乏力

期等现象，显著提高检测正确率，并可根据装配线节

拍要求柔性调节检测时间，大大提高自动装配线的

生产效率［７］。

·２２１·



１　视觉检测系统
１．１　动铁检测分析

动铁及提花面板的三维建模如图１（ａ），动铁为
异形金属件，尺寸约为４５ｍｍ４ｍｍ３ｍｍ，上半部
分的两个凸齿称为动铁卡爪，用于固定下一装配零

件弹簧，中间镂空圆孔部分为装配孔，用以配合提花

面板上的装配轴完成装配，下半部分为动铁卡勾。

提花面板为黑色长条状ＡＢＳ塑料件，尺寸为３１０ｍｍ
３５ｍｍ７ｍｍ，其上有各个零件的装配预留位置，提花
面板中间镂空类矩形框可减轻面板重量。提花面板

上的动铁装配示意图如图１（ｂ），以动铁卡爪中心点
与提花面板类矩形框中心点作为参考点，动铁装配

合格时，动铁卡爪朝上方，卡爪中心点与提花面板中

类矩形框中心点的距离较近，动铁倒装时，动铁卡爪

朝下方，卡爪中心点与提花面板中类矩形框中心点

的距离较远。利用这一实际情况，可通过提取面板

中的类矩形框中心坐标与动铁卡爪中心坐标，计算

两点直线距离判断动铁的装配合格与否。

图１　动铁及装配示意

１．２　方案设计
检测系统包括机械结构部分和图像处理两大部

分。涉及的硬件主要包括相机、光源、计算机、光电

开关，ＰＬＣ控制设备以及流水线装置等，软件主要包
括图像处理算法和软件的编写。

图２　系统的机械结构

１光电开关　２抬升气缸　３工装板　４提花面板　５支架

６相机与光源　７阻挡装置　８流水线

整体机械结构如图２。因ＰＬＣ控制系统具有高

可靠性、实时性、系统配置简单、编程易于实现、扩展

模块丰富、通讯方式可选且价格相对低廉等优

势［８］，选取西门子Ｓ７－２０００作为控制系统的核心。
光电开关采用Ｍ１８红外漫反射 ＮＰＮ型，阻挡装置、
抬升气缸通过双控电磁阀由 ＰＬＣ控制启动和复位，
计算机通过以太网与ＰＬＣ互联，控制工业相机的图
像采集，ＰＬＣ根据计算机输出的检测合格与否的信
号执行预先设定好的相关程序。系统的控制原理如

图３。

图３　系统控制原理图

检测流程如图４。具体检测步骤为：１）工装板

在即将进入视觉检测平台时触动流水线上的光电开

关，阻挡装置升起阻止工装板随流水线进入下一个

装配工位；２）３ｓ后完全进入视觉检测平台，抬升气
缸运行将工装板抬离流水线；３）工业相机拍照，通
过计算机检测动铁装配情况；４）若装配合格，抬升
气缸复位将工装板置于流水线上，阻挡气缸下降放

行，工装板随流水线进入下一个装配工位；５）若检
测装配不合格，则装配线急停同时发出警报等待工

人处理。

图４　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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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图像处理
２．１　视觉检测

首先，ＰＬＣ控制相机拍摄待检测彩色原图像。
其次，计算机对图像进行预处理，然后提取提花面板

类矩形框轮廓，记录其中心坐标。接着，进行动铁卡

爪的定位，记录卡爪中心坐标。最后，通过计算两中

心坐标的距离判断动铁的漏装错装，如图５。

图５　图像处理流程

作为获取图像的直接元器件，若通过相机能得

到高质量的图像，会给后续的图像处理带来便利。

考虑到被检测工件以及工厂环境等诸多因素，选取

某品牌的 ＣＭＯＳ工业相机，工作距离３５０ｍｍ，视野
范围５０８０ｍｍ，分辨率８００１０００，像素１３０万，配
备５０ｍｍ的中焦距普通镜头。光源配备环形白色二
极管，安装方式为正面明场［９］，优势有：１）环形光源
与相机同心安装，光照均匀；２）白色光可更好突出
动铁表面为银白色，提花面板为黑色的颜色差异；

３）发光二极管功耗低，寿命长，成本小。
２．２　图像预处理

经适合的预处理对后续的图像轮廓提取等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图像预处理流程如图６，包括图
像裁剪、灰度化和高斯滤波、二值化以及形态学处理

中的开运算。

图６　图像预处理流程

首先，因拍摄方式及位置固定，为缩小数据处理

量，在保留动铁与感兴趣区域的图像特征完整性的

同时去除非必要的背景区域，将原图裁剪为６３０
８４０的尺寸，然后将彩色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原彩
色图像的ＲＧＢ三分量亮度基本相同，选取平均值法
进行灰度转换最为合适，公式为：

Ｇｒａｙ（ｉ，ｊ）＝［Ｒ（ｉ，ｊ）＋Ｇ（ｉ，ｊ）＋Ｂ（ｉ，ｊ）］／３（１）
减弱提花面板和动铁表面加工粗糙度与拍摄

环境引起的噪声，对灰度图进行滤波去噪处理。

作为一种线性平滑滤波，高斯滤波通过高斯函数

实现卷积核中间点的像素权重最大，越远离中间

的像素权重越小，从而达到不改变图像边缘走向

的特点［１０］。因此选取高斯滤波进行去噪处理。其

中 σ为方差，值越小数据越集中，值越大数据越分
散。经多次试验选定窗口为３３，σ＝１．２的高斯
核。公式为：

Ｇ（ｉ，ｊ，σ）＝ １
２πσ２

ｅ－
ｉ２＋ｊ２
２σ２ （２）

然后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把动铁和感兴趣

区域与背景分割，得到像素值只有０或２５５的二值
图。二值化公式为：

ｆ（ｉ，ｊ）＝
ｍａｘｖａｌｉｆｓｒｃ（ｉ，ｊ）＞ｔｈｒｅｓｈ{ }０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３）

其中ｍａｘｖａｌ＝２５５，ｔｈｒｅｓｈ为阈值分割的临界参
数。分割效果的好坏取决于 ｔｈｅｒｓｈ参数的取值，通
过图像的灰度直方图获得像素分布情况以为选择合

适的二值化算法。如图７，直方图为双峰，迭代法最
为合适［１１］。

图７　灰度直方图

二值图中存在影响边缘提取质量的毛刺和孔

洞，经过开运算处理可以去除大部分毛刺和孔洞。

开运算是先腐蚀再膨胀，通过腐蚀消除毛刺和小区

域，通过膨胀连接边缘。公式为：

ＩＫ＝（ＩＫ）Ｋ （４）
其中Ｉ为前景，Ｋ为内部元素只有０和１的二

维数组构成的结构元。分别取核为３、５、７的结构元
对二值图进行开运算，经效果对比，最终选定核为７
的结构元，处理结果如图８（ｄ）。图像的预处理流程
如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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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预处理过程图

２．３　类矩形轮廓的提取
常用的边缘检测算子有 Ｐｒｅｗｉｔｔ、Ｓｏｂｅｌ－Ｆｅｌｄ

ｍａｎ、Ｓｃｈａｒｒ、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Ｃａｎｎｙ等［１２］。其中 Ｃａｎｎｙ有
低错误率、高定位性、检测到边缘与实际偏差较小的

优势被广泛应用，其运用高斯函数的性质，不丢失重

要边缘，将边缘检测问题转换为求解函数极大值的

问题。

Ｃａｎｎｙ算子先通过高斯核 Ｇ（ｉ，ｊ）对图像 ｆ（ｉ，ｊ）
做卷积，结果输出为Ｈ（ｉ，ｊ）。公式为：

Ｇ（ｉ，ｊ）＝ｅ－
ｉ２＋ｊ２
２σ２ （５）

Ｈ（ｉ，ｊ）＝ｆ（ｉ，ｊ）Ｇ（ｉ，ｊ） （６）
再用一阶偏导的有限差分方向导数，计算梯度

大小和方向，公式为：

Ｈ＝ Ｈ２ｉ＋Ｈ
２

槡 ｊ （７）

θ＝ａｒｃｔａｎ
Ｈｊ
Ｈ( )
ｉ

（８）

利用非极大值抑制，只有局部最大值保留为边

缘。最后根据设定的大小两个阈值，高于大阈值的

为确定的边缘，低于小阈值的不是边缘。以图８（ｄ）
作为图像 ｆ（ｉ，ｊ）进行 Ｃａｎｎｙ算子处理，结果如图９
（ａ）所示。

根据图９（ａ）的结果来看，传统的 ｃａｎｎｙ算子进
行轮廓提取时，将提取图像中所有连通区域的轮廓，

而我们的目的是只保留提花面板的类矩形轮廓。通

过以下步骤可去除其他轮廓：１）去除开运算后仍存
在的一些小孔洞的轮廓。通过设定提取轮廓面积的

最小阈值［１３］，在提取所有轮廓后将小于设定轮廓面

积阈值的部分剔除。２）去除动铁轮廓。通过矩形
度来识别动铁轮廓和提花面板类矩形框轮廓，矩形

度是轮廓的最小外接矩形面积和轮廓面积的比

值［１４］，因提花面板的类矩形框的形状非常接近矩

形，矩形度较大，通过ＯｐｅｎＣＶ中的函数可以很方便
地计算两轮廓的矩形度，只保留矩形度较大的轮廓

即提花面板的类矩形轮廓。最终结果如图９（ｂ），并
记录其中心坐标Ｑ（ｉ，ｊ）。
２．４　异形零件ＲＩＯ的提取

异形零件 ＲＩＯ的提取和匹配是图像处理的难
点，目前主流的算法首先都要人工确定零件 ＲＩＯ区

域，但有些异形零件人工难以确定最优 ＲＩＯ区域，
提出通过Ｈａｒｒｉｓ对零件上的角点进行检测，以零件
上各部分区域的角点分布密度确定最优 ＲＩＯ区域，
再用Ｈｕ矩进行 ＲＩＯ的提取匹配，以异形件动铁为
例，算法应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图９　轮廓提取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１５］是在图像中设置窗口，在图

像上遍历，通过窗口内的像素值变化判断是否为角

点。如图１０，１号窗口朝水平垂直两个方向移动时
像素值都不变，判断该窗口区域为内部区域，２号窗
口朝水平方向移动，窗口内的像素值发生改变，当窗

口朝垂直边缘移动，像素值几乎不改变，判断窗口包

含垂直边缘。３号窗口朝任何方向移动，窗口内的
像素值都会发生改变，判断窗口内存在角点。

图１０　灰度变化窗口

构造相关函数，ｗ（ｉ，ｊ）表示窗口函数，向量［ｕ，
ｖ］表示在某方向及该方向上的位移，Ｉ（ｉ，ｊ）表示强
度，Ｉ（ｉ＋ｕ，ｊ＋ｖ）表示偏移强度，Ｅ［ｕ，ｖ］表示窗口
平移［ｕ，ｖ］产生的灰度变化，即下式：

Ｅ（ｕ，ｖ）＝∑
ｉ，ｊ
ｗ（ｉ，ｊ）［Ｉ（ｉ＋ｕ，ｊ＋ｖ）－Ｉ（ｉ，ｊ）］２

（９）
根据泰勒展开式：

ｆ（ｉ＋ｕ，ｊ＋ｖ）＝ｆ（ｉ，ｊ）＋ｕｆｉ（ｉ，ｊ）＋ｖｆｊ（ｉ，ｊ）＋
１
２！［ｕ

２ｆｉｉ（ｉ，ｊ）＋ｕｖｆｉｊ（ｉ，ｊ）＋ｖ
２ｆｊｊ（ｉ，ｊ）］＋…≈

ｆ（ｉ，ｊ）＋ｕｆｉ（ｉ，ｊ）＋ｖｆｊ（ｉ，ｊ）
转换为矩阵形式得到式：

∑［Ｉ（ｉ＋ｕ，ｊ＋ｖ）－Ｉ（ｉ，ｊ）］２≈
∑［Ｉ（ｉ，ｊ）＋ｕＩｉ＋ｖＩｊ－Ｉ（ｉ，ｊ）］２ ＝
∑ｕ２Ｉ２ｉ＋２ｕｖＩｉＩｊ＋ｖ２Ｉ２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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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ｖ］
Ｉ２ｉ ＩｉＩｊ
ＩｉＩｊ Ｉ２[ ]

ｊ
[ ]ｕｖ （１０）

令：

Ｍ ＝∑
ｉ，ｊ
ｗ（ｉ，ｊ）

Ｉ２ｉ ＩｉＩｊ
ＩｉＩｊ Ｉ２[ ]

ｊ

（１１）

将式１１代入式９可得：

Ｅ（ｕ，ｖ）＝［ｕ，ｖ］Ｍ[ ]ｕｖ （１２）

由式１１可知Ｍ为一个２２对称矩阵，它的两
个特征向量为 λ１λ２，λ１λ２的本质为椭圆曲率参数，
它们的大小表征了改变向量［ｕ，ｖ］时，Ｅ（ｕ，ｖ）改变
的幅值。λ１λ２都很大，向量［ｕ，ｖ］在任何方向发生改
变，Ｅ（ｕ，ｖ）都会发生较大幅值变化，对应角点；λ１λ２
一大一小，向量［ｕ，ｖ］在某方向发生改变，Ｅ（ｕ，ｖ）
才会发生较大幅值变化，对应边缘；λ１λ２都很小，向
量［ｕ，ｖ］在任何方向发生改变，Ｅ（ｕ，ｖ）都不会发生
较大幅值变化，对应内部区域。

利用λ１λ２设定阈值，根据ＣＲＦ响应函数：
Ｒ＝ｄｅｔＭ－ｋ（ｔｒａｃｅＭ）２ （１３）

其中ｄｅｔＭ＝λ１λ２为矩阵Ｍ的行列式，Ｋ是经
验取值范围为０．０４～０．０６［１６］，ＴｒａｃｅＭ＝λ１＋λ２为
矩阵Ｍ的迹。图１０为二值图，取Ｋ＝０．０５，经多次试
验选定阈值Ｒ＝１０００，当Ｒ＞１００００，对应角点；当Ｒ
＜－１００００，对应边缘；当－１００００≤Ｒ≤１００００，对应
内部区域。

上一部分已经完成了对图像中所有轮廓的识

别，首先填充除动铁轮廓外的所有其他轮廓，结果如

图所示１１（ａ）所示。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提取图１１（ａ）
中的角点，用“·”表示出来，结果如图１１（ｂ）所示，
可知动铁的外轮廓上角点的分布情况，其中动铁中

间部分装配孔上存在大量角点，角点分布太密集，不

适合作为 ＲＩＯ区域，其他部分几乎没有角点分布，
只有动铁卡爪跟动铁卡勾部分的角点密度适中，具

有较好的动铁特征，作为动铁 ＲＩＯ区域最为合适。
根据动铁外轮廓尺寸，设置一个大小为６０６５的窗
口，遍历图像，计算窗口中存在的角点密度，将密度

符合的窗口都保存下来。部分结果如图１１（ｃ）所
示。

Ｈｕ几何矩表征图像的几何区域特征，应用于图
像的特征提取、匹配和识别，具有平移、旋转、缩放、

镜像不变性，简称为Ｈｕ矩［１７－１８］。

在图１１（ａ）中截取窗口大小为６０６５的包含
动铁ＲＩＯ特征的图像，如图１２（ａ）所示，若该图像表
示为：Ａ＝ｆ（ｉ，ｊ），其二维（ｐ＋ｑ）阶空间矩为：

图１１　动铁ＲＩＯ的选取

ｍｐｑ ＝∑
ｉ，ｊ
ｉｐｊｑｆ（ｉ，ｊ） （１４）

具有平移不变性的中心矩为：

ｍｐｑ ＝ｉ，ｊ（ｉ－
珋ｉ）ｐ（ｊ－珋ｊ）ｑｆ（ｉ，ｊ） （１５）

其中图像重心为：（珋ｉ，珋ｊ），有

珋ｉ＝
ｍ１０
ｍ００
，珋ｊ＝

ｍ０１
ｍ００

具有缩放不变性的标准中心矩为：

ηｐｑ ＝
μｐｑ

μ（ｐ＋ｑ）／２＋１００
（１６）

由以上公式可推导出Ｈｕ矩：
Ｉ１ ＝η２０＋η０２

Ｉ２ ＝（η２０－η０２）
２＋４η２１１

Ｉ３ ＝（η３０－３η１２）
２＋（３η２１＋η０３）

２

Ｉ４ ＝（η３０－３η１２）
２＋（η２１＋η０３）

２

Ｉ５ ＝（η３０－３η１２）（η３０＋η１２）
［η３０＋η１２）

２－３（η２１＋η０３）
２］＋

（３η２１－η０３）（η２１＋η０３）
［３（η３０＋η１２）

２－（η２１＋η０３）
２］

Ｉ６ ＝（η２０－η０２）
［（η３０＋η１２）

２－（η２１＋η０３）
２］＋

４η１１（η３０＋η１２）（η２１＋η０３）
Ｉ７ ＝（３η２１－η０３）（η３０＋η１２）

［（η３０＋η１２）
２－３（η２１＋η０３）

２］－
（η３０－３η１２）（η２１＋η０３）

［３（η３０＋η１２）
２－（η２１＋η０３）

２］

计算图 １１（ｃ）中每个待选框中轮廓的 Ｈｕ矩
Ｂ１，Ｂ２…Ｂｎ，与 Ａ进行匹配，进行差异度计算，公式
为：

Ｓ（ＡＢ）＝∑
７

ｉ＝１

１
ＩＡｉ
－１
ＩＢｎｉ

（１７）

式中ＩＡｉ和Ｉ
Ｂｎ
ｉ 表示Ａ和Ｂｎ的第ｉ个Ｈｕ矩，Ｓ为

差异度得分，分数越低代表两个轮廓差异度约小，反

之则表示差异度越大。设置Ｓ阈值为Ｓｍａｘ＝０．００５，
删选出Ｂｎ个待选框轮廓与Ａ的Ｓ最小得分，与Ｓｍａｘ
比较，若不大于 Ｓｍａｘ，则认为该待选框为动铁卡爪
在图像上的位置，保留其中心坐标为Ｚ（ｉ，ｊ），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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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ｂ）所示。
对以上改进算法与直接人工选取ＲＩＯ进行提取

匹配的两种方案分别进行实验５００次，实验结果：改
进算法的平均用时为２１３ｍｓ，正确率为１００％；人工
选取ＲＩＯ方案平均用时为２５０ｍｓ，正确率为９１％。结
果证明提出的算法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准确性。

图１２　动铁ＲＩＯ的提取

２．５　距离计算
通过两点间距离公式计算Ｑ，Ｚ两坐标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１－ｉ２）
２＋（ｊ１－ｊ２）槡

２ （１８）
动铁装配合格时Ｑ，Ｚ两中心点距离较小，根据

实际情况取距离Ｄ的范围为２７５—２９５，在此范围内
的距离均视为装配合格。

３　视觉防错检测软件
Ｊｕｐｙｔｅｒ是交互性、数据可视化出众的 Ｐｙｔｈｏｎ代

码编辑器［１９］，以 Ｐｙｔｈｏｎ作为编程语言，结合 Ｏｐｅｎ
ＣＶ视觉库通过Ｊｕｐｙｔｅｒ环境编写代码开发视觉检测
软件［２０］。封装Ｐｙｔｈｏｎ代码，打包成 ｅｘｅ格式 ｗｉｎ系
统可执行文件，软件参数设定界面与装配检测界面

如图１３、１４所示。工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函数参
数进行调整，查看或者删除检测结果。界面清爽，操

作简单方便易上手。

图１３　参数设定

４　实验与结果分析
将视觉检测平台与装配线结合，运行装配线和

检测平台，实验检测系统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部分记

录数据如表１所示。多次进行实验，分析数据可知

检测正确率达９９．７％，且用时符合在线检测标准。
分析检测失败的数据，总结出以下干扰因素：

图１４　检测结果

（ａ）装配流水线运行稳定性；
（ｂ）外界光线和噪声等环境影响；
（ｃ）动铁与提花面板表面加工粗糙度；
（ｄ）阻挡装置与抬升气缸定位精度与稳定性；
（ｅ）光源与相机位置精度的稳定性；
（ｆ）光源与工业相机的老化。

表１　部分实验数据

序号 左动铁 右动铁
两中心点距离

（左，右）

装配

情况
用时ｍｓ

检测

准确性

１ 有 有 ２８２，２８４ 合格 ４９８ 准确

２ 有 有 ２８８，２８５ 合格 ４９９ 准确

３ 有 有 ２８６，２８５ 合格 ５０３ 准确

４ 无 有 ０，２８３ 左侧漏装 ５２１ 准确

５ 有 有 ２８４，２８４ 合格 ４９９ 准确

６ 有 有 ２８３，２８４ 合格 ４９６ 准确

７ 有 无 ２８３，０ 右侧漏装 ４９７ 准确

８ 有 有 ２８３，５４２ 右侧倒装 ５０３ 准确

９ 有 有 ２８２，２８３ 合格 ５１０ 准确

１０ 有 有 ２８１，２８４ 合格 ５０４ 准确

５　结论
基于提花面板装配线上动铁防错的人工检测现

状，设计了针对该工位的视觉检测系统。对采集的

图像进行预处理，通过 Ｃａｎｎｙ算子提取提花面板上
的类矩形框及其中心坐标，通过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与 Ｈｕ
矩结合改进的算法获取动铁卡爪中心坐标，计算两

中心坐标的距离判断动铁是否倒装，选用 Ｐｙｔｈｏｎ作
为编程语言，结合ＯｐｅｎＣＶ图像处理库开发检测软
件，实验证明系统的正确率达９９．７％。相较于人工
检测，提高了装配线的自动化程度和生产效率，减小

了企业成本。目前系统已投入装配线实际应用，且

性能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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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ＣａｒｓｔｅｎＳｔｅｇｅｒ，ＭａｒｋｕｓＵｌｒｉｃｈ，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ｉｅｄｅｍａｎｎ．Ｍａ
ｃｈｉｎｅＶｓ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１０］赵博文，张力夫，潘在峰，等．基于ＯｐｅｎＣＶ的图像滤波
方法比较［Ｊ］．信息与电脑（理论版），２０２０，３２（１５）：
７８－８０．

［１１］ＲａｆａｅｌＣＧ，ＲｉｃｈａｒｄＥＷ．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２］李竹林，钱梦杭，白明．基于Ｃａｎｎｙ算子的指静脉图像特

征提取算法研究［Ｊ］．延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２１，４０（２）：９１－９５．

［１３］张万里，丁为民，刘瑛璎，等．基于机器视觉的莲子去芯
位置的定位方法［Ｊ］．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２１，４７（４）：４６７－４７５．

［１４］任龙龙，冯涛，翟传龙，等．基于ＭＡＴＬＡＢ图像处理的苹
果大小、颜色、圆形度及缺陷度特征融合分级研究［Ｊ］．
数字技术与应用，２０２１，３９（７）：９０－９５．

［１５］胡晓彤，朱博文，程晨．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ＣＰＤＡ的角点检测
算法［Ｊ］．计算机工程与设计，２０２１，４２（２）：５０４－５１１．

［１６］苗荣慧，杨华，武锦龙，等．图像块改进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
的农田图像拼接［Ｊ］．现代电子技术，２０２１，４４（２）：７５－
８０．

［１７］商立丽，王慧琴，王可，等．基于Ｈｕ矩和ＴＦ－ＫＳＵＲＦ的
多测度青铜器铭文相似性度量方法［Ｊ］．激光与光电子
学进展，２０２１，５８（８）：１２３－１３１．

［１８］江波，徐小力，吴国新，等．轮廓 Ｈｕ不变矩的工件图像
匹配与识别［Ｊ］．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２０２０（９）：
１０４－１０７，１１１．

［１９］刘征，郭君红．探究ＪｕｐｙｔｅｒＮｏｔｅｂｏｏｋ编程工具在项目式
学习中的应用［Ｊ］．中国现代教育装备，２０２０（１４）：２９－
３０，３３．

［２０］ＪｏｅＭｉｎｉｃｈｉｎｏ，ＪｏｓｅｐｈＨｏｗｓ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ｐｅｎＣＶ３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Ｐｙｔｈｏｎ［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２０．

（责任编辑　吕志远）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ｈａｐｅｄ
Ｐａｒ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

ＬＩＨａｏ，ＰＡＮＧＡｉ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Ｔｅｘｔｉ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４３００７０，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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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ｐｌｅ，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ｈａｐｅｄｐａｒｔｓｉ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ｌｉｎｅ，ＣＭＯ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ａｍｅｒａａｎｄＰＬ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ｖｉｓｕ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ｎｔｈ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ｌｉｎｅ．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ｉｓ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ｖｉｓ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ｈｅｂｉｎａｒｙｇｒａｐｈｉ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Ｃａｎｎｙ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
ａｎｄｏｎｌｙｔｈｅ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ｆｒａｍｅｌｉｋ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ｉｔｓｃｅｎｔｅ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ｒｅｒｅ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Ｒｉｏｃｅｎｔｅｒｃｏｏｒｄｉ
ｎａ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ａ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ＨａｒｒｉｓｃｏｒｎｅｒａｎｄＨｕｍｏ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ｆｒａ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ｏｃｅｎｔｅ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ｖｉｎｇｉｒｏｎ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ｏｊｕｄｇ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ｍｏｖｉｎｇｉｒｏｎｉｓｕｐｓｉｄｅｄｏｗ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ｙｔｈｏｎａｎｄｏｐｅｎｃｖ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ｓｗｒｉｔｔ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９９．７％，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ｂ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ｒｔ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ｓｉｏｎ；Ｈａｒｒｉｓｃｏｒｎｅｒ；Ｈｕｍｏｍｅｎｔ
·８２１·



《中州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总目次
·文艺学与文学评论·

见证一个作家４０年的文学历程
———“《李佩甫文集》发布会暨研讨会”纪要 张　丽，杨　莉（１－１）

"""""""""""""""

李佩甫的“文学启蒙”追求及其方法

———兼论《城的灯》的意义和问题 孔会侠（１－８）
"""""""""""""""""""""""

我们应向作家李佩甫学习什么？ 刘海燕（１－１２）
""""""""""""""""""""""""

“平原”、李佩甫及文学呈现的可能性 刘宏志（１－１７）
"""""""""""""""""""""""

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需要深度解析模式 贺玉高，鲁傲雪（２－１）
""""""""""""""""""

哈格洛夫与中西环境美学之辨 岳　芬（２－６）
""""""""""""""""""""""""""

论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 张　翼（２－１１）
""""""""""""""""""""""""

日本“国语高考”中汉文试题的选文来源研究 宋时雨（２－１７）
"""""""""""""""""""

论民间文学中爱国主义资源的价值及其开发 钱东晓，孙家栋（２－２３）
""""""""""""""""

《现代人》创办时期文学的商业化大众化状况

———从果戈理和舍维廖夫的两篇文章谈起 耿海英（３－１）
"""""""""""""""""""

知识分子的审美存在与精神生态

———李洱的小说意蕴及其《应物兄》的精神价值 胡艳萍，马治军（３－１２）
"""""""""""""

失落的希望

———解读彭闪闪的长篇小说《转身》 郑彦离（３－１８）
"""""""""""""""""""""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大地》中的土地情结 鲍成莲，翟佳丽（３－２２）
""""""""""""""""

动物的复仇，抑或人性的畸变

———论托卡尔丘克长篇小说《糜骨之壤》的生态叙事 汪树东（４－１）
"""""""""""""""

论苏童《罂粟之家》的意象交叠与话语蕴藉 王俊虎，张陆洋（４－９）
"""""""""""""""""

时空重塑·多重聚焦·诗画意境

———李子柒的古风ＩＰ短视频叙事策略探析 关　键（４－１４）
""""""""""""""""""

科利奥兰纳斯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流变 杨康恩（４－１８）
""""""""""""""""""""""

方法和视域：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理论构建研究 黄　轶，杨高强（５－１）
""""""""""""""""

寻找“灵魂”的家园

———评荷兰华人女作家林湄 林　祁（５－９）
"""""""""""""""""""""""""

深度探秘自我、文化与世界的写作

———评杜禅的长篇新作《先知开花》及其他 刘海燕（５－１４）
""""""""""""""""""

《现代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阶段研究

———“现代性”语境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国倾向” 耿海英（６－１）
""""""""""""""

从《文选·七哀诗》看魏晋士人的乱世情怀与家国理想 杨　波（６－８）
""""""""""""""""

穆木天的一首佚诗及其他 陈佳慧（６－１４）
"""""""""""""""""""""""""""

·经济与管理·

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基于ＶＡＲ模型的经验分析 赵　健（１－２２）
"""""""""""""""""

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河南省创新驱动发展问题研究 王　菲（１－２８）
"""""""""""""""

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评价及对策研究

———基于ＤＥＡ－Ｔｏｂｉｔ模型 荀守奎，程若静，兰国辉，李珑莹，张梅芳（２－２８）
"""""""""""

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徐　琼，程　慧（２－３３）
"""

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物流效率协同发展研究 梁　雯，顾大超，叶仁慧（３－２６）
""""""

风险投资对科创型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效应

———投贷联动框架下基于安徽省样本的实证分析 刘　妹，李　会（３－３５）
""""""""""""

·９２１·



中国老年群体的资本禀赋、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７调查数据的中介机制分析 杨　毅，黄　延，贺浩浩（４－２３）
"""""""""

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探析 强　敏（４－２９）
"""""""""""""""""""""""

政府会计制度执行机制构建研究 秦　晋（４－３６）
""""""""""""""""""""""""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发展研究 周广澜，俞立平（５－１８）
"""""""""""""""""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态势研究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马立呼，潘玉君，华红莲，马佳伸，牛福长（５－２６）
""""""""""

创业拼凑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 欧绍华，范　伟（６－２０）
""""""""""""""""""""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基于资产专用性视角的研究 李　雪，李晓翔（６－２８）
"""""""""""""""""""

服务补救对客户负面行为意图影响之研究 张　欣（６－３３）
""""""""""""""""""""

·法学研究·

论数字货币的占有及其转移 简筱昊（１－３５）
""""""""""""""""""""""""""

司法数据的再利用及其规则配置 戴文怡（１－４２）
""""""""""""""""""""""""

“互联网＋”环境下商品或服务类别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章子旋（２－４１）
"""""""""""""""

回应性刑事立法反思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曹　叶（２－４６）
"""""""""""""""""""""

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领域中的应用 卢　宇，郑依婧（３－４１）
""""""""""""""""""""

论刑法与著作权法的有效衔接

———以两法联动修改为背景 王昕宇（３－４７）
""""""""""""""""""""""""

人脸识别信息的法律保护与规制 苏佳伟（４－４１）
""""""""""""""""""""""""

公共卫生事件的刑事防控及其展开

———论妨害重大传染病防治行为的罪与罚 白雅楠（４－４８）
""""""""""""""""""

金融商品转让的增值税法规制研究 刘继虎，殷　煌（５－３３）
""""""""""""""""""""

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经济法规制路径 吴小燕（５－３８）
""""""""""""""""""""

经济学视角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策研究

———基于成本—收益模型、需求定理 张　巧（６－４０）
"""""""""""""""""""""

我国“校园贷”风险控制中索要债务行为之认定标准

———法解释学视角下民刑交叉问题治理探究 周景斌，马　可（６－４８）
""""""""""""""

·语言文化与翻译·

多模态视角下的微信“语言”符号特征研究 付文莉，白丽梅（１－４８）
"""""""""""""""""

“扶贫”系列平面公益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认知研究 王亚聪（１－５４）
""""""""""""""""

假设句的非现实性特征和表达功能 张雪平（３－９４）
"""""""""""""""""""""""

格的含义及其理论发展研究 司罗红（３－１００）
""""""""""""""""""""""""""

《广韵》《集韵》中“ ”的字形与词义考 金欣欣（５－６３）
""""""""""""""""""""""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研究系统的构建 陈双双（５－６７）
"""""""""""""""""""""

高校对外汉语教师跨文化交际障碍研究 梁　海，李　畅（５－７２）
""""""""""""""""""

·社会与历史·

近代西风东渐下新疆的饮食新文化 贾秀慧（１－６０）
"""""""""""""""""""""""

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甘肃段研究述略

———兼论抗战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胡金野，张　静，齐　磊（１－６５）
""""""""""""""

战时妇女动员

———以１９４８年冀鲁豫边区冬季生产为例 刘志鹏，李艳丽（２－５２）
"""""""""""""""

多元与单一族群政策导向下社会治理刍议

———基于阿米什与阿伊努的典型性 高小岩，薛长礼，全美英（２－５８）
""""""""""""""

论五四运动与“红船精神”的内在逻辑关系 南大伟，王秋香（３－５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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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工作在社会记忆构建中的途径研究

———以美国为例 黄　静，余　强（３－５８）
""""""""""""""""""""""""""

《严禁浪费米粮告示》探析 胡安徽（３－６３）
"""""""""""""""""""""""""""

红军长征文献所载疾病资料探析 陈清莲（３－６８）
""""""""""""""""""""""""

正在加速演变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柴生高（４－５６）
"""""""""""""""""""""

论民国初年杨增新对于入境柯尔克孜难民的应对措施 刘国俊（４－６１）
"""""""""""""""

转型之道：莫里斯总督制的建立与影响 苏　聪，石　旭（４－６７）
""""""""""""""""""

战争·危机·自救：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山西国货运动（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刘　越（４－７２）
""""""""""

河南省农村留守女童的积极发展、学校适应与成长困境调查分析 程绍珍，张小丽（５－４３）
"""""""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对女性解放的推动 曹晓辉（５－４８）
"""""""""""""""""

红军西征宁夏革命标语形成及其价值体现 张玉梅（５－５４）
""""""""""""""""""""

中国传统美学视角下的漏窗艺术探析 袁新华（５－５８）
""""""""""""""""""""""

学深悟透“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周春辉（６－５５）
"""""""""

新时代奋斗进程中不断创新革命精神 关　琛（６－６０）
""""""""""""""""""""""

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治理 白贵一（６－６４）
""""""""""""""""""""

宾兴组织与清中后期湖南科举人才之盛 曾桂林（６－６９）
"""""""""""""""""""""

系统视域下唐代尊老养老社会风气的生成机制研究 文媛媛（６－７５）
""""""""""""""""

·传媒与艺术·

河南省农村新媒体科普信息传播现状与对策 刘　杨，林　璐，吴玉莹（１－７４）
""""""""""""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心态及其治理

———基于全景敞视视角分析 李平芬（１－７９）
""""""""""""""""""""""""

近五年开放获取期刊新出版动态研究 彭　琳（１－８５）
""""""""""""""""""""""

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困境与提升路径研究 张林贺（２－６５）
"""""""""""""""""

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 陈文泰，赵慧晴（２－７１）
"""""""""

基于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研究 黄月琴（２－７６）
"""""""""""""""

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实践研究：价值、问题与对策 焦　丹，赵志男（２－８１）
"""""""""""""

郑州打造新时代“黄河之都”的路径选择 王运涛（３－７３）
"""""""""""""""""""""

“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林延斌，刘仁春（３－７８）
"""""""""""""

近代社会转型下陆费逵的“教科书革命”图书出版思想 刘加翠（３－８３）
"""""""""""""""

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机遇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理为例 邹丹丹（３－８９）
"""""""""""""""""""""

新媒界生态环境下公务员媒体素质与提升探析 冯　歌（４－７７）
""""""""""""""""""

论新时代隐性思政的媒介环境价值及路径 张　雯（４－８２）
""""""""""""""""""""

论线上展览与新媒体艺术的共生性 王玉君，程　原（５－７６）
""""""""""""""""""""

《台湾民报》与鲁迅思想的传播 孙拥军，何亭龙（５－８１）
""""""""""""""""""""""

电视媒体信息无障碍传播供给研究 白瑞霞（５－８６）
"""""""""""""""""""""""

媒介视阈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传播的路径探究 窦飞月，李芳云（５－９０）
""""""""""

媒介情境视域下青年健身的自我呈现探析 赵红勋，付　月（６－８０）
"""""""""""""""""

学术期刊内容新媒体传播策略及典型传播模式构建实践 薛春璐，孔晔晗，王元杰，齐秀丽（６－８６）
""""

消费文化视域中服饰艺术的符号意义阐释 王　位（６－９２）
""""""""""""""""""""

·教育与教学·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身体锻炼的心理效益研究进展 郭玉江，宋亚亚，闫冰冰（１－９０）
""""""""""

材料力学实践教学高阶性建设研究 李宏德（１－９４）
"""""""""""""""""""""""

《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的路径优化 单红生，何艳冰（１－９９）
"""""""""""""""""""

新工科视角下地方高校校企合作模式创新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段博楠（１－１０３）
"""""""""""""""""""""""

疫情背景下听障大学生线上教学有效性探索 谭笑风（２－８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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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专业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应用 孙钢军（２－９２）
""""""""""""""""

基于华为鲲鹏生态的地方高校产教融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为例 曹　敏（２－９７）
""""""""""""""""

大学生时代精神现状、问题分析及教育对策 董华丽（２－１０１）
"""""""""""""""""""

基于ＬＤＡ模型的高校科研管理主题演化研究 薛培军，潘　宋（３－１０６）
"""""""""""""""

高校专业课课程思政实施调查与改革路径

———以《酒店市场营销》课程为例 陈一静（３－１１１）
""""""""""""""""""""""

新文科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探析 李彩萍（３－１１５）
""""""""""""""""""""

核心力量训练在大学生田径运动员训练中的应用研究

———以４００米项目为例 赵敦富（３－１２０）
""""""""""""""""""""""""""

功能性训练干预下拉丁舞运动表现、专项动作及ＦＭＳ分值特征的研究 丁利荣（３－１２４）
""""""""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的几点思考 苏　炜（４－８６）
""""""""""""""""""

百城提质背景下建筑高等职业教育改革路径的研究与实践 焦　涛，袁新华（４－９１）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协同模式研究 陈晓璇（４－９５）
"""""""""""""

新时代课程思政在高校音乐鉴赏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刘旭琦（４－１００）
"""""""""""""""

高校聋生体育教学实现快乐融合路径研究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王献福（４－１０５）
"""""""""""""""""""""""

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课程名称思辨 孙书章，李　华（５－９５）
""""""""""""""""""""

“产出导向法”理念下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研究

———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 谷　峰（５－１０１）
"""""""""""""""""""""

振兴本科教育背景下新建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思考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杨　健（５－１０６）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分析 张　阳（６－９７）
""""""""""""""

对《环境保护概论》教材的再思考 王双成，孙浩冉，魏振枢（６－１０１）
"""""""""""""""""

中国网球巡回赛对高校网球文化建设的影响及未来展望 龚希丹（６－１０７）
""""""""""""""

·数理工程技术研究·

水稻流行性病虫害传播系统的渐近解 汪维刚，汪维莲，汪方圆（１－１０８）
"""""""""""""""

基于局部序列比对相似度的用户会话聚类新方法 姚　瑶，周　铜（１－１１４）
"""""""""""""

基于大数据架构的智能交通可视化平台设计 于志青（１－１２０）
"""""""""""""""""""

基于主动推送的视频流优化传输算法 汪　静，丁晓梅，赵丽红（１－１２４）
"""""""""""""""

库尔勒香梨果实发育过程中有机酸代谢规律研究 张　军，姚　虹（２－１０７）
"""""""""""""

基于相互作用矩阵的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 王志强，辛晓斌，刘　硕（２－１１２）
"""""""""""

承灾体视角下的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研究 姜东民，张　哲，何栋良，孟　玮（２－１１７）
""""""""

ＣＰＥ非视距路径与弱信号场景下５Ｇ毫米波接收研究 张永亮，刘　洋（２－１２３）
""""""""""""

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短期电力负荷预测 易礼秋，谷云东（４－１０９）
""""""""""""""

辣木全粉对馒头品质的影响研究 聂　卉，李晓静，杜　笑（４－１１７）
"""""""""""""""""

米酒黄瓜奶昔生产工艺研究 冯　冲，姚　虹，陈安琪，许明媛，冯茜杰（４－１２１）
""""""""""""

金属催化的双环化反应构建稠合氮杂环骨架方法研究进展 范　威（４－１２５）
"""""""""""""

６－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合成方法及应用 秦小转，周烽海，乔瀚东（５－１１１）
"""""""""""

山药多糖含量测定方法优化的研究 郑丽萍，朱重阳，张小梅（５－１１６）
""""""""""""""""

回收磷酸铁锂材料金属元素浸出动力学研究 赵　莉，王永志（５－１２０）
"""""""""""""""

方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柱－钢梁单边螺栓连接节点静力性能有限元分析
黄春晓，潘福婷，赵　莉，王　颖（５－１２４）

"""""""""""""""""""""""""

功能性ＭＯＦｓ材料对水体中抗生素的高效吸附研究进展
李玉玲，范景珊，王迎欣，刘滢洁，张　淼（６－１１２）

""""""""""""""""""""""

基于分子对接研究甜菊醇、异甜菊醇对赤霉素受体ＧＩＤ１的作用机制
张　军，王　杭，于宁康，张　珂，韩文龙（６－１１７）

""""""""""""""""""""""

基于机器视觉的动铁装配检测研究 李　浩，庞爱民，黄　攀，陈家浩，张　熙（６－１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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