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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研究综述:基于风险控制的视角

徐建奎,刘西川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３８)

　　摘　要:基于风险控制视角,梳理、概括和评价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研究内涵、运行机制、运行模式以及边界等

方面的研究成果.综述研究表明:已有定义概括了信用合作必须建立在合作社之上、强调成员出资以及封闭运行的

行为特征,但未能揭示其控制风险的本质;已有研究注意到了产权结构上的异质性,以及附加表决权、分级审批和混

合分红制等创新制度安排,但未能抓住其控制风险的逻辑和手段;已有研究根据不同标准对实践典型模式进行了分

类,但对这些模式背后的风险控制机制及其异同缺乏深入探究;已有研究认识到组织边界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关系,

但对组织边界的定义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缺乏足够重视.另外,已有研究多属于案例研究,未来需要加强理论分析与

基于调查数据的计量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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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作为一种新型的农村合作

金融模式,强调依托合作社,通过成员间的经济与产

权关系来调剂资金盈余.近些年,合作社内部信用

合作发展势头迅猛,已成为破解农村地区贷款难、贷
款贵问题的重要途径,被给予众望.但与此同时,人
们对其间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很担忧.合作社内部

信用合作的产生、发展及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引起了

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在: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涵义与特征

(如:刘西川[１])、产生背景与环境条件(如:赵铁

桥[２])、制度创新及其功能(如:苑鹏等[３])、典型模式

及其比较(如:汪小亚等[４])、主要做法与成效(如:潘
淑娟等[５])、问题与缺陷(如:张照新等[６])、启示与政

策建议(如:高强等[７])等方面.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是合作金融的一种,其本

质是金融.而金融的关键和核心是风险控制.从这

个角度来讲,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目标是在局部

范围(如合作社内部)内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在于风险控制上拥有特殊的

制度安排.这是研究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相关问题

的基础和核心.为此,本文将从风险控制视角梳理、
概括和评价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内涵、运行机制、
典型模式、边界问题等四个方面的研究进展.需要

说明的是,这四个方面与风险控制的联系主要体现

在:a)内涵或定义应能把握和概括合作社内部信用

合作控制风险的本质;b)运行机制应能反映合作社

内部信用合作有效控制风险的具体实践逻辑;c)具
体模式的分类与比较既体现了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

的现实多样性与条件差异,同时也能反映不同模式

应对风险的具体机制;d)边界问题说明合作社内部

信用合作有效控制风险的合理范围和现实条件.本

文认为,从风险控制这个视角总结和评价已有研究,
既有助于较为全面地把握已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也有助于揭示已有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方向.

一、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内涵、特征及区别

(一)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内涵

关于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内涵定义,目前存



在四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农民专业

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是专业合作的一种形式,是指

经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代表)大会决议,以产业为

纽带,以成员信用为基础,由本社全部或部分成员资

源出资筹集互助资金,为本社社员发展专业化生产

提供互助资金借款业务的资金互助业务活动[８].第

二种观点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是依

托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成员信用为基础,以产业为纽

带,由全部或部分成员自愿出资,为成员发展生产提

供资金服务的金融业务互动[２].第三种观点认为,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是指经合作社

全体成员(代表)大会通过,由合作社内部全体成员

或部分成员以自愿方式入股,按照民主管理、自我服

务、互惠互利的原则,在合作社内部成员之间为促进

生产发展而开展互助性资金服务[１].第四种观点认

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是指农民专业合

作社内部部分或者全体成员,按照合作制原则和合

作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同

出资,满足出资成员小额资金借贷需求的互助性金

融活动和行为[９].
上述四种内涵定义都涉及到了合作社内部信用

合作的三个核心特征:一是依托或基于合作社;二是

强调成员出资;三是在组织内部封闭运行.考察上

述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定义未能反映风险控制的要

义,它们对风险控制不够重视.本文认为,把握其内

涵的关键是成员控制风险的关键点和特殊手段是什

么,以及这种手段的有效范围是什么.
(二)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制度特征及区别

已有研究对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制度特征进

行了概括,并将其区别于非法集资.

１．制度特征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属于合作金融范畴,具有

合作金融的特点[１Ｇ２,７].具体论证如下:a)运行方式.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采用合作制的治理结构,实行

民主管理,通过将社员的闲置资金以入股的方式集

中起来,在社员间进行互助性借贷[２,７Ｇ８,１０];b)运作范

围.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是以行政村为运行范围,
坚持恪守“不出村,不出社”的原则[６,１１];c)组织目

标.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
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２,８,１０].

作为一种特殊的合作金融模式,合作社内部信

用合作的特殊性还体现在:第一,手段多样性.具体

表现在:a)以产业为基础开展信用合作;b)以商业信

用和货币信用为手段开展信用合作[４].第二,基于

合作社.赵铁桥[２]认为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具有非

机构性和产业性两个重要特点.首先,合作社内部

信用合作合作只是合作社内部封闭运行的一项业务

活动,而非专门的金融机构;其次,它派生于生产合

作、服务于产业发展,具有鲜明的产业性.

２．区别

a)与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区别.一些地区的合作

社内部信用合作都是模仿当地农村资金互助社组建

而成,但两者仍存在较大差别.第一,合作社内部信

用合作是在合作社内部发育起来的,其服务对象不

仅有参加信用合作的成员,也有其他本社的成员.
而且,准入成本低,发展初期享有政府财政和培训方

面的扶持[１２].第二,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比具有银

行性金融机构属性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更适合农村发

展的实际,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便利性,能够覆盖更

广范围的农户[８].

b)与非法集资的区别.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

与非法集资有着本质的区别.徐祥临[１３]总结了两

者之间的三个区别:第一,是否在固定的社区内发展

社员并吸收资金;第二,是否以大大高于法定存贷利

率吸储和放贷;第三,由存贷利差产生的经营利润是

否给社员分红.

二、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运行机制

合作金融组织的运行逻辑主要体现在运用何种

机制和手段来控制风险.一般而言,合作金融组织

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包括四个部分:股权、决策权、
风险控制和收益权.在这一方面,作为一种在局部

范围内控制风险的合作金融组织,合作社内部信用

合作也不例外.为此,本文从这四个方面回顾相关

研究文献,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

的治理特殊性或关键手段是什么? 特别需要说明的

是,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治理特殊性集中体现在

风险控制上,其风险控制的策略手段取决于股权和

决策权的安排,前者是此类组织所有权制度安排的

基础,而后者则是风险控制手段的具体执行.此外,
收益权是股权和决策权预期收益回报的反映.

(一)股权安排

在股权结构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
一是探讨在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时成员入股的

作用,二是考察了股权结构异质性与发起人或大股

东控制之间的关系.

１．为什么要入股?
首先,成员入股可以明确各自的权责,尤其是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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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细化不同利益主体的风险责任范围.由股东成

员承担组织运行的风险,并获取其可能收益,决策也

应由股东成员商议形成;同时,入股也为成员参与组

织管理提供了产权基础以及规范成员相互之间关系

的制度保障.其次,入股可带来产权的激励作用.
入股之后,成员将其资金放入信用合作部后必然关

心其资金的安全,同时尽力了解、甄别借款者,并监

督借款者的贷款使用情况,施加还款压力;入股在某

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成员贷款的某种抵押[１].最后,
规定不对外吸储放贷,要求成员入股是防范资金风

险的有效措施.

２．股权结构异质性与发起人或大股东控制

股权结构对组织运行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目

前,大部分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时都实行资格股与

流动股相结合的股金结构[２].其中,资格股的作用

是取得成员资格,成员必须缴纳,而流动股则是由成

员自愿缴纳,具有一定的投资性,可享受分红.设置

流动股主要是为了提供便捷的存取款服务,吸收风

险厌恶型社员的资金[１４].此外,程京京等[１４]还发现

有的合作社开展内部信用合作的股金结构除了资格

股和流动股之外,还包括投资股和固定股.其中,投
资股类似于发起资本金,主要用于抵御经营风险.
固定股用于吸收风险偏好型社员的资金,抵御信贷

风险.虽然部分国家的合作金融组织都已经引入了

投资股制度,但对投资股社员在出资比例、投票权、
经营管理以及利润分配等方面的权利还是做了非常

严格的限制.本文认为,合作社开展内部信用合作

时需要大股东,但这样的大股东也仅仅能够来自合

作社内部.此外,在限制外来投资股的同时也要防

范内部大股东控制(一般规定个人持股不超过总股

份的２０％),合理的股权结构能够防止“一股独大”
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发生,从而抑制资金风险.

(二)决策权安排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决策内容主要包括两方

面:一是选举任用类事务,二是议案议决类事务[１５].
其中,选举任用类事务的决策流程是:a)资格审查,
是否具有胜任某个职位的能力;b)民主选举,即召

开社员(代表)大会进行投票选举,实行“一人一票”
的选举机制.议案决议类事务的决策流程包括:议
案提交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充分征集社员意见后对

议案提出支持、修正或反对,通过的议案交由评议小

组决定具体执行方针.其中,特别重大或者存在较

大分歧的议案需要由全体成员按“一人一票”的表决

机制投票表决.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决策主体仍然是参加信

用合作的全体社员,并且采取“一人一票”的民主决

策方式.由成员主导也是合作金融组织的特性.对

合作金融组织的决策权分配,«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

暂行规定»中有“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的规定,“一
人一票”的目的就在于保障合作社“民主的社员控

制”,防止普通社员的利益受到能人社员的侵害.因

为,参与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成员大多是金融“弱势

群体”,“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有助于保护多数人的

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一人一票”有其合理性.
也有学者对“一人一票”的民主表决机制提出了

质疑,如张德峰[１６]认为,“民主的社员控制原则”和
“一人一票”的表决规则都是在以无差异社员假设为

前提的条件下所做的设计,而在现实中异质性社员

结构下,这种制度有其弊端.“一人一票”可以防止

普通社员的利益受到能人社员的侵害,但若所有事

项的表决都适用“一人一票”则显然不利于对能人社

员的激励.孟飞[１７]也认为“一人一票”在某种程度

上助长了社员的搭便车行为,无法为合作金融组织

发展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社员提供特别的激励.
因此,现实中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决策权安排可

以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添加附加投票权赋予大股

东,且现实中已有运用[１４,１８].
(三)风险控制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风险控制主要体现在四

个方面:

１．贷款用途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资金仅限于内部成员使

用,且只能用于生产性用途,这是大多数学者的观

点[１９Ｇ２１].限制资金用途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风险:一
是将金融服务全流程“嵌入”生产经营;二是把信用

风险控制建立在充分掌握“信息流、物资流和资金

流”基础之上;三是根据信用风险的来源,将风险控

制环节前移至生产风险的控制环节上[５].本文认

为,限制成员贷款用途就是为了把握住“第一还款来

源”,夯实信贷资金可持续循环的基础.

２．成员限制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成员对象只能来自合作

社内部,即合作社开展内部信用合作必须采取封闭

式运行[１,６,２１Ｇ２２].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运行要做

到“不出村,不出社”,这样可以充分利用信息对称的

优势,防范道德风险.合作金融组织的制度优势主

要来自于成员之间的信息对称,拥有这一优势就必

须限定成员来自合作社内部.限制成员资格,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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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为了通过基于血缘、地缘以及业缘的关系来

约束贷款者,确保资金安全.

３．贷款程序

王华[１９]认为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资金只能

向合作社内部成员发放,且资金发放程序也要严格

按照金融部门的做法,建立健全严格的借款申请、论
证、会办、审批、担保制度.在资金贷款程序中,成员

资格审查和贷款审批是关键.已有审批程序也趋于

高效化.例如,安徽安庆合作社采取的分级审批制

度,即贷款审批程序因贷款金额而异.具体做法为:
如５０００元以下由理事长个人审批,５０００元至１００００
元由理事会审批,１００００元以上由理事会、监事会共

同商定等[１９].

４．贷款担保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应实行担保和联保制度.
在担保和联保制度上,有的合作社建立了互保联保

制度,即成员借款需要１个以上的出资成员提供书

面担保[２].而有的合作社则实行“两双”制度,如河

北盛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双人借款和双人担保制

度,具体为借款者必须为夫妻或父子两人共同借款,
且拥有合作社认同的两名担保人[１４].在借款额度

上,必须要根据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出资总额进行借

款,即成员借款的最大额度不超过他和担保人的出

资总额.刘西川[１]认为,只有做到了这一条才实现

了合作金融的信用风险在组织内部的明确分担,此
时,担保户的担保责任具体化为自己的股金和存款

额.
(四)收益权分配

在收益分配上,已有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按出资比例分红,即按股分

红[２,１９,２３].赵铁桥[２]认为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要恪

守“分红不分息”的原则.在收益分配上,应该以成

员出资比例为分配依据.成员出资参加合作社内部

信用合作,同样是为了获得一定的预期收益,即对投

入资本的回报.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收益分配应

采取基于服务量的分红制度[１８,２４Ｇ２５].蒋干达[１８]调

研江苏宜兴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时,发现该合

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就是实行的基于服务量的分红制

度.
按股分红与按交易分红各有优势:前者可以为

信用合作吸引来更多的股金,而后者更能体现公平,
使信用合作运行有效率.本文建议,可以采取按股

分红和按服务量分红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按股分红

和按服务量分红在总收益中所占的比例因社而异.

三、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模式分类及比较

目前,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运行模式有多种,
各类模式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也各有不同.这一

部分内容首先总结了已有研究对运行模式的归纳分

类,然后比较分析了不同模式面临的风险和控制风

险的措施.
(一)模式分类与风险控制的关系

根据不同标准,已有研究对合作社内部信用合

作的运行模式进行了分类.

１．开展形式

苑鹏等[３]认为,我国合作社开展的信用合作有

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货币信用,以资金互助为代

表;另一种是商品信用,包括合作社内部的农资、农
产品赊销赊购,以及农产品供应链融资为主.

２．依托对象

汪小亚等[４]将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运行模式

按照不同的依托对象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围绕农

业生产经营的相关环节,合作社与内部社员之间以

“货物”等方式开展商业信用合作;第二类是,依托合

作社设立具有资金互助功能的业务单元或独立的资

金互助组织,开展社员之间的货币信用合作;第三类

是,基于“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农业产业链开展

商业信用和货币信用合作.

３．资金需求特征

潘淑娟等[５]将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在资金需求

上具有多样性,具体模式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大型

合作社“物流金融”式信用合作;第二类是社际间交

互担保信用合作;第三类是社内交互信用保险合作.
其中,第一类为普遍的模式;第二类是因为合作社内

部社员具有相同的生产周期,因此往往存在资金需

求上的同质性,这使得不同生产周期的合作社存在

调剂资金需求的可能性;第三类则是考虑到一些产

业,如养殖业存在较大风险,需要将保险机构吸引进

来共同分担风险.
(二)模式比较与风险控制

已有研究主要从社内与社间、不同经营目标以

及互助规模差异等角度考察和比较了合作社内部信

用合作风险控制的手段及其效果.

１．社内与社间

社内与社间两种模式的产生原因是对资金需求

量的不同.有些合作社内部通过调节种养户与营销

户之间的资金余缺就能满足各自资金需求,而有些

合作社产业对生产资金的需求量大,只有通过社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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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或者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才可满足需求.苑鹏

等[２６]认为,与社内合作相比,社间合作的优势主要

体现在:a)社间合作的社员数量规模和经营农产品

的差异性都足够大,具备调节资金余缺的空间,能够

保证资金供给规模和贷款规模;b)可以避免因某种

农产品市场行情不佳,或出现自然风险时而导致社

员大范围的贷款拖欠等现象.其劣势主要体现在:

a)资金调剂规模、涉及成员面更大,一旦资金供应链

条因某种农产品市场行情的波动可能会断裂,将波

及更多的社员;b)成员间的信任将随着成员规模扩

大、社区界限的突破而变得脆弱,增大了资金运作的

成本.可见,社间合作提高了组织应对自然风险的

能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市场风险,社间合作面

临风险大于社内合作.

２．经营目标不同

多数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经营目标都是为了

发展生产,只有少部分是为了获取融资收益.潘淑

娟等[５]认为,以生产经营性资金需求为导向的合作

社内部信用合作,其风险源于合作社产品的市场风

险;而以追逐融资收益为导向的资金互助社,其风险

既有来自于借款人偿还能力变化的信用风险,也有

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利率结构风险以及声誉风险等.
可以说,以发展生产为目标的合作模式的风险源主

要还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风险本质上较小且可

控,而以逐利为经营目标的合作模式面临的风险则

多且大.

３．互助规模不同

互助规模包括资金规模、成员规模以及运行范

围等.现实中,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的规模往往不

同,在风险规避措施上也不同.王成琛等[２７]发现:
在互助规模较小的熟人社会里,声誉机制起主导作

用,而当互助规模突破熟人社会之后,质押机制将起

主导作用.

四、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社:边界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有“双重”边界,其资金规

模与运作范围都要有一个边界.资金规模较小,运
作范围狭隘不利于信用合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
资金规模较大,运作范围过广则可能使信用合作发

生使命漂移,并且带来较大风险[１８].合理界定信用

合作的边界,其目的就是防范资金规模过大所带来

的风险.而且,各类资金规模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

并且封闭运行.此外,界定边界还有助于将其与非

法集资区分开.

(一)规模边界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边界涉及资金规模、成
员规模、股权规模.a)资金规模.蒋干达[１８]认为,
合作社在开展内部信用合作时存在“资金规模过小

则作用有限,资金规模过大则运行风险高以及易出

现异化”的困境.b)成员规模.孔祥智等[２８]研究发

现,随着合作社成员规模的不断扩大,成员覆盖范围

扩展会对其融资服务供给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因

为,信用合作覆盖范围的扩大会在管理成本和风险

控制等方面上给信用合作带来负面影响.c)股权规

模.对发起人的 股 金 规 模 要 严 格 限 制.赵 锦 春

等[２９]研究发现,当到达一定规模后,发起人股权比

重的提升将会降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运行效

率.此外,对非农股份要有限制.程京京等[１４]认为

要严格限制非农股份在资金互助组织中的话语权,
防止组织的话语权和信贷权脱离农民.

(二)边界与风险控制

张照新等[６]认为,信用合作该采取封闭式运行,
强调资金在一定地域、群体和产业内部流动.农民

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就要将本地资金用于本地

区,从而促进当地“三农”事业的发展.在资金投放

上,坚持“不出村、不出社”的基本原则.信用合作资

金只能由组织内部成员(一般都是合作社社员)使
用,并且只能让本村的人加入到信用合作中,这就是

所谓的封闭式运行[７].
就边界范围而言,合作社内部信用对其贷款限

额、贷款用途和贷款担保具有明确规定.a)贷款额

度.一类观点认为,贷款额度规定一个风险可控的

固定值即可,成员借款不超过这个限额即可[２１].另

一类观点认为,成员贷款额度应根据成员及其担保

户的信用总额为限发放贷款.贷款资金在其股金金

额内实行信用制度,超过股金金额的借款部分须有

其他成员用股金或存款作担保,成员及其担保人的

股金加存款之和必须大于或等于贷款总额[１].b)贷
款用途.合作社信用合作资金仅限于内部成员使

用,且只能用于生产性用途[１９Ｇ２１],这是大多数学者的

观点.孟飞[２０]认为在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业

务是合作社传统业务上的延伸,但这也仅仅是限于

内部社员之间的资金互助,主要以服务生产为目的,
合作社不得开展其他金融业务.另一种观点却认

为,合作社信用合作资金可以有两种用途:一是仅用

于发展生产;二是兼顾生产与生活需求[８].c)贷款

担保.贷款担保是信用贷款的重要一环,而且担保

人只能是内部成员.张照新[６]认为选择内部人员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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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能够有效的实现风险的共担.
一些学者认为,资金规模边界不断扩大有其现

实必要性.由于合作社只能在成员内部吸收资金,
在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并不能有效满足农户扩

大再生产的需求,资金供给量仅仅停留在解决燃眉

之急的水平,可持续性不强[３].而且在生产单一农

产品的合作社内部发展信用合作,资金规模的扩张

在很大程度上又受限于农产品市场行情的变化,这
让资金互助组织在服务能力和可持续性上受到严峻

的挑战[２６].
但有一些学者对合作社资金规模的扩张表示了

担忧.苑鹏等[２６]在调研时发现,成员间的信任纽带

会随着资金规模的扩大变得逐渐脆弱,关系治理作

用削弱,治理成本增加.一般而言,合作社内部信用

合作的经营风险都会随着资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过小的资金规模可能会影响农户再生产能力的提

升,但也不可任意扩大,需要与合作社控制风险的能

力相匹配.

五、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从风险控制的视角,梳理、概括以及评价合

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内涵、运行机制、典型模式以及

边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综述发现:a)已有定义反

映了政策意图,概括了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主要

特征,但未能揭示其控制风险的本质和要点;b)已
有研究注意到产权制度安排方面的特殊设计和创新

点,但未能抓住机制或逻辑上真正控制风险的手段;

c)已有研究对现实中典型模式进行了分类,但对不

同模式控制风险的具体机制及其异同缺乏深入探

究.d)已有研究认识到边界(或范围)与风险控制之

间的关系,但对边界定义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重视

不够.
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重点将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对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内涵的深刻

理解,从其本质规定出发来研究合作社内部信用合

作.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内涵是在风险可控的情

况下实现局部范围内的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其着

力点应该是管制风险、界定边界以及最大化配置金

融资源.
第二、加强对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运行逻辑的

研究.运行过程中是否可以吸收成员的存款? 组织

决策权如何分配? 按股分红与按交易量分红的依据

是什么? 对合作金融“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如何改

进,才能成为对成员激励和风险补偿的择优之选?

这些问题都是尚未破题且必须面对的.
第三、加强对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边界的考察.

现实中的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边界往往是模糊

的,不同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的边界也不相同,限定

边界范围对其运行风险有极大地限制作用.必须承

认的是,这个边界是在不断变化中的,所以对合作社

内部信用合作边界的研究也需同步甚至超前.研究

视角上,除了风险控制的角度外,还可以将合作社内

部信用合作组织看成契约联合体,从投资激励的角

度研究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边界.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加强对合作社内部信用合

作的理论分析和计量实证分析,改善已有研究在这

两方面较为薄弱的现状,即:一方面,在理论应用上

往往直接套用合作社金融理论,未能抓住合作社内

部信用合作的特殊性;另一方面,缺乏基于大数据的

实证分析,没有数据支撑,难免会陷入泛泛而谈的困

境,使研究没有说服力.弥补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对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长远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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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riskcontrol,thispapersortsout,summarizesandevaluatesthe
studiesonthecreditcooperationinthecooperativesinthetermsoftheconnotation,themechanism,the
operationmodelandtheboundary．Conclusionsareasfollows:theexistingdefinitionssummarizethe
creditcooperationinthecooperativesmustbebasedoncooperativesandstresscapitalcontributionof
membersandbehaviorcharacteristicsofclosedoperation,butfailtodisclosetheessenceofriskcontrol;

theexistingresearchespayattentiontoheterogeneityofpropertyrightstructureandinnovativesystem
arrangementsuchasextravotingright,gradedexaminationandapproval,andmixedprofitsharingplan,

butfailtocatchthelogicandmeansofriskcontrol;existingresearchesclassifytypicalmodesof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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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sand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existing researches real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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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anditsinfluencingfactors．Inaddition,existingresearchesmostlybelongtocasestudies．I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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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运企业干线运输网络中途点停靠问题研究

胡觉亮a,严　蓉b

(浙江理工大学,a．理学院;b．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传统的直达运输模式车辆装载率低,运输成本较高.在传统的运输模式基础上提出中途点停靠运输模

式,针对只装不卸(只卸不装)和先卸后装两种装卸模式,对中途点停靠运输模式分别进行可行性分析,并给出了两

种装卸模式下的适用条件.以BS快运企业为研究实例,根据实际数据进行求解分析,将两种运输模式进行对比,结

果表明:大多数情况下,利用中途停靠点比传统的直达运输模式更能避免一定的车辆空驶浪费.

关键词:干线物流;直达模式;中途点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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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是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

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采购、装卸搬

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功能有机结

合起来,实现用户要求的过程[１].物流其中一个

主要功能就是运输,货物在流动过程中有多种运

输形式,包括直发(单边、往返)、中途点停靠、HS
模式等.

物流运输网络研究可划分为支线货物运输研究

和干线货物运输研究.运输过程中很大一部分的成

本来自于干线运输,运输要做到合理化,其中的车辆

调度是关键[２].干线运输过程中点到点直达模式可

将货物直接送往目的分拨,这是最快的方式.李夏

苗等[３]发现铁路直达货物运输时间主要受直达列车

全程旅行时间的影响,通过对实例进行分析,分析出

预期的运行时间,利用分布函数分析出其可以实现

的概率,并评估分析了直达货物运输按时送达可靠

性.张廷伦等[４]通过对直达运输模式的可行性进行

分析并提出面临的问题,总结了一系列提高大客户

物资直达运输比重的措施.马翌佳[５]通过比较直达

运输模式与配送中心中转运输模式下各自物流成本

构成,建立了以物流成本最小为目标的模型,引入真

实数据求解出最佳的物流成本费用,结果表明运用

直达运输模式可缩短订货周期,减少安全库存持有

量并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车辆装载率.叶俊

等[６]通过对“江海联运”集装箱运输现状进行分析,
指出其在软硬件等方面存在弊端和不足,并提出江

海直达的运输方式,研究结果表明此运输方式大大

提高了运输效率,节省了运输时间.在物流运输过

程中,点到点直达模式有一定的优势和价值,但是直

达模式要求货物的装载大于或等于一个整车,一般

情况下货物必定有剩余,并不能完全是整车运输,这
就会大大增加车辆空驶成本,所以点到点直达模式

并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
针对物流系统中运输网络的特点,选择合适的

运输网络形式,以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车辆装载率.
李红启等[７]提出 HubＧandＧSpoke网络形式,以货物集

散点上货流到/发的均衡与否为依据,探讨 HS网络

结合运输车辆在中途点停靠的可行性.Mahapatra[８]

分别对有无轴辐式运输网络比较分析,以总运输成

本最小为目标,分别建立了车辆的调度方案和车辆

运输路径的混合整数规划模型,并通过实例来证明

了模型的实际价值.Barcos等[９]提出一种满载车

辆直发,半空载车辆经过一到两个集散中心的运输

模式,建立了以物流成本最小为目标的整数规划模



型,并利用蚁群算法选择最优路径使总成本最小,并
通过实例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孟多[１０]提出一种

新的运输网络,建立了以物流成本最小为目标,以车

辆容量、装载率等为约束的模型.通过实例分析,比
较该运输网络与传统运输网路的总成本,结果表明

所建模型实用、有效.方晓平等[１１]针对公路零担运

输企业节点布局特点,通过优化混合轴辐式运营网

络,建立了以总运输成本和中转成本之和最小化为

目标的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通过将具体数据带

入检验模型的可行性,结果表明运输成本和总派车

次数都有所降低.Akyilmaz[１２]提出了一种假设运

输网络结构与货运站之间的位置不变,且车辆的数

量为已知,依次删除某些起始点到目的点之间最短

的直达路线,剩下的为中途点停靠装卸的货物运输

路线,这种运输模式不仅提高了运输车辆装载效率,
而且降低了物流成本.米奎[１３]针对传统的轴辐式运

输网络,提出多式联运的轴辐式干线运输网络,对网

络运输支线与干线的运输路线与运输方式的决策问

题进行建模优化.选择调用 Matlab里的Bintprog函

数对模型进行求解,考虑运营商不同需求偏好,得到

使零担货运网络运输总成本与运输服务时间达到最

优的运输决策方案.
综上所述,运输网络的优化是物流企业的一项

重要的运营决策.运输网络的优化关系到物流设计

体系的成功与否[１４].无论选用何种运输网络,在不

影响货物时效的前提下,都是以最小化物流成本、提
高物流效益为目标,实现物流企业总成本支出的最

优化配置.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间

经济水平发展不平衡导致发往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货

量少,同时由于物流企业车辆调度不合理,导致车辆

装载率较低,这都使得企业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很少

有学者对这部分车辆进行优化研究.本文针对这方

面研究的不足,提出了中途点停靠模式的运输网络

优化形式,在优化运输车辆路径的同时提高车辆装

载率,以降低单位货物运输成本.
本文提出了中途点停靠模式的运输网络优化形

式,通过对干线运输网络结合中途点停靠运输模式

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并提出该模式的适用条件.最

后以BS快运企业为研究实例,对实际数据进行求

解分析.

一、区域干线物流车辆“中途点停靠”
可行性判别

　　在干线物流网络上,在各分拨中心货物装卸模

式对整个网络的效益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针对不

同装卸模式,比较点到点直达模式与中途点停靠

模式两种运输形式下,车辆的空驶浪费量(吨公

里),分析区域干线物流运输车辆在中途点停靠的

可行性.
引入四元组符号PQ(U,x１,x２,d),其中:U 表

示两个分拨中心P、Q 之间承担运输任务车辆的额

定载重量,t;x１,x２ 分别表示车辆往返装载率;d 表

示两个分拨中心之间的距离,km.
已知分拨中心S 与分拨中心T 之间车辆相互

直发,即ST(A,α１,α２,a).现插入一个经停点Q,分
以下不同情形探讨区域干线物流运输车辆在中途点

停靠的可行性:

a)Q 与S、T 中一个点存在直发车辆,不妨设Q
与T 点之间存在直发车辆;

b)Q 与S、T 都存在直发车辆.
(一)符号说明

A:表示分拨中心S与T 之间承担运输任务车

辆的额定载重量,t;

B:表示分拨中心Q 与T 之间承担运输任务车

辆的额定载重量,t;

C:表示分拨中心S 与T 之间承担运输任务车

辆的额定载重量,t;

α１、α２:表示分拨中心S与T 之间车辆往返的装

载率;

β１、β２:表示分拨中心Q 与T 之间车辆往返的装

载率;

γ１、γ２:表示分拨中心S 与Q 之间车辆往返的

装载率;

θ１、θ２:表示分拨中心S与T 之间并且中途经停

分拨中心Q 车辆往返的混合装载率;

X１、X２:表示分拨中心之间承担运输任务车辆

的载重量;

a:表示分拨中心S与T 之间的距离;

b:表示分拨中心Q 与T 之间的距离;

c:表示分拨中心S与Q 之间的距离.
(二)车辆在中途点停靠时采用只装不卸(只卸

不装)模式

在物流运输网络中,各点发出与到达货量基本

不均衡,此时需比较往返双程直达模式与中途点停

靠(非直达)两种运输组织形式下车辆的空驶浪费量

(吨公里).
当采用点到点直达运输形式时如图１所示,直

达车辆总的空驶浪费吨公里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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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１－α１)＋bB(１－β１)＋aA(１－α２)＋bB(１－β２)＝
aA(２－α１－α２)＋bB(２－β１－β２) (１)

图１　两点之间直达运输

当采用“中途点停靠”运输形式时,车辆运行途

中在点Q 停靠,如图２所示,令X１＞Aα１＋Bβ１,X２

＞Aα２＋Bβ２,则 X≥max{X１,X２}.此时额定载重

量X 吨的车辆的空驶浪费可表示为:

cX－cAα１＋bX－bAα１－bBβ１＋bX－bAα２－
bBβ２＋cX－aAα２ (２)

图２　只装不卸(只卸不装)模式下中途点停靠运输

计算式(１)和式(２)的差得:Δ＝(２b＋２c)X－
２aA－２bB＋(a－b－c)Aα１＋(a－b－c)Aα２

若Δ＜０时,得

X＜２aA＋２bB－(a－b－c)Aα１－(a－b－c)Aα２

２(b＋c)
(３)

此时引用中途点停靠运输模式比点到点直达模

式车辆装载率更高且成本更低.
由于X≥max{X１,X２},因此,当经停车辆的额

定 载 重 满 足 max {X１, X２ } ≤ X ＜
２aA＋２bB－(a－b－c)Aα１－(a－b－c)Aα２

２(b＋c) ,此时采

用中途点停靠的车辆运输形式较点到点直达形式的

车辆运输形式可避免一定的车辆空驶浪费.
(三)车辆在中途点停靠时采用先卸后装模式

在物流运输网络中,各点发出与到达货量基本

不均衡,此时需比较往返双程直达模式与中途点停

靠(非直达)两种运输组织形式下车辆的空驶浪费量

(吨公里).
当采用点到点直达运输形式时如图３所示,直

达车辆总的空驶浪费吨公里可表示为:

aA (１－α１)＋bB(１－β１)＋cC(１－γ１)＋
aA(１－α２)＋bB(１－β２)＋cC(１－γ２) (４)

图３　三点之间直达运输

　　
当采用“中途点停靠”运输形式时,车辆运行途

中在点Q 停靠,如图４所示,令X１＞max{Bβ１,Cγ１}

＋Aα１,X２＞max{Bβ２,Cγ２}＋Aα２,则X≥max{X１,

X２}.此时额定载重量X 吨的车辆的空驶浪费可表

示为:

cX－cAα１－cCγ１＋bX－bAα１－bBβ１＋bX－
bBβ２－bAα２＋cX－cAα２－cCγ２ (５)

图４　先卸后装模式下中途点停靠运输

计算式(４)和式(５)的差得:Δ′＝２X(b＋c)－
(b＋c－a)Aα１－(b＋c－a)Aα２－２aA－２bB－２cC

若Δ′＜０时,得

X＜
(b＋c－a)Aα１＋(b＋c－a)Aα２＋２aA＋２bB＋２cC

２(b＋c)
(６)

此时引用中途点停靠运输模式比点到点直达模

式车辆装载率更高且成本更低.
由于X≥max{X１,X２},因此,当经停车辆的额

定 载 重 满 足 max {X１, X２ } ≤ X ＜
(b＋c－a)Aα１＋(b＋c－a)Aα２＋２aA＋２bB＋２cC

２(b＋c) ,

采用中途点停靠的车辆组织方式较点到点直达形式

的车辆组织方式可避免一定的车辆空驶浪费.
车辆在中途点停靠采用只装不卸(只卸不装)模

式时,经停车辆的额定载重X 满足 max{X１,X２}≤

X ＜ ２aA＋２bB－(a－b－c)Aα１－(a－b－c)Aα２

２(b＋c) ,

此时采用中途点停靠的车辆运输形式较点到点直

达形式的车辆运输形式可避免一定的车辆空驶浪

费;车辆在中途点停靠采用先卸后装模式时,经停

车辆的 额 定 载 重 X 满 足 max{X１,X２}≤X＜
(b＋c－a)Aα１＋(b＋c－a)Aα２＋２aA＋２bB＋２cC

２(b＋c) ,

此时采用中途点停靠的车辆运输形式较点到点直达

形式的车辆运输形式可避免一定的车辆空驶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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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干线物流车辆直发模式车辆空驶浪费量大于

中途点停靠模式(吨公里)车辆空驶浪费量,且经停

车辆额定载重满足一定的条件,则中途点停靠模式

是可行的,可减少一定车辆空驶浪费量.

二、实证分析

(一)案例背景介绍

本文以BS物流公司快运事业部的干线运输组

织为对象进行实证分析,论证区域干线物流结合中

途点停靠模式的可行性与实际价值.

BS快运是百世旗下的知名零担物流品牌.百

世快运以信息化管理和服务效率为核心,BS快运由

加盟(网点)＋直营(分拨中心)组成.通过武汉、北
京、郑州、杭州、广州、苏州共６个一级枢纽,配合１３
个二级枢纽、５０个转运中心及２６５个集配站,为不

同需求的客户提供标准化的物流服务.

BS快运在竞争相当激烈的物流行业,BS快运

企业依然面临着车辆空载率高、物流服务质量差、物
流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

(二)BS物流公司干线运输组织方式

BS物流运输系统示意如图５所示,图中,虚线

框中的运输路径为干线运输,即货物在分拨中心之

间运输.根据实际调研可知,现在BS快运企业华东

区域的干线运输网络大多数采用点到点直达运输模

式,很多车辆在运输过程中装载率不高的情况,极大

地浪费了运输的资源,使得物流企业运输成本居高

不下,不利于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由图５可以看

出,也并不是所有分拨中心之间都有直达车辆.

图５　BS物流运输系统示意图

此时根据物流系统中运输网络的特点,应当对

现行运输网络运输模式做出改进.通过采用中途点

停靠模式的运输形式,最大程度提高车辆装载率.
实例通过比较中途点停靠模式和直达模式之间空驶

浪费量,证明中途点停靠模式的可行性.
对情形a)的计算实例:以 BS快运企业为实例

在华东区域内任选三个分拨,其中有两个分拨之间

无直发车辆.本文获取这三个点之间到发货量、调
度车辆型号、分拨之间的距离等作为一组数据,共取

１０组真实数据.通过计算,求出X 的取值范围,求
得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只装不卸(只卸不装)模式

线路
序号

线路
(始发点－经停点－目的点) PQ(U,x１,x２,d) X 的取值范围

两种形式差额
(直发－经停)

１ 上海－常州－南京
上海－南京(１２,０．６４,０．９９,２６５)
常州－南京(１６,０．７４,０．８８,１４８) 不可取 —

２ 连云港－盐城－苏州
连云港－苏州(１２,０．７２,１．００,４２４)
盐城－苏州(１６,０．３１,０．４８,２３５) ２０~２１ ６７７．８

３ 宿迁－盐城－上海
宿迁－上海(１２,０．４４,０．６９,４７７)
盐城－上海(１２,０．１８,０．４４,３２３) １４~１９ ４８９３．６

４ 盐城－南通－上海
盐城－上海(１２,０．１８,０．４４,３２３)
南通－上海(１２,０．８１,０．８６,１０９) １６~１７ ３７５．０

５ 南通－嘉兴－杭州
南通－杭州(１２,０．４８,１．００,２２８)
嘉兴－杭州(１６,０．４９,０．５６,６５) 不可取 —

６ 徐州－宿迁－南京
徐州－南京(１２,０．３９,０．７７,４１５)
宿迁－南京(１２,０．６０,０．６３,２９７) １８~２２ ２５４５．８

７ 连云港－淮安－南京
连云港－南京(１２,０．５３,０．７５,３７７)
淮安－南京(１２,０．５８,０．８５,１３５) ２０~２２ １０４３．２

８ 盐城－常州－上海
盐城－上海(１２,０．１８,０．４４,３２３)
常州－上海(１２,０．８１,０．８８,１４７) １６~１７ １１１．０

９ 盐城－常州－苏州
盐城－苏州(１６,０．３１,０．４８,２３５)
常州－苏州(１６,０．３９,０．５８,７３) １７~１９ ８３４．０

１０ 徐州－盐城－苏州
徐州－苏州(１２,０．５６,０．８３,５２２)
盐城－苏州(１６,０．３１,０．４８,２３５) １８~１９ ６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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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的结果可以得出,１０组数据中８组数据

解是可行的.以连云港、盐城、苏州三个分拨中心为

例,其中连云港与苏州分拨中心之间车辆相互直

发,现插入一个经停点盐城分拨,其中盐城分拨中

心只与苏州分拨存在直发车辆.由 max{X１,X２}

≤X＜２aA＋２bB－(a－b－c)Aα１－(a－b－c)Aα２

２(b＋c) ,

可得２０≤X＜２１,即可采用中途点停靠运输模式承

担连云港—苏州分拨中心间的货物运输,同时中途

停靠盐城分拨带货.此种模式较直达运输模式可减

少一定的车辆空驶浪费,此时应采用额定吨位在２０
~２１t的车辆.同时,其他几组线路也都满足条件,
得出的解为可行解.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点到点

直达运输模式下车辆存在空载的情况,我们都可以

选择一个分拨经停带货.
其中有两组数据解是不可行的,以该快运企业上

海、常州、南京三个分拨中心为例,其中上海与南京分

拨中心之间车辆相互直发,现插入一个经停点常州分

拨,其中常州分拨中心只与南京分拨中存在直发车辆.

由X＜２aA＋２bB－(a－b－c)Aα１－(a－b－c)Aα２

２(b＋c) ,

可得X＜１９５;由 X≥max{X１,X２},可得 X≥２６.
可见,当X１ 或X２ 接近满载时,X 无解,则直发运输

模式无需改成中途点停靠运输模式.
区域干线物流车辆两点直发的模式下,车辆空

驶浪费量大于中途点停靠模式(吨公里),说明在只

卸不装或只装不卸模式下,车辆在中途点停靠模式

是可行的,可减少一些车辆空驶浪费.但是当直发车

辆往返装载率有一者都接近满载时,X 不在取值范围

内,则直发运输模式无需改成中途点停靠运输模式.
对情形b)的计算实例:以BS快运企业为实例

在华东区域内任选三个分拨,三个点之间相互有直

发车辆.本文获取该企业三个点之间到发货量、调
度车辆型号、分拨之间的距离等作为一组数据,共取

１０组真实数据.通过计算,求出X 的取值范围.求

得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先卸后装模式

线路
序号

线路
(始发点－经停点－目的点) PQ(U,x１,x２,d) X 的取值范围

两种形式差额
(直发－经停)

１ 淮安－合肥－杭州
淮安－杭州(１２,０．５３,０．８３,４６８)
合肥－杭州(１２,０．５９,０．７４,４１７)
淮安－合肥(１６,０．３１,０．７５,３５２)

２２~２５ ３５７４．３

２ 上海－苏州－杭州
上海－杭州(１２,０．６１,０．６６,１５４)
苏州－杭州(１２,０．１０,０．７２,１８１)
上海－苏州(１６,０．２９,０．５６,８７)

１７~２４ ３４４４．８

３ 上海－嘉兴－杭州
上海－杭州(１２,０．６１,０．６６,１５４)
嘉兴－杭州(１６,０．４９,０．５６,６５)
上海－嘉兴(１２,０．４８,０．７４,１０２)

１７~２５ ２７４３．６

４ 上海－常州－南京
上海－南京(１２,０．６４,０．９９,２６５)
常州－南京(１６,０．７４,０．７７,１４８)
上海－常州(１２,０．８９,０．９３,１４７)

不可取 —

５ 连云港－南京－苏州
连云港－苏州(１２,０．７２,１．００,４２４)
南京－苏州(１２,０．９２,０．９２,１９２)

连云港－南京(１２,０．５３,０．７５,３７７)
不可取 —

６ 宿迁－南京－杭州
宿迁－杭州(１２,０．４４,０．６２,５３９)
南京－杭州(１２,０．１７,０．９８,２６７)
宿迁－南京(１２,０．６０,０．６３,２９７)

２０~２４ ４２２９．５

７ 宿迁－苏州－杭州
宿迁－杭州(１２,０．４４,０．６２,５３９)
苏州－杭州(１２,０．１０,０．７２,１８１)
宿迁－苏州(１２,０．５３,０．６１,４０４)

２０~２４ ４１６０．２

８ 南京－湖州－宁波
南京－宁波(１２,０．２３,０．４１,２４４)
湖州－宁波(１２,０．１８,０．７７,２２１)
南京－湖州(８,０．４３,０．５０,１９７)

１５~１９ ３０９４．４

９ 苏州－杭州－宁波
苏州－宁波(１２,０．５２,１．００,２４４)
杭州－宁波(１６,０．１４,０．５４,１４２)
苏州－杭州(１２,０．１０,０．７２,１８１)

２４~２５ ６７７．８

１０ 南京－苏州－宁波
南京－宁波(１２,０．２３,０．４１,２４４)
苏州－宁波(１２,０．５２,１．００,２４４)
南京－苏州(１２,０．９２,０．９２,１９２)

１７~２０ ２７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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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２的结果可以得出,１０组数据中８组数据

解是可行的.以淮安、合肥、杭州三个分拨中心为例,
其中淮安与杭州分拨中心之间车辆相互直发,现插入

一个经停点合肥分拨,其中合肥分拨中心与淮安、杭
州分拨中心都存在直发车辆.由 max{X１,X２}≤X＜
(b＋c－a)Aα１＋(b＋c－a)Aα２＋２aA＋２bB＋２cC

２(b＋c) , 可

得２２≤X＜２５,即可采用中途点停靠运输模式承担淮

安—杭州分拨中心间的货物运输,同时中途停靠合肥

分拨带货.此种模式较直达运输模式可减少一定的车

辆空驶浪费,此时应采用额定吨位在２２~２５t的车辆.
同时,其他几组线路也都满足条件,得出的解为可行

解.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在点到点直达运输模式时

车辆存在空载的情况,我们都可以选择一个分拨经停.
其中有两组数据解是不可行的,例如:以该快

运企业连云港、南京、苏州三个分拨中心为例,其
中连云港与苏州分拨中心之间车辆相互直发.现

插入一个经停点南京分拨,其中南京分拨中心与

连云港、苏州分拨中心都存在直发车辆.由 X＜
(b＋c－a)Aα１＋(b＋c－a)Aα２＋２aA＋２bB＋２cC

２(b＋c) ,

可得X＜２３５;由 X≥max{X１,X２},可得 X≥２４.
可见,当X１ 或X２ 接近满载时,X 无解,则直发运输

模式无需改成中途点停靠运输模式.
区域干线物流车辆三点间互相直发的模式下,

车辆空驶浪费量大于中途点停靠模式(吨公里),说
明在先卸后装的模式下,车辆在中途点停靠模式是

可行的,可减少一些车辆空驶浪费.但是当点到点

直达车辆往返装载率有一者接近满载时,X 不在取

值范围内,则直发模式无需改成中途点停靠模式.
通过对以上两种情形实例计算可知,当分拨之

间通过直达运输车辆空载率较高时,在满足一定时

效的情况下,可考虑采用中途点停靠模式来提高车

辆装载率,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三、结　论

本文针对干线物流运输网络存在车辆装载率较

低、运输成本高等问题,在传统的直达运输模式基础

上提出“中途点停靠”的运输形式,并针对不同装卸

模式,比较点到点直达模式与中途点停靠模式两种

运输形式下车辆的空驶浪费量.通过分析中途点停

靠模式下车辆额定载重X 的满足条件,判别快运企

业干线物流运输网络结合中途点停靠运输模式的可

行性,最后以BS快运企业的干线运输组织方式为

对象加以实证分析.通过计算,求出 X 的取值范

围,结果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采用中途点停靠的

运输模式较点到点直达模式可避免一定的车辆空驶

浪费,这表明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中途点停靠形式

改善干线运输网络是可行性及有效的.
本文只分析“中途点停靠”一个分拨的情况,如果

“中途停靠”运输模式中经停点过多,不仅大大增加人

工成本、车辆的运输成本等各种成本,而且车辆在一

个往返线路上多次经分拨停留,考虑到装卸时间、运
输时间的增加货物的时效可能会达不到.由此可见,
“中途点停靠”物流运输形式的应用有很大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１]尹衍波．现代物流管理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３Ｇ６．
[２]易正辉．烟草行业物流干线运输优化调度系统设计与实

现[D]．长沙:湖南大学,２０１５:３．
[３]李夏苗,胡思继,朱晓立．直达货物运输按时送达可靠性

的评估方法[J]．中国铁道科学,２００３,２４(１):１２１Ｇ１２４．
[４]张廷伦,刘晗．加强直达运输组织全力推进铁路大客户

战略的贯彻实施[J]．铁道货运,２００６(３):１１Ｇ１４．
[５]马翌佳．直达运输模式下物流成本的探讨[J]．物流工程

与管理,２０１０,３２(１０):６６Ｇ６９．
[６]叶俊,郑栋敏．长江“江海联运”集装箱运输现状及发展

策略[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４
(２):１９Ｇ２４．

[７]李红启,刘鲁．HubＧandＧSpoke型运输网络改善方法及其

应用[J]．运筹与管理,２００７,１６(６):６３Ｇ６８．
[８]Mahapatra,S．Analysis ofrouting strategiesin air

transportationnetworksforexpress packagedelivery
services[J]．Style,２００５,２０(３):２９５Ｇ３１８．

[９]Barcos,Rodriguez,Lvarez,etal．Routingdesignfor
lessＧthanＧtruckload motor carriers usin g ant
colonyoptimization[J]．TransportationResearchPartE,

２０１０,４６(３):３６７Ｇ３８３．
[１０]孟多．轴辐式零担运输网络规划研究[D]．广州:中山大

学,２０１１:２２Ｇ３２．
[１１]方晓平,何开先,陈维亚,等．无容量限制的混合轴辐式

零担运营网络优化[J]．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１１
(１):１２６Ｇ１３０．

[１２]AkyilmazT．Networking policiesforhubＧandＧspoke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air transportation
system[J]．TransportationScience,２０１６,２９(３):２０１Ｇ２２１．

[１３]米奎．轴幅式零担货运网络运输决策模型研究[J]．中
国市场,２０１６(４１):１４３Ｇ１４４．

[１４]郭京生,刘璘．最小费用最大流模型在运输网络优化中

的应用[J]．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１５,３６(１７):５３Ｇ５４．

７１１第２期 胡觉亮等:快运企业干线运输网络中途点停靠问题研究



Waystationprobleminthearterialtransportlineofexpressenterprise
HUJuelianga,YANRongb

(a．SchoolofSciences;b．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

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Underthetraditionalthroughtransportmode,thevehicleloadingrateislowandthe
transportationcostishigh．Onthebasisofthetraditionaltransportationmode,thispaperputsforward
thetransportationmodeofwaystationfortwoloadingpatterns:singleloading (singleunloading)and
unloadingbeforeloading．Thefeasibilityanalysisontransportationmodeofwaystationwasconducted,

andtheapplicableconditionsunderthetwopatternsweregiven．BSExpressEnterprisewasusedasthe
exampleforanalysisaccordingtopracticaldata．Thetwopatternswerecompared．Theresultsshowthat
inmostcases,thetransportationmodeofwaystationislessemptydrivingwastethanthetraditionalmode
ofthroughtransport．

Keywords:arterialtransportline;throughtransport;waystation
(责任编辑:钱一鹤)

８１１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第４０卷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４０卷,第２期,２０１８年４月

Journalof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SocialSciences)

Vol．４０,No．２,Apr．２０１８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s)．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１８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２８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１８G０２００１５);浙江省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研究项目(kg２０１６０５８０);浙江理工大学科研项目

(KY２０１６００５)

作者简介:吴　丹(１９８２－),女,浙江杭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新媒体广告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赵　江,EＧmail:woshiweimo００７＠１２６．com

基于复杂网络视角的网络图书广告鲁棒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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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网络图书广告传播系统依托于企业、用户的分布范围以及用户分享等形成庞大的复杂网络.该复杂网

络的受众不再是广告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信息传播的主动参与者.用户的参与包括主动干扰和攻击可能导致广

告传播系统的效率和传播质量的下降,甚至功能的丧失,即鲁棒性问题.通过分析级联失效模型及其失效的三个阶

段,给出网络图书广告传播所在网络的鲁棒性度量方法.研究表明:网络图书广告的鲁棒性更多体现在重要节点间的

自由连接,针对重要节点进行有效的保护对广告传播效率和传播质量的效果比针对所有节点进行保护的效果更好.

关键词:网络图书广告;复杂网络;鲁棒性;级联失效;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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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广告作为一种重要的广告类型,自宋朝活

字印刷术后形成雏形[１].民国时期,图书广告在宣

传手段及艺术表现上都彰显出独特的魅力[２].改革

开放后,图书广告的传播模式和宣传类型亦有所变

革,更多地利用图书自身和作者签名售书等进行广

告宣传[３Ｇ４].由于互联网在图书销售和传播过程中

得到广泛应用,这对整个图书产业的销售模式也产

生了新的影响.以亚马逊和当当为首的网络图书电

子商务企业发展迅速,以网络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

图书广告也随之蓬勃发展.
随着图书广告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单纯地依

托于“线下”图书销售的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故企

业需要建立相应的网络图书广告传播系统,更多地

将图书销售转至“线上”.该传播系统通常依托于企

业、用户的分布范围以及用户之间的共享关系形成

一个庞大的广告信号传播网络.这一网络体系随着

用户数量、分享内容、传播时间等的变化而进一步增

大,呈现出高度复杂性,故称之为复杂网络[５].其最

早的研究源于Stanley对不同用户关联的六度空间

理论[６].１９９９年,Barabási和 Albert首次提出了无

标度复杂网络模型,并研究了网络不同元素间的连

接规律,用“顶点集”概念表示网络中具体的可以辨

别的实体元素的集合,并将集合内的元素称为网络

的“节点”,各个节点间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相互作用

实现信息传播[７].此后,复杂网络的理论研究逐步

运用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而在图书广告传播系统

中,各个节点也通过复杂的链接最终形成庞大的复

杂网络.其中,图书出版企业、网络图书中介(转销

商、代理商等)、图书购买客户分别代表该网络系统

中的分层节点,节点间的连线则反映了广告信息的

流动路径,体现了它们的相互作用.通过网络广告

传播系统,将图书广告信息和复杂网络各层级节点

链接组织在一起,通过广告信号的非线性流动,使得

网络图书广告内容和出版企业、购买客户之间形成

了紧密的关联性.

一、复杂网络及其鲁棒性

复杂网络强调以拓扑结构为基础综合分析系统

功能[８].其在网络部分结构失效后对整体网络结构

和功能的影响,称为网络的鲁棒性(Robustness)[９].



“鲁棒性”的研究对理解复杂网络传播机理、节点间

关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此外,加强复杂网络对外

环境的防御特性,提高其整体效用还具有较大的实

际应用价值.在现实中,许多复杂网络系统都对外

界突发性事件产生的错误表现出极大容忍性,如复

杂交通网络具有较高的鲁棒性:当外界或内在原因

导致该网络结构中的某一环节产生局部故障时,相
应网络节点的信息交换能力却未出现显著性下降,
网络的整体信息传播功能仍然较为完整.针对复杂

网络结构和功能关系,Kwon等[１０]利用关联分析研

究鲁棒性和反馈结构,发现无标度网络的反馈结构

较多,其鲁棒性较高.类似的,Ash[１１]通过优化算法

分析复杂网络的具体结构,研究表明:鲁棒性和网络

的最大路径长度、聚类和模块性等密切相关.针对

鲁棒性和具体攻击方式,Gao等[１２]发现当直接攻击

网络的居间中心性时,整个网络可能被摧毁,这种对

居间性的“随机攻击”与鲁棒性密切相关.Albert
等[１３]运用“随机障碍”和“蓄意攻击”策略分析随机

网络(ER模型)和无标度网络(BA 模型)的鲁棒性

差异,发现无标度网络面对“随机障碍”的鲁棒性更

强.在社会网络研究中,赵莉等[１４]通过对企业组织

的抽象,积极寻找复杂网络的演化规律,分析针对外

部的“随机攻击”和“蓄意攻击”情况下该企业组织的

鲁棒性及其差异.
可见,鲁棒性与复杂网络连结的“边”、“节点”以

及相互联系形成的网络功能密切相关.目前,针对

鲁棒性研究较多采用建模分析手段,考虑不同外环

境攻击类型下的网络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然而从

社会网络传播视角结合信息流通路径的建模研究较

少.由于社会复杂网络受到外界因素影响的范围和

作用更大,其接受到外部攻击后的恢复能力和信息

传播效率变化等成为研究的重点.在信息化和不确

定环境下,网络图书广告的传播缺乏抵御随机攻击

和来自传播节点恶意破坏的能力,当某一评论攻击

该网络图书广告时,若能保证该网络图书广告传播

效果持续、稳定,并能按照预期目标通过网络层级向

子节点有效传播,防范相关的传播攻击行为,则表明

该网络图书广告传播系统具备良好的鲁棒性.因

此,研究网络图书广告传播过程的随机攻击和抵御

风险的鲁棒性,对于提高网络图书广告的传播效果,
保障网络图书广告在受到各种突发性事件的稳定性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实质在于将复杂网络的相

关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分析图书广告传播过

程中的相关“节点”在受到外部环境的攻击后,整个

图书广告网络的传播质量和传播效率变化情况以及

整个网络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二、网络图书广告系统的传播特性

不同于一般的复杂网络,网络图书广告的传播

系统是利用网络投放平台将图书信息传递给互联网

用户的广告运作方式,其传播主体、传播路径和传播

内容不仅依托于物理网络,而且依托于广告信号传

递过程中形成的复杂人际网络.从传播主体来看,
图书广告中信息数据的传播主体是人,不同的人形

成不同的传播“节点”,通过人与人的信息沟通和共

享来实现图书信息的传播,故网络传播的广告信号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际关系和社会交互的时空特

性.
从传播路径来看,该网络的信号传递依托于具

体的媒介位置,融合了人们对于图书品类购买的在

线体验和分享内容,以物理网络为依托连通了虚拟

的社会空间,通过各个传播节点形成复杂的信号流

向路径,随着网络图书广告沿节点的不同路径逐层

向用户传播,该网络会依托图书广告的传播范围而

得到增强,形成一个遍布全国乃至全球的传播网络.
信号的多层级流动和人际间信号的反馈最终形成了

混合的社交空间.
从传播内容和过程来看:在网络图书广告形成

的传播系统中,网络图书广告的受众不是被动接受

者.相反,他们会主动寻找信息,选择信息,并对感

兴趣的信息进行更深入的接触.此外,受众能进一

步了解产品更详细的信息,并通过咨询、分析,随时

反馈接收到广告后的感受.这表明:随着信号的反

馈和信息传播层级的增多,网络图书广告的“传播节

点”不断生成新的传播内容,并向其他节点进行传播.
网络受众对广告信息传播的主动参与已成为影

响复杂网络信号传播的一种“不确定因素”.即用户

可能主动对该传播网络进行侵扰或攻击,具有一定

的潜在危害性.一方面,由于主动攻击造成广告传

播信号失真,可能影响图书广告的传播效率和传播

质量;另一方面,由于增加了复杂网络中传播主体的

信息反馈和分享,可能影响图书广告的传播方向和

传播路径,最终沿着整个图书广告传播网络进行扩

散:特别是当其中某个节点在遭受外部用户的攻击

时,有可能对其它传播节点造成损害,从而影响到其

它各个节点评论者给予的评论或信息共享,最终导

致图书广告传播系统的部分或全部功能丧失(系统

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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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联失效模型及其鲁棒性介绍

当出版商投放的网络图书广告经过多层路径流

向消费者过程中,广告信号随传播层级的递增而不

断增强,信号的传播呈现级联放大和反馈效应[１５].
网络图书广告的级联放大效应使得广告信号的传播

覆盖程度随着复杂网络层级的增加而逐步扩大,而
反馈的结果导致网络信号呈现逆向的动态整合效

应,每一层网络信号都会反向流向原有的网络层级,
并适度降低信号强度,最终影响网络信号传播的有

效性.当网络承载功能在多层流向消费者过程中降

低或失去原有效果时,称之为级联失效.目前对复

杂网络鲁棒性研究关注于其抗毁性传播.一般而

言,毁坏复杂网络的结构和功能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蓄意传播破坏和随机传播障碍[１６Ｇ１７].因此,构建网

络图书广告的级联失效模型是分析网络信号传播的

基础,而通过分析级联失效过程对于理解级联失效

模型,分析网络图书广告传播形成的复杂网络鲁棒

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级联失效模型

１．蓄意传播破坏

外界环境某一要素对网络图书广告传播过程中

的重要传播节点进行恶意攻击,致使节点丧失或部

分丧失相关的信息传递功能,并导致层级信息传播

障碍.结合杨剑军等[１８]对鲁棒性的研究,本研究考

察了蓄意攻击或诋毁对网络图书广告传播的影响,
分析该网络的承载功能是否能正常进行.以经管类

图书«货币战争»为例,在亚马逊网站上的图书详情

中有:编辑推荐、媒体推荐、作者简介、目录、序言、后
记、文摘.读者评价４颗星.在传播过程中,有受众

尖锐指出“经济学不是廉价阴谋小说”,而在豆瓣读

书上的评价仅为７．３分,受众负面评价较多,如“书
一般,想吸引门外汉的眼球,真正的内行人看了也就

一笑了之.其实书中的论点一点也不新鲜作者

只是对相关经济现象进行描述,而未对内容做出实

质性的定量分析.而且更可笑的是书中的很多论据

非常不扎实,推理不严谨,想当然的人物心理描写和

引言比比皆是,实在难令人信服.”这些负面评价的

结果,导致该图书广告传播受到很大限制,该图书也

受到读者的冷遇.

２．随机传播障碍

随机选择网络图书广告形成的任意节点,因为

节点自身的故障而导致网络传播失效.本研究考察

了网络图书广告在传播过程中由于自身原因导致传

播出现障碍,考察网络承载功能是否正常进行.以

国内第一本精神病人访谈手记«天才在左,疯子在

右»为例,它在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书店当当网上的

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商品评论还不到１０条.该书在

当当上的商品详情为目录、作者介绍、内容介绍、编
辑推荐、媒体评论、在线试读,并且全是纯文字的介

绍.而同期亚马逊在推荐这本图书时就增加了对作

者高铭的视频专访;在天猫书城则除了视频外,还增

添了陈乔恩在真人秀节目中大力推荐的视频截图,
以及平面广告和改编成电视剧之后的剧照和海报.
虽然图书传播过程都依次为“网络接触———媒介印

象———受众”,但由于在当当网的图书广告并未尝试

从试、听、明星推荐等多角度来吸引受众的关注,因
此传播效率不高,图书在传播过程中也未得到读者

的有效反馈,导致其销量远远落后于其他图书网站.
通过分析两种类型的级联失效模型,并进一步考

虑了移除的网络节点数量变化、节点信息变化以及网

络节点容量值变化对鲁棒性的影响.结果发现:

a)当网络图书广告所在的复杂网络节点移除数

量逐步增加时,其鲁棒性则呈现反方向变化,并且下

降的速率与网络的广度参数成正比,即广度参数越

大,下降速率越大,传播效率越受影响.这表明:鲁
棒性的下降速率在不同的攻击模式下有所差异,其
中,随机攻击对鲁棒性的下降影响较少,而蓄意攻击

则严重影响到网络图书广告所在的复杂网络稳定性

和传播效率.这提示我们应当防范针对网络图书广

告传播的蓄意攻击.

b)节点信息与复杂网络的鲁棒性密切相关,对
部分节点信息予以隐藏,较大程度上避免了节点的

暴露风险,避免该网络受到外部攻击,有利于提高复

杂网络的鲁棒性.相反,如果部分关键节点信息予

以暴露,则该网络较为脆弱,其鲁棒性将显著性下

降.在网络图书广告传播形成的复杂网络中,信息

传播涉及到企业、中间商、图书购买客户等不同节

点,受限于成本和技术手段等,企业难以针对所有节

点进行完全信息保护,而针对关键节点的保护则有

效提高了复杂网络的鲁棒性,其广告信息的传播效

率和传播质量将得以显著提升.这提示我们应当对

网络图书广告传播的重要节点进行相应的保护.

c)网络节点容量值较小时,节点级联失效严重,
而当网络节点容量值较大时,节点的信息储备能力

和传播能力有所提高,鲁棒性的增强使得复杂网络

的局部容错能力随之增强,从而能有效应对级联失

效带来的问题.然而,当网络节点容量极大时,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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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容错能力随之增强,但节点间的传播效率有所

下降,使得网络整体的鲁棒性并未得到显著增强.
这表明在网络图书广告传播过程中不能一味追求过

高的传播节点.相反,应当在一定范围内控制节点

数量.这提示我们应当控制网络图书广告的传播节

点的规模数.
根据级联失效模型可知:网络图书广告的传播

失效需要节点间的相互关联,节点信息和鲁棒性密

切联系,相关信息负载随着复杂网络的层级和传输

时间而变化.时间越长,信号传输难度就越大.因

此,需要根据级联失效模型进一步考虑其具体的失

效阶段和信号传输变化.
(二)级联失效的过程

事实上,由于图书广告信息在网络传播中是随

着网络层级的递增而放大,故网络图书广告传播的

失效并非直接呈现,而是受到网络的缓冲效应,逐步

显现出来.我们利用 Matlab２０１２b软件对网络图

书广告传播过程进行仿真模拟:对图书广告的网络

样本所接受的蓄意传播破坏和自身传播障碍等进行

了模拟分析,运用随机等概率抽样法,选择一个节点

作为初始节点,随后将该节点及其与该节点链接的

边删除以验证该图书广告网络的信息传播效能,即
鲁棒性的变化.类似的,再随机抽取相关节点并重

复验证模拟不同外环境对该图书广告网络的攻击.
在分析网络节点受到影响时的网络传播效率变化,
结果发现网络图书广告的级联失效过程包括了以下

三个阶段:

１．稳定工作阶段

网络图书广告的传播虽然受到来自网络某个节

点处的攻击,但整个网络的功能保持正常,各个部分

都在其工作负载范围内正常运行,呈现较强的鲁棒

性,并未凸显出具体问题.由于稳定工作阶段的出

现,所以网络图书广告传播在遇到问题时往往难以

及时发现.故在网络图书广告传播过程中应及时分

析网络节点的传播效率,如２０１６年７月热播«幻城»
电视剧时再版的«幻城»小说,其在网络的短评、读者

反馈并未随电视剧的热播而显著增加,这就表明相

关的网络图书广告传播效率并未显著性增强,这就

需要图书出版商及时调整网络图书广告策略,提高

其传播效率.

２．负载传播阶段

当网络图书广告的某个传播实体受到外部攻击

时(如网络图书广告的内容或形象受到传播个体的

针对性负面评论时),通往新节点的信息必须重新选

择传播路径,这种信息分流会对网络图书广告传播

路径产生负面影响.一般而言,节点的信息处理能

力应当与信息总量相适应.如果某一节点的信息处

理能力低于信息总量时,该节点的传播功效将受到

抑制,甚至导致该节点失去相应的传播能力,而多余

的信息量也只能通过其他连节点予以传播.这一过

程往往呈现突发性,短时性,爆发力强,在很短的时

间内就达到传播效应的顶点.这一阶段相比其他阶

段,网络图书广告的信号传递效率和传递质量发生

了巨大变化,这是复杂网络的鲁棒性变化的最重要

阶段,这就要求网络图书广告发布时要及时发现信

号负载问题所在,及时处理以避免广告信号出现“断
崖式”下降,最终影响图书广告的有效传播.

３．级联失效阶段

网络图书广告的级联失效与两种传播情况有

关:其一由于传播网络连接障碍,传播主体依次失去

效能,复杂网络的信息流通受到严重影响,节点传递

信号的能力丧失,最终导致信号传递的终止.其二

是网络广告传播失效范围相对有限,一般仅在部分

用户层面产生,故该网络最终产生“自组织平衡”.
由于图书的生命周期相对较长,虽然网络图书广告

的传播导致网络失去一定的工作能力,但图书的销

售依然会在很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趋势.一旦

广告信号进入这一阶段,图书广告的传播也将进一

步陷入低谷,很难再通过其他手段恢复相应的信号

传递.而对网络图书广告发布而言,应当尽可能采

取措施延缓图书广告传播的失效终结阶段,才能有

效提高广告的信号传递.
可见,级联失效的过程与鲁棒性密切相关,在每

个阶段,网络图书广告的传播信号都可能受到节点

外的信号干扰,从而影响复杂网络图书广告的传播

效率.故需要寻找鲁棒性的具体度量模型以分析其

传播特性.
(三)鲁棒性度量方法

在一般的复杂网络中,常用“连通性”指标分析

复杂网络的抗外部环境的干扰程度,即将受到随机

蓄意攻击或随机故障时的鲁棒性用网络连接属性予

以测量.而网络图书广告所在的复杂网络具有人际

网络和物理复杂网络的双重特性.因此,为衡量级联

失效对整个网络图书广告传播的破坏性,本文用网

络效率函数E(G)来度量网络图书广告传播的鲁棒

性[１７].构建网络图书广告传播的鲁棒性度量模型如

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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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１
N(N－１)∑

vi≠vj∈V

１
dij

．

其中:参数N 定义为复杂网络的节点数量;参数dij

代表节点i和节点j间网络图书广告的传播距离.因
变量E(G)表示所有网络图书广告传播过程延时的

平均值.故由该模型可知,网络传播效率和节点数目

以及广告节点间的传播距离呈反比.这实质上反映

了网络图书广告的传播效率依托于复杂网络各相应

节点,并与网络间距离和其承载内容有关.
根据网络自身的承载内容差异,可以将复杂网

络的鲁棒性分为静态鲁棒性和动态鲁棒性.

１．静态鲁棒性

在图书广告向受众的传播过程中,如果将某些

相关节点从网络中予以删除,该传播网络不需要对

广告信息流重新分配,并且原有的网络功能未受到

显著性影响,则该网络具有静态鲁棒性.静态鲁棒

性实质上反映了某些网络图书广告自身具有较强的

容错性,这类网络图书广告承载内容抵御外部风险

能力较强,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很小,一般宣传的是读

者群相对固定、图书销量变化不大的一类图书,如诗

歌集、散文、文艺类图书等.

２．动态鲁棒性

当图书广告在传播过程中,如果删除了某些节

点,该网络需要对广告信息进行重新分配,经过动态

平衡后,网络的基本功能仍然得到维持,则表明该网

络具有动态鲁棒性.动态鲁棒性实质上反映了网络

图书广告在传播中的动态级联特性.这类网络图书

广告一般宣传的则是读者群变化较大,图书销售量

与读者口碑密切结合的一类图书,如畅销小说类.
此时,更需要采取必要的广告传播策略加强对重要

节点的优化,避免网络图书广告的级联失效造成的

负面影响.

四、结　语

网络传播的广告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际

关系和社会交互的时空特性.网络图书广告的受

众,可全方位地了解产品更为详尽的信息,并对该信

号传播进行主动参与,影响了网络的稳定性———鲁

棒性.本文针对网络图书广告传播过程的鲁棒性进

行了研究,考虑了网络图书广告传播过程中由于某

个节点失效,其他广告信息传播节点将可能受到影

响.首先,构建基于复杂网络的节点级联失效模型

及其失效的不同阶段对网络图书销售的影响;其次,
利用网络效率函数给出网络图书广告传播所在网络

鲁棒性的度量方法,阐明了静态鲁棒性和动态鲁棒

性的区别.相关研究有助于理解复杂网络攻击模型

和级联失效模型中相关参数变化对网络图书广告传

播的鲁棒性影响.
根据本研究模型:在图书广告形成的复杂网络

中,针对所有节点进行保护将加大企业的额外开支,
且对网络鲁棒性影响程度有限.相反,某些重要节

点的信息保护则对广告传播效率和传播质量起促进

作用,对网络鲁棒性至关重要.这表明:a)一方面,
需要对重点人群的信息传播加强监管力度.另一方

面,在信号传递过程中,对不同节点应当采取不同策

略,特别是针对重要节点的宣传应采取“传播信号增

强”策略.b)信号的传播增强可能导致网络级联失

效.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网络层级和传播参数以

避免网络级联失效.总之,本文对网络图书广告的

鲁棒性的度量和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通
过构建网络级联失效模型和鲁棒性度量模型,阐明

了网络图书广告传播过程可能遇到的潜在风险及其

应对措施[１９].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社会复杂网络

中人际传播效率、传播质量乃至传播机制等起到促

进作用.未来将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进一步研究鲁棒性的具体变化值对图书广告传

播的影响,深入研究网络图书广告的传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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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傅里叶级数拟合的女装图案流行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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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a．服装学院;b．国际教育学院;c．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趋加深,中国服装产业从服装生产大国转型为服装生产强国已是必然趋势.能够

快速响应即将发生的服装流行趋势,甚至全球范围内的服装流行趋势将是未来中国服装产业的首要任务.而女装

市场又占据着极大的市场份额,因此把握女装市场的流行动向显得十分重要.文章提出了基于傅里叶级数拟合的

女装图案流行趋势预测方法,能够有效准确地反映出流行趋势的变化,实现对图案流行程度的定量描述;构建了基于

傅里叶级数拟合的数学模型,并以图案为例用实际销售数据进行了验证,对未来女装图案的流行趋势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傅里叶级数拟合;流行趋势预测;女装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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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着巨大的人口红利,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

大的服装购买和制造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趋加

深,中国正积极从服装大国向着服装强国发展,而成

为服装强国就需要中国服装产业具备一定引领时尚

走向的能力.能够抓住当下的流行趋势,甚至创造

流行趋势,将是未来中国服装产业的重要任务.然

而,我国的女装品牌总体上在流行趋势方面的预测

能力非常薄弱,女装的设计主要是跟随国际一线大

牌进行模仿设计,或者依靠设计师的个人设计经验,
专业的服装设计企划团队得不到重视,同时由于女

装流行趋势方面的数据缺乏,没有数据的支撑使得

我国女装行业在流行趋势方面的敏锐度不足.而在

我国女装设计要素流行趋势的研究中[１],对图案流

行趋势预测的研究较为少见,并且均是从设计经验

的角度对图案流行趋势做出了定性指导,并未有更

加准确可靠的定量分析[２Ｇ４].因此,准确、可靠、实用

的女装图案流行趋势预测方法是迫切需要的.

一、流行与服装流行预测概述

(一)流行的定义及相关概念

在心理学中,流行是一种在社会活动中展现出

来的心理现象,代表着某种文化或某些文化的集合.
流行是指在特定群体和地区中以一定的时间规律广

为传播的文化[５].流行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５]:a)
对某种生活模式或标本的追从造就了流行的产生,
流行涉及的范围广泛并且有着多样的体现形式;b)
对某种生活模式或标本的追从者达到一定数量才能

构成流行;c)流行有着显著的时变属性,有些流行会

演变成传统.流行的内容根据领域的差别有所差

异,但都展现出共同的特征:新奇性、现实性、短时

性、周期性.影响流行形成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a)
社会因素.流行会受到社会文化的约束,依靠大众

传播工具的宣传,并且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b)心
理因素.个体或群体的从众与模仿,个体或群体的求

新欲望,个体或群体的自我防御和自我显示都会影响

流行的形成,并且追随流行也会存在个体差异.
(二)服装流行预测概述

服装流行预测是对以往和当前服装及其周边事

物的流行状态进行分析,并依此用特定方法对未来某

个时期的服装及其周边事物的流行状态进行预测[６].
１．服装流行预测的内容

服装流行预测的研究对象通常包括五个方面[７]:



a)服装轮廓.作为最能够反映流行的特征,轮廓线

的改变直观地表现出流行状态的变化.b)结构造

型.结构的处理方式体现了流行趋势的特征,合体

程度的掌握、分割线条的形状处理、开身变化、袖肩

造型等都会随流行趋势的变化而变化.c)材料.由

于材料承载了服装的设计,材料的流行先行于服装

的流行,面料的色彩、肌理、纹路等都有着明显的流

行变化趋势.d)色彩.服装设计师着重于应用色彩

的搭配去表达所需的意境,色彩在时装中占据着主导

地位,不同时期的色彩应用有着不同的倾向性.e)细
节与工艺.在不同的流行季节中,服装的细节都不尽

相同,加工过程也会采取不同的工艺.以上所有要素

综合在一起所体现出来的风格指示了流行的方向,设
计师在进行服装设计时必须有所把握[５].

２．服装流行预测的发布规律和渠道

在服装产业内,通常由专业的预测部门或团体、
领先的服装设计生产企业和流行领域的专家等完成

服装的流行预测.基本上是按照流行要素Ｇ纤维Ｇ面

料Ｇ成衣Ｇ销售的流程进行服装流行预测的发布.其

中,专业的预测部门或团体主要发布服装设计要素的

流行预测,领先的服装设计生产企业同专业的预测部

门或团体合作发布纤维与面料的流行预测,而服装设

计、生产机构独立发布服装的生产和销售趋势预测.
在国际上,存在着很多著名的服装流行预测机构,国
内也成立了不少服装流行预测机构.这些预测机构

通常会选择在一些专业预测杂志、专业时尚杂志、专
业会展、专业网站等发布其流行预测结果[８].

３．服装流行预测的方法与步骤

在服装流行趋势预测方法中,按照预测方法性

质分类可分为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９].定性预测是

服装流行趋势研究者根据历史和当前服装流行趋势

的变化,凭借自身的从业经验和常识,对未来服装流

行趋势的发展进行预判,其中包括直觉预测法和流

行专家会议预测法[１０];定量预测是服装流行趋势研

究者通过对历史和当前服装设计要素的数据进行

分析,借助合适有效的数理统计手段和数学模型

推算出未来服装流行的发展变化,其中包括流行

要素情报预测法、流行要素市场统计分析预测、流
行要素偏爱度预测法、流行要素回归分析预测法

等方法[１１].一般来说,服装流行预测的过程,从开

始的调研到最后的发布分为如下几个步骤,如图１
所示[１２].

图１　服装流行预测步骤

二、女装图案流行趋势预测模型构建与检验

１．流行趋势预测模型的选取

在服装流行趋势预测研究中,流行趋势会受很

多因素影响,且结合实际的销售百分比数据可知,其
趋势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非线性等特征.在对流行

趋势进行数学建模时,选取合适的拟合方法十分重

要,不仅要尽可能准确地反映不同时间点的数据值,
还要准确地表征出数据的趋势变化规律.

根据服装流行趋势具有周期变化波动的特点,
针对此类周期非线性系统,传统的线性预测方法,如
线性回归、时间序列等方法,虽然简单但难以解决非

线性预测问题[１３Ｇ１９].在非线性拟合方法中,常见的

方法有指数法、傅里叶级数法、高斯法、插值法、多项

式法、幂级数法等.其中,在服装领域,多项式拟合

法较为常用.但是,当预测时间点远离于样本数据

时间点时,所得数学模型预测结果会由于高次项的

存在而发散,无法有效对于中长期时间点的数据进

行预测.在选取适用于服装设计要素流行趋势预测

模型时,不仅要考虑预测值的准确性和精度,还要考

虑所选取的模型能否有效地呈现出流行的周期性

趋势.
在自然界和实际工程中经常会接触到周期性运

动的变量,反映到数学上,就是通常所说的函数的周

期性.任何周期函数都可以用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

构成的无穷级数来表示,傅里叶级数拟合便是研究

用一些正弦项和余弦项之和式去逼近一个函数的问

题[１３].故本文中选取傅里叶级数拟合法作为女装

图案的流行趋势预测模型.
散点销售百分比数据可构成平滑曲线且具有明

显的周期性,故可用周期函数表示,即

f(t)＝f(t＋kT) (１)
式中:T 为周期函数f(t)的周期,k＝０,１,２,.

在实际工程中所遇到的大多数非正弦周期函

数都是满足 Dirichlet条件的[１４],则函数f(t)可以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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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a０＋
∞

k＝１

[akcos(kωt)＋bksin(kωt)] (２)

式中:a０、ak、bk 为傅里叶系数,式(２)是由若干个正

弦项和余弦项叠加而成.但对离散的每月销售百分

比数据来说,其月销售数据的个数并非无限的,因此

只能进行有限项的傅里叶级数拟合.设n个月销售

百分比数据所组成的序列为Y(t),即

　Y(t)＝a０＋
m

k＝１
akcos(kωt)＋bksin(kωt)[ ]

(m ≤ n/２[ ]) (３)

写成矩阵的形式为AX ＝Y,其中:

X ＝ [a０,a１,b１,a２,b２,,am,bm]T.

Y ＝ [Y(t１),Y(t２),,Y(tn)]T.

A＝

１ cos(ωt１) sin(ωt１) cos(２ωt１) sin(２ωt１)  cos(mωt１)s in(mωt１)

１ cos(ωt２) sin(ωt２) cos(２ωt２) sin(２ωt２)  cos(mωt２)s in(mωt２)
⋮ ⋮ ⋮ ⋮ ⋮ ⋮ ⋮⋮

１ cos(ωtn) sin(ωtn) cos(２ωtn) sin(２ωtn)  cos(mωtn)s in(mωtn)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因为m≤ [n/２],可用最小二乘法求解X,其最

小二乘法解为

X ＝ (ATA)－１ATY (４)
由式(４)即可求出傅里叶级数拟合中各项的傅

里叶系数[１５].
拟合方程的项数直接影响着拟合的效果,为达

到最好的拟合效果,在模型建立之后需要选取合适

的拟合方程项数.首先将所有销售百分比数据代入

项数为m 的傅里叶级数拟合方程中进行拟合,并根

据误差平方和、离差平方和、调整后的离差平方和以

及标准差等统计量检验拟合效果.若拟合效果不满

足需求,则将所有销售百分比数据再次代入项数为

m－１的傅里叶级数拟合方程中进行拟合,重复上述

步骤,直至找到拟合效果好的拟合方程[１６].

２．某品牌女装各图案销售数据的分析与归纳

本文中的女装图案流行趋势预测研究选取了市

面上常见的１１种图案大类作为分析对象,包含条

纹、格子、圆点、卡通、花色、字母、纯色、动物纹、人
物、抽象图案以及碎花/植物花卉,其研究的是某一

大类图案的流行度变化,每一种图案大类代表的是

某件女装具备该类型的图案特征或相似的图案特

征.女装图案流行趋势预测模型是在某电商女装品

牌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各图案种类服装销售

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有数据均为该电商女

装品牌的后台数据并经许可获得,选择该电商女装

品牌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于其数据可方便获得而且其

在女装市场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这些销售数

据均为绝对销售量,单纯从数值上去分析流行程度

容易造成绝对销售数据量大不一定流行的现象,所
以需要对这些绝对销售量进行进一步处理,用销售

百分比更能有效反映出女装图案的流行趋势,如表

１－表８所示,其中空缺数据代表该月份未发生此类

图案女装的消费.对某电商女装品牌２０１１年４月

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各图案种类服装的销售百分比数据

进行分析,对每月销售量百分比最高和最低的图案

种类进行标注,如表１－表８所示,其中深灰色代表

每月销售百分比最高的图案种类,反之,浅灰色代表

最低的图案种类.

表１　某电商女装品牌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各图案种类服装的销售百分比数据 ％

类别
月份(年－月)

２０１１－４ ２０１１－５ ２０１１－６ ２０１１－７ ２０１１－８ ２０１１－９ ２０１１－１０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
条纹 ６．３５ ７．４７ ９．６８ １０．８０ ８．７３ ６．４６ ５．９６ ５．２２ ４．２８

格子 ２．４７ ２．１５ １．７８ １．７２ １．９０ ３．５４ ４．１５ ４．４８ ３．６５

圆点 ５．７０ ４．７４ ４．６４ ４．６２ ４．１３ ３．３６ ２．９８ ３．６５ ４．８１

卡通 ０．７７ ０．７８ １．０８ １．１９ １．０５ ０．４２ ０．４８ ０．５５ ０．４３

花色 ３３．０３ ３６．４１ ３５．５２ ３０．５４ ２３．８６ １２．５４ ０．９１ ３．２１ ３．２８

字母 ——— ０．７８ １．０６ １．１８ １．０６ ０．７４ ０．５７ ０．５１ ０．３８

纯色 ５１．０７ ４６．７０ ４５．５６ ４９．０５ ５８．４５ ７２．２１ ８４．２２ ８１．５９ ８２．４３

动物纹 ０．６１ ０．９７ ０．６９ ０．９０ ０．８２ ０．７２ ０．７４ ０．７９ ０．７２
人物 ——— ——— ——— ——— ——— ——— ——— ——— ———

抽象图案 ——— ——— ——— ——— ——— ——— ——— ——— ———
碎花/植物花卉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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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某电商女装品牌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９月各图案种类服装的销售百分比数据 ％

类别
月份(年－月)

２０１２－１ ２０１２－２ ２０１２－３ ２０１２－４ ２０１２－５ ２０１２－６ ２０１２－７ ２０１２８ ２０１２－９
条纹 ４．８７ ５．９７ ５．０４ ６．０３ ７．２６ ８．２５ ８．０４ ７．５９ ６．０９

格子 ３．０２ ２．２７ １．５１ １．３１ １．０７ ０．９７ ０．９１ １．０２ １．９６

圆点 ４．７３ ６．１９ ５．５７ ５．６０ ５．５６ ４．９１ ４．６３ ３．６４ ２．７８

卡通 ０．５４ ０．５６ ０．４８ ０．７９ ０．８１ ０．６４ ０．６０ ０．４７ ０．１９

花色 ３．９１ ５．４９ １６．２１ １８．４８ ２０．８２ ２１．５８ ２１．５８ １８．７４ １０．０６

字母 ０．３１ ０．３６ ０．４２ ０．４４ ０．７１ １．０９ ０．８７ ０．５５ ０．３０

纯色 ８２．１４ ７８．４２ ６８．５９ ６２．６７ ５６．９９ ５５．６０ ５６．１９ ６１．７９ ７５．２７

动物纹 ０．４９ ０．７４ ０．６７ １．０７ １．００ ０．８１ ０．７４ ０．５９ ０．０９

人物 ——— ——— 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２６ ０．３０ ０．２３ ０．１１

抽象图案 ——— ——— ０．０７ ０．２４ ０．６２ ０．９３ １．０１ ０．７７ ０．５８

碎花/植物花卉 ——— ——— １．３９ ３．２３ ５．００ ４．９６ ５．１２ ４．６０ ２．５７

表３　某电商女装品牌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各图案种类服装的销售百分比数据 ％

类别
月份(年－月)

２０１２－１０ ２０１２－１１ ２０１２－１２ ２０１３－１ ２０１３－２ ２０１３－３ ２０１３－４ ２０１３－５ ２０１３－６
条纹 ５．０７ ４．３８ ３．４６ ２．５２ ３．５１ ５．１３ ６．０２ ６．２４ ７．２６

格子 ２．６９ ３．２３ ３．３４ ２．７８ ２．５９ １．８６ １．７８ １．２４ １．６９

圆点 ２．６３ ２．６８ ３．２８ ３．５０ ３．１４ ３．１４ ２．６８ ３．０５ ２．８７

卡通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２２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３０ ０．３６ ０．４３ ０．３９

花色 ６．８０ ５．９２ ６．７１ ９．４６ １１．２２ １２．９１ １３．９７ １６．８１ １８．３０

字母 ０．２６ ０．２３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７ ０．６３ ０．９５

纯色 ７９．７２ ８０．９３ ８０．０２ ７６．６６ ７３．４３ ６７．８１ ６４．１５ ５８．４４ ５４．６０

动物纹 ０．６０ ０．６４ ０．１９ ０．４７ ０．２８ ０．８８ ０．８１ １．０４ １．００

人物 ０．０９ ——— ０．０８ ０．１８ ０．２９ ０．４３ ０．２７ ０．２３ ０．３４

抽象图案 ０．４８ ０．５３ ０．８３ １．４８ １．３８ ０．９３ ０．８９ ０．９０ １．２５

碎花/植物花卉 １．５２ １．３０ １．７２ ２．６５ ３．７７ ６．３６ ８．６９ １０．９９ １１．３６

表４　某电商女装品牌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各图案种类服装的销售百分比数据 ％

类别
月份(年－月)

２０１３－７ ２０１３－８ ２０１３－９ ２０１３－１０ ２０１３－１１ ２０１３－１２ ２０１４－１ ２０１４－２ ２０１４－３
条纹 ８．９５ ８．０３ ６．１８ ４．９７ ３．２５ ２．４７ ２．６７ ３．４７ ４．３４

格子 ２．６６ ２．５８ ２．８１ ５．０１ ６．０１ ６．０８ ５．５８ ４．６９ ３．３３

圆点 ２．６７ ２．３２ ２．４９ ３．０１ ３．０５ ２．５８ ２．８５ ３．７８ ４．０６

卡通 ０．４７ ０．４５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４１ １．０９ ０．６０ ０．７１ ０．８７

花色 １７．８５ １６．０８ ８．２５ ５．８７ ５．６５ ７．２６ ９．５５ １０．４５ １２．４６

字母 ０．９７ ０．９４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６２ ０．６８ ０．６１ ——— ０．６６

纯色 ５２．５８ ５６．８８ ７４．５０ ７６．６０ ７６．２９ ７５．８８ ７２．６３ ６９．２２ ６２．１９

动物纹 ０．９０ ０．８０ ０．１２ ０．５４ ０．８６ ０．１３ １．１０ １．０１ １．７８

人物 ０．３８ ０．３３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３０ ０．４５ ０．６３ ０．６４ ０．５４

抽象图案 １．６０ １．５６ ０．８４ ０．７０ ０．７９ ０．８０ ０．８１ ０．９５ １．９２

碎花/植物花卉 １０．９６ １０．０２ ４．１３ ２．５９ ２．７７ ２．５８ ２．９７ ５．０８ 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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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某电商女装品牌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各图案种类服装的销售百分比数据 ％

类别
月份(年－月)

２０１４－４ ２０１４－５ ２０１４－６ ２０１４－７ ２０１４－８ ２０１４－９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４－１２
条纹 ６．６５ ７．２８ ８．４３ ９．０６ ７．３１ ４．７９ ３．５５ ２．００ １．８９
格子 ２．１２ ２．２８ ２．３４ ２．５７ ２．６８ ４．２１ ５．７４ ５．７５ ５．９２
圆点 ３．０３ ３．１２ ２．９３ ２．７８ ２．５１ ２．０９ １．９２ １．９２ ２．０１
卡通 ０．５８ ０．６４ ０．６３ １．０４ ０．９７ ０．７７ ０．９８ ０．８９ １．０５
花色 １４．５９ １５．７１ １７．２５ １８．９２ １７．５４ ９．４９ ８．１４ ７．０３ ６．７７
字母 １．２６ １．３４ １．２８ １．４２ １．２８ ０．７２ ０．９７ １．４５ １．２４
纯色 ５７．９６ ５５．５７ ５２．６０ ４９．８７ ５４．７５ ６７．６２ ６９．１０ ７２．８０ ７４．１９

动物纹 １．４２ １．２７ １．２３ １．０７ １．０９ ２．０３ ２．３０ ２．２９ １．９２
人物 ０．６５ ０．８７ ０．９２ ０．７８ ０．４７ ０．６９ ０．７８ １．１８ ０．９６

抽象图案 １．７８ １．９３ ２．０３ １．７４ １．５６ １．４７ １．７７ １．３７ １．４５
碎花/植物花卉 ９．９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６ １０．７５ ９．８３ ６．１１ ４．７４ ３．３２ ２．６０

表６　某电商女装品牌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各图案种类服装的销售百分比数据 ％

类别
月份(年－月)

２０１５－１ ２０１５－２ ２０１５－３ ２０１５－４ ２０１５－５ ２０１５－６ ２０１５－７ ２０１５－８ ２０１５－９
条纹 ２．１９ ２．６６ ４．７８ ７．１２ ７．２４ ７．６６ ７．８８ ７．７７ ５．６９
格子 ６．７６ ６．０２ ３．７７ ２．８０ ２．７１ ２．９８ ２．７５ ３．２１ ５．８５
圆点 １．９４ ２．２５ ２．８５ ２．４６ ２．１６ １．９５ １．６３ １．６５ １．６５
卡通 ０．９３ ０．９１ １．０９ １．２３ １．５０ １．５８ ２．０９ １．７１ １．３９
花色 ８．５４ １０．５１ １２．６６ １４．４４ １６．６３ １８．０８ １８．７２ １６．０５ １０．３７
字母 ０．９５ １．０２ １．４８ ２．０３ ２．３７ ２．４８ ２．３７ １．８４ １．０９
纯色 ７１．６９ ６８．３４ ６３．２３ ５９．４１ ５６．０８ ５３．００ ５１．９１ ５６．８１ ６６．８１

动物纹 １．７２ １．９０ １．９２ １．７０ １．５８ １．４３ １．４７ １．５１ １．７５
人物 ０．９４ １．０２ ０．８１ １．０５ １．２３ １．３２ １．４２ １．１８ ０．８９

抽象图案 １．８２ ２．１０ １．８０ １．７４ １．９２ １．９１ １．８６ １．６４ １．１３
碎花/植物花卉 ２．５２ ３．２６ ５．６１ ６．０１ ６．５８ ７．６１ ７．９０ ６．６４ ３．３７

表７　某电商女装品牌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各图案种类服装的销售百分比数据 ％

类别
月份(年－月)

２０１５－１０ ２０１５－１１ ２０１５－１２ ２０１６－１ ２０１６－２ ２０１６－３ ２０１６－４ ２０１６－５ ２０１６－６
条纹 ３．７５ ２．６８ ２．０７ ２．５３ ４．１４ ７．２０ ９．４５ １０．７７ １２．０１
格子 ７．１６ ５．９９ ５．７７ ５．１４ ５．１３ ３．５０ ３．０７ ３．１７ ３．３５
圆点 ２．１８ １．３４ １．１７ １．４７ ２．００ １．６４ １．３０ １．０９ １．１１
卡通 １．５２ １．７５ １．３２ １．４４ １．４５ １．３９ １．７２ １．９２ １．４０
花色 ６．６７ ５．６７ ４．８５ ７．４５ ９．５５ １３．１４ １４．３７ １６．４９ １７．３９
字母 １．０８ ０．９８ １．０３ １．０６ ２．０３ ２．５２ ２．９４ ２．６７ ２．３３
纯色 ７１．４４ ７６．５８ ７８．６９ ７５．１７ ６６．５１ ６１．１７ ５８．３２ ５３．７３ ５１．９２

动物纹 １．２４ ０．８４ ０．７６ １．２０ １．２７ １．０９ １．３９ １．４４ １．５４
人物 ０．９８ ０．６０ ０．４４ ０．５０ ０．８１ １．１０ １．１２ １．４８ １．１８

抽象图案 １．１５ １．４２ １．９５ １．４７ １．５５ １．１９ １．１２ １．６７ １．６８
碎花/植物花卉 ２．８３ ２．１６ １．９５ ２．５７ ５．５６ ６．０７ ５．２１ ５．５７ ６．０９

表８　某电商女装品牌２０１６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各图案种类服装的销售百分比数据 ％

类别
月份(年－月)

２０１６－７ ２０１６－８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６－１０ ２０１６－１１ ２０１６－１２ ２０１７－１ ２０１７－２ ２０１７－３
条纹 １５．４６ １２．２０ ９．１９ ５．２０ ３．６６ ３．３７ ３．９０ ６．４８ ８．２６
格子 ４．３９ ３．５２ ５．０２ ５．４２ ５．３５ ４．８４ ４．０３ ２．８４ １．７４
圆点 ０．８３ ０．６７ １．４２ １．３１ １．０７ ０．９２ １．３３ １．４８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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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续

类别
月份(年－月)

２０１６－７ ２０１６－８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６－１０ ２０１６－１１ ２０１６－１２ ２０１７－１ ２０１７－２ ２０１７－３
卡通 ０．５６ ０．８５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１ １．０６ １．１５ １．３０ １．１６
花色 ２４．１５ １６．６３ ７．７２ ６．６９ ６．０３ ７．３６ ８．３１ １５．４１ ２０．４６
字母 １．７０ １．６７ １．２６ １．０４ １．０２ ０．８６ １．０２ １．５８ １．６４
纯色 ４１．３８ ５５．３９ ６８．１２ ７５．０３ ７７．９８ ７７．２９ ７３．９１ ６０．００ ５２．９３

动物纹 １．４０ １．０４ １．５３ ０．０７ ０．５８ ０．５０ １．０１ ０．９８ ０．８５
人物 ０．９０ ０．６９ ０．６５ ０．５０ ０．３８ ０．２６ ０．２９ ０．７９ １．１３

抽象图案 １．２２ １．３６ ０．９５ １．０９ １．０５ ０．８８ ０．９９ １．３１ １．３０
碎花/植物花卉 ８．００ ５．９８ ３．０５ ２．５７ １．８７ ２．６７ ４．０６ ７．８３ ９．２４

　　从表１－表８中可以初步获知,每个月中纯色

图案的女装销售百分比最高,动物纹、卡通、字母、人
物、动物纹、抽象图案以及圆点图案均有过月销售百

分比最低的情况,其中人物图案的女装次数最多.从

表１－表８中可以看出,纯色图案的女装占据了每月

销售百分比的第一位,其百分比的区间为[４１．３８％,

８４．２２％],每个月几乎过半的销售量来自于纯色图

案的女装.花色图案和条纹图案的女装保持着良好

的流行度,两者分别为第二流行和第三流行的图案,
且每个月的销售百分比数值较为接近.仅从销售百

分比来看,人物图案的女装出现销售百分比最低的

次数最多,其销售百分比远远小于其他种类的图案.
由于无图案的纯色女装往往是女装中的经典款,月
月占据着很大的销售份额.因此,本文规定排序除

第一以外的图案可参与到流行趋势的预测研究中.
虽然对纯色图案女装的流行程度没有流行趋势预测

的研究意义,但是仍可对其销售量进行预测,为生产

商、销售商提供产量、销量估计.
根据表１－表８所示数据,针对不同图案种类

女装的销售百分比数据绘制散点折线图,各种类图

案的散点折线图如图２所示.根据图２所示折线

图,可将销售百分比变化规律大致划分为两种:第一

种情况,变化周期清晰可辨的,其中包括条纹、格子、
花色、纯色、碎花/植物花卉５种图案种类,该组折线

图的变化规律具有很明显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起伏形

状;第二种情况,变化周期不易直接观察的,其中包

括圆点、卡通、字母、动物纹、人物、抽象图案６种图

案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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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根据不同图案种类女装的销售百分比数据所绘制的散点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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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种情况中,６种图案的女装销售百分比

均在５％以下波动,可认为消费者对这些图案的消

费需求往往是随机的、冲动的,在平常的供应中仅需

维持少量库存即可,故不适合对其进行图案流行趋

势预测.经过以上分析,选取条纹、格子、花色、纯
色、碎花/植物花卉６种图案进行流行趋势预测,其
销售百分比较大且具有鲜明的随时间变化趋势.不

过从原始数据中可知,纯色的销售百分比虽然也有

上升下降的变化规律,但其一直处于每月销售百分

比的第一位,无流行程度的变化,故不对其流行的趋

势进行研究与预测.
现对第一种情况中的图案流行状态进行分析,

图案的流行程度变化遵循低流行Ｇ中流行Ｇ高流行Ｇ中

流行Ｇ低流行的循环发展.在女装设计中,图案的变

化是直接受季节的影响做规律性运动的,根据图２
所示的第一种情况的图案折线图也可以发现其有着

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现象.对除了纯色图案以外的第

一种情况的图案(条纹、格子、花色、碎花/植物花卉)

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每个夏季条纹、花色、碎
花/植物花卉图案达到最高流行度,格子图案达到最

低流行度,而每个冬季则反之.上述的流行度变化

过程在每一年都会反复出现,仅在幅度上有所不同.
因此,可以发现女装图案流行变化曲线的周期由春

夏季和秋冬季组成,时长为１年,其中条纹、花色、
碎花/植物花卉等类型的图案,春夏季达到最流行

秋冬季达到最不流行,格子等类型的图案,春夏季

达到最不流行秋冬季达到最流行.总而言之,图
案的流行变化规律是以秋冬季(或春夏季)的低流

行度开始,经过半个周期后达到春夏季(或秋冬

季)的高流行度,再经过半个周期以低流行度结

束,如此循环.

３．流行趋势预测模型的构建

参考文献[１７]中的实验数据处理方法,现选取

条纹图案的女装所有销售百分比数据进行模型构

建,自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的销售百分比数

据如表９所示.

表９　自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条纹类图案的女装销售百分比数据 ％

时间(年－月) ２０１１－４ ２０１１－５ ２０１１－６ ２０１１－７ ２０１１－８ ２０１１－９ ２０１１－１０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

销售百分比/％ ６．３５ ７．４７ ９．６８ １０．８０ ８．７３ ６．４６ ５．９６ ５．２２ ４．２８

时间(年－月) ２０１２－１ ２０１２－２ ２０１２－３ ２０１２－４ ２０１２－５ ２０１２－６ ２０１２－７ ２０１２－８ ２０１２－９

销售百分比/％ ４．８７ ５．９７ ５．０４ ６．０３ ７．２６ ８．２５ ８．０４ ７．５９ ６．０９

时间(年－月) ２０１２－１０ ２０１２－１１ ２０１２－１２ ２０１３－１ ２０１３－２ ２０１３－３ ２０１３－４ ２０１３－５ ２０１３－６

销售百分比/％ ５．０７ ４．３８ ３．４６ ２．５２ ３．５１ ５．１３ ６．０２ ６．２４ ７．２６

时间(年－月) ２０１３－７ ２０１３－８ ２０１３－９ ２０１３－１０ ２０１３－１１ ２０１３－１２ ２０１４－１ ２０１４－２ ２０１４－３

销售百分比/％ ８．９５ ８．０３ ６．１８ ４．９７ ３．２５ ２．４７ ２．６７ ３．４７ ４．３４

时间(年－月) ２０１４－４ ２０１４－５ ２０１４－６ ２０１４－７ ２０１４－８ ２０１４－９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４－１２

销售百分比/％ ６．６５ ７．２８ ８．４３ ９．０６ ７．３１ ４．７９ ３．５５ ２．００ １．８９

时间(年－月) ２０１５－１ ２０１５－２ ２０１５－３ ２０１５－４ ２０１５－５ ２０１５－６ ２０１５－７ ２０１５－８ ２０１５－９

销售百分比/％ ２．１９ ２．６６ ４．７８ ７．１２ ７．２４ ７．６６ ７．８８ ７．７７ ５．６９

时间(年－月) ２０１５－１０ ２０１５－１１ ２０１５－１２ ２０１６－１ ２０１６－２ ２０１６－３ ２０１６－４ ２０１６－５ ２０１６－６

销售百分比/％ ３．７５ ２．６８ ２．０７ ２．５３ ４．１４ ７．２０ ９．４５ １０．７７ １２．０１

时间(年－月) ２０１６－７ ２０１６－８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６－１０ ２０１６－１１ ２０１６－１２ ２０１７－１ ２０１７－２ ２０１７－３

销售百分比/％ １５．４６ １２．２０ ９．１９ ５．２０ ３．６６ ３．３７ ３．９０ ６．４８ ８．２６

　　预留２０１７年３月的数据进行检验,将２０１１年４
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的数据导入 Matlab中,参考文献

[１８]中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设时间为 X轴,销售百

分比为Y轴,２０１１年４月为时间原点０,２０１７年３月

为７．１,一个月间隔为０．１,并调用 Matlab的cftool函

数拟合工具箱进行函数拟合.本文分别对２０１１年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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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条纹图案女装的销售百分比数据进

行了一阶至八阶傅里叶级数拟合,其结果如图３所

示.从图３可知,考虑误差平方和、离差平方和、调整

后的离差平方和以及标准差等统计量和傅里叶级数

拟合方程的复杂度[１９],建议选取六阶傅里叶级数拟合

方程作为女装图案流行趋势预测模型,其表达式为:

f(x)＝００６０５３＋００１１７２cos(０８８０７x)－
０００１８７４sin(０８８０７x)＋０００３１４７cos(１７６１４x)－
０００６１７１sin(１７６１４x)－０００４５８３cos(２６４２１x)－

０００２９０４sin(２６４２１x)－０００５６５８cos(３５２２８x)－
００００３０７９sin(３５２２８x)－０００６１９３cos(４４０３５x)＋
０００３０１６sin(４４０３５x)＋０００３６４４cos(５２８４２x)＋
００３２１６sin(５２８４２x) (５)

其误差平方和为０．００４４、离差平方和为０．９１５３、
调整后的离差平方和为０．８９６０、标准差为０．００８８.
总体而言,该六阶傅里叶级数拟合预测模型具有较

高拟合度和还原度,可以对流行趋势变化做出很好

的描述.

图３　一阶至八阶傅里叶级数拟合结果及相关指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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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流行趋势预测模型的检验

将预留２０１７年３月的数据(x＝７．１,y＝８．２６％)
与f(７．１)＝５．７１％比较,误差结果可接受,并且由于

采用傅里叶级数拟合的方法,数学模型的趋势预测

将会更加准确.从图２可知,条纹图案的女装销售

百分比在２０１７年３月时呈现继续上升的趋势,故可

将２０１７年４月(x＝７．２)带入f(x),可得f(７．２)＝
７．３２％,此结果即为对２０１７年４月条纹图案销售

百分比的预测值,说明条纹图案的女装逐渐呈现

出流行的趋势.由于采用傅里叶级数拟合,其对

现有数据的还原度相比于多项式拟合有所降低,
但其对流行趋势的走向把握要高于多项式拟合,
不易出现随着预测时间点的延伸而导致函数发散

的现象.
图４为基于六阶傅里叶级数拟合函数所得出的

条纹图案流行趋势图,可以看出该预测模型对于周

期性的流行变化有着很好的刻画.同样地,表１－
表８中所提到的其余种类的图案也可以按照本文中

的流行趋势预测模型建立方法,得出每种图案相应

的流行预测模型,并且基于这些预测模型可以获得

未来某一时刻各种图案的流行状态,将不同图案的

流行状态预测数据汇总可以得到完整的图案流行趋

势变化规律.

图４　基于六阶傅里叶级数拟合函数所

得出的条纹图案流行趋势图

三、结　语

本文首先对流行及服装流行预测进行了阐述,
收集了某电商女装品牌以图案进行分类的销售数

据,对销售数据进行了分析归纳,选取了傅里叶级数

拟合作为女装图案的流行预测模型,定量构建出了

女装图案流行预测的数学表达式,对历史图案数据

进行了检验,对未来图案流行趋势进行了预测.本

文所提出的方法着重于对于流行趋势的表述,对不

同图案的女装销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不同图案

的女装流行趋势有着准确的预测.基于文中所提出

的预测方法,日后随着销售数据样本的不断积累,其
预测结果可以变得更加准确.同时,该预测方法可

以用于其他不同类别的服装设计要素流行趋势预测

中,使得对服装流行趋势的把握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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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偏好的个性化服装推荐模式研究

胡觉亮a,王正方b,韩曙光a

(浙江理工大学,a．理学院;b．服装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个性化推荐技术在解决信息超载和个性化需求方面有巨大潜力.服装作为电子商务平台重要类目,由

于其用户偏好影响因素多、不稳定,且有明显的求异心理,对推荐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从互联网平台的角度出发,

通过消费者深度调研、文献研究、结合服装专家意见提取商品属性,构建服装模型;基于层次空间向量模型构建用户

偏好模型,模型以用户兴趣度特征向量表示,其中兴趣度为用户浏览和购买记录中服装各属性出现的频率;通过混

合推荐算法,对服装模型和用户模型进行匹配,计算目标集合中每件服装的综合得分,以 TOPN 推荐列表的形式完

成推荐.对３０个有丰富网购经验的志愿者进行模拟实验,使用预测准确度和排序准确度两项指标进行评估,结果表

明该模型准确有效.

关键词:个性化;用户偏好;商品属性;层次空间向量模型;兴趣度

中图分类号:TP３９１;TS９４１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４Ｇ０１３６Ｇ０８

　　随着网络的普及,电子商务近年来发展迅猛.
据中商情报网报道,截至２０１６年,淘宝平台商品已

超过１０亿件,其中服装占比最高,是淘宝平台第一

大类目① .随着商品种类和数量不断攀升,在为用

户提供更多选择和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信息超载的

问题.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让消费

者在追求高效购物的同时,也更加注重服装穿着的

个性化和品味.传统的搜索引擎技术,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信息筛选的效率,但难以满足消费者对服

装个性化的需求.相比之下,个性化推荐系统在解

决信息超载问题和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方面展现了巨

大的潜力,引起专家和企业的广泛关注[１Ｇ２].
个性化推荐系统包括三个重要模块:用户模型、

商品模型、推荐算法[３].其中,推荐算法的研究是推

荐系统研究最为成熟的部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都

对此进行研究,形成了多种推荐方法,目前比较成熟

的推荐算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基于内容的推荐、协
同过滤推荐、基于关联规则的推荐、基于知识的推荐

以及混合推荐.

各种推荐方法各有优缺点:基于关联规则的推

荐算法得到的结果比较容易理解,但运算耗时,无法

快速反应实时推荐;协同过滤是推荐算法中最成功

的算法,可以推荐复杂的非结构化的对象,但随着用

户增多,推荐性能不断提升,对数据的依赖性增强,
存在冷启动问题;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可以很好地

解决冷启动问题,但缺点是会受到推荐对象特征提

取能力的限制[３].
用户模型能反映用户多方面、动态变化的兴趣

偏好,对推荐系统和推荐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外对于用户兴趣模型问题的研究较早,成果较多.

Fragoudis[４]通过对几个典型的推荐系统进行综述和

分析,指出用户兴趣建模在个性化服务中具有重要地

位.Claypool[５]采取显式评估和隐式挖掘相结合的方

法,来预测用户的兴趣和需求.Adomavicius[６]采用

数据挖掘的方法分析用户浏览记录,通过关联规则

和用户个人信息构成用户模型.Wei[７]通过语义概

念层次法合并用户短期兴趣和长期兴趣创建用户模

型,并通过反馈机制进行模型更新.国内对于个性



化推荐建模问题研究较晚,主要集中在用户兴趣模

型表示和兴趣度量方面.兰杨[８]使用粗粒度法结合

加权关键词法表示用户兴趣模型,并从访问时间的

维度把用户模型分为长期兴趣模型和短期兴趣模

型.杨继萍等[９]用分级向量表示用户兴趣模型,分
级向量分别表示用户兴趣主题及兴趣度.用户的浏

览行为和购买行为能够很好的体现用户的兴趣偏

好,很多学者对于兴趣度的研究往往基于用户浏览

行为的量化[１０].邵秀丽等[１１]基于用户浏览内容及

实际操作的时间使用加权平均的方法量化用户的兴

趣度.张玉连等[１２]引入“时间兴趣度”的概念来区

别不同时间被浏览的意义和差别,对用户的浏览行

为进行分类.
个性化推荐系统现已运用到众多领域,目前在

用户偏好较稳定的图书、电影方面的推荐比较成熟,
服装类的推荐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主

要有下面几个方面:Kudo等[１３]通过对消费者的分

析数据制定用户对服装属性的决策信息表,并将粗

糙集理论应用到服装推荐中.齐扬等[１４]在对服装

特征要素分类的基础上,采用 BDEU 决策树算法,
构建用户类别偏好模型.王雪等[１５]利用顾客的历

史购买记录,采用决策树和协同过滤混合推荐算法,
给顾客进行个性化推荐.Lin等[１６]在原有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了用户模型除了用户偏好之外的需求因

素.潘璐[１７]把 AHP层次分析法加入到服装个性化

推荐中,为简化推荐算法计算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目前关于服装个性化推荐的研究大部分仍着眼

于算法的优化,而忽视了用户模型和服装模型的科

学性对推荐系统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用户模型和服

装模型的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推荐算法的

不足.鉴于以上分析,本文通过用户调研和专家评

审的方法获取服装属性,提供了确定服装属性的科

学依据,并以层次空间向量模型构建服装模型和用

户模型,解决了服装模型和用户模型的匹配问题,降
低了运算复杂度.最后,通过模拟实验从预测准确

度和排序准确度两项指标进行评估,证明该模型的

有效性.

一、服装个性化推荐模型

服装个性化推荐模型的核心是根据消费者的偏

好向用户推荐其感兴趣的服装,主要由服装模型、用
户模型及推荐算法组成.为了实现服装模型和用户

模型之间更好的匹配,本文把服装模型作为用户模

型的一部分,围绕用户服装属性偏好进行研究.
(一)服装属性确定

服装由颜色、款式、面料三要素构成,其中款式

主要通过领型和廓形影响.服装三要素通过不同的

组合方式展现出不同的服装风格特征.消费者行为

学研究证明个人会形成长期稳定的穿衣风格[１８Ｇ１９],
且不同年龄和收入水平的人对于服装的选购有着较

大的区别[２０].
为了更好地理解消费者的服装购买行为,对３０

名资深网购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参与访谈的用户均

表示在特定时间内会有明确的需要选购的服装品

类,主要关注服装的颜色、款式、面料、价格等要素.
本文综合消费者深度访谈、文献研究以及专家

评审三种方式,最终确定服装属性及对应取值,并根

据作用做了分类,服装属性及属性值见表１.
表１　服装属性及属性值

属性值
服装属性

分类１ 分类２ 价格 适用年龄 服装风格 颜色 领型 廓形 面料

０ 男装 T恤 ０~５０ 小于１８岁 欧美风格 暖色系 圆领 A型 棉织物

１ 女装 衬衫 ５０~３００ １８~２４岁 日韩风格 冷色系 V领 X型 麻织物

２ 毛衣 ３００~６００ ２５~２９岁 淑女风格 中性色系 一字领 H 型 丝织物

３ 外套 大于６００ ３０~３９岁 通勤风格 立领 O型 毛织物

４ 连衣裙 ４０~４９岁 民族风格 翻折领 化纤织物

５ 半裙 大于５０岁 翻驳领

６ 裤装

　　服装集合中的每一件服装都可用式(１)的形式表示:

ik＝(x１,x２,x３,x４,x５,x７,x８,x９) (１)
其中x１ 表示分类１的取值;x２ 表示分类２的取值;

x３ 表示价格分类的取值;x４ 表示适用年龄分类的取

值;x５ 表示服装风格的取值;x６ 表示颜色的取值;x７

表示领型的取值;x８ 表示廓形的取值;x９ 表示面料

的取值.如式i０３０＝(１,４,２,１,２,０,１,０,０)表示编

号为０３０,价格在５０~３００元之间,适合１８~２４岁

年龄用户,属于淑女风格的连衣裙.具体的属性特

征为:暖色系、V领、A型、棉织物.
(二)用户模型构建

用户模型是个性化推荐的核心和关键,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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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兴趣的全面获取及合理描述,直接决定个性化

推荐的效率和质量[２１].针对服装商品,本文提出了

基于用户偏好和用户需求的用户模型,如图１所示.
其中用户信息获取主要包括显式和隐式两种方式.
显式获取的数据一般包括消费者注册时提供的如性

别、年龄等用户基本信息.隐式数据包括用户在网

站中的历史行为数据,包括检索、浏览、收藏及购买

等信息.

图１　用户模型架构

１．用户需求模型

不同性别、年龄、消费水平的用户在服装选择时

有着明显的区别,且用户在特定时间内有明确的服

装品类选购意愿.为了简化计算,提升用户模型的

有效性和可计算能力,本文构建用户需求模型S 作

服装推荐的初步筛选:

S＝(性别,目标品类,消费水平,年龄),
其中:性别和年龄来自用户注册信息,目标品类和消

费水平由用户行为数据确定.提取用户行为数据构

建数据集合I１,I２.

I１＝{i１,i２,,ik,,im},

I２＝{i１,i２,,ik,,in},
其中:I１ 是用户从上一次订单完成到目前所有浏览

过的服装的集合;I２ 是用户购买过的服装集合;集
合中的每一个元素ik 代表一条服装记录,以式(１)
的形式表示.分别计算I１ 集合中服装的分类项和

I２ 集合中服装的价格项各取值出现的频率,频率最

高的值即为用户需求模型中目标品类和消费水平的

取值.

２．基于层次向量空间模型的用户偏好模型

层次向量空间模型采用树型结构对服装属性进

行分类,并以空间向量形式表示用户兴趣偏好,可以

很好地表示复杂属性之间的相关关系,降低运算维

度.本文采用三层树状结构表示用户偏好模型.第

一层表示用户;第二层表示用户感兴趣的服装属性,
一个服装属性可以有多个属性值;第三层节点表示

某个服装属性下面的属性取值.服装不同类目之

间,服装的属性和取值存在差异,以连衣裙为例,构
建用户偏好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用户连衣裙偏好模型
　　

如果用户有m 个不同影响服装选购的服装属

性,那么用户偏好模型可以表示为如下特征向量:

Model＝{(T１,W１,t１,w１),(T２,W２,t２,w２),,
(Tm,Wm,tm,wm)} (２)

其中:Ti 为第i个服装属性;Wi 为该服装属性在用

户心中的权重;ti 为第i个服装属性所对应的属性

值;wi 为属性值对应的权重,即兴趣度.

３．基于兴趣度的服装推荐

兴趣度代表了消费者对于服装的偏好程度,兴
趣度越高则用户对于服装的喜好程度越高,购买的

可能性也就越高.浏览和购买行为能够很好的体现

用户兴趣.运用到服装领域,属性值在用户购买和浏

览行为中频率越高,则用户对该属性越感兴趣[２２].
目标用户对目标服装集合中服装兴趣度计算步

骤如下:

Step１:根据用户的浏览记录和购买记录,转化

为０－１评判矩阵.其中每一行都表示一条服装记

录,矩阵的列表示该品类服装所有属性的属性值的

对应情况,若有则取１,没有取０.可由式(３)表示.

A＝

a１１ a１２  a１m

a２１ a２２  a２m

⋮ ⋮ ⋱ ⋮

an１ an２  anm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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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２:计算各属性值对应的权重,获取权向量

w＝(w１,w２,,wm),其中:

wi ＝
∑
n

j＝１
aij

n ．

Step３:类似Step１把目标服装推荐集合转化

为０－１评判矩阵,并将矩阵依据属性分块,以连衣

裙为例,得到分块矩阵式B.其中第１到第５列分

别代表颜色、领型、廓形、面料、服装风格(参考图(２)
连衣裙模型).每一行代表一件服装,矩阵的行数表

示目标服装集合的服装数量.

B＝

b１１ b１２ b１３ b１４ b１５

b２１ b２２ b２３ b２４ b２５

⋮ ⋮ ⋮ ⋮ ⋮

bn１ bn２ bn３ bn４ bn５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４)

Step４:根据式(５)计算目标用户对目标推荐集

合中各服装的综合兴趣度degr.

　degrm＝W５(W１×Bm１w１＋W２×Bm２w２＋
W３×Bm３w３＋W４×Bm４w４) (５)

其中Wi 通过用户调研确定;wi 由Step２计算得到

的第i个属性的属性值对应的兴趣度向量.

Step５:根据step４计算的服装综合兴趣度值,
并按照目标集合中服装兴趣度值的高低进行排序,
进行 TOPN推荐.

二、实验验证与评估

为了验证推荐模型的有效性,考虑到线上用户

行为数据难以获取,本文通过模拟实验实进行验证.
(一)数据采集

我国女性服装网购者主要是年龄在１９~３５岁,
月收入低于３０００元的大学生和职员[２３].以８０名

在校女大学生作为实验者进行模拟实验,获取实验

者的近期浏览数据,输入需求模型中,得到用户对应

的目标分类,并对目标分类为连衣裙的２９位实验

者,进行进一步检验.
获取的实验者数据存储为３张表:用户近期浏

览记录表、用户历史购买记录表和基于式３的评判

矩阵.以编号为１的实验者为例,评判矩阵为:

A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ç
ç
ç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
÷
÷
÷
÷
÷
÷
÷

.

(二)服装推荐

本文主要是基于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服装推荐,
为了模拟实验的准确性,利用网页数据采集软件神

箭手对淘宝网服装进行采集,通过数据处理,通过服

装预处理按比例选取１０００件有代表性的服装构建

目标服装集合I,将目标集合内的服装对用户进行

推荐.
根据前文用户需求模型的构建规则,１号试验

者的需求模型为S１＝(１,４,１,１),依次进行初次服

装筛选,得到目标推荐服装４３件.根据式(５),利用

Matlab编码计算每件服装的兴趣度,并从高到低进

行排序,结果见表２所示.
其中,各服装属性权重W＝(０．３０,０．２５,０．２５,

０．２０)由用户深度调研数据得到.按照式(４)计算得

到各属性的权向量为:

w＝(w１,w２,w３,w４,w５)＝((０．４,０,０．６),(０．６,

０．１,０,０．３)(０．９,０,０．１,０)(０．２,０．３,０．５)
(０．７,０,０．１,０．２,０)).

表２　服装兴趣度计算结果

服装编码 价格 颜色 领型 廓形 面料 风格 适用年龄 兴趣度

７０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４６４７０６
１５３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４６４７０６
１５４ １ ０．０３２９４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３９０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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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服装编码 价格 颜色 领型 廓形 面料 风格 适用年龄 兴趣度

１２８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１１７６４７１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３８６２７５

２１７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１１７６ ０．１３３３３ １ ０．０３８６２７５

６２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０６３７２５５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３７９０８５

１７４ １ ０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３４７０５９

２０９ １ ０．０３２９４１１８ ０．０１１７６４７１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３１２５４９

５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１ ０．０３０５８８２

１００ １ ０．０３２９４１１８ ０．００６３７２５５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３０５３５９

７９ １ ０ ０．００６３７２５５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２６１４３８

２３ １ ０．０３２９４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２３２１５７

１４８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 ０．０１１７６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２２７４５１

３５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０６３７２５５ ０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２２０２６１

６４ １ ０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１８８２３５

１５１ １ ０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１８８２３５

２５ １ ０ ０．００６３７２５５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１１７６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１８３００７

１３２ １ ０ ０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１１７６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１７４５１０

８３ １ ０．０３２９４１１８ ０．０１１７６４７１ ０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１５３７２５

１４９ １ ０．０３２９４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 ０．０１１７６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１５３７２５

１１ １ ０．０３２９４１１８ ０．００６３７２５５ ０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１４６５３６

３４ １ ０．０３２９４１１８ ０．００６３７２５５ ０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１４６５３６

４８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０６３７２５５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０４１１８ １ ０．０１１７０７０

８４ １ ０ ０．０１１７６４７１ ０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１０９８０４

１４７ １ ０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 ０．０１１７６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１０９８０４

８７ １ ０ ０．００６３７２５５ ０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１０２６１４

８２ １ ０ ０ ０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１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０９４１１８

１１４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１１７６ ０．０４１１８ １ ０．００９０２２５

１１３ １ ０．０３２９４１１８ ０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１１７６ ０．０４１１８ １ ０．００６７４５７

１７９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０１７６５ １ ０．００６１５０５

２１９ １ ０．０３２９４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０１７６５ ２ ０．００５１７４７

２１６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１１７６４７１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０１７６５ ２ ０．００５１１２５

１２７ １ ０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０１７６５ ２ ０．００４５９３４

２０５ １ ０．０３２９４１１８ ０．００６３７２５５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０１７６５ ２ ０．００４０４１５

１７１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０６３７２５５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１１７６ ０．０１７６５ ２ ０．００３９７９２

１３１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１１７６ ０．０１７６５ ２ ０．００３８６６８

１２１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 ０．０１１７６ ０．０１７６５ ２ ０．００３０１０４

１３０ １ ０．０３２９４１１８ ０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１１７６ ０．０１７６５ ２ ０．００２８９１０

３２ １ ０ ０．０１１７６４７１ ０ ０．０１１７６ ０ ２ ０

１１７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 ０．０１１７６ ０ ２ ０

１１８ １ ０．０３２９４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 ０．０１１７６ ０ ２ ０

１８５ １ ０．０３２９４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８８２４ ０ ０．０７０５９ ０ ２ ０

２０８ １ ０．０８８２３５２９ ０．００６３７２５５ ０．１１９１１８ ０．０７０５９ ０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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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验证

准确度是推荐系统最重要的评价指标,主要可

通过预测准确率和排序准确度来衡量[２４].

１．预测准确率

预测准确率是指在系统的推荐列表中,用户喜

欢的商品所占的比率[２５].
由于现有的电子商务平台主要根据商品排名和

消费者浏览过的商品进行推荐[２６],与本模型的数据

结构不一致,没有可比较的显存模型.因此,随机抽

取连衣裙热销榜中的１０件服装与模型计算服装兴

趣度排名前１０的服装打乱顺序让实验者评分.其

中高于６分为喜欢,低于６分为不喜欢.同时计算

每个实验者针对模型推荐服装和随机推荐的服装评

分的平均值.
实验结果显示:根据模型结果推荐的２９０款服

装中,有２３８件评分高于６分,准确率为８２．０６％,
而热销榜随机推荐的２９０款服装中,有８７件是评分

高于６分的,准确率仅为３０．００％.模型推荐的服

装与随机推荐服装的评分平均值也存在明显差异,
见图３所示.

图３　不同方式下推荐结果的评分数据

２．排序准确度

排序准确度用于度量推荐模型得到的服装兴趣

度跟用户心中评分的符合程度,可以通过斯皮尔曼

等级相关系数来衡量.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Spearmanrankcorrelation

coefficient,SRCC)用于计算推荐系统推荐物品的

排名顺序与真实的排名顺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

数[２５],其定义可用式(６)表示:

　SRCC ＝ ∑i
(r１(i)－μ１)(r２(i)－μ２)

∑i
(r１(i)－μ１)２ ∑i

(r２(i)－μ２)２
(６)

其中:r１ i( )与r２ i( )分别为推荐系统中的排名与真

实排名,μ为排名的均值.如果推荐系统中物品的排

名与真实的排名相同,则SRCC的值为１[２５].根据２９
位实验者的评分反馈计算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如
图４所示,总的斯皮尔曼系数的均值约为０．８８４４８１,
排序准确度良好.

图４　模型推荐结果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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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结果显示,本文所采用的服装个性化推荐

模型推荐效果良好,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三、结　语

本文把条件筛选和层次向量空间模型的思想运

用到推荐模型中,能够很好的降低运算复杂度,为后

续推荐算法的优化提供了新思路,在多维度产品推

荐中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把服装模型作为用户模型

的一部分,提高了服装模型和用户模型之间的匹配

程度,从而增加了推荐的准确度.经模拟实验验证,
本文提出的服装个性化推荐模型具有良好的推荐效

果.通过该模型,可以更好的帮助商家了解用户偏

好,充分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提高推荐转化率.
另外,准确把握消费者需求,可以优化用户购物体

验,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由于受到时间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重点研

究了消费者对服装属性的偏好,而忽略了不同服装

属性组合对消费者选择服装的影响.另外,推荐模

型只是通过模拟实验进行验证,尽管该实验很大程

度上还原了推荐过程,但用户评分仍存在一定的主

观性.因此,笔者认为后续可以重点研究不同服装

属性组合对消费者选择服装的影响,并考虑与电子

商务合作,根据大量用户行为数据和客观反馈进行

模型的验证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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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areputforwardfoetherecommendation system,becauseinfluencingfactorsof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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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thinginusers’browsingandpurchasingrecords．Theclothingmodelandtheusermodelweremat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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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严复译名研究述评

王会伟,张德让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２４１００３)

　　摘　要:严复译名问题近来一直为学术界所热议,但各方学者的研究角度不同,观点不一的状况使得当前严复

译名研究稍显重复、混乱.利用文献法,对近三十年来严复译名研究做简要梳理,发现目前研究主要聚焦于严复译

名观之探究和译名消亡原因之挖掘两个方面,语料库的应用和新史料的发现也为此类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然而,

这些研究也暴露出了研究案例经典化、译名发展与消亡研究断代、语料不足及术语界定标准缺失等问题,研究者仍

大有可为.

关键词:严复;译名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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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作为晚清翻译西学之第一人,其八部译著

给晚清时期的国民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治异

国语言之至乐”的学术精神颠覆了当时古旧的学问

范式,其翻译功底可见一斑.然而,即便是严复这样

的翻译大家,也曾在译介术语时发出“一名之立,旬
月踟蹰”[１]２６３的感叹.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就

术语泛滥和术语翻译困难的问题展开论述,一语道

出早期术语译名创制之繁与难.作为学科建设和发

展的基础,术语和术语翻译如今越来越受到学界的

关注,而严复这种近乎开创性的术语引进和翻译活

动更是如此.鉴于此,本文对当前严复译名研究略

作梳理,分析其中的优点与缺陷,并在此基础上试对

今后严复译名探究提出意见.
翻译界最早以专题形式论述严复译名的文章要

属王克非[２]撰写的«＜严复集＞译名札记»一文.他

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严复集»为参考,整理收录了部

分严复在各译著译例言、案语以及政文(政治性文

章)中针对某一具体术语翻译的讨论,并且将其中有

关译名厘定的言论拼凑成文.王文虽未以某一译名

为切入点展开具体研究,但是其开创新的角度却打

开了严复译名研究的大门,也为后辈学者指明了方

向.王克非之后,国内严复译名研究大体上可以划

分为两个方向:a)术语翻译方法与译名观之探究;b)
译名淘汰消亡原因之追溯.现就这两点分别总结评

述.

一、翻译方法与译名观研究

这类研究的思路主线是以翻译本体(即严复某

一个具体的译名)为出发点,从考据学、词源学和语

言成分分析等角度,分析总结严复翻译术语时采用

的方法,并最终提炼出严复的译名思想.陆道夫[３]

以«天演论»“evolution”、“constitution”和«群己权界

论»“liberty”三个词切入,结合严复本人的论述,将
其译名方法总结为以下四点:注重译名的统一化管

理;翻译以前界定新说之涵义;必要时会自造新词;
为求易懂,广查古籍.后辈研究者杨红[４]、彭明蔚

等[５]以数据统计的方式,得到了与之相同的观点.
这一研究结果虽然打破了前人只述不究的藩篱,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难免有些泛泛而谈.刘松[６]也就

严复译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从严复各



译著中广泛地收集译名语料,通过论述证明了严译

术语符合其“信达雅”翻译标准;其次他把严复译名

分为音译和意译两类,认为由于当时汉语张力不足,
有些术语不得不采用音译策略,但如此一来“雅”就
不复存在了,而意译则体现了严复在翻译术语时的

创造性.此外,严复“树新译,不循旧”的“拓译名之

荒”的做法则反映了严复维护汉语纯洁性的民族主

义心理.与刘松广集语料的做法不同,刘莉琼[７]仅

以“right”一词的翻译为例深入探究了其译名背后

的机制,认为严复并非刻意仿古,对形而上的追求可

能才是严复译名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张沁兰[８]以

«严复集»中的«附卷汉英译名对照表»为基础,在
全语料的视角下全面考察了严复的译名情况,并将

其分为音译、沿用古籍词汇、旧词新译和一语多译等

四种类型.可见,此时严复译名研究已经由浅入深,
从翻译手法和策略逐步向译名所负载的译者思想过

渡.在此过程中,张德让[９]的翻译会通研究起到了

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他虽未就严复译名问题专门论

述过,但却提出了严复“统新旧”“苞中外”的中西会

通思想,认为严复在翻译西学时,首先以与原文相似

的译语资源打通原文,而后“归求反观”,真正做到以

西学纠正,更新中学观点.这一研究结果有力地否

定了有些学者[１０]所持的严译“格义”一元说的论调.
格义法是翻译实践中常见的翻译策略,旨在寻找中

外文化中的契合点和相似性,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概念与思想比附外来文化中不为中国读者所理解的

“新识”.因此,从翻译理论角度来说,格义可以看作

是读者反映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会通法则不

然,它在格义的基础之上,从西学角度反观中学之弊

病,要求超越诠释主体的历史性和个人偏见,实现不

同文化的视域融合[９].张景华[１１]认识到了严译的

会通性,但就严复译名问题而言,他认为严复在选

择和创制术语时,并非单纯地以格义或者会通某

一种手法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二者相互补充,共同

构建出了严复译名语义场.由此可见,随着翻译

研究逐渐呈现出文化转向的趋势,严复译名考究

也逐渐深入,由先前的以意义指称论为转移的论

述,转向了文化因素对译名的影响,推动了严复研

究的发展.
应当指出,学界除上述对严复译名的历史意义

和学术价值的正面研究外,还有部分学者客观地讨

论了严复译名中的诸多缺陷.如王建鲁[１２]就直抒

胸臆地指出,严复对术语的任意使用,一方面体现了

他对作为中国救赎基石的科学的术语规范化和严格

化漠不关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严复对日语新词的

排斥心理.这一言论着实值得后辈的研究者予以关

注和思考.反观中文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严复的

许多译名已经不为国人所用,而他当初极力反对的

日语译名如今已经变成了汉语话语体系中的常见

词汇.郎宓榭[１３]的统计显示,严复«中西译名表»
共收录词汇４８２条,而现在还为学术界使用的仅

有５２条,有效使用率不过１２％.这其中的原因纷

繁复杂,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张德让和张景

华虽在其论文的注释和结语处提及这一点,但均

未能佐之以充足的史料,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
这为后来的严复译名消亡原因的挖掘提供了研究

思路.

二、译名消亡原因研究

严复一生八部译著①均以文言为载体.新文化

运动之后,白话文迅速普及,严复的诸多文言译名逐

渐失去了使用群体,使用率下降,甚至出现了“死亡”
的“惨状”.国内有多位学者发掘了现象背后的动

因.袁锦翔[１４]是首位探究严复译名消亡的学者,他
指出译名从来都是边立边废,并且把严复译名废弃

的原因分为以下五种情况:a)界说不清;b)用字古

奥,过繁过长;c)追求典雅,译得过简;d)不该音译或

音译不准;e)偏离原意,措辞不当.可以看出,袁氏

主要从语义和语音等语言学角度入手研究,且每个

原因后均配有实例,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冯天瑜[１５]

同样发现严复译名中的语音问题,认为严译中大量

音译词存在音节复杂的现象,因此难以在汉语体系

中立足,并逐渐被意译词取代.此外,他还突破性地

点明了严译和日本译名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通过考察史料冯氏发现,自２０世纪初日本译者加藤

翻译的«天演论»传入中国以来,大批日本译名便和

严复译名呈现出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局面.此后,
张法[１６]顺着冯氏的这条思路,分别从日语译名取得

胜利的日本原因和中国原因两个角度详尽地探究了

严复译名消亡的历史原因.由于日语文化性本身就

对技术、对细节、对精致有偏好的一面,因此日语译

名要较严复译名更加接近西学思想;而在中国方面,
洋务运动导致中国教育体系全面西化,而日本则是

该西化过程的捷径.大量的西方课程与图书从日本

引进,随之而来的必然有新鲜的日译新词.从上述

研究的关注点可以看出,严复译名消亡原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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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经历了一次由语言学向文化层面的转向.随着时

代的进步,学界不再满足于文字本身,更注重影响文

字的外部结构.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股浪潮中,蒋骁华[１７]逆流

而行,重新从严译文字本身探讨译名淘汰的原因.
他认为严复古雅的译文风格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新

译术语被淘汰的命运,具有审美价值的严译古文体

不利于对新概念的严格定义.具体原因有四:其一,
古文体不符合“新知新体”的时代发展趋势;其二,桐
城文体追求“雅训”,但它却容易把西学概念转变为

国学概念;其三,严复翻译术语采用大量单音节古

词,而其具备的一词多义特性往往容易造成概念模

糊;最后,曲高和寡的译文不适合大众阅读.廖七

一[１８]发现日语词汇结构和构词法均与汉语高度兼

容,这在客观上为日语译名在中国的传播和盛行制

造了空间.此外,他再次将严复译名衰败的事实置

于历史语境下予以考察,指出严复开始译书之际正

值中日交往的“黄金十年”,日本国内出现了“清国保

全论”的观点,日本帮助甚至直接参与清政府的教育

改革,大批学生赴日留学,各类教辅书籍及材料源源

不断地传入中国,这些事实均推动了日语译名在中

国的顺利融入.蒋、廖两位学者虽角度不同,但各自

给出的解释都不无道理.蒋文着重探究严复译名被

淘汰的译者内部原因,廖文的历史学视角解释了译

名淘汰的外部动因,二者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提出新的观点,相互补充,共同构建出了严复

译名发展的历史全貌.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关严复译名淘汰消亡

原因的研究多与考据学和历史学等传统学科方法挂

钩,这是研究者力图还原历史真相的体现.然而,随
着人们认知能力和科技知识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学
科间的相互交流变得愈发频繁,翻译学也不例外.
计算机的普及和语料库语言学的提出给翻译研究带

来了新的范式,严复译名研究也因此受益,有了新的

突破.

三、语料库与严复译名研究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可以深入到许多宏

观和微观的翻译现象,它所具备的对齐源语和目的

语的功能能够帮助人们认清翻译的本质,因此,将其

用于翻译研究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严译这种无论

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出现大规模改动的翻译活

动来说,其优点更是不言而喻.
翻译界也确有学者在平行语料库视角下审视严

复的翻译活动.黄忠廉[１９]以自建的«天演论»平行

语料库为例,主张在现有的语料库划分机制中增添

变译语料库分支,以便现代科技能够和近代翻译研

究相结合.黄氏的这篇论文,虽未介入«天演论»等
严译语料库的应用层面,但为其他学者自建严译平

行语料库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黄立波和朱志瑜[２０]

就在此基础上,收集严译«原富»、郭大力和王亚楠合

译«国富论»和杨敬年译«国富论»等三个不同时代的

«TheWealthofNations»译本语料,自行构建了三

译本的平行语料库.他们把经济学术语的翻译作为

切入点,以英语术语为节点词,通过语料检索分析认

为,严复翻译的诸多经济学术语都有古籍来源,且其

用法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语境和具体用法而变

化.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严复虽表面上排斥日语译

名,但仍旧在译文中使用日译新词的新观点.另外

一位借助语料库研究严复的学者是韩江洪[２１],其研

究方法与黄、朱二人略有不同.他首先确定了汉语

节点词“仁”,在自建的严译«群学肆言»语料库中做

反向检索,最终发现严复在翻译时多以中国传统学

术中的单音节关键词处理源语中的各种表达,并将

这种策略定义为“关键词方法”.
刘桂生曾在«在纪念严复逝世八十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中呼吁学界不断以新的方法继续研究严复

译著,平行语料库的应用可谓是对这句话的响应.
在收集和对齐语料的过程中,研究者更容易发现严

复对译文所做的细微变动,而语料库独具的语料检

索和提取功能则能够攻破由于严译篇幅较长、改动

较多而导致的原文－译文对照不清的障碍,进而更

加准确且客观地考察严复的翻译活动.然而,科研

创新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技术与方法的突破,新史

料的发现也能够给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左右研究

者的研究方向.近几年,国内研究者在严复史料

方面也有重大突破,发现了严复八部译著之外的

部分翻译手稿和批注稿件,推动了严复译名考察

的进展.

四、新史料的发现与严复译名研究

李炽昌于２０００年在英国剑桥图书馆发现了严

译«马可所传福音»原件,拓宽了严复翻译研究的范

围.任东升[２２]在描述该译本时,对严复基督教译名

问题略有涉及.在他看来,严复在翻译基督教术语

时,虽然多沿用前人的旧译,但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

则呈现出归化的倾向,而且频繁以佛教和儒家思想

会通原文.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颇具启发性.严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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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佛教元素并不少见,如在«原富»中严复曾以

“渐”“顿”二教修行之长短、得道之快慢总结斯密所

说的两类征税方法.此外,从严复在«天演论译例

言»中称鸠罗摩什为“法师”的做法也可以看出严复

对于佛教的尊敬.但学界目前鲜有人系统论述严译

与佛教之间的关系,这或能为以后的研究指明一个

方向.

２０１３年,黄兴涛[２３]意外发现了严复１００年前主

持清末学部“编订名词馆”时留下的一份«植物名词

中英对照表».据他介绍,该表是由林纾合译者魏易

编撰的,严复则负责审核校对工作,并在其中添加了

４２条长短不一的批注,这对于严复译名研究具有重

大的意义.黄兴涛仔细翻阅各批注后发现,严复在

其中或纠正魏易译名的错别字,或对其译名提出质

疑,建议重译,更有甚者则直接体现了严复对“东文”
(日语)译名的排斥态度.严复对译名创制的原创性

和对本土文化的坚持可见一斑.冯志伟[２４]受此启

发,从现代术语学角度对严复在对照表中的批注做

了更深层次的解读.首先,严复本身并非植物学方

面的专家,且审校核对时除«说文»和«尔雅»等字书

外没有专业书籍资料可供参考,因此严复经常做出

错误的批注,这是术语专业性缺失的根源.其次,严
复多次纠正魏易译名的做法则体现了他对译名确切

性的关注.最后,严复此时开始注重译名的单译性,
指出每当出现中文一名对应英文多词时,要“悉列于

第二格中方合”,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在严复

早期的翻译作品中,一名多译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
«原富»中“standard”一词就有“准”“准程”“金银”等
多种译名.严复审校该对照表的时间为１９１８年,此
时距离他最后一部译著«名学浅说»出版已经过去近

十年时间,这期间他由一语多译向译名单译性过度

的客观事实可以看作是对有些学者严复语言观“非
进化说”[２５]的一种有力反驳.

五、目前研究的缺陷与不足

尽管学术界目前已经针对严复译名问题展开了

充分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本

文在综述过程中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

不足.
其一、案列太过经典化,重复性较强.研究者在

论述其观点时,往往反复使用严复本人在各译著译

例言、案语、正文以及书信中具体讨论过的例子,如
此一来就会造成研究针对性强,研究结果重复的缺

点.如严复在«群己权界论»中对为何以“自繇”翻译

“liberty”的言论就被６~７篇论文反复使用,相似的

例子还有introduction－悬谈－导言(«天演论»)、

economy－经济学－理财－计学(«原富»)、logics－
名学(«名学浅说»)等.符号学家皮姆(Pym)认为:
“翻译过程是理论化过程,译者在此过程中会面临诸

多选择,而当他把自己如何选择的过程与他人分享

时,就形成了翻译理论.”[２６]目前大多数严复译名研

究过度关注严复的分享过程,从而忽略了其理论化

过程.严复一生八部译著,涉及自然科学、经济学、
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哲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由他

选择和创制的译名琳琅满目,仅从少数几个译者本

人讨论过的译名中析出的译名观,恐怕难以解释严

复所有的术语翻译.
其二、译名消亡并不代表译名本身失去研究价

值.目前有关严复译名消亡的研究虽不无道理,但
大都难以摆脱后世解释学上的优势地位和便利条

件.因此,只有真正舍弃这种后世的便利,才能够真

正地深入严复译名本体,体会到严复“一名之立,旬
月踟蹰”的不易与艰辛.此外,译名消亡面临的另一

窘境就是研究者仅把严复译名看作是一个静止不动

的结果,而非动态过程,这使得严复译名生成研究

与消亡研究相脱节,无法串联成为一个有机的发

展体.近年来,日语学术界逐渐兴起一阵“死语研

究”热潮,即考察某一词汇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历

史过程.研究者或许能够从中受益,把“已死”的
译名“复活”.

其三、语料不足,且语料处理不当.目前严复译

名研究语料的主要来源有二:«严复集»后附的«汉英

译名对照表»和自建语料库.«汉英译名对照表»收
录译名数量之多,查阅之方便的优点有目共睹,但却

具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该表中的每一个源语术语

均只对应一个目的语译名.严复译名的一大特色就

是一名多译,因此表中提供的译名无法涵盖严复的

全部译名创制实践,在分析译名观时可能会出现偏

差.黄立波和朱志瑜在构建«原富»语料库时,仅以

«原富部甲»前五章为真实语料.然而,严译«原
富»共五部三十三章,可见其语料利用率不足１６％.
此外,黄、朱二人的研究是在句级对齐的基础上进行

的.此举在现今以忠实或对等为规范的翻译语境下

并无不妥,但若用在以经世致用思想为翻译主旋律

的近代翻译研究上,就难免有脱离语境之嫌,因为严

复在翻译时采用的达旨法和桐城古文的文章学特征

决定了其译文的变译性,严复创制的译名可能会随

行文特征发生形变.鉴于上述原因,研究者借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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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库研究严译时,应当采取句级对齐和篇章对齐的

双重标准,建立全译本的语料库,以确保研究结果公

正客观.
其四、很多严复译名研究把人名和地名的翻译列

入考察范围,这一做法值得商榷.根据«牛津高阶英

语词典(第八版)»给出的解释,术语(terminology)意
指某一特别学科中的技术词汇与表达(thesetof
technicalwordsorexpressionsusedinaparticular
subject).因此,把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作为严复译名

研究对象的做法,多少有些不妥,同时也暴露了此类

研究在术语界定和筛选方面缺少标准的弊病.如果

说地名尚且可以划分到人文地理学,那么人名就显

得无处可去了.此外,术语符号不仅包括单词符号,
还包括短语集合,一个词汇符号往往能够和其他单

词符号生成新的短语型术语符号.目前研究并未对

短语型术语翻译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也是今后研究

应当攻破的难题.

六、结　语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
翻译标准曾为早期译界所追捧,被视作是翻译界

的“金科玉律”.然而,严复翻译本身最大一个特

点就是译名对原文改动较大,出现了所谓不忠实

的现象,国内许多学者也针对此现象提出了诸如

变译理论、翻译会通论①等翻译理论.这一方面推

动了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但在另一

方面也是严复本人所述翻译思想与其翻译实践相

脱节的例证.因此,严复译名观也绝不仅仅像他

在译例言中所说的“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
义定名”那样简单,还有更深层次的机制等待学者

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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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变译理论是黄忠廉基于严复对原文改动的事实提出的,他
把严复的翻译策略划分为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多种手法;张德

让的翻译会通虽不是源于严复的翻译实践,但在解释严译时,也不能

完全脱离严译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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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变译语料库的严复译名观研究
———以«原富»译本为例

王会伟１,任炯铭２,张智勇３,张德让１

(１．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２４１０００;２．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２１００９４;３．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４３００００)

　　摘　要:近年来严复译名观一直受到各方学者的持续关注,但目前的研究多暴露出研究案例经典化、语料收集

不足、术语筛选标准缺失以及研究结果重复等问题.以严译«原富»为例,自建«原富»全译文变译语料库,以经济学术

语为切入点,重新考察了严复的译名观.研究发现,儒家孝悌观对严复选择和创制术语有一定的影响,而佛教术语

也为严复的译名创制提供了便利.此外,译名词频的变化说明严复具备统一译名的进化性语言观,但译名同时也是

他宣泄主观情感的又一场所.

关键词:严复;原富;译名观;变译语料库

中图分类号:H０５９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４Ｇ０１５０Ｇ０７

　　严复在翻译实践中首创性地将大量学科术语译

名为西方新学,虽然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但这些严氏译名并没能得到学界充分的

关注.早期翻译界以严复译名为切入点,试图从中

探究严复的译名观,认为严复在翻译术语时遵循其

“信达雅”翻译标准,会从汉语固有词汇中汲取译名,
必要时则会自造新词[１Ｇ５].然而,此类研究时常陷入

讨论对象经典化的窘境,诸如liberty、economy等术

语的翻译被反复讨论,研究结果呈现出雷同的现象.
介于此,本文将以严译«原富»为例,重新挖掘严复的

译名思想,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还原严复创制译

名的历史全貌.

一、语料库与严复译名

黄忠廉[６]是最早将语料库与严译结合的学者,
他提倡将翻译平行语料库进一步划分为全译和变译

两类,并以严译«天演论»为语料,自建«天演论»变译

语料库,证明了该分类方法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但并

未涉及研究层面的操作.随后,韩洪江[７]自建了严

译«群学肆言»语料库,他发现严复时常以中国传统

学术(如儒家思想等)中的单音节词(如“仁”)翻译社

会学术语,并将此方法命名为“关键词法”.此外,黄
立波与朱志瑜[８]在充分收集«国富论»不同译本的基

础上,自建严复«原富»,郭大力、王亚楠«国富论»和
杨敬年«国富论»三译本平行语料库.他们以严译经

济学术语为突破口,考察了同一术语在三个不同历

史时期的译名情况,最终发现,严复多从中国古籍中

找寻术语译名,且某一具体术语的译名并非完全统

一,有时为了句式的对偶甚至翻译成一个小句.黄、
朱二人打破了研究对象经典化的束缚,把关注点放

在前人尚未讨论过的译名上,并以大量统计数据为

依托,较为客观地论述了严复术语翻译的情况.但

是严复译名多呈现出一语多译的现象,而该研究仅

截取«原富部甲»前五章作为研究对象,并未创建

«原富»全译本的平行语料库,因此其研究结果可能

出现些许偏差.此外,黄、朱与韩氏的研究均采用



全译平行语料库,力求在对齐源语和译语语料的

过程中实现句级对齐.这种做法在追求译文忠实

对等的现代翻译市场中并无不妥,但若将其应用

于以中体西用和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的晚清翻译

实践研究中,就出现解构历史语境的危险.因此,
在自建严译语料库时应以变译语料库原则为转

移,在尽可能保留译文语境的情况下,考察严复的

译名情况.

二、«原富»全译文变译语料库

设计与术语提取

　　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翻译致使严复采用变译

翻译策略,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不一定与原文对

等.因此,不宜将严译置于全译语料库句级层面的

研究框架下,而应从变译语料库角度进行考察.变

译语料库是以原文的篇章结构为蓝本,将变译文本

与原句、段、节、章/篇、书逐项平行对照的语料库[６],
有助于严复变译实践的观察和描写.①

严复话语是古代性和现代性的奇异组合[９]２４,
即便是他没有改动的地方,其行文通常也和上下文

构成前后指涉关系(如对仗句的使用等).为了能够

尽可能地保留生成语料的语境,«原富»语料对齐过

程中并未设置固定的对齐单位,而是以严译行文为

转移,将语料划分成不同层级的单位.若某一单句

的文章学功能仅为总结上文的论述,那么在对齐时

就可以实现句级对齐;若某一单句和前文存在论述

上的逻辑关系,亦或是严复改动较大,译文仅深层结

构相同时,则考虑在段或篇章层面对齐语料.对于

明显译述他家之言和不译程度较大的地方,则以

“Addition”“删去未译”等标识在语料中标注,并最

终完成对齐工作,导出为术语提取和检索做准备.
据 Wordsmith生成的词汇表显示,亚当斯密

(AdamSmith)TheWealthof Nations 共有９１２９
个单词,以何种标准划分和筛选这些词汇是术语提

取的关键.黄、朱二人的研究以独立小词为基础,着
重考察了零语境下的术语翻译情况.从现在术语翻

译的单独对应性角度看,这固然可取.然而严复[１０]５１８

则认为译名“在己能达,在人能喻,足矣”,所以他所

创的部分译名没用固定的表层结构.此外,术语符

号不仅包括单词符号,还包括短语集合,一个词汇符

号往往能够和其他单词符号生成新的短语型术语符

号.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本文在筛选术语时,首
先确定单词型经济学术语,之后以这些单词型术

语为节点词做反向检索,从而在其前后跨距为４

的范围内提取出短语型经济学术语,以便全面描

述严译经济学术语的翻译情况.以 bank一词为

例,它和其他单词相互搭配,构成众多短语型术语

(见表１).
表１　bank短语型术语译名(部分)

搭配 严复译名 现今通行译名

TheBankofEngland 英伦版克 英国银行

Thedirectorsofthebank 说告版克者 银行董事

Bankmoney 通行常币 银行票据

Bankbills 版克钞 银行汇票

Royalbank 赖耶版克 皇家/贵族银行

Publicbank 钞业 公共银行

　　bank一词的译名随该词前后搭配的变化而变

化,而 绝 非 以 “版 克”音 译 就 能 完 全 概 括 的.

Baker[１１]把词汇的意义划分为四类,其中命题意义

(prepositionalmeaning)是最为术语翻译研究者热

议,从而忽略了词汇本身的预设意义(presuposed
meaning).严复译名思想研究也是如此,唯有在全

语境的关照下,才能够全面客观地描述严复的译名

活动和译名思想,语料库自带的节点词检索功能恰

好为此提供了便利.下文就以全语境«原富»语料库

为基础,在力求客观还原严复译名活动的前提下,继
续挖掘严复的译名思想.

三、«原富»经济术语与严复译名观

(一)译名与严复宗教观

capital/stock(资本)和interest/profit(利润)是
一组意义上相互指涉的概念术语,任何一方的缺失

都会导致另一方意义的缺损.此外,它们还是描

述和解释其他一切经济现象的基础,贯穿于斯密

原著的始终,所以二者的译名处理尤为重要.在

BFSUParaconc平 行 语 料 库② 的帮助下,capital/

stock与interest/profit的严复译名得以全面展现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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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原富»capital/stock与profit/interest
译名一览表

原词 严复译名

capital/stock

财;国财;鬻财;出财;役财;母;母复;母

本;新母;母财之用;本群之母者;视母财

为广狭;所斥之母财;母财常分于二邦;用
其母财;以使母财之用近;其所斥之母财;

母财不增;国之母财;母财之多寡;制造母

财;田者之母财;母财日多;农业之母本;

母财之日充;径者之母;复其母;全母之

复;母财且缘此而不进;新母之所赡;裕母

财;母财非徒得也

profit/interest

利;赢利;计利;自然之利;利厚;费之 子

钱;子钱自多;悉取子钱;赍货子钱;民赍

货子钱愈益重;子钱之重;法禁子钱;子钱

息率;仰子钱之家众也;民贫而后子钱加;

子钱不收;赍贷之子钱者;每岁收子钱;付
之以届期之子;常法子钱;子钱之所从出也

由表２可以看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严复分别以

“母财”和“子钱”翻译stock和profit,当二者共同出

现时甚至简译为“母子”.严复以道德伦理关系转

译经济现象的做法或与其宗教观有一定的联系.
他曾在«保教余义»中对宗教的起源做了明确的论

述:
民皆未开,物理未明,视天地万物之繁然淆然而

有条理秩然,思之而不得其故,遂做鬼神之说以推

之,此无文化之人公例矣.[１０]８５

在严复看来,宗教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界万事万

物的思考,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随着群体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逐渐趋于明晰化和

专业化,人类开始从科学的角度理解世界.随后,严
复指出:“盖学术任何进步,而世间必有不可知者存.
不可知者长存,则宗教终不废.”无论科学如何进步

与发展,自然界终将存有科学难以解释的事物与现

象,而这就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所以严复进一

步认为“宗教之起点,即科学之尽处”.除上述愚昧

起源说之外,严复还借斯宾塞尔之言补充自己的观

点:
初民之信鬼始于人身,身死而幽魂为变实,而尚

于人间之事,如是名曰精气观念animism.乃从而

奉事之,亲媚之,以析人事之福利.惟先位此而后推

之为鬽,为天神,而宗教是说乃兴.[１０]３１８

严复认为宗教首先起源于无知,并以“精气”
之说为发展基础,逐渐在人类社会站稳脚跟.宗

教的社会供能是严复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他
曾在«支那教案论»的按语中对基督教的社会功效

大加赞赏,认为中国百姓自出生以来,很少有人能

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因而容易受到邪说异端的蛊

惑.但基督教东传,其教义教导人们应当“存于相

爱而不欺”,这对于百姓启蒙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很

大,使得严复直呼“此于教化,其曰小补”.随后严

复认识到,宗教的社会规范作用是具有普遍性的,
他说:

合一群之人,建国于地球之面.人身,有形之物

也,凡百器用与其规制,均有形之事也.然莫不共奉

一空理,以为之宗主.此空理者,视之而不见,听之

而不闻,思之而不测.而一群之人,政刑之大,起居

之细,乃无一事不以此空理而行.[１０]８３

在严复的观念中,但凡有人群生活的地方就有

宗教的身影.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个体,不论

其出身与职业为何,都会共同遵奉同一“空理”,它并

非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性存在,而是以“信仰”的感

知形式在无形中制约着社会成员的行为.从百姓的

日常生活起居到君主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活动,都或

多或少地受到宗教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宗教通过

“信仰”把不同利益代表的阶层在一定组织范围内通

过教义等方式进行整合与调控,进而实现不同利益

矛盾冲突下遵守一个共同的社会规范[１２].基于上

述两点,严复将宗教定义为:
故凡世间所立而称教者,则必有鬼神之事,祷祠

之文,又必有所持守约束,而联之以为宗门徒党之

众.异夫此者,则非今西人所称为教也.[１０]９１０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严复认为凡属于宗教范

畴的事物应当满足三方面要求:鬼神说、约束和宗徒

之众.据此,严复回应了“外人常疑中国真教之所

在”的问题,认为儒家的“孝悌”思想实为“中国之真

教”.严复[１０]１０１６说:“季札之葬子也,曰:体魂则归于

地,魂气则无不之,未闻仲尼以其言为妄诞也.”他以

季子嬴博葬子的故事说明,孔教中存在和斯宾塞“精
气观念”相类似的“游魂”思想,这体现了孔教的神性

特征;其次,严复[１０]８５０把孔教之孝看作是“百行之

原”,认为“远之以事君则为忠,迩之以事长则为悌”,
这强调了孝在社会行为规范中的作用;最后,严复认

为孔教并不缺少信徒,他说:“然中国孝子不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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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其亲,方正学移孝作忠,至于湛十族不反顾,使西

人见此,其诧为大奇者,又当如何?”[１]８５１这足以见得

孔教影响之深远,能够使得其思想时代相传而“不反

顾”.严复不厌其烦地论述宗教的起源于特征,就是

为了说明中国宗教的存在,为了说明孔教之孝就是

宗教[１５].
作为严复翻译前结构的一部分,“孔教之孝乃中

国之真教”的观念影响了严译的解释活动和译名的

创制与选择过程.在stock与profit的案例中,经
商之人需首先投下资本,而后才有获得利润的可能.
这种资本生利息的经济学原则恰好与儒家思想中女

性责任观存在相似性.«女论语训男女»有云言: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以长成,教之有序,训诲之

权,亦在于母.”[１５]７４Ｇ７５古时男性或征战沙场,或忙于

农耕,亦或中举做官,养育和教导儿女的重任自然落

到了母亲身上,更有“母以子显,子以母贤”[１５]６８之说

法.严复以目的域(儒家思想)中母生子,母养子,母
育子观念映射始发概念域(经济学)中先资本后利润

的现象,在形式和意义双重层面上构成了单向指涉

关系.
实际上,儒家孝悌观强调的是一种双向责任,除

规范了母亲在养育儿女方面的责任外,还要求后辈

在“敬”的基础上,孝顺父女,报答其养育之恩.资本

和利润也具备同样的双向关系.斯密曾在论述利润

时指出,商人在获利之后往往会把部分利润以资本

的形式再次投入到商业活动中,以期获得更大的利

润,并在无形中构成了从利润到资本的反向指涉关

系.严复译名中的“子”“母”词素在伦理语境下也具

备相似的逆指涉关系.«尚书酒诰»一篇言曰:“殷
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１６]１８２ 可见

“孝”思想自古以来便受到人们的重视,孔子更是把

“孝”看作“仁之本”,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１６]１９

严复以孝思想中儿女反哺父母的伦理关系映射了利

润再生资本的深层结构,如此译名虽有背于今日术

语翻译所要求的零翻译性,但在当时却足以使对经

济学一无所知的士大夫读者仅从字面上皆可以推断

术语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除儒家孝悌语义场外,佛教语义

场也是严复翻译的被用词库之一.他在翻译时虽

“于辞义间,无所颠倒附益”,但却时常借佛教术语来

生成自己的译名系统.如capital除自身为经济术

语外,还与其他词汇构成短语型术语,其译名统计如

表３所示.

表３　«原富»capital短语型术语译名

搭配 严复译名

capitalstock 母财;国财

fixedcapital 常住;常住母财

circulatingcapital 循环;循环母财

　　其中fixedcapital今译为“固定资本”,意指以

厂房、机器设备等不变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本,严复则

译为“常住母财”,有时甚至简译为“常住”.“常住”
一词来自佛学术语,本指“绵恒过去、现在、未来三

世,恒常存在,永不生灭变易”,在佛经中多指佛祖法

身不变,甚至就有“常住钱”之说.严复或许是受该

表达式启发,取“常住”和“母财”构成偏正结构译名,
其语义和现今译名并无二致.

由此可以认为,严复在翻译过程中逐渐认识到,
译名的选择和创制具有更新国民思想的重要价值.
由于中西方发展上的差异和思想上的不同,西学概

念的翻译终究不能止步于语词层面,所以严复在“用
吾古以翕收以成吾大”观念的指导下,以儒家和佛教

等在中国影响甚远的思想译介术语.儒家孝悌观帮

助严复构建术语的内在意指网络,把译名相互串联

起来,体现了严复“治异国语言之至乐”的学术精神;
佛教则凭借其丰富的佛学术语为严复创制术语提供

了便利.① 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正是严复受到的中

国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使 他 形 成 了 非 进 化 性 的 语 言

观[９]４１.但事实并非如此,严复创制译名实则是一

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许多译名并非已经确立之后便

一直沿用,而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怀疑中反复修

订.下面就以 monopoly译名在«原富»五部中的变

化说明上述观点.
(二)monopoly译名变化与严复语言观

“monopoly”今译为“垄断”,意指大型企业或者

集团对相应部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的独占和联合

控制.严复在译文中多以“辜榷”(亦作“辜”“辜较”
等语)和“专利”(或以“专”和“利”构成“专其利”“专
之利”等动宾结构)翻译该词,这两种译名的使用

频率在«原富»五分部的变化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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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似的例子还有以佛教术语“赖耶”音译“royal”一词,以佛

教中“渐顿二教”修行时间之长短,得道速度之快慢,增词总结斯密提

出的两种国家征收税费的方法等.钱钟书评价支谦的«法句经序»时
曾说:“严复译天演论并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见此矣.”严
复本人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到鸠摩罗什时,也尊称他为“罗法

师”.佛教对严复及其翻译思想的影响可见一斑,而目前鲜有文章论

及此处,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值得专论.



图３　“辜榷”“专利”使用频率变化

斯密在«国富论»前三卷中主要论述分工对人类

社会的积极作用以及劳动工资、租金、利润三者之间

的关系,因此 monopoly在该部分中出现的次数相

对较少.严复在这一阶段多选择以“辜榷”作为该词

的译名,其使用频率为２５．０％,而“专利”译名虽有

所使用,但此时的使用频率仅为６．２％.此后,随着

斯密论述话题的焦点逐渐转向外属殖民地、国家债

务和重商主义等方面,monopoly出现的次数逐渐增

多,此时“专利”成了该词的首选译名,使用频率高达

５９．７％,而“辜榷”则低至３．７％.然而在部戊中,二
者则趋于一致,分别为２５％和３２．１％.

“辜榷”和“专利”使用频率变化之大说明,严复

在不同的翻译阶段对同一术语的译名厘定可能持有

不同的考量标准.根据皮后锋[１７]的研究,严复自

１８９６年１０月着手«原富»的翻译工作,并于１９０１年

１月译毕,前后共耗时五年.翻译是译者此在的解

释[１８],严复的此在在这期间随着同时结构(即翻译

过程对 monopoly认知的变化和翻译观念的更替)
的生成而不断改变,而译名正是这一变化的载体,其
早期以某一具体译名为主的术语翻译策略是严复译

名统一思想之所在.“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

之学,古籍当有专名”,所以译者在创制译名时,若要

做到“深阔与原名相副”,沿用故名是最恰当的方法.
但是当时的译者往往面临着“其理虽为中国所旧有,
而其学为中国所无的困境”,他们只能“自有法想”,
创制“在己能喻”的译名.严复认为,所有创制的译

名“未有不指为不通者也”,均需经过“亲治其学通澈

首尾者”考核查实后才能使用.因此,严复曾多次在

信件中表达了“译名通用,以期一律”的需求,并将其

写入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
法于开译一书时,分译之人另具以册,将一切专

名按西国字母次序开列,先行自拟译名,或沿用前人

已译名目,俟呈总译裁定后,列入«新学名义表»«人、
地专名表»等书备他日请奏准颁行,以期划一.[１０]１２８

可见,严复已经认识到了术语和术语译名统一

在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开始有组织

地编写术语一名表,并主动在其译文中践行译名统

一的思想.根据韩江洪[７]的统计,严复在«群学肆

言»中多次以“仁”翻译“right”“ethnics”“sympathy”
等术语,这种一个译名对应多个术语的现象和«原
富»中以“辜榷”或者“专利”作为“monopoly”不同阶

段主导译名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严复在“专
名乃译事之权舆”思想的指导下,在翻译术语的过程

中亦步亦趋,发现专业性和单译性实乃术语翻译之

关键所在,从而摒弃了自己之前一词多译的做法,据
此可以认为,严复的语言观是随翻译的深入不断进

化的,而非韩文所言,是“非进化性”的.
除上述两个译名外,严复在翻译 monopoly时

还采取了另外三种策略:a)译为“垄断”;b)以“辜榷

专利”“垄断专利”等组合形式出现;c)以小句形式描

述该词的含义,如“外货之廉平者不来,则本国工贾

之货独销”等.这三种译名的使用率虽然不高,但是

可以视为严复寻求译名创新的尝试,尤其是“垄断”
译名,已经和现今译名相同.有趣的是,随着部戊中

“辜榷”和“专利”的使用频率逐渐趋于一致,组合译

名的使用频率则呈现出上升趋势,这或许说明直到

«原富»译毕时,严复仍在修订译名,甚至陷入了难以

取舍的困境,译名厘定的艰辛可见一斑.
(三)译名情感化

译笔情感化实非科学著作翻译之正法,但张德

让研究发现,严复八大名译从序言、正文到按语,情
感化随处可见[１９],他将严译的情感化手法总结两

类:a)句首句末语气词和各句式的并用;b)通过文内

添加、文后按语的形式附以己见.严复借助这两种

方法表达主观情感时,多是与原作思想产生共鸣,或
赞同宣扬该思想,或对中国固受旧法的现状表示焦

虑,但从 monopoly一词前后的语词搭配可以看出,
严复在翻译某一术语时,会将其本人对该术语的主

观评价融入译名中.

monopoly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释义为:a)the
completecontroloftradeinparticulargoodsorthe
supplyofaparticularservice;b)Thetypeofgoods
orservicescontrolledinthisway．该释义中出现的

描述性词汇几乎均为中性词汇,唯有“complete”稍
显消极,可见 monopoly在现代英语话语体系中词

性较为中立.在TheWealthofNations的全语境

环境下,monopoly与其他描述性词汇共现,统计结

果如表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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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monopoly在TheWealthofNations中搭配词的语义韵分布

词性及
频率

消极语义韵 中性语义韵 积极语义韵

描述性
词汇

breakdown;enemy;encroach;
against; wretched spirit;
notcontentedwith;notvery
probable;the consequence
of;hasforced;subjectto;
hurtfuleffects;badeffects;
depress;hinders;discourage;
retard;hurts;absurd;strict
andoppressive;improper

establish(established/establishment);naturally;no;
give;sell at;home market;trade;procure;had;
sugars;secure;bymeansof;by;extensive;exercised;
co mmerce; assume to; establishment; continually
drawing;colonytrade;established;hasnot;turn．．．
into;hasdrawn;homeandcolony markets;purpose;
without;establishing;inspiteof;effect;alter;render;
hasproved;proved;procures;custom;maintenance;
support;exemptfrom;obtain;ingenuity;occasions;
afford;moreorlessstrict;real;EnglishCo mmerce;
temporary;anewmachine;perpetual;grant

Greatest advantage;
increase;strengthen;
enjoy; contributed;
keeps up; raises;
principalbadge

频率 ２５．６％ ６４．６％ ９．７％

　　表３的数据显示,monopoly在亚当斯密话语

体系中的前后搭配结构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类:首
先是具有消极含义的词,如depress,hurtfuleffects
等,这类词项在所有搭配结构中的频率为２５．６％;
其次是语义中立的词类,该类词项在搭配结构中数

量最多,比重约为６４．６％;最后一类是具有积极特

点的搭配词,占总搭配结构的９．７％.由此可以认

为,monopoly在斯密的话语系统中呈现出一种复杂

的语义特点,即以中性为主,消极次之,甚至略显积

极的语义韵特征.严复对三类搭配结构的翻译如表

４所示 (局部),并与郭大力、王亚楠的翻译进行

对比.

表５　monopoly在TheWealthofNations中搭配词的语义韵分布

消极搭配

原文 严译 郭王译

中性搭配

原文 严译 郭王译

积极搭配

原文 严译 郭王译

oppressive
monopoly

阴靳其权利
以之朘利

垄断事业
侵犯一般
自由

establishareal
monopoly

相朋党为
奸利

树立了一种
独占的场面

the monopoly
indeedraises
profit

然则专利之
政,所独利
者赢矣

独占提高商
业利润率

thebad
effectsof
monopoly

虽有专利之
为害有以
权其害而大
有余

独占的恶
影响

amonopoly
againstthe
sheepfarmers

牧者之羊
毳亦悬甚
厉之禁

取得了一种
妨害牧羊者
及羊毛生产
者的独占

nomonopoly
of the home
marketcanraise
thatvalue

奖其出,禁
其入,其值
不以之增

国内市场独
占,都 不 能
提高谷物的
真实价值.

　　通过比对可以发现,现当代译者在翻译 monopoly
时,往往忠实于客观事实,不对术语和原文做任何情

感层面的升华.严复翻译至此,多以小句为主观情

感的表达载体,在译文增加诸如“奸”“甚厉”等消极

情感符号,变中性搭配为消极含义,把内心对垄断阻

碍国家经济发展的愤懑注入译文中.除不同语义韵

之间的相互转换之外,严复还通过在同一译名小句

中添加多个消极符号(如将“oppressive”拆分为“阴”
“朘”两个消极符号)的方法,进一步深化原文的消极

思想.严复将译名情感化,其目的或许在于借助语

言的导向性和遮蔽性特征,增强或改变某术语在目

标读者此在的折射,进而引导读者完成译者预设的

解释过程.如在 monopoly的案例中,严复以消极

符号的形式,从文体和意义的双重层面强化了“垄
断”在读者内心的负面影响,从而使士大夫读者认识

到独占的危害,引导他们发动经济改革.严复此举

在今日的翻译语境下尤为不妥,完全置术语的客观

性于不顾,而这或许也是严译术语逐渐消亡的内部

动因之一.

四、结束语

符号学家安东尼皮姆(AnthonyPym)认为,
翻译的过程是理论化的过程,译者在此过程中会面

临诸多的选择,而当他把自己如何做出选择的过程

与他人分享时,便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论[２０].目前

大多数严复译名研究过分关注了他的分享过程,而
对其理论化过程的关注则略显不足.基于变译语料

库的«原富»经济学术语研究为探究严复翻译的理论

化过程提供了途径.严复在认知经济学思想和处理

经济学术语翻译时,会将中国儒家的某些思想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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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其中,同时从佛教术语中寻找相似结构,逐步形

成了以中释西,跨域翻译的译名体系.随着翻译的

深入,严复迫切统一译名的愿望和译名抉择的愁苦

愈发明显,这是严复进步语言观的完美体现.此外,
译名也是严复宣泄译者主观情感的场所之一,但是

这种做法与现今术语翻译所追求的透明性背道而

驰.需要指出的是,严复创制的译名数量之大,内涵

之丰富,因此,其译名观也绝非一部«原富»所能穷尽

的,要完全探析各种关系,还需结合另外七部严复译

著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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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中的魔幻叙事研究

付明端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美国墨西哥裔作家鲁道夫阿纳亚代表作«保佑我吧,乌勒蒂玛»的叙事主题是在矛盾中实现和谐统

一,达到文化和解.作者继承拉美魔幻叙事传统,利用民族传统中的神话故事、幽灵梦境及民间药师等文化符号再

现美国墨西哥裔被隐藏、压抑、遗忘的历史,以唤醒墨西哥裔民族传统文化意识,重审印第安文化及历史根源.文化

差异的存在,文化冲突的消解以及文化杂糅的形成是贯穿作品的主线.以阿纳亚为代表的墨西哥裔美国作家在文

化身份寻求和建构过程中,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在和谐共生的文化理想中积极书写墨西哥族裔的“美国故事”.

关键词:«保佑我吧,乌勒蒂玛»;魔幻叙事;文化理想;神话;民间药师

中图分类号:I１０６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４Ｇ０１５７Ｇ０６

　　魔幻叙事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后在拉丁美洲出

现的文学现象,它与拉美文学的无缝对接在一定程

度上是因为拉美地区种族和宗教文化的悠久性及多

元性.美洲土著文化、西班牙天主教文化和盎格鲁

撒克逊清教文化因素以杂糅方式在拉美多元共

生.面对文化的混杂性,拉美作家在文学创作时坚

持民族文化的神话传统、民间故事及宗教习俗,策略

性地采用魔幻叙事反映现实生活.在此,作家笔下

的魔幻仅仅是一种写作手段,借助魔幻揭示现实生

活才是真正目的.以鲁道夫阿纳亚为代表的美国

墨西哥裔作家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魔幻叙事,在
文学创作中利用民族传统中的神话故事及幽灵叙事

等再现美国墨西哥族裔被隐藏、压抑、遗忘的历史,以
唤醒族裔民族传统文化意识,促使他们在多元文化理

想中建立和谐共生的族裔文化身份.本文将以魔幻

叙事为切入点,对美国墨西哥裔作家鲁道夫阿纳亚

代表作«保佑我吧,乌勒蒂玛»(１９７２)进行解读,挖掘

作品神秘魔幻背后的族裔文化特色及美学价值,在一

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美国墨西哥族裔文学研究.

一、神话与民间故事

神话与民间故事“解释、维护和保护社会的基本

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并成为社会稳定持续的前

提.”[１]作为文学的起源,神话与民间故事以多彩的

内容、神秘的想象、乐观的精神以及迥异的风格为文

学提供营养.在«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中印第安神

话与民间故事几乎贯穿整部作品.[２]阿纳亚对古代

印第安神话及民间故事的引用、改变或重写,使文本

充满神秘魔幻色彩,其目的是明确印第安民族遗产

是墨西哥裔民族文化的必然构成,并以此强调墨西

哥族裔的历史记忆,唤醒美国墨西哥族群的家园意

识,从而在多元身份构建中重新定义和建构自我.
«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中典型的印第安神话是

有关金鲤鱼的传说.阿兹特克神话中的羽蛇神命令

女神恰尔秋特里秋统治第四个世界.一百多年后突

然灾难从天而降,世界被洪水毁灭,人变成鱼,只有

一对夫妻幸免于难.洪水退后,这对夫妻厌倦了终

日以玉米为生的日子.他们没有抵挡住美食的诱

惑,吃了由自己族人变成的鱼,最终给自己打来厄

运.神话传说中金鲤鱼的描述与阿纳亚笔下的故事

极为相似:“众神将人类变成鲤鱼,让他们永远生活

在河里所以捉这些鲤鱼是一种罪,吃下它们则

是更严重的罪行,因为它们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那些

人.”[３]５６在作者笔下,困在河水中的鲤鱼具有深刻



的象征意义,它们代表着神奇的印第安民族文化精

神.金鲤鱼从不放弃对神的信念,它们从南向北、不
断向上游的迁徙行为指涉美国拉美移民克服困难、
坚持回归阿兹特兰故土,追溯民族文化之源的决心.
“鲤鱼挣扎着要在河水干涸成涓涓细流,把它们困在

陌生水塘之前,努力回到家乡.这实在是很美的景

象.即使机会很小,有些鲤鱼还是可以回到家乡

的.”[３]５７文中的“回到家乡”具有特殊的含义,代表

着印第安人历史上就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他们

拥有合法的土著身份,是美国土地的主人而非主流

社会眼中的“他者”.通过金鲤鱼的神话传说,阿纳

亚希望墨西哥族裔明确他们与印第安之间的文化传

承,唤起对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尊重和骄傲.在此,金
鲤鱼代表的印第安传统文化,在墨西哥移民身份困

惑时给予精神上有力的肯定和支持.[４]

阿纳亚笔下的金鲤鱼还具有异教神的象征意

义.幼年的安东尼奥在经历了卢比托、纳西索及弗

洛伦斯的死亡后,对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开始

质疑,并产生信任危机.这时,他的伙伴们将异教神

“金鲤鱼”介绍给他.他见到金鲤鱼时很快被吸引:
“它真的是一位神袛看到它,所有的疑问和忧虑

瞬间蒸发.我静止不动地呆着,被天空、大地和溪水

的精髓吸引被抚慰.”[３]１１９金鲤鱼的安静与美好给年

少的安东尼奥带来的是宁静与和谐,这正是在各种

矛盾与冲突挣扎的他最需要的一种安慰和引导.传

统墨西哥文化中万物有灵的思想引导安东尼奥进入

土著神话的世界,他意识到在官方既定的宗教(即托

尼一家虔诚信仰的天主教)之外,还有另一种精神信

仰和道德观,即土著的异教信仰.[５]２２他开始思考除

了天堂的神,是否可以有别的神,美好的、让世界和平

的神.在乌勒蒂玛和小伙伴的指引下,安东尼奥确认

金鲤鱼就是异族的神,是另一个上帝的存在,并且他

逐渐确定这两种神可以同时存在,互为补充.这种信

念使安东尼奥开始客观看待身边的各种矛盾冲突及

暴力事件,内心也不再困惑痛苦,而是肯定差异、跨越

对立、走向和谐.在此,作家阿纳亚把金鲤鱼当成自

然界创造和谐的一个元素,这与印第安文化强调万物

之间平衡和谐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作品通过异教

之神“金鲤鱼”等根植于人类集体无意识之中的神话

原型,利用文化杂糅的传统,以更加隐晦委婉的方式

讲述文化的整合.这种叙事肯定了墨西哥神话在种

族面临信仰危机时可以发挥重构个人自我以及种族

历史的积极作用.“我们的原型必须根源于我们个人

和部落的经历,一边赋予我们新的杂交身份.”[６]１４９

二、幽灵与梦境叙事

“如果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不去写人的神化,不写

鬼魂,那将不是魔幻现实主义.因为印第安民族的

意识中万物皆有灵,他们就是用神,用鬼魂来解释和

理解这个世界的.”[７]１９幽灵或幻象元素在语言和文

化方面成了某些象征物,将种族解构成一种在社会

性和文本性具有媒介作用的动态过程.«保佑我吧,
乌勒蒂玛»借助幽灵叙事揭示美国墨西哥族裔被隐

藏、压抑、遗忘的历史,唤醒族裔民族传统文化意识,
继而促使他们在多元文化理想中构建新的族裔文化

身份.
«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中的三个印第安幽灵故

事再现了拉美族裔的集体记忆及被殖民统治的历

史.“很久以前,亚诺土地是属于科曼奇印第安人的

土地.后来专门跟科曼奇人交易的西班牙人来了,
接着墨西哥人和他们的牧群也来了.很多年前,三
个科曼奇印第安人突袭一个墨西哥人的牧群,这个

人就是德耶兹的爷爷.德耶兹爷爷召集其他墨西哥

人一起将那三个印第安人绞死,并把他们的尸体吊

在树上,没有按照他们的习俗将印第安人埋葬.结

果那三个灵魂就在农场里游荡.”[３]２４０印第安民族科

曼奇人常年以狩猎为生,他们骁勇善战,曾在德克萨

斯西部生活几十年.墨西哥人到来之后夺走他们的

土地,后来新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印第安科曼

奇人遭到进攻,他们的居住地被占领,而墨西哥也随

之进入美国政府控制的后殖民统治时代.在文化适

应过程中,美国霸权文化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将自

己的价值规范作为普适性的意识形态进行文化宣

传.他们刻板地把印第安人描述为野蛮、不开化的

民族,许多墨西哥人因此得到内部殖民,拒绝承认自

己的印第安血统,更倾向于认可白人血统.
对于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来说,美国主流

社会对边缘群体实行的文化殖民使少数族裔传统文

化被改写、同化和抹杀.这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墨西

哥族裔慢慢在思想上受到影响,他们开始根据殖民

者的意识形态改造“自我”.«保佑我吧,乌勒蒂玛»
中安东尼奥的父亲就把印第安人作为另类看待:“教
育对他们有什么用他们只学会像印第安人那样

讲话.”[３]４３而事实上,很多墨西哥人是欧洲白人和

印第安人的混血,他们身上永远保留着印第安的传

统记忆.阿纳亚希望借助幽灵间接披露美国主流社

会作为政治目的对印第安人的恶意宣传,从而改变

墨西哥族裔长期对印第安祖先的误解.作品中,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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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亚一改主流文化中对印第安人野蛮残暴的形象塑

造,三个印第安幽灵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它们因

灵魂无处安放而四处游荡,后来也是被女巫强迫下

对德耶兹家人下诅咒.
在此作者对三个幽灵给予极大的同情:“这三个

饱受折磨的鬼魂不该受到责怪,它们只是受到女巫

的操纵.”[３]１４０虽是冤魂,它们并不伤害仇人,依然善

良淳厚.在此,作者借幽灵叙事者之口用魔幻现实

主义的叙事方法向读者传递不可叙述、无法言说的

生活真实.[８]幽灵形象使墨西哥族裔反观到自己身

上印第安人的血统,促使他们用新的眼光看待历史

文化传统,从而构建新的墨西哥裔文化身份.布罗

根凯瑟琳认为:“幽灵促使一个民族重新想象他们

支离破碎的、已经被抹掉的历史,用新的想象为未来

重新自我定义.”[９]２９阿纳亚希望墨西哥族裔接受美

洲土著文化和西班牙殖民文化是他们身份构成的必

然要素,学会在自己的族裔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寻

找衔接点,跨越二元对立,实现相互杂交融合的文化

理想.
文学中的梦是一种意象语言,虽然具有梦幻、怪

诞的特点,但梦与现实具有一定的联系.文本之梦

作为作家有意识的符号化活动产物,具有更强的现

实意指性,是作家用于表现作品主题,揭示生活真

实,表达思想情志,甚至文化和政治诉求的文学手

段.[１０]不管是作为方法或结果,梦境叙事暗含一定

的特指意义,可以被弱势族裔文学用来表达族裔被

隐藏、被掩盖的各种历史真实.在«保佑我吧,乌勒

蒂玛»中,安东尼奥身处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之

中.他无法调和父母信仰的不同,无法阻止暴力事

件的发生,无法相信上帝的唯一性.在困惑和迷茫

中,他往往在梦中再现焦虑恐惧、愤怒和抗争,这是

他对现实失望后潜意识借助梦境表达自己的内心挣

扎.文中安东尼奥的梦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未来

梦想的困惑、战争对安东尼奥家人造成的创伤、冲
突、暴力甚至死亡事件的纠缠以及金鲤鱼和乌勒蒂

玛赐予的力量和勇气.梦中的安东尼奥起初是内心

难以安定、总在黑暗中四处游荡,他肆无忌惮的呼喊

与控诉充分体现少年内心的矛盾和困惑.
在此,叙述者自发性启动“梦”的思维进行表达

或实现,依托梦的情境再现对实际生活中的焦虑,表
达自己的心愿和梦想.[１１]作品中共出现安东尼奥的

十个梦境叙事,在梦境中,他一直努力在冲突和矛盾

中寻找平静与和谐,让万物回归原始的和谐共生的

美好状态.在现实与梦幻的相互转换中,文化身份

的模糊和不确定性伴随着安东尼奥身体的成长、情
感的发展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作品最后,纠缠他

的噩梦终于不再出现,他自己的身体和心智也变得

更加强壮.虽然未来依然不确定,但奥东尼奥不再

纠结,并明确了自己要选择的生活.贯穿安东尼奥

梦境的金鲤鱼和乌勒蒂玛是善良、正义、睿智、和谐

的化身,他们的引导和教化使安东尼奥化解矛盾冲

突,心灵得以解脱,获得力量和勇气,走向自我成长.
因此,安东尼奥的“梦境”成为一种他的自我救赎、自
我慰藉和自我寄托的途径.

三、民间药师与民间医术

墨西哥人具有“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认为自

然和超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保证人类健康安宁的根

本,而不和谐就会导致疾病和灾祸.[１２]６８墨西哥裔文

学作品中有大量关于“民间药师”及民间医术的描

述,在作家的笔下,“民间药师”身上具有强大的魔幻

神秘色彩,他们可以仗剑除魔、利用神赋予的力量,
配合神秘的仪式或者草药等方法抚慰病人的灵魂、
为病人指点迷津或治愈身体的病痛,恢复人与自然

的和谐关系.“民间药师”(Curandero/a)一词是西

班牙语与印第安语共同演变而来,民间医术起初就

没有自身的归属,是宗教信仰与民间医术结合而成.
这说明民间药师和民间医术是美洲印第安自然哲学

与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信仰相互杂糅、整合的产

物,融合了印第安医药知识、灵性信仰以及西方医学

和基督教思想这两类迥然不同的文化要素.[６]１５２因

此,在一定程度上,“民间药师”与民间医术自身的魔

幻与神秘色彩使之成为联系现实世界和灵性世界的

桥梁,这种矛盾的整合化解功能体现了文化理想的

杂交和融合,与美国墨西哥裔多元文化身份建构具

有相同的意义.
在«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中,“民间药师”、民间

医术与神话、梦境及民间传说等融合在一起,相互作

用以强化作品的魔幻叙事色彩.阿纳亚笔下的乌勒

蒂玛是典型的民间药师和通灵的萨满巫师.她不仅

懂得草药和古老药方,能创造奇迹、治愈病人,还可

以消除女巫所下的诅咒,驱逐女巫放入人体内使人

生病的恶魔.当安东尼奥的舅舅卡洛斯身患重病,
医生和教士都无能为力时,乌勒蒂玛给他服用自制

草药并利用传统仪式为他驱魔治病,最终使卡洛斯

很快痊愈.当泰诺斯家中莫名有鬼魂出现,房内的

物件突然飞落,屋外的石头砸落院子,恶魔敲打屋

顶,神父的赐福也毫无用处时,乌勒蒂玛通过和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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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交流,确定是冤死的印第安人亡灵下的诅咒.
随后她通过法事使印第安人的冤魂得到安宁,最终

达成与过往的和解并解除诅咒.
乌勒蒂玛是善良勇敢的化身,她总是主动帮忙

人们治疗疾病,充当桥梁角色,通达灵性世界,帮助

遭受病痛之人摆脱心理、精神和人际关系等麻烦,安
抚人们受伤的心灵,最终实现身心兼治的效果.作

为巫医身份的乌勒蒂玛,虽然时常会承受误解和偏

见,甚至有时候身处危险,但她总是把自己的安危置

之度外,在别人需要时会第一时间去帮助和解救他

们脱离痛苦.在暴力面前,她坚强无畏,挺身而出,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换来大地的和平和安宁.
乌勒蒂玛的善良、仁爱、勇敢及坚强是墨西哥人传统

美德的集中体现.她的行为映射着墨西哥传统文化

中的瓜达卢佩圣母形象,成为阿纳亚笔下少年安东

尼奥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以及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精神

引导者.每当安东尼奥身处困惑时,都是乌勒蒂玛

的言传身教让他从矛盾和冲突中解脱出来,继而找

到内心的平衡.安东尼奥在乌勒蒂玛的教导下最终

挣脱各种困惑和不安,并在跨越矛盾和冲突的艰难

过程中获得力量,坚定信念,内心回归安宁.在跨越

的过程中,他明白了来自太阳的甘露最后也滋润着

大地,自己其实无须进行取舍,而是可以打破二元对

立的矛盾,寻找和解与和谐.
作为墨西哥裔作家,阿纳亚试图通过墨西哥裔

民间药师及民间医术的魔幻叙事,展示民族传统医

术的文化价值,揭示它在生理上及心理上对墨西哥

族裔的神奇治愈功效.乌勒蒂玛兼具的神秘精神领

袖和民间药师形象对墨西哥裔美国人构建文化身

份,树立文化自信具有积极象征意义:一方面呼应民

间医术在族裔传统文化中的需求,具有救赎民间文

化价值的作用,同时帮助身处文化冲突中的族裔获

取力量,跨越矛盾,实现和谐文化身份的建构.

四、魔幻叙事中的文化理想

«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中梦境、神灵、巫术、信仰

等元素相互交织,作者以丰富的象征描绘了生活的

神秘层面,以奇妙的叙事展现印第安人独特的文化

与生活.魔幻叙事中的神秘因素与历史记忆融合在

一起反映客观现实,各种荒诞叙事背后展示的是墨

西哥裔美国人的真实生活及文化现象.在此,魔幻

叙事策略性地成为民族承载文化记忆的手段,读者

可以透过魔幻连接现实,并重新思考墨西哥族裔新

的多元文化身份.鲁道夫阿纳亚对墨西哥族裔文

化身份进行了这样的解读:“墨西哥人的世界观以西

班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为主,但是也受到美洲土著

文化宗教信仰的影响.这种文化的语言载体是西班

牙语,但是在其精神实质和历史记忆中,还保存着西

欧思想、希腊神话、基督教－犹太教神话和宗教思

想.土著墨西哥人和格兰德河流域的印第安人的思

想和神话早就渗透在集体记忆之中.[１３]９２墨西哥裔

美国人从血缘上来说是土著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

通婚的产物,其族裔文化就是这两种文化杂交而成.
对于墨西哥裔美国人复杂的文化身份,作家阿

纳亚在文学书写时强调美洲土著文化和西班牙文化

的融合,并且以此为出发点理解族裔个人的多重美

国文化身份.在«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中,阿纳亚通

过魔幻叙事表达的族裔文化理想:美洲土著文化、西
班牙天主教文化和盎格鲁撒克逊清教文化因素和

谐杂糅在墨西哥裔人身份中,墨西哥裔人应该在各

种文化的异同中不是一味强调对立和矛盾,而是智

慧地互为吸收,彼此容纳,从而形成墨西哥裔独有的

文化身份建构.这种文化理想超越了瓜达卢佩小镇

中主流文化与族裔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化的矛盾.同时,在这种文化理想的引领下,墨西哥

裔积极探寻民族文化中的传统价值观和集体意识,
并在不同文化的差异中寻找契合点,沿着历史发展

的脉络,把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有机结合,最终达到

精神的和谐统一.
对于少数族裔来说,格洛丽亚．安扎尔多瓦所说

的“第三个国家”以及霍米巴巴所谓的“第三度空间”
都是对族裔矛盾身份的概括.作为处于边缘和相对

弱势的少数族裔群体,他们都经历过来自主流文化

的压力甚至排挤的过程.少数族裔为了争取自己的

话语权和文化地位,要做的首先是要坚持自己民族

文化的传统精髓,同时积极发声宣传继承民族文化

的精华,以使其能够代代相传,成为美国多元文化中

有机的组成部分.关于如何发声,如何在强势文化

和弱势文化对话中保持族裔文化的独特价值是包括

族裔作家及其他民族文化代言人面临的难题.简单

排斥主流强势文化不仅仅在现实中无法可行,而且

也使民族文化处于孤立自闭,难以创新发展的境地.
在此,以鲁道夫阿纳亚为代表的族裔作家采取了

间接委婉的方法,在作品中通过魔幻叙事积极为民

族文化发声,以声音的盛宴展示民族文化的巨大魅

力和价值,从而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把民族文化杂糅

在多元文化之中.
阿纳亚在访谈中承认他本人同样经历过两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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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熬煎,是乌勒蒂玛“拯救”了她.他说:“我发现,
我需要通过我的声音,用我固有的各种象征来塑造

我的人物.我需要描写我的文化、我的历史以及我

民族的集体经历.”[１３]９６像阿纳亚一样的众多少数族

裔作家一方面坚持民族文化的传承,同时还要理智

看待美国多元文化的现实,学会智慧地、有策略性构

建新的族裔文化身份.他们充分利用文化杂糅的传

统,以开放性的态度看待文化的冲突与整合,在文学

书写中充分利用魔幻叙事中的荒诞神秘,以更加隐

晦委婉的方式讲述文化的整合.在«保佑我吧,乌勒

蒂玛»中,鲁道夫阿纳亚借助乌勒蒂玛和安东尼奥

等形象表达自己的文化理想,把不同文化的矛盾和

冲突最终在墨西哥裔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中实现彼

此融合,达成统一和谐.最终“小说中各个对立的方

面—父亲和母亲的对抗,平原人和农民的对峙,基督

教和非基督教的对垒,都被合成了一种辩证统一的

关系.”[１４]６４１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鲁道夫阿

纳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和骄傲,使当代墨西哥

裔坚持保留民族文化传统精髓,并把这份精髓作为

民族文化身份中最核心和最根本的构成部分.在

«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中,民族传统文化的出现是以

魔幻叙事的方式展现出来,其中大量的宗教、神话、
民间传说、民间医术等魔幻元素作为文化符号逐渐

成为墨西哥文化表征和文学再现中的特定符号,这
不仅代表美国墨西哥裔人生存智慧的体现,也体现

了少数族裔作家的民族责任感.
阿纳亚笔下不同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也说

明墨西哥裔作家对主流文化的间接抵制,他们策略

性地借用魔幻叙事方法再现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真实

生活.在此,魔幻叙事只是一种手段,通过魔幻揭露

现实在魔幻中建构族裔的多元文化身份,重塑民族

文化理想,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才是作家的真正目的.

五、结　语

«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中的魔幻叙事体现了以

主人公安东尼奥为代表的美国墨西哥裔身份建构的

复杂性,展现了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冲突的消解、
文化杂糅的趋势、文化身份的流动性及相对稳定.
作品中土著神话、典仪及萨满教活动在传统文化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幽灵与梦境的“潜叙述”改变墨西

哥族裔对祖先的先前认知,促使墨西哥族裔肯定并

认可印第安血统,并用新的想象重新定义自我文化

身份.以鲁道夫阿纳亚为代表的美国墨西哥裔作

家作品中的荒诞怪奇和迷信色彩与拉美民族文化历

史融为一体,夸张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现

象融入社会现实的创作方法成为拉美裔文化传播的

策略,继而实现对拉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造性发展.这些少数族裔作家作为一种群体,成功

地以叙述民间故事、古代神话以及幽灵梦境的魔幻

叙事与强势文化达成对话,成为不同文化的联接点,
充当起“民间药师”的角色,坚持并继续民族历史记

忆,宣扬民族传统文化,继而在和谐共生的文化理想

积极书写墨西哥族裔的“美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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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onmagicalnarrativeinBlessme,Ultima
FUMingdua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ThenarrativethemeofBlessme,UltimawrittenbyAmericanMexicanwriterRudolfAnaya
istoachieveharmonyandunityintheconflictandreachculturalreconciliation．TheauthorinheritedLatin
Americantraditionofmagicalnarrative,andutilizedfairytales,ghosts,dreamsaswellasfolkhealersin
nationalculturalsymbols,torevealthehidden,repressedandforgottenhistoryofAmericanMexican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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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s．Theexistenceofculturaldifferences,reconciliationofculturalconflictandformationofcultural
hybridityarethemaincluesinthenovel．Intheprocessofseekingandconstructingcultural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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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营销的社交媒体传播效果指标体系研究

刘　曦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近年我国各级旅游目的地都非常重视开展境外社交网络营销传播,然而目前对传播效果的评估还缺少

系统性的指标评价体系.文章以国际旅游营销效果评价的特殊性为思路引领,以传播互动和传播效果作为研究框

架,构建了由产出力、沟通力、传播力和吸引力四大维度组成,涵盖二级指标１１项和三级指标３３项的综合性指标评

价体系;选取北京和苏州的境外旅游官方账号作为研究案例,运用该指标体系做初步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两地

所开展的国际旅游营销传播各有专长,均处于国际化发展的提速时期.

关键词:国际旅游营销;社交媒体;传播效果;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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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发展的社交网络在当前国际旅游营销研究

和实践中,已成为重要的市场环境因素.社交时代

的国际旅游营销是以当地政府机构作为最核心的领

导机构,依托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将城市软实力、城
市形象等公共产品纳入营销体系,通过有效的信息

传播和活动策略影响海外潜在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态

度,从而优化目的地形象的营销传播活动.
因而,区别于企业开展整合营销传播,国际旅游

营销突出的是传播活动的“互相理解”以达共识的社

会价值,而非单一的商业价值.正如罗杰斯所指出

的那样,“传播是参与者创造并互相分享信息以达到

互相理解的过程”[１].这决定了国际旅游营销传播

效果评价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能以单个或少数的

到达性指标进行评估,这将无法表征国际旅游营销

传播的全貌.然而,目前现有研究对于旅游目的地

社交网络营销传播效果的关注还主要集中在粉丝量

和互动数等简单指标上,缺乏系统解析和综合评价.
本文以国际旅游营销效果评价的特殊性为思路

引领,以传播互动和传播效果作为研究框架,建构了

国际旅游营销的社交媒体传播效果指标体系.研究

旨在通过国际旅游营销的社交媒体传播效果指标体

系的构建,对旅游目的地形象传播研究的整体理论

做出补充,并为中国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开展海外社

交媒体营销传播提供思路参考和应用指导.

一、相关文献综述

学术界关于“国际旅游营销与社交媒体”的相关

研究方兴未艾,研究主题大致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社交媒体的旅游应用研究

大部分的研究主要围绕旅游者/消费者行为和

社交媒体在旅游营销和管理方面的应用展开探讨,
其中社交媒体带来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转变的

相关研究较受关注.大部分的学者通常会从旅游行

为的决策机制这一研究视角入手,揭示社交媒体对于

激发旅游者需求、信息收集直至旅游意向形成的作用

机制,这部分的研究成果已比较丰厚[２Ｇ３].Hudson
等[４]、Presti等[５]认为社交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旅

行者的旅游计划与消费方式;Verma等[６]的研究表

明旅游者比较倾向于信任朋友推荐的信息,其次是

旅游网站的推荐;Mendes等[７]则发现使用社交媒体

的年轻人更愿意相信 UGC提供的相关信息.
(二)旅游信息的传播研究

社交媒体营销的过程是通过信息传播实现的,社
交媒体的营销功能可以通过传播效果来验证[８],旅游

目的地社交网络营销与社交网络信息传播效果具有

统合关系,因此传播学会是社交网络营销研究重要的



学科支持.综合国内外关于旅游信息传播的研究,学
者们多从旅游信息的传播模型和传播效果视角入手,
例如,有学者从网络信息场、信息源属性等角度构建

了旅游信息的网络传播模式[９Ｇ１０];庞闻等[１１]构建了

“旅游信息传播的立体模型”并提出了“旅游信息主要

是指在旅游活动能够发生前,以促成或保障旅游活动

顺利进行为目的,向旅游者和潜在旅游者传达有关旅

游目的地的各类信息”;孙丽[１２]从传播效果研究的角

度出发,根据林之达的两级效果理论,将旅游行为的发

生推演为两个层递阶段:第一阶段是旅游态度/决策的

形成,作用于心理系统;第二阶段是旅游行为的发生.
(三)旅游网络营销的绩效研究

该部分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网络信息流动的复

杂性导致难以确定营销绩效的关键指标[１３Ｇ１４].旅游

网络营销的绩效评价成为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目前,
关于旅游网络营销绩效评价方面,多数学者倾向于使

用多维指标去评价旅游网络绩效[１５Ｇ１６].社交网络环

境下,融合了社交信息传播逻辑的社交媒体营销指标

体系研究,业界多使用粉丝量和互动数等量化指标进

行评估,在理论界有学者采用实验法,探讨作为社会

关系变量的社会距离和作为个体心理变量的调节定

向是如何影响口碑信息接收[１７Ｇ１８];也有学者采用质性

研究方法,基于扎根理论,在过程研究的视角下探究

政府旅游公共营销绩效的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１９Ｇ２０].
总体而言,国内外整体研究数量较少,仍未形成

获广泛认可的评价指导原则.因此,构建具有兼容

性和整体性的国际旅游营销的社交媒体传播效果指

标体系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国际旅游营销的社交网络传播

效果指标体系建构

　　本文将遵循层次性、全面性和可行性的原则构

建政府旅游营销社交网络传播指标体系.指标选取

首先借鉴国际旅游营销业界、社交媒体舆情分析等

领域代表性和公认度较高的已有指标,再以社交媒

体的旅游信息传播逻辑作为主要研究思路,以信息

传播效果为着力点开展指标设计,力求尽量涵盖国

际旅游营销工作的各方面内容,从而能全方位评估

国际旅游营销社交网络传播的效果.本文所建构的

指标体系综合了境外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在具体应

用时可根据平台的信息传播特征略做调整.
(一)各级指标的确定

在指标的设计过程中,项目组首先列举所有的

相关重要指标,征集业界、职能部门和学界共１３位

专家学者的意见.经过反复征询和修改确定该套指

标类目,最终共设一级指标４项,二级指标１１项,三
级指标３３项,详见表１.该套指标体系尝试应用德

尔菲法确定每一项指标的权重系数.德尔菲法,也
称专家调查法,是一种匿名的主观预测方法,该方法

能获得具有较高准确度的集体判断结果.项目组成

员在实施过程中,每位专家均采用匿名打分的方式,
经过几轮征询和修改,最后综合每位专家的意见确

定每一项指标的权重系数.由于整个评估过程的匿

名性和独立性,因而最终结果具备较高的客观性和

可靠性.
表１　国际旅游营销的社交网络传播效果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系数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系数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系数
指标说明

A１产出力 ０．２４３

B１更新率 ０．２８６

B２主题丰度
(主体构建
的形象)

０．２７２

B３类型丰度 ０．２１６

B４功能丰度 ０．２２６

C１日均贴文更新率 ０．２３４
C２月度活动更新率 ０．３９２
C３月度专题更新率 ０．３７４

C４旅游资源 ０．２２２
C５当地重大事件 ０．１７８
C６国际重大事件 ０．１６８
C７民生故事 ０．２１４
C８创意活动 ０．２１８

C９文本 ０．１９２
C１０图片 ０．２９６
C１１游戏 ０．２１８
C１２视频 ０．２８６

C１３告知 ０．２４６
C１４分享 ０．３４６

C１５激励 ０．４０８

C１平均每日发布的贴文数量

C２－C３ 平均每 月 发 起 社 交 活
动/专题发布数量

C４－C８衡量各主题构成的比例

C９－C１２衡量各类型构成的比
例

C１３－C１５把所有贴文按照“信
息功能”归类告知:旅游相关资
讯和报道分享:美景、美食、趣事
和格言激励:活动、比赛、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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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系数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系数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系数
指标说明

A２沟通力 ０．２１６

B５沟通粉丝
的能力 ０．３４４

B６沟通行业
机构的能力 ０．３１４

B７沟通媒体
的能力 ０．３４２

C１６响应率 ０．５０２

C１７平均响应时间 ０．５１８

C１８与 同 行 机 构 直
接对话比率 ０．３１４

C１９与 国 内 媒 体 直
接对话比率 ０．４３４

C２０与 国 际 媒 体 直
接对话比率 ０．５６８

C１６官方直接对话粉丝数量占
所有评论的百分比

C１７官方对社交媒体受众的评论
或询问作出回应平均所需的时间

C１８对话同行机构的贴文数量/
总帖数

C１９对话国内媒体贴文数量/总
帖数

C２０对话国际媒体的贴文数量/
总帖数

A３传播力 ０．２５２

B８社交网络
影响力 ０．６８８

B９二次
传播力 ０．３１２

C２１意见领袖比例 ０．４６０

C２２媒体机构比例 ０．０６２

C２３优质粉丝比例 ０．４７８

C２４年 度 热 帖 传 播
速率 ０．５４４

C２５年 度 热 帖 的 传
播路 径 (报 名、投 票
活动贴除外)

０．４５６

C２１粉丝中意见领袖所占比例

C２２粉丝中媒体和行业机构所
占比例

C２３欧美地区粉丝所占比例

C２４年度排名前三位热帖的转
发次数

C２５年度排名前三位热帖的转
发次级

A４吸引力 ０．２８９

B１０社交吸
引力(评估
传播主体的
吸引力,即官
方社交账户
的吸引力)

０．５１８

B１１目的地
吸引力(用户
感知的形象)

０．４８２

C２６粉丝点赞率 ０．１７６

C２７粉丝转发率 ０．２１８

C２８粉丝评论率 ０．２１４

C２９粉丝增长率 ０．１７８

C３０粉丝保持率 ０．２１８

C３１目的地知晓度 ０．３２２

C３２目的地好感度 ０．３５８

C３３目 的 地 旅 游 意
向 ０．３１６

C２６粉丝平均点赞率:粉丝点赞
数/粉丝总量

C２７粉丝平均转发率:粉丝转发
数/粉丝总量

C２８粉丝平均评论率:粉丝评论
数/粉丝总量

C２９粉丝年度总量差/上年度粉
丝总量

C３０平均每季度的粉丝增长率

C３１该账号粉丝评论中,个体意
识到目的地的存在,并对该目的
地有所了解

C３２该账号粉丝评论表达对目
的地的喜爱

C３３该账号粉丝评论中,表达对
目的地的期待和旅行意向

　　由于各单项指标实际物理单位含义存在差异,
因此需对统计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比

重法,按下列公式将统计数据实际值变换为在指标

值中所占的比重,取为指标得分值.公式如下:

Pi ＝ Di/Ui

∑
n

i＝１
Di/Ui

×Qi,

其中:D 为第i项指标的实际统计数值,U 为该项指

标的标准参考单位值,Qi 为该项指标的专家打分权

重值.三者代入公式,通过计算在上级指标中的比重

并根据标准进行一定转换,从而得出该项指标经无

量纲化转换的实际分值.
根据指标得分值与指标权重值建立数学模式:

E＝ ∑
n

i＝１
QiPi,

其中:E为统计指标分值,P为第i项指标得分值.最
终可得出一级、二级指标评价体系得分值.

(二)各级指标的解释和数据采集方法

国际旅游营销不仅具有营销传播的经济价值更

具有旅游外交的形象传播价值.区别于以往只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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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旅游官方账户的“粉丝数”等少数单一达到指标

的评价方法,本文的指标体系的设计聚焦于国际旅

游营销的整体传播过程,以目标－产出(过程绩效)

－效果(结果绩效)作为该套指标体系的建构思路,
以营销传播的互动过程和社交信息的传播效果作为

指标选择的研究框架,将社交网络环境下的国际旅

游营销传播分为两大体系进项评估,分别为:过程绩

效指标体系和传播效果指标体系.

１．过程绩效指标体系

该体系评估相关政府旅游主管机构在社交媒体

营销过程中的执行能力,包括产出力和沟通力.产

出力评估该账户生产内容的丰富度、区别度和人格

化.沟通力评估该账户在社交网络上与目标用户沟

通的能力.
(１)产出力

产出力评估的是传播者的执行能力,包括社交

平台的内容发布频率和内容建设情况.传播内容的

优劣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首要因素.更新率作为二级

评估指标是贴文或者社交活动的更新频率.“主题”
和“类型”则分别从传播内容主题的丰富度、内容类

型的丰富度来评估生产内容的多样化.其中特别需

说明的是“主题丰度”,该项指标可以用来测量传播

者精心建构的“目的地形象”.“功能”是测量传播者

发布贴文和活动的表达方式,区分为“告知”“分享”
和“激励”,实际上用于评估传播者角色的定位.“告
知”是传播者向用户传递目的地城市相关的背景

情况和旅游信息,比如转载当地新闻、发布旅游政

策和资讯等,传播者的角色是信息提供者;“分享”
是指传播者向用户分享目的地相关的资讯和美图

等;“激励”则是传播者发布具有激励性质的活动

或者贴文用于激励用户分享贴文和参与活动,传
播者的定位是促进关系的建立.“功能”指标涉及

比较精确的语义分析,因而需要人工阅读获取相

关数据.
(２)沟通力

该项指标评估的是传播者与用户之间的沟通能

力.社交媒体的优势在于超越了渠道障碍,实现了

“直接沟通”.笔者认为有效的沟通有利于建立和维

护传播者与用户(粉丝)之间的关系.良好的用户关

系有利于信息的有效到达.沟通力指标,笔者设计

了三项二级指标,即“沟通粉丝的能力”、“沟通行业

机构的能力”和“沟通媒体的能力”.该套指标的数

据采集可以通过大数据第三方监播工具获取.例如

Socialbaker等监播工具可以识别账户和用户之间

的对话次数,这便可作为“沟通粉丝能力”的佐证.

２．传播效果指标体系

该体系评估的是国际旅游营销的传播效果,包
括传播力和吸引力.传播力评估的是国际旅游营销

的社交影响力,吸引力评估的是国际旅游营销的社

交吸引力和目的地吸引力.
(１)传播力

国际传播力评价的是某一账户在社交网络的国

际传播能力.在国内外学者的著述中,对于传播力

的解读视角很多.其中,刘建明教授从媒介研究的

研究视角出发,将媒体的国际传播力界定为:“媒介

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

能力,包括媒介的规模、素质、传播的信息量、速度、
覆盖率及影响效果.”[２０]根据刘教授的定义,结合政

府旅游官方账户的信息传播特征,笔者对传播力的

指标进行划分,涵盖“社交网络影响力”和“二次传播

力”两项二级指标.
其中“社交网络影响力”聚焦信息传播的覆盖

率,由“意见领袖比例”、“媒体机构比例”和“优质粉

丝比例”三项三级指标构成.意见领袖在注重“平民

化和个性化”的社交网络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社交

网络用户更愿意信任和接受相关专业领域内“意见

领袖”的推荐和意见,因而行业内的意见领袖具备很

大的影响力.官方账户要在行业内扩大影响力,首
先需要吸引意见领袖的关注,并积极与行业内的意

见领袖建立关系,意见领袖的比例越高,该账户的传

播力越大.“优质粉丝比例”在这里特指欧美地区粉

丝的比例,国际社交平台的主要用户群集中于欧美

地区,同时欧美市场也是中国国际旅游营销的重点

突破地区.
“二次传播力”是指信息被二次传播的速度和规

模.该项二级指标分别由两项三级指标“年度热帖

传播速度”和“年度热帖的传播路径”(报名、投票活

动贴除外)评估.“年度热帖传播速度”由年度排名

前三的热帖的转发次数作为评价指标,“年度热帖的

传播路径”笔者将选择年度排名前三的热帖转发层

级作为评价指标.
(２)吸引力

作为评估传播效果的第二级维度,吸引力评价

的是该账户的社交网络吸引力和目的地吸引力.社

交网络吸引力是指政府旅游官方账户在虚拟社交网

络上的吸引力,分别由粉丝点赞率、粉丝转发率、粉
丝评论率、粉丝增长率和粉丝保持率五项三级指标

组成,其中点赞、转发和评论是评估粉丝和账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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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情况,粉丝增长和保持是评价账户的吸粉能

力,都是该账户吸引力的体现.“目的地吸引力”则
是评价该账户所推广地的形象接受情况,笔者根据

态度的三个演变层级即“知晓、好感和意向”来评估

用户心中的“目的地形象”.

３．指标体系的应用范围和数据采集方法

该套指标体系是基于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和综合

各类旅游主管机构在开展社交媒体营销实践的基础

之上,指标的选择具有综合性和全面性,可根据不同

的研究目的用于大数据样本或者小数据样本的量化

分析.因为不同类型的社交平台信息传播规则和平

台使用方式有所差异,所以３３项指标在不同的社交

媒体平台上应用时会有所差别,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需根据平台的信息传播规则和数据采样的可行性选

择相关指标组合分析.
指标体系中量化的原始数据可开展抽样分析也

可以由社交媒体账户监测工具抓取,实际数据需经

过二次处理计算获取.具体指标的数据获取方式

为:指标C１－C１２和C１６－C３０可由社交媒体第三

方监播工具提供的原始数据二次处理获取,目前国

际上主要的社交媒体监测工具有 Googleanalytics、

Socialbaker和 Klarity等.指标 C１３－C１５和 C３１
－C３３则需通过抽样进行内容分析,人工阅读的优

势在于可识别细腻的语词分析,精确测量指标数

值.

三、社交网络传播效果指标体系的应用

笔者选取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脸书(FACEBOOK)
平台,中国旅游城市中粉丝量排名靠前的地方城市旅

游局公共主页,苏州主页(VisitSuzhou,China)和北京

主页(VisitBeijing)作为研究案例,运用该指标体系对

苏州和北京的境外旅游社交网络营销实践做初步检验.
笔者选取了苏州专页和北京专页在脸谱平台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一个季度两个

账户的所有报道和评论数据作为基础研究样本,研
究指标涵盖二级指标B１－B３,B５－B１０.该部分数

据由第三方监播工具Socialbaker月度监播报告分

析获取.除此之外,为精确评估贴文质量,二级指标

B４“功能丰度”和B１１“目的地形象”的数据获取,项
目组采用人工阅读的方式,进一步分析细腻的语义

差 别. 本 项 研 究 选 取 的 社 交 媒 体 平 台 是

FACEBOOK,如上所述,鉴于FACEBOOK 平台的

信息传播方式和相关研究工具的限制,其中部分三

级指标数据未能获取,包括B６、B７沟通媒体和行业

机构的能力和C２５热帖传播路径.
北京和苏州作为中国知名旅游城市,处于城市

旅游国际化推广的提升阶段.结果显示,两地所开

展的境外社交网络营销传播实践均已取得一定成

效,从二级指标的得分来看,苏州和北京的分值参差

不齐,各有优势(见图１).

图１　北京和苏州二级指标比较

　　从“产出力”指标判断,苏州得分为７．７６,北京

得分为７．５７,苏州高于北京.苏州专页的优势在于

更新率,更新率苏州得分为８．６７,北京得分为７．９８.
苏州每日平均发帖１．４１条,北京每日平均发帖１．
２７条.北京专页的创意优势在于通过线上活动的

设计(互动游戏等)的设计打造目的地“虚拟体验”,
加速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互动,丰富了旅游目的

地传播互动体系.北京与苏州在内容策略上,均以

分享当地旅游资源的方式来吸引用户关注,包括当

地美景、建筑、美食、文化等等.在营销活动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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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上,两地迎合了当前社交媒体营销的趋势,开展

O２O营销,即结合线下活动的举办,配合线上传播,
通过投票、游戏、比赛这类具有激励性功能的活动或

者贴文来提高用户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从“沟通力”指标判断,苏州得分７．７４,北京得

分６．９８,苏州优于北京.两个城市均比较注重与粉丝

的对话,凸显热情好客的城市气质.北京专页针对粉

丝评论的回复率为８３．６３％,平均响应时间是１．２天,
基本为当天回复.苏州专业的回复率是８５．１２％,平
均回复时间是１天,基本为当天回复.在与粉丝的

互动中,两个城市的社交账号不仅主动答复粉丝的

疑问,感谢粉丝的赞美,同时也主动解释负面或有误

解的评论.
从“传播力”指标判断,苏州得分３．８７,北京得

分６．８４,北京作为首都,在国际传播力上占有先发

优势.然而,相对其他三项指标,传播力指标的得分

比较低,这代表北京和苏州海外旅游账户的国际传

播力相对较弱.从优质粉丝比例来看,北京账户占

多数的粉丝都来自欧美地区,比例为５５．２１％,苏州

为４０．２１％.从贴文的平均转发率来看,北京也略

高于苏州.然而,由于国际环境、文化心理等差异性,
无论是在旅游业还是其他产业,通过社交媒体营销提

升海外传播力是中国各旅游主管机构面临的最大挑

战,需要精心的内容设计和常态化传播机制建设.
从“吸引力”判断,两地得分不相上下,如图１所

示,在“社交吸引力方面”北京专页占据优势,北京得

分为７．５３,苏州得分为７．２１,数据表明北京和苏州

专页的设计卓有成效,粉丝的参与度和好评度较高,
粉丝增长和保持率稳定.研究数据显示,通过事件

营销活动能有效提高互动数,活动期间,粉丝参与数

据会有明显的上升;点赞、转发和评论是评价粉丝互

动力的三阶层递指标,评论是最高级别的参与行为,
纵观两个账户“粉丝评论率”指标,北京的粉丝评论

率略高于苏州,北京得分为４．８５,苏州得分为２．８７
分.从“目的地吸引力”指标来看,苏州专页占据优

势,苏州得分为６．３５,北京得分为６．０２.知晓、好感

和意向为层递指标,抽样数据显示,好感指数两市相

近,苏州专页粉丝的目的地意向略高于北京,苏州为

５．９５．北京为４．５５.结果说明,北京和苏州专业建

构了优质的旅游形象,指示着传播效果的初步实现,
形象的建构作用在于游客目的选择的第一阶段,在
初期选择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综合上述数据分析显示,北京和苏州的境外社交

媒体营销实践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处于“国际化”发

展的提速时期,在国际化旅游营销的道路上前行仍需

付出艰苦的努力.目前,两市海外账户均以“互动”和
“激励”为核心带动城市形象的推广,然而作为官方账

户,两市社交媒体账户的品牌特征还不凸显.作为城

市对外传播的窗口,官方主页相较于个人或者非官方

组织具有更好的可信度、公信力、影响力和推动力,政
府应走出宣传局限,树立品牌传播理念.平台角色应

根据社交媒体信息传播的特征和海外用户的心理接

受需求调整定位,从“劝服”向“分享”回归,强调资源

的分享、关系的建立,从而帮助用户“自我实现”.
目前两市社交媒体营销的共同“短板”是在国际

传播力上.回顾两地社交账户的热门互动议题几乎

都是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旅游资源,这同时也在其他

风景旅游城市的官方账户上有所体现.相较于国内

用户,海外的普通用户由于受到文化梯度的影响,对
中国各地自然风景的辨识度不会很高,能清晰识别

有代表性的“中国符号”并不多.因而,在阅读“风景

类”图片信息时不可避免带来接受的类同感.中国

各目的地城市这几年都在推进国际化进程,政府旅

游的社交媒体营销传播应超越“营销旅游”的定位,
拓宽国际视野,实现外交价值.

四、结　语

本文首先立足于传播学的视野,推演了国际旅

游营销的社交媒体传播效果指标体系,并使用该套

体系初步检验了杭州和苏州的国际旅游营销传播实

践,通过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得分总体把握两市营

销传播实践的优劣势,通过进一步检验三级指标找

出其症结所在,抛砖引玉,希望能为将来的中国各级

城市的国际旅游国际形象推广提供思路参考.
然而,该项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存在一定的

研究局限,首先在数据的采集上,部分指标的数据受

到采集工具和人力的限制无法精确获得,造成指标

的得分不够精准,除此之外,由于篇幅所限无法逐个

评析每个指标的得分.在研究方法上的局限主要表

现在样本选择上,今后的研究将引入海内外的同类

案例进行比对研究,针对社交网络营销传播进行更

多的数据挖掘,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修正指标体系,提
高该套指标体系的理论阐释力和普遍适用性.同

时,旅游目的地消费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化

进程,旅游者从信息的获取到意向的形成直至行为

的触发都受到心理变量、环境变量等诸多因素和不

同作用机制的影响,因而今后的研究还应探析其影

响因素,以求更好的提升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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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齐鲁关系:基于会盟视角的探讨

任中峰１,２

(１．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杭州３１００１８;２．浙江传媒学院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从会盟的角度探讨了春秋时期的齐鲁关系,对齐鲁之间的会盟活动进行了统计,按照诸侯争霸的形势

将齐鲁关系划分为四个时期,概括了不同时期会盟的特征,进一步分析了晋国会盟活动对齐鲁关系的影响.文章认

为会盟是权力格局和利益关系的确认,会盟关系是齐鲁关系的重要内容.齐鲁关系的实质是晋齐关系,作为晋、齐

势力过渡地带的鲁国是晋齐关系的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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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期的齐国和鲁国是一对比邻而居的国

家,但是两者的国家实力、国际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整个春秋时代齐国都是一个大国,在齐桓公时期齐

国一度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而鲁国一直以来都是

一个弱小的诸侯,它需要依附于霸主或强国才能得

到安全庇护.这种实力和地位的差距构成了两国关

系的现实基础,两国关系主要表现为会盟关系.会

盟是春秋时期最为重要的国际沟通平台,诸侯各国

通过会盟活动维系友谊、协调冲突、处理事务、达成

共识、缔结协议、制定规则、分配权力.[１]６０春秋二百

五十多年的历史中齐鲁关系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借
助两国之间及它们与其他诸侯的会盟活动,从中大

致勾勒出齐鲁关系的变化轨迹,从中可以概括不同

时期两国关系的特征以及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

素.

一、会盟在齐鲁关系中的重要性

所谓“会盟”,既包括“会”又包括“盟”,是指春秋

诸侯各国为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冲突所举行的会

议和盟誓活动.作为一种沟通和交往形式,会盟最

早可以被追溯至原始社会[２Ｇ４],西周时期会盟正式被

典章化、制度化,成为维系周王权力一种政治制

度[３,５].春秋时期会盟活动的参加者主要是诸侯各

国的国君和卿大夫,这些人在本国国内通常都是国

内外事务的最高决策者,由这些重要政治人物参加

的国际会盟活动所确定的国际关系,是当时主导性

的国际关系.诸侯各国对会盟活动都非常重视,小
国借助会盟向霸主表示顺服,寻求霸主支持和帮助;
霸主通过会盟向顺服于自己的诸侯发号施令、推行

霸权.会盟是一定时期国际权力秩序的确认和体

现.[１]１８４

诸侯会盟是春秋历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
会盟的规模和频次都是空前绝后的,深刻地影响了

当时的国际格局及后世的历史进程[４].一些研究

者[２,４,６Ｇ１０]对会盟活动情况进行了统计,不同的研究

者得出了不同的结果.笔者在参照其他人研究成

果[７,１１Ｇ１２]的基础上,以«春秋»和«左传»为基础对诸

侯国之间的会盟活动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在

２５５年的春秋历史中① ,诸侯之间共举行了２７５次会

盟活动,其中会有１００次,盟有１７５次,平均每年举

行的会盟活动超过１次.
«春秋»及为解释«春秋»而撰的«左传»是以鲁国



所记录的历史为基础编写的,它们对鲁国的会盟活

动记载得非常详细[１３].齐国与鲁国紧紧相邻,信息

传递相对其他诸侯国来说更加便利,因此齐国的会

盟活动也得到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在２７５次会盟活

动中,鲁国共参加了其中的１８３次,齐国共参加了其

中１１６次,两国都参加的会盟活动共计８９次,齐鲁

两国单独会盟２９次,见图１.

图１　齐鲁的会盟次数统计

会盟和战争是齐鲁关系中最重要的两部分内

容,它们交织在一起成为齐鲁关系的正反面.战争

是引 起 结 构 变 化 最 为 重 要、最 富 有 戏 剧 性 的 因

素[１４],意味着双方对现有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的否

定;会盟则是对现有权力格局、利益关系的承认或构

建,它意味着两国的和解与沟通.两国关系中强势

的一方齐国经常以军事手段胁迫鲁国顺服于自己,
弱小一方鲁国则通过会盟向齐国表示顺服以避免遭

受更大的伤害,或者通过会盟联合晋国等其他强国

制衡齐国.会盟对于齐国和鲁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的外交手段.

二、不同时期齐鲁会盟的特征

诸侯争霸是春秋历史的另一大独特现象,齐鲁

关系存在于春秋诸侯争霸的特定历史情景之中,争
霸活动深刻地影响了两国关系.历史学家通常按照

争 霸 进 程 将 春 秋 历 史 划 分 为 若 干 个 具 体 的 阶

段[１５Ｇ１６],结合齐、晋、楚等国的争霸活动,可以将齐鲁

两国的会盟关系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霸前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指的是齐桓公成为霸主之前的一

段时间,大致涵盖了鲁隐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年)至
鲁庄公十二年(公元前６８２年)共４１年的历史.这

一阶段还没有出现像后来齐桓公那样建立了广泛霸

权的霸主,中原地区最为强盛的国家是郑国,而齐国

仅仅是郑国的一个盟友.[１６Ｇ１７]中原地区的诸侯结成

了宋卫、郑齐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宋和郑分别是这

两个集团的核心.这一时期齐国参加了１６次国际

会盟活动,鲁国参加了３６次,齐、鲁两国都参加的会

盟活动共有１１次.该时期两国会盟的频次总体而

言并不是太高,这表明两国的交往并不是特别紧密.
齐国并不是这些会盟活动的主导者,会盟主题

所围绕的大部分都是齐国的盟友郑国和其对手宋

国.大部分时间里齐国看起来更像郑国的副手,它
与鲁国的关系主要取决于郑鲁之间的关系.鲁隐公

六年,齐僖公和鲁隐公在艾举行了盟誓,这件事刚好

发生在郑国与鲁国建立友好关系之后,很明显齐、鲁
建立会盟关系受到了郑国的影响.[１１]之后鲁国又参

加了针对宋国的防之会、中丘之会和邓之盟,这意味

着鲁国背叛了原来的盟友宋国加入了郑齐阵营集

团.此外,鲁桓公即位后为了寻求外援、巩固君位而

与强邻齐国结亲,两国国君先后在嬴、讙两地举行了

两次相会商议婚事.
郑庄公在鲁桓公十一年去世,郑国就此一蹶不

振.这给齐国的崛起带来了机会,齐国逐渐成为北

方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随着实力的增加,齐国开

始寻求对周边国家的支配权,事实上齐国至少从鲁

桓公六年就开始谋划吞并纪国①,而这是鲁国所不

愿意看到的②,两国的矛盾也就此产生.鲁桓公十

七年的黄之盟,鲁国试图斡旋齐、纪之间的关系,但
这次调解并没有成功,纪国没能避免最终被齐吞并

的命运.鲁国调解齐、纪关系的失败已经显示了齐

国对鲁国的轻视,更为过分的是齐襄公竟然与其妹

妹即鲁桓公的夫人文姜私通,甚至鲁桓公也因此事

被暗杀于齐国.③

鲁国对于齐国的欺凌也无可奈何,只能对鲁桓

公的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鲁国甚至无法阻止文姜

与齐襄公的再次私通.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鲁庄公

八年齐襄公被弑才算结束.齐襄公死后公子纠和小

白争夺齐国国君之位,鲁庄公与齐国在蔇之盟支持

公子纠,但结果却被小白抢先回国即位为齐桓公.
有志于成为诸侯领袖的齐桓公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对

外策略,这使齐国与鲁国及其他中原诸侯在齐桓公

时代保持了友好的同盟关系.
(二)齐桓主霸时期

从鲁庄公十三年的北杏之会开始,齐桓公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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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齐国欲灭纪国,纪侯到鲁国寻求帮助.
杨伯峻认为“纪为鲁甥”,即鲁、纪两国存在姻亲关系.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１１２．
«左传»记载,鲁桓公十八年,鲁桓公和齐襄公在泺相会,会

后鲁桓公与夫人文姜赴齐,后鲁桓公被齐国的彭生杀死于车内.



成为北方中原诸侯的领袖,他是第一个在更加广泛

的地理区域内建立霸权的诸侯国君.齐桓公特别善

于使用会盟来推行霸权,他称自己“寡人兵车之会

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１８],可见会盟

在齐桓公霸权中的重要性.依据笔者的统计,从鲁

庄公十三年至鲁僖公十七年,齐国作为霸主共组织

了２８次诸侯会盟.① 在齐国组织的这２８次会盟

中,鲁国参加了２３次,成为齐国最紧密的会盟伙伴,
见图２.

图２　齐桓公主霸时期齐国组织的会盟

活动中诸侯的参加次数

鲁庄公十三年,庄公与齐桓公在柯举行盟誓,这
意味着从此鲁国正式加入了齐国主持的国际社会.
但是鲁国接下来却缺席了三次重要的会盟活动,这
三次会盟活动分别是鲁庄公十三年的北杏之会、鲁
庄公十四年的鄄之会、十五年的鄄之会,这三次会盟

活动都是齐桓公争霸道路上的重要事件.这说明齐

桓公称霸初期鲁国和齐国的关系还不是那么紧密,
鲁国在齐国所主导的国际社会中被边缘化了.如果

排除齐鲁单独举行的会盟活动,统计３个及以上国

家参加的会盟活动,就会发现齐国最重要的会盟伙

伴不是鲁国而是宋国.宋国参加了全部１９次此类

会盟活动,而鲁国参加了其中的１４次,郑国参加了

１３次,卫、陈分别参加了１２次,曹、许分别参加了１０
次.尽管鲁国并不是齐国最为重要的会盟伙伴,但
它对齐国应该来说是比较忠诚的.这期间鲁国除了

庄公与自己的女儿杞伯姬[２０]２８５有过一次相会的活

动之外,鲁国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没有齐国出席的

私下会盟.会盟往往被作为建立关系的一个标志,
这说明鲁国此时的对外关系都为齐国的马首是瞻.

(三)晋楚争霸时期

齐桓公于鲁僖公十七年去世,在他去世后晋国

逐渐取代齐国的地位成为北方诸侯的领袖.这时南

方的楚国也开始强大起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楚国

甚至比晋国还要强大.[１９]晋、楚这两个当时的超级

大国为扩张自己的势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霸活

动,会盟被当作最为重要的争霸工具.普通的诸侯

国需要响应霸主的号召参加霸主组织的会盟活动,
这被视为对霸主的忠诚,而私下里与其他国家举行

会盟活动则被视为对霸主的背叛,则很可能会招致

霸主及其盟友的讨伐.晋、楚两国都无法彻底击败

对方,时而晋占上风、时而楚占上风.按照晋楚此消

彼长的争霸进程,童书业将晋楚争霸的历史划分成

了五个阶段.[１６]由于本文考查的是齐鲁两国的会盟

关系,这里不需要过多区分两国各占优势的不同时

期,只需要将这一段时期笼统地称之为“晋楚争霸”
并将之视为探讨齐鲁关系的背景即可.

晋楚争霸大致可以从鲁僖公十八年齐桓公去世

开始算起②,这时楚国已经肆虐于北方并击败宋国

使诸侯臣服.晋楚争霸从鲁襄公二十七年的弭兵之

盟逐渐趋于平息,但是真正标志晋楚争霸结束的是

鲁定公四年的召陵之会.这次会盟是春秋历史上最

后一次大规模的会盟活动,参加的国家达到了１９个

之多.此次会盟之后大规模的会盟活动就此在历史

上绝迹,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有力量组织影响广泛的

大型会盟活动了.
这一时期齐国共参加了６０次会盟活动,鲁国共

参加了１０４次会盟活动,在这些会盟活动中有４７次

是重合的,即４７次会盟活动齐、鲁两国都参加了.
这意味着鲁国的１０４次会盟中,有５７次是没有齐国

出席的.４７次两国都参加的会盟活动中,大部分晋

国都出席了,齐、鲁单独私下里的会盟并不多.这表

明晋楚争霸的大部分时间里齐国和鲁国都一起追随

晋国的脚步,两国私下的交往并不是很多.
由于晋国的崛起,齐国已经不再是齐桓公时期

的霸主了,但它依然是诸侯中的大国,它在东方诸

侯③依然具有类似于区域霸主的话语权.[２０]８８１为了

维护自己区域霸主的地位,齐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对

鲁国的控制.从鲁文公十六年到鲁宣公十五年,齐
国与鲁国举行了６次会盟活动,在这期间齐国还数

次攻打鲁国,鲁国被迫以会盟活动向齐国表示顺服.
同时齐国也没有放弃对霸主地位的窥觑.鲁昭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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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齐桓公于鲁庄公九年即位,但从鲁庄公十三年的北杏之会

才开始登上国际会盟的舞台.齐桓公于鲁僖公十七年去世.
期间短暂地出现了宋襄公争霸的事件,宋国力量过于薄弱,

楚国轻易而举地击败了宋国.
杜预对«左传襄公十年»的注曰:“光从东道与东诸侯会遇

.”孔颖达正义曰:“盖邾、莒、滕、薛之徒,自相会遇也.”东诸侯主

要指的是邾、莒、滕、薛这些小国.



十六年,齐景公还组织了５个国家参加的鄟陵之盟

谋划送出逃在外的鲁昭公回国夺回君位,试图借此

提高齐国在国际上的声望,以和晋国争夺北方诸侯

的领导权.
(四)霸后时期

鲁定公四年的召陵之会以后,晋、楚都已无力像

以往那样组织大规模的会盟集团展开对抗,晋楚争

霸的两极格局彻底结束了,春秋进入了一段可以被

称之为“霸后时期”的历史.晋、楚霸权的衰落使齐

国看到重建霸权的希望,齐景公开始发起会盟活动

组织中原诸侯背叛晋国.由于晋国无力再对中原诸

侯的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齐国得以更加肆无忌惮

地寻求对鲁国的控制.这一时期齐国共组织了１２
次会盟活动,鲁国参加了其中的８次,可见齐国对鲁

国逼迫之急.
鲁定公十年的夹谷之会,齐国甚至计划以武力

劫持鲁定公,齐国要求鲁国在齐国出境打仗时派“甲
车三百乘”跟随作战,这等于让鲁国侍奉齐国为霸

主;鲁定公十四年的牽之会,鲁国跟随齐国谋划救助

晋国内乱中的范氏、中行氏,此举的目的在于进一步

削弱晋国的力量;鲁哀公十七年的蒙之盟,鲁哀公没

有向齐平公稽首①,四年后的鲁哀公二十一年,齐国

在顾之盟上因此事斥责鲁国;鲁哀公二十年的廩丘

之会,鲁国跟随齐国谋划为郑国攻打晋国.这些会

盟显示,霸后时期的鲁国几乎完全受齐国挟制,尽管

在这期间鲁国曾以武力抵制过齐国,但在大多数时

候都屈从了齐国的意志.
从整个春秋的历史来看,霸前时期齐国对鲁国

的控制是最弱的,可以说齐国无意也无力将鲁国划

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齐桓主霸期间,鲁国成为齐国忠

实的追随者,参加了齐国组织的绝大部分会盟活动,
但齐国最重要的会盟伙伴却是宋国;晋楚争霸期间,
齐国作为东路诸侯领袖,并没有完全放弃对鲁国的

控制意图,特别是鲁文公、鲁宣公、鲁昭公为国君的

部分时间段,齐国都曾经试图从晋国那里夺回对鲁

国的控制;霸后时期,齐国在重建霸业的企图中加紧

了对鲁国的征服,鲁国被迫加入了齐国组织的以叛

晋为目的的会盟集团,两国的会盟次数大大增加了.

三、晋国会盟活动对齐鲁关系的影响

齐国在齐桓公去世后并没有向郑庄公去世后的

郑国那样一蹶不振,但它并没有实力继续保持霸主

地位,因为在北方崛起了一个比它更加强大的晋国.
晋国的重耳(晋文公)结束了相当长时间的流亡生涯

之后,在秦穆公的护送下回到晋国夺取了君位.鲁

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在大夫狐偃的劝说下开始了

建立霸权之路.② 鲁僖公二十七年,大夫先轸进一

步提出争霸策略:“报施救患,取威定霸.”③晋国在

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实现了“一战而霸”的既定目

标.晋国在北方的霸业一直持续到鲁定公四年的召

陵之会,此后晋国由于长期争霸的消耗、卿族内讧、
吴、越的崛起以及齐国对北方诸侯的笼络,晋国的霸

权才遭到彻底瓦解.晋国从鲁僖公二十八年的践土

之盟开始成为齐鲁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整

个春秋期间,晋国共参加会盟１１０次,齐国参加了其

中的４２次,鲁国参加了其中的７４次.显然作为一个小

国,鲁国与晋国的交往比齐国与晋国的交往更为紧密.
尽管齐国失去了北方霸主地位,但它仍然是一

个有能力挑战晋国的大国.鲁襄公二十七年的弭兵

之盟上,晋国也明确承认它无法驱使齐国.尽管这

可能是晋国的托词,但也反映了齐国的实力仅次于

晋、楚两位霸主.晋国霸权创建的过程中,齐国曾经

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城濮大战中齐国站在了晋国的

一方,与晋、秦、宋一起对楚国作战.战后晋国组织

北方诸侯在践土盟誓,齐、鲁都参加了此次会盟活

动,表明两国都承认了晋国的霸权.但晋国势力的

扩张必然会威胁到周边大国的区域霸权.正是由于

这一原因,齐国和秦国先后都选择了与楚国联合以

制衡对它们威胁更大的晋国.
从地缘上来看,鲁国处于晋国和齐国之间,正好

是晋国势力和齐国势力之间的过渡地带.齐国自然

不希望鲁国脱离它的控制而加入晋国的体系,但是

连齐国自己都需要不时向强大的晋国表示顺服的态

度,鲁国依附于晋国更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附

近国家的威胁比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的威胁更

受到关注[２１],对于鲁国而言,它可能认为齐国的威

胁比晋国更大.鲁国的孟献子曾向晋悼公表示:“以
敝邑介在东表,密迩仇雠,寡君将君是望,敢不稽

首?”④与其总是要依附于一个强国,不如顺服于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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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孔颖达认为“稽首”是“诸侯事天子之礼也”.鲁国认为用天

子之礼拜见齐候是非礼之举.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春秋左

传正义[M]．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８２３Ｇ８２４．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狐偃向晋文公建议:“求诸侯,

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

矣.”
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左传襄公三年»记载,长樗之盟上鲁襄公向晋悼公行稽

首之礼.孟献子对此进行了解释,他将齐国称作鲁国的仇敌.



大的那个,这样还可以借助霸主的力量庇护于自己.
因此晋国是影响齐鲁关系的重要因素.顾栋

高[１１]指出,“故齐之於鲁,如切之锢疾,不时閒作,所
藉以扁鹊者唯晋,晋伯息则鲁无所控愬.”齐国常常

在晋国势力稍衰时逼迫鲁国向自己臣服,当晋国组

织力量对它实施打击后,齐国又会中止对鲁国的苛

求.齐懿公年间,齐国多次攻打鲁国,晋国接受了齐

国的贿赂而置之不理,鲁国只好向齐国屈服,两国举

行了阳穀之会、郪丘之盟、穀之盟.鲁宣公十二年,
楚国在邲之战中击败晋国,鲁国便于宣公十四年与

齐国举行了穀之会,并于次年举行了无娄之会,两次

会盟的目的明显都是在晋国力量遭到削弱后向齐国

示好.
晋国为了维护鲁国及其他诸侯对它的忠诚,也

会在必要时发起会盟、组织力量对齐国加以讨伐,这
在客观上使齐国暂时不敢对鲁国逼迫太急.例如重

创齐国的鞌之战正是在鲁国和卫国的请求下展开

的.为了举行鞌之战,鲁宣公十七年,晋国组织了卷

楚之会和断道之盟,鲁成公元年,鲁国又与晋国举行

了赤棘之盟寻求庇护,在击败齐国之后晋国又举行

了爰娄之盟对战争结果加以确认.鲁襄公十八年的

平阴之战,同样也是在鲁国的多次请求下发动的.
齐国没有参加晋国在鲁襄公十四年举行的戚之会,
鲁襄公十六年的湨梁之盟上齐国又逃避了盟誓活

动,在这期间齐国多次出兵攻打鲁国,这些行为都显

示了它对晋国霸权的挑战.鲁襄公十六年,鲁国的

叔孙豹抓住时机到晋国控诉齐国的行为,晋国于是

决定讨伐齐国,先后组织了鲁济之会、祝柯之盟,最
终导致了平阴之战的爆发.

齐景公时期,齐国为了与晋国争夺诸侯而对鲁

国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策略.鲁昭公七年,齐国主动

向鲁国示好,双方举行了莅盟活动.鲁昭公二十六

年,齐景公召集临近的莒、邾、杞举行鄟陵之盟,商讨

将被逐在外的鲁昭公送回国内重夺政权.鲁昭公在

与季氏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失败而出逃在外,昭公多

次向霸主晋国控诉此事,但晋国正忙于平定周室王

子朝的内乱,无暇顾及鲁昭公之事.这对于齐景公

而言正是一个提高国际声望的好机会,因此他积极

地帮助鲁昭公复位,但最终半途而废.
在一些情况下,如果齐国能保持对晋国的顺服,

晋国也会不惜牺牲鲁国的利益来换取它的忠诚.例

如,鲁成公二年鞌之战后的爰娄之盟上,晋国逼迫齐

国归还鲁国的汶阳之田.但在鲁成公八年,晋国又

命鲁国将该块土地交还给齐国.六年之内汶阳两易

其主,原因就在于齐国顺服了晋国①,晋国不惜牺牲

鲁国来笼络齐国这个对它来说更重要的大国.
齐桓公之后的齐鲁关系实质上是晋齐关系,鲁

国作为大国中间的小国,它的国际处境取决于周边

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正如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所

指出的那样,“国际体系的特征是由大国的兴衰来决

定的,这些国家决定了国际互动模式并建立了体系

运行规则.大国的兴衰改变了体系内部的权力分配

关系”.[２２]而“(国际)体系的界限是按那些大国极力

施加控制和影响力的区域来划分的.”[２３]对于晋国

而言,齐国对鲁国的控制不能威胁到它在北方的霸

权;对于齐国而言,晋国势力的扩张不能妨碍它在东

部的区域霸权,鲁国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是晋齐关系

的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四、结　语

齐桓公主霸时期和晋楚争霸时期,霸主热衷于

使用会盟来控制包括鲁国在内的诸侯各国,两个时

期５个及以上诸侯国参加的大规模会盟活动举行了

８６次,会盟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可见一斑.鲁定公

四年的召陵之会后,大规模的会盟活动基本消失了,
但齐国依然试图通过会盟影响鲁国.不过会盟对于

国际关系的重要性逐渐地降低了,战争逐渐取代会

盟成为解决国际冲突最主要的方式,春秋历史也转

入更加残酷的灭国兼并时代———战国.战争同样是

齐鲁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遗憾的是本文对齐鲁关

系的考查没有充分考虑战争的因素.如果能够将齐

鲁之间的战争也梳理一下,再配合以会盟的数据,将
使我们有机会更加准确地描绘齐鲁关系的变化轨

迹,更加充分地探讨齐鲁关系变动的原因、结果以及

影响因素.此外,周边的邾、莒等小国与齐、鲁的交

往十分密切,这些小国和鲁国一样都同属于齐国的

势力范围,它们对齐鲁关系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

素,未来的研究也可以将这些小国因素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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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relationshipofQiandLuinSpringandAutumnPeriod:
fromtheperspectivesofinterstateconferencesandall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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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lationshipbetweenQiandLuwhichweretwoleudstatesinancientChina’s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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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萨摩藩对琉球的控制及其隐蔽政策探析

杨　洸
(洛阳理工学院学生处,河南 洛阳４７１０２３)

　　摘　要:通过对萨摩控制琉球的措施、萨琉的“隐瞒”政策、琉球的“自保”政策和明清的“无视”态度的解读,揭示

古代东亚历史转折时期中、琉、日三国的高度复杂关系以及琉球真正的地位,驳斥了“琉球是近世日本幕藩体制国家

的一部分”等一系列谬论,从侧面揭示了保持强大国力军力与保持高度警惕性和敏感性对于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

极端重要性.对中国使臣的颟顸与渎职行为的论述和明清中央政府的消极对外政策的批判,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

的启示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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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球,地处我国东南,自明朝洪武五年(公元

１３７２年),正式成为我国藩属,不但年年入贡,世世

来朝,并且遣送官生,进献方物,执礼甚恭.自嘉靖

以后,明朝国势衰微,而日本对于琉球也渐生觊觎之

心,常存吞并之意.１６０９年,萨摩岛津氏派兵三千,
攻入琉球,国王尚宁被俘,两年以后,国王尚宁获得

释放,回归故国.自此,琉球历史进入了所谓的“两
属时代”,表面上是中国藩属,却暗中受萨摩钳制,沦
为其剥削压榨的对象,萨摩藩强迫琉球恢复与明清

两朝的朝贡贸易,均是在隐瞒中国的情况下进行的,
此骗局维持了２７０多年.直到近代,中日两国就琉

问题进行谈判时,中国才知道琉球成为萨摩的傀儡

已有二百多年.

１６０９年的“萨摩入侵”是琉球历史发展的重要

节点.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和日

本两地.中国学者通常认为萨摩入侵琉球是贪图中

琉丰厚的朝贡贸易,并非为了吞并琉球,此役导致琉

球开始了明属中国,暗由萨摩控制长达２７０年之久

的“两属时代”[１Ｇ２].此外,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琉球

进入“两属时代”过程的同时,还利用历史事实和法

学理论,驳斥了部分日本学者所谓的“自萨摩入侵

后,琉球就属于日本”之类的谬论[３Ｇ４].

部分日本学者的观点同中国学者大致相同,认
为萨摩藩主要是为了丰厚的中琉贸易,才发起入侵

战争.战后萨摩藩一方面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等方面控制琉球;另一方面要求琉球恢复中琉朝贡

贸易,以期达到入侵琉球的目的[５Ｇ６].但一些日本学

者为了给日本吞并琉球提供“合法性”,往往歪曲历

史史实,提出了所谓的“萨摩统治琉球”、“幕藩体制

下的琉球”以及“日琉同祖论”等谬论[７]１４９,[８]１２５,[９].
综上所述,从国内外对萨摩入侵琉球以及琉球

“两属”地位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学术界缺乏通

过研究萨琉隐蔽政策来探讨琉球地位的著作,且对

萨琉隐蔽政策的研究也不充足,缺乏对册封使无视

萨琉关系的行为进行评价的著作.有鉴于此,本文

通过论述萨摩入侵琉球以及萨摩控制琉球的具体措

施,分析萨琉的“隐瞒”政策、琉球的“自保”政策、明
清的“无视”态度体现和展开情况,揭示古代东亚历

史转折时期中、琉、日三国的关系以及琉球真正的地

位,也力图为当今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提供

启示.

一、萨摩对琉球的控制

明朝以前,日本和琉球因地缘关系而时有往来.



到了明朝宣德七年(公元１４３２年),“琉球国王按照

明宣宗的要求宣谕日本后,双方的联系才日益加

强”[１０].此时日本和琉球之间只是平等的邦邻关

系.日本和琉球的交往,主要发生在九州的萨摩藩

与琉球之间.１６０９年,日本萨摩藩以武力进攻琉

球,琉球王尚宁和众大臣被俘至鹿儿岛.萨摩藩入

侵琉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插手中琉之间的朝贡贸

易,获得长期的经济利益.战后,“琉球开始被萨摩

藩非法控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其经济和政治附

庸”[１１].
(一)琉球君臣对萨摩的宣誓

１６１１年９月,琉球国王与大臣们为了早日归

国,在萨摩藩的逼迫下,分别向岛津氏献上宣誓书,
以此表明他们对萨摩岛津家族的效忠,他们在誓书

中被迫写到“琉球自古附庸萨摩岛津君侯,每有承

袭,必舣纹船遣祝贺,献之方物,莫懈聘问”[１２],对之

前自己的“无礼”行为进行了检讨与反省,又痛陈自

己在战争中的无能,对萨摩岛津氏释放自己归国表

达了深刻的谢意,发誓归国后对萨摩岛津氏唯命是

从,不敢怀有二心.从此,琉球国的最高统治者事实

上成了日本萨摩岛津氏.此外,琉球的官员也被萨

摩藩所控制,他们已经不再是琉球国王的私属大臣,
彻彻底底成为萨摩藩的奴仆.

(二)«掟十五条»的签订

尚宁王及三司官,除了向萨摩呈献效忠于岛津

氏的宣誓书外,还被迫承认了«掟十五条»,不过早在

此前,尚宁王尚在鹿儿岛时,萨摩已经派官员到琉

球,颁布了«掟十五条».该十五条涉及内容非常广

泛,涵盖了琉球王国内政、外交、经济、宗教以及风俗

等.经济上,琉球王国的生命线已经完全断绝,从此

萨摩藩开始插足中琉之间的朝贡贸易,此外,琉球也

彻底丧失国际贸易之利,而琉球本身农业水平极为

脆弱,生活所需大多依靠航海贸易,至此一概禁绝,
仰萨摩鼻息,琉球王国生机完全失去,其大航海时

代①至此落下了帷幕.政治上,该条约解除了琉球

君臣之间的主从关系,萨摩藩控制了琉球三司官的

任免权,使琉球国王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从
此,琉球官吏的主子不在是琉球国王,而是萨摩藩岛

津氏大名,琉球国内的亲日势力得以座大.宗教方

面,该条约的签订大大降低琉球宗教祝女的权利,从
而对琉球王府的权利结构进行重新布局,分解了王

权,使得琉球不得不从政治上从属萨摩藩.«掟十五

条»的签订,已使琉球基本上失去其自主权利,一切

重要事项均须听命于萨摩藩.

(三)«教令十一条»的签订

１６１３年,萨摩藩强迫琉球签订«教令十一条»,
其主要内容为:“第一、须年遣使催检,革其旧俗;第
二、凡遣唐舩,春发二月,秋发九月,皆回五月,是为

定例,必遣官长督各勤惰,勿敢违期;第三、调物可以

折价,计应混合输银叁拾贰贯钱,每年会计;第四、于
王廪入,亦宜听裁;第五、需最注意,毋痛民矣;第六、
须千斛别赋,造营夫必出一人;第七、禁倭商客,抵于

都岛;第八、凡于琉球虽自何国有求事着,非我藩符,
勿苟听焉;第九、他邦遣舩,亦非藩符,皆遵古制勿敢

容焉;第十、如漂到舩,不论来自何邦,均应救助;第
十一、男女皆须劳动”[１２].

«教令十一条»实质是先前«掟十五条»的补充,
该条约的签订,使琉球与日本(萨摩藩除外)、朝鲜、
越南、暹罗、爪哇等国的海外贸易被彻底断绝,琉球

王国无法利用海外贸易以供国用,彻底成为了萨摩

岛津氏的附庸.
(四)规定税赋及调物,每年缴藩

自萨摩攻占琉球以后,岛津氏多次派遣大批测

量调查人员(竿奉行),在琉球本岛及其外岛,进行缜

密而彻底地丈量与登记,然后按照收成,向琉球征收

粮食、实物或现金.“估计其赋税占琉球总产量约三

分之一,琉 球 物 产 本 就 匮 乏,经 此 剥 削,其 惨 可

知”[１３]５２.１６１０年,“久高、久幸国贞贞昌奉旨授三

司官书,使于恶鬼纳及诸岛税额捌万玖仟捌拾陆斛,
中以五万斛为王廪入,自余颁给诸王,犹或所余,宜
混廪入,供王杂费”[１２].并强迫琉球每年向萨摩缴

纳“芭蕉布叁仟端、上布陆仟端、下布壹万端、唐苧壹

仟叁佰斤、绵叁贯目、棕榈赤网黑网各百房,莚叁仟

捌佰枚,牛皮贰佰张”[１２].１６１２年,岛津氏要求琉

球,把布匹、牛皮等土特产折算成现金缴纳.
(五)设立在番奉行和大和横目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琉球的控制,１６３１年,萨摩

大名在琉球那霸港设立任期三年轮换制的“在番奉

行”,其办公馆舍被称为“仮屋”②.他们的主要职责

在中琉之间的贸易和对外关系方面.此外,他们还

负责传达萨摩藩发给琉球官员的命令.萨摩藩设立

的“在番奉行”等于英国驻殖民地之总督,为代表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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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琉球“大航海时代”以１６０９年萨摩入侵琉球为下限,其上限

则可追溯至１３７２年,期间琉球大力发展海上贸易,逐渐成为东北亚

和东南亚贸易之中转站.
仮屋是岛津氏为处理战后相关事务,镇压和有效统治琉球

在琉球所设立的临时战后统治机构.１６３１年后设为常设机构,由
“在番奉行”进行主要事务的处理.



摩统治琉球之最高当局,实即琉球王之太上皇[１３]５４.

１６３２年,萨摩藩在琉球各地派遣多名监察人员,是
为“大和横目”,相当于我国古代的“御史”,其主要职

责是负责监察工作,向萨摩政府报告琉球人和萨摩

驻琉官员的行为.
萨摩在琉球设立在番奉行和大和横目,其目的

是为了进一步对琉球的政治和经济加以控制.至

此,琉球王府所有的行为举动,都受到萨摩驻琉官员

的监视与控制,琉球国王的权力被架空,其所主管的

课税征收、对华朝贡贸易以及国内秩序的维持等,均
是在“大和横目”和“在番奉行”的监视下进行的.

(六)插手中琉朝贡贸易

萨摩藩征服琉球,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利用

中国和琉球的宗藩关系,染指利润丰厚的中琉朝贡

贸易.因此,萨摩藩不得不维持琉球依然是中国恭

顺的藩属的表象,鼓励琉球王国坚持发展与中国的

朝贡关系.
萨摩藩对琉球朝贡贸易的条例和规章非常明确

而详细,“在番奉行”的监督也非常直接而有力,琉球

官员没有主动权和决定权.“当琉球朝贡船离开那

霸港前,要做好对船只的维修与检查工作.当‘渡唐

银’从萨摩藩运来后,萨摩驻琉官员要马上进行核查

两名来自‘仮屋’的萨摩官员和两名来自琉球王

府的琉球官员要检查船上所有的武器,察看武器上

的签名,盖上他们的印章,并且将船上所有的物品登

记造册.在商客和船员上船之时,还要核实登记簿

上的官印.在检查工作期间,所有运到中国的货物

都要由萨摩官员检验在贡船起航之前,不允许

其他船只靠近,‘仮屋’所派的官员和大和横目一直

都在船上和岸上进行监督.当贡船离开那霸港后,
往往要停留在庆良间岛和久米岛,等待有利的风向,
因此,萨摩藩还要向两岛各派遣一名大和横目,对贡

船进行严格的督察”[１４]１２４.这些条例和规章足以表

明,萨摩藩政府特别重视防止其控制中琉贸易的事

实被泄露出去.
萨摩以琉球为中介,榨取中琉朝贡贸易中丰厚

的利润,琉球成为岛津家族的摇钱树,萨琉这种“非
正常”的贸易合作关系,对萨摩藩而言是有百利而无

一害的;对琉球而言则恰恰相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的.著名冲绳历史学家伊波普猷把近世琉球形象地

比喻为奈良河上的鸬鹚①,是萨摩藩摄取中国财富

的重要工具,琉球原是靠海外贸易谋生,一经萨摩侵

略与盘剥,全国财政枯竭,人民生活困厄,不得不靠

向萨摩藩借贷度日.

综上所述,萨摩侵琉使得琉球的社会性质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在萨摩入侵之前,琉球只向中国朝

廷进贡,是一个封贡体制下明朝的属国,其内政完全

自主自治.而萨摩入侵之后,琉球阳为中国独属,暗
为中日(萨)两属,琉球历史进入了“两属时代”,所谓

两属,即:“一方面琉球仍然延续着对宗主国的封贡

关系,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另一方面琉球在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逐渐被日本萨摩藩控制”[３].
琉球虽然向中国朝廷的臣服,是出于自愿的,且中国

并不干涉琉球内政,但其向萨摩藩的臣服完全是在

武力的侵略和胁迫下被逼无奈的选择,纯粹是一个

在政治上、军事上恃强凌弱的产物.经济上,中琉的

朝贡贸易虽然继续进行,却被萨摩暗中操纵,且大部

分利润归萨摩所有,琉球只是中萨贸易之间的“鸬
鹚”.在萨摩藩的残酷压榨剥削之下,琉球社会由原

来的“中国明代开化的黄金时代”沦为“日本萨摩藩

劫持的苏铁地狱②时代”[１３]１４６.

二、隐蔽政策的实施

琉球被萨摩藩控制的同时,依然同中国保持封

贡关系,每当琉球王位更迭之际,中国朝廷便会派遣

册封使来琉,册封琉球新君为王,自１６０９年萨摩入

侵至１８７９年琉球被日本所吞这二百多年里,中国向

琉球相继派出了９次册封使.当册封使来琉之际,
萨摩藩便强迫琉球实行一系列隐瞒政策,致使册封

使和中国朝廷无法洞察出萨琉的真正关系.
(一)隐蔽政策

册封使在使录中没有明确记载萨琉之间的特殊

关系,是因为萨摩藩要求琉球执行一系列的隐蔽政

策:１６１４年,萨摩规定:“琉球人禁止向中国人谈论

萨摩入侵之事.关于此点,琉球万事善否,对中国人

亦不得吐露丝毫”[１５]１３４.１６１７年萨摩藩颁布了禁止

琉球人留日式发型和穿戴日式服装的规定:“琉球

人,不可蓄留日本式须发,不能穿着日本式衣裳,既
己为者,应当立刻停止.有违此旨令模仿日本人之

样子者,在调查之后,将依法给予治罪”[１５]１３５.１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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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鸬鹚是一种水陆两栖的鸟类,善于捕鱼,渔人用绳索系其

颈,使其只能捕捉大鱼而无法吞食大鱼,大鱼即为渔人所收获,其只

能靠小鱼果腹,因此,鸬鹚是一种捕鱼工具,有所获而自己不能享受,
故以此来比喻萨摩控制下的琉球.

琉球民众在萨摩政权的残酷剥削下,过着惨无人道的奴隶

生活,常常只能吃一种叫“苏铁”的果实来充饥,“苏铁”属热带棕科植

物,有毒,连动物都不敢食之.吃多了可能立即死亡,吃得少还可以

通过各种身体调节慢慢解毒,但长期食用仍会中毒而死,故史学家称

近世琉球为“苏铁地狱”.



年,萨摩下令禁止琉球人使用日本制度和日本姓名:
“令于琉球,自后官秩刑罚,宜王自制,勿称倭名,为
倭服制”[３],“如果琉球人的姓名恰好与日本人的姓

名相似的话,这些读音相似的姓名须用不常用的、非
日语的汉字合成词书写”[１４]１３８.

当册封使来琉之际,萨摩强迫琉球采取以下措

施:“第一、所有日本官员如大和横目、在番奉行、及
其部署,非妥善伪装混入册封者,一律迁居琉球东海

岸偏僻之地;第二、取缔一切日文招贴、招牌;第三、
一切典籍、记录、报告,均讳言庆长之役后日琉新关

系”[１３]６４.
此外,萨摩藩还实施了一个“宝岛”计策:１６８３

年,在汪辑等人来琉之前,萨摩派平山次郎右卫门忠

知、肥后平右卫门昌盛二人前往琉球处理中琉朝贡

相关事宜,汪辑等人来到琉球以后,“平山和肥后二

人同两名琉球在番奉行、四名随从以及六名‘船头’
(萨摩七岛商人)等其他在琉日本人一道,以琉球国

属地———宝岛人的身份,拜谒了汪辑等人”[１６].萨

摩试图借此引导中国人产生一种新的认识,即琉球

与日本之间已无贸易往来,现如今的交易对象只有

这些来自“琉球属地”———“宝岛”商人,如果此计策

成功,今后萨摩商人与中国册封使船随员之间的贸

易活动仍可以用“宝岛人”的身份继续进行,来自萨

摩本土的官员则可以用“宝岛人”的身份,在公开场

合继续对中琉在册封体系下的往来进行监视.但所

谓的“宝岛人”在册封使汪辑看来,“其状狞劣髡

其顶,发际仅留一线,约之脑后,剪存寸许.夏日着

棉短衣,赤足,腰插短刃”,此“绝不类中山人”、“或曰

即倭人也”[１７]７２４Ｇ７２５.因此,萨摩的伎俩刚一推出就

穿了帮,被中国册封使当场识破.
(二)萨摩藩的意图

萨摩强迫琉球推行隐蔽政策的根本原因是贪图

中琉朝贡贸易的巨额利润,只要将“萨摩侵琉”、“萨
摩控制琉球”以及“萨摩插手中琉贸易”等事实加以

隐瞒,琉球便可以顺利地成为萨摩手中捕鱼的“鸬
鹚”.相反,明清两朝政府“若闻中山为我附庸,嗣后

不可以为进贡”[１８],萨摩就无法达到其目的.此外,
当时的中国,在东亚甚至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超

级大国,如果中国察觉琉球沦为萨摩的附庸,势必会

追究和干预,中日(萨)关系将出现危机.萨摩藩对

于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招致中国以宗主国名义出兵

援朝,丰臣政权因之崩溃一事记忆犹新,深恐因萨摩

侵琉之事败露,因此断然命令琉球对明清政府采取

隐蔽政策,这样既能得到朝贡贸易的好处,也不会开

罪中国.
萨摩对隐蔽政策的设计显得非常小心谨慎,在

得知宝岛计策被册封使汪辑识破后,便对隐蔽政策

进行修改,即:放弃宝岛计策,在册封使驻琉期间,所
有萨摩藩的商人均要撤出琉球本土,不得与中国人

交相贸易等,致使在汪辑之后下一任册封使徐葆光

到来时,“吐噶喇①等番舶无一至者”[２０]３０.可见萨摩

藩密切关注其隐蔽政策的效果,不断加以调整,欺骗

了中国政府二百余年,可谓是煞费苦心.
(三)琉球的思虑与悲剧

琉球被迫推行隐蔽政策,正合“皇帝在远,拳头

在近”这句谚语.尽管中国是琉球的宗主国,对琉球

有义务保护,但中国距离琉球较远,且中琉海路险

恶,而萨摩距离琉球较近,这种地缘状况,不仅局限

了中国对琉球社会真实信息的获取,也会影响到中

国对琉球的及时而强有力的保护.而萨摩正是利用

其便利的地缘条件,牢牢套住琉球,威胁琉球.在萨

摩藩的严密控制下,琉球怀有强烈的恐惧感.近代

冲绳历史学家伊波普猷称,“萨摩藩实行的是奴隶制

度”[１２].这种态度也体现于琉球官员间流传的一句

话:“交游中国,臣事日本”[１４]１５０.最后一位琉球王

尚泰讲的一个故事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如果琉球冒

犯了中国,解释清楚就可以了,但如果得罪了萨摩

藩,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琉球也会遇到麻

烦.此句话成为琉球统治者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的

座右铭”[１４]１５０.
在这种情况下,琉球不得不接受隐蔽政策,但是

接受此政策,对琉球也不是没有任何好处:第一,隐
蔽政策可以使“萨摩控制琉球”等事实不被中国发

现,确保了中琉朝贡关系维系,使琉球赖以生存的朝

贡贸易得以延续.如果琉球成为萨摩附庸这一事实

被中国发现,中琉朝贡关系可能会破裂,琉球的政权

运营也将陷入危机.第二,接受隐蔽政策可以避免

萨摩再次侵略.中琉朝贡贸易是琉球的生命线,也
是萨摩的生命线,如果琉球不接受隐蔽政策,势必会

招来萨摩更严厉的制裁,两权相害取其轻.第三,琉
球利用中琉封贡关系,抵制萨摩的控制与权威,采用

的是“以华制萨”的策略,在竭力寻求一种“权力平

衡”.当时萨摩藩对中国还是有所顾忌的,正是这种

顾忌的存在,才使其不敢明目张胆地吞并琉球,使得

琉球的国祚延长了二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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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土噶喇即宝岛也,册封使汪辑在«使琉球杂录»提到:“七岛

者惟宝岛较强,国人皆以‘吐噶喇’呼之”.



琉球曾在明朝封贡体制的荫庇下逐渐成为“守
礼之邦”和“万国津梁”,逐渐成为东亚海上王国.但

自从１６０９年日本萨摩藩暗中劫持以后,在残酷的压

迫下,琉球人过着惨无人道的奴隶生活.他们被迫

欺瞒中国,敢怒不敢言,久而久之,看不到希望,对自

己的命运难以把握,形成一种被大江健三郎称为“空
道的性格”[２１]的国民性.近世琉球是长年在悲剧环

境中偷生而来的悲剧性国家,正所谓“哀莫大于心

死”.

三、中国的漠视

尽管琉球沦为萨摩藩的奴隶,但仍然受到中国

朝廷的册封,每当琉球新王继位,中国皇帝都要派遣

册封使至琉球,册封琉球新君为中山王,由于“琉球

在海外,候北风而后可归,非可以人力胜者”[２２],册
封使们往往在琉球驻留三个月以上,他们有充足的

时间对琉球进行详细地考察,他们留下来的«使琉球

录»就是最好的见证.但是,笔者对萨摩侵琉之后的

中国册封使使录进行考察与解读,虽然其中载有若

干怪异的迹象,但是并没有发现萨摩控制琉球的特

别明显的记述.
(一)册封使录中的日琉关系

通过隐瞒措施,萨摩“成功”地保守住它强迫琉

球臣服于己的秘密,但它却不可能长期瞒得住其在

琉球施加影响这一事实,中国册封使绝非头脑简单

之人.日本萨摩藩在琉球的影响没能逃过他们的法

眼.«明史»和«明实录»中都记载了萨摩对琉球的侵

略.萨摩入侵以前的册封使所写的使录中也提到琉

球有日本人.由于中国册封使在接受委任后都要阅

读中国关于琉球的记载,他们在琉球期间的亲身经

历和观察能够证实琉萨之间密切关系的存在.胡靖

指出:“八月初旬,日本萨师马(萨摩)人至,市利三倍

矣,由馆前横道左行”[２３];张学礼指出琉球的“烟、
刀、纸张、折扇、漆器之类,皆来自日本”[２４];汪辑甚

至指出“相传琉球去日本不远,时通有无,而国人甚

讳之,若绝不知有是国者”[１７]７２４;１７１９年的册封使徐

葆光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琉球平日流通的

货币是日本宽永钱,但当册封使到来之时,却用琉球

本土所产的钱币,“其平日皆行‘宽永通宝’钱(钱背

无字,或有一‘文’字.按日本宽永元年为前明天启

二年,岁在壬戌;此日本旧钱也.钱模大小,亦与前

明万历钱相埒.钱质皆赤铜,每百值国银一钱二分.
«国朝典汇»云:‘琉球市用日本钱,以十当一’;为近

是),临时易之;使还,则复其旧”[１９]５１０;１８００年的册

封使臣李鼎元亦发现了此现象,却认为琉球人做出

此举的原因是“盖国中钱少,宽永钱,铜质又美,恐中

国人买去,故收藏之,特制此钱应用.市中无钱,以
此,其用心良苦也”[２５];１７６５年的册封副使周煌指出

他在琉球看到的许多中国典籍都是在日本出版的,
书中的文字是汉字,但每行字的旁边有日文阅读标

记,“询之云自福州购回,福州殊无是也.偶见有宝

历、宽永日本诸僭号”[２６];１８００年的册封使赵文楷称

“宝刀购自日本,琉人讳言与倭通,则曰‘出宝岛’,其
实宝岛、恶石岛、土噶喇,皆倭属也”[２７].

上述例子表明,虽然中国册封使发现了日本对

琉球的影响,甚至看穿了萨琉的欺瞒措施,但是没有

证据显示他们曾花费力气刨根问底,也没有要求琉

球人交代日琉之间的关系,更没有向中国朝廷详细

报告琉球的欺瞒行为.这些自大而颟顸的中国册封

使们在琉球的半年,只顾享受款待,吟风颂月,游山

玩水,过着一种脱离现实的雅客生活,他们满足于琉

球王府表现出的忠诚,为他们在首里和那霸看到的

所有中国化现象感到高兴,萨摩侵琉后中国所有琉

球使录都表明,中国册封使(还有中国朝廷)对日琉

关系一直抱着一种无视和无所谓的态度.直到

１８７５年,当日本明治政府命令琉球禁止向清朝进

贡、琉球向中国求援时,中国政府才猛然意识到,琉
球实际上自１６０９年以来一直是萨摩藩的一个附庸.
在随后中日就琉球问题的交涉过程中,清朝对琉球

形势的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二)中国无视萨琉关系的原因

通过“使录”,也能看出,册封使也发现了一些日

本对琉球影响的蛛丝马迹,但他们还是对日琉关系

是抱着一种漠视的、无所谓的放任态度,这种无所谓

态度也不难理解.首先,由于明清两朝海洋意识淡

薄,对远在海外的属国琉球向来缺乏真正的“重视”,
在朝廷看来,琉球只是一个大海中的蕞尔小国,既无

经济利益,亦无战略价值,册封使也未对琉球过于关

心.第二,明清时期,“中国对藩属国的基本原则是

消极的,是放任不管的”[２８].而且整个封贡体制的

特性之一是防御,旨在维护现状以确保中国的安全.
中国朝廷对藩属国只会怀远教化,一般不关注其内

政和外交事务.虽然琉球是中国最忠诚的藩属国,
但中国朝廷对琉球并没有战略上的重视.第三,当
时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已经渐渐消除,二者处于相对

和平的交往时期,因此这些册封使对日本问题并没

有像之前夏子阳、谢杰等人那么敏感.第四,中国古

代官场历来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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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的为官态度”[１４]１５０.册封使在琉球,受到当地

官员和民众的极大尊重,他们的册封使命顺利完成,
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回朝复命即可,似乎没有必要把

萨琉关系弄得清清楚楚并向朝廷提出来,既对他们

本人没有好处,也会给朝廷添加麻烦.第五,册封使

的使录均是要呈报给皇帝阅览的,正因如此,他们记

载的琉球社会各个方面情况都比较正面积极,特别

要将琉球如何学习中国制度,琉球人如何仰慕中华

文化以及琉球奇特的习俗文化等情况详加记载,使
中国皇帝阅览后能够龙心大悦,至于那些负面消极

的现象,要么不予记载,要么就曲笔带过.

四、结　语

萨摩藩为了攫取琉球对华的朝贡贸易利益,强
迫琉球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收夺贡纳与朝贡贸

易,就成为萨摩藩支配琉球的目的所在.为了不使

中琉封贡关系出现任何破裂,萨摩藩要求琉球采取

一系列隐蔽措施,表面上降低日本萨摩藩对琉球社

会的影响程度,使册封使来琉之际,无法察觉萨摩控

制琉球的诸种手段以及琉球社会的真实面貌.
中国册封使到来之际,驻琉的萨摩人都要“肃静

回避”,不敢正大光明地站在册封使面前,其狼狈和

心虚可见一斑.近世的日琉关系更多的是贸易上的

“合作”关系,政治上萨摩对琉球虽有控制但是与“归
属”毫不相干,“琉球王国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和日本

之间的两属关系的平衡,寻求着本国独立自主的发

展”[１].“１６０９年萨摩入侵琉球后,改变了以往的日

琉关系,使之从对等关系变成了以强凌弱的关系,并
使琉球王国受到了萨摩藩的制约,但并没有从根本

上改变琉球王国的独自体制”[２９].个别日本学者认

为琉球是近世日本幕藩体制国家的一部分,即“幕藩

体制下的琉球”[７]或者“琉球王国已被萨摩藩实质性

统治”[８],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通过对册封使节以及明清两朝对琉球这种无所

谓态度的分析解读,得出以下几点启示,对今日中国

外交活动也是有所助益的.
第一,要重视周边小国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对小国作用作出清晰的认知,有助于在国际竞争中

掌握主动.否则可能会为子孙后代埋下祸根,制约

国家的长久发展.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对琉球地位和

利益的轻视是造成今天我国东海问题的一个重要原

因.
第二,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政府和外交家要

树立“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

“清醒地看到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带来的严峻挑

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３０].
第三,出访或外驻外国的官员要对出访国、对象

国的社会进行细微观察,尤其是事关国防和对外安全

的方面,不能仅仅看到表面现象,要认真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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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现象初探

吴凌杰,俞　钢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事例不断见于史书.文章从假子收养中较为特殊的“以孙为子”“养弟为儿”事例

出发,通过对这种“紊乱昭穆”之事的汇集与研究,探讨该事例背后的渊源和其在唐五代法律、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

分析指出,人们出于传统儒家、宗嗣思想的影响和自身利益的抉择,对于这类“紊乱昭穆”的现象抱有一边批判、一边

盛行的态度.

关键词:唐五代;昭穆;伦理

中图分类号:K２４２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４Ｇ０１８３Ｇ０７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礼仪制度讲究严格的等级关

系,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制,而在唐五代时期,
“以孙为子”“养弟为儿”这种违背伦理之事却见于史

书,这种“紊乱昭穆”之事的起源与形成值得学界关注.
关于学界对于“紊乱昭穆”事例的关注,在２０世

纪４０年代就有所出现.刘盼遂先生是较早关注“紊
乱昭穆”事例的学者,其«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

定论»[１]一文梳理了大量从先秦至清时期“紊乱昭

穆”的事例,并以朝代为限,分门别类地列举出来,提
出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着伦理不定的观点,但其

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深入探讨这些“紊乱昭穆”事例背

后的原因以及当时社会对其看法.进入二十一世纪

后,由于学科的分化与学术研究的细化,史学家对于

这种“紊乱昭穆”事例没有给予过多关注,仅仅只是

将它看作一种特殊的养子制度,一笔带过,如戴显群

先生«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其相关的问题»[２],
文中探讨唐五代时期假子制度时提出了关于假子的

“三种类型说”,并且部分提及了“以孙为子”“养弟为

儿”现象,但未就此集中展开讨论,仅将其归于“三种

类型说”.金眉先生«唐宋养子制度变动—以异姓男

的收养为考察对象»[３],主要讨论了唐宋时期收养制

度中关于异性男的规定,也部分提及这一时期“紊乱

昭穆”事例,但他仅仅将其看为特例,对此弃而不论.
郝振宇先生«西夏养子的类型及其社会地位»[４]主要

就西夏养子类型进行了讨论,认为西夏的养子类型

与中原王朝不尽相同,拥有西夏自身的特点,从而部

分提及了西夏社会中“养弟为儿”现象,提出西夏社

会之所以对“养弟为儿”事例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是
因为受到传统中原文化冲击影响的观点,该观点为

研究五代“紊乱昭穆”事例提供了新角度.周鼎«西
安所出两方唐代亲王墓志补释———兼论唐代皇室中

的以孙为子现象»[５]中提及到了唐皇室中“以孙为

子”的现象,在考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新

出土的蜀王李槐墓志铭时,提出“李傀确系代宗之

子,但自幼便被其祖父肃宗收养为子,故其行辈遂与

代宗同”的观点,这种观点为研究唐初皇室内部“紊
乱昭穆”事例提供了新的材料.

总而言之,关于唐五代“紊乱昭穆”事例,学界研

究较为不足,对于传统社会是如何看待“紊乱昭穆”
之事的研究也较弱.部分学者关注到此类事例,但
囿于题目与材料的限制,未能将其单独列出并加以

讨论.因此,本文试图对唐五代时期“紊乱昭穆”的
事例加以汇集,考究其渊源,明晰其种类,从而分析

当时社会对“紊乱昭穆”事例的看法.



一、“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的现象

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的事例不断见于史书,但
这种收养大多为同宗嗣晚辈,或者为异姓儿,坚持着

长幼有序、昭穆相承的原则.而实际上,破坏这种原

则,“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的紊乱昭穆的事例也见

于史书.通过对这些事例进行分析,大致可将其归

为两类:
(一)出于个人情感的收养

唐初,太宗将自己喜爱的孙辈收养为子.在出

土的«李欣墓志»上记载太宗收养李欣的过程:
王讳欣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孙,雍州牧魏王

泰之元子也太宗所爱,年甫四岁,养于宫中.王

之始入也,文德皇后抱而谓曰:“初至,安不?”王捧手

而对曰:“幸得在宫,不胜欣悦!”太后奇而赏之,因名

曰“欣”,赐遗殷繁,以为己子.常陪随大帝(高宗),
相舆(與)游乐.[６]３６６

李欣为魏王李泰之子,其幼便为祖父母太宗夫

妇宠爱,而被太宗养为“己子”,并与其叔父李治共同

生活于宫中.这个“以孙为子”的事例,明显带有太

宗个人情感因素,只是此事例距今太久,正史阙载,
今靠偶然出土墓志得以窥见一二.

德宗时期,皇帝也多次养孙为儿.据«新唐书
舒王谊传»记载,德宗将自己两个孙儿都收养为子:
“德宗十一子:昭德皇后生顺宗皇帝,帝取昭靖太子

子谊为第二子,又取顺宗子謜为第六子.”[７]３６２４

据«旧唐书舒王谊传»记载:“舒王谊,本名谟,
代宗第三子昭靖太子邈之子也.以其最幼,德宗怜

之,命之为子.大历十四年六月,封舒王,拜开府仪

同三司,与通王、虔王同日封.”[８]４０４２李谊本是昭靖

太子邈之子,因其最幼,德宗出于怜爱,将其养为己

子,此后李谊却多次勇立战功不断获得德宗喜爱.
在建中二年平江西兵变时,他被封为行军元帅,在建

中四年平李希烈叛乱时,又被封为元帅,有自辟僚属

之权:
帝乃命舒王为荆襄、江西、沔鄂等道节度诸军行

营兵马都元帅,大开幕府,文武僚属之盛,前后出师,
未有其比.[８]３９４４

同李谊一样,李謜也因战功获得德宗喜爱.«旧
唐书文敬太子传»记载:“文敬太子謜,顺宗之子.
德宗爱之,命为子.贞元四年,封邕王,授开府仪同

三司.”[８]４０４５他因战功被德宗赏识,从而获得兼领方

镇之权:“(贞元)七年,定州张孝忠卒,以謜领义武军

节度大使、易定观察等使,以定州刺史张茂昭为留

后.(贞元)十年六月,潞帅李抱真卒,又以謜领昭义

节度大使.”[８]４０４５但其英年早逝,在其死后,德宗极

为悲伤,在葬礼上给予他极高的规格:
(贞元)十五年十月薨,时年十八,废朝三日,赠

文敬 太 子,所 司 备 礼 册 命.其 年 十 二 月,葬 于 昭

应,有陵无号.发引 之 日,百 官 送 于 通 化 门 外,列

位哭送.是日 风 雪 寒 甚,近 岁 未 有.诏 置 陵 署 令

丞.[８]４０４５

这种高规格的葬礼,不仅体现了德宗对他英年

早逝的悲伤,更反映“以孙为子”后,孙辈在皇室中地

位的提升.他们与皇帝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从
而皇帝在军事与官职上给予他们更大的权力.

除皇族外,大臣中喜爱孙辈而养为子的现象也

见于史书.«通鉴»载大臣王智兴收养其孙为子之

事:“宰生子晏实,其父智兴爱而子之,晏实今为磁州

刺史,为刘稹所质.”[９]８１２０王宴实本生父为王宰,但
因他年幼机敏,颇得祖父喜爱,于是被王智兴收养为

子.«新唐书王智兴传»云:“晏实幼机警,智兴自

养之,故名与诸父齿.稹平,擢淄州刺史,终天雄节

度使.”[７]５２４０

五代时,唐庄宗年间,大臣韦说也曾“以孙为

子”,«通鉴»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豆卢革、韦说奏

事帝 前,或 时 礼 貌 不 尽 恭  说 以 孙 为 子,奏

官.”[９]９１１６虽然韦说“以孙为子”的原因和目的已不

可考,但此事为«通鉴»记载,表明五代时期同样出现

了“紊乱昭穆”的事例,并多出于个人因素的收养.
(二)出于家族因素的收养

在传统宗嗣思想的影响下,一个家族难以接受

没有男丁来继承宗嗣,因此在收养人并没有直系男

丁或直系男丁稀少的情况下,“养弟为儿”和“以孙为

子”就成为保证宗族血脉正统性的直接方式.
唐高祖子元祥,因暴戾贪财被赐死家中,其子有

七人,除李皎外,其余六子皆被武后以罪诛杀.中兴

初年,中宗以元祥之孙李钦继承元祥宗嗣,«旧唐书

李元裕传»载:“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贞观

五年,封许王.十一年,徙封江王以禽兽其行,
赐死于家.中兴初,元祥子钜鹿郡公晃子钦嗣江

王.”[８]２４３６中宗通过立江王孙为江王子的方式,不仅

保证了江王一脉的延续,在政治利益上,对恢复遭到

武后打击的李氏一脉政治地位有所帮助,同时也保

证了太祖一脉家族血缘的正统.
出于家族因素的收养风俗也延续到了五代及宋

初.五代时,南唐将领陈洪进就收养其孙陈文顼为

子,而其收养的目的则是为了发扬门楣,家族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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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史陈洪进传»载:“文顼,本文显子.初,洪进

在泉州,有相者言一门受禄,当至万石.时洪进与三

子皆领州郡,而文顼始生,乃以文顼为子,欲应其

言.”[１０]１３９４６陈洪进希望通过对文顼的收养,使得家

族继续兴旺发达,虽此举如今看来愚昧不堪,但表明

在古代家族观念深入人心,为保证家族繁荣与血脉

传承,辈分乱序也不再为人忌讳.
宋初刘攽在一个名为康君的墓志铭中,记录了

康君祖父“以孙为子”之事.«墓志铭»曰:“君生二岁

失父,育于大父,大父育为己子.”[１１]虽然,如今康君

此人的事迹已不可考究,但墓志铭表明,康君祖父也

是为保证家族血脉的传承,将其收养为子.
其实,“以孙为子”的“孙”随着实际情况有所异

化,有时不再单纯仅指同宗嫡孙,还出现了以外孙为

子的情况.«太平广记»引«河东记»云:“(田)洪本无

子,养外孙郑氏之子为儿.”[１２]显见唐五代时期民间

确实存在养孙为子,乃至养外孙为子之事.
同样为了维护宗嗣的延续,当家庭变故,长兄为

父,养弟为儿的情况更容易理解.后晋时,石敬瑭收

养弟重允为子.«旧五代史剡王重允传»记载:“剡
王重允.(案:郯王以下诸王传,«永乐大典»原阙.
«欧阳史»云:重允,高祖弟也,亦不知其为亲疏,然高

祖爱 之,养 以 为 子,故 于 名 加 ‘重’而 下 齿 诸

子).”[１３]１１３９而石敬瑭养其弟为子的原因,同样为了

保证宗嗣的延续.石敬瑭出身低微,«新五代史高

祖纪一»记载:“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捩

鸡,本出于西夷,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其

后,晋王李克用起于云朔之间,臬捩鸡以善骑射,常
从晋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鸡生敬瑭,其
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１４]９１石氏一脉,连自己

姓起于何时何地皆不知道,可见其家族卑微.在战

乱的年代,卑微的家族面临着绝嗣的可能性,加之石

敬瑭自己的儿子多早亡,就连重允最后也英年早逝.
因此他为了扩大家族的人员,延续宗嗣血脉,更养侄

子为儿:“高祖以其子重贵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

死,而重睿幼,故重贵得立.”[１４]１９５这种为了家族传

承而紊乱昭穆之事,在动乱的年代成为了人们现实

的抉择.
五代时,后周大将李筠之子李守节也曾收养其弟

为儿,史载:“筠有爱妾刘氏,随筠至泽筠以其有

娠,麾令去.守节既购得之,果生子焉四年卒,年
三十三.无后,以刘氏所生之弟为嗣.”[１０]１３９９４李守节

为保证家族血脉的延续,在其无子之时,立其弟为嗣,
养以为儿,这样可使李氏一族在战乱时家族不至绝嗣.

“养弟为儿”中的“弟”,同样出现了异化,有时不

再指有血脉关系的弟,更有“养妻弟为儿”的情况.
«北梦琐言»就记载一则为了保证家产以及家业繁

荣,而以妻弟为儿的故事:
镇州士人刘方遇家财数十万,方遇妻田氏早卒,

田之妹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长发为继室.
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货殖,方遇以所积财,
令令遵兴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

卒,子幼不能督家业,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财素为令遵

兴殖,乃聚族合谋,请以令遵姓刘,为方遇继嗣.即

令鬻券人安美为亲族请嗣,券书既定,乃遣令遵服斩

衰居丧.[１５]１９５６

由于刘方遇亲子年幼,无力在其死后打理家业,
于是另立妻弟田令遵为儿,命其改姓刘氏,以保证家

业繁荣.由此可知,这种不顾亲疏伦理的收养,是出

于家族因素的选择.
因此,概而言之,唐五代时期,人们出于自身或

者家族因素的考量,“以孙为子”“养弟为儿”成为了

现实的抉择.这种先天的血脉联系不仅有利于亲属

双方的利益,而且有利于整合家族的凝聚力,从而保

证了家族的不断传承,而这种“紊乱昭穆”风俗的由

来,更值得去进一步探讨.

二、“以孙为子”“养弟为儿”风俗的由来

唐五代时期“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的事例较为

普遍,据不完全统计,此类事例有１３处之多,表１为

唐五代时期现存资料中关于“紊乱昭穆”事例的记

载.
表１　现存唐五代资料中关于“紊乱昭穆”事例汇总

被收养者 收养者 辈分关系 收养原因

李欣 李世民 祖孙 喜爱

李钦 李元祥 祖孙 承嗣

李槐 李豫 祖孙 不详

李谊 李适 祖孙 战功

李謜 李适 祖孙 战功

王晏实 王智兴 祖孙 喜爱

不详 韦说 祖孙 不详

陈文硕 陈洪进 祖孙 谶纬

康君 不详 祖孙 承嗣

郑氏 田洪 外祖孙 承嗣

石重允 石敬瑭 兄弟 承嗣

不详 李守节 兄弟 承嗣

田令遵 刘方遇 妻弟 家产

注:数据来源于笔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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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紊乱昭穆”风俗是如何演化而来的

呢? 考证之下其渊源与当时少数民族习俗传入有着

密不可分的影响.
早在北朝时,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就有对

当时“紊乱昭穆”事例的评价,其书云:“四海之人,结
为兄弟,亦何容易比见北人,甚轻此节,行路相逢,便
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

弟者.”[１６]１２６颜氏敏锐的观察到这段时期伦常不兴、
“紊乱昭穆”之现象的存在,因而十分重视并将其写

入«家训»中用来告诫子孙.
“以孙为子”“养弟为儿”这种“紊乱昭穆”之事,

最初为部落时期少数民族的旧俗遗风.在少数民族

部落时期,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疾病等情况,部落减

员,人员伤亡很是普遍.为了保证部落和自身血脉

延续,养孙为子、以弟为儿成为了最现实的选择.
根据如今学者对于语言学的研究,发现在哈萨

克斯坦地区依旧存在称“兄”为“父”的习俗,如陈宗

振先生指出:“近现代以哈萨克语为典型的我国突厥

语及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亲属称谓,不同程度地保

留着古代语言,习俗的影响或遗迹.所以,我国汉文

史籍记载的北齐、唐、宋皇室以‘哥’称父,以‘姐’,
‘姊’称母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家法如是’,偶然的

‘临时移用’或特殊的‘表示亲热’,而是代表北方汉

族中存在的阿尔泰诸语言和习俗的影响.这是魏、
晋、南北朝以来我国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在语

言上的反映.”[１７]３２此外在传统的鲜卑等少数民族地

区,还留存着“还子”的习俗,即在一对新婚男女结合

后,将他们所生的子女送给祖父母收养,这时候他们

的子女就以祖父母为父母,将本生父母称为哥姐.
通过对少数民族传统语言和“还子”习俗的研

究,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地区,在古代社会时期确实存

在“紊乱昭穆”的风俗,而到了唐五代民族融合时期,
可能影响到了当时其他地区的人们.

唐五代时期的“紊乱昭穆”现象深受南北朝时期

民族融合后少数民族遗风的影响,并留存于史书中.
北魏离唐时代较近,其政权乃是鲜卑人所建立,

它的遗风大量为李唐王朝所承袭,其中孝文帝与胡

太后的关系,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还子习俗”.据«北
史杨播传»载:

北都时,朝法严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

职:兄在高祖左右,吾与津在文明太后左右.吾

兄弟自相诫曰:“今忝二圣近臣,居母之间难,宜深慎

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纵被嗔责,勿轻言.
高祖谓诸贵曰: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吾每得杖.左

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１７]１４９０

孝文帝明言他与冯太后为母子,无异于公开承

认冯太后为母.而认冯太后为母,意味着他表明自

己继承的文成帝的道统而不是其父献文帝,这有可

能是对其统治正统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段话应该

有其他的含义.因此可以认为此段话反映了北魏时

期早期“还子”的习俗,孝文帝之所以敢如此表明自

己与冯太后的关系,说明在当时北魏政权还留存着

鲜卑族“还子”的风俗,加上北魏在建国初实行“子贵

母死”制度.即当儿子被立为储君后,本生母即被赐

死.但立国基础在于“仁孝”,孝文帝以称祖母为母,
有利于其统治稳定.

仅以此分析来看,唐五代时期存在的“以孙为

子”“养弟为儿”这种事例,确实是受到少数民族遗风

的影响,那么在唐五代社会是如何看待这种“紊乱昭

穆”的行为?

三、“以孙为子”“养弟为儿”
在社会上的地位

　　为了更好地分析唐五代社会对于“紊乱昭穆”之
事的态度,可分别从法律和舆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唐五代法律对收养关系的规定

中国古代法律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儒家强调

的“长幼有序”原则,实际追求的是建立严格的等级

制度,从而必定会反对紊乱昭穆之事.
实际也是如此,早在唐朝立国之初就颁布了严

格的律法,规定收养制度.«唐律疏议户婚»载:
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

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
[疏]议曰: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

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

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

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
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１８]２５８

这段律文严格规定了收养者与被收养人之间的

关系、双方应遵守的规则以及违背后的处罚.其中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被收养人与收养人之间关系必

须是同宗且昭穆相当.这不难理解,同宗族是为了

维护家族血脉的传承,而昭穆相当,则维护了传统长

幼有序习俗.
对于打破规定,收养“异姓儿”的收养人,唐律也

做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唐律疏议户婚»载:
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

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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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议曰:异姓之男,本非族类,违法收养,故徒

一年;违法与者,得笞五十.养女者不坐.其小儿年

三岁以下,本生父母遗弃,若不听收养,即性命将绝,
故虽异姓,仍听收养,即从其姓.如是父母遗失,于

后来 识 认,合 还 本 生;失 儿 之 家,量 酬 乳 哺 之

直.[１９]２５９

该条唐律则不仅规定了处罚收养人的办法,更
对于送养者也给予笞刑五十的处罚.除了遭到遗弃

三年的孤儿外,严格禁止收养“异姓儿”,表明唐律极

其重视宗族血脉的关系.
对于收养杂户、贱户子女,唐律的规定为:
诸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养女,杖一百.

官户,各加一等.与者,亦如之.
[疏]议曰: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

使,亦附州县户贯,赋役不同白丁.若有百姓养杂户

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养女者,杖一百.养官户者,
各加一等.官户亦是配隶没官,唯属诸司,州县无

贯.与者,各与养者同罪,故云‘亦如之’.虽会赦,
皆合改正.若当色自相养者,同百姓养子之法.杂

户养官户,或官户养杂户,依«户令»:‘杂户、官户皆

当色为婚.’据此,即是别色准法不得相养.律既不

制罪名,宜依‘不应为’之法:养男从重,养女从轻.
若私家部曲、奴婢,养杂户、官户男女者,依«名例

律»,部曲、奴婢有犯,本条无正文者,各准良人,皆同

百姓科罪.
若养部曲及奴为子孙者,杖一百,各还正之.
[疏]议曰:良人养部曲及奴为子孙者,杖一百.

‘各还正之’,谓养杂户以下,虽会赦,皆正之,各从本

色.注云“无主”,谓所养部曲及奴无本主者.‘及主

自养’,谓主养当家部曲及奴为子孙.亦各杖一百,
并听从良,为其经作子孙,不可充贱故也.若养客女

及婢为女者,从‘不应为轻’法,笞四十,仍准养子法

听从良.其有还压为贱者,并同‘放奴及部曲为良还

压为贱’之法.[１９]２６０

该条唐律则严密规定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
对于收养来说,必须要遵循亲宗嗣,分良贱的原则,
力图杜绝用收养的方式达到“改良为贱”“放贱从良”
的目的.

但总体而言,唐律较少考虑“以孙为子”或者“养
弟为儿”这种紊乱昭穆的情况,对于“紊乱昭穆”的事

例没有明确的法律处罚.
(二)唐五代舆论对“紊乱昭穆”之事的看法

既然唐五代法律没有对“以孙为子”“养弟为儿”
的现象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是否意味着当时舆论对

其的容忍呢? 其实并不尽然,唐五代时期虽然这种

紊乱昭穆的现象很多,但是总体上舆论对此多持有

鄙夷之评价.
在前文中提及的大臣韦说,他“以孙为子”的行

为,就成为政敌攻击的借口.«旧五代史韦说传»
载:

天成初,将葬庄宗,以革为山陵使.乃下制

曰:“豆卢革、韦说等,身为辅相,手握权衡,或端坐称

臣,或半笑奏事,于君无礼,举世宁容.革则暂委利

权叙荫贪荣,乱儿孙于昭穆说可夷州司户

参军,皆员外置同正员,并所在驰驿发遣.寻贬陵州

长流百姓,委长吏常知所在.天成二年夏,诏令逐处

刺史监赐自尽,其骨肉并放逐便.[１３]８８４

该段为韦说遭到政敌打击时,对于他罪行的指

控,其中有一条罪名值得注意,即韦说“以孙为子”的
罪名,虽然此事并不是他被杀主要原因,但是政敌却

将其列出,表明在当时文人大臣心中,“乱儿孙于昭

穆”是一件非常可耻之事.
而在前例田洪以外孙为子的事例中,«太平广

记»引载其后续云:
洪本无子,养外孙郑氏之子为儿,已唤致得.年

(‘年’上原有‘身名’二字,据明抄本删)六十,方自有

一子.今被冥司责以夺他人之嗣,以异姓承家,既自

有子,又不令外孙归本族,见为此事,被勘劾颇甚.
令公却回,望为洪百计致一书,与洪儿子,速令郑氏

子归本宗.又与洪传语康州贾使君,洪垂尽之年,窜
逐远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殁之后,又发遣

小儿北归,使道体归葬本土,眷属免滞荒陬.虽仁者

用心,固合如是.[１２]３０７２

该段写出了田洪最后悲惨的结局,他因早年无

子,以外孙为子,而当其有子后,却未让外孙认祖归

宗,遭到阎王勾魂,该事例虽为虚构,但表明当时人

们心中以外孙为子是断灭他人宗嗣的行为.因而这

种厌恶体现在他结局上,田洪暴死远方,如无他人的

安葬,难免死无葬地.
在«北梦琐言»记载刘方遇以妻弟为儿的故事

中,最终也以悲剧结尾.其后载:“而二女初立令遵

时,先邀每月供财三万.及后求取无厌,而石李二

夫,教二女诣本府论诉云:令遵冒姓,夺父家财.令

遵下狱.石李二夫族与本府要(要原作安,据明抄本

改)吏亲党上在府帅判官、行军司马,随使都押衙,各
受方遇二女赂钱数千缗,而以令遵与姊及书券安美

同情共盗,俱弃市.人知其冤.府帅李从敏,令妻来

朝,慎事发,令内弟弥缝.侍御史赵都嫉恶论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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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惊怒,下镇州,委副使符蒙按问.果得事实.自亲

吏高知柔,及判官行军司马,并通货僧人、妇人,皆弃

市.”[１５]刘方遇养妻弟田令遵为儿,但其二女为了获

得家产,一致排斥田令遵,并采取贿赂官员的方式,
将他诬陷致死,最后田令遵虽然洗清冤情,但刘氏一

族却已衰败,刘方遇生前想通过收养妻弟为儿来保

证家业的计划落空.
由此观之,“以孙为子”“以弟为儿”的现象,虽然

当时法律没有明令禁止,但是都不被当时舆论所认

可.
针对唐五代时期“以孙为子”“养弟为儿”这种乱

伦现象,近人王利器在其«颜氏家训集解»中对此评

价道:“自唐五代以来,降弟为儿、升孙为子之现象,
颇为普遍;宗法制度且如此,则交朋结友更无论

矣.”[１６]今人评价尚且不高,更何况是处于被传统伦

理思想统治唐五代时期的人们.

四、结　语

“以孙为子”“养弟为儿”反映了唐五代时期社会

风俗的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突然的,而是更夹杂着

民族融合的因素.面对这种“紊乱昭穆”之事,唐五

代时期整个社会的反映颇为奇特.
一方面,人们出于利益上的考量,将“孙”与“弟”

升降行辈,其背后的逻辑就是企图用这种升降行辈

的方式来拉拢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关系,从而构建

起一个更为牢固的利益链条.被收养人成为“紊乱

昭穆”行为的获益者,得到了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空

间,收养者也获得了“被收养人”的效力,因此这种牢

固的利益链条是发生“紊乱昭穆”行为最重要的原

因.
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紊乱昭穆”行为又不得不

采取反对的态度,其原因有三:
其一为“紊乱昭穆”的行为违背了传统儒家伦

理.“明等级,区贵贱”是儒家伦理的重要基础,它强

调父子夫妻兄弟之间都必须遵守“亲亲尊尊”的原

则.而“紊乱昭穆”恰恰打破了这种原则,这意味着

儒家伦理的削弱,进一步意味着以儒家思想为基石

的封建统治思想被削弱.«礼记祭礼»曰:“夫祭有

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
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

其伦.此之谓亲疏之杀也.”[１９]可以看出,“昭穆紊

乱”会打破儒家长期提倡长幼有序,兄友弟恭,亲亲

尊尊的原则,而这原则又是儒家伦理基础.破坏了

这种基础,必然会导致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政

权的动摇,政权的动摇必然会导致统治阶级的不安,
所以在当时社会中不被认可是理所当然的.

其二为传统宗嗣思想的抵制.“紊乱昭穆”就意

味着宗嗣关系的混乱,宗嗣关系的混乱容易造成宗

嗣的断绝,而宗嗣的断绝,对于任何家族都是不可接

受的.在传统社会,家族传承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任
何有可能破坏宗族传承的行为都将被抵制.虽然

“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的目的多是为了传承宗嗣,
壮大家族,但毕竟孙与祖属隔辈,兄与弟也为两条平

行的血脉关系.“以孙为子”就意味着本生父与亲子

原来的上下等级结构变为了平行的结构,进而带来

的影响就是“本生父”一脉的后代的减少,加大了“本
生父”一脉绝嗣的可能性.“养弟为儿”属相同之道

理,将弟纳为子,导致弟宗嗣并入兄长一脉,使得弟

此后宗嗣灭亡.这种非正常的收养关系必定会被传

统宗嗣观所抨击,更何况以外孙为子和以妻弟为儿

这种异化的行为,也就更为世人所不容.
其三为“以孙为子”“以弟为儿”的行为,会导致

某个男性的继承人增多,当这个男性离世后,继承人

之间就会争夺家产,进而削弱家族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唐五代时期的人们深受传统儒家思

想和宗嗣的影响,对于“以孙为子”“养弟为儿”这种

“紊乱昭穆”事例抱有批判的态度.但又出于自身与

家族利益的考量,又不得不实行.从而导致在当时

的社会,形成了一种对“紊乱昭穆”之事批判与盛行

夹杂的诡异局面.
因此对于唐五代时期“紊乱昭穆”事例的研究,

有助于了解当时社会风俗与宗族关系,对于解决当

今日益增长的孤儿收养问题也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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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承与转向: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纪毅南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社区制是一种符合我国现行经济政治形态的新型社会管理制度,其作用在于帮助国家实现结构化管

理,推动社会整合.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经历了上世纪９０年代居委复位与服务产业发展的社区探索阶段,新世纪最

初１０年社区组织与人才发展的全面建设阶段,以及２０１０年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社区治理阶段.城市社区建设在

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管理方式和管理工具的延续性,又在发展趋势上呈现出决策经营分离化、服务提供规范化、治理

主体多元化的转变倾向.在社区治理的新阶段,需要以社区工作者专业化带动社区治理水平提升.

关键词:社区建设;城市;社会政策;阶段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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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民政部以社区民政对象为服

务主体率先开展社区服务以来,社区建设的概念逐

渐进入政府视野,并在１９９１年由民政部正式提出.

２０００年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并
在２００１年将社区建设列入“十五”计划发展纲要.

２００２年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城市居民自

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２００７年

十七大报告又加以强调,“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

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２０１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
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居民自治性的发挥带动社

区治理.
城市社区建设一直是国家政策的笔墨着重之

处,并随时代变化发展出新的表现和倾向.追溯其

历史可以发现,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单位制消

解、原有社会保障体系及社会服务体系失效的情况

下,国家以社区为载体通过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完善

社区管理体制、动员社区参与力量开展的一项社会

工程,由民政部于１９９１年正式提出.经济改革后所

形成的“非单位型”社会使得传统的国家管理的微观

基础发生了改变,国家无法通过由国家直接控制的

“单位”将社会成员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对社会加以

国家结构化[１],因此通过建设社区这一基层单位重

新实现结构化管理,推动社会整合.
社区建设发展至今,既表现出很强的脉络性,又

在不同时期产生重要转向,这些转向体现了各阶段

的发展特征.目前少有研究对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不

同阶段的脉络性和转变性特征加以归纳,本文试图

根据不同时期城市社区的代表性政策,归纳和总结

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阶段和明显特点,使城市社区

建设的延续性和转向性得以呈现,并由此探求社区

建设的发展前路.

一、居委复位与产业发展的探索路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民政部正式提出社区建设

的概念以前,国家已经着手探索改革后城市社会问

题和服务管理体制问题的解决方法,以恢复计划经

济时期国家的全面管理和控制.此时居委会作为一

个合格的基层社会管理单元再一次受到重视,通过

重新规范城市居民委员会,承接政策和各种指令的

制度载体逐渐形成了,城市居民委员会延续了单位

制时期的组织形态,但其职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在

居委会复位的过程中,社区服务的缺位由社区服务



产业补足,并迎合了市场经济下以货币解决服务分

配的习惯,这些都为社区建设策略的提出积累了经

验.国家通过重建居民委员会形成基层管理载体,
发展社区服务产业回应社区问题,开始了社区建设

的探索.
(一)重建基层管理单元,修复管理服务功能

居民委员会由来已久,现代意义上最早的居民

委员会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出现在杭州,当年１２月由市

政府发出«关于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居委会的工作指

示»,以委员会制建立居民组织,建立起人民民主管

理城市的基础.其后,居民委员会在上海、北京等城

市四处开花,其中,１９５２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拟定«关
于十万人口以上城市建立居民委员会试行方案(草
案)»,开始了居民委员会在华东区的试点[２].

１９５４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通过,标
志着城市居民委员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建立.新中国

成立之初建立居民委员会的目的是取消旧社会的保

甲制度,建立新的控制城市基层社会的有效组织形

式.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建立了全面公有制

的经济结构,开始了单位制管理的计划经济时代.
当时的社会管理体制被称作“单位Ｇ街居制”,政府通

过具体单位来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管理和

控制,居委会只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其主要任务

是组织、管理和控制社会闲散人员,并配合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府活动发挥

特定的职能[３].
而自单位制解体,城市社区建设事业开展,城市

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和潜能重新受到重视.１９８９年

１２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废除了原有组织条例,
对城市社区委员会的选聘及履职重新进行了规范,
使其组织性和功能性得到加强.居民委员会被定义

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其主要任务包括法规政策宣传、公益事业

办理、民间纠纷调解以及综治、卫生、优抚等各项工

作.居委会的功能转变及普遍设立为“单位Ｇ街居”
制向社区制转变提供了管理载体,此外«居委会组织

法»新规定了居委会开展社会服务的功能,使社会服

务业的社区化开展具备实施平台.
由此可见,改革后的居委会延承了单位制时期

的组织结构,但其性质已经转变为集管理和服务功

能于一体的社会单元,服务对象由社区内的弱势群

体转变为全体社区居民.民政部于１９９１年５月在

“社区服务”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社区建设”概念,以

居委会为基础着手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

服务体系.
(二)整合城市社区资源,发展社区服务产业

整肃后的居委会颇具雏形,但羽翼未丰,尤其在

社区服务的提供上存在弱势,因此国家通过发展社

区服务业,回应新体制下居民对社会服务的需求问

题.１９９３年８月民政部下发«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

务业的意见»,以企事业单位无偿、低偿、有偿地在社

区内开展社区服务为切入点,形成了以社区服务中

心为骨干,以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和便民利民

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发展社会服务实体来增强自我

发展能力的社区服务业格局.
这一时期的社区服务总体上缺乏非营利性的特

征,作为一项“第三产业”其经济功能受到重视.在

由社区服务中心承担缺失的福利提供功能之外,主
要通过企业的市场化行为进行补充,以产业化的方

式发展并交由市场调控,以商品的形式由居民通过

购买获得.但面对庞大的需求群体和多样化的服务

要求,事业单位在从事社会服务时表现出力量不足,
企业单位自然的逐利目的又与社会福利性冲突,出
现了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失灵问题.另外,尽管社区

服务整合了企事业单位等社会资源,但总体的社区

服务力量仍旧有限,因此民政部门尝试通过舆论引

导、评优奖励、多渠道筹资、建立志愿者协会等手段

发掘社区志愿服务力量,以回应政府职能转移、市场

调控失灵下的社区服务提供问题.
总的来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居民委员会的管理

角色刚刚复位,仍以近乎习惯的行为适应着来自政

府的任务安排,在城市广泛开展的社区服务又难以

包含政府希望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所要承担的职

能[４],在缺乏对回归社区居民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各
类冲撞政治秩序的集体行为自然产生.面对难以绕

过的基层社会民主管理问题,城市社区建设的思路

被提出来,并于１９９８年在２６个国家级社区建设实

验区首先试点,其后以居委会为基础的社区建设在

全国范围正式展开.

二、社区组织与社区人才的主体建设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
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文件要

求以社区体制改革后的居委会辖区界定城市社区,
具体任务涵盖服务、卫生、文化、环境、治安等多方

面,这意味着全面系统的城市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

范围内迅速推进.在“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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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十年发展时间内,城市社区建设主要是围绕管

理和服务的行动主体建设展开的.作为一个包含了

多方参与的过程,政府尤其重视社区内生组织和社

区工作者队伍的规范化发展,并通过强化双重管理

体制以限制外部社会组织过度活跃.这些政策倾向

延续了国家加强结构化管理、迅速实现社会控制的

管理思路,但同时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对社区社会组

织的态度转变,替代传统限制发展、双重管理的培育

引导、合作互补的管理方式逐渐萌芽产生.
(一)内生组织与外部组织建设

社区建设之初,社区内生组织结构的零散不利

于政府命令的上传下效和社区资源的整合.全面铺

开的社区建设着重对社区内生组织,以及作为社区

服务力量的外部社会组织进行培育和发展.根据其

与社区的关系,围绕于社区的各类组织可分为社区

内生组织,以及外部社会组织.所谓社区内生组织,
首先包括作为社区管理基础的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其次还涵盖传统党群组织、国家法规

规定的社区社会组织、未注册备案的社区团体[５],如
各类社区社团、各类社区协会、社区基金会等,这些

组织植根于社区,主要组成人员及服务对象就是社

区居民.外部社会组织是以社区为服务点,但服务

范围不限于社区的正式注册社会组织.
首先,社区建设过程带有一定的党建特征,基层

党组织建设是社区建设的优先操作环节.政府于

２００４年将基层党建工作作为考核领导干部工作绩

效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街道、社区党支部在其辖区

各项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主要职责,使得基层党建

工作在全国迅速开展.通过党建措施,党在社区事

务的管理和调控能力明显提高,因此也使得党员在

“街聘民选”制度下的城市居委中占较高比例.
其次,在党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即居委会的管理作用.在此时的社区建设

过程中,居委会更加表现出其强化社区行政化管理

的作用,而掩盖了社区作为居民自主参与实践的自

治属性.居委会作为政府的办事机构,成为传达实

施命令的助手,符合了政府开发社区作为社会基本

管理单元的愿望,却影响到居民自主性社区参与的

体验:大部分居民认为社区就是改制后的居委会,社
区承担的仍是过去居委会执行的功能[６].

而对于其他社区内生组织以及外部社会组织,
由于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

«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

通知»,强化了之前提出的民政部主管登记管理,并

受业务主管部门管理的“双重管理”模式,限制了其

自由发展的积极性.此时社区内生组织数目少且规

模大多较小、人员数量少、组织结构松散、制度建设

不完善,缺乏独立性和可持续性[７].但与此同时,上
海等地开始出现以枢纽式管理提升管理效率、以孵

化培育引导社会组织发展的实践探索.２００６年上

海普陀区下发«民间组织枢纽式管理试点工作的意

见»,依托区街两级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建立管理枢

纽;２００７年上海浦东新区成立上海浦东非盈利组织

发展中心,开启了孵化式的社会组织培育机制,并鼓

励社区内生组织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对备案

性的群众活动也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这些政策实践

表明由政社同构的社会管理思路向政社分离、对社

会力量放权的转变逐渐萌芽产生.
(二)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社区工作者是伴随社区建设出现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的新兴概念,这一名称的来源至少有二:一是伴

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出现,一是源自上海等地

出现的社区工作站[８].社区工作者的前身是计划经

济时期在政府部门、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中为社会

成员直接或间接提供行政性帮困解难服务的人

员[９],单位制消解后,原由单位负责的社会保障及社

会服务职能部分转移到基层自治组织当中,居委会

成员等人群就成为社区工作者的代表.
社区建设建构了社区工作者的概念.２０００年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

知»中,规范了社区工作者的选聘制度和激励制度,
这时的社区工作者主要包括社区居委会干部队伍、
社区党组织成员以及相关社区工作人员.其后,各
地开始了对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积极探索,包括:
以“街聘民选”扩大社区工作者来源,调整人员结构;
实行直接选举,加强了选民和当选者之间的关系;培
训社区工作者,提升其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等[１０].
但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当时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仍

旧存在男女比例不均、年龄结构偏大、文化程度偏

低、收入水平不高、人员来源复杂、名义地位尴尬、社
保待遇不全的问题[１１],影响到社区自治组织的工作

水平和工作效能.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各地方政府对社区工作者

的职业化路径进行了摸索,加强了对社区工作者队

伍的职业化、规范化管理,如这一时期沈阳市出台

«沈阳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南京市出台«关于加

强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天津市出台

«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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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出台«上海市社区工作者队伍管理办法(试行)»
等.这些法规政策从职责规范、招聘管理、绩效薪

酬、培训及生涯规划等制度入手,在人员管理层面建

构了职业化制度体系.
由此可见,社区工作者所发挥的职能,继承了我

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并广泛发挥作用的社会服务

实践及制度,但已经发生了转变.目前其功能的发

挥与社区建设是一致的,社区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

相应被赋予了满足居民需求、解决社区问题、缓解社

区矛盾的要求,因此必须通过职业化、规范化的建设

使其具备发挥较高社会效益的能力.

三、多元参与,协同合作的治理格局

社区建设像一支强心剂,使政府在失序的环境

下重新掌握对社会群体的控制权,但强烈管理倾向

却无法回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随着一元化管理

思维遭遇困境,启动社会组织、公民群体的治理力量

迫在眉睫.２０１０年后的社会发展新时期,国家统治

方式开始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社区建设因此迎来了

新的发展转向.

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

理体制,以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的形式实现

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社

区层面,逐渐形成城乡社区治理的发展态势.十八

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认为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是实现“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保证.２０１７
年６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

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形成基层党

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

乡社会治理体系.由此可见,社区治理依然延续了

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社区工作者

在社区中的功能定位,继续扶持和规范这些组织和

群体的发展.同时社区治理拓展了新的社区建设策

略,即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社区治理被认为是包

括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居民在内的多主

体共治.各治理主体通过合作协调、共享共治,解决

单一主体管理功能缺位、效率低下的问题,有效回应

社区问题和社区需要.同时,更加注重社区资源整

合,以项目制或团队建构等制度形式整合不同主体

的资源和优势,回应特定范围的治理需求.
目前,社区层面创新的治理方式包括引入社会

组织力量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以调动社区居民自

治力量的社区协商机制、项目制以及整合社区资源

的三社联动机制等,在历史传统下,政府作为治理网

络中的重要节点,通过政策对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

起主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一)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服务

社会组织是基于某种共同的社会目标而以一定

方式自觉结成的群体集合,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

主体[１２],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独立性、志愿性、
公益性等基本特征.购买服务,是政府将公共服务

签约承包给私人部门的形式.市场、政府与社会在

单一提供公共服务时都存在失灵的现象,因此购买

服务这一政社合作机制得以产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国务院颁发«关于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第一次从顶层制度设计的

角度阐述了购买服务的相关思路.社会组织作为购

买服务重要的承接主体,通过有序承接购买服务项

目参与公共服务提供,进而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

要环节.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服务,是政府将

社区公共服务内容外包,采用公开竞标、公益创投的

方式由合格的社会组织获得,如针对社区残疾人的

康复照料项目、针对社区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项目、针
对社区青少年的科普教育项目等.政府也会通过监

督管理、评估兑现、追踪管理等形式对项目进行监督

控制,保障项目实施效果.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理想上是

平等的合作关系.政府扮演购买者、监督者和评价

者的角色,对回应社区居民需求、保证服务效果负

责.社区社会组织扮演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承接政

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发挥反应迅速、回应确切、服务

高效的专业性优势.二者通过契约合同巩固关系、
明确分工.

另外,政府购买服务与社区社会组织自身的生

存发展紧密相关.政府资金的项目化注入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社会组织的资源短缺局面,在北上广等社

会服务较发达地区,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已成为许

多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方式.除此之外,各地方政

府还采取兴建公益孵化基地及培育中心、提供税收

减免优惠、开展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备案制试点等措

施,助力社会组织发展及社会服务开展.
(二)居民自治中的社区协商制与项目制

有学者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不是一切依靠政

府,而是应该遵循“剩余管理原则”,即社会事务和公

共事务首先依靠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进行力所能及

地处理,处理不了的再交由地方政府,最后才由中央

政府进行承担管理和服务的责任[１３].不论学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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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府管理边界的争论如何,在社会自主性不断增

强的现实条件下,国家越来越重视由公民个人自主

解决自身问题.在社区层面,这一倾向表现为对居

民自治的重视,如倡导以民主协商机制和项目制为

代表的社区治理创新.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

意见»,提出用社区协商的方法实践社区自治精神.
一个完整的协商过程由以下步骤构成:明确协商内

容、确定协商主体、拓展协商形式、规范协商程序及

运用协商成果.许多社区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逐
渐形成了一些稳定有效的操作模式,如在上海社区

内较为流行的“走帮议联”模式.这些模式在解决老

式公房小区及商品房小区内居、业、物矛盾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同时社区协商作为民生表达的渠道代替

了社会行动、上访等激进民意表达方式,促成了居民

情绪的合理表达.
目前,上海等地出现并推行的社区居民自治的

项目制,是实现居民再组织的社区治理新形式.项

目强调在一定的时间和资源条件约束下,采用一种

特定组织形式完成明确目标的一次性任务.对于社

区自治项目而言,项目针对的都是社区中具体而微

的实际问题,例如居民养狗、停车困难、垃圾分类等.
项目设计和主要参与者都是社区工作者及社区居

民,一般由街道统筹拨款,并邀请专家在项目设计阶

段和实施阶段进行督导评估.由于回应居民自身问

题,有具有较高的参与性,项目制在动员居民参与社

区治理中作用明显.
(三)三社联动模式

“三社联动”是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

三方主体在社区领域、围绕居民开展的社区治理活

动,其目的是实现基层民主、促进社区内生性发

展[１４],是一种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社区组织通过三

社联动机制整合了社区居民资源、社区工作者资源

及社区居委会资源,实现不同主体优势互补、融合发

展、互相联动,从而更加有效地回应社区问题和居民

需求.
三社联动意味着发挥社区平台的作用,在完善

社区公共服务的同时,释放社区管理的空间给社会,
使其成为居民自治的滋生地;发挥社会组织载体的

作用,为社区输送专业服务,使其成为社会工作者成

长的摇篮;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强化社会福利制

度的发送体系[１５].事实上,上述政府购买社区社会

组织服务的方式,以及各种引导居民参与的社区机

制,都可以看作三社联动的实现路径.三社联动是

一种合作整合机制,在保证多元主体参与的同时,重
视多个主体共同发展所形成的合力,由管理网络和

项目化机制等将人、财、物、信息等资源整合在一起,
发挥各自优势并互相受益.

四、社区建设新阶段的发展策略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其中包括“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
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
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由

此,目前社区建设的发展策略,仍是实现共建共治共

享的多元治理局面.在城市社区中,政府购买社会

组织服务、三社联动等机制将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

等治理力量嵌入社区,使得社会力量能够参与社区

治理.
目前看来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服务、三社

联动等机制,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仍存在诸多缺陷.
首先,其稳定性不够,项目合同所能保证的服务时限

是短期的,同时其资金供给受制于政府决定,如部门

领导换届或政府资金调配不及时都会导致项目无法

延续,这就使得这些外来的社会力量无法与居民建

立长久关系,所提供的服务也不能长期跟进,关系中

断可能会使服务对象产生被抛弃感,严重影响其服

务成效.其次,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常常不能真

正融入社区,存在与社区内部工作者的不能较好合

作的问题,尤其在目前社会工作本土化未完成的情

况下,社区内部工作者如果不认同社会工作者的专

业性,或者认为其薪资待遇相对社会工作者不公,就
会出现消极配合、忽视甚至冲突的行动.

以上现象所导致的治理效果不佳,迫使各地政

府急切寻找其他出路.例如,上海市采取的网格化

管理,将社区再细分为一个一个网格,每个网格由社

区工作者负责到位,颇有一种以人盯人的态势,这反

映出政府在社区治理方面已做了很大的投入.同时

目前社会服务发展有去院舍化的趋势,养老服务的

开展、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服刑人员及两劳释放人

员的矫正等都逐渐回归社区,社区治理的难度和压

力会逐步加大,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在社区建设新阶

段提出相应发展策略.笔者认为,提升社区治理能

力应从社区内部入手.社区工作者作为社区管理和

服务的主要力量,具有天然的场域和关系优势,尽早

实现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转向是改善社区治理局面

的有效出路.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５年参加十二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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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曾强调,要建立

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推动服务和管

理力量向基层倾斜,实现从管理向治理转变.
笔者认为,实现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为社

区治理提供高素质人才支持,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促进社区工作专业知识体系的积极建构

专业化意味着专业人员应该具备专业知识和技

能,目前社区工作者颇为人诟病的地方在于其专业

性不足,随着基础社会管理方式由管理向治理转变、
社区居民需求由单一被动向多层次的服务自治转

变,社区工作者职能的发挥越来越依靠专业的知识

技巧.而社区工作严格来说是伴随社区建设而兴

起,其发展历史较短,具有较强的政府建构性,专业

知识体系建构相对滞后.因此政府需要在现有学科

的基础上,厘清社区工作者包含的多学科知识集合,
同时需要将社区工作者在实践中形成一些有效的工

作方法和实践策略,这些零散的实践经验知识加以

总结并抽象化,促使其由实践经验知识向逻辑科学

知识转化.
(二)社区工作者专业教育模式的优化

通过培训的继续教育方式对社区工作者进行不

断的知识传授,能够提升社区工作者的治理能力.
如上海市现阶段依托各级党校、社区学校、社工机

构、高等院校、实训基地等,根据社区工作者不同类

别和工作岗位,设立初任培训、专业培训和进修培

训,为社区工作者专业化起到了推动作用.笔者认

为,社区工作者专业教育应注重时间和空间上的灵

活性,应适当增加远程网络培训和结合岗位实际的

自修培训形式.同时,社区工作者应尤其重视前辈

和上级的经验传授,许多资深的社区工作者在长期

的工作实践中累积了一定的人脉,掌握了在社区情

境中行之有效的经验性工作方法,因此通过建立“以
老带新”的工作机制,能够帮助新入职者迅速获取工

作经验.
(三)有效改进既有社区工作者管理制度

自上海市“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一号

课题发布以来,社区工作者管理的规范性颇受重视.
笔者认为,社区工作者的有效管理首先需要有序提

升总体薪资水平,由于社区工作者会与其他行业工

作者进行薪资方面的横向比较,各级政府在社区工

作者的薪酬管理上,一方面需要稳步提升社区工作

者的平均工资水平,防止出现工作者薪酬明升实降

的现象,另一方面需要注重职业资质等、专业学历等

因素在社区工作者薪酬分配中的比重.其次,在痕

迹管理方面,推行标准化的台账文件和电子化台账

管理为工作者减负.再次,应加强政府内部监督,防
止政府官员不合理的政绩追求影响工作者自主性的

发挥.社区工作者不应再是“居委会大爷、大妈”的
刻板代言,而是一批具备社区知能的高素质人才,其
应当成为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

五、结　语

通过对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可
以发现我国的社区建设经历了比较清晰的阶段性发

展过程,这一过程与国家重要政策的提出同步.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国家以居委会的复位回应基层管理问

题,以社区服务产业的发展解决服务供求矛盾,从而

开始了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２１世纪的最初十年,
国家通过加强基层党群组织、居委会等社区内生管

理组织规范化建设,加强社区工作者这一社区管理

力量的规范化建设,进行全面系统的城市社区建设;

２０１０年后的社会发展新时期,国家开始意识到单一

主体在社区管理上的失灵,逐渐注重社会组织、社区

居民等治理力量参与的重要性,并创新机制调动其

积极性,实现多元主体的社区共治.
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社区建设的延续

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管理方式上的延续性,在
社区建设的探索时期和全面建设时期,国家的社区

建设思路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一贯的国家主导、政
社同构的管理方式,以社区这一基层管理单元的组

织和结构化实现社会控制.其次是管理工具上的延

续性,社区建设向来重视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城市

社区工作者,都是计划经济时期就存在的社区行动

主体,社区建设延续了之前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结构.
城市社区建设在延承之外又表现出明显的转向

特征.首先城市社区建设本身就是一项制度创新,
国家将以社区所代表的地域实体建构为基层管理单

元,解决了单位制消解后的社会失序问题.其次,国
家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之中,表现出由社区管理向社

区治理的思路转变.特别是２０１０年后社区建设的

新时期,强调多元主体共治、强化居民参与、规范化

社区工作者队伍等政策实践,反映出国家开始以新

的治理思路回应社区问题.在社区建设的未来发展

阶段,笔者认为,实现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转向是社

区建设新阶段改善社区治理局面的有效策略.
城市社区建设一直在不断的方向选择中进行,

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期,就有学者提出社区建设面临

的诸多两难抉择.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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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还是脱域共同体? 社区建设的行动主体,是政

府主导还是社会多元复合? 社区建设的理想图景,
是国家治理单元还是独立公民社会[１６]? 社区建设

发展至今,这些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在由基层党组

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工作者及社区社会组

织合力构成的基层社会管理制度已接近完备的情况

下,目前的社区建设正逐步实现由政府包办向决策

与经营分离、由单一主体管理向多元主体治理、由产

业化服务向专业化服务、由注重居委行政性向注重

居民自治性的多个转向.在这个市场经济背景下的

陌生人世界里,人际关系和谐、居民互助合作的社会

共同体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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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是世界三大重要生态系统之一,是珍贵的自

然资源和旅游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地球之肾”[１],其
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近年来,湿地公园大量建设,这
对于湿地的保护有着积极意义,尤其是在湿地的大众

科普宣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家湿地公园总

体规划导则»将科普宣教规划列为专项规划,并提出

“科普宣教规划是以宣传湿地功能价值、普及湿地科

学知识、弘扬湿地文化为主要目标”;科普宣教规划要

“根据湿地公园的自身特点和宣传教育对象,明确科

普宣教的主要内容、建设重点和展示布局”[２].
本文根据科普宣教体系的科普内容、科普形式、

展示布局三方面,对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科普宣教

情况进行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和随机采访,试图了解

该公园科普宣教的开展现状和游客感知之间的差

距,并提出对应的改进建议和措施,进而提高该公园

的科普宣教功能.如何让人们快速、透彻地认识湿

地、了解湿地、保护湿地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湿地公园科普宣教概念及现状

(一)湿地公园科普宣教概念

湿地公园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园类型,科普宣教

功能是保证其健康发展的重要功能.湿地公园科普

宣教主要是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宣传普及湿地相关

基础知识和法律法规,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展
示湿地类型、湿地动植物资源、湿地景观和生态特

征、湿地生态功能、湿地文化和生态文化;通过体验

式和参与式活动认识湿地[３].因此,湿地公园的科

普宣教,即为使用合适、合理的方式方法使公众及游

客更好地了解湿地的相关知识,并参与到湿地及湿

地公园的保护中去.
(二)国外湿地公园科普宣教研究现状

国外对湿地的研究起步比较早,Mitsh在美国

Olentangy河的研究中提出了湿地研究公园的概

念;Hsieh等[４]在台湾西海岸湿地保护战略规划中,
运用 Greenway(生态廊道)的概念,提出了湿地生态

公园的概念.国外对于湿地恢复和重建的研究具有

悠久的历史,对湿地科普的实践方面也有许多优秀

案例,但对湿地科普宣教的理论研究尚有不足[５],可
从宣教标识和解说系统两方面来阐述.

国外对于宣教标识系统的研究较早,最早基于

宣教与解说系统来研究,较成体系,其应用也相对成

熟.从宣教标识系统的规划、宣教主题的选择、景观



资源的需求到游客对宣教标识的评价、旅游动机的

调查等,在符合审美需求和科普性的同时,更因地、
因人制宜[６].解说系统是科普宣教的又一方面内

容.国外对环境解说相关方面的研究及应用主要包

括解说评估有效性、解说系统服务、解说受众和解说

规划等,所涉及的研究区域包括自然保护区、湿地博

物馆、遗产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等;在研究同时还融

入了相关的游客心理学、教育学和行为学等一系列

学科理论[７].在国外,湿地公园中会采用新颖独特

的设计和方式来吸引游客,优秀案例如伦敦湿地中

心[８]、新加坡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９]以及日本的大

量湿地公园[１０].
(三)国内湿地公园科普宣教研究现状

国内各地的专家学者对湿地公园的研究已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赵思毅等[１１]在«湿地概念与湿地公

园设计»一书中系统阐述了湿地的定义、形成、类型、
功能及湿地公园的概念,并对城市湿地公园的营造

原则、设计方法、发展前景进行研究,探讨在当代景

观环境设计中湿地公园设计的重要性和意义,为今

后湿地公园的建设奠定基础并提出展望.王浩

等[１２]编著的«城市湿地公园规划»一书,除了探讨城

市湿地公园的基础知识外,还阐述了相应的营建模

式、生态技术应用和生态旅游发展策略等内容,同时

在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但

新球等[１３]在大量的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编著了«湿地

公园建设理论与实践»一书,在系统总结了我国湿地

公园建设和规划设计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将“文化

设计理念”引入到湿地公园规划设计当中,提出在湿

地公园规划和建设中体现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
但湿地公园作为新兴公园,近１０年才在国内快

速发展,各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发展为一个成熟完整

的体系,湿地公园科普宣教功能方面的研究略显不

足,且在湿地公园建设的实践中,科普宣教规划处于

从属地位,在不同地域、不同特色的湿地公园中,充
斥着模式化、同质化的科普宣教,对游人的吸引力不

足,科普的辐射面及延伸面较小[１４].２０１０年颁布的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提出,国家湿地公园应当

设置宣教设施,建立和完善解说系统,宣传湿地功能

和价值,提高公众的湿地保护意识[１５].在知网检索

湿地公园科普宣教一词,虽然有谷康[１６]、任丽霞[１７]、
耿满[１８]、刘彦君[１９]、武锋[２０]等作者基于实际项目进

行了一些理论研究,总结了相关的科普宣教模式,但
是对于系统规划设计的理论研究体系仍有很大不

足,在科普宣教的研究方面的不足尤为突出.而在

知识经济和科教兴国的战略背景下,深入挖掘湿地

公园的科普宣教功能是其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长远目

标,开展湿地公园科普宣教研究已经刻不容缓.

二、调查地概况和调查方法

(一)调查地概况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主城

区西部,距离杭州西湖五千米[２１],占地面积约１１．５
平方千米,是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湿地、农
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其为国

家５A 级旅游景区,西溪湿地是罕见的城中次生湿

地,曾与西湖、西泠并称杭州“三西”[２２].园区约

７０％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整个园区六条

河流纵横交汇,水道如巷、河汊如网、鱼塘栉比如鳞、
诸岛棋布,形成了西溪独特的湿地景致(见图１).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３日,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被

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２３].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自然资源丰富,有鸟类、昆

虫、两栖类、鱼类等动物资源以及丰富多样的植物资

源,是杭州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担任

着调节生态和大气环境、净化空气和水源的重要职

责,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西溪国家湿地公

园建园已久,各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已趋于稳定,人流

量波动不大,结构稳定,对笔者针对该湿地公园的科

普宣教情况研究有较好的基础条件,且对于该公园

在科普宣教方面的提升有积极意义.
(二)调查对象

在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各主要景点,包括福堤、
绿堤、寿堤、河渚街、高庄、西溪天堂、西溪湿地植物

园、水下观光长廊等景点,以及费家搪、虾龙滩、朝天

暮漾、包家埭和合建港五大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恢复区

进行科普设施实地调研(见图１);问卷发放对象考虑不

同地域、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的游客.

图１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现状平面

及调查点分布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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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方法

１．实地调研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０１７年４月对西溪国家湿地公

园进行现场踏查调研,对公园内科普宣教的软硬件

设施进行调查统计,主要记录莲花滩观鸟区、水下观

光长廊、湿地生态知识科普展览等场所,统计科普设

施的内容、数量、形式及其位置布局.

２．问卷调查

２０１７年４月—５月对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的游

客进行现场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对象考虑游客年

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社会人口学特征,还包括游

客对湿地生态知识、科普形式的态度和需求、游客的

满意程度等心理学特征.游客体验感受采用李克特

五级量表来度量游客对于测评项目的感知状况,包
括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项.
问卷采用“一对一”的填写方式,保证调查问卷的质

量及回收要求,共发放１５０份问卷,回收１５０份,回收

率１００％,其中有效问卷１４０份,有效回收率９３．３％.

３．随机采访

对游客进行随机采访,内容包括对湿地生态知

识的认识、对该湿地公园的科普情况的总体感知、对
科普现状的评价与期望等.实地访谈法是通过与研

究对象直接接触,来探查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这

种方法有针对性、灵活真实,便于更为深入了解研究

问题深层次原因,得到对该公园的总体科普效果的

评价分析[２４].

４．综合归纳

利用 EXCEL、SPSS等分析软件对问卷调查数

据进行整合,利用Spearman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

析探讨公园科普现状与游客的期望和需求之间的差

距,并提出解决建议.

三、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科普

宣教开展情况及分析

　　经过对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实地调研后,总结

和归纳该公园的科普宣教开展情况如下:
(一)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科普内容

公园内的科普以实地的植物、动物为主,而展板

上的科普内容归类可分为四方面(见表１),包括:a)
湿地的定义、类型、动植物组成,主要为湿地的基础

知识;b)湿地的生态功能、生态服务功能的展示,主
要为湿地的功能展示;c)模拟湿地的展示和体验,主
要为人与湿地的互动体验;d)湿地法律法规的宣传

和保护.具体分布位置和包含内容见表１.

表１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科普内容

科普内容 分布位置 举例

定义、类型、动植
物组成

杭州湿地植物园、
绿堤、深潭口、水下
观光长廊

植物解说标牌、动
物解说标牌、自然
知识解说标牌

生态功 能、生 态
服务功能的展示

中国湿地博物馆
植物模型、动物模
型、互动游戏屏

模拟湿地的展示
和体验

水下观光长廊、莲
花滩观鸟区

水下观光长廊、观
鸟亭、观 鸟 楼、气
象监测站

湿地法律法规的
宣传和保护

深潭口、中国湿地
博物馆

保护宣传展板、国
内外湿地分布图

　　根据调研结果可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科普

内容主要以动植物解说标牌和自然知识解说标牌为

主,即以湿地基础知识为主;而生态功能、生态服务

功能的展示和湿地法律法规的宣传和保护主要在中

国湿地博物馆中展示,在该公园的室外区域则几乎

没有展示;湿地的相关体验活动则主要为观鱼、观
鸟,而其他体验活动却不够丰富多样.

(二)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科普形式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的科普形式主要包括解说

系统、标识系统和参与体验三方面,计算其覆盖面积

比例大致为１∶６∶２,标识系统覆盖面积占６７％,比例

较高,而解说系统所占比例最低,占比１１％,见图２.

图２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科普形式覆盖面积

１．解说系统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的解说系统的形式包括解

说标牌、游船上的语音解说和中国湿地博物馆内的

志愿者讲解员.解说标牌以文字解说为主,平面图

为辅;游船上的语音解说是沿着游船路线大致介绍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总体情况和各个景点的情况特

点,比文字解说更吸引游客,但此类解说只在游船

上;中国湿地博物馆内的志愿者讲解员主要由大学生

志愿者组成,解说内容从湿地基础知识到湿地分布、
湿地生态效益、湿地的威胁和保护,丰富多样,但只在

中国湿地博物馆内存在,室外缺少系统全面的解说.
总体来说,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解说系统的形

式较为单一,以文字解说为主,不系统全面,缺少互

动体验式解说,无法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专注度并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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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游客深入透彻地认识湿地、了解湿地,进而激发保

护湿地的信念.

２．标识系统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标识系统较为丰富完善,
主要通过各类导览标识牌来体现,分为指示牌、警示

牌和解说牌见,见图３.

图３　标识系统标识牌分类体系

指示牌包括全景导览牌、道路指示牌和服务设

施指示牌.全景导览牌在该公园的周家村、高庄、西
溪天堂、绿堤出入口等都有设置.在公园主要出入

口的全景导览牌以巨幅立体儿童画平面图为主,使
游客能快速了解该公园的景点布置,并根据全景导

览牌上推荐的步行游览路线和游船路线进行游线规

划.而在主要道路交叉口设置的全景导览牌,以有

景点标识的平面图为主,可使游客快速找到自己的位

置.道路指示牌主要为游客提供具体景点的方向和

指示,采用木质材料,以中文为主,辅以英文、日文、韩
文,为不同国家的游客提供指示服务.服务设施指示

牌在主要道路节点都有设置,一般与道路指示牌一

起,为游客提供指示.三类指示牌在西溪国家湿地公

园内分布广泛,但该公园的面积较大,覆盖不够全面,
导向不明确,使游客不能根据指示快速到达目的地.

警示牌主要有安全警示牌、野生动物通道提示

牌、禁止踩踏警示牌、水深危险警示牌等,主要设置

在水边、草坪上、木栈桥边等,材料以木质长方形标

牌为主,落地安插,保证游客的安全和湿地的生态系

统不受破坏.其中水深危险警示牌与救生圈共同组

合,供游客在意外时使用.
解说牌包括景点类、自然知识类、人文知识类、

特殊生态环境类、珍稀动植物类等解说牌.景点解

说牌主要设置在各个主要景点出入口,包括绿堤、深
潭口、莲花滩观鸟区、西溪湿地植物园、水下观光长

廊等.自然知识解说牌和特殊生态环境解说牌分布

在湿地植物园、绿堤等地.人文知识解说牌主要设

于深潭口、河渚街等地,主要内容为西溪民俗,包括

越剧首演地、龙舟胜会等,更有助于加深和提高游客

的游览感受.植物解说牌主要分布在西溪湿地植物

园、绿堤、深潭口等,数量较多、较为全面;植物标牌形

状多样、形式丰富,包括挂牌式、竖立式等,材质以木

质等环保材料为主.此外,公园内还有二维码植物标

牌,获取知识方便快捷.动物解说牌主要分布在莲花

滩观鸟区和水下观光长廊.莲花滩观鸟区内的观鸟

楼为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检测站野鸟监测点,内有大

量的鸟类标识牌,标识牌上的内容包括鸟种描述、分
布范围、习性以及鸟的图片;莲花滩观鸟区的解说标

牌主要为鱼类和水生植物解说,可通过学习标牌辨认

湿地内的具体物种.各类解说牌在西溪国家湿地公

园内分布较为广泛,图文并茂,但形式比较单一.

３．参与体验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的室外参与体验点主要为

水下观光长廊、莲花滩观鸟区和气象观测站.水下

观光长廊位于湿地植物园包家埭水生植物群落展示

区,展示区占地面积约８００００平方米,其中水下观光

长廊约６０００平方米,总长１３７米,宽３~１２米,深１
~３米,两侧由８厘米厚的透明亚克力有机玻璃围

合而成,呈曲尺型蜿蜒,透过玻璃,水域中的沉水、浮
水、浮叶、挺水植物及水生动物的生存状况尽收眼

底,加深了游客与湿地之间的互动体验.莲花滩观

鸟区也是一个互动体验的绝佳场所,通过望远镜等

设施,可以观察湿地内的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西

溪花朝节的一系列活动策划和中国湿地博物馆的游

戏互动屏也是游客参与湿地体验的主要方式.但总

体来说,公园面积与互动体验设置点不成正比.
(三)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科普现状分析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科普宣教体系已经有了一

定的基础,但不完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a)公园面积大,解说系统覆盖不全面,解说系统

形式较为单一,解说主题不明确,公园室外部分缺少

视听媒体解说、电子解说屏等便于游客接受、理解的

解说载体,缺少宣传手册和西溪湿地周边产品.

b)标识系统指示不明确,导向性不够正确有

效,不能使游客快速理解并到达目的地;除了绿堤、
湿地植物园等重要景点,公园内其他景点的植物标

牌较少,植物解说标牌分布不够合理、更新不够迅

捷,没有覆盖整个公园;标识牌形式不够多样、新颖.

c)公园的室外湿地类体验活动不够丰富多样,
体验点数量及分布与公园面积不成正比,不能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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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通过体验活动更好地了解、认识湿地的相关基础

知识、生态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寓教于乐、寓教于

游的效果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四、游客感知及期望情况分析

(一)游客社会人口学统计分析

从统计数据来看,男性游客比例为５３．６％,稍
高于女性游客比例;其次,１８~２４岁和２５~３４岁的

游客分别占游客样本的５１．４％和２９．３％,６５岁以

上的游客仅占０．７％;从学历结构来看,本科学历的

游客占比最高,大专次之,硕士及以上的游客再次,
高中及以下占比最低,且游客样本中又以在校学生

和企业单位的游客居多,相应的,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和

无收入人群占比较高,见表２.说明游客以中青年、
高学历、高收入为主.

表２　游客社会人口学特征表

类型 项目 人数/个 百分比/％

性别
男 ７５ ５３．６
女 ６５ ４６．４

年龄

＜１８岁 １６ １１．４
１８~２４岁 ７２ ５１．４
２５~３４岁 ４１ ２９．３
３５~４４岁 ６ ４．３
４５~５４岁 ２ １．４
５５~６４岁 ２ １．４
≥６５岁 １ ０．７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４ ２．９
高中/中专/技校 １２ ８．６

大专 ２４ １７．１
本科 ８３ ５９．３

硕士及以上 １７ １２．１

职业

在校学生 ４４ ３１．４
工商业 ５ ３．６
企业 ４４ ３１．４
事业 ４ ２．９

科教文卫 ４ ２．９
公务员 １ ０．７

下岗/待业人员 １ ０．７
离退休 １ ０．７
其他 ３６ ２５．７

月收入

无收入 ３５ ２５．０
０~３０００元 １５ １０．７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 ２９ ２０．７
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 ３５ ２５．０

１万元以上 ２６ １８．６

(二)游客总体感知分析

１．解说系统游客感知情况

通过问卷调查和随机采访可知,４４％的游客认

为该湿地公园的解说系统一般,１１％的游客认为不

满意甚至非常不满意(见图４(a)),超过一半的调研

对象,均对该湿地公园的解说提出一定的意见和建

议.通过对３位认为是一般或不满意的游客的深度

采访,具体反映在公园内室外部分讲解员或者多媒

体讲解载体数量过少;缺少电子导游器;现有的讲解

内容不够生动、有趣、易懂;不能使游客系统、全面地

了解湿地相关知识等.

２．标识系统游客感知情况

６７％的游客对该湿地公园的标识系统感到满意

或非常满意,２７％的游客认为一般,只有６％的游客

认为是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见图４(b)).多数

游客对于该湿地公园的标识是较为满意的,只有极

少部分游客是不满意的.根据现场采访,不满意的

原因主要包括:指示牌导向性不明确;有组织的游览

路线规划不清晰;有些标识牌说明不够具体;植物标

识牌数量不够多、更新不够快;动物标识牌多集中在

莲花滩观鸟区和水下观光长廊,其他地方此类标识

牌几乎没有;其他标识牌,例如自然知识解说牌和人

文知识解说牌数量比较少;标识牌形式不够新颖、多
样等.

３．参与体验游客感知情况

５８％的游客对该湿地公园的参与体验感到满意

或非常满意,３７％的游客认为一般,只有５％的游客

认为是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见图４(c)).多数

游客对于该湿地公园的参与体验是较为满意的,但
也有一部分游客对该湿地公园的参与体验活动提出

一定的意见和建议.根据现场采访,不满意的原因

主要包括:缺少趣味性科普活动、科普讲座;缺乏有

组织的活动;缺乏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互动体验活

动;互动体验点数量不多等.

４．游客满意度与社会人口学特征相关性分析

Spearman相关分析发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等社会人口学特征与解说满意度和标识系统满意度

都没有显著相关性(见表３),说明游客对于西溪国

家湿地公园的解说和标识满意度不受社会人口学的

影响.而年龄与参与体验满意度呈现显著负相关

(见表３),年纪越大的游客对该公园的参与体验越

不满意,说明该公园内针对年龄大的游客,没有设置

足够的参与体验点,或现有的参与体验点不适宜于

年龄大的游客.公园管理方可针对年龄大的游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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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研,策划老年人喜欢的参与体验活动,如老年摄

影、养生花草游园会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另外,结伴

方式与参与体验满意度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该公

园内对于针对２人及以上的团队参与体验活动有一

定成效,但是对独自一人去公园游玩的游客来说,可
参与的活动不多,满意度相应的也不高.建议公园

管理方可增加单独参加且体验度高的参与体验点,
或增加陌生游客之间互动的参与体验点.

图４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科普体系游客体验现状

表３　游客满意度与社会人口学特征相关性分析

项目
解说系统满意度

相关系数 显著性检验

标识系统满意度

相关系数 显著性检验

参与体验满意度

相关系数 显著性检验

性别 ０．０３６ ０．６７１ ０．０２４ ０．７７４ ０．００２ ０．９７７
年龄 ０．０２１ ０．８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８９０ －０．１８４∗ ０．０３０

婚姻状况 －０．０４５ ０．５９５ ０．０２２ ０．７９７ －０．１５９ ０．０６１
学历 －０．０９３ ０．２７６ －０．０９１ ０．２８４ －０．０９７ ０．２５２
职业 －０．０４８ ０．５７５ －０．００４ ０．９６７ －０．１４４ ０．０８９

月收入 －０．０８９ ０．２９８ ０．０７３ ０．３９４ －０．０８７ ０．３０５
来自哪里 ０．０５１ ０．５４８ －０．０２８ ０．７４６ －０．０４３ ０．６１２
来此次数 －０．１２２ ０．１５１ －０．０４４ ０．６０２ －０．０７３ ０．３９１

去自然公园次数 －０．０７１ ０．４０５ ０．０３２ ０．７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９４１
结伴方式 ０．０２３ ０．７８３ ０．０７５ ０．３７９ ０．２１５∗ ０．０１１

动机 ０．０４１ ０．６３１ －０．０５５ ０．５１９ ０．０２７ ０．７５３

注:“∗”代表显著性小于０．０５.

(二)游客期望分析

１．游客对于湿地科普内容的期望

调查发现游客对于湿地的动植物和生态功能的求

知欲较高(见图５(a)),这一点与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现

状的科普宣教体系内设置相对较多的动植物标牌是一

致的,但科普现状在生态功能方面的体现较少,缺乏对

于湿地生态功能的普及和宣传,游客对湿地的生态功

能和生态服务功能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此外,游客

对于湿地的概念、类型和如何调节环境等生态服务功

能的需求也是较大的.然而对于湿地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保护措施,游客的求知欲就不那么强烈.
除了湿地基础知识外,游客比较想了解湿地的

保护和恢复手段的相关知识,其次游客对人类如何

利用湿地和国内外其他湿地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兴趣

(见图５(b)),这一点跟湿地博物馆内设置的世界湿

地展馆和一定数量的互动游戏屏是一致的.
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湿地科普内容的成分得分

系数矩阵表(见表４),发现在第一主成分轴上,生态

功能、保护措施、概念这三项影响力较大,说明游客

较期望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设置与湿地的生态功能

和服务功能有关的科普内容;而在第二主成分轴上,
湿地被破坏的原因、人类利用湿地、湿地的类型三项

的成分得分系数较高,影响力较大,这三项则是有关

于在人类活动参与下的,对于湿地的破坏和修复.
说明游客对模拟湿地的展示和体验类科普内容有较

高兴趣.该情况与统计分析的结果大体是一致的,
说明游客对湿地科普内容设置的期望主要为参与

类、体验类、模拟类和自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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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游客对于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科普的期望调查

表４　湿地科普内容的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表

类别
主成分轴

１ ２ ３ ４ ５
生态功能 ０．４１２ －０．１６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０ －０．１３２
保护措施 ０．３３９ ０．２１６ ０．０３６ ０．１１９ －０．０１２

概念 －０．２７７ ０．１８４ ０．０６３ ０．１５５ －０．２０４
被破坏的原因 －０．０１２ －０．３７９ ０．１２０ ０．４０８ ０．１０４
人类利用湿地 －０．０７２ －０．３３８ ０．３５３ －０．０５１ ０．３１０

类型 －０．２２７ ０．３２９ ０．２８０ －０．１１５ －０．１５５
其他 －０．１５２ －０．１９７ ０．４８４ ０．１０１ ０．１１８

动植物 －０．０９３ －０．１４０ ０．４２５ －０．２４１ ０．２２０
保护和恢复的手段 ０．２１８ ０．３０３ －０．０２４ －０．６１１ －０．０７３

国内外其他湿地的情况 ０．２１６ －０．１３３ ０．３４６ ０．４３７ －０．３６９
法律法规 ０．１１９ ０．１５６ －０．１１８ ０．２２２ ０．７４４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组件评分.

２．游客对于湿地科普形式的期望

(１)对标识系统的期望

游客对于图文并茂的展板期望值是最高的,其
次是互动类、立体模型、科学绘画或漫画类的展板,
对于纯文字的展板期望值低(见图５(c)).西溪国

家湿地公园内的展板图文并茂居多,但除了室内的

中国湿地博物馆,室外展板比较缺乏互动类、立体模

型、科学绘画或漫画.
(２)对参与体验活动和服务的期望

游客期望该公园规划游览路线、提供讲解手册

等服务,期望能多增加互动活动,比如观花观鸟等固

定活动,以及配备一定数量的志愿讲解员(见图５
(d)).游客对于参与体验活动和公园提供服务的期

望值整体都比较高,说明参与体验活动在公园内应

大量建设和开发,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主成分分析发现在第一主成分轴上,游戏互动、

户外定向越野、立体模型和解说员这四项得分系数较

高,说明游客较期望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设置参与度

高和有良好体验的科普展示形式;而在第二主成分轴

上,固定活动(观花、观鸟)、动植物手册、解说标识牌、
互动类(声音、视频)四项的成分得分系数较高这四项

主要为公园管理方提供的基础性科普形式,包括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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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册、解说标识牌以及有声音的解说等(见表５).
说明游客对互动参与的形式有较高兴趣,对专业性科

学知识展示兴趣较低.在游客期望统计分析中,游客

对于科学考察一类的期望值是较高的,但在实际调查

中发现这一块较为空白,如何把科学知识结合参与体

验形式展示出来是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表５　湿地科普形式的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表

类别
主成分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游戏互动 ０．２４１ －０．１１２ ０．１４６ ０．０５７ －０．１２６ ０．１９５

户外定向越野 ０．２２１ －０．１１９ ０．０６７ ０．２２３ ０．３３６ ０．１１３
立体模型 ０．２１８ ０．１４２ －０．０５７ －０．１１７ ０．２５８ －０．１４５
解说员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３ ０．３１１ －０．３８３

固定活动 ０．０９８ ０．３４０ ０．０３０ ０．２５６ ０．２２０ －０．０５２
动植物手册 ０．００８ ０．２６８ ０．０１８ ０．２２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１
解说标识牌 －０．１３３ ０．２６７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８ ０．４０４

互动类 ０．０４４ －０．２０１ －０．１０２ ０．４３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２６
志愿义务讲解员 －０．１５６ －０．１３２ ０．３８７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９

科学考察 ０．１９０ －０．１３５ －０．３４７ －０．２５３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２
科学绘画或漫画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１ ０．３０６ ０．１１８ －０．１５６ ０．０７４

户外活动 ０．１８２ ０．０１２ －０．１４５ ０．３１０ －０．２６６ －０．２４４
影像放映 ０．１３１ ０．０３６ ０．２０６ －０．２６２ ０．１５８ ０．２２３

虚拟湿地景观 ０．１８７ －０．１１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５ ０．３６７ ０．０７２
纯文字 ０．１３０ －０．０３６ ０．２１２ －０．２０６ －０．２８２ ０．０６９

图文并茂 －０．１６６ ０．１６７ －０．２１７ －０．１１５ ０．２４４ ０．１８０
专题展览或讲座 －０．０５６ －０．１４３ －０．１０５ ０．１２７ ０．１７１ ０．４９９

实物模型 ０．１６９ ０．１９１ ０．０８９ －０．１８８ ０．１５５ －０．２３０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组件评分.

(三)游客总体感知与期望总结

由以上分析可知,游客对解说系统、标识系统、
参与体验三方面的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情况平均

值约为７．３％,即游客对于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科

普宣教情况的满意度总体较高,但仍有提高的空间.
而根据游客对于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期望分析可

知,游客对解说系统、参与体验活动方面有较高的需

求和期待,这与游客对于该公园的解说系统和参与

体验不满意的总体感知是一致的.

五、总结与建议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科普宣教体系,在众多的

湿地公园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的,但也存在一些

问题,通过对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科普宣教现状与

游客总体感知和期望的对比分析,西溪的科普宣教

体系存在可提高和改善的空间.因此,笔者根据问

题提出以下建议:

a)丰富解说的形式,比如增加动植物解说牌、解
说员、电子导游、全景虚拟导览等;解说牌应生动易

懂,便于游客了解、学习湿地知识;解说内容应丰富、
全面、系统,提高科普含金量.

b)标识牌的设置点应合理选择,明确其导向

性;标识牌的形式应丰富多样,吸引游客,增加趣味

性和互动体验;标识牌的材料可就地取材,生态环

保、融入环境,颜色可选择暖色系,夺人眼球又不突

兀;及时更新标识牌的内容和更换损坏的标识牌,加
大维护力度;标识牌的种类可增加人文知识解说牌、
自然知识解说牌等,西溪湿地的历史和人文情怀也

可融入该公园标识牌的造型和内容中去,如在标识

牌造型中加入龙舟元素,增加趣味性和独特性.

c)有效利用西溪花朝节,汲取西溪人文资源,策
划主题活动,例如亲子游、龙舟节、湿地模型展、湿地

摄影展等;针对不同人群,规划不同的主题活动,例
如针对青少年,可策划湿地知识定向越野跑、植物挂

牌、植物认养、植物手工工艺品展等,针对老年人,可
策划夕阳游园会、摄影大赛等;增加望远镜、观察微

生物的显微镜等高科技互动产品.

d)加大宣传力度,针对不同人群,规划多样的游

览路线,合理分布多个互动体验点,开发精品游路

线,形成小环线、大环线,可以让游客自主选择;合理

运用网络,建立公众号和二维码解说系统;拍摄湿地

纪录片;公园官方设计或让游客自主设计湿地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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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提升文创产业;与学校建立互动第二课堂.
除上述建议外,我们也希望公园管理部门定时

进行游客意见反馈调查,以便于更好地改善和提高

湿地公园的科普宣教功能.本文从主观和客观两方

面对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现状、期望与满意度进行

了分析,期望为多角度构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科

普宣教体系提供参考和支持,让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成为一本３６０度全方位的科普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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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nscienceeducationofwetlandparkbasedontourist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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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cienceeducationsystem andpracticaleffectofXixiNational WetlandPark were
investigatedbymethodsoffieldresearch,questionnaires,randominterviewsandothersurveymethodsand
throughstatisticalanalysis,SPSScorrelationanalysisand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Theresultsshow
thatthescienceeducationsystemoftheparkhashighoverallsatisfaction,buttherearesomeproblemsin
theinterpretationsystem,theidentificationsystem andtheparticipationexperience．Thereisafault
phenomenonbetweenthecurrentsituationofscienceeducationandtouristsexpectation．Inviewofthe
above,itissuggestedthattheinterpretationsystemandparticipationexperienceshouldbecompleted,and
theidentificationsystemshould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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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发展视域下美丽乡村建设的浙江实践及启示

党　浩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杭州３１１２３１)

　　摘　要: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是在农村地区建设美丽中国的

具体行动.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起步早、动作快、成效好,走在全国前列.在美丽乡村建设实践中浙江结合自身实

际,形成了具有浙江特点的美丽乡村创建之路,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典型做法、实践特色、基本经验,对全国的美丽

乡村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浙江实践;浙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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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
农民的人均收入一直位居全国前列.逐渐富裕起来

的农村居民,对生产生活环境和农村生态有了更高

的要求.２００３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按照统筹城乡发

展的新理念,顺应农民群众的新期盼,作出了实施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大决策.时任浙江

省委书记习近平深入基层调研、谋划总体布局、进行

工作部署,经过数年的努力,浙江农村面貌实现了美

丽蝶变,“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田园美景逐渐

在浙江大地重现.
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０年浙江省委、省政府进一步

作出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决策部署.十多年

来,浙江始终站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高度主动谋划美丽乡村建设,以“千万工

程”为突破口,不断充实、丰富其内涵,沿着“生态环

境建设—绿色浙江建设—生态浙江建设”的主线[１],
连续十多年常抓不懈、持续推进,使得城乡关系、人
与自然关系、传统与现代关系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美

丽乡村创建之路.
浙江美丽乡村建设中所包含的理念、所蕴含的

经验、所呈现的智慧和方法,无论对于进一步推动浙

江的美丽乡村建设,还是对于全国的美丽乡村建设

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做法

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起步早、动作快、资金投入

大,思路超前、措施完善、成效显著,是一条新农建设

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城市与乡村统筹推进、三
大产业相互融合的科学发展之路,是“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成

功范例.
(一)科学制定规划,精心组织实施,发挥好规划

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制定科学的规划,并通过项目的形式落实,是浙

江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做法,也是全面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浙江各县市在美丽乡村建设

初期都能把规划放在首要位置,用“七分力量抓规

划,三分力量搞建设”,坚持“不规划不设计,不设计

不施工”[２],规划的先行,有效避免了行动的盲目性

和无序性,确保了建设效果.
按照“人口向中心村镇聚集,产业向工业园区集

中,农业向规模化经营发展,环境向美丽乡村目标推

进”的总体思路,浙江全省９０％左右的乡村都进行

了系统规划.规划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科学制

定.一是坚持城乡一体编制规划.统筹考虑农村发



展现状、村庄分布、历史文化和旅游发展等因素,结
合城镇建设、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和环境

保护等规划编制美丽乡村规划,确保“城乡一套图、
整体一盘棋”.二是立足乡村特点编制规划.规划

设计突出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最大限度地保留村

庄的原始风貌,着力营造具有乡土风情和显著辨识

特征的美丽乡村,防止出现“农村像城市”的尴尬[３].
三是注重规划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将规划内容分

解为年度实施计划和具体的实施项目,分类推进、分
步实施.在项目的选择上,充分结合村庄的特点和

现有条件,注重可操作性.如湖州市安吉县有些村

镇的串户道路项目就是利用当地鹅卵石进行铺设,
即节约了建设成本,又彰显了地方特色.在村庄绿

化方面,不栽种城市化的绿化树种,见缝种植当地自

然生长的小树,大大节约了后期的管护成本.
除了重视规划对实践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外,浙

江还把规划落实作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环

节.根据美丽乡村建设的总规划,明确具体建设规

划的实施方案、目标要求、责任主体、重点任务、建设

周期、资金筹措等,保证规划的严肃性和长效性.还

专门设立了乡村规划管理员,严格指导和监督规划

的实施,同时公开公示规划内容和建设项目,发挥公

共监督的作用,确保规划执行到位.
(二)创建标准体系,强化制度供给,使美丽乡村

建设有章可循

除了注重实施的分类差异性和适用性,浙江还

根据美丽乡村建设的总规划和总目标,强调共性的

标准统一性,并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确保“差
异有特色、共性有标准”.一是制定实施了«美丽乡

村建设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指导全省的美

丽乡村创建活动.二是发布了«美丽乡村建设规范»
(DB３３/T９１２—２０１４),这是全国第一个美丽乡村建

设的省级地方标准,对推动浙江美丽乡村建设标准

化和制定«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国家标准,都起到了

重要的促进作用.三是修订完善了«村庄整治规划

设计指引»、«村庄规划编制导则»、«美丽乡村标准化

示范村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

“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化指标体系,基本涵盖美丽乡

村创建的各个方面,使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有方

向、操作有依据、实施有方法.四是引导先建县市根

据行动计划和建设规范细化了建设的指标体系,制
定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考核指标及验收办法».从

“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四大方

面设置了３６项考核指标,设定不同权重,实行百分

制考核,动态化管理.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指

导下由安吉县创制的“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指标体

系”,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标准,安吉县也被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命名为“中国美丽乡村国家标

准化示范县”.[４]

此外,浙江的美丽乡村行动能够成为新农村建

设的先行示范区,许多县市成为“美丽乡村示范县”,
还在于有一整套科学、详尽的制度体系.从美丽乡

村建设的实施架构、行动计划、规划设计、建设标准、
资金使用、技术指导,到干部职责、督促检查、考核评

价、长效管理机制等,都有相应的规定,形成了一系

列相对独立又有机统一的制度体系,确保了整个建

设过程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三)加强组织领导,创新体制机制,确保各项建

设任务有效落实

按照“党政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机制创

新”的要求,浙江加大了创建资源的整合,强化组织

领导、创新体制机制.一是建立了各层级的美丽乡

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党政主要负责人任组长,
相关单位为成员,形成了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协调配

合、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这种党政

主导、部门协作、纵向到底的领导体制,有利于对美

丽乡村建设工作作出总体部署,及时解决创建中出

现的问题,适时调整工作的侧重点和努力方向,校正

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误区.二是建立分类指导、激
励为主的考评机制.根据已有基础和功能定位,将
村镇划分为特色农业、工业经济、休闲产业和综合发

展等类别,设置个性化指标进行考核.根据考核指

标,评定等级,按照考核等级和人口规模以奖代补.
此外,省直部门还与县市结对帮扶、县市领导和部门

与村镇结对共建,并实行捆绑制考核.三是创新美

丽乡村建设的资金保障机制.对上级的涉农惠农资

金,采取“多管道进水、一个龙头出水”的使用办法,
对分散的资金优先安排于创建村镇,既确保惠农资

金、项目的落实到位,又能集中财力更好发挥资金的

使用效益.积极推动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探索土地、
林地经营权、海域使用权、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农
房等抵押贷款[５],设立信用社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贷

款,以县级财政奖励资金为担保,“镇贷村用”,同时

鼓励金融、工商等社会资本增加对美丽乡村建设的

信贷和资金投入.
(四)重视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做到村容整洁环境美

整治优美的村庄环境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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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目标最直观的体现.在创建过程

中,浙江坚持把全面优化农村人居环境作为美丽乡

村建设的重点和突破口.如丽水市在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中,以“六边三化三美(在公路边、铁路边、水边、
山边、城边、村边等区域洁化、绿化、美化,实现城美、
村美、房美目标)”行动为抓手,按照“串点成线、连线

成片、整体推进”的要求,打造了一批美丽乡村风景

线.该做法还获得了２０１５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

奖.多年来,浙江通过开展以“道路硬化、路灯亮化、
河道净化、杆线序化、墙面美化、卫生洁化、环境绿

化”为目标的村庄环境整治行动,使农村人居环境、
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一是农村道路建设.大力

实施进村道路、村际连接道路、村内干道和进户道路

的硬化项目,迄今浙江农村公路全部实现了硬化.
二是垃圾处理.对农村生活垃圾采用“户分类、村收

集、乡转运、县处理”的方式进行处理.同时,落实责

任主体,建立村级卫生长效管护制度,确保农村环境

长期整洁.三是污水处理.推广适用农村地区的人

工湿地模式、太阳能微动力或无动力厌氧设施、沼气

池、多介质土壤层处理等污水处理方式,实现污水的

无害化排放.四是河道治理.对村级河道、沟渠进

行清除淤泥、清理垃圾、加固堤防的综合整治,对河

道两岸进行绿化亮化,使河堤成为村民休闲和乡村

旅游的小公园、小景点.五是村庄绿化.尽量利用

当地的乡土树种,适度栽植景观美化树种,采取多形

式绿化,见缝插绿、能绿尽绿、消除浮土.六是管线

布置.梳理规范各种水、电、电信、电视、网络等管

线,采用“横平竖直”、“条理清晰”的方式消灭杂乱无

章的“蜘蛛网”和私拉乱接,做到布局合理、整齐美

观,同时利于管线检修和消除安全隐患.七是拆除

违建.对乱搭乱建的建筑、构筑物进行拆除清理,要
求农户房前屋后的各类农业用具、生活用物整齐堆

放,做到美观舒适.
(五)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村产业发展基础,

做到产业富民生活美

建设美丽乡村,民富是关键.只有农村和农民

富裕了,美丽乡村才能不断提升和发展,才能建成永

久的美丽乡村.因为美丽乡村公共设施的维护、公
共环境的管护、垃圾污水的治理,都需要村级投入.
因此,壮大村集体经济是保证美丽乡村建设成效并

长期发挥效益的关键.
近年来,浙江始终把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

村产业基础放在美丽乡村建设的突出位置,大力探

索壮大村集体经济的路径和方法,增强集体经济的

造血功能.一是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围绕优势产业

和特色产业,大力发展苗木繁育、蔬菜种植、畜禽养

殖、优质山果、海鲜水产等特色产业,同时加大土地

使用权流转力度,推进规模经营[６],打造品牌优势,
使得特色农产品成为农民致富增收的“铁杆庄稼”.
二是积极培育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形成现代产

业经营体系.引导农户自愿组织起来,在信息、资
金、技术、加工、购销、储运等环节进行合作,将个体

优势转化为集体优势,提高生产经营的抗风险能力,
同时降低了单独发展的成本,提高了竞争力.三是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充分利用浙江农村“天生丽

质”和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

游、山水游和民俗游.把风景变成产业,把美丽转换

成生产力.乡村游还带动了乡村民宿的兴起和蓬勃

发展,并形成了产值可观的民宿经济,仅杭州地区就

有超过２０００户民宿,年产值超过７亿元[７],以养生

度假为品牌的丽水民宿更是实现年营业收入１２．９
亿元[８].四是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引导加工制

造业向工业园区聚集,加快技术转型升级,主动适应

市场需求,增加中高端产品供给.五是实施浙商“回
归工程”.利用乡情、亲情引导和动员在外浙商回乡

投资兴业,带动更多农民实现就地就近创业就业.
六是积极支持引导农村发展电子商务,在资金、物
流、用地等方面给予扶持.目前,电子商务已成为浙

江农村青年创业的新渠道,人数约有１００万,浙江农

产品网络销售额去年突破了２００亿元[９].
(六)挖掘文化内涵,建设乡村文化,做到乡风文

明素质美

建设美丽乡村,环境改善是基础,经济发展是关

键,村风文明是目标.挖掘乡村文化,培养文明乡

风,丰富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文化内涵,也有力促进了

农民素质的提高.从农村环境的改善到乡风文明的

提升,从物质富裕到精神富有,从景美到人美,这也

正是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所在.
具体做法有:一是充实农村文化载体,实施农村

“文化礼堂建设工程”,并列为省政府年度惠民十大

项目.以文化礼堂建设为抓手,实施了乡村文化展

示工程、文艺人才队伍培养等文化项目,引导各村量

身定制了文化建设方案,建设了一批乡村舞台、农家

书屋、文体活动中心等文化场所.这些场所建设并

不增加农民负担,而是依托已有的旧祠堂、老戏楼、
古书院、闲置校舍等改建而成.二是开展文明创建

评比活动.开展“孝敬父母好儿媳”、“勤劳致富好家

庭”、“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环境卫生模范户”、“遵

８０２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第４０卷



纪守法光荣户”、“邻里和睦文明户”、“党员综合示范

户”等评比活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三是深入挖掘

和搜集整理村落的名士乡贤、民俗风情、历史文化,
提炼体现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民间技艺、非物质文

化遗产,并将这些文化资源放大利用,“借题发挥、小
题大做、节外生枝、无中生有”.如桐庐县积极开发

整合地域文化元素,深入挖掘以“药圣”桐君为代表

的中医药文化,“隐圣”严光为代表的隐逸文化,«富
春山居图»为代表的山水文化,“江南时节”为代表的

民俗 文 化 等,实 现 了 历 史 文 脉 的 有 效 传 承 和 发

展.[１０]四是大力培育乡村精神.从德、孝、义、能等

方面,定期从各村推选“乡村名人”,在村内醒目位置

设立“能人榜”、“道德廊”、“孝悌祠”、“学子墙”等物

质载体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用身边榜样教育引导

农民群众比学赶帮超.五是抓好农民素质提升.把

培养有一技之长、有创业激情、有文化素养、有宽阔

视野、有文明气度的现代品质农民,作为美丽乡村建

设的重要内容来抓.总之,文化建设,不仅改变了农

民的精神面貌,也提升了农民的综合素质,促进了农

村社会的文明和谐[１１].

二、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经验

建设美丽乡村是新时期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

重要举措,也是党和政府顺应民意实施的一项重大

民心工程.浙江的美丽乡村创建活动,通过持续培

育和打造美丽乡村示范县、示范乡镇、特色精品村和

美丽乡村风景线,初步形成了“一户一处景、一村一

幅画、一县一品牌”的大美格局.迄今已创建美丽庭

院４３万户,培育特色精品村２０００多个,打造美丽乡

村风景线３００多条,建成美丽乡村先进县５８个、示
范县６个、示范乡镇１００个、特色精品村３００个.美

丽宜居示范村国家级试点和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庄

总量居全国首位[１２].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先行先

建区,浙江取得的丰硕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

总结和汲取.
(一)坚持规划先行,突出个性特色

规划是全局性、系统性、战略性的工作.美丽乡

村建设是一项事关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及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顺利推进和整体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的系统性

工程.多年来城市建设重视规划,而乡村建设大多

处于自发随意的状况.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十分重

视规划的引领和导向作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原

则、目标任务、功能定位、路径选择、行动推进等事

项,都要通过规划来实现.哪些村改造、哪些村搬

迁、哪些村缩减、哪些村保护、哪些村培育壮大,对村

庄布局的优化,都会经过专业论证,科学的规划在乡

村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

作用.另外,在制定规划时要统筹考虑当地生产力

发展水平、自然地理地貌和社会文化特征等因素,使
规划符合乡村实际,突出地方特色和个性特征,能够

做到移步换景、看景辨村.
(二)尊重农民意愿,激发建设活力

农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和主要受益方.在

具体实践中,只有发挥好他们的主人翁作用,美丽乡

村建设才有内在动力.一是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凡

涉及规划建设、项目实施、经营管理等群众利益的

事,都应通过党员大会、村民大会、民情恳谈会、村民

代表会、组织民意调查等形式,征求群众意见,保证

农民应有权利的实现.二是增强农民的责任感.农

民的意愿直接影响美丽乡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有
关部门要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大力宣传美丽乡村

建设对于农民的重要意义,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的政

策、内容和措施等,增强农民群众建设美丽乡村的责

任感和自觉性.三是培育新型农民,巩固建设成果.
通过持续不断、系统推进的美丽乡村建设,把生态、
洁净、文明的理念渗透到农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逐步转变农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１３],
使农民的整体素质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相适应,
真正树立起新农村新风尚.

(三)加强环境保护,注重生态优先

传统村落是在农耕文明条件下形成的融生态环

境、自然风光、物质景观、文化意境为一体的文明载

体.美丽乡村建设,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生态环

境保护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浙江以美丽乡村

建设为契机,把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作为美丽乡村

建设的重点,大力推进农村环境连线成片综合整治

和农村河道水环境的综合治理,使农村生态环境明

显优化.完善农村环保设施,加快农村污水治理、卫
生改厕、绿化养护等环保项目建设,加强农村生产生

活垃圾的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大力发展高效农

业、精细农业、生态农业,科学防治病虫害,减少农业

生产过程中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必须使用时通过精

准施肥技术,提高利用率,减少土质污染.
(四)强化产业支撑,力求富民强村

建设美丽乡村,产业是基础,富民是要义.农业

农村除了保障必要的农产品供给外,还具备生态涵

养、都市休闲等功能.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应该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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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效益高、前景广、可持续的现代都市农业,加快

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提升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
大力推广种养结合的新型家庭农场,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扩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的生产.充分利用农村的自然景色、田园风光、山水

资源、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发展休闲观光、采摘游

玩、度假养生、户外运动、农事体验等不同定位的美

丽产业,加速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推动农村发展

再上台阶.
(五)健全工作机制,形成政策合力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涉及生产、生活、生态各个

层面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
要健全工作机制,形成政策合力,避免各建设力量

“单打独斗、各自为政”.一是建立工作协调制度.
成立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涉及单位为成员的

工作领导小组,发挥好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

用,形成齐抓共促的强大合力.二是部门配合.各

部门要根据工作职责,按照“统一部署、各司其职、各
尽其能、各计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投入项目和资

金支持美丽乡村建设.三是群众参与.采取多种方

式,向广大农民讲清楚美丽乡村建什么、怎么建、群
众如何行动等问题,努力营造良好建设氛围,打下坚

实群众基础.

三、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几点启示

美丽乡村建设使农村的村容村貌、生态环境、产
业结构明显改善,进一步缩小了城乡差距,广大人民

群众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

意识和能力也普遍得到了增强,浙江的美丽乡村建

设实践,带来诸多启示.
(一)要强化城乡统筹、一体发展的理念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

规律,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

向[１４].而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发展

的要素资源配置不均衡,农村发展一直滞后于城市.
浙江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

要途径,不断深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着力破除城乡

二元结构,使农村群众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均等的公

共服务,激发了“三农”发展新活力,农业农村工作呈

现出加快发展的新气象.目前,浙江城乡拥有同样

的等级公路、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供水管网、垃圾处

理系统和网络信息宽带等,是全国城乡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因此,美丽乡村建

设深层次内涵的实现,必须以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

为统领,把美丽乡村建设与发展富民产业、促进城乡

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二)要有先行先试、改革创新的胆略和勇气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唯有坚持创

新发展才是制胜之道.这就要求把握发展的客观规

律性、发挥好主观能动性,敢于打破思维定势,才能

抓住机遇,快走一步.浙江在面对统筹城乡一体化

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任务、新要求时,早在

２００３年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的行动;２０１０年又率先提出美丽乡村建设行动

计划;２０１４年又在全国率先制定了美丽乡村建设的

地方标准.浙江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时,不回避、不推诿、不扯皮,而是敢于面

对、主动作为,始终是超前谋划、先行一步,不断在发

展理念、发展思路、体制机制、实践做法等方面改革

创新,才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点的美丽乡村建设

之路.
(三)要有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差异化发展的建

设思路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中国的绝大多数农

村发展落后于城市,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各
地产业发展也不平衡,开展美丽乡村建设需要解决

的重点问题也各有差别.因此,美丽乡村建设,要依

托当地资源禀赋、自然条件、地形地貌、文化特色、乡
风民情、传统习俗、人文环境等,因地制宜、发挥优

势、突出特色,建设多模式的美丽乡村.每个地方都

有自己的发展优势、劣势,关键是要扬长避短,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展示出不同地域的个性、风格和内涵,体
现各具特色的田园风光、乡风民情[１５],实行错位化发

展,努力做到“一村一景,一村一韵,一村一业”.
(四)要有一抓到底、持续提升的决心和干劲

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涉及亿万农民幸福的宏大工

程,要有一抓到底、持续推进的决心和干劲.浙江的

美丽乡村建设行动从２００３年启动“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至今,历经三届省委的谋划和推动,历经

十余年的奋斗和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十余年来

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年接着一年干,一届接着一届干,决心不变、主题不

变,不断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提升.如今美丽乡

村已经成为浙江的一张金名片,并为中国新农村建

设提供了生动的浙江样本.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工作会议、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美丽

乡村建设现场会等会议多次在浙江召开,对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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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引领作用.浙江的

这些做法和经验启示我们,美丽乡村建设不能急于

求成,忽视建设规律和周期,要聚焦问题、一抓到底、
持续推进,更要有功成不必在己的信念和政绩观,终
会见成效.

(五)要有科学运作、多元融资的方法和手段

弥补城乡差距,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既要科学

运作,又要争取多元投入.首先,要明确政府责任,
确立市、县、乡镇对美丽乡村建设资金的投入职责和

要求,设立省级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申报项目库,
同时积极争取国家项目的资金支持.其次,要创新

美丽乡村建设的投融资体制.本着互利互惠的原

则,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促进各类资本向美丽乡村

建设聚集,激发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动力.还要以

“资金性质不变、管理渠道不变、统筹安排使用”的原

则[１６],优化美丽乡村建设资金的合理配置机制和整

合力度,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经营滚动式发展,持续打

造美丽家园.
(六)要走产业带动、民富村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能够取得成效并持续推

进,关键是乡村都有自己的支撑产业.建设美丽乡

村,最核心的要素是发展生产,没有产业支撑,美丽

乡村建设就不具备必要的基础条件和可持续发展、
自我发展的能力,也难以达到公共服务便利、村容村

貌整洁、田园风光怡人、生活富裕和谐的建设目标.
要把发展主导产业作为建设美丽乡村的保障,整合

资源优势,集中产业扶持资金,打造一批产业示范

村,通过示范村的辐射带动,逐步实现村村皆有主导

产业的发展格局.同时,要把发展产业、富裕农民作

为美丽乡村建设成效的考核重点,引导各级政府和

村镇着力培育现代富民产业,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强
化造血功能,使美丽乡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

环之路.

四、结　语

每一项重大社会实践的探索,都需要正确的理

念和方法论做指导,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是
“五大发展理念”在浙江的生动实践,是对“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的生动诠释,也是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在规律的一种揭示.浙江

的美丽乡村建设把握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趋势,
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立足于整体规划和科

学布局,实现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全覆盖,遵循整体规

划的建设思路,分布实施各项建设行动,突出不同的

创建风格,着力打造特色品牌,同时又充分发挥创建

主体的积极性,激发出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
从实践效果来看,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不仅缩小了

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事业发展

等领域的现实差距,而且也为农村居民发展权益的

有效保障和各项权利的均等实现创造了制度保障和

长效机制,从长远来看,这两者都将凝聚为城乡未来

发展的持久动力和内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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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ofbeautifulcountrysideconstructioninZhejiang
fromtheperspectiveofoverallplanningofurbanand

ruraldevelopmentandits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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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ighteen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putforwardthestrategic
objectiveofconstructingbeautifulChina．Tocarryoutthebeautifulcountrysideconstructionisthespecific
actiontoconstructbeautifulChinainruralareas．Beautifulcountrysideconstructionstartedearlyin
Zhejiang,withfastactionandgoodresults．Inthisaspect,Zhejiangwalksintheforefrontofthecountry．
Inthebeautifulcountrysideconstruction,Zhejiangcombinesitsownrealityandhasformedthewayto
createbeautifulcountrysidewithuniquefeatures．ThetypicalpracticeofZhejiang,itspracticecharacteristicsand
basicexperiencehaveimportantenlightenmentforbeautifulcountrysideconstructionnation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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