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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心理幸福感研究综述
———基于CNK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

倪旭东,王勤勤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幸福感是当今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其中心理幸福感属于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其内涵、测量工

具、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在国内外还未形成共识.文章基于CNKI数据库,对国内的心理幸福感文献从年度发文量

分布、关键词分布、关键词共现网络、文献作者分布以及学科分布五个角度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结果表明:２０００年左

右国内开始出现相关研究,近年来年度发文量整体呈增长趋势;相关研究热点有主观幸福感、大学生、幸福感和社会

幸福感等;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最多的知名学者是苗元江;学科分布聚焦于心理学与教育学.最后,结合国内外研究

差距,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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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传统心理学主要研究人们的消极心理,
比如抑郁、焦虑、自卑和嫉妒等.直到２０世纪末,美
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塞里格曼发起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号

召,学术界才开始探索人类的积极品质,从心理学方面

关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１].此后,幸福感成

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并逐渐形成两个主要

学派[２]:基于享乐论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Ｇ
being,SWB)和基于实现论的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Ｇbeing,PWB).亚里斯提卜提出的享乐论认为,幸
福是一种快乐体验.主观幸福感的代表学者Diener[３Ｇ４]

提出主观幸福感由情感维度和认知维度组成,也即

拥有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以及对生

活的满意感.国内外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较为

成熟,以Diener为代表的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内

涵、维度和测量方法基本达成共识.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短暂的愉悦情

绪体验和生活满意度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幸福感的全

部方面,认为幸福不仅仅是一种快乐体验,更是人的

潜能的实现,并根据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实现论提出

了心理幸福感[５].目前,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尚处于

发展阶段,国内外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维度和测量

方法,但国外已经形成了三个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并
且学者们基于自己的观点,开发了相应的测量量表.
首先,Waterman[６]认为心理幸福感是人们从事与自

己深层价值观匹配的活动并全身心投入其中,所产

生的一种自我潜能实现状态.其次,Ryff等[７]认为

心理幸福感应该是“努力表现完美的真实的潜力”,
并提炼了心理幸福感的六个维度,分别是自我接

受、个人成长、生活目标、良好关系、环境控制和独

立自主;并且该模型得到了广泛认可,Ryff[８]发现有

超过２５种刊物和一些跨文化研究支持了心理幸福

感六维度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最后,Ryan等[９]和

Deci[１０]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的内部资源对

于获得持久的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归纳出获

得心理幸福感的三种基本需要,即能力需要、关系需

要和自主需要.虽然三个观点有差异,但是都从自



我实现的新视角阐述了幸福感的内涵,相较于只关

注短暂愉悦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观幸福感来说,
心理幸福感将幸福感往更高层次拓展.近年来,对
两种幸福感内涵的研究也呈现整合趋势.比如,

Ryff等[７]探讨了PWB与SWB的关系,研究结果表

明心理幸福感的自我接受和环境控制维度与主观幸

福感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呈中等程

度相关关系.Keyes等[１１]运用实证研究分析得出

SWB和PWB是相关但不同的两种幸福感,整合两

种幸福感可以全面、准确地诠释幸福的含义,因此提

出最佳的潜在幸福感模型是两者的组合.而积极心

理学之父塞里格曼所著的两本书,对幸福感的理解

从主观幸福感拓展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

会幸福感的有机结合,并总结出实现人生丰盈蓬勃

的五个元素,分别是积极情绪、完全投入、良好的人

际关系、意义和成就[１２Ｇ１３].
除了探索心理幸福感的内涵和测量外,研究者

们还从不同角度探索了影响心理幸福感的因素.总

体上,对影响因素的探索从最初的人口学变量发展

为人格特征;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还探讨

了情感认知、心理资本和生活事件等变量对心理幸

福感的影响.Ryff等[７]系统地总结了性别、年龄、
教育水平、婚否以及健康等人口学变量对心理幸福

感的影响.但是,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人

口学变量对心理幸福感的解释度较低,从而说明人

口学变量不是心理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后,

Schmutte等[１４]研究了大五人格因素对心理幸福感

的影响,结果表明神经质、外向性和尽责性能显著预

测心理幸福感,Keyes等[１１]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

一观点.然而,Wood等[１５]通过实证分析,却得出感

恩对心理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超过五大人格.说明人

格特征虽然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但对心理

幸福感的影响不一定是最大的.因此,近年来国内

外学者们开始重视感恩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其

作用机制的探索.另外,近几年国外学者从探究心

理幸福感的前因变量热潮,开始转为关注心理幸福

感的干预研究.国外已经在临床医学、神经科学、教
育学和社会学等多个跨学科领域中取得了研究成

果,在实践应用中也获得了较好的成效.
国外有关心理幸福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从

探索心理幸福感的内涵、测量工具、影响因素到近几

年的心理幸福感干预研究,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则处

于初步发展阶段且研究结论较为零散.那么,国内

是何时开始研究心理幸福感的,近年来研究趋势发

生了哪些变化,当前的研究焦点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国内学者还未详细分析过.因

此,本文以CNKI中文数据库的文献为基础,采用

文献计量分析法从年度发文量分布、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共现网络、文献作者分布以及学科分布五

个角度分析国内心理幸福感的研究情况,并结合

国内外研究差距,为本领域的后续研究提出一些

研究展望.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分析国内的心理幸福感

研究情况,笔者在选择数据库前分别检索了万方、中
国知网(CNKI)、维普这三大常用的中文数据库,设
置同样的检索条件,发现三个数据库检索到的文献

数量虽略有差异,但经仔细对比可知三个数据库的

整体 情 况 类 似,而 且 都 涵 盖 了 重 要 文 献.由 于

CNKI数据库可以追溯到国内最早的心理幸福感文

献,因此,本文最终选择了该数据库收录的文献为来

源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条件设置为:篇名为“心理幸

福感”或关键词为“心理幸福感”的精确匹配,检索发

表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的所有相关文献.共

检索到４４１篇文献,其中期刊２８８篇,硕博论文１０２
篇,会议类２５篇,报纸２５篇,学术辑刊１篇.

(二)研究方法

使用CNKI数据库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选
择符合要求的所有文献,从年度发文量分布、关键词

分布、关键词共现网络、文献作者分布以及学科分布

五个角度进行可视化分析.根据计量可视化分析得

出的数据进行整理,形成最终的数据资料.对整理

后的数据使用origin绘图软件分别制作了年度发文

量分布图、排列前十的关键词分布图和文献量排名

前十的作者及其发表的文献树分布图,关键词共现

网络图从计量可视化工具得出,学科分布数据经整

理后以表格形式呈现.对所得到的图表从研究趋势

走向、相互关系、相关重要文献的阐述等角度分析国

内心理幸福感的研究情况.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年度发文量分布

图１为年度发文量分布图,从图１可知,２０００
年左右国内的心理幸福感研究初见端倪.许淑莲

等[１６]在１９９７年发表的«成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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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研究»一文是国内最早的心理幸福感文章,探索

了心理幸福感的年龄差异,是从基础的人口学变量

视角研究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随后,２００３年苗

元江[１７]的博士论文«心理视野中的幸福»奠定了国

内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基础,文章详细分析了主观幸

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区别,整合了不同模型概念,并
编制了«综合幸福问卷»,该论文是目前国内被引用

频次最高的心理幸福感相关文章,截至２０１８年５月

底达３６２次.２００６年之前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到

２００６年之后文献数量呈较快增长趋势,特别是在

２０１２年增加较多.这种趋势的背后表明国内学者

对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兴趣日益增加,可以从三个层

面来解释.第一、经济发展层面,２１世纪以来中国

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追求

内在的幸福感具备良好的物质基础.第二、国家政

策层面,２０１２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和央视所做的“你幸福

吗”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国内幸福学研究的热

潮.第三、从个人层面上,越来越多的人渐渐意识到

物质满足带来的愉悦感是短暂的,不断满足的物质

欲望并不能带来持久的幸福感,于是追求自我实现

的幸福显得尤为重要,从而对于心理幸福感的关注

度越来越高.另外,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知网和万方

收录的相关文献数量都略有下降趋势,但是经查询

外文数据库(如 WebofScience、ScienceDirect等)
发现相关外文文献数量并没有出现下降且呈现逐年

增加态势,这表明学术界整体上对心理幸福感研究

的热潮并未减弱,只是国内发表的相关文章略有回

落.但是,随着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体现了现阶段人民

追求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因此,预测国内将

再次迎来幸福感的研究热潮,涌现更多的相关研究

成果.

图１　年度发文量分布

(二)关键词分布

所检索文献中排列前十位的关键词分布如图２
所示,从图中可知,文献量从多到少关的键词依次为:
心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大学生、幸福感、社会幸福

感、社会支持、积极心理学、自尊、心理健康和生活满

意度.下面分别简要介绍各关键词及代表性文章,
以期发现未来的研究空间.

１．心理幸福感

国内研究在使用心理幸福感这一概念时主要采

用的是国外学者Ryff的六维度模型,使用Ryff的

心理幸福感量表测量,将心理幸福感作为结果变量,

研究其前因变量.比如,较多学者研究了人格与心

理幸福感的关系,均表明人格是预测心理幸福感的

强有力的预测指标[１８Ｇ２１],这与西方的研究结论较为

一致.除了研究直接影响外,近年来还有学者探索

了更为微观的作用机制.比如,连灵[２２]的研究表

明: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是宜人性和心理幸福感之

间的链式中介变量;而罗雪峰等[２３]根据 Deci和

Ryan的基本需要理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领悟社会

支持和基本心理需要是感恩和心理幸福感之间的链

式中介变量.前者表明感恩是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

幸福感的部分中介变量,而后者的研究表明领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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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支持是感恩和心理幸福感的部分中介变量,两位

学者看似矛盾的研究结论,启发我们探讨领悟社会

支持和感恩对心理幸福感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这从

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国内的心理幸福感研究处于

初步探索阶段,学者们的不同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

上能促进更深入的研究.

图２　排列前十位的关键词分布

２．主观幸福感

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借鉴

国外相关测量量表并加以修订,探讨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因素以及相关的干预措施,并且开展了一些本

土化实证研究,总体上国内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已经

比较成熟.此外,国内也有学者研究主观幸福感与

心理幸福感,但大部分文章是根据西方研究从理论

角度分析两者的异同,直接相关的实证研究不多.
比如,金玲玲[２４]调查收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

理幸福感数据,分析发现自我接纳和环境掌控虽然

是心理幸福感的维度,但是他们与主观幸福感的生

活满意度维度相关性也较高,这验证了主观幸福感

和心理幸福感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又不同的概念,支
持了Ryff等[７]的研究结论.

３．大学生

国内的心理幸福感研究样本大部分来自大学生

群体,据统计有５７篇文章的研究对象是大学生.笔

者分析研究者多用大学生做样本的可能原因是大学

生基本上形成了稳定的人格特质和心理状态,不会

对研究的稳定性产生干扰.另外,大学生数量多且

集中,便于研究数据的收集.但是,国内学者们应该

反思基于大学生样本得出的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即研究结论能否适用于其他群体.

４．幸福感

国内的幸福感研究主要从整体视角总结了幸福

感的发展过程与整合趋势.其中,程浩彬[２５]总结了

国内外的幸福感研究变革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认知幸福感与情绪幸福感的整合,形成了现代成熟

的主观幸福感;第二阶段是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

感的整合,实现了个人情绪体验与人生意义的统一;
第三阶段是在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基础上融

入了社会幸福感,实现了人与社会的统一.国内学

者彭怡等[２６]、宛燕等[２７]、高良等[２８]、陈志霞等[２９]也

基于整合视角探讨了幸福感的整合模型.

５．社会幸福感

１９９８年 Keyes[３０]首次提出了社会幸福感的概

念,把社会幸福感分为社会整合、社会贡献、社会和

谐、社会认同和社会实现五个维度.国内学者苗元

江等[３１]结合国外研究详细综述了社会幸福感的概

念、维度以及影响因素.随后他又与陈浩彬[３２]一起

探索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关

系,研究发现三者存在一定的联系,并指出未来的幸

福感研究方向必然是整合各种幸福感,形成从主观

到客观、从个人到社会的现代幸福感理论模型.

６．社会支持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Cassel和Cobb提出了社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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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这一专业概念,当前广泛认为个体获得来自他人

和社会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支持就是获得了社会支

持.国内学者在探讨社会支持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时,发现了部分中介变量,比如希望、自我控制、自
尊、感恩等,大多数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心理幸福

感具有预测作用.[３３Ｇ３５]

７．积极心理学

自从塞里格曼教授呼吁人们应该研究人的积极

心理品质,与之相关的主题研究就开始蓬勃发展,其
中心理幸福感成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CNKI数据库的检索发现,中国学者苗元江等[３６]

２００３年发表的«积极心理学:理念与行动»一文是国

内最早明确涉及积极心理学话题的文章,文中指出

积极心理学发展的三个趋势:一是拓展积极心理学

研究领域,二是发展积极心理学研究技术,三是促进

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三大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幸福感的研究进展.第一、幸福感的内涵不断

丰富,从主观幸福感拓展为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

等;第二、相关的实证研究方法越来越合理、准确;第
三、一些幸福干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实践的应

用对于促进人们健康、幸福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８．自尊

国内学者主要将自尊作为社会支持等与心理幸

福感的中介变量[３７].由于自尊是一种较为稳定的

人格特质,它能够对个体的认知、动机、情感及行为

等许多方面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幸福感.

９．心理健康

国内学者普遍认同心理健康的广义概念是指一

种满意的、持续高效的心理状态.狭义的概念是指

知、情、意、行为四个方面的相互统一,人格的协调,
适应社会的能力等.心理健康与心理幸福感关系密

切,庞颖[３８]和余阳[３９]研究了两者的关系,结果都表明

了心理健康和心理幸福感具有正相关关系.

１０．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整体质量做出满意判

断的程度,在研究中常常作为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

度.比如国内学者曹斌等[４０]探讨了生活满意度与

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发现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幸福感

的六个维度正相关,从而推测通过心理幸福感可以

提高生活满意度,进而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提高.
(三)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图３是心理幸福感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从图３中可知,中心节点为主观幸福感,表明国内心

理幸福感的研究与主观幸福感联系密切.这与幸福

感的研究发展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先于心理幸

福感,所以学者们在研究心理幸福感时多谈及主观

幸福感.并且有学者详细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得出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是既不同又相互关联

的两个概念[４１].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幸福感的整合

研究,但是研究者们提出的幸福感整合模型有差

异.比如,彭怡等[２６]从行为感知视角,把幸福感分

为体验型幸福感和积淀型幸福感.高良等[２８]认为

当前的幸福感结构不够完整,加入价值实现成分,
建构了一个包括生活满意感、需要满足感和价值

实现感的幸福感三因素模型.陈志霞等[２９]认为主

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虽然有区别,
却是个体幸福感的三个不同侧面,共同构成个体

整体的幸福感,并验证了不同年龄群体的拟合情

况,证实了幸福感整合模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国内学者们从不同视角阐述幸福感模型,丰富了

幸福感的研究.

图３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其次,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幸福感的连接线最粗,
表明这两个关键词的共现频次最高.最具代表性的

是陈浩彬和苗元江[３２]在２０１２年发表的«主观幸福

感、心理幸福感与社会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一文,这
篇文章运用实证分析详细地证明了三种幸福感在理

论结构上的相关性,并提出幸福感是由这三种幸福

感构成的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结构.
另外,发现大学生这一节点的大小仅次于主观

幸福感,而且与主观幸福感、社会幸福感、感恩、心理

健康、自尊、社会支持、压力知觉和积极心理学等多

个关键词相关,这表明国内的心理幸福感研究多以

大学生作为研究样本.比如高淑燕等[１８]以大学生

为样本,探讨大五人格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宋勃东

等[４２]利用成就动机量表和心理幸福感量表,对大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成就动机可以较好的正向预

测心理幸福感,且避免失败的预测作用更强;还有学

者专门总结了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相关研究[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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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研究大学生外,也有少量针对老年人、高中生和

中学生的心理幸福感研究[２２,４４Ｇ４５].
总之,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便于学者们从整体上

了解某一领域的主要研究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些变

量,也有助于发现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
(四)文献作者分布

图４为发文量排名前十的文献作者及其发表的

文献数分布,分别为苗元江、郑雪、陈志霞、李艳玲、
李颖、孙颖、王秀希、于福洋、王欣和袁莉敏.其中,
南昌大学的苗元江一共发表了１３篇直接关于心理

幸福感的文章,发文数量显著高于国内其他学者,是
幸福感研究方面的国内知名专家.苗元江从１９９１
年对幸福教育阐述开始到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多个视

角(如:幸福感、感恩、希望、热情和心理资本等),以
及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研

究[４６],他紧跟国外的前沿研究方向,对中国的幸福

感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华南师范大学的高良[４７]

研究当代西方两种传统的幸福感,指出当前国内研

究所遇到的问题,即心理幸福感没有体现出幸福感

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心理幸福感没有真正体现出幸

福感的意义.另外,华中科技大学的陈志霞[４８]主要

针对城市居民研究了幸福指数的理论、测量指标以

及影响因素.李艳玲[４９Ｇ５１]主要针对老年人,研究其

心理幸福感的现状以及老年人的身体活动、睡眠等

因素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曲阜师范大学的李颖

等[５２]、于福洋等[５３]主要针对研究生,研究了自我和

谐、自我效能感等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邯郸学

院的高玉红等[５４]、王秀希等[５５]主要研究了中学教

师这一群体的心理幸福感现状、影响因素以及检

验Ryff的心理幸福感量表试用情况.国内不同学

者在具体研究上存在各自的侧重点,通过不同时

期发表的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心理幸福

感的研究是不断完善的,但是与国外的研究还是

存在不小差距.

图４　文献量排名前十的作者及其发表的文献数

(五)学科分布

按照CNKI数据库学科分类发现,相关文献分布

在４０多个细分学科中.为了更加清楚分析心理幸福

感研究的学科分布,本文重新整理了部分学科分布数

据,以表格形式呈现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见,国内

的心理幸福感文献主要分布在教育学和心理学,各占

比４３．４６％和３４．２４％,这表明相关研究集中在教育学

和心理学学科领域.其实不难解释,因为人是体验或

认知幸福感的主体,必然较多涉及到心理学.其次,国
内学者在研究心理幸福感时,研究样本主要是学生群

体,这一现象与关键词排名和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中出

现的大学生、青少年、高中生等关键词相符合.除了学

生群体,也有针对提升教师心理幸福感的研究[５６Ｇ５７].
因此,国内的幸福感研究在教育学上分布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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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文献量排名前十的学科分布①

序号 学科名称 频次 占比/％
１ 教育学 ２６９ ４３．４６
２ 心理学 ２１２ ３４．２４
３ 社会学 ３８ ６．１４
４ 经济学 ３５ ５．６５
５ 医学 ２６ ４．２０
６ 体育学 １４ ２．２６
７ 政治学 １１ １．７８
８ 哲学 ６ ０．９７
９ 旅游 ４ ０．６５
１０ 文学 ４ ０．６５

　　但是只有少量的文章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医
学、体育、政治和宗教等学科.国内将心理幸福感与

医学结合起来研究相对较多的学者是李艳玲[４９Ｇ５１],
她主要研究老年人的心理幸福感与身体健康的关

系,但研究程度还不够深入.较多国外的研究已经

把心理幸福感与生理健康、神经科学、精神病治疗等

医学学科结合起来,研究结果都表明较高的心理幸

福感可以减少患疾病的风险,并能提高疾病复原

力[５８],不同的幸福感水平可以预测不同的大脑反

应[５９],并且在临床上幸福干预治疗也取得了一些成

效[６０].大量国外研究已经把神经内分泌调节、炎症

标志物、血糖控制和心血管风险等作为衡量指标,开
始探索心理幸福感与生物学的潜在机制.比如,在
神经科学方面,有研究表明高水平幸福感的人大脑

反应不同而且岛叶皮层体积更大[５８].国内将心理

幸福感与经济学结合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伊斯特林提

出的幸福悖论,相关研究学者有赵奉军[６１]、晏小华

等[６２].还有研究将心理幸福感与宗教相结合,主要

探讨了宗教信仰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６３],总体上得

出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容易获得心理幸福感,这与国

外的研究结论一致[６４].总之,国内的心理幸福感研

究主要分布在教育学和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

研究较少而且不够深入.

三、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文章首先简单回顾了国外心理幸福感在内涵、
测量、影响因素以及相关干预研究的情况,发现国外

的心理幸福感研究虽然还未统一,但相关研究已经

较多并且形成了以Ryff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成果.
整体上,国内在心理幸福感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初步

发展阶段,直接相关的文献数量不多,而且多数实证

文章是在西方研究基础上进行的验证性分析,创新

性研究不多.
为了相对全面地了解国内的心理幸福感研究情

况,文章以CNKI数据库的中文文献为来源,采用文

献计量分析法,从年度发文量分布、关键词分布、关
键词共现网络、文献作者分布以及学科分布五个方

面总结了国内的研究情况.国内的心理幸福感文献

数量虽然不断增加,但相比于主观幸福感文献,总量

仍相对较少.另外,国内学者在心理幸福感的实证

研究中基本上直接使用Ryff的六维度模型和心理

幸福感量表;有少量学者认识到中西文化差异可能

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文化修订了心理幸福感量

表[６５],但是量表总体效度不高.从数据分析中发

现,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学生,这可能与

大学生样本数据容易获取有关,但今后研究应该认

识到样本多元化的重要性.国内相关研究最多的学

者是南昌大学的苗元江,其他一些学者们的研究各

有侧重点.另外,发表的文章多分布在心理学和教

育学,而与医学、社会学、宗教等学科结合的研究较

少,这表明国内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心理幸

福感在其他学科方面的应用研究较为匮乏.
(二)展望

以实现论为哲学基础发展起来的心理幸福感,
国内相关研究虽已有２０多年,但是距离形成系统

的、可应用的心理幸福感体系尚远.结合国外相关

研究情况,对国内未来的心理幸福感研究提出以下

几点展望.

１．开展更加本土化的心理幸福感研究

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同一行为在集体主义

和个人主义文化下具有不同的意义.集体主义文化

重视人际关系和谐,而个人主义文化比较关注个人

感受.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对幸福感的

理解和感受可能会不同于西方,国内学者直接使用

西方的相关概念和量表,或许不能反映出中国人心

理幸福感的全部内容,西方的相关研究结果在多大

程度上符合中国人的特征还有待检验.国外学者

Briana等[６６]注意到中西方文化差异,通过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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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对CNKI检索出来的学科做了如下归类:a)教育学(教
育理论与教育管理、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成人教育与特殊

教育、职业教育);b)社会学(社会学及统计学、人才学与劳动科学);

c)经济学(企业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

展、经济体制改革、金融、财政与税收、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d)医
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医药卫生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预防医学与

卫生学、精神病学、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e)政治学(中国政治

与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党政及群众组织);f)哲学(宗教、哲学);

g)文学(中国文学、文化).



发现美国人和日本人在感恩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上

是存在差别的.国内学者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幸福感

的本土化研究,但主要是理论阐述,缺乏相关的实证

探索.比如高良等[６７]从自我构建视角详细阐述了

中西方的幸福感差异,发现和谐性、价值性、社会性

和未来性是中国人幸福感的独有特征.张玮等[６８]

阐述了中国文化价值观对中国人幸福感的影响,中
国的“和文化”表明中国人不仅追求与大自然、社会

和他人的和谐,还追求与自我身心的和谐,以获得内

心的安宁,而这一维度未体现在目前的西方心理幸

福感研究中.因此,未来国内学者有必要分析中西

方的文化差异,构建出适用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幸福

感内涵和结构,开发更加本土化的测量工具.在实

践中,应用中国人对心理幸福感的独特理解,可以更

加准确地指导中国人追求持久的幸福.

２．选取更加多样化的研究样本

从关键词分布和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可知,国内

心理幸福感的研究样本主要是大学生群体,研究样

本比较单一.一方面,尽可能排除由于研究样本的

特殊特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使研究结论具有更好

的外部效度;另一方面,不同群体间的差异较大,针
对具体群体研究的结果,更有实用价值.因此,国内

学者可以从性别、年龄、工作种类、生活区域、受教育

程度、身体状况等视角区分群体,开展相关实证研

究.

３．开展跨多学科的深入研究

Ryff[８]回顾心理幸福感研究时,就曾提出未来

研究的重点需要在不同学科中架起桥梁,其中最有

价值的进展来自于将心理幸福感与生理健康、生物

调节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幸福感与个体的

生理机能、神经科学方面还存在着很多未知问题,而
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很少,国内学者应该紧跟国外

研究前沿.研究心理幸福感与其他学科的深层次关

系,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心理幸福感,还有助于结合幸

福感干预治疗的原理应用于医学实践.因此,国内

需要多开展跨学科的实证研究,以在不同领域发挥

心理幸福感的积极功能,促使人类在各方面的繁荣

发展.

４．积极开展心理幸福感的干预研究

幸福干预是目前国外幸福感研究的前沿方向,
研究视角从最初的心理学扩展到了临床医学、教育

学、社会学和生物科学等学科,目前已经取得了较多

的研究成果.比如Ryff[８]总结了临床样本和非临

床样本的心理幸福感干预研究成果;而且国外对非

临床样本的心理幸福感干预研究已经推广到学校和

家庭中.此外,感恩干预也成为国外的研究热点,并
且有不少研究证明了感恩干预是一种有效的心理幸

福感干预措施.所以,感恩也可以作为国内心理幸

福感干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在使用感恩

这一概念时,应该注意与中国的“人情”概念进行区

分.因为“人情”带有一种负债感、亏欠感,不利于个

体达到真实的幸福.总之,心理幸福感的干预研究

也应该成为今后国内研究的热点方向之一.特别

地,应该关注心理幸福感与医学结合的研究,开发出

更多的幸福干预疗法,减轻患者的身心痛苦,这对于

人类的身心健康和持续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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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述评
———基于系统学理论视角

杨隽萍,于青青,肖苏卿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创业生态系统是揭示区域中创业活动持续高增长的核心概念,已经成为创业研究的新框架,对推动区

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系统学理论视角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已有研究进行回顾与梳理,明确了创业生

态系统的概念界定和六大特征,并根据研究对象对现有的创业生态系统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国内外创

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进展及在不同层面上的研究缺陷,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创业生态系统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未

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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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２７０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８Ｇ０３２９Ｇ０９

　　创业领域的研究不应仅仅探讨创业企业行为,
更应关注特定区域中创业活动各要素间的相互关

系,即对区域创业活动进行整体性研究[１].国内外

有关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均起源于 Dunn[２]在

２００５年以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中心构建的创业

生态系统及对其进行的简单描述,刘林青等[３]则专

门介绍了以 MIT为例的高校型创业生态系统,从系

统学视角出发的创业研究由此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

泛关注.目前,关于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内容主要

集中在概念与特征[２,４Ｇ１３]、功能与评价[１４Ｇ１５]、内部结

构与运行机制[１６Ｇ２０]以及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化规

律[２１]等方面.其中,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界定与特

征描述是构建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和进一步深入探究

的基础;从整体层面认知了解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

特性、整体功能和发展规律,对于从外部控制创业生

态系统的持续运行和功能演化具有重大意义[９].基

于组织生态学、共演理论、创业理论等基础理论对创

业生态系统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分析,创业研究整体

方法已成为创业研究的新方向[２２Ｇ２７].

然而,当前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多从单一要素

出发逐步探讨创业生态系统整体结构及内部要素相

互作用的关系,以点窥面;或简单引入“生态环境”或
“生态系统”对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进行拓展,而忽

略了从系统整体角度展开研究的重要意义.系统学

作为创业生态系统的基础理论,在创业生态系统内

的创新系统、商业系统等领域被广泛应用[２８Ｇ２９].本

文基于系统学理论对相关前沿文献进行分析梳理,
明晰了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特性以及类型划分,在
此基础上,对当前的研究进展做出述评,对未来的创

业生态系统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一、创业生态系统概念、特征及类型

从系统的构成来看,系统可被简单描述为系统

边界和系统结构二者的组合.其中,系统边界是指

研究要素的范围,要素是在系统内具有一定独立性

的单元;系统结构则是系统内各要素及要素间构成

关系的结合.在明确系统界定的基础上,从系统功

能、系统结构和系统发展的视角来看,系统应当具有



整体性、多维度和动态性的特征[２８,３０].因此,也应

基于这三个特性对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内涵、运行

机制、功能和控制等进行深入研究.
(一)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辨析

系统核心指系统内最主要的组成要素,对系统

的聚合、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联结作用.在创业生

态系统研究中,对系统核心的认定主要有三种,分别

是创业 活 动[５,１２,３１]、创 业 企 业[１１]、创 业 者 及 其 特

质[７Ｇ８].相关文献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系统核心对创

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且关于系统要素构成也有不

同的观点.首先,在以“创业活动”为创业生态系统

核心的相关研究中,研究重点在于明确创业环境、创
业活动支持子系统与创业活动之间的交互机制[１２].
但仍有研究对创业生态系统要素的内涵存有异议,
主要争论点在于创业生态系统的要素是否包含创业

企业[９,１１Ｇ１２].其次,以“创业企业”为创业生态系统

核心的有关研究,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由多种创业

参与主体(包括创业企业、创业相关的企业和服务机

构)、创业活动支持子系统及内部创业环境所构成的

有机整体,要素彼此间进行着复杂的交互作用,致力

于提高整体创业活动水平(创业数量和创业成功

率).[１１]最后,以“创业者及其特质”为创业生态系统

核心的有关研究认同以上的三类要素构成的观点,
且强调创业生态系统是由特定区域内潜在或现有的

创业者,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动与创业环境进行

交互,来达成系统功能的.[７Ｇ８]

根据系统学理论,从系统的部分要素研究其对

系统的作用违背了系统的整体性原理,该类研究局

限在微观分析思维的层面.而系统核心作为能够将

整个系统有力联结在一起的要素,决定了功能(或目

标)系统的价值导向,即系统在各要素的统一价值观

下形成,系统价值观隐含在系统的文化之中.有研

究表明,不同地区的创业活动、创业生态系统的发达

程度确实与当地的创业文化高度相关,区域创业文

化在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和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

用,也是区域内所有创业活动联结的关键要素之

一.[１９,３１Ｇ３２]从系统要素的完整性来看,创业生态系统

应当是由创业主体(包括拥有创业意图的主体如创

业者和创业团队、新创企业、已创立一段时间但仍不

稳定的企业、创业成功企业)、创业支持活动子系统

(包括政府高校等公共部门、金融机构等资源供给机

构、创业平台等其他支持性结构)和创业活动范围内

的创业基础要素(包括创业文化、政府政策等)共同

构成的.由前所述,本文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以创

业文化为系统核心,以其联结广度为系统边界,由创

业主体、创业活动支持子系统、创业环境共同构成并

相互作用的系统,其系统功能在于促进区域的创业

水平增长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运用系统学理论对创业生态系统概念进行梳理

与分析,是从基本概念层面上明晰了创业生态系统

的界定.明确创业生态系统的系统核心与系统边

界,也有利于从创业生态系统的特征和类型角度,进
一步明晰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研究范畴与研究内

容.
(二)创业生态系统的特征

系统学理论认为系统具有三个核心特性:a)整
体性.系统是具有一定新功能的有机整体,包含独

立要素所不具备的性质和功能.[２８,３０,３３]亚里士多德

提出有关系统组合和分解的两个基本定律来描述系

统的整体性,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部分大于整体

的局部.b)多维度.具体表现为,对一个域的分析

应当从完全互斥的角度出发,即一个域内不同的分

析视角应当是完全互斥的.但是从系统的层面来

看,添加一个更高的维度,将使互斥达到统一.系统

内各要素就是通过其多维度特性来达成统一.[２８]

c)动态性.系统通过内部运行机制(以反馈机制为

主)与系统外部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长期

持续发展演化的特性.[２８,３０]

目前在创业生态系统的特征研究中,学者们从

不同层面分析并提出了创业生态系统的诸多特性,
如从要素的关系和结构层面提出创业生态系统的多

样性、网络性、共生性、竞争性、自我维持性和区域性

六大特征[１１],从系统的功能和发展层面提出创业生

态系统的共生性、自洽性、进化性和溢出效应四大特

征[１２]等.但是研究大多从单一层面出发,忽略了系

统的多个层面特性.基于系统学理论提出的系统三

大特征(整体性、多维度、动态性),本文结合已有的

创业生态系统功能、结构和发展进程三个层面的研

究,进一步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六个衍生特征进行梳

理,见表１.
开放性/边界是描述创业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完

整的个体处于外部环境中,与系统外环境进行交流,
获取资源信息并对外发挥功能、输出系统产物的特

性.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创业生态系统的知识溢出

效应[１７,３４Ｇ３７].从系统学的角度看,该特征强调了创

业生态系统的边界,说明创业生态系统是完整的个

体,其内部各要素共同作用发挥功能,与系统学中的

整体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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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创业生态系统的特征

核心特征 研究视角 衍生特征 学者(年份)

整体性
创业生态系

统功能视角
开放性/边界

Audretsc&Belitski(２０１６);Isenberg(２０１０);Estrin(２０１３);Stenholm
etal(２０１３);Fritsch&Storey(２０１４)

多维度
创业生态系统

结构视角

多样性 Thomas&Autio(２０１４);Zahra&Nambisan(２０１１)
竞合性/共生性 Kapoor&Lee(２０１３);Zahra&Nambisan(２０１１);Spigel(２０１７)

网络性 Galateanu&Avasilcai(２０１４)

动态性
创业生态系

统发展视角

自我维持性 Mason&Brown(２０１４)
不确定性 Cohen(２００６);Kapoor&Lee(２０１３);Mack&Mayer(２０１６)

　　多样性、竞合性/共生性、网络性是从点、线、面
三个维度对创业生态系统结构的描述.多样性从创

业生态系统内的点———即系统要素出发,具体指创

业生态系统的构成主体的类型和数量具有多样性,
这些主体发挥不同的作用[２５],具有不同的功能.竞

合性/共生性从系统内的联结线出发,描述要素之间

联系的性质,即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竞争和共

同成长等的关系[１３,３８Ｇ３９].网络性则从系统整体结构

出发,描述了创业生态系统要素之间联系的复杂和

紧密程度.创业生态系统中的要素嵌入在系统的网

状结构当中,体现出创业生态系统结构的整体轮

廓[４０].这三个特性从不同的维度对创业生态系统

的结构进行描述,同时说明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是

多维的,各系统特征在不同维度形成统一,这与系统

学中的多维度特性密切相关.
自我维持性与不确定性是从时间演化的视角,

分别对创业生态系统短期和长期的发展进程与演化

规律进行描述.其中,自我维持性体现了短期内创

业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强化能力[７];不确定

性则描述了创业生态系统随时间长期演化,在应对

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外界环境变化时,表现出来的不

确定的发展情况[４,２１,３８].二者概括了创业生态系统

动态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和特点,与系统学中的动态

性密切相关.
(三)创业生态系统的类型

从系统的边界出发,将目前研究按研究对象范

畴对创业生态系统的类型进行梳理分类,分为高校

型创业生态系统、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区域科技创

业生态系统以及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四种类型.
高校型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起源最早,２００５年

国外学者Dunn[２]的研究以高校创业为基础、以大学

生创业为核心,对构建高校型创业生态系统进行探

讨.高校型创业生态系统是指以高校为基础,高校

周边环境和学生家族为辅助支持系统,高校学生为

创业活动主体的大学生创业机制.该领域的研究内

容一方面与创业教育结合,探究如何构建以高校为

中心的创业生态系统,从而促进学术创业和创业教

育;另一方面探讨如何通过优化高校型创业生态系

统,进而提高高校所在区域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水

平.但也有学者认为高校的创业教育不一定带来更

多或更成功的创业,它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是无

关紧要的.[９]

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基于商

业平台构建的创业生态系统,并探讨其运行机制和

演化规律.[４１]该类型的创业生态系统是指,以政府

或者企业等第三方部门构建的创业平台及平台上与

创业活动高度相关的各类组织与具体环境的集合.
显然,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的边界仅局限于创业平

台及其相关资源的范畴.张玉利等[４２]提出众创空

间等创业平台只是与创业生态系统具有相似的物理

空间,目前还不是完全的创业生态系统.
区域科技创业生态系统的国内相关研究集中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围绕科技型创业展开,主要是基于

高新技术行业构建以科技创业活动为核心的创业生

态 系 统,并 进 一 步 探 究 其 内 在 机 制 和 发 展 规

律.[４,６,２１,４３]该类研究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科技创业

各要素(层面)的内在关联性、系统结构的有机性及

其相关调整与转变在某一特定区域内的集中表达.
考虑到高新科技行业的特殊性,虽然区域科技创业

生态系统的有关研究对创业生态系统理论的发展具

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但该领域的研究结论缺乏

普适性.
区域创业生态系统是当下较为主流的创业生态

系统研究领域之一[５,７Ｇ９,１１Ｇ１３],其概念界定以地理边

界作为系统的研究边界,从一般性角度出发且具有

较强的适用性.由于系统结构模式、要素构成的不

同,高校型、平台型和区域科技型创业生态系统之间

存在显著的差异.但从系统内在的统一性来看,上
述三种类型的创业生态系统,实质上均为区域创业

生态系统内的子系统,是对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内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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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体情形的深入研究.因此,区域创业生态系统

的研究范围相对宽泛,研究内容也相对复杂,学者们

对其概念界定、系统核心及系统要素的观点都存在

一定的差异.
综上所述,本文对目前创业生态系统的类型研

究进行回顾与关系梳理,对于进一步明晰创业生态

系统的概念内涵具有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从理

论的系统性和概括性出发,注重区域创业生态系统

的研究对整个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而言更具指导意

义.未来应当对区域创业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研究,
尤其要切实地将系统学理论框架引入研究主体,这
对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的发展和创业生态系统核

心理论的构建将大有裨益.

二、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脉络及现有研究缺口

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内部结构分析、内部运行机

制梳理、系统发展演化机制观察以及系统功能与评

价等四个方面是目前创业生态系统的核心内容,并
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在理论上,当前研

究中创业生态系统概念的不全面与模糊性,使得更

深入的研究变得复杂,整体研究进展缓慢.实证方

面,相关测量指标的构建尚不完善,经验证据和实证

结果较少或不具有普适性,也给创业生态系统的研

究带来一定的障碍.
本文参考系统学的研究脉络,从宏观层面、中观

层面(系统层面)、微观层面(创业企业层面)三个角

度出发,梳理已有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脉络,为后续

研究提供相关参考.
(一)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脉络

宏观层面的研究应当主要关注系统功能、系统

演化发展规律及系统的维护(系统治理与评价).创

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在于创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及有效

运行将显著提高区域创业绩效,即提高当地的创业

活跃度、提高产业与技术创新能力、增加就业等,并
借以推动当地的经济增长.[４４]因此,研究者首先应

当关注创业生态系统是否切实发挥了其宏观功能及

功能发挥的效果.其次,创业生态系统的长期演化

规律主要体现为动态演化特征,关注创业生态系统

整体与系统外部环境是如何进行交互,交互过程中

创业生态系统整体是如何发生改变的.最后,是有

关创业生态系统的控制问题,即构建创业生态系统

的统一评价体系与探索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路径研

究.
中观层面即系统层面的研究,应当关注系统结

构、系统内部运行机制及其短期发展三个方面.创

业生态系统结构的研究主要涉及创业生态系统的要

素构成、要素关联方式与结构特征.进一步,在创业

生态系统结构的基础上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内的动态

运行机制,即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要素的交互变化如

何影响创业生态系统结构的变动,创业生态系统内

部的运转又是如何实现创业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
基于对创业内部运行机制的观察与分析,再探讨创

业生态系统在短期内如何发展并保持稳定的.
微观层面即系统要素层面的研究,应当关注该

要素与系统整体间的关系、相互影响的机理及效果.
创业生态系统的微观重点研究要素是围绕创业企

业/创业团队/创业者,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内部环境

(除创业企业以外,对创业企业的行为与决策具有重

大影响的系统内环境)与创业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

关系.该层面的研究应主要从创业企业出发,明确

创业生态系统中创业企业与其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

机制(竞争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和学习机制等),在此

基础上继续研究该相互作用机制将对创业企业的行

为(如战略制定、企业风险管理、资源配置、企业文

化)产生怎样的影响、什么程度的影响以及影响路

径;由此,进一步研究该相互作用机制对创业企业核

心竞争力和创业绩效的最终影响.
(二)创业生态系统已有研究进展

创业生态系统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宏观层

面与中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缺乏,尚未取得

较大的进展.
目前,创业生态系统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分为

三类.第一类主要针对创业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开

展研究,Acs等[４４]学者通过实证来探究区域内制

度、创业活动、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
以明晰创业生态系统在区域中的作用并提出了相应

的衡量方法.衡量方法在后续被不断完善,如学者

在已有衡量基础上加入企业家作为影响变量,直接

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对譬如就业增长等区域经济指标

的影响[４５].第二类则主要关注外部环境对创业生

态系统的影响,通过全球创业研究的观察、寻找和识

别创业生态系统,探究社会经济环境和创业生态系

统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如何在

外部环境不确定条件下以可持续的方式运行[４６].
第三类致力于对创业生态系统的控制研究,即对创

业生态系统的评价和治理.其中创业生态系统的评

价研究主要通过评估当地区域的创业绩效,并从不

同的视角引援不同区域的案例对创业生态系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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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１５].Bellmasterson等[４７]提出并检验了一系列

创业生态系统活力指标,对发展和完善评价指标的

构建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具体应用过程中需特别

考虑行业的特殊性.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研究目前

集中在创业生态系统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４８],如

Cunningham等[４９]提出以系统主要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PI)为中心的治理框架,探讨PI的能

力、治理成本与治理机制,旨在用该框架对大规模公

共资助的项目进行管理.
而中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多,主是要从整体性、

多维度与动态性三个角度对创业生态系统进行了研

究,并且不同视角之间又有一定的交叉.a)从整体

性出发,对创业生态系统内部功能的具体表现进行

研究[１０,４１,５０],如知识溢出效应等,具体的功能实现机

制与多维度的研究相互交叉.b)从多维度出发对

创业生态系统的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系统结构视角

分析创业生态系统的要素特性、结构运行机制以及

创业生态系统功能的实现路径和具体机制.c)在动

态性特征方面,短期研究主要关注创业生态系统的

进化过程和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是如何推动系统稳

定发展,并结合相关案例进行实证检验[２０Ｇ２１].其中,

Mack等[２１]开发的一个创业生态系统演化框架,集
成了基于Isenberg等[９,１１]对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的重

要组成部分,描述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如何

相互作用和演变,并以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创业生

态系统为例进行了分析.
(三)现有研究缺口

系统学脉络为创业生态系统研究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理论指导与研究思路,但经对比发现目前关于

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缺口:
一是宏观层面对于创业生态系统整体的演化规

律的探索尚不明晰,系统的评价指标构建和治理框

架尚不完善.尽管对创业生态系统在外部环境中的

演化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时间的观察案例,但是由

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发展较晚、研究时间较短等原

因,创业生态系统的长期演化数据缺乏,创业生态系

统的长期演化机制理论也尚未得以构建完善.由

此,对创业生态系统的长期演化机制探究依然是创

业生态系统研究的一个难点.此外,虽然创业生态

系统评价指标的构建发展较为迅速,但大多从单一

层面出发而忽略了从多层面构建评价指标的必要

性,导致研究对创业生态系统的认知和评价不全面、
不完整,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创业生态系统治理研

究的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

二是中观层面的研究中,创业生态系统运行机

制研究不够深入.尽管有关研究运用了多种方法,
对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进行了分析与模拟,但是

系统要素之间关联关系、创业生态系统结构的变化

机理尚不明晰,尚未挖掘出其对创业生态系统系统

功能发挥的影响路径.此外,由于当前创业生态系

统核心理论尚不完善且系统的运行机制依然是一个

“黑箱”,创业生态系统短期内如何发展并保持相对

稳定状态的机制研究尚不明确.
此外,创业生态系统的微观层面研究相对缺乏.

现有研究集中在宏观与中观层面,忽略了对创业生

态系统与创业企业/创业者间相互作用及作用效果

的研究.微观层面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为创业企业

和创业家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参考,探讨如何通过

具体企业的活动促进创业生态系统功能的实现及给

予具体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与风险决策提供建议.
该层面的研究少有涉及,主要是因为先前创业环境

的相关研究已经对创业生态系统与创业企业/创业

者的相互作用进行了部分内容的解释,而且中观层

面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研究进展缓慢,
阻碍了更深入的微观研究开展.

三、创业生态系统未来研究展望

创业生态系统已经成为创业研究的新框架.然

而,创业生态系统的理论构建依然停留在分析层面,
其具体结构、整体运行机制及与创业企业的交互作

用尚不明晰.本文根据系统学框架对现有文献进行

回顾与梳理,以系统学中的核心要素和系统边界为

概念的界定要点,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以创业文化

为核心、文化联结广度为系统边界,致力于提高区域

创业绩效和经济增长的系统,该系统具有开放性/边

界、多样性、竞合性/共生性、网络性、自我维持性和

不确定性六大特征.在梳理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脉络

的基础上,发现创业生态系统宏观层面上的系统整

体功能的研究相对完善,而微观层面的研究凤毛麟

角,中观层面的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虽有一定的进展,
但对创业生态系统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认识相对片

面,对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构建的完整性造成了

一定的影响.未来创业研究应当在继续深化宏观研

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
第一、宏观层面.在创业生态系统的动态发展

研究中,由短期研究进一步深化至长期研究,深入探

讨并构建相关理论以解释创业生态系统长期的动态

演化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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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和治理理论,以加强对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

控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各国家/城市的实际案

例,且由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发展较晚,相关研究仅

停留在短期的实践分析阶段,尚未得出内在统一的

创业生态系统动态发展理论.并且,不同研究对分

析方法和工具的运用尚未统一,各案例数据很难进

行集中地比较分析.因此,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展开:a)对世界各地创业生态系统发展进行

追踪观察,建立创业生态系统案例观察数据库.由

此,通过经验观察、数据处理进一步深入分析总结创

业生态系统的长期发展规律.b)依据系统学理论

的研究脉络,借鉴其中系统发展的相关研究如“反馈

机制”等,构建创业生态系统与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

境交互作用的理论机制,从而指导现实中创业生态系

统的长期发展方向.c)运用计算机仿真系统结合现

有实证数据对创业生态系统演化进行模拟,根据模拟

结果分析长期创业生态系统演化方向和演化条件.
通过对以上三方面的研究,深入了解创业生态系统的

长期演化规律,完善创业生态系统评价体系和探讨创

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框架,从而推动创业生态系统进化

及整体功能的发挥,以提高创业生态系统内的创业活

跃度和创业成功率,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
第二、中观层面.从创业生态系统三大特征出

发探讨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内部运行机制与短期

稳定状态的维持.当前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要素、要素关系和整体结构

三个领域,其核心内容的认知观点基本趋于统一,即
创业生态系统具有和一般系统高度相似的特征,可
以从要素结构视角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

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单一要素视角研究创业

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与创业生态系统整体性原则相

悖,故该方面的研究目前也尚未取得较大进展.要

深入了解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揭开创业生

态系统内部运作的“黑箱”,未来可以从创业生态系

统的三大特征出发(整体性、多维度、动态性)并结合

运用系统学理论指导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

探讨与分析,具体如图１所示.三大特征及其衍生

特征分别从创业生态系统整体的功能、结构与短期

发展三个方面对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形

成、运作与演化产生影响,如风险传导机制[５１]、竞合

机制[５２]、资源共享机制和平衡调节机制[５]等.首

先,创业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断与外部环

境进行交互,是会随着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持续地

发生变化的,即创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对创业

生态系统内部运作产生影响.其次,从多维度特征

出发,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创业生态系

统内部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例如,创业生态系统

内组成要素的数量和类型越多即多样性越明显,创
业参与主体为获取稀缺资源会有怎样的竞争与合作

机制.在要素主体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创业生态系统

内,相关风险又是如何进行传导并发生变化.创业

生态系统内的多种参与主体,在长期的创业活动过

程中相互往来,形成复杂的网络关系,该网络关系中

的资源是如何调配.最后,从动态性特征来看,创业

主体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是如何通过系统内部

网络联系进行资源的获取与共享,以实现创业生态

系统发展过程中正常运转状态的自我维持等,这些

都是创业生态系统中观层面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重要

内容.由于数字生态系统的模拟运作可以精确地体

现系统信息的传递与反馈效应,有助于了解与借鉴

分析现实中创业生态系统与外部的交互作用,以及

系统内各要素主体间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从而进一

步完善“系统要素Ｇ系统特征Ｇ运行机制”的分析框架,
揭开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面纱.因此,未来

研究可以基于系统学理论、创业生态系统特征,继续

通过信息技术或数字技术模拟现实创业生态系统,根
据该模拟系统提供的信息和内部结构,为现实创业生

态系统结构、特征及运行机制的研究提供参考.

图１　创业生态系统特征与内部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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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微观层面.厘清创业企业外部环境与创

业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探讨创业生态系统的

创业企业、创业团队、创业者面对创业生态系统内部

环境时的决策方式,及创业生态系统内部环境对创

业企业、创业团队、创业者决策的影响路径.目前国

内外依据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对微观层面(企业及个

人层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创业领域其他微观

层面的研究也大多只关注创业企业、创业团队或创

业者中的某一方面,环境与微观组织或个体交互作

用的研究中仅考虑环境的某一个或少数几个特点,
缺乏系统性.创业生态系统作为系统内企业的外部

环境,未来研究一方面可以结合系统学框架深化原

有的创业环境分析,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影响创业企

业的传导机制,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其对

创业企业的具体影响以及影响过程中的特征与特

点;另一方面,依据创业理论切实从创业企业和创业

者的行为出发,结合创业企业成长的核心即创业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研究创业生态系统内的各创业主

体间是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企业在创业生态系

统中的行动策略和发展轨迹等.在此基础上,分析

创业企业行为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反馈作用,从而推

动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和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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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行业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基于嵌入环节异质性视角

詹舒琴,杨　君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基于价值链嵌入环节异质性的视角,测度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并实证分析了其对劳

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提高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的重要因素;相比前向参与率,制造业后向参与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提升劳动力密集型行业

的前向参与率有利于促进劳动收入的提升;技术密集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已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

了不利影响,向高端演进的必要性突显.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率;后向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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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生产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各国的贸易方式

和规模由此发生了较大的改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中国通过大量承接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参与全

球价值链,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产业外向发展能力.
然而,参与全球价值链可能会对一些行业原有的收

入分配机制产生冲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

数据计算发现,中国在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同时,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至２００７年以来,劳动收入

份额出现了持续下降态势,２００８年以来虽有小幅上

升的趋势,但每年仍低于５０％的水平.由此产生了

一个问题:中国广泛参与到全球价值链是否会导致

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对该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

好地理解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原因及趋势,进
而为中国如何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来优化

收入分配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文献综述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产生及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对较

长的阶段,其测度方法也经历了较大变化.Hummels
等[１]首先提出垂直专业化衡量指标,利用投入产出

表和进出口统计数据来计算出口中包含了多少进口

投入品.Koopman等[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价

值链参与率指标的测度方法,Wang等[３]则进一步

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率问题.刘琳[４]基于中国数

据研究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中国制造业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前向参与率相对

后向参与率较低,这说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

中上游的参与程度存在明显劣势[５].因此,未来应

寻求中国产业发展的新型增长点,实现从全球价值

链向全球创新链上的转变[６].
关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

面,付文林等[７]认为,中国嵌入低端价值链的发展模

式极易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区间为吸

引外资而开展的激烈竞争又加剧了劳动力要素在国

民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劳动收入份额也因此下

降,张少军[８]也得到类似结论.出现这一结果的可



能原因是,中国出口结构正在向资本相对密集的产

品转移[９],肖文等[１０]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

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在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其他

因素方面,李稻葵[１１]认为国企改革使得劳动者在收

入分配问题上的谈判权下降,因此国有企业比重下

降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白重恩等[１２]的研究

结论也与之相似.而罗长远[１３]则从国有企业改革

后,支付的劳动力价格与“市场出清”的关系解释了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问题.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还有

外资的快速进入,Decreuse等[１４]认为随着中国的外

资企业数量增多,外资企业对本国劳动力的竞争不

断加剧,将会促进本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但邵

敏等[１５]研究却发现,外资进入中国限制了劳动力的

流动,进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了不利影响.除此之

外,李稻葵等[１６]还提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

阶段之间存在 U型关系,白重恩等[１７]则认为产业

结构的变动对总体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较大,特别

是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是解释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１８].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逐渐加深,虽然许

多文献就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展开了广泛讨论,但现有研究仍存在可拓展之处.
首先,参与全球价值链可分为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
两种参与类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能存在差

异,相关文献基于嵌入环节异质性视角的研究相对

偏少;其次,多数文献是基于跨国数据的对比研究,
基于一国国内分行业的研究有待探究.有鉴于此,
本文对中国制造业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率

和后向参与率进行了测算,并实证分析了其对劳动

收入份额的影响,以便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

链和完善收入分配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借鉴.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处理

本文主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

的影响,而不同要素密度的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可能

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差异化影响.对于劳动要素比

较丰裕的国家,其嵌入全球价值链多以劳动密集型行

业为主,因而能够提高国内劳动者的就业水平,进而

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而对于资本要素较为丰

裕的国家,则可能会出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过快发

展,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当前,中国嵌入全

球价值链仍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因此可能会出现

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现象,但同时资本密集型行业增

长速度较快,劳动收入份额也可能因此出现下降.另

外,由于不同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环节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异质性.当

前,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较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制造业大多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如加

工和组装等环节,这些环节贸易附加值较低,工人工资

也相对低廉,且资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只能不

断压低原本廉价的工人工资,因此过多嵌入全球价值

链低端生产环节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
为了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劳动收

入份额的影响,本文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建立的实证

模型为:

lsit＝α０lsit－１＋α１GVCit＋βXit＋εit＋μi,
其中:被解释变量lsit为劳动收入份额;主要解释变

量GVCit为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数,又分为前向参与

率指数ivit和后向参与率指数fvit,指数的取值范围

从０到１,数值越大表示加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
该两项指标可借鉴Koopman等[２]和刘琳[４]的研究方

法并利用WIOD(WorldinputＧoutputdatabase)发布的

投入产出数据进行测度.Xit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国有企业比重Stateit、人均产出pyit、外商直接投资

比重fdiit、出口比重expit等.i表示行业,t表示年

份,ε为残差项,μ为行业效应,使用差分方法进行实

证分析可以消除该行业效应.变量的具体定义和数

据来源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

变量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ls
劳动收入份额指劳动报酬占制造业增加

值比重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投入产出表

iv 外国产品使用本国中间品的程度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投入产出表、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

fv 本国产品使用外国中间品的程度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投入产出表、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

State 国有行业的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５０年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９９»、«中国统计年鉴»

py 工业生产总值与就业人数的比值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５０年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９９»、«中国统计年鉴»

fdi 外商直接投资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各省份«统计公报»、«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exp 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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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OD于２０１６年发布的投入产出表采用ISIC
Rev４．０行业划分标准,而中国行业划分依据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先后制定了GB/T４７５４－１９９４、GB/
T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和GB/T４７５４－２０１１三个标准,其
中制造业均包含１３—４３大类.本文按照各个划分

标准及其子目录对两者进行了匹配,共匹配出１７个

制造业的细分行业[１９Ｇ２０],具体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匹配结果

产品名称
ISICRev４．０

行业

中国行业分类
(２０１１年版)

食品饮料与烟草 C０５ １３、１４、１５、１６
纺织服装与皮革 C０６ １７、１８、１９

木材软木草编制品(除家具) C０７ ２０
纸和纸制品 C０８ ２２　
记录媒介物 C０９ ２３

焦炭与精炼石油产品 C０１０ ２５
化学品及化学制品 C０１１ ２６、２８

药品、药用化学品及植物药材 C０１２ ２７
橡胶与塑料制品业 C０１３ ２９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C０１４ ３０

基本金属 C０１５ ３１、３２
金属制品 C０１６ ３３

计算机电子与光学产品 C０１７ ３９
电力设备制造业 C０１８ ３８
机械与设备制造 C０１９ ３４、３５、４０
家具与其他制造 C０２２ ２１、２４、４１
交通运输设备 C０２０、C０２１ ３６、３７

三、实证分析

(一)整体数据的回归结果

基于上文建立的实证模型,本文使用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宏观数据(见表１)进行分

析.由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

变量的滞后项L．ls作为工具变量,然后根据AR(２)
值与 Hansen值判断工具变量的滞后项设定.为了

消除行业效应,可以使用差分 GMM 方法进行回

归;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依次交替

加入解释变量的方法,将GVC分为前向参与率和后

向参与率分别对整体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与

结束密集型行业三类进行逐步回归,并同时报告了

差分GMM和系统GMM的回归结果.
表３报告了中国制造业整体数据的回归结果.

制造业的前向参与率和后向参与率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负,说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不利于劳

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这也部分解释了中国劳动收入

份额出现下降的原因.虽然现阶段中国仍主要参与

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２１],但随着中国

制造业资本投入的快速提升,中国参与资本密集型生

产环节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

增长速度[２２],而参与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则会对劳

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

链对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不利影响.相比较而言,制
造业后向参与率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为

显著,这主要是因为现阶段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仍严

重依赖国外先进中间品的进口,即仍以后向参与全球

价值链为主[２３].而中国出口的中间品仍与国外先进

产品有着较大差距,全球竞争力较弱[２４],前向参与率

较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表３　制造业整体数据的回归结果

变量
前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系统１ 系统２ 差分１ 差分２

后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系统１ 系统２ 差分１ 差分２

L．ls ０．８３６∗∗∗
(０．００６)

１．０３６∗∗∗
(０．０１０)

０．８３５∗∗∗
(０．００９)

０．８８６∗∗∗
(０．００８)

０．９７５∗∗∗
(０．００９)

１．０６０∗∗∗
(０．００６)

０．８８６∗∗∗
(０．００９)

０．８５７∗∗∗
(０．００５)

iv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８)

— — — —

fv — — — —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０１)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８)

State — —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５)

— — —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８)

py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 —

fdi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４)

－０．１５１∗∗∗
(０．００６)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９７∗∗∗
(０．００３)

exp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３)

— —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

—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

C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 —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 —

Obs． ３９２ ３９２ ３６４ ３６４ ３９２ ３９２ ３６４ ３６４
AR(２)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６４ ０．２９ ０．１６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２７
Hansen ０．９９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９８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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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处所指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包含了中低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

　　出口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也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的

负向影响[２５].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出口多依附于发

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外包订单,出口产品价格多掌握

在发达国家手中,极易产生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业

的“纵向压榨”和“俘获”效应[２６],而在中国劳动供给

大于劳动需求的背景下,出口企业则会把上述不利

效应传递给劳动者[２７],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不断

下降.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向资本密

集的产品转移也是出现上述结果的重要因素.
国有企业比重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主要是因

为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为了保障一定

的就业水平,雇佣了更多的劳动力[２８Ｇ３０].另外,国有

企业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多高于非国有企业[１２],因
此其比重的提升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正向影响.

人均产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均产出

的提升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已

进入到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处于U型曲线的

上行区间[９,１６],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会随着人均产出

的增长而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出现这一

结果的可能原因是,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

时存在着激烈竞争,弱化了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进而

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长[３０].另外,外资企业拥有

的先进技术水平也有助于其掌握较大的劳动定价

权,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会尽可能地压低劳动

者的收入,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的劳动

收入份额产生了负面效应.
(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

为了区分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

额影响的行业异质性,本文还将表２的行业进行分

类,将C０５、C０６、C０７、C０８、C０９和C０２２作为劳动密集型

行业,其余的作为技术密集型行业①,并分别进行回归.
表４报告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与整体数据的回归结果

相比,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前向参与率对劳动收入份额

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后向参与率的作用不显著.后

向参与率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说明中国通过进口国外

中间品参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已无法促进劳动收

入份额的提升[３１].国内制造业企业后向参与全球价

值链多从事简单的加工组装环节,即全球价值链低端

环节,此时绝大部分的产品利润都被国外上游企业获

取,国内企业仅能获取微薄的代工费用,利润空间不足

也极大地限制了劳动的收入水平.且低端环节所需劳

动力的技术水平相对不高,劳动收入多低于其他类型

企业,因此该类企业增多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前向

参与率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促进作用,则
印证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嵌

入的必要性.前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多以先进中间品的

生产、技术研发与产品设计等环节为主,需要大量高端

劳动力参与其中,此类劳动者的收入也处于较高水平,
因此前向参与率提升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长[３２Ｇ３３].

表４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前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系统１ 系统２ 差分１ 差分２
后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系统１ 系统２ 差分１ 差分２

L．ls ０．８８０∗∗∗
(０．１３４)

１．１６８∗∗
(０．２８０)

０．７００∗∗∗
(０．０５５)

０．８８０∗∗∗
(０．０８１)

１．２１１∗∗
(０．２８６)

０．７７３∗∗
(０．３１７)

０．８７３∗∗∗
(０．０８９)

０．８７４∗∗
(０．１７２)

iv ０．１６４
(０．１０４)

０．３３８∗∗
(０．１５８)

０．３３４∗∗
(０．１７２５)

０．３０７∗∗
(０．１３７)

— — — —

fv — — — — ０．７４５
(０．９３９)

－０．０８３
(０．１５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７１)

０．１２６∗
(０．０２７)

State ０．１２４∗
(０．０６４)

０．１１６
(０．０７６)

０．１５９∗
(０．１１１)

— — ０．０７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４)

０．１０９∗
(０．０９６)

py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

fdi — －０．０９６
(０．１０５)

— ０．０８３∗∗∗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８∗
(０．１４５)

０．０２８∗
(０．１０２)

— —

exp — — — －０．１２０∗∗
(０．０４２)

－０．４２０
(０．４１５)

— — －０．１６１∗∗
(０．０４２)

C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６)

— — －０．０６５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０)

— —

Obs．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０４ １０４
AR(２)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１８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８
Hansen ０．９５ ０．９７ ０．９９ ０．９８ ０．９９ ０．９２ ０．９９ ０．９８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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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

表５报告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与劳

动密集型数据回归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的是:技术密集

型行业前向参与率和后向参与率的提升均对劳动收

入份额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

原因是,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指数仍相对较低,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的低端生产环

节,即多基于后向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极易导致产

业陷入“低端锁定”陷阱[３３],不利于技术密集型行业

技术水平积累与提升,进而导致行业利润水平与劳动

收入长期处于低位,因此技术密集型产业后向参与率

的提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不利影响.另外,技术

密集型产业前向参与率提升也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

显著的负向作用,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基于

前向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不仅对产业的技术水平要

求较高,还极易遭遇到发达国家的围追阻截,而现阶

段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仍处于较低水

平,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仍无法与发达国家进行竞

争,因此短期内仍较难实现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

作用[３４].当前,中国技术密集型行业原创性技术的

缺失,还导致了产业发展对国外先进技术,特别是先

进资本设备的依赖,即技术密集型行业嵌入全球价值

链体现出十分明显的资本引进和积累特征,因此劳动

收入份额会随着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的提升而下降.
表５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前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系统１ 系统２ 差分１ 差分２

后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系统１ 系统２ 差分１ 差分２

L．ls ０．９６９∗∗∗

(０．００８)
０．８４４∗∗∗

(０．０３２)
０．７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７１９∗∗∗

(０．０１３)
０．９９０∗∗∗

(０．００７)
０．９７１∗∗∗

(０．０１１)
０．７３１∗∗∗

(０．０１３)
０．７７０∗∗∗

(０．００４)

iv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
— — — —

fv — — — —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７)
－０．１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２)

State —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０．１７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１)
—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９)
０．１３５∗∗∗

(０．０１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１３)

py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

fdi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１３０∗∗∗

(０．００９)
－０．１１１∗∗∗

(０．００５)

exp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

— －０．２１４∗∗∗

(０．０１７)
—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２)

C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７)
— —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 —

Obs． ２８０ ２８０ ２６０ ２６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２６０ ２６０
AR(２)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２８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６０ ０．５２
Hansen ０．９９ ０．９５ ０．９８ ０．９５ ０．９８ ０．９６ ０．９７ ０．９９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上文使用两种 GMM 方法进行分析以确保实

证结 果 的 稳 健 性.另 外,笔 者 使 用 工 具 面 板 法

(２SLS方法)再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全球价值

链嵌入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与上文结果保持一

致,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嵌入环节异质性与中国制造业分行业

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a)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嵌入导致了劳动

收入份额下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

参与率均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一
个可能原因便是制造业嵌入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的

增长速度大于嵌入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增长速

度.相对而言,由于中国制造行业对后向参与的依

赖较强,后向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制造行业劳动收入

份额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

b)劳动密集型行业前向参与率的提升是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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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制造业深度嵌

入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后向参与率提升已无法带来

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现阶段,中国劳动密集型制

造业应加快技术创新,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

节,通过前向参与率提升推进劳动收入份额增长.

c)技术密集型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

份额有着不利影响.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的总

体技术水平仍较低,主要依赖进口先进的中间品进

行加工组装,因此在全球价值链生产过程中多嵌入

低端环节,极易因被发达国家“锁定”而陷入“低端生

产”陷阱,因此国内产业环节获取的收益明显低于国

外上游企业.另外,低端生产环节劳动力以低技术

劳动者为主,抑制了对高收入的技能型劳动者的需

求,进而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d)在其他影响因素方面,国有企业比重和人均

产出对劳动收入份额均有着促进作用,出口有着负

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则存在着行业异质性.
过多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是中国制

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因此,未来制造业发展应积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不
断优化产业结构,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生产环节,进
而在加快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的同时,实现劳动收

入份额的提升.鉴于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

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
未来我国制造行业的发展除了应发挥传统劳动禀赋

优势之外,更应着手加速技术禀赋优势打造,加快实

现技术要素禀赋对制造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３５],不
断促进价值链向高端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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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风险规避型的餐饮外卖供应链决策与博弈

韩曙光a,丁根基b

(浙江理工大学,a．理学院;b．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为了更好地规范外卖市场,使该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让餐饮商家和餐饮平台获利最大化且消费者获得

更高质量的餐饮,文章探讨了外卖供应链协调问题.根据市场调研数据,结合餐饮外卖的价格、口感与质量水平,建

立餐饮外卖的市场需求函数;探讨具有风险规避型的餐饮商家和外卖平台组成的二级供应链,根据CVaR风险度量

准则,利用斯坦伯格博弈理论,针对餐饮商家和外卖平台各自的风险容忍度,制定出合理的餐饮外卖价格和口感与

质量水平策略,并与风险中性的餐饮商家和外卖平台组成的二级供应链进行对比.研究表明,餐饮平台的风险容忍

度取某区间值时,集中式决策下餐饮外卖具有更低的价格和较高的外卖口感与质量水平,这对于餐饮商家、外卖平

台和消费者都是共赢的.

关键词:餐饮外卖;价格;口感与质量水平;风险规避供应链;斯坦伯格博弈;条件风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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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互联网＋”时代,国内涌现了大量餐饮外

卖O２O平台,“饿了么”、“美团外卖”、到家美食会等

外卖平台相继成立.“饿了么”外卖平台成立于

２００９年,目前覆盖全国２０００个城市,加盟餐厅数量

１３０万家,用户数量约２．６亿人.“美团外卖”成立于

２０１３年,目前覆盖全国１３００个城市,加盟餐厅数量超

过１００万家,用户数量约２亿人.据易观数据网显

示[１],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交易份额２０１４年为１５２
亿元,到２０１７年达到２０７８亿元,预计２０１８年将达到

３５９５亿元,可见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持续保持增长

态势.很多白领上班族、大学生都选择外卖用餐,省
时方便是餐饮外卖行业发展迅猛的主要原因之一.

郑海宇等[２]从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隐患和交通

安全隐患着手进行分析,最终给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和建议.王妍捷[３]和刘文昌等[４]分析了目前外卖行

业的特点,并对团购模式和外卖O２O模式各个环节

加以对比,指出当前我国外卖行业发展现状和面临

问题,最后给出发展对策.于赫等[５]和常俏[６]介绍

各大O２O外卖平台的物流配送特点,指出了行业发

展存在的问题和相应解决措施.冉文江等[７]针对餐

饮外卖时效性问题的研究表明,定点定时的集中物

流配送模式可以大大节约配送时间,提升客户满意

度.从已有研究可知,餐饮外卖行业顺应了互联网

时代潮流,具有很大的市场发展潜力,但同时也面临

诸多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企业是具有风险偏好的,而风险

规避特性使企业对供应链的选择难以协调.代建生

等[８]探讨了CVaR(条件风险价值)风险度量准则

下,把产品促销因素作为市场需求波动弄的动因,运
用收益共享契约,使得风险规避供应链得到缓解.
叶飞等[９]和林强等[１０]研究了当供应商的产品供给

具有不可靠性时,运用收益共享契约机制使得损失

最小利润达到最大化,获得了最优订货决策.Xu
等[１１]研究了当二级供应链具有风险规避行为时,供
应链成员的定价和协调,运用CVaR方法考察了风

险规避型供应链的协调问题.Dai等[１２]进一步考察

了订购、促销和定价联合优化决策,对基于CVaR
的两种订货模式比较研究策略问题进行了详细分

析.冯艳刚等[１３]运用CVaR方法构建一个具有可

替代产品的报童博弈模型,研究了商品的替代率以



①　数据来源:“美团外卖”APP实时数据整理.

及零售商的风险厌恶程度对最优决策的影响.朱传

波等[１４]等运用CVaR度量工具,研究具有风险规避

特性的零售商订货策略,并分析零售商最优订货量

对供应商可靠性及对其自身的风险规避系数的敏感

性.闻卉等[１５]研究的背景是需求具有随机性,而供

应链成员正是为了规避这种需求不确定性带来的问

题,他们设计了一个回购契约来优化供应链,研究风

险规避水平对批发价格的影响.代建生等[１６]对风

险规避零售商的订购与促销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

明:零售商越规避风险,其订购量和促销努力就越

小.Ma等[１７]则只考虑供应链单个成员具有风险规

避特性,并未考虑多个供应链成员具有风险规避特

性的博弈问题.浦徐进等[１８]考察了公平对于促销

努力水平和供应链运作效率的影响.简惠云等[１９]

建立了随机利润分配函数,该函数使得研究贴切生

活实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带有风险偏好下

的报童CVaR问题.郭飞等[２０]采用CVaR准则研

究了风险偏好对供应商或零售商决策行为的影响,
以及相应的供应链协调契约机制设计.总体而言,
并非所有具有风险规避特性的供应链都可以得到

完美协调和优化,因为所有风险中立下的供应链

不能保证得到相应优化和协调,这就使得具有风

险规避特性的供应链难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契约去

协调.

　　由于以往的需求函数大部分只是和价格建立一

定的联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产品的需求函数不仅

和商品的价格有关,还和商品的质量水平、服务、品
牌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对需求函

数进行改进,针对餐饮外卖行业建立市场需求函数模

型,再对该行业进行实证考察,发现餐饮外卖的市场

需求与质量高度相关.经过分析得出,价格、口感与

质量水平共同决定外卖餐饮的需求函数.最后假设

餐饮商家和餐饮平台具有风险规避特性,根据供应链

决策与博弈研究,得到综合考虑口感、质量、价格和供

应链成员利润的餐饮平台风险容忍区间.而不考虑

风险因素的供应链协调只是把供应链成员都视为风

险中性的,未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复杂性.本文将具有

风险规避特性的供应链与实际生活中的餐饮外卖供

应链结合,可以让拥有不同风险喜好的供应链成员选

择更加适合自己的产品定位,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

一、餐饮外卖需求函数

(一)需求函数研究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①,市场需求D与价格p并不

是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通过对高校(浙江大学、浙江

理工大学)和公司(杭州市滨江区博世电动工具有限公

司)周边２０１７年４月餐饮外卖月需求量与价格的调查

数据分析得出,D与p分别呈现图１和图２的关系.

图１　２０１７年４月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周边餐饮外卖月需求量与价格的关系

图２　２０１７年４月杭州市滨江区博世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周边餐饮外卖月需求量与价格的关系

　　从图１和图２中可以看出,并不是餐饮外卖的

价格越高,需求量就越低,而是呈现一个需求量先随

着价格增加而增加,过了某个价格拐点后,需求量随

着价格增加而减少的趋势.价格低于９元的外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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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没有,这可能是因为:一是价格太低,餐饮商家和

外卖平台的利润以及外卖骑手的物流费用得不到保

证;二是价格太低的外卖,消费者担忧食品安全与口

感质量而不敢尝试.而图１和图２的价格拐点也各

不相同,浙江大学与浙江理工大学周边外卖需求量

出现价格拐点约为１３元,杭州市滨江区博世电动工

具有限公司周边外卖需求量出现价格拐点约为１６
元,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学生和公司白领的经济承受

能力存在差异.
按照一般市场规律,D 与p 的关系是:D＝α－

βp(α表示市场稳定情况下的固有需求,β表示消费

者对产品零售价格的敏感系数,０＜β＜１).但在加

入了消费者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x这一变量后,
基于图１和图２得到的需求与价格二者关系却如图

３所示.亦即,D 是由p 与x 共同作用的结果(简单

起见,忽略诸如物流配送速度、平台的品牌影响力、
配送员态度等其他影响因素).而餐饮口感与质量

水平和餐饮商家制作成本C直接相关,x越高,C 就

越高.此外,C 和p 有一定关系,一般来说C 越高,

P 越高,这是为了限制低制作成本的餐饮外卖冒充

高口感与质量的外卖而标高价格.

图３　市场需求量和价格之间关系

由上可知,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D＝α－βp＋
θx(θ表示市场需求对产品口感质量的敏感系数,

θ＞０).θ越高,就意味着对消费者餐饮口感与质量

认可度越高.x 越高,p 也就越高.图３是需求量

与价格之间关系的函数图像,同时考虑了x.当p
是x 的近似二次方关系时,需求函数和产品定价以

及产品口感与质量呈现图１与图２走向.因此可以

把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参数x进行量化,即投资餐

饮口感与质量水平的成本是nx２,其中n表示餐饮

口感与质量水平投入成本系数.但斌等[２１]研究也

表明了质量与成本之间呈现图３的函数走势.
因此,并不是商品价格越低,消费者的需求就越

高.一方面,价格低意味着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将

下降,所以消费者需求降低.另一方面,如果商品价

格很高,虽然餐饮质量有所提升,满足了消费者的饮

食安全和口感,但价格过高也可能成为消费者的负

担.
(二)基本假设

a)D 只与p 和x 有关,和其它因素无关;

b)C和x 越高,p也就越高,这主要是为了限制

低制作成本的餐饮外卖冒充高口感与质量水平的外

卖;

c)餐饮平台的外卖口感与质量的投入成本是

Cs＝nx２;

d)外卖平台和餐饮商家都是理性个体;

e)餐饮商家和外卖平台关于对方的成本和利润

是透明的,且信息对称.
(三)基本模型构建

根据一般市场规律可知,D＝α－βp,因此餐饮

外卖的需求函数为:

D＝α－βp＋θx,(α＞０,β＞０,θ＞０) (１)
市场需求具有不确定性,即:α＝α＋ε,这里的α

是餐饮外卖潜在的固定性需求,ε为受外界因素干

扰的需求波动,如经济波动、社会活动和自然灾害等

因素干扰,可能是负数也可能是正数,这里期望

E(ε)＝０,方差Var(ε)＝μ２,餐饮外卖商家和餐饮平

台都知道需求情况,相应地按照这个需求标准来生

产与运营.
风险规避型供应链成员的预期收益为λ.具有

风险特性的供应链成员会综合考虑期望收益与期望

收益方差,所以采用均值与方差的方式建立效用函

数:

U＝λ－Var
(λ)

T
(２)

二、风险规避型供应链决策与博弈模型

目前,外卖O２O平台逐渐从井喷式发展过渡到

成熟期,尤其是消费者和餐饮外卖商家可以网上互

相评价、信息相对透明之后,消费者的关注重点也逐

渐从价格转到餐饮外卖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物流

配送和商家品牌等.为了在提高外卖销量的同时获

得消费者好评,高质量的外卖成为现在餐饮外卖商

家追逐的目标之一.“飞猫送餐”、“蹭饭网”、“品品

美食”、“阿姨厨房”、“有饭局”、“果粉厨房”等外卖平

台纷纷倒闭,归结原因都是败在价格战和外卖质量

问题上.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４日,“饿了么”宣布与“百度

外卖”合并,“百度外卖”成为“饿了么”的全资子公

司,外卖平台也从“三足鼎立”,变成了“两雄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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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行业竞争异常激烈,在经历价格战之后,外卖口

感与质量成为了大众首选因素.
白领市场的餐饮外卖规模一直都很稳定,但是

校园周边餐饮外卖市场需求经常波动较大.一是学

生假期多且长,所以寒暑假期间学校周边的餐饮外

卖需求量急剧减少,生意冷淡.二是遇上雨雪天气

时,更多学生选择点外卖进行用餐,导致外卖数量的

急剧暴增.餐饮商家和餐饮平台如何面对这些不确

定性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样很重要.
带有风险规避型的餐饮外卖商家和餐饮外卖平

台组成了二级供应链.构建分散式决策和集中式决

策模型可以分别分析双方的风险容忍度对各自决策

行为的影响.
(一)分散式决策下的风险规避型供应链协调

风险规避型餐饮外卖商家的期望收益为:

λs＝(w－c)(α－βp＋θx)－nx２ (３)
其中,w 表示餐饮平台买进餐饮商家单位外卖的成

本.
餐饮外卖商家期望利润λs 的方差为 Var(λs),

则:

Var(λs)＝ w－c( )２μ２ (４)
风险规避型餐饮外卖商家的效用函数为:

Us＝(w－c)(α－βp＋θx)－nx２－
w－c( )２μ２

Ts
(５)

其中,Ts 表示餐饮外卖商家的风险容忍度.
同理,可以得知风险规避型餐饮外卖平台的期

望利润为:

λm＝(p－w)(α－βp＋θx) (６)
餐饮外卖平台的期望利润λm 的方差Var(λm):

Var(λm)＝(p－w)２μ２ (７)
则风险规避型餐饮外卖平台的效用函数为:

Um＝λm－
Varm
２Tm

＝(p－w)(α－βp＋θx)－ p－w( )２μ２
Tm

(８)
其中,Tm 表示餐饮外卖平台的风险容忍度.这里的

风险容忍度Ts 和Tm 分别表示餐饮外卖商家和平

台企业对外界因素变化所表现的风险承受能力.当

风险容忍度趋向于无穷大时,表示企业对风险是

中性的且有能力做出调整;当风险容忍度很小时,
表示企业对风险是厌恶的且不具备很强的应对能

力.需要说明的是,当企业风险容忍度很大或者

趋向于无穷大时,供应链是风险中性的,即供应链

上的成员不惧怕任何风险,具备很强的抗风险能

力.

在分散式供应链决策模型下,也可得出具有风

险规避特性的餐饮外卖商家和外卖平台的效用函数

分别为:

Us＝λs－
Vars
Ts

＝(w－c)(α－βp＋θx)－nx２－
w－c( )２μ２

Ts
(９)

Um＝λm－
Varm
Tm

＝(p－w)(α－βp＋θx)－ p－w( )２μ２
Tm

(１０)
餐饮外卖商家和餐饮外卖平台都追求利润最大

化,所以接下来分别求餐饮外卖商家和餐饮外卖平

台的斯坦博格博弈,分析二者对餐饮外卖口感与质

量投入水平和价格的决策.

１．餐饮外卖平台斯坦博格博弈的供应链策略

在餐饮外卖平台的斯坦博格博弈中,餐饮平台

是供应链的主导者,其趋向于给出的餐饮外卖价格

pm.当餐饮商家观察到pm,会选择对自己利润最优

的x∗
s ,而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也就变成了餐饮平台

已知的x∗
m,餐饮平台基于餐饮商家给出的x∗

m,再次

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p∗
m,最终基于以上博弈确定策

略.
因为x由餐饮外卖商家决定,所以对餐饮外卖

商家的效用函数Us 求餐饮外卖平台的xm 一阶偏

导数:

∂Us

∂xm
＝(w－c)θ－２nx (１１)

又因为∂
２Us

∂x２m ＜０
,餐饮商家的效用函数关于口感

与质量投入水平是凹函数,令∂Us

∂xm
＝０,得出餐饮平

台最优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

x∗
m＝θ

(w－c)
２n

(１２)

把餐饮外卖平台认为的最优x∗
m 代入到餐饮平

台的效用函数Um,得:

Um＝λm－
Varm
Tm

＝(p－w)(α－βp＋θx∗
m)－ p－w( )２μ２

Tm

(１３)
再对餐饮平台的效用函数求其价格的一阶偏导

数,得:

∂Um

∂pm
＝α＋θx∗

m＋wβ－２βp－
２μ２(p－w)

Tm
(１４)

因为∂
２Um

∂p２m
＝－２β－

２μ２
Ts
＜０,餐饮平台的效用函

数是关于价格的凹函数,令∂Um

∂pm
＝０,得到餐饮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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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决定的最优价格:

p∗
m＝w＋α＋θx

∗
m－βw

２β＋
２μ２
Tm

(１５)

在餐饮外卖平台的斯坦博格博弈的供应链策略

中,x∗
m 不依赖于Tm,也不依赖于市场需求波动μ.

结果表明,x∗
m 与Tm 和μ 无关,风险规避型供应链

策略下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和风险中立供应

链策略下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一样.p∗
m 和

Tm 成正比关系,Tm 越高,p∗
m 相应就越高,但是p∗

m

与μ成反比.结果表明,餐饮价格和Tm 有密切关系,
风险规避型供应链策略下的价格要比风险中立供应

链下的价格低.

２．餐饮外卖商家的斯坦博格博弈的供应链策略

在餐饮外卖商家的斯坦博格博弈的博弈中,餐
饮商家是供应链的主导者,其趋向于给出xs.当餐

饮平台观察到餐饮商家的xs 后,会选择对自己利润

最优的p∗
m,而当餐饮平台观察到餐饮商家给出的

p∗
m 时,餐饮平台给出的餐饮外卖价格也就变成了

餐饮商家已知的p∗
s ,再次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x∗

s ,
最终基于以上博弈确定策略.

因为p由餐饮外卖平台决定,所以对Um 求餐

饮外卖商家ps 的一阶偏导数:

∂Um

∂ps
＝α＋θx＋wβ－２βp－

２μ２(p－w)
Tm

(１６)

又因为∂
２Um

∂p２s
＝－２β－

２μ２
Ts
＜０,餐饮商家的效用

函数关于价格是凹函数,所以令∂Um

∂ps
＝０,得到餐饮

外卖商家决定的最优价格:

p∗
s ＝

Tm(α＋θx＋βw)＋２μ２w
βTm＋２μ２

(１７)

式(１７)记为p(x).把餐饮商家认为的最优p∗
s 代

入到餐饮商家的Us,得:

Us＝(w－c)(α－βp(xs)＋θx)－nx２－ w－c( )２μ２
Tm

(１８)
对餐饮商家的效用函数求其外卖口感与质量投

入水平的一阶偏导数,得:

∂Us

∂xs
＝(w－c)θ－βp′(xs)[ ]－２nx (１９)

其中,p′(x)＝
θTm

２βTm＋２μ２
.又因为∂

２Us

∂x２s ＝－２n＜０
,

餐饮商家的效用函数关于外卖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

是凹函数,令∂Us

∂xs
＝０,得餐饮外卖平商家决定的最

优外卖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

x∗
s ＝θ

(w－c)
２n － β

４nβ＋μ２
Tm

æ

è
ç

ö

ø
÷

(２０)

将最优x∗
s 代入到餐饮外卖商家决定的最优

p∗
s ,可以得到:

p∗
s ＝w＋α＋θx

∗
s －βw

２β＋
２μ２
Tm

(２１)

在餐饮商家的斯坦博格博弈的供应链策略中,

x∗
s 不仅依赖于Tm,也依赖于市场需求波动的μ,这
和餐饮平台的斯坦博格博弈的供应链策略中完全不

一样.这里的x∗
s 也依赖于μ,且与μ成正比,与Tm

成反比.餐饮外卖商家决定的最优p∗
s 和Tm 成正

比关系,风险容忍度Tm 越高,p∗
s 就越高,但是和μ

成反比,这点和餐饮商家的斯坦博格博弈的供应链

策略中p∗
m 相同.

(二)集中式决策下的风险规避型供应链协调

具有风险规避特性的餐饮外卖商家和餐饮平台

组成的整体供应链总期望利润为:

λ＝(p－c)(α－βp＋θx)－nx２ (２２)
餐饮外卖供应链集中式决策下的期望利润λ的

方差为Var(λ),则:

Var(λ)＝(p－c)２μ２ (２３)
风险规避下集中式决策的效用函数为:

　U ＝λ－ Var(λ)
２(Tm＋Ts)

＝(p－c)(α－βp＋θx)－nx２－ p－c( )２μ２
Tm＋Ts

(２４)

在集中式决策下使得餐饮p 和x 合理化,利润

最大化,分别对利润函数的餐饮p和x 求一阶偏导

和二阶偏导:

∂λ
∂p＝－２βp＋α＋θx＋βc－

２p－c( )μ２

Tm＋Ts
(２５)

∂λ
∂x＝θp－θc－２nx

(２６)

∂２λ
∂x２＝－２n

(２７)

∂２λ
∂p２
＝－２β－

２μ２
Tm＋Ts

(２８)

∂２λ
∂p∂x＝

∂２λ
∂x∂p＝θ

(２９)

得到海塞矩阵:

９４３第４期 韩曙光等:具有风险规避型的餐饮外卖供应链决策与博弈



H p,x( )＝

∂２λ
∂p２

∂２λ
∂x∂p

∂２λ
∂p∂x

∂２λ
∂x２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２ν－ ２μ２

Τμ＋Τσ
θ

θ －２ν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３０)

当(－２n)－２n－ ２μ２
Tm＋Ts

æ

è
ç

ö

ø
÷－θ２＞０时,海塞矩

阵负定,函数存在最优解.

令Əλ
Əx＝０

得x∗＝
(α－βc)θ

２n２β＋
２μ２

Tm＋Ts

æ

è
ç

ö

ø
÷－θ２

(３１)

令∂λ
∂p＝０

得p∗＝c＋ ２n(α－βc)

２n２β＋
２μ２

Tm＋Ts

æ

è
ç

ö

ø
÷－θ２

(３２)
以上求出了分别在集中式决策和分散式决策下

的最优价格、最佳外卖口感与质量水平和利润.由

于公式比较复杂,不便于进一步判断大小关系,接下

来将结合案例具体分析.

三、案例分析

H餐饮商家是浙江理工大学周边的一家餐饮

公司,主要经营各式面类饮食和米饭类饮食,经营对

象主要是周边学校的大学生,商家产品线上线下同

时销售.学生考虑到餐饮商家距离学校比较近,外
卖骑手的运输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外卖口感、质量

没有线下高,所以大多数学生在线下进行消费.考

虑到这些问题,本文对 H餐饮商家进行一定的餐

饮口感和质量提升,主要是增加餐饮分量、进一步

改进食材口感、提升运输包装盒保温效果等.每份

餐饮生产成本c＝８元,市场规模α＝２０００份外卖,β
＝７０,θ＝３０,餐饮口感和质量成本系数n＝３０.因

为x∗
s 、x∗

m、x∗、p∗
s 、p∗

m 和p∗ 都是有关于餐饮平台

风险容忍度Tm 的函数,这里把Ts 看作常数,设为

Ts＝６０;为了反映风险容忍度对餐饮价格和餐饮口

感与质量水平的影响,把餐饮平台风险容忍度Tm

设置一个范围,Tm∈ ０,１５０[ ].
(一)风险容忍度对餐饮外卖口感与质量水平的

影响

从图４可以看出,当Tm 在９５附近时,x∗＝x∗
s

＝x∗
m;当Tm＜９５时,x∗＜x∗

s ＝x∗
m;当Tm＞９５时,

x∗＞x∗
s ＝x∗

m.在分散式决策下,餐饮商家和餐饮

平台斯坦博格博弈的供应链协调结果表明,它们具

有一样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在集中式决策

下,餐饮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随着餐饮平台的风险

容忍度增加而增加.当餐饮外卖平台偏向于风险中

性时即餐饮外卖风险容忍度很大,集中式决策下餐

饮外卖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大于具有风险规避特

性下的供应链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结果表明,当
Tm 较小时(Tm＜９５),带有风险规避特性的分散式

餐饮供应链有着较大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投资;
当Tm 较大时(Tm＞９５),带有风险规避特性的集中

式供应链有着较大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的投资.
从图４并无法判断哪种决策下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投

入水平一定优于另一种决策,因为好的决策和许多

因素相关.

图４　餐饮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对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的影响

(二)风险容忍度对餐饮外卖价格的影响

从图５可以看出,p∗＜p∗
s ＝p∗

m,带有风险规避

特性的分散式餐饮供应链的价格总是大于带有风险

规避特性的集中式供应链的价格.无论是分散式还

是集中式决策,餐饮外卖的价格都是随着餐饮外卖

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增加而增加.当餐饮外卖平台偏

向于风险中性时即餐饮外卖风险容忍度很大,餐饮

外卖的价格是要大于具有风险规避特性下的供应链

价格.以上表明,Tm 直接影响带有风险规避特性的

餐饮供应链的价格决策.结合Tm 与餐饮口感与质

量投入水平的图像来看,当Tm 较大时(Tm＞９５),集
中式决策下的餐饮外卖比起分散式决策下的餐饮外

卖有着更高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但是却有

较低的餐饮外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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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餐饮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对餐饮外卖价格的影响

(三)风险容忍度对总利润的影响

从图６可以看出,带有风险规避特性的集中式

供应链的总利润总是要大于分散式供应链的总利

润.无论是分散式还是集中式决策,餐饮商家和餐

饮平台的总利润随着餐饮外卖平台的风险容忍度

增加而增加.当餐饮外卖平台偏向于风险中性时

即餐饮外卖风险容忍度很大,无论是分散式供应

链还是集中式供应链,利润都是会大于具有风险

规避特性下的供应链利润.这也不难理解,当餐

饮外卖平台是风险中性时,餐饮商家和餐饮平台

所处的环境是没有需求波动等外界因素困扰或者

对外界因素的困扰具有完全抵抗能力,此时利润

肯定大于对外界环境因素改变而不能适应的餐饮

商家和餐饮平台.

图６　餐饮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对总利润的影响

四、结　语

本文探讨了餐饮外卖商家和餐饮平台的风险规

避行为,发现当餐饮商家的风险容忍度取某个固定

值时,餐饮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和需求的波动直接影

响外卖的价格、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和总利润.当

餐饮商家的风险容忍度固定,餐饮平台的风险容忍

度高于某个值时,集中式决策是作为有效的方法可

以获得更高的餐饮外卖的口感与质量水平.集中式

供应链下的外卖价格总是低于分散式决策下的外卖

价格,利润却高于分散式决策下的利润.集中式决

策下存在一个餐饮平台风险容度的区间,在此区间

范围内,形成低于分散式决策下的外卖价格,但是高

于分散式决策下的外卖口感与质量水平的外卖.这

个区间对于餐饮商家和餐饮平台很重要,尤其对于

消费者来说,可以用较低的价格得到高的口感与质

量水平的外卖.而当餐饮平台趋向于风险中性时,
恰好使得餐饮平台风险容度在该区间,也就说明具

有风险中性的餐饮平台可以让外卖具有更好的餐饮

口感与质量水平,更低的价格以及更高的供应链成

员利润.该结论对于餐饮外卖市场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现实生活中的外卖市场并不成熟,餐饮商家

和外卖平台可以根据市场定位和风险偏好,再结合

供应链其他成员的情况共同决定餐饮外卖的口感与

质量水平和价格,这样可以让整个供应链成员的利

润最大化.但是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假定餐

饮商家的风险容忍度是固定值,这并不现实.未来

研究可以考虑餐饮商家和外卖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同

时变化,以便更好地刻画风险容忍度对餐饮外卖供

应链成员的决策行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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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表人词语模“X族”

赵艳梅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X族”词语在当代汉语表人新词语中数量众多,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人“族”化倾向.“X族”在各式各样

的表人词语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造词能力非常强大,因此该模式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既有研究

的基础上,利用数据统计方法,分别探讨模标“族”的语义特征和模槽“X”的构造特征,并综合分析模式“X族”形式的

分化和意义的衍生.从语言规范的角度,对三种“族”类词语的规范有利于“X族”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词语模;“X族”;语义特征;造词法;语言规范

中图分类号:H１３６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８Ｇ０３５３Ｇ０８

　　“词语模”是李宇明１９９９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指
具有快速批量生产新词语能力的框架背景,它由具

有类标记作用的不变“模标”和待填充的可变“模槽”
两部分构成.[１]可以说当今新词语的大量产生,词语

模的强大“造词”能力功不可没.而词语模造词,不
仅丰富了语言形式,也丰富了语义内涵,是内部语言

生态的重要内容.[２]尤其在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中,
各种“人以模分”可以相对准确地反映各类人之间的

细微差别,也能够比较细腻地表达语用主体对各类

人的情感态度.而在各种表人词语模(表人模)中,
“X族”具有能指的复杂性和所指的广泛性,因而也

是受研究者关注的一类表人模,但已有成果中多从

语法化、模因论、认知理论等方面进行研究,对其进

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意在博采众家之

长,对模标“族”的语义特征和模槽“X”的构造特征

进行探讨,并综合分析“X族”形式的分化和意义的

衍生.

一、表人模“X族”的构词概况

“X族”是一个日源性的词语模.１９４７年,日本作

家太宰治在其代表作«斜阳»中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因社会变动而日趋没落的贵族阶级———“斜阳

族”,此后,日语中产生了一系列“X族”词语,后来影

响到台湾地区,继而随着汉语与日语的接触以及台湾

华语对大陆的影响,大陆也逐渐出现了指称各类人的

“X族”词语[３]１９６.为了使分析更为精准,本文以商务

印书馆出版,侯敏、周荐等编著的年编«汉语新词语»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为基础语料,对其正文部分的词条和

附录中补收的词条进行统计,搜集到表人新词语共

１６４６条.其中,“族”类(包括“一族”)词语３５５条,占表

人新词语总数的２１．５７％,超过五分之一.这些“族”类
词语都是专家学者利用语料库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

研究手段反复审慎遴选出来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新词语世界中的“人‘族’化”倾向.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族”类词语、表人词语分年度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族”类词语、表人词语统计

类别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族”类词语数/个 ２９ ４７ ３６ ６７ ７２ ３３ １５ ２９ １６ ８ ３
表人词语数/个 １４０ １７１ １２２ ２１１ ２７９ １８３ １５７ １３０ １１１ ７１ ７１
“族”类词语占

表人词语百分比/％ ２０．７１ ２７．４９ ２９．５１ ３１．７５ ２５．８１ １８．０３ ９．５５ ２２．３１ １４．４１ １１．２７ ４．２３



　　由表１可见,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族”类词语在表人

词语中年均约占五分之一,尤其在２００９年,竟然高

达３１．７５％,这说明表人模“X族”的造词能力十分

强大,可以说达到了“人以‘族’分”的程度.自２００９
年后,“族”类词语的百分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X客”“X男”“X女”“X奴”“X
二代”等表人模继续保持了旺盛的造“人”能力;二是

由于“X哥”“X姐”“X帝”“X控”等新兴表人模的出

现,分摊了表人模“X族”的部分造词能力;三是因为

２０１４年以来的新词语更加注重反映社会万象,表人

新词语更强调表达的个体性和特征性.虽然近年来

“族”类词语占表人新词语的百分比相对下降,但“X
族”的绝对造词能力并没有削弱,“族”类词语数仍然

逐年新增,这可归因于“族”作为后置模标的强大包

容力以及前置模槽“X”的强劲聚合功能.

二、模标“族”的语义特征

李宇明[１]认为,词语模中的模标具有一种“类”
功能,或作为中心语表示类别,或作为修饰语表示某

类事物的特征,或作为动词表示动作行为的特点.
而“族”作为表人模“X族”的后置模标,其词性和位

置都决定了它作为中心语的“类”功能,具有“提纲挈

领、分门别类”的作用,这可以从“族”语义的历时衍

变和共时发展中得到印证.
(一)“族”语义的历时衍变

虽然“X族”是一个输入性词语模,但作为模标

的“族”却是日语中的汉语借词,日语赋予了“族”新
的音义结合关系,然后又以“X族”的形式输出影响

了汉语词“族”的发展.在这个输出输入的过程中应

该注意到,当今“族”类词语的大量出现,也正是日语

词“族”在融入汉语的过程中契合汉语词“族”的语义

的结果,致使“X族”遍地开花.
根据许慎«说文解字旗部»,“族,矢锋也.束

之族族也.从方人放从矢.”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旗部»认为:“矢锋也.今字用镞.古字用族.金部

曰.镞者,利也.则不以为矢族字矣.束之族族也.
族族,聚貌.毛传云.五十矢为束.引申为凡族类

之称.从方人.从矢.会意.方人所以标众.众矢之所

集.”明确指出了“族”的会意性.从甲骨文来看,
“族”写作“ ”,上面是飘扬的旗帜,下面是箭头即

“矢”.可见从甲骨文发展到小篆,“族”字的会意性

并没有改变,都是“从旗从矢”.而“旗”在«释名»中
被解释为:“熊虎为旗.军将所建,象其猛如虎,与众

期其下也.”其中的“与众期其下也”与段玉裁的«说

文解字注旗部»中认为“方人所以标众”从语义解释

上来看是相同的,都是“众之意也”,而且“族族,聚
貌.毛传云.五十矢为束.引申为凡族类之称.”可
见“族”也有“聚之意”.又因为“族”的文字形态在甲

骨文中已经出现,而当时的社会单元以氏族和部落

为主,它们都是以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社会群体.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概括出“族”的三个语义特

征:[＋群体性]、[＋聚合性]、[＋关系性].“族”的
这三个语义特征在历代文献中都有体现:如«尚书
尧典»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其中的“族”指“有血

缘关系的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之亲”,蕴含[＋群体性]
和[＋关系性]两个语义特征.又如«庄子在宥»中
“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其中“族”有
“聚合”之意,含有[＋聚合性]的语义特征.再如«韩
非子喻老»中“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
族必起于少.”其中“族”可以释为“众多”,暗含[＋群

体性]的语义特征.“族”的意义发展到汉唐,又有了

“品类”之说,如«淮南子俶真训»中“万物百族,使
各有经纪条贯.”韩愈«师说»中的“士大夫之族,曰师

曰弟子云者.”可以归结为“族”[＋类别性]的语义特

征.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族”的语义不断推衍、变

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发展至今,“族”作为后置模

标,在其构筑的“X族”表人模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

[＋群体性]、[＋聚合性]、[＋关系性]、[＋类别性]
这四种语义特征.甚至在２０１２年第六版«现代汉语

词典»中,鉴于“X族”发展的强劲有力势头而添加了

“族”的第五个义项,“称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类

人”[４].至此,“族”语义中的[＋表人性]特征又进一

步得到强化,而[＋关系性]特征则由以前的“亲缘性

关系”扩大化为各式各样的关系,而且“各式各样”是
由“X族”中的前置模槽“X”来凸显的.

综上所述,“X族”中模标“族”的语义特征为[＋
聚合性]、[＋群体性]、[＋关系性]、[＋类别性]、[＋
表人性],语义特征的强度依次递增.因为根据词典

中“族”的第五个义项,[＋关系性]、[＋类别性]、[＋
表人性]是模标“族”在“X族”中的强性语义特征,依
据向心结构的原则,“人”是结构的中心,[＋表人性]
强度最大,其次是离“人”最近的“一类”,即[＋类别

性]次之,最后是“具有某种共同属性”,即[＋关系

性]处于最外围.随着“族”的第五个义项的出现,证
明以上三个语义特征已被权威词典固定化,成为了

无标记且恒定的,而这三个语义特征与语境意义的

结合体则是有标记的、可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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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成了“X族”的特征,且“X”具有可变性.但是

“族”的弱性语义特征[＋聚合性]、[＋群体性]要由

“X”来体现,因此“X”必须在语义特征上呈现出强势

的[＋聚合性]和[＋群体性],尤其是模标“族”的[＋
聚合性]近乎于语用主体的一种主观认定,即认为

“有某种属性的人有成‘群’的趋势”,因此语义特征

强度最小,那么在模槽“X”中,[＋聚合性]强度必须

最大,才能维持和模标“族”的语义守恒.
(二)“族”语义的共时发展

从共时方面看,“族”语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在
表人模“X族”中,“族”与“X”组合后,被“X”临时激

活而具有了语境义,而且这种语境义并没有因为模

槽成分“X”的繁复而杂乱无章,而是有其自身特点

的.当然这种语境义并非明显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

“X族”中,根据统计,在３５５个“族”类词语中,有８９
个“族”类词语中的“族”存在明显的语境义,占所统

计“族”类词语总数的２５．０７％,可见这种“族”的语

境义并不是一种偶发现象,应该引起一定的重视.
笔者根据侯敏、周荐等编著的年编中对３５５个“族”
类词语的释义进行了分析,认为“族”的语境义具有

三种语义特征:[＋年龄性]、[＋身份性]、[＋性别

性],可以说这些都是“人”的下位语义特征.大多数

模标“族”被激活了只含一种语义特征的语境义,少
数模标“族”则被激活了含有两种语义特征的语境

义.具体分析如下:

１．含有一种语义特征的“族”
一是含有[＋年龄性]的“族”,此类“族”在释义

中明显带有年龄色彩,且表年龄的词语经常作为

“人”的修饰语或“人”的下位词出现.

a)“人”的修饰语:如“奔奔族(出生于２０世纪中

期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人)”、“媚皮族(五六十

岁的人)”、“飞特族(年轻人)”、“啃老族(成年人)”、
“抠抠族(年轻人)”等.

b)“人”的下位词:如“怪字族(青少年)”、“Emo
族(青少年)”、“草族(未婚青年)”、“飚爱族(青年人

群)”.
二是含有[＋身份性]的“族”,此类“族”在释义

中偏重于身份色彩,这些身份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

是社会身份,一类是家庭身份.表社会身份的词语

多与学生、白领、单位职员、公务员等相关;表家庭身

份的词语常与父母、子女、夫妻等相关.这些词语有

些直接在释义中出现,有些蕴含于字里行间.
(１)表社会身份

a)表学生:如“飞鱼族(中国留学生)”、“赖校族

(毕业后不愿离开学校的学生)”、“毕婚族(指大学刚

毕业的人)”、“毕业逃债族(指大学毕业生)”、“替课

族(代替别人上课、出勤的人)”、“刷刷族(指为了追

求高分的学生)”等.

b)表白领:如“蛋白族(白领)”、“鬼旋族(城市

白领)”.

c)表单位职员:如“飞单族(业务员)”、“职业敲

族(文书、秘书)”.

d)表公务员:如“有碗族(公务员)”.

e)表其他:如“洋漂族(外籍人士)”、“蹭饭族(校
外人员)”、“仌族(电商卖家)”、“蜂族(从事出版、媒
体等文化行业的人)”、“打烊族(消费者)”.

(２)表家庭身份

a)表父母:如“学租族(家长)”、“啃嫩族(父
母)”、“自教族(父母)”.

b)表子女:如“海啃族(由父母供养的海归)”、
“节孝族(节假日回去尽孝的人)”.

c)表夫妻:如“已婚单身族(婚后不与配偶生活

在一起的人)”、“恐二族(因压力恐惧生二胎的人)”.
(３)表双重身份

如“抄号族(年轻的白领和在校大学生)”、“分床

族(指夫妻双方,多为职场白领)”.
三是含有[＋性别性]的“族”,此种“族”词语在

释义时带有或暗含性别色彩,分为男性类和女性类.

a)表男性:如“孨族(有房子、车子、妻子的男

人)、“泡良族(引诱妇女的感情骗子)”.

b)表女性:如“海蒂族(都市新女性)”、“裹脚族

(具有传统妇女特点的女性)”、“嫁碗族(想嫁给公务

员的女性)”、“隐孕族(隐瞒已经怀孕的女性)”.

２．含有两种语义特征的“族”
这种类型的“族”含有组合语义特征,或是[＋年

龄性]和[＋身份性]的组合,或是[＋身份性]和[＋
性别性]的组合,或是[＋年龄性]和[＋性别性]的组

合.这种类型的“族”不多,但很有代表性,如“花草

族(职场新人)”、“难就族(高校男生)”、“求嫁族(年
轻女性)”.

以上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考察了“族”语义的

推衍变化,历时层面“族”的语义特征已经凝固,并作

为义项进入了词典,而共时层面“族”的语义特征主

要是“X族”中模槽“X”激活的产物,具有明显的语

境性,能否作为凝固的义项进入词典还有待历史的

检验.可以说,历时层面是一种聚合考察,而共时层

面则侧重于组合考察,这是研究任何时代的语言现

象都应遵循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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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槽“X”的构造特征

作为表人模“X族”的模槽成分“X”,无论在形

式上还是意义上由于模标“族”的多重语义特征而显

得分外“异彩纷呈”.尤其在意义方面,可分为词汇

意义和语法意义.对于其词汇意义,苏向红[３]１９６Ｇ１９７

把“X”分为“行为、理念或方式、兴趣爱好、生活境

遇、外在形象、心理特征、职业特色”等七个方面,周
美玲等[５]把“X”分为“生活、时政、经济、教育、文化”
等五个方面,刘甜[６]把“X”分为“简单加合、意义融

合”两个方面.对于其语法意义,付义荣[７]分别从词

性和构词两方面对“X”进行了分析.可以说,分类

的不同是学者们对现实世界“X”的认知在语言世界

的反映.关于“X”形式的讨论多集中在“音节数量”
和“书写形式”两个方面.而本文是在书写形式的基

础上,从理据角度对“X”进行的一种兼顾形式与意

义的分类.
首先,对３５５个“族”类词语的“X”进行考察后

发现,其书写形式的组成成分无外乎以下三种:汉
字、字母、数字.因此,其书写形式可以分为:汉字

型、字母型、数字型、字母汉字组合型、数字汉字组合

型、数字字母组合型.
其次,结合词语意义对以上六种类型书写形式

的３５５个“X”进行了理据探源,综合任学良[８]２的«汉
语造词法»和陈光磊[９]的«汉语词法论»中对造词法

的分类,把表人模“X族”中“X”的造词类型分为“借
词”型、语法型、修辞型和综合型.这里之所以把模

槽“X”看成是一种造词而不认为是构词,是因为“X”
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意图.正如任学良[８]５Ｇ６所说,造
词法还要研究一个问题,即造词意图,就是造一个词

所想表示的意思.表人模“X族”中的“X”就是语用

主体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了语音、语法、语义、修辞或

综合以上学科的相关知识,进行的一种有理据造词,
其造词意图就是求新求异求简的表达需要.

(一)“借词”型造词

这里所说的“‘借词’型造词”中的“借词”,并非

传统意义上的音和义都借自外语的词,而是借用了

外语词、方言词、行业语词或古语词的音、形或义的

词,我们是用“借词”这一语素组合来指称“X”的一

种造词类型.

１．借自外语词

指音和义或只是义借自外语的词,即传统所说

的音译词、意译词和借形词.

a)音译词:即完全用汉字标注外语读音而书写

出来的外来词语,如“麻豆族(model)”、“庐舍族

(loser)”、“爱疯族(iPhone)”、“脉客族(mankeep)”、
“阿鲁族(アルバイト,读成arubaito)”等.

b)意译词:只引入新的外来概念,但用本族语

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则构成的新词,如“土食族

(locavore)”.

c)借形词:指借用外来词的形体来表意的词,如
“円族(日币单位)”.

２．借自方言词

指意义借自方言词语的词,如“搞手族”、“废柴

族”、“山寨族”,均来自粤语.
(二)语法型造词

指模槽“X”在语法成分上的减缩、省略和重叠,
前两者可称之为“缩略”,是表达上求简的需要,后一

者“重叠”有“强调”的语用意图.

１．缩略

俞理明[１０]认为,缩略是把一个冗长累赘的词语

改造成一个简洁的词汇成分.而年编中对表人模

“X族”中的“X”的释义都比较长,基本都是“语”或
者“句”,因此缩略之后的“X”对语境的依赖性非常

强,语义透明度较低.在３５５个“族”类词语中,有

１６７个“族”类词语中的“X”完全使用了缩略造词,占
“族”类词语总数的４７．０４％.根据年编对“X”释义

的语素、词提取和整合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跨层提

取、同层截取、语义概括和提取概括综合四种类型,
无论是哪种类型,缩略后“X”的语素数量越多,其语

义透明度越高,反之越低.

a)跨层提取:指把释义语句进行线性切分,从相

邻或不相邻的层次中提取语素、词进行顺序加合或

逆序加合,从而得出“X”.
一是顺序提取加合,运用此种方式得出的“族”

类词语较多,有４９个,如“出海族”、“好高族”、“理车

族”、“梦田族”、“男就族”、“试衣族”、“午美族”、
“MSN脱机族”、“BMW族”、“CC族”等.

二是逆序提取加合,用此种方式得出的“族”类
词语有１１个,如“摆婚族”、“退盐族”、“试药族”、“艺
考族”、“QQ隐身族”等.

b)同层截取:指把释义语句进行线性切分,从
同一结构层次中截取出相邻的语素组合或词,得出

“X”.用这种方法得出的“族”类词语有３４个,如
“闪玩族”、“分床族”、“望风族”、“掏空族”、“号啕族”
等.

c)语义概括:指把释义语句在形式上浓缩成语

素的组合“X”,语素义的加合或整合即释义.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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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得出的“族”类词语有１６个,如“朝活族”、“乐淘

族”、“攒贝族”、“拼瘦族”、“闪跳族”、“双抢族”、“无
趣族”等.

d)提取概括综合:指“X”中的一部分语素或词

是从释义中提取出来的,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对某部

分释义的语义概括,“X”是两部分的加合.由此方

式得出的“族”类词语有５７个,按照顺序可分为前概

括后提取和前提取后概括两小类:
一是前概括后提取,该“族”类词语有４２个,如

“爱鲜族”、“飚爱族”、“悄婚族”、“敲章族”、“走班

族”、“爱券族”、“无火族”、“拾惠族”、“职业敲族”、
“未富先奢族”等.

二是前提取后概括,此种“族”类词语有１５个,如
“午动族”、“炒货族”、“闭关族”、“恼火族”、“年清族”、
“自给族”、“难就族”、“轨交族”、“已婚单身族”等.

２．重叠

所谓重叠,即语用主体将某些单音节词或双音

节词中的一个构成成分重叠而形成叠音结构,其作

用一是为增加无声的网络语言的音乐美,转写口语

表达中童真、俏皮、亲昵的语气;二是为转写口语中

的强调重音而特别创造的[１１]１８９.所搜集到的“族”
类词语中有１８个“族”的“X”采用了这种造词方式,
其中单音节动词的重叠有１５个,单音节形容词的重

叠有２个,单音节名词的重叠有１个,在增加“X”韵
律美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事物行为的特点,如“奔奔

族”、“傍傍族”、“帮帮族”、“拋抛族”、“囤囤族”、“团
团族”、“走走族”、“抠抠族”、“车车族”等.

(三)修辞型造词

修辞学造词法由任学良[８]２０２首先提出,他认为

该方法是运用修辞手法(即所谓的辞格)来创造新词

的;而苏向红[１２]３５则认为修辞方法造词是指选择并

组合语素以创造出鲜明、生动的新词语的方法.前

者强调的是一种狭义的辞格造词,后者则侧重于广

义的修辞方法造词.鉴于本文对“X”的分析角度,
我们倾向于后者的提法,认为修辞方法不仅限于辞

格,所以,修辞型造词既包括一般所认为的辞格造

词,如比喻造词、借代造词和仿拟造词,也包括运用

了一定修辞方法的谐音造词.

１．比喻造词

比喻造词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借此喻

彼,能够生动形象地反映出所指称对象的本质特征.
本文所搜集的“族”类词语中有２０个“族”的“X”采
用了此种造词法.如“海囤族(海样囤积)”、“鬼旋族

(飘荡在外不回家)”、“秒团族(网上快速团购)”、

“３．３．３０族(驾龄３年内、车龄３年内、日常行驶３０
公里内)”等.

２．借代造词

借代造词是借用相关关系“换名”造出新词

语[１３],能够体现被指代的人的本质特征.根据模槽

“X”的词性,可以分为事物借代和行为借代.

a)事物借代:此种方式得出的“族”类词语较多,
有４３个,如“蚕茧族”、“零帕族”、“汉堡族”、“考拉

族”、“便利贴族”、“榴莲族”、“指尖族”、“蚁族”、“后
备厢族”、“草族”、“锚族”等.

b)行为借代:此种方法得出的“族”类词语有１０
个,如“裹 脚 族”、“长 草 族”、“偷 菜 族”、“混 族”、
“NONO族”等.

３．仿拟造词

仿拟造词是根据事物的某一特征,利用语言中

原有的词,更换其中的部分语素,仿造出一个乃至一

系列新词语.[１２]３７在所考察的“族”类词语中,模槽

“X”的仿拟不仅利用了原有的词,有些还利用了已

有的词语模,使得仿造出的新“族”词语有“成模化”
趋势.如利用词语淘、恐、隐、晒、哈、啃、背、蹭等来

仿拟的有“淘港族”、“淘婚族”、“恐归族”、“恐聚族”、
“隐婚族”、“隐孕族”、“晒黑族”、“晒卡族”、“晒密

族”、“哈租族”、“哈洋族”、“啃亲族”、“啃老族”、“啃
楼族”、“背卡族”、“背黑族”、“蹭饭族”、“蹭奖族”等;
利用已有的词语模“X盲”、“X托”、“X迷”、“X客”、
“X漂”、“准X”、“裸X”、“宅 X”等仿似的有“财盲

族”、“房托族”、“枪迷族”、“甲客族”、“试客族”、“洋
漂族”、“午漂族”、“工漂族”、“准老族”、“裸婚族”、
“宅内族”等.

４．谐音造词

谐音造词指运用想象,利用语音上的相同或相

近关系来创造新词语,能够增加趣味,凸显创意.在

搜集到的“族”类词语中有３个词语中的“X”利用了

此种方法,它们是“围 脖
  

族(微博)”、“咸 鱼
  

族(闲
余)”、“乌魂

  
族(无魂)”.

(四)综合型造词

所谓的综合型造词,是指综合运用了两种或两

种以上造词方法的造词,手段多样,表意曲折.有

２５个“族”类词语的“X”采用了综合造词手法,如“音
译＋缩略”的有“陪拼族(陪同shopping)”、“飞特族

(谐音Freeter,是英语“free”和德语“arbeiter”的缩

写)”、“酷抠族(cool抠门)”等;“谐音＋缩略”的有

“日光族”、“月光族”、“河狸族”等;“比喻＋缩略”的
有“泡良族(引诱良家妇女)”、“海啃族(海外归来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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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借代＋缩略”的有“EMO 族(Emotionally
drivenhardcorepunk,代指感情)”、“３A族(爱情、
家庭、事业三个方面,A代指最高一级)”;“谐音＋重

叠”的有“扣扣族(谐音“抠”)”;“谐音＋比喻”的有

“海豚族(海囤)”;“比喻＋仿拟”的有“夕阳隐婚族”;
“谐音＋缩略＋仿拟”的有“月老族(“月光族”和“啃
老族”的缩写)”.

综上所见,表人模“X族”中的模槽“X”构造非

常复杂,这是由语用主体的语用心理决定的,同时也

受到语言经济原则的制约.

四、模式“X族”的分化和衍生

由于模标“族”语义特征的多重性和模槽“X”构
造的复杂性,使得表人模“X族”的模式在形式上出

现分化,在意义上得以衍生.
(一)形式分化

词语模形式上的分化被称为“多模标套叠型词

语模”,即一个词语模内部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模标

的词语模,这些模标在词语模中的位置固定,它们的

整体组合构式具有层次性.[３]１３６在众多的表人模中,
只有“X族”存在这种模标套叠现象,这也再一次印

证了模标“族”在语义上的强大融合能力.在统计资

料中,此类“族”词语有１０１个,占总数的２８．４５％,
不可小觑.根据“X”中某个词汇成分的语用主体使

用率、研究者关注度以及“X”的成模化程度,可以把

套叠型“X族”分为成模型套叠、趋向成模型套叠和

语境型套叠.

１．成模型套叠

成模型套叠,即“X”中某个词汇成分的语用主体

使用率高,研究者关注度大,“X”已是成型的词语模,
“X”是仿拟构造的一部分属于此种类型.这里用“”
代表“X”中的模槽成分,如“漂族”、“客族”、“晒
族”、“宅 族”、“盲族”、“迷族”、“托族”、“准 族”、
“裸 族”,具体词语见“仿拟造词”部分,此不赘举.

２．趋向成模型套叠

趋向成模型套叠,即“X”中某个词汇成分的语

用主体使用率较高,研究者关注度一般,“X”已是趋

向成模型的词语模,“X”是仿拟构造的另一部分属

于此种类型.同样用“”代表“X”中的类模槽成分,
如“淘 族”、“隐 族”、“啃 族”、“哈 族”、“蹭 族”,具
体词语此不赘举.

３．语境型套叠

语境型套叠,即“X”中某个词汇成分的语用主

体使用率一般,研究者对其没有什么关注度,“X”是

在语境作用下临时形成的“词语模”,这种语境大多

是有关行为或心理的.

a)行为语境,用“”代表“X”中的类模槽成分,
如“飚 族(飚爱族、飚薪族)”、“背 族(背卡族、背黑

族、背车族)”、“毕 族(毕分族、毕漂族、毕房族)”、
“代 族(代排族、代检族)”、“赖 族(赖班族、赖校

族)”、“秒 族(秒团族、秒杀族)”、“穷 族(穷游族、穷
忙族)”、“光族(日光族、月光族)”、“抠族(死抠族、
酷抠族、智抠族)”.

b)心理语境,用“”代表“X”中的类模槽成分,
如“恐 族(恐归族、恐年族、恐会族、恐二族、恐检

族)”、“爱 族(爱鲜族、爱堵族、爱邦族、爱券族)”、
“乐 族(乐淘族、乐益族)”.

c)其他语境,用“”代表“X”中的类模槽成分,
如“碗族(有碗族、考碗族、嫁碗族)”、“午 族(午动

族、午美族)”.
“族”类词语在形式上的分化,其实从另一角度

讲也是一种小类的聚合,这种聚合是以模槽“X”的
相同词汇成分为基础的,但划分时也要结合意义.
如“爱疯族”就不能归入“爱 族”模式,因为前者的

“爱”是音译,后者的“爱”则有“喜欢、享受”之意.同

理,“拼瘦族”也不能归入“拼 族”,“脉客族”亦不能

归入“客族”.另外,有个别“族”词语的小类隶属有

交叠,如“毕漂族”,以“毕”为聚合标准属语境型套

叠,以“漂”为聚合标准则是成模型套叠,但此属极个

别现象,不影响整体分类.
(二)意义衍生

综合“X族”的模式义和“X”的模槽义,某些

“族”类词语在意义上也形成了聚合,这样的“族”类
词语有８４个,占总数的２３．６６％,可见语义场在

“族”类词语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根据

意义关系的类别,可以分为同义关系、近义关系、对
义关系和类义关系.

一是同义关系,如“车车族 后备厢族”、“淘课族

网课族”、“秘婚族 隐婚族”.
二是近义关系,如“考碗族 巡考族(都是考公务

员)”、“抠抠族 扣扣族(生活都节俭)”、“捧车族 隐

车族(都不开车)”、“裸婚族 悄婚族(仪式都简单)”、
“跳早族 闪辞族(工作时间都很短)”.

三是对义关系,如“朝活族 午动族”、“急婚族 懒

婚族”、“恐会族 喜会族”、“毕婚族 毕分族”、“啃老族

啃嫩族”、“隐离族 隐婚族”、“阴天族 阳光族”、“难
就族 男就族”、“快活族 慢活族”、“虚客族 扫街族”.

四是类义关系,指“X族”或“X”在意义上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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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类的关系,分为“婚恋类、工作类、生活类”:

a)婚恋类,如“蜗婚族”、“摆婚族”、“伪婚族”、
“滞婚族”、“婚活族”、“草食族”.

b)工作类,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小类.积极

类如“蜂族”、“零帕族”、“奔奔族”;消极类如“榴莲

族”、“花草族”、“咸鱼族”、“汉堡族”、“便利贴族”、
“乌魂族”、“装忙族”、“啃薪族”.

c)生活类,可分为乐观能动型和悲观被动型.
前者如“蚁族”、“麦兜族”、“斑马族”、“河狸族”、“向
日葵族”、“飞鱼族”、“无火族”、“智旅族”、“慢游族”
等;后者如“混族”、“废柴族”、“电茧族”、“柿子族”、
“死抠族”、“EMO族”等.

从对表人模“X族”形式和意义的分析中可以看

出,二者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且在“族”类
词语产生的过程中,形式起了很大的作用,其表现

是,大部分的同义、近义、对义“族”词语和部分的类

义“族”词语中带有明显的形式因素,这也充分说明

了“词语模”这种框架背景的强势造词能力.

五、关于“族”类词语的规范问题

“X族”是利用语言中已有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

则创造新词.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到现在,“X
族”已经走过了３０年,它没有被冷落于语言历史的

舞台,而且还在当下众多新生代的表人模中渐放着

异彩,我们不得不折服于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

包容力.这些“族”类词语忠实地记录着“面目迥异”
的各色人群,表达了语用主体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假

恶丑的讽喻,因此从总体来说,它们都是一般词汇中

合法的、且较活跃的成员.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

是,“语言是没办法纯洁的,语言只要在使用中,就会

发生变化”[１４].既然词语模造词的特点是批量、快
速生产,那就不可避免在生产过程中有“粗制滥造”
的现象,带有个人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因此应学会区

分“良莠”,维护词语模造词的规范性.对于“族”类
词语而言,至少应注意以下三类规范:

(一)对没有增加新意的“族”类词语的规范

“族”类词语从时间跨度上来说,都是在改革开

放之后产生的.从产生方式上来说,都属于词语模

造词,因此应该是新词语.这种新要么表现在形式

方面,要么表现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但不能为了追

求一个方面的新意而牺牲了另一个方面.在所搜集

的“族”类词语中,就存在语用主体为了形式的新奇

而牺牲意义的情况.如“枪迷族”、“房托族”、“财盲

族”、“换客族”、“虚客族”、“试客族”等,从词汇意义

来讲,“迷”、“托”、“盲”、“客”等都是已经比较成熟的

表人模后置模标,表示“某种人”,而“族”作为后置模

标本身就是表示“具有某种特点的人”,组合后词汇

意义冗余.从语法意义来讲,“族”作为后置模标是

一种指称,要求模槽成分应是陈述性的,而“迷”、
“托”、“盲”、“客”等都是比较明显的表指称意义的后

置模标,组合后语法意义同指.上述“族”类词语虽

然在形式上确实出现了较新颖的模标套叠,但明显

没有增加新的意义,属于新词语系统中的羡余成分,
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大,应予以规范.

(二)对语义重复的“族”类词语的规范

既然“X族”记录的是具有各种特点的人,特点

的区分主要是靠模槽“X”,那么替换不同的模槽成

分,其“X族”的语义应是不同的,至少是有所差别

的.但“族”类词语中具有同义关系的词语就体现不

出这种差别,如“车车族 后备厢族”、“淘课族 网课

族”、“秘婚族 隐婚族”等;或者体现的差别不明显,
如具有近义关系的某些“族”类词语,如“考碗族 巡

考族(都是考公务员)”、“抠抠族 扣扣族(生活都节

俭)”等.对于这样的“族”类词语,应综合考察,保留

更符合语言规则、更有区分度和表现力、使用率较高

的词语,渐弃使用与之同义或近义的词语.
(三)对语义透明度低的“族”类词语的规范

所谓语义透明度,是指合成词的整词语义从其

构词语素的语义推知程度,其操作性定义是指各构

词语素与整词的语义相关度[１５].语义透明度高的

词语,其表意上越明确,可接受度就越高.在所搜集

的“族”类词语中,大部分词语如“试衣族”、“隐婚

族”、“啃老族”、“月光族”、“低碳族”、“艺考族”、“蚁
族”等语义透明度较高,能够准确、恰当而又形象生

动地反映社会中具有某种特点的一类人,因此可接

受度就高,流传广、使用者多;而少部分词语像“黑飞

族(没有驾照或许可情况下进行飞行活动)”、“拖粉

族(到港澳或境外购买奶粉带回)”、“闪闪族(随意用

闪光灯拍照)”、“蛋壳族(痴迷‘咸蛋超人’)”、“卧槽

族(不愿更换工作)”等却表意不明确,而极少数词语

如“孤族(孤老终生)”、“刷刷族(刷分数)”、“扫街族

(喜欢街拍)”、“留守族(别人外出自己留守)”等甚至

有歧义,因为“孤”还可表示“孤儿”,“刷”还可表示

“刷卡”,“扫街”还可表示“清扫街道”,“留守”还可特

指“农村中的留守人群”.以上列举的“族”类词语语

义透明度都不高,表意模糊,在使用中容易引起误

解,这类词语很快就会消失,可以考虑用新的形式取

而代之,或任其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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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本文以３５５个“族”类词语为研究对象,全面细

致地分析了表人模“X族”模标、模槽和模式的特点.
首先,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考察了模标“族”的语

义特征,在历时层面具有[＋聚合性]、[＋群体性]、
[＋关系性]、[＋类别性]、[＋表人性]五种语义特征,
在共时层面具有[＋年龄性]、[＋身份性]、[＋性别

性]三种语义特征.其次,对模槽“X”的构造进行了理

据探源,把“X”的造词类型分为借词型、语法型、修辞

型和综合型.最后,分析了模式“X族”形式上分化出

的三种套叠类型和意义上衍生出的四种语义关系.
由于可选取的语料和时间范围有限,可能会导致分类

上的遗漏和不尽合理,这是后续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我们要理性看待“X族”所生成的词语,合乎“表
义需要、意义明确、合乎造词法、普遍使用”这四大原

则[１６]的“族”类词语,必然在使用中有适合其生存的

土壤,它们也会在词汇系统中长期保留下来;但同时

应该人为地加以规范“族”类词语中的糟粕部分,使表

人模“X族”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能够“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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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观视角下传统民俗的传播与民族认同塑造
———以浙江莪山畲族乡婚俗为研究个案

吴依霏,沈霓含,黄家茵,闻　娱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以美国学者JamesW．Carey的“传播的仪式观”为核心框架,把人类民俗的传播视为一种仪式活动,从

理论和实践上对畲族婚俗的文化表演、象征性符号互动、集体记忆三个维度对人类的仪式行为进行探究.结果表

明:仪式是一种模式化的象征性活动,人们凭借这个过程共享集体记忆、情感与信仰.进一步研究发现莪山畲族乡

的婚礼仪式中一系列象征性符号意义的交流与共享建构了一种“想象共同体”,同时认为正是仪式中的符号互动传

播促进了民俗的传承与个体的民族认同塑造.

关键词:传播的仪式观;婚俗;集体记忆;想象共同体;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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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人类学中,“仪式”这个概念显著地影响

了人类学家对文化与自身的内在关系的理解.詹姆

斯凯瑞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他强调传播不是位

移,而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

起的神圣典礼”[１]２８.他认为,仪式中个体的信仰共

享才是传播的实质.仪式的运作方式通过符号来传

达信息,侧重于人们参与仪式的符号互动体验.从

仪式观的视角出发,传播是人们以仪式参与者的身

份,通过符号的展演来创建一个有共同信仰和共同

秩序、能够对人类行为做出解释的文化场域.在这

个文化场域中,人们对符号进行接收、解码以及传

播,最终形成了具有共同信仰的“共同体”,并且这个

场域映射出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简而言之,传播

的仪式观与文化视野下的人类学有着契合之处.
婚俗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富有魅力的一种社

会文化现象,仪式是其表现载体.它反映了不同民

族的社会生活方式、民族认同感、民族生活价值观

等,不仅凝聚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是构成各民族日

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近几年有关婚俗传播

的学术研究,基于传播的仪式观视角分析婚俗的相

关研究较少,主要包括三个主题:一是对婚礼仪式过

程的人类学考察与解读,例如王兰[２]以人类学理论

对蒙古族婚俗中订婚、迎亲等一系列的仪式内容进

行探究;二是基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探究其

历史发展变迁,例如刘丽娟[３]以黔中仡佬族的婚俗

为考察对象探究其变迁缘由及特征;三是研究婚俗

中的服饰、舞蹈、音乐等的文化内涵,例如刘翔[４]基

于陕西关中民间婚俗分析了其婚俗服饰的发展状况

和其中包含的历史人文内涵,陈琛[５]对新疆柯尔克

孜族人婚俗舞蹈的动作、传说等进行考察,并对其传

承与保护进行了探讨,赵书峰[６]以瑶族婚俗音乐作

为考察对象,针对其中的文化隐喻阐发思考.从传

播的仪式观角度来看,婚俗文化的传承实际上是一

个通过符号互动而不断传播的过程.在浙江省桐庐

县莪山畲族乡的调研中,笔者发现该地的婚俗文化

颇有特色,并且其传承现状较为乐观.新人在婚礼

仪式上通过一系列符号的表演与传播,对当地传统

婚俗文化的延续以及对当地畲族群体的民族认同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笔者以传播的仪式观作为研究视

角,将婚礼仪式视为一场富有寓意的婚俗文化传播

仪式,以浙江省桐庐县畲族聚居地———莪山畲族乡

为例,通过考察畲族婚俗仪式的过程、具体特征及其

深刻内涵等,探究仪式传播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作

用,以及婚俗仪式传播与想象共同体建构、民族认同

塑造之间的关系,以此深化人们对少数民族传统民

俗传承与保护的认识.

一、婚礼是一场文化传播的仪式活动

婚礼作为群体性的社会人文活动,它通过符号

的展演和特定的仪式规则进行婚俗文化的传播.婚

礼仪式具有两个突出特征即象征性与表演性,其中

象征性经由表演性呈现出来.一系列具有象征性的

符号、具有指代性的动作及其意义构成了仪式整体,
它是一种模式化的象征性活动,人们凭借这个过程

共享民族记忆、情感与信仰.以浙江莪山畲族乡婚

礼为例,首先,莪山畲族乡婚礼以对歌、特定的器具

服饰为媒介和符号进行了丰富的意义表征,婚礼中

的人物、器物、声乐等仪式化要素都贯穿着整个婚礼

的始终;其次,莪山畲族乡的婚礼规则赋予了仪式参

与者包括新人、伴郎以及亲戚长辈等不同角色自愿

地进入到这场婚礼中“表演”的权利,也即是仪式参

与者在共同的场域下开展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群体间

文化交流活动.人们经由恰当的行为方式进行角色

表演和意义共享,共同完成这一场婚俗文化传播的

“文化表演”仪式.
(一)仪式的传播手段(工具)
米尔顿辛格在«当一个伟大传统现代化之时»

一书中提出“文化表演”和“文化中介”的概念,他认

为“文化表演”包括人类语言性和非语言性的交流,
“文化表演”正是由“文化中介”组成的———交流的符

码不仅是语言,还有那些非语言媒介如器物等.[７]

传播通过对象征符的创造、认知与运用,构建了

人们现实生活的意义模式.人们在仪式中倾注了自

己的情感、观念、思想等,传播是仪式参与者为了展

示符号元素而进行的“表演”行为,而符号的表达不

仅仅只有一种形式.仪式的流程完备依附于参与仪

式表演的道具、歌声乐曲、肢体动作等传播工具,这
些传播工具对于仪式中文化表演的开展和符号意义

的共享不可或缺.在莪山畲族乡的婚礼中,传播者

把语言性质的对歌以及非语言性质的特定器物与行

为动作转化为声音符号、道具符号和动作符号,并注

入了婚俗文化元素并使其服务于婚礼仪式.所有的

仪式参与者在这个文化场域中各自扮演着文化角

色,展现了仪式的文化趣味性与戏剧性.
在结婚之前,莪山畲族乡的青年便以“缘歌”来

寻得意中人,他们在公开场合以山歌表情达意,并用

对歌的方式考验对方的才情.在新郎娶亲之前,新
娘须以哭腔唱歌,诉说自己对父母、兄弟姐妹的依依

惜别之情,俗称“哭嫁”.新娘哭唱得饱含真情实感

还能博个好彩头,当地畲民认为新娘哭得越悲情则

意味着未来生活越幸福美满,即以悲衬喜.在婚礼

宴席上,还有个颇为有趣的环节,俗称为“调新郎”,
即新郎须把酒菜逐个唱出来,餐具、酒和菜肴才会随

之上桌;待客人尽兴而归,新郎也需将酒菜名、餐具

名一样一样地唱出来,厨师相应地收拾新郎所唱之

物.在闹洞房环节,青年们也会用山歌表达对新人

的祝福之意,唱着闹房歌和祝贺歌,祝福新郎新娘和

和美美.可以把对歌视为富有亲和力与感染力的象

征性符号,歌曲所表征给仪式参与者的是蕴含在其

背后的莪山畲民单纯朴实又重感情的民族品质.莪

山畲民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也祝福着一对对新人

走向幸福.这种质朴的情感叙事方式受到莪山畲民

的认可和喜爱,对歌激发了莪山畲民共同的地域文

化心理.
除了对歌这一声音符号,莪山畲族乡的新娘出

嫁时还运用特定的道具符号进行“文化表演”.结婚

当天新娘要梳扎“凤凰”头,身着“凤凰”装以示吉祥

如意.凤凰头是在梳着凤凰髻的基础上戴上凤冠形

成的,将头发以螺旋状盘绕于脑后就梳好了“凤凰

髻”,然后佩戴上由珠串、银盖、银钗、银花、银片组成

的尖角凤冠.凤凰装形似凤凰绚丽的羽翼,其色彩

鲜艳斑斓而不错杂,上面绣着凤凰和牡丹的花案.
接着给新娘戴上项圈、手镯等银质饰品以及铜制圆

镜,再为其盖上两侧穿着桂圆的红盖头,新娘便梳妆

打扮完成.笔者把器具看成是一种“文化中介”,莪
山畲族乡的婚俗文化传播仪式正是借助凤凰头饰、
凤凰装、圆镜、五果、龙凤喜烛、桂圆、五谷种子、红
蛋、红布袋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道具为媒介进行

传统文化的仪式化表达,莪山畲民通过这些符合本

民族审美心理的器具来表征婚礼仪式中的一系列意

义,也经由这些器具一代又一代地传承民族文化.
尤其是雕刻着各类纹饰的银质饰品,它们是中华传

统雕刻技艺与畲族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彰显着畲民

淳朴、神秘的民族色彩.这些器具的存在构成了莪

山畲民在婚礼仪式中传播本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
莪山畲民还充分运用动作符号为婚礼仪式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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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性色彩.新娘被接到夫家之前需要带上自家的

三口米饭,即新娘先将木筷递给背后的兄长,兄长再

把木筷穿过新娘胳肢窝摆到餐桌,之后新娘便从准

备好的米饭里咬三口饭并吐到手绢上,由兄长把手

绢叠好让新娘将其带到男方家里,这寓意新人婚后

将获得农畜丰收.在婚礼中,新人须各自拽住彩绳

的一头,相对而立,在宾客的注视下拜堂成亲,接着

一同前往炉灶,新娘托举竹筒让新郎向炉膛内吹气,
使灶内燃起熊熊火焰,这一举动寄予了夫妻对今后

生活红火美满的美好愿景.劳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

的突出表现形式,与人们的生活内容有着深刻而本

质的联系.莪山畲族乡婚礼仪式中的动作符号富有

生活气息,它们与畲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兼具人

文性与社会性,真实反映出莪山畲民生产劳动的激

情以及祈愿通过劳动收获美好生活的精神世界,独
具农家本色.

莪山畲民的婚礼流程所涉及的符号元素可以分

为三类,分别是:作为声音符号的对歌歌曲、道具符

号中的器具和服饰、动作符号中的肢体行为.莪山

畲族乡婚礼仪式的象征性表达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

的符号展演而组成了多方位的婚俗文化意义的符号

阐释系统.一场仪式中,虽然每个象征性符号所展

现的具体意义不同,但主题基本上是一致的,各式各

样的符号对莪山畲族乡婚俗文化的意义阐释主要呈

现在“和、美、福、旺”的象征性表达上.传播塑造了

文化符号的形态与内涵,文化又影响着传播的过程.
传播过程中所渗透的视听符号系统均为文化产物,
而传播的实质是人类文化的表达与象征,因此传播

与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简而言之,婚礼仪式是婚俗

符号意义与婚俗文化的动态传播系统,仪式中所展

现的象征性符号向仪式参与者诠释着民族文化与地

域文化.
(二)仪式的规则

表演者和观众的角色由一场仪式中的规则所设

定.仪式的开展是井然有序的,参与仪式的个体都

能在仪式场域中感受到仪式本身携带的框架,仪式

中涉及到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等均包含在这个框

架的范畴内,对仪式参与者产生一定的约束力.另

外,个体通过身体实践等方式回应着仪式的规范.
传播的仪式观强调人们对仪式行为的参与过程,以
此来表明、确认和维持正在进行而且已经存在的社

会过程的基本秩序.凯瑞曾阐述仪式的目的在于

“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

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１]７.可以看出,仪式的

规则能够为符号和意义的表达建立一个富有条理的

氛围,并恰如其分地规范参与者的角色及其行为,协
调仪式中一系列符号表征的进展节奏.

莪山畲族乡的婚礼流程极为注重礼仪和繁文缛

节.从定亲和迎亲方面的流程来看,畲民恋爱充满

浪漫色彩,男女双方以歌传情,两人私定终身后便告

知父母,托媒说亲.待到正式定亲,女方的舅母、姨
母、姑母家便会留她“做表姐”,即请女方在家中做

客,女方以对歌形式向亲人依依惜别.迎亲当天,娶
亲队伍在半路上会被女方的姐妹以杉刺挡住去路,
以讨要媒人的红包.进入女方家厅堂后,娶亲队伍

需将丰盛的聘礼罗列在桌上,向众人展示.接着,女
方会邀请他们清洗脚部并换上崭新的布鞋,称作“脱
鞋礼”.午后,有一个很有趣的环节是伴郎举行“借
锅”仪式,这在莪山畲族乡被称为“赤郎借锅”,意为

伴郎以唱山歌的方式向女方借用炊具款待宾客.赤

郎唱到哪个炊具,姑嫂们就得把先前收好的炊具摆

出,只要有一个炊具漏唱了,赤郎就得重新唱借.等

到炊具借齐后,赤郎要屠宰一只家禽,并且不能让血

落地,如若溅下几滴则相应地要被罚酒几碗,姑嫂们

经常趁机捣蛋,以活跃娱乐氛围.
在傍晚过后的婚宴上,待到酒过三巡,新娘须在

嫂子唱的“敬酒歌”中向客人纷纷敬酒,同时宾客要

将红包置于杯内赠予新娘.婚宴落幕后,男方和女

方各派出自己选好的“歌手”打擂台,双方彻夜对歌,
将婚宴当日的气氛推向最高潮.成亲后的第三日,
新人要一同前去探访新娘的父母,俗称“请回门”.
当日,新郎与丈人小酌,同时新郎须唱酒令,岳母则

要表示对女婿的关心,将精心准备好的“饭心饭”即
含馅料的米饭赠予女婿.女婿也将红包回馈岳父

母,以示敬意.基于人情往来,新郎也会请新娘的弟

兄们来家中做客,称作“接回门”.宴席中,亲家舅要

挑战将藏在糯米饭里的小物件在不能洒米的情况下

夹出来,否则将会被罚唱歌.“回门”之后,整场婚礼

就圆满结束了.
婚礼的流程仪式充分诠释了仪式的规则性,所

有的流程都是约定俗成的,新人与亲朋好友共同遵

循这个仪式的规则,以便顺利地走完婚礼流程,所有

人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按照规则来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仪式需要建构一个行为关系规范才得以顺利

进行.在婚俗文化传播仪式中,处处彰显着模式化

的言行规范,并且每一条婚礼步骤都承载了不同的

文化寓意.这些富有文化趣味性的婚礼规则作为婚

礼仪式中的核心内容,构建了以模式化的肢体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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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婚俗文化的意义交流系统,一是包含婚礼符号

意义的婚俗文化传播,二是承载莪山畲民族文化要

素的传播,仪式的规则成为一场仪式中独特的叙述

方式.在婚俗文化传播仪式中,模式化的动作如“做
表姐”、“哭嫁”、“借锅”、“回门”等作为规则的符号化

呈现方式,协调与规范了莪山畲民在这场仪式中的

行为方式,也唤醒了他们在婚礼仪式中的集体意

识———对缔结婚姻之事的重视与祝福.在符号意义

化的婚俗“文化表演”中,人们通过观看和参与一套

模式化的婚礼仪式,间接或直接地对仪式中所传达

的象征性符号进行解读,并将自己的行为进行基于

仪式规则的协调,构成有秩序的共同体.这个共同

体是社会意识与社会现实的结合体,它包含着仪式

参与者的“文化表演”、仪式的规则与集体的架构.
除此之外,仪式所遵照的程序是文化的一部分,仪式

的有序开展需要借助文化的维系与协调作用的发

挥.

二、婚礼仪式中的象征性互动与集体记忆

凯瑞将人类的社会行动比作由一连串符号构成

的文本[１]４２,对这个文本的认知离不开对符号意义

表征的解读.美国心理学家布鲁默基于米德的象征

性互动理论而阐释了“意义、社会互动、解释”这三个

关键词,他提出象征性互动是以象征符为媒介的社

会互动关系,其本质是“互动”,即人们借助符号进行

表达与交流.[８]仪式是一个充满了多种象征符号的

意义体系,莪山畲族乡的婚俗文化通过仪式这种具

有感染力的手段进行意义表述、传递和共享,庞大的

象征性符号系统如动作、声乐、器物等在特定情境下

以隐喻的方式被婚礼参与者所接收、理解和阐释,这
其中包含对符号的解码过程.仪式“场域”里,人们

通过婚俗文化符号的象征性互动,继而带来集体记

忆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仪式的象征性社会互动中,传者通过象征符

来释放符码,受者根据接收到的语言或非语言符号

进行意义解读,继而反馈、共享他们所得的意义表

征.婚礼作为一种媒介仪式,因其具有联结、参与、
分享的特点而使得仪式的参与者能够产生共同的文

化心理,并在这场婚礼仪式中潜移默化地接收和传

播某些象征性符号的意义.基于此,莪山畲族乡的

居民个体在婚礼仪式中的互动传播具有三个鲜明的

特征.
首先,具有历史性的族群成员作为符号展演的

主体,既是符号的缔造者又是符号的传播者.文化

具有历史性,并非所有仪式参与者都能够准确解读

畲族婚礼中的符号体系,而具有着一定阅历的畲民

能够在观看符号展演的过程中将其表征意义与本民

族历史因素相结合,从而做出更深层次的符码解读.
婚礼仪式中的各类象征符号所包含的文化表意,一
方面是民俗的传播,另一方面是莪山畲族乡本土历

史文化元素的传承.在莪山畲族乡的婚礼中,新娘

作为婚礼仪式中最突出的文化表演者,以一系列装

束创造出契合畲族历史文化传播的情境.新娘出嫁

时梳着“凤凰头”并在红盖头两侧挂上桂圆串,新娘

通过这个带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装扮向在场的其他人

传达了特殊的符号寓意,接着人们主动或被动地解

读凤凰头、桂圆串这些婚俗符号分别具有的“吉祥和

谐”和“早生贵子”的表意,而更深层次地,具有历史

性的畲族群体的成员能够进一步解读出“凤凰头”所
蕴含的民族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的重要意义.“凤
凰头”与“凤凰装”均承载着畲族灿烂的历史文化,新
娘在婚礼仪式这场文化表演中经由一系列符号的组

合,将本民族历史文化内涵向观演者传播,进而推动

文化传承.畲族新娘在成婚时须以“凤凰装束”的习

俗示人,这不单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民俗瑰宝,更
是畲族文明的细致呈现.

当然,参与仪式的畲民都是具有特定文化背景

的个体,任何符号意义的表征都是不同人在主动或

被动的情况下进行解码的产物,因此符号的释义并

非始终一致,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人

在文化背景上的个体差异,仪式参与者对同一符号

的解码不尽相同.比方说,“凤凰头冠”是中国古代

新娘出嫁必戴的头饰,寓意是能享受贵妃、娘娘般的

福气.由于如今现代社会中已经没有了古时候的贵

妃、娘娘,莪山畲族乡的新娘沿袭下来的这一传统头

饰的寓意有了很大的改变,俨然变成了吉祥与夫妻

和谐的象征,但也有部分畲民认为“凤凰头”这一符

号寓意着新娘走向荣华富贵.
其次,莪山畲民在婚礼仪式中运用一系列的器

物符号来定义自己的行为意义,同时又通过符号来

理解别人的行为意义.人们往往运用特定的器物和

行为来表示吉祥以及辟邪,其中,器物的外观形状及

其包含的特质经由人们的类比联想使其具备概念上

的辟邪驱魔的护身功用.在器物方面,例如迎亲时

夫家须派人一路护卫着新娘前往新郎家,新娘有时

会于胸前挂上圆镜以驱鬼邪.在畲民的传统观念看

来,镜子有类似于“照妖”的效果,它能够使妖怪现原

形,当鬼怪被镜子照到自身的影像时便会死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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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地,在新人床上布置的几盏灯火也具有辟邪的表

征,因为畲民认为鬼怪惧怕火光,火可以消灭妖魔邪

气,消除新人内心的忧虑,寓意着新人能够拥有吉祥

平安的生活环境.
在行为方面,比如当嫁妆送到女方家后,赤郎须

杀一只男方家带来的雄鸡用以抵挡煞气,公鸡因勇

猛强悍的特征被畲民赋予驱邪的象征意义.此外,
畲民之所以通过“哭嫁”来成亲,是因为民间传说办

喜事会引发鬼怪的嫉妒,新娘作为婚礼中最美丽的

人物,极有可能遭受邪气侵害.新娘为了平安出嫁,
她便需要做出与喜庆氛围不契合的举动,以悲泣迷

惑鬼魅来躲过一劫.莪山畲族乡新婚之夜还有着整

夜对歌到天亮的习俗,对歌是畲民之间传递信息的

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对歌中忌讳唱不吉利的歌曲,
而彻夜对歌这一行为符号象征着辟邪.在莪山畲民

的潜意识里,魔鬼喜欢于黑夜出没但又惧怕热闹嘈

杂的场景,而新人与宾客的彻夜对歌正是在一片欢

声笑语中度过漫漫长夜,故能够驱赶邪魔,为新人带

来吉祥.
虽然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鬼邪,但通过富有驱

邪意味的对歌方式,“仪式中那些被认为具有无比威

力的辟邪物以及极富象征性的行为举动都给人们留

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至人们误认为这些仪式活

动真的会产生神奇的驱邪作用.”[９]仪式中的象征符

一方面包含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又刺激着

参与者的情绪,象征符所表达出的观念与情绪的综

合使仪式强化了它所要表达的内涵.人们渴求驱魔

除邪的共同心理愿望借助器物符号和行为符号进行

表达,同时符号与意义的交织使人们形成对同一符

号的相似或相同的解码,进而婚礼仪式的所有参与

者便能够以放松的心态融入到这场仪式中.
最后,符号表征的完整阐释依托于特定的情境,

同时这个情境也塑造了仪式参与者的集体记忆.莫

里斯哈布瓦赫[１０]认为集体记忆以各种典礼性、仪
式性的英雄壮举形式出现,并在诗人和史诗性的诗

歌中出现.而保罗康纳顿[１１]认为,一个社会通过

举行仪式保存和重现记忆.有关过去的意向和记忆

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

维持的.事实上,集体记忆跳脱不开情境,情境指人

们身处的环境和场景,包括时间、地点、人的行为和

角色等.集体记忆需要依托于各种符号的影响才得

以产生,正是这些情境构成仪式参与者的记忆框架

与塑造着他们的民族情感,而集体记忆与共同情感

又维系着他们的共同信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仪式与其他传播媒介如图像、文字等相比具有塑造

集体记忆上的特殊性.畲族婚礼仪式不仅传播信

息,还借助一系列符号塑造了丰富而具体的情境.
情境将历史与现实相勾连,使集体记忆被唤起和不

断再现,并且推动着畲民在参与仪式中逐渐产生或

者强化对本民族传统的正面情感如自信感、自豪感,
具备积极的情绪是畲民认知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基

础;仪式中一个个符号被赋予了情境中的特定含义,
相反,任何符号唯有在一定的情境当中才能切实地

表达出其表征意义.庞大的符号系统需要仪式参与

者的共同关注与解码,在畲族婚礼仪式的符号解码

过程中,畲民通过与在场其他人的互动交流达成信

息共享、情感共鸣,使自己与群体相互联结,在这个

过程中,个体增强了与他人之间的契合度并感受到

一种群体性的、民族性的心理归属;仪式作为一种象

征意义的结合体,具有强化价值准则的功能.[１２]畲
族婚礼仪式是符号的集合体,其中蕴含着畲民共同

认可的行为规范与价值体系,仪式通过一系列符号

的文化表演引发畲民对本民族行为规范与价值体系

的集体认同.
莪山畲族乡婚礼仪式成为畲民创造集体记忆与

民族情感进而发生信仰共享的媒介情境,仪式的参

与者通过接收、解码和传递一系列的婚俗文化符号

来深化自己对本民族、本地域传统民俗的理解与归

属感,这也可以视为一种信息反馈.当这些婚俗文

化符号的表征渗透到每个仪式参与者的内心时,便
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集体记忆和自觉遵守的社会

观念,最终人们达成了信仰的共通与共享,这又使他

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更加紧密.在婚俗文化传播仪式

中,一对新人作为首要的象征性符号的输出方,向人

们展示了婚礼中涉及到的一系列器物、服饰、用具、
声乐、流程规则等,而受者由于与新人的民族背景、
自身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程度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并不

明显,因此对于婚礼仪式中呈现出来的象征性符号

组合往往欣然接受,并且将其内涵传播给他人.
从莪山畲民在参与婚礼仪式中对本民族婚俗文

化的接受心态方面来看,他们都是处于一种娱乐化

的情境中———例如新人及其亲朋好友在婚礼中要接

受一关又一关的“考验”,不能顺利通过“考验”者就

要罚唱歌.仪式的参与者在仪式的场域中旁观或者

是直接参与这种“文化表演”,这种具有趣味性的仪

式环节构建了一种轻松融洽的、偏向感性的传受互

动模式,塑造了愉悦嘻耍的民俗交流情境,让婚礼仪

式在模式化的规则与传统民俗的天平中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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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礼仪式中的想象共同体与民族认同塑造

(一)仪式的共享:文化根源的认同和维系

美国学者安德森指出,通过仪式性的媒介接收

活动,如同时观看某一媒介事件,人们可以获得共同

的文化感受,以及对拥有相同体验的其他社会成员

的感知,这构成了“想象的共同体”.[１３]可以说,仪式

不但呈现和阐述了人们的社会行为,还包含着个体

的情感与价值观表达.人类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想

象的世界凭借仪式中一系列象征符而彼此交融,想
象的共同体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情感的社会文化存

在,它由仪式的参与者共同确认,并且它激发了人们

的民族认同感.
基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莪山畲族乡的婚俗文

化传播仪式恰恰建构了或者是存在于一种“想象共

同体”中,具体表现为群体基于共同生活习惯、历史、
思想等方面而约定俗成的社会关系,并且维系着想

象的共同体的纽带是他们之间共同的文化根源.莪

山畲民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婚礼仪式便是交流

分享本民族文化的平台之一,但婚礼仪式仅仅是在

表层上将群体联结起来,真正激发他们对民族价值

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的是婚礼仪式中一系列象征性

符号意义的交流与共享.
仪式本身就是传播信仰与意义的媒介[１４].笔

者认为,婚礼仪式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性展现,
它作为婚俗文化传播的形式载体,促使人们在象征

性互动的神圣场域中感受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价
值观、情感等,获得精神体验与慰藉.其中关于莪山

畲族乡婚俗文化的视觉性符号或听觉性符号,譬如

带着鲜明民族色彩的“凤凰头”装扮、混合着质朴乡

音和浓郁情趣的对歌等等,都迅速地唤起婚礼仪式

参与者的情感归属与共同信仰.仪式是具体的,而
信仰则是抽象的,仪式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作为

一种载体在潜移默化中向世人传播了无形的文化信

仰,即文化信仰是隐含于仪式中的思想价值观念.
婚礼仪式通过喜闻乐见的象征性符号传播成为仪式

参与者信仰的表达与分享的场域,莪山畲民所生活

的现实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在仪式符号、仪式表演、仪
式规则、仪式氛围下互相融合,同时人们主动或被动

地解码和传递符号的表征意义而凝聚在一起,建构

和维系了共同体的文化信仰.正如凯瑞所说:“在参

加仪式的过程中,人们并不关注是否学到什么新的

东西,而是注重在规则化的仪式程序中使特定的价

值观和世界观得到描述和强化.”[１]２８因此,莪山畲

族乡的婚礼仪式可看作是参与者进行民族认同的确

认的文化场域,也是思想价值观即共同信仰分享的

一个生动过程.一系列的婚俗符号作为传统文化中

的一部分,构成莪山畲民彼此间相同的文化根源,并
通过仪式的共享和传播使民族认同得以确认和维

系.
(二)共同信仰的表达:民族认同感的塑造

对于婚俗文化,其仪式传播的过程是“传统文化

符号被创造、理解和应用、改编于现实生活的过程,
以塑造、完善受众的文化观、价值观和生活观为目

的”[１５].在婚俗文化的传播中,各种有意义的象征

符被解码与运用,人们基于此拥有和巩固了共同的

信仰观念.
莪山畲族乡的婚礼仪式中,畲民将族源神话融

入到服饰媒介,新娘身穿的“凤凰装”从侧面展现了

畲族的起源及其神圣的图腾信仰.图腾不仅是一个

民族精神与文明的表达,更是一个民族永久的集体

记忆.畲族信奉盘瓠,认为盘瓠是畲族的始祖.盘

瓠是春秋时代一位在战火中破敌立功的英雄人物,
相传他受赐与公主成婚,公主身穿凤凰装嫁给盘瓠,
盘瓠与公主所生的后代把劳动工具“黎”、“篓”(雷)、
“篮”(蓝)、“盘”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便是畲族姓氏的

起源.共同祖先认同与世系记忆通常被视为民族概

念的核心内涵,它对民族认同的形成和社会的承继

具有重要意义.[１６]图腾作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象

征符号,它能够帮助人们对自身的族群归属产生清

晰的认知,即唤起一种强烈的民族身份意识.凤凰

装以生动形象的视觉表现形式追忆畲族的祖先盘

瓠,并含蓄地包含着姓氏起源传说,从而唤起了莪山

畲民的历史记忆,同时畲民把自身的情感、祈望和价

值观寄托于图腾中,传达了畲民的共同信仰,进而畲

民彼此间产生内心共鸣,认同和维护了民族内部的

血缘关系.图腾崇拜不仅包含着畲民对祖先和民族

姓氏的追溯,还蕴含着对祖先的英雄崇拜情结,这在

畲族的社会延续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集体记忆产生于一个族群的生产生活并附着于

客观世界而再现,为族群所共享.莪山畲民的集体

记忆不单由服饰中蕴含的祖先神话故事以及姓氏起

源传说所组成,还有着关于生产生活的部分.对歌

贯穿着新人缔结姻缘过程始末,对歌的内容按照题

材可划分为叙事歌(包括神话传说等)、杂歌(包含爱

情、劳动生活、伦理道德等内容)和仪式歌(包含婚仪

歌、纪祖歌等),其中杂歌在婚礼前后使用得最为频

繁.莪山畲族乡的新人在相遇相知、迎亲娶亲、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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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过程中都需要杂歌的助兴,杂歌中的劳动歌与缘

歌(即情歌)均是畲族姑娘在山间劳动时偶遇心仪的

小伙子而编唱的传统歌曲,一般由姑娘主唱,小伙子

根据姑娘唱的词义对唱,表达劳作丰收与谈情说爱

的意味.传统民歌作为畲族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积淀

下来的口头文学,它不仅是一种集结了畲民智慧的

文化表达形式,还是畲民生产生活的缩影,其中蕴含

着畲民历史以来上山劳作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畲民

对劳动的赞美、热爱之情.它以声音符号的形式在

新人缔结婚姻的始末不断地再现与传播,集体记忆

在传统民歌的传唱中被进一步强化.
从族群的集体记忆及其符号的传播,再到其被

内化认同,带有莪山畲族乡当地文化内涵的象征性

符号存在于婚礼仪式当中,它们共同烘托了民族共

同情感,民俗的传播意义随之升华.婚礼仪式不单

单是婚俗文化的呈现形式,它还使莪山畲民聚集在

一起,构建了一个集体记忆共享的公共空间.人们

不仅共享符号的意义,还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来加深

自己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与生产生活的理解.
仪式具有两面性,它不仅能显示现实,还能缔造

现实.婚俗文化的传播是莪山畲民建立、联结和改

造现实的过程,人们通过象征符对客观存在的社会

现实进行创造、认识和解释来建构了社会关系,主要

体现在人们在一个时空场域里对共同信仰的维系.
人是社会活动的产物,人的主观性在社会关系的建

构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共同信仰又作为一种文化的

力量,在塑造人类的现实行为中产生影响.不同的

人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经验而对仪式活动中的符

号产生不同的意义解读,同时又在与其他仪式参与

者共享自己对象征符的认知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

完全被自我与他人所接纳的观念与信仰.“当仪式

表演节目张扬出的各种观念与人们已有的信仰相吻

合时,就成功地促使人们做出与信仰制造者目的相

一致的解读.”[１７]在这个社会关系构建的过程中,人
们会对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引发思考,从而

渐渐地产生一种认同感.
人们不仅创造现实,还维系着他们所创造的一

切.整个婚礼仪式中,无不透露着莪山畲民对生产

生活的热爱,畲民用仪式的方式传播和维持着他们

所创造的符号意义.婚礼中的声音符号、动作符号

和器具符号对于畲族文化的传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从作为口语媒介的“缘歌”来看,它是一个融合

了畲族文化的叙事文本.畲族青年在遇到意中人时

需要以唱歌形式吸引对方,大部分缘歌是以山间劳

作中的某一事物为依托来表达男女间的真情实感,
这种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文化生活形式在畲民生产

劳动的山间流传,传承了畲民辛勤劳动的文化传统

和以歌定情的民族习俗.
从作为身体媒介的动作符号来看,婚礼仪式中

拦路、留风水、脱草鞋、拜灶神、借镬、杀鸡、拜堂、安
床、回门等环节均发源于畲族传统文化.例如,赤郎

到了新娘家要向灶神行“拱手礼”,即双手抱拳将身

子略向前弯以示尊敬,还要以歌高唱来借炊具,待炊

具借齐全后须亲自宰杀家禽以招待宾客等,均彰显

了畲民对神明的敬仰以及盛情的待客之道,人们通

过这些动作符号表达了共同的心愿,即希望在灶神

的庇佑下让家人健康与平安.再例如,男方家须在

结婚前请“亲家伯”(即男方派出的歌手)到女方家说

亲,女家姑娘们须对亲家伯故意刁难,倘若亲家伯未

能巧妙应对,则会被姑娘们以灶灰抹脸并赶出女方

家并要求男方家另换人前来说亲.刁难亲家伯这一

动作符号包含了畲民丰富的生活内容:首先,亲家伯

须唱功了得,到了女方家要与众多前来刁难的姑娘

们对歌,这传承了畲民历史传统中以唱山歌交流思

想情感的风俗;其次,姑娘们以灶灰抹亲家伯的脸,
实际上意在警告男方在结婚后不许欺负女方,蕴含

着男女平等的思想,并且灶灰象征着炊事,体现了畲

民对炊事劳动的热爱传统.莪山畲族乡的婚礼还多

方面凸显了畲族传统美德中的孝道,如新娘出嫁前

要逐一拜访亲戚长辈并以对歌形式依依惜别、当新

郎吃完岳母递上的“饭中饭”须把红包放进碗里以表

达对岳母的感恩之情,等等.此外,该婚礼仪式中也

充满着畲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情绪,如夫家要找一

位儿孙满堂的“大姐”来“安床”,安床的同时要说吉

祥话.畲民在婚礼中遵循一系列的仪式规范,旨在

通过身体实践,以有形的方式呈现支撑畲族群体的

形而上学.畲民在婚礼仪式中以其自身的身体动作

传承畲族的一系列价值观和传统风俗,并且个体在

这个身体实践的过程中巩固了有关畲族传统文化的

记忆.
从器具符号来看,比如新娘的凤冠通常就地取

材,以山竹为原料制作,并配以带有象形类字符纹的

银质饰品.畲民结合历史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以
纹理图案为载体表现出自然风光景象,这些纹饰一

方面蕴含着畲民在山间劳作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

包含了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长期的历史

变迁中,畲族新娘的凤凰装束坚守并世代传承了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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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起源的传说、山间劳作的生活习俗、图腾信仰等民

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对畲族历史的叙事以及畲民对

自我民族身份认同的表达.
仪式寄托了人们的个人愿望、生活态度以及社

会情绪,仪式参与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原有信仰观念

对仪式中的一系列符号进行解码,当这些符号所携

带和传递出来的集体记忆、习俗、价值体系等与自己

产生心理趋同时,那么这些反映出民族精神与风俗

习惯的符号便成为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介质.婚礼

中一系列的媒介工具激发了畲民对本民族历史文化

的情感依附,人们通过婚礼仪式的符号感受历史文

化的传承并获得心理上的强烈认同.仪式所强化的

不仅是参与者的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个体与

民族缔结了更为深层次的羁绊.婚礼仪式中展现的

婚俗文化在本质上是民俗凭借一系列符号表征“使
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种种想象落实到实处,以重建

想象的共同体”[１８],继而,民族传统文化在这样的共

同体中被不断地接受、认同和延续,强化了个体的民

族认同感.

四、结　语

仪式是象征符的集结体,又是一系列正式的、具
有可重复模式、表达共同价值、意义和信念的活

动.[１９]它作为符号与意义交织的模式化社会行为,
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同时又兼具文化表征的功能.同

时,仪式所突出的是参与者彼此间进行符号意义的

交流、共享文化信仰的过程,其中涉及的符号元素又

与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密切关联,能够反映出人们

的社会实践.
莪山畲族乡的婚礼仪式是以共同信仰为根基的

具有民俗传播意义的活动,它以动作符号、声音符号

和道具符号抽象化地表达了畲民的生活观念与传统

习俗,但又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琐细.在仪

式的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共享和交换都为共同体成

员对文化探寻根源、提升自我民族意识提供了可

能.[２０]事实上,仪式包含着个体对符号表意的认知,
而符号附着和联结着深厚的社会关系,在畲民这个

共同的身份下,符号意义的共享使世代传承的思想

文化观念、信仰以及情感得以建构和维系,并联结为

一个具有意义的想象共同体,从而塑造和强化了民

族认同,这也是参加婚礼仪式对于莪山畲民的根本

意义所在.另外,在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背

景下,我国需要加大对少数民族民俗的保护力度,谨
防我国传统文化“失根”.为贯彻落实“双百”方针,

相关部门要善于利用各类民间仪式,促进各地更好

地传承民俗,进一步增强民族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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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oftheoryandpractice,itexplorestheritualbehaviorsofShenationality’smarriagecustomin
threedimensions:culturalperformance,symbolicinteractionandcollectivememory．Theresearchsh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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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曲院风荷公园园林树木形态组合研究

程飞彪,朱　琳,黄均华,江俊浩,胡绍庆,胡　广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树木形态是园林植物配置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探求园林树木在景观中的组合规律,对杭州

西湖风景名胜区曲院风荷公园内的园林树木进行调查,从植物形态组合的角度,分析园林树木形态组合及其与园林

建筑景观的搭配,阐述不同的树木形态组合所表达出的景观效果,逐一分析其潜在的组合规则.同时测定典型区域

中植物景观构成,运用群落生态学中物种重要值的定量方法和园林多角度视图来分析树木形态组合在园林景观构

成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曲院风荷公园内尖塔形和圆球形是乔木最为广泛的组合形式,而灌木则没有较

为明显的组合规律;与建筑的组合中前景植物以圆球形和水平展开形为主,背景植物则以尖塔形最为突出.相关结

论可以为园林景观中植物材料的选择、植物和周边素材搭配应用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杭州西湖;重要值;形态分类;植物配置

中图分类号:G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８Ｇ０３７０Ｇ１０

　　外在形态是人类感知和掌握环境空间、对事物

进行喜好评判的首要特征.园林空间融合了人类对

于环境形态的理解,园林艺术是表达人与自然关系

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一种设计手段和精神创作[１].
园林一般由山、水、石头、建筑、植物五大元素构成,
其中园林植物,特别是园林树木,则是组成园林空间

特有结构和属性的主要成分.在园林空间设计中,
树木的外在形态,即树形是构景的基本要素之一[２].
树木本身具有各自独特的姿态、色彩和风韵,不同形

态树木的组合更是变化万千、妙趣横生,搭配特有风

格的其他园林元素,对园林空间的构建可以说是“尽
错综之美,穷技巧之变”.所以,对园林中树木的形

态组合进行定性、定量研究,能够更加科学地认识树

木形态组合在园林景观构成中的作用和效果.有学

者对天津园林植物的研究[３]表明,影响植物景观效

果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植物树形、常绿落叶

比、观赏色彩数量、人工设施等.不同树形经过科学

的配置和安排,可以产生韵律感、层次感等多种艺术

组景的效果,可以表达和深化园林空间意蕴.[４]孙筱

祥先生在«园林艺术与园林设计»一书中指出:园林

树木形态使没有生命的建筑物与周围的树木花草取

得过渡与调和,使具有强烈几何形体的建筑物与周

围不规则的自然风景在形态和色彩上取得过渡与统

一.[５]本文以杭州西湖曲院风荷公园为对象,研究公

园内植物的形态及其与周边建筑的组合规律,为城

市生态公园的设计与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建

议.

一、曲院风荷公园树木种类及形态调查

(一)研究方法

１．现场调查

对曲院风荷公园内所有园林树木进行了实地调

查,同时从艺术美感和树木与建筑在空间上的形态

搭配两个角度选取两个研究区域,利用CAD制图

软件在计算机上将两个研究区域分别划分成１２０个

和８０个方格,每个方格面积均为２５m２,并记录各

个方格内木本植物的种类、形态、株数、高度、冠幅、
胸径和生长状况等.



２．园林树木形态分类

在对曲院风荷公园内园林树木的形态进行调查

后,根据树冠形态将树木形态基本类型分为:圆球

形、水平展开形、圆柱形、纺锤形、尖塔形、垂枝形和

特殊形七种,见图１.同时按照植物的生长型将公园

内所有木本植物分为乔木和灌木两大类(由于藤本类

植物可塑性强,形态多变,且与其依附物外形密切相

关,较难分类,本文暂不讨论).结合上述分类规则,
对公园内园林树木进行整理比较,按照植物树冠或群

丛外轮廓对各树木形态类型进行分类,如表１所示.

图１　园林树木的七种形态类型

表１　曲院风荷公园园林树木形态分类及代表树种

类别 形态 代表树种

乔木

灌木

纺锤形
含笑(Micheliafigo)、香樟(Cinnamomumcamphora)、银杏(Ginkgobiloba)、秃瓣杜英
(Elaeocarpusglabripetalus)、枫杨(Pterocaryastenoptera)

圆柱形 玉兰(Magnoliadenudata)

水平展开形
日本五 针 松 (Pinusparviflora)、鸡 爪 槭 (Acerpalmatum)、红 枫 (Acerpalmatum
‘Atropurpureum’)

圆球形
早樱(Cerasusyedoensis)、桂花(Osmanthusfragrans)、无患子(Sapindusmukorossi)、国
槐(Sophorajaponica)、美人茶(Camelliauraku)、厚皮香(Ternstroemiagymnanthera)

尖塔形 水杉(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

垂枝形 垂柳(Salixbabylonica)、垂丝海棠(Malushalliana)

特殊形 棕榈(Trachycarpusfortunei)

圆柱形 木芙蓉(Hibiscusmutabilis)(幼树)

水平展开形
洒金东瀛 珊 瑚(Aucubajaponicavar．variegata)、八 角 金 盘(Fatsiajaponica)、紫 薇
(Lagerstroemiaindica)

圆球形

金叶女贞(Ligustrum×vicaryi)、花叶女贞(Ligustrumovalisolium)、胡颓子(Elaeagnus
pungens)、枸骨(Ilexcornuta)、红叶石楠(Photinia×fraseri)、红花檵木(Loropetalum
chinensevar．rubrum)、毛白杜鹃(Rhododendronmucronatum)

垂枝形 云南黄馨(Jasminummes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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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重要值计算

重要值(IV)是生态学中植被数量参数之一,由

Curtis等[６]提出,它是反映某个物种在森林群落中

作用和地位的综合数量指标,在植物群落研究中应用

广泛,能够直接反映植物群落中不同物种的数量特征

以及判别群落中优势物种[７Ｇ９].本文中重要值体现了

园林树木不同形态类别占据景观空间的相对大小.

IV 的计算公式如下:

IV＝(RA＋RD＋RF)/３．
其中:IV 为重要值;RA 为相对多度;RD 为相对显

著度 或 相 对 盖 度;RF 为 相 对 频 度.相 对 多 度:

RA/％＝(某种植物的个体数/全部植物的个体数)

×１００;相对显著度:RD/％＝(某种植物胸面积和/
全部植物胸面积总和)×１００;相对频度:RF/％＝
(某种植物的频度/全部植物的频度总和)×１００.

(二)树木形态组合与实景分析

对曲院风荷公园内园林树木形态组合进行归纳

和功能分析,同时对选择的两个代表性景观,从平

面、立面和透视三个角度表现并分析其景观价值.
用手绘的方式直观的将树木的搭配方式及种类反应

在平面上,回归到树木种植设计最初最原始的一面.
在所选景观内树木形态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探

讨不同树木形态及其组合在景观中的作用,并通过

对所选景观的逐个分析,整合归纳常见的树种形态

与建筑的组合形式,以及这些组合所形成的景观意

境和风格,探究园林树木之间以及和建筑的内在的

联系和规律.

二、曲院风荷公园中的树木形态组合

(一)不同形态树木的空间表现与作用

a)圆球形:圆球形树木因其柔和的外形常丛植

或群植,如图２(a)所示.与其他形态树木不同,圆
球形树木外形简单清爽,不会过度引导视野.[１０]因
此,在整个构图中,圆球形树木可以作为百搭要素而

不会破坏整个画面的统一性,不仅可以组团造景,也
可以调和其他外形较强烈的植物和建筑.

b)水平展开形:水平展开形树木在横向上会引

导人们的视觉,因此,这类树木可以用于空间布局中

形态的过渡.水平展开形树木也可以和平坦的地形

以及较为低矮的建筑物搭配,能延伸建筑物的轮廓,
使其融汇于周围环境之中,如图２(b)所示.

c)圆柱形:圆柱形与纺锤形相似,差别在于其顶

部为平整圆形,如玉兰等.大量的使用该类树木,会
增强竖向视觉空间,如图２(c)所示.

d)纺锤形:纺锤形树木因其与圆柱形相似的外

部形态有着相近的使用方式,如图２(d)所示,设计

用途亦是跟圆柱形树木相似.

e)尖塔形:尖塔形树木整体形态简单明确,相比

其他形态树种有着更高的辨识度.由于其明确的外

在形态,为了在构图上不突兀,通常不会将这类形态

的树木种植在较为广阔平坦的地势中.此外,尖塔

形树木搭配传统型建筑会更加突出建筑美感,如图

２(e)所示.

f)垂枝形:在自然界中,水边的垂柳非常常见.
通过与周边水体进行搭配是这类树木配置的常见手

法.将该类树木种在种植池的边沿或地面的高处,
越过水池的边缘或垂挂的树木枝条和水面会产生动

与静的鲜明对照,如图２(f)所示.

g)特殊形:特殊形树木因其独特的外部形态常

在园林规划设计中孤植于环境里,其形态与枝叶有

别于其他类型的树木,辨识度高,观赏性强,如图２(g)
所示.

图２　园林树木不同形态的实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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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所有树木都能与上述七种形态一一对应,有
些树木的形状在不同的季节表现出不同形态特征,人
为修饰也会改变其天然形态.尽管如此,树木形态仍

是园林设计中设计师在构图、构景时十分关注的一点.
(二)园林树木不同形态组合在曲院风荷公园中

的应用

a)纺锤形与圆球形组合.纺锤形树木一般体量

较大,常与体态较小的圆球形树木搭配种植,如图３
(a)所示.但是纺锤形树木因其体态上的优势造成

过多的视线焦点,如果在设计中使用数量过多将破

坏整个画面的构图.

b)纺锤形与水平展开形组合.在景观构图中

横向的水平展开形树木与垂直的纺锤形和圆柱形树

木会在视觉上形成十分明显的对比效果,使垂直树

木更加突出,如图３(b)所示.

c)水平展开形与圆球形组合.展开形树木通过

延伸水平空间与较矮的圆球形树木配植在一起时,
对比尤为醒目,如图３(c)所示.

d)尖塔形与垂枝形组合.垂枝形树木因其垂直

向下的枝条可以引导人们的视觉,因此可以在引导

视线向上的树形之后,配合使用垂枝树木,如图３(d)
所示.

图３　园林树木不同形态的组合配置

(三)曲院风荷公园园林树木形态组合的基本规则

从整体上看,曲院风荷公园中存在着多种树形

组合的配置模式,但是也都具有多样统一的基本规

律.

a)形态组合的通相———不同形态树木的组合需

要先求同.一般选择的树种在某些特征上具有一致

性,例如树种相同、高度相同、色彩类似和物候类似

等.对比过于强烈的树种搭配在一起会破坏画面的

协调性.图３中各场景中的植物分别在高度、物候

和色彩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b)形态组合的殊相———树木组合在求同的基

础上需要存异.过于相似的树木组合会使景观显得

刻板;形态、动势和大小上的差异会使得景观生动活

泼.各树种组合除了形态差异外,姿态和大小上都

有一定的区分.

c)形态组合的主次———树木组合需要有主次之

分.主树和客树的数量和规模不能简单地平均分

配,这样会造成景观的机械平衡,不分主次.主树构

成景观的主景,而客树则丰富景观的曲折变化,同时

还要保证主体部分互不遮掩.
在曲院风荷公园内乔木之间的搭配以高宽比较

突出的尖塔形、纺锤形或圆球形最为频繁.例如清

帘坊、荷香酒溢等景点中运用大量近似的尖塔形或

纺锤形乔木作为建筑的背景,前景树木多为略低矮

的圆球形与纺锤形小乔木或灌木,这些主要形态组

合均体现了多样统一的基本原则.

三、园林树木形态与园林建筑的景观搭配

园林树木配置一般包括两个方面[１１]:一是从构

图、构景、色彩以及园林意境的角度考虑不同体量、
种类树木之间的组合;二是不同园林要素之间的搭

配组合.建筑是园林的组成要素之一,优秀的园林

建筑不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还常成为一处景点

乃至一个城市的标志.园林建筑尽管可以作为一个

艺术品单独存在,但是建筑和植物材料的合理搭配

能使整个景观表现更为丰富,增强游人融入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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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而且树木柔和多变的外形与建筑硬朗的线条

互补,因此园林中树木与建筑的搭配是形成优美景

观必不可少的.挑选各种形态的园林树木进行科学

的配置,组合各种其他园林元素以达到适宜的景观

效果是一名景观设计师的主要工作之一.[１２]

a)协调建筑物与周围的环境.在建筑物周围搭

配圆球形和展开形等柔和形态的树木,可以软化建筑

物生硬的线条,协调其与周围的环境,同时也赋予了建

筑物生命力,如图４(a)所示.若配上形态规则的树木,
如尖塔形和圆柱形,则会更加突出建筑的庄严、肃穆.

b)丰富建筑物的艺术构图.传统的中国式建

筑,在平地矗立时画面常显得孤寂,这时需要搭配一

些自然形态的园林树木如圆球形和水平展开形进行

衬托或对比,在协调建筑物与周围环境的同时,也起

到了丰富建筑物立面构图的作用,如图４(b)所示.

c)赋予建筑景观季相变化.树木配置以生态学

理论为基础,并用形式美做艺术性表达.不仅考虑

树木的现在形态,更要关注树木的未来以及随着季

节的更替而不断变化的特性,从而达到步移景异、时
移景异,营造出“出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优美景观.

树木在一年中,呈现萌芽———展叶———开花———结

实———落叶———休眠的变化,树木形态的变化展现

出不同的季节景观,由此赋予了建筑景观季相感.
随着树木四季的变化,同一景观及其意境也会随之

改变.落叶树木春天繁花盛开,夏季绿树成荫,秋季

红果累累,冬季枝干苍劲,其形态也从水平展开形、
圆球形向特殊形发生变化,周而复始.

d)补充建筑物的功能.通过和不同形态树木的

搭配设计,可以补充和提升建筑物的功能.当建筑

的出入口比较小时,在出入口搭配相当体量的水平

展开形的树木会让建筑物与周围环境相对和谐,也
更容易让人适应其中,如图４(c)所示.当然在一些

比较庄严的建筑旁搭配圆柱形或纺锤形树木,构建

相对规整的树墙,将更加突出建筑风格.在园林中,
如果放眼望去只有建筑,那么建筑的美感就会显得

单薄而无味,而通过配置不同形态的树木则可以解

决这方面的问题.例如,将具有线条美的尖塔形树

木作为建筑的背景将会使其更加醒目,如图４(d)所
示.在公园或风景区入口处配置形态独特、醒目的

特殊形树木,可以给人指引的作用,如图４(e)所示.

图４　树木形态与园林建筑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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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树木形态景观应用案例分析

(一)研究区域一

位置:曲院风荷公园东部清帘坊.
面积:４１００m２.
树木组成:见表２.
配置特点:如图５所示,采用多形态、多色彩的乔

灌木进行多层次多样化组合,营造自然、生态的丛林

式景观.树木的搭配不仅成为建筑主体背景式的烘

托,更加为建筑营造出怡人、舒适的环境.不同形态类

型的树木景观环境对人生理和心理产生不同影响.多

形态的树木组合空间也满足了不同人的心理需求[１３].
１．树木形态组合分析

在研究区域一中,主体建筑一面临近大面积的

水面,背景植物多由高大的尖塔形乔木作为建筑的

衬托,延绵之势与水面相呼应;临水一侧多由圆球形

及垂枝形的垂柳组合作为近景,对整个建筑与水面

起到了很好的过渡作用.由于建筑一面亲水,为了

不遮挡主体建筑灌木相对较少,大量的尖塔形水杉

配合水面形成大气而优美的滨水景观.中景植物多

由水平展开形及纺锤形树木组合,不仅过度远近景

中树木之间体量之差,而且很好地缓和了建筑与远

景树木之间的体量之差.在整个研究区域中,圆球

形与水平展开形的树木组合以及水平展开形和尖塔

形的树木搭配较为密切,使用频率较高.
２．树木各形态重要值分析

以树木形态为分类依据,分别计算研究区域一

不同树木形态乔木和灌木在该区域景观植物材料中

所占的重要值,如图６所示.

表２　研究区域一的树木形态分布及数量

层次 树木形态 树种名称 株数/株

乔木

灌木

圆球形

水平展开形

圆柱形

纺锤形

尖塔形

垂枝形

特殊形

圆球形

水平展开形

圆柱形

垂枝形

早樱 ４
桂花 ６

无患子 ７
国槐 ４

美人茶 ５

日本五针松 ２
鸡爪槭 １９
红枫 １

白玉兰 ２

含笑 ２
香樟 ３
银杏 １５

秃瓣杜英 １６

水杉 １９
垂柳 ４
棕榈 １

金叶女贞 ２４
花叶女贞 ４
胡颓子 ４
枸骨 ２０

红叶石楠 ６
桂花 ３０

红花檵木 ７

洒金东瀛珊瑚 ６３
八角金盘 ２

木芙蓉 １５
云南黄馨 ４

图５　研究区域一的树木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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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６可知,在研究区域一中,重要值较高的乔

木植物形态是尖塔形、纺锤形和圆球形,其中尖塔形

植物的重要值为３０％,优势最为明显;而水平展开形、
垂枝形、圆柱形和特殊形态的乔木重要值较低,其中

特殊形乔木最低为１％.灌木的树木形态较少,有圆

球形、水平展开形、圆柱形和垂枝形,其中圆球形灌木

的重要值为７４％,远远高于其他形态的灌木.

图６　研究区域一中不同形态园林树木的重要值

(二)研究区域二

位置:曲院风荷荷香酒溢.
面积:４０００m２.
树木组成:见表３.

　　配置特点:如图７所示,用多层次、多形态的乔

灌木树木组合成两侧不对称式的自然景观,建筑背

面由植物围合形成较封闭的背景环境;建筑正面则

临水形成开放的视野与光照条件,更加突出建筑物

的轮廓与细节.不同形态树木的组合和造型对景观

的烘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１４]

表３　研究区域二的树木形态分布及数量

层次 树木形态 树种名称 株数/株

乔木

圆球形

水平展开形

圆柱形

纺锤形

尖塔形

垂枝形

早樱 １
桂花 ２７

美人茶 １
厚皮香 １

鸡爪槭 １７
白玉兰 ２

银杏 １２
秃瓣杜英 １２

枫杨 ２

水杉 １６
垂丝海棠 ２

灌木

圆球形

水平展开形

圆柱形

枸骨 １０
毛白杜鹃 ２
红花檵木 ７

洒金东瀛珊瑚 ４０
紫薇 ６１

八角金盘 ８

木芙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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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研究区域二的树木配置情况

１．树木形态组合分析

在研究区域二中,乔木作为建筑的衬托对整

个环境的营造起主要的作用.由于建筑一面亲

水,为了不遮挡主体建筑灌木相对较少.尖塔形

与纺锤形树木作为背景树木大量出现与相对矮小

的建筑形成对比,也营造了整个环境的氛围基调.
大量的展开形树木与建筑的搭配则更好地将建筑

融合在整个环境中,也成为建筑的一部分成为主

景,树木合理的配置不仅没有太过突出反而更好

地衬托了建筑.由图７中不同形态树木的定位可

知,以主体建筑由南至北构成的近、中、远景里,近
景树木形态以圆球形和水平展开形为主,远景以

尖塔形为主,且整个研究区域中圆球形与水平展

开形的树木以及圆球形和尖塔形态的树木搭配较

为密切,频率较高.

２．树木各形态重要值分析

以树木形态为树木物种分类依据,分别计算不

同形态乔木和灌木在该区域景观植物材料中所占的

重要值,如图８所示.
在研究区域二中,重要值较高的乔木植物形态

是尖塔形、纺锤形和圆球形;其中尖塔形植物的重要

值为３７％,优势最为明显;而水平展开形、垂枝形和

圆柱形的乔木重要值较低,其中垂枝形和圆柱形乔

木最低,仅为２％.研究区域二中灌木的植物形态

较少,有圆球形、水平展开形和圆柱形,其中圆球形

和水平展开形占比较高.

图８　研究区域二中不同形态园林树木的重要值

五、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研究结论

树木的配置是园林规划设计中尤为重要的一

环.以往对园林树木选择和搭配的研究多以树木物

种为研究单元,其缺点在于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普适

性相对较弱.本文以园林树木的形态类别作为研究

单元,同时结合了传统的园林景观分析和生态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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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分析,通过实例探讨了园林景观设计中树木形

状配置的基本规律.

a)园林树木形态组合符合多样统一的基本规

则,在总体景观统一的基础上,又突出各形态的特

点,使得景观协调又生动活泼.

b)在曲院风荷公园中,尖塔形乔木占据主要的

上部景观空间,在植物造景中最为突出;而人工修剪

的圆球形则在灌木中占据主要优势.

c)在不同形态乔木的组合中,尖塔形与圆球形

的乔木组合频率最高.重要值分析发现乔木形态的

选择在不同区域大致相同.

d)灌木的形态选择在不同区域的差距较大且

形态种类也较单一,因其人为修剪频繁、体量小及

群体化种植的特点决定了灌木形态分布规律性不

明显.

e)树木形态与建筑的组合中前景树木以圆球形

和水平展开形为主,背景树木以尖塔形最为突出.

上述结论虽然仅根据曲院风荷公园的调查数

据分析得出,但是由于这些结论是基于树木形状

而非具体树木物种,受地域与气候限制较小,因而

具有更好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在与曲院风荷公

园类似的环湖公园中,尖塔形与圆球形的树木组

合在以山体或湖面为背景的景观营造中具有较好

的效果.

(二)应用前景及今后研究方向

本文从园林树木形态组合及其与建筑搭配进行

了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尝试剖析树木形态在园林景

观空间营造的效果以及组合规律,为园林树木形态

的景观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创新研究的思路

及方法,进而对树木形态选择的定量化研究和园林

景观的科学营造发展提供帮助.在进行树木配置时

要善于借助不同树木的形态特征,展示出树木在形

体上装点空间的艺术美.[１５]

本文简单地分析了杭州曲院风荷公园的树木形

态组合的规律与应用,未来对于园林树木形态组合

的研究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深入探讨,例如树木形态

的季相变化、树木形态美的心理学基础、树木形态的

光影变化、树木形态与动物的联系等.虽然树木形

态只是园林树木选择和配置的一个方面,但是在了

解树木形态组合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进行树木配

置,不仅可以营造出更为合理和美观的景观空间[５],

同时也为风景园林设计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同

的视野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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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shapecombinationofornamentaltreesin
QuyuanfenghePark,Hangzhou

CHENGFeibiao,ZHULin,HUANGJunhua,JIANGJunhao,HUShaoqing,HUGuang
(SchoolofCivilEngineeringandArchitecture,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Treeshapeshouldbeconsideredintheplantarrangementforlandscapedesign．To
investigatetheshapecombinationlawofornamentaltrees,theornamentalwoodyplantsweresurveyedin
QuyuanfengheParkattheWestLakeScenicAreainHangzhou．Fromtheperspectiveofplantshape
combination,shapecombinationofornamentaltreesandtheirmatchwithgardenlandscapewereanalyzed．
Thelandscapeeffectexpressedbydifferenttreeshapecombinations wasstated,andthepotential
combinationlawwasinvestigatedonebyone．Meanwhile,plantlandscapestructureinthetypicalareawas
determined．ThemethodtodeterminespeciesimportancevalueincommunityecologyandmultiＧangleview
ofgardenwasusedtoanalyzethestatusandroleoftreeshapecombinationingardenlandscapestructure．
Theresultsillustratethatthespireandsphereshapesarethemostextensivecombinationformoftrees,

whilethereisnoobviouscombinationlawforshrubsinthispark．Thesphereandhorizontalexpanding
plantswerecommonlyarrangedfortheforegroundofbuildings,andspireplantswerearrangedfor
background．Therelevantconclusionscanprovidetheoreticalandpracticalbasisfortheplantselection,

andfortheapplicationofconfigurationbetweenplantsandotherelementsinthelandscapedesignand
construction．

Keywords:WestLakeinHangzhou;importantvalue;morphologicalclassification;plantarrangement
(责任编辑:陈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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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论中国现代画家诗人的宗教身份认同

叶澜涛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湛江５２４０８８)

　　摘　要:由于中国古典绘画与宗教之间互相影响的艺术传统,因此许多现代传统型画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宗教

身份认同,这样的宗教身份认同感也影响了这些画家的诗词创作.根据现代画家诗人的职业属性和认同程度差异,

具有宗教身份认同的现代画家诗人群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宗教信仰者,如李叔同、丰子恺、苏曼殊等;一类

是宗教研究者,如叶恭绰、饶宗颐等.现代画家诗词中的宗教身份认同,一方面表明了中国画家诗人创作中悠久的

宗教传统,另一方面体现了宗教与绘画及诗词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现代;画家诗人;宗教;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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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绘画与宗教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魏晋

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极大影响了

中国绘画的题材表现,大量的佛像绘画开始出现.[１]

而道教绘画最早出现于东汉,魏晋时期图像类道书

已经初具规模,到了唐宋时期,道教壁画已经相当普

遍.[２]与西方宗教画的功能相似,中国的宗教画在传

播宗教思想、扩展绘画题材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有不少僧侣道士精于

绘事,在修禅问道之余从事绘画研究,成为著名的宗

教画家,例如五代的巨然、北宋的惠崇等.宗教画发

展到元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擅佛家宗教画的“清初

四僧”(石涛、朱耷、弘仁、髡残)和擅长道家宗教画题

材的黄公望、赵孟頫等.
宗教画的发展历程显示出宗教与绘画之间密切

的艺术关联.宗教的艺术呈现方式除了绘画外,与
诗词的关系亦是十分紧密.由于中国绘画一直拥有

“诗画一律”的传统,因此画家在创作绘画时常常题

诗于画,产生了大量宗教题材的题画诗.这些题画

诗一方面是画家对画意进行解读的有效途径,帮助

赏画者了解绘画的内容;另一方面,题画诗也能够起

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将绘画的时间、地点、背景、意图

等信息通过诗词的方式传达给受众.宗教与诗歌的

关联除了题画诗的形式外,画家们也常常单独在其

诗词集中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怀.通过这些宗教题材

的诗词,我们可以了解画家的思想渊源和艺术倾向.
部分中国现代画家继承了传统的“诗画一律”的宗教

画创作传统,无论在绘画中还是在诗词中都大量表

现与宗教相关的内容,表达出画家心中强烈的宗教

情感.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关于现代画家诗词中宗教

因素的研究仅对少量著名画家的诗词创作展开讨

论.论文方面,如夏中义的«＜缶庐别存＞与梅石写

意的人文性———兼论吴昌硕的“道艺”气象暨价值自

圆»[３]、«故国之思与泼墨云山境界———论张大千题

画诗的心灵底蕴与其绘画的互文关系»[４]和卢炘的

«信手拈来总可惊———潘天寿诗歌概说»[５]等,对个

别画家的诗词做了详尽解读.专著方面,如胡迎建

的«民国旧体诗史稿»[６]、刘梦芙的«近百年名家旧体



诗词及其流变研究»[７]等,虽然对画家的诗词创作有

专章的介绍,对于这一创作群体缺乏深入有效的分

析.
虽然现代画家诗词中涉及到宗教题材的内容并

不少见,但由于画家人生经历和知识背景的差异,宗
教因素在这些画家诗词中呈现出的面貌也有一定的

差异.根据现代画家诗人的职业属性及其宗教影响

的程度差异,现代画家诗人群的宗教身份认同大致

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宗教信仰者,如李叔同、丰
子恺、苏曼殊等;一类是宗教研究者,如叶恭绰、饶宗

颐等.虽然,具有宗教身份认同的现代画家诗人远

不止这些,但这些画家诗人仍有相当的代表性.

一、现代画家诗人中的宗教信仰者

在现代诸多画家诗人中有部分画家诗人因个人

经历或人生信仰等原因具有了宗教身份.这种宗教

身份一方面体现在其日常行为举止上,另一方面也

体现在其绘画诗词的创作中.具有宗教身份的现代

画家诗人以李叔同、丰子恺、苏曼殊等最具代表性.
(一)李叔同的宗教信仰经历

李叔同是现代律宗著名的继承者,他的宗教信

仰经历颇为传奇.出家之前的李叔同可谓达到了他

人生的顶点,４岁开始临习书法,８岁开始攻读«文
选»,２１岁以童生身份参加生员考试,考取第三名.

２６岁留学日本,广泛接触美术、音乐和戏剧,２８岁与

日本模特结婚.３３岁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

间大力提倡艺术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
当他的事业和人生达到完满的时候,偶然的断食试

验却让李叔同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在

杭州大慈山虎跑定慧寺试验断食时,还只是每周减

食饭量.为期三周的断食结束后,他还请摄影师为

自己拍了一幅手捧«断食日记»的照片.看起来,一
切都像是他以前从事的诸多试验之一.然而,«断食

日记»却记载断食期间“文思渐起,不能自已”,“精神

世界一片灵明”,“发喜无垠”,断食第七日时已经“空
空洞洞,既悲且欢”,这对于李叔同来说是一种从未

有过的生命体验,让他感到莫名的兴奋.断食成功

后,他改名“李婴”,号弘一,取字为“婴”意即返回蒙

初之始,万物皆可放下.
李叔同的出家似乎并无征兆,然而作为一个不

断追求自我超越的才子型艺术家,似乎一切又显得

顺其自然.９岁时,他常随家人前往寺院,学会念诵

«大悲咒»和«往生咒».１９１３年夏,他与夏丏尊在杭

州广化寺吃茶时,夏丏尊说了一句玩笑话:“像我们

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说者无意,听者有

心.这句话无意中让李叔同当了真,这算是他出家

的远因.断食斋戒的经历让李叔同“看到他们那种

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这是他出家的近

因[８].他的弟子丰子恺非常理解老师李叔同的追

求,遁入空门正是向人生更高层次的迈进.“我以为

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

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

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艺术的

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最后顶点就是第三

层.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

事.”[９]９６Ｇ９８李叔同的出家正是因为他不满于在第二

层流连,一旦决定出家,便真的放弃所有绝不回头.
他的长兄听闻三弟出家的消息赶紧与弟妹俞氏打算

来杭州相劝,但俞氏知道丈夫的性格,一旦决定的事

情绝难改转,因而也就没有成行.他的日籍妻子福

基倒是与李叔同见上一面,但无论福基如何相劝,李
叔同始终不为所动.福基见他心意已绝,只得大哭

一场伤感离去.再次相见已是几年后,福基由李叔

同出家前的好友相伴,在岳庙前的一家素食店与李

叔同相见.席间,已改名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不曾

主动说一句话,三问一答.“席后他乘船向湖心亭而

去,竟不一顾.”[１０]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不仅放下俗世

的尘念,也放下了对于艺术的诸般爱好.出家后,绘
画、音乐、戏剧甚至诗词诸般技艺皆不续作,惟有书

法没有放弃,但已为宗教服务,不再追求体式变化,
反而朴拙如婴.

出家前的李叔同,诗词曲歌样样精通,出家后却

只作联语、偈语.联语多为赠与寺庙题写的对联,偈
语则多为体悟佛法的诗句.１９２９年,弘一乘船至厦

门,在南普陀寺协助闽南佛学院整理学院,特为学僧

撰写«悲智颂»:
有悲无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萨.

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智慧

之基.曰戒曰定.如是三学.次第应修.先持净

戒.并习禅定.乃得真实.甚深智慧.依此智慧.
方能利生.犹如莲华.不着于不.断诸分别.舍诸

执着.如实观察.一切诸法.心意柔软.言音净

妙.以无碍眼.等视众生.具修一切.难行苦行.
是为成就.菩萨之道.我与仁等.多生同行.今得

集会.生大欢喜.不揆肤受.辄述所见.倘契幽

怀.愿垂玄察.
弘一法师所修为律宗,律宗是最讲究持戒的佛

教宗派,祖庭在唐代终南山净业寺,因此又称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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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弘一法师出家后严守律宗教义,曾手书«受八关

斋戒法».所谓“八关斋戒”的戒律是:一不杀生,二
不偷盗,三不非梵行,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非时

食,七不香花鬘庄严其身,亦不歌舞倡戏,八不坐卧

高广大床.弘一法师终身严守“八关斋戒”,以己身

正戒律,对于规范当时日益松弛的佛教戒律起到了

重要的示范作用.
弘一法师弟子丰子恺受其业师好生护幼的佛法

影响,创作«护生画集»以提倡爱护世间生灵万物.
弘一法师感其昔日弟子心诚,特别为«护生画集»题
赞:“李(圆净)、丰(子恺)二居士,发愿留布«护生画

集»,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每画一叶,
附白话诗,选录古德者十七首,余皆贤瓶道人补题.
并书二偈,而为回向.”[１１]弘一法师为弟子丰子恺的

«护生画集»题写了不少诗词,这些诗词处处可见弘

一法师的律宗思想,如«蚕的刑具»,“残杀百千命,完
成一袭衣.维知求适体,岂毋伤仁慈?!”这是提倡

“不杀生”.如«醉人与醉蟹»,“肉食者鄙,不为仁人.
况复饮酒,能令智昏.誓于今日,改过自新.长养悲

心,成就慧身.”则是强调不饮酒、不杀生.如«残废

的美»,“好花经摧折,曾无几日香.憔悴剩残姿,明
朝弃道旁.”则是强调不用香花等夸饰之物装饰自

身.丰子恺借助«护生画集»中通俗雅致的漫画形

式,向众生反复宣扬自己护生守德的思想.
晚年的弘一法师常集«华严经»偈语手书成联,

为的便是“破我执”.“远离一切有,圆满无上悲.”这
是集«光明觉品»«入法界品»中的句子,讲的是放下

“有”的执念,才能完成自身的圆满.“远离众生相,
具足大悲心.”这是集«光明觉品»«妙胜说偈品»中的

句子,说的是要远离世间诸般色相,常怀慈悲之心.
“度脱众生海,满足大愿云.”这是集«十行品»«入法

界品»中的句子,讲的是超越众生万念,成就人生愿

望.律宗作为我国八大佛教流派之一,属于大乘佛

教.以上劝解众生“破我执”联语,正是强调度化众

生时,不要有“我”的执念.“我执”即自我意识的障

碍,当过于注重“我”,智慧就会消失.因此,要消灭

“我”,变成“无我”,方可成佛.弘一法师正是做到了

“无我”,才走向作为佛教的真境界.弘一法师出家

后,有一次在弟子丰子恺家中看到当年自己身着西

装和戏装时的照片.他一一讲述当时的场景,满脸

不动声色,面带超然而空虚的笑容,仿佛完全在讲述

别人的故事.这说明他已超然地进入“无我”之境.
辞世之时,弘一留下两句偈语:“君子之交,其淡如

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 廓而亡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正是怀着“其淡如水”的情感,
他离开世界时无嗔无惧.所谓“天心月圆”,正是要

与天地日月融为一体.
(二)丰子恺的宗教信仰践行

李叔同的艺术思想和人格魅力在出家前和出家

后都深刻影响了他的学生和友人.当时在浙江一师

学习的丰子恺非常崇敬这位多才多艺的老师,他在

«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回忆道:“李先生不但能作

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

石,演剧.他于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种都

很出色,专门一种的艺术家大都不如他,要向他学

习.”[１２]李叔同出家前夕,曾赠与丰子恺一册自撰的

诗词手卷,指着其中一首词«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同

学诸子»告诉丰子恺,他当时作此词时正是他这个年

纪.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自己的爱徒,一方面也是

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之心.
受弘一法师的影响,丰子恺积极践行恩师教诲.

他在１９２７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自己生日当天在上

海立达学园正式皈依佛教,取法名婴行[９]１５４.自此,
丰子恺在他的绘画中融入更多的佛教色彩,积极宣

扬“戒杀”“护生”的思想,其中«护生画集»最为典型.
他为了祝贺弘一法师五十寿辰,特别绘制护生画５０
幅,即«护生画集»第一集(１９２８年开明书店发行).
弘一法师６０岁时又画６０幅,７０岁画７０幅,预定是

１００冥寿时画１００幅.他先后画就了护生画共４５０
幅,分六集,１９７９年全书在香港出版发行.除了作

画外,丰子恺还专门以法名“婴行”为«护生画集»撰
写诗词,如«褓负其子»,“母鸡有群儿,一儿最偏爱.
娇痴不肯行,常伏母亲背.”如«漏网»,“群鱼皆被难,
一鱼独漏网.如人遇炸弹,相距仅数丈.如人遇炮

火,飞弹拂颈项.身逢争战苦,此情始可想.”又如

«蚂蚁搬家»,“墙根有群蚁,乔迁向南冈.元首为向

导,民众扛糇粮.浩荡复迤逦,横断路中央.我为取

小凳,临时筑长廊.大队廊下过,不怕飞来殃.”丰子

恺之所以在«护生画集»中表现出强烈的佛教思想,
除了老师弘一法师的影响外,也和当时的环境有关.
丰子恺在抗战时期避难的经历让他看到了生命的脆

弱和无助,在«子恺日记»中他一直在描述逃难生活

之艰辛,这源于他对于生命的怜惜之情,这种悲悯之

情自然化为笔下具有象征意义的情与物.丰子恺感

情体验异常细腻,丰富的情感体验使得他对于外在

世界的体悟比常人更多一层.在丰子恺的佛学思想

中,最著名的是他提出“护心说”,“护生就是护心,爱
护生灵,劝戒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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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和平,故我们所爱护的,其实不是禽兽鱼虫的

本身(小节),而是自己的心(大体).换言之,救护禽

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１３]

(三)“革命和尚”苏曼殊的佛缘

苏曼殊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是一个特别的存

在,无论是他的身世还是生活总是饱受世人争议.
他似乎一直生活于矛盾之中,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佛教徒还是红尘中人? 介入革命还是超脱远离? 一

直成为纠缠在苏曼殊心灵深处的心结.作为“中日

混血私生子”,父亲与日本妻妹的通奸始终萦绕在敏

感的少年苏曼殊心头.１２岁时苏曼殊为生活所迫

出家.由于当时懵懂无知,根本上说不上对于佛法

教义有所体悟感受.因为生母已归日本,而自己在

家族 中 备 受 歧 视,“族 人 以 子 谷 为 异 类,群 摒 斥

之.”[１４]苏曼殊无所归依,出家实属万不得已的选

择.因不忍族人虐待,被慧龙寺方丈带入山门.而

他难忍持戒,偷食五香鸽肉犯戒被赞初法师逐出山

门.１６岁与日本少女相恋,少女溺亡后,苏曼殊披

剃于蒲涧寺.２０岁因革命形势不利,他决意再次出

家,寄身番禺雷锋山海云寺,自命法号“曼殊”.与李

叔同体会人生诸般滋味后出家不同,苏曼殊出家为

僧并非发自内心皈依,更多的是出于生计考虑,所以

他在佛法认知和守戒自持方面与一般佛教徒相比有

较大差距.佛家讲超脱、讲无我,但早在１９０２年他

留学日本期间,他就参加了陈独秀领导的“青年会”,
后又参加“拒俄义勇军”“军国民教育会”等革命组

织.不仅如此,１９１３年他还发表了«讨袁宣言»,斥
责袁世凯的窃国行径,在南社中享有“革命和尚”的
称谓.

正是因为种种的矛盾和尴尬,苏曼殊一心将自

己的苦闷寄意于文学.他大量创作小说、诗歌,翻译

各国文学,显示出惊人的艺术创造力.在诗歌方面,
他的诗歌充满颓废之美,近晚唐诗风.与此同时,他
的诗文又有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李欧梵曾这

样解读苏曼殊的多重性格:“像这些新道家圣徒一

样,苏曼殊也有意显示出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风格,
同时又试图用佛教教义来证明其合理性.不过,他
那副和尚的外衣仅仅是一种装饰罢了.并不能为他

的生活态度提供多少正当的理由,倒是给他格外抹

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１５]

苏曼殊的诗歌除了写给“调筝人”的情诗外,还
有一部分是具有佛教色彩的禅诗,这些禅诗显示了

他的僧人本色.«住西湖白云禅院作此»即为其中之

一,“白云深处拥雷锋,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

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这首诗作于１９０５年冬,
当时苏曼殊在西湖白云禅院禅修时所作.诗的前两

句写景,描绘的是雪景中的西湖寒梅.后两句写人,
描述的是诗人自己在寺前修炼的情形.雪景净俏萧

索,入定人则淡定自若,禅修人与雪景相映成趣,颇
有一番佛意.

与李叔同一心皈依的禅诗不同,苏曼殊的禅诗

中似乎总有对俗世不尽的缠绵与怨念.所谓缠绵,
指的是他的禅诗中连绵不绝的情愫缠绕其间,成为

有“情味”的禅诗;所谓怨念,则指的是他对于自己的

飘零身世耿耿于心不能释怀.苏曼殊创作了许多有

“情味”的禅诗,如«有怀»,“生天成佛我何能? 幽梦

无凭恨不胜.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
(其二)这首诗看似一首有关佛教题材的诗,实则是

一首情诗.这首诗是为了怀念秦淮河上伎人金凤所

作,前两句就是在怀疑自己修佛的定力.«寄调筝

人»(三首)原本是情诗,但由于苏曼殊的僧侣身份,
情诗中又多了一层佛教色彩.“禅心一任蛾眉妒,佛
说原来怨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

嗔.”(其一)“生憎花发柳含烟,东海飘零二十年.忏

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其二)正是因为

佛法与情欲之间的矛盾,因此这组诗颇引人争议.
鲁迅曾评价“«寄调筝人»系曼殊自作的情调颓废性

的三首七绝.”[１６]所谓“颓废性”指的正是二者的矛

盾之处.
苏曼殊的禅诗中不仅情味十足,还有充满凄凉

身世的怨念之情.这在许多诗中可以找到痕迹,如
«过若松町有感»,“孤灯引梦记朦胧,风雨邻庵夜半

钟.我再来时人已去,涉江谁为采芙蓉?”若松町是

日本长崎县市镇,苏曼殊东渡日本时于此养病.回

忆往日时光,诗人颇感孤独凄凉.又如«过若松町有

感示仲君»,“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

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这首诗与前一首

写作背景相同,幼年不幸的苏曼殊似乎总把感情寄

托他人,然而他人似乎总会离他而去,孤独成为他逃

脱不掉的宿命,做天地间“行云流水一孤僧”.在«步
韵答云上人»中,他感慨“旧游如梦劫红尘,寂寞南洲

负此身.多谢索书珍重意,恰侬憔悴不如人.”这是

一首酬答南社同仁张烈的诗,当时苏曼殊正应孙中

山要求远赴印尼任教,因此有句“寂寞南洲负此身”.
“恰侬憔悴不如人”是回应友人张烈的问询,他用“不
如人”极言自己穷愁潦倒的处境.

同为僧人,之所以李叔同和苏曼殊在诗文风格

和佛学修为上有如此大的差别,主要有两个原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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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生经历不同.李叔同出生于富庶家庭,年少时

因财力充裕加之聪颖过人,尝试的艺术诸般门类皆

能运用自如.出家之前感情经历丰富,家庭生活也

幸福美满,宗教追求属于他终极精神追求的必然结

果.苏曼殊却不同,与李叔同的“完满”相比,苏曼殊

一直处于“亏欠”状态.幼年的不幸经历、情感上的

反复挫折使得苏曼殊一直有“弃儿”心态.他一直在

僧俗之间徘徊,除了年龄原因,恐怕与颓废的个人心

态也有密切关系.二是对于佛教教义的认知不同.
由于前者的差异,因此二人对于佛教教义的认知水

平是有差异的.弘一法师所修律宗教义严格,但他

谨遵严守并远赴厦门等地宣讲传播,这种认同感是

发自内心的行为.而苏曼殊从来就将佛门当作遁世

的工具.他偷盗师兄遣凡(法名博经)的度牒,自号

“曼殊”,所行之事已为佛门所不耻.出家后又反复

纠缠于世俗情感,他还利用宗教身份从事革命活动.
可以看出,他的宗教身份成为感情生活和革命生活

的点缀和掩饰,两者之间的矛盾纠结成就了其人生

经历和文艺创作的独特价值.然而,由于浓重的弃

儿心态和颠簸飘荡的生活也使得他有强烈的厌世倾

向,长期抑郁的精神状态和自杀般的痛饮暴食是他

英年早逝的根本原因.

二、现代画家诗人中的宗教研究者

除了宗教信仰者之外,还有很多画家诗人对于

宗教研究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心中实际上有着

强烈的宗教情结.这些画家诗人喜欢通过研究宗

教、绘画宗教人物来拓展绘画的表现题材,寻求内心

的祥和宁静,其中以叶恭绰和饶宗颐为代表.
(一)画家诗人叶恭绰

１９２５年孙中山逝世,一直追随孙中山的叶恭绰

辞去了交通总长职务.虽然１９２６—１９２８年间,他还

担任了财政讨论会副会长、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

名誉会长等职,但实际上他的主要精力已经转到了

文化建设和文化保护上.除了整理典籍、筹办图书

馆等文化建设外,叶恭绰文化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保护佛教典籍和修建佛教场所.叶恭绰热心于

佛教事业,青年时期即潜心研究佛学,与谛闲、印光、
普照、虚云等法师相交往,４３岁后坚持常年斋戒直

至逝世.不仅如此,他还花费大量精力从事佛学研

究,大力保护佛教典籍.１９２３年在北京发起印行日

本的«卍字续藏»和１９３２年在上海发起影印的宋版

«碛砂藏»均是现代佛教典籍的重要贡献,此外还大

力提倡保护«大藏经»、敦煌经卷等佛教典籍.在«编

印中华大藏议»中,他提出“深愿吾国贤哲勿逸此重

要之机会,而有以贡献其能力.”[１７]４９４在«敦煌经籍

辑存会缘起»中,他有感于敦煌经卷在清末民初损失

严重,主张将这批佛教典籍重点加以保护,“庶几会

石室宝笈,集凉藏大成,存古代文献之珍,究圣量名

言之实.”[１７]４８１

在佛教事务管理上,叶恭绰自１９３０年起担任全

国佛教会常务理事并推选为秘书主任.１９３１年,他
在青岛捐资１００００元与佛学家周叔迦一起筹建寺

庙,这座寺庙后来成为湛山寺的前身.１９３７年他在

上海拟建法宝馆,收藏各类佛门法器,为此还专门赋

诗«廿六年一月法宝馆落成偶占»,“华严七宝绝纤

埃,集古珍藏异境开.财法施余无一事,不妨平地起

楼台.”由于战乱的原因,法宝馆虽然没有建成,但叶

恭绰有好佛之心却是事实.１９４８年,倓虚法师找到

叶恭绰,希望他能帮助流落到香港避难的僧侣建立

僧校收容,叶恭绰慨然应许.他与王学仁、黄杰云等

同人努力筹资建立了“华南佛学院”.１９５３年,中国

佛教协会成立,叶恭绰即为发起人之一.从以上种

种行迹不难看出,叶恭绰虽不是僧侣身份,但爱佛护

佛之所为为佛教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任职交通部门期间,叶恭绰主要创作交通题材

的诗作.卸任之后,他主要创作佛教内容的诗作.
他与许多僧侣方丈保持良好关系,这一点体现在他

的诗词中,如«圆通寺绍山上人送玉兰»,“丈室初花

也自奇,隔墙欣送玉交枝.南泉拈出浑如梦,谁赴灵

山礼本师.”这是感谢圆通寺僧侣所赠玉兰的酬答

诗.又如«游玄墓为智谷上人题画»,“人生到处有青

山,山我相逢一破颜.谁识山河本平地,高峰深谷等

闲看.”他还曾为一些交往密切的法师写过挽诗.
«挽谛贤法师»是为谛贤法师作的挽诗,“四十八年勤

说法,万千亿众喜知归.人天眼目方同仰,尘世津梁

亦已疲.分拟冥鸿云外影,漫嗤杀马道旁儿.国清

山上明明月,愁失荆溪作导师.”诗歌前半部分肯定

了谛贤法师为宣扬佛法所作的贡献,“四十八年勤说

法,万千亿众喜知归”;后半部分则表达了对于谛贤

法师逝世的惋惜之情,“国清山上明明月,愁失荆溪

作导师”.又如«挽观本法师»,“曹溪花叶未成尘,微
笑惊遗露点身.阅世津梁同自惜,余生云水更谁亲.
梵音五会空新谱,月影千江几故人.他日药山寻往

事,欲参半偈已无因.”从这些挽诗、酬答诗中不难看

出,叶恭绰与僧侣之间频繁的互动往来.
不仅叶恭绰作了大量诗词与佛教有关,他还为

不少经卷题写序跋.除了前文提及的«编印中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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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议»、«敦煌经籍辑存会缘起»外,他还为«影印宋碛

砂版大藏经跋»、«影印宋藏遗珍序»、«敦煌出土经卷

二跋»、«妙真法师藏明宫金字观世音普门品跋»、«题
方节庵藏唐人写经»等经文题跋.在这些序跋文中

常常可见他对于佛教经卷仔细阅读和考辨,在«北齐

河清年画佛像跋»中他提到:“此像用堆彩绘于粗布

上,与西洋油画画法相同.着色处皆凸起,朱色尤为

显明.意必其时中亚细亚或印度画法.因不知系何

处所发现,毋从据以研究.然必出于吾国之西北方,
可毋疑也.”[１８]该考辨内容精细认真,从画法考辨到

出土方位探究.在«清郭频迦手书楞严、金刚、心三

经跋»中介绍到:“频迦翁写此三经时,为五十九岁,
盖老笔也.而精力弥满,到底不懈.翁文采风流,照
耀一时,不料勤修白也,精进若此.贤者固不可测

也.”[１８]从中不难看出叶恭绰对于所藏经卷的作者、
年代及风格熟稔于胸,绝对称得上行家里手.

叶恭绰除了收藏整理佛教典籍外,整理清词也

是他退职之后一项重要工作.１９２９年,他在上海发

起编写«全清词钞»,调查和整理清代词的写作状况.
编撰中结识青年才俊饶宗颐,让他也参与编撰.饶

宗颐与其他同仁的协助使得«全清词钞»的编撰工作

进展顺利,二人也结下深厚的友谊.１９４１年饶宗颐

完成他的工作准备回乡之时,叶恭绰还曾赠与他«眼
儿媚送饶伯子归里饶海阳人»,“笛声吹断念家山,
去住两都难.举头天外,愁烟惨雾,那是长安.仙都

路阻同心远,谁与解连环.乡关何处,巢林瘁鸟,忍
说知还.”可见叶恭绰对饶宗颐的器重.饶宗颐参加

«全清词钞»的经历不仅扩大了他的学术视野,使他

对词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他在叶恭绰处

见识了藏品丰富的佛学经典,也为他以后从事敦煌

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饶宗颐后来主持编修

«潮州志»时还专门请叶恭绰题写序言以报答感恩之

情[１９].由于叶恭绰的提点和启发,饶宗颐对于佛学

特别是敦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饶宗颐曾谈到,
“我和叶恭绰先生很接近,他极力倡导敦煌研究,他
自言见过经卷过千件.”“以后我能够更进一步从事

«老子想尔注»的仔细探讨,实导源于此.”[２０]

(二)饶宗颐的佛学研究

饶宗颐从小与佛结缘,一直保持对于佛学研究

孜孜不倦的兴趣,他回顾一生时曾感慨:“自童稚之

年攻治经史,独好释氏书,四十年来无不日与三藏结

缘,插架有日本大正续藏,及泰京馈赠之巴利文藏,
日译南传大藏经.”[２１]饶宗颐与佛学结缘,终身的研

究与佛教有关,这其实与他幼时的经历有关.饶家

世代为潮州望族,至饶宗颐祖父辈时,饶家已是潮州

首富.饶宗颐的父亲喜欢藏书,陆续购买了十万余

卷的书,将藏书楼命名为“天啸楼”.小时候饶宗颐

就在这些藏书中玩耍,幼年即对中国图书的分类有

所了解.饶宗颐的伯父饶次云专攻绘画,除了爱好

山水画外对经史和佛经也颇有研究,伯父的收藏为

幼年的饶宗颐播下了佛学的种子.饶宗颐的启蒙教

育主要是以家学为主,包括诗词基础、书画基础以及

目录学训练,为他以后独立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

基础.１６岁时参加父辈的诗文集会,他作的第一诗

«优昙花诗»便是与佛教有关.
优昙花诗

序曰:优昙花,锡兰产,余家植两株,月夜花放,及
晨而萎,家人伤之.因取荣悴焉定之理,为以释意焉.

异域有奇卉,托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素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亦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返大苍.
大苍安可穷,天道邈无极.
衰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修,转瞬距为逼,
达人解其会,葆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玆夕.

昙花在佛教中是圣洁之花,从这首咏赞昙花的

诗作不难看出佛教思想对于少年饶宗颐的影响.在

结识叶恭绰之前,饶宗颐结识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
当时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和编译所所长,
他应其邀请参加了«中山大辞典»中经史典籍词条的

编写.编写«中山大辞典»和«全清词钞»的经历使得

饶宗颐的学术视野大为扩展,得以管窥国学奥妙,学
会作为独立研究者的治学路径.在随后的几年时间

里,他先后完成了«楚辞地理考»、«说文古文考»、«古
史新证补»等著作.１９５２年为了继续自己的研究工

作,饶宗颐受聘到香港大学担任讲师.在港期间,他
认识了潮州老乡方继仁.方继仁长期经商资财丰

厚,同时对国学也兴趣浓厚.他资助饶宗颐从英国

购买了一套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这些资料在当时

非常宝贵,在亚洲除了日本之外只有饶宗颐手上有

这套资料.敦煌微缩胶卷为饶宗颐继续他的佛学研

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先后

完成十多篇敦煌学方面的论文,如«敦煌本文选笺

注»(１９５７年)、«敦煌琵琶谱读记»(１９６０年)、«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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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登楼赋重研»(１９６２年)、«敦煌舞谱校释»(１９６４
年)等.敦煌学系列论文的发表标志着饶宗颐敦煌

学研究的重大进展.１９６３年,饶宗颐应印度班达伽

研究所之聘做研究员.旅印期间,他又接触到«梨俱

吠陀»等印度诗歌经典,扩展了他对于印度佛教文学

的认知.除了读书研究之外,他还漫游斯里兰卡、缅
甸、泰国等地,将游历时所写作的诗歌结集为«佛国

集».从«佛国集»的诗词中可以了解饶宗颐当年的

治学情形.在«Bhandarkar研究所客馆夜读梵经»
提到他攻读梵经的辛苦,“梵经满纸多祯怪,梵音棘

口譬癣疥.摊书十目始一行,古贤糟魄神良快.积

雨连朝卷云起,书声时杂风声里.思到多歧屡亡羊,
树在道旁知苦李.须眉照水月共明,扰人最是秋虫

声,将迎难证心如镜,输与晖日识阴晴.”诗句“摊书

十目始一行,古贤糟魄神良快”风趣地形容了致力梵

学研究的艰难和苦闷.求学之艰难如同修行,虽然

搅扰之处尤多,但诗人还是努力迎难而上,寻求内心

的平静.在印度,他游览了不少佛教遗迹,不少纪游

诗记录其行迹,如«阿旃陀(Ajanta)石窟歌»、«建志

补罗(Kanchipuram)怀玄奘法师»、«那伽跋陀那

(Nagapatinnam)记 汉 塔 废 址»、«南 印 度 七 塔

(Mahabalipuram)歌»等.探访这些佛教古迹时,饶
宗颐的心灵受到了净化和升华,“自笑此身同转萍,攀
危安若履户庭,洗虑且去心中螟,于兹悟得无穷龄,伤
怀莫学子才耶.”(«阿旃陀(Ajanta)石窟歌»)诗人在探

访阿旃陀石窟的过程中变得澄怀观道、洞穿世事,心
灵变得纯净自然;“我有精诚动真宰,凌霜欲为鸣九

钟.日薄麟争今何世,圣者恃道安由丰.东门鞭石作

梁渡,南极铸柱赍山铜.冥冥神理谁能究,天昏寒浪

来悲风.”(«南印度七塔(Mahabalipuram)歌»)在探访

钦奈南面的“七寺城”时,看到满眼的寺庙,诗人心中

受到强烈的震撼,借诗歌再次表达了自己对于佛学

的崇敬和谦卑.饶宗颐旅行于东南亚的诸多佛国一

方面是为了饱览各地风光,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对

于东南亚佛学的感性认知.

１９６６年,饶宗颐从印度回国后不久又赴法国.
他与法国汉学界权威戴密微教授交好,戴密微教授

邀请饶宗颐赴法国研究巴黎所藏敦煌写经、敦煌画

稿及校勘敦煌曲词.在研究敦煌壁画时,饶宗颐发

现在这些经卷的末尾有不少唐人所绘画稿,于是他

决定潜心研究敦煌壁画和画稿.他将研究成果结集

成«敦煌白画»一书,这一研究经历使得他对于敦煌

壁画有了更多的体悟,他将这种体悟融入自己的绘

画创作中,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西北宗”画派.

从饶宗颐的学术经历来看,虽然涉及的学术内

容庞大芜杂,涉及到敦煌学、甲骨学、史学、目录学、
楚辞学、考古学、金石学等多个方向,但佛教研究特

别是敦煌研究始终贯穿于他整个学术生涯的主要内

容.他不仅在学术上对佛教孜孜以求,而且始终将

佛教研究与修身养性相结合.他努力实践佛教中清

心寡欲的理念,坚持每天打坐.２００２年他还为香港

大屿山手书«心经»全文,提醒民众注重内心修为,寻
求人与世界的和谐之道.

三、结　语

中国现代画家诗人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宗

教认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历史

上悠久的宗教传统.中国的宗教教义与传统哲学思

想之间常常在内容上有重合交错之处,因此,许多画

家诗人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时都不可避免地

受其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绘画与宗教之间也存在

着多重的互动关系.现代画家诗人在创作大量宗教

题材的诗画作品的同时,对于宗教典籍的研究也使

得其在心性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宁静致远的人生

追求、慈悲悯人的济世情怀等人生观的建立都与画

家常年的宗教浸润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画家诗词

中体现的宗教认同感是现代画家诗人情感认同的维

度之一,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助于丰富和完善

对现代画家的知识背景和文化认同的认知,对于深

化现代画家的诗词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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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阶层在近代日本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及启示

盛　赟１,周　飞２

(１．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浙江 上虞３１２３６９;２．金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 滁州２３９００１)

　　摘　要:１９世纪末日本社会转型成败的原因在于是否成功进行了高效的社会动员.政权的合法性认同、社会

的利益共享和价值趋同是社会动员的必要条件.武士道价值体系对天皇的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能够增强变化社会中

所缺乏的秩序和效率;武士阶层沟通天皇和普通民众,实现多方的利益共享和价值趋同,冲破了官僚集团利益固化

的藩篱,克服了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武士阶层的分化,为明治维新提供源源不竭的人力资本和精神支持,成为体

制外动员的媒介.因而武士阶层是日本社会成功动员的关键变量.而中国传统政权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困境和官僚

阶层的体制性障碍,缺乏社会转型的需求和动员机制.以史为鉴,作为技术治理的社会动员对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

社会转型的国家尤为重要.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动员;武士阶层;官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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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初期日本天保政权内忧外患,气候异常

致使农业严重歉收饥荒严重.危机通过天灾的形式

加剧了“人祸”,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与此

同时,１８５３年美国将军佩里到访日本要求通商,打
开了日本的门户,日本自此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大

潮,传统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现代化危机,外在的示范

效应和内在的合法性危机共振明显.中下层武士发

起的“尊王攘夷”的“王政复古”运动,推翻了德川幕

府的统治并于１８６８年建立了明治政府,随即开启了

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力求日本在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上以西方为标杆,经过三十年左

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在短时间内分别超

越清朝和沙皇俄国,国际地位空前上升.基于中日

两国现代化起步时间相近(日本实际上近代化起步

要晚于中国,中国在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了现

代化的步伐)和文化相似等因素,很多学者在分析中

日两国现代化差异时,将原因归结为日本向西方学

习先进制度,而中国只停留在“器物”层面.这一分

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两国现代化的结果,但无法

阐明制度变革的动力所在.本文试图从社会动员的

角度,分析近代日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

过程中武士的作用,以及其现代化道路与中国清末

社会的差异和启示.

一、社会转型的合法性困境和体制性障碍

在规范层面上,关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家性

质一直存在着争论,争论的两派为“讲座派”和“劳农

派”.前者强调明治政府是封建绝对君主制国家,
“劳农派”则坚持明治政府是资本主义君主制国家的

政治属性[１].无论是封建专制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君

主制,都无法解释日本现代化成功的根本原因,因为

制度从建立到释放效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

过程.
明治维新后日本虽有西方政治制度之形而缺乏

西方政治制度之实,天皇不但至高无上,而且法理上

垄断了权力源头;议会权力相当弱小处于虚位,这一

权力格局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明治维新的２０年

间,资本主义特征不明显,大部分企业为官办性质,
很多非政府企业如三井商社等也在政府牢牢控制之

下.政府对国防工业的投资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官



办”非军事工业亏损严重,非政府“工厂”发展缓

慢①.日本经济并未表现出因改革而带来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贸易逆差依然相当严重,“流通的纸币币

值对铸币已经打了７０％的折扣”[２].
二战后,本尼迪克特[３]开启了关于日本国民性

的研究,并与日本现代化研究相结合,试图从文化角

度捕捉现代化的动因和机制,也推动了日本学者对

这一问题的自省.丸山真男[４]为集大成者,认为天

皇制不仅是现代化的“机轴”和国体,也是意识形态

和“制度精神”的保证,肯定了天皇制及其传统在社

会转型中的高度价值.加拿大学者诺曼[５]１０２Ｇ１０３基于

文化视角对日本的现代化进行了研究,从社会结构

上把握日本现代化的政治动力,认为“军事”官员和

政治“官僚”虽属于专制的成份,但确是社会“进步的

先锋”和“现代化的前卫”.
此后,巴林顿摩尔和斯考切波都有关于日本

现代化的研究,但都是基于农民和地主阶级的视角.
斯考切波[６]１１４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于日本“缺乏一个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
巴林顿摩尔[７]４７５否定了农民阶层的“历史客体论”
的观点,认为现代化的进程成功与否与农民起义密

切相关,平息农民起义的关键原因在于日本土地精

英维持了传统农业社会不至于被摧毁.
无论是从文化视角,还是从政治结构上,都强调

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秩序和效率供给.传统社会的

现代化道路往往是因其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产生的

必然结果.因此,本文认为,分析传统社会的现代化

过程应将其放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而不落于

现代化本身之窠臼,在对近代中日两国传统社会现

代化道路进行比较时,便会发现清朝政府并不具备

社会转型的需求和社会动员的条件,而日本的武士

阶层和武士道价值体系则克服了政权的合法性困境

和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两大政治弊端,成为日本

社会动员成功的关键因素.

二、武士阶层:日本体制内动员的关键变量

“公卿与武家同心,下及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

倦”[８].日本社会转型的成功在于其自上而下的社

会动员,明治维新具备了支撑社会动员的合法性认

同,并且领导阶层与普通民众基于利益共享、一致的

价值观而冲破了官僚利益集团的藩篱.武士阶层便

是日本现代化政治优势的源头.武士阶层不仅仅主

导着社会变革,“武士道”精神还意味着政治文化和

民族精神认同.

明治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天皇和武士阶层的关

系.日本天皇是神道教的最高领袖,自古万世一系.
天皇的精神象征地位不依附于权力和外在条件,幕
府统治时期掌握大权的将军也不敢妄议废黜天皇.
天皇本人没有姓氏和户籍,天皇的神性又被武士道

所强调的绝对的忠君、服从和崇尚武艺的价值观所

放大,并通过倒幕运动和明治政府成立等政治成果

所确认.
首先,天皇在武士道价值体系中意味着真正的

精神中心,所有层面价值的终极来源都被天皇垄断,
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被军国主义分子荒木称为“弘
皇道于四海”,这是一种“尊圣意”、“慰圣虑”的武家

文化.
其次,武士道对天皇的守护不仅仅驻足在信念

层面,更外化为对天皇及明治政府的实际支持.其

通过“尊王攘夷”的复古运动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建

设,同时武士阶层的分化为明治维新的继续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即使是“王政复古”运动中利

益直接受损方的藩主,诸如长洲、萨摩、土佐和肥前

等诸侯也都献出自己的封地.
再次,武士道是日本伦理体系的根基,是天皇和

民众价值体系的桥梁,而“忠诚”又是武士道价值体

系中的个人政治伦理.大量的小说、戏曲、评说等都

以武士道为叙事背景和故事主要内容,这一系列的

政治社会化凝聚了民众的意志,其所持的“忠君爱

国”的信念成为了民众的内心原则和行为操守.在

很多层面,武士道就像酵母那样由它发源的阶级逐

渐渗透到大众,为全体国民建立起一个道德标准.
这种武士准则,最初是精英阶级的荣耀,之后成为整

个国家的抱负和激励.[９]最后,武士道给天皇留下了

永恒的正当性归属,即便是日本战败的事实也不能

动摇民众对天皇的合法性认同,日本人和“日本战俘

非常清楚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是

两码事”[３]２３.
天皇是日本的象征,这意味着通过武士道精神

搭建武士阶层和天皇的政治合法性通道便能迅速稳

定住政局并组织起政府,成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危
而不乱”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这也是社会张力的

一个重要体现.没有武士阶层的推动和拥护,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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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８８４年开展的非政府“工厂”调查显示:１８８１家“工厂”中有

１２３７家位于农村,超过三分之一的“工厂”雇工不到５人,只有１７６
家“工厂”雇工超过５０人;只有７２家“工厂”使用蒸汽动力,４７％的

“工厂”使用水力,其余的完全使用人工.见:詹森．剑桥日本史:１９
世纪[M]．王翔,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５６４．



历史舞台的天皇一定带有某种政治残疾,而非“天皇

制”下的天皇.
在精神层面上,武士阶层以及身份转型后的各

行业精英,自觉弥合自身与代表国家利益的天皇价

值差异,并最终在物质层面上实现利益共享.这套

政治逻辑首先是经倒幕运动展开的.武士阶层虽然

处于社会的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幕府本身的财政恶

化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依靠官俸生活的武士们变得

逐渐贫困,下层武士情况更加恶化以致成为“浪人”.
明治维新前,中下层武士除了薪俸外,收入有限,生
活相当困难,因此德川幕府成为了没落的武士阶层

与天皇的同一政敌.因而武士阶层除了对天皇的忠

诚外,还通过发动政变推倒了幕府统治,将大政奉还

天皇,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结果对于其双方都是

直接受益的.
德川幕府时期,武士身份并不能带来多少实际

利益,而且武士们还被禁止从事商业.从德川政权

中期开始,不少对俸禄不满的武士主动斩断了与领

主的纽带关系,或者通过与商人阶层的联姻来获得

生活的改善.１８６９年,明治政府通过立法取消了武

士的身份,同时政府为此支付了一定的补偿金,武士

可以正常地投入到商业、农业等各行业中去,在经济

上获得了更高的报偿.所以,明治政府的政策虽然

激进,却没有招致大规模的武士反对①.
官僚制在明治政府建立前后一直存在,并且随

着全国性政权的建立迅速膨胀.官僚集团特殊利益

的存在,能够说明德川幕府晚期统治失效的原因②,
却不能够解释为何明治政府中庞大的官僚阶层特别

是来自幕府晚期的同一批次官僚并没有阻碍中央政

府的全国性动员.关键原因是明治政府的内阁主要

成员都有武士背景.明治前后很多领导人多为下级

武士出生③,不仅首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是下级武

士出生,而且“直到２０世纪,作为明治维新领导的武

士官僚们一直保持着对国家机构的控制权”.[１０]

１８７６年,官吏总数为２３１３５名,其中前武士共计

１７９３５人,占据７７．５％.这一比例持续到明治十三

年一直保持在７３％以上.[１１]基于对天皇合法性的认

同,这一官僚阶层本身具有的文化和身份共识得到

充分发挥.同时作为一个知识和领导阶层,武士阶

层独立并有效控制其他各个阶层而获得了自主

性[１０],因而要实现“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社会

动员是必不可少的.

三、武士阶层的分化与体制外的动员

前武士阶层中的精英牢牢控制了体制内的权

力,天皇和中央政府整合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体制内

向体制外的通道已经打通.明治政府废除了武士制

度,武士阶层迅速分化并且渗透到各个行业.作为

最主要的知识阶层,他们为日本政治、经济、军队和

教育等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起到了中坚作用.

１８８０年日本大约有７９％的科学家出生于武士,到

１９００年具有武士背景的科学家仍然高达５４％的比

率.[１２]体制外存在两个最重要的阶层———最活跃的

商人阶层和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对这两个阶层的

动员是基于他们自身的优势和国家需要相结合.富

国强兵需要商人阶层的加入,更要求建立一支归属

中央的常备军,农民阶层为此提供了最主要的兵源

输出.
(一)重商主义

明治宪法取消了阶级差别,赋予了商人平等的

权力,释放了商人阶层的整体活力.但商人在面对

前武士和政府公务人员还是谨慎有余,因为制度的

实施并不能立刻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对商人的社

会歧视根深蒂固,工商业为此需要承担额外的社会

责任.商人阶层对政治官僚表现出强烈的顺从[１３].
明治政府利用了商人阶层的心理短板,吸引他们为

政府服务.但明治维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私人

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技术落后.特别是明治初期经

济形势很严峻,金本位制的黄金储备不够,致使刚刚

发行的日元贬值,甚至是在交易市场上不被认同;对
外贸易逆差严重,黄金流失严重,这又加重了日元的

持续贬值;西方国家直接在日本设立进出口经销商,
直接压制了日本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财政收支严重

失衡等.毫无疑问,重商主义满足了明治政府对国

家的一切想象.
对重商主义的动员不仅仅停留在政策导向上,

政府深度介入到商业中.通过建立官办工厂,扶持

并控制财阀集团,利用财阀为日本政府服务.表１
反映了１９２８年日本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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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③

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争”虽然有部分武士不满废除其特

权的原因,但也有政见之争的因素,并且很快被平息,也没有其他藩

的加入,这说明了明治政府的合法性.
当时日本并非只有两个政府,甚至连幕府也有两个,一个是

身在大阪和京都地区的德川庆喜本人,另一个是江户的以德川氏为

中心的更加官僚化的政权.见:詹森．剑桥日本史:１９世纪[M]．王
翔,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３３１．

下级武士出生的明治前后领导人中包括三条实美、仓岩具

视、大久保利通、五代友厚、西乡隆盛、松方正义、高杉晋作、山县有

朋、广泽真臣、福冈孝弟、坂本龙马、江藤新平、大隈重信、副岛种臣、
大木乔迁、胜海舟等.



田)的实力状况.四大财阀作为政府控股企业的代

表,在日本国民经济中占据较高的成分并成为国家

重商主义的表征.建立国有银行和国有控股银行,
既可以直接服务于“殖产兴业”的企业贷款,又可以

凭借正金银行的海外业务优势以货物为抵押贷款给

实业商.这一环节中,日本政府要求驻外使馆代为

保管并妥善运回贸易所得金银货币,可谓进行了最

彻底的资源整合和动员.正金银行虽为民间集资发

起的银行,但实为政府控股,“政府资金占正金银行

的５０％以上的压倒性优势”[１４].
表１　１９２８年末四大财阀企业集团占

全部企业实缴资本的比率 ％
行业 四大财阀 十大财阀

金融业 ４９．７ ５３．０
重工业 ３２．４ ４９．０
轻工业 １０．７ １６．８

其他行业 １２．９ １５．５
合计 ２４．５ ３５．２

注:资料来源:持株会社整理委員会．日本財閥の解体資料[M]东京:

持株会社,１９５０:４６８Ｇ４６９．

之所以认为明治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是重商主

义的高度动员,是基于财阀的组成以及财阀经济活

动很多时候明显违反了市场盈利原则.首先,德川

幕府以来商人与武士阶层一直存在着共生关系,武
士接受商人过继过来的孩子以此换来生活水平的提

高,商人也可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明治维新后,
武士身份和特权取消的同时也提高了商人的社会认

同,武士转化成商人的障碍更小了.历史上不少中

下层武士一直都有从商的经验,而且因为对倒幕运

动的贡献和取消武士制度得到了国家的报酬和补偿

金,大量的士族企业家相继出现,进入新型实业和金

融行业.１８７８年(明治十一年)日本国立银行共有

股东３４３６０人,其中平民股东４７３０人,拥有股金总

额８８７．９万元;而华士族①股东２９６３０人,拥有股金

总额３５１８．２万元.华士族股东占总人数的８６％,
出资占总金额的７７％②.最为关键的是,很多前武

士们最后发展成了金融寡头和行业巨头,虽然数量

很少,但在日本经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
批以武士背景而转为新型企业最成功的是土佐在长

崎发展业务的岩崎弥太郎.在他领导下的一批武士

组织了航运公司,日后成为日本第二大财团的三菱

会社.”[１５]除此之外,安田、浅野等企业也是以武士

背景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大商号三井在明治维新后

也吸纳了很多武士成员.其次,武士阶层分化到商

人中(虽然很多时候是为了谋生),给商人植入了许

多政治性观念,在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发生矛盾时,
秉持忠君爱国观念的商人武士能够迅速决定为国家

服务.“到了１８９０年,日本已有４４０人,其私有财产

超过５０万日元.这些金融企业界人士,如上所言,
多具武士背景,或是武士家人,其精神态度皆与武士

相同.他们从事实业的目的,是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为了国家的前途,对自身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皆可

抛弃不顾.他们看政府为自身的合作伙伴而非竞

敌.他们认为站在自己岗位上达到富国的目的,与
在朝之官员同样是对国家的贡献.”[１５]再次,他们卷

入到北洋政府贷款(而且很多贷款明知是无法收回

成本的)、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以及其他有政治献金嫌

疑的捐款中,这种带有极强的政治功能的活动绝不

能仅仅从财阀寻求排他性市场特权来解释.还有些

财阀则直接和日本军方合作,例如三井、三菱等,日
本国内国外战争都有财阀集团的身影.在被日本殖

民过的韩国也能发现垄断企业的政治属性,例如韩

国现代集团在与朝鲜的政治互动中承担着韩国政府

所具有的政治功能.
重商主义由于武士的加入使得社会动员在商人

中能够轻易实现,巴林顿摩尔认为庞大数量的武

士能够成功转型为商人的很少[７]２１９Ｇ２３２,他明显低估

了这种转换的意义.首先,正由于武士的加入使得

商业阶层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也是由于武士

作为中坚阶级沟通上下的能力,能得到社会面更为

广泛的支持,工商业阶层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其

次,士族进入工商业的重要性还在于维新后旧商人

阶级在整体上出现了衰落退缩的趋势,若无士族充

实这一队伍,给工商界注入新的活力,起码在维新后

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将缺乏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须的

企业家集团[１６].更重要的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日本经济主要掌握在至关重要的几个财阀手中,他
们有些与武士有直接联系,有些财阀本人即为大名

或者前武士出身.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国家对商人

阶层实行重商主义的动员,不如说是前武士阶层重

新塑造了商人阶层的构成,用一种国家至上主义的

原则取代了通行的市场经济原则,即便这种塑造可

能是无意识或者是迫于生计的结果.他们将自身的

信仰、优势与政府对他们的信任有效结合起来,忠实

１９３第４期 盛　赟等:武士阶层在近代日本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及启示

①

②

１８７１年日本取消旧身份制度,将国民分为皇族、华族、士
族、平民四等.华族主要包括原来的高级宫卿和武士中的大名;士族

主要包括原来的中下级武士和宫廷中的中下级事务官.
数据来源:菅野和太郎．日本公司企业发生史的研究[M]东

京:经济评论社,１９６６:６６８．



地执行政府富国强兵的政策.
(二)义务兵役和全民教育

明治前,农民阶级一直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政治

地位低下,农村也是相对自治的.作为人数最多的

一个阶级,农民阶级的整体性动员事关明治维新的

成败.对农民动员的意义在于:首先是为资本主义

的发展提供自由劳动力.明治政府取消了等级制

度,实行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和货币地税制度,并且

一律按地价的３％征收地税.这些措施使得农民缴

纳的地税过度依附于市场粮食价格,无论是丰收还

是歉收,农民手中都没有过多剩余的粮食.“自

１８８３年至１８９０年因滞纳地税而受到公卖土地处分

的农业生产者计有三十六万七千七百四十户.在这

个数目中,因贫穷而不能缴纳地税的占７７％”.[５]１４４

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并负债累累,他们流向城市成

为工人无产者.其次,通过实施义务兵役制,中央政

府建立了一支中央常备军一举解决了无兵可用的难

题,也彻底瓦解了封建制存在的基础.新式军队在

西南战争中体现了优越性,镇压了萨摩藩的暴乱,巩
固了中央集权和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

对农民的广泛动员实质是剥削农民以完成资本

主义的积累,义务兵役制的实行也是完成国家建设、
发展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需要.明治初年,农民起

义数量众多,很多文献记载了１８６８年到１８７２年间

发生的共计３４３起农民起义事件①,但是据爱荷华

大学的史蒂芬弗拉斯特教授分析,绝大部分起义

都来自于对地价丈量的质疑,而不是逃避税收本身,
否则无法解释１８７０年后农民起义数量迅速减少的

事实(与地价核准工作结束时间大致相当).为什么

针对农民的剥削没有威胁到新生政权? “没有发生

革命的原因更多的应该归结为日本社会将没有财产

的人和拥有财产的人联结在一起的一系列纽带,这
些纽带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７]２７２武士道伦理价

值内化为对政权合法性的高度认同和对阶级本位的

安守.只要合法性得到了确认,任何例外都可以得

到解释.同时,明治政府承袭了幕府时期农村的管

理机制,通过乡村首长(村长)管理制度和五人小组

的“保”来管理农村.
武士阶层的分化与征兵制和义务教育制相结

合,将中央政府的政策精神和共同价值观内化于农

民心中.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武士作为主要知识

阶层,能够将自身知识和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传达

给社会,从而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１８８２年,日
本中学教职员中的８０％、初等学校中的４０％是士

族[１７].作为最主要的知识阶层,大量的武士转化为

教师,夯实了国家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１８９９年

陆军在职军官８７０４人,其中士族出生的有５０６０
人[１８],占据５８％的比例.武士阶层分化成社会精

英,有效地向社会供给人力资源,源源不断的将知识

和政治见解输送给社会,且作为享有政治地位的主

要知识阶层,他们效忠于天皇,基于自身的伦理操守

和天然的制度通道沟通政府和农民,植入多种有利

于国家统治的政治文化.天皇通过他们的动员社

会,在精神和实践上有效保持一致.

四、近代中日两国现代化道路的分野

社会转型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很多关于

制度变迁和现代化的理论都可以纳入到社会转型

中.之所以选择社会转型作为比较分析的逻辑起

点,是因为清末中国的现代化尝试并非以社会转型

为目标,而是以巩固现有社会为目的.日本通过明

治维新短时间内终结了长达几百年的封建制度,“从
王政复古、戊辰战争、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以及随后

进行的官制改革,讨幕派仅仅用三年半的时间,就基

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国家政权

问题”[１９],并以西化为目标,不仅涵盖政治、经济、军
事、科技等,甚至事无巨细涉及最普通也是最根深蒂

固的市民生活层面,例如“令军民等皆改从外国服

色”[２０]、“仿西国令国人以面为食”[２１]、“土木建造者

须以西国规矩建造”[２２]等.
西方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是

社会自然“生长”的结果,既没有外在示范的压力,也
没有内在国家强力的主导.后发国家往往不具备成

熟社会的条件,又面临着现代化的示范压力,国家和

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必然由国家承担,因而国

家主导型往往成为与后发国家社会转型互通的主要

模式.但国家主导型并不能完全概括日本明治维新

的成功经验,因为社会转型过程中需要强力的推动,
而政府所扮演的“第一推动力”如果不能带动社会面

的互动继而形成广泛而高效的社会动员,那么社会

转型就无法短时间内完成,或者失去既定方向而以

失败告终.许多后发国家的国家主导型战略由于无

法成功动员社会,反致政治失序、经济停滞不前.社

会动员具备“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本质特征,能在短

时间内释放巨大的社会能量,从而迅速摆脱“路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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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和利益集团的束缚实现社会转型.
因此,近代日本的发展逻辑可表述为:在现代化

危机面前,明治政府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来

完成社会转型.社会动员是１９世纪末期中日两国

现代化路径的关键分野;社会动员的成功与否暗含

了中日两国政治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和条

件.首先,政府的合法性认同是社会动员的前提,否
则政府不但无法组织起有效的社会动员,更需投入

相当的政治资源来提升其合法性.其次,社会动员

意味着利益共享或者价值趋同,被动员的公众能够

分享社会转型的成果并内化为官方主导的价值.这

一过程分化为正式制度的确立和遵守两大过程,并
在正式制度的基础上演化出“非正式的约束”.当人

们面对转型的社会不是无法适从,而是基于“一系列

嵌入其间的制度实存,才使我们不假思索地做出这

样那样的选择”时[２３],社会就在价值层面完成了最

后的转型.再次,中央集权直接规定了社会动员贯

通上下的制度通道.但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央集权面

对的威胁并非地方分权,更多的是从中央到地方政

治系统中的官僚集团.他们的利益交叉繁杂,时而

作为利益整体威胁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府,时而被

更高的政治存在拆分利用.但无论如何,官僚集团

作为横梗在政治系统中间的一个节点有自身的特殊

利益,阻碍着社会动员.
中国传统社会明显不具有社会动员的能力,受

制于政权合法性的缺失和官僚阶层利益固化的藩

篱,无法演化出社会动员的机制.首先,中国历代王

朝更迭频繁,宣扬“天人合一”的政制模式,一直处于

合法性的自证过程,无法回应被它推翻的、自居为天

命所授的前任王朝的事实,也无法逃脱自身被推翻

的命运.因而这种逻辑悖论阻碍了“天人合一”普遍

价值模式的转化,合法性一直都是中国专制统治者

无法自圆其说的政治盲点.其次,合法性居首要地

位,政府无暇顾及民生方面的政治议题,即便进入了

统治阶层的议事范围也以服务合法性建构为目标.
公众和最高统治者无法实现利益的共享和价值的趋

同,社会动员无从谈起.再次,官僚阶层为了自身利

益阻隔统治阶层和公众,政治系统在这一节点是短

路的,很多民生政策被无形消弭于这一政治链路中,
从最高统治者直达底层民众的政治动员的链路断

裂.“帝相之争”在古代中国统治阶层中一直存在,
特别是明代以来官僚阶层和最高统治者的矛盾塑造

出了更加鲜明的二者交叉缠绕的政治结构.王权不

仅缺乏相应的意志和能力,更重要的是文官阶层的

支持是统治者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鲜有统治者不受

这一阶层的利益牵绊而强行推动改革,整体的社会

动员更不可能.
清末中国现代化的失败正是由于“君主政权中

的官员和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之间,存在着

更为复杂的相互缠绕关系”的原因[６]１１６.清末统治

者不仅无法摆脱传统“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困境,无
法破除官僚阶层的利益掣肘,甚至为了巩固统治,慈
禧太后刻意培养“清流派”以牵制“洋务派”,统治阶

层内部分化严重.除此之外,清朝政府还面临着以

下三项合法性挑战:第一,满清异族统治的身份危

机.身份危机一直是清王朝统治者的内心芥蒂,成
为了统治者阶段性紧张的根源,并由此掀起了几场

大小不一的“文字狱”.政治紧张感甚至会促使统治

者们抓住一个个莫须有的事件进行运动式治理,藉
此维持其权威,也舒展了这种阶段性紧张.孔飞力

教授的«叫魂»中描述的便是乾隆皇帝对不入流的民

间巫术采取的“过分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执法.第

二,异族的入侵和西方文明的示范性压力.统治阶层

并不理解西方国家通商要求,他们认为鸦片战争便是

外敌入侵和丧权辱国.在这种政治逻辑中,西方列强

的侵入和船坚利炮等西方器物文明显然是对其合法

性和有效性的巨大挑战.第三,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

和地方实力派日益坐大.在这种政治架构中,中央和

地方的关系已经失去了平衡,中央到地方的政令难以

保持畅通.清朝政府无法回应社会动员所需要的三

个条件,现代化的失败和自身政权的灭亡是必然的.

五、结　语

本文将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分析置于社会转

型的大背景中,分析了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逻辑,即
明治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来完成社会转

型,而武士阶层是成功进行社会动员的关键变量.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一定强度的

社会动员.对近代中日两国传统社会现代化道路进

行比较发现:中国传统政权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困境

和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缺乏社会转型的需求和

动员机制,不具备社会动员的能力;而日本的武士阶

层和武士道价值体系则克服了政权的合法性困境和

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两大政治弊端,成为日本社

会动员成功的关键因素.
社会转型和社会动员对于当下的中国改革具有

巨大的现实意义.新常态下,中国社会转型的首要

任务之一便是如何有效动员社会各阶层,凝聚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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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社会共识,冲破利益集团的藩篱,让顶层设计对

接社会落地生根.中国需以史为鉴,借鉴１９世纪末

日本现代化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发挥社会动员

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值得后续研究者

进行理论探讨和深入分析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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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一系列客观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寻求禁令且不违反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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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准 必 要 专 利 (Standardessentialpatent,

SEP)是对实施标准的兼容性必要的专利.禁令是

SEP持有者行使专利权的法定权利之一,但是因

SEP持 有 者 已 作 出 公 平、合 理、无 歧 视 (Fair,

reasonableandnonＧdiscriminatory,FRAND)承诺,
且SEP持有者在市场上可能具有垄断地位,导致损

害自由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利益的后果,引发了较大

争议.

一、禁令救济之争议与问题

(一)FRAND承诺下禁令救济之争议

SEP持有者对标准制定组织(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SO)作出的FRAND承诺是否排除

禁令? 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支持在FRAND承诺下

禁令救济的主要理由如下:a)对FRAND承诺排除

禁令的解释,可能减少双方的协商机会,无法满足专

利持有者获得充分补偿的期待,减少创新激励.b)
作出FRAND承诺不意味着放弃寻求禁令.[１]大多

数SSO知识产权规则未排除SEP持有者对侵权者

行使禁令的权利.放弃行使禁令的权利须明确表

述,或者至少基于现有情形不能作出SEP所有者同

意弃权之外的不同解释,方可推定为弃权.c)增加

SEP实施者反向劫持(AntiholdＧup)的可能性,弱化

实施者参与善意协商的意愿.如果不允许使用禁令,
可能造成SEP实施者未经许可先利用专利.d)禁令

威胁下的许可费可能比缺乏禁令威胁的许可费高,但
前者不一定违反FRAND承诺.即使在禁令威胁下,
也应逐案评估许可费是否符合FRAND承诺.

反对在FRAND承诺下禁令救济的主要理由如

下:a)许可费难以反映技术本身的经济价值.永久

禁令的威胁大大加强了专利持有者的协商能力,导
致许可费超过专利价值.b)寻求禁令会损害被许

可方对实施标准进行投资的动力.c)寻求禁令可能

致使许可费过高,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不合理高价,阻
碍重要的消费者产品的销售.

(二)中国禁令救济之反思

SEP的禁令救济与一般的专利禁令救济存在

不同之处,因SEP可能导致其持有者的垄断地位,
与在一般专利侵权情形下授予禁令救济相比,在垄

断情形下授予禁令救济将对产业发展和竞争秩序产

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仅用一般专利禁令的判断

标准作出相关判定将不足以解决SEP的禁令救济

问题.因SEP的特殊性,SEP的禁令救济须考虑其

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基于该关系的考量才能制定合



理的禁令规则.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对禁令救济与反

垄断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且禁令救济的安全港规则

(即在何种情况寻求禁令符合法律规定)不明确.现

有相关判决可对禁令规则提供一定参考,但较为笼

统.因此,需重新审视和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１．法律规定之反思

(１)禁令与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法律对“禁令”的用语为“停止侵权”.禁令

的形式包括以下:
第一、司法禁令.a)诉前禁令.«专利法»第六

十六条规定诉前停止侵权,要点为:有证据证明他人

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

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申
请人提供担保;法院通常在４８小时内进行裁定,裁
定立即执行;对裁定可申请复议,但不影响执行;如
申请错误,申请人应赔偿相应损失.b)诉中禁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要点为:人民法院裁

定中止诉讼;专利权人和利害关系人作出请求;专利

权人提供了担保.c)诉后禁令.诉后禁令是法院认

定专利侵权后判决侵权人停止侵权.诉后禁令相当

于永久禁令[２].
对于推荐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的专利禁

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法院

禁止颁布禁令的一般性条件包括:a)专利权人在协

商中故意违反FRAND义务,导致无法达成专利许

可合同;b)被诉侵权人无明显过错.此外,如果双

方协商不一致,可请求法院确定许可条件,即如果双

方按照法院确定的许可条件实施,法院通常不会颁

布禁令.较之于一般的司法禁令,该条款对推荐性

标准的司法禁令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第二、行政禁令.«专利法»第六十条和«专利行

政执法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

发现侵权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但是不涉

及作出决定的具体标准.
«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禁止经营者滥用知识产

权,排除、限制竞争.２０１５年正式实施的«关于禁止

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了经营者违反FRAND原

则,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的禁止性行为.
(２)不足

上述法律规定的不足如下: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对推荐性标准的禁令规定

不明确:a)什么是“不故意违反FRAND承诺”? b)
什么是“不存在明显过错”? c)规定的条件之间的逻

辑关系不清晰,能否全面适用现实中涉及禁令的情

形? d)未对标准实施者施加更为具体的规则是否不

利于SEP专利权人?[３]

第二、在作出FRAND承诺的情形下,SEP持

有者寻求禁令的反垄断标准较为模糊.中国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颁布的«规定»不明确:a)涉及FRAND
承诺的禁令反垄断规定的特殊性是什么? b)禁令

在何种情况下可用反垄断法规制规定? c)行政禁令

的相关规定未说明禁令适用的具体条件,且未涉及

FRAND承诺下的禁令标准,参考性不强.

２．典型案例之反思

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与索

尼移动通信产品(中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

纷案涉及 WAPI的SEP,终审判决维持了初审判

决,因此初审判决具有参考价值.在该案中,原告承

诺以合理无歧视的期限和条件进行专利许可,双方

对许可条件协商未果,判决是否停止侵权需考虑双

方在协商过程中的过错:在双方均无过错,或者专利

权人有过错,实施人无过错的情况下,不支持停止侵

权的诉讼请求;在专利权人无过错,实施人有过错的

情况下,支持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在双方均有过错

的情况下,则应基于专利权人和实施人的过错大小

平衡双方的利益,决定是否支持停止侵权的诉讼请

求.该案在推广实施SEP和保护SEP中寻求平

衡,停止侵权既不能造成许可方滥用SEP,也不能

造成被许可方的“反向劫持”.[４]

在该案中,值得反思的是:如何认定双方的过

错? 对双方在协商过程的行为是否应有一定限制性

要求以表明其无过错? 可否进一步明确双方在协商

过程中许可方或被许可方的提议或者第三方认定许

可条件对双方过错判定的影响? 仍有待深入解答.
针对上述争议与不足,下文在借鉴其他国家的

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将对上述不足提出完善方案.

二、禁令之反垄断法适用

禁令救济在美国和欧盟的法律下获得保障.针

对SEP的禁令原属于专利法的范畴,但通过寻求禁

令救济,违反FRAND承诺的SEP持有者可能存在

违反竞争法或反垄断法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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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

１．禁令

美国专利法第２８３条规定了有管辖权的法院可

授予禁令,根据衡平原则根据其认为合理的条件阻

止专利权侵权.在禁令造成劫持的范围内,eBay案

允许法院在未进行相关市场界定、市场力量或反竞

争效果的调查时否定禁令.为了获得禁令,SEP持

有者应证明: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害;金钱损害赔偿

不足;考虑SEP持有者和被诉侵权者的困难平衡;
不损 害 公 共 利 益.[５]SEP持 有 者 寻 求 禁 令 适 用

eBay案确立的标准分析如下:a)法律救济充分,且
缺少不 可 弥 补 的 损 害 将 阻 止 适 用 禁 令.遵 守

FRAND承诺的SEP持有者很难证明存在不可弥

补的损害.FRAND承诺通常意味着合理的许可

费或相应的损害赔偿足以弥补SEP持有者的损

害.b)考虑到SEP实施者需利用SEP将其产品市

场化,且禁令将造成专利劫持的广泛风险,eBay案

中的困难平衡和公共利益因素也会阻止法院颁布

禁令.[６]

在苹果诉摩托罗拉案中,美国联邦巡回法院拒

绝本身违法原则,适用eBay案的判决,基于案件事

实,判决不授予摩托罗拉禁令.判决要点为:a)当考

虑苹果是否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害时,法院认为专

利权人须证明其申明的专利特征是消费者对销售产

品产生需求的原因,以证明不可弥补的损害,需认定

产品的市场份额或销售份额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害.

b)法院认为摩托罗拉愿意实施者支付FRAND许

可费进行许可的承诺等于承认许可费的救济充足.

c)除非苹果拒绝按照FRAND条款接受许可,否则

苹果不能被禁用专利.d)法院认为禁令导致摩托罗

拉享有因劫持苹果获得的更高价值.法院认定

SEP持有者不能通过控制潜在被许可方使用专利

而间接夸大SEP的价值,且法院强调了专利劫持对

消费者造成的损害.[７]

１９３０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第３３７条禁

止进口侵犯美国合法知识产权的外国产品的不正当

竞争.当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Trade
Commission,ITC)认定进口会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内

产品,可发布排除令.基于消费者利益及其他公共

利益,ITC可拒绝授予排除令.[８]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TradeCommittee,

FTC)认为在下述情形下不可寻求禁令:SEP持有

者作了按FRAND条款自愿许可SEP的承诺;被诉

侵权者自愿按FRAND承诺订立合同.[９]FTC进行

了关于禁令的四步测试:第一、初次协商阶段(应不

少于６个月);第二、许可方的首个协议要约(在初次

协商的６个月后,或者６个月内根据潜在被许可方

的要求);第三、被许可方的承诺或反要约(在６０天

内接受要约的协议,或者认为要约不符合FRAND
承诺,应如何修改以符合FRAND承诺);第四、司法

或仲裁程序(美国地区法院或仲裁庭将决定许可协

议中双方合作的具体的FRAND条款).在第一、
二、三步中,许可方不能获取对潜在被许可方的禁

令.此后,许可方有权获取禁令,但需询问潜在被许

可方是否同意通过仲裁认定FRAND条款.如果被

许可方接受了由仲裁认定许可协议的FRAND条

款,许可方在仲裁中不能寻求禁令.[１０]

２．反垄断规制

当违背FRAND承诺的SEP持有者寻求禁令,
可能承担«谢尔曼法»第２条项下的法律责任.通过

反垄断法主张权利的原告需证明被告在相关市场具

有市场力量,且故意非法寻求、获取或维持该市场力

量.反垄断法适用于禁令的分析为:a)基于SEP的

特性和转换技术的成本,SEP持有者可能获得垄断

力量;b)SEP持有者利用禁令威胁,获取专利劫持

导致的高额许可费,但是美国反垄断法并未规制价

格;c)拒绝以FRAND条款许可SEP.SEP持有者

封锁了竞争对手和下游实施者对所需竞争资源的获

取路径.该拒绝构成适用必要设施原则的基础.必

要设施原则以SEP持有者在兼容产品标准技术市

场的排他性权利为基础.当专利标准的外围设计或

开发新标准过于昂贵且非理性,必要设施原则是适

当的救济.

FTC可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５条规定的

不公平竞争手段,或者欺诈行为或实践规制反垄断行

为.在RobertBoschGmbH案中,FTC也发布了同

意令(Consentdecree),限制SEP持有者寻求禁令.

FTC认为禁令威胁将损害美国竞争和消费者创新,因
为许可费将反映投资公司开发和实施标准的经济价

值,而非技术本身的经济价值,损害开发符合标准

的产品的动力,可能造成消费者以更高价格支付

过高许可费.禁令威胁等同于FTC第５条项下的

不公平竞争手段.FTC宣布SEP持有者对侵权寻

求禁令救济,即使SEP持有者提供遵守FRAND
承诺的保证书(Letterofassurance,LOA),也构成

FTC第５条项下的不公平竞争手段.[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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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盟

欧盟认为反垄断实施政策是制止SEP滥用的

有效工具.[１２]根据«欧盟运行条约»(Treatyonthe
functioningoftheEuropeanUnion,TFEU)第１０２
条,专利权人不应通过武断拒绝许可或滥用许可条

件滥用市场垄断地位.为了证明违反TFEU第１０２
条,欧盟委员会需证明被调查的实体:a)拥有垄断地

位;b)参与滥用行为.[１３]SEP许可市场构成单独的

相关市场,而SEP持有者垄断了相关市场.欧盟委

员会认为被许可方自愿接受许可,承诺按FRAND
条款许可的SEP持有者寻求禁令,构成了滥用垄断

地位.当SEP持有者在法院寻求禁令,滥用其协商

权以收取过高许可费,不合理的价格违反第１０２条

(a)款.综上,在欧盟,是否授予禁令与判定是否违

反TFEU第１０２条紧密相关.欧盟委员会、欧盟法

院对在何种情形下寻求禁令不违反 TFEU第１０２
条,即在何种情况下可授予禁令均作了说明.

１．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法院的相关实践

(１)欧盟委员会

在三星诉苹果案中,欧盟委员会对三星滥用垄

断地位进行了调查,认定三星寻求对苹果使用通用

移动 通 信 系 统(UniversalmobiletelecommunicaＧ
tionssystem,UMTS)的SEP禁令与TFEU第１０２
条不符.首先,欧盟委员会认定三星在相关市场的

垄断地位.其次,欧盟委员会根据UMTS的标准制

定程序以及三星对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tandardsinstitute,ETSI)作出

的FRAND承诺认定三星的行为.欧盟委员会认为

三星的行为从相关市场排除了苹果,且相比于缺乏

禁令威胁时的许可条件,苹果接受的许可条件更为

不利,因此三星的行为存在反竞争效果.既然苹果

愿意且能接受FRAND许可,三星的滥用行为就缺

乏正当化基础.欧盟委员会接受了三星５年内不在

欧洲经济区(Europeaneconomicarea,EEA)中寻求

禁令的承诺,除非:a)潜在被许可方对特定的SEP
寻求禁令;b)三星已同意受限于SSO互惠原则的双

方的SEP的许可框架.[１４]

在摩托罗拉诉苹果案中,欧盟委员会认为摩托

罗拉在德国对苹果实施SEP的产品寻求和实施禁

令,违反了FRAND承诺,滥用了其垄断地位,考虑

到标准化程序、FRAND 承诺以及苹果自愿订立

FRAND许可,摩托罗拉缺乏正当的合法性理由.
苹果在双方对许可费存在争议时,允许司法审查设

定许可费,避免了反向劫持的风险.[１５]

欧盟委员会认为摩托罗拉案的判决为标准实施

者提供了安全港,即同意法院或双方一致认可的仲

裁方对FRAND条款进行裁决且受制于该裁决.判

决未对在安全港之外确认自愿被许可方提供指导,
因此应逐案认定自愿性.

(２)欧盟法院

２０１５年７月,欧盟法院对华为诉中兴案作了初

步判决.法院在维持自由竞争与保证SEP持有者

知识产权及对其权利的有效司法保护之间寻求平

衡.对于禁令的判决要点如下:

a)在寻求禁令之前,SEP持有者须警告侵权者

侵权,明确SEP以及SEP的侵权情形.该警告的

合理性在于标准包含大量的SEP,被诉侵权者可能

未意识到使用的技术是合法的SEP,因此在被诉侵

权开始后也可进行警告.

b)在被诉侵权者表达了其获得FRAND许可

的意愿后,SEP持有者须按FRAND条款发出书面

要约,包括但不限于许可费及其计算.基于SEP持

有者 对 SSO 承 担 的 FRAND 许 可 义 务,也 因

FRAND最大化符合了承诺的非歧视部分,特别是

同样的SEP如何被SEP持有者秘密许可,SEP持

有者应发出该要约.

c)欧盟法院认为要提起 FRAND 禁令抗辩,

SEP实施者必须根据商业惯例尽职善意地进行反

要约,不使用拖延技巧.无论被诉侵权者是否接受

要约,仅在其特定的FRAND的书面反要约被立即

送达SEP持有者时,可认定禁令非法.此外,如果

被诉侵权者在许可合同被订立前已使用SEP,须在

其反要约被拒绝之时起,为其使用SEP建立账户,
并确保账户金额覆盖使用许可费,根据产业惯例如

提供银行担保或存款.如果要约和反要约均失败

了,双 方 可 未 经 延 迟 地 一 致 同 意 第 三 方 认 定

FRAND条款.欧盟法院认为在FRAND要约和反

要 约 失 败 后,双 方 一 致 同 意 选 择 第 三 方 认 定

FRAND条款,可避免侵权.

d)因专利的标准必要性未经ETSI的审查,被
诉侵权者在许可协商的同时,在许可后保留质疑

SEP的合法性、必要性的权利,不能被认为是非自

愿的.

e)欧盟法院认为垄断的SEP持有者提起对

SEP实施者要求设置账户或损害赔偿的权利,不承

担上述责任,既然该行为不排除在市场上出现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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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遵守标准的竞争产品.[１６]

２．德国的相关实践

德国«专利法»第１３９条允许专利持有者包括

SEP持有者申请禁令.法院在授予禁令上通常无

自由裁量权,如果存在专利侵权风险,德国法院将授

予禁令救济.[１７]在德国,专利侵权诉讼和专利无效

程序是不同的法院程序.在专利法院决定专利有效

性前,侵权救济可能获得禁令,这为知识产权所有者

提供了优势.因为缺乏合法性认定,被告可用竞争

法限制禁令.[１８]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undesgerichtshof,BGH)
第一次在橘皮书标准案件中支持了竞争法抗辩.

BGH判决即使缺乏正式的FRAND承诺,许可方对

自愿被许可方寻求禁令构成滥用垄断地位.橘皮书

标准案要求抗辩须证明存在滥用.首先,应证明寻

求禁令的专利权人通过将其专利标准化占有垄断地

位,对自愿被许可方实施禁令可推定为滥用专利权.
此外,抗辩还需符合以下两个条件:a)潜在被许可方

须向许可方提供订立许可协议的无条件要约.许可

方不得拒绝要约,但不得拒绝要约的标准很高.潜

在被许可方可提出自认合理的许可费,但为安全起

见,可提议订立由专利权人决定许可费的许可协议.
潜在被许可方提出的要约不能基于发现了专利侵

权.b)潜在被许可方须遵循其作为被许可方的义

务,即支付合同约定的许可费或通过托管保证许可

费的支付,且提供支付账单.[１９]橘皮书标准常被视

为对专利所有者友好,到目前为止成功的橘皮书标

准抗辩不多.

３．BGH、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法院之间禁令抗辩

的比较

a)FRAND要约.BGH 判决被诉侵权者提出

FRAND要约.欧盟委员会认定垄断的SEP持有

者提出要约.欧盟法院判决垄断的SEP持有者提

出要约.

b)许可费保证.BGH判决自要约后,被诉侵权

者应遵守其作为被许可方的义务.欧盟委员会认定

在SEP持有者的请求下被诉侵权者对许可费进行

保证.欧盟法院判决自FRAND的反要约被拒绝后

被诉侵权者对许可费进行保证.

c)第三方认定FRAND.BGH 判决被诉侵权

者要求法院审查SEP持有者的条件.欧盟委员会

认定当协商失败后,在被诉侵权者的请求下由第三

方认定FRAND条款.欧盟法院判决在双方未经延

迟的共同要求下由第三方认定FRAND条款.

d)专利的合法性、必要性或侵权的非质疑条款.

BGH判决在被诉侵权者的要约中该类条款是强制

性的.欧盟委员会认定禁止该类条款.欧盟法院要

求在双方的一致同意下可包含该类条款.[２０]

(三)欧盟法院和美国法院之间禁令规则的比较

欧盟法院将禁令与TFEU第１０２条结合,即可

直接基于违反第１０２条判决不授予禁令.但是美国

禁令规则首先适用专利法的规则即eBay案的标准,
其次才根据诉讼请求适用反垄断法.

第一、根据欧盟法院的判决,SEP持有者禁令

救济须先警告被诉侵权者,指明侵权涉及的SEP及

SEP如何被侵权.SEP持有者应提供FRAND条

款的书面要约,明确许可费及其计算方式.SEP持

有者需证明自身为自愿许可方.根据美国法院的判

决,SEP持有者未经事先通知侵权方即可起诉禁令

救济.对SEP持有者授予禁令须根据eBay案的

标准.
第二、根据欧盟法院的判决,被诉侵权者应根据

该领域承认的商业实践和善意,尽职回应SEP持有

者的 要 约.被 诉 侵 权 者 应 立 即 书 面 提 交 符 合

FRAND条款的反要约,避免拖延战略.被诉侵权

者需证明自身是非自愿许可方.根据美国法院的判

决,只要被诉侵权者违反善意和公平交易的义务,无
需作出具体的FRAND反要约,SEP持有者可寻求

禁令.由SEP持有者证明被诉侵权者是非自愿许

可方.
第三、必要性和和合法性.根据欧盟法院的判

决,经双方一致同意被诉侵权者可在将来保留质疑

合法性和/或必要性的明示权利.在美国,被诉侵权

者享有该权利.
第四、欧盟法院对专利持有者的许可费研究很

少.许可费是基于竞争法提出的问题,而非合同法

和禁令救济之间的交叉.欧盟法院更关注双方协商

中的行为,而非实质的FRAND条款.美国法院已

阐述了适用于许可费的FRAND的含义.SEP的

许可提议(是否其遵守FRAND原则)将被作为申请

禁令的部分进行审查.
第五、根据欧盟法院判决,如果双方协商失败,

双方可未经迟延一致同意接受第三方裁决.根据美

国法院的判决,如果被许可方要求仲裁裁决而非法

院判决,应依据被许可方的意愿.[２１]

９９３第４期 朱光琪: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反垄断法规制



三、中国禁令制度之完善

针对中国现有法律规定和判例规则的不足,结
合专利法和反垄断的规则,设计合理的禁令判断标

准.借鉴欧美的禁令规则,可颁布具体的禁令规则,
内容可作参考如下:

(一)确定禁令授予的条件

禁令救济的关键在于许可方证明自身为自愿许

可方,被许可方证明自身为自愿被许可方,即均证明

善意的存在,具体如下:
第一、判断争议中是否涉及SEP,SEP是否落

入FRAND承诺的范围以及SSO的知识产权规则

是否禁止禁令.如果专利持有者对涉及的SEP作

了FRAND承诺,且SSO的知识产权规则明确禁止

禁令(尽管此种情形极少发生),不应授予专利所有

者禁令.如果SSO的知识产权规则未禁止禁令,再
结合其他要素进行分析.

第二、许可方应书面警告被许可方侵权涉及的

SEP及被许可方的侵权行为.之后,许可方与被许

可方之间应有６个月的协商期限.在此过程中,许
可方应首先提出自认为符合FRAND承诺的许可要

约.被许可方不能无正当理由拒绝协商.如果被许

可方不同意许可方的要约,应在合理期限内提出自

认为符合FRAND原则的反要约.且如果被许可方

已使用了SEP,应自反要约被拒之日起,通过在银

行账户中存入足够的保证金或支付许可费等方式证

明其履行了被许可方的义务.双方在此过程中均不

能拖延.许可方在协商过程中不能要求被许可方放

弃对专利合法性、有效性和侵权的质疑.
第三、a)如果双方在约定的期限内不能达成一

致,但一致同意执行第三方的认定例如仲裁裁决或

法院对许可费的判决,不应授予禁令.b)如果双方

在约定的期限内不能达成一致,许可方不同意遵守

第三方认定,而被许可方愿意接受第三方认定,应由

法院或专利行政部门判断许可方的提议是否符合

FRAND承诺.如果许可方的提议符合FRAND承

诺,此时法院或专利行政部门可授予禁令.如果许

可方的提议不符合FRAND,此时法院或专利行政

部门不应授予禁令.c)如果双方在约定的期限内不

能达成一致,被许可方不同意遵守第三方认定,而许

可方愿意接受第三方认定,应由法院或专利行政部

门判断被许可方的提议是否符合FRAND.如果被

许可方的提议符合FRAND,此时法院或专利行政

部门不应授予禁令.如果被许可方的提议不符合

FRAND,此时法院或专利行政部门可授予禁令.
第四、应注意,即使在上述可授予禁令的情形

下,最终是否授予禁令也应结合公共利益和双方的

利益平衡综合进行评估和考量,考虑是否一定要采

取禁令救济才能弥补许可方的利益损害,以及如果

采用禁令救济可能对公共利益和双方造成的影响.
禁令判决应适用于现有和将来的禁令,限于本国的

专利许可.
第五、SEP持有者遵循上述禁令规则寻求禁令

救济不违反反垄断法,因为上述规则综合考量了禁

令救济对公共利益和双方利益产生的影响,且设置

了一系列前提条件证明双方当事人的善意,该禁令

救济具备了正当性.
(二)明确反垄断法适用的条件

如果被许可方在诉讼过程针对许可方提出了违

反反垄断法的反诉.法院的审查应根据反垄断法适

用的一般条件,即从认定SEP持有者的市场垄断地

位、滥用行为以及是否对自由竞争造成损害的角度

进行分析:
第一、对于市场垄断地位的认定,因SEP的特

殊性,我国法院倾向于认定单一的SEP构成相关市

场,因此对SEP持有者市场垄断地位的认定较为容

易,但此种认定也被认为过于简单,未必所有的

SEP都符合此种情形.滥用行为应包括拒绝许可

和不合理的许可条件包括不合理的许可费等.
第二、对自由竞争的影响即是否可能产生排除、

限制竞争的后果,即竞争对手和SEP实施者是否因

滥用行为导致无法获取SEP许可,从而进入市场,
消费者是否因为滥用行为导致产品多样性减少和产

品价格不合理升高等.
总之,SEP持有者寻求禁令是否违反反垄断法

应进行个案分析.虽然与一般的专利所有者相比,

SEP持有者确实具有特殊性,具体体现为垄断地位

的认定以及滥用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SEP持有者

的行为更易被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但是违反反垄

断法认定的基本原理和适用条件并不因此发生

变更.

四、结　语

SEP的禁令救济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在欧盟和

美国的判例中较为清晰,但在我国相关规定较为模

糊,首先缺乏SEP禁令救济的具体适用规则,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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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垄断法适用于禁令的规则也较为模糊.借鉴欧

盟和美国的经验,禁令相关的规则须平衡SEP持有

者的创新激励和SEP实施者进入相关市场从而促

进竞争的目标.SEP的禁令救济适用反垄断法须

慎重,且进行个案审查,应在确定禁令救济排除或限

制自由竞争的基础上,方可认定SEP持有者寻求禁

令违法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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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科技革命是指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基因工程、核技术等的出现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

是指以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空天海洋、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为标志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新经济是指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

龙头产业的智慧型经济,它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为特点.

②荣誉学院(HonorsSchool):源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西方高校的精英教育模式,是高校对优秀本科生实施个性化培养的专门教育机构,它通

过定制多样化的课程,以满足优秀人才的发展需求.２１世纪初,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拔尖人才的培养模式和培养途径,我国一些高

校相继成立了荣誉学院.

论新工科建设背景下人才培养的策略调整
———以浙江理工大学启新学院为例

陈　雷
(浙江理工大学启新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新经济催生了新工科建设.新工科建设对高校工科类专业的发展提出了新

的期待和新的要求,高校工科类人才培养策略必须作相应的调整.以浙江理工大学启新学院为例,在新工科建设背

景下,其人才培养的策略调整既应体现在目标定位、规格、路径选择等人才培养方案方面,也应体现在管理体制、招

生体制、保障机制等配套措施方面.就前者而言,应突出人才的工程思维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保持人才的工具

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促成人才培养主体的多元化,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工程教育模式、实践教学方式、实践平台,

等等.就后者而言,除了继续采取鼓励性措施之外,还应形成一种带有“融合”特征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并构建

完善的人才评价和选拔机制.

关键词:新工科建设;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人才培养路径;策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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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新经济(简称“三
新”)①对工程类人才提出了新要求,倒逼高校工科

类专业加强自身的建设和改革,新工科建设的倡议

和行动应运而生.自２０１７年２月起,教育部力推新

工科建设,相继促成“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
京指南”的问世,并且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

与实践的通知»(教高司函〔２０１７〕６号).对于新工

科的内涵,有学者作了如是阐述:“以立德树人为引

领,以应对变化、塑造未来为建设理念,以继承与创

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培养未来

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１].新工科建设的特

点在于一个“新”字:工程教育理念之新———要求树

立创新型、综合化、全周期工程教育的“新理念”,学
科专业结构之新———要求构建新兴工科和传统工科

相结 合 的 学 科 专 业“新 结 构”,人 才 培 养 模 式 之

新———要求探索并实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新模

式”,教育教学质量之新———要求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工程教育“新质量”,分类发展体系之新———要

求建立中国特色工程教育的“新体系”,等等.[２]对照

新工科建设的要求,当下的工科建设面临着诸多“不
适应”,即理念不适应、人才结构不适应、知识体系不

适应、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等.[１]

如何去除“不适应”,推进新工科建设? “复旦共

识”的答案是“边研究、边实践、边丰富、边完善”[２].



理工类高校的荣誉学院②,可以率先进行新工科建

设的尝试,因为,现有荣誉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路

径等,与新工科建设的要求多有契合之处,例如:二
者均强调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之间的交叉和融合,等
等.学者们普遍认为,新工科建设要想改变上述的

诸多“不适应”,首先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鉴于此,
本文以浙江理工大学的荣誉学院———启新学院为

例,着重探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人才培养的策略调

整问题,主要涉及人才培养方案,明确新工科建设背

景下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人才培养路

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配套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希

望借助这种探讨,最终促进人才培养跨上一个新台

阶.

一、人才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
积极应对与当然抉择

　　浙江理工大学启新学院创建于２００７年６月,旨
在“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拔尖人才的培养模

式和培养途径”.作为拔尖人才培养的试验田和特

区,启新学院秉持“重素质、扬个性、求创新”的育人

理念,实施“厚基础、宽口径”的大类基础教育与“自
主性、个性化、研究型”的专业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模

式,通过高考直接招生和校内二次选拔等方式,按大

学科门类组建了五类本科生实验班:理工实验班、材
料化学生物实验班、电子信息实验班、机械电子实验

班、经济管理实验班.[３]从宽泛的意义上讲,这些实

验班大多拥有工程“基因”.
在发展过程中,启新学院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确立了现在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一大

批基础宽厚、作风严谨、适应性强,具有一定国际视

野、较强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

才、创业型应用人才和创新型研究人才.”新工科建

设为启新学院再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传统工

科专业发展的基础上重构人才培养方案,是新工科

建设的内在要求.修改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是启

新学院所面临的当然的、也是重要的抉择.
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根本指导思

想.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三
新”背景下的新工科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培养大批

新兴工程科技人才”[２].当然,在现行的高等教育体

制下,不同高校由于优势、类型以及社会作用等方面

的差异,人才培养目标应各有侧重,工科优势高校要

在工程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其使命

应是大力培养工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人才;综合

性高校要对催生新技术、孕育新产业发挥引领作用,
应侧重培养科学基础厚、工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

人才;地方高校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发挥支撑作用,则应聚焦于培养大批应用型和技术

技能型人才.[２]浙江理工大学是一所工科优势明显

的省属重点建设高校,启新学院实验班的工科优势

更为突出,这从每个实验班多样化的主修专业方

向①便可以看出.从学生的生涯规划来看,近些年

来绝大多数学生都有继续深造的意愿.以２０１８届

本科生为例,考研报考率已超过７０％(达线率已接

近４０％),其它约３０％的学生倾向于就业和创业.
上述这些多方面因素,包括新工科建设的内在要求、
浙江理工大学的学科优势以及学生的生涯规划等,
是确立启新学院未来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依据.面

对新形势(“三新”)、新任务(新工科建设),启新学院

的人才培养目标可以调整为:培养情操高尚、基础宽

厚、视野开阔、具有工程思维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创新

型研究人才、复合型应用人才和创业型应用人才.
启新学院这一新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完全有可能

实现的.这些年来,启新学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

才培养经验,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育人成果,如考上

２１１、９８５高校研究生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发明专

利、发表在核心期刊的科研论文均呈上升趋势,在全

国“挑战杯”大赛上也斩获多个奖项.在２０１８年美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以启新学院学生为主的

竞赛团队荣获了大赛最高奖———特等奖.

二、人才培养规格的优化:
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人才培养规格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是
人才培养目标的细化.新工科建设旨在培养的新兴

工程科技人才,具体要求体现在人才的知识结构、能
力结构和素质结构三方面.本文无意于详尽讨论三

大结构及其之间的关系,而是要着力强调,如果新工

科建设仅仅注重人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完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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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启新学院五类实验班的专业方向:理工实验班可在全校范

围内选择理工类主修专业;材料化学生物实验班有七个主修专业方

向,分别为:应用化学、材料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轻化工程(染整)、
轻化工程(造纸)、生物技术、生物制药;电子信息实验班有六个主修

专业方向,分别为: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过程装备与

控制工程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机械

电子实验班有五个主修专业方向,分别为:机械学、电子学、信息科

学、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经济管理实验班有十个主修专业方向,分
别为: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金融学、经济统计学.



忽视人才素质结构的完善,势必导致未来的工程师

们丧失利用价值理性进行思考的能力,最终成为工

具理性思考的典型.
马克斯韦伯曾把社会行动中的理性分为工具

理性和价值理性.其中,工具理性决定于对客体在

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表现的预期;价值理性则决定

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

值和自觉信仰.[４]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缺一不可,工
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支撑,价值理性则为工

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然而,此种逻辑往往会遭到

现实的顽强抵抗.受到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传
统工科正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培养出来的工程

师往往成为工具理性思考的典型.
传统的工程教育往往有意无意地鼓励学生通过

“理性计算”实现资源利用、经济效益甚至个人利益

最大化,同时却日益弱化学生的情感诉求、价值关

怀、道德规范的培养.[５]譬如,工程伦理原本是工程

类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然而并未受到应有的

重视.前些年“桥脆脆”、“楼歪歪”、“豆渣路”等安全

事故的频发就是忽视工程伦理的直接后果.这些看

似是因为利益诱惑、监管薄弱或者技术缺陷所造成

的问题,实则折射出工程伦理意识的严重缺失.[６]而
工程伦理意识的缺失又可进一步归因于工程伦理教

育的缺失.要推动工程伦理的发展,务必要补上教

育这块“短板”.早在１９７４年,美国职业发展工程理

事会就颁布了伦理章程,美国排名前９位的工程类

名校相继开设了工程伦理课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负责美国工程专业课程认证的美国工程和技术

认证委员会(ABET)一直要求,凡欲通过认证的工

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括伦理教育内容.[７]而在国内,
最近几年才开始对工程类硕士研究生开设这类课

程,而对于工程类本科生来说,迄今仅有几所高校将

其作为选修课开设.
关于如何培养学生的工具理性,也值得深入思

考.在应试教育没有根本改观的大环境下,对学生

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样未能引起整个社会

应有的关注.２００５年,时年９４岁的著名科学家钱

学森曾有令人警醒的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

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

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

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

大的问题.”[８]此建言后被称作“钱学森之问”.在破

解“钱学森之问”的同时,学界也形成了一个基本共

识:我们的大学教育普遍重视知识的传授,轻视能力

的培养;重视学生的考试分数,忽视对学生创新精神

与创新思维的关注;而科学家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
更重要的是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９]上述“钱学森之

问”及其破解,尽管谈论的是“杰出人才”的培养问

题,但同样有助于我们领悟培养工程类人才创新思

维、创新能力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复旦共识”等倡议和行动对人才的三大结构提

出了“特殊要求”,有助于克服上述工具理性和价值

理性非均衡发展、非科学发展的局限.与上述培养

目标的多样化态势相对应,在知识结构方面,工科优

势高校的人才应具有跨专业、跨学科乃至跨行业的

交叉融合性知识,综合性高校的人才务必科学基础

厚重,地方高校的人才则应具有较强的行业背景知

识;在能力结构方面,工科优势高校的人才应具有科

技创新能力以及产业创新能力,综合性高校的人才

应具有突出的沟通协商能力和工程领导力,地方高

校的人才则应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在素质结

构方面,除了一般的专业素质要求之外,不同类型高

校的人才都应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法治意识、生
态意识和工程伦理意识,具有“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的工匠精神,而对于工科优势高校来说,还应具有创

新思维、批判性思维、设计思维和数字化思维等.
结合启新学院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对照上述“特

殊要求”,启新学院的人才培养规格也应具有新的要

求:其一,应具有扎实的跨专业、跨学科乃至跨行业

的交叉融合性的知识;其二,应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

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及工程实践能力;其三,应具有

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工程伦理意识以及创新思维、
批判性思维、工程思维等.尽管启新学院在打破专

业、学科壁垒方面已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在研究型

人才培养方面也有探索性的举措(诸如实行全程专

业导师制等),但是在学生的思维训练、产业创新能力

培养、工程伦理意识的涵养等方面亟待加强.因此,
需要合理规划并采取有效的手段,尽快补齐短板.

三、人才培养路径的选择:
有机整合与动态调整

　　人才培养目标以及人才培养规格的达成,借助

并取决于恰当的人才培养路径选择.“复旦共识”等
倡议和行动对人才培养路径作出了富有指导性和建

设性的说明.启新学院为达成自己的人才培养目

标、人才培养规格,现有的人才培养主体、课程体系、
工程教育模式、实践教学方式、实践平台等方面,都
有必要作相应的调整或优化.因此,需要做好做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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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功课.
第一、促进人才培养责任主体的多元化.如前

所述,启新学院实行的大类基础教育与专业培养相

结合的培养模式,在专业之间、学科之间已经具有一

定的融合度,而要实现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

规格,则离不开相关学科专业、行业产业乃至科研院

所等多方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当然不同责任主体

协同育人的作用也应各有侧重,相关学科专业应参

与课程体系的构建并开设相关课程,主要涉及通识

教育课程、跨专业课程、学科交叉课程以及实验实训

教学环节等,并提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行业产业应

参与专业实践创新教育教学体系的建立,积极开展

实践性教育教学活动;科研院所应参与专业前沿性

课程、学科交叉课程的教学,提供先进的实验条件和

研究设备,同时开展前沿性课程教学和交叉学科问

题研究.[１０]

第二、促进课程体系的不断完善.课程体系是

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其设计应服务于人才培养目

标、人才培养规格的实现.目前,启新学院的课程体

系由通识教育、大类平台、学科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

(选修课分专业模块)四部分组成,其中的个性化分

类修读形式灵活多样,可以采用导师指导、学生自

学、研究讨论等方式,也可以跨学科、跨专业、跨学

位、跨校际选课.这一课程体系大体上契合了启新

学院“厚基础、宽口径”的大类基础教育与“自主性、
个性化、研究型”的专业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模式的要

求,但与新工科建设的要求相比,显然还有诸多不足

和差距.譬如通识教育方面,缺少思维训练类、工程

伦理类课程,总体上过于偏重自然科学类课程,人文

社科类课程偏少;大类平台方面,体现学科专业交叉

的课程明显不足;专业教育方面,选修课分专业模块

的做法也值得商榷.因此,面向新工科的课程体系

亟需改革并加以完善,从课程设置、课程类型和课程

内容上体现“三新”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积极探索和

构建特色课程,努力实现与方兴未艾的工程教育认

证的接轨.
第三、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工程教育模式.历

史上,麻省理工学院(MIT)曾因进行三次工程教育

改革而举世瞩目①.而在２０１７年８月,该校又启动

了新一轮的工程教育改革:“从工程实践的回归到工

程教育育人本质的回归”,其中隐含着 MIT的觉醒:
工程教育应当以育人为宗旨,而非以被动追随产业

需求为本.此次改革旨在“通过更多的关注学生的

学习兴趣、学习方式与学习内容,培养学生的工程思

维、科学思维及人本思维,以成为能够引领未来工程

产业发展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兼具的人本式工程

人才.”[１１]其“人本式”工程育人的理念和育人实践,
确实有警示意义和借鉴价值.现在根据“三新”的需

求改进工程教育模式,更应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工

程教育育人本质.启新学院现有的育人理念与育人

实践极力倡导以学生为中心,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

件.当前需要努力的是如何进一步拓宽学生自由选

择的空间,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科乃至跨校学习,
增进师生的交流互动,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

考核方式等等,从而早日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工程

教育模式.
第四、创新工程实践教学方式.一是要应充分

利用校内外现有的虚拟仿真等技术创新工程实践教

学方式;二是要注重实践教学方法的层次性和针对

性.譬如,可根据实践教学体系的层级划分,对应地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具体而言,基础实验能力训

练宜采用可视化、信息化、规范化的教学方法;综合

设计实验能力训练可采用个性化、开放式的教学方

法;创新实践能力训练则可采用工程化、协同化的教

学方法.[１２]鉴于工程实践的本 质 在 于“设 计”二
字[１３],工程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和提升都要围绕

“设计”来进行.
第五、广泛搭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在现有的

全程专业导师制基础上,努力建立以项目为中心、以
导师为引领的高低年级梯次搭配、人数合理的研究

性学习团队;鼓励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互联网＋”等竞赛;建设和利用好创业孵化基

地和专业化创客空间等.

四、配套措施的跟进:优化机制与凸显峰值

重构人才培养方案是新工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

义.然而,这一“重构”必然要求启新学院对现有的

管理体制、招生体制、保障机制等配套措施进行相应

的调整.
首先,学院现有的管理体制面临挑战.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启新学院虽然只有五类实验班,在校

生总量也只有８００人左右,但学生主修专业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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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一个变革时期从１８６１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表现为工程

人才培养从经验范式向技术范式的转变.第二个变革时期从第二次

世界大战持续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鉴于技术范式主导下的工程教育

忽视基础科学知识的学习,这一时期主张工程教育向强调基础科学

知识的科学范式转变.第三次变革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至今,此
次变革主张工程教育由工程科学范式转向工程实践范式.



有３０个,几乎覆盖了学校所有的理工类学院专业.
而启新学院和专业学院在行政管理上只是平行的关

系,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要实现新工科建设所要求

的专业、学科之间的融合,困难重重.另外,随着人

才培养责任主体的日趋多元化,以及校内外教育资

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也迫切需要相应的协同机制.
从长远来看,启新学院需要一种带有“融合”特征的

体制和机制.哈佛大学自２００７年重建工程与应用

科学学院以来,为应对学科交叉融合所带来的诸多

问题,从学校到学院,上下通力协作,构建了有助于

学科交叉融合的体制机制.[１４]哈佛大学的相关做法

对于启新学院具有启迪意义.在未来的发展中,启
新学院有必要设立以学校主要领导为核心的发展规

划委员会;教师聘用则可以采用双聘制;可以借助研

究型团队的形式整合师资队伍,等等.
其次,现有的招生选拔机制有待改进.当新工

科遇上新高考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问题.譬如,
新高考设计的科目变窄可能导致生源科目(如物理

等科目)基础薄弱[１５].生源分数的扁平化、基础弱

化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启新学院凸显“峰值”的基

础性因素.此外,启新学院需要进行探讨的还有其

他一些问题,诸如,实验班能否全部通过高考招生直

接选拔? 是否可采用“无领导小组讨论”等做法进行

二次选拔? 如果进行二次选拔,除了关注学生的数

学、外语水平以外,是否还应关注学生的人文情怀、
工程思维、创新创业能力等因素?

最后,保障机制应全面跟进.这些年来,启新学

院在培养拔尖人才的过程中,享受了学校给予的众

多特殊政策.带有激励性的保障机制,较好地促进

了启新学院的人才培养“峰值”的提升.在新工科建

设的过程中,优质师资和教育资源继续向启新学院

的适当倾斜、小班化教学的落地生根、全员专业导师

制的全面升级、个性化课程的真正开设、对工程类创

新创业团队的必要资助、以学生为中心的工程教育

模式率先试点等等,都是启新学院未来发展所必需

的保障性因素或条件.

五、结　语

推进新工科建设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的必然要求.面对“三新”的时代机遇,我们必须积

极谋划,围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进行

积极研究与实践.总的来说,浙江理工大学荣誉学

院———启新学院的人才培养策略的调整既具有必要

性,同时也具有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人才培

养策略的调整是基于现有的拔尖人才培养策略之上

的一种调整,它是汲取而不是摒弃了以往有价值的

理念和培养模式,而且更多地嵌入了新工科建设的

特殊要求,是一种提升,更是一种完善,是一种能产

生“叠加效应”的调整.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人才培

养是一体化的系统工程,既需要进行制度设计,也需

要具体举措;既要理念先行,也要行动跟进;既要关

注其紧迫性,也要关注其复杂性.面对如此繁重而

又复杂的任务,沉着冷静、大胆尝试、循序渐进是当

然的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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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wtechnologicalrevolution,newindustrialrevolution,andneweconomyhavebrought
aboutthenew engineeringconstruction．Thenew engineeringconstruction hasputforward new
expectationsandrequirementsforthedevelopmentofcollegeengineeringmajors．Thetalentcultivation
strategyforcollegeengineeringmajorsmustbeadjustedaccordingly．TakingQixinHonorsSchoolof
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asanexample,thestrategicadjustmentshouldbereflectedintalenttraining
programssuchasthetargetorientation,specification,andpathselectionunderthebackgroundofnew
engineeringconstruction．Correspondingly,itshouldalsobereflectedinthe managementsystem,

enrollmentsystem,andsupportmechanism．Asfarastheformerisconcerned,itisnecessarytohighlight
theengineeringthinkingandpracticeabilityofstudents,maintainthebalanceofinstrumentalrationality
andvaluerationality,promotethediversificationoftalentcultivationsubjects,andconstantlyoptimizethe
curriculumsystem,engineeringeducationmode,practicalteachingmethods,platform,soon．Asfaras
thelatterisconcerned,inadditiontocontinuingtoimplementencouragingmeasures,somemanagement
systemandmanagementmechanismwith“integration”characteristicsshouldbeformed,andsoundtalent
evaluationandselectionmechanismshouldbeestablished．

Keywords:newengineeringconstruction;talenttraininggoal;talenttrainingspecification;talent
trainingpath;strategic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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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数码控制技术的«羊毛衫CAD设计实验»
课程改革与实践

徐英莲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为培养满足现代纺织工业发展要求的专业人才,纺织工程专业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需要不

断更新.结合数码控制技术,对浙江理工大学纺织工程专业的«羊毛衫CAD设计实验»课程开展改革与实践,具体

包括丰富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式和创新教学环节.教改实践表明,结合数码控制技术开展«羊毛衫CAD设计实

验»,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跨学科的专业知识,还能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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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提出了创新驱动、质量为先、
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要求,为工科院校

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工科院校应根据专业发展的

方向,培养适应并能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创新性

专业技术人才.[１]因此,高校教学改革应围绕创新人

才培养的目标,紧跟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步伐,进行相

关专业的实验课程教学改革.
纺织行业是传统制造业,该行业技术成熟,专业

性较强.目前,高校对于纺织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

普遍以纺织工艺技术为主.随着电子自动化技术的

发展和应用,纺织这一传统制造业无论在织造技术

还是在工艺设计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了适应

这种发展,纺织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不能只是停留

在纺织工艺技术,而是要结合自动化技术,使学生能

熟练掌握织造工艺技术与自动化控制技术相结合的

应用技能,为创新人才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２]本文

以浙江理工大学纺织工程专业的«羊毛衫CAD设

计实验»课程建设为例,探索适应现代纺织工业发展

的实验课程教学改革方案.教学改革主要包括丰富

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构建创新教学环节等多方

面,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一、教学改革背景

针织毛衫是特色针织服装,“毛衫工艺设计”是
针对纺织工程专业学生的实验课教学内容之一.[３]

随着现代装备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

用,传统纺织业的转型升级急需大批既具有纺织专

业知识又掌握数码控制技术的纺织专业人才,因此

纺织专业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应该逐步充实CAD
设计等新内容.«羊毛衫CAD设计实验»课程的开

设,正是为了提升纺织工程学生的数控技术应用技

能.多年来,浙江理工大学纺织工程专业的«羊毛衫

CAD设计实验»课程存在以下两大问题.
(一)实验课程内容单一,与现代化综合性人才

培养有一定的脱节

根据原来的«羊毛衫 CAD设计实验»教学大

纲,该课程主要任务是:要求学生学习“电子提花横

机花形设计系统”软件的操作;学习常规手工毛衫工

艺在“电子提花横机花形设计系统”中的实现;学习

应用软件设计一些常规产品等.由此可知,教学内

容注重学生学习软件知识,实验内容相对单一.
培养适应现代纺织工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要

求学生不仅掌握纺织基本工艺、计算机软件的操作,



还要学习现代化数码控制设备的控制原理和控制方

法,学习CAD软件设计参数在数码控制设备中的

实现方法等跨专业的相关知识[４].知识面的拓展不

仅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计算机程序的设计方法,也
有利于学生提高羊毛衫设计程序的可执行性和程序

的优化设计能力.鉴于此,«羊毛衫CAD设计实验»
教学应将CAD设计技术、纺织织造技术与数码装备

控制技术等知识点结合起来,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
(二)实验组织方法单一,与纺织生产实际脱节

长期以来,«羊毛衫CAD设计实验»的组织方

式是:学生根据统一的实验任务书,进行单人实验或

多人分组实验,教师根据学生实验表现和实验结果

评定实验成绩.实验组织方式比较单一,学生的设

计成果与产品相脱离,学生实验结果的可执行性无

法得到确认,处于“纸上谈兵”的状态.
“羊毛衫CAD设计”涉及的知识点众多,根据

设计参数的性质不同,程序设计中将设计参数分为

多个模块,且各模块参数之间的关系复杂.对于一

个执行性优良的程序,需要结合设备性能,制定流畅、
可行的设计方案,编辑切实可行的程序执行步骤.

仿照企业实际运营过程中的新产品开发流程,
产品设计需要经过“设计方案探讨→程序设计→程

序修改→上机试机→程序优化→上机编织产品→产

品确认”等环节,并经过反复的修改和优化过程.因

此,«羊毛衫CAD设计实验»需要改革实验教学的

组织方式,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提

高设计程序的可执行性,进而将毛衫设计结合纺织

企业生产实际过程.

二、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现代工业生产朝

着“计算机设计、数据传输、生产自动控制”的方向发

展.在针织毛衫生产中,随着电子提花横机的自动

化程度逐步提高,毛衫的设计范围更加广泛,款式更

为丰富.[５]

«羊毛衫CAD设计实验»的教学改革目的是:
充实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组织形式,提高

实验教学成果,培养学生综合创新能力.教学改革

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方面,结合传统编织技术和现代

数码控制技术,充实教学内容,加强学生对多种专业

知识的应用,将传统纺织工程教学和现代计算机设

计与数码控制技术等教学内容相结合,实现学科交

叉;另一方面,通过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的改

革,不断提高实验教学效果.
(一)结合现代针织和数控技术的发展,充实«羊

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内容

与传统的«毛衫工艺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相比,
改革后的«羊毛衫CAD设计实验»结合电子提花横

机的数码控制原理,从羊毛衫工艺设计、CAD程序

设计、电子提花横机数码控制技术和成形衣片的编

织技术等多方面丰富了实践教学内容.«羊毛衫

CAD设计实验»教学实践内容主要包括:电子提花

横机花形设计系统分析、计件衣片连续编织工艺设

计(即罗纹分离组织设计)、针织花形组织的设计与

实现、毛衫成形衣片设计与参数设计[６Ｇ７].课程改革

前后的内容变化如图１所示.

图１　«毛衫工艺设计»与«羊毛衫CAD设计实验»课程内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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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后的«羊毛衫CAD设计实验»各部分教学

内容都包含了丰富的内容:

a)“电子提花横机花形设计系统分析”部分可系

统分析电子提花横机各控制参数的数据结构和控制

范围、电子提花横机花形设计系统的组织方式和数

据库内容等内容.

b)“机器型号设置”部分可以从技术层面系统

分析电子提花横机的发展过程、现状和发展趋势.

c)“罗纹分离组织设计”部分包含羊毛衫罗纹织

物组织类型、横机起口牵拉方式(有起底板、无起底

板)、翻针移圈方式等多个知识点.

d)“针织花形组织”部分包含单/双面组织设计、
二(多)色提花组织设计、集圈花色组织设计、各类移

圈组织设计、波纹组织等设计织物花色组织结构方

面的知识点.

e)“毛衫成形衣片”部分包含毛衫收放针方式设

计、领口编织方式设计、落布方式设计等成形衣片编

织方面的众多知识点.
总之,结合电子提花横机数码控制技术开展«羊

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可以从纬编技术、数码

控制技术和毛衫款式设计等多方面扩充实验教学内

容,扩大学生知识面,实现学生的知识结构交叉.
(二)结合现代针织技术理论教学内涵,提升学

生对专业知识的实践应用能力

纺织工程(针织技术方向)教学体系中纬编部分

的内容包括«针织纬编工艺学»、«针织成形工艺学»、
«横机工艺与设备»、«针织机电一体化»等多方面的

课程.将电子提花横机及其花形设计系统运用于

«羊毛衫CAD设计实验»(即结合数码控制技术实

施«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改革),可以涵盖纺

织工程纬编工艺知识体系中多方面的教学内容.具

体而言,«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涉及以下多门专

业课的教学内容:

a)包含«针织纬编工艺学»的重要教学内容.
«针织纬编工艺学»主要包括针织物组织结构设计和

编织工艺设计两部分内容.这两部分内容都将在

«羊毛衫CAD设计实验»的“织物组织设计”和“编
织工艺参数设计”实验中得到充分的实践.

b)包含«针织成形工艺学»课程的部分教学内

容.“针织成形工艺”包括全自动电子提花针织无缝

圆机、袜机等编织的圆形成形产品的生产工艺,也包

括横机编织成形衣片,通过缝合形成的成形产品生

产工艺.«羊毛衫CAD设计实验»包含针织成形衣

片设计的实践内容,涉及针织成形衣片款式设计、织

物组织设计、毛衫工艺设计等众多教学内容.电子

提花横机能够实现成圈、集圈、浮线、移圈、接圈等工

艺设计,能够实现花形组织设计和成形衣片的收放

针工艺设计,设计范围大,是实践针织成形设计开发

的重要机型.[５]

c)包含«横机工艺与设备»课程的重要教学内

容.针织横机包括常规手摇横机、机械提花的横机

和电子提花横机,使用高性能的电子提花横机是行

业发展趋势.其结构复杂、控制精准,操作方便,应
用范围广[５],是«横机工艺与设备»课程的主要内容.
«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实践将“CAD设计”与
“针织横机工艺”设计结合起来,加强学生对«横机工

艺与设备»课程的理解和掌握.

d)包含«针织机电一体化»课程的部分教学内

容.电子提花横机是数码控制技术在纬编编织技术

方面应用的代表性机型[５],«羊毛衫 CAD设计实

验»以纬编花形设计软件为设计工具,将“针织工艺

技术”、“CAD设计技术”和“数码控制技术”结合起

来,实践«针织机电一体化»课程的基本教学内容.
(三)实验教学方法与教学组织形式改进

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实验方法和课程组织方式

等方面实施课程改革,改革后的«羊毛衫CAD设计

实验»课程的实验流程和实验组织方式,如图２所

示.

a)改进教学手段.采用多媒体动画教学手段,
并逐步完善多媒体动画的演示水平.实验教学将重

点讲解“电子提花横机控制机构”、“毛衫织物组织设

计”、毛衫编织“工艺参数设计”和CAD设计系统的

“程序的检验与编译”等知识点及这些知识点之间的

关系,提升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认识水平.

b)改进实验方法.«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教
学采用实践演示和单独指导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教

师首先采用设计实例进行“羊毛衫CAD设计实践

演示”,然后组织学生根据自己的设计目标开展“学
生独立设计”的实验环节.

“学生独立设计”是指学生根据«实验任务书»的
要求,结合自己的爱好,自主选择设计内容,独立设

计、自主训练.“学生独立设计”环节要求学生从毛

衫组织结构、服装款式特点和工艺要求出发,系统学

习织物组织设计、毛衫工艺设计、横机编织工艺参数

设计的方法,探讨不同种类毛衫的设计方法.在设

计教学实践中,注重毛衫产品的设计要求与横机数

码控制技术之间的关系,提高设计结果的可执行性

和编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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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羊毛衫CAD设计实验»实验流程和实验组织方式

　　“学生独立设计”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设计中

出现的问题,采用单独指导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遇

到的共同问题,集中讲解演示.“学生独立设计”的
结果是评判学生的设计成绩的依据之一.在“学生

独立设计”实践训练中,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c)改进课程组织方式.采用以“学生独立设计”
为主,结合“小组分析讨论”优化设计,并以“上机演

示”为最终检验方式等不同形式的实验教学方式,全
面提升实验教学效果.

根据学生学号,将参与实验的学生分为若干组

(每组５~６人).“学生独立设计”完成后,进行“分
组讨论,修改程序”.小组每一成员讲解自己的设计

思路、设计方法和设计结果,其他小组成员对其进行

评议,根据其“设计目标”,分析其“设计方法”的合理

性,“工艺参数设计”的正确性,讨论其“设计结果”在
编织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最后根据“程序检验”
结果,评判程序设计的效率.学生根据小组评议结

果进一步修改和优化设计程序.
“分组讨论,修改程序”结束后,每个小组“选择

一个程序”在全班范围内“讲解”,然后全班同学对其

进行“评议”,学生修改、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程序,并通

过程序编译,传输程序数据,然后“上机实践演示”.

“上机实践演示”要求设计者在编织前根据纱线

的细度设置织物各部段的密度,然后穿好主纱和废

纱,开机编织.在编织时设置织物的牵拉张力等参

数,“编织衣片”完成后,需要对衣片实物与设计要求

对比分析,分析编织织物与设计要求的一致性,然后

进一步修改程序,重新编织织物[８],最终实现衣片产

品设计与实践的完美结合.“上机实践演示”能够使

学生在实践中分析问题,并逐步改进、修正和完善设

计;通过实践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实验设计参数与横

机数码控制机构之间的关系.

三、构建创新教学环节

为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优化不同专业学生的知

识结构,进一步丰富和提升«羊毛衫 CAD设计实

验»的教学内涵,可通过构建创新教学环节,组织学

生开展专业知识研讨.在实验课时有限的情况下,
组织学生成立“课外兴趣研讨小组”,通过教师引导

激发学生兴趣,师生采用“一对一”指导的方式开展

研讨活动.
创新教学环节围绕电子提花横机的数码控制技

术、纬编专业技术和成形服装设计技术等知识点,对
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各有侧重.对于纺织工程专业的

学生,创新教学环节的教学内容可以从复杂织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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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设计与编织、复杂成型衣片设计与编织、特种纱线

编织等多方面着手.对于纺织机械专业的学生,可
以从研究复杂织物编织时各个控制参数类型、设计

精度、控制范围等方面着手.对于服装设计专业的

学生,可以从花色织物组织设计、衣片款式设计等方

面着手.下面以电子提花横机的应用为例,探讨创

新教学环节的主要内容.
(一)复杂织物组织的设计

复杂组织可以是提花组织、集圈组织、移圈组

织、波纹组织和添纱组织等[９],也可以是几种组织的

组合.

a)提花组织类型多,其技术的关键是背面组织

结构设计和纱嘴设计,为提高设计效率,横机花形设

计系统开发了专门的模块[９].

b)集圈组织设计的技术关键是必须合理设计

集圈线圈的密度和编织的牵拉力.

c)移圈组织品种多,控制精准度要求高,为方便

设计,系统建立了各种移圈针法的“针法数据库”.
移圈组织设计的技术关键是一个横列中移圈方向的

一致性和前后针床持圈状态的合理分布,另外移圈

线圈密度和织物的牵拉力需要合理设置.

d)波纹组织是横机特有的组织结构,织物编织

与后针床移动配合完成,每一横列独立设计,线圈密

度与针床横移数相协调.

e)添纱组织需要设置宽纱嘴,编织时需要调试

宽纱嘴的位置,防止纱嘴间相碰撞.
复杂织物组织的编织过程复杂,设计编织要求

高,开展复杂织物组织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问

题的能力.
(二)复杂形状的成形织片设计

电子提花横机能够实现后针床精准横移、前后

针床之间线圈转移和局部线圈编织,为实现成形衣

片编织提供了保证.成形衣片编织的主要有移圈收

针和持圈不编织两种工艺.移圈收针是实现平面成

形衣片编织的主要手段;持圈不编织可以实现立体

全成形织物的设计.所以系统地研究、分析和实践

成形织物的设计,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的设计水平.
(三)特种纱线织物的工艺参数设计

随着纺织新原料的大量应用,横机新产品的开

发不断增加.影响横机编织的主要因素有纱线的线

密度、弹性、强力和柔软性等.对于特种纱线织物编

织,横机织片工艺参数设计必须根据纱线的性能,合
理设计编织工艺参数,才能保证编织顺利进行.

总之,纬编织物组织丰富,以复杂织物组织的设

计与编织、复杂款式的设计与编织、特殊要求织物的

设计与编织等教学内容为基础,构建创新教学环节,
让学生开发出不同特色的毛衫产品,能够充分提高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操作能力,进而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

四、教学改革成效

结合电子提花横机的数码控制技术,通过丰富

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手段和完善教学组织方式开展

«羊毛衫CAD设计实验»课程教学改革,能够全面

提升纺织工程专业的学生学习纬编编织工艺、编织

工艺参数设计与成形计件衣片的设计等针织工程专

业技术,同时能够跨专业学习运用织造技术与数码

控制技术、织造技术与服装设计技术等交叉知识,提
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进一步,对于学有余力的

同学,以组织学生课外兴趣研讨小组的方式,根据学

生的专业知识基础构建创新教学环节,开展综合性、
开发性的创新实验,更加全面地提升学生的创新能

力.«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改革在优化学生

知识结构方面成效显著,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全面掌握纬编工艺技术

«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是利用“电子提花横

机花形设计系统”进行成形织片编织工艺程序的设

计.通过该课程教学改革,学生全面掌握纬编工艺

技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通过改进教学方式,教师采用多媒体动画教

学手段重点演示CAD设计参数与电子提花横机编

织工艺之间的关系,学生能够深入理解数码控制技

术、电子提花横机成圈机件配置技术与复杂组织编

织技术之间协调配合的关系,从而加深对纬编编织

工艺各项技术原理的理解.

b)学生在“独立设计”过程中了解“织物设计程

序”与“编织工艺”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对设计结果

进行“分组讨论,修改程序”、“上机实践演示”,结合

纬编工艺技术对设计程序逐一修改完善,能够充分

理解和认识“设计内容”与“纬编编织工艺”之间的联

系,加深对纬编工艺技术(包括常规成圈技术、电子

选针技术、移圈编织技术等)的理解和掌握.

c)学生通过“上机实践演示”分析对比不同的组

织结构织物,了解不同织物组织的结构特点和织物

组织风格.
(二)学生掌握织造技术与数码控制技术

各种纬编工艺技术的实现,需要通过工艺参数

的设计来完成数码控制.电子提花横机是一种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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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设备,机头结构复杂.[１０]横机的控制参数众多,
主要包括状态控制和位置控制两类.状态控制类工

艺参数在CAD设计时完成,位置控制类工艺参数

在CAD设计时完成分类设置后,学生根据纱线性

能和编织状况,上机编织时在机器上直接设置各参

数.
在«羊毛衫CAD设计实验»的教学演示环节,

学生能了解“纬编工艺参数”与电子提花横机结合控

制方式之间的关系;学生通过“独立设计”环节,掌握

状态控制类工艺参数和位置控制类工艺参数的内

涵、设计方法和注意事项;通过“分组讨论,修改程

序”学习掌握优化工艺设计的方法;学生在“上机实

践演示”中,学习位置控制类工艺参数上机设置方法

和设计范围,进而掌握工艺参数设计与数码控制方

式之间的关系.
«羊毛衫CAD设计实验»的实践过程是学生对

现代针织工艺技术知识从理解到掌握的逐渐提升过

程,随着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深入,学生不仅可以

全面掌握现代纬编技术,而且能够较系统地学习数

码控制技术的方法,实现织造技术与数码控制技术

的交叉融合.
(三)学生掌握毛衫成形衣片的设计技术

针织成形服装是纬编针织工艺的应用领域之

一,也是毛衫外衣化、时装化的基础.针织成形服装

一般通过针织成形衣片缝合而成,电子提花横机通

过数码控制技术能够完成针织成形衣片的编织.
就针织服装设计而言,针织成形衣片的设计包

括成形衣片的“板型设计”(整体结构特征)、成形衣

片的“尺寸结构设计”(各部段的尺寸要求)、“织物花

形组织设计”和“衣片缝合的技术要求”(缝合针数、
对位符合)等,知识点多、技术要求高.从针织工艺

技术而言,针织成形衣片编织技术涉及衣片的“起口

编织技术”、“分离组织编织技术”、“局部编织技术”、
“收、放针技术”和“花形编织技术”等.通过«羊毛衫

CAD设计实验»教学改革,学生能够全面掌握针织

服装设计方法和成形编织技术,学习通过“成形编织

技术”完美实现“针织服装设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a)“针织成形衣片”计件式衣片编织通过电子提

花横机的“起口编织技术”和“分离组织编织技术”实
现.

b)“针织成形衣片”的“板型设计”通过电子提

花横机的“局部编织技术”(包括“分别编织技术”和
“引塔夏编织技术”)实现.

c)成形衣片的“尺寸结构设计”通过电子提花横

机的“收、放针技术”实现.横机的“收、放针技术”内
涵丰富:一般利用“毛衫的工艺设计”满足成形衣片

的尺寸工艺要求;通过横机的收针方式设计(包括

“收针边”、“收针针数”和“偷吃”等)满足衣片收放针

的外观结构完美.

d)成形衣片的“织物花形组织设计”通过电子提

花横机的“花形编织技术”实现.成形衣片的花形编

织不同于织物的花形编织,在满足花形组织编织的

基础上,成形衣片的花形编织还要设计花形在成形

衣片上的位置和布局,即需要设计成形衣片的“边
缘”和花形在衣片中的“中心位置”.另外,花色组织

成形衣片设计时还要全面考虑横机的“收、放针”设
计.

e)成形衣片的“衣片缝合的技术要求”通过电子

提花横机的“收、放针技术”和“花形编织技术”实现,
主要包括“收针边”、“收针针数”和对位符号的“组织

设计”等.
总之,通过«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改革,

学生能够通过实践运用“成形编织技术”掌握“针织

服装设计”的技术要点,实现织造技术与服装设计的

知识交叉融合,提升设计水平.
(四)加强学科交叉,学生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羊毛衫CAD设计实验»可以让学生通过不同

毛衫的款式设计、毛衫工艺设计、编织工艺方法设计

和编织工艺参数设计,完成电子提花横机数码控制

程序设计任务和实践编织任务.由于毛衫织物组织

丰富、款式多样,CAD设计方法多样,学生在课程中

的实践范围广泛,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和学习目标

制定实验方案,有重点地开展实验,从而提高了学生

实践技能.
从«羊毛衫CAD设计实验»的整个实验过程来

看,羊毛衫CAD设计的要求非常高.首先要保证

羊毛衫CAD设计程序的可执行性,各个执行部件

的配合一致,避免冲突;其次要提高电子提花横机的

编织效率,实现程序的优化设计;最后应保证编织织

物的外观性能与品质与设计要求一致,即设计的成

果具有应用价值.为保证羊毛衫CAD设计成果的

完整,«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改革中强调学

科交叉,注重针织工艺技术与数码控制技术的知识

贯通、服装设计与成形编织技术的知识贯通,学生在

学习实践过程中既能扩大知识面,又能培养实践创

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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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为培养满足现代工业发展要求的人才,«羊毛衫

CAD设计实验»利用现代数码控制技术充实实验教

学内容,改进实验教学组织方式,探讨专业实验教学

改革的方向.教改实践表明:
a)结合数码控制技术开展«羊毛衫CAD设计

实验»教学,将传统工程专业实验教学和现代计算机

设计与数码控制技术等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
能够极大地丰富实验教学内容,提升实验教学水平.
b)通过改进实验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结合数

码控制原理进行实验教学,根据设计要求开展实验

分析,为学生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良好空间,
加深学生对现代针织技术的理解,熟悉现代毛衫的

设计思路,有助于提高实验教学效果.
c)通过实验组织方法的改革,采用个人独立设

计与小组分析、讨论与评议相结合、不同设计方案对

比分析、小组间设计方案相互交流以及上机演示的

方式,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想象力,使有

特色的设计能够脱颖而出,有缺陷的设计得以完整,
同时提高了学生团结协作精神.
d)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验基础,构建综合性

的创新教学环节,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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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于１８７１年在总结巴黎

公社经验教训基础上写就的重要著作,在无产阶级

革命运动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价值.它叙述了普

法战争给法国政局带来的变化,分析了巴黎公社产

生的历史条件,批判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动本质与

丑恶行径,总结了巴黎公社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的经验,深刻阐述了巴黎公社作为新型国家雏形的

基本特征,展现了巴黎公社政治体制的组织原则和

公社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采取的措施,高度

赞扬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阐明了巴黎公社的

伟大意义.就这篇著作的历史价值而言,学界大都

认为,其重要性仅次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
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就在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

言»,即«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这一著作很快被

译成了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十余种语

言文字,在欧洲各国和美国传播开来.在中国,自陈

独秀于１９２２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马克思学说»
一文中对«法兰西内战»部分内容进行引译,到１９３８
年１１月由吴黎平和刘云(即张闻天)合译出版«法兰

西内战»,再到改革开放后重新出版,这一著作已在

中国传播了数十年,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

业的胜利行进,它依旧散发着真理的光芒.
国内学者对«法兰西内战»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对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

前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不超过１０篇,改革开放以来

相关研究逐渐加温,已发表相关论文１００余篇.改

革开放前,研究成果集中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

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改革开放后,这一著作中的人

民民主思想、廉价政府思想、社会公仆思想、权力配

置思想等方面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研究的内容也

与时代紧密契合.具体说来,相关研究成果集中在

几个方面: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研究;关于无产

阶级专政思想的研究;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研究;关
于社会公仆思想的研究;关于廉价政府思想的研究

等.本文拟从上述五方面对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做

一梳理,系统分析国内对«法兰西内战»研究的状况,
展示已取得的成果,揭示存在的不足,并为进一步深

化这一著作的研究提供明晰的思路.

一、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研究

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在战争中惨遭失

败.资产阶级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投降政策激起了广

大群众的不满.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巴黎工人发动



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

政权;３月２８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梯也尔政府与

普鲁士军队相互勾结,对公社成员进行大肆屠杀,最
终导致巴黎公社的失败.虽然巴黎公社仅仅存在

７２天,但是它所进行的伟大尝试,为无产阶级建立

新型国家政权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马克思

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工人的“冲天创举”予以高

度评价,并深刻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国

内学术界对«法兰西内战»中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

的研究和梳理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必须建立起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内部团

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领导核心.秦正为[１]认

为,巴黎公社在构建自己的制度体系过程中没有建

立起稳固有力的领导核心,过于重视民主,每个代表

都自作主张,根据自己的职权发号施令,而且巴黎公

社内部始终没有统一,存在严重的派系内争.陈明

凡[２]引用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对公社委员

会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的批评,指出巴黎公社失败

的根本原因是革命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尤其是缺

乏一个坚强的、团结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
二是必须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争取农民的

支持.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最可靠的同盟

军,无产阶级只有充分地动员农民参与革命斗争,得
到农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有效地应对各种反动势力,
扩大革命形势.文采[３]认为公社没有采取果敢的有

力措施,也没有足够时间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壮大革

命队伍,增强革命力量,致使当凡尔赛反革命势力发

动军队武装对巴黎公社进行反攻时,公社陷于孤立

无援,势单力薄,遭致失败的厄运.赵小飞[４]指出,
忽视成立革命同盟军是巴黎公社运动失败的必然原

因之一,由于公社领导者缺乏对农民问题的相对了

解,再加上军队各方面的镇压、阻挠和外界对广大农

民阶级进行的虚假宣传,造成工人阶级不能果敢地

联合农民阶级进行反抗和斗争,而是靠工人阶级自

己单薄的力量与梯也尔反动政府和普鲁士的联合军

队进行抗争,势必导致失败.
三是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把革

命进行到底,并坚持革命中军事至上和军事策略性

原则.吴盼等[５]认为无产阶级掌握革命武装是取得

革命胜利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巴黎的

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推翻梯也尔政府等资产阶级的

专制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就是因为无

产阶级在革命中拥有并掌握了一支３０万人的国民

自卫军.关勋夏[６]认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法

兰西内战中取得重要历史功绩的同时,也犯下了严

重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一方面,中央委员会

没有在战争结束后乘胜追击,而是停止进攻,观望等

待,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卷土重来;另一方面,中央

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属于自己的权力,并把权力交

给了公社,严重违背了内战中革命军事至上和军事

策略性原则,致使革命失去了宝贵的时机.
四是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斩断资产阶级

的经济来源,把所有的经济资源收归无产阶级所有,
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吴红英[７]认

为,巴黎公社成功夺取政权的同时也存在很大失误,
即没有没收资产阶级的法兰西银行,没有试图掌握

敌人的经济命脉.而梯也尔政府正是借助从法兰西

银行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经济资助才得以恢复元气,
重新对革命势力进行绞杀和反扑.恩格斯在１８９１
年版«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写到:“最令人难解的,
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

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

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

更有价值”[８]１２.刘丹[９]、王宏吉等[１０]则对巴黎公社

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五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发展无产阶级

的民主政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邸乘光[１１]认

为巴黎公社对敌人过于仁慈,没有实行坚决和有效

的专政,是公社失败的最大教训;正是由于专政方面

的失误,民主的成就和一切革命成果都化为乌有.
韩云川[１２]指出,改造旧的国家机器,使它从阶级压

迫的工具变成解放人的工具.一方面是废除旧政府

权力中纯粹压迫人民的机关,另一方面是将旧政府

权力中的合理职能交给对社会负责的人民公仆.李

妲[１３]指出,公社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解存在严

重误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没有考虑到敌人力

量的强大,也不了解如何改造旧的国家机器来为无

产阶级政权服务.
此外,部分学者认为,必须建立长期执政的制度

理念[１４]、建立起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１５]、无产阶级

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始终保持人民性[１６]等,也是巴

黎公社的重要经验教训.除了揭示巴黎公社给我们

带来的经验教训,部分学者还对巴黎公社产生的根

源、巴黎公社的性质、原则和巴黎公社中的军事哲学

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高放[１７]认为巴黎公社是法国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刘昀献[１８]认

为巴黎公社是第一国际的精神产儿,是带有无产阶级

性质的政权.林棵等[１９]从资本压迫社会的制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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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自治推动民主的实践逻辑以及自治政府的民主超

越性三方面论述了巴黎公社自治政府内在的制度优

越性.刘暖颜等[２０]则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巴

黎公社的军事哲学理论思想即进攻与防御、革命与团

结、专政与军队等进行了分析.还有学者[４]认为巴黎

公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忽视了客观历史条件,缺少

相对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并认为革命一定要重视对

客观历史条件和国际国内环境现状的分析.

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研究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

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结合,是以建

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国家政权.现代学

者在研究中普遍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

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第一次伟大

尝试.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通过总结阶级斗

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目前国

内学术界对于«法兰西内战»中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

研究,主要围绕“巴黎公社是否是无产阶级专政”这
一议题和其中蕴含的工农联盟思想两方面展开.

部分学者认为巴黎公社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专

政.张汉清[２１]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

政,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打碎了资产

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工人阶级政权,并提出了如

何运用革命暴力巩固自己统治和如何保持无产阶级

专政的人民性质两方面的重要任务.王小龙[２２]认

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舍弃资产阶级专政的帝国及其

制度,超越资产阶级专政的局限,充分实现无产阶级

专政的经济职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把形

式民主发展为实质民主.王春良[２３]认为马克思在

«法兰西内战»中阐发了关于阶级斗争、革命和无产

阶级专政等原理,其中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

题.无产阶级夺取胜利后,必须建立起属于无产阶

级自己的国家政权,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权

利,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也有部分学者质疑“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

政”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

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巴黎公社

建立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关勋夏[２４]不

认同学界提出的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巴黎公

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他认为«法兰西内战»中
“工人阶级政府”的巴黎公社,不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

级专政,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联合其他阶级的

民主主义的巴黎自治.杨偲劢[２５]认为,按马克思的

意思,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要使国家的公共权力回

归到社会之中,其论述国家的重点实质上是无产阶级

对政权的争夺和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参与,而并不是为

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也并不认为巴黎公社

就是一次非常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
工农联盟思想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内

容之一.部分学者对«法兰西内战»著作中蕴含的工

农联盟思想进行了论述.宫玉涛[２６]针对当时法国

农民阶级的地位、巴黎公社为结成工农联盟采取的

措施、以及公社为什么没有结成工农联盟的原因进

行了研究.单提平[２７]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只
有通过与至少一个有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够实现,而
且这一阶级联盟必须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除从

以上两个角度对«法兰西内战»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思

想进行解读之外,部分学者还分别从«法兰西内战»
中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形象[２８]、无产阶级专政思

想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２９]及资产阶级人权的虚

伪本质[３０]的反向对比、无产阶级政权要置于人民的

监督之下[３１]、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法制之间的

关系[３２]等多方面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突出了

无产阶级专政所具有的优势.

三、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纪念大会

上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

民民主”[３３].人民民主思想是«法兰西内战»的重要

内容之一,国内学术界对«法兰西内战»中人民民主

思想的研究既包括对民主观的认识,也包括对人民

思想的阐释.
首先是对于«法兰西内战»中民主观思想的研

究.尤存[３４]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民主内容与形

式的统一,是对民主制和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否定,是
人民的自我规定和国家制度向社会、向人民的回归.
陈仕伟[３５]从国体和政体的视角对«法兰西内战»的
民主思想进行了分析,从国体来看,国体的民主是社

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强调的是人民的主

体、主导地位和对非人民的专政,是实现对人民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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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民主和完全民主;从政体来看,政体的民主是运用

无产阶级的自治组织———公社———对有产者阶级实

现专政,是行政上、管理上和一般事务上的民主.张

国军[３６]从阶级差别、虚假的代议制和公仆与主人关

系的倒置,批判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认为

普选产生国家公职人员、实行议行合一的管理体制

等奠定了公社真正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
普选制是«法兰西内战»民主观思想的重要内容

之一.巴黎公社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规定由工人、农
民等通过普选选出代表,组成公职人员,代表人民管

理国家,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并可以随

时罢免.张爱军等[３７]认为巴黎公社革命彻底否定了

资产阶级的虚假民主,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即公社人

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选举出代表人民利益的、为人

民服务的代表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并且可以根据

他们的表现决定是否予以罢免.方雷[３８]从参加选举

的选民、当选人员、选举的方法和范围、对被选举出公

职人员的监督和罢免四方面阐释了巴黎公社真实的

普选制与资本主义名义上的普选制本质的异同.
其次,对于«法兰西内战»中人民思想的阐释,既

包括对什么是人民、人民内涵的界定,也涉及对人民

主体思想的认识.
一是对人民内涵的界定.高健等[３９]认为在«法

兰西内战»中,工人阶级、农民、中等资产阶级是巴黎

公社时期“人民”的主要组成部分,而高级僧侣、大地

主、富 有 的 资 本 家 则 排 除 在 人 民 之 外.范 正

廷[４０]１０３Ｇ１０４也认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

代表公社人民群众,是公社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中等

阶级是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和拥护者,是人民主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是公社无产者拯救和维护的对

象,是 人 民 主 体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部 分.刘 真 金

等[４１]１０４Ｇ１０５则把人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他们认为巴

黎公社时期的人民除了工人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

农民之外,还应该包括小资产阶级和外国工人.
二是人民主体思想.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是马

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深刻揭示.刘

真金等[４１]１０６Ｇ１０８认为人民是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和

监督的主体,以人民为主体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

解放的共产主义;并从实行以人民为主体的各方面措

施以及防止官僚腐败问题等方面阐述了以人民为主

体思想的当代价值.范正廷[４０]１０４Ｇ１０６认为人民是公社

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体,工人阶级政权源于人民而又

服务于人民,提出了基于人民主体的经济、政治、军事

和文化四方面国家治理措施,并认为国家治理应以人

民为主体,人民主体是国家治理的根本目标,人民自

治是以人民为主体治理国家的根本实现路径.
此外,还有学者对«法兰西内战»中的人民政治

参与思想、人民普遍利益思想,以及据此分析中国的

民主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王斌[４２]认为人

民政治参与思想的产生是有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

的.他从人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实践模型、基本

特征和价值诉求等方面解读了人民政治参与思想.
张伟伟[４３]认为巴黎公社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普遍利

益的真正实现,公社从经济上满足了人民经济平等

的利益,政治上发挥了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文化

上实行义务教育给人民提供了精神支持,法律上给

人民普遍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并且上述两

位研究者分别论述了人民政治参与思想、人民普遍

利益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

示意义.李惠斌[４４]则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民主

问题上权利缺失的致命缺陷、中国的大变革与民主

政治的压力、直接民主与议会民主的民主问题的局

限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制

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四、关于社会公仆思想的研究

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是巴黎公社的重要原则.为了避免国家和国家机关

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办法:
“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

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

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的公职人员,不论

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８]１５.
国内学术界对于«法兰西内战»社会公仆思想的研

究,主要围绕什么是社会公仆思想和如何践行社会

公仆精神两方面来展开.
关于社会公仆思想的内涵.陈明凡[４５]认为社

会公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核心理念,由社

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剥削阶级国家生成和演进的

内在逻辑.作为社会公仆的政府必然是为人民谋福

祉、办实事的服务型政府;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责任

型政府;是努力减轻人民负担的廉价型政府;是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型政府.陈容[４６]认为«法兰西

内战»中的社会公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实

际运用,涵盖社会公仆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接受人

民监督和人民群众有权罢免公仆三方面内容,并认

为这一思想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

义民主的具体实践.殷一榕等[４７]认为,政府扮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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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应当是人民的公仆,不应该是人民的主人;公仆

政府应始终由工人组成,只有劳动者才能代表公仆

政府.黄东阳[４８]认为该著作中蕴含的马克思政府

公仆本位思想涉及为全体公民负责的劳动型责任公

仆、用少钱办大事的廉价公仆、公仆政府的非人格化

和具有公仆身份流动性的专业公仆、有限职能和权

力的政府有限公仆四方面.
如何践行社会公仆精神? 首先,有的学者强调,

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赵修义[４９]认为

不能把社会公仆简单理解为领导干部个人的道德品

格问题,而要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高度去理解.
崔云鹏[５０]则从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赋予人民充

分自由的选举权、人民享有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

权和罢免权、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和取消公职人员

特权等方面阐释了巴黎公社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

主人的重要措施.
其次,部分学者认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黄晓辉[５１]认为,国
家权力的核心是建构生产者的自治机关,这个自治

机关的特点一是主权在民;二是横向分权,纵向自

治;三是杜绝特权.而权力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与

自身相矛盾的对立力量,造成了权力的异化.于建

东[５２]认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暗含了权力异

化的观点,从价值指向、职责功能、隶属关系和防范

措施四方面展开了对权力异化的论述,并指出权力

异化思想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权力观,确保

权力正当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还有学者认为,践行社会公仆精神要深刻

认识马克思的政府价值思想,建设责任型政府.朱

艳菊等[５３]认为马克思的政府价值思想是在批判资

产阶级政府的专制统治和投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

业中逐步形成的,«法兰西内战»中蕴含着以人民为

政府价值主体、以维护人民为政府价值取向的基本

思想.实现政府价值,目标是建立责任政府.张继

良[５４]认为马克思的责任政府思想的实质是阶级属

性和权能规制的统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
一切公职人员均是社会公仆,他们不享有任何超越

履行公共职责范围之外的特权;建设责任政府,要坚

守工人阶级责任政府的价值原则,继承和创新马克

思的责任政府思想.

五、关于廉价政府思想的研究

廉价政府思想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通过

总结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提出的,其核心要义有两

个:一是低廉的政府成本投入;二是拥有精干、高效、
廉洁的政府机构.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廉价政府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什么是廉价政府和如何构建廉价政

府两方面.
对于廉价政府的内涵,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表述.

谭苑苑[５５]认为«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的廉价政府表

现为较低的政府成本投入与较高的政府监管效率,以
期构建精简节约、无官僚特权无腐败、民主为民的服

务型政府.高晓霞等[５６]认为廉价政府实质上就是建

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权力运行公开化的,能够精

简行政职能、缩减政府规模并降低运营成本,进而实

现公共服务最优化且增进公共利益的政府.陈明

凡[５７]认为廉价政府是人民政权的本质特征,它是以低

投入创造出高效率,尽最大努力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
如何构建廉价政府,国内学界从两方面进行阐

述.一是要以低廉的政府成本投入为基础.马克思

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在建立廉价

政府过程中取消了常备军和国家官吏这两个最大的

开支项目,将人民武装的国民自卫军取代了常备军,
将国家法官、警察和行政官员等国家官吏换成公社

的机构和人员.胡帆等[５８]认为我国长期以来政府

消费存在内部化、部门化、职务化的消费模式和消费

行为,以廉价政府思想指导我国构建节约型政府势

在必行.二是要构建精干、高效、廉洁且为人民服务

的服务型政府.田旭明[５９]结合政治伦理的价值理

念、制度伦理、主体伦理和生活伦理四个逻辑层次,
提出以“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理念为目标指向,推
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以“民主反腐”的制度伦理诉求

为契机,加快法治型政府建设;以“敬畏责任”的政治

主体伦理自觉为尺度,加快责任型政府建设;以“勤
俭节约”的政治生活伦理的应然为准则,推动廉洁型

政府建设.谭苑苑[６０]依据«法兰西内战»中的反腐

思想,分析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和特点,
提出现阶段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反腐败监督

机制和公务员制度,构建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全覆盖

的立体预防腐败体系推进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工

作.董世明[６１]还对«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的廉政

建设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分析得出腐败产生于生

产资料私有制、国家及其官僚制度的根源,并认为

«法兰西内战»中蕴含着建立廉价政府、加强监督工

作和实行政务公开的反腐倡廉思想.
除了从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之外,还

有学者对«法兰西内战»的翻译、写作以及在中国的

出版传播进行了探究.李慧斌[６２]对这一著作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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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在西方国家的早期传播,以及传入中国近百年

来的出版传播状况进行了解读.郑谦[６３]对“文化大

革命”时期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传、学习进行了研

究,着重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叶

惠珍[６４]则对中英文版本的«法兰西内战»修辞格对

照进行了阐释.此外,王刚[６５]还从发展形势分析与

内在联系,论及了«法兰西内战»这一著作的结构编

排所反映的研究方法等问题.曾异[６６]从文化批判

视域,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进行对比,结
合巴黎公社的历史逻辑和马克思思想的理论逻辑论

证共产主义新文化的本真意义,表达以政治经济学

为核心的文化批判思想,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

神”.何绍芬[６７]通过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行径指

出,«法兰西内战»对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为国

家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清正廉洁的

政治本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六、结论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法兰西内战»的
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深化«法兰西内

战»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现有研究成果涵盖

了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人
民民主思想、廉价政府思想以及社会公仆思想等多

方面内容.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研究,为创新

政权结构与行政体制奠定了理论依据;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思想的研究从正反两方面解读了巴黎公社是

否是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政权;关于人民民主思想

的研究,尤其是巴黎公社推行的普选制,为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思考;关于廉价政府思想、
社会公仆思想的研究,对政府部门改变观念,构建服

务型政府有重要的价值.这些研究成果既对资本主

义制度进行了批判和揭露,也对中国民主政治制度

建设等现实问题进行了思考;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也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但是,从深化对该经典著作的研究和适应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来看,相关研究仍

存在诸多不足,主要有:一是研究成果的时代性体现

不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进一步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新时代条件

下党的建设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等;２０１８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社会

体制改革、建立廉洁高效政府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和

«法兰西内战»的内容有很大相关性,但目前的研究

对这些内容涉及较少,时代性体现不足.二是研究

成果的不均衡.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巴黎公社、人
民民主思想和社会公仆思想等方面,对于«法兰西内

战»中蕴含的统一战线思想研究尤为不足.学术界

多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单一角度对这一思想泛

泛而谈,而没有对著作中蕴含的其他统一战线思想

进行解读.三是研究成果呈现同质化趋势,相关研

究涵盖的内容和观点大同小异,缺乏创新性的论断,
而且对于很多问题的研究多停留于表面内容的论

述,较少从深层次挖掘其体现的价值意义.四是缺

乏对比研究,研究领域狭窄.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中

既缺乏将«法兰西内战»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其他

著作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又缺少从横向上对国外学

者研究该著作的成果进行总结梳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法兰西内战»的

研究,不仅需要拓宽视野,丰富研究视角,还需要着

眼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着眼于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拓宽«法兰西内战»内容的研究,深入

挖掘其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具体说来,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赋予著作内容研究的时代性.
将«法兰西内战»研究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与研究的背景下,结合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深化对著作中人民民主思

想、社会公仆思想、反腐败思想的研究,揭示其思想

的时代性及其对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促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

值.二是要深化对«法兰西内战»中蕴含的统一战线

思想研究.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
建设与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法兰西内战»中蕴含着丰

富的无产阶级内部团结统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

策略、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等统一战线思想,需
要我们深入研究,充分认识该著作在马克思统一战

线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价值.三要丰富研究

视角,使研究成果多元化.在侧重从政治学角度对

«法兰西内战»主要思想内容进行研究的同时,还要

从多学科角度,如从法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乃至

经济学等学科,加大对该著作的研究力度,拓展研究

视角,创新研究方法,丰富研究成果.四要开展比较

研究.既要从纵向比较«法兰西内战»研究与马克思

主义其他经典著作研究成果的异同,又要从横向上

将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与海外«法兰西内战»的研

究成果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两者的异同,进一步拓宽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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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reviewonTheCivilWarinFrance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
MOYueyun,WANGXiaozhen

(SchoolofMarxism,Sou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Guangzhou５１０６４１,China)

Abstract:TheCivilWarinFranceisoneofMarxsclassicalworks．SincetheReformandOpening
up,theresearchoftheacademiccirclesonithasbeenheateduprapidly．Theexistingresearch
achievementsrevealedthemaincontentsandcontemporaryvalueofthisbrilliantchapterfromfiveaspects,

includingthelessonsofParisCommune,thethoughtofproletariatdictatorship,peoplesdemocracy,

socialservantthoughtandcheapgovernment．Butatthesametime,thereweresomeproblems,suchas
unevenresearchresults,serioushomogeneityandnarrowresearchfields．Inthefutureresearch,the
domesticscholarsneedtodrivenationalgovernancesystemandnationalgovernanceabilitymodernization,

promotetheimplementationofthe“fourcomprehensive”strategy,widenthecontentofresearch,expand
theresearchperspectiveandenrichtheresearchperspectivesoastoprovidetheoreticalreferenceforthe
construction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the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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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方中心论”最早来源于现代化发展理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后,认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走相同的

发展道路,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就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复制.在这种理论惯性与思维的主导下,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不

存在自主性,只是对于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模仿和复制.这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理论,简称“西方中心论”.

②也有学者讨论了发展中的全球正义问题,如国际秩序的基础、国际机构的设置、全球共同安全、全球分配正义等问题.如查尔斯琼斯

的«全球正义:捍卫世界主义»(１９９９)、科克肖谭的«没有国界的正义: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２００４)、戴维米勒的«民族责任与全

球正义»(２００７)、吉莉安布洛克的«全球正义:世界主义的视角»(２００９)等著作.全球正义的讨论中,世界主义关注国家基本权利和全球分配

正义,而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国家主权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共同体立场则认为,应该给同胞更多的偏爱与关切.这两派的对立也反映了国际

社会对于发展中分配正义的理解分歧:西方的殖民主义破坏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发展,如何补偿的问题;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仍

存在不公正性,还要不要维持.从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角度看这些问题的认识都不相同.笔者认为,一元化的理解肯定是不全面的.

“西方中心论”与中国发展话语的建构性

吴　苗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西方中心论”是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的典型表述.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世界体系视角来看,“西方

中心论”有其认识方法的局限性,并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发展现实,也会限制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建构主义分析方法

的引入,使文化和话语也成为分析世界发展和国家关系的新的认识论基础.在对“西方中心论”思维范式的质疑中,

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则得到更多肯定.中国发展话语既反映了一般发展规律,又适应了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体现

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建立在发展实践基础上的中国发展话语既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消解,同时体现了对世

界多元发展话语的建构性.

关键词:“西方中心论”;中国发展话语;世界多元发展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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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中心论”①认定的发展一直以西方的发展

模式作为参照,尤其在关于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发展

方面带有强大的优越感.以“西方中心论”为代表的

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

世界认同和自我认同,不利于其对本国发展道路的

探索.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上曾出现过一

种论断,即“主权过时论”,认为国家对其地域范围内

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的控制能力正在减弱,整个

世界的一体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一体化的过程

中,一个国家是否还要坚持自己的发展? 对于这个

问题,我国学者唐士其[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

下,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着来自西方大国、跨国资本

以及各种国际组织的压力,加之它们自身的各种复

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更不能片面理解各种关

于超越主权的理论,相反必须在某些方面坚持甚至

强化自己的国家主权,否则只能加深自己在国际关

系中本来就存在的不平等,而且导致国家与社会的

灾难.”在这种争论中,一国的发展道路及发展话语

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实质

上是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全球分配正义论者也认

为其不利于世界的发展和进步②.中国发展话语既

要应对“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同时在推动世界发展

话语多元化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其个性与共性,并发

挥建构性作用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一、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的危害

西方普世价值概念中的西方,不是一个地域概

念,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西方普世价值

是西方的主流话语,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是西方强

国话语霸权的一项重要攻略.西方普世价值被包装

成世界各国价值体系的标准模式,客观上促成了世

界话语体系的一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追求自己的

发展道路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西方中心论”的
发展话语是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种发展话语树立起一个标杆,成为大家学习之榜

样,压制了不同的声音,实质是强国话语霸权的表

现.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曾说过,美国价值观驾驭世

界贸易组织会产生不良结果.他认为:“美国力图通

过国际组织‘按自己的构想’建立世界秩序,而这又

是建立在大棒政策基础上的.‘美国对自由贸易的

狂热’本身就隐含着美国政府可能会随意破坏贸易

协定.当美国巨型公司掌握世界通讯业、金融业和

食品业时,大家自然相安无事,而一旦贸易协定和国

际法 触 犯 了 这 些 强 人 的 利 益 时,那 就 另 当 别 论

了———历史教训就会重现.”[２]他对美国价值观胜利

操纵世贸组织所产生的预期结果总结为:为美国进

一步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新工具”;为美国大公司

接管别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提供了便利;使商业和富

人获益;使成本转移到老百姓头上;为对付民主所产

生的威胁提供了新式的和潜力强大的武器.世界近

年来的发展态势,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特征,已经很好地印证了他的看法.
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尤其是政治发展道路也

是由本国的发展实际情况决定的,也具有本国的独

特性.可是,现在却将这种个体经验推广成为发展

中国家都必须遵循的发展规则,将特殊性认定为普

遍性.这种原则在国际关系领域,尤其是在国家与

国家关系的处理中,就逐渐形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

的不平等原则.就当今世界的发展现状来看,西方

强国、尤其是美国,对世界上其他与其政体不同的国

家的发展,颇多非议.美国也凭借其一国的话语霸

权,占据话语制高点,提出对本国有利的国际交往原

则;或借机打击一些发展中国家,迫使其国内与国际

的相关政策作出对美国有利的改变.
根据国际上国家间交往正常的原则,国家间的

关系是平等的、互利的,相互磋商,共同处理一些相

关事务.但是,在“西方中心论”的一元化发展话语

控制下,弱小的国家不存在发表自己意见的条件,强

国话语成为普世价值,必须遵守.在这种情况下,弱
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逐步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其
影响世界的能力进一步削弱,最终沦为霸权强国的

从属国,丧失话语权.弱小国家关于本国的发展道

路被霸权强国认为不是合理的,在国际上也不被认

可.这种情况,在国际上主要体现为广大发展中国

家对于本国发展理论并不能持有自信的态度,引发

的后果就是对本国发展道路的不自信.
二战之后,世界格局经历了资本主义阵营与社

会主义阵营的对抗,当时世界的发展话语体现为美

国和苏联所持话语的二元对立.两个超级大国在主

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时,也出现了美、苏的二元化话

语的激烈交锋.反映在国家关系上,美、苏由于话语

意识形态的不同,各自拥有本国的一批卫星国.这

些卫星国的发展道路,基本上是在霸权大国的直接

影响下形成的,缺乏自主探索.苏联解体后,苏联影

响下的东欧一批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倾刻瓦解,就是

这个原因.“在美国方面看来,苏联解体代表着民主

价值观取得了永久性全球胜利.”[３]４４９在美国为首的

西方发展话语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西方的“宪政民

主”、“普世价值”等作为真理和正义的价值准则,不
断作为西方的文化攻略在全球推广开来.这个过

程,使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从属地位进一步加

强,西方国家以武力与资本为后盾建立起来的不合

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则继续得到强化.世界的发

展话语从美苏的二元对立进一步转向“西方中心论”
的一元化.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导致的世

界发展话语一元化,不利于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更不

利于发展中国家对本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发展道

路的世界认同和自我认同.不同国家的多样化发展

道路被霸权国家的单一发展道路所代替.这种移植

的道路不符合每个国家和民族特定的历史传统、文
化积淀和基本国情,结果可想而知.发展中国家探

索的其他发展道路,因不符合西方特定的发展模式,
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否定的标签,还被霸权国家非

议甚至干涉.不管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和探索取

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这就是世

界认同的缺乏.在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的条件下,
世界认同的缺乏直接导致这些国家自我认同的缺失,
对本国的发展道路和努力会出现自我否定.西方对

苏联的“和平演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然,苏共

的垮台有自身的原因,但西方对苏联的解体和社会制

度的转变起了直接的推动和干涉作用.在西方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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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攻势下,苏联国内出现了对本国发展道路的自

我否定,最终根据西方的意图转变了自己的发展道

路.大国苏联尚且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自我发

展的认同更易受强大的西方文化攻势的影响.
从本质上来说,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并不是真

理的输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同的实践检

验出不同的真理.没有绝对性的真理,真理都是有

相对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都要根据革命实

践的变化来修正他们的理论,使之更为科学,更适应

新的实践.所以,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并不科学,它
其实来源于霸权强国的价值观输出,并且背后经常

伴随有物质诉求.西方价值也只是西方国家发展经

验的一种概括,可能更为适合其本国的发展.这种

价值也是一种文明的体现,它是西方国家人民探索

本国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作为一种成功的发展经

验,如果适合了美国的发展,那么美国的发达及其世

界大国的地位就是证明.但是,如果美国向其他国

家强行进行价值输出,就不具备真理性了.真理是

有时空条件限制的,此时此地的真理用于彼时彼地

完全有可能是谬误,甚至会带来深重的灾难,今天的

伊拉克就可以提供最有力的例证.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世界发展话语一元

化也不利于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习近平总书记[４]２５８

说:“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人类

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人类文明因包

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人类文明因多样而存在,
因交流而发展,因互相学习而进步.美国的发展经

验是美国人民在本国国情条件下的实践经验的总

结.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强国,如英国、法国、德国、
日本等国没有一个国家对美国的发展道路完全复

制,照单全收,他们都对有利于自己的发展经验学习

交流.这些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性也非常大,在本

国发展道路的演变中,也反映出了不同于其他国家

的独特性.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经验

的认识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态度就带有

明显的优越感,认为科学的发展话语非他们莫属;其
他不合乎其价值标准的发展经验都应该作出自我批

评,无条件地接受西方的发展经验.所以,“西方中

心论”的发展话语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阻碍,也是对人

类文明认识态度的不正常的退步.

二、中国发展话语对世界发展

话语多元化建构的影响

　　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来看,世界体系是

具有流动性的,即中心国家可能下降为半边缘国家、
边缘国家也可能上升为半边缘国家.[５]对于后发国

家来说,在世界体系中存在一定的自主发展空间.
“一体化”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两个

最主要特征,处于其中的国家要参与一体化的全球

经济,各个国家在中心Ｇ半边缘Ｇ边缘的结构所处的

位置决定了他们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地位和相互关

系.“中心”国家主导了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在其中

具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受

到压迫和剥削,边缘国家所受的剥削是最为严重的.
所以,“沃勒斯坦的学术贡献在于不仅仅开创了一种

审视人类历史的新视野,最重要的是他基于这个解

释框架,对中心Ｇ边缘结构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抱有

足够的警惕和批判.”[６]现代性发展主义话语也被很

多学者认为是延续了西方殖民主义关系的意图,这
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缺陷.

“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其实就是一种带有西

方殖民主义思维的话语表达.从表面上看,这种发

展话语以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模板,认为后发

国家的发展是对这个道路的模仿、学习和复制.但

是,从思维逻辑来看,这种发展话语的缺陷在于发展

主义意识形态的唯发展论,以及僵化的道路模仿复

制说.发展是什么? 为什么要发展? 什么是正当的

发展? 现代化能够涵盖所有的“发展”内涵吗? 答案

并不唯一和绝对.在目前的中心Ｇ半边缘Ｇ边缘结构

的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同位置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个

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有差异.发展的普遍性与人类需

要的多元性存在矛盾,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存在差

异性,由此决定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唯一的.
对于不同的人群和地区来说,立场不同,答案甚至可

能绝对相反.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一系列国际重大事件的

出现,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收缩战略、石油危机的

出现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等,使国际关系仅凭

理性主义和对权力的核心关注都不能解释.主流国

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被非主流的反思主义学

派所批判.反思主义学派的“共同之处是强调国际

关系中观念和话语的作用、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建

构、权力的非物质性和真理的相对性.”[７]序 在吸收

了反思主义的话语分析后,温特试图在理性主义和

反思主义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他吸收了理性主义的

认识论,又决定从反思主义的本体论进行国际关系

的分析,从而引起了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一大进步.
温特等人对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发展,从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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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反映出了现实的国际关系发展需要新的理论建

构.
建构主义原本主要用于描述一种认识论立场,是

一种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它从社会建构的视角重新

审视客观世界,所以得名“建构主义”.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后期以来,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兴起,
并在９０年代以后发展为国际关系领域强劲的理论学

派.建构主义强调国际体系中文化的作用,如共有知

识、共有认识或共有信念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不可避免

的影响等.温特举例谈到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当
‘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之后,美国人和苏联人就有

了共有的信念: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确立了

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

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

冷战.”[７]２３３这种文化的自我再造趋势,使国家之间的

互动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的可预测性.建构主义的思

维范式,能很好地解释现实当中国际关系的一些变

化.它从本质上对国际关系现实领域的反思,也使得

“西方中心论”的一元发展话语面临思维范式的质疑.
国际体系文化的多样性,也使得“西方中心论”

的发展话语身处尴尬境地.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温

特运用建构主义的视角,区分了三种主要的国际体

系文化类型,即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政府文化

和康德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特点是敌

意、暴力事件和国家的高死亡率.但是,近几百年

来,一些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的低死亡率也说明国

际政治发生了质的结构变化,“霍布斯自然状态中不

是杀人就是被杀的逻辑已经被洛克无政府社会的生

存和允许生存逻辑所替代.”[７]３５０同时,也有多元安

全共同体格局的国际关系文化显现出来,那就是康

德文化.[８]在这种文化中,非暴力和团队行动已经成

为规范,战争不再被认为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国
家与国家如果出现冲突,会以谈判、仲裁或诉诸法律

等方式来解决.[７]３７０Ｇ３７３所以,对于国际体系中文化的

理解,可能是如今思考国际关系问题绕不开的认识

基础.实践推动着认识的发展,建构主义的理性主

义认识论和反思主义本体论的结合,在国际关系领

域引起了思考方式的发展和进步.
当今的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仍是世界发展话语

多元化的最大障碍.２０世纪的后２０年,拉丁美洲

国家因其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而并未充分享受到

世界发展的成果,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严重,很大比例

的居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这种畸形的发

展,其实当地的学者已基本作出解释,如多斯桑托

斯[９]所言,在这种全球格局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处在一种依附的和从属的地位上.”“尽管做出

了努力,但当这个地区还无法控制自己的经济、不能

实行一种符合自身需要的发展政策,以克服结构性

的依附状态、铲除本地区统治阶级的寡头势力存在

及其他的反民族、反人民的从属地位、克服收益和财

富的严重集中、克服对劳动力的高度剥削的时候,很
明显,这种努力就不能期待得到重大成果.”所以,不
管是从“依附论”还是从世界体系理论来看,西方发

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位置是事实,“西方中心

论”只不过是强化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优越

地位,是从话语认同的高度对其发展的肯定.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

展也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点,中国发展话

语①应该对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有所作为.我国一

直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在国际社会仍旧不

断出现“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我国的发展话语还不

断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质疑,在世界上的认同度

也不是很高.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本来

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就非常弱,在寻找本国发展道路

时又时刻面临外部霸权国家的非难和内部国家民众

的误读.所以,本国的发展经验得不到世界的普遍

认可,还频频遭遇西方国家的批评.“西方中心论”
实质是认为霸权国家的发展经验是真理,别的国家

的发展经验都不是真理.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发

展中国家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中国

作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大国来考虑,中国发展话语对

世界多元发展话语的建构意义非同寻常.“反思或

批判理论造就的知识的可用之处是改造世界,而不

是在现有世界范畴内进行运作.”[７]４７５建构主义的出

现使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产生动力,建构主义

的思维范式同样使世界发展话语的研究充满了对自

身的批判色彩.不可否定地说,如果失去了理性主

义的认识论和反思主义的本体论,任何的绝对化的

观点或主导理论最终只能导致自身的活力缺乏或者

理论退步.所以,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的客观性,对
于世界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现在,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话语整体上处于劣势,很难说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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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发展话语是中国发展道路与经验的话语表达,体现了

中国式的发展在国际上和国内影响的话语功能.这种发展以现代化

为重要内容,但又不局限于现代化,还包括科学发展、绿色发展、中国

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发展的时代课题和内容.



界发展话语中产生影响力.中国发展话语的出现也

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一种声音,中国是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推动世界多元发展话

语的建构负有责任.同时,中国的发展话语也是世

界多元发展话语的一元,对于世界多元发展话语本

身就是一种建构.从人类文明和世界发展的多样化

来看,世界出现多元发展话语是正常现象.从国际

关系学的发展来看,研究思维范式的转换也反映了

话语在国家关系和世界体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国的存在和发展要用自己的发展话语来解读

和传播.没有话语权,就没有生存权,也就丧失了发

展权.新中国成立后确实曾经模仿苏联模式,但中

国一直没有停止自主探索本国道路的步伐.１９５６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１０]中就开始独立探索我

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与苏联关系交恶后,进一

步在美苏两极格局中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的发展道

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为了拓展中国在国际上

的生存空间,毛泽东尝试与美国联系,美国总统尼克

松得以访华.改革开放后,中国打开了与美国的建

交大门,随之全面开放的中国进入了广阔的国际交

往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３]３９７Ｇ４０３认为“设立经济

特区是相当大胆的举措.它也表现出中国愿意加入

国际经济秩序,从而放弃几个世纪以来经济自给自

足的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史无前例的.”基辛格

作为美国的政府官员,他又感慨中国的对外开放,
“是实现它的历史宿命,还是在精神信仰上作出妥

协? 它应该向西方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学习什么?”用
这样的西方发展话语解读中国,容易出现误读,显然

不利于我国发展话语的国际表达.

三、中国发展话语体现了普遍性

和特殊性的统一

　　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

的外在表现.关于发展的言语理论表达方式,产生

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并与社会权力关系相关,发展话

语是一国关于发展的自我认识和国际认可度的反

映.发展话语的普遍性在于其是一种存在的表达,
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表述,是让世界和其他国

家了解本国发展的言语表达,如前所述,发展话语具

有话语建构功能.中国的发展话语也是中国存在和

发展的客观表述,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话语一

样,具有存在的普遍性和一般特征.同时,这种表达

本身又是一种多样化的体现和集合,发展话语的建

构功能和普遍性又是通过其独特性和个性特征体现

出来的.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１１]一书认为,中
国有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自上而

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
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

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等.作者认

为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
各个国家的发展话语都有其独特性,世界上国家的

发展话语最后会体现为多样化的集合.
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

的根本对立到现在仍然存在.从我国的本土环境来

说,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能为国家的发展提供话语

支持;从全球视野来看,西方社会在全球文化体系中

的霸权地位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冷战之后,社
会主义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强国更是强化了其“新殖

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利用自身的经

济和文化优势影响和渗透边缘国家和地区.在处理

与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

权理论①也具有方法论意义.我国学者周兴杰[１２]认

为:“必须从全球性视角来看待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

导权的迫切性.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
随着当代传媒在世界范围内的渗透,中国与世界的经

济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所以,我们必须将文化领导

权问题与中国在全球文化体系中的定位联系起来.”
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有竞争、有合作,在
对立中协商,在竞争中合作.从全球语境来看,中国

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反而具有“反霸权”的性质.
各个国家发展话语的特殊性也是一种客观存

在.用任何一个国家发展话语的特殊性去解读别的

国家,都不会适用.“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不利

于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也不利于我国在现有的世

界政治经济秩序中谋求自身合理的地位和权益.中

国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

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一直在努力走自己的发

展道路.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国

情,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成为中

国的执政党,继续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理论、制度就是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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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文化、意识形态与政党权力关系

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一个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前必须行使领导权,革
命胜利后,也必须继续保持“领导”.他还认为:在较高民主程度的资

本主义社会,尽管有国家暴力机构,但其统治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宣

传,使群众支持并接受其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在这个一致的形成

过程中,各社会集团和政党形成妥协,实现了统治阶级的领导权,社
会经济和政治从而有了一致的目标.



民在长期的实践中成功摸索出来的,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结合本国实际,探索本

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现代化的发

展战略从大“三步走”又细化为小“三步走”,经历调

整和完善,指导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当前,我国

正在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在

此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使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

行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

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中华民族一直热爱和平.在

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近代化,
虽然一直落后,但最终清醒把握了世界的发展大势,
对于自身发展目标有了明确认知.中国道路承载的

发展理念也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学者张维为曾

在«纽约时报»撰文,分析了中国成功背后的理念,概
括为:“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

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

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１３]该文章

发表时,编辑特地加了题注“西方最好还是研究一下

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当然,中国的发展理

念还在不断丰富,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中国也在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表达出自己的发展

话语,习近平在国外演讲时就说,“一个国家的发展

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

权”.[４]２７３他号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和贫富一

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中国发展话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征.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当前中国发

展话语的最新概括,符合中国发展的时代要求,体现

了对中国发展规律的把握,对于中国开创一个全新战

略机遇期具有旗帜的功能,是中国面对新世纪战略机

遇期新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外国媒体直接把

当前中国发展话语概括为“FourComprehensives”,使
之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

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推动中国的发展提出不同

的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作为中国特定历史阶段

发展话语的核心表达,对于推动中国的发展有决定

性意义,对于世界了解中国也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窗

口.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４]２５９时

说,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和包容的,因而才有交流

互鉴.“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

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要了解

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

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

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所以,对于别的国家发

展经验,交流互鉴是科学的学习态度,傲慢与偏见经

常会导致错误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其关于国家的

发展战略一直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以指

导中国新的发展实践.新的时代和发展实践对于党

和国家工作也会产生新的要求,因而,中共领导人坚

持适合本国的发展理念,根据本国实践的要求创新

发展理念,对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也在不断总结、
丰富和完善.从当前的中国发展来看,“四个全面”
战略正在指导中国的发展实践,“全面深化改革”和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国发展战略中的决定性举

措,是直接关系到党的科学发展理论能否实现的决

定性条件.这也是保证中国的发展实践沿着正确方

向前进的元政策的话语表达,具体各个方面的政策

执行和措施推进都是以此为方向和标准的.当前中

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较为长远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对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和

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务必要“全面从严治党”,这
是中国发展的政治保证.

四、结　语

也有西方学者对于“西方中心论”并不认同,反
而更为注重中西方发展经验的互相学习.法国学者

托马斯皮凯蒂认为,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

己的模式,从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

败中汲取教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新路.在他看来,“尽管

我们身处世界各地,但大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
调和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防
止全球化及贸易、金融开放带来的利益被少数人独

占,阻止自然资源发生不可逆转的衰退.如果说中

国能从国外的经验教训中获益,其他国家同样也可

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到很多东西.”[１４]世界上每

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国情都不一样,并不先天存在

一种成型的发展模式与经验.“一元论”的发展思

维,如“西方中心论”,正是忽视了发展的多样性,从
思维方式来看,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一个国家的发展理念与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

其他一些国家.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国家之

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也是不可避免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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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一员,国家主动参与其中,要比被动卷入更能

占据发展的有利位置.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自身的

特色和优势又是话语建构的关键内容.由话语建构

进而实现话语的国内认同和世界认同,进而实现发

展的合理性,是发展话语的关键功能.发展话语是

关于一国发展的阐释与表达,对于这个国家在世界

上的存在、影响以及进一步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它属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话语的阐释受

到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的影响,但国家在其中具有

一定的自主性又非常必要.所以,中国的发展可以

总结和借鉴各国的经验教训,以适应中国经济社会

的独特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发展的目的.中国的

发展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适合当前中国发展

特点的发展话语的最新概括,一直努力在世界发展

话语中赢得一席之地.中国用自己的发展实践使自

身的发展话语在世界上得以传播,有利于世界上其

他国家科学地认知中国的发展话语.中国坚持开

放、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与其他国家致力于建立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推动国际秩

序和国际体系的公正合理发展.用中国的理论研究

和发展话语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实质上就是对

世界多元发展话语的补充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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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Ｇcentered”theoryandconstructionofthe
developmentdiscourseofChina

WUMiao
(SchoolofMarxism,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WestＧcentered”theoryisatypicalexpressionforunifieddevelopmentdiscourseinthe
world．FromtheperspectivesofMarxistdialecticandworldsystem,“westＧcentered”theoryislimitedin
termsofcognitionmethod,soitdoesnotconformtothedevelopmentrealit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hip
andwillrestrictworlddevelopmentandprogress．Theintroductionofconstructivismanalysismethod
makescultureanddiscoursebecomethenewepistemologybasistoanalyzeworlddevelopmentandnational
relations．Duringqueryingthethinkingparadigmof“westＧcentered”theory,thediversifieddevelopment
discoursesoftheworldisaffirmed．ThedevelopmentdiscourseofChinareflectsgeneraldevelopmentlaw,
adaptstoChina’snationalconditionsandcharacteristicsofthetimes,andembodiesunificationofuniversality
andparticularity．ThedevelopmentdiscourseofChinabasedondevelopmentpracticedispels“westＧcentered”
theoryandembodiestheconstructionofthediversifieddevelopmentdiscoursesintheworld．

Keywords:“WestＧcentered”theory;developmentdiscourseofChina;thediversifieddevelopment
discoursesoftheworld;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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