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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的特征、成因及经济后果研究综述

文　武１,袁佳煜２

(１．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２．浙江工业大学计划财务处,杭州３１００１４)

　　摘　要:持续提高研发投入强度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的根本保障,但在现实经济中,研发投入的增长

路径并不平稳,受若干因素影响,其将跟随经济周期变动并表现出周期性特征.从长期来看,这对一国研发投入水

平、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会产生极大影响,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较少.文章从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的特

征、成因及经济后果三个方面对已有但比较有限的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在厘清研究脉络的同时,归纳分析已有文

献的不足,并提出本领域研究的可能深化方向,为创新周期论的未来研究及国家创新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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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０１５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１０Ｇ０４３１Ｇ０７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十三五”时
期的重要任务.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纲要»,为我国２０２０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

列、２０３０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之际分别定下研发

投入强度达到２．５％和２．８％的重要目标;随后,党
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
化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当前,我国研发投

入强度与预期目标仍有差距,在此背景下,如何持续

稳定地提升研发投入强度备受我国政界和学术界关

注.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从企业外部(如行业特征、

政府干预等)与内部(企业特征)两个视角对研发投

入水平的各项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少有文

献关注研发投入的周期行为.现实经济中,市场机

制并不完善,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经济主体研发投

入跟随经济周期变动并表现出周期性特征,在长期

中,对一国研发投入水平、经济增长动力及社会福利

有深远影响.本文梳理了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的相关

理论分析框架及模型,剖析该周期行为的诸多诱因

(如机会成本、融资约束、研发活动外部性等):一方

面,通过分析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为创新周期论的

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另一方面,通过系统归纳研发投

入周期行为的特征、成因及经济后果,为国家和地方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特征

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特征(简称周期特征)描述研

发投入与经济周期的相对变动趋势.若两者同方向

变动,则称研发投入顺周期变动或呈顺周期特征;若
两者反方向变动,则称研发投入逆周期变动或呈逆

周期特征.最早对创新投入周期特征的考察可追溯

到Schumpeter所建立的创新周期论,他提出“机会

成本假说”并指出创新活动集中在经济紧缩期,后续

研究从不同视角对该论断反复验证,并预测了研发

投入的逆周期行为.然而,大量基于发达国家总量

及行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却得出相反结论,现实

情况与机会成本假说的冲突引发了创新周期论研究

热潮.
(一)逆周期变动的研发投入

Schumpeter等[１Ｇ２]指出,较低的机会成本激励

企业家在经济紧缩期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形成大规

模的“创造性破坏”,继而强力驱动下一轮经济增长.



其后,学者们基于成本收益分析从劳动生产率[３Ｇ４]、
劳动力搜寻匹配[５Ｇ６]、人力资本积累[７]、企业重组[８]、
新技术应用[９Ｇ１１]与研发投入[１２Ｇ１４]等角度反复验证该

论断.此类研究吸收了“机会成本假说”的思想,认
为负向冲击会降低创新活动的边际机会成本(用短

期生产性活动的边际产出度量),激励企业家加大创

新投入力度,继而形成对短期生产性投资(如固定资

产投资)的跨期替代,最终使得创新活动产生逆周期

行为.
其中,Walde[１４]最早借助边际产出递减规律论

证了研发投入的逆周期特征.他指出,随着资本积

累程度提高,研发投入的机会成本(资本积累的边际

产出)持续下降,当其低于研发活动边际产出时,所
有经济资源将流入研发活动;随后,当新技术提高劳

动生产率并刺激经济扩张时,研发投入机会成本又

会过高,导致所有资源流入资本积累.同样基于成

本收益分析,Francois等[１１]的研究则关注研发人员

工资成本与研发活动预期收益的比较,强调当经济

处于紧缩期时前者相对较低,这会引导企业家加大

研发投入.Barlevy[１５]将上述预期收益范围重新界

定为新技术成果带来的所有预期收益现值,并非短

期收益,他指出在负向冲击的影响下前者降幅有限,
但研发投入机会成本降幅较大,从而为企业家投入

研发活动提供激励.Aghion等[１６]也注意到了经济

紧缩对研发活动预期收益及其机会成本的影响具有

非对称特征,研发活动回报周期较长从而不受现期

负向冲击的显著影响,但其机会成本(短期投资活动

预期收益)在经济紧缩期降幅较大,从而导致研发投

入提高.此外,也有研究表明,经济紧缩期机会成本

下降对不同行业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机会成本效

应)差异较大[１７],且仅当经济主体能获得足够资金

投入研发活动时,机会成本效应才能主导其投资决

策,使研发投入产生逆周期行为[１８Ｇ１９].很明显,上述

研究大多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善的,未考虑融资来源

等约束条件.
(二)顺周期变动的研发投入

与机会成本假说的理论预期相反,大量实证研

究通过检验研发投入与企业现金流及经济周期的相

关性,发现研发投入顺周期变动.较早的研究中,

Leland等[２０]、Bhattacharya等[２１]基于企业和投资者

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出“研发投入受制于企业现

金流”的论断,大量后续研究对此展开反复讨论,此
类文献从研发活动融资来源的视角,并基于企业现

金流波动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的事实[２２],为研发投

入的顺周期行为提供了间接证据.其中,Hall[２３]较

早研究了美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发现研

发投 入 严 重 依 赖 企 业 内 部 现 金 流;Himmelberg
等[２４]、Brown等[２５]对美国高科技企业的研究证实,
研发投入对内源和外源融资的可获得性非常敏感.
此外,学者们也利用多国数据展开比较研究,如

Hall等[２６]、Mulkay等[２７]考察了法国、日本和美国

制造业的现实情况,均发现企业现金流量与利润的

变动对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影响在美国

更强.
另一类研究通过对研发投入与经济周期的相关

性进行检验,为研发投入顺周期变动提供了直接证

据.通过时间序列数据的趋势比较,Griliches[２８]、

Geroski等[２９]发现英美两国研发投入及其产出(专利)
在经济扩张期更高,与专利相比,研发活动的顺周期

性更强.随后,Barlevy[１５]、Fatas[３０]、Ouyang[３１]等学者

建立计量模型考察了美国研发经费支出(增长率)与

GDP增长率的相关性,发现样本期内两者保持了较

高协动性.近期,Kabukcuoglu[３２]指出,美国高科技

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确实减少了研发投入,即其是

顺周期的.以上文献多利用 GDP增长率或工业产

出增长率刻画经济周期,Walde等[３３]的研究则不

同,他们借助多种滤波方法估算人均GDP的短期波

动成分以度量经济周期,随后通过对七国集团现实

情况 的 分 析 发 现,人 均 研 发 投 入 顺 周 期 变 动.

Comin等[３４]借助该滤波方法将研究扩展到中周期

(长度介于２~２００个季度的经济周期),依然发现研

发投入在经济紧缩期出现了明显下降,这与机会成

本假说的预期相反.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将研发投

入周期特征的考察深入到不同研发行为,如 Walde
等[３３]、Barlevy[３５]指出,虽然总体研发投入顺周期变

动,但其中,实验发展行为顺周期性较强,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则呈现出较弱的逆周期性.目前,国外

学者以二战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数据为样本,对研

发投入的周期特征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结论较为

统一,但已有文献对中国现实情况的考察较少.
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尚不多见.较早的研

究中,部分学者分析了我国专利数量和经济周期的

关联,如吴晓波等[３６]利用授权专利增长率与经济增

长率同向变动的事实揭示了创新活动的顺周期特

征;随后,周游等[３７]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

应分析方法对该问题再次验证.近期研究中,成力

为等[３８]利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

企业创新投资行为后指出,研发投入顺周期变动,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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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特征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秦天程

等[３９]基于相同数据研究发现,当企业所面临融资约

束程度较高时,研发投入顺周期变动.此类微观层

面实证分析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周期行为进行了较为

深入的研究,文献数量非常有限,遗憾的是,已有研

究并未揭示该周期行为的区域性、阶段性差异,而这

对于区域创新政策制定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研发投入顺周期变动的成因

现有实证研究,无论是从研发活动融资来源的

视角展开研究,还是直接考证研发投入与经济周期

之间的协动关系,均发现企业研发投入顺周期变动,
这对机会成本假说造成了很大冲击.随后,学者们

在创新周期理论模型中引入若干现实因素,基于成

本收益分析对经验研究与机会成本假说之间的冲突

原因进行解释,如融资因素、研发活动外部性、经济

波动粘持性及外生冲击异质性等.此类研究大多承

认机会成本效应真实且有效,在紧缩期投入研发活

动亦可大大降低机会成本,但上述诸多因素的存在

会导致研发投入出现顺周期偏向.
(一)融资约束

大量研究表明,融资约束是经济主体研发投入

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且一国经济主体所面临融资

约束程度与其国内金融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现金流

效应的支持者 Rafferty[４０]认为,相对于其他投资活

动,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因
而面临较强内部、外部双重融资约束,顺周期变动的

融资可得性[４１]在经济紧缩期阻碍了研发投入对生

产性投入的跨期替代,又在经济扩张期为研发活动

提供了融资便利,进而使得研发投入出现顺周期偏

向.Aghion等[１６,１８]、程惠芳等[１９]、胡亚茹等[４２]证实

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并进一步指出,当一国金融发

展水平较低,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的限制足以抵消

机会成本效应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时,研发投入将顺

周期变动.Fung等[４３]的观点则更为激进,认为因

融资成本在经济扩张期更低,研发投入一定是顺周

期的.
事实上,经济紧缩对研发投入有两方面的作用

力,其通过降低机会成本激励研发投入(机会成本效

应)的同时,又使得企业现金流下降进而阻碍研发活

动融资(现金流效应).现实经济中,小企业的现金

流效应相对于大企业更强,而机会成本效应仅有大

企业以及现金流充裕的企业才有[４４Ｇ４５].同时,当经

济衰退时间较长且较为严重时,现金流效应占支配

地位;而当经济出现温和衰退或者增速小幅减缓时,
机会成本效应占支配地位[４６].目前,对研发投入顺

周期行为的成因解释文献中,该视角研究最为丰富,
此类研究对技术创新理论及创新周期论做出了较大

贡献.现实经济中,融资约束问题普遍存在,这不仅

降低了一国研发投入水平,而且促使研发投入产生

周期性行为,该领域文献对于各国促进研发投入“稳
提升”的理论研究及政策制定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二)研发活动外部性

机会成本假说强调边际机会成本下降对研发投

入的激励作用,但 Barlevy[３５]认为由于研发活动存

在外部性,预期收益对经济主体研发投入决策的影

响也不容忽视.在较早的研究中,Francois等[１１]指

出企业家在经济紧缩期投入研发活动,并等待至经

济扩 张 期 应 用 新 技 术 以 赚 取 更 高 收 益,相 反,

Barlevy[３５]认为企业家通常会缺乏耐心并立即应用

新技术.这是由于研发活动存在较强的技术溢出效

应,竞争者可通过技术模仿、或在专利权到期后应用

该技术而从中获益,致使研发投资者无法获取新技

术带来的全部收益[１５],迫使他们根据短期利益决策

研发投入,进而产生短视投资行为.最终,顺周期变

动的短期利润使研发投入产生顺周期偏向,当短期

利润顺周期性足够强时,研发投入将在经济紧缩期

出现下降.该领域研究的政策意义较强,即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即可改变经济主体的短视投资行为,促
使其利用机会成本下降的机会,加大研发投入,降低

研发成本.
(三)经济波动粘持性

机会成本假说指出,研发活动预期收益发生在

远期,不会因现期负向冲击而发生显著下降;与该观

点不同,Ouyang[４７]认为较高的经济波动粘持性

(Cyclicalpersistence)会在经济紧缩期显著降低研

发活动的预期收益,导致企业家减少研发投入.根

据Barlevy[３５]、Aghion等[１８]的研究,在负向冲击下,
研发活动边际机会成本和预期收益会同时下降,经
济主体研发投入决策取决于两者的相对降幅.经济

波动粘持性较强则表明下期经济波动和当期高度相

关,使得研发活动预期收益在现期经济紧缩的影响

下就会出现明显下降,缩小了上述两者之间的差距,
导致研发活动出现顺周期偏向.Barlevy[１５]也肯定

该观点,认为在 Schumpter的创新周期理论框架

下,若外部冲击的持续性足够强,研发活动也会出现

顺周期行为.总体来说,经济波动粘持性、研发活动

外部性两因素均作用于研发活动预期收益,进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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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经济主体研发投入决策.实际上,企业家对预期

收益的价值判断主观性较强,利用客观数据对其度

量则较为困难,后续文献很难基于此展开进一步研

究.
(四)外部冲击异质性

很多学者从外生冲击异质性的视角论证了研发

投入出现顺周期行为偏向的原因.Harashima[４８]认

为,立足于机会成本效应的创新周期理论研究将技

术冲击作为外部冲击源,而支持现金流效应的研究

均假设需求冲击为外部冲击源.随后,他再次证实

了需求冲击会导致研发投入顺周期变动.据此可

知,解释研发投入顺周期变动成因的方法之一在于

分析外生冲击源.此后,Comin等[３４]发现技术冲击

同 样 会 导 致 研 发 投 入 顺 周 期 变 动,他 们 采 用

Francois等[１１]的方法对创新分阶段,并假设研发活

动可促成新型中间品产生,当正向技术冲击引发经

济扩张时,应用新型中间品所产生的利润流(即研发

活动预期收益)上升,激励企业家加大研发投入.根

据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现实经济中外部冲击来源、力
度与持续期间随机性较强,且一定程度上并不可控,
不同类型(来源)冲击随机出现,理应使研发投入表

现出不稳定、随机性的周期波动,但大量实证研究表

明二战后各国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的特征稳定且单

一[２８Ｇ３５],因此,外部冲击异质性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研

发投入顺周期行为.
(五)其他成因

除上述研究之外,也有学者从股利分红、研发投

入成本、博弈论等角度论证研发投入的周期行为成

因.首先,Walde[４９]指出,经济扩张期研发活动取得

成功,股东则可获得更高分红,因此减弱了边际收益

递减对研发投入的消极影响,增强经济主体研发投

入积极性.其次,与机会成本假说的观点不同,

Francois等[５０]认为在经济紧缩期,研发活动的成本

并未显著降低,但因企业家停止应用新技术导致其

预期价值大幅下降,此时研发活动中止;经济扩张期

相反.此外,Shinagawa[５１]考虑人口增长与负外部

性对研发效率的冲击,借此证明了研发投入顺周期

变动.与上述研究不同,Luckraz[５２]吸收了博弈论

思想,认为经济主体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的战略相

机抉择同样也会导致研发投入周期性波动,但波动

的周期特征不明确.

三、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的经济后果

国外学者对研发投入顺周期行为的成因进行了

长期讨论后,部分研究开始关注研发投入周期行为

的福利效应、以及该周期行为在长期中对一国研发

投入水平的影响等问题,此类研究数量较少,但是对

于理解和优化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的经济后果有重要

参考价值.
(一)研发投入顺周期性为的福利效应

机会成本假说的支持者普遍认为,经济紧缩期

是企业家投入研发活动的最佳时期,研发投入逆周

期变动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样可使经济增长成本

大为降低,但已有实证研究均表明发达国家研发投

入顺周期变动.针对该现象,Barlevy[１５,３５]指出,在
分散经济中,研发投入顺周期变动会放大外部冲击

持续性并提高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若在经济紧缩

期补贴研发活动以降低其顺周期性,则可提高社会

福利;Nuno[５３]持反对观点,认为逆周期导向的研发

补贴并不能提高社会福利,相反,研发投入顺周期变

动时社会福利成本相对更低,原因是分散经济中外

部冲击可部分抵消市场失灵带来的福利成本.目

前,虽然学者对研发投入顺周期行为的福利效应结

论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研发投入周期性变动确实

会降低整体社会福利.如 Aghion[１６]指出顺周期变

动的研发投入会提高一国经济波动性,降低经济增

长速度及社会整体福利,且该福利损失在金融体系

滞后的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同样,程惠芳等[１９]也

推断,研发投入的周期行为将导致创新引入频率变

动,继而通过经济周期———研发投入的自发循环机

制加剧经济波动,不利于社会福利提高.
(二)研发投入顺周期行为对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

近期,国内部分学者基于融资约束探讨了该问

题,虽然此类研究数量非常有限,但研究结论对创新

政策及经济发展战略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及事实

依据.实际上,Rafferty[４０]较早注意到研发投入在

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变动可能有非对称特征,但作者

并未进行进一步考察.此后,程惠芳等[５４]系统地研

究了研发投入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反应力度和方

向,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研发投入的顺周期行为会阻

碍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削弱长期经济增长动力,但在

发达国家,情况则截然相反,该差别来源于各国金融

发展水平的固有差异.基于该方法,文武等[５５]考察

了转型期中国的现实情况并指出,由于中国金融发

展水平相对滞后,经济主体外部融资较为困难,持续

研发投资在经济紧缩期受现金流冲击而中断或失败

的可能性较高,经济主体不会因扩张期融资约束暂

时放松而大幅增加研发投入,反而会因紧缩期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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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增强而大幅减少研发投入,从该角度看,研发投

入的周期行为也会阻碍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可见,
要稳步提升研发投入强度,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施,就不应忽视研发投入的周期行为.更进一步,
为发掘研发投入强度的稳提升途径,文武[５６]考察了

金融发展对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的影响,发现金融发

展的创新促进作用存在阶段性、区域性差异,研发投

入强度“稳提升”的关键举措是形成匹配经济周期阶

段及区域特征的动态科技金融政策体系.

四、总结及研究展望

自Schumpter提出创新周期论以后,研发投入

周期行为成为国外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但长

期以来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较少.总体来说,
现有文献对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的特征判断主要有两

种观点:机会成本假说的支持者认为研发投入逆周

期变动,但该观点未获得经验研究的支持;相反,大
量实证研究指出研发投入顺周期变动.此后,学者

们在创新周期理论模型中引入诸多现实因素来分析

经验证据与机会成本假说的冲突原因,此类研究一

方面揭示了外部因素通过作用于研发活动预期收益

进而对经济主体投资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强调不

完善金融市场中顺周期性融资约束对研发活动的限

制,也有少数文献关注异质性外生冲击所导致的研

发投入周期行为.近期,部分学者进一步探讨了研

发投入周期行为的经济后果,但研究数量有限,研究

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展.目前,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理

论与实证研究取得了极大进展,不仅为该领域后续

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也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

相关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现有研究仍有待于

从以下几方面继续完善.
第一、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的经济增长效应仍未

明晰.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的特

征与成因,未将研究范围拓展至长期经济增长,国内

学者对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经济后果的考察亦是没有

直接涉及该问题.近期研究发现,由于我国经济主

体面临较强融资约束,持续的经济波动对研发投入

强度有负效应,这是否显著阻碍长期经济增长仍需

进一步实证验证,若该阻碍作用显著,应采取何种手

段规避? 因此,后续研究应将长期经济增长纳入分

析框架,以研发投入周期行为作为媒介,探究经济周

期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以及该关联的优化

途径.
第二、异质性微观企业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的经

验研究较为匮乏.当前,我国在不断强调推动企业

成为创新体系的主导者,且研发投入周期行为实为

企业研发投入决策的结果,但已有文献对微观企业

研发投入周期行为的研究仍然较少,异质性企业研

发投入周期行为的(阶段性、区域性)差异、成因及经

济后果也未被厘清,在当前我国不断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的背景下,微观企业视角的研究对区域创新政

策制定更具现实意义.为此,后续研究应结合上市

公司年报数据与最新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
一步从微观企业层面完善实证研究.

第三、已有分析框架缺少对政策性因素的考虑.
各国创新体系存在异质性,基于发达国家数据的实

证研究结论并不必然具有普适性.长期以来,我国

创新体系的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研发投入多为政策

推动而非需求拉动,因此,企业研发投入受政策性因

素的影响极大,但已有研究尚未明确政策不确定性

是否也导致了研发投入的周期行为.因此,后续研

究应在分析框架中引入政策变量,以大大增强研究

结论对现实情况的解释作用及其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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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评述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视角

王　悦,徐少君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学术界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由来已久,自２００７年金融危机后,该领域更加成为中国金融学界

的研究热点之一.采用 CiteSpace软件对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间收录于 CNKI数据库的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领域研究文

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从收录时间、来源作者、来源机构、发表期刊分布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分析,并用共词分析法对中

国系统金融风险领域的四个研究热点问题(金融风险系统性的界定、生成逻辑、测度方法和审慎监管)进行分析,发

现中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相比国外研究仍有一定的滞后性.文章旨在梳理中国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研究现状,为提高中国系统风险的监管能力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系统性金融风险;科学知识图谱;研究述评;CiteSpace;共词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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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一国金融安全、乃至全球金

融稳定具有较大的影响,因而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

点.国外早期研究主要关注银行风险和汇率风险.
随着金融衍生品等的发展,系统风险的研究也涉及

到了金融系统的各个领域,如货币市场基金、消费金

融、OTC衍生品市场等[１].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多数文献采

用“直觉式”的定义,如张晓朴[２]认为系统性金融风

险是整个金融体系崩溃或丧失功能的可能性.但是

该直觉式的定义对于系统性风险的测度分析、特别

是宏观审慎监管的开展十分不利,因而引起了广大

学者的持续关注.如早期Bandt等[３]对已有系统性

风险文献进行了首次综述,并强调了系统风险具有

的“传染性”特征,引起了学者们对系统性风险的广泛

讨论.自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系统性金融风

险更是成为了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如Smaga[４]对系

统风险的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Bisias等[５]、Benoit

等[６]、Silva等[７]均对系统性风险进行了综述性研究.
相对而言,较之国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前沿、深

入且细致的研究,国内学者仍处于借鉴和深化系统

性风险研究的阶段.结合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与发

展现实,以及全球金融一体化和金融危机频发的背

景,中国学者们从系统性风险的概念、产生机制、测
度方法、监管措施等多角度对中国系统性风险进行

了一系列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尽
管张晓朴[２]从系统性风险的概念、演变过程、成因与

监管等角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进行了综合评

述,朱元倩等[８]、陈尾虹等[９]对系统性风险的度量与

预警进行了综述性研究,对于中国系统性风险的研

究全貌,较少有学者进行分析.
本文将借助于科学知识图谱的主要分析软

件———CiteSpace对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间中国系统性金

融风险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来源统计分析、关键词

共现分析等,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界定、生成逻辑、



测度方法和审慎监管四个方面剖析中国系统性金融

风险研究的发展脉络,探索其研究热点的变化,便于

学者们更好地把握该领域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同
时也为监管当局的宏观审慎监管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文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文献来源

经对比中国知网(CNKI)和其他数据库,发现

中国 知 网 的 收 录 文 献 时 间 较 长,内 容 全 面,且

CiteSpace软件分析中国知网的文献数据更具有优

势[１０],因此本文以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

据来源,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

检索.数据采集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９日,文献选择

的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笔者搜索“篇名”中包

含“金融风险”“系统性风险”或“系统风险”的文献,同
时选择文献分类为“金融”类下设的“金融、银行”,来
源类别为“CSSCI”期刊① ,同时删除作者信息、关键词

信息、摘要信息等不完整的文献,以及与整个中国金

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是密切相关的文献(如区

域金融风险、审计、货币政策等主题)② ,最终得到２７１
篇有效文献,本文据此展开后续的分析.

(二)研究方法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知识域为研究

对象,以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及序列化的知识谱系展示

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像[１１].它

从引文间的网状关系入手,通过共现分析、共被引分

析及耦合分析等具体方法,显示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之

间的结构、规律及演进情况,从而揭示科学的动态结

构和发展规律,在科学学[１２]、生物医学[１３]等领域都有

非常广泛的应用;虽然徐鑫等[１４]、盖凯程等[１５]用科学

知识图谱分析了互联网金融、中国民间金融的研究热

点与前沿等问题,但相对而言,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在金

融领域的应用仍然较少.作为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之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吸引了广大学者的持续关注,产生

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因而,从科学知识图谱角度对该

主题研究文献进行全景式分析,有助于我们厘清研究

脉络、更好地把握系统性风险研究的现状及研究前景.

二、文献分布分析

(一)文献收录的时间分布分析

根据文献发表时间分布(图１),本文将中国系

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这一阶段,学者们对中国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关注度较少.从本文检索到的文献看,
最早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研究的学者是王晓芳[１６].

她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的系统风险不

是信用风险,而是直接融资使资金“脱媒”的市场风

险.王忠郴等[１７]也对金融系统风险进行了研究,他
们认为,防控金融系统风险的首道防线是金融机构

的内部控制机制.在之后的全球金融结构变革的背

景下,范小云[１８]提出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兴起以及

银行体系与非银行体系之间的竞争提高了系统性风

险出现的可能性.总体上而言,在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

危机前,国内学者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并不

多.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共计发表相关文

献１９篇,年均发表近３篇,在这一阶段,国内学者对

于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处于起步状态.

图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中国系统性

金融风险研究的年度发文数量③

第二阶段从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为快速

发展的阶段.根据金融危机事件,结合图１发文数

量趋势,本文又将其分为三个子阶段.
第一个子阶段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２００７年美国

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由此凸显了金融监

管的重要性,中国学者开始重视对系统性风险的研

究.２００８年CNKI中收录４篇关于中国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研究,而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则分别增加到９
篇和１７篇.该时期,学者们积极讨论了美国次贷危

机的产生原因及风险监管等问题,董裕平[１９]认为,
同质化是造成美国次贷危机恶化升级为全球金融危

机的重要原因;而苗永旺等[２０]认为,金融危机的爆

发是由宏观审慎监管的缺失引起的.

①　笔者采用“关键词”中包含“金融风险”“系统性风险”或“系
统风险”的文献,同时选择文献分类为“金融”类下设的“金融、银行”,
来源类别为“CSSCI”期刊,剔除不相关文献后,对比两种检索方式,
得到的样本文献基本一致.

②　剔除缺少作者信息的文献１０篇、缺少文献来源机构的文献

３６篇,区域金融风险文献１５６篇、国际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文献１２１
篇,评论性文章(报告)８３篇、互联网金融风险７４篇、民间金融相关

文献５７篇及其他非中国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文献２５６篇.

③　除了特别注明,本文所有的图和表均根据２７１篇样本文献

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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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子阶段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随着欧债危

机的爆发及其在欧洲国家乃至全世界的蔓延,国内

学者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的关注度再次达到高峰,
相较于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发表论文的数量增加近１
倍.２０１３年６月流动性危机爆发使得研究系统性

风险的论文数量在接下来的两年保持在较高水平.
在这个阶段,学者们主要围绕着中国银行的系统性

风险溢出效应等进行研究,如杨有振等[２１]通过测算

中国１２家上市银行的股票价格波动情况,构建分位

数回归模型,证实中国上市商业银行存在系统性风

险溢出效应,特别是在危机冲击时期.郭卫东[２２]进

一步指出银行规模与其风险贡献度、负外部性有直

接的正相关关系,风险溢出效应的大小及方向对金

融系 统 稳 健 性 有 重 要 影 响.徐 芳 等[２３]等 采 用

Shapley指数模型来衡量单个大型银行的风险贡

献,并指出了中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
第三个子阶段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５年中国股

市暴跌引发的全球股市危机再次引起国内学者对系

统性风险的关注.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发表的文章数分

别为４１篇和４５篇,达到近年来最高水平.在这个阶

段,学者们开始关注股市波动及杠杆率作用下系统性

风险的演化.例如,苟文均等[２４]认为债务杠杆攀升

能够抬高经济系统各部门风险水平,并使风险聚集于

金融部门,从而通过债务和股权两个路径,对系统性

风险的产生与传递产生影响;黄苑等[２５]考察了在股市

压力冲击下,中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测度和演化问题.
总体上而言,第二阶段论文发表数量增长较快,

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７篇攀升到２０１７年４５篇发文记录.
这一方面与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金融风险增加有显

著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金融业监管当局对

系统风险的重视度.
(二)发文作者分析

检索结果显示,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 CNKI共收录了

２２２位作者对于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成果.
其中,范小云、沈悦、冯超、彭建刚各以四篇发表数量

成为被收录文献量最多的作者(表１).
表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分布

序号 作者 发表数量/篇 所在机构 研究重点

１ 范小云 ４ 南开大学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与监管

２ 沈悦 ４ 西安交通大学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及溢出

３ 冯超 ４ 湖南大学 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４ 彭建刚 ４ 湖南大学 系统性风险防范

　　其中,范小云等[２６Ｇ２７]采用不同方法测度了金融

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并给出了中国银行的系统重要

性银行排序结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提供了有

益的参考;沈悦等[２８Ｇ２９]从金融业不同子市场以及不

同省域角度衡量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冯
超等[３０Ｇ３１]研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预警、评估

和处置等问题;彭建刚等[３２Ｇ３３]的研究则围绕着系统

性风险的防范及银行业监管制度改革等主题.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如方意等[３４]、朱波等[３５]、

蔡利等[３６Ｇ３７]等,分别从传染路径、货币政策工具、政
府审计等角度对系统性风险进行了研究,这对提高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文献来源的机构分布分析

通过对上述文献进行来源机构统计分析发现,
共有１５１个机构独立或合作发表了系统性风险相关

主题的文献,如表２所示.总体上而言,系统性风险

研究的学术机构分布相对集中,主要研究主体为各

大高校,发文２１６篇,占比７９．７０％;高校与银行、政
府研究部门的合作也较为密切,发文量占比分别为

７．３８％、２．５８％,另外,银行研究部门对系统性金融

风险也给予了一定关注,CNKI中收录１８篇相关文

献.从各大高校的参与程度来看,西南财经大学、湖
南大学对相关研究的贡献程度最高,分别有２３篇和

２０篇论文的发表记录.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参与发

表了１３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关的文献,为提高中

国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水平提供了有益探索.
表２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

研究发文机构分布

序号 机构 发表数量/篇 占比/％
１ 高校 ２１６ ７９．７０
２ 高校与银行 ２０ ７．３８
３ 银行 １８ ６．６４
４ 高校与政府 ７ ２．５８
５ 政府 ５ １．８５
６ 高校与其他公司 ２ ０．７４
７ 其他公司 ２ ０．７４
８ 银行与其他公司 １ ０．３７

(四)文献来源的期刊分布分析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来源期刊统计分析发现,
共有１１５种 CSSCI期刊发表过相关文献.表３对

发文数量前１０位的期刊进行了描述.«金融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统计与决策»«上海金融»等是收录

系统性风险研究较多的期刊,共发表１２２篇文献,刊
载文献量占所有文献的４５．０２％.其中,«金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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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发文２０篇居于首位,如江曙霞等[３８]、刘红忠

等[３９]、郭晔等[４０]分别从信贷松紧与软预算约束竞

争、公允价值会计、存款竞争和影子银行等角度研究

了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国际金融研究»以

１９篇发文紧随其次.例如,吴恒煜等[４１]、白雪梅

等[４２]分别基于 CCA 和 CoVaR方法度量系统性风

险,对银行体系的风险状况进行描述;李麟等[４３]、毛
泽盛等[４４]分别研究了经济波动、不良贷款和信贷波

动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为防范和应对系统性冲

击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另外,«统计与

决策»«上海金融»分别以１４篇、１２篇位紧随其后,«财
经理论与实践»«金融论坛»«中国金融»分别刊载９篇

相关文献,«中国管理科学»«经济学动态»分别刊载７
篇,«上海经济研究»以６篇刊文量位列第１０名.

表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

研究发文量居前十位的期刊分布

编号 期刊 收录数量/篇 占比/％
１ «金融研究» ２０ ７．３８
２ «国际金融研究» １９ ７．０１
３ «统计与决策» １４ ５．１７
４ «上海金融» １２ ４．４３
５ «财经理论与实践» ９ ３．３２
６ «金融论坛» ９ ３．３２
７ «中国金融» ９ ３．３２
８ «中国管理科学» ７ ２．５８
９ «经济学动态» ７ ２．５８
１０ «上海经济研究» ６ ２．２１

　　总体上而言,系统性风险的发文期刊相对较为

集中,前十大发文期刊共发表论文１２２篇,占总数的

４５％,«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等是该领域研究

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

三、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分析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法应用的基本统计描述

共词分析的基本原理是统计同一组文献中同一

组词的出现次数,并根据共现次数来衡量他们之间

的亲疏程度.由于关键词能够高度概括文章主要内

容,通过共词分析可以直观得到某领域发展动向和

研究热点.本文用共词分析法对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间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系统性风

险”“金融风险”“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
在进行共现分析时,本文选择以关键词作为节

点,每一年为一个分割时间片段,按时区分析对关键

词网络进行展示,生成了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热

点时区图谱(图２),其横轴表示演进的时间,１９９８—
２０１７年各时间跨度所对应的纵向部分为关键词的演

进,并进行了词频演进统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图２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

研究热点时区图谱

表４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关键词演变情况

首次出现

年份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性

１９９８年 不良资产比例 ２ ０．０６

２００１年
系统性金融风险 ６３ ０．３１

风险管理 ６ ０．０７

２００２年

系统性风险 １４１ ０．６９
支付体系 ２ ０．０３
存款保险 ２ ０．０１

２００４年 金融危机 １２ ０．１５

２００５年

风险度量 ６ ０．１３
风险预警 ５ ０．０５
货币政策 ２ ０．０１

２００７年 系统风险 ７ 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
金融机构 ８ ０．１０
资本市场 ３ ０．０２

２００９年

审慎监管 １３ ０．０８
商业银行 １３ ０．０９
金融风险 ９ ０．０４
金融体系 ４ ０．１２

２０１０年
金融压力指数 ７ ０．００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２ ０．０１

２０１１年
金融监管 １１ ０．０６
杠杆率 ６ ０．０６

２０１２年

同业拆借市场 ２ ０．０６
金融稳定 ２ ０．０２

宏观审慎管理 ３ ０．０２

２０１３年
CoVaR １０ ０．０３

影子银行体系 ２ 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

影子银行 ６ ０．０３
分位数回归 ６ ０．０１

银行系统风险 ２ ０．０１

２０１５年 金融市场 ３ ０．０１

２０１７年 互联网金融 ２ ０．０１
注:中介中心性表示关键词共现频次,该值越高,该关键词的中介桥

梁作用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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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更好地展现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研

究热点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对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进行了聚类,生成研究热点聚类图谱,如图３所示.
其中,图谱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的大

小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不同颜色深度表示不

同的年份,连线密度表示关键词的共现系数,连线越

多表示关键词间相互联系越密切,并用深色圈对重

要节点进行标注.进一步,本文参考马费成等[１３]知

识演化研究聚类图谱,将关键词节点按照相关性聚

集在一起形成不同聚类,提取出可概括关键词主要

内容的词汇,形成聚类标签,整理出中国系统性金融

风险热点研究聚类情况的基本信息,聚类规模指某

一聚类标签中所含节点的数量,根据规模由大到小

排序自动生成聚类号,如表５所示.

图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热点聚类图谱

表５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热点聚类情况统计表

聚类号 规模 Silhouette值 聚类标签

＃０ ６３ ０．８７９ 系统性风险

＃１ ４９ ０．８３８ 系统性金融风险

＃２ ３４ ０．９１３ 商业银行

＃３ ３２ ０．９１４ 不良资产比例

＃４ ２５ ０．８４０ 宏观审慎监管

＃５ ２４ ０．８８６ 金融危机

＃６ ２３ ０．９４９ 银行系统性风险

注:Silhouette值用于衡量聚类网络的同质性,该值越接近１,表明同

质性越高.

根据上述研究热点聚类图谱(图３)及对应的聚

类情况统计表(表５),结合每一个聚类中包含的文

献可以发现,“系统性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主
要涉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含义的界定;“商业银行”和
“不良资产比例”是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生成逻辑的探

究;“宏观审慎监管”探讨的是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监管问题;“金融危机”和“银行系统性风险”则主要

是对风险度量方法的研究.因此,本文将同时结合

研究热点时区图谱(图２)及对应的高频关键词演变

进程表(表４),从金融风险系统性的界定、生成逻

辑、测度方式和审慎监管四个角度分析中国系统性

风险研究的演进过程.
(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含义的研究

从图２可见,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系统性金融

风险的含义界定.该主题的研究体现为表５中的

“系统性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其发文量分别

达到６３篇和４９篇,为文献数量最多的研究主题.
同时,表４显示这两个关键词的频次分别为１４１和

６３,在所索引的文献中出现频次最高;中介中心性分

别为０．６９和０．３１,具有较高的影响力.结合图１
和图３中“系统性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首次研

究始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１年,反映出中国学者从２００１
年开始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主题,即引出对

“如何界定系统性风险”这一问题的思考,为后续研

究奠定基础.然而,与国外研究类似,目前国内学者

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仍没有一个广泛认可的定义,
表５ 中 这 两 个 研 究 热 点 的 Silhouette值 分 别 为

０．８７９和０．８３８,也从另一侧面映证了“该研究点的

同质性并不高”这一结论.
因此,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系统性风险进行了

界定.早期研究主要强调金融系统风险的危害范围

与大小,如轮航[４５]将金融领域的系统风险限定在银

行体系范围内,指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一家或多家

银行意外倒闭,而使整个银行体系面临“多米诺骨

牌”式崩溃的危险.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学者们开始反思系

统性风险的性质.张晓朴[２]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是

整个金融体系崩溃或丧失功能的可能性.刘阳

等[４６]认为系统性风险是由于某种特定冲击导致一

国金融体系,进而实体经济发生剧烈动荡甚至全面

衰败的或然性.在这种类型的定义中,系统风险被

视为一个事件,这与人们对危机的直观认识是一致

的.这种观点也与国外相关学者的观点相一致,如

Mishikin[４７]认为系统性风险是指一种意外事件的

发生,它可能对金融部门甚至整个经济产生重大的

负面影响,扰乱金融市场的信息传输,导致资金无法

有效配置;Kupiec等[４８]认为系统性风险是整个经济

体发生动荡的状态,主要表现为资产价格异常波动、
公司流动性显著减少、破产风险大幅提高等现象.

同时,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系统性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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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不断增强,因此,近期有大量学者强调金融风

险的传染性.如吴卫星等[４９]根据金融系统风险发

生的“同时性”“同因性”和“传递性”将其定义为由于

某些涉及部分或整个系统的冲击引起,在系统内恶

化升级,从而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严重影响的

风险事件.这一观点其实与 Bandt等[３]不谋而合,
他们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应该包括在银行

和金融部门以及支付和结算系统中引起重大影响的

事件,这一概念的核心是风险传染,也即金融市场的

一个参与者不能履约可能带来其他参与者违约的风

险.
概括而言,学者们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界定研究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频发而不断更新其范畴.但无论

是哪一种界定,我们认为传染性和危害性是系统性

风险的重要特征.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由于某种特定

冲击而引起整个金融体系受到严重影响,甚至给实

体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可能性.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生成逻辑的探究

和国外发达金融市场相比,中国系统性金融风

险具有中国特色,学者们逐渐围绕着“不良资产比

例”“金融机构”“杠杆率”“同业拆借市场”等关键词

研究中国系统性风险的生成逻辑(表５).概括而

言,银行部门风险、实体经济风险、市场风险、政府债

务风险和虚拟经济风险是中国存在的五大金融风险

点[５０],这五大风险点的共振与联动可能会降低宏观

金融网络结构各节点的稳定性,引发系统性金融危

机.

１．银行部门风险积累

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体系在分配资源、投资、风
险管理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但由于其内部密集的

联系网络,内在风险也在不断积累.图２显示,对关

键词“不良资产比例”的研究最早出现于１９９８年;进
一步,图３中“不良资产比例”以３２篇相关文献的规

模及０．９１４的网络同质性,表明了银行自身的不良

贷款率对整个金融系统风险边际贡献度有十分重要

的影响.如王晓芳[１６]以中国转轨时期为背景,从不

良资产比例等方面提出商业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

险,朱宝宪[５１]结合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各国商业银

行体系风险的情况,认为金融的开放和金融市场的

发展会增加银行系统性风险破坏度.随后,“支付体

系”“存款保险”等核心词也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出

现于学者们的研究之中;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商
业银行”“杠杆率”等核心词不断引起了学者们的关

注.尤其是２０１２年影子银行的兴起使学术界对银

行系统性风险的关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图２),由
于与银行相类似的功能和紧密的资金、业务往来,影
子银行与银行间形成了特有的相关性风险.影子银

行业务的高杠杆率、期间结构极端错位、过度创新、
依赖市场融资等特点,使影子银行体系本身存在更

大的系统性风险[５２].林琳等[５３]构建了包括影子银

行体系风险压力在内的系统性风险压力指数,实证

结果表明银行业和影子银行体系对系统性风险压力

有直接影响.

２．实体经济对金融部门的风险溢出增加

该主题的研究主要体现为房地产市场对金融部

门的作用,集中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的第二阶段

(如“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核心词最早出现于２０１０
年).２００７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学者们开始

注意到房地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联系,
众多理论认为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是引发宏观经济

运行不稳定,甚至恶化升级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王辉等[５４]基于扩展的矩阵模型,观察 并 分 析 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银行和房地产业的公开财务数据,发
现引入房地产行业会降低银行系统的稳定性,且在

房价大幅度波动时,个人按揭贷款会大大增加系统

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郭娜等[５５]通过构建包含房

地产部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内生化 DSGE模型,深
入研究不同房价粘性和杠杆率等金融变量与宏观经

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认为房价下行困难的高价格粘

性对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稳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３．市场风险加大

金融市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是中国学者

持续关注的研究点,从２００８年对“资本市场”的关

注,到２０１２年的“同业拆借市场”、２０１５年的“金融

市场”(表４).资本市场的规模大小、对外开放程

度、层次结构、完善程度等都影响着金融网络的稳定

性[５６],随着金融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在抵押品、资本

金、流动性三种渠道下,资产价格波动引发系统性金

融风险[５７].当股市大幅度下跌时,受限于银行结算

比例、公司破产成本、银行监管等风险管理措施,由
股市冲击引起的市场风险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

险[２６].高国华等[５８]认为在拆借市场中银行类型、资
本充足率和风险敞口都会影响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和

传染性,朱波等[３５]基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进一

步指出系统性金融风险随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

目标利率的调整表现出不同的演化趋势.

４．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攀升

近年来中国面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低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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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经济增长率的情况,财政支出却没有相应减少,政
府债务迅速增长,违约风险加剧[５０].马建堂等[５９]指

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和负债的基本模式是国有土

地权利抵押和商业银行贷款,因而地方政府债务违

约风险易受土地价格影响.为应对经济增速减缓的

问题,政府出台规模庞大的刺激政策,带动更大规模

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活动.苟文均等[２４]认为债务

杠杆攀升降低宏观金融网络结构各节点稳定性,改
变风险在网络结构中的传染路径和分布状态,使风

险聚集于作为网络结构关键节点的金融部门,系统

性金融风险升高.

５．互联网金融业务潜藏风险

在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逻辑的研究中,
“互联网金融”成为近两年一个较为热点的关键词,
首次出现于２０１７年,词频为２,中介中心度为０．０１
(表４).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凭
借着更高的开放性与自由性,近年来在中国发展迅

速.在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下,互联网金融与实体

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降
低金融网络体系的稳定性,集中体现为更加强烈的

传染性、负外部性和隐蔽性,风险的可控性也更

低[６０].如邹静等[６１]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结合突变分

析和SVAR模型,实证研究互联网金融对中国商业

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发现短期内互联网金融会

增加中国银行系统性风险,但从中长期看,两者可作

为互利共生的事物共同发展.
(四)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评估方法研究

虽然学术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没有统一的界

定,但鉴于系统性风险识别和测度的重要性,学者们

纷纷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系统性风险

进行了测度研究.从表４可以看出,学者们对系统

性风险的度量方法研究从“金融压力指数”(始于

２０１０年)过渡到基于“CoVaR”(始于２０１３年)和“分
位数回归”(始于２０１４年)等的研究.本文主要以

“金融压力指数”反映宏观层面(关注系统性)、用
“CoVaR”和“分位数回归”反映微观层面(关注单一

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度量两个角度进行综述分析.

１．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方法

宏观层面的系统风险测度是站在系统角度,计
算金融系统的总体风险水平.在２００７年国际金融

危机之前,各国主要从系统层面测度金融体系稳定

性,主要有指标法与综合指数法,典型的代表是

IMF通过构建一个包含３９个衡量金融压力的指标

体系,从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杠杆率、流动性、盈利

能力和股票市场表现等六个方面估计系统性金融风

险.其实,在对中国的金融压力指数进行测度前,霍
德明等[６２]就基于IMF的宏观审慎指标及 Kaminsky
等[６３Ｇ６４]的宏观经济指标,选取了２０个宏观金融指

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中国宏观金融稳定指

数(MacroＧfinancialstabilityindex,MSI),反映中国

金融体系的运行情况.赖娟等[６５]基于Illing等[６６]

的研究,结合中国实际构建了一个能适合展现中国

金融现实状况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许涤龙等[６７]

采用CRITIC赋权法,构建了中国的金融压力指数,
从银行、房地产、股票市场和外部金融市场四个角度

综合测度中国金融网络体系的稳定性,并证明该指

数能较好地展现中国金融发展的现实状况.

２．微观层面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方法

微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度量重视对单一机构的

系统风险测度.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开始将

更多关注点集中在系统层面的横截面测度,也即机

构层面的风险评估,逐步发展出网络分析法、CCA、

MES、CoVaR等不同方法.

Allen等[６８]首次提出使用网络分析法来分析银

行间的风险传染.宫小琳等[６９]在其理论基础上利

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建立国民经济部门间金

融关系网络模型,并量化分析其传染机制.隋聪

等[７０]基于网络视角,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发现

当网络集中度越高时,发生金融网络系统性风险概

率越小,但风险传染的破坏力会更大.

Gray 等[７１] 提 出 的 或 有 权 益 法 (Contingent
claimsapproach,CCA)是一种用来计算信用风险的

一种方法,范小云等[２７]采用CCA方法,结合有向无

环图DAG和方差分解,考察了系统性风险的动态

变化;王擎等[７２]也使用该方法测度了中国商业银行

的个体风险.Acharya等[７３]提出的边际期望损失

(Marginalexpectedshortfall,MES)是整个金融市

场收益率显著下跌时,单个部门对机构整体风险的

边际贡献通过收益率的期望损失得以体现.范小云

等[２６]基于该方法发现中国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

的边际贡献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Adrian等[７４]

在 VaR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机构之间风险联动,提
出条件在险价值法(CoVaR),通过度量金融机构市

场风险的尾部依赖,以此测度系统性风险的大小.
白雪梅等[４２]运用 CoVaR方法,利用金融机构自身

特征及宏观经济变量,建立了一个预测系统性风险

的模型,分析了不同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

程度.赵进文等[７５]选取中国１４家上市银行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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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及中国银行业的视角,对
比了边际期望损失 MES和条件在险价值 CoVaR
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和应用环境的不同.同时,图

２显示,近期的研究中,越来越多学者青睐于将

CoVaR与分位数回归相结合来度量金融系统的风

险水平,使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如朱南军等[７６]基

于CoVaR,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中国金融

系统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多元金融服务业风

险变化的敏感程度及风险溢出水平.
概括而言,上述各种系统性风险监测度量方法

中,指数法和综合指数法是一种简单清晰,灵活性、
可行性和操作性高的方法,但由于相关数据的统计

频率较低,存在滞后性.另外,指标法和综合指数法

也没有考虑到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基于机构层

面的系统性风险度量方法改善了这一问题,从市场

数据出发分析金融机构之间潜在的关联,能够较为

精确地测度风险在各部门之间的传染.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研究起步较晚,尽管

目前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与国外研究相比,仍存在较

大差距;且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仍不完善,
经济系统具有一定的异质性,无法直接使用国外关

于系统性风险度量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因此,仍有

必要继续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

度方法.
(五)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研究

２００８年以来,国际监管机构和各国监管当局在

加强系统性风险监管、保持金融体系稳定发展的认

识上达成了较高的一致.中国学者对系统风险的监

管研究也持续关注,从２００９年对“审慎监管”的关

注、到２０１１年对“金融监管”的研究以及始于２０１２
年的“宏观审慎管理”研究(表４).同时,图３中的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以２５篇相关文献的规模及

０．８４０的网络同质性也表明“审慎监管”“金融监管”
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主题.

何德旭[７７]强调应注重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

管理,严防其杠杆率过度上升,动态监管其海外投资

和资产,建立相应的信息收集、风险评估和预警系

统,进行风险评估,防范系统性风险.程启智等[７８]

研究了后危机时代各国系统性风险的新特点,提出

中国应完善逆周期的货币信贷动态调控机制,建立

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范小云[７９]认

为中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正

处于互联网金融、FinTech和电子商务高速发展阶

段,金融体制正处于市场改革进程之中.我们应充

分考虑自身的特殊性,推进以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

为目标的监管改革.黄益平[８０]建议政府应放弃兜

底,强化市场纪律,及时释放风险点,提出在条件

成熟走向混业监管后,可考虑采用双峰监管模式.
由此可见,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监管研究,学者们不

仅注重审慎监管,而且也十分注重对监管制度的

研究.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收集了关于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领域的研

究文献,比较文献的分布特征,并利用 CiteSpace软

件对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
中国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大量学者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界定、系统性风险的

度量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

效的研究.学者们早期主要从金融系统风险的危害

范围与大小角度界定系统性金融风险,伴随金融危

机的频发,逐渐过渡为对其性质的关注,强调传染性

特征.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演进方面,银行部

门风险累积、实体经济对金融部门风险溢出的增加、
市场风险加大、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攀升以及互联网

金融业务潜藏的风险降低金融网络的稳定性,易引

发金融危机.另外,学者们从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
采用金融压力指数、网络分析法、或有权益法、边际

期望损失等不同方法对评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并
从宏观与微观角度提出审慎监管策略.

然而,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关于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大部分研究主要

是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进行的基于中国的实证分

析.一方面,国外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与中国有一定

的差异,简单照搬国外的方法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的情况,从而可能造成对中国系统性风险的低估或

高估;另一方面,中国市场数据不够完善,国外学术

界最新的研究方法难以在中国直接运用,因此,我们

应积极设计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模型,从而进

一步深入风险评估方法与监管措施.同时,近年来

我国以P２P、众筹、第三方支付为主要运行模式的互

联网金融发展迅猛,由于其风险的传染性高,可控性

差,市场不完善以及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互联网金融

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目前的

系统性金融风险模型研究却较少涉及此类风险的测

度.因此,可根据互联网金融的事实特征,提取风险

因素,构建风险测度模型;并且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

金融的监管研究,引导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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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全球金融风险的不断

渗透,中国面临着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复杂.
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央行会议中不断强调对

“系统性风险”的关注,因此,积极展开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研究,有助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

线”,更好地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维护金融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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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的知识基础与热点趋势
———基于 WebofScience的文献计量分析

奉小斌,马晓书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近年来,逆向国际化已成为企业国际化领域的热点议题.利用 CiteSpace、Bibexcel、SPSS等软件对

WebofScience数据库中收录的企业逆向国际化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探究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外部特征、知识基

础及热点趋势.结果表明: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企业逆向国际化领域文献数量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美国学者引领了该领

域的研究;企业逆向国际化的知识基础包括制造业回流、国际化过程、竞争战略、经济学位置模型和再次择位五大知

识群;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新兴经济体逆向国际化、企业逆向国际化与绩效、制造业回归和国际双元能力

与创新.

关键词:企业逆向国际化;知识基础;研究热点;文献计量分析;制造业回归

中图分类号:F２７６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１０Ｇ０４４９Ｇ１０

　　２０１６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明显上升,引发西方国

家跨国公司经营的去全球化高潮[１].以美国为首的

发达国家大力推行“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等战

略,先进制造领域向母国的“逆向转移”现象引起全

球普遍关注.面对出口市场低靡不振,部分外向型

企业为摆脱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在稳定出

口的同时努力加大对国内市场开拓,通过逆向国际

化战略谋求转型发展[２Ｇ４].
作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涌现的最新现象,企业

逆向国际化(Reverseinternationalization,RI)的表

现形式复杂多样.目前该领域主要呈现三种研究倾

向:其一、基于“退出”视角将逆向国际化视为传统国

际化的反向过程或反方向活动.比如,Gnizy等[５]

将逆向国际化界定为:企业为了应对国内外组织衰

退而自愿或被迫选择退出或减少国际业务而实施的

一种路径转移战略.在此基础上,后续学者针对发

达国家跨国公司探索企业的去国际化行为,提出内

向国际化、反向国际化等类似概念[４,６].其二、以

Kinkel[７]为主的学者从“回流”视角探究企业主动地

国际化回归,包括生产基地回迁、供应链采购回归、
市场营销活动返回母国等多种形式.Mauro等[８]则

主要关注制造业为何回流、如何回流以及回流过程

中遇到的阻碍.其三、“双元”视角下,刘志彪等[９]聚

焦 中 国 情 境 下 外 向 型 企 业 由 原 始 设 备 制 造 商

(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r,OEM)向原始品

牌生产商(Originalbrandmanufacturer,OBM)转

型,强调企业在保留向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
chain,GVC)提供代工出口或外贸出口服务的同时

转向国内市场,谋求向国内价值链(Nationalvalue
chain,NVC)两端附加值较高环节攀升.

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一方面,企业逆向国际

化研究虽已呈现出一定的研究趋势,但由于其动态

复杂的表现形式,导致在学科知识结构上尚未构建

统一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以定性分析为

主,在去国际化(DeＧinternationalization)[１０]、天生国

际化(BornＧglobal)[１１]的理论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多

从经济行为视角[１２]、国际化战略视角[１３]、国际化学



习视角[２]以及价值链视角[９]研究企业逆向国际化,
分别探究企业逆向国际化的前因、后果和作用机制.
这虽然有助于后续研究者深入认识企业逆向国际化

的单个主题,但由于研究内容和结论相对零散,且缺

乏对这些相关研究的整合性综述,不利于从整体上

把握该领域的已有成果、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鉴于此,本文以 WebofScience(WOS)为数据源搜

索企业逆向国际化领域的相关文献,运用科学计量

方法,首先对相关文献的外部特征进行知识图谱分

析,继而深入挖掘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的知识基础,
探析企业逆向国际化的热点领域和前沿议题,从而

为后续相关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奠基一定的基

础.

一、文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文献来源

当前学术界对企业逆向国际化这一概念的界定

不一,但都直接或间接地从“退出”或“回归”视角进

行阐 述. 其 中,Gnizy 等[５] 直 接 指 出 “Reverse
internationalization”一词,并把逆向国际化与去国

际化、双元国际化(Ambidextrousinternationalization)、
非线性国际化(Nonlinearinternationalization)等词

联系起来加以辨析.而以 Kinkel等[１４]为代表的学

者聚焦于 Reshoring(回流)、Backshoring(回归)、

Relocation(再次择位)等关键词阐述企业逆向国际化现

象.为了相对全面地选择能够表征企业逆向国际化现

象的相关或相近的关键词,本文以 WOS的SCIＧE数据

库和SSCI数据库的英文文献为数据来源,为排除误

检、漏检,经过查阅文献和咨询相关领域专家,最终确

定筛选的检索主题词为:Reverseinternationalization、

DeＧinternationalization、Ambidextrousinternationalization、

Nonlinearinternationalization、Backshoring、Reshoring、

Rightshoring和 Relocation,数据最后更新时间为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４日.排除重复项后,共筛选获得２６３
篇文献,文献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

(二)研究方法

利用科学文献计量方法,首先分析企业逆向国

际化文献的外部特征,借助CiteSpace绘制了企业逆

向国际化研究的时空分布、期刊分布知识图谱,而后

分析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的学科知识结构、热点领

域.然后通过Biexcel软件构建高被引文献共现矩

阵和关键词共现矩阵,利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

析(Factoranalysis)、聚类分析(Clusteranalysis)、
多维尺度分析(Multidimensionalscaleanalysis)和

战略坐标分析(Strategicdiagramanalysis).最后

对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进行总结、评析与展望.

二、文献统计及知识图谱分析

(一)描述性结果

首先,从论文的时间分布上来看,图１呈现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相关文献的年

度发文量情况(２０１８年统计数据不全).由图１可

知,近十年来,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大

致呈波浪形上升趋势.其中,２０１１年以前企业逆向

国际化研究发展较平稳,每年发文量不超过２０篇;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该领域的年度发文量出现一定的波

动,而２０１５年以后发文量快速上升,企业为何选择

逆向国际化战略及管理者如何做出逆向国际化决策

成为２０１２年以来的研究热点[１２].文献数量的不断

增长也说明,随着企业逆向国际化现象频发,国际学

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

相关文献的年度发文量

其次,从文献地域空间分布来看,企业逆向国际

化研究的文献地域空间分布如图２所示,图中年轮

的大小可以反映发文数量,年轮越大发文量越大;年
轮最外侧的深灰色圆圈代表中心性,圆圈越宽中心

性越大[１５].从图２可知,企业逆向国际化领域发表

的论文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它们奠定了企业

逆向国际化研究的基础.表１展现了企业逆向国际

化研究发文量居前十位的国家及相关发文情况,从
各个节点的发文数量来看,美国在该领域的文献产

出贡献最大,发文量７７篇,占总数的２９．３０％,远高

于其他国家.在图２的整个网络中,英国的中心性

最大,美国居第二,表明英美两国与共线网络中的许

多国家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合作研究关系网.中国

学者关于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起步较晚(首次在国

际期刊发表论文的时间为２０１０年[１６]),且发表的２１
篇文章中以国际合作论文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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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文献的地域空间分布网络

表１　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发文量居

前十位的国家统计情况

国家 发文量/篇 占比/％ 中心度

美国(USA) ７７ ２９．３０ ０．３５
英国(ENGLAND) ３３ １２．５０ ０．５４
德国(GERMANY) ２２ ８．４０ ０．２４

中国(PEOPLESRCHINA) ２１ ８．００ ０．３１
意大利(ITALY) １８ ６．８０ ０．０７

澳大利亚(AUSTRALIA) １３ ５．００ ０．０３
丹麦(DENMARK) １３ ５．００ ０．１８

荷兰(NETHERLANDS) １３ ５．００ ０．００
法国(FRANCE) １０ ３．８０ ０．１２
瑞士(SWEDEN) ７ ２．７０ ０．００

　　再次,从图３所示的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的期刊

共被 引 知 识 图 谱 中 发 现,«JournalofInternational
BusinessStudies»«Strategic Management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cademy of
ManagementJournal»是企业逆向国际化领域的高被引

期刊,这些管理类国际顶尖期刊引领了该领域的研究.
除此之外,«InternationalBusinessReview»«Journalof
WorldBusiness»«ManagementInternationalReview»杂
志都是国际商务领域的核心期刊,刊载了该领域众

多具 有 代 表 性 的 研 究 成 果.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ManagementScience»是中心度排名第一的期刊,
其次是«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Academy
ofManagementJournal»«HarvardBusinessReview».
其中«HarvardBusinessReview»所刊载的文章多侧重

于管理实践与应用,说明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得到

了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共同关注.

图３　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的期刊共被引知识图谱

(二)企业逆向国际化的知识基础:文献共被引

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企业逆向国际化领域的知识

基础及其结构,鉴于当前逆向国际化研究还处于探

索阶段,文献量并不丰富,因此挑选了被引频次大于

１０次的文献共计４９篇.利用Bibexcel软件构建共

引文献相关矩阵并据此得出相异矩阵,然后借助

SPSS２０．０软件运用因子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绘制出

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领域的学科知识基础图谱.

１．因子分析

利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Principalcomponent
analysis,PCA)和最大方差法(Varimax)对高被引

文献相关矩阵进行因子分析,最后抽取７个主成分

因子,如表２所示.从表２可看出,７个因子能够解

释全部信息的８８．５２９％,第一个因子的解释方差较

高为３７．７９９％,表明该因子解释的信息是企业逆向

国际化领域研究的核心.参考杨书燕等[１７]研究对因

子的命名方式,结合企业逆向国际化相关文献的内

容,形成如表３所示的被引文在７个因子中的分布情

况.具体地,七个因子分别代表:a)制造业回归、回
流;b)位置模型与位置选择;c)国际化过程;d)企业国

际化发展;e)企业战略;f)再次择位;g)国际化模式.

表２　主成分分析结果

主成分
初始特征值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旋转平方和载入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１ ２３．５９５ ４８．１５３ ４８．１５３ １８．５２２ ３７．７９９ ３７．７９９
２ ９．６１９ １９．６３０ ６７．７８２ １０．７１３ ２１．８６３ ５６．６６３
３ ３．６７５ ７．５００ ７５．２８３ ６．４６６ １３．１９６ ７２．８５９
４ ２．１６９ ４．４２６ ７９．７０９ ２．２８２ ４．６５７ ７７．５１６
５ １．７９５ ３．６６３ ８３．３７２ １．９９６ ４．０７４ ８１．５９０
６ １．２６４ ２．５８０ ８５．９５１ １．７３１ ３．５３２ ８８．１２２
７ １．２６３ ２．５７７ ８８．５２９ １．６６９ ３．４０６ ８８．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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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主成分分析确定的企业逆向国际化领域的学科知识结构

因子 高被引文献(年份) 因子荷载 研究主题 因子 高被引文献(年份) 因子荷载 研究主题

１．制造业

回归、

回流

４．企业

国际化

发展

７．国际

化模式

MartinezＧMora(２０１４) ０．９３７ 离岸外包与回流

Arlbjorn(２０１４) ０．９２４ 制造业回流

Gylling(２０１５) ０．９１３ 制造业回归

Ellram(２０１３a) ０．９０８ 离岸外包与回流

Ellram(２０１３b) ０．８９２ 离岸外包与回流

Tate(２０１４a) ０．８８７ 制造业位置抉择

Tate(２０１４b) ０．８８１ 离岸外包与回流

Fratocchi(２０１４) ０．８７８ 制造业回归

Larsen(２０１３) ０．８７６ 离岸外包

Gray(２０１３) ０．８５８ 制造业回流

Contractor(２０１０) ０．８４９ 回流现象

Lewin(２００６) ０．７９５ 离岸外包与回流

Dunning(１９８０) ０．７５９ 国际化

Lewin(２００９) ０．７５６ 离岸外包

Teece(１９９７) ０．７４８ 动态能力

Barney(１９９１) ０．６５８ 企业资源观

Manning(２００８) ０．６４３ 制造业回流

Buckley(１９７６) ０．６３４ 跨国企业的未来

March(１９９１) ０．７７４ 探索与开发

Doh(２００５) ０．７１９ 离岸外包

Cohen(１９９０) ０．６７３ 吸收能力

Williamson(１９７５) ０．４５８ 国际化组织

Coase(１９３７) ０．４５７ 公司的本质

Johanson(１９７７) ０．８２８ 国际化模式

Johanson(１９７５) ０．８２０ 国际化模式

２．位置

模型

与位置

选择

３．国际

化过程

５．企业

战略

６．再次

择位

Gendreau(２００６) －０．８５３ 减少交易成本

Erkut(２００８) －０．８４３ 位置选择

Toregas(１９７１) －０．８３５ 位置选择

Gendreau(１９９７) －０．８３３ 位置模型

Gendreau(２００１) －０．８３２ 再次定位

Repede(１９９４) －０．７７８ 位置选择

Church(１９７４) －０．７５１ 位置模型

Daskin(１９８３) －０．７５１ 位置模型

Brotcorne(２００３) －０．６９９ 再定位模型

Eisenhardt(１９８９) 　０．６９３ 案例研究方法

Benito(１９９７) 　０．８８２ 去国际化

Johanson(２００９) 　０．８５０ 国际化过程

Johanson(１９９０) 　０．８２０ 国际化过程

Oviatt(１９９４) 　０．７６１ 国际化过程

Voss(２００２) 　０．７５４ 案例研究方法

Miles(１９９４) 　０．６９５ 案例研究方法

Yin(２００３) 　０．６５７ 案例研究方法

Luo(２００７) 　０．６４４ 国际化过程

Vernon(１９６６) 　０．６４１ 产品交易成本

Dunning(１９８８) 　０．５８０ 国际化

Porter(１９９０) 　０．５０４ 竞争战略

Kinkel(２０１２) 　０．７５０ 再次择位

Kinkel(２００９) 　０．７４６ 再次择位

Kinkel(２０１４) 　０．７４２ 再次择位

注:所有高被引文献只列出第一作者及发表年份.

２．多维尺度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企业逆向国际化领域研究的知识

网络结构,将高被引文献相异矩阵导入SPSS采用多

维尺度分析方法,选择Euclidean距离,得到如图４所

示的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图谱.为

保证各类别划分的科学性,参照表３的因子分布情

况,结合文献阅读以及关键词频次,划分企业逆向国

际化研究五大知识群为:①制造业回流;②国际化过

程;③竞争战略;④经济学位置模型;⑤再次择位.

图４　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领域的学科知识基础

Euclidean距离模型图谱

知识群①:制造业回流,代表学者包括 Kinkel、

Tate、Gray等.Kinkel[７,１８]从“推力”角度分析企业

逆向国际化的概念内涵,把回流描述为全球经济危

机驱动下公司产品外包的再次择位和反方向流向国

内的现象,首次明确指出企业逆向国际化不仅出现

在新兴国家,发达国家也存在回归现象.这启发后

续学者就企业逆向国际化进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家的对比研究,进一步充实相关的实证研究工作.
而 Arlbjorn等[１９]倾向于从“拉力”角度阐释企业逆

向国际化是一种公司战略行为,并且将其概括为经

营业务内流、产品活动回流以及资源反向流动等多

种组合形式.在此基础上,Fratocchi等[２０]从地理和

所有者两个维度详细区分了回归、回流、去国际化与

国际撤资的区别,指出去国际化与撤资仅仅强调退

出市场,而回归、回流关注产品退出市场后的再集

中.Tate[２１]从美国制造业回归视角总结企业逆向

国际化的驱动因素包括经济低靡、外包制造商生产

的产品质量、交货的灵活性与劳动力成本要素的上

升等方面.以上研究通过描述回流、回归现象,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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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逆向国际化的概念维度并阐述其动机,这为

后续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知识 群 ②:国 际 化 过 程,代 表 性 学 者 包 括

Oviatt、Johanson、Benito、Luo等.逆向国际化作为

企业国际化的分支之一,该领域吸收了国际化相关

理 论. 早 期 Dunning[２２] 的 OLI 范 式、Johanson
等[２３]的 Uppsala渐进式国际化模型影响较大,其中

后者模型强调国际化是企业从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

场增加资源获取知识的渐进式过程.Benito等[２４]

提出的去国际化是指企业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而调整

战略布局以减少国际市场的参与度,Turner等[２５]

不断探索企业撤资、退出市场、停止出口等方面的研

究,这些成果挑战了传统的 Uppsala模型,推动了国

际化过程研究.另外,Luo等[２６]以全新的整合视角

探究了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并形成了

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后续学者

发展了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衍生出天生国际化、再
国际化以及非线性国际化等研究分支,拓宽了企业

逆向国际化的研究方向.
知识群③:竞争战略.一方面,早期学者的国际

竞争理论和战略理论为企业选择离岸外包等国际化

行为奠定了基础.Vernon[２７]的国际竞争理论指出

当地需求作为出口国外催化剂的重要性,Buckley
等[２８]的国际扩张理论认为企业寻求跨越国际边界

旨在开发和利用资源以提升知识和能力.Porter[２９]

的竞争战略和Barney[３０]的资源观共同揭示了企业

选择离岸外包不仅考虑要素禀赋因素,而且重视资

源的获取与技术开发.在此基础上,Teece等[３１]明

确了动态能力对企业离岸外包以及母国回归的重要

性,Volberda等[３２]则强调动态环境中组织协同发

展.企业逆向国际化伴随着离岸外包的发展进程,

Doh[３３]总结了离岸外包的出现对国际商务、战略管

理领域理论和实践的意义,有助于企业逆向国际化

研究的深入开展.
知识群④:经济学位置模型.代表性作者包括

Gendreau、Toregas、Church等.早 期 Church 等[３４]、

Toregas等[３５]严密地论证了企业生产地择位的要

素,构建了经典的位置模型,后续 Brotcorne等[３６]、

Gendreau等[３７]完善了再定位模型,这些研究成为

国际化企业选择产品外包地的理论依据.企业逆向

国际化伴随着跨国企业的外包业务活动,离岸外包

位置的远近以及东道国与母国制度文化的差异都可

能成为驱动企业回流至母国的重要因素[１２].
知识群⑤:再次择位.企业逆向国际化实质上

是企业对经营位置的选择战略.基于交易成本理

论、国际折衷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学者们一致认为

以往的 Offshoring(离岸外包)不再完全适应于企业

国际化扩张,相反许多企业开始选择 Nearing(回流

到母国附近地区)、Farshoring(回流到母国偏远地

区)等各种形式[３８].一方面,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
跨国公司选择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进行制造业务

外包,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企业

开始面临制造区位决策的难题[１４].另一方面,根据

位置理论,子公司与母公司距离太远影响订货交货

期,各国文化距离也增加了业务外包的协作成本[７].
交货质量和交货的灵活性也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

Kinkel[１８]、Gray等[１２]归纳总结了企业制造业务区

位选择的动机,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协作成本上升、产
品订交货缺乏灵活性、产品质量不合格等.在位置

决策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研究 Rightshoring(择位

回流)现象,提出未来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的热点将

不仅仅局限于外包与回流,更多的是将其视为一种

多元化战略[３９].
(三)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热点与趋势:关键词

共现分析

１．研究主题的关键词共词分析

不同关键词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献中被称为关键

词共现,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和中心性可以反映一个

研究领域的热点.利用 CiteSpace软件以关键词为

分析对象(网络节点选择 Keyword),其他设置保持

不变,得到企业逆向国际化领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

谱(图５).从图５可以看出频次最高的词语为模式

(Model),说明国际化模式一直是该领域探究的重

点.中心度最高的词语是绩效(Performance),表明

企业逆向国际化绩效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
近十年企业逆向国际化国外学者使用最多的关键词

包括再次择位(Relocation)、绩效(Performance)、公
司(Firm)、管理(Management)、视角(Perspective)、
离岸 外 包 (Offshoring)、创 新 (Innovation)、位 置

(Location)、国 际 化 (Internationalization)、回 流

(Reshoring),其共现频次均大于２０,说明它们所代

表的领域属于企业逆向国际化的研究热点,构成了

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领域知识网络的关键路径.

２．企业逆向国际化共现关键词聚类分析

根据Callon等[４０]和杨书燕等[１７]的聚类原则进

行聚类分析,步骤如下:首先,利用 CiteSpace软件

在Project中生成关键词共现矩阵(１６３×１６３);然
后,查找共现矩阵中余弦指数最大的一对共现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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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企业逆向国际化领域关键词知识图谱

词,并将其作为第一个聚类的主题词,以余弦指数最

大的两个关键词为依据,将１６３个关键词与该对关

键词中的任一关键词的余弦指数为准,并按照降序

原则进行排列,选取排列位于前十位的关键词构成

第一个聚类,且只选择余弦指数大于０的关键词;接
着,划分第一个聚类后,删除已加入聚类的关键词所

在的行和列;最后,重复前三歩对矩阵进行划分,得
到最终的聚类结果.为了保证关键词的代表性,剔
除仅有两个关键词构成的聚类,最后得到有效聚类

团９个,各类团分布情况如表４所示.

表４　企业逆向国际化各类团名称及成员

序号 类团 类团成员

１ 绩效

绩效(performance)、协作共进(coevolution)、不确定性(uncertainty)、贸易(trade)、服务(service)、交易

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costeconomics)、组织购买行为(organizationalbuyingbehavior)、业务内包
(insourcing)

２ 回流

内向外包 (outsourcing)、回 归 (backshoring)、制 造 业 (manufacturing);制 造 业 战 略 (manufacturing
strategy);战略管理(strategicmanagement)、管理(management)、供应链(supplychain)、链(chain)、影
响(impact)、回流(reshoring)

３ 管理者 管理者(manager)、调整(adjustment)、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

４ 新兴市场
创业(entrepreneurial)、天生国际化(bornglobal)、新兴市场(emergingmarket)、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y)、案例研究(casestudy)

５ 再次择位
再次择位(relocate)、投资(investment)、创新(innovation)、模仿(simulation)、生存(survival)、民族文化
(nationalculture)、全球化(globalization)、离岸外包(offshoring)、商业(business)

６ 产品战略 战略(strategy)、产业(industry)、框架(framework)、未来研究(futureresearch)

７ 位置决定 流动性(mobility)、位置抉择(locationdecision)、选择(choice)

８ 社会网络 产品(production)、系统(system)、运作灵活性(operationalflexibility)、政府(governance)

９ 探索、开发
新兴经济体(emergingeconomy)、探索(exploration)、开发(exploitation)、天生国际化企业(bornglobal
firm)、组织双元(organizationalambidexterity)、企业(corporation)、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enterprise)

注:根据CiteSpace和Excel软件整理所得.

　　３．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热点与趋势:战略坐标

分析

基于高频关键词共词聚类,结合表４各类团情

况,采用战略坐标图来进一步揭示企业逆向国际化

各研究热点的战略地位,预测各研究热点的发展趋

势.战略坐标图由 Law 等[４１]提出,用密度和向心

度两个指标度量.密度值可反映使关键词聚合为一

类团的联系强度,用词团内所有关键词两两共现频

次总数的均值计算.向心度则表示研究主题间的联

系程度,可用该类团中关键词与其他类团关键词共

现频次之和的均值来计算.以向心度为X 轴、密度

为Y 轴,并以二者均值的相交点(１．９７０,０．９２６)作
为坐标原点绘制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战略坐标图,
如图６所示.

图６　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战略坐标图

注:图中阿拉伯数字对应表４中的类团序号,分别代表一个类团.

从图６各象限的分布情况看,一二象限类团聚

集较多,三四象限聚集较少.首先,第一象限有三大

类团分布,但是并未出现向心度和密度都很大的类

团,也说明近十年来企业逆向国际化领域的研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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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探索阶段.其中“探索、开发(９)”密度值处于较

高水平,向心度处于均值水平以上,表明该主题内部

关系较为密切,研究学者较多且发展路径较为成熟.
“新兴市场(４)”密度相对较大,向心度略高于总体均

值,表明这个主题研究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研究内

容正在不断丰富与完善,可能成为未来企业逆向国

际化的研究热点.相反“管理者(３)”向心度相对较

高,密度处于总体均值水平以上,说明该研究与其他

类团具有一定的联系.其次,第二象限有两大类团

分布,分别是“绩效(１)”和“产品战略(６)”,其中“产
品战略(６)”密度相对较高,但向心度较低,表明该主

题理论脉络较为成熟但研究相对独立.而“绩效”向
心度较低,密度处于总体均值水平以上,表明该主题

具有一定的内部关系,未来仍需各领域学者不断完

善.再次,“回流(２)”和“再次择位(５)”分布于第三

象限,其向心度和密度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表明这

些研究内部结构较为分散,研究尚未成熟,很有可能

成为企业逆向国际化领域未来研究议题.最后,“位
置决定(７)”和“社会网络(８)”分布于第四象限,其向

心度较大,密度值较低,尤其是“位置决定(７)”向心

度是所有类团中的最大值,说明这一分支属于企业

逆向国际化研究的核心却不成熟领域,亟待学者进

一步探索总结.
综上分析,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的热点主要集

中于四个方面:
热点一:新兴经济体逆向国际化.自Luo等[２６]

以新的视角探究新兴经济体国家国际化扩张的过程

之后,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关注的对象.
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归,发展中国家的企业

逆向国际化通常聚焦外向型企业双向国际行为,在
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代工出口或外贸出口服务的同

时转 向 国 内 市 场[４２].Chin 等[３]研 究 如 何 突 破

Uppsala模型的经验学习和路径依赖,聚焦中国代

工企业的逆向国际化过程及应对国际竞争改变学习

路径,突出强调利用国际化知识在国内市场竞争.
还有学者探究新兴经济体逆向知识转移、逆向技术

溢出、R&D外包、逆向创新、逆向并购等现象[４３Ｇ４５].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潜力巨大且

OEM 企 业 的 内 销 转 型 一 直 是 学 术 界 研 究 的 热

点[４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企业逆

向国际化很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前沿之一.
热点二:企业逆向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研究.

一方面,逆向国际化作为一种企业成长和多元化战

略,其对绩效的影响存在较多争论.传统观点将逆

向国际化决策视为经营失败或负面信号[４７],如逆向

国际化给企业带来压力、冲突行为等使得管理者降

低对出口市场的承诺,但是更多学者强调逆向国际

化促进企业绩效[５Ｇ６,４８].另一方面,以往关于企业逆

向国际化的研究以定性案例研究居多,大部分此类

研究聚焦逆向国际化的过程和驱动因素而忽视其绩

效结果,Onkelinx等[４８]基于比利时１３６２９家中小企

业的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停止出口短时间可能对利

润率产生影响,但退出较远市场对企业后续绩效并

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受国际化战略与企业绩

效的关系相关研究启发,逆向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

关系也不可能是简单的线性增加或减少[４９],逆向国

际化初期可能会因不适应市场需求而呈现业绩下

滑,逆向国际化速度、阶段等子维度对绩效的复杂动

态影响机制尚未明晰.未来关于企业逆向国际化对

绩效的影响机制方面的实证研究将成为又一热点.
热点三:制造业回归、回流.首先,自２０１４年以

来,制造业回归、回流等关键词在企业逆向国际化研

究中逐渐显现,学者们主要争论制造业回流与起初

的外包战略能否同时共存,该双元战略对绩效究竟

有何影响[５０Ｇ５１].其次,对于制造业回归、回流是企业

外包战略失败的结果还是一种主动的国际化扩张也

未形成一致观点[３９].最后,制造业回归、回流现象

能否用国际化理论解释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无

法完全用国际化分析框架解释这种现象,Gnizy
等[６]也提出要创建逆向国际化分析框架以解释新型

的国际化现象.学者们普遍遵循空间和所有者两个

维度对制造业回流进行划分,阐释企业回流的动机

主要包括行业性质、企业战略重点、对国际化支持程

度等因素[５２],少部分学者开始从相关方角度探讨消

费者认知和股东利益对企业回流决策的影响[５３Ｇ５４].
因而,基于动态视角探讨制造业企业为何向母国回

流、如何回流可能成为又一热点.
热点四:国际双元能力与创新研究.Prange

等[５０,５５]研究双元国际化与双元创新的关系,表明双

元国际化战略能够推动产品和工艺创新,国内学者

吴航等[５６]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双元能力对国际化

的影响.逆向国际化本身就是一种企业成长战略,
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必将面临本地与国际知识搜索平

衡与互动的挑战以及管理者决策逻辑的选择.企业

如何在逆向国际化的进程中提升竞争力有望成为未

来研究的热点之一.另外,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企

业逆向国际化,必将带来资源的跨国流动和整合,知
识的探索、开发与能力的构建、提升密不可分,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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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还是一个利用本国市场培育创新能力的过

程.相比于以往成本导向的外包战略,当前的企业

回流更注重研发创新与人才资源的争夺[５７].

三、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企业逆向国际化为主题,基于 WOS数

据库 筛 选 了 ２６３ 篇 有 效 文 献,借 助 CiteSpace、
Biexcel、SPSS等软件,首先绘制了企业逆向国际化

研究文献的外部特征知识图谱,然后利用高被引文

献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探究了企业逆向国际化

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最后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厘
清了企业逆向国际化领域当前研究的热点、前沿议

题,展现了近十年来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的全貌.
研究发现:第一、在企业逆向国际化文献外部特

征上,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 WOS数据库中关于企业逆向

国际化的论文数量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美国学者

自企业逆向国际化研究领域居于重要地位.第二、
制造业回流、国际化过程、竞争战略、经济学位置模

型、再次择位五方面奠定了企业逆向国际化领域研

究的知识基础,制造业回流是其中的核心议题.第

三、新兴经济体逆向国际化、企业逆向国际化与绩

效、制造业回归、国际双元能力与创新是企业逆向国

际化研究的热点.
(二)未来展望

其一、已有研究虽尝试从不同角度阐释企业逆向

国际化现象、定义及特征,但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统一

的概念框架.鉴于逆向国际化是一种动态且复杂的

国际经营活动,它兼具传统国际化、天生国际化、非线

性国际化等相似或相反的内涵,其内涵与外延特征极

为丰富,未来研究应强化对逆向国际化概念内涵及维

度结构的探索分析.另外,企业逆向国际化调整涉及

多重情境因素,然而目前众多学者聚焦探讨企业逆向

国际化的动机及其对绩效的影响,但对中介与调节机

制的研究尚有欠缺.未来应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多

个层面因素探讨逆向国际化影响绩效的中介、调节作

用机理,进一步加强企业逆向国际化的理论探讨.
其二、现有关于企业逆向国际化的研究方法仍

以案例研究和理论分析为主,虽有部分学者展开了

实证与动态仿真研究,但是囿于样本、数据规模无法

完全有效地解释企业逆向国际化的研究命题.因

此,未来研究亟待扩大数据来源,可加入中文文献进

行计量分析、逆向国际化数据库建设、纵向案例跟

踪、定 性 比 较 分 析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多重因素的复杂机制揭示(如系统

动力学建模)等实证方法,继而针对不同类型的经济

体、不同行业或企业类型不断完善企业逆向国际化

的实证研究和对比研究.
其三、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

归、回流现象,对于新兴经济体外向型企业如何选择

逆向国际化战略进行价值链升级的研究较少.首先,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后发企业,尤其是中国情境下特殊

的OEM企业,在逆向国际化过程中面临本地、国内

与国际知识搜索多重网络平衡与互动的挑战.其次,
管理者如何做出企业逆向国际化战略的决策逻辑值

得考究.再次,企业逆向国际化引发的资源流动与整

合是否增加了创业机会、能否驱动组织创新有待验

证.结合当前企业逆向国际化的知识基础与研究热

点趋势,未来研究应该从多视角、多学科展开,如何构

建逆向国际化企业双元能力、关注高管团队情绪特质

以及创业机会等方面将是未来研究不可忽视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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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年来,关于家族企业创新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但缺乏对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研究的全面概述.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文章分析了国内外最近十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关于制造业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成果,按照“文献

来源—研究边界—基础理论—影响因素”这一逻辑链条,根据相关的研究边界和理论基础,以及“家族”这一特殊因

素如何影响创新投入、产出活动,梳理了家族企业创新研究发展的整个过程,并指出未来研究趋势,以期有助于该领

域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家族企业;创新活动;代理理论;社会情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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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企业作为东方国家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
因其特殊的治理结构而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重要研

究对象.相对于其他企业,实现持续经营和跨代继

承是家族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１]创新被认为是确

保经济繁荣和公司生存的重要战略工具之一,也成

为家族企业生存、成长和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
此围绕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

值.
然而,目前国内外关于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研

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大多数研究的重点是家族企业

与非家族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差异性,关注家族企业

自身创新活动过程的研究不多.同时,将家族企业

视为同质体得出的实证结论常常会相互矛盾,事实

上即便在家族企业内部,其创新活动的异质性也非

常显著.因此,对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全过程进行

梳理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通过整合近十年国内外相

关文献,从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研究边界、基础理

论、影响因素这四个方面,对家族企业创新活动进行

详细梳理和评述,并引出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期为后

续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

一、文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为了反映近十年来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动

态和发展方向,本文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８年的文献

截至当年５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梳理.
本文采用基于证据的系统审查策略,结合系统、透明

和可复制性方法,以便提高方法论的严密性.借鉴

Röd[２]对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相关文献的关键词,笔者

在 WebofScience数据库的核心合集中选择以下关键

词:family business、familyentrepreneurship、family
firms、familycontrol、familyownandinnovation.而在

中文文献的选择上,结合已有的相关文献,筛选出了

以下四个搜索关键词:家族企业创新、家族创新、创
新家族、创新型家族企业;经过对比中国知网和万方

数据库,发现后者收录文献时间短,早期相关文献数

量偏少,因此选取了中国知网CSSCI来源的期刊文

献.
为了清晰地归纳和梳理制造业家族企业创新活

动的全过程,本文剔除了中英文文献非制造业的实

证研究文献,最终整理出８０篇论文(含英文论文６１



篇,中文文献１９篇),并对其来源和年份分布进行了

初步整理,结果如图１所示.从文献来源来看,英文

文献中刊登数量最多的三家期刊分别是 Family
BusinessReview(６篇)、JournalofFamilyBusiness
Strategy(４篇)以及 EntrepreneurshipTheoryand
Practice(４篇),其余期刊则分布较广,研究成果发

表在该领域的权威期刊相对集中,并衍生了一系列

的研究主题,带动了其他期刊对家族企业创新活动

研究的关注.中文文献总体数量较少,期刊来源分

布也比较分散,相对于外文期刊,国内还没有专门研

究家族企业的相关期刊,但类似«管理世界»这类特

级期刊已经收录了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成果,
足以表明学术界对这方面研究的关注和重视.从文

献分布年份来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国内外关于家族企

业创新活动的研究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自２０１４年

中国提出“大众创新”的口号后,２０１５年以来国内相

关研究数量有一定幅度的提升,这说明家族企业作

为民营企业的骨干力量,在国家鼓励创新的环境下,
其创新活动将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图１　各年发表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文献统计

二、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边界

根据样本文献的研究主体和对象,本文对家族

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边界进行了回顾.通过划分研

究边界,将家族企业的创新活动区别于一般性质的

企业活动,从而观察到“家族”这一特殊因素对企业

研发创新活动的重要影响.
鉴于早期文献 Westhead等[３]对家族企业在所

有权、控制权、管理权、继任权等治理结构方面与非

家族企业存在明显异质性的认识,以及 Wagner[４]对

家族企业内部异质性研究,可将实证文献中关于家

族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边界分为整体和局部两个层

面.整体边界的研究涉及所有企业,如Block[５]、贺
京同等[６]专注于分析家族与非家族企业的创新行为

异质性;局部边界的研究只限定于家族企业内部,如

Cassia等[７]、Hsu等[８]、周立新[９]的研究大多基于家

族企业异质性的假设,来检验“家族涉入”等家族因

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一)整体边界———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异

质创新活动

在整体边界这一层面上,国外文献的研究内容

相对比较丰富.相关研究表明:不论家族是否直接

参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家族企业的创新决策活动

都会受到家族因素的影响.[１０]根据收集的文献,本
文从国内外不同的研究主题来阐述有关整体边界的

研究.
国外文献的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点:创

新影响因素、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能力以及创

新活动类型.第一、研究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因素的４篇文献主要研究了“家族”这一因素的影响

机制,具体表现为家族为保持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

制权,在实施创新活动的过程中,比非家族企业更少

的依赖于外部资源和外部资本[１１]、更加排斥外部人

力资源的进入[１２]以及拒绝与外部机构合作创新[１３].
第二、研究创新投入的文献表明当信贷在经济衰退

期间受到约束时,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将低于非家

族企业.第三、研究创新产出的文献共有３篇,结论

一致表明家族企业的创新产出显著优于非家族企

业,主要归因于家族企业对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更

高[１４]以及家族企业受家族声誉的激励而加大对新

产品的研发[１５].第四、研究创新能力的文献发现家

族企业的创新能力低于非家族企业,因此家族企业

可能无法或者不愿意进行激进的创新活动[１６].第

五、研究创新活动类型的文献都认同家族企业和非

家族企业在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两类创新活动中

受益程度有很大的差异[１７Ｇ１８].
相对而言,国内相关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研究

主题主要局限于对企业性质的分类,比如国有企业

与民营企业之间创新差异[５]以及家族企业与非家族

企业的差异.具体来看,有学者认为家族企业的产

品研发强度低于非家族企业,但过程研发强度没有

显著差异[１９],而潘红波等[２０]则表明家族企业从总体

上比非家族企业更有创新性,这主要是因为家族

CEO或董事长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更高,而且能分

享企业长期创新成果.
(二)局部边界———家族企业内部的异质性创新

活动

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之间在经济基础

和保护家族财富的方式上差别很大[２１],在创新方面

的意愿和能力更为不同[２２],由此更有必要重视家族

企业内部的异质性问题.
国外关于家族企业内部创新异质性的研究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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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备受关注,相关的主题包括创新意愿异质性和

创新研发强度异质性.一是关于创新意愿的异质性

研究.早些年 Wagner[４]将社会责任与家族企业的

创新活动相联系,提出家族企业在追求高社会效应

的创新活动方面存在异质性,只有那些拥有高社会

责任的家族企业才会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愿.此

外,Chrisman等[２２]研究了预期业绩不同的家族企

业的异质性创新活动,他们将样本细分为低于预期

业绩公司与高于预期业绩公司两类,并证实了这两

类公司的创新研发投入特征呈现明显差异.二是关

于创新研发强度异质性的研究.Liu等[２３]发现,当
家族企业被分为拥有较强未吸收的组织松弛资源和

不拥有组织松弛资源两类时,家族所有权与创新研

发强度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
经过梳理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在研究家族

企业研发投入的文献中,仅找到两篇间接提及家族

企业异质性创新活动的文章.一篇是将家族企业分

为低开工和正常开工两类,发现规模越大的低开工

率企业对产品研发投入的强度越大[１９].另一篇则

将 家 族 企 业 的 社 会 情 感 财 富 (Socioemotional
wealth,SEW)分为约束型和延伸型,发现拥有不同

类型SEW 的家族企业对创新研发投入的态度也不

同[２４].

三、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基础理论

通过整理中外文献可知,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

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以下理论:社会情感财富理论

(Socioemotionalwealththeory)、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管家理论 (Stewardshiptheory)、资源观

(ResourceＧbasedview)、社会资本理论(Socialcapital
theory).

(一)社会情感财富理论

样本文献中使用频次最高的理论即社会情感财

富理论,一共有３５篇(其中英文文献２５篇,中文文

献１０篇).社会情感财富是指家族从企业取得的、
满足自身情感需求的非财务收益,该理论由 GomezＧ
Mejia[１２]于２０１１年首次提出,出于保护社会情感财

富的目的,家族企业产生了很多独特的行为.
最初研究中,学者普遍认为社会情感财富的存

在对家族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起消极作用,并将这

种 消 极 态 度 归 因 于 企 业 不 愿 损 失 社 会 情 感 财

富[２５Ｇ２６],这主要体现为家族企业在资源分配过程中

拥有更高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他们追求可能与经济

理性投资决策相反的机会[１１],从而导致家族企业可

能为了保有社会情感财富,而放弃有益于家族企业

长期发展的创新活动.但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家族

社会情感财富和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积极的相互依

赖关系,社会情感财富提供密切的集体利益,给家族

企业带来创造新产品的机会[２７Ｇ２８].
因此,保有社会情感财富并不总是会抑制家族

企业的创新活动,对社会情感财富进行分类得到的

实证结果往往更可靠[２４].具体来看,Miller等[２９]将

社会情感财富分为约束型和延伸型两类,前者会导

致企业保守行为和创新不足,后者则促进企业进行

创新投资.国内学者朱沆[２４]将家族保护社会情感

财富的意愿分为控制愿望和传承意愿,两者对企业

的创新活动有着相反的作用.除了考虑不同维度以

外,Chrisman等[２２]将家族企业厌恶短期损失的观

点纳入研究中,得出企业在保有社会情感财富基础

上,其创新研发活动取决于企业在未来收益增长机

会的确定损失与或有损失之间的选择[３０].
(二)代理理论

样本文献中共有３４篇文献涉及代理理论(其中

英文文献２５篇,中文文献９篇).Jensen等[３１]于

１９７６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代理成本的文章,从此开

启了企业代理成本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这一理论

往往用于解释家族企业的消极创新活动.只有极少

数学者从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高度重合的

角度出发,认为家族企业的研发投资不太可能受到

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的影响[３２].
从家族治理的角度来看,Hautz等[３３]认为不同

类型的所有者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可以通过他们

的动机、控制来解释.一方面,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

出发,家族企业中典型的“父母”利他主义可能倾向

于裙带关系[３４Ｇ３５],从而使得雇佣家庭成员的现象变

得更加普遍,同时也增加了监控他们表现的难度和

成本[２７],而管理者不愿分享控制权,阻碍了非家庭

管理人员的招募和推广,削弱了企业创新能力[３６].
特别是当家族企业被多个业主所控制时,委托代理

矛盾突出,不利于公司内部信息和知识的有效流通,
限制了将研发投入转化为新产品创新[３７].另一方

面,从股东的角度出发,家族企业中也存在日益尖锐

的大小股东矛盾,控股家族可能会牺牲小股东的利

益来获取私人利益[３８],这些代理冲突可能会增加企

业运营成本[３９],从而不利于家族企业的创新活动.
上述代理问题往往难以通过企业本身的治理机

构来缓解,但外部治理机制可以通过有效地监督管

理决策进而降低代理成本[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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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源观

样本文献中共有２７篇文献用到了基于资源的

理论(其中英文文献２３篇,中文文献４篇).根据该

理论,具备财务、人力以及社会网络资源是进行技术

创新的前提.大部分文献利用这个理论正向解释了

家族企业创新活动,仅有一篇论文论述了其负面作

用,即当家族企业主要从经济角度考虑创新问题时,
面临经济负担或执行其他耗费资源战略的家族企

业,会进一步减少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投资[２６].从正

向影响来看,家族对公司提供了关键且难以模仿的

资源[４０],与职业经理人相比,家族管理者更有可能

形成和利用他们的个人社交网络,这使得家族企业

更容易获得必要的资源,从而对创新过程产生了积

极影响[４１].
(四)管家理论

样本文献中共有１０篇使用了管家理论(其中英

文文献８篇,中文文献２篇).家族企业高管的某些

特征使他们更有可能表现得像管家[４１],在维持企业

的连续性以及处理企业内部关系时,这种“管家”特
征使得家族企业对创新活动抱有不同的态度.

连续性主要体现在家族成员重视企业的延续性

和长期性,家族成员倾向于投资那些给公司带来长

期收益的项目,同时由于家族创始人的个人财富与

公司捆绑在一起,他们承担风险的意愿和对于成就

的追求也显著高于非创始人,从而更倾向于进行创

新和开拓[４２].此外,创新投资项目周期长,甚至需

要跨越几代人,因此与其他类型的公司相比,家族企

业更倾向于创新投资[４３].从这个角度出发,管家理

论对解释家族企业积极的创新活动起到支持作用.
企业内部关系既包括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也

包括公司员工.关于这一点,管家理论在解释家族

企业创新行为上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一方

面,由于创始人作为管理者对公司有更大的亲和力,
表现出更高的管理水平,因此在不确定环境下做出

战略决策更具灵活性,他们不会着眼于短期业绩,而
是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机会,这将有利于他们进行

创新决策[４１].另一方面,由于家族企业所有者渴望

保持所有权和控制权,避免任何利益冲突,家族企业

管理层通常不愿意招收外部成员[１２],而家族企业内

部员工可能缺乏特定的管理技能、知识和经验来区

分研发项目的好坏,这将不利于研发[３８].
(五)社会资本理论

样本文献中一共有９篇文献使用了社会资本理

论(均为英文文献).社会资本作为创新活动的决定

因素,因其重要性而在近几十年得到大量关注[４４].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外部和内部社会关系的特定元

素为企业开发独特的知识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资

源,这对于企业发展创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４５].学

术界普遍认为这一理论能正面解释家族企业创新活

动.
内部社会资本是指员工相互关系中嵌入的资

源[４６],强有力的家族承诺可以促进非家族员工的承

诺,从而有助于开发新产品以及在市场上推广新产

品,提高了产品创新绩效[４７].同时家族成员的个人

社会关系嵌入,加快了企业创新活动的进程,促进了

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４８].Shi等[４９]将信任作

为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研究得出它对企

业创业和创新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其次,
从外部社会资本角度出发,在组织之外,家族企业利

用社会资本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协调创新

活动的不同参与者[５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进

展.
文献中使用上述理论的频次统计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可知,在对所有理论的使用中,现有文献中社

会情感财富理论是使用频次最高的一个理论,这表

明由于社会情感财富的存在,家族企业并非将企业

业绩作为唯一的目标,在进行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决策中(例如创新活动的决策),非经济目标会导致

家族企业独特的决策.除此之外,其余四种理论在

阐述家族企业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时,大多从不同角

度得出其积极促进作用和消极阻碍作用两种结论,
因此未来在引用某一理论来解释家族企业创新活动

时,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图２　样本文献使用各种理论基础的频次统计

四、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因素

已有文献对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宏观、微观层

面影响因素开展了广泛的探索,虽然已积累了较丰

富的实证文献,但对其中部分因素的实证结论却并

未达成一致,尤其是关于家族企业创新影响机制的

研究依然处于初级阶段[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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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研究涉及的微观影响因素

国外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家族企业创新活

动的因素可大致归纳为创新能力、家族治理、创新意

愿与家族文化四大类,其中前两类因素是早期学者

们主要的关注点,目前在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

中越来越突出家族企业文化、创新意愿这些隐性因

素的重要性[２].由于在搜集的样本文献中,明确提

出家族企业创新意愿的研究仅限于Chrisman等[２２]

发表的一篇论文,更多研究将家族的创新意愿归类

于社会情感财富中作模糊阐述,因此下文将仅从创

新能力、家族治理、家族文化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综

述.

１．创新能力

影响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创新能力因素主要包

括盈利状况、现金流充裕程度、领导者特征、社会联

系以及公司年龄[４７Ｇ５１]五个方面.
第一、从盈利状况来看.当企业业绩低于预期

水平时,家族企业会改变他们的创新行为[２２],此时

管理者更有可能通过外部渠道获得技术,从而提高

创新的持续性[５２],而风险厌恶型家族企业则可能增

加研发投资来承担高战略风险,通过这种形式促进

企业的创新活动[５３].第二、从现金流充裕程度来

看.公司收入通常是控股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释
放内部现金流来进行创新投资是困难的.相对于其

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而言,家族企业获取外部资金

可能难度更大、成本更高,最终不充足的现金流阻碍

了研发投资[３２],特别在家族企业面临财务约束的情

况下,企业不仅研发资金匮乏,而且还将大幅度削减

研发投入[５４].第三、从领导者特征来看.当家族企

业内部CEO具备冒险倾向、敏捷思维、年轻或具有

专业的商业知识(或有专家身份)和强大的校友网络

资源、拥有较长的任期时间等特质的时候,家族企业

能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在有关创新活动的决策中

会更积极,成功的可能性更高[５５Ｇ５８].相比较而言,当
外部CEO获取创新技术的能力较强时,他们对企业

创新活动的积极影响要远大于家族内部 CEO[５９].
第四、从社会联系来看.当家族企业成为集团企业

中的一部分,或者与商业团体保持关联时,会激发家

族企业的创新意愿,同时随着集团多元化程度的提

高,关联的家族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会随之增强[６０].
国外学者结合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考虑到政治关

系对于国内家族企业经营的重要性,将其视为社会

联系的一种表现形式,研究得出政治关系的存在能

为家族企业的创新争取更大的现金流,对家族企业

投融资产生积极作用[６１].第五、从公司年龄来看.

Akcigit等[６２]强调,寿命较长的公司倾向于保守主

义[６３],专注于利用现有知识进行非激进式创新,而
刚成立的、规模较小的公司更有可能进行产品创新,
因此产品创新强度随着公司年龄的增长而下降[６４].
同时Sciascia等[６３]也表示家族企业的寿命和财务安

全可能会导致保守主义和风险厌恶,从而对营造积

极创新的企业环境产生阻碍.

２．家族治理

在家族治理对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

中,研究热点集中于家族拥有的所有权、管理控制、
治理结构这三方面因素.

第一、从家族所有权来看,学术界的研究结论并

不一致.一方面,由于单一的企业所有者比多个所

有者的企业能更有效地将研究和开发转化为产品创

新[４,３７],因此当家族控股和家族对CEO和董事长职

位绝对控制时,最高管理层对公司的研发投资有着

积极和显著的影响[３８,４１,６５].从持股比例的角度来

看,更高比例的所有权使家族能够整合和协调所有

者和管理者,进而有助于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实

现产品多元化[３３].另一方面,由于家族企业高管的

风险厌恶情绪以及对企业控制的愿望,家族持股比

例越高,公司财富与所有者个人财富的重叠部分越

多,企业会更加谨慎,不愿意支持高风险的研发投

资[２,６３,６６].不过家族所有制比例与研发投入之间的

这种负向关系可以通过把握产业增长机会、实施国

际化战略以及增加董事会中的外部独立人员比例这

三种途径来缓解[６７Ｇ６８].在创新产出方面,家族所有

制比例与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就更为明显,家庭参

与程度和获得专利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３６,６９],这种负向关系在“未被吸收的组织松弛”这
个因素的调节下会有所减弱[２３].第二、从管理控制

权的因素来看.基于管家理论,家族管理人员表现

出的保护性行为越多,员工流失率越低.企业技术

创新的核心员工通过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能,来提

高企 业 的 创 新 成 功 率,最 终 导 致 创 新 产 出 的 增

加[７０].另外,由于家族资产的有效组合和较低的代

理成本[７１],家族成员出于“管家的义务”直接参与到

董事会的监管活动,促使家族企业更有效的利用他

们的创新投资[５１].除了直接参与到企业监管活动

中,家族企业还可以通过引入外部专业人士参与公

司管理,从而有效地支持家族企业创新行为[７２].第

三、从治理结构的因素来看,家族成员的共同治理是

研究的热点.当涉及到多代人参与管理团队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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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的家族参与则会对创新过程产生消极影响[７],
这是由于第一代管理人的家族企业对于从创新活动

中获取利润方面具有优势[７３],驱使他们进行高度创

新[５６],但当企业所有权由第一代向第二代人转移

后,如果家族企业对市场信息的获取、传播和利用的

能力下降[７４],那么二代创新能力则会弱于第一代领

导者,并且两代领导者共同参与公司管理会导致绝

对控制权弱化,使得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也相应减

弱[７４Ｇ７５].

３．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主要表现为家族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

的重叠、长期目标导向、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承诺等内

容.
第一、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学者 Craig等[４０]

通过衡量企业员工对公司的向心力和依恋程度来体

现家族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研究显示家庭成员的

共同价值观和凝聚力、高水平的沟通以及家庭成员

之间的信息共享促进了创新活动的成功,这主要表

现为家族成员之间偏好与网络伙伴分享知识,他们

之间的情感承诺积极地影响着他们对创新知识的吸

收能力[７６].同时,共同的家庭价值观具有高度的积

极性和感染性,不仅在家族成员中产生良好的效应,
也会积极影响所有参与产品创新的非家族成员员

工[７７].第二、从长期目标导向的角度来看.一般而

言,家族所有者拥有比其他股东更广阔的投资视野,
他们鼓励了其他家族成员关注公司的长期价值,促
使更多的创新投资行为产生[２].第三、从家族成员

对企业承诺的角度来看.这种承诺会使非家族成员

的员工树立责任感,从而有助于他们结合企业资源

扩展关键创新能力[４７],同时企业也对关键利益相关

者保持承诺,建立良好的家族声誉,进而极大提高了

家族企业产品创新项目的质量[７７].
(二)国内研究涉及的微观影响因素

国内关于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微观影响因素研

究大多集中在近五年,且主要从三个层面即个人、家
族和企业层面加以分析.

第一、个人层面.基于管家理论,家族企业的两

权合一治理模式以及高管与控股股东紧密的私人联

系,促使家族企业高管追逐家族企业长期利益,从而

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创新水平[７８].因此,当非

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企业的创新水平因受到代理

成本的负面影响而降低[７９].结合身份认同理论,家
族企业的其他员工会更加倾向为声誉较高的组织效

力,并对组织产生高水平承诺,进而增强研发等长期

投资意愿[２６].第二、家族层面.这部分研究主要集

中在家族参与治理和家族亲缘关系上,发现家族的

控制意愿和对关键决策的控制能力不利于企业的研

发投入,其中对关键决策的控制在控制意愿与研发

投入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８０];但家族企业可

以通过制定国际化战略、积累人力资本来减弱这种

负向关系[２６].此外,在亲缘关系的研究中,家族企

业CEO与控制性股东之间的亲缘关系与企业创新

能力之间成正相关关系,并最终影响企业绩效[２７].
但二代家族管理者的介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影

响尚不明晰,其发挥的正向促进作用表现为:通过减

少关联交易、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等途径缓和了代理

冲突[８１];负向作用则表现为动荡环境下两代管理者

内部意见和矛盾导致企业创新决策混乱.第三、企
业层面.袁建国等[８２]基于中国国情,发现企业的政

治关联会通过降低市场竞争、助长过度投资等方面

负面影响创新活动.
(三)宏观影响因素

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主要靠市场机制调节企业

行为,所以国外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家族企业创

新活动的研究不多.而我国宏观政策调控对家族企

业行为有重大影响,因此近年来关于宏观政策对微

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发展较快.
国外关于宏观环境和家族企业创新的关系的相

关文献大部分集中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理论分析,
探讨宏观因素对微观企业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相对较少,其主要原因在于外部环境变量的衡量指

标以及相关数据的获取难度较大,其可靠程度也备

受争议[８３].从制度环境来看,家族企业在获取外部

融资时,外国竞争者的存在会促进其创新活动.[８４]

从国家层面的因素来看,产业政策的颁布会增进企

业间竞争[８５],因此享受政策支持的行业创新意愿增

加,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最终的创新绩效还受到

少数股东保护水平和一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的影

响[８６].
相反,我国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国家的宏观经

济政策已经对许多行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虽然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但宏观环

境的影响仍不可忽视.特别是近些年国家越来越重

视企业创新,政策上也持续引导,研究宏观环境对微

观家族企业行为的影响也成为了国内研究的一大特

色与突破.部分学者研究了法律与政治环境的影

响[８７],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了正式制度的影响,提
出随着外部正式制度环境的逐步完善,虽然家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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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参与管理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有

所减弱[３４,４２],但由于正式制度的完善,创新活动成

果受保护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家族管理者会因此

而继续坚持创新活动[８８].经分析发现,国内相关研

究的热点仍集中于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

性、行业技术动态以及市场化水平这些宏观因素的

影响.同时,研究重点从最开始关注宏观层面(即因

变量是某个宏观指标或综合经济指标),转为关注具

体的宏观因素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层面上来,并
取得了一系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市场化

程度的增加会弱化企业家的家族控制愿望与企业的

研发强度的负向关系[２４],进而正向调节家族企业的

创新绩效[８９];但当市场化水平较高时,家族研发投

入的增幅反而低于非家族企业[９０].从民营企业整

体(含家族企业)来看,经济政策和扶持手段能明显

刺激它们增加研发投入[５,９１],但对创新产出的激励

效果则要视具体扶助手段而定[９２Ｇ９３].具体到家族企

业的研发活动时,行业技术动态对创新研发的影响

则需要根据家族企业的研发投资是长期还是短期而

定[２９,９４].
通过分析可知,有关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宏观

影响因素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内,这是由中国特殊的

国情决定的.然而,目前研究主要论证产业政策对

企业微观行为的一般影响,仅少数学者跟踪研究产

业政策的创新导向给家族企业带来的时序性影

响[９４].虽然国内有关家族企业的研究起步晚于国

外,但因中国特殊的经济制度和市场环境,未来宏观

层面的研究空间依旧广阔.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梳理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有关家族企业创

新活动的中英文研究文献,对该领域研究的理论基

础、研究方法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并构建

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图(图３).首先,在家族企

业创新活动的边界研究中,本文发现关于整体边界

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

在创新产出上有显著差异,然而基于家族企业之间

的异质性,家族企业之间在创新能力和意愿上也不

尽相同,局部边界研究应运而生.其次,关于家族企

业创新活动的理论基础,本文从已有研究中总结了

五种理论,其中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是使用频率最高

的理论,但由于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单一理

论往往不足以解释企业的行为,几种理论相结合并

从不同的方面来解释家族企业创新动机、意愿或态

度,得到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最后,在家族企业创新

活动的影响因素研究中,目前微观影响因素的研究

成果比较丰富,其研究内容基本涵盖了创新活动的

前因变量和中介变量,“家族”这一因素通过家族治

理、家族文化对创新投入和产出产生影响,而宏观影

响因素则主要作为调节变量进行研究,由此本文明

确了在行业背景和宏观调控下,家族企业创新活动

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图３　家族企业创新研究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影响因素整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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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较于其他有关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文献综

述,本文有两个研究特色:其一、通过文献计量分析

整理了家族企业创新活动过程,并通过研究脉络图

(图３)有利于后续研究者对该领域形成一个框架性

认知;其二、本文关注到研究边界问题,强调局部边

界研究中“异质性”的重要性,以及要结合家族企业

内部的异质性来观察其对创新活动的正/负向影响,
这为解释本研究领域中备受争议的问题———“家族

企业阻碍还是促进创新活动”提供了新的思路.然

而,本文在筛选样本文献时,仅仅选取了制造行业的

相关研究以呈现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过

程,而现实中的家族企业涉足各大行业,因此本文还

存在一定的不足,未来有关综述可将文献样本范围

进一步扩充并进行不同行业的比较研究.
结合本文的分析可知,未来关于家族企业创新

活动的研究趋势主要包括四点.第一、关于家族企

业创新活动边界的研究,当前学术界更多的是将家

族企业作为一个同质群体进行研究,主要对比家族

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创新行为.未来研究需要深入

挖掘家族企业异质性问题,尤其需要补充相关实证

研究.第二、多数研究只关注创新投入和产出的总

量,而对创新质量缺乏关注,企业差异化的创新行为

和结果还有待深入探讨.第三、关于企业创新的微

观层面影响因素研究,国内仍局限于创新能力的研

究,创新意识和意愿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第四、
关于家族企业创新活动的宏观环境影响研究方面,宏
观政策导向的变动对企业创新意愿和行为的时序动

态影响机制尚未明确,这也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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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hotspotandreviewonfamilybusinessinnovationactivities
GUOJing,QINYu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researchesonfamilybusinessinnovationhavegraduallyincreased,butthere
isalackofcomprehensiveoverview offamilybusinessinnovation．Tosolvetheproblem,thispaper
analyzestheresearchachievementsoffamilybusinessinnovationinthelasttenyears(２００８Ｇ２０１８)athome
andabroad．Firstofall,wefollowedthelogicalchainof“thesourceofliteratureＧtheboundaryofresearchＧ
basictheoryＧinfluencingfactors”．Secondly,westudiedtherelevanttheoreticalfoundationsand,research
boundariesandhowthespecialfactor“family”affectsinnovationinputandoutput．Finally,wesortedout
thewholeprocessoffamilybusinessinnovationdevelopmentandindicatedthefutureresearchtrend,with
aviewtocontributingtothefurtherresearchinthis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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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演变改善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分析

潘巧方１,刘西川１,傅昌銮２

(１．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２．杭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１１２１)

　　摘　要:构建DEA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度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浙江省５９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水

平,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股权变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的全

要素生产率在股权变更前后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由原来的下降趋势变为股权变更后的上升趋势,双重差分估计结

果显示股权变更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股权变更通过提

高组织的信贷分配效率、经营管理水平以及信贷规模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股权变更;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双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F８３２．４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１０Ｇ０４７０Ｇ０８

　　２０１１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

小额贷款公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小额

贷款公司可适度放宽入股股东的比例及入股资格,
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到欠发达县域发起设立小额贷

款公司.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

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股权变更,
具体表现为有大量民营企业入股小额贷款公司.此

次政策变化引致的股权变更会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经

营绩效有何影响? 股权变更具体又是通过何种机制

作用于组织经营绩效? 本文认为,准确把握股权变

更对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有助于评价浙

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制度安排政策所取得的效果,也
可为后续的实践提供相关理论依据.

已有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绩效方面的研究,
大多从效率角度出发探讨小额贷款公司运行情况及

其相关影响因素.例如赵雪梅[１]认为,目前小额贷

款公司发展尚不成熟,机构运行效率低下,影响组织

效率的因素包括资产规模、营业自给率、资产利用率

等组织自身特征和支农目标.卢亚娟等[２]指出,提
升经营效率是维持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具体可从地区金融发展、组织运行特征及支农目

标等方面考虑完善措施.综观上看,该领域的研究

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但仍

然存在几个值得深入探索的地方:第一、已有关于小

额贷款公司运行效率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截面数据

进行静态效率测算与分析,未能把握住随时间变化

的组织内生驱动力变化情况,对组织运行效率的评

价尚不全面;第二、已有研究主要探究小额贷款公司

的运行特征、支农目标和地区环境三方面对组织运

行效率的影响效应,目前尚无学者关注政策制度演

变对组织运行效率的影响作用;第三、已有经验研究

大多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和 DEAＧTobit模型对组

织运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此类分析方法常

常因遗漏相关影响变量带来估计偏差.
因此,本文采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浙江省小额贷

款公司数据,构建DEA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度



组织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双重差

分模型实证检验股权变更对组织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效应.与已有同类研究[１Ｇ９]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利用 Malmquist生

产率指数对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
该衡量指标包括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三

个方面,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组织随时间变化的绩

效运行情况;第二、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角度

探究股权变更对组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揭
示股权变更对组织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影响路径;
第三、所使用的双重差分方法可以识别出股权变更

对组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净效应,能有

效克服以往研究[３Ｇ５]中可能存在的估计偏差问题.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本文选取

的样本时间跨度较短,研究结论可能存有一定的局

限性.
本文首先阐述小额贷款公司制度设计背景,并

提出三个待检验的理论假说;接着介绍相关研究方

法以及变量选择情况;然后实证分析结果,重点估计

股权变更对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

应;最后提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说

(一)小额贷款公司制度设计背景

制度设计中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和股东

构成)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效率,研究

制度变化所引致的股权变更对组织经营绩效的影响

有助于探索小额贷款公司最优制度安排.小额贷款

公司试点之初,为防范组织出现经营风险以及防止

股权过于集中出现一股独大的现象,«关于小额贷款

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小

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持股比例和主发起人资格

三个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具体来说,小额贷款公

司是“只贷不存”的微型金融机构,其运营资金主要

来源于股东缴纳的资本金和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

的资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小额贷款公司单一股东

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注册资本总额的１０％,从银行

业金融机构获得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５０％;对主发起人的资格则主要从净资产、负债率以

及盈利能力等方面制定了严格的标准.然而严格的

入股条件却严重制约着小额贷款公司的数目和贷款

规模[６],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后续

资金不足、税负较重等困境.随着试点的深入,各地

政府开始不断完善小额贷款公司制度安排,其中对

于股东资格和股权设置方面的改进表现为:适度放

宽股东准入门槛及参股比例;鼓励已设立的小额贷

款公司增资扩股,鼓励经营层和业务骨干入股小额

贷款公司;放宽股东地域限制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在政府出台«关于深入推

进小额贷款公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后进行了大

规模的股权变更,具体表现为大量民营企业入股小

额贷款公司.民营企业加盟小额贷款公司的动机主

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原因:一是追逐金融业的高额

利润.二是降低产业链中的交易成本、获取额外收

益.如内生于产业集群的“三和小额贷款公司”与产

业集群形成共生关系,资金、信息等稀缺资源在两者

间高效率、低风险的快速流动,产生了额外的收

益[７].三是希望通过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积累经验

和资本,为村镇银行转制进而融入正规金融领域打

基础.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度量了组织技术

效率(包括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变

化情况.股权变更通过影响组织的技术效率和技术

进步进而提升或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

水平.以下具体分析股权变更对组织技术效率和技

术进步的作用机制.
股权变更引起的民营企业进入小额贷款公司会

通过扩大信贷规模、提高信贷分配效率和提升经营

管理水平对组织的技术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第

一、扩张信贷规模.制度文件中对股东资格、参股比

例以及地域限制的放宽均属于规模引导政策[８],由
此政策引致的股权变更无论是更具财力的法人股东

进入还是原有股权的增资扩股,都使得小额贷款公

司的规模得到了扩张.第二、改变信贷结构.已有

研究指出所有权结构的变化将会对金融组织的信贷

分配产生重要的影响.相比于自然人股东,法人股

东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强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小

额贷款公司选择所属行业或者市场中更有效率的融

资项目,这一行为虽然偏离了政策初衷但提高了组

织的信贷分配效率.第三、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优

质民营企业受到行业高利润率的吸引入股小额贷款

公司,这些股东在公司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及财

务管理等方面都有较为先进的经验,他们进入小额

贷款公司之后,将管理经验和经营策略“移植”到小

额贷款公司,对后者的财务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９].
民营企业入股小额贷款行业因对风险管控等方

面的能力不足或关注度不够等问题对组织的技术进

步并不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民营股东入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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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公司属于金融领域的“新进入者”,他们对资金运

用规律方面的认识和掌握有限,尚且不能对风控技

术和产品创新带来积极的影响[１０].其次,民营法人

股东在入股小额贷款公司之后大多开展典型的“关
系型贷款”以获取金融行业的高额利润,缺乏开拓市

场创新信贷产品的动力,因而并不会对小额信贷技

术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H１:股权变更通过扩大信贷规模、提高信贷分

配效率以及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技

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H２:股权变更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技术进步并不

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H３:股权变更对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取决于股权变更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合
力”大小.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一)研究方法

１．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参考袁晓玲等[１１]、蔡跃洲等[１２]、宋凯艺等[１３]的

研究,本文采用基于非参数法的DEAＧMalmquist指

数方法来测算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该指数

不仅能够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而且还可以反映

出组织技术效率(EC)和生产技术(TC)两个方面的

变化,其具体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M (xt＋１,yt＋１,xt,yt)＝Dt＋１(xt＋１,yt＋１|CRS)
Dt(xt,yt|CRS) ×

Dt(xt＋１,yt＋１|CRS)
Dt＋１(xt＋１,yt＋１|CRS)×

Dt(xt,yt|CRS)
Dt＋１(xt,yt|CRS)[ ]

１
２

(１)
上式中,Dt(xt,yt),Dt(xt＋１,yt＋１)分别指以t期的

技术为参考,t期和(t＋１)期的决策单元的距离函

数;Dt＋１(xt,yt),Dt＋１(xt＋１,yt＋１)含义类似.其中,

EC＝Dt＋１(xt＋１,yt＋１|CRS)
Dt(xt,yt|CRS) ,表示从t期到(t＋１)期

被评价的 DMU(Decisionmakingunit,决策单元)
相对于“领先”DMU 效率的变化.EC＞１时,表明

技术效率在原先的基础上有所提高;EC＝１时,表
明技术效率不变;EC＜１时,代表技术效率相比于

原 先 的 水 平 有 所 下 降. TC ＝

[ Dt(xt＋１,yt＋１|CRS)
Dt＋１(xt＋１,yt＋１|CRS)× Dt(xt,yt|CRS)

Dt＋１(xt,yt|CRS)]
１
２ ,表

示两个时期内生产前沿面的移动.TC＞１时,代表技

术进步;TC＝１时,代表技术水平没发生变化;TC＜１
时,表示技术出现了退步.

２．双重差分法

本文选择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sＧinＧdifferences
method,DID)来实证检验股权变更对小额贷款公司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

过比较实验组群体和控制组群体的差异来评估实验

效果.本文实施DID的基本思路是:股权变更一方

面使得同一小额贷款公司的生产效率在变更前后存

在差异;另一方面又使得在同一时点上进行股权变

更的小额贷款公司与未进行股权变更的小额贷款公

司生产效率之间存在差异.由此形成的双重差异有

效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和进行股权变更与未进行

股权变更的事前差异,进而分离出股权变更所带来

的因果效应.基于上述分析,双重差分的基本模型

可设定为:

yit＝α０＋βt×TREATi×YEARt＋γ×Zit＋δt＋μi＋εit

(２)
其中,yit表示关注的结果变量,在本文中为全要素生

产率及其分解指数;TREATi×YEARt 是反映t时

期、样本组个体i是否发生股权变更的“政策”虚拟

变量,Zit是其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向量,δt

表示t时期的虚拟变量(时间固定效应),μi 表示个

体i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虚拟变量(个体固定效

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系数β的估计量β̂ 是标准

的二重差分模型估计量,其公式表示为

　̂β＝(y１１－y１０)－(y０１－y００)
＝E(y|xit＝１)－E(y|xit＝０) (３)

β̂＞０表示股权变更对结果变量产生了正向的

影响,反之,如果β̂等于或接近０,则表明股权变更

效果不明显.
(二)变量选择

在测算小额贷款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时,投入

与产出指标的选择是关键.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三种

方法确定投入产出指标:一是生产法,强调机构是金

融产品的生产者,以雇佣劳动、固定资本等要素作为

投入,提供的金融产品等作为产出;二是资产法,侧
重机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循环,以存款、外部融资等

作为投入指标,贷款、对外投资等资金运用作为产出

指标;三是中介法,重点关注机构获取收益的能力,
一般以各类资金成本作为投入指标,利润、收入等作

为产出指标.考虑到由民营资本投资成立的小额贷

款公司具有逐利天性,会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其经营

目标,本文选择基于中介法确定投入产出指标.同

时在借鉴已有研究(见表１)的基础上,本文选择总

资产和营业费用作为投入指标,贷款余额和净利润

作为产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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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小额贷款公司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选取依据

已有代表

性研究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温涛等[１４] 经营总费用、信贷

专员数量
财务收益

卢亚娟等[３] 员工总数、借款者

平均成本
贷款余额

董晓林等[４] 总资产、管理费用、
机构从业人数

贷款余额、贷款笔

数、净利润

杨虎锋等[５] 员工数量、总资产
贷款余额、贷款余

额笔数、营业利润

　　在双重差分经验分析中,本文所设定的被解释

变量是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
具体包括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解释

变量为个体小额贷款公司是否发生股权变更的“政
策”虚拟变量,发生股权变更的小额贷款公司赋值为

１,未发生股权变更的小额贷款公司赋值为０.参考

已有研究的做法[１１,１３,１５Ｇ１６],本文对一系列影响机构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其他因素进行了控制,控制变

量构造如下:a)公司规模,用总资产来衡量;b)资产

费用率,用营业费用/总资产指标衡量;c)贷款质量,
用不良贷款来衡量;d)资产质量,用贷款损失准备金

率来衡量;e)涉农贷款占比,用种养殖业及１００万元

以下余额占总贷款余额比表示.本文实证分析中使

用的变量及定义如表２所示.
表２　相关变量及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全要素生产率 TFP
衡量组织总体绩效运

行情况

技术进步 TECHCH 衡量组织的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 SECH
衡量组织运行的润滑

度、经营管理水平等

规模效率 PECH 衡量规模效应

股权变更 TREAT∗YEAR
在t时期是否发生股

权变更,是＝１;否＝０

公司规模 SCALE 总资产

资产费用率 COST 营业费用/总资产

贷款质量 RISK 不良贷款

资产质量 LLR 贷款损失准备金率

涉农贷款占比 ALP
种养殖业及１００万元

以下余额/总贷款余额

三、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下文将利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浙江省(不含宁波市)

５９家小额贷款公司的统计数据,先运用DEAP２．１软

件,以产出为导向,进行面板数据 Malmquist生产率

指数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STATA 软件分析股

权变更对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
(一)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及其

分解

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浙江省５９家小额贷款公司的

生产效率进行动态测算及分解,经分组统计,可得机

构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数情况(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

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数

组别 观测数
全要素

生产率

技术进

步指数

纯技术

效率指数

规模效

率指数

控制

组

２０１１年 ３９ １．０６０ ０．９６７ １．０７０ １．０２４
２０１２年 ３９ １．００９ １．０６７ ０．９５６ ０．９８９

平均 ３９ １．０３４ １．０１６ １．０１１ １．００７

实验

组

２０１１年 ２０ ０．９５５ １．１７２ ０．９４３ ０．８６４
２０１２年 ２０ １．０４８ ０．９１６ １．０３６ １．１０４

平均 ２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６ ０．９８８ ０．９７７

　　由表３可以看出,股权变更对浙江省小额贷款

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会产生显著影响.从个体

维度来看,发生股权变更后的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

生产率水平要大于从未发生股权变更的小额贷款公

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两者之差达到３．９％.换句

话说,发生股权变更后的小额公司其运行效率提高

要比未发生股权变更的小额贷款公司快三点九个百

分点.从时间维度来看,发生股权变更的小额贷款

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由原先的下降状态变为股权变更

后的上升状态,未发生股权变更的小额贷款公司全

要素生产率则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但上升趋势逐年

递减.这表明股权变更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组织内

在驱动力的发展.
股权变更对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变

量的影响同样显著.具体而言:未发生股权变更的

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技术进步的

优势,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与原来相比则略微有

所下降.发生股权变更的小额贷款公司则正好相

反,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技术衰退,而纯技术效率和

规模效率与原来相比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些

趋势反映出股权变更对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

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复杂,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其具体

作用机制.
(二)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１．双重差分适用性检验

一是随机性假设检验.从上文的全要素生产率

测算结果来看,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股权变更极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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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因为生产效率不高而导致的.对此本文借鉴张

成等[１７]的做法,采用 Logit模型来检验小额贷款公

司进行股权变更的选择标准.本文将“个体小额贷

款公司是否发生股权变更”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全要

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包括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和技术进步)作为解释变量,同时加入总资产、资产

费用率、不良贷款、涉农贷款占比以及贷款损失准备

金率等相关控制变量.具体估计结果见表４的模型

１－１、１－２、１－３、１－４(各模型代表不同核心解释变

量的估计结果,下表表头中括号内显示的变量为其

模型所估计的核心解释变量).由估计结果可知,全
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高低并未对小额贷款公

司是否进行股权变更这一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随
机性假设成立.

表４　随机性检验结果

模型１－１
(TFP)

模型１－２
(TECHCH)

模型１－３
(PECH)

模型１－４
(SECH)

总资产
－５．２０∗１０－８

(－０．０１)
－２．２４∗１０－８

(－０．０１)
－２．７５∗１０－８

(－０．０１)
１．６３∗１０－８

(０．００)

不良贷款
－０．０００４８４
(－０．８３)

－０．０００４３６
(－０．７５)

－０．０００５５０
(－０．９３)

－０．０００４４６
(－０．７７)

资产费用率
２５．８９
(１．１９)

２６．７６
(１．２３)

２７．１６
(１．２５)

２６．０２
(１．１９)

涉农贷款占比
－４．４５９∗∗

(－２．１１)
－４．２８１∗∗

(－２．０１)
－４．５６０∗∗

(－２．１４)
－４．３６２∗∗

(－２．０５)

贷款损失准备金率
－２１．７３∗

(－１．８６)
－２１．６１∗

(－１．８２)
－２２．８２∗

(－１．９５)
－２１．３３∗

(－１．８１)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９８９
(－０．６９)

技术进步
１．８１４
(１．３１)

纯技术效率
－２．６１２
(－１．３２)

规模效率
－０．９４６
(－０．４９)

常数项
３．９２９
(１．７０)

０．８５８
(０．３７)

５．６３５∗

(２．０５)
３．７５４
(１．５１)

观测数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８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t统计量值,∗∗∗、∗∗、∗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二是同质性假设检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还需

要满足同质性假设,即控制组和实验组样本在股权

变更前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应具有相同的趋势.
本文采用异方差检验,其检验结果显示,P 值等于

０．８５０７,无法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故控制组和实验

组的随机扰动项同方差,同质性假设成立.

２．双重差分计量结果分析

表５报告了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
模型２－１、２－３、２－５、２－７的估计结果并未加入控

制变量,模型２－２、２－４、２－６、２－８的估计结果则

加入了相关控制变量(下表表头中括号内显示的内

容为模型所估计的被解释变量,下同).
表５　股权变更对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变量
模型２－１
(TFP)

模型２－２
(TFP)

模型２－３
(TECHCH)

模型２－４
(TECHCH)

组间虚拟变量TREAT
－０．０８２１
(－１．５８)

－０．０７８７
(－１．３８)

０．２２６∗∗∗

(４．７０)
０．２３３∗∗∗

(４．３３)

时间虚拟变量YEAR －０．０５２３∗

(－２．３２)
－０．０４１６
(－１．８２)

０．０９７４∗∗∗

(６．７７)
０．０９２５∗∗∗

(５．７３)

双重差分变量DIFF ０．１３０∗

(１．９４)
０．１１７∗

(１．７２)
－０．３６８∗∗∗

(－６．２６)
－０．３７５∗∗∗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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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变量
模型２－１
(TFP)

模型２－２
(TFP)

模型２－３
(TECHCH)

模型２－４
(TECHCH)

总资产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３

(０．５５)
－４．９２e－０８
(－０．３０)

不良贷款
－０．００００２５８
(－０．６８)

０．０００００９２８
(０．５１)

资产费用率
－１．４５７
(－０．８０)

－１．３７７
(－０．９０)

涉农贷款占比
０．００２４６
(０．０２)

－０．００２１８
(－０．０３)

贷款损失准备金率
－０．１１９
(－０．１３)

０．６４８
(０．８３)

常数项
１．０６５∗∗∗

(６３．６４)
１．０８６∗∗∗

(１０．６７)
０．９７０∗∗∗

(７７．２９)
０．９８３∗∗∗

(１５．７９)

R平方 ０．０５０ ０．０８２ ０．３８２ ０．３９１

观测数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８

变量
模型２－５
(PECH)

模型２－６
(PECH)

模型２－７
(SECH)

模型２－８
(SECH)

组间虚拟变量TREAT
－０．１２８∗∗∗

(－４．９８)
－０．１３５∗∗∗

(－４．６２)
－０．１５４∗∗∗

(－６．２４)
－０．１５３∗∗∗

(－５．７７)

时间虚拟变量YEAR －０．１１６∗∗∗

(－５．６７)
－０．１０７∗∗∗

(－５．３１)
－０．０３５５∗∗∗

(－４．８７)
－０．０２８３∗∗

(－２．９８)

双重差分变量DIFF
０．２１０∗∗∗

(５．５７)
０．２１１∗∗∗

(５．３５)
０．２７８∗∗∗

(６．６２)
０．２７４∗∗∗

(６．５４)

总资产
３．９６e－０８

(０．２８)
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４

(１．１８)

不良贷款
－０．００００２４５
(－０．８６)

－０．００００１７２
(－０．７９)

资产费用率
０．３８０
(０．４３)

０．０６９７
(０．１２)

涉农贷款占比
－０．０６２７
(－０．６１)

０．０６５６
(０．７７)

贷款损失准备金率
－０．５５４
(－１．２２)

－０．３１９
(－１．０９)

常数项
１．０７４∗∗∗

(６７．３０)
１．１３１∗∗∗

(１２．４８)
１．０２５∗∗∗

(１６５．６８)
０．９６６∗∗∗

(１３．４１)

R平方 ０．２６６ ０．２８４ ０．４５６ ０．４７８

观测数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８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t统计量值,∗∗∗、∗∗、∗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以下具体分析模型２－２、２－４、２－６、２－８的估

计结果.整体来看,股权变更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下正向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影响

系数为１１．７％,表明股权变更使得浙江省小额贷款

公司的运行效率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再进一步

考察股权变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解释变量即技

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可以发现,
股权变更显著正向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纯技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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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模效率,其影响系数分别达到２１．１％和２７．４％,
这说明政策安排中对于入股股东及其入股比例限制

的放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组织的纯技术效率和规

模效率.可能原因有三:一是股权变更后的小额贷

款公司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强的社会关系,减少

了信贷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提高

了信贷分配效率;二是优质民营企业为小额贷款公

司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技术和团队[６],进而提升了组

织的经营管理水平;三是股权变更扩大了小额贷款

公司的资金来源,组织由此出现规模经济效应.股

权变更显著地负向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技术进步,
其影响系数达到－３７．５％,原因在于民营股东入股

小贷公司属于金融领域的“新进入者”,他们对资金

运用规律方面的认识和掌握有限,尚且不能对风控

技术、产品创新带来积极的影响[１０].本文则认为另

一可能原因是民营法人股东在入股小额贷款公司之

后开展典型的“关系型贷款”以获取短期高额利润,
缺乏开拓市场创新信贷产品的动力,进而阻碍了公

司的技术进步.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公司规模和不良贷款对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的影响系数非常小,故
其影响效应并不明显.资产费用率、涉农贷款占比

以及贷款损失准备金率对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没

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可能原因在于这些因素分别从

不同方向影响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从而“中和”
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３．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采用了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估计,以
控制不可观测但不随时间变化的组间差异(比如控

制组和实验组样本来自不同区域).具体结果可见

表６中的模型３－１、３－２、３－３、３－４.表６所提供

的估计结果显示,该方法剔除了无法与实验组匹配

的控制组样本,将样本容量缩减到了９０,而估计结

果中核心变量(双重差分的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号

依然没有发生变化,说明结果是稳健的.
表６　基于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的稳健性检验

项目
模型３－１
(TFP)

模型３－２
(TECHCH)

模型３－３
(PECH)

模型３－４
(SECH)

组间虚拟

变量TREAT
－０．１０７∗∗

(－２．１５)
０．２０８∗∗∗

(４．８７)
－０．１４３∗∗∗

(－４．７８)
－０．１４５∗∗∗

(－５．０１)

时间虚拟变量

YEAR
－０．０３２７
(－０．６６)

０．０９６０∗

(２．２５)
－０．１０４∗∗∗

(－３．４９)
－０．０２６０
(－０．９０)

双重差分变量

DIFF
０．１３５∗

(１．９３)
－０．３５２∗∗∗

(－５．８３)
０．２１７∗∗∗

(５．１３)
０．２６２∗∗∗

(６．３９)

表６续

项目
模型３－１
(TFP)

模型３－２
(TECHCH)

模型３－３
(PECH)

模型３－４
(SECH)

常数项
１．０７８∗∗∗

(３０．７５)
０．９８１∗∗∗

(３２．４７)
１．０８１∗∗∗

(５１．０６)
１．０１９∗∗∗

(４９．７７)

R平方 ０．０６５ ０．３２９ ０．２５２ ０．４４０

观测数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t统计量值,∗∗∗、∗∗、∗分别表示在１％、５％
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 DEA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度浙

江省５９家小额贷款公司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的全要素生

产率水平,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股权变更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a)浙
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股权变更前后

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由原先的下降趋势变为股权

变更后的上升趋势.b)双重差分结果显示股权变

更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小额贷款公司

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对
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股权变更主要是通

过改善技术效率而非技术进步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

的增长.c)股权变更改善小额贷款公司的技术效率

主要体现为提高了组织的信贷分配效率,提升了经

营管理水平以及扩大了信贷规模三个方面,实证结

果中股权变更对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显著

为正能够支持上述观点.
根据上述实证结论,本文认为,民营企业的大规

模进入提升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政策安排中对于入股股东资格及

其比例的放宽促进了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绩效的提

高.由于试点之初«指导意见»对小额贷款公司准入

条件的规定使得组织基本上规模较小,其股权结构

也相对简单,大多是以某个民企为主要控股发起人,
其余则由亲朋好友或熟人介绍的关系加盟成立[１８],
因此此次股权变更引致的法人股东持有的股份在小

额贷款公司中的增强,这一方面扩大了公司的资产

规模,另一方面也改善了公司治理状况,提高了组织

信贷分配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对此,本文建议相

关政策部门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清除不必要的行政

性进入壁垒,放松对小额贷款公司准入条件的限制,
促进小额信贷机构股权结构多元化.同时值得注意

的是,民营企业进入小额贷款公司后对组织的技术

进步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民营资本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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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领域后对于把握风控技术、创新信贷产品等方

面的能力明显不足抑或是关注度不够,股东更注重

的是短期利益的攫取而非组织的长远发展.针对信

贷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本文建议政府出台相关

政策或采取扶持措施,例如构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

的信息交流平台,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员可以通过

此技术平台就业务上的问题进行探讨,分享更多的

经验与信息.

参考文献:
[１]赵雪梅．小额贷款公司运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以甘肃省为例[J]．西北师大学报,２０１５,５２(４):１３９Ｇ１４４．
[２]卢亚娟,孟德锋．微型金融机构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

素:基于江苏省５６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实证研究[J]．江
海学刊,２０１４(３):６８Ｇ７３．

[３]杨小丽,董晓林．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结构与经营

绩效:以浙江省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２(５):７０Ｇ７８．
[４]董晓林,高瑾．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江苏２２７家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实证分析[J]．审
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４(１):９５Ｇ１０２．

[５]杨虎锋,何广文．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有效率吗? 基于４２
家小额贷款公司数据的分析[J]．财经科学,２０１１(１２):

２８Ｇ３６．
[６]胡金焱,梁巧慧,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审计差异:２００９Ｇ

２０１３年[J]．改革,２０１４(８):１３１Ｇ１４０．
[７]贾泰峰．产业集群与小额贷款公司配套发展路径问题研

究[J]．金融发展研究,２０１２(６):２８Ｇ３２．
[８]冯林,马建春,王家传,等．小额贷款公司制度绩效及创

新路径:基于对山东省三次跟踪调查的比较[J]．农业经

济问题,２０１５(２):６０Ｇ６９．
[９]梁巧慧,胡金焱．主发起人性质与小额贷款公司多重目

标实现:以山东省为例[J]．山东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１Ｇ
９０．

[１０]剧锦文,李劲民．山西平遥、内蒙古鄂尔多斯小额贷款

公司之比较[J]．生产力研究,２０１０(５):１Ｇ７．
[１１]袁晓玲,张宝山．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

素研究:基于 DEA 模型的 Malmquist指数分析[J]．数
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４):９３Ｇ１１６．

[１２]蔡跃洲,郭梅军．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实

证分析[J]．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９):５２Ｇ６５．
[１３]宋凯艺,卞元超．期限错配与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

率[J]．金融论坛,２０１７(５):２４Ｇ３６．
[１４]温涛,刘达,王小华．“双重底线”视角下微型金融机构

经营效率的国际比较研究[J]．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７(４):

２５Ｇ４０．
[１５]柯孔林,冯宗宪．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

影响因素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２００８(９):２９Ｇ３５．
[１６]候晓辉,李婉丽,王青．所有权、市场势力与中国商业银

行的全要素生产率[J]．世界经济,２０１１(２):１３５Ｇ１５７．
[１７]张成,陈宁,周波．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和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的经验研究

[J]．当代财经,２０１７(１１):３Ｇ１５．
[１８]刘小玄,王冀宁．新兴小型金融机构的产权和法人治理

机制[J]．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１(２):３１Ｇ３８．
[１９]杨文,孙蚌珠,程相宾．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及

影响因素:基于所有权结构变化视角[J]．经济学(季
刊),２０１５(１):５３５Ｇ５５６．

[２０]石华军,楚尔鸣．政策效果评估的双重差分方法[J]．统
计与决策,２０１７(１７):８０Ｇ８３．

Haveinstitutionalchangesimprovedtotalfactor
productivityofmicroＧloancompanies?

Ananalysisfromtheperspectiveofshareholderstructure
PANQiaofang１,LIUXichuan１,FUChangluan２

(１．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２．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angzhouNormal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１１２１,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of５９microＧloancompaniesduring２０１０Ｇ２０１２
inZhejiangProvincewasmeasuredby Malmquistproductivityindex,andtheinfluenceofchangesof
shareholdingonTFPwastestedby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model．ItwasfoundthatTFPofmicroＧloan
companiesinZhejiangProvinceissignificantlydifferentbeforeandafterthechangesofshareholding,whichshows
arisingtrendafterthechangesfromtheoriginaldownwardtrend．Theresultof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model
showedthatthechangesofshareholdinghavepositiveinfluenceonTFPofmicroＧloancompaniesatthesignificant
levelof１０％．FurtheranalysisshowedthatthechangesofshareholdingpromotethegrowthofTFPbyimproving
thecreditallocationefficiency,managementlevelandcreditscaleofmicroＧloancompanies．

Keywords:microＧloancompanies;totalfactorproductivity;changesofshareholding;Malmquist
productivityindex;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model

(责任编辑:钱一鹤)

７７４第５期 潘巧方等:制度演变改善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分析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４０卷,第５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Journalof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SocialSciences)

Vol．４０,No．５,Oct．２０１８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s)．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０６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１４７１２８６,１１７０１５１８)

作者简介:胡觉亮(１９５８－),男,浙江杭州人,教授,主要从事运筹学理论与应用研究.

通信作者:韩曙光,EＧmail:zist００１＠１６３．com

基于TS算法的公路干线货运平台车货匹配研究

胡觉亮a,邴　聪b,韩曙光a

(浙江理工大学,a．理学院;b．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针对公路干线货运平台仅充当信息交互媒介,使得车货匹配效率低下、匹配成功率不高的问题,提出了

平台利用信用评价体系筛选高信用车主,与其合作成立虚拟车队,进而对车货双方进行匹配调度的新模式.在考虑

车货双方信用的基础上,建立了无配送中心、多车型、先集货再送货、以最小匹配成本为目标的一对多车货匹配调度

模型,并利用 TS算法对该模型求解.以货车帮为例,应用所建立的数学模型,通过小规模车货数量下 TS算法求解

结果与“精确解”的对比,以及大规模车货数量下 TS算法与PSO算法、PSOＧTS混合算法求“满意解”性能的对比,证

明了该车货匹配调度模式与 TS算法在提高匹配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上的有效性,为线上货运平台未来发展提供一

定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信用;货运平台;一对多车货匹配;TS算法

中图分类号:U４９２．３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１０Ｇ０４７８Ｇ０９

　　公路货运在我国货物运输行业中占有重要地

位,目前我国公路货运量占全国货运总量的７５％左

右.以２０１７年为例,当年全国货运总量４７９．４亿

吨,其中公路货运量为３６８．０亿吨,占比７６．８％[１].
然而,我国公路货运多年来一直存在着“散、乱、差”
的局面:市场中９０％为运输业个体户;车辆等待回

程货的平均时间是 ７２ 小时,平均回程空驶率为

４４％[２].公路货运市场出现如此局面的原因是整个

市场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虽然货运中介的出

现一定程度上使得这类问题有所缓解,但车货信息

往往经过多个中介的转手导致信息传递缓慢,物流

成本增加.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平台＋
App”车货匹配模式出现,匹配重心开始由线下向线

上移动端转移,匹配对象从货运中介变为车主与货

主双方.
双边市场是利用一个或多个双边平台实现用户

的交互,并通过对双方收取合理的费用而将其维持

在平台上的市场[３].公路货运市场由车主和货主两

方进行交互,因此属于典型的双边市场,平台在其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Armstrong等[４Ｇ５]认为,市场中的

某些活动必须借助平台来完成,平台通过为双方提

供产品或服务来促成交易并从中获取利润,平台中

一方用户获得的利益多少取决于另一方用户的规模

大小.Abrahamsson等[６]认为,物流平台是信息管

理与控制中心,是物流系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宋

娟娟等[７]对公路货运平台发展现状及运营机制进行

了分析,指出平台在发展过程中应解决好“鸡蛋相

生”问题.张松[８]对南京市三种货运配载模式进行

了对比分析,发现基于物流平台的车货匹配模式具

有一定优势.公路货运市场中的车货匹配属于典型

的双边匹配问题.Gale等[９]对双边匹配问题进行

了开创性研究,并用 GaleＧShapley算法成功解决了

婚姻匹配问题,证明稳定的婚姻匹配总是存在的.

Zhang等[１０]以滴滴出行平台为例,在考虑司机接单

概率的情况下,建立了最大化订单成交率的滴滴出

租车分单模型.陈静[１１]在分析公路货运平台订单

分配问题现状的基础上,建立了订单分配模型,提高

了运输资源利用率.陈火根等[１２]将配载过程分解



为资源分类、资源匹配、交易协商三个子任务,在此

基础上设计了在线算法对车货双方进行匹配,通
过原型系统实验证明:基于网格技术的货物配载

系统不仅可以方便地集成异构系统,而且可以确

保配载处理的实时性.李玉花[１３]建立了以能力和

资源限制为约束条件,以物流供需匹配度大化为

目标的流线型优化模型.李慧[１４]通过把影响车货

双方匹配的指标划分为硬指标和软指标的方法,
建立了以匹配度最大为目标的车货配载多目标匹

配排序模型.
我国公路干线货物运输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和区

域性:春夏季相对于秋冬季而言货源较少,西部地区

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货源较少.淡季时货物数量

少,可以利用穷举的方法求得最优匹配调度方案;旺
季时货物数量较多,穷举方法求解耗时过长,需要利

用启发式算法进行求解.求解匹配调度问题的算法

主要有粒子群算法(Particleswarmoptimization,

PSO)、禁忌搜索算法(Tabusearch,TS)、蚁群算法

(Ant colony optimization,ACO)、遗 传 算 法

(Geneticalgorithm,GA),以及各种算法的改进算

法、混合算法等.其中 TS算法是求解匹配调度问

题的常用有效算法.Montané等[１５]建立了具有最

大行程约束的随机车辆调度模型,并通过 TS算法

求解取得了较好的效果.Brandal[１６]采用 TS算法

研究了不同车型对车辆调度问题求解效果的影响.
郎茂祥等[１７]构造了求解车辆匹配调度问题的新禁

忌搜索算法,并通过实验进行模拟计算,结果表明该

算法求解车辆调度问题具有较好的效用.刘兴

等[１８]在 TS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算法,将车

辆匹配调度问题按不同的车辆和顾客分解成若干子

问题,然后用 TS算法求解每个子问题,并从所有子

问题的最优解中选出全局最优解.
目前大多数对于平台车货匹配的研究是建立在

车主和货主与平台无合作或从属关系的背景下,匹
配以交易撮合、提高推荐成功率为目的.平台如何

提高车货双方的可控性,发挥宏观匹配调度作用,提
高匹配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提出平台利用信用评价体系筛选高信用车主,
与其合作成立虚拟车队,进而对车货双方进行匹配

调度的新思路.建立运力可控情景下的车货匹配调

度模型,给出求解算法,并通过不同算法对比分析来

验证 TS算法的求解性能.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线

上货运平台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车货匹配模型建立

(一)问题描述

从“车多货少”的实际背景出发,根据文献[１５]
建立的信用评价体系,对车货双方信用情况进行评

价,淘汰低信用的车主与货主,筛选出高信用的车货

双方.对于筛选出的高信用车主,线上平台与之合

作成立虚拟车队实现运力可控.某时刻某区域内虚

拟车队中存在不同车型、不同载重水平的车辆,如果

只进行一对一整车匹配可能出现较多车辆低满载的

情况,而通过一车对多货的调度匹配可以有效提高

车辆满载率,降低物流成本.因此,本文在考虑车货

双方信用的基础上,建立无配送中心、多车型、先集

货再送货并以最小匹配成本为目标的一对多车货匹

配调度模型.匹配调度成本分为两部分,即从车辆

当前位置到货主处的空驶成本和车辆载货行驶的载

货成本.假设:

a)货主与目的地一一对应,每个货主与其对应

的目的地都要被匹配且只能匹配一次;

b)货主给定的时间为要求车主到达目的地的

最晚时间,考虑信用评价体系的稳定性,平台匹配时

不允许车主迟到;

c)同一车主可以匹配一位或多位货主,但每阶

段只允许匹配一次;

d)不同货主的货物可以相互拼装;

e)同一车辆载货成本仅与车辆单位距离行驶成

本和行驶距离有关,与载货量等无关;

f)不同车辆空驶成本和载货成本不同;

g)运输过程中采取“人歇车不歇”的不间断运输

方式;

h)车辆停留装卸货时间为常数,不考虑货物吨

位等因素对车辆装卸货时间的影响;

i)车货双方经过平台信用筛选,车主的信用不

小于平台允许其加入虚拟车队的信用,货主的信用

不小于平台允许其参加匹配的信用;

j)车辆行驶距离 Djk 用两点(Xj,Yj)和(Xk,

Yk)之间的经纬度距离表示:

Djk ＝２Rr sin２ π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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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ç

ö

ø
÷＋cos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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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r 为地球半径,X′＝Xj－Xk

２
,Y′＝Yj－Yk

２
.

(二)符号说明

V:车主集合;

G:货主集合;

F:目的地集合;

m:车主数量;

n:货主数量;

i:车主编号;

j:车主、货主以及目的地的编号;

k:车主、货主以及目的地的编号;

C:匹配的运输成本;

Eei:车主的车辆单位空驶成本;

Efi:车主的车辆单位满载成本;

Li:车主的车辆最大载重量;

TGk:货主给定要求货物送达目的地的时间;

Tij:车主到j的实际时间;

Tα:车主每次停留装卸货时间;

v:车主的车辆平均行驶速度;

Wj:货主的货物重量;

RVi:车主信用值;

RGj:货主信用值;

RVα:平台允许加入虚拟车队的最小车主信用

值;

RGα:平台允许参与匹配的最小货主信用值.
(三)车货匹配模型

为发挥平台宏观匹配调度的作用,实现提高车

货匹配效率、降低社会物流总成本的目的,本文以最

小化匹配成本为目标建立车货匹配模型,该模型可

以用公式表示为:

minC＝ ∑
m

i＝１
∑
m

j＝１
　∑

m＋n

k＝m＋１
EeiDjkbijk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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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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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１
EfiDjkbijk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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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j ＝
１,　 车主i与货主j匹配

０,　 否{ ,　j∈G

(１３)

bijk ＝
１,　 车i从j到k
０,　 否{ (１４)

式(１)是目标函数,匹配总运输成本最小,成本

分为空驶成本和载货成本;式(２)是货主与对应目的

地匹配,即若车主与货主匹配,则车主也与货主对应

的目的地也匹配;式(３)是所有货主均被匹配;式
(４)—(５)是目的地的车辆流入流出平衡;式(６)—
(１０)是车辆行驶路径约束,即车主不能从当前位

置到其他车主位置、不能从当前位置直接到目的

地、不能从货主位置到车主位置、不能从目的地到

车主位置、不能从目的地到货主位置;式(１１)是车

辆载重约束,与车主匹配的货物总量不能超过车

的载重;式(１２)是时间约束,车主运输到达目的地

的时间不能超过货主给定的时间;式(１３)—(１４)
是决策变量.

二、基于TS算法的模型求解

TS算法最早由 Glover于１９８６年提出,是一种

模仿人类记忆功能的算法.它的基本思想是:为了

找到“全局最优解”,不应执着于某一特定区域,因此

在搜索全局最优解的过程中,标记对应已搜索的局

部最优解的对象,在进一步迭代搜索中有意识地避

开它,从而获得更多的搜索区间.TS算法中有三个

重要的概念:禁忌表、禁忌长度和特赦准则.禁忌表

是用来存放禁忌对象的容器,禁忌表中的对象在解

禁之前不能被再次搜索.禁忌表的大小影响搜索速

度和解的质量:禁忌表长度过小,搜索可能进入死循

环;禁忌表过大则限制了搜索区域,好的解可能不会

被搜索到.禁忌长度是指禁忌对象在禁忌表中被禁

忌的步数.特赦准则是用来释放特定解,实现全局

优化搜索的准则,当全部候选解或优于当前最优解

的候选解被禁时,特赦准则就会发挥作用.TS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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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如图１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a)给定禁忌长度等参数,随机产生一个初始解,
并清空禁忌表;

b)判断是否满足终止条件,若满足则停止搜

索,输出最优值,否则进行步骤c);

c)利用当前解的邻域函数,产生所有或若干邻

域解,从中选定若干解作为候选解;

d)判断候选解是否满足特赦准则,若满足则执

行步骤f),否则执行步骤e);

e)判断候选解的禁忌属性对候选解所对应的各

种对象进行分析,选择在候选解中且不在禁忌表中

的对象对应的最佳状态作为新的当前解,并将该对

象对应的禁忌对象替换掉原有的禁忌对象;

f)执行步骤b).

图１　TS算法流程图

　　由于以最小成本为目标的一对多车货匹配问题

不但涉及车货双方是否匹配,还涉及匹配后的路径

规划,且路径中集货地与送货地是一一对应的,所以

在设计 TS算法编码时采取将编码分为两段的方

法.车主与货主段编码组成第一部分,其作用是判

定车货匹配,并确认车辆在车主与货主之间以及货

主与货主之间的行驶路径.目的地编码为第二部

分,其作用是确认车辆在货主和目的地之间,以及目

的地与目的地之间行驶路径.
对于m 个车主,n个货主,货主对应的目的地有

n个.为了方便解释TS算法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下
面以m＝４,n＝３为例进行演示.

１．编码方法

a)将编码(m＋２n－１)分为两部分:编码第一部

分从１至(m＋n－１),编码长度为(m＋n－１),将这

部分编码的类别设为１;编码第二部分从(m＋n)
至(m＋２n－１),编码长度为n,将这部分编码的类

别设为２.当m＝４,n＝３时,第一部分编码为１至

６,第二部分编码为７至９.编码及其类别如表１
所示.

表１　编码及其类别

编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类别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b)计算维数为(m＋２n－１)的邻域解位置,设定

位置中各维度的取值范围为[０,１].经过计算得到

各个编码的取值,编码取值组成邻域解的位置,邻域

解位置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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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邻域解位置

编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邻域解１
位置

０．２ ０．５ ０．３ ０．７ ０．９ ０．１ ０．４ ０．８ ０．６

邻域解２
位置

０．３ ０．２ ０．８ ０．１ ０．５ ０．９ ０．６ ０．４ ０．７

２．解码方式

a)根据邻域解位置中各维度取值的大小进行

映射解码.其中第一部分按照位置取值从小到大

的顺序分别映射为１至(m＋n－１)之间的数字.
以邻域解１位置为例,第一部分１至６的编码位置

取值按从小到大顺序的映射为２、４、３、５、６、１,如表

３所示.
表３　邻域解映射

编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邻域解１位置 ０．２ ０．５ ０．３ ０．７ ０．９ ０．１

映射 ２ ４ ３ ５ ６ １

　　b)从映射后数字１至(m＋n－１)中选取最小的

(m－１)个数字作为分割点,用 Y表示该映射为分割

点,N表示该映射为非分割点.邻域解１共产生三

个分割点,对应编码为１、３、６,编码分割点如表４所

示.
表４　分割点

编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邻域解１位置 ０．２ ０．５ ０．３ ０．７ ０．９ ０．１

映射 ２ ４ ３ ５ ６ １

分割点 Y N Y N N Y

　　c)(m－１)个分割点将编码拆分为m 段,对应m
辆车.m 段按照编码从小到大的顺序再次映射为

(m＋１)到(m＋n)之间的数字,此时映射的数字即

为与该车主匹配的货主.邻域解１中三个分割点

将编码拆分为四段,第一段车主１无匹配的货主,
第二段车主２匹配货主５,第三段车主３匹配货主

６、７,第四段车主４无匹配的货主,匹配解码如表５
所示.

表５　匹配解码

编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邻域解１位置 ０．２ ０．５ ０．３ ０．７ ０．９ ０．１

映射 ２ ４ ３ ５ ６ １

分割点 Y N Y N N Y

车主 － ２ － ３ ３ －

货主 － ５ － ６ ７ －

　　d)比较与车主匹配的货主邻域解位置中各维度

取值的大小,按照每段中从小到大的顺序,确定车辆

行驶路径.车主２从当前位置到货主５处,车主３
从当前位置先到货主６再到货主７的位置,货主路

径解码如表６所示.
表６　货主路径解码

编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邻域解１位置 ０．２ ０．５ ０．３ ０．７ ０．９ ０．１

映射 ２ ４ ３ ５ ６ １

分割点 Y N Y N N Y

车主 － ２ － ３ ３ －

货主 － ５ － ６ ７ －

路径顺序 － １ － １ ２ －

　　e)对于第二部分,由于货主与目的地位置一一

对应且编号相差n,第一部分车货匹配后,车与目的

地也是匹配的,只需按照位置取值从小到大确定行

驶顺序即可.车主２与货主５匹配,则车主２与货

主５对应的目的地８也匹配,且路径顺序为:２→５→
８.车主３与货主６和７匹配,则车主３与货主６、７
对应的目的９、１０也匹配,且路径是顺序为:３→６→７
→１０→９.路径解码如表７所示.

表７　目的地路径解码

编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邻域解１
位置

０．２ ０．５ ０．３ ０．７ ０．９ ０．１ ０．４ ０．８ ０．６

映射 ２ ４ ３ ５ ６ １ － － －

分割点 Y N Y N N Y － － －

车主 － ２ － ３ ３ － ２ ３ ３

货主及

目的地
－ ５ － ６ ７ － ８ ９ １０

路径顺序 － １ － １ ２ － ２ ４ ３

３．更新迭代编码与解码

a)对邻域解中任意两个编码的位置进行互换.
当编码长度较小时,可以选取并计算所有编码两两

位置互换的邻域解;当编码长度较大时,为减少运算

量可以选取并计算部分编码位置互换的邻域解.以

邻域解１中编码２和３的互换为例,如表８所示.
表８　编码位置互换

编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邻域解１位置 ０．２ ０．３ ０．５ ０．７ ０．９ ０．１

　　b)按照解码方式对调换位置的编码进行解码,
得到新的车货匹配方案和新的车辆行驶路径:车主

３匹配货主５、６、７.对应的车辆行驶路径为:３→５→
６→７→８→１０→８,如表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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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更新迭代编码与解码
编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邻域解１
位置 ０．２ ０．３ ０．５ ０．７ ０．９ ０．１ ０．４ ０．８ ０．６

映射 ２ ３ ４ ５ ６ １ － － －
分割点 Y Y N N N Y － － －
车主 － － ３ ３ ３ － ３ ３ ３

货主及
目的地 － － ５ ６ ７ － ８ ９ １０

路径顺序 － － １ ２ ３ － ４ ６ ５

　　若此时求得的匹配结果优于更新迭代前,则将

车主３与货主５的匹配加入到禁忌表中,进行下一

次迭代更新;当该禁忌表中的匹配超过禁忌步长时,
则将该匹配移出禁忌表.

三、案例分析

货车帮是一个互联网货车车库平台,成立于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货车帮 App发布.该平台通过“货
车帮车主”端整合车主、“货车帮货主”端整合货主的

方式,现已积累了大量的用户.货车帮的车货匹配

模式主要有主动、被动、推荐三种.主动模式下,货
主可以利用车库功能,主动筛选所需车辆并联系车

主沟通运价达成交易;而车主可以通过对货源进行

筛选并主动联系货主沟通运价的方式找货.被动模

式下,货主可以选择将出发地、目的地、需要车长车

型、货物类型、货物重量、运费金额、装车时间、装卸

方式、付款方式等信息发布到平台,等待车主联系达

成交易;车主则可以通过车主端发布出发地、目的

地、重量等货物需求信息的方式找货.推荐模式下,
当货主需要发货时,平台会优先向货主推荐与其发

生过交易的车主;而除了车主可以通过订阅路线功

能及时收到订阅路线上的货运信息外,平台还会根

据车主出发地和目的信息将周边货源推荐给车主.
货车帮作为信息交互平台,并不实际参与到车货双

方匹配交易中去,车主与货主将交易信息发布到平

台后,双方根据需要进行自由匹配交易.
(一)TS算法模型求解

从货车帮平台采集某时刻浙江到京津冀地区所

有车源和货源信息.由于货物本身的价值通常高于

运费的价格,交易中货主承担的风险高于车主,因此

取RVα＝０．９,RGα＝０．７.筛选所有车主与货主后剔

除低信用者,剩余共６０位车主和３５位货主.假设

经过筛选的车主均同意与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加入

虚拟车队成为可控运力.

１．小规模车货数量求解

选取１０位车主和７位货主作为求解数据.其

中,车主编号为１—１０,货主编号为１１—１７,货主对

应的目的地编号为１８—２４.最大迭代次数设置为

２００,禁忌长度设置为２０,选取全部的邻域解作为候

选解.MatlabR２０１６a在配置为i５Ｇ３３３７U,CPU＠
１．８GHz的环境下运行３８．７４s,得到最小匹配成本

２３９６６．９２元.车货匹配结果如表１０所示.
表１０　小规模TS算法匹配结果

车主 货主 目的地 路径
车辆载
重率/％

１ １３、１５、１６ ２０、２２、２３ １→１５→１３→１６
→２０→２２→２３ ９６

５ １１ １８ ５→１１→１８ １００
６ １２ １９ ６→１２→１９ ７４
７ １７ ２４ ７→１７→２４ ９４
８ １４ ２１ ８→１４→２１ ９１

　　从表１０可以看出,共用５位车主即可匹配完全

部７位货主,且车辆载重率均较高,减少了运力浪

费.通过与Lingo穷举思想下求得的“精确解”对比,
发现其求解结果与“精确解”结果完全一致,证明 TS
算法在求解小规模车货匹配问题上具有较好性能.

２．大规模车货数量求解

对车主与货主以及目的地进行编号:车主编号

为１—６０,货主编号为６１—９５,目的地编号为９６—

１３０.最大迭代次数设置为２００,禁忌长度设置为

２０,由于邻域解数量较大,为了减少求解时间,仅选取

４％的邻域解作为候选解.Matlab运行１２７．９５s,得
到最小匹配成本１１５０００．８６元,其迭代收敛图像如

图２所示.

图２　TS算法迭代收敛图像

在大规模车货数量情况下,TS算法在第１５次

迭代中出现可行解,并持续搜索在第１４０次迭代中

得到最终解,说明该算法具有较好的全局和局部搜

索能力.得到的最终匹配中,２３位车主将３５位货

主匹配,车主车辆载重率均较高,有效地减少了车辆

空载或非满载造成的资源浪费.匹配结果相关信息

如表１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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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大规模TS算法匹配结果

车主 货主 目的地 路径 车辆载重率/％

５ ８１ １１６ ５→８１→１１６ １００

６ ８９、９１ １２４、１２６ ６→９１→８９→１２６→１２４ １００

７ ６７ １０２ ７→６７→１０２ ９４

８ ６１ ９６ ８→６１→９６ ９１

１０ ７９ １１４ １０→７９→１１４ ９４

１３ ６６、８３ １０１、１１８ １３→８３→６６→１１８→１０１ ９４

１４ ９５ １３０ １４→９５→１３０ ９６

１８ ６５、７１、８５ １００、１０６、１２０ １８→７１→６５→８５→１２０→１０６→１００ ７４

２６ ７５、８０、８２ １１０、１１５、１１７ ２６→７５→８０→８２→１１７→１１５→１１０ ９５

２７ ７６ １１１ ２７→７６→１１１ ９０

３５ ６９、８６ １０４、１２１ ３５→６９→８６→１０４→１２１ ８８

３８ ７２ １０７ ３３→７２→１０７ １００

４０ ７０、８４ １０５、１１９ ４０→７０→８４→１１９→１０５ ９３

４４ ６３、７４、９０ ９８、１０９、１２５ ４４→７４→９０→６３→１２５→１０９→９８ ９７

４８ ６４ ９９ ４８→６４→９９ １００

５０ ８７、８８ １２２、１２３ ５０→８８→８７→１２３→１２２ ９４

５１ ７３、７８ １０８、１１３ ５１→７３→７８→１０８→１１３ １００

５５ ７７、９３ １１２、１２８ ５５→９３→７７→１１２→１２８ ９７

５６ ９４ １２９ ５６→９４→１２９ １００

５７ ９２ １２７ ５７→９２→１２７ １００

６０ ６２、６８ ９７、１０３ ６０→６８→６２→９７→１０３ １００

(二)算法性能比较分析

PSO算法是求解匹配调度问题的常用算法之

一.为验证 TS算法在求解大规模车货数量上的性

能是否具有优越性,本文引入PSO算法和PSOＧTS
混合 算 法 (Particleswarm optimizationandtabu
searchhybridalgorithm,PSOＧTS)进行对比分析.
取采集到的全部６０位车主和３５位货主作为大规模

车货匹配数据,最大迭代次数设置为８００,某次求解

三种算法迭代收敛图像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不同算法迭代收敛图像

TS算法在第２１次迭代中开始出现可行解,在
第６５１次迭代中得到最终解;PSO算法在第１４８次

迭代中开始出现可行解,在第７２５次迭代中得到最终

解;PSOＧTS算法在第１６６次迭代中开始出现可行解,
在第７１８次迭代中得到最终解.从图３可以看出,与
PSO和PSOＧTS算法相比,TS算法不但搜索能力强,
收敛速度快,而且最终得到的匹配成本也更小.

为了减小单次求解带来的随机性影响,相同数据

下利用三种算法分别进行多次求解,从求得可行解概

率、求解平均时间、最小匹配成本均值三个方面对算

法在大规模车货数量情况下的求解性能进行统计.

a)求得可行解概率:TS算法在多次求解中均能

得到可 行 解;PSO 算 法 得 到 可 行 解 的 概 率 仅 为

１０％;PSOＧTS算法求得可行解的概率为８５％.

b)求解平均时间:TS 算法求解平均时间为

４９９．１２s;PSO算法在１０％的概率求得可行解情况

下,求解平均时间为８１．１９s;PSOＧTS算法在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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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求得可行解情况下,求解平均时间为５７０．２６s.

c)最小匹配成本均值:TS算法最小匹配成本均

值为１２１０２７．４７元;PSO算法在１０％的概率求得可

行解情况下,最小匹配成本均值为１４４２２４．０７元;

PSOＧTS算法在８５％的概率求得可行解情况下,求
得最小匹配成本均值为１３１８７４．０２元.

从统计结果来看,TS算法求解性能最好,PSOＧ
TS算法次之,PSO算法求解性能最差.TS算法在

大规模车货数量求解中,不但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

内求得“满意解”,且在求解稳定性和求解结果上明

显优于PSO和PSOＧTS算法.

四、结　论

本文针对公路干线货运平台在车货匹配效率不

高,且现有研究大都以撮合双方提高交易成功率为

目的的问题,提出了基于信用评价体系掌握可控运

力,并以最小匹配成本为目标的车货匹配新模式.
在新模式下,由于运力是可控的,因此车货双方交易

成交概率为１００％.在建立模型的基础上,利用 TS
算法对从货车帮平台采集到的不同规模车主与货主

数据进行求解.通过与 Lingo“精确解”对比,发现

TS算法在小规模车货数量情况下具有较好的求解

性能;通过与PSO和PSOＧTS混合算法求“满意解”
性能上的表现,发现 TS算法在大规模车货数量情

况下具有相对更好的求解性能.实验结果表明,新
车货匹配模式和 TS算法在提高车货匹配效率,降
低车辆空载率,减少物流成本上具有有效性,为公路

货运平台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本文建立的车货匹配模型适用于公路干线中长

途货运的车货匹配,对于同城以及干线短途车货匹

配而言,先集货后送货的方式往往导致匹配调度成

本增加,因此模型具有一定的应用局限性.另外,本
文提出的车货匹配调度模型是建立在车主与平台合

作基础上,至于两者如何建立合作关系,以及双方利

益分配问题将是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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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妇女史研究述评

徐　爽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中国妇女史研究已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分支.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的发展,妇女史

研究与身体史、医学史、心理史学、文本图像解读、性别理论等相结合,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宋代妇女史研究也

随之产生了众多新成果,涉及家庭关系与家族,财产权、财产继承权与其他法律权益,各阶层妇女的生活,女性的身

体、性别意识、生育和医疗文化,图像与文本分析等诸多方面,涉及领域宽广、视角论点多元,研究成果令人瞩目.述

评宋代妇女史的相关研究,意在呈现宋代妇女史研究的多元面貌和发展轨迹,同时了解已有研究之不足,探讨未来

研究空间.

关键词:宋代;妇女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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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史研究最早可追溯到２０世纪初,经历

了五四运动至抗战前的繁盛时期,４０年代到７０年

代末的沉寂状态,以及８０年代后的复兴发展,至今

已走过了百年历程.近年来中国妇女史研究逐渐发

展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两岸、中外历史研究

中的重要分支① .早期有陈东原、王书奴、陈顾远、

全汉昇、陶希圣、董家遵、胡文楷、徐规等学者的研

究② .近三十年,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兴盛,
妇女史研究也迅速发展,专门性的研究机构相继成

立,相关的学术期刊和学术研讨会也逐渐出现③ ,学
者们对于妇女史研究的视角和论点也呈现多元化发

展.尤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杜芳琴等[１]学者在



妇女研究中引入了社会性别的视角,性别制度的基

本架构和建构过程备受关注.学者们开始追问制度

化的社会性别关系在各个时期有何特定的表现形

式;它是如何在社会体制、人们观念及实践中被塑造

和强化的;它呈现怎样多元面貌的发展轨迹[２].与

此同时,宋代妇女史研究也逐渐转向,学者们开始关

注婚姻家庭制度、经济活动等方面的两性差异与合

作.除此以外,随着社会史的发展,研究者将身体

史、医学史、心理史学、文本解读与妇女史相结合,为
妇女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大的研究空间、注入了新

的活力.
宋代妇女史的研究亦是如此,涉及领域宽广、观

点论点多元、研究视角精准深入,研究成果令人瞩

目.本文试从“家庭关系与家族”、“女性权利:财产

权、财产继承权与其他法律权益”、“各阶层妇女的生

活:门户内外”、“女性的身体、性别意识、生育和医疗

文化”、“图像与文本分析”这几方面对宋代妇女史研

究作一综述,以分析已有研究之不足,拓展未来研究

空间.

一、家庭关系与家族

对中国传统妇女而言,除了为人女之外的其他

社会家庭角色和家庭关系都需要通过婚姻这一媒介

才可实现,婚姻可谓中国传统妇女的主要人生归依.
在妇女的人生历程中,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的角

色都是在另一父系家庭中展开,而从本家移植进入

另一陌生的家庭,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和妇女的家庭

职责也备受关注.而从大的方面来说,婚姻也是维

系家族发展的重要部分,妇女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

性.尤其在生育和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妇女更是担

负大部分责任;若无子女,立继续嗣对家族延续、宗
祧继承来说也尤为重要.

无论首婚还是再嫁或守节,宋代妇女们都处于

父系父权制的家庭与家族之中,需要处理与其他家

庭成员的关系,也需要处理和本家的关系.随着家

庭史研究的深入,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妇女与本家

的关系等家庭关系研究成为近三十年来研究的热

点①.关于宋代家庭关系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有臧建

和铁爱花②.铁爱花通过秩序规范与实际形态等层

面的分析,认为尽管宋人以各种方式规范夫妻关系,
但在实际生活中,不同家庭的夫妻关系会因社会地

位、经济关系、夫妻情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呈现不

同形态,士人阶层的夫妻关系并非尽如理想期许的

形态,有伴侣型的也有冲突型的,除却夫妻本身因素

外,其他家庭成员如父母、妾侍也是影响夫妻关系的

因素.柳田节子在«宋代庶民的妇女们»[３]一书的

“宋代的义绝和离婚、再嫁”一章中考证了宋代义绝

的内容,认为所谓的义是以夫妻双方为对象,但对妻

子更为严厉,从实际的判案中可知,丈夫蓄妾及不顾

妻子生活也属于是义绝,妻子再嫁、改嫁也就被容许

了.程颐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之名言要求

的是夫妇双方,无论男女,夫妇之契一生都只有一

次;若是存在婚外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４].王德

毅[５]揭示了宋代士人所遵循的以血缘关系为前提的

伦理教养准则,并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案例说

明宋代家庭中亲子关系的实际现象,借以彰显家庭

伦理的理想与现实的不同面向.此外,还有研究涉

及到夫妻关系中的“妒妇”和“惧内”问题,如大泽正

昭[６]讨论了从两晋到宋代“妒妇”问题的历史变化,
及其背后所呈现的汉民族婚姻制度的变化.因北方

民族特别是鲜卑族的婚姻制度的影响,汉民族的婚

姻制度产生动摇,由一夫一妻多妾制变为一夫一妻

外加多妾制,妻妾地位区别明显化,过去的“妒妇”问
题也随之消失,其残留在家庭内部的痕迹变成“惧
内”继续存在.

子嗣的繁衍对宋代家族的发展意义重大,无子

被视为人生之大不幸,由此产生的立继、命继、收养

等习俗在宋代社会十分盛行,邢铁[７]、蒋义斌[８]、臧
建[９Ｇ１０]等学者有相关研究.另王善军[１１]论述了宗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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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相关研究从律令服纪、价值观念以及实际经验等不同角度

切入来论述各种家庭关系,包括:田夫(邢义田)«从＜列女传＞看中

国式母爱的流露»(«历史月刊»,１９８８年第４期);陈弱水«试探唐代

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１９９７年第

６８卷第１期,收入李贞德、梁其姿主编的«妇女与社会»,北京: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熊秉真«明清家庭中的母子关系:性
别、情感及其他»(收入李小江等编«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１９９４年)和«建构的感情:明清家庭的母子关系»(收入卢建荣编«性、
政治与集体心态:中国新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郑雅

如«情感与制度:魏晋时代的母子关系»(台北:台大出版委员会,２００１
年);刘燕俪«唐律中的母子关系»(收入高明士编的«东亚传统家礼、
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台北: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０５年);
张国刚«论唐代家庭中的父母角色及其子女关系»(«中华文史论丛»,

２００７年第３辑);廖宜方«唐代的母子关系»(台北:稻乡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董慕达«中国战国和汉朝时期(公元前４５３年—公元２２０年)的
母子关系»(收入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相关研究可参见臧建«宋代家法与女性»(«庆祝邓广铭教授

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臧建«宋元至

明清时期族规家法与两性关系»(收入杜芳琴、王政主编«中国历史中

的妇女与性别»,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铁爱花«论宋代士

人阶层的夫妻关系:秩序规范与实际形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继承的条件、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的关系,也分析了

为人妻的女性在不同情况下的立嗣权.柳立言[１２]

从法律角度探讨了继子、义子、赘婿的继承权以及对

生父母、养父母的供养关系,指出政府立法规范继承

权时,重视承祀与侍养的比重,对于承祀的命继子最

多只能承受三分之一财产;赘婿不继承妻家宗祧,但
若在妻家侍养舅姑的可得三分之二以上户绝财产.

二、女性权利:财产权、财产继承权

与其他法律权益

　　女性财产权及财产继承权的研究主要从法律制

度层面和实际司法层面两方面出发,讨论女性因身

份的不同,即身为女儿、妻子、母亲时而拥有的不同

程度的财产权、继承权;其中女儿部分还细分对于室

女、出嫁女、归宗女、养女不同的身份,出嫁的妇女还

关乎夫死时、有无子嗣等与财产权利的关系,可见袁

俐[１３]、邢铁[１４]、郭东旭[１５]的研究.
柳立言的«宋代女儿的法律权利和责任»[１６]一

文不单从法律的律文,而是从立法与司法、成文法与

社会习惯之间的张力着手,来看宋代女儿的财产继

承权,认为:就法律权利而言,女儿与儿子并无太大

差别,若出现困难,女儿可通过国家法律机制争取自

己的法律权益,虽然就立法而言对女儿有所不公平,
但可以在判案过程中通过法律制度和程序来获得平

衡;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律互为参照影响,而对于不

同阶层的妇女而言,虽然有些人享有较高的社会地

位,但法律地位基本上是相同.柳立言[１７]还缕析了

日本、西方学者对“在室女得男之半”的争论要点,并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在男２女１法里,儿子的承

分只是作为“计算”的基数,算出女儿应得的份额,并
不表示女儿跟儿子一样有承分权,她分得的财产就

是将来的嫁资.张晓宇[１８]较全面地研究了宋代在

室女的婚姻与嫁妆、在室女在法律领域和其他社会

领域中的财产承分形态等内容.关于在室女的财产

权,还有宋东侠、柳田节子、高桥芳郎、青木敦等学者

的研究①.关于出嫁女的财产权,有姚红、邢铁、吕
变庭等人的研究②.另 Romeyn[１９]不仅探讨宋元时

期妇女的奁妆、女儿与儿子财产继承权的差异、不同

身份女儿的财产继承权、寡妇的财产继承权等问题,
还着重讨论了宋儒对妇女财产权的回应.白凯[２０]

也探讨了宋代女儿和寡妇的财产继承权及之后朝代

的变化.柏清韵[２１]则论述了从唐代到宋代妇女的

婚姻和财产权利的变化.
在讨论除财产权利以外的其他法律权益时,无

论是从法律条文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可以看到宋代

商品经济的发展、女性的经济地位与女性权利的正

相关性,如宋东侠、屈超立、郭东旭、唐自斌等学者的

研究③.杨果等[２２]通过对唐宋时期有关性越轨的主

要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的比照与分析,认为宋代女

性人身权益比唐代有一定程度的伸张,但家族内部

的性越轨,虽属于违礼乱伦之行为,在法律中罪行重

于常人,但因碍于尊尊、亲亲、长长的名份等级思想

在法律中的体现,使得家庭内部同性成员之间因身

份高低不同而惩处轻重有差,法律在维护女性权益

方面也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柳立言[２３]分

析了媳妇遭受公公性侵害时申诉渠道和权利,媳妇

虽不能援引«告周亲以下»条控告身为尊长的公公,
但内乱属“十恶”之罪,执法者可依法接受媳妇的自

理诉,但出于“为尊者讳”、防止诬赖和构陷,最后结

果也止于判个夫妻离异,丈夫还要继续尽孝,与乱伦

的父亲同居并事生送死,顾不了保护夫妻关系的法

令.所以,无论家族权还是公权力目的都是维持家

庭的秩序(尊卑有分)与和谐(父慈子孝):女性的权

利也只有合于此目的才能存在.

三、各阶层妇女的生活:门户内外

由于史料的限制,宋代妇女史研究以讨论上层

社会的妇女为主.而由于受到传统“男主外、女主

内”、“女正位于内”、“女无外事”等观念影响,传统妇

女形象就只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居于深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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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室女的财产权的研究主要有:宋东侠«简析宋代在室

女的财产权»(«青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１期);柳田节子«论
南宋时期家产分割中的“女承分”»(收入川村康编«中国法制史考证

丙编第三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宋辽西夏

元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高桥芳郎«“父母已亡”
女儿的继承权»(收入川村康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三卷———日

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宋辽西夏元卷»,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青木敦«地域与国法———南宋“女子分法”
与江南民间惯习关系再考»(收入熊秉真主编«欲盖弥彰:中国历史文

化中的“私”与“情”———公义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２００３年).
关于出嫁女的财产权的研究主要有:姚红«从寡妇财产权的

变化看两宋女子地位的升降»(«浙江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邢铁

«宋代的奁田和墓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４期);吕
变庭«“随嫁田”与宋代富家妇女的经济地位»(«史学月刊»,２００９年

第３期).
相关研究主要有:宋东侠«宋代妇女离婚权浅议»(«河北大

学学报»,１９９０年增刊);宋东侠«宋代妇女的法律地位»(«青海师范

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３期);屈超立«从宋代婚姻立法和司法实践看

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郭东旭«宋代法律研究浅议»(«宋史研究通讯»,

１９８９年第２期);唐自斌«略论南宋妇女的财产与婚姻权利问题»
(«求索»,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主中馈、事舅姑、睦亲族、和媵妾、相夫教子.关于妇

女角色定位和形象研究,如杨果[２４]指出宋人墓志中

的女性形象表现为一种基本模式:孝女、顺妇、贤妻、
慈母,而这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形象主要来自于以

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规范.在墓志

中女、妇、妻、母与顺、柔、淑、贞两组符号互为搭配,
规定了女性的角色和特征,同时也抹杀了女性的主

体性,体现的是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是男权

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期待.“贤妻良母”可谓男权文化

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而强加给女性的规定,士人们

通过墓志、戏曲等大众文化工具树立“女德”楷模来

实施心理和文化控制,最终“孝女、顺妇、贤妻、慈母”
的形象被宋代女性内化认同并成为全社会所接受的

天经地义的模式.杨果也论及母权的问题,认为母

权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男性在外而将家内的权利部

分让渡给女性,从而维持男女两性关系的共生和谐;
另一方面,母权是父权的延伸、弥补和权变,父亲在

外,通过家中的母亲(她们自身内化了父权价值观)
来实现父权的控制.邓小南[２５]论述了宋代苏州地

区士人家族妇女生活情况,认为妇女的懿德嘉行体

现在维持家业、存恤族属、相夫教子、助成事业等方

面.
以上文献呈现的宋代女性可谓儒家所期许的妇

女形象,但宋代妇女并非全然无涉外事,有些士大夫

之妻母甚至要负责家庭经济主要来源,其社会价值

是值得肯定的①.因此也有很多研究意在修正“妇
女无外事”的刻板印象,如邓小南关于门户内外的一

系列讨论:«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唐宋时期女性在门户

内外的活动———以唐代吐鲁番、宋代白沙墓葬的发

掘资料为例»[２６]认为白沙墓葬中“妇人启门”的图像

旨在刻画谨守礼制、不逾内外之限的女性形象,但妇

女是否与闻外事并不取决个人意愿,而取决于家庭

生计的需要与社会经济的强制推动作用;«出土材料

与唐宋女性研究»[２７]进一步指出“妇人启门”这一艺

术形象是多重源头、多重寄寓渗透而成的综合体,是
对优雅女性形象的喜好、内外规范的意念与生活情

境及需要融合而成的流行图样符号,作单一的解释

并不能呈现其多重内涵;«“内外”之际与“秩序”格
局:宋代妇女»[２８]一文也同样是讨论女无外事此议

题,但是超越了“内”“外”之间界域的认定,上升到

整体思想理念的高度,提出宋儒心目中的理想妇

女形象是整体“秩序”格局中的一部分.尊尊亲亲

的社会理想秩序模式中“男女正位”是“治天下”之
基础,而在“女正———家道正———天下正”的推理

中,关键已不仅在于女性是否过问家门之外的事

物,更在于她们自身是否安守名分、是否有利于稳

定家族的内外秩序,同时宋代墓志铭中所勾勒的

女性形象不仅仅是“婉娩听从”而往往严明肃正、
“治家有法”[２９].

刘静贞[３０]透过墓志中女性“无外事”的表面印

象解读出了撰写人的个人理念及其所处社会的规范

和价值观,认为欧阳修笔下的宋代女性形象将理想

和社会实况相混淆的记述,厘清在“欧阳修”、“欧阳

修的笔”、“欧阳修笔下的女性”、“女性”之间的线索,
并指出对于不同身份的女性、使用不同的文类时存

在不同的书写期待,写墓志铭时依照社会规范的要

求而自我设限,对人物的铺叙重于家内角色的扮演,
在文学创作的诗词中没有太多的社会责任负担,会
透露更多日常生活的情趣和人物性向.黄繁光[３１]

探讨了宋代妇女的持家懿德,指出士人笔墨所描绘

的女性墓志铭通常符合“正位乎内”的传统观念,刻
画出“妇人无外事”的理想形象,并扩大解释家事的

范围,从善治家事、襄助家业的角度来涵盖她们“涉
外”的作为,将料理家务、侍亲育孤、督课子业、济贫

救济、经营家业等方面的成就视为妇女的持家懿德.
除了扩张的“家事”,也有许多妇女直接从事公共事

务,从鲍家麟、吕慧慈的«妇人之仁与外事———宋代

妇女和社会公共事业»一文中可窥究竟,文中指出宋

代妇女所参与之公共事业可分为四大类型:农田水

利、造桥铺路、社会慈善救济、修葺庙宇等宗教性事

务,这些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妇女大多来自士大夫

家庭、富商或地主家庭,她们不仅出资,还亲自出力

帮忙[３２].崔碧茹[３３]考察了宋代女性地产买卖活动,
认为女性参预经济活动都是异常活跃的,管理家庭

事务的女性主动地出卖或增殖个人和家庭财产,并
利用契约来保护自己对地产的所有权,契约主体者

的身份弥补了女性在当时社会性别秩序中的弱势地

位;而墓志铭较多地记录宋代妇女利用个人资产来

资助丈夫事业或照顾夫家,书写方式更多地流露出

男性士人的理想,或为女性提供处理个人财产方面

的一种范式.
上述讨论的对象主要是士大夫家族的妇女,而

部分民间妇女为生计所迫必须到家外抛头露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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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关于宋代妇女的社会价值和经济贡献的研究,可参见:郑必

俊的«论两宋妇女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贡献»(«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

念论文集»,１９９３年);张邦炜的«两宋妇女的历史贡献»(«社会科学

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６期,收入氏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



以民间妇女的职业也是研究重点,如王曾瑜、吴旭

霞、王延中、宋东侠等学者的研究①.戴建国[３４]认

为,在阶级调整关系中,原来针对贱人奴婢的法律无

法适用于具有良人身份的雇佣奴婢,而新律法对雇

佣奴婢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但这也因良贱制

度的存在而上下波动变化.此外,游惠远[３５]认为由

于宋代商业经济发达,社会中许多女性参与工作且

职业多样,如女使、媒人、妓女、乳母、助产士等,甚至

在屠宰业中也有妇女的身影.
除通论外,也有专门就某一职业的讨论,如厨

娘、才女、妾妓等,可见于刑湘臣、廖寅、宋东侠、余贵

林等学者的研究②.柏文莉的«宋代的家妓和妾»[３６]

指出宋代家妓时尚使得本不稳定的良贱关系更趋混

乱,宋代末年还出现了被称为“宜子”或“生子”的妇

女临时雇佣市场;«身份变化:中国宋朝艺人与士

人»[３７]论述了宋代士人与艺妓的关系,指出北宋理

学家出于社会等级的考虑对于妓女反感,而南宋的

理学家出于儒家的道德观“人欲”与“天理”的对立来

反对士人与艺妓的交往.
在宋代妇女的不同社会群体中,除了上述士人

家族的妇女和民间妇女外,后妃公主也是受到较多

关注的群体;且因后妃公主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学者

们讨论的热点也是后宫制度和后妃公主干政摄政的

问题.关于后宫的制度有朱瑞熙、吴以宁、顾吉辰、
朱子彦、张邦炜等人的研究③;关于后妃公主干政摄

政问题有张明华、肖建新、杨果、张邦炜、靳华、秦家

德等学者的研究④.

四、女性的身体、性别意识、生育和医疗文化

身体的理论研究起源于西方学术界,在福特与

特纳之后,身体成为西方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热门研

究议题.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身体史的研究也蔚

为大观,与身体研究相对的女性意识研究也不少,与
身体史相结合的医学史研究更是成为研究的新风

尚.
在医疗史研究中,对身体的认识和赋予的文化

意义是一个重要方向.其中,对人体的足的认识可

谓外表可视的、最直接的认识,但附着其上的文化意

义确是影响深远,缠足文化更是在传统中国延续了

千年.近二十多年来,关于缠足的研究有高洪兴、冈
本隆三等人的作品[３８Ｇ４０].如,高彦颐[４１]从身体文化

角度,通过对笔记、诗歌、考古材料的细读,考察了家

具、室内建筑、轿子等在形式和空间上的变化,并以

此为基础探讨了唐宋时期妇女身体文化的特点和缠

足的起源.陶晋生[４２]从宋人诗词中探寻当时妇女

缠足的习俗,认为宋代缠足流行于歌舞表演者中,似
乎未见良家妇女效法.

女性的性别意识主要体现于女性书写,主要研

究议题集中于女诗人或女词人及其作品,如马秀娟、
陈学广、张明叶、陶第迁等学者的研究涉及宋人作品

中的女性形象⑤.关于宋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性

别意识的研究,有程春萍、谢桃坊、梁凤荣等学者的

研究⑥.另外,何湘荣[４３]探讨了南宋女遗民的精神

世界;卢建荣[４４]利用墓志铭资料,以女儿的角色为

对象,研究了唐宋期间性别意识的变化历程.

１９４第５期 徐　爽:宋代妇女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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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民间妇女职业的研究主要有:王曾瑜«宋代奴隶、人力、
女使和金朝奴隶制»(«文史»,１９９８年总第２９期);吴旭霞«浅谈宋代

妇女的就业»(«学术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０期);王延中«宋代奴婢实态

研究»(«史学集刊»,１９８９年第４期);宋东侠«宋代“女使”简论»(«河
北学刊»,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专论妇女职业的研究主要有:刑湘臣«宋代厨娘琐谈»(«文
史杂谈»,１９９６年第５期);廖寅«宋代“才女”现象初探»(收入漆侠编

的«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

编刊»,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宋东侠«宋代士大夫的狎妓

风»(«史学月刊»,１９９７年第４期);余贵林«宋代买卖妇女现象初探»
(«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关于后宫制度的研究主要有:朱瑞熙«宋朝的宫廷制度»
(«学术月刊»,１９９４年第４期);吴以宁、顾吉辰«中国后妃制度研究

(唐宋卷)»(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朱子彦«后宫制度

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

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关于后妃公主干政摄政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张明华«论北宋

女性政治的蜕变»(«河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１期);张邦炜«“靖康

之难”被俘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研究»(«史学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５
期);肖建新«宋代的垂帘听政»(«文史杂志»,１９９３年第５期);杨果

«宋代后妃参政述评»(«江汉论坛»,１９９４年第４期);张邦炜«宋代的

公主»(«思与言»,１９９０年第２８卷第１期)和张邦炜«宋真宗刘皇后

其人其事»(«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被收入

氏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另外,关于

刘后的研究亦可参考:李润英«北宋第一位临朝太后:章宪明肃刘后

的一生»(«文史知识»,１９９０年第８期);靳华«两宋之际孟后垂帘听

政与民族矛盾»(«求是学刊»,１９９７年第３期);PriscillaChingChung
(秦 家 德)．Powerand Prestige:PalaceWomeninthe Northern
Sung(９６０－１１２６)[J]．HistoricalReflections,１９８１,８(３).

关于女性形象的研究主要有:马秀娟«宋代的妇女诗作»
(«中国典籍与文化»,１９９４年第３期);陈学广«宋代妇女词探幽»
(«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６期);张明叶«两宋末年爱国妇女的诗

词»(«文史知识»,１９９３年第１１期).陶第迁在«宋代声妓的繁荣与

词的发展»(«学术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一文中指出了歌妓在宋词

发展中的作用,发现除了歌妓本身就是词的中心表现对象外,也有相

当一部分歌妓是词的作者,在创作和传播上的影响都不可磨灭.
关于女性形象与性别意识的研究主要有:程春萍«宋代妇女

词中的女性形象»(«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４年第６期);谢桃坊«论宋

人话本小说的市民女性群像»(«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梁
凤荣«宋代妇女的独立意识»(«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中国人重视家族绵延,鼓励多子多孙,但作为主

导思想的儒家似乎认为这是自然的事,无需告诉人

们如何孕生养育;然而中国却另有一种文化教导男

夫女妇之道,这就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医疗文

化[４５].首先,对宋代医疗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妇

产科医疗、生育观念习俗和生育控制等方面.妇科

医疗方面有孔淑真[４６]、费侠莉[４７]的研究,其中费侠

莉论述了宋代医学中妇科的发展以及怀孕、分娩等

问题,以性别研究的视角分析了“阴阳”的身体观念

和医学思想.其次,在生育观念习俗和生育控制方

面,有吴宝琪、陈广胜、方建新、李伯重等人的研

究①.宋代一直存在“生子不举”的现象,关于不举

子的讨论文献,如臧健的«南宋农村“生子不举”现象

之分 析»[４８]、刘 静 贞 的 «不 举 子:宋 人 的 生 育 问

题»[４９].刘馨珺[５０]从宋代堕胎杀婴的鬼故事谈起,
观察宋代婚姻中的性别问题,解析百姓不愿意养育

下一代的因素包括经济、风俗、产育风险和制度等问

题,揭示了生育率与人口质量降低时民间果报观的

发展变化.杨果等[５１]借助宋代医学典籍对女性身

体理论的阐述和相关医案药方,考察宋人对女性身

体的观念及两性的互动方式,提出了阳精和阴血运

行前后的不同造成男女性别差异的理论,对产育性

别选择中的喜男厌女不仅与经济因素相关,而且与

女性在传统文化制度中的劣势地位有关.方燕[５２]

从女性对巫术所持的态度与行为表现、女性婚育中

的巫术意识与行为、巫术活动中的女性角色和女性

观、妇科疾病的巫术疗法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揭
示巫术与宋代女性人生和宋代社会的关系状况.

五、图像与文本分析

确切地说,图像与文本分析属于研究材料和研

究方式的范畴.对于宋代妇女史的研究,研究材料

丰富多样,从传世文献到出土文物无所不及,从文字

到图与像无所不容,相对于文字,图像文化意涵更为

隐秘,可以与文字材料相为佐证,同时也有更大的阐

释空间.如,蔡伟堂[５３]认为敦煌壁画现存的４１幅

«婚礼图»描绘的是唐宋时期“六礼”中的“亲迎”之
礼,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婚俗状况,并对奠雁、拜礼时

男跪女不跪、设帐及其称谓等问题作了说明.黄秀

兰[５４]辨析了南宋画家宫素然的“明妃出塞图”与金

代画家张瑀的“文姬归汉图”这两张十分相似的昭君

故事画,并梳理了金元时期昭君故事的流传,郭沫

若[５５]也对金人张瑀的«文姬归汉图»有些讨论.邱

才桢的«宋代绘画中的女性形象与观念———以‹晋文

公复国图›中“怀赢”形象为例»[５６]通过对南宋«晋文

公复国图»中“怀赢”这一形象的解读,与同类人物画

中女性形象的比较,探讨了“规谏画”的特质,揭示了

由画作、观念、史实勾连呈现的女性观念.佐竹靖

彦[５７]以«清明上河图»为研究对象,从“夫耕妇绩”的
社会分工、由此而产生的“男外女内”主义以及家族

与宗族的“内外峻别”的伦理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探

讨.姜斐德(AlfredaMurck)[５８]从三幅宋朝的绘画

入手解读了历史中的三位妇女形象:一是南宋马麟

«层叠冰绡图»,所画两枝梅花枝干细秀劲挺、花朵繁

密俏媚,表现了梅花冰清玉洁、如纱似绢的姣美形

象,同时也隐喻了宋宁宗杨皇后“层叠冰绡”梅花般

的姿容品性;二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的«玄宗

入蜀图»,该画以无人骑乘的白马描绘了杨贵妃被逼

自缢的事件和玄宗掩面救不得的悲情;三是崔白的

«双喜图»,该画描绘了展翅跃跳的二鹊与树下回首

玄兔的高下对峙的瞬间之景,意境深邃而幽远,隐喻

着仁宗长女周国陈国大长公主的故事.
文本分析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通过分析作

者的写作意图、书写手法,明晰作者的思想、取径和

价值倾向,也试着揭露隐于表面叙述背后的社会实

况.对于宋代女性史研究来说,厘清女性在作者笔

下被赋予的意向及其背后隐含的秩序理念,能更深

入地探讨关于妇女话语形成的缘起和过程,如刘静

贞[５９Ｇ６０]、衣若兰[６１Ｇ６２]、李志生[６３]等学者的研究.田

浩[６４]以个案研究来探讨传统中国历史叙述中文献

运用的自由与限制之间的张力,认为司马光在重构

诸葛亮故事时,刻意选择以前文献中的某些词汇,在
变动中自由添加自己的文字,既忠实传统,又试图彰

显自己的价值,这已经不仅仅是出于文字风格和方便

叙事的考虑,而是司马光按照自己的论述模式将其价

值镌刻在历史与文献传统之中.刘静贞在«欧阳修笔

下的宋代女性———对象、文类与书写期待»[６５]一文中

也运用了文本解析方法.此外,刘静贞[６６]从宋本

«列女传»的撰写过程着手,认为«列女传»复原古本

的编校方式是受到庆历以降疑经之风的影响,校编

者自身对社会秩序的理想、对性别位置的安排、对知

识与教化关系的掌握均对文本存在一定的主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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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生育观念习俗和生育控制的研究主要有:吴宝琪«宋代

产育之俗研究»(«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陈广胜«宋代生

子不育风俗的盛行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方建

新«宋人生育观念和生育情况析论»(«浙江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以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

其运用»被收入«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



响,虽然是帝王的文化事业,士大夫们还是能从中发

现自己的文化价值,但«列女传»的知识体系如何进

入女性的生活还有待澄清.还有她的«性别与文

本———在宋人笔下寻找女性»[６７]以欧阳修如何书写

女性为例,对宋朝前代的女性赋予了宋代面貌.

Patricia[６８]分析了徽宗朝宫廷妇女的资料,从宫廷中

妇女的数量、嫔妃的数量以及民间流传的嫔妃们的

故事入手,在正史、传闻与想象等类型的资料中,依
据资料本身的不同编撰方式与目的深入解读,从而

还原更逼近历史实际的宋代妇女生活图像.

六、结　论

宋代妇女史研究已呈现多元面貌的发展轨迹,
对妇女社会地位不再简单地概括为“上升”或“下
降”,而是加入了时代的特质.随着社会的变迁发

展,对宋代妇女群体内部的差异等维度的考量,以历

史的眼光去认识宋代妇女原本的风貌和诸多层面的

社会关系,使妇女实际社会角色内涵丰富而复杂.
宋代妇女史研究中的婚姻关系、思想观念、家庭

关系及角色、经济活动、法律权利、社会阶层身份等

方面,与宋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
社会阶级结构、法权关系、社会教育等领域密切相

关[６９],在宋代妇女史、社会史中关注两性的差异与

合作也是跨学科领域交叉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所

以,关于宋代妇女史的讨论也需运用性别视角.然

而,已有研究不论是以女性作为主体,或是以妇女作

为探究某些历史的切入点,在关注两性的差异与合

作方面还是有限的,“性别研究”还有待深入.
另外,将妇女史与身体史、心理史学、文本解读

等研究相结合拓展了宋代妇女史的研究空间,但目

前相关研究还是比较薄弱.未来可以结合丰富的史

料和新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深入探讨宋代妇女史中

的女性书写、女性的身体、生育和医疗文化,图像与

文本分析等方面,使研究更为充实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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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reviewonChinesewomenshistoryinSongDynasty
XUShuang

(SchoolofMarxism,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ThestudyofChinesewomen’shistoryhasbeenaspecializedfield,whichisaconsiderable
branchofhistorystudy．Withthedevelopmentofsocialhistory,thestudyofwomen’shistoryiscombined
withthebodyhistory,medicalhistory,psychohistory,textandpictureinterpretationaswellasgender
theory．Therefore,thestudyofChinesewomen’shistoryhaswidedevelopmentspace,especiallyinSong
Dynasty．Agreatmanyofnewachievementsspringup,includingfamilyrelationsandthebigfamily,

propertyrights,otherlegalrightsandinterests,womeninallwalksoflife,genderawareness,womens
body,fertilityandmedicalculture,imageandtextanalysisaswellasotheraspects．Thefieldsarebroad,

theconceptsaremultiple,andresearchperspectivesareinＧdepth．Theachievementsareremarkable．The
paperreviewedthestudyofwomenshistoryinSongDynasty,andaimedtopresentthediversityand
developmenttrackofthestudyofwomenshistoryinSongDynasty,understoodthedefectsofexisting
researchesanddiscussedthefutureresearch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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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的艺术阵地:抗战时期文工团组织模式研究

王　亮,卫雅侨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抗战时期,作为红色精神文化载体之一的文工团组织模式逐渐形成.该模式采用间接领导与直接管理

相结合的方式,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以短小精悍的文艺演出形式为工农兵演出.文工团起源于红军时期的

随军宣传队,初创于“文协”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熟于“边区文协”组建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和中国共产党直属的

西北文艺工作团,此后,推广于东北、华北等解放区.由于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演出形式等,文工团逐渐

发展成为随军政治宣传组织,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参与大城市的文艺改造运动,从而促进改造旧社会等诸

多措施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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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提
出了“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的号召.承载红色资源、红色传统和

红色基因的是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指在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共同创造

出来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① 红色文化的

构成包括三方面,即红色物质文化、红色精神文化、
红色制度文化.其中,红色精神文化指的是政治信

仰、理论知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通过文学、艺

术、戏剧、歌曲等形式表现出来.[１]而红色精神文化

的载体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创建的

文学艺术组织产出的产品.
在诸多文学艺术组织中,左联的地位举足轻重.

它是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团

体,在鲁迅虚权影响与中共实权管理的双重领导体

制下建立并有效运行;它也是外部政治环境与内部

组织结构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展示了中共早期革

命活动为适应环境在文艺界所采取策略的一个缩

影.[２]２６５、２６９双重领导体制的运作模式,在抗日战争及

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建设中,亦有重大

影响,“直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共在解放区建立政

权,左翼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政治传统,其内在

逻辑却一直发挥着作用”[３].文工团就是在这一影

响下建立的新型文艺组织,并在指导思想、服务对

象、演出形式等方面取得突破.

一、文工团的酝酿与试验

文工团是文艺工作团的简称,“前身是红军的宣

传队”[４],在江西苏区的文艺运动中起着宣传鼓动的

作用.红军长征,“苏区的文艺活动进入低潮,
(文艺骨干)更多的是配合行军、打仗”[５]３６,直到文

艺骨干与陕北当地的文艺队伍相结合,才拉开了延

安文艺运动的序幕,但此时的文艺运动缺乏统一领

导,“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６].１９３６
年,丁玲到达陕北.作为首位从白区来的著名作家,



她不仅为当地文艺活动增添了新鲜血液,而且创立

了中国文艺协会,该协会成为党领导下的“苏维埃革

命根据地的第一个文艺团体”[７].
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支持下,丁玲于１９３６年

１１月１５日召开筹委会,２２日举行成立大会,经过毛

泽东的提议,名称确定为“中国文艺协会”(以下简称

“文协”).文协选举丁玲、成仿吾等１６人为干事.
在首次干事会上,丁玲当选为协会主任.之后,她发

表«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一文,指出文协是在新的

革命形势下产生的,因此必须适应革命运动发展的

需要———在苏区培养文艺工作人才,在全国建立抗

日统一战线,更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发展党领导下的

无产阶级文学.[６]对此,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不仅赞

扬“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而且指出“促
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发扬苏维埃的工

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

们伟大的光荣任务”;[６]时任中央政治局领导的张闻

天也要求:“你们以文艺的方法、具体的表现,去影响

推动全国作家、文艺工作者及一切有文艺兴趣的人

们,促成巩固统一战线,表现苏维埃为抗日的核心,
这是你们艰难伟大的任务”.[８]文协是在中共领导和

关怀下成立的,其倡导者和组织者虽是左翼代表之

一的丁玲,但“发起人很多是我们党的各部门领导

人”[９]２５２,从而形成丁玲虚权影响与中共实权管理的

双重领导体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文协跟随党

中央搬迁到延安,继续开展活动.随着大批知识分

子涌向延安,文协也吸纳了很多新成员而逐步壮大

起来,设立了文艺理论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组等

机构,宣传无产阶级文学,倡导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与此同时,中共通过领导文协,将延安的革命文艺运

动统一组织起来.“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丁玲等人在中共的支持下组织“西北战地服务

团”,奔赴前线.
西北战地服务团,全称为“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

地服务团”,简称为“西战团”,是由文协领导人丁玲

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２日在延安创立的,“是党领导下的

一个半军事化的、以宣传为主的团体”[１０]４７９.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的知识分子纷纷要求上前线,
特别是“年青人的心都不定的飞跃在炮火中”,而毛

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的草坪上指

出:“只要不怕死的,都有上前方去的机会”.[１１]２于

是,丁玲、吴奚如等人计划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提
出的口号是“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

地方,写很多的通讯”,结果吸引了许多抗大学生入

团,后接上级指示,“将原定组建宣传队的抗大四大

队和准备成立的战地记者团合并,组成西北战地服

务团”.[１２]１８关于西战团的建立,毛泽东也多次跟丁

玲商谈.一方面,承认“这个工作很重要,到前

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便于了解军队官兵、
普通民众的战地生活;另一方面,要求宣传形式要

“短小精悍”,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我看

新瓶装新酒,旧瓶装新酒都可以”.[１３]西战团在成立

前夕已经开始接受上级的领导,按照党中央的指示

行事.此后,西战团成立大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即
在中共领导下,以戏剧、音乐、口号等多种方式来创

作大众化作品,为前线抗日将士进行文艺演出服务,
同时注重“扩大抗日宣传”工作,以达到“号召全国民

众参加抗战”的目的.[１１]１０Ｇ１２这一纲领“大体涵盖了

党中央和八路军宣传抗日的各项任务和要求”.[１４]

按照上级指示,该团主任为丁玲、副主任为吴奚如,
建立党支部,吴奚如任书记,于伶为宣传干事.党组

织的建立使得中共通过组织领导的方式来管理西战

团的各项事务,而且团主任与党支部书记并非一人

的职务安排,是对左联双重领导体制的继承,但由于

于伶与吴奚如皆为中共党员,因此表面上的双层领

导体制在实际上更强化了党的管理,所以西战团得

到中共的提携自在情理之中.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５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战团

出发的晚会.会后该团并未立即出发,而是在延安

逗留了近四十天,以做好各种准备.在政治学习方

面,“对于政治的学习看作第一位”,成立学习小组,
每周开会一次,并请中共代表来授课,如莫文骅讲述

“战时政治工作”、李富春阐发“战时的地方群众工

作”、毛泽东分析“大众化问题”等;在编辑作品方面,
按照大众化的要求,“利用旧的形式”,成立杂技组,
“专门研究编制一些为大众所喜欢的形式”,诸如大

鼓有«劝国民抗战»、«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劝夫

从军»等节目,快板有«大家起来救中国»、«卢沟桥»、
«国共合作»等作品,以及一些歌咏小调,边创作、边
练习、边演出,“在延安的四十天之中,一共公演了十

一次”;在日常生活方面,过着“一切工作时间都得服

从哨子”的集体生活,待遇是“夏季发单军衣一套,冬
季发棉军衣一套”,“每月每人可以得生活费二元,一
切不管”,粮食是小米,“除了粮食外,预算每人每天

有七分钱吃菜及买油盐柴酱等,如果小菜便宜的时

候,到星期天或者可以看见一点肉片,而这点肉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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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增着团里快乐的空气啊!”[１１]１４Ｇ２５四十天的准

备工作实质上是西战团按照中共要求进行的自我改

造:在政治学习上,将理论学习摆在首位,改造文艺

工作者的个人思想和工作态度;在作品编辑上,要求

艺术性与政治性相结合,达到宣传教育人民大众的

政治目的;在日常生活上,推行定额分配的管理方

式,形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形成了将政治学习与

集体生活紧密结合的半军事化组织形式.
西战团虽未被明确称为文工团,却无意中孕育

了文工团的模式,构成了文工团的雏形,在抗战初期

的鼓动宣传过程中作用巨大.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２日,
西战团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随八路军总司令部辗转

十多个县城及广大农村,历时六个多月,“行程三千

余里,利用各种灵活多样的表演形式共演出１１３次,
观众达二十万左右,写标语一千两百余条,绘漫画六

十余幅”.[５]４８国民党将领卫立煌曾说道:“我们也来

组织这样一个战地服务团,作为我们学习八路军经

验的第一步.”[１２]１９西战团的成绩是巨大的,其组织

形式与活动方式也“为后来陕甘宁边区及其他革命

根据地的文艺团体提供了有益的经验”[５]４２,从而起

到承前启后、奠基发轫的作用.然而随着丁玲等人

的离去,“‘文协’的活动开始减少”,再加上周扬、艾
思奇等人汇聚延安,及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中
共开始酝酿成立新的组织———“陕甘宁边区文化界

救亡协会”(以下简称“边区文协”),于是“‘中国文艺

协会’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由‘边区文化救亡

协会’所代替”[９]２６０.

二、文工团的诞生与实践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４日,边区文协在陕北公学大礼

堂召开成立大会,提出“一切为着抗日战争,一切服

从抗日战争”[１５]的口号,即文化界首要任务就是为

抗战服务,以挽救民族及民族文化的危亡,至此,该
协会也就成为“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总的领导机

关”[１０]３１７.１９３８年初,为了响应边区文协为抗战服

务的号召,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纷纷要求上前线.４
月下旬,毛泽东约见了刘白羽、汪洋等人,同意他们

去前线的要求.５月中旬,毛泽东为他们手书一封,
通过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用电报发给

各军区政治部,指出:边区文协“派抗战文艺工作团

一组计五人,由刘白羽率领”,到榆林、晋西北战区进

行考察,“到希接洽,并予以帮助”.[１６]由此,抗战文

艺工作团(以下简称“抗工团”)始得名,并确立了其

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地位,从而标志着文工团

名符其实地正式诞生.在毛泽东的建议下,边区文

协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统一领导并发展壮大该组

织,确立工作任务:“搜集战地材料,反映前线生活;
推动文艺运动,建立文艺组织”.[１７]２６９于是先后有六

个小组分赴抗战前线,抗工团深入前线活动情况统

计见表１.

表１　抗工团深入前线活动情况统计①

组名 出发时间 人员构成 主要活动区域

第一组 １９３８年５月
刘白羽(组长)、金肇野、林山、

汪洋、欧阳山尊

经榆林到晋西北、晋察冀边区,转河北及鲁西

北,历时三个月,行程七千多里

第二组 １９３８年８－９月
甲组由雷加领导,共三人,乙组

有四人

甲组在五台山一带参加战斗,后转至河北.乙

组赶赴黄河之滨宋家川一带工作

第三组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
卞之琳(组长)、吴伯萧、白晓

光、野蕻、林山

途经西安、转陇海线,到达晋西南,次年转河北

一带,挺进敌人后方

第四组 １９３９年４月 刘白羽(组长)、莎寨 赴陇海线工作

第五组 １９３９年夏季 由周而复领导 赴晋察冀工作

第六组 １９３９年夏季 由萧三领导 不详

　　由表１可见:a)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抗工团先

后有六个小组深入敌后进行宣传,活动十分频繁.
b)每个小组成员人数虽不多,但是便于行军和发挥

尖刀作用,是适应抗日战场的现实需要.c)活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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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突破了山西前线,“足迹走遍了整个华北各抗日根

据地”[１８],说明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展之迅速

及其对文艺工作的需求之迫切.较之西战团,抗工

团不仅在根据地从事服务工作及演出活动,而且经

常穿越敌占区,甚至直接参加战斗,“冒着猛烈的炮

火,与敌人的刺刀打着照面”[１９].
抗工团是边区文协和中共共同领导的文艺团

体,首次以“文艺工作团”的名义开展工作,是抗战全

面爆发后“第一次文艺工作者有组织的赴战区工

作”[２０],因此“在全国的文艺战线上有着它的模

范意义”[１７]２７０Ｇ２７１.由于抗工团的活动属于短时突击

性质,流动性很强而规模很小,影响力难以持久,因
此一个由中共直接领导、规模更大的文工团应运而

生,即西北文艺工作团(以下简称“西工团”).
西工团的前身是１９４０年７月建立的陕北公学

文艺工作队,其任务是对以内蒙伊克昭盟为主的少

数民族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后在三周年校庆会上排

演曹禺名剧«蜕变»而大受好评,获得校方及西北工

作委员会的赏识.１２月,该队与延安的关中七月剧

团合并,更名为陕公文艺工作团,由中共西北工作委

员会直接领导,从而开启了党直接领导文艺剧团的

先河.另外,该团以学习与演出并重为宗旨:在学习

方面,有政治课程(如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及时事

政治)和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专业课程;在演出

方面,“皖南事变”后,排演新剧«雾重庆»以满足时事

政治宣传的需要,编演蒙古歌剧«塞北黄昏»以宣扬

蒙汉团结,配合中共关于改变干部学习的新决定而

上演«生活在召唤»以促进领导干部的学习积极性.

１９４１年,陕北公学并入延安大学.９月１日,由毛泽

东亲自为其题名“西北文艺工作团”,“直属中共西北

中央局领导”,[５]１８３至此,西工团正式成为党中央直

属的文艺团体.该团一方面在延安各地进行街头教

歌、写街头诗、贴宣传画等活动,另一方面积极从事

演出活动,在原有剧目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佳偶天

成»«北京人»«俄罗斯人»等作品展演,到１９４２年５
月,总的来说,西工团在提高业务水平的基础上“是
以演大戏为主的”[１０]５５１.然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

后,该团的演出方式及服务对象则发生了变化.

１９４２年５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

会上作了发言和总结.他明确指出会议目的是“要
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

度、工作对象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

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就为群众的

问题而言,即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指出革命文艺的

方针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

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就
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来讲,主张文艺工作者应与工农

兵相结合,即文艺工作者应“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

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

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
察、体验、研究、分析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

程.”[２１]会后,毛泽东的发言形成«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一文,在陕甘宁边区

的文艺工作者中广泛传播,其中西工团对该文的学

习很是深入,受其影响巨大,甚至有的学者认为

“１９４２年５月,成为该团的转折点”[１０]５５１.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中共西北中央局发来指

示:“今后的工作方向和任务,是去开辟文化教育落

后的农村,改变过去演大戏的倾向.”[１７]４０３西工团在

学习“讲话”的基础上,遵照西北局领导的指示,检讨

和总结过去的文艺工作方式,将“由舞台上演大戏转

向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５]１８３,通过表现人民大众

的日常生活来为工农兵服务,并“走上了面向农村、
面向群众的道路”[２２]４４,先后创作和演出了反映现实

斗争的作品,如«一朵红花»«妇纺»«边境上»等.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该团以边区文协下乡工作队的名义

赴陇东地区进行宣传演出活动,先后编演完成了«孙
万福回家»«模范城壕村»«边区的一天»«八路军和老

百姓»等作品.次年４月,西工团返回延安,参加大

生产运动,实现粮食自给,还将余粮上缴.为了满足

大生产运动等时事政治宣传的需要,该团编创«学习

劳动英雄»«选好人»«瞎子开荒»«一把米»等作品,
“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２２]４５.
解放战争时期,该团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服从

战争”的口号,跟随西北野战军深入前线参加战斗.
文工团随军宣传演出成为其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

特征,这一特征在此后成立的诸多文工团当中得到

继承与发展.
随着华北及东北新解放区的扩大,延安的文艺

工作者组成以舒群为团长的东北文工团和以艾青为

团长的华北文工团,开始走出陕北,奔赴前线,实现

革命文艺与文化的战略转移,不仅推动了解放前革

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壮大,更重要的是“为迎接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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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及解放后文艺、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５]５０９.

三、结　语

纵观抗战时期文工团的创立与实践过程,文工

团在指导思想、服务对象、演出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一

种渐趋明朗的态势.红军时期,宣传队的“文艺为政

治服务”的指导思想在文协创立时得到完整地继

承———文协要求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坚持党领导下

的无产阶级文学,明确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的指导思想,并组织西战团以短小精悍的文艺形式

为工农大众服务,活动区域在西北地区.边区文协

成立,倡导文艺为无产阶级的时事政治服务;为了适

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抗工团,将活动区域扩

大到前线;作为党直接领导的西工团继承了文艺为

无产阶级时事政治服务的传统,在成立初期的两年

里以演出大戏的形式来展现党领导的正确性,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的最新指示下,演出形式转变为群众

喜闻乐见的短小节目,更重要的是明确了“文艺为工

农兵服务”的方针.至此,文工团的指导思想、服务

对象、演出形式已经完全明晰和具备,其组织模式正

式形成,即文工团是采用短小精悍的文艺演出形式,
为工农兵服务的随军宣传组织.

总之,从左联初创的双重领导体制到文工团组

织模式的形成,从间接领导文工团到实现党对文艺

剧团的直接控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逐渐形成了

一套相对成熟的文艺管理模式:采用间接领导与直

接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宗旨,
以短小精悍的形式为工农兵演出.到第三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范围的不断扩大,许多大城

市如北京、上海等,均被纳入中共管辖区域,而文工

团的组织模式也被用来从事大城市文艺界的改造工

作.唯一的变更之处在于原本随军演出、流动性较

强的文工团组织模式,被演出区域相对固定的国营

或集体性质的剧团所取代,如上海三大国营剧团(上
海市人民京剧团、上海市人民杂技团、上海市人民评

弹团)的建立即为典型.[２]２６９这一取代,既是中共的

文艺工作方针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反映,符合加强城

市基层社会管理的要求,又源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众多消费人群能够满足相对固定的国营或集体性质

的剧团对演出市场的需求,从而促进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初期推行组织化、改造旧社会等诸多措施

得以顺利进行,更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红色文化的积累沉淀、继承弘扬提供了丰富的精

神食粮.

参考文献:
[１]渠长根．红色文化概论[M]．北京:红旗出版社,２０１７:８．
[２]王亮,沈悦．虚实之间:鲁迅、左联与双重领导体制[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４０(３):２６５Ｇ２７１．
[３]张欢．革命年代的左翼共同体:“左联”的筹建与初期运

行[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３(４):１９９Ｇ２０４．
[４]加强文艺工作团,发展人民新艺术[J]．人民音乐,１９５１,

２(６):８Ｇ９．
[５]艾克恩,孙国林,曹桂芳．延安文艺史(上)[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毛泽东主席讲演略词[N]．红色中华红中副刊,１９３６Ｇ

１１Ｇ３０(１)．
[７]天然．«红色中华»上关于“中国文艺协会”的一组史料

[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８０(４):３４３Ｇ３５０．
[８]洛甫同志讲演略词[N]．红色中华红中副刊,１９３６Ｇ１１Ｇ

３０(２)．
[９]唐天然．陕北根据地的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

[J]．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０(３)．
[１０]钟敬之,金紫光．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M]．长

沙: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４７９．
[１１]丁玲．成立之前[C]//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之九:一年．

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社,１９３９．
[１２]白彬,张华．丁玲和西北战地服务团[J]．中华魂,２０００(３)．
[１３]涂绍钧．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M]．北京:人民日报出

版社,２００９:１９３．
[１４]周峰．抗日战争时期西北战地服务团几个问题研究

[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６):７８Ｇ８２．
[１５]来件: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宣言[N]．新华

日报,１９３８Ｇ１Ｇ１５(４)．
[１６]关于接待抗战文艺工作团的电报(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９日)

[C]//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４．
[１７]孙国林,曹桂芳．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

[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２６９．
[１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五届会员大会记

录[C]//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四辑)．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４７２．
[１９]叶澜．文艺活动在延安[N]．新华日报,１９４１Ｇ０９Ｇ１２(２)．
[２０]之东．关于抗战文艺工作团[J]．抗战文艺,１９３８,１(７):１３．
[２１]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１:８４８Ｇ８６３．
[２２]苏一平．团结奋进五十年:延安西北文艺工作团的战斗

足迹[J]．文艺理论与批评,１９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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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frontofredculture:Researchonorganizationpatternof
militaryartstroupeduringtheAntiＧJapaneseWarPeriod

WANGLiang,WEIYaqiao
(SchoolofMarxism,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DuringtheAntiＧJapaneseWarPeriod,militaryartstroupepatternwasestablishedasthe
carrierofredculture．Withacombinationofdirectleadershipandindirectmanagementfrom CPC,the
troupewasdesignedtoservepoliticswithartsbygivingshortbutsubtleperformancesforworkers,

peasantsandsoldiers．ThemilitaryartstroupesoriginatedfromthearmyspropagandateamintheRed
ArmyperiodandtookshapeintheNorthwestFieldServiceTroupeundertheleadershipofAllＧChinas
WritersAssociation．ThispatternmaturedintheAntiＧJapaneseWarCulturalTroupebyShanxiＧGansuＧ
NingxiaBorderRegionLiteratureandArtsAssociationandtheNorthwestArtandCulturalTroupunder
thedirectleadershipofCPC．Hereafter,thispatternflourishedinthenortheastandnorthernChina
liberatedareas．Withclearguidingideology,serviceobjectandperformingforms,militaryartstroupe
becameapoliticaladvocacyorganization,andparticipatedintheliteratureandartmovementoflargecities
atthebeginningoftheestablishmentofPeoples RepublicofChina,soastoensurethesmooth
implementationofmanymeasuressuchasthetransformationoftheoldsociety．

Keywords:redculture;militaryartstroupe;literatureandarts;organizationpattern
(责任编辑:王艳娟)

１０５第５期 王　亮等:红色文化的艺术阵地:抗战时期文工团组织模式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４０卷,第５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Journalof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SocialSciences)

Vol．４０,No．５,Oct．２０１８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s)．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１９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０９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１４YJC７６０００５);嘉兴学院南湖学院科研重点项目(N４１４７２００１Ｇ１５)

作者简介:陈淑聪(１９７８－),女,温州永嘉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服装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

江南民间绣花鞋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

陈淑聪,金若如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浙江 嘉兴３１４０００)

　　摘　要:江南民间绣花鞋历史悠久,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江南一带独特的文化与风情,已经成为江南水乡民间工

艺品的象征.文章挖掘江南民间绣花鞋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研究江南民间绣花鞋的造型结构、制作工艺、色彩

搭配和刺绣工艺等各方面的特色及与其他地区的异同,探讨绣花鞋纹样通过谐音寓意、象征寓意和文字寓意表达的

地域民俗文化内涵.绣花鞋的造型、纹样无不体现了江南民间女子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审美情趣.研究成果可作

为江南民间绣花鞋文献资料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江南民间;绣花鞋;艺术特征;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０５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１０Ｇ０５０２Ｇ０８

　　绣花鞋,又名“绣鞋”,古时候人们又将其称作

“绣履”[１].绣花鞋通过纺织刺绣生产,流行于明清

时期,因其采用了我国特有的精美丝绸和高超的刺

绣技艺而成为富有艺术气息的服饰品.古代妇女们

巧妙地将刺绣与鞋履结合在一起,用针线在鞋面上

表达属于她们所在朝代的社会文化、审美理念及伦

理道德.其中,江南民间绣花鞋无论在结构造型、装
饰工艺、色彩搭配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彰
显江南水乡独特的艺术韵味.然而,笔者翻阅大量

的文献资料,发现学术界对江南民间绣花鞋的历史

演变、造型工艺特征、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的研究比

较欠缺,大部分文献研究的仅仅是绣花鞋的工艺结

构特征,如:张竞泽等[２]对吴东水乡地区绣花鞋的工

艺进行了研究;徐亚平等[３]则研究的是民国时期绣

花鞋的典型特征和民俗文化风情.本文拟从江南民

间绣花鞋的历史演变过程、艺术特征、人文内涵三个

方面进行系统地研究,以期对现有江南民间绣花鞋

文献进行有益的补充.

一、江南民间绣花鞋的历史演变过程

因为绣鞋不易保存,从现有已发现的相关古物

无法明确考证绣花鞋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相传在

春秋战国时期,山西的晋国君王英勇善战,开疆扩

土,从而使晋国从小国一跃成为诸侯大国.[４]为了让

人民记住自己的文韬武略和英勇事迹,他下令宫中

所有的女子都必须在鞋面绣上葡萄、桃花、石榴花

等十种花果纹样,同时还要求全国女子必须在出

嫁时穿戴绣有十果纹样的绣花鞋.这种绣有十果

纹样的绣花鞋被取名为“晋国鞋”,这可能是绣花

鞋的起源.
绣花鞋的流行普及与先秦时期闻名遐迩的儒家

思想家荀况有着直接的关系.荀况曾在其所著的

«荀子»中对绣花鞋推崇备至,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绣花鞋的发展.[４]古代我国各地区因为地域文化的

不同逐渐产生带有地域特色的绣花鞋,其中江南民

间的绣花鞋因其别致的造型、精湛的刺绣工艺而博

得了人们的关注.
江南民间绣花鞋的演变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７００多年至唐代后期(公元

９３７年),是未缠足时期[５];第二阶段是唐代后期至

五四运动以前的缠足时期;第三阶段是五四运动后

废除缠足的民国时期;第四阶段是现代绣花鞋.



(一)唐代及以前未缠足时期的绣花鞋

公元前７００多年至唐代后期(公元９３７年),是
未缠足时期,这一阶段出现了最早的绣花鞋,相比于

款式,其更注重实用性和舒适性,刺绣工艺精细,颜
色比较艳丽、活泼,常采用互补色以及无彩色的配搭

运用,如图１所示.

图１　未缠足时期的绣花鞋[６]

(二)唐代后期至五四运动前缠足时期的绣花鞋

缠足风气始于唐代,于宋代后期兴盛全国,它的

主要流行期则在明清两代.缠足是中国历史上最流

行的、规模最大的女性身体改造行为,因缠足所产生

的“金莲文化”对江南民间绣花鞋的发展历程产生了

重要影响.三寸金莲亦泛指“缠足鞋”,它不仅仅代

表了中国历代妇女的悲惨命运,更是华夏民族心灵

苦难的体现.过去的人们认为三寸金莲是江南女人

美的体现,是传统文化的丰韵所在.在乌镇西栅的

三寸金莲馆内,展出了约两百余双中国历史上不同

年代不同地区各种款式的缠足绣花鞋,其中属于江

南地区的绣花鞋有５２双.从三寸金莲的鞋跟高度

可以看出唐代的江南民间绣花鞋多为平跟(图２),
宋代、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绣花鞋则多为高跟(图３).
这个时期的绣花鞋一般以木为跟,外包白布或色布,
鞋面的材质有布、绸、绫、麻等.明末清初江南民间

绣花鞋曾出现过少量的高跟,但大多是坡跟和１厘

米左右的后跟.在颜色方面,因为清代等级制度严

格,三寸金莲上不允许使用金线及珍珠,也不可使用

绿色或是明黄色,因此清代以后江南民间绣花鞋的

颜色变得更加素淡.江南的刺绣工艺发达,绣花鞋

鞋帮、鞋跟处都绣满花纹,给人整体感觉雅致大气.

图２　唐代的平底缠足绣花鞋[６]

图３　明代益宣王妃的高底鞋[６]

(三)五四运动后废除缠足后的民国时期绣花鞋

民国时期,孙中山令内务部颁发«大总统令内务

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政

府内务部颁发«禁止妇女缠足条例»;五四运动解放

了旧思想,加上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缠足这种给中国

上千万女性带来严重痛苦的陋习渐渐被废除,江南

民间绣花鞋的结构造型也开始渐渐吻合人体的脚掌

形状.民国以后,开始流行合脸鞋.它是以一整块

布料制作,没有缝合接口,且与清末的鞋款相比,鞋
口要更浅.鞋帮上绣上时髦的珠花,受西方女鞋的

影响,鞋子的用料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织物,比如西方

的灯芯绒.民国初年流行在鞋子上装饰英文字母.
这一时期的配色变得更加明亮鲜艳,金线的使用配

合江南精湛的刺绣工艺,绣花鞋愈发精致玲珑.塑

料与强力胶的出现,大大降低了绣花鞋的制作成本,
其售价也随之降低,舒适精美的绣花鞋再次受到爱

美女性的追捧[５].
(四)现代绣花鞋

２０世纪中叶,随着国人思想的开放,女士们的

着装偏好有了新的变化,崇尚新颖时尚的高跟鞋、舒
适休闲的运动鞋,传统绣花鞋面临被淘汰的危机.
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随着科技的发展,绣花鞋制作

者们开始运用新型的面料和花型,并通过调整鞋型

和鞋跟来迎合大众的需求,江南民间绣花鞋就这样

以新的面貌再次进入了民众的视野.

二、江南民间绣花鞋的制作工艺

传统绣花鞋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为鞋面、
鞋底及鞋头.以江南民间绣花鞋中较典型的“船形”
绣花鞋为例,在制作绣花鞋前需要准备好面布、里布

和一些缝纫线、刺绣色线、黏合用品等.为了更好地

突出绣花鞋上所绣制的图案花纹,面布颜色通常选

用深色,里布则选择透气性好、手感舒适的面料.因

江南民间绣花鞋常用色泽鲜艳的刺绣图案,所以需

提前准备好各色绣线,以供制作者选择.设计制作

者将面布、里布按照事先准备好的鞋面样板剪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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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短绗针进行缝合,而后再将裁剪好的里料与面布

进行固定缝合,再对固定好的鞋面上边缘进行滚边.
如此,基础的鞋面制作就已然完成.在鞋面上完成

绣花工序后,便可开始进行鞋底的制作了.“船形”
绣花鞋的鞋底多为“两层底”,纳鞋底讲求麻绳粗、针
眼细,制作时手需要勒紧,针码的分布还需做到匀

称[７].最后是绱鞋步骤,在手工制作时,要求做到紧

绷楦型,平整服帖.绱鞋针距的排列整齐,鞋帮与鞋

底更是要紧密贴合.江南绣花鞋的部分制作工艺如

图４所示.从绣花鞋鞋面和鞋底考究的制作,鞋边精

致的滚条到遍布鞋身的繁复鲜艳的纹样,这些制作的

工艺技法均值得现代鞋类设计制作者借鉴和参考.

图４　“船形”绣花鞋的制作工艺[２]

三、江南民间绣花鞋的艺术特征

(一)小巧婉约的造型结构

江南民间绣花鞋的鞋面上带有江南风情的、富有

民俗寓意的细腻刺绣,造型结构上是江南百姓偏好的

小巧婉约.无论是鞋头的样式,还是鞋帮的形状,江
南民间绣鞋造型变化多端,其中较为常见的鞋型有弓

鞋、皂鞋、平底鞋、没脸鞋等.图５—图８分别是陈列

于乌镇三寸金莲馆内的弓鞋、皂鞋、平底鞋和没脸

鞋①.图５是一双来自清朝浙江的绿缎质地绣有富

贵牡丹纹的弓鞋,它的鞋底与多数弓鞋一样为木质,
整体造型宛如弯弓.据«清稗类钞服饰»:“弓鞋,缠
足女子之鞋也.京、津人所著,宛如弓形,他处则惟锐

其端,而以扬州之鞋为最尖”[８].弓鞋原指鞋底弯曲

的鞋子,后又泛指缠足鞋.图６是来自清朝的浙江宁

波的一双牡丹荷花绣皂鞋,鞋帮由两块面布缝合而

成,鞋口呈尖形,鞋帮窄且浅.图７是一双清朝的来

自浙江宁波的绣有和和美美纹样的平底鞋,与其它鞋

型的绣花鞋不同的是,平底鞋的鞋口宽大,鞋底厚实,
穿着相对舒适.图８是一双清末年间出自安徽的紫

绸质地荷花纹绣的没脸鞋.没脸鞋由皮或布制作而

成,鞋底一般为平底,与皂鞋相似,其鞋帮也是由两块

面布缝合而成,鞋口形状呈尖形,但因其鞋脸极浅导

致穿着时十分容易脱落.从鞋头造型来看,江南民间

绣花鞋中较典型的有云头、凤头、龙头、风头等[７].

图５　绿缎质地的弓鞋

　
图６　蓝缎质地的皂鞋

图７　黑缎质地的平底鞋 图８　紫绸质地的没脸鞋

江南民间绣花鞋植根于江南的民俗文化,大多

具有典型的仿生造型,其中又以“船形”绣花鞋和“猪
拱”形绣花鞋最具特色.“船形”绣花鞋也称扳指头

绣花鞋,它的鞋头尖且翘曲,整个造型形似江南水乡

的小乌篷船.“船形”绣花鞋的鞋底的前半部分会装

上一块三角形的经细密加工的薄鞋尖,在后半部分

装上两块皮,可使绣花鞋轻巧利索,具有防潮防湿的

效果.“猪拱”形绣花鞋的鞋尖与鞋跟部分均呈扁圆

形,且略微上翘,形似猪鼻,鞋面由一块完整的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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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鞋的前半部分收拢,这样的鞋型更贴合脚掌的

形状,穿着舒适.
(二)统一协调的色彩搭配

从乌镇三寸金莲馆与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

所展出的源自江南一带的绣花鞋样式来看,江南民

间绣花鞋的色彩以青、黑两色为主,点缀色上则喜将

红色、紫色、黄色、绿色、蓝色等色搭配使用.为使绣

花鞋艳丽对比强烈的装饰图案与冷色系的底布更好

地结合,制作者们会采用调和的手法.[９]调和手法有

三种:一是利用互补色将原先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

削弱,使整个图案变得柔和,不再突兀尖锐;二是利

用同类色的铺陈,这种手法的利用可以达到丰富色

彩层次效果的同时,还可以给人一种刺绣图案与鞋

面底布浑然一体的视觉效果;三是在对比色组成的

图案上,将金、银色或是黑、白色进行合理的运用,以
此来形成图案颜色与底布颜色的统一效果.江南民

间绣花鞋的色彩构成需考量的不仅仅是所选图案色

彩的明度、色相及纯度,还需要设计与调整不同色块

的大小与空间位置.苏绣的用色技巧对江南绣花鞋

的刺绣装饰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苏绣色彩明亮,
夺人眼球.“一抹色”作为苏州刺绣中最常用的配色

技法,是将单个纹样用近似色有层次的叠合铺展,使
所绣制的图案色彩逼真、栩栩如生.江南民间绣花

鞋的色彩于对比中求统一,在带来丰富的视觉效果

的同时,也体现出了江南民间绣花鞋色彩运用的风

格特点.这种风格特点的生成与制作者所处的社会

生活环境、思想观念及审美水平密切相关.
与日常所穿着的绣花鞋不同的是女子结婚时穿

着的红色婚鞋与老人死后所穿着的白色寿鞋.结婚

用的绣鞋是红色的,但又有别于女性日常所穿着的

红绣鞋,结婚时的绣鞋十分喜庆,其上纹样大多用金

线绣制.白色寿鞋,则是老人为自己死后所准备的,
白色的鞋面底布上不会绣制颜色鲜艳的图案,而在

鞋底会绣上梯子、莲花、祥云等图案,蕴含“脚踩莲花

步步高升”的意思,是老人对自己生后的一个美好祝

愿.
(三)简洁大气的图案造型

从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所展出的绣花鞋来

看,民间刺绣绣花鞋纹样大多来自于民间文化和民

俗风情,以植物、动物、风景、文字、或者图文结合为

主,通过提炼其最简洁的轮廓造型,舍弃形象的真实

性,并通过大小穿插、面积的对比设计来塑造美感,
饰以浓郁的装饰意境和亮丽的色彩来表达水乡人们

的心理诉求和审美情趣.在题材的选择上:喜用江

南常见的莲花、梅花、兰花、菊花、茉莉、芙蓉等秀丽

雅致的植物纹样,点缀以鱼、蝴蝶、蝙蝠等动物纹样,
动静结合,富有情趣,形成蝶恋花、鱼戏莲等极具江

南地域特色的吉祥纹样.从纹样组织形式来看,江
南民间绣花鞋较为常用是单独纹样或者组合纹样,
常点缀在鞋子的侧面或鞋帮上、亦有少量比较讲究

的鞋子在鞋底进行刺绣,整体画面布局饱满、美观典

雅.
(四)精微细致的刺绣工艺

刺绣作为绣花鞋制作的最为重要的工序之一,
无论是大面积的运用平铺增强质感和丰富度,还是

小细节的点缀设置亮点、增添特色,它的使用都可以

丰富绣花鞋的色彩,改变绣花鞋底布的肌理,增强视

觉冲击,为绣花鞋增加艺术感和精致感,有效传达出

制作者的思想和情感需求.江南民间刺绣工艺讲求

精微、细致,在配色、针法、用料上都十分严谨独到.
在民国期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苏绣在绣制上开始

讲求阴影变化及图案的立体感,将其运用于江南民

间绣花鞋,刺绣图案更加精致绝伦.[１０]在针法上,江
南女子喜用彩绣、盘金绣、抢针绣、乱针绣等绣法来

绣制图案,丰富绣花鞋的肌理.彩绣不追求图案的

栩栩如生,而是追求整体上的厚重及装饰感,运用了

彩绣的绣花鞋,通常颜色丰富,有华丽的视觉效果.
盘金绣顾名思义就是将金线作为绣线来绣制图案,
盘金绣与其它绣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所绣图案均是

浮于绣面之上,不用透过绣底.在古代江南民间,盘
金绣通常被运用于女子婚鞋的鞋面.在众多绣法

中,抢针绣与乱针绣是一种针法工艺要求相对较高

的刺绣方式.抢针绣与“一抹色”的原理相同,采用

分层刺绣、后针继前针的方式,用近似色来制造出晕

染的效果.乱针绣需要灵活使用长短不一的交叉线

条,根据图案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绣制,乱
针绣所绣制的图案逼真写实,有很强的表现力.江

南民间绣花鞋正是因这些独到的配色手法与精细、
变幻莫测的针法,所以成为极具价值的民间工艺品.

四、江南绣花鞋和其他地区绣花鞋的异同

(一)南北方绣花鞋的异同

不同地区因地理环境、人们的生活习俗、审美观

念、文化传统、语言特点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地

独特的服饰文化,各地的绣花鞋在款式造型、工艺结

构、颜色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就我国南北

方的绣花鞋而言(图９),北方人性格豪爽、不拘小

节,北方的绣花鞋也相对更加简洁、大气,有些还具

５０５第５期 陈淑聪等:江南民间绣花鞋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



有宫廷贵族式的气派.造型结构上,北方人高大的

身型也使得绣花鞋的鞋型较大[１１];颜色上,北方的

绣花鞋大多采用比较和谐、简单的配色,如黑色、青
色、蓝色等.而在讲求细腻婉约的江南,绣花鞋的风

格则是秀丽、雅致的;江南女子身型娇小,江南一带

的绣花鞋也小巧玲珑;精湛的刺绣工艺使原本颜色

丰富、色泽艳丽的江南绣花鞋更显得精致细腻.

图９　南北方绣花鞋

(二)造型结构方面的异同

图１０　铁钉底[１２]

瑶族绣花鞋的鞋帮

由三层布料拼合而成,
鞋底分为千层底和铁钉

底(图１０),分别适用于

晴天与雨天.瑶族妇女

常在绣花鞋的脚尖与脚

后跟处分别缝绣上一块

羊皮,增加了绣花鞋耐

磨度的同时,还可以起到防滑的效果,给人以实用大

气之感.这些造型结构特色是江南绣花鞋所不具备

的,江南民间绣花鞋则多为千层底[３].我国西南地

区的白族和彝族,他们的绣花鞋的鞋型、纹样、色彩

均有别于江南绣花鞋.他们的绣花鞋可大致分为老

年妇女绣花鞋与青年妇女绣花鞋.老年妇女绣花鞋

又根据鞋型可分为两种,一种绣鞋大致呈船形,在鞋

头与鞋口的部分则上翘勾回,无鞋绊,鞋底要小于鞋

帮面(图１１);另一种绣鞋的鞋头与鞋口呈圆形,有
鞋绊,鞋帮面与鞋底是相同的大小(图１２).这两种

绣花鞋的鞋型与江南的“船形”绣花鞋和“猪拱”形绣

花鞋类似,细节部位则相差很大.

图１１　白族的似“船形”绣鞋[１２]

图１２　彝族的似“猪拱”形绣鞋[１２]

(三)色彩搭配方面的异同

色彩搭配可以直接影响绣花鞋的风格.在我国

西北地区的羌族,他们的绣花鞋在色彩上完全有别

于江南绣花鞋的精致艳丽.羌族绣花鞋喜爱将同类

色系搭配,注重颜色上的统一,表现出古朴厚重的民

族风格(图１３);而江南绣花鞋在色彩上则讲求对比

中有统一,给人丰富的视觉效果.白族和彝族的绣

花鞋的鞋面上的纹样多种多样,大多都是对称分布,
鞋面上也一般采用简单素雅的颜色.青年妇女绣花

鞋则无论是在款式上还是色彩上都比老年妇女绣花

鞋更加丰富别致.白族青年妇女所穿着的绣花鞋在

鞋型上与老年妇女所穿的绣花鞋相差无几,但在鞋

面布与刺绣颜色上则更加鲜艳丰富,这点与江南绣

花鞋类似(图１４).彝族大姚式的青年妇女绣花鞋

在鞋型上与老年妇女绣花鞋别无二致,但其所用色

彩有别于江南绣花鞋讲求的统一和谐,它大多撞色、
对比强烈;巍山式的青年妇女绣花鞋在鞋型上与白

族类似[１１],但在颜色上却与江南绣花鞋类似,喜在

深色的底布上绣制图案.

图１３　羌族绣花鞋[１２]

图１４　白族青年妇女绣花鞋[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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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刺绣纹样与刺绣工艺方面的异同

地处湘桂交界处的瑶族与江南一带的妇女亦有

缠足的历史,但瑶族妇女所穿着的缠足鞋在造型结

构上,与江南缠足鞋也有所不同.图１５是清末民初

年间瑶族妇女居家所穿的勾头绣鞋,它的各个细节

都体现了特色的瑶族风格,该鞋的开口十分之大,以
黄缎布为底布,用黑布进行镶边,在鞋面上绣制了繁

复的鱼纹、凤凰、云头纹等图案的同时,还用金属亮

片进行点缀,整个鞋面图案的绣制均采用了瑶族的

特色刺绣工艺“缠绣”.而江南民间绣花鞋与瑶族绣

花鞋一样,喜在绣鞋之上绣制精致的图案,但江南绣

花鞋的图案纹样与瑶族绣花鞋存在很大的差异,瑶
族绣花鞋的图案带着浓郁的民族风格,而江南绣花

鞋的图案纹样则多是秀丽清隽的.在刺绣工艺上,
江南民间绣花鞋很少使用金属亮片,且不会像瑶族

绣花鞋一般使用缠绣.

图１５　瑶族绣花鞋[１２]

五、江南民间绣花鞋的文化内涵

中国民间的传统艺术大多追求和创造天人合一

的境界.绣花鞋的装饰特性和多样化的风格体现了

中国传统的创作思想,在中国人对美的理解里“吉祥

文化”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审美思想讲

求圆满完整,所以在绣花鞋的纹样装饰运用上也十

分注重圆满之道.年轻女子常喜用梅兰竹菊纹样来

体现自己的高雅清纯;婚后女子则喜采用鸳鸯、百合

等吉祥纹样来表达自己对于美满婚姻生活的诉求;
而年老的妇人则会将福寿禄字、荷花纹、寿桃纹等纹

样绣于绣花鞋之上,来祈愿自己身体康健长寿.儿

童虎头鞋体现了儿童天真活泼的个性特征,表达了

长辈希望自己的孩子像老虎一样强健壮实的愿望.
透过各式的纹样符号可窥见绣花鞋反映的更深层次

的文化内涵,表现出江南民间女性纯朴的个性和对

美好生活的祈愿[２].

江南民间绣花鞋上的纹样多种多样,纹样线条

优美柔和,有着江南独特的婉转.吉祥纹样一般蕴

含祈祥纳福的寓意,通常有三种表达方式:谐音寓

意、象征寓意、文字寓意.
(一)谐音寓意

作为传统吉祥纹样创作中最常用和最广泛使用

的方法之一,谐音寓意可以将抽象的意思用生动具

体的图像来呈现.如蝙蝠可谐音“遍福”;鸡、羊可谐

音为“吉祥”;杏叶可谐音为“幸也”;百合、柏树则可

谐音为“百年好合、和谐圆满”;两只狮子寓意“事事

如意”(图１６).在乌镇三寸金莲展馆内展出的江南

民间绣花鞋中就有数双纹样采用了谐音寓意:一双

清代宁波的黑缎面坤鞋上的花鸟绣所绣制的是喜鹊

和梅花纹样(图１７),可谐音为“喜上眉梢”;一双清

代浙江的黑缎质地的寓意为“连年有余”的弓鞋上所

绣制的是莲花和鲤鱼;在江南常见的由芙蓉、茉莉和

梅花组成“小妹壮”纹样,其中“梅”是“妹”的谐音,小
妹是吴语中对未婚女子的通称,具有对未婚女性吉

祥祝福的意蕴.所有这些图案都蕴含着美好的寓

意,表达民众的情感需求.谐音寓意这种手法通过

具体画像来表达及运用,使文字所包含的情感寓意

得到了更直接、更易于被理解的传达.

图１６　狮子纹样绣鞋

图１７　喜鹊、梅花纹样绣鞋

(二)象征寓意

象征寓意顾名思义就是将一些动物或植物等物

体的特性特点加以延伸,用纹样进行表达,以此来象

征一种愿望或身份.古代民间绣花鞋的各式纹样

中,象征吉祥寓意的纹样运用得十分广泛.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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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只有皇家才可使用的“龙”“凤”“蟒”等纹样是

权利的象征,麒麟、仙鹤等瑞兽则代表着祥瑞,而官

场上最常见的纹样“十二章纹”是将十二种纹样绣于

官服之上,以此来区别官员的品级.另外,古代江南

民间婚嫁的男女双方拜堂之前素未谋面,待嫁女子

会在绣鞋上绣上喜鹊、金鱼等吉祥图案,取一只赠与

男方做订婚之用.在江南民间,花之王牡丹意喻财

富、高贵;鸳鸯意为爱情、夫妻情深;松柏、桃意为长

寿.如江南常见的“船形”和“猪拱”形绣花鞋都体现

了水乡民众的美好愿望,船是水乡常见的交通工具,
“船形”绣花鞋象征“路路通”“一帆风顺”的吉祥寓

意;猪象征富贵吉祥,“猪拱”形绣花鞋象征喜庆、富
贵.

(三)文字寓意

吉祥纹样也可以直接使用一些人们普遍认为有

吉祥寓意的汉字来表示,如寿、福、喜等字.将文字

采用各种各样的字体直接绣制于鞋面之上,以此

来表达制作者内心对美好的祈愿.这种表达方式

十分简单且易于理解,早在汉代就被广泛运用,至
明清两代更是取得空前的发展,这些汉字被艺术

化、图案化,成为吉祥符号.在江南民间,文字寓

意在绣花鞋上也得到了广泛使用,江西出土的一

双民国年间的平底玫红缎面绣花鞋上就绣有福字

纹样(图１８).

图１８　福字绣鞋

江南民间绣花鞋走过漫漫历史长河,融合了水

乡人们的审美需求,经过时间的修饰积淀,已成为深

入人心的民间服饰品.受人们认可的纹样成为了语

言的载体,在服饰上绣制纹样,可以更好地传递人们

特定的思想情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江南民

间绣花鞋已经不只是简单的鞋履,它荟萃江南地区

精湛的刺绣工艺、装饰艺术和民族文化为一体,是审

美艺术与实用性的完美结合,也是传达我国江南地

区不同时期的历史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

途径.

六、结　语

江南民间绣花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传递

着水乡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民俗意蕴.相比其他地区

绣鞋,江南民间绣花鞋在颜色方面较为秀丽、雅致、
婉约,其中,“一抹色”设计手法使绣鞋在统一中有变

化,在变化中呈现统一的风格,具有丰富多变的视觉

层次感;在刺绣工艺上则受苏绣的影响,讲究平、齐、
和、光、顺、匀的艺术特点,整体呈现比较细腻精致的

风格特征;在造型结构上因受水乡文化的影响则呈

“船形”、“猪拱”形形态,体现了江南水乡文化的独特

意蕴;绣鞋上的图案式样简洁大气、饱满的构图则反

映了人们朴素美好的愿望,体现水乡妇女的智慧和

审美倾向.江南民间绣花鞋上的纹样多种多样,吉
祥纹样通过谐音寓意、象征寓意、文字寓意表达人们

祈祥纳福的祈愿.
如今,市面上的手工绣鞋越来越少见,对绣花鞋

制作工艺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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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畲族传统服饰现状与传承保护

张萌萌a,李方园a,陈敬玉a,b

(浙江理工大学,a．服装学院;b．浙江省丝绸与时尚文化研究中心,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畲族是江西地区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和频繁的迁徙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

族服饰.结合文献资料,分别从服装的材质、色彩、样式和服饰品几个方面总结出江西省畲族传统服饰的特征.借

鉴人类学研究中田野调查和访谈的方法,以江西省六个畲族乡为考察对象,对其畲族服饰遗存和穿着现状进行考

察.进而对江西省畲族传统服饰的保存现状与困境进行分析,并挖掘其文化内涵,提出通过四种方式对江西省畲族

传统服饰文化加以传承保护.

关键词:江西省;畲族;传统服饰;现状;传承保护

中图分类号:TS９４１．１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１０Ｇ０５１０Ｇ０８

　　畲族是我国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自称“山客”,
也有 部 分 雷、蓝 姓 氏 的 畲 民 互 相 称 “老 雷”、“老
蓝”[１].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史书,发挥着记录民族历

史的作用,畲族服饰以“凤凰装”为代表,承载了对祖

先盘瓠的纪念和追思[２Ｇ３].随着民俗和非遗研究的

开展,关于畲族传统服饰保护与传承的研究成果较

为丰硕,这些研究多针对浙闽两地畲族展开,主要认

为畲族服饰以浙、闽两地的服饰最为典型,并对其形

制、工艺特征以及传承保护做出深入的研究[４Ｇ７].有

资料记载,自畲民公元７世纪初居住于江西地区开

始至今已有大约１４００年的历史[８].关于畲族最初

的生活地址说法不一,有学者[９]认为,在隋唐以前,
畲族已经聚居在闽、粤、赣交界地区.畲族形成后由

这一地区向东北方向为主流迁徙路径[１０].隋唐时

期进入江西,最早居住地在赣南一带,赣南畲族来自

广东和福建,赣东北畲族进入江西的时间与赣南畲

族相比要迟的多[８].由此可以推测,江西地区可能

是畲族人民最初居住的地区之一.由于江西省畲族

服饰分布较散,畲族发展历史上频繁的迁徙、散杂居

的生存状态和现代文化对传统服饰的冲击等因素造

成了畲族传统服饰特征流失,亟待进行保护传承研

究.
相较浙闽地区的畲族服饰研究,江西省畲族服

饰的研究成果较为分散,研究资料非常少.章建春

等[１１]发现江西省畲族传统服饰纹样经过久远的历

练,蕴含着祖先的奇思妙想,文化底蕴深厚,在赣文

化的影响和融合下具有多元化的民族特色.;唐

磊[１２]总结江西省畲族服饰的特征为:以青蓝、黑色、
卡其色的自织麻料为主.女式服饰常采用斜门襟,
而男士服装以对门襟为主,使用盘扣,在衣领、门襟

和袖口处多镶嵌粉、黄等色的花边或刺绣,使用黑、
蓝或红色绒线.以上成果为江西省畲族服饰传统样

式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

上结合文献资料,总结出江西省畲族服饰的传统样

式特征,阐述了江西省畲族服饰的保存使用现状与

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江西省畲族服饰文化的传承

与保护建议.

一、江西省畲族服饰历史与传统样式

(一)服饰历史

早在公元７世纪初畲族人民就已经繁衍生息在



江西这片土地上,最早居住地在赣南一带,后发展至

赣东北的铅山、贵溪等地.赣东北畲族主要分布在

铅山和贵溪两县[１４].江西省畲族的传统服装颜色

多为青色或蓝色,清代以来的服饰相对较多样化,部
分装饰五色花纹并带有原始图腾崇拜意味.本文从

日常服饰与礼仪服饰两个方面对文献记载中的江西

省畲族历史服饰样式特征进行梳理.
(二)传统服饰样式

１．日常服饰

“畲族男子穿无领青布短衫,无腰直筒裤.妇女

以家织夏布为衣料,袖口和右襟镶黑色花边.明末

清初,发饰改梳高头,盘髻于顶,以尺许绣边蓝色巾

覆之”.清初文献«贵溪县樟坪畲族志»记载,“女子

既嫁必冠笄,其笄以青色布为之,大如掌,用麦秆数

十,茎著其中,而彩线绣花鸟于顶,又结蚌珠缀四

檐.”[１３]据记载,畲族男子服饰开襟处和袖口镶有白

色边条,订“毛楂结”的工艺,无腰偏裆裤,女子袖口

与右襟多装饰花边,内衣多为月白色、蓝色,下穿无

腰偏裆裤[１６].
自清代以来,服饰开始由单一的青、蓝色麻布衫

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中的«江西畲族略史»记载了江西省畲族男子日常服

饰为大襟无领青布短衫,无腰直筒裤,袖口裤管宽

大,不巾不帽;女子穿家织青蓝色麻布衣服,袖口右

襟多花边.有些地区女子不分季节都穿短裤短裙,
裹绑腿.头发从后梳成螺式,已婚妇女后脑发间装

有长约二寸的螺垂形竹筒;少女扎红色绒线独辫.
劳动时,男女腰间都围独幅青蓝色腰裙,打赤脚或穿

草鞋.[１４]«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及传承»[１５]中提到雷相

金先生自述儿时见过传统畲族服饰,２０岁时下地干

活,也是着长及小腿的围裙.这种围裙用料１米,完
全没有边角料剩余,可达到１００％利用.

２．礼仪服饰

畲族传统节日服装较日常服装颜色鲜艳,不同

地区的畲族盛装样式不尽相同.男子服装主要在襟

边袖口缀花纹,女子穿绣花衫裙,以各种各样的花鸟

及万字纹、云头纹为图案装点,图案多用彩绣且色泽

艳丽,并喜插银制或白铜头钗.[１６]婚服为畲族最主

要的礼仪服饰,新郎婚服为红顶黑缎官帽,青色长

衫,襟和胸前有一方绣花龙纹,黑色布靴;新娘着五

色衣裙,绣花鞋,冠以华美头饰.综上所述,文献记载

中的江西省畲族传统服饰的特征可整理如表１所示.
表１　江西省畲族传统服饰特征

材质 色彩 款式 服饰品(头饰和足饰)

麻布 青、蓝色

男:上衣为无领对襟结构,裤子为无腰

偏裆裤,腰部和脚口宽大.
女:上衣为斜襟立领结构,领口和门襟

处装饰花边.内搭月白色或蓝色内

衣.下装为无腰偏裆裤.

男:不巾不帽,新郎戴红顶黑缎官帽.
女:少女扎红绒独辫,妇女梳螺式头,
饰螺垂形竹筒.出嫁时戴冠插簪,覆
以巴掌大青布,插麦秆支撑,冠顶彩绣

花鸟,四周装饰蚌珠.

平时赤脚或草鞋,
婚礼 时 新 郎 着 黑

色布靴,新娘穿绣

花鞋.

二、江西省畲族服饰遗存现状

笔者对江西畲民分布较多的铅山、贵溪、资溪、
乐安、永丰五地展开调查,对调查过程中所收集的日

常服饰和礼仪服饰进行分析,进而总结出畲族传统

服饰的收藏情况、保护方式、服饰的形制特征和工艺

特征;对照前文所示文献记载中的传统服饰,可窥江

西畲族服饰遗存现状与发展保护过程中的问题.
(一)服饰遗存分布

经调研太源畲族乡得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
当地畲民的服饰、建筑等方面已与汉族基本相同,民
族传统服饰在经济、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中逐渐消亡,
当地畲族传统服饰存在原始遗存匮乏、传统工艺濒

危失传的困境.田野考察所见,当地多为现代新制

的表演服饰,其中只有少数服装式样忠于文献记载,
大量服饰加入了一些新颖的图腾纹样和装饰元素.
表２为根据实地调研统计得出的江西省畲族服饰的

收藏情况,从服饰数量来看,江西地区畲族服饰的收

藏主要是以政府收藏为主,民间收藏的服饰数量极

少.
表２　江西省畲族服饰收藏情况

地区 政府收藏数量/件 畲民收藏数量/件

太源畲族乡 １２ ０
篁碧畲族乡 ４ １
樟坪畲族乡 ２０ ３
金竹畲族乡 ２６ ０
新月畲族乡 ９ ２
龙岗畲族乡 １１ ０

(二)保护方式

据田野调查显示,江西省畲族传统服饰现有的

使用场景主要是集中收藏管理与在民俗活动中使

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场景极少.由于早期保护意

识薄弱,江西地区畲民家中所存传世实物遗存较少.

１．集中收藏管理

集中收藏管理是指各乡镇、文化馆等单位对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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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畲族服装服饰进行征集和收藏,通过这种静态

保存的方式得以流传.江西省铅山县太源畲族乡就

采用了这种方式对传统服饰实物进行收藏保管.

２．在民俗活动中使用

民俗活动是民族服饰活态生存的文化土壤,也
是畲族服饰文化保护的重要形式.通过组织开展民

俗活动不仅可以给传统服饰提供穿着展示的机会,
还可以通过经济旅游文化宣传等平台的搭建,达到

畲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的目的.例如樟坪畲族乡

已举办两届畲族风情旅游节,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多彩,各种歌舞展演对畲族服饰进行了鲜活的展

示与宣传.
(三)现存的日常服饰

１．以花边及镶绲装饰为主的女装

妇女多以家织夏布为衣,其袖口与右襟有黑色花

边,又以月白色、蓝色布为内衣,其袖口和右襟多镶有

花边.[１２]田野调查所见,江西现存畲族女子服饰中只

有少数服饰保存了这种形制特点,现代新制畲民表演

服装居多.从现存的服饰形制来看,江西各个地区的

女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右衽大襟并在大襟及袖口

处装饰各色花边.表３为江西省各地区现存的畲族

女子服饰形制特征,对这类服饰的线描图见图１.

表３　江西省现存的畲族女子服饰形制特征对照表

地区 新月畲族村 龙岗畲族乡 篁碧畲族乡 金竹畲族乡

服饰

款式

特点

立领、右衽大襟.门襟和

袖口处装饰６条花边.花

边图案以几何图形和花卉

为主.大襟的花边装饰超

过前中心线直至右片门襟

止口.

立领、右衽大襟,门襟和袖

口处装饰４条花边.花边

图案 以 几 何 纹 和 花 卉 为

主.大襟的花边装饰超过

前中心线直至右片门襟止

口.

立领、右衽大襟,门襟和袖

口处装饰６条花边.花边

图案以几何图案为主,花
卉图案较少.大襟花边装

饰超过前中心线至右片门

襟止口.

立领、右 衽 大 襟,门 襟

和袖 口 处 装 饰 ４ 条 花

边.花 边 图 案 以 花 卉

为主.大 襟 花 边 装 饰

超过 前 中 心 线 至 右 片

门襟止口.

图１　江西省现存的畲族女子日常服饰线描图

２．以立领对襟结构为主的男装

江西省畲族男子身着无领青布短衫,无腰直筒裤.
袖口与袖管较宽大,开襟和袖口处镶有白色边条,订
“毛楂结”.表４为江西各地区男子服饰形制对照,从
收集到的服饰资料来看,只有太源畲族乡的服饰款式

保留着这种特点,新月、龙岗和金竹三个畲族乡(村)的
多数服装采用的是在领口、袖口以及门襟处装饰各色

花边,同时采用立领对襟结构.由此可见,江西各地区

男子服饰形制的共同点为立领对襟结构(表４).图２
为江西省现存的畲族男子服饰线描图.

表４　江西省现存的畲族男子服饰形制对照表

地区 太源畲族乡 新月畲族村 龙岗畲族乡 金竹畲族乡

服饰

款式

特点

圆领对 襟,大 襟

的花边装饰沿门

襟直至下摆.

立领对 襟,大 襟

处装饰两条花边

并沿门襟直至下

摆.

圆领对 襟,大 襟

的花边装饰沿门

襟直至下摆.

圆领对 襟,大 襟

的花边装饰沿门

襟直至下摆.

圆领对襟,大襟的花

边装饰沿门襟直至下

摆,服装整体装饰以

花边为主.

圆领对襟、大襟花

边装饰饶领窝、门
襟及底边一周.

图２　江西省现存的畲族男子日常服饰线描图

　　笔者在江西省太源畲族乡收集到的男子传统服

装(图３)在形制及服装色彩上与史料记载中的服装

式样基本相同.其式样为立领对襟衫,材质为藏青

色棉布.门襟处的镶边宽４~５cm 左右,自左片开

始绕过后领窝至右片,在镶边旁边采用传统花色哔

叽面料进行装饰,宽度为１cm.袖口装饰２cm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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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拍摄于太源畲族乡.

②　笔者根据太源畲族乡畲族男子上衣实物绘制.

③　笔者拍摄于新月畲族村.

④　笔者拍摄于新月畲族村.

⑤　笔者根据实物绘制.

的浅色镶边和两条１cm 宽的花边.领子上口装饰

１~２cm宽的浅色镶边,镶边以下是两条１cm 宽的

花边.门襟及领口处采用传统盘扣,下摆开衩.通

袖长为１５２cm,衣长为６８cm,袖口大为１７cm,横
开领为１３cm.由此可见,江西省畲族男子服装的

款式特点为领口、门襟和袖口处的撞色镶拼装饰.

图３　江西省畲族男子上衣

(四)现存的礼仪服饰

１．婚礼服饰

江西省畲族的婚礼服饰工艺精美,色泽艳丽.
新郎服饰为红顶黑缎官帽,青色长衫,襟和胸前有一

方绣花龙纹,黑色布靴;新娘着五色衣裙,绣花鞋,冠
以头饰.从收集到的服饰资料来看,江西省畲族的

婚礼服饰在不断的改进与发展中,其形制出现了新

旧元素杂糅的现象,与文献记载中的形制区别越来

越大.图４为笔者从江西省资溪县新月畲族村收集

到的结婚礼服实物.在形制结构上,上衣由右衽大

襟转变为后开口式,衣袖连裁结构转变为装袖结构,
云肩元素与衣服连接在了一起;裙子由原来的缠绕

式结构被现代的桶状结构所取代,拦腰则直接缝制在

裙子上.在服装材质上,原来的自织手工苎麻布被现

代的绸缎、纱制面料所代替.在服装工艺上,由现代

机绣工艺和机织提花带工艺逐渐取代传统手工刺绣.

图４　江西省畲族结婚礼服③

２．祭祀服饰

祭祀服饰在畲族服饰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它是畲族当地服饰与祭祀文化的结合产物.根

据田野调查,资溪县新月畲族村收藏的祭祀服饰保

存的较为完好,具有代表性的金丝龙袍的形制特征

为:圆领、宽衣博袖,在领口处系带(图５).面料为

绸缎类,服装前、后片和袖子上的龙纹图案刺绣为该

款式的独特之处.工艺手法精致,图案生动形象.

图５　金丝龙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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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拍摄于太源畲族乡并根据拍摄图片截取.

②　笔者根据实物图绘制,其中箭头表示由前一个步骤得到后一个步骤.

③　笔者拍摄于江西太源、新月畲族乡.

(五)服饰工艺特征

１．以图腾元素为主的刺绣

江西省畲族的传统服饰精美,这与其精致的传

统服饰工艺有关.以图腾为元素的刺绣工艺是江西

省畲族服饰特有的传统工艺特色,其中镶绲、刺绣以

及彩带是畲族典型的服饰手工艺.畲族服饰的工艺

精美繁复,形式多样,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它是一

种物化的外部形式经过审美处理的日常生活用品,
它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与人们的生活密切联系,
表现了一个民族对“美的规律”的总结.笔者从篁碧

畲族乡收集到的畲族女子短裙裙面绣着畲族人民世

代崇拜的凤凰纹样,其线条简洁,图腾形象灵动,刺
绣针法细腻,充分展现了畲族人民的智慧与勤劳.

２．撞色镶拼

江西省畲族男子大多身着无领青布衫,并且服

饰开襟和袖口处镶有白色边条.从历史文献资料来

看,这种传统衣着的特色在于其镶拼多用于边缘部

位,宽度较窄并且采用撞色的方式,这种镶拼装饰除

了加固边缘还有重要的装饰作用.从考察收集到的

服饰资料来看,江西省太源畲族乡的男子服饰(图
３)也具有同样的特色,由此可以推断出江西省畲族

男子服饰的工艺特色是撞色镶拼.与中国传统镶拼

相比,江西省畲族镶拼宽度较窄约２cm,色彩明度

高,与衣身形成鲜明对比,装饰位置多为袖口、门襟

止口、领口等边缘部位.图６为江西省畲族男子上

衣袖口工艺细节图.

图６　江西畲族男子上衣袖口工艺细节及工艺流程

三、江西省畲族传统服饰传承

与保护面临的困境

　　由于江西省畲族传统服饰在传承过程中的不断

流失,以及现代经济文化形成的震荡与冲击,通过田

野考察发现,保护意识不足、现代文化冲击、社会经

济发展等综合因素造成了畲族传统服饰正面临一系

列传承保护的困境.
(一)族群迁徙历史与保护意识不足造成传世遗

存较少

畲族历史上是个多迁徙的民族,有隋唐时期从

闽赣粤交界地区迁入江西的,也有随后自各地辗转

迁入的,畲民在沿途迁徙、发展的过程中,服装也受

到其他种族居民的影响,产生了一些流变.与浙闽

畲族多居住在崇山峻岭之中不同,江西的畲民聚居

地分布较散,居住环境多为丘陵地带,族群规模较

小,受与其散杂居的汉族服饰文化影响较大,传统服

饰实物保存较少.
(二)多元文化震荡下形成的服装形制混乱

受到现代服饰文化影响,以及多元化的其他少

数民族服饰元素的交叉影响,江西省畲族传统服装

在形制上产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

多元民族服饰元素的嫁接与拼凑,传统形制与现代

形制的混搭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传统的畲

族服装上衣为衣袖连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畲
族传统服装逐渐的与现代服装形制相互融合从而

出现了传统形制与现代形制杂糅的情况.现代畲

族服装的衣袖部分均为西式装袖,如图７所示的

江西省现代新制畲族女上衣,就存在衣袖结构改

变、样式嫁接(左图汉族江南水乡肚兜样式的植

入)与拼凑(右图红色与凤凰图案的突兀拼凑)的
问题.

图７　形制混乱的江西省现代新制畲族女上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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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升级与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工艺简化

工艺简化主要指技术升级与生活水平提高带来

的工艺上的变化.服装工艺是随着时代技术的推进

而不断演化的,由于现代机械化生产的技术革新,不
可避免地给传统手工制作行业带来升级与替换.江

西省畲族传统服装工艺的升级替换主要体现在现代

机器技术对传统手工刺绣制品及工艺的替代,以及

缝纫机普及后对手工缝纫工艺的升级.江西省畲族

人民主要生活在赣南以及赣东北地区的部分山区,
艰苦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他们热爱劳动、勤劳俭朴的

精神.因此,畲族人民为使服装结实耐穿,他们通

常采用来去缝的形式在袖底缝、裆缝等部位加固

服装以增强服装的耐穿性.现代畲族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服装变成快速消费品,新制服装则省略

了这些复杂的手工艺.工艺的简化一方面体现的

是技术和生活的提高,但一方面使得一些精致的

传统工艺和形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记录和保

护的角度,应对这些工艺进行保存、复制,同时对

于刺绣类精致工艺,应以精品、展品的形式进行保

护与传承.

四、江西省畲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保护建议

(一)畲族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畲族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承载畲

族历史记忆与传统文化、图腾崇拜和审美意识表达.
首先是承载畲族历史记忆与传统文化.畲族传

统服饰在历史文化长河中经历了多次的民族融合与

交流仍然保持其鲜明的服饰特色,主要源于其生动

的服饰图案以及鲜明的服饰形制.畲族传统服饰是

承载着畲族悠久历史与民族文化的民族艺术品.它

与畲族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畲族民歌相互融合,
共同传达畲族人民朴实无华的民族精神,同时向后

人传述畲族的起源、历史,起到了传承历史文化的作

用.
其次是图腾崇拜表达.畲族以盘瓠为祖先,盘

瓠为五色龙犬,盘瓠的妻子三公主所着凤冠则带来

了五彩凤凰的族群图腾崇拜.由江西贵溪畲民收藏

的总谱«重修盘瓠词铁书»亦可知畲民的祖先是以犬

作为图腾崇拜的.从色彩和图案的角度来看,畲族

传统日常服装颜色大致为青色或蓝色并饰以五色花

纹,节日服装比较鲜艳,男子上衣襟边和袖口绣有花

纹,女子所穿的绣花衫裙图案大多为各种花鸟及万

字纹或云头纹,服饰色彩鲜艳、对比强烈.这些都是

对«后汉书»中所记录的盘瓠“好五色衣服、衣裳斑

斓”的纪念与表达.
最后是审美意识的表达.江西省畲族生活在与

外部交流较少的东部深山中,他们的服饰图案是对

日常生活的概括和提炼.如女子所穿的绣花衫裙图

案大多为各种花鸟及万字纹,相对其他地区的畲族

图案而言则更加朴实,体现了江西省畲族人民的

淳朴,充分展现出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随着畲

族服饰文化的现代化,畲族传统元素也在渐渐流

失,但是对于“凤凰”图腾的崇拜仍体现在畲民的

日常生活中.江西省畲族对于“凤凰”图腾元素的

使用主要体现在建筑以及服饰上,用色大胆,手法

多样.
(二)服饰文化的传承保护思考

１．挖掘畲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当代价值

族群的凝聚力是畲族人民对畲族共同服饰文化

的认同,充分挖掘并宣扬畲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当代

价值可以进一步增进本民族的族群凝聚力和文化认

同.畲族传统服饰可以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丰富的

灵感来源,提升服装品牌的文化底蕴和设计附加值,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畲族传统服装精致的手工艺

技术与浓郁的民族特色通过创造性的开发可以经过

重构与再造进行文创产品开发.现代快节奏生活方

式下,对传统技艺的创意开发,是审美之上的精神原

则.以创意的手段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服饰与文创

产品相融合,通过碰撞产生出更多适应当下生活所

需要的独具民族特色的创意设计,可以为当地旅游

发展注入活力,刺激时尚产业与旅游经济发展,形成

新的增长点.畲族服饰工艺中以男性的视角看待传

统女工刺绣,想法大胆、意识超前.以男性视角下的

人物、动物、植物以及日常生活场景巧妙的融入到刺

绣这种物质载体,从而产生男性刺绣、女性织布缝制

服装的新模式.畲族服饰文化表像下体现出其特有

的女性意识、性别平等意识,在当代亦有较高的文化

研究价值.

２．夯实畲族服饰文化生存土壤,提高民众保护

意识

畲族服饰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需要一定的生存土

壤.从物质层面来看,民族文化展示馆、民族博物

馆、民族学校的成立可以从精神上调动民众对于服

饰文化保护的积极性.民俗活动表演是民族的精神

传承的物质化体现,各种节日庆典以及民俗表演给

畲族服饰文化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只有

保护好它们,畲族服饰文化才能实现长久稳定的保

护.从精神层面来看,大环境下畲族传统文化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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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传播可以更好地从保护意识方面引起人们的重

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畲族传统服装已

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因此,对畲族传统服

装进行改良设计,使其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需要,进
而在人群中传播开来,渐渐就能达到提高民众保护

意识的目的.

３．与时俱进,强化数字化技术对畲族服饰的保

护传承作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技术越来越广泛

地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数字化技术对于畲族服饰

的保护更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利用数字化技术对

畲族文化遗产如畲族的民间故事、图腾崇拜、宗教信

仰、民俗节日、畲族音乐、舞蹈等进行分类并建立相

应的数据库.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对畲族特色手工艺

的制作过程以影像资料的形式保存;日常穿着劳作

的场景以３D动画的形式进行处理,构建出与传统

服饰相同的形象,达到科普以及宣传的作用.利用

新媒体技术以畲族传统文化为题材开发服饰搭配类

的手机 APP游戏,达到宣传与获取经济收益的双重

作用;开发虚拟畲族文化体验馆可以记录畲族服饰

的外貌特征并起到宣传作用.

４．经济文化并举,以生产性传承提高畲族服饰

文化的现实价值

科学、合理的经济开发可以在提高畲族人民的

生活水平同时起到传播服饰文化的作用.在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将畲族服饰与现代产业相结

合,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品和文创产品,不仅可

以使畲族人民在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获得相应

的经济收益,还可以使古老的服饰保持现代生命力.
可以结合故宫文创产品及彝族、苗族等在文创开发

领域取得一定成效的非遗传承样本,通过开办畲族

服饰体验馆、服饰手工艺制作互动活动、文创旅游纪

念品开发等多元手段,对传统服饰文化进行生产性

传承与开发.但在项目具体论证和实施的时候应充

分考虑来自原住民、当地政府和非遗保护专家的意

见,以免造成过度消费文化遗产的弊端.

五、结　论

服饰作为畲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漫长的

民族发展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形制、工艺

特征以及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通过研究总结出江

西地区畲族传统服装的形制特征为:女子服装以花

边和镶绲装饰为主要特征、男子服装以立领对襟结

构为主要特征;工艺特征为撞色镶拼.通过实地考

察总结出江西地区畲族传统服装的保护形式主要

有:集中收藏管理和在民俗活动中使用.现存畲族

服饰存在形制不清和工艺简化的问题.因此,在江

西畲族传统服饰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应充分挖掘服

饰的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夯实畲族服饰文化生存的

土壤提高民众保护意识,以数字化保护的方式加强

畲族服饰文化的传播,以开发性保护的方式提高畲

族服饰的经济效益.对于畲族传统服饰及其文化在

当代的传承保护的具体实践与运作机制将是未来需

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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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园林月境景观解读

伍珍妮,江俊浩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从拥有丰富内涵且视角独特的月境景观意象出发,探究南宋园林艺术特征.通过研究南宋诗文绘画等

古籍中关于南宋园林月境景观的相关记载,结合当代园林美与园林艺术的相关文献,初步得到南宋园林月境景观具

有类型“丰富多样”等特征;进一步发现南宋园林中的残月审美“由景至境”,呈现出“层层递进”的审美意境;最后从多

维营造的景观感知和壶中月境的宇宙感知两方面,分析梳理南宋园林月境景观蕴含的园林文化和园林审美艺术.

关键词:南宋;月境营造;残缺美;壶中天地;园林意境;园林艺术

中图分类号:TU９８６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１０Ｇ０５１８Ｇ０７

　　南宋园林是中国造园史上古代园林的代表,在
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园林,宏观层次上的研究有以周维权的«中
国古典园林史»[１]为代表的园林史方面的经典著作,
还有以金学智的«中国园林美学»[２]和王毅的«中国园

林文化史»[３]等为代表的关于园林美、园林艺术和园

林文化的深度论述.其中,针对南宋园林的研究因遗

存园林极其缺乏,故相对于明清时期的园林而言明显

偏少.鲍沁星[４]主要从南宋园林遗存个例出发,研究

南宋园林造园山水要素;江俊浩等[５]从多学科视角出

发研究南宋园林的审美特征.但这些研究并未呈现

典型性文化意象下的南宋园林面貌,尤其缺乏从“月”
这一传统文化意象出发对南宋园林进行解读.

中国传统风景园林是以主客体结合统一的物境、
情境和意境的审美连续体,对其解读应以“审美连续

体”为前提.[６]因此,对南宋园林月境景观的解读不应

只是把月作为简单的审美对象,更包含主客合一的整

体景观类型的感知.南宋园林月境景观意象并非单

纯的月景,也不是纯粹的月意象,而是在中国古典园

林中以叠山、理水、植物和建筑四要素为基础构成的

园林赏月景点上,使园林之景、园中之人和园外之月

共同形成具有一定情感指向的某种境况或情景,并常

以建筑题名或景观题名等各种方式予以点明,引导人

们的情感.本文以月境景观营造为切入点,通过文献

研究,结合内容分析,对月境景观的营造特征、审美倾

向和意境营造等方面进行探究,揭开南宋园林所呈现

的景象不同于通常园林史宏大叙事结构中概念化的

面貌.本文旨在启发在当代城市快速发展背景下的

景观设计中应当考虑个体或特定群体的文化和知觉

体验,促进诗意栖居的人居环境建设.

一、南宋园林月境景观概况

南宋时期造园活动兴盛,园林多集中于江浙地

区.[５]据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梁录»等记载,
南宋统治者定都临安(今杭州)后的一百多年里,在
西湖及其附近地区相继营建了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宅

园,其中著名的就有七八十处.[４]自宋代开始,中国

古代绘画中关于月的形象并不少见.[７]月不仅是文

学、绘画中的传统意象,而且是古典园林中频频出现

的意象.笔者从现存典籍资料中整理出２４处① 包

含月境的南宋园林景观,如表１所示.从表１可知,
多处园林景观的月境营造结合了山水植物要素.



表１　南宋园林中月境营造实例

园名(景名) 地点 园名(景名) 地点 园名(景名) 地点

南宋行宫(水月境界) 小西湖 (香月亭) 葛岭 水月寺(水月池) 梯云岭

后乐园(风月无边) 葛岭 禁苑(月岩) 凤凰山 广福园(喷月泉) 南高峰

集芳园(无边风月) 葛岭 水月园 — (洞庭秋月) 洞庭湖

桂隐林泉(泛月阙) 钱塘 德寿宫(月榭) 小西湖 赤壁(月波楼) 汉川门外

桂隐林泉(揽月桥) 钱塘 (留月台) 西湖 赤壁(玩月台) 汉川门外

集庆讲寺(月桂亭) 飞来峰 (三潭印月) 西湖 (象池夜月) 峨眉山

曹溪寺(天涵宝月) 安宁 (平湖秋月) 西湖 亭园(水月亭) —
水月园(水月瀛) 葛岭 南内苑(月榭) 小西湖 上方寺(先月楼) 上方山

注:“—”表示该景名地点暂不能根据文献记载确定.

二、月境“景”与“境”的营造

(一)月境类型“丰富多样”
从表１中筛选出月境类型的典型实例,如表２

所示,由此可以分析其造景要素与景观意象类型.

从整体上看,南宋月境的观赏视线多样,有平远之

月,深远之月,高远之月;营造形式丰富,有山高月小

的悬空山月,更有皓月清波、柔美浑融的倒影水月意

象,结合亭、桥、榭、馆等各种建筑形式,并常用桂花、
梅花、柳树和松树等植物种类搭配.

表２　南宋典型月境景观营造

园名(景名) 地点 文献 山 水 建筑 植物 意象类型

禁苑(月岩) 凤凰山 «梦粱录» 凤凰山 — — — 山月

禁苑(水月境界) 小西湖 «南宋行宫考» 芙蓉冈 小西湖 澄碧馆 — 水月

德寿宫(月榭) 芙蓉冈 «武林旧事» 芙蓉冈 小西湖 月榭 桂 山/水月

水月园(水月堂) 葛岭 «淳祐临安志» 葛岭 西湖 水月堂 柳 水月

桂影林泉(泛月阙) 钱塘 «武林旧事» — 南湖 泛月阙 — 水月

桂影林泉(揽月桥) 钱塘 «武林旧事» — 南湖 揽月桥 柳 水月

(香月亭) 孤山 «梦梁录» 孤山 — 香月亭 山椒 山月

(三潭印月) 西湖中 «西湖志» — 西湖 — — 水月

(平湖秋月) 孤山下 «西湖志» — 西湖 — — 水月

水月寺(水月池) 梯云岭 «西湖志纂» 梯云岭 水月池 — 桂 水月

注:“—”表示景点的相关文献中没有关于该要素的记载.

１．山月意象

相比北宋造园,南宋园林叠山风格发生了从土

到石、从置到叠、模仿对象从大到小的质变.[４]这种

叠山手法打破了以往堆土为山造园的局限,不仅增

加了园林层次,营造出深远山月之景(图１),而且实

现了庭院中抬头便可望悬在山顶之月,营造出高远

山月之景(图２).

图１　山月深远变化比较

图２　山月高远变化比较

深远山月之景,如马远«松月图»(图３),前景

松,中景雾霭与屋宇,远景远山,月恰在丰富的层

次之后.在南宋园林中,此类月境首推德寿宫芙

蓉冈上的月榭.根据«武林旧事»记载,德寿宫模

仿西湖冷泉开挖了大水池,模范飞来峰叠假山.
园内按照景色不同分为东西南北四部分,其中:香
远堂(荷)、清深堂(竹)、松菊三径(菊、芙蓉、竹)、
梅坡、月榭、清妍(荼蘼)、清新桂、芙蓉冈等是以观

赏各种名花为主的东部景区的核心景点.[８]２５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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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推测其意象:拂荷之清香,寻竹径而上,探月下

梅影,登芙蓉冈之月榭,不觉桂花已飘香.由开阔

疏朗的水面荷香到幽深的山岗竹径,从梅坡暗香

探月到山冈顶部的月榭凭栏望月,经过地形和植

物的层层渲染,于平远的山月之景中(图４),形成

景观感知高潮.

图３　马远«松月图»①

图４　德寿宫月榭的月境景观示意

图５　马远«对月图»②

高远山月之景,如马远

«对月图»(图５),月悬于高

耸入云的陡壁之上,三两高

士自山下而仰山巅,赏高远

之月.在南宋园林中,此类

月境有如“假山之奇,甲于天

下”的俞氏园.园主人俞子

清擅长绘画,其在吴兴(今湖

州)宅园中借画论堆叠假山,
“胸中自有丘壑,故能出心匠

之巧”.假山不高,不过十于

米,“峰之大小凡百余,高者

至二三丈”[９],就大小而言,与卫清叔吴中之园里绵

延二十亩的假山相比差之甚远.但在奇石奇峰、曲
流溪涧、自然石潭、各种植物和动物要素的巧妙组合

下,咫尺之中营造出山水环抱、动静结合的山林意

境.月夜踱步园中,便是深远山月的意象:“夜月下

照,光景零乱,如穷山绝谷间也”[９].

２．水月意象

南宋园林理水形式多种多样,这与都城临安既

可观西湖之镜水,又可观钱塘之大潮的地理特点有

关.园林理水不仅在整体布局上模拟西湖,如南大

内禁苑和德寿宫中的园林水体都以小西湖命名,而
且在局部造景上也多效仿西湖冷泉的景致.西湖昼

夜阴晴之中,月景最妙不可言,水月景观最为让人称

道,西湖十景中就有“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两处景

点与水月有关.南宋以平湖秋月为题的诗文绘画,
多描绘秋夜泛舟、游湖赏月的平远景致.[１０]如夏圭

«松溪泛月图»(图６),表现了如镜的水面上,皓月当

空、泛舟而游的意象,达到了烟波浩淼、水天一色的

意境.人工营造的园林中也十分注重水月景观的营

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园内设置小水面创造水

月之景,第二类是借园外西湖引水月之景,第三类是

借钱塘江水月之景.

图６　夏圭«松溪泛月图»③

园内布局小水面以追求水月虚华之景的,如水

月寺中的水月池.苏轼曾作«水月寺»一诗:“千尺长

松挂薜萝,梯云岭上一声歌.湖山深秀有何处,水月

池中桂影多.”虽水月池以品水中月的虚空而名,随
着时间变迁,池边桂花的生长,反而是池中桂影多

了.此外,禁苑中的“水月境界”也是一处水月景观,
«南村辍耕录»中“枕有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
“山背芙蓉阁,风帆沙鸟履舄下,山下一溪萦带,通小

西湖,亭曰清涟”的记载,这一记载与«乾隆杭州府

志»中的“小西湖后苑芙蓉阁,山下有溪一带通小西

湖,溪上亭曰清涟,枕湖亭馆曰水月境界,曰澄碧”记
载相结合,可推测南宋时期“水月境界”的景观(图
７).“水月境界”又称“澄碧”,以“水月境界”题名的

亭馆建筑背山又面水,以水映月,可赏水月空濛的意

象,使人倍感心灵净明,尘埃俱涤.

　　① 　引自:http://www．sohu．com/a/１５９７４１４８１_２８２９８２? qqＧ
pfＧto＝pcqq．c２c.

　　② 　引自:http://www．sohu．com/a/１５９７４１４８１_２８２９８２? qqＧ
pfＧto＝pcqq．c２c.

　　③　引自:http://www．ltfc．net/img/５４d２３５９０d０４１fa１０bb０７f０１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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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水月境界”的月境景观示意

借园外西湖之景的水月景观,如葛岭保俶塔南的

南宋水月园,宋高宗将其赐给杨存中,并御书“水月”,
园亭位于湖山之间,园内有水月堂.根据«淳祐临安

志»记载,水月堂可以俯瞰辽阔的西湖水面(图８),堂前

种植诸多柳树,是登高揽胜的最佳之处.诚如«水月园»
诗中描述的“月色水光三十里,何人来此泛仙槎”一般.

图８　水月园位置推测①

少量借园外钱塘江之景的水月景观,如南宋画

家李嵩的界画«月夜看潮图»(图９)描绘的中秋之

夜、月下观潮的景象.图９中皎月高悬,豪门贵胄在

沿岸的亭台阁楼上,伫立观赏卷涌而来的大潮.可

见观潮风气在南宋已相当盛行,皓月当空,江潮排山

倒海,令人难忘.这里的水月景观中,水与月的联系

更多的隐含在地球与月亮的运动规律中,人们从经

验中感知中秋月圆之时,便是钱塘江潮最壮观的时

候,这是南宋园林所独有的水月景观类型.

图９　李嵩«月夜看潮图»②

３．植物月境意象

南宋偏安江南,花木繁盛,植物月境类型也丰富

多样.月光下的植物景观,显现出不同于白日的观

赏特性,格外突出了植物的形态轮廓、模糊的光影和

各具特色的香味.南宋园林植物借月营造出了观赏

效果和意境均十分独特的三种植物月境意象:一是

姿态优美的柳月、松月和竹月之类,二是芳香浓郁的

桂月或远香益清的荷月之类,三是以梅月为代表的

集形美和芳香于一体的综合一类.南宋园林营造的

植物月境景观意象为历代文人所欣赏、咏叹,人们不

仅赏其景,更品其深深的文化意蕴.
柳月景观意象在南宋园林中频频出现,诗文中

也多有柳月意象,如“月上柳梢头”等.张镃在«赏心

乐事»中记载了一桩在桂隐林泉的揽月桥看新柳的

美事.保俶塔南的水月园,不仅以借景西湖水月著

称,“水月堂俯瞰平湖,前列万柳”也是一处壮观的景

象.月下微风拂过,弯弯如月的纤细柳条舞动得愈

加飘逸.种植在水边的柔柳与流水相互映衬,柳月

形态与光影之美尽显.南宋园林松月景观意象在现

存的诗词绘画中有更多的体现,如松月图(图３)和
松溪泛月(图６)分别从山之松月和水面松月两个方

面展现了松树沐浴在月华下的恬静光洁之美.«沧
浪亭记»中描绘到:“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
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相宜”,月
光滤过枝叶稀疏的竹叶之间,筛漏在地面或墙上成

“个”字影的竹月景观意象.
桂月和荷月不仅是芳香类植物月境的代表,也

是南宋园林中秋夏植物月境的典范.张镃将桂隐林

泉作为园林之名,在入口的标志性群仙绘福楼旁种

植了五六十株丹桂,以桂花为园林的基调树种,以秋

季为主要观赏季节,园林因此“藏”在桂树,“隐”在桂

香之中.荷月景观几乎是存在水体的园中必备之

景,“月摇花影鳞鳞碧,风入荷池冉冉香”是对荷月之

景的提炼.
梅月景观意象,经过历代文人的不断丰富,形成

简练淡雅的“梅枝映月”、幽影扶疏的“梅枝写影”和
梅月叠合的“疏枝挂月”三种典型梅月景观意象[１１].
香月题名也多特指梅月,根据«梦粱录»记载,南宋时

孤山上的四圣延祥观是林和靖隐居之地,其中“内有

六一泉、金沙井、闲泉、仆夫泉、香月亭,亭侧山椒,环
植梅花”[１２].南宋皇家园林中的延祥院也建有香月

亭,亭周边成片环绕种植梅花.桂隐林泉中的“玉照

堂”周围种植三百多棵梅树,包括早梅、红梅和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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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王原祁«西湖十景图卷»标注.
引自:http://www．ltfc．net/img/５４d２３５９０d０４１fa１０bb０７f０１c.



等,花开之时,夜如对月,因此以“玉照”为名.
(二)残月审美“由景至境”
农历每月月末的蛾眉月称之为残月.在历代文

人眼中,残月自古就带有感伤、悲痛的感情色彩.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

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表达的便是一种凄凉的

残缺之美.在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下,尤其是

众多家国感伤诗词的“共振”下,残缺之月审美在南

宋开始盛行.残月由一个自然现象渲染出更多诸如

孤寂清冷的意境,也源于南宋残缺审美的兴盛.

１．南宋残缺审美倾向

南宋残缺审美倾向尤其凸显在艺术成就颇高的山

水绘画上.比较而言,北宋的山水大家的作品,如范宽

的«溪山行旅图»,是一派理想化的山水,大气磅礴;而
至南宋,马远、夏圭一派则截取自然山水的一角,以少

胜多,以残胜全.残缺审美取向同样也体现在园林中.
园林,本身是由皇权贵族阶层发起而建造的,从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的博物心态,具体到园林经营中,缩移摹拟

大山大河以及广泛搜罗奇珍异卉,这些意图都是容易

被理解的.但对于缺陷事物的态度由摒弃、无视到欣

赏再到推崇的演进代表的则是价值认识上的飞跃,说
明人类已经具备认知残缺事物中的美学潜质[１３].

２．相关月境营造典例

南宋桂隐林泉中有一处名为“泛月阙”的景点,
旁种植柳树.据«武林旧事»记载,园林分为七大园

区,泛月阙水门在南湖,“南湖则管领风月”[８]１０７Ｇ１０８.
此处水门即古代水闸,是用来控制水位、取水或泄水

的建筑物.在古代“阙”与“缺”二字相通,阙因中间

有空缺,故名阙.阙在传统建筑中是作为衬托性的

建筑符号出现,宋代阙的形制跟随隋唐旧制度,接近

楼阁的形式.[１４]泛月阙水门将水门与园林建筑结合

的营造并非孤例,现存李嵩名画«水殿招凉图»(图

１０)的局部有类似的营造[１５].月随着时间变化,有
圆有缺,且圆时少,缺时多.在岸边杨柳的烘托下,
泛舟于波光粼粼的水面,天上月缺,建筑亦为阙,小
舟划过水面时,月影也被划碎了.泛月阙水门这一

处景点隐含的残月意象如同西湖“断桥残雪”、马夏

山水画中的“残山剩水”、宋瓷中的“残荷败草”一样,
有着异质同构的审美情趣.[５]

(三)月境境界“层层递进”

１．月境与其意境

借月造景,邀月入园的月境营造体现了王毅先生

在«中国园林文化史»[３]２８１Ｇ３０８ 中提出的古典园林多

重境界:一重是无限广大和涵蕴万物的宇宙模式;二

图１０　李嵩«水殿招凉图»①

重无我之境是园林景观与宇宙的融合;三重有我之

境是审美与园林、宇宙的融合;最上重则是和谐而永

恒的宇宙韵律.王毅先生深刻的见解直指园林月境

境界的重重本质,月在科学意义上只是茫茫宇宙中

极小的个体存在,但在传统文化意义上却是人们知

晓宇宙的窗口,想象宇宙的对象.在月境的意境营

造中,月是宇宙模式的象征,以此为基础产生多重意

境,如表３所示.其一、收聚天地无尽之景于一园之

内,借月之华,将园中之景粘结统一在一起,仿佛是

一层薄纱笼罩其上,这是园林与月融合形成的无我

之境.其二、月境承载了人们无数的情感,心境与月

境相契,这是月下园林与人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有我

之境界.其三、月境与园林景观共同构成深远的空

间层次,在有限的园林范围内表现无限深广而富于

变化的时空,与人心绪思境冥合,所有这一切浑融在

一起.我们不妨在王毅先生总结的无我有我之境的

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其总结为混融之境,它体现了和

谐而永恒的宇宙韵律.
表３　月境景观的三重境界

境界 表达式

无我之境 月＋园林

有我之境 月＋园林＋人

混融之境 月＋园林＋人＋宇宙

２．相关月境营造典例

南宋月岩望月的景观是上述月境三重境界的完

美诠释,其遗址平面如图１１所示.据«梦梁录»记
载:“殿前司在凤凰山,八盘岭中置衙,有御书阁、凝
香堂、整睱堂,山之上为月岩,有亭扁曰延桂,最高处

曰介亭.”[１６]月岩位于今凤凰山中峰西南的石林景

区,其遗址是南宋皇家禁苑的重要地面遗存之一.
“月岩”得名于该石林中的一块具有奇特景观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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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其顶部有圆孔(图１２),每逢中秋月夜,会形成

“月循窦中入,地下玉镜旋”的自然奇观.这一奇观

使后世诸多文人在探访后为之折服,感悟“一轮常满

阴晴见,万古无亏昼夜同”[１６]的意境.人来与不来,
月还是夜夜东升西落,月岩之上,丛林之中,月或隐

或现,忽明忽暗,这是无需人的存在就会发生的事

实,可谓“无我之境”.月岩望月景点在山的西北坡,
月亮从东南升起,人爬过山体才能进去月窦的可见

范围,需要在中秋之夜经过漫长的等待.在还未见

到月之前,人们已经经过了良久的心绪酝酿,期待着

此行能得以一见奇观,于是在月与园林之间深深地

融入人的情感,达到“有我之境”.而后于月岩一小

洞中望月,恰是于“壶中”观宇宙的贴切直白写照,通
过月窦把园中之人与园外之月联系起来,达到“混融

之境”,和谐而瞬间成永恒.

图１１　月岩遗址平面图[１６]

图１２　月岩照片①

三、对月境园林文化的感知

(一)多维营造———景观感知

南宋造园艺术技法的丰富促进了包括山月、水月

乃至香月等月境景观类型的营造.倘若通过建立模

型看山水之月,即将深远山月简化类比为空间三维中

的X 轴,将高远山月类比为空间三维中的Z轴,将平

远水月类比为空间三维中的Y 轴,可见三类山水月境

景观的营造使南宋月境形成完整全面的三维体系,如
图１３所示.在这些景观营造之中的园林建筑,如山

顶之亭阁、临水之月台等,或构成欣赏月景不可或缺的

凭靠,或融于月境之中构成画面.而植物要素,无论是

清新扑鼻之桂,还是暗香浮动之梅,均似情脉悠悠般渲

染了赏月的氛围,由香味的扩散弥漫而感知时间的推

移变化和空间的深远变化,月下植物与水月、山月混然

和谐地融为一体.月不存在于园林中的任何地方,而
月华又洒落于园中一切景物之上.随着月的或阴或

晴、或圆或缺和升升落落等等在时间、空间的动态变

化,园林中的一切也跟着发生美妙的变化,人之所观所

感也并非只是山月、水月及其空间图景的静态呈现.
人对山水之月的感知,以及丰富的山水之月景观类型

对人产生不一样的物质作用和精神感受,在这些动态

变化和互动中,人与景观的对话关系得到强化.

图１３　山水月境空间三维模型

(二)壶中月境———宇宙感知

王毅先生在«中国园林文化史»中从整个社会文

化体系的发展进程中阐述了“壶中天地”的发展线

索,将其总结如下:从南北朝开始,士大夫开始醉心

于狭小表现空间内独有的趣味和创作技巧;盛唐时

“以小观大”也是其文化中的一部分,与雄阔场景一

样被人们需要;经历了中唐的转折后,“壶中天地”的
境界迅速成为士人园林最普遍、最基本的艺术追求;
“壶中天地”格局的强化使得宋代园林艺术达到无比

精美的程度;尤其是南宋理学对宇宙时空认识的重

大发展,对南宋园林“壶中天地”的空间格局和意境

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园林本身在形态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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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是人们自然宇宙观的艺术表现,宇宙观念的转

变对园林面貌的影响或许最显而易见.[３]１４月境景

观的营造是承载人们宇宙观,满足园林空间精致化、
园林边界无限化要求的独特艺术形式.通过月境的

营造,引月入园,实现在有限的园林空间内展示无限

广袤的宇宙,形成深远丰富的意境.坐于园,借之

月,以观宇宙的模式中所包含的时间变化与空间无

限,进一步刺激人们对时空物理属性的情感体验,产
生意象之外的联想,引发人们的宇宙时空感悟.

四、结　语

南宋园林月境景观营造体现了在特定时空条件

下“应时而借”的借景手法,但其并非只是浅层意义

上的,而是深层次意义上表达人、景物和月三者之间

的空间视线关系.人们在彼时彼境下,尤其是身处

南宋半壁河山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个人的生命

体验特别是对理想圆满的向往,与园林月境共同达

到瞬间的情境交融.本文通过分析南宋园林月境景

观相关的文献资料,发现南宋园林月境类型丰富多

样,呈现阴晴圆缺的变化与艺术审美,以及无我有我

混融的重重意境,表现出“借月造景”内容形式的多

样性,并由此对园林文化感知到多重性与深刻性.
对南宋园林月境营造的解读,从园林要素之外的角

度出发,回归园林营造,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南宋园林

的景观意象,印证了南宋历史中的残缺审美倾向和

园林历史发展中“壶中天地”阶段的意境.在分析一

定历史时期的园林特征时,跳出古典园林发展的大

框架概念化的限制,从某一特定线索和角度出发解

构园林要素,还原古代园林本真的历史面貌不失为

一条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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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tisticcharacteristicsofgardensintheSouthernSongDynastywereexploredfromthe
moonlandscape,whichnotonlyhasrichconnotationbutalsohasauniqueperspective．Byrelevantrecords
aboutmoonlandscapeintheSouthernSongDynastyinpoetry,paintingandotherancientbooks,and
combiningcontemporarydocumentswithregardtoappreciationofthegardenbeautyandgardenart,itwas
preliminarilyobtainedthatthelandscapepatternoftheSouthernSongDynastygardenhas “richand
diversity”characteristics．ItwasfurtherdiscoveredthattheaestheticsofthebrokenmoonintheSouthern
SongDynasty“climaxfromthescenetotherealm”,presentinga“progressive”aestheticconception．At
last,thegardencultureandgardenaestheticartcontainedingardenmoonlandscapeintheSouthernSong
DynastywereanalyzedfromtwoaspectsincludinglandscapeperceptionofmultiＧdimensionalconstruction
andcosmicperceptionofmooninapot．

Keywords:SouthernSong Dynasty;constructionofthe moonartisticconception;fragmentary
beauty;worldinapot;gardenartisticconception;garden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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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园林意境营造途径

邬丛瑜,陈　波,卢　山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园林意境是中国园林的特色,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其与园林意境营

造的内在联系,结合目前园林意境营造途径的相关研究,提出人的需求是影响园林意境营造的内在因素.立足于园

林使用者的需求角度,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个递进的层次探讨园林意境营

造途径,倡导园林意境营造应以人为本,创造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园林景观空间.为现代园林意境的营造拓展了思

路,也为园林景观设计带来启示.

关键词:风景园林;需求层次理论;园林意境;营造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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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设计”所营造的空间若要长期为人服务,
则需研究环境与人类行为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将

城市空间的主要使用者———人的需求联系起来[１].
目前的相关研究已基本达成一个共识:是否满足人

们的基本需求,并非衡量城市空间成功与否的标

准[２Ｇ３].在当代的“城市设计”思想探索中,大量研究

表明,理论研究与实际设计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在
进行城市设计时要结合使用者的需求[３Ｇ５].目前热

门的旅游目的地在确定商业形式前均需要调查研究

游客的旅行动机、个人需要和满意度,以减轻或防止

损失[６],不受控制的旅游会导致社会冲突[７Ｇ８].国外

众多学者都将使用者需求纳入城市设计、旅游营销

等方面的研究,同样,在园林景观营造时,游人作为

园林景观的主要使用者,在园林空间与景观的相互

作用中能否满足游人的基本需求也该得到足够的重

视.
意境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灵魂,是中国古典园林

造园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园林意境是指通过园林

形象所反映的情感,使游赏者触景生情,产生情景交

融的一种艺术境界.可见,园林意境强调的是园林

空间环境的精神属性,园林意境的“意”通过主体

“人”才能得以实现,它与人的需求息息相关.以往

对园林意境营造途径的研究,大多从文化这一外在

因素进行分析[９Ｇ１７],如艺术手法、虚实要素、诗词书

画、史记典故、宗教风水等方面,较少关注“人的需

求”这一内在因素.对于人类需求方面的理论研究,
目前公认较为全面和权威的是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

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然而这一理论在园林

景观方面的应用研究甚少,仅有的研究主要针对校

园景观[１８Ｇ２０]、居住区景观[２１Ｇ２３]、植物景观[２４Ｇ２７]、康复

景观[２８]、体验式景观[２９]、城市绿地系统规划[３０]、使
用评价[３１]等方面,缺乏针对园林意境的研究.因

此,借助该理论来研究园林使用者的需求,可以进一

步揭示园林意境营造过程中的内在深层机制.本文

从园林景观中使用者的基本需求出发,阐述了马斯

洛需求层次理论与园林意境的关系,从生理需求、安
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种类

型需求探讨园林意境营造途径,使得园林意境的营

造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契合使用者的需求.同时对于

创造“以人为本”的休闲环境与空间以及满足人们日



益增长的对园林景观的精神需求,亦能产生积极价

值.

一、需求层次理论与园林意境营造的关系

根据维也纳意义治疗学的创始人弗兰克尔和

“精神心理学”的提出者瑞士心理学家丹尼什的观

点,人是生物、心理、精神三层次共同存在的整体,且
精神 存 在 处 于 最 高 的 维 度,是 人 最 为 本 质 的 存

在[３２Ｇ３３].刘滨谊等[３４]从生理、心理、精神感受三个

层面分析了风景空间.邢晓霞[３５]在研究现代城市

地下空间的人性化设计中提出以人为本就是满足人

的生理需要、心理需要、精神需要.可见,人的需求

包括生理、心理、精神三个逐渐递进的层面,不同人

在不同层面上的需求强度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需求层次理论(Theoryofhierarchicalneeds)是美

国著名哲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主要创始人亚伯拉

罕马斯洛于１９４３年在«人类动机理论»一书中提

出的.经过长期研究积累,他将人的基本需求划分

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

我实现需求.五种需求呈现一个正立的金字塔状,
其中生理需求位于最底部,是最基础的需求,而自

我实现需求位于金字塔的顶部,是最高层次的需

求;从底部到顶部也是一种由初级到高级、由生理

到心理再到精神层层递进的过程.笔者根据马斯

洛需求层次理论和相关研究结论,将人的五种需求总

结为图１.

图１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尽管生理需求比其它需求更容易

分割和界定,但它们不应该被当作互不相关的孤立

现象来对待.需求层次理论中有一个独到的观点:
驱使人类行为的是若干始终不变的、遗传的、本能的

需要[３６].生理层面的需求更多体现在实实在在的

物质上;心理层面的需求是相对外在的,更多地体现

在想象的、外在的评价及比较上;精神层面则是建立

在人的世界观、心理活动上的高层次的内在追求,更
多的是追求个人价值,超越了个人的物质追求并较

少理会外在的评价[３７].现实生活当中,人的需求状

况会受到社会环境、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教育、年
龄等因素的影响.

虽然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不同人有不同的需

求,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也都有差异,但人

性也有诸多共同点,对此心理学进行了大量研究.
从学科归属来看,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属于心理学,
园林意境属于风景园林学,虽然它们所属的学科类

型不同,然而通过人和园林意境营造可以建立二者

之间的关联关系.人是园林意境营造和需求层次理

论的主体,园林意境营造服务于人,需求层次理论呈

现了人的内在需求以及园林意境营造的内在因素.
而目前的园林意境营造研究虽然重视内在因素,但
主要还是通过意境产生的外在因素如文化来体现.
刘滨谊[３８]认为,从广义的概念出发,文化可分为三

个不同的层面:物质文化层、行为文化层、精神文化

层.同理,园林意境营造中的文化角度也可分为这

三个层面.需求层次理论中涉及到的生理层面是园

林意境形成的基础,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才是意境

营造的核心部分.
园林中的意境由“意”和“境”构成,是作为主体

的人和作为客体的景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现代学者

对于园林意境的研究多从“境”的范畴进行考察,缺
乏对“人”这一主体的重视,意境是需要“人”才得以实

现的.以“人”为切入点,目前的文献[３９Ｇ４０]虽有涉及如

何从人的生理感官角度营造园林意境,从内在因素体

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最初级的生理需求,但并

未提及更高级的需求,而更多文献借用园名匾额、题
咏对联、诗词绘画、比德象征、虚实要素等,偏向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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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角度研究意境产生的外在因素,将内外部因素结

合来对园林意境营造进行综合的、整体性的研究不

足.中国古典园林的服务对象是少数的统治阶级,而
现代园林景观的服务对象是大众.随着时代的发展,
除了园林意境中隐藏的文化性寓意和象征,人的需求

也可以作为园林意境营造的重要参考依据,揭示人对

园林环境的本质要求,从而探索多元化的意境.

由上可知,一方面,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从人的需求角度出发,可以对园林意境营造的内在

因素进行三个层次五种需求的剖析;另一方面,从文

化角度出发,可以对园林意境营造的外在因素进行

三个层面的剖析(图２).本文侧重于从人的需求方

面探讨影响园林意境营造的内在因素,以期进一步

丰富园林意境营造的理论研究.

图２　影响园林意境营造的主要因素

二、从需求层次理论探讨园林意境营造途径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结合人的五种需求

选择园林意境营造的具体途径,而且这些途径也满足

了人的生理、心理、精神三个层次感受,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可知,生理需求可从五感设计的角度入手;安
全需求从物质安全和心理安全着手;归属需求着眼于

田园风景“归属感”的营造;尊重需求从无障碍设计与

互动性设计两方面切入,让使用者有“被尊重感”和
“自尊感”;自我实现需求从“成就感”和“敬畏感”入
手.其中,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中的物质安全属于心

理层面,安全需求中的心理安全以及归属需求、尊重

需求的满足属于心理层面,自我实现需求属于精神层

面的满足,三个层面能够共同促进园林意境的形成.

图３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园林意境营造途径

７２５第５期 邬丛瑜等: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园林意境营造途径



(一)生理需求

衣、食、住、行、空气、内分泌平衡等是人类维持

自身机能稳定的最基本需求.如果这些基本需求得

不到满足,整个机体就会被生理需求主宰,其人生观

可能会发生变化,人也将难以生存下去.从生理需

求探讨园林意境营造途径,可从人的感官方面的满

足入手.感官的享受是人类行为的生理需求,如观

赏、品尝、触碰、嗅闻、聆听等.让感官舒适,已成为

当今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向.园林中各要素的形态、
色彩、质感、气味以及音韵可引发人的视觉、嗅觉、听
觉、触觉、味觉等生理感知.

人类的感觉器官能够感知形、音、色、味、态等种

种信息,其中至少８０％以上的信息来自于视觉感

知[４１],因此视觉是人感知周围环境的重要形式.目

之所及形成的园林意境主要偏向从文化角度来营

造,包括人们通过视觉层面看到园林中的园名、题
咏、匾额、对联、碑刻、诗词、绘画、空间布局等所形成

的园林意境.在听觉方面,“世界声景计划”对声景

的定义为:一种强调个体或社会感知和理解方式的

声音环境.游人若处在没有听觉的环境当中,所感

觉到的世界将是无声的、死寂的、缺乏活力的.营造

听觉层面的意境过程有些复杂,需要对各种声音的

物理属性、人的心理偏好等方面有所掌握,同时还要

结合富有园林所在地特色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底

蕴.[４２]在嗅觉方面,园林中气味的表达以及人们对

气味的反应也是人与环境交流的一种形式,不同气

味中包含的信息会对人的生理以及心理带来不同的

影响,可以是微妙的,也可以是强烈的.园林景观意

境营造过程中嗅觉层面的设计能够丰富感官的体

验,是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触觉设计讲究“近距离设计”原则,提供一个近距

离的接触对象平台是触觉设计的关键[４３].比如,
游人对城市公园的触觉感知主要依附于植物质

感、水体景观、园路广场景观、其他景观(如扶手、
座椅)四个方面,所以可从这四个方面探讨园林意

境营造中触觉层面的设计途径.很多人可能觉得

味觉与景观设计无关,实则不然.味觉不仅能引

起人的口腹之欲,还承载了人们的欲望和记忆,能
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和享受[４４].餐饮活动和园

林鉴赏游玩活动可以相结合,二者也是相得益彰

的.有特色的餐饮项目能够给游人带来独特的味

觉体验,进而能够增加园林的吸引力.此外,园林

中植物和绿地的生态功能多种多样,如美化景观、
改善环境、休闲娱乐,并且植物也是人们的食材.
综上所述,可以从“五感”层面营造独特的园林意

境(表１).

表１　从“五感”层面探讨园林意境营造途径

五感层面 园林意境营造途径

视觉 主要通过对园林空间布局、虚实要素、诗词书画、史记典故等文化角度的视觉感知进行呈现

听觉

听觉正设计:从自然声(如水声、风声、动物之声等自然元素)、历史文化声(如叫卖声、吆喝声、戏曲声等)、人工

声(如广播、音乐以及对自然声的模拟)三方面入手

听觉负设计:植物隔离带式设计、隔音吸音材料的应用、对其他声音的掩盖

听觉零设计:即保护原有声音,这一手法运用较少

嗅觉

嗅觉正设计:通常运用芳香植物,注意香味配置的多样性和层次感,避免配置时各种香味混杂后产生异味

嗅觉负设计: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可吸收异味的植物净化嗅觉环境或是利用芳香植物的香气掩盖异味;二
是采用空间屏障的形式隔离消极气味;三是选用人工合成香料在异味较重的园林区域进行喷洒或放置

触觉
一是运用有特殊质感的植物;二是考虑水体与人的互动性;三是丰富园路广场景观材料;四是注重座椅、扶手

等景观材质

味觉
参与性体验设计:主要有农家乐、蔬果采摘、垂钓、美食制作、品茶等活动形式

非参与性体验设计:主要将景观体验活动与食物品尝行为相结合

　　在进行听觉设计时,城市公园中野生动物以及

人工饲养的动物(最好以散养为主)产生的声景可使

园林景观充满自由的野趣与兴意,而历史文化声则

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怀和共鸣.听觉负设计在

园林中的应用比较有名的是玛莎施瓦茨设计的位

于迈阿密国际机场的隔音墙;瀑布、喷泉、跌水等形

式的水声掩盖交通噪音的手法也较为常见,如劳伦

斯哈普林设计的伊拉凯勒水景广场.嗅觉正设

计主要指创造具有亲和力、令人舒服的香味,配置时

需要熟悉方向植物的香气品性,注意香味配置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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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和层次感.触觉层面,运用有特殊质感的植物

这一类中,英国利物浦、印度新德里、新加坡大巴窑、
日本大阪等地的感官公园中触觉区的植物设计值得

借鉴.味觉的参与性体验互动过程中,游人可与自

然更加亲密接触,体验观光、采摘、耕种劳作、品尝自

己劳动成果的乐趣,享受别样的乡土情趣,常给人带

来远离喧嚣、返璞归真、回归乡野、置身桃源之感.
在感受参与性体验所带来的美好感觉时,同时也成

为了景观的一部分.
(二)安全需求

安全需求是人们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健康保

障、财产所有权等的需求,缺乏安全感的人容易变得

焦虑不安.在现代城市设计中,单一、雷同、缺乏亲

和感的大尺度设计层出不穷,符合安全需求的园林

意境营造需要活用当地的自然素材和土地条件,遵
循人性化空间尺度,使得园林景观的实用性、耐久

性、亲和感得以体现,因此可从软质景观和硬质景观

进行分析,如表２所示.园林意境营造中满足使用

者的安全需求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和心理层面上.
满足物质安全主要从游人的外在安全角度考虑,比

如控制景观材料的安全性、排除园内铺装的安全隐

患(如健身场地不平整、园路有青苔)、设置残疾人无

障碍通道、合理分布夜间灯光照明设施等.植物品

种的选用、配置以及空间营造要符合大众的心理需

求和行为习惯,让大众舒适、安心.人在环境空间

中,对周围的领域范围有一定的占有欲和控制欲.
在一个具有安全感、稳定感、亲和感、宁静感的环境

中人会放下心中的戒备,找到与周围空间敞开进行

互动交流或独处的平衡点,缓解心理上的焦虑与不

安.围合空间有围护与屏蔽功能,在围合感较为强

烈、稳重厚实的空间,游人会有停留下来互相交往的

愿望,而且他们能在这种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掌
控周围的环境以便对突发状况有及时的应对措施,
安全需求心理(心理安全)得到满足.比如,公园里

的座椅背后由密集种植的植物作为遮挡墙,游人在

座椅上休憩时视线前方开阔明朗,对周围空间较有

把握.同时,视线流畅、疏密有致、引导明确的景观

区域不太容易引起游人的担忧与焦躁不安.比如,
公园中的指示牌能给人指示具体的方向,可避免游

人因不熟悉场地而产生的慌张与不安之感.

表２　从安全需求层面探讨园林意境营造途径

安全需求层面 园林意境营造途径

软质景观

选择无毒无害品种,行道树要选用枝条较强劲且病虫害较少的树种,边坡绿化要选用具有深根性的植物等

丰富植物品种,维持生物多样性,保证园林自然生态格局的安全

利用分支点低、树冠紧密的乔木,高大整齐的绿篱,或大型乔木作为上层覆盖物与低矮平铺生长的植物

组合,营造围合感较为强烈、稳重厚实的空间

水池深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水池边有安全防护措施,保持排水流畅

硬质景观

各类公共设施的尺度和参数符合国家规范,控制景观材料的安全性

合理分布的夜间照明设施

道路系统流畅,选用防滑防冻、排水良好的铺装材料

利用廊、亭等构筑,结合座椅花坛以及软质景观等提供可庇护的防卫空间

设置残疾人通道

设置明显的标识系统和出入口

(三)归属需求

归属需求主要指人的归属感、友谊、爱情、亲情

等的需要,这是个人被别人或被团队接纳时的一种

感受,个人渴望得到社会团体的认同,渴望与别人建

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在

«逃避自由»[４５]中详细阐述了现代人普遍面临的无

归属感.缺乏归属感的人会对生活缺乏激情和责任

感,他们的社交圈狭窄,生活单调,容易产生强烈的孤

独感、异化感、疏离感,并产生极其痛苦的心理体验.
研究表明,缺乏归属感会提高患抑郁症的可能性[４６].

家是心灵的港湾,人们回归故里见到故乡的风

景多有亲切之感,人对于故乡的归属也是人性使然.
田园风景是现代社会所追求的乡土景观设计的最重

要特征,它给予人祥和、稳定、安逸的感觉,同时也能

填补人们精神上的空缺,满足人对归属感的强烈渴

求.因此,园林意境营造途径中关于归属需求的探

讨,可运用近自然园林营造的原理,参考田园风景设

计手法,如表３所示.田园风景集中了保障人类生

活的多种要素,突出人与环境亲密的参与互动,是生

活和劳作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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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从归属需求层面探讨园林意境营造途径[４７]

归属需求层面 园林意境营造途径

丰富生物群落 注重生物群落多样性,丰富动植物品种,营造生态景观

塑造易识别的标志景观
园路、水景可以作为空间坐标轴,但需具有明显的方向性;房屋林地、山石景观则需有明确的标志
性,以便让游人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而安心

注重高台的“显”与“隐” 城市园林中高台周围可用植物围挡以“隐身”,露出一边作“眺望”用,栖息其中的游人可由衷地感
到祥和的风景

增加象征物 作为人们精神寄托的场所,将该地域的血脉和地脉相连的象征物(如林地、树木、孤山等)不可或缺

运用果树、农作物等食物
园林中运用果树、农作物营造让人联想到食物的田园风景,往往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给人“食
粮确保”的充实感和踏实感,同时也能当作孩子们的游戏场所

利用场地特征、
地域历史文化

具有鲜明的场地特征、浓厚的地域历史文化气息的风景有岁月沉淀的痕迹,能形成古老的沧桑
美,给人精神上的沉静和安心,可运用到自然石材、土、砖块、瓦片、木材等有机材料,或者是古树、
老石、旧墙等,以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记忆以及场所的历史感

规划不同用途的场地
营造不同的休闲活动空间,多样的社交活动能促进人际之间的交往,渲染和谐友善的氛围.亲近
自然与亲近自己两者都不可偏废,人在与别的游人交流时往往能赢得对方的认可,人在与景观环
境的互动中也常达到对环境的归属认同和情感依赖

(四)尊重需求

马斯洛认为,尊重包括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

敬重.自尊包括个体获得信心、能力、本领、成就、独
立和自由的愿望;而来自他人的尊重包括威望、承
认、接受、关心、地位、名誉和赏识.马斯洛认为,最
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来自他人的尊重之

上.园林中建筑、山水、地形、植物、铺装、小品等要

素的设计都要参考人体工程学等相关理论知识,让
使用者在游赏使用时有舒适的体验.园林意境营造

途径中满足人们尊重需求的设计,可从园林景观本

身以及使用者两方面加以考虑,如表４所示.一方

面,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可能更偏向于对残疾人

士、儿童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关怀,以人为本,尊
重特殊群体.比如,充分考虑行动不便群体的特殊

性,通过丰富儿童游乐设施的颜色呈现多样的园林

视觉效果,可以充分满足残疾人和儿童的需求.不

属于特殊群体的身心健康的各种人群也能体验到园

林中存在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由此不同类型的个

体得到被体贴、被照顾、被尊重的感觉.另一方面,
园林中涉及一些可供游人活动的场所,由此促进人

际交往互动,游人在交往中获得被人尊重、赏识的感

觉.
表４　从尊重需求层面探讨园林意境营造途径

尊重需求层面 园林意境营造途径

园林景观方面

园林要素的设计施工符合人体工程学、环境心理学等要求

遵循无障碍性、易识别性、易达性、可交往性、艺术性五大无障碍园林空间设计原则,全面贯彻无障碍设

计,注重园林标识和提示设置,提高空间导向性和识别性

使用者方面

丰富园林色彩,增设儿童活动空间满足儿童交往互动、游戏的需要

塑造休闲的养生环境,规划便于交往的围合空间、休憩空间,配套健身设施,提供人际交往平台

结合“园艺疗法”或“园林保健”,配置具有抑菌杀菌、祛风除湿、舒筋通络等保健作用的植物,体现对老年

人的关怀和尊重

(五)自我实现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是人类发挥潜力、成长、发展的心

理需求,包括创造力、自觉性、道德、接受现实能力等

概念,是马斯洛关于人的动机理论中最高阶层的需

求.在这一需求层次上,个体之间的差异最大.每

个人满足自我实现需求的方式大相径庭,园林设计

师需要在分辨个体需求差异的同时找到其中的共性

部分并加以利用.为使用者提供实现人生价值的平

台,促进高质量的社交互动往往是景观设计师的重

要目标之一.[４８]满足自我实现需求的园林意境营造

途径,是能在为大众提供园林的公共服务过程中创造

相关条件,提供刺激需求实现的平台环境,促使人们

产生积极向上的行为,平衡内心深处的渴望与解脱现

实生活的枷锁,追求个人成长和精神的自由解放,实
现个人潜能和自我完成,从而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可从主动参和被动参与两方面进行分析,如表５所

示.其实对于园林设计师本身而言,看到自己设

计的项目落地施工成形,会有一种无言的自豪感

和成就感,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从游客的角度

探讨自我实现需求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游人主

动参与园林中的项目,营造给人带来发现新事物

乐趣的景观意境,通过园林中的活动肯定自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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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成就感,实现自我价值;二是游人被动参与

园林活动,身处园林之中被园林营造的氛围所打

动,有感慨之意和敬畏之心.
表５　从自我实现需求层面探讨园林意境营造途径

自我实现

需求层面
园林意境营造途径

主动参与,
成就自我

创造多样的特色节点,丰富游人体验

制定个性化项目,吸引游人参与,寓教于乐

设计自我展示平台,满足表现欲

开设有意义的活动,实现自我价值

被动参与,
精神共鸣

结合当地历史文化,开辟特色景观

结合风水五行、宗教信仰,引起共鸣

　　一方面,通过园林意境设计引导游人主动参与,
主要是激发游人好奇心、参与性、探索欲、创造性,制
定个性化参与项目,创造具有吸引力的景观空间,创
造多样的特色节点,在丰富游人体验的同时满足自

我实现需求.比如设计植物迷宫、花田,供不同年龄

段的人在其中探索,而成功破关后则能给人带来喜

悦和满足.探索博物馆、特别的景观廊道等也是吸

引人气的景观项目,特别是针对青少年儿童,在参

与、学习过程中结合娱乐性质的项目,启发他们的好

奇心与想象力,寓教于乐.设计时可参考位于荷兰

阿姆斯特丹南阿克西斯区的Beatrix公园内的多功

能儿童游乐区的场景营造形式,该场景给当地的园

林景观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其中的项目设施成为人

们自由探索的秘密空间,带给人们探索和发现的乐

趣,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在城市园林布局时,要考

虑到游人的表现欲,营造有利于自我展示(如体育竞

技、文娱表演、诗词对赋、厨艺比拼、书法描摹等)的
空间平台,锻炼和发挥个体机能,促进人景以及人际

之间的互动;同时景观中的互动行为也会提高该景

观区域的吸引力和活力,形成良性循环.亲手制作

东西、耕种农作物、浇灌花木、设计庭园等活动能让

人与自然有更加亲密的接触,游人做了日常生活中

不常做的事,并目睹自己的劳动成果,超越自己,很
有成就感.参加景区的植树活动、认养植物、捐献资

金建设景点等活动能让人在意识到自己保护环境的

意义,在游人参与体验的同时,实现自己对社会的贡

献以及对生态保护的愿望,满足自我实现需求.另

一方面,游人被动参与,比如在空间设计中注入当地

历史文化因素,开辟“遗产步道”、文化馆,让游人了

解当地文化的同时体验历史的发展,对于游人也是

一种自我实现.也可利用风水五行、宗教信仰,设计

宗教场所,使其成为游人(特别是信徒)精神寄托的

载体,引发共鸣.

三、结　语

本文利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如何满足人

的五个层次需求的角度探讨了园林意境营造的途

径,丰富和拓展了园林意境营造理论.应该指出,满
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园林景观不一定能够直接产生园

林意境,但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是产生园林意境的

前提和基础.如果园林景观的设计连人的基本需求

都无法满足,那么园林意境也就不复存在了.在园

林意境营造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以
马斯洛需求理论作为指导或参考,考虑人的基本需

求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且不受限于各层次的需求顺

序,避免陷入人本主义的泥潭或走进以自我为中心

的思想误区.为了营造良好的园林意境,必须关注

意境产生的内外两方面因素,即人的需求和文化.
使用者的基本需求体现了园林意境营造的内在因

素,而文化则是其外在因素,两者密不可分,相得益

彰,应该统筹兼顾.文化对园林意境的营造至关重

要,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对于园林意境的创新

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

历史文化和民俗风貌,园林设计时,在满足使用者基

本需求的基础上,应当充分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因
地制宜地营造富有特色的园林意境,结合不同时代

人们的精神追求,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及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有着积极意义.此外,在
结合使用者需求与文化营造园林意境时,不能忽略

生态环境效益,要注意将生态效益、文化价值、使用

者需求三方面相互融合、协调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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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花十八法”看古代植物景观营造技法

巫木旺,陈　波,麻欣瑶,卢　山,李秋明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花镜»中“课花十八法”虽然包括了１８种植物景观营造技法,但是以往研究没有根据技法间的关联性

作系统分析.首先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与总结“课花十八法”的内容要点,探讨各种技法之间的关联性,然后按照现

代植物景观营造流程对其重新分类.在此基础上,分析每种技法的详细内容,探讨古人如何运用“课花十八法”进行

植物景观营造,将其与现代植物景观营造技法作比较,并从直接使用、改良使用与替代使用三方面探讨其在现代植

物景观营造的应用.

关键词:«花镜»;“课花十八法”;植物景观营造;古为今用

中图分类号:G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１０Ｇ０５３４Ｇ１１

　　清代陈淏撰写的«花镜»[１]是我国古代观赏植物

方面的代表性专著,分为六卷:花历新裁、“课花十八

法”、花木类考、花果类考、藤蔓类考与花草类考.
“课花十八法”为«花镜»第二卷的内容,是作者在博

览先人植物专著、归纳总结群众的劳动经验后,结合

自己的园林实践而首创的植物景观营造方法,堪称

全书精华.现代学者已从多方面对«花镜»进行了探

讨.周肇基[２]从«花镜»的概况、历史地位、撰写目

的、研究方法以及在农业植物学五个方面的成就对

其进行了探讨;邵峰等[３]对«花镜»的植物种类进行

了归纳与分类,分为花木类、藤蔓类、花草类三大类,

同时也分析了书中植物造景的内容,把“课花十八

法”中的部分方法视为精湛的植物配置手法;酆裕

洹[４]从概况、花历新裁、课花略解、花品探源四个方

面解读了«花镜»,尤其是在课花略解方面有独到的

解读,认识到“课花十八法”是观赏植物的培育与利

用方法,并将其分为观赏植物的生物学特性、要求适

宜的环境、繁殖法、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特别处理

及利用六类.综上所述,学者们对«花镜»做了全面

而深刻的剖析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但是他们都没

有注意到“课花十八法”是古代植物景观营造方法,

且一些方法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关联性,更缺乏

利用技法之间的关系对其总结分析.因此,本文

运用现代植物景观营造的理念对“课花十八法”进
行重新解读,探讨古人植物景观营造的技法,并提

出“课花十八法”对现代植物景观营造的启示与借

鉴作用.

一、“课花十八法”的分类归纳

通过研读«花镜»并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后发现,
“课花十八法”的内容各不相同,适用的对象为乔木、

灌木或花卉,其内容要点可归纳为表１.



表１　“课花十八法”的内容要点

技法 内容要点 技法 内容要点

收种貯子法 植物种子的采收与存储 整顿删课法 植物整形修剪的要求与内容

下种及期法 植物晒种与播种的方法 变花摧花法 植物花朵变色与促放的方法

扦插易生法 扦插繁殖的步骤与内容 浇灌得宜法 植物灌溉施肥的原理与内容

接换神奇法 嫁接繁殖的步骤与内容 培育可否法 烟熏防寒与培养土制作方法

过贴巧合法 靠接繁殖的步骤与内容 治诸虫蠹法 植物虫害防治的原理与内容

辩花性情法 辩别植物生态习性与生长环境 枯树活树法 植物枯亡与复活原理与内容

种植位置法 地形与观赏要求确定种植位置 种盆取景法 盆花盆景的制作原理与内容

移花转垛法 植物移植的步骤与内容 养花插瓶法 植物插花与持久保存的内容

分栽有时法 植物种植的时令与方法 花香耐久法 酿花、干花、花茶制作方法

注:根据«花镜»[１]４２Ｇ６７整理.

　　«花镜»中“课花十八法”基本囊括了植物景观营

造的所有流程,但是书中对各种方法的操作流程并

未具体阐述,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中也没有对其进

行合理归纳分类.本文借鉴日本学者中岛宏«园林

植物景观营造手册»[５]中的植物景观营造流程将“课
花十八法”涉及到的植物景观营造流程分为五大类,
如表２所示,分别是:植物繁育、种植设计、种植施

工、种植管理、特别处理与利用.
表２　“课花十八法”的现代分类

植物景观营造流程 “课花十八法”技法

植物繁育
收种貯子法、下种及期法、扦插易生

法、接换神奇法、过贴巧合法

种植设计 辩花性情法、种植位置法

种植施工 移花转垛法、分栽有时法

种植管理

整顿删课法、种盆取景法、浇灌得宜

法、培育可否法、治诸虫蠹法、枯树活

树法

特别处理与利用 变花摧花法、花香耐久法、养花插瓶法

二、“课花十八法”的技法分析

(一)植物繁育

“课花十八法”中有关植物繁育的技法有:收种

貯子法、下种及期法、扦插易生法、接换神奇法与过

贴巧合法.其中前两种属于有性繁殖方法,后三种

属于无性繁殖方法.

１．有性繁殖

有性繁殖,也叫种子繁殖,是指经过两性生殖细

胞融合形成受精卵,然后发育成个体[６].其优点是

种子体量轻小,方便收存与大量培育;培育容易方

便,繁殖数量多,实生苗根部茂盛,生命力与抵抗力

强.收种貯子法与下种及期法是古人总结的种子繁

殖方法.对于现代的植物繁育而言,这两种方法依

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在现代植物繁育中可以直接

使用.如现代的蔬菜种植与花卉育苗所采用的繁育

方法就是收种貯子法与下种及期法.体积较小的蔬

菜或花卉种子采用撒播方式,比如大白菜与翠菊;体
积较大的蔬菜或花卉种子采用点播方式,比如马铃

薯与紫茉莉.
凡是名贵的植物,必须选择茂盛年老的植物收

取它的种子;优质的果实,需要等到成熟腐烂后收取

它的果核,那么将种子播种后必然会茂盛生长.收

种貯子法是古人在植物种子的采收与存储方面的经

验与方法总结.若要植物有性繁殖育苗顺利进行,
种子采收与存储是先决条件,种子有籽与核两类,其
采收与储存的方法各不相同,详见表３.

表３　古代种子采收与存储的方法

种子种类 方法 方法内容

种籽 风干法
选肥满、没有病害的种籽,晒干后,存
放在瓶子里,或者悬挂在通风的地方.

种核

土埋法

在向阳的地方挖深坑,用牛马粪与泥

搅拌后平铺坑底,然后将核尖朝上与
“长足而不蛀”的果核排放好,然后覆

盖上１寸(约３cm)左右粪土即可,但
要预防雨水的浸蚀使其腐烂.

裹泥法
用湿泥包裹果核,“圆如弹大”,然后晒

干,投放在粪土坑中保存.

注:根据«花镜»[１]５４整理.

“凡下诸色花卉种时,亦有至理存焉.”下种及期

法是古代播种的方法,主要步骤包括:a)整地:选择肥

沃的土地为播种地,然后整理,直到土壤疏松为妙.

b)播种:体积较小的种子采用撒播的方式,体积较大

的种子采用点播(排)的方式.c)覆土:播种完成后要

在种子上面覆盖厚度适中的粪土.d)养护:播种完成

后要在薄土上面覆盖草木火灰,预防虫蚁偷食种子.

２．无性繁殖

无性繁殖是指由母体直接产生新个体.其优点

是成活率高、成苗快、开花早,主要有压条、靠接、扦
插、嫁接、分株与组织培养六种方法[６].扦插易生法、
过贴巧合法、接换神奇法分别是古人总结出来的无性

繁殖中扦插繁殖、靠接繁殖与嫁接繁殖的方法.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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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植物繁育而言,它们构成了现代扦插繁殖、靠接

繁殖与嫁接繁殖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接换神奇法中论

证了植物间砧穗的亲和力,成为现代嫁接繁殖的理论

前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现代植物繁育中可以直

接使用.在现代植物繁育工作中,月季、贴梗海棠与

连翘多采用扦插繁殖,天竺葵、盆栽苹果与云南山茶

多采用靠接繁殖,桂花、梅花与山茶多采用嫁接繁殖.
植物有扦插繁殖的方法,虽然是买花人取巧走的

捷径,但该方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扦插易生法是古人

在扦插繁殖方面的经验与方法的总结,其步骤见表４.
表４　古代扦插繁殖的步骤

步骤与事项 内容

选地 选择的土地要肥沃

整地
将泥土锄碎,整理成畦,然后用水浸渗保持

湿润

选枝
选择拇指大小的枝条,截取一尺五寸(５０cm)
左右长,将条下削成马耳状

扦插
将选好的枝条插入预先制好深约五六寸(１６
~２０cm)的泥孔中

养护
经常浇灌,勿令扦插的枝条干涸,夏天需要

搭棚遮阳,冬天要采取保暖措施

其他

盆花扦插则是截取花半开的枝条,插在芋头

上或者萝卜内,而后移栽花盆内,放在阴凉

处,时常浇灌,等其生根发芽即可

注意事项

扦插要注意时间与气候,谨记“宜阴忌日”原
则,即扦插要在阴天进行,连续几天下雨的

时候,扦插效果最好

注:根据«花镜»[１]５０整理.

“凡花木分栽、压条、接换皆不可者,乃以过贴法

行之.”过贴巧合法是古人在靠接繁殖方面的经验与

方法总结[７],其步骤见表５.

表５　古代靠接繁殖的步骤

步骤 内容

确定接穗

与砧木
接穗与砧木都为小树,树形与叶片相似

接穗与

砧木贴合

在接穗与砧木枝条相交的地方,各自削去一半

的树皮,然后将削去树皮的地方合贴在一起,

用竹籜包裹,麻绳缠绕固牢,最后用泥封裹

靠接养护

与管理

贴合完成后,应对贴合的枝条进行修剪,如果

是大树的“过贴巧合”,所贴合的枝条应截去一

半,而小树则应该剪去所贴合枝条的发梢;修
剪完成后,八月用粪土包裹“鹤膝”(靠接部

位),频繁浇水,等来年晚夏秋初发现其生根后

即可剪断种在泥土中

注:根据«花镜»[１]５３整理.

大多植物都能够利用嫁接繁殖进行繁育,确实

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接换神奇法是古人在嫁接繁殖

方面的经验与总结,包括身接、根接、皮接、枝接、芽
接与搭接六类,但是嫁接的步骤却类同,步骤为:

a)接穗选择:一二年生,生长旺盛的枝条(见图１(a)).

b)树砧选择:树砧要用细齿锯截断,然后用“快刀”修
理锯口,让其平整光滑(见图１(b)).c)砧穗结合:在
砧木上“裁开其皮”以开两口,两口用一小寸的膜微连

接,将接穗削去两侧,然后用口将接穗含热,趁热插入

砧木的开口处,用纸封住接口,接着用箬再封一次接

口,最后用麻绳扎缚好(见图１(c)).此外,嫁接要注

意时间,在树发芽或者落叶的时候,即春分前秋分后,
可以嫁接.若要保证嫁接的成功率,接穗与砧木的亲

和力是关键.亲和力是指接穗与砧木在结构、生理与

遗传上,彼此相类似,从而能够结合的能力.

图１　古代嫁接繁殖的步骤(图片改绘自高新一[８])

(二)种植设计

“苟欲园林璀璨,万卉争荣,必分其燥、湿、高、下
之性,寒、喧、肥、瘠之宜.”辩花性情法是古人树种选

择的经验与总结[９].选择合适的树种是植物景观营

造的重要环节,树种选择合理,可以提高观赏效果、

保证景观质量、节约建设资金.辩花性情法是古人

总结出来的根据植物对环境的需求选择树种的方

法,«花镜»通过若干例子论证了选择树种要考虑植

物的生物性特性与生态习性,即做到“适地适树”.
对于现代种植设计而言,辩花性情法非常适用,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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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片(a)源自:http://www．ltlcbps．com/product/? １４_６８１．html;图片(b)源自:http://www．gzhighway．gov．cn/gzsgljweb/web２０１５/

common/detail．jsp? ID＝２３５１９&s＝８;图片(c)源自:http://www．dcgvip．com/html/３００．html;图片(d)源自:http://www．tukuchina．cn/r/

photo/view/id/２３０７８１１２２９/.

植物选择时,除了考虑其生物学特性与生态习性之

外,还要考虑植物的功能性、地方特色性、种类多样

性、环境抗逆性、景观周期性、可施工性与维护管理等

方面的内容,如此方可用来指导现代植物景观营造.
美丽的庄园没有合适的植物搭配,就好像华丽

的房屋缺少美人互相衬托;有合适的植物但没有适

宜的种植位置,就好像华丽房屋但内部物件摆设得

杂乱无章.种植位置法是古人根据植物特性、地理条

件与人们观赏要求来确定植物种植位置的经验与总

结,认为植物景观的营造如同作画,应讲究布局、层次

与色彩的搭配[１０].植物景观营造的中心内容就是处

理植物与植物、植物与构筑物的位置关系,包括平面

关系、立面关系、层次关系、色彩关系,等等.对于现

代种植设计而言,种植位置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

它更多的是从艺术性与文化性的角度来确定植物的

位置,比如梅花与腊梅红白相间种在竹坞的疏篱与暖

阁的曲栏旁,古朴奇绝、标致清幽的梅花与腊梅在疏

篱、曲栏的映衬下更显高洁孤傲.而现代的植物种植

设计除了讲究艺术性与文化性外,还讲究科学性与实

用性.因此,需要以科学性、艺术性、文化性与实用性

为指导原则,根据植物的生物学特性、生态习性、姿态

色彩与地形变化确定植物与植物、植物与构筑物的相

对位置,或孤植、或丛植、或群植,做到功能齐全、布局

合理、层次分明、搭配妥当、色彩多样、生态持久.
(三)种植施工

１．移植

“移花接木,在主人以为韻事,于花木实系生死

关头.若非移其时,种不得法,未有能生者也.”移花

转垛法是古人在植物移植方面的经验与总结,主要

步骤包括:a)垛球制作:制作垛球,需以稻桔制作而

成的绳索盘绕泥垛球的四周,维持垛球的稳定,制垛

分为两类,一类是树小时,盘曲命根以砖瓦盆盛,以
形成垛球;另一类为树大时,霜降以后春芽未萌之

时,以植根为中心,以指定的半径挖掘,截去多余地

根,保留半径以内的乱根,转制作成垛,覆土以待移

植(见图２(a)).b)垛球搬运:移垛亦分两类,树小

者,垛球成一年可移;树大者,需满三年方可移植,且
需每年挖开一方覆垛的泥.迁移路远的植物,需剪

去多余的枝梢,存放在阴凉的地方,如此可推迟三到

五天种植(见图２(b)).c)种植埋土:埋垛时,需根

据树的大小,确定植物的种植区域,而后在区域中心

埋下垛球,垛球埋在泥土中的深度为垛球高度的一

半,高出的部分以松土覆盖,覆土应高出地面两到三

寸(见图２(c)).d)种植支撑:支撑时,依树的高低,
定支撑棍棒的高度与角度,以棍棒支撑缚定,可让植

物免“风吹树摇”的伤害,增加成活率(见图２(d)).

图２　古代植物移植的步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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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种植

如果所有的植物按其物候期进行分生繁殖,而
且栽种方法得当,那么将比种核萌发的实生苗生长

得更快.分栽有时法是古人根据种植时期种植植物

的方法,其要点见表６.
表６　古代植物种植的方法

方法要点 内容

种植时期

植物种类多样,植物生长发育年周期不同,
故而不同的植物有着不同的种植时期,所以

要根据时间与气候来种植合适的植物种类

种植朝向
植物有阴面或者阳面,要辨别清楚阴阳两

面,勿要颠倒错乱

种植修剪
树大者需截冠以及去除多余的枝稍,树小者

则无需如此

种植埋土
种植坑穴深度要适当,放水和泥,摇树使根

土密接,而后回土,经常浇灌

注意事项
要避免人或牲畜对植物的摇动,以免伤根,
“使千人树之,一人摇之则无生矣.”

注:根据«花镜»[１]４９整理.

优美宜人的植物景观需要采取合理的种植施工

技术来营造,移花转垛法与分栽有时法分别是古人

总结的植物移植与选择种植时期的方法,涵盖了种

植施工的种植移植、种植时期、种植准备、种植穴挖

掘、种植朝向、种植支撑、养护管理七大流程.对于

现代种植施工而言,这两种技法依然具有重要指导

价值,比如广玉兰的种植施工.广玉兰种植施工流

程为:移植前先在树干标定南北方向,使其移植后仍

能保持原方位,然后对其疏枝疏叶,选择早春的３月

中旬到４月上旬之间进行移植与种植.移植时按胸

径的８~１０倍挖掘土球制作成树垛,接着装车运输

到种植场地,到达现场后挖掘种植穴,种植穴比垛球

大６０~８０cm,然后在种植穴内竖立广玉兰、埋土,
最后设立支撑支架,并定期进行浇灌、施肥.

(四)种植管理

１．植物的修剪

“诸般花木,若听其发干抽条,未免有碍生趣.
宜修者修之,宜去者去之,庶得条达畅茂有致.”整顿

删课法是古人总结出来的植物修剪方法[１１],其要点

见表７.
表７　古代修剪植物的方法

方法要点 内容

修剪要求

植物的沥水条或者下垂的枝条,都应当剪掉

植物的刺身条或者向内裹生的枝条,应当剪断

植物的骈枝条或者相互交错的枝条,应当剪掉一枝,留下一枝

植物的枯朽条最容易引发蛀虫,应当快速剪掉

植物的冗杂条,最能阻碍花的生长,应当选择性剪掉细弱的枝条

注意事项
植物的修剪不能用手折断枝条,因为用手折容易伤皮损干,粗枝条用锯锯断,细枝条用枝剪剪断

被修剪枝条的剪痕要向下能够阻止雨水沁浸其心,避免枝条的枯烂出现

注:根据«花镜»[１]６６整理.

　　植物修剪,一是为了让植物健康生长,二是为了

让植物更具观赏性,三是防止病虫害的产生.相对于

现代植物修剪而言,整顿删课法需要经过改良方可指

导现代植物修剪.因为整顿删课法中,九种枝条的修

剪方法只是属于现代植物修剪中“疏”的内容,而现代

植物的修剪除了“疏”外,还有“截、放、伤、摘心、摘叶、去
蘖、拆裂、摘蕾与摘果、扭梢与拿枝”.因此,应用整顿

删课法,必须有意识去增添现代植物修剪的系统方法.

２．盆花盆景的制作

山岭森林平原田野,地势空旷,可任意栽种植

物,自然会形成优美的风景.而对于城市狭窄的地

方来说,无法保证每家每户都有庭园.清高、素雅、
有韵味的文人唯有多种几盆盆花或者盆景,以供观

赏和怡神.种盆取景法是古人总结出来的有关盆花

于与盆景的制作步骤与方法[１２],主要步骤包括:a)

取材:花与草大多数可以被用来制作盆景.能够制

作盆景的树木种类较少,有松、柏、梅、茶、黄杨、海棠

等十八种植物(见图３(a)).b)盆土制作:阳沟淤泥

晒干,筛去瓦砾后用粪水泼湿,复晒,反复数次,肥土

制作即可成功(见图３(b)).取干草柴与肥土各一

份,用火焚烧,焚烧后存储起来,以待来年的春天使

用.c)景盆选择:依据“云林山树画意”来选择合适

的景盆,或长大白石盆,或紫砂宜兴盆(见图３(c)).

d)造型:在穴中放巴豆可以让枝条变得柔软,如果想

让枝条扭转,让其变得弯曲,可以稍微弄破枝条的

皮,点上金汁,则枝条可以随意转摺.用很细的棕线

绑缚好转摺的枝条,等其性状稳定后,自然会弯曲环

绕,极具古朴雅致(见图３(d)).e)养护管理:适宜

肥沃的盆花或盆景,每天可以用鸡鹅毛水与粪土混

合浇灌.盆花或盆景如果已经开花,不适宜再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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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 片 (a)源 自:http://www．huitu．com/photo/show/２０１５０５２７/１５２０１１８０１２００．html;图 片 (b)源 自:https://stock．tuchong．com/

image?imageId＝５５３００７８７７３１０４４０９１&source＝baiduimage;图 片 (c)源 自:http://www．gucn．com/Service_CurioStall_Show．asp? Id＝

６７２１０２６;图片(d)源自:http://www．tooopen．com/view/９５５９６２．html.

如果是已长出嫩枝且刚长出花头,刚好合适浇灌施

肥;至于花开时候,也不能浇肥.每天早上或者晚上

只需要浇灌清水,对结出果实的盆花或盆景不能够

浇水,浇水会导致果实脱落.

图３　古代盆花与盆景的制作方法①

　　盆花盆景以其奇绝瑰丽的风姿深深吸引着人

们,再加上其移动方便、占地小,从古至今深受文人

雅士的喜爱.种盆取景法可以直接用于现代盆花盆

景制作,比如罗汉松盆景制作.其制作方法为:将植

株矮小、枝干古雅、形状优雅、春芽将出的罗汉松移

植到紫砂盆或者釉陶盆中,盆土为松散肥沃、透水性

强的砂质土,然后在罗汉松蛰伏期对其构型修剪,先
蟠扎,然后修剪,形成斜干式、卧云式、悬崖式或者提

根式的造型,最后根据罗汉松的生长状况进行定期

浇灌或者施肥.

３．浇灌与施肥

“灌溉之于花木,犹人之需饮食也.不可太饥,
亦不可太饱.燥则润之,瘠则肥之,全赖治圃者不时

权衡之耳.”浇灌得宜法是古人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

来的有关植物灌溉与施肥的原理与方法[１３],其要点

见表８.
表８　古代植物灌溉与施肥的方法

方法要点 内容

原则
春夏万卉争荣,则浇灌之力勤;秋冬草木零落,则浇灌之念驰

孰知来年之馥郁,正在秋冬行根发芽时肥沃也.及至交春,萌蘖一生,便不宜浇肥

花草

草之行根浅,而受土薄,随时皆有凋谢,逐月皆可施肥,惟在轻重之间耳

一年中每个月粪与水的比例各不相同

肥需隔数日一用,然亦须分早晚.早宜肥水浇根,晚宜清水洒叶

树木

若果木则不然,二月至十月浇肥,各有宜忌

二月与三月,树木长出芽与新根,浇肥会导致枯萎,反之则无碍

四月与五月,树木开花时,浇粪易导致落花;夏至梅雨时浇粪,会导致烂根

六月以后,树木年生长状态已定,可以轻轻用肥

八月,白露雨至时,树木会长出嫩根,浇肥会导致树木死亡

注意事项 杜鹃、虎刺、石榴、茉莉、杜鹃、芍药、海棠、皂角、菖蒲的浇灌浇肥比较讲究

注:根据«花镜»[１]５５Ｇ５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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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浇灌与施肥能够让植物茁壮生长、维持形态美

观、促使植物开花结果、增强植物抵抗力以及改良土

壤.相对于现代植物的灌溉与施肥而言,浇灌得宜

法需要经过改良以后方能使用.虽然浇灌得宜法中

根据时间、植物的种类与生长发育状况来浇灌或者

施肥的内容虽没有过时,但是其中提到的肥料都是

由人、动物的粪便制作而成有机肥,而现代施肥多用

肥效性强、溶水性强、降解性强、树根吸收强的无机

肥,很少用到生态环保的有机肥.因此,浇灌得宜法

需要吸纳现代灌溉与施肥的系统知识,根据肥料种

类、植物种类、植物的生长发育状况、月份时辰的不

同有选择性地浇水与施肥.

４．虫害防治

凡是植物有害虫,叶片有蜏虫,果实有蛴虫,
豆菽有蝗虫,稻谷有螟虫、螣虫、蝥虫、蠈虫,都是

因为阴阳没有符合时候,湿热天气导致的.即使

有形状奇崛的名花好树,一旦被害虫侵扰吞食,也
将无生机可言.治诸虫蠹法是古人根据实践经验

总结出来的有关植物虫害防治的原理与方法,具
体分类见表９.

表９　古代植物虫害防治的方法

防治类型 方法 内容

物理防治

铁线勾取法 用铁线勾取“逢冬头向下”的树内蛀虫

声波驱赶法 弹竹篾、擂鼓制作声响驱赶蠧虫与桑树上的害虫

堵塞杀虫法 以杉木针或者硫磺末,堵塞蠧蝎蛣蜛的虫洞,让其失氧而死

胶粘杀虫法 利用江橘制作而成的木胶粘住飞虫,飞虫因为被困而死

化学防治 烟熏杀虫法
用纸包焰硝、硫磺、雄黄,放进虫穴焚烧,利用其烟,薰赶害虫或者熏杀

害虫;顺风烧油篓,可以驱除松虫

生物防治

以虫治虫法 啄木鸟吃虫,蚂蚁吃柑虫,蚕蛾驱毛虫

鱼腥血水法 洒鱼腥血水在叶或者海鱼腥血水洒在树上,驱赶蛓虫与蜏虫或者毛虫

以物引虫法 以香油或羊骨引出蚂蚁

注:根据«花镜»[１]５８Ｇ５９整理.

　　虫害会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状况、观赏效果和

经济效益.相对于现代植物病虫害防治而言,治诸

虫蠹法的部分内容需改良方可使用.因为治诸虫蠹

法只有虫害防治的内容,没有病害防治内容,而且生

物防治中的鱼腥血水法、以物引虫法已经过时,在今

天已经不适用.此外,古代虫害的防治措施与现代

病虫害的物理防治、化学防治与生物防治有很明显

的区别,而且现代也通过基因改造增强植物对病虫

害的抵抗力.所以,治诸虫蠹法需要借鉴与吸收现

代植物病虫害防治的理论与方法,才能够得以在现

代植物病虫害防治中发挥作用.

５．培养土制作

“地有高下,土有肥瘠,粪有不同,若无人力之滋

培,各得其宜,安能使草木尽欣欣以向荣哉.”培育可

否法是古人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培养土制作方

法,其要点见表１０.
表１０　古代培养土的制作方法

方法要点 内容

制作目的 在植物莫不以土为生,以肥为养.故培育之法,必先贮土

培养土类型
花卉培养土

麻饼、豆饼屑、蠶沙、鞔鼓皮屑、牛马粪、猪羊粪、鸡鸭粪、人的头发、垢泥与泥混拌,待其发

酵过后,存好以备使用,人的头发垢泥制作的培养土效果最好

盆景培养土 将炭屑与瓦片放在粪沟中浸泡一个月左右,方可使用

制作流程 选择好土,洒粪浸浇,草火煨培,而后曝晒、捣碎、筛净,拣去瓦石与草根,放好备用

烟熏防寒 花果盛开时忌霜降,夜晚降霜,燃烧败草与牛马干粪,熏烟笼罩植物,令花果避免结霜冻害,得以保存

注:根据«花镜»[１]５７Ｇ５８整理.

　　培养土能够改善土壤的结构和理化性质,增加

土壤肥力,提高保水、保肥和通气的能力,为植物的

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条件.相对于现代培养土制作

而言,培育可否法是可以直接使用的,甚至比现代利

用化肥改良土壤的方法更加廉价、生态、环保,因为

制作的材料都是环保与可再生的,比如麻饼、豆饼

屑、蠶沙、鞔鼓皮屑、牛马粪、猪羊粪、鸡鸭粪、人的头

发与垢泥可用于腐殖质土的制作.将各种杂草、落
叶、枯枝、骨粉、泥土等材料堆积在无风朝阳的地方,
边堆积边浇入粪尿使其充分湿润,每隔半年翻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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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１~２年后筛选即可使用[１４].

６．植物枯亡或复活

天地轮回,虽然植物的茂盛与枯亡自有规律,但
是人类也能利用这些规律让一些植物延迟枯亡或复

活.枯树活树法是古人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令

植物枯亡或者复壮的原理与方法,具体分类见表１１.
表１１　古代令植物枯亡或复壮的方法

类型 使用材料 作用位置

枯亡的

方法

肉桂钉 肉桂钉树干,树木会枯

乌贼鱼骨 乌贼鱼骨钉树干,树木会枯

桂钉 桂钉钉树干下部,树木会枯

苏木钉 苏木钉钉大榕树根部,会让其枯萎

甘草鍼 甘草鍼针扎葡萄树,会让其枯萎

阿魏 抹阿魏入柚子树内,会让其枯萎

燖麻 燖麻溺洒草地,会让其枯萎

豆汁 豆汁浇在鼠莽根部,会让其枯萎

韮汁 韮汁滴野葛上,会让其枯萎

巴豆
凡树离根三尺,斫其皮,纳巴豆数粒,则
汁泄而枯

粪
枇杷、栀子、瑞香、杜若、秋海棠浇粪就

会枯萎

复壮的

方法

甘草水 肉桂钉树干后用甘草水灌溉复荣

狗胆 乌贼鱼骨钉树干后用狗胆水可解

桂钉 桂钉钉树干上部,树木会变茂盛

钟乳粉

将钟乳粉放进雪果树树穴内,雪果树果

实肥大鲜美;放在老树根皮内,萎靡的

老树将会生长茂盛

白歛末
白歛末放在花根下,能够驱虫的同时让

花易活

其他 截命根
植物发芽时,截掉其命根,所结果实长

而肥大

注:根据«花镜»[１]６０整理.

植物如同人,有生老病死,生病与枯萎的植物会

严重影响植物景观的观赏效果,植物群落密度过高也

会导致生长环境的衰弱,需要疏理其中部分植物.相

对于让植物枯亡或复壮的现代方法而言,枯树活树法

需要改良方可使用.因为«花镜»中对于枯树活树法

只是简单罗列了１１种让植物枯亡的方法以及６种让

植物复壮的方法,而对于植物衰弱枯亡的成因与其相

对应的复壮措施却没有根本性的总结.虽然古代主

要利用与现代相似的药剂或处理让植物枯亡或复壮,
但是现代主要是利用化学药剂,比如生根复壮剂、生长

激素、除草剂、枯叶剂.因此,枯树活树法需要在保留

已有内容的同时,借鉴与吸收现代令植物枯亡或复壮

的方法与技术,形成系统的、全面的、生态的理论体系.
(五)特别处理与利用

“天然香艳,何假人为;然而好奇之士,偏于红白

反常,迟早易时处显技,遂借此以作美观.”变花摧花

法是古人总结出来的令植物花朵变色或者让植物提

早或延迟开花的方法,详见表１２.
使植物变色、提早开花或者延迟开花主要是为

了增加植物的经济效益,做到四季有花可赏的效果,
形成百花竞放的景观.相对于现代方法而言,变花

摧花法是片面的、落后的、过时的.因为古人只是简

单利用紫草汁、白术粉、藤黄粉、澱青水、胭脂水、硫
磺烟雾等药剂令植物花朵变色,而现代主要通过筛

选育种、基因突变、基因改造培育花色多样的新品

种.此外,古人虽然能够通过药剂处理以及改变温

度条件让植物提前或延迟开花,但没有像现代那么

全面系统,现代主要通过有控制光照、控制温度、利
用生长调节剂与改变栽培方式的方法令植物提前或

者延迟开花.
古人说:“种花一载,看花不过十日.”花卉的馨

香艳丽难以持久,令人十分遗憾.«花镜»里记载了

让花香持久的方法,用来弥补惜花人的遗憾.花香

耐久法是古人通过酿花、干花、花茶制作,让花香持

久的方法,具体类型见表１３.
表１２　古代令植物花朵变色、提早开花或延迟开花的方法

类型 内容

变色方法

白牡丹 浇紫草汁变魏紫;浇红花汁变绯红;将藤黄和粉,调淡黄描花上即变姚黄
牡　丹 牡丹根下埋白术粉,各色的牡丹花皆有“腰金”
白　菊 龙眼壳罩住花蕊,上开小孔,每早用澱青水与胭脂水滴花心,开花即变蓝紫色
海　棠 “糟水”浇灌,花开更加艳红
花红者 将开红花的植物笼罩在硫磺烟雾中,一会红花即可变白花
芙　蓉 用纸将各种颜色的水蘸在芙蓉花花蕊并将其包裹,直到花开时白色变无彩色

催花方法
提早开花

用硫磺水灌根,隔夜花即开;用马粪水浇根,花早开

密室中挖坑,将牛溲、马尿、硫磺与泥搅拌放入坑中,然后将盛有花朵的竹筛放坑上,向
坑中倒入滚烫的热水,花朵受到蒸熏后,几天即可开花

将桂花放在清凉的地方,并“养以清露”,即可提前开花

延迟开花 将“鸡子清”涂花蕊,花可延迟两三天开放

注:根据«花镜»[１]６１Ｇ６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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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片(a)源自:http://www．huitu．com/photo/show/２０１３０８１８/１０３４４４１５３２００．html;图片(b)源自:http://www．duitang．com/people/

mblog/２６１０９３５７１/detail/;图片(c)源自:http://www．zcool．com．cn/work/ZNDI０MzA２MA＝＝．html;图片(d)源自:http://www．huitu．

com/photo/show/２０１７０４１７/１３３５４０１５９０１６．html.

表１３　古代酿花、干花、花茶制作方法

类型 内容

酿花制作
以盐水浸泡桂花,藏至来年,色彩与香味依旧

玫瑰与醎梅、白糖搅拌存放瓶中,经年色彩与香味依旧

干花制作

花蕊将开的梅花腊封存放在瓶内,夏天取出浸泡在开水中,梅花将会展开,香味如旧

用女贞果实的汁与半开的崖桂搅拌,存放在细磁瓶内,用厚纸覆盖,等无花的时候取出,放一盘在密室

中,香味袅袅如烟

用扦芋放在香橼、佛手的蒂上,用湿纸包紧,可以保存很久不干瘪

花茶制作
把没开的花朵和茶叶方在器皿里,按四份茶一份花的比例,互相堆积,满到器皿口后,用厚木板或荀壳

包裹扎好,放锅内蒸,然后取出,冷却后再用纸密封,烘干存储

注:根据«花镜»[１]６７整理.

　　花的香味能让人心情舒畅、理气解郁,提高工作

效率;使人镇定安神,消除疲劳,思维活跃清晰;能改

善睡眠,利于疾病的康复.正因为花香好处很多,自
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花香耐久法是古人通过酿

花、干花、花茶制作令花香持久不散的方法.相对于

现代令植物花香持久的方法而言,花香耐久法具有

极强的实用性,可以直接使用.比如说玫瑰花茶的

制作,将采摘好的玫瑰花与复火后的茶坯按照茶二

花一的比例在４０ ℃左右薰制８小时,然后起花复

火,提花,最后将薰制好的玫瑰花茶保存在密封的铝

袋中,放在清凉的地方存储.
“家无园圃,枯坐一廛,则眼前之生趣何来? 即

有芳华,一遭风雨,则经年之灌溉皆虚.不若采千林

于半囱,萃四序于一甄.”养花插瓶法是古人中国式

插花与保鲜的方法[１５],主要步骤:a)插花取材.在植

物丛杂的地方选取初放有致的花枝,选择一两根并列

的、色彩有搭配的、不繁杂不单独的,有画意的枝条,

见图４(a).b)器皿选择.一类是铜瓶:以出土青绿入

骨、砂斑垤起的旧瓢最佳,实在没有可选择款制精良

的铜瓶,款式有花觚、铜觶、尊罍、方汉壶、素温壶、扁
壶.一类是细润光洁的哥窑、象窑、定窑、柴窑出品的

瓷瓶,款式有纸搥、鹅颈、茄怠、花尊、花囊、蓍草、蒲槌、
壁瓶,见图４(b).c)制作培养液.梅花更适合先腌泡

在猪肉汁,然后去掉猪油,等冷却后插入瓶中,瓶中的

培养液不会结冰,而且细小的花蕊都会开放.海棠花

需要绑束薄荷叶在剪切的地方,然后用薄荷水浸养.
牡丹刚折断时,用急火燎切口,然后用蜂蜜浸养,自会

开花,花谢后剩下的蜂蜜可以再次利用,见图４(c).

d)造型与保鲜.造型忌左右对称.花卉靠雨露滋润

生长,所以瓶养时也应用天降的雨水,而且每天需要

换水,如果插花三四天不换水,花朵就会凋零,花蕊

就会干枯.剪去茎根部叶片,用急火燎剪切或者折

断的地方,如此既可保持茎内储藏的养料,又防腐

烂,见图４(d).

图４　古代插花与保鲜的方法①

　　插花有点缀室内空间、渲染气氛的功效;有促进

交流、增加感情的好处;有怡养性情、提高审美能力

的效用;有提高收入、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养花插

瓶法是古人总结的中国式插花与保鲜的方法,主要

是用来陶冶情操,提高艺术品位.相对于现代中国

式插花而言,养花插瓶法完全可以直接使用,因为其

内容与现代并无二致,几乎包括了插花的所有流程

与注意事项,比如说梅花的花瓶式插花.选择线条

优美、姿态自然、花朵微放、画意盎然的梅花枝条,然
后将枝条腌泡在猪肉汁中一段时间,再拿出插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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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显示出梅花高雅品质、装有清水的铜瓶或者瓷瓶

中,最后每天早或晚换一次水.

三、讨论与结论

通过对“课花十八法”详细内容总结、分类与分

析,形成了逻辑性较好、系统性较强的古代植物景观

营造技法,为现代学者去研究与古代植物景观营造

有关方面的工作提供了参考.同时,在分析各类技

法时,本文也从直接使用、改良使用与替代使用三方

面探讨“课花十八法”是否能够给现代植物景观营造

提供借鉴性或实质性的帮助,得出了科学性的结果,
总结为表１４.

表１４　“课花十八法”古为今用的分析结果

古为今用

类型
“课花十八法”技法

直接使用

收种貯子法、下种及期法、扦插易生法、接换神

奇法、过贴巧合法、移花转垛法

分栽有时法、种盆取景法、培育可否法、花香耐

久法、养瓶插花法

改良使用
辩花性情法、种植位置法、整顿删课法、浇灌得

宜法、治诸虫蠹法、枯树活树法

替代使用 变花摧花法

　　“课花十八法”是古代的植物景观营造技法,由
于历史、政治与科技等因素,有少数技法的内容虽已

过时,但其中大多数的技法对于现代植物景观营造

而言,依然具有极强的借鉴性与实用性,主要体现在

两方面:一是在植物景观营造思想上,通过优良的

植物繁育、种植设计与种植管理的技法可以控制

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令其符合人们的意愿,“人力

可以夺天工”.二是在植物景观营造技法上,通过

低毒低影响的病虫害防治、生态环保的有机肥料

施用、精心细致的种植养护与盆景插花的辅助观

赏,打造了宜人的室内外居住环境,“生态、科学、
实用、美观”.因此,现代植物景观工作者在运用

“课花十八法”时,应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在继承古人优秀技法的基础上,推
陈出新,做到古为今用.

另外,“课花十八法”的大多数方法是为了营造

苍翠欲滴、鸟语花香的室外植物景观,但也有部分方

法是为了营造淡香绕人、富有生意的室内植物景观,
比如花香耐久法、养瓶插花法与种盆取景法.由此

可知,“课花十八法”的各种方法,是针对不同植物提

出的,有着特定的适用植物对象,难以涵盖所有的植

物.例如,花香耐久法适用于花朵芳香怡人的植物,
而不适用于花朵产生臭味的植物.所以,无论古代

还是现代,在运用“课花十八法”营造植物景观时,都
需要根据其适用对象,做到因“物”制宜.当然,古代

关于植物景观营造的优秀专著还有很多,仅局限于

“课花十八法”或«花镜»难以对古代植物景观营造有

全面性的了解,因此需要研究更多与植物景观营造

有关甚至是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景观营造有关的优

秀古籍,如«群芳谱»«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园冶»
等,挖掘其中合乎时宜、生态、实用的理论与方法,在
继承传统的同时将其发扬光大,为现代风景园林规

划设计与景观营造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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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景观对杭州佛寺园林空间结构影响的定量分析

胡　广,杨怡雯,王丽娴,李　雅,胡绍庆,江俊浩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通过 Depthmap软件对杭州三所佛寺灵隐寺、法镜寺、香积寺进行空间句法定量分析.选择空间句法

中的三个常用参数,分析寺庙可行层和可视层的空间结构变化及其与佛寺面积大小的关系;同时比较佛寺局部空间

连接值、整合度和绿地率的关联性.结果表明:在整体空间,植物景观主要影响空间可行层,大寺庙受到植物景观的

影响更强;在局部空间,植物景观则主要影响空间可视层,植物空间占有率(绿地率)越高,对视线的限定效果越强.

根据调研结论和佛寺园林空间自身特点,文章提出了佛寺园林营建与规划的设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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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寺园林是寺观园林的一个分支,在我国古典

园林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内涵.中国的佛寺本质上

属于宗教场所,但在伽蓝建筑上却采用官署模式制

度,园林风格杂糅了佛、儒、道三家文化的多种特性.
同时佛寺园林既具备服务信众朝拜的公共性,又考

虑僧人居住的私密性,要求其在空间上实现开放和

保守的统一.目前关于佛寺园林的研究已取得许多

成果[１Ｇ３],研究内容以园林植物种类、植物文化和佛

寺意境居多.而在空间结构上,很多研究都属于定

性分析,从定量角度分析佛寺园林的较少,这使得佛

寺空间的研究成果偏于主观性,较难直接指导园林

的设计与营建.
空间句法是量化空间结构的常用分析方法之

一,早期多用于分析城市空间,近年来逐渐被运用于

园林空间分析[４Ｇ７],研究成果渐丰.然而现有研究也

存在一定的不足:a)主要运用空间句法对园林现有

空间结构进行简单描述[８Ｇ９],而较少解释园林中植物

景观的作用;b)主要集中于私家园林和传统村落,
而对数量众多的佛寺园林相对缺乏关注;c)主要探

讨某一园林的空间格局,缺少对同一类型不同样本

之间的横向比较分析.
鉴于此,本文采用空间句法,选取杭州佛寺园林

三种不同场景的景观空间,定量分析植物景观对佛

寺园林空间结构和游客行为的影响,进而探索佛寺

园林植物景观营造手法.

一、杭州佛寺的历史发展与价值

杭州作为我国东部历史最悠久的城都之一,是
吴越与南宋都城的旧址,具有丰富的佛教历史文化,
对我国汉传佛教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在吴越国统

治期间,杭州就是当时中国寺庙最多、最集中的区

域,为当时的吴越赢得了“东南佛国”的美誉;而在宋

代,杭州更是将佛教文化发展至我国佛教历史的巅

峰,苏轼在诗中记叙为“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
潘阆诗中描写“临水傍山三百寺,僧房携杖遍曾

游”[１０],«天竺山志»也对当时杭州佛教的盛况进行

了形象的描绘.«西湖浏览志»中描述的杭州佛寺景

观:“杭城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
吴越立国,宋室南渡,为四百八十寺,海内都会未有

加于此者”[１１],进一步佐证了杭州佛教文化的繁荣



程度.辉煌而丰富的佛教历史背景赋予了杭州深刻

的佛教文化内涵,杭州至今仍保留众多名刹古寺,这
些历史悠久的佛寺是我国佛教文化研究的宝贵案

例.从现存的佛寺园林中发掘其所蕴含的空间设计

思想与规律,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

考虑到寺庙的面积梯度、所处环境(景区和城

市)以及寺庙的知名度和访客数量等因素,本文选取

杭州主城区内的灵隐寺、法镜寺和香积寺作为研究

对象,进行佛寺空间分析.
灵隐寺位于杭州西湖以西,开山祖师为慧理大

师,始建于３２６年,是杭州最早的名刹之一,被誉为

江南禅宗“五山”之一.现今灵隐寺为１９７５年国务

院批准重建,于１９８７年进行全面整修.法镜寺位于

灵隐寺之南,原名下天竺翻经院,同为慧理大师创

立,建于３３０年,也是杭州最早的寺院之一.该寺在

１８６１年被兵火烧为灰烬,１８８２年重建,之后多处损

毁.现寺院为１９８２年重建,２００６年修缮整治,至今

仍在恢复扩建之中,现为西湖唯一尼众寺院.香积

寺位于杭州拱墅区,始建于９７８年,原名兴福寺,后
更名香积寺,是京杭大运河上驰名的香客集散地,曾
是从运河进入杭州的第一座和离开杭州的最后一座

寺院[１２],现寺庙为２００９年重建.

(二)研究方法

空间句法(Spacesyntax)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

由伦敦大学的比尔希利尔(BillHillier)与朱利安

妮汉森(JulienneHanson)等人提出,它以几何拓

扑学为理论基础,是对城市或建筑等整体空间进行

量化分析的辅助手段[１３].空间句法处理过的空间图

形,可以从图面分析来解释空间结构与人的活动之间

的相互关系.空间句法主要有三种基本分析方法:轴
线分析法、凸状空间分析法和视区分析法[１４].轴线

分析法是通过把道路转化成轴线来分析不同功能区

的特点,凸状空间法一般用来处理有高差的空间,视
区分析法则适用于边界复杂的小空间区域.空间句

法最早被应用于城市研究和建筑规划设计方面,经过

慢慢发展与完善,逐渐被许多学者引入风景园林领

域.笔者尝试用该定量方法研究分析佛寺园林景观.
与私家园林相比,本文所选择的杭州佛寺园林

内路径相对规则、简单,植物和建筑构筑成边界复杂

的较小空间,因此适合采用视区分析法(Visibility
graphanalysis,VGA).用此方法对灵隐寺、法镜寺

和香积寺的园林空间进行分析,着重探讨植物景观

对佛寺园林空间结构的影响.
视区分析法涉及的空间参数一般有整合度、连

接值、视线集聚系数、视线平均深度值、可理解度等,
本文选择连接值、视线集聚系数、整合度３个常用参

数(表１)进行分析.
表１　空间句法参数说明

参数 含义 说明

连接值
(Connectivity)

表示与该空间相连的空间个数的多少,
表现空间渗透性[１５]

值高表示该区域相连的空间个数多,空间渗透

性强;值低表示相连空间少,空间渗透性弱

视线集聚系数
(Visualclusteringcoefficient)

表示空间边界在视觉方面的限定效果的

强弱[１６]

值高的区域能看到的视线方向少,限定效果强;
值低的区域会呈现出多方向的视线选择

整合度
(Integration)

反映一个空间单元与系统中所有其他空

间的集聚或离散程度[１５]

值高表示便捷度、可达性高;值低表示便捷度、

可达性低

　　本文涉及的植物景观特指在佛寺围墙内、建筑

外,对游客视线和行为产生明显影响的固定成片植

被或大型单体植株,不包括建筑内植物和可移动盆

栽.在此定义基础上,对三座佛寺内植物景观的物

种、数量、高度、枝下高、占地面积和空间位置进行实

地调查和数据采集,并绘制CAD平面,建立数据库.
将佛寺平面空间分成两种场景:a)可行层,指在

寺庙围墙所围合的寺庙内部空间中,游客可以行走

的区域,建筑、植物景观和水景为不可行走区域;

b)可视层,指在寺庙围墙所围合的寺庙内部空间

中,游客视线可穿透的区域,在建筑空间上属于不可

视的遮挡区域.当乔木枝下高低于１．５m,灌木高

度高于１．５m 时,植物景观对游客视线造成遮挡,
这类植物的栽种区域也属于视线不可穿透区域.
亭、廊、漏窗、门洞等视线可穿透的园林要素在私家

园林中对可行层和可视层的影响较大,但是由于佛

寺的宗教特殊性,其建筑内佛像、石碑等均对视线产

生阻隔,因此本文分析中将建筑中视线被阻隔的亭、
廊、漏窗等视同于建筑.将平面图导入 Depthmap
软件中,设置网格尺度为１．０m×１．０m,进行 VGA
分析.同时为了排除不同寺庙面积和建筑布局本身

对景观空间结构的影响,本文还设置了一个对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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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假设寺庙空间不存在植物绿化时的空间环境,利
用该对照层的空间格局参数,对各寺庙空间参数进

行相对化处理.相对值的大小体现了植物景观对佛

寺园林空间结构的影响.相对值大于１,说明植物

景观疏通了佛寺空间结构;相对值小于１,说明植物

景观阻隔了佛寺空间结构;相对值等于１,则说明植

物景观对空间结构不起作用.相对值与１的差值体

现了植物景观对空间结构的作用强度.相对连接

值、相对视线集聚系数、相对整合度和绿地率的计算

方法如下:
相对连接值＝研究空间连接值/对照层整体连

接值;
相对视线集聚系数＝研究空间视线集聚系数/

对照层整体视线集聚系数;
相对整合度＝研究空间整合度/对照层整体整

合度;
绿地率＝植物种植面积/空间总面积.
通过比较三所佛寺的对应空间参数,分析不同

面积是否对佛寺的景观空间格局产生影响,并比较

佛寺园林空间的相对连接值、相对视线集聚系数、相
对整合度三者的整体平均值在有无植物景观情况下

不同空间层的数值变化.同时将佛寺局部空间按类

型分类,从局部连接值和局部整合度两方面分析寺

院中最活跃的空间和最僻静的空间,并采用 SPSS
对每个局部空间的相对连接值和相对整合度与该局

部空间的植物景观占有率(即绿地率)进行相关性分

析,探讨植物景观对佛寺局部空间的影响.

三、结果与分析

佛寺的 VGA分析图能直接将参数数值的高低

变化反映在图片色彩上,从两个方面有效地帮助我

们理解和研究佛寺空间:a)通过图层的对比,可以说

明寺院空间的参数值从可行层到对照层是升高或降

低,即假设寺院中没有植物景观时对寺院空间参数

的影响是变大或减小;b)通过相对参数的对比分

析,结合平面直接观察,分析植物景观对寺院局部空

间的影响.
(一)佛寺整体空间分析

通过 CAD 分析佛寺平面可知,灵隐寺面积为

５２３８５．４４m２,法镜寺面积为１３５９０．５５m２,香积寺

面积为８１８２．２５m２.实地调查测量得到灵隐寺植物

景观面积为１３６４６．３６m２,占佛寺总面积２６．０５％;法
镜寺植物景观面积为７１４．４８m２,占佛寺总面积

５．２６％;香积寺植物景观面积为５０９．１７m２,占佛寺

总面积６．２２％.
采用 VGA 分析法,将灵隐寺、法镜寺、香积寺

的三种场景(可行层、可视层、对照层)CAD 导入

Depthmap软件,以１．０m×１．０m 的平面单元赋值

来计算其空间参数值,将计算结果以 VGA 分析图

(图１)模式导出,并选择可行层和可视层的连接值、
视线集聚系数、整合度三个参数,通过数值相对化处

理后,统计其整体空间的参数平均值(图２).由图

像与数值两方面分析寺院的空间,探讨植物景观对

佛寺园林空间结构的影响和造成空间变化的因素.

图１　佛寺 VGA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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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寺庙整体空间格局

注:寺庙面积按照灵隐寺、法镜寺、香积寺依次降低.

　　图２的分析结果显示,三座寺庙的相对连接值、
相对视线集聚系数和相对整合度均小于１.同时笔

者发现佛寺园林的可行层在整合度和连接值上受到

植物阻隔作用的影响要大于可视层;而视线集聚系

数值变化在两个层次上则无明显差别.
从图２可知,不同佛寺均表现为对照层的连接

值最高、可视层次之、可行层最低的规律,说明植物

景观对佛寺建筑围合的景观空间起到了进一步分隔

的作用,但在视线和行走路径上作用强度有所不同.
植物景观对可视层的限定作用降低了建筑空间基础

连接值的５％~１８％,而对可行层则达到了３５％~
６５％的限定作用(如图２(a)所示).面积大的佛寺

连接值比面积小的佛寺受到植物景观的限定作用更

强,这可能是由于其独立空间个数与绿地率决定的.
大型佛寺内佛事活动更为丰富,要求有更多的室外

独立空间,连接值的本底数值较高,但是较多的空间

连接节点更易受到植被的阻挡;同时灵隐寺植物景

观占寺庙面积比例较大,分布也更为均匀,导致该寺

庙的空间连接值,特别在可行层水平受植物景观的

影响要比其他小寺庙强.
三座佛寺不同空间层相对视线集聚系数相近、

规律性不明显(如图２(b)所示),这可能是因为每个

寺院中的植物空间配置上的差异导致其对空间遮挡

性的效果不同.植物的形态、大小、栽种位置造成空

间转折方向、数量的变化,从而影响视线集聚系数.
灵隐寺的植被面积较大,分割了空间,增加了多方向

的视线选择,降低了视线集聚系数;但是其各殿前空

间边界限定性强,强化了视线集聚系数(图２).而

法镜寺、香积寺的植被面积小,空间数量少,结构较

简单,边界明显,其视线集聚系数平均值和灵隐寺差

异不大(图２).这也和寺庙一般具有相对固定的游

览路线保持一致.在规划中,视线集聚系数值可以

用来规划标示牌放置位置,在 VGA 图(图１)中,视
线集聚系数值最低的区域表示可选择方向最多的区

域,在此处设置路牌,能最有效地为游客提供游线指

引和相关信息.
整合度用来判断空间便捷度和可达性,植物景

观对寺庙空间可达性的影响与空间连接值类似,可
行层受到的阻隔影响要强于可视层(如图２(c)所
示),说明佛寺中植物景观可以用来降低空间可达性

和人员入侵性.可行层整合度明显下降,说明佛寺

中的植物种植分割了游客的行走区域;但可视层与

对照层整合度差异不大,说明佛寺整体的视线可达

性好,佛寺仍保持比较完整、连贯的观赏视线[１７].
不同于连接值随寺庙面积变小而受到植物景观的影

响程度降低的规律,空间整合度和佛寺面积的关系

并不明确.面积与空间布局适中的法镜寺受到植物

景观的影响最小.
(二)佛寺局部空间分析

提取灵隐寺、法镜寺、香积寺的局部空间进行分

类,将性质相同的空间归为一类,分类结果如图３所

示.选择佛寺每个空间类型可行层和可视层的相对

连接值和相对整合度两个参数值,与该局部空间的

绿地率进行对比,分析其变化与植物景观空间占有

率之间的关联性.
通过统计不同局部空间的相对连接值和相对整

合度,发现局部空间可行层和可视层的连接值和整

合度变化趋势基本相似.具有宗教仪式作用的局部

空间,特别是主殿前空间的连接值和整合度较高,而
僧侣生活空间(如禅院空间、侧殿院落等)的连接值

和整合度相对偏低;同时由于法镜寺后院面积较大,
绿化较好,也具有较高的连接值和整合度.值高的

区域表示该空间是游客经过、停留较多的区域,值低

的区域是游客较少的区域.不同局部空间的空间差

异说明佛寺的空间结构与其功能相一致:宗教仪式

感强,游客数量出现、停留频繁的局部空间,与周边

空间的连通性和可达性高;而对私密性要求较高的

局部空间,则具有较高的空间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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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王殿前空间;②钟鼓楼空间;③主殿前空间;④药师殿前空间;⑤法堂前空间;

⑥华严殿前空间;⑦侧殿院落空间;⑧生活区空间;⑨禅院空间;⑩后院空间　　　

图３　佛寺局部空间分类示意

注:灰色区域即选择的寺庙园林局部空间,数字表示佛寺园林局部空间分类.

　　回归分析发现,灵隐寺各局部空间可行层和可

视层的相对连接值、相对整合度和绿地率均具有显

著的线性关系(如图４所示),植物景观占据空间的

比例越高,该局部空间的连接值和整合度越高.而

法镜寺和香积寺则没有显著的线性相关性.不同于

植物景观在整体空间上对可行层的影响较大,灵隐

寺局部空间可视层连接值、整合度与绿地率的回归

线斜率均大于可行层(如表２所示),说明植物景观

在局部空间对可视层的影响比可行层更大.这也

说明植物景观构建的局部空间独立性,特别是生

活空间的隐私性,更多地体现在视觉独立性,即园

林营造手法中的“障景”[１８].在灵隐寺中,植物景

观占据空间的比例越高,该局部空间的连接值和

整合度越高.

图４　佛寺局部空间连接值、整合度与绿地率的关系

注:回归线说明存在显著线性相关,没有回归线则不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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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佛寺局部空间连接值、整合度与绿地率的线性回归分析

佛寺 空间参数 斜率 解释度 显著性检验

灵隐寺

可行层连接值 ８．５１ ０．９３５ ０．００１
可视层连接值 ４３．７７ ０．９１１ ０．００３
可行层整合度 １０．０５ ０．６３０ ０．０５９
可视层整合度 １６．０２ ０．６４０ ０．０５６

法镜寺

可行层连接值 １．９６ ０．００２ ０．９２９
可视层连接值 ３８．２２ ０．２９４ ０．２６６
可行层整合度 ２．７７ ０．００９ ０．８５６
可视层整合度 １７．６１ ０．１９８ ０．３７６

香积寺

可行层连接值 －４０．８９　　 ０．４０９ ０．３６１
可视层连接值 －２６．５７　　 ０．０８６ ０．７０６
可行层整合度 －２６．６２　　 ０．２８２ ０．４６８
可视层整合度 －２８．７５　　 ０．２３６ ０．５１４

注:显著性检验值小于０．１,表明具有显著线性关系.

四、讨论与结论

(一)讨　论

焦云祥等[１９]以太原永祚寺为例,得出“在宗教

园林中,景观空间的规划与该空间的宗教需求紧密

联系,一般通过规整的对称、封闭式布局营造宗教中

庄严肃穆的氛围;寺院中的建筑不仅发挥着空间边

界的作用,限制了空间可视性和可达性,建筑两侧的

园路还对空间视线和动线具有统领作用”,该结论与

本文对于杭州三所佛寺的研究结果相符.对灵隐

寺、法镜寺、香积寺三座寺庙的研究发现,服务于主

殿、发挥宗教仪式的空间,通常为佛寺中连通性可达

性最高的空间,而僧侣生活区空间则具有较好的私

密性和空间独立性;从佛寺整体空间分析的 VGA
图(图１)中发现,有无植物景观对佛寺空间影响最

大的是主殿前空间和建筑两侧通道上的空间.
此外,其他运用 Depthmap分析园林空间的研

究表明“江南私家园林利用有限面积营造的‘小中见

大’空间感与其空间复杂程度有关”[５].从本文三座

寺庙的空间量化分析结果可知,在相同面积的空间

中,寺院的植物景观越丰富,则寺院连接值和整合度

越低,对寺院空间复杂程度的影响越大,“假山、水
面、植被等园林要素降低了园林空间可行层的连接

度和整合度,却营建了园林中步移景异的景观效果,
在视觉上营造了丰富的空间变化,在游览路线上也

增加了观赏的趣味性”[８].
目前许多运用空间句法的园林研究仅是通过空

间可行层与可视层两个图层的对比说明园林空间的

营造,并未将植物景观结合园林空间整体考虑.而

植物作为园林中唯一具有生命的元素,与建筑、山石

等其它要素结合形成的封闭空间、半开敞空间、开敞

空间构成了多样化的园林观赏空间[２０],对游线的引

导、景观的营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单一园林的

分析中,这种可行层与可视层的简单对比可以较好

地描述园林的空间结构.但是如果在不同园林的比

较分析中,园林面积和本底的建筑格局本身存在差

异,对空间结构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可能会对结果产

生一定影响.在本文中,对于三个寺庙的空间研究

模拟了寺院中不存在植物景观情况,设置了对照层,
利用相对空间参数来去除寺庙本身建筑空间和面积

的影响,结果仍说明植物景观是影响和建构园林空

间、营造园林意境的重要元素.
本文选用的空间结构参数均体现了游客在佛寺

园林中视线和游览路线的自由度,对于佛寺园林的

设计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连接值的分析表明寺庙

的植物景观相当于不同空间之间的自然型屏风,降
低了临近空间的渗透性,提高了各局部空间的独立

性,避免不同空间内不同景观和游客活动互相干扰.
而整合度对于园路规划的合理性有重要影响,以整

合度为基础,规划游园路线,可以得到一条经过园内

各个 景 点、适 合 游 客 有 组 织 环 形 游 览 的 最 佳 路

线[１７],让游客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更全面地感受

园林空间的变化之美.
空间句法为园林整体的空间格局提供了一个较

为有效的量化途径,但是由于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城

市和建筑群,因此其在园林空间分析的应用上也存

在一定缺陷,主要表现在空间句法仅考虑水平面上

的空间结构,而对空间垂直面的差异无法直接分析.
本文选择的佛寺虽然处在山地和城市的不同环境

中,但样本寺庙内区域的坡度基本一致,对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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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小.如果在地形起伏较大的场地,则其分析

效果的可靠性可能受到影响.同时植物的空间季相

研究中发现“植物所营造的景观空间中,非落叶季的

可视层连接值和整合度,都明显比落叶季的值低,因
为在非落叶季时期,植物的搭配组合能够扩大景深、
丰富空间层次,而在落叶季时期,植物的叶片凋落,
空间遮挡性降低,使景观视域扩大、视觉空间扩

展”[２１],这也说明园林植物对于构建空间的影响是

动态变化的,要从不同时间维度上考虑其空间结构.
(二)结　论

对中国佛寺园林空间组织的研究自明清时期已

有记载,但大多体现于对空间与意境的描绘,受研究

者本身主观感受影响较大.本文通过空间句法分析

来量化分析植物景观对佛寺园林空间的影响,拓宽空

间数字化分析在园林中的应用,为佛寺园林植物景观

设计提供新思路.本次空间句法研究侧重横向比较

不同研究样本,并运用CAD软件模拟了三种场景,运
用视区分析法对佛寺园林植物空间展开了分析.

通过空间句法对杭州佛寺园林空间的可行层、
可视层和对照层的比较分析,发现植物景观对佛寺

空间的影响可以归纳为:

a)在整体空间上,植物景观主要影响空间可行

层.寺庙面积越大,植物景观对可行层的限定效果

越强.植物景观对可行层进行了有效的空间隔断,
同时又保留可视层的空间通透性,既增强了宗教的

庄严性和仪式感,又表现了佛教的亲和性和普度众

生的包容思想.

b)在局部空间,植物景观主要影响空间可视

层.植物空间占有率(绿地率)越高,对视线的限定

效果越强.植物景观通过连接或阻断不同空间的视

觉联系,对空间的独立性和隐私性进行了二次划分,
满足佛寺对不同空间的功能需求.

佛寺空间的重要性一般是根据佛教思想的传统

礼制“佛法僧”排序的,即“山门、佛殿、佛塔”———“法
堂、禅堂、经藏”———“僧舍、自修空间”,佛寺的空间

营造规律都是以中轴线为主要轴线,在伽蓝七堂布

局的基础上进行加减法来控制佛寺尺度和空间[２２],
因此佛寺植物景观的空间配置应该体现此类基本准

则.结合本文的结果,笔者认为在佛寺园林的营建

过程,特别是整体规划阶段,应该注意:

a)更多地利用植物景观,而非硬质材料来划分

佛寺的不同功能空间.

b)在大型开放空间,应合理利用植物景观视线

穿透性和空间阻隔性,营造宗教场所的仪式感和亲

和性,例如灵隐寺主殿前空间是该寺最重要的宗教

仪式空间,在此运用的植物景观并未阻挡游客视线,
反而使其成为整个佛寺空间最为开放的场地,同时

对游客行走路线进行有序引导,保证人流高峰期该

空间的安全性.

c)佛寺内既有宗教活动场所,也有僧侣起居场

所.增加起居空间的植物景观占有率,可以限制视

线干扰,有效保障佛寺安宁的起居和修行环境.
未来研究还需对植物配置与寺庙园林环境的生

态服务和游憩功能方向的关联性展开量化分析,以
期为佛寺环境的植物景观设计和园林管理工作提供

更为深入的理论和应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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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analysisofeffectofplantlandscapeonthe
spatialstructureofBuddhisttemplesinHangzhou
HUGuang,YANGYiwen,WANGLixian,LIYa,HUShaoqing,JIANGJunhao

(SchoolofCivilEngineeringandArchitecture,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Quantitativeanalysisofspacesyntax wasconductedforthreefamoustemples,Lingyin
Temple,FajingTemple,andXiangjiTempleinHangzhoubyDepthmap．Threecommonparametersin
spacesyntaxwereselectedtoanalyzethespatialstructurevariationatwalkablelayerandvisiblelayerand
itsrelation with area oftemplates．Besides,therelationshipsamong spatialconnectivity,spatial
intelligibilityandratioofgreenspaceoflocalspaceoftempleswerecompared．Theresultsshowedthat
plantlandscapeaffectsthespatialstructureonthewalkablelayer．Strongereffectswerefoundonthe
largertemple,andplantlandscapemainlyaffectsthespatialstructureatthevisiblelayeratlocalspace．
Strongersightrestrictioneffectswerefound withthehigherratioofgreenspace．Accordingtothe
investigationconclusionandthecharacteristicofBuddhisttemplegardenspace,thedesignsuggestionon
constructionandplanningofBuddhisttemplegardenwasputforward．

Keywords:spacesyntax;Buddhisttemplegarden;Depthmap;plantlandscape;spatial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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