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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接纳与改造

曲曼鑫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陶行知生活在新旧时代交替阶段，既接受了旧时代的儒学育化，也受到了新时代的知识

涵养。作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陶行知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接纳和

改造主要体现在思想、实验和精神方面，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提炼出“生活教育”学说，彰显出实践

性、创造性和平民性三个特点，推进了教育平民化的进程，丰富了教育改革的实践经历。同时，为当

前教育改革提供了智慧启迪与变革经验，继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知行观。

关键词：“知行合一”；陶行知；王阳明；知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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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在教育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学说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接

纳与改造。陶行知基于当时的中国教育实际情况和他自身的学习经验，在思想与实践层面和王阳明进行了

一次超时空对话。其中的过程值得玩味，进而体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当前教育改革进入全面深

化阶段，需要结合教育需求和现实情况，创建有效的实践育人机制，深入挖掘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的宝贵智慧

和经验。

一、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哲学基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陶行知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一位极具影响力和国际声望的人民教育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他本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目的，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生活教育学

说。生活教育学说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

一”三个方面。关于生活教育之理论阐述，陶行知发表了《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陶行知在文中指出，“我们

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基于当时的教育境况，他指出，中国教育

普遍存在“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的通病，使培养出来的人一无所能。毛泽东在评价陶行

知时说道：“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

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①可见，“知行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重

要哲学基础，然而这一思想并不是他凭空提出的，而是对明朝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进行

的一系列接纳与改造。可以说，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体系尤其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

提出以及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实践有着导向性作用。

“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语出《尚书》，其后“知”与“行”的关系便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知行先后、知行高低、知行难易等论争。明朝自武宗后便陷入了

国贫民困之境，忧时之士对于亡国之音颇为不解，找不到世风下滑的根源，于是便归之于人心之不正，而人心

之不正又归之于圣学之不明。此时，思想界的巨擘———阳明先生便应运而生。

—１—



明武宗正德三年，王阳明针对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论以及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言行脱节的弊端，首

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了“知行合一”学说。知，即道德意识；行，即道德行为。他认为，知行虽可二分，却不可将

其“分为两截”去做，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他在对“知行合一”进行阐述时，列举的大多也都是与

道德有关的例子，如忠君、孝亲等活动。他提出：“某尝说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

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①他也曾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

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

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王阳明尤其强调“知行本体”，即“真知”，他认为真知有两个

方面，一个是知必能行，另一个是知道如何去行。知道就必须要去付诸实施，否则就不是真知，而是一种无用

之知，就好比有的人读了很多书，完全不去行动，既不能提升自己，也无益于他人和社会，读书再多也不是真

知。而“真知”最终也要知道该如何去行，有些人读了很多书也希望能够付诸行动，却不知该如何去行，即存

在知识论与方法论不能实现有机结合的问题。

王阳明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于平定宁王叛乱后正式提出了“致良知”。所谓良

知，在王阳明看来即为“心之本体”。他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定盘针，它能够真真切切、实实在

在地为我们指导方向。我们只要按定盘针的指引去做事，就不会迷失方向。“定盘针”在王阳明这里叫作

“本心”，又叫作“良知”。在此基础上，“致良知”是将“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教育的作用于是也就

显现出来：经由教育所揭示的良知功夫就是要让“愚夫愚妇”也能体察本然之良知，向内心寻求德性修炼之

道，而这个德行践履的方法就是“知行合一”。王阳明指出当时社会言行相诡的弊端并加以纠治，正是其儒

家担当精神的一种表现，应合了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境况，在新旧时代交替中唤起对良知与行动的渴
望。陶行知在这一背景下接纳了王阳明的思想学说，并逐步加以改造，焕发出新的生机。

二、陶行知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接纳与改造

任何历史时代，社会的革新与改造都要求改造与发展故有文化。因此，任何一种历史文化之开合演进，

都必须以满足当时社会或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为目的。变革时代，这种客观需要作为社会进步的要求必然

要促发形成时代思潮，使原有学术思想体系发生解体，并通过广泛而深刻地对社会群体批判意识的历史反

思，进行革新性的调整、改造与发展，以至形成一种能够满足客观需要的新文化体系。处于中西方文化碰撞

时期的陶行知，便深受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和实践的影响，结合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教育发展要求对其进

行了接纳与改造，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知行观。

（一）思想学说，强调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思想时至今日已有 ５００年之久，其当时的历史境遇和现在的社会实际已有霄壤之别，然其教育思
想仍可为现代教育所借鉴。陶行知是新旧时代交替的人物，可谓是王阳明思想学说的重要继承者和发展者，尤

其是王阳明的知行观对陶行知的思想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从信仰“知行合一”的理论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将王
阳明的知行观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陶行知的知行观经历了由“知行”到“行知”再到“行知行”的过程。

陶行知对王阳明思想的接纳更多地来自于传统与文化，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吸收过程。王阳明所提出

的“知行合一”，强调希望通过“知”与“行”的统一，注重道德行为与道德活动，纠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知行

脱节”的弊端，即只知不行或只行不知，以拯救日趋衰落的明封建王朝。他强调摆脱日常生活中各种私心、

私利、私欲的束缚，从而“发明本心”，按照“良知”的教导去做事，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在当时的传统封建社会

具有反教条、反权威的积极意义。而陶行知正处于近代社会的转折时期，传统的中国与新兴的西方在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冲突与交融，人们高度颂扬主体意识，蔑视正统主流思想，强调自我

解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刚进入金陵大学求学的陶行知便接触到了王阳明的思想，无疑为他冲破传统思

想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寻求救国之道提供了武器，指明了方向。“从戊戌到辛亥，思想政治界的一部分先行

者，无论是较为温和或较为激进者，都极其推崇王学。”②

１９１０ 年，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校长亨克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开始了对王阳明思想学说的认真学习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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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５ 页。
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５８ 页。



１９１１ 年，陶行知将自己的名字由“文?”改为“知行”，表明了自己对于“知行合一”学说的坚定信仰。他还曾
在 １９３４ 年发表了《行知行》一文，其中讲道：“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
‘知行’。”他认为，认知在先，实践在后，先知后行，知行并重。这种观点虽然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的色彩，但

也是陶行知确立哲学观的开始，对陶行知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１９１４ 年，陶行知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正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日趋成熟及其影响逐渐达
到高峰之时。他对陆王心学的皈依，牵引着他与杜威的实验主义产生共振。杜威和王阳明都通过把思想与

社会活动必然地联系起来，给思想注入了道德的目的。就王阳明和杜威两人而言，思而无行便毫无意义，既

缺乏目的又缺乏结果，两人或多或少有着知识的工具主义色彩。陶行知并不排斥这一观点，知识与教育本就

不可分割。杜威教育学说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注重行动的哲学观，与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期间学习的王阳明

“知行合一”的哲学观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相通或相似之处。“中国王学甚好，在美国亦有相似之哲学，杜威

一派的实验主义，即注重实行之哲学，与王学知行合一之说相同。”①这使得陶行知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

进行了创造性吸收，强调“做”与“行”的重要性，注重理论同实践的联系，注重科学实验，以科学方法办教育。

１９２７ 年，陶行知在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并对前一阶段的知行关系
作了一个颠倒，将“行”置于“知”之先，提出“行先知后”的观点。陶行知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开宗明义地

表明，“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②。为此，

他在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将自己的名字从“知行”改为“行知”，表示自己对于“知行”的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
王阳明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有着直接影响。１９３０ 年，陶行知在《生活即教育》一文中认为，中国

遗留下来的旧文化与生活教育是有冲突的，“是上了脚镣手铐的”，而这些“脚镣手铐”就是“以天理压迫人

欲”，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天理为第一要件。陶行知认为“以天理压迫人欲”的原因在于把天理看成一件事，

把人欲看成另一件事。在他看来，“欲”并不是坏的东西，通过教育可以将天理和人欲打成一片。③ 当陶行知

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学说时获得了很多好评，同时也遭到了众多质疑。

陶行知写了很多文章来解释生活教育学说的合理性，其中很多文章都采用了王阳明《传习录》中“问答”的方

式，如《湘湖教学做讨论会记》《答操震球之问》《答朱端琰并致一般怀疑教学做合一者》等。

从陶行知解释其“教学做合一”的文字中，也能看出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本体”的影响。从语言表

达形式上说，“教学做合一”借用了“知行合一”的形式；从内容上说，“教学做合一”更是“知行合一”教育中

的翻版。他认为“初生的小孩子便是教学做合一。做的意义，比平常用法要广得多，这是对的。但是，‘学也

是做’‘教也是做’‘教育就是做’的三句结论，殊有语病。我们可以说‘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我们

也可以说‘教学做合一便是生活’”④。陶行知立足于“知行合一”来解释“教学做合一”，强调王阳明心学所

提倡的在“做事”上下功夫。他说：“我们的一条鞭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即教的法子根据学

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⑤

陶行知认为仅仅读书是不够的，书里介绍的是古人的行、今人的行、外国人的行和中国人的行，“如果有

所知，也不过是知人之所知，不是我之所谓知”。造成这个的原因，也正如陶行知所说：“中国学子被先知后

行的学说所麻痹，习惯成了自然，平日不肯行，不敢行，终于不能行，也就一无所知。”陶行知敬告国人：行是

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先知后行的土壤里，长不出科学的树，开不出科学的

花，结不出科学的果。”他还以法拉第、爱迪生的发明过程，来说明他们获得知识的进程是“行知行”，由知识

做根、做指导，再去有计划地行动，从而获得更多、更高一级的知识，一切发明创造都遵循这个认识过程。

作为一名新事物、新事业的开创者，陶行知必须为他的这种开创寻找合理性依据，才能号召当时有激情有

理想的年轻人来到晓庄，和他一起奋斗，因此，在当时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科学主义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

景下，陶行知也写过批评王阳明的文章。“知行合一”不是说任何时候都必须“言行一致”，成大事者要有大德，

同时也必须要有智慧，做事也必须讲策略。王阳明本人做事就很讲策略，战场上没有与敌人讲《论语》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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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然：《中国教育一瞥录》，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３ 年版，第 １４５ 页。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 ２ 卷，四川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３ 页。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 ２ 卷，第 ４９３ 页。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 ２ 卷，第 ２７ 页。
陶行知：《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５３ 页。



而是讲《孙子兵法》的诡道。“知行合一”不排除运用策略去对抗小人和坏人，以完成自己有利于“天下苍生”的

使命。陶行知做事效率高，处事机智灵活，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人际关系都很融洽，这就是他对“知行合一”的灵

活运用。他结合时代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并

以此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成功地找到了完善个人品格和寻求救亡图存之道。

（二）躬行实践，主张身体力行

王阳明的一生戎马倥偬、披坚执锐，扶危定乱、躬先士卒，他最后病逝在征战而返的归途中，真正做到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谓是“知行合一”的最佳注脚。诚如宋佩章所言，王学在社会中得以存亡接续、得以

风靡一时、得以在思想界领军，其根本原因在于王学的实践品格。① 邓艾民先生也认为：“他的主要功绩并不

在于一时一地‘破心中贼’，而在于为更困难、更重要的‘破心中贼’创造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型塑了更为完善

的榜样。他不仅创造了致良知的学说，更是用他的一生践行了致良知的学说，成为了封建主义的圣人。”②

王阳明在给罗整庵的信中也说道：世上有两种讲学，一种用口耳，一种用身心。前一种人，嘴上说得天花

乱坠，随意地揣测经典的涵义，只求一时的名声；后一种人，讲求个人的精神修养，并在日常生活中用生命去

践履，这才能有得于心，才是真正的儒家学者。王阳明当是后者，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内外兼修。在教育方

面，王阳明用他的一生践行了“知行合一”这四个字。李国均认为美国著名学者狄百瑞对阳明学的研究堪称

得其三昧，狄百瑞对王阳明的教育实践极为佩服，对王阳明曾有过一段持平之论：“最大的才干与其说是个

哲学家、学者或官吏，不如说一直是教员。作为教员，就其学生的数目之多、师生建立的学派之众和当时教育

思想的广泛影响来讲，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他具有如此直接的个人影响。”③王阳明一生均

以弘扬“圣学”为己任，３４ 岁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之时，便开始讲学授徒，直至 ５７ 岁病逝。在他 ２３ 年的讲
学生涯中，６ 年在家讲学，１７ 年在朝中、军中讲学，无间冬夏、始终若一。办学校、立书院成为他每到一地的
“规定动作”，他的一生与若干书院和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被贬于贵州龙场，他先创建龙冈书院，后受聘为

贵阳文明书院主讲；任江西巡抚时，他建立社学，大修濂溪书院；在绍兴、余姚，他先后承建稽山书院、阳明书

院，并在龙泉山寺授课，可谓名噪一时；晚年被派到广西平定战乱，他创办思田学校、南宁学校、敷文书院，又

可谓造福一方。王阳明的教育实践，不仅表明他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他措置裕如的办学经

验和别具只眼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学知识的蕴蓄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陶行知在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一生中“所做”大于“所说”，更加认识到“行”的重要性，他

的行动与文字相比蕴含着更深刻的智慧。按照当时对留学生的一种分类，一为文士派，只知读书，不管其他；

二为尚外派，以为外国的一切皆好，中国的一切皆不足；三为流学派，随波逐流，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四

为名誉派，沽名钓誉，滥竽充数，以为留学镀金，即可身价十倍；五为求学派，具改良之思，抱救国之念，专心向

学，务求实得。按照这种分类，陶行知则属于最后一类人。他的大多数理论写作和公开言谈，都是为其行为

作合理性解释与说明的。他并没有像鲁迅、胡适那样去全面深入地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而是凭

着多年来积累的组织活动的经验以及他所体悟到的“知行合一”的智慧，进行了快速而准确的改革行动。

陶行知于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在南京郊外的乡村开办晓庄师范，在此期间，陶行知对他的生活教育思想进行了
实践。晓庄学校的教学活动非常独特，实施的是真正的生活教育，是一种建立在儒家心学“知行合一”原则

上的生活实践。在晓庄，没有专门的教师负责分门别类的课堂教学，只有指导员；没有呆板的上课制度，也不

完全按照书本去讲课，而是把教学活动分成文学、教育、农艺、美术、科学、政治、乡村建设、医药卫生等各种小

组，根据各组的研究需要，有的科目讲几个小时，有的讲两三周，有的讲三四个月或一学期。没有寒暑假，大

家以校为家过一种集体生活，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一种新的乡村文化。经常有特约的校外专家、教授来晓庄指

导学员们的“教学做”活动。在“教学做”活动中，学员们办公的办公，自学的自学，分管校务的处理日常工

作。晓庄的大小校务都由学生轮流担任，从煮饭烧菜、买菜洗菜、担水劈柴，到收发文件、会计出纳、仪器保

管、图书管理、农具整理、接待来宾等等，都分别实际练习。陶行知如果在晓庄，也一样会参加买菜烧饭、洒扫

庭院。他经常在烧饭这件事情上，讲他“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这样，晓庄的学生都锻炼出很强的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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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将教育与生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劳力上劳心，知行合一、知行本体，于行为的

细小处见深刻的大义，在具体的事情中，做到“心中有理”“行中有道”。

（三）传承精神，追求思想自由

在陶行知、胡适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眼中，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是自由。其最基本的自由观是

“自由的目的在于使人自知本性，不受制于他人，同时又必须尊重异己者的自由，能容忍异己的意见”①，也就

是西方思想家所说的“侵人自由与放弃自由，同为天下第一大罪”。陶行知在其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

强调，真正的自由贵在自制自克，贵在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进化，这明显带有王阳明儒家心学的色彩。后

来经过美国进步主义思想的洗涤，“五四”之后，陶行知高度推崇思想独立、个性自主和人格精神。产生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包括自由、宽松的氛围，独立的人格精神，必要的生存凭借。在一次论《学生的精

神》的演讲中，陶行知把“科学的精神”“改造社会必具的委婉的精神”和“坚强的人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并

称为学生在新时代应当具有的精神。在另一次题为《学做一个人》的演讲中，陶行知把具有“健康的身体”

“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职业”并称为一个完整而健康的人所必备的条件。

自由主义的批判态度是陶行知恪守的思想原则。从他对待孙中山的态度上，我们就能看出他所坚持的

思想自由。陶行知钦佩孙中山，却并不因此迷信他。１９２４ 年 ８ 月，孙中山与广州商团发生冲突，下令扣压商
团军械并通缉其首领，商团则以组织罢市的形式进行反抗。陶行知将自己的同情放在商团一方，肯定国民商

团组织的合法性，希望以“提倡民生主义”为己任的孙中山能“爱护广州的商团”。随后，陈炯明在广东逼走

孙中山，陶行知委婉而不指名地批评孙中山：“刚性的领袖，缺少度量，自取失败，丧失国家元气，至为可惜。”

在教育领域，陶行知也推崇自由自主精神，主张教育应超然独立于党派之外，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对此，

当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人鼓吹“党化教育”时，陶行知对这一行径予以了正面驳斥。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与进步主义有着密切关联，进步主义强调的教育的社会渊源和社会责任的思想，

可能是推动陶行知前进的一个动力，并从知识根据上肯定了晓庄实验的正确与热情。但真正起核心作用的，

可能还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儒家心学。儒家心学与陶行知所具有的基督教的救世情怀相

结合，成为陶行知晓庄实验更为根本的推动力。② 陶行知开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意图不仅是办一所培养乡村

教师的学校，而且是要通过办学解决祸害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的一整套问题。晓庄师范不仅成为传统的书

本学习中心，而且也成为乡村管理、防止盗匪、农业研究、文化更新、经济复苏等中心。在陶行知的计划中，晓

庄实验是把教育扩展为包罗一切生活，也就是作为“整体生活”的文化，使教育等同于生活，使生活等同于文

化。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行动准则便成为了晓庄实验的核心和根基，同时以杜威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进步

主义教育思想作为其知识依据，以基督教救世情怀作为推动力。陶行知最终将这三种不同的文化融会贯通

于乡村生活之中，因地制宜地开创了晓庄师范这一新天地。

陶行知通过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接纳与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对当时社会发展与教育需求

之间的矛盾作出了教育家的判断与实践。既是对教育理念的创新，也是为数不多的教育家对“人”的成长的

思考，知行合一，力做真人。陶行知的“知行观”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智慧结晶，应在还原其历史时空的基础

上，探寻其时代特点。

三、陶行知“知行观”的时代特点

陶行知生活在新旧时代交替阶段，既接受了旧时代的儒学育化，也受到了新时代的知识涵养。他深受中

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对陶行知影响颇深，他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结

合时代背景与自己的教学经历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其过程与影响有着实践性、创造性和平民性的特点。

第一，实践性。陶行知的“知行观”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中国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着深刻体察，在

研究和吸收传统文化合理因素和借鉴西方现代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其以实践为核心的观点。陶行知认

为，“须将一个现代社会的生活或该有的力量，一样一样的列举，归类组成一个整个的生活系统，即组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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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书系统”①。陶行知将实践作为生活与教育之间的桥梁，基于生活教育提出“育才二十三常能”，包括洗衣

做饭、种菜种花、打字开车等，这些都属于实践性活动。陶行知深受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提出“行动是老

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的断语，又指出“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

语，断语又生了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②的科学生活步骤，论证了“劳力”和“劳心”、“知”和“行”、“教”与

“学”等矛盾关系的对立统一。在此基础上，他特别注重做，做就是“必有事焉”，要参加实际活动，在实际活

动中做到思想和生活、理论与实践相联系。陶行知认为，教与学要真正地发挥实际效用，就要使其在生活实

践中得到统一。陶行知是一个毕生注重实践的教育家，“极端重视实践。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精神，是使

他的事业与思想不断往前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他坚决反对教条，反对束缚人们头脑的腐朽东西，他的战斗

口号是‘打倒裹头巾’”③。所以，实践性是陶行知知行观的首要特点。

第二，创造性。创造性是陶行知思想体系的一大特点，不仅体现在教育方面，也体现在其知行观的形成

上。陶行知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批判性地吸收了西方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等思想。他说：“‘教育即生

活’这句话，是从杜威（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先生那里来的，我们在过去是常常用他，但是，从来没有问过这里边有什
么用意，现在，我把他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④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生活力、自动力和创造力，丰

富和完善了自己的知行观，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学说。同时，他提倡“创造新自己，创造新中国，创造新

世界”。在践行自己的知行观的过程中，他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如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开办了第
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１９３２ 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主
张。创造性的思想和实践奠定了陶行知“知行观”的创造性。

第三，平民性。《易·系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

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陶行知一生都在用他所体悟的“道”，为中国社会下层民众和乡村农民谋

福利，推动教育下移，解决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生存问题，这是陶行知的伟大之处。陶行知除了有为天下人

谋福利的志向，还将进步主义所倡导的科学、民主作为切实可行的工具，而其核心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陶行知所体悟的“道”是为人民服务的“道”，用陶行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在“大道”上，武训的为人及做事，可能是一个更具体、更生动地影响陶行知行动的焦点，这一焦点汇聚了基

督教、儒家心学和进步主义的因素。深入探讨陶行知和武训的关系，可能会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陶行知的

“平民性”。陶行知在《生存圈边》一文中提出，“人类的社会好比是一个圆圈，这圆圈我称它为生存圈。有些

人是安安稳稳的住在圆圈的中心，叫做生存圈心的人；其余的是人山人海的拥挤在圆圈的边沿，叫做生存圈

边的人”⑤。陶行知作为一个生活在生存圈心的人，他没有向胡适那样，指望能够在乱世找到一扇可以逃逸

的门，进入一间高高在上的安宁的房间，像上帝那样眺望那些在没有方向的围城中挣扎的男男女女。所以，

平民性的陶行知“知行观”的基础特性，是其思想存在的土壤。

当前中国教育处在转型期，面临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建设教育强国、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时代任

务，需要一批知行合一的务实理想者与实干家。２０１９ 年 ２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提出要“更加注重知行合一”。陶行知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接纳与改造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
的自己的“知行观”，对当今教育和生活仍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从改革观念层面看，教育要符合人民大众

的需求，坚定以人为本的教育改革方向；从改革实践层面看，教育改革需要敢于打破传统思维，勇于尝试，扎

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从教育思想看，陶行知的“知行观”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相呼应，教育必须与实践相结

合，继续产生引领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思潮，如实践育人、劳动教育等；从教学层面看，陶行知所主张的

“教学做合一”“艺友制”等仍有继续存在的教学空间，用实践驱动知识，用行动革新教学。作为一名教育工

作者，需要继续加深对“知行合一”的认识、对生活教育理论的理解，学习陶行知探索、求真的精神，构建具有

包容性的知行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直面真实的生活世界。

（责任编辑：钟玖英　 校　 对：刘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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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普适开放与人事兼容的陶研谱系
———《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简评

潘　 标
（浙江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３）

摘　 要：“陶行知研究”是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成果纷呈，力作迭出。经“学术谱系”钩

连，学界可见灿烂的学术图景与其外的学术空地。围绕 ２０１８ 年底出版的《承继与嬗变》，分别讨论
其作为“研究的研究”之若干独到史学方法与学科关联意识，烛幽索隐之学术功力，及内在的指引

后续研究之学术特质。在学术谱系研究中，学者应自觉避免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作简单粗暴

的封闭式研究，而应从历史深层的社会脉络出发，更加有效地寻求不同群体之间的承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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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作出了开创性研究和伟

大贡献。又因其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进行大量教育实践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被后人不断研究。由

于陶行知本人涉及领域甚广，因此，陶行知研究也吸引了历史学、哲学、教育学、文学以及社会学等诸多社会

科学领域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迭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陶行知研究是 ２０ 世纪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
热点，它所经过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同时代的其他教育家研究中是比较突出的”①。

陶行知研究学者群规模庞大，涉及面甚广，却未经学界梳理与阐释，其内在机理与核心学术理念的传承

脉络不被外界所知晓。换言之，陶行知研究的繁荣与不断向纵深延拓亟须呼唤“研究之研究”。以此而言，

刘大伟的《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②对学界，尤其对陶行知研究学者群而言，无疑如春霖润田

般必需与及时。

由于《承继与嬗变》一书为陶行知研究学术谱系中的拓荒之作，无法进行横向之比较。因此，本文拟分

三个部分仅就此书内容和方法展开分析，分别讨论“人”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及“人事”在此书中的有机融

合，此书的主题开放性与广阔的再研究空间，及由此而来的想象与求证史学方法在书中的充分体现。

一、人即是事：人与事的高度融合

中国传统史学是人的历史，非常注重人的因素。如以“六经皆史”观点看，则从《尚书》到《左传》，中国

的历史叙事完成了从事到人的转变。《史记》以后，更可以认为是人的传记，《史记》即有所谓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之说。但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西方史学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即所谓人的消失。

布罗代尔认为“个人是命运的囚徒，他们试图影响事件发展进程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在他的著作中的

‘主角’菲利普二世更多的是一个‘反主角’，完全无力改变历史的进程”③。福柯认为“上帝之死与人之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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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区别”①。受此影响，梁启超批评了以个人为单位的二十四史，他认为，叙述、褒贬都应该以团体为单位，

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

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公理公例之所在”②。

当然，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史学，虽然排斥人的因素，尤其是个人因素，但是其分析历史的

走向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如何将人与事很好地结合起来，运用于历史研究中，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

们现在既不是要回到《史记》去，研究纯粹的人的历史，但也不能只讲事件，忽略人的因素。而是如何将两者

很好地结合，论证历史才能显得更加科学与深入，而目前史学界恰恰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缺乏这样的力作。

《承继与嬗变》则是近年来鲜见的这方面的佳作。甚或可以说，此书是人事高度融合的作品。作者自己在绪

论里所说，他的写作方法是“摒弃中国传统史学中‘见事不见人’的研究思路”③，这当然是对的。但同时必

须指出，此书的价值并非仅限于此，作者有意自我掩盖了此书的另一突出特点，即在重视人之外，此书将人与

事高度融合在了一起。随意翻开此书，到处可见陶行知研究学术谱系中一个个鲜活的“人”，这些“人”的学

术活动与背景，也成为作者重要的研究对象。作者正是在这些人与这些事的交融研究中，书写了一部具有高

价值与开创性的佳作。这既是学术谱系这一特殊研究对象所决定，也是作者的学术自觉所致。

二、主题的开放性：广阔的再研究空间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论及什么是经典的文学作品时说：“经典作品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能带来

发现的书；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④因此，所谓文学经典应当具备两个明显特质：一是普适

性，即能够揭示出人类共通与恒久的本性，所以不因时间所限，初见如重温；二是广阔的再创造空间，因此之

故，再读也能激发读者之新想象、新思想。历史研究也是，选题的普适性才能造就后学的广阔再创造空间，研

究才具有深厚的价值基础。

英国著名的晶体物理学家、当代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认为，“课题的形成和选择，无论作为外部的经济

技术要求，抑或作为科学本身的要求，都是研究工作中最复杂的一个阶段。一般说来，提出课题比解决课题

更困难，所以评价和选择课题，便成了研究战略的起点”⑤。陶行知的伟大造就了璀璨的学术群体，这个学术

群体的研究成果又催生了《承继与嬗变》的问世。因此，选择陶行知研究学术谱系作为研究对象，是有着深

厚基础与学术前提的。换言之，《承继与嬗变》是陶研学人学术自觉共同推动的成果。

就学理层面而言，所谓广阔的再研究空间是一个个不断连续的节点。作为“研究之研究”，本书很好地

将陶研学人按谱系进行编排论证，呈现了前期学术研究再研究的广阔空间，是前期陶研学人的一个后置节

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厘清了陶研历史脉络。作者为我们呈现了陶行知身前身后不同陶研学人对陶不同的看法，并分析

这种不同看法的政治社会因素，使得学术的视野从单个零碎的研究中跳出，整合梳理后形成系统性的结论，

陶行知的研究与陶研学人也得以多维度立体式展现。二是钩沉陶研成果，谱就学人谱系。在西方，“谱系”

本是生物学专有名词，随着近代社会科学的发展，逐渐被社会科学学者所借用，进而形成一种学术门类。

《承继与嬗变》一书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在梳理陶研学人谱系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证了谱系之间的嬗变逻辑

发展脉络，以及这种脉络与逻辑的社会与政治原因。而作为后续陶研学人的前置节点，《承继与嬗变》是一

个开放性的研究主题。大到国家民族，小至家庭个人，教育是永恒的命题。陶行知又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教育

家、思想家，陶行知的研究必然是一个无法休止的研究乐章。《承继与嬗变》作为学术谱系研究的开拓性著

作，必将随着陶研的不断深入而为后贤赓续，烛照陶研前行之路。

三、大胆想象与小心求证：口述与文本的逻辑关联

在史料充分的基础上，历史的研究无法离开大胆的想象。余英时认为，“历史想象实为历史家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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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辉：《何谓哲学》，中国戏剧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６２ 页。
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９８ 页。
此处作者所说的中国传统史学，笔者认为是近代新史学以来倡导传统史学一派，而非近代以前之传统史学。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上海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９ 页。
［英］贝尔纳：《科学的科学》，《研究》１９５５ 年第 １２ 期。转引自林定夷：《问题学之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５６ 页。



的要素。盖历史材料无论其为器物或文字都是有限的，其本身不能单独地显现出历史全貌，而史家之所以能

在有限的遗迹中讲出古史之大体情形者，端在其具有此种想象力”①。意大利历史学家沙耳非米尼也认为，

“史家有一个曲折的迷津，在他的前面，有许多断片，已经消失殆尽了。这些缺陷，仅能借他的想象去填

补”②。虽然这种合理的想象遭到后现代主义的大力抨击，作为回应，历史的研究毕竟还有小心求证，即文本

史料的运用与考证。所以说，历史的研究依靠史料的小心求证与历史学者的大胆想象。而这两点，在《承继

与嬗变》中体现得非常充分。

关于大胆想象，比如在研究开拓期的华东学人时，对于张文郁有如下描述，“尽管并非陶门弟子，但张文

郁对陶行知的尊崇之心却丝毫没有减弱，矢志不渝地保持着对陶氏教育理论的信服”③。作者并没有对张文

郁做过访谈，以上描述显然为基于相关史料所作的大胆而合理的想象。寥寥平常数语的想象，并非多余闲散

之笔，而是作者刻意之布局，即通过文本证据外的想象，“刻画”陶研学人对陶行知爱之切，而唯有爱之切，方

能以同情之想象实现知之深，知之深，则研究自然直透陶行知本真，这对研究陶研学术谱系有着非常重要的

深化作用。

小心求证方面，尤显出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求证主要基于史料而言。史料种类很多，诸如器物遗存、

档案碑刻、书信日记、口述史料等，而“史料鉴别又必是精华所在”④。所谓史料鉴别，即是史料求证之硬功

夫，这在《承继与嬗变》中也是俯拾皆是。

体现之一，就是口述与文本的互证。

如在研究陶研学人章开沅时，作者对其进行采访，以其口述史料表明，陶行知是章开沅的两个榜样之一。

那么，有没有别的文本史料作为旁证，说明章开沅确实是倾慕陶行知，从而走上陶行知研究之路？作者在一

处用了章开沅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章开沅在金陵大学读书时，“发表《陶行知与武训》一文，批评学校电化

教育馆只制作关于武训的幻灯片而忽略了功绩更大的陶行知”⑤。此外，作者在另一处用了另一陶研学人余

子侠的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论文详细阐述了余子侠在章开沅的影响下，如何走上陶行知研究之路的情况。

“自留华中师大任教后，我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第一个学术领域，就是恩师（章开沅）牵头的陶行知系列

研究，所以我平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陶研’方面的文章。”⑥以上史学方法与论证思路，充分体现了作者

以多种史料互证，以达信史目标的学术素养。

体现之二，就是将文本史料与口述史料作了有机融合。

口述史料属于三亲史料，有着文本史料不可替代的鲜活性。加之《承继与嬗变》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作

者又基于锐意打破当代人不写当代人之禁锢，口述采访便成为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根据笔者统计，全书进

行过口述采访的陶研学人群体中，有章开沅、胡国枢、童富勇、金祥林、董宝良、李刚、储朝晖、夏德清、周洪宇、

喻本伐、熊贤君、胡克坚、蔡幸福、姚渝生 １４ 位之多。这 １４ 位陶研学人遍及各个谱系，甚至遍及海外。更为
重要的是，作者将口述史料与文本史料有机融合，在采用口述史料基础之上，辅以陶研学人本人的研究成果，

两方面论证作者的相关观点。这种史学方法得出的结论，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在陶研学人学术谱系研究中，并未将各谱系作割裂封闭式考察，而是基于某

些共同的学术脉络与发展逻辑，在分析不同时期学术环境的基础上，将各谱系按照一定的学术传承进行互为

论证式的分析，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璀璨的陶研学人群体图景。

虽然学术谱系的研究并非学术界新鲜事物，在目前可见的出版物中，就有医学、农学、哲学、文学等成果，

但教育学领域的谱系研究不多。通观《承继与嬗变》，可以得出一个中肯的结论，此书已为陶研学术谱系作

了很好的开拓性研究，也必将给后续研究形成深远的影响与提供广阔的主题；而其具有的多方面内容与方法

上的创新，以及实现创新的路径选择，也为学界提供了有益的学术思考。

（责任编辑：钟玖英　 校　 对：刘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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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士庶天隔”新探

杨恩玉
（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

摘　 要：南朝社会“士庶天隔”的“士庶”，应指士族与庶民，而不是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士庶

之别体现在士族享有任官、就学、免役、免商税、荫客、占田、占山、免肉刑，以及士庶不婚和车服异制

等方面。西晋以来士庶之别逐步形成，东晋时“士庶天隔”的局面基本定型。士族的占田、荫客、免

役、免商税等特权从经济上，九品官人法在政治上，士庶车服异制和互不通婚从社会生活上，这诸多

因素造成“士庶天隔”。南朝时由于士族的衰败和庶民的崛起，策试入仕制度和官班制的实施，庶

民通过窜改户籍、与士族婚媾、建立军功、经济实力的增长、文化修养的提高等途径，导致士庶的界

限日益消解。

关键词：“士庶天隔”；士庶；特权；形成；消解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９． 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７９０２（２０１９）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７

南朝社会阶层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士庶天隔”。对于这一社会现象，学者主要从士庶交往和士庶政治势

力的消长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①但“士庶”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对这个基本问题学术界还存在很大分歧。

“士庶天隔”的表现有哪些？这一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逐步消解的？对于这些重要问题，学者们虽

然有所论及，但还未见到系统的专题研究，本文拟就以上四个问题略作探讨。

一、“士庶”的含义辨析

对于“士庶天隔”的“士庶”，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见解。１．学者普遍认为是指士族地主与庶族
地主。例如，何兹全先生说：“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最足以反映这时期门阀地主和一般地主在身份上

的划分。‘士’是指门阀世族，‘庶’是非门阀地主。”②刘静夫先生将士族与庶族对举，认为“庶族主要是指无

特权的地主和商人。”③《词源》“士庶”的第二个含义是：“士族与庶族。从东汉开始，在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形

成的世家大族叫士族，不属于士族的地主阶级叫庶族。”④２． 祝总斌先生认为：“士庶之‘庶’，即庶人、寒人、
小人”⑤。汪征鲁先生也认为，“庶是指庶民，是指寒门、单家”⑥。李琼英先生说：“所谓士庶，士是指士族、世

族，是当时的特权阶层；庶是指庶民，又称寒人，家世无官宦……在政治经济上不享有任何免役免税特权。”⑦

３．陈琳国先生认为，“‘士庶’连称，在当时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士大夫与庶民，即官吏与百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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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含义是指士族和寒门”①。４．韩雪先生提出：“所谓‘士庶之际’，是士族与士族以外的人的区别，也是士
族内部高门与寒门的贵贱之别。”②详加考察，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现对此略作考证。

“士庶天隔”出自《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要探究“士庶”的含义需要从此入手。在一次朝会上，六位

官员讨论小人犯罪同符伍的士人是否连坐，以及是否需要将“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改为“主

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降以补兵”。尚书左丞江奥说：“士人……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

苦。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尚书右丞孔默之则认为：“君子小人，

既杂为符伍，不得不以相检为义。士庶虽殊，而理有闻察……”显而易见，“士庶”指“君子”与“小人”。由于

“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就指统治人民的统治阶层，“小人”则指从事生产劳动、被统治的平民百姓。

卫将军王弘议论说：“诸议云士庶缅绝，不相参知，则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许不知，何许士人不

知。小民自非超然简独，永绝尘秕者，比门接栋，小以为意，终自闻知，不必须日夕来往也。”③这里更明确说

明，“士庶”分别指“士人”与“庶民”“小民”，即平民百姓。所以“士庶”又可以称为“士民”④。正因为如此，

当时人经常将士大夫与庶民对举。建平王刘宏的中军录事参军周朗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

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⑤

“士庶”的“士”所指的士人、君子，是不是所谓的士族呢？回答是肯定的。“士人”又被称之为“士大夫”

“士流”，即士族。宋孝武帝“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士人怨之。”⑥“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

‘属名’。”⑦士族可以荫佃客和衣食客，享有免役特权。因此，这里的“人士”“士人”，都指士族。会稽名门孔

觊，其弟道存、从弟徽，借作地方官之机经营商业，孔觊责备他们说：“汝辈忝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⑧

“士流”即士人、士大夫。北齐的郑州刺史库狄伏连，“专事聚敛。性又严酷，不识士流。开府参军多是衣冠

士族，伏连加以捶挞，逼遣筑墙。”⑨此处的“士流”与“衣冠士族”相一致，这更明确说明史书所说的士人、士

流就指士族。因而当时的“士庶”指士族与庶民。

朱大渭先生提出：“魏晋以来常讲的‘士庶之别’，是指士族地主和庶民（不单指庶民地主）的区别……因

为庶民中既有地主，也有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从国家法权上讲，士族与庶民地主的界限是极为严格

的，所谓：‘士庶区别，国之章也’；‘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士庶天隔’，实际上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瑏瑠朱先

生对士庶的两个诠释，前者是正确的，后者似乎不妥。魏晋南朝史书所说的“士庶”，其含义是一致的，都指

士族与庶民。魏明帝“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

究竟，意无厌倦。”瑏瑡这里的“吏”指官吏，“士庶”与“吏民”对举，含义基本一致，泛指士人（包括官吏）与庶民，

是全国人口的统称。普通庶民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所以上书“文辞鄙陋”。都督兖青等六州晋陵诸军事、兖

青二州刺史王恭，“不闲用兵，尤信佛道，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瑏瑢此处“士庶”的“庶”就

指上文的“百姓”，他们是服徭役的人，即需要服役的庶民，包括没有免役特权的庶民地主。《南齐书》卷二

《高帝纪下》：建元元年（４７９）十月辛巳诏中说：“末路屯夷，戎车岁驾，诚藉时来之运，实资士民之力……若四
州士庶，本乡沦陷，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可听州郡保押，从实除奏。”这里的“士庶”与“士民”含义完全相同。

“士庶”指所有在籍人口，包括士族与平民百姓即庶民。士庶的含义直到唐代依然如此。《新唐书》卷一九九

《柳冲传》记刘芳曰：“（隋）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

人僭矣。”此处的“庶人”即庶民，士族与庶人对举，统称士庶。唐长孺先生说：“门阀贵族被称为士族，此外便

都是寒门或庶族。因而士庶之别一方面是阶级区分的等级形式，所有一切被压迫阶级都是庶族、寒人；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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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又是统治阶级内部上下层的等级区分，不管是原有的地方豪强，新兴的各样地主在他们没有取得士族称

号以前也只能是庶族、寒人。”①唐先生的观点如实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只是将庶民称为庶族似乎不妥，

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庶族的基本含义是庶姓，而不能等同于寒门”②；即“与宗室对举之庶族，指的是异姓大

臣或高门”③。

二、“士庶天隔”的表现

南朝时期“士庶天隔”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通常认为的士庶之间不交往、不同坐，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

不能成立。④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指出：“在六朝时代，社会划分为士和庶两大阶级。士族的特权……第

一是任官权，第二是就学权，第三是免役权。”西晋设置太学与国子学，国子学招收士族，太学招收庶人。⑤ 萧

梁在国子学与太学之外设置了五馆，“国子学招收贵族与上层士族子弟，太学生局限于下层士族子弟”，五馆

招收“寒庶子弟”⑥。士庶之间在入学资格上泾渭分明。众所周知，汉代最基本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被荐举

者需要通过策试才能正式任官。汉魏之际吏部尚书陈群创立的九品官人法，则让官僚子弟和士人通过中正

的品评后就可直接入仕，不需要考试。久而久之，士族子弟仅凭借门第、血统就能入仕，而且他们“平流进

取，坐至公卿”，从而形成了任官权。也就是说，士族世代做官，而庶民世代从事体力劳动，形成等级森严的

身份性社会，即“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⑦。这样庶民就丧失了入仕的权利，所以赵翼

评论说：“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⑧即使庶民要担任卑微的胥吏，

在年龄上也受到严厉限制和严重歧视。萧齐时“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⑨。庶民担任卑贱的胥

吏，年龄要比士族大 １０ 岁。
士族的免役权分为免劳役和兵役两项内容，这在南朝都有明确的记载。萧齐的东中郎长史、行会稽郡事

顾宪之说：山阴县“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瑏瑠即士族享有免除劳役的特权，只

有庶民才负担徭役。士族官僚公然宣称：“士人既终不为兵革”，因为“士人，可杀不可谪”瑏瑡。政府如果强制

他们服兵役，就会遭到他们的激烈反抗。《宋书》卷八二《沈怀文传》：宋孝武帝“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并不

服役，至悉逃亡，加以严制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莫不奔窜山湖，聚为盗贼。”士族免役的特权根深

蒂固，朝廷无力扭转乾坤。《梁书》卷五十一《沈 传》：“天监四年，大举北伐，订民丁，吴兴太守柳恽以（吴

兴武康人沈） 从役，扬州别驾陆任以书责之，恽大惭，厚礼而遣之。”沈 本人并没有官位，其父沈坦之仅官

至都官郎，但他属于士族，虽然门第并不高，却享有不服兵役的特权。由于朝廷要大举北伐，太守柳恽要征发

沈 服兵役，受到陆任的责备后，“厚礼”送沈 回家，乃由于士族免役的特权不能违背。士族的这一特权由

来已久。《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后赵“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既

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作

为旧族的士族，原来就享有这项特权，由于政局的动荡暂时丧失了，现在是恢复其免役权和入仕权。

士族除了以上三项特权外，士庶之间的差别还有如下几项。士族与庶民在制度上有明确的分界线，即

“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瑏瑢由此可知，士族与庶民的分界线是乡品二品，二品以上都属于

士族，三品以下则属于庶民。汪征鲁先生认为：“将低级士族、平民知识分子称为寒微士人、寒素，其分别具

有乡品三品至九品的品级。”瑏瑣这一观点可能不妥当。官班制的流外七班是“位不登二品者”担任的官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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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微士人为之”①。因而“寒微士人”属于二品以下的庶民知识分子，不包括低级士族在内。南朝时的低级

士族，例如上文所述的沈 ，其乡品也应是二品，庶民知识分子的乡品才是二品以下。

占田权和荫客权。据《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西晋规定：“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

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

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

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

举辇……命中武贲武骑一人。”由“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可知，不仅是品官，所有的士族都可以依据

乡品的高低占田和荫客。东晋继承西晋的制度，继续推行荫客制。《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都下人多为诸

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第

四品三十户。第五品二十五户。第六品二十户。第七品十五户。第八品十户。第九品五户。其佃谷，皆与

大家量分。其典计，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参军、殿中监、监军、长史、

司马、部曲督、关外侯、材官、议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数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

二人。第九品及举辇……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客皆注家籍。”士族庇荫的佃客、典计和衣食客，为士族耕田

种地、奔走效劳，他们的户口登记在士族家的户籍上，享受与士族一样的特权，即不服徭役。士族占有众多的

田地，就需要大量的佃客来耕种，因而其占田权和荫客权密切相关。这两项制度在南朝继续实施。士族拥有

荫客权就享有剥削他人的权利。萧齐的黄门郎虞玩之在上表中说：庶民“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

今反役人”②。这就深刻揭示了士族与庶民在阶级性质上的本质差异。庶民地主依靠其经济势力占有的佃

客，是非法的，史书称之为“隐客”，与士族合法的“荫客”不同。

占山泽权。《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附兄子希传》：刘宋时，“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

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事实上，高门士族凭

借雄厚的财力和人力占山锢泽没有限制，庶民只能望洋兴叹。《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谢）灵运因父

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

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会稽太守孟） 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

宁穥萾湖为田， 又固执。”陈郡谢灵运父祖留下来的产业已经很丰厚了，但他仍然欲壑难平，到处“凿山浚

湖，功役无已”，他的行为不仅没有遭到宋文帝的阻止，反而得到他的支持。这个事例突出反映了门阀士族

的贪婪和封山占水的猖狂。

免商业税权。《南史》卷七七《沈客卿传》：“旧制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由于士族没有商

业税，所以纷纷召集人手，从事商贩活动。刘宋初的太子左卫率“（向）弥治身俭约，不营室宇，无园田商货之

业，时人称之。”③向弥不经营商业，是凤毛麟角者，所以受到史家的称赞。

士庶不婚。由于士族和庶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士族内心产生一种优越性，将庶民

视为卑贱的群体。即“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④士族为了划

清与庶民的等级界限，为了保持贵族身份和地位，拒绝和庶民联姻，而只与门第相当的士族通婚。即士庶之

间“秦晋有匹，泾渭无舛”。出身士族的王源与庶民满氏通婚，被视为“姻娅沦杂”“实骇物听”，因而被御史

中丞沈约弹奏，“免所居官，禁锢终身”⑤。

士庶车服异制。《晋书》卷九《王宏传》：“太康中，代刘毅为司隶校尉，于是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庶

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缋。”这是早在西晋时的制度，东晋南朝无疑更为严厉。萧齐时，“三台五省二品文

官，皆簪白笔。”⑥“二品文官”指出身士族的官员，他们“皆簪白笔”，是为了与出身庶民的官员相区别。

士族在刑罚上享有诸多特权。１．士族在同伍连坐上享有特权。卫将军王弘说：“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
又士人坐同伍罹谪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宥，故不尽亲谪耳。”这就造成“今谓之士人，便无小人之坐；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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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民，谪受士人之罚”的不合理的状况。因而在王弘的建议下改为庶民犯罪，同伍的士人“罪其奴客……

无奴客，可令输赎”①。在元嘉前期之前，同伍犯罪律令并没有士人不连坐的规定；但事实上士族的连坐罪常

为朝廷豁免，从而造成庶民犯罪同伍的士族不连坐，而士族犯罪同伍的庶民要连坐。这种状况久而久之就形

成了惯例，士族获得了连坐的豁免权，例如在山阴县，《王弘传》：“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

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修改后的律令规定，庶民犯罪同伍的士族由其奴客承担连坐罪，没有奴客者缴纳

赎金。而士族犯罪，同伍的庶民仍要连坐。士族仍然享有特权。２．士族享有免肉刑权。宫崎市定先生指出：
“大夫以下的士阶层如果有过失，理应受到杖罚，杖罚之后便一笔勾销，这大概是汉代一般的观念。随着贵

族主义的发达，这种做法被取消了。但是，对令史的杖罚却一直保留下来。”②对令史要执行杖罚，是因为令

史出身庶民。而士族的肉刑一般得到豁免。《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郎官旧有坐杖，有名无实。（陆）

澄在官积前后罚，一日并受千杖。”陆澄一天之内被处罚一千杖，丝毫不用担心，因为这徒有虚名，事实上并

不执行。偶尔有严明的皇帝对士族官僚执行肉刑，就会遭到官员的反对而被迫停止。《南史》卷一八《萧思

话传附萧琛传》：“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坐杖罚者皆即科行。（萧）琛乃密启曰：‘……从来弹奏，虽在空

文，而许以推迁。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停息……其应行罚，可特赐输赎，使与令史有异，以彰优缓之

泽。’帝纳之。自是应受罚者，依旧不行。”３．犯同样的罪，对士庶的处罚迥然不同。《南齐书》卷五六《吕文度
传》：“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昭明太子萧统，“见后 小儿摊戏，后属有狱牒

摊者法，士人结流徙，庶人结徒。太子……令注（庶人）刑止三岁，士人免官。”③相同的罪行，对士族的处罚远

远轻于庶民，无论是在职官员，还是未入仕者。在刑罚上士族享有的诸多特权，其理论依据就是先秦的“刑

不上大夫”这一思想的复活，是魏晋以来贵族制的必然产物。

由上文所述可知，士庶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区别。在律令上起初并没有士

庶之别，但在事实上士族享有豁免权；后来士族在刑罚方面的特权合法化、制度化。

三、“士庶天隔”的形成

萧梁的尚书左仆射沈约认为，在“汉代，本无士庶之别”④；《宋书》卷九四《恩癰传》曰：“周、汉之道，以智

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在汉代，士人的子孙没有文化修养和

才干，不能入仕为官就沦落为庶民，庶民的子孙勤奋好学就上升为士人，二者之间是流通的，没有不可逾越的

鸿沟。按照沈约的观点，士庶之别是魏晋以来逐步形成的。萧梁的鸿胪卿裴子野说：“迄于二汉，尊儒重道，

朝廷州里，学行是先，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士庶虽分，而无华素之隔。有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高士，

犹侧清涂，降及季年，专称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所

论必门户，所议莫贤能。”⑤按照裴子野的看法，士庶之别是西晋以来逐步形成的，西晋末年形成门阀社会。

详加考察，裴子野的观点可能更符合实际。晋武帝泰始四年（２６８）六月的诏书中说：“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
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⑥。这说明西晋初期，出身庶民者只要道德操行优异，仍然可以入仕为官。“左

思父雍，起卑吏，晋武以为能，擢为殿中侍御史。”⑦左思妹“芬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武帝闻而纳之。泰

始八年，拜修仪。……后为贵嫔，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⑧左思的父亲原来是卑微的小吏，因为才能突出，

晋武帝直接提拔他为殿中侍御史。左思之妹左芬因为文才出众，被晋武帝娶进后宫，后来晋升为贵嫔。这些

事例足以说明，西晋前期士庶之别虽然逐步形成，但二者之间的分野还没有固化。西晋末年，特别是东晋以

来，才形成注重门第、忽视贤能的社会风气，门阀社会基本确立。

要分析士庶界限扩大的制度原因，九品官人法首当其冲。州郡中正都由高门士族担任，因而他们近水楼

台先得月，《晋书》卷四八《段灼传》：“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即“应该根据各人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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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的乡品，由于贵族主义的盛行而变成根据门第的高下授予。”①高官显宦的子孙获得较高的乡品，低级官

吏和没有官位的士人，其乡品总是较低，从而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

象在西晋前期遭到官员们的大力谴责，说明它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曹魏和西晋初期，“乡品二品不

容易取得，一般为乡品三品”；后来由于贵族主义盛行，出现“乡品膨胀的倾向……东晋时代，来自北方的流

寓贵族和土著贵族的子弟，似乎一概授予乡品二品”②。即东晋时期就形成了“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

还，遂成卑庶”的局面。士庶之间的鸿沟固定下来。

西晋以来，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制度，士族官员依法享有占田、荫客、免役、免商税等特权，这些特权

在经济上造成“士庶天隔”的局面；而士族的受教育权和九品官人法的入仕权，在政治上造成“士庶天隔”的

形势；士庶车服异制和互不通婚等制度从社会生活方面扩大了二者之间的分野。虽然“士庶天隔”的记载出

现于刘宋，但这种局面应该在东晋就基本定型。

四、“士庶天隔”的消解

从西晋以来“士庶天隔”的局面逐步形成，这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消解过程更加漫长而艰难，其

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其根本原因则是门阀士族的日趋衰败与寒庶阶层的日益崛起。

由于士族凭借九品官人法和门第就可轻易入仕，并且“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由于玄学思潮的深刻影

响，官员崇尚“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这种放达、无为的社会风尚导致政治日趋腐败。《梁书》

卷三七《何敬容传》：“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

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

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士族由于政治和经济上享有的诸多特权，养尊处优，日益堕落，东晋末年就丧失

了军事指挥权，刘宋时开始逐步丧失政治才干，于是皇帝不得不起用寒庶阶层的人。萧齐的寒人“（刘）系宗

久在朝省，闲于职事。明帝曰：‘学士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③齐明帝的话

突出反映了士族的腐败无能与庶民兴起的社会现实。

由于“士庶天隔”，士族又称“仕流”，他们世代为官是天经地义的，庶民则从事劳动，供养士族。如果偶

尔有几个出身庶民的人因缘际会跻身仕途，就会被视为另类而被称之为“恩癰”，意思是他们获得了非分的

职位，这不合乎朝廷的典章。庶民获取官位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军功，其次是个人才干与皇帝的恩宠。根据天

监四年（５０５）正月梁武帝的诏令，“士族子弟要想在三十岁之前入仕，必须精通一门儒家经典，办法自然是通
过考试及第；如果要按照原来的老办法凭借九品官人法与门第直接入仕，需要年满三十岁方可。”④这有力抑

制了士族的直接入仕，同时寒庶子弟也可以通过经学策试入仕。当时，“士族从流内十八班起家，寒微士人

即具备了士人条件的庶民从流外七班起家，寒人即一般庶民则从三品蕴位与勋位起家”⑤。在起家制度上，

虽然士族享有优越性，寒士和普通庶民处于劣势。但制度规定，“寒庶人士不仅可以从流外七班升至流内，

而且可以从低微的胥吏升迁至流内”，官班制从而“为寒庶阶层的入仕与升迁打开了通道”⑥。通过策试入仕

制度和官班制，寒庶阶层的人获得了入仕权，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士族和庶民在入仕制度上由原

来的天壤之别，日益拉近了距离。

由于门阀士族享有诸多特权，引起庶民的羡慕和嫉妒，富裕的庶民特别是一些富商、土豪，通过贿赂官

员，将户籍上的庶民改为士族。即“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

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⑦大量的庶民通过窜改户籍变为士族，导

致国家服役人口大量减少，为此政府不断“检定簿籍”。查出的伪造户籍者，政府责令限期改回原来的户籍，

百姓怨声载道，从而导致了萧齐时的唐寓之农民暴动。在农民武装斗争的强大压力下，政府被迫承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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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①。庶民窜改的户籍获得政府的认可。通过窜改户籍，相

当一部分庶民在户籍上变成了士族。

本来士庶不婚，但有些士族由于政治上落魄或在经济上拮据，为了谋生或贪图钱财而主动与庶民联姻。

《陈书》卷三三《王元规传》：太原晋阳人“（王）元规八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

豪刘調者，资财巨万，以女妻之。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元规泣请曰：‘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

安异壤，辄婚非类！’母感其言而止。”在婚姻关系上，士族将庶民视为“非类”，二者联姻士族视为奇耻大辱。但

士族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类似王元规固守士庶不婚的人固然存在，但已经是凤毛麟角，所以受到史家的表

彰而载入史册。有些士族则是因为贪图权势，与身居高位的庶民高官联姻，这种现象开始于刘宋时期。出身寒

庶的沈庆之凭借军功在刘宋时位至司空、受封郡公，王导的七世孙王锡将女儿嫁给沈庆之的儿子沈文季，是显

著的事例。萧齐时士庶联姻的事例进一步增多。庶民张敬儿依靠军功在萧齐时官至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谢玄的玄孙“（谢）超宗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②。出身行伍的王敬则，官至大司马，“敬则女为（陈郡谢）緿

妻”③。江左第一高门的琅邪王氏与陈郡谢氏尚且如此，其他家族可以想见。士庶不婚的禁锢日益解体。

门阀士族凌驾于庶民之上，必然引起庶民的不满和怨恨。和平时期，他们享尽荣华富贵；天下动乱时，他

们就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百姓镇压和打击的对象。《南史》卷八《侯景传》：侯景叛军围攻建康，“纵兵杀掠，

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又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

因杀以填山，号哭之声动天地”；经过侯景之乱，“都下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这次动乱消灭了

一大部分士族，幸存下来的士族，其往日的权势和气焰也受到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在侯景之乱和梁陈交

替之际，一部分土豪凭借武功崛起。例如，“侯景之乱，（熊昙朗）稍聚少年，据丰城县为栅，桀黠劫盗多附之。

梁元帝以为巴山太守。荆州陷，昙朗兵力稍强，劫掠邻县，缚卖居民，山谷之中，最为巨患”，最后官至平西将

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史家称：“梁末之灾?，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璧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

陵侮而为大。”④

江南经过多年的开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经济的繁荣，庶民中的地主和商人积累起大量的物质财

富，他们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例如，宗悫的“乡人庾业，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宾客”⑤。《宋书》卷九四

《戴法兴传》：“山阴有陈载者，家富，有钱三千万”。而有些士族如同前述王元规一类的家族由于衰败，则食

不果腹。《南齐书》卷三二《王延之传》：琅邪人“（王）延之清贫，居宇穿漏。褚渊往候之，见其如此，具启

（宋）明帝，帝即敕材官为起三间宅室。”东海人“（王）谌少贫，尝自纺绩”⑥。在经济状况方面，部分士族贫困

潦倒，而地主与商人则成为富豪，士庶有混同的趋势。

士族区别于庶民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拥有文化和礼法修养。在南朝一些庶民出身的人，依靠勤奋好学也

具备了士人的资格，这就是所谓的寒士。吴均“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他的文章得到高门士族、著名

文学家沈约的赞赏，吴兴太守柳恽召为主簿，扬州刺史、建安王萧伟任命为记室参军，“掌文翰”⑦。出身庶民

的吴均因为才华出众，不仅得到士族的赏识，从而入仕为官，而且还得到宗王的提拔。这种现象在宋齐时代

是难以想象的。《梁书》卷四八《沈峻传》：沈峻“家世农夫，至峻好学……昼夜自课，时或睡寐，辄以杖自击，

其笃志如此……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初为王国中郎，稍迁侍郎，并兼国子助教”，官至武康令。这些拥有

才学的庶民，不仅跻身仕途，而且得到士族和皇族的赏识，士庶的界限日趋消融。

综上所述，“士庶天隔”是东晋南朝特有的历史现象，是门阀社会的产物。士庶之别在政治、经济、文化

和社会生活诸方面都有体现。这种差别是政府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造就的。由于士族的衰败和庶民的崛起，

士庶之间的分野日益消解，所以在士族大肆宣扬“士庶天隔”的同时，开始出现“士庶不分”⑧的局面。

（责任编辑：胡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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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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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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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书》卷三四《虞玩之传》。

《南史》卷一九《谢灵运传附孙超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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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城人与侨州郡县
———北魏时期特殊的统治政策

颜岸青

（安徽省委办公厅 法规室，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９１）

摘　 要：北魏时期施行过一些特殊的统治政策，例如频繁的人口迁移，设置侨州郡县，以及对城

人阶层的治理等。北魏政府依据移民之民族、阶层、地位的不同，采取实京师、实内地、实边疆等不

同政策进行有效管控；相较于东晋南朝，北魏设置侨州郡县则多有强调正统在北不在南的意味；城

人是北魏一朝存在的特定社会阶层，除了军事意义外，北魏政府对城人的政策变迁对六镇问题的形

成有一定影响。这些政策总体反映出北魏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族群并存的时代特征，以

及“因时而异、因人而变”的统治特色。

关键词：北魏；移民；城人；侨州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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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的移民政策：三个地区、四种政策

北魏时期的移民问题，前辈学者研究成果较多，例如唐长孺先生《北魏的青齐土民》、王仲荦《魏晋南北

朝史》、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操晓理《北魏移民初论》、李凭《北魏平城时

代》、胡阿祥师《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等分别从移民的数量、民族的构成、迁徙的时间

等多个方面对北魏一朝的移民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回顾。①笔者综合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政策”的角度分

析北魏移民的形式以及背后的政治考量，作为北魏时期统治政策的重要补充。

业师胡阿祥先生所总结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五大历史特征：深层的分裂局面、复杂的民族关系、频繁的人

口迁移、特殊的社会结构、变动的典章制度。②这五大历史特征相互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例如深层的分裂局面

以及复杂的民族关系造成了这一时期人口的大迁徙、大流动。陈寅恪先生亦曾指出“永嘉之乱以来，胡族统

治这往往将其武力所到地域的各族居民，迁往政治中心地带，以便奴役并控制。而当这个胡族政权发生混

乱，失去控制力，或者灭亡的时候，被迁徙的人民往往回迁。这一往一返，影响极大”。③梳理十六国北朝的历

史，各胡族政权之间的兴衰起灭，无不伴随着人口的频繁流动迁徙，北魏立国之后，伴随着统一战争的推进，

以及后期孝文帝的迁都政策，人口迁移的实施、特点都较十六国时期有很大不同。

北魏人口大规模迁徙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为北魏立国至 ４３９ 年统一黄河流域，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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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魏统一战争的逐步推进，被征服地区的人口大规模迁徙至平城近畿；二为 ４９３ 年北魏迁都洛阳，迁洛
前后的系列汉化政策的推进，原集中在平城地区的人口大量南迁至中原腹地。根据葛剑雄、操晓理、胡阿祥

师的相关研究，北魏移民政策可以归纳为“三个地区、四种政策”，简述如下：

（一）三个地区

主要指北魏时期人口的三大迁入地。一为“移民实京师”，北魏建都平城后，为充实京畿地区的人口，增

强中央的力量，在历次战争中大量迁徙各族人口至平城地区，迁徙至平城地区的总人数，李凭先生估计为一

百五十万，①胡阿祥师统计为一百五十至两百万。②

二为“移民实内地”，由于平城地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特别是气候、水土条件较差，无法容纳如此之多

的人口，因此从明元帝时期起，每逢天灾平城地区出现粮食物资供应不足的情况时，北魏政府会组织平城近

畿的人口迁徙至山东地区“就食”，按葛剑雄等归纳，北魏一朝大规模移民山东的次数有 ５ 次之多，其中最多
的一次发生在孝文帝太和十一年（４８６），《魏书·食货志》（下文均简称《食货志》）统计此次外迁的人口占平
城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行者十五六”，移民实内地的总人口规模没有准确数据，仅就太和十一年外迁情况统

计，北魏平城时期京都人口在一百五十万左右，此次外迁即便以一半计算，也有七十多万人，结合明元帝、太

武帝时期几次迁徙，移民实内地的人数应在一百万人左右。

三为“移民实边疆”，主要为北部防御柔然的六镇一线，安置大量的高车人、中原强宗子弟、鲜卑武人为驻防

兵，六镇军人的总数不可考，操晓理统计约有两百万人，而根据《魏书·拓跋渊传》记载，正光六年（５２５）破六韩
拔陵败后，六镇叛军“前后降附二十万人”，此后这支力量经过葛荣、尔朱荣两次转手，至高欢控制时，所谓“六镇

反残”仍有二十余万人，这二十万人按一户出一丁，一户五口人算，六镇的人口规模应在一百万人左右。

（二）四种移民政策

根据操晓理、胡阿祥师的研究，北魏时期移民依据其民族、阶层、地域的不同，北魏政府一般有四种对待

政策：其一，笼络移民中的上层分子；其二，对京畿移民“计口授田”；其三，自发性移民纳入郡县管理体系；其

四，对北部边镇移民编为镇户，笔者综合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对这四种移民政策归纳如下：

１． 笼络移民中上层分子
北魏时期“笼络胡汉上层分子”是其一贯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体现在对胡人贵族以及汉人士族的笼络，

还表现为对移民中上层分子的优待与重用。道武帝天兴元年（３９８）迁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两
千家于代郡”，北魏初定中原，天兴元年对山东上层势力尚属于强制迁徙。明元帝之后，就变成了有计划的

征召中原汉人上层分子至平城，例如太武帝神 四年（４３１）就下诏征召数百名中原汉人大族至平城为官，此
次被征的高允曾撰有《征士颂》，其中所列征召的汉人大族（含高允在内）一共三十五人，并指出此次征召的

规模：

魏自神 以后，宇内平定……梦想贤哲，思遇其人，访诸有司，以求名士。咸称范阳卢玄等四十二

人，皆冠冕之胄，著问州邦，有羽仪之用。亲发明诏，以征玄等。乃旷官以待之，悬爵以縻之。其就命三

十五人，自余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称记。③

此外，北魏在兼并战争中也注意将俘虏中的上层分子迁徙至平城，遴选之后加以任用。例如始光四年

（４２７），北魏攻克赫连夏都城统万“虏昌君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
擒昌尚书王买、薛超等及司马德宗将毛修之、秦雍人士数千人”，④此次俘虏的数千名秦雍大族以及南朝降将

陆续都得到了重用，例如毛修之、毛法仁父子，以及赵逸、胡方回等士人后来都在北魏朝廷中出任官职。平定

青齐地区后，迁徙历城、梁邹、东阳三城的士民百姓至平城为“平齐民”，虽然大部分平民或为奴婢，或计口授

田成为农户，但上层分子还是受到了优待，平齐民中有“上客”“次客”“下客”之分“及历城、梁邹降，法寿、崇

吉等与崔道固、刘修宾俱至京师。以法寿为上客，崇吉为次客，崔刘为下客”，虽然三种“客”是以投降北魏的

先后为划分标准，但是列为“客”的青齐豪族还是避免了被充作奴婢或者编为农户的命运，根据唐长孺先生

的考证“上客作大官，赏赐田宅、奴婢自不需论，就是当下客的也可以获得一官半职”。而且很快这些被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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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五章《京畿概况》，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７０ ２８２ 页。
胡阿祥：《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９ 年第 ３ 辑，第 ３４ 页。
《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

《魏书》卷四《世祖纪》。



的青齐大族就摆脱了各自俘虏的身份“在孝文帝统治时，连翩登朝，很多当了大官。他们中间大都又还到了

青齐，仍然是当地最有实力的豪强”。① 可见北魏对移民中的上层分子是优待和重用的，这也进一步印证了

周一良先生提出的北魏用人“兼容并包”的观点。

２． 对京畿移民“计口授田”
北魏移民实京师一直是北朝史研究的重点，迁徙的时间、人数、民族葛剑雄、李凭、操晓理等学者已经研

究的非常深入，本文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北魏以鲜卑本族集中平城近畿，以大量迁徙的汉人、高车人及

其他胡族为中央直接控制的民户，使得平城畿内地区得以迅速发展，从而成为北魏中央直接控制的核心

力量。

３． 将自发性移民纳入郡县管理体系
北魏时期的移民并不全是强制性移民，也有自发性移民，自发性移民的类型，胡阿祥师总结为三个方面：

“其一，迫于政治压力或军事形势而降附，如在与东晋南朝交争地带，此类降附的地方军政官员与兵士民户

颇多；其二，周边民族慑于大国声威而降附，如南朝汉水流域的群蛮；其三，招怀政策下的归顺流民，这也以南

北交争地带的民户为主。”②而这些自发性的移民迁入北魏境内后，其待遇不同于强制移民，编入郡县为国家

编户，这种管理机制，按照操晓理的研究，或者编入旧有郡县，或者新设一批郡县统辖新归附的人民。③ 而很

多新设的郡县则属于侨州郡县。

４． 对北部边镇移民编为镇户
北魏在北部边境设置了一系列军镇作为防御体系，六镇只是其中最重要的六个军镇，此外还有东部的御

夷镇，西北部的高平、薄骨律、统万、敦煌等军镇。这些军镇“镇人”（或称镇户、府户、城人）的来源主要为四

类移民：一为鲜卑人，魏初拓跋鲜卑号为“国人”，在孝文帝改族姓之前，鲜卑不分贵族平民一律服兵役，而且

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二为迁徙征发至北镇的“中原强宗子弟”，魏初重视军功，相当数量的中原地区的汉人强

宗子弟将卫戍北镇作为仕进之途；三为有罪流徙戍边之人；四为强制迁徙的高车、丁零等胡族，高车在北镇之

大量分布以及在魏军中的地位作用，例如魏末六镇叛军领袖鲜于修礼就是丁零族人。

北魏对这三类移民的统治方式是一律编为镇户，拥有军籍，而且根据《魏书·高祖纪》中孝文帝在太和

十二年（４８８）和太和十八年（４９４）颁布的诏令可以看出，北镇移民一旦被编为“镇户”就拥有了军籍，成为
“城人”后必须固定居住在戍所，承担繁重的兵役，而且子孙沿袭，不许自由迁徙。

（太和十二年）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本。诸

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

（太和十八年）丙寅，诏六镇及御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无子孙兄弟，终身给其廪粟；七十以上家贫

者，各赐粟十斛。又诏诸北城人，年满七十以上及废疾之徒，校其元犯，以准新律。事当从坐者，听一身

还乡，又令一子抚养，终命之后，乃遣归边；自余之处，如此之犯，年八十以上，皆听还。④

分析此两条史料，虽然是孝文帝对北镇镇戍军人的优待政策，但是亦可见北镇“镇户”待遇之严苛，流徙的罪

犯年满七十而且孤身一人才可以离开戍所，卫戍的军人则要满八十岁以上，还得符合一些条件才可以返回原

籍，符合这两项政策的镇人寥寥，大部分镇人是无法离开卫戍的军镇，直至北魏正光五年（５２５）六镇尽叛，北
方已全面陷入动乱之际，孝明帝才下诏“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⑤即全面

罢废军镇制度，镇户改为相对自由的民籍，但为时已晚。

二、特殊的政区制度：侨州郡县的设立

侨州郡县的设立与侨流人口的治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特殊的政策，侨州郡县因侨流人口而设立，侨

流人口因这一时期深层的分裂局面、复杂的民族关系、频繁的人口迁移而大量出现，相较于东晋南朝侨州郡

县制度的长期性与典型性，北魏时期的侨州郡县制度则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对此胡阿祥师在《十六国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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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唐长孺文集》第二册，第 １０５、１０８ 页。
胡阿祥：《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

操晓理：《北魏移民问题初论》。

《魏书》卷七《高祖纪》。

《魏书》卷九《肃宗纪》。



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引论》一文中总结为四个方面：因招抚或安置流民而置，为安置特殊性质的移民而

设，备职方而立，务广虚名，以及承东晋南朝之侨置而不废者。① 对十六国北朝的侨州郡县研究，清人胡孔

福，以及王仲荦、胡阿祥师、牟发松、毋有江、仇鹿鸣等学者研究的已经较为全面，②笔者无需重复相关研究成

果，这里仅从政策的角度，对北魏时期侨州郡县的类型，及其政治意义进行总结归纳。

（一）北魏侨州郡县的类型

胡老师所归纳的四种类型，在北魏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史实：

１． 因招抚或安置流民而设的郡县
《魏书》《通鉴》对这一类政区的记载屡见不鲜，例如《魏书·司马楚之传》载：“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

率户民分置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郡，以益豫州”，汝南等四郡的侨置，是为了安置江淮民户而设置。再如

《魏书·蛮传》记载“景明初，大阳蛮酋田育丘等二万八千户内附，诏置四郡十八县”等，这些主动归附的移

民，北魏通过侨置州郡的政策进行管理。

２． 因安置特殊移民而设置侨州郡县
北魏天安元年至皇兴四年（４６６—４６９）取刘宋淮北四州之后，将青齐地区梁邹、历城、东阳三城的民户全

部迁徙至平城近畿，是为“平齐民”，为了安置这批特殊的移民，北魏于北新城（后迁至下馆）侨置平齐郡，辖

怀宁、归安二县，③用于安置迁徙至平城的“平齐民”。

３． 备职方而设置侨州郡县
所谓“备职方而立”，主要指北魏后期兵锋四起，疆域政区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特别是后期东西魏对峙局

面的出现，使得“实地常有得失，然而每每丧州失郡、辄画地立名者，也是出于职方不可不备的考虑”④。有的

政区实土虽然不再控制，但是出于标榜正统的需要，还是需要在新的地区进行侨置，以备职方。

４． 为广务虚名而设置侨州郡县
这一方面主要指北魏控制原属于南朝的政区后，沿袭了东晋南朝侨置郡县的政区建置，胡阿祥师引《地

形志》中北魏之青州、齐州、徐州中沿袭的若干刘宋时期的侨置郡县记载，认为北魏对东晋南朝侨置政区的

沿袭“名目纷然，考证亦难”，对下一步研究提出了更多颇具探幽的空间。

操晓理《北魏移民初论》中曾在附表中对北魏一朝因移民而新设郡县的情况进行总结，但操晓理

之表格有几处错误，例如《李孝伯传》是《魏书》卷 ５３ 而非卷 ５２，又如《魏书》卷 ４５ 没有“阆珍传”而应
为“韦珍传”等，⑤而且没有区分“侨州郡县”与“新设郡县”的情况。为了更清晰地梳理北魏一朝侨置

郡县的沿革，笔者重新梳理史料，按照时间顺序将北魏一朝历次侨州郡县（含新设郡县）的设置情况整

理成表：

表 １　 北魏时期侨州郡县设置情况表

侨州郡县名称 设立时间 建置规模 设置原因

北魏于河南、荥阳、河内范

围内侨置南雍州

北魏泰常二年

（４１７ 年）
初置南雍州时秦雍流民有万户，经过寇赞的招

抚“三倍其初”，因此民户约有 ３００００ 户。

汝南郡、南阳郡

南顿郡、新蔡郡

北魏泰常八年

（４２３ 年） 司马楚之所将户口侨置四郡，民户规模不详。

谯郡、梁郡、彭郡、沛郡
北魏延和二年

（４３２ 年）
北魏立徐州于外黄城，置谯、梁、彭、沛四郡九

县，规模约 ５０００ 家。

侨置郡县

安置主动归附流民而设

淮阳郡
北魏正平元年

（４５１ 年）
北魏于豫!之南侨置淮阳郡，初有民户 ７０００
户，后增置 １７０００ 户。

侨置郡县

安置主动归附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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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阿祥：《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

北魏时期侨州郡县的研究成果，参看（清）胡孔福：《南北朝侨置州郡考》，１９１２ 年刊行；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胡
阿祥：《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毋有江：《北魏政区地理研究》，复旦大学 ２００５ 年博士论文。

平齐郡有关史料，见《魏书》卷二十四《崔道固传》、卷四十三《刘文晔传》、卷五十《慕容白曜传》。

胡阿祥：《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

操晓理：《北魏移民初论》。



侨州郡县名称 设立时间 建置规模 设置原因

平齐郡（怀宁县、归安县）
北魏皇兴三年

（４６９ 年）
平齐郡约领青齐移民 ２４０００ 户、１３２０００
余口。

城阳郡、刚陵郡、义阳郡
北魏太和三年

（４７９ 年） 侨置三郡领有荆襄流民约 ７０００ 户。

侨置郡县

南北战争中掳掠民众

而设

四郡十八县
北魏景明元年

（５００ 年）
大阳蛮首领田育丘率 ２８０００ 户归附北魏，北魏
置四郡十八县，郡县名称不详。

新设郡县

安置归附流民

十六郡五十县
北魏永平元年

（５０８ 年）
大阳蛮 １７０００ 户内附，请置郡 １６、县 ５０，北魏
朝廷以镇东府长史郦道元“检行置之”。

新设郡县

安置归附流民

侨置巴州，新设隆城镇
北魏永安二年

（５２９）
獠人 ２０００００ 户内附，侨置巴州，新立隆城镇以
安置归附獠人。

侨置郡、新设军镇，安置

归附流民

　 　 通过上表统计可以看出，北魏时期一共 ９ 次设置侨州郡县，次数与规模都较东晋南朝为少，这自然有北
魏占有地理上的正统，因此无需通过刻意侨置郡县的方式受揽人心。但是北魏所侨置的州郡基本都以东晋

南朝或者其他敌对政权的政区为准，例如泰常八年（４２３）所置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郡，实土均在刘宋境
内；再如泰常二年（４１７）所侨置南雍州，而彼时雍州实土尚为东晋刘裕所控制。北魏侨置政区主要目的是安
置流民，但是所侨置的多为东晋南朝以及其他敌对政权的政区，这无疑是北魏彰显正统的一种体现。

（二）政治意义：强调正统在北不在南

侨州郡县制度南北均有，东晋南朝设置侨州郡县的政治目的，除了安置侨流人口，便于治理以外，还有标

榜正统，提振民心士气的作用，侨州郡县的常设不废，时刻提醒南迁之北人正统在东南，收复中原仍是长久的

目标。由此再联系东晋南朝政权不断的北伐，侨州郡县的设置，对侨流人口的治理以及利用（北府兵、雍州

武力集团）就可以更深入的理解东晋南朝的政治史。反观北朝，十六国时期尚无彰显正统的需要，而北魏建

立后形势则起了变化，４３９ 年和 ４９３ 年是北魏历史两个重要的时间点。４３９ 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开启了真
正意义上的南北朝时代，４９３ 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及一系列汉化改革的推进，北魏统治者以及部分南朝士人就
认为正统已经转移到北方，北魏已经成为一个正统的华夏中原王朝。完成这一转变的北魏树立了文化自信，

开始与南朝争夺正统，《洛阳伽蓝记》中陈庆之与杨元慎之间关于南北谁为正统的对话就可见一斑：

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元慎正

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垫，攒育虫蚁，疆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

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

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于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

加以山阴请!卖夫，朋淫于家，不顾讥笑。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瘿之为丑。我魏膺
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

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何为不逊，以至于此？”庆之等见元慎清词雅句，纵横奔

发，杜口流汗，合声不言。①

这段对话发生的背景，是北魏迁洛之后，伴随着一系列汉化改革树立起对南朝文化上的自信，加之拥有地理

的正统，使得北魏上下均认为已将地理、文化正统合二为一，是华夏文明的当然继承人。基于这样的历史背

景，北魏设立侨州郡县，除了加强对归附人口以及特殊移民的统治以外，更多是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例如

前文所引《魏书·司马楚之传》的史料，北魏安置江淮流民设置了“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个郡，而这四个

郡的实土当时都在刘宋的控制之下，北魏侨置刘宋的政区，无疑是对新民彰显正统在北不在南，更多是一种

政治的考量，否则完全可以迁徙至平城或者分散在临近郡县，无需大费周章新设一批政区。

三、特殊的社会人群：城人阶层及其治理方式

城人（亦称城民、镇人、府户、营户）是北魏时期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关于城人的性质，前辈学者唐长孺、谷

霁光、朱大渭以及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洼添庆文多有研究，一般认为北魏的城人是一种寓军于民的“军户”阶层，

“城人”属于军人，与“郡国之民”之“州人”是相对应的，州人一般为从事农耕的汉人、鲜卑人，城人则为驻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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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之著，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０６ １０７ 页。



镇的驻防兵，城人阶层具有相对固定性、世袭性，成为城人后一般不允许离开戍所。① 此外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对

“城人”为军户的观点提出质疑，例如范兆飞在《魏末城民新考》一文中认为：城民只是在特定的情形下属于“军

户”，具有军人身份，北魏大多数“城民”只是“城内居民”的简称，并进一步认为城民有阶层、民族上的区分。②

对此笔者以为城民的性质还是应该属于军户，是一种耕战结合的依附民，战时为兵，平时戍守与农耕相结合，属

于北魏时期特殊的社会阶层。本节将围绕城人阶层的诸多特征，讨论北魏政府对这一阶层的统治政策。

（一）城人的分布及其特征

需要明确的是，北魏“城人”虽有军籍但不等同于兵。综合前辈学者的研究，城人的组成主要来自于三

个方面：其一，鲜卑人，即前文反复讨论之“国人”，魏初鲜卑为镇人不分贵族、平民，都有为国戍守的义务；其

二，胡汉移民，即“中原强宗子弟”，有部分强制迁徙，但也有部分主动从军，魏初重军功，可能想借此提升地

位，因为魏初镇民地位颇高，正所谓“国之肺腑、寄以爪牙”；其三，流徙的罪犯，如“镇戍流徙之人”“诸犯死刑

者”等。这三类人是镇人主要的组成部分。③

北魏镇人的分布与北魏的军事防御体系密切相关，大体分布在三大区域：其一，北部边疆之军镇，主要以

“六镇”为主；其二，胡族聚居区域之军镇，以高平、薄骨律、统万、离石诸镇为主；其三，各州所辖的地方部队。

梳理《魏书》中有关记载，北魏境内城人似乎普遍存在，地处边疆的州有城人自不必说，例如西北边境的秦州

“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杀刺史李彦据州为逆”④，再如南部边境的徐州“永平初，徐州城人成景"以宿预叛，
诏椿率众四万讨之，不克而返”；⑤而处于北魏腹地的州也分布有城人，例如青齐地区的齐州“齐州城人赵洛

周据西城反，应尔朱兆”⑥，河北中心地带的相州“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诸城人，鼓噪而入，杀熙左右四十余人，

执熙，置之高楼，并其子弟”⑦。由此可见城人广泛分布在北魏境内军镇、州郡城戍，是北魏整体军事体系中

的重要的组成力量。

（二）北魏对待城人阶层的政策

北魏对待城人阶层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１． 城人身份是国家牢固控制的依附民
城人的身份具有终身性、世袭性，未有特殊诏令，城人不得离开戍所。前文已详，孝文帝曾在太和十二

年、十八年下过两道诏书，这两道诏书间接确认了城人身份的终身性、世袭性和固定性。例如流徙的罪犯要

“年满七十”“孤单穷独”“无子孙”才可以解除城人身份返回故里，其他城人“年八十以上”才有可能返乡，其

余则必须继续戍守。

２． 城人是具有军籍城居的耕战一体的自耕农
城人拥有国家配给的土地。无战事时需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战时则从军作战。唐长孺先生曾指出

“总之那里（指北镇）有一种土地配给制度……可能在均田令颁布前早就有土地配给、调整的制度”⑧，唐先

生认为镇人拥有国家配给的土地。何德章先生在唐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城人需要农耕“他们（指城人）

平时要劳动，准确的说要进行农耕便毫无疑问”，并进一步认为北魏时期的城人是隶属于军府，城居而且耕

战结合的国家依附民。⑨ 由此可见城人确实具有耕战结合的身份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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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关于北魏城人的有关研究，参见［日］谷川道雄著，夏日新译：《北魏末的内乱与城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

书局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１３０ １７０页，以及马彪翻译之谷氏《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日］洼添庆文著，赵立新、涂宗呈、胡
云薇等翻译：《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台湾大学出版社中心 ２０１５年版；唐长孺：《二秦城民暴动的性质和特点———北魏末期人民大起义研究之
三》，收入《山居存稿·续编》，《唐长孺文集》第六册，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６４ ９３页；《北魏南境诸州的城民》，《山居存稿》，《唐长孺文集》第三
册，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１００ １１３页；朱大渭：《北魏末军户制的衰落》，收入《六朝史论》，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５８ １９２ 页；何德章：《北魏的
城人与农耕》，收入何德章《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３４６ ３５４页。

范兆飞：《魏末城民新考》，《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第 １４９页。
洼添庆文在《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第八章《北魏的地方军（特别是州军）》中认为北镇与地方的州军应区分看待，他指出“城人”应

主要为“州军”（不含北镇），据此他提出“城人”应由四类人群构成；１．鲜卑系族人；２．异民族兵户（包含一部分的汉人组成）；３． 服义务兵役的
汉人编户；４．兵户以外异民族兵也存在，但稍具特殊性。洼添氏对“城人”成分的分析甚有道理，但是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笔者以为北镇的
“镇人”与内地州的“城人”属于统一阶层，应统一看待，洼添之观点备为一说。

《魏书》卷五十七《崔游传》。

《魏书》卷五十八《杨椿传》。

《魏书》卷十《孝庄纪》。

《魏书》卷十九《拓跋熙传》。

《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唐长孺文集》第三册《山居存稿》，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１ 页。
何德章：《北魏的城人与农耕》，何德章《魏晋南北朝史丛稿》，第 ３５０ ３５３ 页。



３． 城人在北魏时期地位的升降
城人在北魏前期地位较高，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地位急转直下，这是魏末城人阶层反叛的根本原因。六镇

问题其实是因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中央与地方、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城人阶层

在北魏一朝地位的升降，《北齐书·魏兰根传》中魏兰根总结得非常精到：

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

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

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

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①

魏兰根这段话的背景，应为正光五年六镇尽叛之后，他以当时人说当时事，可谓切中要害。城人阶层本是北

魏政权的“国之肺腑”，特别是六镇城人在血统和出身上大多具有贵族性，孝文帝推行门阀制度以及随之而

来的选官制度改革，导致北魏整体政策开始向重文抑武转变。② 到了孝明帝时期，洛阳朝廷重文抑武的政策

达到高峰，不仅城人阶层的利益被漠视，连北魏宫廷的警卫力量：羽林、武贲都被斥为“下品”，其中的标志性

事件就是神龟二年（５１９）洛阳禁军暴动，《北史·张彝传》详细记载了此次兵变的经过：
（张彝）第二子仲蠫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 盈路，立榜

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彝殊无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龟二年二月，羽林武贲将几千人，相率至尚

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慑惧，莫敢讨抑。③

洛阳禁军暴乱的根本原因是张彝及其子张仲蠫推行“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的选官政策，如果

此条政策实施，那么连属于中央禁军的羽林、武贲将士都将无缘“清品”，按照北魏此前的门阀制度，无疑彻

底断绝了仕进之路，因此起而反叛。陈寅恪先生对此指出：“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在洛阳如此，平城就

可想而知了……洛阳羽林武贲起来发难，实际是六镇起兵的前奏”。④ 此次军变对北魏整体军人阶层影响甚

大，军变发生之时，北齐奠基人高欢还是低级军官，当时正在洛阳送信，目睹了经过后他感慨：“吾至洛阳，宿

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⑤可见张彝推行的“排抑武人，不使预

在清品”的政策彻底激化了北魏军人阶层（羽林、武贲、城人）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发生大规模的军事暴乱已

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北魏不仅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中造成改革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还在后期将军人整体排斥在国家上层阶

级之外，这不能不说是汉化改革的矫枉过正。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李崇、元渊等人屡次要求“改镇为州”，即

解放城人为民户，但是孝明帝却以“旧典难革，不许其请”，一再拖延，一方面是孝明帝没有进行改革的魄力

与勇气，另一方面则是对洛阳时期北魏过度重视阶层之分，“重文抑武”风气的反映。

４． 北魏对城人实行军事化管理体制
城人不同于民户，由镇将、戍主、刺史、太守直接管理，是一种军事管理体制。北魏时期的多数城邑是由

十六国时期的坞堡演化而来，大多是作为战略要地的军事据点存在，除了洛阳、平城、邺城等少数大城市有部

分工商业以外，其他州城、郡城以及军镇都是散布在广大区域内的大小据点。根据朱大渭先生的研究，北魏

时期的城邑规模较大，一般有数重城墙，即所谓“套城”，而这一时期城市“政治和军事特征显著增强，而经济

和文化两方面则相对地减弱了”，⑥亦可佐证北魏时期城市功能侧重于政治上的统治控制力和军事上的防御

性的特征。因此城人居于城内，和平时期耕作城外的配给农田，一旦有战事则由镇将、戍主、太守组织，自备

粮廪作战。城人阶层负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条件艰苦，地位日益低下，仕进之途阻隔，加之孝文帝改革对这

一阶层政策失当，因此北魏末以六镇城人为中心，北方鲜卑下层分子与反对北魏统治的诸胡族合流，共同成

为北魏末北方大动乱的主导力量，为北魏的分裂埋下伏笔。

（责任编辑：胡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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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北齐书》卷二十三《魏兰根传》。

关于北魏洛阳时期“重文抑武”风气的形成，见颜岸青：《关于六镇问题的几点新思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北史》卷四十三《张彝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３５ 页。
《北齐书》卷一《神武纪》。

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齐鲁学刊》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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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英语复习作业优化设计

张丽宁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属小学，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９）

摘　 要：复习作业是掌握巩固和深化课堂知识的手段，也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

言能力的有效途径。但目前小学英语复习作业存在观念陈旧、形式单一、内容枯燥等问题，如何分

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让小学英语复习作业更好地服务于小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培养，成为当前

亟需解决的难题。该文结合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涵盖的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品格和学习能力四

个层面，提出了小学英语复习作业有效性设计的层次性、主体性、趣味性和实践性原则，同时结合具

体的教学实践开展了小学英语复习作业设计的探索，通过丰富作业的形式，加强作业实践性的训

练，让学生在完成作业时提升语言运用能力，形成英语核心素养，得到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关键词：核心素养；复习作业；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品格；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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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小学英语复习作业的情况不容乐观，复习作业形式单一、难度一致，机械操练的作业占了绝大多

数。教师在设计复习作业时，多为背诵、抄写、做题等类型，这类作业对于复习巩固课堂知识是行之有效的，

但容易让学生陷入机械化的学习，忽视了学生思维品质的发展与提升，不利于课堂的延伸。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提出：“英语课程应根据教和学的需求，提供贴近学生、贴近生
活、贴近时代的英语学习资源。”①复习作业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续，是一种掌握巩固和深化课堂知识的手

段，同时也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小学英语复习作业的设计，不仅

要巩固和操练知识与技能，而且要锻炼和培养文化品格和思维能力。高效有趣的作业，可以让学生在真实的

生活化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锻炼思维品质，发展跨文化意识。

本研究通过分析小学英语复习作业设计的现状，发现作业设计的弊端，同时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视角，寻

求以培养小学英语核心素养为目标的复习作业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设计思路，以期为一线小学英语教师在复习

作业的设计环节中达到最优化提供探索途径，帮助小学生形成英语核心素养，培养其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二、小学英语核心素养的内涵及要求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指出英语学科的教育目的是促进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发
展。随着核心素养的提出与实施，新的英语教学理念推动了教学实践的发展。王蔷②提出，语言能力、思维

品质、文化品格和学习能力构成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旨在通过语言学习促进学

生知识、文化、思维、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的相互融合，进而让学生形成自己对事情的认识、观念和态度。

（一）语言能力的内涵及要求

语言能力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最基础和最首要的能力，它包含听、说、读、写四项语言技能，也包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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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① 语言能力是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在语言有效输入后，准确地语言输出及运用语言

沟通和表达的能力。

通过教学实践，鼓励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语言开展真实、有意义的交流，在交流中加强对语言知识和

技能的理解，在体验、感悟、探究中，不断提升语言的运用能力和语言素养。

（二）思维品质的内涵及要求

思维品质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年版）》将思维品质定
义为思维在逻辑性、批判性、创新性等方面所表现的能力和水平。② 思维品质包括学生分析、综合、批判、逻

辑等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促进学生深度思维能力发展的有效途径。

在英语教学中，要求学生对于英语学科相关知识点、相关技能进行辩证分析，用批判性的眼光去分析和

解决问题，同时进行思维逻辑性和创新性的培养，从而促进其思维能力的深度发展。

（三）文化品格的内涵及要求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水乳交融，十分密切，没有语言的传递就没有文化的传播。英语学习，不仅是语言的

学习，也是文化的学习，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要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文化品格体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的价值取向，它的培育有助于学生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国家认同感和家国情怀，学会做人做事，成长为有文化

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③

在英语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文化知识的渗透，引导学生关注中外文化的差异，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能

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拓宽文化视野，形成跨文化意识，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四）学习能力的内涵及要求

学习能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形成策略、自我调节从而不断提升的能力，学习能力的培养旨在让学生成为

能够独立思考、学会终身学习的人。学习能力也影响着学生获取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质量，它是学生

进步和成长的重要指标。

在教学实践中，应培养学生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身的技能，有积极主动的学习动机，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以及主动参与的学习意识，同时，能运用策略和监控方法，适时调整自身的学习方法和策略。

基于上述核心素养培养的要求，教师在设计复习作业时，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品格和

学习能力等核心素养，激发学生感官体验，在真实、有趣的情境中获取知识，积累愉悦、丰富的经历，把知识的

掌握、技能的训练、能力的培养、智力的开发与复习作业联系起来，从而让学生的核心素养得到充分提高。

三、小学英语复习作业设计的原则

鉴于作业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学生的个体差异，教师在设计作业时应充分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总结

有效设计的基本原则。

（一）层次性原则

多元智能理论提倡区别对待不同智力水平的学生，因此，在小学英语复习作业的设计上，应体现出作业类

型和难易程度的不同，以适应不同层次学生发展的需求。鼓励学生选择能力范围之类的作业，让不同层次水平

的孩子，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能力强的孩子在巩固知识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提升思维品质；能力一般的孩子可以

在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力有所提升；能力较弱的孩子可以掌握最基础的知识，同时保持学习英语的热情和兴趣。

作业的分层，让每个孩子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从而让英语课外作业设计得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二）主体性原则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的知识迁移，而是主动建构的过程，因此，教师在设计作业时，要考虑学生

现有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设计学生可以“跳一跳”能达到高度的作业；同时，让学生有充分自主权，鼓励

其参与到作业设计中来，成为作业的设计者和完成者，最大化发挥学生主体地位。作为作业设计的主体，让

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有利于他们自主建构知识、内化知识和锻炼能力。

—５２—

①
②
③

程晓堂，赵思奇：《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质内涵》，《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７９ ８６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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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趣味性原则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作业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设计，应符合学生年龄特征，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在

设计作业时应尽量避免机械抄写、死记硬背的作业，注意形式多样化，设计联系生活实际、寓教于乐的作业形

式，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保持持久的兴趣。作业的趣味设计，要始终以轻松、实践、愉悦为主，培养学

生学习的兴趣，为他们今后学习英语奠定自信心和良好的基础。

（四）实践性原则

杜威的“从做中学”理论，鼓励儿童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在设计复习作业时，不应局限于文本型的

机械作业，应该多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型作业，内容可以涉及学生的生活领域，体现“用英语做事情”。

让学生在实践中思考、总结、发现规律，从而不断提升思维品质和语言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作业的实

践性可以有效连接书本和实际，由课内延展到课外，从而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四、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英语复习作业的设计思路

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与深化，下文将围绕核心素养的理念，结合译林版《英语》的教学实践，具体阐述

小学英语复习作业的设计思路。

（一）关注表达，培养语言能力

英语核心素养中语言能力的培养强调听、说、读、写技能的灵活掌握和运用。在设计复习作业时，要关注

这四项技能的培养，统筹兼顾，体现“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的原则，综合发展学生语言运用能力。

１． 听说领先　 趣味配音
从语言技能训练上来说，小学英语教学强调听说领先，这符合学生学习语言的认知规律。在有效提高学

生听说能力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展其他的语言技能。

具有纯正英语表达的原版英语动画片，是学生学习英语的鲜活资源。针对不同的单元主题，笔者选取了

《迪士尼神奇英语》《玩具总动员》《功夫熊猫》《飞屋环游记》《艾尔文与花栗鼠》等多部动画片里的片段，让

学生在熟悉内容的基础上，用简单的英语复述动画片情节和故事梗概。同时，截取其中的精彩片段，让学生

观看后，熟记台词，模仿原声，进行操练。

语言来源于生活，原版动画片不仅趣味性浓，而且通俗易懂。枯燥的单词和句子，有了故事情节，立刻生

动起来。学生赏析后，跟读模仿，并进行配音。这种形式的复习作业，让学生沉浸在浓厚的英语学习氛围中，

模仿语音语调，直到惟妙惟肖的状态。在潜移默化中，学生既练习了地道的英语表达，又提高了视听能力和

语言交流能力，可谓一举多得。

２． 读写跟上　 藏头小诗
语言最本质的功能是交际功能，小学英语教学通过对学生听、说、读、写的训练，使学生获得语言的基础

知识和初步运用语言交际的能力。在“听说领先”的基础上，应“读写跟上”，对学生语言技能进行全面训练。

当学生学完关于天气及季节的内容，便尝试编写季节类的藏头诗，让学生互动起来，实现语言的理解与

运用。

笔者通过一个藏有 Ｓｐｒｉｎｇ单词的藏头诗来引导学生创作小诗：
Ｓｕｎ ｉｓ ｓｈｉｎ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ｇｏ ｏｕｔｉｎｇ，
Ｒｕｎｎｉｎｇ，ｊｕｍ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Winter it is snowy, you know me,  

I have three brothers,  

Now, I tell you about me,  

The cold winds start to blow and blow, 

Every child like to make a snowman, 

Run and run, on Spots day. 
(It�s winter.) 

 
Winter it is snowy, you know me,  

I have three brothers,  

Now, I tell you about me,  

The cold winds start to blow and blow, 

Every child like to make a snowman, 

Run and run, on Spots day. 
(It�s winter.) 

图 １　 学生创作的藏头诗

Ｎｏｗ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ｉｔｓ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ｂｒｉｎｇ．

学生纷纷效仿，创作了关于四季的藏头诗

（见图 １）。学生在创作藏头诗的过程中，遇到
不会的单词或不知道如何表达想法时，就会积

极主动地向老师、同学、家长或网络寻求帮助，

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培养。这种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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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作业，不仅帮助学生积累大量词汇，丰富语言的素材，还能锻炼其创造力和语言组织能力。

（二）灵活运用，促进思维发展

思维与语言密不可分、相互依存。语言的学习需要借助思维，思维的发展促进语言的灵活运用。实践型、

开放探究型的复习作业，可以激励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其多样化的思维，促进逻辑思维和批判思维的形成。

１． 思维导图　 发散思维

图 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和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的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思维工具，主要使用颜

色、线条、符号、词汇和图像等直观形象的方式

来呈现思维过程，表达知识结构和知识信息，

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高级思维技能和知识建

构能力。① 小学高年级英语教材虽然篇幅长、

内容多，但基本都是围绕一定主题展开，利用

思维导图能更好地掌握单元内容。结合译林

版《英语》六上 Ｕｎｉｔ 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的内容，鼓励学生从 ｗｈｅｎ、ｗｈａｔ、ｈｏｗ、ｗｈｅｒｅ等方面，利用思维导图，
完成对春节相关知识的理解；在讲授完“Ｂｉｒｔｈｄａｙ”的相关主题后，鼓励孩子从 ｗｈｅｒｅ、ｗｈｅ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ｏｄ、
ｃｌｏｔｈｅｓ等方面，加深对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的理解（见图 ２）。

思维导图让学生体会知识间的关系，对课文和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在前期语言输入的基础上，运用思维

导图，将语言有效输出，实现新旧知识的整合，在知识之间搭建有意义的链接，从而提高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２． 连环漫画　 创新文本

图 ３　 与购物相关的连环漫画

呈现连环漫画是贴近学生生活、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的一种有效方式。连环漫画往

往有一条故事主线贯穿其中，学生可以通过

阅读图片的意思理解文本含义。色彩丰富

的图片，在吸引学生注意的同时，可以帮助

其进行深度思考，培养语言输出的能力。

在学习完购物和衣服类用语之后，笔者

呈现了一组连环漫画（见图 ３），鼓励学生结
合自己的想象给漫画配上英语对话和说明。

一个学生的作业如下：

Ｐ１：Ｔｉｎａ ｄｏｅｓｎｔ ｌｉｋｅ ｈｅｒ ｂｌａｃｋ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ｓ． Ｓ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ｂｕｙ ａ ｂｒｏｗｎ ｏｎｅ．
Ｐ２：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ｏａｔ ｉｓ ｔｏｏ ｂｉｇ． Ｔｉｎａ ｗａｎｔｓ ａ ｇｒａｙ ｃｏａｔ．
Ｐ３：Ｔｉｎａ ｄｏｅｓｎｔ ｌｉｋｅ ｈｅｒ ｗｏｏｌ ｓｗｅａｔｅｒ． Ｓｈｅ ｌｉｋ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ｔｔｏｎ ｏｎｅ．
Ｐ４：Ｔｉｎａ ｉｓ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ｎ ｉｎ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ｂｒａｃｅｌｅｔ ｆｏｒ ｈｅｒ ｓｉｓｔｅｒ．
Ｐ５：Ａｌｌ ｏｆ Ｔｉｎａｓ ｐｕｒｓｅｓ ａｒｅ ｖｉｎｙｌ． Ｓｈｅ ｗａｎｔｓ ａ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ｐｕｒｓｅ．
Ｐ６：Ｔｉｎａｓ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ｉ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Ｓｈｅ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ｂｕｙ ａ ｄｏｔ ｔｉｅ ｆｏｒ ｈｅｒ ｆａｔｈｅｒ．

该复习作业形式贴近生活，学生通过理解、操练、记忆，发挥想象，灵活运用语言，重新创造文本，有利于

学生深挖文本信息，锻炼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发散性和创造性，培养多元化的思维品质。

（三）理解鉴别，孕育文化意识

核心素养中的文化意识要求学生通过语言学习，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别，拓宽文化视野，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和跨文化意识。通过设计复习作业，让学生体会文化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

文化内涵，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

１． 文化卡片 拓宽视野
在译林版《英语》五六年级的教材中，出现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ｉｍｅ 环节，通过图片和简单的文字介绍，呈现中外

文化的异同，帮助学生拓展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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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学生制作的不同英文表达的单词卡片

译林版《英语》六上 Ｕｎｉｔ ５
Ｓｉｇｎｓ 单元呈现了英式英语和美式
英语对同一事物不同的表达，如地

铁这个单词，英式英语称为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ｏｕｎｄ，美式英语称为 ｓｕｂｗａｙ。在
生活中，这类单词有很多，如糖果

ｓｗｅｅｔ ／ ｃａｎｄｙ，橡皮 ｅｒａｓｅｒ ／ ｒｕｂｂｅｒ 等，笔者引导学生通过书籍、网络等多种途径，搜集整理这类单词，并制作成
单词卡片，让学生亲身体验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激发学生学习语言和文化的兴趣（见图 ４）。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学好语言。通过完成这样的作业，学生对英语国家的文

化有了更深的理解，融合文化的多元性，有益于培养学生跨文化和多元文化意识，从而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２． 随身小本 生活积累
在信息化社会，身边的英语随处可见。地铁站出口的 Ａ、Ｂ、Ｃ、Ｄ四个出口，停车场的标志牌 Ｐ，公共厕所

ＷＣ，安全出口 Ｅｘｉｔ，商场玻璃门上面的 ｐｕｓｈ和 ｐｕｌｌ等等，这些简单的字母和单词，其实就是学生学习英语的
最佳“读物”，利用随身小本可以随时记录下生活中所见所闻。

利用随身小本记录单词的时候，引导学生理解单词的文化背景。如 ｂｌａｃｋ，中文理解为黑色，而在英语
中，由于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原因，ｂｌａｃｋ有不同的内涵，如 ｂｌａｃｋ ｓｈｅｅｐ指害群之马，ｂｌａｃｋ ｔｅａ指红茶等。

这类复习作业源于生活，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活英语，学生参与积极性较高。这不仅是一项作业，也是

培养学生观察、记录、发现身边英语的习惯，同时，通过语言的积累，感受不同文化的独特魅力，培养学生善于

观察和乐于分享的习惯。

（四）自主探索，提升学习能力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学习能力，不仅包括学习方法与学习策略，而且还包括鼓励学生学会用语言进行

沟通和交际的能力，主动运用语言交际的意识和习惯。设计复习作业，应给予学生自主探索、灵活运用的空

间，提高学生主动学习、主动进取的意识。

１． 套餐作业　 分层设计
学生学习英语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存在差异性，“一刀切”的作业不利于每个孩子的发展。过于简单或过

于难的作业，都会削减学生完成作业的积极性和自信心。遵循学生个体差异的事实，在充分考虑学生自身特

点的基础上，笔者设计了“套餐作业”。以译林版《英语》四下 Ｕｎｉｔ ５ Ｓｅａｓｏｎｓ 为例，根据学生特点，制定了三
个套餐作业（见表 １）：

表 １　 套餐作业

Ａ套餐作业 Ｂ套餐作业 Ｃ套餐作业

　 　 熟练阅读 Ｓｔｏｒｙ ｔｉｍｅ，能和同伴
合作表演小诗。制作你所喜欢的季

节的单词卡片。

　 　 熟练背诵 Ｓｔｏｒｙ ｔｉｍｅ，能和同伴
合作表演小诗。能以自己喜欢的季

节，制作一张季节卡。

　 　 熟练背诵 Ｓｔｏｒｙ ｔｉｍｅ，能根据 Ｓｔｏｒｙ
ｔｉｍｅ的内容，描述自己喜欢的季节信息，
并制作一张相关的季节海报。

　 　 这种分层设计的“套餐作业”，有利于促进不同水平的孩子有效地完成作业，使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发展。
学有余力的孩子，在巩固基础知识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能力；学习有困难的孩子，在完成基础作业的同时，增

加了作业的趣味性，学习劲头也比较足。“套餐作业”的实施，重视了学生个体及个性的发展，体现了因材施

教的理念，在巩固学生语言知识的同时，提升了语言技能，增强了学生语言运用的能力。

２． 制作达人　 实践创新

图 ５　 学生制作的英文菜单

小学生思维活跃，动手能力较强。利用小学生这一特点，笔

者设计了“制作小达人”的一系列作业。

①设计英文菜单。译林版《英语》四上 Ｕｎｉｔ ６ Ａｔ ｔｈｅ ｓｎａｃｋ
ｂａｒ单元需要学生掌握食物的英文单词和点餐的句型。为了创
设较为真实的语言环境，笔者模拟餐馆点餐环节，请学生制作英

文菜单等道具，图 ５ 是一名学生制作的英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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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制作菜单时，首先对食物和饮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对这些食品进行定价，最后制作相应的菜单。比

起古板的死记硬背单词和句子，更能吸引学生的兴趣，在巩固和复习旧知的同时，也为新授课服务，体现了新

课标倡导的“用英语做事情”的理念。

图 ６　 “小小采购员”复习作业设计

②制定购物单。译林版《英语》五下 Ｕｎｉｔ ６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ｔｃｈｅｎ单元
围绕“晚饭吃什么”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学习了蔬菜、水果、肉类的

单词，使用现在进行时的一般疑问句和 Ｔｈｅｒｅ ｂｅ 结构进行讨论。
作业设计见图 ６：

在完成这份作业的时候，学生首先需要将自己想买的东西罗

列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单词拼写的练习），而后需要运用学过的购

物用语，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语言来购买东西，最后运用

句型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ｃｏｏｋ ……ｗｉｔｈ……将词句结合，使英语表达生活化。
英语是实践性和生活化紧密结合的一门学科，学生可以从实

践和生活中获取英语知识和信息。在英语学习中感知生活、体验

生活，将真实的生活情境作为作业设计的背景，有效地引导学生注

重生活经验的积累，丰富语言和生活的联系，把学到的英语运用到

生活中，锻炼和提高学生运用知识和实践的能力。

３． 与时俱进　 强化语用

图 ７　 微信朋友圈情境

译林版《英语》四下 Ｕｎｉｔ ８ 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以
打电话的形式，呈现了 Ｍｉｓｓ Ｌｉ 对 Ｙａｎｇ Ｌｉｎｇ 健
康状况的询问和关心。在学习完课文之后，笔

者设计了一个“微信朋友圈”关心 Ｙａｎｇ Ｌｉｎｇ 的
情景，鼓励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对 Ｙａｎｇ
Ｌｉｎｇ的朋友圈进行更新，同时对 Ｙａｎｇ Ｌｉｎｇ 的身
体状况表示关心，在朋友圈里给她留言

（见图 ７）。
这种复习作业具有时代特征，大大激发了

学生的积极性。很多学生绘声绘色地用自己的

语言，描述了 Ｙａｎｇ Ｌｉｎｇ的身体状况，同时，又给
予自己对她的关心，如“Ｉ ｗｉｌｌ ｖｉｓｉｔ ｙｏｕ ａｆ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Ｉ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ｆｒｕｉｔ ｆｏｒ ｙｏｕ．”“Ｔａｋｅ
ｃａｒｅ． Ｄｒｉｎｋ ｍ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 ｒｅｓｔ．”

该复习作业形式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不

仅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同时将所学知识整合和内化，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使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和工

具性得到完美的统一。

（责任编辑：魏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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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在口述和写作中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特点

陈友庆，余　 姚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摘　 要：为了深入考察儿童心理理论使用能力的发展特点，对 １５３ 名一至五年级的小学生在口
述和写作两种不同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情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１）小学生在口述和写作
两种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皆在二至三年级时出现发展

的加速期；（２）各年龄段的小学生在写作中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能力都要高于在口述中使用心
理状态术语的能力；（３）小学生对于情绪术语使用得最频繁，而对于肯定程度词汇使用得较少。结
论是：小学生的心理理论使用能力在不断发展，存在着发展加速期。

关键词：口述；写作；心理状态术语；心理理论；情绪术语

中图分类号：Ｇ６２３ 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７９０２（２０１９）０４ ００３０ ０５

一、引言

一些研究者提出，学龄后期心理理论的发展是逐步由“获得”心理理论转变为“使用”心理理论，①因此，

人们开始关注儿童使用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情况。②③④由于对心理理论使用的考察比较复杂，涉及的面很

广，至今尚未形成较为合适的研究范式。一些研究者认为，个体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情况可以反映出他们

心理理论使用能力的发展状况。例如，Ｆｕｒｒｏｗ 等人⑤考察了母亲使用心理状态术语和孩子使用心理状态术

语之间的关系，发现母亲在儿童 ２ 岁时使用心理状态术语和儿童 ３ 岁时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频率相关。
Ｒｕｆｆｍａｎ等人⑥采用纵向研究方法来考察母亲使用心理状态术语和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发现母亲在较早时

间点上使用心理状态术语和之后儿童的心理理论水平有稳定相关。母亲较多使用心理状态术语与孩子谈

话，她们的孩子心理理论能力提高也更快。此外，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和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⑦报告说，母亲在谈话中使用心理状态
术语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控制了孩子的语言能力，这些差异与孩子的错误信念成绩仍然显著相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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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对心理状态进行详细的、解释性的谈论有利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Ｍｅｉｎｓ等人①发现，在婴儿 ６ 个月大
的时候，母亲对于心理状态的评论与她们的孩子在 ４ 岁时的心理理论水平相关。Ｒｕｆｆｍａｎ、Ｐｅｒｎｅｒ 和 Ｐａｒｋｉｎ②

通过父母的自我报告来分析他们是如何使用口头语言管教孩子的，发现父母对心理状态的提及与儿童心理

理论水平呈正相关。桑标和李燕燕③通过观察亲子互动游戏来考查亲子间心理状态术语、非心理状态术语

使用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了年龄因素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和母亲心理状态术语使

用存在显著相关，且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与其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也存在显著相关。他们认为，儿童将心理理论

任务中涉及的表征问题与信念词所隐含的表征属性相联系是形成心理理论、正确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前提。

回顾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儿童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心理理论使用

能力的发展状况。但是，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通过收集儿童口头表述的内容来探讨其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

情况，当然，这可能是受到低龄儿童语言发展水平的限制导致的。我们知道，儿童在进入小学后书面语言表

达能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他们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已经不局限于通过口头叙述，而可以越来越频繁和复

杂地写出他们的想法、情绪、愿望等心理状态。因此，本研究通过口头叙述和书面写作两种方式来考察儿童

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情况，试图分析不同年龄段儿童心理状态术语使用的发展特点，以及不同表述方式中

心理状态术语使用的差异。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选取小学一至五年级 １５３名儿童作为被试（六年级因有升学任务，学习负担重，本研究没有调查），皆无身
体残障或智能发育问题。各年级的具体分布是：一年级 ３０人（男 １６ ／ 女 １４，Ｍ ＝ ７． ０９岁，ＳＤ ＝ ０． ３４），二年级 ３１
人（男 １６ ／ 女 １５，Ｍ ＝ ８． １４岁，ＳＤ ＝ ０． ２８），三年级 ３１人（男 １６ ／ 女 １５，Ｍ ＝ ９． ０６岁，ＳＤ ＝ ０． ３３），四年级 ３１人
（男 １５ ／ 女 １６，Ｍ ＝ １０． １８岁，ＳＤ ＝ ０． ２９），五年级 ３０人（男 １５ ／ 女 １５，Ｍ ＝ １１． １９岁，ＳＤ ＝ ０． ３４）。

（二）实验程序

本研究考察在口述和写作两种不同方式下儿童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情况。首先主试要求被试回想最

近发生的难忘的一件事或印象深刻的一个人，并尽可能详细地介绍为什么这件事令其难忘或者这个人让其

印象深刻。

预测实验的结果显示，被试在描述难忘的一件事或印象深刻的一个人时所包含的心理状态信息量基本

等同。主试对被试的口述内容进行录音，而后对口述中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情况进行编码。如果被试口述

故事存在困难，主试就加以引导，例如：“随便讲讲，没关系的。”或者“前面的小朋友讲得都很好，有人讲的是

外出玩得很开心，也有人讲的是被妈妈骂得很难过，都可以啊。”并在被试口述的过程中不断给予积极的

回应。

之后，另行安排时间要求被试写一篇文章。若被试口述的是最近发生的难忘的一件事，就要求其写令其

印象深刻的一个人，反之亦然。文章字数根据各年级的能力进行要求。

参考有关研究对心理状态术语的分类以及根据对本研究预测样本录音材料的分析，将本研究涉及的心

理状态术语分为五类：（１）想法术语：认为、想、知道。例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知道事情马上要发生
了。”“他们正在苦思冥想。”“让我们想一想。”“我认为它很可爱。”（２）情绪术语：快乐、悲伤、不幸、不快、同
情、发怒、生气、暴躁。（３）愿望术语：想要、喜欢、喜爱、希望、需要、梦想、渴望、宁愿。（４）肯定程度词：可能、
或许、大概、大多、必须、当然、假想、肯定的、估计、确定。（５）其他心理状态术语：记忆、忘记、理解等。例如，
“我们去过医院，记得吗？”“我理解你的话。”

主试使用录音器材对被试的口述过程进行录音，大多数被试在 ５ 分钟左右可以口述完毕；写作过程约为
３０ 分钟，统一发放作文纸。

对被试口述和写作内容的编码原则是，每出现一个心理状态术语记 １ 分并归入相应类别中，在同类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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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使用同一个心理状态术语不重复记分。若使用同一心理状态术语但代表不同的类别，则分别计分。例

如，“我想：‘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孝顺妈妈。’”和“长大以后，我想好好孝敬妈妈”应该区别：第一个“想”

是想法术语，第二个“想”则是愿望术语。总分最低为 ０ 分，分数不设上限。

三、结果

（一）评分者一致性情况

本研究记录使用统一的编码纸，编码者为两位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编码前经过严格培训。二人在

整个研究中的评分一致性 Ｋａｐｐａ系数为 ０． ８７—０． ９６，符合研究要求。对二者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讨论后将
统一的意见记录下来。

（二）小学生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特点

各年级儿童在口述和写作两种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成绩见表 １。

表 １　 各年级儿童在不同使用方式下心理状态术语的成绩（Ｍ ± ＳＤ）

类别 ｎ 口述 写作

一年级 ３０ １． ５０ ± １． ０４ ２． ４０ ± １． ００

二年级 ３１ １． ６５ ± １． １１ ２． ９４ ± １． ４４

三年级 ３１ ３． ００ ± １． ４１ ５． ７４ ± ２． ３２

四年级 ３１ ３． ７１ ± １． ６２ ６． ２９ ± １． ７２

五年级 ３０ ４． ２０ ± １． ７１ ６． ９７ ± ２． ５１

男生 ７８ ２． ５５ ± １． ６４ ４． ７７ ± ２． ３８

女生 ７５ ３． ０８ ± １． ８４ ４． ９７ ± ２． ８５

　 　 在本研究中，以年级、性别为自变量，以被试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总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Ｆ（１，１４３）＝ ２． ５６，ｐ ＞ ０． ０５，η２ｐ ＝ ０． ０２），并且性别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Ｆ（４，１４３）＝ ０． ９８，ｐ ＞ ０． ０５，η２ｐ ＝ ０． ０３），故而在后面的分析中将男女的数据合并使用。

以年级为自变量，以被试在口述和写作两种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总分为因变量，分别做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对于在口述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总分而言，年级的主效应显著（Ｆ（４，１４８）＝ ２２ ５４，
ｐ ＜ ０ ０１，η２ｐ ＝ ０ ３８）。事后检验（ＬＳＤ）表明，一、二年级的成绩显著低于三至五年级（ｐ ＜ ０ ０１），三年级又显
著低于四、五年级（ｐ ＜ ０ ０５），但是一、二年级之间以及四、五年级之间皆没有显著差异（ｐ ＞ ０ ０５）。这说明
口述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在二至三年级是发展的加速期，到四年级以后趋于稳定。对于在写作方

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总分而言，年龄的主效应显著（Ｆ（４，１４８）＝ ３６ ４８，ｐ ＜ ０ ０１，η２ｐ ＝ ０ ５０）。事后检
验（Ｔａｍｈａｎｅｓ Ｔ２）表明，一、二年级的成绩显著低于三至五年级（ｐ ＜ ０ ０１），三至五年级间没有显著差异
（ｐ ＞ ０ ０５）。这说明写作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在二至三年级是发展的加速期，三年级以后趋于
稳定。

对口述和写作两种使用方式的差异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年级内的趋势一致：使用方式的

主效应均显著，皆是写作成绩显著高于口述成绩。一至五年级分别是：Ｆ（１，２９）＝ ９ ９７，ｐ ＜ ０ ０１，η２ｐ ＝ ０ ２６；
Ｆ（１，３０）＝ １４ ２９，ｐ ＜ ０ ０１，η２ｐ ＝ ０ ３２；Ｆ（１，３０）＝ ２９ １４，ｐ ＜ ０ ０１，η

２
ｐ ＝ ０ ４９；Ｆ（１，３０）＝ ４０ ８７，ｐ ＜ ０ ０１，

η２ｐ ＝ ０ ５８；Ｆ（１，２９）＝ ２０ ２２，ｐ ＜ ０ ０１，η
２
ｐ ＝ ０ ４１。这说明小学生在写作方式下比在口述方式下使用心理状

态术语的能力更强。

将各年级儿童在两种方式下使用的同一类型成绩相加，汇总后的结果见表 ２。
以年级为自变量，以被试在两种方式下对五种心理状态术语使用的成绩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年级的主效应显著（Ｆ（４，１４８）＝ ６５ ３２，ｐ ＜ ０ ０１，η２ｐ ＝ ０ ６４），五种使用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Ｆ（４，５９２）＝ ３６ ２０，ｐ ＜ ０ ０１，η２ｐ ＝ ０ ２０），年级和使用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Ｆ（１６，５９２）＝ １ ５６，ｐ ＞
０ ０５，η２ｐ ＝ ０ ０４），使用方式和使用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Ｆ（４，５９２）＝ １ ８０，ｐ ＞ ０ ０５，η

２
ｐ ＝ ０ ０１）。事后检

验（Ｔａｍｈａｎｅｓ Ｔ２）表明：针对各年级心理状态术语使用的总分来说，一、二年级间差异不显著（ｐ ＞ ０ ０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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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皆显著低于三至五年级（ｐ ＜ ０ ０１），三、四年级间以及四、五年级间皆没有显著差异（ｐ ＞ ０ ０５），但是三
年级显著低于五年级（ｐ ＜ ０ ０１）。说明自三年级开始，儿童使用五种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仍在增长。针对五
种心理状态术语使用成绩进行的差异比较，使用情绪术语的成绩皆显著高于其他四种术语的成绩（ｐ ＜
０ ０１），使用肯定程度词的成绩皆显著低于其他四种术语的成绩（ｐ ＜ ０ ０１），想法术语、愿望术语和其他术语
间皆差异不显著（ｐ ＞ ０ ０５）。这说明小学生对于情绪术语使用得最频繁，而对于肯定程度词使用得较少。这
一趋势在图 １ 中更加明显。

表 ２　 各年级儿童对不同类型心理状态术语使用的成绩（Ｍ ± ＳＤ）

年级 ｎ 想法术语 情绪术语 愿望术语 肯定程度词 其他心理状态术语

一 ３０ ０． ９３ ± ０． ７４ １． ４０ ± １． １９ ０． ８３ ± ０． ７９ ０． ２０ ± ０． ４８ ０． ５３ ± ０． ８６
二 ３１ ０． ７７ ± ０． ７２ １． ３２ ± １． ０１ １． ２９ ± ０． ９４ ０． ２９ ± ０． ５３ ０． ９０ ± ０． ８７
三 ３１ １． ９４ ± １． １２ ２． ９４ ± １． ２１ １． ７４ ± １． ０９ ０． ７４ ± ０． ８２ １． ３９ ± １． ２６
四 ３１ ２． ２３ ± １． ３３ ２． ８７ ± １． ４３ ２． ００ ± １． ００ ０． ９０ ± ０． ９１ ２． ００ ± １． ６１
五 ３０ ２． ２０ ± １． ５２ ２． ９７ ± １． ７３ ２． ０７ ± １． ３４ １． ３３ ± １． １８ ２． ６０ ± １． ６１

图 １　 各年级被试对不同类型心理状态术语使用的成绩

　 　 针对每种术语使用的年龄发展趋
势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想法术语

的年级主效应显著（Ｆ（４，１４８） ＝
１１ ８９，ｐ ＜ ０ ０１，η２ｐ ＝ ０ ２４）；情绪术
语的年级主效应显著（Ｆ（４，１４８） ＝
１２ ５８，ｐ ＜ ０ ０１，η２ｐ ＝ ０ ２５）；愿望术
语的年级主效应显著（Ｆ（４，１４８） ＝
７ ４５，ｐ ＜ ０ ０１，η２ｐ ＝ ０ １７）；肯定程度
词的年级主效应显著（Ｆ（４，１４８） ＝
９ ６０，ｐ ＜ ０ ０１，η２ｐ ＝ ０ ２１）；其他术语
的年级主效应显著（Ｆ（４，１４８） ＝
１２ ６２，ｐ ＜ ０ ０１，η２ｐ ＝ ０ ２５）。对上述
五个主效应的事后检验（ＬＳＤ），总体

情况是：一、二年级间差异不显著（ｐ ＞ ０ ０５），但它们皆显著低于三至五年级，三至五年级间有些内容（想法
术语、情绪术语、愿望术语）差异也不显著，有些内容（肯定程度词和其他心理状态术语）是三、四年级间不

显著，但都低于五年级。这说明了一个总趋势，即：二至三年级是五种心理状态术语使用能力的发展加速期，

而四至五年级则是一些术语使用能力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加速期。

四、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小学生在口述和写作两种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

断提高的，而且在两种方式下发展的趋势较为一致。对于一至五年级的儿童来说，在写作方式下使用心理状

态术语的能力都要高于在口述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桑标等人①曾考察过幼儿在口述方式下使

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是不断提高的。本研究将被试

变成了小学生，但结果与他们相一致。本研究还发现小学生在写作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同样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二至三年级是儿童在写作方式下心理状态术语使用能力开始发展的重要转折期。

结合与实验同时开展的调查，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学校从二年级开始对小学生进行写作训练有关。一年级学

生写作框架单一、内容简单，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写作入门，所以基本上是通过看图写话来帮助学生进行写

作，而教师指导也只是帮助学生理解图画的意思即可，很少对作文的内容和思想进行分析。此外，一年级学

生在写作文章时，受限于他们对文字的认识，很多时候是会说不会写，有时连相对复杂一点的汉语拼音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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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存在困难，所以容易出现“写不出”的情况，这将直接影响他们使用心理状态术语。到二年级，这样的情况

开始好转，随着会写的汉字越来越多，他们可以更好地用文字表达对一件事或者一个人的理解，所以对心理

状态术语的使用也在不断提高，迅速发展。

本研究还发现，每个年级在写作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成绩都要高于在口述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

术语的成绩。我们认为可以从说和写的区别上寻找解释。一般认为，写作是说话的高级加工形式，内容更简

洁和完善。写作可以反复斟酌和思考，在写作过程中可以反复改动字词、变换句子、调整段落，甚至修改全篇

布局。而说话就不能这样。说话是随想随说，一般不用过多地去注意词句、组织思想，所以较写作容易。就

小学生而言，在说之前组织语言、整理思维的能力较差，基本上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他们说话的质量较

差，自然在说话中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也较贫乏。相比写作就要好多了，同样是描述一件事或者一个人，

写作可以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创作，而且字词变化也丰富多彩。比如对情绪术语的表达，在口述方

式下，学生使用“高兴”“开心”的频率最高，而在写作方式下，使用形式多种多样，“欣喜若狂”“兴高采烈”

“心满意足”等等，所以在写作方式下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也较好。

本研究还发现，儿童使用情绪术语的成绩显著高于使用其他所有术语的成绩，使用肯定程度词的成绩显

著低于使用其他所有术语的成绩，信念术语、意图术语和其他术语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儿童对于情绪

术语使用得最频繁，而对于肯定程度词使用得较少。大量研究表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遵循一个从“愿望

心理学”到“信念心理学”的过程，即儿童首先依据简单的愿望和需要来理解他人的行为动机，然后才开始逐

渐懂得他人也可能拥有与自己不同的信念，并据此而不是依据现实世界的状况采取某种相应的行动。①②

Ｂａｒｔｓｃｈ和 Ｗｅｌｌｍａｎ③通过观察儿童的日常言语发现，在与抚养者的日常言语交流中，起初儿童没有出现任何
涉及心理状态的术语，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大量使用有关愿望和情绪的动词，后来逐渐产生用来表达想法

和信念的术语。桑标等人④的研究发现，３ 岁儿童倾向于使用所谓的“其他用法”和愿望动词，或者没有使
用，４ 岁儿童则较多使用习惯用语和愿望动词，５ 岁儿童的应用可能较多涉及真正的心理状态。本研究也证
实了这一点。在本研究中，儿童在一年级时已经基本获得了简单的愿望术语的使用能力，其后一直保持缓慢

发展。而对于想法术语和情绪术语的使用，发展趋势较为一致，一至二年级时基本可以简单使用，之后发展

迅速，三年级是儿童大量使用想法术语和情绪术语的关键年龄。虽然本研究的发现仅仅是横向比较的结果，

并不能完全说明儿童对心理状态术语使用的特点，即具有指向愿望到指向信念的发展模式，但仍具有重要

价值。

五、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果：（１）小学生在口述和写作两种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都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不断提高，都在二至三年级时出现发展的加速期；（２）一至五年级小学生在写作方式下对心理状态术语
的使用能力都要高于在口述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３）小学生对于情绪术语使用得最频繁，而对
于肯定程度词使用得较少。本研究的结论是：小学生的心理理论使用能力在不断发展，存在着发展加速期。

（责任编辑：魏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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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对农村儿童自我概念影响的个案研究

吕　 林，陈学军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自我概念是指个人对自身多方面行为的评价，对儿童的身心发展起着定向、调节的作用。在

影响自我概念认知的多方面因素中，家庭教育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农村的发展，农村的家

庭教育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该研究选取农村儿童 Ｌ为被试，通过访谈及自我描述问卷，了解其对自
我概念的认知。并通过观察及对父母的多次访谈探讨家庭教育隐性因素和显性因素各方面的特点。研

究发现，儿童对一般自我概念、学业自我概念以及非学业自我概念三个层次的认知均有其自身的特点。

同时，家庭教育的隐性因素和显性因素对儿童各层次的自我概念认知都有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儿童；自我概念；家庭教育；学业自我概念；非学业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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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自我概念是个性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是自我意识的具体体现，是自我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自我概念作

为自我的主要成分，反映个体自我意识现有的发展水平，同时体现为自我的体验和对自我的调节水平。①

西方最早系统研究自我概念的心理学家是詹姆士。②他把自我概念分为四个成分，即身体和物质的、社

会的、精神的和纯粹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结构模型的研究经历了由单维到多维，由多阶段到多层次的发展

过程。塞弗森③提出了自我概念的等级模型，最高的层次是自我概念；第二层分为学业概念和非学业概念两

个维度；第三层又将学业自我概念区分为在语文、数学、历史、英语等具体学科上的自我概念，将非学业自我

概念分为社会、感情、身体三个方面的自我概念。这是第一个用学业、非学业的标准划分自我概念的模型，把

自我概念与学业成绩联系起来，这种划分标准为后续自我概念的分类方式提供了良好的参考价值。④

国内学者大都倾向于从自我意识与自我概念两者的关系上进行研究，认为自我概念作为自我的主要成

分，在人格类型中处于核心地位，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身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状态的感知和主观评价，它是

自我意识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集中反映着自我意识发展水平的高低。⑤卢蜀萍⑥曾研究了从小学四年级到

大学各个阶段学生的自我概念结构，分别从身体特征、具体行为和人格特质三个维度来划分自我概念。郭晓

娜⑦将自我概念分为生理自我、能力自我、情绪自我、道德自我、学业自我和社会自我等。本研究的自我概念

主要是儿童根据自己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与经验的累积，对自我的评价，借鉴塞弗森的理论，包含学业概念

即数学、语文、英语等具体学科的自我概念，以及非学业概念即社会、情绪和身体的概念。

在新课改“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理念中，提出要重视对学生自我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提高儿童对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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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认识。对于同样处于新课改浪潮中的农村儿童来说，帮助他们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非常重要。影响

自我概念的诸因素，主要集中在年龄、性别、学业成就、家庭等方面，其中家庭因素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家庭教育主要指父辈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对孩子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家庭教育分为显性家庭教育和

隐性家庭教育。① 显性家庭教育因素包括家长教育观念、家庭教育内容、家庭教育方式和家庭教育策略等体

现家庭教育方向的因素，这些因素直接制约着家长教育子女的活动；隐性家庭教育因素包括家庭人际关系、

家长道德素质、家长文化素质、家庭生活条件和家庭生活方式等影响家庭教育质量的因素。

有关研究表明，家庭是青少年自我概念形成与提升的重要场所，父母的教养风格、亲子互动模式等均影

响着青少年自我概念的发展。②

国外学者 Ｃｏｏｌｅｙ的镜像自我理论认为，他人的态度影响着儿童的镜像自我，并进一步提出重要他人的
思想，认为儿童的镜像自我受重要他人的影响。③ 康格尔等人的研究表明，那些能有效约束和监控孩子的父

母可以创造更为稳定安全的环境，从而使孩子培养自信和正向的自我概念和学业自我概念。布瑞和穆勒、谢

尔顿④的研究均证明子女的自我概念和自尊等都与父母教养方式有关。

国内对于农村家庭教育与儿童自我概念的研究稍显薄弱，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是王玲凤等人⑤的研

究，即在家庭教育方式中，父母的情感温暖及理解与小学儿童的自我概念呈现显著正相关；而父母的拒绝否

认、严厉与惩罚、父亲的过度保护等与小学儿童的自我概念呈现显著负相关。孙浩⑥等人认为，自我概念主

要包括学业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学业自我概念不仅与个体学业发展水平有关，也受他人对其学业水

平及相应学习状态评价的影响，尤其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重要他人”的评价更可能为个体贴上“标签”。对

于小学儿童来说，父母是他们非常关键的“重要他人”，会对其自我概念产生重大影响。

总之，在国内现有的研究中，涉及家庭教育与儿童自我概念的关系研究不多，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父母的

教养方式方面，且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法，深度不足。本研究关注农村儿童自我概念及家庭教育各影响因素

的特点。因为现有的针对儿童的自我概念的个案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深入解

释农村家庭教育对于儿童自我概念产生的影响及其原因，从而促进其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农村儿童 Ｌ作为研究对象，Ｌ为女生，独生子女，２００５ 年出生于苏北农村。在开展研究时，Ｌ
正在读小学六年级。其家庭情况是：父亲常年在外打工，Ｌ由母亲和祖辈共同抚养，祖辈过世后，她在一段时
间内由母亲一人边工作边抚养，并且一直在农村生活。在开展研究前一年，Ｌ 与母亲一起搬至城市，和父亲
共同生活。选择 Ｌ家庭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该家庭具备了目前农村家庭的一些典型特征，如
父亲在外务工，Ｌ由祖辈和母亲照顾；二是笔者和该家庭的关系比较亲密，Ｌ 愿意吐露心声，其父母有时也会
和笔者讨论一些教育的方法，有助于研究进行。

（二）研究方法

１． 问卷法
采用自我描述问卷（ＳＤＱⅡ）量表初步了解儿童自我概念各个层次的特征。该量表由 Ｍａｓｈ 等人于 １９８４ 年

编制，并由陈国鹏等人修订而成。该量表适用于我国六年级至高一年级的学生，内在稳定性较好，并可以根据

研究需要向两端延伸。⑦ 该量表共有 １１个分量表，共 １０２项测试题，其中三个分量表涉及学业自我概念：语文、
数学和一般学校情况；七个分量表涉及非学业自我概念：体能、外貌、与异性关系、与同性关系、与父母关系、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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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可信赖和情绪稳定性等方面；还有一个分量表涉及一般自我概念。每一题都有 ６ 种答案供选择，从“完全
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为“１—６”分，对 ５３个项目进行反向计分后，得分越高，则自我概念水平越高。
２． 观察法
为了深入地了解 Ｌ的家庭教育情况，笔者对该家庭多个方面进行客观观察，包括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

式、Ｌ的行为等，以求呈现出 Ｌ最真实的家庭生活。
３． 访谈法
为了弥补观察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对家长及 Ｌ 都实施正式和非正式的访谈，旨在了解家长

的教养方式、教育理念、文化素质、职位高低及 Ｌ对于自己的看法、评价，使研究更加详细周全。
４． 文本分析法
搜集 Ｌ的日记以及在社交网络发布的动态、言语记录等，加深对 Ｌ成长过程中自我概念发展的了解。

三、研究结果

通过自我描述问卷对 Ｌ的自我概念有一个初步了解。由于一般自我概念的题目涉及的内容较为零散，
因此本研究中一般自我概念的研究结果主要以访谈的形式呈现，表 １ 主要统计学业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
概念各项目得分：

表 １　 Ｌ学业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情况

学业自我概念得分

语文 数学 一般学校情况

Ｌ ３３ ２３ ３０
常模 ２８． ６８ ２７． ６２ ２５． ８１
对比 ＋ ４． ３２ － ４． ６２ ＋ ４． １９

非学业自我概念得分

体能 外貌 与异性关系 与同性关系 与父母关系 诚实—可信赖性 情绪稳定性

Ｌ ３１ ３０ ３３ ４６ ２４ ２１ ２４
常模 ２３． ８７ ２３． ６２ ２６． ０６ ２３． ９４ ２９． ６８ ２４． ６３ ３０． ３７
对比 ＋ ７． １３ ＋ ６． ３８ ＋ ６． ９４ ＋ ２２． ０６ － ５． ６８ － ３． ６３ － ６． ３７

　 　 陈国鹏和崔丽娟等人在《自我描述问卷Ⅱ型在中国的试用报告》中统计了中国女童各个项目的得分。
通过对比常模数据，我们对 Ｌ的自我概念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同时，依据自我描述问卷所得出的结果，
笔者又对 Ｌ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以求进一步了解其自我概念。

（一）一般自我概念

１． 目标自我概念
Ｌ的目标自我概念较低，表现在对于自己的各科成绩没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对以后的发展没有标准定

位。研究表明，积极的自我概念与学习成绩产生良性循环，反之则学习成绩差导致消极自我概念，进而带来

消极自我期望。可能正是因为一些学科成绩差，所以 Ｌ对自己期望较低，导致目标自我概念较低。①

这一表现与家长的教育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骆风认为，教育观念的核心是教育目标。在长时间的观

察中发现，Ｌ父母对于孩子之前的成绩表现不太满意，所以时常怀疑孩子未来的发展。父母不经意间开玩笑
常说的那句“你能考上护校就不错了”的话，对 Ｌ的自身目标定位产生了消极影响，以至于 Ｌ 在访谈时谈到
自己的目标时一直犹犹豫豫，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位。

２． 兴趣自我概念
观察和访谈的结果显示，Ｌ的兴趣自我概念比较低，具体表现在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没有明确的认识，

且对曾经的兴趣爱好没有足够的坚持。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从家庭教育内容来看，父母干预过多，重文化轻兴趣。家长限制了 Ｌ 的兴趣爱好，他们过度强调
文化教育，轻视兴趣开发，当 Ｌ表现出想学画画的意愿时，父母认为画画是在浪费时间，致使 Ｌ将“画画是没
用的”这一观点内化，从而把提高学习成绩当作宗旨。已有研究表明，父母的过分干涉与小学儿童的自我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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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晓娜：《中学生自我概念与行为困扰探究》，第 ７３ ７５ 页。



念的发展呈显著负相关。①

其次，从家庭教育观念来看，家长认为 Ｌ 的目标是好好学习，能够获取高学历，而不是学习画画。正是
因为这种观念让 Ｌ觉得学画画不是她的目标，好成绩才是目标，为了获取好成绩放弃画画，从而造成兴趣自
我概念偏低。

最后，从家庭水平来看，该家庭的生活水平并不富裕，而家长的收入及家庭的物质生活，都与他们的价值

观密切相关，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发展。② Ｌ父母的大部分积蓄都投资在 Ｌ的课后辅导上，没有多余
的钱支撑 Ｌ的兴趣班费用。Ｌ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她认为自己既然不能专业学画画，肯定没有其他人画得
好，于是对自己的兴趣概念降低，逐渐就放弃画画了。

３． 自控能力自我概念
Ｌ在学习方面的自我控制能力较低，在访谈的时候，她承认自己有时也会受母亲的影响边看电视边写作

业，或者边听歌边写作业。

这一结果跟家长的教育方式有一定的关联。鲍姆林特将家庭教育方式分为四类，分别是：溺爱型、民主

型、专制型和放任型。专制型的教育方式，体现为孩子受父母过多的支配，从而被动性强，易服从；放任型的

教育方式，易导致孩子缺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较差。③ 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Ｌ 的父亲都是在外地打工，母
亲承担了更多的家庭重担以及教养子女的责任，不论是在陪伴子女的时间上还是面对子女的问题上，投入的

精力都相对不足。④ 所以 Ｌ母亲有时采取放任型的教育方式，忙于干自己的事情，稍有闲暇便用来看电视娱
乐消遣，并不顾及对孩子的影响，所以导致 Ｌ自控能力较差。

（二）学业自我概念

１． 语文自我概念
Ｌ语文成绩较好，对于语文成绩的自我概念较高。研究表明，当一门成绩非常优秀时，能从一定程度上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克服学习困难的动力。⑤ 虽然 Ｌ 知道自己在语文学习上有相对优势，但她不清楚哪
些是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如她不能很好地选择适合自己年龄的读物。其原因可能是母亲没有甄选适合孩

子的书籍。母亲给 Ｌ挑选的课外读物，大多来源于 Ｌ读高中的表姐，书籍与 Ｌ的年龄匹配度不高。同时，在
Ｌ阅读这类“高深”的课外书时，因其母亲文化水平的限制，所以没有能力给其提供指导。
２． 数学自我概念
Ｌ数学成绩的自我概念较低。在访谈中，她甚至说自己的数学是“怎么都学不好了”。研究发现，学生的

学习成绩与学业自我概念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且数学自我概念与数学成绩的相关性高于其他自我概念。正

是因为数学成绩长期较差，所以 Ｌ数学自我概念较低，甚至对数学学习，已经形成了习得性无助。Ｌ 数学自
我概念低下，与家庭策略调整和家长文化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从家庭策略调整来看，Ｌ的父亲为了让 Ｌ 接受良好的教育，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所以费尽心思
接孩子来城里读书。但进城后，Ｌ数学下滑了不少。对此，Ｌ 表示自己很难跟上城里的讲课进度，导致成绩
落后，自信心受挫。

其次，从家长文化素质来看，Ｌ的父母是初中文化，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教育孩子，从而将 Ｌ的教育完
全依赖于学校教育和辅导班的老师，家庭教育意识不强。但同时对孩子的期望却很高，他们希望孩子能好好

读书，将来跳出“农门”，对于孩子的学习成绩抱有较高的期望。正是因为过高的期待与孩子的现状存在矛

盾，数学成绩的下滑，使 Ｌ有了极大的挫败感，因此导致自我概念低下。
３． 一般学校情况的自我概念
Ｌ一般学校情况的自我概念偏低。观察发现，Ｌ对学习已经产生了倦怠心理，只要提到与学习相关的内

容，她常常会表现出不耐烦，并且在写作业的时候会找很多理由推脱。

研究表明，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倦怠显著正相关。具体表现为，体验到越多父母情感温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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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殷绪群：《父母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心理健康及自我概念发展的相关研究》，河北师范大学 ２０１２ 年硕士学位论文。
洪校玲：《家庭教育模式与小学儿童自我概念发展的相互关系》，《科教导刊（上旬刊）》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 １３ 页。
黎利：《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的个案研究》，湖南师范大学 ２０１５ 年硕士学位论文。
王宇：《农村初中留守儿童母亲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概念与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 ２０１３ 年硕士学位论文。
王宇：《农村初中留守儿童母亲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概念与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 ２０１３ 年硕士学位论文。



越不易出现学业倦怠，而父母更多使用拒绝与惩罚教养方式的学生更易产生学业倦怠。① 在本研究中，父母

只要感觉 Ｌ的学习成绩或作业情况等表现不好时，就会大声训斥 Ｌ，有时父亲甚至会动手，正是因为这种严
格、惩罚式的教养方式，导致 Ｌ的一般学校情况的自我概念偏低。

（三）非学业自我概念

１． 异性关系、同性关系自我概念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Ｌ在同性关系自我概念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异性关系的自我概念得分，访谈也显示 Ｌ

的女性朋友多于男性。

这一结果与家庭教育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关鸿羽在其 １９９５ 年出版的《家庭教育学》中指出，家庭教
育的内容包含人际交往指导。Ｌ父亲在平时的交谈中常常有意无意地引导孩子多和女生交朋友，并且曾因
为 Ｌ和男生在网络上聊天而训斥了她。
２． 亲子关系自我概念
Ｌ表现出亲子关系的自我概念偏消极，有时候宁愿一人独处也不愿和父母在一起，甚至有时父亲打电

话，Ｌ都不愿去接。
研究发现，父母如果对孩子的日常活动、学习及交友情况进行过多的限制和干涉，就会导致儿童做事过

分小心翼翼，害怕自己的行为不符合父母的要求而过分紧张，这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更不利于营造良

好的亲子关系。② Ｌ父亲重视惩罚，对 Ｌ成绩不满时，就会大声呵斥她，甚至动手。即使平时通电话，也只是
询问成绩，所以 Ｌ不愿意接他的电话。
３． 诚实—可依赖性自我概念
Ｌ诚实—可信赖性自我概念得分偏低，在研究过程中 Ｌ承认自己有时会撒谎。
从家庭教育内容来看，Ｌ父母极少对 Ｌ进行道德教育，因此难以起到预防作用。有时母亲对 Ｌ撒的一些

小谎的忽视，纵容了 Ｌ的撒谎行为；同时父母在发现 Ｌ撒谎后采取的呵斥、惩罚等严厉手段也不利于孩子撒
谎行为的改善。

从家长道德素质来看，家长自身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撒谎，忽视了儿童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模仿，所以在

不经意间使孩子形成了较低的诚实—可信赖性自我概念。

４． 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
Ｌ的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较低，具体表现为在家的时候她时而情绪紧张，时而心情放松。
这一结果与家庭教养方式有较大的关系。研究表明，父母的严厉惩罚、过分干涉和过分保护以及拒绝否

认不利于儿童自我概念的形成，儿童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会更多地形成对自己负面的自我认识和评价，长

期下去则很可能产生其他的行为和情绪问题。③

Ｌ表示，父母有时对自己不错，会与她开玩笑，在这种状态下，她是放松的。但是由于 Ｌ 的数学成绩太
差，如果不小心谈及数学方面的话题，父母可能会突然发脾气，父亲会大声呵斥甚至动手打她。正是因为这

种严厉的教养方式，使得 Ｌ情绪时常有较大的波动，这也是其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发展偏消极的原因之一。

四、研究结论

（一）家庭教育中，显性因素对儿童自我概念的影响较大，且主要影响学业自我概念

儿童的学业自我概念中，受家庭教育影响较多的是目标、兴趣、数学等自我概念。显性家庭教育因素直

接制约着家长教育子女的活动，对于儿童上述自我概念的影响较大。在显性因素中，受影响最多的是家长的

教育观念（教育目标）、家长的教育内容以及家长的教养方式。

教育观念影响着孩子对于自己的期望，并进而影响孩子对自身的目标定位。家长的教育内容包括学习

和道德品质方面等，都对儿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对于自己“做什么”以

及“怎么做”，很大程度上会参考父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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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罗云，陈爱红，王振宏：《父母教养方式与中学生学业倦怠的关系：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６５ ７２
页。

郎茜癑，郖诗韵：《父亲教养方式对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求知导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２ 期，第 ３７ ３９ 页。
殷绪群：《父母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心理健康及自我概念发展的相关研究》，河北师范大学 ２０１２ 年硕士学位论文。



家长的教养方式对于儿童自我概念的重要性，在诸多文献中均有阐述。在本研究中，母亲放任型的教养

方式对儿童的自控能力产生了消极影响，而父亲专制型的教养方式又使得 Ｌ 的一般学校情况的自我概念
偏低。

（二）家庭教育中，隐性因素对儿童自我概念的影响较少，且主要影响非学业自我概念

儿童的非学业自我概念主要受隐性因素影响，且影响最多的是亲子关系、异性—同性关系、诚实—可信

赖性这几种人格品质。隐性家庭教育因素包括家庭人际关系、家长道德素质、家长文化素质、家长生活水平

等制约家庭教育质量的因素。

家长的文化素质和生活水平常常会影响其价值观，儿童的亲子关系、异性—同性关系、情绪稳定性等的

自我概念有很大一部分受家长的人际关系影响；儿童的诚实—可信赖性则受家长道德素质影响较多。

对于十几岁的儿童来说，他们的人际交往方式以及大多数道德品质的习得往往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

所以家庭的隐性教育因素对儿童的非学业自我概念，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五、建议

（一）一般自我概念方面

家长只有建立合理的期望，才能促进儿童形成积极的目标自我概念。Ｊｅｙｎｅｓ 和 Ｈａｔｔｉｅ 都得出这样的结
论：父母高度且合理的期望是家庭中父母参与最强大的组成部分。过高的期望以及过于严格的表达方式会

导致儿童对自己失去信心，甚至形成习得性无助。Ｌ父母应正确认识孩子的学业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提出
合理的期望，并给 Ｌ更多的理解和鼓励，让 Ｌ重新燃起学习的信心。

（二）学业自我概念方面

１． 陪伴孩子学习，加强家长参与，提高儿童的学业自我概念
Ｒｉｓｌｅｙ和 Ｈａｒｔ认为，与孩子一起的早期言语交流和阅读，会比那些没有早期刺激的孩子更早习得阅读能

力。Ｌ父母几乎从来没有陪孩子一起学习，所以不了解 Ｌ 的学习情况，不知道给孩子挑选合适的阅读书目。
建议家长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增加在孩子学习中的参与程度，给孩子提供适当、良性的指导。

２． 了解儿童身心发展特点，采取适合的教育方法，提高儿童各科学业自我概念
家长参与孩子的学习，要采用合适的教育方法。首先不能一味地进行打骂或横加干涉，更不能“不懂”

孩子，应弄清孩子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掌握孩子的个性特点。家长的教育方法要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规

律，如选择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文学读物，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学业自我概念。

其次，切忌盲目跟风，应采取合适的家庭策略帮助孩子提高学业成就。本研究中，父母为了让 Ｌ接受更优
质的教育，举家从农村迁至城市。Ｌ在接受优质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不耐受”的现象，无法跟上课堂的上课
节奏，从而出现了数学成绩的大倒退。因此，家长在为孩子选择教育环境的时候，应该选择适合的教育。即使

要选择“优质教育”，也应该给孩子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并帮助孩子进行合理的调整，防止适得其反。

（三）非学业自我概念方面

１． 采用民主型的教养方式，与儿童平等沟通，促进儿童对人际交往关系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
本研究表明，父亲过于严厉的教养方式使得 Ｌ即使“有苦”也“不敢言”，从而使父女关系疏远，Ｌ的亲子关

系自我概念偏向消极。而母亲放任式的教养方式，使其对 Ｌ的了解较少，进而致使母女关系越来越疏离。建议
父母采取民主型的教养方式，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需要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互相支持；

需要家长与孩子之间形成民主平等的关系，让孩子在轻松有爱的氛围中形成积极向上的人际交往关系。

２． 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鼓励儿童形成良好的道德自我概念
人的最初道德观念、是非标准、为人处世的准则是从家庭中得到的。孩子出生后最先接触的人就是家

长，家长的言行举止时刻都会影响着孩子以后的为人处世，尤其在道德品质方面，父母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道德教育要从小事做起，父母作为对儿童影响最大的“重要他人”，应该避免撒谎行为，提高自己

的道德修养，做个诚实守信、文明高尚的人，才能成为子女的一面“明镜”。

（责任编辑：魏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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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０１ １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北宋士人画与诗学研究”（１９ＹＪＣ７５１００５）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关鹏飞，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与文献。

①　 所谓“兼性共生”（ｆａｃ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与“专性共生”（ｏｂｌｉｇａｔｅ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是笔者借用生态学概念，二者同属于共生关系（ｍｕｔｕａｌｉｓｍ），
即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互依赖，长期共存。有的共生关系只是提高共生生物的生存几率，但并不是必须的，叫做兼性共生；有的共生生物需

要借助共生关系来维系生命，这属于专性共生。诗佛关系，从皎然、齐己、王维、苏轼、参寥等诗人、诗僧身上来看，主要呈现出兼性共生的互惠

关系，后严羽等开始以禅喻诗，诗佛关系渐渐呈现出严重的依赖现象，有专性共生的倾向。

②　 可参看拙稿：《严羽的诗学批评方法及其原因———以辨体与以禅喻诗为中心》，《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③　 张健：《沧浪诗话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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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性共生：苏轼诗、佛关系新论

关鹏飞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７１）

摘　 要：诗佛关系由兼性共生转向专性共生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苏轼的诗佛关系研究，

经王文诰辩驳才得以重新纳入研究视野。这种兼性共生关系极其复杂：一方面，它体现在佛学作为

思想资源之一对诗观与诗风的影响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诗论与佛理二者对阐释策略的需求上。

前者是诗佛关系中先天存在的，后者则是经过作者创造性关联阐释后才新建起来的。通过对苏轼

诗佛关系的重新审视，可对诗佛关系研究的错误认知有所廓清。

关键词：诗佛关系；兼性共生；苏轼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 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７９０２（２０１９）０４ ００４１ ０７

诗学与佛学的关系（尤其是诗禅关系），历来受到诗人、诗僧、诗论家和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在具体

问题与理论阐释等方面取得较大成果。但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不健康的倾向，即把诗、佛的先天关系

与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后天关系混为一谈，从而造成诗、佛关系研究的失序。诗学与佛学本身拥有很多共

同之处，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诗佛关系获得历史发展的起点。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传播环境、接受身份、使

用语境发生巨变，诗佛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忽略这种复杂性而笼统地加以研究，得出的结论难免偏颇。历史

地看，诗佛关系呈现出由“兼性共生”向“专性共生”①发展的趋势，即诗佛（主要表现为诗禅）的紧密度不断

加强。由于诗佛分属艺术与宗教的不同门类，“专性共生”始终没有成为普遍的历史事实，而“兼性共生”则

成为诗佛关系中的主流。这一方面揭示出诗、佛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为重新反思佛学影响诗学提供新的角

度。本文即通过“兼性共生”视角，廓清苏轼诗佛关系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从而推动苏轼研究乃至整个诗佛

关系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重回兼性共生：!慎行、王文诰之争的实质

北宋到南宋，诗佛关系尤其是诗禅关系越来越紧密，呈现出由兼性共生向专性共生转向的趋势。苏轼虽

提出“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但只

把诗中的好诗（尤其是佳处）跟参禅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拿诗中的极小部分跟禅结合。而到严羽以禅喻

诗②，“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③（但严羽并没有证明这一点），通过禅道、诗道之妙悟，把诗与禅

紧密捆绑，在禅中分其高低（临济宗、曹洞宗），并以禅派之高低来取舍诗艺之上下，不仅诗之全体与禅对应，

而且不符合诗道的诗歌被剔除出去。这实际上已经是以禅道来规范诗道，严羽是在以禅道（他所认为的诗

道）来评骘诗歌，诗歌成为禅道的体现者，诗歌已很难离开禅。这种倾向到王士祯手中发展为以禅论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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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顶点。

诗禅关系中的兼性共生与专性共生倾向，在后世分别得到继承与发展，在宗宋的清代诗人、学者面前更

加凸显①。体现在苏轼研究中，主要以#慎行、王文诰对苏轼“雪泥鸿爪”的争论上。嘉六年（１０６１），苏轼
２６ 岁，出任签署凤翔府判官。苏辙虽被任为商州推官，但因苏洵在京编修《太常因革礼》，无人照料，故留京
侍奉。苏辙送苏轼赴职，在郑州分开后，折返汴京，并创作《怀渑池寄子瞻兄》。苏轼路上经过渑池（今河南

渑池县西），写有一首回答苏辙的和诗，即《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创造出“雪泥鸿爪”的有名比喻：“人生

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②这个比喻的独创性原无可怀疑，直到

#慎行指出苏轼引用天衣义怀禅语，问题才复杂起来。
#慎行在《补注东坡编年诗》卷三中解释“飞鸿留爪”时云：“《传灯录》：天衣义怀禅师云：‘雁过长空，影

沉寒水。雁无遗迹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异类中行。’先生此诗，前四句暗用此话。”③对于#
慎行的看法，后人或赞同，或反驳。赞同者，如冯应榴虽然指出天衣义怀禅语出自《五灯会元》而非《传灯

录》，但在《苏轼诗集合注》中加以引用，且云：“陈?云：‘雪泥鸿爪当出佛经。’马含中《雪》诗：‘不注飞鸿注

蹇驴。’盖讥坡诗注之陋也。俟再考。”④冯应榴比较倾向于认可#慎行的观点。反驳者，主要以王文诰为代
表。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三中说：“公后与王彭遇，始闻释氏之说，本案已立专条，非比往时注

家指东画西皆可附会也。#注引《传灯录》义怀语，谓此四句本诸义怀，诬枉已极。凡此类诗，皆性灵所发，
实以禅语，则诗为糟粕，句非语录，况公是时并未闻语录乎？《敬业堂集》清通幽秀之句不乏，今概以禅语实

之，如初白有知，能不奋然怒骂以头抢地下乎？合注不知删驳，反谓义怀语出《五灯会元》，不出《传灯录》，可

谓以五十步笑百步矣。”⑤对于前人争论，后世学者在论述佛学影响苏轼时依然多赞同#慎行的观点。比较
而言，王水照之说较为通脱：“苏辙原诗开头两句云：‘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苏轼从‘雪泥’引

发，变实写为虚拟，创造出‘雪泥鸿爪’的有名比喻，喻指往事所留痕迹，以表示人生的偶然、无定之慨，不必

拘泥佛典。”⑥

综合以上说法，争论的核心在于苏轼“雪泥鸿爪”的灵感来源究竟是禅语还是诗语。就该问题本身来

看，答案是难以确定的，因为存在诸多情况。王文诰反驳的最重要的证据，是苏轼在写这首诗之后才接触佛

书（尤其是语录），其荐引人为王彭（大年）。苏轼《王大年哀词》云：“君博学精练，书无所不通。尤喜予文，

每为出一篇，辄抚掌欢然终日。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

盖自君发之。”⑦既然苏轼自己承认接触佛法、佛书是“盖自君发之”，那在遇见王彭之前不知道天衣义怀禅语

也极为正常。但问题在于，苏轼母亲信奉佛法，且诗中已说“老僧已死成新塔”，苏轼在遇见王彭之前也与僧

人有交往，而王彭对苏轼的影响，在于告诉他佛法“大略”，并佐以自身体验，从而使他“喜”佛书，并不意味着

苏轼之前就肯定没有接触过。再者，苏轼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回忆王彭事迹，从而体现出对他的赞美和哀

悼，因此行文之中，难免不夹杂夸张。从这种种因素考虑，要断定苏轼诗中灵感一定跟天衣义怀禅语无关，王

文诰给出的证据还很难成立。

且王文诰对#慎行的反驳也颇为武断。#慎行是清初著名诗人，其《敬业堂集》中有很多好诗，王文诰
想让#慎行自相矛盾，故拿其诗作中近于禅意者调侃。但是仔细分析#慎行原意，在于指出苏轼诗句有所来
源，而并没有否定苏轼此诗的“性灵所发”。因为宋诗尤其是苏诗的很大特点，在于诗有所本而又为其所用，

指出苏诗的语料来源，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否定其伟大。#慎行如有此目的，何必浪费大量时间、精力为苏诗
作注？而王文诰仅仅因为#慎行指出语典，便说“实以禅语，则诗为糟粕”，实在反应过激。王文诰拿#慎行
创作的“清通幽秀”之诗与禅语相比，但苏轼“雪泥鸿爪”之喻，“清通”之处或有，“幽秀”之意实无，二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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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略作统计。坚持专性共生倾向者，如王世懋《艺圃撷余》、安磐《颐山诗话》、张以宁《翠屏集》卷三《李明举诗集序》等；批评严羽

之论中，也有主张诗禅关系密切者，如冯班《钝吟杂录·严氏纠缪》，虽然指出严羽不懂禅，但言下之意仍然没有对诗禅关系的专性共生倾向有

所怀疑。坚持兼性共生者，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全闽诗话》等。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 １ 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８６ 页。
#慎行著，王友胜点校：《苏诗补注》，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５９ 页。
冯应榴著，黄任轲、朱怀春校：《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９１ 页。
王文诰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９７ 页。
王水照：《苏轼选集》修订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５ 页。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９６５ 页。



相提并论。因此，王文诰之语或别有用意。

其关键看法在“凡此类诗，皆性灵所发，实以禅语，则诗为糟粕”一句。与#慎行从诗歌用典创作角度出
发不同，王文诰从诗歌鉴赏的角度出发，认为此类性灵所发之诗，如果用禅语坐实，则有损诗艺，使诗歌成为

糟粕。王文诰的担忧自有历史依据，其讨论的核心问题并非苏轼是否运用禅语入诗，而在于是否要用禅语才

能解释诗中妙处。为证明诗中妙处实为性灵所发，而非禅意，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截断诗句与禅语的联系，

一旦诗句与禅语无关，从禅意角度鉴赏诗歌的途径也就不复存在。

以严羽以禅喻诗和王士祯以禅论诗为标志，诗与禅的关系倾向于专性共生，即诗日渐趋向于离不开禅。这

种过度忽略诗歌本身特点而与禅捆绑的做法，不仅使诗歌受到损害，更对诗佛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王文诰的做

法，是对这种专性共生倾向的反动，虽然矫枉过正，其重回兼性共生的客观价值却不容否定。他提醒人们拨开

禅之迷雾，直接欣赏诗之妙处，无疑扩大了诗之境界，丰富了诗之内涵，而这正与苏诗的特点一致。虽然苏轼主

张“诗法不相妨”，即佛学与诗学不是互相妨碍，而是彼此助益，但以苏轼海纳百川的气概，他是把佛学作为诗歌

资源之一和阐释资源之一而加以吸收的。那些看似继承苏轼诗佛观点的诗论家①，实际上却是背离；王文诰看

似矛盾，却真正契合。下文从诗歌资源和阐释资源两方面论述苏轼诗、佛关系的兼性共生特点。

二、从诗观到诗风：诗学思想来源层面的兼性共生

在苏轼诗佛关系研究中，学者喜欢把苏轼的某些诗学特点归结于佛学修养。如前文所述，这是颇为片面

的观点。为更好地加以证明，不妨对苏诗从诗观到诗风的各方面分别论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佛学作

为思想资源，其根本影响所在，表现在诗学上，是针对诗学思想发生效果的，即佛学扮演着思想来源的作用，

这在诗人的诗歌观念和作品体现出来的诗歌风格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需要强调的是，佛学尽管在文本

层面也对苏轼作品存在一定影响，如贬谪黄州后创作一些类似佛语的作品，《与腾达道五首》其二云：“自得

罪以来，不敢作诗文字。近有成都僧惟简者，本一族兄，甚有道行，坚来要作《经藏碑》，却之不可。遂与变格

都作迦语，贵无可笺注。”②又如苏轼创作的大量偈语作品。但它们都不是常识意义上的诗歌，因此不纳入诗

佛关系的考察之中。

苏轼的诗观极为复杂，其中与佛学关系最密切的是空静诗观。空静诗观出自元丰元年（１０７８）十二月所
作《送参寥师》：“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

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③从这首诗的诗题及其诗意来看，空静观来自佛学是毫无疑问

的。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佛学思想，苏轼是否就缺失这一诗观？这就需要先揭示这首诗的写作目

的，其次对涉及到的观念追本溯源。

该诗是送给参寥（即释道潜）的，诗中说“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联系到全诗对韩愈《送高闲上人

序》中表达的“僧人达不到艺术高境”观点的否定，则该诗是对作为僧人的参寥写诗的鼓励。无独有偶，两年

之后，苏轼又在书信中更加明确地表达对参寥写诗的支持，元丰三年（１０８０）《与参寥子》其二云：“笔力愈老
健清熟，过于向之所见，此于至道，殊不相妨，何为废之耶？”④既然全诗的目的，是为鼓励写诗的僧人朋友，那

么在诗中阐发僧人易懂的佛理，针对朋友的困惑而有的放矢地表达诗观，就再正常不过了。且作为苏轼的好

朋友，参寥在《再哭东坡》四首其四中也说：“当年吴会友名缁（自注：大觉，海月，辩才），尽是人天大导师。拔

俗高标元自悟，妙明真觉本何疑。”⑤参寥认为，苏轼在大觉、海月、辩才这些“人天大导师”面前，也是“自悟”

到“妙明真觉”，而非受佛学影响，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因为苏轼该诗涉及佛理，而认为他诗中的空静观便完

全源于佛学呢？

其实，苏轼不止一次表达类似观点。早在“喜”佛书之前就表达过，嘉六年（１０６１）《上曾丞相书》云：
“轼不佞，自为学至今，十有五年。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

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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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①以天地“无私”的儒家易理推演“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的道理。约熙宁二年

（１０６９）《祭刘原父文》也说：“惟其至明，以有众无。譬如鉴然，物至而受。罔有不照，斯以为富。”②这都与空
静诗观的重要论点一致。

当然，此类观点与道家思想的关系更为密切。老庄也讲“故常无欲，以观其妙”③。在苏轼自己的作品

中，以绍圣五年（１０９８）《众妙堂记》较有代表性。该文中说：“……其徒有诵《老子》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
门。’予曰：‘妙一而已，容有众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审妙也，虽众可也。’因指洒水?草者

曰：‘是各一妙也。’予复视之，则二人者手若风雨，而步中规矩，盖焕然雾除，霍然云散。予惊叹曰：‘妙盖至

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斫，信矣。’二人者释技而上，曰：‘子未睹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与道相

半，习与空相会，非无挟而径造者也。子亦见夫蜩与鸡乎？夫蜩登木而号，不知止也。夫鸡俯首而啄，不知仰

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蜕与伏也，则无视无听，无饥无渴，默化于荒忽之中，候伺于毫发之间，虽圣智不及

也……’”④先看“妙一而已”，“一”与“众”相对，可以看作我与万物相对，则这一阶段是有我之境；第二阶段

是以我放之万物，皆为可观，即“若审妙也，虽众可也”，对其他思想进行吸收，表现在艺术上，是“技与道相

半，习与空相会”；第三阶段是无我而万物莫非我者的境界，表现在艺术上，就是“无挟而径造”。其《广州何

道士众妙堂》诗表达的意思也如此⑤。

由此可见，空静诗观乃是苏轼吸收儒、释、道思想观念⑥，并在自身的诗歌创作中学习、体会、探索、总结

出来的，而不能说没有佛学就一定不会产生。与此类似的情况也体现在苏轼诗风上面。作为苏诗艺术风格

特色之一的博喻，也并非仅仅来自佛学，而与儒家礼学颇有渊源。

元丰八年（１０７８）十月，苏轼作有《百步洪二首》，其一云：“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
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⑦此诗

历来受到激赏⑧，钱锺书将之定义为“博喻”，其《宋诗选注》解题云：“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

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

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⑨那么，苏轼的博喻风格究竟来源于

何处呢？

从历史上看，人们对这一问题给出至少三种答案。一是认为来自《庄子》，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二：

“惜抱先生曰：‘此诗之妙，诗人无及之者也，惟有《庄子》耳。’余谓此全从《华严》来。”瑏瑠惜抱先生即姚鼐，他

虽是第一种答案，而方东树的看法则是第二种答案，即从佛典而来，同样看法的还有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二

云：“‘兔走’四句，从六如来，从韩文‘烛照’‘龟卜’来。”瑏瑡六如指《金刚经》。尽管钱锺书也指出博喻从《庄

子·天运》篇中来，但早从方东树开始，来自《庄子》的说法便受到佛学的挑战，而佛学观点也得到后世研究

者的普遍留意与赞同。至于钱先生指出《诗经》中已有此类写法，陈衍所说的韩愈之文，则属于第三种答案，

但由于仅仅是诗文内部的承继，而与老释相去甚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钱锺书还说：“上古理论家早已

着重诗歌语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在这一点上，苏轼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瑏瑢“上古理论家”的资料是

指《礼记》第十八《学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但钱氏对其重要性的关注不够。通过分析、补充这一点，我

们起码可以把第三种答案的重要性提到跟老、释同样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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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苏轼在吸收各家思想的基础上，已经形成自身的思想，如张志烈就认为苏轼“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

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张志烈：《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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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脱去连比之调，一句两比，尤为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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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博喻一词较早地出现在《礼记》之中，与儒家思想关系密切。《礼记正义·学记》第十八：“不学博依，

不能安诗。”郑玄注：“博依，广譬喻也。”①孔颖达疏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者，此教诗法者。诗是乐歌，故次乐

也。博，广也。依谓依倚也，谓依附。譬，喻也。若欲学诗，先依倚广博譬喻。若不学广博譬喻，则不能安善其

诗。以诗譬喻故也。”②《学记》又云：“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

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孔颖达疏：“然后能博喻者，博喻，广晓也。若知四事为主，触类长之，

后乃得为广有晓解也。”③博依与博喻之解释，郑、孔看似不同，实则一致。譬喻者，以其易晓也。故《礼记》之文

多譬喻，尤其是博喻。而博喻的关键就在于类比，其云：“古之学者，比物丑类。”孔颖达疏：“比物丑类者，既明学

者仍见旧事，又须以时事相比方也。物，事也。言古之学者，比方其事以丑类，谓以同类之事相比方，则事学乃

易成。既云古学如斯，则今学岂不然？”《学记》于“比物丑类”后，即加以实践：“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

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孔颖达疏：“此

经论师道之要，以余事譬之。此以下四章，皆上比物丑类也。”④所云甚是。

而苏轼继承苏洵礼学，对《礼记》极为熟悉，自然受其影响，在诗中也有精妙运用。从礼仪方面来看，如

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八月《秦少游梦发殡而葬之者，云是刘发之柩。是岁发首荐，秦以诗贺之，刘泾亦作。因次
其韵》：“仕而未禄犹宾客，待以纯臣盖非古。馈焉曰献称寡君，岂比公卿相尔汝。”⑤语出《礼记·檀弓下》

“仕而未有禄者”。从礼情方面来看，则更明显，绍圣二年（１０９５）《游博罗香积寺》，其叙云：“寺去县七里，三
山犬牙，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寺下溪水，可作碓磨。若筑塘百步闸而落之，可转两轮举四杵也。以属县令

林?，使督成之。”⑥叶矫然云：“《礼运》云：‘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此四语浑穆广大，未易形容。因忆杜诗‘四邻出耒耜，何必吾家操’，即此意义。又东坡《游博罗香积寺》诗引

云：……坡公远谪潮、惠，见溪水可作碓利民，便殷勤督邑令兴事。此亦‘恶其弃于地’，‘不必为己’念头。乃

知贤者用心恺恻，两公皆然。岂如今之诗人率尔咏歌哉？”⑦叶矫然所言不错。绍圣二年（１０９５）《次韵定慧钦
长老见寄八首》其六即云：“力恶不己出，时哉非汝争。”⑧礼学对苏轼的诗歌构思也有影响。嘉五年

（１０６０）《食雉》前面写雄雉好斗，却不能免于与鸡鸭一同烹食的命运。结句却引《礼记·月令》“孟冬，雉入
大水为蜃”提醒读者，一旦雉化为蜃，就能吸食海上飞鸟：“谁知化为蜃，海上落飞鸦。”⑨言下之意，为雉勇于

小斗殒命而不得成其大观感到遗憾，立意高远，难怪谭元春评曰：“甚古。”瑏瑠

其次，学界虽然没有对博喻的统一定义，但经过分析可以发现，苏轼中的博喻，跟佛典中的博喻存在一些

不同，而这些不同却跟《礼记》中的博喻较为一致。刘正平说：“譬喻是在进行解释，而理解又必须通过原譬

喻语言进行再解释。在此一过程中，理解和解释的关系即如藏识与转识的关系，是处于因果关系的循环链之

中的。分喻为解释语言和文本语言提供了某种开放平台，我们已有的知识转化为意相而参与到文本之中而

产生新的理解。虽然对于每个喻依的理解，每个人根据各自知识背景的不同会产生差异，但这种差异经过喻

依各支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减弱了，之后叠加融合出来的意义更具有理解的共同性。”瑏瑡这种“共同性”使佛学

中的博喻（佛学中称为分喻，如著名的幻法六喻）虽然也起到说理的作用，但更多地带有笼统性，即统一在一

个意思之中，笼统不分。因此，尽管刘先生在文章中多次强调分喻的不同喻依“代表不同的意义层面”，但这

个意义层面却是根本无法一一分析的，如《如来藏经》中的九喻，刘先生总体分析为“经中以九种譬喻说明如

来法身自性清净，虽为无明烦恼所覆，然法身终不为烦恼所染的道理”，细分则只能分到喻体和喻依的层级，

“每一个譬喻都有两部分组成，萎花、岩树、不净处等代表世俗的无明烦恼，而佛、蜂蜜、金等代表清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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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①。而在苏轼的博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分类明确、递进的特点，这与礼学有关。

依然以“雪泥鸿爪”为例。前两句是把人生所到之处比作飞鸿所踏之雪泥，在雪泥之间，鸿飞不定，人于

所处之地，不也是漂泊不定吗？这是第一层。紧接着两句，是把视野进一步局限到一个地点，即诗题中的

“渑池”，在诗句中则比喻成偶然留下指爪的雪泥，而把自己和苏辙比喻作东西飞之鸿②，这是第二层。联系

最后两句“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实际上诗人是把“往日”之事比作雪泥上的指爪，而把那些没

来的时间在空间上展开的不确定性比作不计东西的飞鸿：在同一时间层面，鸿雁确实不计东西，而在季节的

变换中，它们才春日北飞，秋季南迁③，这是第三层。综合这三层的比喻，诗人传达出来的，是对时间中展开

的不确定空间的超脱，和在此基础上对可确定往日记忆的珍视（主要通过文学的方式记忆、记录）。如果不

理解于此，则不能体味此诗之妙，而出现像吴汝纶“起超隽，后半率”④的误解。由此再去体味绍圣三年

（１０９６）《迁居》所云“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⑤，会有更深一层的感触。
以上的分析并非要力图证明苏轼博喻来源于礼学，而在于说明其来源之复杂。其实，很多地方有可能并

非仅仅来自礼学，如为文分类思想⑥。而在博喻，也是各有所见，如陈$《文则》就指出来源于《尚书》《荀子》
等书：“六曰博喻，取以为喻，不一而足。《书》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

雨。’《荀子》曰：‘犹以指测河也，犹以戈舂黍也，犹以锥飧壶也。’此类是也。”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苏轼诗中的博喻风格，来源极其复杂，并非用佛学完全解释得通，还需注意其道

家、儒家乃至法家、纵横家等源头，尤其需要充分考虑到他的独创性。从其来源与其发展历程来看，如果没有佛

学的启示，苏轼不一定发展不出精彩的博喻风格。因此，佛学在博喻的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是辅助的催发，而

非必不可缺的元素。空静诗观也不例外。佛学对诗观与诗风的这种兼性共生关系，其作用可以表述为没有佛

学不一定没有此类诗观、诗风，但有了佛学可以使此类诗观、诗风得到更好、更快、更准确的呈现与阐释。

三、诗论与佛理：后天阐释层面的兼性共生

诗佛兼性共生关系不仅包括佛学对诗学的一面，也包括诗学对佛学的一面，而这一面比诗佛的兼性共生

更容易被人忽略。在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型日渐成为潮流的今天，这种忽略容易形成一种盲区。只要认真通

读作品集，这样客观存在的事实便难以磨灭。诗学对佛学的兼性共生关系主要体现在阐释表达层面，尤其是

在诗论与佛理之间，即在作者本人明白某个佛理的基础上，需要用自己擅长的诗论方式阐释出来；或在作者

本人明白某个诗论的基础上，需要用他人易懂的佛理来表达或佐证。下面分别论述。

一方面是用作者熟悉的诗论阐发佛理，使之更明白。绍圣二年（１０９５）《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云：“如
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曰‘以无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罗汉道，亦曰‘以无所得故而得’。如来与舍

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独舍利弗，至于百工贱技，承蜩意钩，履画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虽至于大

菩萨，其视如来，犹若天渊然，及其以无所得故而得，则承蜩意钩，履画墁，未有不与如来同者也。以吾之所

知，推至其所不知，婴儿生而导之言，稍长而教之书，口必至于忘声而后能言，手必至于忘笔而后能书，此吾之

所知也。口不能忘声，则语言难于属文，手不能忘笔，则字画难于刻雕。及其相忘之至也，则形容心术，酬酢

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观之，其神智妙达，不既超然与如来同乎！故《金刚经》曰：一切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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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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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刘正平：《佛教譬喻理论研究》，第 ９０ 页。
时苏轼在凤翔，为西，苏辙在开封，为东。把兄弟比作齐飞或纷飞的鸿雁，苏诗中不乏其例，如嘉七年（１０６２）《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

商州三首》其一：“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着行？”（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 １ 册，第 ２５２ 页）师注引七岁女子致其兄
《送别》诗“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飞”（冯应榴著，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第 １２３ 页）则更为明白。

这在苏诗中很多。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三：“何人织得相思字，寄与江边北向鸿。”（张志烈、马德富、
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 ２ 册，第 １１１５ 页）。又《江城子·别徐州》：“北归鸿，去吴中。”元丰三年（１０８０）《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我今漂泊
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 ４ 册，第 ２２０８ 页）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 １ 册，第 １８８ 页。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 ７ 册，第 ４７４６ 页。
如司马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评曰：“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挠矣。”邹阳辞指其狱中所上书，多

比类旧事，如：“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韩非子·难言》也说：“多言繁

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枚乘《七发》：“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宋书·王微传》：“文辞不怨

思抑扬，则流澹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四库提要》卷一八九《四六法海》条亦云：“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

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是骈体文之渐萌也。”可见仅此而言，其来源就极为丰富。

陈$著，刘明晖校点：《文则》，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６０ 年版，第 １３ 页。



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以是为技，则技疑神，以是为道，则道疑圣。古之人与人皆学，而独至于是，其必

有道矣。”①文中所举“吾之所知”，实际上就是苏轼的为文（也包括诗等其他技艺）之法，其中“相忘之至也，

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便是苏轼的空静诗观，用这种苏轼更擅长的诗论来阐释佛理，自

然可以让阐释的过程变得更为简单流畅，从而较好展现出佛理内涵，使读者更易读懂②。

另一方面，是用佛理更好地阐释诗论。《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

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

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

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

物、柳宗元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

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得于文字

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

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③苏轼用书法阐释他的诗论，最后又用司空图

的诗论加以映证，想要把自己的诗论阐释清楚。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对司空图的诗论有所更改。④ 但我

们读后会发现，他强调的重心是，文字乃诗之材料，如梅盐乃饮食之材料，饮食之美不在梅盐上，而诗之美也

不在文字上。然而，饮食离不开梅盐，诗也离不开文字。前半部分与司空图之说还较为接近，末尾则与司空

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完全相反。可见苏轼在这段话中，想要阐释的诗论其实自己非常明白，但没有合适

的表达方式，传统的诗论（如司空图诗论）就算经过改造，也很难完全契合。

苏轼诗论表达的难点在于范畴的确立，他用梅盐与咸酸之外来比喻文字（或文中所云“佳句妙语”）与诗

味（即其文中所说“文字之表”，或“其所谓”），这样容易混淆的称谓，不利于意思的准确传达。但在佛理中，

他找到一对很好的范畴来表达，即“中边”（或中外），《评韩柳诗》云：“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

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

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⑤所谓中边之分，就比原来使用的概念清晰得多。而在“咸酸杂众

好，中有至味永”里，也用“中”来区分。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用作者擅长的诗论来更好地阐释佛理，还是用读者易懂的佛理来更好地阐释诗

论，毫无疑问，在作者身上，诗论和佛理都是“了然于心”的，也就是说，在苏轼那里，二者本来不产生关系。

然而，在经过这样的关联阐释之后，苏轼创造性地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了新的兼性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是后天

性的，是在历史语境中发展出来的，而非诗佛关系本身所具有。

结语

结合历史语境，诗佛关系由兼性共生趋向专性共生，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苏轼的诗佛关系研

究。经王文诰的辩驳，苏轼诗佛关系研究中的兼性共生关系才得以重新纳入研究者视野。这种兼性共生关

系极其复杂，需要结合具体的背景加以探究。一方面，它体现在佛学作为思想资源之一对诗歌观念与诗歌风

格的影响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诗论与佛理二者对阐释表达的需要上。前者是诗佛关系中先天性存在的兼

性共生关系，后者则是经过苏轼创造性地关联阐释之后，才重新建立起来的兼性共生关系。至于诗佛关系的

兼性共生背后是否带有更普遍的规律，需要深入进行后续研究。通过对苏轼诗佛关系的重新审视，可以廓清

对诗佛关系的错误认知，为更好地开展后续研究提供较好的讨论环境。

（责任编辑：钟玖英　 校　 对：刘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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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 １１ 册，第 １２３１ １２３２ 页。
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如熙宁八年（１０８５）《成都大悲阁记》：“……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镜。人鬼鸟兽，杂陈乎吾前，色

声香味，交通乎吾体。心虽不起，而物无不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千目之运，虽未可得见，而理则具矣。彼佛菩萨亦然。”（张志烈、马德富、
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 １１ 册，第 １２４９ １２５０ 页），只不过诗论换成日常经验而已。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 １９ 册，第 ７５９８ 页。
《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与李生论诗书》：“文之难，而诗之难又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

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

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所强调的是韵外之致，但苏轼在引用的时候，不仅把咸酸之物改了，连意思也有不同。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 １９ 册，第 ７５４９ ７５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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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鹏，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宋代文学与笔记文学。

①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Ｍａｕｒｉｃｅ 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开创了影响深远的集体记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理论，被广泛运用到社会学、传
播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中用以阐释社会治理、传媒表达、民族认同、文本产生等诸多问题。概言之，所谓的“个人的”记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ｅｍｏ
ｒｙ），其实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是在集体记忆的框架内被唤醒的。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具社会意义的“记忆”的研究逐渐深入，“记忆”正倾
向于被区分为三种不同的范畴：第一种是詹姆斯·芬特雷斯（Ｊａｍｅｓ Ｆｅｎｔｒｅｓｓ）和克里斯·维克汉姆（Ｃｈｒｉｓ Ｗｉｃｈｈａｍ）提出的“社会记忆”（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第二种是“集体记忆”，“这是指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
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第三种即“历史记忆”，“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

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这三种记忆范畴都胎息于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其外延范围由大至小，形成一个同心圆结

构的理论体系，其内核即“记忆”是在现有社会环境、思想风潮背景条件下对过往历史的重构。参见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

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雅克·勒高夫著，方仁杰、倪复生译：《历史与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王明珂：《历史事实、历
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６ １４８ 页。

②　 雅克·勒高夫著，方仁杰、倪复生译：《历史与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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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
———论入宋文士南唐历史笔记的撰作

胡　 鹏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宋初统一全国，大量南唐文士入宋，他们在新的生活环境下创作了一些有关南唐历史的

历史笔记。运用历史记忆理论来观照这类文本，会发现私家笔记的写作目的，是为了与《江南录》

为代表的官方南唐史所构建的历史记忆进行抗衡。而私家笔记的作者因各自身份认同不一，导致

官僚和民间两种视角下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书写也存在诸多不一致的地方。此外，关注笔记作

者“写了”什么内容，诚然是探讨其历史记忆歧异的方式之一，通过考察他们“没写”什么，也是探讨

其历史记忆重构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私人撰写的南唐历史笔记虽然没有获得官方认可而成为

官方历史记忆建构的材料，但其自身具备重要的社会史意义，不应忽视。

关键词：历史记忆；历史书写；南唐史；笔记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 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７９０２（２０１９）０４ ００４８ ０６

北宋初年削平诸国，混一区宇，大量原属各割据政权的文士入宋，就中又以来自南唐的士人居多。他们

或改换门庭、入仕新朝；或高蹈远引、息迹山林，但不论入世还是遁世，故国之思难免会涌上心头。在这些士

人创作的笔记作品中，有关南唐的历史笔记占居了很大比重。不同于官方南唐史，私家创作的此类笔记具有

明显的历史重构特征，对官史多所反驳。入宋文士们对故国历史进行的独立省思，实际上反映的是对官方历

史记忆①的抗衡。并且，因文士群体身份认同各异，这一群体中不同人对南唐历史的重识与叙述也就存在诸

多不一致的地方。

一、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历史记忆的一场争夺战

“集体记忆不仅是一种征服，它也是权力的一个工具和目标。对记忆和传统进行支配的争斗，即操纵记

忆的争斗，在社会记忆为口述记忆的社会里或在书面的集体记忆正在形成的社会里最容易被人所掌控。”②

具体到宋初文坛，这种记忆建构的争夺战就突出地表现在入宋诸文士南唐历史笔记对官方纂修南唐史的反

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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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林立，南唐因强盛迥出于其他割据政权，成为宋征服南方的最大障碍而备受宋统治者关注，这就促

成了宋朝历史上唯一一部官修南唐史书———《江南录》的编纂。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太宗皇帝欲知前事，
命汤悦、徐铉撰成《江南录》十卷”①。李煜薨，徐铉作《吴王挽词》三首，中有一联云：“一朝人事变，千古信书

存”②，对所著《江南录》颇以信史自矜。然而，书成之后却引来朝野普遍不满。“事多遗落，无年可编，笔削

之际，不无高下，当时好事者往往少之。”③“（汤）悦等南唐故臣，记其目见之事，何其差缪？”④“忘远取近，率

皆疏略。”⑤“于是，宋廷统治者的不满与宋人尤其是南唐遗民的不忿、史实的‘差缪’，终于使这部先天不足

的‘千古信书’逐渐寥落无闻，湮灭于历史的深海之中。”⑥郑文宝早年虽是徐铉的门生，但仍因不认同该书，

而于大中祥符三年（１０１０）作《江表志》来进行补正。郑文宝（９５３—１０１３）是南唐旧臣，少以父郑彦华荫入仕，
迁校书郎。入宋，登太宗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进士，终官陕西转运使。郑氏曾因感慨南唐“君臣用舍，朝廷典
章，兵火之余，史籍荡尽，惜乎前事十不存一”⑦，而于太平兴国二年作《南唐近事》二卷。此外，专记南唐史事

的宋初笔记尚有陈彭年的《江南别录》、史□的《钓矶立谈》⑧等。
《江南录》是应宋太宗欲观前事的要求奉敕撰写，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入宋诸文士南唐历史笔记则明

显属于私史性质。二者之间的紧张对立，表面上是对某些史实记载的相互违戾或人事评判上的背反，实际上

是对历史记忆的争夺。《江南录》虽已不存，但从书成之后的评论与引用尚能管窥一二。该书以“不言其君

之过，但以历数存亡论之”为撰修原则，又因撰修者的个人偏见与政治私心，使得史事的真实性大打折扣⑨。

汤悦、徐铉作为南唐历史的直接经历者，又在所服务的新政权中掌握着南唐历史建构的话语权，他们必

然“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瑏瑠。

具体言之，虽然徐、汤二人已经在新朝获得了较高职位，但他们为了标榜自己是忠臣，以此来消解前朝重臣更

事新君的内心愧疚，采取了以“五德轮转”“天命归宋”为指导思想的修史策略。这种修史策略明显不符合

“实录”要求，却一来通过“为故主隐恶，保存了故主之义”瑏瑡，二来继续为二人旧时参与党争导致国政不修提

供政治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辩护，使得国家话语体系为自己的过往经历背书，从而在历史记忆中维持

自己正人君子的历史形象。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南唐后期个别重臣的记载与评价上。

南唐自立国之日起，统治集团内部就存在着北方流寓士人与南方土著士人之间的巨大矛盾。北方士人

希冀朝廷出师北伐来实现国家统一，南方士人则多要求南侵邻邦以邀功求赏。自中主李瞡始，南北两派矛盾

呈现出白热化的激烈态势。这与李瞡和李煜的用人观念有关。中主、后主都有着偏狭的地域观，重用南人而

轻视北人。元宗曾对北人、右散骑常侍王仲连说：“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之多”瑏瑢，表达出非常露

骨的偏见。中主朝，其亲信查文徽、冯延巳、冯延鲁、魏岑、陈觉等人结交当朝老臣、同为南方土著士人的宋齐

丘以为奥援，蠹乱朝纲、沆瀣一气，时人谓之“五鬼”。李煜即位不久，又着手提拔潜邸旧人潘佑、张洎诸人，

将他们推向政治权力的核心科层。无休止、无原则的南北两派斗争，导致南方士人群体厚植了情感基础，即

便派内鱼龙混杂，正直如徐铉者，也不愿在《江南录》中显曝同为南人的宋齐丘之过。郑文宝在《江表志》中

对此大为不满，特意反驳：

徐公撰《江南录》，议者谓之不直，盖不罪宋国老故也。国老当淮甸失律之后，援引门人陈觉、李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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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掌枢密之任，且授其意曰：“天命已去，元宗当深居后苑，国老监国。”元宗诏将行，陈乔草诏，争之而

止，国举皆闻。为臣之道，余可知矣。①

宋齐丘（８８７—９５９），少孤好学，后助南唐先主李&建国。元宗李瞡即位，齐丘因参与党争，导致国家方
策多受影响，朝政日坏，南唐士人多鄙其晚节。《江南录》却不怪罪齐丘，是南唐遗民难以接受的。

对于潘佑、李平之被诛，也是《江南录》颇受诟病的矛盾焦点之一。潘佑在南唐士人心中是一位直言极

谏的名臣。他初因李煜娶小周后的礼制问题与徐铉发生了矛盾。又，张洎与潘佑曾是忘形之交，“其后俱为

中书舍人，乃相持”②。张洎选择与徐铉联手排挤潘佑。潘佑不平，历数后主用人失察，七疏不止，竟称后主

李煜：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臣乃者继上表章，凡数万言，词穷理尽，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奸

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

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陛下必以臣为罪，则

请赐诛戮，以谢中外。③

此表言辞激烈，加之张洎推波助澜，惹得李煜大怒。适逢潘佑好友李平改革失败，后主本就对北人李平

疑窦丛生，遂将二人收狱，一并诛戮。徐铉在潘李之死事件中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又在《江南录》的撰写

中对潘佑“深毁短之”④，引发南唐士人极大不满。史氏在《钓矶立谈》中云：

叟比闻铉及汤悦奉诏书江南事，居处猥僻，未及见其成书。然妄意深疑徐尚有忮心，或将幸潘之殁，

而厚诬潘于泉下。夫佑实疏隽，为人少法度，譬如长松古栝，固自郆多节目，乃若趣操必不肯忍为非义

也。平居一言之不酬，虽即刎决而不顾。及其当大事、立危议，挺然不回，去古人亦何远之有？后主既巳

诛佑，而察其无他肠，意甚悔之。是以厚抚其家，语及佑事，则往往投馈，至为作感伤之文。此南州士大

夫所共知也。叟诚逆诈贪，书其事，以遗后之人，使正史或出，不能传其谬悠，是亦仁人之用心也。⑤

这一议论代表了普通士人面对官方历史记忆歪曲史实而奋起揭露真相的努力。“公共记忆通过不同层

次的文化霸权（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对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个体和集团的记忆，或利用，或弘扬，或篡改，
或抹杀，或压抑。”⑥在对于南唐历史的建构上，官方史学试图通过所掌握的文化霸权来实现对政见不同者历

史记忆的压抑甚至抹杀，而历史笔记的作者们顶住了官方文化霸权的压力，表现出对抗和争夺历史记忆话语

权的非凡勇气。

二、官方视角与民间视角：不同身份认同下的历史书写

除了上文述及的官方史书与私家笔记之间的紧张对立，不同作者所撰历史笔记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对史

实不尽一致的记载与评判。郑文宝在《江表志》中述及元宗时几乎全是颂圣之语。其另一笔记作品《南唐近

事》卷二又云：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内宠，宴私击鞠，略无虚日。常乘醉命乐工杨花飞奏《水调词》进酒，

花飞唯歌“南朝天子好风流”一句，如是者数四。上既悟，覆杯大怿，厚赐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孙、

陈二主得此一句，固不当有衔璧之辱也。”翌日，罢诸欢宴，留心庶事，图闽吊楚，几致治平。⑦

文宝此处在述及李瞡从谏如流的仁君风范后，特意拈出“图闽吊楚”，置于“几致治平”前，显然认为李瞡

对王闽、马楚的用兵无可非议，甚至是应当加以褒扬的。但史氏对此却不以为然。先主李&殂前，曾告诫李
瞡要睦邻安民，韬光养晦：

（烈祖）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昌宫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吾弃代后，汝善和邻好，

以安宗纏为意，不宜袭隋炀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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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并非不愿广土辟疆，成万世之业。但他深知割据江南的不利之处，并具体分析先攻三国的弊端之
后，提出交好紧邻的闽、钱塘和楚三个割据政权，使他们充当南唐防止北方来犯的屏障。本国可以借此暗自

积蓄力量，伺机北伐。一旦中原底定，南方诸黯弱割据政权自可轻易收服：

是我之存三国，乃外以为蔽障者也。疆场之虞不警于外廷，则宽刑平政得以施之于统内。男不失秉

耒，女无废机织，如此数年，国必殷足，兵旅训练，积日而不试，则其气必倍。有如天启其意，而中原忽有

变故，朕将投袂而起，为天下倡。倘得遂北平潜窃，宁硋旧都，然后拱揖以招诸国，意虽折简可致也，亦何

以兵为哉。①

李&对后继者能否坚持既定政策并不放心，临终前甚至召李瞡登御榻，“啮其指至血出，戒之曰：‘他日
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②元宗即位，改元保大，正是谨遵遗教，力求保守太平之意（“大”即“太”字）。三四

年间，除了迅速平定张遇贤叛乱外，并无干戈之举，时人“皆以为守文之良主”③。然而好景不长：

会元老去位，新进后生用事，争以事业自许，以谓荡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荧惑，移于多口，由

是构怨连祸，蹙国之势，遂如削肌。其后宋齐丘复起于迁谪之中，谋为自固，更相唱和，兵结而不得解矣。

未及十年，国用耗半。

其后闽土判涣，竟成迁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复变，地不加辟，财乏而不振。会耶律南入，中国大乱，边

地连表请归命，而南唐君臣束手，无能延纳者。韩熙载上疏，请乘衅北略，而兵力顿匮，茫洋不可为计，刮

疡裹创，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地，再战而失。元宗始自叹恨，厌厌以至于弃代。④

对于李瞡违背遗训，轻启边衅，以致国蹙地削，大势已去，史氏是十分痛心疾首并怨望元宗的，“叟每蜫

念于中，则不觉为之堕睫”⑤。他不仅赋诗“风雨揭却屋，浑家醉不知”以讽之，更直指“故知倾国之渐，良由

废烈祖之圣训而致然也”⑥。这与郑文宝的态度大相径庭。之所以在各自撰写的历史中出现歧异的记忆，在

于他们所处的群体不同。郑文宝是享受门荫入仕的官宦之子，他所在的群体是南唐官僚集团的一部分，当他

依靠社会记忆的框架将回忆唤回脑海中时，这一群体身份必然要求他从维护该群体利益的考量出发来重构

过去。即使郑文宝创作其历史笔记时，南唐已经灭亡两年（《南唐近事》）甚至三十五年（《江表志》），他所从

属的群体亦不复存在，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依然以南唐官僚集团成员所具有的集体知觉（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对元宗的评价———这一客体达成某种一致的观念的记忆：颂圣与粉饰。正如哈布瓦赫所指出的：

事实上，即使是在他与这些群体有一定距离的时候，这些群体是不是实际在场，对于他能否继续作

为这些群体的一员而继续思考和行事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纵使这些群体没有在场，他也仍然能够回

想起那些与这些群体利害相关的判断、价值、人物、行动和事实。⑦

史载郑文宝入宋后，“南唐故臣皆许录用，文宝独不自言。后主以环卫奉朝请，不纳客谒，文宝乃被蓑荷

笠，作渔者以见，宽譬久之。后主叹其忠”⑧。郑文宝不主动投向新朝，又变装乃得拜谒软禁中的后主，这在

鲜蹈礼义的五代士人中，实属难得。由此也可知，至少在后主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薨前，或者迟至郑文宝登
进士第（９８３）前，他一直是以南唐忠臣自居的。这一身份认同影响着他的记忆重构，甚至可以推测认为其直
到生命走向终结亦依然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在他过世前三年，还创作了《江表志》这样一部对抗宋朝官方记

忆的历史笔记。忠于旧朝，念兹在兹，又怎能多曝先帝之过呢？故其对于先帝的记忆，只能是唤醒留存的睿

智英明的一面，另一面穷兵黩武、优容奸佞等的记忆，就会自动被压抑甚至删除了。而对于与官僚政治不太

紧密的历史人物的记载，文宝的记录则客观公正了许多，如《南唐近事》卷一载史虚白生平曰：“处士史虚白，

北海人也。清泰中，客游江表，卜居于浔阳落星湾，遂有终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⑨这是南唐史

籍中关于史虚白事迹最早也最全面的记录之一（另一为《钓矶立谈》中闪烁其词的少量夫子自道），从史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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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后之《江南野史》、马令与陆游两种《南唐书》、吴任臣《十国春秋》等关于史虚白绝大部分事迹的记

载皆来源于此。虽稍稍传闻异辞，然大体事无遗落。史氏事迹，赖此书以传。

史氏与郑文宝的身份大不相同。不管《钓矶立谈》史料部分的作者（口述者）是史虚白，还是“随先校书

避地江表”的史虚白之弟侄辈，他的身份都是在南唐时就已经隐居、唐亡后继续隐居不仕的民间士人，此一

“逸民—遗民”的身份归属，造成其历史记忆的唤醒，有赖于民间视角这一社会记忆的框架。史氏在民间视

角下的历史笔记创作，作为一种“个人的书面记忆”①，自然无须受限于官僚身份视角下对历史书写的种种束

缚，而完全尊重自己的个体意志，以亲身经历、耳闻目击的丰富感性认识为下笔的凭依，较少受到官方社会记

忆框架的规制与支配，表现出更为个性化的价值判断。除上引有关元宗的议论，史氏还曾评价说“叟尝读

《汉书》，见班固赞元帝‘优柔’，大率颇似元宗”②；詈骂宋齐丘“鄙哉，斯人也。鄙哉，斯人也。古语不云乎：

‘栋折榱崩，侨将压焉。’抑谓是也夫？”③史氏承认冯延巳文学富瞻、学问渊博，但话锋一转又指出其“所养不

厚，急于功名，持颐竖颊，先意希旨，有如脂腻，其入人肌理也，习久而不自觉。卒使烈祖之业，委靡而不

立”④。史氏钦慕晋王李景遂礼贤下士，乃至叹息曰：“呜呼，九泉而可作也，叟其拥彗于晋邸之门。”⑤凡此种

种，皆是明证。从《钓矶立谈》的文本可以看出，其叙述体制的夹叙夹议，情感内容的鲜明取向，都使得该书

在南唐史书中别具一格，历史记忆的歧异之处正是源于历史叙述主体身份差异所导致的视角不同。

记忆的歧异相对而言比较显而易见，而选择性的“忘却”则要隐秘得多。“构建公共记忆的行为同时也

伴随着忘却行为，忘却也是记忆的一部分。”⑥通过考察历史亲历者刻意忘却什么内容，研究者可以探寻历史

记忆背后的主体选择及其成因。

前文介绍过，郑文宝因父郑彦华之荫入仕。但在文宝书中，其父身为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高级官

员和重要武将，只于卷中和卷下文首处列当朝文武官员时例具姓名而已，未尝一言记其事迹，且不避家讳，着

实令人生疑。郑彦华因家居闽地，年轻时入本地福州军伍。闽亡，随节度使李达降吴越。南唐剑州节度使陈

诲攻福州，郑彦华率兵投降。入南唐后，郑彦华历大小百余战，身被五十余创，积军功渐迁至镇海军节度使、

同平章事的使相重位。宋太祖开宝七年（９７４），宋军加强对南唐的攻势，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后主诏彦华领
水军万人迎战于慈湖峡，天德都虞候杜真率步卒万人出战。李煜亲自为二将践行，并戒之曰：“水陆两军相

表里，则吾事济矣。”⑦宋唐两军步兵率先接敌，杜真以所部力战，郑彦华作为南唐一方唯一援军却拥兵不救，

坐视杜真大败。“金陵闻之丧气，遂闭垒自守，以至国破，亦不能正彦华之罪矣。”⑧可以说，郑彦华是南唐灭

国的罪人，文宝对此是十分避忌的。由此，一直秉持忠臣身份认同的文宝对于其父在唐亡过程中的行径，自

然不会苟同。既不能秉笔直书，又不愿曲笔矫饰，唯有选择性遗忘是文宝可作之选择。而同样忠于南唐的史

氏，对郑彦华则取鲜明的批评态度。在《钓矶立谈》中，他记载了多为史家所忽略的郑彦华指挥的另一次军

事行动：

先是江南夙将并以殂殁，主兵者多新进后生，大臣皆菼"取容，帏幄筹议，自相醶驳。其间轻佼者日
幸兵戈之兴，以为功名可图。张遇、郑彦华不请于朝，遽以轻兵北袭建安军，又欲火滁州之郛，皆不克而

返。上流镇守，迎旗奔溃，王师不血刃而傅城下。⑨

除了坐视杜真陷阵，郑彦华还轻举妄动，擅自出兵攻击重兵屯守的长江前沿阵地建安军（今江苏仪征），甚至

要孤军深入滁州（今属安徽）。从其用兵方向判断，郑彦华先是寻求与宋水军主力决战，后又欲攻击宋陆路

军侧翼。但金陵左近的守军此时已减员严重，不宜偏师孤注一掷，犯敌锋锐；正宜收缩防线，保存有生力量以

构筑环形防御圈，与长江上下游尚存兵力呼应，准备实施“中心开花”战术。但郑彦华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冒

险行动，不仅无功而返，更导致兵力虚耗，最终上游守军望风而溃，金陵守军也无力挫敌，宋军得以顺利兵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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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下。在战术上，郑彦华作为金陵守军将领，应负战事失利的领导责任。由此，史氏对郑彦华取批评态度，自

然是再正常不过了。

上文曾指出，史氏在《钓矶立谈》中闪烁其词地夫子自道个别事件。有意思的是，史氏也刻意失载史虚

白部分事迹，从而令“个人的书面记忆”出现断裂，客观上形成了“忘却”的效果。《江南野史》卷八“史虚白”

条云：“闻宋齐邱①总相府事，虚白乃放言谓人曰：‘彼可代而相矣。’齐邱闻而恨之。”②心胸褊狭的宋齐丘因

此试图让史虚白当众出丑，但未成功。在得知史虚白持北伐的观点之后，宋齐丘看出他的论点肯定与李&休
养生息的政策不合，遂别有用心地将史虚白引荐给李&。史虚白向李&进言称：“今君据有江淮，摘煮山海，
人庶丰阜。京洛之地，君家先业，今且乱离，人思旧德，君苟复之，易若屈指。”③建言果然不被李&接受，而只
是署之为州郡从事，聊以羁縻而已。史虚白“耻其初言失，因褒衣博带，纵楫南游”④。陆游《南唐书》亦因袭

此说。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一方面，史氏在《钓矶立谈》中对宋齐丘鲜有正面评价，难保没有因与宋齐丘的

交恶而掺杂个人意气在内；另一方面，史氏在比较了李瞡连年征战导致国土日蹙、后主李煜一蹶不振以致亡

国的血泪教训后，更是对先主李&休养生息的国策使得“江表五十年间，父不哭子，兄不丧弟，四封之内，安
恬舒嬉，虽流离侨寓之人，亦获案堵，弗夭弗横，以得及真人之期”盛赞不已，不禁感叹：“吁！烈祖为有大造

于斯土也明矣。”⑤这与初渡江游说李&兴师北伐时的史虚白，不啻判若两人。自以初言失为耻，又想掩盖与
宋齐丘的矛盾，免受著史不公之讥，以这样的心态写作历史笔记，史氏刻意回避这一史实，就不难理解了。

三、结语

历史笔记是北宋初期笔记作品中最主要的一类，就中又以有关南唐国史者居多。多年以来，研究者大多

从此类笔记中寻章摘句，或证史实之是非，或考人物之轶事，或辑散失之诗文，而对著者何以如此撰作进行研

究的并不多。历史记忆理论的运用，使得研究者对于历史笔记的考察，增添了一种新的、科学的方法，以及不

同于以往的研究视角，这有助于从表面的“是什么”进而探讨背后的“为什么”。通过对大量文本的细读，我

们能够发现笔记作者们为了对抗由权力掌控的历史书写，而自觉肩负起了普及社会记忆的重担。所谓为防

止“时移事往，将就芜没”而“粗以存其梗概”⑥，“与正史差异者，并存而录之，则别传、外传比也”⑦，“虽非经

纬之作，庶勉后进子孙，俾希仰前事，亦丝麻中菅蒯也”⑧。这样一副重担，不仅仅是对他们自认为的“真实

的”历史的重识与记录，更是对曾经鲜活存在过的、不被官方历史记忆所认可、所传扬的人与事的尊重。从

这一点上来说，南唐入宋文士的历史笔记撰作自有其重要的社会史价值，不应等闲视之。

（责任编辑：钟玖英　 校　 对：刘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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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公祭的意义在于以史为鉴，珍爱和平，世界各国对战争死难者开展的国家公祭活动

都彰显和平的主题。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涵丰富的和平思想，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建设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南京作为国家公祭举办地，应充分发挥本土和平文化资源优

势，在传播中国和平理念、发挥国际和平城市功能方面做出独特贡献。

关键词：国家公祭；中国和平文化；和平城市；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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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和国家公祭仪式的举行，相关研究一时成为社会热点。笔者以中国知网等

学术网站为权威论文搜索工具，发现目前以报纸和杂志为载体发表的相关论文即有六百余篇。所讨论者多

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追溯国家公祭日设立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论述设立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的必要性；

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阐述国家公祭日设立的过程、意义及社会影响。如徐立刚的《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设立的普世价值》等文认为国家公祭将个人记忆上升到社会记忆，强化民族凝聚力，警醒世人反思

民族悲剧成因，维护世界和平①；三是从新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关注公祭日的纪念形式，解析其现实教育意

义。又如张国松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化与制度化研究》等文认为公祭日的设立完成了仪式化和

制度化的建构，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得以传承和固化②。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南京大屠杀这一

历史事件和国家公祭日制度仪式的研究。本文试图在宏观视野下将国家纪念、中国和平文化与南京和平城

市建设结合起来进行阐述。

一、和平主题：纪念活动的文化内涵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全球范围内伤亡惨重的世界战争给各国人民造成了严重

的心理伤害，为追求和平，纪念在战争中伤亡的死难民众，一些主要参战国纷纷设立国家公祭日，增强民众对

战争灾难历史的集体记忆。目前，在国际上与二战有关的相关纪念日主要有联合国设立的犹太人大屠杀受

难者国际纪念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日等。２００５ 年，第 ６０ 届联大将每年的 １
月 ２７ 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这一天也被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设立为纳粹大屠杀遇害者纪
念日。国内外在举行国家纪念仪式祭奠战争死难者，弘扬和平主题方面存在一些共性。相关国家非常重视

对于历史事件的纪念，纪念日活动规模规格普遍较高。例如，每年纳粹大屠杀纪念日，以色列总统和总理都

会出席在耶路撒冷市郊的大屠杀纪念馆华沙广场举行的集会。从纪念日头天傍晚太阳落山至早晨太阳升起

前，除饭店和宾馆外，所有商店、饭馆、酒吧、影院和歌舞厅等娱乐场所一律停业。在纪念日上午 １０ 点，全国
范围内鸣汽笛两分钟，所有车辆停止运行，行人止步，向大屠杀遇难者致哀。同时，以色列广播和电视台停止

正常的节目，以便播放有关在二战中纳粹德国领导人希特勒残害犹太人的纪录片和电影。德国、波兰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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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也在纪念日发表讲话或到现场参加专题纪念活动。中国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把“逢五”“逢十”举行的

中央纪念仪式扩展到每年都举行，有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国家影响力。为了纪念曾经发生过重大民族灾

难而设立的国家公祭日，是以国家纪念的形式来祭奠在战争中死难的同胞，提醒世人不要忘记曾经的战争灾

难。这些纪念日的最大价值就是让侵略者和受害者及其后人不忘历史，珍视和平。

国家纪念日活动大都在某一城市举行，纪念日所在城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二战期间的相关

“殉难”城市都有它的受难日，这个受难日或者是一天，或者是一段时间，这种特定的时间，就成为该市和平

时期重要的纪念日。战争与杀戮在城市留下的遗址、遗迹是和平教育的生动教材。如奥斯维辛、考文垂、广

岛等城市完整保留了战时遭到破坏的代表性建筑物，较好地发挥了战争遗迹的功能。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广

岛原子弹爆炸中心圆顶楼分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英国考文垂市刻意保留了被炸弹炸过的圣迈克大教

堂的旧址，并在此竖起一个用烧焦的大教堂梁柱做成的十字架。波兰通过国会立法，把奥斯维辛集中营、马

伊旦奈克集中营等 ５ 个集中营遗址建成国家级的博物馆，为举办国家纪念活动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看，利用相关纪念日举办国家纪念活动祭奠战争或屠杀死难者，大多宣传和平主题。国家公祭的

目的一是缅怀历史，不忘过去；二是展望未来，更好地面对现实。以国家公祭的形式奠祭，体现了国家政治的

平民化、世俗化，反映了对生命的敬畏，对和平的追求。以国家名义进行纪念与公祭，其世界意义在于，能促

使人类历史记忆长久保持，共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维护世界和平正义，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

二、和平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转换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随着祭祀仪式上升到国家层面，祭祀的功能也不断地得到丰富，从祭拜祖先到

人伦教化，再到追求天下之和，今天的祭祀郑重地表达了和平的意愿。“和”文化也随着国家祀典的隆重举

行以及广而告之，而不断演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核心理念，贯穿于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以及民族国家关系中。

（一）中国“和”文化的传承发展

历代以来，和平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之一，“和”文化是古代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主要体现在

儒、道、墨三家学说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内向防御型的和平文化，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色彩，体

现为整体和谐的价值指向。中国历史上防御的思想居于主导地位，一般不将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常道”和

“正道”。千百年来，和为贵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思想主线。近代以来，中国战乱频仍，和平文化传统一度被社

会达尔文主义所代替，但传统和平理念仍得以延续和发展。康有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和”思想，提

出了“三世说”、大同说、中和论等和平思想。孙中山继承了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和”思想，并吸收部分西方学

说，重新诠释大同思想与儒家伦理秩序观，形成了大同世界、和平互助、王道思想等和平思想。这反映了中国

近代思想家对“和”的内涵及实现条件的认识不断深入，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与历史进步性。

中国传统和平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和平理论创新的基础。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外交理念，以及改革开放后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确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平发展、求

同存异、和谐社会等理论都是对传统和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和”文化，他指出：

“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

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谐、和

睦的坚定理念。”①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是对中国传统

“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二）中国“和”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和平思想，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和平性格的重要精神元素，为我们建立中国特色和

平学，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挖掘和研究中国传统和平理念，对内服务于和谐社会建

设，对外服务于国家和平发展战略，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增强国

家文化软实力，扩展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力；有利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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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繁荣。中国传统和平理念的现代价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为文化自信提供实践土壤。深入挖掘中国

传统“和”文化资源，在实践中加以拓展和应用，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价值

观自信与国家软实力，对推进社会和谐、政治和谐、生态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要意

义。二是为中国和平发展奠定理论支撑。作为爱好和平的世界大国，应充分利用历史上丰富的和平思想文

化遗产，建构奠基于中国传统“和”思想文化特色的和平学理论体系，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为世界

和平发展做出有益贡献。三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基础。中国传统和平思想，如和而不同、求同

存异的价值观，和为贵、泛爱众的处世哲学，兼容并包、博大宽厚的和合思想，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等在当今时代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以宏观视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顺应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的“和”思想

传承创新体系，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和平文化资源需要进行现代转换，以充分发挥其时代价值。要以整体性的历史眼光，将传统

“和”文化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甄别分析，赋予其新时代的意义，使其适应新时代精神和新文化发展趋向。

一是确立传统“和”文化现代转换的方法原则。坚持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

一、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努力实现以“和”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立足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使中华传统“和”文化与时代实际相结合，通过“新的综合”“新的

创造”，推进传统“和”文化的当代发展。二是建立传统“和”文化现代转换的有效机制。建立政府与学界互

动机制。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发展创新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帮助，更要寻求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吸收学术

界的研究成果。构建国内国际文化交流机制。探讨本民族文化之间，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如何保持文化发展

活力、解决文化交流与融通中的矛盾与分歧。健全教育传播机制。加强“和”文化的教育与普及推广，推进

传统“和”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提升“和”文化的国内外影响力。三是建构文化本土性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

吸取哲学、历史学、管理学、传播学、和平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横向分析和纵向分析相结合等方法，多视角、多层面透视和解析中国传统“和”文化。创建中

国特色的“和”学模型与理论体系，在学术话语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① 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系统挖

掘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建构中国特色的和平学，为人类解决暴力冲突提供富有启迪的智慧。

三、和平理念：南京和平城市建设的新路径

南京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大屠杀事件的发生地，备受世界瞩目。长期以来，

南京一直致力于和平城市建设。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南京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９ 月 ４ 日，经国际和
平城市协会批准，南京成为全球第 １６９ 个“国际和平城市”，也是中国首个加入这一协会的城市。② 南京在国
内外的和平思想研究、和平理念传播与和平城市建设方面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南京作为国家公祭的举办

地，应充分挖掘中国传统和平文化资源，积极弘扬中国和平理念，加强中国和平学研究、教育与交流，推进和

平设施、和平平台、和平外交、和平传播建设，充分发挥南京和平城市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全方位提升南京和平城市形象。成立城市形象领导小组与和平形象提升专业委员

会，建立和平形象传播的动态评价机制、传播效果监测评估机制。设立“和平城市形象文化海外推广工程”，

提升和平形象走出去工作的全局性、独特性、前瞻性。既要开展城市形象的对外传播，又要注重对内传播；既

要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又要积极发挥网络的舆论领袖作用。加强民间组织国际交往，进一步支持和鼓励民

间文化机构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升对外交流的水平，重点培育一批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表现突出的优秀民间

文化组织和民间文艺品牌，充分发挥他们在和平形象传播中的作用。

二是深化和平学研究，为和平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平学是二战后形成并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的

一门新学科。我国和平学学科发展相对滞后，总体上仍停留在对外国和平学翻译引进的阶段，尚未形成独立

的学科体系。因此要加强中国和平学研究，深入研究中国“和”文化的传承发展与中国和平学理论体系建设

问题。研究国外和平学理论，批判性地借鉴国外一些和平学理论。如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论、康德的永久和

平论、格老秀斯的国际法理论等。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西方和平学者研究了冲突理论、暴力与非暴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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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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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教育理论、世界共同体理论等，促进了和平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占领传播制高点，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首先把握和平形象传播新趋势，整合传统、新兴媒体，

境内、境外媒体，鼓励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挖掘梳理和平教育资源，分析对外文化形象传播受众。悉心研究

国外观众的文化形象传播需求和接受方式，探索和发展文化传播与交流新形式，让外国人产生对中国和平形

象的亲近感。与驻华使领馆、华人华侨文化团体、海外留学生团体等合作，探索建立长期追踪国外形象传播

新趋势的研究机制，构建对外传播新媒体矩阵体系，建立包括境外社交媒体平台的互联网传播集群，鼓励中

国传媒集团通过入股、并购海外频道、栏目，形成传播中国文化的窗口。其次是推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维

护并积极宣传南京乃至我国的国家形象，根本上解决在国际传播和国际舆论中的不利地位，需要积极推动建

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把国际舆论环境纳入国际安全环境的视野，把推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以及塑造和传

播良好的国家形象纳入我国的国际战略体系，统一规划、合理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国

际舆论环境。再就是以“媒体 ＋”拓展形象传播广度。加强各类各方媒体互动，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形态的传
播优势，融合实现最佳传播效果。促进境内外媒体的互动，实行“央视媒体 ＋地方媒体 ＋国际媒体”的境内
外媒体的组合策略，提升和平城市形象传播效度。积极发挥网络人际传播的力量，传播南京和平城市形象，

利用“自媒体”加大网络议程设置力度，在自媒体发起和平形象传播议题，促发和平形象的传播。最后是构

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探索对外传播规律和方法，善于运用国际潮流表达，实现与国际受众的“无缝对

接”。运用国际化的叙述风格表达内容，做好“中国文化国际表达”，打通交流的话语体系，增加对中国正面

形象的报道与言说。加强对外传播，特别是互联网传播内容生产，以“内容 ＋”拓展和平形象的维度，充分利
用和平资源，创作和平主题歌曲、影视剧、动漫等文艺作品，不断增强吸引力、传播力。

四是发挥和平城市功能，积极开展公共外交。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把“国际和平城市”创建作为重要的

国家文化战略。以英国考文垂、日本广岛以及德国德累斯顿等为代表的城市，积极利用自身“殉难城”的条

件及资源，推广国际和平城市的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南京作为四大殉难城市之一，具有厚实的和平城市

文化基础，在和平城市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作为国家公祭的举办地，南京举行了 ２０１８ 年的国际和平日
纪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向纪念活动致贺信，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南京应明确

“和平之城”的文化定位，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承担和平文化使者的历史使命。就国家层面而言，要以国

家公祭为统揽，以平台构建为抓手，以机制建设为支撑，以交流传播为路径，重点加强“和平组织、和平学术、

和平理念、和平活动、和平价值、和平遗址”六位一体建设，使南京国际和平城市形象在世界上获得较大认

同。要建立多维度的国际和平城市形象传播阵地，加入国际和平城市联盟，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和平研究二类中心，在和平研究与国际传播方面抢占制高点。充分发挥南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和

平问题研究中心”等组织中的应有作用，在国际和平领域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

办和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和平城市市长论坛、国际青年和平论坛等，积极参与国际和平活动。创设国

际和平基金，与国际著名同类基金会开展合作交流。

总之，和平既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理想阶段。２１ 世纪是大发展大融合的时代，“共谋
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成为时代的强音，和平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举行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同时，需要在和平学意义上挖掘中国传统和平文化资源，赋予时代内容，寻求国家

之间冲突和对抗的和平之路，实现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是研究与弘扬和平文化的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胡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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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私立南京孤儿院的个案研究

蒋　 静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各地慈善救助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其中回族慈善团

体成为从事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私立南京孤儿院更是民国时期回族慈善事业最具代表性最

具广泛影响的慈善团体。私立南京孤儿院经历了建院初期的辉煌、抗战时期的停办、战后的复院重

建，其稳定的经费来源、严谨的组织机构、严格的招生工作、优质的教学与生活管理，都是其日常管

理运作的重要保障。另孤儿院教养兼施、立法完备、参与者广泛、关注院生长期发展、师生亲如一家

的办院特色，使得孤儿院与中国传统慈善团体、民国时期公立慈善团体、早期回族慈善团体相比分

别在组织管理上、救济思想上、救济范围上存在诸多进步之处，这些对孤儿院收养的孤儿、当时的回

族慈善团体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慈善事业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民国；回族；慈善；私立南京孤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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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慈善福利事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其中，民国时期的社会慈
善作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重要转型时期，研究成果更是硕果累累。而南京作为民国时期的首都，其地位不

言而喻，近年来研究民国时期南京慈善事业的成果亦不在少数。代表性的著作有谭志云的《南京社会救济

小史》，①论文有王晓燕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事业考察（１９２７—１９４９》②，马真、于德孔的《南京国民政府
时期慈善救济机构述略》③，等等。由于民国时期南京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其中也不乏对某一慈善机构的专

门研究，如王萌的《民国时期南京市立救济院研究》④就是对当时南京最大的公立救济院的专门研究。但是，

除公立慈善机构以外，许多私立慈善机构在民国时期的慈善事业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本文的私

立南京孤儿院，虽然也在部分著作和论文中有所提及，如王云骏的《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⑤陈新兴的《民

国时期南京市的社会救济（１９２７—１９３７）》⑥等，缺乏专门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另外，民国时期的回族慈善团
体也在南京慈善事业中有一定社会影响，如伍贻业的《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⑦、兰天祥的《２０ 世纪上半叶
回族慈善团体研究》⑧等，这些著作中虽有提及私立南京孤儿院是回族慈善团体，但缺乏对两者之间联系的

具体阐述。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私立南京孤儿院为个案，从相关档案资料入手，重现私立南京孤

儿院的历史面貌。

一、民国时期私立南京孤儿院的创建与发展历程

私立南京孤儿院是由著名回族慈善家、工商界进步人士陈经畲、杨叔平两位先生于 １９３２ 年开始着手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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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至新中国成立后的 １９５２ 年移交人民政府，经历了整整 ２０ 个年头。在这 ２０ 年里，孤儿院经历了建院初期
的辉煌，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被迫停办，又经历了复院后的重新繁荣，直到被人民政府接管，可以说是饱经

风霜。孤儿院短短 ２０ 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建院初期，私立南京孤儿院是陈经畲、杨叔平两位先生于 １９３２ 年开始筹建的，由于资金匮乏，他

们主要是通过捐献自己的的家产来兴办孤儿院。他们用这些钱买下了南京北郊原名为“白骨山”“鬼神坛”

的生熟荒地 ６０ 余亩，山地 ３０ 余亩。请著名学者魏家骅先生重新定名，改“白骨山”为“北固山”，“鬼神坛”为
“归仁塘”，并以“老者安之，少年怀之”的意思把该地定名为“安怀村”①。经过艰难而曲折的准备，孤儿院从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开始建造院舍，于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正式竣工。院舍为“田”字型平房院落式建筑，中心为大礼堂，四
周为院生学习、生活劳作场所。布局合理，设施齐全，被孤儿誉为“安乐窝”②。建成后的孤儿院包括教室、宿

舍、大礼堂、诊疗室、工艺室、图书馆、饭厅、浴室、盥洗室、厨房、豆腐作坊、厕所、保管室、家族瞻望室、娱乐室、

体育馆等共计一百余间，还有花圃、菜圃、果木园、苗圃、运动场、鱼塘、牧场及各种运动器械等等。１９３４ 年 ７
月孤儿院正式对外接收院生。孤儿院采取德育、文化和技能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先后培养了多名孤儿。

孤儿院建成后即成立董事会，将资金移交董事会妥善保管和使用。董事会的董事们多是当时的政教要员和

社会名流，其中很多人都来自于回族（见表 １）。另外，当时孤儿院的教职员工中也有部分来自于回族。

表 １　 私立南京孤儿院初建时部分董事一览表③④

姓名 民族 职别 经历　 　 　 　 　 　

仇继恒 董事长 前咨议局副议长

伍崇学 回 南京市教育设计委员会委员

金嗣芬 回 财政部科员

甘铉 前南京总商会常务委员

李清涑 交际主任 南京市立一中校长

周仁华 秘书主任 南京市立大行宫小学校长

黄月轩 稽核主任 南京市商会委员

潘启宜 南京市典业同业工会主席

马殿臣 回 南京市回教公会常务理事

马俭余 回 清真董事会主席崇穆小学校长

杨世深 回 南京市回教公会常务理事仁和祥绸布号经理

顾春涛 顾春记营造厂主

陈庆春 回

陈经畲 回 院长

杨叔平 回 院务主任

马成骧 回

黄伯炎

　 　 其次是战后复院阶段，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爆发，因日机轰炸孤儿院被迫停办。“首都沦陷后，本院四周，成
为敝人仓库，加之难童遍地，遂徇地方人士之请求，将破败之院舍，暂作收容难童之所。”⑤此期间，孤儿院借

作伤兵医院、难民容身处，根本难以正常收容、教养孤儿。在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孤儿院院舍大部分被毁，

所余房屋也被日军占为仓库。所以孤儿院只能将孤儿遣散，移送后方。原有百余名孤儿有家长者由家长领

回，４８ 名较大孤儿分别送至汉口孤儿院和苏北泰县继续教养，５０ 名年幼孤儿由南京红十字会暂养。⑥ 直至
１９４５ 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孤儿院才得以重新召开董事会，筹措商议复院之事，并将残破院舍，稍加整
理，同时购置院具和儿童生活用具。于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 １ 日正式复院，陈经畲先生任孤儿院董事长，杨叔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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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院长，开始收容孤儿。

复院后，由于收容的孤儿人数越来越多，院生一度达近 ２００ 名，原有院舍又有许多遭到破坏，远远不能满
足孤儿的需求，孤儿院不得不增建院舍，并请了大量工人对孤儿院的原有房屋进行了修复。

但复院后的私立南京孤儿院，受资金等种种原因的限制，其发展仍然是举步维艰，院址的扩充、院舍的恢

复、资金的筹措等等，都需要社会人士的帮助。当然，善后救济总署也会定期向孤儿院分配物资。

最后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移交人民政府接管。陈经畲、杨叔平两位先生于 １９５０ 年决定将“人民事
业，交给人民”，开始努力修复，恢复旧观，编造院产清册，申请人民政府接管。１９５１ 年，董事长陈经畲先生在
北京开会时，正式向南京市市长柯庆施提出申请，希望将孤儿院交由政府接管。随后，孤儿院董事会又向中

国人民救济总会南京市分会提出申请，并请求与南京儿童院合并。

１９５２年 ８月 ２０日，杨叔平先生在其堂兄也是孤儿院董事杨泽蒳先生的陪同下，携带了全部的账簿、房产证
明、地产证明等等，前往南京市民政局内救济分会，向李世军和武蓕昌两位同志办理移交手续。至此，私立南京

孤儿院正式移交给人民政府并与南京儿童院合并，由杨叔平先生担任儿童院院长，赵英杰先生担任副院长。

综上所述，私立南京孤儿院从 １９３４ 年正式招收孤儿至 １９５２ 年结束历时 １８ 年，三个阶段先后收养孤儿
共计 ５００ 余名孤儿。很多孤儿长大成人后都有所成就，国内外各种团体也曾多次去该院参观访问。

二、民国时期私立南京孤儿院的管理运作

（一）经费来源

私立南京孤儿院是民间财团自费创办的慈善救济团体。而事实上要创办任何一种类型的慈善机构，首

先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经费问题。１９１５ 年陈经畲在参观汉口孤儿院时感触颇深，自愿捐银一千两，募得“义
顺成商号”银一千两，并以“预悯堂”为户名存放生息。又从 １９１６ 年起，陈经畲先生和“义顺成”每年都捐银
三百两存入“预悯堂”，截止到 １９３１ 年，本金加利息累计已达到 ６ 万余元，①可供解决开办慈善事业的经费问
题。而陈经畲先生的好朋友杨叔平先生也为创办私立南京孤儿院做出了巨大牺牲，自愿捐献了个人资产

３ ５ 万元，并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在“义顺成鞋帽百货店”的职务和私人经营的一切企业，全心投入到孤儿
院的建设和日常工作中。陈经畲和杨叔平两位先生在筹办孤儿院之前，曾先后到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山

东等省市切实考察各种慈善事业。返回后经过讨论，认为丧失父母无家可归的孤儿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

是目前最急切要解决的，才最终决定在南京创办孤儿院。故孤儿院初期的院舍、机械设备、生活用品等基本

都是以陈杨二位先生的个人资产筹备的。

当然，陈杨两位先生还通过募捐等各种方式向社会人士为孤儿院募集资金。陈经畲先生曾募得“汉昌

肥皂厂银”８７００ 元，民国二十三年，又募得隐名者银 ２０５５０ 元，加上杨叔平先生捐献的 ３． ５ 万元等等，总计筹
得 １３７８００ 元，②全部资金都交由董事会妥善保管和使用。建院后，孤儿院的日常经费主要依靠资金购置的
房地产租金、本院农产品收入以及社会慈善人士及慈善团体的捐助。陈杨两位先生日常分工明确，陈经畲先

生主要负责筹集孤儿院平时经费，而杨叔平先生则主要负责主持院务。

（二）组织机构

私立南京孤儿院院舍于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完工，１９３４ 年 ７ 月孤儿院正式开始收养孤儿。该院由董事会管理，
将所有财产移交董事会核收保管，该院董事会的第一任董事长是金陵名绅仇继恒先生。另外，孤儿院还选聘

了董事 ２５ 人至 ２９ 人，组成董事会，作为孤儿院的立法监察机关。
孤儿院选聘的董事大多身居要职，且以近代工商业者以及进步人士居多，在机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另

外，孤儿院还设院长一人，主持该院一切院务，由陈经畲先生担任。设院务主任一人，依据院长指令，管理全

院大小事务，由杨叔平先生担任。１９３５ 年后，陈经畲先生因为商务繁重，故辞去了孤儿院院长一职，改由杨
叔平先生担任院长，自己则作为孤儿院董事。偌大的孤儿院不可能只由杨院长一人打理，院内还设有四部：

总务部，负责办理一切文书、经济、庶务事宜；教导部，负责办理一切教务保育事宜；工艺部，负责办理一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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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艺、家事工艺、厂务等事宜；农艺部，负责办理一切园艺作物、森林畜牧场务等事宜。① 四部各设部长一

人，分管各部事务。另外，在部下又分设若干股，各股设股长一人，分别负责院中具体事务。

（三）招生工作

私立南京孤儿院在招生范围上，能够广泛地接受各种孤儿，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宗教。所以孤儿院

收养的孤儿有回族的，有汉族的，也有其他少数民族的，有伊斯兰教信徒，也有基督教信徒、佛教信徒等其他

宗教信仰者。在孤儿院的收养细则中就有具体规定，“收养 ８—１２ 岁丧失父母、不分民族、宗教之贫苦男孤
儿。”②开院后就收养了男孤儿 ９４ 名，后来增至 １２１ 名。

另外，孤儿院在招生管理上十分严格，孤儿在入院前必须先由介绍人填写一份“请求收养书”，再经院方

查明核实后，保证人填写一份“保证书”，接受审查，审查通过的孤儿还要接受体检，体检合格者方能入院。

进入孤儿院后还会接受摄影、问话、沐浴、更衣、发给生活用品、常规指导等一系列流程。这些环节都结束后，

才算完成整个招生工作，孤儿们在院内进行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四）教学管理

孤儿院秉持着“收养丧失怙恃贫无告之孤儿兼授以普通学识与生活技能俾得自立”③为宗旨。意思就是

以收养那些失去父母，贫苦而无处诉说、无所依靠的孤儿，教授他们普通学识和生活技能使得他们日后能够

在社会上自立。所以孤儿院在 １９４６ 年复院后的目标除了恢复原有状况外，便是更加注重教养工作中的实验
与园地生产，培养院生成为民主社会实际工作中的重要人物。故对院生的教养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入院前四

年进行纯粹国民教养，接下来两年进行国民教育兼职业陶冶，再下面三年进行职业教育。④

私立南京孤儿院以“健、勤、诚、朴”作为院训，“健”即指“身心健全”；“勤”即是指“手脑并用”；“诚”即

指“言行一致”；“朴”即是指“起居简朴”。⑤ 希望孤儿院的孩子能够从小做起，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孩

子们的独立自主能力，并对收养的孤儿实行现代教育，希望他们进入社会以后也能做到自力更生，有所作为。

全院学生也按照院训分为健、勤、诚、朴四个班级。教学内容上，除了采用一般小学课本以外，还设有劳动课，

通常就是教授织布、制鞋、理发、缝纫，等等。对于孤儿普通知识的教授，主要以当时的初级小学课程为标准，

但也会按照实际情况稍作改变；而对于孤儿生活工作技能的训练，则分为农艺和工艺二组，农艺包括园艺作

物、畜牧业等各种类型，工艺包括土木、藤竹、印刷、家事工艺等各种类型。总之，可供孤儿学习的生活工作技

能多种多样。

在学制方面，按年龄分班，实行两种教学，并特设园艺班。孤儿院 １２ 岁以下的院生为“普通班”，白天以
学习文化为主，１２ 岁以上的院生为“专工班”，白天都要参加劳动，由技师传授指导。⑥ 晚上院生基本都学习
文化知识，按照文化程度分班上课。院生半耕半读，有利于从小培养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的良好品德，为他

们以后能够独立步入社会生活打下一个良好基础。院生们一般到 １６ 岁，完成相应的必修课，学习的普通知
识和生活技能够达到自立后，再由院方根据个人情况分别介绍进入工商业界作为实习生或者担任其他职务，

抑或经院领导推荐准予升学继续深造。该院成立后至 １９５２ 年止，前后收养孤儿 ５００ 余名，其中有不少人都
成为了社会的栋梁之材。

（五）生活管理

在孤儿院的生活管理上，一日三餐，早饭多是白粥，午饭和晚饭以素食为主，每隔几天会加牛肉一盘。衣

着方面，一年四季的衣服从上衣到裤子再到鞋一应俱全。床是双层铁床，床上被子、床褥、枕头齐全，夏天还

备有凉席和蚊帐。孤儿院固定每周大扫除一次。杨叔平院长的女儿曾写文说到她眼中看到的孤儿院的教

室、饭厅、浴室及盥洗室等设施，“课堂内阳光充足又很宽敞；饭厅中各就各位，井井有条；院生个个都是红润

润的小脸、结实的身体。盥洗室中，面盆、漱口杯、毛巾等都有编号，放在固定的地方，秩序井然。”⑦这些细节

无疑都反映了孤儿院良好的管理水平。另外，学生在课外时间，会按照自己的年龄、能力，去参加院内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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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和农艺活动，比如去菜地摘菜、拔草等，去鱼塘捉鱼捉虾，去工艺室学习缝纫、制鞋、理发等等。孩子们既

能在这些劳动中的得到成长，又能满足孤儿院在衣食上的需求。

为了给予院生更好的照顾，孤儿院还请了护工专门照料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白天为他们准备了一日三

餐，晚上为他们盖被和唤尿。孤儿院还设有医疗室，并且聘请了专业的医护人员，为生病的孩子提供治疗，病

情严重者则会被及时地转院治疗，送外治疗时孤儿院会派专门的护理人员随行，悉心照顾病中的孩子，直至

康复返院为止。

三、民国时期私立南京孤儿院的办院特色

（一）教养兼施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救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重养轻教，中国传统社会救济面比较窄，主要就是“鳏、寡、

孤、独”四民，即老而无妻、老而无夫、幼儿无父、老而无子四类人。根据这些救济对象的特点，传统社会救济

通常把施衣、施粥等仅仅只能勉强提供温饱的救济方式作为经常性的救济办法。而事实上这种“重养轻教”

的救济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这些被救济者，反而会助长他们的惰性和依赖心理，使得他们安于现状、不

思进取。另外，再加上传统社会救济机构管理不善，缺乏公开透明机制，使得中国传统救济事业徘徊不前。

这里笔者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慈善机构并非是受难者和不幸者的的“保险公司”，它不可能一直保障这些人

的未来生活，所以“重养轻教”的救济方式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教养”一词拆而论之，所谓“养”就是慈善救济。慈善救济的基本内容就是保障生存，提供生活救助，维

持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需要，使其不至挨饿受冻而死。① 所谓“教”，就是慈善教育。慈善教育的基本内容就

是教育那些社会上的孤儿弃婴。慈善机构仅仅提供“养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担负施教的责任，使得他

们得以有能力独立生存。② 所以，慈善救济机构除了建立养育院，保障其食宿温饱外，更应教授他们一定的

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便于他们将来长大成人后能够自谋生计，有所作为。私立南京孤儿院接受的是当时最

先进的救助理念和教育思想，坚持实行“带经而锄、教养兼施、可以为农、可以为士”的方针，③即在保障孤儿

院院生基本生活的基础上，使其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并对其进行职业培训，让他们最终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

在社会上生存。孤儿院也凭借“教养兼施”的理念使得许多孤儿成人后有所成就，成为社会的栋梁。

（二）制度完备

私立南京孤儿院建院后董事会便颁布了一系列的章程，例如《行政组织规程草案》《私立南京孤儿院收

养孤儿细则》《私立南京孤儿院章程》等等，制定了详细的收养流程，进一步规范了孤儿院的收容工作程序。

另外，该院的《行政组织规程草案》中明确规定了每周一次的院务会议及每两周一次的各部会议这两项例会

制度。④ 这条规定严格遵照了 １９２９ 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监督慈善团体法》及《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规则》两
部法规，可见该院在开展救济工作的过程中充分地重视与借鉴政府慈善救济法规，促使私立南京孤儿院的慈

善救济事业向着更为规范化、系统化的方向迈进。

（三）参与者广泛

孤儿院的创立者陈经畲先生和杨叔平先生为了把孤儿院建设得更好，在社会上广泛寻求援助。董事会

中除了有来自南京的进步人士，也有来自上海、汉口等地的著名人士作为董事；这些董事中有回族，也有非回

族；有在上层社会能起到号召作用的著名人士，也有工商界实业家。教职员工中，各地各族各阶层人士皆是

兼收并蓄。由于陈经畲、杨叔平两位先生自幼失学，对办教育两人并不是很在行。但是，在筹办过程中两人

得到了一些著名教育家的同情和支持。如杨叔平先生即经常会去向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教有关教育方

面的问题，接受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孤儿院的教育方针的制定可以说就是以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为指导

思想的。在人力上陶行知先生也会为孤儿院给予支援，经常介绍教师去任教。又如当时著名教育家时任南

京市立一中校长李清悚先生，他会经常参加孤儿院董事会议并任董事，给予具体指导。孤儿院的教育工作也

这样一步步完善起来。在这些具有教育革新精神的专家的支持下，私立南京孤儿院成为一个生气勃勃、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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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的新型慈幼教育团体。

此外，孤儿院作为当时首都的一项模范慈善救济事业，还曾受到联合国、驻华使节和外国慈善团体的关

注，经常会派代表团前来参观，双方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孤儿院一度成为南京救济事业的一个对外宣传交流

窗口。可见，孤儿院参与者之广泛。

（四）关注院生长期发展

私立南京孤儿院不仅仅是对尚在院内的孤儿提供最好的教育和照顾，孤儿院更加关注的是院生的长期

发展。院生的毕业去向一般分为两种，其一，大部分院生毕业以后，院方会给他们介绍工作。即使是在孤儿

离开孤儿院以后，孤儿院仍然负保护之责任，直至孤儿院认为他们有真正自立能力时为止。其二，对于那些

天资聪颖，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院生，孤儿院还会辅导他们参加中学、大学的入学考试，给予他们升学的机

会，让他们得以继续深造学习。甚至其中一些院生的升学费用都是杨叔平院长私人提供的。总之，院生在毕

业以后的生活及工作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乃至政治上的迫害，孤儿院都会尽力给予帮助。如孤儿院的毕业

院生孙道章先生，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大学停发公费，陈经畲先生得知消息后当即去信，表示支持他的行为并

愿意资助他完成学业。后来孙道章被捕，杨叔平院长通过多方奔走，救他出狱。新中国成立后孙道章担任新

华社国际部编辑，始终没有忘记孤儿院对自己的恩情，多次去信给杨院长告知自己的近况。①

正是由于孤儿院对孤儿们的长期关怀之心，自始至终地为孤儿们“保驾护航”，这才造就了孤儿院一批

又一批的人才，而他们也始终不忘保持一颗对孤儿院的感恩之心。以至在 １９８４ 年，孤儿院建院 ５０ 周年之
际，当年师生，仍从全国各地云集南京，济济一堂，共同缅怀孤儿院的养育之恩。

（五）管理秩序井然，师生亲如一家

孤儿院采取陶行知先生先进的教育思想，文化教育与技能教育并重，管理科学，院中纪律严明秩序井然，

充分发挥民主精神，师生亲如一家。

孤儿院全院教师员工都与孤儿们同吃同住，杨叔平院长更是以身作则，事必躬亲，视孤儿如己出。杨院

长经常会夜里查宿舍，看见孩子们睡沉了都会踹被子，便会细心地为孩子们把被子盖好，但又发现这样冬天

很易着凉致病，便为孩子们定制了棉肚兜御寒。孩子们若生病，杨院长比任何人都着急，会叮嘱厨师为孩子

特意准备适合的三餐，并多次前来询问孩子的病情，直至康复为止。曾在首都孤儿教养院工作过的教师张汝

梅同志在来到私立南京孤儿院工作后，比较了两个孤儿院的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首都孤儿教养院收容的

孤儿虽然多，但孤儿生活往往苦不堪言，院内卫生环境脏乱，职工不足，甚至有时生病的孤儿都无人照料。而

私立南京孤儿院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生活管理井然有序，师生亲如家人，可谓是孤儿生活与学习的乐园。②

正是孤儿院这种秩序井然的管理水平以及师生间亲如一家的和谐的氛围，孤儿院才能越办越好，成为民国时

期慈善救济事业的榜样。

四、民国时期私立南京孤儿院的总体评价

（一）私立南京孤儿院的进步之处

１． 组织管理上———与中国传统慈善团体对比
与中国传统慈善团体相比较，私立南京孤儿院在组织管理上明显存在较大优势，首先表现在慈善团体的

制度化建设上，中国传统慈善团体无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往往都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要求而建立的，在慈

善组织管理制度上缺乏明确而科学的意识，这显然已不能适应现代慈善发展需求了。虽然传统的慈善重视

人伦道德，帮助弱者的救济初衷很好，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慈善救济组织的制度化建设不能或缺。这是

保障慈善组织健康运行，慈善事业规范、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慈善事业的制度化建设，其核心内容便是完

善自我管理与发展机制，提高自我治理能力。上文已提到过孤儿院的立法完备，建院之初就颁布了一系列章

程，强化自身制度化建设，健全孤儿院内部规章制度，强化法律意识，督促孤儿院自身依法运行。只有加强慈

善救济组织的制度化建设，慈善救济组织才能得以科学合理地管理运行。

其次表现在慈善救济组织的管理透明度上。中国传统慈善团体由于缺乏系统的制度化建设，致使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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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喻秋江：《陈经畲：实现报国夙愿》，《世纪行》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回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民族出版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０７ 页。



实际运作管理上出现很多问题，比如管理混乱、用人不当、救助不到位、民众质疑等等问题。尤其是在中国传

统封建社会即使每逢大荒大灾过后，朝廷都会大量拨款用于赈灾，但这些拨款真正用于灾民身上的可谓少之

又少，大多都被某些腐败官员私吞了。这就说明中国传统慈善团体在管理上存在不够公正透明，缺乏社会公

信力的问题。社会公信力关系到一个慈善救济组织能否取得公众信任，能否得以长期发展。只有一个透明

度高、公信力强，为社会大众所信任的慈善机构才能最大程度地吸纳社会资源，才能保障慈善救济事业的健

康持续发展。因此，慈善救济组织必须强化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督。在建院之初就设立了董事会，作为孤儿院

的立法监察机关，决定并监督孤儿院内大小一切事务。孤儿院董事众多，来源也十分广泛，他们都对孤儿院

起到了监督检查的作用。慈善救济组织运作要想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不仅要做好内部监督，还必须要自觉

接受来自于外部的政府与社会公众的监督。在慈善事业运作过程中，财务问题可以说是最敏感也是最容易

出现问题的地方。对于慈善资金的来源、使用、管理及其他用途必须要做到公开透明。私立南京孤儿院对于

一切经费都是交由董事会全权处理，每一笔费用的支出都要在董事会上向董事们汇报善款使用的情况，制定

相关账目，接受孤儿院和政府社会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慈善救济组织的良好形象，增加公众的信任程

度，并形成有利于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促成慈善救济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２． 救济思想上———与民国时期公立慈善团体对比
私立慈善团体因其自身的独立自主性、开放性，不同于公立慈善团体需要考虑多方面问题，受多方面因

素的制约，在救济思想上表现得更为先进。私立南京孤儿院作为民国时期民间慈善团体的代表更是如此，主

要表现在私立南京孤儿院始终坚持积极救济的思想。“积极救济”是相对于“消极救济”而言的，消极救济多

是一种政府追求社会公平的工具，通常是给予受助者经济或者物质上的援助，仅仅是为了维持受助者的基本

生活，保障其基本生存能力。而积极救济在除了给予受助者基本生存需求之外，更多的是帮助他们提高自我

生存能力。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提供的物质帮助再多再好都只是暂时的，必须从根本上教会

他们必要的生存技能。但是民国时期南京市内大部分公立慈善团体，其救济内容仍属于消极救济，且耗资巨

大，效果又不够显著。而私立南京孤儿院这所慈善团体从成立开始就奉行教养兼施、积极救济的思想，为南

京市民间救济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① 秉承着积极救济的宗旨，在如此教养兼施的院内学习生活直至毕

业，既保障了这些孤儿的基本生活需求，又教会了他们一门谋生的技能。这些孤儿步入社会后，不仅没有成

为社会的负担，反而更加积极地为社会发展做贡献。这才是当时南京慈善救济事业真正的榜样。

３． 救济范围上———与早期回族慈善团体对比
回族慈善传统历史悠久，且回族人民非常注重家庭、家族观念，故早期的回族慈善团体活动范围并不大，

救济对象范围也比较窄。到了清末民初时期，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回族慈善团体的救济范围也在不断

扩大，从族内救济到族外救济、从血缘救济到地缘救济、从家族组织救济到自发团体救济。私立南京孤儿院

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院虽是在南京建立的回族慈善团体，但其招收的孤儿却是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孤儿

院都会接管。且私立南京孤儿院作为一个针对性救助孤儿这一特殊群体的慈善团体，也体现其比之早期回

族慈善团体的进步之处。关注和关心弱势群体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早期回族慈善团体受到家族血缘

的限制，对特殊群体的救助并不到位。民国时期，回族慈善团体逐渐摆脱了这一限制，救助地域不断扩大，救

助机构不断增多，救助对象范围也就得到不断扩充。除了南京孤儿院外，还有救婴会、妇孺救济会等等，帮助

了当时很多的弱势群体。此举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回族社会的进步，进一步扩大回族慈善团体的救助

范围。

（二）私立南京孤儿院的不足之处

私立南京孤儿院值得借鉴的地方很多，但它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私立南京孤儿院初期规定收养儿童必须满足“父母具无，确无依靠之男孤儿，其年龄在 ８ 岁以上，１２ 岁
以下”的条件才能申请入院。首先，对于这条规定中孤儿院只接受 ８—１２ 岁的孤儿，笔者认为此项规定有失
偏颇，上文已经提过，受资金限制等原因的影响，孤儿院的入院条件是较为苛刻的。不仅有年龄限制，还有设

有介绍人和保证人制度的限制。虽然此乃孤儿院的无奈之举，但不可否认这也是使孤儿院能够接纳帮助的孤

儿受到了一定局限。现代法律规定，１８岁成年，而 １８岁以下的孩子都属于未成年人，他们尚不具有独立生活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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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新兴：《民国时期南京市的社会救济（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自生存的能力。孤儿院不接受 ８岁以下，１２ 岁以上的孤儿规定显然是不合理的。８ 岁以下的孤儿无论是身体
还是心智诸方面都还太弱小太稚嫩，他们什么道理都还不懂，他们更需要得到社会的帮助。而 １２ 岁以上的孤
儿心智可能已稍显成熟，但他们毕竟也只是个半大的孩子，还是不能够完全独立。所以笔者认为孤儿院应扩大

接纳孤儿的年龄范围，不应作出过多限制，这样才能更有效更广泛地帮助更多孤苦无依的孤儿们。其次，对于

孤儿院只接受男孤儿的规定明显是不合理的，还存在着旧社会男女不平等、重男轻女的陋习。私立南京孤儿院

作为近代社会的新型慈善团体理所当然早应破除这陋习，但或许是因陈杨两位老先生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未

能破除这陋习实为遗憾之处。现代社会追求的是男女平等，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男女本就应该是平等

的。正是因为旧社会存在着诸多的重男轻女现象，所以相对而言只会有更多的女孤儿被抛弃，孤儿院才更应该

接受女孤儿而不是仅仅接受男孤儿。这样才真正符合孤儿院救济孤儿、帮助孤儿的初衷。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导致孤儿院设置如此苛刻的入院条件的根源———孤儿院的资金来源问题。孤儿院

的资金来源十分有限，孤儿院虽然也接受一些社会团体和社会人士的募捐，但大多数资金还是来源于陈经

畲、杨叔平两位先生的个人捐款。但两位先生的私人资产终归是有限的。所以杨叔平先生一心管理孤儿院，

陈经畲先生则常年要为孤儿院的经费问题奔走各地，筹集资金。即使这样孤儿院的资金问题仍然没有得到

很好的解决，资金的严重缺乏最终也导致孤儿院管理运行上受到诸多限制。且私立南京孤儿院即使是在这

样的境地下，仍然不愿向政府请求任何资助。这主要是因为民国时期蒋介石政府强调回族只是“生活习惯

特殊之国民，只有回民和回教，没有回族的政治言论。”①回族慈善团体为了表示对蒋介石政府这一言论的抗

议，故不愿与政府有过多接触，自然也不愿接受政府的援助。所以对于孤儿院的这一行为笔者也能表示理

解，但却不能完全赞同。政府无论是在公共慈善救济事业还是民间慈善救济事业中都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政府救济具备其自身依靠的行政手段以及强大号召力的优势，这是民间救济所不具备的。孤儿院没有能够

真正充分地发挥在孤儿救济事业中的巨大作用是导致孤儿院因资金问题举步维艰的一大重要原因。所以孤

儿院应该积极向当时的南京市政府请求援助，加强与政府的沟通联系，与政府救济紧紧相结合。且当时的市

政有关部门也并非对孤儿院的善行善为完全无动于衷，在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私立南京孤儿院就获得了南京社会
局颁发的“慈善第壹号”的证书，②并接受过各类慈善团体的参观交流，这里面既包括政府公立慈善团体，也

包括了民间私立的慈善团体。陈经畲先生也因创办私立南京孤儿院的事迹受到当时政府的嘉奖，被授予了

“褒”字奖章一枚。③ 因此，无论是政府救济还是民间救济都是社会慈善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应相辅相

成，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

（三）私立南京孤儿院的影响

１． 私立南京孤儿院对孤儿的影响
孤儿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弱势群体，理应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关爱。对于孤儿院的孤儿而言，自幼

丧父丧母的不幸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留下巨大的创伤。不幸的经历使他们的内心更为敏感和脆弱，更加迫切

地需要关心和爱护。在孤儿院成立之时朱子桥将军曾给孤儿院题字曰“如保赤子，不愧青天。”④“赤子”原

意就是指刚出生的婴儿，保护好这些纯真善良的孩子就是为民族的未来、祖国的未来多增添一份希望，这样

的伟大事业自然无愧于青天。中国有句古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私立南京孤儿院就

很好地贯彻了这句话，抚养教育这些孤儿就如同抚养教育自己的孩子，从身到心，从他们的角度出发，真正考

虑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成长。

私立南京孤儿院从 １９３４ 年建院至 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共收养了孤儿 ３００ 余名，并先后在和平门和
安怀村设立了两所小学，供孤儿和周围贫困儿童免费求学，在籍儿童 ３００ 余名。抗日战争胜利，１９４６ 年复院
后即收养孤儿 １６２ 名，该院规模不断修葺后，收养孤儿一度达 ２００ 余名，直至新中国成立后 １９５２ 年由人民政
府接管，总计收养孤儿 ５００ 余名，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成为了教师、医生、工程师、军官和农艺师等等。孤儿院
的能力和资源十分有限，它无法帮助社会上所有的孤儿，无法改变所有人的命运，但它却改变了这一批孤儿

的命运，使他们学有所长，学有所成，成为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之才。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很多当年的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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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兰天祥：《２０ 世纪上半叶回族慈善团体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杨荣良，朱淮宁：《南京民族宗教志》，第 ３４６ 页。
郑勉之：《陈经畲》，宁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２１ 页。
《私立南京孤儿院第一届报告概况》，全宗号：１００１，目录号：５，案卷号：１８８。



儿回到孤儿院原址，一起高唱那首歌给孩子们的生活增加无尽乐趣，激励他们不断成长的院歌，“钟山巍巍，

江水泱泱，日出东方，朝气扬……北固山，归仁塘，是快乐的家乡”，①追忆当初在孤儿院的时光。

２． 私立南京孤儿院对回族慈善团体的影响
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救国成为世纪之交的主流思潮，‘教育救国’、‘实业

救国’、‘宗教救国’、‘科学救国’等口号成为近代回族仁人志士的奋斗目标，也是回族社团的宗旨与任

务。”②故民国时期，回族各界社会人士深受“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大力通过发展工商业积

累兴办慈善团体的资金，建立学校兴办回族教育事业。陈经畲先生也受此思想影响，参与开办了义顺成鞋帽

百货店，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便开始在宁、汉两地广泛兴办慈善、慈幼教育事业。同时，陈经畲先生和杨

叔平先生都是出生于南京的具有浓厚伊斯兰教氛围的回族家庭。两人从小受到伊斯兰教教义“周济孤贫，

慈善为怀”的影响，自小便看遍社会上的苦难，自身经历更是坚定了两位先生创办孤儿院的决心，使得两位

先生对于创办私立南京孤儿院的事如此不遗余力。

两位先生创办的私立南京孤儿院可谓是回族慈善团体的榜样，它扩大了回族慈善团体的影响，推动了回

族慈善团体的发展壮大。私立南京孤儿院作为民国时期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回族慈善团体，它所采用的

许多先进管理经验成为很多回族慈善团体借鉴学习的范本，很多慈善团体都前来参观学习。而其创办者陈

经畲和杨叔平先生都是当时回族的著名人士，在创办“私立南京孤儿院”的慈幼事业中，两位先生艰苦奋斗，

声誉卓著。他们不但拯救了于饥寒交迫中的贫苦孤儿，而且教养他们，使他们学有所成。这对于提高回民对

慈善团体的关注度，吸引更多的知名人士参与到慈善救济事业中，扩大回族慈善团体的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回族慈善团体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使得民国时期的回族慈善团体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地建立起

来，不仅仅帮助回民，也帮助其他民族人民，这有利于增强回族本民族团结，促进回族社会稳定，加强回族与

其他民族的联系与交流。

３． 私立南京孤儿院对新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新中国初期对于社会慈善事业的变革主要

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建一批新兴的社会慈善机构，另一方面就是接收、调整、改造一批民国时期建立的

社会慈善机构。③ 陈经畲、杨叔平二位先生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清明，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

社会秩序也渐渐稳定，社会主义慈善与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两位先生深切意识到培养教育人才关系到国家

建设事业的前途命运，个人的力量是难以胜任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对新的教养制度缺乏学

习，不甚了解，无法全面顾及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于是两位先生主动响应国家的号

召，自愿将私立南京孤儿院交给人民政府接管。这无疑对于新中国调整旧的慈善机关、改造旧的慈善团体起

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榜样作用。

另外，私立南京孤儿院对新中国慈善事业特别是慈幼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过刚刚过去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社会上的孤儿越来越多，新中国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关注孤儿问题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有利于社

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繁

荣昌盛。孤儿的未来直接关系到国家、社会的发展，不允许我们有丝毫忽视。私立南京孤儿院无论是从制度

建设、具体章程、教学思想到教养目标、教养内容、教养方法等等方面，都可谓是当时慈幼事业中的楷模。私

立南京孤儿院为此后建立的很多孤儿院、儿童院都提供了范本，这些孤儿院、儿童院在学习借鉴私立南京孤

儿院的优秀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管理运行状况，不断创新发展，为这些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活

环境与学习环境，更好地帮助他们成长。可见，私立南京孤儿院为新中国的慈幼事业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良

好的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胡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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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变异：生成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交汇点

方小兵

（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７１）

摘　 要：句法变异是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也是社会语言学变异学派的一个研究短板。生成语

言学起初不承认语言变异现象，但是随着最简方案和优选论的引入及句法研究视野逐渐扩大，生成

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现象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以句法变异为核心的社会句法学成为两个学派整合的

平台，未来合作的重点领域有：儿童语言习得、句法演变及语法化、语言类型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研

究。双方的结合有助于句法变异研究的深入和句法理论框架的完善。

关键词：句法变异；社会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语法化；社会句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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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是“语言项目在实际话语中存在的差异”①。语言变异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主要分
支，在一些学者眼中甚至是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内容。②语言变异的研究曾经是变异学派的“专利”，以语言变

异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语言学家因而常被称为变异学派（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ｓ）。然而近年来，随着生成语言学相关理
论的演进，语言变异已成为生成学派和变异学派两个学派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成了双方对话的窗口和合作的

平台。社会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在句法变异方面的合作不但推进了句法理论的不断完善，也对相邻学科的

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语言变异观：从分歧重重到逐渐靠拢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有序异质体”（ｏｒｄｅｒｌ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③因为其“有序”，故具有可学性；因为其
“异质”，故而有变异。各类社会群体在头脑中都储存了句法变项的各类变式，在表达时会根据不同的场合，选

择其中的某个变式。选择的结果就是语言环境、语体风格和说话者社会特征的呈现。语言正因为有了选择机

制，才真正具备了交际功能。人们通过语言变异区分说话者，说话者也通过变异形式传递意义、场合、身份等多

种信息。一成不变的句法结构将使语言失去其社会表征功能。变异是语言结构的本质特征，而正确理解和表达各

种变式是内在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用莱考夫和约翰逊（Ｌａｋｏｆｆ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的《我们赖以生存
的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Ｗｅ Ｌｉｖｅ Ｂｙ）书名，仿拟出《我们赖以生存的变异》（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Ｌｉｖｅ Ｂｙ）之类的表述。④

尽管人们每天都在下意识地运用语言变异，但是对语言变异现象的研究却总是被消极看待或有意回避。

生成语言学者更是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区中的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认为变异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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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系统，而只是语言运用（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中临时产生的，对语言变异研究非常排斥，甚至将社会语言学收集
变异形式的研究工作视作“收集蝴蝶标本”（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①

生成语言学的最初框架是标准理论（ＳＴ）和扩充式标准理论（ＥＳＴ）。在该阶段，转换前后的句子，如主
动句和被动句，是具有同一底层形式的不同变体，底层形式是“核心句”（ｋｅｒｎｅｌ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通过运用一系列
转换规则，生成表层形式。拉波夫（Ｌａｂｏｖ）借用了这一方法，推出了“变项规则分析法”（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ｒｕｌｅ），用来
研究语言变异。但生成句法到了管约论阶段，所有的规则都归并为一条：Ｍｏｖｅ α，其操作受到各种原则的限
制，如邻接原则、空语类原则等。由于原则是绝对的、不可更改的，生成句法与变异研究越走越远。

从管约论发展而来的原则与参数理论（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ｅｏｒｙ）则认为，语言与语言的相异缘于
参数设定的不同，而参数大多是二分的（ｂｉｎａｒｙ）。参数理论本身就承认跨语言的、普遍语法内的句法变异。②

但对于同一语言系统内的句法变异，生成句法仍然缺乏相关理论。

后来，乔姆斯基等人③提出了最简方案（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在此影响下，优选论（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也
从音系层面进入句法领域的运用。渐渐地，生成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从跨语言的宏观参

数变异（ｍａｃｒｏ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研究，发展出语言内部的微观参数变异（ｍｉｃｒｏ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研究。研
究人员开始关注非标准语中的句法变异现象，试图用统一的理论框架解释各类语言变异现象。２１ 世纪以
来，优选论和最简方案理论框架下的句法变异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④

随着生成学派对语言变异现象的观念转变，要求将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和生成学派的变异研究整合

起来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１９８７ 年芝加哥语言学会（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年会的主题就是讨论两个
学派的合作，会后还出版了名为 Ｐａｒａ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的会议论文集。⑤

１９９４ 年，帕普拉克（Ｐｏｐｌａｃｋ）和塔利亚蒙特（Ｔａｇｌｉａｍｏｎｔｅ）⑥指导渥太华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的两位成
员 Ｍｅｅｃｈａｎ和 Ｆｏｌｅ撰写了一篇研究英语句法变异的论文 Ｏｎ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Ｖａｒｉ
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ｓ Ｂｒｉｄｇｅｓ，试图整合句法理论与变异理论。其副标题“Ｔｈｅｒｅｓ Ｂｒｉｄｇｅｓ”也很有意思：既是英语
存在句中典型的变异现象（主谓一致），又暗示了生成学派和变异学派之间存在着“句法变异”这座“桥梁”。

２００３ 年，第二届欧洲语言变异国际研讨会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Ｕｐｐｓａｌ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召开，会后出版了论
文集《句法与变异：融合生物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⑦ 该书对句法变异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句法变异

已经不再是社会语言学的专利，而是逐渐演变成 ２１ 世纪的一个热门话题，并指出“本论文集的出版是未来
‘社会句法学’（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ｎｔａｘ）发展的里程碑”。

二、句法变异合作研究的价值

与语音及词汇变异一样，句法变异是语言变异的重要表现形式。沃尔夫拉姆（Ｗｏｌｆｒａｍ）⑧甚至认为“句
法变异的分层比语音变异的分层更为显著”。但是，如果不对句法变异现象进行全面收集整理，并按照变异

特征进行有效的分类，然后进行量化统计分析，那么一些句法现象就会永远难以摸清。⑨ 由于传统的变异研

究更多地见于语音层面，“在涉及到句法及形态层面的分析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瑏瑠。还有学者指出，句法

变异研究之所以一直以来没有太大的进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句法变项（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的确立标准仍
不明确”瑏瑡。很明显，社会语言学的句法变异研究在前进过程中遇到了瓶颈，需要与其他学科紧密合作才能

解决那些棘手的问题，逐渐认识到变异研究价值的生成语言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双方在句法变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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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携手合作，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揭示句法变异特征，另一方面有助于句法理论的完善。

（一）更好地揭示句法变异特征

句法变项的界定是句法变异研究中的一个难题。拉波夫（Ｌａｂｏｖ）①认为语言变项是“一组表达相同语义
的不同语言形式”，变项必须满足底层结构的同一性与意义的对等性。然而这一定义基于原先的语音变异

研究，在扩展到句法层面时，该定义就遇到了各种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语言中的句法变项不像语音变项那样

频繁，而且句法变异更容易受到内部语言因素的制约，或者取决于风格和语境问题。②

句法层面一些交替出现的语言形式不见得以同样的方式生成，也很难被确定为表达完全相同的语义内容，其

中大多存在语义、语用或语言风格上的细微差异。此外，由于句法因素所产生的结构更抽象，因而不太“可见”，因

此说话者对它们的意识也较低。句法结构通常不像语音因素那样具有社会识别功能，因为在语言的延伸中，一个

给定的句法变量根本不会出现，因此不会给说话者一个关于对话者的语言归属的线索。目前，关于社会语言学的

句法变项的确立标准，到底是按照形式标准，还是语义标准或功能标准，或者三者兼顾，仍未达成一致意见。③

变异研究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区分词法变异和句法变异。如有人认为“登陆上海”“抢滩南京”“上场

两名外籍球员”等表达方式是现代汉语中新出现的，属于句法变异。蔡冰则以“狂、超、巨、暴”四个新兴程度副

词为例，探讨了现代汉语中的句法变异现象。④ 这种类型的变异到底属于词法还是句法？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为此，柯劳克（Ｋｒｏｃｈ）⑤提出了“形态—句法变异”（ｍｏｒｐｈｏ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概念，对两者不再区分。塔利亚蒙
特（Ｔａｇｌｉａｍｏｎｔｅ）⑥２０１２年出版的变异研究专著也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和 ｍｏｒｐｈｏ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视为同义术
语。词法与句法的关系是“一场历经 ３５年的争论”，词法—句法界面的界定需要形式句法理论有所作为。⑦

一般认为，句法变项的界定必须在句法理论框架内完成。社会语言学关于变项的定义是从生成语言学

借用的，其中存在的问题是生成语言学自带的（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解决的办法也需要从生成语言学出
发。⑧ 变异研究需要句法理论的指导，因为对一个变项的满意的句法特征描写是懂得如何考察一个变项的

前提条件，也是了解变项在说话者语法中具体位置的必要条件。变异学派应该采用形式语言学的理论，发现

更有效的手段确定哪些变式与句法因素相关，哪些没有关系。⑨

（二）有助于句法理论的完善

大量的句法变异研究案例证实，句法变异研究是句法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有助于完善句法理论。生成

语言学可以从基于使用的语法模式中获益。运用变异研究的方法，可以发现一些平时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

句法现象，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如英语中的双情态动词句：

例 １　 Ｗｅ ｍｉｇｈ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ｗａｙ．
生成句法经典的分析框架不允许有双情态动词出现，因为 ＩＰ下面的 Ｉ位置无法容纳。然而这类表达在

英语口语中十分常见，尤其在某些方言中。变异学者为此提出了更加合理的分析框架。基于新框架的研究

结果不仅有助于句法结构理论的研究，而且对相近的语法体系的微变异研究提供了证据。

一个真正有解释力的句法理论必须面对大量充满变异的真实的语言数据。书案式的研究和纯粹的形式

推导固然可以形成大量的理论和规则，但如果直接面对纷繁变幻的语言现象，那些理论和语法规则似乎都不

能成立了。斯帕斯（Ｓｐｅａｓ）瑏瑠对原则与参数理论中 １２ 个所谓的“不可违反原则”进行了分析，发现所有的“不
可违反原则”都会在某些语言中找到反例。这些实际案例符合人们的语感，然而违反了生成语言学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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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只能说明原则自身存在问题。通过对原则作各种各样的补充说明来解释例外现象，会让原则丧失原则

性，也会妨碍语言学理论的完善。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凡是毫无例外的、绝对性的语法规则，都

是以忽略一部分语言事实为代价的、抽象的规则，其对应的现实世界中的语言表现并不是整齐划一的。①

生成学派的 Ｄａｖｉｄ Ａｄｇｅｒ和变异学派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Ｓｍｉｔｈ 共同撰写的论文《变异与最简方案》，就很好地体
现了两个流派的合作。② 他们认为生成句法的最简方案理论非常适合处理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问题，提

出句法变式实际上带有不同的语法特征和形态特征，但具有相同语义的词汇项，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同样的

意义。科尼普斯（Ｃｏｒｎｉｐｓ）和科里根（Ｃｏｒｒｉｇａｎ）③认为，生成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是互补的，社会语言学的任
务是描写和解释言语社区中变异的模式，而生成语言学则从理论上揭示这些变异可以允许的范围。因此，两

派结合，可以更好地说明句法变异的特征：句法变异既受社会因素的激发和驱动，也受语法内在特质的限制。

三、未来合作的重点领域

在句法变异研究中，社会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可以在以下四个领域进行合作：儿童语言习得、句法演变

及语法化、语言类型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一）儿童语言习得

生成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句法现象（即充满变异的句法结

构），儿童是如何在碎片化的语言习得过程中顺利习得句法规则的？

生成语言学非常重视语言习得，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语言习得机制（ＬＡＤ），儿童学习语言的能力是一
种“语言本能”。语言习得中的刺激贫乏（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则是生成语言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语言天赋
论的基础。比较而言，变异学派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够。一方面，要把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发展性错误（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ｓ）和真正的变异（ｇｅｎｕｉｎ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完全区分开来，还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变异学派通常要选
择大量的被试，而每个被试需要收集长时间的语料，然而这项调查对婴幼儿比较困难。除了沉默寡言外，有

的只是电报式语言，尽管可以传递信息，但难以形成完整的、可供分析的句法结构。

儿童是在充满句法变异的言语社区中成长起来的，研究句法变异对于语言习得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如美国黑人儿童在家里听到的是 ａ式，在电视上听到的是 ｂ式，他该选择什么样的参数进行设定？
例 ２　 ａ． Ｉ ａｉｎｔ ｇｏｔ ｎｏ ｍｏｎｅｙ．（双重否定句；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ｏｒｄ）

ｂ． Ｉ ｈａｖｅｎｔ ｇｏｔ ａｎｙ ｍｏｎｅｙ．
例 ３　 ａ． Ｉ ｆｅｅｌ ｌｉｋｅ Ｉ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系词删略；ｃｏｐｕｌａ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ｂ． Ｉ ｆｅｅｌ ｌｉｋｅ Ｉ ａｍ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
生成语言学认为，儿童可以在普遍语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根据语言输入，选择不同的句法形式来进行

参数设置。柯劳克（Ｋｒｏｃｈ）④特别指出，面对各种竞争的句法系统，儿童只能习得其中的一套系统，其他的系
统是在成长过程中以系统借用的形式（ｓｙｓｔｅｍ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学会的。换言之，句法本身是不存在变异的。

而变异学派则认为，儿童在习得语言的句法系统是通过不同成年人的语法输出语料，因此这个习得机制

必须能整合各种句法变异形式。变异学派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儿童语言习得中，参数的设置并不是非此即

彼的，而是“多个参数设置的按钮同时开启”。在语言社会化过程中，儿童必须了解和掌握句法变异，才能成

为一名合格的言语社区成员，特别是对各种变式在使用场景和使用频率方面的敏感性。⑤ 基于对贝尔法斯

特儿童语言习得的调查，亨利（Ｈｅｎｒｙ）⑥发现，儿童很早就可以习得许多变项形式以及这些形式的社会分布。
拉波夫（Ｌａｂｏｖ）⑦提出“规则系统的习得”和“言语社区规范的习得”都很重要，只有对变项规则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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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才能完整回答这两方面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为，句法变异在儿童语言习得中的功能将是

生成学派和变异学派未来的重要合作研究领域，儿童句法变异的研究成果会对这个领域做出贡献。①

（二）句法演变及语法化

句法变异的研究价值还体现在它可以发现句法的历史演变和推测未来的发展。语言是一个活的、动态

的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的系统”（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不存在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句法规则。
语言变化的扩散也从来都不会百分之百完成，一些现在所谓的例外其实是曾经的标准形式的残留。在英国

和美国的所谓标准英语中，完成时的助动词是 ｈａｖｅ（ＨＡＶＥｐｅｒｆｅｃｔ）形式，但是在世界英语（Ｗｏｒｌ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ｓ）
范围中，ｂｅ（ＢＥｐｅｒｆｅｃｔ）形式表示完成时并不是一个罕见现象。ＢＥｐｅｒｆｅｃｔ并非新出现的句法变异形式，相反
它是旧式标准英语句法的残存，只不过在英美语法体系的演变中逐渐消失了。这是对过去的回顾，如果对未

来进行展望，当前世界各地（包括英美加澳西这些白人英语国家）的一些句法变异形式，虽然还只是非标准

用法，但根据其使用频率、使用阶层、扩散程度推测，很可能就会发展演变成未来的标准形式。② 例如，目前

英语中现在完成时和一般现在时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模糊，常常可以相互借用。美式英语中有时用“ｊｕｓｔ ＋一
般过去时”来表示最近的过去；一般过去时表示经历式完成体；现在完成时也加上表示确切时间的状语：

例 ４　 ａ． Ｓｏｒｒｙ，Ｂｉｌｌｓ ｎｏｔ ｉｎ． Ｈｅ ｊｕｓｔ ｗｅｎｔ ｏｕｔ．
ｂ． Ｗｅｒｅ ｙｏｕ ｅｖｅｒ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ｃ． Ｓｏｍｅ ｏｆ ｕ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ｏ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由于差别正在逐渐缩小，不少语言学家预计两者很可能最终会融合。可以说，这是一个“进行中的变

化”（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是正在标准化的非标准英语。语言的历时变化就产生和体现在语言的共时变异
中，因此，句法变异研究可以为句法演变研究提供非常坚实的理论和语料基础。同时，社会语言学认为所有

的语法规则都是以概率形式存在的，所以非常重视实地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句法变项的使用情况，出现场合、

频率及使用者的特征，对获取的语料进行量化统计分析，以概率的形式呈现其社会分布。然后进行相关分

析，将分布与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关联起来，揭示出起作用的各种相关因素的不同作用值和影响力。

语法化研究是近年来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在语法化研究中，语言的概率性被视为语法化本质特

征。“语法化过程中，候选项相对于其他竞争候选项的使用频率越高，其发生语法化的概率就越大”。③ 在这

一点上，语法化研究与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观点相当一致。

一般认为，语法化是一个历时的渐变过程，属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范畴。然而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生成语言学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语法化现象。生成学派之所以涉足语法化研究，是因为许多句法现象就

是语法化的结果。同时，各种句法变式的传播、运用和竞争，反过来会对语法化的进程产生影响，或者推动巩

固其发展，定型成新的句法结构；或者维持其演变速度，在语言中形成并存的结构；或者延缓停止其发展，在

语言中形成旧式或残留形式。生成语言学基于语言本体，从原则和参数视角，通过语法化研究解释共时平面

上句法变异，推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结合；社会语言学基于语言使用者，从语言社会分布视角，通过语法

化研究观察语言的变异与变化。将生成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与成果结合起来，可以为语法化理

论发展提供有益的补充和修正。

（三）语言类型学

从类型学角度看，如果仅仅基于书面标准语形式，英语与日耳曼语族中的许多语言特征相差很大，存在

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如 ｄｏｓｕｐｐｏｒｔ以及存在句中的主位一致问题。为了解释这些“例外”，生成语言学起初
一般会修订规则和各种参数，通过繁琐的操作提高理论阐释力。变异学派指出，如果不以书面标准语的句法

规则作为唯一的参照，充分考虑英语句法的变异性，结合自然口语、各地方言、混合语的句法变异，英语语法

的可分析程度反而更高，模型更加整齐，与诸语言在参数设置上的一致性更加明显。换句话说，从类型学的

视角看，非标准英语变体要比标准英语变体“表现好”，更加自然，更符合跨语言的一般模式。

例如，在标准英语的关系从句中有这样一条规则：关系代词作宾语时可省略，而作主语时不可省略。这一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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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学看来，确实有些怪异。基南（Ｋｅｅｎａｎ）和科姆里（Ｃｏｍｒｉｅ）①曾经提出了类型学研究中著名的“名词词组可及
性层级假设”（Ｎｏｕｎ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主语 ＞直接宾语 ＞间接宾语 ＞旁格 ＞属格 ＞比较宾语。也就
是说，主语应该最不受约束，是最容易被关系化而形成关系从句的，因为主语位于最左边的位置，可及性最高。

可是标准英语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反而比主语更自由，这就违反了人类语言的普遍层级规则。大多数非标准

英语则对所有的关系代词一视同仁，这更符合一般的类型学原则。② 又如，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标准英语的反

身代词构成表征了两个不同的类型语言，其内部结构的代词部分有的是宾格（如 ｈｉｍｓｅｌｆ，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有的是所有
格（如 ｍｙｓｅｌｆ，ｙｏｕｒｓｅｌｆ）。相较而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非标准英语在词法上呈现了一致性和规则性，在第三人称中
也统一使用所有格名词，如 ｈｉｓｓｅｌｆ或 ｔｈｅｉｒｓｅｌｖｅｓ，与第一和第二人称反身代词的内部结构相同。

语言类型学研究涉及多种语言，其中不乏一些“较原始的”的书面语尚不发达，甚至没有文字形式的语

言。变异学派在处理这些语言现象时，通常会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在普遍语法（ＵＧ）一般原则和语言
类型学通用规则的指导下，将某一语言的各类变体（包括地域变体、社会变体、风格变体）全部纳入考察范

围，找出特定语言的变异规则，从而构建出简洁且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更好地解释语言中的各类变异现象。

（四）语料库语言学

亨利（Ｈｅｎｒｙ）③曾经指出，生成学派的内省语料（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不如诱导语料（ｅｌｉｃｉｔｅｄ ｄａｔａ）可靠，更
不如自发语料（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ａｔａ）能反映语言本质。所谓说话人的自然语感其实是研究者自己的语感，而他
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对标准语偏爱有加；而且自然语感其实常常受周围环境和本人心理的影响，有时会产生

误导。社会语言学的变语配对实验（ｍａｔｃｈｅｄ ｇｕｉｓｅ）也证明了所谓的直觉具有一定的欺骗性。通过对英语存
在句主谓一致中的句法变异进行语料库分析，可以证实这一点。

例 ５　 Ｔｈｅｒ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ｂｏｏ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生成语法认为存在句中的 ｔｈｅｒｅ 仅仅是虚主语（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ｅ），其语义和句法特征来源于后面的名词

组，通过特征的移动完成特征核查。由于特征移动不一定导致词汇项的移动，因此谓语动词在形式上与后面

的名词组一致。乔姆斯基在《最简方案》一书中指出，上面句子中的 ｔｈｅｒｅｓ仅仅是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的一个低层次替
代物（ｌｏｗｌｅｖｅｌ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没有句法能产性。④

但变异学派通过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在现实语料中，以 ｔｈｅｒｅｓ 引导的存在结构后面既可以带单数名词
组，也可以带复数名词组，其使用频率要比 ｔｈｅｒｅ ｉｓ和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两者的和还要高。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这一
社会因素对 ｔｈｅｒｅｓ使用频率具有显著性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使用频率越低。而生成学派之所以坚持认
为存在句式中的 Ｂｅ必须与后面的 ＮＰ保持数的一致，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自省式语料，而自省者都是受过
高等教育的。索宾（Ｓｏｂｉｎ）⑤甚至宣称，不与后面名词组保持数一致，才是存在句的自然状态，而标准语中的
“向后一致”是非自然语料，是后天语言教育的后果，是涂抹在自然语料上的“语法病毒”（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ｖｉｒｕｓ）。

有鉴于此，一些生成学派成员已经开始尝试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来收集语料，研究句法系统所体现的变

异，探讨引起变异的外部因素，如态度、动机、年龄和性别因素等。⑥ 而变异学派提倡的口语语料库，更成为

了生成学派进行句法比较和分析的有力工具。米切（Ｍｅｅｃｈａｎ）和福莱（Ｆｏｌｅｙ）⑦也指出，生成学派经常用“？”
“？？”和“”来标示自省语料的可接受程度，然而这种方法仅仅从研究者自身的角度出发，只有一个维度，没
有考虑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语料库语言学基于对大量真实语料的定量分析，通过概率统计方法得出结论，

可以有效揭示句法变异的具体体现，进而对句法变异做出描写与解释。目前，各种类型的语料库已经被广泛

应用于语言变异研究，为丰富句法变异研究成果做出了贡献，反过来也促进了语料库语言学自身的发展。

（责任编辑：魏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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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水平考试写作提示语可比性研究

姜子芸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该文旨在研究大学英语水平考试两类作文提示语的可比性。使用浙江大学 １２８９ 名考
生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来检验不同作文提示语产生的分数差异是否显著。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工

具 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３． ０ 提取其中 １６０ 名考生的作文文本特征，包括句法复杂度、词汇复杂度和文本衔接
三个维度，使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来判断两类提示语产生的文本特征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
（１）图表提示语的考生作文成绩比文字提示语的考生成绩低；（２）图表提示语的二语可读性指数和
词汇多样性比文字提示语的更高，词汇熟悉度更低。两类提示语在文本衔接上没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自动评分；写作提示语；可比性；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７９０２（２０１９）０４ ００７３ ０５

可比性（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广泛而言它指的是两种特质属于同一个类别，因此二者之间
存在可以比较的平台。但在教育测量及其相关的研究中，可比性的概念更具体地指相等性（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如
考试的可比性指历次考试里相同水平的考生群体应获得相同分数。随着产出型技能（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ｓ）得到
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写作考试的提示语也越发多样化，若不同的提示语考查不同的写作构念，那么它们就无

法在同一写作考试中交替使用。因此，写作提示语的可比性是进行写作测试效度验证（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和确保考
试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写作提示语的可比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研究旨在对大学英语水平考

试作文部分的写作提示语进行可比性研究，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文本处理工具 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３． ０①对文本进行自
动分析，搜集充分和有效的效度证据，检验写作考试是否公平，从而进一步提高考试的公正公平。

一、研究背景

在教育测量领域，可比性最早广泛应用于考试大纲和课程大纲的研究中。研究方法包括统计分析、专家判

断和问卷调查等，主要目的是检验在不同的考试中是否体现相同的课程标准或考试大纲。早期的可比性定义

较为笼统，因而 Ｅｌｌｉｏｔｔ②指出大部分的定义都缺乏具体的情境，他呼吁学者应该将可比性的定义具体化。Ｎｅｗ
ｔｏｗｎ③将评分标准的可比性定义为得分相同的学生可以有相等的可观察到的能力特征。此外，不同考试之间的
可比性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影响范围最广的是 Ｂａｃｈｍａｎ等人④对当时应用最广泛的两种英语水平考试，即剑

桥第一英语证书考试（ＦＣＥ）和托福考试（ＴＯＥＦＬ）进行了可比性研究，这一研究对托福机考和网考的改革产生
了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可比性研究对于考试的改革和教育测量质量的提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写作测试研究中，可比性研究是写作测试效度验证的重要环节，通过研究可比性可以搜集到外推证据

—３７—



（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从而验证写作构念。自美国教育考试中心（ＥＴＳ）开发了效度验证框架①之后，多个研究团队
围绕着托福写作的效度验证展开了可比性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 Ｒｉａｚｉ②对 ２０ 名学生的托福网考作文和
课程论文进行的可比性研究。Ｒｉａｚｉ使用 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提取了考生的托福作文文本和学术作业的 ２６ 种文本特
征，通过协方差分析检验文本特征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 Ｒｉａｚｉ的研究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不具有推广性。
Ｌｉｏｓａ和 Ｍａｌｏｎｅ③收集了 １０３ 位学生的托福作文和课程作业进行可比性研究，他们让受过训练的评分员参照
分项评分量表对五个写作质量的维度进行判断。显然，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研究结果会受到评分员评分的

不稳定性和测量误差的影响，从而造成较大的偏差。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 等人④收集了近 １８０００ 名考生的作文，对美
国研究生入学考试（ＧＲＥ）的不同类型的写作提示语进行了可比性研究，但他们未能获得真实考试的数据，
而是对学生进行模拟施测。更重要的是，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等人的分析只关注了作文分数的可比性，却没有结合考
生的文本来分析写作文本的质量和特征是否存在可比性。

除了国外的研究以外，国内仅有较少的研究涉及可比性。陈颖⑤将写作提示语的可比性称为等同性，对

３０ 名本科生的两次 ２００ 字左右的作文提取了流利度、复杂度和准确度三个维度的文本特征，并对这些特征
进行统计分析，从而研究不同写作提示语对学生文本特征的影响，收集可比性证据。然而该研究在文本特征

的选择上缺乏合理性和代表性。如流利度仅由文本长度体现，但是流利度还受到语言错误或句法复杂度等

其他语言特征的影响。此外，较小的样本量和文本计算指标导致了该研究结果可能缺乏可靠性和普遍性。

邹玉梅和刘春燕⑥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四种写作提示语作为因变量，收集了 ６０ 名英语专业大三学生的作
文，使用 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进行分析，从而研究不同提示语对考生写作文本特征的影响。但是这一研究并未采用真
实的考试数据，英语专业大学生也并不符合四级考试针对的考生群体。

综合以上梳理，我们发现迄今为止已发表的文献中没有通过分析真实、大规模的考试数据对同一考试的

不同写作提示语进行可比性研究，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将写作提示语的可比性定义为不同写作提示

语可以让相等能力的考生获得相等的分数，并且能够产生相等的文本特征。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两个

问题：（１）图表提示语和文字提示语的考生作文能否产生相等的分数？（２）图表提示语和文字提示语的考生
作文能否产生相等的文本特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材料和被试

本研究以浙江大学英语水平考试作文部分为研究材料。浙江大学英语水平考试（以下简称“水平考

试”）是非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前必须通过的考试，该考试一年两次，每年考生人数约为 ８０００ 人，因此是大
规模的高风险考试（ｈｉｇｈｓｔａｋｅｓ ｔｅｓｔ）。水平考试作文部分要求考生在 ３０ 分钟内完成一篇至少 １６０ 字的作
文，每场考试会有多个作文题目出现，随机分发给考生。在水平考试题库中，有两种类型的作文提示语，一类

是图表提示语，另一类是文字提示语。图表提示语指的是考生需要简要描述图表内容并对相应主题进行讨

论和分析，文字提示语则要求考生基于一个作文提纲进行写作。作文部分的总分为 ２０ 分，及格线分数为 １２
分，所有学生的作文分数由阅卷老师和冰果英语自动评分系统相结合得出。本研究采用 ２０１８ 年的水平考试
真实考试数据，选取图表提示语和文字提示语各一篇作文，共有 １２８９ 位浙大本科生考了这两篇作文，因此研
究共收集到 １２８９ 篇考生作文。

（二）数据收集方法

研究使用 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３． ０ 提取考生作文的文本特征。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 是性能稳定和功能强大的文本分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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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它于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１ 年间由美国孟菲斯大学的多个学科背景的研究团队共同开发、完善和测试，至今国
内外已有大量研究使用该软件来提取文本和口语的特征，广泛运用于自然语言处理、二语习得、教育测量与

评价等领域。该工具综合了自然语言处理、计算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可以自动地对文本的表

层和深层特征进行量化。① 网络版 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３． ０ 可以自动处理 １５０００ 词以内的单个文本，能够报道出输入
文本的 １０６ 项指标，从这些指标中人们可以从不同维度深入了解文本的特征，这些维度包括了描述性统计量
和基础计数、指称衔接、潜语义分析、词汇多样性、句法复杂度、关联词使用、文本可读性等 １１ 个模块的内容。
基于以往研究，本文选取能够反映出考生文本的句法复杂度（７ 个指标）、词汇复杂度（９ 个指标）和连贯性
（１０ 个指标）三个方面共 ２６ 个指标。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对每类提示语的考生作文随机抽选 ８０ 个文本，提取特征后用 ＳＰＳＳ２５ ０ 进行基础的数据分析。首
先，对考生的考试分数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解数据基本情况。然后，通过独立样本 ｔ 检验来分析两个提
示语产生的作文分数的差异是否显著。最后，使用 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３． ０ 提取所有文本的文本特征，将结果汇总整
理后导入 ＳＰＳＳ２５． ０，并且使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来判断两类提示语产生的文本特征的差异是否显著。

三、结果与讨论

（一）考试分数

考生在两类作文提示语下获得的分数如表 １ 所示，偏度和峰度在 ± ２ 内表明两类提示语所产生的作文
分数都属于正态分布。考生在文字提示语（１２． ８９ 分）获得的分数比图表提示语（１２． ４２ 分）高了 ０． ４７ 分，说
明考生根据图表提示语完成的作文获得的分数更低一些。此外，从最低分和最高分来看，图表提示语考出的

最低分（６． ８４ 分）比文字提示语（５． ０２ 分）高 １． ８２ 分。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Ｆ（１２８７）＝ ４． ００１，ｐ ＝ ０ ００ ＜ ０ ５），效应量较小（ｄ ＝ ０ １２）。这说明两种提示语得出的考试分数存在统计学
上的显著差异，但是差异较小，这一研究结果与 Ｌｅｅ 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② 的研究相似，发现作文提示语缺乏分数的
可比性。Ｌｅｅ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研究了同一种写作提示语的三种话题类型与学生专业背景的交互作用，他们发现
了话题会对学生的作文分数产生影响。而本研究结果则进一步证实了提示语类型也会对学生的作文分数产

生影响，且图表提示语的题目难度更大，对于低水平的考生来说更有挑战性。分数产生差异的可能原因是教

师在教学中对图表作文的指导不够充分，学生阅读的文本中包含图表的比例较少，课后作业也以记叙文和议

论文为主，较少练习如何结合图表和相关内容进行写作。因此，在今后的大学英语课程中，写作指导要考虑

不同的提示语和任务要求，全面提升考生的写作技能。

表 １　 考生作文分数的描述性数据

提示语类型 数量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值（标准差） 偏度 峰度

文字提示语 ４８９ ６． ８４ １８． ４４ １２． ８９（１． ７５） － ０． ３２ ０． ３
图表提示语 ８００ ５． ０２ １８． ３９ １２． ４２（１． ８９） － ０． ５４ １． ３９５

（二）文本特征

选择能反映出考生文本的句法复杂度（７ 个指标）、词汇多样性（９ 个指标）和连贯性（１０ 个指标）三方面
共 ２６ 个指标，从独立样本 ｔ检验结果中发现有 ４ 个指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词汇多样性、词汇熟悉度和上
下义关系属于词汇多样性的范畴，而 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二语可读性属于句法复杂度的范畴。两类提示语在语篇衔
接这一类指标中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句法复杂度上的差异较小，而在词汇复杂度上的差异较大（见表 ２）。
１． 句法复杂度
本研究选择的句法复杂度指标包括可读性，即 Ｆｌｅｓｃｈ和 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二语可读性指数，这两个可读性指数

的计算方式是基于词长（单词音节的平均数）和句子长度（每个句子的单词的平均值）的，所以在统计分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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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排除了单词长度和句子长度这两个变量。此外，句法复杂度的指标还包括了左嵌入性（每个句子中主

动词前的平均单词数）、每个名词短语的平均修饰符数、相邻和全部句子的句法相似度以及被动式密度。在

这 ７ 个指标中，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二语可读性有显著差异（Ｆ（１５８）＝ ０． ７３７，ｐ ＝ ０ ００ ＜ ０ ５），与以往单一的可读性公
式不同，这一指标可以体现出词汇、句法和语篇衔接方面的困难，该指标越小则反映出文本复杂程度越高。

二语可读性指标是单词和句子长度的函数，这一结果也可以体现出考生使用相同长度的单词和句子的模式

是有显著差异的。表 ２ 显示出图表提示语（２４． ３２９４）比文字提示语（２７． ５９０３）的作文的二语可读性指标更
低，说明图表提示语的作文文本的单词和句子模式的复杂度更高。综合 ７ 项指标的结果来看，尽管考生的作
文在一项句法复杂度的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图表提示语和文字提示语的考生作文的句法复杂度是相当

的，具有可比性。

表 ２　 显著差异的文本特征

指标 提示语类型 均值 标准差

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 二语可读性
文字提示语 ２７． ５９０３ ４． ７７５２５
图表提示语 ２４． ３２９４ ５． ３７４４４

词汇多样性
文字提示语 ６３． ６２４２ １６． ６６３４８
图表提示语 ７８． ０７６２ ２７． ９０４３８

实词熟悉度
文字提示语 ５８７． ５８６６ ４． ８５４６３
图表提示语 ５８４． ２８４１ ５． ５７０３６

上下义关系
文字提示语 ５． ７６２８ ０． ６１９３６
图表提示语 ６． １６８ ０． ５４９６３

　 　 这一研究结果与 Ｃｕｍｍｉｎｇ等人①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发现综合写作可以诱导出更复杂的文本，主要在
词汇和句法层面。然而，这一结果与邹玉梅和刘春燕②的研究结果不同，他们认为图表提示语会限制考生的

写作内容，因为考生主观认为可描述的东西较少，因此产生的句法结构相对简单。结合水平考试的具体考试

内容和考生文本，本文认为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图表提示语要求考生描述图表并论述相关现象，提供了

更多信息，因而考生作文的句法复杂度更高，并且较之文字描述语，图表提示语在内容上给了考生更多依据

的线索，并不会限制考生的写作内容。

２． 词汇复杂度
词汇复杂度的 ９ 个指标涉及到词汇多样性，词频，词语具体性和普遍性。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 包括了词汇多样性

方面的四种指标，包括实词的类符 ／形符比、所有词语的类符 ／形符比、所有词汇的多样性以及所有词语的文
本词汇多样性指标。其中，所有词语的文本词汇多样性和类符 ／形符比不同，它和文本长度无关，并且不受文
本类型的影响。对于词频这一指标，ＣＥＬＥＸ（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即词汇信息中心）是包括 １７９０ 万
词的语料库，它指的是实词和所有词汇使用频率的平均值，因此 ＣＥＬＥＸ指标能够体现出文本中使用的单词
的频率级别。词汇复杂度的指标还包括实词的熟悉程度（基于人对单词的非抽象程度进行的主观判断），实

词的具体性，可映性的均值（指的是人的心理对单词构建的心理图式的容易程度），等等。

在词汇复杂度的 ９ 个指标中有 ３ 个指标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两类作文提示语在词汇多样性上存在显
著差异（Ｆ（１５８）＝ ６． ２６９，ｐ ＝ ０． ００ ＜ ０． ０５），这一结果体现出图表提示语的作文词汇比文字提示语更为多样。
第二，两类作文提示语在词汇熟悉度指标上也存在显著差异（Ｆ（１５８）＝ １． ２１１，ｐ ＝ ０． ００ ＜ ０． ０５），熟悉度指的
是成年人对单词的熟悉程度，一个句子中有更多的词汇，人们对这个句子的加工就会更快。Ｃｒｏｓｓｌｅｙ 和 Ｍｃ
Ｎａｍａｒａ③对二语写作文本的分析结果显示实词熟悉度是可以预测作文质量的一个指标，即实词熟悉度与作
文分数存在相关性。该指标体现出文字提示语（５８７． ５８６６）的考生作文用词比图表提示语（５８４． ２８４１）更熟
悉。第三个存在显著差异的指标是上下义关系（Ｆ（１５８）＝ １． １６６，ｐ ＝ ０ ００ ＜ ０ ０５）。上下义词体现了一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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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具体的关系，处于上位的词是一般性概念，处于下位的词是具体性概念，其词义包含在处于上位的词范畴之

内。越高的文本上下义指标能体现出文章整体用词更为具体，该指标越低则表现出用词越抽象。以往研究发

现该指标能够反映出文本用词的准确性，此外，一个文本的上下义指标越高，其词汇就更为多样、词汇复杂程度

更高、表述更清晰，具有更多上位词的单词往往更准确地表达意义。① 因此相比于文字提示语（５． ７６２８）而言，
图表提示语的考生作文词汇上下义指标（６． １６８）更高，即图表提示语的用词更为具体。图表提示语和文字
提示语在词汇多样性、实词熟悉度和上下义这 ３ 个指标的显著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图表提示语给了考生
更多可以利用的写作信息，在考生进行加工并产出的过程中，多元的信息让他们的作文词汇比文字提示语的

更多样、更具体。文字提示语仅仅要求考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论述，考生仅能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进行写

作，所以产出的单词比图表提示语的考生熟悉度更高，但在词汇的多样性和具体程度上就有些逊色。

３． 文本衔接
我们选择的 １０ 个文本衔接的指标包括名词重叠、主题重叠、词干重叠、所有句子的实词重复度的平均

值、潜语义分析、相邻句子的重叠、既有信息和新信息的潜语义分析、连接词（全部）的出现率、因果连接词的

出现率、逻辑连接词的出现率和因果动词的出现率。观点重叠指标测量的是两个句子共享常用的主题的频

率，如名词、代词和名词短语。潜语义分析指数报告了语义共同参照，它通过计算文本片段的语义相似性来

追踪意义在不同话语间的重叠和转换。两类提示语在语篇衔接这一类指标中不存在显著差异，Ｃｒｏｓｓｌｅｙ 和
ＭｃＮａｍａｒａ②对不同年级的香港高中生的英语作文的文本特征进行了研究，并试图通过建模分析来用文本特
征预测二语学生的英语水平，他们的研究发现了水平较高的学生所写的作文并不是在文本衔接上更为连贯，

这一发现与本研究的发现相同。邹玉梅和刘春燕的研究发现图表类作文会让二语学习者用更多的指称词

汇，因为提示语要求他们描写图表，从而使得词干重叠率和实词重叠率较高，从而使得文本的衔接度更高。

但在本研究中，这一结果并未体现。基于 １０ 个文本衔接指标都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考生在文本提示
语和图表提示语的作文具有同样的衔接特征。

四、结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浙大英语水平考试的真实考试数据对写作提示语的可比性进行了研究，从考生的考试

分数和 ＣｏｈＭｅｔｒｉｘ３． ０ 提取的文本特征两个角度收集了浙大英语水平考试写作部分作文提示语的可比性证
据。研究发现，考生在图表提示语获得的分数比文字提示语的更低，两类提示语的作文的句法复杂度和衔接

特征相同，但是图表提示语的词汇多样性更高。综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水平考试可以考虑对不同写

作提示语的报道分数进行微调，但如何进行微调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本研究还发现可以对图表作文提示

语的写作考试的构念进行更为明晰的界定和划分。因此，本文对于保证浙大英语水平考试的公平性有重要

意义。此外，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教师在教学时应充分考虑作文提

示语对学生文本特征产生的影响，多指导图表提示语的写作，并指导学生强化在文字提示语上的词汇多样性

练习，使用更为具体的词汇，避免内容空泛。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针对的提示语数量较少，受考试保密性影响，本研究未能获得更多的作文提示

语和考生数据，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对不同的图表提示语进行组内关系的细化研究。此外，本文未能收集到考

生的性别和专业等数据，未能分析出不同的提示语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因此将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从考生角

度搜集可比性证据，还可以对考生采用有声思维法了解其对提示语特征的想法。最后，本文重点关注了考生

的分数和文本特征，而没有涉及考生的语法错误、作文的字数等特征。未来研究可以探究如何综合各个维度

的可比性，如何将可比性研究与写作评分标准相结合。

（责任编辑：魏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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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习语性特征探析

苏妮娜
（厦门医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０）

摘　 要：以中国大学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ＣＯＬＳＥＣ）为基础，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产出的习
语性从词汇语法形式和功能特征两方面进行研究，旨在从新角度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篇的

习语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与英语本族语者相比，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篇的习语性呈现出习语

表达式使用形式单一、功能型习语表达式使用不足的特点，与本族语者的习惯表达范式存在显著差

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语口语语篇的自然度、地道性和准确性均有待提高。

关键词：习语性；习语表达式；语料库；英语口语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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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语语言的语料分析表明了语言的词汇化性质与“流利性，自然度，习语性和合适度是紧密相关

的”①。国内外学者对于词汇学的研究和探索从未停止。研究者们运用语料库方法对口语中的词汇使用展

开调查与研究，他们运用语料库技术，从大量语言事实中研究词块，为口语语篇分析开辟了新视角。②③④⑤⑥卫

乃兴⑦对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ＣＯＬＳＥＣ）⑧做的初始研究涉及了学生英语口语中的部分词块及其特
征。甄凤超⑨基于 ＣＯＬＳＥＣ语料库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块知识与外语口语交际的流利度、准确性及
恰当性的相关性。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语料库的分析研究主要集中于具体的词块，而对整个语篇的特性研究

却不多见。本研究拟运用语料库的方法，在习语表达式（ｉｄｉｏｍａ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形式和分类的基础上，采用定
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中使用的习语表达式进行研究分析，发现中国英语

学习者口语产出的习语性特征，以管窥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篇的自然度、地道性和准确性，揭示其特点和

不足，以期为英语教学提供启示。

一、文献综述

（一）习语性的定义和特征

事实上，习语性是一种程度问题，不同程度的习语性与不同类型的习语表达式相关联。使用多重标准可

以让研究者筛选出那些不具有习语性的形式而保留那些具有一种或多种习语特性的形式。例如，Ｍａｋｋａｉ⑩

使用了五个标准：形态组成可否分解、可否进行字面对等翻译、歧义程度、语义的不可预测性和组合性。

—８７—



由此可见，习语性是一个连续体上的不同单位。本研究倾向于采用以下定义：（１）它是本族语者对词语
表达的选择①（ｎａｔｉｖｅｌｉｋ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２）它是高于语法规则和词语之外的语言特性。② 因此，必
须指出对习语性的研究和对习语的研究应该区分开来。从狭义上说，习语性主要是词汇层面的、学习者通常

所理解的习语表达。从广义上来看，习语性是一种使语言自然流畅，为本族语者所接受的语言特性。

（二）习语表达式的界定和分类

习语性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性，是由其词汇语法单位来实现和体现的。Ｍａｒｉａ Ｗｉｋｔｏｒｓｓｏｎ③ 认为习语性与本
族语者所使用的多词组合式的储存和使用相关。Ｗｒａｙ④也探究了本族语者语言的习语性特点，认为具有习语
性也就是拥有一种说话时的偏好方式，主要依赖于词汇使用方面所储存的程式性语串（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而
不只是使用习语。Ｓｉｎｃｌａｉｒ在提出“习语原则”时，举了“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作为例子，说明了这样的语言单位可以被当作
单一的词项。有些语言单位形式上完全固定如 ｆａｎｃｙ ｓｅｅｉｎｇ ｙｏｕ ｈｅｒｅ；Ｎｉｃｅ ｔｏ ｓｅｅ ｙｏｕ，可以超越语法构造过程。
有些形式上则是半固定的预制性语块，如 ｉｎ ｓｏｍｅ ｃａｓｅｓ；ｉｎ ｓｏｍ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有些词汇是固定的，词汇语义上则
是有变化的，如：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ｉｎ ｈｉ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ｏ……；ｉｔ ｗａｓ ｈａｒｄｌｙ ｉｎ ｈ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ｏ……。由于研究的视角和重点不同，
这些类型的语言单位在文献资料中被称为词组（ｌｅｘｉｃ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ｓ）、多词组合式（ｍｕｌｔｉｗｏｒｄ ｕｎｉｔｓ）、固定词组（ｆｉｘ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程式性词组（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ｐｈｒａｓｅｓ）、语块（ｃｈｕｎｋｓ）、预制性语块（ｐｒ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ｃｈｕｎｋｓ）等，尽管术语的使
用不同，研究者研究的语言现象却是相同的，都是具有习语性的语言表达。毫无疑问，这种概念上的重复是存

在的，有些术语用于描述相同的现象，而有些跨不同领域的术语并不总是指相同的东西，因此，很难选择其中一

个来全面概括、清晰界定习语性这种语言现象。此外，不同术语的使用也是与不同程度的习语性相联系，而习

语（ｉｄｉｏｍ）仅是众多组成语言的多词单位中的一种。语言的习语性不仅是靠使用习语得来，还需要使用不同类
型的程式性语言单位。为了避免混乱，本文使用“习语表达式”（ｉｄｉｏｍａ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作为术语来指那些实现和
体现语言习语性的词汇—语法单位。

对习语表达式的分类主要有词汇语法上的形式分类和功能分类。本研究中习语表达式的分类将根据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⑤提出的分类框架，从形式上分为两大类，即习语和习惯性搭配。习语具体又可分为纯习语（ｐｕｒｅ
ｉｄｉｏｍｓ）、半习语（ｓｅｍｉｉｄｉｏｍｓ）、原义习语（ｌｉｔｅｒａｌ ｉｄｉｏｍｓ）。这类词语组合被描述为“习语原则”的实现形式。
习语性的级阶性和程度性也在这类多词组合式中体现出来，在习语中表现较强，在搭配中表现相对弱些。具

体分类可见表 １。
此外，习语表达式的作用与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⑥对语言的语义构成模式相联系，即习语表达式从语篇功能上可分

为三类：概念型习语表达式、人际型习语表达式和语篇型习语表达式。比如“ｂ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ｂｕｔｔｅｒ（生计）”是概念
型习语性表达式，因为它组成了一个信息包，是一个特定的经验表征，与相邻语境中的其他信息包一起传达

信息，因此能够表达信息内容，经验现象包括知觉、评价和情感等体验，或是描绘信息本质特点。如 ｓｐｉｌｌ ｔｈｅ
ｂｅａｎｓ，ｈａｖｅ ｂｌｏｏｄ ｏｎ ｏｎｅｓ ｈａｎｄｓ，ｂｅ ｉｎ ａ ｐｉｃｋｌｅ，ａ ｒｅｄ ｈｅｒｒｉｎｇ，ａ ｌｏｕｎｇｅ ｌｉｚａｒｄ，ｇｒｅｅ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ｙ，ａ ｌｕｍｐ ｉｎ ｏｎｅｓ
ｔｈｒｏａｔ，ｅｔｃ． ｔｏ ｂｅ ｅｘａｃｔ ／ ｐｒｅｃｉｓｅ等都属于概念型习语表达式。另一方面，“ｂｌｅｓｓ ｙｏｕ”传达出愉快的信号，“ｇｏ
ｔｏ ｈｅｌｌ”传达着矛盾冲突，它们表明了说话人双方的一种人际交流，是人际型习语表达式。人际型习语表达
式主要完成交际互动功能或是描述信息本质的特点。在交际互动功能中，它们能够发起对话，维持对话和结

束对话，并且与礼貌用语紧密相关。比如 ｔｅｌｌ ｙｏｕ ｗｈａｔ，ｎｅｖｅｒ ｍｉｎｄ，ｙｏｕｒｅ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ｍｅ，Ｙｏｕｒｅ ｋｉｄｄｉｎｇ ／ ｊｏｋｉｎｇ，
ｇｕｅｓｓ ｗｈａｔ，ａｓ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ｔ，ｃｕｔ ｔｈｅ ｃａｃｋｌｅ，ｇｅ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Ｉ ｄａｒｅ ｓａｙ，ｍｉｎｄ ｙｏｕ等。再比如“ｉｎ ｓｕｍ”表明
语篇的结尾，“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表示对之前论断的否定，这些则是语篇型习语表达式。语篇型习语表达式能
够确保语篇的衔接组织，使语篇的语义单位清晰连贯，如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ｆａｒ ｆｒｏｍ，ｎｏ ｗｏｎｄｅｒ，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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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ａｔｓ ｍｏｒｅ，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ｌａｃｅ，ｌａｓｔ ｂｕｔ ｎｏｔ ｌｅａｓｔ等。

表 １　 习语表达式的形式分类

习语（ｉｄｉｏｍ） 习惯性搭配（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 纯习语（ｐｕｒｅ ｉｄｉｏｍｓ）
ｒｅｄ ｈｅｒｒｉｎｇ，ｓｐｉｃｋ ａｎｄ ｓｐａｎ，ｓｍｅｌｌ ａ ｒａｔ，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ｈａｖｅ ／ ｇｅｔ ／ ｃｏｌｄ ｆｅｅｔ，ｅｔｃ．

Ｉ 限制性的变化，字面上可半推断
ｅｘｐｌｏｄｅ ａ ｍｙｔｈ ／ ｔｈｅｏｒｙ ／ ｎｏｔｉｏｎ ／ ｉｄｅａ ／ ｂｅｌｉｅｆ， ｃ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ｍａｉｌ，ｅｔｃ．

ＩＩ半习语（ｓｅｍｉｉｄｉｏｍｓ）
ｄｒｏｐ ｎａｍｅｓ，ｃａｔｃｈ ｆｉｒｅ，ｆｏｏｔ ｔｈｅ ｂｉｌｌ，ｂｌｕｅ ｆｉｌｍ ／ ｓｔｏｒｙ ／ ｊｏｋｅ ／
ｇａｇ ／ ｃｏｍｅｄｉａｎ ｅｔｃ．

ＩＩ 限制性的变化，字面上可推断
Ａｄｄｌｅｄ ｂｒａｉｎｓ ／ ｅｇｇ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ｔｔｏｏ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ｐａｓｔ ／ ｆｕｔｕｒｅ，ｆｏｒ ｃｅｒ
ｔａｉｎ ／ ｓｕｒｅ，ｅｔｃ．

ＩＩＩ原义习语（ｌｉｔｅｒａｌ ｉｄｉｏｍｓ）
不可变化

ｏｎ ｆｏｏｔ，ｉｎ ｓｕｍ，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ａｒｍ ｉｎ
ａｒｍ，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ｅｔｃ．
限制性的变化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ａｔ ／ ｔｏ，ｏｐｔ ｉｎ ｆａｖｏｒ ｏｆ ／ ｆｏｒ，
ｈａｐｐｙ ／ ｍｅｒｒｙ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ｅｔｃ．

ＩＩＩ 非限制性变化，字面上可半推断
ｃａｔｃｈ ａ ｂｕｓ ／ ｐｌａｎｅ ／ ｆｅｒｒｙ ／ ｔｒａｉｎ，ｅｔｃ． ｂｙ ｄｉｎｔ ｏｆ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 ／ ｐａ
ｔｉｅｎｃｅ ／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ｅｔｃ．

ＩＶ 非限制性变化，字面上可推断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 ｌｏｖｅｌｙ，ｅｔｃ． ｓｗｅｅｔ ｗｏｍａｎ，ｓｍｏｏｔｈ ／ ｐｌｕｍｐ，ｅｔｃ． ｇｌｏｗ
ｉｎｇ ／ ｒｏｓｙ ｃｈｅｅｋｓ，ｅｔｃ．

ＩＶ原义习语（ｌｉｔｅｒａｌ ｉｄｉｏｍｓ）
限制性变化，可选择替换成分 ａｂｓｔａｉｎ（ｆｒｏｍ），（ｅｖｅｎ）ｗｏｒｓｅ，
ｗｏｒｓｅ（ｓｔｉ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ｆｒｏｍ）（ｉｎｔｏ）

Ｖ 非限制性变化，字面上可推断，可替换成分
ｓｈｒｕｇ （ｏｎ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 ｎｏｄ （ｏｎｅｓ ｈｅａｄ）， ｃｌａｐ （ｏｎｅｓ
ｈａｎｄｓ），ｅｔ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１）与本族语者相比，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篇中的习语表达式使
用形式上有何特点？（２）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口语产出中的习语表达式在功能上有何不同？
（３）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篇的习语性特征与自然度、地道性和准确性的关系如何？通过回答以上问题，探
讨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篇的习语性特征。

（二）研究语料

本研究选取的观察语料来自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ＣＯＬＳＥＣ），该语料库的语料来源为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部分的实景音像资料。ＣＯＬＳＥＣ设计库容为 ７２３２９９ 词次，被认为是
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特征最具代表性的语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的真实

语料。另外，以 ＩＣＥＧＢＳｐｏｋｅｎ为参照语料库。ＩＣＥＧＢＳｐｏｋｅｎ是“国际英语语料库”英国部分的口语子库，
该部分可视为一个取样较均衡的通用型口语语料库，库容达 ６１９９００ 词次，与 ＣＯＬＳＥＣ 相比，库容相当，具有
较高可比性。为了清晰有效地揭示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习语性的特征，本研究还将参照 Ｌｉｕ①所列举的美国口
语中常用的 ３０２ 个习语表达式，考察在 ＣＯＬＳＥＣ中的习语表达式使用情况。

（三）研究工具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计算机自动提取的定量分析和研究者手动甄别的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为了计算 ＣＯＬＳＥＣ中各类习语表达式的出现频次，本研究将通过索引软件 ＡｎｔＣｏｎｃ ３． ２． １，并采用Ｗｏｒｄ
ｓｍｉｔｈ Ｔｏｏｌｓ的Ｗｏｒｄ ｌｉｓｔ功能，对 ＣＯＬＳＥＣ的词频信息进行计算和提取。此外，结合人工进一步分析，借助“频
数特征、语言直觉、内部结构分析”等标准对习语表达式进一步分析识别。

三、结果与讨论

１． 定量分析
为了更好地对比两个语料库中习语表达式频次分布情况，词频出现以每 １０ 万词的比例分配。由表 ２ 可

知，在 ＣＯＬＳＥＣ 语料库中，两大类别的习语表达式中，习惯性搭配的出现频次占了习语表达式总频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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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ｉｕ，Ｄ．，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Ｓｐｏｋｅ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ｄｉｏｍｓ ：Ａ Ｃｏｒｐ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ＳＯ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３：３７ ／
４，ｐｐ． ６７１ ７００ ．



９０ ３％，份额最大。习语类别里纯习语占的比重最少（１． ７３％），原义习语比重相对多些（３． ４６％）。这说明
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产出中，习惯性搭配是最主要的话语构筑材料，学习者对不同形式的习语表达式使用能

力较弱，纯习语使用能力最弱，半习语次之。相比之下，本族语者的各类习语使用比重均大于中国英语学习

者，习惯性搭配的使用也是居多，占 ８７． ８８％。

表 ２　 不同形式习语表达式在 ＣＯＬＳＥＣ和 ＩＣＥＧＢＳｐｏｋｅｎ中的频次分布情况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ｄｉｏｍａ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ＯＬＳＥＣ ＩＣＥＧＢＳｐｏｋｅ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Ｉｄｉｏｍｓ
Ｐｕｒｅ ｉｄｉｏｍｓ ３９８ １． ７３ ６０３ １． ９２
Ｓｅｍｉｉｄｉｏｍｓ ７９６ ３． ４６ １０４１ ３． ３１
Ｌｉｔｅｒａｌ ｉｄｉｏｍｓ １０３８ ４． ５１ ２１６７ ６． ８９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７６０ ９０． ３ ２７６２５ ８７． ８８
Ｔｏｔａｌ ２２９９２ １００ ３１４３６ １００

表 ３　 不同功能型习语表达式在 ＣＯＬＳＥＣ和 ＩＣＥＧＢＳｐｏｋｅｎ中的频次分布情况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ｄｉｏｍａ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ＯＬＳＥＣ ＩＣＥＧＢＳｐｏｋｅ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ｉｏｍａ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４９６ ２． ６４ ８９７ ４． ５０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ｄｉｏｍａ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８７４３ ４６． ４９ １００６４ ５０． ４９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Ｉｄｉｏｍａ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９５６８ ５０． ８７ ８９７３ ４５． ０１
Ｔｏｔａｌ １８８０７ １００ １９９３４ １００

　 　 由表 ３ 可见，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这三种功能型习语表达式使用中，对人际型和语篇型习语表达式使用相
对多些，占比分别达到了 ４６． ４９％和 ５０． ８７％，而概念型习语表达式使用偏少，这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一定
程度上懂得利用习语表达式作为会话的技巧和策略，如礼貌表达等，并且能掌握口语语篇的衔接组织方式，

但在信息内容、经验现象等方面用习语表达式来表达相对薄弱。与本族语者相比，尚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学

习者口头话语能力逊色于本族语者。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个语料库中，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语篇衔接型习语

表达式上多于本族语者，这可能与口语考试的准备充分有关。

２． 定性分析
Ｌｉｕ根据现代美国三大口语语料库的索引结果，列出了美国口语中最常用的 ３０２ 个习语表达式。根据其

使用频率，每百万形符里出现 ５０ 次以上的为高频；每百万形符里出现 １１—４９ 次的为中高频；每百万形符里
出现 ２—１０ 次的为中低频。根据 Ｌｉｕ的频率划分标准，我们将中国学习者习语表达式使用情况分为：正常使
用（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ｕｓｅ）、过度使用（ｏｖｅｒｕｓｅ）、少用（ｕｎｄｅｒｕｓｅ）和零使用（ｚｅｒｏ ｕｓｅ）。研究考察了美国口语中常用
的习语表达式在 ＣＯＬＳＥＣ中的使用情况，如表 ４：

表 ４　 ＣＯＬＳＥＣ中正常使用、过度使用和少用的习语表达式

Ｐｒｏｐｅｒ 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ａｓ ／ ｓｏ ｆａｒ ａ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 ｔｈａｔ，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ｉｎ ｆａ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ａｓ ｉｆ，ｉｎ
ｔｉｍｅ，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ａｓ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ｔ，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ｉｎ ｃａｓｅ，ｏｎ ｔｉｍｅ，ｆｏｒ ｓｂｓ ｓａｋｅ，ｇｅｔ ｉｎ
ｓｂｓ ｗａｙ，ｕｐ ｔｏ ｄａｔｅ，ａｂｏｖｅ ａｌｌ，ｆｏｒ ｇｏｏｄ，ｅｔｃ

Ｏｖｅｒｕ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ｔｏ ｔｈｅ ／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ａｓ ｆｏｒ，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 ｓｈｏｒｔ ｒｕｎ ／ ｔｅｒｍ，ｉｎ ｓｂｓ ｖｉｅｗ，ｉｎ
ｔｈｅ ／ ｓｂｓ ｅｙｅ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ｕｓｅ ａｓ ｔｏ，ａｓ ｗｅｌｌ，ａｔ ａｌｌ，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 ｓｏ ｌｏｎｇ ａｓ，ｉｎ ａ ／ ｓｏｍｅ ｗａｙ，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ｙ，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ｉｎ ａ ／ ｓｏｍ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 ｔｈａｔ，ｓｏ ｆａｒ，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ｋｉｎｄ ｏｆ，ｉｎ ｆａｖｏｒ ｏｆ，ｆｏｒ ｓｕｒｅ ／ 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由此可见，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的习语表达式中习惯性搭配居多，且语篇型习语表达式居多，这与应试
准备有关，考试型的口语产出中，学生会有意识地增强搭配的使用和语篇衔接手段的词汇表达。

中国英语学习者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低频使用的习语表达式掌握不好，而本族语者常用的习语表达式，他

们则少用甚至不使用。例如，ｋｉｎｄ ｏｆ 这个习语表达式在美国英语口语中是属于高频使用的表达，意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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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ｍｅｗｈａｔ”，为本族语者常用，这个表达在 ＣＯＬＳＥＣ中使用频次是 ４４５ 次，但是在 ＣＯＬＳＥＣ 中仅有一两次的
使用意思是“ｓｏｍｅｗｈａｔ”，ｓｏｒｔ ｏｆ 在 ＣＯＬＳＥＣ中出现了 ６ 次，却没有一次的使用意思是“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３． 讨论
基于语料库数据，本研究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检验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的习语性特

征，研究结果表明：

（１）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习语表达式的使用种类上较为单一，偏向于习惯性搭配的使用比重较大，习语则
相对较少。

（２）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口语词汇表达偏离本族语者的标准。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功能型习语表达式
中，语篇型习语表达式和人际型习语表达式使用明显多于概念型习语表达式，与本族语者相比存在较大

差距。

（３）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习语表达式知识直接影响口语交际的自然度、准确性和地道性。这与甄凤超的
研究不谋而合。

究其原因，主要问题在于中国英语学习者没有掌握好本族语者口语中常用的习语表达式，尤其是那些纯

正的习语，因此他们不会使用本族语者常用的大多数习语。Ｐａｗｌｅｙ ＆ Ｓｙｄｅｒ 区分了母语式流利（ｎａｔｉｖｅｌｉｋｅ
ｆｌｕｅｎｃｙ）和母语式选择（ｎａｔｉｖｅｌｉｋ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母语式流利指的是本族语者流利产出自发连贯的语篇的能
力；母语式选择指的是本族语者习惯性地通过既合乎语法又符合母语表达方式来表达意思的能力，也就是说

如何从语法正确的释义范围中选择一个自然和习惯用法的句子。语言的本质是惯例化的，这使语言表现得

像“原生的，或者更像习惯用语”①。因此，习语性就成为双语系统熟练程度的优秀指标。然而，尽管二语学

习者能够建立起母语式的语法准确性，他们却不会像本族语者那样选择或使用相似的习语表达式。上述观

点似乎可以解释本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习语表达式情况的原因。中国学习者可以相当流利地使用英

语，有些人甚至达到了母语的流利程度，然而，至少从口语习语表达式的使用情况来看，他们与 Ｐａｗｌｅｙ ＆ Ｓｙ
ｄｅｒ定义的母语式选择相去甚远。换句话说，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的表现和使用上非常流利，但是不具有
习语性，不够地道，自然度不够。为了提高表达的自然度、地道性和准确性，有效实现交际目的，必须在教学

过程中培养其对习语性语言的敏感度，使其掌握习语性语言的使用。②

四、结论

综上，本研究以 ＣＯＬＳＥＣ语料库为基础，采用基于语料库的对比分析研究方法，从习语表达式的形式和
功能两方面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产出中的习语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产出中习

语表达式使用形式单一，口语语篇的习语性不强，直接影响了口语表达的自然度、地道性和准确性，在今后的

口语教学中需要重视。需要注意的是，ＣＯＬＳＥＣ的语料是选自口语测试，因此考生的表现与学习者自发的交
谈或交流有很大的差异。此外，语料收集的时间、语料库的大小、任务类型以及考试主题也会影响本研究的

结果。尽管语料库技术提取分析习语表达式的方法还不成熟，制约着全面分析学习者口语语料的习语性特

征，但是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产出的习语性特征，对于英语口语教学具有一定启

示。在口语教学中不仅要促进学生学习符合语法规则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能够使用自然地道、能为本族语者

所接受的语言。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重视词汇教学法，为学生提供语境对具有习语性的语言结构进行大

量练习，使学生在使用中获得语言运用的熟练性，提高语言地道性和准确性。

（责任编辑：魏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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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的自我指称
与身份建构

戴俊红
（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７１）

摘　 要：通过收集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语料，分析作者自称语使用特点以及建构的身份类型，

并与英国学术英语写作语料库（ＢＡＷＥ）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学生的第一人称自称语使用频次
远远低于英语本族语者，而第三人称以及无生命抽象主体指称的使用频次则远远高于英语本族语

者。中国学生倾向于使用集合性的第一人称复数构建观点持有者的身份，其第三人称、无生命抽象

主体指称主要建构了研究者的身份，而英语本族语者则主要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构建研究者身份和

观点持有者身份。

关键词：自我指称；身份建构；学位论文；ＢＡＷＥ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７９０２（２０１９）０４ ００８３ ０６

学术写作是作者陈述其研究目的和方法，论述其研究发现，并阐述研究意义的文字。传统观念认为，学

术写作应使用客观的语言表达，避免作者对语篇的主观介入，文中应多使用名词化的表达和被动结构①，许

多学术英语写作教材及写作手册中也建议要谨慎使用第一人称代词，避免表露个人身份。

然而近十多年来的研究发现，权威学术语篇中的语言不再是完全客观的表述，许多学者在写作中会使用

第一人称代词。②③④学术文本中作者身份的隐藏或凸显会影响读者对文本的印象及对文本的理解。学术语

篇是作者与读者交流的重要场所，作者通过选定特定的话语和表达方式来陈述研究目的、描述研究过程、分

析研究结果、表达观点立场，构建自己的学术身份。⑤作者在学术语篇中如何选用合适的话语资源构建自己

的学术身份，也是作者学术语用能力的体现。⑥作者在学术语篇中建构自己的身份能增强语篇的可读性，增

加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目前有关学术语篇中作者身份建构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有学术写作经验的作

者，如硕士生、博士生及有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经验的学者专家，而对学术新手的相关研究较为少见。

本科毕业论文通常是学生首次尝试学术写作，了解掌握学术语体是他们学会学术写作的重要环节。因此，研

究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的自我指称和身份建构，了解学生在学术写作起步阶段是否具有身份意识，对论

文写作指导、写作指南编写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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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几年来，国内对学术写作中作者身份建构的研究不断增多。研究主要聚焦作者自称语及其身份建构，

如孙莉①研究了中国硕士学位论文英文摘要的语用身份建构，通过与国际学者的英文摘要对比，发现中国学

生较少建构对话者身份。吴格奇②通过对比 ＳＳＣＩ收录的英文论文和 ＣＳＳＣＩ收录的中文论文，发现英文论文
中作者主要建构了研究者身份和话语建构者身份，而中文论文中作者主要建构了研究者身份。杨欣然③对

比了我国高校硕士生的学术写作与北美学生的学术写作，发现中国学生的作者身份相对“隐性”并缺乏权

威。于涛④分析了英语学术写作语料库（ＢＡＷＥ）中不同学科、不同性别作者写作中的自我指称和身份建构，
研究发现 Ｉ作为向导者的出现频率，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有显著差异，而性别对 Ｉ的使用频率和功能影响不
大。李民、肖雁⑤通过对比中国作者的英语论文语料库和英语本族语者语料库，发现中国作者倾向于使用 ｗｅ
来凸显其团体属性，而英语本族语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单数来强调其研究的独特和新颖。柳淑芬⑥对

比了国内核心期刊和国外权威期刊的论文摘要，发现国内刊物中的作者参与度偏低，而英美作者的参与度

较高。

综上可知，学术写作中的作者身份建构已成为学术语篇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者们发现中国作者在学

术语篇中较少建构对话者身份，较多建构研究者的身份；中国作者倾向于使用表示团体属性的第一人称代词

复数，而英语本族语者倾向于使用强调研究独特性的第一人称单数。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大多选自国内外权

威期刊中的摘要、英语论文、英语本族语者的学术写作以及高校硕士研究生的学术论文，这些语篇的作者英

语水平相对较高，有比较丰富的学术写作经验。目前对本科生（学术新手）论文写作中自称语使用特点、身

份建构类型的研究较少。对于大部分本科生来说，毕业论文是他们首次尝试学术论文写作，毕业论文的写作

语体、话语风格等对他们日后的学术写作具有重要影响。不少本科生毕业后会进入硕士阶段的学习，或是到

科研机构从事科研工作，成为今后学术研究的主力，并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因此，有

必要了解本科生在学术写作起步阶段是否具有文体意识和身份意识，并加以正确的指导。分析本科生毕业

论文中自称语的使用特点、身份建构的类型，并与英语母语者的学术文本作对比，对本科生论文写作和写作

指导都有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自建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语料，分析学术新手论文中的自称语使用特

点以及身份建构类型，并将其与英国学术英语语料库（ＢＡＷＥ）作对比，找出异同，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而
更有效地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

二、理论基础

“身份”一词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核心概念，随着西方哲学从本质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身份不再

是固有的、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建构的。学术写作中的作者身份是指作者作为学术团体中的成员，在写作中

的自我定位。⑦ 在学术语篇中，作者通过自我指称的选择反映其如何看待自己，看待自己与读者之间的关

系，从而建构自己的学术身份。⑧

自我指称是作者根据需求而建构语用身份特征的语用行为。在语篇中最直接地揭示作者身份的自我指

称是第一人称代词，除此之外还有间接隐性的方式。自称语既包括第一人称代词（Ｉ，ｍｅ，ｗｅ，ｕｓ，ｍｙ，ｏｕｒ），
也包括第三人称代词（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等）以及无生命抽象主体词语（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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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Ｉｖａｎｉｃ①提出作者身份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由生平自我、语篇自我和作者自我三部分组成。柳淑
芬②在 Ｉｖａｎｉｃ的基础上，总结出构建作者身份所采用的自称语形式。第一种语言手段是作者参与度最高的
第一人称代词，如 Ｉ，ｍｅ，ｍｙ，ｍｉｎｅ，ｗｅ，ｕｓ，ｏｕｒ，使用第一人称作者参与度最高；第二种是第三人称作者指
称，如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使用第三人称作者参与度低于第一人称；第三种语言手段为无生命、非人称的抽
象主体，如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等，作者参与度最低。Ｈｙｌａｎｄ③认为，作者通过无生命、非人称的
抽象主体的表述方式，把责任转交给了无生命的评价主体。这三种自称语共同构建了参与度由高到低的多

重作者身份。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作者身份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如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身份表征分为个体

表征、人际表征和群体表征。④ Ｔｒａｃｙ⑤从交际互动的视角把身份区分为主要身份、互动身份、个人身份和关
系身份。Ｔｓｅ和 Ｈｙｌａｎｄ⑥通过分析建构陈述者的话语资源，将建构陈述者身份的主体分为抽象主体、生命主
体和隐藏主体三类。孙莉⑦在参照 Ｔｓｅ和 Ｈｙｌａｎｄ对主体特征的分类框架基础上，将作者本人（Ｉ，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等），其他研究者（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和研究对象（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归为生命主体；“ｉｔ”和
“ｔｈｅｒｅ ｂｅ”结构作主体的归为隐藏主体；除了生命主体和隐藏主体之外的主体归为抽象主体，例如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等。

本研究将分析学术语篇中作者参与度的高低，以及作者的自我指称所建构的不同身份，因此本研究采用

Ｆｌｏｔｔｕｍ按指称的特点对作者身份分类的方法，将身份分为研究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话语构建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ｏｒ）、观点持有者（ａｒｇｕｅｒ）、评论者（ｅｖａｌｕａｔｏｒ）。⑧ 通过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或抽象主体与表示研究的动
词连用，作者构建其研究者身份，如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ｗ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通过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或抽
象主体与篇章结构构建的动词连用，作者凸显其话语建构者的身份，如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Ｉ ｗｉ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通过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或抽象主体与表示持有观点的动词连用时，作者强调自己的贡献、对研究结
果的责任，及作者强调自己观点持有者的身份，如 Ｉ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Ｉ ｈｏｌｄ ｔｈａｔ，ｗ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通过第一人称、第
三人称或抽象主体与表达评价或个人情感的词连用，构建自己评论者的身份，如 ｗｅ ｆｅｅｌ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 ｔｈａｔ。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研究选择南京某高校 ２０１７ 届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学位论文为研究语料。从中随机抽取了 ３０ 篇论
文，去除中英文封面、目录、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以及致谢部分后，转换成 ｔｘｔ 格式，共 １３１８２２ 个字符。
对比语料选择的是英国学术英语写作语料库（ＢＡＷＥ），该语料库由华威大学、雷丁大学和布鲁克斯大学（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ａｒｗｉｃｋ，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ｒｏｏｋｅｓ）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间创建。该语料包含人文、生命科学、物
理科学和社会科学四大学科，３５ 个子学科，由本科生及研究生所写的论文组成，共包含 ２７６１ 篇论文，其中
１９５３ 篇由英语本族语学生所写。ＢＡＷＥ 适合用 ＡｎｔＣｏｎｃ 或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作词汇索引分析，本研究从 ＢＡＷＥ 人
文学科中随机选取由本族语者所写的学术文本 ３０ 篇作为对比语料，其中包括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方
向，共 ９１９１７ 个字符。

通过 ＡｎｔＣｏｎｃ ３． ２． ２ 的 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功能检索第一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作者指称、无生命非人称的抽象
主体，分别计算两个语料中这三种自我指称方式出现的原始频次和标准频次（每万字），分析两种语料库指

称方式及其异同。研究拟考察以下两个问题：

（１）中国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自称语有何使用特点？与英语母语者自称语的使用存在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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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同？

（２）中国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的自称语构建了哪些身份类型？与英语母语者学术语篇中的身
份建构存在哪些异同？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自称语使用数量及标准频次对比

笔者通过 ＡｎｔＣｏｎｃ ３． ２． ２ 的 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检索功能分别检索了两个语料中的各个作者自称语，手动逐一
剔出了例句、引文、标题等中不符合本文研究对象的自称语，并对各类自称语按照研究者、话语建构者、观点

持有者、评论者的分类标准进行了分类。两个语料中的自称语数量以及标准频次见表 １。

表 １　 自称语使用数量及标准频次对比

自称语
英语本族语者（ＢＡＷＥ） 中国英语专业本科生

使用数量 标准频次（每万字） 使用数量 标准频次（每万字）

第一人称

ｗｅ ２２８ ２４． ８０ ２１１ １６． ０１
ｕｓ ６４ ６． ９６ ３６ ２． ７３
ｏｕｒ １１２ １２． １８ ３８ ２． ８８
Ｉ １８２ １９． ７９ ６ ０． ４６
ｍｙ ５０ ５． ４４ ６ ０． ４６
ｍｅ １９ ２． ０７ ０ ０
总数 ６５５ ７１． ２４ ２９７ ２２． ５４

第三人称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０ ０ １８ １． ３７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０ ０ １９ １． ４４
总数 ０ ０ ３７ ２． ８１

无生命、抽象主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１ ０． １１ ７ ０． ５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０ ０ ３５ ２． ６６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１７ １． ８５ １１ ０． ８３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ｓｉｓ ０ ０ １６ １． ２１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 ０． ２２ ２ ０． １５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０ ０ ７ ０． ５３
总数 ２０ ２． １８ ７８ ５． ９２

　 　 由表 １ 可见，中国英语专业本科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第一人称自称语的使用频次（２２． ５４ 个 ／万字）远远
少于英语本族语者（７１． ２４ 个 ／万字），而中国学生第三人称作者指称以及无生命抽象主体指称的使用频次
（分别为 ２． ８１ 个 ／万字及 ５． ９２ 个 ／万字）则明显高于英语本族语者（分别为 ０ 个 ／万字及 ２． １８ 个 ／万字）。中
国学生在第一人称作者指称中第一人称复数 ｗｅ的使用频次（１６． ０１ 个 ／万字）远远高出人称代词单数 Ｉ的使
用频次（０． ４６ 个 ／万字）。

在学术论文写作中，使用第三人称作者指称或是抽象主体使文章显得更加客观，更容易被编辑和读者接

受。同时，使用抽象主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间接、隐性地表露自己，构建较低风险的作者身份。

中国学生论文写作中极少使用第一人称单数，而多用第一人称复数作自我指称，这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

化有关，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使得作者不太愿意突出自我，显得更加谦虚谨慎。① 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作为自

我指称，可以强调观点的大众性和普遍性，降低作者观点不被读者接受的风险。

Ｍｙｅｒｓ②认为，在科技论文写作中，由于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大，话语社群比个人的权威性强，
在作者与读者人际互动时，显性作者参与可能是一种面子威胁。当作者提出新观点时，可能被视为是否定前

人的观点，从而威胁到其他研究人员的面子，因此使用抽象主体既可以减弱对读者面子的威胁，又能让自己

的观点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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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毕业论文中较多使用第三人称和无生命抽象主体来代替第一人称自称语，还与论文指导老师

的观念以及学术论文写作指导书籍有关。大部分老师在指导学生论文写作时都强调学术论文的客观性，强

调要用第三人称或无生命抽象主体来代替第一人称。但是，片面追求文章的客观性，容易忽视文章的可读性

和互动性。

学术语篇是作者与读者交流的重要场所，作者通过与读者的交流构建自己的学术身份。过少使用第一

人称自称语，而过多地使用第三人称或抽象主体会降低文章的可读性，影响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削弱作者在

该学术领域的权威性，进而影响作者学术身份的建构。

（二）学术论文中的身份建构类型对比

学术语篇中作者的自我指称方式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这些指称也同时构建了作者不同的身份，起到不

同的交际效果。笔者根据 Ｆｌｏｔｔｕｍ 的指称特点分类标准，对两个语料中作者建构的身份进行了分类。① 例
如，在“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中，作者通过第一
人称复数“ｗｅ”与“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连用，提出“我们应关注句与句之间、小节与小节之间的连贯”的观点，构建了观
点持有者的身份。在“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ｂｔｉｔ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Ｗｏｌｆ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ＩＩ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ｃ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中，第三人称“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与篇章结构词“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ｋ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连用，构建话语建构者身份。在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中，作者通过抽象、无生命自称语“ｔｈｅ ｐａ
ｐｅｒ”与表示研究的动词“ｆｏｃｕｓ ｏｎ”连用，构建研究者身份。在“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ｕ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ｇａｍｅｓ．”中，第三人称
代词“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与表示评价的动词“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连用，构建评价者的身份。两个语料中各类身份类型的统计
结果对比见表 ２。

表 ２　 学术论文中的身份建构类型对比

研究者身份 话语建构者身份 观点持有者身份 评论者身份

第一人称

ＢＡＷＥ 中国学生 ＢＡＷＥ 中国学生 ＢＡＷＥ 中国学生 ＢＡＷＥ 中国学生

２５６ ５８ ２７ ４ ３４７ ２３２ ２５ ３
３９． ０８％ １９． ５３％ ４． １２％ １． ３５％ ５２． ９８％ ７８． １１％ ３． ８２％ １． ０１％

第三人称
０ ２７ ０ ７ ０ ２ ０ １
０ ７２． ９７％ ０ １８． ９％ ０ ５． ４１％ ０ ２． ７％

无生命、

抽象主体

１９ ７４ １ ３ ０ ０ ０ １
９５％ ９４． ８７％ ５％ ３． ８５％ ０ ０ ０ １． ２８％

　 　 由此可见，中国学生论文中第一人称自我指称主要构建了观点持有者的身份（占 ７８． １１％），英语本族语
者论文中第一人称自我指称主要构建了观点持有者（占 ５２． ９８％）和研究者的身份（占 ３９． ０８％）。与表 １ 结
合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学生在构建观点持有者身份时所使用的绝大部分是第一人称复数 ｗｅ，ｕｓ，ｏｕｒ（占 ９５％
以上），例如 ａｓ ｗｅ ａｌｌ ｋｎｏｗ……，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ｓ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ｗｅ ｍｕｓ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ｔ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ｕ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ｔ ｉｓ ｅａｓｉｅｒ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使用“包含性”的第
一人称代词，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观里，用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来表达，既不用作者本人出场，又能提高观点

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在学术论文中用第一人称复数来假设知识共享、理解一致，可以增强作者观点的可信

度，但同时也说明他们缺乏学术自信。英国学生在建构观点持有者身份时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单数（约占

４０％）。以个人主义为价值趋向的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这种价值观念也体现在他们的学术
写作中。

中国学生的第三人称自我指称主要建构了研究者的身份（占 ７２． ９７％），如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ｗｉｌｌ ｕｓｅ……，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ｏｐｅ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中国学生的无
生命、抽象主体自称也主要建构了研究者身份（约占 ９５％），例如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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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Ｆｌｏｔｔｕｍ，Ｋ． Ｔ． Ｋｉｎｎ ＆ Ｔ． Ｄａｈｌ，“Ｗｅ ｎｏｗ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ｖｅｒｓｕｓ “Ｌｅｔ ｕｓ ｎｏｗ ｓｅｅ ｈｏｗ……”：Ａｕｔｈｏｒ Ｒ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 Ｋ． Ｈｙｌａｎｄ ＆ Ｍ． Ｂｏｎｄｉ．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Ｂｅｒｎ：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２００６，ｐｐ． ２０３ ２０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这一现象与中国学生所接受的指导相关，大多数教学资料、论文写作指南，包括
论文指导老师，都认为学术论文应具有客观性，避免主观性的表达。然而，片面追求学术论文的客观性不但

会降低论文的可读性，还会影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阅读互动和观点交流。追求客观性不是学术论文的唯一

目标，互动性也是学术语篇的主要特征之一。① 学术论文是作者构建学术身份的重要场所，过多使用第三人

称或是无生命抽象主体自称，会降低作者的学术自信。

（三）讨论

上述关于中国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与 ＢＡＷＥ中的自我指称与身份建构对比分析显示：中国学生在
学术写作中表现出相对“隐形的作者身份”，这一结论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②③④⑤ 受中国的集

体主义文化和“与人为谦”价值观的影响，作者更倾向于间接、隐形地表露自己，而避免高调张扬。隐形的作

者身份既能降低对读者面子的威胁，又能建构较低风险的作者身份。

英语专业本科生在毕业论文中主要通过第一人称复数 ｗｅ，而不是第一人称单数 Ｉ，来建构观点持有者的
身份，通过强调观点的大众性和普遍性，来提高自身观点的被接受程度。受传统师生角色定位的影响，学术

新手将自己想象成谦逊的学习者，而将指导老师、论文评阅老师以及读者想象成权威人士。这一现象也与论

文指导老师固有的观念以及学术写作教材的指导有关，他们往往过于强调学术语篇的客观性，而忽视了学术

语篇的可读性和互动性，忽略了作者学术身份的建构。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中国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自称语的使用特点以及自称语所建构的身份，并与英国学术

英语写作语料库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学生的第一人称自称语使用频次远远低于英语本族语者，中国学

生的第三人称作者指称以及无生命抽象主体指称的使用频次则远远高于英语本族语者。中国学生倾向于使

用集合性的复数第一人称 ｗｅ来构建观点持有者的身份；中国学生的第三人称指称，无生命、抽象主体指称
主要建构了研究者的身份；而英语本族语者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单数 Ｉ，构建研究者身份和观点持有者
身份。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在学术论文写作中，我们不应片面追求客观性而忽略了论文的互动性和可读

性；在构建学术身份时应转变观念，尽量尝试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减少第三人称以及无生命抽象主体指称的

使用，树立学术自信，建构自己的学术身份；学术新手在做研究时，应多阅读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了解最新

的学术语体和学术风格，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论文指导老师要多与国外学者交流沟通，阅读国际刊物英文文献，把握本学科前沿学术写作的话语风

格，从而达到国际刊物发表论文的要求，进而更好地指导学术新手的论文写作。

（责任编辑：魏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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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人居环境的古村落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评价
———以南京漆桥村为例

徐　 菁
（南京晓庄学院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７）

摘　 要：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古村落旅游成为休闲旅游的一种重要选择，其可持续发

展问题倍受关注。该文以南京市漆桥村为研究对象，借助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兼顾人居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评价指标，将指标分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旅游资源和人居环境 ４ 个子系统，并通过问卷调
查与实地走访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利用 ＳＰＳＳ计算可持续发展分值。研究表明：该区经济发展子系
统得分最低，处于非可持续发展阶段，资源和环境子系统处于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社会子系统得

分最高，处于可持续发展初级阶段；漆桥村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分为 ５３． ３５０６，尚处于潜在可持续发
展阶段。文章认为，漆桥村存在老龄化严重、旅游产品匮乏以及配套设施不健全的问题，需要通过

挖掘当地文化内涵和加强旅游宣传等措施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古村落旅游；层次分析法；可持续性评价；南京市漆桥村

中图分类号：Ｆ５９２． ７５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７９０２（２０１９）０４ ００８９ ０６

一、引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作为新兴行业受到广泛关注和大力发展，但过快的发展脚步也衍生出许多不利

于旅游可持续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人们对于大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心态，导致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

过程中没有节制，故为延长旅游业发展寿命，重视可持续旅游十分必要。可持续旅游是依据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而提出来的。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社会的经济发展以不能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为前

提①，世界旅游组织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提出：可持续旅游发展是在保障和增强未来旅游业发展机会的同时，

满足当代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发展需求②。古村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一种选择，保留了我国自农耕文明以来大

量文化精髓，城市化进程中仍有居住功能，在处理旅游与环境的关系中，具有较强代表性。作为一种传统的人

居空间，古村落往往具备自然山水环境的融合，恬淡抒情的村居生活，以及礼制睦族的风尚等特征，也成为“人

居文化学”“人居环境学”“人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对象③。目前学术界对古村落旅游并未有一个严格的

定义，研究也常把其归于乡村旅游中。为了明确论文研究主旨，本文将古村落旅游定义为乡村旅游中的一种特

殊形式，即旅游者在较为偏远地区的传统乡村停留并体验乡村人居模式的旅游活动④。

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是古村落研究的重要方面。卢松等通过构建古村落旅游发展可持续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安徽宏村的可持续发展状态⑤。刘沛林等利用层次分析法探讨旅游业对北京市门头沟区爨底下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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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传承作用①。Ａｍｍａｒ 等人通过对马来西亚分布于不同地区的五个寄宿村庄进行实地考察，分析数据得
出乡村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有助于确保社区的恢复力②。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Ｗａｌｌ 以巴厘岛地区的 ８ 个古村落
为研究对象，实地调查当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感知，发现大多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是持较为肯定的态度，

且这种态度会随着古村落旅游业发展而变化③，进而影响旅游可持续发展。李卫华等以陕西党家村为目的

地，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当地居民进行了调查分析得出当地居民认为旅游业为其在各方面带来的积极影

响大于消极影响，且会因为经济水平等发展而产生感知变化④，从而减弱古村落旅游的可持续性。

笔者认为，层次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简称 ＡＨＰ）是指将与目标层次相关联的一系列指标
划分为多个标准层，标准层下又包含详细的目标要素，并通过设定指标权重和函数分析的方法对要素进行分

析，多用于旅游业的相关研究中。例如，通过 ＡＨＰ构建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分析农业、乡村、生态等不同旅游
主体的发展状况⑤⑥⑦，或借助 ＡＨＰ设计调查问卷，研究特定人群对旅游发展的感知⑧，还有研究借助层次分
析法和 ＢＰ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的竞争力⑨。

综上所述，旅游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但是以往的古村落旅游发展可持续性评价主

要从经济、资源的角度，而忽视了本地人居环境的影响。为此，本文以南京市古村落漆桥村为例，借助层次分

析法，对当地居民和游客进行问卷调查，构造兼顾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从 ４ 个子系统方面评价
研究区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

二、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

漆桥村地处苏皖两省交界处，位于南京市高淳区漆桥镇（Ｎ ３１°２２′４０． ８２″，Ｅ １１８°５９′１４． ０２″），下辖 ６ 个自然
村，共有村民四千余人，被誉为是“金陵第一古村落”。漆桥村历史悠久，最远可以追溯到元朝，当时的漆桥村被

称为“南陵”。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漆桥村已成为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历史文化名村，也因孔子的 ５４ 代子
孙文昱公南迁时在此落脚，成为了仅次于山东曲阜的“世界第二大孔子后裔聚集地”。

（二）研究方法

根据国内外有关旅游评价的相关研究以及《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ＧＢ ／ Ｔ１８９７２ ２０１７）》，并通过
实地考察、专家访谈等方式确定漆桥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准则层是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 ４ 个子系
统，共内含 ２７ 个指标层。其中经济子系统是指通过发展古村落旅游为当地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社会子系
统是指古村落社区居民在发展古村落旅游业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游客在古村落旅游中所反馈的信息

对当地旅游业发展产生的影响；资源子系统是指古村落所拥有的旅游资源，以及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程

度；环境子系统是指古村落所处的生态环境现状，以及给游客的旅游体验环境。

１． 可持续性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采用美国运筹学家 Ｔ． Ｌ． Ｓａａｔｙ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提出的层次分析法瑏瑠来确定古村落可持续性评价指

标的各项权重。

通过构建判断矩阵比较同一层次两两元素之间相较于上一层次的相对重要性（见表 １），对这些数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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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见（１）式：当ＣＲ ＜ ０． １时，我们认为其一致性良好；当ＣＲ≥０． １时，则为一致性程度不
好，需要进行调整直至具备良好一致性，其中 ＲＩ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参考数据如表 ２。

表 １　 判断矩阵标度法

标度 含义

１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３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５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７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强烈重要

９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极端重要

２，４，６，８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若因素 ｂｉ 与 ｂｊ 相比，则判断值为 ｂｊｉ ＝ １ ／ ｂｉｊ

ＣＲ ＝
λｍａｘ － ｎ

（ｎ － １）·ＲＩ （１）

表 ２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表

标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ＲＩ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５８ ０． ９０ １． １２ １． ２４ １． ３２ １． ４１ １． ４５

　 　 根据专家征询法得到各指标值的具体分值，通过判断矩阵和随机一致性检验进行相应的调整，最终得到
各项评价指标体系相对于上一层因素的权重以及相对于目标层的总排序权重（详见表 ３）。

表 ３　 漆桥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Ａ 准则层 Ｂ 指标层 Ｃ 权重 总排序权重

古

村

落

旅

游

可

持

续

水

平

Ａ

经济发展子系统

Ｂ１
（０． ３００８）

居民人均收入 Ｃ１ ０． ３０６９ ０． ０９２３
特色旅游产品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 Ｃ２ ０． ０６１５ ０． ０１８５
酒店、餐饮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 Ｃ３ ０． １４５４ ０． ０４３７
游客人均消费水平 Ｃ４ ０． ３２８３ ０． ０９８７
游客平均停留天数 Ｃ５ ０． １５８０ ０． ０４７５

社会发展子系统

Ｂ２
（０． １３４４）

居民对古村落旅游发展态度 Ｃ６ ０． ２１９７ ０． ０２９５
居民的参与程度 Ｃ７ ０． ０４７６ ０． ００６４
居民人均受教育程度 Ｃ８ ０． ０８４５ ０． ０１１４
居民的环保意识 Ｃ９ ０． ２５１０ ０． ０３３７
游客满意度 Ｃ１０ ０． １１７６ ０． ０１５８
游客重游意愿 Ｃ１１ ０． ０８７０ ０． ０１１７
游客的环保意识 Ｃ１２ ０． １９２６ ０． ０２５９

旅游资源子系统

Ｂ３
（０． １０２６）

旅游资源的传承度 Ｃ１３ ０． ２３８２ ０． ０２４４
旅游资源的丰富度 Ｃ１４ ０． １１０６ ０． ０１１４
旅游资源的稀有性 Ｃ１５ ０． ０５７０ ０． ００５８
旅游资源的保护程度 Ｃ１６ ０． ２７０４ ０． ０２７８
旅游发展对当地文化产生的影响程度 Ｃ１７ ０． ０５１１ ０． ００５２
节庆活动丰富度 Ｃ１８ ０． ０４３０ ０． ００４４
周边旅游资源的差异性和同质性 Ｃ１９ ０． ０８１５ ０． ００８４
古村落主体建筑中现代化建筑比重 Ｃ２０ ０． １４８３ ０． ０１５２

人居环境子系统

Ｂ４
（０． ４６２１）

水体环境质量 Ｃ２１ ０． １６７２ ０． ０７７３
空气环境质量 Ｃ２２ ０． ０７５１ ０． ０３４７
古村落绿化覆盖率 Ｃ２３ ０． １１１１ ０． ０５１３
生物多样性程度 Ｃ２４ ０． １１７８ ０． ０５４４
污染处理能力 Ｃ２５ ０． ２６９７ ０． １２４６
噪声污染指数 Ｃ２６ ０． ０５１７ ０． ０２３９
生态宣传和教育力度 Ｃ２７ ０． ２０７４ ０． ０９５８

　 　 ２． 可持续性评价函数的构建
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来构造可持续发展评价函数见（２）式，对漆桥村旅游发展可持续性进行更

直观的评价。（２）式中 Ｓ为总得分，Ｃｊ为第 ｊ项评价指标所得分数，Ｗｊ为第 ｊ项评价指标所对应的权重，Ｂｉ为四
大准则层对应的权重，ｍ为准则层个数，ｎ为指标层个数。

Ｓ ＝ ∑
ｍ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Ｃｊ × Ｗ( )ｊ Ｂ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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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终得到的分数 Ｓ参照目前较为成熟的可持续性发展水平划分准则①，并结合漆桥村旅游发展的实
际情况，将其划分为非可持续发展阶段、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和可持续发展成熟阶段，具体

评分标准如表 ４。

表 ４　 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评判标准

综合评价值 Ｓ ０ － ４０（含 ４０） ４０ － ６０（含 ６０） ６０ － ８０（含 ８０） ＞ ８０ 分

评判标准 非可持续发展阶段 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 可持续发展初级阶段 可持续发展成熟阶段

　 　 ３． 调查问卷的设计
针对游客和居民分别设计调查问卷，共有两个组块。第一组块是基本信息部分，包括游客或居民的性

别、年龄等基本信息，第二组块是漆桥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关部分，针对游客设计旅游花费、旅游感知等

问题，针对居民则设计旅游对自身影响等问题，所有问题均通过选项的方式给出，分别是 Ａ － Ｅ 五个选项。
在第一组块中，Ａ － Ｅ并无等级之差，只是五个不同的选项，在第二组块中 Ａ 选项代表最好的层次，Ｅ 选项代
表最差的层次。对 Ａ － Ｅ选项分别赋分，Ａ选项为 ８０—１００ 分，Ｂ 选项为 ６０—８０ 分，以此类推，Ｅ 选项为 ０—
２０ 分。将最终的问卷调查结果结合式（２）即可得到漆桥村社会、经济、资源、环境 ４ 个子系统的可持续性发
展阶段。

三、研究结果

（一）漆桥村旅游发展可持续性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采用实地发放调查问卷和线上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线上问卷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开
始到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 日结束，主要针对南京地区居民作为游客对漆桥村的感受；线下问卷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分为面向游客和面向社区居民两种。最终得到共计 ２００份问卷，去掉 １１份无效问卷，有效率为 ９４． ５％。

利用 ＳＰＳＳ软件对所得的问卷数据进行录入统计，根据表 ３ 的各项评价指标赋值权重，得到各项指标评
价得分，再根据式（２）对漆桥村旅游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计算（见表 ５）。最终总分为 Ｓ ＝ ５３． ３５０６，说明漆桥村
目前处于“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子系统权重占总权重的 １ ／ ３，说明该层次对古村落可持续性的贡献较大，但通过计算得到该层
次的 Ｓ得分为 ３７． ０６２３，处于“非可持续性发展阶段”，制约了整体的发展水平。根据实地调研和问卷数据所
得说明：一方面游客在景区内的消费很低，虽然景区物价整体较为亲民，但因其种类有限，并不能很好地调动

游客的购买欲望，加之景区所能游览的区域很小，无法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游客在当地缺乏过夜的意愿，使

得漆桥村的住宿餐饮发展水平远低于周边景区；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在景区的旅游参与度过低，旅游经济并未

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没有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居民也无法仅通过旅游业获得相应

的生活保障，导致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较差。

社会发展子系统的 Ｓ得分为 ７４． １０７４，处于“可持续发展初期阶段”，是 ４个子系统得分最高的，且仍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通过实地走访，发现研究区当地居民大多是老年人，年轻人基本选择外出前往更为发达的城市和

地区，而老人在进行旅游相关从业时普遍缺乏创新和宣传意识，且当地居民大多受教育程度偏低，与漆桥村应

有的儒家文化以及多数居民都是孔姓居民所应有的文化程度大相径庭，使得整个景区文化氛围欠缺。

旅游资源子系统得分为 ５７． ７８１４，处于“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漆桥村作为世界第二大孔子后裔聚集
地，拥有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如何开发和保护更为重要。研究结果显示，漆桥村对于本地旅游资源的传承

相对较好，旅游业发展也有助于本地文化的宣传推广，但对于现有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仍不够充分，漆桥村

拥有区别于周边景区的儒家文化的旅游资源，而景区针对该旅游资源所开发出来的旅游产品和项目缺乏多

样性，使得游客即便置身于漆桥村中也不能感受到非常浓郁的文化气息。笔者认为，漆桥村在开发利用的同

时对其保护措施也不容忽视，需要挖掘漆桥村与周边高淳国际慢城等景区所不同的旅游资源，形成差异化和

独特性，体现景区不可替代性，从而来促进漆桥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２９—

① 胡田翠：《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架研究》，《现代经济》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０ 期，第 ３６ ３８ 页。



表 ５　 漆桥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得分

目标层 Ａ 准则层 Ｂ 指标层 Ｃ 总排序权重 赋值分值 评价得分

古

村

落

旅

游

可

持

续

水

平

Ａ

经济发展子系统

Ｂ１
（０． ３００８）

居民人均收入 Ｃ１ ０． ０９２３ ４１． １１ ３． ７９５０
特色旅游产品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 Ｃ２ ０． ０１８５ ２２． ４８ ０． ４１５７
酒店、餐饮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 Ｃ３ ０． ０４３７ ４１． ６８ １． ８２３１
游客人均消费水平 Ｃ４ ０． ０９８７ ３８． ９９ ３． ８５０２
游客平均停留天数 Ｃ５ ０． ０４７５ ２６． ６２ １． ２６５３

社会发展子系统

Ｂ２
（０． １３４４）

居民对古村落旅游发展态度 Ｃ６ ０． ０２９５ ８５． ５６ ２． ５２６６
居民的参与程度 Ｃ７ ０． ００６４ ５３． ３６ ０． ０４１３
居民人均受教育程度 Ｃ８ ０． ０１１４ ４１． ０７ ０． ４６６８
居民的环保意识 Ｃ９ ０． ０３３７ ８１． １２ ２． ７３７４
游客满意度 Ｃ１０ ０． ０１５８ ７０． ７６ １． １１８３
游客重游意愿 Ｃ１１ ０． ０１１７ ６３． ６０ ０． ７４４１
游客的环保意识 Ｃ１２ ０． ０２５９ ７９． ０４ ２． ０４６９

旅游资源子系统

Ｂ３
（０． １０２６）

旅游资源的传承度 Ｃ１３ ０． ０２４４ ６１． ６４ １． ５０６９
旅游资源的丰富度 Ｃ１４ ０． ０１１４ ５８． ７４ ０． ６６６９
旅游资源的稀有性 Ｃ１５ ０． ００５８ ５８． ０８ ０． ３３９７
旅游资源的保护程度 Ｃ１６ ０． ０２７８ ６１． ６４ １． ７１１０
旅游发展对当地文化产生的影响程度 Ｃ１７ ０． ００５２ ６９． ０４ ０． ３６１８
节庆活动丰富度 Ｃ１８ ０． ００４４ ５３． １７ ０． ２３４６
周边旅游资源的差异性和同质性 Ｃ１９ ０． ００８４ ４０． ０２ ０． ３３４８
古村落主体建筑中现代化建筑比重 Ｃ２０ ０． ０１５２ ５０． ９４ ０． ７７５６

人居环境子系统

Ｂ４
（０． ４６２１）

水体环境质量 Ｃ２１ ０． ０７７３ ５８． ７７ ４． ５４１７
空气环境质量 Ｃ２２ ０． ０３４７ ６４． ２３ ２． ２２９４
古村落绿化覆盖率 Ｃ２３ ０． ０５１３ ６５． ８０ ３． ３７７９
生物多样性程度 Ｃ２４ ０． ０５４４ ５４． １８ ２． ９４９６
污染处理能力 Ｃ２５ ０． １２４６ ５６． ４４ ７． ０３２８
噪声污染指数 Ｃ２６ ０． ０２３９ ５１． ９７ １． ２４１６
生态宣传和教育力度 Ｃ２７ ０． ０９５８ ５１． ３０ ４． ９１５５

　 　 人居环境子系统得分 ５６． ８９１５，该分数处于“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该子系统是 ４ 个子系统中权重最
高的，占到 ０． ４６２１，从而决定了环境对于漆桥村实现旅游发展可持续性起着重大作用。根据可持续评价水
平得分显示，漆桥村的整体水质量、绿化覆盖率、污染处理能力相对较好，得到大多数游客和居民认可，这也

为该地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由于其生物多样性等有所欠缺，限制了其发展，同时对于古村落

生态宣传和教育以及其他环境治理净化方面仍可以加大投资，以创造更好的旅游环境。

（二）漆桥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建议

１． 漆桥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ａ）古村落居民老龄化问题严重、受教育程度低
在进行实地调研过程中很明显的可以发现，古村落内居民大多为老年人，人口组成趋于老龄化，居民受

教育程度也普遍偏低。这一现象大大限制了古村落旅游业发展。大多老年人由于思想固化，不重视发展旅

游业这一新兴行业，甚至存在一些抵触心理。即使是参与到旅游业发展中，往往也缺乏年轻人的创新意识，

不能为古村落旅游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此外，因居民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这将直接影响到对旅游资源和

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教育接受程度。

（ｂ）古村落旅游产品匮乏
在漆桥老街游览时不难看出，老街两边的店面以及所拥有的旅游产品都是比较老旧的，所售卖的产品也

缺乏创意，即使老街内有儒家文化展示区，但景区缺少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在特色旅游纪念品和商品开发上

也没有太大特色，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游客在景区内基本除了餐饮消费，没有其他旅游产品消费。

这一系列现象大大降低了旅游者游览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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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配套设施不健全
前往漆桥村旅游的游客组成大多为南京及周边地区居民，大多都是半日游或是一日游，即使是有过夜游

客，住宿地点一般在周边其他景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古村落配套设施，例如餐馆、宾馆等不够健

全。另外，其旅游活动等也不够丰富，使得景区可游览性降低，游客缺乏长期停留的意愿。

２． 发展建议
针对当地旅游可持续性四大层次的得分情况，结合现阶段存在的具体问题，从宣传保护、文化内涵、景区

建设方面提出相关建议。首先，在宣传保护层面上，古村落由于所拥有的旅游资源具有独特性，成为越来越

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但往往又具有脆弱性的特点，无论是其生态环境，还是建筑遗产、文化内涵等都容易受

到破坏，在进行旅游宣传时要注重提倡可持续发展，如适当应用新媒体，借助举办旅游节庆等活动提高景区知

名度，同时设计一些能够延长游客停留时间的项目，如举办夜间“万家灯火”展，在一些特定的节日举办猜灯谜、

篝火晚会等节目，可邀请网络红人参与现场活动并进行直播，将景区内富有特色的地方打造为“南京旅游必去

的打卡地”之一，实现白天观景 ＋夜间活动的双重发展目标，试图从根本上提升游客停留意愿，延长游客停留时
间；其次是在景区文化内涵层面，作为世界第二大孔子后裔集聚地，拥有着浓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旅

游产品开发时，要保证一个文化核心———“儒家文化”，坚决避免千篇一律的乡村旅游产品泛滥，尽可能地进行

原创旅游产品开发，在节假日时可以开设“儒家文化大讲堂”，邀请当地文化水平较高的人进行本地文化讲解，

同时设计部分“有奖问答”形式的游客互动环节；最后一点是在景区配套设施的建设上，为避免漆桥村成为旅游

“二次目的地”，并努力成为游客旅游的“首发地”，在景区建设方面应着重打造富有特色的住宿品牌，提升住宿

吸引力，如建设儒家文化住宿区，整个住宿区参照儒家文化进行建设，对房间内进行分主题装修，不同的主题代

表着一个儒家典故，在进行景区整体营销时，也要着重突出对住宿吸引物的宣传。

四、结论与不足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地调研等形式，借助层次分析法，建立兼顾人居环境的古村落旅游可持

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南京漆桥村旅游发展现状，对漆桥村旅游发展进行了可持续性评价，得出以下

结论：

１． 漆桥村旅游发展总体处于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其中经济因素处于非可持续
发展阶段，是四大因素中处于可持续发展程度相对最低的。而社会因素处于可持续发展初级阶段，为可持续

发展较好的。资源和环境因素都处于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

２． 漆桥村可持续发展水平低是由多方面引起的，经济方面配套设施建设以及投资限制导致游客游览兴
致不高，且旅游产品多样性欠缺。社会上居民趋于老龄化，且受教育水平较低，非常不利于旅游可持续发展。

资源上漆桥村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很欠缺，旅游项目和产品单一。环境上地处南京郊区保护较好，但相关污

染处理设施建设不够完善，且居民的文化程度限制了人们的保护环境意识以及所能做的贡献。

３． 针对漆桥村景区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实现白天观景 ＋夜间活动双重发展目标，从根本
上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开展“儒家文化大讲堂”等有利于宣传文化内涵的活动，并在景区旅游产品的设计上

拒绝千篇一律，设计具有景区特色的纪念品；建设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儒家文化住宿区”，对不同房间以

“儒家典故”为主题进行装修。

（二）研究不足

可持续旅游是一个复杂且备受关注的研究方向，笔者在撰写论文过程中虽然根据前人研究方法，对漆桥

村旅游发展可持续性做出了评价，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一方面，在研究方法选取上有限。本论文主要采用专

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权重，其中专家的主观成分较多，并不能理性准确地对漆桥村旅游发展可持续

性做出评价；另一方面，在实际调研方面，因为当地居民老年人居多，受教育程度较低，对本地居民获取数据

较为困难，数量有限，缺乏代表性，导致所得出的结论受到限制。故在今后景区可持续性的研究中，应该重视

构建客观评价指标，寻求新的方法设计评价权重，在问卷调研上，将尽可能增加调研时间，通过访谈加问卷的

方式获得当地居民的看法。

（责任编辑：叶　 玲）
—４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０１ １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９ ０６ ３０
基金项目：南京市重点学科应用经济学（培育学科）学科（宁教高师〔２０１７〕７ 号）项目。
作者简介：王小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南京晓庄学院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博弈论与电子

商务的机制运用、物联网运营安全、管理决策与分析。

①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２０１８ 中国电子商务报告》，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②　 ＣＮＮＩ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发布。
③　 张亚等：《Ｃ２Ｂ电子商务模式分析研究》，《电子商务》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７ １８ 页。
④　 王碧云：《Ｃ２Ｂ模式中消费者购买影响因素研究》，《电子商务》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第 ５５ ５６ 页，第 ６７ 页。
⑤　 戴国良：《Ｃ２Ｂ电子商务的概念、商业模型与演进路径》，《商业时代》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７ 期，第 ５３ ５４ 页。
⑥　 石金：《浅析电子商务在中国酒店业的应》用，《现代经济信息》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３５３ ３５４ 页。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第 ４ 期

南 京 晓 庄 学 院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ＸＩＡＯＺＨＵ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ｕｌ． ２０１９
Ｎｏ． ４

酒店业正反向电子商务融合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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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酒店业正向电子商务主要是消费者结合网络通过给定的信息预订酒店服务，酒店主导

消费者。酒店业反向电子商务则是消费者出价、提需求，酒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回应，此种情

况消费者主导酒店。酒店业可以通过正反向电子商务的融合应用，打通信息数据共享平台，更精准

地掌握消费者需求，打造淡旺季均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业务模式。

关键词：酒店业；正向电子商务；反向电子商务；电子商务融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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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从诞生至今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２０１８ 年全国电子商
务交易额达 ３１ ６３ 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 ８ ５％；网络零售额 ９ ０１ 万亿元，同比增长 ２３ ９％。①截
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在线旅行预订用户规模达到 ３ ９３ 亿人次，较 ２０１７ 年末增长 １７０７ 万，增长率为 ４ ５％。在网
上预订酒店和旅游度假产品的网民分别占比 ２０ ５％和 ９ ３％。其中，手机预订机票、酒店、火车票或旅游度
假产品的网民规模达到 ２ ９９ 亿人次，较 ２０１６ 年底增长率为１４ ２％。②以上数据大部分是通过正向电子商务
Ｂ２Ｃ模式实现的，这说明酒店业电子商务发展比重已经越来越高。

另外一种网络消费模式反向电子商务 Ｃ２Ｂ 伴随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提升，也得到了更多的应用，如个
性化发型、个性化服饰、个性化汽车……此类产品可以依托 Ｃ２Ｂ 平台倾力打造。Ｃ２Ｂ 模式加强了厂商渠道
和消费者之间的紧密度，创造了价值增量，消费者的利益得到增长，为企业打开了通向未来全新商业生态的

窗口。笔者认为，酒店业的反向电子商务 Ｃ２Ｂ将会给该行业带来新的契机。
张亚等③认为 Ｃ２Ｂ电子商务模式逐渐被感知，交易的控制权从端移到端，创建消费者与企业全新的分工

与协作体系，并从 Ｃ２Ｂ的流程特征方面分析，预测该模式的发展趋势。Ｃ２Ｂ 作为一种集聚发展潜力的模式：
王碧云④认为 Ｃ２Ｂ也极大地增强了网络在消费市场的主角位置，通过探讨 Ｃ２Ｂ 模式的发展、Ｃ２Ｂ 模式中消
费者购买的影响因素等给出了推动 Ｃ２Ｂ 消费模式的发展建议；戴国良⑤强调 Ｃ２Ｂ 首先发展群体定制，其次
发展个人定制，先定制价格，然后定制产品，最后将发展为混合型。石金⑥明确电子商务在中国酒店业的发

展速度十分迅猛，电子商务给予酒店业的市场业务开拓更多元的形式，带来了更多的商机，同时也给酒店业

带来一次机遇和挑战，未来酒店业的发展以及改革必定依靠电子商务。总之，酒店业电子商务存在价值就是

让消费者特别是旅游旺季出行的消费者通过网络订购酒店及服务、完成网上支付，省心的同时也节省了大量

宝贵时间，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消费者在信息多元化时期可以凭借足不出户的网络渠道了解全球酒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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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然后再进行预订，方便且快捷。目前，酒店业的电子商务 Ｂ２Ｃ与 Ｃ２Ｂ的融合应用有待提升。

一、正向电子商务和反向电子商务

正向电子商务（Ｂ２Ｃ，即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Ｃｕｓｔｏｍｅｒ的缩写）通常是指在全球各地的买卖双方借助开放的网络
环境不谋面地进行各种商贸活动，即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手段，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商务活动；也可理解为在

互联网、企业内网和增值网上以电子交易方式进行交易活动和相关服务的活动，是传统商业活动各环节的电

子化、网络化、信息化。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电子商务，如企业与企业间

（Ｂ２Ｂ）、企业与消费者间（Ｂ２Ｃ）的电子商务。
反向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一种新的模式，是相对传统电子商务而言的，从字面上理解就是 Ｃ２Ｂ 即 Ｃｕｓ

ｔｏｍｅｒ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起源于 １９９８ 年美国人 Ｊａｙ Ｗａｌｋｅｒ创建的 Ｐｒｉｃｅｌｉｎｅ旅游网站的消费者自定价系统。① Ｐｒｉｃｅ
ｌｉｎｅ模式的核心是通过聚合分散分布但数量庞大的用户形成一个强大的采购集团，以此来改变 Ｂ２Ｃ 模式中
用户一对一出价的弱势地位，使之享受到以大批发商的价格购买单件商品的利益。Ｃ２Ｂ 模式中所有渠道的
各个企业都是以消费者为核心，为其量身定做，消费者预先提出自己的需求并参与设计与生产，最终的产品、

价格等都彰显个性化。基于该模式的应用还有 Ｃａｆｅｐｒｅｓｓ公司、Ｚａｚｚｌｅ和 Ｔｈｒｅａｄｌｅｓｓ等。
反向电子商务的本质是由于互联网时代开始注重人性化，带来消费者主动权的释放，既不是简单的团

购，也不是对 Ｂ２Ｃ模式的补充，而是在消费者和商家关系平等基础上更加高效的电子商务模式。反向电子
商务在强调个性化的同时逐渐规模化，因此有“互联网化的精益生产模式”之称。反向电子商务是互联网、

市场和消费者三方进化的产物，是全新思维全新环境中出现的新商业模式。

对于消费者来说，基于 Ｃ２Ｂ模式的电子商务好处是以“汇聚需求”模式取代了“汇聚供应商”模式，将购
物的主导权交给了消费者。对于企业而言，基于 Ｃ２Ｂ 模式电子商务的好处是促进了企业结构的变革，改变
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企业可直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量产，降低了成本。同时，拉近消费者和企业

之间的联系。②③

如果说传统酒店业电子商务是把线下预订行为搬到线上，而反向酒店业电子商务则是消费者主动参与

电子商务的很多环节。该模式更加考验酒店对整个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同时促进产业演化成生态系统。酒

店业在明确消费者需求的情况下改进自己的酒店布局及服务理念，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降低淡季酒店房

间的空房率。

二、酒店业应用电子商务现状

（一）国内涉足酒店业的旅游网站类型

电子商务在酒店行业中的应用不断发展，新技术、新创新不断涌现，如网上预订酒店、团购酒店等。中国

旅游酒店业协会和北京金旅雅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携手推动“金旅工程”，后又推出“中国旅游酒店网”。

目前国内旅游网站涉足酒店业的有四类：一是政府系统的旅游网站。如国家旅游局拨专款建立的中国

旅游网。二是专业旅游网站。如春秋旅游网、中国旅游信息网、携程旅行网、中国酒店预订网等。这些网站

会涉及到饭店的预订商业运作。三是综合网站的旅游频道。如网易、搜狐等。这类网站一般只对酒店进行

一些简单的介绍。四是酒店自己创建的网站。例如，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昆仑酒店、大连万达国际酒店等。

（二）目前酒店业应用电子商务的主要形式

Ｂ２Ｂ模式。Ｂ２Ｂ模式是电子商务中历史最长、发展最完善的商业模式，它的利润来源于相对低廉的信息
成本带来的各种费用的下降，以及供应链和价值链整合的益处。酒店利用互联网，与旅行社、旅行代理商、航

空公司、银行系统、交通运输等部门展开的业务即为 Ｂ２Ｂ 模式。该模式电子商务的普遍做法为酒店通过本
身专线方式与全球定位系统联机，利用其提供的接口与旅行社开展接待商务往来、与航空公司进行机票订购

及出售的在线交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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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伟伟等：《Ｃ２Ｂ电子商务模式解析》，《观察》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２５ ２６ 页。
戴国良：《Ｃ２Ｂ电子商务的概念、商业模型与演进路径》，第 ５３ ５４ 页。
王晓平：《电子商务业务模式的发展与探讨》，《物流技术》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１ 期，第 ４２ ４４ 页。



Ｂ２Ｃ模式。Ｂ２Ｃ模式即商家对消费者，也就是通常说的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商业零售模
式。该模式的电子商务是投入较大的一个领域。酒店通过网络在线与客人进行旅游产品的预订和宣传、了

解消费者信息。它们出售的主要商品有：客房、餐饮娱乐、旅游产品。

Ｃ２Ｂ模式。Ｃ２Ｂ模式作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一种新型模式，如果能更好地应用于酒店业，并且和酒店业
正向电子商务融合应用，对提升酒店的品牌和管理都会是极佳的选择。尤其在信息数据共享方面，可以从不

同角度整合消费者的消费水准和消费习惯。

三、酒店业反向电子商务的运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一）酒店业反向电子商务的运作模式

以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为基础的酒店预订模式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酒店电子

商务模式和流程已不能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酒店并不是只要采用电子商务就可以事半功倍，必须要

对环境和酒店自身进行分析，灵活运用电子商务模式才能提高酒店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提升酒店的服务质

量。因此，反向电子商务应运而生。

图 １　 酒店业反向电子商务的运作模式

酒店业反向电子商务的始祖是前文提到

的 Ｐｒｉｃｅｌｉｎｅ模式（见图 １）。该模式因为其独
创的“用户出价模式”大受价格敏感性用户以

及旅游淡季的酒店、航空公司等欢迎。另外，

在 ＡｐｐＳｔｏｒｅ上线的名为“酒店控”的终端，也
非常受欢迎。该终端的应用方式为：用户给

出一个价格，３０ 分钟内由酒店来回应，如果有
酒店同意接受该价钱，则预订成功，之后获得

酒店名称和详细地址等信息，且该预订不能

更改和退款。用户也可以选择星级、地区、入

住时间等，如果用户出价过低，则预订失败，

用户每天只能出价两次。

目前，酒店业的反向电子商务是消费者

给出自己的需求，包括内部环境、外部环境、有无 ＷｉＦｉ等，该情况下，消费者给出的相关价格是低于酒店正常
营业的价位，网站上酒店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接受该消费者的请求。第一时间响应该消费者请求的酒店

即拥有该单生意，随即将酒店的详细信息诸如酒店地址、成交价格、联系电话等发送给该消费者，且交易双方

不得随意变更。消费者的付费方式可以选择网上支付或到店支付。

（二）影响酒店业反向电子商务运作模式的因素

１． 消费者的喜好度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驱动消费者购买决定的十大因素，分别是地理位置、品牌和声誉、外

部和公共区域、价格、服务效率，客房设计、人际服务、市场营销、餐饮服务、质量标准。这些因素基本上可以

归属为正反向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的喜好度。消费者的喜好度是判断产品品质的外部线索，并且决定消费者

是否愿意购买。这些喜好度最终可以概括为酒店价格、在线评论和酒店的服务质量。在同类型酒店中，酒店

是否能接受消费者给出的价格影响消费者后期再次选择该酒店的频次；完全网络化的前提下，在线评论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消费者对酒店或服务的满意度，是消费者线上选择酒店或酒店接受出价后消费者是否愿

意入住的重要依据；而服务质量就是消费者体验后对于产品的认知评价，这个喜好度不仅决定消费者是否通

过 Ｂ２Ｃ方式选择酒店的重要因素，也是消费者通过 Ｃ２Ｂ方式决定是否认可接受出价酒店的重要因素。
２． 消费者的需求
（１）一致性。消费者无论是通过正向或反向电子商务方式预约的酒店，都希望最终获得的服务能与自

己最初约定的保持一致。消费者结合自己的消费层次在网上看中自己喜欢的房型后，给出合理范围内的价

格等待酒店响应，如果接受出价的酒店既想让消费者入住，又不愿意以网上给出的房型将该房型出售，消费

者必然不满意，进而引发一系列坏的连锁影响。因此，消费者希望酒店最终分配给自己的房型和网上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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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型要保持一致。

（２）及时沟通。无论哪种方式，针对酒店价格、酒店房型、酒店提供的其他服务等出现的问题，消费者需
要和酒店客服及时沟通，客服应耐心解答消费者提出的任何疑问，直到消费者满意为止，而非一味地推托或

找任何借口。

消费者在入住期间若对出现的价格、房型等问题有所不满，希望酒店能在第一时间给出反馈并快速采取

补救措施。消费者在提出自己的诉求时，也希望酒店客服人员能真正专注倾听，结合实际情况第一时间平息

自己不满的情绪，即使当时解决不了，酒店随后安排专门人员解决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让消费者在满意度上有

较大的提升。

（３）特色服务。主动出价的消费者在某种意义上会更注重酒店的特色，如房间的装饰、用品的独特性和
质感等。消费者在淡季选择酒店的时候更关注酒店的装饰亮点和房间的独特性，更倾向选择注重房间的个

性化布局的酒店，消费者对能够在众多大众化的产品中脱颖而出的酒店念念不忘，也会带动周围朋友去该酒

店消费。除了房间的独特性外，消费者也会关注酒店的经营项目或服务方式是否也有独特性。因为有了反

向电子商务消费者得到的特色服务，直接预订的正向消费者也会受到影响，虽然无法提出自己的需求，但可

以结合网上评价去选择相应酒店，满足自己的个性化需求。

３． 酒店的定位
（１）产品定位。酒店为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即是酒店的产品定位。酒店通过产品定位可以明确自

己的位置和目的，同时可以准确找到自己的经营特色和范围。不可为了吸引消费者，让自己的产品过于多元

化，否则容易失去自身的特色。要充分考虑反向电子商务消费者的层次和水平。

（２）形象定位。酒店以哪种形象面对目标市场就是酒店的形象定位，包括酒店的视觉形象和心理形象，
酒店的视觉形象包括酒店的建筑外观、酒店的名称、酒店的标志（店徽）、酒店的标准字体及字体标准颜色

等，心理形象包括酒店的档次和星级等。酒店的形象定位对于消费者尤其是反向电子商务消费者选择尤为

重要，消费者的出价除了结合自己消费水平外，会根据酒店的形象来报出合理价格。

四、正反向电子商务融合应用带给酒店业的新契机

（一）正反向消费者融合的信息更精准更多元

正向电子商务模式下，消费者通过酒店投放在合作的旅游网站平台进行预订，消费者按正常流程在酒店的

官方网站选定房间，房间的价格、条件等都是固定的，消费者提供的相关信息也是模式化的，主要包含在酒店的

流程式记录中，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工作单位等，深度的信息包括消费能力、消费频次等；消费者的需求信

息通过所住酒店的档次已经锁定，通过选择的房型进一步确定其消费层次和水准。反向电子商务模式下，作为

主导的消费者不仅可以出价，甚至能够提出自己的特色需求，在这些特色需求中包含的信息更加具体化和个性

化，如超越年龄的兴趣和消费习惯、同一年龄段不同的服务需求、同一个消费者不同时段的消费能力等。两种

模式下的信息可以融合应用（见图 ２），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加工、过滤，采用聚类、分类等智能方法对不同类型的
消费者进行识别（如价格敏感、内部环境要求、外部环境要求等），接着提取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兴趣、需求情况，

然后将正反向电子商务模式下收集的消费者信息建成匹配的信息库来调整酒店的建设与改进，通过个性化需

求，确定酒店部分房间的设计方案、成本价格核算。这些需求、定制信息实时地存储于信息数据库中。

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信息一方面通过酒店的初步加工、交互过程去获得消费者需求、偏好信息，这些信

息经过酒店处理也存储于信息数据库中。同时，正向电子商务价值链和反向电子商务价值链在不同时期相

互提取，正向电子商务价值链上的每一个价值增值活动都可以通过收集、组织、挑选、合成和分配五个加工步

骤再次为反向电子商务价值链上的信息数据提供帮助。同理，正向电子商务价值链上每一个价值活动所需

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反向电子商务价值链来获得，反向电子商务价值链并不仅仅包括信息的增值活动，更重要

的是它还是一种为消费者“重新创造个性化服务”的活动。反向电子商务价值链为消费者在淡季提供更优

服务的同时也给酒店业开辟了一块全新的竞争领域，从而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竞争。

（二）酒店管理更具特色

酒店业正反向电子商务的融合应用，让酒店的经营模式随着淡旺季随意变化和切换，更灵活更高效，收

益更高。酒店可以根据旅游的时段选择适合自己的经营方式。无论消费者或是酒店都清楚，在旅游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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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正反向电子商务信息融合

时间，好到五星级酒店低至普通的宾馆都是供不应求的，在此情况下，酒店选择反向电子商务的经营模式很

难满足消费者需求，故在旅游旺季酒店可以按正常的模式即正向电子商务进行经营，消费者按正常流程在酒

店的官方网站选定房间，房间的价格、条件等都是固定的，消费者只要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房源

即可。酒店也可以选择旅游网站平台进行合作，在此类网站上提供少量可以以团购的方式即比市场价格较

低的房型供消费者选择，以此增加吸引力。而在旅游淡季，出行的人员相对较少，若酒店继续采用正向电子

商务模式经营，此时酒店房间供大于求，空房率比例较高，如果通过反向电子商务模式接受客户给出的低价

格、高享受的房型，空房率较之以前会得到改善。

酒店通过正反向电子商务的融合更好地注重消费者的消费细节，根据消费者的身体状况、口味、习惯等

在他们住宿期间给予更好的服务，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增加自己的潜在客户群。同时可以根据信息库中的

融合信息全面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在满足消费者基本需求的同时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提高消费者满意

度。结合不同模式下消费者的需求，酒店也可以尝试创新的方式去吸引消费者，比如机器人叫醒和送餐、智

能化房间设备管理、更加可靠的物联网安防设备等。这种融合下的应用方式相辅相成，个性化需求的应用在

大众化消费者中也会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效果。酒店最终的特色经营管理更加鲜明、更吸引消费者眼球。

五、总结

酒店业电子商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酒店将自己各种档次的客房发布

在官网或与旅游网合作的网站，在某些时段推出优惠房源，这种正向的电子商务酒店处于主动地位，而消费

者处于被动地位；为了迎合消费者需求，酒店可以推出反向电子商务，反向电子商务是酒店根据消费者的需

求确定是否有相关的客房或服务再做出应答，该模式下，消费者处于主动地位，而酒店处于被动地位，也更体

现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酒店如果能将正向电子商务和反向电子商务很好的结合，并通过正反向电子

商务融合应用，最终真正实现以消费者为中心、服务人性化、管理柔性化的互联网 ＋的发展态势。
（责任编辑：叶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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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魏洁云，刘桐彤，陈　 夏，赵节昌，杨　 琳
（徐州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００８）

摘　 要：旅游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联系紧密相互促进。以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影响因

素为研究对象，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测算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与相关影响因素关联度。研究认

为：江苏省旅游发展与各影响因素指标间有着良好的关联性，特别表现为与地区生产总值关联度最

高；其次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与旅游业从业人员数灰色关联度最小。因此江苏省需

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完善旅游企业接待服务设施，完善市内交通网络，加强旅

游人力资源开发，以提升江苏旅游产业关联效应，并促进江苏经济持续增长。

关键词：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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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指出旅游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

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给江苏省旅游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旅游随之

兴起，而大众旅游带来的新机遇将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需求，催生更为庞大、更为多样化的旅游市场。

江苏省是我国的经济大省，也是旅游大省，旅游业的地位越发凸显。本文将重点放在研究旅游经济增长

的影响因素上，分析出所选定因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这有利于找到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发

现当前旅游发展中的问题，从而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和完善，促进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起初，国外学者对旅游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对目的地经济等影响，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旅游乘

数理论、投入产出模型、一般均衡模型等①②③，但对旅游经济增长本身的研究甚少。笔者发现，国外学者研究

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主要着手于游客需求影响因素④。随后，Ｔｏｓｕｎ Ｃ 对土耳其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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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旅游经济增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问题进行了探讨①。Ｃｈｉｏｋｏｈ 研究了韩国入境旅游对
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韩国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入境旅游的发展，但是入境旅游并不会促进经济

的增长②。Ａｎｔｏｎｉｏ Ｊｕａｎ Ｂｒｉｏｎ等通过多变量的因子分析法，研究哥斯达黎加和穆尔西亚地区乡村旅游对当地
经济增长和需求的影响，认为哥斯达黎加和穆尔西亚地区的乡村旅游的需求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③。总之，

国外学者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是从研究影响游客需求因素入手，采用面板数据或截面数据，构建模型，

研究旅游市场时空间变化和主要相关影响因素，进而分析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Ｍａｓｓｉｄｄａ 等分析意大
利游客流向的时空变化趋势，发现北方游客更加关注旅游文化性，而南方游客更加关注经济性。Ｓｅｅｔａｒａｍ研
究发现旅游价格水平、工资水平是影响目的地和替代目的地选择的主要原因④。

（二）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旅游业发展是否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我国大部分学者把经济发展研究对象明确化，比如

研究旅游业对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的贡献率、旅游业对就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贡献率等方面。２００５ 年以后，
国内学者们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多。旅游资源禀赋是影响旅游产业的主要因素，资源差异

直接造成旅游经济水平和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性。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为旅游资源、交通区位、基

础设施、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等。汪德根（２０１１）研究发现国内旅游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
较大，而入境旅游受到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可达性影响较大⑤。孙鼎新（２０１４）对京津冀 １３ 个城市旅游交通
可达性和旅游经济增长定量分析发现，交通可达性对各城市旅游发展影响显著，应从交通基础条件全面完善

来入手提升旅游发展⑥。桂蓉在探究旅游经济增长因素时，建立非线性主成分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计算

各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分析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因素及其之间存在的差异⑦。张众（２０１３）采用旅客周转量、Ａ
级景区数、旅行社总数、旅游就业人数等 １３ 个指标构建河南旅游经济增长的指标体系，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
法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张祥（２０１２）以海南省的旅游饭店数、邮政服务水平和政府影响力、进出口贸
易总额、金融服务便利程度和三星及以上饭店数为灰色关联分析比较序列，研究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

素⑧。吴利采用灰色关联法，研究发现旅游发展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星级饭店个数等指标关联性最

强。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要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条件、物质资源条件、交通资源条件、信息金融服务条件以

及宏观经济条件⑨，同时地区生产总值、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文化旅游产业的影响显著瑏瑠。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学术界的这些研究揭示了旅游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对深化旅游经济发展认

识，完善区域旅游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不同的区域，旅游经济增长与相关影响因素存在不同的关联，

区域旅游经济政策要根据各省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来规划和促进发展。当前对于旅游经济的相关研

究中大部分都是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重点放在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上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由于江

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所选指标具有代表性，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比性等原因，所选择的指标体系也

各有不同。笔者认为不管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测量指标体系上，入境旅游收入、

国内旅游收入或者旅游总收入都可以作为旅游经济增长测量指标；关于研究与旅游业紧密相关的交通、旅游

需求等影响因素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对于影响因素个数的选择，有的是单个的，有的是多个；在研究对象上，

选择某一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地区位特点和实际情况研究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差异；在研究方法

上，多数对影响因子进行量化处理，或者利用弹性系数、灰色关联度等指标，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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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由于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者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间接近的程度，具有广

泛的适用性，更适合实证分析各个影响因素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大小。针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

究很少，因此有必要展开研究。

二、灰色关联分析法

１９８２ 年邓聚龙教授创立了灰色系统理论，这种方法以所研究因素的数据序列为基础，运用数学方法研
究他们之间的集合对应关系，所研究因素的序列曲线的变化趋势相似度越高，则两者间的关联度越大。通

常，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其中，参考序列反映系统的行为特征，比较序列是对系统的行为产

生影响的序列。

第二步：无量纲化。在实际分析时，各个序列的数据可能存在量纲不同，不方便直接进行比较的问题。

为了便于比较，需要对数据进无量纲化处理。

在同一序列中，每一个数据分别去除以该序列的首个数据就得到无量纲化序列。对序列数据进行初值

化处理之后增长趋势会更加明显。通常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序列大多呈稳定增长趋势，这时便可选择对数据

进行初值化处理。

第三步：数据无量纲处理后，分别计算各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差序列。

第四步：求极差。

第五步：计算关联系数。

第六步：求灰色关联度。

最后，对关联度进行比较排序，分析出各比较序列对参照序列的影响程度的强弱。

三、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由于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者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间接近的程度，按发展的

趋势来分析，对样本量的大小没有太高要求，分析时也不需要典型的分布规律，而且分析的结果一般与定性

分析相吻合，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研究。

（一）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１． 指标选取
在指标选取上，考虑以下几个因素：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众多，在符合旅游经济增长规律的基础上，

要求所选指标具有代表性，能正确反映与本文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将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看作一个系统问

题，用多个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比性，应考虑所选指标的相关数据在实际是否可以获得，

且是否准确。同时也要求选取的指标在含义、统计口径和时空上要统一和具有可比性。

因此，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选择旅游收入、星级饭店数、江苏地区生产

总值、城镇居民收入等指标，研究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旅游收入直接体现旅游经济增长情况，因此本

文在模型分析中采取广义口径，用旅游总收入作为旅游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因为旅游饭店数据统计并没

有统一的口径，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所以论文选取了星级饭店数来代替旅游饭店数。

将旅游总收入 Ｘ０ 作为参考序列，将旅游经济增长的 ７ 个影响因素作为比较序列。星级饭店数（家）Ｘ１
和旅行社总数（家）Ｘ２ 用来反映接待服务设施情况，旅游业从业人员数（万人）Ｘ３ 用来反映劳动力投入情况，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亿元）Ｘ４ 用来反映技术进步情况，游客周转量（亿人 ｋｍ）Ｘ５ 用来反映交通通
达性，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亿元）Ｘ６ 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Ｘ７ 用来反映宏观经济因素。
２． 数据来源
本文江苏省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各项指标数据的时间序列全部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

鉴》、江苏旅游政务网，其中 ２０１３年和 ２０１６年旅游业从业人数数据缺失，采用的是插值法求得，具体见表 １。
３． 数据整理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江苏省相关指标的数据进行建模分析，整理后的数据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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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旅游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相关指标的数据统计

年份 Ｘ０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２００７ ２８２７ ８５０ １５８２ １５１２７３ ４３０ １５９６ ２６０１８ １６３７８

２００８ ３２６８ ８９５ １６６１ １５８６４１ ５８５ １７６６ ３０９８２ １８６８０

２００９ ３７９６ ９４４ １７０４ １６０９０３ ７１７ １４２３ ３４４５７ ２０５５２

２０１０ ４６８５ ９０２ １８５７ １４９８２０ ８５８ １６０４ ４１４２５ ２２９４４

２０１１ ５６１３ ８９３ １９８６ １４０１５４ １０７２ １７７８ ４９９１０ ２６３４１

２０１２ ６５５３ ８９０ ２１１７ １３８２８８ １２８８ １９５０ ５４０５８ ２９６７７

２０１３ ７１９５ ９７０ ２２０４ １３９４７８ １４８７ １４５１ ５９７５３ ３１５８５

２０１４ ８１４５ ８７３ ２２５１ １９６２６５ １６５３ １５５１ ６５０８８ ３４３４６

２０１５ ９０５０ ７９１ ２３３６ １７０６３７ １８０１ １５６６ ７０１１６ ３７１７３

２０１６ １０２６４ ６９６ ２４６９ １４５００９ ２０２７ １５９２ ７６０８６ ４０１５２

　 　 数据来源：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江苏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江苏旅游年度报告。

（二）建立模型与计算

１． 无量纲化
计算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旅游增长影响因素相关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结果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Ｘ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１５６０ １． ３４２８ １． ６５７２ １． ９８５５ ２． ３１８０ ２． ５４５１ ２． ８８１１ ３． ２０１３ ３． ６３０７

Ｘ１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５２９ １． １１０６ １． ０６１２ １． ０５０６ １． ０４７１ １． １４１２ １． ０２７１ ０． ９３０６ ０． ８１８８

Ｘ２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４９９ １． ０７７１ １． １７３８ １． ２５５４ １． ３３８２ １． ３９３２ １． ４２２９ １． ４７６６ １． ５６０７

Ｘ３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４８７ １． ０６３７ ０． ９９０４ ０． ９２６５ ０． ９１４２ ０． ９２２０ １． ２９７４ １． １２８０ ０． ９５８６

Ｘ４ １． ００００ １． ３６０５ １． ６６７４ １． ９９５３ ２． ４９３０ ２． ９９５３ ３． ４５８１ ３． ８４４２ ４． １８８４ ４． ７１４０

Ｘ５ １． ００００ １． １０６５ ０． ８９１６ １． ００５０ １． １１４０ １． ２２１８ ０． ９０９１ ０． ９７１８ ０． ９８１２ ０． ９９７５

Ｘ６ １． ００００ １． １９０８ １． ３２４４ １． ５９２２ １． ９１８３ ２． ０７７７ ２． ２９６６ ２． ５０１７ ２． ６９４９ ２． ９２４４

Ｘ７ １． ００００ １． １４０６ １． ２５４９ １． ４００９ １． ６０８３ １． ８１２０ １． ９２８５ ２． ０９７１ ２． ２６９７ ２． ４５１６

　 　 ２． 灰色关联度系数的计算。
第一步，计算差序列（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旅游增长影响因素相关指标的差序列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Ｘ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３１ ０． ２３２２ ０． ５９６１ ０． ９３４９ １． ２７０９ １． ４０３９ １． ８５４１ ２． ２７０７ ２． ８１１９

Ｘ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６１ ０． ２６５６ ０． ４８３４ ０． ７３０１ ０． ９７９８ １． １５１９ １． ４５８３ １． ７２４７ ２． ０７００

Ｘ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７３ ０． ２７９１ ０． ６６６８ １． ０５９０ １． ４０３８ １． ６２３１ １． ５８３７ ２． ０７３３ ２． ６７２１

Ｘ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４５ ０． ３２４７ ０． ３３８１ ０． ５０７５ ０． ６７７３ ０． ９１３０ ０． ９６３０ ０． ９８７１ １． ０８３２

Ｘ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４９５ ０． ４５１２ ０． ６５２２ ０． ８７１５ １． ０９６２ １． ６３６０ １． ９０９３ ２． ２２０１ ２． ６３３２

Ｘ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３４８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６５１ ０． ０６７２ ０． ２４０３ ０． ２４８５ ０． ３７９５ ０． ５０６４ ０． ７０６３

Ｘ７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８７９ ０． ２５６３ ０． ３７７２ ０． ５０６０ ０． ６１６６ ０． ７８４１ ０． ９３１６ １． １７９１

　 　 第二步，计算极差。
极差最大值：２． ８１１９，极差最小值：０． ００００
第三步，求关联度系数。计算结果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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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旅游增长影响因素相关指标的关联度系数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Ｘ１ １． ００００ ０． ９３１７ ０． ８５８３ ０． ７０２３ ０． ６００６ ０． ５２５２ ０． ５００４ ０． ４３１３ ０． ３８２４ ０． ３３３３
Ｘ２ １． ００００ ０． ９２９９ ０． ８４１１ ０． ７４４１ ０． ６５８２ ０． ５８９３ ０． ５４９７ ０． ４９０９ ０． ４４９１ ０． ４０４５
Ｘ３ １． ００００ ０． ９２９１ ０． ８３４４ ０． ６７８３ ０． ５７０４ ０． ５００４ ０． ４６４２ ０． ４７０３ ０． ４０４１ ０． ３４４８
Ｘ４ １． ００００ ０． ８７３０ ０． ８１２４ ０． ８０６１ ０． ７３４８ ０． ６７４９ ０． ６０６３ ０． ５９３５ ０． ５８７５ ０． ５６４８
Ｘ５ １． ００００ ０． ９６６０ ０． ７５７１ ０． ６８３１ ０． ６１７３ ０． ５６１９ ０． ４６２２ ０． ４２４１ ０． ３８７７ ０． ３４８１
Ｘ６ １． ００００ ０． ９７５８ ０． ９８７１ ０． ９５５８ ０． ９５４４ ０． ８５４０ ０． ８４９８ ０． ７８７５ ０． ７３５２ ０． ６６５６
Ｘ７ １． ００００ ０． ９８９１ ０． ９４１２ ０． ８４５８ ０． ７８８５ ０． ７３５３ ０． ６９５１ ０． ６４２０ ０． ６０１５ ０． ５４３９

　 　 ３．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
由计算结果可得关联度矩阵：

Ｒ ＝［０． ６２６５ ０． ６６５７ ０． ６１９６ ０． ７２５３ ０． ６２０７ ０． ８７６５ ０． ７７８２］Ｔ

４． 灰色关联度排序
由上面得出的关联度矩阵可以看出，所选取的 ７ 个指标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排名为地区

生产总值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 ＞旅行社总数 ＞星级饭店数 ＞游
客周转量 ＞旅游业从业人员数。

（三）影响因素综合分析

通过对关联度的计算及关联状态分析，所得灰色关联度值均大于 ０． ５，表明论文中所选取的 ７ 个影响因
素的指标用于分析研究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具有相对科学性和合理性。

１． 宏观经济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两个指标来分析宏观经济环境对旅游经济

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地区生产总值关联度最高，为 ０ ８７６５。２００３ 年江苏省 ＧＤＰ 为 ２６０１８ 亿元，到
２０１７ 年江苏省 ＧＤＰ 高达 ７６０８６ 亿元，名义上增长了 １ ９２ 倍。２０１８ 年江苏省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９２５９５ ４ 亿元，与广东省一同率先迈入“９ 万亿元人民币俱乐部”，江苏省 ＧＤＰ 全国第二。２０１８ 年中国大陆
城市 ＧＤＰ百强榜单显示，江苏省苏州市排名第 ７，南京市排名第 １１，无锡排名第 １４，南通排名第 ２０，常州排
名第 ２９，徐州排名第 ３３，其余 ７ 个城市全部进入 １００ 名之内。江苏省 ２０１８ 年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了 １１ ５
万元，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人均 ＧＤＰ突破 １０ 万元的省份。江苏旅游业年度报告披露，江苏省 ２０１７ 年度旅
游业总收入 １１６６２ １８ 亿元，旅游业增加值 ５１９５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 ６ ０％，占比逐年上升。可见地区生产
总值与旅游经济增长关联非常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灰色关联度为 ０ ７７８２，排在第二位。２０１８
年度江苏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８０９６ 元，增长 ８ ８％。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居民出游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
居民出游人数多少受可支配收入影响较大。２０１７ 年度江苏省接待国内游客 ７ ４３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９ ６％，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１１３０７ ５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 ６％。因此，江苏省必须着重关注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没有强大的宏观经济作支撑，很难发展旅游经济。

２． 技术进步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析结果显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和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为 ０． ７２５３，排在第三位，

这说明江苏省旅游经济的增长受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技术进步是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很大。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这种驱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所以接下来旅

游业的发展应该持续增加科学技术的应用，推动旅游业的服务创新。江苏一贯重视开展客情舆情监测工作，

推进智慧旅游建设，增加了游客互联网线上行为分析和银联消费数据分析，推进 ３Ａ 级以上景区数据对接工
作，推动自媒体平台建设。可见，技术进步有利于增强其与旅游经济增长关联度。

３． 接待服务设施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星级饭店数、旅行社总数与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分别为 ０． ６２６５、０． ６６５７，排在第五位、第四位，

由此可知，星级饭店数、旅行社数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相对较小。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全省旅游星级饭店数
为 ６４９ 家，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和二星级分别为 ８６ 家、１６２ 家、３１１ 家和 ９０ 家。随着休闲度假新需求的兴
起，星级饭店面临设备设施改造和转型发展难题，部分星级酒店不能达到旅游度假饭店评选标准，功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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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完善。江苏省旅行社和星级饭店数量众多，结构不合理，信息化水平不高，布局上较为分散，传统管理方

式难以满足信息化、网络化需要。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者呈现出更显著的个性化需求，现有旅行社和

星级饭店无法完全满足旅游者的实际需要。而住宿在旅游收入中占 １７． ５％，餐饮占比 １７． ３％，而购物占比
２４． ３％，餐饮加住宿之和超过购物消费占比，可见星级饭店等接待服务设施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如果
进一步完善接待服务设施，将会进一步增强其对旅游经济增长关联度。

４． 交通通达性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旅游六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中，交通通达性是影响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管是在到达

旅游的目的地之前还是在到达旅游目的地之后，便利的交通条件都是旅游可进入性的先决条件。交通通达

性是指到达一地方的容易程度，它可以用空间距离、旅行时间、旅途距离或运输费用等来衡量，本文用游客周

转量来衡量交通便利条件，旅客周转量越大，表明交通通达性就越好。从统计数据来看，长途交通在人均花

费构成上占比 １３． ５％，市内交通只占 １． ６％。
游客周转量与旅游总收入的灰色关联度为 ０． ６２０７，排在第六位，这说明江苏省旅游总收入与交通通达

性的关联较大，但在所选择的 ７ 个影响因素中相对较小，证实了旅游交通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江苏省交通网
络已经相对完善，但旅游活动的特性决定了其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需求，加速实现“时空压缩”的交通运输

业十分必要，所以江苏省仍然需要进一步增强市内旅游交通的通达性。尽管城市间飞机、高铁或动车等交通

便利通达性好，但是由于城市内拥堵导致游客很多时间浪费在路上，导致游客在旅游景区游玩时间减少，也

会减少游客游览景区数量。建议开辟旅游专用交通线路，解决市内交通拥堵问题，可以进一步增加景区游客

周转量，体现更好交通通达性，进而影响其与旅游经济增长关联性。

５． 劳动力投入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显示，旅游业从业人员数与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是 ０． ６１９６，排第七位，关联度最小，这反

映出目前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与促进旅游经济的增长的关联不大，说明江苏省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水

平有待提高，需要将旅游产业从业人员转化为智力密集型人才。只有提高专业人才素质，提倡科技成果转

化，才能进一步提高旅游业从业人员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随着乡村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游、康养

旅游等旅游新业态发展，旅游业从业人员面临转型发展，即不断增强自身知识技能，满足新兴旅游市场发展

要求，加强导游资格考试和高级导游考试，完善行业网络培训课程，推进“金牌导游”培养项目。事实上，局

部地区旅游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和旅游行业培训不能跟上旅游经济增长发展需要。

四、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推进区域旅游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与旅游经济的关联度最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第二，说明了江苏省旅游经

济增长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密切。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世界上发展

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还被誉为最具潜力的“朝阳产业”。旅游业涉及“食、住、行、游、购、娱”六大消费领域，

在释放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发展等方面优势明显，完全符合新常态下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和特征。加快发展

旅游业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

所以，江苏省要想加快旅游业的发展，就必须摆正江苏省地区经济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占据的位置，不断

推进地区经济发展以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首先，地区经济的发展将促进地区各项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

的完善，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其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就越多。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生理和安全需求解决之后，人们就会进一步产生精神文化的需求，而旅游作

为高级的精神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的选择。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为居民外出旅游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最后，通过地区经济增长极大地促进旅游投资、旅游出口等，为区域旅游经济的增长提供持续动力。

（二）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激励旅游业技术创新与进步

旅游科技创新是旅游业领域内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是指旅游业应用和创造新知识、新技

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旅游产业

结构升级优化中，技术创新的使用已经渗透到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不但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还能改

变供需求结构，创造了看得见的收益。我们认为，技术创新与进步在旅游市场竞争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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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的契机，就有可能成为旅游市场的赢家。因此，必须重视技术创新在当前的旅游市场中的重要

作用。

旅游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抓住市场机遇，加大旅游科技投入，以信息科技为重点突破，将最新的技

术创新成果应用到旅游服务中，重点开发旅游创意产品，迎合旅游者猎奇心理，满足个性化旅游需求，从而实

现自身的经济效益，提升旅游业整体科技水平。例如饭店业的锦江集团管理模式；电子商务领域的去哪儿

网、淘宝旅行网，集飞机票、火车票、景区门票、餐饮住宿预订为一体；共和航空公司合作的中青旅和上海春秋

的网络拓展整合模式等，都是利用信息技术为旅游产业集聚创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三）完善旅游企业接待服务设施，加强企业协作

作为直接为旅游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企业，其经营水平、规模、服务质量水平都影响着旅游者对当地

旅游业的评价。其中旅行社和旅游饭店是最基本的旅游接待服务设施。现阶段江苏省星级饭店和旅行社的

发展大都以中小企业为主，没有形成行业一体化，服务一体化。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有各自的发展优势，在

发展策略上应各有侧重。例如扶持培育旅游龙头企业，走科学管理、网络化发展的经营道路，鼓励企业综合

品牌的建立，积极推介知名品牌，提升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培育本土龙头企业的同时，引进和培育外来的

带动性强的大企业和大品牌，使其尽快适应本土环境，充分融入到江苏旅游产业的建设中。

旅游企业集团有着强大的聚合力和规模优势，因此，应加快江苏省旅游企业的集团化发展，促进不同旅

游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形成以股份公司为主体，集旅游产品开发、旅游产品供给、旅游服务为一体的集团化发

展体系。鼓励发展潜力大的旅游企业发行股票，上市融资，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动力。

（四）加强交通设施建设，继续完善市内交通网络

作为旅游业三大支柱之一的旅游交通，是旅游者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先决条件。旅游交通的便利程度，不

仅对旅游资源的开发产生影响，还影响着旅游者的旅游质量和旅游体验。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江苏省应该坚

持统筹规划，继续完善整体大交通网络体系。从公路、铁路和航空三种路线一齐着手，健全高速公路旅游交

通网，加快高速铁路网建设，积极发展民用航空，引导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布局相结合，

为境外和境内游客来江苏旅游提供更加便捷的旅游通道与更加舒适的交通服务。健全景区内交通路线规

划，景区内加大对扫码公共自行车的投放规模和投放数量，打破景点交通“最后一公里”的限制，增强景区的

可进入性，构建“快进 慢游”交通网络。

（五）重视旅游人力资源开发，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

现代旅游业竞争中旅游人才的竞争不可忽视，旅游人才是旅游发展的智力支撑，必须重视旅游人力资源

的开发。首先要注重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例如江苏省旅游资源丰富，特别注重人文资源的开发，文化

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对旅游人才的文化素质要求较高。但很多企业为了节省开支，在旅游从业人员

招聘时往往选择了聘用工资要求低，服务水平低的人员，这就降低了江苏省整体的旅游专业人才队伍的素质

水平。未来应该进一步推进全省旅游行业培训，改善办学模式，举办旅游饭店管理人员培训班、中高级旅游

管理人才培训班、旅游风情小镇培训班、智慧旅游培训班等，组建旅游专家咨询服务团等，促进旅游从业人员

知识更新换代才能满足现代旅游业发展需求。其次要重视旅游后备人力资源的开发。当今的旅游业需要创

意和创新，应该由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产业过渡，这就要求江苏省要不断加强旅游后备人力资源的开

发。政府要大力开发旅游教育新机制，加大教育的投入，发挥社会各类旅游院校和培训机构在江苏省旅游人

才的培养方面的主力作用，科学合理地进行旅游后备人员的开发和建设。构建旅游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组建

更多旅游职业学院，申报旅游类职业院校示范专业点，打造国家全域旅游人才培养基地。

（责任编辑：叶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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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３ 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推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这种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量信息技术等技术为突破口的工
业革命，是对人类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的新发展，继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

及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全面实现人工智能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计算

机及信息技术一起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参见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彼得·马什：《新
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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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创新：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转型取向

熊忠辉
（南京晓庄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７１）

摘　 要：以信息化智能化为表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得社会化生产中的众多行业出现跨界融

合的趋势，并重构着“网络社会结构”，从而促使新闻传播业态向更加广义的信息文化传播服务业

态转型。社会化生产的这些变化要求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优化类型结构，培养人才的创新思维和

实践应用能力，以更好地为国家战略和社会多元需求服务。为此，新闻传播本科教育需要大力培养

全媒化复合型人才，要采取更加健康而开放的机制，推进“实践育人、协同育人、平台育人”的建设

步伐。

关键词：跨界融合；创新思维；平台 ＋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７９０２（２０１９）０４ ０１０７ ０５

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简称“新时代高
教 ４０ 条”），对加强本科教育提出了系统指导意见，着力要求“高等教育要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
文件特别指出，适应媒体深度融合和行业创新发展，新闻传播学科更应深化协同育人机制，深化宣传部门与

高校共建。

在 ２０１８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
力，培养创新思维；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积极投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要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各类

人才，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突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培养更多创新人才、高素质人才。这个讲话立足时代大

背景，为本科教育改革提供了指针。

具体到新闻传播本科教育，应该进行哪些变革？今天，我们只有力图站在时代发展的全局和历史来审视

这个话题，才有可能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新闻传播这“一域”的具体，在前人认识的基础

上，更加全面深入理解新闻传播本科教育变革的几个根本问题。

一、跨界、融合：新闻传播环境的新变化新发展

从全世界的发展角度来看，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①正潮涌而来。以信息和数据的生产、供应、

管理等服务为纽带，人工智能芯片、深度学习、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被应用到各行各业，并通过知识、技术创

新、产品、市场、模式、平台乃至生态等方面的创新，促使互联网产业化、产业企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互联

网和智能化给行业间深度融合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原来行业间的清晰边界正在逐渐消失，以技术应用和模式

转型为表征的“跨界、融合”几成共识，“专业、深度、共享、利他”的新业态正在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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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跨界、融合、竞合成为社会化生产的常态
深度融合不仅带来相关应用技术的行业内部空间联系的优化重组，也改变着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外部

联系。任何一个时代的行业结构都是一定需求结构、技术水平和资源结构的综合反映，并在这些因素变动的

影响下不断演变。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各个行业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供应以及把产品或服务带入市场的

行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跨界和融合。

为顺应这种变化趋势，诸多生产性机构在内部率先变革，打破传统组织架构，打造“平台 ＋个人模式”，
以用户体验为核心，致力于为用户提供透明、高效、公开的信息化、智能化系统。几乎所有的技术开发与应

用，都以用户体验为核心，这种体验不是传统工业时代那种基于人的原生需求而生产的，新的技术通过创新

驱动，开发出新的需求、新的体验，引领人与社会产生新的发展动力、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改变着社

会运行的结构。

换而言之，这种信息化、智能化的工业化无疑是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重要推进元素，其作用表现为“引发、

重塑、颠覆、重构、改变”①。第四次智能化工业革命将改变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重塑一个国家在全球

范围竞争力的位置，这种重塑将颠覆很多传统的产业形态、生产或组织方式，进而重构人们的工作、生活、学

习和思维方式，更有甚者，新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将出现。

在这场工业革命中，一切社会化生产包括新闻资讯文化娱乐的生产，传统时代那种形态和领域鲜明分立

的局面都将被打破，一个“跨界、融合、竞合”的生产方式正在凸显出来。

２． 新闻传播正在重组、重构“社会结构”
对于新闻传播行业来说，原来价值链一体化、全产业链或产业链较长的业态、生产组织面临变革，需要主

动打破原有价值链一体化经营模式，将产业链或价值链的纵向或横向的某个环节甚或全部环节进行分化独

立，推进新业态、新生产组织的创新、转型升级。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复合应

用所产生的智媒体，通过智能化工具对新闻“策、写、编、发”全流程的渗透，正在构建起一个用户与信息智能

化匹配连接的媒体生态系统。这样的“策、写、编、发”业务，已经迥异于媒介形态分立时代的具体方式和做

法。几乎一切社会组织，无论是生产性企业、流通性商业、服务性行业，还是大大小小的治理型政府机构、智

囊辅助型科研院所，其信息的生发、发布和交流，无不需要借助于当前流行的各种传播工具。

尤其重要的是，以网络等新传播技术创新应用为发展驱动元素，一个“结社基础上的组织化社会”———

网络社会已经显形，它跨越现实世界的区隔，将旨趣相同的人们聚合起来，形成线上线下的社区或迷群，重塑

着“社区住民”的信息消费全过程的习惯和方式，并进而改造他们的价值观念。

对基于行政和地理区划而流行的 ２１ 世纪前后的传统报纸、电视来说，这个变化所生发出的“融合”进
程，恰好体现了受众层面历史性地形成的“超流动性”———一个网络化结构下社会信息传播交流的新状态。

因此，“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

哪里”②。正是理解这一点，“学习小组”“侠客岛”“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等一批中央级新媒体，以人民为中

心，下功夫研究受众需求和兴趣，以终端导向上游、由需求导向供给，结合传统媒体和网络的多重优势，探索

新时代的传播路径。

３． 新闻传播正在成为“百姓日用之道”
明代王守仁与“泰州学派”王艮曾经提出过“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意思是老百姓需要的、贴近人民的，

才能称为儒家的圣人之道。虽然他们的思想是为当时的封建王朝服务的，但也说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国

家、社会等领域发展所产生的新事物新理论，不能高高在上脱离群众，那些受到广大群众喜欢的实践和应用，

就是充满生命力的“道”，能够有利于社会和国家治理。

就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所诞生的计算机、数字、信息和智能等高端技术来说，它们在新闻传播类行业

中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日益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新闻传播不再仅仅是党的“喉舌”“舆

论工具”，也是党“服务”人民和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从行业层面看，传统的新闻传播服务逐渐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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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岩：《新闻传播教育要把握三大趋势》，人民网传媒频道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 ／ ｍｅｄｉ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８ ／ １１１０ ／ ｃ１４６７７
３０３９２６８９． ｈｔｍｌ．

习近平视察解放军报社讲话时强调，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思想舆论支持。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 ／ ｊｈｓｊｋ．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７９８１０００．



透到各类信息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各个层面和环节，信息文化生产方式变革几乎理所

当然，并且成为包含传统新闻传播在内的泛文化———我们姑且称之为“新新闻传播”发展的重要引擎和不竭

动力。

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催生了文化体验和文化消费的革新。移动互联网强势构

建了用户的虚拟生活空间，智能化等新技术的媒体化应用制造的沉浸式传播，促使内容创作不断制造新的阅

读和视听体验，这些阅读和视听除了对传统媒介的消费进行延伸外，甚至紧密地与日常生活关联在一起，成

为社会消费行为的有效组成部分。

行业边界融合、社会结构网络化、新新闻传播日用化，这三大发展形势可谓日新月异。然而迄今为止，高

校新闻传播教育仍然保留了传统大文科的做法以及依据传统媒介形态设立的专业和课程。这种区隔鲜明的

专业课程和学科设置，在新闻传播业态处于重组并且保持动态持续状态的情形下，其相对静态的内容教学、

实践方式，都毫无意外地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甚至不可逆的滞后性。由此，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转型，需要升

级，需要调整教学和实践的内容、形式乃至思维方式。

二、创新思维：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情形新趋势

２０１８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指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变化的辩证道路，其核心
词是“创新”，“创新”是灵魂，目标是引领高等教育增强“综合能力、实践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服务

创新发展能力”，方法包括“增强综合素质、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以教学为中心”等。这段话也反映出，随着

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交往的方式和形态的不断变化，无论是世界高等教育还是

中国高等教育，其地位作用、类型结构、表现形态都在发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１． 高等教育从服务国家战略向国家、社会多元需求变化
前文提及，历史性地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变化主要由“技术逻辑、商业逻辑和社会逻辑共同决定”，也

可以说是技术、需求和结构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在以往传统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社会需求一般是主导

因素，技术则是为服务于需求而投入应用，当这一技术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之后，商业资本或社会资本开始

持续注入并获得收益，使新的社会生产和交往形态走向规模化并最终与社会结构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而

社会需求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国家发展战略指导产生的。

在这样的阶段，高等教育整体上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表现为体系分明的知识传授、相对严格的社会应

用计划。传统划分的理工农商医、人文社会等几大学科群，在社会应用中都存在比较紧密的对应领域，其知

识体系多是在社会应用基础上总结、传承、发展这样循环出来的，相对泾渭分明。

各国都把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发展平台的基础，是为国家战略发展直接服务的。特别是中国，自恢复高考

以来，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最直接表现就是高校招生就业的计划性和强制性。换句话说，高等教育是在

国家战略部署之下运行的。但现在全世界正在形成一个共识，高等教育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地位、作用发

生了变化，高等教育日益成为国家发展中的引领动力，甚至发挥着火车头的作用。高等教育从国家战略的下

游开始走到上游，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大红利。此外，在国家战略之外，社会、企业乃至个体作为发

展主体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强。

２． 信息化智能化要求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信息化、智能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则与以往不同，它遵从的是以技术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即“技术带动

需求、带动结构变化”。比如，数字化、大数据、区块链、ＶＲ ／ ＡＲ等关键技术，以及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算法推荐
和个性化内容分发，都是由新兴技术直接与商业资本相结合推动发展起来的，在工业信息化、商业金融、智慧

城市、通信交往、资讯娱乐、社会治理、教育教学等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日益被广泛而深入应用。

换句话说，信息化、智能化逻辑正在推动原来“总体性”国家战略向国家、社会、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需

求转型，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新形态。但“现在有哪些新的产业形态源自大学？很多颠覆性技术也并非出自

大学”①，这种发展变化对原来那种体系分立和知识传授型的高等教育提出了调适性要求。这些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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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露：《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教育如何应对挑战？》，中国青年网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 ／ ｅｄｕ．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９ ／ ０１１４ ／ ｃ１００６
３０５２５０７５． ｈｔｍｌ．



需要新的产业形态、新的组织方式。

随着国家、社会等多元主体对高等教育不同需求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全世界的高等教育总体上由精英化进入了大众化、普及化发展阶段。需要警惕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高等教

育精英化思维，可能会限制中国高等教育顺利进入到普及化阶段。多样化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

和转型必须注意的战略大事，很多按照传统行业设置的学科专业，需要加大研究转型发展的方法方式。

３． 创新促进高等教育学校类型结构的优化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中，相对静态固有的知识讲授虽然还有其必要性，但企业、产业、行业和工业等领

域产生和形成的新形态却是变动不居的。因此，高等教育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打造一个创新的教育教学体

系和实践应用体系，着力培养具有创新思维的新型人才，能够为随时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提供快速灵活的解

决方案，这才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技术驱动、多样化需求以及新型的社会结构，对高等学校的类型结构提出了变化要求。高等学校将不再

只是北大、清华这种综合性、研究性类型的学校，实践型、应用型大学等多种类型将并存发展。多元类型结构

对同一个学科和专业的评价标准将不再一样，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也会存在差异，需要根据学校

的实际定位进行设计，达成人才培养目标的质量保证，评估体系等也需要调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推进，中国

高等学校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站位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国家战略所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指针。

三、复合、开放、动态：新闻传播本科教育发展的趋势

在新闻传播发展变化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之下，新闻传播本科教育也面临着几个变化，可以用“复

合、开放、动态”这几个词语来概括，这是信息化、智能化的本质特征带来的。复合主要指教育教学改革想要

达成的目标，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人才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开放主要指办学思路或理念，就是应该怎么办，

应该采取哪些不同于传统办学的思路、机制；动态主要指办学的方式方法，就是怎样培养人，通过哪些比较具

体的措施来执行。

１． 素质要求从传统条块型向全媒化复合型转变
信息化、智能化不仅从硬件上改变了新闻传播的传受端的工作方式，更重要的是通过新的方式把新闻传

播普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全媒体、智媒体这样的“融合”新形态，从而改变了传统条块分割的业

务模式，提出了复合型业务素质的要求。教育部推行“六卓越一拔尖教育培养计划 ２． ０”，其中的“卓越新闻
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就是聚焦全媒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腾讯企鹅智库 ２０１８ 年对全国 １９ 个城市约 ５０ 多家媒体进行了实地调研，出具了《２０１９ 年政务与中小微
企业新媒体需求报告》，资料显示，中国媒体融合实践以融媒体指挥中心（或者“中央厨房”）和“Ｎ 微 Ｎ 端”
为标配，以“新闻 ＋政务 ＋服务”的云平台建设为契机，以新闻策、采、编、发全流程再造为核心，以媒体内部
考评奖惩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跨越了从起步变为起跑、从势能转化成动能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新闻 ＋政
务 ＋服务”的模式，成为党媒融合的主要通道，这种应用已经正在覆盖从中央级媒体到街道资讯发布平台的
各级党和政府的治理组织。

此外，报告指出中小企业也是新新闻传播的一大需求主体，它们的需求主要包括：企业文化场景、新媒体

场景、线下活动场景、企业办公场景、产品适用场景等设计。其中，新媒体场景主要包含微信公众号（或抖

音、快手）、微博、ＱＱ空间、Ｈ５ 等内容。
大致可以说，政务型媒体和中小企业的需求，要求当前新闻传播本科人才培养效果向市场和应用靠拢，

要求新闻传播本科教育超越传统的“业务能手”培养方式，需要更多关注“策略专家、执行能手、全案专家”的

培养。检验新闻传播本科教育好坏的标准，从宏观层面说，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体现中国特

色；从具体层面说，就是要让有人才需求的主体使用满意。在这个现代传媒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具有更为宽

泛的意义，需要适应多元服务功能（如社会监测功能、娱乐功能、信息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这些复合型

素质的培养，对当前的新闻传播本科教育提出了变革要求。

２． 从闭门办学向开放办学、协同办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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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我国媒体全行业进入大转型、大融合、大发展的新阶段。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堪称媒体融合
由相“加”迈向相“融”的转折点，由单体融合、各自融合迈向区域融合、整体融合的关键点，由企业云建设迈

向媒体云建设的新起点。媒体融合已由形式融合、内容融合升级至以体制机制融合为主要特征的融合 ３． ０
时代。

这种以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开发与应用为表征的融合，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发展过程，原有相对静态的知

识体系与办学方式不能适应变化。换言之，教育教学要想尽可能紧跟时代变化，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加强与实

践前沿的组织进行对接和合作。因此，高等学校不应该是一个自洽运行的封闭系统，而应是一个开放性的教

育教学平台，是一个建立良好的流动性协作机制的平台，通过协同育人、平台育人最终实现实践育人。高等

学校更像是流动型、平台型、网络型的运作组织，需要牢固树立产教融合、政校合作、媒校共建等协作办学的

思路，在常规的教学教育之外，建立健全开放办学、协同办学的运作机制。

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简称“新时代高教 ４０
条”）指出，健全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实践育人平台建设，是增强本科教育实践应用能力建设的关键点。

文件要求高校应该加强与社会用人部门合作，综合运用校内外资源，大力推动与行业部门、企业共同建设实

践教育基地，推动社会优质教育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内容，构建功能集约、资源共享、开放充分、运作高效的

实验教学平台，健全合作共赢、开放共享的实践育人机制。这些精神可谓把正了时代发展和需求之脉。

具体到新闻传播本科教育领域，就是要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和增强实践应用能力的战略，立足多种媒

介内容生产制作和创新传播能力培养的目标，提升服务社会文化经济的能力，增强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实践

化、应用化，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此，新闻传播本科教育应该围绕“课堂教学 ＋实践创新 ＋协同合作 ＋
成果转化”教育教学体系建设，探索“实践育人、协同育人、平台育人”的“平台 ＋”多维育人机制。
３． 从知识传授向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转型
美国大学比较流行的 ＯＢＥ（Ｏｕｔｃｏ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教育模式，以学生的应用能力培养为导向、以学生

为中心，构建教育教学的“产出”体系，包括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社会合作、成果孵化。英国大学推行类似于

ＢＯ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ｖ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教育教学，新闻传播类专业更加重视“市场应用”，以这个终端反过来引导
教育教学，构建的是“市场”标准，许多大学教学采取的是校企合作的开放式教学，教师与学生组成项目组直

接承担企业的产品或项目生产任务，同时引进各类孵化器对学生的创意进行孵化培育，突出“在做中学”的

知行合一理念。国内只有深圳大学等少部分新闻传播院系比较注重推行“实践是检验教学的主要标准”，在

学生实践、毕业设计等方面形成较为完整的做法。

这种教育教学方式方法谋求的是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动态培养，需要通过多种手段“不断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①。在我国新闻传播及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能力的理解不同。大致说，

中国新闻传播经历了“作品—产品—商品”这样一个演变过程。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中期的纸媒时代，新闻传
播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以“作品 ＋采写”为导向，院校的新闻专业教育呈现出浓厚的人文精英气息。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至今的电视媒体，电视新闻资讯栏目或者大专题，就超越了相对单一的采写编评的业务环
节，更像是众多工种围绕一个核心生产的产品。特别是综艺娱乐类节目，工种的复杂性、综合性和工业化日

益鲜明。这个阶段，新闻传播本科教育在多种应用能力的培养质量上开始整体走低。２１ 世纪初至今的网络
型智能化媒体发展时期，数字、卫星通信、网络等技术进入图文视音频生产领域，新兴媒体、跨界企业、大公司

等以活的技术、活的劳动力和资本为主要配置资源，日益实现超流动，传统媒体的独立性、专业性渐渐被富有

连接力的新型公司所取代，传播关系和社会结构重组，传播的消费性、商品性（本文主要指自愿进行交换或

购买的行为）日益明显，对消费者的价值需求和行为日益重视。这个阶段，面对全媒化复合型的实践应用创

新综合能力的人才培养要求，传统、狭义的新闻传播本科教育整体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不适症。

可以说，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大情怀，到为中小企业代言的现实需求，再到个人自媒体宣推等具体

行为，其检验效果无不与市场终端和社会应用直接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是检验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

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

（责任编辑：钟玖英　 校　 对：刘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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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实践的“变”与“不变”
———兼谈新闻教育的坚守与变革

蔡之国，张盼盼

（扬州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９）

摘　 要：媒介技术的变革促进了媒介形态的变化和传播方式的更迭，而当下数字技术、网络技术

及通信技术的交叉叠加冲击，在促发媒介裂变式发展的同时，也使媒体走向融合发展。媒介融合时

代的新闻生产实践表现出传播媒介形态、传播主体、信息生产模式及信息呈现样态等“新变”的同

时，也呈现出对新闻概念意涵、“内容为王”、新闻专业主义、新闻采访及写作的逻辑等“不变”的坚

守，而对“变”与“不变”的规则探寻，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新闻生产实践及新闻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生产实践；“变”与“不变”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７９０２（２０１９）０４ ０１１２ ０５

媒介发展史表明，媒介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媒介形态的变化和传播方式的更迭，并

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下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等诸多新技术在同一时间的交叉叠加冲

击，聚变成强大的媒介变革力量，使当代社会迅速进入传统媒体与多样姿态的新媒体裂变式汇聚或者融合发

展的时代，实现着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预想的人类社会生活结构的存在特征———分散权力、全

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①。“通过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传播系统，我们将看到新媒介并不是自发地和独

立地产生的———他们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中逐渐产生。当比较新的传媒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

会死亡———它们会继续演进和适应。”②在“过去未去，未来已来”的媒介裂变或融合发展时代，新闻由于能够

满足人们对于外界的认知需要而依然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技术的变革

而有所降低，正如米切尔·史蒂芬斯在《新闻的历史》中所写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中，人类交换

着相似的新闻。不过，在媒介形态聚变、资讯环境愈益复杂的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实践也与时俱进地进

行着演进。因此，有必要从“自其变者”和“自其不变者”两个方面去考察新闻生产实践，从而归结出新闻生

产实践坚守和演化的规则，以进一步促进我国新闻生产实践及新闻教育的发展。

一、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实践之“变”

“媒介技术和形态的变化，改变并决定着知识的生产者、拥有者，同时也决定着知识的形态以及传播方

式。”③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不但变革着新闻媒介传播的质态，还对新闻传播主体、新闻生产的流程及传播媒

介承载的新闻信息等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而使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生产实践较过去发生了前所未有

的“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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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新闻媒介形态之“变”
媒介发展史，也是权力再分配、再赋予的历史。从口语的人际传播到纸质、电子的大众传播再到当下的

数字化交互传播，媒介发展变迁都指向了权力的分散和重新赋权。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等的发展

催生了新媒体，它不但改变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还以其特有的媒介属性显现出新

媒体的力量。罗伯特·洛根曾指出：“互联网使人人获得平等的机会去获取全世界的公开信息。”①事实并不

仅仅如此，新媒体在重新配置人类共享信息权力的同时，还赋予了更为自由、较为平等的传播权力。可以说，

数字、网络及通信技术等支撑着的网站新闻、ＢＢＳ、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移动媒体等诸多媒介新形态，一
方面以其即时性、海量化、共享性、多媒体性、超文本化等媒介特征使媒介受众自由地阅读、转载分享海量化、

多媒体化的信息来源，另一方面还借助交互性的自媒体自由、平等地生产、传播新闻信息和表达个人意见，从

而在“网民”自由阅读、自由转发、自由表达中实现着新闻信息的增值或增殖。可以说，源于媒介技术变革的

网络媒介形态的新变化，在分散权力和赋予权力中不但促使新闻业经历着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还以其产生

的巨大能量对社会结构特别是政治结构施加深刻的影响。于是，在自媒体日渐繁盛的同时，加速传统媒体与

新媒体的汇聚与融合（如中央厨房），强化媒介技术的利用与开发，努力构建具有传播力、影响力的新媒体及

媒介融合通道，成为媒介组织努力和发展的方向。

２． 新闻生产主体之“变”
在传统媒介生产环境下，虽然受众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新闻的生产，但无论是规模还是程度都极为有

限，新闻生产更多地表现为媒介组织、职业记者的专业化行为。在新媒体生产环境下，不仅媒介组织、职业记

者更为强调“用户”思维，并从用户角度进行新闻生产，而且社交媒体的发展在使信息实现双向互动传播的

同时还让“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皆可为新闻生产者”成为现实。于是，契诃夫的名言———大狗和小狗都有

权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已然成为现实存在，这也使得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生产实践主

体的身份角色日渐多元，新闻内容的类型结构更为多样。虽然说当下的新闻生产实践依然是专业媒介组织

和职业记者占居主导地位，但新闻的选择、信息的加工制作及传播已不再是媒介组织的专利，任何一个公民

只要有生产和传播的意愿，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认知意愿和情感倾向选择新闻、建构新闻、传播新闻。事实上，

很多重要新闻如东南亚海啸、伦敦地铁爆炸等都是由网民率先报道并引发轰动效应的，这也直接促生了公民

新闻的崛起。不仅如此，网民还会借助网络留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对媒介组织传播的新闻进行或纠偏或

丰富补充或延伸叙述等另样的新闻“书写”实践，从而影响着受众，改变着社会。由此，媒介组织、社会公众

成为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的主体，而“人人皆可成为报道者”的媒介奇观更是让美国学者罗森（Ｊａｙ Ｒｏｓｅｎ）
发出夸张式的赞叹：“公民新闻传播的时代已经到来，传统的大众传媒将被公民新闻所取代。”②

３． 新闻生产模式之“变”
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生产模式表现出专业化生产与个人化书写两种模式并存的特征。对专业化生产模

式而言，媒介组织需要适应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从“受众在哪儿媒介就在哪儿”以及提高信息采集、传播效能

的逻辑思维出发，对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进行生产流程的再造，通过前期记者多媒体信息采集、采集后的新

闻素材进行“中央厨房式”管理、不同媒体形态的编辑根据各自媒介受众的喜爱及反馈意见对“中央厨房”里

的“素材”进行新闻选择和多媒体式讲述、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多平台传播，从而建构起“一次采集、

多重加工、多平台发布”的多元互动、协同分享的集约化生产、传播模式，在延伸新闻报道广度的同时，还借

助用户意见调整新闻结构和形式，实现媒介产业链的延伸。对个人化新闻生产模式而言，“用户生产内容”

的公民新闻虽然还受技术、法律、政策等的制约，但较媒介组织的专业化生产而言，可以更为自由地进行各类

新闻的即时书写，并在“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聚效应下，生产着海量化的新闻，满足着社会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专业化媒介组织还注意吸纳“用户生产内容”的公民新闻，如 ＢＢＣ 新闻网站首页中设立
“Ｈａｖｅ Ｙｏｕｒ Ｓａｙ”（听你说），ＣＮＮ新闻网站中建构“Ｉ Ｒｅｐｏｒｔ”（我来报道）子栏目，从而使专业化生产模式与
个人化书写模式表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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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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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新闻信息样态之“变”
媒介技术变革引发传播主体的多元性，在使新媒体新闻表现出真伪难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同时，新

闻信息的存在样态也表现出新变的特征。伯克利新闻学研究生院院长内尔·亨利（Ｎｅｉｌ Ｈｅｎｒｙ）曾说：“数字
时代正使得美国新闻界经历挖去内脏的痛苦，新闻内容和传统的新闻写作标准遭到破坏。”①我们知道，新闻

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其叙事的三个方面———故事（内容）、叙述与话语②，在数字化时代也因受众主体地位获

得前所未有的彰显而表现出“新变”的姿态：在叙事内容上，“使用与满足”理论再次得到强调，于是，关注受

众自身利益及关注外界变化的负熵需求的恒久性成为新媒体争夺流量的建构内容；在叙述上，在更为强调新

闻标题吸引力书写的同时还从受众角度出发进行新闻主体叙述方式的有效建构成为媒介信息叙述的法则；

在话语上，注重运用受众接受的语言，在借助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语言融合使表达更为形象的同时，还强

调 ＶＲ、ＡＲ、无人机、Ｈ５ 等新技术语言的应用。事实上，不仅新媒体较传统媒体在叙事上有所变化，而且不同
形态的新媒体也表现出叙事的差异性，这都对传统媒体时代现存的新闻样态提出了挑战，以往被戏谑的“我

想活在新闻联播里”的新闻报道类型、大行其道的领导讲话及出行新闻、带有强烈主观性和非平衡性的报道

等，将在媒介融合语境中得以解构，而从公民意识形态出发进行报道的新闻将会被强化，并成为获取新闻流

量、塑造媒介品牌的关键所在。

二、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实践之“不变”

尽管媒介技术变革催生了新闻生产实践的“新变”，但作为能够减少人们对外界认知不确定性的新闻，

则又在生产实践中表现出“不变”的规则，甚至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乱花迷人眼”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更表

现出对“不变”的吁求。

１． 新闻的概念意涵“不变”
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似乎裹挟着人们走向了“技术为王”“媒介为王”的新闻发展道路，很少有人

停下来对新闻传播原点进行反刍式的思考：到底什么是新闻？事实上，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变化，新闻的本意

就是新近发生的能够满足读者兴趣的事实的报道。无论是徐宝璜先生的“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

近事实也”的概念阐释，还是范长江先生的“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的概念界

定，以及徐铸成的“为群众所关心的，对群众有重大影响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就是新闻”的含义理解等，

都是从受众角度出发来把握新闻的含义：愈是关注人数多、影响程度深的事实，愈具有报道价值。从此角度

出发，传统的新闻界定与当下新媒体强调的流量思维以及用户思维是一致的，甚至说，新媒体表现出来的新

闻理念只不过是对新闻理念的回归而已。事实上，传统媒体强调的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变动性、时效性、

利益性、人性化等新闻评价标准，以及考核方法如发行量、收视率等，与新媒体对点击量、热度、流量等的强调

是一致的，都是从受众接受角度进行的考核与强调，只不过传统媒体的衡定较为模糊，而新媒体的考核则相

对统计准确而已。因此，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变迁，从受众角度进行新闻概念及意涵的把握，是一以贯之的标

准，尽管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发生过偏向，但在新媒体生产实践中已经拨乱反正，逐渐重新回归到新闻的本质

内涵上来。

２． “内容为王”的理念“不变”
在新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形势下，似乎以往传媒人信奉的“内容为王”的理念逐渐被“渠道为王”、技

术占先的观念所动摇，甚至很多专家学者提出“媒介在信息传播中具有第一位的意义”的观点。诚然，媒介

技术的变革，使传统媒体流失的优势受众转向了新媒体，甚至一些传统媒介如纸媒等因受众流失过快而举步

维艰甚或走向“死亡”，但没有优质的内容作为支撑，再好的媒介平台以及媒介融合方式也无法焕发生命力，

自然也无法实现媒介的价值功能，君不见成千上万计的新媒体平台因无优质内容而沦为“活僵尸”甚至在竞

争中死亡。实际上，媒介形态的变革无法改变人们对高品质新闻内容的需求，高品质的新闻内容仍然是媒体

的核心竞争力，它在聚合注意力、实现新闻价值转换能力等方面已然显现出力量和优势，这在信息过剩、内容

雷同、真伪难辨、鱼龙混杂的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尤为如此。因此，“以受众为中心”，生产出满足受众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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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信息，仍然是实现媒介融合或媒介竞争的根本法则，是塑造媒介品牌的强有力武器。

３． 新闻专业主义“不变”
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主要职业规范，尽管学界和业界对其看法不一，态度不一，但其

倡导的真实、客观、全面、准确、公正、清晰以及为公众负责的理念，已然成为新闻业界的共识，这不但在传统

媒介环境下被奉为圭臬，在新媒介环境下也亟待成为新闻生产实践的一大法则。如果违反新闻专业主义而

使新闻走向反面———虚假、主观、片面、模糊、偏向等，则让人无所适从，无法形成对新闻的信任，进而影响受

众通过新闻来认知社会的功能发挥，这在人人都有报道权的新媒体环境中更为可怖。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坚

守的某些法则，不但在传统媒体社会中适应，在媒介裂变或融合发展的当下，也亟待为全民新闻生产实践的

追求，这不仅是技术方面的要求，更应该内化为每个“新闻人”的行为规范。正如韦伯所认为的：“一个人的

职业责任，是社会伦理的最特有的本质，是一种个人应当感知到的其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①

４． 新闻采访及写作的思维及规则“不变”
虽然传播媒介形态在变化，虽然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内容、新闻叙述方式及新闻语言发生了一些新变，

但新闻采写的基本规则、原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首先，获取新闻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甚或第三

手资料的方法，如观察、提问、倾听等，并未因媒介变革或媒介融合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次，新闻“七分

采三分写”“采访是写作的前提而写作是采访的完成”等采写理念也没有随媒介的变革发生根本性变化。再

有，新闻写作的叙事思维及基本规则也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在叙事思维方面，如过程思维、因果思维、构

成思维、点面结合的思维、比较思维等，还是常用的写作思维方式。再如新闻叙事的基本规则，如新闻标题是

对新闻事实的浓缩、概括或评论，新闻主体要有逻辑、有条理、交代信息源等的叙述规则，以及新闻话语的客

观性、准确性及意义的民族意识形态性等，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事实上，很多新媒体的新闻表现出“复

制”传统媒体新闻的特征，即使有所改动，更多的是新闻标题的修改，如 ２０１７ 年在全国轰动一时的重大舆情
事件———山东“辱母杀人案”，此新闻首创者《南方周末》只是将报纸内容《刺死辱母者》“复制”到官网，即使

引爆舆论的凤凰网和网易 ＡＰＰ，也只是对新闻标题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比如凤凰网的标题为《山东：１１ 名
涉黑人员当儿子面侮辱其母 １ 人被刺死》，网易的标题为《母亲欠债遭 １１ 人凌辱 儿子目睹后刺死 １ 人被判
无期》，而其新闻主体内容并未作实质性修改。由此可见，优质新闻书写的规则并未因媒介形态的变化而发

生根本性变革。诚如学者范以锦在《新闻叙事的“变”与不变》中所认为的，“不管不同媒体中的叙事作品的

视角、文本结构、叙述的语境有怎样的变化，其叙事的基本规则、原理、内涵、本质都不能缺失”②。不仅如此，

尽管新媒体使用了如无人机、ＶＲ、ＡＲ、Ｈ５ 等新技术，但新技术的使用只是丰富了新闻文本的形式，使新闻叙
事角度更多、更为形象和全面而已，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新闻叙事的思维逻辑和表现规则。

三、“变”与“不变”中的新闻教育

厘清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生产实践的“变”与“不变”，并以此为依据冷静地“度量”我国新闻教育课程

的设置与现实新闻生产实践的“距离”，可以在坚守与变革中促进新闻教育的调适，提高新闻教育的成效，努

力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优秀新闻专业人才。

１． 在坚守中“以不变应万变”
综观我国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尽管各院系不尽完全相同，但大都将恪守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具备宽

厚的人文知识、熟悉新闻理论及知识、具有批判和创新思维、掌握采（访）写（作）摄（影、像）编（文字编辑、影

视编辑）评（论）传（播）及计算机应用等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并围绕这一培养目标进行课程的

建构设置与教学实践。可以说，培养目标的确立及相关课程的设置，如能完全发挥成效的话，则培养的学生

基本能够较好地满足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人才需求。事实上，媒介变革引发的人才需求并未脱离现有新闻教

育的窠臼，媒介变革更多地表现为技术逻辑和平台逻辑的转变，新闻生产的基本原理、规则及技能并未发生

革命性的变革，更多的是内容生产的重新塑形，因此，我国现有新闻院系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进行的新闻教育

课程设置并不需要作出过大的调整和变化。不过，从现有新闻课程教学的成效来看，我国新闻教育还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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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缺憾，在对受众心理及接受兴趣的了解、多媒体新闻采访技能的运用、新闻叙事的逻辑建构及叙事技巧以

及文字、图片、影像、编辑等技能的融合运用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这需要进一步通过融通学界和业界的师

资建设、加强学校与媒体或其他学校的结盟、强化学生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特别是媒介融合报道的训练、强

化一（两）专多能的人才培养要求等方面不断提升教学成效，从而在把握受众的基础上实现新闻生产实践所

需各项技能的提升，进而以“以不变应万变”的教育姿态应对未来媒介形态的变革。

２． 在调适中“与时俱进”
媒介技术的变革，主要拓展了媒介传播通道及新闻呈现方式，这需要在坚守新闻本质内涵及叙事规则同

时，与时俱进地增加相关课程的设置，不断提高运用新媒介及新技术生产新闻的能力，可以在调适中促进新

闻教育与现实需要的“对接”。为此，一方面要增加媒介新形态研究的课程，让学生与时俱进地掌握媒介新

形态的传播特征及新闻生产新规则；另一方面，要适当增加一些新技术如无人机、ＶＲ、ＡＲ及 ３Ｄ 技术等的课
程教学，提高学生更全面、更形象、更易得地还原和呈现事实现场的技术使用能力。事实上，新技术让新闻更

显可视化、形象性，让新闻更贴近受众。比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数说命运共同体》就是采用最先进

的数据可视化技术———首次使用卫星定位跟踪系统数据、首次使用数据库对接可视化技术、首次用可视化形

象描摹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分布等，较为形象、直观地带领受众认知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个

方面的情况；再如《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采用人脸识别、融合成像、Ｈ５ 等技术，帮助受众生成自己的
虚拟“军装照”，引发刷屏效应，创造出 １０ 亿 ＋的浏览量及 １． ５ 亿 ＋的累计访客量等。虽然说这些新技术的
运用并非是新闻传播的常态，但对其巧妙使用能够为新闻的传播增添动能。事实上，新技术不断出现，并贯

穿于新闻生产实践的全过程，在给人以新奇感的同时也促进了更大范围的传播。为此，在招生方式上，新闻

教育不应该局限于文科生，还应该从理工科甚或其他学科汲取人才，不断增强新闻 ＋其他学科的融通发展，
多方面提升学生的科技教育、设计与运用能力。

结束语

对新闻生产实践而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交叉叠加促发的媒介变革，是权力的分散和重新

赋权，虽然表现出“新变”的特质，但更多的是平台创新下“受众为中心”“内容为王”等“不变”新闻传播理念

的回归与强调。事实上，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媒介如何变革，技术如何更迭，生产出满足受众需要的优质信

息，是新闻生产实践的“初心”，也是新闻教育的最终指向。为此，我们应该在媒介裂变或融合发展的新闻生

产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发问：我们生产的信息受众能够接收到吗？我们生产的新闻信息会受受众欢迎吗？唯

有每每如此发问并在受众反馈中不断提升新闻品质，才能生产出高流量、高点击率的新闻，进而形成品牌化

的媒介传播形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也是当下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目标及最终旨归。

（责任编辑：钟玖英　 校　 对：刘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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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本科教育教学体系的变革与创新

初滢滢
（南京晓庄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７１）

摘　 要：媒介融合发展使传媒格局产生变化，传播观念、媒介功能和媒介素养等也随之改变，传

媒实践的改变使得传媒市场对人才需求类型、人才素养和能力有新的要求。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

闻传播教育变革，既要考虑在教学内容中加入新媒体技术，又要考虑整个课程的框架与整个行业的

内涵与外延相适应。新闻传播本科教育教学体系的变革与创新，要深入探讨新闻传播课程体系、实

践体系和评价体系这几个方面如何有机结合，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闻传播教育教学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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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要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具体目标，强

调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①习近平总书记从

国家战略和全局高度，多次就为什么必须融合发展、怎样融合发展、融合发展的目标路径等重大理论和现实

问题，进行深入论述和全面指导。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
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

迫课题。由此可见，我国媒介融合有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同时我国的媒体行业面临着整体格局的变

化，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教育教学体系改革的探讨较为笼统，对实际教学缺乏指导性。很多学者

认为媒介融合是技术的融合，提倡培养“全能型”的新闻人才。但全能型是否仅指让新闻人才掌握所有的媒

体技术？新闻传播学科具有实践性、交叉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特征，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关

键字是“合”，既要考虑在教学内容中加入新媒体技术，又要考虑整个课程的框架与整个行业的内涵与外延

相适应，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重新界定。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教学的变革，需要从课程体系、实践

体系和评价体系构成这几个方面着手，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教学生态系统。

一、新闻传播专业本科课程体系建设

１９９７ 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在数字化空间里，信息可以极快地进行无限距
离的传播。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媒体的广泛开发，数字媒体越来越趋于功能融合的状态。现在，数字

媒体所构筑出来的形态就是“媒介融合”的形态。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闻传播者和受众不再是截然分离

的，其定位有互换和重合的部分。人人都可以作为自媒体来传播信息，同时可以作为受众获得信息。传统媒

体意义上的受众在某些时刻成为了传播者，打破了专业媒体人才可成为传播者的限制。

１． 新闻传播专业创新课程体系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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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信息时代中，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所有商品都可以订购，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人

们普遍认为，个人化是窄播的延伸，其受众从大众到较小和更小的群体，最后终于只针对个人。”①尼古拉

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说到“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

媒介融合下的新闻传播具有互动性、开放性、多媒体和全球化等特质，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手段多样

化，公众在信息传播方面由被动变为主动并具有影响力。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新媒体从分众传播逐渐演进

为个性化传播，内容形式产生演变，强调信息传播定制化，通过个性化传播的发展来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这对传统媒体造成十分严峻的挑战和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需及时把脉当

下新闻传播领域的个性化传播趋势，制定出能够适应个性化传播的人才培养策略。

同时，在融媒体时代，媒介壁垒逐渐打破，媒介差异慢慢减少，基于某种媒介进行专业设置的做法难以适

应媒介融合时代发展需求，难以培养出顺应时代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在新闻人才培养方面应加强新旧媒体

融合运用能力的培养，为传统媒体机构和新媒体机构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应用型、复合型新闻人才，提高新闻

传播专业人才的整体竞争力。

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需要新闻人才的培养作出突破，不仅是教授学生使用先进的传播工具，或是对数

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与发布，更重要的是要求未来的新闻人具备对传播内容进行重构与再认识的素养。因

此，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个性化的新闻人才更需要具有强烈的导向意识，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这样才能成为具有全球化视野、掌握融媒体传播规律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２． 建立跨专业融合型专业课程体系
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媒体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冲击，移动传媒的发展一方面让受众更加便捷地获取信息，

同时也改变了其身份，大众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可亲自参与制作与传播新闻。同时互联网技术也让新兴

媒体可利用多种渠道对丰富的信息内容进行快速传播。在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不仅是新兴媒体，传统媒

体也需要能运用新媒体技术的人才。

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课程建设对于新媒体领域的涉及较少，或有涉及也是偏重于新媒体技术而缺少

内容的教学，与行业的实际需求相脱节。媒介融合要求新闻人才不仅要了解与掌握新媒体技术，更需要其掌

握较为全面的新闻传播技能。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新闻媒体工作方式、传播方式和媒体间的合作方式

都产生了巨大变化。新技术确实是推动媒介融合的动力，但只是媒介融合的一部分，新闻人只掌握单一的传

播技术或是只掌握新的传播技术都无法应对融媒体传播环境的变化。

因此，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建设需要多学科、多媒体交叉融合，可以利用高校丰富的资源，实现跨学科教

育。融媒体时代需要综合能力强的新闻人才，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既需要掌握本专业知识，也需要掌握其他

专业的知识。但是，学科知识的融合、多学科或者跨学科教学并不是让学生掌握越多的跨专业知识越好。在

跨学科教学中往往会出现课程设置错综复杂，课程之间缺乏关联，不仅让学生无法有效构成知识体系，可能

还会迷失学习方向。样样都学，事事不精，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相背离。

目前，新闻传播学教学的模块可以分为“理论型”“实务型”和“艺术创意型”，不同院校可根据自身课程

资源在课程设置上对不同的模块各有侧重，重要的是各模块之间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体系，真正做到多学

科、多媒体的交叉融合，让学生构建完善的新闻传播知识体系，兼备传播、分析和策划等各种能力，从而更好

地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需要。

３． 构建动态应用型课程体系
“单向传播时代，舆论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新传播生态下的受众参与，则使得舆论真正变成一个动态

场域。不同立场、不同背景的网民在互动中形成一个个不同的意见群落。这也使得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以

及舆论引导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充满各种不确定性……”②应对这些挑战，新闻人才的培养更要突显其专业

性，需要培养具有创新新闻传播思维、能适应新闻传播方式变化的专业人才，不仅懂技术，还能坚持正确舆论

导向，以维护新闻学的权威话语权。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人才，需要掌握多媒体技能，但更多的是需要新闻

人形成跨媒体的思维方式，对新闻题材的报道可以采用多种媒体手段，既能继承传统媒体的技能与思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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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改造，建立起跨媒体的整合性思维。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课程体系也需要构建一个动态生态系统，重点在于使学生具有良好的思

考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学习新技术的能力。相比其他的人文学科专业，新闻传播专业

更注重实践教学，特别是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不能只是单一的知识传授。传统的

新闻传播专业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不能满足行业的实际需求，其主要问题在于专业课程缺乏实践性和针对

性，专业课程之间缺乏关联性和逻辑性，导致教学内容与行业前沿脱节。

媒介融合使传媒专业不断细化，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专业的教学模式也应顺势变

革。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应该包括不断更新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以及新媒体时代下的各种新技术，课程内

容应该将传统媒体传播信息方式和新技术、新知识有机结合，整合课程资源，进一步形成动态的、可持续发展

的新闻传播业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

二、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实践体系

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要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中提
出的“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的思想。地方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要适应

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满足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
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指出，当前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难，就业质

量低，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十分缺乏，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不能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

求。因此，应当适当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特别是地方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

更要注重应用性和实践性，既要有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又要有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训练。

１． 培养技术应用创新能力
“与高职专教育主要培养操作性人才不同，应用型本科教育需要遵循本科人才培养的教育规律，培养学

生具有较宽广的理论基础，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能和不断创新的能力。”①在培养应用型新闻人才时不可忽

视理论素养的培养。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与新闻传播相关的概念层出不穷。就现阶段看，如果新闻人对

“媒介融合”的概念与发展态势没有一个清晰正确的认知，将无法应对媒介融合下新的新闻传播环境与传播

方式。因此，未来合格的新闻人才必须要加强新闻专业理论素养的培养，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将

重要的新概念传递给学生。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学校在制定新闻传播专业建设与整体发展规划时，应突出时代性，培养“懂传播、懂

技术、懂设计”，具有综合素质的新闻人才。新闻工作需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特别是基于媒介融合背景下

的新闻工作者，需要能写作、会采访、会拍摄、会剪辑等。但是不是具备了这些专业技术就一定能适应时代的

发展变化？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新华社在第五届中国新兴媒体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上，推出了第一条 ＭＧＣ（机器生产
内容）视频新闻———《新华社发布国内首条 ＭＧＣ视频新闻，媒体大脑来了！》，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与媒体间的
融合将更加深入全面。“媒体大脑”平台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工智能已经应用于新闻业。从发展

趋势上看，新闻传播业的人工智能时代也已到来。人工智能与媒体间的融合，新闻信息由传统的人工采编转

变为机器挖掘，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采编的流程。新闻价值通过算法判断，新闻播发也通过算法进行选

择分发或推送。这对未来的新闻人才提出了挑战，如何在这些新技术不断诞生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生存优

势，值得每位新闻传播专业的教育者认真思考。

“全媒体”的新闻人才需要掌握新媒体的相关技术，但现代传播技术更新换代速度相当快，学校教育很

难跟上技术更新的步伐，面面俱到学习难度相当大。“在媒介和传播研究领域，一个常见的术语是‘再媒介

化’（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它通常是指新媒介从旧媒介中获得部分的形式和内容，有时也继承了后者中一种具体的
理论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②因此，对于“全能型”新闻人才的界定，不仅要掌握新媒体技术，还需要了解掌

握传统媒体的传播技术；不是要掌握所有的信息和资讯的传播技术，而是应该具备不断探索和学习新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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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在原有的知识结构基础上，能够比其他人更快地掌握一项知识或者技能。新时代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不仅需要掌握新的传播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培养迎接新事物的学习能力。

２． 创建实践教学平台
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的专业课设置普遍存在理论课程较多，实践课程少的现象。即使有实践课程，实

践课程与课程之间往往缺少关联，在一个学期内，学生除了要学习理论课程，还要完成几门实践课程的作业

与考核，因时间与精力所限，无法高质量完成实践作业，实践课程的目标达成度不高。

传统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一般要求学生掌握某一种传播媒介的技能，学生掌握单一的媒介技术也可以应

对实际的工作需要。但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入，新的媒介技术也在不断更新。要求新闻人才掌握的传播技

术和技能也越来越多，新闻人才必须掌握各种新的媒介技术才能适应当今跨媒介新闻生产和传播的需要。

因此，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实践课程的内容不应该单一化，应该包含运用不同媒介进行

新闻表达的技术，应该让学生了解一些前沿的传播科技，比如数据挖掘、人工智能以及虚拟新闻等相关技术。

在构建新闻传播专业综合实践课程体系时，应加强融媒体技术的教学，让学生体验并掌握相关的融媒体技

术，跟进传播实践的需要。同时还需要加强实践课程之间的关联，学生能够运用融媒体技术完成新闻策划、

采集、写作以及制作的整个流程，将新闻生产实践的各项知识技能有效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３． 建立实践应用动态机制
我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大部分课程是以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的，基本按照“传递—接受”的模式完

成。老师侧重各类知识的讲解，而学生则是被动接受，学生的创新性思维难以得到发展。新闻传播专业的教

学改革，应把学生放在主体位置，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拥有更强的新闻学思维和实际创新能力，从而更

好地适应媒介融合下的竞争环境。

在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设计中，通过与当地的企事业单位相结合，建立校企合作、校内外实训基地，采取

工学结合的方式，充分开发课程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一定的激励机制，使

学生始终保持较高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对学生的评价采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方式，重点评价学生的职业能力与创新思维能力。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课程体系中，课程内容不再是单向度的传授关系，而是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让媒

体人、业界专家成为学生的职业导师，学校与资深媒体人共同进行课程设计，搭建学界与业界交流的桥梁。

以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为例，学院与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区委宣传部以及腾讯网等媒体合作搭

建教学平台，将实践教学成果与政府部门以及各企业事业单位的要求紧密结合，实现学生作业向作品和产品

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教师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可以激发学生创作热情，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

与地方区域特色相结合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培养机制，建立创新实践教学平台，可以进一步深化新闻传

播专业的课程开发，以及实践体系的专业化发展。融媒体下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在国内传媒教育领域中的

参考书很少，与各地方、各区域相结合，实行产学研协同创新培养机制，可以加强实践性、个性化的教学教材

建设。同时，学校与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项目合作还可以培养学生团队精神。通过实践平台使学生的作

品产业化，直接服务于社会和传媒机构，还可将学生作品放到新媒体实践平台，以作品的关注度和点击量为

考核标准。这种与地方区域特色相结合的培养机制，既能够实现教学向生产力的转化，又可以有效检验教学

效果。

三、建立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评价体系

目前，在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中存在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相脱离的现象。现有的师资队伍主要以学者

型的教师为主，普遍缺乏行业经验和业绩，致使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脱轨。在实践内容的教学方面，对于学

生的实践环节缺少合理的教学评价机制，使实践环节流于形式。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应该注重实践，但目前

无论是考试还是最后的毕业设计都不能体现学生对实践内容的把握。

以媒介融合为背景，新闻传播专业的相关院校可以建立融合新闻传媒各工种为一体的联合式工作室，采

取多元化的评估方式，重视过程性考核，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水平。这种教学与实践相互结合的评价方式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实践技术，在未来的媒介融合中真正发

挥自己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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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以项目为载体，创建新型实践考核模式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创新型学习模式应以项目为载体，老师引领学生建立项目组来进行实践教学活动，与

传媒领域相关行业、政府相关部门合作参与或举办各种与新闻传播专业相关的比赛。同时学校通过和行业

内各部门合作搭建校内外实践实训平台，以有效地促进合作、再创作的良性循环，丰富实践教学手段，有效地

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各方面专业能力都能够得到有效训练。

创新型教学模式体现在模块化教学和分阶段培养模式上。可以根据学生兴趣以及专业要求分为各种工

作小组，如纪录片小组、短视频小组、新媒体小组等。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具体的分工可以打破媒体类型的局

限，如按照新闻生产流程设置相应的工作室。通过建立工作室承接具体的项目，在实战过程中强化学生创意

与实践能力的训练。小组成员分阶段共同完成相应的项目，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学生业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逐步建立起全媒体意识，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行业竞争。

２． 以竞赛促实践，建立新型考核机制
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很强，在教学中应积极调动各方资源，让学生参加各种与专业相关的赛事，了解行

业前沿动态，明确行业真正需求的人才要求。近几年，国家教育部及其下属的部分部门和地方企事业单位，

相继组织开展了与“媒介融合”相关的专业比赛。参与这些竞赛，能促进学生与外校资源的交流。建立“以

赛促教”的教学考核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保障下，可以积极调动学生的参与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竞赛中来。

新型的考核机制应对学生的综合素养、专业技能、创作成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根据应用型学科的特

点和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本着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尺度的准则，依据知识相似点

的原则进行项目划分，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重组，加大实践教学内容的比重，成绩考核可以通过学

生参加竞赛的情况进行评定。以竞赛的方式，学生组成项目团队完成相应的作品，专业教师和媒体从业者共

同对学生团队创作的作品进行评价。学生团队和团队之间也可以进行相互评价，做到客观、公正、综合地评

定个人成绩。建立新型的考核机制，应重视学生在专业领域中的独特见解以及创新意识，以行业内的竞赛为

推动，促使学生主动将作品设计与行业动态相结合，确保选题的价值，在表达个性思想的同时，也能确保其具

有较高的专业水准。

３． 以应用为导向，建立教学效果检验机制
新闻传播专业可以有效地实施以项目任务为驱动，以项目应用为检验标准的教学考核模式。依据新闻

传播专业的特点进行实践项目选择，以实际工作任务作为载体，以项目最终在企事业单位的应用为检验标

准，真正做到在做中学、做中教，教学做合一。

这一教学检验机制的建立，可通过新闻传播学院与当地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合作，获得相应的政策、资金

与人才的支持。如，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与南京建邺区委宣传部签订合作协议，南京建邺区委宣传部

将在基础设施、师资力量和政策导向等方面给新闻传播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以支持，为学院提供与专业对应的

实践项目，通过各种项目带动学生的实践，保证了学生专业实践的高质与高效。

以应用为导向建立教学检验机制，可以提升新闻传播专业与市场的契合度，可充分满足企事业单位对于

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学院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共建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将学生

与老师的共创成果与相关企业对接、合作、转化为可供实施的项目，使高校与企事业单位共创价值，通过各自

的资源和要素彼此进行有效对接和整合，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合作创新中，实现教学与实践共赢的动态融合

过程。

综上所述，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要形成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创新培养机制，需要树立精品意识，坚持

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和实践建设三者紧密结合。在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中应注重与专业领域的新技术、新实

践手段发展保持同步，做到课程体系、实践内容与评价体系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当下媒介发展现状和学科研

究现状。

媒介融合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还是要有扎实的新闻学基础，离不开新闻道德的约束和新闻价值的

判断，离不开深厚的传统新闻传播教育做后盾。媒介融合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无论在人才培养目标还是

在课程体系的设定上都离不开最基本的新闻素养的培养，需要培养既懂技术，又有政治觉悟、大局观念、伦理

精神和专业意识的全媒化卓越新闻人才。

（责任编辑：钟玖英　 校　 对：刘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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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细读中重塑清代《论语》学研究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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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细读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英美新批评流派的重要范畴。所谓“细读”，实为“细评”，即评论者在仔细
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对作品的结构、反讽、比喻、夸张等隐含的文本意义作出全面的评价。文本细读因强调对

作品本身的描述和评价，为现代文本理论奠定了基础，拥有强大的与时俱进的生命力。８０ 年代传入中国后，
对文学批评、文学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本细读以文本为中心这一特点决定了文本细读的有关理论、方法与经学研究具有某种先天性的关联。

因为经学的载体是文本，经学注疏、训诂、传承、创新等无法离开文本。中国古代的经学研究虽然没有建构文

本细读的形上理论，但却有着最丰富、最具体的文本细读实践。经学研究成果从哪里来，只能从阅读、理解、

分析经典文本及诠释文本的艰苦劳动中来，文本永远是第一性的，文本细读是经学研究的基本保障。

近年来，柳宏教授的《论语》诠释研究主要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梳理和总结有清一代《论语》学研究的

脉络、特点与成就。继 ２００８ 年出版《清代〈论语〉诠释史论》后，近期又推出《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
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新作紧扣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文本，从一本本《论语》学文本细读中
揭示不同地域学派的共性特点和个性差异，改变了学术界有关既有判断，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将清代《论语》

诠释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第一，在文本细读中，捕捉地域学人的生命律动和卓异个性。

经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无疑存在区别，这种差异主要源自两者的目标期待。文学研究的根本目标，

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水平，深化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诗意感受与认知把握；而经

学研究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们的人格操守和理想追求，提高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人生体验中如何创造和谐的

环境、准确地定位角色、积极地经世进取。质言之，文学文本的阅读，永远是美好的“心灵远游”，研究主体可

以体验到作家情感的律动和个性的张扬，它是一个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世界。而经学文本的阅读，在当代

则表现为艰难的“精神苦旅”，原因在于它更多的是枯燥的训诂和繁琐的考据，目标指向理性的审视与意义

的分析。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绝对，在对经学与文学文本的解读中，往往既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也不乏相

互融通的边界。

在清代地域学人的文本细读中，我们同样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经学家张扬的个性，卓异的风采。细读程廷

祚《论语说》，其解《述而篇》“加我数年”时云：“愚尝雪后山行，路甚险滑，偶至冰雪稀少处，车前与人忽呼曰

‘易行矣！’车后者戒曰‘即使易行，汝亦以难行视之，则可保无事耳！’愚闻之悚然，悟全《易》之理皆在于是，

迩言信不可忽也。观夫子此章之言，乃知古圣人设卦词，皆为人事。而设彼以术数图象求诸幽渺者，不亦异

乎？”雪后山行，须臾不忘经义，可见其痴迷执著之情。细读赵良猷《论语注参》，从其“语自有味”“最有意

味”“此节极好”“此说极好”“此说最好”“此论破千古之惑，是《路史》中议论之最纯正者”“论自新警”“论自

明豁”等极具个性化的按语中，完全可以感受到诠释主体解经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和创造参与。反之，没有毛

奇龄《论语稽求篇》的文本细读，就不可能发现毛氏好名争胜、傲睨一世的独特个性和纵横博辨、富有生气的

—２２１—



诠释风格；没有江声《论语俟质》的文本细读，就无法了解其生平不作楷书、与人往来书札皆作古篆的嗜好，

其“见者讶以为天书符，人非笑之亦不顾也”的偏执令人击节叹赏。凡此，不在文本细读中体验、涵咏，不

对文本深入审视、细致分析，很难捕捉到地域学人如此丰富多彩的鲜明个性，无法体验到《论语》诠释注家拥

抱文本的生命律动。

第二，在文本细读中，纠偏学术界固有认识和判断。

学术史上，有关先期学术成果或一些大家做出的判断，往往长期垄断学术界，有些虽在新材料、新方法、

新视角的驱动下作出某种深化或调整，但大多形成稳固判断，习惯成自然地久居“学术交椅”，学术界奉若神

明而很少质疑。《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一书在文本细读中，往往可以抛开先验的模式、既定的经

验、权威的观点，作出理性客观的分析与审视。比如，学术史上常常将刘恭冕纳入常州学派，但在细读刘恭冕

《何休注训论语述》的文本后，将会发现：第一，刘恭冕并不盲从尊奉常州今文派之注解，完全采取客观公允、

实事求是之态度。当褒则褒，当贬则贬，当是则从，当非则斥。毫无今文家穿凿之倾向。第二，刘恭冕在治经

思想上体现出兼采融合的特点，不分古今，不别汉宋。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被刘恭冕引用较多者，不是今文

派，而是古文家。第三，刘恭冕之诠释方法亦与常州今文派不同。主要运用考据学之方法。引证博洽，考据

翔实。如直接训诂文字者就有两条。即第 ２１ 条“公羊昭 １２ 年”辑出：“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后
指出“此引‘毋意’，谓意度之也。意与亿同义。”第 ４６ 条“公羊僖 ４ 年”辑出“敏则有功。”后指出：“徐彦《疏》
云：‘敏，审也。’”此外，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及诸多注家的解说，援引的文献有《春秋繁露》《白虎通》《盐铁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礼记》《左传》《五经异义》《韩诗内传》《拜经日记》等，涉及的注家包括刘逢禄、宋

翔风、戴望及郑玄、许慎、包咸、刘向、李善、徐彦、臧庸、江永、包慎言等。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否定前人的既

有判断，刘恭冕的主要方法是辑录和考据，主要倾向是不主一家，实事求是，具有扬州学派会通博洽的典型特

征。故将刘氏纳入常州学派十分牵强。可见，只有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才可纠偏既有的学术陈见，才能形

成科学客观的理解与认知，产生准确深刻的观点与判断。故而，没有文本细读，绝不可能产生有说服力、公信

力的学术新见。

第三，在文本细读中，彰显新问题，揭示新特点。

文学研究和经学研究有一个亘古不变的铁律，即两者都必须抓住文本。然文学研究可以从哲学、美学、

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去阐述，有时候离文本远一点问题不大。但经学研究有其特殊性，绝对离不开文本本

身。经学由经典文本和经典诠释文本两部分共同构成，诠释文本既包括对原典加以诠释的文本，还包括对诠

释文本再进行诠释的诠释文本。而且，经学研究的文本细读，涉及到文献、版本、校勘、辨伪、考据、义理，其细

读需要细致入微，精雕细刻，爬梳剔抉，考镜源流。再者，经学研究方法深深植根于细读基础之上，如经内互

证需要对经典了然于胸、烂熟于心；而以经证经、以史证经，则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源和丰厚的学术功力。因

此，经学研究的文本细读任务更加艰巨，要求更加严格，素养更加全面。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见微知著，减少空洞的总体分析和笼统的宏观描述。如学术界通常认为吴派最

专，皖派最精，然鲜有深入的分析和具体的阐述。《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通过文本细读，不仅高度

概括出吴派专于尊汉求古、专于训诂文字、专于钩沉辑佚，皖派精于名物、精于训诂、精于古注的特色，还精辟

指出：第一，吴派的学术宗旨是一尊汉经，但在其具体治经实践中并不完全纯粹，并非彻底践行“凡汉皆好、

凡古必真”的治学理念，此在惠栋《论语古义》中虽未见端倪，但在江声《论语注参》中则偶见对古说的大胆批

评；第二，吴派《论语》诠释实践中，其“不主一家”的倾向，“实事求是”的态度，模糊了吴皖两派的学术界限，

这似乎让人看到了皖派的雏形。这一现象十分有趣，亦十分重要，这既为吴皖两派合流的学术观点提供了依

据，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吴派向皖派演进的轨迹；第三，吴皖两派均能坚守汉学，但吴派多“株守汉儒”而

“不敢出入”，抱定“凡古必真，凡汉皆好”，而皖派则能跳出“汉界”，做到“实事求是，不主一家”，并能从训诂

通义理，突破旧学，提出己见。

总之，《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从文本细读切入，打破标签式理解、概念化判断，呈现出有别于

传统看法的新观点、新形态和新问题，为清代《论语》诠释吹来新风，输入活水，大大拓展了《论语》学研究的

空间与视野，进而为传统经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与借鉴。

（责任编辑：胡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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