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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明理学发展的过程中袁 递相授受的杨时尧罗

从彦因为学术传承上的密切关系而被分别尊称为野道

南第一家冶和野道南第二家冶遥二人既是同郡渊即宋代南

剑州袁今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冤朋友圈中渊源深厚的

著名师徒袁同时又是先后受学于理学家程颐的著名学

者袁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令人津津乐道的向学佳话遥

然而袁有关罗从彦结缘杨时并致力追随于杨时的求学

经历袁却在诸多典籍中出现语焉不详袁甚至相互矛盾

的记载袁令人往往断章取义袁莫衷一是遥 那么袁事实上

罗从彦正式受学杨时的具体时间究竟始于何时钥 二人

之间复杂多磨的师徒之缘又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实

现钥 本文力求依据相关典籍袁在综合考证杨时尧罗从彦

以及与之相关人物生平的基础上袁梳理出一条罗从彦

向学不辍的清晰脉络遥

一尧吴仪尧杨时与罗从彦

北宋神宗熙宁五年渊1072冤袁罗从彦刚刚出生遥 他

的衣钵接传之师尧年轻的将乐学子杨时正依据野庆历

兴学冶渊1043原1045冤和野熙宁兴学冶渊1069原1079冤的相关

规定袁在南剑州州学渊址于南剑州州治剑浦县袁今南平

市延平区西山冤完成了野至少 300日学业冶后袁被地方

官推举进京参加礼部考试遥 第二年考试成绩下来袁杨

时因为落选而被补为太学生袁只能回乡等待三年后的

再一次科考遥 而就在这前后两次的备考期间袁杨时便

和卜居在剑浦城东藏春峡的著名隐士吴仪结成了志

趣相投的忘年之交袁往来频繁遥 有关这一点袁我们可以

在他为吴仪所撰写的叶吴国华墓志铭曳中看到明确记

载院野少得从审律游最厚遥先生不予鄙袁进而友之遥今其

亡也袁以铭嘱予遥何可辞钥乃序焉铭之遥 冶[1]而详细记录

当地风土旧事的渊民国冤叶南平县志曳袁对此也有相应记

载院野吴仪袁字国华遥 父辅袁以学起家袁居官历著循声袁仪

其次子也遥 学问该博袁模范端严遥 本州人士袁常以经明

行修举遥 仪恐占解名袁恳避不就遥 性不乐仕宦袁卜居于

城东之藏春峡袁备亭馆诸胜袁以山水自娱遥 偕从弟熙啸

傲其中遥 与杨时尧陈瓘尧黄裳为友遥 时为题其钓台咏归

堂遥 各咏藏春峡诗以赠之袁见艺文志遥 冶[2]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渊1084冤袁声名鹊起的藏春峡又

一次机缘巧合地迎来了与其关系密切的另一名士袁此

即后来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起到承上启下重要作用

的剑浦学子罗从彦遥 当时袁年仅 13岁的罗从彦拜投吴

仪门下后袁就开始潜心向学袁书写了他与吴仪尧与杨时

以及与理学的一段不解之缘院野吴仪袁 噎噎与杨时尧陈

瓘尧黄裳为友遥 噎噎罗从彦尝从之游遥 学者称藏春先

生袁后祀乡贤遥 冶[2]野吴仪噎噎清修力学袁荣利不入于心遥

渔钓橘溪上袁超然自适遥 时或行歌于松蹊竹疃袁人莫窥

收稿日期院2020-10-21

作者简介院陈利华渊1972原冤袁女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闽北

地方历史与朱子文化研究遥

罗从彦受学杨时考

陈利华

渊武夷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罗从彦受学杨时的全过程袁前后共历时二十余年袁但在很多论著中语焉不详遥综合历代典籍记载以及罗从

彦与其他师友尧亲朋的活动经历袁进行认真比对尧分析和相互印证袁可以梳理出一条罗从彦受学杨时的清晰脉络遥

关键词院罗从彦曰杨时曰拜师曰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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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际袁大为杨时所重遥 时尝题其钓台及咏归堂袁罗从彦

尝师事之遥 冶[3]

在这所举文字中袁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两个基础事

实院第一袁作为杨时最中意的衣钵亲传弟子袁罗从彦最

初是先从学于和杨时关系密切的本乡名贤吴仪袁然后

才拜师杨时的曰第二袁吴仪和杨时两位密友不仅共同

培养出了著名的理学传人罗从彦袁而且还在促使罗从

彦走上治学生涯的行动中袁各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

领作用遥 那么袁吴尧杨二人这个彼此接续的授学活动袁

又是怎么进行的呢钥 一些较为学者熟知的文献记载

道院

罗从彦袁字仲素袁南剑人遥 延平有吴仪袁字国华袁以

穷经为学袁先生师之遥 崇宁初渊1102冤袁见龟山于将乐袁

惊汗浃背曰院野不至是袁几枉过一生矣浴 冶[4]

罗从彦袁字仲素袁南剑人遥 以累举恩为惠州博罗县

主簿遥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袁慨然慕之遥及时为萧

山令渊1112冤袁遂徒步往学焉遥 时熟察之袁乃喜曰院野惟从

彦可与言道遥 冶于是日益以亲遥 时弟子千余人袁无及从

彦者遥 从彦初见时三日袁即惊汗浃背袁曰院野不至是袁几

虚过一生矣遥 冶[5]

政和二年渊1112冤壬辰袁先生四十一岁袁始受学于

龟山杨先生之门遥 按叶龟山年谱曳院野是年赴萧山知县袁

延平罗仲素来学遥 冶自公得伊洛之学袁归倡东南袁从游

之士肩摩袂属遥晚得罗仲素袁遂语以心传之秘遥于是公

之正学益显于世遥 时公年六十[6]遥

依照这些史料所提供的信息袁我们发现袁罗从彦

第一次拜师杨时的具体时间袁一是被定格在了崇宁初

年渊1102冤他 31岁时渊地点在将乐冤袁二是被定格在了

政和二年渊1112冤他 41岁时渊地点在萧山冤袁其前后竟

然整整相差了十年浴 对此袁早在康熙三十四年渊1695冤

七月袁当编撰叶宋元学案曳的黄宗羲辞世后袁其子黄百

家在对其所编纂的文稿进行继续加工时袁就针对这个

显而易见的重大差异做出了野百家谨案冶式的明确说

明院

叶豫章年谱曳谓政和二年壬辰渊1112冤袁先生四十一

岁袁龟山为萧山令袁先生始从受学遥 叶宋史曳亦云院龟山

为萧山令时袁先生徒步往学焉袁龟山熟察之袁喜曰野惟

从彦可与言道冶袁弟子千余人袁无及先生者遥 谨考叶龟山

全集曳袁丁亥渊1107冤知余杭袁壬辰渊1112冤知萧山袁相去

六年遥 而叶余杭所闻曳已有豫章之问答袁则其从学非始

于萧山明矣遥豫章之见伊川袁在见龟山之后遥伊川卒于

丁亥渊1107冤遥 若见龟山始于壬辰渊1112冤袁则伊川之卒

已六年矣袁又何从见之乎钥 先君子别有叶豫章年谱订

正曳[4]遥

这里野豫章之见伊川袁在见龟山之后遥 伊川卒于丁

亥遥 若见龟山始于壬辰袁则伊川之卒已六年矣袁又何从

见之乎钥 冶的犀利质询袁已让我们清醒意识到袁如果我

们赞同罗从彦 野始受学于杨时冶 的时间是政和二年

渊1112冤的话袁那么袁那个众所周知的罗从彦拜师杨时

之后又被杨时推荐北上问学程颐的事情袁就根本不可

能发生遥 因为袁这个罗从彦野始受学于杨时冶的政和二

年渊1112冤距离程颐去世的大观元年(1107)袁早已时隔

六年尧物是人非了遥 因此袁有关政和二年渊1112冤罗从彦

徒步前往萧山求学杨时的事实袁一定只能是罗从彦数

次受业于杨时的其中一次袁而绝不是罗从彦受业于杨

时的开始遥 那么袁罗从彦第一次受业于杨时的具体时

间袁又会是在崇宁初期的 1102年吗钥

二尧陈渊尧杨时与罗从彦

就罗从彦一生交往的人际图谱观察袁在其朋友圈

中最重要尧最出名的人物袁除了为师的吴仪尧杨时和程

颐曰为徒的李侗尧朱松之外袁还有为友的陈渊尧廖衙等

等遥 他们虽然都在罗从彦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一席之地袁但是袁要想清晰勾勒出罗从彦拜师杨时

的活动轨迹袁却还是特别不能离开既与杨时关系密切

同时又与罗从彦关系密切的沙县名人尧 杨时之婿陈

渊遥 他与杨尧罗二人的重要关联表现在院

先生渊陈渊冤幼颖悟袁异常儿袁得闻家学遥 十有八

岁袁首领乡荐袁名声藉甚袁顾慊然以所学不在是遥 闻杨

文靖渊杨时冤得伊洛之传袁上书执弟子礼袁以伊尹之所

觉尧周公之所思尧孔子之所贯尧颜子之所乐请益焉遥 文

靖得书袁以为深识圣贤旨趣袁遂以子妻之遥 先生与邑人

2窑 窑



罗仲素为同门友袁情好尤密袁定交几四十年遥 常诣仲

素袁必竟日乃返袁谓人曰院野自吾交仲素袁日闻所不闻遥

奥学清节袁真南州之冠冕也浴 冶[4]

默堂陈几叟渊陈渊冤与先生渊罗从彦冤俱游龟山门袁

情好尤密袁定交几四十年[7]遥

文中提到的野情好尤密冶的陈渊与罗从彦袁是一对

都以杨时为师尧并有着几近四十年可贵友谊的同门学

友袁二人之所以结交尤好的关键缘由袁应该和吴仪尧杨

时和陈瓘渊陈渊的叔叔冤有关遥 对此袁延平叶南山吴氏宗

谱曳就记载说院四公君讳仪袁字国华袁噎噎既又卜居城

东袁离城一里许遥得一幽谷袁名曰野藏春峡冶遥中为一堂袁

名野咏归堂冶遥堂之下蔬果数畦袁有亭曰野老圃冶遥又为茅

亭二所袁南植梅数株袁曰野暗香冶曰北植紫竹数竿袁曰野虚

心冶遥其南有石窦袁可容数人袁曰野容照岩冶遥今水东天妃

宫后统而名藏春峡遥 又阛阓渊街市冤有楼曰野市隐冶袁有

阁曰野清宁冶袁无非先生晦迹徜徉之所遥 一时名公如龟

山渊杨时冤尧了斋渊陈瓘冤皆有吟咏遥 噎噎[8]

可以想象袁那个徜徉着诸多郡县名人的剑浦藏春

峡袁不仅联结起了以吴仪为中心的广大朋友圈袁而且

还让圈内的罗从彦袁可以藉由恩师吴仪而顺利认识本

州名人杨时尧陈瓘以及陈瓘的侄儿陈渊遥 其与陈渊结

识的具体时间袁 似乎应该早于崇宁初期的 1102原1103

年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袁那么二人那段野俱游龟山门袁

情好尤密袁定交几四十年冶的人生经历必将无从谈起遥

因为袁 对于 64岁就已去世的罗从彦 渊1072原1135冤来

说袁他要能够做到抠衣侍席尧尽心奉侍杨时 20余年并

与陈渊保持长达将近 40年的亲密友情袁 是必须尧必

定尧也必然要在崇宁初年渊1102冤之前就结识并交好于

陈渊的遥 而能够证明该推断的重要材料袁竟然就珍藏

在罗从彦五世孙罗良佐初修的南平市延平区篁路村

的叶罗氏宗谱曳中遥 据谱载袁罗从彦成年后袁曾有一段比

较长的居家时光袁直到绍圣三年渊1096冤十月生子敦

叙遥 两年后的元符元年渊1098冤七月袁罗从彦因母亲去

世而在家守孝曰次年十月袁罗从彦的父亲也不幸过世遥

因此罗从彦的孝期袁就从元符元年渊1098冤七月一直延

续到了崇宁元年渊1102冤一月渊三年孝期实为二十七月

计冤袁前后长达四年遥 四年后袁如果没有一定的感情基

础袁刚刚结束孝期不久的罗从彦袁是绝不可能于崇宁

二年渊1103冤就接受了同为杨时门生及亲眷的陈渊渊杨

时女婿冤和廖仲辰渊杨时侄婿冤的热情邀请袁前往沙县

西郊讲学并寄居于沙县洞天岩袁前后将近十年遥 而一

个与其非亲非故的陈渊袁当然也更不可能为了安顿罗

从彦袁 会陆续在沙县洞天岩的山麓中兴建颜乐亭尧寄

傲轩尧濯缨亭和静亭等建筑袁留下他与罗从彦彼此唱

和的众多诗文佳话遥

同情同理袁也正是因为孝期在身袁勤奋向学的罗

从彦就算知道元符三年渊1100冤杨时正好被诬罢官袁在

将乐含云寺讲学袁他也不大可能含孝前往将乐拜师求

学遥 而紧接着的建中靖国元年渊1101冤正月袁重新被起

用的杨时被暂时派任建州建阳渊今福建建阳冤县丞遥 同

年三月袁当沙县陈渊开始前往建阳投书问学时袁依旧

孝期未到的罗从彦袁 也还是不大可能前往建阳拜师遥

因此袁只有孝期结束后的崇宁初年渊1102冤袁才最有可

能是罗从彦正式拜师杨时的开始遥

据叶杨时年谱曳记载袁杨时自建中靖国元年渊1101冤

冬天从建阳返回将乐后袁一直到崇宁元年渊1102冤九月

才启程奔赴鄱阳湖袁同年十二月到任荆州教授遥 在此

期间袁至崇宁元年渊1102冤一月就已服孝期满的罗从彦

正好可以在野崇宁初渊1102冤冶前往将乐受教于杨时袁成

为与陈渊一样的杨时门生遥 只是袁这一时间的正式拜

师袁却并不是罗从彦与杨时会面的第一次遥

曾经详细考订并重修了杨时尧罗从彦尧李侗尧朱熹

野四贤冶年谱的南平训导毛念恃袁虽然在叶豫章罗先生

年谱曳中依样抄录了 野渊政和冤二年壬辰袁先生四十一

岁袁始受学于龟山杨先生之门冶的他书说法袁但却在他

所整理的叶豫章罗先生年谱窑豫章罗先生事实曳中袁记

录了一个罗从彦初师吴仪尧 后又面见杨时的具体过

程院

先生自幼颖悟袁不为言语文字之学袁及长袁坚苦刻

励袁笃意求道袁初从审律吴公国华游遥 已而袁闻龟山先

生得伊洛之学于河南袁遂往学焉遥 乃知旧日之学非也遥

三日惊汗浃背袁曰院野几枉过了一生遥 冶 [7]

这里野初从审律吴公国华游遥 已而袁闻龟山先生得

伊洛之学于河南袁遂往学焉冶的简要叙述袁明确告诉我

们一个野罗从彦是从吴仪那里知晓杨时获得程氏的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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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之学后袁才在吴仪的推荐下前往将乐问学冶的重要

事实遥 我们只需依照这个事实袁加上对叶杨时年谱曳尧

叶豫章罗先生年谱窑豫章罗先生事实曳尧杨时叶与吴国华

书曳尧延平南山叶吴氏族谱窑吴仪行状曳的逻辑梳理袁就

可大略推断出杨时和罗从彦最有可能发生交集的第

一个时间段袁 其实并不是有着明确记载的崇宁初年

渊1102冤袁而是杨时因为遭父丧而再次解官回乡居制的

元祐五年十月至元祐八年正月渊1090.10原1093.1冤遥 这

重要的为期三年渊以二十七月计冤的守孝时间袁不仅让

居制在家的杨时可以经常与吴仪书信往来袁而且还可

以让基本倾向于道学的吴仪袁自然而然地想要把自己

已经学成的得意门生罗从彦 渊罗从彦元丰七年 13岁

时拜师吴仪袁此时正好 20出头冤袁推荐给自己这个已

经获得道学正传的忘年之友杨时袁并进一步引发罗从

彦野已而闻龟山先生得伊洛之学于河南袁遂往学焉冶的

强烈热情遥

三尧程颐尧杨时与罗从彦

毛念恃在考订 叶豫章罗先生年谱窑豫章罗先生事

实曳时袁不仅告诉我们野罗从彦是在吴仪推荐下才得以

拜见杨时冶的重要事实袁而且还延续了元明清以来的

各家之言袁指出这场发生在罗从彦与杨时之间的学术

碰撞和师生缘分袁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磨合到位的院

已而袁闻龟山先生得伊洛之学于河南袁遂往学焉遥

乃知旧日之学非也遥 三日袁惊汗浃背袁曰院野几枉过了一

生遥 冶龟山倡道东南袁从游者千余人袁然语其潜思力行尧

任重诣极袁如先生一人而已遥 尝讲叶易曳至叶乾曳九四一

爻袁龟山云院野曩闻伊川先生说得甚好遥 冶遂鬻田裹粮袁

至洛见伊川袁其所闻亦不外龟山之说遥 及归袁于是尽心

力以事龟山袁抠衣侍席二十余年袁尽得不传之秘袁为编

叶龟山语录三卷曳[7]遥

罗从彦袁字仲素袁南剑人遥 延平有吴仪袁字国华袁以

穷经为学袁先生师之遥 崇宁初渊1102-1103冤袁见龟山于

将乐袁惊汗浃背曰院野不至是袁几枉过一生矣浴 冶渊云濠

案院先生师事龟山袁而李文靖又师先生遥 陈直斋曰院野此

所谓南剑三先生者也遥 冶冤尝与龟山讲叶易曳袁至叶乾曳九

四爻袁云院野伊川说甚善遥 冶先生即鬻田裹粮袁往洛见伊

川袁归而从龟山者久之[4]遥

罗从彦袁字仲素袁南剑人遥 以累举恩为惠州博罗县

主簿遥 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袁慨然慕之袁及时为萧

山令渊1112冤袁遂徒步往学焉遥 时熟察之袁乃喜曰院野惟从

彦可与言道遥 冶于是日益以亲遥 时弟子千余人袁无及从

彦者遥 从彦初见时三日袁即惊汗浃背袁曰院野不至是袁几

虚过一生矣遥 冶尝与时讲叶易曳袁至叶乾曳九四爻袁云院野伊

川说甚善遥 冶从彦即鬻田走洛袁见颐问之袁颐反覆以告袁

从彦谢曰院野闻之龟山具是矣遥 冶乃归卒业[5]遥

这里所列的每一家所撰的每一个字里行间袁虽然

对于罗从彦第一次面见杨时的时间和罗从彦拜师杨

时的时间各有不同看法袁但都概无例外地认可院罗从

彦在野归而从龟山学冶之前袁还有一个野至洛见伊川渊程

颐冤冶的重要经历遥 其之所以野鬻田杖藜冶远赴河南洛阳

求证于程颐袁 则是他的学术怀疑精神和求知精神使

然要要要当时袁初见杨时之后已然眼界大开的罗从彦不

仅想知道袁 这些令人初学三日就汗惊浃背的高深学

问袁到底是出自怎样的高人之手曰而且他还更想知道袁

对于这些高深学问的掌握袁究竟还有没有更深更广的

接受空间遥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袁如果我们不能对罗

从彦不惜倾尽家财尧鬻田杖藜的求学动机做出清醒认

识袁而只是单纯因为大观元年渊1107冤程颐已经去世袁

就简单地把罗从彦初次拜师杨时的时间从政和二年

渊1112冤推前至崇宁初年渊1102冤袁这其实是没有任何意

义的遥 要知道袁享有野奧学清节冶盛誉的罗从彦之所以

最终决定正式拜师杨时袁一是因为有了千里问学袁野闻

之龟山渊杨时冤具是矣冶的亲身验证曰二是因为有了大

儒之师程颐野再从龟山游冶的殷切嘱托遥 那么袁这个让

罗从彦决定野问学程颐冶的具体时间袁又会是在什么时

候呢钥

一首大约崇宁四年渊1105冤在沙县写就的罗从彦

叶濯缨亭用陈默堂韵曳袁似乎让我们在岁月苍茫的云遮

雾罩中袁看到了一抹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真实院野十载犹

缁京洛尘袁归欤那复厕朝绅遥 君今谈笑青油幕袁我但巍

峨乌角巾遥 冶[2]此处的野十载犹缁京洛尘冶袁说的应该就

是发生在十年前的洛阳问学之事遥 而此事袁恰恰佐证

了罗从彦先见杨时尧后见伊川渊程颐冤尧复又再见杨时

的求学缘由遥 对此袁罗从彦的好友尧同时也是杨时之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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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陈渊陈默堂先生袁也在一首写给罗从彦的叶题罗仲

素颜乐亭曳 诗作中做了再次说明院野箪瓢陋巷堪游衍袁

富贵浮云任往还遥 更续洛川求所学袁 会传余论落人

间遥 冶[6]这一连串铺展而来的文字记述袁让我们对于罗

从彦初次拜会杨时袁而后便野鬻田杖藜冶远赴河南洛阳

求证程颐再到正式拜师杨时的具体过程袁有了可以基

本还原的清晰勾画院

元祐七年渊1092冤左右袁21岁的罗从彦在吴仪的推

荐下袁第一次在将乐礼见了居家守制的杨时袁并跟随

着杨时试读了一段时间遥 此间袁首次接触河洛之学的

罗从彦不仅眼界大开袁 而且还得到了杨时师出程颐尧

求学洛阳的珍贵讯息遥 于是袁有着强烈进取精神的罗

从彦当即决定回家变卖田产袁北上求学遥

元祐八年渊1093冤正月袁从吉赴调的杨时约同好友

游酢一起北上袁于四月底左右到达洛阳袁在机缘巧合

之中书写了一段野程门立雪冶尧尊师重教的千古佳话遥

紧接着的元祐八年渊1093冤下半年袁22岁的年轻学子罗

从彦袁也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程颐面前袁潜心求教遥

绍圣元年渊1094冤袁饱受教益的罗从彦在程颐野反

覆以告冶的情况下袁最终拜别程颐袁并带着程颐野吾道

复南矣冶的重大期待袁决定正式回乡拜师杨时遥 只可

惜袁因为某些具体原因袁也因为家中接二连三的变故袁

罗从彦竟与杨时错失面见整整七年要要要绍圣元年

渊1094冤秋冬时节袁罗从彦拜别程颐回到家乡时袁杨时

却已前往浏阳出任知县遥 绍圣二年渊1095冤至绍圣三年

渊1096冤 十月袁 罗从彦奉命居家结婚生子遥 绍圣五年

渊1098冤七月至崇宁元年渊1102冤一月袁罗从彦又在家守

父母孝四年遥 直到同年杨时再一次回返将乐时袁终于

服孝期满的罗从彦受邀前往沙县讲学谋生袁并于野崇

宁初渊1102冤冶前往将乐正式拜师袁这才开启了他日后

见诸记载的尧一次又一次追随杨时的不懈历程院

一是北宋徽宗大观元年 渊1107冤袁 杨时任余杭知

县袁罗从彦前往求学袁时年 36岁遥 叶龟山语录曳之叶余杭

所闻曳 第 37尧41尧43尧44尧45尧50尧52条分别记载了众多

罗从彦问询杨时以及杨时回复给罗从彦的答疑内容袁

其中就有院野语仲素曰院耶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袁

云院以身体之袁以心验之袁从容默会于幽闭静一之中袁

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袁此盖某所为者如此爷遥 冶之

句[1]遥

二是北宋徽宗政和元年渊1111冤袁杨时在南京渊今

河南商丘冤任敦宗院宗子博士袁是年七月至十月袁罗从

彦前往受学袁时年 40岁遥

三是北宋徽宗政和二年渊1112冤袁杨时赴浙江萧山

任知县袁罗从彦前往受学袁时年 41岁遥 叶龟山语录曳之

叶萧山所闻曳 篇首就有注云:野徽宗政和二年壬辰五月袁

自沙县来袁至八月去遥 冶[1]说的正是罗从彦从沙县渊这时

罗从彦仍在沙县讲学冤前往萧山问学杨时之事遥 随后

的政和三年渊1113冤袁罗从彦应乡绅之邀回到剑浦县袁

在罗源里渊今南平市延平区水南街道罗源村冤的南斋

书院授徒讲学遥 政和六年渊1116冤袁接受本乡学子李侗

的求学遥

四是北宋徽宗政和七年渊1117冤袁杨时在毗陵渊今

江苏常州尧无锡尧镇江一带冤任提点均州明道观袁罗从

彦前往受学袁时年 46岁遥 对于此次问学袁罗从彦曾留

下一段非常详细的行踪说明院野政和岁在丁酉渊1117冤袁

余从龟山先生于毗陵授学经年袁 尽裒得其书以归袁唯

春秋传未之获睹也遥宣和之初渊1119原1125冤袁自辇下趋

郏鄏袁门人尹焞袁出以授予袁退而考合于经袁验之以心袁

而参之以古今之学袁盖其所得者十五六遥 冶[2]

由此算来袁罗从彦从 21 岁渊1092冤第一次面见杨

时袁22岁渊1093冤野鬻田杖藜冶问学程颐袁24岁渊1095冤回

乡野筑室山中袁绝意仕进袁终日端坐冶[5]袁到 31岁渊1102冤

正式拜师杨时袁野间谒时渊杨时冤将渊将乐冤溪上袁吟咏而

归遥恒充然自得焉遥冶[5]再到 50岁之后渊1119原1125冤野参

之以古今之学冶而获得杨时野道学正传冶袁前后正好野抠

衣侍席二十余年冶[7]遥

四尧结语

总而言之袁 综合历代典籍以及罗从彦与其师友尧

亲朋的活动经历袁可以帮助我们很好梳理出一条野罗

从彦先师吴仪尧荐见杨时尧再师程颐尧最后才正式拜师

杨时冶的清晰脉络遥 其一生之与吴仪尧杨时尧程颐的师

生关系袁正如叶藏春峡曳所描述的那般隽永深厚院龟山

渊杨时冤励志雪深尺袁南归不倦持正宗遥 雅与兄弟渊吴

仪尧吴熙冤有夙好袁青青光射秋水瞳遥 湘管留题至欲遍袁

无一蓝本涪水翁遥 吹嘘忠肃实维力袁经义赖此先昭融遥

豫章渊罗从彦冤渊源因有自袁又臻杨程渊杨时尧程颐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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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功遥况闻北阙曾驰赴袁底事沦落还蒿蓬遥我今一过一

惆怅袁匪耽泉石图洁躬[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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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into Luo Congyan Acquiring Knowledge from Yang Shi

CHEN Lihua

渊School of Marxism,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 The fact that Luo Congyan had learnt from Yang Shi for over 20 years is not clearly described in many treatises. However,

after carefully comparing, analyzing and mutually confirming the record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and Luo爷s experiences with his relatives,

teachers and friends, we can finally sort out a skeleton of Luo Congyan acquiring knowledge from Yang Shi.

Key words: Luo Congyan; Yang Shi; learning from; textu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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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出使琉球册封使在福建期间的社会活动袁据

明代三种叶使琉球录曳的记载主要为建造封舟尧招募人

员尧祭祀海神尧送行赠诗及与地方官员之互动等袁已有

学者对使臣在福州行迹[1]及使臣眼中的福州社会[2]的

相关研究遥 而关于册封使撰写碑铭活动袁在福州摩崖

石刻亦有留存袁如鼓山的叶方涯关于陈侃尧高澄等人游

鼓山的题记曳尧郭汝霖五言绝句诗刻叶灵泉曳尧乌山的樊

献科关于郭汝霖的题记[3]遥 关于文献中的记载袁叶使琉

球录曳中记载了萧崇业的叶重修广石庙碑记曳[4]袁叶使琉

球录曳[5]与叶殊域周咨录曳[6]所记载的郭汝霖撰写的叶重

建广石庙碑曳袁叶使琉球录曳中郭汝霖的叶广石庙碑记曳[4]遥

除叶使琉球录曳中所记载的萧崇业尧郭汝霖撰写碑铭的

活动外袁方宝川教授在叶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中琉

关系史料述略要明清文献之二曳一文中介绍了郭汝霖

叶石泉山房文集曳一书[7]袁该书除了记录了颇多作者在

福州等候季风及出使期间的活动与交游情况外袁书中

亦记载了作者所撰写的叶福建万安桥碑铭曳[5]遥

2019 年 8 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渊以下简称

野海交馆冶冤征集到一方叶建安逸民元山杨公墓志铭曳袁

墓志铭撰写者为明万历三十四年册封琉球的副使王

士桢袁 墓志铭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之前撰写于福州袁

为黑页岩材质袁长 59cm尧宽 59cm尧厚 4cm袁共 34 行袁

961字袁现录文如下院

建安逸民元山杨公墓志铭/

赐进士第尧授行人司行人尧/钦赐一品服色袁奉/敕

册封琉球国王王士桢[1]顿首拜撰遥 /

余与捧令袁/上命使琉球袁徃/封国王遥 道自闽袁知

上建有元山君袁踰年袁君忽就木遥 余尚抵留三山袁君嗣

君伯仲袁唯窀穸故袁手状来袁余介孙心袁/阳哭请余铭遥

余方内热袁饮水不克袁佐使命而陨袁越是惧况余也遥 椎

谓妄尘后何耶袁余稔孙君曰院不然袁先生/文驰?内袁阐幽

芳固袁盛德事请袁毋让余不获遥 按状院君讳成立袁字志

学袁元山别号袁盖汉関西伯起苗裔也遥 自/阡亿公入仕

闽袁家浦城袁嗣后分处建阳尧崇安袁至万大公始迁瓯宁

之丰乐袁复自丰乐迁居建安遥 历文德公袁/生伯逊袁伯逊

生达卿袁达卿生伯成袁当元季并隐不仕遥 暨/皇明啓运袁

伯成生荣袁以乡觧登庚辰进士袁官至少师工部尚书兼/

谨身殿太学士袁/赠特进光禄大夫尧左柱国太师袁谥文

敏遥 公前三代悉/赠公官袁公以文章德业辅佐四/庙袁称

名宰执遥 公生子六袁又次曰锡袁锡生仕仪袁仕仪生旦袁旦

以进士官至吏部大冡宰袁锡仪俱以太宰公贵袁/赠吏部

尚书遥 太宰公生言袁叨仕籍袁言生议袁国子生袁君即其出

也遥 君生性醇恪袁佩先训袁八龄遭父丧袁伏尸哭泣/袁尽

哀吊者异遥 君孝不凡袁事母倪氏袁聚百顺袁昕夕寝膳袁躬

明册封琉球副使王士桢为杨元山所撰墓志铭考释

薛彦乔

渊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袁 福建 泉州 362000冤

收稿日期院2020-02-26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渊18ZDA186冤遥

作者简介院薛彦乔渊1984-冤袁男袁汉族袁馆员袁主要从事考古

及人类学研究遥

摘 要院最近新发现一方明册封琉球副使王士桢为福建建安人杨元山所撰墓志铭袁对其进行简单的考释遥 对于明

代琉球册封使册封前后的社会交往活动袁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造封舟尧招募人员尧祭祀海神尧送行赠诗及与地方官员

之互动等袁本文以此论述明册封使册封期间亦有撰写碑铭之社会交往活动遥

关键词院明代曰王士桢曰琉球曰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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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之遥稍长袁倪母挈事袁属君事袁棼猬集遥君幼袁素未更/

练袁乃调停袁辄当可诸老成不及也遥 初尝肄制举业袁颇

志当时袁 巳不就袁 始辗然曰院野彼区区不吾畀焉用耶袁

吾/有吾好袁日对松竹琴书袁目怡娱范遥 冶躬御物动如

矩袁矱兼错趾即师保袁世胄厚贬抑袁亦兼骄态遥 君生?勺

酒/袁不甘高怀逸兴袁饮人卒尽人欢袁与人饮袁又未尝辄

先请去袁力持风节遥 好礼让袁尤笃于孝享母袁论亲者近

者/袁保守蒸尝袁定祭法袁令血食于不替遥 如五代祖/赠

尚书公祠宇倾坏袁君亟忧之袁谓何可当吾世坠厥典遥 倡

义紏族捐资修葺袁不惮劳躬袁自徃督拓祠宇袁易墓/碑

倾坏者以新袁邑大夫胡君闻赏曰院野固孝子顺孙为耶浴 冶

君尝念先猷袁思保亢计袁故居恒谕嗣君曰院野吾家祖/宗

世德袁作求丝纶奕叶/袁帝命烱光屡矣袁吾独愧不能荷袁

析薪忝厥祖意者俟浴 冶后之人以是闲若嗣袁以义使兼

邪遥 授博士业袁令治春秋/业袁日进袁君鞭策益兼袁巳时

面坐袁属文时剪烛助读遥嗟乎浴人爱子袁谁似君者袁以知

君为人袁培世泽袁欲基兼坏袁/贻孙谋袁世代本支袁生平

积心袁兼非是耳袁徼福宁穷极哉遥 君生嘉靖十八年巳亥

年三月念六日午时袁 卒于今/万历三十三年二月十五

日未时袁享年六十七寿遥 娶室李氏袁生女一袁适邑庠生

谢炤遥 继室留氏生男二袁伯/惟慎袁郡庠生袁娶孙氏孙君

洪源之女袁源泗水尉袁余泗水人也袁是与余稔曰仲惟廉袁

郡庠生袁娶黄氏太学生黄/君从淳之姊遥 又女二袁一适

邑庠陈生谕曰一适郡庠李生向阳遥 兹卜是年乙巳十二

月十四日吉时袁慎等扶/君柩袁塟于三门虎历山之原袁

坐甲向庚兼寅申袁按次之袁谨为之铭袁/铭曰院弘壁天

球袁伊谁之袭遥维兰与蕙袁维兹溉之遥德云不口袁穮衮丰

年遥 彼苍何靳袁有后绳前遥 不孝男惟慎泣血稽?百拜书

丹遥 /

一尧墓志铭所载杨元山家族概况

此方墓志铭是明册封琉球副使王士桢于万历三

十三年十二月在福州等候赴琉球期间为建安人杨元

山所撰袁处在其赴琉球等待造封舟期间遥 墓志铭交代

了杨元山渊1536-1605冤之子请求王士桢撰写墓志铭的

情况袁介绍了杨元山家族迁徙史袁杨元山生平事迹袁主

要为年幼丧父尧事母至孝尧做事老练尧性格豁达等袁以

及在家修建五世祖祠宇和杨元山家庭情况遥 据墓志铭

记载袁杨元山家族世系如下院

阡亿寅万大寅文德公寅伯逊寅达卿寅伯成寅荣寅

锡寅仕仪寅旦寅言寅议寅元山

杨元山家族为明代建宁府建安县原祐乡房村上

里之东杨杨氏渊今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房道镇漈村冤袁

杨元山之前的家族成员比较著名的为建造万木林的

杨达卿及杨达卿之孙杨荣渊1371要1440冤袁其为明初著

名政治家尧文学家尧内阁首辅袁历仕四朝遥

渊一冤杨达卿

杨达卿生活于元末袁关于其事迹比较知名的是创

建了万木林遥 万木林又名大富山袁位于今武夷山东南

侧袁建瓯尧建阳尧顺昌县交界处袁福建南平市建瓯市房

道镇境内袁周围与上庠尧漈村尧南科袁七道村毗邻[8]遥 杨

达卿创建万木林的经过袁为元末建安发生饥饿袁杨达

卿想用其粮食赈灾袁但是又不想留名袁就以在其山种

一株树袁 给灾民一斗粟的以工代赈的形式来赈灾袁久

之成山林袁且告诫子孙不得砍伐袁除了儒释道寺庙的

修建袁贫者无屋者袁死无以葬者等可以砍伐此树林的

树木遥 关于万木林及杨荣尧杨达卿的记载较早的是刊

于正统七年渊1442冤的杨士奇的叶东里文集曳卷四叶万木

图序曳遥杨士奇袁江西泰和人遥1421年至 1444年担任大

学士袁与杨荣尧杨溥均在十五世纪上半叶担任大学士

一职袁三人共称野三杨[9]遥 叶万木图序曳对于杨达卿的记

载较早且最详细[10]遥

关于杨达卿的记载较早的是明弘治己酉二年

渊1489冤黄仲昭所修的叶八闽通志曳袁不过记载较简单袁

且将杨达卿误记为杨福兴[11]遥 对于杨达卿及万木林记

载较详细的当属明嘉靖二十年渊1541冤叶建宁府志曳袁记

载了万木林的详细过程及胡广为其孙杨荣所作叶万木

山记曳[12]遥其后关于万木林及杨达卿之记载出于何乔远

万历四十八年渊1620冤的叶闽书曳中袁记载较叶建宁府志曳

简略[13]遥清代地方志亦记载关于杨达卿事迹袁记载与明

代略有不同袁但赈灾的基本事迹还是类似袁清雍正叶福

建通志曳有记载[14]遥

渊二冤杨荣

杨荣渊1371-1440冤为杨达卿之孙袁为明初著名政

治家尧文学家袁历仕成尧仁尧英尧宣四朝袁建文二年进士袁

初授翰林编修袁累进谨身殿大学士尧工部尚书尧光禄大

夫尧柱国少师兼尚书大学士袁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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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文敏遥 关于杨荣的记载非常多袁其详细传记可参考

叶哥伦比亚大学明代名人传曳之野杨荣传冶袁[9]叶明史曳有

其传记袁关于其家族状况记载院野杨荣(曾孙旦) 袁字勉

仁袁建安人袁初名子荣遥建文二年进士遥噎噎家富袁曾孙

晔为建宁指挥袁以赀败遥 噎噎晔从弟旦袁字晋叔袁弘治

中进士遥历官太常卿遥 冶[15]明蒋一葵叶尧山堂外纪曳亦有

对其本人及其家族的简单记载院野字勉仁袁 生时名道

应袁祖达卿闻啼声袁曰院耶雄哉浴是子必荣显吾家遥 爷更名

子荣遥永乐初袁命去耶子爷字袁单名荣遥宣德朝袁被赐银图

书五颗袁曰耶方直刚正爷袁曰耶忠孝流芳爷袁曰耶关西后

裔爷袁曰耶建安杨荣爷袁曰耶杨氏勉仁爷遥 冶[16]

野公前三代悉赠公官冶是因为杨荣历谨身殿大学

士尧工部尚书尧光禄大夫尧柱国少师兼尚书大学士尧赠

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袁所以其曾祖杨伯逊尧祖杨达卿尧

父杨伯成因杨荣分别封赠官职袁其子锡尧孙仕仪因其

曾孙旦封赠官职袁民国叶建瓯县志曳院野杨伯逊袁以曾孙

荣贵袁赠荣禄大夫尧少傅工部尚书尧谨身殿大学士曰杨

达卿袁以孙荣贵袁赠荣禄大夫尧少傅工部尚书尧谨身殿

大学士袁见孝义曰杨伯成袁字上美袁性端慤袁孝友袁兄伯

祥袁卒袁抚其遗孤袁若已出袁举茂才袁再举孝廉袁皆不就袁

以子荣贵袁赠荣禄大夫尧少傅工部尚书尧谨身殿大学

士遥 见孝义曰杨仕倧袁以子亘贵袁赠顺天府治中袁见进

士曰杨锡袁字允嘉袁荣第三子袁仪貌魁梧袁为人严重袁通

诸经大义袁燕居未常袁去冠服袁训诸子袁以盈满为戒袁自

奉俭约袁值沙尤寇起袁官兵劫五人邀赏袁锡毅然为辩

脱遥 以孙旦贵袁赠资政大夫尧南京吏部尚书曰杨仕仪袁字

廷威袁性警敏袁幼作韵语袁辄为长老所惊异袁年二十二

卒袁后以遗腹子旦贵袁累赠资政大夫尧南京吏部尚书遥冶[17]

二尧墓志铭撰写者王士桢

关于墓志铭撰写者王士桢袁字衷一袁号旭阳袁明代

山东兖州府泗水县人遥 万历十九年渊1591冤以诗经领乡

荐袁万历二十六年渊1598冤进士袁授行人司行人袁万历三

十四年渊1606冤同正使夏子阳册封琉球国王尚宁遥 对于

其事迹记载最详细的当是其与夏子阳所撰 叶使琉球

录曳[18]袁关于其记载最早的文献当为叶明实录曳院野戊寅命

册封琉球兵科给事中夏子阳尧行人王士桢作速渡海竣

事遥冶[19]野遣给事中洪瞻祖尧行人王士桢袁待海寇宁息袁渡

海行礼袁継而瞻祖以忧去袁乃改命子阳同士桢于三十

一年三月赍册入闽矣遥 冶[19]

明代其他文献记载王士桢的主要有叶明史钞略曳院

野戌寅袁命册封琉球给事中夏子阳尧行人王士桢作渡海

竣事遥冶[20]叶国榷曳院野兵科给事中夏子阳尧行人王士桢往遥

丙午冬还遥冶[21]关于王士桢个人的履历及科举史料的记

载主要在叶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进士履历曳中袁这段记

载较少被其他学者所引用院野王士祯袁曾祖宇袁祖倸袁父

建极遥旭阳袁诗四房袁戊辰十月初四日生袁泗水人遥辛卯

二十六名袁会二百十五名袁三甲百十四名遥 工部政袁戊

戌授行人袁己亥丁忧袁辛丑补原职袁己酉卒遥 冶[22]

关于泗水县地方志对于王士桢的记载主要为明

清叶泗水县县志曳遥 明叶泗水县县志曳的记载院野王士桢袁

万历戊戌进士袁任行人袁敕封琉球国王袁赐一品服色遥 冶

[23]清光绪叶泗水县志曳关于王士桢的记载最为详细院野王

士桢袁字衷一袁号旭阳遥 年十四号奇童袁入邑庠袁次岁旋

食廪饩遥 万历辛卯渊万历十九年袁1591冤袁以诗经领乡

荐袁戊戌渊万历二十六年袁1598冤成进士袁授行人司行

人遥寻丁内艰袁服阕袁补原官遥时琉球国世子尚宁袁遣使

赍表请封袁内阁拟差皆退缩巧避袁惟公同给事中夏子

阳闻命毅然自任袁一时缙绅皆壮之袁遂奉敕至闽中造

浮海大艘遥 先是廷臣因渡海之难袁请遣习海试武臣一

员袁偕请封陪臣同往遥 至是福建按臣方元彦以海上警

报频仍袁会巡抚疏请袁仍遣夏子阳与公遥 则以属国言不

可爽袁使臣义当有终袁乞坚成命章入俱未报遥 时廷议多

两歧袁帝卒从前命遥 三十三年七月渡海袁在洪涛巨浪中

出没月余袁始登彼岸遥 其国王拜封后设宴飨谢以金袁公

与子阳阿堵之袁弗顾也遥 事竣返袁值飓风大作袁波浪掀

翻袁舟倾仄几裂袁不举火者四日遥 幸海风若効灵袁得稳

渡回国袁复命遥 上劳之袁超授光禄寺少卿袁然卒以海上

宿惊成疾袁旋告归袁未几卒遥 冶[24]

三尧余与捧令

墓志铭中野奉敕册封琉球国王冶野余与捧令袁上命

使琉球袁徃封国王遥 冶所奉之敕与所捧之令为册封琉球

国王之诏敕袁关于诏书的拟定过程及诏书样式袁叶万历

起居录曳有记载院野渊万历三十年十月冤十五日癸卯袁大

学士沈一贯尧沈鲤尧朱赓题院耶先准礼部手本袁题奉钦

依袁请撰写袭封琉球国王尚宁诏敕遥 已经进呈尧用宝

讫袁专候正副使赍领间袁绩准礼部手本袁开称原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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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尧兵科给事洪瞻祖丁忧袁今复差兵科右给事中夏子

阳前去遥 所有诏书该用龙笺袁欲照例于内府司礼监关

用遥未敢擅便袁谨题请旨遥计开遥描金云龙边襕涌祥云

背大黄笺纸一张遥 冶奉圣旨院野是遥 耶该衙门知道遥 爷冶[25]此

诏书残件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袁 该诏书为黄色袁

纸质较厚硬袁正面绘有金色龙云花边图案袁背面绘有

金色朵云图案遥 经修复后袁现纵长 125厘米袁宽 90厘

米[26]遥 关于诏书的记载袁叶使琉球录曳[17]叶历代宝案曳[27]

叶中山世谱曳[28]等文献皆有收入袁结合朱淑媛先生所整

理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残存诏书文字如下院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院朕恭承天命袁诞受多方袁爰暨

海隅袁罔不率俾曰声教所讫袁庆赉惟同遥 尔琉球国僻处

东南袁世修职贡遥 自我皇祖称为礼义之邦袁国王尚永祗

袭王封袁恪遵侯度曰倏焉薨逝袁良恻朕心浴 其世子宁袁贤

足长人袁才能驭众曰间关请命袁恭顺有加遥 念其国统攸

归尧人心胥属袁宜膺宠渥袁固我藩篱遥 特遣正使兵科右

给事中夏子阳尧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士祯赍诏往封为琉

球国中山王袁仍赐以皮弁冠服等物遥 凡国中官僚尧耆旧

尚其殚忠辅导尧协力匡襄袁坚事上之小心袁巩承先之大

业曰永绥海国尧共享陞平袁惟尔君臣亦世世永孚于休遥

故兹诏示袁咸使闻知遥

万历三十一年渊钤野皇帝之宝冶印冤三月初三日遥

四尧一品服色

墓志铭中野赐进士第尧授行人司行人尧钦赐一品服

色袁奉敕册封琉球国王王士桢顿首拜撰遥 冶关于王士桢

与夏子出使琉球所赐一品服色袁叶使琉球录曳中亦有记

载院野癸卯二月袁余等始领诏敕及颁赐仪物以行曰蒙各

赐大红一品服一袭袁阳以麒麟尧祯以白泽曰带以玉袁则

自备云遥 冶[17]野钦奉皇上遣臣子阳尧臣士桢为正副使袁各

赐臣一品服一袭袁赍奉诏敕二道及颁赐冠服等件袁前往

琉球封世子尚宁为中山王袁仍谕祭前中山王尚永遥 冶[17]

野钦赐一品服色冶是因为册封使代表的是皇帝的

威严和朝廷的形象袁所以使臣的衣冠服饰内容就显得

格外重要遥 明代历朝皇帝也深明此意袁所派出的册封

使臣虽品级不高袁但大多都会以超出本人实际品级的

野织金大红冶野玉带麒麟冶等高级标识装饰为礼服袁以彰

显朝廷对被册封国的高度重视遥[29]关于墓志铭野一品服

色冶及叶使琉球录曳野赐大红一品服冶中的大红一品服袁

按叶明史曳载其服色一品应是斗牛袁叶明史曳院野寻赐群臣

大红纻丝罗纱各一遥 其服色袁一品斗牛袁二品飞鱼袁三

品蟒袁四尧五品麒麟袁六尧七品虎尧彪曰翰林科道不限品

级皆与焉曰惟部曹五品下不与遥 时文臣服色亦以走兽袁

而麒麟之服逮于四品袁尤异事也遥冶[14]不过除了叶使琉球

录曳外袁其他史料亦有记载正使为麒麟袁副使为白泽袁

野麒麟冶野白泽冶为明代常服前的野补子冶袁明代常服主要

体现等级特征的内容是补子遥 所谓野补子冶就是一块

30耀40厘米见方的织物袁 上面按需求织绣有不同的动

物形象袁缀于文武官员的团领衫上袁以此达到区分官

员等级的作用遥 [30]叶三才图绘曳亦载野麒麟补冶野白泽补冶

为公侯尧相尧驸马服色遥[31]叶皇明象胥录曳院野宣德间袁改用

给事中尧行人遥 给事赐衣麒麟尧行人赐衣白泽袁并假玉

带遥冶[32]而麒麟尧白泽又属于公尧侯级别才可以用的袁叶明

史曳院野洪武二十四年定袁公尧侯尧驸马尧伯服袁绣麒麟尧白

泽遥 冶[14]叶弇山堂别集曳亦载麒麟为公服院野嘉靖中袁内阁

严尧徐尧李皆赐服麒麟遥麒麟袁公侯服也遥而成国公朱希

忠尧京山侯崔元尧左都督陆炳等袁以玄坛供事袁特赐服

仙鹤遥 仙鹤袁文臣一品服也遥 成化以后袁文臣赐麟不为

异袁而公尧侯尧伯武臣赐鹤则异矣遥 六公出入朝行袁殆不

可复辨遥冶[33]因此这个品级与服色稍微显得混乱点遥叶明

史窑舆服三曳载有赐服与品级不符的来由院野历朝赐服院

文臣有未至一品而赐玉带者袁 自洪武中学士罗复仁

始遥 衍圣公秩正二品袁服织金麒麟袍尧玉带袁则景泰中

入朝拜赐遥 自是以为常遥 内阁赐蟒衣袁自弘治中刘健尧

李东阳始遥 麒麟本公尧侯服袁而内阁服之袁则嘉靖中严

嵩尧徐阶皆受赐也遥 仙鹤袁文臣一品服也袁嘉靖中成国

公朱希忠尧都督陆炳服之袁皆以玄坛供事遥 而学士严

讷尧李春芳尧董份以五品撰青词袁亦赐仙鹤遥 寻谕供事

坛中乃用袁于是尚书皆不敢衣鹤遥 后敕南京织闪黄补

麒麟尧仙鹤袁赐严嵩袁闪黄乃上用服色也曰又赐徐阶教

子升天蟒遥 万历中袁赐张居正坐蟒曰武清侯李伟以太后

父袁亦受赐遥 冶[14]

在夏子阳尧王士桢之前于嘉靖十三年渊1534冤出使

琉球的陈侃尧 高澄亦有被赐一品服的记载院野六月袁各

赐一品服一袭袁侃以麒麟尧澄以白泽袁俱大红织金罗为

表尧绢为里曰绿罗褡青罗褶子袁里亦用绢遥 使外国必加

服者袁欲其称国王位宾主也遥带以玉袁则旧制遥 冶[34]万历

七年出使琉球谢杰也被赐一品服袁野谢杰袁 字汉甫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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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袁使琉球袁赐一品服冶遥[35]野而副则大行谢君杰焉遥如故

事袁各赐一品服遥 冶[4]对于叶使琉球录曳中的野大红织金

罗冶袁在明代野罗冶种类更加丰富袁织造技艺更加成熟遥

在叶天水冰山录曳中记载的罗类织物有素罗尧妆花罗尧

织金罗尧云罗等多种遥对于罗类织物使用袁叶明史窑舆服

志曳中有明确规定袁一是用作皇室服饰织造曰 二是用

于文武官员的朝服尧祭服遥 洪武三年则规定社会地位

低下的庶人尧农民及商贾业人员禁用罗织物袁这就使

的罗织物与其他丝绸织物一样成为明代等级制度的

象征物遥[36]除了叶天水冰山录曳记载了野大红织金罗飞鱼

补罗冶[37]外袁明代亦有很多文献有记载袁如葛缙叶谢赐银

暨大红金鱼衣表曳院野兵部侍郎臣葛缙谨奏袁 为恭谢天

恩事遥 嘉靖 41年 3月初 6日袁 伏蒙圣恩特赐臣银 20

两袁大红织金罗飞鱼衣一袭遥冶[38]除了墓志铭中记载野赐

一品服冶外袁其还要自带玉袁叶弇山堂别集曳院野玉带为一

品常系服色袁大臣品未及而特赐者许系遥 今人不知袁往

往以为玉带非赐不得系袁 误也遥 其未至一品而赐玉

者遥 冶[33]

总之袁作为正七品的给事中及行人司行人袁其所

赐的大红一品服袁明显是为了对册封国显示中央王朝

的威严为高配的袁因此能获得一件一品赐服对他们来

说是莫大荣耀袁所以一旦获得赐服袁也有行人会得意

忘形袁忘乎所以袁出使朝鲜的司宪玉带八轿袁因此而丧

命袁 夏子阳亦有此被诟病的行为院野行人司宪性狂易袁

好啖生肉袁丙戌进士遥使高丽袁旧例有蟒衣袁玉带之赐袁

此到彼国将命时袁与国王相见所用者遥 渠遽披戴京中袁

乘马拜客袁人皆窃笑遥一出城袁即用八轿袁驰骤人辽袁设

中军官袁作威重如抚台遥 辽抚为韩耀袁忮人也遥 来拜稍

迟袁不纳袁大相忤遥 且自夸入朝即为吏科给事中袁先期

咨访贤否得失袁韩衔之遥嘱随行者袁凡一言动尧一礼物袁

皆密籍以报遥使事毕袁未人京袁而韩疏至袁被逮以死袁其

二亲亦死遥 辱命杀身袁真妄人袁不足惜遥 余同年夏子阳

以给事中使琉球袁在杭城亦玉带八轿袁余以书讽止之遥

至闽袁与抚臣徐学聚大相左袁黾勉了事而归袁升太常少

卿袁未几殁遥夏本仁慈人袁乃止于此袁可怜也遥冶[39]虽然获

得一品赐服对于册封使在心理上是极大的荣誉袁不过

出使琉球回来后赐服是要被缴还的院野今使高丽者袁例

以翰林或给事为正袁行人为副袁不复借官袁但赐一品服

以往袁复命缴还袁最为得体遥 其后使琉球国亦然遥 使朝

鲜者类拜命即行袁然必出疆始改服遥惟琉球一差袁以五

年为限袁第必于福建造船逗留遥 又有出五年外者袁以故

在闽中腰玉被麟袁用八人肩举袁多设中军旗鼓等官袁其

尊与抚臣无异袁识者以为非体遥 冶[40]

明代赐服虽不属于国家的正式服饰制度范围袁但

赐服现象却又广泛存在于明代的政治生活之中遥 它来

自于国家官服形式袁 但又游离于服饰制度以外曰既飘

忽虚拟袁又华贵具体遥 可谓是不入服饰制度袁又高于服

饰制度的制度遥 [30]此方墓志铭中王士桢野钦赐一品服

色冶的记载体现了明朝对于与琉球之间册封关系的重

视袁也是这种赐服制度的真实写照遥

明万历册封琉球副使王士桢为杨元山所撰写的

这方墓志铭袁概述了杨元山的一生事迹袁对于研究南

平建瓯东杨杨氏的家族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遥 墓志铭

是其在册封琉球期间于福州所撰写袁虽然墓志铭内容

关涉琉球的史料并不多袁但作为出土文献也提供一些

了与史书所载文献相互印证的史料遥 对于明代琉球册

封使在册封前后的社会交往活动袁以往研究在建造封

舟尧招募人员尧祭祀海神尧送行赠诗及与地方官员之互

动等袁以此方墓志铭为引子袁也可以对于册封使撰写

碑铭这种社会活动加以一定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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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理解和解释人类发展历史

的重要概念袁就其整体而言并非是马克思特意构建的

理论体系袁而是借助于共同体思想用以解释如何使人

的解放成为现实遥 马克思明确指出野只有在共同体中

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冶[1]袁但并非任何共同体都能实现人

的发展袁马克思所关切的是共同体能在何等程度上给

予人的自由发展遥 为此袁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理论前

提袁 指出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起

点袁将人类社会分为自然的共同体尧虚幻的共同体和

真正的共同体三个阶段袁人的自由发展只有在野真正

共同体冶中才能达到遥 对野现实的人冶的关切实现了对

以往共同体思想的超越袁同时也使社会历史领域摆脱

了唯心史观的限制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坚持马

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为理论指导的基础上提出的[2]袁

强调野和平尧发展尧公平尧正义尧民主尧自由,是全人类的

共同价值冶[3]遥为实现野真正共同体冶提供了可行的现实

路径遥

一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以人为起点袁通过对人类社会的考察将共

同体形态分为自然的共同体尧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

共同体袁贯穿了历史尧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遥

渊一冤自然的共同体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最初的共同体形

态袁血缘尧宗法尧宗教等关系是其运行的基础和准则遥

依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袁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拥有以下

特征院首先袁此时的人是依赖于共同体的存在袁共同体

内部的血缘尧习俗尧语言等是相互连接的条件和个体

生存的前提袁共同体只代表着成员的集体利益袁作为

个体的成员缺乏主体意志遥 其次袁自然形成的共同体

受限于自然条件遥 这是由于生产力的落后造成的袁导

致共同体的发展存在一定范围的不可控性袁 气候尧土

壤尧植被等自然因素影响着的共同体的形成袁一旦条

件发生改变袁共同体的形成基础就会受到影响袁此时

的共同体是脆弱的共同体遥 最后袁由于生产力尧交通条

件等因素的限制袁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流较少袁劳动

产品多用于满足共同体自身袁野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

谋生的条件下袁 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袁 而是自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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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院2020年江西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创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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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冶[4]袁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因其固有的局限以及分工的

产生发展而逐渐被以抽象化尧资本化尧阶级化为特征

的虚幻共同体所取代遥

渊二冤虚幻共同体

马克思对虚幻共同体的描绘实际上就是资本主

义的产生遥 这一阶段的共同体呈现出抽象化尧资本化

和阶级化的特点遥 第一袁虚幻的共同体是抽象化的袁人

是作为抽象存在的劳动袁劳动目的也由具象化的财富

转变为一般价值袁其本质在于获得剩余价值遥 第二袁虚

幻的共同体是资本化的袁 人和物的关系被颠倒了袁物

的产生本应该是满足人的需求的袁而在虚幻共同体中

二者关系被颠倒了袁人的存在是为了获取资本袁并实

现资本的不断扩大再生产袁人沦为了劳动力商品遥 第

三袁虚幻的共同体是阶级化的遥 由于资本再生产和商

品交换的需要袁 人对共同体不再是天然性的依赖袁而

是转化为同质性的依赖袁 通过社会劳动表现出来袁个

体如不从事社会劳动袁就无法生存袁为了满足增进经

济交换和资本增值的目的袁 劳动分工被试图永恒化遥

其结果必然是个体的阶级化袁导致阶级之间的对立遥

(三)真正的共同体

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描述遥 在真

正的共同体中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的条件冶[1]袁马克思提出真正共同体思想一方面是为

了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袁更重要的是为现实全人类

的解放遥 首先袁真正的共同体的目的是实现人的本性

复归遥 在虚幻共同体中袁由于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的

存在袁人始终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之中袁对实现人的

发展造成了极大限制遥 也正因如此袁只有通过社会革

命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袁即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

人性复归遥 其次袁 真正的共同体所追寻的是自由尧平

等遥 马克思提出真正的共同体的目的就是解决在以往

共同体中的不平等袁摆脱人的异化袁使每个人的发展

得到应有的关切袁人的本性得到完整的展示遥 最后袁真

正的共同体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然路径遥 真正的共同

体是在对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扬弃的基础建立起

来的袁使人摆脱资本的统治袁将人重新确立为社会的

主体遥

二尧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野现实的人冶及其满足生存

需求的物质生产作为共同体生成前提袁创造出与以往

共同体思想不同的境界遥

尽管古希腊时期便开始了对自由共同体的追求袁

然而作为代表人物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提

出的对共同体中野善冶的追寻并非是共同体内部所有

成员遥 他们的共同体是少数贵族公民的共同体袁仍是

为了保证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遥 受神学影响的中世

纪袁其共同体思想多被用于传播宗教袁宣扬神性遥 近代

以来尽管主体性被广泛宣传袁但其主体是属于抽象的

主体袁因而这样的共同体是虚假的袁无法理解社会与

国家之间的现实关系袁只是自由与抽象主体的相互结

合袁缺失实体性内容袁通向理想共同体的现实路径也

就被取消了遥

在马克思看来袁共同体并非一个孤立的抽象范畴

或社会实体袁 而是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方式而存在的袁

不同形态的共同体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袁

因此对于共同体的阐述必须以关切野现实的人冶为前

提遥 马克思明确指出野现实的个人袁是他们的活动和他

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冶[1]袁人类一开始就是以群体形态而

生存下来的袁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不同的社会

关系遥 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袁消灭建立在私

有制和雇佣劳动上的政治国家袁消除由此产生的野私

人劳动冶袁实现野劳动的解放冶袁才能通达野真正的共同

体冶遥 正是在野现实的人冶的前提下袁马克思超越以往的

抽象思维方式袁将人的生存实践作为共同体生成的条

件遥 人类社会从自然分化出来后袁并不是独立于自然

的存在袁而是始终在人的实践作用下保持与自然的物

质交换袁并不断发展野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

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

过程冶[5]遥马克思颠倒了以往思辨抽象的共同体袁确立了

以实践范式为核心的唯物史观袁开辟了以人的自由发

展为旨向的野真正共同体冶道路袁最终找到了以野劳动解

放冶为目的的实现个人与共同体相统一的现实路径[6]遥

马克思哲学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哲学袁在某种程度

上野真正的共同体何以可能冶的问题构成了马克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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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深层问题意识和价值关怀遥 在新的历史节点上袁

党和国家面对全球性的发展挑战袁以马克思整体性的

方法论为指导袁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袁承接人类

解放事业袁 将发展视线汇聚于全体人类的共同发展袁

其旨在以类尺度的价值打破资本逻辑的统治袁解决好

资本逻辑的必然矛盾遥

三尧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共同体思想的

同质性

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是马克思所意指的野真

正共同体冶袁 远未能达到马克思所期望的自由人联合

体的理想状态袁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在不断接近

马克思野真正共同体冶的袁其最终的理想追求与野真正

共同体冶的相同的袁是野真正共同体冶在当代的实践旨

归遥

从方法论上看袁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真正共

同体思想一样袁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出发遥 尽

管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只是对人类未来社会的一

种猜想袁但它并不是虚无和空洞的袁而有其科学性袁关

键就在于它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遥 马克思通过对

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袁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异

化劳动的存在袁 人的本质力量成了工具和手段的展

现袁并进一步思考如何以现实路径袁从而提出了野真正

共同体冶思想袁为人类社会形态的下一步发展提供科

学的理论指导遥 当前袁由于资本逻辑内在的极端利己

主义因素的存在袁 人的主体性特征愈发被资本所取

代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袁其影响也在不断加深袁经

济危机的频发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无法在自身范围内

解决由于资本再生产而导致的固有矛盾袁这是关系到

人类整体发展的大问题袁实践要求确立起一种符合人

的发展的全球观遥 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正是在这一时代

背景提出的袁体现出显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征[7]遥

从价值目标上看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二者

共同的价值目标遥 马克思提出野真正共同体冶的目的就

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袁野只有在共同体中袁个人

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袁也就是说袁只有在

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遥 冶[1]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共

同体就是所追求的野真正共同体冶遥 在野真正共同体冶

中袁人将会在交往中摆脱以往社会形态施加于人的束

缚袁人与人之间将会是平等的袁不再存在剥削与压迫遥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关注的同样是人的全面发

展袁以人类社会演进规律为遵循袁聚焦于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袁将构建和谐的国际发展体系

和发展秩序作为使命袁 聚焦全体人类的共同发展袁探

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型道路袁旨在以类尺度的价值打

破资本逻辑的统治[8]遥 在思想层面上构建顺应历史逻

辑发展的新型国际秩序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袁国家与

国家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平等关系遥

从历史方位来看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进

入野真正共同体冶的关键阶段遥 马克思从科学的角度提

出了对人类未来社会的构想要要要野真正的共同体冶袁这

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哲学基础遥 马克思通过考

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袁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

科学论断袁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袁资本主义并未在世界

范围内消亡袁尤其是二战后袁资本主义国家有了许多

新的变化与发展袁从时间范围内看资本主义依旧会在

将来长期存在袁因此袁尽管野真正共同体冶是我们要追

求的理想的社会形态袁 但如果一味无视客观条件袁盲

目追求这一理想社会袁必然会遭受失败遥 野人类命运共

同体冶内涵丰富袁涉及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社会和生态多

个方面袁正是当前发展野真正共同体冶的合理路径袁是

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当代探索遥

四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作为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在当代的发展袁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向更高级的共同体形态过渡提

供了实践和理论意义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

论成果遥

渊一冤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 体现了中国引领全球发

展进程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对人的重视是与以往的历史史观相比最

大的不同遥 同时袁所关注野人冶不是野虚幻的人冶袁也不是

野离群索居的人冶,而是现实中不断进行感性活动的人遥

而野现实的人冶最终的价值指向是实现人的解放袁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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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幸福尧得到全面的发展成为马克思最为远大

的理想遥 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

无产阶级政党袁同样朝着实现全体人类的最终解放这

一远大理想而奋斗遥 中国共产党结合当前特定历史阶

段下人的发展现状,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袁体现

了将马克思主义推向理论前沿的高度自觉院为实现人

类解放而奋斗袁在履行自己的使命职责的同时,把马克

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转化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发

展的行动指南, 从而将共产主义事业推向一个全新的

高度遥

渊二冤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 思想体现了中国与世界

各国共谋发展的大国胸怀

在新时代背景下袁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

化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原则

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遥 尽管中国在近代曾经遭受过

帝国主义的侵略袁 但随着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的进

行袁 中国已经成为了当前国际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袁

中国不可能也不会对世界安全造成威胁遥 野中国决不

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冶[9]袁在经济上强

调国家间的合作互助袁 保障不同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曰

在政治上坚持和平崛起袁为维护国际安全秩序作出贡

献曰在文化上主张不同文明平等交流袁促进文化繁荣

发展袁体现了中国愿为世界和平贡献自身力量的大国

胸怀遥 新冠疫情爆发后袁中国政府将在保障自身稳定

的情况下袁积极开展国际援助袁此次对外抗野疫冶行动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对外援助袁充分体现了野人

类命运共同体冶的价值理念遥

渊三冤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 思想为世界和平发展提

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袁受资本主导的世界秩序暴露

出越来越多的缺陷袁如何正确面对全球化和逆全球化

现象袁 如何辩证地看待新科技革命和全球性危机袁如

何深刻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交往及其发展趋势袁这

是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遥 人

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遥 野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冶[1]袁理论的

提出还需要以实践作为行动袁中国正以众多的实际行

动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袁并在世界范围内越来

越被广泛接受袁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袁野世界命运掌握在

各国人民手中袁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遥 冶[9]袁彰

显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价值遥

五尧结语

马克思以野现实的人冶为逻辑起点论证了社会终

将发展成为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野真正共同体冶袁马

克思尽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袁但没有预言真

正共同体何时到来袁也没有拟定具体的社会变化遥 因

此在对野真正共同体冶的追寻中袁需要我们在继承马克

思主义的基础上袁立足于时代问题袁从而推动各个民

族尧各个国家尧各个文明携手共进袁推动人类走向和谐

共生尧自由发展的野真正共同体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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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ue Community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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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Marx pointed out that only by realizing the sublation of capitalism can we es鄄

tablish a free man's union with a high degree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that is, the 野real community冶. The purpose is to realize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make people really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social history. Thus, he found the realistic

possibility basis of positive sublation of human self alienation, that is, human 野real community冶 rational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Marx's real community thought h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ing role in 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ing the idea of a commu鄄

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the presentation of Marx's real community thought in this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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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院野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

策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袁共同团结奋斗尧共同繁荣发展遥 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袁集

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袁是维系中华民族

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

的强大精神动力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精神文化基础是我

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袁 而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

系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是党的十八大提

出来的重要任务遥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特有的尧区别

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袁但与此同时袁民族文化也是中华

民族所共有的文化袁所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只有在不

断交流和发展的过程中袁相互吸收尧相互借鉴袁才能最

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袁成为中华民族这个大家

庭以及各民族之间小家庭的共同的精神引领遥它更是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我党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理

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袁 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尧促

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遥

一尧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意义

渊一冤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所在袁是人们的精神指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从先辈那里传承下来

的丰厚历史遗产遥 它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进程当

中袁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尧演化的历史袁同

时袁它又是各民族世代传承下来的思维方式尧价值观

念尧行为准则尧风俗习惯的结晶袁渗透在每个民族以及

中国人的灵魂当中袁对于我国当今社会的发展有着重

要的影响和指引作用遥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袁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和

文化袁是一个民族尧乃至一个国家的灵魂所在袁它对一

个民族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精神层面上的引导作用袁

无论哪一个民族或者国家袁在失去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和精神文明之后袁它的发展将受到限制遥 每一个民族

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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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国家要想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被淘汰袁就不能

丢掉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袁 因为优秀的传统文化袁是

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断发展的精神命脉和思想源泉遥 思

想源泉没有断袁野根冶就不会断袁那么这个民族和国家袁

也就不会断遥 [1]

渊二冤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的重要

软实力袁体现着国家的生命力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袁都是离不开

它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袁世界上不论哪个民族袁都不

可能存在和另一个民族完全一样的民族文化袁因为不

论哪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袁在

这样的历史中袁也就积累了它所特有的精神内涵和文

化特质遥 而这个民族和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直接或

间接被这样的传统文化所影响着遥 在民族和国家实现

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当中袁 这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袁

同样是国家现代化的一把利器袁象征着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文化软实力袁用一种无形的手段袁推动着这个国

家的进步和发展遥 所以袁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在现代

化的进程中取得成绩尧占得先机袁就必须着眼于未来袁

注重自己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遥

一个强大的国家袁 必然不会忘记自己的历史袁更

不会在发展的进程当中忽略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

化遥 因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它们的

文化软实力袁集中体现出了这个国家的凝聚力和生命

力遥 一个国家是否强盛袁不仅要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实

力和军事能力袁更要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上

面遥 我国之所以能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之中不被湮没袁

就是因为我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袁注重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发展遥 也正是因为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视袁我们国家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才能不断取

得优秀的成绩袁最终成为了一个傲立于世界之林当中

的强大国家遥

渊三冤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文化根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和确定袁必须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袁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儿女集体智慧的结晶袁蕴含着中

华民族儿女对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和探

索遥 在悠久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袁中华儿女用他们的

智慧孕育出了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袁

也正是因此袁我国才能历经沧桑而不倒袁才能在这不

同时期的激烈竞争当中袁占有一席之地遥

同时袁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对我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遥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源泉袁 它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袁都为我国的精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文化思想上的

支撑遥 中华民族是践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尧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袁 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

设袁离不开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袁也离不开我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指引和支撑遥 中华各民族儿女的文化认同

和凝聚力袁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决定性因素遥 在历

史的长河当中袁我们的国家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考验

和打击之下袁依然能够长盛不衰袁正是因为有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作为支撑遥 [2]

二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

渊一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袁

加强对民族和历史的认识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袁民族统一的问题关

系到祖国统一尧边疆稳固尧人民团结尧社会稳定和国家

的长治久安遥 所以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袁我国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反复实践袁最终探索出一条适合中

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遥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

的不断提升袁 时代发展的目标也在不断发生改变袁党

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

分析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和民族工作

实际状况的基础上袁提出大力加强民族团结尧培育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尧推进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总体思

路院大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尧加强各民族交往

交流与交融逐渐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的主基调

和主旋律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袁有利于促进我国各

民族之间的团结袁也有利于加强我国不同民族人民对

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认同感遥 历史认同感是民族共同

体意识建立的基础遥 它需要各民族之间形成一种合

力袁从而保证各民族之间相互协作尧共同努力袁最终促

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遥 因此袁各民族之间要自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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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种民族认同感袁并且从内心深处把中华民族的团

结当成自己的一份责任遥 [3]

渊二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

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完整袁不仅仅体现在思想上的

高度集中袁还包括这个国家的领土以及国家内部资源

的完整遥 空间和资源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袁

不同的国家都是有不同区域和范围的领土以及领土

内不得资源共同构成的遥 一个国家袁其所在的空间就

是这个国家存在的基础袁成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双重意

义上的国家领土袁受到国际主体和国内人民的尊重和

认同遥 民族认同袁首先表现为对自己所在地理空间的

占有与认同遥 因此袁作为一个国家基础条件的领土袁是

一个国家和民族完整性的外在体现袁而培养民族共同

体意识可以增强民族认同感遥

渊三冤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袁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袁有利于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袁有利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袁创造人类

的美好未来遥 人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当中袁不仅

要注重物质层面的享受袁更应该有着高层面尧高深度

的精神文化追求袁只有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精

神层面的提升袁才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遥 中华民族是在不同朝代尧不同民族

相互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袁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

背景袁 在当今多元化文化相互融合和竞争的过程当

中袁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袁保证自己独特的文化不

被潮流所同化袁 同时还要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和借

鉴袁从而让自己的文化在这样的潮流当中时刻处于一

个先进的地位遥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就在

于袁形成高度集中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袁在全球化的

大潮流之中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袁最终创造出属于

自己的美好未来遥 [4]

三尧 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问题

渊一冤西方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冲击袁有可能

会阻碍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袁使

得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各种外来文化和精

神的冲击袁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各种外来文化已经逐

渐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袁这对于我国民族之间

的团结尧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建立都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遥 尤其是在现在的青少年

群体当中袁过度地追求潮流和现代化使得他们对于本

民族文化的学习越来越浅薄遥

除此之外袁 全球化的进程为我们带来了工业化袁

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使我们许多的传统文化和古老

的遗址逐渐消失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 在 2000年到 2010

年中不足 10年的时间内袁 我国自然村总数就从 363

万个锐减为 271万个袁 平均每天至少消失 100 个村

落曰而传统村落也从 2005年的 5000个减少到现在的

不足 3000个遥根据中国最新普查报告显示袁截至 2015

年袁我国现存剧种共 348个曰和叶中国戏曲志曳相比袁已

有 47个剧种消亡袁17个剧种面临消亡遥

渊二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缺乏创新袁民

族共同体意识缺乏现代化

对于传统文化的盲目传承袁是制约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长期以来袁我们对于

中华文化的传承都只是简单的继承袁并没有真正做到

传承二字袁传承不仅仅是要继承袁更重要的是对传统

文化进行发展和创新袁然后再进行继承遥 由于我国传

统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袁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影响较

深袁表面形式的传承也成为了惯用的手法遥 这就导致

了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难以适应

时代的发展袁缺乏新时代的新元素袁就无法在当下的

背景之下得到发展遥

传统文化脱离实际就无法在当前的环境和形势

之下支撑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袁这样一来袁民族文

化就会陷入到不现实尧不实际尧不现代化的局面之中遥

如果不及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转型

发展袁赋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时代精神和适宜当前

形势发展需求袁 就可能影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

展遥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精神文化是经过不断地实

践和探索检验得出的袁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价值遥 但

在实践中袁对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解

读都十分欠缺袁这就会直接导致传统文化无法与当代

需求接轨袁缺乏现代化传播的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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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弘扬和传承手段单一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没有有效手段

传统文化的良性发展是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得

以发生和完成的袁但是由于当前的传播手段和方式过

于单一化袁再加上新时代的到来袁科技逐渐得到发展袁

传统的传播方式和手段依然是文化的主要传播手段袁

这就会严重影响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遥 同时袁就算有

些部门会利用现代技术对文化进行传播袁但是又因为

网络情况复杂性袁最终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变异发展遥

政府部门对传统文化的弘扬无法与公众需求进

行有效的对接袁再加上又难以调动社会各个群体参与

传统文化传播的积极性袁所以直接影响到了传播的效

率遥 [6]

渊四冤社会群体缺乏沟通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缺乏合力

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袁也是导致中

华传统文化无法得到有效传播的另一个原因遥 由于政

府与民间缺乏交流和互动袁所以就没有办法形成传承

传统文化的强大合力遥 但是文化的传承又不能只靠某

一个群体袁 而是需要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参与袁

它不仅需要政府及相关工作群体的努力袁也要依靠广

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觉悟和主动参与遥

但是当前袁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对传统文化的传

承往往只注重形式袁但是却不在乎实际的效果袁致使

许多地区存在文化场馆却没有人负责遥 同样袁现有的

很多专家学者在进行文化传承工作的时候袁仅把传统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职业遥 再加上与民间的文化传承者

缺乏有效尧良性的互动袁从而导致很多传统文化的传

承活动很难开展下去遥 这样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难

以得到有效的传承袁 缺乏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合力袁最

终也就缺乏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合力遥 [7]

渊五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良莠不齐袁不利于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长远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的良莠不齐袁是文化传承发展缓慢

的一个内在原因袁也是传统文化本身的原因遥 部分地

方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并不是做得十分有效袁就

比如有些封建传统文化偏离现实袁不符合我们发展的

需求袁对此就要求我们要高度自觉地对这种文化剔除

或者创新袁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做到文化传承遥

渊六冤对传统文化过度开发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文化基础流失严重

传统文化是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理论基础袁所

以传统文化的流失袁也会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培养和建立遥 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载

体袁文化遗产遭到破坏袁无形之中就会对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造成影响袁这样下去袁因为连锁反应而造

成的损失将会可想而知遥

另外袁传统文化的消失可能并不只是因为单纯的

破坏袁反而有可能是出于保护的原因遥 就目前来说袁很

多地方或者政府都积极响应保护传统文化的号召袁也

因此加强了对于传统遗产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袁但是效

果可能恰恰相反遥 以青岛即墨的古村落为例袁当地政

府用了大量的物力尧财力和人力袁用仿古漆把两边的

路都进行了粉刷袁对于原本的灰砖也用仿古漆进行重

刷袁原本有一个好的出发点袁但是最终的结果可能并

不尽如人意遥 这种看似保护和恢复古建筑原貌的做

法袁不仅没有实现修缮的效果袁反而使原有的古村风

貌尧文化遗存尧地方风情的真实性不复存在遥

四尧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

渊一冤依靠新技术建立文化传承阵地袁加强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效果

新科技的出现袁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更

加现代化尧更加有效的手段袁依靠现代传媒袁可以起到

更好的文化传承效果遥 我们在进行文化传承的实际行

动中要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袁建立以新技术为基础的

文化传承阵地袁从而有效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遥 比

如袁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化手段袁把传统文化和新时代

的图片尧视频尧VR尧3D进行结合袁以新时代的载体对传

统文化进行传播遥

除此之外袁 我们还可以在人多的地方进行宣传袁比

如在各辖区街道喷绘孝德文化情景画袁在车站站牌和公

交车车厢中张贴体现孝德文化的名言名句袁以车载移动

电视为播出平台滚动播放优秀传统文化公益广告等袁这

些都是利用新技术有效进行传统文化传播的手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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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有效辨别袁做到取其精

华尧去其糟粕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积极向上的一面袁当然也

存在消极尧落后的一部分袁但是由于很多文化传承工

作者自身的局限性袁无法对中华传统的文化做到有效

的分辨袁所以造成了传统文化盲目传承的局面遥 这样

的情况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的改善袁那么对于传统文化

的传承并没有实际的意义遥 对于传统文化的有效辨

别袁可以节省文化传承的很多时间袁同时也可以在传

承的过程中促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遥

以野二十四孝冶为例袁当中诸如郭巨野埋儿奉母冶尧

董永野卖身葬父冶尧吴猛野恣蚊饱血冶等行孝的方式袁在

现代化社会袁是非常不值得被提倡的袁因为在某种程度

上已经违背了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遥

渊三冤社会各阶层共同努力袁构建完整的传统文化

传承机制

在当前的形势下袁大多数政府与民间的机构或者

个体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和互动袁无法形成传承传统

文化的强大合力遥但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又不能只

靠某一个群体就能完成的袁所以这就要求全社会各阶

层提高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参与袁它不仅需要政府

及相关工作群体的努力袁也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文

化觉悟和主动参与遥

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或者给予资金上面的

帮助袁相关的专家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袁民间的

机构或个体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袁就能为中华民族的

优秀文化传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遥

渊四冤加强意识形态教育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因为全球化的发展袁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我国的

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袁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事业繁荣昌盛袁必须加强意识形态教育遥 其次

在社会中袁各个等级的党支部也要鼓励当地的群众学

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不断接受它的洗礼袁坚定

信仰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民族团结的心理指

引袁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需要政治体制的

拥护袁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遥 为了保证

我国 56个民族之间的团结袁 制定并且实施了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袁 旨在实现民族地区的繁荣和持续发展遥

我国在港澳台地区实行野一国两制冶就是为了培养各

民族之间的团结意识袁最终促进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

识培养遥

渊五冤妥善处理民族多样性和民族整体性的关系袁

促进民族团结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各个民族文化的集合体遥 我国

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袁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所特有

的文化袁 因此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是具有多样性的袁

但同时袁不论是哪一个民族的文化袁都离不开中华民

族的核心精神遥 因为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是建立在中

华文化共性的基础之上的遥

因此袁我们在处理各民族文化的时候袁要妥善的

处理好民族多样性和整体性之间的关系袁既要保证各

民族文化蓬勃发展袁又要保证各民族文化在发展的时

候不能违背我国文化发展的主流思想袁这样才能不断

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袁 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发

展遥

渊六冤建立新型的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袁形成民族

共同体意识自觉

促进民族共同体理论意识的发展袁就必须建立新

型的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遥 民族工作是野五位一体冶总

体布局和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袁涉及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各个领域尧各条战线遥

同时袁如果理论体系脱离实际袁就无法在当前的

环境和形势之下支撑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遥 这样一

来袁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陷入到不现实尧不实际尧不现

代化的局面之中遥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精神文化就

是经过不断地实践和探索检验得出的袁所以直到今天

仍有很高的价值遥 民族问题作为长久以来的一个社会

问题袁对于民族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时刻结合时代的特

征袁只有不断地在实践过程当中进行总结袁最终才能

形成一个完善的共同体理论体系袁才能形成民族共同

体意识袁最终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遥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袁孕育出了丰富尧辉煌的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袁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

分袁 也一直作为我们整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指路明

灯袁在不同的时期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激励袁支撑着我

们整个民族走到今天袁走向繁荣富强遥

时代在变化袁社会在发展袁如何好好利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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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袁如何在新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袁对于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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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Building up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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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United Front Research Base, Wuyishan, Fujian 354300 )

Abstrac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not only the spiritual pillar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but also the spiritual guidance to ensur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ou鄄

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Carrying forward and inherit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conducive to cast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re are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indirectly lead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on鄄

struction of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measures, aiming at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effectively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Key words: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literatur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na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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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院赵玮渊1993-冤袁女袁汉族袁辅导员袁主要从事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2020年 6月 27日袁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叶共

产党宣言曳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

指出院野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

思主义理论袁结合学习党史尧新中国史尧改革开放史尧

社会主义发展史袁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袁在奋

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袁努力为实现耶两个一百年爷奋

斗目标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

力量遥 冶[1]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野四史冶学习和高校学

生党支部建设的工作袁多次强调必须将野四史冶教育融

入高校学习型学生党支部的高质量建设中遥

一尧将野四史冶教育融入高校学习型学生党

支部建设要做好三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广大党员同志

提出殷切的希望院野要增强学习本领袁在全党营造善于

学习尧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

政党袁推动建设学习大国遥 冶[2]建设学习型大国要把学

习历史摆在重要位置袁同样袁倡导学习型校园尧创建学

习型支部必须从历史学习开始袁读史使人明智遥 马克

思主义历史观告诫后人院必须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

义袁因此将野四史冶教育融入高校学习型学生党支部建

设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遥

渊一冤尊重历史和着眼现实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院野重视历史尧 研究历史尧

借鉴历史袁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尧把握今天尧

开创明天的智慧遥 冶[3]党史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领

导中国人民为了实现远景目标而不断探索的伟大历

史曰新中国史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奋勇前行

的壮丽史诗曰改革开放史是中国人民从温饱到小康的

大踏步跨越曰社会主义发展史是我国独立自主探索出

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光辉历程遥 历史

是过去的现实袁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袁历史尧现实和未来

是相互联系而又密不可分的袁四史教育融入高校学习

型学生党支部的建设袁必须推动尊重历史和着眼现实

的有机结合遥 新时代袁从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的现实

出发袁不忘历史袁着眼现实袁从野四史冶中汲取党支部建

设的优秀经验作为营养补给袁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

紧密结合袁从野四史冶中学习党员提高理论素养的新途

径遥 结合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袁把每位党员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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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国内外时事新闻尧社会历史发展

的征程充分结合起来遥 历史是一面镜子袁从历史中能

看到兴衰交替袁得到经验教训袁党的新成就尧新思想尧

新征程尧新使命均来源于四史袁而又是对现实的一种

深刻反映袁必须抓好互联网+党建这个新平台袁学习型

学生支部建设要发挥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这个根

本性原则袁补短板尧优特色袁把支部工作扎扎实实落在

实处遥

渊二冤发挥群体和重视个体相结合

理论学习工作必须处理好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袁学

习型学生党支部建设更是要以发挥群体和重视个体

为核心袁学生党支部主要分为本专科学生组成的大学

生党支部尧硕博士生组成的研究生党支部袁学生党员

相较于其他党员群体具有年龄较小尧阅历较少尧创新

性较强的特征袁在野四史冶教育融入高校学习型学生党

支部建设中袁要着重关注学生党员个人的主体性意识

的塑造袁培养学生党员对野四史冶知识的宣传和学习能

力袁发挥好学生党员密切联系群众尧热心服务群众尧团

结凝聚群众的先锋模范作用遥针对学生党员的差异性

特点袁重视党员个体的学习需求尧思想动态和职业愿

景等袁把党支部理论学习工作做实做深做细遥 野四史冶

的学习内容在时间上横跨百年尧 在内涵上包罗万象尧

在形式上层出不穷袁有效推动野四史冶学习入耳入脑入

心袁 做好党员个人历史思维的培养和党支部创新氛

围尧学习氛围的营造袁良性互动尧相辅相成袁把四史教

育常学常新落到实处遥

渊三冤武装头脑和指导实践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一个开拓创新尧日益

奋进的政党袁 深知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才能走得更久

远尧更扎实袁理论学习不是目的袁把学到的内容转化在

日常学习生活中袁才是最有价值的学习遥 认识论中阐

述的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指导我们袁正确的理

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袁错误的理论对实践具有阻碍

作用袁科学理论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袁可以更好

地指导党员和群众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袁错误的理论要

摒弃尧禁止遥 学习型学生党支部建设必须把握好理论

武装和实践运用的关系袁野四史冶学习是党支部建设的

理论基础袁党建工作是理论学习的升华袁学习型党支

部建设要坚持营造学以致用尧 真抓实干的良好风气袁

理论的生命在实践中孕育尧 理论的价值在实践中彰

显遥 野四史冶中蕴含的科学理论和指导思想是值得我们

长期钻研和学习的精华袁本身就来源于实践袁是经过

实践检验的真理袁我们应该珍惜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和责任袁把野四史冶中的真谛更好地运用于党支部组织

生活中尧渗透于为人民服务的点滴中遥

二尧加强野四史冶教育对高校学习型学生党

支部建设具有全局性意义

通过野四史冶学习教育袁有助于培养学生党员永葆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情怀袁每一个学生党员是党支部

的细胞袁必须让每个细胞都满怀学习热情袁只有每个

细胞都焕发生机和活力袁党的组织体系才能真正牢不

可破袁拥有无尽的能量遥

渊一冤永葆坚定信念

野四史冶是党员同志理论学习的必修课袁是最生动

的学习教材袁在野四史冶漫长的历程中袁涌现出了无数

坚定理想信念的优秀青年党员袁信念是铁尧信念是钢袁

党员同志必须高度重视信念的力量袁把为人民服务的

信仰渗透在党员同志每一次正确的选择和奉献中遥

野时代楷模冶黄文秀同志为了家乡扶贫事业因公殉职袁

真正做到了对党忠诚尧积极工作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终身遥 学生党支部中存在部分党员政治信仰淡化尧

理想信念滑坡等问题袁必须认真学习野四史冶袁不断从

学习中吸取经验袁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袁维

护党的权威遥 历史是最好的参照物袁也是最好的提醒

器袁立足当下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把野四史冶教育作

为一项重要的政治理论学习任务来抓袁将学习到的精

神转化到平时的工作中去袁只有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

得到进一步加强袁党支部的政治建设尧思想建设才能

更加深化和细化袁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共产党员学

习不止的历史袁是一部共产党员永葆理想信念的光荣

史遥

渊二冤永葆奋斗精神

奋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需要代代中国人民持续的奋斗遥 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袁涌现出了无数优秀基

层党员袁 他们用青春和汗水抒写了奋斗的华丽篇章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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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教育尧扶贫尧体育尧卫生等各个行业袁特别是

2020年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袁全国各地都有身处抗

击疫情一线的野95后冶身影袁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

释了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全过程遥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

时代袁学生党员要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奋斗的重要论述袁只有每一位学生党员都鼓足时不我

待的奋斗劲头袁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得到进

一步的发挥袁中国共产党才能更加兴旺发达遥 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袁创业和守业一样艰难袁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创立的百年基业更需要守护遥 开展野四史冶教

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党员积极进取尧自强不息尧奋斗不

止的精神状态袁 把党的优良理论品质继续发扬下去袁

积极弘扬主旋律袁传播正能量袁把奋斗精神贯彻到国

家 2035年的远景目标之中遥

渊三冤永葆为民情怀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袁我们党始终不忘野为了谁尧

依靠谁尧我是谁冶的初心袁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

上袁无论走了多远也没有忘记为什么出发袁始终团结

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力袁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遥 [4]毛泽

东同志曾在叶为人民服务曳中袁讲述了张思德同志为人

民利益而牺牲的故事袁全面阐释了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的本质遥 九千万中国共产党员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

众路线袁如果说党是参天大树袁人民群众是土壤袁那么

党支部则是大树的根系遥 学生党支部就是建立在学生

的日常学习生活中的袁 学生党员与学生群体同甘共

苦袁能够帮助同学们发现问题袁解决问题袁提升同学们

的获得感袁夯实群众基础遥 党支部是党长期执政的组

织基础袁支部建设至关重要遥 在深入学习野四史冶的基

础上袁加强对党的理论的深入学习袁提高党员自身的

素质袁支部建设工作繁而多袁所以更不能停留在口号

上袁而应落实到行动袁坚持党的领导地位袁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遥 通过野四史冶教育袁对加强

学习型学生党支部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具有突出

性作用遥

渊四冤永葆担当本色

学习是学生党员的根本任务袁有别于普通同学学

习专业课程袁学生党员同时应该注重加强自身思想和

政治方面的学习袁落实好野四史冶教育的学习遥 这本身

就是一种担当遥 当学生正式加入党组织袁成为一名中

共党员的时刻袁必须保持初心如磐尧使命在肩的担当袁

初心和使命始终承载着我们党初创时被寄予的希望

和责任袁为人民尧为国家无私奉献袁这始终和党的发展

历程息息相关遥 学生党员要秉持爱国励志求真力行才

是青春应有的模样袁汲取野四史冶教育中的精华袁勇于

担当袁不怕重担袁承担起青年党员的使命和责任遥 疫情

当前袁众多学生党员冲锋陷阵袁在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袁

激发起他们在新时代担当初心使命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遥 野四史冶的学习过程袁就是学生党员知史学史以史

明志袁增强历史担当的过程遥 要立足实际尧落到实处尧

追求实效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袁不断提高学习型学生

党支部的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遥

三尧将野四史冶教育融入高校学习型学生党

支部建设的主要路径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学习摆在重要位置袁

学贵有恒尧学贵勤勉尧学贵应用袁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

习走到今天袁也必然会依靠学习走向未来遥 当前袁学习

型学生党支部的建设工作面临着不少难点袁如学生党

员自主学习积极性不够尧 党支部组织生活缺乏创新尧

党支部凝聚力仍需增强等遥 [5]必须将野四史冶教育融入

高校学习型学生党支部建设的创新性工作中去遥

渊一冤抓住重要节点开展野四史冶学习教育

高校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袁以坚定学

生的理想信念为核心袁以培养学生党员的责任意识为

基点袁在高校开展野四史冶学习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环

节袁要严格落实学校关于将野四史冶教育融入高校学习

型学生党支部建设的实施方案中明确的工作目标和

主要任务袁对标一流袁抓好关键袁确保野四史冶学习教育

扎实开展遥 各个学生党支部必须紧扣要求尧聚焦主线袁

精心组织野四史冶学习教育袁高度重视袁提高站位袁按照

学校党委统一部署袁强化主体责任袁制定野四史冶学习

教育实施方案的工作推进表袁 确保各个环节无差错遥

根据学生党支部的实际情况袁 应抓住重要节点开展

野四史冶学习教育院第一尧在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召开

后的一段时间内袁必须把握好重要机遇袁组织支部全

体党员集中学习会议精神袁 并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工

作曰第二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纪念日尧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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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纪念日尧改革开放周年纪念日尧抗日战争胜利纪

念日尧高校周年校庆之际袁做好纪念学习活动袁把改革

创新精神发扬光大曰第三尧关注本年度发生的重要事

件袁国家在经济尧政治尧文化尧社会尧生态等领域的重大

成就袁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的重要指示袁利

用好时代契机袁 例如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袁学生党员也要心怀人民袁助力国家扶贫事业遥

渊二冤创新方式方法开展野四史冶学习教育

学生党支部书记要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

任袁层层传导压力袁从严从实抓好学习遥 学好野四史冶是

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袁必须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学习野四史冶的重要论述袁这对于高校建

设学习型党支部具有先导性的意义遥 目前高校学习型

学生党支部中 90后尧00后党员占比较大袁必须利用好

新媒体平台袁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有序开展野四史冶

教育的学习任务院第一尧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袁灵活举办

线上线下主题宣讲尧认真组织主题讨论分享尧设立野四

史冶学习教育专栏尧重温入党誓词尧开展主题党课尧微

党课培训袁 做好党支部学习教育培训的基础性工作遥

第二尧要建立健全规范的学习考勤制度袁学习档案制

度袁通过举办学习经验交流会袁开展学习演讲比赛等

形式袁促进学习型党支部的制度化建设遥 [6]第三尧从学

生党员主体性视角出发袁筑牢思想根基袁加强实践育

人袁开展青马工程培养计划尧组织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尧

英雄纪念馆等参观培训尧 举办线上线下党史知识竞

赛尧观看爱国党史国史类纪录片尧寻求和其他支部共

联共建共享的机会尧 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尧 地方党员

APP等平台载体袁通过全方位尧立体化的学习教育方

式激发全体学生党员对野四史冶学习的兴趣遥

渊三冤坚持分类施策开展野四史冶学习教育

开展野四史冶学习教育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袁要根

据不同学习对象的特点袁 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活动遥

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院第一尧学生党员根据学历学

位不同袁主要分为本专科学生党员和硕博士研究生党

员袁本专科学生党员年龄较小尧对野四史冶的了解程度

不高尧参加团课尧党课等培训较少袁因此面对这种情

况袁本专科学生党员学习野四史冶的内容不宜过深袁要

以激发党员学习兴趣尧培养他们历史思维为主袁硕博

士研究生党员在学生党员中普遍年龄较大尧文化水平

较高尧在高校接受的野四史冶教育较多袁所以针对硕博

士研究生的学习情形袁 可以引导他们自学尧 领学尧互

学尧以专题学习尧沙龙交流的方式进行深层次的提升遥

第二尧学生党员根据所学专业不同袁主要分为人文社

科类学生党员尧自然科学类学生党员袁人文社科类的

学生党员多数有高中文科学习的背景基础袁如果说高

中历史的学习是面袁现在的野四史冶学习就是点袁是作

为学生党员应该去深层次挖掘的袁自然科学类专业的

学生党员大部分高中所学专业是理科袁一直以来对历

史学习的重视程度不够袁 但是作为一名学生党员袁必

须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袁只有真正学懂了历史的来

龙去脉袁才能进一步锤炼党员同志对党忠诚尧竭诚为

民的优良品格遥 第三尧学生党员根据是否实习不在校袁

分为毕业班党员和非毕业班党员袁毕业班学生党员是

高年级学生尧毕业学年在实习地学习生活袁对学校比

较了解袁对自身的未来发展前景较为明确袁所在支部

应尽可能开展线上支部学习和会议袁 提高覆盖面袁离

校不离学袁非毕业班学生党员在学校进行常规的全日

制学习袁要定期积极参加党支部组织的野四史冶学习活

动袁真正用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遥 所

有支部要精准施策尧注重实效袁有力开展野四史冶学习

教育袁利用丰富资源袁突出特色袁凝练成果袁打造野四

史冶学习教育新品牌遥

四尧结语

新时代的高校党建工作应坚持把创建学习型学

生党支部作为重点袁贯彻落实国家关于野四史冶学习的

相关规定袁将野四史冶教育融入高校学习型学生党支部

建设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抓遥 学习野四史冶就要重温党

的辉煌历程袁把野人民至上冶的铮铮誓言不仅镌刻在历

史的画卷上袁更深深烙在每一位学生党员心上遥 学生

党员是青年中的进步力量袁必须把握好这支队伍的从

历史中汲取清醒剂袁做到知史明责尧知责思进尧知进有

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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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Integrating 野Four Histories冶 Education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Branch of Learning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AO Wei

渊Fenyang College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袁 Fenyang, Shanxi 032200冤

Abstract: In the work of Party build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should integrate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the histo鄄

ry of New China,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d the study of the innovative theor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branches of learning-oriented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鄄

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Integrating the education of 野Four Histories冶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branches of learning-oriented stu鄄

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respecting history and focusing on reality, the combination of exert鄄

ing the group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individual, the combination of arming the mind and guiding the practice, which is helpful

for Student Party members to keep firm faith and struggle spirit, serving the people and being true to themselves. We should grasp the im鄄

portant nodes, innovate ways and means, and carry out classified measures.

Key words: 野Four Histories冶 education; learning type; Student Party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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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统计显示袁2018年全国得到资助的普通

高校学生共有 4387.89万人次袁资助总金额达 1150.30

亿元[1]遥而 2008年的这组数据分别为 1300多万人次尧

227 亿元 [2]袁十年间受资助学生增加了约 3000 万人

次尧资助金额增加了 5倍多遥 因此袁我国高校学生资助

工作在近十年间获得跨越式发展袁实现了在经济方面

对贫困生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袁贫困生经济困难已

经基本解决遥 在此背景下袁贫困生的心理贫困问题日

益凸显袁因此袁加强高校贫困生心理帮扶袁做到野扶贫冶

和野扶志冶相结合[3]袁帮助贫困大学生实现野双重脱贫冶袁

已经成为创新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并提升其科学化尧专

业化的关键突破口遥

以往关于贫困生心理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贫困

生的心理问题袁本研究转变研究思路袁将注意力转移

到贫困生心理的积极方面遥 在野精准扶贫冶背景下袁对

高校贫困生进行积极心理资本培育将是个富有理论

与实际意义的探索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以贫困大学生心

理资本为切入点袁论述高校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的意

义袁剖析高校贫困生心理资本特点袁进而提出贫困生

心理资本培育的路径袁以期助力高校贫困生心理资本

的提升并促进资助育人工作迈上新台阶遥

一尧培育高校贫困生心理资本的重要意义

心理资本或称积极心理资本袁是个体积极的心理

状态和心理能量袁它犹如心理免疫细胞袁能有效预防尧

避免心理病患袁推动个体心理持续健康发展遥 心理资

本由自我效能感尧乐观尧希望和韧性四个维度构成遥 自

我效能感是自信程度曰乐观是指个体能采用积极的归

因方式曰希望是个体的动机状态曰韧性是指心理的野复

原冶能力袁是个体身处逆境时袁能迅速复原并超越袁最

终取得成功遥 美国心理学家 Luthans和他的研究团队

发现袁开发和构建心理资本有助于心理疾患的预防和

消除咱4暂遥贺斌的研究发现袁心理资本能显著预测心理健

康状况[5]遥

野精准扶贫冶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收稿日期院202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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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思想尧新理念及重大战略

决策部署袁是通过精确识别尧精确帮扶尧精确管理的科

学尧有效的程序实现扶贫对象脱贫的治贫方式[6]遥纵观

全国精准扶贫系统袁高校贫困生资助是其重要组成部

分袁因此袁精准扶贫战略决策部署对新形势下高校开

展资助育人工作具有深刻的启迪和指导作用遥

开展高校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工作袁其基本要义

在于开发贫困生积极心理力量袁 推动其综合能力尧素

养的提升袁促进其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袁有效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遥 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是开展心理帮扶的

内在要求袁是对贫困生加强发展性教育与预防性教育

的必然要求袁更是高校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抓手遥 因

此袁培育高校贫困生心理资本意义重大遥

渊一冤有助于贫困生人格健全和心理健康发展

在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过程中袁教育者引导贫困

生积极关注心理正能量袁以自信尧积极的心态面对所

处的困境袁树立乐观精神袁对未来满怀希望袁增强心理

韧性袁提高抗压能力和挫折应对能力遥 这样不仅能提

高贫困生心理免疫能力袁有效预防心理问题和心理疾

病的产生袁而且有助于培养贫困生健康尧健全的人格袁

进而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遥

渊二冤有助于贫困生提高个人综合能力及职场竞

争力

个人综合能力薄弱是贫困生普遍存在的短板遥 在

心理资本培育过程中袁学校通过推行贫困生学业帮扶

机制袁切实有效地提高贫困生的专业技能水平曰同时袁

学校通过搭建平台袁帮助贫困生积极培育文体特长袁

帮助他们在各类实践活动中积累经验袁这些举措有利

于不断提升贫困生个人综合能力素质袁提高职场竞争

力遥

渊三冤有助于贫困生树立合理的就业理念

教师一般会采用心理测试量表等专业测评工具袁

提高贫困生的自我认知水平袁明确其能力尧职业兴趣尧

性格尧气质等方面的特点袁引导他们立足自身就业意

向尧能力水平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袁赋予恰当的就业期

望值袁这样有助于贫困生树立合理的就业理念袁摒弃

野将政府部门尧事业单位尧国有企业作为就业首选冶的

观念袁明白到基层尧农村尧西部等地也能施展才华袁也

可以建功立业遥

渊四冤有助于高校创新和完善资助育人工作

开展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袁可以帮助他们积极地

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袁提高综合能力素质尧就业能力袁

实现资助模式从保障性资助向发展性资助的转换袁即

从已有的野输血冶式资助模式向野造血冶式资助模式的

转换袁从而推动资助育人工作的创新和完善遥

渊五冤有助于高校建设和谐校园和营造积极的育

人环境

心理资本培育有助于促进贫困生群体身心健康

发展袁 从而把由贫困造成的安全隐患降到最低程度袁

进而促进高校和谐校园环境的构建袁促进高校创造积

极的育人环境袁打造贫困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积极支持

系统遥

二尧高校贫困生心理资本特点剖析

渊一冤高校贫困生心理资本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高校贫困生的心理资本在诸多因素上存在差异袁

如学校尧性别以及成绩等遥 首先袁本科生心理资本比高

职生心理资本高[7]袁这可能跟本科学校的学生社会认

可度高尧综合素质和能力强袁颇受就业单位青睐有关遥

其次袁男生的自我效能感高于女生[5]袁这可能跟生理因

素和社会因素有关遥 男生在身体素质方面比女生有优

势袁同时袁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袁男生和女生在人们心目

中有不同的刻板印象要要要野男强女弱冶袁这会削弱女生

的自我同一性袁进而降低其自我效能感遥 再次袁成绩较

好的贫困生心理资本较高[8]遥究其原因袁成绩较好的学

生会获得更多的认可和重视袁有更明确尧更积极的奋

斗目标和发展方向袁能合理安排尧实施计划以促进目

标的实现袁因而心理资本更高遥

渊二冤高校贫困生心理资本各维度发展程度不均衡

纵观相关研究结果可以发现袁高校贫困生心理资

本各维度发展水平不均衡袁其中袁韧性水平较高袁自我

效能及乐观水平较低[8]遥 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大致如

下院首先袁贫困大学生韧性水平较高与贫困的磨砺有

关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袁贫困也是一种财富袁它使贫困

生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更多的困难和挫折袁在贫困的磨

砺中袁贫困生获得了艰苦奋斗尧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袁

因而心理资本的韧性水平较高遥 其次袁贫困大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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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感低与受经济条件制约有关遥 受经济条件的制

约袁 贫困大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的提高受到限制袁眼

界及才干的提升也受到影响袁 因而容易产生自卑心

理遥 再次袁贫困大学生乐观水平低跟他们的不良归因

风格有关遥 例如袁由于自卑袁贫困生习惯于把失败归因

于天资愚钝尧能力较差等内部的尧不可控制的因素遥 这

种消极悲观的归因风格导致贫困生关注的是失败袁体

验到的是挫败感袁不利于提高心理资本遥

三尧精准培育高校贫困生心理资本的路径

贫困大学生心理资本培育任重而道远袁 需要社

会尧学校尧家庭尧个人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遥 坚持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的野因事而化尧因时而进尧因时而新冶的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袁在野精准扶贫冶理念的指导

下袁努力实现精准识别尧精准施策尧精准管理袁打造多

层次尧全方位尧一体化的精准帮扶体系遥

渊一冤精准识别要要要客观呈现贫困大学生心理资

本状况

精准识别贫困大学生心理资本贫瘠的帮扶对象尧

类别尧致贫原因是贫困大学生心理资本精准扶贫有效

实施的首要环节和关键环节遥 不同于物质层面的贫

瘠袁心理层面的贫瘠主要隐藏在人的内心世界袁定量

辨识较困难袁也不易用固定的标准判别袁需要对行为

和心理等方面辨识尧分析尧判别尧分门别类袁因此袁精准

识别贫困生心理资本贫瘠状况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遥

1.确立野精准化冶的识别观念

贫困大学生心理资本贫瘠的类别尧体现存在普遍

性袁也存在个体差异曰存在态度尧理念的偏差袁也存在

气质尧个性等方面的差异遥 因此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

应将帮扶贫困大学生化解心理危机尧实现心理脱贫作

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遥 在识别贫困大学生

心理资本状况时袁要树立野精准化冶的识别观念袁做到

思想重视尧工作精细尧了解深入尧方法精准袁实现精准

掌握贫困大学生心理资本贫困的对象尧范围尧类型及

表现袁实现有理可查尧有据可依遥

2.实现识别方法野精尧深尧细尧准冶

尽管贫困生心理资本贫瘠不易定量衡量尧 辨识袁

而且受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经验

的影响袁但只要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袁努力做到野精尧

深尧细尧准冶袁多渠道尧多途径深入贫困生袁熟悉贫困生袁

就可以精准掌握贫困生的心理资本状况袁并进行归类

和程度判别袁建立贫困生心理资本信息库袁并及时进

行动态更新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不能公开个人隐私问题袁

以免伤害贫困生的自尊心遥 对于敏感性和隐私权等问

题袁可以采用大数据袁实施个性化尧差异化的精准帮

扶袁避免给贫困生贴标签尧划界限遥 例如袁高校定期对

大学生在学校食堂用餐的次数和费用进行大数据分

析袁便可精准识别出贫困生及其贫困程度遥 同样袁定期

对学习尧参加实践尧心理资本问卷测验等方面的大数

据开展关联分析和综合运用袁也可以对贫困生心理资

本有关方面的情况进行精准识别袁为学校做出科学的

决策提供有效参考遥

3.野精准分析冶贫困生心理资本贫瘠的致贫因素

虽然贫困大学生心理资本贫瘠有共性的社会因

素袁但由于贫困生心理资本贫瘠的类别各异袁其致贫

因素也会存在个体差异遥 因此袁在培育贫困生心理资

本时要格外注意类型判别袁要充分收集贫困生的家庭

信息尧成长历程尧人际关系尧个人心理及行为特点等详

实的信息资料袁在精准分析尧辨识贫困生心理资本贫

瘠的类别尧状况尧原因的基础上袁科学登记尧分门别类

建立档案袁进而有的放矢地策划具有针对性的心理资

本培育方案尧实施卓有成效的培育措施袁从而实现精

准帮扶遥

渊二冤精准施策要要要打造全方位尧多层次尧一体化

的培育体系

贫困生心理资本贫瘠的原因错综复杂遥 在贫困生

心理资本培育过程中袁需要整合社会尧学校尧家庭尧个

人等各方力量袁努力构建多层次尧一体化的贫困大学

生心理资本帮扶体系遥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工作遥

1.国家尧政府和社会要打造全方位的保障系统

首先袁国家和政府要高屋建瓴袁要做好顶层设计袁

在舆论宣传尧引导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坚持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袁努力打造积极向上尧自强自立

的舆论导向袁引导贫困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遥 第二袁要

鼓励尧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贫困生资助工作遥 政府可以

学习国外的相关经验袁制定资金项目优先扶持尧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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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等鼓励性政策袁提高社会力量参与资助工作的积

极性袁实现野双赢冶曰同时袁可以借助大众媒介袁倡导社

会力量参与心理援助公益活动袁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

系统遥 第三袁加大资金投入袁建立配套机制遥 政府部门

和教育主管机构要完善心理健康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袁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袁提高教师专业化水

平遥 第四袁健全心理疏导机制遥 各级各类政府机构尧行

业企业要把帮助贫困生提高心理资本纳入重点工作

范围遥 例如袁行业企业可以将实习期间高校贫困生的

心理资本培养纳入员工帮助计划袁为他们提供心理帮

扶遥

2.高校要为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提供良好的平台

首先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滋养贫困生遥 高校

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尧渗透尧贯穿到贫困生

心理资本培育的各个环节袁使贫困生深刻感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袁进而实现自身心理资本的提

升遥

其次袁将心理资本培育纳入课程体系遥 高校要将

开发心理资本的相关理论知识尧 实践纳入教学体系

中袁以自信尧乐观尧希望尧坚韧为抓手袁利用体验式教

学尧项目教学等多元教育策略袁增强心理资本开发的

实效性和趣味性袁帮助学生掌握系统化的心理资本积

累的知识和方法袁并在实践活动中得到巩固尧迁移和

提高遥

再次袁精准引导袁从实践中提升积极心理资本遥 学

校要依托校内的各大社团袁精准设计并引导贫困生积

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尧志愿服务活动袁如组织贫困生参

加各类支教服务尧赛事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袁用实际

行动回馈社会袁体验获得感尧幸福感等更多真切而积

极的心理感受袁在实践中持续提升心理资本遥

第四袁要在重要时期或阶段突出贫困生心理资本

培育遥 如新生入学阶段尧实习阶段尧毕业季等重要时期

或阶段袁 要根据该阶段贫困生的主要特点和主要任

务袁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心理资本培育遥

第五袁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遥 高校要将心理资本

理念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袁 精准设计心理文化主题活

动袁为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提供良好的平台[9]遥 例如袁

高校可以以野5窑25心理健康教育文化节冶活动为契机袁

以积极心理资本为导向袁通过心理漫画尧心理征文尧心

灵演讲尧心理情景剧等形式袁助力贫困生收获积极的

心理体验袁改善他们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遥

第六袁借助新媒体袁搭建心理资本培育新平台袁建

立网络心理资本培育机制遥 高校可以借助新媒体的平

台袁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袁把心理资本培育的知

识和技能呈现给贫困生袁实现线上尧线下互为补充和

密切配合袁为心理资本培育奠定必要的信息基础遥

3.家长要实施科学的家庭教育

家庭是影响个体思想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遥 因

此袁改进家庭教育方式尧改善家庭氛围是提升贫困生

的心理资本水平的重要举措遥 首先袁父母要采用民主

型的教养方式袁营造融洽尧温馨尧和睦的家庭氛围遥 家

长要有意识地培养子女的积极心理资本袁要不失时机

地与子女进行沟通和互动袁通过积极关怀使子女获得

情感支持遥 第二袁家长要为子女树立榜样遥 正所谓野言

教不如身教冶袁 父母需要通过自己的积极心理和行为

为子女树立榜样袁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袁促进其心理

资本的提升遥 第三袁父母要积极鼓励尧激励子女遥 作为

子女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袁家长要善于发现子女的

闪光点袁不失时机地进行鼓励和激励袁这样有利于帮

助贫困生提高自我效能感袁从而自信尧乐观地面对困

难和挫折遥第四袁开展家校合作遥家长与学校双方需要

建立联动培养机制袁双方可以通过电话尧微信尧钉钉等

多种渠道及时尧高效地进行沟通袁形成心理资本培育

合力袁促进教育效果最大化袁帮助贫困生形成积极的

心理资本遥

4.高校贫困生要加强自我完善

第一袁要提高自我认知能力遥 贫困生要进行全面尧

客观的自我评价袁要学会包容过去袁积极欣赏自我袁这

样才能不断进行自我调节袁逐步提高心理资本遥 第二袁

合理设置目标遥 如果目标设置合理袁将长期目标转化

为若干个短期子目标袁就可以使贫困生的进步显得立

竿见影袁使他们通过充分体验成功而获得自信袁自觉

领悟努力与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袁并激发继续努力以

取得成功的动机和期望遥第三袁学会合理归因遥通过合

理归因训练袁养成乐观解释习惯袁培养乐观的心态遥 第

四袁建立积极的心理应激机制遥 贫困生要不断提高心

理素质袁学会采用幽默尧升华等积极的应对方式来应

对挫折和失败袁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遥 第五袁踊跃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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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遥 因为在参加这些活动过程中袁

贫困生的综合能力可以得到有效提高袁而且还能积累

社会经验袁有助于提高心理资本遥

渊三冤精准管理要要要落实贫困生心理资本的可持

续发展

借鉴精准扶贫重要战略部署中的野精准管理冶理

念袁高校心理资本培育工作要对贫困生的心理资本发

展状况尧培育举措尧培育效果等实施全程化尧立体化尧

动态化尧信息化监管袁以此保障资助育人工作卓有成

效遥 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是一项特殊的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袁贫困生心理资本的个体差异性要求开展这项工

作时必须进行精准管理袁因此袁精准管理对于高校贫

困生心理资本培育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遥

1.建档立卡袁健全动态跟踪反馈机制

由于贫困大学生心理资本贫瘠的类型较复杂袁这

要求心理资本培育工作者必须进行基于精准识别的

分类建档遥 贫困大学生精神贫瘠的表现类型有价值取

向偏差尧理想信念淡化尧不良心态滋生等袁因此袁对心

理资本贫瘠的贫困大学生分类建档后袁必须进行数据

信息的完善尧成效的体现尧情况的变化等方面的持续

跟踪尧及时更新袁实现动态管理袁确保帮扶的精准尧持

续和有效袁持续提高建档立卡的标准及品质[10]遥

2.建章立制袁强化监督

规章制度是精准管理有效实施的有力保障遥 高校

要根据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内

涵尧新特征袁立足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的特点和实际

需求袁创建行之有效的追踪尧监督尧反馈机制袁对心理

资本培育措施尧手段以及贫困生心理资本提升状况进

行全方位尧立体化的动态监管遥 此外袁建章立制时要同

时兼顾制度的刚性要求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柔性特点袁

也要同时兼顾面上群体共性问题的解决和点上个别

学生特殊问题的解决[10]遥

3.重视实效袁精准考核

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的效果要经得起考核遥 进行

考核时袁要以学生个体的阶段性行为和心理表现为抓

手袁尤其要注重过程性评价和多元评价袁采取科学合

理的短期尧中期尧长期相结合的考核形式袁注重贫困大

学生在学习目标尧自信心尧心态等方面积极心理品质

的表现和进步情况遥 同时袁引进第三方评估考核机制

也是一个有力措施袁有助于增强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

效果的考核和评估遥

高校贫困生心理资本贫瘠类型和表现各异袁原因

也复杂多样遥 我们要在党中央野精准扶贫冶这一重大战

略决策部署下袁创新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袁精准培育

贫困大学生心理资本袁助力贫困大学生心理脱贫遥

四尧结语

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是开展心理帮扶的内在要

求袁是对贫困生加强发展性教育与预防性教育的必然

要求遥 高校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工作任重而道远袁社

会尧高校尧家庭和贫困生自身要在习近平总书记野精准

扶贫冶思想的指导下协同努力袁按照野精准识别尧精准

帮扶尧精准管理冶路径袁全面促进贫困生心理资本的提

升遥 野授人以鱼袁不如授人以渔冶袁心理资本培育是变

野输血式资助冶为野造血式资助冶的重要举措袁是激发贫

困生脱贫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袁能够助力贫困生实现

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袁使贫困大学生终身受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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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for Po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ZHAO Juan, ZHANG Wei, HUANG Jie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Guangzhou Polytechnic of Sport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51;

2. Public Foundation Department, Guangzhou Polytechnic of Sport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51)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poor college students, promote their self-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innovate and improve the work of subsidizing and educating them,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iva鄄

tion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connotation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na鄄

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hen puts forward relevant cultivation paths and suggests integrating society, univer鄄

sities, families and other forces,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iving to achiev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ing a multi-level, all-round and integrated precision assistance system.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or stud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sychological capital;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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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通六艺遥 茶艺是在茶叶冲泡过程中融入诗词尧

美学尧音乐等元素袁以表演的形式传递茶文化信息的

一种综合性艺术表达方式遥 诗词绘画和茶器茶具赋予

茶艺静态之美袁而音乐则赋予茶艺动态之美袁为茶艺

补充了肢体和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情感遥 合理地融入地

方特色音乐文化元素袁 有利于形成特色地方茶艺袁促

进茶文化宣传并推动茶产业发展遥

秦筝在先秦时期发源于陕西关中地区袁秦筝曲具

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艺术特色袁与陕西历史名茶野泾

阳茯茶冶醇厚甘润的风格一致袁其悲苦忆怀的曲风能

够渲染泾阳茯茶作为野边销茶冶安邦保国的历史地位遥

将秦筝文化融入泾阳茯茶茶艺中袁编排反映泾阳茯茶

文化的秦筝曲作为其背景音乐袁可提高泾阳茯茶的艺

术品位袁丰富其文化内涵袁是文化助力茶产业发展的

一项创新跨界实践遥

一尧筝乐与茶艺

渊一冤音乐对茶艺的重要作用

中国茶艺形成于唐代遥 朱红缨[1]认为袁唐陆羽叶茶

经曳里的野煎茶法冶确立了茶艺的范式遥 陆羽之后的常

伯熊野著黄衫袁戴乌纱帽袁手执茶器噎噎冶袁对煎茶方法

进行了艺术化的野润色冶袁堪称茶艺表演的始祖遥 陈文

华[2]认为袁野茶艺冶一词的出现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遥茶

艺兼具技术性和艺术性袁以儒释道的精神内涵和美学

理论为指导袁将野廉尧美尧和尧静冶的茶文化核心传播给

大众袁而音乐是其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遥

恰到好处的背景音乐能够体现整个茶艺内容的

艺术构思袁协调茶艺师的动作袁起到烘托气氛和深化

主题的作用遥 历代饮茶诗词中有很多诠释了音乐对茶

艺的作用袁如唐代鲍君徽的叶东亭茶宴曳尧宋代苏轼的

叶行香子窑茶词曳和黄庭坚的叶鹧鸪天窑汤词曳等遥 明代许

次纾叶茶疏曳对饮茶环境的说明中也提到须野听歌拍

板袁鼓琴看画冶遥

泾阳茯茶茶艺中引入秦筝文化的思考

孟 阳 1袁 高岳芳 1袁 王飞权 2袁 肖 斌 1

渊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院袁 陕西 杨凌 712100曰 2. 武夷学院 茶与食品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泾阳茯茶是明清时期享誉中国西北的野边销茶冶袁既承担着安邦保国的政治责任袁又肩负着野生命之茶冶的

民生义务遥目前泾阳茯茶产业处于复兴阶段袁茶文化特征和表现力尚不鲜明遥茶艺是体现茶文化的重要窗口袁特色茶艺对

泾阳茯茶文化特征的表达至关重要遥 古筝是茶艺常用的背景音乐元素袁起到烘托氛围尧深化主题和丰富内涵的作用遥 但

是袁各地茶艺千篇一律地选用古筝名曲袁鲜有能突出地方特色的筝文化与茶艺的融合遥秦筝发源于陕西袁具有悲苦忆怀的

艺术特色袁与泾阳茯茶同根同源尧同兴同衰尧相得益彰遥 两者创新融合能够凸显泾阳茯茶文化特色袁启发更多茶艺跨界创

新模式袁为文化助力茶产业发展提供新思路遥

关键词院泾阳茯茶曰茶艺曰秦筝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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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筝乐在茶艺中的应用现状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叶琴茶曳中写道院野琴里知闻

唯渌水袁茶中故旧是蒙山冶遥 中国古典音乐最能发人怀

古思今之幽情袁也最适合茶艺表演袁因此目前全国各

地茶艺表演多选用中国古典音乐作为背景袁特别是古

琴和古筝名曲遥

古筝是中国最古老的弦乐器之一袁 其音域广袁表

现力丰富遥 古筝的高音清脆悦耳袁低音浑厚饱满袁特别

是野刮奏冶和野摇指冶等技法所产生的声音最像潺潺流

水袁因此能够体现茶艺中茶汤冲泡时的动态美袁使观

赏者如同身临茶山袁更加深入地体会人在草木间的自

然和谐之美遥 茶艺中古筝配乐的选择一般根据茶叶的

类别和品茶环境而定袁 如乌龙茶以优雅兰香为特色袁

常选用沁人心脾的筝曲袁如叶春江花月夜曳等曰而有 20

多道茶艺流程的工夫红茶袁则往往选择具有明显情节

起伏的筝曲袁如叶渔舟唱晚曳等遥 若是有重要外宾或者

喜迎国庆等特殊节日袁则可选择爱国歌曲改编的筝曲

叶茉莉花曳尧叶我和我的祖国曳等遥

渊三冤筝乐在茶艺应用中的不足

茶艺所选的古筝名曲虽然具有古朴雅致的传统

文化特色袁但由于其数量有限尧风格统一袁无法细致地

反映各地茶艺的多元化特征袁千篇一律的背景音乐是

各地茶艺缺乏特色的原因之一遥 具有文化内涵的筝乐

可使地方茶艺更有艺术品位和地域特色袁如西湖龙井

茶艺常用音乐家吕文成畅游西湖时所作曲目叶平湖秋

月曳作为背景音乐袁用乐曲所体现的湖光山色衬托龙

井茶野形美香郁味甘冶的品质遥

因此袁许多茶文化界尧音乐界人士都呼吁袁内容和

形式均不断发展的茶艺也急需背景音乐的推陈出新遥

陈晓敏[3]提出茶艺中应融入民族声乐元素袁宋晓胤[4]提

倡茶艺中引入新世纪音乐袁余婷婷[5]认为茶艺应结合

地域特色选曲袁林东波[6]总结道院野应为每个品种的茶

量身定做自己的音乐袁符合茶品尧茶客尧茶境和茶文化

的需要冶遥

二尧秦筝文化对泾阳茯茶茶艺的重要性

秦筝曲具有鲜明典型的艺术风格和淳朴浑厚的

民俗特色袁是陕西地域文化符号之一袁但秦筝代表曲

目前尚未应用到茶艺中袁秦筝文化也未与陕西茶文化

相结合袁实为可惜遥2020年 4月袁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陕

南茶区袁鼓励陕茶继续发展壮大袁泾阳茯茶产业将借

此迎来一次更好的发展机遇遥 抓紧提升产品质量固然

重要袁但文化宣传的辅助功能也不容忽视遥 从这一角

度来看袁泾阳茯茶茶艺是关键袁而秦筝文化的融入恰

可填补茶艺特色音乐元素的空缺遥

渊一冤泾阳茯茶特色及茶艺流程

泾阳茯茶是黑茶中茂盛分布冠突散囊菌的茶类袁

其外形黑褐油润尧金花茂盛袁汤色橙红明亮袁菌香陈香

浓郁袁滋味醇厚甘爽遥 为了突出泾阳茯茶独特的菌香

和滋味袁一般采用冲饮法尧煮饮法和调饮法冲泡袁茶艺

表演则以冲饮法为主遥

冲饮法选用透明玻璃盖碗尧白瓷盖碗或紫砂壶为

冲泡器皿袁步骤包括院渊1冤开砖赏花袁即用茶刀顺着茶

砖压制的纹理将其撬开曰渊2冤温杯待茶袁即用沸水冲

洗冲泡器皿以更好地释放菌花香曰渊3冤量茶入器袁即将

取好的茶投入冲泡器皿中曰渊4冤沸水润茶袁即将沸水注

入置茶容器浸润茶后倒掉曰渊5冤水绕静茶袁即逆时针旋

转冲泡或定点缓慢将水注入泡茶器皿曰渊6冤分盏敬茶袁

即将茶汤倒入公道杯并平分到品茗盏中敬茶曰渊7冤闻

香品茶袁即细闻泾阳茯茶的菌花香和陈香袁体味其特

有的醇厚甘润遥

渊二冤泾阳茯茶茶艺现状

泾阳茯茶虽属历史名茶袁但因各种政治尧经济原

因袁泾阳县加工茯茶的历史在 20世纪 50年代曾中断

过遥 自 2008年复兴至今袁泾阳茯茶产业仍处于发展初

期袁学术界尧文化界相关研究较少袁泾阳从事茯茶产业

的人员大多文化水平不高袁茶艺也因此仅停留在基础

冲泡阶段袁茶艺表演题材也以丝绸之路尧茶马贸易为

主袁所用音乐与其它茶艺表演所选的古曲雷同袁尚未

形成地方特色茶艺遥

相比之下袁全国其他茶产区特色茶艺已经对茶产

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袁如铁观音借野乌龙茶十八道

茶艺冶而风靡全球袁使得福建省贫困县安溪脱贫致富遥

昆明野七彩云南冶茶庄高达 1.3亿元的年销售额依托的

正是被称为野最强销售方式冶的茶艺表演[7]遥 2020年 7

月袁在陕西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袁省文化和旅游厅尧陕西

广播电视台等联合 XSO西安交响乐团主办了野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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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脉 秦岭之声冶 系列音乐会袁 其中有一场 野汉中问

茶冶袁创新茶与音乐野混搭冶模式袁吸引了中新网尧华商

网尧咪咕音乐等媒体关注袁对汉中茶起到了良好的宣

传作用遥

因此袁有必要从音乐角度出发袁探讨如何挖掘相

关历史文化元素袁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艺术高度的泾

阳茯茶茶艺袁促进泾阳茯茶文化氛围的形成袁助力产

业发展遥

渊三冤秦筝文化对创新泾阳茯茶茶艺的意义

任何一种茶艺都应该有自己和其他茶艺相区别

甚至是独特的尧或者是唯一的艺术表现[8]遥作为茶艺中

重要的艺术形式袁背景音乐的选择尤为重要遥 除了考

虑茶叶外形品质特征以外袁茶叶的文化内涵也不可忽

视袁否则不合理的乐曲搭配可能使茶艺显得凌乱遥

陕西名优绿茶野汉中仙毫冶色绿形美味浓袁而汉中

为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袁宜选用叶阳关三叠曳等古筝曲

作为其茶艺表演的背景音乐袁用柔和的基调渲染离别

感怀之情遥 泾阳茯茶具有特殊菌香袁滋味醇厚且有深

厚的边茶历史渊源袁 应选择苍劲厚朴的背景音乐袁用

强烈的情绪变化展现沧桑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积淀遥 而

秦筝曲善于抒情袁其独特的野悲苦忆怀冶风格与泾阳茯

茶的品质特征和人文精神相匹配袁是形成泾阳茯茶茶

艺特色的一条创新思路遥

三尧泾阳茯茶茶艺融入秦筝文化的可行性

分析

渊一冤泾阳茯茶与秦筝文化同根同源且底蕴相当

茯茶发源于泾阳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遥 北宋年

间袁过泾茶叶在泾阳独特的气候环境下偶然产生野金

花冶是偶然中的必然[9]遥 从地理环境看袁泾阳南靠泾渭

两河袁北依嵯峨尧北仲两山袁形成了兼具暖温带大陆性

季风气候和湿地气候的特征袁 且其地下水质偏碱性袁

符合冠突散囊菌的生长要求遥 从人文环境看袁自汉代

丝绸之路开辟后袁泾阳便一直是南茶北上西去的必经

之地遥 随着茶马贸易的兴盛袁泾阳逐渐成为历史上有

名的茯茶加工基地和贸易集散地遥 2013年袁泾阳茯茶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10]袁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为

泾阳茯茶颁发了野茯茶之源冶的牌匾遥

秦筝是秦人最早的弦乐器袁诞生于关中地区袁是形

成野秦声冶的关键遥 先秦李斯在叶谏逐客书曳中写道院野夫

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袁而歌呼呜呜快耳者袁真秦之声也冶遥

据此推断袁筝的雏形约在春秋末战国初于秦地产生遥秦

筝泰斗周延甲教授[11]研究认为袁筝道本源于陕西遥

由此可见袁秦筝文化与泾阳茯茶共同植根于陕西

历史沃土中袁秦筝的渊源较泾阳茯茶更早袁是与泾阳

茯茶文化血脉相承的文化元素袁符合泾阳茯茶茶艺中

野特色音乐冶的需要遥

渊二冤泾阳茯茶与秦筝文化同兴同衰且精神共鸣

清代是泾阳茯茶的鼎盛时期遥 卢坤叶秦疆治略曳

载院野泾阳县官茶进关袁运至茶店袁另行检做袁转运西

行袁检茶之人袁亦有万余遥冶1958年袁国家将茯茶的生产

加工从泾阳县彻底转移至黑毛茶产区之一的湖南[12]袁

泾阳茯茶从此销声匿迹遥20世纪 80年代后袁随着人民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袁茯茶因消食解腻尧调理肠胃等

功效逐渐受到市场追捧遥 2008年袁泾阳县开始复兴茯

茶产业遥 2015年袁茯茶小镇的对外开放使得泾阳茯茶

当年销售额突破 10个亿[13]遥 据野2020中国茶叶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评估冶结果表明袁泾阳茯茶品牌价值为 5.79

亿元袁被评为野最具品牌发展力的三大品牌冶之一[14]遥

古筝因起源于秦地曾被称野秦筝冶遥1938年梁在平

叶拟筝谱序曳中第一次以野古筝冶作为筝的称谓袁此后秦

筝特指陕西地方具有音调特征的筝乐[15]遥 历史上的秦

筝也因战争尧人口迁移和民族融合等因素逐渐淡出时

代袁甚至濒临灭绝遥 20世纪 50年代袁古筝教育家曹正

提出了野秦筝归秦冶的思想遥 随后袁周延甲等老一辈筝

艺术家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和学术研究袁利用陕西民

间素材进行秦筝曲目创作袁使得这一古老流派重新回

到艺术舞台[16]遥 1983年袁陕西秦筝学会创建袁叶秦筝曳杂

志创办袁曲云尧樊艺凤等秦筝代表性人物涌现袁秦筝代

表作叶秦桑曲曳尧叶云裳诉曳等在筝艺界广泛流传遥

秦筝文化和泾阳茯茶经历了相似的从兴到衰再

到复兴的过程袁同样具有自力更生尧百折不挠的毅力袁

这是秦筝文化发扬光大的关键力量袁也是泾阳茯茶走

向复兴的精神支柱遥

渊三冤泾阳茯茶与秦筝文化同韵同味且相得益彰

1.秦筝之野韵冶

魏晋南北朝文学家曹植叶箜篌引曳中云院野秦筝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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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袁齐瑟和且柔遥 冶唐代诗人岑参有诗院野汝不闻秦筝

声最苦袁五色缠弦十三柱遥 冶宋代苏轼曾言院野此生若遇

邢和璞袁方信秦筝是响泉遥 冶明代林鸿赞曰院野越客本浩

荡袁秦筝何激扬遥 冶这些诗词都反映出秦筝慷慨激昂尧

悲苦怀思尧善于抒情和灵动如响泉的艺术特色遥

秦筝之野韵冶在于其汲取了陕西地方曲艺的特色袁

如以曲牌连缀形式为主体的座唱艺术野眉户戏冶尧流行

于关中地区的野秦腔冶和野碗碗腔冶等袁形成了浓郁的地

方韵味遥 秦筝曲目多舒然自若袁善于抒情袁具有强烈的

野悲苦忆怀冶特色遥 焦文彬[17]分析了秦筝特殊音 Fa和

Si音阶与音值的变化袁认为其微升微降始终处于野变冶

的状态袁形成了一种动态音乐美袁也带来了野苦音冶和

野欢音冶的强烈对比袁能够同时清晰地表达出野喜冶与

野悲冶两种情感遥

2.秦筝之野韵冶与泾阳茯茶之野味冶一致

从感官层面来看袁茶之野味冶在于茶韵袁依托的是

茶叶的品质特征及饮茶者对茶叶历史文化的理解遥 泾

阳茯茶醇厚甘润的特点与秦筝曲目苍劲厚朴的风格

一致遥

从人文层面来看袁泾阳茯茶是古代茶马贸易上的

重要商品之一遥 秦汉以来形成了三条茶马古道袁即陕

甘线尧陕康藏线和滇藏线遥 李白笔下野难于上青天冶的

蜀道袁便是川陕茶马古道的一部分遥雍正年间叶敕修陕

西通志窑茶马志曳载院野蜀道茶场四十一袁京西路金州为

场六遥 冶在当时艰苦的交通条件下袁陕商用脚挑马驮尧

竹排水运等方式将泾阳茯茶运送到了西北地区遥 秦筝

野苦音冶所表达的悲壮慷慨尧怀思而不怨恰好能够渲染

出陕商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袁而其野欢音冶所演绎的欢

快明朗尧 刚健清新则与泾阳茯茶的复兴精神相契合袁

体现出朝气蓬勃的产业发展新气象遥

3.秦筝文化的壮大与泾阳茯茶文化的发展相辅相成

合理编排的秦筝曲能够突出泾阳茯茶的文化底

蕴和新时代拼搏精神遥 如李桂梅[18]所提院野如果能够将

音乐文化的具体内涵与泾阳茯茶的传承发展相融入袁

其必然能够实现最佳应用遥 冶秦筝文化的加入袁对于泾

阳茯茶特色茶艺的形成尧茯茶文化的传承发扬具有重

要意义遥

当然袁秦筝目前也正处于复兴阶段遥 对于一个音

乐流派来说袁 必须保有与时俱进的活力才能生生不

息遥 泾阳茯茶茶艺背景音乐的创作袁为秦筝流派提供

了创作特色曲目的契机遥 若能以野陕商精神冶和野边茶

文化冶为素材袁以泾阳茯茶和秦筝文化共同的兴衰史

为基调袁为泾阳茯茶茶艺创作一部特色秦筝曲袁则既

能使泾阳茯茶茶艺摆脱野千篇一律冶的尴尬局面袁又可

填补秦筝新时代作品的欠缺遥

四尧结语院探讨与展望

泾阳茯茶与秦筝文化的融合将创新泾阳茯茶茶

艺模式袁提升其文化内涵和艺术高度袁或可成为文化

助力茶产业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遥 当然袁两者的融合

方式还需要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与沟通合作袁研究的

具体内容包括符合茶艺动作需要的作曲尧茶艺流程的

编排袁以及配套茶器尧解说词等袁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

入手遥

第一袁高校资源跨界交流袁举行野秦筝与泾阳茯

茶冶文化座谈会袁邀请高校茯茶文化研究学者和秦筝

代表性人物尧 秦筝学会以及茶艺界相关人士共同参

加袁协商编排符合泾阳茯茶茶艺流程和氛围的秦筝曲

目遥 第二袁举办野泾阳茯茶秦筝文化节冶袁邀请具有影响

力的秦筝演奏家或团队演奏秦筝代表曲目袁同时进行

茶艺设计和表演袁 营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化氛围袁

吸引艺术尧文化尧科学等社会各领域茶叶爱好者关注

泾阳茯茶遥 第三袁利用杂志尧报刊尧媒体尧直播等宣传渠

道征集以野秦筝与泾阳茯茶冶为主题的诗歌尧论文尧微

电影等创作袁 扩大秦筝与泾阳茯茶融合发展的影响

力袁同时集思广益袁为秦筝文化融入泾阳茯茶茶艺的

途径提供更多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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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Applying the Qin Zither Culture to the

Jingyang Fu Tea Art

MENG Yang1, GAO Yuefang1, WANG Feiquan2, XIAO Bin1

( 1. School of Horticulture,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2. 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e Jingyang Fu Tea is a well-known 野Border-selling Tea冶 which was very popular in Northwest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or a long time in Chinese history, it served to maintain the border stability and guarantee people爷s health. Currently

the Jingyang Fu Tea is in the process of recovery without distinct local tea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way to show the tea culture, charac鄄

teristic tea art shall be necessary to shape the unique Jingyang Fu Tea culture. The Chinese Zither melodies that could heighten the per鄄

formance atmosphere, deepen the theme and enrich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re commonly chosen as the tea art performance background

music, but few possess local art and culture features. Originating from Shaanxi, the Qin zither features primitive and lyrical way of art,

which is quite consistent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ingyang Fu Tea. Qin zither and the Jingyang Fu Tea derive

from the same origin, share the same vicissitudes and have complementarity to draw the discussion on the feasibility to integrate them to鄄

gether to promote the Jingyang Fu Tea culture development. It is expected to bring forth more ideas to innovate the Jingyang Fu Tea Art,

and inspire creative thoughts on culture contribution to the tea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 words: Jingyang Fu Tea; tea art; Qin zithe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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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相生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思想之一袁其

涵义涉及有形与无形尧客观与主观尧直接与间接尧有限

与无限尧思想与形象等两两相对的概念袁是指野虚冶与

野实冶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尧相互转化尧相互表现的一种

互补关系[1-2]遥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野虚实冶关系的探

讨袁可追溯到老子和庄子袁具体表现为野有与无冶的思

想袁野有无冶观点作为中国美学的基本核心袁引申到艺

术中用来阐述有形与无形的辩证关系遥著名美学大师

宗白华先生亦对中国的绘画尧书法尧建筑尧戏曲等艺术

形式中的虚实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袁这种艺术精神

在各艺术门类中均有不同的表现[3]遥同样袁将虚实美学

观融入到当代平面设计中袁通过设计元素之间的野虚

实冶对比袁实现空间感尧意象性和设计意境的表达袁从

而提升平面设计作品的空间美尧含蓄美和意境美遥

一尧野虚实冶美学应用于平面设计中的意义

渊一冤利用野虚实冶营造意境

意境是运用艺术意象袁 在主客体之间相辅相成尧

相互交融的基础上袁将欣赏者引领向一个超越现实的

境界中[4]遥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袁早已掌握虚实结合

营造意境之法袁 如八大山人画一条生动的鱼在纸上袁

虽别无一物袁但却令人感到满幅是水遥 齐白石画一枯

枝横出袁站立一鸟袁别无所有袁但用笔神妙袁令人感到

环绕这鸟的是无垠的空间袁和天际群星相接应遥 在现

代平面设计中袁野虚实冶结合的创造手法更注重体现视

觉元素的野有冶与野无冶袁突出其动静和对比关系袁如野空

白冶经常用于构图和表达意境袁与野物象冶相互生发袁从

而激发大众对画面空间的想象和对意境的主动营造袁

使设计作品产生耐人寻味的效果[5]遥

渊二冤利用野虚实冶突出意象

在平面设计中袁利用野虚实冶手法可以突出意象袁

其野虚冶是深层而抽象的袁野实冶则是外部而具体的袁抽

象与无形支配着具体和有形[6]遥 通过客观野物象冶来表

达融入主观情意的设计意象袁注重设计师思想情感和

物象之间的紧密结合袁这种由抽象联想突破具体对象

而营造的意象袁 超越了视觉和画面所赋予的有限空

间袁使作品实中有虚袁虚中带实袁野虚实冶相互依存袁实

野虚实冶美学在当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探析

李宗妮

渊福建农林大学 金山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1冤

摘 要院基于野虚实冶美学的内涵袁对当代平面设计中野虚实冶美学的运用进行了分析与展望袁并结合实例探讨了野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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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设计作品外在表现与内在思想的高度统一袁使受众

在一种审美愉悦的设计境界中接受特定信息的传达遥

渊三冤利用野虚实冶表现立体感

古代艺术主张野虚冶与野实冶的有机结合袁但其审美

取向更倾向于野虚冶之所在袁追求因野虚冶得野实冶的审美

境界遥 现代社会随着新技术尧新应用和新交互模式的

不断地产生与发展袁 大众审美取向也有了更高要求遥

鉴于此袁平面设计借助技术创新袁将传统的二维平面

表现为三维尧四维等多维空间袁注重视触嗅听觉等多

感官尧多维化的野立体冶设计袁在有限的实体空间内表

现出无限的视觉张力袁从而给受众带来更为立体化的

视觉体验遥

二尧平面设计中的野虚实冶表现

渊一冤招贴设计中的野虚实冶表现

在构图形式上袁当代设计擅长空白的运用袁利用

强烈的虚实关系突出视觉形象遥 如福田繁雄的反战招

贴设计作品中袁见图 1袁将大面积的空白运用于画面袁

能够使主体形象在有限空间内最大化地发挥艺术价

值袁给读者带来无穷的想象袁凸显设计主题遥

图 1 福田繁雄招贴设计作品 Victory

Fig.1 Poster design of Fukuda's Victory

根据视错觉原理袁人们常利用物体形态的大小尧

远近尧疏密尧图底矛盾空间等变化产生视觉元素的藏

与露尧深与浅等一系列的虚实空间变化袁尤其虚实互

动的抽象造型袁唤起人们的联想和想象袁使作品也更

加耐人寻味遥 如福田繁雄为叶UCC咖啡馆曳设计的海

报袁见图 2袁画面通过一只只举着咖啡杯的手袁组合成

一个黑色的漩涡袁象征着被搅动的咖啡杯内部遥 无论

从外部还是内部袁漩涡的边缘都是一只只互相回转展

开的手袁设计师使用图与底相互映衬尧相互隐匿的方

式袁使画面的空间得以最大限度的利用袁虚实相生产

生的双重意象赋予整个画面无限扩展的空间感遥

图 2 叶UCC咖啡馆曳海报

Fig.2 Poster of UCC cafe

渊二冤 包装设计中的野虚实冶表现

运用透明材料和镂空形式表现野虚实冶遥 由于透明

包装或镂空形式能够直观的呈现商品的形态尧色彩等

属性袁其商品形态与周围包装设计的视觉元素形成强

烈的对比袁从而使包装的整体形象营造出虚实结合的

审美趣味遥 如百威啤酒的包装设计袁见图 3袁箱体的上

半部分采用镂空的形式袁 将啤酒的瓶型裸露在外袁整

体形态与纸箱侧面啤酒的瓶身图案形成鲜明的虚实

对比袁丰富了包装设计的层次感和空间感袁使百威啤

酒品牌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遥

运用仿生包装设计表现野虚实冶遥 包装设计中的仿

生设计是对商品进行形态分析尧提炼简化尧抽象表述

和夸张等艺术加工袁最终设计出模仿其形态的商品包

装袁从而给人一种美好的遐想空间遥 如获中国南京休

闲农业创意大赛银奖的花生包装设计袁见图 4遥这款礼

盒装的花生包装设计基于仿生学原理袁 运用透明材

料袁将花生置于其中袁顶部开合结合花生叶片的生长

姿态袁以容器包装的形式展示出来袁消费者在取食的

过程中袁不经意间会在脑海中浮现从新鲜秧苗上摘取

花生的情景遥 由野物象冶产生野主观联想冶袁从而唤起受

众内心对自然的热爱和向往之情袁有效地提升了整体

包装的趣味性和文化内涵遥

图 3 百威啤酒的包装设计 图 4 花生形态仿生包装设计

Fig.3 PackagingdesignofBudweiser Fig.4 Peanut'sbionicpackaging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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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书籍设计中的野虚实冶表现

随着设计艺术形态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袁现代书籍

设计已不再满足于纯平面的版面编排与装饰袁从封

面尧内页到封底袁借助纸张的肌理尧印后工艺等多技术

平台袁可提升读者在阅读书籍过程中对信息层次感的

感知袁达到更为野立体化冶的阅读体验[7]遥

书籍封面封底利用野虚实冶设计提升读者的视触

觉体验遥 在如今琳琅满目的书籍装帧中袁封面封底的

视觉美感会直接影响读者的购买行为遥 鉴于此袁设计

师通过选择多样化的纸张袁运用凹凸印刷工艺和切割

镂空等表现手法袁 赋予书籍封面不同的视觉语境袁给

读者带来立体化的视触觉体验遥 如获评 2017年中国

最美的书袁陈达舜尧蔡妙芳的著作叶遇见手拉壶曳袁见图

5遥 该书籍封面采用镂空叠加工艺袁暗喻手拉壶的制作

过程院一小块朱泥袁经过匠人的巧手袁一步步变成手拉

壶的形状遥 大红色拉页衬托朱泥的原初色泽袁书名烫

金袁与大红底色相得益彰袁使书籍呈现野虚实冶相生的

构造景象袁从形式上实现了与书籍内容的高度统一遥

图 5 叶遇见手拉壶曳渊珍藏版冤书籍封面设计

Fig.5 Book cover design of Meet hand-pulled pot

书籍内页利用野虚实冶设计拓展内涵遥 内页作为书

籍装帧中信息内容的主要载体袁将书籍的实质要素直

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袁使书籍的内涵有了拓展尧延伸

的空间遥 有创意的内页设计袁能够在有限的纸张呈现

无限的空间意境袁使读者获得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7]遥

如弹跳结构的立体书籍设计袁通过书页的开合使内页

空间呈现从平面到立体的转换遥 以儿童立体书叶爱丽

丝的梦游仙境曳为例袁见图 6袁随着读者对书籍内页的

翻动袁每次都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立体场景袁画面里

的每个角色都会站立起来袁变得鲜活尧栩栩如生袁互动

所营造出读者对故事情节的想象袁从而在阅读过程中

真正感受到书籍的意境之美遥

图 6 叶爱丽丝的梦游仙境曳儿童立体书内页设计

Fig.6 Design of children's inside page of Alice in Wonderland

三尧野虚实冶美学观在当代平面设计中的展望

当代设计虽然传承着古代艺术虚实的美学思想袁

但在科技与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袁传统以纸质媒体为

主要呈现手段的平面设计袁从信息传递方式到设计内

容的表现形式已变得更为多样化遥 传统虚实美学思想

所追求的意境尧精神和审美方面的内涵袁在多元审美

体验和新媒体尧 人工智能等科技力量的融合过程中袁

也面临着设计美学观念的野再生冶遥

渊一冤重野虚实冶意境的表达

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对野虚实冶会产生不同

的理解遥 西方对野虚实冶的表现重在构图形式和视觉元

素上强调数学关系的多少袁多取其形而未传其神遥 在

中国传统舞台艺术的表演方式和布景中袁 利用空虚来

让人物充分表达剧情袁 通过表演把观众带入到特定的

情绪氛围之中袁不需要复杂的环境布景袁追求野实景清

而空景观冶袁最终获得野真境逼而神境生冶的舞台效果[3]遥

与西方艺术相比袁中国传统艺术对野虚实冶的表现是感

性的尧动态的把握袁能使设计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遥 在

当代设计中就有一些深谙野虚实冶意境表达的好作品袁

在构图尧图案尧色彩尧工艺材料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意

韵袁用简洁而富有想象力的视觉语言追求野言有尽而

意无穷冶美学意境袁调动欣赏者的联想和想象袁最终实

现与受众深层次的情感交流[8]遥 享誉中外的平面设计

大师靳埭强袁擅于将水墨意境尧吉祥纹样尧民俗元素及

东方哲学等巧思创新袁 运用于平面设计作品之中袁无

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虚实相生的意韵和设计之美遥

其叶汉字窑山云曳系列海报袁见图 7袁主体图形以水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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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器物的形式袁展示出野字与墨袁闲逸如云冶的主题袁配

合画面大量的留白袁体现出云雾缭绕尧水汽迷漫的空

间之美[9]遥这种野虚实相生冶所产生的言外之意尧形外之

神袁使设计与人尧自然的联系更加紧密袁充满了哲学意

蕴美袁反映出设计作品的精神情感袁也体现出一种具

有人文精神的设计观遥 当代设计师传承中国传统美学

的精神内涵袁有利于立足全球化的中国现代设计价值

观的形成遥

图 7 靳埭强设计的叶汉字院山云曳系列海报

Fig.7 A series posters of Kan Tai-keung's

Chinese Character: Mountain Clouds

渊二冤充满人文关怀的野虚实冶多感官设计

在新时代经济条件下袁高科技快速介入设计艺术

的各个层面袁人们利用现代数码技术尧信息技术等创

造出奇幻的虚拟空间袁彻底改变了人们过去的阅读和

视觉认知方式遥 多感官设计融合了视尧触尧听尧嗅觉等

设计体验袁弥补了单一视觉表述的苍白感袁调动受众

的五官袁将视觉与触知觉相结合袁营造野立体化冶的沉

浸式设计体验袁能够使人野用身体来感受冶与作品更好

地产生共鸣遥如在日本平面设计师原研哉先生的代表

作叶一九九八年长野冬季奥运会开幕式尧闭幕式的节

目册曳中袁见图 8袁视觉就不再是唯一的表达手段袁其设

计运用虚实结合的美学思想袁 突出了多种感官体验袁

他使用一种特种野纸冶进行封面设计袁通过金属模板加

热尧压印等凹凸表现手法袁使文字部分向下凹陷袁观众

们在触摸到这种纸张的时候唤起他们脑海中曾经有

过的踏雪的记忆袁也突出了冬日的盛典遥 而在封面的

正中袁则以烫金方式表现出来的深红色圣火火焰深深

地压在雪地中央袁这一触觉上的对比足以唤醒人脑海

中的潜在记忆袁也完美的呈现出冬奥会的信息遥 原研

哉先生在运用现代科技生产的新型纸张满足了对触

感的需求袁同时成功的将触觉与视觉融合到平面设计

当中袁引起受众者强烈的心理共鸣袁体现以人为本的

设计使命和理念袁也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设计中观

照人与自然尧社会尧生活之间关系的很好体现遥

图 8 原研哉设计的叶一九九八年长野冬季奥运会开幕式尧

闭幕式的节目册曳

Fig.8 The design of Kenya Hara's The Programme Book of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of the 1998

Nagano Winter Olympic Games

渊三冤艺术与科技融合的野虚实冶多元化互动设计

新媒体时代中袁 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已见趋势袁可

以预计智能时代一定会催生新的尧 多元的艺术范式袁

野互动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新方式和新思维观念袁

人文科技深入融合艺术创新的野互动设计冶作为多元

设计形式中的一种袁已融入平面设计和产品设计等设

计门类之中[10]遥 传统意义上的平面设计作品袁观众的

野互动冶并不是必须的袁而邀请或鼓励受众在创作过程

中扮演某种角色的野互动设计冶袁能够使受众上升到一

个野立体冶的环境中全方位的感知设计信息袁并可能成

为整体设计中的一部分内容袁从而实现设计作品的最

终呈现遥 在韩静华的著作叶AR奇幻植物园曳中袁采用

AR技术袁 读者用手机扫描图书中的手绘植物图即可

看到栩栩如生的植物 3D模型袁 触碰这些植物还会有

更多场景袁比如猪笼草如何捕食昆虫尧含羞草如何闭

合叶片等遥 通过 AR技术的运用袁作者尝试让读者参

与到阅读体验的过程中袁亲自体会到互动阅读带来的

乐趣袁进一步与他们的思维和情感产生互动袁能让他

们产生愉悦的阅读体验袁从而使平面设计的信息传播

价值最大化遥 新媒体尧人工智能等科技力量加快了传

统设计形式的消解袁而建立多元化的设计范式袁培育

传承与创新并存的设计生态袁对于设计艺术的未来发

展至关重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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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pplic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Aesthe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Graphic Design

LI Zongni

(Jinshan College, 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1)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aesthetics,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prospected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aesthetics in contemporary graphic design, and discussed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virtual reality" aesthetics in poster design, packag鄄

ing design and book design with examples, and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virtual reality aesthetics in the con鄄

struction of design mood, image expression and mufti-dimensional sense of design.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in the era of new me鄄

dia, design works should inherit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 ideas, integrate with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ulture, drive

design innovation with humanistic feelings and scientific spirit, and improve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appeal of graphic design

works.

Key words: virtual and real aesthetics; graphic design; artistic conception; multi-sense; interactive design

四尧结语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袁中国传统虚实美学思想仍然

贯穿在各个艺术门类当中袁通过对设计创作中虚实关

系认识的不断深入与拓展袁我们意识到当代设计作品

应深入研究中国传统虚实相生的美学思想袁在创作中

坚持传承与创新并举袁自然与人文价值并重袁科学与

艺术的融合袁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结合袁以人文情怀尧科

学精神驱动设计创新袁构建人类和谐幸福的美好未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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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

略部署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袁把三农工作推到了全新

高度遥实现乡村振兴袁产业兴旺是基础袁人才振兴是核

心[1]遥高校作为人才的发源地袁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与接班人的重要使命袁是实施野乡村振兴冶战略的

重要参与者遥近年来袁国家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袁积极

鼓励大学生利用专业知识及现代化技术手段袁通过创

新创造创业等方式袁盘活乡村沉睡资源袁激发乡村经

济活力遥 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省会城市袁具备多重发展

优势袁是东南沿海最具活力的中心城市之一遥 本文在

广泛阅读文献与网络调查的基础上袁选择福州 4所高

校 600名应届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袁并与连江尧永泰尧

闽清三个县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遥通过调

研认真分析福州乡村创新创造创业的发展现状及存

在的主要问题袁 探索推动大学生下乡创业的有效路

径袁提高人才下乡的精准性与有效性袁为福州市乡村

振兴略尽绵薄之力遥

一尧乡村振兴背景下袁推动大学生下乡的

现实意义

渊一冤挖掘地方特色产业袁实现野产业兴旺冶的必然

选择

许多国家在迈向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实施过

类似乡村振兴的战略袁其中日本的野一村一品冶运动是

典型代表遥 野一村一品冶运动不是简单的产品再生产袁

而是以人才为核心袁以培育乡土特色产业为主要方向

的创新型发展运动[2]遥 实现乡村振兴袁产业兴旺是基

础袁离开产业袁乡村振兴就是空中楼阁遥 而人才是将乡

村资源特色化尧品牌化尧规模化的重要抓手袁是实现产

业兴旺的核心资源遥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曳中指出袁实现乡村振兴袁破解人才瓶

颈是关键遥 大学生作为当代青年的杰出代表袁具备前

沿的发展理论尧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袁是极具

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群体[3]遥推动大学生下乡袁有利

于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和特色文化袁 利用 野互联网+冶尧

野旅游+冶等模式袁创新产业模式袁延伸产业价值袁促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大学生下乡创业路径探究
要要要基于福州乡村创新创造创业环境调研结果

詹兰芳 1袁 吴蕴君 2

(1.福建商学院 财务与会计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12曰 2.福建商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12)

摘 要院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袁大学生下乡创业逐渐成为一种潮流遥各地政府及高校先后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袁给大

学生下乡创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遥基于福州乡村创新创业创造环境调研结果袁福州乡村野三创冶发展存在创业政

策推力不足尧优质创业项目较少等问题袁亟需联合社会各界力量袁从创业政策优化尧深化产学研合作尧完善课程体系尧强化

宣传引导等方面增强大学生下乡创业的外部推力与内生引力袁优化创业路径遥

关键词院乡村振兴曰大学生下乡创业曰创新创造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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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融合协同发展袁实现产业兴旺遥

渊二冤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袁实现野生态宜居冶的必然

途径

绿水青山是生态宜居的质量保证袁 是乡村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选择遥 近年来袁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

快袁农业生产技术得到较大提高袁但受到资金尧环保技

术尧小农经济模式等因素限制袁我国农业面源污染仍较

为严重袁其中化肥尧农药尧畜禽粪便的污染最为典型[4]遥

面源污染导致的水体富营养化尧 空气恶臭等问题袁不

仅降低乡村的环境质量袁更影响乡村的生态体验遥 大

学生作为新时代杰出青年袁具备丰富的学科知识和强

烈的环保意识袁是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践行者遥 推动

大学生下乡袁有利于广泛传播环保知识与技能袁帮助

农民建立初级环保体系袁美化乡村环境质量曰有利于

转变农村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袁建立集约化尧规模化尧

标准化产业发展体系袁提高乡村资源利用率曰有利于

野互联网+冶尧野旅游+冶尧野生态+冶等新型发展理念与农村

实际相结合袁延伸乡村产业价值袁打造乡村绿色经济袁

达到生态宜居的基本要求遥

渊三冤激发乡村文创潜力袁实现野乡风文明冶的必然

要求

习总书记明确指出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

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袁 更要看农村精神风貌怎么

样遥 实现乡村振兴袁物质振兴是基础袁文化振兴是核

心遥 只有通过文化振兴袁才能使当地农民产生改变的

美好愿景袁 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遥 舒曼渊Schu鄄

mann冤[5]认为袁每个乡村都拥有自我发展的潜能袁但这

种内在潜能需要外来催化剂的激发遥 大学生作为极具

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群体袁是挖掘乡村产业特色和

文创潜力的最佳潜在人选袁也是激发乡村自我发展潜

能的有效催化剂遥 大学生下乡袁通过创新创造创业等

方式袁打造具有独特乡土风情的地方文创产业袁将新

时代尧新文化尧新思想融入到乡村的经济建设中袁激发

乡村自我发展潜能袁实现乡村物质建设与文化建设的

双丰收遥

渊四冤打造乡村返乡引力袁实现野生活富裕冶的必然

条件

长期以来袁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较为滞后袁农民收

入普遍偏低遥 为了提高经济收入袁越来越多的农民选

择进城务工遥根据叶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8曳统计

数据袁2017年我国农村流动人口超过 1亿人[6]遥农村劳

动力的大量流失袁不利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袁随之衍

生的空巢老人尧留守儿童等问题袁加大了乡村治理的

难度遥 要振兴乡村袁劳动力返乡回流是基础袁提高农村

收入水平是关键遥 大学生知识丰富尧视野开阔袁推动大

学生下乡创业袁有利于将现代化经营理念与农村发展

实际相结合袁优化乡村产业布局袁增加就业岗位袁提高

就业质量与收入袁是打造返乡引力袁带领农村脱贫致

富的最佳潜在人选遥

二尧乡村振兴背景下袁福州野三创冶发展现状

渊一冤福州乡村开展野三创冶的资源条件

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省会城市袁在助推大学生下乡

创业方面袁具备三大资源优势遥 一是具备品质优良的

生态资源遥 2019年福州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57.25%袁位

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二遥 一直以来袁福州市施行严格的

环境监管袁 生态治理时刻在路上袁2018年福州入选中

国野海绵城市冶之一袁获评野全国恶臭水体治理示范城

市冶尧野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冶袁2019年福州正式成为 野中

国气候生态城市冶袁环境空气质量位列全国第八遥 二是

具备丰富多样的海港资源遥 福州市海域总面积 11.09

万平方公里袁陆地海岸线总长 1137公里袁沿线多良港

与岛屿袁其中罗源湾尧福清湾尧兴化湾是全国少有的深

水港湾袁福州港更是具备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冶核心

区和福建自贸区的双重优势遥 此外袁福州具备丰富的

渔业资源与水产珍品袁其中淡水鱼类约 120种尧海洋

鱼类达 500多种袁是国内乃至东南亚重要的水产品交

易集散中心遥 三是具备底蕴深厚的文化资源遥 福州是

具有 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袁 是首批对外开放的

沿海城市袁拥有昙石山文化尧船政文化尧寿山石文化等

底蕴深厚的地方文化袁具备闽剧尧评话尧十番等富含地

方特色的传统艺术遥 福州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袁诱人的

饮食文化与传统工艺更是旅游城市的有力助推袁曾获

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冶尧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冶等荣誉遥

渊二冤福州乡村开展野三创冶的政策环境

乡村振兴背景下袁福建省政府一直致力于为大学

生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遥 近年来袁福建省政府制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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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叶福建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曳叶关于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条措施曳袁 并发布

了叶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十二条措施的通

知曳叶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十条措施的通知曳等相关文件遥 福州市政府在国家

与省政府的指导下袁进一步发布了叶福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贯彻省政府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

十五条措施的实施意见曳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意见曳等一系列文件袁从市场准入尧社会保障尧政

府支持与补贴尧金融服务尧税收支持等方面提出具体

的优惠政策袁鼓励支持乡村产业发展袁大力推进福州

市水产尧水果尧蔬菜尧茶叶尧花卉竹木尧畜牧尧食用菌七

大特色产业遥 同时袁大力推进野产业兴村强县冶运动袁以

野一县一业冶为目标袁积极推进乡村野一村一品冶尧野农+

超冶改造等运动遥 目前连江县尧永泰县等地已建立村级

股份合作社尧返乡创业服务中心尧乡村重点工作攻坚

作战指挥平台等袁为大学生下乡创业提供良好的服务

与政策支持遥

渊三冤福州市乡村野三创冶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创业政策推力不足袁创新创造成果输出受限

近年来袁从国家到福州市袁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

优惠政策袁虽然审核程序有所减少袁但各项政策需要

多部门配合袁在实际操作环节袁仍然存在三大问题遥 一

是创业资金方面遥 虽然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优先保障

野三农冶 资金投入袁 但受到乡镇财政与金融体系的限

制袁 各地区补贴的申请程序与支持力度差异较大袁且

随着创业风险的不断提高袁商业银行办理创业贷款的

积极性不断降低遥 二是政策宣传不到位遥 根据调查统

计袁 只有约 1.55%的大学生表示对创业政策非常了

解袁而约 52.6%表示不了解遥 目前相关政策宣传多以

政府网络公告的方式进行袁高校并未开展针对性的政

策解读袁且政府公告较为零散袁增加政策精准识别的

难度袁不利于大学生开展系统性的政策解读袁特别是

对地方政策的学习袁阻碍了大学生的创新创造想法向

创业行动的转换过程遥三是后期保障方面遥根据调查袁

福州市目前创业相关的支持政策多集中在创业前期袁

而对于中期与后期的个人保障问题涉及甚少遥 根据调

查结果袁除了创业资金与运营管理袁超过 50%的大学

生表示个人社会保障与子女教育也是他们现阶段最

为担忧的问题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袁这种担忧日趋严

重遥

2.乡村优质创业项目较少袁乡村产业发展空间受限

从项目创新性尧创造性尧三产融合度等方面综合

分析袁目前袁福州乡村优质创业项目仍然较少袁乡村产

业发展受限遥首先袁创业项目创新性不足遥根据调查结

果袁福州市大学生下乡创业以生存型为主袁且多为小

微企业袁主要集中在农业与个体零售业袁产业创新性

不足袁产品同质化严重遥 其次袁较少创造性开拓遥 大学

生在创业过程中已逐渐形成产业链意识袁但基本只延

伸到简单加工环节袁对于产品技术研发尧地区特色挖

掘等方面较少涉及袁还处于要素型投入阶段袁缺乏创

造性开拓袁农业信息化尧技术化尧良种化尧标准化水平

较低袁发展空间受限袁截至 2020年袁福州市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仅占全国总数的 0.17%遥 再次袁三产融合不

足遥 目前乡村创业项目主要涉及野一产冶的规模化尧野二

产冶的深度加工尧野三产冶的服务增收袁三产分散性较

高袁联系不够紧密袁难以实现互利共赢遥

3.受社会偏见影响袁大学生下乡动力不足

根据调查反馈袁 约 59.73%的大学生不愿意下乡

就业袁 约 50.97%的大学生及其家人对下乡就业这一

行为存在较大的社会偏见遥 农业尧农村尧农民是中华民

族的野根冶与野魂冶袁离开了农业农村袁城市就是无根之

木遥 但是袁长期以来的城乡壁垒逐渐形成了强烈的社

会偏见袁野宁要城市一张床袁不要农村一栋房冶的传统

观念深入人心[7]遥 这类传统观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

学生及其家人的思考袁 成为大学生下乡的巨大障碍遥

大学生下乡创业袁除了要具备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

方法来应对创业风险袁还必须要具备强大的内心来克

服野读书无用冶野农村无发展冶等社会偏见袁较大程度上

影响了大学生下乡的积极性遥

三尧乡村振兴背景下袁推动大学生下乡创

业的路径探索

渊一冤科学引导袁增强下乡外部推力

1.完善政策支撑和服务体系袁解决下乡后顾之忧

大学生下乡创业需要政策的支持和保障袁地方政

府要根据乡村发展实际袁针对性的给予政策倾斜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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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贫困地区袁要加大创业资金的扶持力度袁要协调各

类融资机构袁为大学生创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遥 同

时袁要加大相关政策宣传力度袁各级政府应开设乡村

创业政策宣传专栏袁同时携手高校袁做好大学生政策

宣传与创业指引工作遥 此外袁要充分考虑大学生创业

的风险性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袁切实解决好大学生创

业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袁做好基础保障工作遥 在基

础服务方面袁帮助创业者解决医保尧社保尧落户尧子女

教育等问题遥在技术支持方面袁联合高校与科研院所袁

建立创业者服务联盟袁为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尧技术

引导尧经验交流等服务遥在后期保障方面袁要充分考虑

大学生创业失败的可能性袁建立风险补偿机制袁可以

将大学生创业工作纳入基层工作经历袁 在村官选拔尧

政府部门选聘等方面给予适当的倾斜袁解决大学生后

顾之忧遥

2.增设乡村科研基地袁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

建设乡村科研基地袁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袁是优

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袁深化农业产业体系改革的重要

途径袁是野科教兴国冶战略与野乡村振兴冶战略的有机融

合遥 高等院校特别是农科类院校作为农业科学研究的

主要实施者和引导者袁是野以研促产冶野以研促学冶的责

任单元袁 肩负着培养新时代杰出农科青年的重大使

命遥 目前袁福州市大部分农业科学研究在校内基地进

行袁较少设置乡村科研基地袁不利于产学研的深度融

合遥 设置乡村科研基地袁开展针对性的产学研研究袁有

利于构建以乡村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与

校地合作机制袁达到野培产冶野育人冶的双重效果遥 此外袁

通过野政校冶合作袁建立以乡村科研基地为抓手袁以政

府宏观调控为依托的区域发展联盟袁通过科学研究与

区域合作袁打造大型区域产业链袁实现区域间要素互

补袁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袁发挥乡村资源比较优势遥

3.创新招生与培养模式袁为下乡创业提供持续性

智力支持

深化高等院校农林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创新

招生与培养模式袁 鼓励农科类高校根据乡村发展实

际袁实施农业科学特招生计划袁实行特招生野3+3冶培养

模式袁支持鼓励全国优质生源报考袁并给予学费减免尧

生活补偿等政策优惠遥 其中袁特招生教育分两个阶段袁

前 3年袁通过校内学习袁实现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

有机结合袁培养一批懂农业尧爱农村尧爱农民的人才队

伍遥 后 3年袁深入乡村科研基地袁通过科学研究与实践

探索袁为乡村创业者提供针对性的技术指导与咨询服

务袁提高农业的创新力与竞争力遥 野3+3冶培养模式体现

了产学研的高度融合袁 在强化农业人才培养的同时袁

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智力保障遥

渊二冤精准对接袁增强下乡内生引力

1.完善高校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袁提高大学生创业

能力

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袁要充分发挥野校企冶合作优

势袁建立完善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遥 在原先理论必修

课的基础上袁添加创业实训与创业实践选修课遥 其中袁

创业实训课在校内完成袁通过聘请校外优秀企业家担

任兼职教师袁通过案例分析尧实训推演尧模拟演练等方

式袁帮助大学生熟悉企业运作流程尧岗位设置原则尧资

金运行规律等袁构建创业所需的知识结构袁弥补目前

教育体系中普遍存在的缺实操尧偏理论等问题遥 而对

于创业实践课袁则依托大学生就业创业平台尧实习实

训创业基地等平台袁实现专业实习与创业实践的有机

结合遥 通过实习袁大学生可以直接参与部分创业过程

并进行创业实践袁在实践中培养创业思维尧组织协调尧

市场洞察等各项能力袁提高大学生的创业能力遥

2.发挥高校思政魅力袁激发学生浓浓乡情

乡情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是大学生下乡创业的有力助推遥 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魅力袁激发大学生浓浓乡情要把握三大要点遥 首先袁

要以十九大报告尧乡村振兴战略尧人才强国战略等为

精神引领袁结合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袁适时

开展主题鲜明尧形式多样的主题班会袁通过理论学习尧

专题研讨尧主题辩论等形式袁唤醒大学生心中浓浓乡

愁袁激发大学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遥 其次袁利用重大庆

典尧传统节假日尧各类主题教育等契机袁以创新型乡村

为目的地袁带领大学生领略美丽乡村袁通过参观与咨

询袁了解乡村产业现状与发展历程袁感受创新创业给

乡村带来的蜕变袁为大学生营造乡村野创业美冶的体

验遥 再次袁积极鼓励大学生参加农科类创新创业大赛袁

在创业导师的指导下袁完成项目构思尧书写尧执行尧竞

赛等过程袁在获得初步创业体验的同时袁激起下乡创

业的澎湃热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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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宣传与指导路径袁降低大学生创业风险

目前袁各级政府部门及各类高校均出台了相应的

鼓励政策袁这些政策涉及范围较广袁具有较强的交叉

性与地域性袁不利于大学生的准确识别遥 对此袁高校创

新创业部门应派遣专员时时对接各级政府部门袁做好

相关政策的更新尧整理与解读工作袁并根据处理结果袁

做好创新创业部门网站的政策索引工作遥 此外袁高校

应设立创新创业一站式服务中心袁为大学生提供即时

高效的政策咨询与创业指导服务袁并根据本校学生实

际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与引导袁充分发挥高校在政策

指引尧创业指导等方面优势袁降低大学生创业风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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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ountrysid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trend. Various local government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a number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which have provided un鄄

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start their businesses in the countryside.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of

Fuzhou rur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reation environmen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entrepreneurial policy thrust

and few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ial proj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innovations" in Fuzhou rural villages. It is urgent to join forc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optimize entrepreneurial policies, deepen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and improve

courses system,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guidance, etc. to enhance the external thrust and endogenous attra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n鄄

trepreneurship in the countryside, and optimize the path of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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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内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尧自然生态和历史

文化传统袁至今保留着大批文化传统浓厚尧地域特点

鲜明的古村落袁如闽东廉村古村落尧永宁古镇古村落尧

武夷山下梅古村落等遥2019年住建部公布了第五批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袁全国 2666个古村落列入名录袁其中

福建有 265个遥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袁

部分传统村落正在逐步遭到损毁和替代袁乡村文明消

亡速度加快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袁福建古村落的保护

和开发工作应当结合文化产业尧文化变迁和全民参与

的角度袁积极探讨传承和保护的融合机制袁综合考虑

古村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袁为古村落保护和开发工作

提供多元视角下的对策性建议遥

一尧福建古村落遗存现状

古村落不仅保留了较大的历史沿革和时代演变

特征袁在村落选址尧地理条件尧建筑风格和功能使用上

仍未有较大变动袁部分古村落仍旧保持传统的民风民

俗遥 作为保存相对完整的文化载体遥 福建最早的古村

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袁历经风云变幻袁目前大部分

福建古村落的现有格局是明清时期形成的遥 福建省人

民政府从 1999年开始公布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和

名村曰2019年 6月福建人民政府公布了第六批省级历

史文化名镇 9个袁历史文化名村 29个遥 二十年间福建

省已公布六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共 191个袁其中历史

文化名镇 53个袁历史文化名村 138个遥 福建省将传承

历史文化命脉作为坚定的政治责任袁加大力气保护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财富袁切实做好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管理和保护工作遥

由于福建古村落往往保留了单个区域或姓氏家

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尧风俗方言尧饮食起居习惯尧婚葬习

俗以及生产生活传统等袁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独

有地域特色的整体文化现象袁以建筑形态划分袁福建

遗存古村落大致可以分为三种院

其一袁保存十分完整的古村落遥 此类型古村落的

建筑形态大致保留着完整的传统样式袁民俗民风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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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统袁古建筑面积占全村总面积比例较大遥 如南平

市武夷山市的后源村遥

其二袁 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比例相当的古村落遥

此类型古村落分布较为分散袁 在全省境内都有遗存遥

如南靖土楼尧漳州南山村尧陈岱礁美村等遥

其三袁现代化建筑较多的古村落遥 此类型古村落

中民俗民风保留也较为完整袁 但是建筑风格大变袁民

居多以钢筋水泥外墙建筑为主袁 村落中只有祖庙尧神

庵以及少数祖屋为古代建筑风格遥 如闽中三明市尤溪

县的古村落袁村落中仍旧保留了传统的梯田生产和生

活风俗袁民风民俗保留较多袁但是民居建筑以现代建

筑为主[1]遥

二尧古村落保护和现代旅游开发的逻辑关系

渊一冤保护古村落的价值和意义

福建古村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保护价值尧自然

资源和建筑资源袁通常保留着较大的历史沿革袁在建

筑选址尧建筑风格和人文环境等方面均未出现较大变

动遥 作为传统的民居空间袁福建古村落的地域分布性

较广袁并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袁传统建筑风格尧风俗民俗

和生产方式等都是区域性经济形势的表现载体袁更是

文化脉络绵延的活化石袁不仅具有文化价值袁更具有

乡土文化寻根价值和休闲娱乐价值遥 如漳州古村落的

祖庙中仍旧保留着本地的民俗文化袁包括布袋戏尧大鼓

凉伞舞尧漳州锦歌等文化艺术形式袁因此保护古村落实

质上也是对本地历史文化形态的动态传承[2]遥

渊二冤古村落旅游开发的必然性

从理论角度分析袁古村落依存至今的一个重要因

素在于交通不便袁生产生活方式较为固定袁因而当地

的民风民俗得以长期保留遥 但是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是

大势所趋袁 如果不对古村落进行针对性的保护管理袁

那么古村落的大量消亡将是必然遥 根据统计我国现在

每年古村落消亡将近 200个袁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

空壳村袁福建省部分古村落如果不采取切实的保护开

发措施袁那么很快将面临无人居住尧民居建筑老化严

重的问题遥 目前在龙岩尧南平等地区已经出现了将古

村落建筑推倒重建新房的现象袁而泉州尧厦门等经济

较发达地区袁 城市化的进程导致大量古村落成为空

村袁民居建筑无人看管袁大量损坏遥

旅游开发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古村落的知名度袁

提升社会各界对古村落的保护意识遥 从客观上说袁能

对古村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保护和传承

的作用遥 当然古村落特殊的建筑形态尧自然环境和民

风民俗等本身也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遥 在对古

村落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旅游开发袁能从建筑形态

上保留古村落的历史风貌袁并开发出古村落特有的历

史文化尧审美尧休闲功能袁让古村落在新时代焕发出的

新的生命力[3]遥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袁旅游区不是所有古村落的终

极宿命袁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的重点仍旧要放在保

护二字上遥 保护古村落并非仅仅是为了开发旅游尧创

造经济效益袁更多是为了延续传统文化尧保留地方特

色文化袁改善居民环境袁提高村民生活质量遥

三尧福建古村落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古村落代表了传统农业生产背景下袁 人类生产尧

生活和周边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遥 人类生产生活

既改变尧改造着自然环境袁又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

依赖遥 福建古村落无论是在民风民俗尧生活方式还是

建筑样式上对自然的改造和依赖体现得尤为明显遥 随

着科技的进步尧时代的发展袁人和社会尧自然的关系更

加复杂袁在福建古村落保护和开发中袁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矛盾冲突也更加凸显遥

(一冤城镇化推进加速了古村落的损坏和破坏

古村落中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城镇生活袁村落中只

有少数老弱妇孺留守遥 如三明市桂峰村是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村袁在全村大力开发乡村旅游产业之后袁原有

人口 1300人袁超过 1000 人走进城市定居袁留在古村

落中的人大多为老年人袁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俗

习惯并没有得到动态传承遥 福建旅游开发最为成熟的

永定土楼袁现居住人口多者将近百人袁少者不足十人袁

而且留守村落的大多为老人和妇女遥 城镇化尧空巢现

象导致古村落人口凋零尧人气不足曰民间生产生活几

乎停滞袁风俗习惯难以保留袁生产技能失去发展空间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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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年久失修袁维护难度增大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古村落的衰亡和湮灭袁 失去了古村落这一载体之后袁

独居特色的地域文化也逐步走向形式化遥

(二冤基层政府保护不力袁专业管理人才匮乏

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袁需要做好

前期考察袁并从历史文化尧建筑尧经济效益尧社会效益

等多个方面进行科学规划和设计遥 而这个过程必然需

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袁但是目前福建大部分古村落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袁交通不便袁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袁资

金尧基础设施尧人力资源等方面严重不足袁基层政府难

以对古村落难以进行高质量保护和开发袁部分古村落

要么被遗忘于乡野之间袁 要么进行低质量同质化开

发袁对古村落的文化形态造成了巨大冲击[4]遥

渊三冤产权不明袁利益分配不公袁可能引发社会矛

盾和冲突

古村落的现代旅游开发袁不仅包括古村落的地理

条件尧生态环境袁也包括古村落的古建筑特点尧生产生

活习俗尧民俗信仰尧婚丧嫁娶民俗等袁这些具有鲜明群

体化特征的文化史遗产是古村落现代旅游开发的资

本遥 而当前的古村落资源开发中袁资源产权主体的划

分是一个敏感问题遥 部分已经开发的古村落旅游区其

基层执政单位有行政优势袁开发商或投资商有资金优

势袁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互相影响尧互相制衡袁

而村民的文化资源产权主体无法得到兑现和保障遥

渊四冤城市文明冲击严重袁部分古村落特色文化遗失

特色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是古村落现代旅游开

发的重要价值袁尤其是福建古村落袁由于多民族聚居袁

汉族或者少数民族特点往往是构成古村落历史文化

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古村落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冲

击袁部分村落在民族建筑尧衣着服饰尧生活方式上逐步

丧失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袁如宁德古村落的民族歌舞

表演民族元素缺失严重袁部分表演曲目和舞台表演形

式缺少民族特色袁原生态特色不足遥

四尧福建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有效措施

福建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要形成政府尧开发商和

居民三者共同参与的共建共享机制袁 并集合学界力

量袁针对不同地域特色尧风俗民情的古村落形成针对

性的保护和开发方案袁避免同质化开发造成的低质量

竞争遥 同时袁古村落的开发应当以保护为基础袁要充分

意识到保护和开发是相互矛盾的有机体袁开发必然要

对古村落的原始生态造成一定影响袁但是这种矛盾是

可以调和的袁甚至是必然调和的遥 古村落的旅游开发

就是建立在古村落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基础上袁而旅

游开发又可以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尧传承提供必要的

资金尧人力支持[5]遥

渊一冤以保护和传承为根基袁建立古村落管理新机制

第一袁建筑保护遥 古建筑是古村落重要的旅游资

源袁 在对古建筑进行保护时要综合考虑当地的村落尧

民居的修缮和规划袁积极采纳专家尧专业人士意见和

建议袁重视传统聚落的建筑风格尧民俗建筑等特点遥

第二袁生产生活尧民俗风情保护遥 对古村落的保护

和开发袁一方面是为了留存古村落的历史文化研究价

值袁另一方面是开发旅游经济价值袁提高当地居民生

活水平袁加强当地现代文明建设遥 因此在对历史文化

资源进行保护时也要综合协调当地居民对现代生活

方式的合理诉求袁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6]遥

第三袁加强古村落保护要从制度上入手遥 由当地

政府编制古村落保护规划袁在规划之前要加强田野调

查尧数据统计和学术研究分析袁准确掌握当地行政范

围内的古村落基本情况袁 包括古村落的自然地理环

境尧历史沿革尧民族民俗尧历史文化传统尧聚落特征尧建

筑风格等袁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等多个层面形成

立体化的保护机制遥

渊二冤在保护基础上推进现代旅游开发

1.鼓励古村落居民回流袁制定并完善人才引进机制

一方面袁 当地政府加强古村落基础设施建设袁改

善古村落交通袁完善网络袁强化教育尧医疗等袁并积极

发展旅游文化产业袁 吸引更多原住居民回流古村落遥

同时可以将古村落开发和美丽乡村尧脱贫攻坚战略结

合在一起袁加强古村落周边地区的教育尧医疗和基础

生活设施建设袁让广大外出谋生的年轻人主动回到家

乡袁参与家乡建设[7]遥

另一方面袁政府更要加强人才引流政策袁为古村

落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吸引专业人才袁构建科学长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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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机制袁吸引大学生扎根古镇袁实现人生价值遥

基层政府可以倡导和宣传村民文化入股袁让村民

所拥有的建筑民居尧 生产生活技艺等兑现为经济效

益袁并在古村落地区加强文化宣传教育袁激发原住居

民的文化自觉性袁让他们对古村落产生归属感袁自觉

投身到古村落开发中遥

2.建立古村落文化资源的保护管理机制

政府要发挥领头作用袁从学术研究尧资金运行和

项目开发等多个角度建立相关的保障制度袁以确保古

村落旅游开发有政策尧制度尧资金上的保驾护航遥 另

外袁对村民所有的建筑尧景点资源等是否具有股份折

算价值袁能否参与股权和经济利益分配要进行科学合

理分析袁结合法律法规尧政策条文和当地民俗传统等袁

尽量减少和避免文化资源参与股权尧经济利润分配上

的矛盾冲突[8]遥

第一袁成立专家组进行专业监理遥 对于古村落旅

游项目开发必须要有专业人士的审核和指导袁在技术

管理尧财务管理尧文化保护以及项目运行审核等方面

进行专业把关袁 同时和负责国家文化遗产的政府机

构尧地方政府合作袁对古村落保护的财政资金进行合

理利用和运作袁对旅游项目开发的相关资产股权分配

等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给予指导袁减少产权尧利益分

配矛盾冲突遥

第二袁建立村民和游客反馈监理机制遥 古村落的

旅游开发要综合考量村民的利益收入尧故土情结以及

游客的旅游体验袁建立村民和游客反馈机制袁对古村

落的旅游开发效果进行综合反馈袁及时发现旅游项目

中的问题和漏洞袁尽早提出解决之道袁让旅游项目更

加符合市场需求遥

3.增强村民和开发商的文化保护意识以及社会责

任感

一方面袁在旅游项目开发中要尊重和重视村民的

地位和权益袁通过文化产权转化资产袁以文化入股的

方式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和参与性袁为景点开发保留传

统文化特色遥 开发商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感袁能从

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开发古村落袁按照符合古村落文

化保护相关要求开发景点袁运作旅游产业遥

另一方面袁村民也应当具有文化保护意识和产权

意识袁要深刻认识到自身在古村落文化保护中所肩负

的责任遥 在旅游项目开发时积极参与到古村落文化保

护和开发工作中袁树立文化产权意识袁遵守法律尧法规

和政策袁合理正确获取古村落旅游产业运作中的合法

权益遥

4.拓宽投资渠道袁树立多样化旅游开放方式

地方政府要大力拓宽投资渠道袁 为古建筑的修

缮尧传统民风民俗保留传承尧原住居民利益等增强资

金投入遥 可以在基层政府的领头作用下袁以招商投资

的方式吸引当地有实力的大企业参与到旅游项目开

发中袁也可以通过转让经营权尧文化产权入股的方式

吸引民众参与袁面向民众进行融资袁以全民股权的方

式调动民众积极性和主动性袁采用多样化的旅游开发

方式袁增强古村落文化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袁自然

风景优越的古村落开发农村绿色观光旅游袁大搞原生

态品牌曰儒家人文气息浓厚的古村落开发文化旅游和

怀古旅游袁避免低质量同质化竞争[9]遥

总之袁福建古村落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尧人文环

境而别具一格袁 具有较强的旅游价值和文化研究价

值袁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结合本地特

点袁加强对古村落的保护袁并在保护基础上注重旅游

开发袁能成为中国古村落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一个缩

影袁为其他地区古村落开发提供可借鉴的经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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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直接反映袁石雕艺术是人与

物尧精神与物象完美结合[1]遥人类发展过程中意愿受阻

或没机会得到满足袁逐渐替代精神的野特定文化冶附着

在石材上遥 闽南传统建筑石雕图案艺术在特定的地理

环境尧气候条件尧历史因素尧民俗习惯尧生产技术尧经济

基础和文化特定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遥建筑

石雕艺术折射民间审美观袁 将需求和理想融为一体袁

闽南石雕图案是先祖适应和改变自然而创造的文化

艺术形式袁创造性地将现实条件改造成一切皆有可能

的能动力袁不断地赋予自然界一切与人类生活有关联

的事物某种可能的理想主义事物能动力[2-3]遥

一尧图案演变历程简述

图案是实用和艺术相结合的艺术形式袁是与人生

活密不可分的装饰形态[4]遥图案始于原始社会袁是人们

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对自然和生活观察与体验的结果遥

所有图案都是对真实事物及生活的现实写照遥 岩画蕴

藏丰富象征意义袁生活气息浓郁充满图腾崇拜袁是原

始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缩影遥 图案形成时期在商周尧

战国时期袁神秘冷峻的图案威严且庄重袁青铜器上的

装饰图案造型对称尧均衡尧严谨袁蕴含着疏密变化的形

式美遥 春秋战国时期的图案袁逐渐转向生活化和实用

化遥 图案排列方式从野有序冶向野无序冶过渡袁图案形式

美不在过分强调严谨对称和立意上的神秘遥 汉唐时期

图案民族化袁唐朝借鉴外域图案元素实现民族图案转

型袁用雕刻技艺代替笔墨人物尧动物尧植物尧器物尧几何

符号等袁传达吉祥尧辟邪尧羽化升仙的儒学思想遥 东汉

时期佛教盛行为图案的发展注入了新元素遥

宋至清时期图案出现融合发展态势袁政治更迭让

思想开放的唐代图案严谨含蓄遥 宋代趋于追求内在精

神与心灵安逸袁飞鸟草虫和诗书山水成为图案创作主

要题材袁重视画面构图的意境与心境描绘袁图案风格

精细简练有致袁线条挥洒自如遥 明时期受工艺美术和

海洋文化的影响袁图案呈现繁密集中尧精致华美尧层次

鲜明等地域风格特征遥清时期民间装饰图案发展最广袁

担当起民族标识吉祥图案体系袁 传达对生活的美好向

往袁吉祥图案思想观到后期趋于世俗化袁清时期逐渐演

形式美在闽南传统建筑石雕图案中的表现

欧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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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吉祥如意尧富贵康泰的完满观袁兼具外来图案文化

的影响袁是野意冶与野象冶的统一袁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同

时也促进闽南传统建筑石雕图案文化崛起遥

雷圭元先生把图案解释为野实用尧装饰尧建筑美术

等方面关于形式尧色彩尧结构的预先设计袁并用在工艺

材料尧用途尧生产等条件制约下制成的装饰纹样方案

的通称冶遥 图案被世人理解为拥有视觉传达意味的设

计方案袁同时闽南建筑构件上的工艺美术与平面图案

形式美规律相契合遥 图案附着在闽南传统建筑构件

上袁起到美化装饰环境空间的实用性遥 明清时期闽人

正面接触石材作为建材构件的西方理念袁这得益于发

达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5]遥伊斯兰教尧基督

教尧摩尼教尧印度教派尧本地教派尧宫尧观尧家庙等信仰

文化影响袁石构件装饰图案主题丰富多样袁深受民众

喜爱遥 石雕图案艺术创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袁人文精神

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袁时代变迁石雕装饰图案真实投

射出人对自然敬畏与时代技艺归属感的深思和回忆遥

二尧闽南石雕图案的发展背景及功能

渊一冤自然资源背景

福建东南地区简称闽南袁 分布着丰富的石材资

源袁花岗岩储量约占全国第三位遥 如闽南地区南安市

的砻石抗压强度为 214.2MPa袁抗折强度为 21.5MPa的

物理力学性能[7]袁奠定石材作为闽南传统建筑主体的

承重构件的基础袁如柱尧柱础和门竖淤等构件遥 青斗石

产于晋江尧惠安等地袁其石材色泽青灰绿袁质地细密袁

适合精细雕刻袁如匾额尧石狮尧石漏窗尧抱石鼓尧楹联尧

石香炉等构件遥 但是靠山沿海的地理环境让先祖长期

遭受台风袭击袁自然生存环境恶劣袁常年忍受贫困尧饥

饿与疾病遥 当抗争与努力无法满足现实愿望时袁为求

得精神上安慰和鼓励袁从而在建筑中滋养出石雕图案

艺术袁映射民众向往美好生活的共同心声与愿望遥 明

清时期泉州港尧厦门港尧漳州月港等港口成为闽南人

与外界沟通重要通道袁外商定居和海外华侨归乡潮的

出现袁促进闽南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袁同时影响传统建

筑装饰石雕图案艺术风格遥

丰富的石材资源满足闽南传统建筑加强构件永

久性防水尧防潮尧防盗尧防火尧防虫害尧防盐碱腐蚀尧抗

御台风尧维修费用较少的特殊要求遥 建筑地基基础尧堵

身尧承重构件等广泛采用天然石材遥 闽南传统建筑灵

活应用石材色彩和肌理与烟炙砖尧红瓦尧木质梁架尧剪

瓷雕等建材互动共生袁 形成特有地域建筑装饰风格遥

石匠师根据长期的施工实践经验袁尊重天然材料因材

施艺袁大量石材被综合应用到闽南传统建筑中袁彰显

地域建筑艺术特点袁同时充分诠释野因地制宜袁取材自

然冶的生态文化观念袁增加闽南传统建筑美学价值遥

渊二冤闽南石雕图案功能

1.美化空间功能

闽南传统建筑石构件复杂且石材质地不同遥 图案

被安排在不同的石构件上遥 图案重视观赏者在空间中

的行进动态袁随着视觉观察角度不同袁图案形态感知

也不同遥 闽南传统建筑图案内容有意识地逐步推进遥

屋檐下石垂花尧石牛腿尧石斗拱尧水车堵尧石匾额尧石线

框尧石柱尧门簪尧顶堵尧身堵尧石漏窗尧对看堵于等石构件

组成环境空间连续图案袁增加传统建筑空间层次感和

立体感遥 丰富的石雕图案寓意深刻且疏密有致袁增添

闽南传统建筑装饰艺术空间美的意境遥

2.认知教化功能

闽南石雕装饰图案成因与心理需求尧 政治权谋尧

民俗文化等因素分不开遥 图案取材广泛尧式样繁多尧寓

意讲究[8]遥石雕艺术寄托社会文明发展轨迹袁深邃文化

意蕴搭建民族文化特殊的心理情愫袁形成独具特色建

筑装饰风格遥 石雕构件顶堵尧腰堵尧御路尧香炉尧对看

堵尧石鼓尧虎堵尧麒麟堵尧门簪尧匾额等构件袁常涉及神

话传说尧民间故事尧历史故事尧宗教传说尧文学戏曲尧文

学名著尧天文地理尧山川河海尧花鸟鱼虫等图案袁通过

石雕艺术文化有形表达袁 传导文化信息和社会属性袁

具有鲜明的民族思维表达方法遥 野忠冶野孝冶野善冶野义冶

野吉祥冶等宣教育德和趋吉思想功能被建筑集中袁对人

本性实施野无言之教冶传递建筑装饰所蕴含的丰富人

文情怀遥

图案认知教化功能的融入与样式相互映射袁成为

形式美载体遥 明清时期吉祥民俗观念兴起遥 社会实践

和心理作用下孕育出对野吉祥冶文化强烈向往与追求袁

图案呈现多样的表现形式遥 吉祥文化延伸为野五福冶袁

融入石雕技艺中遥 图案石雕技艺形式体现出多样性袁

不同事物雕刻技法不同遥 如山石尧树木多采用遒劲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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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晋江陈埭涵口村家庙石构件

Fig. 1 Stone structure of family temple in Hankou village, Chendai, Jinjiang

刻技法袁表现粗狂与大气遥 人物与动物多采用剔地雕

或水磨沉花突出主体遥

3.承继宗教和信俗文化功能

从宗教史和艺术史角度理解袁不难发现人类创造

的一切伟大艺术袁都具有宗教文化的神秘色彩袁而世

界上一切伟大的宗教袁也都具艺术的意蕴遥 多种宗教

落地闽南袁各自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尧吸收尧融合袁逐

渐形成具有闽南地域特色的图案艺术形式遥 从某种意

义讲袁图案艺术与宗教和信俗文化天然共生遥 闽南传

统建筑图案取材广泛尧式样繁多尧意蕴绵长遥 闽南是多

宗教信仰文化的沃土道教尧佛教尧古伊斯兰教尧基督

教尧印度教尧摩尼教等高度发达袁同时大量民间信仰如

海神妈祖尧保生大帝尧临水夫人尧清水祖师尧三一教尧定

光古佛尧开漳圣王陈元光尧惠利夫人尧马仙及队伍庞杂

的瘟神等民俗文化同样受众人喜爱[9]遥 多元宗教和信

俗文化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与美学价值袁成为闽南石

雕图案的重要素材遥 闽南建筑装饰图案艺术脱离不了

宗教和俗信文化的相互融合遥

三尧石雕构件及技艺

渊一冤石雕构件

闽南传统建筑正立面石雕装饰主色调多为白尧

青尧黑尧红等色彩的花岗岩组成遥 彰显主人身份和地

位袁同时渗透审美情调和文化意蕴遥 闽南传统建筑正

立面以人体结构做为参数袁 将建筑立面分成三到七

堵袁至上而下分为顶堵尧水车堵尧身堵尧腰堵尧裙堵和柜

台脚等遥如图 1遥屋面檐口下部袁狭长石块称为顶堵袁顶

堵下为身堵遥 身堵石雕图案主题以人物尧动物尧花草图

案为主遥 长条形腰堵常雕花草和动物图案遥 裙堵长方

形的长短边尺寸相近袁 图案主题多为花草和动物袁常

用白石尧青斗石且石材整料不做拼接遥 堵身由于结构

受力等原因袁施高浮雕尧线雕尧影雕工艺技法遥 闽南传

统庙尧宫尧观和宗祠裙堵多做高浮雕袁讲究左青龙右白

虎的风水空间布局遥 龙尧虎尧狮尧鹤尧麒麟等神兽是具有

辟邪镇宅的寓意遥 庙宇和宗祠正立面身堵尧裙堵及柜

台脚是视觉观赏动态焦点袁常见龙尧虎尧麒麟题材的裙

堵和对看堵袁呈现建筑物等级遥

明清时期闽南石雕技艺精湛袁建筑中大部分木构

件逐步被石雕构件替代袁如门竖尧斗拱尧垂花尧匾额尧门

簪尧立柱尧凹斗尧牛腿尧梁架尧柁墩尧堵身及四壁构架等遥

石材构件起到承重尧平衡尧稳定等结构力学作用[10]遥

渊二冤石雕技艺

闽南传统建筑建造时间极其漫长袁从清同治四年

渊1865 年冤始建至宣统三年渊1911 年冤竣工袁历时 46

年袁建成占地 3万平方米的古建群袁如南安蔡氏民居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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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蓝廷珍府邸和安溪李光地府邸的基础石条大石

砛盂硕大而坚固袁有的长达四米左右遥 落后生产力对加

工尧搬运尧雕刻大体量的建筑石材是非常困难的遥 石材

构件之间相互咬合尧穿插尧雕刻都体现出做工的复杂

和考究遥 石材制作叶营造法式曳三卷对宋代石雕技法总

结为野一曰剔地起突袁二曰压地隐起华袁三曰减地平

钑袁四曰素平遥 冶雕刻工艺技术分为平花尧水磨沉花榆尧

剔地雕尧透雕尧影雕等遥 明朝时期闽南建筑石雕图案的

工艺技巧娴熟袁装饰技法繁琐袁石雕图案题材广泛且

丰富袁 常采用浮雕尧 四面见光虞等纯熟精湛的工艺技

法遥 人物图案是建筑装饰画面重点袁石雕工艺技术加

工难度大袁其中人物图案复杂尧塑形难度较大袁最能体

现雕刻技艺遥 东晋画家顾恺之在叶论画曳提及院野凡画袁

人最南袁次山水尧次狗马袁台榭一定器耳袁难成而易好袁

不待迁想妙得也冶遥 堵身透雕花板构件装饰墙面同时

还具有通风尧散热尧采光等物理功能袁剔地雕与透雕技

艺手法能更好适应闽南潮湿气候袁花板内图案种类繁

多袁精美的石雕技艺彰显屋主人的财力与生活志趣遥

四尧石雕图案形式美法则

野美冶客观存在于自然界万千物象中遥 形式美法则

是人类创造美的过程袁主观感受和富有艺术手法的变

化加工袁创造出既有形式美又具备功能性的石雕图案

艺术形象遥 图案形式美突出设计者深层思维及愿景遥

闽南石雕图案遵循形式美法则等同于尊重自然界万

千物象袁图案形式美重视构图尧形象及内涵袁并且与整

体建筑外观达成共识遥 石构件图案形式美离不开材料

制作的局限性袁漫长的图案创作实践历程由简单到复

杂袁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艺袁逐渐形成七种典型图案形

式美法则遥

渊一冤变化与统一

变化与统一是石雕图案造型艺术表现普遍原则袁

自然环境中万事万物与人都是变化与统一的有机整

体遥 闽南传统建筑石雕图案中高低起伏的山峦尧波涛

汹涌的海浪尧阴晴不定的云象等都是既统一又复杂多

变的遥 野变化冶是一种对比关系袁相互对比产生多样化

和运动感遥 石雕图案注重体量尧位置尧形状尧肌理尧布

局尧心理感受等的变化袁同时也突出主题尧主次协调尧

相互呼应达到整体统一的视觉感袁使闽南传统建筑装

饰图案生机盎然更具人情味遥

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袁求福赐禄尧家族兴旺尧善恶

报应尧轮回转世的信俗观念在闽地区有着广泛民间信

仰基础遥 道教八仙形象溯源久远袁唐宋时期融入道教袁

至明末清初八仙手持的法器逐渐代表八仙原神袁形成

野暗八仙冶独立体系遥 八种法器纹成为道教象征图案遥

泉州文庙麒麟堵强调图案整体统一的美感遥 麒麟由龙

首尧鹿身尧牛尾尧马蹄尧鱼鳞等元素构建的瑞兽遥 麒麟寓

意英勇尧敦厚尧尊贵的寓意曰鹿象征美好的爱情袁同时

谐音野禄冶袁寓意幸福曰马是强健不息尧忠诚尧勇敢的灵

兽曰牛是勤奋的象征袁寓意五谷丰登曰鱼鳞纹在上古时

期视为美丽与吉祥的象征袁麒麟将灵兽的优点集于一

体象征瑞祥和仁慈遥 麒麟高昂兽首袁蹦踏而至的体态袁

有赐福添祥的寓意遥 麒麟身下法器均以婉转流畅的丝

带做配衬遥 祥云与纹饰元素柔美和谐袁使原本单调硬

朗的麒麟堵在视觉上丰富饱满遥 左侧满月麒麟袁如图

2袁身下藏有鱼鼓尧芭蕉扇尧笛子尧葫芦遥 右侧阳日麒麟袁

如图 3袁身下暗藏荷花尧阴阳板尧宝剑尧花篮遥 野暗八仙冶

装饰图案也广泛分布在石柱础尧柱尧裙堵尧石牛腿尧石

梁架尧石柁墩等石构件细部遥 暗八仙石雕工艺简易具

有长寿吉祥美好寓意袁配合麒麟堵整体统一布局遥 左

右两侧麒麟裙堵造型细节有局部变化因素袁有序的将

变化元素统一在堵身袁提升传统建筑装饰美学价值和

文化价值遥 家庙尧宫尧观尧祠堂等传统建筑石雕构件以

建筑中轴为对称轴袁 左右两侧石构件同形且同量袁利

用图案细节对比袁打破建筑结构带来的呆板尧生硬尧乏

味的立面效果遥

图 2 泉州文庙满月麒麟堵

Fig.2 Full moon unicorn in Quanzhou Temple of Literature

图 3 泉州文庙阳日麒麟堵

Fig.3 The unicorn blockage in the Sun Temple of Qua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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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对称与均衡

闽南传统建筑从平面布局至立面图案设计都追

求对称形式美法则遥 石雕对称图案规律性强且稳定袁

具有庄严肃穆的美感遥 对称可分为绝对对称尧相对对

称两大类遥 从方位可分为左右对称尧上下对称尧上下左

右对称尧转换对称和旋转对称等遥 多形式的对称使闽

南传统建筑更加精致耐看遥 柜台脚造型早期有可能从

须弥座的圭脚和家具中的马蹄腿尧老虎腿等借鉴而

来遥 柜台脚是螭虎脚尧圭脚石尧大座尧琴脚尧香炉脚袁如

图 4尧虎脚和子午脚的统称遥 清后期大量华侨归闽袁墙

垛下缘柜台脚喜做成柜台形的石基座袁正面多高浮雕

双足矮案袁两端出现人物造型袁如图 5袁仙童尧番仔尧飞

仙等遥动物造型如螭虎尧狮子吞珠袁如图 6尧狮子吞脚等

传统造型元素的柜台脚在技艺和图案设计都有所创

新袁严谨对称外撇八字形柜台脚均衡稳定遥 脚踏石愚两

侧图案多为圆形尧方形尧漩涡形等沿袭左右绝对对称遥

适合纹样石漏窗构件外框有圆形尧 方形尧 长方形尧扇

形尧八边形等遥 石漏窗装饰程度暗示建筑等级袁图案种

类涵盖人物尧动物尧植物尧祥云尧器物等遥 石雕工艺集线

雕尧浮雕尧圆雕为一体遥 晋江陈埭涵口村家庙石漏窗袁

如图 7遥 方形整石用八边形蔓纹外框分出四个蝙蝠角

隅纹和四只螭虎图案袁 同形同量身形矫健首尾相连袁

环绕着中心体态风韵的妈祖袁旋转对称的石漏窗形式

美图案依附在建筑中轴两侧遥 均衡的形式美保持图案

体量平衡尧方位平衡尧空间平衡等各环节遥 图案相对对

称形成的差异性袁丰富了人们的视觉感受遥 如蔡氏古

民居双塌舆门额两处顶堵高浮雕图案相对对称袁 连环

画式的图案讲述戏剧故事叶水浒传曳 野白虎堂冶章节遥

林冲因妻之事袁得罪了高俅义子高衙内袁被陆虞候设

计陷害的故事情节遥 图案描述被奸人陷害的林冲正试

图挣扎押解袁顺序从左顶堵袁如图 8袁林冲被陷害到右

顶堵袁如图 9袁刺配沧州直至被迫风雪上梁山的时间发

展顺序讲述故事遥 顶堵的人物尧建筑物尧自然景物尧动

物等图案通过娴熟的石雕技艺将图案惟妙惟肖的串

联起来袁诠释闽南民间丰富多彩的戏曲文化生活遥 对

称形式美呈现均衡尧严肃和端庄感袁使传统闽南建筑

物外观立面庄重而华贵遥

图 4 香炉脚

Fig. 4 Incense burner counter feet

图 5 仙童柜台脚

Fig. 5 Fairy counter feet

图 6 番仔柜台脚与狮子吞珠

Fig. 6 Fanzi counter feet and lion swallowing beads

图 7 晋江陈埭涵石漏窗

Fig.7 Stone leak window of Chen Daihan in J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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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南安蔡氏民居门额左石雕

Fig.8 Left stone carving of Cai Family House, Nan'an

图 9 南安蔡氏民居门额右石雕

Fig.9 Right stone carving of Cai Family House, Nan'an

渊三冤条理与反复

条理与反复是构成秩序美主要成因遥 图案依附传

统建筑造型多样的构件袁 石雕装饰图案条理越单纯袁

形成图案越严谨尧庄重遥 条理越复杂袁形成的图案就越

活泼而自由遥 闽南先祖在图案创作中将自然对象有规

律的整理和概括产生有序变化遥 其中野龙冶图案深受闽

人喜爱袁采用龙的造型袁通过不同技艺和形态袁反复出

现在石构件袁如石柱尧石漏窗尧匾额尧御路尧堵身等袁将

闽南传统建筑烘托得雄伟而壮阔遥

野柱之言主也袁屋之主也冶承重构件石柱装饰地位

明显遥 柱由柱础尧柱身尧柱头构件组合而成遥 柱身决定

柱础和柱头形式袁石柱从底部柱础至柱头图案协调统

一遥 庙尧宫尧观尧宗祠等石柱多为蟠龙柱尧龙凤柱尧云龙

仙人尧花鸟柱尧海棠柱尧人物柱尧楹联柱尧虎柱等遥 闽南

民间信仰把蛇当成野神明冶袁崇拜蛇的特性沿续至今遥

龙早期形象来源于蛇袁随着民族文化融合袁龙成为民

族共同崇拜的神圣之物袁使原本崇拜蛇的闽人对龙尤

为崇仰袁随处可见龙饰装饰建筑遥 蟠龙环饰石柱雄龙

穿云破雾从天而降袁头下尾上的姿态寓意野天龙冶遥 雌

龙暗藏雨浪中腾空而起直冲九霄云外袁头上尾姿态寓

意野海龙冶遥泉州晋江庄氏宗祠云龙仙人柱袁如图 10袁雕

工精湛纯熟袁 双龙上下反复高高浮起盘踞圆柱之上袁

龙身近乎圆雕气势磅礴袁龙体环绕间隙穿插多位神态

各异骑于灵兽穿于龙脊的仙人遥 仙人多为道教尧佛教尧

民间信仰的人物代表等遥 云龙仙人石柱玲珑剔透袁与

其说是柱袁更像一件艺术品遥 柱础传承单层式袁形制古

朴典雅遥圆柱柱身的柱础多为覆盆式余渊如图 11冤尧瓜楞

式渊如图 12冤尧八边式渊如图 13冤尧圆鼓式渊如图 14冤尧莲

瓣形俞尧扁圆式渊如图 1冤等遥方柱柱身则柱础多为方形尧

八角形遥 八边形柱身则柱础常为多边形尧八角形尧圆形

等袁根据柱身图案柱础图案内容也不同遥 柱础直径最

大处的野肚冶为视觉焦点袁惯用线条均匀分出长方形适

合纹样图案面积区袁 如图 13尧15袁 视点图案多为动物

纹尧植物纹尧器物纹等单独纹样遥 漳州胜利东路厚笃祖

宫柱础袁如图 15袁衔接圆形柱身处的柱础采用平花技

法袁 如意瑞兽图案套线为基本单元骨骼重复环绕排

列袁圆润连绵起伏的图案具有律动感遥 如意图案可追

述至春秋时期雷云与卷曲植物遥 瑞兽面由心形如意宽

端叠加而来遥角美的龙池寺后殿外的柱头袁如图 16遥柱

头蝙蝠图案俯瞰张口的狮面袁两侧配以结纹轻盈飘逸遥

雕刻细腻的狮面眼凸尧鼻圆尧口大张袁狮鬣丝丝飘逸延

展至下部柱身处袁 二方连续复合式柱头主次比例关系

明确袁瑞兽面图案生动活波袁符合人仰视观察角度遥

图 10 泉州晋江庄氏宗祠八边云龙仙人柱

Fig.10 The Dragon immortal pillar in the eighth side of

the Zhuang Clan in Jinjiang, Quanzhou

图 11 覆盆式 图 12 瓜楞式

Fig.11 Raspberry Fig.12Corrugated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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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八边式 图 14 圆鼓式

Fig. 13 Octagonal Fig.14 Drum type

图 15 厚笃祖宫柱础 图 16 漳州龙池寺

Fig.15 Hou Du Zu Palace Fig.16 Zhangzhou Longchi Temple

pillar foundation

闽南传统建筑石雕对称图案常出现在腰堵尧柱

础尧柱头尧漏窗尧水车堵檐口尧门楹沿边等处的二方连

续纹样袁都是反复形式美的具体表现遥 反复不仅达到

了多样统一的韵律感袁而且给工艺制作带来便捷遥 单

体精美的石柱图案在建筑结构中有规律地反复排列

扩展和延续使用袁具有安定尧整齐尧规律性强的形式美

特点袁促成闽南传统建筑的精致与华美遥

渊四冤对比与调和

闽南石雕装饰图案的对比在于两种或两种以上

图案之间的差异和矛盾遥 对比能鲜明的展示各自特

点袁形成视觉张力袁增加视觉刺激度遥 闽南石雕装饰图

案由相异和相悖因素组合产生图案间的差异遥 强化石

雕图案矛盾对立强度袁才能获取鲜明形象特征遥 石雕

装饰图案调和是图案相同或近似因素组合袁低限度减

少图案之间差异袁才能使整体图案趋于调和遥 对比与

调和反映在图案造型尧构图尧表现手法等方面遥 调和与

对比截然相反袁对比强调差异性袁而石雕图案调和则

是让差异程度减小袁图案视觉上达到近似性遥

闽南传统建筑石雕图案创新思维活跃袁漳州蓝廷

珍故居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袁正门一对石鼓图案精

致典雅遥 圆形石鼓四个侧立面用漩涡图案铺底简洁尧

圆润尧古朴尧流畅袁追求调和的视觉感遥 循环往复的漩

涡纹袁同早期古越野蛇冶图腾有关袁意蕴生命交替暗示

生命循环不息的运动轨迹袁具有野双关冶阴阳纹特征遥

叠加在漩涡底纹上的四幅不同主题图案分别是鸳鸯

戏水尧松鹤延年尧凤凰于飞尧芝兰玉树袁如图 17遥主题图

案占位突破传统构图规则袁都未在鼓面线框内而是从

包袱处延展袁 同时对应须弥座上的图案也判然不同袁

体现屋主人极高的艺术修养遥 图案既继承传统又具有

新颖的创新思想遥 花鸟图案自由洒脱的附着在漩涡底

纹上袁装饰图案线条柔美尧虚实对比协调袁使图案生动

活泼袁琴瑟和谐袁直观地向人们展现当时建筑装饰图

案的精致与典雅遥

图 17 漳州蓝廷珍故居石鼓

Fig.17 Stone drum of former residence of Zhang

Tingzhen in Zhangzhou

渊五冤稳定与平衡

闽南石雕图案建立的平衡是静态与动态平衡遥 装

饰图案视觉形状尧大小尧体积等元素都在稳定中需求

平衡袁以某一点为中心袁上下或左右同量不同形或同

形不同量的构成袁取得图案整体上野力冶的和谐遥 这里

的野力冶指观赏者视觉和石雕图案之间相互作用产生

的感性认知袁人在感知图案时达到心理知觉平衡遥 闽

南石雕装饰图案对应形状或基本要素构成野力冶相互

作用尧牵引尧制约通过巧妙构图达到平衡或扩张的视

觉感知袁因此平衡或扩张都是图案野运动的力冶投射到

心理感知的结果遥 石雕图案是静止的袁图案内容真实

与感受相联系袁产生动感效应遥 具有视觉张力的堵身尧

御路尧石柱等石构件图案题材多为灵兽图案袁从灵兽

运动的体态获取视觉平衡的心理的稳定感遥 泉州石鼓

庙寿塌内的野龙教子冶对看堵图案袁如图 18袁遵循稳定

与平衡的美学法则遥 龙羽化成神能御天尧能云行雨施尧

能降福民间遥 龙父起伏扭转健硕的身躯与萦绕在身边

轻盈柔美的祥云形成强烈的平衡感袁 高昂的龙首袁口

吐宝珠是画面视框架袁 壮硕龙爪立踏在翻滚的海浪

上袁强有力的身躯首尾围合着娇小柔弱的龙子袁龙子

在海浪涌叠的围绕中回首昂视凝望龙父遥 海浪尧龙尧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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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图案层次丰富袁通过精湛的雕刻技艺平衡视域遥 龙

教子图案相互依存袁不难发现龙父体态形象是整个视

域框架中心袁使其它装饰图案都依附于它袁因此闽南

石雕装饰图案倾向于动态的平衡状态达到视觉稳定

性的形式美遥

图 18 泉州青阳石鼓庙裙堵

Fig.18 Blocking of the skirt of Shigu Temple in

Qingyang, Quanzhou

渊六冤节奏与韵律

节奏与韵律不仅存在音乐艺术中袁同时也存在视

觉感官遥 石雕装饰图案通过视觉感官强弱交替变化袁

获得心理上的韵律感遥 图案有秩序尧规律的变化和反

复产生野节奏冶遥 节奏变化需要运动过程袁持续不断的

交替和重复产生节奏感遥 交替和重复是平缓且单纯

的袁则节奏比较平淡和单调遥 交替和重复是快速且复

杂的袁则节奏就会激烈且丰富袁因此闽南石雕工匠们

对图案进行大胆增尧减尧变形处理袁绘画技巧与雕刻技

艺使图案严谨且饱满遥泉州五店市蕉叶角门逾如图 19袁

门额与门竖实属一块青斗石雕刻成袁角门 野翠倚冶门

竖沿口底纹平花藤蔓二方连续规整袁角隅植物图案精

致细腻遥门额舒展的大蕉叶采用立体浮雕尧镂雕尧圆雕

等工艺遥细腻柔美的叶根穿有两片铜钱寓意财运连连

是匾额装饰图案的中心袁蕉叶周围环绕着手持法器乘

驾灵兽的五位形象传神的仙人曰 随风而起的蕉叶上

端袁乘龙女仙身姿曼妙双手抚琴袁似乎在动情的弹奏

着动人的旋律袁吸引着两侧骑坐灵兽尧手持法器的四

仙侧目注视 袁 形态各异的神仙造型与蕉叶规整的外

形形成主次节奏袁居于正中的乘龙女仙肩上丝带随风

而起与蜿蜒起伏的龙身卷藏其中袁蕉叶边匐一只即将

要滑落的鸣蝉袁构成了整体角门门额石雕图案袁画面

组织和谐且节奏律动感强遥 人物环形排列袁形式将韵

律感悄无声息地沁润在植物的枝尧叶尧花尧梗袁沁润在

人物衣服折纹尧动物体态尧祥云形状等图案[11]遥 节奏与

韵律形式美具有广泛适应性袁 图案的敦厚与精美尧险

峻与平缓尧祥和与喧闹常以象征尧意象化的图案结合

写实袁个性鲜明的展现装饰图案节奏与韵律形式美法

则袁充满情感魅力袁同时图案传递着先祖对后世子孙

意蕴绵长的祝福遥

图 19 泉州五店市角门蕉叶匾额

Fig.19 Plaque of Jiaomen banana leaf in Wudian City, Quanzhou

渊七冤比例与尺度

比例与尺度存在于大自然万千事物遥 比例与尺度

不仅是图案元素形体的定量行为袁同时也是特征数据

化尧理性化的集中展现遥 石雕构件的尺度尧比例尧形状

与图案形式美有着密切联系遥 闽南传统建筑图案的比

例与尺度绝不可生搬硬套袁传统建筑装饰图案根据石

构件造型尧自然形态比例尧画面合理尺寸等因素袁相互

协调图案内容和美学原理而创作生成袁只有将图案面

积尧数量尧大小等关系处理得当袁才能形成比例适当尺

度和谐的形式美图案遥 晋江陈埭涵口村家庙哪吒闹海

石漏窗袁如图 20遥雕刻技艺娴熟层级分明袁圆形适合图

案内含有人物尧海波纹尧祥云纹尧山峦纹尧植物纹尧火焰

纹尧动物纹等遥 六位神仙比例尺度协调袁人物关系恰

当袁图案将元代神话典籍叶三教搜神大全曳中小哪吒天

真烂漫与不畏强权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遥 清时期

野凤穿牡丹冶门额石构件袁如图 21袁上承屋顶下接石门

柱的承重性石材构件袁门额断面厚度较宽袁其为避免

石雕工艺而削弱石构件承载性能遥 叶说文解字曳说袁凤

为神鸟遥 野凤之象也遥 鸿前麐后袁蛇劲鱼尾袁鹤颡鸳思袁

龙文虎背袁燕颔鸡喙袁五色备举冶遥 凤出东方君子之国袁

浩瀚四海之外袁寓意天下大安宁的祥瑞吉兆遥 图案应

用平花尧水磨沉花尧透雕等雕刻工艺遥 十二朵盛开的牡

丹花繁复严谨且相对对称袁具有千秋万代尧花开富贵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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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丽堂皇的美好寓意遥 中心三朵盛开的牡丹花头巧妙

利用等腰三角形稳定画面中心区域遥 双凤凤喙叼着绽

放的牡丹花枝袁 凤翅微展随风飘扬的羽翼丝丝分明袁

凤尾羽翼局部应用镂雕尽显轻盈与灵动袁双凤好似即

将腾空而起将牡丹花香一并带入云霄遥 凤纹身形比例

符合叶说文解字曳的描述袁牡丹花尧凤身尧凤尾比例协

调遥 门额石构件图案两个端头 1/4的面积袁 配有几何

纹尧结纹尧卷草纹尧牡丹侧纹综合图案遥 比例的分割和

细节尺度的合理安排使凤穿牡丹图案造型居中更加

具有严谨雅致装饰美感遥

图 20 家庙哪吒闹海石漏窗

Fig.20 Shijiazhuang window in Nezha

图 21 镂雕凤穿牡丹

Fig.21 Carved phoenix peony

五尧结语

闽南传统建筑石雕装饰图案以其多变的构件为

载体袁在精湛石雕技艺支撑下袁图案形式美法则的表

现使原本粗糙的乡土建材变的细腻尧亲切尧华美遥 闽南

传统建筑图案言情表意袁自然得体的视觉感恰到好处

展现丰富的中国传统美学精髓遥 历经风霜的图案形式

美法则袁仿佛能体察岁月的残留袁让我们有机会与历

史进行对话袁深层挖掘石雕图案形式美特征袁有利于

促进当下闽南建筑石雕图案形式美的发展遥 近现代闽

南传统石雕图案锐减与严重的建筑设计趋同化有直

接关系遥闽南建筑装饰文化要想进一步传承和发展袁必

须要与现代建筑艺术设计相结合袁 不断创新时俱进[12]遥

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的传承关键是将收集到的优秀

闽南石雕图案加以创新袁不断吸取传统石雕图案形式

美精华袁才能使闽南建筑拥有无限生命力遥

注释院

淤 门竖院门左右的立柱袁即门框袁也称门柱尧门楹遥

于 对看堵院也称野看埕堵冶袁是指在凹塌寿内左右两对看的墙

堵遥 宫尧庙等墙堵的主体部位多为石雕板装遥

盂 大石砛院台基边缘的条石遥也称野砛石冶遥民间的砛石称为大

石砛遥

榆 水磨沉花院也称沉雕尧浅浮雕遥

虞 四面见光院石雕作品四面皆施雕刻的做法袁也称圆雕遥

愚 脚踏石:宅院门口一般是三级袁常做成案桌形袁两端雕刻出

脚袁被称为野脚踏石冶遥

舆 双塌院是野直塌寿冶也称野孤塌冶的基础上袁大门再次向内凹入一

次形成一个凸字状的入口平面袁双塌又称野步叫冶尧野行叫冶遥

余 覆盆式:就像脸盆反扣在地上,符合视觉均衡袁覆盆柱础通

常用于寺庙袁受佛教的影响遥

俞 莲瓣形院莲花花瓣的形状袁又称为莲花柱础遥

逾 角门:位于大门的两侧袁称为野员光门冶或野弯光门冶袁以花岗

岩砌成的半圆形棋门袁左右呈对称分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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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Formal Beauty in the Stone Carving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Southern Fujian

OU Yali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Z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Abstract: A long cultural history of traditional stone carving patterns in nearing mountain and sea of southern Fujian is created be鄄

cause of the rich stone resources. The pattern respects everything in nature, with full composition, balanced layout and complete image,

and values the interdependence of pattern content and form beauty. The beauty of the pattern form of the stone carving components has

certain area and shape limitations. In the long practice process, it has experienced changes from simple to complex, from low-level to

high-level performing arts, forming seven typical patterns of beauty rules. Based on field surveys of dwellings, home temples, ancestral

halls, palaces and temples in southern Fujian, th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eautiful art of the stone carving

patterns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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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寿龄渊Samuel Couling, 1859-1922冤袁又译作库

寿宁尧库林袁英国浸礼会渊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冤传

教士遥 1883年袁25岁的库寿龄从伦敦途径上海到达山

东遥 在此后的 24年里袁 他专注于山东差会的教育事

工遥 由于他突出的工作袁叶教务杂志曳称其为野继李提摩

太尧仲钧安之后英国浸礼会最具天赋的在华传教士之

一冶[1]遥

到了 1908年袁库寿龄开始专注汉学研究袁其主要

的学术活动有院1914要1916年担任皇家亚洲学会北华

支会秘书和会刊编辑袁负责主编了 1913至 1915年的

叶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会刊曳淤曰并于 1914年在该刊

发表 叶河南出土之卜骨曳渊The Oracle-bones From Ho鄄

nan冤遥 这篇文章体现了库寿龄主要的甲骨文研究思

想袁该文也是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会刊最早刊发的

有关甲骨文研究的文章[2]遥 1917 年出版叶中国百科曳

渊The Encyclopaedia Sinica冤袁 由当时的别发印书馆于

渊Kelly and Walsh, Limited冤刊行袁该部著作使得库寿

龄于 1919年赢得素有野汉学界诺贝尔奖冶美誉的野儒

莲奖 渊Prix Stanislas Julien冤冶曰1919-1922年创办发行

旨在接续叶中国评论曳的叶新中国评论曳渊The New China

Review冤曰 受当时的上海工部局 渊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冤委托袁同乔治窑兰宁渊George Lanning冤合著了

两卷本叶上海志曳渊The History of Shanghai冤遥

从上述梳理可见库寿龄的汉学活动非常丰富袁但

当前学界对库氏的研究袁仅在一些简短的评述中零星

出现袁 并未关注其对汉学发展的深远影响盂遥 有鉴于

此袁本文旨在通过对其所著叶中国百科曳叶上海史曳以及

所创刊物叶新中国评论曳的梳理与剖析袁进而窥探库氏

汉学活动的特点及其对汉学发展的贡献遥

一尧开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百科类参考书目

的先河

从 1914年起袁 库寿龄开始担任皇家亚洲学会北

华支会荣誉秘书和会刊主编遥 由于工作的性质袁使得

他对当时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现状逐渐有了清晰的

认识遥 他发现英语世界汉学研究存在的首个问题袁就

是当时学会的图书馆或是其他图书馆缺少一本系统

介绍中国事物的一般性参考书目遥 于是袁库寿龄开始

着手编撰一部可供从事汉学研究的西方学者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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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百科类参考书目袁 并将其命名为 叶中国百科曳

渊The Encyclopaedia Sinica冤遥 之所以这样命名袁是因为

库寿龄希望此书经过不断地完善再版后袁可以成为像

叶大英百科全书曳渊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冤 一样

的巨著[3]遥

库寿龄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叶中国百科曳

的编撰工作袁他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该工

作袁除了其坚定且迫切的编撰信念外袁还有两个原因遥

其一袁长期在华传教的经历遥 库寿龄在山东长达二十

四年渊1884-1908冤的传教经历袁使他可以密切地接触到

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袁 对中国的社会习

俗尧风土人情有了清晰的认知曰其二袁精通汉语以及对

中国文化的痴迷遥 据其妻子回忆袁 库寿龄早在学生时

代袁 就对中国这一东方神秘国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4]袁

正因如此袁使得他在到达山东之后的短时间内就掌握

了当地方言和汉语的基本应用[5]遥 加之库寿龄长期从

事山东差会的教育工作袁所负责的学校坚持用汉语教

学[6]袁这更有利于他掌握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遥

正是以上种种因素的叠加和推动袁为库氏编撰叶中国

百科曳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必要的条件袁所以他才能

够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一部涉及面广尧创作难度大的

著作遥

尽管编撰耗时短袁但是整个编撰过程极为严谨遥 在

资料收集过程中袁 库寿龄一方面遍访多家著名的图书

馆袁这其中帮助最大的便是素有亚洲最有名书库之称的

野莫理循书库冶渊Dr. George Ernest Morrison爷s Library冤榆曰

另一方面袁他还赴当时的海关总署尧邮政总局尧盐税稽

查局尧交通部尧农业部等部门查询相关资料和文件遥 此

外袁库氏还同各领域的汉学家进行深入交流袁获得大

量珍贵材料袁 如专注于佛学的仪礼爵士 渊Sir Charles

Eliot冤虞提供了大量尚未出版的佛教书籍手稿尧精通敦

煌学的沙畹渊Edouard Chavannes冤分享了自己的汉学

研究笔记尧沙畹的高徒伯希和渊M. Paul Pelliot冤提供了

一些重要的敦煌学参考资料等等遥 在意见咨询和文稿

修改方面袁 库寿龄同当时的著名汉学家考狄渊Henri

Cordier冤尧庄延龄渊E. H. Parker冤尧翟理斯渊H. A. Giles冤尧

贝特霍尔德窑劳费尔渊Berthold Laufer冤探讨各种问题袁

获得大量宝贵意见遥 库寿龄经过以上努力袁使得资料

搜集和撰写工作都十分严谨高效袁这对于叶中国百科曳

终在 1919年荣获野儒莲冶美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遥

在编纂体例和编写内容上袁叶中国百科曳也体现了

库寿龄严谨的治学态度遥 在编纂体例上袁该书参考叶大

英百科全书曳袁采用英汉对照形式袁先列出英文词条尧

中文字体渊部分词条没有列出中文字冤尧词条的中文读

音袁后展开解释袁严格按照词条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遥

如 院 野ABACUS, 算盘 , suan pan. reckoning plate, the

counting-board used by the Chinese. It is a frame with

a number of wire rods parallel噎噎冶 [7]尧野LI-SO is the

Chinese name of a native tribe whose headquarters are

in Y俟nnan in the Salwin basin. They call themselves

Li-su. They use cross-bows for hunting噎噎冶[7]曰词条的

解释短则 20字左右袁长则达 4000余字袁平均每个词

条的解释达 110字袁可见库氏在平衡该参考书的通俗

性和学术性方面所做的努力遥 此外袁部分词条的解释

引用了一些权威文章袁并在词条解释的末尾注明文章

作者姓名的首字母缩写遥 在编写内容上袁 全书共 633

页袁分两部分袁第一部分为正文部分袁收录了 2913个

词条曰第二部分为补录部分袁收录了 8个词条袁共计收

录 2921个词条遥 这些词条涉及中国的政治尧经济尧文

化尧习俗尧宗教信仰尧历史等方方面面遥 除此之外袁库氏

也大量介绍中国受西方渊尤其英国冤影响而取得的成

就袁如上海的汇丰银行尧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的发

展等等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该书在内容上收录了大量关

于传教士汉学家的词条袁如劳费尔尧翟理斯尧沙畹等

等袁国籍不仅有英国和美国袁还有法国尧德国尧意大利

等其他国家遥

叶中国百科曳一经出版袁西文报刊便相继对其进行

了报道和评述袁如叶通报曳渊Tong Pao冤尧叶美国人类学家曳

渊American Anthropologist冤尧叶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报曳

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冤尧叶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院报曳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冤和叶皇家亚洲文会北中

国支会会报曳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冤等等遥 此外袁从西方汉学研究史

的角度来看袁叶中国百科曳的确可称之为西方汉学百科

编撰领域的一本野巨著冶[8]遥 原因有以下三方面院其一袁

该书是首部用英语撰写的中国百科类参考书目[6]遥 如

上所述袁在叶中国百科曳出版之前袁西方汉学界一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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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本系统介绍中国事物的一般性参考书目袁该书的

出版为该领域确立了野一个基本框架冶[9]曰其二袁当时的

学者认为这是一本可以全面并快速了解中国的参考

书目[9]遥全书涵盖了中国的方方面面袁并在编写上兼顾

通俗性和学术性袁易于西方学者学习曰其三袁学术价值

高遥 一方面袁正是叶中国百科曳为库寿龄赢得了 1919年

的野儒莲奖冶荣誉袁这足以说明其在国际汉学研究史上

的地位和重要性曰另一方面袁经笔者不完全统计袁该书

从出版之日起袁 先后于 1964尧1983尧1991尧1996尧2007

和 2010年六次重版袁 足见其经久不衰的学术参考价

值遥 尽管该书获得学术界如此高的赞誉和认可袁但是

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袁如院编撰形式上袁词条采用英文

字母排序袁导致对某些发音相似的汉语词组无法进行

分组袁如 Chin Dynasty和 Chin State被 Ching分割开袁

不符合中文的编排曰编撰内容上袁一方面库氏受早期

传教士身份的影响袁 在引入有关汉学家的词条时袁多

为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袁而当时更多知名汉学家并没

有被列入书中[6]曰另一方面部分词条的解释现在看来

不够严谨袁等等遥

从以上论述可见袁库寿龄从汉学研究者的视角严

格审视了当时西方汉学研究的现状遥 首开先河袁以百

科类全书的形式系统地介绍中国事物袁弥补了英语世

界汉学研究一般性参考书目的缺失袁方便了西方汉学

研究者快速并正确地了解中国袁促进了汉学研究的发

展遥

二尧接续英文汉学期刊的努力

库寿龄在编撰叶中国百科曳的过程中袁就发现了当

时英语世界汉学研究存在的第二问题院英语类汉学期

刊的中断遥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袁库寿龄直言袁野叶中国

丛报曳创刊于 1832年袁持续了 20年遥 承继其后的是发

刊于 1872年的叶中国评论曳袁到了 1901 年停刊袁戛然

而止遥 从这以后袁再无一本真正用英文刊发的此类期

刊冶[10]遥此外袁著名的汉学家翟理斯也持同样的看法遥他

认为在叶中国评论曳停刊的 17年里袁英语世界一直缺

少一个供汉学研究者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11]遥 事实也

正是如此袁在当时的整个国际汉学界袁法国在这一领

域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袁这得益于叶通报曳尧叶法兰西远

东学院学报 曳 渊Bulletin de l爷ecole Francaise D爷Ex鄄

tr俸me-Orient冤和叶亚洲学报曳渊Le Journal Asiatique冤的

持续发行遥 这些是当时最主要的汉学杂志袁但都野是由

法国人用法语编写的袁对于大量说英语的学者和学生

毫无用处冶[10]遥 库寿龄认为野英语世界如果想要恢复和

持续保持在汉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袁就必须创办一

份用英语刊发的期刊袁并且这一期刊的发行地应该在

中国袁因为这里研究中国的学者最多冶[10]遥

基于以上背景和认识袁库寿龄在叶中国百科曳编撰

完成后袁便立刻着手汉学期刊的创办遥 1918年 9月袁一

战尚未结束袁 身处英国的库寿龄和好友决定在中国创

办一份专注于汉学研究的杂志遥 同时袁 将刊物命名为

野The New China Review冶袁译为叶新中国评论曳袁旨在赓

续于 1901年停刊的叶中国评论曳渊The China Review冤愚遥

经过颇为周折的筹备工作后袁叶新中国评论曳 于 1919

年 3月正式发行遥 从发刊至 1922年 2月停刊袁叶新中

国评论曳共发行 4卷 24期渊期刊为双月刊袁因第一期

出版时间在三月袁所以前三期为单月发行袁之后皆隔

月发行冤袁刊载 177篇文章和简评袁共计 2000余页遥

在发行的四年内袁叶新中国评论曳 在期刊形式尧内

容尧作者群等多个方面较好地承继了叶中国评论曳的传

统袁如院在期刊形式上袁同样由专题论文尧答疑渊Notes

and Queries冤和学术动向渊Recent Literature冤三部分组

成袁全刊仅 1922年发行的第三期没有后两个板块袁因

为当时库寿龄病重袁仍坚持审稿袁不过终因体力不支袁

放弃这两个板块袁为此库寿龄特在该期期刊末页向读

者解释说明并表歉意[13]曰在期刊内容上袁和叶中国评论曳

相似袁主要涉及中国的文字尧历史尧宗教尧文学尧哲学尧

习俗尧钱币等等曰在作者群体上袁以英美两国人士为

主尧法国人也占一定比例袁并且野以在华传教士为主袁

辅以任职于西方在华各种机构渊如外交部门尧海关尧香

港殖民政府等冤的欧美侨民等袁也有一部分来自欧洲

本土的学院派人士冶[14]遥这和叶中国评论曳的作者构成极

为相似曰此外袁为了更好地延续叶中国评论曳的优良的

学术标准袁库寿龄还邀请了叶中国评论曳的重要撰写者

庄延龄和翟理斯遥

除了较好地延续了叶中国评论曳之外袁叶新中国评

论曳自身也有着鲜明的特点遥 第一袁文章连载遥 由于篇

幅的限制或是撰写者投稿先后等问题袁涉及同一个主

于 腾院英语世界汉学研究视域下库寿龄研究 67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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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文章袁编辑会多期连载袁如禄是遒(Henri Dor佴)的

叶通州狼山及其他山之巡礼 曳 (Le Grand Pelerinage

Bouddhique de Lang -Chan et les Cinq Montagnes de

Tong-Tcheou)尧哈森(J. Hutson)的叶藏区山麓的汉人生

活曳(Chinese Life on the Tibetan Foothills)等遥 这样使得

读者对同一话题有着持续不断的关注尧对问题探讨更

加细致袁当然这样也会降低其他文章可被刊载的可能

性袁使得期刊内容上的丰富性受到限制遥 第二袁学术性

和通俗性兼具遥 正如库寿龄所言袁既要保证期刊较高

的学术水平袁又要在野内容尽量丰富多彩袁使那些自称

为耶汉学家爷的普通读者也能在其中找到乐趣冶[10]遥所以

期刊中既有 叶中国古宗教之研究曳渊A Study in Early

Chinese Religion冤这样高水准的学术文章袁也有叶中国

算盘使用指南曳渊How To Use The Chinese Abacus Or

野Suan-P'an冶冤这类普及中国文化的通识性文章遥此外袁

从 1921年第六期开始特设了野文物鉴赏冶专栏袁每期

介绍两件文物袁以增加期刊的趣味性遥 第三袁丰富的图

像资料遥 期刊在每期的首页都会附上一幅图片袁主要

涉及汉学家的肖像尧地图以及汉学家田野考察和游历

时所拍的照片或刻的版画遥 另外袁在文章涉及到的相

关山水画尧陶瓷尧钱币等袁都会有对应的精美图像遥 第

四袁关注中国学术界研究动态遥 期刊密切关注中国学

者的研究动态袁 并针对性的刊载一些该领域的文章袁

如金璋的叶占卜的方法曳渊Working The Oracle冤尧斯坦因

渊Marc Aurel Stein冤的叶中国古籍记渊敦煌石室古籍冤曳

渊Notes on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s, Discovered A鄄

long the Han Fronter Wall in the Deseart of Tun -

Huang冤等等遥

叶新中国评论曳从发行到停刊袁一直备受关注遥 比

如 1919年 3月第一期的刊发就引起了叶通报曳尧叶法兰

西远东学院学报曳尧叶美国历史评论曳尧叶皇家亚洲文会

会报曳尧叶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曳尧叶教务杂

志曳尧叶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曳渊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鄄

erte冤尧叶上海泰晤士报曳渊The Shanghai Times冤等报刊争

相报道遥 多数刊物对叶新中国评论曳的发行充满期待袁

其中叶教务杂志曳和叶上海时报曳对期刊设置的野答疑冶

专栏做了较高的评价袁认为其可以增加期刊的学术价

值[15] [16]遥 此外袁叶教务杂志曳和叶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

领事馆杂志曳定期对刊载的文章进行评论袁并经常对

期刊文章的收录取向提出建议遥 在叶新中国评论曳停刊

时袁叶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曳称赞其为库

寿龄的野杰出作品冶袁并感叹当时竟无有能力者来接续

这份杰出的事业[17]遥

整体看来袁 库寿龄着眼于西方汉学的长期发展袁

在严苛的战争年代创办叶新中国评论曳遥 该刊无论从形

式上袁还是内容上都很好地延续了叶中国评论曳袁为当

时的汉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袁短

暂地填补了叶中国评论曳停刊导致的英语汉学研究期

刊的野空档期冶遥

三尧系统研究野19世纪上海租界史冶的尝试

鸦片战争后袁西方列强同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

平等条约袁迫使上海开埠通商袁就此揭开了野上海租

界冶的历史篇章遥 到了二十世纪初袁外国人在上海租界

经营已有半个多世纪袁 客观上推动了上海的政治尧经

济尧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遥 当时旅居上海租界的外国人

认为应该向世人展示他们在上海取得的发展成就袁因

此在 1906年袁上海工部局决定汇编野一部综合论述上

海租界历史尧政治尧商业等各方面冶[18]的三卷本史书遥上

海工部局此举显然并不是出于汉学研究的目的袁但是

纵观当时汉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袁 虽已有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的叶上海及其近郊概述曳(Gen鄄

eral Description of Shanghai and its Environs )尧麦克莱

伦(J. W. Maclellan)的叶上海史话曳(The Story of Shang鄄

hai)等著述的相继问世袁 但这些著作都只是对上海历

史的简单描述袁因此当时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缺少对

上海历史的系统论述袁 而由上海工部局制定尧 兰宁

渊George Lanning冤舆和库寿龄具体实施的上述计划袁客

观上弥补了这一缺失遥

然而袁这套史书的编撰历程颇为坎坷遥1906年袁工

部局将叶上海史曳撰写工作委托给兰宁遥 在经过充分地

查阅资料后袁兰宁于 1916年开始专心该书的写作袁并

在 1919年完成了第一卷的初稿遥 随后袁在审阅人的要

求下开始补写书本的注释袁但他仅完成了前五章的注

释袁就于 1920年 1月不幸去世遥 后经工部局董事会商

定袁由当时忙于发行叶新中国评论曳的库寿龄接替兰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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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遥于是袁第一卷在库寿龄勘正和完善之后袁经上海

工部局审阅袁最终于 1921年由别发印书馆印刷出版遥

在第二卷即将完成时袁库寿龄于 1922年 6月 15日去

世袁据其夫人回忆袁临终前的库寿龄还在对书稿进行

校审[4]遥第二卷的后续工作由库寿龄的夫人夏洛特女士

渊Charlotte Eliza Couling冤加以完善袁终于 1923年出版袁

就这样原定三卷的叶上海史曳在完成两卷后不了了之遥

尽管叶上海史曳最终以两卷本告终袁但该书在内容

上却系统尧 翔实地记载了 19世纪上海租界的概况遥

叶上海史曳第一卷共 53章 504页袁分两部分袁第一部分

主要描绘了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袁 如介绍了中国的政

治尧宗教信仰尧语言尧法律等方面袁并就这些方面同西

方进行了比较曰第二部分被作者命名为野广州院上海的

摇篮冶袁认为广州孕育了当时的上海遥这部分介绍了上

海开埠前的时代背景尧上海的地理和租界的发展历程

等袁时间记述至 1857年遥 第二卷共计 56章 508页袁记

述了 1857年至 1900年的上海租界历史袁内容包括上

海租界的各个方面袁比如院租界的法庭尧海关尧医院尧商

团尧道路状况尧学校和教育等等曰同时袁卷尾还附有

1854年到 1900年上海工部局历届董事会的名单袁值

得一提是第二卷的第 36 章对当时活跃在上海的 23

名知名西方人士分别作了小传袁 其中包括艾约瑟尧梅

辉立尧汉璧礼等等遥

此外袁写作特点上袁两卷本各有侧重遥第一卷更多

的注重野论冶袁野以论带史冶遥 作者对具体史实的描述常

常一笔带过袁而大篇幅地论述个人观点遥 再者袁野作者

常常故意用某种委婉的尧暗指的尧或省略的方式袁来表

达一些并非众所周知的史实尧人名尧书名冶[19]袁使之读起

来难免有晦涩感遥 与第一卷不同的是袁库寿龄主编的

第二卷更注重史料的应用袁因而所呈现的历史更为详

细袁如专门设章节记述了上海的菜市场尧公墓尧自来水

厂等遥如此翔实记载源于库寿龄不仅野大量征引了叶北

华捷报曳尧叶工部局年报曳等常见资料袁亦查考并引用了

工部局的某些档案和英国政府的叶蓝皮书曳袁还利用了

一些私人手稿冶 [20]等遥

结合上述论述袁从本质上来说袁叶上海史曳实质上

是一部上海租界史遥因为两卷本主要介绍的是上海租

界内的历史袁对租借外的历史只是零星提及袁所以学

界也评价其为用 野英文写成的第一部翔实记载 19世

纪上海租界历史的著作冶[21]野是民国时期西人所写关于

上海的专书中影响较大的五部之一冶余[21]遥 作为史学著

作袁两卷本注重对史料的运用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叶上

海史曳的编撰得到了当时野官方冶的支持和协助袁使得

作者在史料收集方面的广度突破了学者个人的极限袁

最终大量珍贵的史料籍此得以保存下来遥 但是袁叶上海

史曳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袁如章节设置上不够合

理尧编写体例不够严谨尧部分观点具有历史局限性等遥

综上所述袁 库寿龄和兰宁借助上海工部局的支

持袁扩大了史料收集的广度袁前后历时 17年袁最终编

撰了多达一千余页的叶上海史曳两卷本袁完成了对野19

世纪上海租界史冶[21]的系统研究遥

四尧结语

库寿龄在其 14年的汉学治学生涯中袁 对当时英

语世界汉学研究现状进行了充分的思考袁并针对部分

问题给出了他的野答案冶院叶中国百科曳开汉学研究百科

类参考书目的先河袁 为库寿龄摘得汉学 野儒莲奖冶美

誉袁奠定了库寿龄在汉学界的地位袁也标志着野英国的

汉学研究得到了欧洲大陆的承认冶[22]曰叶新中国评论曳全

刊 4卷 24期被考狄于 1923年收录进其著作叶西人论

中国书目曳袁 肯定了库寿龄在填补英语世界汉学期刊

阶段性野断档冶方面的努力曰叶上海史曳被赞为英文写成

的首部翔实记载 19世纪上海租界历史的著作袁 敞开

了海外上海学的大门[23]遥

放眼清末民初袁许多传教士和库寿龄一样专注于

对中国的研究袁 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汉学研究的发展遥

然而袁 结合上述对库寿龄汉学著作地介绍和分析袁相

较于同时代的传教士汉学家袁库寿龄的汉学研究有以

下特点院首先在研究形式方面袁当时许多传教士致力

于用西方各语言译介中国典籍尧戏剧尧小说等遥 与他们

不同的是袁库寿龄首开先河袁专注于编撰野百科类全

书冶来介绍中国事物曰其次在研究目的方面袁同时代的

传教士汉学家进行汉学研究多为便于传教袁如丁韪良

的叶认字新法常字双千曳尧卢公明的叶英华萃林韵府曳

等袁而库寿龄在叶中国百科曳首版序言中就声明编撰此

书旨在为西方学者提供汉学研究便利遥 同时代袁也有

部分传教士出于让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袁便于传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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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政治等目的而创办报刊袁但库寿龄创办叶新中

国评论曳意图很明确袁即为汉学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

研究成果的平台曰最后在研究身份和视角方面袁部分

传教士汉学家的知名著作多是野传记式冶的袁采用个人

视角记述和评论自己在华的见闻袁 而库寿龄在编写

叶上海史曳时袁更多的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撰写历史

的遥 抛开著作价值和水平的高低袁仅从作者创作时的

自我身份界定和视角而言袁库寿龄的汉学著作更具有

学术的自觉性和客观性遥 总体看来袁相较于同时代的

传教士汉学家袁 库寿龄具有更为清晰的学者身份意

识袁其汉学著作也属于更具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袁基于

此他的汉学家身份也显得更为野纯粹冶遥

注释院

淤 参见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4 (1913)尧Vol. 45 (1914)尧Vol. 46 (1915).

于 为尊重历史袁 本文中诸如 野Kelly and Walsh, Limited冶野Dr.

George Ernest Morrison爷s Library冶 等专名沿用民国时期的

译名袁即野别发印书馆冶野莫理循书库冶等遥

盂 库寿龄在华活动的领域可以简述为三方面院 教会教育尧教

会经济和汉学研究遥学界目前对库寿龄的研究多是一些简

短的评述袁概述如下院其一袁教会教育方面遥 关于这方面的

评述在部分研究英国浸礼会的著述中略微提及袁如叶大深

叶齐鲁大学早期医学教育史研究曳等遥其二袁教会经济方面遥

学界尚无专题性研究袁 但相关地方志和著作中有所提及袁

如叶益州县志曳尧赵云声的叶中国大资本家传窑京津大贾卷曳

等遥 其三袁汉学研究方面遥 关于库寿龄甲骨收藏和研究袁邹

芙都和樊森的叶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甲骨学曳对库氏的甲骨

购藏历程和研究做了概述曰 关于库氏汉学著作方面的研

究袁学者们对其汉学著作陆陆续续进行过零星评述袁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院渊1冤作为历史事件的零星提及遥如

郅晓娜的叶金璋甲骨的收藏始末曳尧张德明的叶英国浸礼会

在华活动历史考察(1845-1952)曳等曰渊2冤著作出版初始袁当

时的西文报刊对相关著作的评述遥如叶通报曳尧叶法兰西远东

学院学报曳尧叶美国历史评论曳尧叶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

会报曳等曰渊3冤学者们为重版的库氏著作所写的序言袁如

1983年再版的叶中国百科曳序言尧2012年再版的叶新中国评

论曳序言等曰渊4冤相同领域的专著对库氏著作的评价遥 如著

名上海史学家熊月之在其叶海外上海学曳专著中对叶上海

史曳做了简要评述遥

榆 莫理循渊George Ernest Morrison冤英裔澳大利亚人袁著名的

叶泰晤士报曳驻华记者袁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顾问遥 他对收

集东西充满热情袁在华工作期间酷爱收藏与中国及远东地

区有关的各种西文书籍袁并将所收集的书籍安置在一个防

火建筑当中袁成立一书库袁藏书相当丰富袁是当时亚洲最有

名的书库之一遥 莫理循允许学者们自由使用该书库遥

虞 以下外国人的译名均参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

叶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曳遥

愚 叶中国评论曳是发行于香港的一份英文汉学期刊袁主要形式

包括专题论文尧翻译和书评三大类袁主要内容为研究中国

的语言文字尧文化和历史袁是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

期刊[18]遥

舆 兰宁渊1852耀1920冤袁英国人袁上海公共租界著名教育家袁著

有关于中国及上海的著作多种袁除了文中的叶上海史曳袁还

著有叶闲话中国鸟兽曳渊Chats on Chinese Birds and Beasts冤尧

叶新中国的各种旧势力曳渊Old Forces in New China冤等遥

余 另外四部院梅朋(Charles B. Maybon)尧傅立德(Jean Fredet)的

叶上海法租界史曳 (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Changhai)尧卜舫济(F. L. Hawks Pott)的叶上海简史曳(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尧密勒(G. E. Miler)的叶上海:冒险家的乐

园曳(Shanghai, the Paradise of Adventurers)尧霍塞 (Ernest O.

Hauser)的叶出卖上海滩曳(Shanghai: City for Sale)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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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ts of missionaries coming to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re not only in missionary work but also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Sinology, and Samuel Couling was one of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During his stay for about 37 years, Samuel Couling had

been into sinology. He compiled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wrote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and published The New China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inology in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ose works embody his characteristics, and solve three problems in the devel鄄

opment of the sinology in English-speaking world, such as the lacking of an Encyclopedia about China, an English journal wholly devoted

to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book about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in the 19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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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学术界袁学者们对休谟哲学的阐释与研

究一般聚焦于休谟对人性的思考袁或者休谟哲学的知

识论袁还有一些学者对休谟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思

想做出研究袁学术界对休谟法治观念的研究与探讨并

不多遥 淤休谟从经验主义的原则出发袁并结合自身的理

性思考袁通过对人类特性的多维度的深刻洞察袁阐述

和建构了他的政治哲学和法治哲学思想袁并做出深刻

的论证袁由此袁休谟的法治观念在法政思想史中有其

自身的特点与绚丽光芒遥 在对人性的思考的基础上袁

休谟从多个维度论述了他的法治思想遥笔者试图描绘

和展现休谟的智慧袁同时袁对于人类政治社会的法治

建构来讲袁休谟的思想会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启发遥

一尧休谟法治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休谟的法治思想根植于他对人性的思考袁其在人

性方面的哲学观念和古典时期自然法的人性观念并

不相同袁他对人性的思考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他别具

一格的法治观遥 人类是否拥有一个统一和共同的形而

上人性基础呢钥 休谟并不反对人类人格同一性的思

想袁但与大陆理性主义不一样的是袁休谟并不把那种

同一性当成是真实存在的袁而认为它只是人类想象力

和记忆所产生的遥 野我们对一个经过一段设想的时间

变化而依然保持不变且不间断的对象袁有一个明确的

观念袁对于这个观念我们称之为同一性观念遥 冶[1]通过

归纳和总结我们所观察的现象袁会发现人的行为存在

某种规则性袁每个人的思考方式尧对事物的认知尧性格

等方面虽然存在差异袁但并不能以此认为人的行为就

是绝对因人而异或毫无规则的[2]遥 而如果我们的阅历

足够多袁通过对很多人的行动尧神情和姿态的大量记

录袁 我们可以对行为的动机与行为自身做出解释袁如

果不存在某种一律性或规则性袁那么这种解释与概括

就是不可能的[2]曰不过休谟也看到袁这种一律性是相对

的袁它容许例外袁每一个人的性格尧意见都有些差异袁

所以在人的行为上袁普遍的一律性是找不到的袁但是袁

通过观察不同的人的不同行为袁我们可以总结与概括

出比较多数的通则遥 我们之所以能概括出这些通则袁

是因为野以前设某种程度的一律性和规则性为其条

件冶的袁野否则我们纵然熟习了各个人袁纵然观察了他

们的行为袁我们也不能借此知道他们的心向袁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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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自己对他们的行为冶[2]遥

休谟对人性的理解与论述预设了三个前提院一个

外部预设与两个内部预设遥 外部预设是大自然提供给

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袁相对于人类没有尽头的欲望来

说袁资源总是匮乏的曰另外还有两个内部预设袁一个是

人性是自私的袁另一个是人还拥有有限的慷慨[3]遥从经

验论的角度出发袁休谟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是

受利益的支配袁是可以为我们所确定的袁个人都是很

自私而且很贪婪的袁 我们所关怀的他者是有限的袁常

常只会扩展到亲人和朋友遥 在政府还未建立的时候袁

自然状态下的人是野蛮的遥 而且袁野人类在很大程度上

受想象的支配袁冶[1]和长远的利益相比袁眼前的利益常

常更容易刺激人袁除非远离的和模糊的对象能拥有更

大的价值来刺激人袁但在一般情况下袁与我们更接近

的事物总更能在感觉和情感方面刺激我们袁对我们产

生更多的吸引力袁所以可能远离我们的事物会给我们

带来更多的利益袁野接近的对象凭借它们和我们的关

系袁就在其强力和活泼性方面接近于印象曰而对于远

隔的对象而言袁 因为我们想象它们的方式出现了间

断袁出现在比较微弱尧比较不完全的观点之下遥 冶[1]这是

休谟对人的情感的论述袁是休谟对事物远近对人的内

心感受性所产生的效果的论述遥 由此袁休谟认为袁野和

远隔的对象相比袁 接近的对象一定有更大的影响冶[1]遥

这也就是在社会未建立起规则尧法则之时人们常会受

眼前利益的驱使而不顾维持社会秩序的原因袁因为即

使我们知道社会秩序的破坏从长远看会对自己不利袁

但我们对眼前的利益感受性是非常强烈的袁使得遥远

的苦果不能与眼前的直接利益相抗衡袁这样袁人们就

容易做出伤害公共利益的行为[1]遥

人类的天性中有舍远求近的自然倾向袁为了短期

的眼前利益袁人们会不惜以牺牲正义为代价袁但休谟

却在人类性格的这种缺点中看到了拯救的方式袁那也

正是政治与政治社会产生的根源遥 因为人类是自私

的袁而且舍远求近袁我们无法改变人的本性袁但可以根

据人性的这个特点设计出一套正义的法则袁以此来改

变我们的外部条件袁 使得遵从法则最符合我们的利

益袁 而违背了那些法则就会确切地损害我们自身利

益袁从而人们野不仅让自己乐意遵从那些规则袁而且还

会强迫他人同样如此袁并使公道的命令执行于整个社

会冶[1]遥 法则的维系需要有一批人来施用它袁所以人们

建立了政府袁由政府来施用法则袁从而使得每个人的

正当权益受到保护遥 在正义法则的保障下袁人类克制

了对利益的无原则追求袁学会了在互相帮助中互利共

赢袁互相合作的市民社会逐渐建立起来遥 在政府和政

治社会建立以后袁因为损害他人正当利益会受到法律

的惩罚袁所以人们在寻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会考虑到他

人利益袁会尽力地避免对他人正当权益的伤害袁人类

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与自身利益联系了起来遥

人的自私并不是绝对的袁 而是有限的与相对的袁

野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伴随着自私的还有人的另外一

种本性袁那就是有限的慷慨冶[3]遥 休谟认为有限的慷慨

是人类自然有的袁当我们看到他人的痛苦时袁或许不

愿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尽力帮助别人袁但我们确实会产

生不快和自责的情绪袁人的同情心会让我们产生道德

感袁有限的慷慨是正义的前提遥 但休谟哲学思想的人

性与休谟政治哲学的人性依据袁并非就以人性慷慨为

唯一部分遥 事实上袁休谟对政治哲学的思考和阐述的

依据主要在于人性中的自私的特征遥 不过休谟并不否

认人性有美好的一面袁它对政治社会的建构和人自我

对人生价值的建构起着重要意义遥 但是袁人性并不仅

仅由慷慨与无私的美好的向度构成袁慷慨之维野不是

绝对的袁而是有限度的袁它仍然是基于私利之上的冶[3]袁

因为当同情他者的苦难袁自己在困难中同样会被他人

所同情袁野这样对于自己的利益反而会得到更持久的

维持和更大的保障冶[3]遥

这里袁我们可以看到休谟的逻辑院因为大自然赐

予人类的资源总量是有限和对于人来说是匮乏的袁人

类的自私总会让人不顾原则地争夺自然资源袁无序的

争夺只会损害每个人的利益袁所以袁我们需要设计出

正义的法则以构造出一个秩序袁保障每个人的利益并

使得整体利益最大化遥 法律制度的形成和施行一方面

是基于人类的自私袁自私的人性使得法治具有了可欲

性和可行性遥 但在另一方面袁人的自私在此并非法治

可行性的充分条件遥 人性若只有自私的一面袁人类对

于守法和不守法的选择就只会是根据工具理性计算

而得出袁其结果很可能会是院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维系

如果只是靠着理性利益而没有任何道德基础袁人与人

之间就不能产生相互信任的感情袁 在这种情境下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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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个人来讲甚至成为了一种不理性的选择遥 因此袁

人性如果只有自私的一面袁 法治社会就很难被建立曰

也因此袁我们可以看到袁法治社会的建立还需要依靠

另一个人性基础院 人类的同情心或者是有限的慷慨袁

正因为有后者渊道德资源冤袁一个良好的社会才可能被

建立遥

二尧私法之治与公法之治的法治维度

人性基础是法治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有力证明袁在

对人性充分的思考的基础上袁休谟论述了他的道德和

政治哲学袁在当中袁我们可以看到休谟的法治思想遥 休

谟的法治哲学可归纳为两个向度院第一尧私法之治袁它

是以保护公民权利特别是公民财产权为主要目的曰第

二尧公法之治袁它是以使得私法能得到有效的施用为

主要目的遥

渊一冤法治的私法之治维度院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休谟的法治理念和财产权有着紧密联系遥 古代政

治在向近代转向中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袁那就是市

民社会的诞生与发展袁良好的市民社会可以是制衡国

家公权力的一个重要力量袁而其产生就和财产权的确

立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遥 高全喜教授在叶休谟的正

义规则曳一文中指出袁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和古代的

最核心变化在于财产权问题成为政治社会的中枢袁

野如果没有财产权袁没有对财产的稳定性占有袁近代的

政治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冶袁所以袁在休谟哲学和

近代哲学那里袁财产权问题野是一个具有着政治意义

的社会问题袁是一个支撑整个政治社会这个文明大厦

的支柱问题冶[4]遥 休谟和多位西方近代哲学家一样袁非

常重视财产权问题袁他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阐发了财产

权理论尧财产权与法治之间的紧密联系遥 不过休谟对

于私人获得财产正当性的论证和洛克是不一样的袁洛

克认为财产权是人的自然权利袁而且袁人们通过劳动

就把自己的力量体现在对象物中袁从而让对象物体现

人们自身劳动的意义和价值袁所以基于劳动而获得和

占有的财产是正当的遥 可是袁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有一

个难以处理的难题袁即他的论证侧重于人占有财产和

物品的正当性袁但问题在于如何保障人能稳定的占有

财产袁休谟的财产权理论在很大程度解决了洛克的这

一理论困境要要要野我们的财产只是那些被社会法律袁

也就是正义的法则所确认的能够永久占有的财物遥 冶袁

人对财产的占有野是以正义为基础的袁不是自然的冶[1]遥

在叶人性论曳中袁休谟对正义和财产权的起源做出

了充分的叙述遥 大自然赋予了人类欲望袁那种欲望是

接近无限的袁 然而人的力量和才能却是十分有限的遥

在那样的境况下袁人只有依靠社会才有可能弥补先天

的脆弱而克服外在的困难袁从而获得维持生活所需要

的食物与获得更多的资源尧财物袁而这些财物的增加

对社会是有利的 [1]遥然而袁如果没有建立起稳健的政治

社会袁个人对财物的占有就很难稳定袁因为个人所获

得的财物可能会被他人夺取袁这是人们在拥有财物时

会面临的困境袁这种对财物占有的不稳定与资源的稀

缺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1]遥而且袁每个人都有着

自私的性格特点袁野在原始的心理结构中袁我们把最强

烈的注意限于我们自己冶袁 在这原始的道德观念与心

理结构中袁一般来讲袁人最强烈地注意自己袁接着是亲

人尧友人袁最后才是陌生人 [1]遥 因此袁休谟认为袁仅仅依

靠人的自然或原始的的道德情感尧心理结构袁野不仅无

法提供一种对我们感情的偏私的补救袁反而倾向于那

种偏私袁并给予了一种附加的力量与影响冶[1]遥 也就是

说袁 仅靠人的原始的心理结构与自然的道德观念袁无

法有效地阻止人对其他人利益的损害袁甚至它还加强

了这一倾向袁所以袁它并不能让个人对财物的占有变

得稳定遥 所以袁人对此所寻求的补救之道不是凭借大

自然的赐予袁 而是人通过自身的智慧探索出来的袁人

们运用自身的判断和知性能力袁通过社会的所有的成

员共同和互相订立协议的方式袁而保证个人对财物的

占有能变得稳定[1]遥 在订立协议并且财物能稳定占有

后袁人们才会有正义和权利的观念[1]遥由此袁野人为的措

施与设计才是正义的起源冶[1]遥

正义袁即人们所设计的制度袁野只是源于人类心灵

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袁及其自然对满足人类需求和欲

望的稀少供应冶[1]遥进一步地袁野我们遵守正义规则的最

初的尧 原始的动机并非对公益的尊敬或者广泛的尧强

烈的慈善冶[1]遥对利益的考量与追求是人们建立与遵守

规则的原初动机袁 休谟一直没有否认人性中的慷慨袁

但也不断地指出这种慷慨是有限的遥 休谟认为袁假如

人类是全然追求公益的袁那么人们就不会想到制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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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相互约束的规则制度了袁这些规则也没有存在的必

要性 [1]遥正是因为人类心灵中的自私袁使得人们发现建

立与遵守规则制度的必要性遥 同时袁人们并不是全然

自私的袁人性之中仍有着有限的慷慨袁因此人们会关

心公共利益袁野对于自己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切让我

们确立正义法则冶[1]遥不过袁野正义的原始动机是自私冶袁

而不是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心袁规则制度作为正义的

来源袁其制定的原初目的在于袁处理与防止人们相互

之间争夺利益而引起的纠纷与争执袁使得人们对财物

能够稳定地占有曰在稳定的一般规则下袁人们对属于

自己的财物拥有了财产权[1]遥 从财产权的维度出发袁休

谟论证了市民法/私法是如何产生的袁它的产生成为个

人与社会尧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遥

渊二冤法治的公法之治维度院对政府权力的规范

在构建了私法后袁尽管人们知道社会秩序和自身

长远利益和对规则的遵守相关袁但由于和我们接近的

利益更容易野得到情感的辩护冶袁而破坏公道的后果在

多数情况下对于自身来说其后果显得遥远袁所以多数

人会野不顾维持社会秩序袁而选取任何现实的微小利

益冶[1]遥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不受协议制约的倾向呢钥 休

谟认为袁人类的天性是难以改变的袁我们只能通过改

变我们的外部条件使得遵守正义规则最符合自身利

益袁而违反法则则会直接地损害个人利益袁那便需要

有一小部分人来落实那些法则袁那正是政府的起源遥

政府的出现伴随着公权力的产生袁 对于政府权

力袁一方面它可能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袁从而保护公

民利益曰而另一方面袁若它没有受到其他制衡袁对于渺

小的个体来说袁权利就会随时有被它侵害的危险遥 随

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制约巨大的公权力袁使得政府权

力的运用符合人们最初对它的期待遥 此时休谟提出了

另一层意义上的法治院公法之治袁我们需要构建出国

家体制和法律制度以制约政府公权力的使用袁使得权

力的运用能符合民意袁从而保护个人和公共利益遥

从法治的角度出发袁休谟对于国家政体形式并不

很关注袁在他看来袁区分自由与专制的实质性问题在

于如何统治而非谁来统治遥 何为野如何统治冶呢钥 野耶如

何统治爷的问题袁也就是说究竟是依据法律来统治特

别是依据宪法渊未成文的与成文的冤来统治袁还是依据

统治者渊无论是君主一人尧少数人还是大多数人冤的意

志来统治冶[4]遥政府公权力必须受到国家制度/公法的制

约袁公民的自由才是可能的袁公民的私有财产渊权冤也

才可能得到保障袁政府权力如果没有受到约束袁公民

的财产权渊甚至是生命权冤随时可能受其侵害遥 政府权

力受到公法的约束袁不仅有利于促进与维护公民的权

益袁对于维系政府自身的健康存在来讲袁这也是必要

的遥 休谟在他的论文叶谈政治可以析解为科学曳中指

出袁国家只有制定出一种能控制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

法律体系袁然后使得所有权力机关都在这法律体系的

约束下处理公共事务袁 这样才能防止人性的自然蜕

化袁从而维系政府的健康存在[5]遥约束政府权力的法律

体系袁即公法袁并不是神秘的袁而是可以被我们制定出

的袁正如尼尔窑麦卡舍渊Neil Mcarthur冤在其文章叶休谟

与英国的习惯法曳中所指出袁野在休谟看来袁我们每个

人都拥有足够的耶自然理性爷来对法律做出评判袁那意

味着我们必须反对法律中所有的神秘主义倾向冶[6]遥

当休谟论述公法的重要意义时袁似乎给予公法非

常多的关注袁不过休谟对公法的意义的论述并不只是

为了强调公法自身的重要性袁而是把关于保护公民财

产权与其他权益的法律渊私法冤放在首位袁国家制定公

法以约束政府袁 归根到底是为了保障私法的实施袁从

而保护公民的权益袁特别是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4]遥

在笔者看来袁休谟从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角度出发论证

对政府的限权袁这个视角是重要的袁于我们从中可以看

到休谟在其中隐藏的一个思想院以保护个体的权利为

根本出发点和目的尧以宪法为原则尧在法治下使得权

力得到规范的政治形式和政治制度遥 国家的公法其实

质目的和落脚点事实上不在于使得权力更强大袁而是

在于保护每一个公民个体袁保护公民的权利袁财产权

是保障公民尊严和自由的重要基础袁保障公民财产权

是公法规范政府权力的重要目的与重要指向遥 在此袁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休谟的经验主义的法政哲学思想袁

这种法政观念与理性主义尧国家本位的法政哲学思想

有着很大的区别袁公法尧国家和政府的目的最终是在

于保护每个个体的正当权益袁公法最终所要保障的是

公民个体的个人权利遥 野通过这种法律保障而制约着

国家与政府的政治与行政权力的肆意妄为遥 同时袁也

维护宪制国家与责任政府的合法的强有力的权威以

及个体公民必须为之担负赋税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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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冶[7]遥

作为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袁休谟一方面肯定了制约

政府权力对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尧保护公民自由的重

要意义袁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维系政府的存在尧保持

政府权威的重要性袁政府的建立尧政治社会的建构使

得我们享受到安全与保障袁这样的利益在政府建立前

是人们无法获得的袁因此袁在政府权力受到约束的前

提下袁维系政府的存在与权威是重要的[1]遥 而且袁如果

政府权力受到约束袁保持政府权威对于保护公民自由

来讲也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袁它使得自由成为一种有序

的自由袁正如尤金窑米勒渊Eugene.F.Miller冤所指出袁野权

威的必要在于它能防止自由衰退成为无序的随心所

欲冶[8]遥 在政治领域中袁休谟总会在各个原则间寻找一

种平衡袁一种中道的平衡遥 盂而这种在政治中寻找不偏

不倚的中道的智慧袁恰恰体现了政治哲学和政治活动

所要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袁那就是审慎的精神遥

三尧休谟对霍布斯法治思想的完善

通过对比霍布斯和休谟的法治观念袁可以较为清

晰地展现休谟法治思想的特征遥 霍布斯在认识论上并

非理性主义者袁他的政治哲学受到当代思想界的共同

关注袁国家主义者尧现实主义者尧自由主义者都试图从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当中寻找理论资源曰确实袁直到今

天袁我们似乎仍难以把霍布斯归入到哪一个政治哲学

流派的谱系中遥 榆虽然我们很难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

做一个明确的谱系定位袁不过我们仍可以对比他的法

治思想与休谟的差异袁因为二者的法治思想的差异是

非常明显的遥 通过对比两位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袁我

们将更清晰地看到休谟法治思想中闪耀的光芒遥

对于霍布斯的法治思想袁笔者主要通过对霍布斯

的著作叶利维坦曳当中的第二十六章的理解来阐释遥 与

休谟认为私法来自于人们之间相互地签订协议不同袁

霍布斯在叶利维坦曳第二十六章当中阐释了他的观点袁

在他看来袁法律渊笔者注院在本章袁霍布斯所论述的主

要是市民法冤是由国家制订的袁国家制订法律袁这意味

着代表者或者主权者立法袁法律是否废止也应该由主

权者决定曰 与休谟认为法治应该首先地指向政府不

同袁 在霍布斯那里袁 因为国家不是契约的签订方袁国

家袁或者说袁主权者立法意味着国家尧主权者本身并不

需要遵守自身订立的法律袁 主权者是不受约束的袁可

以不受到国家的法的限制袁可以不服从国法曰不过袁我

们不应该由上述观点就认为或批评霍布斯是一个专

制主义者袁因为在下面霍布斯还补充袁制订民约法应

该遵循自然法也就是正义原则的教诲曰然而袁笔者认

为袁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或法治观

念中隐藏着巨大的张力袁虽然霍布斯认为市民法是与

自然法渊正义原则冤一致的袁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一

般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仍有着很多差异遥 与休谟

不同袁霍布斯认为袁一方面袁市民法是自然法的体现袁

但市民法的产生袁并不是人们通过运用理智和判断的

能力以相互订协议的方式而来到世界的袁而是产生于

或者说来源于野国家的理性和命令冶渊霍布斯语冤曰霍布

斯指出袁野法律绝不能违反理性冶袁 但这种理性绝不是

休谟意义上的理性袁而是国家理性袁是野主权者的意

志冶渊霍布斯语冤曰在法律的施用中袁最终意义上实行裁

判或审判的仍然是主权者曰法律是可以修订的袁法律

还需要解释袁而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里袁能够在最终

的意义上决定法律应该怎样解释和修订的袁依然是主

权者[10]遥 野由于国家体现在代表者身上时只是一个人袁法

律中就不容易产生矛盾曰纵使有矛盾发生袁由于有同样

的理由也能通过法律的解释和修订予以消除冶[10]遥

霍布斯在叶利维坦曳前面的部分阐述了他的自然

律观念袁第一的自然律是和平与自我保存[10]遥根据霍布

斯对自然律的推论袁我们可以知道袁在霍布斯的观念

里袁他所论述的法治方式是最有利于和平和生命生存

的道路遥 但通过休谟的视角袁此处我们可以做出合理

的推论院 除非主权者就是天生的神圣者或者上帝本

身袁否则霍布斯的论证将是有致命缺陷的遥 包括主权

者在内的每个人袁 其本性在更大程度上是自私的袁只

要主权者不是神或圣袁而是平凡的人或由一小部分平

凡的人组成的团体袁那么他渊们冤的人性就仍与普通人

一样袁也就如休谟所指出袁在通常情境下袁感受性和注

意力的强烈度从自身开始袁然后扩展到亲人尧友人袁最

后才是陌生人遥 根据休谟的哲学思想袁我们对自身的

利益感受性是最强烈的袁因此在自然状态下人会为自

身利益而掠夺其他人的财物袁为了改变财物占有不稳

定的状况袁我们需要通过法治的形式来惩罚对他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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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掠夺袁在法律的约束下袁自我的利益和他人的利

益统一起来了遥 然而袁在霍布斯观念里的主权者却是

不受法律约束的袁而休谟则认为袁如果主权者不是神

或圣袁那么他对利益的用心程度尧他的内心感受性的

强烈程度就总是和其他人一样袁从自身出发扩展到他

人曰如果主权者不需服从法律尧不受法律的限制和约

束袁在那种情景下袁最可能对人们的财物带来损害的

就是主权者遥也许霍布斯会反对说袁在国家内袁主权者

对人们的财物的损害袁从长远的目光看袁不利于建构

或维持和平的环境袁 所以违背了主权者和国家的利

益遥 因此袁主权者不会因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偏爱而

损害人们的财物曰但是袁人性对利益的追求或者偏爱

总是对近处的有着最强烈的感受性袁野在日常生活中袁

我们发现那些在空间与时间上和人们并不十分远隔

的对象是人们主要关心的袁人们把远隔的对象交给机

会与命运来照管袁因为他们只享受现在冶[1]遥这意味着袁

人们或许会通过理性的衡量来思考未来和远方的利

益袁也就是长远利益袁但当眼前或近处的利益足够大

时袁人常常会选择获取眼前或可看见的利益袁即使从

长远的角度看袁那是不理性的选择曰因为人对离自身

最近的利益有着最强烈的感受袁所以袁尽管人们也知

道那不符合长远利益袁却常常很难做到舍弃眼前的大

利益遥因此袁当人们不能保证主权者是神圣之人时袁在

霍布斯的与休谟的法治形式中袁选取何种法治形式将

会更有利于保障生命和财产安全和更有利于维护和

平袁就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遥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中袁并且在未来的人类社会里面袁也就是在普遍情境

下袁主权者的人性和普通人是没有本质区别的袁在政

治社会里袁主权者不会因为自身是主权者而能摆脱人

类的普遍本性袁因此袁正如黄裕生教授所指出院野国家

权力总是与利益直接相关袁所以袁权力很容易偏离自

己的公共使命而导致腐败袁而没有限制的权力必然导

致普遍腐败遥冶[11]所以袁对于这些问题袁即当政府或主权

者侵害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或者损害了所在的共同体

的利益时袁法律应当做出什么回答袁从而能有效地阻

止这种损害袁以保护公民或共同体的利益钥在平时袁法

律应该以何种姿势走到所有人面前袁从而规范公民的

行为钥 霍布斯所给出的回答是有不少缺陷的袁而休谟

的法治观念为我们做出了很多合理和有力的回答袁也

给了我们颇多有益的启发遥

四尧作为思想资源的休谟法治观念

休谟的法治思想以人性的自私和有限的同情心

为起点袁 从而阐述了制定私法的原因与重要意义袁保

护公民私有财产是制定私法的重要原因遥 休谟认为袁

人们建立政府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落实私法袁维系政府

的存在是重要的袁但由于公务人员与我们一样袁人性

中有着自私尧偏私的维度袁由此我们需要制定公法以

规范政府的权力袁促进政府的行为的公正性袁进而更

好地保护公民权利遥 休谟是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

哲学家袁在英国袁那段历史时期正是国家从前现代向

现代化过渡的阶段袁因此袁当休谟的法治观念作为我

们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袁它对转型渊从前现代向现代

转型冤中的国家可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遥 笔者认为袁休

谟法治观念的思想贡献至少可以在以下方面院保护公

民财产权的重要性和意义曰对共同体的道德资源的保

守曰制约和规范政府权力遥

在休谟的法治观念中袁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与财产

权是建构法治社会的内在之义曰公民的财产权是否得

到保障袁 是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法治社会的重要依

据遥 在个人与社会的角度上讲袁对财产权的保护都是

重要的遥 对于每个人来讲袁拥有私有财产是生存与发

展的基础袁也是人的尊严的重要基础袁所以袁稳定地拥

有个人所正当地获得的私有财产是重要的袁 由此袁对

财产权的保护袁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遥 在社会发展的角

度上袁自私是人性的主要维度遥 一般情境下袁人热衷于

追求自利遥 在这一情景下袁如果公民的私有财产会面

临被他人肆意夺取的危险袁公民的私有财产与正当私

利不能受到很好的保护袁 社会秩序就很难被维系曰而

且袁人们也会慢慢地失去追求财物的热情袁这就会使

得社会的发展变得停滞不前袁在这个意义上袁保护私

有财产对于社会发展来讲也具有重要意义遥 所以袁对

财产权的保护袁意义是重要的袁这也正是我们要建构

一个稳健的政治社会的重要原因遥 因此袁我们有理由

认为袁 对财产权的保护是一个稳健的政治社会的重要

基础袁人们所建立的政治社会野是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

的袁财产权是一个政治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前提冶[5]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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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私有财产尧重视对财产权的保护袁意义是重要的袁

它是建构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袁 也是建构现代政治文

明的重要基础遥 这是休谟在思想上的重要贡献之一遥

建构良好的社会袁 应重视对人的道德维度的培

育遥 通过休谟对人性的论述袁我们看到袁建构一个良

好尧文明的社会事实上并不需要太担心人性中的自私

性曰相反袁在某个意义上袁人性中的自私维度可以促进

社会发展与良好社会的建构遥 与此同时袁我们要看到袁

人的同情心同样是良好社会不可缺少的人性基础遥 人

性里的同情心是人的道德情感的生发地袁人的道德性

这一维度袁对于良好社会的建立来讲袁是必要的遥 如果

人性完全是自私的袁 那就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袁即

社会秩序很难被建立起遥 如果人性不存在道德性的维

度而只有自私性袁人们之间的关系就可能只是一种相

互算计的关系袁在这种情境下袁社会很难建立起基本

的秩序遥 人的同情心尧道德感袁是建立良好社会的重要

的人性基础遥 也因此袁建构一个良好的社会袁既需要重

视法治建设的维度袁 也需要重视道德培育的维度袁建

构法治社会与培育人的道德品质两者不是矛盾的袁而

是可以互相补充与相互促进的遥 虞在现代社会尧文明社

会的建构当中袁人们应当保守与继承共同体的优秀的

道德尧文化资源袁这对文明社会的建构是有重要意义

的遥 这是休谟的思想带给我们的重要的启发遥

建立政府是必要的遥 人们必须构建政府以保障律

法的有效施用袁从而使得正义得到维护遥 政府的建立

以保障公民权利尧 维护正义为目的和合法性来源曰但

是袁在政府及其权力构建后袁政府权力却可能损害公

民的正当权利袁因此袁法治社会的建构还需要构建公

法袁进而通过公法来制约政府对权力的运用遥 只有规

范政府权力的运用袁 公民合法的权利才可能得到保

护袁由此正义才是可能的遥 因此袁通过休谟法治观念袁

可以看出袁法治的核心在于保障权利和正义袁因此法

治这一概念的第一涵义是院通过公法之治袁有效地规

范政府对权力的运用袁进而保护公民的正当权益遥 这

是休谟法治观念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贡献遥

注释院

淤 在笔者的有限阅读范围内袁国内学者中对休谟的法治思想

有比较多阐释和研究的是高全喜教授袁 现已出版了著作

叶休谟的政治哲学曳袁并在一些重要期刊上面发表了多篇关

于休谟政治尧法治哲学的学术论文袁本文在多处受其著作

和研究成果的启发遥

于 当代著名政治学教授麦基文在叶宪政古今曳中从史学的视

角研究发现袁在中世纪时期袁野对王权的限制主要建基于作

为私法的一部分的财产法袁而非类似现代公法的概念遥 冶陈

弘毅院叶宪法学的世界曳中叶评<宪政古今>曳袁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4年出版袁第 278页遥

盂 休谟和洛克都非常重视如何保护公民自由这一问题袁但在

这一问题上袁他们的观点是存在着差异的遥洛克很重视公民

对自由的追求和争取袁 不过对于如何平衡多数人的意见与

精英的意见这一问题袁洛克比较少论述曰休谟也非常关心如

何保障公民自由的问题袁与洛克不同袁休谟看到权威对于维

护自由的意义遥在休谟看来袁政治活动如果仅仅由民众意见

主导袁那公民自由就很可能是很脆弱的袁因此袁对于休谟来

讲袁若政府权力得到约束袁维系政府权威对于保护公民自由

来讲袁 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袁 而是有意义的遥 参见 Miller,E.

Hum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liberty[J]. Th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1986,16(1):127-184遥

榆 张志伟教授在叶西方哲学十五讲曳中指出袁野在他渊笔者注院

指霍布斯冤的政治哲学中袁体现了一种极端个人主义与极

端专制主义之间的巨大矛盾遥 冶 张志伟院叶西方哲学十五

讲曳袁北京大学出版社袁2004年出版袁第 270页遥

虞 和当代的多位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一致袁笔者认为袁对于道

德文化的培养和发展袁应当由社会作为主体袁社会在法律

许可的范围内袁自由发展道德文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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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of Law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Hume's Perspective

WU Yujiao

(School of Law,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Hume's thought of rule of law was based on his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nature. It is essential to design rules of law owing to

selfishness of the mankind. His core idea of rule of law is protecting private property. He argued that the arising of private law stemmed

from the necessity of private property protection.His other core idea of rule of law is the regulation of government power.The main signifi鄄

cance of the public law l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ivate rights, so as to maintain justice. Hume's thought of rule of law was different

from Hobbes'. Hume holds that public power must be effectively restrained, which is also an effective perfection of Hobbes' thought of rule

of law.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Hume's thought of the rule of law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tect citizens' property rights, conserve the

moral resources of the community and restrict power.

Key words: Hume's thought of rule of law; protecting private property; regulating government power; modernization of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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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渊一冤意象图式

古希腊时期袁野图式冶被当作是一种固定的模板遥

康德认为袁它是连接感知和概念的纽带袁是建立概念

与物体之间联系的手段[1]遥 心理学中的野图式冶最早始

于完型心理学遥皮亚杰强调认识主要源于主体和客体

之间的互动袁可以通过自我调节使得客体被同化到主

体的图式之中袁或主体调节图式创立新图式来适应新

客体遥莱考夫和约翰逊首先将野意象冶用于隐喻分析[2]遥

随后袁他们各自将野意象冶与野图式冶结合起来袁提出野意

象图式冶渊image schema冤并对其做出解释遥 莱考夫指

出袁意象图式是我们日常身体经验中反复出现的比较

简单的结构遥 意象图式比起表象尧心象或意象更为抽

象和概括[3]遥约翰逊认为袁意象图式是在我们感知互动

和运动程序中一种反复出现的尧动态性的模式袁可为

我们的经验提供连贯性和结构性袁它主要具有意象性

抽象结构的功能[4]遥

兰盖克将意象图式分为射体渊trajector/TR冤尧界标

渊landmark/LM冤和路径渊path冤遥 射体渊TR冤与界标渊LM冤

之间存在某种不对称的关系袁射体为主体袁其空间方

位有待确定遥 界标为参照物袁为射体的方位确定提供

参照遥 射体所经过的路线称为路径[5]遥 后来他又指出袁

当某个关系被侧显时袁 其参与者的突显度存在差异遥

最为突显的参与者称为野射体冶袁是识解为被定位尧被

评价或被描述的实体[6]遥 射体可映象式地描述为所侧

显关系中的首要焦点渊primary focus冤遥 通常还需有一

个次要参与者得到凸显遥 其作为次要焦点渊secondary

focus冤袁倘若存在袁则可称之为野界标冶遥 不同表达式可

具有相同的内容袁并侧显同一关系遥而通过选取的射体

与界标的差异性袁使用者可以表示不同的意义遥

王寅指出袁野现实一认知一语言冶是认知语言学的

一条基本原理[7]遥 简单的野现实一认知一语言冶公式可

细化为院现实一互动体验一意象图式一范畴一概念一

语言渊图 1冤[7]遥 人类在感知体验和互动的基础上袁逐步

意象图式对隐喻及转喻产生的

一词多义现象的解释力
要要要以野过冶的多义研究为例

李若楠

渊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袁 福建 厦门 36100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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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图式是我们日常身体经验中反复出现的比较简单的结构袁具有意象性抽象结构的功能遥 它由射体尧界标和路径三部分

组成袁表现的是射体与界标之间某种不对称的关系遥以野过冶为例袁对其多义现象进行研究袁用图示法分析了野过冶是如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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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意象图式和认知模型 渊Cognitive Model袁 简称

CM冤袁再在此基础上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遥 他还提到院

野意象图式也是理解隐喻和转喻的关键袁 因为当一个

概念被映射到另一个概念袁特别是从具体域向抽象域

映射时袁意象图式在其间发挥着重要作用袁这位我们

理解抽象概念提供了主要依据遥 冶[7]这为论述人类范畴尧

概念尧语言如何形成提供了依据遥

图 1 认知的过程[7]

Fig.1 Cognitive process

渊二冤隐喻和转喻

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袁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种

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2]遥它通过投射袁帮助其

使用者借助对具体域中事物的了解袁来理解抽象的概

念遥 因此袁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袁而且是一种普遍

存在的认知过程遥

另一种认知世界的手段是转喻遥 吉布斯将转喻定

义为一种过程袁它使我们能够使用某种事物的一个容

易理解的方面来代表该事物的整体袁或它的某些其他

方面袁或代表它所涉及的密切相关的某件事[8]遥

渊三冤一词多义现象

一词多义指的是一个词具有多个义项袁 这种现象

在人类语言中广泛存在遥语言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袁因此

不存在绝对不变性曰 语言的任何部分都会发生变化[9]遥

在语言的历时发展中袁词义产生变化袁这就是一词多

义产生的原因遥 敖世翠将词的义项变化细分为四种模

式院辐射型渊派生义由原义产生袁彼此之间联系不紧

密冤尧连锁型渊派生义再次派生出新意义袁新意义与原

义相关性弱冤尧综合型渊辐射型与连锁型交叉作用冤尧循

环型渊词义演化后回归原义冤[10]遥

以野过冶为例袁其词义变化属于综合型遥 其基本义

为野从一个地点或时间移到另一个地点或时间曰经过

某个空间或时间冶遥 在具体的应用袁如野过去冶野过来冶

野过河冶中袁由于侧显的不同袁本义可以被细化为三种

不同的情况遥 此外袁在基本义的基础上袁通过隐喻和转

喻两种机制袁又产生了 12个衍生义遥 根据野过冶的本

义尧 本义的 3个扩展义和 12个衍生义袁 本文得到了

野过冶 的原型意象图式尧3个扩展意象图式和 8个其他

意象图式遥 通过图示法袁隐喻和转喻被图式化为意象

图式间的虚化和聚焦关系遥 本文认为袁隐喻和转喻是

生成一词多义的重要机制袁意象图式对这一现象有着

强大的解释力遥

二尧野过冶的多义研究

通过研究袁汉语多义词野过冶的词义变化属于综合

型遥 它存在一个原型意义袁并由原义衍生出其它意义遥

其多义现象的产生与隐喻及转喻密切相关袁可以通过

意象图式进行解释遥 本文将以野过冶字多义关系的形成

以及各义项之间的联系为例袁探索意象图式对一词多

义形成过程的解释力遥

渊一冤野过冶的原型图式

根据叶现代汉语词典曳[11]的解释袁野过冶的本义为野从

一个地点或时间移到另一个地点或时间曰经过某个空

间或时间遥 冶叶古代汉语词典曳[12]和叶辞海曳[13]也给出了类

似的解释遥

这一基本义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都有出现袁

如院秦师将袭郑袁过周北门遥 渊叶战国策窑秦策三曳冤通过

分析袁可以看到野过冶的本义含有两个参与者及一条路

径遥 我们将野过冶动作的发出者标记为射体渊TR冤袁它是

这一关系中的首要焦点遥 另外还存在一个次要参与

者袁将其标记为界标渊LM冤袁通过它可以得到射体的方

位遥 射体经过界标袁产生路径遥 通过以上分析袁可以画

出野过冶的原型意象图式渊图 2冤遥

图 2 野过冶的原型意象图式

Fig.2 Prototypical image schema of 野guo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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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野过冶的扩展图式

1.本义的扩展意象图式

根据野过冶词义的分析袁上文画出了野过冶的原型意

象图式渊图 2冤遥 但具体到使用之中袁可以发现袁其本义

野从一个地点或时间转移到另一个地点或时间冶可以

根据聚焦方式的不同细化为三种情况院

渊1冤射体从界标出发袁去另一个地点或时间袁得到

本义的扩展意象图式 1渊图 3冤袁如野过去冶曰

渊2冤射体从另一个地点或时间出发袁来到界标所

在的位置袁得到本义的扩展意象图式 2渊图 4冤袁如野过

来冶曰

渊3冤射体通过界标所在的位置的过程袁得到本义

的扩展意象图式 3渊图 5冤袁如野过河冶遥

这三种情况展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院射体和界标的

位置关系相同袁 将注意力聚焦在关系发生的不同阶

段袁语义会产生细微的变化遥 通过上述的分析和实例袁

我们可以画出通过这样一种聚焦的过程袁原型意象图

式延伸出的三种情况渊图 3尧图 4和图 5冤院

图 3 本义的扩展意象图式 1

Fig.3 Extended image schema 1

图 4 本义的扩展意象图式 2

Fig.4 Extended image schema 2

图 5 本义的扩展意象图式 3

Fig.5 Extended image schema 3

2.野过冶的其他义项的意象图式

通过收集野过冶在叶现代汉语词典曳[11]和叶辞海曳[13]中

的各个义项袁并进行整合袁得到了野过冶字除本义之外

的其他义项袁共 12个院

往来尧遍曰访问尧探望曰从甲方到乙方曰经过某种处

理曰用眼或脑子回忆曰过去曰死的委婉语曰表示完毕曰超

过袁过于曰过失曰责备曰传染曰

渊1冤往来尧遍遥 该义项聚焦图式进行的过程袁如野愿

书万本诵万过冶遥 射体不离开界标袁路径可以循环往复

地发生袁不限制方向遥可以得到其他意象图式 1渊图 6冤遥

图 6 其他意象图式 1

Fig.6 Other image schema 1

渊2冤访问尧探望袁如野愿枉车骑过之冶遥 该义项聚焦

射体到达界标的另一端袁 即移动之后发生的事件袁可

以用其他意象图式 2渊图 7冤对其进行描述遥

图 7 其他意象图式 2

Fig.7 Other image schema 2

渊3冤甲方到乙方袁如野过户冶遥 聚焦移动的事物渊即

射体冤的两端袁两端的实心点表示聚焦的位置遥 可以得

到其他意象图式 3渊图 8冤遥

图 8 其他意象图式 3

Fig.8 Other image schema 3

渊4冤经过某种处理袁如野过秤冶遥 在这个义项中袁界

标被虚化袁表示一个过程袁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实体袁因

此用虚线表示袁得到其他意象图式 4渊图 9冤遥

图 9 其他意象图式 4

Fig.9 Other image schem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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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5冤用眼或脑子回忆袁如野在脑子里过一遍冶遥 在这

个义项中袁事物在眼或脑中回忆袁并不存在实体的互

动遥 界标和射体同时被虚化袁因此都用虚线表示袁得到

其他意象图式 5渊图 10冤遥

图 10 其他意象图式 5

Fig.10 Other image schema 5

渊6冤过去遥 这里的野过去冶和中心意象的扩展义 1

中的野过去冶意义不同袁表示一种完成了的状态袁如野时

过境迁冶遥 这里袁射体通过界标的路径被虚化袁其通过

后的状态被聚焦遥 可以得到其他意象图式 6渊图 11冤遥

虚线表示路径被虚化袁实心的箭头表示聚焦完成后的

状态遥

图 11 其他意象图式 6

Fig.11 Other image schema 6

渊7冤死的委婉语袁表达人死后的状态袁如野过世冶遥

将人作为射体袁人生作为界标袁体现了野人生是旅程冶

的隐喻遥 同样可以通过其他意象图式 5来表示遥

渊8冤表示完毕袁如野吃过了冶遥 同样可以通过其他意

象图式 5来表示遥

渊9冤超过遥 如野过期冶袁也可作形容词野过于冶遥 在这

个义项中袁界标被虚化袁并且只保留其一侧袁作为一个

界限遥 可以通过其他意象图式 7表示渊图 12冤遥

图 12 其他意象图式 7

Fig.12 Other image schema 7

渊10冤过失遥如野苟有过袁人必知之冶遥在中国的文化

语境内袁中庸是更具有智慧的一种态度遥 因此袁超出界

限同样意味着过失遥 这个义项由野超过冶引申而来袁因

此可以用相同的意象图式袁即其他意象图式 7表示遥

渊11冤责备遥 这个义项由上一个义项引申而来袁同

样可以用其他意象图式 7表示遥

渊12冤传染袁如野渊病冤过人冶遥 移动的事物渊即射体冤

及其路径并不具备实体袁即疾病并不是一个具象的物

体袁也不存在一方将疾病交给另一方这一行为袁因此

是一种抽象概念上的移动袁 焦点只在于患病的双方遥

由此可以得到其他意象图式 8渊图 13冤遥 在该意象图式

中袁路径被虚化袁表达抽象的概念曰射体的两端被聚

焦袁体现为传染的两个对象袁即传染者和被传染者遥

图 13 其他意象图式 8

Fig.13 Other image schema 8

三尧野过冶的义项关系和意象图式关系

渊一冤野过冶的义项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袁我们可以得到野过冶的义项关系

渊图 14冤遥

图 14 野过冶的义项关系

Fig.14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s of 野guo冶

可以看到袁在野过冶的义项关系中袁既存在辐射型袁

又存在连锁型遥 因此袁其词义关系属于综合型遥 一方

面袁派生义从基本义向四周放射扩大袁而各派生义项

间相对独立曰另一方面袁词义的演变从原型义开始袁派

生出第二义项袁第二义项又派生出第三义项[10]遥

渊二冤野过冶的意象图式关系

我们还可以得到野过冶的意象图式关系渊图 1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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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野过冶的意象关系

Fig.15 Relation between image schemas of 野guo冶

通过分析原型意象图式尧扩展意象图式及其他意

象图式袁可以看出袁扩展意象图式和其他义项图式都

由原型意象图式产生遥 通过意象图式与其余二者的关

系将其他意象图式和扩展意象图式分为三类遥第一类

是聚焦产生的意象图式袁第二类是虚化产生的意象图

式袁第三类是聚焦和虚化共同产生的意象图式遥

在野过冶的例子中袁扩展意象图式 1尧2尧3和其他意

象图式 1尧2尧3属于聚焦产生的意象图式曰 其他意象图

式 4尧5属于虚化产生的意象图式曰 其他意象图式 6尧7

和 8属于聚焦和虚化共同产生的模式遥 扩展意象图式

和其他意象图式由原型意象图式产生袁呈辐射状分布遥

四尧意象图式对隐喻尧转喻的解释力

意象图式是理解隐喻和转喻的关键遥 本文以野过冶

字为例袁分析其词义及意象图式袁并将原型意象图式

到扩展意象图式尧 其他意象图式的发展过程分为聚

焦尧虚化尧聚焦+虚化遥

认知具有具身性袁因此一个词的本义与原型意象

图式多是具体的遥 在本文的图例中袁实线被用来表示

具体袁虚线被用来表示抽象遥因此袁原型意象图式的各

部分都由实线构成遥 在上文提到的虚化这一关系中袁

经过虚化产生的意象图式就有了虚线的表达袁代表出

现了抽象的概念遥 野过冶的其他意象图式 4和其他意象

图式 5解释了隐喻如何在本义的基础上产生派生义遥

以野过冶其他意象图式 5为例袁其表示的意义野用眼或

脑回忆冶本质上是在野过冶的本义上通过隐喻转化而

来遥这里首先涉及一个容器隐喻遥在这个隐喻中袁人的

思维被理解为一个容器袁想法被装于其中遥 这个隐喻

基于原型意象图式的射体尧界标尧路径三部分关系袁将

三者间具体的关系投入抽象域中袁形成了新的意义遥

另一种理解世界的重要认知方式是转喻遥 转喻使

我们能够使用某种事物的某个容易理解的面来代表

该事物的整体袁或它的某些其他方面袁或代表它所涉

及的密切相关的某件事[8]遥在野过冶的意象图式中袁原型

意象图式给出了野过冶所表达概念的最大范围袁即它的

整体遥通过聚焦的行为袁可以得到新的意象图式遥这些

意象图式是整体的某一方面袁 或某一性质的凸显袁即

意象图式中的聚焦袁 实际上解释了转喻的认知过程遥

本义的扩展意象图式 1尧2和 3以及其他意象图式 1尧2

和 3都是对这样一种认知过程描述袁解释了转喻如何

在本义的基础上产生派生义遥 以野过冶本义的扩展意象

图式为例进行具体分析院扩展意象图式 1尧2和 3分别

体现了射体从界标出发去另一个地点或事件曰射体从

另一个地点出发袁来到界标所在的位置曰射体通过界

标的过程这三种情况遥 通过图 16和图 17图 18和图

19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出袁 后三者与图 16是部分与整

体的关系袁即图 16是一个整体袁图 17尧图 18尧图 19是

整体的一部分遥 意象图式清晰地解释了本义的扩展义

如何由本义转喻而来遥

图 16 野过冶的原型意象图式

Fig.16 Prototypical image schema of "guo"

图 17 本义的扩展意象图式 1

Fig.17 Extended image schema 1

图 18 本义的扩展意象图式 2

Fig.18 Extended image schema 2

图 19 本义的扩展意象图式 3

Fig.19 Extended image schem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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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袁隐喻和转喻也会共同发生作用袁产生新的

意义遥 即上文中的聚焦与虚化共同产生的其他意象图

式 6尧7和 8遥

五尧总结

意象图式是我们日常身体经验中反复出现的比

较简单的结构遥 相较于表象尧心象和意象袁它更为抽象

和概括袁并且具有体验性尧抽象性尧心智性和动态性等

特征遥 意象图式由射体尧界标和路径三部分组成袁表现

的是射体与界标之间某种不对称的关系遥 射体是最为

凸显的参与者袁界标是次要的参与者[5-6]遥 隐喻和转喻

是人类认知的两种重要手段袁意象图式是理解隐喻和

转喻的关键[7]遥

一词多义指的是一个词具有两个或以上义项的

现象遥 本文以野过冶的多义研究为例袁试图探索意象图

式对隐喻及转喻的解释力遥 野过冶被分解为本义及本义

的 3个扩展义袁12个派生义袁 并通过分析得到原型意

象图式尧扩展意象图式尧其他意象图式共 12个遥 扩展

意象图式和其他意象图式由原型意象图式产生袁呈辐

射状分布遥 依据各自与原型意象图式的关系袁被分为

聚焦产生的意象图式尧虚化产生的意象图式尧聚焦和

虚化共同产生的意象图式三类遥 聚焦在野过冶的扩展义

及义项 1尧2和 3单独发挥作用遥 野过冶的本义野从一个

地点或时间转移到另一个地点或时间冶根据聚焦的不

同袁被细化为野射体从界标出发袁去另一个地点或时

间冶尧野射体从另一个地点或时间出发袁 来到界标所在

的位置冶尧野射体通过界标所在的位置冶三种遥 聚焦运动

的过程袁射体不离开界标尧不限制方向袁则产生义项 1

野往来尧遍冶的意义曰聚焦射体到达界标之后的运动袁则

产生义项 2野访问尧探望冶曰聚焦运动的两端袁则产生义

项 3野甲方到乙方冶的意义遥 虚化在义项 4尧5单独发挥

作用遥 界标被虚化袁产生义项 4野经过某种处理冶曰界标

和射体都被虚化袁产生义项 5野用眼或脑回忆冶遥在其他

义项中袁聚焦和虚化共同发挥作用遥 虚化路径袁聚焦运

动完成后的状态袁得到义项 6野过去冶尧义项 7野去世冶和

义项 8野完毕冶曰虚化界标袁聚焦其作为边界的作用袁得

到义项 9野超过冶尧义项 10野过失冶和义项 11野责备冶遥 虚

化路径袁聚焦射体两端袁得到义项 12野传染冶遥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得出袁原型意象图式是一个相

对具体尧完整的概念遥 聚焦表现了整体到部分的转变袁

是转喻的表现曰虚化表现了具体到抽象的转变袁是隐

喻的表现遥 二者可以单独产生新意义袁或共同作用产

生新意义遥 本文认为袁在隐喻和转喻如何发生作用袁将

本义转化为众多派生义袁从而产生一词多义现象这一

问题上袁意象图式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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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mage Schema on Polysemy

Produced by Metaphor and Metonymy

要要要Taking 野Guo冶 as an example

LI Ruon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Polysemy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language.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a word generates derivative meanings through

metaphor and metonymy. An image schema is a recurring, dynamic pattern in our daily physical experience, which functions primarily as

abstract structure of image. It is composed of trajector, landmark and path.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polysemous word 野guo冶, image

schema is found to have a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in how metaphor and metonymy lead to polysemy.

Key words: image schema; metaphor; metonymy; polys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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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语音隐喻冶渊phonetic metaphor冤主要指的是不同

的所指借助其能指的相似或相同的语音成分所进行

的相互联想袁是一种在语音层面进行的概念系统中的

跨域映射[1]遥 汉语中存在着大量同音异义字和同音异

义词袁不同所指借助其能指字或词同音袁在语音层面

实现概念系统的跨域映射从而达到语音隐喻之效遥汉

语中普遍存在的同音异义现象为语音隐喻的形成创

造了有利前提袁也使得语音隐喻现象不仅普遍存在于

我们的日常语言和文学作品当中袁也充斥于汉语时闻

之中遥

时闻是人们传递和获取信息有效而快速的载体

之一袁对时闻的理解离不开特定的语境遥 语言知识和

语言外知识是构成语境的两大要素袁构建时闻语境也

离不开此二者遥读者只有具备语言知识同时具有对时

闻背景知识等语言外知识的了解袁才能够正确理解时

闻作者的意图遥 因此袁本文将时闻语境定义为某一特

定社会事件背景下时闻作者和读者所共有的语言知

识和语言外知识遥 本文立足汉语时闻语境袁选取汉语

时闻中的语音隐喻语料袁采用客位研究法袁从作者意

图的角度切入袁意在解决以下两个问题院

第一袁时闻语音隐喻呈现出哪几方面的特征钥 这

些特征是否有助于作者意图的表达钥

第二袁时闻语境下的语音隐喻体现了作者何种意

图钥

本文通过分析以上问题袁研究时闻语境下的语音

隐喻所传达的作者意图袁并对时闻语音隐喻的特征进

行概括和总结袁以期进一步丰富时闻语音隐喻的语用

研究视角袁为语音隐喻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遥

一尧研究背景

关于隐喻的哲学研究自古希腊起便方兴未艾遥 隐

喻的研究热潮折射出隐喻在人类生活中的根本性和

重要性遥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是野将属于甲事物的名称

用于乙事物袁隐喻是对词汇字面用法的一种偏离冶[2]遥直

到二十世纪语言学家认识到基本语义单位大于词汇

时袁这一传统才得以破除[3]遥 20世纪下半叶袁Lakoff和

Johnson则对隐喻作出了创新性的解释袁提出 野隐喻的

汉语时闻中的语音隐喻特征和作者意图探究

黄小燕

渊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7冤

摘 要院针对语音隐喻的定义尧类型尧认知机制袁不少学者已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曰也有较多学者关注歇后语尧广告

语尧网络语言等当中的语音隐喻袁并对其功能和类型进行探究遥相比之下袁较少有学者从作者意图视角对时闻语音隐喻进

行研究遥 通过立足汉语时闻中的语音隐喻袁从客位研究视角研究时闻语音隐喻所体现的作者意图袁以此一览时闻作者的

野私心冶曰并对时闻语音隐喻的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遥研究结果表明袁时闻语音隐喻具有语言主观性尧形式创新性以及对共

同知识的依赖性特征曰时闻语音隐喻体现了作者表达个人情感尧态度和立场尧吸引读者尧引发读者思考和调动读者情感的

语用意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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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是根据某一事物渊源域冤对另一事物渊目标域冤进

行理解和体验冶[4]遥 他们认为隐喻不仅体现于语言当

中袁同时也体现于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当中遥 我们思考

和行动所依据的概念体系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遥 隐喻

第一次获得了语言本体尧思维本体尧活动本体的至高

无上的地位[2]遥 国内外隐喻研究浪潮在隐喻的认知转

向趋势下不断向前推进袁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遥

1999 年袁Ivan F佼nagy 提出野语音隐喻冶[5]袁主要关

注语音与所表达意义之间的象似性袁但其本人却未明

确界定语音隐喻概念遥 李弘指出野语音隐喻冶的实质与

语音和其所指对象的象似性相关袁认为语音隐喻是一

种语音层面的野跨域喻指冶[6]现象遥魏万德和伊慧[7]在李

弘的基础上袁 分析语音隐喻存在的特定认知机制袁并

对英汉语中存在的语音隐喻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

和论述遥 周峰[8]则从诗歌的角度探讨了古典与现代诗

学观念下诗歌语音隐喻的诗性功能袁认为诗歌作为一

种诗性语言可以借助其强有力的语音隐喻带来文学

的快感和意义的创新遥 吴智慧[9]从网络语言的视角切

入袁对网络语言语音隐喻现象的时代动因尧遵循规则

和本质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和解读遥 除了涉及诗歌尧网

络语言语音隐喻袁 诸多学者还对广告语尧叶红楼梦曳中

的人名尧中草药名尧汉文化民俗等其中的语音隐喻进

行了研究遥 段成[1]从语用学视角切入研究了语音隐喻

与其使用者的关系遥陈家晃和段成[10]则基于关联原则袁

研究得出语音隐喻过程也符合野明示-推理冶过程袁其

同样受关联原则的支配和制约遥 胡忠坤[11]则对新闻标

题中的语音隐喻进行了归类和功能介绍袁认为新闻标

题中的语音隐喻可以产生语义双关尧讽刺和幽默的效

果遥 国外学者 Branko Vuleti觬[12]在其研究中则指出野语

音隐喻是不同的意义渊contents冤通过各自能指的相似

性渊similarity冤或相近性渊closeness冤所进行的联想遥 冶而

Robinson[13]则认为语音隐喻解释了声音象征这一语言

现象在其自身局限中的实际运作机制袁并研究和探讨

了小说中文学专名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遥

笔者在中国知网通过野语音隐喻冶主题搜索到的

有关汉语文献数为 82篇遥 根据中国知网的计量可视

化分析袁笔者对所选汉语文献的主题进行处理袁以下

为处理结果院

图 1 中国知网 2005-2019国内语音隐喻研究文献主题分布柱状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subjects concerning domestic phonetic metaphor research in CNKI, 2005-2019

综合以上文献分析和图 1可得袁国内学者已经对

语音隐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定义论述和类型划分并

对其认知机制进行了研究曰 学者关注较多的是歇后

语尧譬解语尧广告语尧网络语言等当中的语音隐喻遥 对

于这类语音隐喻袁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多为解释隐喻自

身的功能以及歇后语尧譬解语尧广告语等不同语境中

的语音隐喻的类型划分遥有学者将语音隐喻与关联理

论尧模因论结合袁从语用学范畴研究语音隐喻袁但对特

定语境下的语音隐喻进行研究的却较为少见遥

二尧时闻语音隐喻特征

时闻是媒体对相关社会事件进行传播报道的形

式之一袁也是语言表达的形式之一遥 研究语言表达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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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语言自身和语言使用者两个要素遥 语用学研究的焦

点之一就是对语言使用者意图的研究遥 对于同一客观

社会事件袁语言使用者的不同意图促成了不同的语言

表达形式袁这表明了语言自身存在的主观性特点遥 时

闻作者和读者所共有的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知识构成

了时闻语境遥 这就对读者理解时闻语境提出了双重要

求院应同时具备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知识遥 时闻语音隐

喻作为语言表达的一种现象袁 也具有语言主观性尧形

式创新性以及对读者共同知识的依赖性的特征遥

渊一冤语言主观性

语言的主观性主要指的是说话者在其话语当中

所体现的野自我冶表现成分袁即说话者在言语过程中表

明个人情感尧态度和立场而留下的自我印记[1]遥从这个

角度看袁时闻则是作者对某一社会事件进行野自我冶表

现的形式袁承载作者个人情感尧态度和立场的时闻语

音隐喻就是主观性的印记再现遥

例 1 叶北斗产业有哪些野芯冶优势钥 曳

要要要叶经济日报曳2019年 5月 28日

例 2 野西方国家的资金就是香甜的耶馅饼爷袁但中

国提供的就变成了黑暗的耶陷阱爷钥浴 冶

要要要叶经济日报曳2019年 6月 4日

例 1是经济日报对中国北斗芯片技术取得关键

性突破的一篇时闻报道遥 文章标题中的野芯冶优势运用

同音异形异义语音隐喻袁用野芯冶喻说野新冶袁一语双关

不仅指出了北斗芯片技术更具新优势袁同时也表达作

者对中国北斗芯片技术取得新突破的赞扬尧自豪之情遥

例 2是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经济日报反驳美方野中国

崛起会使北极圈各国陷入耶债务和贪污危机爷冶这一观

点的文章遥 作者运用野馅饼冶与野陷阱冶谐音袁对西方的

野馅饼冶和中国的野陷阱冶提出了质疑袁表明了其反对美

方诽谤中国债务和基金为野陷阱冶的立场遥 在以上两个

例子当中袁 作者通过使用语音隐喻体现了个人情感尧

态度和立场袁达到了表达个人观点的目的袁时闻语音

隐喻的语言主观性得以凸显遥

渊二冤形式创新性

语音隐喻在特定的语境中是野其使用者独创性冶 [1]

的体现遥 时闻语音隐喻体现了时闻作者自身的独创

性袁而正是这种独创性赋予了时闻语音隐喻区别于其

它语言表达形式的创新性遥 时闻语音隐喻的创新形

式袁有助于增加时闻的曝光度遥

例 3 叶端午节袁这几件事儿与野粽冶不同曳

要要要叶科普中国曳2019年 6月 7日

例 4 叶特殊配方奶粉野钱景冶在哪钥 曳

要要要叶经济日报曳2019年 4月 16日

例 3和例 4使用了语音仿拟以及同音异形异义

语音隐喻袁作者用野粽冶代替野与众不同冶中的野众冶袁用

野钱冶代替野前景冶中的野前冶袁语言生动活泼袁一语道出

文章所涉及主题野端午粽子冶和野配方奶粉盈利前景冶袁

也体现了时闻语音隐喻在形式上的创新性和多样性遥

渊三冤对读者共同知识的依赖性

隐喻是基于映射关系形成的袁如果对于作者所创

的 野词汇冶袁读者无法在其现有文化语境的共同知识

当中找到所映射的源域袁则难以对其进行理解遥 语音

隐喻也是如此袁其是野一种在语音层面进行的概念系

统中的跨域映射冶[1]遥 因此袁这也就决定了时闻语音隐

喻要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必然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共

同知识遥

例 5叶社会办医再迎政策野红包冶推出数十条鼓励

政策曳

要要要央视网 2019年 6月 13日

例 6叶河北将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耶赶考爷路曳

要要要叶经济日报曳2019年 5月 29日

例 5中的野红包冶和例 6中的野赶考冶属于同音同

形异义语音隐喻遥 野红包冶和野赶考冶都是基于中国文化

的特定语境产生的词汇袁在这里分别被用来喻指野政

府对社会办医出台的相关鼓励性政策文件冶和野河北

新时代的发展过程冶遥 这两处语音隐喻有意义袁得以被

理解的前提是读者基于对其文化语境中野红包冶和野赶

考冶这两处共同知识的理解遥 正是读者理解野红包冶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事物袁野赶考冶是学子为实现目

标而不断奋斗努力的过程袁因而他们对时闻中野红包冶

和野赶考冶的语音隐喻使用有了准确的理解遥 而换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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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读者袁却不一定可以准确把握其意遥 因此袁理解时闻

语音隐喻对读者共同知识存在很强的依赖性袁这也是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应纳入考虑的问题之一遥

时闻语音隐喻作为作者在时闻当中采用的语言

表达形式之一袁其所体现的语言主观性和形式创新性

有助于作者使用丰富的语言形式表达其对社会事件

的情感尧态度和立场袁从而更好地实现作者的个人意

图遥 此外袁时闻语音隐喻存在的合理性依赖于读者对

共同知识的把握袁共同知识帮助读者清楚地理解时闻

语音隐喻涵盖的内容和观点遥 当作者使用时闻语音隐

喻时袁充分考虑到读者袁就能借助共同知识让读者抓

住文章大意和观点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作者意图

的达成遥

三尧时闻语音隐喻与作者意图

语言使用者意图研究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极为

重要的组成部分[1]遥比如袁广告语中的语音隐喻负载着

使用者吸引消费者注意尧激起消费者兴趣袁进而刺激

消费者采取购买行动的意图曰诗歌中的语音隐喻负载

着诗人抒发情感尧创造由此及彼的艺术意境等意图[1]遥

时闻中的语音隐喻也一样袁其具有作者明确的语用目

的和意图袁诸如吸引读者袁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曰引发读

者思考曰调动读者情感曰负载着时闻作者的个人情感尧

态度和立场等等遥

渊一冤 弱化题材陌生感袁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例 7 叶世代友好薪火相传要要要中俄友谊野老友记冶

与野新生代冶曳

要要要新华社 2019年 6月 3日

野老友记冶是一部热播美剧袁讲述了六个共同经历

十年风雨历程的老友的故事遥 作者借助该剧名袁以电

视剧野老友记冶之名言中俄两国关系的野老友情冶袁表达

了中俄友好关系携手走过风雨袁薪火相传遥 熟知该剧

的读者袁一眼便可知会作者之意袁从而更好得理解时

闻报道的中俄关系的发展情况遥 作者正是利用了野老

友记冶该同音同形异义语音隐喻袁弱化了题材的陌生

感袁从而成功吸引读者并拉近与读者的距离遥 例 5和

例 6中的野红包冶和野赶考冶也是作者考虑到读者对中

国文化语境中共同知识的把握情况而采取的同音同

形异义语音隐喻遥 通过人们所熟知的正面积极事物

野红包冶和象征奋斗的野赶考冶更生动形象地说明野政府

对社会办医出台的相关鼓励性政策文件冶和野河北新

时代的发展过程冶袁引旧立新有益于读者理解袁也更新

颖独特袁更能吸引读者的关注遥

渊二冤引发读者深思

时闻事件本身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对其进行评

判和思考袁尤其是争议性较强的社会事件遥 时闻作者

在时闻的撰写过程当中袁其所用言语在一定程度上也

会对读者的观点产生影响袁让读者对社会事件本身产

生更深层次的思考遥时闻语音隐喻也负载着作者的这

一意图遥 比如袁在例 2中袁作者反问野西方国家的资金

就是香甜的耶馅饼爷袁但中国提供的就变成了黑暗的

耶陷阱爷钥浴 冶通过野陷阱冶和野馅饼冶的鲜明对比袁让读者

意识到该诽谤言论的荒谬性袁也让读者进一步深思美

方恶意中伤中方的意图袁美方并不是所谓香甜野馅饼冶

的制造者袁而恰恰是诽谤野陷阱冶的始作俑者遥

渊三冤调动读者情感

例 8 野打击知识产权领域的耶流氓爷行为袁是保护

知识产权尧维护市场秩序的应有之义袁与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的国家既定战略并不矛盾遥 冶

要要要叶经济日报曳2019年 4月 15日

针对违反社会法律尧道德的社会事件袁时闻作者

往往使用较为负面消极的表达来引起读者对该类事

件的反对态度和厌恶情感袁 以达到更好地教化公众尧

弘扬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的目的遥 在例 8当中袁作

者使用了野流氓冶该同音同形异义语音隐喻袁抨击社会

上存在的侵占知识产权现象袁让野流氓冶二字蕴含的

野无耻冶之意深入读者印象中袁引发读者联想到流氓的

野无耻尧没有原则尧违背法律冶等特征袁从而让读者对侵

占知识产权现象产生痛恨尧厌恶和反对的态度袁很好

地调动了读者的情感袁达到了教化目的遥

渊四冤表明作者态度与立场

时闻往往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尧态度和立场遥 时闻

语音隐喻作为时闻语言表达的一部分袁自然也负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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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观点态度遥 例 1 当中的野芯冶优势袁以野芯冶言

野新冶袁表达作者对北斗芯片技术取得新突破袁更具新

优势的支持态度和赞扬之情遥 例 2中野陷阱冶和野馅饼冶

的对比表达了作者对美方荒谬诽谤掷地有声的质疑

和反驳遥 例 5尧例 6尧例 7中的野红包冶野赶考冶和野老友

记冶袁 通过正面的事物表达作者的正面态度而例 8中

的野流氓冶则通过负面词汇传达作者的反对态度等等遥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袁时闻语音隐喻在表达作者情感态

度和立场上可谓起到了点睛之效遥

四尧结语

在当今信息数据爆炸的时代袁时闻的曝光程度不

仅取决于时闻事件本身对公众的吸引度袁还取决于时

闻作者对语言的适切运用和创新表达遥 时闻语音隐喻

为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形式袁充分了解时

闻语音隐喻的特征及其所能传达的作者意图有助于

作者更好地使用时闻语音隐喻达到信息传播尧吸引读

者尧引发读者思考尧调动读者情感和表达作者个人情

感尧态度和立场的目的遥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和

拓展了时闻语音隐喻的语用视角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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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uthor爷s Intentions:

an Analysis on Phonetic Metaphor in News

HUANG Xiao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Quite a few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their study in terms of phonetic metaphor爷s definition, types and cognitive mechanism;

phonetic metaphor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two -part allegorical sayings, advertisements and internet language has already been re鄄

searc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functions and categories. Compared with the study above, analysis on the author爷s intentions by using

phonetic metaphor in news has drawn slim attention. The author爷s intentions and phonetic metaphor爷s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are within

the research range of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urrent news, this paper has concluded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phonetic metaphor, namely,

subjectivity of the language, novelty of forms and dependence on common ground; and the analysis on the author爷s intentions by employ鄄

ing phonetic metaphor in the news further shows that the author may apply phonetic metaphor to news as a way of better conveying emo鄄

tion, attitude and position, attracting the reader, arising readers爷 reflection and emotion on particular social events.

Key words: phonetic metaphor; news context; author爷s intentions;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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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 15日袁叶牛津词典曳将野有毒冶渊toxic冤

选作 2018年的年度关键词遥在我国袁野有毒冶一词主要

作形容词使用遥 该词原义为野有毒性的冶袁是一个中性

偏贬义词袁一般用于健康和环境话题的讨论中袁比如院

有毒气体尧有毒的植物尧聚丙烯有毒尧有毒蘑菇等等遥

但是袁随着社会环境变化人们有了新的表达需要袁野有

毒冶一词在保留字面义的同时袁也开始被频繁地用来

描述工作尧学习尧人际关系等面临的压力以及用以自

嘲尧调侃等袁呈现出语言模因的特征遥 在这类语境中袁

野有毒冶是作为其引申义来使用的袁词义色彩也由原来

的中贬义转变为中性义甚至是褒义遥 一般认为野有毒冶

一词的引申义出自腾讯游戏野英雄联盟冶遥 英语单词中

形容在游戏中表现差强人意的玩家为野toxicity冶袁也就

是野毒性冶的意思袁后面经由国内的游戏玩家演变成

野有毒冶的意思袁用以吐槽游戏玩家玩得很差劲遥 在这

之前袁野有毒冶的引申义模因一直潜伏在人们的脑海

中袁未引起注意遥 野有毒冶的模因潜势受到野王者荣耀冶

玩家的触发后袁开始不断地被复制尧传播袁并衍生出新

的野渊XX冤有毒(吧)冶和野有毒的 xx冶用法遥 本文重点探讨

语言模因野有毒冶的复制机制及其语用功能袁探析野有

毒冶用法和意义的理解遥

一尧模因尧模因论和语言模因

模因论渊memetics冤源于达尔文进化论袁是一个解

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遥 模因论认为袁模因渊meme冤

是一种与基因相似的现象袁 基因通过遗传而繁衍袁模

因是通过模仿而传播[1]遥 野meme冶一词出自英国牛津大

学著名动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理查德窑道金斯

渊Richard Dawkins冤 所著 叶自私的基因曳渊The Selfish

Gene冤一书遥 在道金斯看来袁野meme冶是一个文化信息

单位袁那些不断得到复制和传播的语言尧文化习俗尧观

念或社会行为等都属于模因[2]遥

关于野meme冶一词的译法袁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遥

国内学者何自然将其译为野模因冶遥 他指出袁将野meme冶

译成野模因冶袁是有意让人们联想它是一些模仿现象袁

是一种与基因相似的现象遥 基因是通过遗传而繁衍

的袁但模因却通过模仿而传播[2]遥 布莱克摩尔渊Black鄄

more冤认为野任何一个信息袁只要它能够通过广义上称

为野模仿冶的过程而被耶复制爷袁它就可以称为模因了[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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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模因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袁模因作为文化

基因袁靠复制尧传播而生存袁语言是它的载体之一[4]遥语

言须依靠模因来发展袁而模因主要以语言作为宿主而

生存和传播[4]遥

二尧语言模因野有毒冶的复制机制

海利根渊Heylighen冤指出模因复制需要经历同化尧

记忆尧表达和传播四个阶段遥 [5]模因要得到同化袁就必

须被宿主注意尧理解和接受袁并且模因必须在记忆中

停留一段时间袁才能称为模因遥 模因若想传递给其他

个体袁 必须由记忆模式转化为宿主能够感知的有形

体袁这个过程称为表达袁而某个表达若想传递给其他

个体袁需要具备看得见的载体或媒介遥

渊一冤同化

语言模因野有毒冶最初源于腾讯游戏野王者荣耀冶遥

这个游戏的受众不仅年龄跨度大渊玩家小至中小学生

大至中老年冤袁参与者数量也很庞大渊据中国数据大厅

报道袁截至 2017年 5月野王者荣耀冶渗透率达到 22.3%袁

用户规模达到 2.01亿人袁 而且这个数值还在不断上

升冤遥因此袁语言模因野有毒冶的潜在宿主规模庞大遥 野王

者荣耀冶 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受到西方游戏文化的影

响袁对野toxicity冶一词用法产生共鸣袁形成情感认同袁这

意味着语言模因野有毒冶能够引起模因宿主的注意并

且能够迎合模因宿主的认知结构袁也就是语言模因成

功进入同化阶段遥

渊二冤记忆

早在语言模因野有毒冶的引申义开始流行前袁野有

毒冶就已经以字面义的形式存储在人们的记忆里遥 因

此袁当该语言模因以其引申义的形式重现时袁引起人

们注意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那些对人们而言较为陌生

的模因遥 此外袁游戏野王者荣耀冶的普及性以及火热程

度不仅提高了语言模因野有毒冶复制传播的可能性袁也

延长了该模因在宿主记忆中的停留时间袁为野表达冶阶

段创造条件遥

渊三冤表达

已经进入同化和记忆阶段的语言模因野有毒冶在

某些语境下得到刺激后渊即当模因宿主有使用该模因

的需求时冤模因宿主会以语言尧文本或肢体语言等方

式表达这个模因遥 比如袁当游戏玩家遇到差劲的队友

时会忍不住用野有毒冶来吐槽队友袁表达自己的不满袁

而此时被吐槽的队友也在无形中接受并储存了这个

语言模因遥

渊四冤传播

语言模因野有毒冶伴随野王者荣耀冶而生袁这个游戏

本身以及游戏玩家都是野有毒冶模因的传播载体遥 后来

这个模因在网络上流传开来的同时袁也衍生出其它的

词义袁可以应用于更为广泛的语境和交际中遥 该模因

符合模因宿主的认知结构袁成功地引起宿主的注意得

到宿主的理解袁并得到某些语境的触发袁使得宿主开

始复制尧传播这个模因袁让自己成功经历模因复制的

四个阶段遥

三尧语言模因野有毒冶的语用功能

语言模因的复制尧传播需要语境的触发[6]遥研究发

现袁语言模因野有毒冶为符合不同交际者不同的语用意

图袁在不同语境下被激活并赋予新的词义遥 下文将探

讨语言模因野有毒冶词义引申后的几种语用功能遥

渊一冤表示令人着迷尧上瘾

例渊1冤 三国机密有毒吧浴浴停不下来浴 渊新浪微博冤

叶三国机密曳 是唐人影视出品的三国题材古装电

视剧袁说话人用野三国机密有毒吧冶袁表达叶三国机密曳

这部电视剧让自己如同中毒般欲罢不能遥 假如没有

野停不下来冶作为此处的语境补充袁那么对野三国机密

有毒吧冶这句话还可以有更多的解读袁比如说话者可

能是在抱怨野三国机密冶电视剧剧情没有吸引力或是

相关演员演技拙劣等等遥

例渊2冤面包有毒袁都让我一个人来承受浴渊新浪微博冤

除以上话语袁该条博文还配有九张令人垂涎欲滴

的面包的图片袁野有毒冶和 野承受冶本会令人联想到坏

事件尧坏结果袁而此处这两个词似乎有点相互呼应的

韵味袁更加突出说话人对面包的痴迷之情遥 类似的例

子还有院

例渊3冤 泰国那个奶片有毒袁一直吃一直吃袁根本停

不下来浴浴 渊新浪微博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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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渊4冤 这个果冻有毒吧浴每次一吃可以连续吃 7-

8个浴 渊新浪微博冤

例渊5冤 印度料理有毒浴浴好吃到起飞浴 渊新浪微博冤

根据句子本身所提供的语境袁可以看出例渊3冤-例

渊5冤中的野有毒冶一词同样表达了说话人对某物如同中

毒一般迷恋尧上瘾遥 这类语境中袁野有毒冶往往是作褒义

词使用袁使用者用以强调自己对某物的喜爱之情遥

渊二冤表示十分具有感染力

例渊6冤 一个有毒的哈欠袁隔着屏幕看着都困了遥

渊新浪微博冤

该条博文还配有九张各式各样打哈欠的图袁分别

命名为野春天困冶野夏天困冶野秋冬也困冶野站着困冶野坐着

困冶野随时都困冶等等遥 图文结合袁博主表达自己被一系

列的哈欠图所感染袁不禁觉得一阵困倦疲乏之意遥

例渊7冤 孟哥真的有毒袁听完他唱的野沙漠骆驼冶我

被洗脑了遥 渊新浪微博冤

此处野洗脑冶解释了野有毒冶的意思袁表示某种东西

开始在脑海中不断循环重播袁展示了孟哥版野沙漠骆

驼冶强大的感染力遥

分析发现袁当语言模因野有毒冶表示野有感染力冶

时袁词义接近野洗脑冶袁往往是中性词袁使用者用以陈述

自己的行为尧想法或心情在潜意识中被某些具有感染

力的事物所感染的事实袁感情色彩没有作为褒义词使

用时强烈遥

渊三冤表示受损袁含不满尧抱怨尧贬损之意

例渊8冤百度云今天有毒吧袁整理文件重新命名袁要

不跟我说有非法字符袁 要不就是当前文件正在操作袁

要不干脆说我网络有问题噎噎渊新浪微博冤

例渊8冤中袁百度云出现故障袁给博主造成极大困

扰袁博主接连使用三个野要不噎冶强烈地表达自己的不

满袁句尾的省略号进一步传达了这种负面情感袁以此

说明今日的百度云有毒遥

例渊9冤武汉地铁有毒吧袁从下午三点就开始莫名

其妙地自动扣费浴 渊新浪微博冤

例渊9冤中说话人在没有乘坐地铁的情况下袁不断

收到乘坐武汉地铁而被扣费的消息袁说话人的利益无

故受损袁用野武汉地铁有毒冶来表达自己对武汉地铁乱

扣费现象的不满袁这种负面情感又因末尾的感叹号进

一步得到体现遥

例渊10冤 lxb是我见过最有毒的老师袁怎么能把课

上得这么无聊钥 渊新浪微博冤

例渊10冤中说话人因老师上课无聊而称老师为野最

有毒的老师冶袁抱怨老师的上课方式遥 可以推测该老师

上课的方式令说话人不甚满意袁导致说话人上课听不

进去袁说话人或觉自身获取知识的权益受损袁所以采

用野最有毒冶的说法来抒发自己的不满遥 这个例子中的

野有毒冶带强烈的消极的情感色彩袁这可以通过前半句

的野最冶字和后半句的野怎么能冶所引导的反问语气中

得出遥

语言模因野有毒冶除表示说话人自身利益因某些

原因直接受损之外袁还可以表示说话人认为某种情况

有害遥 例如院

例渊11冤 三环是有毒吧袁到处事故浴 渊新浪微博冤

难以从例渊11冤推断说话人的利益是否受损遥 可能

说话人是在电视上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袁得知野三环

到处事故冶的事实袁因此发表自己对三环路路况的看

法曰也有可能三环多处事故给当时正驾车在三环的说

话人造成交通不便袁因此说话人想表达自己的不满遥

当语言模因野有毒冶表示说话人自身利益因某些

原因直接受损或者说话人认为某种情况有害时袁词义

等同于野出问题冶野出故障冶袁为贬义词遥

渊四冤表示某种因果关系

野有毒冶在某些语境下可以表示某种说不清道不

明的因果关系袁这种关系中往往有着不好的结局或后

果遥 例如院

例渊12冤这个女孩有毒吧浴 参加一个综艺节目一个

演员去世了耀和她一起演剧的袁 也出事了噎噎这真是

什么体质袁专克男演员钥 渊新浪微博冤

根据这条博文的描述袁野有毒的女孩冶和两个男演

员的死亡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遥 这种因果关

系不明确尧不真实袁却又似真的存在遥 类似的例子还

有院

例渊13冤狗子嘴巴绝对有毒浴 我说我要走路回家袁

她非要送我上公交车袁说免得我一会儿又运动过量脑

壳痛浴 我本来觉得自己身体非常好浴 现在真的脑壳痛

了浴 渊新浪微博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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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渊13冤中袁野狗子冶是说话人对朋友的称呼遥 说话

人自觉身体健康袁却突然头痛袁与朋友的野预言冶似乎

不谋而合袁因此说话人戏称朋友的嘴巴有毒袁可以预

言不好的事情遥 而事实上袁引起说话人头痛的潜在原

因很多遥

野有毒冶还可以表示较明晰的因果关系遥 例如院

例渊14冤有毒的员工不仅仅在于他自己不好好工

作袁他像毒素一样毒害公司文化袁破坏规则袁影响其他

员工袁 就像铁锈一样会逐渐把其他好的部分给腐蚀

掉袁所以必须坚决处理袁有毒的干部更是害群之马不

能姑息纵容遥 渊新浪微博冤

例渊14冤中野有毒的员工冶和野有毒的干部冶指不积

极向上尧工作不努力尧不作为的员工或干部袁这里的

野有毒冶体现了明确的因果关系袁即有不好的员工或干

部将直接或间接给公司造成损失遥

语言模因野有毒冶表示某种因果关系时袁是作为原

始义的比喻义来使用的袁意为野毒害冶袁即表示某些人

或事物有毒的特质袁会毒害所涉及的人和事物袁造成

不好的后果袁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遥

渊五冤表示有悖人的认知和理解

例渊15冤沙雕新闻大盘点浴浴 哈哈哈袁有毒吧钥浴 渊新

浪微博冤

该网友整理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新闻袁 例如院野小

偷拖鞋入室行窃袁因脚太臭惊动屋主被抓冶曰野丈夫按妻

子遗愿每天给花浇水袁五年后发现花是塑料的冶曰野男子

考九次终于拿到驾照袁 第二天与朋友庆祝袁 酒驾被吊

销冶等等袁此类野有毒冶新闻有悖于人的认知和理解遥

这类语境中的野有毒冶词义类似于野怪异冶袁表示某

些现象十分的新奇古怪袁往往带有令人吃惊和疑惑的

戏剧感袁中性偏贬义遥

渊六冤表示幽默或调侃

例渊16冤 我有毒吧钥怎么天天食欲这么好钥太久没

吃基本餐了今天一吃觉得好好吃啊浴 吃到一半忍不住

拍照噎食堂真的需要我这种心宽体胖吃嘛嘛香不挑

毛病的学生浴 渊新浪微博冤

例渊16冤中袁说话人调侃自己野心宽体胖冶野吃嘛嘛

香冶尧食欲旺盛袁连食堂饭菜都觉得美味可口袁以此解

释说明自己野有毒冶袁幽默之意溢于言表袁喜感十足遥

例渊17冤 竟梦到有高人指点我解奥数题袁我有毒浴

渊新浪微博冤

此处可以猜测说话人最近可能在做奥数难题袁且

深为其扰袁甚至梦见有高人指点袁以野有毒冶调侃自己

对奥数题的执着遥

这类语境中袁野有毒冶意为野有问题冶野有毛病冶袁一

般用于表达说话人对自己的某些行为感到疑惑袁自我

质疑或自我调侃袁以起到某种幽默效果袁词义中性遥

以上分析显示袁 广大交际者在不同语境中触发

野有毒冶的模因潜势袁并赋予其不同的词义袁扩大该语

言模因的适用范围袁为模因的进一步传播创造条件袁

也证明了该语言模因不仅具有多产性特征还有强大

的复制能力遥 虽然语言模因野有毒冶在复制过程中并非

原原本本地复制它的原始义袁但是保留了跟野毒冶相关

的特点袁即保留了该模因的核心或精髓袁所以该模因

具备复制忠实性的特征遥 野有毒冶模因符合语言宿主的

心理趋势袁能够清楚地传达宿主的情感袁满足宿主表达

需求袁具备语言模因形成所需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遥

四尧结语

语言模因野有毒冶源于游戏野王者荣耀冶袁在内因和

外因的共同推动下得以复制和传播袁并在这个过程中

衍生出不同的词义袁具备多种语用功能遥 语言模因野有

毒冶是一个有着高语言经济性的词汇袁它表达精炼尧通

俗易懂袁具有实用性尧形象性尧修辞性特征袁容易被模

仿和套用袁适用于多种语境遥 反之袁要解读该词汇的引

申义只能回归具体语境袁不能脱离语境空谈野有毒冶遥

总之袁语言模因野有毒冶作为一个有着高语言经济性尧

多语境适用性尧强语境依赖性的词汇袁可以让语言使

用者以极其简练的方式在不同语境中进行交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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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调本指以单调相对的尧由两段或多段同时进

行尧相关但又有区别的声部组成的音乐遥 复调艺术本

是以巴赫作品为代表的一种音乐技术遥 在 1929年出

版的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曳中袁前苏联著名文艺

学家巴赫金提出了享誉中外的复调小说理论遥 他认

为袁如果过去的小说是一种受到作者统一意识支配的

独白小说袁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小说是一种野多

声部性冶的小说尧野全面对话冶的小说袁即复调小说遥 [1]至

此袁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蓬勃发展遥 而创作于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的山西作家李锐的叶无风之树曳正是对

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当代中国化尝试遥

一尧复调的叙事视角

如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钱中文教授在中

译本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曳前言中所言院野复调

小说的主旨不在于开展情节尧人物命运尧人物性格袁而

在于展现那些有着同等价值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

识遥 冶[1]复调作品中主人公们独立完整的思想以及爱思

考尧爱探索的意识在复调理论中都尤为重要遥 而在李

锐的叶无风之树曳中袁为了表现那些各自独立而又不相

融合的声音和意识袁他运用了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

称叙述两种叙事视角进行叙述遥

第一人称叙述虽然使得叙述者的叙事视角受到

了其角色身份的限制袁但能够更着重地描写出角色本

身的主观心理袁 因而复调小说创作大都以第一人称

野我冶的有限视角进行遥 小说叶无风之树曳也运用了大量

的不同的野我冶通过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来向读者

展示主人公们各自平等而又各自独立的自我意识遥

叶无风之树曳中有十二个袁甚至十三个野我冶袁野我冶们都

是独立完整的个体袁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袁也不受作

者的统一意识支配袁野我冶们的存在向读者们呈现出了

野我冶们对于自己周围现实的所思所想遥 自我意识成为

了小说主人公们自身反射的客体遥 如小说中袁富农分

子曹永福渊瘤拐拐老五冤之死袁通过对矮人坪中不同的

人对此事的不同反映描写袁每个人都成为了小说的主

人公遥 小说中袁野我冶要要要大狗渊矮人坪生产队队长曹天

柱的大儿子冤是最先发现拐爷不对劲的袁因为我与弟

弟二狗去偷拐爷家的豆子时袁 发现拐爷立在炕上袁头

上有根绳子袁喊他也不说话遥 对此年幼的野我冶与二狗

都是懵懂的袁野我们俩冶 都十分害怕袁 二狗都吓哭了袁

野我们冶不知道拐爷为什么要站在炕上不动也不说话遥

随后袁小说又针对这一事件从野我冶要要要曹永福渊死者冤

的立场进行了叙述袁野我冶野千小心万小心就怕吓着别

人袁到底还是吓着那两个孩子啦冶[2]遥 因而野我冶渊拐老

五冤的内心是内疚的袁同时野我冶也为自己的将死感到

伤感袁始终惦记着二黑渊野我冶养了大半辈子的爱驴冤遥

之后是野我冶要要要刘长胜渊公社刘主任冤的独白袁野我冶一

略论李锐叶无风之树曳的复调叙事艺术

邓春霞

渊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袁 湖南 长沙 410006冤

摘 要院复调小说是前苏联学者M窑巴赫金为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而创设的概念遥 19世纪 50年代

中期至 70年代末袁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在苏联多次再版袁随后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袁我国学界同样也掀起了复调小说

热遥创作于 1994年的叶无风之树曳正是从叙事视角尧结构布局以及叙述语言等多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复调的多声部性的世界遥

关键词院无风之树曰李锐曰复调艺术曰巴赫金

中图分类号院B244.7 文献标识码院 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01原园097原园4

收稿日期院2020-04-18

作者简介院邓春霞渊1997原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文艺学研究遥

第 40卷 第 1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40 晕燥援1

圆园21年 1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Jan援 圆园21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年第 1期

边骂他野曹永福袁噎噎还嫌矮人坪阶级斗争不复杂钥 冶袁[2]

一边抡起斧头把他解下来遥 当曹永福倒在我的怀里的

时候袁野我冶渊刘长胜冤联想到了抗战时期王政委之死袁

他当时也是倒在我的怀里的遥 但几十年过去了袁野我冶

的心境也变了袁现在的野我冶更多的是从当前的立场考

虑袁因而对于曹永福的死袁野我冶是不屑的袁甚至觉得拐

老五是畏罪自杀袁使得矮人坪的阶级斗争复杂化遥

此外袁小说中还有众多的野我冶要要要丑娃爸渊村

民冤尧暖玉渊寡妇袁与矮人坪所有男人关系复杂冤尧曹天

柱渊生产队长冤尧丑娃渊村民冤尧糊米渊村民袁天柱的对

头冤尧李传灯渊做棺材的冤尧二牛渊传灯爷徒弟冤甚至是曹

永福的鬼魂等遥 野我们冶都分别因为曹永福之死前后出

现并且站在各自的视角上对此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遥

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袁 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

上是什么袁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

自己心目中是什么遥 冶[1]复调小说强调的是小说主人公

们对自己和世界的最终看法袁因而在叶无风之树曳中袁

拥有众多个野我冶袁并且对于每一个野我冶的性格以及背

景袁小说都并未做半点介绍袁它需要读者自行推理袁揭

开每一个野我冶的谜底遥 为野我冶发声袁展现野我冶的自我

意识袁复调小说的这一特征在叶无风之树曳中得到了极

大的呈现遥

为了更好地表现出主人公们各自独立甚至对立

的价值观袁除第一人称叙事外袁叶无风之树曳中第三人

称视角也偶有运用遥 野现代的第三人称叙述作品有一

类不同于耶全知全能爷式叙述的变体袁作者放弃了第三

人称可以无所不在的自由袁实际上退缩到了一个固定

的焦点上遥 冶[3]创作于当代的叶无风之树曳中的第三人称

叙述并不是传统的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袁其叙述的

焦点始终是落在烈士子弟苦根儿渊赵卫国冤的身上的遥

除了苦根儿的所见尧所为和所说之外袁小说主要着重

描写的是他的心理活动袁包括苦根儿下乡前与县委陈

书记的谈话尧他成为烈士遗孤的原因以及他留在矮人

坪挖沟的内心独白等袁其他人物都是作为同苦根儿有

关的环境中的人物出现的遥 叶无风之树曳中袁作者对第

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进行了融合袁使得作品更

加全面地呈现出了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遥

二尧复调的结构布局

小说的结构布局是存在于文本之间的故事情节尧

人物行动以及人物关系的根本描述单位遥 虽然复调小

说不重在展现故事情节袁 但作为小说的主要元素袁它

始终有着鲜明的艺术特征遥 正如捷克作家米兰窑昆德

拉在其文论叶关于结构艺术的对话曳中所言院野小说中

的对位的必要条件是院第一袁各个不同的耶线索爷平等曰

第二尧整体的不可分割遥 噎噎复调在小说中与其说是

技巧性的袁不如说是富有诗意的遥 冶[4]复调小说在结构

上呈现出了更多的不同的声音袁它们被完整地结合在

一起却又保持着各自的相对独立性遥

小说叶无风之树曳的文本内部同样存在着众多不

同但又平等的野线索冶袁它们共同组成了文本内部的复

调遥 叶无风之树曳中有多少个野我冶袁就有多少条野线索冶袁

这些野线索冶既相互平行又共同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

的整体遥小说的第一条野线索冶是苦根儿袁前后出现了 5

次袁依次在第一尧十尧十六尧三十四和四十七章袁由野我冶

目送刘主任下沟尧看刘主任配眼镜尧煤油灯下看毛主

席像尧与丑娃对话以及深夜给拐叔守灵等共同书写了

赵卫国成为烈士孤儿前后的故事遥 赵卫国的世界是向

毛主席尧向党尧向革命事业以及他笔下的英雄人物赵

英杰看齐的袁他是活在日记中的英雄遥 第二条野线索冶

是关于拐老五的袁文中共叙述了 7次袁分别出现在小

说的第二尧八尧十三尧十七尧二十尧二十三尧四十六章袁由

刘主任找野我冶谈话尧喂大黑二黑们尧窑洞给刘主任倒

水尧开完会后坐夜路回家尧被苦根儿逼问与暖玉的关

系尧上吊前的所思所想以及成为鬼魂后与二黑的独白

等共同刻画出了曹永福虽然身为瘤拐却为人善良的

形象袁他的内心世界是柔和的尧温悯的袁以爱驴二黑为

主的遥 小说的第三条野线索冶是暖玉袁文中也叙述了 7

次袁分别出现在小说中的第三尧五尧七尧十一尧二十七尧

四十八和六十一章袁由二弟吃面撑死尧女儿小翠的死尧

刘主任嘿嘿的笑尧 矮人坪的男人们都骨碌骨碌的看

野我冶以及给逝去的拐叔做衣裳等袁它们共同描绘出了

秦暖玉成了寡妇后以及成为矮人坪共妻后的生活遥 不

管是当初留在矮人坪还是拐叔去世后她的离开袁暖玉

始终是有着自己的自我意识的袁一切皆有着其独特的

人生价值袁皆是其世界观的折射遥 除了与苦根儿尧拐叔

和秦暖玉有关的三条野线索冶外袁叶无风之树曳中还存在

着其他的野线索冶遥 如刘主任尧大狗尧天柱尧糊米尧传灯

爷尧二牛等袁文中分别描写了六次尧九次尧九次尧四次尧

两次和三次袁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出发袁孕育出了一个

又一个不同的声音袁蕴藏着一种又一种不同的思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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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各自独立的野线索冶野保持着远近不同的距

离冶[5]袁却又互相穿插袁他们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袁共同构

成了叶无风之树曳这个野多声部小说冶的集体遥 的确袁尽

管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不相同的野线索冶袁但野眼前的

耶阶级斗争爷的残杀袁过去的战争屠杀袁贫困袁劳苦袁死

亡袁人的麻木尧隔膜尧无法沟通袁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互

剥夺袁善与恶的相互纠缠冶等[2]袁始终充斥其中袁他们共

同构成了叶无风之树曳这个六十三章的故事袁这个由作

家李锐的短篇小说叶送葬曳改编而成的故事袁它们共同

汇聚成了野矮人坪的矮人们无法逃避的苦难冶遥 [2]

野文本外部或文本之间的复调效果袁又被视为一

种耶互文性爷的表现袁它是指一个文本对其他文本的引

用尧融入尧指涉遥 冶[6]互文性也是复调小说的一个重要特

征袁正是这些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构成了小说的多声部

性和复调性遥 在叶无风之树曳中袁这一特征同样得到了

体现遥 如小说三十九章袁野我冶要要要刘主任袁回公社前与

苦根儿的对话袁野我冶渊刘主任冤把空白的介绍信递给他

渊苦根儿冤对应的正是小说的第一章袁野我冶要要要烈士子

弟赵卫国渊苦根儿冤袁目送刘主任下沟十五里袁想着刘

主任得摸黑赶路了袁 紧紧地捏住了刘主任离开前给

野我冶的那几张叠起来的纸渊介绍信冤并且回想起了刘

主任离开时的言语遥 又如小说四十九章袁野我冶要要要曹

天柱袁在暖玉家喝兰子渊奶羊冤的奶时袁梦见野我冶七岁

时暖玉和兰子在一块儿袁随之回忆起野我冶渊天柱冤七岁

那年日本人来村里时的场景袁这对应的正是小说的第

十二章袁野我冶要要要天柱袁因为天气炎热袁渴了袁回忆起

了野我冶七岁时的那年也是因为渴了袁所以拉过奶羊

来袁那年矮人坪的女人们都被糟蹋了的事情遥

此外袁小说中还存在着众多的互文袁如第二章与

第十三章袁野我冶渊曹永福冤成为富农分子是因为野我冶留

下来帮哥哥一家守地曰第五章与第四十八章袁小翠死

后袁野我冶渊暖玉冤给二弟尧小翠送了三天饭袁拐叔一直守

护着野我冶曰第七章与第十章袁苦根儿因为暖玉的调戏

脸红曰噎噎文本与文本之间互相交错尧互相渗透尧互相

补充袁时间与空间的对立与统一袁复调的叶无风之树曳

由此而生遥

三尧复调的叙述语言

野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列袁从这个

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义遥 冶 [7]文学语言是文学创作的常

规层面袁小说语言的运用也存在着无限的表达方式遥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袁其运用的语言类型是对话袁

因而对话成为了巴赫金创设的复调理论中语言世界的

中心袁并且它被分为了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遥

大型对话是指小说整体之间潜在的对话性袁它主

要表现为 野人类生活和人类思想本身的对话关系冶[8]遥

因而在叶无风之树曳中袁它主要通过主人公们同别人尧

同第三者说话来渗透其自我价值遥 叶无风之树曳中袁其

大型对话是遍布全文的袁有些是用的间接引语袁有的

是用的直接引语遥 直接引语的部分较少袁主要集中在

小说第十尧十六尧三十四和第四十七章袁都是围绕苦根

儿的野线索冶进行的袁包括苦根儿与矮人坪矮人们的对

话尧与刘主任的对话尧与寡妇暖玉的对话以及读毛泽

东语录产生的对话等袁它们共同组成了作者给苦根儿

塑造的形象袁 作者对于苦根儿式的人物是不满的袁深

冷透骨的悲凉渗透在苦根儿的故事中遥 至于间接引语

的大型对话袁叶无风之树曳则有着太多太多遥 如以生产

队队长曹天柱为主体的袁包括天柱与大狗尧与拐叔尧与

暖玉尧与刘主任尧与苦根儿尧与糊米尧与铁成渊矮人坪村

民冤尧与二黑等的对话曰以天柱儿子大狗为主体的袁包

括大狗与大弟弟二狗尧与自己的傻哑母亲尧与父亲天

柱尧与死去的拐爷尧与传灯爷尧与小卖部老板大黄牙等

的对话曰以暖玉为主体的袁包括暖玉与自己爹娘尧与二

弟虎牛儿尧与短命鬼丈夫尧与死去的女儿翠儿尧与拐

叔尧与天柱尧与刘主任尧与苦根儿尧与丑娃家的等的对

话曰噎噎无数的话语共同构成了叶无风之树曳中大型对

话遥

微型对话是主人公们内心的对话遥 尽管叶无风之

树曳对大型对话进行了大量的运用袁但诚如小说的作

者李锐在叶无风之树曳的结语中所言袁小说的写作是借

鉴了福克纳的野约克纳帕塔法冶的遥 福克纳是美国意识

流小说代表人物袁因而李锐的叶无风之树曳不管是第一

人称叙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袁 不管是文中的哪个

野我冶袁 都是带有明显意识流倾向的袁 外界的所见尧所

为袁所有都成为了塑造主人公们内心世界的绝对动

因袁从而使得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心理描写袁微型对

话才是叶无风之树曳对话的重心遥 如小说第一章袁目送

刘主任下沟从而使苦根儿的意识跳跃到了刘主任离

开前的对话袁跳跃到了暖玉袁跳跃到了头顶的他看了

六年的乌鸦袁跳跃到了他当年上小学尧上中学的地方尧

父亲去世的地方袁跳跃到了他笔下的赵英杰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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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对话体有助于层层剥笋式地展示精微深奥的思

想袁展示这些思想的诸多方面袁噎噎富于引导性启发

性袁帮助读者养成辩证地思维的习惯遥 冶[9]叶无风之树曳

中的大型对话与微型对话共同引导着读者进行辩证

思考遥 因此袁在小说中袁每一个发声者的名字尧他渊她冤

的人物性格尧他渊她冤的人物背景以及小说人物之间的

关系都需要读者对前后文的理解以及对小说的理解

融会中推理得出遥 如小说第一章袁一开始并不知道文

章开头的野他冶究竟是谁遥但通过下文野他冶回忆起与刘

主任的对话以及他内心的独白我们得知院野他冶就是这

一章中的野我冶袁就是苦根儿袁就是党的儿子袁就是烈士

的孤儿袁就是赵卫国遥但在这一章中袁作者始终给我们

埋下了众多的伏笔袁刘主任是谁钥 他为什么要给我几

张空白的介绍信钥 野我冶要要要苦根儿为什么叫苦根儿钥

为什么成为了烈士的孤儿钥 暖玉又是谁钥 野我冶为什么

不愿意娶她钥 刘主任与暖玉是什么复杂关系钥 野我冶在

那碰见的那位作家是谁钥 为什么 野才下定了决心钥 冶

噎噎这些问题袁作者都未作丁点解答遥

小说对话在段落与段落之间尧章节与章节之间环环

相扣袁它们使得读者层层深入袁去伪存真遥 大型对话与微

型对话共同构成了叶无风之树曳中的复调语言艺术遥

四尧结语

野我的不满是看见我们的耶先锋爷们袁很快的把形

式和方法的变化技术化了袁甚至到最后只剩下技术化

的实弄和操作遥 冶[2]尽管我们可以从复调理论艺术的多

个角度对李锐的叶无风之树曳进行解读袁但他的叶无风

之树曳始终都不是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简单复

制遥 野每一代人都得重新翻译和重新解释外国名著袁以

自己的方式再现它们原有的自然面貌遥 冶[10]诚然袁作家

李锐的视野是向国际化的袁他的叶无风之树曳是披着复

调外衣的尧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故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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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toevsky's novels. From the mid-1850s to the end of the 1870s, Bakhtin's polyphonic novel theory was repeatedly republish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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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in 1994, constructs a polyphonic, multi-vocal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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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袁 教育部对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尧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做出部署袁要求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必须坚持野以本为本冶袁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袁为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

支持[1]遥各地应用型本科高校顺势而为袁回归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本职袁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遥 师资队伍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影响因素袁建

设一支既具有理论教学能力袁又具备实践教学指导能

力的应用型师资队伍则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的前

提和基础遥

一尧应用型教师野双能力冶的内涵及意义

应用型本科高校是在教育部叶关于引导部分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曳的号召下转

型建设的袁以培养高水平应用型尧复合型尧创新型人才

为目标袁满足社会对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2]遥师资队伍

是高校开展人才培养的主体袁教师的能力直接影响人

才培养水平遥 应用型教师具有野双能力冶是指应用型本

科高校中的应用型教师既具备完成理论知识教学工

作的课程教学能力袁同时也具备指导学生开展实践工

作的实践教学指导能力遥 课程教学主要是在课堂教学

中对理论知识尧经验方法等袁通过语言文字尧图片影像

等媒介开展讲解袁让学生通过记忆和理解转换为个人

知识曰而实践教学指导更注重身体力行的操作袁教师

需要带领学生在实体设备上袁通过具体操作袁让学生

学会操作技能袁是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的具体动作行

为遥 课程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指导能力袁它们既相对

独立袁又能互相促进遥

通过提升应用型教师野双能力冶袁切实提高教师课

程教学能力和实践指导能力袁发挥教师在人才培养中

的主导作用袁提升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水平曰建设一

支具备野双能力冶的应用型教师队伍袁提升教师参与社

会服务水平袁通过与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开展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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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技术攻关袁提升高校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曰通过

提升应用型教师野双能力冶建设袁完善学校应用型教师

培养体系和教师评价体系袁为应用型教师发展提供更

多的机会袁满足教师多样化特色发展需要遥 提升应用

型教师野双能力冶有利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袁提

升学校服务社会能力袁同时促进教师个人发展袁推动

学校教师评价系统改革遥

目前袁企业缺乏具备扎实理论基层的高级技能人

员袁而一些高校毕业生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改革创新方

面衔接不够袁 难以快速胜任行业一线的实践工作袁造

成毕业生找工作难袁企业招聘员工也难的野双难冶局

面遥 因此袁号召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袁就是

推动野向应用型转型发展冶的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转

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袁转到产教融合尧校企

合作上来袁 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袁转

到增强学生创新就业能力上来袁提高应用型高校人才

培养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匹配度袁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3]遥

二尧应用型本科高校提升教师野双能力冶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发展是从 2015年开

始的袁还处于探索阶段袁多数地方本科高校是从专科

升格而来袁为了达到教育部对高校本科合格评估的要

求袁各高校在教师的野选尧育尧评冶方面袁更注重教师学

历尧学术能力的培养和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袁对教

学水平和实践指导能力的关注的不够袁缺乏对应用型

高校的独有的评价体系袁与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

相悖离遥 目前袁应用型本科高校应用型师资的野双能

力冶提升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应用型教师招聘选录

针对性不强尧教师培育力度不够尧教师评价体系不适

用三个方面遥

渊一冤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选录针对性不强

首先袁教师招聘的准入条件缺乏野双能力冶的要

求遥 目前袁高校招聘教师首先看应聘者的学历和科研

成果袁缺乏对教学能力尧实践能力考核遥 教师招聘主要

通过审查学历材料和学术成果袁进行面试考核遥 这种

形式很难对应用型教师的野双能力冶进行全面考核袁应

用型教师准入考核的针对性不强遥 我国高学历人才大

多数是研究型高校培养的袁他们在学习期间袁更注重

科学研究袁毕业要求也是科研成果袁对毕业生的教学

能力尧实践能力不做具体要求遥 随着国家对高校硕士

点申报的开放袁 各高校对博士人才都开出了优厚待

遇袁相对地方本科高校引进博士人才难度更大袁因此袁

各地方本科高校对博士人才引进开辟野绿色通道冶袁对

博士人才入职考核流于形式遥

其次袁用人方式不够灵活遥 公办学校教师是采取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编制管理袁人员招聘需要报主管部

门审批袁招聘对象主要为高学历人才袁对一些具有野双

能力冶 但学历较低的优秀人才的招聘存在较多困难遥

虽然也在积极尝试聘用编外人员袁但在待遇上与编制

内教师差距较大袁难以吸引优秀人才遥

渊二冤应用型教师培养的力度不够

目前袁教师培养的形式单一袁重理论尧轻实践遥 高

校师资培养的方式以到学术型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

学历提升尧学术交流尧科研能力提升为主袁主要致力于

学历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尧学科知识更新和教学方法的

改进袁是培养科学研究能力袁实践性不强遥 有些高校有

开展校企合作的教师培养方式袁但是由于缺乏资源资

助和相应的激励措施袁教师到行业一线培训的成果不

多袁培训成效不显著遥 此外袁应用型教师能力培养的平

台不多遥 各高校都有积极开展校企联合培养袁教学能

力提升等专项培训袁但由于针对性不强尧结合度不高袁

培养效果不佳袁没有形成长效机制袁教师培养成效一

般袁 也没有积极去拓展培养渠道和开发培养平台袁导

致目前教师培养渠道单一袁培养的平台不多遥

学校对应用型教师野双能力冶培养不重视袁虽然有

教学督导尧教师评价机制袁但教学效果尧实践教学水平

与个人发展及切身利益关系不大袁 缺乏相关奖惩机

制遥 一些教师将主要精力放在与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

学术研究袁有些教师对教学应付了事袁学校对教师在

教学工作的投入缺乏监管袁对教师野双能力冶关注度不

够袁导致教师对野双能力冶提升不重视遥

对新入职教师野双能力冶的培养力度不够遥 一些老

师是从研究型高校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任教袁缺乏专

业的师范基本功的训练袁对教学理念尧教学技巧了解

不多袁教学能力的培训不够系统袁在开展教学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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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捉襟见肘袁有些教师因此自信心受到打击袁对教

师今后发展带来心理压力遥 而地方本科高校新进教师

一般都是经过简单的岗前培训后袁 直接担任课程讲

师袁虽然有些学校有开展野青年教师导师制冶袁但也只

是进行课前指导或随堂观摩袁对教师野双能力冶的指导

和提升作用有限遥

渊三冤教师评价体系不健全

目前的教师评价体系大多是量化的指标袁缺少过

程评价指标袁主要是奖惩性指标袁缺乏激励性袁很多是

野一刀切冶的评价标准袁忽视教师个性和专业发展遥 教

师评价体系主要服务于学校领导者的管理和控制袁缺

少发展性评价指标袁评价结果缺乏反馈袁对教师的促

进作用不明显遥 目前的评价机制是以野科研为重冶袁对

教师的野双能力冶评价缺乏手段袁资源分配尧评优评先尧

奖励资助的评价标准都倾向科研成果袁对提升应用型

教师野双能力冶带来反向激励遥

教师评价标准不适应应用型高校遥 现行的评价体

系是模仿研究型高校的教师评价体系袁主要是对教师

科研成果进行衡量袁有利于野科研型冶教师袁虽然近些

年有提出野教学型教授冶野实践型教授冶袁但目前都缺少

一个可复制的标准袁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遥 虽然都在口

号上需要野双师双能型冶教师袁要注重教学效果袁注重

教师的实践指导能力袁但在评价制度尧激励机制方面

却很少有具体的标准遥

评价结果尧改进意见缺乏反馈和指导遥 教师评价

结果产生后袁应用到学校的各类奖励尧职称评聘中袁教

师只知道评价获得的分数和等级袁对自己在评价中存

在哪些优势或不足袁今后改进方向并没有得到任何反

馈信息袁缺乏有效的建议和帮扶袁对教师的积极性有

时候是一种打击[4]遥

三尧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野双能力冶提升的

对策

渊一冤增强引进人才的针对性袁注重对教师野双能

力冶的考核

增强教师选录标准的针对性遥 在教师选录时袁注

重对野双能力冶考核袁让应聘者实地开展课堂教学和实

践教学袁综合学生评价尧同行评价尧专家评委的意见袁

多维度考核袁增强引进人才针对性遥 积极探索从行业

一线招聘具备野双能力冶的人才遥 高校可以针对应用型

专业特点袁在工科类专业人才引进时袁引进一定比例

的实践指导能力强的人才袁 放宽对他们的学历要求袁

遴选一批技术扎实的技能人才袁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操

作遥同时袁通过进修和团队培养袁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袁

切实提高工科专业教师队伍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遥

提前做好引进人才的野双能力冶培养遥 借鉴野订单

式冶人才培养的优势袁拓宽招聘渠道的广度和深度袁主

动提前与相关高校联系袁与拟招聘对象提前达成协

议袁让新进教师提前做好相应知识和技能储备袁有利

于新进教师在进入岗位后袁更快进入教师角色遥

高校已经基本拥有人才引进的自主权遥 因此袁在

人才招聘中袁要打破编制管理的局限袁发挥兼职教师

的优势袁灵活聘请兼职教师袁选聘企业精英尧退休人

员袁与本校专业教师开展教学和实践指导袁弥补本校

教师不足遥

渊二冤丰富教师培养形式袁搭建有利于野双能力冶提

升的培养平台

激发教师个体主动成长潜力袁构建教师团队发展

共同体遥 通过营造主动成长的氛围袁激发内生动力袁发

挥教师潜能袁激励教师主动成长袁让教师自己设定目

标袁团队协同发展和互相促进袁鼓励教师主动融入学

科专业建设袁将个人发展与团队成长尧学科建设尧学校

发展融合起来袁激发教师的主人翁意识遥 激发教师团

队协助意识袁形成制度激励尧同事鼓励尧同行竞争的良

好氛围袁促进教师团队互帮互进的袁激发教师潜能袁共

同成长遥

积极搭建校内应用型人才培养平台遥 积极发挥教

学团队育人作用袁 教学团队作为专业性强的学习组

织袁具有独特的传帮带作用袁有利于形成互相促进尧共

同发展的良好氛围遥 发挥新老教师之间的野导师制冶遥

优选经验丰富的资深教师作为导师袁让新教师作为老

教师的助教袁参与导师的各项教学和科研活动袁导师

作为新教师成长的第一负责人袁野手把手冶带领新教师

成长袁确保新教师具备课堂教学实践能力遥

整合资源袁拓展校外平台遥 发挥校企协同尧定向引

进和培养尧合作平台渊产业学院冤的实践育人作用袁依

托野校地企合作冶袁积极开展校企互聘互派尧借助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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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尧发挥学校实训平台与地方产业深度融合袁与企

业开展野互聘互派冶联合开展产品研发尧技术集成和实

践教学袁促进双方教师职工共同成长遥 [5]进一步探索学

校与行业一线工程师开展野互聘互派冶袁校内教师与行

业一线工程师联合开展教学袁全面提升师生专业实践

操作课程与行业的野接轨度冶袁教师和一线工程师也在

联合教学中都得到提升袁互相促进遥

渊三冤完善教师评价体系袁重视教师能力提升

教师评价体系是引导教师发展的指挥棒袁评价标

准科学与否袁直接影响高校教师队伍发展袁对激发教

师潜力袁构建学校特色具有重要导向作用遥 因此袁要根

据学校发展重点袁适时设置引导条件袁鼓励教师将个

人发展与学校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袁 菜单式的评价体

系袁发挥教师个性特征遥要针对不同专业类型尧工作侧

重点袁分层分类设置评价指标体系遥 可分别在教学尧科

研尧实践等方面分类设置评价标准袁鼓励教师发展专

长袁在完成高校教师基本职责的基础上袁依据个人特

长尧兴趣爱好等袁在教学尧科研或者实践技术集成等方

面树立个人专长领域袁成长为某方面的专家遥

重视教师的综合发展袁注重构建评价体系中的发

展性指标遥 学校在激励教师在提升个人能力的同时袁

鼓励将个人发展融入学校特色发展中袁与学校发展密

切联系起来遥 要让教师共享学校发展成果袁评价体系

应注重激发内生动力袁注意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遥 评

价标准密切联系学校实际袁 要体现延续性和成长性遥

评价指标内容要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袁要有权威性和

时代特征袁又要体现延续性和发展性袁持续为教师发

展指明方向遥要及时将新动态尧新趋势纳入评价体系袁

鼓励教师在成长中取得先机遥

积极探索野多维一体冶的评价体系袁拓展评价维

度袁综合学生尧教师尧同行尧同事尧专家等综合意见袁依

据学校发展特色袁 设置不同权重, 对教师进行综合评

价遥 多维一体的评价体系注重教师专业特性和个人特

征袁有利于帮助教师不断自我完善和自我成长[6]遥制定

野菜单式冶评价标准袁要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教师分类

和评价制度遥 评价标准既适应学校发展需求袁也针对

教师综合素质提升袁教师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和专业特

点袁并根据教师个人成长需求袁选择相应的评价内容

作为对自己的评价标准[7]遥 例如院当教师处于成长初

期袁可以选择有助于督促个人成长的标准曰当教师处

于成熟期袁则可以选择挑战性指标袁挖掘个人潜力曰当

教师处于困难期或者职业末期袁则可以选择个人擅长

的指标袁平稳过渡遥 避免过去的野一刀切冶式的评价标

准袁其不利于教师个性发展袁也难以适应教师不同成

长阶段的不同需求遥

四尧结语

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是高校发展的基础遥 不同时期

对高校及教师提出不同的要求袁只有适应社会发展需

求袁才能不断发展遥 提升高校教师野双能力冶要从严格

把好进口关开始袁选拔知识扎实尧综合素质较高的人

才加入教师队伍曰要针对不同学科专业特点袁不断拓

宽教师能力培养的渠道袁积极搭建有利于教师野双能

力冶提升的培养平台袁帮助教师适应人才培养需求袁促

进教师个人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的提升遥 要建全完善

教师评价体系袁建立多位一体的野菜单式冶评价标准袁

发挥教师个人特长袁适应不同成长阶段的教师成长需

求遥

本文主要是针对目前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进行研究袁提出的对策也是针对现阶段的问

题袁随着高校的发展和改革的推进袁各应用型本科高

校都在整合资源优势袁扬长避短袁发挥自己的特色袁以

寻求特色发展之路袁 各高校在面对教师队伍建设中袁

要因地制宜袁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袁不断完善教师队

伍的能力培养和评价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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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mproving the 野Dual Ability冶 of

the Teachers i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GUAN Minhua

(Personnel Department,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human resources in the current society,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 exploration in the training of application-oriented human resources and design new requiremen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爷 ability.

Fac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team i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the paper uncovers that extrac鄄

tion mechanism, teacher training and teacher evaluation system are key factors to improve teachers爷 dual ability i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The paper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野selection, breeding, evaluation冶 through enhancing the teacher

selection mechanism and actively building the teacher growth platform, explor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s and other mea鄄

surements,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to enhance the teachers爷 dual abilit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pplication-oriented personnel training.

Key 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dual capability improvement;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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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野军事理论冶课是从 2003年开始在全国

开设的必修课袁2006年使用了统一的教学大纲遥 2019

年 1月袁教育部尧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制订了叶普

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曳渊以下简称 叶大纲曳冤袁强

调指出院野军事课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的必修课程冶袁

而野军事课由叶军事理论曳叶军事技能曳两部分组成冶[1]袁

其中叶军事理论曳部分教学时数 36学时袁记 2学分遥 该

课可由各普通学校自行制订教学计划尧考核方式等统

一管理方式袁通常运用网络化教学手段尧在多媒体教

室进行大班上课遥 为贯彻落实好新叶大纲曳中野坚持课

堂教学和教师面授在军事课教学中的主渠道作用冶等

系列精神袁笔者以集美大学为例袁以案例教学为主线

索袁紧贴实际尧宣传红色尧突出区位袁把从事该课程教

学工作十几年来形成的尧个性化教学方法与效果的特

色路径概述如下袁希冀得到同行与专家批评指正遥

一尧联系国内外的军事实际袁以神舟载人

飞船为主例

笔者非常重视每一班级的第一次课袁主要是向学

生介绍课程教学目的尧进度安排尧考勤考核事项袁对学

生强调注重平时积累袁重在过程曰每堂课都坚持理论

联系实际袁兼顾教材课件既有的野规定动作冶与自己补

充的野自选动作冶袁与时俱新补充信息遥 联系的实际有

最近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和野两会冶文件精神袁习近平

有关国防与军队建设渊强军思想冤的讲话精神曰有新近

发生的局部战争或危机事件袁如叙利亚战争尧也门危

机尧朝核危机等袁也有较早的战争事件袁如 1999年的

北约事件尧2001 年的野911冶事件尧2003 年的伊拉克战

争尧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等曰 有与日本在东海大陆架

和钓鱼岛群岛的争端袁 与菲律宾的黄岩岛争端等袁其

中东海与南海问题都是重点联系并阐述的遥

在讲叶军事航天技术曳一章时渊文中指定教材是

野军事理论与训练教程冶[2]冤袁解读了载人航天器包括载

人飞船等三项袁 简要回顾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

程袁补充板书了神舟五号至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的发

射时间尧 航天员名单袁 包括院 神舟五号要2003年 10

月要杨利伟曰神舟六号要2005年 10月要费俊龙尧聂海

胜曰神舟七号要2008 年 9 月要翟志刚尧刘伯明尧景海

鹏曰 神舟八号要2011年 11月曰 神舟九号要2012年 6

月要景海鹏尧刘旺尧刘洋曰神舟十号要2013年 6月要聂

海胜尧张晓光尧王亚平曰神舟十一号要2016年 10月至

11月要景海鹏尧陈冬遥还依据具体课时分配情况袁选择

口述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尧 嫦娥一号和嫦娥二号尧北

高校野军事理论冶教学的特色路径探讨

林德时

渊集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福建 厦门 361021冤

摘 要院野军事理论冶是全国普通高校学生的必修课袁为总结该课程教学的路径以提高其教学质量袁文章采用个案

分析法袁归纳了作者在长期教学中富有特色的路径袁集中体现在课堂讲授尧运用网络尧统一管理的基本途径袁紧贴实际尧宣

传红色尧突出区位这些凸现个性化教学的基本特点袁提出了优化对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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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卫星导航系统尧载人航天精神等概况曰对载人飞船

的发射情况作简要回顾补充说明渊包括 2003 年首次

载人飞船成功与 2008年首次出舱行走袁 都是世界上

第三个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冤遥

笔者通过展示收集的报纸尧图片和笔记袁或者播

放自己观看直播发射时拍录的视频袁把自己所见所闻

所感与学生分享遥 其主要教学目的在于院一是它传递

适量的军事航天信息给学生袁快速填补了学生在军事

航天的部分知识空白曰二是它让学生认识到我国发展

航天事业的重大意义袁既可以促进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的

实施袁 又能确保国家的国防安全和增强综合国力曰三

是它提升了学生对我国航天科技取得成就的自豪感

与自信心袁使学生明白院只有实现航天事业的发展袁才

能使国家建设具有稳固的尧 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袁

相信我国正逐步迈向航天强国尧加速实现航天梦遥

二尧综合运用视频教具手段袁用好已有红

色教育资源

笔者在每个班上第一堂课时袁播放学生军训阶段

的视频照片袁主要是军训结束时的校阅式渊片段冤袁学

生都很兴奋和认同袁增强了对高校开展军训和开设军

事理论课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曰重新提振学生的精神

风貌尧集体主义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遥 课堂上适时展

示经过多年收集整理的课外辅导材料袁拓宽了学生的

知识面袁增加了信息量遥 当学生看到视频中的关键或

精彩节点时渊有的视频内容是不可复制的冤袁会引起学

生的共鸣袁伴有赞叹声尧鼓掌声袁活跃了课堂气氛袁拉

近了师生间的心理距离遥 在上课播放课件中袁偶尔穿

插几声爆炸声轰隆声袁能调动学生的注意力袁并且幽

默地说袁这是野军理课冶的专利浴 特别是军事科技篇的

视频袁能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袁增强了

学生对军事科技的感性认识和对该课的学习兴趣袁大

大优化了野军事理论冶课程的教学效果遥

红色资源不仅是充实课堂内容的有效途径, 能提

升教学感染力袁 而且具有丰富的教育内涵和育人价

值遥 笔者在讲解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过程冶时袁提

及自己曾三次野重走长征路冶野续走长征路冶野再走长征

路冶袁参观考察过福建省古田会议会址袁江西省的野红

色首都冶瑞金尧野英雄城冶南昌尧野革命的摇篮冶井冈山袁

伟人的故居湖南韶山与四川广安袁贵州省的遵义会议

会址袁 国民党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三处监狱

渊即贵州省的息烽集中营尧桐梓集中营尧重庆市的渣滓

洞冤袁四川省的泸定桥尧夹金山与四姑娘山渊红军经过

的雪山冤尧小金县的达维渊长征时红一方面和红四方面

军的会师地冤尧松潘草地袁陕北的革命圣地延安尧南泥

湾袁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及北京等处遥 这些基本上都

是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袁或者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

路要要要农村包围城市尧 武装夺取城市政权道路 渊从

1927年开始到 1949年完成冤的重要节点遥

通过介绍自己的野红色之旅冶和切身感受袁主要期

待达到院 一是发挥红色资源教学的特殊育人功能袁讲

好中国故事袁加深学生对毛泽东同志及老一辈革命家

的感性认识袁使学生把爱党尧爱军情怀的培养袁溶于我

军艰苦卓绝奋斗历程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丰富内涵的

讲解之中曰二是这样既引导了学生领会红色教育的重

要意义和现实价值袁 思索如何利用好红色资源的作

用袁自觉学习传承中国革命精神袁也引导了学生树立

科学的人生观尧价值观和世界观曰三是让学生了解习

近平总书记对野伟大长征精神冶内涵的归纳袁积极响应

号召袁把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袁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冶[3]落

到实处等教学目的遥

三尧以战例战役阐述战略战术袁从人民军

队谈到强军思想

笔者根据不同学院尧专业的学生袁文尧理科生源的

实际袁处理某些章节的详略袁根据不同学期发生的时

事热点渊同时也是军事热点冤加以补充评述尧年年更

新遥 例如袁从 2007年开始袁每一年都记录于 3月份公

布的尧关于中国国防经费预算及比增百分比袁让学生

了解中国国防经费开支占国家 GDP总量的比例遥 以

著名战例为切入点尧以相应战役插图为依据袁阐述事

件的背景尧原因尧双方力量尧战略战术尧结局渊战果冤等

问题袁让学生从中增长知识尧得到启发袁起到明显的感

化教育效果遥 例如袁在讲解野毛泽东军事思想冶一章中袁

剖析了野四渡赤水冶如何成为毛泽东平生最得意之作

渊运用声东击西冤袁也是运动战的经典范例曰野孟良崮战

林德时院高校野军事理论冶教学的特色路径探讨 107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年第 1期

役冶是如何成为陈毅平生最得意之作渊采取叫花子打

狗边打边走冤曰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习仲勋领导下袁运

用野蘑菇冶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曰讲毛泽

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在解放战争中达到炉火纯青的地

步时袁以解读野三军挺进中原冶野三大战役冶为佐证袁从

而顺势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野十大元帅冶名字补充完

整遥 在讲野人民军队思想冶时指出袁1927年毛泽东领导

的野三湾改编冶袁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曰之后在

福建召开的红四军野古田会议冶袁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的规定法律化曰结合讲授野习近平强军思想冶内容袁指

出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野军事

篇冶袁阐述了野强国必须强军袁军强才能国安冶的道理遥

通过对相关知识的补充与延伸袁基本达到院一是

以经典战例尧生动史实勾画历史发展脉络袁以对现状

趋势的剖析支撑理性结论袁 实现本课程的思想性尧生

动性的结合袁使课程具有持续的吸引力曰二是让学生

知晓院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成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根

本保证袁成为我军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袁而人民军队

成为我党执政的坚强柱石袁还要明白院野国防和军队建

设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袁军事手段是实现伟大梦想

的保底手段冶[4]曰三是让学生了解野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尧能打胜仗尧作风优良的人

民军队袁必须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袁力争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袁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

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冶[4]遥

四尧兼顾国防教育与人防教育袁突出厦门

面向台湾的特殊性

笔者在讲到野中国国防篇冶时袁会对学生提醒厦门

面向台湾的特别位置袁 拥有垄断性军事教育资源院位

于翔安区的野英雄三岛冶袁是台湾地区距离祖国大陆最

近的地方渊示以地图冤袁野战地观光园冶展示着世界最大

的广播喇叭曰胡里山炮台曾经是军事重地袁现在还陈

列着世界炮王 渊即最大的大炮冤袁 建议学生去参观感

受遥 主要补充了这些知识要要要

渊1冤全国国防教育日院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曰渊2冤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院4月 15日曰渊3冤厦门市防空警报试

鸣日院5月 10日曰 渊4冤人民防空警报信号渊预先警报尧

空袭警报尧解除警报冤三个时段的含义及相应做法遥 在

解说时强调了院 厦门的试鸣警报是在 5月 10日的下

午 3点开始袁厦门市人防演练活动的主场在所属各区

轮流袁利用多种媒体和形式袁开展人防宣传活动袁取得

良好效果遥 同时指出袁全国其它城市也有试鸣警报袁警

报信号的含义相同袁但时间有差别遥 例如院南京是 12

月 13日袁强调南京从 2014年起袁把 12月 13 日这一

天升格为国家公祭日及其重要警示意义遥 在讲野祖国

统一面临着复杂形势冶问题时袁除了对课件中所说的

台湾野一岛瞰二峡冶袁处于祖国野战略枢纽冶野战略门户冶

野战略屏障冶的解释外袁还补充简介台湾问题的由来袁

从军事角度分析了台湾地区地理位置的极端重要性遥

通过这样的知识链接袁一是对学生普及了学校所

在城市厦门的民防知识袁把野国家兴亡尧匹夫有责冶情

怀的培养袁融于对当今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精辟分析

之中袁进而加强了学生的国防观念尧忧患意识和总体

国家安全观教育袁这正是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厦门的

本土化体现曰二是学生通过了解 2005年颁布叶反分裂

国家法曳的背景袁明确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对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曰三是引导学生认识野两

岸一家亲冶的真实含义袁坚持野一国两制冶政策袁共同为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做贡献遥

五尧运用智慧树互联网平台袁快速优化课

程教学路径

近些年来袁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袁为普通高校

野军事理论冶教学改革和路径优化提供了契机与条件院

一是它为课程教改提供了开放的教与学环境院通过该

课程的网站尧在线学习平台袁可以打破课堂的界限袁将

课堂进行延伸袁拓展课堂的教学时空袁充分发挥学生

学习的自主性曰二是它为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提供了互

动的教与学平台院互联网技术能让师生之间的沟通交

流反馈更加充分尧及时袁拓展了空间上野互动冶幅度曰三

是它为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即时的教与学途径[5]遥

随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国防教育信息化的高

度重视袁 加之互网络时代对国防教育慕课的呼唤袁从

2017年 2月开始袁集美大学把智慧树在线教育延伸到

野军事理论冶课袁要求学生按时完成野军事理论冶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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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尧共五章冤的视频学习尧章测试尧见面课尧期末考试等

项任务袁作为平时成绩的主要组成部分遥 根据这几个

学期来的运作结果显示院

第一尧学生通过这一环节袁比较全面尧及时地了解

军事方面的前沿或热点信息袁有效地拓展延伸了军事

科学知识视野曰第二尧绝大多数学生能在规定的时间

内按要求完成任务袁取得了优良成绩曰第三尧无论是线

上教学还是线下学习袁都给野军事理论冶课程教学带来

很大的方便和同步时效袁构建学生与教师尧教学管理

部门的沟通桥梁袁将教尧学尧研尧考融为一体袁较大提高

了课程教学的实效性袁有力地促进了课程教学计划的

完成遥

总之袁高校野军事理论冶课程开设时间不是很久袁

虽然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渊涉及课时保障尧教材质量尧

课建经费尧科研提升尧师资力量及职称评定等等冤袁但

笔者仍不忘担任本课程老师的初心袁 坚持教书与育

人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袁竭力让独特的教学资源最大

化尧传播正能量袁优化对策尧提升教学效果袁努力把军

事课打造成为深受学生欢迎尧对学生人生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的课程之一袁确保新叶大纲曳提出的野让学生了

解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袁 增强国防观

念尧 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识袁 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尧传承红色基因尧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冶[1]课程目标

的实现遥

参考文献院

[1] 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叶普通高等学校军

事课教学大纲曳的通知,教体艺也2019页1 号[EB/OL].(2019-

01 -18) [2019 -11 -02].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

moe_1061/s3289/201902/t20190201_368799.html.

[2] 吴温暖.军事理论与训练教程[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106.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47.

[4]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

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265.

[5] 熊弋帅.新媒体视阙下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分析

[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5):40-41.

(责任编辑院张文静冤

A Discuss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 Path of the Teaching

of "Military Theo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N Deshi

(School of Marxism,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野Military theory冶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ationwide. In order to summarize the path of the

course teaching to improve its teaching quality, the article uses case analysis method to summarize the author's long-term teaching. The

characteristic path is concentrated on the basic ways of instruction, network access, and unified management in the classroom.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ctual, political, and prominent position. It highlight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alized teaching and proposes opti鄄

miz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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