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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社会的绿色诉求，不只是对工业社会的灰色、黑色的纠偏，更是对工

业社会内在价值的颠覆和否定，从而成为后工业社会人类追求的生存方式。绿

色已成为现代社会人性内涵与本质规定。绿色的本质在于以尊重自然规律为

前提而实现人的生存价值。人类生存观念与生存方式这一理性转向，必定是长

期的、艰巨的，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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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绿色生存理念的提出

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是通过不断化解生存

困境而逐步呈现的，并由此推动着人类文明的

演进。１９世纪中叶以来，黑烟滚滚中夹杂着机

器轰鸣的黑色、灰色文明使人类陷入了生存危

机。自此以后，关于环境问题的理论反思与实

践就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美国生物学家蕾

切尔·卡森在１９６２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

书中，对由化工性农药ＤＤＴ等的使用而引发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进行的思考，被认为是

绿色思想的萌芽。１９７２年随着罗马俱乐部的

《增长的极限》等有关人类与地球关系紧张的

研究报告的发表，以及随后一系列国际环境保

护会议的召开，绿色思想、绿色思维、绿色生存

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熟悉和接受。总之，就本质

而言，绿色生存是人类对基于工业社会所引发

的环境问题的自我纠偏和救赎。

从发生学意义上说，文明是基于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前者表现在科技

方面，后者则体现于人文方面。工业文明意义

上的科技，其根本宗旨是驾驭自然。工业本质

上是制造，是用依据人的需要所建构的人的秩

序代替自然界原有的秩序，人由此成为自然界

主宰，即人取代上帝成为自然界万物的主宰者。

制造彰显了人操控自然的主体地位，然而人为

的制造必然会打破人与自然界长期建立起来的

自然生态秩序。而被重建的自然秩序即一种人

化了的自然所显现的自然性，却会反过来对人

的生存进行报复和惩罚，并由此唤醒人的绿色

生存意识。于是，绿色生存理念作为人类自觉

行为的总纲，即对人改造自然界行为的规范、约

束、节制，就应运而生了。显然，绿色生存的深

层次内涵是人类对自身及其生存本质的重新

认识。

工业化本质上不是绿色的。作为工业存在

的合理性根据，造物总是满足人生存物质需要

的方式和手段。造物的本质是根据人的需要把

分散的物质因素从其存在系统中剥离出来并组

装起来，如把铁从岩石、土壤和其他金属组成的

铁矿系统中剥离出来。这种做法其实是按照人

的需要来安排自然界秩序，即如康德所说的人

给自然立法。于是，为实现这一造物目的的科

学技术、知识、信息等自然受到整个社会褒奖，

并由此成为社会的根本法则。只要能制造出更

多的物以满足被不断刺激出来的人的欲求，就

意味着有价值。而绿色这一人类生存的本质要

求，由于天然对制造构成了障碍就被有意忽视

甚至无视。就此而言，绿色不是工业文明或者

说工业社会应有的内涵。然而无限的物欲必然

会导致资源枯竭、生态系统失衡、环境污染等问

题的出现，直接威胁人的生存与人类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人类之所以需要绿色生存理念，其

原因在于工业文明所倡导的价值主张已无法给

人以人的方式生存提供意义和根据，无法给人

的生存提供体现着人应有的境界的精神家园。

事实上，工业社会所秉持的征服、改造理

念，确实使人类获得了丰富的物质产品、便捷的

交通工具，使人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极大满足，人

的征服欲、占有欲得到了极大张扬，人的存在与

生存所应有的主体性获得了充分的体现。然

而，人们在这种为所欲为中却有着更多的恐惧，

这就像是面对没有边界（科技主义）的生存空

间所产生的无所依的迷茫和未来不可预知的恐

惧，就如早期航海家奔赴茫茫海洋的不安和无

助。更为严重的是，人的主体性展示却带来了

一种反主体性，人对人自身产生了怀疑，即“我

是谁”“我还是人的存在吗”等诸如此类的诘

问，使人对自己的未来生存充满着苦闷、悲观、

失望。

这种质疑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被

人所征服、控制或驾驭的自然界成了人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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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威胁，甚至可能将人类推向毁灭的境地。

二是体现人的主体性的科学技术，愈加挣脱人

的控制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异己力量，使人类社

会陷入了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大到国家乃

至整个人类社会，小到家庭和个人，无不受到科

技法则的控制和操控，人的渺小、无力感、畏惧

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常态。三是丰富的

物质产品在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同时，正在使

人蜕变为物的奴隶，市场经济、工业社会、资本

法则等所激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最终形成了

一种大量消费、大量浪费的消费社会和物的占

有社会。

于是，把人的生存及其本质归结于拥有更

多物质就成为必然，从而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

成为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唯一尺度，成为人生

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全部内容。不同主体对物质

资源的掠夺使生态遭到破坏，而过度性的物质

消费又导致人地关系、种际关系陷入紧张状态。

资源掠夺、浪费所引发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人

际关系、国际关系紧张，即当代人与后代人、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对立。当人类生存的人文

法则蜕变为生态法则或丛林法则时，人作为人

的尊严、自尊、友善都将失去，以致人丧失了做

人的资格。这是人的理性所无法接受和容忍

的，它正在推动人们对工业社会所追求的制造

和征服理念进行深刻反思。

总之，工业社会在逐渐地使人成为片面发

展的人或畸形发展的人。工业社会的这一反绿

色特质无法给人生存所遭遇的困境指明出路，

无法给陷入物质主义的人的生存提供净化、宁

静，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念和生存样式。

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确立起的绿色生存理念和生

存方式，就是人类自救的方向。绿色作为自然

界的本色，寓意着自然规则、自然秩序，崇尚并

践行绿色，其目的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

和谐。因此，倡导绿色、保护自然，事实上就是

保护人类自己。

　　二、绿色生存的实质

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绿色生存从根本上影

响并塑造着人及其存在，规定并规范着人的存

在方式。绿色生存方式意味着，绿色如人的血

脉一样，熔铸于人生存的各个方面，贯穿于人的

生存实践活动。绿色生存，是发自人的内在需

求而成为人的内在自觉的东西，表现为自然界

对于人的意义从工具到目的、人类维护生态环

境的行为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

绿色自在是指以绿色传统、绿色经验、绿色

习俗和绿色情感等为取向所表现出来的生存图

景，是人基于感性获得的生存体会和生存体验。

由于有着情感的作用，它在现实中表现得更为

强烈和直接，但同时也是不稳定的、不系统的、

工具性的。我们今天受工业污染促逼而提出绿

色发展的诉求，就是这一表现。绿色是自然本

色、自然界的主色调，并由此延展为人与自然界

的和谐，即不违背自然法则，不与自然界对立、

对抗等。绿色自觉是以人对绿色发展的充分认

知为基础的实践，是将绿色即生态自然理念熔

铸到人性及其实践中的自觉自愿，而以哲学、科

学、艺术等方式揭示绿色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

关系，就是绿色自觉的理性体现。因此，绿色自

觉是以理性方式，即以概念、判断等抽象化方式

客观地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人的生存必

须依赖于绿色发展，所以绿色与自然界生态平

衡是同一序列的概念，指的是协调、有序、共生

互惠、可持续状态及其所体现的自然生态法则

遵循。因此，对自然界的任何人为改造，使自然

之物变成人为之物，都必须以不破坏自然系统

的生态平衡为前提。

因此，无论绿色自在还是绿色自觉，绿色都

代表着人对自身行为的自我约束，是人与自然

关系中基于生态系统平衡而做出的自我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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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克服，其宗旨就是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存

在。从根本上说，绿色体现着当今社会人对人

性的理解和规定，是人生存于现代社会不可或

缺的内涵。人的存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

和，人就是在社会关系中确立起自身主体性存

在的。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

系是人所面对的所有关系的基础和前提。现实

生存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已经成为人必须面

对的问题，它所表现出来的环境危机、生态失衡

等已经昭示了人之生存的困境。绿色无疑是人

基于现实困境的人性约束，体现着人类对人与

自然之关系更深刻的理解与把握。

人的生存离不开绿色，人始终与绿色发生

关系。绿色成为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实体存

在，绿色、生态、环境和自然界是同一序列的概

念。人与绿色的关系在不断地融进入的生存理

念之中，现已历史性地凝结为人类的生存方式，

熔铸在人的生存实践所形成的文明之中，左右

着生存于现实中的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生存方

式。就此而言，绿色不仅是自然的，而且也是社

会的。无论是人类祖先对自然物和自然界的顶

礼膜拜、农耕社会的敬畏自然，还是现代社会的

回归自然，都反映了这一点。将人事之理与天

地之理同等视之，已深烙于人的生存文化之中。

绿色已成为人存在及其意义的底色，即人生存

方式的主色调，绿色发展已然成为人类社会一

切活动的基础的基础。

现代社会对绿色的强调，以至于将绿色看

成是人性的内涵，这与人类所遭遇的反绿色的

生存危机有关。人类对绿色的无视与对自然法

则的践踏所引发的生存危机，已经关乎人这一

物种能否在这个星球上继续存在下去。绿色已

经成为人们的最大共识，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内

在的、优先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也成为现代

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秩序重构、整合的主导力

量。绿色发展观已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政

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形态和内涵，并对每一个

个体存在及其行为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

成为社会和人的现代意识的组成部分。

绿色的核心是遵循自然规律。工业社会极

度张扬人的主体性，武断地以人的秩序代替物

的秩序。简言之，只要人有需要，为着满足人的

需要而对自然秩序做出任何改变都是合理的、

正常的、天经地义的。任何天然的、自然的存在

物，由于它的天然、未加工性而显得粗糙、笨拙、

土气，对于人的无休止的欲望而言就显得有些

缺陷。然而正是这种未开化、未加工的状态，恰

恰体现了自然界的质朴、自然和原生态，这既是

人的机体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所适应的状态，

也是人生存自觉中对于原始的、天然的文化需

求的满足。因此，绿色理念主张“自然的才是

最好的”，“自然的才是人最需要的”。这不仅

是人在与自然界的长期交往中人的机体对自然

界的适应使然，更是人作为类存在物延续而需

要维持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之必然。

人自身生存的开放性、超越性表明，人总是

不断地摆脱束缚而自我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

人可以否定自然或背离自然的内在规律，而是

要尊重自然和依赖自然。“人（和动物一样）依

赖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

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

广阔。”［１］人的万能表现在比动物更能超越作

为自然存在物的自然性和给定性即本能，从而

获得更加全面的人的主体性。动物的自在性和

给定性即本能，是动物在进化过程中由体能的

“专门化”“特定化”而形成的种的内在属性，而

人却表现为生命和文化的延续，如民俗、习惯、

神话、宗教等。真正的人，就是基于对自在自然

内在规律的认识，采取更加人性和符合自然法

则的方式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正是由于人能

够不断打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局限，并依据

由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所具有的先在性和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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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而实现了人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由

此为人的生存提供了根基。因此，绿色本质上

是自然的，体现的是顺物之为，遵循的是自然

法则。

然而，绿色并非否定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任何以为绿色就是人对自然界的无为的看法都

是错误的。人的生存始终是人的本质的对象

化，也就是说，人的生存总是会把人的需要、愿

望、情感、目的等主体性意志客体化，使客体成

为体现主体意愿的对象。这一主客体统一的

过程，恰恰是人的主体性不断确立并丰富的过

程。绿色生存方式成为人生命的内在规定，也

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凸显并被人所认识的。

因此，绿色应是人的生存实践及其主体性的需

要，本质上是要超越工业文明的片面人性、异

化人性的弊端，以更全面的人性对待自然，视

自然界为人的生存根基。总之，绿色生存方式

是一种尊重自然、善待自然、顺应自然的生产

生活方式。

　　三、绿色生存转向与实践

当绿色成为今天与未来人性内涵和人类生

存的应有方式时，绿色与绿色教育作为人生存

的理性自觉就显得尤其必要和迫切。事实上，

对于整个社会普遍地仍以工业制造为生产方式

的现实来说，绿色发展更多地只是一种现念。

而绿色实践对于刚刚摆脱物质匮乏、经济落后

的人们而言，无疑会非常痛苦和异常艰难。因

此，如何让全社会接受绿色、践行绿色，以绿色

生存方式来诠释人生价值，使全社会都把绿色

作为其内在规定和现实人生存的本质规定，成

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从文化视野而言，推动

工业文化的绿色转向并创建绿色文化，是绿色

生存的根本所在。

无论是人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还是人的

其他社会活动，都有着文化的内涵，对于人的生

存而言，文化无所不在。文化塑造着社会的每

一个人，对于任何生存于这一社会的每一个个

体来说，文化总是先在性、给定性和强制性地使

人适合于这一文化样式及其内在要求。正如美

国学者Ｃ恩伯和 Ｍ恩伯所说：“文化本身是

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并

未总是感到文化强制的力量，这是因为通常我

们总是与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一

致。然而，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

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２］３７而这种强制

性、给定性就来源于文化的群体性、外在性。

“一个被认为是文化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被一处

居民或一群人所共同享有。”［２］２９正是由于文化

所具有的群体性，任何背离文化的人必然被社

会所排斥。因此，绿色作为人生存自觉的存在

方式和生存图景，作为一种文化觉醒，越来越为

更多的人所接受和践行。这种绿色文化使人从

个体的、自私的或动物性的生活境况中摆脱出

来，关注人的类生活和类生存；从关注共有的地

球、水、土地、海洋、气候等这些所有人的生存基

础开始，从生存的现实实践入手，不随意乱扔垃

圾、爱护环境、节约用水……从而使绿色成为我

们文化的主流和文化的核心价值。

要使绿色文化成为群体共有，首先必须深

刻理解使绿色文化得以确立的现实基础。绿色

发展观及其文化理念的确立，根源于我们的生

存环境困扰，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气候反常、

海平面上升、垃圾四溢等。然而这些问题与人

生存的关联性，尤其是这些困扰的根源性，若没

有系统的专业知识，是难以从根本上被认识的。

尤其是这些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如技术、资

本、人性的极度膨胀等，它们对生态困境的形成

更为根本和隐蔽。正是人性贪婪，正是人为着

自我欲求的满足而向自然的过度索取，最终使

得人在长期生存实践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生

态平衡关系被打破，导致人类滑向了自我毁灭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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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地。而对此进行学理上的分析，并使之大

众化、通俗化从而成为每一个人都明白的道理，

恰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广泛开展生态困境的

科学阐释的通俗化、大众化的科普活动，就成为

绿色生存转向的一个重要前提。

其次，应开展绿色与传统之间的有效对话。

人的文化生存的事实，表明人总是基于生存经

验化而确立起自己的生存实践方案，其中既有

继承更有超越。无论是蒙昧时期还是农业文明

时代，人们长期与自然界的直接交往，不仅使人

类对自然界及其内在规律有了更多的认知，而

且使人对自然界万物有着生命共同体式的天然

情感并赋予物以人的情怀。惟其如此，才形成

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协调、和谐，甚至人的生存

实践始终以自然为范，不违自然被看成是人生

存的基本法则。而这些理念、信条、信念恰是绿

色理念所包涵的。实现绿色发展需要有效对接

传统，从传统中获得绿色理念的资源。

同时，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决定了人生

存的开放性、发展性。面对自然界，人类经由从

恐惧到顶礼膜拜，从敬畏到模仿，从主客二分到

征服，人以人的方式不断累积和突破自在性文

化的限制，实现着与自然界之间的交往。但是

任何突破、超越总是基于人类生存困境的传统

再造，即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彻底否定，而是从

传统中寻找出与现实问题相关切的资源，通过

人的文化自在性，实现生存困境化解过程中阻

力的最小化。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在

１９５２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

所指出的：“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

衍生和自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

中尤其以价值观最为重要。”［３］这些观念和价

值构成了新的生存方式的自在性文化，并且往

往以显性方式持续存在于人的生活中，如生命

至上、同情弱者、民胞物与等，均蕴含着对于人

的现实生存焦虑化解的有用性，使得人的生存

困境得以新的诠释。

最后，应践行绿色发展观。绿色生存方式

本质上是对传统生存方式的变革。这一革命

性、颠覆性的观念变革，是人们基于人的类本质

生存的更全面理解，其现实表现为地球的有限

性与对人生存的基础性、前提性、不可替代性。

绿色生存对于现实世俗生活的人而言，要使其

成为一种内在自觉，就需要培育自觉文化，即要

使绿色理念、绿色价值等成为人生存的经验、常

识、习俗，从而常态化、常识化。

绿色代表着人类未来，是人类可持续存在

的基础和保证；绿色是人生存的应然和必然，是

人生命的一部分。基于由工业社会对绿色的否

定所带来的人的生存方式的物欲主义，倡导绿

色、宣传绿色、践行绿色，最终使绿色生存成为

人生存的常态，注定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

作为人的本质之必然体现，绿色必将成为人类

永恒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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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荣英，陈欣
ＺＨＵＲｏｎｇ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ｎ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要：传统的西方致思行上本体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在于，它无法摆脱主

客二分思维的束缚而通达无限。黑格尔运用唯心辩证法使哲学终于突破了这

种知性思维的局限，抵达了那种“说不可说、思不可思”的至高之境。黑格尔哲

学所蕴含的辩证性和否定性，是其哲学体系的特质，这种理论特质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创立提供了方法论指导。然而，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辩证性、否定性

的革命性质与其唯心主义体系之间存在深刻矛盾。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对黑

格尔哲学的辩证性和否定性进行了理论改造，创立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

富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

文明的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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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格尔之前，传统的西方致思形上本体

的哲学思维方式，如贯彻到底，最终必然会到

达“不可说”的境地。这种知性思维的局限性

在于，它无法摆脱主客二分思维的束缚而通达

无限。首先发现知性思维这种局限性的是康

德，在他看来，知性思维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

认识现象背后的“物自体”；如果强行运用这

种知性思维方式去认识物自体，就会陷入先验

幻象从而导致悖理。黑格尔运用思辨的辩证

法继承、批判并发展了康德哲学，使哲学终于

突破了知性思维的局限，抵达了那种“说不可

说、思不可思”的至高之境。那么黑格尔哲学

体系的特质是什么？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启示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如何对其

扬弃和超越的？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

讨。

　　一、哲学体系的完备性、全面性及

其内在矛盾

　　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哲学之集大成者，创

建了哲学史上最庞大、最全面的思辨唯心主义

体系。凡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能够说的话、

能够做的事，黑格尔几乎都抵达了至高之境和

独造之域。他不仅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系统

总结和高度概括了整个西方哲学史，而且对德

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批判，并将理性

原则发挥到了极致，实现了对以往形而上学的

终结———以独特方式实现了形而上学成为科

学之科学的最高理想。这是黑格尔哲学的价

值之所在。黑格尔所构建的思辨唯心主义体

系，尽管有不少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处，但其

思想的整体性、完备性依然是一座难以逾越的

哲学思想之高山，除非彻底超越黑格尔哲学，

或者彻底扭转其哲学的致思路向，否则根本无

法进一步推进哲学的发展。

哲学不是对个别事实的简单断定，也不是

一枚拿来就可以直接使用的硬币。哲学的可

贵之处正在于它的整体性、体系性，“哲学如

果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１］５６。哲学只

有通过特定的概念、范畴与逻辑论证方式，并

经过系统化、理论化的凝练和提升才能达到一

种理论形态。然而，哲学体系的完备性和全面

性的优点，常常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论争

所消解。在哲学史上，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们

几乎都建立了自己的所谓哲学体系，都毫无例

外地宣称自己发现了终极真理，但又被后来更

新的理论体系无情地取代。从表面上看，哲学

犹如一个谬误的陈列馆，是各种异质性话语的

简单堆砌；也犹如一个厮杀的战场，每一个新

的体系都战胜了此前的旧体系。对此黑格尔

深刻地指出，“让那死了的人去埋葬他们的死

人，跟着我来”，然而黑格尔没有看到那前来

埋葬自己的人“已经站在门口”了。［２］３８２这说

明哲学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发

展过程，哲学永远在路上、在途中，不会最终止

步于某一点。历史上后起的理论体系总是要

比它以前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备，它克服了前一

个体系的缺点而又保留了其优点。当一个旧

的理论体系被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推翻时，旧的

理论体系也会以同样的方式保留自身的优点，

并成为哲学总体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对此，

我们既要反对独断论（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

终极真理），也要反对怀疑论（认为哲学根本

无真理可言）。其实，哲学既是真理又是意

见，它是二者的内在统一。因为每一个哲学体

系都只是真理大全的一个具体环节，所有的哲

学体系整合起来才构成真理的全体。任何一

个哲学体系，都要求超越有限的、具体的事物

而把握其无限的、普遍的本质。哲学的对象不

同于科学，科学总是以特殊事物作为自己的研

究对象，捕捉到的也是一些特殊规律，而哲学

则将普遍的无限的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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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研究的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根本

法则，即一般规律。哲学家们之所以要建立各

种不同的哲学体系，其根本旨趣就在于力图找

到超越有限而通达无限的思想通道，为此总是

苦心孤诣地探寻认识事物的新方法和解决问

题的新方式。这表明，哲学史归根结底是问题

史，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永恒的课题，不可

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而只能采取各种各

样不同的解决方式”［３］。因此，哲学的根本意

义和功能，恰恰不在于它在具体的问题上形成

确定性的答案，而在于对崇高的人生理想境界

的追求，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关怀。哲学

不能成为某类科学，这并不是它的缺陷而恰恰

是其不同寻常的特质，当然也是它的永恒魅力

之所在。哲学史不是知识的累积史，而是对永

恒的和终极的问题的求解方式的变换史，也是

各种不同的哲学观相互转换的演进史。哲学

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其提供了某种具体的知识

和信息，而在于对时代课题的求解。哲学家们

的思想和观点虽总有一天会成为明日黄花，但

它解决问题的方式永远不会过时，其思想价值

和意义正在于它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特殊方式，

在于它给人们留下了不同寻常的东西。哲学

家们不同的致思理路和研究方式，汇集起来就

构成了哲学发展的整个理论谱系。

　　二、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特质及其

内在矛盾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某些具体结论也许早

已经过时，然而它探寻问题的方法难以逾越，

其思想体系中蕴含的辩证性和否定性，更是其

前的所有哲学体系无法比拟的。辩证性是黑

格尔哲学体系的一大特色，也是其考察问题的

特殊方法与路径。黑格尔基于近代哲学的主

体性原则，恢复了西方古代哲学的辩证法传

统，克服了近代机械论哲学的形而上学弊病，

从而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思辨的唯心主义

体系。作为合理内核的辩证法内在于黑格尔

哲学体系之中，是他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钥

匙，也是他对人类思维做出的重大贡献。辩证

法之于黑格尔体系是最为根本的，是其一以贯

之的灵魂和核心，也是其精神特质或精髓。抛

开辩证法就不能把握其哲学体系，就会导致其

哲学体系的空心化。黑格尔以前的哲学在超

越有限把握无限时，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悖

理，哲人们总是力图找到一种新方法以摆脱这

种窘境。黑格尔初登哲学舞台之日，正是近代

哲学陷入困境之时。近代哲学的困境源于思

维方式的片面性，康德称这种固守于主客二分

的两体思维为“知性思维”，同康德一样，黑格

尔也认为这种知性思维只能认识现象而不可

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黑格尔把问题的解决

诉诸辩证法。因为，思维的辩证性为我们打破

知性思维的固定界限、重新敞亮事物自身提供

了一种可能性，即唯有扬弃固定的僵化思维形

式并使之流动起来，才能克服近代思维方式的

局限性。黑格尔称这种哲学思维的辩证法为

真正的科学方法，它没有任何前提和条件，是

自己证明自己、自己完成自己，具有自我建构

和自我生成的特性，唯有这种辩证的哲学体

系，才是最富于灵性和创造活力的。因此辩证

法之于黑格尔哲学非常重要。一方面，如果对

此没有足够深入的了解就贸然进入这个庞大

的哲学体系，就极可能沉陷其中而不可自拔；

另一方面，辩证法不仅仅是黑格尔哲学分析问

题的方法，也是事物自身的客观法则，即事物

自身内在的生命、灵魂及其发展方式，“方法

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

念”［１］４３２。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是黑格尔哲学

体系的独特优势。对此，马克思指出：“黑格

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

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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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

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

这种外化的扬弃。”［４］

否定性是黑格尔哲学体系又一独特亮点。

近代哲学的知性思维总是试图调合主客之间

的对立，以追求确定性的知识，对二者之间的

差别性和矛盾性总是采取简单的排斥态度，由

此窒息了思维在自身发展中的那种活的灵性

与生命本质。在黑格尔看来，事物本身是一个

包含诸多属性的统一体，是包含着自我矛盾、

自我否定、自我发展、自我生成的整体。恩格

斯对此评论说，正是黑格尔发现了“一个伟大

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

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

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

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

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

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

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

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

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５］。也就是说，世界上

任何一种事物都是一个过程性的存在，在其发

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差别和对立，不是外在

的差别，而是事物自身的“内在的差别”，“在

一个作为内在差别的差别里”［６］，那对立的一

面其实就是内在于事物之中的“对立面的统

一”。在近代哲学家看来，事物的自我否定意

味着事物自身的瓦解，因为，在他们看来，差别

和否定就是某种通往死亡的因素，他们根本不

明白事物自身的辩证否定恰恰是其生命的源

泉和活力所在，正是这种否定性构成了事物运

动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发展原则。如果消

解了这种差别和自我否定，事物自身就会走向

虚无和死亡。正是靠着这种内在的差别和辩

证的否定，事物才不断走向再生和新生。辩证

的否定是包含着肯定在内的事物的发展原则，

它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在消极内

容被否定的同时总有积极内容被肯定。“否

定的结果其实是从否定中产生的有内容的东

西，由于它在否定了先前内容的同时亦将其内

容以新的形式包含于自身之内，这就使事物发

展为更高、更新、更丰富的阶段”［７］。黑格尔

将这种辩证的否定称为“扬弃”，即既克服又

保留、既批判又继承，它既是事物联系的环节

又是事物发展的环节，是事物实现自我生成、

自我发展的内生性力量。否定性因而成为黑

格尔哲学体系的核心、实质与灵魂，他由此把

整个事物的发展过程看成相互联系、自我发展

的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有机整体，从根本上超越

了近代知性思维的思维方式。

总之，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独特之处，就在

于把世界万物看作一个由于其内在矛盾而自

我运动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一个自己

构成自己、自己完成自己的封闭性的圆圈。他

把自己由此建构的哲学体系看作所有真理之

大全，认为整个哲学史都将终结于此。黑格尔

试图从任何一点开始并使之贯穿于始终，这

样，起点便成了终点。黑格尔说：“哲学是独

立自为的，因而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象，自己提

供自己的对象。而且哲学开端所采取的直接

的观点，必须在哲学体系的发挥的过程里，转

变成为终点，亦即成为最后的结论。当哲学达

到终点时，也就是哲学重新达到其起点而回归

到它自身之时。这样一来，哲学就俨然是一个

自己返回到自己的圆圈。”［２］３８５本来，依据事物

的辩证本性，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不变的、绝

对神圣的，但是，黑格尔偏偏在自己的哲学体

系当中，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圆圈，让哲学

实现了科学的最大理想，建立起一个如此恢弘

庞大、又如此严整统一的形而上学体系。这样

一来，黑格尔就使形上致思走向了自我终结，

并为以后的哲人扭转哲学发展方向提供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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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启示。黑格尔受其唯心主义体系的钳制，

企图穷尽绝对真理并让理性主宰世界，认为事

物的本质就是某种精神，世界的发展史不过是

精神的自我演绎罢了。这种思想表面看来很

精致，实质上只不过是某种梦幻而已。这导致

他的思想既晦涩难懂又故弄玄虚，把一切事物

都牵强附会地归并到整齐划一的三段论中，常

常遭后人诟病。因此，我们对黑格尔要采取扬

弃的态度。

　　三、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启示

　　毋容置疑，黑格尔哲学之于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的当代意义，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

高。因为黑格尔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直接理论来源，而且是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思想前提。如果不懂得黑格尔哲学也

就不能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理解了

黑格尔哲学的真精神，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奠定理性基础。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阐

明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哲学上的原则差别，更要

“把真实的黑格尔挖掘出来和清理出来”［８］，

从黑格尔辩证法中批判地汲取和保留其合理

成分。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既需要一种

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更需要有一种立足于建

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批判精神。这对于

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尤其重要。因

为，当社会急速转型而引起多元文化强烈撞击

之时，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或哲学思想的发展来

说，既需要内源因子也需要外源因子，即必须

从外界吸收新鲜的、活生生的精神养料才能实

现自身的长久发展。对外来思想重在消化、吸

收和利用，但也必须对之加以改造，毕竟“外

来的上层建筑搬过来，不加改装，到底它生不

了根，更不能发展”［９］。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

态体系的构建，“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

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１０］，无论从外

部就其形式来说，抑或从内部就其内容来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都不能离开人类

文明大道而闭门造车，相反，它要以人类历史

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背景，即要在批判地汲

取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

黑格尔哲学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它

把近代以来的形而上学和主体性原则推向了

极端，达到了知性思维所能达到的登峰造极的

地步，“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

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

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

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

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

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１１］２６。这样，

黑格尔不仅彻底击碎了知性形而上学的迷梦，

而且以思辩的辩证法为支撑，把握到了世界运

动和变化的辩证图景，并以理性思维的方式对

之进行了哲学论证。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就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

黑格尔哲学之所以比以往哲学体系高出一筹，

不仅在于它不局限在某一民族历史的狭隘视

阈之内，而且还在于它具有深度的思维模式和

睿智的分析方法，使之不停留在分析历史活动

的思想动机的表层，这就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做

了很好的理论铺垫。

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包裹在其唯心

主义体系之中，其辩证性、否定性的革命性质

与真实意义则是以唯心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的，这样，革命性的辩证法就与它封闭的哲学

体系之间发生了深刻矛盾。这表明，黑格尔哲

学的思想成果在其原有形式下是根本不能发

挥作用的，而必须对之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才

能使之成为“思入”时代灵异的思想精华和活

的灵魂。辩证法的“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

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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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它

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

期求之一”［１１］１３。在这方面，费尔巴哈走在了

马克思前面，他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唯心

主义性质，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指出哲学

研究必须以真实的自然和现实的人作为出发

点，使哲学从虚无缥缈的天上回到了现实的人

间。但是，这种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一棍子

打死、全盘否定，而没有拯救出其合理内核即

辩证法。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集人类世代

所创造的思想文化之大成的基础上产生的，是

对作为直接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

和继承，是对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的结晶和

升华；是对唯心主义的彻底批判，也是对包括

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彻底

批判，是哲学思想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

变革。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哲

学的扬弃和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内含

于其实践性之中。物质生产实践蕴含着人与

自然的否定性关系，是人之自觉能动性及其力

量的本源。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必然导致

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唯有当

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达到足以提供实

现人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基本条件时，人“才能

实现真正的解放”［１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

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蕴含着重要的方法

论意义。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马克

思认为，对现存事物不能仅仅从主观方面去理

解，而应从人与对象的否定性关系上去理解，

即把物质世界当作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及其

结果去理解，“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

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从事物

的“不断的运动中”、“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

解”。［１３］作为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不断接

受检验的开放性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其自身之内就包含着内容的客观真理性、逻

辑形式的严密性。当然，作为一种植根于革命

实践而又不断汲取营养的开放体系，马克思主

义哲学也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

过程，这既是对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一切旧

哲学进行批判和清算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完

善、自我发展的内在超越的过程。马克思主义

哲学体系的开放性促使它不断向现实和时代

开放，从而获得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种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一方面有赖于

外在必然性条件的成熟，另一方面也有待于内

在必然性条件的完备，即当时的思想文化成果

足以为破解时代课题提供理论支撑。作为集

理论家与革命家于一身的伟大学者，马克思并

没有试图去构建一个像黑格尔哲学体系那样

的终极真理体系，而是致力于求解时代提出的

各种课题，为人类的解放探求科学真理。他认

为，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是暂时的、历史性的

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虽是由马克思恩

格斯所创立的，但不是由他们完成的，在其后

历经了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不断实现着内在

的自我超越。对此，恩格斯说：“我们的历史

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

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

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

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

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１４］

恩格斯反复告诫他的战友、学生与后来者：

“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

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

的；但是这绝不排斥，反而肯定，对整个外部世

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

大进展的。”［１０］２７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外在形式的松散性，绝不意味着它是一堆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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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的、互不联系的碎片，相反，在它对各个领

域进行深入研究时，总是内在地贯穿着同一的

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科学实践观作为

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观，不仅贯穿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而且

还贯穿于许多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中，成为区

别于包括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

所有旧哲学的特质。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批

判地汲取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实现了对

旨在解释世界的旧哲学的根本变革。

列宁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最高成

就”［１５］３１１和“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１６］８３，马

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

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

扎根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把科学性与革命性

高度统一起来的科学体系，就在于它把高度的

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内在结合起来，并且不

是那种偶然性的结合，“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

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１６］８３。这

种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集中表现为对黑格

尔辩证法的批判改造。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

确立了世界的物质性、认识的实践性、真理的

客观性等原理，力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

识和改造世界，力求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事物

的本质和规律，自觉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

中不断获得创新发展。要言之，马克思主义哲

学坚持的是唯物辩证法彻底的批判精神，它

“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

的和革命的”［１７］，并公开申明自己为无产阶级

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本性。

“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

的利益和愿望”［５］２６５，而它越是能够做到这一

点，就越是能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理论体系的先

进性、正当性。作为唯一科学的、正确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理论上能

够确立以总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

的最新成就为依据的、关于整个物质世界的普

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科学认识，从根本上捕捉

住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及其规律，而且还在方法论意义上，能将其理

论和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完整地结合起

来，给无产阶级提供了实现自身解放的锐利思

想武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把无产阶级

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１８］，无产阶级也把它当

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也如列宁所说的，“马克

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

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

级”［１５］３１１。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此科学地阐明

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和历史使命，指明无产

阶级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且也是

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这表明，马克思主

义哲学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立场的理论表现

和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哲

学上的党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和斗

争的派别性）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

于黑格尔哲学辩证性和否定性在实践基础上

的理性改造，它既体现了时代性，又把握了规

律性，还富于特定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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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
———兼论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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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传统知识论；

同一中的差异性；

决定中的主体性；

抽象中的具体性

曾冰
ＺＥＮＧＢｉｎ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摘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知识论，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和确定性

特点，表现为中心化、线性体系与宏大的叙事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变革并超越

了传统知识论：一是用劳动消解了主客之间的对立；二是从生产劳动出发反对

纯粹的抽象；三是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两种错误解

读方式：一种是单纯从宏观去解读的方式，另一种是单纯从微观去解读的方式。

单纯从宏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见物不见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会变成抽象的概念运动；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

物主义，会造成对个人的抽象理解，使以个人活动为基础的具体性被夸大、普遍

性遭到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就是从历史活动的发展来阐释个人

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统一，具体包括同一

中的差异性、决定中的主体性和抽象中的具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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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马克思一生中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历

史唯物主义摆脱了西方传统知识论的束缚，实

现了对其的变革与超越。对于这一超越的实

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直至今日争论都没有停

息。这些争论基于社会政治现实，在不同的语

境下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不同解读。然而这

些解读的误区是普遍将微观方式与宏观方式割

裂开来，从而陷入了理论困境。鉴于此，本文拟

从微观方式与宏观方式相结合的视角，理解历

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以进一步凸

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意蕴。

　　一、传统知识论的困境和特点

１．传统知识论的困境

西方知识论的传统源于苏格拉底。苏格拉

底之前的哲学家们主要研究的是世界的本源问

题，虽在探讨自然的同时也涉及社会和人，但人

与自然从未真正分离。“是苏格拉底第一个将

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并将它

引入家庭之中，促使它研究生活、伦理、善和

恶。”［１］３６４换句话说，是苏格拉底改变了以往哲

学的研究方向，将人从自然中剥离出来，引导人

们关注人自身，确立了知识是哲学研究的核心。

苏格拉底用“认识你自己”来表达研究人的重

要意义，同时将“德性即知识”确立为哲学的原

则，认为“智慧的人总是做美好的事情，愚昧的

人则不可能做美好的事情，即使他们试着去做，

也是要失败的”［１］１１７。在苏格拉底看来，拥有德

性就是要拥有知识和智慧，知识不是易变的和

相对的，而是确定的和绝对的。苏格拉底追求

的知识是自然和社会运行所遵循的普遍的一般

的原则，它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知，而理性是

和本质、普遍、必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苏格拉

底明确地将普遍的一般原则与合目的性的

“善”关联起来。由此，苏格拉底将形而上学本

体论、知识论、伦理学连为一体。苏格拉底的学

生柏拉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向。

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并

认为可感世界永远处在变化之中，只有可知世

界即事物的一般原则才是知识。柏拉图的学生

亚里士多德将哲学看作人的“求知”活动，并通

过形式逻辑来研究形而上学，从而形成了哲学

统一的研究对象，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亚

里士多德由此而成为古希腊知识论的集大成

者。之后无论是古罗马哲学还是近代哲学，其

研究都没有超越传统知识论的范围。

近代哲学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知识的

确定性根据虽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但两者有着

相同的路径：无论是经验主义诉诸感觉经验，还

是理性主义诉诸天赋观念，都夸大了主客之间

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德为理性划定

了界限，将知识限定在现象界，认为知性只能认

识现象界而不能认识物自体，从而将主客问题

的解决诉诸“哥白尼式的革命”。但康德对现

象界与物自体的先验二分导致了新的困境，主

客体之间的鸿沟仍无法消除。黑格尔则在批判

前人的基础上将知识论推向了巅峰。黑格尔把

客观精神即绝对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起点和终

点，以辩证的否定观贯穿自然、历史和认识，一

切都被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自我否定，即绝对观

念从开始到终点的自我展现、自我实现。

２．传统知识论的特点

传统知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传统知识论将人与自然分离、主体与

客体二分。从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

间，人得以从自然的语境中走出来，西方古典哲

学进一步将问题归结为主体同客体的分离与统

一。这一做法更多的是对苏格拉底的追随，即

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主客二分进行统一，但是它

们把本体要么归结为主体要么归结为客体，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客体的统一问题。

其二，传统知识论从现象到一般的抽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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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演译，带有先验还原主义倾向。苏格拉底及

其弟子反对智者学派囿于感觉经验的做法，极

力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必然性原则作为哲学

的研究对象。他们普遍认为：所谓的知识绝不

是那种变化的现象，而是抽象的一般原则。柏

拉图将知识归结为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则将

知识归结为是者。近代哲学认为，认识事物的

一般原则就是要通过精确的量化而达到确定

性，知识应当是精确的。这些主张本质上是而

把世界变成还原性的、构成性的和机械性的。

第三，传统知识论试图构建一个包罗万象

的、用本体统摄一切的理论体系。苏格拉底力

图用一般原则来解释世界，其“认识你自己”和

“德性即知识”等论点都说明了在苏格拉底那

里理性的合目的性，这种目的就是追寻一般，其

最终的目的就是“善”。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无

论是本体论、认识论还是伦理学，都是统一的知

识论。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追寻一般的知识

论的做法，力图建立庞大的知识论体系，用理念

论来统摄一切。亚里士多德成为这种包罗万象

的形而上学体系的集大成者。近代哲学和德国

古典哲学也将哲学看作科学，并希望通过对理

性的认识解剖予以传承，以建立起统摄一切的

哲学体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

超越

　　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知识论哲学，具

有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特点，表现

为中心化、线性体系与宏大的叙事方式。这种

特质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对立。历史唯物主义

变革并超越了传统知识论的先验体系构造，不

是追求存在是什么，而是将人的现实存在即生

活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用劳动消解了主客之

间的对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

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将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升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是站在历史之外来看

历史生成，而是将历史与自然统一于人的活动

本身，即劳动。人在劳动中通过客体的主体化

和主体的客体化的双向互动达到合二为一，使

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在人的劳动中实现了统

一。这样一来，自然的历史就是人活动的历史，

人活动的历史就是自然的生成、发展史。也就

是说，人的活动既是造成主客二分的根源，也是

主客统一的基础。“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

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

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

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２］１６３

这就从前提上消解了传统知识论对主客二分的

先验设定。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劳动出发反对

纯粹的抽象。黑格尔曾严厉地批评过纯粹的抽

象，讽刺谢林的直观哲学“就像人们通常所说

的一切牛在黑夜里都是黑的那个黑夜一

样”［３］１０。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本身就包含着

对立面的统一，“真理是全体，但是全体只是通

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３］１２，他虽

区分了“抽象的”和“具体的”两种同一性，但是

认为这种认识最终还是复归为绝对观念的圆圈

运动。马克思通过生产劳动将抽象与具体统一

起来，把人的生产劳动过程看作是历史的产生

与发展过程，一切历史因而都是人的劳动的产

物和结果，即劳动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一切

抽象的规定都是历史关系的展现，只有从历史

关系出发也只有在历史关系中才能真正理解这

些关系。［４］２９纯粹的抽象抹煞了具体规定的意

义，因而就必然会曲解历史的本质。事实上，历

史不是僵死的感性具体的堆积，也不是唯心主

义想象的抽象活动，而是个人现实的活动

过程。［２］５２５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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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反对哲学形而上学，

而是反对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因为这种抽象

思辨的形而上学完全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思辨活

动。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人的现实活动

的历史，而不是脱离现实活动的抽象思辨表

达。［２］２２９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总是脱离历史去

失验地寻求历史的起源，然而历史并不是外在

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的历史与自然的历

史是统一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活动中

的人［２］５４５。马克思反对把历史与自然割裂开

来，认为只有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才能

摆脱抽象的思辨性。而现实的人绝不是抽象的

人，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现实生产劳

动的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

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

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

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２］５２６

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立足于劳动

实践而超越了传统知识论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批判地汲取了传统知识论的合理性，将对事物

本质的研究牢牢地置于现实世界和历史的地基

之上。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错误解读

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集中表

现在对其思辨性和抽象性的祛除，这一超越以

劳动的二重性为基础。一方面，劳动是现实的

个人的活动，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

“有生命的个人存在”［２］５１９，这些现实的个人是

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

确证自己和实现自我；另一方面，现实的个人在

生产中结成了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生产方式

或一定的工业阶段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

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

式本身就是 ‘生产力’”［２］５３２。而人类社会就是

在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运动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

过是对这一运动过程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即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５］。

然而，由于人们没有弄清这一点，由此就陷

入两种错误的解读路向：一种是只从宏观上来

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另一种是只从微观上来理

解历史唯物主义。鉴于此，二者都走进了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的盲区。

宏观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是将历史

的发展和冲突归结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

矛盾运动。在这里，劳动被理解为生产活动，并

把生产活动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理解。马克思恩

格斯明确将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

点，并通过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来解

释整个历史。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们

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们研究

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的表述如下：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

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

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

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

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

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

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

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人们

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

意识。”［６］这一表述一直被视为马克思历史唯

物主义的经典表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论基

础。也正因为如此，宏观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有其合理性。然而这种理解范式有其局限性，

不仅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要义，而且也

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丧失了应有的理论批判

维度。

其一，导致抽象的实证主义。在《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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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一个事

实：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

提［２］５４９。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活动的存在，现

实的活动就是个人的生活。问题在于我们怎么

理解现实活动的个人？如果我们仅从生产力的

角度去考察，那么现实活动的个人就会被归结

为从事生产活动的主体，交往关系就会被归结

为人的类本质。这种做法貌似超越了传统知识

论的抽象的人，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抓住现实的

个人的本质规定。个人活动的现实的差异性、

丰富性和多样性被抽象的生产力取而代之，甚

至将生产力仅仅看作是生产的能力和效率，于

是，现实的人就成了抽象的个体，这种生产力只

是经验的实证主义的代名词而已，这种单纯从

宏观上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抽象的实证

主义。

其二，导致线性的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

那里，个人是现实的个人，是置身于一定的交往

关系中的个人。作为生产劳动主体的个人总是

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想理解

现实个人的本质，必须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

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普遍的交往关系虽是个人发

展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虽是以促进个人的发

展为落脚点，但是单向的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方式来对历史唯

物主义进行解读，很容易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

为目的论，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内在的

自我否定张力就被埋没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

性就被消解了。

其三，导致僵化的教条主义。历史唯物主

义认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对现实条件

的阐明和发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教条主义

的表现就是对理论的片面的、抽象的理解。正

确的理论必须摆脱抽象性和机械性，否则就会

陷入到对理论的盲目崇拜，造成对理论的片面

理解。抽象性往往会形成普遍性、必然性的观

点，使理论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机械性

往往会导致宿命论和目的论。因此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为了批判德国哲学的抽象的个

人，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活动角度去理解个人，

认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

的，既跟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跟他们怎样生产

一致。正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去理解

个人、去分析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才摆脱了

对个人和历史的抽象理解，从而避免了自己的

理论走向教条。

与之相反，从微观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

做法是把劳动看作个人的自我确证和自我实

现。在这里生产活动被纳入实践的范围，社会

实践成为由个人的劳动所组成的社会性生产。

个人的共同活动结成社会力量从事生产，每一

个人在生产中都以一定的形式形成社会结构，

个人在社会结构中获得自我确证。“社会结构

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

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

人想象中的那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

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因

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的

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着的。”［２］５２４从马克思恩

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一表述我们

可以看出，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个人活动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个人在一定的

社会结构中进行着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

斯并不是单纯地去剖析社会生产的结构，而是

从社会历史活动的角度去理解生产方式的变

迁，因为离开了个人，社会结构就无法存在。因

此，从微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个人

生产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层面对历史唯物主义进

行解读。这种解读的局限性在于，它很容易抽

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沦为一种道德悬设和

虚无主义。单纯从微观上去理解历史唯物主

义，会带来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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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使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一种抽象的理

论直观。单纯从个人活动去理解历史唯物主

义，虽会看到个人活动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对社

会历史发展起到的作用，却难以看到形成社会

结构的生产，以及个人共同活动形成的社会力

量对社会结构的制约，因而会堕入带有经验主

义色彩的理论直观。事物只有在自己的对立面

中才能规定自身。个人的自我确证也只有在对

象性的生产中才能确证。离开了现实和历史的

个人的活动，任何思想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理论

直观。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经验描述的总结

只不过是抽象的一般结果概括，这种抽象的结

果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历史材料

的堆积而已。［２］５２６

其二，遮蔽历史唯物主义表面差异化背后

的同一性。经济社会结构本身是人的活动的结

果，但是它反过来又成为制约人活动的力量。

因此，如果仅仅强调微观的现实的个人，就只看

到了表面的差异化，而没有看到差异化背后的

同一性。正如黑格尔所言，“将—个表象分解

为它的原始因素”，亦即“把它还原为它的环

节”，这样的结果是，只能得到一些简单的、固

定的规定性，这样分析出来的东西是些“非现

实的东西”［３］２０，这会使得原来是现实的、具体

的东西变成僵死的东西。而要想“扬弃那些固

定的思想从而使普遍的东西成为现实的有生气

的东西”，必须把分析所得到的思想规定或普

遍的东西加以扬弃，使之成为活生生的东西。

因此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

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

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

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

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

一个先验的结构了。”［７］

其三，使历史唯物主义过分强调偶然性。

个人活动的发展会带来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

个体的生产必然会以一定的生产形式组织起

来，只有个人的共同活动才能形成社会性的力

量即生产力。但如果过度强调个体生产的作

用，那么就会抹煞生产组织结构的客观性。因

此，仅从个体出发对个体生产进行认识，只会夸

大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样性、差异性，而看不

到个体在生产交互过程中的普遍性和同一性。

总之，无论单纯从宏观还是单纯从微观去

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都会造成对历史唯物主义

的片面理解。单纯从宏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

义，会造成见物不见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会变成抽象的概

念运动；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

成对个人的抽象理解，使以个人活动为基础的

具体性被夸大、普遍性遭到拒斥。这两种做法

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背离。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现实中的历史唯

物主义。这里的“现实”，一方面是指事物存在

的根据即内在规定；另一方面是指事物的表现

形式即外在特征。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包含

了两层逻辑：一是生产对于历史的建构，这是历

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规定；二是由个人活动所结

成的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历史建构，这是历史唯

物主义的外在特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

蕴就是从历史活动的发展来阐释个人活动所形

成的社会力量，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

的统一，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同一中的差异性。历史唯物主义认

为，物质生产和交往关系是生产不可分离的两

个部分，因此一方面须从宏观角度将人融入到

经济生产的历史架构中，另一方面又须从微观

角度将个人之间的交往作为经济生产的前提。

这两者在生产中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只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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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视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超越传统形而

上学的抽象性，从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直观

性中超脱出来。

其二，决定中的主体性。历史唯物主义通

过生产实践的中介把主客体连接起来，历史的

发展因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生产方式的变

化决定了历史活动的变化。但是生产方式又必

然带有主体的选择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

决定了交往关系，交往关系是生产的前提。人

类的第一需要是生存需要，由此决定了生产在

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个人在

生产过程中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交往关系中

的个人不管是寓于共同体的个人，还是资本主

义的抽象个体，交往关系都会使得一定的个人

具有一定的语言与意识，所以交往关系是在生

产决定作用中人的主体性的表现。这样，通过

生产的中介就把主客体连接起来，从而使历史

唯物主义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

其三，抽象中的具体性。历史唯物主义的

具体性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性，是一种综合的统

一性。马克思曾将自己的方法表述为从具体到

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仅仅从具体到抽象是

知性科学的方法，仅仅从抽象到具体是哲学的

方法。黑格尔曾批判以前的哲学总是直观地看

待事物，没有看到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抽象并

不是指事物本身，而是指概念自我运动展现的

过程，是自己树立对立面、自我否定、自我发展、

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黑

格尔的这一观点，认为以往的旧唯物主义并没

有把人看作从事劳动的个人，而是将人仅仅归

结为抽象的类，这种人本学意义上的人与唯心

主义所理解的抽象的人没有差别。人是处在一

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劳动的个人，是通过劳动

不断地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的个人，并不是抽象

的个体。具体性在马克思那里是生产的内在性

与外在性的统一。“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

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

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

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本

身就是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

东西。”［４］９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批

判传统形而上学知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

思的批判针对的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性、抽

象性和体系性，其目的是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

的现实性，这里的“现实性”既包括生产的现实

性又包括个人的现实性。基于这二重现实性，

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上两种研究范式。事

实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现实的历史唯

物主义，其内在的生产性和外在交往性互相制

约、共时共存。生产是现实个人结成交往关系

中的生产，现实的个人是结成交往关系形成社

会力量而从事生产的个人。单纯地从宏观生产

或微观现实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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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由放任主义得以滥觞并流行开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圈地运

动，二是产业革命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三是财产权制

度的确立。自然放任主义虽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社会的普遍诉求，但更多地反

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废除封建等级特权、主张保护和增进私有财产的自

由放任主义，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在工业革命推动现代西

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绝对的和失控的资本权力造成了沉重的恶

果，贫困、疾病、犯罪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旋律，社会从此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

面对自然放任主义所带来的现代财产灾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选择了不同的

化解路径，前者诉诸暴力革命，后者采取有计划的社会变革。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带有自身特点的财产问题即贫

富差距。我们既要充分看到这一问题因内蕴于商品和资本生产而成为时代必

然，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国家化解财产灾难的经验教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

力探索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经济运动入手破解财产效率逻辑所引致的

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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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自由放任主义为资本和财产效率逻辑提供

了合理性解释，为资产阶级利益提供了合法性

证明，从而使得于１９世纪上半叶摆脱了封建专

制、特权束缚的英国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增长。

但是，作为合理解释资产阶级利益和目标的一

种新意识形态，自由放任主义坚持资本逐利逻

辑，本质上是在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从而埋下

了社会危机的伏笔。在率先完成产业革命的英

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大量增

长，但随之而来的是日趋严重的贫困和贫富差

距，以及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同程度的扭曲

等严重的社会弊病。于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

是截然对立的两幅图景：一面是“大不列颠已

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创造发明的尖端；经济地位

也发展到了国民生产力和国家财富为古今往来

任何国家不能比拟的高度”［１］；另一面是“英国

人啊，为什么要替领主们力耕而他们却致你们

于死命？又为什么辛苦而小心地织造给你们的

暴君穿着的锦袍？”［２］１５

事实上，对于“资本主义究竟是导致和谐

还是导致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３］２、“财富分配

在工业革命期间问题分歧重重，是所有阶级都

在不同程度地获益，还是少数人获得了巨大财

富，多数人却在遭受无情的剥削，其生活水平不

断下降”［４］４９６等问题一直有争议。在西方学界，

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英

国人口在产业革命早期剧增的同时，生活水平

得到明显的持续的改善，社会福利得到整体增

进；另一种观点认为，不管是在资本原始积累时

期（国内的圈地运动，国外的殖民运动），还是

在产业革命早期，残酷的竞争和自由放任的经

济政策，必然会造成财富增长与贫困增加同时

并存的悖论。对于这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大

多数经济学家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态度，由此决

定了他们不同的分析方法、视角与结论。而在

马克思看来，现代财产效率逻辑及其所引发的

社会弊病，具有历史必然性，受现代经济社会运

动规律的制约。本文拟对自由放任主义流行的

原因及其现代财产效率进行分析，并揭示自由

放任主义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检视西方国家

化解现代财产灾难的路径，以期为我国当前贫

富差距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二、自由放任主义流行的原因及其

现代财产效率分析

　　历史地看，“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

王干涉最少的地方最繁荣”［４］４７６。为摆脱日渐增

加的赋税和限制商业发展的种种封建特权，为获

得所渴望的财产利益和权利，资产阶级举起了自

由放任主义旗帜：“古典自由主义———为资产阶

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合理解释的新的意识形

态。”［４］５０９。借助于天赋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

贸易等理念，资产阶级把个人从封建人身束缚

中解放出来，把经济从行政干预中解放出来，由

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自由

放任主义有其特定的表现方式：在经济领域中，

它体现为对“看不见的手”这一法则的尊崇，认

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能自动增进公共利益；在

社会领域中，它提出“守夜人”概念，认为政府

的使命仅在于保护生命、财产和安全。在资产

阶级看来，每个人都会劲头十足地、富于理性地

行动，他们都能找到工作并为其老年和困难的

日子而筹划；而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任何

人为限制、修正和干预，在自由放任主义者看

来，都是对自然法则的粗暴干涉，都是有害的、

无效的。

显然，自由放任主义不仅废除了封建等级

和特权，解除了严重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

桎梏，促进了私有财产的快速增长，而且引起了

英国社会全方位的变革。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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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了思想和社会解放的浪潮；地理大发现与

海外殖民地的开拓带来了廉价的原材料和广阔

的海外市场；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既为机器大

工业提供了巨额货币财富，又促进了自由劳动

力大军的形成；特权和等级制的摧毁、经济自由

主义政策的实施，结束了对重商主义和货币主

义的限制；在产业革命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发达的交通运输和快捷的通讯系统，为经济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在自由放任主

义促进资本生产方式确立并飞速发展的诸因素

中，本文重点分析以下三点。笔者认为，这三个

方面是自由放任主义得以滥觞并流行开来的主

要原因。

其一，圈地运动。在圈地运动中，资产阶级

化的大地主把田地、草场、牧场中混合性的土地

所有权转化为专属的土地私有权，把分散的小

块土地转化为规模经营、机械化耕作的大块土

地，逐步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

离，为资本原始积累进而为资本主义经济快速

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与经

济效益之间建立起了逻辑关联性认识，社会也

日渐鼓励人们以一种经济上的理性手段去开发

土地，激励个人最大程度地参与经济活动并创

造财富，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原始积累和

廉价的劳动力。

其二，产业革命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从１８世纪后半叶开始，西

欧各国国内市场的形成、海外殖民地的拓展与

随之而来的世界市场的骤然扩大，必然要求与

之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此大背景

下，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工业

革命，资本主义进入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业

革命从内容上来看，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新技术

的发明及其在现代工艺学上的有效应用，它以

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以机器化大工厂代替

工场手工业，最终促成机械化工厂体系的形成，

从而使较大幅度地节约燃料、减少浪费、降低成

本和增加产量成为现实。从结果上来看，以科

技革命为杠杆的工业革命，在日新月异的技术

应用中，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

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

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其三，财产权制度的确立。科学技术革命

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

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已经建立起一套有效保护

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法律制度，最终为创

新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自此以后，创

新被随意模仿的风险就被消除了。财产权利的

清晰界定和有力保护，创制出个人收益率与社

会收益率相等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激励

人们积极参与到技术创新和财富创造活动中，

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

总之，资本原始积累的顺利完成、财产权利

的清晰界定和有力保护、产业革命的基本确立

等，把资本主义经济推进了快车道，英国因此实

现了持久的经济增长。一是财富总量的大幅增

加。“大不列颠的资本从１７５０年的５亿英磅增

长到１８００年的１５亿英磅、１８３３年的２５亿英

磅、１８６５年的６０亿英磅。”［４］４９５二是经济结构

的转型。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逐渐向相对高

产出的工业转移，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人口

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大大下降。三是人口数量

和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提升。“大不列

颠的人口数量从１８００年的１０９０万增长到１８５０

年的 ２０９０万，几乎翻了一番。”［６］“就英国来

看，在１９世纪的１００年当中，人口增加了３倍，

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４倍。”［７］这些变化及其成

就激发了社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由放任

主义的认同，甚至有经济学家这样乐观地评价

道：“自由企业制度对一切人的经济许诺并没

有落空；群众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却几乎一直

在不断地提高着；日益增长的人口被吸收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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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而实际工资亦在不断增长；英国自由贸易

派的‘早餐实物免税’，在政治家们所创造的口

号中也许是最不骗人的一个。”［８］３２

　　三、自由放任主义带来的经济社会

问题

　　废除封建等级特权、主张保护和增进私有

财产的自由放任主义，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经

济发展保驾护航，“本质上只是促进资产阶级

利益的实现”［４］５３０。这样一来，自由放任主义者

不自觉地就成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１９世纪上半叶的干预和改革是不充分的或是

被令人愤慨地拖延了的，比如说规定工人最低

待遇或最长工作时限的法律，或对土地所有

制———它使得单一作物的欠收（比如爱尔兰的

土豆欠收）造成了大饥荒———的改革，又或及

时救助贫病交加的人的措施。抵制干预和改革

的不仅是冷漠无情和贪婪的品性，而且还有这

样一种信念：正如任何其他形式的私人契约关

系一样，雇主和工人、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不受国

家干涉。上述立场被当时的经济理论所巩固，

……自由市场的力量应不受任何阻挡，国际贸

易和国内经济关系领域概莫能外，无论个人或

群体的处境暂时多么艰难，但是从长远来看，这

种力量可能会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取得

最令人满意的总体收益；进而言之，斯密理论隐

含了对立法者的指导，因此通过了边沁对国家

的所有管理活动设定的检验标准。”［９］约翰·

莫里斯·凯利的这段话充分点明了自由放任主

义的限度。

虽然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商业革命等总体

上带来了英国各阶层收入的增长，但相对于资

产阶级财富量的快速增长来说，工人阶级在生

活上饱受失业、疾病、伤残和老年所引起的贫困

和不安全的折磨，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上备

受财产条件的限制。一句话，贫苦民众的苦难

遭遇与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好设想相去甚远。

撇开自由放任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崛起及其

利益诉求之间的深厚渊源不说，就个人天赋和

能力之间存在差异而言，等量劳动时间必然会

创造出不等量的社会财富，因而任由市场“看

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势必会产生贫穷困苦者。

更甚之，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与由此而来的

“以财富论英雄”的价值理论，自由放任主义逐

渐从经济领域扩散至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囿

于财产条件的匮乏，占人口多数的贫困民众最

终被排除在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之

外。换言之，即使贫困民众享受到自由权和选

举权，但是他们也并不能就此免受疲惫、饥饿、

疾病、失业、伤残、衰老的痛苦折磨。显而易见，

自由放任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已蜕变为“有产

者”的辨护士。

一部资产阶级发家致富史实际上就是一部

罪恶的掠夺史。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在圈地运

动（所谓资本原始积累构成资本初期，亦即资

本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时

期，从逻辑上看是一个先后承继过程，因而资本

原始积累构成资本的初始形成阶段；但是从历

史上来看是一个相互交织的过程，资本原始积

累贯穿１４世纪至１９世纪，只不过有时候激烈

有时候缓和罢了。圈地运动作为资本原始积累

的重要形式构成了资本形成阶段的重要一环。

因此，我们主要以圈地运动为例，揭示资本原始

积累给居民带来的贫困、痛苦和不快）的私有

化、规模化、工业化经营进程中，消除地权的公

有或共有成分即剥夺了贫困民众的传统权利。

如此一来，贫苦民众被迫出卖土地、迁往城市、

流离失所，逐步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成

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圈地运动，从起初的零星

行为到逐渐获得英国议会法律批准而公开化和

合法化，资产阶级通过立法掠夺了大量货币财

富，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贫困和痛苦。为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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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率、促进财富的快速增加，资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化的大地主，不断地对其他社会成员进

行盘剥和掠夺，他们把佃农逐出家园，用竞争的

手段淘汰织布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等。

１９世纪上半叶，随着工业革命的普遍展开

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确立，英国进入机

器大工业即社会化大生产阶段。这不仅使生产

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也引起了社会关系

的重大变革，催生出了全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工人虽然成为能够自由出卖劳动力商品的

“自由人”，却被抛入单调而乏味的机器生产系

统中，成为机器的附庸———在监工的严格监视

下，跟着机器的运转节奏，每天高强度劳动超过

１６个小时。机器化生产体系使得劳动日益简

单化，连妇女和儿童也被卷入其中，这必然压低

社会整体薪酬水平。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烟消

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冷酷无情的市场交易和金

钱至上，人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人

们全部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被单一化为建立

在金钱之上的物质满足。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并

未大幅上升，部分穷人的生活水平急剧恶化，在

死亡的边缘徘徊。在工业化所造就的工厂和人

口集中的城市中，城市化水平与公共服务设施

的不相协调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城市工厂区和

住宅区拥挤、肮脏而危险，形成大量贫民窟；人

们遭受着空气污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水污染

引起的肠道疾病和霍乱的折磨。一句话，１９世

纪资本主义工业化造就了非人性化的城市。在

最大限度追逐利润的动力驱使下，资本给工人

带来的是恶劣的工作环境、苛刻的契约管束、高

强度的劳动、超长的工作时限和低廉的薪酬。

大多数工人生活在肮脏破烂的贫民窟中，时时

受到生产过剩而导致的失业威胁。这就是１９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社会和工人阶

级生活的真实写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１９世纪上半叶，不

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利益尖锐对立，不

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确立，摧毁了传统的工场手工业和传统

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了工场手工业的消灭和

农业从属于工业。这不仅导致中间阶层下坠为

无产阶级，也导致地主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之

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以《谷物法》的颁布

实施与废除为标志，资本家阶级与地主阶级之

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争取

国会控制权的斗争，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相对自

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等不同利益主体

之间的激烈冲突。

总而言之，在工业革命推动现代西方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放任资本逐

利逻辑”的自由放任主义理念下，绝对的和失

控了的资本权力造成了沉重的恶果：机器大工

业生产消灭了传统农业—农村—手工业经济，

摧毁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隶属于资本家的自由劳动

者。贫困、疾病、犯罪从此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旋

律，社会从此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

　　四、化解现代财产灾难的路径演化

１．无产阶段暴力革命

自由放任主义的理念与附着其上的资本大

工业生产，不仅导致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

逐渐引发社会危机和社会革命。“英国工业革

命后不久，１８１５—１８４５年，英国社会的不满情

绪就空前高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矛盾一

触即发。”［１０］对于这场财产灾难，工人阶级以暴

力革命作出了回应。

从暴力革命的角度来看，工人运动是对资

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利益分配不均的自然

反应。“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使工人阶级意识觉醒并使争取自身权利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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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兴起。”［１１］这些“普遍的骚乱乃至公开的叛

乱”［１２］，既是指联合起来的工人毁掉机器和工

厂，自发地反对置其于困境的新工厂系统，也包

括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

条件而采取的罢工运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１９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欧洲爆发的三大工人起

义。它们既表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

上已成熟和发展起来，也表明内蕴其中的基本

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然成为社

会的主要矛盾。

工人暴力革命这一斗争方式经历了一个由

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起初，面对低廉的薪

酬、过度的劳动和痛苦的生活，工人们把问题归

咎于机器的采用和雇主的奴役，因而工人奋起

反抗的方式就是“捣毁机器、焚烧厂房、殴打厂

主等原始形式”［１３］。但是，破坏机器的运动不

仅遭到政府和资本家的残酷镇压，而且带来的

是技术的提升、机器更加广泛地采用和工人更

少地被雇佣。于是，工人阶级在斗争实践中变

得日益成熟，他们逐渐意识到：“不是机器，而

是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造成工人的

贫困的蔓延和经济的无保障。”［３］１２８工人阶级在

斗争实践中逐渐成熟并走向了觉醒：“工人的

境况是经济、法律、社会以及政治制度造成的结

果。因此，对贫民处境的任何实质性改善，都需

要对现有制度的改革。工人阶级必须看清剥削

的制度基础，组织起来去创造一个更好的社

会。”［３］１２８这表明：对于处于自然历史发展进程

中的现代经济运动来说，个别的、自在的、简单

的暴力革命是盲目的、无效的；工人阶级只有联

合起来，从经济基础上变革社会政治制度，才能

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权利。

２．资产阶级有计划的社会变革

现代化弊病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而变得愈发严重。“到１７９８年，工业革命和城

市化进程的一些负面效应开始呈现。失业和贫

困越来越成为令人瞩目的问题，需要得到补

救。”［２］６８面对英国工人阶级一浪高过一浪的争

取财产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激烈斗争，英国资产

阶级逐步认识到经济危机与工人阶级购买力不

足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于是，在恐惧和不安

中，在暴力革命威胁面前，英国资产阶级逐渐放

弃了自由放任主义理念。他们稍稍放松了压榨

工人血汗的锁链，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律规范

来调整阶级关系，从而缓和阶级矛盾。

这一转变客观上是对自由放任的资本生产

及其理念的扬弃。自由主义认为社会是自然法

则的产物，否认通过人为立法增进人类幸福的

可能性。因此，自由主义在促进财富增长和经

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

是社会利益分化和阶级矛盾尖锐问题。面对接

踵而至的批评，英国资产阶级和政府开始认识

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如果建立一个目的在于

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在于促进

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方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

社会态度和行为方式的社会，那么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消除当代弊病。［４］５３１

于是，英国资产阶级开始重视社会利益和

集体福利，实施有计划的社会变革，且颁布一系

列法律规范，如《１７９９年联合法案》、１８２０年的

《学徒健康及道德条例》、１８２５年的《联合法

案》、１８３２年的新《工厂法案》、１８３４年的《新济

贫法》等等。这些法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

了工人权利，但又对工人组织及其活动加以限

制，禁止工人结社、罢工、游行和示威。这样，资

产阶级从立法的角度认可了社会干预和经济控

制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

保障制度，缓和了利益对立和矛盾尖锐的社会

现实。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立法并不

是要维护工人权益，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资产

阶级利益。例如，１８３４年《新济贫法》的颁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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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客观上虽扩大了社会下层民众的贫困救济

范围，保障了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准，从而避免了

饥饿、营养不良等致死现象，但促使其颁布实施

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有济贫方式存在限制劳动

力自由流动、济贫开支过大、济贫工作混乱等一

系列弊病，影响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有必

要予以完善，以便为机器大工业生产提供更合

格、更具有流动性的劳动力。再如在《谷物法》

的存废问题上，也可以看出各阶层利益既激烈

冲突又互相妥协、退让甚至联合的一面。１８１５

年，土地贵族控制国会颁布实施了新《谷物

法》。新《谷物法》的颁布实施，不仅损害了工

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使广大劳动人民陷

入困境。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国内谷物价格的

上涨，导致工人名义工资上涨和实际购买力下

降；对资产阶级来说，谷物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

上会导致工资支出增多，进而导致资本家的利

润转化为地主的地租。只有废除这一《谷物

法》，才能获得低廉的原料和劳动力，才能使高

效率的英国工业保持在世界市场的超越地位和

竞争优势，才能维持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通

过出让一部分利益给工人阶级，英国资产阶级

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在 １８４６年废除了

１８１５年的《谷物法》。资产阶级联合工人阶级

取得了对地主和贵族的胜利，标志着资产阶级

自由贸易保护政策的胜利，占经济发展优势地

位的资产阶级最终将其利益扩展到政治领域。

总而言之，面对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资产阶级

认识到：“单个工人是软弱无力的，只要储备了

大量失业劳动力，任何‘傲慢’或不听话的工人

都可以轻易地被迅速取代。这种取代效应使留

下来的工人们更加感到没有保障，因而更加顺

从听话。然而，当工人集体进行谈判的时候，就

显示出强大得多的力量。”［３］１２７出于自身利益考

量，资产阶级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如《结社

法》），禁止工人结社、罢工、游行和示威，通过

立法的形式对工人组织及其活动加以限制。

由此可见，英国的劳动立法有其历史局限

性。从保护的对象和范围来看，劳动立法仅限

于保护妇女、儿童和特殊行业；从出台背景来

看，劳动立法的出台往往是倒逼的结果，是资产

阶级在工人阶级的激烈抗争下被迫妥协的产

物。英国的劳动立法仍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为

核心，并未从根本上克服经济社会矛盾和阶级

对立。例如，“‘济贫法修正案’是在１８３４年通

过的，它既大大改善了济贫工作的行政机构，并

制止了即使在那时也会认为是虐待的许多做

法，又采用了某些经济原则，从而把济贫工作限

制在济贫院中的维持生活，并在原则上禁止户

外救济，着眼点是，陷于困境的有劳动能力的失

业者，诚然不应当让他挨饿，但是应当将其维持

在一种半属处罚的状态中”［８］３９－４０。

　　五、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综上所述，面对现代财产效率逻辑及其所

导致的社会弊病，我们既不能惶恐不安，也不能

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

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５］１１；而

要努力探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以缩短

和减轻经济社会转轨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换

言之，我们既要理性定位现代经济社会运动的

自然历史性，认识到“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

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

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５］１１；同

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与总结西方社会化解

财产灾难的经验与教训：一方面，财产效率逻辑

所引致的社会病痛当然需要从经济基础上着手

化解，“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

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

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１４］；另一方面，我们还

要汲取暴力革命教训、重视运用和平的合法的

手段去解决问题。因此，牢记马克思的教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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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有益的：“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

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

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不能指望“英国的统

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

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５］３７。

回到我国的现实发展，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

来，财产问题一直是学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

从探讨的内容上来看，改革开放前重在批判，即

批判私有财产与以此为基础的私有制；改革开

放后重在建构，即重在汲取西方财产理论，以实

现我国财富快速增长、协调自身财产利益关系。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产生这些

体系的时代的需要。”［１５］鉴于此，从原初语境深

入考察１９世纪上半叶自由放任主义理念语境

下英国财产效率逻辑及其社会经济问题，我们

可以从中汲取方法论启示。这对于当下中国来

说意义重大。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实践，也产生了当代中国财产问题。特别是

资本逻辑、拜物教因素所引致的各个领域的逐

利行为、环境污染、伦理失序、利益分化等负面

效应，已然成为我们不得不应对和解决的重大

课题。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黑格尔在某个

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

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

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１６］这

昭示我们，只有以史为鉴，探索历史真相，汲取

历史教训，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本质地看，市

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全球化交织的转

型背景导致出现了当代的中国财产问题。我国

在某些领域出现的公共政治与私人经济联姻、

公共权力与私人资本结盟的现象，已经衍生了

资本逻辑、拜物教因素所主导的一些领域的环

境污染、利益分化等负面效应。在此进程中，只

有规避现代财产效率导致的社会弊病，汲取财

富快速增进过程中基尼系数过大、伦理失序等

历史教训，才能更好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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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从广义上讲，是指行政部门做出的决策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的过程；从狭义上讲，是指审查机制的合法化。重大行政决策合法

化是决策科学化的保证与决策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也是依法行政的内在要

求、保障人民合法利益的必然要求。但是，目前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面临

着相关法律法规位阶较低、合法性审查主体不明确、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的效

果不强、监督力度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应在制定高位阶法律法规的同时，科学

设置合法性审查主体，强化公众参与力度，完善专家论证制度，健全监督机制，

以促进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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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作为一个崇尚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一项全局

性、整体性和目的性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

安的重要保障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依

法治国的基础和关键是依法行政，只有国家各

级行政人员做到懂法、依法和守法，在日常工作

中依法管理，杜绝权力滥用，保持优良的工作作

风，才能避免决策失误。近年来，国务院相继出

台了多个旨在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文件，明确

提出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行使行政决策权，即重

视行政决策的合法化，同时将合法性审查确定

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２００４年，国务院

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指

出，要“完善行政决策程序，重要行政决策在决

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首次将合法性

论证用于重大行政决策中。２００８年，国务院在

《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详细

规定了保证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的具体程序，

各地方政府也先后出台了与之配套的政策和规

定。２０１０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

建设的意见》指出，为了实现重大行政决策的

合法化，需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

策，进一步明确地将合法性审查列为重大行政

决策的一个重要程序，使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

化措施越发完善。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

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共十八大指出要全面推进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各类重大

行政决策势必会成为一种常态。在此背景下，

深入研究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的必要性、面临

的问题、优化策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的含义与

内容

　　什么是重大行政决策？其合法性的内涵是

什么？其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这些是我

们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

１．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的含义

行政部门为实现其特定行政目标，依照国

家相关的政策和法律，针对其管辖权限范围内

需要解决的问题，制定相关活动方案的行为过

程称为行政决策。［１－２］作为政府实现其管理职

能过程中最原始、最基础的工作，行政决策决定

着政府的活动目标和活动方向。重大行政决策

的“重大”一词在于突出决策的重要性和影响

力，但目前我国对“重大”还没有形成明确统一

的判定标准，往往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根据

决策内容与影响而界定。通常来说，重大行

政决策是指行政机关为履行经济调节、公共

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等职责而作出的

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行

政决策，如重大政府采购和投资项目的安

排，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总体规划，政府

的年度财政预算，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方案，

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监管等，这些决策大多与

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３－４］

２０１０年，温家宝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

上指出，“合法是决策的第一要件”。为保证重

大行政决策能够得到公民的认可并有效实施，

必须通过合法化的过程赋予其合法性地位，将

重大行政决策从决策变为更加权威性的公共政

策［５］。从广义上讲，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是行

政部门做出的决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过

程，它包括三个维度，即决策形式的合法化、参

与的合法化和理性的合法化，此“三化”相互依

存、密切关联、辩证统一。［３］从狭义上讲，重大行

政决策合法化是指审查机制的合法化，即重大

行政决策必须经过合法性审查，具体指为保证

决策程序依法进行、决策权限有法可依、决策结

果和效果符合法律规定而进行的一种行政审查

程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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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的内容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是行政决策顺利实施

的前提和基础，其内容涉及决策制定与合法性

审查等多个方面。

（１）决策权限合法化。决策权限合法化是

指行政决策主体是否有权力作出该项重大行政

决策，针对的是法律授权问题。行政决策主体

是国家行政机关内部可以直接制定并实施决策

活动且能够承担决策后果的个人或者机构。［６］

法无授权不可为，行政决策主体只能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不可无权行事或越权行

事，否则其决策是无效的。

（２）决策程序合法化。重大行政决策的制

定，必须遵守相应的方式、时间和顺序等法律的

程序性规定。我国一直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

统，缺少与行政决策相关的独立的法律和行政

法规，但重大行政决策的制定程序，必须按照现

有的规范行政行为的程序性文件执行，否则其

合法性将被质疑。

（３）决策内容合法化。重大行政决策的内

容必须合乎法律的规定：决策的内容要在行政

决策机构的管辖范围内，决策内容的形式规定

要依法进行。

（４）审查主体合法化。对重大行政决策作

出合法性审查的主体通常包括四种，即本机关

外部法制机构、本机关内部法制机构、社会独立

法制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不同的审

查主体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审查效果，因此选择

恰当、有效的审查主体至关重要。［７］对比这四种

审查主体不难看出，除社会独立法制机构外，其

余的审查主体都与行政决策主体有着或多或少

的利益关联，或是上下级关系，或是同事关系，

所以应尽可能选择与行政决策主体无直接联系

和利益来往的社会独立法制机构作为合法性审

查的主体，以规避嫌疑。

（５）审查内容合法化。目前国内对合法性

审查的具体内容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对于哪

些决策内容应当审查、哪些决策内容无须审查

都没有明确的标准。合法性审查的内容不是越

多越好，虽然审查内容越多，获得的信息越详

细，决策执行后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越少，但是过

多的审查内容无疑会加重审查主体的工作任

务，而工作量过大会导致审查不细致、难以抓住

重点。合法性审查的内容也不是越少越好，因

为审查内容过少，审查主体有可能漏掉和忽略

很多重要的问题，最终可能导致决策审查不通

过或者决策执行问题重重。因此，审查主体应

掌握决策重点，从决策权限、决策内容和决策程

序等几个关键方面进行审查，以提高审查效率，

保证审查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６）审查方式合法化。合法性审查的方式

多种多样，如专家咨询、听证制度与公众参与

等，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法且合适的审查方式

至关重要。对于争议较大、内容复杂的决策，必

须通过专家咨询会、听证会等有针对性的讨论

会来审查；对于争议较小、内容简单的决策，通

过书面或电子文件审查即可。

　　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的价值

意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保证

行政决策的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重大行

政决策作为一种全局性的决策，关涉公民的根

本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决策一旦失败，公民和

社会团体难以通过行政诉讼获得应有的救济。

因此，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化程序、建立合

法性审查制度，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

制化的重要保障，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

根本要求。具体来讲，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的

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决策科学化的保证

重大行政决策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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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范围较小的一般行政决策不同，它是针对

全局的决策，在目标上考虑得更大，涉及的范围

更广，影响也更为深远。重大行政决策一旦出

现失误，势必会造成严重的损失，乃至灾难性的

后果，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受阻和人民利益受损。

所以，重大行政决策的拟定与审查必须保证其

科学性，严格避免随意决策、法外决策和非理性

决策，确保决策权不会被滥用或者误用，以降低

决策风险和避免决策失误。［８］

２．决策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

重大行政决策只有通过合法化的过程才能

够获得合法地位，未通过合法化认证的决策本

身不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难以获得公众的认

可，一旦实施必然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最

终导致决策失败。［５］

３．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依照法律法

规行使权力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必然要求。

依法决策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决策合法是行政

合法的必要条件。行政主体要遵循“权力法

定”原则，不越权行事，其行政手段不应根据个

人意愿随意实施，而应依据一定的法律法规行

事，不能超越法律法规的界限。［５］在重大行政决

策合法化过程中，无论是决策的制定还是决策

的审查，都应严格依法进行，这体现了我国依法

行政的内在要求。

４．保障人民合法利益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

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政府科学民主决

策，能够反映人民的意愿，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

的信赖和认同；而错误的决策，将背离人民的意

愿，损害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重大行政决

策合法化，要求依法制定决策和依法审查决策，

将决策的重点放在推进发展和改善民生上，保

证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从而保障人民的合法

权益。

　　三、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现状

迄今为止，尽管国务院已经出台了多个用

于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文件，提出要重视重大

行政决策的合法化，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各地市

也建立了相应的重大行政方案合法性审查机

制，但是依法决策和依法审查的目标并未完全

实现，还存在诸多问题。

１．相关法律法规位阶较低

行政决策主体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的权力属

于行政权，理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范。［８］自

２００８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

政的决定》开始，江西、青海、湖南等十多个省、

市、自治区均先后出台了针对重大行政决策的

地方规章制度［９］，完善了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

化程序，从立法的角度制定了科学民主的决策

程序，使重大行政决策的制定、审查和实施有法

可依。但由于地方行政法规的位阶相对较低、

权威性不高且约束力不强，这些法规往往被束

之高阁，未能有效实施。而最高立法机关关于

重大行政决策的高位阶法律法规却一直没有出

台，立法进程严重滞后。

２．合法性审查主体不明确

由于中央并未对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

的主体做出统一明确的规定，也未限制审查主

体的选择，各地区通常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当地

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机构作为合法性审查的

主体，探索适合自己的审查模式。目前，最常见

的审查主体是本机关内部法制机构，因为这种

选择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是最简便和最有利的。

但是这种审查主体的审查效果不太理想。合法

性审查主体与行政决策主体同属一个机关，往

往是上下级的关系，审查主体就算是发现了决

策问题也难以违背领导的意愿，审查作用难以

体现。而另外两个审查主体———本机关外部法

制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由于审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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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决策主体同为政府工作人员，多为在工作

和生活中经常打交道的同事，在中国浓厚的人

情社会氛围下，审查通常是走一下过场，作用不

大。此外，各地政府法制机构还或多或少地存

在人员配置不合理的现象，审查人员良莠不齐，

合法性审查的专业水平难以保证。

３．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的效果不强

公众参与攸关其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不

仅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而且能够提升决策的

质量，是实现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的重要途径。

我国某些地区在一些领域已经进行了公众参与

的探索，如杭州的开放式决策。但是目前所进

行的公众参与的探索，存在着决策效率较低、参

与效果较差，甚至“作秀”参与和不文明参与的

情况，参与程序还有待完善。另外，在重大行政

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借助“外脑”的

力量，科学、全方位地为决策咨询、论证，即专家

论证［１０］，参考论证的结果对决策作恰当的修

改，能够有效保证政府决策的合法性［１１］和科学

性。但目前我国的专家论证大多流于形式，多

数专家只是被动地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常受到

委托机关的干扰和暗示，对决策结果难以产生

实质性影响。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使决策能

够顺利进行，只挑选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专家参

与论证，严重违背了设立专家论证的初衷。

４．监督力度不足

目前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方案合法化面临着

自我监督为主、上级监督为辅、外部监督缺乏的

现状。自我监督即相关机构和个人自觉管束自

己依法行政的行为，这种监督的效果十分有限。

上级监督通常指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我国

宪法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享有对国家检察

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监督权。但上级

监督目前面临着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缺乏与

人大对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监督相关的法律法

规，人大的监督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另一方面，

人大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监督通常是被动的，只

有当决策文件在审查中出现问题并向人大反映

后，监督程序才启动。［９］外部监督是指社会监

督，包括公众监督、媒体监督等。重大行政决策

涉及面广，对社会利益格局具有较强的调整功

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外部

监督具有主体多元、监督力度强等重要特点。

但是，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外部监督的制度建设

滞后，外部监督的作用难以真正发挥。

　　四、完善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

的对策

　　１．制定高位阶的法律法规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法律是

一个国家长久治安的有力保障。我国作为法制

国家，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相关规定只在各级

政府出台的相关法规、规章和规范中出现，且常

常被忽略，没有独立的、高位阶的相关法律出

台，缺乏强制性，无助于决策的执行。因此，为

推进依法行政，真正实现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制

化、民主化和科学化，最高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

相关的高阶位法律法规，并据此建立一套刚性

的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化审查程序，对决策主

体、决策权限、审查主体、审查内容等做出明确

规定。［４］

２．科学设置合法的审查主体

为了确保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化，科学设

置合法的审查主体至关重要。中共十八届四中

全会提出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法

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

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决策、推

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政府法律顾问

可以胜任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职责，且

具有多种优势：一方面，政府法律顾问作为审查

主体，与决策主体是并列的关系，具有平等的法

律地位，能够排除人为的干扰、保持中立的立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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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另一方面，政府法律顾问队伍由相关专家和

律师组成，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不仅能够保证

决策的合法性和科学性，而且可以兼顾决策的

民主性。［１２］当然，政府法律顾问作为审查机构，

也必须依法行使审查权力，避免因个人或部门

利益而导致“走后门”情况的发生。

３．加强公众参与力度，完善专家论证制度

２０１４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健全依法决

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

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

定程序”。从近两年的具体情况来看，尽管各

地区为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的顺利执行，也强调

加强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制度，但是整体上并

未达到预期效果。为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

化和科学化，应引导和鼓励公众参与到决策的

审查中，同时完善专家论证制度，虚心听取专家

对决策的建议和指导。

４．健全监督机制

重大行政决策方案合法化的过程是一个需

要不断进行监督的过程，无论是决策的制定、审

查还是实施，都离不开监督。健全的监督机制

是保证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化的重要手段。首

先，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人大及其常委

会行使监督权力的范围和方式；其次，应加强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自我监督能力，避免滥权现象

的发生；最后，应加强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和公

众的监督，保障重大行政决策始终能够有助于

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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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中的法定公证
———基于规范样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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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公证作为一种非政府监管措施，对民商事法律秩序的构建具有特殊的制

度价值。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是使用权初次流转的主要形式和再

流转的前提，其交易环境不同于其他流转形式。通过对全国大多数地方公证规

范的统计分析发现，法定公证制度在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尤其是在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环节存在缺失。为保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实

效，最大化地发挥公证制度的价值，弥补政府监管模式的不足，在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环节应确立法定公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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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

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出让、租赁、入股，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

市、同权同价，此举有望破除阻碍城乡建设用地

使用权市场统一的制度藩篱。但在试点过程

中，对于地方政府主导下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如何保障监管和实现

制度实效呢？作为一种非政府监管措施，法定

公证具有正式制度的一般特征、制度绩效和社

会经济功能，无疑是一项不错的选择。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法定公证对民商事法律秩序的构

建、整合具有特殊的制度价值。鉴于此，本文拟

通过统计分析样本规范中的公证制度尤其是法

定公证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关注程度，了解该

制度在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过程中的适用情

况，进而对比分析法定公证制度在国有和集体

所有土地使用权流转中适用的差异，从而提出

以法定公证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的制度完善建议，以期对规范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实务和完善出让立法有所

裨益。

　　一、从规范样本看法定公证在土地

使用权流转中的应用

　　１．规范样本对土地使用权流转公证的选择

法定公证以其特有的安全、公平与效率价

值来保障民商事法律秩序的完善。［１］通过万方

政策法规数据库检索到２２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关于公证制度的地方法规（见表１）。这些规

范涵盖了我国大多数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能够

代表我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活跃

地区关于公证范围的共性规定，也可以从中看

出地方立法对土地使用权流转公证的基本

态度。

由表１可知，关于国有和集体土地使用权

流转的公证，在２２部地方规范中，有１９部对土

地使用权流转做出了公证要求，占到全部规范

的８６．４％。在对土地使用权流转公证做出规

定的１９部规范样本中，有１３部明确要求对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抵押等流转行为进

行公证，占规范样本的６８．４％；区分土地国有

或集体所有，并对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公

证问题做出规定的有５部，占规范样本总数

的２６．３％；另有６部地方规范只规定要对土地

使用权的流转予以公证，未明确是针对国有土

地使用权还是针对集体土地使用权，抑或是同

时涵盖两者。结合规范样本出台时间和当时我

国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实际情况，受限于城乡二

元结构，规范样本出台时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

转极其有限。虽然这６部地方规范未对予以流

转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做出区分，但并不意味

着该规范对国有和集体土地使用权同样适用，

而是根本就没有考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问

题，所规范的需要进行公证的流转实际上是指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即全部规范样本都规

定了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公证。这一点

可以直观地从１９９４年出台的《江苏省公证条例

（试行）》第１２条中看出，该条款规定“土地使

用权的转让，当事人应当办理公证，但集体所有

土地的承包除外”。

由以上分析可知，规范样本对集体土地使

用权流转公证的关注度显著低于对国有土地使

用权流转的关注度，各地方的公证制度未给予

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以足够重视，公证在集

·７３·

 这５部样本是１９９６年出台的《贵州省公证条例》《海南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规定》、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出
台的《安徽省公证条例》、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４日修正的《黑龙江省公证条例》以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２００５年发布的《关于加强
公证工作的通知》。《贵州省公证条例》在２００４年修改时，坚持了１９９６年法规中关于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公证的规定，而黑
龙江省和重庆市的法规只是在２００５年修正时才首次关注到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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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作用远没有在国有土地

使用权流转中的作用那么大。这固然与我国的

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不发达有关，但也从

侧面说明了城乡统一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的建

立仍然面临着许多制度障碍。

２．规范样本对土地使用权流转公证形式的

要求

在规范样本中，各地方法规对土地使用权

流转公证的形式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其中，３

部地方法规选择了任意公证制度，由土地使用

权交易双方自愿选择；１４部地方法规对土地使

用权流转实行法定公证制度，凡土地使用权流

转都必须进行公证；２部地方法规同时规定了

法定公证和自愿公证，比如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９日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公证

工作的通知》（渝办发［２００５］第６９号），就规定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抵押和拍卖应当

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同时在农村“四荒”

的发包、流转关系中，鼓励、引导相关当事人向

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因公证对象不同应做

出区别性规定，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采用

法定公证制度，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采用自

愿公证制度。１９９６年贵州省制定的《贵州省公

证条例》，在第８条要求“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城

表１　各地方法规中关于土地使用权流转公证相关规定统计

类别 序号 地区 土地性质 公证对象 公证形式

１ 海南
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抵押、联营、继承、交换、赠与、出租 法定

集体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出租、联营 法定

２ 安徽
国有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的转租、抵押 法定

集体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法定

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拍卖、招标 自愿

３ 贵州
集体 土地使用权转让 自愿

国有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非耕地使用权拍卖 法定

４ 重庆
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抵押和拍卖 法定

集体 “四荒”的发包、流转 自愿

５ 黑龙江
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抵押、拍卖 自愿

集体 土地使用权的承包、转让 自愿

规范样本 ６ 河南 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抵押 法定

７ 云南 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抵押 法定

８ 浙江 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抵押 法定

９ 四川 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抵押 法定

１０ 宁夏 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出租、转让、抵押 法定

１１ 甘肃 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转让 法定

１２ 天津 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 自愿

１３ 湖北 国有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 法定

１４ 广东 未区分 土地使用权的出租、转让 法定

１５ 上海 未区分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抵押 法定

１６ 山西 未区分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 法定

１７ 陕西 未区分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法定

１８ 江苏 未区分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但集体所有土地的承包除外 法定

１９ 吉林 未区分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承包、确认 自愿

２０ 新疆 有立法，无规定

非规范样本 ２１ 内蒙古 有立法，无规定

２２ 福建 有立法，无规定

　　注：未查询到辽、京、冀、鲁、湘、赣、桂、青、藏９省市区相关立法。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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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和“非耕地使用

权拍卖”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而根

据该条例第９条的规定，对城镇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的拍卖、招标、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转

让，以及土地、山林的承包合同，则采用自愿公

证制度。可见，对于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有

７３７％的地方法规选择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

定公证制度，有１５．８％的地方法规选择了土地

使用权流转的自愿公证制度。

３．公证在不同土地使用权流转方式中的

适用

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可以通过出让、出租、折

价入股、转让、抵押等多种方式实现，从初次流

转和再次流转的角度统计分析规范样本中有关

公证制度在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环节的适

用情况，可以看出，１３部地方规范未对土地使

用权的出让与转让进行区分，只规定了土地使

用权的转让；６部地方法规同时规范了土地使

用权的出让与转让。可见，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是公证法律规范调控的重点。在对土地流转予

以规范的１９部规范样本中，全部都对转让做出

了规定、区分出让与转让并对出让做出公证要

求的只有湖北、山西、甘肃、重庆、云南、吉林六

省市地方法规，占全部规范样本的３１６％。需

要说明的是，对于没有将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与

转让进行区分的１３部地方法规，根据系统解释

的原则，这些法规中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是在

“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意义上使用的。其原因

是此类规范没有区别土地使用权的初次流转和

再次流转，当然也未区分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与

转让，而是统一以流转意义上的“转让”一词涵

盖出让与转让。只有湖北省的公证立法中对需

要公证的土地使用权流转行为加以限制，仅仅

要求“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

让”办理公证，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未做

公证要求。

上述统计与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地方法规

中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都规定了公证程

序。有些地方规范把公证作为建设用地使用

权登记的前置程序，但因土地性质、流转环节

不同，公证与否及公证形式的选择存在较大差

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是公证制度规范

的重点，并且大多采用法定公证形式。与之相

反，各地方公证法规都没有关注到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至于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更是成为各地方公证

法规的制度盲点。这一现象亟待在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地方改革试点中加以

完善。

　　二、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实行法定公证的原因

　　由于土地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涉及有关

土地权利的流转时，世界各国一般都采取十分谨

慎的态度，如德国、瑞士等均将土地所有权转让

合同作为法定公证事项。由于我国法律禁止土

地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就成为

规范的重点。具体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

权流转制度，使用权出让法定公证制度的价值则

在于弥补制度缺陷、健全土地使用权流转规范，

进而促进我国物权方面法律制度的完善。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之所以要实行法定

公证，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９３·

 作为对以上统计结果的佐证，笔者对目前所掌握的各地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规范进行了检索，只有在成

都市国土资源局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５日印发的《集体建设用地交易规则（试行）》（成国土资发〔２００８〕５６９号）中，看到关于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证的相关规定，成都市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实行法定公证制。该规则第２５条规定：“确定竞
得人后，流转方与竞得人当场签订《挂牌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以下简称《成交确认书》）。挂牌流转集体建

设用地使用权全过程及竞得人与流转方签订的《成交确认书》，须经公证机构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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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法定公

证可以弥补政府监管模式的不足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对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的管理是通过用途管制和土地利用规划

等宏观手段，对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代理人的监

督主要是以事后监督为主。而法定公证所具有

的外部性、中立性和专业性，有助于解决政府监

管模式中存在的监管力量薄弱、监管动力不足

和权力寻租等问题。《公证法》已经明确规定

公证机构在业务上独立行使公证职能，而不再

像过去那样属于司法行政部门的附属并在业务

上受到司法行政机关的牵制。另外，法律责任

形式的配置也是督促公证监管尽职尽责的一个

重要因素，依照《公证法》第６条规定：“公证机

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

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公证错误

时，公证机构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与政府监管

部门所承担的行政责任不同。事实上，公证机构

是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证明机构，其中立地位

决定了其监督成效要优于行政部门。相对于国

有建设用地而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涉及土地

性质、主体多重性、农地保护、粮食安全、集体经

济组织权益保护、基层乡村干部反腐等问题，情

况更为复杂，更需要法定公证。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法定公证制度的建立，可以减少政府在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中的过度干预，同时可以弥

补政府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中的管理不

足，促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机制由过去的

政府主导向由市场主导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流转提供制度保障。［２］

２．出让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初次

流转的主要形式和再流转的前提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平等入市的决定，意欲解决因公有产权边

界模糊而制约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发挥的问

题。［３］出让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初次

流转的主要形式，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方

当事人，以其他个人、组织为受让人的一种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形式。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通过出让、出租、作价出资

等形式实现初次流转，但出让是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形成再

次流转的前提。集体建设用地由集体农用地或

未利用地转化而来，涉及到农用地的非农使用

问题，而农用地的非农使用直接影响耕地数量，

是我国相关土地法律法规管制的重点。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涉及物权变动，其变

动原因或变动的法律基础需要公证。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法定公证，不是国家

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而是对这一原则的保障和

落实。［４］所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在集

体土地资源配置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

积极培育和壮大价格评估、公证等服务于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中介机构，

对于顺利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流转，具有重大意义。［５］

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交易

环境不同于其他流转方式

之所以强调要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环节设置法定公证，是因为其出让的交

易环境不同于转让、租赁或抵押等方式的交易

环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再次流转，无论

是以转让、抵押形式进行，还是以出租、出资形

式进行，都是发生在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

在这类法律关系中，由于主体双方利益的对立

性，行为人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必然会

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理性判断，所以在再次流转

环节就没有必要实行法定公证，而是应当尊重

当事人的选择权。但作为一种中立的市场监管

手段，为最大化发挥制度效益，在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再次流转中，若当事人觉得自身力量

不足以防范交易风险而申请公证的，公证制度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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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也不应将之排除在外，即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的再次流转可以进行公证，但应以当事人

的自愿申请为原则，不能强制公证。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则不同，以有偿为原

则、以无偿为例外，出让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是作

为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代表的集体经济组织，

由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负

责人之间存在着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

与代理人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因此代理人在

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时，会产生逆向选择

和道德风险，侵害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利

益。［６］法定公证程序的设置可以规范、监督集体

经济组织及其负责人的行为，使出让程序公开

透明，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收益

由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享，因此作为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应以有偿方式或以

无偿方式作为判断标准，以预防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中的暗箱操作或内外勾结现

象，使侵害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从而保护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

　　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法定公证制度的构建

　　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法定公

证制度构建的基本思路

法定公证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中的普遍性规定，与之相比，法定公证在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环节却很少适

用，这与近年来全国各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流转试点“遍地开花”的现象极不相称。

如果说前些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因为

受到各种限制流转规模小且多为隐性流转［７］，

公证机关无法介入还情有可原，在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大量流转的今天，各地规

范仍然未对之做出法定公证的要求，这就不能

不说是一个遗憾。立法实践中，建议借鉴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法定公证的制度设计，由国务

院出台行政法规，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的法定公证制度，要求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必须进行公证，尽早弥补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制度的重大缺陷，

把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初次流转的关

口。根据各法律法规间的衔接关系，行政法规中

应明确要求各地方公证法规和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使用权流转规范贯彻实施这一制度。目前，

我国已经具备制定相关行政法规的条件，可由全

国人大对《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公证法》作统

一修改，在全国性立法中确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的法定公证制度。

２．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法定公

证制度的立法条件

在我国各地方公证法规中，对土地使用权

出让的公证已成为共识，多个地方公证法规都

在原来基础上进行过修改，上海市甚至多次对

涉及公证的地方规范进行修改，并专门出台规

范性文件对土地使用权流转公证做出规定。多

个地方公证法规在修改时将土地使用权流转公

证作为新增内容，这足以说明地方立法对土地

使用权流转行为的重视。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９日，

国务院颁发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

和转让暂行条例》，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制定实施办法。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８日，司

法部公证司在《关于注意做好城镇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和转让公证工作的通知》（司公字

［１９９０］第２０３号）中，希望各地注意在制定实

施办法时，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应当公证的建议，并提出相应的办法。

该通知强调，“不动产法律事务公证是公证机

关的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而土地使用权转

让是不动产法律事务的重要内容”，并明确区

分了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与转让。司法部公证司

于１９９８年在《关于落实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进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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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农村公证法律服务的通知》（［９８］司

公字０２０号）中提出，要加强农村公证法律服务

工作，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改

革提供公证法律服务，开展土地承包租赁、房屋

宅基地、“四荒”拍卖等农村公证事项。无论是

１９８２年 ４月 １３日国务院发布《公证暂行条

例》，还是２００６年３月１日起施行的《公证法》，

都规定了公证机构的公证范围，虽未明确规定

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公证，但对可以办理公证事

项进行了概括性规定，其中合同、招标投标、拍

卖行为，以及兜底性条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当公证的事项”均被纳入其中，自然可以将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纳入公

证范围。

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法定公

证制度的实践条件

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背景

下，不可避免地要求城乡建设用地制度的融合，

公证机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中积累的经验

可以也应当被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公证所吸收。例如，作为经验之一的公证机构

办事处的设置，可以为广大农村的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提供公证保障。参考广东

省的经验，公证处可在重点乡镇设立公证处的

派出机构———公证办事处，人员少的公证处可

借用乡镇法律服务所的人员，固定一人协办公

证。由于乡镇法律服务所人员没有出证权，因

此首先要做好出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然后报

公证处，由公证处按照办证程序出证。

法定公证制度要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必须经过公证机构公证，否则出

让无效。法定公证是否会增加集体经济组织和

受让人的负担呢？依照《公证法》第 ３４条规

定，“当事人应当按照规定支付公证费”；第４６

条规定，“公证费的收费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

门、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

定”。笔者认为，公证机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

的证明机构，收费标准较低且根据具体情况还

可减免收费，公证费的缴纳不会对当事人利益

带来较大影响。从成本—收益关系的分析看，

相对于法定公证所带来的制度性获益，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所付出的公证费用是

微乎其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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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摘要：预期违约是一种特殊的违约形态，它与实际违约共同构成了我国《合同

法》规定的违约行为的主要形态。按照不同的标准，预期违约可以划分为明示

违约和默示违约、预期拒绝履行和预期履行不能等几种具体形态。从预期违约

的适用形态看，预期履行不能在学理上可以被认定为预期违约，但在我国立法

中并未被实际确认。因此建议在《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过程中，明确预期违约

制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衔接点，界定两种制度的作用域，并延续《合同法》在

大陆法传统体系框架内兼具英美法风格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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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合同法》第１０８条规定：“当事人一

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

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

承担违约责任。”这一条款被视为我国正式确

立预期违约制度的标志。在这一条文中，预期

违约被区分为明示违约和默示违约两种。然

而，实践中的预期违约形态极为丰富，非上述两

种形态所能完全涵盖。例如，甲、乙双方于５月

２日约定：甲卖某名画给乙，于５月４日交付。

此后可能出现四种预期违约情况：设该画于５

月１日灭失，为自始客观不能；于５月１日被丙

所盗，为自始主观不能；于５月３日灭失，为嗣

后客观不能；于５月３日被丙所盗，为嗣后主观

不能。［１］又如，甲为一著名歌星，乙为某剧院，甲

乙约定由甲于６月６日在乙方举办一场个人演

唱会，乙在订约后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并已于６

月１日起售出大量门票，但６月３日甲通知乙

因其生病住院而不能演出，演唱会取消，则甲的

行为究竟属于预期明示违约，抑或属于预期履

行不能，值得探讨。由此可见，仅仅在立法中规

定明示违约和默示违约，尚不足以归纳预期违

约可能出现的所有形态，有必要对预期履行不

能进行探讨，以促进预期违约理论体系和制度

安排的严谨化、科学化。

　　一、预期违约内部体系化之弥补

１．我国《合同法》项下的预期违约

预期违约作为一种特殊的违约行为，与实

际违约共同为我国《合同法》所规制，并成为违

约行为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所谓预期违约，

是指在合同约定的履行义务期限届满之前，负

有履行义务的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

无法继续履行义务。预期违约制度源自英美合

同法，其目的在于使债权人在债务人即将违约

时，提前得到法律层面的救济与保护，以免蒙受

不必要的损失。预期违约制度的确立，是我国

《合同法》立法理念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作为维护市场经济体制下商事交易秩序、保护

交易当事人合法权益、建立信用经济、推动市场

繁荣的基本法律规则，我国《合同法》在立法之

初就广泛参考、借鉴了英美法系和欧陆法系成

功的立法经验与判例学说，采纳了现代合同法

的各项新规则和新制度，并注重与国际惯例和

规则的接轨，预期违约即是我国合同立法充分

吸收英美合同法理论的重要成果。根据《合同

法》第１０８条之规定，预期违约形态被区分为明

示违约和默示违约。所谓明示违约，指合同履

行过程中，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在无正

当理由的情况下，以自己明确的意思表示向合

同相对方表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不再继续

履行合同；所谓默示违约，指负有履行义务的一

方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虽未以明确的

意思表示告知合同相对方将不履行合同，但合

同相对方基于对对方履约状态的判断，有充分

的证据证明对方将不再履行合同。明示违约和

默示违约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属于当事人的

主动违约行为，都侵害了相对人的期待权，但二

者在违约行为的构成要件、违约形态的表现形

式、违约者的主观心态和附属义务、违约后的责

任认定与救济措施等方面有一定区别。

２．预期履行不能确认的原因

以明示违约与默示违约为主要适用形态的

预期违约，成为与大陆法系传统合同法理论中

的实际违约制度共存的制度，极大地丰富了我

国《合同法》的违约形态理论，使之更加体系

化、科学化。然而，如果将预期违约中明示与默

示的标准概括化、抽象化，那么两种违约形态的

共同指向均在于债务人主观上对即将违约的明

知，明示或者默示仅为拒绝继续履行债务的客

观表达方式，因此二者可以统称为拒绝履行，我

国《合同法》第１０８条主要规范的是预期拒绝

履行。但是，本条及其他条款对于与预期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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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相对应的违约形态———预期履行不能———

则似乎未做规定。显然，较之预期拒绝履行，预

期履行不能的适用性更为复杂，其与预期违约

制度的体系关系也为学界长期争论，因此，对于

预期履行不能制度的研究，是预期违约制度进

一步体系化、科学化的关键。

相对于预期拒绝履行，预期履行不能是指：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负有合同履行义务的一方

当事人的履约能力明显弱化，以至于合同相对

人有足够证据表明对方难以继续履行合同。根

据我国《合同法》第１０８条之表述，“明确表示”

属于拒绝，而“以自己的行为表明”虽有疑惑，

但行为往往是行为人有意识的作为或不作为，

且“表明”二字也包含有主动的意味，所以这一

表述暗含了债务人所持的拒绝态度，据此可以

判断，《合同法》第１０８条规定的是预期拒绝履

行。另外，《合同法》第９４条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

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

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同

样也可以做此理解，尽管这两处均未涉“拒绝”

二字。可见，尽管对于《合同法》第６８条、第６９

条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与预期履行不能有不

同的认识和争议，但从整体来看，我国《合同

法》并未确立预期履行不能制度。

预期履行不能作为一种特殊的违约形态，

应当成为预期违约体系的弥补，并与预期拒绝

履行制度一并为我国立法所确认。

首先，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

分析，应当承认预期履行不能制度存在的价值。

预期拒绝履行基本可以被认定为实际违约，预

期履行不能则未必构成实际违约。债务人违约

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包括违约行为和违约人的

主观过错。在违约形态中，还有在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前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的情形存在，

而此种履行不能的状态并非一定是债务人的主

观故意，极有可能是客观履行不能。之所以做

如此区分，是因为在包括合同法在内的民事法

律体系中，行为人（债务人）的主观过错对于违

约责任承担具有重要作用，即归责原则和可追

责性问题。我国《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归责

原则体系由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原则构成，仅

在例外情况下实行无过错责任。虽然严格责任

为一般的归责原则，但并非绝对不考虑过错，因

为违约方举证证明存在不可抗力的免责事由，

也是表明自己没有过错。从这一意义上说，即

使严格责任也要考虑过错问题，尤其应当看到，

我国《合同法》仍然以过错责任作为特殊的归

责原则，过错仍然在违约责任的构成中占据重

要地位。［２］４５２相对于明示违约和默示违约共同

构成的预期拒绝履行，预期履行不能强调的是

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尽管债务人在客观上丧

失了债务履行能力，但在主观上未明确表示拒

绝履行，无论是《德国民法典》上的自始不能和

嗣后不能，抑或是合同债务到期前某一特定时

间点（段）的履行不能，均与预期拒绝履行存在

明显差异，且同属预期违约形态。在此种情况

下，应分辨债务人是否具有免责事由，之后，或

依风险负担规则处理，或依违约责任归责原则

处理。

其次，从立法继受的角度分析，我国应当在

正视立法传统的前提下，抓住《民法典》编纂的

历史契机完善法律。根据大陆法系合同法理

论，实际违约的形态可以分为拒绝履行、履行不

能、履行迟延和瑕疵履行四种形态。我国《民

法通则》延续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民法典》关

于履行障碍的理论，并于第１１１条规定：“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

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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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这里的“不

履行合同义务”可以分为拒绝履行和履行不

能，而“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可以分

为履行迟延和履行瑕疵。尽管我国《民法通

则》未规定预期违约制度，但其关于“不履行合

同义务”之规定，对于我国《合同法》关于预期

违约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我国

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工作为这一立法精

神的传承与继受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契机。

　　二、预期违约外部结构化之协调

在明确了预期履行不能作为预期违约的一

种形态后，研究预期履行不能同不安抗辩权之

间的冲突与协调便尤为重要，原因在于：当债务

人存在违约嫌疑时，预期履行不能与不安抗辩

权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属于以预期违约体系为

救济核心的英美法与以抗辩权体系为救济核心

的大陆法之间的冲突，两者在法律逻辑、法定事

由、判断标准与救济途径等方面都植根于不同

的法系土壤。在我国《合同法》条文中，体现为

第１０８条、第９４条情形（二）与第６８条、第６９

条之间的冲突。

具体而言，一种意见认为，《合同法》第６８

条、第６９条对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就是针对预

期履行不能的情形给予非违约方（预见方）设

定的权利［３］；另一种观点认为，第６８条、第６９

条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规定恰恰是默示违约的

构成要件［４］。结合我国《合同法》对预期违约

的区分与对第６８条、第６９条的不同理解，本文

认为，从明示和默示角度讲，第１０８条和第９４

条第（二）种情形的规定既有明示又有默示，第

６８条、第６９条的规定涉及的情形都是默示；而

从预期拒绝履行和预期履行不能的角度讲，第

１０８条和第９４条第（二）种情形规定的是预期

拒绝履行，第６８条、第６９条的规定则与英美法

中预期履行不能制度相似。但是，从我国《合

同法》抗辩权体系的制度安排考量，第６８条、第

６９条是对合同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所做的规

定，并涉及到了预期履行不能的一些情形。对

于我国《合同法》中预期履行不能与不安抗辩

权之间的冲突，有些学者主张删除不安抗辩权

而确立预期不能履行［５］，也有人认为应当保留

不安抗辩权制度而不设置英美法系上的预期履

行不能制度［６］。

法律是通过体现于外的法律体系和构建于

内的制度结构共同发挥作用的。前者表现为体

系，强调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后者表现为制度

或规则、秩序，强调制度之间的协调关系，如链

接、冲突或挤出等。［７］包括预期拒绝履行和预期

履行不能在内的预期违约制度与不安抗辩权制

度共存的结构安排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它们

之所以会形成制度适用分歧，原因在于：

其一，我国《合同法》对于预期违约制度的

移植未完全本土化。我国《合同法》在吸收预

期违约制度时，仅对该制度进行了较为模糊的

规定，只使用了一个条款来确立预期违约制度，

且未对该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明确，而第９４条第

（二）种情形虽然涉及到了预期违约的一种，但

从条款的整体性来看，更像是对合同解除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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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

《合同法》第９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
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而《合同法》第６８条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

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第６９条规定：“当事
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

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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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形的规定。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合

同法》并未将预期违约区分为预期拒绝履行和

预期履行不能，从而限制了人们对预期违约适

用类型的理解。

其二，尽管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法律土壤

不同、制度体系不同，但其中的某些制度具有相

似功能，这属于不同法系对相同问题给出的具

有不同逻辑思维体系却有着相同效果的解决路

径，如关于不安抗辩权和预期违约的规定便是

如此，二者都着眼于解决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

因债务人拒绝履行或不能履行而有可能对债权

人造成损害的问题，都对一些具体的情况异曲

同工地进行调整，只是在适用的具体范围和救

济方法等方面有所不同。

其三，违约责任的认定程序与归责体系化

问题，是多数国家在处理违约责任时都需要解

决的问题。如果以合同履行的不同状态进行划

分，可称之为“原因进路”；如果以合同违约的

后果与救济程序划分，可称之为“救济进路”。

前者主要是对履行延迟、履行瑕疵、拒绝履行、

履行不能等的制度设计，后者主要是对损害赔

偿请求权、合同解除权等的制度安排。［８］依照这

一标准分析，预期违约属于“原因进路”，不安

抗辩权属于“救济进路”。此外，需要说明的

是，我国《合同法》在确立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

时，也一并引入了同时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

权等制度，可以说是沿袭了大陆法系的立法传

统，从“救济进路”对抗辩权制度进行了较为系

统的规定。

对于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之间的结构冲

突，应当通过立法做出必要的回应。借助当前

我国《民法典》各分编启动编纂的契机，在坚持

大陆法系法典体系化特征的基础上，应进一步

系统性地协调两大制度。对此，本文将在借鉴

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在后文中做进一步的分析

论证。

　　三、预期履行不能的域外法律借鉴

１．英美法系合同法项下的预期履行不能

英美法系合同法项下的预期履行不能是否

属于预期违约？法学界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认

识，其研判的关键在于对预期履行不能制度的

起源与核心价值的界定。如同其他许多重要制

度一样，英美法系的合同法项下的预期违约制

度的确立也源自法官判例。其中，明示违约确

立于１８５３年的“霍切斯特诉德拉图尔案”，默

示违约确立于 １８９４年的“辛格夫人诉辛格

（Ｓｙｎｇｅｖ．ｓｙｎｇｅ）案”。在这以后，法院判例与美

国的《合同法重述》《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美国

统一商法典》均延续了这一制度。然而，在预

期履行不能是否构成预期违约的问题上，英美

法院和法学家却持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

为，只有以明确的拒绝方式表达的违约行

为———预期拒绝履行———才构成预期违约的主

要形态，而合同义务人未明确表示拒绝履行的

其他状态（包括预期履行不能在内）并不构成

预期违约，原因在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合

同义务人存在通过其他途径履行义务的可能

性。这一传统得到了一些学者和法院的支持，

比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威灵斯顿就曾明确表示预

期履行不能不属于预期违约；在Ｒｉｎｇｅｌ＆Ｍｅｙｅｒ

ＩＮＣ．Ｖ．ＤａｌｓｔａｆｆＢｒｅｗｉｎｇＣＯＲＰ．及其他一些案例

中，法院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相反的意见认

为，预期履行不能构成预期违约的原因就在于

有足够证据可以使合同权利人相信违约行为定

会发生，以致合同义务无法继续履行。美国著

名法学家科宾等人持这一观点，并在争论中占

据上风。通过长期争论，预期履行不能逐渐被

认为是预期违约的形态之一，并为立法所认可。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２－６０９条设定了预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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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履行不能制度，并在第２－６１０条专门设定

了预期毁约制度，为债权人在债务人预期违约

后确立了等待履行、寻求任何违约救济和停止

自己对合同的履行三种救济方式。通过比较这

两个条款发现，美国法从实质标准上将预期违

约区分为预期拒绝履行（美国法称之为“预期

毁约”）与预期履行不能，并侧重于对救济方式

的程序完善，以公平保障预期履行不能中合同

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２．大陆法系民事法项下的预期履行不能

履行不能的概念，在德国合同法和受德国

法影响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合同法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履行不能通常可分为自始不能和嗣

后不能。自始不能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罗马法

的“不能给付的债务不是债务”的规则，该规则

对《德国民法典》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德国民

法典》第３０６条规定，“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的

契约，无效”。由此可见，自始不能的效力归于

合同的成立及生效与否。诚如我国著名民法学

家史尚宽先生所述：自始不能属于债务成立的

问题，嗣后不能属于债务履行的问题。［２］５３６因

此，本文所探讨的预期履行不能，在学理上应划

归至嗣后不能的理论体系。

将嗣后不能抽象化为一种违约形态，乃是

德国债法的一大特点。履行不能成为违约形

态，最初是由德国学者麦蒙森于１８５３年倡导

的。麦蒙森根据对给付的三方面（标的、时间、

地点）的要求而将给付区分为标的（品质或数

量）的、地点的和时间的三种形态的给付不能，

这样，履行不能所包含的内容大为扩展，几乎可

以涵盖各种违约形态。《德国民法典》基本采

纳了这一规定，将履行不能的概念应用到违约

补救和责任之中，规定了债务人对应归责于自

己的给付不能的责任。《德国民法典》第 ２７６

条规定：“债务人，法无其他规定，应就其故意

或过失的行为负其责任”。第２８０条规定：“因

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致使给付不能时，债务

人应对债权人因不履行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

任。在部分给付不能的情况下，如果部分给付

对债权人无利益，债权人可以拒绝尚能履行的

部分，而就全部债务的不履行要求损害赔偿。”

尽管《德国民法典》未进一步就预期履行不能

做出界定，但德国判例与学说关于履行障碍由

履行迟延、履行不能与积极侵害债权三种形态

所构成的“三分法”和《德国民法典》以履行迟

延和履行不能为履行障碍主要情形的“两分

法”，仍对我国完善《合同法》和制定《民法典》

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四、结论与展望

自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作出

编纂《民法典》的重大部署以来，我国《民法典》

的编纂已驶入快车道。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将编纂《民法典》和制定《民法总则》作

为立法工作的重要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

于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０月、１２月，先后３次审议了

《民法总则》草案；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５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标志着我国的民事

法律制度建设步入全新阶段。按照“两步走”

的立法计划，在《民法总则》经全国人大审议通

·８４·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２－６０９条规定：“１．买卖合同双方都有义务不破坏对方抱有的获得一方正常履约的期望。当任
何一方有合理理由认为对方不能正常履约时，他可以用书面形式要求对方提供正常履约的适当保证，且在他收到此种保证之

前，可以暂停履行与他未收到所需之履约保证相对应的那部分义务，只要这种暂停是商业上合理的。２．在商人之间，所提出
的理由是否合理和所提供的保证是否适当，应根据商业标准来确定。３．接受任何不适当的交付或付款，并不损害受损方要求
对方对未来履约提供适当保证的权利。４．一方收到对方有正当理由的要求后，如果未能在最长不超过３０天的合理时间按当
时情况提供履约的适当保证，即构成毁弃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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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并生效后，编纂《民法典》各分编的工作即将

启动，并拟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整体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分阶段审议后，

争取于２０２０年３月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

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

的《民法典》。《民法典》编纂工作为我国民事

法律体系内长期存在的各项冲突制度间的协调

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契机，其中即包含《合同法》

项下预期违约的体系完备化、结构合理化。

具体而言，一方面，鉴于我国《合同法》在

确立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也一并引入了同时

履行抗辩权和后履行抗辩权等制度，沿袭了大

陆法系的立法传统，从“救济进路”对整套抗辩

权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另一方面，预期

违约已被立法实际区分为明示违约和默示违

约，但未确认预期履行不能。因此，未来《合同

法》修订中，建议以预期拒绝履行和预期履行

不能作为预期违约的基本分类，将现有的《合

同法》第１０８条所确立的预期违约明确为预期

拒绝履行，排除其与不安抗辩权在适用情形上

相重叠的部分，在与其他相似制度进行综合比

较与平衡后，进一步细化其适用情形、构成要

件、救济途径和责任形式的规定。

因此，在《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过程中，

宜明确预期违约制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衔接

点，界定两种制度的作用域，并延续《合同法》

在大陆法传统体系框架内兼具英美法风格之特

征。具体而言，一是应进一步明确《合同法》第

１０８条所规定的预期违约即为预期拒绝履行；

二是应在明确预期拒绝履行的前提下，设立预

期履行不能条款，以完善预期违约的内部制度

体系；三是应继续保留《合同法》第６８条、第６９

条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并在预期违约协调完备

的前提下对其做进一步优化，以清晰界定其与

预期违约之间的适用情形，厘清制度之间的边

界，以使预期违约制度的内在体系和外部结构

更加完备化、科学化、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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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民事诉讼中被告财产管辖权适用问题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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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涉外民事诉讼；

被告财产管辖权；

准对物管辖权；

过度管辖

马方涵
ＭＡＦａｎｇｈａｎ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６５条对无条件的被告财产管辖权作出了规定，司
法实践中法院亦遵循此规定。但被告财产管辖权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是极具

争议的问题，经常被打上过度管辖的烙印。德国法与美国法对其都经历了从传

统上完全承认到逐步进行限制的演变过程，而欧盟布鲁塞尔体系则是从一开始

就予以禁止。从我国涉外民商事管辖的现实状况出发，我国应结合原、被告利

益的平衡与涉外判决执行的需要，保留被告财产所在地管辖规则，并可视情况

对其进行合理的限定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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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

际民商事交往变得更加频繁和复杂，大量的国

际民商事纠纷随之而来，而处理这些涉外民商

事纠纷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受诉法院的管辖权问

题。与确立国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不同，涉外

民事案件管辖权的确立，不仅体现一个国家司

法主权在国际社会中的维护和便利当事人诉讼

的观念，也关系到争议实体问题的解决和判决

在域外的承认与执行。在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

确立的标准中，被告财产所在地管辖权（它是

指如果被告在法院所在国无住所或居所，但只

要他在该国领域内拥有可供扣押的财产，该财

产所在地法院就可据此对其行使管辖权，而不

管该项财产与被告的诉讼有无关系）一直颇受

争议。

２０１２年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

２６５条规定，因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提起

的诉讼，如果被告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但有

可供扣押的财产，可由“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

法院管辖。此条规定就属于无条件的被告财产

管辖权。一些国家和学者认为将可供扣押财产

所在地纳入被告财产管辖权依据的规定过于严

苛，是不合理且不公正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之后，面对不断增加的国际民商事纠纷，我国目

前的管辖权规则是否过度抑或不足是一个值得

思考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我国有关

被告财产管辖权运用标准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分

析，在借鉴与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

我国被告财产管辖权的建议，以期对完善我国

涉外民事诉讼中被告财产管辖权适用等条款有

所裨益。

　　一、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外民事诉讼

被告财产管辖权的适用现状

　　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我国在

《民事诉讼法》中虽经多次修改但均无大的变

化，对被告财产所在地管辖权的适用也没有作

具体的解释和限制。通过对适用可供扣押财产

所在地行使管辖权的案件分析可知，我国法院

适用这一因素确立管辖权的频次虽是很高的，

但大部分法院并不重视对可供扣押财产的说

明，也不考虑可供扣押财产价值的大小。例如，

在“绍兴巨豪进出口有限公司与那什·由色夫

买卖合同纠纷案”（［２０１４］绍柯商外初字第１１３

号）中，被告由色夫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由色夫那什贸易有限公司在浙江省绍兴市设立

的常驻代表机构的首席代表，因未履行保证合

同被原告诉至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法院在判决书中仅写道：“那什·由色夫可供

扣押财产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境内，属于

本院的管辖范围，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而对于被告可供扣押的财产具体为何物及其价

值大小则只字未提。又如，“株式会社海眼综

合建筑师事务所、金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江阴

金晟大酒店有限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案”

（［２０１２］民提字第１８２号）中，法院认为被告金

诚公司在江苏省江阴市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无

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是该财产所在地法院，因而

享有管辖权，但对案中的财产也未作说明。案

件统计分析表明，除少数案件外，判决中对可供

扣押财产的价值、金额等信息均未进行说明，即

使个别有说明的也很笼统，并且这些案件中大

部分被告可供扣押的财产与案件本身并没有

关系。［１］

除此之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６５条规

定的６种特殊地域管辖中还包括诉讼标的物所

在地管辖。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时也会发

生可供扣押的财产所在地管辖与诉讼标的物所

在地管辖竞合的情形，如“中国地震学会诉方

克睴案”（［２００４］武民商外初字第４８号），被告

在内地有可供扣押的房产，同时该房产也是被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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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用来偿还债务的标的物。在这种情况下，法

院一般应将这两种管辖依据均作为确立管辖权

的根据一并说明，但该案中法院仅以“可供扣

押财产所在地”作为自己行使管辖权的依据。

对我国法院适用被告财产所在地管辖权的

案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法院在实践中的

态度是不论可供扣押的财产与案件有无关系，

也不论财产价值的大小，都能够确定管辖权。

这是与我国法律规定相一致的，因为我国《民

事诉讼法》本身并没有对可供扣押的财产作出

任何具体要求，仅仅要求有可供扣押的财产存

在这一事实即可。这虽在实践中能方便操作，

但也容易招来过度管辖的质疑。

　　二、国际上涉外民事诉讼中被告财

产管辖权的适用

　　关于涉外民事诉讼中被告财产管辖权的适

用法，先期实行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在其不断

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可供我

国借鉴。

１．德国———从放任到限制

德国是最早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实施被告

财产管辖权的国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３

条规定，对于在国内没有住所者因财产纠纷提

起的诉讼，被告的财产或诉讼请求的标的物处

于某一法院辖区时，该法院享有管辖权。［２］可

见，同我国一样，德国也没有对被告的财产作出

限制，即使被告位于德国的财产之价值远低于

诉讼标的，或是该财产与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也

不影响德国法院行使管辖权。长期以来，德国

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是根据该规定对非该国居

民行使管辖权的。按照该规定，德国法院可以

根据被告人留下的任何物品对他行使管辖权，

甚至是笔记本、雨伞或其他杂物，这显然会阻碍

正常的国际民商事往来。

在该规定广受批评后，德国开始改变做法

来处理此类问题。德国法院在１９８６年的“莫德

罗格案”（ＭｕｄｕｒｏｇｌｕＬｔｄｖ．ＴｃＺｉｒａａｔＢａｎｋａｓｉ）中

认定，在依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３条行使

管辖权时，只有诉讼原因与法院所在地存在某

种联系时才是合理的，才能有效地避免国际民

商事管辖权的冲突，才能有利于协调其在全球

范围内的分配。［３］后来德国对被告财产所在地

管辖权适用的限制越来越严格，要求被告的财

产必须存在于境内，而且案件还必须与德国有

其他充分的联系。［４］而对于什么是“充分的联

系”，德国法院虽没有作出明确解释，但也有更

加严格的趋势。

２．美国———准对物管辖权的限制

在美国的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中，“属人

管辖权”是很重要的一项，而属人管辖权又可

以分为对人管辖权、对物管辖权和准对物管辖

权。广义的准对物管辖又被称为扣押管辖，是

指住所不在一州境内的被告如果在该州有可供

执行的财产，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扣押被

告位于该州的财产，或扣押第三人对被告所欠

的债务，以此来取得对案件的管辖。［５］其具体包

括两种情形：一种是普通的对物管辖，另一种是

狭义的准对物管辖。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在普

通的对物管辖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与被告被扣

押的财产直接相关；而在狭义的准对物管辖中，

原告的诉讼请求与被告被扣押的财产并无直接

关系，而是来源于原告与被告的其他纠纷。准

对物管辖的实质是通过对物的管辖来实现对人

的管辖，所以准对物诉讼究其实质仍然是一种

对人诉讼。美国的准对物管辖权与其他国家相

关规定的一个主要区别是：美国法院依该项管

辖规则作出的判决的效力仅限于被扣押的财产

本身，即被告败诉后只需在被扣押的财产价值

范围内承担责任。［６］在这种狭义的准对物管辖

权的适用中，原告不需要证明诉讼请求与被扣

押的财产之间或者被告与法院所在地之间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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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联系，只要被告在该州内存在一定数量的财

产就足够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狭义的准对

物管辖一直被美国法院所采用，因为它有助于

判决的执行，从而有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１９７７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

“Ｓｈａｆｆｅｒｖ．Ｈｅｉｔｎｅｒ案”中对传统的准对物管辖

进行了限制，认为，要使对案件的管辖符合传统

的公平和实质正义的理念，只有被告可供扣押

的财产在法院所在地这一个事实是不够的，案

件或被告还必须与法院所在地存在最低限度的

联系。此后，美国法院已经不能仅仅依据与纠

纷无关的被告财产位于境内来主张管辖权。［６］

美国法院在遇到准对物诉讼请求时，通常会考

虑其他法院是否已经受理了原告的诉求、该诉

求是否与法院所在地境内的被告财产相关、被

告是否故意将财产转移至法院所在地境内等各

种因素。不过，由于船舶经营法律关系的特殊

性和复杂性，狭义的准对物管辖目前在美国的

海事海商诉讼中仍然大量存在，并得到了制定

法和判例法的认可。［７］总的来说，美国对被告财

产所在地管辖权进行限制的做法与上述德国法

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３．欧盟———完全禁止

为了统一欧盟国家的国际民商事管辖权规

则，促进民事判决在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通，

１９６８年德、法、意、荷、比、卢六国在布鲁塞尔签

署了《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执行公约》，即

《布鲁塞尔公约》。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内

立法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布鲁塞尔公约》第３

条排除了一些所谓的不合理的管辖依据，包括

当事人的国籍、被告的出现、被告的财产所在地

或争议标的所在地、财产扣押地和原告住所。［８］

这说明不管是被告的财产所在地还是财产扣押

地都是被禁止的管辖依据。但是这种排除仅仅

针对被告住所位于欧盟成员国境内的诉讼。如

果被告住所不在成员国境内，则各成员国仍可

依据本国国内法中的过度管辖规则行使管辖

权。例如，德国法院虽然不能对一个住所在法

国的被告行使财产所在地管辖权，但它可以对

一个住所在美国的被告行使。而且按照公约，

一国所作出的判决还可得到其他成员国的承认

和执行。这实际上就扩大了依据过度管辖权作

出的判决的效力范围。

２００１年《布鲁塞尔公约》被转化为《布鲁塞
尔条例》，其中第３条内容没有变，只是把第３
条第２款所列举的管辖权规则单独作为附录一
列出。２０１２年修订后的《布鲁塞尔条例Ｉ》第５
条则延续了原第３条的内容，对财产管辖权仍
然采取全面禁止的态度。但由于该条规定本身

存在漏洞，其对过度管辖权限制的作用十分

有限。

以上是被告财产所在地管辖权在德国法、

美国法与欧盟布鲁塞尔体系中的适用情形。可

以看出，欧盟布鲁塞尔体系将被告财产管辖权

列入过度管辖的“黑名单”，而德国与美国都是

从传统上的全面允许转变为严格限制，不仅要

求被告用以扣押的财产位于法院所在地境内，

而且要求案件与法院所在地具有重要的或最低

限度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具体是指什么，德国

与美国均没有明确规定，而是依赖于个案的

判断。

从国内外被告财产管辖权的适用法现状分

析可知，我国的财产所在地管辖权之规定与早

期的德国和美国的做法十分相似，都是无条件

地允许且判决结果不限于扣押财产范围之内。

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

被告财产管辖标准未来应何去何从：是效仿欧

盟布鲁塞尔体系予以全面废除，还是借鉴美、德

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及如何限制？

　　三、保留我国涉外民事诉讼中被告

财产管辖权的必要性

　　我国关于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管辖权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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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与批评，被认为是过度的

管辖权而应被禁止或限制。但在现阶段，被告

财产管辖权确实有存在的必要，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点。

１．被告财产管辖权是我国行使司法主权、

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必然要求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实质上是涉及国际因

素的案件在各国法院之间进行的管辖权的分

配，是国家主权在司法层面上的一种体现，因此

各国的国内立法在确立涉外案件管辖权时，首

先考虑的就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和扩张本国

的司法主权，以提高一国的国际影响力。随着

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我国参与的国际经济

合作事务越来越多，跨国民商事交往也越来越

频繁，相应地也就有了扩大国际事务参与能力

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适

当地扩大自己的管辖权，充分发挥解决涉外纠

纷的积极作用。当然，涉外案件管辖权的扩张

难免会引起管辖权的冲突，对此各国应注重通

过国际合作协调来解决冲突问题，而不是由某

一国在本国法律规定中舍弃自己的管辖权。衡

量管辖权过度与否，应以是否有利于国际民商

事纠纷的解决、是否有利于便利当事人进行诉

讼为标准，而不能以是否会引起管辖权的冲突

来判定。［９］

２．被告财产管辖权是对抗外国过度管辖权

的重要手段

如前所述，当今世界各国对国际民商事管

辖权的争夺非常激烈，没有国家愿意放弃他们

的过度管辖权，因此我国也不应废除被告财产

管辖规定。保留这一规定可使我国在需要采用

对等原则时处于主动地位，即当其他国家对我

国当事人依据扣押其财产行使管辖权或其他不

合理的管辖时，我国法院可以根据对等原则对

该国当事人主张财产所在地管辖权，尤其可以

用来对抗美国的长臂管辖权。近年来，中国有

大量企业到美国进行贸易投资，但因为它们对

美国复杂的管辖权制度不甚了解，很容易陷入

诉讼之争，而我国法院却鲜有管辖美国企业的

案例。２０１１年开始的“伍兹诉中国银行系列案

件”（Ｗｕｌｔｚｖ．ＢａｎｋｏｆＣｈｉｎａＬｔｄ．）就是美国法院

对我国当事人行使过度管辖权的典型案例。该

案原告是某次恐怖袭击中以色列的受害者及其

家属，原告声称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曾向恐怖组

织提供过电汇业务，对恐怖袭击活动提供了支

持，所以应对他们所遭受的伤害承担民事责任。

在该案中，由于中国银行与该地区缺乏最低限

度的联系，哥伦比亚地方法院对中国银行并没

有属人管辖权，但该法院并没有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而是直接将案件交由纽约南区地方法

院再次审理。哥伦比亚地方法院认为，中国银

行在纽约有分行，且如果不马上移送，原告会因

为超过诉讼时效而不能再起诉，随即把案件移

送到纽约南区地方法院促其尽快了结，以免拖

延诉讼。［１０］此外，哥伦比亚地方法院还要求中

国银行提供银行的内部数据信息，这涉及到中

国的保密法。与该案类似，在２０１６年刚刚宣告

终结的涉及商标侵权的“古驰案”（ＧｕｃｃｉＡｍｅｒ

ｉｃａ，Ｉｎｃ．ｖ．ＷｅｉｘｉｎｇＬｉ）中，美国法院更是对不是

该案当事人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简称“中

行”）行使了特殊管辖权，要求其提供被告（中

国造假者）的中行账户的所有相关文件，包括

存放在中国境内的文件，同样违反中国的银行

保密法。由于拒不提供，中行两次被裁定藐视

法庭。迫于罚金的压力，中行最终还是提交了

来自其中国境内机构的相关文件。又如，“在

Ｃｒｅｓｃｅｎｄｏ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ｏ．ｖ．Ｂａｎｋ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ｔｄ．案”中，美国纽约南区法院也是根

据交通银行在纽约分行的与纠纷没有关系的财

产而对其行使了准对物管辖权。因此，为了对

抗美国或其他国家对我国当事人行使不当管辖

权，我国应保留被告财产所在地管辖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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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被告财产管辖权是有效维护本国公民合

法权益的法律保障

除了实现司法主权外，方便当事人诉讼是

确立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另一考量因素。有

时候原告可能由于一些原因难以在被告住所地

进行诉讼，或者在外国法院取得的判决无法在

国内得到承认与执行，而在本国实行此类管辖

既便利当事人进行诉讼，也有利于切实保护原

告的利益，因为我国法院依被告财产所在地为

依据行使管辖权并作出判决之后，可以直接对

被告位于境内的财产执行判决，从而给原告以

实际、有效的救济。另外，被告财产管辖权还能

有效防止被告为了逃避其本应履行的债务而将

财产转移到不能对他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交往增多，中国居民和

企业不断进入外国，外国因来华学习、经商而长

期居住在中国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在外国从

事经营活动的中国企业在权利受到侵犯时，往

往无法在中国法院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在此

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适当扩张本国的涉外民商

事诉讼管辖权，以维护本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及

时妥善地处理外国在华人员的民商事纠纷。

　　四、完善我国涉外民事诉讼被告财

产管辖权的建议

　　虽然在现阶段保留被告财产管辖权是现实

的和必要的，但我国相关规定确实存在不合理

之处。例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被告财

产所在地管辖规则只包括两个条件：一是被告

在我国境内无住所；二是被告在我国境内存在

可供扣押的财产，但对可供扣押的财产并没有

作具体的说明和限定。然而，在现代社会，经济

全球化促使各国之间私人往来日益增多，被告

的财产很可能位于许多国家，如果不论被告的

财产多少、是否与案件有联系都可以对其行使

管辖权，则可能导致被告在许多国家被诉，极易

引发管辖权的冲突，且会大大超出被告的正当

期望与合理预见的范围，削弱其对外贸易的积

极性，不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因此，从当今国际

趋势来看，我国可以在财产的价值和财产所在

地与纠纷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解释和限制，以完

善我国的被告财产管辖权，具体建议如下。

１．被告可供扣押的财产要有一定的价值

这种要求可以排除那些没有价值或价值较

小的财产，以保证判决的执行。鉴于我国法院

根据被告财产管辖规则作出的判决一般不容易

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如果任何一点财

产都可以成为行使管辖权的依据，那么法院作

出的判决可能会成为一纸空文，没有执行意义。

但是为了维护我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只要其

他国家的被告在我国存在有一定扣押价值的财

产，我国法院就可以行使被告财产管辖权，而不

管诉讼请求额的大小，而且我们也不必将判决

的效力局限于法院所在地被扣押的财产本身，

因为在一定情况下我国法院的判决是可以得到

某些国家承认和执行的。另外，以后也有可能

会发现被告在我国境内还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

产。［６］此外，被告还须长期生活在我国境内，而

不是偶然出现或临时经过，以被告乘坐飞机经

过我国境内为由对其行使管辖，不仅是荒谬的

也是没有执行意义的。

２．案件须与被告可供扣押的财产所在地具

有一定的联系

这种联系不要求是严格的，因为联系的程

度是一种没有明确标准的主观判断，必须结合

具体的案件才能下结论。若仿照德国涉外案件

必须与法院所在地存在充分联系之规定，这虽

然对避免与他国司法管辖权产生冲突有一定作

用，但也会给涉外民事诉讼当事人造成诸多麻

烦。并且，目前多数国家的司法实践中，都没有

对纠纷与法院所在地之间的联系进行严格的解

释和限定，因此，我国法院也没有必要对此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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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自我限制。

３．把原告在我国境内拥有住所作为行使被

告财产管辖权的一个条件

我国法院对在我国境内拥有住所的原告行

使管辖权，可以方便在我国境内有住所的自然

人和法人进行诉讼，有利于保护他们的合法权

益。另外，还可以排除那些原告住所不在我国

领域内的案件，有效防止外国原告利用此种管

辖规则有目的地选择我国法院起诉。

４．在有必要采取对等原则时，上述条件可

以有所突破

在一般情况下，依扣押被告财产取得管辖

权时应遵守上述限定条件。但在有必要采取对

等原则时，这些方面并不会构成严格的限制。

此外，对被告财产管辖权的具体限定可以由司

法解释明确规定，也可以由法官在实践中自由

裁量。对于司法实践中的管辖权冲突，各国可

以通过不方便法院原则自行规范与协调。

　　五、结语

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的行使涉及到国家

主权的维护和本国国民利益的保护，各国对此

都极为重视，竞相扩大各自的管辖权。中国的

被告财产管辖权之规定虽然有过度的成分，但

并非无理，且中国法院在其他方面并不过于扩

张自己的管辖权。比如，中国法院从不根据当

事人的国籍来行使管辖权，也不会因被告临时

出现在中国境内而强行对其行使管辖权。解决

过度管辖的根本途径是建立一套国际公认的管

辖权标准，而当前国际社会并没有这样一套统

一的标准。因此，我国不宜过早放弃这一管辖

权，但应结合国际上的做法和整个管辖权体系

的变动情况，对被告财产管辖权作合理的解释，

以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防止因不合理的管

辖造成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争端，乃至相互报

复，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１］　罗媛．廿年我国涉外特殊地域管辖司法实践研

究［Ｄ］．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１６．

［２］　德国贝克出版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Ｍ］．谢怀縂，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１：４．

［３］　ＶＩＳＣＨＥＲ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ｏ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Ｍ］．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ＲｅｃｕｅｉｌｄｅｓＣｏｕｒｓ，

１９９２：２１５．

［４］　焦燕．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财产管辖权：比较

法之考察［Ｊ］．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１（２）：７３．

［５］　奚晓明．中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问题研究

［Ｍ］．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５５－

１５７．

［６］　徐崇利．被告财产所在地涉外民事管辖规则的

适用问题探讨［Ｊ］．法律科学，２００２（４）：７１．

［７］　夏亮．论美国法下民事诉讼中的“对物管辖”与

“对物诉讼”［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１）：５５．

［８］　刘力．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研究［Ｄ］．北京：中

国政法大学，２００３．

［９］　袁发强．确立我国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考量因

素［Ｊ］．法学，２００６（１２）：１２１．

［１０］杜涛．美国联邦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收缩及其启

示［Ｊ］．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４（２）：９４．

·６５·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６月　第１８卷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８Ｎｏ．３Ｊｕｎ．２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５ＢＺＺ０５３）

作者简介：肖湘雄（１９７３—），男，湖南省邵阳市人，湘潭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健康农业发展战略与

政策。

引用格式：肖湘雄，王思琦．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形成与治理———以邵阳“１０·２４”特大制
售病死猪肉案为例［Ｊ］．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１８（３）：５７－６１．
中图分类号：Ｄ０３５．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９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５７－０５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形成与治理
———以邵阳“１０·２４”特大制售病死猪肉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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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食品安全事件在我国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的重要屏障，对

食品安全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还存在着

源头检验不到位、行业自律意识淡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农产品市场

准入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我们应通过加大源头检验技术投入力度、建立完善的

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加强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监管部门从业人员违

法行为惩戒机制、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多元共治体系等途径，完善我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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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食品安全事件在我国时有发生，严

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引起了党和政

府的高度关注。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８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确保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各级

党委、政府义不容辞之责。要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党政同责、标本兼治，

加强统筹协调，加快完善统一权威的监管体制

和制度，落实‘四个最严’的要求，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１］农产品质量安全是

食品安全的重要屏障，对食品安全状况有着重

要的影响。

目前，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学界已有广

泛的研究。国内学者对如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全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例如，付文丽等［２］分

析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对健全食品安全治理机制提出了

以下建议：食品安全治理主体单一化的治理方

式必须扭转，推进多样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加强

食品从业者的自我管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激发公民广泛参与的热情，依法健全治理体制

和机制等；孙昊等［３］认为，应通过监管理念的转

变、监管主体的多元化，构建政府主导与社会参

与相结合的协同监管机制，以弥补多部门监管

模式责任不明的不足；陈彦丽等［４］从协同学的

角度提出食品安全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模式；

叶俊等［５］认为当前公共事务高度复杂化，利益

主体愈加多元化，客观上要求政府、市场与社会

各方监管资源协同运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多

元主体参与的协同监管体系。总体来看，目前

国内学者多从食品安全这一总体概念去研究农

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而借助案例对农产品质量

安全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还有待丰富。鉴

于此，本文拟以邵阳“１０·２４”特大制售病死猪

肉案为例，从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产生的结果

着手，尝试采用反向思维方法，深入剖析农产品

质量安全事件发生的过程与成因，提出可行的

政策建议，以期对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

背景下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发

展有所裨益。

　　一、邵阳“１０·２４”特大制售病死猪
肉案案情回顾

　　２０１３年８月，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局转接

给邵阳市警方一则群众来电举报：“有人长期

在邵阳市冷库后面收购病死猪肉……”邵阳市

公安局接到该群众举报后，立即展开了为期３

个多月的摸底排查，并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发

现该案波及湖南、河南、广西等１０余个省或自

治区。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专案组成员也从

５人增加至６０余人，在湖南、广西、河南３个重

点省或自治区共设 １５个行动组和 ２７个行动

点，调查对象从最初的１人扩大至１００余人，最

终抓获涉案人员１１０人，其中５８名主要成员被

处以行政拘留，共捣毁３１个涉案窝点，摧毁了

１０余条犯罪网络链条，查获涉案病死猪肉约万

吨，查证非法牟利金额逾亿元……

湖南省公安厅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指出，

自２００８年起，犯罪嫌疑人危清海就在邵阳市以

每头２００元的价格从农户手里收购体重大约

２００～３００斤的病死猪，２０１４年仅半年时间就收

购了超过 ８００头病死猪，生产病死猪肉超过

８０００公斤。犯罪嫌疑人危清海的第一条犯罪

链条是其下线孙泽明等腊肉加工和卤菜制作商

贩。腊肉加工和卤菜制作需要大量的猪肉、猪

脚与猪内脏，孙泽明便从危清海手里以不到市

场价一半的价格买进大量病死猪的猪头、猪脚、

猪内脏等，将其加工制作成卤菜和腊肉，然后以

沿街流动售卖与批发形式售出。危清海将部分

病死猪以每公斤１１元的价格批发给某些获得

了正规营业执照的大型肉制品加工企业，如邵

阳当地的邵东华兴肉类加工厂等，这些企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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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病死猪肉重新解冻分割、加上包装卖给张家

界等旅游城市的肉食品加工企业，最后这些企

业将病死猪肉加工成旅游特产食品销售到各个

旅游景点。

该案案情不断扩大的关键，在于检疫检验

部门设立的旨在阻断不安全农产品流入市场的

多道防线失守。危清海之所以能够收购、出售

如此多的病死猪肉，一方面是由于有１０多个固

定的猪贩子将病死猪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他，个

别保险公司的保险员为获私利长期向其提供病

死猪信息；另一方面是由于部分拥有合法营业

执照的正规食品企业为了非法获得巨额暴利，

对买进的猪肉不进行安全检验，甚至明知是病

死猪依然收购。本案暴露了我国在农产品收

购、检验检疫、流通等环节都存在诸多问题。

　　二、邵阳“１０·２４”特大制售病死猪
肉案的成因

　　邵阳“１０·２４”特大制售病死猪肉案形成

的原因，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源头检验不到位

邵阳“１０·２４”特大制售病死猪肉案暴露

了我国检验检疫部门对农产品源头检验方面存

在不够规范、把关不严的情况。猪肉的生产检

验应该由质检部门进行，食品药品监督机关负

责对其成品进行把关，工商部门控制与管理相

关制品的流通。但在对该案的侦破中发现，多

个监管部门没有履行其监管职能，一张“检疫

合格证”被作为最终检验结果，致使重重监管

关卡成了摆设。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乡镇

防疫站负责对养殖生猪的散户进行检疫工作指

导，与村委会一同对病死猪按规定进行无害化

处理，生猪屠宰场和猪肉储存基地应该有检疫

人员长期驻守。但很多情况下检验人员都是只

凭借肉眼观察、表面触摸并结合自己经验常识

来进行判别，外地生猪肉进驻本地冷库，只看检

疫票据，缺少检验过程。源头检验不到位甚至

缺失，是致使本案中病死猪肉从邵阳流向河南、

广东等省份的重要原因。

２．行业自律意识淡薄

目前，我国部分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对农产

品质量安全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到位，行业自

律意识淡薄，行业协会形同虚设，行业自律机制

不健全，没有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行业

共同遵守的行业道德规范。邵阳“１０·２４”大

案中，原本属于合法获得营业执照、生产许可的

邵东华兴肉制品加工厂等正规企业也多有涉

入，以正规企业名号为遮掩，违法加工生产、销

售病死猪肉制品，全然不顾企业形象和企业社

会责任。因此，要杜绝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应

加强行业自律，恪守行业道德规范。

３．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

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的失守是相关职能部

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所致。本案中，涉案保险

公司部分员工、动物检验员与犯罪嫌疑人危清

海结成利益同盟，违背国家关于病死猪检验处

理的规定，玩忽职守、不作为、乱作为，以谋取个

人私利。可见，目前我国农产品检疫环节松散

凌乱，一些检疫、检验部门未按照要求对农产品

进行检验，随意开具检疫、检验合格证明；一些

检疫单位甚至只管收费，不管管理；一些检疫部

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乱开票，找人代开票，

任意开票，甚至公然出售检疫票据。在

“１０·２４”案调查中发现，本该驻守猪肉冷库的

检疫员长期不在岗，不经查证随意开具检验检

疫票据，甚至公然向不法分子出售检疫合格证。

４．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不健全

健全的市场准入制度是防止问题农产品大

规模流通的重要屏障。在“１０·２４”案的调查

中发现，涉案农贸市场对生猪肉及其制品的准

入门槛过低，只要有票据就可进驻卖场，无需二

次检验。由于各地区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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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在病死猪肉从邵阳流向广东、河南等省份

的过程中，只要持有检疫票据，外地来的猪肉可

以直接入库。另外，餐饮行业是防止病死猪流

向消费者餐桌的最后一道关卡，这一环节主要

由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负责检查监督，但在该案

调查中，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负责人表示，食药监

局只负责检验端上桌的猪肉，且只能检验其来

源，只要来源合法即可。可见，我国农产品市场

准入制度在执行中标准不统一、信息难共享，导

致在一个地区禁止销售的产品在另一个地区却

能顺利流入市场，从而为问题农产品的流通提

供了便利。

　　三、特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治

理对策

　　１．加大源头检验技术投入力度

作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目前我国农产品的源头检验还停留在主要靠肉

眼和经验辨别阶段，没有技术支持，缺乏科学

性。本案中病死猪肉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验环

节，流入消费市场，摆上群众餐桌，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相关检验检疫技术缺乏，检验设备

陈旧，检验方法单一。随着农产品质量安全问

题的日益复杂化，我国现有检验系统的技术支

撑跟不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的要求，与此同

时，检验系统资源分配也不均衡，基层检验检疫

技术更为短缺。因此，应提高农产品生产、加工

环节的检疫检验技术水平，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重视农产品生产的技术投入，加大农产品检验

管理技术的升级改造，适时更新检验设备，在地

理位置偏远地区，应保障基本检验设备供给，杜

绝只凭肉眼判断的落后方法。

２．建立完善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特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在我国时有发

生，这与我国没有形成完善的农产品市场准入

制度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要加强农产品市场

准入管理，加大相关职能部门监管力度，建立全

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对同一种农产

品建立统一的质量检验标准，避免由于市场准

入制度不统一而使不安全农产品有可乘之机。

首先，应建立完善的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体系。

建立明确、完善、统一、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体

系，强化对相关法律执行的监督力度，为农产品

市场准入制度提供健全、有效的法律保障。其

次，应完善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生产环节

应注明农产品生产地址和保质日期等信息，对

检验合格的农产品附加合格标识与检验单位名

称；销售环节应加注销售商名称和地址，使任何

一种农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时都有源头可追

溯，直至追溯至每一相关生产检验环节。对此，

我国已进行了相关尝试，如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４日

农业部颁布的《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追溯平

台意见》中就提出，要“建立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加快构建统一权威、职责

明确、协调联动、运转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体系，实现农产品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

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保障公众消费安

全”。此举是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保障农产品

质量安全的重要开端。

３．加强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行业诚信缺失是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农产品生产加工

行业应充分发挥其行业协会的自律与引导作

用，制定农产品加工生产类企业普遍遵守的行

业准则，统一加工企业的生产行为；建立行业道

德规范，督促农产品加工生产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建立健全行业失信惩罚机制，督促企业按照

质量安全标准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同时，应完

善农产品生产企业诚信责任制度，将诚信审核

结果纳入企业评优、评先的指标体系，并定期向

社会公布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诚信责任级

别，引导企业规范生产行为，保证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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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４．建立健全监管部门从业人员违法行为惩

戒机制

问题农产品及其制品流入市场的溃口，通

常出现在质监、工商、食药监管与保险公司，不

少农产品安全保障工作人员的行为没有遵循相

关法规的规定。因此，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应建立健全监管部门从业人员违法行为的惩戒

机制，防止相关工作人员以权谋私，与不法农产

品生产商相勾结，利用职务之便乱开检疫合格

证，为不安全农产品开绿灯等违规违法行为的

发生。

５．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多元共治体系

防止特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应构建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其

一，应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模式。农产品从生

产到摆上消费者餐桌，其安全涉及多个相关职

能部门，为了使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更加顺畅，

相互密切配合，避免争功诿过，应协调联动卫

生、农业、质检、工商、食药监管等相关部门，构

建多部门协同治理模式。其二，应构建多元监

督体系。一是让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公

民等主体都参与进来，同时充分发挥新闻媒体

的作用，及时发现并曝光不安全农产品；二是强

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建立问题食品召回机

制；三是借鉴美国《反欺诈法》关于“举报人分

享罚金”的做法，建立举报重奖制度，从对违法

企业的罚金中抽取一部分对举报者实施重奖，

以提高公众监督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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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公立医院的发展中，内部审计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并逐渐成为公立医院

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制约、防护、鉴证、评价等功能，对公立医院制约违规违

法现象、维护合法权益、客观公正评价财务活动、辅助决策等具有重要作用。调

查发现，河南省公立医院内部审计在部分医院的管理体系中尚处于较为边缘的

地带，其功能与作用难以全面彰显，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存在着严重的缺失。我

们应当在充分认识和理解内部审计独立性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公立医院内

部审计机构的独立地位、提升内部审计人员的沟通技巧与行为能力、积极引进

外部审计模式、尝试构建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统管统派机制等途径，提升河南省

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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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晔：河南省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独立性调查与分析

　　在公立医院的发展中，内部审计的作用越

来越突出，并逐渐成为公立医院健康发展的重

要保障，其制约、防护、鉴证、评价等功能，对公

立医院制约违规违法现象、维护合法权益、客观

公正评价财务活动、辅助决策等具有重要作用。

公立医院内部审计功能的发挥对其独立性具有

较强的依赖性，二者关系呈正相关。在实践中，

受公立医院特殊的行业属性限制，其内部审计

的独立性依然不够突出，面临诸多问题，这无疑

会对公立医院内部审计功能的发挥产生较大的

负面影响。目前，学界围绕相关问题已进行了

不少探讨，产生了一系列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但现有研究多从理论视角进行探讨，在广泛调

查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还相对欠缺。

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河南省公立医院内部审

计独立性的调查分析，以厘清现状、查找问题、

寻找原因，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对河南省公立

医院内部审计独立性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样本选取与调查方法

按照卫生部颁布的《医院分级管理办法》

对病床规模的分类，参与问卷调查的二级和三

级医院较多。其中，病床数在５００张以上的三

级医院 １２６家，占比为 ３１％；病床数在 １００—

５００张的二级医院１９６家，占比为４９％；病床数

在１００张以下的一级医院８６家，占比为２０％。

样本医院年度业务收入情况如下：４９％的医院

在５０００万元以下，１５％的医院在５０００万元到１

亿元之间，３０％的医院在１亿元到５亿元之间，

４％的医院在５亿元到１０亿元之间，２％的医院

在１０亿元以上。从被调查的医院回收的有效

样本来看，有效样本为４０８家，调查范围涵盖河

南省公立医院不同的隶属级别。其中，省级医

院１９家，占比为５％；市级医院１２５家，占比为

３０％；县级医院 ２６４家，占比为 ６５％。从有效

样本的数量上分析，基本上与河南省各级别的

医院总数相匹配，且为随机取得，故较具有代表

性。从有效调查样本的床位设置与年度业务收

入上分析，样本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有效样本具有统计学意义。

本次调查主要是问卷调查，使用随机整群

抽样的方法抽取河南省现有县级以上５００家公

立医院进行调查，以ｅｍａｉｌ的形式发放问卷，并

要求各调查对象对问卷相关内容充分理解并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选项。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５００份，实际回收调查问卷４０８份，问卷回收率

为８１．６％，根据课题组拟定的调查方案，对回

收的调查问卷全面复核把控后，确认均属有效

问卷。

　　二、当前河南省公立医院内部审计

独立性存在的问题

　　对调查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在内部审计独

立性上河南省公立医院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１．内部审计机构设置覆盖面不全、独立性

较弱

公立医院的领导层多为医疗专业出身，对

医院经济管理缺少专业知识，对于各种新兴的

经济手段多难以给予有力的支持。内部审计作

为一种经济管理手段，其绩效很难在短期内彰

显，因此医院管理层往往对内部审计机构的设

置不够重视，设置内部审计机构很难成为医院

管理层考虑的重要议题。

在所调查的４０８家医院中，设置内部审计

机构的有２９１家，占比为７１％；未设置内部审

计机构的有１００家，占比为２５％；统计缺失占

比为４％。可以看出，公立医院内部审计机构

的设置尚未完全覆盖，还有２５％ ～２９％的公立

医院没有设置内部审计机构，与内部审计的规

范要求仍有不小的差距。

在设置内部审计机构的２９１家医院中，有

３８％的医院将其作为职能部门独立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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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的医院将其设在财务部门，有３％的医院

将其与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有６％的医院将其

与物价核算合署办公，有２％的医院将其与院

办、人事合署办公，有１０％的医院以其他形式

设置该机构。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医院的内部

审计机构并非独立设置。即使在设置有内部审

计机构的公立医院中，也还有很多并不是出于

医院管理的需要，而是迫于外部或上级的要求

与压力，或者是基于同行之间的对比而被动为

之。从结构与功能的相关理论视之，若结构不

合理，组织功能也就很难发挥出来。公立医院

内部审计机构独立性的缺失，势必会影响医院

内部审计工作功能的发挥。

２．对内部审计人员的赋权不足

在２９１个设置有内部审计机构的医院中，

有２２４家医院认为其内部审计被赋予了足够的

权力，占比为７７％；有６７家医院认为其内部审

计赋权不足，占比为２３％。由于内部审计旨在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常会遇到来自于各方面的

压力和阻力，这就要求内部审计人员拥有足够

的权力以保障审计工作顺利进行，否则，审计的

成效将会大打折扣。从调查结果可知，还有相

当一部分的公立医院没有赋予内部审计人员相

应的权力，这是制约审计职能充分发挥的重要

因素。

３．内部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的独立性有

所欠缺

在３２０个对内部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是

否能保持独立性的有效调查样本中，有２７８家

医院的内部审计人员表示在审计过程中能够保

持独立，有４２家医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独

立性现象。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不仅指其机构设

置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指内部审计人员在审

计过程中的独立性。从调查结果可知，部分公

立医院内部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还常常受到

一定程度的干扰，如资料调取困难、审计范围受

限、审计对象阻挠等。

４．对审计结果的干预难以消除

在３４６个关于审计结果干预情况的有效调

查样本中，有８３％的受访人表示单位领导不干

预内部审计结果，有１７％的受访人表示单位领

导会干预内部审计结果。审计的本质是促进组

织经济运行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

审计所蕴含的巨大纠偏功能，是组织获取最大

利益的有效保证。鉴于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

独立是审计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前提，因此，应

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对审计结果的人为干扰。

　　三、河南省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独立

性的制约因素

　　上述调查结果反映了河南省公立医院内部

审计独立性的现状，整体而言不尽如人意。内

部审计独立性的不足或缺失，会直接影响内部

审计的效率和效益，进而影响到医院整体管理

效益的提升。因而，对河南省公立医院内部审

计独立性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

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提升河南省公立医院

内部审计独立性的前提条件。当前，影响河南

省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独立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１．内部审计机构的组织构建动机出现偏差

从宏观视角分析，公立医院内部审计机构

不是在医疗市场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自身的生存

与发展而自发地组建起来的，也并非起源于内

部受托责任，而是在政府推动下强制性建立起

来的从属于国家审计下的审计，是国家审计职

能的延伸和补充。具体到医院微观层面，很多

医院设置内部审计机构，不是为了业务的需要，

而是为了满足等级医院评审的需要或其他各种

检查的需求。组织构建动机的偏差会导致内部

审计在发展过程中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满

足国家监督公立医院管理行为的需要，接受国

·４６·



韩晔：河南省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独立性调查与分析

家审计机关、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内部审计的指

导和监督，配合其他行政职能部门做好对医院

的审计工作；另一方面，要向医院的主要负责人

报告工作，满足公立医院增加效益的需要，为医

院管理工作服务。这种角色上的矛盾、理念上

的偏差，使内部审计无所适从：医院内部审计的

重点到底是“对管理进行审计”还是“为管理而

审计”。［１］这种两难处境，对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显然是一种强力的冲击，致使内部审计很难站

在独立、客观、公允的立场上对医院的整体运行

状况做出评价。

２．内部审计独立性的制度支持匮乏

现行的医院内部审计制度源于２００６年国

家卫计委的《卫生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这

与其他行业的审计制度相比略显单薄，而相关

部门至今尚未根据国家审计工作的发展与医院

的实际情况对此进行补充与完善。［２］河南省的

相关制度出台较晚，２０１２年河南省卫生厅制定

并下发了《河南省省直医疗卫生单位内部审计

工作管理暂行规定》，但并未根据省内的具体

情况制定相应的具体准则和实施细则。虽然有

关制度均明确了医院内部审计独立性的要求，

但是在微观层面，医院内部审计的独立性还面

临诸多操作难题。公立医院内部审计制度的匮

乏，使得审计工作缺乏相应制度保障，内部审计

权力被削弱，这增大了审计工作难度，再加上大

量人为性干预行为，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的独立

性更难保证，相应的审计风险也会增加。

３．医院领导层对内部审计重要性的认识

不够

多数医院领导层在一定程度上均存在重视

医疗经营而轻视内部深层管理的问题，这极大

地影响了内部审计在医院管理体系中的准确定

位。［３］多数医院领导较为关注经营结果，忽视控

制过程，对审计的认识还停留在查错防弊层面，

将内部审计工作重点放在财务领域而未深入到

管理和经营领域，没有意识到内部审计在经营

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和对医院管理的价值。部分

医院领导甚至认为内部审计是经济监督部门，

代表国家对医院领导进行监督，是国家安插在

医院的“眼线”，从而对内部审计具有一定的戒

备心理。还有一些医院领导认为，医院内部审

计机构仅仅是依要求而设置，或多或少地带有

应付性，忽视了医院内部审计的应有价值。［４］由

于缺乏领导层的支持，内部审计机构很难获得

应有的地位和权力，也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４．审计人员对医院内部审计独立性的认识

不到位

作为内部审计独立性的践行主体，审计人

员对内部审计独立性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其效能

的发挥。当前，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员对该问题

的认识存在偏差。比如，有相当数量的内部审

计人员认为，只要有单位领导支持，只要获得了

足够的重视和权力，内部审计就能很好地彰显

其独立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有一部分内部

审计人员存在顾虑，觉得本单位的人情面很难

拉开，既想干好工作又怕得罪人，其审计结果难

以反映客观事实；还有一部分内部审计人员认

为自己是独立的监督部门，对部门之间沟通协

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审计过程中缺乏相应

的沟通技巧，不注意言行和工作方法，有一种高

高在上的感觉，给被审单位造成了很大压力，直

接导致审计部门与被审计部门之间的关系僵

化，增加了审计难度。

　　四、提升河南省公立医院内部审计

独立性的对策和建议

　　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是由多个子项

共同支持的闭合系统，诸如制度构建、机构设

置、权力配置、责任赋予、人员配备、领导重视

等，因此全面彰显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需从多个视角出发，修正各个子项的不足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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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形成合力。

１．充分认识和理解内部审计独立性的内涵

内部审计是内审人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利用专业的知识、手段和技巧，对组织内部的经

济活动进行审核，全面考量其合法性、合规性、

真实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发挥着其他监督不可

替代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医院领导层还是内

审人员、普通员工，都应该提高对内部审计的内

涵、作用基础、应用机理、运行效用等的认识，加

深理解［５］，彻底转变审计就是“查人、治人、整

人”的惯性思维和错误意识。内部审计的独立

性是内部审计的立身之本。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组织上的独立与精神

上的独立［６］。机构设置不合理，内审机构很难

取得独立性地位，内审部门也很难站在独立、客

观、公允的立场上，对医院的财务状况做出评

价。［７］因此医院管理层不能将内部审计置于摆

设状态，更不能抱着应付检查、应付差事的思

想，而应该在如何发挥内部审计的职能方面多

思考，摆正内部审计在整个医院管理体系中的

位置。

２．强化公立医院内部审计机构的独立地位

２００６年６月，卫生部发布的《卫生系统内

部审计工作规定》，要求规模以上的公立医院

必须设置内部审计机构。该《规定》颁布实施

已有多年，但在公立医院中依然存在内部审计

机构设置的盲区。某些公立医院虽设置了内部

审计机构，却与财务、物价、监察等部门合署办

公，内部审计机构显然被置于从属地位，扮演了

边缘角色，带有不同程度的应付色彩，这使得内

部审计的独立性大大减弱。

内部审计肩负着监督职责，行使的是监督

职权，任何隶属性的存在，都会使监督职权大打

折扣、监督效能有所削弱、监督的公正性与客观

性受到质疑。因此推进内部审计机构的独立设

置势在必行。在这种推进过程中，政府、医院管

理层和内部审计人员三方应合力协同、并肩而

行：政府应在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医院管理层应

大胆尝试并创新管理模式；内部审计人员应积

极呼吁，用实实在在的审计效能证明内部审计

独立存在的必要性。

３．提升内部审计人员的沟通技巧与行为

能力

公立医院内部审计效能的发挥与医院管理

层和其他部门的配合密不可分，这就需要内部

审计人员通过良好的沟通技巧和卓越的行为效

果，取得领导层的支持，获得被审单位或人员的

理解和配合。因此作为内部审计人员，应与医

院领导层多沟通、多汇报，让领导层充分认识到

内部审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其自觉执行相

关法律和规定。另外，应通过努力工作，多出审

计成果，使内审人员成为医院名副其实的经济

建设的“卫士”、领导决策的“谋士”、反腐倡廉

的“勇士”，充分展示内部审计机构存在的价

值，有力彰显内部审计工作效果，使内部审计机

构切实获得应有的权力、承担相应的责任，进一

步增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４．积极引进外部审计模式

有选择地利用审计业务外包方式，是公立

医院内部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立医院

内部审计独立性的重要体现和延伸。内部审计

外部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将审计业务工作全部或

大部分承包给外部审计组织。由于外部审计组

织与委托人之间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因

此在行驶审计职能和职权时，受干扰较少，能有

效地对委托人的委托事项进行全面、客观、公正

的审计，这对于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大

有裨益。

引进外部审计模式并不意味着医院对其内

部审计机构的审计业务可以不管不问，而是要

积极参与，加强与外包审计单位的协调和沟通。

相对来讲，外包单位对医院的业务和流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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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通晓，对问题的界定可能会与医院内部审

计机构有不同的看法和标准，这就需要双方有

效沟通和交流，避免小问题扩大化、大问题缩小

化的情况出现。对于外包单位审计发现的问

题，内部审计机构要认真对待、深入研究、仔细

甄别，看哪些是新问题，哪些是老问题，哪些是

个别问题，哪些是共性问题，从而做出切实可行

的审计报告或建议。同时，通过引进外部审计

模式，内部审计人员可以获得较好的学习机会，

快速提高审计技能，改变内审人员的惯性思维。

５．尝试构建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统管统派

机制

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统管统派是指公立医院

的内部审计业务由所在区域的卫生主管部门统

一委派审计人员来完成，这不仅有利于内部审

计功能实现、保证审计结果真实客观，更是公立

医院内部审计独立性的重要体现。构建公立医

院内部审计统管统派机制，需要医院所在辖区

卫生主管部门做好充分的引导，以政策的形式

催生辖区内部审计统管统派运行机制的形成；

需要对参与审计的人员进行保密教育和约束，

使其遵守审计工作的职业道德和自律原则，解

除医院对可能泄密的后顾之忧；加大对派出人

员的管理力度，以持续教育培训的方式不断提

高内部审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审计技能，以严

格的考核机制督促内部审计人员更好地履行审

计职责，以定期轮换制度规避审计过程中的利

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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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信号传递与 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逆向选择
约束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ｏｆＰ２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ｅｎ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关键词：

声誉信号传递；

网络借贷平台；

逆向选择

黄晓红１，樊艳甜１，吕睿２

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ＦＡＮＹａｎｔｉａｎ，ＬＶＲｕｉ

１．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２．郑州大学 国际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误导投资人在投资决
策中作逆向选择。通过建立网络借贷平台声誉信号传递博弈模型，对投资博弈

可能产生的逆向选择和分离均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网络借贷平台的声誉是

一种有效的信号机制，可以传递平台内在质量信息。Ｐ２Ｐ网贷平台可以通过声
誉信号向投资人显示其内在特征，声誉成本函数可使博弈产生分离均衡，从而

将高质量平台与低质量平台区别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信息不对称所

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从而有利于改进网络借贷平台，提升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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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１５年７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十部

委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以来，中国的 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正经

历大浪淘沙般的行业涤荡过程，正常运营的平

台数量由高峰时的４０００多家，下降到２０１７年

年初的不足２０００家［１］。许多平台因经营能力

差而被淘汰，少数平台进行虚假经营甚至恶意

欺骗，给投资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严重危害

了Ｐ２Ｐ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良性发展。因此，

如何有效识别合适的 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抑

制网络借贷中介的投机行为，对广大投资人意

义重大，对监管机构强化精准监管、改善网络

借贷平台的公司治理效率，从而推动 Ｐ２Ｐ互

联网金融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声誉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能在一定程

度上有效暴露行为主体内在特征（如能力、诚

信等）信息［２－３］，有助于降低交易中因非对称信

息而产生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交易主体的

声誉集中了该主体过去交易的信息，并且声誉

水平是个动态调整过程，它能将本期的行为结

果与下一期的声誉水平联系起来［４］。市场交易

中的声誉系统也是一种信息甄别和信号搜寻机

制，交易者可以利用声誉甄别出高质量的产

品［５－６］。这些产品因其良好声誉而产生声誉溢

价，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在当今我国征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声

誉机制对提高网络借贷效率会起到重要的作

用。本文拟通过构建声誉信号传递博弈模型，

分析声誉系统在投资人与网络借贷平台间的信

号传递功能，考察声誉作为有效的识别信号在

网络借贷中的逆向选择约束性，以期为推进

Ｐ２Ｐ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Ｐ２Ｐ网络借贷的基本过程

在 Ｐ２Ｐ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中，投资人

（出借人）、网络借贷平台（中介）和借款人是主

要的参与主体，其他主体还有资金存管银行、担

保公司、监管部门等。平台的中介性体现在为

投资人与借款人搭建信息平台并撮合交易等

方面。

１．网络借贷参与主体的行动顺序与行动

空间

Ｐ２Ｐ网络借贷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金融

生态系统，从 Ｐ２Ｐ网络借贷的本质与属性来

看，借款人、出借人和网络借贷平台是最基本和

最关键的参与主体。为简明起见，本博弈分析

只涉及上述三个参与主体。

根据Ｐ２Ｐ网络借贷的一般过程和参与主

体的实际行为，三个主要参与主体的行动顺序

与策略如下：（１）借款人决定是否向网络借贷

平台提交借款申请，其行动空间可简化为借款

或不借。（２）网贷平台收到借款人的申请后，

经过调查决定是否向外发布借款标的，其行动

空间可简化为发布或拒绝。（３）投资人（出借

人）在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上看到借款标的信息

后，决定是否进行投资，其行动空间可简化为投

资或不投资。（４）若投资人选择投资，网贷平

台再次面临诚实（将投资人的资金以合适方式

转给借款人，真正履行借贷中介功能）或欺骗

（如虚假标的、自融自用等）的选择。（５）若平

台诚实行动，所融资金将转至借款人，到还款之

时，借款人将面临还款或赖账两种选择：若借款

人按期还款，博弈将进入下一期，显示出市场的

良性循环；若贷款人赖账，则本期博弈结束。这

个单期五阶段博弈结构可以用改进的蜈蚣博弈

模型结构表示，见图１（本图仅表示博弈结构顺

序，省略了博弈支付）。

２．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可能产生的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是由于事前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

一类机会主义行为，它会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扭

曲、阻碍市场效率改进。在图１的单期五阶段

博弈中，第Ⅲ阶段投资人在选择平台时，由于中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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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平台相对于投资人具有信息优势（平台知道

自己的实际经营能力、标的是否真实、资金有无

银行真正托管等，但投资人一般不清楚），因

而，平台可能误导投资人做出错误决策，产生逆

向选择问题。同理，在第Ⅳ阶段因借款人在中

介平台有私人关系，也可能产生逆向选择；而且

在第Ⅴ阶段，借款人还可能会有赖账等风险问

题。特别是如果该借贷博弈是非重复博弈的情

况，那么平台或借贷款人将有更大的机会主义

行为倾向。

图１　Ｐ２Ｐ网络借贷博弈结构———

改进的蜈蚣博弈模型

　　二、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声誉信号传
递博弈模型的构建

　　本文借鉴斯宾赛（１９７４）的劳动力市场中

学历信号传递模型，截取图１博弈结构的第Ⅲ
阶段，即投资人选择网贷平台的这一投资决策

阶段，构建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中的声誉信号传

递博弈模型。

１．模型假设
（１）投资人的关键决策是选择合适的网络

借贷平台（用Ｐ表示），不同质量的平台直接影

响投资人的投资决策。风险偏好相近的投资

者，更愿意选择高质量的平台。中介平台质量

（以θ表示）有两种类型，θ＝｛θ１，θ２｝，θ１、θ２分
别表示低质量平台和高质量平台，那些经营能

力强、合规程度高的平台为高质量平台，反之为

低质量平台。假设平台的质量是可以量化的，

令θ１＝１，θ２＝２。网络借贷平台知道自己的类

型，但与其进行交易的投资人和借款人不知道，

因而平台的类型属于其私人信息。

（２）假定中介平台的声誉（以Ｒ表示）也有

两种类型，Ｒ＝（Ｒ１，Ｒ２），Ｒ１＝０，Ｒ２＝１，Ｒ１和Ｒ２
分别代表两种声誉水平。网络借贷平台根据自

己的内在特征（经营能力、成本、技术等）塑造

自己的声誉，这些行为结果将形成一个相应的

综合性评价，即声誉水平。

（３）设定网络借贷平台的声誉成本函数为

Ｃ（Ｒ，θ）＝１．５Ｒθ
。此函数意味着，平台为塑造其

声誉而付出的成本，取决于平台类型与期望的

声誉水平。在付出同等成本的情况下，高质量

的平台将形成较高的声誉。换言之，一个低质

量的平台要想建立较高的声誉需要付出更多的

成本。因此声誉成本函数就成为平台质量与声

誉水平之间的一个分离条件，这是博弈模型分

离均衡的一个关键假设。正是因为质量不同的

平台塑造相同声誉的成本不同，声誉才可以成

为揭示平台类型的信号。

（４）投资人（以 Ｌ表示）有两种行为选择，

ａ１和ａ２分别代表“投资”和“不投资”。选择何

种行为取决Ｌ对平台类型的判断，平台类型是

平台的私人信息，投资人难以直接观察到。根

据前面分析，平台声誉能揭示平台的类型，投资

人可依据观察到的平台声誉水平来决定是否投

资，并设定Ｌ（Ｒ）＝
θ１，Ｒ＝Ｒ１
θ２，Ｒ＝Ｒ{

２

。平台通过撮合

投资人与借款人之间的资金交易而获得收入

（包括中介费、管理费、手续费等），声誉良好的

平台更能吸引交易人参与，因而会有更大的交

易量、更多的收入。假设平台预期经营收入函

数为Ｉ（Ｒ，θ）＝θ，意即平台的素质越高，预期经

营收入越高；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Ｌ（Ｒ）＝Ｉ

（Ｒ，θ），此时平台的竞争效用为０（此为简化分

析，不影响结论）。假设平台的效用函数为 Ｕθ

·０７·



黄晓红，等：声誉、信号传递与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逆向选择约束研究

（Ｒ，Ｌ）＝Ｌ－１．５Ｒ
θ
，即投资人投入资金越多、交

易规模越大，中介平台的效用就越高；同理，同

等类型的平台打造较高声誉需要付出更多的成

本，因而会降低效用水平。

２．网络借贷平台的声誉信号传递过程

由于该博弈为动态博弈，且投资人的行动

为后行动，因此投资人虽处于信息劣势，但他可

在平台选择某行动（与平台声誉密切相关的类

型选择）之后，通过评估平台的声誉而获得有

关平台类型等内在特征信息，进而做出最有利

于自己的选择。

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构建如图２所示的

扩展式博弈结构（在分析不完全信息博弈时，

为建立合理博弈结构，按惯例引入了“自然”作

为虚拟参与人，由它来选择具有私人信息的参

与类型），博弈收益以每个子博弈最终结果的

效用表示。

图２　Ｐ２Ｐ投资人—中介平台博弈扩展式

（１）“自然”首先行动。这里的“自然”指的

是所选择的平台类型———高质量的或低质量

的。所属类型是平台的私人信息，其他参与主

体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平台类型的概率分布。

（２）平台选择声誉水平。根据前面声誉成

本函数的假定，理性的平台将根据自己的类型

发送能显示其内在特征的声誉信号。平台依据

自己的技术、资源、能力、战略等塑造自己的声

誉，并形成一个相应的声誉水平。企业声誉理

论已证明，企业的知名度可以在短期内大幅提

升，但良好的声誉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那些

缺少耐心或自身能力差的平台不能或不愿支付

足够的声誉成本，只能选择一个相对较低的声

誉水平［７］；反之，有能力或重视愿景的平台将能

够选择塑造较高的声誉水平。

（３）投资人进行投资决策。如果不考虑平

台的声誉信息，在目前借贷市场环境下，投资人

很难有效甄别平台类型，而只能根据市场中平

台的平均质量估计某一具体平台所属类型的概

率（即先验概率，以ｐ（θ）表示）。有了平台的声

誉信息之后，投资人可以依据平台的声誉状况

更改对平台的判断，得到一个后验概率 珓ｐ（θ），

并据此进行投资决策。

　　三、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声誉信号传
递分析

　　１．投资博弈可能产生的逆向选择

因为存在投资人与中介平台间的信息不对

称，若没有相应的声誉信号反映平台的类型，那

么，投资人只能依据行业平均水平评估某具体

网贷平台的质量。假设平台（无论是高质量的

或低质量的）先验概率相同，即 ｐ（θ１）＝

ｐ（θ２）＝
１
２。投资人据此决定是否对平台发布

的标的进行投资，在此过程中平台获得自己的

经营收入，并设定平台期望收入为 Ｅ（Ｉ）＝Ｉ

（θ１）ｐ（θ１）＋Ｉ（θ２）Ｐ（θ２），即 Ｅ（Ｉ）＝１×
１
２＋

２×１２＝１．５。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平台与低

质量平台的期望收入都是１．５。由 Ｉ（Ｒ，θ）＝θ
可知，一个低质量平台的预期收入最多为 Ｉ

（θ１）＝θ１＝１，一个高质量平台的预期收入应达

到Ｉ（θ２）＝θ２ ＝２。可见，由于 Ｉ（θ１）＝１＜

Ｅ（Ｉ）＝１．５，低质量平台获得了过多的收入，说

明低质量平台交易量过高，投资者在这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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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过多；由于Ｉ（θ２）＝２＞Ｅ（Ｉ）＝１．５，高质量

的平台获得的收入过少，表明高质量平台交易

量比应有交易量少。

对比平台的效用函数可知，由于投资人在

高质量平台上投入太少将降低平台的效用，这

些平台可能会由于缺少撮合此类交易的激励而

寻找能增加其效用的新合同；而低质量平台获

得了超额投资并增加了其效用，因而他们会积

极获取更多投资，这就产生了逆向选择。借贷

博弈中的逆向选择将加大投资人的风险，降低

借贷市场效率。尤其是，考虑到低质量平台可

能存在虚设假标的、违规经营等行为，逆向选择

还隐藏着极大的金融风险。

２．网络借贷平台声誉信号传递的分离均衡
如前分析，在不考虑声誉的情况下，投资人

可能会在网络借贷平台筛选时出现逆向选择问

题。但考虑到声誉信息效应，投资人可以通过

收集、评估平台的声誉信号来识别平台类型。

声誉信号机制将使该博弈形成分离均衡，将高

质量的平台与低质量的平台因声誉差异而区别

开来，以弱化或避免逆向选择问题的发生。这

个分离均衡的实现路径如下。

（１）平台选择声誉水平。由图２的扩展式
博弈结构可见，在博弈的第（２）阶段，网络借贷
平台选择声誉水平，即发送与其自身类型匹配

的声誉信号。平台质量与声誉水平有四种组

合，根据平台的效用函数 Ｕθ（Ｒ，Ｌ）＝Ｌ－
１．５Ｒ
θ
、

完全竞争假设下的Ｌ（Ｒ）＝Ｉ（Ｒ，θ）和预期经营
收入函数 Ｉ（Ｒ，θ）＝θ，可以计算出四种状态下
的效用，具体如下：

θ＝θ１＝１，Ｒ＝０时，ＵＰ１１（Ｒ＝１，Ｌ＝θ１）＝

θ１－
１．５Ｒ１
θ１
＝１－１．５×０１ ＝１ ①

θ＝θ１＝１，Ｒ＝１时，ＵＰ１２（Ｒ＝１，Ｌ＝θ２）＝

θ２－
１．５Ｒ２
θ１
＝２－１．５×１１ ＝０．５ ②

θ＝θ２＝２，Ｒ＝０时，ＵＰ２１（Ｒ＝０，Ｌ＝θ１）＝

θ１－
１．５Ｒ１
θ２
＝１－１．５×０２ ＝１ ③

θ＝θ２＝２，Ｒ＝１时，ＵＰ２２（Ｒ＝１，Ｌ＝θ２）＝

θ２－
１．５Ｒ２
θ２
＝２－１．５×１２ ＝１．２５ ④

①式和②式表示低质量的平台分别选择低

声誉和高声誉水平时的效用；③式和④式表示

高质量的平台分别选择低声誉和高声誉水平时

的效用。通过比较①②式发现，ＵＰ１１＞ＵＰ１２，表

明低质量平台更愿意选择较低的声誉水平，因

为这样才能在声誉成本约束条件下使其效用达

到最大化；同样，通过比较③④式发现 ＵＰ２２＞

ＵＰ２１，这表明高质量平台选择高声誉水平时比

选择低声誉水平时获得的效用更高。如此以

来，高质量的网络借贷平台可以经由高声誉信

号而与低质量平台（有较低声誉）区别开来，进

而使投资人利用平台声誉挑选适合自己的平台

进行差别化投资。

（２）投资人的投资决策。本博弈模型中投

资人的投资决策依存于对平台类型的判断。网

贷平台的效用函数是共同依据，投资人可据此

推断平台的声誉好坏并识别平台类型。当投资

人观察到平台的声誉 Ｒ＝Ｒ１时，会修正此前对

平台质量认知的先验概率，使后验概率 珓ｐ（θ１｜

Ｒ１）＝１。这意味着，对一个具有较低声誉的平

台，投资人可以认为其类型也是低质量的，因而

将选择较少的投资甚至不投资。当投资人观察

到平台声誉 Ｒ＝Ｒ２时，认为平台是高质量的，

其后验概率 珓ｐ＝（θ１｜Ｒ２）＝１，从而会向平台投

放更多的资金。如此，网络借贷平台的声誉水

平就成为投资人识别平台质量的信号。上述机

制将有助于减少投资人与平台博弈中的逆向选

择问题。

综上分析，网贷平台的声誉具有信号传递

功能，这使得此投资博弈产生了一个分离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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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一个精炼贝叶斯均衡。

　　四、结论

Ｐ２Ｐ网络借贷是互联网金融发展最具代表

性的新型业态之一，如何减少投资人与中介平

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是影响这一新金融业

态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网贷平台的声誉

形成是一个长期积累过程，与平台的发展战略、

经营能力、治理结构、诚信程度等密切相关。声

誉综合反映了平台的内在特征，这一特征具有

一定的稳定性，本文将其简化表述为高质量与

低质量两种类型。平台类型决定其声誉水平，

维持良好声誉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声誉成本

函数反映了声誉水平、平台类型与声誉成本之

间的关系。声誉信号传递博弈模型阐明了平台

声誉能揭示平台内在特征的基本逻辑，证明平

台的声誉是一种有效的信息甄别机制，有良好

声誉的平台具有更高的质量，因而更值得投资。

从平台的角度来看，高质量平台应更加积极地

通过塑造较高的声誉水平与低质量平台区别开

来，通过声誉主动将自己的内在特征外显化。

如此以来，平台声誉就成为了投资人与平台之

间的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机制，从而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网络借贷中的逆向选择问题。观

察分析近几年来 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的荣衰可

见，那些持续健康发展的平台的确有比较好的

声誉。这也佐证了声誉的信号传递功能，表明

声誉已成为互联网金融公司极为重要的战略性

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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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城镇化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
动态耦合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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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博
ＭＡＷｅｎｂｏ

河南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采用动态耦合模型对城镇化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动态耦合规律进行研

究，发现：河南省城镇化率呈现不断上升态势，而耕地面积则表现为下降—上升

的Ｖ字形波动状态，城镇化发展速度整体高于耕地面积变化速度；城镇化与耕
地面积耦合度经历了低级共生和协调发展两个阶段。应充分认识城镇化发展

对耕地占用的必然性，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土地供给质量和效率，坚持

走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应完善耕地保

护机制，构建差别化利益补偿机制，对耕地保护主体实施精准补偿，变用途管制

为用态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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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与《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等均明确指出，要加

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推动农业人口市民化。城

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未来一

二十年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城镇化意味着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对住

房、交通、医疗等的需求量也会随之增加，由此

将带来对建设用地的大量需求，这势必会引起

耕地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在此背景下，探索

城镇化与耕地变动的演进态势和动态耦合规

律，对于协调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

盾、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从而走不以

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城镇化

道路具有重要意义［１］。对于城镇化与耕地面

积之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关注点有所不同，欧

美发达国家由于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多，且城

镇化已进入成熟期，其关注点多侧重于城镇化

对农田生态景观与耕地可持续利用等的影

响［２－３］；国内研究多以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

据［４］为基础，采用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５］、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模型［６－７］、协整分析［８］、空间分析［９］等计量

经济学分析方法，探讨城镇化对耕地面积的影

响。我国学者［１０－１１］认为，我国耕地面积减少

速度高于城镇化发展速度，因此应把握城镇化

发展节奏，科学编制土地供应政策与耕地保护

政策，实施差别化、渐进式发展模式。总的来

看，国内学者将研究地域主要集中在人地矛盾

突出的发达地区和城镇化水平较低的西部地

区，较少探讨城镇化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动态

耦合关系的阶段性和变化规律，对于城镇化发

展意愿强烈、同时肩负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任务

的中部粮食主产区更是鲜有涉及。鉴于此，本

文拟利用长期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动态耦合模

型探讨河南省城镇化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之

间的耦合规律，以期为相关部门编制科学的城

镇化发展规划、制定耕地保护政策提供理论

参考。

　　一、研究模型

１．综合城镇化率评价模型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评价指标的客观权

重，测算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河南省综合城镇化率状

况，其公式可表示为：

Ｆａｂ ＝∑
ｋ

ｊ＝１
ＭｊＮａｊ ①

Ａａ ＝∑ＦａｂＣｂ ②

　　式①②中，Ｆａｂ表示第ａ年第ｂ个主成分的

因子得分，Ｍｊ表示对应主成分下第 ｊ个指标的

因子回归系数，Ｎａｊ表示第 ａ年第 ｊ个指标值。

Ａａ表示综合城镇化率，Ｃｂ表示各主成分的方差

贡献率。

２．演化速度评价模型

从系统论视角看，城镇化与耕地保护是一

个复合有机整体，二者之间应实现良性互动、耦

合发展。分别用 Ａ、Ｂ表示受自身和外界系统

影响下的城镇化率和耕地面积演化态势子系

统，则其演化方程可表示为：

ｆ（Ａ）＝ｄＡ／ｄｔ＝ｆ１（Ａ，Ｂ）

ｆ（Ｂ）＝ｄＢ／ｄｔ＝ｆ２（Ａ，Ｂ
{

）
③

　　分别对以上两个子系统的演化态势模型求

一阶导数，可得各个子系统的演化速度方程，具

体为：

ＶＡ ＝ｄｆ（Ａ）／ｄｔ

ＶＢ ＝ｄｆ（Ｂ）／ｄ
{ ｔ

④

　　式④中，ＶＡ、ＶＢ分别表示城镇化系统和耕

地面积系统的变化速度，ｔ为变化时间，根据研

究数据的起始时间，ｔ的取值范围为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４。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Ｖ可看做 ＶＡ和 ＶＢ
的函数，当两个子系统耦合状况较好时，整个系

统就处于良性发展状态［１２］。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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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动态耦合模型

由于Ｖ的变化是由ＶＡ、ＶＢ引起的，因此可

以以ＶＡ、ＶＢ的演化速度为函数，建立平面二维

坐标系，并以两者比值的反正切函数表示系统

的耦合度（见式⑤），根据角度的取值范围可

判断城镇化与耕地面积的演化态势和耦合状

况。考虑到两者变化速度不同步，且耕地面积

变化速度往往快于城镇化发展速度，故耦合度

演变轨迹可用椭圆形表示（见图１）。显然，Ｔ

的取值范围为０～３６０°，在一个演化周期内，

整个系统将经历低级共生（－９０°≤Ｔ＜０°）、

协调发展（０°≤Ｔ＜９０°）、极限发展（９０°≤Ｔ＜

１８０°）和螺旋上升（－１８０°≤Ｔ＜－９０°）四个

阶段［１３］。

Ｔ＝ａｒｃｔｇＶＢ／ＶＡ ⑤

图１　城镇化与耕地面积变化耦合度演变轨迹

　　二、河南省城镇化发展与耕地面积

变化耦合关系实证分析

　　１．河南省综合城镇化率测度
（１）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城镇化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

综合发展的过程，其不仅表现为城镇人口增加

和城市空间扩张，还表现为城市的公共设施、生

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向农村的渗透和传播。基

于此认识，本研究将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层次

性、可获取性和可测量性等原则，借鉴已有学

者［１４－１５］对于城镇化评价的指标体系，结合河南

省城镇化发展实际，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

化、社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和生

活城镇化６个维度，构建由城镇人口规模、非农

人口就业、经济发展水平等１４个指标构成的多

层次、多指标、全方位的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１）。所用数据来自于１９８９—２０１５年《河

南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２）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①指标数据标准化：为了消除各项指标不

同量纲与数量级差别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研

究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具体公式可表示为：

Ｘ′＝（Ｘ－Ｘｍａｘ）／（Ｘｍａｘ＝Ｘｍｉｎ） ⑥
　　式⑥中，Ｘ′表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Ｘ表示

原始指标值，Ｘｍｉｎ和Ｘｍａｘ分别表示同一指标数据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②多重共线性检验：由于评价指标较多，

且长期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具有共向性，容易导

致多重共线性的产生，因此本研究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计算各个指标原始数据相关系数

矩阵。由评价指标相关系数表（见表２）可知，

多数指标间的相关系数都在０．６０以上，个别

甚至达到了０．９９，这说明指标间存在较严重

的共线性。根据ＡＨＰ法、特尔菲法、主成分分

析法等不同权重确定方法的优缺点与适用范

围，本研究决定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计算指标

权重。

③总方差分解：根据主成分分析原理，运用

ＳＡＳ９．２软件，对 １４个指标数据进行降维处

理，得到样本指标的特征根、方差贡献差、方差

贡献率与累计方差贡献率（见表３）。方差贡献

率越大，表明它所对应的公因子所包含的原始

指标的信息量就越多。由表３可知，前两个主

成分方差贡献分别为８９．８８％和３．８６％，前两

个主成分累计已包含了原始指标数据９３．７４％

的信息，为了保证在损失信息较少的情况下起

到降维的作用，选取前两个彼此独立的主成分

Ｚ１和Ｚ２来代表原始指标数据。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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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河南省综合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单位 指示变量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规模 城镇人口比重 ％ ｘ１
非农人口就业 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 ％ ｘ２

经济城镇化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ＧＤＰ 元 ｘ３

产业结构发展状况 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ＧＤＰ比重 ％ ｘ４
消费水平 城镇人均消费支出水平 元 ｘ５

社会城镇化 教育水平 每万人大学生数 ％ ｘ６
医疗水平 卫生技术人员数 万人 ｘ７

土地城镇化
城镇覆盖度 城镇建成区面积 ｋｍ２ ｘ８
交通便捷度 人均城镇道路面积 ｍ２ ｘ９

生态城镇化
城镇生态基础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ｘ１０
城镇环境保护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ｘ１１

生活便捷度
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 标台 ｘ１２

生活城镇化 燃气普及率 ％ ｘ１３
休闲功能普及率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ｍ２ ｘ１４

表２　评价指标相关性系数表

Ｒ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ｘ１２ ｘ１３
ｘ２ ０．９６６７
ｘ３ ０．９７０８０．９７４１
ｘ４ ０．９４１５０．９１９００．８７７９
ｘ５ ０．９７５００．９７５００．９９７５０．８９０１
ｘ６ ０．９８８２０．９６６２０．９７２９０．９２２９０．９６７７
ｘ７ ０．９１５３０．９２６８０．９７３１０．８１４００．９７７２０．９０６２
ｘ８ ０．９９７１０．９７５６０．９６７７０．９５１７０．９７３３０．９８４４０．９１１８
ｘ９ ０．９３６８０．８８５１０．８４５４０．９５７３０．８５９２０．９１３５０．７６３３０．９４６８
ｘ１０ ０．９６８４０．８９５００．９０５７０．９３１５０．９０８６０．９５４５０．８３２４０．９５４９０．９１８７
ｘ１１ ０．６８８００．７００２０．６６２５０．７４２１０．７０２２０．６０４６０．６９１６０．６９８３０．６５９２０．６５０３
ｘ１２ ０．９４１５０．９３０５０．８９５１０．９１９３０．９０６７０．９０８６０．８４５００．９４６６０．８８１９０．９１６７０．７５１９
ｘ１３ ０．９０６２０．８７６１０．８６８５０．８６０７０．８８０７０．８６４６０．８３５８０．９０５２０．８１３７０．８９０００．７２８２０．９７３５
ｘ１４ ０．９６０４０．９０４６０．８８９７０．９２６１０．８９６９０．９３３４０．８１６５０．９５７１０．９２３９０．９６５１０．６４９４０．９５７２０．９４８２

　　④主成分系数与方差贡献：进一步分析第
一主成分Ｚ１和第二主成分Ｚ２的主成分系数与
方差贡献，如表４所示。

由表４可知，第一主成分Ｚ１可表示为：
Ｆ１＝０．２８０３ｘ１＋０．２７４６ｘ２＋０．２７２８ｘ３＋

０２６９２ｘ４＋０．２７４９ｘ５＋０．２７４９ｘ６＋０．２５９８ｘ７＋
０２８０５ｘ８＋０．２６２０ｘ９＋０．２７０４ｘ１０＋０．２０９０ｘ１１＋
０２７１７ｘ１２＋０．２６２６ｘ１３＋０．２７１２ｘ１４ ⑦

第二主成分Ｚ２可表示为：
Ｆ２＝－０．１１３９ｘ１－０．０６１１ｘ２－０．１４８３ｘ３＋

０．０７４８ｘ４－０．０７７１ｘ５－０．２６５８ｘ６－０．０２６２ｘ７－

０．０８９８ｘ８－０．０６８４ｘ９－０．１２４９ｘ１０＋０８９２４ｘ１１＋
０．１４１８ｘ１２＋０．１６５４ｘ１３－０．０７８９ｘ１４ ⑧

（３）新型城镇化率测算结果
作为彼此之间无相关性的原始变量的线性

组合，前两个主成分 Ｚ１和 Ｚ２包含了原始指标
９３．７４％的信息，将消除量纲影响后的指标数据
代入各主成分公式，即可得到各年份的主成分

得分，进而分别以Ｆ１的方差贡献０．８９８８和Ｆ２
的方差贡献０．０３８６为权重，按照式①和式②
计算综合得分值，即可得到新型城镇化率（见

表５）。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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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特征根和各主成分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根 方差贡献差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１ １２．５８２６ １２．０４２３ ０．８９８８ ０．８９８８
２ ０．５４０３ ０．１０６０ ０．０３８６ ０．９３７４
３ ０．４３４３ ０．１８６０ ０．０３１０ ０．９６８４
４ ０．２４８３ ０．１６１８ ０．０１７７ ０．９８６１
５ ０．０８６４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０６２ ０．９９２３
６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３１ ０．９９５４
７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０２５ ０．９９７９
８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９９８９
９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９９９６
１０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９９９８
１１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９９９９
１２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表４　前两个主成分方差贡献

Ｒ 第一主成分Ｆ１ 第二主成分Ｆ２
ｘ１ ０．２８０３ －０．１１３９
ｘ２ ０．２７４６ －０．０６１１
ｘ３ ０．２７２８ －０．１４８３
ｘ４ ０．２６９２ ０．０７４８
ｘ５ ０．２７４９ －０．０７７１
ｘ６ ０．２７４９ －０．２６５８
ｘ７ ０．２５９８ －０．０２６２
ｘ８ ０．２８０５ －０．０８９８
ｘ９ ０．２６２０ －０．０６８４
ｘ１０ ０．２７０４ －０．１２４９
ｘ１１ ０．２０９０ ０．８９２４
ｘ１２ ０．２７１７ ０．１４１８
ｘ１３ ０．２６２６ ０．１６５４
ｘ１４ ０．２７１２ －０．０７８９

２．城镇化率与耕地面积演变态势

进一步对城镇化率和耕地面积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可绘制变化图（见图 ２）。由图 ２可

知，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河南省耕地面积从６９３．３２

万公顷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８１３．０１万公顷，总体

呈现拉伸的 Ｓ形趋势。具体来说，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年为持续下降阶段，累计减少耕地１５．９８万公

顷，年均减少２．２８万公顷；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为快

速恢复阶段，尽管１９９９年比１９９８年减少耕地

０．８１万公顷，但此后３年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

表５　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率

年份 新型城镇化率 年份 新型城镇化率

１９９０ ０．０２４０ ２００３ １．６７２０

１９９１ ０．１５９６ ２００４ １．８３７７

１９９２ ０．３６８８ ２００５ ２．１０５０

１９９３ ０．４７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２５１７

１９９４ ０．５４７５ ２００７ ２．４４５５

１９９５ ０．６１６８ ２００８ ２．５９１０

１９９６ ０．７６９３ ２００９ ２．８７０２

１９９７ ０．９１３７ ２０１０ ２．９７９５

１９９８ １．０９７５ ２０１１ ３．１７４７

１９９９ １．２４０５ ２０１２ ３．３７２５

２０００ １．３４７５ ２０１３ ３．５７８６

２００１ １．２０２４ ２０１４ ３．７２８９

２００２ １．３７８３

２００２年增加至７２６．２８万公顷，较１９９７年增加

４８．９４万公顷；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为波动起伏期，这

一阶段耕地面积总体增减不大，围绕７２０万公

顷呈波形起伏趋势；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为缓慢下降

期，５年间共减少耕地６．１９万公顷，年均减少

约１２４万公顷。城镇化率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略

有起伏，但整体呈现不断提高趋势，尤其是在

２００３年之后，其年均增长达１１．２０％。

分别以标准化后的城镇化率和耕地面积为

因变量，以时间ｔ为自变量，利用Ｅｖｉｅｗｓ７．０软

件，对其进行二阶多项式拟合，ｆ（Ａ）和 ｆ（Ｂ）拟

合度分别为０．９９４９和０．８７９０，整体拟合状况

良好。分别对ｆ（Ａ）和ｆ（Ｂ）求导，可得到两个系

统的演化速度方程，ｔ相对应的年份为１９９０—

２０１４年，进而根据式⑤求得２５年间河南省城

镇化率与耕地面积变化的耦合度（见表６）。

ｆ（Ａ）＝０．０００７ｔ２－２．７７５８ｔ　（Ｒ２＝０．９９４９） ⑨
ｆ（Ｂ）＝０．００３１ｔ２－１２．４１３７ｔ　（Ｒ２＝０．８７９０） ⑩

ＶＡ＝０．００１４ｔ－２．７７５８　 瑏瑡
ＶＢ＝０．００６２ｔ－１２．４１３７ 瑏瑢

３．耕地面积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耦合态势

分析

为更加清晰地反映耕地面积与城镇化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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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河南省城镇化率和耕地面积变化图

表６　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河南省耕地面积与城镇化率的耦合度

年份 ＶＡ ＶＢ ＶＡ／ＶＢ Ｔ 年份 ＶＡ ＶＢ ＶＡ／ＶＢ Ｔ
１９９０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７５０ －０．１４６７ －８° ２００３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０５６ ５．２１４２ ７９°
１９９１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６８８ －０．１８０２ －１０° ２００４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１１８ ２．５９３２ ６９°
１９９２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６２６ －０．２２０５ －１２° ２００５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１８０ １．７７７７ ６１°
１９９３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５６４ －０．２６９５ －１５° ２００６ ０．０３３４ ０．０２４２ １．３８０１ ５４°
１９９４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５０２ －０．３３０６ －１８° ２００７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３０４ １．１４４７ ４９°
１９９５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４４０ －０．４０９０ －２２° ２００８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３６６ ０．９８９０ ４５°
１９９６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３７８ －０．５１３２ －２７° ２００９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４２８ ０．８７８５ ４１°
１９９７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３１６ －０．６５８２ －３３° ２０１０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４９０ ０．７９５９ ３９°
１９９８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２５４ －０．８７４０ －４１° ２０１１ ０．０４０４ ０．０５５２ ０．７３１８ ３６°
１９９９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１９２ －１．２２９１ －５１° ２０１２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６１４ ０．６８０７ ３４°
２０００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１３０ －１．９２３０ －６３° ２０１３ ０．０４３２ ０．０６７６ ０．６３９０ ３３°
２００１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０６８ －３．８８２３ －７６° ２０１４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７３８ ０．６０４３ ３１°
２００２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００６ －４６．３３３３ －８９°

关系变化趋势，利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耦合度数

据，绘制耕地面积与城镇化耦合度演变图（见

图３）。由图３可知，总体上看，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

２５年间，河南省城镇化与耕地面积动态耦合关
系从低级共生向协调发展演化，整体呈现出反

Ｚ型变化态势，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即１９９０—

２００２年的低级协调共生阶段和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
的协调发展阶段。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耕地面积与城镇化耦合度
处于０°～－９０°，其中，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耦合度
从－８°变为 －４１°，此后耦合度便持续下滑，

２００２年降至最低点 －８９°，这一时期城镇化的
无序扩张占用了大量耕地，二者耦合关系不断

恶化，表现为直线下降态势。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耕

地面积与城镇化耦合度处于７９°～３１°，这一阶

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耦合度
从７９°降至４５°，耦合关系不断提高，二者由不

协调发展到良性发展。这一时期，郑东新区建

设速度不断加快，中原城市群建设被提上日程，

２６个重点县市城镇化发展扶持政策为河南省

城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满足城镇

化进程中合理的用地要求”和“既要积极，又要

稳妥，切忌盲目”的发展思路则为防止城市土

地无序扩张、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提供了保证。

因此，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的矛盾逐渐缓和，耕地

保护对于城镇化的约束作用不断减小；２００８—
２０１４年，ＶＢ＞ＶＡ，耦合度由４５°降至３１°，良性发

展趋势有所变化。这一时期，国际粮价的大幅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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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河南省耕地面积与城镇化耦合度演变图

上升，以及全面取消农业税、万亿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种粮直接补贴、农资

综合补贴等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民种粮积极性

和耕地保护意识显著提升，有效耕地总面积不

断增加，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

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提出，则为耕地保护提

供了保障。

　　三、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结论

通过构建动态耦合模型，分析１９９０—２０１４

年河南省城镇化与耕地面积的演变态势和耦合

规律，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河南省城镇化率呈现不断上升态势，

而耕地面积则表现为下降—上升的 Ｖ字形波

动状态，城镇化变化速度整体高于耕地面积变

化速度。

其二，从耦合关系看，河南省城镇化发展与

耕地面积变化经历了低级共生（１９９０—２００２

年）和协调发展（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两个阶段。低

级共生阶段源于城镇化无序扩张和耕地面积的

不断减少，而随着一系列城镇化发展和耕地保

护政策的实施，二者耦合度开始提高，２００８年

达到协调发展；２００８年之后一系列耕地保护政

策的实施，提高了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耕地

面积不断增加，且新型城镇化要求不以牺牲农

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为两者耦合发展

提供了契机。

其三，基于系统论建立的动态耦合模型，能

够较好地反映城镇化与耕地面积交互影响、动

态耦合的演变情况。正确认识城镇化与耕地保

护交互影响的动态耦合规律，采取适当的城镇

化发展模式和耕地保护措施，对于促进河南省

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２．政策建议

其一，河南省应充分认识城镇化发展对于

耕地占用的必然性，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高城镇建设用地供给质量和效率。应按照严控

总量、盘活存量、双向调节、差别用地、分类供

地、合理定价、政策联动的基本要求，在确保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合理释

放耕地用于城镇化建设，并对新增城镇建设用

地的用途、规模、布局、结构等加以规定，以引导

城镇化健康发展，确保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

推进、耦合发展。

其二，应明确河南省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中的重要地位，坚持走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

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镇

化发展由侧重数量、规模和粗放发展向注重提

升质量内涵、节约集约发展转变；加强中小城市

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实施“内涵型”“效益型”的

开发模式，防止乱占耕地、盲目建设开发区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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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生，以实现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三，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机

制，从法律上承认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的存在，

依据耕地资源质量、生态价值等构建差别化利

益补偿机制，实施精准补偿，变用途管制为用态

管控；加强对空心村的整治和中低产田的改造，

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努力实现规模经营；加大粮

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等惠农支农力度，逐步建

立起国家与农民、超额承担耕地保护义务地区

与未尽到耕地保护义务地区等多层次的耕地保

护利益补偿机制，以确保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

调发展。

应当指出，分析视角不同，得出的研究结果

也会有所差异。本文仅从省级层面对耕地面积

变化与城镇化发展的演变态势及耦合规律进行

了分析，其研究结果有待于从更加微观的地

（市）或县级层面进行验证。此外，耕地面积变

化不仅受城镇化的影响，同时还与生态退耕、农

业结构调整等密切相关，这些均有待于进行更

加深入、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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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民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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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农村居民收入过低而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

态下面临的突出问题。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用协整检验、Ｇｒａｎｇｅｒ因
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农业产出、城镇化率与人力资本

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发现：农业产出的增加对农村居民收入有负影响，

而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因此，提高农

村居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代，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

发展教育、卫生事业，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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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

重要因素之一。许多学者就如何提高农村居民

收入和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广

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

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农业生产的

角度分析农业产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例

如，张晓山［１］、朱红恒［２］认为，由于农产品价格

与农业产出的反方向变动关系，单纯的农业产

出的增加无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二是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分析农村居民的

非农就业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居民收入

的影响。例如，张占贞等［３］主张通过城镇化水

平的提高，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

转移，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提高农村

居民收入水平；李文溥等［４］利用福建省农村住

户调查年报数据研究了经济发展方式和工业

化、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之

间的关系，认为要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增

长，必须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工业化和城

镇化模式入手，同时辅以其他必要的政策措施。

三是从人力资本角度分析农村居民的教育、健

康状况对其收入的影响。例如，蒲艳萍［５］运用

西部地区的调查数据和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西部各

省的面板数据做了实证研究，认为农村人力资

本提高对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具有积

极影响；王先柱等［６］利用经验数据，通过对

Ｍａｎｋｉｗ等人所建模型的扩展，发现农村劳动力

参与市场化进程的程度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

本的收入弹性有显著影响；李亮［７］运用向量自

回归模型对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湖北省的时间序列

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高

级化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谢婷婷等［８］运用贝

叶斯分位数方法对我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的数据

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结构转型、科技创新

显著拉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虽然学者们对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问题已

从多角度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

这些研究在变量选取上缺乏理论基础，具有较

大的随意性。鉴于此，本文拟在借鉴已有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因素

的理论、实证分析，提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对

策建议，以期对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所裨益。

　　一、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因素的理论

分析

　　从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农村居

民纯收入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即经营性收入、工

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财产性

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在纯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较小

且比较稳定；经营性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收

入占绝对比重，工资性收入与第一产业经营性

收入之和一直占到农民纯收入的 ８０％左右。

所以，分析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化主要是分析工

资性收入和第一产业经营性收入。

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之后，第一产业经营

性收入主要受农业产出的影响，而农业产出的

增加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关系在理论上具有

不确定性。因为虽然农业产出增加本身有助于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但农业产出的增加又会引

起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即出现“谷贱伤农”的现

象。正是因为农业产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存

在理论上的不确定性，所以需要通过计量检验

来确定农业产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方向和

影响力大小。

工资性收入是农民的劳动报酬收入，与农

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情况有关，主要受城镇化水

平与人力资本状况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下农

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情况，取决于农村劳动力需

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从需求方面看，农村劳动

力需求取决于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

力，而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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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水平息息相关；从供给方面看，影响农村

劳动力供给的最重要因素是农村居民的人力资

本状况，对于农村居民来讲，其人力资本状况决

定了他们能否满足非农产业的技术要求。人力

资本水平越高越容易在非农产业获得就业机

会、越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另外，农村居民的

人力资本状况也决定了其从农业生产中所获得

收入的高低，具有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民，其农

业生产效率高，从农业生产中所获得的收入

也多。

　　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

分析

　　１．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选取河南省农村

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河南省农

业产出、城镇化率、人力资本水平为解释变量。

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

新曾使这一时期的农业产出呈爆发式增长，而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农村的制度环境基本稳定，

为剔除制度创新对河南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

响，本文选择１９８５—２０１４年为样本区间，分析

此区间内河南省农业产出、城镇化率、人力资本

水平对河南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的影响。

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本文依据

的是《河南省统计年鉴》公布的名义收入，采用

上年＝１００的可比价格计算而得，用 Ｙ表示；河

南省农业产出是根据《河南省统计年鉴》公布

的第一产业ＧＤＰ，采用１９５２年 ＝１００的不变价

格计算而得，用ＧＤＰ１表示；河南省城镇化率来

自《河南省统计年鉴》公布的城镇化率，用 ＳＷ

表示；测算人力资本存量的方法较多，由于人力

资本水平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程度，因此，本文以

平均受教育年限代表河南省农村居民的人力资

本水平。河南省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根

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和《河南

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５）公布的农民家庭劳动力文

化状况计算而得，用ＮＸ表示（河南农村居民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为：不识字或少识

字程度即文盲的受教育年限为０年，小学程度

的受教育年限为６年，初中程度的受教育年限

为９年，高中程度的受教育年限为１２年，中专

程度的受教育年限为１３年，大专及大专以上程

度的受教育年限为１５．５年）。

２．实证检验分析

按照目前大多数学者的通行做法，构建我

国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的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并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以削弱异方差的影

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ｌｎＹｔ＝β０＋β１ｌｎＧＤＰ１ｔ＋β２ｌｎＳＷｔ＋β３ｌｎＮＸｔ＋μｔ①
宏观数据大多具有非平稳的特点，回归时

容易造成伪回归问题。为了避免出现此种弊

病，本文首先利用 ＡＤＦ单位根检验方法，对上

述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然后再进行 Ｊｏｈａｎｓ

ｅｎ分析、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

解，分别确定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各解释变量

之间的长期、短期关系，以考察农业生产、城镇

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１）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时，要求时间序

列数据为一阶单整过程，即 Ｉ（１）过程，所以本

文首先采用 ＡＤＦ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

行检验，其结果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ｌｎＹ、ｌｎＧＤＰ１、ｌｎＳＷ、ｌｎＮＸ

的ＡＤＦ检验统计值均大于５％这一显著性水平

的临界值，各变量一阶差分的检验统计值均小

于５％这一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故在５％这一

显著性水平上可认为它们为Ｉ（１）过程。

（２）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

由于ｌｎＹ、ｌｎＧＤＰ１、ｌｎＳＷ、ｌｎＮＸ为Ｉ（１）过程，

所以可以利用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法来判断变量

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再确定它们之间的符号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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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根据无约束ＶＡＲ模型的估计结果，滞后

２阶时ＡＩＣ值最小，所以选择滞后阶数为２进行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其结果见表２。

表１　ＡＤＦ单位根检验结果

序列 （ｃ，ｔ，ｐ） ＡＤＦ值 ５％临界值 结论

ｌｎＹ （ｃ，ｔ，３） －２．８３ －３．６４ 非平稳

ΔｌｎＹ （ｃ，０，０） －８．６５ －２．９９ 平稳

ｌｎＧＤＰ１ （ｃ，ｔ，０） －３．２４ －４．３７ 非平稳

ΔｌｎＧＤＰ１ （ｃ，０，０） －６．９２ －３．００ 平稳

ｌｎＳＷ （ｃ，ｔ，１） －２．７９ －３．６１ 非平稳

ΔｌｎＳＷ （ｃ，０，０） －４．８１ －２．９９ 平稳

ｌｎＮＸ （ｃ，ｔ，０） －０．８６ －３．６０ 非平稳

ΔｌｎＮＸ （ｃ，０，４） －６．７４ －３．０２ 平稳

注：ｃ、ｔ、ｐ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表２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结果

原假设协整关系个数 迹统计量 ５％临界值
没有ａ ６３．５４２８６ ４７．８５６１３

至多一个ａ ３０．７８７５９ ３１．７９７０７
至多两个 ９．７６５３５４ １５．４９４７１
至多三个 ０．００９８６３ ３．８４１４６６

注：ａ表示在５％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结果显示：１９８５—２０１２

年，ΔｌｎＹ、ΔｌｎＧＤＰ１、ΔｌｎＳＷ、ΔｌｎＮＸ四个变量之

间在５％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

协整关系估计结果为（括号内为 ｔ检验统

计值）式②，误差修正方程为式③。

从②式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农业产出、城

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

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系

数为负，农业产出每增长１个百分点会引起农

村居民实际收入减少４．０２个百分点，这是因为

农产品属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农业产出的

增加往往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城镇化率

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城镇化率每提高１个百分点会引起农

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提高３．５１个百分点；人力

资本水平每提高１个百分点会引起农村居民实

际收入水平提高３．２６个百分点。城镇化率的

提高，一方面增强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

能力，使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渠道增加，从而使农

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第二、三产业经营性收

入提高；另一方面，城镇化率的提高会刺激农产

品的商品化需求，从而有助于维持或提高农产

品价格，使农村居民第一产业经营性收入水平

提高。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合计占农村居

民纯收入的８５％以上，表明城镇化率的提高对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很强的促进作

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促进农

村居民提高素质以不断适应现代农业的技术要

求，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

能力。因此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提升

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③式的误差修正方程

可以看出，前一期均衡关系的偏离可以在下一

期得到约３１％的修正。

（３）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前面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与农业生产、城镇

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

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进

一步检验。根据ＶＡＲ模型的回归结果，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关系检验设定滞后阶数为２，检验结果见

表３。

由表３可知：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上，可以

·５８·





式②：ｌｎＹｔ＝－５．６４－４．０２ｌｎＧＤＰ１ｔ＋３．５１ｌｎＳＷｔ＋３．２６ｌｎＮＸｔ
（－３．８９） （４．１２） （３．６７）

式③：ΔｌｎＹｔ＝０．３１εｔ－１＋０．０６－０．１２ΔｌｎＹｔ－１－０．４３ΔｌｎＹｔ－２＋０．７４ΔｌｎＧＤＰ１ｔ－１＋０．８１ΔｌｎＧＤＰ１ｔ－２＋０．１９ΔｌｎＳＷｔ－１－

（２．６７） （－０．３２） （－０．９１） （０．７６） （２．１） （０．２３）
１．２８ΔｌｎＳＷｔ－２－０．３２ΔｌｎＮＸｔ－１＋１．２８ΔｌｎＮＸｔ－２
（－１．３５） （－０．５８） （２．５１）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６月　第１８卷第３期

拒绝零假设“ｌｎＧＤＰ１不是 ｌｎＹ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

因”；在 ５％显著性水平上，可以拒绝零假设

“ｌｎＳＷ不是ｌｎ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和 “ｌｎＳＷ不是

ｌｎ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结合协整检验的结果可

得出如下结论：农业生产是我国农村居民实际

收入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但农业生产的增加会导致

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城镇化率和人

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我国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

加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对城

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富有弹性，城镇化率和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均会使我国农村居民实际

收入大幅提高。

表３　ｌｎＹ与ｌｎＧＤＰ１、ｌｎＳＷ、ｌｎＮＸ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

关系检验结果

　　　　零假设 Ｆ统计量 Ｐ值

ｌｎＧＤＰ１不是ｌｎ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１．３４９２１ ０．０８２５１

ｌｎＳＷ不是ｌｎ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０４４６７ ０．０４８２３

ｌｎＮＸ不是ｌｎ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２０９６１ ０．０１３６７

（４）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为了进一步检验我国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对

农业产出、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冲

击的动态反应程度，以及这些因素对农村居民

实际收入变动的影响程度，有必要通过脉冲响

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主要是刻画内生变量对系统

冲击的动态反应。本文在ＶＡＲ模型的基础上，

采用Ｃｈｏｌｅｓｋｙ分解技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描

述，我国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对各影响因素冲击

的动态响应情况如图１所示。从图１中农村居

民实际收入对农业产出的响应来看，对农业产

出一个正的冲击，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在前８期

为负响应，到第９期转变为正响应，在第１０期

达到０．００３４６４；从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对城镇化

率的响应来看，对城镇化率一个正的冲击，农村

居民实际收入在滞后３期以后有较小的负响

应，到第 ９期转变为正响应，在第 １０期为

０．００５３２８；从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对人力资本水

平的响应来看，对人力资本水平一个正的冲击，

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在滞后２期以后有较强的正

响应，在第６期达到峰值０．００９０４８。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

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来

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通过方差分解可

以给出对ＶＡＲ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

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直观地把握变

量间的影响关系。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对其自

身、农业产出、城镇化率与人力资本水平等结构

冲击的方差分解的结果如图２所示。图２的方

差分解结果表明，对于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而

言，来自农村居民自身的影响虽然占绝对比重，

但在逐渐减弱，从第２期的９７．４０％下降到第

１０期的９１．５１％；来自农业产出的影响呈现先

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第２期的２．２１％上升到

第５期达到最大值５．１０％，之后开始下降，到

第１０期下降到３．８２％；来自城镇化率的影响

基本呈上升趋势，从第２期的０．０３％上升到第

１０期的１．８６％；来自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呈明

图１　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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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方差分解

显的上升趋势，从第２期的０．３６％上升到第１０

期的１．８１％。对农业产出、城镇化率与人力资

本水平影响河南省农村居民实际收入的程度进

行比较发现，虽然农业产出的影响高于城镇化

率与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但其影响比重呈较

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城镇化率与人力资本水平

的影响比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１．研究结论

从以上协整检验、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脉冲

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

第一，在河南省农村居民实际收入中，第一

产业经营性收入占较大比重，但其在纯收入中

所占的比重在迅速下降，从１９８５年的６８％下

降到２０１３年的３４％，而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

重从 １９８５年的 １８％迅速上升到 ２０１３年的

４２％，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６２％。这表

明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的第一

推动力。这一结论与前文实证检验的结果相一

致。农业产出虽然是河南省农村居民实际收入

变化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但从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

来看，农业产出的增加不仅不会带来农村居民

实际收入增加，反而会导致农村居民实际收入

水平下降。

第二，城镇化率的提高是农村居民实际收

入增加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对农村居民实际收入的

增加具有显著性影响，且影响系数很大。城镇

化率的上升会导致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大

幅增加，且这一影响将越来越大。这一结论与

前文理论分析的结果相一致，即一方面城镇化

率的提高可以减少农村居民数量，提高农村居

民的农业生产效率，从而提高来自第一产业的

人均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城镇化率的提高可

以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有助

于其工资性收入和第二、三产业经营性收入的

提高；同时，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对农产

品的商品化需求，从而通过农产品相对价格的

上升提高农村居民第一产业的经营性收入。

第三，与城镇化率一样，人力资本水平也是

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加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对农村

居民实际收入具有显著性影响，且影响系数很

大。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农村居民实际

收入水平的大幅增加，这一影响也将越来越大。

这一结论也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一致，即人力

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使农村劳动生产率得以提

高，从而适应经济发展对技术水平越来越高的

要求。这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第一产业的经

营性收入，而且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的非农就业

机会，使其工资性收入和其第二、三产业的经营

性收入增加。

２．对策建议

基于前述实证分析结果，农村居民实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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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城镇化率和农村居民人力

资本水平的提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促进农村劳动

力的非农就业。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

念，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有效推动农业、农

村、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一体化新格局，使城镇化能够为农村劳动力提

供更广阔的就业空间，促进农村人口不断向城

镇转移；二要贯彻落实已经实行的户籍制度改

革，同时通过其他相关制度改革，使进城的农村

居民在住房、工资、教育、劳保、社会保障、医疗

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三要建立

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为进城农村劳

动力提供及时、准确的就业供求信息。

第二，发展农村教育、卫生事业，提高农村

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一要促进教育公平，

让财政资金重点投向农村地区，加大对农村基

础教育的财政投入，使农村学生与城镇学生享

有同等的教育资源；二要发挥城镇的教育与科

研优势，加强技术与技能培训，开展农村成人教

育和职业教育，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

能力；三要增加对农村的公共卫生投入，完善农

村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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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第四方物流运作模式
优化选择和发展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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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经济贸易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９

摘要：发展第四方物流（４ＰＬ）对于把郑州航空港建设成国际航空物流中心、补齐
物流产业发展短板和促进相关产业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郑州航空港

的发展定位及其物流业发展现状，应当构建 ＩＴ企业主导的战略联盟型行业创
新４ＰＬ运作模式，整合物流企业、构筑信息平台和培养高端物流人才是当务
之急。

·９８·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６月　第１８卷第３期

　　１９９８年，美国埃森哲咨询公司首先提出第
四方物流（ＦｏｕｒｔｈＰａｒｔｙ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下文简称４ＰＬ）
概念。埃森哲公司认为，４ＰＬ是一个集成商，它
通过整合本组织内部和其他组织的资源、能力

和技术，构建和实施综合有效的供应链解决方

案。与第三方物流（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下文
简称３ＰＬ）相比，４ＰＬ是一个能够通过对公司内
外物流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而集成供应链的企

业，它通过物流系统设计、运作流程再造和运作

模式创新来优化物流技术方案，以实现供应链

深度和广度上的变革，而不必参加具体的物流

活动。

埃森哲公司对４ＰＬ和３ＰＬ的界定，引起了
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的浓厚兴趣，产

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４ＰＬ产生的
原因、作用和功能，４ＰＬ与 ３ＰＬ的关系，以及
４ＰＬ发展现状与演进趋势等方面。在４ＰＬ运作
模式研究方面，最权威的研究成果还是来自埃

森哲公司，该公司提出了协同运作、方案集成和

行业创新三种可能的运作模式。有一些国外学

者对中国的物流市场和物流业发展比较关注，

认为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市场特别需要４ＰＬ提供
者对物流资源进行整合和对物流方案进行合理

设计，以满足企业对降低物流成本和提升物流

服务水平的需求。近年来，国内学者对４ＰＬ研
究的领域日渐拓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在４ＰＬ
制度设计、运作流程、运作机理和运作模式等方

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新的

理论和研究思路。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

视角和启发，但从目前所能查阅到的文献看，对

郑州航空港４ＰＬ运作模式进行专门研究的很
少。鉴于此，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进行尝试，以期

对郑州航空港物流业发展有所裨益。

　　一、郑州航空港发展４ＰＬ运作模式
的必要性

　　郑州航空港是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国内第一

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按照规划，郑州航空港的战略定位是建设国际

航空物流中心［１］，这一目标与郑州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提出的把郑

州打造成国际性枢纽城市的要求相吻合。从全

球物流业发展轨迹来看，３ＰＬ难以满足这一目

标的需要，因而，如何运用现代物流理论并结合

郑州航空港自身实际，发展４ＰＬ是我们必须认

真思考和积极探索的重要问题。

从总体上看，目前郑州航空港物流业还处

于成长阶段，一些不利因素严重制约着物流业

向高端化发展，与现代物流相匹配的运作模式

还没有形成，其主要表现在：物流产业发展缺乏

统一规划，没有设立专门机构对港区物流业进

行管理和监控；缺乏行业诚信体系，物流市场无

序竞争现象严重；物流信息网络体系建设不完

善、信息不对称导致物流资源利用不充分，有的

企业物流设施短缺，有的企业运输和仓储设施

大量闲置；物流管理方式落后，物流成本管控不

科学，物流效率不高。因此，郑州航空港发展

４ＰＬ显得尤为必要。

１．建设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需要

郑州航空港是中原城市群和郑州大都市区

核心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和国际性枢纽城市的重要支撑。无论是从

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河南发

展大局出发，把郑州航空港建设成为国际航空

物流中心都是顺理成章的。作为全国航空港经

济发展的先行区，郑州航空港在建设国际航空

物流中心方面，虽然具有得天独厚的政策和区

位优势，但也存在一些管理和技术上的先天不

足。作为由物流业长期发展演化而成的新兴业

态，４ＰＬ凝聚着物流管理者的智慧，有着广阔的

发展前景。郑州航空港不能局限于３ＰＬ的传统

运作模式，必须运用物流新技术，发展用流程化

和集成化供应链进行物流管理的４ＰＬ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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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以优化。

２．补齐物流产业发展短板的需要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企业对于降低

物流成本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在传统物流运作

模式下，由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物流成本高昂、

物流资源供求脱节的问题难以避免。４ＰＬ运作

模式能把市场中处于分散状态的物流资源和信

息资源有效组合，从而降低物流交易成本，促进

物流产业发展。目前，郑州航空港各类物流资

源基本上处于无序流动状态，有关物流管理的

软硬设施还很不完善，严重制约了物流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发展４ＰＬ运作模式，通过对供应

链的资源整合和方案设计，有利于提高物流信

息可信度，解决信息孤岛问题，促进郑州航空港

物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３．促进相关产业优化升级的需要

物流产业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劲推

手，是经济活动主体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基本途

径，对促进相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郑州航空港发展４ＰＬ运作模式，可

以聚集物流碎片形成规模效应，推动港区商品

贸易量迅速扩大，引导商品、信息、资金、技术等

各种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重新配置，进而带动

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优化选择４ＰＬ运作模

式，事关郑州航空港现代服务业发展全局，对提

升港区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

　　二、可资借鉴的４ＰＬ运作架构方式
与模式类别

　　在物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

具特色的组织类型和建构方式，为郑州航空港

４ＰＬ运作模式优化选择提供了现实参考。

４ＰＬ运作组织是各物流服务商根据４ＰＬ运

作模式的特点而建立的内部协调组织，其功能

主要是聚集原本分散的物流资源以实现自身的

战略目标。从组织理论角度来看，建立一个良

好的组织架构是４ＰＬ成功运作的重要保障。在

国外，一些大型 ＩＴ企业已经涉足４ＰＬ领域，建

立了物流交易信息平台；还有一些实力较强的

３ＰＬ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也具备了提供物流供应

链运作方案的能力，成为４ＰＬ服务商的主力。

从物流业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４ＰＬ运作组织

类型主要包括管理咨询公司主导型、ＩＴ企业主

导型和３ＰＬ企业主导型。

管理咨询公司凭借人才优势和较强的规划

设计能力，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物流企业

的运作流程，在提供４ＰＬ服务方面具有相当大

的比较优势。４ＰＬ的发起者埃森哲咨询公司就

是成功的典型。有实力的 ＩＴ企业涉足４ＰＬ领

域，与管理咨询公司展开市场竞争，已经成为行

业竞争的一大特色。ＩＴ企业依靠其雄厚的管

理软件开发实力和垄断性的技术优势兼并管理

咨询公司，已经成为４ＰＬ运作组织演进的最新

趋向。ＩＢＭ和微软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表明：

管理咨询业务和企业信息化技术有机结合，能

使４ＰＬ运营效果达到最优状态。３ＰＬ企业作为

专业物流企业，拥有娴熟的物流操作技巧，能与

客户建立起比较稳定的业务联系，具备承担物

流运作的市场优势。虽然３ＰＬ企业缺乏为客户

提供４ＰＬ总体方案的能力，但物流企业之间已

开始从竞争走向合作，在纵向上扩展物流业务

范围，其全程化物流运营能力比管理咨询公司

和ＩＴ企业更大。

４ＰＬ的运作，需要物流公司与 ＩＴ企业或者

管理咨询公司相互融合并细化分工，进而形成

供应链整体解决方案。基于运作组织的不同类

型，４ＰＬ形成了融合扩张型、战略联盟型和动态

联盟型三种建构方式。融合扩张型建构方式包

括两种情形：一是由大型３ＰＬ企业与管理咨询

公司或信息技术公司融合形成的４ＰＬ虚拟企

业；二是大型３ＰＬ企业通过聘请管理咨询公司

为业务顾问而形成的４ＰＬ虚拟企业。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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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建构方式是多家大型３ＰＬ企业与管理咨询公

司或信息技术公司通过优势互补，合作开发供

应链解决方案，是４ＰＬ运作模式建构的重要方

式。动态联盟型建构方式是中小型３ＰＬ企业与

管理咨询公司通过签订协议或者相互持股，联

合进行４ＰＬ运作的方式。

４ＰＬ的核心是整合物流资源为客户提供综

合性和专业化的物流服务，其运作效率是物流

企业获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客户满意度的根

本标准。不难看出，作为一种虚拟组织，４ＰＬ要

想形成高效且可操作性强的运作模式，需要满

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必须是松散耦合的运作

组织模式，具有灵活的运营机制和足够大的组

织调整空间；其次，必须是集成协同的运作流程

模式，能够满足客户对优质且不间断的物流服

务的需要；最后，必须有信息平台作支撑，能够

适应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实现４ＰＬ服务流程

的数字化并高效运作。根据以上条件和物流行

业的实践，业界探索出了协同运作模式、方案集

成模式、行业创新模式三种不同的４ＰＬ运作模

式，为郑州航空港选择适合本土的最佳运作模

式提供了参考。

协同运作模式是由４ＰＬ企业和３ＰＬ企业

共同开发市场，二者之间只保持内部合作关系，

４ＰＬ企业以客户为核心将供应链外包，并不直

接接触客户的运作模式。或者说，４ＰＬ企业向

３ＰＬ企业提供项目管理和供应链策略等服务，

然后通过３ＰＬ企业具体实施供应链解决方案和

物流运作流程环节，以３ＰＬ企业为载体同时为

多个客户提供物流服务。协同运作模式的组织

结构和运作流程见图１。

方案集成模式是把各个行业处于分散状态

的物流资源加以整合、为客户提供全面集成的

物流方案的运作模式。如图２所示，在方案集

成模式中，４ＰＬ服务商成为组织内所有成员的

中介，而３ＰＬ服务商则利用４ＰＬ服务商提供的

解决方案为所选定的客户提供物流服务，客户

可直接通过４ＰＬ服务商实现对物流运作过程的

管理，不必与３ＰＬ服务商进行接触。

行业创新模式是４ＰＬ服务商对３ＰＬ服务

商加以集成，分别为不同行业的客户提供物流

解决方案的运作模式。［２］４ＰＬ服务商作为３ＰＬ

企业与客户群之间的纽带，同时肩负着实现供

应链创新和协调３ＰＬ服务商的双重责任。如图

３所示，行业创新模式以４ＰＬ服务商为主导，以

整合供应链职能为核心，为客户开发一体化的

图１　协同运作模式

图２　方案集成模式

图３　行业创新模式

供应链解决方案和全方位的物流服务，使物流

供需双方都能实现集群效应，从而实现双赢。

以上分析表明，上述三种４ＰＬ运作模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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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依次递增，但无论哪一种运作模式都是

为了解决物流资源如何充分利用和物流信息如

何充分共享的问题，都突破了３ＰＬ传统运作模

式的局限性，达到了低成本物流运作、最大限度

地整合资源的目的。［３］因此，４ＰＬ运作模式应当

是郑州航空港物流产业升级的切入点和助

推器。

　　三、郑州航空港４ＰＬ运作模式优化
选择原则与构建策略

　　从建设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目标出发，郑

州航空港４ＰＬ运作模式优化选择应该坚持以下

原则。

其一，国际化原则。建设国际航空物流中

心，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赋予郑州航空

港的战略定位，也是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重要条件，客观上要求其在４ＰＬ运作模式选择

中，必须拥有国际化视野，不仅要在激烈的国际

物流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要在管

理方式国际化方面有所作为。应借鉴阿联酋迪

拜、美国孟菲斯等国际著名航空物流中心的成

功经验，同时还应认真研究国内４ＰＬ运作模式

成功案例的具体做法，以探索出具有区域特色

又能复制的４ＰＬ运作模式。

其二，高端化原则。郑州航空港不仅要把

自己打造成为国际航空物流中心，而且还承担

着把郑州建设成为国际性枢纽城市的重要职责

和功能。因此，４ＰＬ运作模式优化选择，应集聚

高端要素，强化创新驱动，既要借鉴 ＩＢＭ、埃森

哲等国际著名４ＰＬ运营商的运作经验，又要有

所创新，构建在国内国际都有强大竞争力的

４ＰＬ运作模式。

其三，引领性原则。郑州航空港作为国内

率先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不仅要提升其物流中转和集疏能力，而

且肩负着形成全球物流供应链重要节点和航空

经济先行区的重要使命。因此，郑州航空港既

要依靠区域内物流业的发展，成为郑州和河南

省物流服务业新的增长极，引领中原城市群和

中原经济区物流业现代化进程，还要在全国范

围内起到示范作用。为实现上述目标，郑州航

空港在４ＰＬ运作模式选择方面必须树立创新发

展的理念，引领国内、国际物流业的发展。

其四，可行性原则。４ＰＬ运作模式优化选

择和创新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复杂演进过

程，作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和连接

世界的航空物流通道，郑州航空港物流业运作

模式与国外和沿海地区必然有所差异。所以，

应因地制宜，根据港区现有的软硬设施条件，选

择和探索行之有效的４ＰＬ运作模式。

基于４ＰＬ发展趋势和国际物流业发展经

验，结合郑州航空港物流业发展基础、特色和定

位，遵循郑州航空港４ＰＬ运作模式优化选择原

则，本研究在郑州航空港４ＰＬ组织类型、构建方

式和运作模式方面给出以下建议。

在组织类型上，郑州航空港的最优选择应

是ＩＴ企业主导型。郑州航空港由于获批时间

不长，各种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同现代

物流业相关联的产业，条件还很不成熟，如缺乏

像发达国家那样的拥有众多高级人才的管理咨

询公司等。因而，目前郑州航空港实行咨询公

司主导型４ＰＬ组织结构显然缺乏基础。随着物

流规划管理经验的不断积累，特别是对信息技

术投入力度的日益加大，３ＰＬ企业成为４ＰＬ服

务商有一定可能性。但是，由于部分国外企业

进入我国４ＰＬ市场，国内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下

很难有大的作为，特别是郑州航空港区内传统

物流企业基本处于散、小、乱的状态，目前实行

３ＰＬ企业主导型组织结构也很不现实。但郑州

航空港成立以来，电子产业的大量集聚和迅猛

发展，吸引了 ＩＴ界巨头纷纷抢滩航空港，特别

是微软公司的进驻并设立子公司云和软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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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实行 ＩＴ企业主导型４ＰＬ运作组织

架构创造了条件。

在建构方式上，郑州航空港的最优选择应

是战略联盟型。融合扩张可以让３ＰＬ企业具备

提供全球供应链解决方案的能力。但是，无论

实力多么雄厚，３ＰＬ企业如果仅仅依靠自己而

不借助于外力，需要几十年的积聚发展才能具

备如此强大的功能。所以，郑州航空港通过融

合扩张型构建方式发展４ＰＬ的难度较大。动态

联盟型是目前４ＰＬ较为理想的建构方式，咨询

公司作为４ＰＬ运作的核心，不仅是物流方案的

策划者，同时又是供应链管理者和实施情况的

监控者。动态联盟型４ＰＬ建构方式虽有利于整

合物流资源、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过程的组

织协调性和管控绩效，但是，由于目前郑州航空

港区内不存在有足够实力的管理咨询公司，因

此，通过动态联盟发展４ＰＬ是不切实际的。

与前两种构建方式相比，战略联盟型４ＰＬ

建构方式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大型３ＰＬ企业

具有丰富的物流综合管理经验并拥有众多客户

群，管理咨询公司具有较强的战略思维能力和

人才优势，信息技术公司具有技术集成能力和

信息覆盖优势。上述几类主体的战略联盟，不

仅可以实现物流运作规模化以降低信息成本，

而且能够对供应链各环节进行及时跟踪完善，

进而使供应链解决方案达到最优。战略联盟虽

然存在组织协作问题，但能够实现４ＰＬ组织内

各成员之间的优势互补，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物

流资源的利用效率，符合郑州航空港物流业发

展的目标定位和实际状况，有较大的市场拓展

空间。即便是因组织协调困难而导致管理成本

增加，也会因政府对港区扶持政策力度的加大

而得到体制上的弥补。

在运作模式上，郑州航空港的最优选择应

是行业创新模式。４ＰＬ各种运作模式各有优缺

点，具体见表１。在实际物流运作过程中，这些

模式都需要克服很多技术性难题和基础条件方

面的障碍。

协同运作模式可使３ＰＬ雄厚的物流配送实

力和４ＰＬ的物流方案相互结合，其物流运作的

灵活性和针对性优于其他模式。但这种模式缺

乏集群效应、供应链变革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不符合郑州航空港４ＰＬ运作模式优化选

择原则的要求。方案集成模式虽具有服务对象

表１　４ＰＬ三种运作模式优劣比较

４ＰＬ运作模式 优势 劣势

协同运作模式

物流配送实力相对雄厚

有最优供应链解决方案

较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难以形成物流业集群效应

缺乏供应链变革管理能力

缺乏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

方案集成模式

物流服务对象明确集中

与客户的关系相对稳定

能形成供应链集成效应

对客户业务量要求过高

物流市场的拓展受限制

供应链流程再造难度大

行业创新模式

最佳的供应链运作策略

形成物流产业集群效应

物流市场拓展能力较强

对物流战略思维要求过高

对物流信息技术依赖性强

需要高端物流人才的支撑

集中的特点，而且物流运营商与服务对象的业

务联系相对稳定，但是，如果客户的业务量不能

达到物流运营商的获利期望值，４ＰＬ和加盟者

就不愿意为某个客户承担提供服务的成本。行

业创新模式和方案集成模式虽然都把４ＰＬ作为

３ＰＬ与客户两个端点进行联结的中枢，有很多

相似之处，但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仅对

单个客户开展业务，而后者的客户是同一行业

的系列企业，即客户群。采用行业创新模式，

４ＰＬ为整个行业提供整体物流解决方案，能够

实现４ＰＬ运作的规模效应，使物流运营商和客

户都能达到收益最大化。与协同运作模式和方

案集成模式相比，尽管行业创新模式对物流战

略思维、技术和人才的要求很高，但优势也十分

明显，能够达到供应链集成的效果，也更符合国

际化和高端化原则的要求。随着更多 ＩＴ企业

和大型电商企业入驻港区，发展行业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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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将逐渐成熟。

当然，在郑州航空港已经具备了４ＰＬ运作

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设施、技术条件、产业基

础和市场空间等要件的情况下，政策扶持则是

４ＰＬ运作模式优化和创新必不可少的外部因

素。在运营缺位和物流市场发育不成熟的背景

下，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作用，使两

者形成合力，无疑是郑州航空港４ＰＬ运作模式

优化选择的基本路径。综上所述，本文建议：郑

州航空港应当构建 ＩＴ企业主导的战略联盟型

行业创新４ＰＬ运作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郑

州模式”。

　　四、郑州航空港发展４ＰＬ运作模式
的相应措施

　　郑州航空港发展４ＰＬ运作模式，主要的短

板是物流企业散乱、信息平台缺位和高端人才

匮乏。因此，整合物流企业、构筑信息平台、培

养高端人才就成为当务之急。

１．整合物流企业

郑州航空港远离郑州市区，各种基础设施

还有待完善，虽然业界非常看好其发展前景，但

大多数公司目前仍然处于观望状态，短期内，国

际国内物流界的领军企业入驻郑州航空港区的

可能性不大。而本土大型物流企业数量稀少，

且基本处在缓慢成长阶段，物流设施比较简陋，

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不明显。郑州航空港缺少

具有国际物流管理和运作水平的大型专业组

织，市场以电子商务企业、快递公司和物流运作

功能单一的传统中小物流企业为主，这些企业

物流信息整合程度低，不具备专业化管理能力。

此外，由于缺乏必要的法规约束和行业监管，企

业之间经常进行无序竞争，通常是靠低价位赢

得客户，很少以高端的物流技术、完善的物流网

络、良好的信誉和优质的服务取胜。大型物流

企业是４ＰＬ运作的基础，因而，培育大型物流企

业是郑州航空港发展４ＰＬ运作模式亟待解决的

现实问题。培育大型物流企业应采取以下措

施：一是按照专业化和规模化的要求，加快物流

企业重组，促进物流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物流企

业抗风险能力；二是倡导物流服务模式创新，加

强业内物流信息沟通，逐步形成在国内有影响

力的知名物流品牌；三是利用航空港自身优势

和中国（河南）自贸区郑州片区等重大政策机

遇，加大物流企业招商力度；四是鼓励港区内企

业通过融资扩张成长为竞争能力强的物流

企业。

２．构筑信息平台

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建立起来

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能够汇集来自不同市场

主体和不同物流环节的信息，使这些信息以更

短的时间在更大的空间流动，为发展４ＰＬ运作

模式提供保障。通过建立信息平台管理物流业

务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早已在国外物流界

形成共识，国内物流业对此也日益重视。但是，

我国物流从业人员的学历水平普遍较低，不能

熟练掌握复杂的物流信息技术，导致物流信息

平台的很多功能闲置，以至于物流信息传递不

够顺畅。另外，搭建物流信息平台的政府部门、

物流企业和网络公司仍处于游离状态，不能满

足发展４ＰＬ运作模式的需要。所以，目前最紧

迫的任务是加强物流信息标准化建设，扩展信

息网络覆盖面，尽快形成集信息收集、整理、存

储、交换为一体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

３．培养高端人才

目前，郑州航空港内物流企业员工大多是

从邮政和交通运输等行业流动过来的，缺乏现

代物流业务操作技能。由于劳动强度大、薪酬

待遇低，物流人才流失现象严重。虽然航空港

的发展前景会吸引一批高校毕业生到港区工

作，但是高素质物流专业人才严重短缺的局面

短期内难以改变。高端物流管理和运作人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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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短缺是发展４ＰＬ运作模式的最大短板和制约

因素。培养物流人才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

鼓励校企合作，给予更多物流从业人员到高校

进修学习的机会，加快联合培养４ＰＬ运作人才

的步伐；二是鼓励河南高校设置物流专业，形成

多层次的物流人才培养体系；三是加强国际交

流与合作，从国外引进高端物流人才。

总之，郑州航空港应在综合考虑自身战略

定位、长远规划和现实可能性等多种因素的基

础上选择最优的４ＰＬ运作模式，这不仅是中央

政府设立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初衷和本

意，也是物流业实现扩张的必然要求，更是提升

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出路所在。郑州航空港４ＰＬ

运作模式的优化选择和创新，将会在全国物流

业发展的大格局中起到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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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艺术系，河南 巩义 ４５１２００

摘要：南阳汉画像石一石一主题，采用分层、散点透视构图法驾驭题材，组织物

象，从而恰当地表达出整幅画面的主题。这为当下的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方

法论指导。南阳汉画像石不刻意追求形象的真实，不拘泥于现实生活中客观物

象的照搬，而是追求物象之神似，融情于画，重视精神超于物像的创作宗旨，通

过主观感知意象进行情感的真实传递，这为当今追求“意”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参照摹本。南阳汉画像石在艺术上纯朴的创作动机和真实自然的形

象造型，传达了和谐的意境美，成就了其可持续性的审美艺术价值，这为当今艺

术创作中的功利性反思提供了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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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画像石作为汉代工匠在墓室建筑构件中

的石头上进行雕刻绘制而成的画，是我国汉朝

时期融雕刻和绘画于一体的一种独特艺术表达

方式，其简单纯朴的造型、生动大胆的表现在我

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南阳汉画像石艺

术更是以其博大沉雄、古朴庄重而著称于世，其

所采用的构图造型方式与创作手法，是我国古

代艺术史上影响深远的崭新艺术形式，为汉代

及以后的艺术表现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开创了

我国民族艺术寓情于画“精神超于像外”、不拘

于形“追求神似”的先河。南阳汉画像石虽是

在我国还未形成专业艺术理论的“荒蛮”背景

下生长起来的，然而正是这种近似原始的艺术

创作，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为后世各类艺术形

式的形成提供了范本、理论源泉与方法论。南

阳汉画像石自发掘至今，学术界对其历史、文

化、艺术等多个领域与层面的研究从未停止过，

艺术层面的研究更可谓成果丰硕，内容、形式、

空间、布局、技法等各方面都有涉及。但就南阳

汉画像石艺术延伸层面对当下艺术创作之价值

的阐释则甚少。南阳汉画像石作为中原传统文

化中的杰出代表，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有着至关

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不同侧面发掘南阳

汉画像石的艺术特色与价值，探寻南阳汉画像

石与现代艺术融合的新途径，以期凸显这一传

统艺术在当下艺术创作、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促

进当今文化艺术持续健康发展。

　　一、南阳汉画像石分层、散点透视

构图法与现代启示

　　南阳汉画像石在构图格式上一石一主题，

而非千篇一律，自由灵动又充满变化，多数画像

石采用分层、散点透视构图法驾驭题材、组织物

象，从而恰当地表达出整幅画面的主题。

南阳汉画像石的石刻图像画面均采用分

层、散点透视的构图形式，不受具体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而是围绕一个主题将不同时间、地点发

生的故事集于一幅画面之中，视角随意移动，时

空差距被缩小，天地宇宙，虚实变幻，主次层次，

相互关联，回旋流动。［１］南阳汉画像石多源于一

个画面主题，通过组织不同视点、视向与视域的

物象，将其和谐自然地融合为一个统一体。这

样的表现方式，使得画面看似松散，实则气韵贯

通、浑然一体，在南阳汉画像石的众多画像中，

无论是横式组合的场景还是立（竖）式构图的

画面，都有这样的运用。

分层与散点透视的构图方法，可以把人类

渴望的某种境界、理想状态而又并非同时同地

发生的故事集中表现于同一幅画面，如南阳汉

画馆藏《风雨图》（见图 １）：画面共分上下两

层，上层为天帝督临观战，三位神人合力牵引一

辆“五星车”，天帝双手挽缰驭之；下层为雨神

降雨，四位神人头发皆披向一旁，且各抱一口罐

向下倒水，罐中的雨水似瀑布飞流而下；画面右

部一巨人，赤身跪地、张口吹气，似为风伯嘘气

成风。风雨雷电虽是自然现象，但由于与人类

生活关系密切，因此被人们赋予了各种神话寓

意，古人借此祈求风调雨顺。整个图像两层内

容围绕着天帝观临、风神鼓风、雨伯降雨这一主

题，表现出人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生活和

谐美满的憧憬。

大刀阔斧的创作气魄、开阔宏伟的创作胸

襟、原始朴拙的表现手法，在汉画像石中成就了

众多幅画面中多个视角、多个场景的经典。南

阳汉画像石既有真实的现实生活场景，也有期

望理想的虚构场面，通过一个合情合理的情感

主题共同糅合于一起，此种处理画面的方法是

技巧更是智慧，无论是汉代艺人的有意为之抑

或无意运用，都使得所要表达的情感主题有了

连续性和完整性，也使得画面更加饱满、丰富、

耐人寻味。所有这些对当下的艺术创作都具有

启迪和指导意义，是当今绘画创作、艺术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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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其一，在绘画创

作中可以运用此方法进行画面构图，传递意愿，

描述情感，以此来增加画面情感的真实度和作

品的可延伸性。其二，在二维平面设计中可通

过运用此方法来增加画面的内涵或意蕴，延伸

画面之情感成分，增强作品的人情味。其三，在

环境艺术之室内空间设计中，在可移动或不可

移动的各构件之组合上引入此种表现形式，使

无生命的各部件拟人化，让家具陈设品拥有生

命特征。其四，在室外空间环境设计中适宜和

谐地运用此方法，可将其地形、绿化、建筑、设施

等各因素协调处理，使得所表达之外部空间主

题更加鲜明，缩小环境与人之间的距离。其五，

在歌剧创作中，运用此方法将发声唱腔、舞蹈、

服饰等各构件进行搭配，可将其各要素按照同

一歌剧主题的情感展现进行融合，提升歌剧之

内涵和韵味，延伸放大艺术娱乐功能之外的其

他价值和社会意义。

　　二、南阳汉画像石意象表达与当代

价值

　　在画面整体氛围与意象之关系的处理上，

南阳汉画像石不追求外形的具象真实，而是提

炼人与动物瞬间的活动姿态，运用夸张而富于

转换的线条，生动地刻画出物象典型的形体特

征。这种精神决定外形、忽略外形的像似和局

部真实的表现手法，很好地诠释了 以形写神、

寓情于画的情感诉求。

南阳汉画像石不刻意追求形象的真实，不

拘泥于对现实生活中客观物象的照搬，而是追

图１　风雨图（南阳汉画馆藏）

求物象之神似、融情于画、重视精神超于物象的

创作宗旨，通过主观感知意象进行情感的真实

传递。在“意”与“象”的关系上，始终坚持“象”

为“意”服务的态度，没有“意”“象”处理孰主孰

次之烦恼，“象”的选择与展现以“意”的传递和

表达为根本，“意”与“象”始终保持高度一致。

南阳汉画像石通过创作富有情趣自然轻松活泼

的“象”，以唤起观者情感的触动与共鸣，最大

程度地展现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南阳汉画

像石中所有的人物、动物、神仙的形象选择与展

现，无论是细腰高髻的侍女，还是面目狰狞的力

士和人首蛇身的仙人嫦娥、西王母，抑或是欢快

的鱼儿、威猛的老虎，其形体美在画面中都得到

了极致的发挥。在南阳汉画像石中，“象”的具

体形式是围绕着意—情感这一主题来取材、夸

张、糅合、展开的，完全超越了现实意义中物象

的表达。在立意与表达的关系中，南阳汉画像

石始终将立意与情感的传递置于首位。

艺术表达本身应该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是

创作者内心情感的真实宣泄。重视人对自然界

万事万物的主观感知，重视自然万物蕴含的情

感意境传递，追求天地人的和谐，在艺术表达

上，古人比拥有众多先进科学技术手段、生活于

今天的我们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比如，南阳

汉画像石中的代表作《嫦娥奔月》（见图２），画

像中以形写神之表达似乎已达极致，画中人首

蛇身的仙人嫦娥腾空做双手拱月之姿态，蛇尾

与流云由弧线、波浪线和 Ｓ型线组合呈飞腾曲

折之动势，并与大小不同的星宿融合贯穿于整

幅画像之中，恰似旋律齐奏的音乐，使画面的流

动感和韵律感跃然而出，巧妙地把嫦娥与明月

融为一体，产生飞腾之势、柔劲之美，使嫦娥奔

月的神话故事平添了梦幻的意境美，看似简单

概括，实则传神至极。画者抓住画面的大感觉，

着重表现嫦娥的体态姿势与流云的飞动，为

“意”而将“象”的展现发挥到极致。画面中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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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的飞腾、流云的曲折流动等诸多“象”的元素

符号与体征态势，为“意”之情感的表达做足了

功夫。“汉画像石刻中的形象已不是客观之

‘象’，而是被情趣化之后的‘意’中之‘象’。这

样的‘意象’既似客观物象，又与客观物象有较

大的差距；既表现客观又表现主观来自造化、得

自心源，做到了既要写‘象’还要立‘意’、写形

更传神的辩证统一。”［２］夸张强化的物象、概括

简化的细节，使得形象生动拙朴，内容情节立体

饱满，画面表达意蕴悠远强韧，从而引起观者强

烈的情感共鸣。

南阳汉画像石艺术的每一个画面，其主题

鲜明突出，形象拙朴生动，无精雕细刻，同时又

寓意幽深绵远。形式服务于内容，不应为形式

而形式，而应因内容需要而变化形式。每一幅

画面所展现的空间可能是有限的，但画面可传

递的情感意蕴则是无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画

面表达无限的情感和意蕴，是我们当下艺术创

作中应深入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在当代艺术创作中，不考虑真实情感的传

递，不顾及作品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情感沟

通和互动，不以情感为支撑，缺少人情味，缺少

正能量，无视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坏相泛

滥；同时不顾及人性化情感需求，极尽装饰之能

事，打着艺术的幌子为装饰而装饰，过于生硬缺

少人文关怀，无情感无人文关怀的艺术产品比

比皆是。在意象关系处理上，南阳汉画像石艺

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摹本。比如当

下的广告设计，应更为注重情感表达，可运用对

图２　嫦娥奔月（南阳汉画馆藏）

比、夸张、比喻、联想、幽默、抒情等表现手法，营

造一种生气勃勃富于情趣的意境，以唤起观者

在情感方面的兴趣与共鸣，这样才能增强广告

作品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三、南阳汉画像石艺术的可持续性

表达及其对当下艺术创作的反思价值

　　画像石艺术作为汉代的一种艺术样式，是

体现汉文化厚重之最有力的佐证，在较为写实

的前提下进行大胆的夸张和富于想象力的表

现，凸显了中华民族在汉朝时期的审美观念和

审美趣味，其真善美之可持续性表达是其在历

经岁月洗礼后依然能闪耀光辉的关键。

欣赏过汉画像石的人，之所以或觉得宏伟

壮观或逼真生动，或细腻丰富或画面之情感跃

然于心……每看一次都会有不同的体验，获得

不同的收获，只因汉画像石的拙与善、美和真的

表达具有可持续性。南阳汉画像石中无论是神

话传说、日常生活的片段，还是人、兽之间的搏

斗场面，都由情节构成、都在叙事。“南阳汉代

工匠以朴素的自然观———阴阳五行学说来表现

画像中的和谐关系。万物皆秉天地之气以生，

一切物体都处于一种美妙状态，组成有节奏的

生命存在，从而创造出祥和的意境，人神和谐共

存。”［３］纯朴的创作动机，真实自然的形象造

型，传达了和谐的意境美，成就了南阳汉画像石

可持续性审美的艺术价值。

艺术创作应具有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性

既包括方案使用的可持续性，材料运用的可持

续性，当然还包括审美延伸发展等方面的可持

续性。一件在丧葬习俗驱使下形成、表达生者

愿望、并非以审美为直接目的的艺术作品，在经

历了２０００年左右的历史演变之后直至今天依

然能感受到它的美，每看一次都觉得有着无穷

的力量和蓬勃的生命活力，其最重要的原因也

就在此。南阳汉画像石的美之所以能持续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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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原因就在于其单纯的创作动机表达了人类

真实拙朴的情感。换句话说，正是基于这一原

始的创作目的、真实的情感表达，南阳汉画像石

的美才具有可持续性。［４］

再看在当下，为什么能够成为永恒、成为经

典的艺术作品并不多见，而东拼西凑、不伦不类

的艺术作品却泛滥成灾，究其原因，是部分创作

者追求作品的商业利益，蒙蔽了其艺术创作的

双眼，遗忘了艺术创作的初衷，把艺术当成了商

品，把美变为了赚钱的工具。在提倡人与自然

和谐、社会和谐、城市和谐、家庭和谐的今天，艺

术创作理应通过艺术作品来传递和谐。南阳汉

画像石以人之情感为本，不受客观约束，不为客

观所累，只为表达真情实感，在画面中自然地实

现了和谐，这是值得当今艺术创作者好好学

习的。

２０００多年前汉代的艺术工匠为世人创作

了不朽的汉画像石艺术，它们既是经典也是摹

本，直至今天我们依然要为其点赞。因为其对

今天的艺术创作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

值得我们去加以提取进而升华延伸艺术发展的

内容，更有值得我们进行反思进而改进艺术创

作的态度，从而不断强化真善美可持续性艺术

发展道路的提示导引价值。温家宝同志曾提醒

我们，“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们的文

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冶人们的道德

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文艺要实现这些功能，就要追求

真善美”［５］。每一个艺术创作者、艺术教育者

都应该以真善美为指导开展自己的艺术创作、

进行艺术教育，创作出融形式美与内容美为一

体的作品，担负起传承优秀文化、发展现代文

明、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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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剪纸纹样的视觉语言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ｖｉｓｕ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ｐａｐｅｒｃｕ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关键词：

福建剪纸纹样；

视觉语言；

符号；

抽象形象传达

李阳，林舜美，尹芳
ＬＩＹａｎｇ，ＬＩＮＳｈｕｎｍｅｉ，ＹＩＮＦａｎｇ

厦门华厦学院 人文创意系，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４

摘要：作为一种视觉语言，福建剪纸纹样有以下功能：一是作为刺绣的图案底

稿，用以辅助刺绣；二是作为祭祀礼仪的祭品，用以与神灵、祖先沟通；三是反映

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表达劳动人民的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从符号学上来

说，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言是由具体的形象提炼出的抽象形象，以表达抽象意

义的一种符号系统。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言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具有形象上、色

彩上、效应上的美感。福建剪纸纹样是一种高度概括的、再现与表现有机结合

的艺术形式，它采用福建地区民众中广为理解的视觉语言形式，将规则与语境

融会贯通，使受众能充分理解传者传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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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者刻刀在纸、布

等材料上制作花纹，用以装饰、祭祀或礼仪的

民间艺术。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日，剪纸艺术遗产

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１］，而以漳浦剪纸为代表的福建剪纸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剪纸的子项，入选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其剪纸视觉形象和造

型风格独特，自成一派，纹样形象蕴含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表达了福建人民的生活实践经

验、社会风俗、道德观念、生活理想和审美情

趣，具有认知、表意、抒情、娱乐、祭祀、礼仪等

多重社会功能和价值。福建剪纸最初是作为

刺绣底稿出现的，题材多以刺绣物件为主，随

着汉民族风俗活动的盛行，加之受北方剪纸等

中原文化的影响，漳浦剪纸开始应用于各种婚

嫁、祭祀礼仪中。目前学界关于福建剪纸的研

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周海彬［２］从福建

具有代表性的民间剪纸谈起，对各地的剪纸风

格和艺术特征等进行了探索分析；李艳［３］从漳

浦民间剪纸的表现技法、形象组合、造型特征、

构图形式、传承创新等方面对其艺术特色进行

了分析，揭示了福建漳浦剪纸的艺术表达形式

和象征意蕴。但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福建剪纸

艺术的造型、传承等角度来阐述，从福建剪纸

纹样视觉语言的角度来分析的少。鉴于此，本

文拟从视觉语言的传达角度来分析福建剪纸

纹样的功能、符号学意义、审美价值、特点和传

达过程，以供学界参考。

　　一、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言的功能

“视觉语言”这一提法源于英语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Ｖｉｓｉｏｎ，王授之［４］在其论文《设计文化中视

觉语言之体现》中阐述了视觉语言在设计文

化艺术中的体现和应用。通常情况下，视觉语

言被界定为可视化的形象，一般被限定在造型

领域。一般的语言可以用声音和文字来表达，

而视觉形象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实体来表达，所

以视觉语言也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视觉实体，是

一种借助实体形象来表达抽象语言含义的视

觉表现形式。当我们遇到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的精神内涵时，常常借用视觉语言的形式来表

达，比如图样（也即纹样）。可以说，视觉语言

是通过各种媒介物运用在可视化艺术形式当

中的，视觉信息由传者向受者传递的过程也是

通过视觉语言来完成的［５］。福建剪纸纹样作

为一种视觉语言，不仅其纹样本身具有很强的

艺术感染力，而且具有传承福建历史文化，体

现福建社会风俗，展现日常生活审美、祭祀、礼

仪，以及表达人民生活理想、传达价值观的

功能。

由于纹样在产生的最初阶段往往都有其

特定的功能需求，因此要解读福建剪纸纹样的

视觉语言，首先要了解它的功能。福建剪纸纹

样视觉语言的产生有其独特性，其功能也不同

于其他地方的剪纸。２０１６年 ５月，笔者先后

两次去福建省漳浦县和莆田市进行调研，拜访

了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秋日、欧阳艳君、

陈燕蓉女士，还拜访了漳浦剪纸现代风格派代

表以乐先生。经过调查，我们认为福建剪纸纹

样主要有以下三种功能。

其一，作为刺绣的图案底稿，用以辅助刺

绣。福建剪纸纹样受北方剪纸的影响，最初是

作为刺绣花样而出现的。刺绣的图案复杂，在

制作之初无法验证图样尺寸、纹样是否美观、

是否匹配所绣物件的大小，勤劳聪慧的福建妇

女就用纸先剪一幅一样大小的花样，再照着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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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花样进行刺绣。现存的很多剪纸，比如福建

各地常见的肚兜花、香包花、肩围花、围涎花、

扇面花、八卦花、领沿花、肩罩花、饭巾花、帽檐

花等，曾用作刺绣花样的传统题材剪纸，往往

按照服饰刺绣的形状与纹样剪就，并附以各种

构图精美的吉祥图案，以期吉祥平安。我们在

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随处可见刺绣底样的

剪纸作品，如中国沿海地区民间剪纸传承者代

表之一林桃所创作的刺绣底样《涎围花》（见

图１），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欧阳艳君女士

创作的《香包花》和《肩围花》（分别见图２、图

３）。涎围是福建漳浦地区幼儿围在脖颈的一

种配饰，其功能是擦拭和遮挡幼儿流出的口

涎，漳浦妇女会在涎围上刺绣精美的吉祥图案，

如兰草、菊花、向日葵等，期盼孩子健康成长。

香包花为香包刺绣的底样，其纹样有葫芦、童

子、梅花、莲花等寓意吉祥的图案。肩围花则是

用于肩围的一种刺绣纹样，作为服装的一部分

出现，同样也是一种精美的装饰。

其二，作为祭祀礼仪的祭品，用以与神灵、

祖先沟通。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样式有莆田的

礼品花。在祭祀神灵和祖先时，作为赠送的礼

品或准备的贡品，都会附上一枚用红纸制作的

剪纸花，常见的内容题材有猪头、猪脚、猪肚、

鸡爪等。这些剪纸花除作为礼物象征情意之

外，更增添了一些意趣。比如，鸡爪剪纸称为

“凤爪花”，鸡爪上还会饰有“戏牡丹”的图案，

十分美观；猪肚上会附有肥硕猪崽的剪纸花

头。欧阳艳君女士讲到，漳浦人对神灵非常虔

诚，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祭拜神灵和祖先，而祭

祀需要贡品，心灵手巧的祖母（漳浦妇女）会

用红纸剪猪脚、猪腿、整猪、大饼、月饼、茶壶、

饭碗、筷子等来供奉祖先、神灵；待祭祀仪式完

成后，祖母就会用火将这些贡品焚烧，以让祖

先和神灵“享用”到子孙和信徒们准备的贡

品。常见的祭祀用的剪纸花有大饼花、月饼

花、寿桃花、大猪花（见图４）、猪蹄花（见图５）、

　图１　涎围花（林桃）　　　　　图２　香包花（欧阳艳君）　　　　　图３　肩围花（欧阳艳君）

图４　大猪花（张峥嵘）　　　　图５　猪蹄花（林桃）　　　　　图６　鲎花（黄素）　　　　　

·４０１·



李阳，等：福建剪纸纹样的视觉语言研究

鲎花（见图６）、螃蟹花等。这类剪纸往往以写

实的手法仿照祭祀礼品的形象创作，有淳朴天

然的美感。漳浦人还会在这些剪纸纹样中嵌

以牡丹、石榴、卷草、寿字、喜字等吉祥图案，赋

予其吉祥的含义。

其三，反映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表达劳

动人民的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福建不同地

区剪纸纹样题材不同。南平等地区喜好以家

畜为题材，风格粗壮朴实；沿海漳浦一带则喜

好以海洋生物水产为题材，造型生动活泼，风

格细腻优美；莆田、仙游一带以礼品花为主，风

格多华丽精巧。福建剪纸多体现劳动人民的

现实生活，表达人民的价值观念、社会道德等。

例如，欧阳艳君的作品《故乡的云》（见图７），

表现的就是故乡人民的现实生活，纹样以云朵

串联，有丰收的水果、稻米等物产，还有鱼场里

收获的海产，故乡的成片祖屋，表达对故乡丰

产丰收的期盼和对家乡的热爱。黄匏的作品

《闹花灯》（见图８），表现的是正月十五元宵

节家家户户闹花灯、赏花灯的热闹节日场景。

　　二、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言的符

号意义

　　所谓符号是指人们将一些事物的含义浓

缩提炼出来的简洁标识。随着符号学研究的

不断进步和发展，艺术创作者常将一些艺术符

号作为艺术创作的元素，用来表达某种意义。

但不是所有的视觉意象都可以被称为符号，能

被称为符号的元素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张

宪荣在《设计符号学》一书中指出：“它（符号）

必须是能指与所指的双面体；必须是人类的创

造物；必须构成独立于客观世界的系统。”［６］

福建剪纸纹样正是这样一种视觉符号，是能指

与所指的双面体，是福建先民的创造物，是独

立构成于客福建人表达思想的一种形式。这

一通过福建人民赋予其含义的过程，就是我们

所说的“意指”。比如图９，作品中的桃子代表

长寿幸福美满的含义，桃子上又装饰了喜鹊和

梅花的纹样，代表吉祥幸福。人们通过“意

指”将自己的主观思想和美好愿望寄托在桃

子的纹样上，表达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纹样的符号学意义在于它来源于某个社

会群体，并且反作用于该社会群体，以唤起某

种感受，所以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言是由事物

的具体形象提炼出的抽象形象，以表达抽象的

思想含义的一种符号系统。福建剪纸纹样就

是通过其视觉形象来表达人们的精神风貌，且

具有较强烈的审美意蕴。

　　三、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言的审

美价值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

图７　故乡的云（欧阳艳君）　　　图８　闹花灯（黄匏）　　　　　 图９　寿桃花（林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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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新，剪纸纹样的某些功能和意义逐渐减

弱，而其审美价值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剪纸纹

样的审美功能有时也变成了纯粹的审美需求

和装饰需求，而不再具有某些实用功能。福建

剪纸纹样主要表现为具象事物的概括和抽象

化的形象，这些抽象形象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

美感，而具有美感的视觉形象具有审美价值。

其一，具有形象上的美感。从造型角度来

分类，纹样可分为写实的和抽象的。就福建剪

纸纹样而言，多是写实性的纹样，形象生动地

反映了美好的事物（如牡丹纹、桃子、鲎纹、鱼

纹等纹样），以及福建人的生活和生产场景

（如打鱼、种田、丰收等纹样）。

其二，具有色彩上的美感。从色彩上来

说，福建剪纸主要采用大红色的纸或者绒布。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含义中，红色具有喜庆愉悦

的含义。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福建剪纸纹样所

使用的色彩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象征生活红

红火火蒸蒸日上，给人以和谐、愉快的感受。

其三，具有效应上的美感。福建剪纸纹样

视觉语言兼具静态美与动态美，动态美并非说

剪纸是可以动的，而是说其能营造出一种视觉

上的动态感觉。比如，在二维平面的作品中，

创造出三维立体的空间，展现出时空的变化，

给观者以全方位的动态感受，使观者从剪纸纹

样所营造出来的场景中感受到动态的美感。

当然，福建剪纸纹样也具有静态美，常给人带

来庄重和平静的感觉，其静的氛围能给观者带

来美的享受。

　　四、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言的特点

视觉语言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它是

由视觉基本元素和设计原则所构成的一套传

达意义的规范或符号系统，是一种将具体的形

象浓缩为极度概括和抽象的视觉符号，以传达

作者主观意图的艺术形式。福建剪纸纹样视

觉语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言是一种高度

概括表现的艺术。表现就是将所要表达的事

物呈现出来。在视觉艺术中，表现是指艺术创

作者的主观表达，其视觉形象的认知程度越

低，其表达的就越抽象；反之，其视觉形象的认

识程度越高，其表达的就越具象。福建剪纸纹

样的内容来源于生活中的事物，作者将生活中

寻常所见的事物，通过艺术化的提炼和概括，

在剪纸中表述和描绘出来，经过不断的演变，

这些纹样逐渐稳定固化，变得抽象并且含义相

对稳定。

其二，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言是一种再现

艺术。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言就是用概括抽

象的图形，再现图案指代事物的原始状态和情

境的一种艺术形式。观者看到福建剪纸纹样，

即可理解到其深刻的含义，体会到作者要展现

的情感。例如，图９中所示的寿桃纹就是一种

典型的再现性纹样，是概括并且艺术化地处理

了的桃子的纹样，再现了寿桃这一形象。寿桃

这一形象在中国文化中有长寿的含义，并且寿

桃中有喜鹊的纹样，喜鹊有报喜的寓义，所以

这幅剪纸作品就精确地向我们再现了长寿、喜

庆、吉祥等情感。

其三，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言是再现与表

现有机结合的艺术。从视觉艺术的创作、研究

规律来看，表现和再现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再现是基础，表现是手段，两者有机结合才

是优秀的艺术创作。对于大多数福建剪纸纹

样而言，有时候很难严格地将再现和表现区分

开来，两者多是融合在一起的，相辅相成，有机

结合，展现出福建剪纸艺术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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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言的传

达过程

　　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言的传达，是一个传

达和接受的过程，传者向受者传达的内容往往

是一些抽象的思想，具有抽象性的特点。由于

传达的信息具有抽象性，无法被对方所直接接

受，这就需要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进行编码，

编码后的信息就是信文。信文必须采用双方

所能达成共识的编码方式，以便被受众所接

受。福建剪纸视觉语言传达的基本过程见图

１０。其中，“编码过程”指的是发信人（剪纸创

作者）向收信人（剪纸观看者）发送信息的授

受行为，“规则”指的是剪纸创作者在进行剪

纸创作时所应用的剪纸图案构成法则，“解码

过程”指的是收信人看到剪纸作品时通过自

己的主观感受来解读作品的过程，“信息１”指

的是发信人想表达的原始信息，“信文１”指的

是发信人创作的作品形象，“信文２”指的是收

信人看到的剪纸作品，“信息２”指的是收信人

所领会到的剪纸作品的意义，“噪声”则指的

是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如剪纸作品呈

现不完全、解读受到干扰等情况，噪声会影响

剪纸作品信息的传递，使收信人不能很好地领

会发信人传达的信息。

图１０　福建剪纸纹样视觉传达的基本过程

　　下面我们以上文所提到的寿桃纹为例，来

说明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言传达的基本过程。

寿桃纹视觉语言的发信人就是该剪纸作品的

创作者林桃，而收信人则是指所有能看到寿桃

纹的人。虽然收信人受到地区、文化背景的影

响，对同一个信息的接受和理解会有差异，但

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收信人一般认为寿桃纹

传达出来的是长寿、吉祥、喜庆的信息。

在有些视觉语言的传达过程中，传达依存

于固有的编码规则，收信人对发信人发出的信

息完全没有改变，单纯地接收发信人的信息。

而有些视觉语言的传递是在一个完全未形成

任何规则的符号系统中所产生的一种情况，符

号赋义过程是从编码开始的，没有任何规则可

循，信息的重建只能依据语境进行诠释，收信

人则完全根据自己的分析认定其意指作用，与

发信人没有任何关系。［７］福建剪纸纹样视觉语

言采用的是一种共存型的传达方式，既依存于

规则，又依存于语境。它是采用福建民众广为

理解的视觉语言形式，将规则与语境融会贯

通，使受众能充分理解传者所传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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