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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阶级确立先进的阶级意识、历史主体意识，从而

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非常重要，对于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必不可少。学习马克思主义应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学会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分析问题、改造世界。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立场主要有立足人民群众历史实践主客对立统一的关系思维立场；

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立场；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革命的立场。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指那些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完整思想体系，并且

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本质精神的观念和观点，如马克

思主义科学革命的实践观、主客对立统一观、真理观、矛盾观、辩证的否定观、发

展观、唯物史观、历史发展趋势观、社会进步观、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观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相联系而形成的一系列

哲学方法、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最为根本的实践和认识方法，是一套与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相联系，并与其相辅相成的哲学方法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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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此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周年和《共产党宣

言》发表１７０周年之际，我受邀参与相关纪念活

动，让我讲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

题。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题

目很大，要真正把它展开深入地讲，无疑需要将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一个系统完

整的梳理与介绍，而要想在一篇文章中把博大

精深的马克思主义讲清楚，这显然是非常不容

易的。我们知道，立场、观点和方法密切联系、

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人的立场和方法决定着

人的认识和观点，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决定着人

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认识和实践，而且观点

对人的立场和方法同样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和制

约作用，它们是做什么人，怎样做人，按照什么

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做人的根本性问题，是

决定人最终达成与实现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的根本与核心。鉴于此，我这里拟对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做一个基

本的阐述。

　　一、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掌握马克思

主义？

　　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３年１０月写的《〈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指出，“哲学把无产阶

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

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１］２１４。任何人如果没

有思想和灵魂，就如同动物或行尸走肉；任何实

践如果没有科学理论与正确认识的思想指导，

就是盲目的实践。无产阶级要从自在自发的阶

级上升为自觉自为的能动的革命的阶级，成为

推动历史前进的自觉的历史主体，成为埋葬人

剥削人、人奴役人的旧世界的掘墓人和解放全

人类的新世界的建设者，就必须掌握先进科学

的而且能为本阶级服务的思想武器，运用这个

思想武器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使无产阶级真正

成为有自己阶级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的清醒自

觉的革命阶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圣

经”，学懂学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进行个人思

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

人生观、价值观，真正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运用

科学先进的思想和方法来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

的思想前提。没有这样的思想和方法前提，我

们显然无法成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无法实现

立场、思想和方法的科学的革命的转变，无法胜

任我们所担负的历史任务。人的一生是短暂

的，生命也必然是有生有灭的，但只要他为人类

提供了科学真理，他的思想就可以光照千古、世

代不朽。马克思就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

家。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科学真理具有强大的

现实性和巨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工

人运动的生动实践，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人类思

想的优秀成果，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各种矛

盾和发展规律，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完备、最严整

的真理体系，其思想蕴含着强大的自我革命力

量。马克思主义在同世界工人运动和人类解放

实践创造性结合的过程中，既发挥了强大的思

想指导作用，又彰显了其持久的强大生命力、内

生创造力和战斗力；而且伴随人类革命实践的

不断深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合，不断地实现着它自身的与时俱进，不断地在

突破它原来的时空界限和思想界限，业已成为我

们思想革命、社会革命乃至改造整个世界的思想

先导，发挥着日益凸显的越来越大的历史作用与

强大影响力。我相信，虽然我们的人生有限、能

力有限，但只要我们投身到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

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当中去，投入到为人类解

放而奋斗的历史实践中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

渺小而变得有价值、有贡献，从而进入到为亿万

人民群众所尊敬的人的行列中去。

　　二、为什么读马克思主义“真经”必

须从了解马克思生平和他撰写的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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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要读马克思主义

“真经”，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固

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矛

盾，以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马克思，并为学习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方便，我们在这里简要地

介绍一下马克思的生平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

作。１８１８年５月５日，马克思出生于摩泽尔河

畔的特里尔市，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在伦敦逝世，３

月１７日被葬在海格特公墓，享年 ６５岁。从

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开始，马克思即着手创建无产阶

级的思想理论体系，他与恩格斯合作，先后写作

了《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

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至１８４８年２

月《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思想理论体系基本创立。此后，直到１８５０年中

期，马克思重点关注现实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

级反剥削反压迫运动，系统总结了欧洲资产阶

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结合历史

实际与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丰富完善了他的

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

阶级革命的初步结合。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主要

著作有：《雇佣劳动与资本》《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

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

八日》和《德国农民战争》。从１８５７年开始到

马克思逝世，这段时间马克思主要从事政治经

济学的批判和研究工作，并在１８６７年９月于德

国汉堡出版了《资本论》德文版第１卷。此后，

他精心整理修订了《资本论》第２卷、第３卷手

稿，仅１８７０年代马克思就先后写过７份《资本

论》第２卷手稿。这段时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创立时期。立足于从１８４３年底开始

直到１８４７年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

判，马克思系统展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

批判并由此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时

这也是马克思深入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重要时

期。他建立了第一国际（１８６４年），总结了无产
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总结了巴黎

公社革命经验，探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道

路与未来社会建设原则；他在成熟完善的唯物

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

义学说，并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身份科学地指

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在这段时间的

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政治经

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

论》第１、２、３卷，以及《剩余价值理论》《法兰西
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在世俗人的眼中，马克思有着良好的家庭

背景，他的祖辈、外祖母和妻子多是世代贵族，

属于上流社会，官宦书香门第。马克思才华横

溢，学富五车，他要想一生享受荣华富贵简直是

唾手可得。但马克思偏偏选择了为穷人和无产

阶级服务，为人类解放奋斗终生。他用毕生精

力来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与罪恶，探讨人

类解放的道路与现实可能，给人类贡献了无法

用金钱来衡量的巨大精神财富，提供了解开千

古历史之谜、光照万古历史黑幕的思想理论，实

现了自己思想的不朽，也因此牺牲了自己的幸

福和健康。他像从天上盗取火种给人类带来光

明与温暖的普罗米修斯一样把自己投入地狱，他

像为了使人类摆脱罪恶升到天堂的耶稣一样把

自己送上了十字架，他为了让人类获得光明和解

放的真理而把自己置于最下层的贫苦社会阶层。

这注定了他在资产阶级社会一生贫困潦倒、贫病

交加，还不时受到来自统治阶级的迫害。当然，

也正是如此才使他成为全世界无产者和人民群

众永远怀念和爱戴的精神导师与领袖。

　　三、何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这些基本立场都有哪些？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创立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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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马克思的立场有着紧密联系，我们要从分

析马克思的立场来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其次才是思想

家与人类社会科学巨匠。这意味着我们要分别

对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作为思想家理论家的

马克思的立场进行历史的分析和认识。马克思

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经历了政

治立场和一系列思想观念的转变后才成为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我们还必须把还没有

确立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与已经确立马克

思主义立场的马克思区别开来，从确立马克思

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及其理论著述来认识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的小学是在自己家里主要是由他的

父亲教授的。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

思，熟悉牛顿、莱布尼茨、洛克、康德、莱辛等人

的著作，在思想上倾向于理性主义，政治上倾向

于自由主义，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开明的自由精

神和极富哲学素养的知识培育影响了幼年马克

思。马克思父亲的好友和邻居冯·威斯特华伦

男爵（燕妮的父亲），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浪漫

主义文学有着很深的造诣，经常以讲故事的形

式向幼年马克思和燕妮传授历史和文学知识，

使马克思从小就有很好的文学素养。１８３０—

１８３５年，马克思在自由主义思想活跃的特里尔

中学读书，从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里，我们可以

看出，马克思这时所确立的立场是为绝大多数

人服务。１８３５年１０月—１８４１年４月，马克思

进入大学的学习阶段，这时的马克思在政治上

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在思想

上则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

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年，马克思写的博士论文《德谟克

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

别》，１８４２年２月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

查令》（该文署名莱茵省一居民，以德文发表于

《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１８４３年版第

一卷），１８４２年１０月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

辩论》，１８４２年１２月底—１８４３年１月中旬，写

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后两篇文章均发表于

《莱茵报》，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共

有１４篇），是他的上述立场的证明。这说明从

１８３５年１０月直到１８４３年春，马克思基本上是

站在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

自由主义立场来认识和看待现实世界、选择自

己的政治立场的，思想上比较强调个人自我意

识自由、理性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政

治上同情支持下层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主、土地

所有者和官僚统治。从１８４３年３月马克思辞

去《莱茵报》主编回到书房批判黑格尔法哲学

开始，一直到１８４４年１０月，马克思在这一段时

间，政治上虽然仍然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但开始向工人阶级转变。即便这时

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来说话，因为他这

时还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没有

与旧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划清界限，

同时也没有与思辨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

划清界限，他依然是站在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抽

象人道主义甚至是思辨哲学的立场来为工人阶

级说话。这说明当时他的工人阶级立场实际是

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与束缚的自在自发的工人

阶级立场，而不是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立场。

从政治立场上说，马克思当时是在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工人阶级空想社

会主义的立场之间摇摆不定；而从哲学思想立

场来看，马克思是采取了超越唯物唯心的费尔

巴哈自然主义、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哲学立场，

以及被马克思称为无产阶级自发的“粗陋的共

产主义”立场。而只要工人阶级仍然依附于资

产阶级并受资产阶级思想的统治和束缚，也就

绝不会有自觉自为的有自己阶级意识的工人阶

级。马克思这一时期写的著作有《克罗茨纳赫

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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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问题》、《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自在自

发的工人阶级立场和费尔巴哈抽象人道主义立

场出发，借助法国、英国、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学说，以及魏特林、赫斯、蒲鲁东和恩格斯当时

发表的著作，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的局限性；从雇佣劳动和工资、资本和利润、土

地所有权和地租几个方面的关系论证了资本主

义的财富生产和分配；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劳动

异化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

自由本质的复归，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

义，是对私有财产和宗教的积极扬弃；在最后一

章，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的辩证法、逻辑学和

整个哲学作了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更为全

面而深刻的剖析，指出黑格尔的自然、人、思维、

国家和法等都是超验性的自我意识抽象思辨的

结果，毫无感性的现实性与经验实证的证明。

马克思认为，正是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

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为批判英法

国民经济学“打下真正的基础”［１］２２０。这充分表

明马克思至写作《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依

然没有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

划清界限，同时也没有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

义划清界限，没有真正告别一切均从人的抽象

理性或抽象思维的人的“类存在”“类本质”出

发，按照从人的类本质到人的异化、再到人的本

质复归于人这一思辨唯心主义逻辑来认识人和

人的社会历史过程。而只要还没有与思辨唯心

主义和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划清

界限，马克思就绝无可能真正站到自觉自为的

无产阶级立场、站到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

产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来。

然而马克思的上述情况至１８４５年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经过写作《神圣家族》《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和直到１８４７年１月才最后完成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经过对思辨唯心主义哲学

立场、哲学思维方式、哲学研究对象、哲学理论

原则和哲学理论宗旨的一系列革命与变革，马

克思完成了人类思想史和哲学史上一次伟大革

命，与思辨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抽

象人道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从而最终确立了

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彻底的唯物主

义哲学，也就是被我们今天称为实践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这时马克思的立场才真正转到自觉自为的

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并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从自

在自发的阶级转向自觉自为的阶级所需要的马

克思主义思想武器。

从马克思逐渐成熟发展起来的完整系统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从不同的视角来看，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显然应包含下述几个方面：

（１）从一般的思想认识立场说，它是从抽象的

超人、超历史、超自然的，感性直观的自然人立

场转向现实的个人和人民群众、人类历史实践

的立场，从主客二元分立的实体主义哲学思维

及其立场转向实践唯物主义的主体与客体、主

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以

实践为基础的对立统一关系思维；（２）从政治

立场、阶级立场说，它是从利己主义的“市民社

会”———即仅从个人自己私利出发的个人利己

主义立场转向将个人和集体、和人民群众、和整

个人类的解放统一起来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

立场，从貌似超阶级的客观中立的立场明确转

向有自己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的立场；（３）从

哲学派别的立场说，它是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

与庸俗的旧唯物主义的立场转向彻底的一切按

事物本来关系和面目，客观如实地认识理解事

物及其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

践唯物主义立场，这样才促使马克思作为马克

思主义者立足于人民群众和人类历史实践，在

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不断发展提高我们的思维

和认识基础上来认识和改造世界；（４）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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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说，它是从仅仅满足个人利益、特殊利益

集团特殊利益需要的“改朝换代”半截子革命、

单纯政治革命的立场转向消灭私有制、消灭一

切阶级差别、以整个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的彻

底革命的立场，马克思主张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

进行彻底的革命性改造，正是他这一立场的体

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一系列科学

方法、科学研究对象、科学理论观点和改造世界

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宗旨的确立，正是马克思在

实现上述立场的根本性革命转变基础上达到的。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以法兰克福学派和“后

现代”思想代表人物为代表，他们对马克思思

想比较感兴趣的大多是马克思１８４４年之前的

思想，极为推崇《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

们想借此把马克思主义纳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现代性批判”范畴中，想把马克思主义自觉自

为的工人阶级立场和科学共产主义立场拉回到

马克思早年所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拉

回到超越唯物唯心、超越阶级、超越不同政党和

派别的所谓“客观中立”立场，以此来阉割马克

思主义科学革命的思想灵魂，而把彻底革命的、

彻底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称为“传统的马克

思主义”，称为“没有学术性的僵化的马克思主

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实用主义哲

学家胡克甚至认为，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的

“第二次降世”，“马克思在第二次降世的时候，

不是以《资本论》的作者、风尘仆仆的经济学家

的姿态出现，也不是以革命的无裤党、具有鼓舞

力量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出现的。他穿着

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

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

息”［２］。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德曼在《新

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说：“这个马克思是现实

主义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他脱离了哲学唯

心主义，但这没有使他把物质的最高现实性与

虚构的思想的现实性对立起来。不如说，他使

这两个现实性服从于一个包罗万象的、既积极

又消极、既不自觉又自觉的总体的生活现实。

他既把物质原则，又把精神原则看作是统一的

总体的生活过程的现象。”［３］总之，他们是想把

马克思主义拉回到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资产阶

级人文主义、抽象人道主义思想阵营，并按照资

产阶级文艺复兴以来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自

由主义思想面貌来改变马克思主义，使其不再

能充当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四、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

点？这些基本观点包括哪些？

　　马克思的一生经历了很多历史事件，遇到

了很多实践与认识问题，因而他在不同历史条

件和思想语境中会有许多自己不同的看法、说

法和观点，并不是他的所有观点和看法都是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只有那些与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和完整的思想体系相联系而密不可

分，并且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统

一原则、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精神的观念，

那些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构件的思想观

点，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台机器缺

少了关键部件和零件，它就不能正常运转，甚至

完全瘫痪。就如同机器那样，马克思主义缺少

了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它就不再是马克思主

义，不能表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功能和作用，

也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和特质。譬如，

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人类历

史实践来认识观察世界，形成了一系列来源于

人民群众实践又高于人民群众实践、能够指导

实践的哲学世界观理论观点，形成了认识与反

思批判现实生活世界的一系列唯物辩证法、历

史辩证法、实践和认识的辩证法思想，并由此构

建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完整的彻底的哲学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批判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些学说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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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人类历史实践的现实生活

世界哲学观，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知识观、

真理观，人民群众的实践观、历史观和价值观；

从阶级国家、政治国家再到人民国家的国家观；

矛盾是一切关系的本质，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

源泉，各种矛盾相互制约和影响，主要矛盾影响

决定次要矛盾的情形和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

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事物发展与

社会发展都遵循着由量变到质变、由具有必然

性合理性到逐渐失去其必然性合理性的客观规

律，而且遵循着辩证地否定这一规律；在更高历

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生事物必然战胜逐渐失去其

存在必然性合理性的旧事物；人的社会存在决

定人的社会意识和观念，人的人生观、价值观、

权利观、生产劳动观、经济观、政治观、法律观、

军事和战争观、宗教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观

念归根到底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存在，

而社会意识和意识形态观念反过来又通过人的

实践对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存在具有巨大

反作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推动力量，

劳动者是最根本的生产力，阶级斗争和人的关

系变革、观念变革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科学

技术革命和生产方式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基

础，社会能否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不仅取决于其

客观历史条件的成熟，而且取决于有没有革命

的阶级、革命的力量、科学革命的理论武装和革

命队伍的组织程度；人要不要革命、以什么样的

态度来对待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不仅取决于

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存在，取决于他们

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而且取决于他们有没

有清醒的阶级意识、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是不

是清醒自觉的社会历史主体；唯物史观和剩余

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石，而

构成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一系列理论观

点显然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阶级的存

在仅仅同物质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

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

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

阶级和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共产党就是组织

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

装起来的革命先锋队组织，消灭私有制，消灭一

切阶级差别，实现人类彻底解放，这也是共产党

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

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就要进行社会主

义的不断革命，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手段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

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同这些生产关

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

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４］。所以工人阶级及其

政党必须与传统的私有制生产关系，以及与这

种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和一切旧的观念

彻底决裂。工人阶级个人和共产党人作为有清

醒阶级意识、历史使命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的

人，他们没有超越广大人民群众和整个工人阶

级的整体利益的特殊私利，没有与共产主义远

大崇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相冲突、相矛盾的

个人目标和阶段目标，绝不追求凌驾于整个工

人阶级与人民大众之上的所谓个人独立的人

格、自由人权与特殊利益，而是身体力行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原则，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以上观点显然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缺

少了它们，就无法构成马克思主义完整系统的

思想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得出马克思主义理论

结论，更不能发挥其指导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的作用。

近些年，一些人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煞费苦

心，他们处心积虑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和基本观点，而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许

多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是他们否定的重点目

标，而且往往打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

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

譬如，他们说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一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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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抽象，而抽象的价值很难衡量与度量，实际上

是包括“死劳动”（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各种

“劳动”都参与了商品生产和价值创造，而且是

商品交换推动了财富和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剩

余价值或利润就是企业家投入的“死劳动”（物

化劳动）和企业管理而获得的劳动收入和报

酬。所以，按照他们的理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

现象就被他们完全否定了。而在唯物史观方

面，他们则主要是以庸俗的旧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心史观来诠释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歪解为机械的历

史决定论或单线直线历史发展观，打着丰富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旗号消解与否定唯

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

又如，他们说彻底的自然主义就是彻底的

人道主义，而彻底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历史唯物

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加

上“交往实践”“地理空间”“生态”等词汇，好像

这样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创新！但发展

创新是新加几个词或概念就能够做到的吗？加

几个词就能超越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而抛弃马

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吗？什么是

“交往实践历史观”，仅仅是“交往实践”而缺少

了马克思唯物史观那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基本观

点，能是历史唯物主义吗？什么叫“地理空间

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理解？讲历史唯物主义

既是地理的、历史的、空间的、生态的还是其他

什么形式的，这是不是以某特殊的形式以偏概

全来庸俗化历史唯物主义，来取代与否定历史

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观念？假若有人非要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加上什么“伦理”“生态”“宗

教”“有机”“人道”“价值”“过程”或其他什么

东西不可，那会使马克思主义发生怎样的变化、

发生什么实质性改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

义、唯物史观前乱加修饰词的人，想到如此会导

致一种什么后果吗？那岂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

作任人理解、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吗？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当然是丰富多彩的、

科学现实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它不仅

揭示了社会历史中居基础地位、起决定作用的

因素，也揭示了其他各种构成因素及各因素的

交互作用，证明了具体历史过程是历史各种构

成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分析了多重历史主客

体在具体历史实践、历史事件中的相互作用关

系及它们的相互交融，包括不同历史主体甚至

不同个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各种社会

矛盾、社会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直

接动力、基本力量、各种历史合力的作用，以及

历史本质与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

识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客观如实地反

映与揭示社会历史真实面貌的历史科学，绝不

是什么简单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或几种社会形态

由低级到高级直线发展论所能概括说明的。反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实际是在不读原著的情

况下对历史唯物主义做简单机械的教科书式庸

俗化理解，然后再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和他们的

庸俗理解来攻击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任意歪解

与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

我们认为，无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还是历

史唯物主义中的“物”，都已经包含着历史的特

定实践关系、时空关系与人生产生活的各种历史

环境和条件，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加上任何界定

性概念，都显得多余而且容易发生误解。有些人

现在正是利用这一手法来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学说，来制造理论混

乱，来否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历史观里得出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结论。

这些年我们学界受社会大环境影响，西方

搞什么，我们就跟着搞什么，他们怎么说，我们

就为争取国际影响也跟着他们怎么说，各种所

谓的“创新”全是在人云亦云而不是在真正地

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际是跳进人家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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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理论陷阱陷入误区。譬如，“生态马克思

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宗教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

马克思主义”“分析实证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

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

马克思主义”“诠释学马克思主义”，甚至还有什

么“绿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居然可以丢

掉革命去掉红色而变成对资产阶级绿色无害的

东西），真是层出不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好像

无论资产阶级不管有什么哲学，它们都可以与马

克思主义结合，而且可以用来嫁接与改造马克思

主义，这简直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千变万化的

万花筒和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啦！

　　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

法？马克思主义有哪些基本方法？

　　我们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

法”，当然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所理解的工作

生活技巧类方法，而是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

维方式相联系而形成的一系列哲学方法、理论

研究方法，以及最为根本的实践和认识方法。

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哲学家们将自己的思

维方式和方法原则性地予以理论加工使之上升

到哲学理论层面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而具体实

践和认识的思维方式、方法显然局限于人们的

具体实践层面，不具有理论的系统性、原则性和

一般普遍性。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的哲学，

实践之所有能够成为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人

的实践，关键在于哲学和实践中渗透并包含着

人历史地形成的特定思维方式和方法，有着属

人的社会历史性质和个体主体性差别。而哲学

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与一般意义的科学研究方

法、工作方法、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具体思维

方式和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以哲

学的视野来对事物进行考察的最为根本的思维

方式和方法，是在总结反思一系列具体的思维

方式方法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系列与哲学世界观

理论建构紧密关联的、具有一定原则性的思维

方式和方法，以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之系统

的方法论来予以表述，而后者则要自觉不自觉

地接受哲学思维方式和方法的指导与规范。

人们不断以哲学的理论视野来总结反思具

体实践、具体认识和具体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

式和方法，这样就形成了不断发展创新的哲学思

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思想体系。从哲学发展史

来看，作为构建不同哲学的哲学思维方式大体有

古代逻辑综合哲学思维方式、本体论哲学思维方

式，近代主客二元分裂对立的知性哲学思维方

式，以客体为中介的现代西方哲学主体际关系思

维方式，后现代非主体、非本质、非理性、非逻辑、

非决定论现象学哲学思维方式，以及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思维方式。

马克思不是要坚持和发展旧哲学，而是要

从根本上彻底告别旧哲学、超越扬弃旧哲学。

只有马克思所创建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思维方

式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最伟大革命与变革，

真正使哲学立足于人类实践对人类现实生活世

界本质关系做出了科学说明，才使哲学真正具

备了其现实生活的基础和哲学对于生活实践的

反思批判与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

式和方法也是在总结批判人类已有思维方式和

方法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所开

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经历了哲学思维方式

和方法的不断完善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系统完

善的理论化思维方式、思想原则和方法论思想

体系，我们必须结合马克思的实际思想发展历

程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予以深入

系统的研究。

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套一成不变、

尽善尽美的原理和公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

本身就包含着科学的革命的思想认识方法与研

究说明问题的一系列科学方法。恩格斯说：

·９·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１９卷第２期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

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５］这说明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从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和思想理论观点中学习掌握它认识和改

造世界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最为根本的哲学方法就是一切从人

民群众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实践之实际关系出

发，实现理论与实践具体地历史地统一与结合，

在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中把握人类实践关系的

本质和人与现实生活世界关系的本质，科学揭

示其中的各种矛盾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源

泉，以及历史本质规律性联系和历史发展趋势，

为人类解放指明历史条件、路径、方式方法和手

段。马克思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后者

即思维和认识的辩证法）按照它们本来的关系

统一起来所创造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历史辩证

法理论、实践和认识的辩证法理论，是对黑格尔

唯心辩证法的颠覆性扬弃，是马克思哲学方法

论的基本内容，它们不仅体现着马克思根本的

哲学方法要求，也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特

征的最为根本的方法。另外，马克思对历史条件

和历史过程的发生学分析、矛盾分析、量变与质

变关系分析、因果关系分析、现象与本质关系分

析、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关系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分析、

主客体关系分析、整体与部分关系分析、普遍性

与特殊性关系分析、可能性与现实性关系分析、

理想与现实关系分析、阶级分析、差异比较和历

史比较分析，也都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方法。

其中，历史分析方法尤其重要，它包括运用

以上各种关系来分析历史条件、历史过程、历史

路径、历史因果联系、历史的本质规律与历史发

展趋势，并运用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其中历史本

质的方法、历史的回溯分析方法、历史的批判性

解构和批判性建构的分析方法等系列方法，而

且要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这样才能为我们创

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为我们理解马克思

主义整体理论体系服务。归纳、演绎、分析、综

合的逻辑方法，在马克思那里是与历史的方法

结合起来使用的，但这种逻辑方法与马克思的

理论叙述的逻辑方法是有区别的，限于篇幅，我

们在此暂且搁置不论。可以说，在马克思一系

列分析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中，唯物辩证法的

关系分析和实践认识论的科学实证分析认识方

法始终是居核心地位而贯穿始终的。以毛泽东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群众路线

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的科学辩证法

理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而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应用典范。当然，马克思

的哲学方法在马克思那里有时是系统地交织在

一起并按照科学的组合原则综合加以运用的，

有时又是根据各种方法的适用对象分门别类地

形成不同的方法系列应用于他的理论研究及其

理论阐发的，需要我们辨析并排除后人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一些误解，结合马克思思想

实际而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和

哲学方法论的真实思想内涵、逻辑构架和方法

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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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重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Ｍａｒｘ’ｓｔｗ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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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科学社会主义；

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学说

刘西琳
ＬＩＵＸｉｌｉｎ

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如同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达尔文基于对物种起源的研究，展示了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动摇了

“上帝创世说”的理论根基；马克思基于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创

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

一条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以１８４８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在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１７０年来，乾坤旋转，物换星移，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沧桑巨变。在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除《共产党

宣言》外，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占有重要的历

史地位。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创立者

之一，恩格斯在该讲话中仅仅用了一千多字，就全面、深刻、简洁、精准地概括了

马克思伟大的一生，评价了马克思对国际无产阶级、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从

而毋庸置疑地树立起马克思“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史上第一伟人”的崇高形

象。《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理论价值更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是基于对德国古典

哲学的研究而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发现唯物史观的；是基于对英国古典经济学

的研究，从劳动价值论入手发现剩余价值的。基于这“两大发现”，马克思的社

会主义从欧洲诸多社会主义流派中、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迷茫中脱颖而出，

将社会主义思想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及其在今天取得的辉煌成就，是运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

创举和成功实践。作为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优等生”，中国的成功经验对

于推进人类社会主义事业的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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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此刻重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

前的讲话》正当其时

　　２０１８年５月５日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
想家卡尔·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纪念日。由于
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者、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

导师，因而这一天也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和无产

阶级的盛大节日，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

伟人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既有必然性，

也有偶然性。马克思主义对“英雄史观”是否

定的，但充分肯定英雄、伟人对于人类社会、对

于历史前进的推动作用。什么是伟人？回答这

一问题，既与人们的认识有关，更与人们的立场

有关，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国际史

学界对于“伟人”还是有共识的，这种共识基于

被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誉为“历史学教父”的

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４８４———前４２５）
及其９卷本的史学巨著《历史》。希罗多德认
为，所谓伟人，就是能以其个人的发现、思想或

业绩造福人类、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意大利—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位已被

黑暗的中世纪遗忘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学教

父”，其９卷本的巨著《历史》也于１６世纪正式
出版面世，随即便被欧洲乃至世界史学界奉为

圭臬。希罗多德的《历史》对于近现代史学界，

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尤其具有方法论价值，其

“伟人观”更是如此。根据希罗多德的“伟人

观”，一个人以其观察和研究而最先发现了关

于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

的秘密，从而获得了真理并将这一真理（秘密）

告知人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那么这个人

就是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伟人。根据希罗

多德的伟人标准，近代发现天体运行规律从而

推翻了“地球中心论”的哥白尼、发现自然界物

体运动规律从而创立了“经典力学体系”的牛

顿、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从而创立了“生物

进化论”的达尔文等，就是这样的伟人。

但是，社会与自然界相比要复杂得多；而阶

级社会又远比非阶级社会复杂———在阶级社会

中，许多真与假、是与非、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

恶等诸如此类的认识与判断，往往被功利尤其

是被阶级利益所浸淫，因而被弄得面目全非甚

至完全颠倒。所以，直到１９世纪中叶，关于人
类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关于阶级社会的矛盾

及其解决、关于人世间的不平等及其消除等攸

关全人类命运的问题，世人仍然是一头雾水，全

世界的无产者都无例外地在资本的剥削和压迫

之下呻吟，生活在黑暗的地狱中，看不到光亮，

因为不知道洞口在何处。显然，要从根本上改

变这种状况，首先就要有人透彻地认识到并敢

于冲破重重阻力说出其中的秘密。今天我们终

于知道，正是在这个事关无产者和人类命运的

问题上，卡尔·马克思作出了彪炳人类史册的

贡献———他基于自己的“两大发现”，创立了科

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无产者和全人类指出了一

条永远不再受剥削和压迫、永远摆脱屈辱和贫

穷、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从而人人都能自由发

展的共产主义大道。为此，马克思整整奋斗了

一生，只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终因贫病交加，

“于人生之盛年，倒在了自己事业的中途”（但

丁《神曲》）。马克思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

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其博大精

深的思想和崇高伟岸的人格都将永垂不朽———

世世代代地为全人类所怀念、敬仰和学习。

１８４８年出版《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尚不
足３０岁，此时的马克思已相继发现了唯物史观
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

主义；１８８３年马克思逝世时６５岁，此时国际工
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欧美已成燎原之势。

在４０年的革命生涯中，与马克思或朝夕相处、
或心心相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同为１９世
界最伟大的思想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者

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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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他与马克思是“两个身体，一个大脑”

（见第一国际领导人之一、马克思女婿拉法格

的《马克思传》）。惟其如此，正如两千多年前

柏拉图最好的学生和继承人亚里士多德唯一有

资格在追悼会上评价其恩师柏拉图，恩格斯顺

理成章地也成为在马克思墓前深情追忆马克思

的一生、全面评价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对

马克思“盖棺论定”的唯一合适人选。值此卡

尔·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之际，重读恩格斯于
１３５年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于我们正确
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之于人类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事业的深远意义，正当其时。

　　二、听恩格斯说马克思：马克思是

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据几年前的《参考消息》报披露，西方的出
版史学者根据调查统计，说自从出版业问世以

来，印数最多、发行量最大且最广的书有３本，分
别是《圣经》（《新旧约全书》）、《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含４卷本的《选集》、２卷本的《文集》）和
《毛主席语录》（含西方出版的《毛泽东语录》）。

鉴于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都说不上是西方出

版商的朋友，这一统计是可信的。

１９９９年６月６日，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曾
在德国读书、教书１０年并遍历欧洲诸国的世界
比较文化大师季羡林先生曾对笔者说，人种的

肤色、拼音的文字、《圣经》的宗教、文艺复兴的

文化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是西方文明

的５种“黏合剂”，正如５０００年中华文明是被黄
皮肤、方块字、四书五经特别是《论语》和《道德

经》等黏合在一起是一样的。［２］这样看来，《圣

经》被列为世界已发行的出版物数量之首是不

奇怪的。至于《毛主席语录》，其印数逾亿册、

位列全球印数第三位也能被人理解，因为它发

行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文革”，又面对彼时

的１０亿人口。与《圣经》和《毛主席语录》相

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之累计印数和发行量

位居世界第二位，是一个值得世人深思的问题，

它至少表明：尽管这两位“资本主义制度的掘

墓人”（列宁语）并不讨西方资产阶级的喜欢，

但他们作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地位是

举世皆认同、无人能撼动的！

作为１９世纪最博学、最伟大的两位学者和
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浩瀚、著作等身，其

中有宏篇巨著，如《资本论》《反杜林论》《法兰西

内战》等，也有体量虽小但容量极大的袖珍精品，

其中最有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就是马克思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亦称《费尔巴哈论纲》）

和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

格斯的著作，苏联、中国和东西方其他国家先后

编辑、出版了多种版本，有几十卷本的“全集”、４
卷本的“选集”，也有１０卷本的“文集”，但无论
是何种版本，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和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都是“全集”

“选集”“文集”中不可或缺的，由此可见其在马

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重要位置。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以下简称《讲

话》）是恩格斯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７日在伦敦海格特
公墓安葬于３月１４日逝世的马克思时，用英语
即席发表的讲话，实为悼词，原无标题，目前的

标题是后人加上去的。这个讲话是在一个特别

重要的时刻面向全世界发表的、具有重大理论

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讲话———对于正在沉痛

哀悼的世界无产者、对于正在弹冠相庆的世界

资产者，这个讲话都是一个庄严的宣示：由卡尔

·马克思开创并领导的旨在解放全人类而首先

是解放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不会因其创

立者马克思的逝去而终止，国际无产阶级和共

产党人将会继承他的遗志、在他开辟的科学社

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行，直到完全实现《共产

党宣言》所确定的目标。

恩格斯的《讲话》虽然只是一个即席发表

的悼词，全文不超过１５００字，但包含了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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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阐述了极深刻的主题———《讲话》从多

个侧面全面、深刻、简洁、精准地概括了作为理

论家、思想家、科学家和革命家的马克思的一

生，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对国际无产阶级和整个

人类的伟大贡献，从而毋庸置疑地树立起马克

思作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崇高形象。

《讲话》中，恩格斯首先肯定了马克思的第

一大发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

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这一规律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

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

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

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

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

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

得相反。”［１］５７５在这段话中，恩格斯高度概括地、

极其精练地表达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即历史

观：生产关系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上层建筑

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在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作为基础的生产力拥有对

生产关系的解释权；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矛盾运动中，作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拥有对上层

建筑的解释权。这就是说，生产力和经济基础

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说始终居于支配地

位。这一观点之所以是马克思的一大发现，是

因为“过去……做得相反”［１］７７６。此前数千年人

们的历史观尽管各不相同，但在本质上都是唯

心主义的，其共同的特征是颠倒物质与精神的

关系、贬低乃至完全看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

创造者这一事实，因而完全歪曲了历史的本来

面目。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是对数千年来完

全错误的唯心史观的拨乱反正。

《讲话》中，恩格斯将剩余价值规律列为马

克思的第二大发现：“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

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

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

在黑暗中摸索。”［１］５７６在这段陈述中，恩格斯简

练、精准地表述了马克思毕其一生所追寻的资

本主义经济的秘密，尖锐地指出资本、雇佣劳

动、商品及其流通等，其最终指向和终极目的就

是追逐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并不是由作为

“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创造的，而是由资本家

购买的、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在“剩余劳

动”时间里创造的，但被资本家占有了、拿走

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在马克思

恩格斯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

批评家也都进行了长期研究，但是，或是出于资

产阶级的偏见，或是出于认知能力的不足，他们

都不能辨别雇佣劳动中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

动、资本中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即使他们中

的佼佼者———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亚当·斯

密和大卫·李嘉图，其研究成果也仅止步于

“劳动价值论”，未能发现“剩余价值”。此后，

正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

成果，另辟蹊径，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通过其《政治经济学批判》《雇佣劳动与资本》

《工资、价格和利润》《资本论》等，层层剥去了

“工资”这块蒙在“剩余价值”上面的遮羞布，露

出其血淋淋的真实面目，从而将资本主义剥削

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历史学教父”希罗多德认为，识破并说破

世间大秘密的人都是伟人。所以，识破并说破

天体运行之秘密的哥白尼、识破并说破有机界

和人的秘密的达尔文、识破并说破自然界和物

体运动之秘密的牛顿等，无疑都是人类中的伟

人。与蒙昧时期（史前时代）、野蛮时期（原始

社会）相比，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后便进入了“文

明时期”［３］１７－２３，从而不再“蒙昧”、不再“野蛮”

了。这个“文明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前后有

近万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不再用“不蒙

昧”“不野蛮”作为“文明”之标准，而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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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作为“文明”的尺度，那么，这近万年的

“文明时期”却是很不“文明”的，因为存在了

５０００多年的奴隶社会、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社会、
４００年左右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有剥削、有压
迫、贫富尖锐对立的阶级社会。这些社会的发

展阶段不同、阶级存在不同，但都具有私有制这

一共同的基础和本质———私有制是阶级社会一

切罪恶之渊薮！惟其如此，识破并说破阶级社

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宣称“共产主

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

决裂”、就是“消灭私有制”［４］２７１的马克思，被恩

格斯称为“科学巨匠”“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乃是实至名归。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都是石破天惊的发

现，其对整个人类的贡献之巨大，怎么评价都不

为过。在对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进行阐述和

作出评价之后，恩格斯在《讲话》中接着说：“一

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

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

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

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

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

辄止。”［１］５７５

接下来，恩格斯在《讲话》中重点论述了作

为“科学巨匠”的马克思对于科学的贡献和作

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对于“创立伟大的国际工

人协会”、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对

“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的贡献。马克思

是第一个认识到“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

作用的、革命的力量”［１］５７５的思想家。他在《机

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对作为产

业革命象征和现代工业心脏的“机器”作了精

辟的分析，其见解受到曾任国际工程师协会首

任主席约翰·布劳恩的极高评价。作为无产阶

级革命家，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

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由于马

克思的不懈努力，国际无产阶级才第一次“意

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

条件”［１］５７６。

马克思之伟大，不仅在于其重大的科学发

现和对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贡献，还在于

其具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伟大人格。恩

格斯在其《讲话》中真挚地、动情地对马克思的

人格作出了崇高评价：鉴于马克思毕生从事推

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事业，“马克思是当代最遭

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

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

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

但是，“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

一样轻轻抹去”［１］５７５。马克思是全世界资产者

共同的敌人，与此同时，他也是全世界无产者共

同的朋友。“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

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

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

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

敌。”［１］７７７－７７８所谓“私敌”，顾名思义，就是基于

私利或私怨而结成的敌人，因为在一个私有制

社会里，人们“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所以，只

有那些超脱了“私利”、远离了“私怨”的人，才

没有“私敌”。这种人内心干净得纤尘不染，灵

魂纯洁得如同水晶，在世间是少之又少的，其难

寻之程度恰似寻找“凤毛”和“麟角”，故东西方

均称其为“圣人”。在恩格斯和世界无产者心

目中，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的“圣人”———

“为人类而工作”的马克思“没有任何同整个无

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４］２６４。

马克思因无“私利”、无“私怨”而无“私

敌”———他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伟人！

《讲话》是中外千字文经典中最伟大的作

品，它仅用千余字就情文并茂地将马克思在人

类史上最重要的“两大发现”及其与科学社会

主义创立之关系、从而将一个极其深奥的理

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与关

系，演绎得丝丝入扣、严谨通透，因而具有强烈

·５１·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１９卷第２期

的感染力和令人心悦诚服的说服力。

一字千金，成就了千古绝唱！

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拜读这篇《讲话》了，只

记得每当读时都情不自禁、热血沸腾：对于马克

思，《讲话》是沉痛的悼词；对于资产者，《讲话》

是讨伐的檄文；对于全世界无产者和一切受剥

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讲话》犹如第二个《共

产党宣言》。惟其如此，还记得每当面对恩格

斯的这一《讲话》，总会想起两千多年前柏拉图

和色诺芬在其师苏格拉底墓前的誓言，想起亚

里士多德在其师柏拉图灵前的悼诗，想起诸葛

孔明在其主刘备死后那篇声泪俱下、誓师北伐

的《出师表》。历史如此这般高度的相似，无非

是在昭示后人：生做人杰，死亦鬼雄；思想不灭，

虽死犹生！

　　三、唯物史观的发现及其对创立科

学社会主义学说之意义

　　马克思并非无产阶级出身，“他的父亲是
一位律师，犹太人，１８２４年加入新教。家庭是
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５］。其夫人燕

妮系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千金，乃世袭贵族，是普

鲁士（当时德国尚未统一）上流社会的才女；其

妻兄冯·威斯特华伦是普鲁士国王御前的内务

大臣。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马克思接受了从

小学、中学到大学普鲁士最好的教育，按照常

规，他本来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上流社会，做官、

从商，或从事科学、教育事业。就其本人的志趣

而言，他原本是想做一名学者或大学教授的。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之所以未落入一般读书人

“学而优则仕”的巢臼，而反其道埋头于对资本

主义的研究，与其大学时期倾心于德国古典哲

学，先后服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

物主义，以及后来根据恩格斯的提示和建议倾

力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直接相

关。１８４１年，时年２３岁的马克思从柏林大学
毕业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５年，时年 ２７

岁的马克思已经完成了被恩格斯称赞为“包含

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同恩格斯合写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夺取

政权的历史任务，这时的马克思已经是一位成

熟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者和无产阶级的思想家、

革命家，一位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

华丽转身，仅仅只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就一位

伟大思想家的成长而言，这是一个奇迹；就无产

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言，这是一个福音。

１８世纪下半叶至１９世纪上半叶，盛行于
西方的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于大哲学家康德，繁

荣于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黑格尔，终结于彼时

较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德国古典

哲学的最大成果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

的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分别与唯心主义和形而

上学脱不了干系，但“本质上是革命的”，所以

分别作为“合理内核”和“基本内核”被马克思

和恩格斯所接受，而后他们对其加以改造，创立

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人类

世界观的根本变革。

哲学是最早形成的、人类用于认识自然界

和社会的工具，它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认识

论和方法论，其认识的结果就构成了人的世界

观，而世界观的正确与否则决定着人们对于事

物的观察、分析、判断和所作结论的正确与否。

所以，对于同一事物或世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

学的哲学看到的是一个样子，唯物主义和辩证

法的哲学看到的又是一个样子。对于哲学，多

数人是日用而不知，明明身在其中，却不知其

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人们思维的这种混沌状

态常常导致其对事物的错误认识，其中包括对

自然界的错误认识、对社会的错误认识、对自己

和他人的错误认识、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错

误认识。所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

立，首先从清理旧哲学开始，当然，重点是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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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最接近真理的、含有“合理内核”和“基本

内核”的德国古典哲学。

从公元前７世纪古希腊政治家、思想家梭
伦至近代早期，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

然界，其自然观就是其世界观，所以，哲学被认

为是一种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或知识体系。这个

世界观事实上由两大部分构成，即认识论和方

法论。认识论是“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对自

然界现象的了解”，它是哲学的基础，即“理

论”［６］２４６；由于在“物质与精神谁为第一性”这

一根本问题上的对立，其下形成了两大派别，即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对自然界现

象的看法，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认识这些现

象的方法”［６］２４６，它是哲学的工具，即“方法”；

由于在“世界是运动、发展的还是静止、循环

的”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对立，其下形成了两大

派别，即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纵观人类的认识

史和思想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总体上

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扭曲了的哲

学，其对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的

认识是不科学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而唯物主义

和辩证法作为一种其看法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

哲学，其对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

的认识是科学的，因而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复

杂的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原因，作为人类认识事

物的正确理论与方法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从来

没有实现过统一，即使集西方哲学之大成的德

国古典哲学也未能实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

一———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同唯心主义“同

居一室”；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同形而上

学“住在一起”。所以，黑格尔以具有革命性的

思想方法，却得出了极其保守的政治结论；费尔

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

义的权威，却“将小孩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

了”，他丢掉了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最宝贵的

东西———辩证法。实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

一这一重大使命，历史地落在了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肩上。

马克思开始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志向是做

一名法学教授，而且也做好了赴任的准备。由

于在大学毕业前后其思想先后受到黑格尔和费

尔巴哈的影响，其志趣很快由法学转向哲学，先

是加入“青年黑格尔左派”，一段时期后，又投

入“费尔巴哈派”。这表明，此时的马克思在思

想方法上倾向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摒弃其唯

心主义；在理论上即思想体系上倾向于费尔巴

哈的唯物主义，但摒弃其形而上学。其在哲学

思想上的矛盾显而易见。这一点，马克思自己

也觉察到了，于是他决心对此进行清理，这一决

心由于１８４４年在巴黎同恩格斯的会见而得到
了加强，从而变成了两人的共同行动。当年他

们合著了《神圣家族》，批判了他们自己曾经身

在其中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并首

次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

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次年，马克思因参加革命

活动被逐出巴黎，迁居布鲁赛尔。在这里，他着

手清理费尔巴哈哲学，打算写一本书对其进行

系统的、全面的评述，批判地肯定其唯物主义，

否定其形而上学，为此他首先写出了一个纲要，

这就是被恩格斯赞颂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

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该提纲仅有１５００字左右，列出了１１个
问题，有的问题短到只有１行字，却点出了费尔
巴哈哲学———更不用说低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

的其他唯物主义———的缺陷，从而可以清晰地

看出自己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即辩证

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

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区别。１８４５—１８４６
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又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

识形态》一书，继续清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

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论证了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揭露了德国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面目，第一次提出无

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１８４７年，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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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了《哲学的贫困》，对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流

派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与此

同时，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原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向前大大

地推进了一步。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
马克思恩格斯着手起草该同盟的纲领。该纲领

最初定名为《共产主义原理》，以问答形式出

现，由恩格斯执笔写出初稿。当年１２月，马克
思停下手中的其他工作，与恩格斯一起全力投

入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工作。两人先是

商定将《共产主义原理》改为《共产主义宣言》，

后又决定将《共产主义宣言》改为《共产党宣

言》，将其作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

纲领———理论基础和斗争策略。《共产党宣

言》以《共产主义原理》做基础，《共产主义原

理》的思想充分地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

《共产党宣言》是集两位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截

至１８４８年关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所
有研究成果之大成。

１８４８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
思的哲学学说即世界观学说的日臻成熟，其中，

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最为精彩，唯物史观

的三大支柱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生产力是历史前进的最终推动力、人民群众是

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跃然纸上，为随后剩余

价值的发现提供了哲学工具，为再后科学社会

主义学说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四、剩余价值的发现及其对科学社

会主义学说创立之意义

　　就在马克思专注于对青年黑格尔派、对费
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清理的同时，青年恩格

斯由于职业原因来到了英国产业革命的策源地

曼彻斯特市参与经营一家其父亲参股的纺织

厂，并在此后由办事员一直做到股东，成为老

板。在这里，恩格斯目睹了工人穷苦的生活状

况，阅读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其观

察、研究、分析的结果，就是１８４５年出版的世
上第一部揭露工人阶级真实生活的《英国工人

阶级状况》。恩格斯通过该书使全世界无产者

明白：除了社会主义，他们再没有其他的出路

……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

目标，才会成为一种力量。［３］２７１－２８７这是该书的

基本思想。此前一年，１８４４年恩格斯在马克思
（和卢格）主编的刊物《德法年鉴》上已发表过

一篇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用社会

主义观点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乱

象，认为那些乱象都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

后来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时说道：

“马克思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

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事实正是如此：马克

思拜读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政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支点是数学，鉴于马克思精

通数学且对微积分有很深入的研究，恩格斯建

议马克思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彻底揭开

资本主义制度的秘密，而自己则继续分担清理

旧哲学、创立新哲学的责任。以后的情况世人

都很清楚：马克思倾其半生之精力，于１８５９年
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于１８６７年出版了
《资本论》、于１８７５年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
等一系列将会改变无产阶级和人类命运的经济

学著作。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之

一———剩余价值规律，就是在这一时段完成的。

而恩格斯则先后于 １８７９年出版了《反杜林
论》、于１８８０年出版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于１８８３年完成了其全面总结１９世
纪自然科学成就、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

和形而上学的《自然辩证法》、于１８８４年出版
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于１８８６年出
版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等经典著作。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

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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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１５００字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面展
开、充分论证，为旧哲学———德国古典哲学———

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圆了其“亲爱的卡

尔”生前未来得及实现的一个“梦”。

从进入奴隶社会起，社会便形成了阶级，富

人剥削和压迫穷人已是社会常态。资本主义制

度下的剥夺和压迫，本质上没有改变，只是形式

上改变了。剥削的秘密被雇佣劳动，被工人劳

动与资本家付出工资“等价”交换，被自由、平

等、博爱的口号掩盖住了。显然，识破资本主义

的秘密需要天才的智慧，而说破这一秘密更需

要伟人的胆识。

由亚当·斯密和大卫·嘉图所创立的古典

经济学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这是一

个很重要的发现，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

进步意义的结论。两位“经济学教父”对此未

再深究下去，他们留下的问题是：由劳动所创造

的价值那么多，为什么工人只得到其中很少的

一部分而绝大多数都落入了资本家的腰包？其

实，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只有几步

之遥，两位大师为何就此止步？对此，马克思是

这样解释的：“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

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研究剩余价值

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７］５０４由

此可以看出，对于资本主义的秘密，能看破又敢

于说破的人，才是具有大智大勇的伟人。这个

人，就是发现剩余价值并将剥削的秘密告诉全

世界的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要理解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首先要研究雇佣劳动，这是一

种与奴隶制下的奴隶劳动、封建制下的农奴劳

动性质不同的劳动。与奴隶、农奴完全失去自

由、半失去自由相比，工人与雇主的关系是一种

雇佣关系、契约关系———雇主（资本家）用资本

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而付出工资，劳动力就是商

品，工人在表面上是“自由”的，他不是资本家

的附属品，资本家只是用工资来交换工人的劳

动力。这样的经济制度似乎无可厚非。但马克

思发现，劳动力并非一般的商品，而是一种特殊

的商品，其特殊之处在于它具有一般商品所不

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不仅能再生产出它本

身的价值（即所谓的“工资”———资本家购买工

人劳动力的价格），而且能创造出比它本身价

值大得多的价值，这部分价值工人看见了，但拿

不到，它被资本家占有了，这就是剩余价值。换

言之，工人的劳动时间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再生

产劳动力价值的时间———必要劳动时间；二是

创造剩余价值的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在资

本主义社会，工人对于雇主的意义只有一条：创

造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剥削阶级集团剥削收入的总源

泉，其表现形式或为利润、或为地租、或为利息。

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

方式的绝对规律。”［７］６７９他告诉人们：榨取剩余

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既然如此，

资本家一定会想方设法使剩余价值最大化，马

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剩余价值

又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家

使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途径（方法）有两条：其

一，延长工作日即劳动时间的长度，以创造绝对

剩余价值；其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以

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其中，由于工人的逐步觉

醒特别是８小时工作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逐步
法制化和普遍推行，靠延长工作日以使工人为

资本家创造绝对剩余价值的做法已行不通，于

是资本家纷纷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

动时间入手，以使工人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相对

剩余价值，其重点是开发新技术、发展大工业。

所以，新技术的开发和投入生产，对于资本家来

说，它标志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而对工人来

说，却意味着相对贫困程度的加重。

此外，马克思的研究成果还澄请了关于价

值创造的两种糊涂认识。一种糊涂认识是，认

为价值是由资本创造的。对此，马克思批驳说，

·９１·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１９卷第２期

资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即体现在

生产资料身上的那部分资本，它只能不变地转

移到产品身上；另一部分是可变资本，即购买劳

动力、体现为工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其价值是

可变的，其增殖部分就是剩余价值。还有一种

糊涂认识来自亚当·斯密，他认为，转化为资本

的全部剩余价值都作为可变资本了，而事实是：

全部资本中的不变资本部分（生产资料占去的

资本），比可变资本部分（工人工资占去的资

本）增殖要快得多、高得多。

剩余价值是由马克思发现的，其看破难，说

破更难。“剩余价值”作为近现代经济学的一

个最耀眼的真理性范畴，最先出现于马克思

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１８５８年５月所写的《经济学手
稿》中。恩格斯评价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

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科学社会主义就

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展开起来的。”［１］２４３

　　五、“两大发现”导出“一个结论”：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应运而生

　　马克思青年时期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制度不
满而投身学术活动和理论研究的，但他发现，即

使当时处于认识最高水平的哲学和经济学———

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都对资本主

义制度给人们带来的利弊得失保持缄默，其中

有利害的掣肘，也有认识工具落后的原因。于

是，马克思从大学毕业后就着手清理旧哲学和

旧经济学的遗产———留其精华，去其糟粕，意在

彻底清理的基础上重新锻造两件新的认识工

具，用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剖析，发现其问题，

改变其制度。由于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和新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创立，特

别是其中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用于分析

资本主义社会，许许多多此前一直纠缠不清的问

题便豁然开朗了，所有的问题都指向资本主义制

度、指向该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私有制。对

于马克思这“两大发现”的价值和意义，恩格斯

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

根据之上的”［１］４４，列宁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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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两大“认识工

具”使马克思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得出

了一个结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

主义社会。”［５］５５９这个结论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社

会主义学说的结论。该学说认为：劳动社会化是

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物质基础，完成这个转变的

力量是资本主义自己培养的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几乎

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资本主义从意大利－欧
洲文艺复兴运动后期便开始萌芽，因不满意这

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就从那时便

开始出现了。早期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想，虽并

未使用“社会主义”这一名称，但其内涵与社会

主义思想相同或相似。第一个使用“社会主义

者”一词的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１８２６
年在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上最早出现

了“社会主义者”这个词。１８３２年，在法国的
《地球报》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

义者首次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用以区别于其

他的“主义”。１８３０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
广泛流行，其含意多有提倡社会公平正义的意

思，为社会中下层人所向往，所以响应者众多。

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而张扬社会主义旗帜

的流派很多，根据其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将其大

致分为三类，即封建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

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人们常说的

空想社会主义，其性质介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

义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空想社会主义对

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度，批判也比

较彻底，较为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

想，所以能成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主

要来源。

科学社会主义与当时的其他社会主义流派

完全不同，它的如下特征是其他社会主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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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唯科学社会主义所特有的：

其一，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鲜明的

无产阶级特征，其宗旨是解放全人类，首先是解

放无产阶级自身。

其二，它有两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是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识

论和方法论；二是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的政治

经济学。

其三，它认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

私有制之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死穴”，社会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趋势，并为加速

其实现而奋斗。

其四，它是实践的社会主义，认为：“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４］１６而当理论已经成熟，纲领已经明晰时，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１］３。毕竟社

会主义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

其五，它认为，对资本主义制度，仅有“批

判的武器”是不够的，还应当对其进行“武器的

批判”，以武装夺取政权。

其六，它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只是从资本主

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

主义。

其七，它认为，作为阶级社会中万恶之源的

私有制，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生产力的

发展，将被消灭；在此之后阶级将不复存在，国

家也逐渐走向消亡。

以上特征表明了这一学说的科学性，故被

称为科学社会主义。

笔者有这样一种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中，列宁是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

成部分的［５］３７８，而且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是并

列的，互不隶属。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从内容上

看，的确是这样。但是，并列的“三个组成部

分”未能明确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主从

关系、因果关系、工具与目的的关系等，这无助

于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恩格斯对此是很

在意的，他的《讲话》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都着力于阐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

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视后者为归宿。笔者

认为，如果一言以蔽之地概括马克思主义，可以

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学

说或理论，其内涵与“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

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其外延要大于它，因为它将

其包括在其中了。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为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进入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成为它的哲学基础；政治经济学作为分

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工具进入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成为它的经济学基础。总之，是马克思

用自己的哲学和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托起了科学

社会主义这座大厦！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之

后，科学社会主义就可以被看作是：建立在科学

的哲学基础和科学的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一种无

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

　　六、伟大创举、成功实践：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与人类社会主义事业

　　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容“天下”，奉行“和合”
哲学的伟大民族，“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

想在中国已存在了两千年，在科学社会主义学

说尚未诞生时，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在科学社

会主义学说诞生后，它就不再仅仅是愿景，而是

有了实现的根据。这说明，在中华民族的传统

意识里，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潜伏着

朴素的“大公”思想和“大同”意识，中国改革开

放后能以４０年之努力，走完西方走了３００多年
的路，原因虽然很多，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尤

其是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无疑是其中最重要、

最根本的原因。

二十多年前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在这些国

家偃旗息鼓之时，美国学者福山曾对社会主义、

对马克思作出了“终结”的结论，时评称之为

“历史终结论”。福山的话刚刚落地，２００８年，
一场肇始美国、席卷欧洲、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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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爆发了；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

国却以西方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气势和速度迅速

崛起，由富而强。这时的福山自知丑话说早了

而且说错了，之后曾两次对其“历史终结论”进

行修正、调整。看来，西方的某些学者，即使名

大、位高、言重如哈佛大学教授福山者，自以为

已经看清了社会主义在苏东是怎样“落幕”的，

但怎么也弄不明白发生在落后的世界东方的

“中国故事”。其实，“中国故事”很简单：这是

一个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

义，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开辟的科学社会主义道

路披荆斩棘、降龙伏虎、移山倒海、砥砺前行，终

于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动人故事。

“中国故事”表明：中国是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优等生”。

马克思主义曾经通过十月革命传播到全世

界，为什么于２０世纪初在中国“落地”了而且
“生根”了？其原因并不复杂，那是因为“理论

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

于理论需要的程度”［４］１０。２０世纪初，灾难深重
的中国需要的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也

不是用资本剥削取代封建剥削实行所谓资产阶

级民主的国家。恰在这时，马克思主义指出的

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契合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

潜意识中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追求，这

种契合，在今天看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

民族根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预示着它有一天会在中国“开花结果”。１８４４
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

一句名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

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武

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

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４］１５７０
多年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的闪电”射入了

“没有触动过”的中华大地；又过了３０年，中国
人终于“解放成为人”。

时间原本是个定值，１天就是１天，１年就

是１年，但这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概念。而如
果用历史的大尺度来看时间，则就会出现这样

的情形：当历史的脚步“步履蹒跚”的时候（如

中世纪），“２０年等于伟大历史发展中的１天”；
当历史的脚步“只争朝夕”的时候（如产业革

命），“会有１天等于２０年的时期”［８］。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就是用马克思的这一预言，以“１
天等于２０年”的速度前进的，所谓的“中国速
度”，其秘密就在马克思的这段话里。正是以

这样的速度，中国用４０年时间走完了西方用
３００年走完的路程。

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归根

结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作为科学社会

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所提供的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经

验，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其对

全人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论建设

和实践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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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轻工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理念就蕴含着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

一是丰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立足于唯物辩证法，既肯定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又依据中共十八大以

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科学

研判，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与“不变”有机统一的发展逻辑。二

是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又继承

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探索成果，牢牢立足于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出了当代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解答。三是人民至上的价值观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和中国

共产党人的群众观为支撑，将党对人民群众的地位、作用和情感升华到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高度：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新时代的主体地位；极大强化了党

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深刻凸显了新时代党执政理念和治国理政逻辑的阶级

立场。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理念的丰富内涵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我们全

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而且也能为我们“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

提供重要理论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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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新时代”这个重磅

概念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以极高的

频率和极大的感染力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国际社

会的热切关注。这个贯穿全篇的理念，立意深

远，内涵丰富，彰显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质，蕴含着深邃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逻辑。

　　一、丰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所作的工作报告，通篇贯穿着丰富深刻的辩证

法思想，这种辩证智慧在“新时代”这个理念中

得以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提醒我们

要注意把握两个“不变”，即我国仍然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另一方面又提醒我们要注意把握一个新的

“变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１］１０。这一看似对立的论断实则浸透着深刻

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和智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

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２］。人类社

会的发展也同样遵循这一辩证规律，有其自身

的发展过程和本质逻辑。“大体说来，亚细亚

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

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

时代。”［３］无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具有

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就其生命力而言，每

个社会形态都会存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在这

样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的本质和性质

会相对地保持长期不变。典型的例子如西方号

称“千年王国”的中世纪，以及东方有着“活的

化石”［４］之称的中国封建社会。然而与此同时，

社会有机体本身并没有丧失活力，而是以或快或

慢的速度在发生变化。“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

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

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

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

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

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

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５］社会的生产

力水平会随着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能力

的提高而得以提升；生产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

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会因此逐渐地发生变革。贯穿社会发展

这一内在本质规定的是量变和质变的有机统

一。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在起初并不起眼，

并不足以让整个社会一下子就面目一新；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量变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

就必然会引发质变，社会有机体的本质和性质

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在“旧世界”消逝的同时，

“新世界”随之而诞生。

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辩证法思想贯彻到了

对我国社会本质和性质的考察中，对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作出了深刻的哲理

剖析。一方面，我国社会的本质和性质并未发

生根本改变。这主要是由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

平所决定的。我们现今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我

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非高级阶段，

决定着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

另一方面，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也在

悄然地改变着自己的容颜。通过４０年的改革

开放，特别是通过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努力，我国

的综合国力迈上了新台阶。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我

国ＧＤＰ总量从５４万亿元增长到８０万亿元，稳

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新跨越，２０１７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２５９７４元，仅为３０．１的

恩格尔系数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国际公认的中

等收入国家行列；“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吸引了世界主要国家或

地区加入，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

展理念受到全球注目，被写进２０１７年联合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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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文件中，中国不断给世界发展注入活力，引

领世界发展新潮流的能力增强。这些历史性变

革赋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崭新的面貌，表明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正在开启一

个新的时代。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前者

唯物主义地肯定了我国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长期性———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

“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６］１６；

后者则辩证地揭示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中国在演进过程中将出现阶段性质变和渐进性

飞跃的客观发展逻辑，即必然在保持自身的本

质和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而呈现出新的内容

和形式，即新的发展形态。

因此，“新时代”这一理念蕴含着马克思主

义辩证法的深邃智慧。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

的高度，透过现象深入到我国社会的本质，揭示

了其“变”与“不变”的有机统一，对其发展阶段

作出了极为精确的科学把握。

　　二、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

“新时代”这一理念还蕴含着实事求是的

认识论原则。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何会发生转

变？这一变化为何就必然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一个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牢牢将实

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贯彻到了对这些问题的分

析中。他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对此作出

了科学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的根本

要义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

事物的本质。毛泽东同志对此有过经典的阐

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

是我们去研究。”［７］８０１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

了进一步的解释，强调实事求是就是“要深入

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

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

联系”［８］。因此，所谓“实际”就是客观世界，就

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和社会。我们坚持实

事求是的目的就是要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的本

质，就是要去研究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国家和

社会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依照唯物史观，

它是由该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共同决定

的。各个社会形态之所以能够区别开来，就是

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各不相同的矛盾体。也就

是说，它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都各不相同。唯物史观明确将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界

定为社会的基本矛盾，认为这一矛盾推动着社

会的发展，并决定着它的性质。社会基本矛盾

的这一作用又是如何发挥出来的呢？马克思主

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必然会在经济生活领域

中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多个矛盾）反映出来。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

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

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９］３２２因此，社

会基本矛盾必然在经济生活和上层建筑领域以

某种形式突出地呈现出来，而这个在矛盾体系

中占据主导地位、影响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

展方向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因此，社会基本

矛盾和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

对二者作出科学的区分，才能认清社会形态的

性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

盾与社会形态发展的本质联系的原理，为人们

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支撑，也为中国共产党科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

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成为

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科学依据。

１９５６年，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此，中共八

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认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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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两条道路”和“两

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

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

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

的矛盾”［１０］。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同时也对这

一主要矛盾的本质作了界定，认为“这一矛盾

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

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

生产力之间的矛盾”［１１］。接着，１９５９年，毛泽

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

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方

面，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遵循人类

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

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

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

盾”［１２］２１４。另一方面，毛泽东又着重分析了社

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认为这一矛盾具有不同

于以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１２］２１５的新特点。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生产关系与生产

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相适应条件下的

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

此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同一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斗争性是矛盾的次

要方面。因此，社会主义的非对抗性的基本矛

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予以解

决。基于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认

识，毛泽东对我国当时社会主义发展程度和所

处阶段作了初步分析。他先是认为，我国已经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来他又指出，“我国的社

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１３］。

这些认识不仅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

展，而且为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

段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指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党和

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

本原理，又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

会矛盾的认识，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

段作了进一步的探索。邓小平既肯定了中共八

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也实际上认

同了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发

展阶段的正确认识［１４］１８１－１８２。他立足于当时

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客观

实际，作出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科学判断［１４］２５２，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

处于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这决定了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有一个由初级到

高级的过程”［１５］７９。这一思想得到了其后历届

党中央的认同。例如，中共十五大报告就重述

了邓小平的这一看法：“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

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

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６］４我

们处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极其

特殊，它既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马

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而是中国社会

主义发展必经的特定阶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

一体。这个阶段的基本矛盾是毛泽东同志所揭

示的非对抗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之

相对应，邓小平对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作了深刻的分析：“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

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

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

·６２·

 邓小平同志对此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

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

间的矛盾。’他在这里说了很长的一段话，现在不重复。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

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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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

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

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

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１４］１８１１９８１年，中共十

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之作了规范性表述：“我国

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 同 落 后 的 社 会 生 产 之 间 的 矛

盾。”［１５］３４５基于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本质界定及其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认识，

党领导人民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中国从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中共十九大报告的内容看，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地将社会主义社

会的发展逻辑问题承接了过来，其所提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１］１０这一论

断，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的思想，认同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非对抗

的矛盾这一结论；也继承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认同其关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自觉以这些实践经验和

思想为理论支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实事求是地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展

开了新的探索。

这一新的探索有着深厚的实践根基，牢牢

奠基于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迅猛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我们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十二五”规划胜利完成，“十三五”规

划顺利实施，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

我国总体上实现了小康，“解决了许多长期想

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

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

史性变革”［１］８。“这些历史性成就是全方位的、

开创性的。”［１６］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意味着我

国已经基本解决了“落后的生产力”难以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

然而，在取得重大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遭遇

了一系列新的结构性难题，“主要是：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

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

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群众在

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

题”［１］９。这些突出的问题事实上正是新的社会

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正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然发生转化的突出特征。“捉住了这个主要

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９］３２２因此，在中

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我国变

化了的实际，根据其所呈现出的新的矛盾特质，

审时度势，实事求是，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１］１１的科学

结论，由此得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１］１０这一科学论断。由于我国的生产力

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由于我国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

间仍然存在着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的不相

适应，并突出地表现为一系列的不平衡或不均

衡，因此，我国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由于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旧的主要

矛盾，由于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是新的主要矛

盾，因此我们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那么，“新时代”究竟“新”在哪里？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讲得非常清

楚，从五个方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本质内涵。其一，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了新的征程。其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它

们之间的关系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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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社会形态却发生了

阶段性的质变和渐进性的飞跃。其三，我国现

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极大展现了社会主义

的勃勃生机，而且极大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势。其四，实践证明，我们开创了一条不同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之路，为

其他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实现本国和本民族

的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其五，中国刷新了人们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认

识，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

制度不但不输于资本主义，而且有其所不及的

理论优势和制度优势。

因此，“新时代”这一科学理念的形成、“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论断的提

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贯彻了马克思主

义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不仅坚持了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根据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对之进行了新的丰富和发展，由

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

　　三、人民至上的价值观立场

“新时代”理念还蕴含着鲜明的价值观立

场。中共十九大报告为何把“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作为我国当下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这有

两个依据：一是客观的现实依据，即我国当下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二是重要的价值观依

据，即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人民至上的阶级

立场和价值追求。

人民利益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立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力。”［７］１０３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以往形形色

色的唯心史观根本对立，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将历史的发展与前进归因为广大

人民群众实践参与并积极推动的结果，认为历

史的发展必然是不断朝着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

利益的方向前进。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将

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立脚点，必须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始终

秉持的根本理念。中国共产党将这一宗旨极其

彻底地贯彻到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她把解放全中国人民

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奋

勇拼搏，一往无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

月换新天”［１７］２７６，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

中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她把进一步提升人民主体地位作为

自己的奋斗目标，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神女

应无恙，当惊世界殊”［１７］２３９，确立了社会主义制

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

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她把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自己的根本任

务，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中共十八大以来，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

原理，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党对人民群

众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早

在２０１２年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

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地

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

的奋斗目标［１８］４。这一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

坚决捍卫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理念，成为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根本价

值旨归，并在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实践进程中

得以升华，将之提升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高

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１］１９

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科学界定了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深刻阐明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蕴含着丰富的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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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

其一，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新时代的

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

力量的源泉。”［１８］５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亿

万人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自觉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个人梦有

机统一，奋力拼搏、辛勤劳动，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和新时代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和智慧，

他们是新时代当之无愧的“最可爱的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新

时代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历史性成就，离不

开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党中央对此高度肯

定。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累计

２０３次提及“人民”二字，并明确指出：“五年来

的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更是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１］９一个“更”字

深刻展现了党对人民创造新时代的伟大地位和

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

其二，极大强化了党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

感。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始终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的位置”［１８］４０９；“诚心诚意做人民的

小学生”［１９］３１８；“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

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

问策”［１８］２７。这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

感延续了以往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党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的优良传统，又基于新时

代的新实践把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戴提升到

了新的高度，实质上是把“尊重人民”升华为

“敬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这

种“敬仰”绝非抽象的政治辞令，更非西方资产

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谎言，究其实质，这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群众重要作用

的情感共鸣，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地位的理性

认同。

其三，深刻凸显了新时代党执政理念和治

国理政逻辑的阶级立场。在习近平总书记看

来，人民群众不仅是推动时代发展的主体，更是

决定时代发展道路和方向的主人。在学习贯彻

中共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

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２０］问题从何而来？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

态的最实际的呼声。”［２１］时代所提出的一切问

题，本质上都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

及其利益诉求的深刻反映，因而一切时代问题

都是人民群众的呼声，都是其作为时代主人对

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深切愿望和利益要求。因

此，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天职就是

“答卷”，即“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

命担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决打

赢改革这场攻坚仗，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

的答卷”［１９］４１０。中国共产党不但要认真“答

卷”、积极解决关涉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而且要“答好卷”、力争取得优异的成绩，要以

赢得“阅卷人”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为其执

政的最高价值追求。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

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

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

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１９］４０“时代出

卷—党来答卷—人民阅卷”的崭新执政理念和

治国理政逻辑，不仅极大彰显了我们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一贯宗旨，而且也突出展现了

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阶级立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继承和

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而且创造性地丰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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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赋予其别具中国特

色的丰富时代内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

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

会发展各个环节。”［１９］２１４中国共产党明确将这

一崭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确立为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价值观，将

“以人民为中心”牢牢贯穿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中，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鲜明价值观立场。经济领域的供给侧改

革目标，其直接目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

临的产能过剩等突出问题，根本上则是为了满

足人民群众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更高需求；政

治领域的全面依法治国目标，其直接目的是要

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律制

度支撑，根本上则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

正义的追求；文化领域的文化强国目标，其直接

目的是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根本上则是为了提高

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素养；社会建设领域的

和谐社会目标，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富

强和民族振兴，根本上则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

上幸福的生活；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美丽中国

目标，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

环境之间的矛盾，根本上则是为了人民群众的

利益即为了在当代中国逐步实现其全面自由发

展。人民至上的理念也牢牢贯彻到了“四个全

面”的战略布局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

终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全面深化改革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增进人民福祉；全面依法

治国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的

侧重点则是要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

也正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

报告中再次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１］１这

个“初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服务的

真心，就是时刻都把实现人民利益作为根本宗

旨的恒心。可以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开展的一切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为了人

民；亿万人民的支持和信赖鼓舞着党竭尽全力

投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和人民心连

心、同呼吸、共命运，谱写壮丽诗篇，铸就伟大事

业，因而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道

靓丽风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

领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必

将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必将以更

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

“新时代”理念，蕴含着十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逻辑。这一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成果，深刻反映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变革和发

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基于新时代的新实

践对之作了丰富和发展。“新时代”这一理念

的提出，深刻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深刻反映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厚度和

科学维度。深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理念的

丰富内涵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我们全面贯彻

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而且也能为我们“实现

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提供重要理论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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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主流意识形态；

历史机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马寒
ＭＡＨａｎ

郑州轻工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一方面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网

络社会和国内各种思潮的严峻挑战，必须进行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伟大斗争；另

一方面，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在理论、经济、文化和外

部环境四个方面，其发展和壮大又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新发展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支撑，经济实力的显著

增强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现实基础，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和

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提升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竞争优势，国际

舆论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营

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需要我们抓住并主动利

用好这一历史机遇，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理论贡

献和实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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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寒：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机遇

　　深刻阐明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
临的历史机遇，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

导地位，进而丰富和发展２１世纪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的重要理论课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在改革发展稳定、政治经济文化、治党治

国治军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不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蓬勃发展，而且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

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这不仅为

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交往规则朝着开放包容、

互惠共赢方向变革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充分

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

的巨大引领作用。中共十九大站在新时代的历

史高度，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

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１］２８。从整体上看，虽然当

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竞争“西强东弱”的格局

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

得的巨大成就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衰退

形成了鲜明对比，和平崛起的中国逐步走向世

界舞台中央。从现实上看，我们党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积极防范和抵御

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效引

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平稳、趋

势向好。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洞察国

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牢牢把握当前难得的

历史机遇。本文拟从理论创新、经济增长、文化

繁荣、外部向好四个维度阐述发展和壮大我国

主流意识形态所面临的重要历史机遇。

　　一、理论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新发展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

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

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

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

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２］８中共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世情、国

情、党情的变化，在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前期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思想从理论上

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一重大课题，从实践上深刻指明了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具体路径，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

态提供了根本遵循，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
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历史表明，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里，主流意

识形态都深刻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并居于政治

上层建筑的核心位置。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

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历史时期，我国也正在

经历着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各种理论

学说和社会思潮都力图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找到

自我展示的舞台和实施影响的空间。面对社会

思潮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以及主流意识形

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交错并存的新形势，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有效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实践证明，

任何一种止步不前的意识形态理论都不能长久

引领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

同样如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马克思主

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中华民

族发展史、中国人民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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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高度，深刻阐述了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

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不渝的根本使命，深

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从世界社会

主义五百年的大历史跨度，将社会主义划分为

六个基本阶段，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

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是迈向共产主义社

会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不仅科学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

哪里来，又往哪去去”的重大问题，而且有力证

明了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

上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从而揭

示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它倡导“人类命运共

同体”，将中国的发展命运与世界各国的发展

命运紧密结合起来，有力批判了西方主导的

“普世价值论”，指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

从而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由此可

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

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立足于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牢牢把握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推进实现

“两个一百年”目标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的新飞跃，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

系，极大地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内涵。

其二，有力反击了各种错误理论的诘难，维护了

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权威。毛泽东曾指出：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

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

样。”［３］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

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内外各种错误理论

和社会思潮蜂拥而起，它们用“威权政党”“弹

性政府”等论调曲解我们党的领导、质疑我们

党执政兴国的合法性，用“国家资本主义”“新

型社会民主主义”等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

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

断。”［２］１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提出，向世界鲜明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评判标准及其对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

度的重要意义，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

理论威权有力回击了各种错误理论和社会思潮

的诘难。

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贯

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过程的

根本指导思想，它不仅确立了主流意识形态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

指明了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任务和发展

方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大众化，建

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

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１］２８其一，它指明了主

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必须坚持和发展２１世纪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面对新时代特点和实践要

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的问题”［２］９，应以宽广的视野审视马

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

大力推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２１世纪马
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这是主流意识形态建

设的理论根基所在。其二，它指明了主流意识

形态的发展必须服务于中心工作。“经济建设

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

端重要的工作。”［３］１５３这个重要论断是从两个层

次上来讲的，“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讲的

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层面，而“意识形态工作是

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讲的是上层建筑层

面。意识形态工作根源于经济社会发展，并反

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下，

主流意识形态发展要着眼于两个问题：从经济

基础角度讲，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上层建筑角度讲，要加强马

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升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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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和话语权。其三，它指明了主流意识形

态发展必须注重增强其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

使主流意识形态为治党治国治军、政治经济文

化、改革发展稳定等工作明确指导思想、汇聚强

大力量、凝聚广泛共识。

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
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

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

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４］马克思

这段论述明确表达了三层逻辑关系：一是理论

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发挥作用；二是理论只

有说服人，才能为群众所掌握；三是理论只有彻

底，才能说服人。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有力地证

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合

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能够并已经成为全党

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一，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了全党

的战斗力和号召力。当前，我们党是领导具有

８９００万党员、４５０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如何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凝聚起全党的力

量，集中精力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摆

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中共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党

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着力解决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

存在的突出问题，使长期存在的管党治党失之

于宽松软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扭转，有力地维

护了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权威。我们党先后开

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扎实用习

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教育党员、

武装干部，有力推进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根

本性好转，使全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其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了全

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共十九大指出：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１］２９

这三者具有层递的逻辑关系，而基础在于人民要

有信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

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

量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从而赢得了全

国人民的信赖和支持。２０１２年，习近平总书记
率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

就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３］４，并用涉及人民生活实际的“十

个更”描述了党在新时期的执政理念和工作导

向。５年来，我们党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脱贫攻坚、教育优先发展、创新创业、全

覆盖式社会保障体系等一大批惠民政策落地实

施，在使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的同时，更增加了

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理论信服和执政信心。中

共十九大更是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明确把增

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强调“必须多

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保证人民在共建

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１］１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坚持把

远大目标与近期目标结合起来，把长远利益与

眼前利益统一起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

办成的大事，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我们

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有力巩固了党的执政

合法性，而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党全

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经济机遇：我国经济实力的显

著增强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

态奠定了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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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质量逐步提升，经济总

量跃居世界第二位。４０年来经济发展成就无
可辩驳地证明，“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

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

展的奇迹”［５］２４７。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不

仅有力证明了道路、制度选择的正确性，而且也

为发展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定的物质

基础，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正如有学者所

指出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以及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持续发酵等国内

外情势的消长变化，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步入了

空前的战略机遇期［６］。

１．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从正反两方面比较
中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从根本上说，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

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

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

好成效。”［７］这说明，任何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强

有力的辩护力和说服力最终都要归结到经济实

力的强弱上来。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强

大说服力，是在综合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其一，

“西降中升”的现实比较。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尤
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意识形态格

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西方世界经济严

重衰退、债务不断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西方

的民主制度遭到普遍质疑。英国《经济学人》

杂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危机造成的心

理创伤与经济损失一样大，它揭示了西方政治

体制的根本弱点，并让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招

致新兴世界齐声谴责”［８］２５５。另一方面，中国经

济持续高速发展带来的强势崛起，打破了西方

世界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话语垄断，不少西方国

家纷纷向中国寻求摆脱危机、实现经济复苏的

智慧和方案。连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也不

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尤

其是在经济方面的发展，是对全球金融稳定的

贡献”［９］。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

施奈德更是对中国推崇有加，认为“山的一面

是稳定，一面是危机，迄今中国在山脊走得很

好”［８］２４０。其二，责任担当的道义比较。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损失惨重，持续多年的经济复苏乏力，拖累了全

球经济的有效增长。为了复苏经济，西方发达

国家一方面大力推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

“逆全球化”政策策略，收缩经济开放限额；另

一方面大打贸易战、破坏贸易规则，企图扰乱国

际经济秩序并转嫁其危机。中共十八大以来，

我国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代替壁垒，以平等

协商代替规则霸权，积极适应并引导全球化，承

担国际义务、展示大国担当，与世界各国一道致

力于推进全球化向“开放、包容、互惠、共赢”的

方向发展，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其三，发展模式的制度比较。中国话语

权之所以不断提升，归根结蒂在于我国经济制

度的固有优势。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将市场主

导与政府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管理模式，将长

远规划与年度规划结合起来的运行机制等，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区别于西

方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中共十九大又在贯彻

“五大发展理念”的前提下，提出“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战略举措，注重发展速度与发展质

量相协调、优质供给与社会需求转换相协调、城

市繁荣发展与乡村振兴相协调、全面对外开放

与内部创新驱动相协调等，在国际范围内彰显

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强大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２．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为主流意识形态建
设提供了物质保障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为解决主流意识形

态领域出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强

有力的物质支撑。这在教育、社会科学和文化

三个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教育领域，我国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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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突破３万亿，
连续５年保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４％以上，在
总量上比２０１０年增长了２．１倍；构建国家院
团、地方院团、高校社团、社会资源、艺术专家等

多方参与的高雅艺术、民间艺术、道德模范、理

论宣讲进校园、进乡村活动模式，近１０年中央
财政和地方财政累计投入６亿多元，活动范围
和场次逐年扩大，有效保障了教育这一主流意

识形态建设主阵地的建设与发展。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共十八大以来，中

央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意见》《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

设的意见》等文件，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国家智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以及各类专门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的资金投入。

２０１７年，中央安排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１８．７
亿元，比２０１６年增长１０％；安排国家高端智库
经费２．８亿元，比２０１６年增长１２％。［１０］用于社
会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人才培

养等方面的资金支持力度也逐年加大。近年

来，社会科学领域投入的不断增长，为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等

提供了条件，促进了理论创新，进而为主流意识

形态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在文化领域，２０１６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
达到１．２３万个，共演出２３０．６万场次，其中赴
农村演出１５１．６万场次，占比超过了６５％；出
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

见》，着力解决公共文化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中央财政全年共落实补助地方专项资金

６１．０３亿元，用于支持“三馆一站”免费开放、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等文化项

目。文化建设经费总额达到７７０．６９亿元，是１０
年前的６．２６倍；全国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机构
逐年增长，并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倾斜，截至

２０１６年底，农村乡镇综合文化站达到３．４万个，
受众人数超过５亿人；中西部地区文化事业经费

达到４００亿元，占比５２．３％，超过东部地区，其中

县级以下占比５１．９％。［１１］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

对文化建设投入的整体增长，以及文化供给向基

层下沉，有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文化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有力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

城乡基层群众的凝聚力和统合力。

　　三、文化机遇：文化强国战略的实

施和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提升为发展和

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竞争

优势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

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１］２８这就科学地界定

了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意识

形态引领文化发展方向和道路，文化发展又为

发展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内在支撑。历史

地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大力加强

文化建设、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注重发挥文化之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凝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共识、发挥其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中共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

律，将大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上升到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高度来认识，

提高到优秀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根和魂的高度

来把握，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

厚的自信，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从而为更

好地发挥文化在发展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中的

作用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竞争优势。

１．文化内涵的拓展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建

设的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新阐述，拓展和

深化了文化的内涵。他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包

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与这

三个方面不可分割，并纠正了一度将中华优秀

·７３·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１９卷第２期

传统文化排斥在社会主义文化之外的错误倾

向。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

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

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

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

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３］１６３这就深

刻阐明了文化、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主流

意识形态的价值表现）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

系，从而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

２．文化体制改革优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发展

的政治法治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丰富

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１２］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

注重文化建设顶层设计，出台了《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实施方案》《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

展改革规划纲要》，制订实施新老媒体融合发

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程、文化企业效益评估

体系、文化管理股权试点、文化产业制度改革、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改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等４０多个改革文件。据统计，

中共十八大以来确定的１０４项文化改革任务已

经完成９７项。［１３］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又出台《关

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及具体改革

方案，着力推进包括文化管理体制在内的重大

改革，对文化管理机构及其职能行使进行了科

学布局，将涉及“文化—意识形态”发展的一系

列重要内容全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

化统筹范围之内，大大优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建

设的政治环境。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同时，

国家大力加强文化立法尤其是互联网立法工

作，颁布实施了《网络安全法》《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等，涉及网络文化领域的法律从原来

的４部增加到７部。这些法律的出台大大缩减

了网络不良文化的传播空间、寻租空间，为主流

意识形态在网络传播中占主导地位营造了良好

的环境。

３．优质文化供给的增长为增强主流意识形

态的主导权提供了条件和保障

当前，在文化和社会思想领域，主流价值引

导与多元价值诉求同在、主流思想观念和非主

流思想观念并存、先进文化与各种文化交织。

在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在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斗

争从来没有停止，“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

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

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１４］，这表明存在于

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渗透具有隐蔽性。近年来，

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致力于提高优

质文化供给，消除不良文化侵蚀，文化产业进入

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产业投融资活跃，文化市场

活力不断释放，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

化信息传输服务业、文化艺术服务业、文化休闲

娱乐服务业的产值均实现了１０％以上的增长。

对内不断增强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大力实施

“文化金融扶持计划”“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计

划”“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计

划”，出版传媒产业、电影产业、广播电视产业、

演艺产业、教育培训产业、新媒体产业迅猛发

展，每年均有大批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

优质文化艺术产品出现。对外坚持文化“走出

去”战略，出台《“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

供文化供给，２０１８年，仅文化部“一带一路”文

化贸易与投资重点项目就高达４０项之多。海

外文化阵地和品牌建设不断增强，２０１６年全年

对外文化交流项目２６７２项，２０１７年更是超过

３０００项。在俄罗斯、瑞典、希腊等国家建立中

国文化中心３０多个。“中国年”“中国节”活动

走进１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００多座城市，以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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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场文化活动，精彩地演绎了新时代中国故

事。［１５］这些举措为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保障。

４．文化传播阵地建设拓宽了主流意识形态
的传播渠道

近年来，随着文化传播技术的发展，我国文

化传播手段多种多样、传播能力大幅度提升。

从国内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２０１５年全
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披露，全国共有广播

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１９００多家，广播人口
覆盖率达到９３％以上；电视节目２０５８套，卫星
广播接收站约１８．９万座，有线电视用户高达１
亿；全国共出版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和电

子出版物５５０．６亿册（份、盒、张）。［１６］此外，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第３９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中国网民规模达７．３１亿，相当于欧洲
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５３．２％。互联网
注册域名总数达２０６１万，居全球国家域名首
位。［１７］与西方国家文化传播平台的私有化相

比，我国以国家为主导的文化传播平台有充足

的能力保障文化内容的主流化导向。从国际来

看，一方面，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

等国家主流媒体与多个国家的媒体建立有良好

的沟通合作机制，中国电视台、中国广播电台落

地数量逐年增加，使国外受众有更多机会听到

中国声音；另一方面，通过与多个国家共办文化

交流年活动、建立孔子学院和开设孔子课堂、青

少年夏（冬）令营文化交流活动等，大力推进文

化融通。在今天国际多元文化激烈竞争的背景

下，这些举措有力地拓宽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的传播渠道，从而在更广的空间范围将话语权

和主导权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四、外部机遇：国际舆论格局的变

化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为发展和

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营造了良好的

外部环境

　　中共十九大对我国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进

行了准确的研判，不仅从宏观上作出了“世界

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

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而且对世界发展正

向趋势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

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

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

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１］３９－４０。国际

环境尤其是国际舆论格局的深刻变化，为我国

主流意识形态基于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夺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

１．国际舆论格局的变化有利于发展和壮大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回顾历史，就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而言，自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舆论格局总体上发生过三

次较大的变化：第一次是自二战结束到１９９０年

代初冷战结束，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

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两极争锋的舆论格

局；第二次是冷战结束以后到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

危机爆发，社会主义运动尚未复兴，西方舆论格

局整体上占居有利位置；第三次是自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

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在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的同时，也推进了国际舆论格局的变化，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有了更多的发声机会。在第

三次形成的国际舆论格局中，虽然总体上我们

还未从根本上摆脱被攻击的局面，但国际舆论

对我国总体向好、国际话语权也正在调整过程

中，有利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和壮大的外

部条件正在形成。当前，由于发展中国家和新

兴经济体竞相发声，国际舆论格局呈分化趋势，

正在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上

“一言堂”的局面。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日

臻成熟，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为动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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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

国声音的传播越来越广，赞成并运用中国方案

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使一些西方舆论对中国别

有用心的歪曲和攻击不攻自破，国际舆论对中

国的偏见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２．牢牢占领道义制高点有利于发展和壮大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做

到发声有力，在于它们善于利用各种处理国际

事务的机会，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抢占道义制

高点，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由

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在胜利和顺境

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

摇，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

理想的道义制高点”［２］１２。对内而言，改革开放

４０年来，我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障

人权；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惠及１３亿多人口，大大

提高了劳动人口素质；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实施

精准扶贫，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１５年的２５年间，中国

贫困人口明显减少，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

过７０％；实施“双创”计划和政府扶持计划，提高

劳动人口就业创业质量。对外而言，中国致力于

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积极参与打击“三股势力”，切实履行《京都

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国际义务。这些举措不

仅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且极大提升

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世界认同度。

３．中国国际话语权与世界感召力的快速增

长有利于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国际话语权虽由多个方面构成，但最为重

要的是制度性话语权，即参与国际规则、国际制

度制订，维护国际秩序的权力与权重。在当前

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相关

国际法的争执实质上就是制度性话语权的争

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提高

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２７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事关给

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事关各国

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

位和作用”［１８］。这是党中央放眼世界、着眼未

来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共十八大以来，我

国积极发挥上合组织会议、中国—东盟等区域

组织的作用；设立亚投行、丝路基金，致力于改

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条件；发挥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用，推动改善国际社会磋

商协调机制；致力于改善大国关系，阐释中国实

践、展现中国思想、提出中国主张，积极推动国

际新秩序构建，等等。这一切都得到了国际社

会的广泛响应，中国的倡议和方案已在国际社

会的一些领域得到认可和实施。中国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先后载入联合国安理

会和人权理事会的多项决议，为解决全球和地

区性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

国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以及做出的突出贡

献，一方面奠定了中国作为全球治理机制和国

际政治经济体系变迁的塑造者、建设者和书写

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

发展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

　　五、结语

中共十九大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

导权”放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兴盛”重大战略部署的首位，充分表明了

我们党对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

历史自觉和实践自信。当前，要顺利完成中共

十九大作出的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战略部

署，就要牢牢把握并主动用好多层面展现出来

的难得历史机遇，立足实际、突出重点地破解主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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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诸多难题。例如，在理

论方面，如何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和教育，并以之为指导，推进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在政治

安全方面，如何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

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在实践创新方面，如

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在技术方法方面，如何优化主流意识形

态传播渠道和传播技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

影响效能，等等。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

态，需要我们抓住新机遇、研判新形势、解决新

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贡

献和实践贡献。

参考文献：

［１］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文件汇编［Ｃ］．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３］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１卷［Ｃ］．北京：

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

［４］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

［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１．

［５］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Ｃ］．北京：

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２４７．

［６］　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Ｍ］．北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３９．

［７］　人民日报评论员．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要

两手抓［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３－０８－２３（０１）．

［８］　本书编写组．西式民主怎么了［Ｍ］．北京：学习

出版社，２０１４．

［９］　布热津斯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对全球金融稳

定的贡献［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６－２８）［２０１８－

０３－２０］．ｔｈｅｏ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０６２８／

ｃ１８４９８０－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ｈｔｍｌ．

［１０］今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经费１８．７亿元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０６）［２０１８－０３－２０］．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ｈ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０６／０６／ｃ－

１２９６２５６９３．ｈｔｍ．

［１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２０１６年文化发展统计

公报［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１５）［２０１８－０３－

２０］．ｗｗｗ．ｃｅ．ｃｎ／ｃｗｌｔｕｒｅ／ｇｄ／２０１７０５／１５／ｔ２０１７０５１５＿

２２８０３７５９．ｓｈｔｍｌ．

［１２］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读本（２０１６年版）［Ｃ］．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４：９２．

［１３］刘阳，郑海鸥．坚定文化自信 开创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新景象［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０７－２４（０１）．

［１４］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８．

［１５］子夜．让世界看见中国的文化自信［Ｎ］．中国文

化报，２０１８－０２－２８（０２）．

［１６］２０１５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ＥＢ／ＯＬ］．

（２０１６－０９－０１）［２０１８－０３－２０］．ｗｗｗ．ｃｅ．ｃ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ｄ／２０１６０９／０１／ｔ２０１６０９０１＿１５４７２２２１．ｓｈｔｍｌ．

［１７］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１－２２）［２０１８－

０３－２０］．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ｃｎ／ｇｙｗｍ／ｘｗｚｘ／ｒｄｘｗ／

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０１／ｔ２０１７０１２２＿６６４４８．ｈｔｍ．

［１８］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

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Ｎ］．人民日

报，２０１５－１０－１４（０１）．

·１４·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１９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９Ｎｏ．２Ａｐｒ．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１３ＣＺＺ０２９）

作者简介：谢浩（１９９０—），男，安徽省合肥市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南京教学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引用格式：谢浩．世界发展与中国发展：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与战略选择［Ｊ］．郑州轻工业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１９（２）：４２－４９．
中图分类号：Ａ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５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４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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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与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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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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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改变

谢浩
ＸＩＥＨａｏ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南京教学区）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摘要：当今世界对中国经济全球化饱含期待，而中国经济全球化与西方全球化

显然有着本质区别。其中国特色在于，它带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基因，是走出西

方霸权迭代循环的新模式，始终倡导构建开放性的全球合作结构。晚近以来中

国独特的全球化实践和体验，以及中国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持，决定了中国经

济全球化并不是国际舆论甚嚣尘上的“中国领导经济全球化”，而是中国通过对

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式改变，为世界提供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

化模式。这样的全球化实现方式决定了中国经济全球化内蕴国内、国际两个维

度。而就新时代中国“变”与“不变”的发展现状来说，中国经济全球化正处于

从致力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平衡充分的国内发展，向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以实现世界共同发展逐步演进的、由内而外的动态过程。

·２４·



谢浩：世界发展与中国发展：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与战略选择

　　２１世纪的世界在经历两轮经济危机之后，

中国的全球化主张显然与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

态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长期的全球化努力

与逆全球化形势下积极的全球化态度，使得世

界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充

满期待。国际舆论中关于“中式全球化”“中国

引领”“中国时代”等话语不绝于耳，但是考虑

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环境，以及我国所处的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

变，中国经济全球化应是一个由内而外、更加注

重参与式改变的过程。关于经济全球化，中国

的呈现显然更具中国特色，也更符合世界期待。

　　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期待

在经历了２１世纪的两轮经济危机之后，世

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虽受牵连但在总体

上保持了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在以美国为

首的发达国家纷纷转向有限国际主义时，中国

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承诺向世界表明其积极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鲜明态度。鉴于中国正不断

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和世界都期待中国

能在全球化逆势中有所作为。但是这种作为并

非扛起全球化的大旗或领导世界经济，而是能

力与理想相匹配的大国担当。

１．走向中心：中国的积极态度与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４０年的时间走完了

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发展成就举世

瞩目。世界经历两次经济危机之后，在世界经

济复苏依然缓慢且不均衡的大环境中，中国经

济“这边风景独好”的发展态势让世界为之瞩

目。近年来，中国相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中国

综合国力增长速度普遍快于其他世界大国，与

美国的绝对差距不断缩小。由于深受世界经济

危机影响，同时也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由重速度

向重质量的发展方式转型，中国经济增幅在

２０１１年之后有所回落，平均增速降至７％左右

（同期全球的经济增速在 ３％上下）。即使如

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仍显示，过去５年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高达３５％，并

将在２０２０年底前继续保持３０％的贡献率。按

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和中国持续推进的改革进

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将会与日俱增，

中国走进世界中心是２１世纪的必然趋势。

中国走向世界中心不仅表现中国经济实力

的大幅提升，还着重体现于近年来中国在推动

经济全球化、促进共同繁荣和提升世界善治等

方面的积极态度与具体行动。特别是中共十八

大以来，中国方案、中国主张、中国倡议在国际

社会的曝光率、关注度都有了极大提高。２０１３

年，中国相继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得到了经济占比超世界四成的沿

线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支持。之后，中国又相

继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

金有限责任公司、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南南合

作援助基金等区域性合作项目。除此之外，中

国还利用２０１６年 Ｇ２０杭州峰会、２０１７年博鳌

亚洲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Ｇ６０汉堡峰会

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世界性平

台，不断重申“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

念，并向世界发出全球化邀请，倡导世界各国共

同努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见表１）。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

是全球性的大国，其经济实力虽离主导全球化

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作为负责任大国，特别是

作为拥有１３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将自身的长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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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发展与全球化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对内，

中国通过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进一步贡献全

球；对外，中国立足自身实际逐步承担起大国责

任，与他国一起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向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

２．大国责任：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和平发展

引领特征

中国经济全球化是应全球化发展之运而

生。经济全球化出现逆势的实质是由西方国家

主导的以资本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发

展困境。对此，习近平主席曾明确指出：“经济

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就此

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

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

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１］美国经济

学家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一言以蔽之：“难

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其实现方式。”［２］

正是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全球化才

导致了全球化发展的逆势。

２１世纪的两轮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后，西方

经济全球化风向开始右转。经济大国纷纷回归

保守主义、拥抱民粹主义，试图在全球经济萎靡

期寻求独善其身的良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中国立足自身实际、顺应世界历史大势所做的

全球化努力和承诺，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

任和世界担当，其鲜明的全球化态度和积极的

全球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强国在全

球化行动中的缺位，很好地弥合了２１世纪的全

球化裂痕，使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多数国家服

了一颗定心丸。

中国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将以自己的方

式参与改变全球化进程并提供可供世界参考的

全球化模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

发展，就是世界的发展；中国的机会就是世界的

机会，中国的方案就是世界的方案。”［３］中国经

济全球化与学界普遍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道

路等概念在内涵上有较多的重合，比较注重全

球化方案中的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与中国主张

等，如贾文山所说的“中式全球化”［４］，马丁·

沃尔夫关于“中国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浪

潮”［５］的判断等。这些提法与“东方全球化”

“美国全球化”“西方全球化”同属一种论述方

式，均强调某一主体对全球化进程的引领或主

导，是一种国家权力和实力相结合，进而将某一

主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推至全球的过程。传统

“某国全球化”的概念必然通过资本导向性的

表１　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全球化努力与承诺

时间 主题 场合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 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 习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５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开幕辞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６日 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８日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第７０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

２０１６年９月４日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２日 面向未来开拓进取　促进亚太发展繁荣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２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７日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２０１７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４日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的开幕词

２０１７年７月７日 坚持开放包容　推动联动增长 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７年９月３日 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 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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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获取方式，强制主导和引领全球化。而中

国经济全球化则强调以自身的发展为基础不断

将中国的影响推至全球，强调通过自身的发展

不断扩大中国方案的接受范围，更注重利用价

值引导和行为示范的方式获得全球认同。

中国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包含中国发展、

中国影响、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等元

素。其一，中国发展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基础。

全球化的困境说到底是发展的困境。中国推动

经济全球化的首要前提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

发展。作为一个拥有１３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

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的发展。另外，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稳定、发展、开

放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也是经济全球化

的重要基础。其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增进

全球认同、凝聚全球共识的软实力。中国对世

界的影响并非是通过西方传统的强制手段获取

的。中国经济全球化不仅在于其实力是否雄踞

世界，更在于其观念能否赢得人心。［６］中国影响

达及全球是中国方案成为全球选项的重要前

提。其三，中国主张是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

过程中总结和提炼的发展理念、观点和看法，如

当下中国结合全球化发展实际提出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新安全观”“正确

义利观”等国际关系理念［７］，以及中国在多个

场合强调的“包容式发展”“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理念等。这些全球化主张都是中国全

球化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表达了中国引导全

球化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转变的意愿。其四，

中国方案是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根据自身

发展实际和国际环境所提出的一系列倡议和行

动，是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实时态度［８］。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战略、“一带一路”倡

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中国在不同时期给

世界提供的智慧和方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正

为全球所认可。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中国方案不断被更多国家和地区所熟知、接受。

其五，中国道路是决定中国经济全球化方向的

根本。中国的全球化模式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全

球化道路，涵盖了中国自参与经济全球化以来

所有的全球化选择、方案与构想。中国的全球

化道路根源于高度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丰富了近代以来世界的全球化实践。中国

道路不同于强制性的西方模式。相反，中国深

知国情、世情对各国选择全球化模式的重要性，

始终强调对他国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对于一个

落后国家如何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发

展、再以自身发展贡献全球这一课题，中国经济

全球化比西方模式更具普遍性意义和世界性参

考价值。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９］不仅是

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追求，更是其在未来永葆发

展活力的重要保证，这正是中国经济全球化深

受世界期待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经济全球化所体现的中国

特色

　　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参

与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方式也会有不同的体现。

中国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不

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属性和要求。人类历史发展

始终向前的规律决定中国经济全球化至少有两

层含义：一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通过参与

式改变，中国一方面不断以自身发展维护经济

全球化，另一方面不断通过中国方案促进经济

全球化更加公正合理；二是面向未来，在“新世

界”的胚胎成熟之前，中国将以全球合作为基

础，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从资本主义性质向社

会主义性质转变，为经济全球化的“最终形态”

的到来而努力。中国经济全球化所体现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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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中国经济全球化是带有社会主义基因的

先进的全球化理念［１０］

全球化理念是全球化实践的灵魂，决定了

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发展前景。经济全球化向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离不开先进的全球化

理念的引领。［１１］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理念源于中

国对一种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更符合人类自我

解放和自我发展要求的新世界的追求。社会主

义因素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所在。［１２］具体

而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理念包含以下四

个方面：一是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

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二是

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

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三是以合作为动力，共商

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四是以共享为目标，

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１３］本质而言，这

四个方面都是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展开

的。说到底，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目的在于建设

一个和平、发展、开放、包容的全球化环境［１４］，

提供更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整体利益的价

值引导，助力全球化既惠及中国人民，也惠及世

界人民，最终迎来共建共享的全球化时代。这

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社会主义全球化发展的

重要精神引领。

２．中国经济全球化是走出西方霸权迭代循

环的新模式

从权力转移的角度看，已有的全球化历史

是一个霸权迭代的循环，近代以来，荷兰、西班

牙、英国、美国相继走上全球霸主的位置。但

是，全球化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世界

中心论”“西方文明一元论”的论调已不吃香且

终会过时，多元化、多极化必将成为世界历史发

展的新趋势。全球化将日益强调包容、和平的

发展，以往列强争夺领土和霸权、统治全球的历

史已不可能重现。中国以其被动全球化受害者

和积极全球化受益者的双重体验，对经济全球

化有着更直接的感受和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

长期以来坚持将“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

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等作为自己

身份的追求［９］２５，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从不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９］５９。

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大变的环境下，中国

经济全球化并不谋求取代美国而攫取全球权

力。中国的承诺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其发展也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威胁。中国经济全

球化在本质上是要摆脱西方逻辑，跳出西方霸

权更迭的循环。这种全球化定位与当今中国极

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积极推动新型大国

关系的努力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中国经济全球化也不主张颠覆现有

的全球治理框架。作为现有全球秩序的受益

者，中国不会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扮演全球

秩序的颠覆者角色，而是作为“保守性变革

者”，一方面在既有框架下谋求自身的发展，另

一方面以自己渐进的实力和话语权推动全球秩

序的渐进性变革。一言以蔽之，中国力图通过

参与式改变抑或融入式变革，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既不充当保守

者，也不成为颠覆者。在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推

进过程中，中国将始终作为一支包容性、开放

性、发展性的力量，与其他国家一起参与到推进

共享共治全球化的建设中去。兼顾中国利益和

世界利益，中国经济全球化将始终致力于实现

友好的、包容的和共赢的发展。

３．中国经济全球化倡导构建开放性的全球

合作结构

随着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

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Ｇ７）已经不再是世

界经济的绝对中心，部分“边缘”国家（如金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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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正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格局开

始从单极走向多极，全球力量也从西方一元走

向全球多元。权力分散、结构重塑的世界现实

和大趋势，意味着以往靠单一国家主导的经济

全球化已不再符合全球经济的整体性、多元化

要求。面对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经

济全球化将始终将自身的发展利益与广大发展

中国家和世界各国的整体利益紧密结合在一

起，倡导各国携手共建开放、包容、共赢的世界

经济政治新格局。

（１）丰富全球化参与主体。未来，全球政

策的制定与推出不会再局限于一两个大国，国

际公共产品供应也不再是一国特权，全球发展

和全球挑战均需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在全球

经济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全球经济的竞争与合

作应该更具包容性，反映发展中国家发展实际、

发展利益的声音，应该在新的全球化中得到合

理体现和公正对待。中国经济全球化在尊重既

有全球治理结构的同时，更加强调发展中国家

的参与，始终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

会中的地位，丰富全球化的参与主体。

（２）倡导无差别的国际合作。中国经济全

球化不是组建大国俱乐部，也不想形成意识形

态集团，而是强调大国与小国、富国与穷国之间

的无差别合作。在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话语体系

和叙事中，中国没有对于种族信仰、国家规模、

发展先后的分界线，始终强调世界各国平等参

与全球经济，平等共享全球发展。这样的体系

不仅充分反映了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

球化的期待［１５］，也是全球经济均衡、健康发展

的必然要求。

（３）构建开放的经济合作结构。开放、包

容是中国经济全球化区别于西方全球化特别是

美式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历史上的诸多全球化

困境几乎都源于主导国对新兴国的发展缺少包

容。全球化的开放程度很容易受到零和博弈心

态的影响而走向保守和消极。欧盟对成员国的

甄选注重地缘政治的相近性，美国对贸易伙伴

的选择注重国家的亲美程度。相反，中国开展

经济合作的态度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机制封闭

化、规则碎片化和政策孤立化，特别强调合作结

构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这在中国对“一带一

路”、亚太经合组织等开放平台的准入设计中

可见一斑。中国的发展源于开放，世界的发展

在于包容。不同于传统大国全球化的态度，中

国对于开放发展、包容发展一直持支持态度。

　　三、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重心

选择

　　中国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

就其所处的大环境而言，中国经济全球化需从

国内、国际两个实际出发，其在发展过程中又会

反过来对国内、国际环境产生双重影响。从中

国最终要走向世界中心的趋势和中国所坚持的

社会主义方向来看，中国经济全球化也需要在

发展目标上对国内、国际两个维度进行实时权

衡。而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重心选择需根据

中国发展实际和世界发展环境而定。

中国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国际两个维度上

的目标是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国内维度注重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以发展

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为其主要内容；国际维度注重以推动

人类进步事业为使命的世界社会主义目标的实

现，更加注重中国发展、中国方案对世界经济发

展的贡献，以中国经济全球化推进世界经济的

公正化、合理化发展为其主要内容。就此而言，

中国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向

维度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外

向维度转变的过程。鉴于国际环境的不可控性

·７４·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１９卷第２期

和极端复杂性，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维度应

该是、也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其国

际目标的逐步实现应以中国经济被世界需要的

程度和中国改变世界经济的能力之增加为

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全球化实践，特别是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实践，中国

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已

经进入了必须把自身发展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视

野中、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中来把握的新时代。

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的全球化实践已经呈

现出明显的外部化倾向。中国经济全球化正在

伴随着中国影响、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而走出国

门，继而影响世界，从而逐渐成为现实。

在中国经济全球化处于由内而外的过渡阶

段，我们需注重内外环境的互动性以确定对国

内、国际这两个维度的侧重。当下中国经济全

球化战略重心的选择必须考虑以下两个因素。

其一，中国发展的现实。中国目前最大的实际

就是我们依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

中国家，并且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去解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之间的矛盾。其二，中国发展的世界环境。资

本主义经济环境仍然是全球化运行的大背景，

我国将长期面对不公平但又强势的资本主义规

则和正在衰落但目前仍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经

济。鉴于当下的中国经济全球化处在一个内外

兼顾但更加注重内部发展的阶段，中国应以参

与者的身份去积极推动全球化。在西方国家主

导全球化的绝对性优势还没有完全丧失之前，

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之前，在中国的国际权力与国家实力还没有实

现对等、相称之时，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维度

就难以成为战略重心。如勉力为之，操之过急，

前车之鉴不胜枚举。前有目标超过实力从而导

致国家行动溃败的“威廉二世陷阱”，后有理念

超越实际而遭遇失败的“威尔逊陷阱”。

就目前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而言，中国经

济全球化的战略重心应立足于国内、国际两个

维度，创造出一系列有利条件促进中国的发展。

当下，中国经济已整体进入从中国化向国际化

发展的过渡阶段，处于由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

的转变阶段。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持

续扩大，国内的产能和资本也伴随中共十八大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战略快步走出国门而融

入全球，中国经济的海外影响力与日俱增。在

这样的由内向外的发展阶段，中国不应再局限

于国内环境，而应以全球性的视野把握中国的

发展。一方面，中国应一以贯之地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以优化国内环境，坚持以中国方案改善

国际环境，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条件，

以期用更加平衡充分的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中国应以持续、稳

定、健康的发展和多样的、中国化的国际产品贡

献世界经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助力经

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

向发展。

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目标或最终目标如

同建设社会主义一样不会一蹴而就，要求我们

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从现在走向未来。由后发

中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必定是一个由内到外逐

步推进的漫长过程。只要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理

念建设符合历史发展大势、实践模式符合国内

国际实际，中国经济全球化就会始终朝着正确

的方向，其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中国对世界经济

和人类社会的贡献，从而逐步接近社会主义全

球化这一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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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赛亚·伯林基于对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和历史叙述中关于主观和客观

问题的探究，构建了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温和历史观。面对个人主义在２０世
纪四面楚歌的荒凉处境，伯林试图以对个体自由意志的重申和对决定论的拒斥

来力挽狂澜，对行将消失的自由主义和个体自由予以强调和提倡，从而彰显个

体自由在其历史观中的重要地位。通过与卡尔、巴特菲尔德争辩道德判断的走

向和基点，伯林强调历史解释不能漠视和压制作为个体的人的自主性，而仅仅

把重心放在对外在力量发生作用的探寻之上，以此重构其历史观中的道德判断

的原则。伯林对个体选择自由与个体责任的强调，作为主线贯穿其整个历史

观，构成了其历史观的两个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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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的历史哲学和人性论建基于一种历史

观，侧重于人类历史、文化和有着自身特征的现

代人性论与个体的选择自由。其温和的历史主

义立场的核心是对作为整体的且具有独特表现

力的、基本的生活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和历史性

的深切关注。这种关注充满温和色彩，即通过

移情的想象力和一定程度上的洞察力，达到对

不同的人类文化的理解。换言之，伯林的这种

温和的历史观根植于对生活在历史长河之中的

个人所必然拥有的、程度大小不同的自由，同时

又与其多元论思想相契合。

　　一、伯林温和的历史观

作为自由的捍卫者之一，伯林以其自由主

义思想和对西方观念史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其

对自由概念的两种区分仍然在影响着大量的自

由主义的研究者；同时，其对启蒙思想和浪漫主

义的探究及其观点也仍然是理解此类范畴的重

要参照。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伯林并没有得

到学界的认可。事实上，从伯林弃哲学而投入

观念史的研究开始，他相继发表了《二十世纪

的政治观念》《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刺猬与狐

狸》《现实感》《历史与理论：科学的历史的概

念》等文章，对历史学家的工作与责任、历史与

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散论看

似凌乱，但实则有相关主题贯穿其中。同时，伯

林所推崇的个体自由更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

间，并以此为基点构建起具有鲜明特色的温和

历史观。

伯林的历史观构建首先是对历史学家的道

德判断和历史叙述中主观和客观问题的探究。

伯林认为，对处于历史长河中的个体而言，人们

会不可避免地做出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种种

自由的选择。与这种选择自由相呼应的是责

任。伯林反对那种认为鉴于人们所生存的处境

中存在着许多个体无法决定和影响的因素，个

体的选择不能成为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重点的观

点。伯林认为：“……历史学家（与侦探、法官

和陪审团）试图确定也能够确定的是：什么东

西构成了这些可能性；这些界线的划分方式标

志着可信的历史与不可信的历史的界限。”［１］１３４

但是，在历史学家叙事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相对

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偏差。由于视角上的差异，

一个历史学家与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对同一历史

事件甚至会做出大相径庭的叙述。针对于此，

伯林认为必定存在着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所无

法抹除的人们共享的某种基本的假定。“这种

共同的基础正是被正确地称作客观性的东西。

它能使我们认同别人与别人的文明，将他们视

为本质上是人道与文明的。”同时，伯林也明确

指出，主观与客观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这

条界线又毫无疑问地存在。这种令人捉摸不透

的主客之分的根源正是伯林历史观所探讨的第

二个问题：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

的区别。对伯林而言，把历史等同于科学，并以

此为基础试图为历史学构建一组特殊的概念和

范畴是荒谬的。他认为，“历史作品虽然不像

想象性的文学作品，但是它肯定无法逃脱在自

然科学中被恰当地斥为无理由的主观性的东

西，甚至无法逃脱直觉（就这个词的经验意义

而言）”［１］１５７。与深信存在某种可以破解事物奥

秘的次序或关键要素的自然科学不同，作为人

文科学的历史学却指出人类历史中存在着太多

不可预知的因素，因此是一种异于自然科学的

“不精确”的学科，其所依赖的是某种程度的具

体性、暧昧性、含糊性、暗示性、生动性等。囿于

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历史学家并不能通过把

握全局而对过去进行重构。伯林指出，“历史

学家的任务在于告诉我们世界上真的发生过什

么……他们所揭示的是具体性格、具体的系列

事件或历史形势中详细而精确的、独一无二的

东西……是作一幅传达某种独特经验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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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一张能够作为一类相似结构的概括性符

号的Ｘ光照片”［２］２３－２４。但令伯林感到遗憾的

是，许多学者并没有注意到或者故意忽视自然

科学与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之间的差异，并

不遗余力地试图把应用于科学范畴之上的方法

和模式扩展到历史学之中，希望在其中找到可

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问题的模式或定律。

伯林历史观所探讨的第三个问题体现在他

对事实和理论与阐释之间的差异性的描绘，以

及对历史学家所特有的富有想象的洞察力的研

究。对伯林而言，对历史事实客观的记叙与对

它们的阐释之间虽然并不能极端地划出界线，

但其间最基本的区别还是存在的。正如我说

“张三在吃饭，而李四在玩游戏”，这是一种关

于事实的陈述，而非一种理论或一种解释。毫

无疑问，事实和理论与阐释之间的界限通常是

宽泛和模糊的，但是在一定的意义上，与阐释、

理论、假说、视角相对的，由证据证明了的“事

实”，必须在变化着的观点看来是不变的，否则

毫无历史真相可言。因此伯林重申：一边是事

实，另一边是看法和阐释，中间的界限可能模

糊，但界限确实存在。［２］２８然而，单纯事实的简单

叙述并不能形塑历史，即便赋予它们可以通过

科学加以检验的假说，它们仍然构不成鲜活的

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机械的方程式或一堆松

散的历史材料。“只有把它们置于具体的、有

时模糊的，但一直不断的、丰富的、丰满的‘实

际生活’———主体间的、可直接认知的经验连

续体———的基本结构中才行。”［２］２９伯林认为，

历史学家的任务恰恰在于其对于事实和现象的

叙述，即对历史中所曾经发生的具体系列事件

或历史形势中独特的东西的描绘，目的是使读

者能在所谓的“具体性”中把握当时的环境。

这种对事实的描述和叙述的能力除需要谨慎的

观察、具备正确的知识外，还需要历史学家具有

一种富有想象的洞察力，其由同情、兴趣、想象

力和生活的经验所构成。通过使用这种富有想

象的洞察力，历史学家可以进入其他的异己的

文化内部，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叙述这种文化。

如果我们把对伯林的历史观的解释限定在

历史主义的一般意义上，那么人类的知识将会

被我们自身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所迷惑。此

外，如果在一般人类价值或目的上去理解个体，

那么我们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究其原

因，我们不但要面对历史上所存在着的令人目

眩的多元样态的生活形式，而且也必须按照这

些多元样态的生活方式来对其进行理解。同

样，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自身所遵循的生活

形式也面临着无数难以理解的困境。而这些经

常使我们面临困境的风俗习惯，恰恰是塑造我

们自己的历史、道德判断和自我理解的源头所

在。为了更为恰当地理解伯林的历史观，我们

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其对历史观所阐释的内

容和特征上。伯林描述他的历史思想之时正值

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目睹了当时文化中个

人意志和个体自由逐渐被剥夺，由此滋生了某

种恐慌和危机意识，有鉴于个人主义在２０世纪

四面楚歌的荒凉处境，伯林在《历史的不可避

免性》中试图以对个体自由意志的重申和对决

定论的拒斥来力挽狂澜。作为自由主义的坚定

捍卫者，伯林在当时无可厚非地被称为古典自

由主义的旗手和代言人。随之伯林又陆续完成

了《刺猬与狐狸》《现实感》等一系列阐述其历

史观的文章，其在对形而上的决定论的批判之

余，亦对行将消失的自由主义和个体自由加以

强调并提倡，从而彰显出个体自由在其历史观

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柏林历史观中个体自由意志的

彰显

　　伯林在探讨历史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或演讲

稿中经常会提及他所关注的自由意志和责任的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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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认为自由和责任是人类在不同的时代所

一再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伯林认为，自由

和责任的问题是人类所面临的基本的、永恒的、

没有确定性答案但不可避免要对之解答的问

题。这些问题预示了人性的巨大可能性，也代

表了历史与经验的巨大可能性。个体自由和个

体选择是人的内在需求。虽然我们可能处于令

自身和他人都满意的状态，但内心依然希望可

以做出与此时状态迥异的选择。这正是伯林拒

斥决定论的理由。他与决定论的争论，表现在

关于历史、自由、个人责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

理解方式上的分歧。伯林认为，一切形式的决

定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终极而言，个人的

选择自由是一种幻想；人类能够作出不同选择，

这种观念史是建立在对事实的无知之上

的。”［１］１２２因为这些决定论的目的是对个人责任

观念的消解，他们认为，如果世界历史起因于可

以识别的力量的作用，而不是起因于自由的人

类意志与自由选择或很少受其影响，那么就必

须根据这些力量的演化，才能对所发生的事情

进行合适的解释。显然这种历史观把历史的发

展变化完全归因于不受个体影响和控制的实

体，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比个体更大的实体之

上而全然隐没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正如柏林

所说的：“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被抛入一

个特殊的精神、社会、经济环境中，我怎么可能

不选择现在的所作所为呢？”［１］１２８他认为，那种

把个体行为和个体影响与责任完全抛掉的观

点，削弱了个体自由选择的余地和意义。

个体选择自由毫无疑问在伯林的历史观中

占据核心地位。伯林认为，自由的信念是建立

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人类有时候做出选择，而

他们的选择并不是物理学或生物学所能接受的

那类因果解释所完全能说明的。［１］１３７同时伯林

也意识到，如果这个信念是一种必要的幻觉的

话，那么因其太深刻与太普遍，以至于人们已经

感觉不到它是幻觉了。伯林认为，在我们所身

处的这个道德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存在着无数

可供人们选择的选项，人们在面对这些互不相

容甚至相互冲突的选项时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选

择。“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遭遇的世界，是一

个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

直接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

地导致其他目的之牺牲的世界。的确，正是因

为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中，人们才给予自由选择

以那么大的重要性。”［１］２４１

伯林曾感叹：“想过上平静生活的人，在２０

世纪真是生不逢时。”［１］６２伯林在其生活的时

代，历经了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和１９４０年代

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从而意识到善与

善之间并不是相互兼容的，因此他认为最能符

合现实和人性的唯有价值多元主义。伯林深谙

人类生活中多元道德和价值并存的事实，因此

对于决定论者所渴求的完美社会———在这种社

会中所有的矛盾都将会被解决，所有美好的东

西都是和谐一致的———伯林是坚决拒斥的。这

种完美社会理念是自柏拉图以降直至黑格尔为

止，哲学家们不断强调和宣称的。伯林认为，这

些决定论者所谓的“完美世界”“不仅仅是无法

实现的，而且它在概念上也不够圆融”［３］。历

史学家的任务仅仅是告知我们世界上曾真实发

生过的事情，他们并不能发现普遍适用的历史

模式，并不能推测过去和预知未来。但是决定

论者为了建构或构造出他们所谓的“完美社

会”或“完美世界”，就不得不对事实进行削足

适履的加工，这种行为必将对社会造成严重的

伤害。

伯林也不完全认同同时代的另外一位自由

主义捍卫者卡尔·波普的观点。波普认为，决

定论者预测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逻辑既脆弱又

难以成立，其对历史的预知是有限的。针对这

种“对历史的有限的预知”，伯林补充道：“人类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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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断变革的原因在于明确地实现人们自身

不断变化的欲望、新的需求、新的目标、新的观

点，以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前景；这也是反对声称

可能发现社会变革的严格的规律的观点的主要

意见之一，它的必然结果就是一种具有因果关系

的决定论。”［４］伯林进而从价值多元主义的立场

指出：（１）历史决定论是同我们大部分基本的道

德和政治的概念和价值不相容的；（２）存在着对

艺术的和特定的、包含人类行为和思想不利影响

的历史性理解的不可复归性［５］；（３）决定论仅仅

是限于自身主张不能从我们所处的立场中得到

论证。伯林与波普之间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差异

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波普坚决主张他所批评

的对象是一般的历史主义，而伯林宁愿称之为

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变种———历史决定论。

其次，波普意欲把历史主义刻画为“开放社会”

的永久的“敌人”，伯林则警告人们这些“形而

上学”立场的弱点和危险。事实上，伯林的一

生都在与这些思想家们作斗争，尽管他有所保

留，却提出了大量新颖的、富有创造性的观点。

伯林在强调个体选择自由和与之相关的责

任时，对于决定论者像描述日出、大海等自然现

象那样描述凯撒、克伦威尔、希特勒的行为抨击

最甚。因为这种对历史的刻画消除了历史人物

所应担负的责任，从而使个体从责任的重负下

逃脱出来。“一旦我们将所发生的事情的责任

从个体的肩膀上转移到制度、文化、心理或生理

因素的因果性或目的性的作用上，那么诉诸我

们的同情心或历史感，或期望那种完全的不偏

不倚的理想———这种理想也许的确不是完全能

实现的，但对这种理想，有些人是不是比别人更

接近一些呢———还有什么意义呢？”［１］１３１这也是

为何伯林三番五次地对近代历史演进过程中

“非个人解释”日益高涨的原因。在《二十世纪

的政治观念》一书中，伯林提及１９世纪以来历

史解释的重心逐渐地从对个体的重视转移到对

制度力量影响的偏重。此后在《历史的不可避

免性》一书中，伯林又再次归纳了当今流行的

历史理论，认为可区分为人格的与非人格的两

种：前者着重于探讨特殊个体的决定性影响，后

者则认为根据人的意图而进行的解释完全是起

源于自负与愚蠢的盲目混合。伯林早先曾以浪

漫史学与理性史学之别说明历史的演变，后来

则以更加鲜明的人格的解释与非人格的解释加

以区分。由此可见，伯林意欲彰显的是个体在

历史演进中的不可或缺性，而与个体选择的自

由相伴而生的必然是个体对历史所负责任的不

可推脱性。

　　三、柏林历史观中道德判断的重构

卡尔和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学家在记叙

和传达历史事件时不应掺杂道德判断。对此，

伯林并不认同。他指出，个人的动机对历史事

件的发展影响甚大，“任何人只要谈论的是人，

就注定要考虑其动机、目的、选择以及专属人类

的特殊人类经验”［１］２９，个人的选择与个人的自

由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并不能

被简单地忽略。此外，伯林认为，虽然个体并非

全知全能，但不能以此为由消解个体因自由的

选择而应该担负的责任。因此，对于巴特菲尔

德所谓的“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对有资格言说

的东西还要谨慎言说；因为证据总是不足的，我

们能够作的至少是不做判断，既不称赞也不谴

责；所谓罪犯不过是被卷进逆流的泳客，漩涡是

他们控制不了的”［１］１４９这种悲观论点，伯林不以

为然。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

说明。

首先是柏林对“人类的困境”的疑虑和驳

斥。由于巴特菲尔德把人视为脆弱的生物，所

以他认为把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诸多灾难的责

任施加于人类的肩膀之上是荒谬可笑的。伯林

认为，巴特菲尔德所谓的“人类的困境”是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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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杂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些因素是导致

人类“知识的有限性”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

伯林认为“僵死的现实主义者、基督教悲观主

义者是正确的”。诚然，在历史演进中，充斥着

吹毛求疵、相互揭露，在道德上或情绪上对异己

的生活方式的排斥等邪恶的场景。但我们需要

警惕的是，这种对教条式的褊狭进行纠正的观

点可能会把“人类的困境”作为人类历史的终

极核心因素，导致把责任转嫁到个体的脆弱与

无知之上，从而消解个体的责任。这种对个体

责任的消解将会导向“认识一切即是宽容一

切”的立场：认识越少，我们便越没有理由进行

公正的谴责。［１］１５０伯林认为这种观点推至极致

便会导向对历史客观性的完全拒斥，“历史客

观性……这个概念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

们用于衡量事物的最终标准，根据其定义本身

不能为任何别的东西所衡量”［１］１５３。与之相反，

虽然我们的某些判断是相对的和主观的，但是

如果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判断，如果客观性从原

则上而言是我们所完全不能理解和认知的，那

么“主观的”和“客观的”这两个词汇将不会形

成对比，同样都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因此，伯林

认为，巴特菲尔德所谓的“人类的困境”倾向于

消解个体的责任，而且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

会造成重大的困扰，甚至于对历史主义的偏见

和道德主义的辩护和谴责都无法成立，并因此

使道德中立的观点归于虚无。

其次，伯林从个人的选择自由的角度分析

了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伯林之所以支持历史

学家不应回避道德判断的观点，是基于他对个

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个人自由选择的信念的重

要性的判断。伯林相信个体在历史演进中有其

作用，选择、责任、自由等观念都根植于我们的

人性之中，并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对历

史进行解释就有必要对个人行为作出交代和评

述。例如，伯林认为历史学家在描述重要的革

命时，应当追究某些人物对革命的失败应负的

责任，如此才可能正视人类的责任及其在有限

范围内拥有的真正的自由。

但对于波舒哀、谢林、黑格尔、斯宾格勒和

汤因比等思想家而言，个体仅是构成民族、文化

或文明的抽象的因素，仅是为着特定的目的而

人为地抽象出来的“元素”“方面”“环节”；个体

脱离他们所组成的集体便失去了实在性，正如

事物的颜色、形状和价值一样，只有具体事物的

“元素”“属性”“样态”或“方面”。对于这些思

想家而言，“人的行为的真实的原因并不在于

个体生活的特殊环境，而在于这种极其多样的

生活与其自然及人造环境间的无所不在的交互

关系。人做他们所做、想他们所想，主要是作为

‘阶级’整体的不可避免的演进的一种‘功能’。

从这种观点出发可得出如下结论：对历史与阶

级发展的研究，可以独立于组成它们的个体的

传记而进行”［１］１１０。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探究个

体选择与个体自由在历史中的作用是毫无意义

的。这些思想家愿意诉诸种族、民族或文明而

非个体，他们认为“由生者和死者、我们的祖先

和我们尚未出生的后代组成的大的社会，比任

何单一的造物都更有目的性，我们的生命只是

这个大目的的小碎片”［１］１１１；他们渴求被胁裹进

比个体更大、更具体的实体之中，这种实体负载

了个体的价值并成为个体目的的工具，而个体

肩上所担负的责任将被其所隶属的实体所统

摄。因此，对他们而言，个体因其自由的选择而

需要担负相应的责任是无稽之谈，是被“理性

所拒斥的”；同时也是混乱的、肤浅的乃至幼稚

的妄自尊大。所以，承认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

作用无疑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个体选择的自由

更是一种幻想；人们对事实的无知与愚蠢的自

大，导致他们相信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而那些

以万能者自居的，指导人们应该这样或那样去

行动、应受称赞或贬低、值得人们赞同或谴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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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都是建立在这样的预设之上：“他们生活

的领域并非是完全受规律决定的，不管这些规

律是形而上学的、神学的、抑或表明了科学所揭

示的概率。”［１］１１１这种预设被斯宾格勒和汤因

比之类的思想家所拒斥。他们认为，只有人们

在对事物本质极端无知的境况下才会做出称赞

与谴责、提醒与鼓励、谅解与宽容等道德判断。

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愈深刻，人类的自由和

责任的领域就愈狭窄。同样，当我们理解物的

本性就是知道你的真实要求是什么和如何实现

它之后，责任或内疚、正确与错误的概念将会成

为空洞的记叙词汇。因此，“称赞和谴责是无

知的产物”［１］１２４。

与此同时，这些诉诸卡尔所指称的大写的

抽象的“人”的思想家认为，如果世界历史并不

受自由的人类意志与自由选择的影响或很少受

其影响，而是起因于可以识别的力量的作用，那

么，对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合适的解释就

必须依赖于这些力量的演化。因此，实体而非

个体要承担责任的倾向就逐渐加大。但是在伯

林看来，一旦我们将自由选择及其应该担负的

责任从个体转移到制度或文化等实体之上，那

么诉诸我们的同情心或历史感或对完全不偏不

倚的理想的期望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

们并非无法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事实上，

我们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是拥有一定程度的选

择自由的。而个体在历史中有其作用，他也必

然要为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负责，因此我们并

不能像描述洪水、地震、日出等自然存在物那样

去描述希特勒或斯大林。我们可以对这些历史

人物进行褒贬，但是必须基于中立的立场并有

事实根据。由此可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存在

着个体自由和责任，而且这些自由和责任也是

历史解释中不可或缺的。

最后，伯林认为历史学家并没有义务对读

者进行道德说教。伯林认为，历史学家所使用

的语言不可避免地会渗透着带有评价性力量的

言辞，把这种言辞从他们的语言中剔除出去是

异常困难的。虽然客观、不带偏见、不动情等品

质是我们对历史学家应具有的美德之要求，但

是在伯林看来，历史学家与我们普通人相差无

几，因此若要求历史学家比普通人更具有非人

性化的特质就极不合理；同时，历史学家也勿需

公开表明他们的道德判断，他们并没有义务告

诉读者什么对其有益、何者对其有害。而他们

在描述历史事件时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可能是完

全中性的，“它们全都携带着道德含义”［１］１２６，因

为“任何微小的事情都能传达价值判断，即传

达我们正常的、很少被注意到的道德与心理状

态”［１］１５６。所以，不论历史学家使用何种语言即

便是使用中性语言传达历史事实，也是在传达

着自己的伦理观念。因此伯林断定：“避免道

德说教的方式只能是采取另外的道德观点，而

非是完全抛弃道德观点。”［１］１６２

伯林通过对巴特菲尔德所秉持的道德判断

的悲观态度进行辨析式的批判，在强调个体选

择自由的立场上重新构建了历史学家道德判断

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他也通过语言分析彰显

历史学家在记叙史实的过程中难以把道德意蕴

剔除出去。通过对个体选择自由与个体责任在

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历史解释中个体

的力量和历史语言中所内蕴的道德含义的分

析，伯林构建起独特的彰显个体自由的历史观。

　　四、柏林历史观中的个体自由与社

会因素

　　伯林的批判在为２０世纪自由主义给出石

破天惊的一击的同时也招来了相当程度的批

评。在众多反对声浪中，尤以左派历史学家卡

尔的回应最为有力。卡尔和伯林都是英国当代

著名的俄国专家，且两人对马克思都有独到的

研究。二者对立的焦点是历史解释的立足点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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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建立在个体自由之上，抑或是建立在社会

因素之上。伯林认为，卡尔无疑是一个决定论

者，走的是孔德主义路线。而卡尔认为，伯林通

过批判决定论所建构起来的历史观，不折不扣

是非科学的、充满原始时代色彩的。卡尔对伯

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卡尔批评伯林所主张的历史学家应

对历史上重要的人物进行道德批评（关于这一

点，因为和本文主题关联较小，在此不多论

述）。伯林对此则以其一贯不愠不火的态度回

应，他表示自己从未主张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做

道德批判，而只是强调“历史学家也和其他人

一样，都在使用一些带有评价色彩的语言；若要

他们在他们的语言中将这一类的语言全部排

除，不啻于要他们去做一件极端困难而自我愚

弄的事情”［１］５３。伯林常常以这样略带狡猾的

中立方式回应他的对手，总是尽力强调自己的

不偏不倚的治学立场：既不赞成什么，也不特别

反对什么，而只是中肯地提出些什么。

其次，卡尔批评伯林直言决定论是个错误，

认为这只是伯林排斥历史学家使用因果关系的

规律来研究历史：“以赛亚·伯林反对解释人

们行为的原因，其所持的理由是这些行为乃出

于人的自由意志。”［６］１２３卡尔认为，所谓决定论

是相信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或多个原因，

并且事情不能不如此发生。“因为我们对人格

的了解原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一切事物都有

其原因，其中大部分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在人心

里能够建立一个古今前后连贯的图案、足以供

人动作的向导。除非我们承认人的行为是受制

于一些大致可以确定的原因，我们简直没有生

活的可能。”［６］１２２－１２３卡尔极力主张历史的任务

就是依照因果关系来排列过去事物的顺序。卡

尔指出，原因和随自由意志而来的道德责任事

实上根本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如果你认为

他没有责任，这并不是说你认为他的行为没有

原因。”［６］１３８卡尔认为，人类一切行为既是自由

的，同时又是被决定的。卡尔认为这样就解决

了伯林所谓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逻辑关系难

题，但在笔者看来，真实的问题其实并未解决。

因为诚如卡尔所言，它取决于我们采取何种立

场。当伯林从人本主义或人性论的立场出发强

调个体自由立场时，他就放弃了决定论的观点，

因为决定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赋予历史意义的人

的存在价值。

对于卡尔的批评，伯林首先表明他从未说

过决定论是错误的，也从未否定使用因果关系

来研究历史。他强调尽管个人对历史的影响十

分有限，但在关键时刻出于个体自由意志下的

行动往往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伯林重申历史

必须留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而决定论的问题在

于它超越了因果关系的使用范畴，奢望找到世

界上所有事情包括未发生之事的因果关系，其

以伪科学的方法延伸历史，实属荒谬可笑至极。

伯林认为，决定论视域下的历史不过是某种既

定的悲喜剧，剧中每一角色都不是在自己构想

出来的剧本里，念着属于自己的台词，根据已经

写好的剧本行动，如此，所有历史上的人类在决

定论视域下不过是某种巨大力量下的玩物，丝

毫无异于受操控的牵线木偶。这自然是伯林所

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历史并非一场结局注定

的计划，而是如赫尔德岑所言：“历史全是即兴

创作，全是意志、全由临场发挥，既无界限、亦无

既定路线。”［７］伯林相信人类行为和精神世界

虽可能由他们的阶级地位、种族、性别和文化传

统所塑造，然而作为一个个人，人们仍然保持着

道德选择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人类免受某

些决定论因素的影响。

最后，卡尔将伯林主张以“人类的意向”来

解释历史的观点称为“恶王约翰式的历史

观”［６］５４－５５。伯林认为历史上值得我们注意的

是个人的素质和行为，卡尔则反对伯林如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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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将其嗤为传记性的偏见与幼稚的想法。诚

然，卡尔并不反对历史事实中有关于个人的事

实，但他强调历史所关心的对象不应是个人单

独的行为和动机：“历史事实所注意的是一个

社会中个人彼此间相互的关系和社会力量；这

种力量是从个人的行为而来，但往往产生和行

动者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６］６４卡尔相信

人不只是纯生物而是社会形塑之产物，因此，历

史的价值取决于整体社会力量。卡尔的这种贬

斥并不合理，因为在个体与社会因素之间，伯林

毫无疑问会选择前者，但他并非主张“个体生

来就具备不受束缚的自由意志”，同时也不是

绝对的个人意志论者。伯林在倡导个体自由的

同时，也注意到了个体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社会

或群体的影响：“这样的看法，至少在某种程度

上包含了个人责任的信念。责任的程度有多

大，亦即自由的、可以选择的备选方案的可能性

的领域有多大，将取决于一个人对自然与历史

的解释，但绝不会一点没有。但是这种观点却

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否决，他们沉浸在形

而上学或科学的决定论中，认为正确的说法应

该是：终究而言，所有事情或至少是大多数的事

情，都可以归结为阶级、种族、文明或社会结构

的作用。”［１］１１０由此可见，伯林认为个体自由的

空间依赖于对“自然”和“历史”范围的划定。

同时，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也指出，面对

诸多的终极价值，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选择，

因为人们的生活与思想最终是依赖于基本的道

德范畴与概念，无论如何，这些概念和范畴在历

史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之

中，成为他们的存在和认同感的组成部分，同

时，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因素。因此伯林所秉

持的并非自由主义的个体自由，而是历史主义

的个体自由，他虽从未否认社会和共同体对个

体所造成的影响，但其目的仅在于尽力彰显个

体自由意志与自由选择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已。

此外，伯林还通过对卡尔历史观的回驳，将

历史解释的重心重新又拉回到人的身上：“要

描述人类行为，却对于人的性格、目的、动机略

而不谈，永远只是矫饰失真且过于严苛的做

法。”［１］８９伯林重申，如果历史学家忽略了个体

动机和动机形成的背景，忽略了人类思想和想

象的错综复杂，忽略了人类世界乃至对人类本

身的看法，便无法把握历史的本真。伯林认为，

卡尔的历史观等于是主张一件事越是非个人

化，个人癖好在历史中的角色就越是幻妄，越远

离客观的真理与事实［１］５１。伯林认为这种历史

观可能无中生有地引出一些问题，也等于宣布

了对“不可变易的事件模式”的信仰，使人卸除

个人责任的负担、放弃自由选择的权利，从而滋

生出非理性的激情、产生非理性的狂热活动。

　　五、结语

伯林认为，与人类的语言一样，人类的历史

也是多方面的和多样的，所以，总存在着许多人

类历史而不存在着单一的历史。因此，对于形

而上学历史观所主张的观点———历史只有一种

价值，因为它有一种本身便具有价值的目的；这

种目的构成了其存在的依据，并因此为每一历

史状态和历史事件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每一

历史状态和历史事件都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先

定的，由此整个历史过程也是必要的；这一过程

具有明确的模式，即历史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

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历史现象都需看

作向着历史目的的实现而迈出的一步———伯林

持拒斥的态度。因为在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模式

之下，人们选择的自由将最终成为一种幻想。

伯林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即一

个由自由个体组成并实行自由制度的社会，其

能否存在取决于个人承担责任与进行自由抉择

（下转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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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促发的行动有可能是道德行动吗？
———基于马克斯·舍勒对感受的现象学分析

Ｉｓａｎａｃ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ｆｅｅｌｉｎｇａｍｏｒａｌａ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ｏｆ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

关键词：

马克斯·舍勒；

感受；

感受状态；

价值；

道德行动

黄晶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０００２５

摘要：关于行动促发的动机，人们往往会有两种解释路向：机械因果论和动机促

发论。在马克斯·舍勒看来，人的情感领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感受状态

和感受。前者属于内容和显现，而后者属于接受它们的功能与机制：作为意向

对象的感受与促发实际行动的意欲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关联，感受能够促

发意志而引发实际行动。不同于康德，舍勒认为，只有基于价值感受的实际行

动才是真正的道德行动。这一界定实则是将价值感受作为伦理的基础，从而将

情感与道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基于这一理由，舍

勒认为由具有现象学特征的意向性感受促发的行动有可能是道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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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在其道德学说中坚决拒绝把感受促发
的行动当作道德行动，从此，“道德不能建立在

情感的基础上”这一原则几乎成了支配伦理学

研究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之所以会出现这

种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情感的本

质缺乏了解，不加区分地把情感领域的所有现

象都视作一种混乱的感性状态。假如救将入井

之孺子的不忍感受本质上与促使人进食的饥饿

感受是一样的，谁又会把由不忍这种感受促发

的救人行动视作道德行动呢？但是，由不忍促

发的救人行动与由饥饿促发的进食行动显然有

着本质区别，因而，不忍的感受与饥饿的感受也

相应地具有本质的差别。这个案例引发了一个

普遍的问题：由某种特殊感受促发的行动有没

有可能是一种道德行动呢？本文拟借助舍勒对

感受的现象学分析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对行动促发动机的不同解释

路向

　　一个行动是如何发生的，人们往往会有两
种解释路向：机械因果论和动机促发论。机械

因果论是把人们的行动界定为心理—生理意义

上的行为。比如，某人挥拳打人，机械因果论会

认为这是此人的愤怒作为一种力量作用于神

经、带动肌肉然后做出了挥拳这一动作。这种

解释路向只触及人之作为心理—生理的存在，

而没触及其作为道德的存在，因而根本不能区

分道德行动和非道德行动。人可能是为了获取

利益也可能是出于同情而做出了救人的行动，

如果这两种行动表现相同，照机械因果论的解

释，它们就是性质完全一样的行动。而动机促

发论的解释模式则是另外的路向，它根本不关

心行动发生的心理—生理过程，而只关注促发

这个行动的动机，即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动机促

发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这种解释路向，能

够使我们在具有相同外表的行动之间做出区

分。按照这种解释，出于履行职责的动机而救

人和出于获利的动机而救人，即使这两种行动

表现得一模一样，它们在本质上也是两种不同

的行动。动机是不是道德的，决定了由动机促

发的行动是不是道德的。因而，考察一个行动

的道德本质实际上就是考察促发行动之动机的

道德本质。照此而论，不是机械因果论而是动

机促发论才能通达行动的本质。

问题在于，由感受促发的行动又是怎么回

事呢？毫无疑问，感受的确能够促发行动。因

不忍这种感受而救将入井之孺子，这当然是由

感受促发的行动。但是在这里，动机促发论的

解释遭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救孺子之人既不

是出于“纳交孺子父母”的动机而救了孺子，也

不是出于“邀誉于邻里乡党”的动机而救了孺

子，他只是因为不忍。乍一看，这里似乎不存在

什么动机不动机的问题。但是进一步考量会发

现，由感受促发的行动照旧可以纳入动机论的

解释范围。人们因饥寒感而进食加衣，在这里，

人们做出进食加衣的行动是出于追求不饥不寒

的动机。同样，在孺子将入于井这个案例中，救

人者虽然没有其他外在的动机，但也是出于

“消除不忍”这一难受感受的动机而做出救人

行为。这种解释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出

于不忍而救人的行动与因饥寒感而进食穿衣的

行动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因饥寒而进食穿衣的

行动不是道德行动，因不忍而救孺子的行动自

然也就不是道德行动了。这种解释也恰恰是康

德拒绝把任何由感受促发的行动当成道德行动

的原因。而且，基于这一看法，康德走得更远。

在他看来，消除饥寒的动机、消除不忍的动机与

主动追求快感的动机没有本质区别。所以，他

把任何由感受（对道德律令的敬重感除外）促

发的行动都归结为出于追求快乐这一动机而做

出的行动。康德的这一论断预设着两个前提：

一是除敬重感之外，所有情感现象共享同一个

本质，即所有的情感都是一种感官状态；二是所

有由感受促发的行动都可以归结为以追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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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动机的行动，即不是感受本身促发了行动，而

是追求消除某种不爽感受或获取某种爽快感受

而带来的快乐促发了行动。因此，对于康德来

说，救孺子的不忍感受与欲进食的饥饿感受没

有本质差异，因为前者只是出于消除不忍感的

动机，而后者也只是出于消除饥饿感的动机。

　　二、舍勒基于感受与感受状态区分

的行动价值分析

　　我们可以将舍勒对感受所做的现象学分析
之结论，概括为以下四点：其一，并非情感领域

的所有现象都是感官状态，而是可以区分为具

有不同性质的感受状态和感受；其二，感受状态

是纯粹的感官状态，而感受则具有现象学意义

上的意向性特征；其三，具有意向性特征的感

受，其意向对象是价值；其四，感受具有实践的

特性，它可以促发意志并带出实际的行动。

舍勒认为，“我们首先将意向的对某事物

的感受区别于所有单纯的感受状态”［１］３７９，在情

感领域内部有两种绝然不同的东西：感受和感

受状态。英国经验论者和康德所说的那种纯粹

感官意义上的情感是身体的纯粹感觉，即不带

有意向性的感官状态。但感官状态不能囊括情

感的全部，在情感领域内部还存在着一类与感

受状态迥异的东西，即感受。对于这一区分，舍

勒列举了下面这个关键性的例子［２］：

　　当我“痛于那种疼痛”“忍受它”“挺受
它”、甚至可能“喜悦它”时，这里所涉及的

更多的是一些变换不定的事实组成。在这

里，在感受功能知性中发生变更的东西，肯

定不是这个疼痛状态。

这个例子表明，感受和感受状态是不同的

东西，非常直观。对于疼痛，我们可以有４种不
同的感受，即我们可以痛，可以忍受，可以挺着，

甚至有人因为某种原因还可以喜悦。疼痛是我

们身体的某种感受状态，对身体疼痛的痛苦或

者对身体疼痛的享受是我们的感受。但是能否

将疼痛和对疼痛的痛苦或喜悦都归结为身体的

某种状态呢？疼痛是一种身体上的感官状态，

但享受疼痛的喜悦绝不是，它是心灵或者情感

能力对疼痛的一种态度。基于此，舍勒将疼痛

这类感官状态称为感受状态，将心灵这种反应

称为感受，并认为“感受状态与感受是根本不

同的：前者属于内容和显现，而后者属于接受它

们的功能”［１］３８０。

对待同一种疼痛竟然可以有４种感受或者
说有４种接受态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４种感
受所意指的对象都是疼痛呢？人们痛于疼痛、

喜悦于疼痛，但痛和喜悦的意向对象并非疼痛，

而是疼痛所承载的东西。因疼痛而痛苦的人会

把疼痛视为糟糕的、坏的东西；因疼痛而喜悦的

人会把疼痛视为好的、有利的东西，如医生告诉

疼痛的人，疼痛是大病将愈的征兆。在这里，疼

痛仅是好或坏的载体；在这里，与痛和喜悦这两

种感受对应的不是疼痛，而是疼痛所承载的好

或坏的价值意蕴。可见，感受并非没有任何指

向的身体状态，它们总是意向着某些东西，在这

里痛苦所意向的是坏，而喜悦所意向的是好。

但是感受状态是无客体的，就算它与客体有所

关联，也不是一种原初的意向关联，而是通过联

想后补地与对象建立联系。比如，一位工人在

施工过程中突然出现疼痛，这种疼痛只能通过

工人的观察才能将它与某种导致疼痛的东西联

系起来，而不是疼痛本来就有一个原初的客体，

因为疼痛不具有意向性特征。所以舍勒这样描

述感受的意向本质：“感受并不是要么直接和

一个对象外在地被放置在一起，要么通过表象

（它机械偶然地或通过单纯反思关联而与感受

内容结合在一起）而和一个对象被外在地放置

在一起，相反，感受活动原初地指向一个特有的

对象，这便是价值。”［１］３８２

因此在舍勒看来，同一个载体可以承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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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价值，同一个东西对于不同的人显示的价

值亦不一样，这就使得人们有可能对同一事物

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态度。但是，感受和感受

对象的这种意向性关系具有严格的对应性。你

在把握到事物的“坏”时，不可能有“喜悦”的感

受；当你“喜悦”某事物时，它对于你来说不可能

是“坏”的。你也不可能“恨”你的朋友，当你

“恨”他时，他绝不是以朋友的身份展现给你的；

你也不可能“爱”你的敌人，当你“爱”他时，他肯

定不是以“敌人”的身份展示给你的。当我们听

到有人说他恨友爱敌时，我们显然知道，至少在

这一刻对于他来说友已变敌、敌已成友了。在这

个例子中，这个人只是“朋友”和“敌人”的载体，

他的“爱”和“恨”这两种感受指向的不是这个

人，而是指向在他身上承载着的“朋友”和“敌

人”的价值属性。而感受所意向的对象，比如好、

坏、敌、友，就是舍勒所说的价值。

舍勒明确指出，“所有对某物的意欲都已

经预设了对这个某物的价值的感受”［１］１１０，“感

受性的察识直接规定着我的意欲”［１］３１４。这表

明在以价值作为意向对象的感受与促发实际行

动的意欲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关联，这意

味着感受具有实践特性。从日常经验来看，感

受的这一实践特性很容易被察觉到。比如，对

“有人掉落河中”这个事态之负面价值的感受，

直接地激发“救人”的意欲；在救人意欲兴起的

情况下，救人的行动也就被带出来了。因此，具

有意向性特征的感受通过意欲这一中介而与实

际行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通过舍勒对感受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

看到，感受并非混乱的感受状态，而是一种感受

性的认识，并且任何感受都蕴含着价值指向性；

同时，感受也并非纯粹的认知，它是一种能够促

发行动的认知。基于对感受的这一现象学的洞

见，我们可以说，由感受促发的行动绝非一种盲

目的行动，而是基于对价值的明察基础之上的

合乎情理的行动。这一点将在下面的这个例

子［３］中得到印证。

　　特洛伊的国王普里阿摩斯深夜去到阿
喀琉斯的营帐中，想要回自己儿子赫克托

耳的尸体。作为与特洛伊敌对的希腊联盟

中最勇敢将领的阿喀琉斯，对于突然出现

在自己面前的杀死自己亲人之凶手的父

亲、敌对国的国王，他是非常憎恨的；但普

里阿摩斯说，他不过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来为战死的儿子收尸的，于是阿喀琉斯对

他产生了深深敬意，并且把赫克托耳的尸

体还给了他。

在这里，阿喀琉斯对普里阿摩斯产生了恨

和敬两种感受，但这两种感受并非无缘无故的。

这里的恨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且也是一种认

识，因为在恨的同时，普里阿摩斯必定是被阿喀

琉斯视作“凶手的父亲和敌对国的国王”，因为

在此情境中，恨这种意向的对象必定是敌。假

如阿喀琉斯对待普里阿摩斯的态度发生了变

化，由恨转变成敬重，那么，普里阿摩斯已经不

再是敌人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根本不可

能爱敌人而恨朋友。倘若这时阿喀琉斯杀掉普

里阿摩斯，那么这一由恨促发的行动绝不是盲

目的，而是基于对敌人这一价值明察之上的行

动。同样，阿喀琉斯因为敬重普里阿莫斯而放

了他，这一由敬重促发的行动也不是盲目的，而

是基于对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情感这一价值的明

察之上的行动。

基于此，我们认为，康德将所有由感受促发

的行动，全都无差别地视作以追求快乐为动机

的行动的观点无法成立。因为基于价值明察的

感受及其行动，并无动机因素参与其中，在这里

体现的是感受与行动的直接的本质关联性。比

如，在“孺子将入于井”这个情境中，救孺子之

人的行动哪里还用得着由“消除不忍这种难受

状态”作动机来促发呢？此时应是这种情形：

·２６·



黄晶：感受促发的行动有可能是道德行动吗？———基于马克斯·舍勒对感受的现象学分析

对“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事态所承载的负价值

之明察，必然伴随不忍之感受，并直接地促发救

人的意欲，而后就产生了救人的实际行动。

通过对从价值感受到实际行动的实施这个

完整序列及其逻辑的揭示，我们就慢慢地了解

了现象学意义上的“道德行动”这一概念。在

舍勒看来，只有基于价值感受之上的实际行动

才是真正的道德行动。这一界定实则是将价值

感受作为伦理的基础，从而将情感与道德这两

个看似不相关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感

受与伦理的结合，对于感受理论和伦理学来说

都是一种突破。它破除了以往伦理学不能建立

在感情之上的教条。这一教条基于一个根深蒂

固的偏见：所有的情感都是某种杂乱无章的感

官状态。出于这一偏见，人们将所有的情感现

象都视为均质的、平面的某种肌体上的状态。

这就意味着，某种崇高的和神圣的感受与冰水

浇在身上带来的冷的感官状态处在同一平面而

没有高低之分；这也意味着，审美的愉悦与肚子

饥饿这种感官状态是同类而没有本质上的差

异。照此而论，道德的或者伦理的行动就当然

不能建立在感受之上。比如，人们总不能说由

饥渴等一些感官状态所促发的行动是道德行动

吧，并且，由感官状态所促发的行动很可能还是

罪恶的，如一个人因饥饿而偷盗。之所以会出

现这种偏见，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是因为人们

误解了感受的本质，是将感受与感受状态混淆

了。殊不知，感受是人的情性能力，而感受状态

则是肌体对外界刺激的纯粹接受，其在本质上

是一种感官能力。同时，人们也误解了感受与

行动之间的本质联系，以为是感受状态而不是

感受引发意欲进而促发行动的。比如，饥饿是

肌体受刺激的结果，对于这种感受状态，人们可

以有多种感受，人们可以难受于饥饿，也可以享

受于饥饿，只有当他对饥饿感到难受时，才会做

出吃东西的行动。因而，不是饥饿本身而是对

饥饿这一事态的价值感受促发了意欲从而引发

了行动。感受必定有其意向价值，而价值自身

则有着严格的秩序和高低等级。由于价值有着

性质上的差异和高低等级，所以与价值相对应

的感受也有差异和等级。

　　三、由感受促发的行动在何种意义

上具有道德的意蕴？

　　通过对感受这一特殊意向行为的分析，舍
勒指出，由感受促发的行动与价值有着本质关

联，由此这种行动就蕴含着某种深刻的情理，而

不是简单的动物式的刺激—反应的行动模式。

舍勒把这种基于价值感受（明察）之上的行动

称为道德行动。这一做法的实质是基于现象学

式的伦理学对道德性这一重要概念的重新界

定。将这一界定与康德对道德性的界定进行对

照，我们就更能看清现象学意义上的道德性的

内涵及其在伦理学上的意义，由此我们也更能

辨析由感受促发的行动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

道德性。

康德认为，“道德性的唯一的原则存在于

对法则的一切质料（亦即一个被欲求的客体）

的独立性之中，同时也存在于通过一个准则必

须能够有的纯然普遍立法形式而对任意的规定

中”［４］。这段话集中地展现了康德对于道德性

的界定。他认为，道德性包含了两个条件：其

一，任何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必须独立于被欲

求的客体（质料），即任何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

都不能直接由欲求对象来激发，如努力工作的

意志不能由安度晚年这一目的来促发，否则努

力工作这一行动就不具有道德含义；其二，任何

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必须由“纯然普遍立法形

式”来进行规定，即任何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

必须由形式性的普遍道德法则来促发，如努力

工作的意志必须要由道德法则来促发，否则努

力工作这一实际行动就不具有道德含义。由此

可见，只有由道德法则促发意志而引发的行动

才是道德行动———道德行动与道德法则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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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关联构成了康德道德性概念的核心内涵。

基于康德对道德性的这一界定，情感自然

就被排除在了道德之外。因为，任何情感促发

意志的行动都不可能符合道德性的规定，不管

这种情感是感官性的，还是精神性的，在道德性

面前，所有的情感都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由

感受促发意志而引发的行动，既不可能是道德

行动，也不可能具有道德含义。

然而现象学视域中的道德性概念与康德对

它的界定完全不同，舍勒截然相反地把情感作

为道德性的本质属性。在舍勒看来，道德行动

就是基于对价值的感受促发意欲而引发的行

动。感受并非一种杂乱无章的感官状态，比如

身体的疼痛之类，而是具有意向性特征并且以

价值作为对象的意向行动。这样的意向行动因

其能够促发行动而具有实践意义，因此它不同

于纯粹的认知意向行动，而是具有道德含义的

伦理意向行动。这也意味着，在舍勒眼中，一些

公认的道德行动若不是由出于价值明察而来的

感受引发出来，它们就没有道德涵义。以此而

论，康德意义上的由道德法则促发的行动根本

不能算作道德行动，因为这类行动不是由具有

伦理意向特征的感受所引发的。

下面我们仍以孟子“孺子将入于井”的例

子来说明康德式的道德性与舍勒式的道德性之

间的差别。在“孺子将入于井”的场景中，对于

舍勒来说，一个人救了将要落井的孺子，他若是

试图交好孺子父母或者邀誉于乡里，则此救人

行动绝非道德行动。因为他不是感受并明察到

“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事态的价值而采取的救

人行动，而是通过对一个目标的设定（获取名

誉或者取得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引发的行动。

另外，假如他在看见这一场景之时虽没有一种

“怵惕恻隐”的不忍之情，但尚有一种应当救人

性命的意识，即出于“应当”这一强制意识而救

了孺子，这一行动照样不是道德行动。因为他

没有感受并明察到这一事态的价值，同时也没

有关于“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事态的急迫感受，

他实则处在一种价值盲目状态。看到“孺子将

入于井”，他不假思索，恻隐不忍之情油然而

生，立马促发他救人的意欲，然后飞快地跑过去

救孺子脱离危险之境。他这么做既不是为了要

交好于小孩的父母，又不是要在邻里获得好名

声，也不是由于某种应当意识的强制，而纯粹就

是出于不忍，出于看到“孺子将入于井”之时油

然而生的某种价值感受。在舍勒看来，这样的

行动才是真正的道德行动。而对于康德来说，

只有出于“我应当救人”的纯然的“应当”，才是

道德行动；而且这一行动越是纯粹即越不夹杂

情感因素，它就越具有道德意蕴。该如何把握

康德的“道德性”概念呢？对此，我们或许可以

假设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乍见“孺子将入

于井”的场景中，假设某人与孺子的父亲有仇，

见“孺子将入于井”，他不但没有不忍之心，而

且还有些幸灾乐祸，此时出于应当救人的道德

法则意识，在这一法则的强制之下，他仍旧做出

了救孺子的行动。对于康德来说，这一行动就

是比较纯粹的道德行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依照康德对

于道德性的规定，感受促发的行动不具有道德

的意蕴；但是，依照舍勒对于道德性的界定，感

受促发的行动具有道德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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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科技与伦理紧密关联、相互契合，其价值原则主要表现为公益性与功

利性的统一、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统一、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统一。公益

性是科研活动的魅力与方向，幸福生活是科研活动的准绳，价值理想是科研活

动的空间。面对多元化的价值，现代科研工作者应使其相互兼顾，在相互统一

和相互权衡中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坚守自己的学术灵魂，坚持公众和人类社

会的整体利益，为人类社会创造幸福，以体现自身的根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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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活动是人们在接受价值的过程中做出

的具体选择，这类活动包含有多个要素，不仅有

价值选择的主体和客体，还有价值选择的方式

和背景，这些要素都会影响到价值的选择与展

现，这就是价值多元化的原因。价值从不同角

度区分，有经济价值，还有人文价值；有理论价

值，还有实践价值；有当下价值，还有未来价值。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对这些价值进行不同选择，

与我们怎样回答“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做的是什

么”，以及“什么是善的和幸福的生活”［１］这一

系列问题紧密相关。科技与伦理的关系在现代

社会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随着研究的不断

深入，两者之间的契合关系逐渐得到了大家的

认可，当然也面临着质疑。这种质疑源于这样

一个重要难题：如何界定“应当”与“善”。鉴于

此，本文拟基于由多元化的价值而建构起来的

选择机制来回应这种质疑，并论证科技与伦理

相契合的价值原则。

　　一、公益性与功利性的统一

科学社会学的奠基者、美国著名科学社会

学家Ｒ．Ｋ．默顿认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性

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作为惯例的规则构成

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２］。科学的宗旨是认

识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就是认识

的成果（结论），科学活动不带功利性，其成果

属于全人类。科学的这一本质属性表明，公有

性和无私性的精神气质奠定了科学的公益性。

科学的目的不在于谋取自身的利益，而在于通

过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来为人类谋幸福；科学

家和科研团体在无私利的前提下进行科研活

动，并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公布于众，与人类共

享，以期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幸福。因此，公益

性不仅是科学的品性和根本，也是科学家和科

学共同体进行科研活动的前提和主旨，是科研

活动的精神魅力之所在。

现代科学的公益性不同于古希腊科学的理

论品性。古希腊科学作为一种纯理论活动，其

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帮助人们确立正

确的世界观，所以其目的不在于改变世界，而在

于认识世界。而现代科学的公益性直接体现为

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这是其与古希腊科学

的最大区别。小科学时代科学的公益性也不同

于大科学时代科学的公益性。小科学时代的科

学活动基本上是科学家个人的活动，其与技术、

生产、应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速度远不

及大科学时代科学活动；小科学时代科学活动

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世界，提高人们生活品质，其

改变世界和人们生活的速度缓慢，有的甚至会

经过几千年才能对世界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影

响。而大科学时代科学的公益性非常明显，世

界和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受到科学的影响。

这不仅与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活动的组织性即政

府性有关，而且还与大科学时代的科学与技术、

生产、应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速度既快

又频繁有关。科学的公益性主要是针对大科学

时代的科学而言的，大科学时代科学的公益性

不仅有益于人们科学地认识世界、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而且还能较为迅速地改变世界，服务于

人们的现实生活，给人类社会带来幸福。

技术不同于科学，其品性在于它的功利性。

在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技术显然远远不

单纯是思想的具体化。从根本上说，技术是需

要和价值的体现”［３］。通过发明和使用技术，

人们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爱好、欲望，也体

现出了对价值的追求，这两点决定了技术的功

利性。这种功利性表达着一种建立在人们的需

要和欲望的基础之上的价值诉求。人们不可能

满足自己所有的需要和欲望，也不可能让所有

的人去制造器具、发明和使用技术，因而当他人

用技术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和欲望时，我们只有

提供相应的服务、进行等价交换，才能享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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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这是技术功利性的最根本的表现方式。

无论是古代的技艺（经验的技术）、近代的技术

（设备的技术），还是现代的技术（科学的技

术），技术的功利性都没有发生改变。技术的

功利性虽然也表现在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

为人们的生活创造幸福，但它不同于科学的公

益性。因而技术不是完全基于大众的幸福来使

用，甚或会因一己之私利而对他人造成伤害。

不过，科学的公益性和技术的功利性的区

分在现代渐渐模糊，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大科学

时代。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趋势导致科

学和技术的性质难以明确区分，公益性和功利

性也很难截然分开。当科学为实现自己的理论

目的开始向技术订购工具时，科学的公益性已

经与技术的功利性联系在一起；当科学的理论

研究离不开既精巧又具有强大功能的技术时，

科学的公益性日渐为技术的功利性所影响；当

技术的“座架”之本质完全支配着我们改造世

界和日常生活的方式时，向技术订购工具的科

学亦将落入此渊薮。在这种境况下，科学的公

益性会向技术的功利性发生偏移。在此过程

中，科学的公益性不会遭到完全的抛弃，但在技

术功利性的熏陶之下，“‘为科学而科学’的清

高和超脱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４］，科学的无

条件的公益性的精神气质将会发生某种变化，

成为有条件的公益性，从而与技术的功利性融

合在一起。在大科学时代，个人需要若想得到

满足，必须与他人进行合作以共同完成某项研

究，其中必然会涉及多方的利益，并且由于研究

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需要巨额的资金，投资者可

能是个人、企业和组织，也可能是政府。这样，

科研必然会受到投资者的制约，科研的功利性

就会因此变得更为明显，科学的公益性会向技

术的功利性发生偏移，使得科学无条件的公益

性成为有条件的公益性，从而与技术的功利性

逐渐融合在一起。

从当下来看，科学的公益性向技术的功利

性的偏移，有益于促进科学的理论研究和技术

的应用研究水平的提高，但从长远来看，则不利

于科学的理论研究。当科学的纯粹理论研究受

到技术功利性的巨大影响时，科学研究将会夹

杂着更多的私利，有悖于科学的公有性和无私

利的精神气质，从而从源头上玷污科学的理论

研究；一旦这种科学研究成果投入到技术、生产

之中，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将直接危害人们的安

全和幸福，使科学和技术的本性发生扭曲。这

一点正是当代科技发展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所在。这些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根本上乃是

“源于不同利益主体在利益竞争中对科学技术

的盲目利用”［５］。惟有改变这种境况，才能提

升科学的理论研究和技术水平。公益性是现代

科学的精神气质，但对公益性的追求也不能脱

离科研活动的现实境况。现代科研离不开必要

的物质力量即技术手段的支撑，因而其势必会

受到功利性的影响。在现代科研活动中，我们

既不能仅坚持科学的公益性原则，也不能忽视

在科研活动中科学对功利性的追求，只是对功

利性的追求要以公益性原则为前提和基础。唯

其如此，才能坚守科学的学术灵魂，体现其在现

代生活中的价值。

公益性的价值原则体现了整体性的文化特

征，功利性的价值原则体现了个体性的文化特

征。科研在现代的双重特征，要求我们在进行

科研活动时，必须体现并且贯彻公益性与功利

性相统一的原则，不仅要坚持公益性的价值原

则，还要坚持功利性的价值原则。公益性是科

学家价值选择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他们价值选

择的归宿，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在于为人们的

幸福谋福利，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

功利性是在公益性的基础上根据科研的现代特

性而提出来的，科学研究应立足于公益性原则

去谋取个体的利益和幸福。在对某一领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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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开发的时候，其科研方向应符合公众和

整个人类利益，当自身的研究或者投资者的利

益与公众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相悖的时候，

科研工作者应顶住外部投资者的压力，坚守自

己的学术灵魂，坚持公众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

益，为人类社会创造幸福，以体现自身的根本

价值。

　　二、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统一

科技与伦理相契合的第二个价值原则是幸

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统一。幸福生活与科研价

值的关系是在公益性与功利性之间关系的基础

上提出的，是公益性与功利性统一的进一步深

化和细化。幸福生活是公益性的具体展现，也

是公益性的根本目的，坚持公益性的目的在于

创造幸福生活；科研价值是功利性的具体展现，

功利性通过科研价值的体现而得以通达和贯

彻。公益性和功利性的这种关系，决定了科研

价值要以幸福生活的实现为评价标准，一旦二

者之间发生冲突，惟有放弃科研的功利价值，选

择幸福生活。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之间的关系

在历史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其一，混沌的统一关系。这种关系与科学

的内在性质及其社会地位紧密相关。古希腊的

科学作为一种理论，与当时的人们对幸福生活

的理解直接联系在一起。古希腊人认为，幸福

生活不在于用行动来改变周围的世界，而在于

通过对事物自然本性进行理解和观察，由沉思

抵达幸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沉思

是唯一因自身之故而被人们喜爱的活动”［６］，

沉思作为合乎自身的活动，它必定是完善的幸

福，这种幸福通过神思即对事物本质的沉思而

体现出来。虽然沉思式的幸福生活超乎世俗生

活，却为凡人所向往，故而也奠定了人们对幸福

生活理解的基调。以这种基调为根本的早期科

学，服膺于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理解，其科研价值

在于通过沉思来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服

务。所以，在古希腊重视沉思的精神气氛中，科

研价值和幸福生活混沌地统一在一起，没有现

代科学意义上的明确区分。

其二，又统一又分离的复杂状态。这与科

学在近现代内在性质的变化密切相关。近代社

会的变革与科学密不可分。科学不仅加快了近

代社会的变革速度，而且提高了近代社会的生

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人们创造幸福生活

提供了动力和活力，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统

一性得以极大提高。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态

发生了变革，以研究型的方式呈现出来，“任何

一门科学作为研究都以对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

的策划为根据”［７］，作为研究型的科学在对对

象区域的筹划之际，首先设定的是对存在者的

筹划，其通过专门化的方法来操纵存在者、预测

存在者的状况，从而支配着存在者。通过这种

筹划，作为研究型的科学摆置着存在者，在此摆

置中，人将自己摆置成存在者关系的中心。这

样，人在不断地摆置中，最后也把自己作为对象

进行摆置；存在者整体只有被人摆置，它才是存

在着的。换句话说，作为研究型的科学支配着

对人类和世界的摆置。于是，人和存在者整体

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直接改变着人们

对现实的幸福生活的理解。从这个层面来看，

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开始处于分离的状态。

其三，有机的内在统一关系。科研价值与

幸福生活之间的分离并非一直持续下去。科学

之所以有时与幸福生活相悖，其原因就在于作

为研究型的科学在对对象的支配中把对象视为

可摆置的对象和手段，但生活并非手段而是目

标，而且此目标并非中期目标，而是一个终极目

标、一种自我目的［８］。在当代，科学被嵌入在生

活本身之中，现实生活是科学的出发点与归宿。

幸福生活不在于对作为手段的对象的控制和实

现，而在于把对象作为一个终极目标去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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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进而借此实现一种自我目的。科学活动

不是通过计算、计划和研究对生活施行暴力，而

是在对生活本身进行解蔽的过程中，完成生活

的托付，实现生活的目的。于是，科研价值与幸

福生活又实现了有机统一。

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在历史中呈现出来的

三重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科研价值的不同

维度。古希腊科学的价值与希腊人对幸福的理

解内在统一，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直接融合在

一起；而近现代的科研开始偏离幸福生活这一

目标，其科研价值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根本；当代

科技发展对人们生活世界的渗透，从某种程度

而言支配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目的的理解，但科

研工作者固守初心，坚持科学的原初价值追求，

即以幸福生活作为自己最高的价值标准。“科

学研究是运思无禁区、验证有禁区”［９］，在理论

上，科研工作者可以随意进行理论设想，但在现

实行动和对象性活动中，则要受到相应的伦理

规则的限制，以使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保持和

谐的状态，从而使科研在促进幸福生活的维度

上实现自身的价值。

今天，科研工作者借助精深的科学理论和

精巧的技术手段，可以无止境地去探索研究，科

研的能力与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科研活

动的开展不仅与对享乐欲望的合理认知有关，

还与对能力、完成的冲动的正确态度有关。

“当我们从抑制享乐欲望过渡到抑制能力与实

施，过渡到抑制完成的冲动时，我们进入的是一

个全新的领域。”［１０］科研工作者不能任由研究

能力和完成的冲动泛滥，在科研中应该基于对

幸福生活的沉思，对能力、冲动进行规约，促成

能力的实施、完成的冲动与生活目的的和谐统

一。在幸福生活的价值维度内，当代的科技发

展在研究能力与完成的冲动方面，应该设置相

应的界线，坚持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的内在

统一。

　　三、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统一

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统一是对科研价值

与幸福生活内在统一关系的进一步延伸，是基

于当代与未来对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之关系的

阐释。生活是一个统一整体，我们无法将过去、

现在和未来完全割裂开来，否则，生活将是破碎

不堪的。价值的意义与作用不仅影响着当下，

还影响着未来。因而从生活和价值的本性来

看，我们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即关注生活和价

值的持续性影响，关注未来，而不能仅仅专注于

当下。可持续发展应以公平为前提，这种公平，

“既指代内公平，又指代际公平”［１１］，价值理想

着眼代际公平，从未来的视角进行审慎的选择，

理想的价值形态不仅包含当下的幸福生活与科

研价值的和谐，而且还包含未来的幸福生活与

科研价值的和谐。因而价值理想的现实必然要

求当下的行为者在双重的和谐状态下审慎地行

动，做出选择；价值现实须从未来的视角去进行

度量、采取行动。因此，价值理想和价值现实虽

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进行选择，但两者在现实选

择过程中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关

系样态，以致无法在两者之间作出简单的割裂

处理。

从生活和价值相统一的视角来看待价值理

想与价值现实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任

何时期的科学理论都面临着处理价值理想与价

值现实的关系，但由于科学理论在不同时期表

现为不同的样态，因而在不同时期，科学理论对

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之关系的处理也不一样。

古希腊科学的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内在地融为

一体，其价值理想高于价值现实。近现代科学

的发展慢慢改变了古希腊科学的这种理念，这

种改变在当代科学中表现得最为彻底。当然这

种改变并非完全抛弃了价值理想，而只是意味

着观察问题的视角发生了转移。近现代科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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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虽同样面临着从理想层面出发来提升

现实高度的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不仅

仅是纯粹地表现为理论，而且还在于它们是在

对理论进行超越和创新的基础上去改变世界。

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所带来的人类知识的增加使我们能够准确地预

见我们自身的行为对后代生存的影响”［１２］。由

此可见，与古希腊科学相比，近现代科学、当代

科学在理解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之关系的维度

上发生了偏移，即它们开始从当下与未来的关

系视角去看待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关系和存

在的问题。

从当代科技发展走偏方向所带来的可怕后

果来看，“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就是在技术文明

时代下对全人类行为的否决性任务。人类行为

已经变得无所不能，即使不在其创造性的潜在

方面，至少在其破坏性的潜在方面是这样的。

作为人类自身生存的必备条件之一，这种关注

显而易见包括对这个行星上的所有物质的未来

的关注”［６］１３６。当代科技的发展无论是在资源

利用方面，还是在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方面，都对

未来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威胁，削弱了他们追求

幸福生活的可能性，生活的整体性要求当代科

研活动在对价值的追求中也要考虑到其自身价

值的整体性。科研活动在与当代人的幸福生活

保持和谐的同时，也要顾及到未来人们的幸福

生活。科研工作者在做出价值选择时，必须把

对未来的关注作为自身生存的必备条件，以维

护未来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和能力。

对未来的关注不仅是由于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承载着对下一代的责任，而且还关系到我们

自身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既是我们的生活不

可缺少的力量支撑、我们的生存力量的展现，也

是我们的生活得以延续的动力。生活的意义之

内涵极其丰富，并且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生活

环境中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在科学、技术、生产

日益一体化的时代，我们在赋予生活意义的同

时，不能在相对狭隘的层面对待赋予意义的能

力，不能在相对自我封闭的空间中进行发掘和

培养，否则它最终会损害人们对意义的追求和

获取。在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我们获取意义

的能力也必须保持开放，这种开放不仅包括在

空间上对全球保持开放，而且包括在时间上对

未来保持开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开放和

坦诚的环境中，不仅关照当下生活的意义，而且

关照未来生活的意义，从而使我们在整体的意

义上维护生活的和谐。

当代科技发展对未来产生的深远影响，以

及我们生活的意义与未来生活意义的开放关

联，要求当代科技在规划和发展中一定要引入

未来的维度。这就对科研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不

容回避的问题，即在科研活动中一定要把未来

人类的幸福纳入自己的所思和所行中。在价值

理想与价值现实之间，人们不能为了科研的现

实价值而损害未来人类的权利和幸福，而应在

对未来的关照中，在价值现实不损害价值理想

的前提下，创造自身的现实价值；在对科技的研

究和应用的风险评估中，应该在价值现实的面

前捍卫价值理想，不削弱和侵犯后代子孙的利

益和幸福。科研工作者既不能无止境地摄取资

源，抢夺未来人们的生存资源；也不能一味地开

发，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给后代的生存留下后

患无穷的烂摊子；更不能随意应用科学理论更

改对生命本身和生活意义的理解。

参考文献：

［１］　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Ｍ］．２版．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２．

［２］　ＭＥＲＴＯＮＲＫ．Ｔｈｅｓｏｃｉｌ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２６９－２７０．

［３］　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Ｍ］．王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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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００．

［４］　曹南燕．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Ｊ］．哲学

研究，２０００（１）：４８．

［５］　程现昆．科技伦理研究论纲［Ｍ］．北京：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７３．

［６］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Ｔｈｅ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２６５．

［７］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Ｍ］．孙周兴，

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６：８９３．

［８］　奥特弗利德·赫费．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

德［Ｍ］．邓安庆，朱更生，译．上海：上海译文

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２０．

［９］　韩东屏，欧阳康．疑难与前言：科技伦理问题

研究［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４０．

［１０］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

原理的实践［Ｍ］．张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２００８：４７．

［１１］陈昌曙．哲学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Ｍ］．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５４．

［１２］廖小平．伦理的代际之维———代际伦理研究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３．

（上接第５８页）
的可能性。如果人们对自己道德力量的作用持

悲观甚至怀疑态度，或是把自己看作是可以被

不告知的模式或政治操控者的傀儡玩物，那么

人们便不可能去捍卫自由，而必将成为决定论

主宰下的牺牲品，失去自己作为人所拥有的珍

贵美好的自由意志。伯林对决定论进行批判的

主要目的是希望人们认清楚决定论所带来的灾

难性后果，相信唯有个人勇敢地承担责任以及

因抉择所可能引起的焦虑不安，人们才能享有

自由，才能去维持、建立、捍卫难能可贵的自由

社会。

参考文献：

［１］　以塞亚·伯林．自由论［Ｍ］．胡传胜，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　以赛亚·伯林．现实感［Ｍ］．潘荣荣，林茂，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　以塞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Ｍ］．岳秀坤，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７．
［４］　ＢＥＲＬＩＮＩｓａｉａｈ．ＲｅｐｌｙｔｏＲｏｂｅｒｔＫｏｃｉｓ［Ｊ］．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８３：３９２．
［５］　ＢＥＲＬＩＮＩｓａｉａｈ．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ｎｋｉｎｄ［Ｍ］．

Ｌｏｎｄｏｎ：Ｐｉｍｌｉｃｏ，１９９８：１２９．
［６］　ＣＡＲＲＥＨ．Ｗｈａ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１．
［７］　以塞亚·伯林．俄国思想家［Ｍ］．彭淮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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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研究述评与展望
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ｓｈａ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关键词：

共享经济；

互联网技术；

使用所有权；

交易平台

张省，常江波
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ｂｏ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对创新创业、经济增长、社会资源可

持续利用具有极大推动作用。梳理有关共享经济模式的研究发现：已有研究中

对共享经济模式划分，较为典型的是按照消费观念、共享行为与共享方式来划

分。在技术、观念、政策、资本等的推动下，共享经济逐渐形成，其主要通过主易

提成、滞留资金、广告收益、订制服务来实现盈利。从共享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可

以推测：传统行业在未来将会向共享经济模式靠拢；共享企业将会朝着全球化、

生态化方向发展；共享经济治理将会更加民主化、多元化。展望共享经济研究，

盈利模式、传统行业融合共享思维、共享平台治理模式等将成为研究重点。

·２７·



张省，等：共享经济研究述评与展望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应在共享经济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２０１１年，“协同消费”就被《时代》周刊列为改

变世界的十大理念之一。共享经济能够为经济

增长带来新动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新

动力，为社会资源可持续发展带来新思路。面

对共享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英国、韩国、加拿

大、德国等都相继制定了相应的共享经济政策，

希望能够借共享经济的东风，促进本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

最早对共享经济作出阐述的是马科斯·费

尔逊和琼·斯潘思，他们提出的“协同消费”思

想为共享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１］随后，国内学

者李炳炎和国外学者马丁·威茨曼相继正式提

出“共享经济”概念，他们根据国内外的实际情

况提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合作共享的消费模式，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２－３］但

是受到技术水平和消费观念等因素的限制，共享

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很缓慢。２０１４年，随着移动

互联网的出现，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变，共

享企业数量剧增。据中国知网（含期刊，硕士、博

士论文等２６个子库）和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ＤＯＬ电子期刊

数据（含２４个子库），有关共享经济的中、外文

献总量分别为 ２９３３９和 ２２４８３６。从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７年以来的相关数据（见图１）可知，共享经

济正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对其的研究热

度居高不下。鉴于此，本文拟对共享经济的内

涵、模式、机制等的研究进展进行回顾，以期对

其未来研究提供启示。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共享经济中外文献走势图

　　一、关于共享经济之内涵的研究

虽然共享是一种古老的社会实践，但它目

前正在通过利用Ｗｅｂ２．０技术的力量扩展并重

新定义为爆炸式的共享经济［４］。共享经济这一

概念涉及多样化的共享形式，包含多领域的实

践活动，涵盖盈利性和非盈利性项目［５－７］，有着

特别的要素、构成与特征。

１．共享经济的定义

“共享经济”自提出以来，就与“使用权经

济”［８］“协同消费”“点对点经济”［９］“零工经

济”［１０］等概念交替使用。尽管共享经济引起了

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但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其

内涵形成统一的认识，共享经济从初生、形成到

进一步发展的一些代表性观点见表１。

目前，学术界对于共享经济的定义尚存争

议，但学者们在有些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其

一，共享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一种新的发展形态。

经济发展中的很多问题长久难以解决，主要是

受到逐利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共享经济的出

现，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不对称这一现实，是经济

领域的创新成果。其二，共享经济是资源配置

的最优化方式。在互联网交易平台的驱动下，

海量、分散、多样化的资源和需求信息得到整

合，使供需双方能够快速匹配。其三，共享经济

是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与发展观。共享经济模

式提倡人们对于物品的重复利用，倡导“重使

用、轻拥有”的新观念。

２．共享经济的要素

共享经济在个体、资源、技术和环境等一系

列要素的综合作用下（见图２），借助互联网交

易平台，交易主体以去中心化的身份参与共享，

在高效便捷的共享环境中实现价值创造。

（１）个体要素

在共享经济中，个体要素主要包括卖方和

买方，即供给侧和需求侧。供给侧希望能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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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共享经济的一些代表性观点

发展阶段 代表人物 主要贡献或观点

理论渊源

Ｖ．Ｔｈｕｎｅｎ［１１］
认为解决资本主义劳资矛盾的方法不是废除私有制，而是通过分享制使每个人

都成为资本的所有者

Ｔ．Ｃａｒｖｅｒ［１２］ 认为通过分散产权可使收入合理化，改善劳资关系，激励劳动者并提高生产力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１３］ 提出了“人民资本主义”的概念

Ｌ．Ｏ．Ｋｅｌｓｏ［１４］和Ｍ．Ｊ．Ａｄｅｌｅｒ［１５］ 提出“新资本家”概念，认为“员工持股计划”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

Ｔ．Ｗ．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６］和
Ｇ．Ｓ．Ｂｅｃｋｅｒ［１７］

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是主要的生产资源，在经

济增长中前者的作用甚至高于后者

理论形成

马科斯·费尔逊和琼·斯潘思 提出“协作消费”，即几个或者更多个体在共同行动中一起消费经济物品或服务

李炳炎 社会主义共享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决定中国势必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形式

马丁·威茨曼 将工人的工资与企业的收益联系起来，促使劳资双方由敌对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

詹姆斯·米德［１８］ 将经济共享划分为纯利润共享和纯收入共享两种形式

新发展

Ｒ．Ｂｅｌｋ［１９］ 回顾和对比了两种类型的分享：传统的分享和基于互联网的分享

Ｒ．Ｂｏｔｓｍａｎ和Ｒｏｇｅｒｓ［２０］
将分享经济定义为“为了货币或非货币形式的收益，分享空间、技能、物品等闲

置资源的经济模式”

Ｍ．Ｂａｕｗｅｎｓ
将共享经济称为点对点经济（即Ｐ２Ｐ模式），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共享基
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Ｌ．Ｇａｎｓｋｙ［２１］ 认为“使用而非拥有”和“不使用即浪费”是共享经济的两个核心理念

Ｐ．Ｌａｕｒａ，Ｔ．Ｃｏｏｐｅｒ，
Ｔ．Ｆｉｓｈｅｒ［２２］

认为共享经济追求的是社会文化价值，根本上是价值观的变化；共享经济能真

正实施，在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

罗宾·蔡斯［２３］ 认为共享经济的本质是：我们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能让这个市场更有效率

谢志刚［２４］ 提出共享经济是知识经济发展新阶段和哈耶克自发秩序的具体表现，即个人为

了达到均衡状态对不同知识的一种主动协调的现象

马化腾，张笑荣，

孙怡，等［２５］
认为共享经济是公众将闲置资源通过社会化平台与他人共享、进而获得收入的

经济现象

张新红，于凤霞，

高太山，等［２６］
认为共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共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资

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

图２　共享经济中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

理闲置品，或以物易物，或出租盈利，或免费共

享等。需求侧希望能够实现低成本、个性化、绿

色消费，并希望能够获取某些经验。通过第三

方交易平台，供给侧和需求侧在信息的不断流

动中实现共享。同时，当共享内容发生变化时，

卖方与买方的角色也会动态地改变。因而可以

说，在一个共享过程中，个体既是起点又是

终点。

（２）资源要素

共享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资

源的合理配置。一方面，资源是富足的，现代科

技和生产能力高度发达，产生了大量富足的资

源，从而拥有了共享对象。另一方面，相较于欲

望无限的人们来说，资源又是有限的（如资金、

土地、时间等的有限性），在一定的约束条件

下，人们只能选择对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产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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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共享经济的出现则创新性地化解了经济

剩余问题，借助相关技术，最大化地实现了资源

的充分利用，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３）技术要素

现代共享经济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主要依

赖于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出现

之前，在地理位置、信息交流不便的情况下，相

互共享很难。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打破了时间、

空间等的限制，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个体连接

起来，使资源的重新分配有了可能。可以说，互

联网技术是共享经济得以发展的支撑力量。

（４）环境要素

共享经济的环境要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

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政治环境主要指

政府对共享经济的态度和相应的法律规定等。

经济环境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人口、土

地等资源的拥有状况和经济增长速度等。社会

文化环境是指在不同地域中人们经长久积累演

变而形成的一种共识，如消费观，价值观等。面

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要想使企业获得长

久发展，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要素的

分析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３．共享经济的特征

根据以上分析，共享经济具有以下两个典

型特征。

其一，互联网技术是共享经济发展的支撑

力量。随着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日趋成熟，各

种新型的共享模式不断出现。目前的共享经

济，主要是依靠互联网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交易成本更低、效率更

高，交易产品也由单一、标准化转向个性化、私

人订制。

其二，使用所有权是共享经济发展的基本

理念。随着法治社会的逐步建立，人们对于产

权的观念日益清晰。目前，“共享经济”这个词

已成为非所有权形式消费活动的统称，如交易、

出租、分享和交换。在共享经济中，人们主要强

调物品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用权是指不

改变财产的本质而依法加以利用的权利。共享

经济主体通过共享某些资产（知识、资金、技能和

固定设备等）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当前，共

享经济的许多定义都建立在优化未充分利用的

资产，以促进获取而非所有权的理念上［２７］。

　　二、关于共享经济之模式的研究

依据消费观念、共享行为和共享方式的不

同标准和分析角度，学者们对共享经济的模式

进行了划分，具体见表２。

表２　共享经济模式划分

代表人物 划分依据 划分类别 主要案例

Ｂｏｔｓｍａｎ和

Ｒｏｇｅｒｓ
消费观念

产品服务系统 共享单车

再分配市场 ｅＢａｙ
共享生活方式 知乎，分答

张孝德［２８］ 共享行为

有偿共享 滴滴出行

对等共享 城乡体验

劳务共享 Ｉｎｓｔａｃａｒｔ
众筹共享 陆金所

马化腾 共享方式

使用权共享 空中食宿

时间共享 春雨医生

所有权共享 途家

１．根据消费观念划分
（１）产品服务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体

之间交换产品和服务，但是所有权不会发生变

化，仅会出现产品使用权的转移。人们只需为

商品的使用价值付费，而不必考虑其他，其主要

形式有租赁和共享等。例如，在共享单车的商

业模式中，人们可以实时地寻找距离自己最近

的车辆，使用完后仅需支付相应的租赁费，而车

辆的保养维修等费用则与消费者无关。

（２）再分配市场。这种模式与传统的二手
商品市场相似，但其发展更多地依赖于互联网，

其拥有的资源和需求信息都是海量的、大规模

的。在这种模式中，随着交易的发生，所有权和

使用权都会发生转移。在再分配市场中，商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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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免费的，也可能是互换的，但更多的是用来

盈利的，如 ｅＢａｙ、Ｓｗａｐ．ｃｏｍ、闲鱼等商业模式。

不管交易的形式如何，再分配市场更多强调的是

对物品的循环利用，希望人们将旧的、不用的资

源再投入市场，经过流通到达需要者的手中。

（３）共享生活方式。这种模式中交易的内

容大多是无形的。根据不同的诉求，互联网将其

分类聚集成为一个个专业化的团体或组织，从而

方便人们实现时间、技能、知识等无形资产的交

换。在这种模式中，人们通过系列衡量标准将无

形资产量化处理，进而使消费变得更加多样化。

例如，知乎，分答和平安好医生等，就是在互联网

的作用下，将时间、知识等进行量化定价，从而使

无形资产也能够投入到市场运作中。

２．根据共享行为划分

（１）有偿共享模式。有偿共享的关键是共

享的盈利属性，只要能够实现盈利的目的，物品

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皆可共享。这种模式也是目

前覆盖面最广的一种模式，如滴滴出行、空中食

宿等模式。对于共享经济中的大多数企业而言，

其发展目的多是为了盈利；即使有些企业目前仍

处于无偿共享状态，但随着使用群体的增多和企

业的发展，其最终都会走向有偿共享模式。

（２）对等共享模式。对等共享的特征主要

是无报酬共享。在这种模式中，双方将各自的

物品、空间、知识、技能等进行交换。这种模式

强调的并不是收益本身，而是希望借助一个平

台，使双方无需投入更多资源就能够实现“１＋

１＞２”的效果。这种模式下并没有明确的买方

与卖方，参与者既是供给方又是需求方。例如，

目前国内所推动的城乡儿童手拉手体验活动，

就是一种典型的对等共享模式。

（３）劳务共享模式。目前，对于物品、时间、

技能、资金等的共享实践已有很多，但是，人们

忽略的一点是，劳务也是一种可以共享的资源，

现实中还有大量分散的劳务资源尚未充分利

用。例如，Ｉｎｓｔａｃａｒｔ公司凭借其１小时送货上门

服务实现了劳务共享。

（４）众筹共享模式。众筹就是指利用大众

的力量实现资本集聚。众筹共享模式就是在平

台的作用下，将零碎的资源进行汇聚，并按照不

同规模、不同类别进行利用。众筹有盈利性和

非盈利性之分。例如，陆金所、京东众筹等的主

要目的就是盈利，而像水滴筹、松松筹这样的项

目则属于非盈利性众筹，旨在通过社会的共同

帮助来实现某些公益性目的。

３．根据共享方式划分

（１）使用权共享。使用权共享的产品主要

是那些短期不需使用、长期所有权不希望改变

的资源。在这种模式中，共享的资源主要是闲

置的物品或资金。例如，借助于空中食宿的平

台，人们实现对闲置房屋使用权的转移。而对

于闲置的资金，人们可以在 Ｐ２Ｐ借贷平台上，

将资金的定期使用权转让给第三方，从中收取

一定利息作为报酬。

（２）时间共享。当代共享经济活动的发

生，大多依赖于网络平台，这就为人们带来更多

的就业创业机会。例如，在春雨医生的平台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可以利用闲暇时间为病人

提供咨询建议服务，进而可以为自己带来额外

收益。这种模式打破了时间、空间和管理等方

面的壁垒，为社会增加了大规模的生产力，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

压力。

（３）所有权共享。以往，当人们不再使用

某些物品时，就会将他们闲置，甚至丢弃。虽然

闲置的资源对于所有者而言已经失去了价值，

但资源本身还拥有未发掘的潜在价值。这时

候，只需对资源进行重新匹配，就可以为供给

方、需求方和社会带来多重效益。例如，途家公

司推出一项共享度假新模式，用户需在指定的

时段内将房屋的所有权让渡，平台根据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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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将共享的房屋进行匹配，从而实现了所有

权的共享。

通过对上述共享经济模式的分析可以发

现，现有研究成果存在一些明显特征：其一，现

有模式概括尚不能将所有的共享实践涵盖在

内，尽管划分方式与角度不同，但最终划分类型

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叉；其二，由于多数共享经

济研究和实践都集中在消费领域，这就使得研

究分类受限，不能更全面具体地考虑问题本质；

其三，对于共享经济中的一些重要影响因素，如

盈利与非盈利、所有权与使用权等，相关学者在

划分时并未重点涉及。

　　三、关于共享经济之机制的研究

尽管最近人们对共享经济的关注度激增，

但对参与共享经济的动机知之甚少。本文拟从

共享经济的形成机制、盈利机制和演进机制三

个方面来探讨共享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内在

机制。

１．共享经济的形成机制

（１）共享经济是现代信息技术融合的最新

成果。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能终端

的使用范围由中青年扩大至少年和老年，消费

群体不断扩大，消费内容变得多样，消费地点也

变得灵活自由。同时，通过与物联网、大数据等

新技术相融合，消费成本变得更低，覆盖范围变

得更广。

（２）共享经济是新生代群体消费观念的集

中体现。消费观念的转变是共享经济得以快速

发展的内在原因。Ｒ．Ｇｏｄｅｌｎｉｋ［２９］通过体验的方

式让新生代与共享经济接触，结果发现，大多数

的学生认为此前的过度消费会给社会带来风

险，而注重获取而非拥有则会带给我们一个更

好的社会。共享经济追求的是一种低碳节能、

循环利用的新型生活方式，其对于促进生态文

明、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３）共享经济是政策引导的典型示范。随

着共享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由于其涉及到大

规模的人群，也因为其可以为社会带来巨大的

经济利益，各国政府对其态度已由模糊变为明

确支持。美国通过立法使得专车、股权众筹等

商业行为合法化。２０１４年，英国政府就制定了

打造共享经济中心的相关计划。在各国政府的

积极推动下，人们对相关企业给予更多的信任，

使得这些企业能够快速成长。

（４）共享经济是金融资本市场运作的产

物。目前，各国都在极力提倡创业创新，新颖的

想法不断提出。对于这些创新项目，只要其未

来预期效果好，就会有大量资本投入，而大量金

融资本的投入，使新兴的共享经济企业能够迅

速占领市场，进而形成规模化效应。

２．共享经济的盈利机制

（１）交易提成。交易抽成是多数企业考虑

的盈利方式。平台作为主要的交易场所，在交

易完成后会向双方收取提成以获得盈利，目前

大多平台的收费对象多为供给方。例如，“滴

滴打车”就是通过向司机收取佣金来实现盈利

的；一些二手物品交换平台，也大多是向卖方收

取交易提成的。

（２）滞留资金。共享经济的许多企业都会

构建自己的信息交流平台，通过收取押金等一

系列吸取资金的方式，获得大量资金的使用权。

对于滞留资金，企业可能会进行投资获益、资金

周转或规模化发展。目前，较为典型的就是共

享单车的押金模式，受其模式启发，越来越多的

企业也开始施行这种策略。

（３）广告收益。拓展经营成本趋于零的广

告业务，对于共享企业来说又是一大盈利点。

对于那些拥有大规模用户的企业而言，用户就

是其最大优势，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就能够

形成可观的广告推广。同时，通过发掘自身的

经营特点，前期进行相关数据收集并制定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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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告投放方式，既能吸引大量企业进行广告

合作，又能够对自身品牌进行宣传，从而达到双

赢的效果。

（４）订制服务。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

和不断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人们的需求不再单

一化、大众化，个性化订制服务应运而生。例

如，对于那些鞋码较大的人，过去可能很难找到

合适的鞋子，但是现在通过相应平台就可以订

制最适合自己的鞋子；过去人们在跟团出游时

都会受到行程规划限制，现在多样化的出游方

式和路线正不断增多。

３．共享经济的演进机制

共享经济是技术进步、观念转变、政府引导

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未来的发展

是不可阻挡的。从共享经济的兴起原因和发展

趋势可以推测，传统行业在未来将会向共享经

济模式靠拢，随着企业的全球化、生态化发展，

企业的附加值也在不断提升（如图３所示）。

图３　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

（１）传统行业将与共享模式不断融合。
２０１５年我国开始了调整产业结构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面对传统行业中低效、不合理的组

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新兴的共享经济模式为其

提供了改造思路，可以帮助其淘汰落后产能，引

入新的运营模式，对企业组织结构和业务进行

重构，从而使传统企业紧跟时代发展，焕发新的

活力。

（２）共享企业将朝着全球化、生态化方向

发展。在市场、资本、政策与企业等多重力量的

作用下，中小企业平台将会逐渐消亡，整个行业

会出现一超多强局面，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会

发生较大改变。为进一步寻求新的利益增长

点，企业会加速全球化、生态化建设。一方面，

共享经济类企业的发展目标将会转向全球，在

以往发展基础上开拓全球市场；另一方面，企业

会对其所掌握的数据、技术等加以整合，发掘创

新，进而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共享生态系统。

（３）共享经济治理将会更加民主化、多元

化。共享经济的治理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三

方来协调合作。企业是共享经济的直接参与

方，其首先要保持自身操作的合理和规范，其次

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来制定相应的信用评价体

系，进而确保共享经济市场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政府不应直接参与经营活动，而是要发挥维护

和服务作用。此外，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够

使得共享经济获得更好的发展。

　　四、关于共享经济研究的展望

共享经济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和技术等众多因素的集合体，其组织与运行

正逐渐升级到区域和国家战略层面。基于共享

经济现有文献，本文初步形成以下结论。

其一，共享经济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国内

外学者虽对共享经济的概念、特征、模式等进行

了大量研究，但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

义。在学术研究中，专业名词微小的差别都将

导致研究对象、方向、结果大相径庭，未来的研

究应对共享经济进行更为准确的界定，将其与

相关概念进行区分，为深入研究提供清晰的目

标。在共享经济模式划分上，现有成果仍有一

些值得继续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未来在进行模

式划分时，应具有前瞻性，尽可能地适应共享经

济模式的动态性变化。

其二，共享经济的实证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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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虽对共

享经济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希望能

够从实证角度去揭示其本质，但是到目前为止，

实证研究并未明确指出共享经济的动态［３０］。

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共享经济的出现和变化形

式，对于理解共享经济的动态至关重要。

其三，共享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方式不断

丰富。在英国政府２０１５年出台的共享经济政

策中，强调要对共享经济的规模和影响进行统

计和评估。国内学者吕本富等［３１］提出测量共

享经济规模的四层模型，构建了测度指标，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方式的局限性。解决共享

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问题，将极大地推动共享

经济的计量研究，减缓目前共享经济研究过度

依赖于个案分析的状况。目前的一些研究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共享经济统计的片面性，

考虑了网络基础产业和外部经济，但仍然存在

细分指标难以量化、数据收集和调研过程复杂

等问题。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于共享经济的研究逐

渐丰富、不断深入，但当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

共享经济的概念、特征、模式等理论层面。通过

对共享经济众多文献的梳理，发现以下三个方

面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其一，对盈利模式的研究。对于大多数企

业来说，盈利既是其发展的目的，又是其长久发

展的保障。我国共享经济起步晚，大多数企业

在创业伊始就将国外的企业作为模仿对象，很

多企业的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都是从国外企业

移植过来的，创新意识不够强，缺乏个性和特

色，同质化现象严重，并且盈利模式大多为收取

交易佣金，收入来源单一。因此，未来对共享经

济盈利模式的研究应当加强。

其二，对传统行业融合共享思维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共享经济的飞速发展，其新结构、

新理念、新技术等不断冲击着传统行业的经营

理念、管理模式与企业结构。这是一场经营管

理革命，面对共享经济类企业的兴起所带来的

巨大压力，传统行业应挖掘自身特点，利用共享

经济的思维方式，将企业放在一个新视野中制

定发展战略，使企业兼具传统和现代的双重优

势，进而在全球化竞争中占据优势。

其三，对共享平台治理模式的研究。在共

享过程中，过于依赖交易平台导致过多的权力

交给了企业，而企业主要关注经济效益，很少关

注社会和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民主化共

享经济治理平台的研究就更为迫切。为探索这

一研究主题，可以把平台治理的理论、民主的组

织治理和社会技术系统的价值的制定结合起

来，为分析新兴的平台治理民主模式提供概念

框架，并将理论运用到实证案例研究中，从而不

断探索最适宜的平台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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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

投资；

逆向技术溢出；

创新能力

梁文化
ＬＩＡＮＧＷｅｎｈｕａ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的高低已经成为一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

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在对国内

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借鉴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和 Ｐｏｔｔｅｌｓｂｅｒｇｈｅ国际研发溢出
测算模型，对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国内创新能力进行实

证检验，结果发现：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以发明和实用新型为表征的创

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弱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而对以外观设计为表征的创新能力

的促进作用则显著强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内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三种路

径。我国企业应通过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研发和创新网络，在提升自身吸收能

力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提升我国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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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已步

入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新阶段，依靠

传统的引进国外成熟和标准化的技术已经无法

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并且随着发达国家

对其先进技术的国内锁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的发展模式困难重重，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

发展实践也表明，只有在学习和模仿基础上实

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才能最终形成国家和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提升企业的创新能

力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最新发布的２０１７年全球创新指数（ＧＩＩ）排行

榜中，我国仅仅位列第２２位，另外，我国的研发

（Ｒ＆Ｄ）投入强度、每万人拥有的 Ｒ＆Ｄ人员数

量、每百万人拥有的 ＰＣＴ（专利合作协定）专利

数量和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等与发达国家相比尚

有一定差距，仍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与我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创

新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并使得我国企业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

的过程中步履维艰。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

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国家“走出去”和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推进，我国企业对外直

接投资（Ｏｕｔｗａｒ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ｒｓｔｍｅｎｔ，简

称ＯＦＤＩ）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尤其是向发达

国家的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近年来更是突飞猛

进。２０１６年，我国 ＯＦＤＩ流量蝉联世界第二位

并连续两年实现双向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净输

出，为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深度

融入全球经济并从国际市场获取资金、技术和

战略资源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作为与引进外

资同等重要的国际技术外溢渠道之一，技术寻

求型 ＯＦＤＩ能否显著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

力，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鉴于此，本

文拟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疏理，结合我国

企业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的发展现状，在将衡量

国内创新能力的指标详细分解为发明、实用新

型和外观设计的基础上，构建省际面板模型，探

讨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与创新能力之间

的关系，以推动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对

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

　　一、研究综述

关于 ＯＦＤＩ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国外学者较早就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研究

成果。Ａ．Ｆｏｓｆｕｒｉ等［１］通过构建双寡头古诺模

型，利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研究了无技术优

势企业的 ＯＦＤＩ行为，认为跨国公司技术溢出

不仅存在于母国向东道国的 ＯＦＤＩ行为中，后

发国家企业通过接近发达国家研发和技术密集

地也可以获得技术的逆向溢出，从而提升母国

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Ｔ．Ｉｗａｓａ等［２］分析了

日本跨国公司的 ＯＦＤＩ行为，发现其在美国的

研发支出与其海外专利数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性，证实了通过 ＯＦＤＩ渠道获取的研发溢出可

以促进自身的技术创新。Ｐ．Ｊ．Ｂｕｃｋｌｅｙ［３］选取

中国制作的１９８４—２００１年４９个国家的 ＯＦＤＩ

面板之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

国ＯＦＤＩ行为的决定因素及其效应，结果显示

其对国内的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Ａ．Ｇａｚａ

ｎｉｏｌ等［４］以法国企业的ＯＦＤＩ活动为研究对象，

用ＰＳＭ的分析方法，考察了其 ＯＦＤＩ行为与企

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ＯＦＤＩ行为

对法国企业的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Ｊ．Ｍａｓｓｏ等［５］选取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研究了

ＯＦＤＩ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其对公司

层面的技术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但是其在提升

母国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整体的技术和创新水

平方面所起的作用并没有显示出来。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确立，提升

企业的创新能力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问题之一，如何实现以创新驱动国家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转型，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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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内学者关于

ＯＦＤＩ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机理与实证两个方面。

（１）关于 ＯＦＤＩ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关系

的机理研究。赵伟等［６］是国内较早对该问题进

行探究的学者，他们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

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 ＯＦＤＩ影响母国技术进

步与自主创新的机理，从Ｒ＆Ｄ费用分摊机制等

四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初步的分析体系，在机理

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ＯＦＤＩ与ＴＦＰ全要素

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ＯＦＤＩ对 ＴＦＰ的

影响程度虽然较为微弱，但结果显著为正。陈

菲琼等［７］强调了新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

对实现由产业链低端向高端迈进的重要意义；

总结出 ＯＦＤＩ影响自主创新的四种反馈机制，

分别是海外研发、收益反馈、子公司本土化和对

外投资的公共效应，并采用典型案例分析法对

四种反馈机制进行了验证。汪斌等［８］在区分原

始创新、集成创新与二次创新的基础上同样从

四个方面总结了 ＯＦＤＩ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机

制：海外研发技术反馈、并购适用技术、利润反

馈、ＯＦＤＩ的外部效应。胡宗彪等［９］则从企业、

产业和国家三个不同层面分析了 ＯＦＤＩ逆向技

术溢出效应，并进一步研究了影响溢出效应的

相关因素。王恕立等［１０］从企业和产业两个层

面分析了中国 ＯＦＤＩ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

并运用协整理论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

检验。

（２）关于 ＯＦＤＩ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关系

的实证研究。沙文兵［１１］运用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中

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

对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并

且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吴建军等［１２］从 Ｒ＆Ｄ投

入与产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 ＯＦＤＩ的技术

创新效应，由ＯＦＤＩ渠道获取的国际 Ｒ＆Ｄ资本

对自主创新的效应显著为正，且影响程度大于

通过引进外资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陈菲

琼等［１３］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我国ＯＦＤＩ的省际面板数据，以拓展的 Ｌ－Ｐ

模型为分析框架，构建吸收能力与 ＯＦＤＩ的交

叉项，实证检验了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自主

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之间有显著的正向

关系且存在地区差异。毛其淋等［１４］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的数据，采用 ＰＳＭ方法，实证检

验了ＯＦＤＩ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ＯＦＤＩ同样

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且不同类型的 ＯＦＤＩ对

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性。汪洋等［１５］选取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

ＯＦＤＩ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

ＯＦＤＩ额、Ｒ＆Ｄ人员、Ｒ＆Ｄ投入均能显著提升区

域创新能力，但同样存在区域差异。付永萍

等［１６］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４５０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层面的数

据，实证检验了ＯＦＤＩ、Ｒ＆Ｄ投入对自主创新能

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在对公

司性质按产权归属分组后，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则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纵观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大部分学者认

同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

在，并且通过 ＯＦＤＩ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

显著地促进了母国企业乃至母国整体的创新能

力，但是笔者也发现，在该领域中仍存在值得进

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如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对

不同层次创新能力的影响如何？国内企业是否

通过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提升了自身的创新能

力？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经验？等

等。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对于

当前阶段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并进而推

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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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处理

为了探究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和通过不同渠

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对不同层次自主创

新能力的影响，本文将代表创新能力的专利授

权量，划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个层

次，并构建实证模型，对我国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

１．模型设定与构建
在借鉴Ｃ－Ｈ和Ｌ－Ｐ模型的基础上，本文

选取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 ＯＦＤＩ、ＩＦＤＩ对内
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

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将被解释变量由衡量创

新能力的专利授权量进一步划分为发明、实用

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形式，分别用ＩＰ、ＵＰ和ＡＰ
表示，代表国内创新能力的高、中、低三个层次。

通过选取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中国内地３０个省份的

相关数据（西藏的数据缺失过于严重，因此予

以剔除）构建省际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

深入探究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不同层次创新

能力的影响。由于变量取对数并不改变模型的

基本性质，并可有效降低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

题给模型估计带来的偏误，因此可构建如下基

本模型。

ｌｎＩＰｉｔ＝α０ ＋μ１ｌｎＳ
ＲＤ
ｉｔ ＋μ２ｌｎＳ

ＯＦＤＩ
ｉｔ ＋μ３ｌｎＳ

ＩＦＤＩ
ｉｔ ＋

μ４ｌｎＳ
ＩＭ
ｉｔ＋ｕｉ＋εｉｔ ①

ｌｎＵＰｉｔ＝α０ ＋μ１ｌｎＳ
ＲＤ
ｉｔ ＋μ２ｌｎＳ

ＯＦＤＩ
ｉｔ ＋μ３ｌｎＳ

ＩＦＤＩ
ｉｔ ＋

μ４ｌｎＳ
ＩＭ
ｉｔ＋ｕｉ＋εｉｔ ②

ｌｎＡＰｉｔ＝α０ ＋μ１ｌｎＳ
ＲＤ
ｉｔ ＋μ２ｌｎＳ

ＯＦＤＩ
ｉｔ ＋μ３ｌｎＳ

ＩＦＤＩ
ｉｔ ＋

μ４ｌｎＳ
ＩＭ
ｉｔ＋ｕｉ＋εｉｔ ③

　　其中，ＩＰｉｔ、ＵＰｉｔ和 ＡＰｉｔ分别表示 ｉ省 ｔ年的
发明专利授权量、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和外观

设计专利授权量，ＳＲＤｉｔ为 ｉ省 ｔ年的国内研发资

本存量，ＳＯＦＤＩｉｔ 、Ｓ
ＩＦＤＩ
ｉｔ 和Ｓ

ＩＭ
ｉｔ分别表示通过对外直接

投资、引进外资和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研

发溢出，α０为常数项，ｕｉ为个体效应，εｉｔ为随机

干扰项，μ１、μ２、μ３和 μ４为待估参数，分别表示

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 ＯＦＤＩ、ＩＦＤＩ和进口贸

易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对不同层次自主创

新影响的弹性系数。

２．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由①②③式构建的基本模型可以看出，实

证分析中涉及到的变量主要包括我国内地３０

个省份历年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授权量、

各省份历年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以及通过不

同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下文分别予以

介绍。

本节选取各省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的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分别代表自主

创新能力高、中、低三个层次，相关数据均取自

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份历年国内

研发资本存量借鉴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于１９５１年开创的

永续盘存法，并运用④式进行估算。

ＳＲＤｉｔ ＝ＲＤｉｔ／Ｉｉｔ＋（１－δ）Ｓ
ＲＤ
ｉ（ｔ－１） ④

其中，ＳＲＤｉｔ和Ｓ
ＲＤ
ｉ（ｔ－１）分别表示ｉ省ｔ年和ｔ－１

年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ＲＤｉｔ表示ｉ省ｔ年的研

发支出，δ表示折旧率，参照国内外学者 Ｃｏｅ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李梅、李平等人的做法，取 δ为５％。

考虑到价格波动因素带来的影响，本文以２００３

年为基期对各省研发支出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

进行平减，Ｉｉｔ表示 ｉ省 ｔ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

数。各省历年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取自《中国统

计年鉴》，其余数据取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在测算各省历年获取的国外研发溢出时分

两步进行，首先计算出我国整体上从选取的样

本国家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其次根据各

省历年 ＯＦＤＩ占我国全部 ＯＦＤＩ的比重计算得

出本文实证分析所需数据。根据研究目的，本

文选取全球研发水平较为先进且与我国经济往

来较为密切的１５个国家和地区作为获取国际

研发溢出的来源国，这１５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

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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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瑞典、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美

国、加拿大、芬兰。具体测算公式如⑤⑥⑦式
所示。

ＳＯＦＤＩｔ ＝∑
ｊ

ＯＦＤＩｊｔ
Ｙｊｔ
ＳＩＦＤＩｊｔ ⑤

ＳＩＦＤＩｔ ＝∑
ｊ

ＩＦＤＩｊｔ
Ｙｊｔ
ＳＲＤｊｔ ⑥

ＳＩＭｔ ＝∑
ｊ

ＩＭＰＯＲＴｊｔ
Ｙｊｔ

ＳＲＤｊｔ ⑦

　　其中，ＳＯＦＤＩｔ 、Ｓ
ＩＦＤＩ
ｔ 和 ＳＩＭｔ 分别表示第 ｔ年我

国从东道国或地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引进外

资以及进口贸易所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

ＯＦＤＩｊｔ、ＩＦＤＩｊｔ和 ＩＭＰＯＲＴｊｔ分别表示第 ｔ年我国
对ｊ国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从ｊ国或地区的
引进外资和进口贸易额，Ｙｊｔ和Ｓ

ＲＤ
ｊｔ分别表示ｔ年

ｊ国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研发资本存
量。中国对各经济体的 ＯＦＤＩ数据取自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其余数据取自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不同经济体历年的国内

生产总值取自ＵＮＣＴＡＤ数据库，国外研发资本
存量数据由于无法直接获取，本文首先根据世

界银行和 ＯＥＣＤ数据库各国 Ｒ＆Ｄ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数据和各经济体的ＧＤＰ数据，测算出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年研发支出，然后根据上文

介绍的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和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的方法求出各经
济体历年的研发资本存量。

　　三、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提
升创新能力的实证检验

　　１．模型设定检验
对面板模型的估计一般可以采取混合ＯＬＳ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方法。

根据相关检验原理，可以采取 Ｆ检验判断混合
ＯＬＳ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优劣，采取 ＬＭ检
验判断混合ＯＬＳ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
采取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判断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
效应模型的优劣，具体检验结果见表１。我们

以发明专利授权量为被解释变量的Ｆ检验结果
显示其统计量值为 １０．９９，相伴概率 ｐ值为
０００００，可以强烈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固定效应
模型优于混合 ＯＬＳ模型；ＬＭ检验结果显示其
统计量值为３７２．３８，相伴概率ｐ值为０００００，可
以强烈拒绝原假设，即认为随机效应模型优于

混合 ＯＬＳ模型。最后可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来
判断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Ｈａｕｓ
ｍａｎ检验统计量值为 ２７．３３，相伴概率为
００００１，我们可以强烈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固定
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根据相同的检验

原理，对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被解释变量

进行模型设定检验，结果（见表１）显示，同样应
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

表１　面板模型设定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检验类型 统计量值 相伴概率

Ｆ检验 １０．９９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ＩＰ ＬＭ检验 ３７２．３８ ０．０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２７．３３ ０．０００１
Ｆ检验 ２４．９４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ＵＰ ＬＭ检验 ８６２．６７ ０．０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３７．７１ ０．００００
Ｆ检验 ３１．０６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ＡＰ ＬＭ检验 ９４６．５０ ０．０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１７．２３ ０．００１７

２．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模型设定检验结果，运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３．０软件对模型①②③进行固定效应（ＦＥ）回
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２。

从表２可以看出，对以发明、实用新型和外
观设计为表征的不同层次创新能力回归模型调

整后的可决系数分别达到 ０．９３０６、０．９０７８和
０６９８２，另外Ｆ值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模
型整体设定是较为合理的。从回归结果中我们

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

首先，对以发明专利衡量的第一层次的创

新水平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通

过ＯＦＤＩ和ＩＦＤＩ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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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明专利授权量均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

具体来说，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 ＯＦＤＩ和

ＩＦＤＩ获取的国际Ｒ＆Ｄ资本存量每增加１％，发

明专利授权量分别增加 ０．６１８％、０．２９２％和

０１４０％，并且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

著性检验。而通过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研

发资本存量对发明专利授权量影响的弹性系数

仅为０．０１９，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２　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不同层次创新

能力回归结果

变量 发明（ＦＥ） 实用新型（ＦＥ）外观设计（ＦＥ）

ｌｎＳＲＤ
０．６１８

（８．８２）

０．５３４

（８．２９）

０．０１７

（０．１７）

ｌｎＳＯＦＤＩ
０．２９２

（３．６６）

０．１２７

（５．５０）

０．３２２

（４．２０）

ｌｎＳＩＦＤＩ
０．１４０

（４．２０）

０．２４１

（４．５８）

０．１５６

（３．８２）

ｌｎＳＩＭ
０．０１９

（０．３８）

－０．０５９

（－１．２８）

０．１３３

（１．８０）

常数项
－５．００２

（－７．８８）

－２．１６２

（－３．７０）

２．２３６

（２．３８）
Ｆ值 ８７６．８３ ９３５．２１ ２０１．６８
Ｒ２ ０．９４４５ ０．９１８９ ０．７３６８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０．９３０６ ０．９０８７ ０．６９８２
样本容量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注：系数下方括号内数值为 ｔ统计值，、和分别

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其次，对以实用新型专利衡量的第二层次

的创新水平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内研发资本存

量、通过ＯＦＤＩ和 ＩＦＤＩ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

本存量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均起到了正向的

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

ＯＦＤＩ和 ＩＦＤＩ获取的国际 Ｒ＆Ｄ资本存量每增

加 １％，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分别增加

０５３４％、０．１２７％和０．２４１％，并且均在１％的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而通过进口贸

易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对实用新型专

利授权量的影响则为负，其弹性系数为

－０．０５９，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最后，对以外观设计专利衡量的第三层次

的创新水平的回归结果显示，通过 ＯＦＤＩ、ＩＦＤＩ

和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对外

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均起到了正向的影响作用。

具体来说，通过这三种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

本存量每增加１％，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分别

增加０．３２２％、０．１５６％和０．１３３％，其中，通过

ＯＦＤＩ和ＩＦＤＩ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通

过了１％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通过进口贸易

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了１０％水

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外观

设计专利授权量的影响为正，其弹性系数为

００１７，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总之，ＯＦＤＩ逆向技术溢出对不同层次创新

水平的影响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从总体情况

来看，当前阶段对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第一和第

二层次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影响最大的

仍是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 ＯＦＤＩ渠道获取

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对发明专利的影响程度已

经超越了通过 ＩＦＤＩ渠道得到的结果。但是对

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程度则与之相反。而对创

新能力第三层次的外观设计专利影响程度最大

的则是通过 ＯＦＤＩ渠道获取的国际 Ｒ＆Ｄ资本

存量，其影响效应远远超过通过ＩＦＤＩ和进口贸

易渠道获取的国际Ｒ＆Ｄ资本存量，而国内研发

资本存量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效应则不

显著。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实证检验视角分析了我国企业技术

寻求型ＯＦＤＩ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检

验发现：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对不同层

次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当前

阶段对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发

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影响最大的仍是国内研

发资本存量，而对创新能力第三层次的外观设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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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专利影响程度最大的则是通过 ＯＦＤＩ渠道获

取的国际Ｒ＆Ｄ资本存量，其影响效应远远超过

通过ＩＦＤＩ和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Ｒ＆Ｄ资

本存量。

根据本文实证检验所得结论并结合我国企

业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的发展现状，我们提出以

下政策建议：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驱动、

协同发展经济格局逐渐形成的当今时代，我国

应由原来的以“引进来”为主的发展模式向“引

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模式

转变，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积极主动地融

入全球研发和创新网络，充分获取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红利，近距离地接触

高新技术的发源地，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获

取发达国家的研发资本所带来的好处，在经过

技术传导、吸收和扩散创新后，实现在引进消化

基础上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为推

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提供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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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显浪
ＬＩＡＯＸｉａｎｌａｎｇ

中共深圳市龙岗区委党校，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７２

摘要：产业结构是工业革命有形的外在结构，技术结构是工业革命无形的内在

结构。通过对工业革命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分析，发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包

含了以生物技术、纳米材料、新能源和３Ｄ打印等新材料产业与以互联网技术为
支撑的电子商务组成的外围结构，以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现代物流等新的通

信、能源、交通产业组成的基础结构，以及以智能制造、添加制造技术、大规模个

性化定制为技术特质的加工制造业组成的核心结构。从经济系统的角度来看，

可以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解为：以新材料、数字制造、智能制造和可再生能源等

技术创新与融合为技术特征，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为产业特征的智能、绿色、

可持续的新工业革命。目前，第三次工业革命系统运行所需的各个产业子结构

已初具雏形，各项技术创新也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成熟的产业体系尚未形

成。在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方面，我们既要注重技术创新能力的建设，又要注

重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强新工业

革命重大关键领域技术创新支持，加强产业政策引领，加强互联网、大数据、新

能源等技术设施建设，以形成产业创新、技术创新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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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互联网、新能源、３Ｄ打印、智能制

造等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以及欧美主要发达

国家的再工业化实践和新闻媒体的积极传播，

使得 “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引起了广泛

关注。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从历史和现实的角

度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影响与应对

策略等。从学理上来看，对于工业革命的界定

标准本身应具有自洽性，方能将人类进入工业

社会以来的近代史划分出若干个相互联系又彼

此互有区别的发展阶段，即若干次工业革命［１］。

当前学界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界定有代表性的

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

金“新能源版本”的划分，强调第三次工业革命

的标志是通信技术与能源技术的结合［２］；二是

麦基里 “制造业版本”的划分，强调第三次工业

革命的标志是制造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

变［３］；三是认为由以上两方面或多个方面的内

容共同构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其中以基于演

化经济学和长波理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那么，该如何认识以上对第三次工业革命

的不同理解呢？该从怎样的视角来分析第三次

工业革命呢？笔者认为，以上对第三次工业革

命的研究均有较大的合理性，但由于研究视角

的不同而存在认识偏差，容易引起认识上的混

淆。杰里米·里夫金注重从产业经济系统的视

角展开研究，充分论证了通讯技术和能源在产

业经济系统中的作用，进而提出通信革命和能

源革命的结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麦

基里则从技术经济的视角展开研究，强调制造

业技术革新或技术经济范式转变是第三次工业

革命的标志。演化经济学则从工业革命历史和

现实演进的视角，强调多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演

进共同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对于前面两

类研究，第三种研究视角更具全面性，强调工业

革命是由不同部门多种技术革命相互作用、共

同演进的结果。但其对工业革命本质的认识还

是建立在技术革新视角基础之上的。

从目前已完成的两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来

看，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在一系列重大技术变革

和产业变革基础上形成新的工业化经济系统的

过程，工业革命是工业化经济系统形成的动态

过程，工业化经济系统是工业革命发展的静态

结果，对动态过程的研究可以观察工业革命发

生、发展的规律，对静态结果的研究则有利于观

察工业革命的构成和内涵。Ｍ．Ｐａｕｌ［３］、贾根
良［４］、杨虎涛［５］等从技术革新的视角进行的研

究可以看作对工业革命动态过程的分析，里夫

金［２］从产业系统的视角进行的研究可以看作对

工业革命动态过程的分析。从工业革命的历史

来看，历次工业革命都包含着产业结构和技术

结构的重大变革。在一个工业化经济大系统

中，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新的

技术结构会催生新的产业结构，新产业结构的

发展也会促进新的技术变革。对工业革命仅从

技术的角度分析，无法看清其整体和现实形态；

仅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分析，无法看清其内容和

本质形态。区分工业化经济大系统的产业结构

和技术结构，有利于我们理清工业革命所包含

的全部图景。而要完全理清一次工业革命的全

部图景，既要关注其技术革新的重大突破，也要

关注其产业系统运行的经济现实性；既要考虑

其产业经济系统内各部门产业结构关系，也要

分析其各部门技术经济范式变化。鉴于此，本

文拟从产业经济系统的视角出发，将工业革命

看作产业系统的革命［６］，从工业化经济系统的

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三次工

业革命，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系统视角揭示第

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

　　一、工业化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与

技术结构

　　历次工业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创造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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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生产力，更在于其改变了人类生产的组织

形式，形成了高度系统化的分工、协作的工业化

经济大系统。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机械化生产

技术的出现，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的分工协作、

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大生产经济运行体系。

同样，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自动化的大规模生

产技术进一步形成了更加复杂的全球化工业大

生产系统。从产业经济系统的视角出发，分析

历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有利于

我们观察工业革命的全景，也更有利于我们洞

察正在发生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

命）的发生与发展。

１．工业化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就是产业系统的组织方式。工业

化经济系统可以看作一个“自然资源→开采→
加工→流通→消费”［７］的循环运转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从系统运行的角度来看，处于核心位

置的是加工环节，它能够达成系统运行的核心

目标———生产最终消费品。而为了保证该核心

目标的实现，还需要资源开采、商业流通等环节

发挥外围性的功能，为加工环节提供初级产品

和中间产品，并将最终消费品流转到消费环节。

另外，为保证整个工业化经济系统的运行，还需

要为系统提供服务性活动的其他产业，如交通、

能源、通讯等。这些部门既不输入产品也不输

出产品，只提供服务性活动。至此，根据不同部

门在运行中的功能，可以将工业化经济系统划

分为“核心结构、外围结构和基础结构”［７］三个

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互为条件，既各自独立

又相互联系。核心结构是达成系统运行生产最

终消费品的核心目标，同时也是构成基础结构

和外围结构运行的条件。外围结构的原材料工

业、商业等决定了核心结构的劳动对象，并保证

核心结构产品最终经济价值的实现。基础结构

则从属于工业化经济系统，其结构和功能明显

有别于其他部门，只提供某种服务。但决不能

因此忽视其作用，它是整个系统运转的重要保

证，其作用就在于它构成了核心环节和外围环

节运转的基础环境，决定了生产、流通经济的活

动范围和发展潜力。例如，直到石油动力、公路

运输、电信通讯等基础结构体系逐渐完善，第二

次工业革命才将全球化工业大规模生产体系推

向顶峰。

总之，工业化经济系统产业结构中的三个

部分的功能是相互联系的，共同组成一个相互

协调、连续运转的经济大系统：核心结构和外围

结构是共同完成取得最终成果而进行的基本生

产过程，而基础结构则为这一基本生产过程提

供辅助性服务，三者共同形成动态的功能耦合，

推动工业化大生产系统的不断发展壮大。

２．工业化系统中的技术结构

把工业化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划分为核心

结构、外围结构和基础结构，是从产业运行功能

的角度进行划分的。这种抽象的分析方法有助

于我们把握一个工业化经济系统的全部产业构

成及其之间的关系，但也抽象掉了不同工业化

经济系统间产业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有学者认

为在工业发展史上，工业革命只有１７６０年从英

国发端的那一次［８－９］。那么，该如何区分历次

工业革命呢？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工业革命的技术

结构。从经济系统运行功能角度划分的产业结

构，只是经济系统的现实形态和外在结构。如

果我们比较不同的经济系统，就会发现不同经

济系统中同一子系统的形态差异，而这种差异

取决于经济系统所使用的一系列技术体系，即

技术结构。技术结构是一个经济系统内不同门

类或不同先进程度的技术的一种结合。相对于

产业结构是经济系统的有形的外在结构，技术

结构是经济系统的无形的内在结构，它反映的

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一种具有转换关系

和平衡关系的中介系统。具体到每一次工业革

·０９·



廖显浪：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分析

命的经济大系统，技术结构体现的是其本质属

性，是区分一种经济系统与另一种经济系统的

重要标识，决定了该系统产业结构的现实形态。

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例，按

照惯用的称呼，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被分别叫

做“蒸汽机革命”和“电气革命”，就是一种基于

技术结构的区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

机、各种工作机等造就了不同于之前社会的机

械化、工厂制的产业结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

期自动化生产、内燃机、电气化等技术则进一步

改变了原有的产业结构，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

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石化、电气等重工业

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形成了技术结构更加丰

富的产业，造就了全球化大规模生产的产业体

系。正是两次工业革命中不断出现的新技术造

就了与其之前完全不同的经济大系统，体现了

新旧经济系统和产业结构的本质差异。

　　二、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结构与技

术结构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每次工业革命都是一

次工业化经济大系统技术结构的重大变革与产

业结构的重新整合。同样，对于第三次工业革

命来说，从经济系统运行的角度划分工业革命

的产业结构，并厘清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逻

辑联系，有助于澄清当前人们对第三次工业革

命理解上的混乱。下面我们就通过对三次工业

革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分析（见表

１），来考察第三次工业革命包含的内容，以及

它们之间的关系。

从表１可以看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

命都形成了以不同技术结构为特质，由核心结

构、外围结构、基础结构所组成的经济大系统。

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以半机械化、机械化加

工制造业为主的核心结构，以煤炭开采、钢铁材

料、全球化贸易为主的外围结构和以邮电纸质

传媒通信、煤炭蒸汽动力、铁路运输为主的基础

结构。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了包括以自动化加

工制造、标准化流水线大规模生产为代表的大

规模制造加工技术，以电气、石油为代表的能源

动力技术，以化工、钢铁、有色金属为代表的多

元材料技术，以内燃机为基础的交通运输技术

的技术结构体系，并形成了以自动化加工制造、

标准化流水线大规模生产为特质的核心结构，

以石油矿产开采、更加先进的钢铁化工合成材

料生产、更加紧密的全球化生产贸易为辅助的

外围结构，以及以电信技术通信、电气石油能

源、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等为支撑的基础结构。

参照对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产业结构的

划分，结合当前新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

表１　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

名称
核心结构

（生产、制造加工业）

外围结构

（采掘业、原材料工业、商业）

基础结构

（交通、能源动力、邮电通信）

第一次

工业革命

半机械化、机械化加工制造

工厂制社会化大生产

煤炭开采

钢铁材料

全球化贸易

邮电纸质传媒通信

煤炭蒸汽动力

铁路运输

第二次

工业革命

自动化加工制造

标准化流水线大规模生产

石油矿产开采

钢铁、化工、合成材料

全球化生产贸易

电信技术通信

电气石油能源

海陆空立体化交通

第三次

工业革命

智能制造

添加制造技术（３Ｄ打印）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生物技术材料

纳米材料

新能源、３Ｄ打印等新材料
电子商务

互联网

可再生能源

现代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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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包含里夫金所说的

“通信与新能源革命”和 Ｍ．Ｐａｕｌ所说的“制造

业数字化革命”，还应该包括杨虎涛所强调的

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能源、３Ｄ打印等新材料

产业，以及电子商务新商业模式等。从第三次

工业革命新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来

看，以上学者的研究都只讨论了其中的一个方

面。里夫金的“通信与新能源革命”讨论的是

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结构的内容，他将通讯技

术比作中枢神经系统，将能源比作血液，实质上

讨论的就是通讯、能源等对经济系统的基础作

用。Ｍ．Ｐａｕｌ的“制造业数字化革命”讨论的是

第三次工业革命核心结构的内容，其对工业革

命的划分实际上关注的是工业化经济系统中核

心产业的技术结构变革。杨虎涛的研究强调新

材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关键投入和动力部

门，关注的是外围结构的部分内容。显然，从系

统运行的角度来看，核心结构、外围结构、基础

结构缺一不可，从其中任何一个部门出发的研

究都能找出该部门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或核心的

依据，但从其中任何一个部门出发的单独研究

又都是不完全的。如表１所示，以生物技术、纳

米材料、新能源和３Ｄ打印等新材料产业与以

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电子商务组成新的外围结

构，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现代物流等新的通信、

能源、交通产业组成了新的基础结构，而以智能

制造、添加制造技术、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为技术

特质的加工制造业组成了新的核心结构。以上

各方面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构成了新一次工

业化经济系统变革所需的全部要素，即构成了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全部特征。而通过大量科技

信息和研究论文可知，第三次工业革命新产业

系统所需的技术变革正逐渐取得突破，新的产

业结构体系也初具雏形，处于萌芽状态，随着新

技术的成熟和新产业的发展，最终将形成区别

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新的工业化经济系统。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基于

经济系统视角的理解

　　上文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从产业结

构与技术结构的划分上讲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所包含的内容，可以看作一种局部分析或结构

分析。但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解还应该

上升到系统的视角，结合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

现实形态和技术结构的内在属性，分析其发展

的动力和内涵。也就是说，只有从经济系统整

体的视角上去分析，才能完整把握工业革命的

内涵。从工业革命的历史来看，一次工业革命

是新的经济系统对前一次经济系统的替代。第

三次工业革命也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发

展起来的，并最终会形成替代的新经济系统。

首先，消费升级奠定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发

展的经济动力，推动了其生产方式的变革。第

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标准化、自动化、规模化工业

生产模式，以及全球化工业生产体系的建立，极

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消

费品。而人们的消费需求总是随着生产力发展

不断提升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个

性化消费需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标准化、规模

化生产方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种个性化的

消费需求是推动新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方

式变革的重要经济动力。

其次，发展理念的转变决定了第三次工业

革命变革的方向，推动了其技术变革。第二次

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的资源消耗和日益严重的

环境问题给人类的持续生存带来了危机。“可

持续发展理念”成为人类自觉改造自然的又一

重大共识，决定了其技术变革的方向。智能制

造、３Ｄ打印等制造加工技术提高了资源使用效

率，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则为彻底解

决能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提供了可能。

最后，技术创新的突破奠定了第三次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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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变革的基础，推动了其产业变革。技术创

新永远是工业革命发展的动力。目前，新一代

互联网技术已经逐渐成熟，正为新的生产模式

和新兴产业提供基础服务。快速成型、工业机

器人、人工智能等一批重大技术突破正推动着

原材料、加工制造等产业的深刻变革。太阳能、

风能等技术的应用已在全球展开，虽然目前新

能源在最终成本上并不优于石油化工能源，但

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的进一步突破，新能源替

代石油化工能源指日可待。

总之，第二次工业革命面临的问题和新的技

术进步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动力，第三

次工业革命是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面替代和

新的补充。结合前文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结

构和技术结构的分析，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第三

次工业革命可以理解为：以新材料、数字制造、智

能制造和可再生能源等技术创新与融合为技术

特征，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为产业特征的智能、

绿色、可持续的新工业革命。这一过程将推动一

系列新兴产业的产生，还将导致社会生产组织方

式和制造模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最终形成绿色

智能、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系统。

　　四、结语

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来看，第三次工业

革命包含了以生物技术、纳米材料、新能源和

３Ｄ打印等新材料产业与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

的电子商务组成的新外围结构，以互联网、可再

生能源、现代物流等新的通信、能源、交通产业

组成的新基础结构，以及以智能制造、添加制造

技术、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为技术特质的加工制

造业组成的新核心结构。从系统替代的视角来

看，个性化消费需求升级、发展理念的转变和技

术创新的突破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动

力，最终会形成替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以新材

料、互联网技术、数字制造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

术等重大创新与融合为技术突破，以智能制造、

绿色制造为其产业发展方向的绿色智能、可持

续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系统。目前，第三次工

业革命系统运行所需的各个产业子系统已初具

雏形，各项技术创新也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

成熟的产业体系尚未形成。在应对第三次工业

革命方面，我们既要注重技术创新能力的建设，

又要注重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可持续发展理念

引领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强新工业革命重

大关键领域技术创新支持，加强产业政策引领，

加强互联网、大数据、新能源等技术设施建设，

以形成产业创新、技术创新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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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要：宋代兵农分离，老年军人往往承受着严峻的生存压力，为实现对社会的有

效控制，加强中央集权，宋政府尤为重视优恤老年军人。退居剩员、降充小分、

补授添差不厘务官、归农、放停是宋代优恤老年军人的常用方式。退居剩员、降

充小分、补授添差不厘务官的老年军人可继续享受一定的俸禄。归农可使征召

而来的老年军人摆脱兵役的束缚，放停则可免除老年配军的劳役和老年逃军的

刑事处罚，这对老年军人的生活均具有积极影响。不过，上述优恤政策在普及

范围、年龄划分、实施效果方面均有一定的局限性，能够享受俸禄的老年军人的

人数非常有限，多数人仍需要自谋生路。事实上，无论实行何种军事制度，都无

法回避军人的养老问题。宋代重视老弱军人安置问题的意识与观念，对于当下

军人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仍有启示价值。宋代老年军人优恤政策的弊病、不

足，对完善当下军人的养老保障制度也有镜鉴作用。在构建军人养老保障制度

时，既要着眼于军人的特殊性，又要高瞻远瞩，建立有效的防弊机制，防止保障

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惠而不实。此外，还应建立合理、畅通的财政体制，保障财政

收支平衡，这是军人养老保障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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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燕：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探析

　　两宋时期，不论是禁兵、厢兵还是屯驻大军

等，一般都采用招募的办法。招募而来的士兵，

在年轻力壮之时为国效力，但在年老体衰之时

承受着严峻的生存压力。因此，老年军人与伤

残军人一样，也是宋政府优恤的重要对象。目

前，学者多在论述军队拣选制度的过程中论及

剩员制度［１］，未从老年军人的角度探讨政府的

优恤措施。虽然也有学者关注到宋代军人的保

障制度，但其考察的重点在伤残军人、裁汰军人

与出征军人家属方面［２］，较少专题论述宋政府

对老年军人的优恤政策。鉴于此，本文拟重点

论述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形成的原因与优恤

的主要方式，并对这一政策的实施情况做出分

析与评价，以供学界参考。

　　一、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形成的

原因

　　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是募兵制的产物。

唐中叶之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是

基本的军事制度。唐中叶之后，由于均田制的

瓦解，府兵制也逐步趋于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募

兵制。随着募兵制的确立，兵农合一的局面被

打破，“兵与民始为二”［３］４６２０。在兵民合一的情

况下，战则为兵，不战则为民。若老弱无力征

战，可退居为民。但在兵民分离的情况下，招募

而来的军人加入军籍后，“行不得为商，居不得

为农”，“衰老而无归”［３］４５６３，面临着严峻的生

存压力，需要政府救助。因此，募兵制的全面推

行与实施，是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形成的直

接原因。

稳定社会秩序，实现有序的政治统治，是宋

代推行优恤老年军人政策的深层次原因。由于

土地兼并现象的盛行，失地农民愈来愈多。丧

失土地的百姓，“小则去为商贾、为客户、为游

惰……大则聚为盗贼”［４］５４４７，不利于统治秩序

的稳定。为稳固统治根基，维护社会秩序，宋代

在灾荒之年大量招募流民、饥民为军人。宋朝

募民为兵的次数之多、人数之众，在中国古代历

史上是少见的［５］，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

流民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但同时也产生了

新的社会问题，即老年军人的安置问题。老年

军人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不仅不利于老年军

人的晚年生活，而且也容易增加社会不安定因

素。因此，宋政府在推行养兵政策的同时，也积

极探索优恤老年军人的措施，以避免军人在年

老之时流离失所。

　　二、宋代优恤老年军人的主要方式

宋代优恤老年军人的措施与方式，主要有

以下四种。

１．退居剩员

退居剩员，即将不宜出征作战的军人另行

安置，让其从事杂役工作。两宋时期，无论是禁

军、厢军还是土军，凡年老体弱者均可退居剩

员。剩员无需承担征戍的任务，但依然可保留

军籍，享受一定的俸禄。退居剩员是政府优恤

老年军人较为常用的措施。早在宋太祖时期，

政府就创设剩员制度来安置年老体弱之军人。

建隆二年（９６１年）五月，宋太祖诏令“殿前、侍

卫司及诸州长吏阅所部兵”，其中“老弱怯懦

者”［４］４５退居剩员。自此以后，退居剩员成为宋

政府安置老年军人的重要方式。嘉年间，宋

仁宗敕令转运使、提点刑狱使巡历时，与当地行

政长官拣选“本处本城牢城节级、兵士”，其中

“老病久远，不堪征役者即减充剩员”［６］７９３５。熙

宁二年（１０６９年），枢密院命令诸州拣选“本城

牢城节级、兵士”，其中“稍堪征役”的老病之人

可“减充剩员”［６］７９３５。南宋时期，退居剩员仍是

政府安置老年军人的重要方式。绍熙四年

（１１９３年），宋光宗诏令“诸路提刑司
!

遇巡历，

就同守臣将拣中、不拣中禁兵并厢兵通选一

次”，其中“年老禁兵愿充剩员者”［７］，同样以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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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方式安置老年禁军。

宋代老年军人退居剩员有一定的年龄要

求。不同等级的老年军人，退居剩员的年龄标

准有所差异。一般而言，普通军人在６０岁时即

可被退居为剩员，而将校、军吏降充剩员的年龄

标准则是６５岁。嘉八年（１０６３年），右正言

王陶建议在调发禁军之前进行拣选，其中普通

士兵“年六十以上、将校年六十五以上衰老

者”［８］直接降充剩员。元丰年间（１０７８—１０８５

年），将校减充剩员的年龄标准有所降低。宋

神宗规定６０岁以上的将校和军人，只要“稍堪

部辖”或“稍堪征役”即可“减充剩员”［６］７９３５，将

校和普通军人减充剩员的年龄标准相同，均为

６０岁。宋哲宗即位后，禁军军吏退充剩员的年

龄标准由 ６０岁升至 ６５岁。元四年（１０８９

年）五月，宋哲宗应枢密院之请，下诏规定禁军

军吏“六十五岁并减充剩员”［４］１０３００。由此以来，

都一级副长官以下的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

只要武艺不退，降充剩员的年龄就比原来延迟

了５年。南宋时期，军吏拣退剩员的年龄仍晚

于普通军人。淳熙年间，宋孝宗规定禁军军吏

“年六十五者”、军兵“年六十”者均要 “减充

剩员”［６］７９３５。

立有战功的老年军人，退居剩员的年龄标

准可延长至７０岁。按照宋制规定，禁军、厢军

中自十将到押官“七十放停”，长行“六十五放

停”。一旦达到放停年龄，将被削除军籍，不再

享受俸禄。但如果他们“尝有战功”，即可“充看

营不管事剩员”，不受年龄限制，依然可退居为剩

员，终身享受“其衣粮等各得元来之半”［６］７９３５的

待遇。

２．降充小分

降充小分，指对于那些不能征战的老年军

人，宋政府让其从事军中杂役，领取一半俸禄。

降充小分是宋代政府安置老年军人的另一措

施。皇元年（１０４９年）十二月，宋仁宗下诏

“将山西保捷兵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

听归农”，如果这些老兵“无田园可归”，可“减

为小分”［４］４０２３。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司马光奏请

依照拣汰禁军的旧法，“有不任征战者，减充小

分”［９］，以安置在京被淘汰的禁军，反对将他们迁

徙至淮南。由此可知，在宋神宗以前，降充小分

已是政府安置年老禁军的惯用措施。熙宁年间，

宋神宗依然将其作为安置老年军人的主要方式。

据《玉海》记载，宋神宗在《熙宁颁河北校阅法》

中规定，“老疾羸弱，即降充小分”［１０］。

降充小分不仅设立在禁军中，而且也存在

于厢兵中。宋宁宗嘉定年间，镇江府厢兵崇节

第十三指挥，“见管大、小分一百七十人”，其中

“全粮一百六十五人，半粮五人”，第十四指挥

“见管大、小分一百四十五人”，其中“全粮一百

四十四人，半粮一人”［１１］。所谓的“半粮”即指

小分，仅支一半俸禄［１］３１２。由此可见，南宋时

期，降充小分是政府优恤老年军人的又一项重

要措施。

３．补授添差不厘务官

补授添差不厘务官，即让老年军人担任无

实际职权的闲职，这是南宋时期政府优恤老年

军人的又一项措施，其主要针对年老病残的立

功将士和被三衙淘汰的老年军人。南宋绍兴五

年（１１３５年），政府已开始实行离军之人补授添

差官的政策。该年四月，宋高宗诏令“诸军拣

退不堪披带使臣，并许添差捕盗官司使臣一次，

老病不堪任职者送忠锐将，支进勇副尉俸，终其

身”［１２］１７０１，允许被淘汰的老年军人改任空缺的

闲职。

宋孝宗即位后，继续奉行补授添差不厘务

官的优恤政策，并扩大了优恤范围、变通了优恤

程序。乾道七年（１１７１年）六月，兵部侍郎周必

大奏请特降指挥，允许“拣汰下班祗应年七十

以上人，依大小使臣及副尉见行条法放行，注授

合入添差差遣”［１３］８９３０，宋孝宗批准此建议。这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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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７０岁以上的下班祗应也被纳入补授添差官

的范围。乾道九年（１１７３年）四月，宋孝宗下诏

规定，离军武臣如果“年六十以上，精力已衰，

有战功”，可依旧例，“与差宫观，余差岳

庙”［１３］４４９２，立有战功的老年离军使臣可担任宫

观、岳庙等闲职。淳熙三年（１１７６年），宋孝宗

针对老疾军员“无力赴部注授”的情况特降指

挥，允许“曾经战阵立功，年七十以上”的拣汰

大小使臣、校副尉、下班祗应在承旨司审验属实

后直接“依守阙进义副尉请给则例减半，均拨

州军养老，以终其身”［１３］３４０３。

４．归农与放停

归农，即解除军籍，回乡务农，不再承担征

战任务。对于河北、河东、陕西等地的老年军

人，宋政府多听任其归农。北宋前期，为了抵御

西夏的进攻，宋政府在河北实行征兵制，“自户

籍选置”军人，“其老疾者召人承补，然后归

农”。大中祥符四年（１０１１年）十月，宋真宗废

除“召人承补”的陈规，诏令“自今不得更

然”［４］１７３６，老疾军人可直接归农。次年，宋真宗

再次下诏，规定“河北河东忠烈、宣勇、广锐军

人，自 今 老 病 者 即 放 归 农，无 勒 召 人 承

替”［４］１７７６，重申给予河东、河北老年军人自由归

农的权利。天禧元年（１０１７年）十月，宋真宗因

“河北、河东忠烈、宣永军老疾半俸者，多召人

承替，贫者苦之”，下诏规定“自今老疾者并即

放停”［４］２０８２－２９８３，任其归农。宋仁宗时期，政府

也多次遣返老年军人归农。天圣五年（１０２７

年）十月，宋仁宗诏令“河北忠烈、宣勇等指挥，

年六十以上者，听自便”［４］２４５１。皇元年（１０４９

年）十二月，宋仁宗诏令“山西保捷兵年五十以

上及短弱不任役者听归农”［４］４０２３。

对于老疾配军或逃军，宋政府多实行放

停政策，即允许其停止服刑，免除其刑事处罚

与军法惩罚。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年），宋真宗

向广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江南、京西等七路

诸州、府、军、监各派遣一名使臣，命令他们与转

运使、副、知州、通判、钤辖、都监、监押一并拣选

当地“见管杂犯配隶军人”，其中“年老病患，委

实久远，不任医治充役者，放令逐便”［８］４６４２，免

除刑事处罚。两宋时期，普通军人不堪盘剥、压

榨，往往不顾军法，铤而走险。南宋后期，由于

军政的腐败，军人逃亡的现象更加突出。宝

五年（１２５７年）十月，枢密院建议对老疾逃军给

予优待，“今后有捕获及自首者”，“如老疾即与

放停”［１４］，直接释放，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的利弊

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体现了政府对老

年军人养老问题的关注，对军人的晚年生活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按照规定，凡退居剩员或降

充小分的老年军人，均可领取原有俸禄的一半。

例如，宋光宗时期，老弱禁军退居剩员后，其俸

禄为“月白米一石二斗，春冬衣各绢二疋，折布

钱八百五十文”［７］，这足以满足其晚年生活的

需要。虽然厢兵的待遇不如禁军优厚，但老弱

厢军在退居剩员或降充小分后仍拥有一定数量

的俸禄，不至于流离失所。而补授添差不厘务

官的政策，使那些年老病残的立功将士、被三衙

拣汰的老年军员、注授宫观、岳庙，享有一定数

量的俸禄，其晚年生活拥有了较为稳定的经济

保障。归农、放停的老年军人虽不能享受稳定

的俸禄，但可免除兵役和刑罚，返回乡里与亲人

团聚，这对其晚年生活来说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７９·

 对于招募而来的士兵来说，归农、放停意味着不再享受军俸，这并不是政府抚恤老年军人的政策。但是，对于被征调而

来的老年军人来说，归农意味着免除兵役；对于因犯罪而编入军队的老年配军与老年逃军来说，放停则意味着免除刑事处罚

与军法惩罚，具有明显的抚恤色彩。文中所说的归农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征调而来的老年军人，而放停则是针对老年配军或老

年逃军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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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抵御西夏的侵扰，宋代招募士兵，组成乡兵。

乡兵名为招募，但事实上只有少数人应募，多数

是征籍而来，成为当地民众沉重的负担。对于

乡兵而言，返乡务农、脱离兵籍即是一种优待。

例如，皇元年（１０４９年），宋廷在庞籍和文彦

博的主持下进行大规模的裁兵，山西地区的乡

兵———保捷兵中年５０岁以上“不任役”的老兵

也在裁减之列，被裁减后他们 “欢呼反其

家”［４］４０２３，足见其被允许返乡后的喜悦与兴奋。

退居剩员、降充小分、归农与放停等政策对

老年军人的生活有积极影响，也有利于社会秩

序的稳定，但也存在突出的弊端。

首先，无论是退居剩员还是降充小分，都有

一定的年龄限制。游彪认为，宋太祖、宋太宗两

朝的剩员大多是由国家一直供养至老死，但宋

真宋、宋仁宗时期，剩员放停已经很常见［１５］。

对于一般士兵而言，７０岁是放停的年龄界限。

一旦达到放停的年龄，除立有战功的老年军人、

域外少数民族无家可归的老兵外，其他剩员或

小分均被削除军籍，无法享受俸禄。７０岁才被

放停的军人，其“乡园改易，骨肉沦谢”［４］２６２５，无

所依靠，不免流离失所。

其次，宋政府对剩员的数量也有一定的限

制。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宋政府自真宗、宋仁宗

时期就已有限制剩员数量的呼声。大中祥符五

年（１０１２年）五月，宋真宗就诏令据“见管人数

额定充看营剩员”，既然有名额限制，“必不敢

多拣充剩员”［８］４６４０，但此时政府并未明确各军

营拣选剩员的具体比例。宋神宗即位后，对剩

员制度进行了调整。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宋神

宗正式颁布剩员定额制，诏令“诸路州军，以逐

州就粮禁军、厢军通计十分立一分为额，剩员立

额自此始”［３］４５５０。这虽然有效控制了剩员数量

的泛滥，但也使多数老兵的晚年生活面临着重

重困难。按照规定，只有１０％的老兵能够被退

居剩员，继续享受俸禄，而其余的老弱军人则直

接被削除兵籍自谋生路。例如，京师修内司兵

士阚喜，“以年老解军籍”，“老而无子”［１６］，因

此以贩卖水果为生。谋生能力不足的老兵，则

被迫以行乞为生。兴国居民熊二的母亲早逝，

父亲脱离兵籍后无力营生，熊二就把父亲“视

同路人”，“致使乞食”［１３］７３２－７３３。南宋绍兴年

间，左武大夫伏深对老年军人被拣放后无所依

靠的情况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奏言中直言

“诸州军尽将年老或残疾之人并行拣放，无所

仰食，往往至于乞丐”［１２］３３１３。直至宋宁宗时期，

被裁汰的老年军人沦为乞丐的现象仍然普遍存

在，这才引起了宋廷的关注。嘉泰三年（１２０３

年）十一月，朝廷在南郊赦文中明确规定拣汰

离军后“残笃废疾不能自存、在外乞丐之人”，

由“本军随营分措置”［１３］７４３２。其后的郊祀礼、明

堂礼赦文不断重申此规定，可见，被裁汰后，老

年军人晚年生活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再次，由于吏治的腐败，不少年少体壮之人

占据了剩员的名额，违背了政府优待老年军人

的初衷。宋神宗时期的燕达，对于少壮之人占

据剩员的状况有所关注。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年），

他向宋神宗反映，“神卫剩员中甚有年三十五

以下少壮之人”，请求从中遴选“一千人分擘与

将下，充樵汲诸般差使”［４］７６０９。仅开封府一地

禁军剩员中，３５岁以下的少壮之人就高达１０００

人。如果将全国各地各种剩员累加起来，少壮

之人的数量就相当可观。在剩员名额极其有限

的情况下，大量少壮之人退为剩员，就意味着更

多的老年军人将面临放停的命运，失去俸禄的

他们，晚年生活之凄凉可想而知。

　　四、余论

宋朝建立之初，灾荒之年招募灾民、流民、

饥民充任军人便形成一项基本政策，这在解决

兵源问题的同时，也有效缓解了灾荒对社会秩

序所带来的威胁。虽然招募政策具有一箭双雕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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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但也造成了冗兵、冗费的问题。应对此

问题的最为直接的措施，即为裁军。吕中在

《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中说道：“夫兵之冗不

难于汰，而难于处。籍其力于强壮之时，而欲去

其籍于老弱之后，何以慰其心哉？”［１７］由此可

见，宋人已清醒地认识到裁汰老兵的安置是一

重大问题，其对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均有重要

影响。事实上，无论实行何种军事制度，都无法

回避军人的养老问题。宋代重视老弱军人安置

问题的意识与观念，创建不同优恤方式的举措，

对于当下军人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仍有借鉴

价值。

同时，宋代老年军人优恤政策的弊病、不

足，对完善当下军人的养老保障制度也有镜鉴

作用。宋代老年军人沦为乞丐的现象之所以普

遍，一方面源于剩员名额的有限，以及少壮之人

对名额的侵占，另一方面也源于地方财政的匮

乏。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大量的拣汰军官被

以“养老使臣”的名义安置在地方州县。按照

规定，其俸禄由地方政府负责。但在高度集权

的财政体制下，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在任官员和

军人的俸禄尚无法完全保证，拣汰军人的俸禄

就更是没有着落。因此，在构建军人养老保障

制度时，既要着眼于军人的特殊性，又要高瞻远

瞩，建立有效的防弊机制，防止保障制度在实施

过程中惠而不实。此外，还应建立合理、畅通的

财政体制，保障财政收支平衡，这是军人养老保

障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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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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裱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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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芳芳
ＺＨＡＮＦＦａｎｇｆａｎｇ

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要：北宋书画市场繁荣，民间画工众多，文人也卷入了书画市场化的浪潮之

中，书画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以牟利为目的的书画作伪现象也普

遍出现，使书画消费者和创作者深受其害，书画鉴定群体和系统的鉴定方法由

此应运而生。北宋的书画鉴定群体主要来源于书画家、书画史家、收藏家。北

宋时期，由于缺乏专业的书画鉴定机构，也没有形成书画作伪的相关惩治政策，

书画鉴定更多的是依赖于鉴定人个人的专业修养。北宋书画鉴定的方法主要

有观气韵、察款印、辨裱材、重史证等，基本涵盖了传统书画鉴定的传统理论和

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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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是我国书画市场全面繁荣的时期，不

仅文人士大夫将书画作品视作陶情冶性的雅致

消遣，而且日益壮大的市民群体也参与到书画

消费的大军之中，为书画市场注入了持续不断

的发展动力。［１］但与此同时，以牟取经济利益为

目的的作伪现象也充斥着整个书画市场，掀起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书画作伪高潮。［２］在这一

历史背景之下，书画鉴定显得尤为重要。近代

学界的讨论对北宋时期的书画鉴藏多有涉猎，

但考察的重点往往在藏而不在鉴，多重视对书

画收藏及其群体的研究，而在书画鉴定群体、鉴

定理论与方法的演进等方面的探讨，尚有可拓

展的空间。鉴于此，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

上，对北宋的书画鉴定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以

供参考。

　　一、北宋书画商品属性的凸显与作

伪的盛行

　　北宋时期文治昌盛，经济繁荣，上至皇室朕

恭，下至寻常百姓，都对书画艺术消费空前热

衷，书画作品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

一方面，民间画工以写书卖画为生的情况

相当普遍。例如，北宋画家燕文贵“吴兴人，隶

军中，善画山水及人物。……货于天门之

道”［３］１６；宣州人包氏“以画虎名家，而鼎最为

妙，今子孙犹以画虎为业，而曾不得其仿佛

也”［４］。画工也会根据市场的需求，把握商机：

“司马公薨……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四方

皆遣购。画工有致富者。”［５］这些民间画工凭

借其书画技艺而立身，“售己所长，专以为

养”［６］，极大地促进了北宋书画的商品化趋势。

另一方面，文人书画在市场中愈加受到重

视。士大夫作书绘画虽多为怡情之举，并不以

出售为目的，然其书画作品一旦出手，便成为时

人趋之若鹜的珍品佳作而能售得高价。例如，

苏轼的书法在当时知名度很高，“人争以金钱

购其墨帖，每一帖值百金”［７］２９９，所画的扇面也

卖到了一扇一贯钱；黄庭坚的“草书尤奇伟

……人争购之，一纸千金”［７］３００；蔡襄的作品则

在北宋末期卖到了“二百千”的高价［８］６７５。文人

成为宋代书画市场上一支极具活力与市场潜力

的创作群体。与此同时，前代书画家的遗作更

是备受追捧，五代名家荆浩的一卷山水画，被

“宋内侍乐正宣用钱十万购之，后为黄伯鸾所

见，加三十万得之，犹以为幸”［９］３２。南唐著名

画家徐熙的一幅《牡丹图》，在崇宁年间售卖，

“求钱二十万”［１０］６８５。王献之的《送梨帖》更是

在短时间内价格翻了二十倍：“刘季孙以一千

置得。……其子以二十千卖与王防。”［１１］１１９现

存史料记载，北宋时期书价最高者为颜真卿的

《争座位帖》，价值８００贯，“大豪郭氏分，内一

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众乃许”［１１］１２３。画价最

高者为阎立本的《太宗步辇图》，价值“七百千”

（即７００贯）。［１２］２８４据统计，宋代普通居民每人

每天的平均花销约在 １００文左右［１３］，由此观

之，这两幅书画堪称价值连城了。

书画市场的蓬勃发展，名家书画的不菲价

格，激发了宋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整体画技的

提升，但同时也导致了书画作伪行为的大量出

现，这使得北宋时期的书画作伪现象远超于以

前诸代。书画作伪现象，至迟从魏晋时期即已

开始：“（王）羲之尝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

效，一毫不异，题后笑之。羲之初不觉，更祥看，

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１４］３７张翼虽然作

伪，但从“题后笑之”等语看来，这只是文人雅

戏而已，并没有逐利目的。唐代作伪逐利的现

象也不甚明显，如在唐代著名的两张书画作伪

案件中，武则天的两个宠臣张易之、张宗昌借奉

召修护内库书画藏品之机，大肆作伪，替换真

迹：“长安初，张易之奉召天下名工，修葺图画。

潜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长，共成一事。仍旧缥

轴，不得而别也。因而换进，以假当真，还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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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真迹留已。”［１５］五代后梁时，藏家刘彦齐也

使用类似的手法偷梁换柱：“本借贵人家图画，

臧赂掌画人私出之，手自传模，其间用旧裱轴装

治，还伪而留真者有之矣。”［１６］２１６纵观宋代之前

的书画作伪，可以发现，一是作伪者仍限于个别

人，全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作伪行为尚没有出

现；二是作伪者的逐利色彩并不明显，更多的是

出于对书画艺术的挚爱而导致的不当侵占行

为，与后世因牟利而作伪有着根本区别。

北宋时期的情况大为不同。这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

一是书画作伪现象已经超越了此前“点”

状的作伪者和作伪行为，而向整个社会“面”的

范围大规模蔓延，成为一种笼罩全社会的不良

文化风气。当时著名书画鉴定名家米芾曾审定

时传的签署“吴道子”的作品三百幅，竟然无一

真品，可见此种行为之猖獗：“今人得佛，则命

为吴，未见真者。”［１２］２６７最为典型者，莫过于米

芾“无李论”的提出。李成是五代北宋初期的

山水大家，颇为时人推崇，每见一画，必倾囊而

收。然随之而来的是假画的盛行。对李成的假

画流传之广泛，米芾曾感慨道：“真见两本，伪

见三百本”，反差之大，令人咋舌。米芾甚至抛

出了“无李论”的惊世骇俗之言［１２］２６８。

　　今世贵侯所收（李成）大图，犹如颜、

柳书药牌，形貌似尔，无自然，皆凡俗。林

木怒张，松干枯瘦多节，小木如柴，无生意。

成身为光禄丞，第进士；子为谏议大夫；

孙宥为待制，赠成金紫光禄大夫，使其是凡

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

余欲为“无李论”。

鉴于李成伪作的泛滥，慈圣光献曹太后专

请李成之孙女入宫，鉴定内府所藏李成画作，

１５９幅之中竟只得４幅真迹。［１２］２７１另据蔡绦《铁

围山丛谈》记载，宣和年间内府藏“二王法书三

千八百余幅”［１７］７８，而《宣和书谱》仅记录王羲

之书法２４３幅、王献之书法８９幅，前者是蔡绦

亲眼所见的，后者是经过鉴定为真迹的。经画

院诸家之鉴选过，较之民间流传，情况自是要好

出许多。内府藏画尚且如此，民间伪作之流传

可想而知。

二是这一时期书画作伪的目标，已经不再

限于对文人的艺术成果的侵占，而更多地呈现

出经济利益驱动的色彩。北宋白描大家李公麟

“殁后，画益难得，至有厚以金帛购之者。由是

夤缘摹仿，伪以取利，不深于画者，率受其

欺”［１８］１３０。作伪的直接目的已经是赤裸裸的不

法牟利，远离了艺术创作的本义。赵大亨本是

山水画家赵伯驹和赵伯兄弟的下人，耳濡目

染之下，竟也习得几分风采，“仿二赵画能乱

真”，以伪作冒名二赵画作售卖，被蒙骗者“以

倍价收之”［１９］，其由此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

伪作的盛行，不仅令凡夫俗子们深受其骗，

就连当时颇享盛名的收藏大家，也留下

笑柄［１２］２９４。

　　嘉中，三人收画。杨褒、邵必、石扬

休皆酷好，竭力收。后余阅三家画：石氏差

优；杨以四世五公字印号之，无一轴佳者；

邵印多巧，篆字其旁，大略标位高，略似江

南画，即题曰徐熙，蜀画星神，便题曰阎立

本、王维、韩，皆可绝倒。其孙携韩

《散牧图》至，乃双幅上驴二十余枚，不及

崔白辈。绢素染深黄，丝文总紧，索价四百

贯。面上左以粉作牌子，题曰：“韩晋公散

牧图不疑家宝。”其上一印镇江军节度使

印，是油单印者，其大四寸许，文粗。下一

印只略有，唐印最小，又文细。诸人共笑其

伪，久之无人信，遂以五十千质与江氏而

去。因嗟之曰：“华堂之上，清晨一群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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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咬，是何气象？”

一些书画家在无奈之下，不得不采取措施

预防作伪的出现：“刘宗道，京师人，作《照盆孩

儿》，以水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每作一

扇，必画数百本，然后出货，即日流布，实恐他人

传模之先也。”［２０］７８这也折射出北宋书画作伪现

象的普遍性。

　　二、北宋书画鉴定群体的出现与

类型

　　书画商品化浪潮的出现和作伪的盛行，使

得书画鉴定者应运而生。但北宋时期，乃至整

个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不曾出现专业的书画鉴

定机构，也没有形成对书画作伪行为的相关惩

治政策，书画鉴定更多的是依赖于个人的专业

修养。绝大多数的鉴定名家是出自与书画作品

经常接触的人。具体来说，北宋书画鉴定群体

大致来源于以下三类。

一是书画家。由擅长书画进而精于鉴藏，

是书画鉴定者的自然进路。例如，五代宋初画

家高文进“工画佛道，曹吴兼备。笔力快健，施

色鲜润”，后在开宝年间奉旨“访求民间图

画”［１６］１２６，为皇室进行书画鉴赏；黄居肕擅绘花

竹禽鸟，“太宗尤加眷遇，仍委之搜访名画，诠

定品目，一时等辈莫不敛
"

［１８］３５１；米友仁早年

以书画知名，奉旨鉴定法书，但“往往有一时附

会、迎合上意者”［２１］７３。书画家一般具有深厚的

绘画功力，在学习书画创作过程中接触了大量

的作品，对特定的书画风格、裱装等了如指掌，

故而能够独具慧眼。

二是书画史家。此类鉴定者作书绘画未必

见长，但深得画旨，对于书画的渊源流变、书画

家的风格特质等皆熟悉，系统掌握了书画创作

和流传的诸多细节，因此具备高超的鉴赏能力。

例如，宋初著名的书画鉴赏家和画史评论家郭

若虚，著有《图画见闻志》，富含书画鉴定的理

论与方法。其《论用笔得失》篇云：“气韵本乎

游心，神采生于用笔。用笔之难，断可识

矣”［１６］３４，诠释了用笔差异所产生的技法与风格

的不同，鉴赏者可据之判断书画之真伪。在

《论曹吴体法》篇中，郭若虚总结了北齐曹仲

达、唐代吴道子的笔法：“吴之笔其势圆转，而

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

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１６］３７意为不同

书画家的技法差异，可作为书画鉴定的重要

依据。

三是收藏家。这类人有志趣、有财力搜集

古书画，真伪书画作品都耳濡目染，通过大量的

实践和比较，具有了相当高的鉴赏能力。例如，

苏易简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赴金陵采访书法

名画，受赐百余件。《图画闻见志》载：“敕借数

十品于私第，未几就赐矣，至今苏氏法书名画最

为盛矣。”［１６］２２１－２２２苏氏一家四代都喜好收藏，

苏耆、苏舜钦、苏激等后人在藏品鉴定上都有独

到之处，“四世好事有精鉴，亦张彦远之比”［２２］。

以上三类鉴定家亦有兼通者，如米芾兼书

画家、收藏家、美术史家为一身，具备不凡的书

画评鉴能力，其所著《书史》《画史》等著作中有

丰富的书画鉴定内容。《宋史》称其“精于鉴

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２３］。

四库馆臣评价其《画史》曰：“史称其妙于翰墨

绘画，自名一家，尤精鉴裁。此书皆举其平生所

见名画，品题真伪，或间及装褙收藏及考订伪

缪。历代鉴赏之家，奉为圭臬。”［２４］米芾之所以

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其所处时代的文

化氛围分不开。

宋代崇尚文治，士大夫群体得以优游于文

艺之间，书画是其重要的消遣手段之一，部分士

大夫由此获得了相当高的书画鉴定功力。例

如，北宋末李弥逊评价蔡襄《白莲帖》真伪云：

“书家论承字法，迟涩峻疾，要使笔锋行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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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人骨骼既立，虽丰瘠不同，各自成体。近

时临书，方尽力点画间，圆锐斜直，唯恐失之，奚

暇议笔行何如耶？持此为验，真伪不足辨

矣。”［２５］他以行笔气韵的自然灵动与否作为判

定书画真伪的依据，这应是他长期浸染其间的

经验之谈。士大夫的此类言论常散见于文集笔

记之中，对研究北宋书画具有珍贵的借鉴意义。

　　三、北宋书画鉴定的主要方法

北宋时期，书画鉴定名家辈出，谈书论画的

专门著作也纷纷涌现，如米芾的《书史》《画

史》、郭熙的《画记》《林泉高致》、郭若虚的《画

论》《图画见闻志》、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以

及由北宋官方主持编撰的《宣和书谱》《宣和画

谱》等３０余种，为北宋书画理论和技艺留下了

丰富的记录，其中所提到的鉴定方法较为完备，

构建了后世书画鉴定理论与方法的基本框架。

综观其鉴定方法，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

１．观气韵

气韵，即书画作品的意境或韵味。郭若虚

鉴裁书画，就极为重视气韵：“若虚虽不加品

第，而其论气韵生动，以为非师可传，多是轩冕

才贤，岩穴上士，高雅之情之所寄也。人品既已

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

不至。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曰画

而非画。”［２０］２６０《画史》总结了当世诸多名家的

艺术风格：“李成淡墨如梦雾中，石如云动……

四面峻厚。”“巨然师董源，岚气清润，布景得天

真多。”“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

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

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

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

也。”［１１］２６９这类记载不仅是对画者风格的概括，

同时也是鉴别书画真伪的重要方法。米芾曾将

五代南唐的周文矩与唐代的周窻进行比较：

“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周）窻，衣纹作战

笔，此盖布文也，惟以此为别，窻笔秀润匀

细”［１２］２６０，两者的差别就在于气韵的不同。

书法作伪的重要手段是钩填，即将薄纸敷

在真迹之上，勾画轮廓，然后以墨填充，所出与

真迹形制几无差别。《书史》中一例可做说明：

“智永《千文》，唐粉蜡纸拓，书内一幅麻纸是真

迹，末后一幅，上有双钩摹字，与《归田赋》同意

也。料是将真迹一卷，各以一幅真迹在中拓为

数十轴，若末无钩填二字，固难辨也。”［１１］２３６如

此高超的作伪技术，能识破的唯有气韵。真迹

笔气贯通，浑然天成；钩填则笔气断裂，若对着

光线来看，则墨色明显不均。画作亦大抵如是。

所以，观察一幅书画作品的气韵是否贯通就成

为鉴定其真伪的重要手段。黄庭坚就曾依此法

发现了世传苏轼法书的奥秘：“此帖（《安陆张

梦得简》）似是丹阳高述伪作，盖依傍《糟姜山

芋帖》为之，然语意、笔法皆不升东坡之堂也。

高述、潘岐皆能赝作东坡书。余初犹恐《梦得

简》是真迹，及熟视之，终篇皆假托耳。少年辈

不识好恶乃如此。东坡先生晚年书尤豪壮，挟

海上风涛之气，尤非他人所到也。”［２６］２６４高述善

于伪作东坡书法，黄庭坚几乎也被蒙混，而终究

从笔意中窥得破绽，关键就在于高述难以展现

出东坡的“海上风涛之气”。形易得而意难求，

以气韵辨别东坡书法的真伪堪为黄庭坚的不二

法门：“东坡先生书，浙东西士大夫无不规摹，颇

有用意精到，得其仿佛，至于老重下笔，沉着痛

快，似颜鲁公、李北海处，遂无一笔可寻。丹阳高

述、齐安潘岐其人皆文艺，故其风声气俗见于笔

墨间，造作语言，想象其人，时作东坡简笔，或能

乱真，遇至鉴则亦败矣。不深知东坡笔，用余言

求之，思过半矣。东坡书，彭城以前尤可伪，至黄

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赝也。”［２６］３７３苏轼

晚年经历了“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等一系

列政治风波的磨砺，性格由之前的豪放转向深

沉、内敛，书法风格随之改嬗，没有经历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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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磨难的人是断难得其内在神韵的，故其晚

年作品的真伪可据此一望而知。

对于鉴赏家来说，最难鉴别的就是气韵相

近的伪作。《圣朝名画评》云：“翟院深……师

乡人李成画山水。……后成孙宥为开封尹日，

购其祖画，多误售院深之笔，以其风韵相近，不

能辨尔。”［３］１７－１８翟院深熟知李成山水之妙，潜

心摹习之下，气韵日益接近真迹，竟能以假乱

真，连李成之孙都难以辨别。对于此类水平极

高的精心之伪作，还需要其他鉴定方法的辅助。

２．察款印

款为题款，印为印章，是古代书画作品的身

份标志。晋唐、五代、宋初，书画家多不盖印章，

只在隐蔽处暗题名款，需要鉴定者以不同寻常

的眼力去辨识。米芾就曾以不凡的眼力辨别出

一幅假托徐熙的伪作：“李冠卿少卿，收双幅大

折枝一、千叶桃一，海棠一，梨花一。大枝上一

枝向背，五百余花皆背；一枝向面，五百余花皆

面，命为徐熙。余细阅，于一花头下金书：臣崇

肆上进。公叹曰：平生所好，终被弟看破，破除

平生念矣。”［１２］２７５宋以前的题款多在暗处，不细

心审视的话是很难发现的。在《画史》中，米芾

另记一事，仍以画作上的落款判定了一幅范宽

的真迹：“范宽师荆浩，浩自称洪谷子。王诜尝

以二画见送，题勾龙爽画。因重背入水，于左边

石上有洪谷子荆浩笔，字在合绿色抹石之下，非

后人作也，然全不似宽。后数年，丹徒僧房有一

轴山水，与浩一同，而笔干不圆，于瀑水边题华

原范宽，乃是少年所作。却以常法较之，山顶好

作密林，自此趋枯老，水际作突兀大石，自此趋

劲硬，信荆之弟子也。于是以一画易之，收以示

鉴者。”［１２］２７２黄居肕，后蜀翰林待诏，入宋之后，

“（太宗）因收得名画数件，请居肕验之。其中

秋山一图，是故主答淮南国信者，画绢缝之内，

自有衔名。陶公云此是淮王所遗，看之果符

其说”［２７］。

印章，则往往是作者与藏者并篆，呈现出较

为鲜明的个性特点，后人多据此来判断画作的

真伪和收藏的历史。明代史学家都穆在总结宋

代收藏家的印章风格时，有下面一段言论［２８］。

　　宋思陵有御书之宝印，书后有御书瓢

印。王晋卿家藏则有“宝绘堂”方寸印。

米元章有“米氏审定真迹”等印，或用团印

中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则

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陈简斋

则有“无住道人印记”。苏武功家则有“许

国后裔”、“苏耆国老”等印。东坡则用一

寸长形印，文曰“赵郡苏轼图籍”。吴傅朋

则曰“延州吴悦”，曰“吴悦私印”。

一些书画数量巨大的收藏家，往往会将藏

品分出等次，通过不同的印章来加以区分。例

如米芾不仅通过印章鉴定书画之真伪，亦通过

印章去区分自家收藏书画的真伪优劣：“余家

最上品书画，用姓名字印、审定真迹字印、神品

字印、平生真赏印、米芾秘箧印、宝晋书印、米姓

翰墨印、鉴定法书之印、米芾秘玩之印。玉印六

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

芾元章印、米芾氏，以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

绝品。玉印唯著于书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

者，皆次品也。”［１２］２８０在北宋与米芾此举相似的

收藏家当不在少数，如“濮州李文定丞相家画

三等，上等书名用名印，中等书字用字印，下等

亦用字印，押字而已”［１２］２８５。不同时代的印章

也各有特色，可供鉴赏家用以鉴识，如“贞观、

开元皆小印，便于印缝。弘文之印一寸半许。

开元有二印，一印小者印书缝，大者圈?角，一

寸已上，古篆”［１１］２６０。

在判定书画真伪之时，对印章的鉴别也是

必不可少的一步。这可以从米芾对谢安《八月

五日帖》的鉴定中略窥一斑：“内谢安帖有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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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缝两小玺，建中翰林印；安及万帖有王涯永

存珍秘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阅古书印，后有殷浩

印。殷浩以丹，梁秀以赭，是唐末赏鉴之家。其

间有太平公主胡书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宝

藏。”［１１］２２９宋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印章，与印章不

易仿制密切相关：“画可摹，书可临而不可摹，

唯印不可作伪，作者必异。王诜刻勾德元图书

记，乱印书画，余辨出‘元’字脚，遂伏其伪。木

印、铜印自不同，皆可辨。”［１１］２５９书画皆有作伪

的手段，但印章是不可造假的，因为不同的制作

材质、文字图案符号、印文直径、边框与文字印

面的高度甚至使用方法、人为刻制的暗记等，使

印章呈现出独特的印面结构特点，所以对其制

假的技术要求极其精细，稍不留意就会露出

马脚。

３．辨裱材

除画作本身所呈现的画风、印记之外，作画

所用的纸、墨等也是鉴赏家辨别书画真伪的重

要依据。不同的时代，由于制作工艺不同，纸张

的构成和油墨的研制技法也大相径庭，这可以

帮助鉴赏者辨别书画的年代。一些作伪者虽往

往会着意将画纸做旧：“熏纸烟色，上深下浅；

染纸湿色，纸纹栖尘；劳纸作茧纹，软。”［１１］２５９通

过对纸张的层层熏染以营造历史感，但在了解

内情的行家看来，这些手法多是雕虫小技，利用

深厚的书画知识完全可以识别：“古画至唐初

皆生绢，至吴生、周窻、韩。后来皆以热汤半

熟，入粉，槌如银板，故作人物精彩入笔。今人

收唐画必以绢辨，见文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张

僧画、阎令画，世所存者皆生绢。南唐画皆粗

绢，徐熙绢或如布。”［１２］２８３另外，历史上的许多

画家都有独特的用纸偏好，如《图绘宝鉴》云徐

熙“所画多在澄心堂纸上”，后代画家也多爱用

此纸作画，如李公麟“作画多不设色，独用澄心

堂纸为之”［２９］４６。

利用纸张来鉴别书画的真伪，北宋时人各

有心得。米芾曾云：“绢素百片必好画，文制各

有辨。长幅横卷，裂文横也；横卷直卷，裂文直，

各随轴势裂也。直断不当一缕，岁久卷自两头

苏开，断不相合，不作毛，掏则苏也，不可伪作。

其伪者，快刀直过，当缕两头，依旧生作毛起，掏

又坚纫也。湿染，色栖缕间，干熏者烟臭，上深

下浅，古纸素有一股古香也。”［１２］２８４这是米芾长

期接触书画艺术品所熏陶出来的一种独特的艺

术感知。

不同时代特定的书画工具，会产生特定的

书画效果。由于不同时代书画家所用的砚台不

同，其书画作品也会呈现出不同特点。“古书

画皆圆，盖有助于器。晋唐皆凤池研，中心如瓦

凹，故称研瓦。如以一花头瓦安三足尔。墨称

螺，制必如蛤粉，此又明用凹砚也。一援笔，因

凹势锋已圆，书画安得不圆？本朝砚如心，平如

砥，一援笔则褊，故字亦褊。唐询字彦猷始作心

凸研，云宜看墨色，每援笔即三角，字安得圆哉？

余稍追复其样，士人间有用者，然稍平革背，未

至于瓦，惟至交一两人顿悟者用之矣，亦世俗不

能发药也。”［１２］２７９可见，鉴别书画作品不仅需要

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更需要极度的细心与高

超的眼力。

４．重史证

史家常言：任何事物都是时代的产物。此

言非虚，书画亦是如此。画面呈现出的一切都

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独特信息，也反映了作者对

于当时世界的认知状况，这为书画鉴赏提供了

另一条有效的路径———史证。较之前代，宋代

的书画创作者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大体仍不脱

伎术者流，文化修养有限，故而在作伪时常常会

出现历史常识性的错误。米芾曾以衣冠为例，

讥刺世人：“今人绝不画故事，则为之人又不考

古衣冠，皆使人发笑。”［１２］２７２郭若虚的《图画见

闻志》卷一《论衣冠异制》也将汉魏之前、晋宋

之后、后周、隋朝、唐至宋初的衣冠制度一一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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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罗列，作为书画鉴赏的依据。除物件外，前朝

史事也可以成为鉴裁的明证，哲宗朝名士王之

道就曾被人蒙蔽，购入了一幅此类伪作，结果被

王彦范识破［３０］。

　　忽一客携黄筌《梨花卧鹊图》，于花中

敛羽合目，其态逼真。彦猷畜画最多，开

箧，蜀之赵昌、唐之崔彝数名花较之，俱所

不及，题曰：锦江钓叟黄筌笔。彦猷偿其

半，因暂留斋中少玩。其绢色晦淡，酷类古

缣，彦猷讶其图角有巨印，徐润揭而窥之，乃

和买绢印。彦范博知世故，大笑曰：“和买

始于祥符初，因王勉知颍州，岁大饥，出府钱

十万缗与民，约曰：‘来年蚕熟，每贯输一缣，

谓之和买，自尔为例。’黄筌唐末人，此后人

矫为也。”遂还之，不受其诬也。

黄筌是晚唐五代时西蜀画院的宫廷画家，

而宋人的伪画中竟然出现了宋代以来才有的

“和买”字样，令人嘀笑皆非。

避讳，是古人出于对尊者的敬重，往往采用

缺笔、改字、空字等方法，以避免直呼其名，带来

不敬。这在文献学中是判定版本的重要手段，

陈垣先生曾作《史讳举例》专释其义。这也是

判定书画年代的利器。例如，“唐辩才弟子草

书《千文》，黄麻纸书，在龙图阁直学士吴郡滕

元发处。滕以为智永书，余阅其前空‘才’字，

全不书，固以疑之；后复空‘永’字，遂定为辩才

弟子所书，故特缺其祖师二名耳”［１１］２４２。滕元

发认为所收草书为智永大师所作，但米芾根据

画作中表现出来的避讳现象断定这并非智永亲

作，而是弟子所为。米芾另记有一事，大体类

此：“唐越国会钟绍京书《千文》，笔势圆劲，在

垂相恭公侄陈磈处，今为宗室令穰所购。诸贵

人皆题作智永，余验出唐讳阙笔，及以遍寻寺碑

对之，更无少异。大年（即赵令穰）于是尽剪去

诸人跋，余始跋之。”［１１］２３６－３７

综上所述，判定书法作品的真伪，并非易事，

鉴定人既需要对书画技巧、艺术风格有透彻的了

解，又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功底。鉴别书画真伪的

方法相辅相成，很多时候需要综合运用。例如，

米芾鉴定晋庚翼《稚恭》真伪时：“古黄麻纸，全

幅无端末，笔势细弱，字相连属，古雅。论兵事，

有数翼字，上有窦蒙审定印。后联张芝、王訥草

帖，是唐人伪作。熏纸上深下淡，笔势甚俗，语言

无伦，遂使至宝杂于瓦砾。可叹！”［１１］２３４－３５面对

纷繁复杂、花样翻新的作伪手段，必须灵活整合

一切相关知识，才能去伪存真，确保鉴定准确。

　　四、结语

北宋书画鉴定群体的出现与鉴定技艺的发

展成熟，是伴随着书画市场的蓬勃繁荣而不断

前进的，也是在与书画作伪现象的斗争中不断

积累经验而趋于完备的。这一时期的书画鉴定

家主要来源于经常接触书画作品并掌握一定书

画技艺的书画家、书画史家、收藏家，一部分喜

好书画的士人也在赏玩之余掌握了一定的书画

鉴定常识，由此构架出传统的书画鉴定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框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北宋书画鉴定技艺的发

展并没能有效遏制书画的作伪现象，究其原因，

一是在缺乏面向社会的专业鉴定机构和惩治政

策的情况下，书画鉴定只能够依靠自身的艺术

修养，而鉴定能力的提升需要长时间的涵育培

养，寻常人难以企及；二是在北宋崇文氛围之

中，大量的好事之徒涌入书画市场，“贵人金多

身复闲，争买书画不计钱”［３１］８２９，“或有赀力，元

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１２］２７８，这些

附庸风雅之士为伪书伪画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而鉴定方法的发展和鉴定知识的普及远远达不

到伪作的发展速度，难以抵消书画作伪所带来

的社会影响。

·７０１·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１９卷第２期

参考文献：

［１］　李华瑞．宋代画市场初探［Ｊ］．美术史论，１９９３

（１）：５４．

［２］　倪进．中国书画作伪史考［Ｊ］．艺术百家，２００７

（４）：７８．

［３］　刘道醇．圣朝名画评［Ｍ］．长沙：湖南美术出版

社，２００３．

［４］　欧阳修．归田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２３．

［５］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Ｃ］．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３：５６４．

［６］　邓椿．画继［Ｍ］．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３：

６３．

［７］　董更．书录［Ｍ］／／文津阁四库全书：第８１４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２９９．

［８］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Ｍ］／／文津阁四库全书：

第８１３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６７５．

［９］　唐志契．绘事微言［Ｍ］．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２０１５：６７５．

［１０］洪迈．容斋随笔［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６８５．

［１１］米芾．书史［Ｍ］／／全宋笔记第２编：第４册．郑

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２］米芾．画史［Ｍ］／／全宋笔记第２编：第４册．郑

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３］程民生．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Ｊ］．史学月

刊，２００８（３）：１００．

［１４］张彦远．法书要录［Ｍ］．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１９８４：３７．

［１５］胡璩．谭宾录［Ｍ］／／续修四库全书：第９７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４９．

［１６］郭若虚．图画见闻志［Ｍ］．长沙：湖南美术出版

社，２０００．

［１７］蔡眥．铁围山丛谈［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７８．

［１８］赵佶．宣和画谱［Ｍ］．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１９］庄肃．画继补遗［Ｍ］．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１９６３：５．

［２０］邓椿．画继［Ｍ］．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１］汤篨．画鉴［Ｍ］．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６：

７３．

［２２］米芾．宝章待访录［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４８．

［２３］脱脱．宋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１３１２３．

［２４］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９５７．

［２５］李弥逊．筠溪集［Ｍ］／／文津阁四库全书：第３７７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１４７．

［２６］黄庭坚．山谷集［Ｍ］／／文津阁四库全书：第３７２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

［２７］黄休．益州名画录［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８６．

［２８］朱存理．铁网珊瑚校证［Ｍ］．韩进，朱春峰，校

证．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１２：６９７．

［２９］夏彦远．图绘宝鉴［Ｍ］．上海：上海美术出版社，

１９６３．

［３０］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Ｍ］．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１：６６９．

［３１］苏轼．苏轼诗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８２９．

·８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