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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

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的财政体制
赖海榕１ ꎬ 戴双兴２
(１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福建 福州
２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ꎬ 福建 福州

摘

３５０１１７ꎻ

３５０１１７)

要: 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对于充分发挥中央、 地方两个积极性ꎬ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ꎮ 首先回顾了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演进的三个阶段ꎬ 深入剖析了当前我国中央和
地方财政关系的主要症结ꎮ 针对当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主要症结ꎬ 以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ꎬ 借
鉴其他国家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经验教训ꎬ 从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领导ꎬ 保证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ꎻ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ꎻ 为地方政府、 市场主体提供制度性激励ꎻ 减少并规范中央地方
共事权ꎬ 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ꎻ 逐步实现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法制化等方面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
性ꎮ
关键词: 中央财政ꎻ 地方财政ꎻ 两个积极性ꎻ 财政体制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１２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２８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０１－０８

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对于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
义ꎮ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到改革开放前夕ꎬ 我国实行的是向中央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ꎮ 这种财政管
理体制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地方政府没有独立预算权ꎬ 收支标准均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ꎮ 在这一财政
体制下ꎬ 地方政府并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ꎬ 难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ꎮ １９７８ 年
改革开放以来ꎬ 伴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ꎬ 我国经历了一个打破计划束缚、 给
予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力支出责任的财政分权过程ꎮ 这不但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ꎬ 也对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历史演进与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经历了地方财政包干制、 分税制以及以现代国家治理为主要
特征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三个阶段ꎮ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ꎬ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１８

基金项目: ２０２０ 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研究” (２０２０ＭＹＢ０３４) ꎮ

作者简介: 赖海榕ꎬ 男ꎬ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ꎬ 博士生导师ꎮ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ꎮ
戴双兴ꎬ 男ꎬ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ꎬ 博士ꎮ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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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制度框架日益明确ꎬ 中央与地方权责日益清晰ꎬ 但仍有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ꎮ

( 一) 地方财政包干制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ꎬ 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机制改革ꎬ 我国财政领域 “ 放

权让利” 改革也同步推进ꎮ “ 统收统支” 财政管理体制下财力过度集中于中央使我国经济发展失去活
力ꎬ 为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ꎬ 改革围绕 “ 放权让利” 展开ꎬ 加快推进 “ 统收统支” 财政
管理体制向 “ 分灶吃饭” 财政包干制转变ꎮ 此阶段地方财政包干制经历了三次改革调整: 第一阶段
是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４ 年实行 “ 划分收支、 分级包干” 财政管理体制ꎬ 这一阶段的财政管理体制明确划分中
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ꎬ 以 １９７９ 年为基数调整地方包干基数ꎮ 第二阶段是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８ 年期间推行
“ 划分税种、 核定收支、 分级包干” 财政体制ꎬ 这一阶段的财政管理体制要求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收入
根据税种分成三类ꎬ 即中央财政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及二者共享收入ꎮ 第三阶段是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３ 年实
行包干财政管理体制ꎬ 针对不同地区分别实行 “ 总额分成” “ 收入递增包干” “ 总额分成和增长分成”
“ 定额上解” “ 定额补助” 等不同形式的包干办法ꎮ

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制后ꎬ 地方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支权限ꎬ 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ꎬ 助推

了地方经济的发展ꎮ 此时很多省份、 尤其是东部省份的财政收入增长迅猛ꎮ 以江苏省为例ꎬ １９７９ 年
江苏省财政收入为 ５９ ２８ 亿元ꎬ １９９３ 年财政收入增加到 ２２１ ３ 亿元ꎬ 增长了 ２ 倍多ꎮ①

虽然地方财政包干制激发了地方经济发展活力ꎬ 但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 放权过大” 问题ꎬ 表

现为国家财政过度分散ꎬ 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呈下降趋势ꎮ 由于中央财力大幅减弱ꎬ 其宏观调控和
地区均衡能力被严重削弱ꎮ 此外ꎬ 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重复建设严重ꎬ 扭曲了地方资源配置ꎬ 助长
了地方保护主义ꎻ 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速度ꎬ 一定程度上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ꎮ

( 二) 分税制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 分灶吃饭” 财政包干制下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下降明显ꎬ 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不断

削弱ꎮ 因此ꎬ 改革地方财政包干制ꎬ “ 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ꎬ 适当增加中央财力” ②ꎬ 成为财
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ꎮ １９９３ 年年底ꎬ 中央发布了 « 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ꎬ 明
确提出将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分税制ꎮ 分税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 按税种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
入ꎬ 明确区分为地方税、 中央税及地方与中央共享税ꎬ 分别设立国税局和地税局ꎬ 国税局征收中央税
和共享税ꎬ 地税局征收地方税ꎬ 中央对地方进行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ꎮ 在此之后ꎬ 虽然中央出台了调
整所得税中央地方分享比例、 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地方分享比例、 出口退税中央地方分担比例等政策
来完善分税制ꎬ 但分税制财政体制总体框架并没有改变ꎮ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ꎬ 主要体现在: 一是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中央
和地方财力格局ꎬ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财政收入的分割方式相对稳定ꎮ 二是明显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
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ꎮ １９９３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２２％ꎬ 分税制改革后 １９９４ 年
这一比重提高到 ５５ ７％ꎬ 之后这一比重小幅回落ꎬ 但 ２０１８ 年仍然达到 ４６ ６％ꎮ③ 三是随着中央财政
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的提高ꎬ 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ꎬ 地区间财力差距逐
步缩小ꎮ
虽然分税制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主要体现在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比例上ꎬ 但几乎没有
具体涉及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责任的调整ꎮ 在分税制下ꎬ 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相对下降的背景下ꎬ 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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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莉 武力: «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进与透视» ꎬ «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５－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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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财政支出却日益增加ꎮ 统计数据显示ꎬ 地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６９ ７％

提高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８５ ２０％ ꎻ 中央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比重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３０ ３％ 下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４ ８０％ꎮ 政府间财力和事权不匹配导致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债务风险等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ꎮ

( 三) 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全局出发ꎬ 对财政管理体制作出了进

一步改革部署ꎮ ２０１３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ꎬ “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ꎬ “ 适度加强中央事
权和支出责任” ꎬ “ 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ꎮ” ① 这一系列举措为构建新型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指明了方向ꎮ

２０１６ 年中央印发了 «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 ꎬ 提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ꎮ 该方案提出适当提高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
税的比例ꎬ 增值税将作为中央和地方的共享收入ꎬ 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ꎮ

２０１７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提出: “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ꎬ 建立权责清晰、 财力协调、

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ꎮ” ② “ 权责清晰” 强调中央和各级地方的事权、 财政支出权力和责任

清楚明晰ꎻ “ 财力协调” 强调让各级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应有相应财力保障ꎻ “ 区域平衡” 强调ꎬ
长期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 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ꎬ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ꎬ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ꎬ 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奋斗目标ꎬ 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ꎬ 加快实现区域平衡发展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国务院发布 «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

案» ꎬ 提出 “ 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权责ꎬ 确定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共同财政事权范围” ꎬ “ 规范中央与地
方支出责任分担方式” ꎮ③ 此后ꎬ 中央相继发布了医疗卫生、 科技、 教育、 交通运输等不同领域的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ꎬ 同时积极推进其他分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ꎮ④
同年 ６ 月ꎬ 国务院新一轮行政机构改革中ꎬ 国税和地税分步实现了合并和统一挂牌ꎬ 意味着以分税制
为基础的财税体制进入以 “ 统一税制ꎬ 公平税负” 为基础的财税体制ꎮ 国税地税合并提高了中央和
地方协同治税能力ꎬ 初步理顺了统一税制和分级财政的关系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 «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 明确提出ꎬ

“ 巩固增值税 ‘ 五五分享’ 等收入划分改革成果” ꎮ⑤ 这一政策为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
更好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制度保障ꎮ

二、 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主要症结
当前ꎬ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ꎬ
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更高要
求ꎮ 然而ꎬ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尚未完全理顺ꎬ 科学把握 “事” 与 “财”、 “权” 与 “责” 尚不到位ꎮ
１ 分税制后地方财政困难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

分税制改革重新界定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事权范围ꎬ 中央将主要税种划归中央ꎬ 将部分事权

①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ꎬ « 人民日报» 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第 １ 版ꎮ

③

«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ꎬ ２０１８ 年 ０２ 月 ０８ 日ꎬ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④

本刊编辑部: « 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 ꎬ « 中国财政» 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３ 期ꎬ 第 ９－１４ 页ꎮ

②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ꎬ « 人民日报» 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第 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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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给了地方ꎮ “ 财权上收ꎬ 事权下放” 造成了地方巨大的财政缺口ꎬ 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
担ꎮ 在地方税收权力缺失的大背景下ꎬ 中央默许地方政府 “ 创造性” 地寻找后门融资方法ꎬ 以保证
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ꎮ 地方政府以土地资源为依托ꎬ 从中找到了弥补地方财力不足
的土地财政模式ꎮ 虽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暂时缓解了地方财政困境ꎬ 但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
题: 一是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ꎮ 为获得更多用地指标ꎬ 地方政府不断修改城镇规划ꎬ 占用大量土地ꎬ
造成土地资源浪费ꎮ 二是侵害农民土地权益ꎮ 在现行土地财政模式下ꎬ 由于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标准
偏低和保障不到位ꎬ 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得不到满足ꎮ 随着农民土地权益意识的日益增强ꎬ 土地征
用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焦点ꎮ 三是推高房地产价格ꎮ 土地财政模式下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供
应ꎬ 造成地价居高不下ꎮ 地价高涨必然推高房价ꎬ 严重抑制了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ꎮ 四是引发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ꎮ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陷入困境ꎬ 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抵押物举债融资ꎬ 土地收益是偿
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主体ꎬ 如果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度下滑ꎬ 土地财政将成为引爆地方债务风险
的导火索ꎮ
２ 设置过多的中央地方共同事权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至今ꎬ 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支出划分在政策层面并没有明显变化ꎮ 分税制改

革维持了改革前的支出划分ꎬ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支出划分仍然由省级政府酌情处
置ꎮ 虽然 « 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将事权和支出
责任做出划分ꎬ 但目前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共同事权仍非常普遍ꎮ 共同事权是与独立事权相对
应的ꎬ 二者区别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体差别ꎬ 共同事权由不同级政府共同负有承担义务ꎬ 而
独立事权则仅有一级政府单独承担ꎮ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指出ꎬ 当前我国财政支出的症结在于ꎬ 中央
地方共同事权种类繁多、 数量巨大ꎬ 支出责任在不同级政府中界定不清ꎬ 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ꎮ① 大
量共同事权由中央政府下发文件ꎬ 地方各级政府层层转发ꎬ 出台相关文件贯彻落实ꎬ 通过文件来落实
文件ꎬ 形成了执行上的形式主义ꎬ 导致中央地方共同事权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不足、 质量较低ꎮ
３ 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比为 ４６ ６ ∶ ５３ ４ꎬ 而财政支出之比却是 １４ ８ ∶

８５ ２ꎬ 中央集中了 ４６ ６％的财力对应其 １４ ８％ 左右的本级支出ꎬ 地方财力不足部分由中央以转移支
付方式让渡ꎮ② 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转移支付项目ꎬ 从数量和范围上来看ꎬ 涉及种类多、 项目杂、 范
围广ꎬ 尤其专项转移支付ꎬ 数量极其庞杂ꎮ 分税制以来ꎬ 虽然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ꎬ 但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暴露出其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首先ꎬ
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过低ꎮ 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ꎮ 其中ꎬ 一般
性转移支付对于提高地方财力效果最明显ꎮ 但是ꎬ 近年来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过低ꎮ 其次ꎬ 专项转移
支付项目过多过杂ꎬ “ 碎片化” 现象严重ꎬ 分配审核不严格、 资金被套取骗取、 资金闲置沉淀等问题
严重ꎮ 再次ꎬ 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绩效缺乏有效评价ꎬ 增加了地方政府人为因素的干扰ꎬ 容易为
地方政府寻租留下空间ꎮ 转移支付体系涉及地方政府既得利益ꎬ 容易受到地方政府议价能力的影响ꎬ
造成 “ 跑部钱进” 的问题ꎮ

４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缺乏法治保障

法律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ꎬ 是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手段ꎮ 同国际上其他市

场经济国家相比ꎬ 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尚未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法制体系ꎮ 十八大以来ꎬ 虽然中央与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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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程度不断提高ꎬ 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ꎬ 导致实践上的标准差异较大ꎬ 诸多问题无
法得到有效解决ꎮ 由于缺乏法律规范ꎬ 中央地方政府间税收权限划分带有很大不规范性和不稳定性ꎬ
不利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良性互动ꎮ 这种不规范、 不系统的政策文件ꎬ 一方面影响了中央政府权
威ꎬ 导致地方对中央政策缺乏稳定的预期ꎻ 另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在税收方面无法可依ꎬ 无法形成一
套稳定的税收方案ꎬ 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ꎮ

三、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国际经验借鉴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是一个国家进行经济政治建设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ꎬ 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
是一个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重点ꎬ 而中央地方的财政分权更是政治上与经济上分权的关键所在ꎮ 在这
方面ꎬ 俄罗斯和英国这两个国家既有成功的经验ꎬ 也有失败的教训ꎮ
１ 俄罗斯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经验与教训

俄罗斯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ꎮ １９９９ 年俄罗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ꎬ

地方分离倾向高涨ꎬ 对中央权威提出严峻挑战ꎬ 严重阻碍了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ꎮ ２０００ 年普京就任
俄罗斯联邦总统ꎬ 他大刀阔斧地开展改革ꎬ 加强中央集权ꎬ 保证联邦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ꎬ 着力理顺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ꎮ
普京上任初期ꎬ 在中央政府权威旁落、 地方势力乘机做大的情况下ꎬ 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中
央政府的权威ꎬ 加强中央集权ꎬ “ 着手建设有行为能力和财政保障的地方政权” ①ꎮ 普京强调ꎬ 俄罗斯
要保证中央财政均居于主导地位ꎬ 其他各级地方财政都要受中央财政的调控ꎬ 他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
实现: 一是俄罗斯联邦中央掌握全国 ９０％ 的税收ꎬ 拥有绝对的财政资金控制权ꎻ 二是中央政府掌控
税收立法权ꎬ 包括征收税种、 征收税率、 征税条件及资金分配ꎬ 都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ꎬ 地方政府要
严格按中央政府的税收政策法令执行ꎬ 无权制定相关条例ꎮ 由于俄罗斯国土辽阔ꎬ 区域均衡发展非常
重要ꎬ 如果地区经济发展失衡ꎬ 区域间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过大ꎬ 可能滋生分裂情绪ꎮ 在保障国家统一
前提下ꎬ 俄罗斯中央政府依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 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程度ꎬ 通过转移支付形式
将 ４０％以上的税收返还地方ꎬ 履行国家对公民承担的宪法义务ꎬ 保障了各地居民维持统一和合理的
生活水平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俄罗斯设立联邦主体财政支持基金ꎬ 作为财政援助资金的主要渠道ꎮ 普
京上台后ꎬ 对财政援助基金进行改革ꎬ 其中最典型的是 ２００１ 年创立的补贴基金和社会支出共同拨款
基金ꎬ 用于向俄罗斯联邦主体提供公共服务领域的专项财政援助津贴ꎮ

虽然普京在加强中央集权、 保证联邦中央财政主导地位等方面的措施取得显著成效ꎬ 但俄罗斯各
个联邦主体和联邦中央财政之间出现了很大矛盾ꎮ 俄罗斯联邦由自治共和国、 州、 边疆区、 自治区、
自治州、 联邦直辖市等主体组成ꎮ 自治共和国被认为在贸易和外交政策方面拥有最大自治权ꎬ 在财政
政策方面ꎬ 掌握着辖区内的各种资源ꎬ 他们希望获得更大的自治权ꎬ 特别是财政收入的控制权ꎻ 而不
以民族为划分依据的行政单位也希望获得更大的自治权ꎮ 但普京改革后ꎬ 俄罗斯在财税上实行中央高
度集中ꎬ 地方政府不能参与财税标准的制定ꎬ 只能按照中央财税政策执行ꎮ 地方政府仅对相当少量税
种的税基具有控制权ꎬ 包括地区税和地方税的税率也是在联邦中央掌控范围内ꎮ 俄罗斯地方收入大部
分来自于政府间税收分享ꎬ 征税权力很小ꎮ 俄罗斯联邦以下政府只有 １５％ 的收入自主权ꎬ 而分享税
收和补助金占比超过 ８０％ꎮ② 在中央高度财政集权背景下ꎬ 地方自治权逐渐萎缩ꎬ 地方长官无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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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ꎬ 形同虚设ꎬ 地方政府领导人既不承担责任ꎬ 也不发挥主动性ꎮ
综合来看ꎬ 普京加大中央集权ꎬ 保证联邦中央财政主导地位ꎬ 一方面显著改变了叶利钦时期中央
一味向地方让步的模式ꎬ “ 从法律和事实上恢复了国家的统一ꎬ 巩固了国家的权力ꎬ 使联邦政府与各
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 ①ꎻ 另一方面地方财政自主权的缺乏ꎬ 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国家经济发
展ꎮ 这一状况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表现得尤为明显ꎬ 这期间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ꎬ 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

降ꎬ 经济出现明显下滑情况ꎮ② 虽然俄罗斯国土广袤ꎬ 但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 ＧＤＰ 仅为 １０ ６ 万亿元ꎬ 同期
我国广东省 ＧＤＰ 为 ９ ７３ 万亿元ꎬ 俄罗斯 ＧＤＰ 总量与我国广东一个省的经济总量相差无几ꎮ
２ 英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经验与教训

长期以来ꎬ 英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ꎬ 但因为历史的原因ꎬ 存在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不清等问题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 英国工党政府以 “ 第三条道路” 为理念指导ꎬ 在地方政府治理上试图建立一种新

型的 “ 合作伙伴” 关系ꎬ 希望通过制度化的 “ 合作治理” 方式解决保守党执政期间的社会经济问题ꎮ

１９９７ 年布莱尔执政后不久ꎬ 在苏格兰、 威尔士等地区推出了一系列的权力下放改革ꎮ

布莱尔政府权力下放的制度设计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 一是建立地方立法机构ꎬ 二是下放包

括地方财政权在内的地方治理权ꎮ 在建立地方立法机构方面ꎬ １９９７ 年英国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进行分
权公投ꎬ 两项公投均获得通过ꎮ 伴随着 «１９９８ 年苏格兰法» 和 «１９９８ 年威尔士法» 等法案的相继生
效ꎬ １９９９ 年苏格兰和威尔士两地都建立分权议会ꎬ 并进行议会选举ꎮ 在下放地方治理权能方面ꎬ 规

定宪法、 国防、 外交、 货币、 税收等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由英国中央政府负责ꎬ 地方的驻军、 警察、
应急管理及全民医疗经费也由中央政府承担ꎬ 中央政府通过财政部单一账户制度对预算资金进行管
理ꎮ 教育培训、 社区服务、 医疗卫生、 低保房、 环境保护、 农业农村、 旅游发展等治理领域的财政权
力划归地区政府管辖ꎬ 地区政府享有行政管理权和立法权ꎮ 在苏格兰、 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权力下放地
区中ꎬ 苏格兰一直是权力下放、 特别是财政权力下放最为充分的地区ꎮ
以 １９９９ 年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选举为标志ꎬ 英国政府权力下放政策的实施已经超过 ２０ 年ꎬ 成为

英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根本性特征ꎮ 综合来看ꎬ 一方面ꎬ 在以权力下放为主线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改
革过程中ꎬ 地方政府获得了相比之前大很多的收支权限ꎬ 充分调动了苏格兰、 威尔士等自治权下方地
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ꎬ 民政社会福利不断改善ꎻ 另一方面ꎬ 英国权力下放进程也因脱欧导致的 “ 国
家危机” 而出现新的变化ꎬ 权力下放政策实施后ꎬ 部分地区独立倾向高涨ꎮ ２０１４ 年苏格兰举行独立
公投ꎬ 虽然结果是民众选择留在英国ꎬ 但此次公投并未平息苏格兰分离主义的挑战ꎮ 近年来ꎬ 随着英
国脱欧期限逼近ꎬ 苏格兰独立倾向日趋强化ꎮ

３ 俄罗斯和英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的启示

国际经验表明ꎬ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大国治理的核心因素ꎮ 虽然俄罗斯加大中央集权ꎬ

保证联邦中央财政主导地位ꎬ 防止了国家分裂ꎬ 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缺乏ꎬ 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地
方经济发展ꎻ 虽然英国权力下放改革调动了地方积极性ꎬ 但又使国家面临分裂危险ꎮ 处理好中央地方
财政关系ꎬ 既要能维护中央政府权威ꎬ 又要能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ꎮ

四、 健全财政体制机制ꎬ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体制机制是指一个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功能ꎮ 财政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根基ꎬ 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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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合理的财政体制机制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中发挥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ꎮ 财政体制机制主要包括事权、 财权和财力三个基本要素ꎮ 三个要素中ꎬ 事权是基础ꎬ 财权
是手段ꎬ 财力是保障ꎬ 科学合理的财政体制必须能够实现三个要素的规范、 明确及合理ꎮ
当前ꎬ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全球正经历新一轮大变革和大调整ꎬ 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
度调整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ꎬ 要借鉴俄罗斯和英国治理经验ꎬ 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ꎬ 既要维护中央权威ꎬ 又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ꎮ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提出ꎬ 中
央地方关系是现代国家治理领域最重要的关键点ꎬ 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又属于其中最具基础性要素ꎬ 也
最具 “ 牛鼻子” 效应ꎮ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ꎬ 要 “ 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
制”

②ꎬ

“ 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ꎬ 建立权责清晰、 财力协调、 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ꎬ

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 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 ꎮ③ 新时代推动财政体制改革ꎬ 充分发挥中
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ꎬ 要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领导ꎬ 保证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ꎬ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
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ꎬ 为地方政府、 市场主体提供制度性激励ꎬ 加快实现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法制化ꎮ
１ 维护党中央权威ꎬ 保证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ꎬ 首要是维护党中央权威ꎬ 这是政治前提和核心要义ꎬ 也是必须严守

的政治纪律ꎮ 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ꎬ 让中央政府集中精力投入到全局性工作上来ꎬ “ 适当加强中央
在知识产权保护、 养老保险、 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 ꎮ④ 各级地方政府要将国家利益放在地
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之上ꎬ 自觉维护国家财政特别是代表大局利益的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ꎬ 要严格执行
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中央政府各项政策ꎮ 中央下放财政权力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ꎬ 要以维护中央
权威、 保证中央财政主导地位为前提ꎮ
２ 合理划分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主要是针对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ꎬ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总体沿袭已有做法ꎮ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ꎬ 原有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要求难以匹配ꎮ 要加快推进不同层级政府做好各自 “ 应该做的事情” ꎬ 承担各自 “ 应该承担的责
任” ꎬ 实现权责利相统一ꎬ 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ꎮ 目
前ꎬ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正有序推进ꎬ 要在巩固前期改革成果的基础上ꎬ 继续优化中央和地方的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ꎮ 一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ꎬ 要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ꎬ 逐步将国
防、 外交、 国家安全等事务确定或上划为中央的财政事权ꎮ 要保障地方履行财政事权ꎬ 逐步将受益范
围地域性强、 信息较为复杂、 与当地居民紧密相关的事务确定为地方事权ꎮ 赋予地方充分自主权ꎬ 依
法保障地方的财政事权履行ꎮ 同时ꎬ 要根据客观条件变化动态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ꎮ 二要合
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ꎬ 属于中央的财政事权ꎬ 由中央财政经费安排ꎬ 属于地方的财政事权ꎬ 由
地方自有财政经费安排ꎮ
３ 为地方政府、 市场主体提供制度性激励

为地方政府提供制度性激励机制是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最重要的机制之一ꎮ 当前ꎬ 由于

中央与地方呈现出委托代理关系ꎬ 部分领域中央与地方的目标和举措会存在一定的差异ꎬ 对这种差异
应留出一定的空间ꎬ 否则将使得地方政府、 市场主体积极性受到抑制ꎮ 为提高地方政府制度性激励ꎬ
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ꎬ 提高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的自主权ꎬ 建立更加合理多样的官员考评机制ꎬ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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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ꎮ 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国企改革ꎬ 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ꎬ 深化 “ 放管服”

改革ꎬ 坚决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ꎬ 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ꎬ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
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ꎬ 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ꎬ 积极推进减税降费ꎬ 为各类市场主体减
负ꎬ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ꎮ 通过上述举措ꎬ 为新形势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释放市场活力、 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和制度保障ꎮ
４ 减少中央地方共同事权ꎬ 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

目前ꎬ 过多的中央地方共同事权安排ꎬ 影响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质量ꎮ 解决中央地方共同

事权过多ꎬ 一要减少中央地方共同事权ꎬ 该上收中央的要上收中央ꎬ 该下放地方的就坚决下放地方ꎬ
减少共同事权的范围和领域ꎮ 二要规范中央地方共同事权ꎮ 把共同事权的要求和职责划分清楚ꎬ 提升
共同事权的执行效率ꎮ 三要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ꎮ 目前ꎬ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结构不尽合理、 资金
使用不够规范等问题ꎮ 要规范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ꎬ 提高一般性转移支比重ꎬ 适当降低专项转移支付
比重ꎬ 归并专项转移支付中的相似内容①ꎬ 建立转移支付资金利用评价机制ꎻ 提高财政转移支付透明
度ꎬ 保证共同事权得到长期稳定的资金保障ꎮ
５ 推动中央地方共财政关系法制化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政府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ꎬ 也是处理中央和

地方关系的关键所在ꎮ 不论是俄罗斯还是在英国ꎬ 法制建设为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创造了良好环境ꎮ
当前ꎬ 法律对中央与地方间事权及财权有如下影响: 对其配置以及程序性事项规定不足、 对其责任追
究力度欠缺、 对其难以实现有效监督等ꎮ 借鉴俄罗斯和英国经验ꎬ 要通过法制手段规范中央地方财政
关系ꎬ 按照 “ 事权和支出责任相一致” 的原则ꎬ 推动各类事权的支出责任法制化ꎮ 运用法律对中央
和地方政府职权进行合理的配置ꎬ 让中央和地方政府各司其职ꎬ 各负其责ꎬ 建立起一整套调整中央与
地方关系的法律体系ꎬ 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运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框架ꎬ 真正做到中央领导地方
的程序和方法等都以法制为保障ꎮ
( 责任编辑: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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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坚持全国一盘棋ꎬ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ꎬ 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ꎮ 这

一制度优势是实现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重要法宝ꎬ 而治理效能是这一制度优势在公共危机治理上的充分体
现ꎬ 二者之间良性互动ꎮ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人民主体地位、 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保障ꎮ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并不直接
带来治理效能ꎬ 只有通过决策、 执行、 组织和监督机制的有序运行ꎬ 才能实现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的转化ꎮ
关键词: 集中力量办大事ꎻ 制度优势ꎻ 公共危机ꎻ 治理效能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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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ꎬ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 “ 坚持全国一盘棋ꎬ 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ꎬ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显著优势ꎮ 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ꎬ 就是基于科学的决策ꎬ 立足于全国
的整体和大局ꎬ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ꎬ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ꎬ 科学有效调配各领域各层级的人力、 物
力、 财力等资源力量ꎬ 集中到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关键难题ꎬ 推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尖端项目和
重大活动ꎬ 应对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上 ① ꎬ 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ꎮ
公共危机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危机、 公共卫生危机、 事故灾害危机以及社会安全危机等ꎬ “ 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 疫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ꎬ 不仅对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ꎬ 还对全球的
政治、 经济、 社会产生严重影响ꎮ 公共危机治理是综合性治理ꎬ 需要凝聚各方面力量共同完成ꎬ 集中
力量办大事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 实现有效治理上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作用与优势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 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有力推进ꎬ 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势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ꎮ 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ꎬ 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ꎬ 健全各方面制度ꎬ
完善治理体系ꎬ 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ꎬ 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ꎮ” ② 本
文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与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逻辑关系为起点ꎬ 阐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ꎬ 并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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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考察ꎬ 进一步阐释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的内在机理ꎬ 探讨集中力量办大事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ꎮ

一、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内在关系
公共危机治理是指 “ 由政府和非政府的组织ꎬ 包括民间组织、 政社间或政企间的中介组织、 志

愿者团体、 企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ꎬ 依据法律支撑体系和特定制度安排ꎬ 采用合作网络的组织体系ꎬ
针对风险、 威胁、 危机和灾害ꎬ 共同配合、 协作实施的减缓、 准备、 响应和恢复过程中风险管理、 威
胁管理、 危机管理和灾害管理的全过程” ꎮ① 而公共危机治理效能ꎬ 就是公共危机治理 “ 所产生的一
系列有利作用或积极效果” ꎬ 表现为公共危机 “ 治理目标的实现程度” ②ꎮ

( 一)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实现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ꎮ 这是我们成就

事业的重要法宝ꎮ” ③ 由于公共危机的突发性、 不确定性、 危害的严重性、 影响的广泛性、 应对的紧
迫性等特点ꎬ 公共危机治理必须实现快速反应、 高效处置、 及时救治、 团结协作、 密切配合、 集中资
源、 依靠群众的效能目标ꎮ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能有效促进这些效能目标的实现ꎮ 首先ꎬ 集中
力量办大事具有处理公共危机问题的特定框架ꎬ 也隐含寻求破解危机的答案和建构意义ꎬ 这一制度引
擎开动后即刻显示出其固有的特殊优势ꎬ 表现为快速反应力、 全面整合力和高效运转力ꎬ 提高完成目
标的效率ꎮ 譬如重大疫情的公共危机发生后ꎬ “ 同时间赛跑ꎬ 与病魔较量” 就成为应急处置的关键任
务ꎬ 要求高效调集各地区各部门医护人员、 防疫资源、 专项设备、 民生物资等ꎬ 聚焦目标任务的攻坚
克难ꎬ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保证了人、 财、 物资源在最短时间内的集结和资源配置迅速高效ꎬ
降低了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机会成本ꎮ 其次ꎬ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选择ꎬ 以真实地面
向大众和未来的集体利益来尊重和保护个人利益ꎬ 由此更好地实现了个人生存和发展ꎬ 使个人真正得
以自由ꎮ 在重大疫情的防控工作中ꎬ 在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面前ꎬ 集中力量办大事保证重点ꎬ 坚持全
国一盘棋ꎬ 立足整体和大局ꎬ 克服地方局部利益ꎬ 优先保证和聚焦重点地区或领域ꎬ 迅速调集全国其
他地区的医护人员和医疗资源ꎬ 支援重点疫区和疫点的病人救治ꎬ 并对重点疫区和疫点严防严控ꎬ 从
根本上扭转疫情蔓延和恶化发展的态势ꎮ 再次ꎬ 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团结抗争的共同信仰ꎬ 团结在一
起的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ꎬ 能回应和解决现实的灾难ꎬ 并实现灾难后可能的补偿ꎮ 反
之ꎬ 个体松散的力量在对抗重大疫情时无异于螳臂当车ꎬ 病患者如果没有国家和社会保障做后盾ꎬ 应
收尽收、 应治尽治的目标是不可能达至的ꎮ 重大疫情的防控工作ꎬ 是一项强调综合性和协同性的系统
工程ꎬ 不仅需要医疗卫生、 科研、 交通、 公安、 财政等多个部门的联合协作ꎬ 还需要企业、 社会组织
和公众个人的共同参与ꎬ 只有充分调动各方面群体的积极性ꎬ 众志成城ꎬ 团结协作ꎬ 积力攻关ꎬ 才能
形成化解危机的磅礴之力ꎮ

( 二) 公共危机治理效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

“ 制度优势在运用中呈现” ④ꎬ 治理效能的实现过程ꎬ 是制度优势充分彰显的过程ꎬ 也是制度优势

在实践中被检验的过程ꎮ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ꎬ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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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优势得以展示和检验ꎮ 首先ꎬ 火神山、 雷神山、 方舱医院等的迅速建造充分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中国速度ꎮ 没有集中决策的坚决有力、 没有设计者和建设者的倾力参与ꎬ 没有地区和部门的通力协
作ꎬ 没有各方面力量的共同配合ꎬ 不可能有这样奇迹般的 “ 中国速度” ꎮ 其次ꎬ “ 一省包一市” 的对
口支援充分体现了坚持全国一盘棋ꎮ 为解决湖北省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支援相对不足、 医疗物资紧张
等问题ꎬ 国家卫健委宣布 １６ 个省以 “ 一省包一市” 的方式支援湖北ꎬ 各省各地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
指挥领导下积极响应ꎬ 纷纷集中医疗资源、 派出医护人员中 “ 最硬的鳞” 驰援湖北ꎬ 超过 ４. ２６ 万白
衣天使逆行驰援武汉ꎬ 累计运送的防疫和生活物资超过 ９９. ６２ 万吨ꎬ 全国各级财政安排的疫情防控
资金超过 １１６９ 亿元ꎬ 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疫区的疫情防控ꎮ 再则ꎬ 生产防控资源的重点企业及时复产
复工充分显示了各方面积极性的调动ꎮ 为保障重要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ꎬ 国家通过专项再贷
款支持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ꎬ 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持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ꎬ 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资金问题ꎬ 出台相关政策和快速通道帮助企业解决场地、 原材料、 人员、 技术、 资质等实际困难ꎬ
企业回应国家需求及时复产转产ꎬ 上下配合、 团结一致ꎬ 迅速有效地扭转防控资源不充足的局面ꎮ

( 三)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之间良性互动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二者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ꎬ 而是紧密联系、 良性
互动、 相互促进、 内在统一的ꎮ 一方面ꎬ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法宝ꎬ 是
实现治理效能的前提和基础ꎬ 公共危机治理只有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才能实现治理效
能目标ꎻ 另一方面ꎬ “ 制度优势只有通过国家治理实践才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ꎬ 彰显制度优势功

能” ꎮ① “ 每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ꎬ 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 ꎮ② 公共危机不仅意味着危害ꎬ
还可能带来机遇ꎬ 通过对公共危机治理过程集中力量办大事运行机制的不断反思、 学习和调整ꎬ 能够
更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ꎬ 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效能ꎮ 同时ꎬ 集中力量办大事只有通过治理
效能的实现才能彰显制度的优势和功能ꎬ 治理效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体现和升华ꎮ 因此ꎬ
要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公共危机治理效能有机结合ꎬ 不断促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更好地向公共危机治理效能转化ꎬ 以此推进公共危机治理的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ꎮ

二、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机理
内在机理是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理由与道理ꎮ 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人民主体地位、 公有制为主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维度来理解和把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ꎬ 充分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公共危机治理上整体系统的思维、 公共利益
的价值立场、 扎实稳固的经济基础、 厚重的文化底蕴ꎮ

( 一)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ꎮ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公共危机治理中ꎬ 能明
确治理的重点、 次序、 路径、 方法ꎬ 确保治理的系统性、 整体性和协同性ꎬ 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
决、 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ꎬ 实现科学决策、 广泛动员和有效执行的有机统一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发生后ꎬ 党中央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ꎬ 根据疫情发展态势果断采取 “ 四早” “ 四集中” 、 交通管制、
科研联合攻关等有效措施ꎬ 保证了疫情防控的科学推进ꎮ 中国共产党借助完备的组织架构实行政治动
员ꎬ 以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ꎬ 避免地方和部门各自为政、 各行其是ꎮ 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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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ꎬ 担负着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落细的主体责任ꎬ 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执行力ꎮ 广大共产党员
面对疫情风险ꎬ 冲锋在前、 不怕牺牲、 勇于担当、 敢于作为ꎬ 承担急重险难任务ꎬ 表现出超强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ꎬ 抗疫过程呈现出党政军民齐参与ꎬ 各方力量齐动员ꎬ 上下一心、 行动一致的良好局面ꎮ
相较于中国共产党应对疫情的集中统一领导ꎬ 某些采取多党制以及各州县权力分散的联邦制国家ꎬ 为
维护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ꎬ 应对疫情并未能采取及时有效的防控措施ꎬ 这种 “ 低效应对” 导致疫情
的不断扩散蔓延ꎬ 进一步加剧了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冲击ꎮ

( 二) 人民主体地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ꎬ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的显著标志ꎮ” ①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ꎬ 就把 “ 为人民谋幸福ꎬ 为民族谋复兴” 作为自己的初
心和使命ꎬ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ꎮ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
的ꎬ 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所要办的大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ꎬ 能够得到
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强力支持ꎮ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 要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ꎬ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ꎬ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ꎮ 坚持人民利
益高于一切ꎬ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 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底色ꎮ 大事往往是难事ꎬ 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ꎬ 是克服公共危机的主体力量ꎮ 在公共危机面前ꎬ 所有人都是命
运共同体ꎬ 也是责任共同体ꎬ 集中力量办大事首先要集中人民的力量ꎬ 只有切实了解人民群众的现实
需求和真实关切ꎬ 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合作ꎬ 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ꎬ 才能形成
公共危机治理的磅礴力量ꎮ “ 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ꎮ 只要紧紧依靠人民ꎬ 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
难险阻ꎮ” ②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ꎬ 对人民群众在抗疫实践中的伟大作用和主体
地位的高度总结和概括ꎮ 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战、 总体战、 人民战争ꎬ 筑牢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ꎬ 必
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ꎮ 人民群众的力量不仅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现实实践活动中ꎬ 更是由绝
大多数人们的合力所组成ꎮ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充分发挥了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
地位和决定性作用ꎬ 用实际行动深刻论证了人的本质现实性、 动态生成性和开放性ꎬ 在抗疫实践中展开了
自身、 阐明了自身、 发展了自身ꎬ 深刻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所在ꎮ 全国人民表现了空前的团
结ꎬ 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ꎬ 海外华侨华人也参与其中ꎬ 以不同的方式贡献智慧和力量ꎮ 面对疫情防控ꎬ 有
关部门各司其职ꎬ 军队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ꎻ 各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紧急行动、 全力奋战ꎻ 广
大医务人员无私奉献、 英勇奋战ꎻ 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 团结奋战ꎬ 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ꎮ

( 三) 公有制为主体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支撑
公有制为主体ꎬ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ꎮ 公有制为主体表明国家和集体
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ꎬ 国有经济掌握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和基础性行业ꎬ 控制着国民经
济命脉ꎬ 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过程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ꎮ 公共危机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ꎬ 不仅需
要国家财力物力的高度集中ꎬ 而且需要医疗、 科研、 物资、 交通等多部门和机构的共同参与ꎮ 公有制
为主体保证了绝大多数的医院、 学校、 科研机构、 交通等重点机构和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属性ꎬ 在公共
危机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ꎬ 更迅速地集结科研等攻关力量ꎬ 以确保取得关键领域和
重大项目的技术突破ꎬ 为公共危机治理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ꎮ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ꎬ 公有
制为主体ꎬ 使国家能够集中有限资源用于急需的地区、 领域、 行业ꎬ 为资源的调拨、 使用提供了方
便ꎬ 避免了疫情防控中出现 “ 物资挤兑” 的重大风险ꎬ 迅速有效地稳控住局面ꎮ 国家通过国有经济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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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作用来调节宏观经济ꎬ 实现宏观调控目标ꎬ 迅速恢复经济生产ꎮ 国有企业不仅为防控物资和生
活物资的及时供应提供了重要保障ꎬ 而且带头复产复工ꎬ 帮助中小企业共渡难关ꎬ 为疫情防控和稳定
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引领和基础保障作用ꎮ

( 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文化根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ꎬ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ꎮ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价值理
念和道德观念ꎬ 成为我国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文化来源ꎮ 集中力量办大事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辉
煌成就在制度优势上的经验总结ꎬ 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 具有丰
富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特色ꎮ « 淮南子主术训» 中 “ 积力之所举ꎬ 则无不胜也ꎻ 众智之所为ꎬ 则无不

成也” ꎬ 表达了集结众人力量和智慧将无往不胜、 无所不成的思想ꎮ « 管子重令» 中 “ 众寡同力ꎬ
则战可以必胜ꎬ 而守可以必固” ꎬ 体现了上下一心、 团结协作则战无不胜、 守无不固的观点ꎮ « 默觚

治篇八» 中 “ 孤举者难起ꎬ 众行者易趋” ꎬ 呈现了孤立无援难成事ꎬ 依靠众人之力易成功的看法ꎮ
«三国志吴志» 中 “ 能用众力ꎬ 则无敌于天下矣ꎻ 能用众智ꎬ 则无畏于圣人矣” ꎬ 阐述了集中众人
的力量将天下无敌ꎬ 集中众人的力量和智慧将强过圣人的道理ꎮ 这些传统文化深深浸润在民族的血脉
之中ꎬ 成为了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和成就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ꎮ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ꎬ 中国共
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 团结一心ꎬ 战胜了 １９９８ 年南方特大洪水、 ２００３ 年 “ 非典” 疫情、 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震、 ２０１０ 年舟曲泥石流等公共危机ꎮ 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能够获得成功ꎬ 是因

为中国有最好的人民ꎬ 中国人民血脉中流传着集体主义和合作精神的文化基因ꎬ 铭刻着 “ 一方有难ꎬ
八方支援” 的优秀传统ꎬ 这是促成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效能的重要文化因素ꎮ

三、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
“ 制度优势并不直接带来治理效能” ①ꎬ 机制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ꎬ 通过

构建和完善合理的运行机制来发挥特定的功能和作用ꎬ 进而实现制度到行动效果的有序转化ꎮ 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ꎬ 要不断坚持和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策、 组织、 执
行和监督机制ꎮ

( 一) 全国一盘棋的决策机制
全国一盘棋的决策机制ꎬ 即把公共危机治理作为有机整体ꎬ 运用系统思维ꎬ 加强顶层设计ꎬ 统一
谋划ꎬ 统一部署ꎬ 从而对公共危机治理形成整体的、 系统的设计和实施方案ꎮ 全国一盘棋的决策机制
强调: 第一ꎬ 决策要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ꎬ 增强 “ 四个意识” ꎬ 坚定 “ 四个自信” ꎬ 做到 “ 两
个维护” 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ꎬ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既保证了在决策中秉持大局意识和全局
观念ꎬ 分清轻重缓急ꎬ 杜绝本位主义思想ꎬ 又保证了决策在信息收集、 资源控制、 动力来源、 交易费
用等方面的显著优势ꎮ 党中央准确把握全局信息ꎬ 对疫情形势进行科学研判ꎬ 制定疫情防控的方针政
策ꎬ 加强精准施策ꎬ 分类施策、 因地施策ꎮ 第二ꎬ 决策要正确处理责权利关系ꎬ 建立起与责权结构相
适应的利益结构ꎬ 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ꎬ 保证决策行为的合理化ꎮ 在公共危机治理
过程中ꎬ 各地区、 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权责范围ꎬ 也往往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诉求ꎮ 全国一盘棋的决策
机制不仅要考虑本地区本领域的现实需要ꎬ 还要考虑全国重点地区、 重点领域以及对全国危机治理总
体大局的影响ꎮ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ꎬ 党中央从全国整体的利益出发ꎬ 要求各地严防严
控ꎬ 有效防止疫情的蔓延ꎬ 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统一ꎬ 既要顾全大局ꎬ 又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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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力保重点ꎬ 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 统一协调、 统一调度ꎬ 做到令行禁止ꎮ 第三ꎬ 决策要依托决
策中心、 信息系统、 智囊团来提供及时、 准确、 适用的信息ꎬ 做好方案评估、 方案论证和政策宣传ꎬ
为决策方案的最终出台出谋划策ꎮ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副所长克利福德莱恩接受 « 人
民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 中国各级相关机构抗疫信息高效共享ꎬ 上报至国家层面的速度很快ꎬ 为
快速反应和决策创造了条件ꎮ” ① 为打赢疫战ꎬ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司长任全国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专家组组长ꎬ 成员包括了钟南山、 李兰娟等 ６０ 名多个领域的高级别专家ꎬ 其中特别加入了
卫生法学和舆情传播领域的专家ꎬ 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全面、 科学的智力支持ꎬ “ 保证了决策符合
人民利益和愿望” ②ꎮ

( 二) 综合协调的组织机制

公共危机治理时间紧迫、 情况复杂、 任务繁重ꎬ 常面临跨时间、 跨地域、 跨部门等情形ꎬ 包含着
问题识别、 风险评估、 科学决策、 迅速执行等多重环节ꎬ 组织成员在资源和信息上相互依赖ꎬ 治理目
标的完成要相互配合ꎮ 因此ꎬ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要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ꎬ 要建立完善具
有综合性和协调性的组织领导机制、 组织实施机制和组织保障机制ꎮ 首先ꎬ 建立完善统一指挥的组织
领导机制ꎬ 合理分解目标责任ꎬ 减少组织成员的目标冲突与相互推诿ꎮ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中ꎬ 我国充分发挥组织优势ꎬ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上ꎬ 全面落实 “ 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 的要求ꎬ 做到统一领导、 统一行
动ꎬ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ꎮ 其次ꎬ 建立党委政府、 非政府组织、 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协
同机制ꎬ 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ꎬ 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
科技支撑的治理格局ꎮ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多元主体各展其能、 各尽其才ꎬ 各级党组织和
政府部门发挥主导作用ꎬ 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坚守岗位、 靠前指挥ꎬ 注重解决问题ꎬ 防
止多头指挥ꎮ 疫情防控 “ 单纯依靠政府、 采用传统的管理手段显然难以应对” ③ꎬ 各地区、 各层级、
各部门相互衔接ꎬ 医疗卫生、 高校、 科研院所等机构联合攻关ꎬ 基层社区联防联控ꎬ 非政府组织发动
社会力量捐款捐物ꎬ 广大群众人人参与、 人人尽力ꎬ 形成了上下齐动员、 齐参与、 齐发力的局面ꎬ 疫
情防控工作得以有序有效推进ꎮ 再次ꎬ 建立引领带动的组织保障机制ꎮ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突出党建引
领ꎬ 组建党员先锋队ꎬ 设立 “ 党员先锋岗” ꎬ 把党建引领的势能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的强大动能ꎮ 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既是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大考ꎬ 也是对党员干部如何践行初心使命的
大考ꎮ 广大党员干部佩戴党徽、 亮明身份、 坚守岗位ꎬ 在基层一线当好群众的主心骨、 贴心人ꎬ 真正
做到了防控疫情任务在哪里ꎬ 党的旗帜就飘扬在哪里ꎮ 为更好地发挥党员干部和优秀分子的辐射带动
作用ꎬ 中央和地方出台了激励关爱防控一线基层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及医务工作者的若干措施ꎬ 从工
作待遇落实、 身心健康维护、 子女教育保障、 职称评审聘用等多个方面完善激励机制ꎬ 全方位开展对一
线工作人员的人文关怀ꎮ

( 三) 高效运转的执行机制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ꎬ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ꎬ “ 是在坚定不移地执行和

落实其背后所依托的机制体制基础上展现出来的”

④ꎮ

中华民族饱经沧桑、 历经磨难ꎬ 在与重大公共

①

郑琪: « “ 中国抗疫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 患难见真情 共同抗疫情) ———访美国传染病防治专家莱恩» ꎬ « 人民日报 » ２０２０

②

辛向阳: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论逻辑研究» ꎬ « 国外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４－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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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黄津孚: «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智能互联体系———以中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 ꎬ « 福建论坛 ( 人文社会科学

版) »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４－６２ 页ꎮ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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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事件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ꎬ 并总结上升为一系列公共危机治理的具体制度规程ꎮ 目前公共危
机治理总体上进入有规可依的阶段ꎬ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规不依、 落实不力ꎮ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增
强执行主体的责任担当、 提升执行主体对制度的认知、 加强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ꎬ 建立完善高效运转
的执行机制ꎮ 首先ꎬ 增强执行主体的责任担当ꎬ 既包含组织层面对执行主体压实责任的客观规制ꎬ 也
包含执行主体自身的工作精神和态度ꎮ 从组织层面上ꎬ 要明确集体责任、 第一责任、 具体责任和直接
责任ꎬ 规定各项指标的数量、 时间以及标准要求ꎬ 逐级签订工作责任书ꎬ 做到执行规则的明确化、 程
序化和系统化ꎬ 责任明晰化ꎬ 操作规范化ꎬ 考核精细化ꎮ 从执行主体自身层面上ꎬ 要勇于担责、 敢于
担当ꎮ 责任担当是一种对国家、 社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ꎬ 是承担应当承担的使命、 完成应当完成
的任务、 做好应当做好的工作的精神ꎬ 更是一种把积极的态度转化为实际工作效果的行动ꎮ 面对重大
疫情ꎬ 各级党委和政府强化责任担当ꎬ 落实主体责任、 主管责任、 监督责任ꎬ 将责任分解到单位、 到
人头ꎻ 广大工作人员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ꎬ 用求真务实的精神、 实干苦干的行动ꎬ 扎实做好每一个步
骤ꎬ 把控每一个环节ꎬ 不放过每一个细节ꎬ 堵住每一个漏洞ꎬ 确保了疫情防控工作各项决策部署的落
地、 落实、 落细ꎮ 其次ꎬ 执行主体对制度的正确认识是制度执行的基础性工作ꎮ 对制度如果只是一知
半解、 断章取义、 望文生义ꎬ 执行难免会变形走样ꎮ 加强对制度的正确认识功夫在日常ꎬ 要通过集中
学习、 专题讨论、 专项培养等方式ꎬ 使执行主体准确理解公共危机治理的基本知识ꎬ 熟悉制度规程的
主要内容ꎬ 为公共危机紧急状态下执行主体能科学判断形势ꎬ 准确把握决策要义ꎬ 进行精准施策奠定
基础ꎮ 再次ꎬ 要提高执行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调查、 动员、 组织、 协调、 创新等综合执行能力ꎮ
公共危机治理要善于把握形势的变化ꎬ 动员各方面力量ꎬ 组织各个环节ꎬ 协调处理各方面关系ꎬ 创新
工作方法ꎬ 确保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ꎬ 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ꎮ 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ꎬ 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ꎻ 物资供应如何多渠道
筹措、 科学合理分配、 简化分配流程ꎻ 宣传有关防控的政策措施如何做到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ꎻ 健康
服务管理点如何提供更个性化、 人性化服务ꎬ 等等ꎬ 都是对执行主体能力的巨大的考验ꎮ

( 四) 问题导向的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纪律保障ꎮ 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
中暴露出一些严重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ꎬ 必须建立完善权威高效、 问题导向的监督机制ꎬ 增强
监督的严肃性、 协同性、 有效性ꎮ 要不断强化政治监督ꎬ 督促领导班子履行政治责任、 担当职责使
命ꎮ 要不断加强责任监督ꎬ 既紧盯执行主体落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的执行情况ꎬ 又紧盯对资金和物资
的使用情况ꎬ 防止发生贪污挪用、 截留挤占、 调配不及时等问题ꎮ 要发挥媒体监督、 群众监督的作
用ꎬ 增加工作部门、 执行人员不按规矩办事ꎬ 失职失责行为的曝光率ꎮ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的过程中ꎬ 出现了一些地方机构花费大量的时间填表格ꎬ 一些重要岗位负责人对所主管的工作情况
“ 一问三不知” ꎬ 一些部门违规发放救援物资ꎬ 一些工作人员作风漂浮、 擅离职守、 不负责任等形式
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ꎬ 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效果ꎬ 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ꎮ 疫情
防控问题出现在哪里ꎬ 监督执纪问责就要跟进到哪里ꎮ 首先ꎬ 以 “ 问责倒逼落实” ꎬ 把在公共危机治
理中的履责情况、 治理成效作为干部选拔任用、 培养教育、 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ꎬ 纳入干部考察考核
重要内容ꎬ 树立治理效能导向ꎬ 对临危退缩、 推诿扯皮、 落实不力ꎬ 弄虚作假、 失职渎职的ꎬ 要依纪
依规依法严肃查处ꎮ 其次ꎬ 以 “ 目标倒逼责任” ꎬ 实行问题的责任清单制度ꎬ 根据查摆出的问题ꎬ 逐
条逐项细化分类梳理ꎬ 列出责任清单ꎬ 公开向群众承诺ꎬ 接受党员群众监督ꎮ 再次ꎬ 以 “ 时限倒逼

进度” ꎬ 建立问题整改挂号销号制ꎬ 重点对照问题清单ꎬ 问题整理立即挂号、 问题已整改及时销号、
问题未整改一直留号、 问题反弹恢复建号ꎬ 确保整改落实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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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性、 协同性内在要求与传统科层体制及运行机制产生结构性张力ꎬ 当

前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着业务规划不精准、 事项标准不统一、 数据资源难共享、 地区发展不平衡、 政企合作
不到位等障碍ꎮ 结合对广东、 浙江、 上海数字政府建设实践的考察ꎬ 应用整体性治理理论ꎬ 发掘数字政府
建设问题的成因在于科层体制下纵向权力结构强化了层级间信息控制ꎬ 属地管理原则下地方本位主义阻隔
了跨区域协同ꎬ 条块分割体制下信息系统建设呈现出碎片化局面ꎬ 公私合作机制失灵致使项目建设供需结
构性失衡ꎮ 在此基础上ꎬ 提出构建跨层级统筹建设管理体制与整体联动机制ꎬ 探索跨区域标准化集约化建
设推广的共享模式ꎬ 推进政务平台从独立运行向条块部门协同转变ꎬ 创新政府与市场社会等技术供给侧的
合作方式ꎬ 以期迈向整体协同的政府数字化转型路径ꎮ
关键词: 数字政府ꎻ 梗阻问题ꎻ 整体性治理ꎻ 协同策略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３－３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２８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１６－０７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 ＩＣＴ) 的发展为政府改革带来契机ꎬ 新世纪的第二个 １０ 年ꎬ 西方发达国

家相继推出本国数字政府战略ꎬ 掀起一轮数字化创新浪潮ꎮ 政府数字化转型亦是我国迈向治理现代化
的重要路径ꎬ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 决定» 首次明确提出 “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ꎬ 将数字政府建设纳
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内容ꎮ① 近年来ꎬ 我国一些省市开展 “ 互联网 ＋ 政
务服务” 改革与数字政府探索ꎬ 尝试将 “ 互联网 ＋ ” 的技术理念与政府工作深度融合ꎬ 重塑行政体
系ꎮ 但在治理模式转变过程中ꎬ 传统科层体制及运行机制 “ 不甘谢幕” ꎬ 其僵化的界别限制、 固化的
部门壁垒、 碎片化的管理模式与数字政府系统性、 耦合性的整体协同形态格格不入ꎬ 基于科层制管理
技术形成的条块分割的部门主义权利观念同基于信息管理技术所形成的整体论观念形成尖锐对立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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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数字政府改革无法很顺利地达致理想状态ꎬ 政府内整体性制度建构的空白难以弥合技术日新月
异的鸿沟ꎬ 阻滞着数字治理深入发展ꎮ① 美国数字政府专家简芳汀教授在其著作 « 构建虚拟政府»

中阐明了技术与组织之间的矛盾问题ꎬ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症结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传统官僚制的要求与
网络系统扁平化需求之间的张力ꎬ 面临的挑战不在于构建电子政府的技术能力ꎬ 而在于克服政府内部
根深蒂固的组织性分歧与政治性分歧ꎮ②

技术应用悖论下ꎬ 当前政府数字化转型正处于 “ 技术 －组织” 张力的临界点ꎮ 一方面ꎬ 信息科技

的助力使得政府跨层级、 跨区域、 跨部门协作愈发迫切并付诸实践ꎬ 政府与市场、 社会的密切联系互
动模糊了传统权力边界ꎬ 这些变化给科层制带来巨大冲击ꎬ 政府治理理念、 治理机制日渐重构ꎬ 形成
新的治理模式ꎻ 另一方面ꎬ 长期形成的高度固化利益格局与组织结构难以轻易撼动ꎬ 信息技术的
“ 嵌入” 不仅无法改变传统体制反被科层制所 “ 吸纳” ꎬ 被用以巩固科层组织结构及其碎片化形态ꎬ
成为治理变革的新障碍ꎮ 改革伊始ꎬ 即数字政府 １ ０ 阶段ꎬ 跨部门协作既已成为共识ꎬ 英国数字政府
改革遵循 “ 数字即平台” 的架构理念促进不同部门间的整合ꎬ 澳大利亚基于网络技术构建一种 “ 整
体政府” 的数字治理架构ꎮ 美国布什政府曾推出名为 “ 水银计划” 的数字化方案ꎬ 重点围绕 ２５ 个跨
部门行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项目ꎬ 试图调整政府部门信息架构并将部门间相似职能领域架构进行
统一ꎮ 由于组织上、 制度上的较大阻力挑战ꎬ 改革收效甚微ꎮ③ 数字政府改革障碍在我国亦然ꎬ 正如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 ( 国办发 〔２０１７〕 ３９ 号) 指出ꎬ 当下困境是 “ 未能从全局上和根
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政务信息化建设的 ‘ 各自为政、 条块分割、 烟囱林立、 信息孤岛’ 问

题” ꎮ④ 那么ꎬ 问题背后的体制机制梗阻有哪些? 如何适应数字政府 ２ ０ 转型升级需要突破治理困局?
本文基于数字政府建设过程的特点和规律ꎬ 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ꎬ 探寻改革问题及其内生作用机理ꎬ
以期开辟一条整体协同的行动路径ꎮ

二、 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梗阻问题: 基于地方案例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ꎬ 从中央到地方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进程ꎬ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广东数字政
府建设的政企合作模式ꎬ 浙江 “ 最多跑一次” 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ꎬ 上海 “ 一网通办” 改革建
设智慧政府ꎬ 形成创新平台建设规划与管理运行模式 ( 见表 １) ꎬ 头雁效应作用明显ꎮ 改革取得显著
进展的同时暴露出一些问题ꎬ 这是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无法回避的ꎮ 以往对于数字政府建设问题的
发掘多为碎片化呈现ꎬ 本文通过还原数字政府建设的四大环节ꎬ 对掣肘问题加以系统性提炼总结ꎮ

( 一) 目标规划与业务架构开发
政府数字化ꎬ 重点在规划ꎮ 只有清晰地还原行政流程ꎬ 才能确保架构设计科学ꎮ 业务架构开发是
将数字化治理模式与部门职能、 岗位职责相结合ꎬ 根据政务管理与服务的任务目标ꎬ 分解到具体业
务、 流程与岗位ꎮ 开发过程中ꎬ 囿于缺乏权威单位牵头对跨部门职责交叉业务进行梳理ꎬ 企业开发团
队中既懂技术又熟稔政府流程的人才匮乏ꎬ 无法与政府职能部门深度有效沟通ꎬ 加之机构改革的变动
调整常常打破原有架构ꎬ 致使业务规划对 “ 需求痛点” 回应不够精准ꎮ 其次ꎬ 事项梳理标准化、 规
范化、 精细化问题ꎮ 办事事项目录是业务架构开发的基础支撑ꎬ 改革初期ꎬ 各地政府部门皆面临着事
①

戴长征、 鲍静: « 数宇政府治理———基于社会形态演变进程的考察» ꎬ «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５７－６５ 页ꎮ

③

张建光、 李卫忠: «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专访美国麻省州立大学国家数字政府研究中心简芳汀教授» ꎬ « 中国信息界»

④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印发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的通知» ( 国办发 〔２０１７〕 ３９ 号) 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 日ꎮ

②

[ 美] 简芳汀: « 构建虚拟政府: 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 ꎬ 邵国松译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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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不统一、 规范化程度不够高的问题ꎮ 国务院办公室印发了 « 关于 “ 互联网 ＋政务服务” 技术体系建
设指南的通知» ( 国办函 〔２０１６〕 １０８ 号) ꎬ 对优化业务支撑体系作出要求ꎮ 浙江以省级机关为单位
进行条线事项 “ 八统一” 梳理ꎬ 广东按照部门单一事项ꎬ 以及跨层级、 跨部门、 跨垂管、 协同服务
事项等分级分类梳理ꎬ 但是ꎬ 事项精细度依然不够ꎬ 缺乏要件的 “ 最小颗粒度” 细分ꎬ 跨地区事项
标准仍不统一ꎮ 此外ꎬ 上海 “ 一网通办” 改革缺少对服务需求的深度分析ꎬ 有些项目仅是简单的上

线ꎬ 缺乏办事需求挖掘ꎬ 致使供需不一致ꎬ 用户体验不强ꎮ 市区政府不同层级网办事项名称、 数量、
流程不统一ꎬ 指南不规范ꎬ 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缺失ꎮ
表１
地区

广东

浙江

粤、 浙、 沪三省市数字政府的平台建设规划与管理运行模式

平台建设规划

管理运行模式

整合现有资源ꎬ 搭建基础设施、 数据资源、 应用

成立省 “ 数字政府” 改革建设领导小组ꎬ 组建省

支撑三层平台ꎻ 建立 １ 个省级政务云平台、 多个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ꎬ 撤销省直各单位信息中心ꎬ

特色行业云平台、 多个地市级政务云平台ꎻ 建设

建立统一的运营机构: 数字广东公司ꎬ 形成 “ 政

全省统一的政务数据中心、 探索建立数据中台

企合作、 管运分离” 模式

将省级部门 ８００ 多个信息系统整合到全省统一的

省数据管理中心负责政府数据资源整合开放ꎻ 建

政务云平台ꎻ 建立省、 市、 县、 乡、 村 五 级 联 动

立重大项目跨部门、 跨地区协同推进机制ꎻ 探索

的浙江政务服务网ꎻ 推动 “ 掌上办公、 掌上执法、

“ 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模式

掌上服务” 高效协同

上海

４６ 个市级部门、 １６ 个区、 ２２０ 个街镇网上办事服

成立上海市大数据中心ꎬ 承担全市政务云和政务

务入驻 “ 一网通办” 总门户ꎬ 实现了市、 区、 街

外网等基础设施、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及上海政务

镇三级全覆盖ꎬ 形成一网受理、 协同办理为一体

服务 “ 一网通办” 总门户等的建设和管理

化政务服务体系
资料来源: 根据广东、 浙江、 上海的规划方案整理ꎮ①

( 二) 信息架构设计与数据共享

数字政府核心内容是数据治理ꎬ 即通过对数据资源的分配获取信息价值ꎬ 数据共享程度决定了数
据治理能否有效开展ꎮ 一直以来ꎬ 政务信息化被诟病最多的即是数据共享问题ꎮ 纵向上信息系统不联
通、 数据资源难共享ꎮ 浙江省级政府部门对近 ２０ 个中央部委的数据共享需求清单达 ７０ 多类ꎬ 但是省
级与部委的垂直信息系统并未完全实现互联互通ꎮ② 中央或省垂直管理的海关、 税务、 工商等部门均
自建系统ꎬ 数据只归集到省数据中心层面ꎬ 地市政府部门需要数据时只能向省级申请需求共享ꎬ 流程
复杂、 颇为耗时ꎮ 横向上部门之间异构系统数据标准不同、 质量参差不齐ꎬ 不利于开放共享和开发使
用ꎮ 虽然浙江将省级部门 ８００ 多个信息系统整合到统一的政务云平台ꎬ 归集了 ３０６６ 类 １９０ 多亿条数
据ꎬ 但各部门独立的异构系统无法兼容不同格式的数据ꎬ 亟需统一数据格式和通讯接口标准ꎬ 方能实
现共通共用ꎮ 不同地区数据共享情况差异大ꎬ 浙江已公布两批 « 省级公共数据共享清单» ꎬ 将 ５７ 个
省级单位共 ３６００ 余个公共数据项纳入省市县一体化公共数据交换共享平台ꎬ 开放了共享权限ꎬ③ 而
上海市政府部门间可共享数据参差不齐ꎬ 如市交通委共享了 １００ 多个数据ꎬ 数据比较集中的市财政和
发改部门首批共享数据只有 ８ 个ꎬ 地区间数据差异的存在不利于今后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ꎮ 数据共
①

参见 «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 “ 数字政府” 建设总体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 粤府 〔２０１８〕 １０５ 号) ꎬ « 浙

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深化 “ 最多跑一次” 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 ( 浙政发 〔 ２０１８〕 ４８ 号) ꎬ « 上海
全面推进 “ 一网通办” 加快建设智慧政府工作方案» ( 沪委办发 〔２０１８〕 １４ 号) ꎮ
②

刘淑春: « 数字政府战略意蕴、 技术构架与路径设计———基于浙江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ꎬ «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ꎬ 第

③

范柏乃、 张鸣: « 浙江 “ 最多跑一次” 改革经验值得推广» ꎬ «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第 ０５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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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享的有效性不足ꎬ 归集数据多为存量资源ꎬ 较少生产系统的实时数据ꎬ 且缺乏数据归集后治理用途的规
划ꎬ 陷入 “聚而不通、 通而不用” 的窘境ꎮ

( 三) 应用架构设计与平台联通

应用架构是同数据架构一道承上启下确保业务规划落地的重要环节ꎮ 从世纪之交的 “ 十二金”

工程到现如今数字政府建设ꎬ 任务规划、 底层技术、 支撑业务均已发生较大变化ꎮ 当前ꎬ 我国各级政
府部门系统林立ꎬ 使得应用系统重构与平台联通面临着棘手问题ꎮ 一是存在重复建设、 管理分散现
象ꎮ 各个政府部门独自开发信息系统ꎬ 各地区政府重复建设大数据平台、 政务云平台、 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ꎬ 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ꎮ 平台管理分散、 系统交叉错综复杂ꎬ 催生出众多 “ 数据烟囱” 与 “ 信
息孤岛” ꎬ 强化了部门壁垒ꎬ 不利于信息资源汇聚整合ꎬ 延缓了应用系统由原环境迁入云计算环境的

实施ꎮ 二是平台互联互通速度缓慢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 国家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ꎬ 粤、 浙、
沪三省市政务服务网均已接入国家平台ꎬ 通过国家级、 省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ꎬ 着力推动打通公安人
口库、 工商法人库等系统接口ꎬ 但跨省市连接尚不明朗ꎬ 异地就医报销、 社保转移、 跨区域市场准入
协同未能实现ꎮ 三是系统建设投入和应用水平严重不匹配ꎮ 不少系统能力有余ꎬ 应用缺乏ꎮ 基于政绩
或利益驱动ꎬ 一些政府部门应用建设投机取巧ꎬ 重系统配置、 轻应用体验ꎬ 重建设数量、 轻内容质
量ꎬ 功能设计华而不实ꎬ 被诟病为 “ 假把式” ꎬ 整体使用率不高ꎬ 政务服务供给侧与需求端不匹配ꎮ

( 四) 技术与基础设施架构建设

技术与基础设施是支撑数字政府业务、 数据、 应用架构系统有效运转的保障ꎮ 由于普遍缺乏统一
部署ꎬ 政府信息化建设呈现出各自为政的局面ꎬ 地区间、 部门间建设进度不一、 标准不同甚至存在代
差ꎬ 给今后一体化整合带来较大困难ꎮ 与此同时ꎬ 还面临三大问题: 第一ꎬ 重复性投资建设ꎮ 纵向
上ꎬ 省级、 市级数字政府重复建设ꎬ 比如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级投资 ４０ 多亿经费用于数字政府建设ꎬ 东莞
市级也投入预算 ２７ ４ 亿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 ꎮ 横向上ꎬ 各部门独立建设ꎬ 仅广东省直部门就曾有 ４６ 个
自建机房ꎮ 广东数字政府建设项目启动后ꎬ 改革了信息化投资审批机制ꎬ 省级所有厅局信息化项目均
报省政数局审批ꎬ 各地市信息化项目由市政数局审批ꎬ 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复性投资ꎬ 但囿于政数
局难以精准评估各部门业务需求ꎬ 重复建设无法彻底遏制ꎮ 第二ꎬ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ꎮ 各地市资源禀
赋不同ꎬ 基础设施投入无法均衡ꎬ 由此产生信息化发展鸿沟ꎬ 例如粤西粤北城市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落
后于珠三角地区ꎬ 省级统建后这些地市得以受益ꎮ 此外ꎬ 粤、 浙、 沪模式建立在地方财政雄厚基础
上ꎬ 在中西部省市复制推广有局限ꎮ 第三ꎬ 政府与企业合作的问题ꎮ 腾讯公司与三大通信运营商共同
参与广东数字政府建设ꎬ 这里涉及公私部门多个主体间的协作关系问题ꎬ 隐含着一定利益考量并有可
能出现目标不一致时的冲突ꎮ

三、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数字政府建设问题的成因
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理念ꎬ 整体性治理依托信息技术手段ꎬ 对区域、 层级、 部门、 公私关系等碎片
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ꎬ① 旨在破解高度专业分工的政府体制所面临的部门主义、 各自为政等问
题ꎮ② 当前ꎬ 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着技术应用逻辑与科层组织逻辑之间的冲突ꎬ 现实梗阻从以往技术层
面主导因素的限制转移到如何重构根深蒂固的科层制组织结构ꎬ 以及如何理顺各利益相关者主体间的
关系ꎮ 从整体性治理视角ꎬ 全面审视纵向权力线与横向职能线 “ 上、 下、 左、 右” 的节点关系与不
①
②

曾凡军、 韦彬: « 整体性治理: 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逻辑» ꎬ «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２－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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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体的行为逻辑ꎬ 能够深刻阐释政府数字化转型与传统科层体制结构性冲突的成因ꎮ

( 一) 科层体制下纵向权力结构强化了层级间信息控制
科层制的行政体系下ꎬ 有关行政权力、 财政预算、 监察监督等法律法规构成了纵向上的制约关
系ꎬ 层级政府根据既定的预算程序、 行政监督程序运行ꎮ 中央政府依托资源掌握ꎬ 用行政命令、 规章
制度、 正负向激励等方式授权或影响地方政府行动ꎮ 信息技术的引入ꎬ 并非打破这种制约关系ꎬ 而是
与权力结构相互构建ꎬ 实现信息价值在各层级权力结构中的分配ꎮ 如此一来ꎬ 既生产了 “ 纵强横弱”

的政务信息化建设总体特征ꎬ 也存在着信息数据的层级控制ꎮ 目前ꎬ 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外网均已向下
延伸一体化部署ꎬ 外网延伸到了乡镇ꎬ 但是ꎬ 政府层级间尤其是国家和省之间的数据回流问题突出ꎬ
省域经济社会建设都需要相关行业的数据ꎬ 所要数据需自行跟相关部委沟通ꎬ 而非由目前负责数据统
筹的国家发改委打通各个部委数据后直接与地方政府对接ꎮ 政府信息化业务管理指导涉及中央网信
办、 国办电子政务办公室、 工信部、 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等多个部门ꎬ 尚未有一个专门统筹机构负责
数字政府建设规划ꎬ 亦缺乏数字治理领域的法律法规明晰主体间权责ꎬ “ 齐抓共管” 结果增加了协调
成本且效率不高ꎮ 例如ꎬ 一些省纷纷成立大数据局或政数局ꎬ 需要同多个部委业务对接ꎬ 与国办对接
政务服务管理ꎬ 与发改委对接政务数据资源ꎬ 多头管理需要更强有力的协作来整体推进改革ꎮ

( 二) 属地管理原则下地方本位主义阻隔了跨区域协同
我国地方官员考核的正式激励制度是以单一地区政绩为中心ꎬ 未涉及跨区域协作的政绩考量ꎮ 全

面深化改革政治态势下ꎬ 一些官员的政绩观从 “ ＧＤＰ 论” 转向 “ 创新论” ꎮ 释放信息红利、 提升治
理能力、 优化营商环境ꎬ 成为治政的重点ꎬ 中央将一些地方数字政府创新亮点作为 “ 标杆示范” 供
其他地方学习仿效ꎬ 营造出横向比拼氛围ꎮ 作为改革排头兵的地方政府ꎬ 其创新面临着目标竞争省市
的压力ꎬ 在 “ 晋升锦标赛” 下暗自较劲ꎮ 区域合作动力往往来自于共同目标和利益ꎬ 跨域政务信息
系统互联互通绝非简单的平台应用对接ꎬ 背后涉及区域间利益均衡问题ꎮ 不同地区合作意愿与动机不
足ꎬ 甚至存在激烈竞争ꎬ 成为跨域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的根本性阻碍ꎬ 故而 “ 跨域通办” 目标一直
难以实现ꎮ 据悉ꎬ 南方某自贸区曾试图与东部某自贸区组建政务服务创新联盟ꎬ 推动跨区域市场准入
协同ꎬ 却被对方婉拒ꎮ 此外ꎬ 分级财政的国家预算管理制度下ꎬ 地方政府拥有辖区财政资源的分配裁
量权ꎬ 但区域间数字化投资并不能做到财政方面共担与协同ꎬ 只得各自为政搞建设ꎮ 属地管理原则下
滋生的地方本位主义恶性竞争ꎬ 不同地区不仅重复性投资建设ꎬ 而且大力扶持本地区信息科技企业巨
头不断扩疆略地ꎬ 加剧了府际平台系统技术标准不一致ꎬ 增添了跨域整合的难度和成本ꎮ

( 三) 条块分割体制下信息系统建设呈现出碎片化局面
条块分割体制下ꎬ 诸如税务、 海关、 工商等部门系统均为自上而下独立建设运营的ꎬ 发改、 公

安、 商务等部门从部委司局垂直至基层有着多个子业务系统ꎬ 专业部门、 强势部门经常用 “ 专业”

和 “ 安全” 借口渲染系统联通、 数据共享的危险性ꎬ 拒绝数据共享ꎬ 于是这些 “ 例外的孤网” 至今
都无法 “ 联网通办” ꎬ 致使省级及以下的跨部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停留在文件层面ꎮ 同级各政府部
门主官或惧怕信息泄露出问题担责任ꎬ 或把数据看做自有核心资产ꎬ 迫于数据共享的行政命令ꎬ 仅拿
出部分不重要的种类共享ꎬ 以便完成任务ꎮ 省市级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虽已建设完毕ꎬ 但是数据治理
主体仍旧是各个部门ꎬ 呈现出相对的集中统一与绝对的分割垄断并存状态ꎬ 有学者称之为 “ 前厂后

店” 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ꎮ① 技术与政策规划的裂解性使得部门间缺乏有效的数据治理协议、 规范、
标准、 机制ꎬ 更遑论跨部门协同ꎮ 从数据共享到数据治理再到部门间协同是一个递进过程ꎬ 需要条块
规制系统的整合、 行政程序的重构、 组织文化的重塑ꎬ 从单边主义、 部门本位到倡导协作行动ꎮ 部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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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ꎬ 涵盖范围广、 涉及单位多、 协调难度大ꎬ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机制让这
项工作 “统” 起来是个难题ꎻ 由谁来执行破题非常关键ꎬ 单凭大数据局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ꎮ

( 四) 公私合作机制失灵致使项目建设供需结构性失衡

政府与技术供给方合作机制失灵是当前公私部门配合不畅的诱因ꎮ 受制于技治主义的实践瓶颈ꎬ
技术承包商虽能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ꎬ 但政府数字化转型涉及的组织政治性问题绝非技术逻辑能彻底
破解ꎬ 重构内部系统需要符合政府规章制度、 实际操作流程等规范ꎬ 以及部门政治文化等惯习ꎬ 只有
政府内部专业人员才更为熟悉职能安排与决策程式ꎮ 囿于既精通信息技术又懂政府部门运作的复合型
人才尤为缺乏ꎬ 通常研发人员对政府业务内容不熟悉ꎬ 不少建设项目无现成参考ꎬ 因此挖掘需求的能
力较一般ꎬ 导致系统需求分析时间长、 业务设计易走样ꎬ 甚至在某地市出现因开发商做出来的系统无
法匹配、 工程一再延误ꎬ 产生合同纠纷ꎬ 政府与承建企业对簿公堂ꎬ 严重影响改革进度ꎮ 其次ꎬ 技术
供给侧 “ 绑架” 服务需求侧之嫌ꎮ 早年的不少政务信息化项目软件源代码和密钥掌握在承建企业ꎬ
系统更新维护都需要承建企业完成ꎬ 统建系统或对接新的平台时ꎬ 没有原承建企业支持则难以完成ꎬ
例如某省各省直部门有 ４００ 多个系统ꎬ 曾分属 ２００ 多家企业建设ꎬ 制约着跨部门系统对接ꎮ 与此同
时ꎬ 信息存储在私企数据库ꎬ 存在公民企业信息泄露风险的安全问题ꎮ 最后ꎬ 企业盈利性与数字政府
集约化建设的冲突ꎮ 企业经营追求利润最大化ꎬ 日益复杂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面临高投资、 低回报风
险ꎮ 广东数字政府项目开展的同时ꎬ 一些信息科技企业在省内外多个地市大力复制推广建设ꎬ 难免出
现重复性投资ꎬ 极大地浪费了财政资源ꎮ

四、 迈向整体协同的政府数字化转型路径
信息技术革命为政府改革创造了全新的空间ꎬ 一个需要重新审视和制定规则的空间ꎮ 尤其是要加
快突破数字政府建设的制度性障碍ꎮ 正如改革者们形成的共识: 政府数字化转型最核心的是机制和模
式问题ꎬ 再深挖一点ꎬ 就涉及政府组织结构的重大调整、 相关方主体间关系的重构ꎬ 如何把握 “ 统”

和 “ 分” 的关系ꎬ 如何理顺央地关系、 省和市的关系ꎬ 政数局和其他委办局的关系等ꎮ 政府数字化
转型应当有两个基本遵循ꎬ 即 “ 整体” 与 “ 协同” ꎬ “ 整体” 关注的是组织结构优化问题ꎬ 构建一个
整体性治理的数字政府整合机制与解决方案ꎬ 突破现行组织架构、 职能安排与运行机制对于数字政府
建设的掣肘ꎬ 实现从工具理性到治理赋能ꎮ “ 协同” 强调相关方主体基于协作关系的行动问题ꎬ 通过
建立协作规则并执行和管理契约ꎬ 促成不同层级、 地区、 部门以及公私主体间的协作行动ꎬ 实现数字
政府建设过程的无序到有序、 碎片化到整体性ꎮ “ 整体” 与 “ 协同” 彼此啮合、 相互依存ꎬ 数字政府
建设的相关方主体在整体治理框架与战略规划目标下ꎬ 才能确定合作规则并明晰关系ꎬ 做到业务协
同ꎻ 只有各相关方主体协同起来ꎬ 才能由局部到整体发挥出数字治理效果ꎮ

( 一) 构建跨层级统筹建设管理体制与整体联动机制

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筹建设管理体制与省市县 ( 区) 整体联动机制ꎬ 协同推进数字政府发展规

划、 制度安排、 组织架构、 标准规范、 平台开发、 财政保障ꎮ 构建强有力的统筹管理机制ꎬ 中央层面
成立高规格的数字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 委员会) ꎬ 有效协调中央网信办、 国办电子政务办公室、
工信部、 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等部门ꎬ 完善中央部委与地方大数据局的工作联系机制ꎬ 设置首席信息

官 ( ＣＩＯ) 以促进各个部门参与整体协同的数字化转型ꎮ 推进全国信息基础设施一体化ꎬ 加快 “ 数、
云、 网、 端” 融合创新ꎬ 建设综合性公共基础设施平台ꎬ 以系统共享共用和专项资金支持的方式着
力帮助中西部省市提速数字政府建设ꎬ 不仅要打破数据壁垒ꎬ 更要填补地区间信息发展鸿沟ꎮ 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 « 决定» 提出: “ 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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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规则ꎮ” ①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ꎬ 以制度形式界定数字治理主体权责、 规范主体行为ꎮ 明确数字政
府建设的标准规范ꎬ 促进有关数据采集、 分类、 保存、 使用、 安全等方面的规范标准从省标到国标ꎬ
解决当前数据重复采集、 多头管理、 标准不一、 质量不高等问题ꎮ 强化财政方面的协同ꎬ 加强信息化
项目资金的全流程动态管理ꎬ 确保数字政府从投资建设到运营维护各环节经费支出的协同联动ꎮ 从源
头上统筹项目投资ꎬ 支持跨地区、 跨部门共建共享的数字政府项目ꎮ

( 二) 探索跨区域标准化集约化建设推广的共享模式

加强数字政府共建共享的区域协同ꎬ 正确处理好 “ 规划统筹与因地制宜” “ 基础一致与应用多

元” “ 标准统一与厂商多元” “ 共性通用与个性定制” 的关系ꎬ 做到基础资源集约化、 技术应用标准
化、 项目建设模块化ꎮ② 中央层面出台制度规范强化地方政府间的协作共建行动ꎬ 将其纳入地方考核
指标作为激励ꎬ 各地根据实际需求寻找能够资源互补的合作伙伴ꎬ 构建区域间利益平衡与沟通协商机
制ꎬ 如签署府际协议、 召开府际联席会、 成立区域合作委员会ꎮ 采取政务信息化重大工程建设的府际
联合决策、 联合招标等方式ꎬ 由单个省市信息平台建设到跨区域信息系统集成ꎬ 推动城市之间数字政
府的管理统筹、 信息联通、 资源整合、 成本分担、 收益共享ꎬ 达到人、 财、 物各项资源优化配置ꎮ 推
动地区间业务系统与服务应用的共建共享ꎮ 府际之间通盘谋划ꎬ 做好需求分析ꎬ 通过平台对接进行集
成式创新ꎬ 已有业务系统不必推倒重来ꎬ 改扩建与新建业务系统集约化、 模块化设计ꎬ 政务云平台提
供开放的开发功能ꎬ 地区间遵照府际协议ꎬ 采用软件转让或用者付费的形式ꎬ 依据各自需求选取相应
模块ꎬ 相互调用及推广共享个性化应用ꎬ 最大程度减少开发成本ꎬ 有效根除重复投资建设、 地区间发
展不平衡等问题ꎮ 基于府际政务平台之间数据互通、 安全互认ꎬ 能够突破行政区划限制ꎬ 实现政务服
务 “ 一网通办、 跨域通办” ꎬ 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零界域、 无差别服务体验ꎬ 跨省市商事登记、 跨地区
医保就诊成为现实ꎬ 极大地优化地区营商环境ꎮ

( 三) 推进政务平台从独立运行向条块部门协同转变
将信息技术嵌入政府职责体系ꎬ 重构部门间职能与业务逻辑ꎬ 由过往以部门为中心、 以职能为中
心转变为 “ 办好一件事” 为中心的逻辑进行部门间业务规划ꎬ 变层级节制的条块分割组织结构为扁
平化的协同网络结构ꎮ 根据企业和群众 “ 办好一件事” 所需全部要件反向梳理ꎬ 通过条块、 省市县
( 区) 交叉比对等办法ꎬ 理清跨部门办事逻辑关联的流程和所属部门处室职责ꎬ 统一办事事项名称及
各项标准ꎬ 形成部门间办事清单ꎬ 以制度规范明晰各部门业务范畴ꎬ 并逐项编制标准化办事指南和流
程图ꎬ 据此对政务信息化流程进行重新论证和设计ꎬ 将各个部门间 “ 办好一件事” 的信息架构统合
起来ꎬ 从根本上破解因部门专业分工、 职能分散造成数字政府需求规划碎片化局面ꎮ 根据 “ 三融五

跨” 的战略要求ꎬ 推动省级及以下数字政府的统筹建设与集约创新ꎮ 重点围绕执政能力、 经济调节、
市场监管、 公共服务、 社会管理、 生态保护、 公共安全等领域业务统筹ꎬ 形成政务协同系统与数据集
成系统ꎬ 将各部门平台系统迁移到政务云ꎬ 实现各类自建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ꎮ 在 “ 党管数据” 原
则下ꎬ 出台数据共享、 管理、 使用、 安全保障方面的制度规范ꎬ 建设数据共享平台打通条块部门数
据ꎬ 利用区块链共识机制破解部门间业务协同的 “ 信任梗阻” ꎬ 做好部门间数据资源的匹配、 对接与
开发ꎮ 此外ꎬ 应注重加强公务员数字治理思维与跨部门业务流程培训ꎬ 改进领导干部注意力管理方
式ꎬ 从价值层面形成合作导向的共识ꎬ 减少部门间沟通成本ꎬ 塑造协作有力的全新行政生态ꎮ
( 下转第 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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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研究
导言: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 江西、 贵州、 海

南实施方案ꎮ 试验区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国家级综合试验平台ꎬ 旨在将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具体实践相结合ꎬ 集
中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ꎮ 本刊组稿四篇文章ꎬ 集中呈现了福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 江西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建设、 贵州石漠化治理、 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特色和靓点ꎬ 初步形成一批可在全国复制、 推广的探索成果ꎮ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与美丽中国的福建实践
黄茂兴ꎬ 叶

琪

(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ꎬ 福建 福州

摘

３５０１１７)

要: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保障ꎬ 从理论来源、 行动引领、 动力供给、 增强自

信等方面彰显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价值ꎮ 福建从生态省建设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再到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的探索中ꎬ 以制度创新为纽带ꎬ 形成一系列可复制、 可推广的改革成果ꎬ 开展了美丽中国建设的福建生
动实践ꎬ 走出了一条政府规划与市场机制同实施、 总体探索与特色挖掘共兼顾、 经济高质量和生态高颜值
相协调、 山海协作与区域统筹互联动、 法治保障与德治引导齐推进的符合福建实际的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之
路ꎬ 也为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和其他地区如何开展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提供了借鉴和启示ꎮ
关键词: 生态文明制度ꎻ 制度创新ꎻ 美丽中国ꎻ 福建实践
中图分类号: Ｘ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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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对人类行为的约束ꎬ 也是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ꎬ 制度的根源是为了解决交易效率
问题进而提升经济效率ꎬ 从根本上而言ꎬ 制度是发展的要素ꎮ① 制度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ꎬ 正
是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ꎮ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ꎬ 生态文明制度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软实力ꎬ 代表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人类文明进步程度ꎬ 生态文明建设要突破 “制度陷
阱”ꎮ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强调从十三个方面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其中之一就是 “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ꎬ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③ ꎬ 并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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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方面制度系统地编织了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源头、 过程和结果的严密制度网络ꎬ 为进一步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创新、 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ꎮ 福建是全国首个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ꎬ 在三年多先行先试的探索实践中ꎬ 制度创新一以贯之ꎬ 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
发展模式等方面大胆改革、 深入试验ꎬ 完成了预定的改革任务ꎬ 形成了一系列改革成果ꎬ 打造了生态
文明制度创新和美丽中国的 “ 福建实践” ꎬ 为其他地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ꎮ

一、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保障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 “ 建设生态文明” 的重要命题ꎬ 明确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 理念、

目标ꎬ① 但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并不十分明确ꎮ 在从理念落到实践的探索中ꎬ 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
动力性、 保障性等作用不断凸显ꎮ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 五位一
体” 总体布局ꎬ 制度建设成为了保障生态文明全局运行的先行领域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ꎬ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
障ꎮ② 这充分肯定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ꎮ

( 一)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时代解析

制度自古存在ꎬ 在我国古代ꎬ 制度更多表现为特定礼数法度的 “ 规矩” ꎮ 马克思认为制度 “ 这种

存在状况只不过是个人之见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 ③ꎮ « 辞海» 对制度的第一定义是: “ 要求成员
共同遵守的、 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ꎮ”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规则ꎬ 德国社会学
家韦伯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准则ꎬ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把制度描述为是一种行为模式ꎮ 虽然不同时
期、 不同学者对制度定义的侧重点不同ꎬ 但大都认可制度是人的行为活动遵守的规范ꎬ 是良好社会秩
序运行的保障ꎮ 生态文明制度把生态文明作为制度的定语ꎬ 是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建立规制和秩序ꎬ
形成生态环境空间主体行为的规范ꎮ 在我国ꎬ 生态文明制度已经被纳入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ꎬ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需要形成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ꎮ 与以往生态环境保护中 “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的治理方式、 只关注生态环境的改善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主要依托行政手段而忽视
市场机制作用、 主要关注表面形式而缺乏监管和事后评价等形式不同ꎬ 生态文明制度是在理顺各主体
关系的基础上ꎬ 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体系化、 法制化、 制度化的轨道ꎮ 生态文明制度不是一成不变
的ꎬ 需要在顺应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不断促进要素更新与升级、 组织结构优化ꎬ 从而使制度安排更加
合理ꎬ 适应新时代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要ꎬ 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求ꎬ 使
生态文明建设呈现科学化、 民主化、 法制化、 精细化、 高效化的态势ꎮ

( 二)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时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制度的重要性ꎬ 他指出: “ 改

革开放 ４０ 年的实践启示我们: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 全局性、 稳定性、 长期性问
题ꎮ” ⑤ 不同时代的制度建设有不同的使命ꎬ 这是由所处时代的社会制度、 发展阶段、 发展水平和目
标等决定的ꎮ 当前ꎬ 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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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ꎬ 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ꎬ 这就决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通过良好的制度设
计和安排实现美好生态环境供给ꎬ 适应不同阶段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而不断完善制度以推动美丽中国
建设ꎬ 保障广大人民生态福利的公平共享ꎬ 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稳步前行ꎮ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过程就
是一个不断深化改革、 创新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良性循环的制度创新过
程ꎬ 推动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不断迈向现代化ꎮ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不是单一的制度创新ꎬ 而是囊
括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资源高效利用制度、 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等
从源头、 过程到结果、 从生产到生活、 从事前到事后、 从赋权到问责的体系化的创新过程ꎬ 在建设美丽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ꎬ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会动态推进ꎬ 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ꎮ

( 三)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首次明确提出

“ 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ꎬ 正式开启了以制度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征程ꎮ 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要求用最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ꎻ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出台的 «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意见» 把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重点ꎻ 同年 ９ 月公布的 «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对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改什么、 怎么改进行全面系统的部署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ꎬ 充分肯定了其在美丽强国建设中的保驾护航作用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把生态文明
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ꎮ 以制度为纽带ꎬ 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家发展的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
一起ꎬ 而制度创新更是成为两者互动的 “ 加速器” ꎮ

１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进一步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

什么是生态文明ꎬ 怎样建设生态文明是前所未有的实践ꎬ 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ꎬ 而理论来源于实

践ꎮ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既是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行动安排ꎬ 也会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ꎬ 根
据对生态行为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态行为的变化而不断调整ꎬ 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和规
律ꎬ 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注入新的内容ꎮ 同时ꎬ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需要生态、 文化、 管理、 经
济、 政治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为其提供理论依据ꎬ 从而促进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ꎬ 拓展生态文明
理论思维和理论空间ꎮ
２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进一步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

生态文明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行动的规约与指南ꎬ 设定了生态行为的边界ꎬ 引导生态行为从被动

地服从到习惯性地遵守ꎬ 并为各主体提供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及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行动的渠道ꎮ 生态文
明制度越完善ꎬ 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率越高ꎬ 成本越节约ꎮ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是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
不断扩展和深入而持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ꎬ 对生产和生活的行为规定也日益精细化ꎬ 像无形的指挥棒
引领生产向绿色化转型并推动朝着产业生态化、 消费节约化方向发展ꎮ
３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ꎬ 在影响发展的诸多因素中ꎬ 创新是基础

动力ꎬ 也是确保发展持续性、 活力性的根本支撑ꎮ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ꎬ 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性症结
在于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特征引致的 “ 外部性” 市场失灵ꎬ 其解决取决于一国采取什么样的现代化
模式和市场经济制度ꎮ①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是把社会主义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相结合ꎬ 融合了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积极性的制度创新ꎬ 为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提供动力ꎮ
４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进一步提振了中国人民生态文明建设的信心

不同于西方国家过度依赖市场机制作用、 进行污染转移、 维护少部分群体利益的不平等、 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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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环境问题解决方式ꎬ 我国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物品、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ꎬ 以满
足最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需求为根本出发点ꎬ 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ꎬ①
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 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参与、 全过程控制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ꎮ 以坚持党的领
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两大基石的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让中国自信地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和引领者ꎬ 为减少全球环境污染、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加强国际环境治理合作贡献智慧和经验ꎮ

二、 福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实践及特征
福建拥有良好的生态基础和优势ꎬ 森林覆盖率连续 ４０ 多年保持全国第一ꎬ 是生态环境、 水、 空

气质量均为优的省份ꎬ 这是自然对福建的馈赠ꎬ 也是福建多年来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成果ꎮ
“ 生态资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源ꎬ 生态优势是福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ꎬ 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是福建最花
力气的建设” ②ꎬ 习近平总书记形象而生动地概括了福建生态发展的优势和潜力ꎮ 从生态省建设到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探索ꎬ 福建省着力先行先试ꎬ 以制度的力量撬动着生态资源的价值ꎬ 为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探索了许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改革成果ꎬ 福建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创新探索入选为 ２０１９
中国改革年度十佳案例之一ꎮ

( 一)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福建探索与实践
如何把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ꎬ 关键在于两者之间转化的路径和方式ꎬ 本质上
就是实施什么样的制度ꎮ 从 ２０００ 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开始ꎬ 制度创
新始终是福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轴ꎬ 在一任接一任的传承与深化探索中ꎬ 走出了一条福建生态文明建
设的特色之路ꎮ
１ 福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先行探索

在生态省战略构想的激发和引导下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福建被列为全国第一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ꎬ “ 试

点” 是国家给予福建的信任ꎬ “ 试点” 要出成效关键在于怎么做ꎬ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ꎬ 福建开始了先
行先试ꎮ « 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 « 福建生态功能区划» « 关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

« 福建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等一系列 « 规划» « 决定» 系统谋划了福建生态省建设的总体框架和具体
内容ꎬ 肯定了制度是生态省建设的重要突破口ꎬ 以制度变革构建生态省建设新路径ꎮ 科学的顶层设计
激发了基层活力ꎬ 武平县捷文村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得到了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的肯定ꎬ ２００３ 年
开始推向全省ꎻ 为解决 “ 下游发展上游保护” 不均衡的问题ꎬ 福建 ２００３ 年在全国率先启动九龙江流

域上下游生态补偿试点ꎻ ２００９ 年ꎬ 三明大田县探索河长制ꎬ 试行自上而下的社会共治方式ꎻ ２０１０ 年ꎬ
福建在国内率先推行环保 “ 一岗双责” ꎬ 明确各级政府和部门管行业必须管环保ꎻ 长汀水土流失治理
成效不断凸显ꎮ 改革激发了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ꎬ 也证明了生态省建设的根本在于制度创新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福建被确定为全国首个省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ꎬ 这既是生态省建设的升级版ꎬ

也是对生态省建设的优等生福建的很高期望ꎮ 其中的战略定位之一是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实验区ꎬ “ 实
验” 是对生态文明的思想理念、 制度构想如何落到实处开展探索ꎮ 从 ２０１４ 年起ꎬ 福建省在全国率先

对全省 ３４ 个县取消了 ＧＤＰ 考核ꎬ 取而代之的是考生态、 考农民增收ꎻ 推进生态产品市场化建设ꎬ

２０１４ 年开始在八个行业试点推行排污权交易ꎬ 并在 ９ 月底完成了首场交易ꎻ ２０１５ 年ꎬ 福建省率先建
立环保督察制度ꎮ 此外ꎬ 实施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 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 确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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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红线等制度探索也陆续开展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中央深改组批准福建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ꎬ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福建

“ 突出改革创新ꎬ 在体制机制创新上下功夫ꎬ 为其他地区探索改革的路子” ꎮ 从 “ 实验” 到 “ 试验”

更加强调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导性、 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 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实践推广
的高效性ꎬ 更加精准聚焦以制度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 «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 福
建) 实施方案» 正式发布ꎬ 突出从明确定位中精准开展改革ꎬ 结合地方特色探索普遍规律ꎮ 围绕国
土空间开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环境治理体系改革、 绿色发展评价等方
面ꎬ 福建有序推进改革和试验ꎬ ３８ 项重点改革已全面实施ꎬ 涌现出生态司法、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 莆田市木兰溪生态文明建设等一批改革成果ꎬ ２２ 项生态文明改革经验向全
国推广ꎮ

２ 福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实践成效

“ 三年三步走、 年年出成果” ꎬ 这是对福建生态文明试验区稳步推进的形象概括ꎬ 制度创新在福

建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当着 “ 发动机” 和 “ 加速器” 的作用ꎬ 盘活了福建生态资源的潜力ꎬ 开拓了福
建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空间ꎬ 提高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ꎬ 为福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绿色新
动能ꎮ
(１) 制度创新筑牢了福建生态环境高质量的屏障ꎮ 人们生活的生态环境空间是生态文明制度创

新成效最直观的表现ꎬ 从生产到生活、 从源头到末端、 从陆地到海洋、 从自然资源到产业发展等全方
位、 立体化的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保障着福建 “１ ＋ ７ ＋ Ｎ” 污染防治攻坚战计划的顺利推进ꎬ 守卫着福
建的蓝天、 碧水和净土ꎮ ２０１９ 年ꎬ 福建 １２ 条主要河流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９６ ５％ꎬ 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 １７ 个百分点ꎻ 九市一区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９８ ４％ꎬ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１６ 个百分点ꎻ 九市一区
全部晋级国家森林城市ꎮ

(２) 制度创新释放了福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ꎮ 高质量发展要有高质量的动力驱使ꎬ 生态文明制

度创新破除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 “ 隔阂” ꎬ 赋予探求绿色发展方式极大的空间ꎬ 在对技术、
资本、 人才等多种要素的兼容并蓄中打通了绿色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通道ꎬ 绿色发展动能不断蓄
积ꎮ 福建单位 ＧＤＰ 能耗和用水量持续下降ꎬ 新型功能材料、 生物医药等 ４ 个集群入围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ꎮ 数字经济催生的新业态蓬勃发展ꎬ 工业互联网支撑工业智能化转型ꎬ 福建高质量发展的
绿色动能体系正加速完善ꎮ
(３) 制度创新激发了福建基层探索绿色发展模式的活力ꎮ 人民群众是社会制度变革和创新的决

定性力量ꎮ 福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充分尊重和激发基层的首创精神ꎬ 结合地方生态优势开展试点ꎬ 涌
现出一批有地方特色又能全面推广的经验ꎬ 如莆田的木兰溪治理、 厦门市筼筜湖生态治理、 南平市在
全国首创 “ 生态银行” 模式、 连江县 “ 政府 ＋ 企业 ＋ 金融 ＋ 渔民” 生态产品市场化运作方式、 永春县
生态产品 “ 三级市场” 改革、 三明市推出 “ 福林贷” 、 林权按揭贷款、 “ 林权支贷宝” 等 “ 闽林通”

系列林业金融产品、 司法部门推出 “ 生态司法 ＋” 离任审计衔接机制ꎬ 等等ꎮ 基层制度创新的首创精
神汇聚成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ꎮ

(４) 制度创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福利共享ꎮ 福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把维护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和实现生态福利共享既作为出发点也是归宿点ꎮ 如为了保障林农利益ꎬ 通过开展重点生
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ꎬ 实现生态得绿、 林农得利ꎻ 生态保护补偿中把大部分的资金补偿给流域上
游欠发达地区和生态保护地区的绿水青山守护者ꎻ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ꎬ 实现乡镇生活垃圾转
运系统全覆盖、 行政村生活垃圾治理常态化ꎻ 构建从设区市到乡村四级环保网格监管体系ꎬ 实现污染
源 “一网打尽”ꎮ 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ꎬ 激发了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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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福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特征
福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原则ꎬ 既尊重生态环境变化的基本规律ꎬ
又立足福建的生态资源优势循序推进ꎬ 凸显制度的稳定性、 灵活性和长远性ꎬ 走出了一条符合福建实
际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ꎬ 也呈现了一些特征ꎮ
１ 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同作用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市场各行其位ꎬ 缺一不可ꎬ 政府的作用是把方向ꎬ 通过自上而下的顶

层设计确保 “ 整体一盘棋” ꎬ 系统而协调地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明确、 多主体联动ꎬ 市场机制的作
用是提效率ꎬ 以 “ 看不见的手” 引导生态资源的优化配置ꎬ 自下而上地凝聚市场活力ꎬ 政府与市场
的有效分工克服了生态环境的外部性ꎬ 形成上下一体联动机制ꎮ 从早期 « 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
纲要» ꎬ 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生态文明试验区等实施方案出台ꎬ 福建省坚持
生态文明建设一张蓝图绘到底ꎬ 一任接着一任干ꎬ 并出台系列政策措施确保制度创新稳步推进ꎮ 又充
分发挥市场的竞争机制、 价格机制、 供求机制等作用ꎬ 激发市场主体的能动性ꎬ 在碳排放交易、 用能
权交易、 重点区位商品林赎买、 林业金融等方面创新生态产品交易方式ꎬ 实现了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有
目标、 有方向、 有效率ꎮ

２ 总体探索与特色挖掘共兼顾

共性与个性分别代表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ꎬ 两者既相互矛盾又辩证统一ꎬ 共性代表了必须

遵循的总体原则和规律ꎬ 个性则为创新留下了空间ꎬ 个性创新不能违背共性规律ꎮ 地方生态文明制度
创新既要遵循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 关联性、 艰巨性等共性ꎬ 又要与地方的生态环境基础、 生态资源
优势相结合ꎬ 在遵循共性总体布局中凸显个性优势ꎮ 福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充分考虑了生态文明建设
的共性、 生态环境的不可分割性和生态空间的一体性ꎬ 在全省范围内统一部署、 统一协调、 统一推
进ꎬ 发挥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规模效应ꎮ 如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生态产品市场化改革、 环境治理
体系构建、 绿色发展绩效评价考核、 全面推进网格化环保监管等ꎬ 在全省范围内形成网络化、 体系化
的制度保障ꎮ 同时又在总体方案设定下鼓励地方结合自身优势探索形成特色改革经验ꎬ 形成了长汀的
水土治理、 武平的林权制度改革、 莆田的木兰溪治理、 南平的生态银行、 三明的林业金融等地方亮点ꎮ
３ 经济高质量和生态高颜值相协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ꎬ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

对立的关系ꎬ 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ꎮ① 这与他一直强调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是一脉相承的ꎬ 是
破除长期以来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对立的利器ꎬ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是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发
展优势的通道ꎬ 是沟通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纽带ꎮ 福建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中通过实施 “ 生
态 ＋” ꎬ 把生态建设与工业、 农业、 旅游、 民生等深度融合ꎬ 努力实现绿色生态、 绿色生产、 绿色生
活的 “ 三生” 融合ꎻ 把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优化相结合ꎬ 着力实现产业生态化、 能
源绿色化ꎻ 把提高发展质量与落实赶超有机统一起来ꎬ 持续推进数字福建建设ꎬ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
把产业转型升级与发展新型产业和特色现代农业相结合ꎮ 福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ꎬ 建设了全国首
个省级生态云平台ꎬ 建成覆盖全省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和应用体系ꎮ 通过生态文明制度创新ꎬ 福建
已形成了经济高质量与生态高颜值协调发展的惯性ꎮ
４ 山海协作与区域统筹互联动

生态环境是一个空间概念ꎬ 具有一体性和环境污染移动性的特征ꎬ 不能因行政边界或责任推卸而

人为地割裂生态环境整体ꎬ 只有统筹生态环境资源ꎬ 加强不同区域间的合作才能取得生态文明建设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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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效应ꎬ 而且伴随着区域间的产业分工、 经贸往来等联系的深化ꎬ 生态环境治理合作呈愈加紧密的
态势ꎮ 秉承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时提出的 “ 靠山吃山唱山歌ꎬ 靠海吃海念海经” 的 “ 山
海经” 发展思路ꎬ 福建在沿海与山区的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中合理分工ꎬ 内陆山区主要围绕森林资源
开展林权制度改革、 发展林业金融、 现代特色农业、 生态旅游业、 林下经济等一系列绿色产业ꎻ 沿海
地区则着眼于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生态经济ꎬ 加强海洋生态修复ꎬ 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区和海洋保护区建
设ꎮ 同时ꎬ 沿海与内陆在流域生态补偿、 产业合作等方面又加强协作ꎬ 适当扶持内地山区经济发展ꎮ
此外ꎬ 福建还加强区域统筹ꎬ 促进闽东北、 闽西南协同发展区的绿色协作ꎬ 加快建设山区绿色发展
带ꎬ 在区域联动中实现整体绿色发展ꎮ
５ 法治保障与德治引导齐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有深刻的论述ꎬ 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历史经验

的总结ꎬ 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ꎮ “ 法治” 要以完备的 “ 法制” 为基础ꎬ 要建立与生态文明
建设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以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权威性ꎮ “ 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 “ 加快建立绿
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 等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 法治” 提供了依据ꎮ 生态文明建
设的 “ 文明” 又彰显了 “ 德治”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ꎮ 福建省 ２０１８ 年出台了 « 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促
进条例» ꎬ 这是一部从全局规制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基本法规ꎮ 福建省还积极探索生态管理体制创
新、 在国内率先扛起生态环保党政同责大旗、 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保督察全
覆盖等等ꎬ 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硬约束ꎮ 同时ꎬ 福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又注重德治引导ꎬ 推动生态文
明教育进学校、 进社区、 进农村ꎬ 开展丰富多样的生态文化活动和环保志愿服务活动ꎬ 倡导绿色出
行、 绿色消费ꎬ 生态文明理念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ꎮ 法治与德治的结合确保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刚柔并
济ꎬ 也是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ꎮ

三、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与美丽中国福建实践的重要启示
美丽中国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之一ꎬ 福建以先行者的身份开展生态文明制度
创新试验为美丽中国建设寻路、 探路、 铺路ꎮ 可以从福建实践探索中总结经验启示ꎬ 既鞭策福建生态
文明建设进一步开展制度创新ꎬ 也为其他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ꎮ

( 一)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原则
人与自然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关系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ꎬ 要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ꎬ 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本源关系ꎮ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制
度创新遵循的基本规律、 根本原则ꎬ 也是最基本的底线ꎮ 福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始终以尊重自然、 顺
应自然、 保护自然为前提ꎬ 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 率先推出河长制、 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生态
流域补偿、 商品林赎买等一系列改革中做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ꎬ 既美化了环境、 守护了绿水
青山ꎬ 又保障了人们生产生活条件的持续改善ꎮ 因此ꎬ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根
本约束ꎬ 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根本前提ꎬ 以是否有利于保护生态资源、 维护生态平衡和安全作为制度创
新的首要衡量标准ꎬ 这也是生态文明的价值所在ꎮ

( 二)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满足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具体实施路径ꎬ 而制度创新要发挥实效关键在于落实ꎬ 生态
文明制度创新不是 “ 空中楼阁” ꎬ 也不能 “ 天马行空” ꎬ 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框架范围内ꎬ 也要
与生态环境治理相适应ꎮ 福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是生态文明建设具体领域的制度执行和监督者本身治
理制度创新的同时推进ꎬ 始终注重党政权责的规范ꎬ 注重把生态环境保护与党政绩效考核挂钩ꎬ 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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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监管体系的构建ꎬ 并且根据面临的新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调整ꎮ 这有力地保证了生态文明制度创
新能被迅速认可和推广ꎬ 也确保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目标更加准确ꎮ 要继续面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开展生态文明制度创新ꎬ 在已有的制度基础上深化再创新ꎬ 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
更加公平、 高效的手段ꎮ

( 三)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在创新驱动系统中汲取创新资源
作为主要依靠改革对生产组织方式、 管理方式、 要素组合等的内部结构调整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的生态文明制度创新ꎬ 也需要技术创新、 文化创新等为其提供外在可依托的创新驱动手段ꎮ 福建生态
文明制度创新充分运用了互联网、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了生态环境监测、 生态数据搜集分析、
生态信息共享等云平台ꎬ 建立了碳排放交易、 用能权交易等交易系统ꎬ 以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绿色
化发展转型ꎬ 等等ꎮ 此外ꎬ 生态文化创新以及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也为福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提供的良
好的氛围和能动要素ꎮ 因此ꎬ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从整个创新驱动系统汲取技术、 人才等创新资源ꎬ
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效率ꎬ 形成内在制度创新与外在技术创新共
同推进的全面创新格局ꎮ

( 四)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最终的落脚点是要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ꎬ 使广大人民在蓝天碧水下生活更
加幸福ꎬ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ꎮ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既要有权威性和系统性ꎬ 又要接地气ꎬ 切切实
实反映人民群众之所需ꎬ 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ꎮ 福建省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中有不少直
接与百姓生活相关ꎬ 如: 厦门的垃圾分类探索ꎬ 莆田木兰溪治理发展ꎬ 以及在农村发展特色产业、 林
下经济、 乡村旅游ꎬ 开展农村生活污水、 垃圾治理提升专项行动ꎮ 科学制度解决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
“ 痛点” “ 堵点” ꎬ 使人民群众确实感受到更蓝的天、 更清的水、 更新鲜的空气ꎮ 此外ꎬ 在生态文明建
设管理、 生产等领域的制度创新也为广大人民的利益提供了可靠保障ꎬ 间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
福利水平ꎮ 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才能使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得到更广泛群体的拥护和支持ꎬ 激
发最广大群体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ꎬ 为制度创新注入更多的基层创新力量ꎮ

( 五)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要因地制宜地稳步推进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是对前所未有的制度实施的安排ꎬ 一项新的制度需要不断调整ꎬ 要付出一定的
成本ꎬ 也有失败的风险ꎬ 其成效也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现ꎮ 因此ꎬ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不是盲目的ꎬ
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生态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设计ꎬ 生态文明制度的实施也不是冒进的ꎬ 一般是先在小
范围试验后不断调整优化再进行大范围的调整ꎮ 福建从生态省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再到生态文明试
验区的建设就是沿着同一张蓝图、 同一个思路ꎬ 顺应形势变化需要稳步升级的过程ꎮ 生态文明试验区
的改革任务也是根据轻重缓急分年度有序实施ꎬ 确保集中改革力量ꎬ 有效突破ꎮ 每一项创新制度都因
地制宜地选定试点ꎬ 根据试点实行情况认真总结经验ꎬ 不断优化后再试行ꎬ 保证成熟后再推广ꎮ 生态
文明制度创新要与 “ 美丽中国” 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和长远性目标相匹配ꎬ 以合乎时宜的制度为 “ 美
丽中国” 建设保驾护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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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的江西实践
华启和
( 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江西 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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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的重要论述ꎬ 为江西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综合

治理样板区提供了重要遵循ꎮ 江西省委省政府在接续实施 “ 山江湖” 工程的基础上ꎬ 统筹鄱阳湖流域综合
治理ꎬ 推进 “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建设ꎬ 呈现出规划引领、 机制创新、 载体建设、 模式探索、 绿色
惠民的立体性进程ꎬ 彰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江西的生动实践ꎬ 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 “ 江西经验” ꎮ
关键词: “ 山江湖” 工程ꎻ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ꎻ 江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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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视野阐释 “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 的重要论述ꎬ 这是对 “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各自然要素内在逻辑关系的精准把脉ꎮ 江西
在深入总结 ３０ 多年 “ 山江湖” 工程综合治理经验的基础上ꎬ 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引领ꎬ 践行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ꎬ 把握 “ 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战略导向ꎬ 推进 “ 山水林
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建设ꎬ 彰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江西的生动实践ꎬ 打造可复制、 可推广的
“ 江西经验” ꎮ

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 “ 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什么

样的生态文明、 怎样建设生态文明”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ꎬ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形
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ꎮ “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ꎬ 经历
了从 “ 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 向 “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演变的过程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 « 关于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说明» 中提出: 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ꎮ 人的命脉在田ꎬ 田的命脉在水ꎬ 水
的命脉在山ꎬ 山的命脉在土ꎬ 土的命脉在树ꎮ①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 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

理念ꎬ 从 “ 生命共同体” 的战略高度阐释了 “ 山、 水、 林、 田、 湖”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性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 «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提出ꎬ 坚持山水林田湖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ꎮ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ꎬ 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３￣２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话语权研究” ( １５ＸＫＳ０１９) ꎻ 江西省教育科学 “ 十三
五” 规划重点课题 “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江西农民生态文明教育研究” (１９ＺＤ０４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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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ꎬ 水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ꎮ 要统筹山水林田湖治水ꎬ 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ꎬ 生态系统是一
个有机生命躯体ꎬ 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 治水和治林、 治水和治田、 治山和治林等ꎮ① 从这里可以看
出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该系统地治水ꎬ 而不是就水来治水ꎬ 体现生态治理的系统观ꎮ 人类在从事经
济生产活动时ꎬ 要把周围的生态环境 ( 尤其是水环境) 视为一个有机生命躯体ꎬ 视为其行动的天然
基础和依托ꎬ 而不能超越其承载能力与物理极限或造成其严重破坏ꎮ②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９ 日ꎬ 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的 «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将 “ 草” 纳入山水林田湖
生命共同体之中ꎬ 拓宽了 “ 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 的内涵与外延ꎮ 在此基础上ꎬ 党的十九大正式
提出 “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的科学论断ꎮ “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ꎬ 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ꎬ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ꎬ 为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ꎬ 为全球生态安全作
出贡献ꎮ” ③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１９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再次强调ꎬ 必须坚

持 “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的原则ꎬ 要统筹兼顾、 整体施策、 多措并举ꎬ 全方位、 全地域、
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ꎮ④ 从 “ 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 到 “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的演变ꎬ
彰显人类赖于生存的 “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这些基本生态要素在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
性ꎬ 也揭示了 “ 生命共同体” 内在生态要素的和谐统一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ꎮ

“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的科学论断形象地表述了作为一个自然生态系统而存在的 “ 山水林

田湖草” 具有其独特的运行规律和 “ 生命” 价值ꎮ 只有首先满足了 “ 山水林田湖草” 这个自然生态
系统的生态循环需要ꎬ 才能维持这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存在ꎬ 也才能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
环境ꎮ 事实上ꎬ 人本身也是 “ 栖居” 在这个自然生态系统之中ꎬ 是这个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存在物ꎬ
依赖这个自然生态系统而生存ꎮ 因此ꎬ 人类有责任保护好这个自然生态系统ꎮ “ 山水林田湖草” 是孕
育和延续人类 “ 生命” 的 “ 家园” ꎬ 既塑造了人类 “ 生命” 的基本形态ꎬ 又形成了人类 “ 共同体”

基本格局ꎮ⑤ 在这个自然系统中ꎬ 人依靠自然而生存ꎬ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ꎬ 不存在谁为 “ 中心” 的问
题ꎬ 而是一种相互共生的关系ꎮ “ 人因自然而生ꎬ 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ꎮ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
统ꎬ 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ꎮ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ꎮ” ⑥

与此同时ꎬ 习近平总书记使用 “ 命脉” 一词生动形象地说明 “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这些自然
要素之间是相互依靠、 相互制约的关系ꎬ 是唇齿相依的一体性关系ꎬ 反映了各自然要素之间是和谐共
生的ꎮ 也正是因为 “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各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ꎬ 所以必须破解
山水林田湖草治理过程中多头管理、 九龙治水的现象ꎬ 要运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管理自然资源ꎮ 因
此ꎬ 我们必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治理ꎬ 统筹各自然生态要素ꎬ 在开发利用 “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中的任何一种自然生态要素时ꎬ 都要考虑是否会对其他自然生态要素和整个生态系统造成
影响和破坏ꎬ 要加强对各自然生态要素和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ꎮ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ꎬ 人与自
然也是生命共同体ꎮ 这两个 “ 生命共同体” 充分说明人类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ꎮ 人类需

要自然ꎬ 但自然不一定需要人类ꎮ “ 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ꎬ
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ꎬ 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ꎮ” ⑦ 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ꎬ 建
设生态文明也就是实现民生福祉ꎮ
①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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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的江西历程
江西生态良好ꎬ 环境优美ꎮ 江西的鄱阳湖流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系统ꎬ 与省域范围基本
重合ꎬ 这种独特的自然禀赋和显著的地貌特征ꎬ 具备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天然优势ꎮ 与此同
时ꎬ 江西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地位ꎬ 既是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水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ꎬ 又是南方
丘陵山地的重要生态屏障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江西省委、 省政府先后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和举措ꎬ 积极
做好治山理水、 显山露水的文章ꎬ 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 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末探索阶段———山江湖工程

改革开放以后ꎬ 党中央把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ꎬ 揭开了我国环境保护的新序幕ꎮ 江西
敏锐地认识到生态建设的重要性ꎬ 较早确立生态立省发展战略并进行积极探索ꎮ

江西省委省政府结合江西良好的生态环境ꎬ 较早地提出 “ 画好山水画ꎬ 写好田园诗” 的战略构

想ꎮ １９８３ 年初ꎬ 在国家计委、 国家科委等部委的大力支持下ꎬ 江西启动 “ 鄱阳湖综合考察与治理研
究” 项目ꎬ 经过对鄱阳湖及赣江流域进行多学科综合考察后ꎬ 提出把三面环山、 一面临江、 覆盖全
省辖区面积 ９７％的鄱阳湖流域视为整体ꎬ 进行系统治理ꎬ 实施 “ 山江湖” 工程ꎮ “ 山江湖” 工程把
“ 山水林田湖” 作为一个大生态系统进行建设和保护ꎬ 提出 “ 治湖必须治江ꎬ 治江必须治山ꎬ 治山必
须治穷” 的治理理念ꎮ 山是源、 江是流、 湖是库ꎬ 山、 江、 湖互相联系ꎬ 共同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大
流域生态系统ꎮ 这一治理理念抓住了山、 江、 湖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ꎬ 体现了 “ 山江湖” 工程
开发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ꎮ 在此基础上ꎬ “ 山江湖” 工程把治理山江湖和发展经济、 脱贫致富有机

结合起来ꎬ 明确 “ 治山治水必须治穷脱贫ꎬ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 的流域综合治理原则ꎮ
“ 山江湖” 工程也由单纯的山水治理系统工程上升为治山、 治水、 治穷相融合的生态经济系统工程ꎮ
由此ꎬ “ 山江湖” 工程成为振兴江西生态经济的宏伟工程ꎬ 拉开了全省生态建设大幕ꎬ 为江西迈向省
级生态经济区奠定坚实基础ꎮ “ 山江湖” 工程的成功实践赢得世界的赞誉ꎮ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ꎬ 在巴西里约
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ꎬ “ 山江湖” 工程作为区域综合开发的典型ꎬ 列为 « 中国 ２１ 世纪议
程» 首选项目之一ꎬ 并纳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轨道ꎮ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ꎬ 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联合在江西
召开 “ 山江湖” 工程经验交流会ꎬ 向全国推介 “ 山江湖” 工程的做法与经验ꎮ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山江湖” 工程为全国特别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经济、 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示范ꎮ “ 山
江湖” 工程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统筹治山治水与治穷ꎬ 开创了我国大湖流域实施 “ 环境与发
展” 协调战略的先河ꎬ 是全球生态恢复和扶贫攻坚的典范ꎮ

( 二) ２１ 世纪初至十八大整体推进阶段———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ꎬ 党中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ꎬ 确立科学发展观

指导思想ꎬ 建设 “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ꎮ 江西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ꎬ 进一步明
确生态立省、 绿色发展的理念ꎬ 大力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ꎬ 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江西省委、 省政府提出 “ 生态经济战略是江西 ２１ 世纪发展的必然抉择” ꎬ 其基本构想

是建立在 “ 山江湖” 工程治理的基础之上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在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新形势下ꎬ
江西对引进项目不失时机地强调 “ 既要金山银山ꎬ 更要绿水青山” ①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 江西省委十一届
十次全会提出大力推进 “ 五化三江西” ② 的建设ꎬ 首次明确 “ 绿色生态江西” 是江西今后发展的重
①
②

彭俊、 余清楚: « 江西省委书记: 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 ꎬ «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５ 日第 ５ 版ꎮ

“ 五化” : 农业农村现代化、 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 经济国际化和市场化ꎻ “ 三个江西” : 创新创业江西、 绿色生态江西、

和谐平安江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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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标之一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江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确立 “ 生态立省、 绿色发展” 战略ꎬ 提出建设一
个 “ 充满活力、 富裕文明、 山清水秀、 和谐平安” 的江西发展目标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 时任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视察江西ꎬ 嘱托江西 “ 一定要保护好鄱阳湖的生态环境ꎬ 使鄱阳湖永远成为一湖清水” ꎮ 江西

省委、 省政府积极落实中央领导指示精神ꎬ ２００８ 年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大战略决策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ꎬ 国务院正式批复 «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ꎬ 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
为国家战略ꎬ 这也是江西首个国家战略的区域性发展规划ꎮ 围绕永葆鄱阳湖 “ 一湖清水” 的生态目
标ꎬ 江西大力实施 “ 五河一湖”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造林绿化、 城镇污水处理、 生态园区建设、 农
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等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程ꎬ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环境持续优化ꎬ 江西的森
林覆盖率由 ６０ ０５％提高到 ６３ １％ꎬ 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ꎮ

(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提升发展阶段———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ꎬ 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
“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ꎬ 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ꎮ

江西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ꎬ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ꎬ

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 江西省十三届七次全会确立全省发展的 “ 十六字” ① 战略
方针ꎬ 提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的奋斗目标ꎬ “ 绿色崛起” 成为江西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国家六部委批复 « 江西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 ꎬ 江西成为首批全境列入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省份之一ꎬ 江西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ꎬ 开启江西生态文明建
设新征程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江西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 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的决议» ꎬ 这是江西省首次以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方式推动国家战略的实施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 中央出台
«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 ꎬ 江西获批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ꎮ « 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 江西) 实施方案» 将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样板区作为江西省建设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的战略定位之一ꎬ 赋予江西为全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发挥示范作用的新使命ꎮ
江西坚持把 “ 五河一湖一江” 作为一个整体ꎬ 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ꎬ 开展全流域保护
和治理ꎬ 确保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 江西省赣州市入选全国首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试点ꎬ 开展先行探索ꎮ 赣州市紧密结合长江经济带 “ 共抓大保护” 攻坚行动、 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求ꎬ 探索 “ 山上山下同治、 地上地下同治、 流域上下游同治”

的 “ 三同治” 模式ꎬ 坚持全方位、 全地域、 全过程推动山水林田湖草试点高质量实施ꎬ 初步形成以
资金运作创新、 流域生态补偿、 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先行、 矿山环境修复和南方地区崩岗治理为显著特
色的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样板区ꎮ 在此基础上ꎬ 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 江西
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 ꎬ 从 ２０１８ 年起全面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建设三年行动ꎬ 为国家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探索路径、 总结经验ꎮ

纵观江西 “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建设历程ꎬ 经历从 “ 山江湖” 工程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建设再到 “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建设的演变历程ꎬ 见证从 “ 治山、 治水、 治贫” 到 “ 既要金
山银山ꎬ 更要绿色水青山” 理念的转变ꎬ 承担从打造生态文明建设 “ 江西样板” 到打造美丽中国
“ 江西样板” 战略任务的提升ꎬ 充分体现了江西省委、 省政府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崛起的发展思
路ꎬ 在切实巩固和提升江西生态优势的同时ꎬ 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 “ 江西经验” ꎮ

①

“ 十六字” 方针: 发展升级、 小康提速、 绿色崛起、 实干兴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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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的江西经验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江西生态文明建设ꎬ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指出江西要 “ 着力推动生态环

境保护ꎬ 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的路子ꎬ 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 ‘ 江西样
板’ ” ꎮ① “ 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 最大优势、 最大品牌ꎬ 一定要保护好ꎬ 做好治山理水、 显山露
水的文章ꎬ 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的路子ꎬ 打造美丽中国的
‘ 江西样板’ ” ꎮ② 江西省委省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ꎬ 始终坚持鄱阳湖流域综合治理ꎬ 着
力念好山字经、 做好水文章ꎬ 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样板区ꎬ 为建设 “ 美丽中国” 提供 “ 江西
经验” ꎮ

( 一) 强化顶层设计ꎬ 突出规划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生态治理必须遵循规律ꎬ 科学规划ꎬ 因地制宜ꎬ 统筹兼顾ꎬ 打造多元共生的
生态系统ꎮ 江西高位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ꎬ 无论是 “ 山江湖” 工程的实施ꎬ 还是鄱阳湖流域
的综合治理ꎬ 都是规划先行ꎬ 突出顶层设计ꎮ

一是设立综合协调管理机构ꎮ 为进一步强化组织协调ꎬ 高效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ꎬ
先后设立了山江湖综合开发治理管理机构、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协调管理机构、 江西省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建设领导小组等ꎬ 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ꎮ 与此同时ꎬ 江西成立了省委
书记、 省长挂帅的高规格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ꎬ 形成省委牵头抓总、 省人大立法监督、 省政府谋划
实施、 省政协积极参与、 各地各部门 “ 一把手” 负责的总体推进格局ꎮ ２０１９ 年江西还专门成立省生
态环境保护委员会ꎬ 由省委书记和省长担任 “ 双主任” ꎬ 委员会下设自然资源保护、 环境污染防治等

１０ 个专业委员会ꎬ 分专业分领域协调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ꎮ 制定 « 江西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
会工作规则» ꎬ 自上而下推动市、 县两级对应成立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ꎬ 形成党委和政
府主要领导抓统筹、 分管领导抓协调、 部门领导抓落实ꎬ 省市县三级上下联动、 齐抓共管生态环境保
护的工作格局ꎮ
二是编制强有力的规划体系ꎮ 先后编制并实施 « 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总体规划纲要» « 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规划» « 关于推进生态鄱阳湖流域建设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 « 江西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建设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 ꎬ 做好治山理水、 显山露水的文章ꎮ 在此基础上ꎬ 编制并实施
« 江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ꎬ 提出 “ 一群两带三区” 的城镇化战略格局、 “ 四区二十四基地” 的农业
战略格局及 “ 一湖三屏” 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ꎮ 制定 « 江西省生态保护红线» ꎬ 科学划定 “ 一

湖五河三屏” 生态保护红线基本格局ꎮ 出台 « 江西省耕地草地河湖修养生息规划 ( ２０１６ － ２０３０ 年» ꎬ
有序推进耕地草地河湖休养生息ꎮ 出台 « 江西省长江经济带 “ 共抓大保护” 攻坚行动工作方案» ꎬ 围
绕水资源保护、 水污染治理、 生态修复与保护、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岸线资源保护利用、 绿色产业发
展等六大领域ꎬ 打造百里 “ 最美长江岸线” ꎮ 另外ꎬ 还编制并实施 “ 五河” 流域治理规划及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及水利、 国土、 林业、 环保等各生态要素保护的专项规划ꎮ

( 二) 创新体制机制ꎬ 突出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 依靠法治ꎮ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

①
②

« 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分别参加全国两会一些团组审议讨论» ꎬ «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７ 日第 １ 版ꎮ

«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祝全国各族人民健康快乐吉祥 祝改革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ꎬ « 光明日

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第 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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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ꎬ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ꎮ① 江西以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和综合治理制度体系
为着力点ꎬ 重点解决山水林田湖草管理职能交叉、 权责不明、 难以落地等突出问题ꎬ 加快构建统一监
管、 统筹协调的制度体系与管理机制ꎬ 推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ꎮ
一是明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ꎬ 破解生态利益共享难题ꎮ 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ꎬ
２０１８ 年出台江西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ꎬ 加快建立土地、 水、 森林、 湿地、 草原等自然资源
有偿使用制度ꎮ 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地确权工作ꎬ 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ꎬ 试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ꎮ 林权制度改革进展顺利ꎬ 在全省 ３０ 多个县推进以集体林地流
转为主线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ꎬ 率先出台 « 江西省林地适度规模经营奖补办法» ꎮ 推进农
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ꎬ 新干、 高安、 宁都、 兴国等 ４ 个国家级试点县已
全部完成农田水利设施的产权确权和移交工作ꎮ 通过确权ꎬ 不仅减少了农村土地纠纷ꎬ 还使得农民的
资源变资产ꎬ 提升了农民的获得感ꎮ

二是构建高规格全覆盖的河长制ꎬ 破解 “ 九龙治水” 难题ꎮ 在全国率先建立党政同责、 区域和

流域相结合ꎬ 覆盖全省所有河流的高规格五级河长制组织体系ꎬ 统一河湖管理ꎬ 推进 “ 河长认领
制” ꎬ 打造河长制 “ 升级版” ꎮ 坚持以清河行动和流域生态综合治理为抓手ꎬ 在河湖管控上突出 “ 三

个统一” ꎬ 即: 统一涉水规划ꎬ 推进农、 林、 水、 国土、 交通等与河湖环境有关规划 “ 多规合一” ꎻ
统一河湖监管ꎬ 建立统一规范的河湖监管网络和水资源控制指标体系ꎬ 按统一标准开展水质水量监测
评价ꎻ 统一行政执法ꎬ 在省级层面建立全省河湖管理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和河长即时通信平台ꎬ 实行一
体化综合管理ꎬ 实现了从 “ 见河长” “ 见行动” 到 “ 见成效” 的转变ꎬ 河湖管护取得积极成效ꎮ 中
央深改组专题介绍江西河长制改革经验ꎬ « 焦点访谈» 先后两次报道江西河长制工作ꎮ

三是构建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ꎬ 破解横向利益协调难题ꎮ 在全国率先建立和实施湖泊湿地生态

补偿、 “ 五河一湖” 水资源保护以及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ꎬ 打造生态补偿 “ 扩大版” ꎮ 江西已入选国
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省份ꎬ 实现了对全部流域、 全部县 ( 市、 区) 补偿全覆盖ꎻ 三年来ꎬ 统筹安排
补偿资金 ７６ ７ 亿元ꎬ 是全国安排补偿资金最多的省份ꎬ 体现出 “ 两全一多” 的特点ꎮ 启动东江跨流
域生态保护补偿试点ꎬ 中央财政和赣粤两省每年安排补偿资金 ５ 亿元ꎬ 设立东江流域水环境横向补偿

资金ꎬ 探索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ꎻ 启动乐平—婺源 “ 共产主义水库水环境横向补偿” 试点ꎬ
探索建立省内跨流域横向补偿机制ꎬ 实现 “ 保护者受益、 受益者补偿” ꎬ 有效提升了生态环境保护的
积极性ꎬ 进一步保障了长江中下游的水生态安全ꎮ

四是构建生态执法与司法制度ꎬ 破解执行难题ꎮ 启动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管改革ꎬ 创新地域
与流域相结合的环境资源司法体系ꎬ 打造环境监管 “ 综合版” ꎮ 环保执法垂改有序进行ꎬ １１ 个设区市
纪委向各设区市环保局单派纪检组的做法以及在赣江流域按流域设置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试点工
作在全国都是领先ꎬ 全面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执法、 环境资源审判、 生态检察等改革措施ꎬ 省级环保督
察实现设区市全覆盖ꎬ 率先在全国检察机关提出 “ 生态检察” 概念ꎬ 积极探索生态综合执法与 “ 环
保警察” 模式ꎬ 推进跨区域司法协作、 全流域协同治理ꎮ

( 三) 实施生态工程ꎬ 突出载体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ꎮ 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
程ꎬ 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ꎬ 推进荒漠化、 石漠化综合治理ꎬ 扩大湖泊、 湿地面积ꎬ 保护生物多样
性ꎮ② 江西牢牢把握自然生态规律ꎬ 把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整体ꎬ 实施重点生态工程建设ꎮ

一是实施流域生态修复工程ꎮ 全面实施湖长制ꎬ 协调 “ 山上山下” “ 地上地下” “ 上游下游”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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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整体保护、 系统修复ꎬ 确保湖泊水质不下降ꎻ 全面开展河湖划界工作ꎬ 划定湖泊水库禁养区
１５２ １ 万亩、 限养区 １４４ ６ 万亩ꎬ 划定河流管护范围 ５０４２ 公理ꎬ 严格空间用途管制ꎻ 加强河湖岸线
保护ꎬ 推进退田还湖、 退养还滩、 退耕还湿ꎬ 全省湿地保护率提升至 ５３ ７５％ꎮ 强化江河源头和水源
涵养区生态保护ꎬ 加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ꎬ 每年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８４０ 平方公里ꎮ 实施矿山生态
环境恢复治理ꎬ 开展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ꎬ 明确长江江西段、 赣江 １０ 公里范围内
废弃露天矿山修复任务ꎬ 推进赣州市、 德兴市绿色矿山发展示范区建设ꎬ 基本形成节约友好、 矿地和
谐的绿色矿业发展模式ꎮ 山区崩岗治理 “ 赣南模式” 、 废弃矿山修复 “ 寻乌经验” 获得国家部委肯
定ꎬ 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样板区品牌进一步打响ꎮ①

二是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工程ꎮ 实施 “ 灭荒造林” “ 山上再造” “ 森林城乡、 绿色通道” 建设等一

系列林业发展战略ꎬ 推进天然林资源及生态公益林保护、 防护林、 退耕还林等林业重点工程ꎬ 按照
“ 只能增绿、 不能减绿” 的要求ꎬ 启动长江经济带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工程ꎬ 投资 ６ 亿元ꎬ 对 １５２ 公里
长江岸线滩涂进行造林ꎻ ２０１９ 年全省完成造林 １０４ ７ 万亩ꎬ 低产低效林改造 １７７ ９ 万亩ꎻ 全省实施
封山育林 １００ 万亩ꎬ 森林抚育 ６２７ 万亩ꎬ 全面提升了国土绿化水平ꎬ 率先实现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园
林城市设区市全覆盖ꎮ② 出台 « 关于实施低产低效林改造提升森林资源质量的意见» ꎬ 开展 “ 森林质量
提升活动” ꎬ 在崇义等 ２０ 个县 ( 市、 林场) 启动了省级森林经营样板基地建设ꎬ 加大林木良种繁育
与推广力度ꎬ 加强中幼林抚育ꎬ 全面提升林地产出率和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ꎮ 出台 « 关于在重

点区域开展森林美化彩化珍贵化建设的意见» ꎬ 推进重点区域森林绿化、 美化、 彩化、 珍贵化建设ꎬ
实现江西由 “ 绿起来” 向 “ 美起来” 转变ꎮ

三是实施农田整治工程ꎮ 在坚守耕地红线的基础上ꎬ 全面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革ꎬ 着力破解过

去高标准农田建设多头管理、 资金分散、 标准不一等难题ꎬ 每年统筹资金 ９０ 亿元ꎬ 累计推进建成高
标准农田 ２２４９ 万亩ꎬ 占耕地总面积 ４８ ５％ꎬ 实现建成高标准农田项目全部上图入库ꎮ 实施 « 关于加
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 ꎬ 切实强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监管ꎮ 组织开展永久基本农田
储备区划定工作ꎬ 共划定储备区面积 ５９ ３８ 万亩ꎬ 完善耕地质量评级和等级检测制度ꎬ 实施耕地休养
生息ꎮ 出台 « 江西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考核办法» ꎬ 深入推进 “ 节地增效” 行动ꎬ 消化批而未用土地

３２ ４３ 万亩ꎬ 全省土地开发复垦超过 ２０ 万亩ꎮ 出台规模化养殖粪便有机肥转化补贴试点办法ꎬ 实施
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ꎬ 农药化肥使用量连续三年负增长ꎮ

四是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ꎮ 先后出台 « 江西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 江西省自

然保护区建设与发展规划» « 江西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规划» « 江西省湿地保护条例» 等政策
法规ꎬ 初步建成门类齐全、 功能完善的自然保护网络ꎮ 全省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 １９１ 个ꎬ 创建森林公
园 １８２ 个、 湿地公园 ９３ 个ꎬ 全省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的总面积达到 ２５５１ 万亩ꎬ 占国土
面积的 １０ ２％ꎬ 数据位居全国前列ꎮ③ 组织开展 “ 绿卫 ２０１９” “ 护绿提质 ２０１９ 行动” “ 鄱阳湖区越冬
候鸟和湿地保护” 等系列专项行动ꎬ 严厉打击破坏林业资源违法犯罪行为ꎮ 推进由江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修县人民法院共同组建的全国首家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基地建设ꎮ

( 四) 着力先行探索ꎬ 突出模式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ꎬ 在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
方面先行先试ꎬ 把提出的行动计划扎扎实实落实到行动上ꎬ 实现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ꎮ④ 江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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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在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过程中ꎬ 把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结合起来ꎬ 先行先试ꎬ 创新治理模式ꎮ
一是创新治山、 治水模式ꎮ 探索红壤综合开发治理的新途径ꎬ 创建了驰名中外的 “ 丘上林草丘

间塘ꎬ 河谷滩地果与粮ꎬ 畜牧水产相促进ꎬ 加工流通更兴旺” 的 “ 千烟洲模式” 和 “ 顶林—腰园—
谷农” 的 “ 刘家站模式” ꎮ 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示范ꎬ 采取系统规划工程与生物措施相结合ꎬ 上下游
相结合ꎬ 先坡面后沟道ꎬ 先支沟后干沟ꎬ 山、 水、 田、 林、 路统一布局的方法ꎬ 创建 “ 赣南山区小
流域综合治理模式” ꎮ 开展平原湖区开发治理示范ꎬ 建立新建县厚田乡 “ 亚热带风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试验站” 和南昌岗上乡 “ 沙荒开发治理试验场” ꎬ 建立都昌退田还湖区 “ 单退区湿地恢复” 模式和
“ 双退区湿地恢复” 模式ꎬ 形成了既改善湖区生态环境又充分挖掘湖区潜力的保护修复模式ꎮ 开展水
土保持示范ꎬ 兴国县、 修水县成为国家级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县ꎬ 江西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和南昌水土
保持生态科技园被水利部、 教育部确定为中小学水土保持社会实践基地ꎬ 贛州市成为国家水土保持改
革试验区ꎮ
二是创新生态经济建设模式ꎮ 在山区生态经济建设方面ꎬ 立足当地资源ꎬ 以优势特色产业为纽
带ꎬ 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并举ꎬ 探索了 “ 南丰蜜桔” “ 井冈蜜枯” “ 赣南脐橙” 等特色果业模式和赣

南 “ 猪—沼—果” 生态农业模式ꎮ 在湖区生态经济建设方面ꎬ 采用治湖、 治穷与治虫相结合等方法ꎬ
创建了丰城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及余干大水面自然养殖等模式ꎮ 在乡村旅游建设方面ꎬ 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 森林康养、 健康养老等产业ꎬ 依托全省乡村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踏青游、 观花游、 采摘游、 摄
影游、 美食游、 养老游、 民俗游等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产品ꎬ 培育了婺源、 靖安、 资溪等一批乡村旅
游发展典型县ꎮ ２０１９ 年旅游接待总人次、 总收入分别增长 １５ ６５％和 １８ ５５％ꎬ 服务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达 ４７ ５％ꎬ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ꎮ①

( 五) 强化绿色惠民ꎬ 突出民生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ꎬ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ꎮ② 江西始终聚焦
群众关心关切、 反应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ꎬ 增加生态产品供给ꎬ 提升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获
得感ꎮ
一是持续改善城乡生态环境质量ꎮ 在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过程中ꎬ 以城乡环境综合
整治为抓手ꎬ 深入实施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行动ꎮ 治理设区市城市黑臭水体 ２９ 个ꎬ 全省中心城区道
路机扫率达 ８６ ４９％ꎮ 实施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ꎬ 推进饮用水源地保护、 入河排污口
整治工程ꎬ 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９３ ３％ꎬ 高于国家考核目标 ９ ３ 个百分点ꎮ③ ２０１９ 年启动农村
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试点ꎬ 累计关闭、 搬迁畜禽养殖场 ３ ８ 万个ꎬ 全省规模猪场配套粪污处理
设施完成比例达 ７６％ꎬ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８７ ５％ 以上ꎮ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ꎬ 统
筹 ６３ 亿元资金推进 ２ 万个村组整治和 ３６ 个美丽宜居试点县建设ꎬ ５９ 个县实施城乡环卫 “ 全域一体
化” 第三方治理ꎬ 完成农户改厕 ５６ ０９ 万户ꎮ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获国务院肯定ꎬ 成为中部地区首
个通过国检验收的省份ꎮ④ 坚持 “ 共抓大保护ꎬ 不搞大开发” ꎬ 实施长江经济带 “ 十大攻坚行动” ꎬ 推
进 “ 三水共治” ꎬ 整改工作新机制获得国家长江办肯定并推广ꎬ 努力打造水美、 岸美、 产业美的长江
“ 最美岸线” ꎮ

二是推动生态扶贫ꎮ 江西生态重要区域与经济欠发达区域高度重合ꎬ 面临保护生态与脱贫攻坚的

双重任务ꎮ 江西高度重视生态扶贫工作ꎬ 把生态保护扶贫列入全省十大扶贫工程之一ꎬ 先后出台
①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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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生态保护扶贫实施方案» 、 « 上犹县、 遂川县、 乐安县、 莲花县生态扶贫试验区实施方案» ꎬ
全面推进生态扶贫ꎮ 念好 “ 保” 字经ꎬ 加强天然林、 湿地和重点区域保护ꎬ 将 “ 五河” 及东江源头、
饮用水源保护地、 自然保护区等特殊生态功能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ꎮ 念好 “ 补” 字经ꎬ 全面落实
对贫困地区的生态补偿ꎬ 不让贫困群众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ꎬ 建立省内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ꎬ 启动新一轮东江流域生态补偿ꎬ 建立赣湘渌水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ꎬ 加快构建市场化多元
化生态补偿机制ꎮ 新增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 ７５００ 万元ꎬ 全省生态护林员资金总量达到 ２ １５ 亿元ꎬ 选
聘生态护林员 ２ １５ 万人ꎬ 帮助一大批贫困户通过在家门口护林实现脱贫ꎮ 念好 “ 转” 字经ꎬ 积极推
动贫困地区的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变ꎬ 促进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ꎮ 井冈山市在全国革命老区中
率先脱贫摘帽ꎬ 全省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２ ３７％ꎮ

三是推动绿色共享ꎮ 强化城市规划建设绿地配比要求ꎬ 加大园林绿化建设力度和改造提升ꎬ 全省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１４ ５６ 平方米ꎬ 园林绿化三大指标位列中部第一、 全国领先ꎮ 景德镇以 “ 城市双
修” 为契机ꎬ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ꎬ 人居环境得以显著改善ꎬ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
福感显著提升ꎮ 萍乡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ꎬ 不断改善人居环境ꎬ 推进城市近郊风景名胜区免费向公
众试点开放ꎮ 景德镇 “ 城市双修” 、 萍乡海绵城市建设先后获得国务院通报表扬ꎮ 全省设区市城区绿
化覆盖率、 绿地率位居全国前列ꎬ 新余生态循环农业、 鹰潭余江 “ 宅改” 经验等向全国推广ꎬ 宜春
“ 生态 ＋大健康” 入选改革年度案例ꎬ 生态江西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ꎬ 人民群众生态获得感进
一步增强ꎮ①

江西把承担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作为重大的历史使命ꎬ 秉承独特的生态系统和良好的生态环
境ꎬ 着力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样板区ꎮ 就此而言ꎬ 江西是全面贯彻习近平关于 “ 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 建设重要论述的典型区域性案例ꎬ 并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经验ꎮ 当然ꎬ 江西在深入推
进 “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建设过程中ꎬ 也面临一些问题ꎮ 比如: 资金投入不足、 部门协同性
不够等ꎮ 因此ꎬ 还需要进一步统筹山、 江、 湖保护与治理ꎬ 开展管理模式、 修复机制、 统筹力量等方
面的创新实践ꎬ 继续为大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保护和修复提供经验ꎮ
文中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西省发改委 ( 生态文明办) 提供的材料: « 江西省省直有关部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总结材
料汇编» (２０１９ 年) 、 « ‹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 江西) 实施方案› 中期评估报告» « 践行 “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 理念———推进鄱阳湖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与治理» « 江西省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情况汇报» 等ꎬ 在此表示
感谢!
( 责任编辑: 林日杖)

①

张和平: « 关于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 江西) 建设情况的报告———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在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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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贵州靓点及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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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ꎬ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性举措ꎮ 近年来ꎬ 贵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引ꎬ 顺势而为ꎬ 分类施策ꎬ 有序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ꎮ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ꎬ 贵州以石漠
化治理为抓手ꎬ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ꎬ 精心打造生态畜牧业ꎬ 着力进行沼气开发ꎬ 实施生态综合治理ꎬ 凸显
了贵州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的显著靓点ꎮ 贵州对石漠化治理的成功探索ꎬ 不仅体现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实践效能ꎬ 也为其他地方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ꎮ
关键词: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ꎻ 贵州靓点ꎻ 石漠化治理ꎻ 经验
中图分类号: Ｘ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２８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９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观点和新论断ꎮ 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ꎬ 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之举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办和国办印发了 « 关于设立统

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 ꎬ 选择福建、 江西和贵州三省为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ꎮ
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ꎬ 就是要把中央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落地ꎬ 选择部分有代表性
的地区先行先试ꎬ 开展重大改革举措的创新试验ꎬ 探索可复制、 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和有效模式ꎮ①
贵州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省份之一ꎬ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ꎬ 结合当地别具特
色的生态条件ꎬ 采取了一系列举措ꎬ 积极打造大生态的靓丽名片ꎮ 特别是在石漠化治理方面ꎬ 贵州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ꎬ 形成了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精心打造生态畜牧业、 着力进行沼气开发ꎬ 实
施生态综合治理的有效措施ꎬ 不仅守住了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ꎬ 也凸显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
贵州靓点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ꎬ 贵州以石漠化治理为靓点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ꎬ 既体
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贵州实践效能ꎬ 又为其他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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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西南地区民族村寨治理中的协商民主研究” (１７ＢＭＺ１３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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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和西南石漠化治理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以人类文明演进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宏大视域ꎬ 既对我国的生
态文明建设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论述ꎬ 也专门对贵州的生态文明建设和西南的石漠化治理提出了许多具
有针对性的真知灼见ꎬ 从而为贵州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ꎮ

( 一) 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关系的重要论述ꎬ 为贵州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提供了思路
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过程中ꎬ 有人认为 “ 贵州生态环境基础脆弱ꎬ 发展不可避免会破坏生态环境ꎬ

因此发展要宁慢勿快ꎬ 否则得不偿失” ①ꎮ 从表面上看ꎬ 这种认识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ꎬ 具有
一定道理ꎮ 然而ꎬ 就贵州经济发展滞后的现实和贵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来看ꎬ 这种观点则显得不
合时宜ꎮ 同全国相比ꎬ 贵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来就不高ꎬ 如果不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ꎬ 实现后发赶
超ꎬ 不仅不能把全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变成现实ꎬ 即使和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目标也会受到影
响ꎮ 可见ꎬ 这种认识是片面的ꎬ 也是不可取的ꎮ 与之相反ꎬ 也有人认为 “ 贵州为了摆脱贫困必须加
快发展ꎬ 付出一些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难免的、 必须的” ② ꎮ 这种观点ꎬ 以生态环境为代价ꎬ 尽管能够
换取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ꎬ 却带来了相应的生态问题ꎮ 贵州作为一个喀斯特地貌特征非常明显的省
份ꎬ 石漠化问题十分突出ꎬ 生态原本就很脆弱ꎬ 如果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谋求经济的一时发展ꎬ 显
然是得不偿失ꎮ 就此而论ꎬ 这种观点也不可取ꎮ 这两种认识ꎬ 看似相互矛盾ꎬ 但其精神实质则是一致
的ꎬ 即 “ 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了ꎬ 都是不全面的” ③ ꎮ

为此ꎬ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省代表团审议时ꎬ 在纠

正以上两种片面认识的基础上ꎬ 对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精辟论述ꎮ 他明确指出:
“ 强调发展不能破坏生态环境是对的ꎬ 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不敢迈出发展步伐就有点绝对化了ꎮ 实
际上ꎬ 只要指导思想搞对了ꎬ 只要把两者关系把握好、 处理好了ꎬ 既可以加快发展ꎬ 又能够守护好生
态ꎮ 贵州这几年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ꎮ” ④ 这一重要论述ꎬ 既对贵州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辩证统一
关系进行了深刻揭示ꎬ 又为贵州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尤其是石漠化治理理清了思路ꎮ

( 二)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美好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论断ꎬ 为贵州的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指明了方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工作ꎬ 对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精心指导ꎬ 对贵州

的生态文明建设寄予厚望ꎬ 提出了 “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我们发展
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⑤ 的重要论断ꎮ 这一深刻论断ꎬ 不仅为贵州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 不同于西部其
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提出了殷切希望ꎬ 也为贵州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指明了方向ꎮ
由于贵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形地貌ꎬ 尤其是喀斯特地貌分布很广ꎬ 石漠化问题非常突
出ꎬ 使得贵州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ꎮ 同不少地方相比ꎬ 贵州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ꎬ 就很难得到修
复和恢复ꎬ 这就意味着生态环境保护在贵州显得更为重要ꎮ 同时ꎬ 贵州作为我国长江和珠江上游的重
要生态屏障ꎬ 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ꎮ 如果生态环境受到损害ꎬ 不仅贵州本地居民的生活会受到直
接影响ꎬ 长江和珠江中下游居民的生活也会受到相应影响ꎮ 在此意义上ꎬ 贵州只有做好生态环境保护
这篇大文章ꎬ 才能为当地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供生态条件ꎬ 进而才能为长江和珠江中下游人民的幸福
①②③④
⑤

«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２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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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提供保障ꎮ 因此ꎬ 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生态环境ꎬ 赋予生态环境保护以非同寻常的重
要地位ꎬ 才能切实使生态环境良好ꎬ 才能使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ꎮ 事实也正是如此ꎬ 随着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转化ꎬ 老百姓由过去 “ 盼温饱” “ 求生存” 变为现在 “ 盼环保” “ 求生态” ꎬ 良好生态环
境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 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 清澈水质、 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
的需求越来越迫切ꎬ 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ꎮ” ①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ꎬ 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纯粹环保问题ꎬ 而是事关人们幸福感的公共产品和关乎人们美好生活的必需品ꎮ “ 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ꎮ 这也是民意所在ꎮ” ②

( 三)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深刻创见ꎬ 为贵州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确立了信心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省代表团审议时ꎬ 基于对自然

与生产力关系的洞见ꎬ 就二者关系明确指出: “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ꎬ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ꎮ 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ꎬ 不是要把它破坏了ꎬ 而是要把它保护得更好ꎮ 关键是
要树立正确的发展思路ꎬ 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产业ꎮ” ③ 这一深刻创见ꎬ 既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同发展

生产力、 加强经济建设的内在联系ꎬ 也体现了 “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ꎬ 也要金山银山ꎮ 宁要绿水青山ꎬ
不要金山银山ꎬ 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④ 的 “ 两山论” ꎮ “ 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ꎬ 谁不愿
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 来发展、 来工作、 来生活、 来旅游? 从这一意义上说ꎬ 绿水青山既是自
然财富ꎬ 又是社会财富、 经济财富ꎮ” ⑤

以 “ 两山论” 为基准ꎬ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强调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ꎮ

在此意义上ꎬ 推进新时代贵州生态文明建设ꎬ 要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ꎬ 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ꎮ⑥ 为此ꎬ 贵州的生态文明建设ꎬ 要始终坚持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优先地位、 摆在突出位置ꎬ 以
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引领ꎬ 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依托ꎬ 推进绿色发展ꎬ 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对于经济发展
的重要作用ꎮ 也就是说ꎬ 将绿水青山这一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财富ꎬ 转变为当代意义上的经济财富和社
会财富ꎬ 既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ꎬ 又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ꎬ 达致生态文
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ꎬ 切实做到 “ 既要 ＧＤＰꎬ 又要绿色 ＧＤＰ” ⑦ꎮ 可见ꎬ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重要论述ꎬ 为贵州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尤其是石漠化治理
确立了信心ꎮ

(四) 关于石漠化治理的重要指示ꎬ 为贵州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找到了着力点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 要重点实施青藏

高原、 黄土高原、 云贵高原滇桂黔喀斯特地区等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区域的生态修复工程ꎬ 筑牢国
家生态安全屏障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ꎮ” ⑧ 这一重要指示ꎬ 不仅明确了作为国家
安全屏障的重点地区ꎬ 也提出了包括石漠化治理在内的生态治理措施ꎮ 贵州位于云贵高原的东部ꎬ 西
与云南接壤ꎬ 南同广西相邻ꎬ 是滇桂黔喀斯特地区的重要成员ꎬ 石漠化问题十分突出ꎬ 生态较为脆
弱ꎬ 属于生态修复工程的重点关注区域ꎮ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多样性ꎬ 贵州的生态治理路径与其
他地区存在着一定差异ꎮ 例如ꎬ 针对山西环境污染严重的情况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 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 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自然生态保护修复、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⑨ 的
①②③④⑤⑧⑨⑩

３８－３９ 页ꎮ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２５、 ８３、 ２３、 ２１、 ２３、 ７７、

⑥

许邵庭、 李薛霏: «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建好生态文明试验区 推动新时代贵州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ꎬ « 贵州日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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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求ꎮ 为了使包括石漠化治理在内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加速推进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 坚持
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ꎬ 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 ① 的总体思路ꎮ 的确ꎬ 对于
贵州的石漠化治理而言ꎬ 要更为重视生态系统中各个要素的相互依存性ꎬ 充分发挥每个要素在生态修
复中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ꎬ 人的命脉在田ꎬ 田的命脉在水ꎬ 水的命脉在
山ꎬ 山的命脉在土ꎬ 土的命脉在树ꎮ” ② 因此ꎬ 在进行石漠化治理时ꎬ 更应注重全局性、 系统性、 综
合性、 整体性的思维方法ꎬ 统筹规划ꎬ 协同推进ꎮ
事实证明ꎬ 整个自然界是一个大系统ꎬ 人与自然界更是一个唇亡齿寒、 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ꎮ
只有敬畏大自然、 爱护自然界ꎬ 才能有效避免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ꎮ 对此ꎬ 恩格斯一语中的: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ꎮ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ꎬ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
复ꎮ” ③ 因此ꎬ 只有顺应自然ꎬ 人与自然才能和谐共生ꎮ 这也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 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ꎬ 人类必须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ꎮ” ④ 可见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石漠化治理的重
要指示ꎬ 既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ꎬ 又使贵州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找到了行之有
效的着力点ꎮ

二、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的贵州石漠化治理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石漠化连片地区ꎬ 是我国石漠化面积最大、 受损害程度最为严重的省份⑤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贵州召开的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大会明确把石漠化问题作为贵州最主要的生态问题ꎮ 在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ꎬ 贵州更是把水土流失和石漠化仍较突出作为特殊问题提了出来ꎬ 并将健全水
土流失和石漠化治理机制作为健全山林保护制度的重要内容ꎮ 因此ꎬ 石漠化问题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亟
待破解的难题ꎬ 自然也就成为贵州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的关注点ꎮ

( 一) 贵州石漠化状况

由于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ꎬ 以及当地气候和人为因素的影响ꎬ 贵州的石漠化呈现出以下状况ꎮ

一是面积大ꎬ 贵州石漠化土地面积位居全国各个省份之首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ꎬ 按省份分布状况ꎬ

贵州省石漠化土地面积最大ꎬ 为 ３０２ ４ 万公顷ꎬ 占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２５ ２％ ⑥ꎻ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按省份布状况ꎬ 贵州省石漠化土地面积最大ꎬ 为 ２４７ 万公顷ꎬ 占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２４ ５％ꎻ 通过治
理ꎬ 贵州省石漠化面积减少最多ꎬ 为 ５５ ４ 万公顷ꎮ⑦

二是分布广ꎬ 贵州石漠化土地在全省的各个地级市和自治州均有分布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ꎬ 贵阳市

石漠化面积 １８ ７１ 万公顷ꎬ 遵义市 ３５ ８ 万公顷ꎬ 六盘水市 ２８ ３６ 万公顷ꎬ 安顺市 ３２ ９９ 万公顷ꎬ 毕
节市 ５９ ８４ 万公顷ꎬ 铜仁市 ２７ ９２ 万公顷ꎬ 黔东南州 １３ １４ 万公顷ꎬ 黔南州 ４９ ７ 万公顷ꎬ 黔西南州

３５ ９２ 万公顷ꎮ⑧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贵阳市石漠化面积 １４ ５８ 万公顷ꎬ 遵义市 ２９ ３２ 万公顷ꎬ 六盘水市
２３ ４２ 万公顷ꎬ 安顺市 ２４ ４９ 万公顷ꎬ 毕节市 ４９ ６８ 万公顷ꎬ 铜仁市 ２２ ３２ 万公顷ꎬ 黔东南州 １０ ９８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７７ 页ꎮ

③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３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９９８ 页ꎮ

②
④

习近平: « 关于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说明» ꎬ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第 １ 版ꎮ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５０ 页ꎮ
⑤

李英勤: « 贵州土地石漠化与 “ 三农” 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ꎬ « 生态经济»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８ 页ꎮ

⑦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 中国岩溶地区石漠化状况公报 ( 简版) » ꎬ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第 １２ 版ꎮ

⑥
⑧

国家林业局: « 中国石漠化状况公报» ꎬ « 中国绿色时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第 ３ 版ꎮ
« 贵州省石漠化状况公报» ꎬ « 贵州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第 １０ 版ꎮ

４４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

万公顷ꎬ 黔南州 ４１ ２３ 万公顷ꎬ 黔西南州 ３０ ３３ 万公顷①ꎮ 经过治理ꎬ 贵州各地区石漠化状况均有缓
解ꎬ 所占面积均有减少ꎮ

三是程度深ꎬ 贵州石漠化存在轻度、 中度、 重度和极重度等各种程度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在贵州

石漠化土地中ꎬ 轻度石漠化土地面积 ９３ ４２ 万公顷ꎬ 中度石漠化土地面积 １２５ ４１ 万公顷ꎬ 重度石漠
化土地面积 ２５ ６４ 万公顷ꎬ 极重度石漠化土地面积 ２ ５４ 万公顷ꎮ② 按照现在年均净减少 ５００ 平方公里

左右的速度ꎬ 尚需 ６０ 年左右才能完成治理任务ꎮ③ 近年来ꎬ 贵州石漠化治理取得了较大进展ꎮ 然而ꎬ
贵州石漠化土地面积的绝对数量仍旧很大ꎮ

四是原因复杂ꎬ 贵州石漠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所致ꎮ 从自然因素来看ꎬ 碳酸盐岩风
化成土是喀斯特地区最主要的成土机制ꎬ 而碳酸盐岩易溶蚀、 成土慢、 易风化ꎬ 造壤能力较低ꎮ 在贵
州岩溶山区ꎬ 特殊的土地剖面结构加剧了水土流失和石漠化ꎮ 同时ꎬ 贵州还存在人地矛盾突出、 土地
利用不合理、 林草过度开发等人为因素ꎬ 进一步加剧了石漠化问题ꎮ

( 二) 贵州石漠化治理的典型做法
在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进程中ꎬ 贵州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石漠化治理ꎬ 向石漠化发起总
攻ꎬ 打造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ꎬ 探索石漠化治理新途径的要求ꎮ④ 经过努力ꎬ 贵州形成了推进石漠
化治理的多种典型做法ꎮ
１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贵州的石漠化治理ꎬ 以经济发展和生态恢复为主要目的ꎮ 贵州的人口压力大ꎬ 经济发展落后ꎬ 贫

困人口较多ꎮ 因此ꎬ 贵州在进行石漠化治理时ꎬ 秉持生态效益优先ꎬ 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ꎬ 因地制
宜ꎬ 根据不同地区自然条件、 石漠化程度、 地形地貌ꎬ 坚持适生适种、 适地适用的原则ꎬ 选择相应的
经济作物ꎬ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ꎬ 打造立体化、 多层次、 多样化的生态经济体系ꎬ 形成了针对性强的特
殊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模式ꎬ 大规模、 高质量、 高效率建设和恢复植被ꎬ 以期大幅度提高所在地区的植
被覆盖率ꎬ 遏制石漠化蔓延趋势ꎬ 促进当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ꎮ 同时ꎬ 种植经济作物ꎬ 发展生态农
业ꎬ 切实守好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ꎬ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统筹推进、 相得益彰ꎬ 让老百姓增
加收入ꎬ 获得经济效益ꎬ 提高老百姓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ꎬ 不断调动老百姓参与石漠化治理的积极
性和发展生态农业的主动性ꎬ 充分发挥老百姓在石漠化治理中的主人翁作用ꎮ 可以发现ꎬ 大力发展生
态农业ꎬ 规模化、 高质量种植经济作物ꎬ 是贵州石漠化治理的重要举措ꎬ 为贵州实现生态和发展统筹
推进提供了必要条件ꎮ
贵州的生态农业已取得重要成就ꎬ 建立了典型示范区ꎮ 贵州省关岭县花江镇石漠化严重ꎬ 生态环
境恶劣ꎬ 土地资源稀缺ꎬ 人地矛盾突出ꎮ 因此ꎬ 花江镇大规模种植花椒ꎬ 推广花椒育苗、 丰产栽培技
术ꎬ 进行 “ 顶坛花椒” 的实践ꎬ 为当地带来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ꎬ 形成了以生态农业推进石漠化
治理的方法ꎮ⑤ ２０１７ 年ꎬ 贵州省黔西县绿化乡根据地区特点种植辣椒发展生态农业ꎬ 现已建成优质辣
椒基地 ５０００ 余亩ꎬ 组建了年生产辣椒产品 ３０ 多万斤的黔春毅立食品有限公司ꎮ 该公司充分利用电商
平台ꎬ 同阿里巴巴、 天猫等网络平台合作ꎬ 推动贵州绿色优质农产品走出贵州、 走向市场ꎬ 以 “ 黔
货出山” 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ꎬ 走出了石漠化治理的新路子ꎮ 贵州省六盘水市以发展生态农业防
①②

« 贵州省岩溶地区第三次石漠化监测成果公报» ꎬ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 日ꎬ ｈｔｔｐ: ∥ｌｙｊ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ｘｘｇｋｍｌ / ｊｃｘｘｇｋ / ｚｃｗｊ / ｙｗ￣

ｗｊ / ２０１９１０ / ｔ２０１９１０３０＿ １０１９５７８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９ 日ꎮ
③

« 贵州省石漠化状况公报» ꎬ « 贵州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第 １０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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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石漠化扩张为主要目标ꎬ 种植刺梨ꎬ 让小野果变为 “ 金果果” ꎬ 并同广药集团合作推出 “ 刺宁吉”

饮料、 含片等刺梨系列产品ꎮ 所有这些ꎬ 既为贵州石漠化治理提供了经验ꎬ 也在打造贵州特色品牌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２ 精心打造生态畜牧业

贵州省饲养的主要畜品种有 ３０ 多种ꎬ 优良牧草资源 ２５００ 余种ꎬ 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良好条件ꎮ

在贵州喀斯特山区ꎬ 农民有家庭放养牛、 羊的习惯ꎬ 畜牧业是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ꎮ 然而ꎬ 不科
学、 无节制的传统养殖方式使得草地退化严重ꎬ 造成水土流失ꎮ 为此ꎬ 推动贵州传统畜牧业生态化显
得尤为重要ꎮ 生态畜牧业不仅能够满足种草发展畜牧业、 保护生态环境的需求ꎬ 在石漠化治理中还充
分发挥了以草带林的积极作用ꎮ 植树造林和种植牧草都要涵养水源ꎬ 树木在生根与生长时的水量需求
大、 生长时间长、 生长速度慢、 所需周期长ꎮ 相较于树木林木ꎬ 牧草扎根浅ꎬ 水量需求相对较少ꎬ 且
生长快、 周期短ꎬ 可以有效涵养水源ꎬ 提高土壤肥力ꎬ 较快恢复植被ꎬ 为植树造林创造有利条件ꎬ 从
而形成肥料多—牲畜多—收入多—生态好的良性循环ꎬ 对生态治理和经济发展大有裨益ꎮ 因此ꎬ 发展
生态畜牧业是贵州喀斯特山区充分利用自然条件、 发挥本地优势、 农民脱贫致富的理想选择ꎮ
贵州省赫章县因地制宜ꎬ 发展人工种草和草地改良ꎬ 辅之以畜种改良和棚圈建设ꎬ 带动生态畜牧
业发展ꎬ 以草带林ꎬ 既实现了石漠化治理ꎬ 也带动了生态畜牧业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ꎮ 贵州省晴隆县
进行陡坡人工种植优质牧草ꎬ 养殖肉羊ꎬ 形成贵州晴隆生态畜牧业的典型做法ꎮ 贵州省独山县同新西
兰合作ꎬ 引进优良牧草品种和先进科学技术ꎬ 建设草地畜牧业基地ꎬ 形成了中国与新西兰两国技术合
作的贵州牧草种籽繁殖场万亩人工草场ꎬ 建有 ２５００ 头奶牛养殖规模和科研生产基地ꎮ 贵州石漠化治
理中的生态畜牧业典型做法ꎬ 同生态农业的典型做法相辅相成ꎬ 构成了贵州生态产业的一体两面ꎬ 是
贵州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协同推进的重要纽带ꎮ
３ 着力进行沼气开发

农村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ꎬ 导致农村能源消耗日益增大ꎮ 然而ꎬ 烧煤烧柴等传统能源利用方式对

环境保护有害无利ꎮ 为此ꎬ 贵州积极推动生态畜牧业高质量、 大规模发展ꎬ 为农村地区充分利用动物
粪便开发沼气ꎬ 为推进沼气这一替代煤和柴的清洁能源广泛使用提供有利条件ꎮ 沼气的开发利用ꎬ 不
仅解决了秸秆焚烧、 燃料供应不足以及烧柴、 烧煤污染环境的难题ꎬ 也为贵州石漠化地区发展清洁能
源ꎬ 提高能源利用效益ꎬ 改善生态环境ꎬ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ꎮ
贵州省关岭县花江镇在发展顶坛花椒种植产业的基础上ꎬ 以沼气为纽带ꎬ 以生态农业和生态养殖
业为主要结构ꎬ 形成猪—沼—椒一体化的发展方式ꎬ 将生态农业、 生态畜牧业与沼气开发紧密结合起
来ꎬ 实现了石漠化治理的实践创新ꎮ 贵州省清镇市红枫湖喀斯特高原盆地和贵州省毕节市撒拉溪喀斯
特高原山地用牲畜粪便发展沼气ꎬ 实现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ꎬ 推进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良性循
环利用ꎮ
４ 实施生态综合治理

贵州的石漠化治理并非仅仅采用某一种方式进行简单治理ꎬ 而是统筹全局ꎬ 根据地形地貌、 海拔

高度、 石漠化程度以及气候特点ꎬ 实行整体规划、 综合治理ꎬ 推进石漠化治理效益最大化ꎮ 这样做ꎬ
不仅可以从整体和全局着手ꎬ 多管齐下ꎬ 加大治理力度ꎬ 加强治理成效ꎻ 同时ꎬ 还可以有效避免单一
治理方式的局限性和片面性ꎬ 进而充分发挥各种治理方式的优势ꎬ 做到取长补短、 相得益彰ꎮ
贵州省毕节市结合坡改梯的农田基本建设和防护林建设ꎬ 将山地作为整体ꎬ 创造并实施了 “ 五

子登科” 的典型做法———山上植树造林戴帽子ꎬ 山腰栽植物、 坡改梯横耕聚拢系带子ꎬ 坡地种草和

绿肥铺毯子ꎬ 山下搞乡镇企业、 庭院经济、 多种经营抓票子ꎬ 大田大坝改造中低产田土、 兴修水利、
推广农业科技种谷子ꎬ 开辟了山、 水、 林、 田、 路的石漠化综合治理的新路子ꎬ 实行坡改梯、 植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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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生态农业、 水利工程多措并举的治理方式①ꎬ 不仅有效推动了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
展ꎬ 也提升了农民的生活水平ꎮ 贵州省毕节市石桥小流域在流域上游地区ꎬ 发展以泡壳核桃为主的生
态农业ꎻ 在中游地区ꎬ 根据老百姓种草养鹅习惯ꎬ 实行玉米与阔叶菊苣的农草间作发展生态农业ꎻ 在
下游地区ꎬ 发展肉牛养殖业ꎬ 在养牛场附近的坡脚和坡腰发展生态农业ꎬ 种植黑麦草和紫花苜蓿ꎬ 以
此增加生态农业比重ꎬ 实行立体、 多样的经济作物种植ꎬ 促进生态畜牧业和生态农业协同发展ꎮ 贵州
省赫章县规模种植核桃和中草药适生树种ꎬ 发展核桃产业、 草地生态畜牧业ꎬ 并且采取封山育林、 人
工造林等植被恢复措施ꎬ 使石漠化治理工作顺利开展ꎮ
经过努力ꎬ 贵州的石漠化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ꎬ 形成了生态农业、 生态畜牧业、 沼气开发和综合

治理等典型做法ꎬ 积累了石漠化治理经验ꎮ 贵州的石漠化治理还赢得了国际社会赞誉ꎮ ２０１９ 年ꎬ « 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主席团会议在贵阳举行ꎬ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执行秘书易卜拉欣蒂奥对贵州经济发展和石漠化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ꎮ

三、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的贵州石漠化治理经验
在石漠化治理的过程中ꎬ 贵州顺势而为ꎬ 分类施策ꎬ 不仅走出了一条具有贵州特色的成功道路ꎬ
也积累了一些值得分享的实践经验ꎮ

( 一) 石漠化治理助推民生改善ꎬ 生态美与百姓富协同共进
贵州石漠化现象严重ꎬ 不少地方的土壤肥力低ꎬ 粮食产量不高ꎬ 当地一些农民甚至连温饱都成问

题ꎮ “ 生态文明建设同时意味着创建一种生态经济” ②ꎮ 通过艰辛探索ꎬ 很多地方在实践中积累了石漠
化治理助推民生改善ꎬ 生态美与百姓富协同共进的实践经验ꎮ

为了解决农村居民的温饱问题ꎬ 贵州对石漠化地区进行了综合治理ꎮ 通过坡改梯、 人工种草、 人
工改良草地、 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等方式进行植被恢复ꎬ 改善水土流失状况ꎬ 提升土壤肥力和土地利
用率ꎬ 提高土壤储水能力ꎬ 提高土地质量ꎬ 改善了土地状况ꎬ 粮食产量明显提高ꎬ 人民群众从 “ 不
够吃” “ 借粮吃” 的窘境到过上了 “ 有粮吃” “ 有余粮” 的生活ꎮ 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之后ꎬ 石漠
化治理进而着眼于 “ 百姓富” 的发展问题ꎮ 为此ꎬ 贵州的石漠化地区以种植花椒、 刺梨、 辣椒、 中
草药等经济作物为龙头ꎬ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ꎬ 发展丰产栽培、 人工育苗等先进技术ꎬ 引领传统农业变
革ꎬ 实现绿色转型和绿色发展ꎬ 完成了石漠化地区从 “ 贫” 到 “ 富” 的成功转型ꎬ 生动诠释了在同
石山作斗争中 “ 点石成金” 的深刻寓意ꎮ

贵州石漠化治理的成功实践表明ꎬ 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立场ꎬ 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ꎬ 是石漠化治理

取得成效的重要动因ꎮ “ 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但是一个民生问题ꎬ 更是一个政治问题ꎬ
是一个价值导向问题ꎮ” ③ 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 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ꎬ 才能

强化人民群众对石漠化治理的认同感ꎮ 惟其如此ꎬ 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石漠化治理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ꎬ 从而使石漠化治理进一步助推民生改善ꎬ 达致生态美和百姓富的协同共进和有机统一ꎮ

( 二) 信息化推动石漠化治理ꎬ 大数据与大生态深度融合
贵州以适宜的气候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依托ꎬ 以大数据产业为引领ꎬ 以信息化推动石漠化治理ꎮ
贵州的大数据产业ꎬ 在推动经济发展、 推进政务数据共享、 改善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ꎬ 均发挥着重要
作用ꎬ 是贵州最具发展前景的产业之一ꎮ “ 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建立全省环境在线监控系统ꎬ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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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全省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体系ꎬ 实现环境质量、 重点污染源、 生态状况检测全覆盖ꎮ” ① 大力发展
生态大数据产业ꎬ 既能将大数据同石漠化治理结合起来ꎬ 又能实现大数据与大生态的深度融合ꎬ 是贵
州在石漠化治理中积累的宝贵经验ꎮ
近年来ꎬ 贵州在开展石漠化治理相关工作时ꎬ 以生态大数据为支撑ꎬ 加强石漠化治理平台建设ꎬ
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和快捷性ꎬ 扩大生态大数据的使用规模ꎬ 创新应用模式ꎮ 同时ꎬ 充分利用生
态大数据手段建立全省石漠化在线监控体系ꎬ 实现了对轻度、 中度、 重度与极重度石漠化地区的监
控、 分析和识别ꎮ 通过对石漠化相关数据的统计和分析ꎬ 石漠化相关资源的整合与共享ꎬ 石漠化程度
的参照和对比ꎬ 生态大数据不仅为石漠化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ꎬ 也优化了石漠化治理方式ꎬ 还提高了
石漠化治理成效ꎮ 由此ꎬ 在石漠化治理方面ꎬ 贵州将生态大数据产业与石漠化治理相结合ꎬ 根据相关
数据和相关资料的分析和对比ꎬ 制定切实可行、 有理有据的治理方案和治理规划ꎬ 保证石漠化治理卓
有成效进行ꎮ 这样做ꎬ 既促进了生态大数据产业发展ꎬ 又彰显了石漠化治理成效ꎬ 推进了信息产业与
石漠化治理的协同发展ꎮ
事实证明ꎬ 新兴产业中蕴含的科学技术在石漠化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是石漠化治理的推进力
量ꎮ 因此ꎬ 石漠化治理应当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相结合ꎬ 发挥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ꎬ 以新兴
产业为依托ꎬ 提升石漠化治理的科技含量ꎬ 从而为石漠化治理提供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撑ꎮ

( 三) 生态产业助力石漠化治理ꎬ 大扶贫与大生态相互促进
贵州既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ꎬ 又是脱贫攻坚主战场ꎬ 必须牢牢坚持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ꎮ 因
此ꎬ 贵州在石漠化治理中ꎬ 以生态农业和生态畜牧业为基础ꎬ 不断促进生态产业发展ꎬ 既解决了人民
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ꎬ 也打造出了贵州的生态品牌ꎬ 实现了 “ 黔货出山” ꎬ 帮助农村群众脱贫致
富ꎬ 还积累了生态产业助力石漠化治理、 大扶贫与大生态相互促进的宝贵经验ꎮ

从总体上来看ꎬ 贵州作为石漠化面积大、 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ꎬ 同时作为贫困人口数量大、 贫困
程度比较深的省份ꎬ 近年来坚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规划之中ꎬ 贯穿在环境保
护的各项措施之中ꎬ 切实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ꎬ② 在石漠化地区大力发展生态产业ꎮ 通过发展生态
农业ꎬ 不仅使石漠化地区的群众逐渐摆脱了贫困ꎬ 也使当地政府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ꎬ 还改善了当
地的生态环境ꎬ 使当地的石漠化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ꎬ 实现了生态农业助力石漠化治理、 助推脱贫攻
坚的喜人场景ꎮ 由此可见ꎬ 以生态产业推动石漠化治理ꎬ 实现贫困治理与生态治理的对接ꎬ 是石漠化
地区的可行之举ꎮ
的确ꎬ 只有推进产业结构的绿色调整和发展方式的生态转型ꎬ 充分发挥绿色经济和生态产业在石
漠化治理中的作用ꎬ 才能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ꎬ 才能助力贵州打赢脱贫攻坚战ꎮ 特别是利用贵州
的自然条件ꎬ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畜牧业ꎬ 既能推进石漠化地区的经济发展ꎬ 还能实现生态环境
保护ꎬ 从而达致大扶贫与大生态的相互促进ꎮ

( 四) 生态文化提升石漠化治理ꎬ 品牌效应与绿色发展相得益彰
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ꎬ 是石漠化治理的推进力量ꎬ 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必
不可少的时代音符ꎮ 为此ꎬ 贵州以 “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 Ｅｃｏ Ｆｏｒｕｍ Ｇｌｏｂａｌ) 等大型生态文化
活动的举办为契机ꎬ 大力进行生态文化培育ꎬ 打造生态文化品牌ꎬ 既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石漠化治理
的成效ꎬ 也彰显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贵州特色ꎬ 形成了生态文化提升石漠化治理、 品牌效应
与绿色发展相得益彰的实践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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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ꎬ 是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举办的中国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际

性高端峰会ꎮ 自 ２０１３ 年至今ꎬ 贵州通过多次成功举办这一高端峰会ꎬ 不仅搭建了对外交流合作的重
要平台ꎬ 也广泛传播了生态文明理念ꎬ 还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ꎮ 同时ꎬ 通过这一国际性生态论
坛ꎬ 打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贵州文化名片ꎬ 发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贵州声音ꎬ 在论坛中同与会国代表
分享了包括石漠化治理在内的生态治理经验ꎬ 也聆听了与会国代表提供的相关建议ꎬ 达到了生态文化
与石漠化治理的同频共振ꎮ ２０１７ 年ꎬ 经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ꎬ 决定自 ２０１７ 年起将每年的 ６ 月

１８ 日设立为 “ 贵州生态日” ꎮ 节日期间将开展一系列生态文化活动ꎬ 教育引导全省人民增强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ꎬ 弘扬 “ 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 的贵州人文精神ꎬ 进一步培育发展绿色经济和打造绿色家
园的生态文化意识ꎬ 使石漠化治理得到有力的生态文化支撑ꎮ 此外ꎬ 长期以来ꎬ 贵州坚持以生态文化
规范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ꎮ 深入挖掘当地民族文化、 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中的生态元素ꎬ 引导人们大
力弘扬优秀的生态文化ꎬ 用生态智慧保护当地的自然资源ꎮ 在公民中强化人口多、 资源少、 石漠化问
题突出的生态保护意识ꎻ 强化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生态效益观念ꎻ 强化生态环境就是资
源、 就是生产力的生态发展理念ꎮ① 需要注意的是ꎬ 贵州还非常注重生态制度文化建设ꎬ 将生态治理
的成功做法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ꎬ 使其长期发挥作用ꎮ 通过日常教育和制度建设ꎬ 生态文化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ꎬ 石漠化治理更是获得了用之不竭的文化动力ꎮ
可以发现ꎬ 贵州通过成功举办 “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和设立 “ 贵州生态日” 等举措ꎬ 打造

了生态文化的贵州品牌ꎻ 通过生态文化的日常教育和制度建设ꎬ 强化了人民群众的生态意识ꎮ 这些生
态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ꎬ 无疑在客观上起到了生态文化提升石漠化治理、 品牌效应与绿色发展相得益
彰的良好效果ꎮ
( 责任编辑: 林日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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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依循唯物史观、 生态历史观和生态海洋观的实践理据ꎬ 在历史必然性、

现实合理性、 价值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中ꎬ 认识把握、 谋划推动整体建设ꎬ 通过 “ 陆海统筹保护发展实践
区” 战略定位、 先行先试的制度体系、 创新发展的海洋生态产业、 海洋生态环境综合防治、 海洋生态文化
宣传教育等整体性变革和建构ꎬ 构建人海和谐的生命共同体、 合作共赢的海洋生态命运共同体、 “ 以人民
为中心” 的海洋生态利益共同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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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ꎬ 目的性、 道德性、 革命性是实践的本质属性ꎬ 人类实践活动是具有价值选择和
目标指向的整体性活动及其构成要素和环节ꎬ 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建构ꎬ 即 “ 我的劳动是自由的

生命表现” ① ꎮ 自由的生命表现是在实践活动的历时态展开中ꎬ 人类不断地自我批判、 变革、 建构ꎬ
由实践活动所中介的各种关系也随之改变ꎮ 物质生产劳动作为基础性的实践活动ꎬ 决定了人与自然关
系的实践属性ꎬ 预设了人与自然关系和解和谐的历史性和现实性ꎬ 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必然性
和现实合理性ꎮ 进而ꎬ 人海关系、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人与自然关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 需要在实践逻辑的框架下得到说明ꎮ 具体到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ꎬ 其实践逻辑在于ꎬ 依循唯物
史观、 生态历史观和生态海洋观的实践理据ꎬ 在历史必然性、 现实合理性、 价值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中ꎬ 认识把握、 谋划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ꎬ 通过理念观念、 制度架构、 发展模式、 生产生活方式等
整体性变革和建构ꎬ 实现人海和谐共生ꎬ 即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历史的必然生成、 现实的合理
建构、 价值的目标选择中展开其实践逻辑的ꎮ

一、 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理据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规定ꎬ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历史观和生态海洋观的
创新发展ꎬ 构成了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层层递进的实践理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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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规定
自从人类因为劳动而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ꎬ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开始了历史的建构过程ꎮ 人类
的历史建构活动从来都是一种应然追求ꎬ 人类为自己设定价值目标ꎬ 由此展开趋向目标的实践活动ꎮ
马克思、 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ꎬ 为人类社会发展设定了实现人与自然、 人与自身两大和解的
发展目标ꎬ 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解获得了历史规定与实践理据ꎮ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ꎬ 而劳动作为人类首要的实践活动ꎬ “ 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ꎬ 是人以
自身的活动来中介、 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①ꎮ 这一论述具有三层内涵ꎮ 其一ꎬ
人与自然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ꎮ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
的ꎬ 物质变换状况本质上体现的是生产力状况ꎬ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ꎬ 由生产力、 人
的实践能力所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ꎬ 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ꎮ 其二ꎬ 人与自然关系受制于人类实
践活动的历史性ꎮ 人与自然关系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ꎬ 也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
的ꎬ 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决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ꎮ 其三ꎬ 人类改善、 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可
能性ꎮ 历史性表明人与自然关系处在发展中ꎬ 发展的程度、 方向、 性质是由人的活动来调整和控制
的ꎬ 这就意味着具有价值选择性的人类实践活动将影响甚至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走向ꎬ 也同时赋予了
人类改善、 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能性ꎮ

( 二)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历史观

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不断验证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ꎮ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的环境之
殇、 生态之危ꎬ 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推到前台ꎬ 愈加凸显出人与自然关系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
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ꎬ 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ꎬ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此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ꎬ 形成了 “ 生态兴则文明兴ꎬ 生态衰则文明衰” ② 的生态历史观ꎮ
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ꎬ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历史观进一步深化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ꎬ 强
调了自然生态的兴衰对于人类文明兴衰的决定性影响ꎬ 警醒人类要重新审视、 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关
系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 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 人类史与自然史的
内在一致等思想ꎬ 提出了 “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③ 的科学论断ꎬ 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表

述ꎮ 生命代表着生机和繁荣ꎬ 而非 “ 寂静的春天” 和 “ 自然之死” ꎬ 共同体意味着相互依存、 休戚与
共ꎬ 而非彼此隔绝和对立ꎬ 生命共同体表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ꎮ 为了保护好、 建设好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ꎬ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 “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④ 的基本方略ꎬ
成为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实践遵循ꎮ

( 三)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海洋观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包含着海洋生命共同体ꎬ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包括了人海和谐共生ꎮ 从自然科
学的角度讲ꎬ 海洋是生物多样、 资源丰富的巨大生态系统ꎬ 作为生命摇篮的地球的 ７１％是海洋水体ꎬ
地球由此成为宇宙中的蓝色星球ꎮ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ꎬ 海洋同河流一样ꎬ 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和文明发展的大舞台ꎬ “ 海洋孕育了生命、 联通了世界、 促进了发展” ⑤ꎮ 无论是作为人类资源宝库的
生态系统ꎬ 还是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领域ꎬ 海洋都是与人类息息相关、 休戚与共的存在ꎬ 人与海
洋同样构成生命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ꎬ 人类 “ 面向海洋则兴、 放弃海洋则衰” ⑥ꎮ 这是丰富和发展了
唯物史观和生态历史观的生态海洋观ꎬ 是面向实践的理论创新和思想深化ꎮ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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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海洋观的形成ꎬ 表明认识海洋、 保护海洋、 经略海洋成为人类重要的实践活
动ꎬ 能否向海而生、 向海而强、 人海和谐关乎国家、 民族、 人类文明的兴衰ꎮ 人海和谐共生由此获得
了历史规定ꎬ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也获得了世界观层面的实践理据ꎮ

综上所述ꎬ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当然包括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实践理据ꎬ 就是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ꎬ 就是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历史观、 生态海洋观ꎮ 我们需要历史地看待人与自然、
人与海洋的关系ꎬ 我们需要理解人与自然、 人与海洋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关系ꎬ 人类实践活动
的价值选择、 方式模式会影响乃至左右人与自然、 人与海洋的关系发展和关系样态ꎬ 这就对人类实践
活动提出了应然要求ꎮ 人类应该调整和控制自己实践活动的方向、 方式和力度ꎬ 人类应该扬弃异化、
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解ꎬ 人类应该强化共同体意识、 走人海和谐的生态文明道路ꎮ 这就是海南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实践理据的现实要求ꎮ

二、 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生成
马克思在 « ‹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中指出: “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ꎬ 因为只

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ꎬ 任务本身ꎬ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
候ꎬ 才会产生ꎮ” ①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同样是一种历史生成ꎬ 是为了解决人类向海而生过程中
产生的海洋资源环境生态问题、 承担致力于人海和谐共生的历史任务而生成的ꎮ 海洋生态文明的实质
是由物质、 制度、 精神、 文化成果体现出来的人海和谐共生的关系ꎬ 既不是人类臣服于海洋之下的听
天由命、 无所作为ꎬ 也不是人类凌驾于海洋之上的随心所欲、 任意妄为ꎬ 而是要在人的全面发展与海
洋的生态平衡之间达至和谐统一ꎬ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缘此而生ꎮ

( 一)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任务
自工业革命以来ꎬ 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ꎬ 海洋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ꎬ 人类对海洋

资源的开发利用越来越深入ꎬ 对海洋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令人担忧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ꎬ 主要由于陆源污染物排海、 海源直接污染以及盲目、 过度、 粗放式开
发ꎬ 造成海洋水体污染、 海洋资源衰退、 海洋生物多样性降低、 海洋生态服务功能退化ꎮ ２１ 世纪是
海洋的世纪ꎬ 海洋愈益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空间和新领域ꎬ 我国亦将由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ꎮ 那
么一个什么样的海洋才能支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ꎬ 才能造福人民的幸福生活ꎬ 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和
回答的问题ꎮ
身处这样的历史背景ꎬ 面对这样的时代课题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对历史负责、 对

人民负责的宗旨ꎬ 审时度势ꎬ 适时作出了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决断ꎮ “ 要下决心采取措施ꎬ 全力遏制
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趋势ꎬ 让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改观ꎬ 让人民群众吃上绿色、 安全、 放
心的海产品ꎬ 享受到碧海蓝天、 洁净沙滩ꎮ 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ꎬ 坚持开
发和保护并重、 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ꎬ 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ꎬ 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
力ꎮ” ② 由此可见ꎬ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事关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ꎬ 事关海洋生态环境的改观改善ꎬ
事关开发与保护的协调平衡ꎬ 事关民生福祉和民族未来ꎬ 如何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ꎮ 随后ꎬ «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 对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和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作出了战略部署ꎬ 实质上是将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国家发展规划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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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略实施ꎮ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其现实
目标就是建设人海和谐共生的美丽海洋ꎬ “ 建成了 ‘ 水清、 岸绿、 滩净、 湾美、 物丰、 人悦’ 的美丽
海洋ꎬ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①ꎮ 中国是海洋大国ꎬ 要走向海洋强国ꎻ 海南是海洋大
省ꎬ 要建成海洋强省ꎮ 海洋强国、 海洋强省的核心要义ꎬ 是在拥有强大海权的前提下ꎬ 领先发展蓝色
海洋经济与持续改善绿色海洋生态环境并举并重ꎬ 走出一条依海而富、 向海而强、 临海而美、 因海而
合、 人海和谐的文明发展道路ꎬ 这意味着建设海洋强国、 海洋强省必须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ꎬ
“ 海洋强国之强必定包含着和指向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之强” ②ꎮ 没有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修复、 治理
来维护好海上绿洲和湛蓝海水ꎬ 没有海洋生态产业来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ꎬ 没有强大的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ꎬ 海洋强省、 海洋强国建设将无从谈起ꎬ 因为真正的强大不可能建立在破败之上ꎮ

( 二) 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
海南管辖着我国 ２ / ３ 的领海面积ꎬ 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ꎬ 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的 “ 保护” 寄予了殷切期望: “ 青山绿水、 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ꎬ 是一笔既
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ꎬ 破坏了就很难恢复ꎮ 要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海南发展的根本立足点ꎬ 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ꎬ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这一片海上绿洲和这一汪湛蓝海水ꎬ 努力
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方面作出更大成绩ꎮ” ③ 同时对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 “ 发展” 提出了郑
重要求: “ 海南是海洋大省ꎬ 要坚定走人海和谐、 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ꎬ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ꎬ 加
快培育新兴海洋产业ꎬ 支持海南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ꎬ 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ꎮ 要发展
海洋科技ꎬ 加强深海科学技术研究ꎬ 推进 ‘ 智慧海洋’ 建设ꎬ 把海南打造成海洋强省ꎮ” ④ 这些论述
指出了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生成依据和现实实践遵循ꎮ

海南拥有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ꎬ 这既是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ꎬ 也带来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ꎮ ２１ 世纪人类要向海而生ꎬ 中国要向海而强ꎬ 海南据地理区位而临历史节点ꎬ 依自然
优势而担生态重任ꎮ 海南首先要站稳保护好海上绿洲和湛蓝海水的根本立足点ꎬ 通过系统探索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道路ꎬ 既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积累经验ꎬ 亦将 “ 更好服务海洋强国、 ‘ 一带一
路’ 建设、 军民融合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⑤ꎮ

海南这个海洋大省目前只能说是海洋资源大省ꎬ 而不是海洋经济大省ꎬ 更不是海洋综合实力强

省ꎮ “ 海南虽然是海洋资源大省ꎬ 但海洋经济总量在全国海洋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仍然较低ꎬ 从这个

意义上讲ꎬ 海南发展海洋经济的空间巨大ꎮ” ⑥ 总体来说ꎬ 一方面海南海洋经济总量小ꎬ 用海规模小ꎬ
海洋开发投入少ꎬ 海洋生产科技含量低ꎬ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ꎬ 海洋产业结构比较初级ꎬ 如果
在这样的基础上和水平下开发海洋资源ꎬ 发展海洋产业ꎬ 势必加重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海洋资
源的浪费ꎮ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ꎬ 这也为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为高起点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留下了
广阔空间ꎬ 提供了后发赶超的机会ꎮ 换言之ꎬ 历史赋予了海南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机遇与使命ꎮ 中央
顶层设计对海洋资源开发、 海洋产业培育、 海洋经济发展、 海洋科技创新等冠之以 “ 高品质” “ 高质
①

« 弘扬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海洋———访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专家» ꎬ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第 １３ 版ꎮ

③

« 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 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推进改革开放 真抓实干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ꎬ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４

④

习近平: «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３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１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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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士存: « 建设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海南大有作为» ꎬ « 海南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９ 日第 ７ 版ꎮ

②

方世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海洋生态文明观研究»ꎬ «江苏海洋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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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高新” “ 新兴” “ 现代化” “ 质量效益型” 等等ꎬ 乃至提出建设 “ 智慧海洋” ꎬ 都是相对于粗放
式、 浪费破坏型的落后发展模式的超越界定和构建ꎬ 并且均是包含着生态内涵的界定与构建ꎮ 只有将
“ 生态 ＋” 贯穿于海洋开发利用的全过程和各方面ꎬ 既保障海洋经济发展ꎬ 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ꎬ 既
转型实现海洋绿色发展ꎬ 又治理修复海洋生态损害ꎬ 既 “ 靠海吃海” ꎬ 又 “ 养海护海” ꎬ 概言之ꎬ 只
有以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领海洋开发利用ꎬ “ 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海洋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
方面ꎬ 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上水平、 见实效” ①ꎬ 海南才有望高起点高质量地从海洋大省迈向海洋
强省ꎬ 才能肩负起助力和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实施的历史使命ꎬ 才能贡献于民生福祉和
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以及人类的生态安全ꎮ

三、 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建构
所谓现实建构ꎬ 是指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走过了摸着石头
过河的阶段ꎬ 进入了遵循规律、 科学判断、 系统谋划、 统筹部署、 整体推进的主动建构时期ꎮ 海南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建构ꎬ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落实ꎬ 业已形成了一个相对系统、 层次分明的框架ꎬ
主要由 “ 陆海统筹保护发展实践区” ② 战略定位、 先行先试的制度体系、 创新发展的海洋生态产业、
海洋生态环境综合防治、 海洋生态文化宣传教育等几个方面构成ꎮ

( 一) 以 “ 陆海统筹保护发展实践区” 提领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九大作出 “ 坚持陆海统筹ꎬ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③ 的决定ꎻ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 在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３０ 周年之际ꎬ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要
“ 坚持统筹陆地和海洋保护发展” ④ꎻ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 « 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 ( 海南) 实施方案» ( 以下简称 « 实施方案» ) ꎬ 正式将 “ 陆海统筹保护发展实践区”

确立为海南深入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的四大战略定位之一ꎬ 指明了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的战略靶向ꎬ 要求陆地与海洋统筹、 保护和发展并重、 规划和实施并举ꎻ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 « 中共海南省
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强调要以陆海统筹
推进海洋强省建设ꎮ
“ 陆海统筹保护发展实践区” 可以说是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 “ 范式” 和平台ꎮ 作为范式ꎬ 它

以陆地与海洋统筹、 保护与发展并重提领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涵ꎻ 作为平台ꎬ 它以实践区
建设具体承载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划设计和行动实施ꎮ “ 陆海统筹保护发展实践区” 作为最高
层阶的范式和载体ꎬ 是由各级各类次级层阶的范式和载体来构筑的ꎮ

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ꎬ 海南现有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万宁大洲岛海洋生态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陵水新村黎安海草特别保护区等ꎻ 在创新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方面ꎬ 休闲渔业、
美丽渔村建设稳步发展ꎻ 在推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方面ꎬ 海南正在建设清洁能源岛ꎬ 切实推进气
电、 风能、 太阳能等新能源在交通、 生产、 生活领域的使用ꎮ 此外ꎬ 三亚市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 (２０１５ 年获评) 、 三沙市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２０１５ 年获评) 、 海口国家海洋经济
①

« 海洋局印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ꎬ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 ０７ / １６ /

②

«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海南) 实施方案» ꎬ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第 １２ 版ꎮ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８９８３３２.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９ 日ꎮ
③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３３ 页ꎮ
④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 ꎬ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第 ２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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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示范城市 (２０１７ 年入围)、 陵水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２０１８ 年获批) 等正在积极建设中ꎮ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是屏障ꎬ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支撑ꎬ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目标ꎮ 根据习近平总

书记 «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３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以下简称 « 讲话» ) 的指示精神ꎬ 以及
« 实施方案» 的布局谋篇ꎬ 海南接下来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ꎬ 整合重组海洋自
然保护地ꎻ 全力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ꎬ 推动生态农业提质增效ꎻ 充分开发利用天然气资源ꎬ 推进海上
风能、 潮流能、 波浪能等海洋能发电示范ꎬ 有序推进 ２０１４ 年国家能源局批复、 ２０１７ 年海南叫停的东
方、 乐东、 临高、 儋州、 文昌五海域总装机容量 ３９５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规划ꎻ 将专项生态文明试点示
范区统一纳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 海南) 平台整体推进ꎬ 形成合力ꎮ

之所以要以陆海统筹提领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ꎬ 原因有三ꎮ 一是地理区位ꎬ 海陆本为一体ꎬ 不

能人为分开ꎬ 海南地跨海陆ꎬ 必须统筹发展ꎮ 二是海南省情ꎬ 海南经济总量小ꎬ 与国内其他省市区相
比ꎬ 仍属于欠发达省份ꎬ 发展任务艰巨ꎬ 但海南岛陆地资源有限ꎬ 海洋资源丰富ꎬ 陆海统筹建设海洋
强省势在必行ꎮ 三是问题根源ꎬ 许多海洋污染破坏问题表现在海里ꎬ 但问题根源在陆地岸上ꎬ 所以必
须统筹陆海保护、 治理和发展ꎮ

( 二) 以系统完备的海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规范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 « 讲话» 中提出: “ 海南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ꎬ 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先行一步ꎬ 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表率ꎮ” ① 这其中自然包括建立健全
海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ꎬ 应以系统完备的海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ꎬ 将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
化、 法治化、 规范化轨道ꎬ 用最严格的制度规划管理海洋资源开发利用ꎬ 保护、 恢复、 治理海洋生态
环境ꎬ 布局推进海洋经济发展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从全省总体规划到海洋事业专项规划ꎬ 从实施意见到行动方案ꎬ 从管理规定到实

施细则ꎬ 海南省就生态保护总体格局、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海岸带保护利用、 生态保护补偿、 休闲渔
业和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等相继出台了相关文件规定ꎬ 逐步建立健全海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ꎮ 按照
« 实施方案» 和 « 国家海洋督察专项督察意见书» ( 国海督 [２０１８] ６ 号) 要求ꎬ 海南省正在就围填
海整治、 海洋资源有偿使用研究制定 « 海南省围填海管控实施办法» « 海南省海域、 海岛资源有偿使
用实施意见» « 海南省海岸带保护利用规划» 等文件ꎬ 有针对性地健全海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ꎮ

具体而言ꎬ 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大致由机制、 制度、 体系等几种形式构成ꎮ 机制侧重于各

要素各环节之间的协调联动ꎬ 制度强调的是规则规范ꎬ 体系突出的是系统性和整体性ꎬ 三者相辅相
成ꎬ 有机结合ꎬ 力求构建一个层次分明、 内容完备的系统ꎬ 为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建章立制、 理顺
关系、 形成合力ꎬ 促使其良性运行和发展ꎮ 机制方面ꎬ 海南需要建立健全发挥保护、 修复、 治理功能
的陆海统筹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 陆海统筹生态环境治理机制ꎬ 发挥管理功能
的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管理机制ꎬ 发挥监测预警功能的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 海洋生态
环境预警机制ꎬ 发挥碳汇功能的生态渔业固碳机制和增汇模式、 蓝碳标准体系和交易机制等ꎮ 制度方
面聚焦污染防治、 资源管理、 环境保护和责任追究ꎬ 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的包括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
总量控制制度、 陆源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和溯源追究制度、 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监管联单制度、
“ 海上环卫” 制度、 环境污染 “ 黑名单” 制度、 海洋环境污染强制保险制度、 海域资源管理和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制度、 围填海和占用自然岸线管控制度、 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党政领导干部海洋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等ꎮ 此外ꎬ 在海洋海域监测、 灾害灾难
处置、 责任落实追究等方面ꎬ 须建立健全相应的科学体系ꎬ 如海洋环境监测及海域动态监视监测体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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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海洋生态灾害和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体系、 海湾保护责任体系等ꎬ 以有效管控和应对海洋海域
事态发展ꎮ

( 三) 以严格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奠基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保护和发展的统一ꎬ 保护是基础ꎬ 是前提ꎮ 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实施综合防

治ꎬ 首先就是划定和守住海岸海域生态保护红线ꎮ 海南在 “ 十二五” 期间就划定了海南岛生态保护
红线ꎬ 其中 “ 近岸海域生态保护红线区 ８３１６ ６ 平方公里ꎬ 占近岸海域面积 ３５ １％” ①ꎬ 此后不断审核
优化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 日起实施的 « 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 明确将海洋自然保护区、 海岸带
自然岸线及邻近海域、 海洋特别保护区、 重要入海河口、 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集中分布区、 重要渔业
水域等划入生态保护红线ꎮ « 实施方案» 再次明确要求划定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线和围填海控制线ꎬ 到

２０２０ 年近岸海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海南岛近岸海域总面积不少于 ３５ １％ꎮ

但只是守住红线是不够的ꎬ “ 守住了红线ꎬ 其实也就仅仅是守住了底线和及格线ꎬ 达到了最低标

准” ②ꎬ

并没有达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要求ꎮ 除了防和守ꎬ 还要治理和修复ꎬ 加强恢复修复红

树林、 珊瑚礁、 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ꎬ 实施岛礁生态保护修复工程ꎮ «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 十三五” 规划» 启动了蓝色海湾综合整治工程ꎬ 开展海岸带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ꎬ “ 持续开展海岸
带保护与开发专项整治 ‘ 回头看’ ꎬ 严厉查处违法占有和破坏海岸带的案件ꎬ 并着力恢复修复受损海
岸带生态系统ꎬ 建立海岸带管理责任制ꎬ 保护 ‘ 最美资产’ ” ③ꎮ « 实施方案» 进一步提出要科学规
划、 严格管控滩涂和近海养殖ꎬ 实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等重要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ꎬ 以巩固提
升海岸带生态环境质量ꎻ 创新海域海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ꎬ 深入开展海域、 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实
践ꎬ 开展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试点ꎬ 以增值海洋资源资产价值ꎻ 强化法治保障ꎬ 在珊瑚礁保
护修护、 海上溢油污染赔偿治理等方面充分发挥司法手段的作用ꎮ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治理、 修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ꎬ 需要打好政府管控、 市场运作、 项目带
动、 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组合拳ꎬ 实施综合防治ꎬ 为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守护、 提升先天优势ꎬ 为
海洋强省、 海洋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ꎮ

( 四) 以先进的海洋生态产业发展支撑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仅仅停留于保护是难以为继的ꎬ 在发展中保护是更具历史进步性、 现实合理性和主
观能动性的选择ꎮ 如前所述ꎬ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并不是要人类无所作为地臣服于海洋之下而听天由
命ꎬ 而是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之下的人海和谐共生ꎮ 要发展就要进行生产ꎬ 进行生产就形成了各种各
样的产业ꎬ 产业进步的核心是科技生产力的进步ꎬ 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以先进的绿色科技和海洋
生态产业来支撑发展ꎮ
海南海洋生态产业如要实现创新发展、 后发赶超ꎬ 一是要通过科技创新改造、 提升传统海洋产

业ꎬ 二是要通过 “ 高新蓝” 科技大力发展新兴海洋产业ꎮ 关于改造提升传统海洋产业ꎬ 海南正在通
过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渔业转型升级ꎬ 推动渔业由捕捞为主向养殖为主转变ꎬ 由近海养殖向外
海养殖转变ꎬ 由近海捕捞向深远海捕捞转变ꎬ 由粗放式渔业生产向渔业全产业链模式转变ꎬ 全力促进
海洋渔业生产效益和生态效益 “ 双提升” ④ꎮ ２０１９ 年海南省发改委印发 « 海南省休闲渔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５) » ꎬ 提出充分挖掘海洋资源、 生态环境、 交通条件、 文化底蕴等优势潜力ꎬ 构建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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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两极、 三区、 一点”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热带休闲渔业发展格局①ꎬ 这是海洋旅游业与海洋渔业的
融合发展ꎬ 将创造新的海洋生态产品价值ꎮ

大力发展海洋油气业、 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 深海采矿业、 沿海造船业、 海水增养殖业、 海洋
旅游业、 海水淡化、 海洋能发电等新兴海洋产业ꎬ 是海南当前和今后海洋生态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ꎮ
« 讲话» 要求海南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ꎬ 加快培育新兴海洋产业ꎬ 发展海洋科技ꎬ 加强深海科学
技术研究ꎬ « 实施方案» 进一步提出要充分发挥海南热带海岛旅游资源优势ꎬ 促进生态旅游转型升级

和融合发展ꎻ 加大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力度ꎬ 加快推进东方气田、 清澜气电、 文昌气电等项目建设ꎬ
推进海洋能发电示范ꎮ
无论是改造提升传统海洋产业ꎬ 还是创新发展新兴海洋产业ꎬ 海洋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是关键ꎮ
为此ꎬ 海南一方面加强海洋专业普通高等教育ꎬ 夯实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基础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琼州
学院更名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ꎬ 陆续成立或组建了海洋科学技术学院、 海洋信息工程学院、 水产与生
命学院、 生态环境学院等ꎬ 重点进行海洋深海技术、 水下机器人、 海上无人机、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 海洋防腐防污材料制备、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 海洋渔业科技、 海洋资源环境等研究和教学ꎬ 拥有
热带海洋生物资源利用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海洋食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等科研平台ꎮ 另一方面ꎬ 加快建设深海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高地ꎮ 目前正在全力 “ 打造全国唯一的
国家深海科技城和深海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②ꎬ 作为培育深海产业和人才的载体ꎮ

( 五) 以广泛的海洋生态文化宣传教育推动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广义地讲ꎬ 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一切成果都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文化ꎬ 包括物质文化、 制度文
化、 精神文化等ꎬ 海洋生态文化同样如此ꎬ 它是人类在作用于海洋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有助于海洋
生态平衡、 有助于人类生存发展、 有助于人海和谐共生的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ꎮ 从内容上
讲ꎬ 海洋生态文化既包括人类不断拓展的对海洋资源、 海洋生态环境、 海洋生态平衡的客观认识ꎬ 也
包括人类与海洋相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两相平衡的经验与理念ꎬ 换言之ꎬ 是对海洋客观规律的认知与
遵循规律的价值选择的统一ꎮ 为推动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发展ꎬ 应在上述意义上开展广泛的
海洋生态文化宣传教育ꎬ 筑牢理念ꎬ 才会坚定行动ꎮ
« 实施方案» 提出: “ 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 农村夜校、 干部培训和企业培训体系ꎬ 融

入社区规范、 村规民约、 景区守则ꎮ 将生态文明教育摆在中小学素质教育的突出位置ꎬ 完善课程体
系ꎬ 丰富教育实践ꎮ 挖掘海南本土生态文化资源ꎬ 创作一批生态文艺精品ꎬ 创建若干生态文明教育基
地ꎮ” ③ 这里的生态文明教育当然包括海洋生态文化宣传教育ꎬ 特别是海南本土的海洋生态文化资源ꎬ
不仅要纳入各级各类教育培训体系ꎬ 融入规范、 规约、 守则ꎬ 建立教育实践基地ꎬ 还可通过休闲渔业
等旅游业进行体验式海洋生态文化宣传教育ꎬ 在海钓、 海景民宿、 渔家乐、 海事体验、 海洋文化节庆
活动中感受海洋生态文化ꎬ 可起到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的效果ꎮ
２００９ 年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编写出版了一套四册中小学 « 生态文明教育» 教材ꎬ 其中含有海

洋生态文化内容ꎮ 从发展的角度看ꎬ 教材内容有待更新ꎬ 课程体系有待完善ꎬ 课堂教学有待落实ꎮ 在
普通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ꎬ 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教育有待高度重视、 认真研究、 系统落实ꎮ 海南可以
探索大中小幼一体化、 社区乡村景区全覆盖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模式ꎬ 特别要突出海洋生态文化宣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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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英姿ꎬ 李丹丹: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在海南的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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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ꎬ 这是由海南的特殊区位、 海洋强省建设的重大战略、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ꎮ

四、 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旨归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应坚持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与生态惠民、 生态利民、 生态为民的有
机统一ꎬ 这也是 “ 合规律性” 与 “ 合目的性” 辩证统一的体现ꎬ 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遵循ꎮ “ 合规
律性” 与 “ 合目的性” 的辩证统一指向两大关系的和解和谐ꎮ 海洋生态文明关涉的依然是两大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海关系ꎬ 以及与海洋事务相关联的人际关系———的和解和谐ꎮ 两大关系的和
解和谐是在共同体的现实建构中进行的ꎬ 而人类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循的价值体系是共同体建构的核心ꎮ

海南的地理区位使得它管辖着我国 ２ / ３ 的领海面积ꎬ 又地处错综复杂的南海前沿ꎬ 肩负着服务和

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重任ꎮ 这决定了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至少要处理好三类关系: 人海关系、
与南海周边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本国本省内部关系ꎮ 处理好三类关系实质上是构建好具有共同价值认
同的三个共同体ꎬ 一是敬畏生命的人海和谐生命共同体ꎬ 二是合作共赢的南海海洋生态命运共同体ꎬ
三是 “ 以人民为中心” 的海洋生态利益共同体ꎮ 对于这三大共同体的构建ꎬ 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至
关重要ꎬ 在此基础上才能避免盲目冒进ꎬ 实现稳步推进ꎮ 近年来ꎬ 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生
态文明建设ꎬ 其突出特点正是顶层设计、 制度保障、 稳步推进三者的有效衔接与有机统一ꎬ 以此全力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普惠民生ꎮ

( 一) 人海和谐生命共同体
在所有与海洋相关的共同体当中ꎬ 人海和谐生命共同体是覆盖面最广、 最基础的共同体ꎬ 其他海
洋共同体都建基于人海生命共同体之上ꎬ 而人海和谐生命共同体又内涵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ꎮ 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美丽海洋ꎬ 形成并维护人海和谐共生的关系ꎬ 并进而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ꎮ
海南作为我国的海洋大省ꎬ 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境况ꎬ 对于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强国
建设战略全局来说举足轻重ꎬ 至关重要ꎬ 尤需 “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这一片海上绿洲和这一汪湛蓝
海水” ①ꎬ 不仅要维护好、 守护好ꎬ 更要发展好、 经略好ꎮ 保护不是无所作为地隔绝ꎬ 发展不是任意
妄为地破坏ꎬ 而是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ꎬ 秉持共荣共生理念、 朝向和解和谐目标ꎬ 去构建人
海和谐生命共同体ꎮ
正是在人海和谐生命共同体理念下ꎬ 近年来海南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坚守底线ꎬ 主动作为ꎬ
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海南省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保持优良ꎮ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为优ꎬ
海南岛东海岸和西沙生态监控区珊瑚礁、 海草床等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状态ꎬ 监测的海口东寨港等五大
海水增养殖区综合环境质量为优良或较好ꎬ 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国家级海洋保护区、 海口
假日海滩等海水浴场和滨海旅游度假区、 海口等地的海洋倾倒区环境状况保持良好ꎮ② 在海洋资源开
发利用方面ꎬ 传统渔业向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方向转型取得重要进展ꎬ 但由于过去海水养殖不
够重视生态环境保护ꎬ 对近岸海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ꎬ ２０１８ 年开始全面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

展ꎬ 坚持生态优先ꎬ 积极发展生态健康绿色养殖模式ꎮ 气电项目、 海上风能发电在有序推进基础上ꎬ
需要加快发展ꎬ 同时应努力填补潮流能、 波浪能发电的空白ꎮ 今后ꎬ 海南应以 “ 智慧海洋” 建设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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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ꎬ 以信息化、 高科技保护海洋生态环境ꎬ 创新海洋生态产业链ꎬ 提高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水平ꎬ 高
质量、 高效益构建人海和谐生命共同体ꎮ

( 二) 海洋生态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ꎬ 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ꎬ 而是被海

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ꎬ 各国人民安危与共ꎮ 海洋的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ꎬ 需要共同维
护ꎬ 倍加珍惜ꎮ” ① 海洋命运共同体涵盖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生态、 军事等多方面的内容ꎬ 我
们在这里强调的是海洋生态命运共同体ꎮ 环境问题、 生态危机没有国界、 不分种族ꎬ 环境保护、 生态
文明建设需要国际合作ꎬ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尤其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应对、 合作共
赢ꎬ 通过积极发展 “ 蓝色伙伴关系” ꎬ 合力共建海洋生态命运共同体ꎮ

南海是我国未来能源和资源接续地ꎬ 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新领域ꎬ 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海

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ꎬ 需要南海周边国家达成共识ꎬ 共同谋划ꎮ 南海情况复杂ꎬ 矛盾突出ꎬ 资源争夺
激烈ꎬ 但和则共赢ꎬ 斗则俱伤ꎮ 海南地处南海前沿ꎬ 应在服务和保障南海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框架
下ꎬ 在共建 ２１ 世纪 “ 海上丝绸之路” 的倡议下ꎬ 在坚持 “ 主权属我、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方针的
前提下ꎬ 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海洋能源资源保护性开发利用、 海洋生态产业创新发展等方面ꎬ 加强
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 沟通与合作ꎬ 共同构建南海海洋生态命运共同体ꎮ

( 三) 海洋生态利益共同体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 不刻意追求奇花异草、 名贵

树木ꎬ 真正做到为人民种树ꎬ 为群众造福ꎮ” ② 这是 “ 以人民为中心” 利益观的充分体现ꎬ 是生态惠
民、 生态利民、 生态为民的既形象又朴实的表述ꎬ 是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利益坚守ꎮ

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ꎬ 恢复、 修复、 治理被破坏被污染的红树林、 珊瑚礁、 海草床ꎬ 是为了给人
民提供最公平的公共产品ꎬ 是为了实现最普惠的民生福祉ꎮ 大力发展海洋生态产业ꎬ 是为了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生态产品、 优美生态环境和美好生活需要ꎮ 我国海洋资源的公有性质ꎬ 以及
“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共享理念” ③ 的分配制度ꎬ 是人民利益的核心表达和根本保证ꎬ 这是海南为人民
利益经略海洋、 建设海洋强省的制度保障ꎻ 为人民保护好、 发展好海洋资源资产ꎬ 则是海南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的实践目标和利益追求ꎮ 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构建 “ 以人民为中心” 的海洋生态利益
共同体ꎮ

近年来ꎬ 海南加强自然岸线保护和围填海管控ꎬ 始终坚守住不低于海南岛近岸海域面积 ３５ １％

的近岸海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ꎬ 并免费开放公共海滩ꎬ 切实践行 “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ꎬ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④ꎮ 在海洋渔业转型发展中ꎬ 政府引导、 支持、 资助渔民经营海钓、 海景
民宿、 海事体验等休闲渔业ꎬ 保证渔民虽 “ 洗脚上岸” 但依然 “ 靠海吃海” ꎮ 总体来看ꎬ 海南在构建
“ 以人民为中心” 的海洋生态利益共同体上还大有空间ꎬ 不仅要守住红线ꎬ 还应扩展红线ꎬ 不仅要促
进传统渔业绿色发展ꎬ 更要集中力量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ꎬ 为海南、 为全国建设 “ 蓝色粮仓” ⑤ꎮ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全国全球抗 “ 疫” ꎬ 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 人与自身两

大关系面临的严峻挑战ꎬ 更加深刻认识到共同体的重要性ꎬ 更加深刻认识到对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进
行生态建构的必要性ꎮ 随着全面经略海洋时代的到来ꎬ 构建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 生命共同体将
①

« 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 ７０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 ꎬ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第 １ 版ꎮ

③

陈永森: « 共享经济何以是生态的» ꎬ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６ 页ꎮ

②
④
⑤

«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美丽中国» ꎬ «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４ 日第 １ 版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４ 页ꎮ
« 海洋产业发展的海南路径» ꎬ « 中国海洋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第 ３Ｂ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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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类无法回避、 无法拒绝的历史选择ꎬ 人的文化本质和实践方式也将在具体的共同体建构和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中内化生态内涵、 实现生态转型ꎬ 这也是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构建 “ 以人民为中
心” 的海洋生态利益共同体、 合作共赢的海洋生态命运共同体、 人海和谐的生命共同体的原因所在ꎮ
( 责任编辑: 林日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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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创新政府与市场社会等技术供给侧的合作方式

摒弃 “ 技术决定论” 抑或 “ 社会建构论” ꎬ 数字政府的知识增长是技术与治理 “ 专业主义” 的

有机结合ꎬ 政府应秉持开放思维ꎬ 有序引导、 集约共享社会资源ꎬ 实现数字政府共建共营ꎮ 搭建合作
平台ꎬ 地方政府可依托当地高校科研机构专业优势ꎬ 合作成立数字政府研究院ꎬ 借助省内外专家队伍
力量ꎬ 与大数据管理局等职能部门做好数字政府建设方案及数据开发研究工作ꎮ 成立数字政府国资公
司作为技术合作平台乃至运营管理主体ꎬ 以市场化突破政府机制僵化的局限ꎬ 鼓励互联网企业和集成
商入股ꎬ 软件源代码和信息数据则由国资方完全掌握ꎬ 确保数据资产安全可控ꎮ 聘用资深公务员ꎬ 借
助其丰富经验ꎬ 在政务系统建设中提供符合法律、 规章制度、 实践知识的专业方案ꎮ 大力培养既懂技
术又熟稔政府运作的人才ꎬ 为数字政府建设运行筑牢人力资源基础ꎬ 化解复合型人才需求与当前技术
人员知识结构单一的矛盾ꎮ 创新合作方式ꎬ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数字政府建设ꎬ 由以往财政直接投资ꎬ
向政府与社会投资双轮驱动转变ꎬ 构筑政企合作、 管运分离的市场化运作机制ꎮ 对于新建的政务信息
化工程ꎬ 非涉密项目引入市场竞争机制ꎬ 倡导公私合作 ＰＰＰ 模式ꎬ 涉密项目由数字政府国资公司和
通信运营商协作完成ꎻ 对于已有改扩建或系统升级的项目ꎬ 采取特许经营等方式ꎬ 同时可有选择性地
构建原有供应商与新合作伙伴的联合体ꎬ 尽可能盘活存量资产ꎬ 最大化利用现有资源ꎮ
( 责任编辑: 徐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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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常识: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理性基础
———从营商环境法治化展开
李雨峰ꎬ 邓思迪
(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ꎬ 重庆 渝北

摘

４０１１２０)

要: 为营造更为稳定、 可预期的制度环境ꎬ 简政放权、 减少不必要的监管ꎬ 加强行政行为公开、

透明ꎬ 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基本要求ꎮ 但是ꎬ 在弱化监管的背景之下ꎬ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却被反复强
调ꎬ 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是其中的特殊问题ꎮ 但当法律适用标准已明确、 识别侵权行为信息成本较低的情
况下ꎬ 执法人员可依据常识直接作出有效判断ꎬ 此时ꎬ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能作为民事裁决的有效补充ꎮ 以
常识约束知识产权行政执法ꎬ 可减少执法人员通过解释扩张执法权限ꎬ 提升初步证据之效力ꎬ 与民事裁决
形成良性互动ꎬ 并测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之强度ꎮ
关键词: 知识产权ꎻ 行政执法ꎻ 营商环境ꎻ 常识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３ ４ꎬ ＤＦ５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２８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６０－１１

运用法定行政权力ꎬ 通过法定行政程序ꎬ 用行政手段保护知识产权人之利益ꎬ 即为知识产权行政
执法ꎮ 在我国ꎬ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ꎮ 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中国而言是舶来品ꎬ 是 “ 枪口下的法律” ꎮ①

尽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任总干事阿尔帕德鲍格胥 ( Ａｒｐａｄ Ｂｏｇｓｃｈ) 曾盛赞中国用不到 ２０ 年时间
走过了西方国家一两百年才完成的知识产权立法进程ꎬ 但在夹缝中求存的知识产权法并未能获得自身
独立的品格ꎮ② 随着研究的深入、 法律品格的完善ꎬ 过去约束知识产权执法方式的力量渐渐被削弱ꎬ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在我国逐渐呈现出理论与现实失调的状态ꎮ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在实践中仍保持旺盛
的活力ꎮ③ 但自 ２０ 世纪末期开始ꎬ 学界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讨论存在着一种 “ 存废” 的紧张情绪:
在知识产权各单行法律修订时ꎬ 执法权限应如何分配通常会成为行政执法的理论博弈场ꎮ 此时ꎬ 过去
被忽视或被默认的前提需要重新正明: 为何需要调用公共资源保护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 行政力量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２￣２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 专利确权机制改革研究” ( １９ＡＦＸ０１６) ꎻ 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 “ 大
数据时代商业数据财权的建构” (２０１９ＸＺＸＳ－００４) ꎮ

作者简介: 李雨峰ꎬ 男ꎬ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ꎬ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法学博士ꎮ 主要研究方向: 知识产权法学ꎮ
邓思迪ꎬ 男ꎬ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生ꎮ 主要研究方向: 知识产权法学ꎮ
①
②
③

李雨峰: « 枪口下的法律———近代中国版权法的产生» ꎬ « 北大法律评论»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卷第 １ 辑ꎮ

曲三强: « 被动立法的百年轮迴———谈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历程» ꎬ « 中外法学» 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ꎮ

２０１８ 年国家知识产权重组后ꎬ 由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承担专利、 商标的执法职能ꎬ 这已与国际通行做法相去不远ꎻ 国家

版权局下设执法监督处ꎬ 地方设有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 稽查) 总队ꎬ 在广州、 西安、 海南、 重庆、 上海、 北京均为独立执法机构ꎬ
其他各省市则受版权行政管理机关或广播电视局管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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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和扩张是否会蚕食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 行政执法如何发挥效用? 一系列提问的背后潜藏着话语
的颠覆ꎮ 过去渗透于各处的行政秩序在法治中国的语境下受到了新的约束ꎬ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话语
体系面临着重构ꎮ

一、 营商环境法治化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 一) 从 “ 去监管” 到 “ 有效监管”

营商环境优化的核心思想是 “ 制度至关重要” ꎬ 即具有更好的制度、 更有力的产权保护、 更少的

政策扭曲的国家ꎬ 将比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加富裕ꎮ①如果接触过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经济学思潮ꎬ
接受以上观念或许存在不少难度ꎮ 当时的人们认为ꎬ 卓尔有效的经济政策ꎬ 应该放松价格管控并建立
有效市场ꎬ 具体做法包括: 削弱政府公共职能、 减税、 推动市场自由竞争和私营企业发展ꎮ 世界银行
在当时便奉行这种 “ 新自由主义” 思想ꎬ 它在应对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债务危机时ꎬ 推出了
“ 结构性贷款” ꎬ 即以减少贸易投资壁垒、 私有化、 去管制化和减少政府职能ꎬ 作为获取世界银行贷
款或援助的前提ꎬ 目的在于改变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ꎮ

以上地区 ( 针对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债务危机) 的改革未获得成功ꎬ 是新自由主义思想

衰退的主要原因ꎮ 研究者试图指出ꎬ 改革的失败应归结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 文化、 法律并未能与宏
观经济政策的转变相匹配ꎬ 继而推动 “ 法律转向” 的出现———如果说旧一代的发展模型认为走向增
长和繁荣的路径有赖于建设有效率的市场ꎬ 那么新的正统性强调的是市场本身依赖于法治ꎮ② 恰逢其
时的是ꎬ 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 ( Ｈｅｒｎａｎｄｏ ｄｅ Ｓｏｔｏ Ｐｏｌａｒ) 基于对经济现状的观察 ( 各种
管制对商业开办和运营构成了巨大成本) ꎬ 他领导的秘鲁自由与民主学会推行了行政改革ꎬ 采取了健
全并明确产权制度、 简化行政程序ꎬ 便利企业营商ꎬ 并取得显著经济成效ꎮ 经济学思潮的转向以及秘
鲁改革的成功ꎬ 触动了任职于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西蒙贾科夫 ( Ｓｉｍｅｏｎ Ｄｊａｎｋｏｖ) ꎬ 一个新的观点
不断在世界银行内部得到印证——— “ 制度比价格更为重要” ꎮ③为此ꎬ 贾科夫创建了一个新的项目 « 营
商环境报告» ꎬ 这份享有广泛影响力的报告ꎬ 在全球范围内全面诠释 “ 营商环境” 一词ꎮ

综合 « 营商环境报告» 发布前整个经济学思潮的转变ꎬ 不难理解产权保护在营商环境评估的重

要地位ꎮ 然而ꎬ 如何看待法律保障体系ꎬ 尤其是行政执法ꎬ 却存在较大争议ꎮ “ 营商环境” 的概念ꎬ
脱胎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思潮ꎬ 这使得它在 ２１ 世纪初进入人们视野时ꎬ 成为一个复合的
矛盾体: 既关注产权保护ꎬ 又厌恶政府监管ꎮ 正如项目创始人贾科夫强调ꎬ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ꎬ 政府
和官员的私利给企业的运营带来了压力ꎬ 政府运作、 形式主义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过度干预造成了普遍
的腐败与低效ꎮ 有趣的是ꎬ 在同一时期ꎬ 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奇迹ꎬ 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ꎮ 东
亚各国并未采取 “ 去管制化” 的做法ꎬ 相反ꎬ 它们出台大量产业政策ꎮ 这迫使世界银行重新审视
“ 监管” ꎮ 有鉴于此ꎬ « 营商环境报告» 后续的负责人ꎬ 如奥古斯都洛佩斯克劳克斯 (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Ｌｏｐｅｚ Ｃｌａｒｏｓ) ꎬ 开始正视监管的作用ꎬ “ 政府作为理性的行为体ꎬ 仅在资源分配缺乏透明度、 自由裁

量权广泛存在等情况下ꎬ 才容易导致腐败” ꎮ④对有效监管的重视ꎬ 改变了 « 营商环境报告» 的面貌ꎮ
①

Ｄ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 Ｔｏｒｒｅｓꎬ Ｃｏｗ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ｑｕｉｓｔａｄｏｒ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②

Ｔｏｒ Ｋｒ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Ｔｕｒｎ ｉｎ Ｌ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

③

Ｓｉｍｅｏｎ Ｄｊａｎｋｏｖꎬ Ｔｈｅ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ｏｗ Ｉｔ Ｓｔａｒｅ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２４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８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１０８１－１０９９.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８８－３１９.
④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Ｌｏｐｅｚ Ｃｌａｒｏｓꎬ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６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３５.

６２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６ 年 « 营商环境报告» 发布时ꎬ 一级指标 “ 执行合同” ꎬ 剔除 “ 手续” 指标ꎬ 并增加 “ 司法程序
质量” 二级指标ꎻ 一级指标 “ 获得电力供应” ꎬ 增加 “ 供电可靠性以及电费透明度” 二级指标ꎻ 一级
指标 “ 登记财产” ꎬ 增加 “ 土地管理质量指数” 二级指标ꎮ①

( 二) 营商环境与法治化

古典经济学认为ꎬ 市场经济活动的有序开展ꎬ 依赖于健全的价格机制和理性经济人ꎬ 即参与市场
活动的不同主体ꎬ 在有限理性条件下ꎬ 可调整自身的营利活动并与他人活动相协调ꎬ 最终实现社会总
效益的增长ꎮ 不难看出ꎬ 在此假定中ꎬ 市场秩序是自发生成的ꎬ 哈耶克指出ꎬ 这种 “ 自生秩序” 依
赖于分散于个人的知识的有效运用ꎬ② 为确保此类知识可有效运用ꎬ 还应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ꎬ 人们
对某些行为规则的普遍遵守ꎻ 第二ꎬ 个人对具体情况的自主调适ꎮ③ 因此ꎬ 包括产权制度、 交易规则、
纠纷解决机制等制度体系ꎬ 是市场活动开展的必要前提ꎬ 这构成了营商环境的核心概念ꎮ④ 与此同时ꎬ
营商环境还受到第二个条件约束ꎬ 即政府在制度供给时应考量ꎬ 是否会干预市场主体对具体情况的自
主调适ꎬ 以及如何把控干预的度量ꎮ
法治化ꎬ 是营商环境优化的有效保障ꎮ 法治是公开透明的规则之治和程序之治ꎬ 具有可预期性、
可操作性、 可救济性ꎮ⑤为此ꎬ 营商环境法治化ꎬ 至少应提出以下三方面要求:
１ 简政放权ꎬ 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 监察事项

监管、 审查的必要性ꎬ 建立于对市场风险的管控ꎬ 然而ꎬ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ꎬ 这种风险是

自反性的ꎬ 它是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ꎬ 风险以自身的方式塑造着现代化的模式ꎮ⑥ 换言之ꎬ
基于风险考量ꎬ 让政府的有形之手介入至市场的无形之手中ꎬ 在消除可能风险的同时ꎬ 会引发新的风
险ꎮ 例如ꎬ 政府工作人员刻意抽取高额租金、 故意拖延颁发许可证时ꎬ 对企业将造成的实际生产损
失ꎬ 是通过寻租也难以弥补的ꎮ⑦可以认为ꎬ 不规范的审批、 监管体系滋生着寻租活动ꎬ 但更贴合现
实的情形是ꎬ 即使监管人员奉公守法ꎬ 为避免监管不力之结果ꎬ 仍有可能滋生法律形式主义ꎬ 加大市
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ꎮ 为此ꎬ 如果政府对特定事项的直接管理能力ꎬ 要弱于企业或社会自治组织
的自我监督ꎬ 那么ꎬ 减少此类事项的行政审批、 检查事项ꎬ 是必要且迫切的ꎬ 并把企业或社会自治组
织的监管责任ꎬ 转化为一种外部行政责任ꎬ 实施宏观监管ꎮ
２ 加强公开、 透明

如果市场主体对特定风险事项的自我监管ꎬ 在增加运营成本的同时ꎬ 会减少预期收益ꎬ 此时ꎬ 市

场主体的自我监管是不可靠的ꎬ 假定企业会作出增加净损失的决策ꎬ 难有说服力ꎬ 除非存在强大的外
部监督力量ꎬ 或者企业行为面临庞大的道德成本ꎮ 在此ꎬ 政府监管将持续发挥着作用ꎮ 而法治化意图
构建的是ꎬ 一个较少科层、 更多扁平化结构的监管体系ꎮ 过去ꎬ 政府行为多数以内部指令为核心ꎬ 指
导行政人员工作ꎬ 故而ꎬ 即使法律法规体系完善ꎬ 只要内部运作体系相对封闭ꎬ 法律的作用相对有
限ꎬ 因为内部人员可以通过相互默许的方式ꎬ 以不同于法律规定的方式维持运作ꎮ 然而ꎬ 如果对行政
监管的信息 ( 尤其是对市场活动的干预、 指导) 充分公开ꎬ 内部指令的效力将削弱ꎬ 因为人们一旦
①

钟飞腾、 凡帅帅: « 投资环境评估、 东亚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的大衰退———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为例» ꎬ « 当代亚太» ２０１６

②

Ｈａｙｅｋꎬ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ꎬ １９６７ꎬ ｐ ２９.

④

营商环境ꎬ 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ꎬ 参见 «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第二条ꎮ

年第 ６ 期ꎮ
③

Ｈａｙｅｋ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ａｇｏꎬ １９６０ꎬ ｐｐ ２６５－２８４.

⑤

张文显: «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ꎬ « 中国法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⑦

Ｙ Ｑｉａｎꎬ Ｃ Ｘｕꎬ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ｏｆｔ ａｎｄ Ｈａｒｄ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６５ꎬ Ｎｏ １ꎬ

⑥

[ 德] 乌尔里希贝克: « 风险社会» ꎬ 张文杰、 何博闻译ꎬ 南京: 译林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７ 页ꎮ

１９８８ꎬ ｐｐ １５１－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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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雨峰ꎬ 邓思迪: 常识: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理性基础

６３

掌握具体信息ꎬ 与法律法规不符的行为将成为利益申诉主张的依据ꎮ 一方面ꎬ 外部监督加重了行政行
为的成本ꎬ 因为并非所有的利益申诉均系正当的ꎬ 它或是拖延有效监管的策略之一ꎻ 但另一方面ꎬ 正
是由于行政行为成本的加重ꎬ 市场主体对具体事项的自主调适力度增大ꎮ
３ 限制自由裁量权

早在 «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第六十条提出 “ 国家健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基准制度” 之前ꎬ 对自

由裁量权的控制便构成行政执法改革的一部分ꎮ 事实上ꎬ “ 只要公职人员权力的真实界限准许其在可
能的作为或不作为方案中任意地做出选择ꎬ 那么他就有裁量权” ①ꎮ 这种真实界限准许的自由选择空
间ꎬ 既存在于事实查明部分ꎬ 也存在于把确定的标准运用到事实上的过程ꎬ 故制定行政裁量基准ꎬ 既
应是程序的ꎬ 也应是实体ꎮ 但在一般语境中ꎬ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者与研究者更为关注实体层面
的标准生成ꎻ 从各地实际制定的裁量标准来看ꎬ 对 “ ( 严重、 非常严重) 情节” 的细化以及对术语内
涵的厘定ꎬ 是执行标准制定的主要目标ꎮ 然而ꎬ 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ꎬ 存在执法僵化以及形式化之可
能ꎬ 如何把握 “ 以适用为原则ꎬ 以逃逸为例外” 在自由裁量基准制度中的尺度ꎬ 是实践中需要长期
考量之问题ꎮ

( 三)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特殊性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ꎬ 是营商环境法治化中的特殊问题ꎮ 在 “ 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管

理目的的ꎬ 不得实施行政强制” 的主张下ꎬ②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是个特别的存在ꎮ 理论上ꎬ 以产权制
度为代表的行为规则之所以得到遵守ꎬ 是因为产权制度实际渗透着以 “ 先占” 理念为基础的自然秩
序ꎬ 即确认资源初次分配后ꎬ 由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ꎮ 但是ꎬ 这种 “ 先占” 理念的有效性ꎬ 在有
体财产中彰显的成本ꎬ 要远低于无形财产ꎮ 例如ꎬ 一瓶汽水被抢走ꎬ 所有者大可通过私力救济的形
式ꎬ 恢复对汽水的实际占有ꎬ 只要其行为未超过合理限度ꎮ 然而ꎬ 一瓶汽水的商标若被他人假冒ꎬ 商
标权人不可能在市场流通过程中ꎬ 以直接取走假冒商品的形式恢复对商标的实际占有ꎬ 如果允许商标
权人以私力干预假冒商品的流通ꎬ 无疑是对产权制度的深层次破坏ꎮ
故而ꎬ 在普遍强调弱化监管的营商环境法治化中ꎬ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被反复强调ꎮ③ 其原因

在于ꎬ 如果要在无形财产中彰显 “ 先占” 理念ꎬ④ 将之转化为市场秩序应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ꎬ 第三
方机构对其他市场主体活动 ( 诸如假冒、 盗版等) 的有效干预是必不可少的ꎮ 正如马克思韦伯所
言ꎬ “ 以符合法律规范的方式参与行动的人ꎬ 大都不是把服从视为一项法律义务ꎬ 而是因为环境认可
这种行为并反对相反的行为ꎬ 或者是习惯使然” ⑤ꎮ 这意味着合法市场对非法市场的有效抑制ꎬ 是知
识产权制度存续的必要条件ꎬ 民事裁决、 行政执法均属抑制非法市场的第三方介入手段ꎮ

至于何种抑制强度是可欲的ꎬ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ꎮ 容易忽略的是ꎬ 具备 ( 知识产权) 侵权

特征的非法市场ꎬ 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是理性的存在ꎮ 这并不难理解ꎬ “ 搭便车” 是实现市场主体利益

最大化的有效途径ꎬ 通常被模仿的商标、 作品、 技术方案ꎬ 均系经过市场校验、 存在有效需求的产品ꎬ 在
①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Ｃｕｌｐ Ｄａｖｉｓꎬ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ｏｎｉ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１ꎬ ｐ ４.

③

例如ꎬ 在学者提出的营商法治环境评价体系中ꎬ 在一级指标 “ 营商执法环境” 项下ꎬ “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独立于二级指标

②

参见 «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第五十九条ꎮ

“ 依法规范执法” ꎬ 而作为另一项二级指标 “ 企业权益保障” 的客观评价指标ꎮ 参见郑方辉、 王正、 魏红征: « 营商法治环境指数: 评
价体系与广东实证» ꎬ « 广东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２１７ 页ꎮ 无独有偶ꎬ 在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的 « 全球竞争力报告»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中ꎬ 知识产权保护被纳入支柱 “ 制度” 项下的二级指标 “ 财产权” (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ꎬ 而非 “ 公共部门
效益” (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９ / ꎬ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０２０－０２－２１ꎮ
④

有学者已指出ꎬ “ 先占” 是知识产权 ( 商标权) 在观念上的合法性依据ꎮ 参见李雨峰: « 未注册在先使用商标的规范分析» ꎬ

⑤

[ 德] 马克思韦伯: « 经济与社会» ( 上) ꎬ 阎克文译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４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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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况下ꎬ 低成本地 “模仿－学习－生产” 本就是理性的市场行为ꎮ 此时ꎬ 如果仅依靠民事裁决ꎬ 考虑到发
现概率、 维权成本、 处罚力度ꎬ 未经许可的模仿行为ꎬ 仍是有利可图ꎮ 这等同于变相鼓励非法市场的滋生ꎮ

为此ꎬ 作为抑制非法市场的升级手段ꎬ 健全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ꎬ 是存在独立意义的ꎮ 理想状态
下ꎬ 开展市场活动 “ 应普遍遵循的某些行为规则” 是清晰、 可操作、 可预期的ꎬ 市场主体在特定规
则结构下理性决策ꎬ 最终达致一种平衡ꎮ 然而ꎬ 在真实世界里ꎬ “ 行为规则” 本身是复杂多变的ꎬ 而
市场主体获取的规则知识也是不完备的 ( 有限理性) ꎬ 为此ꎬ 演化经济学提出ꎬ 市场主体通常是通过
某种传递机制而非理性选择获得策略ꎮ① 例如ꎬ 尽管知识产权保护被一再强调ꎬ 但很难确保市场主体
理解的 “ 行为规则” ꎬ 不是 “ 应小心生产 ( 知识产权) 侵权商品” ꎬ 因为他们同样会预期ꎬ 低保护力
度的政策倾向有可能会出现ꎮ 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ꎬ 影响个体决策的有效知识是通过 “ 学习机制”

传递的ꎬ 这是一种达尔文式的选择策略ꎬ 即学习、 模仿决策环境下特定成功者的行为ꎮ 由此ꎬ 对成功
侵权者的放纵ꎬ 会引发群体性侵权ꎬ 而面对数目庞大的侵权者ꎬ 权利人更有可能会采取沉默的行动方
式ꎮ②因此ꎬ 对恶意侵害知识产权且获益较大的涉嫌侵权人ꎬ 采取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是可欲的ꎮ 它
实际是通过演化博弈的传导机制ꎬ 引导更多数的市场主体作出新的决策ꎮ
换言之ꎬ 对侵犯知识产权的非法市场的抑制ꎬ 并非一棒打死ꎬ 而是以适当方式诱导其向合法市场
转化: 第一ꎬ 对假冒、 盗版等容易辨认、 恶性较大的侵权行为ꎬ 应以行政执法、 刑事司法等严厉手段
加以禁止ꎻ 第二ꎬ 对于认定成本较高的侵权情形ꎬ 应由权利人向法庭作出更为充分地论证ꎬ 获得相应
保护ꎮ 长久以往ꎬ 民事裁决便扮演应对新情形的角色ꎬ 而行政执法、 刑事司法则应扮演守夜人的角
色ꎬ 对部分恶性较大的案件加以干预ꎬ 而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 «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
况» 部分数据ꎬ 说明这一趋势正发生于我国 ( 参见表 １) ꎮ
表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 «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统计数据③

万件 / 年度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公安侦查

２ ８２

２ １

行政执法
法院审结

１７ ８
１ ８

１７ ８
１ ５

２０１６
１８ ９
１ ７

１７ ２

２０１７
２０

２ ２

２２ ６

２０１８
２１ ５
１ ９

３１ ９

实践层面ꎬ 过去为支持以模仿为主的技术进步策略ꎬ④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力度并不强ꎬ 这

也是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年中美贸易争端的焦点ꎮ⑤ 不少学者直言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呈现 “ 低查处概率、
低惩处强度” 的非效率状态ꎬ⑥ 因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多为 “ 运动式” 专项整治工作的产物ꎮ⑦ 事实
上ꎬ 在 ２０１８ 年机构改革以前ꎬ 除工商行政系统外ꎬ 在部分省份未在区县一级设置知识产权局或版权
①

黄凯南: « 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 ꎬ «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３４ 页ꎮ

③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 «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ꎬ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ｃｎｉｐａ ｇｏｖ ｃｎ / ｇｋ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６ 日ꎮ

②
④

吕周洋、 何建敏、 吴广谋: « 专利侵权问题的主从博弈模型及其改进» ꎬ « 科研管理»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００－１０４ 页ꎮ
有研究指出ꎬ 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取决于相对技术水平和模仿能力ꎬ 由于中国相对技术水平较低ꎬ 技术进步以模

仿国外技术为主ꎬ 自主创新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不强ꎬ 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以模仿为主的技术进步ꎮ 参见易先忠、 张
亚斌、 刘智勇: « 自主创新、 国外模仿与后发国知识产权保护» ꎬ « 世界经济»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１ 页ꎮ
⑤

事实上ꎬ 为应对 １９９４ 年美国发起的 “ 特殊 ３０１” 调查ꎬ 中美于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达成协议ꎬ 中方颁布 « 有效保护及实施知识产权

的行动计划» ꎬ 成立国务院、 地方的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及执法小组ꎬ 执法活动重点围绕影像制品、 电影、 软件、 书籍、 商标等领域展
开ꎮ 参见 “ 有效保护及实施知识产权的行动计划” ꎬ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９ 期ꎬ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ｓｈｕｊｕ / １９９５ / ｇｗｙｂ１９９５１９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８ 日ꎮ 此外ꎬ １９９６ 年ꎬ 美方宣布我国为 “ 特殊 ３０１ 条款重点国家” ꎬ 后经中美协商ꎬ 颁布
« 关于中国在 １９９５ 年知识产权协议项下所采取的实施行动的报告» ꎬ 重点打击音像制品盗版ꎮ
⑥
⑦

谢晓尧: « 著作权的行政救济之道———反思与批判» ꎬ « 知识产权»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８ 页ꎮ

依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 «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披露的数据ꎬ 行政机关的执法成果ꎬ 多为历年 “ 剑网行动” “ 溯源行动” “ 红

盾网剑” “ 雷霆” “ 秋风” “ 护航” “ 打击 ‘ 傍名牌’ ” 等专项行动下完成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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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部分采取挂牌形式) ꎬ 即使有相应机构ꎬ 多数未配备执法力量ꎮ①故在机构设置上ꎬ 知识产权行政
机关并不具备完整的执法体系ꎬ 通过专项活动ꎬ 可消弭行政层级造成的执法障碍ꎮ ２０１８ 年机构改革
后ꎬ 以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的执法队伍ꎬ 扫清了过去对接机制上的障碍: 设区的市与市辖区原则上只
设一个执法层级ꎬ 实行 “ 局队合一” 的管理体制ꎬ 组建统一的市场监管所ꎬ 作为县区市场监管局在
乡镇、 街道的派出机构ꎬ 负责基础性的监管工作ꎮ② 这是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 常态化” 的立足点ꎬ 实
现理念、 机构、 机制的多层次耦合ꎬ 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要求ꎮ

二、 常识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 一) 常识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体现
常识并不是一个法律或经济的规范术语ꎬ 它意在表明ꎬ 基于社会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或经人类感
官可直接捕获ꎬ 行动者无需特定学科背景或长时间专业培训ꎬ 便能够迅速学习、 掌握、 运用相关内
容ꎬ 若要进行反驳或抗辩ꎬ 需另供证据并论证ꎮ 事实上ꎬ 凡以经验法则为判断基础的情形ꎬ 均可归结
于 “ 常识、 常理、 常情” 的作用ꎬ 例如ꎬ 有学者提出ꎬ “ 只要具备正常的思维能力 ꎬ 具有必要的生活
经验ꎬ 依其 ‘ 三常’ 而产生的证据判断” ꎬ 即为合理怀疑规则在刑诉法的删繁就简的适用ꎮ③

常识的适用ꎬ 意味着依据常识执法ꎮ 对行政执法的权限设置应回避对法律适用标准的判断———法

院更适宜作出相关决定 ( 如特定作品类型构成思想抑或表达ꎬ 商标是否属于驰名商标ꎬ 技术特征是
否构成等同) ꎮ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应仅凭执法对象的外观便可判断侵权与否ꎬ 而不应对其性质作过多

的讨论ꎻ 即使需对特定侵权行为作出常识以外的判断ꎬ 亦应提供额外之依据ꎮ 这意味着两点: 第一ꎬ
常识的标准化ꎬ 即具备清晰的外观要件ꎻ 第二ꎬ 侵权行为的认定ꎬ 应该较易达到 “ 高度的盖然性或
可能性” 的心证水平ꎮ

实际上ꎬ “ 依据常识” 是制定知识产权处罚裁量基准的精神内核ꎮ 德国理论界素将裁量基准视作

行政规则的一种ꎮ 行政规则是指上级行政机关向下级行政机关、 领导对下属行政工作人员发布的
“ 一般—抽象” 的命令ꎬ④ 而制定行政规则的主要目的ꎬ 是控制下级机关或执法人员对不确定法律概
念的解释ꎬ 判断余地的运用以及裁量权的行使ꎮ⑤ 配建规范文件的公示ꎬ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使
行政相对人可感知行政处罚的具体运作过程ꎬ 裁量基准在规范行政处罚权力的同时ꎬ 也丰富了行政处
罚的可诉性ꎬ 符合法治政府的形式要件ꎮ
但反过来说ꎬ 如果行政规则不是以 “ 常识” 作为展开基础ꎬ 那么ꎬ 裁量基准的效力和可操作性

将大打折扣ꎮ 以 « 清远市知识产权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 ( 试行) » 为例ꎬ 对比
“ 重复侵权” 和 “ 滥用专利” 两种违法行为ꎮ “ 重复” 意味着对持续性行为的割裂ꎬ 即前一行为与后
一行为相同却相互区分ꎬ 它依赖于特定事件作为切割的分割点ꎬ 以司法裁决、 行政处罚作为认定重复
侵权的基点ꎬ 是一项有益的参考ꎮ 相关侵权行为经司法裁判或无异议的行政处罚、 调解后ꎬ 侵权人再
次构成同一侵权行为ꎬ 应认定为重复侵权ꎮ 此时ꎬ 执法人员仅需对比侵权行为与先前涉案行为是否一
①

以重庆市为例ꎬ 市知识产权局属副局级事业单位ꎬ 但在重庆市下属 ３９ 个区县中ꎬ 仅有 ２１ 个设置了知识产权局ꎬ 其中 １７ 个

为与科委一个机构两块牌子ꎬ ４ 个为科委下属二级局ꎬ 有 １８ 个区县在科委内设了知识产权科室ꎻ 其中仅重庆市知识产权局设置了执
法队伍ꎬ 各区县均无执法人员ꎮ
②

参见 « 市场监督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深化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 国市监稽 [２０１９] ４７ 号) ꎮ

④

[ 德] 哈特穆特毛雷尔著: « 行政法学总论» ꎬ 高家伟译ꎬ 北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ꎬ 第 ５９１ 页ꎮ

③
⑤

龙宗智: « 中国法语境中的 “ 排除合理怀疑” » ꎬ « 中外法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１４１ 页ꎮ

[ 德] 汉斯Ｊ 沃尔夫、 奥托巴霍夫、 罗尔夫施托贝尔著: « 行政法 ( 第一卷) » ꎬ 高家伟译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第 ２４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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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ꎬ 且存在清晰的外观要件 ( 处罚通知书、 裁决文书) 作为判断依据ꎬ 故其可衍生更清晰、 具有可
操作性的裁量情节ꎮ

“ 滥用” 是一个描述性质的概念ꎬ 它试图说明ꎬ 特定行为虽具有权利正常行使之外观ꎬ 却实际超

出法律对利益保护的合理限度ꎬ 或违反法律拟定的利益取向ꎮ 尽管 « 广东省专利条例» 已将 “ 滥用
专利” 具体化ꎬ 但 “ 现有技术” “ 现有设计申请” 仍超出常识之范畴ꎬ 需依赖所属领域一般技术人员
的知识背景ꎬ 加以判别ꎮ 专利的授权ꎬ 实际承载着特定信赖利益ꎬ 即经由权利外观ꎬ 一般民众 ( 包

括行政执法人员) 应该相信专利技术是区别于现有技术或现有设计ꎮ 换言之ꎬ 如果超越权利外观ꎬ
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对提出维权诉求的专利进行实质审查ꎬ 会产生证明的形式悖论ꎬ 一如要求自然人证
明自己 “ 存活” ꎮ 因此ꎬ 滥用专利ꎬ 是难以制定明确、 清晰、 可操作的裁量情节 ( 如表 １) ꎮ 对滥用
专利的规制ꎬ 实际上是行政机关的追责手段ꎬ 即基于权利的滥用ꎬ 诱使行政执法部门对第三人造成损
失时ꎬ 可就权利滥用行为ꎬ 对权利人予以处罚ꎮ
表２

清远市知识产权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 ( 部分)

违法
行为

法律、 法规、
规章规定

重复
侵权

« 广东省专利条例» 第五
十四 条: 认 定 专 利 侵 权
的行 政 处 理 决 定、 民 事
判决 或 者 仲 裁 裁 决 生 效
后ꎬ 侵权 人 再 次 侵 犯 同
一专 利 权ꎬ 扰 乱 市 场 秩
序的ꎬ 由 专 利 行 政 部 门
按照 本 条 例 第 三 十 七 条
第一款的规定处理ꎮ

滥用
专利

« 广东省专利条例» 第三
十九条第一项:
专利 权 人 及 利 害 关
系人 应 当 依 法 行 使 其 权
利ꎬ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以现有技术或
者现 有 设 计 申 请 专 利 并
获得 专 利 授 权 后ꎬ 向 专
利行 政 部 门 提 出 专 利 侵
权的处理请求

违法
程度

较轻

较重

裁量情节

裁量标准

再次销 售、 进 口 侵 权 产 品ꎬ 违 法 所 得 在 ３
万元以下或者造成他人直接经济损失 ３ 万
元以下ꎬ 对市场秩序影响较小的ꎮ

没收 违 法 所 得ꎬ 可 处
违法 所 得 １ 倍 以 下 罚
款ꎻ 没有违法所得的ꎬ
处以 １ 万元以下罚款ꎮ

再次生产侵权产品ꎬ 违法所得在 ３ 万元以
下或者造成他人直接经济损失 ３ 万元以下ꎻ
再次销 售、 进 口 侵 权 产 品ꎬ 违 法 所 得 在 ３
万元以上 ５ 万元以下或者造成他人直接经
济损失 ３ 万元以上 ５ 万元以下ꎬ 对市场秩序
影响较大的ꎮ

没收违法所得ꎬ 处以违
法所得 １ 倍以上 ３ 倍以
下罚款ꎻ 没有违法所得
的ꎬ 处以 １ 万元以上 ５
万元以下罚款ꎮ

严重

再次生产侵权产品ꎬ 违法所得在 ３ 万元以
上或者造成他人直接经济损失 ３ 万元以上ꎻ
再次销 售、 进 口 侵 权 产 品ꎬ 违 法 所 得 在 ５
万元以上或者造成他人直接经济损失 ５ 万
元以上ꎬ 对市场秩序影响严重的ꎮ

没收违法所得ꎬ 处以违
法所得 ３ 倍以上 ５ 倍以
下罚款ꎻ 没有违法所得
的ꎬ 处以 ５ 万元以上 １０
万元以下罚款ꎮ

较轻

对被请求人的正常生产、 经营秩序造成影
响较小的ꎮ

可处 １ 万元以下罚款ꎮ

较重

对被请求人的正常生产、 经营秩序造成不
良影响较大的ꎮ

可处 １ 万 元 以 上 ５ 万
元以下罚款ꎮ

严重

对被请求人的正常生产、 经营秩序造成严
重不良影响的ꎮ

可处 ５ 万元以上 １０ 万
元以下罚款ꎮ

( 二) 理性约束: 以专利执法为例
那么ꎬ 常识应如何有效约束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以下将以专利执法为例ꎬ 说明常识的理性化ꎮ
１９８４ 年专利法出台ꎬ 对行政执法仅有原则性规定ꎬ 即专利管理机关可以对侵犯专利的行为责令停止
侵权并赔偿ꎻ １９９２ 年专利法第一次修订ꎬ 在 １９８４ 年专利法基础上增设对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的行政处
罚 ( 停止行为、 公开更正、 处以罚款) ꎻ ２０００ 年专利法第二次修改ꎬ 删去对专利侵权行为责令赔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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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ꎬ 增设赔偿调解ꎬ 并细化假冒专利的行政处罚ꎻ ２００８ 年专利法第三次修改ꎬ 增设专利执法行为
的程序性规定ꎬ 将查封或扣押职能限定于假冒专利的情形ꎻ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开 « 专利法
修改草案 ( 送审稿) » ( 以下简称 “ 专利法送审稿” ) 第 ６０ 条第 ２ 款ꎬ 增设对群体侵权、 重复侵权
行为等故意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ꎬ 但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全国人大发布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
( 草案) » ( 以下简称 « 专利法修正草案» ) 又将其删除ꎮ

如果把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视作一个社会网络ꎬ 侵权行为与执法措施便构成该网络中的各个节点ꎮ

在社会学研究中ꎬ 构建社会网络需满足三个前提: ( １) 社会网络中存在众多节点ꎬ 并相互链接ꎻ①

(２) 依据联系紧密程度ꎬ 不同节点间存在强关系、 弱关系ꎻ② (３) 生长和优先连接是网络生成的主要
因素ꎬ③ 随着连接节点数增加会形成中心节点ꎬ 社会网络基数越大ꎬ 中心节点的中心度越高ꎬ 影响范
围越大ꎮ④

例如ꎬ １９８４ 年专利法仅概括性地囊括专利侵权行为ꎬ 由于执法措施未与特定情形相对接ꎬ 整个

专利侵权网络呈现一种扁平化结构ꎬ 从立法架构观察ꎬ 并无明显的中心节点ꎬ 且各节点间不存在明显
差异ꎬ 多样性、 异质度较低ꎬ 具体实施效果不强ꎮ １９９２ 年专利法第一次修改ꎬ 增设假冒专利的侵权
行为ꎬ 通过立法确认构建该社会网络中不同的中心节点 ( 假冒专利行为、 一般侵权行为) ꎬ 并以中心

节点为原点形成构不同的强、 弱关系 ( 假冒他人专利应停止侵权、 公开更正、 处以罚款) ꎬ 多样性、
异质度逐步提升ꎬ 该社会网络渐渐活跃ꎮ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８ 年专利法修改ꎬ 在 １９９２ 年专利法筑构的中心
节点基础上ꎬ 调整不同中心节点的强弱关系 ( 删去一般侵权的行政处罚、 增加假冒专利专利的处罚
力度) ꎬ 逐步形成配套标准 ( 假冒专利的处罚标准、 细化行政执法程序性规定) ꎻ 而配套标准的建立
实际上构成了次级的中心节点ꎬ 先前建立中心节点的中心度增加ꎬ 多样性、 异质度渐渐丰富ꎬ 该社会
网络可承载社会功能随之而增加ꎬ 各类社会关系可纳入调整ꎬ 构成该社会网络的标准在实际运行中将
逐步社会化 ( 如图 １) ꎮ

图 １ 标准形成 → 增设标准配套机制 → 标准社会化

这正是常识约束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理性所在ꎮ 首先ꎬ 执法权限被约束至常识以内ꎬ 意味着对原
则性规定 ( 一般侵权行为、 恶意侵权行为) 的排斥ꎮ 若特定侵权情形无法直接识别为具体违法行为ꎬ
解释便介入其中ꎬ 它会造成两个结果: 其一ꎬ 执法范围扩张ꎬ 解释范围皆为执法之权力ꎻ 其二ꎬ 执法
成本上扬ꎬ 若解释缺乏论证直接定性ꎬ 容易造成形式不公ꎬ 且行政执法论证成本要高于民事裁决ꎮ 反

①

王涛、 罗仲伟: « 社会网络演化与内创企业嵌入————基于动态边界二元距离的视角» ꎬ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 期ꎬ

②

Ｍ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ｗｅａｋ ｔｉｅｓ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６ꎬ １９７３ꎬ ｐｐ １３６０－１３６５.

④

王珊珊、 许艳真、 李力: « 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 过程、 网络属性及演化规律» ꎬ «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１１８１ －

第 ９２ 页ꎮ
③

１１８８ 页ꎮ

周涛、 柏文洁、 汪秉宏、 刘之景、 严钢: « 复杂网络研究概述» ꎬ « 物理»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１－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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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说ꎬ 如果特定侵权情形可直接识别为具体违法行为ꎬ 在采集初步证据基础上可直接依据常识判
断ꎬ 例如假冒专利是适用常识的典型情形ꎬ 因为判断相关事实 ( 专利号、 专利人、 专利产品归属)

并不依赖于相关技术领域的知识背景ꎮ 由于行为定性是 “ 不言而喻” 的ꎬ 举证责任将转移至侵权人ꎬ
其需要提供额外的证据进行抗辩、 复议或另行起诉ꎮ 其次ꎬ 常识虽将法律适用的解释权限让渡于司法
机关ꎬ 但它将行政执法的注意力转移至侵权产品的流通环节ꎬ 这更贴合行政执法的制度功效ꎮ 如现行

著作权法第 ４８ 条ꎬ 行政执法权限基本不涉及翻译、 改变等演绎权利ꎬ 而集中于复制、 发行、 表演、
放映、 广播、 汇编、 信息传播等传播体系权利ꎬ 后者在判断侵权时ꎬ 仅需认定是否完全相同ꎮ 最后ꎬ
常识解决了行政执法实施细则的问题ꎮ 将执法对象的认定纳入常识范畴ꎬ 避免了定性的争议ꎬ 取得共
识基础上ꎬ 可依据情节轻重制定执法标准ꎬ 实现对行政执法理性约束之效果ꎮ

三、 常识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中的作用
( 一) 发挥知识产权执法的司法补正功能
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无形性ꎬ 其权利边界的测定依赖于人的认知ꎬ 这种判断仅在完全相同的情形
中特别有效ꎬ 因为难以枚举不尽相同的地方ꎮ 如果侵权商品与权利客体仅仅构成相似ꎬ 那么ꎬ 对其性
质的认定是一种比例思维: 两者相同的比例已然可在观念上构成实质相同ꎬ 而两者不同之比例并不能
否定这一点ꎮ 很显然ꎬ 这并非断然可靠ꎮ① 这导致了民事裁决和行政执法依据自身特点ꎬ 在知识产权
保护过程中将发挥不同作用:
第一ꎬ 民事裁决有利于厘清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ꎮ 知识产权法从法庭走向立法大厅ꎮ 知识由不同
主体汇聚至法庭时ꎬ 它们会受到质疑、 需要论证ꎬ 以消弭因个体利益对规则的扭曲ꎻ 在必要时ꎬ 法院
会寻求平衡各方利益的均衡点ꎬ 而这一均衡点通过判例的形式将生成的标准反馈至社会主体手中ꎮ 哈
耶克曾表达相同的观点ꎬ “ 哪一种体制更有效率ꎬ 主要取决于哪种体制中现有知识更可能被充分利
用ꎮ 而知识的更充分利用又取决于我们能更成功地把所有应该利用的、 在开始时分散于许多人中间的
知识交给一个中央机构处理ꎬ 或能更成功地把人们所不拥有的知识在人们需要的时候传递给他们ꎬ 以
使人们能协调自己的计划从而与其他人的计划相适应” ②ꎮ

第二ꎬ 基于案件复杂的程度ꎬ 行政执法与民事裁决可互补ꎮ 这一论断源于两个基本事实: 其一ꎬ

认定侵权的全部事实材料均掌握在不同当事人手中ꎻ 其二ꎬ 为追求利益最大化ꎬ 双方陈述、 呈递的信
息会经过筛选ꎬ 以影响保护机构的裁决结果ꎮ 民事裁判依靠系统论证判定信息真伪ꎬ 包括事实链和证
据链ꎬ 基于举证责任的分配ꎬ 当事人承担证据收集、 筛选等成本ꎬ 尽管证据会被有选择地呈现ꎬ 但对
立的立场促使双方就争议焦点ꎬ 披露尽可能多的、 有说服力的信息ꎮ 行政执法以行政型秩序③ 取代法
庭上的系统论证ꎬ 它需要通过调查、 取证等方式确认案件事实ꎬ 案件越复杂ꎬ 需要投入的人力、 设
备、 资金就越多ꎮ 以美国 Ａｓｓｎ ｆｏｒ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ｖ. Ｍｙｒａｉ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案④为例ꎬ 对比双方在美国专

①

例如ꎬ 有学者指出ꎬ 在电影剧本向舞台剧本改编的过程中ꎬ 已经构成一种新的创作ꎮ 参见苏力: « 昔日 “ 琼花” ꎬ 今日 “ 秋

②

参见 [ 奥地利]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ꎬ 兰德尔Ｓ. 克罗茨纳、 路易斯普特曼: « 企业的经济性

③

行政型秩序ꎬ 是由马克思韦伯提出的社会学术语ꎬ 主要指通过组织内部的首脑或行政班子下达行政指令ꎬ 以解决行政纠纷

④

Ｍｙｒａｉｄ 公司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间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多项申请ꎬ 并获得了乳腺癌易感基因 ＢＲＣＡ１ 和 ＢＲＣＡ２ 的专利ꎬ 该专利

菊” ———关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产权争议的一个法理分析» ꎬ «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１０５－１０８ 页ꎮ
质» ꎬ 孙经纬译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６８ 页ꎮ

或实现某个既定的目标ꎮ 参见马克斯韦伯: « 经济与社会 ( 第一卷) » ꎬ 阎克文译ꎬ 上海: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１４１－１４５ 页ꎮ

使得对乳腺癌易感基因检测、 分析需要向 Ｍｙｒａｉｄ 公司付费 (３０００ 美元) ꎬ 这一举动被视为限制科学研究ꎬ 损害患者对医疗权的获得ꎬ
并指责其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专利权法ꎮ Ｓｅｅ Ａｓｓｎ ｆｏｒ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ｖ. Ｍｙｒａｉ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ꎬ Ｉｎｃ ꎬ ５６９ Ｕ Ｓ ꎬ １３３ Ｓ Ｃｔ ２１０７
(２０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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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商标局和诉诸法院后所提交的材料ꎬ 后者是前者的五倍之多ꎮ① 反过来说ꎬ 如果案情简单ꎬ 执法人
员依据常识可径直裁判ꎬ 其案件处理成本要低于民事裁决 ( 如图 ２) ꎮ
这一分工 存 在 经 济 上 的 合 理 性ꎮ 知 识

产权的价值源于特定范式 ( 权利客体) 的
高附加值ꎬ 如 知 名 商 标、 畅 销 作 品、 尖 端
技术方案ꎬ 通常的侵权获利情形ꎬ 是重现
该权利客体并投放于市场进行流通ꎮ 对侵
权者而言ꎬ 重现该权利客体的成本必须低
于其高附加值所创造的利润ꎬ 假设完全重
现 ( 作品盗版、 假冒商标、 假冒专利) 是

投入 / 产出比 最 高 的 模 仿ꎬ 由 于 完 全 相 同ꎬ
执法人 员 亦 最 易 借 助 常 识 判 断 进 行 调 查、

图２

不同保护方式成本对比

取证、 处罚ꎮ 若侵权人意图降低被处罚概
率ꎬ 对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进行修改ꎬ 或由于额外成本的投入 ( 多见于专利) ꎬ 或由于范式更改削弱
其附加值 ( 仿冒商标、 作品抄袭) ꎬ 侵权产品利润降低ꎬ 侵权者不得不扩大生产提升边际利润或者在
范式更改基础上提升其附加值ꎮ 此时ꎬ 常识与执法成本形成良性的弹性约束机制ꎬ 如果执法人员的一
般常识已难以判断是否构成侵权ꎬ 侵权者或已完成由模仿向创新的过渡ꎬ 或仍构成侵权ꎬ 由法院进行
系统论证更有利于法律适用标准的形成ꎮ

( 二) 测定和管束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强度
常识的提出不仅为揭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内在逻辑脉络ꎬ 它更希望增进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
理解ꎬ 包括如何测定和管束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强度ꎮ
仍以 ２０１５ 年专利法送审稿对专利行政执法的规定为例ꎮ ２０１５ 年专利法直接增设了中心节点 ( 扰

乱市场秩序的故意侵权行为) ꎬ 并从 “ 扰乱市场秩序的故意侵权行为” 的概念中分离出两个中心节点
“ 群体侵权” “ 重复侵权” ꎬ 围绕这三个中心节点构建了不同配套标准 ( 群体侵权可没收产品、 生产工
具ꎬ 重复侵权可没收产品、 生产工具并处以罚款ꎬ 扰乱市场秩序的故意侵权行为可查封扣押) ꎮ 有研
究者指出ꎬ “ 群体侵权、 重复侵权、 扰乱市场秩序、 故意” 等概念判断标准模糊、 难以界定ꎬ 行政力

量频繁介入市场甚至可能干扰正当经营者的生产经营活动ꎬ 扰乱市场秩序ꎮ② 但以常识作为测定依据ꎬ
判断增加特定侵权情形后行政执法强度的变化ꎬ 并非由某个概念是否凝聚社会各界的共识或执法范围
是否扩张所决定ꎬ 而是新增的情形是否以较低信息成本即可识别ꎬ 且存在清晰的外观要件加以判断ꎬ
否则ꎬ 行政力量将难以介入相应社会活动ꎬ 更不必言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干扰ꎮ
例如ꎬ “ 群体” 是一个描述量的概念ꎬ 即有多个专利侵权行为ꎬ 不同侵权行为之间相互有联系ꎬ

这种联系可能衍生以下三种情形: (１) 一个侵权人同时侵犯多个权利人的专利权ꎻ (２) 多个侵权人
同时侵权一个权利人的专利权ꎻ (３) 在特定区域内ꎬ 多个侵权人同时侵犯多个权利人的专利权ꎮ 此
外ꎬ 除去高度抽象量化关系ꎬ 群体侵权还包含着产业化的导向ꎬ 因为群体侵权是以 “ 扰乱市场秩序”

为前提ꎮ 市场秩序是凭借利益格局实现的ꎬ③ 那么ꎬ 构成市场秩序的参与者必须实现最低程度的组织

化ꎻ 同理ꎬ “ 扰乱市场秩序” 的群体侵权行为同样应包含这一要件ꎬ 即以生产专利侵权产品为主业ꎬ
①

参见闫文军: « 专利法学说与案例研究» ꎬ 北京: 专利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４ 页ꎮ

③

马克斯韦伯: « 经济与社会 ( 第一卷) » ꎬ 阎克文译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６１ 页ꎮ

②

参见刘银良: « 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的弊端: 历史的选择与再选择» ꎬ « 知识产权»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４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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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将难以描述 “ 群体” 这一量的特征ꎮ 群体侵权不仅缺乏可供识别的外观要件ꎬ 且在量的构成要
素上容易受到不同时空、 不同环境的影响而流变ꎬ 对群体的定性会出现不同的理解ꎬ 这意味着识别侵
权行为的信息成本较高ꎬ 草率定性容易造成不公ꎬ 由法院认定更能发挥制度之实效ꎮ 若坚持以行政执
法实施ꎬ 更有可能与特定公共政策相结合ꎬ 进而衍生为一项 “ 运动式” 职能ꎮ

回到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ꎬ 约束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 裁量权” 的智识资源是什么? 换言之ꎬ 由

谁以何种方式制定执法标准ꎬ 可使之更贴合现实之需求ꎬ 有效缓解裁量基准可能造成的僵化? 裁量基
准不同于法律、 法规的制定ꎬ 它的有效性并非依靠抽象的规则意识、 严密的逻辑体系ꎬ 以及对宏观命
题的充分考量ꎻ 相反ꎬ 裁量基准的有效性只源于经验知识ꎬ 这种经验知识又来源于制定者对世情的理
解ꎬ 以及洞悉被处罚者对执行标准可能作出的反应、 心理ꎬ 即 “ 常识、 常情、 常理” ꎮ 勿需赘言ꎬ 这
种经验知识的产生与积累只能来源于执法活动本身ꎮ 为此ꎬ 裁量基准逃逸① 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通过报
请局长决定或委员会 ( 通常为党委) 讨论ꎬ② 裁量基准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将呈现至执法部门决策者的
手中ꎬ 而不仅停留在执法人员的口头抱怨ꎻ 相同问题的频繁出现ꎬ 会促使行政执法部门的决策者形成
有效关注ꎬ 促进裁量基准的修正ꎮ 结合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行政机构改革ꎬ “ 局队统一” 后ꎬ 执法力量
已下移至基层ꎬ 市级监管机关有能力、 有条件对诸如裁量基准等规范问题进行调研ꎬ 进而调整ꎮ 这也
表现了对知识产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范制定主体的意见: 由省级主管部门直接作出ꎬ 而执法主体在区
( 县) 级ꎬ 层级差别过大ꎬ 妨碍有效信息的传递ꎻ 直接由区 ( 县) 执法部门制定裁量基准ꎬ 难以约束
执法机关自我扩权、 自我保存的天然诉求ꎻ 由地级市主管部门统一制定ꎬ 是可欲的解决方案ꎮ

( 责任编辑: 丁

翔)

①

即准许执法人员在特定情况下不依照行政裁量权基准执行ꎬ 有学者将之称为 “ 裁量基准的逸脱条款” ꎮ 参见熊樟林: « 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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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 «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 第 ２０ 条规定: “ 情节复杂的重大、 疑难行政处罚案件

基准中的逸脱条款» ꎬ « 法商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０－６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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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各级办案单位应当根据有关规定ꎬ 依照权限集体讨论后作出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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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数字货币监管的美国经验与
中国路径的审视
赵炳昊
(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ꎬ 北京

摘

１０００８８)

要: 如何监管加密数字货币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ꎮ 加密数字货币借助于诸如互联网、 区块链等新

兴技术ꎬ 使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组成要素得以分解和重构ꎬ 呈现出去中心化、 智能化、 跨界化的特点ꎮ
这对全球金融监管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ꎮ 在进入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后ꎬ 美国对加密数字货币的总
体政策态度是鼓励区块链技术发展ꎬ 对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持积极态度ꎬ 采取鼓励投资和严格监管并举的
策略ꎮ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 «１９３３ 年证券法» 和 « １９３４ 年证券交易法» 为法源ꎬ 成为美国加密数字货
币监管机构中的执牛耳者ꎮ 美国加密数字货币监管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加密数字货币监管政策和机制的构建
提供了指引和镜鉴ꎮ 主动、 审慎、 超脱、 发展、 兼容和开放的监管机制是我国监管加密数字货币的路径所在ꎮ
关键词: 加密数字货币ꎻ 区块链ꎻ 数字经济ꎻ 数字货币监管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３２ꎬ ＤＦ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２８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７１－１２

一、 序论
( 一) 研究背景: 区块链技术的勃兴与加密数字货币的生发
区块链是一种技术解决方案ꎬ 是建构在哈希算法、 分布式存储、 非对称加密、 数字签名、 智能合
约等技术上的一个分布式数据库ꎬ 具有去中心化、 去信任化等特点ꎮ① 而加密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基
础即是区块链技术ꎬ 换言之加密数字货币建构在区块链技术之上ꎮ 加密数字货币具体呈现为一连串字
符ꎮ 例如ꎬ 比特币就是 ２６ － ３４ 位字母与数字构成的一串字符ꎬ 它寄托了人类建立去中心化信任机制
的梦想ꎮ 因此ꎬ 区块链技术和加密数字货币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ꎬ 但两者又有不可分割的关系ꎮ 加密
数字货币是区块链技术第一个、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成功的规模化商业落地应用ꎮ 因此ꎬ 区块链技术和
金融天然地联系在一起ꎮ

加密数字货币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ꎬ 事实上加密数字货币包括了超过 ３０００ 种不同的加密数字货

币品种ꎬ 其各自承担的作用也不尽相同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６ 日世界上共有大约 ５ꎬ ０９３ 种加密数字货
币ꎮ 其中作为代表的比特币诞生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３ 日ꎮ③ 比特币没有发行方ꎬ 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比较纯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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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炳昊ꎬ 男ꎬ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ꎬ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 ( Ｊ Ｄ ) 、 法
律科学博士 ( Ｓ Ｊ Ｄ ) ꎮ 主要研究方向: 商法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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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肇始于中本聪( Ｓａｔｏｓｈｉ Ｎａｋａｍｏｔｏ) 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发表的一篇题为« 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 的论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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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的加密数字货币ꎬ 其承担的是现金替代物功能ꎮ 比特币在 ２０１７ 年曾经一度溢价达 １ꎬ３５０％ꎬ 其价值
起源来自于人们对其价值的共识ꎬ 价值发展来自于其可以交换货品和服务的有用性ꎮ

与比特币不同ꎬ 有些加密数字货币是作为去中心化运行解决方案的激励层而出现的ꎮ① 例如ꎬ

Ｅｔｈｅｒｅｕｍ ( 以太坊) 是 “ 一个运行智能合约的分布式平台” ②ꎬ 它实际上为用户建立运行以太坊节点
提供了一个分布式平台ꎬ 在以太坊上每一个节点都会执行智能合约ꎮ 与比特币区块链不同ꎬ 以太坊并
未给用户预先设定相对受限的一系列操作 ( 例如比特币转账交易) ꎬ 而是为开发者和应用者提供了以
太坊节点组成的分布式计算网络ꎮ 以太坊不仅允许用户进行转账等操作ꎬ 还支持开发人员在以太坊上
创建复杂的应用程序ꎮ 同时开发人员也需要用以太币 ( ＥＴＨ) 支付维护以太坊节点的矿工ꎬ 而应用
程序的用户也可能需要以太币支付使用这些应用程序而产生的服务费用ꎮ 以太坊激励层就包括以工作
量证明形式发布的加密数字货币 ＥＴＨꎬ 因此 ＥＴＨ 作为以太坊记账的激励而存在ꎬ 也是作为以太坊账
本里流通的加密数字货币而存在ꎮ

( 二) 加密数字货币对监管者提出的挑战

金融科技 ( Ｆｉｎｔｅｃｈ) ꎬ③ 即 “ 新兴技术 ＋金融” 的出现对成形于 ２０ 世纪的经典金融监管体制带来

了全方位冲击ꎮ 借助于诸如互联网、 区块链等新兴技术ꎬ 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组成要素得以分解和
重构ꎬ 呈现出去中心、 智能化、 跨界化的特点ꎮ 于是复杂的金融产品与快速迭代、 迅猛发展的新兴技
术相结合ꎬ “ 给履行分业监管的职能部门制造了监管对象模糊、 监管边界不清晰的障碍ꎬ 也给监管的
跨境合作监管增加了政策差异与时空错配的困难ꎮ” ④ 因此ꎬ 为应对加密数字货币这一崭新的金融科
技现象ꎬ 世界各国监管者都面临着监管战略和路径选择问题ꎮ
此外ꎬ 加密数字货币对立法者和监管者自身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和挑战ꎮ 面对这一全新的科
技、 金融和法律现象ꎬ 立法者和监管者需要具备至少三个层次的能力和知识储备ꎮ 第一层次是应用法
学知识分析加密数字货币的能力ꎮ 立法者和监管者除了要具备坚实的民、 商事甚至刑事法律基础ꎬ 还
必须要熟悉证券法、 银行法、 消费者法、 反洗钱监管、 商品贸易管制法律、 电子商务法等ꎬ 并在此基
础上能够将这些法律知识融会贯通ꎬ 从法律视角理解、 分析、 解构加密数字货币诸要素ꎮ 第二层次是
学科交叉能力ꎮ 加密数字货币涉及区块链技术、 金融和法律交叉领域ꎬ 因此理解、 研究和管制这一金
融科技现象ꎬ 对监管者提出了极高的跨学科能力要求ꎮ 立法者和监管者需要对金融和区块链科技有深
刻的感知和体悟ꎬ 既要有第一手的实操经验ꎬ 还需以宏观视野将法律、 金融、 区块链技术综合解构、
分析并加以评断ꎮ 第三层次是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和勇气ꎮ 这要求立法者和监管者不固步自封ꎬ 能够
从生产关系革命的高度ꎬ 扬弃现成的监管理论和实践ꎬ 勇于开拓新的监管路径、 标准和维度ꎮ 既要从
鼓励新兴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角度出发ꎬ 又能够促进市场竞争和稳定并保护投资者利益ꎮ 总而言之ꎬ
在加密数字货币监管领域ꎬ 深刻理解区块链技术、 熟悉金融产品、 金融监管制度并具有深厚的法学修
养是监管者必备的素质ꎮ

二、 美国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路径选择与监管趋势
世界金融监管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ꎬ 监管政策常常是落后于实际发展的ꎬ 从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
①

基于业界长时间的讨论ꎬ 一般认为区块链技术架构可以分为七层ꎬ 从底层到顶层依次是加密层、 数据层、 网络层、 共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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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人工智能、 智能合约、 监管科技等诸多领域ꎬ 是新技术和互联网带来的新金融业态的总和ꎮ 参见吴燕妮: « 金融科技前沿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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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政策发展来看ꎬ 事实也确实如此ꎮ 此外ꎬ 因为世界各国对加密数字货币这个新生金融科技现象的
监管还在探索期ꎬ 监管机关呈多样化的趋势ꎬ 有的由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充任ꎬ 有的由中央银行担任ꎬ
监管政策的出台也相对比较频繁ꎮ 美国在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方面可谓独树一帜ꎬ 为不少国家所研
究、 学习和仿效ꎬ 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所在ꎮ

( 一) 美国加密数字监管的发展以及 Ｌｉｂｒａ 给美国监管者所带来的监管挑战

１９８２ 年ꎬ 当时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博士生的大卫乔姆 ( 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ｕｍ) 发表了 « 用

于不可追踪的支付系统的盲签» ( Ｂｌｉｎｄ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Ｕｎｔｒａｃｅａｂｌ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①ꎬ 首次提出了 “ 不可追踪
的密码学网络支付系统” ꎬ② 阐述了建立匿名性、 不可追踪性的数字货币的构想ꎮ

在进入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后ꎬ 美国的总体监管政策是鼓励区块链发展ꎬ 对加密数字货币

的监管持积极态度ꎬ 采取鼓励投资和严格监管并举的策略ꎮ 例如ꎬ 在各州层面ꎬ 纽约州率先推出了
ＢｉｔＬｉｃｅｎｓｅꎬ 对比特币和其他加密数字货币的从业者实行监管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纽约州金融服务局已
经颁发了 １９ 张 ＢｉｔＬｉｃｅｎｓｅ 牌照ꎮ 在联邦层面ꎬ 监管机关主要从监管金融创新产品角度出发规制加密
数字货币及其衍生品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 ＳＥＣ) 认定基于以太坊技术而构建的 Ｔｈｅ
ＤＡＯ 代币属于证券ꎬ 发行方需要依法办理证券发行登记ꎮ 同月ꎬ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 ＣＦＴＣ)
批准 ＬｅｄｇｅｒＸ 为与加密货币市场挂钩的期权和衍生品提供清算服务ꎮ

随着加密数字货币市场的复苏以及其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快速发展ꎬ 美国有关机构也在进一步积极

构建立体灵活的监管体系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 美国众、 参两院第二次提交 “ 区块链促进法案” 以明确区
块链产业政策ꎬ 推进区块链的应用ꎬ 并对加密数字货币加强监管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
委员会正式批准比特币衍生品交易平台 ＬｅｄｇｅｒＸ 提供以实物结算的比特币期货合约交易ꎮ 比特币期货
以实物结算意味着结算时交易方需要互相以真实的比特币交割ꎬ 这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中交易方只需
要持有美元ꎬ 就可以现金结算的期货交易不同ꎮ ＬｅｄｇｅｒＸ 投资者必须持有比特币现货ꎬ 这将提高比特
币的流动性ꎮ 同时这一批准也意味着 ＬｅｄｇｅｒＸ 存托比特币的方式及安全性受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
会的认可ꎬ ＬｅｄｇｅｒＸ 也将成为连接传统合规金融市场与加密数字货币世界的桥梁ꎮ 此外ꎬ ＬｅｄｇｅｒＸ 的
客户将不仅包括机构客户ꎬ 广大散户也被包括其中ꎮ 这要求加密数字货币监管在广度上ꎬ 既要面对机
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不同需求ꎬ 又要直面加密数字货币市场与传统金融市场的衔接ꎻ 在监管深度
上ꎬ 要应对从现货监管ꎬ 到以现金结算的比特币期货合约交易ꎬ 再到以实物结算的比特币期货合约交
易ꎬ 这一日趋复杂多变而发展迅速的金融衍生品迭代历程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 日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在素有 “ 加密数字天堂” 之称的瑞士日内瓦注册成立了 Ｌｉｂｒ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ＬＬＣ 以期建立数字货币和金融科技的中心———Ｌｉｂｒａ ( 天秤座) ꎮ Ｌｉｂｒ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ＬＬＣ 由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一
家子公司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ＩＩꎬ ＬＬＣ 完全控股ꎮ 以 Ｌｉｂｒ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ＬＬＣ 为基础ꎬ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专司金融服务的子公司 Ｃａｌｉｂｒａ 联合 ２７ 家重量级知名企业作为创始成员成立了天秤座协会 ( Ｌｉｂｒａ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ꎮ ２８ 家创始成员每家初始出资为 １０００ 万美元ꎬ 天秤座协会每位成员各持一票ꎬ 投票权平
等ꎬ 决议获三分之二成员支持即告通过ꎮ

天秤座协会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ꎬ 日内瓦当地时间上午 １１ 时发布了加密数字货币 Ｌｉｂｒａ 的白皮

书ꎬ 宣布将于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发布加密数字货币 Ｌｉｂｒａꎮ③ Ｌｉｂｒａ 白皮书向世人展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
划: 创建一个服务于亿万人的、 简单无国界的货币体系和金融基础架构ꎮ 当前ꎬ Ｌｉｂｒａ 的开发正如火
如荼ꎬ 以 ２０２０ 年为发布的时间截点ꎬ 各个协会成员正在积极部署验证者节点并测试网络ꎮ
①②
③

ｈｔｔｐｓ: ∥ｓｃｅｗｅｂ ｓｃｅ ｕｈｃｌ ｅｄｕ / ｙａｎｇ /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ｃｓｃｉ５２３４Ｗｅｂ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Ｆａｌｌ２０１１ / Ｃｈａｕｍ￣ｂｌｉｎ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ｈｔｔｐｓ: ∥ｌｉｂｒａ ｏｒｇ / ｅｎ￣ＵＳ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 ? ｎｏｒｅｄｉｒｅｃｔ ＝ ｅｎ￣Ｕ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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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 １７ 日在美国参、 众两院的两轮听证会中ꎬ 国会议员从各个角度表达了对 Ｌｉｂｒａ 的

担忧、 疑虑甚至是恐惧ꎬ 来自纽约的众议员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Ｍｅｅｋｓ 甚至把 Ｌｉｂｒａ 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与 ２００８ 年
雷曼兄弟的破产相提并论ꎮ 众议员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ｃＨｅｎｒｙ 则敦促自己的同僚以严谨周到的态度监管 Ｌｉｂｒａ 并
要理解这个项目ꎬ 而不是一拒了之ꎮ 他说: “ 无论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是否参与其中ꎬ 改变就在眼前ꎮ 加密数字
货币已然大行于世ꎬ 区块链技术也是实在的存在ꎬ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挺进这个新天地只是对这一切的磅礴佐
证ꎮ 由比特币白皮书的作者中本聪所设想的ꎬ 后为许多人参与构建的加密数字货币世界是一种不可抗
拒的力量ꎬ 我们不应试图去阻止这种创新ꎬ 而且政府也无法阻挡这种创新ꎮ” ①

( 二) 美国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机构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崛起

在美国联邦层面ꎬ 美国对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可谓是九龙治水ꎬ 其主要执法监管机构包括: 美国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ＣＦＴＣ) ) ꎬ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金融执
法网络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ｍｅｓ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ꎬ 美国司法部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ꎬ 证券交易委员
会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Ｃ) ꎬ 联邦贸易委员会 (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ꎬ 国家税务局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ꎬ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

ｒｅａｕ) ꎬ 货币监理署 (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ｔｒｏｌｌｅｒ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ꎮ 其中表现活跃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商品期货
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ꎮ

加密数字货币发展的历史很短暂ꎬ 而对其监管的探索和努力也仅仅只有几十年的历史ꎮ 在杰克莱

顿 ( Ｊａｙ Ｃｌａｙｔｏｎ) 领导下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决意以联邦证券法为法据ꎬ 成为加密数字货币时代监
管者中的执牛耳者ꎮ②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凭借其在传统证券市场监管中树立的权威和地位ꎬ 仅仅通
过适用现行的证券监管法规ꎬ 而没有制定或者援引任何新的政策法规就实现了对加密数字货币的
“ 有重点” 监管ꎮ 具体而言ꎬ 有关涉及证券交易的加密数字货币交易主要在三个方面置于联邦证券法
的规制之下ꎮ

首先ꎬ 涉及 “ 证券” 的交易受联邦证券法的调整ꎬ 这无关涉事其中的加密数字货币是否为证券ꎮ

例如ꎬ 在 ＳＥＣ ｖ Ｓｈａｖｅｒｓ③ 一案中ꎬ 被告 Ｔｒｅｎｄｏｎ Ｓｈａｖｅｒｓ 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运营一家线上经
营实体———比特币储蓄和信托(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 ＢＴＣＳＴ) ) ꎬ 并在一些论坛中宣称可以保证为
投资者赚取周利为 ７％的投资回报ꎮ 在被告长达 １９ 个月的经营活动中ꎬ 被告一共募集到多达 ７００ꎬ４６７

个比特币ꎬ 占到了当时世界比特币总量的约 ７％ꎮ 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被告起诉时ꎬ 这些
比特币市值约为 ６ꎬ ０００ 万美元ꎮ 本案中被告实际上没有进行投资ꎬ 而是将募集到的比特币一小部分
用于个人消费ꎬ 绝大部分用于 “ 新债还旧债” ꎬ 也即典型的庞氏骗局ꎮ 在庭审中ꎬ 被告首先申辩比特
币不是货币ꎬ 因而不受国家管制ꎮ 其次ꎬ 被告认为投资人对 ＢＴＣＳＴ 的投资不属于 “ 证券” ꎬ 因此被告
提出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ꎮ 针对被告的抗辩ꎬ 本案法官首先指出比特币实质是货币而不是 “ 证
券” ꎬ 法官进而综合各方面因素认为 ＢＴＣＳＴ 实际上是美国证券法下的一类证券ꎬ 即投资合同ꎮ 最终被
告被判返还非法所得和利息ꎬ 处罚金ꎬ 并获刑一年半ꎮ ＳＥＣ ｖ Ｓｈａｖｅｒｓ 一案说明如果某项证券交易牵
涉加密数字货币ꎬ 即使其中加密数字货币本身不是证券ꎬ 此类证券交易也将受到联邦证券法的规制ꎮ

其次ꎬ 如果一项涉及加密数字货币的投资符合 «１９３３ 年证券法» 或者 «１９３４ 年证券交易法» 关

于证券的定义ꎬ 则这个投资行为应当由联邦证券法规制ꎬ 无论牵涉其中的加密数字货币是否属于证
券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１７ 年 ４ 个月期间ꎬ 一家对冲基金公司的管理人 Ｃｒｙｐｔｏ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ＬＰ 及其唯
①
②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 ｈｔｔｐ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ｇｌｅ ａｓｐｘ?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Ｄ ＝ ４０７３６４ꎬ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ꎮ
Ｊａｙ Ｃｌａｙｔｏｎꎬ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ｉｎ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ꎬ Ｕ Ｓ Ｓｅｃ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Ｄｅｃ １１ꎬ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ｓｅｃ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ｃｌａｙｔｏｎ￣２０１７￣１２－１１ꎬ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ꎮ
③

ＳＥＣ ｖ Ｔｒｅｎｄｏｎ Ｔ Ｓｈａ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ꎬ ２０１３ Ｕ Ｓ Ｄｉｓｔ ＬＥＸＩＳ １１００１８ ( Ｅ Ｄ Ｔｅｘ ２０１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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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控制人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Ｅｎｎｅｋｉｎｇ 通过网络、 社交和传统媒体从 ４４ 个投资人处募集了约 ３６０ 万美元ꎬ 后将
超过 ４０％的资金投资加密数字货币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该管理人和实控人以公开要
约方式出售基金权益实际是未经注册或者豁免的跨州证券发行ꎬ 直接违反了 « １９３３ 年证券法» 第 ５
( ｃ) 条ꎮ

最后ꎬ 如果加密数字货币本身属于证券ꎬ 则任何与之相关的交易将受联邦证券法的调整ꎮ «１９３３

年证券法» 和 «１９３４ 年证券交易法» 都对何谓证券做出了详细的列举式规定ꎬ① 两部法律对证券的
定义基本相同ꎬ 美国法院也持相同观点ꎮ②

( 三)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近年对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执法和政策的发展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ꎬ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没有注册或者申请豁免而从事 “ 证券” 交易业务的虚

拟货币交易平台首次执法ꎮ 根据美国证券法ꎬ 提供证券类数字资产交易的交易平台ꎬ 需按照联邦证券
法的规定作为 “ 交易所” 运营ꎬ 而且该平台有两个选择: 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为全国证券交易所
持牌运营或者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寻求豁免ꎮ 在本案中ꎬ 以德 ( ＥｔｈｅｒＤｅｌｔａ) 是一个基于以太坊的去中
心化智能合约交易系统ꎮ③ 创始人扎卡里科伯恩 (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Ｃｏｂｕｒｎ) 曾是以德的实际运营者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他将以德出售给中国买家ꎬ 并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之后不再参与营运这个交易平台ꎮ 尽管如此ꎬ
考虑到执法效果ꎬ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是直接向居于美国境内的美国公民科伯恩直接提出指控ꎬ 重
要考虑即是保证执法效果ꎬ 并确保处罚决定执行到位ꎮ 另外ꎬ 面对去中心化的交易所ꎬ 证券交易委员
会认为ꎬ 虽然作为以德创始人的科伯恩没有设立相关法人实体ꎬ 但对以德这个 “ 非法人实体” 仍需
承担直接连带责任ꎮ

本案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援引了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其根据 «１９３４ 年证券交易法» 的第 ２１ ( ａ)

节发表 “ ＤＡＯ 调查报告 ( ＤＡＯ Ｒｅｐｏｒｔ) ” ꎮ④ 依据 ＤＡＯ 调查报告ꎬ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以德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之间ꎬ 撮合了超过 ３６０ 万份买卖 ＥＲＣ２０ 代币的交易ꎬ 这些交
易中包括证券交易委员会基于 « 证券交易法» 认定属于证券的代币ꎬ 而其中约有 ９２％ ( 约 ３３０ 万)

发生在 “ ＤＡＯ 调查报告” 公布之后ꎮ 证券交易委员会并没有指明究竟哪些代币是证券ꎬ 这也留给市
场很多猜想ꎮ 最终科伯恩与美国证监会就这些指控达成和解ꎮ⑤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三个部门ꎬ 包括公司金融部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

ｎａｎｃｅ) ꎬ 投资管理部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和交易市场部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ｒ￣
ｋｅｔｓ) ꎬ 联合发布了 « 关于数字资产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声明»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Ｉｓｓｕ￣

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ｎｇ) ⑥ꎮ 这个声明中回顾并澄清了一些问题ꎬ 同时也十分巧妙地为进一步规制加密数字
货币留下了足够的策略和政策空间ꎮ

在声明中ꎬ 以上三个部门指出科技进步确实给投资者和资本市场带来了收益ꎮ 但不管证券是以传
①

«１９３３ 年证券法» 第 ２ ( ａ) (１) 条 “ 证券” 是指 “ 任何票据、 股票、 库存股票、 公债 ( 国库券) 、 公司信用债券、 债务凭

证、 息票或参与任何分红 ( 利润共享) 协定的证书、 以证券作抵押的信用证书、 组建前证书或认购书、 可转让股份、 投资合同、 股
权信托证书、 证券存款单、 石油或煤气或者其他矿产小额利息滚存权、 任何股票的出售权与购买权以及买卖选择权或优先购买权、
存款证明、 一类证券或证券指数 ( 包括其中的任何利益或者以其价值为基础) 或者在全国证券交易所中与外汇有关的任何股票的出
售权与购买权以及买卖选择权或优先购买权ꎻ 还包括一般说来被普遍认为是 ‘ 证券’ 的任何权益和凭证ꎬ 或者上述任何一种的息票
或参与分红证书、 暂时或临时证书、 收据、 担保证书、 认股证书、 认购权、 购买权ꎮ” １５ Ｕ Ｓ Ｃ § ７７ｂ ( ａ) (１) (２０１８) ꎮ
②

参见 Ｌａｎｄｒｅｔｈ Ｔｉｍｂｅｒ Ｃｏ ｖ Ｌａｎｄｒｅｔｈꎬ ４７１ Ｕ Ｓ ６８１ (１９８５) ꎮ

④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该报告中明确表示ꎬ 根据联邦证券法的规定提供证券数字资产交易并作为 “ 交易所” 运营的平台必

③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披露ꎬ ＥｔｈｅｒＤｅｌｔａ 是 ＥＲＣ２０ 技术标准代币二级市场交易的在线平台ꎮ

须于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ꎬ 成为国家证券交易所或是取得豁免注册资格ꎮ
⑤
⑥

虽然科伯恩不承认或否认指控ꎬ 但他最后支付了 ３０ 万美元的赔偿金ꎬ １３ꎬ ０００ 美元的判决前利息和 ７５ꎬ ０００ 美元的罚款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ｓｅｃ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ｓｓｅ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ｅｓ￣ｉｓｓｕｕ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ｎｇꎬ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 日ꎮ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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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权证形式ꎬ 还是以新科技如区块链作为技术基础发行ꎬ 任何市场参与者都要接受并遵守已经确立
良久、 运作颇佳的现有联邦证券法律ꎮ 声明多次强调 “ 实质大于形式” 的原则ꎬ 指明如果数字资产

被认定为证券ꎬ 联邦证券法会适用于代币发行人、 顾问、 做市商、 经纪商、 对冲基金经理和交易所ꎮ
美国证券法律由国会制定ꎬ 法院负责解释ꎬ 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立法授权的范围内有行政法规的制定权
和执行权ꎮ 证券交易委员会高级职员多为律师出身ꎬ 现任五位委员皆是资深执业律师ꎮ 证券交易委员
会深知自己在管制数字资产方面可能有所不足ꎬ 可能会在某些事涉关键原则性问题的诉讼中败诉ꎮ 例
如ꎬ 针对某些代币是否是联邦证券法下的证券ꎬ 证券交易委员会一旦败诉ꎬ 其对整个数字资产业的监
管将会出现极大困扰ꎮ 因此ꎬ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三个部门巧妙地在声明中梳理个案执法ꎬ 尽量给自己
留出足够的空间和余地ꎮ 此外ꎬ 在这个声明的第一个脚注中ꎬ 发布部门特别说明声明中的意见不是证
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则、 规制或者声明ꎬ 而仅仅是以上三个部门的部门性意见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 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金融科技中心 ( ＦｉｎＨｕｂ) 发布 « 加密数字货币指引» ꎬ 明确

判断发行、 销售加密数字货币、 代币是否构成 “ 证券” 中的 “ 投资合同” ꎮ « 加密数字货币指引» 从
定义 “ 投资合同” 的经典案例 ＳＥＣ ｖ Ｗ Ｊ Ｈｏｗｅｙ Ｃｏ ① 开始ꎬ 分析了三个要素: 第一ꎬ 投资人是否有
货币投资ꎻ 第二ꎬ 投资人是否投资于共同企业ꎻ 第三ꎬ 投资人是否合理地期望从他人的努力中获得利
润ꎮ 针对第三个要素ꎬ « 加密数字货币指引» 明确提出了一些列举式的指引ꎮ 例如ꎬ “ 对他人努力的
依赖” 要求考察企业对负责网络开发、 改进、 运营或推广ꎬ 致力于维护网络、 数字资产的目的或功
能ꎬ 履行基本任务或职责ꎻ 投资人有理由期望企业为追求其自身利益和提升网络、 数字资产的价值而
努力ꎮ « 加密数字货币指引» 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近年来在不断深化对加密数字货币理解和认识的
基础上形成的阶段性成果ꎮ ２０１９ 年底美国国会一共提出了 ２１ 个与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有关的法案
草案ꎬ 这些草案将列入 ２０２０ 年的国会议 程ꎮ 其 中ꎬ 美 国 亚 利 桑 那 州 共 和 党 众 议 员 保 罗  戈 萨 尔
( Ｐａｕｌ Ｇｏｓａｒ) 在众议院提出了 «２０２０ 年加密数字货币法案» (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２０) ꎮ 草案旨在
明确联邦监管机构对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职权范围ꎬ 将加密数字货币分为加密数字商品 ( ｃｒｙｐｔｏ￣ｃｏｍ￣

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 加密数字货币 (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和加密数字证券 ( ｃｒｙｐｔ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三个类别ꎬ 并由商
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财政部下属的金融执法网络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分别监管ꎮ

( 四) 对美国加密数字货币监管的评价
金融创新一直是华尔街热衷的发明创造ꎬ 有些金融创新的成果加强了市场流动性和深度ꎬ 但也有些
初看起来美好的 “成果” 最后发展成 “毒果”ꎬ 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ꎮ ２００８ 年由于次贷危机所导致的
全球金融风暴就是后者的最佳诠释ꎮ 基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ꎬ 美国加密数字货币监管形成了以下
格局: 以证券交易委员会为首ꎬ 其他监管机构跟进ꎻ 联邦监管机构主动介入ꎬ 各州积极立法规制ꎻ 国会
就重大政策问题不定期举行听证ꎮ 从加密数字货币兴起至今ꎬ 美国的监管体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ꎮ
首先ꎬ 在监管主体方面ꎬ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在历史上素有直面挑战ꎬ 依靠联邦证券法勇担金融监
管重担的传统ꎮ 早在上世纪 ３０ 年代大萧条后ꎬ 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时任主席威廉道格拉斯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ｕｇｌａｓ) 的带领下ꎬ 就曾借助 １９３８ 年的钱德勒法案 (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３８) 将彼时正处于勃兴的、
为华尔街所掌控的大型公司破产重整置于自己的规管之下ꎮ② 在近 ９０ 年之后ꎬ 面对加密数字货币的
汹涌浪潮ꎬ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再次凭借准司法权直赴监管一线ꎬ 不断发布监管政策解读和指引并深入
市场实际执法ꎬ 为监管梳理体系ꎬ 探索方向并与业界分享监管路径和坐标ꎮ
其次ꎬ 在监管心态上ꎬ 以证券交易委员会为首的美国加密数字货币监管机构直面金融科技创新ꎬ
①
②

ＳＥＣ ｖ Ｗ Ｊ Ｈｏｗｅｙ Ｃｏ ꎬ ３２８ Ｕ Ｓ ２９３ (１９４６)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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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地推进监管措施的迭代ꎮ 美国监管机构认识到加密数字货币发展的主旋律是以区块链技术为媒
介ꎬ 进而助力金融交易和金融产品ꎬ 而升级的金融交易体系又推升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迭代ꎮ 金融与
科技的无缝结合而生发的加密数字货币会放大金融犯罪ꎬ 洗钱和逃税等传统金融风险ꎬ 伴之以加密数
字货币边界定性的游移ꎬ 平顺的无国界流通ꎬ 给监管带来了空前挑战ꎮ 美国监管机关没有逃避监管难
题ꎬ 没有采取绥靖放任的政策ꎬ 也没有视之为洪水猛兽ꎬ 而是冷静应对加紧研究ꎬ 稳妥而富有策略地
渐进推进对加密数字货币的审慎监管ꎮ
再次ꎬ 在国际监管合作方面ꎬ 为了应对加密数字货币频繁无障碍跨国流动的特点ꎬ 美国监管机构
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监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ꎮ 例如ꎬ 作为美国监管机构走出国门、 寻求国际
合作的诸多努力之一ꎬ 也为了进一步了解 Ｌｉｂｒａ 的运作和寻求美国与瑞士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ꎬ 美国
参议员一行六人前往瑞士拜访了瑞士联邦资料保护及资讯委员会 ( Ｓｗｉｓ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主任ꎮ 事实上ꎬ 通过国际监管合作ꎬ 美国监管机构和体系已经被世界许多国家
在监管加密数字货币时所仿效ꎬ 而这又为美国主导下一代世界金融体系埋下了伏笔ꎮ

第四ꎬ 在具体监管手段方面ꎬ 继承美国的判例法传统ꎬ 并奉 ＳＥＣ 历史上若干经典的执法行动为

圭臬ꎬ ＳＥＣ 通过个案执法以渐进的形式不断明确法律界限ꎬ 并有意地为其他监管者介入留下空间ꎮ 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发布的极具标志性意义的 ＤＡＯ 调查报告开始ꎬ ＳＥＣ 认定所谓以 “ 去中心化组织”

形式运营ꎬ 并向投资者销售的 ＤＡＯ 代币属于 «１９３３ 年证券法» 和 « １９３４ 年证券交易法» 所规范的
“证券” ꎬ 因此发行 ＤＡＯ 代币需要向 ＳＥＣ 登记或者符合相关豁免注册规定ꎮ 由于 Ｔｈｅ Ｄａｏ 已经停止运
作等原因ꎬ ＳＥＣ 最终并没有向 Ｔｈｅ Ｄａｏ 的项目组织方展开执法行动ꎮ 不过在这之后 ＳＥＣ 屡屡小试牛

刀ꎬ 不断推进个案执法ꎬ 直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 ＳＥＣ 起诉 ＩＣＯＢｏｘ 及其创始人 Ｎｉｋｏｌａｙ Ｅｖｄｏｋｉｍｏｖꎬ
指控其发行 １ꎬ ４００ 万美元的 ＩＣＯＢｏｘ 数字代币系非法证券发行ꎮ

以上的执法行动事实上仅指向所谓 ＳＴＯ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ｏｋｅｎ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ꎬ 即 “ 证券型代币发行” ꎬ 而针

对持有人以使用发行者研发的应用与服务为目的的效用型代币 (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Ｔｏｋｅｎｓ) 和单纯的以支付为功
能的支付型代币 (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Ｔｏｋｅｎｓ) ꎬ ＳＥＣ 并未做出监管规定ꎬ 而是留待其他监管机构跟进ꎮ① 由于加
密数字货币尚处于业态发展的早期ꎬ 所以以上监管手段和监管权力划分恰如其分ꎬ 既可以鼓励加密数
字货币产业发展ꎬ 同时也可逐步梳理监管界限和树立监管权威ꎮ
最后ꎬ 在监管路径选择方面ꎬ 以证券交易委员会为首的美国监管机构采取了渐进、 探索、 不断自

我扬弃的监管路径ꎮ 如前所述ꎬ 加密数字货币的横空出世与法律的发展之间出现了巨大的 “ 代际
差” ꎮ 天然具有滞后性的法律制度和监管范式ꎬ 事实上没有预料也很难及时全方面应对加密数字货币
所带来的种种挑战ꎮ 面对这种危局ꎬ 监管者没有采取消极或者全面否定的态度ꎬ 而是从现有法律制度
中寻找执法依据并取得管辖权ꎬ 并在监管中巧妙利用政策指引和个案执法不断为业界提供指导ꎮ 既维
护了自身的权威性、 严肃性和中立性ꎬ 同时也为产业发展和探索监管路径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和余地ꎮ

三、 加密数字货币监管的美国经验及我国的监管路径选择
( 一) 我国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现状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 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ꎬ 数字货币须由央行发行ꎬ 区块链是研发数字货币可选

的技术之一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国家将区块链技术纳入 “ 十三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工
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尽管在多宗首次代币发行(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ｉｎ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 ＩＣＯ)中ꎬ发行人都声称其发行的是效用型代币ꎬ但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ＳＥＣ

已经对多家发行人采取执法行动ꎬ指控其宣称的效用型代币发行实质是联邦证券法下的证券发行行为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ｓｅｃ ｇｏｖ /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ａｄｍｉｎ / ２０１７/ ３３－１０４４５ ｐｄｆꎻ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ꎮ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ｓｅｃ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１８－２６４ꎬ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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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部发布了 «２０１６ 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 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ꎬ 中国人民银行正式确认
将推出基于双层运营体系的央行数字货币ꎮ①

目前我国对加密数字货币监管主要有三个规范性文件: «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 关于防

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和 « 关于防范以 “ 加密数字货币” 、 “ 区块链” 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

险提示» ꎮ②此外ꎬ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ꎬ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第 ３ 号令ꎬ « 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 已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室务会议审议通过ꎬ 自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起施行ꎮ 虽然 « 区块链信息
服务管理规定» 通过备案等方式将监管范围限定于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ꎬ 但这是我国关
于区块链技术应用相关内容的第一部规定ꎬ 对于我国区块链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ꎮ
上述包括 « 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在内的四个规范性文件勾画出比特币等 “ 加密数字货币”

监管体制在我国经济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和基本框架ꎮ 首先ꎬ 在监管主体方面ꎬ 与美国一样ꎬ 我国迄
今为止并未设立专门监管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机关ꎬ 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网信办 ( 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 、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工商总局、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八个

机构共同履行监管责任ꎮ 这与其说是多个机关共同履行监管责任ꎬ 倒不如说是面对金融科技的挑战ꎬ
现有监管体制的权宜之计ꎮ 此外ꎬ 与加密数字货币监管的 “ 美国叙事” 不同ꎬ 中国监管加密数字货
币一马当先的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ꎬ 其货币金银局担任了重要角色ꎮ 相比而言ꎬ 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作为准司法机构的强势监管地位不同ꎬ 在现金支付已经被电子支付手段取代的背景下ꎬ 央行货币金
银局的式微似乎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ꎬ 直到加密数字货币的出现ꎬ 央行货币金银局才得以乘势
扭转自己话语权旁落的局势ꎮ
其次ꎬ 在监管政策方面ꎬ 现有规范性文件对于加密数字货币活动中触及以及有可能触及刑法的行
为明确定性ꎮ③ 尽管没有得到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的明确加持ꎬ 但监管机关从严掌握涉及加

密数字货币所谓 “ 灰色行为” 的意旨颇为明显ꎮ 此外ꎬ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 “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ꎬ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ꎬ 维护金融稳定” 的中央银行ꎬ④ 对于可能给法定货币造成冲击进而威胁金融稳
定的加密数字货币颇为忌惮ꎬ 监管态度曾颇为保守和负面ꎮ 另一方面ꎬ 监管部门在制定指导政策时刻
意划分比特币ꎬ 其他加密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三者的界限ꎮ 事实上ꎬ 这种区别对待态度也是一直以
来的主流声音ꎮ⑤ 以区块链底层技术发展起来的比特币被定性为 “ 虚拟商品” ꎬ 其他加密数字货币则
在流通领域被边缘化甚至清除出局ꎮ 与之相对ꎬ 中国各级政府对于区块链技术则态度积极ꎬ 普遍认为

①
②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ꎬ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９－０８ / １４ / ｃ＿ １１２４８７２０６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ꎮ

一是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 银发 [ ２０１３] ２８９ 号) ꎬ 其中明确规定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加密数字商

品ꎬ 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ꎬ 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ꎮ 二是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４ 日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网信
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商总局、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 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ꎬ 指出代币发行融资本质上是一种
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ꎬ 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 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 金融诈骗、 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ꎮ 三是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４ 日银保监会、 中央网信办、 公安部、 人民银行、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 « 关于防范以 “ 加密数字货币” 、 “ 区块链” 名义
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 ꎬ 指出一些不法分子打着 “ 金融创新” “ 区块链” 的旗号ꎬ 通过发行所谓 “ 加密数字货币” “ 加密数字资
产” “ 数字资产” 等方式吸收资金ꎬ 行非法集资、 传销、 诈骗之实ꎮ
③

« 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指出: “ 代币发行融资是指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 流通ꎬ 向投资者筹集比特

币、 以太币等所谓 ‘ 虚拟货币’ ꎬ 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ꎬ 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 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
资、 金融诈骗、 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ꎮ 有关部门将密切监测有关动态ꎬ 加强与司法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工作协同ꎬ 按照现行工作机制ꎬ
严格执法ꎬ 坚决治理市场乱象ꎮ 发现涉嫌犯罪问题ꎬ 将移送司法机关ꎮ”
④
⑤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第二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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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下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产业相融合的风口ꎬ① 并积极跟进区块链技术发展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ꎬ “ 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
突破口” “ 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ꎮ② 面对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推出全球加密数字货币 Ｌｉｂｒａ 对货
币主权的挑战ꎬ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早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也不失时机地宣布准备推出央行数字货
币ꎮ③ 在中央明确支持区块链技术发展之后ꎬ 作为 Ｍ０ 替代的ꎬ 并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努力方向的央行
数字货币项目 ＤＣ / ＥＰ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ａｙｍｅｎｔꎬ 即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 也呼之欲
出ꎮ 当然ꎬ 在对区块链技术的高涨热情中也透露出政府作为参与方的焦灼心态ꎬ 即在倡导区块链技术
的同时也试图将加密数字货币从区块链中剥离开来ꎬ 倡导 “ 无币区块链” ꎮ④

( 二) 美国加密数字货币监管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加密数字货币监管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加密数字货币监管的政策制定和机制构建提供了难得的
指引和镜鉴ꎮ 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ꎬ 不仅仅体现在教育、 科技、 国防、 经济上ꎬ 在数字化全球资产流
动的时代ꎬ 还体现在金融管制水平与能力的竞争上ꎮ 畸轻的监管会累积金融风险ꎬ 放弃管制主权ꎻ 畸
重的监管会扼杀创新ꎬ 甚至自废武功ꎬ 自甘游离于世界金融科技大潮之外ꎮ 以主动、 审慎、 超脱、 发
展、 兼容和开放为特征的监管路径和机制应是我国监管加密数字货币的原则ꎮ
第一ꎬ 应当看到美国当前对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是在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放松金融监管这一政策
主旋律下发展和调整的ꎮ⑤ 当前ꎬ 美国加密数字货币监管的主旋律是有的放矢的重点监管ꎬ 在某些方
面甚至是 “ 轻监管” ꎮ 也正是在这种思路支配下ꎬ 金融监管效率比较高ꎬ 同时也给加密数字货币的参
与方留下了自由发展的空间ꎮ 与中国相比ꎬ 美国金融监管历史长ꎬ 监管思想成熟ꎬ 法律法规严密ꎬ 监
管机构经验丰富ꎬ 监管手段多样化ꎬ 投资者教育基础好ꎬ 因此单纯的 “ 轻监管” 在中国并不具备现
实土壤ꎮ 事实上ꎬ 以 Ｐ２Ｐ 网络互利借贷 ( Ｐｅｅｒ ｔｏ Ｐｅｅｒ Ｌｅｎｄｉｎｇ) 为代表的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和普惠金
融实验已经给金融乃至社会、 法治带来了一定的乱象和不稳定因素ꎮ 这其中固然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
用ꎬ 但是监管机构缺位以及对行业的监管指导不力的确难辞其咎ꎮ 因此ꎬ 监管加密数字货币需要吸取
以往教训ꎬ 调动各监管机关的力量实现主动审慎监管ꎮ
第二ꎬ 充分利用现行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关实现对加密数字的监管ꎬ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正调整ꎬ
以应对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挑战ꎮ 美国对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没有断然另起炉灶ꎬ 而是奉行实用主义
原则ꎬ 以现有成熟、 细密而有效的监管法律框架为基础ꎬ 由已经确立市场地位并极具权威的证券交易
委员会ꎬ 领衔管制加密数字货币ꎮ 诚然ꎬ 有批评意见认为这样的监管架构设计虽然最有效率ꎬ 但是其
中也隐藏着监管路径依赖陷阱ꎮ 因此传统证券监管难以适应金融科技快速迭代的挑战ꎮ 证券交易委员
会在规管加密数字货币时主要的执法依据是国会在大萧条时期制定的 «１９３３ 年证券法» 和 «１９３４ 年
证券交易法» ꎮ 这两部法律的立法目的ꎬ 本来是在大萧条中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并使企业获得融资以提
振经济ꎮ 时至今日ꎬ 国会彼时的立法宗旨和立法动因已经不具有参考意义ꎬ 因为现实的加密数字货币
已经和国会在上个世纪 ３０ 年代面对的金融产品形态大不相同ꎮ 此外ꎬ 证券交易委员会依靠联邦证券
法监管加密数字货币ꎬ 尽管其覆盖面很广ꎬ 但还是有些加密数字货币因为不属于 “ 证券” 也不是
①

监管部门对区块链技术并不排斥ꎬ 反而十分重视和关注ꎬ 据不完全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底ꎬ 全国共有 ２２ 个省份、 自治

②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 ｈｔｔ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９ / １０２５ / ｃ１０２４－３１４２１４０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ꎮ

④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３ 日ꎬ ｈｔｔｐ: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８－０４－０３ / ｄｏｃ￣ｉｆｙｔｅｑｔｑ３１１９５２１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ꎮ

区和直辖市就区块链发布了指导意见ꎬ 多个省份甚至将区块链列入本省 “ 十三五” 战略发展规划ꎮ
③
⑤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 日ꎬ ｈｔｔｐ: ∥ｔｅｃｈ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ｃ / ７ｏＡＫａ１ｋｏｆｏＧꎬ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ꎮ

杨明: « 美国金融监管放松改革的影响与启示研究— ‹ 经济增长、 监管放松与消费者保护法案› 评析» ꎬ « 金融监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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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 交易或者投资ꎬ 而溢于监管之外ꎮ

我国对于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基本上采取了 “ 一刀切” 式的管制方式ꎬ 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４ 日 « 关

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发布之后ꎬ 加密数字货币在中国的发展基本处于静寂ꎬ 有时甚至
是地下的状态ꎮ 尽管加密数字货币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ꎬ 但是我国在监管理论与实践中ꎬ 事实
上采取了一种漠视回避的态度ꎮ 我国 « 证券法» 未来进一步修订时如能够对 “ 证券” 做合理的扩大
解释ꎬ 以发展资本市场的眼光ꎬ 从保护投资人利益的角度出发ꎬ 将属于 “ 证券” 交易的加密数字货
币产品和交易纳入证券监管ꎬ 就能为监管部门对加密数字货币实施功能监管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标
准ꎮ 同时ꎬ 以美国联邦证券法为镜鉴ꎬ 我们也可从 « 证券法» 出发ꎬ 根据加密数字货币自身的特点
提炼更为精准、 适当的监管规则和途径ꎮ

第三ꎬ 由于加密数字货币发展尚处在狂飙突进的早期阶段ꎬ 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两种倾向始终伴
随着美国对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历程ꎮ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 美国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处在不断自我
调整、 修正和实验之中ꎮ 例如ꎬ 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８ 日开始ꎬ 纽约州金融服务局要求在纽约州运作并为
纽约州居民提供服务的加密数字货币企业需要获得 ＢｉｔＬｉｃｅｎｓｅꎮ 任何企业或者个人从事任何属于 « 纽
约州法规、 制度及管理条例» 第 ２３ 章第 ２００ 部所定义的 “ 虚拟货币商业活动” 如果没有取得 ＢｉｔＬｉ￣

ｃｅｎｓｅ 则不得在纽约州内营业ꎬ 也不得服务纽约州的居民ꎮ① 尽管纽约州金融服务局认为 ＢｉｔＬｉｃｅｎｓｅ 对
规管加密数字货币非常必要ꎬ 但是很多加密数字货币从业者激烈地批评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部的
ＢｉｔＬｉｃｅｎｓｅ 极具侵扰性ꎬ 与行业的发展阶段脱轨ꎬ 并给从业者尤其是小公司带来了沉重负担ꎮ 而历史
表明小公司和初创企业ꎬ 往往是推动包括加密数字货币等新兴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和活力所在ꎮ

实际情况也可能确实如此ꎬ ＢｉｔＬｉｃｅｎｓｅ 的申请表格本身就有 ３０ 页长ꎬ 申请费高达 ５ꎬ ０００ 美元ꎮ

申请文件要求申请人就经营历史、 运营者和所有人背景、 财务数据ꎬ 反洗钱以及合规程序做出详细披
露ꎮ 此外ꎬ ＢｉｔＬｉｃｅｎｓｅ 还要求申请人必须聘任全职合规官ꎬ 并保证最低资本充足率ꎬ 申请人的所有交
易信息需要保持 ７ 年以上ꎮ 收集事无巨细的信息ꎬ 聘请人力成本高昂的合规与法律专家ꎬ 遵循复杂繁
琐的反洗钱程序ꎬ 这些也许对于财力雄厚的大公司尚在能力范围之内ꎬ 但是对于小公司而言 ＢｉｔＬｉ￣

ｃｅｎｓｅ 则无异于是一纸市场禁入通知书ꎮ 此外ꎬ 任何 ＢｉｔＬｉｃｅｎｓｅ 持有人如果计划 “ 实质性重组” 公司
或者任何并购 ＢｉｔＬｉｃｅｎｓｅ 持有人的交易ꎬ 必须事先向纽约州金融服务局局长报告ꎬ 并取得其同意ꎮ 就
在 ＢｉｔＬｉｃｅｎｓｅ 颁行后很短的时间内ꎬ 许多加密数字货币公司便 “ 用脚投票” 搬离了纽约州ꎮ 随着加密
数字货币的蓬勃发展ꎬ 要求修改以至废除 ＢｉｔＬｉｃｅｎｓｅ 的呼声越来越高ꎮ② 而纽约州的立法者也正在重
新审视 ＢｉｔＬｉｃｅｎｓｅ 管制架构对小微企业的消极影响ꎮ③

此外ꎬ 与美国的联邦制相配合ꎬ 各州相继展开了对加密数字货币管制的全方位竞争ꎬ 意在吸引投

资并助推本州经济发展ꎮ 与纽约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罕布什尔州、 蒙大拿州ꎬ 前者明确规定从事销
售和发行虚拟货币或者接受虚拟货币不在本州 « 货币转让法» 的管辖之内ꎬ 而后者则干脆没有制定
本州的 « 货币转让法» ꎮ 因此ꎬ 新罕布什尔州和蒙大拿州对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要求最低ꎮ 另外一些
对发展本州经济有强烈诉求的州也不甘落后ꎬ 意在抓住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发展的机会ꎮ

尽管美国不同司法区对加密数字货币监管的政策分野造成了监管的宽严不一ꎬ 但同时也为各个州
探索不同的监管路径、 交流监管经验甚至是相互竞争创造了条件ꎮ 我国也可考虑建立加密数字货币的
监管实验区ꎬ 在区内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等ꎬ 为制定全国性的加密数字货币监管规范和
①

ｈｔｔｐｓ: ∥ｇｏｖｔ. ｗｅｓｔｌａｗ ｃｏｍ / ｎｙｃｒｒ / Ｂｒｏｗｓｅ / Ｈｏｍｅ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ｄｅｓ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ｇｕｉｄ ＝Ｉ７４４４ｃｅ８０１６９６１１ｅ５９４６３００００８４５ｂ８ｄ３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ｔｏｃ＆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ｙｐｅ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ｃｏｎｔｅｘｔＤａｔａ ＝ ( ｓｃ Ｄｅｆａｕｌｔ) ꎬ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ꎮ
日ꎮ

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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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积累经验并探索道路ꎮ 在政策层面ꎬ 决策者在这方面已经释放了比较明确积极的信息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９ 日发布的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中提出: “ 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ꎮ 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
融 ( 基金) 产品互认ꎮ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ꎬ 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ꎮ” ①

第四ꎬ 与区块链技术发展相适应ꎬ 加密数字货币监管框架和规制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ꎮ 监管

框架、 监管政策乃至监管精神都在持续变化演进之中ꎮ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多次申明其对加密数字
货币的监管一直处于探索之中ꎮ 以上我们对美国的加密数字货币监管政策的回顾也说明立法者、 监管

者从未设想能够 “ 毕其功于一役” ꎮ 哈耶克曾经引用苏格拉底的话说 “ 承认无知乃是智慧之源” ②ꎮ
面对汹涌澎湃的区块链技术ꎬ 任何监管者若想规制集技术、 金融和法律创新于一身的加密数字货币ꎬ
都必须首先要承认人类的无知ꎬ 承认每个人、 每个机构、 每个国家的知识是有限、 分散、 零碎和不完
整的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 给市场化决策留出足够空间是解决人类面临此类问题唯一有效的办法ꎮ 因
此ꎬ 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一样ꎬ 我们首先要承认对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制认识有限ꎬ 也
许并无必要一步到位对加密数字货币得出绝对结论ꎮ 借鉴美国的监管经验ꎬ 对加密数字货币的观察可
以从市场化角度出发ꎬ 在广泛借鉴世界各国和我国金融监管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循序渐进ꎬ 最终找
到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监管方案ꎮ
第五ꎬ 对加密数字货币的立法和监管方式往往是一个国家监管逻辑和金融监管惯性的反映ꎬ 结合
本国监管历史和发展现实建立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体系尤为必要ꎮ 受家长制监管思维支配的英国、 新
加坡、 澳大利亚、 日本、 香港信奉监管者的能力ꎬ 认为监管者在专业知识、 决策理性ꎬ 风险识别和权
益意识方面比投资者都要更胜一筹ꎮ 因此面对加密数字货币这一金融科技革命ꎬ 监管者纷纷自觉自发
地站在了监管的第一线ꎬ 勇于推出激进的监管政策或者推行监管沙盒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监管体制信奉信息充分披露原则ꎬ 鼓励投资者在此基础上自行综合判
断ꎬ 做出投资选择ꎮ 尽管世界各国监管者多认为美国监管机关ꎬ 尤其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事实上引
领了加密数字货币世界监管的潮流并为许多国家仿效ꎬ③ 但是即使是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内部也经常反
思、 争论和检讨监管边界ꎮ 作为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 成 员 之 一 的 赫 斯 特  Ｍ  皮 尔 斯 ( Ｈｅｓｔｅｒ

Ｍ Ｐｅｉｒｃｅ) 就坚定认为加密数字货币市场应当走自我监管的道路ꎮ 为了回应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前主
席加里詹斯勒 ( Ｇａｒｙ Ｇｅｎｓｌｅｒ) 建立强力统一的联邦加密数字货币监管机制的呼吁ꎬ 她曾经公开表

示 “ 比特币思想的全部就在于人们可以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实现互相管理ꎬ 这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社区ꎬ
这一点非常重要ꎮ 当难题出现时ꎬ 社区的成员会思考如何应对ꎮ 也许官方监管者粉墨登场是解决方案
之一ꎬ 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方案” ꎮ④

我国的金融监管正在经历从分业监管到混业监管过渡ꎬ 证券发行也逐渐从审核制到注册制过渡ꎮ

但是ꎬ 长期以来受我国市场发展水平的制约ꎬ 政府和监管机关在金融监管中实际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ꎮ 这一方面与英国、 新加坡、 澳大利亚、 日本、 香港的家长制监管思维异曲同工ꎬ 同时也是我国国
情的反映ꎮ 一段时期以来这种监管体制和设计也的确为我国金融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贡献ꎮ 当前我国对
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实际上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ꎬ 但也应该看到在审慎监管论指导下的中央银行监

①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的意见» ꎬ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ꎬ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９－０８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４２２１８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６ 日ꎮ
②
③

杨淑华、 宗民 : « 承认 “ 无知” 的可贵———兼谈哈耶克的基本社会观» ꎬ « 决策与信息旬刊»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ꎬ 第 ３０ 页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ｃｏｉｎ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ｋｏｒｅａ￣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ｕ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ｎ￣ｂｉｔｃｏｉｎ￣ｅｔｆ￣ｗｉｌｌ￣ｓｅｔ￣ｔｏｎｅ￣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ｃｒｙｐ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ꎬ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ꎮ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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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对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下的金融创新有时鞭长莫及ꎮ①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 “ 在对互联网背景下金融
监管规则进行设计时ꎬ 首要原则是ꎬ 除了消极的惩罚ꎬ 监管者需要用积极的激励鼓励行业参与者的理
智行为” ②ꎬ 我国需要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语境下调整和探索加密数字货币监管机构的设置和配置ꎬ
实现监管的效率、 效益和效果ꎮ

第六ꎬ 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者和从业者需要有良好的沟通和协商机制ꎬ 以消除天然的有时甚至是
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性ꎮ 区块链作为新兴技术ꎬ 加密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科技的新秀ꎬ 无论在理论和实践
上发展都十分迅速ꎮ 当监管者刚刚意识、 认知、 接受以比特币和加密数字货币的区块链 １ ０ 时代和加
入智能合约的区块链 ２ ０ 时代ꎬ 以行业应用为基调的区块链 ３ ０ 时代已经迎面而来ꎮ 而这三个时代的
发展相互叠加、 纠缠并互相学习借鉴ꎮ 这样ꎬ 滞后的监管理论认知与迭代式发展的区块链金融科技形
成了巨大的代际差漩涡ꎬ 立法者或监管者往往深陷其中ꎬ 致使监管理论、 政策和实践可能与行业发展
长期处于巨大的时空错位和对象错位之中ꎮ
因此立法者、 监管者与从业者的积极对话、 协商和谅解是加密数字货币行业监管的大势所趋ꎮ 美
国立法者推崇听证会模式ꎬ 国会针对区块链在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各举行了一次听证会ꎮ 美国国会下属
的农业委员会、 金融委员会也举行了有关区块链技术和加密数字货币的听证会ꎬ 邀请观点相左的人士
就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阐述见解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Ｌｉｂｒａ 白皮书公开之后ꎬ 美国国会也迅速在一
个月之内召集了听证会ꎬ 效率不可谓不高ꎮ 这种听证会模式值得我国在制定加密数字货币监管政策时参考ꎮ

监管听证会应当召集加密数字货币企业、 技术极客、 金融专家和区块链法律专家ꎬ 包括一些非营
利机构ꎬ 通过各个利益相关方在听证会中的质疑和论证、 辩论ꎬ 有助于立法者和监管者将对这个行业
的困惑、 忧虑和考量直接传递给行业参与者ꎬ 也能够让行业专家和从业者的声音充分表达给立法和监
管机关ꎬ 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国家、 业界和社会的共识以推动立法和监管ꎮ 这种在立法机关层面的观点
交锋有助于使法的规则尽可能切合行业现实ꎬ 既能鼓励加密数字货币的发展ꎬ 又能管控其中的风险ꎮ
因此听证会模式值得我国在制定加密数字货币政策法规和监管路径时参考ꎮ

四、 余论
自从支付宝 ２００９ 年正式推出手机支付服务之后ꎬ 我国的支付结算系统跨越了信用卡时代直接进

入了移动支付时代ꎮ ２０１８ 年我国移动支付的渗透超过 ７０％ꎬ 而美国仅为 ５０％ꎬ 交易规模也位居世界
之首ꎮ 因此不少研究者和监管者都认为我国已经在支付领域实现弯道超车ꎬ 将会引领世界电子支付乃
至银行业的下一个时代ꎮ 但是迅速崛起的区块链技术和加密数字货币似乎将颠覆这一认识ꎮ 人们很快
便意识到如果说移动支付是一场支付领域的代际革命ꎬ 加密数字货币可能带来的将是人类金融体系的
世代更迭ꎮ
在 Ｌｉｂｒａ 的听证会上ꎬ Ｌｉｂｒａ 项目负责人申明 Ｌｉｂｒａ 旨在成为全球流通的电子货币ꎮ 也许是为了释

去国会议员的疑惑ꎬ 消除 Ｌｉｂｒａ 会与美元竞争的隐忧ꎬ 他还明确表示 Ｌｉｂｒａ 不会与美元竞争ꎬ 但是会
和 Ｐａｙｐａｌ、 支付宝、 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竞争并一决高下ꎮ 环视当今世界ꎬ 汹涌澎湃的金融科技创

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ꎬ 我国不能对之采取漠视和置之不理的态度ꎬ 也不能满足已有的金融创新优势ꎬ
否则我们不仅将丧失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ꎬ 而且将错过参与主导未来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机会ꎮ
( 下转发第 １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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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研究

从议题互动到 “ 场景融合” :
网络直播的舆论功能与生态重构
麦尚文ꎬ 杨朝露
(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ꎬ 广东 广州

摘

５１０６３２)

要: 作为当下现象级传播形态的网络直播ꎬ 因其场景化与深度嵌入的互动效应ꎬ 在诸多公共热点

事件中扮演着新型舆论平台的角色ꎬ 在议程动员、 源生事件及价值导向上呈现出鲜明的舆论功能ꎮ 随着多
元化力量介入直播舆论场ꎬ 直播场景逐渐融合并呈现出典型的 “ 双重建构” 特征———平台自身因网红特质
经常作为媒介事件受到关注ꎬ 同时通过内容互动与场景变革再度生成舆论事件ꎮ 在泛直播化趋势下ꎬ 网络
直播内涵已经发生结构性改变ꎬ 从作为议题互动的空间转向更丰富的舆论场景ꎮ 当前网络直播场域仍普遍
存在导向偏差与价值迷思问题ꎬ 需要重塑其作为 “ 场景变革的驱动力量” ꎬ 探索 “ 情境坍塌” 下的舆论调
适与治理优化ꎬ 发挥直播与多元化平台的 “ 场景融合” 效应ꎬ 并强化官方机构与主流媒体加码下的导向引
领ꎬ 从而推动建构一个包含直播场景、 主流话语及公众议程三方面有效融合的舆论新生态ꎮ
关键词: 网络直播ꎻ 舆论功能ꎻ 生态重构ꎻ 场景融合ꎻ 媒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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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直播的泛化与传播形态的变革
作为当前备受瞩目的显性传播现象ꎬ 网络直播集纳社交化、 视频传播与媒体属性于一身ꎬ 具备显
著的平台化媒介特征ꎮ 从进化历程看ꎬ 网络直播在本质上是互联网信息社会的一次场景变革ꎬ 在时空
一体化、 内容特质与价值互动等层面引发结构性改变ꎬ 有学者因此将其描述为 “ 网络场域中最具有
革命性的一种传播形态” ① ꎮ 经过近 ５ 年的发展ꎬ 网络直播逐渐实现了 “ 两度拓展” ꎬ 一是从泛在的生
活场域、 秀场表演空间拓展到精准化、 专业化的垂直领域ꎬ 网络直播既赢得高度的社会参与ꎬ 又形成
了更稳固、 更具扎根效应的社群ꎻ 二是从传播活动的泛直播化发展逻辑ꎬ 向多平台舆论互动的场景创
造转化ꎬ 通过直接参与或延伸连接的方式ꎬ 从生活与消费的私人领域逐渐进入公共领域的热点题材ꎬ
通过更大规模的连接、 更有嵌入度的场景创新ꎬ 实现平台影响力的提升ꎮ
按照埃弥尔涂尔干 ( 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的仪式互动理论ꎬ 互动 ( 即仪式) 是社会动力的来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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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个体的自我认同都是在不断的社会互动中形成ꎮ 而网络直播通过视觉营造、 打赏、 对话等兼备仪
式感的互动方式ꎬ 在不断的围观与直播互动中强化群体情感ꎬ 使用户沉浸其中ꎬ 产生强大的情感动员
力量ꎮ 特别是在某些社会公共事件中ꎬ 围观受众易被群体情感左右ꎬ 甚至影响舆论走向ꎮ
来自识微科技的一份报告显示ꎬ 热点舆情类型集中在文娱体育、 社会民生、 教育管理、 灾害事
故、 企业舆情、 时事政治及医疗卫生领域ꎬ 且 ９４ ２３％的公共热点事件舆情通过社交平台进行传播①ꎮ
直播 ＡＰＰ、 兼备视频直播功能的社交媒体成为舆论事件多发、 串联及共振的平台ꎮ 特别是网络直播
平台ꎬ 凭借强大的社会感染力与群体动员能力ꎬ 不断牵引着公众议程与媒体议题ꎬ 甚至成为网络舆论
事件的源发平台ꎬ 直接生产并主导着 “ 媒介事件” 的走向ꎮ ２０１６ 年 “ 快播庭审案” 中ꎬ 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采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将 “ 快播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庭审现场全程同步直播呈现ꎬ 期间

１００ 余万人观看视频同步融入舆论场ꎬ 传统庭审案件的 “ 现场化” 向新媒体网络直播下的 “ 离场介入
化” 悄然转向②ꎮ 网络直播最初从依托技术驱动的社交新平台ꎬ 转换发展为丰富人与社会性连接的现

象级传播新形态ꎬ 同时也因其场景化与深度嵌入的互动效应ꎬ 在众多社会事件中扮演了新型舆论平台的角
色ꎮ
在近年已有的研究中ꎬ 网络直播的主要议题在以下三个方面被反复挖掘和阐释: 一是日常化生活
消费直播场域的主体研究ꎬ 重点探索新型社交关系中的虚拟互动与剧场表演、 内容满足与情感卷
入③ꎮ 二是关于网络直播平台的发展研究ꎬ 多集中于直播形态的价值、 行业生态的创新ꎮ 三是对网络
直播的文化反思研究ꎬ 这类研究议题较为集中在消费社会、 文化景观与价值管控层面ꎬ 比如有研究揭
示网络直播共鸣效应下 “ 整个平台生态系统的断裂” ④ꎬ 有研究把网络直播视为 “ 沉浸式传播塑造的
新文化景观” ⑤ꎬ 提出警惕反思其中隐含的审美偏向、 价值偏差、 伦理失范与话语失序问题ꎮ

这些议题成果围绕 “ 主体 －行业 －反思” 的三层逻辑进路ꎬ 在网络直播的本体内涵与行业发展上

展示了较强的学术阐释力ꎮ 从传播形态与网络场域的变革视野看ꎬ 关切直播场景的多维度互动也是应
然的方向ꎬ 深入把握直播平台之间、 场景系统内外的连接关系ꎬ 将有助于洞察大融合视野中的网络传
播议题ꎮ 沿着以上学者们 “ 三类议题” 基础ꎬ 本文将探讨网络直播在更广阔舆论场中的互动关系、
传播逻辑与发展规律ꎬ 将网络直播这一社会性媒介场景作为舆论生态这个更大场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 着眼于新技术驱动下舆论生态重塑的多维度诠释ꎮ 无疑ꎬ 深入审视网络直播作为当下舆论场重要
构成力量的内涵ꎬ 反思网络直播的失衡与偏向因素ꎬ 剖析网络直播在直播场景变革、 主流话语传播、
公众自主议程设置三个方面如何构建互动模式ꎬ 以确保舆论生态平衡与融合ꎬ 是当前值得探讨的新命题ꎮ

一、 作为 “ 舆论场景” 的网络直播内涵
在网络直播迈入深度互动与平台化传播的同时ꎬ 恰逢新媒体舆论进入智能传播带来的分化与重构
阶段ꎮ 一方面ꎬ 舆论场加速分化并重新定义 “ 主流影响” ꎬ 多元化力量在舆论事件中争夺 “ 意见领
袖” 话语权ꎻ 另一方面ꎬ 自媒体平台的舆论源发与传播呈现一种 “ 自成生态” ꎬ 展示了独立建构舆论
议题的能力与优势ꎮ 主流媒体、 视频自媒体、 个性化 “ 大号” 与政务新媒体矩阵等多方平台进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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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与博弈的新态势ꎮ
全新的舆论竞争语境下ꎬ 网络直播平台化传播的逻辑与场景发生转变ꎬ 最显著的特征体现在网络

直播作为融入舆论场的新兴平台ꎬ 直接参与了当下的舆论话语竞争ꎬ 创造了新的场景模式ꎮ 据 ＣＮＮ￣

ＩＣ 数据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５ ６０ 亿ꎬ 占网民整体的 ６２ ０％ ①ꎬ 庞大的
用户规模与使用率为舆情事件扩散、 话语权下放及舆论的生成注入了新的力量ꎮ 作为网络场域的新传
播形态ꎬ 网络直播的内涵与形态被赋予了新的内容ꎮ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平台内容形态的拓宽ꎮ 从作为私域的社交互动ꎬ 到专业化垂直类知识共享ꎬ 再到当前公益
话题的互动及公共议题的发布ꎬ 平台内容体系更加丰富ꎮ 在以往网络直播集中于娱乐秀场、 日常生
活、 电商直播等内容的基础上ꎬ 专业化垂直类网络平台从内容深度上实现第一次变革ꎬ 特别是社群经
济中以知识产品为代表的分享平台ꎬ 如 “ 罗辑思维” 、 喜马拉雅 ＦＭ 等平台内容ꎬ 呈现出社群化、 直
播态、 精准化的传播特色ꎮ 近两年来ꎬ 官方机构、 主流媒体通过公益题材合作、 官方发布活动举办及
第三平台借用等方式进驻网络直播平台ꎬ 实现了对网络直播的新一轮边界拓展ꎮ ２０２０ 年初ꎬ 在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ꎬ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持续滚动举办ꎬ 全过程呈现了全
网全媒体平台的直播态发布场景ꎮ 今年 “３１５” 公益传播活动的开展也有创新ꎬ 一些地区官方机构
与网红主播平台开展合作发布与引导ꎬ 突出彰显了网络直播在公共领域的社会价值ꎮ

其次是网络直播主体的角色转变ꎮ 网络直播主播尝试向意见领袖身份转化ꎬ 更强化个人话语的影
响力打造ꎬ 在舆论事件中扮演主导角色ꎮ 在直播织就的庞大网络中ꎬ 围观与全民直播打造了视觉先行

的信息传播大场景ꎬ 在营销传播的设计与 策 划 下ꎬ 直 播 行 为 甚 至 成 为 “ 新 媒 介 事 件” 的 制 造 者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ꎬ 以甜美声音与长相被粉丝追捧的斗鱼主播 “ 乔碧萝殿下” 在与他人连麦时不慎将
未经美颜的脸露出ꎬ “ 女主播直播出 ｂｕｇ 秒变大妈脸” 这一话题标签迅速登上微博话题热搜榜单ꎬ 掀

起 “ 乔碧萝团队自主策划恶意营销” 的负面舆论ꎬ 甚至引发国外媒体对中国网红行业乱象的探讨②ꎮ
乔碧萝露脸事件发生后ꎬ 粉丝非但没有下降ꎬ 反而成千上万人涌进直播间ꎬ 呼唤乔碧萝为 “ 奶奶”

进行恶搞ꎮ 本是一出对颜值低俗膜拜的 “ 翻车” 直播事件ꎬ 演变为一场网络直播时代的无厘头狂欢ꎮ
在负面舆情下ꎬ 乔碧萝直播间被斗鱼平台与哔哩哔哩平台关闭并下架所有视频ꎮ 可见ꎬ 在视觉先行全
民围观的直播场景中ꎬ 舆论事件的演变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ꎮ
再次是网络直播的用户反馈效应增强ꎮ 内容形态迭变下的网络直播ꎬ 其用户构成及反馈系统也发
生了本质的改变ꎬ 最显著的就是直播进程中互动反馈的关系强度及舆论参与功能得到显著增强ꎮ 网络
直播由于自身的低门槛、 话语释放迅速等特征ꎬ 极易点燃热点话题ꎮ 因处在舆论传导中不可缺少的重
要环节ꎬ 网络直播也与现实舆论产生共振ꎬ 不断强化舆情事件的传播与扩散ꎬ 甚至成为 “ 网络舆论
风暴” 的生成土壤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 “ 肖战粉丝举报 ＡＯ３ 网站事件” ( ＡＯ３ 网站全称为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ｆ Ｏｕｒ

Ｏｗｎ” ) ꎬ 引发网民对于 “ 饭圈” 中话语权被剥夺的声讨ꎬ 舆论迅速扩散到各大社交媒体舆论平台ꎮ
某网红直播带货时ꎬ 由于兜售的产品正是肖战所代言产品ꎬ 直接遭到了直播间用户的抵制ꎮ

以上所述的内容形态、 主体角色和反馈机制三方面ꎬ 恰好构成了当前直播场景较为完整的系统ꎬ
也为从舆论的视角审视网络直播内涵的结构性转变提供了新框架ꎮ 网络直播不再是狭义的生活领域或
商业营销传播活动ꎬ 而是泛内容态势下的舆论场景———集纳了社交关系、 信息发布与舆论议题的立体
化空间ꎬ 在身份属性上ꎬ 从作为议题互动的空间转向更丰富的舆论场景ꎮ 当前网络传播活动的泛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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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ꎬ 更是推动了 “ 直播舆论” 的生成与嵌入ꎬ 网络直播平台被赋予具有独立生态的舆论平台的
功能属性ꎮ 可以说ꎬ 网络直播既是搅动舆论生态的社会动员力量ꎬ 又是具有舆论弥合功能、 促成主流
价值传播的重要建构力量ꎬ 发挥着关系连接、 议题互动与平台融合的作用ꎮ

二、 场景变革的驱动力量: 网络直播的舆论功能及其实践
立足于舆论传播新生态ꎬ 网络直播作为建构舆论事件的重要平台力量ꎬ 逐渐展示出独有的舆论功
能ꎮ 由议程动员、 源发事件及价值导向构成的三位一体的互动实践ꎬ 成为在热点公共事件中网络直播
与舆论互动的内在逻辑ꎮ

( 一) 直播舆论的情感动员与 “ 情绪议程” 设置
社交网络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对于青年群体的影响尤其突出ꎮ 网络直播是移动互
联网时代下的新型社交方式ꎬ 对群体的互动模式产生了重构作用①ꎮ 据 ｉｉＭｅｄ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艾媒咨询)

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９ 年中国在线直播行业用户中ꎬ ３０ 岁及以下用户占比高达 ８ 成ꎬ 其中 ２４ 岁及以下用户
将近 ５ 成ꎬ 在线直播用户年轻化特征明显②ꎮ 网络直播的互动聚集搭建了参与式文化的平台ꎬ 受众从
单一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信息生产者、 参与者和接收者相互融合的叠加身份ꎬ 重塑了青年群体的信息
接受模式与社交模式ꎮ 青年作为网络直播的主要用户群体ꎬ 即时在线互动技术与视听兼备的图景描绘
了网络直播中舆论主体的年轻化肖像ꎮ 此外ꎬ 网络直播的情感沉浸、 互动式聚集、 直播场景的丰富
性ꎬ 极易调动青年群体的心理认同与身份归属ꎬ 在面对公共热点事件时极易触发情感动员ꎬ 引导舆论
走向ꎮ
有研究表明在大众传播中存在着情绪感染的现象ꎮ 情绪感染由于媒介的群体性和社会化使用而呈
现出其情绪的引导和影响ꎬ 个体媒介使用者的情绪受到群体情绪环境的影响ꎬ 从而使得个体的情绪并
非独立于其所处的传播环境③ꎮ 作为一个集纳了社交、 娱乐与公共信息于一体的互动平台ꎬ 网络直播

的 “ 情绪议程” 设置作用和效应十分突出ꎮ 网络直播催生了大量基于兴趣爱好产生聚集的网络社群ꎬ
同时弹幕发送、 礼物打赏等虚拟社交形式使网络直播在观看中注入了互动仪式ꎬ 而虚拟社群的情感是
互动的关键要素ꎮ 网络直播能够在某一话题或社会事件讨论中迅速汇集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力ꎬ 在舆
论事件的生成、 扩散与建构中发挥核心圈层作用ꎮ 网络直播意见领袖机制向情绪领袖机制的过渡ꎬ 甚
至在某些社会事件中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ꎬ 加大诱发集体行为的概率ꎮ 直播间互动、 弹幕发
送、 礼物打赏等场景体验ꎬ 增进了 “ 虚拟社区” 的现实触感ꎬ 网络与现实社区得以高度融合ꎬ 进一
步强化了网络直播的舆论功能ꎮ

( 二) 直播平台作为 “ 舆论源发平台” 引爆媒介事件
网络直播容易带来沉浸效应及标签化事件的打造ꎬ 特别是话语权下放扩大了舆论事件的传播覆盖
面ꎬ 加速了舆情事件的曝光度ꎬ 强化了舆论事件生成的社会动力机制ꎮ 在公共事件、 社会热点事件进
程中ꎬ 通过网络直播的空间 “ 放大” 与讨论卷入ꎬ 更能在网络舆论场中激起涟漪ꎬ 直击公众的神经ꎬ
牵引更大范围的多元舆论力量参与进来ꎮ

网络直播的实时动态影像打造了 “ 亲眼目睹” 的真实感以及多元力量深度讨论的强大话语ꎬ 使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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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论事件一触即发ꎬ 成为众多社会痛点事件传播扩散的舆论源生平台ꎮ “ 翟天临学术造假门事
件” 源于当事人在 “ 一直播” 平台直播间反问网友 “ 知网是什么” ꎮ “ 知名演员” “ 北京电影学院博
士”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 这些名人与名校的标签加持ꎬ 使得直播间中的事件迅速演变成
为关涉学术诚信、 教育公平与招生公平的公共热点事件ꎮ 舆论讨伐下该事件迅速发酵并进入 « 人民
日报» 、 中国青年网等媒体议题ꎬ 北京大学、 北京电影学院纷纷发声明进行跟进处理①ꎮ 直播间中的
一次发声成为网络直播与多元媒体平台联动的舆论驱动因素ꎬ 扮演了源生舆论事件的角色ꎮ 除此之
外ꎬ 带有直播体验的社交媒体平台如知乎网、 抖音短视频、 快手短视频、 哔哩哔哩等ꎬ 在焦点议题的
生成上也展示了强大的媒介事件打造力量ꎮ

( 三) 嵌入直播的主流转化与价值纠偏

网络直播在内容形态与价值传播上形成了全新的 “ 语态” ꎮ 与主流媒体的新闻话语叙事不同ꎬ 网

络直播在直播话题与事件打造、 主播与用户的即时性对话中形成价值传播的独特路径———基于互动的
传播策略、 以场景为核心的体验营造ꎮ 但由于网络直播多存在把关滞后、 过度娱乐化导向等弊病ꎬ 审
丑直播、 土味直播、 夸张猎奇直播甚嚣尘上ꎮ 泛娱乐化、 猎奇心理与集体围观狂欢下的网络舆论场ꎬ
逐渐从主流舆论场分化ꎬ 使得网络直播营造的网络舆论场存在更大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ꎮ 网络直播的
亚文化特质也极易催生泛娱乐化的负面情绪ꎬ 导致群体性的价值偏差ꎬ 迫切需要引入引领式力量有针
对性地进行价值纠偏ꎮ
在多元力量的共同作用下ꎬ 近年来网络直播的发展逐渐展示了更丰富的面相与态势ꎮ 特别是全民
直播环境下ꎬ 技术赋能带来 “ 草根话语” 的释放ꎬ 网络直播利用自身的特点与技术优势实现最大限
度逼近真相ꎬ 在舆论场中与主流媒体产生舆论共振ꎬ 而直播平台因其更突出的信息传播属性ꎬ 成为在
热点事件中网民理性表达、 寻求共识的重要协同力量ꎮ 此外ꎬ 随着官方机构与主流媒体积极布局加码
网络直播ꎬ 直播场景的内容特质与传播主题进一步多元化ꎬ 官方声音、 主流价值在直播舆论场中越发
突出ꎮ 这样的网络直播 “ 主流转化” ꎬ 在舆论引导及价值互动方面被赋予更多使命ꎮ 如 ２０１９ 年 “６

１８” 购物节期间ꎬ 全国就有 ６０ 多个贫困县的县长在网上直播带货②ꎬ 其中济南商河县 “ 网红县长”

陈晓东直播带货ꎬ 更是吸引 ３００ 万网友围观③ꎮ 从地方官员到主播的角色转换ꎬ 再到直播中官员使用
网络热词的反差萌ꎬ 官民互动、 机构形象及价值融入三方面效果显著ꎮ 然而ꎬ 这种主流话语融入网络
直播舆论生态的探索ꎬ 以平台借用、 话题嵌入为主ꎬ 在传播策略及呈现形式上仍显得单一ꎮ 可以预
见ꎬ 建设自主直播平台并将其纳入网络深度治理命题ꎬ 将是下一步 “ 主流转化” 的主攻方向与发展
趋势ꎮ

三、 融合式生态: “ 情境坍塌” 下的网络直播舆论重构
移动社交网络语境下的场景变革既改变了信息形态ꎬ 也创造了新的互动体验ꎮ 网络直播正是如
此ꎬ 它模糊了前台与后台的界限ꎬ 虚拟与现实从二元分离逐渐走向复合ꎬ 创造出具有叠加效应的沉浸
感世界ꎻ 构筑了一个将大规模参与主体纳入其内容生产体系的场景ꎬ 使新的话语秩序与舆论生态的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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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具备了更多的可能性ꎮ 正是由于网络直播强大的话语建构力、 舆论搅动力、 社会动员力ꎬ 造就了技
术与内容融合下兼具 “ 仪式感” “ 既视感” 和 “ 同步记录” 特征的场景系统①ꎮ 在全新语境特别是网
络场域既冲突又融合的 “ 情境坍塌” 之下②ꎬ 网络直播作为舆论平台的这一场景系统也自发进行调适
与规制ꎬ 一个融合式的舆论生态逐渐被塑造、 建构ꎮ

( 一) 冲突与调适: 网络直播舆论生态的多元力量博弈

１ 多元话语共存下舆论场景的结构 “ 坍塌” 与生态优化

舆论生态的边界坍塌是由网络直播 “ 场景变革” 引发的新现象ꎮ 传播学者波伊德曾提出 “ 消解

的语境” ( 后调整为 “ 语境消解” ) ③ꎬ 用以代指给用户带来 “ 矛盾、 不确切、 误导性语境线索” 的
数字社交语境④ꎮ 每个人都在不同交往语境、 情景中扮演着不同角色ꎬ 这些语境、 场景有着分明的界
限ꎮ 但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将边界摧毁ꎬ 场景边界陷入崩溃ꎬ 原有的生态被打破ꎬ 这在直播
舆论场中体现得尤为显著ꎮ
一方面ꎬ 网络直播强大的平台连接能力和舆论点燃能力ꎬ 瓦解了由微博、 微信为主导的新媒体舆
论生态之墙ꎮ 网络直播深度嵌入并重塑了新媒体舆论场的载体形式ꎬ 与微博、 微信、 新闻客户端、 视
频自媒体等新媒体平台舆论共振形成舆论传播的新型平台ꎮ 特别是 “ 直播场景” 在各个平台的广泛
应用ꎬ 加快了网络舆论生态的结构性重组ꎮ 同时ꎬ 官方机构与主流媒体在公共热点事件及常规政务传
播中利用网络直播手段发力ꎬ 网络直播在信息公开、 政务沟通及舆论监督方面发挥出巨大的潜能ꎬ 逐
渐形成个体力量、 社会组织、 官方机构及主流媒体积极探索融入的新型话语平台ꎬ 与传统舆论场共
振、 共存ꎮ
另一方面ꎬ 网络直播兼备反传统、 非主流、 去中心的亚文化特征ꎬ 在场景边界突破过程中ꎬ 通过
对个体与机构的多渠道赋权ꎬ 改变并拓展了原有的话语生态ꎮ 特别是在泛直播趋势下ꎬ “ 全民直播”

这一技术赋能带动了传播关系与传播权力的转移ꎬ 为受众的公共参与提供了意见表达渠道ꎬ 其中融入
了各种网络流行话语ꎬ 进一步丰富了主流话语的 “ 语态矩阵” ꎬ 但同时ꎬ 也带来了直播舆论中的诸多
生态问题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ꎬ 加强网络生态治理ꎬ 是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ꎬ 培育积极健
康、 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的需要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起正式实施的 «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 以
下简称 “ « 规定» ” ) ꎬ 明确了网络生态治理的核心路径ꎬ 为网络信息内容的生产、 使用与服务提供
了行动准绳ꎮ 在 « 规定» 的引领下ꎬ 网络直播平台在流量引入与平台监管上进行平衡ꎬ 探索建立主
播、 网民在行使话语表达时承担起言论负责的舆论机制ꎮ 在更深的层面ꎬ 需要通过对网络直播中推
荐、 社交等场景的实施治理ꎬ 提升正能量效应ꎬ 同时将参与网络直播的用户共同纳入直播平台规范化
运作体系中ꎬ 随时对网络直播舆论导向进行纠偏ꎬ 进而建立完善的舆论生态机制ꎮ 如 « 花椒直播平
台管理规范» 中针对直播内容的政治色彩、 淫秽色情等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永久封号处罚并保留移交
司法机关的权利ꎬ 针对一般性违规如低俗谩骂等不良价值导向则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罚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８

日ꎬ 百度 ＡＰＰ 的推荐、 图片、 视频、 财经、 科技等五个频道因 “ 落实主体责任不力” 、 导致 “ 传播

秩序和生态问题突出” 而被约谈整改ꎬ 百度公司随即从内部规范入手展开全面整改与纠偏ꎮ 未来ꎬ
①
②

王建磊: « 如何满足受众: 日常化网络直播的技术与内容考察» ꎬ «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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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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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在网络治理中突出直播平台自身 “ 主体责任” 担当与建设ꎬ 有助于持续搭建价值导向的坚实 “ 城
墙” ꎬ 对网络直播舆论的生态优化意义重大ꎮ

２ 视听狂欢图谱下的舆论场景沉浸与仪式强化

在内容生产和互动体验上ꎬ 网络直播通过视听元素的创新及空间营造ꎬ 实现更具沉浸效应场景的

再生产ꎮ 其中ꎬ 视听语言作为基础元素为场景搭建提供了全息化的信息及沉浸感的体验ꎬ 强化了用户
的参与及卷入程度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在网络直播营造的视听沉浸环境里ꎬ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
场景互动得以重构ꎮ 特别是在网络直播空间中ꎬ 以兴趣爱好为纽带形成了一个个社交闭环ꎬ 为社会关
系由弱连接向强连接的转变营造了强大的圈层传播社交场景ꎮ 不仅如此ꎬ 网络直播的双向互动场景系
统及实时传播的不可预测性ꎬ 都会使直播内容、 言论观点、 价值传递在场景围观中迅速传播扩散乃至
发酵ꎮ 快手 ＩＤ “ 迷人的郭老师” 是在快手平台的素人主播ꎬ 以土味粗俗又不按常理出牌的直播内容
引起几百万人围观ꎬ “ 集美” “ 迷 ｈｏｔｅｌ” 等 “ 郭言郭语” 成为年轻人社交的流行语ꎬ 曾在社交媒体掀
起模仿 “ 迷人的郭老师” 的热潮ꎮ 在大众娱乐化演变道路上ꎬ 以 “ 迷人的郭老师” 为代表的土味亚
文化正在以其独特的语言传达其思想内核ꎬ 成为直播生态中备受关注的新热点现象ꎮ

在网络直播营造的场景内ꎬ 仪式互动成为直播活动中成员之间进行联系的常态ꎮ 从传播的仪式观
来看ꎬ 直播不仅传递了信息议程ꎬ 而且通过情感动员ꎬ “ 在特定群体和文化中起到沟通、 过渡、 强化
秩序及整合社会的作用” ①ꎮ 虚拟礼物打赏下的关系强化ꎬ 主播与围观者的即时互动ꎬ 不断强化直播
文化的黏合作用ꎬ 共同促成符号仪式下基于情感维系的网络直播沉浸场景ꎮ 尤其不能忽略的是ꎬ 这种
仪式强化也往往呈现出 “ 过度狂欢” “ 沉浸迷失” 的负面态势ꎮ
３ 价值失偏展演下舆论生态的群体极化与调适

在网络直播的新型社交关系下ꎬ 虚拟的弱连接向强连接过渡ꎬ 群体认同与情感归属造就的直播社

群能够产生更强的互动性与凝聚力ꎮ 顺应这样的传播特点ꎬ 平台为了促成大规模的 “ 私域流量” ꎬ 主
播为了吸引更突出的粉丝认同效应ꎬ 往往在内容展演与价值分享上主动调整、 即时转换ꎬ 以回应用户
的多元化诉求ꎮ 譬如在才艺类直播中ꎬ 主播会不断关注参与直播的人数ꎬ 同时不断把握参与者的需
求ꎬ 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参与打赏而采取博人眼球的内容策略与话题设置ꎬ 以取得更好的情绪调动效
果ꎮ 这些都是当前直播舆论场中常见的操作模式ꎮ 花椒直播平台中ꎬ 吴永宁经常以自己的惊险攀爬动
作视频为相关平台带来滚滚点击量ꎬ 最终在一次攀爬高楼直播时坠亡②ꎮ “ 死亡直播” “ 自杀直播”
引发网友与媒体的集中关注ꎬ 并引发网络直播传播伦理的热议ꎮ

应当看到ꎬ 社交媒体时代舆论事件的跨平台联动效应日益明显ꎮ 当某些热点话题在直播中被广泛
讨论ꎬ 参与群体基于自身的情感取向ꎬ 极易对该事件做出一边倒的评价ꎬ 造成 “ 信息茧房” 式的封
闭与窄化ꎮ 在网络直播所形塑的文化版图与舆论生态中ꎬ 异质性、 混杂性的言论碰撞本质上是多元化
诉求的体现ꎮ 当一个个闭合圈层化的直播间基于某事件的讨论愈演愈烈时ꎬ 处置不当会造成舆情失
控ꎬ 甚至可能出现线上线下联动ꎬ 给社会稳定带来风险ꎮ 有必要通过对直播平台的治理以及对直播参
与用户的价值观引领ꎬ 实现网络直播场景优化ꎬ 打造富有秩序的舆论生态与文化格局ꎮ

( 二) 变革与融合: 网络直播对舆论生态的多维重构
由网络直播参与或主导的舆论场景系统ꎬ 仍然处于情景调适、 结构性重建的进程之中ꎮ 与此同
时ꎬ 由传统主流媒体话语织就的舆论生态系统不断被解构ꎬ 新注入的话语秩序与价值观念ꎬ 使得网络
时代多元化社会思潮迭起ꎬ 主流价值观的形塑难度加大ꎮ 随着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沟通场景的创新属性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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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

日渐突出ꎬ 越来越多的官方机构及主流媒体将其纳入常规叙事框架ꎬ 网络直播在实践中彰显出多方面
优势ꎬ 包括: 更有厚度的信息公开、 更有议题集中度的公共价值和更广泛参与的协同治理ꎮ 当前ꎬ 网
络直播作为新型舆论平台的探索ꎬ 初步打开了舆论治理场景变革的一扇窗ꎮ
１ 多元舆论共振中的直播场景变革与融合

舆论重塑下的网络直播场景进入了一种融合语境———由娱乐社交情景转向更具公共互动的场景ꎬ

形成典型的 “ 直播舆论场” ꎮ 它既是舆论场景的一个独立空间ꎬ 又是更大的社会场景中的一个传播节
点ꎬ 身处多元舆论力量共振、 碰撞的网络之中ꎮ 譬如: 在教育直播的知识分享与热点案例讲解中带入
舆论讨论产生的对话效果、 带货的网红主播在涉及乡村振兴中的话题发挥ꎮ 由于直播本身就带有媒介
事件的属性ꎬ 内容的生产过程也是制造舆论事件的重要因素ꎬ 由此呈现出直播场景融合的 “ 双重建
构” 特征ꎮ 由于不同场景的连接与融合将持续进行ꎬ 网络直播自身的场景变革将呈现为两种路径ꎮ

第一种路径ꎬ 创造出由网络直播平台主导的舆论互动模式ꎮ 其中ꎬ 沉浸体验场景的建构是首要法
则ꎮ 在弹幕与打赏机制的作用下ꎬ 网络直播不遗余力地营造沉浸式社交场景ꎬ 时空一体、 视听兼备的
深度参与成为其具备超强舆论感染力的关键ꎮ 同时ꎬ 网络直播的开放性、 低门槛特质ꎬ 基于兴趣爱好
集结的虚拟社群ꎬ 紧密的群体情感结构ꎬ 这些因素推动快速形成闭合式的舆论圈层ꎮ 在这样的场景之
中ꎬ 直播平台的主播在身份上赋予更具魅力化的意见领袖身份ꎬ 通过内容展演与议程设置ꎬ 与热点话
题及相关内容 “ 勾连” ꎬ 最终实现由主播驱动的媒介事件ꎮ 这是一种自成生态的场景互动模式ꎬ 在公
共事务的行动引导中更易展示出突出的场景融合效果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６ 日晚ꎬ 李佳琦直播室和央视新闻共同推出 “ 谢谢你为湖北拼单” 的直播活动ꎮ 受

疫情影响ꎬ 原定同框出镜的朱广权和李佳琦选择了网上连线的方式带货ꎮ 这场直播共吸引了 １０９１ 万
人观看ꎬ 累计观看次数 １ ２２ 亿ꎬ 直播间点赞数 １ ６ 亿ꎬ 累计卖出总价值 ４０１４ 万元的湖北商品①ꎮ 朱
广权自带节奏的幽默解说加上时不时的引经据典ꎬ 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又提升了商品的文化品位ꎬ 搭
配上李佳琦强大的直播带货能力ꎬ 让 “ 小朱配琦” 这个临时卖货组合登上了当晚微博热搜首位ꎮ 这
场公益直播通过主播跨屏组合、 多平台共振的方式形成舆论焦点ꎬ 不但为疫情期间举步维艰的湖北企
业缓解了现金流之忧ꎬ 也为多元舆论下正能量媒介事件的融合传播提供了可贵的样本参照ꎮ

第二种路径ꎬ 发挥网络直播作为舆论力量的 “ 参与治理” 协调效能ꎮ 网络直播作为新型舆论平

台ꎬ 其强大的沉浸感与全方位社交体验可以与围观用户进行跨屏情感互动ꎬ 进而发挥相互协调功能ꎬ
并有效引导舆论ꎮ 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引发的舆论互动场景中ꎬ 通过 “ 带入议题” “ 传递价值” “ 作为
第三方嵌入” 等方式进入公共事件场域之中与多元化舆论对话ꎬ 在潜移默化中对公众话语、 情感议
题及价值认同产生影响与塑造ꎮ

２ 官方机构嵌入主流话语的议程融合

党政机构及主流媒体平台进驻网络直播平台ꎬ 创造性融入甚至开辟新的场景ꎬ 把网络直播发布作

为常规传播形态纳入治理体系ꎬ 是继官方机构创新 “ 两微一端” 官方号、 境内外视频自媒体官方号
之后又一轮新的平台拓展ꎬ 对舆论引导工作的格局产生了积极影响ꎮ 善用网络直播正是党政机构优化
政务信息公开、 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创造性体现ꎬ 利用网络直播与公众进行互动也是党政机构创新
社会沟通方式ꎬ 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危机情景下开展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的新渠道ꎮ 主流媒体机构由于
自身拥有强大的公信力平台ꎬ 加码网络直播可以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迅速拨开迷雾ꎬ 为众声喧哗的

舆情生态注入更多的原创内容与主流话语ꎬ 在与互联网媒体及自媒体共存格局中实现 “ 既生产信息ꎬ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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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传递价值” ꎬ① 推动正能量舆论的扩散ꎮ

２０２０ 年 “３１５” 传播活动中ꎬ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上海消保委” ) 与

知名网络直播平台合作ꎬ 创造性借用直播场景开辟 “ 上海消保委 ３１５ 消费直播间” ꎬ 第一次将实施
了 ５ 年多的产品比较试验新闻通气会搬到李佳琦直播间ꎬ 借助其空间的深度体验与规模效应ꎬ 工作人
员以专家身份与消费者互动ꎬ 吸引了 ３７８ 万粉丝观看②ꎮ 上海消保委这样的不求 “ 带货” 、 而是 “ 带
知识” “ 有态度” 的场景发布ꎬ 专注于公益性消费教育与消费指导ꎬ 在直播场景中嵌入官方话语与行
动ꎬ 取得显著的议程设置效应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ꎬ 公众迫切关注疫情走向与防控进展ꎬ 期间ꎬ 从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到省级新闻发布会ꎬ 借助新闻客户端及视频自媒体等多平台联动ꎬ 全面实现了 “ 直
播态发布” ꎮ 疫情防控发布直播造成了 “ 万人空巷式关注” 的媒介传播现象ꎬ 展示了舆论传播年度事
件的特质ꎮ 在这种传播节奏下ꎬ 湖北省鄂州市 ２０２０ 年第一个全市性大会———２０２０ 年作风建设暨 ２０１９

年度综合考评通报大会采取全网直播的方式召开ꎬ 在直播中市委书记王立痛斥干部作风之弊ꎬ 发言中
“ 你一看就是个小干部模样” 的原话被广泛传播成为舆论事件的热议标签③ꎮ 同时ꎬ 央视新闻、 人民
网等主流媒体也纷纷投入力量深耕直播领域ꎬ 全方位满足疫情当下公众对于信息公开的需求ꎮ 如央视
直播采用慢直播镜头每天 ２４ 小时全方位呈现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画面ꎬ 各地网友纷纷化身 “ 云监
工” ꎬ 为现场建设者加油打气④ꎮ 在疫情防控的应急传播语境下ꎬ 官方机构及主流媒体同步嵌入网络
直播ꎬ 使得官方议程、 主流话语实现了多平台的融合传播ꎬ 进一步彰显了网络直播在议程设置上的强
大舆论效应ꎮ
３ 直播平台价值引导下的公众议程融合

网络直播作为即时性社交平台ꎬ 直播主体在情感议题设置及价值互动上的认同度越高ꎬ 越能产生

层层扩散效应ꎬ 拓展公众舆论场的信息覆盖面ꎬ 进而实现与公众议程的对接与融入ꎬ 赢得更大的网络
舆论话语权ꎮ 此外ꎬ 网络直播更符合 “ 有图有真相” “ 以视频刷存在” 的固有观念ꎬ 音频与影像的具
象化呈现方式及直播的即时性ꎬ 较单一文本而言ꎬ 更易对舆论产生直观影响ꎬ 尤其是多元化意见和情
绪在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进行交流博弈时ꎬ 更容易导致话题生成和博弈升级ꎬ 成为舆情发酵的触点ꎮ
这更需要对公众的议题和情绪进行精准的把握ꎮ 在另一个层面上ꎬ 网络直播对即时性对话模式的倚
重ꎬ 形成了自下而上、 扁平化聚集的舆论传递模式ꎬ 参与其中的直播主体需要调整话语方式才能有效
融入其中ꎮ 不过ꎬ 同一直播平台中稳定的参与主体在群体压力、 群体感染下容易形成趋同的意见与共
识ꎬ 这也正是直播平台开展价值引导的空隙与空间ꎮ 那么ꎬ 如何使网络直播参与主体在语态上取得多
元话语的融合与认同ꎬ 如何在价值引导方面实现舆论焦点话题与公众议程的同向融合ꎬ 在复杂的舆论
生态中的这些 “ 关键项” ꎬ 对直播主体的嵌入艺术与话语策略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由哔哩哔哩 ( 以下简称 “ Ｂ 站” ) 和新华网联合主办的 « ｂｉｌｉｂｉｌｉ 晚会: 二零一九最美的夜» 跨

年晚会直播活动ꎬ 在直播结束后登录微博热搜ꎬ 并获得高达 ９ １ 的豆瓣评分ꎬ 成为 ２０２０ 年初网络直
播在文娱体育领域的热点舆论事件ꎮ 央视主持人朱广权主持晚会ꎬ 现场展演了军星爱乐合唱团与张光
①

王炎龙、 邱子昊: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下媒体融合的格局重构» ꎬ «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ꎬ

②

邹娟: « 李佳琦直播ꎬ 被粉丝要求 “ 闭嘴” » 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ｈｔｔｐｓ: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ｗｉｒ５ｌｍｏＷＡｌ－ＴＺ９ＥＥｊａｚＶＡꎬ

③

秦羽: « 湖北市委书记直播中痛斥: 你一看就是个小干部的模样» ꎬ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１ 日ꎬ ｈｔｔｐｓ: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ｙｎｄ￣

④

左翰嫡: « 武汉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建设现场吸引网友关注三日内超两亿人次观看施工直播» ꎬ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 ｈｔｔｐ:

第 １２８ 页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ꎮ

ＡｇＫＺＬ６７７ＱＨ５ｔａＲｏ６８ｎｇꎬ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ꎮ

∥ｗｗｗ ｃｃｄｉ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２０２００１ / ｔ２０２００１３０＿ ２１０４４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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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合作的 « 中国军魂» 等歌曲ꎮ 主流文化与 Ｂ 站为代表的亚文化区隔由来已久ꎬ Ｂ 站虽然以二次元
作为框架ꎬ 但此次晚会为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搭建了共通桥梁ꎬ 取得了舆论场中公众
自发议题积极融入的舆论效应ꎮ 在未来ꎬ 借助网络直播场景打造有效互动的舆论场图谱ꎬ 充分考量主
流价值观与公众议程的融合传播ꎬ 在平台征用、 议程设置以及文化互动上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ꎮ

结语
网络场域的场景革命将持续进行ꎬ 网络直播也将迈入作为舆论核心平台的 “ 第三次拓展” ꎬ 即直

播舆论场的生态优化与场景创新阶段ꎮ 从最初的机制看ꎬ 网络直播通过议题的互动与社交空间的创
新ꎬ 将零散的个体重新凝聚在一起ꎬ 形成独特的虚拟社群作用于现实舆论ꎬ 这是直播与舆论产生勾连
的浅层形态ꎮ 随着多元化力量介入直播舆论场ꎬ 直播场景逐渐融合并呈现出典型的 “ 双重建构” 特
征———平台自身因其网红特质而经常作为媒介事件受到关注ꎬ 同时通过内容互动与场景变革再度生成
舆论事件ꎮ 然而ꎬ 年轻群体赋权后的过度沉浸、 视听狂欢下的亚文化属性以及情感认同与情绪渲染的
强大动员力量ꎬ 使得网络直播下的舆论生态出现共振与冲突并存ꎬ 容易陷入导向偏差与价值迷思ꎮ 因
此ꎬ 网络直播亟需重塑作为舆论生态新型构成力量的功能ꎬ 发挥作为独特传播场景与多元化舆论空间
的共振效应ꎬ 强化官方机构与主流媒体加码下的导向引领ꎬ 让主流价值不断纠偏并实现增量传播ꎬ 建
立健康良性的价值传播观念与实践ꎬ 从而进一步释放网络直播这一新型舆论平台的潜力ꎬ 在舆论生态
建设中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ꎮ
作为场景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ꎬ 网络直播在平台内容的形态、 主体角色的意见领袖转化以及互动
反馈系统的效能等方面发生了结构性改变ꎬ 在身份属性上ꎬ 从作为议题互动的空间转向更丰富的舆论
场景ꎮ 从技术驱动的视角转向舆论功能的视角进行观察ꎬ 可以发现ꎬ 网络直播既是改写舆论生态的社
会动员力量ꎬ 又是具有舆论弥合功能、 促成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建构力量ꎬ 发挥着关系连接、 议题互
动与平台融合的作用ꎮ 网络直播对舆论的重塑ꎬ 体现在三个方面: 作为新形态新业态的直播场景变革
与融合创新、 作为网络内容生态中主流话语的官方议程融入ꎬ 以及作为舆论传播主体角色的公众议程
征用ꎬ 推动建构一个包含直播场景、 主流话语及公众议程三方面有效融合的舆论新生态ꎬ 这正是网络
直播在舆论功能层面的价值导向目标与变革意义所在ꎮ
在网络直播舆论生态的重构过程中ꎬ 基于网络直播自身的亚文化属性ꎬ 规则塑造必定受到干扰性
力量抵抗ꎮ 直播行业演进发展中的个别越线行为及生态乱象依旧会相随相伴ꎬ 对舆论生态的重塑与规
则建构形成巨大的阻力ꎮ 因此ꎬ 网络直播的舆论生态重塑必须重视主流文化的价值传播加码ꎬ 充分挖
掘多元化力量尤其是官方机构的价值引领与主流媒体的原创话语优势ꎬ 在价值纠偏中引领网络直播走
向主流化路径ꎬ 重塑一个场景融合式的直播舆论生态ꎮ 由此也衍生出一系列全新命题需要突破ꎬ 特别
是关于网络直播舆论功能的深入评估、 重塑舆论进程中的核心话语竞争与博弈、 价值引领上转向主流
化的效果检验ꎬ 以及下一代场景变革的创造性转化等议题ꎬ 仍然需要深入开展反思性、 建构性的研究ꎮ
( 责任编辑: 林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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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域下网络直播的文化转译与调试
郑

越ꎬ 何

源

(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ꎬ 广东 广州

摘

５１０６３２)

要: ５Ｇ 时代的来临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ꎬ 跨越国境的文化交流也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呈

现出新态势ꎮ 论文从跨文化角度梳理了国际网络直播平台中的文化转译现象ꎬ 并围绕文化差异背景下网络
直播如何做出有效调整和适应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这一核心问题ꎬ 从视觉转译、 场景转译、 行为转译等
方面进行了解析ꎮ 同时结合当下国内网络直播平台的传播现状ꎬ 对跨文化网络直播的文化调试提出了关注
“ 主体间性” 、 创新文化资源、 协调本土立场和全球意识等建议ꎮ
关键词: ５Ｇ 技术ꎻ 跨文化传播ꎻ 网络直播ꎻ 文化转译ꎻ 文化调试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２８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９３－０７

一、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ꎬ 全球化日益加深ꎬ 世界各国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等多领
域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ꎮ 这一方面有利于各国之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ꎬ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各个国家塑
造良好的国际形象ꎬ 扩大国际影响力ꎮ
新技术的发展为跨文化传播的途径、 媒介和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ꎮ 其中ꎬ 作为新兴传播方式的
网络直播以其较强的娱乐性和互动性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ꎮ 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发布的 « 第 ４５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中国网络直播用户

规模达 ５ ６０ 亿ꎬ 内容形态涵盖了娱乐、 购物、 教育、 出行、 社交、 旅游等多种话题ꎬ 包括游戏直播、
真人秀直播、 体育直播和电商直播ꎮ①

目前ꎬ 我国比较受欢迎的跨国直播平台软件有 Ｂｉｎｇｏ Ｌｉｖｅ、 Ｌｉｖｅ ｍｅ、 Ｓｔｒｅａｍ Ｋａｒ 等ꎮ Ｂｉｎｇｏ Ｌｉｖｅ 是

欢聚时代旗下的直播产品ꎬ 也是中国互联网公司中第一个跨国直播应用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Ｂｉｎｇｏ

Ｌｉｖｅ 已拥有 ２ ２５ 亿注册用户ꎬ 活跃用户超过了 ４０００ 万人ꎮ② Ｌｉｖｅ ｍｅ 作为猎豹移动旗下的网络直播平
台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首先在美国上线ꎬ 其后相继在日本、 印尼、 阿拉伯等地区上线ꎬ 目前已经在全球 ５０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覆盖ꎬ 全球下载量超过 １０００ 万ꎮ③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 Ｌｉｖｅ ｍｅ 日播出时长超过 ２００ꎬ ００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３￣２０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移动传播情境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融入研究” (１７ＣＸＷ０２２) ꎮ
作者简介: 郑越ꎬ 女ꎬ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ꎮ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传播ꎮ
何源ꎬ 女ꎬ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ꎮ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传播ꎮ
①
②

ＱｕｅｓｔＭｏｂｉｌｅ: «２０１９ 直播＋Ｘ 洞察报告»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１９９ｉｔ 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９７４０３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 日ꎮ

腾讯科技: « ＹＹ 花 １４ ５ 亿美元全资收购的 Ｂｉｎｇｏ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ꎬ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５ 日ꎬ ｈｔｔｐｓ:∥ｎｅｗ ｑｑ ｃｏｍ / ｃｍｓｎ /

２０１９０３０５ / ＴＥＣ２０１９０３０５００２５０７００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 日ꎮ
③

腾讯 创 业:

« 猎 豹 移 动 直 播 子 公 司 Ｌｉｖｅ ｍｅ 融 资 ６０００ 万 美 元» 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ｔｅｃｈ ｑｑ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７０５０２ /

００４３６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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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ꎬ 用户数超过 ２０００ 万ꎬ 用户打赏礼物超过 ８ 亿次ꎬ 用户点赞超过 ２０ 亿次ꎮ① ＫＫ 直播的出海项
目 Ｓｔｒｅａｍ Ｋａｒ 则以印巴市场为主ꎬ 软件的下载量也位居前列ꎮ 在网络直播中ꎬ 各国用户通过与观众聊
天、 直播日常生活或通过表演的形式ꎬ 让他国民众直接感受本土文化ꎮ

爱德华泰勒 ( 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ｎｅｔｔ Ｔａｙｌｏｒ) 早在 １８７１ 年就提出: “ 文化或文明ꎬ 就其广泛的民族学

意义来讲ꎬ 是一复合整体ꎬ 包括知识、 信仰、 艺术、 道德、 法律、 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
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ꎮ” ②跨国网络直播平台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ꎬ 但受
众的价值观和习俗等都存在差异ꎬ 在传播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文化冲突ꎮ 面对文化差异ꎬ 如何有效调
整和适应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是值得思考的问题ꎮ 因此ꎬ 本文以 Ｂｉｎｇｏ Ｌｉｖｅ 和 Ｌｉｖｅ ｍｅ 两大直播平
台为中心ꎬ 以文化转译理论为基础ꎬ 探析跨文化网络直播中的文化现象并提出相应的文化调试策略ꎮ

二、 文献综述
“转译” 一词源自语言学ꎬ 也称为 “ 翻译” ꎬ 指的是将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翻译为另一个国家语

言文字的过程ꎮ “ 文化转译” 则是将一个国家的文化以别的国家可以理解的方式传递给他国人民的过
程ꎮ 这一概念最早由保罗邓肯姆 ( Ｐａｕｌ Ｄｕｎｃｕｍ) 于 ２００１ 年提出ꎬ 他认为文化商品在转译 (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 的过程中ꎬ 原本的意义可能会流失ꎬ 但是新的意义也可能将被建构ꎬ 文化转译就如同折射现
象ꎬ 打开、 接纳并准许其它文化重组成新的形式ꎬ 所以文化商品不是被传输 (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而是被
“ 转译”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ꎮ③

孙艳娜认为ꎬ 文化转译其实就是一种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ꎬ 不只是拘泥于语言层面的忠实ꎬ 将一

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ꎬ 还要将其所蕴涵的文化传达给另一个文化群体ꎮ④ 吴萌认为ꎬ 在文化的传
播中ꎬ 为了达到更有效的传达和推广ꎬ 需要对文化进行理解性的翻译ꎬ 将异质或异构的文化符号翻译
成文化主体能够接受的文化信息ꎬ 这也就是文化的转译过程ꎮ⑤ 目前ꎬ 学界对于文化转译还未形成统
一的定义ꎬ 本文所指的文化转译是指在跨文化传播中ꎬ 传播者提取本国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面ꎬ 通
过特定的媒介或手段ꎬ 并以他国民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向外传递和展现本土文化的行为过程ꎮ
文化转译所包含的内容也是多样的ꎮ 刘旭认为ꎬ 互联网背景下的文化转译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图
形纹样式转译、 行为模式转译以及文化内涵转译ꎮ 图形纹样式转译指将传统文化符号中的基础元素、
色彩、 形态、 质感与互联网产品的设计元素相联系ꎬ 是从视觉上的转译ꎻ 行为转译是指通过类比的方
法ꎬ 关注用户行为ꎬ 将用户的使用习惯与移动端交互设计相结合ꎻ 文化内涵转译是难度最大的转译ꎬ
是指将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涵、 特有的价值观念传递给互联网用户ꎮ⑥ 本文主要研究跨文化网络直播
平台下各国文化的传递、 转译和调试情况ꎮ 它的核心在于利用转译手段将不同的文化概念通过大众容
易认知的视觉元素去传达和表现ꎬ 促进认同观念的产生ꎬ 从而达到有效传播ꎮ 转译的过程主要涉及两
方面ꎬ 一是 “ 转” ꎬ 即提取和提炼原有文化要素ꎮ 二是 “ 译” ꎬ 即把原有文化要素重新排列组织ꎬ 形成
新的文化元素符号ꎮ 由于中西方在历史传统、 话语系统、 生活方式、 艺术审美等方面的差异ꎬ 跨文化
①

北京商报: « 美国网红的制造机ꎬ 为什么是中国的 Ｌｉｖｅ Ｍｅ» ꎬ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 日ꎬ ｈｔｔｐ: ∥ｍｅｄｉ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８ / ０６０４ /

②

Ｔａｙｌｏｒꎬ Ｅｄｗａｒｄ Ｂ ꎬ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Ｊ Ｍｕｒｒａｙꎬ １８７１ꎬ ｐ １.

④

孙艳娜: « 论文明戏对莎士比亚的文化转译» ꎬ « 国外文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０ 页ꎮ

ｃ４０６０６－３００３２２８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 日ꎮ
③
⑤

Ｄｕｎｃｕｍꎬ Ｐ ꎬ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ｒ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ｒ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２ (５) ꎬ Ｖｏｌ ５５ (３) ꎬ ｐｐ ６－１１.
吴萌: « 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中国古代书画的文化转译———故宫博物院数字<黄筌写生珍禽图>交互项目的实践» ꎬ 见北京联合

大学、 北京数字科普协会编: « 科学艺术传承创新—科学与艺术融合之路» ꎬ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９５ 页ꎮ
⑥

刘旭: « 文化转译模型的构建及其对移动用户体验的影响» ꎬ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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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内容往往面临着文化交流障碍ꎬ 很多优质内容和文化产品往往很难引起文化共情ꎬ 需要反复阐
释和解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ꎮ 新媒体环境下ꎬ 传统的文化转译方法较难展现深层的文化意义和内涵ꎮ
因此ꎬ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直播数据收集的实际情况ꎬ 本文将跨国网络直播平台的文化转译分为视
觉转译、 场景转译、 行为转译三大部分ꎮ

三、 跨国网络直播的传播逻辑
目前ꎬ 国外网络直播平台主要有三家ꎬ 分别是谷歌 Ｙｏｕｔｕｂｅ 移动直播服务、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Ｌｉｖｅ 以及

Ｔｗｉｔｔｅｒ 的 Ｐｅｒｉｓｃｏｐｅꎮ 谷歌早在 ２０１１ 年便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上推出了直播功能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Ｌｉｖｅꎬ 之后又将直播功
能载入到手机应用上ꎬ 让手机用户可以一键开启直播ꎮ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Ｌｉｖｅ 是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应用中的一个信息
流呈现ꎬ 只有关注者可以观看、 评论、 点赞ꎮ 除个人用户外ꎬ 众多的新闻媒体也纷纷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Ｌｉｖｅ

上直播新闻事件ꎬ 例如 ＢＢＣ 以及 ＢｕｚｚＦｅｅｄ 等ꎮ Ｐｅｒｉｓｃｏｐｅ 的用户则是通过 Ｔｗｉｔｔｅｒ 帐户登录ꎬ 并将直播
内容直接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上分享ꎮ 直播过程中ꎬ 观众可以选择留言或者送 “ 爱心” 的方式互动交流ꎮ 在国
外观众看来ꎬ Ｐｅｒｉｓｃｏｐｅ 带来了以视频为载体的新的社交方式ꎮ

( 一) 所涉国家数量众多ꎬ 凸显传播广泛性

据笔者粗略统计ꎬ 目前大部分国际直播平台所涉及的国家将近 １００ 个ꎮ 以中国互联网公司中第一

个出海的直播应用 Ｂｉｎｇｏ Ｌｉｖｅ 为例ꎬ 虽然其最初主要面向东南亚群体ꎬ 但是目前打开软件中的 “ 国家
和地区” 选项ꎬ 可以发现该直播软件辐射至亚洲、 欧洲、 非洲、 美洲、 大洋洲共五大洲ꎬ 其中亚洲
地区以印度、 印度尼西亚、 沙特阿拉伯、 巴基斯坦、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日本、 韩
国、 中国的用户为主ꎻ 欧洲地区俄罗斯活跃人数最多ꎬ 法国、 德国次之ꎻ 非洲地区以埃及、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使用人数最多ꎻ 美洲地区美国和巴西参与者较多ꎬ 且以黑人为主ꎻ 大洋洲地区用户
最少ꎬ 关注度最低ꎮ 同样ꎬ 以欧美市场为主的 Ｌｉｖｅ ｍｅ 直播软件为例ꎬ 其覆盖范围已由美洲、 欧洲扩
大至亚洲、 中东、 大洋洲地区ꎮ 笔者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对 Ｌｉｖｅ ｍｅ 软件中各个国家的直播内容进行了简
单随机抽样统计ꎮ 结果发现ꎬ 大部分直播的 “ 人气值” 都能过百ꎬ 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表１

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性别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Ｌｉｖｅ ｍｅ 直播内容抽样

年龄
２６
３５

国籍

直播内容

美国

聊天

３０

印度

跳舞

中国台湾

唱歌

１９

埃及

连线

日本

做游戏

２３

俄国

聊天

乌克兰

跳舞

３３

美国

健身

美国

聊天

美国

聊天

４１
２０
３９
２０

人气值
４５１

２ ７３７
１ ０８７
１ ７３３
４１４
４４４

１ ７１３
７６０
４２５
２６６

从上表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ꎬ 参与直播的用户以 ２０ － ３０ 岁的年轻人为主ꎬ 女性主播人数略大于

男性主播人数ꎮ 其次ꎬ 该样本中主播们所属的国籍众多ꎬ 以美国国籍主播为主ꎬ 这跟 Ｌｉｖｅ ｍｅ 软件的
首要市场定位在美国有关ꎮ 直播内容以 “ 聊天” “ 唱歌” “ 跳舞” 这三大块为主ꎮ

( 二) ＵＧＣ 生产模式为主ꎬ 趣味性高

新媒体语境下ꎬ 人人都是 “ 网络主播” ꎮ 因此相较于 “ 渠道” ꎬ 直播内容的打造显得更为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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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ꎬ 国际直播平台中直播内容较为丰富ꎬ 大致分为闲聊、 才艺、 连线、 生活动态、 传播知识五大
类ꎮ 闲聊是最普遍的直播内容ꎬ 话题包括日常生活、 工作、 爱好等各方面ꎻ 其次是才艺展示ꎬ 包括唱
歌、 跳舞等ꎬ 有的主播还会在表演中穿上特定的民族服饰ꎻ 再次是生活状态展示ꎬ 例如直播烹饪、 旅
游、 玩游戏、 画画等ꎻ 小部分主播会在直播中传递特定知识或观念ꎬ 例如宗教讲解等ꎮ 总体来说ꎬ 国
际网络直播平台传播的内容具有丰富性、 趣味性、 多元性的特点ꎮ 主播会根据受众的喜好创作个性化
的直播内容ꎬ 这也体现了网络直播以用户为主的 ＵＧＣ 生产模式ꎮ

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ｌｉｖｅ 上受到追捧的主播 “ Ｒｏｍａｎ Ａｔｗｏｏｄ” 曾是 ｌｉｖｅ ｍｅ 的早期签约网红ꎬ 他可以一夜

之间将家里的客厅变成满地雪花ꎬ 然后和亲朋好友在家里玩雪ꎮ 也有凭借着模仿视频游戏和流行文化
的滑稽戏喜剧视频而一炮走红的 “ Ｓｍｏｓｈ” 以及最具 “ 书呆子” 风格的 “ Ｒｏｓａｎｎａ Ｐａｎｓｉｎｏ” ꎮ 后者的
“Ｎｅｒｄｙ Ｎｕｍｍｉｅｓ” 频道致力于呈现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料理以及一些料理研发的内容ꎬ 很受女孩子喜欢ꎮ

( 三) 营造共同的语义空间ꎬ 即时交流性强

传统意义上的直播是指广播或电视在节目录制上存在节目播出时间和节目制作时间同步性、 一致
性的现象ꎬ 比如实时转播各类体育赛事、 重大突发事件、 节目晚会等ꎮ 作为借助互联网技术而诞生发
展的新型直播形式ꎬ 网络直播除了具有实时性、 真实性等特点ꎬ 还具有传统直播不具备的强互动性ꎮ
网络直播将因时空局限而被分散的零星个体重新聚合起来ꎬ 并以影像化的方式将个体所在的场景和行
为呈现在大众面前ꎮ 在国内网络直播平台上ꎬ 观众可以在直播过程中随时发言、 评论ꎬ 与主播互动ꎮ
同时ꎬ 还可进行点赞、 购买虚拟礼物打赏等行为ꎮ 跨国直播平台亦是如此ꎬ 但在互动程度上 Ｌｉｖｅ ｍｅ

和 Ｂｉｎｇｏ Ｌｉｖｅ 的跨国直播稍弱于国内直播ꎮ 受语言障碍的影响ꎬ 跨国直播中受众与主播之间的互动主
要以表达感谢、 赞美为主ꎬ 其它形式的交流则较为缺乏ꎮ 而国内的直播可以通过实时发布弹幕、 评论
的方式ꎬ 让所有在场的观众都能参与其中ꎬ 而不会有语言上的障碍ꎮ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 (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Ｃｏｌｌｉｎｓ) 提出的 “ 互动仪式链” 理论ꎬ 个体可以通

过参与某个互动仪式而和群体成员产生共享的情感和相似的认知体验ꎬ 其中共同的关注焦点和共享的
情感体验是其中的关键要素ꎮ① 在跨国网络直播平台上ꎬ 受众通过进入同一直播间获得 “ 共同场所” ꎬ
没有进入直播间的受众成为了 “ 局外人” ꎬ 群体内的受众通过共同关注着主播的一言一行ꎬ 并在直播
过程中实时互动、 发言、 送礼ꎬ 从而获得共同的情绪和认知体验ꎮ② 在网络直播间ꎬ 人们通过互联网
达到虚拟在场ꎬ 进行线上互动ꎬ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因此获得了共同的语义空间和群体认同ꎮ

( 四) 颠覆等级秩序ꎬ 人人皆可 “ 狂欢”

网络直播的 “ 低门槛性” “ 低成本” 虽然使全民直播存在可能ꎬ 但也存在用户为了吸引流量和获

得更多的收视率进行媚俗化表演等不良现象ꎮ 网络直播在 ＵＧＣ 生产模式下ꎬ 拥有较大话语权的用户
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条件创作内容ꎮ 这颠覆了等级秩序ꎬ 但也给低俗化信息散布提供了温床ꎮ 并
且ꎬ 有些直播平台出于对自身软件流量利益的考虑会默许低俗化直播的存在ꎬ 这就导致了跨国直播平
台中各种直播乱象的蔓延ꎮ 在网络直播中ꎬ 无论男女直播都曝光在 “ 看与被看” 的语境中ꎬ 大部分

女性主播依然处于 “ 观看的权力” 边缘的境况ꎮ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认为ꎬ 狂欢的节日广场文化总是在
不断地颠覆等级秩序、 消除尊卑对立、 破坏严肃统一、 瓦解官方和民间的界限ꎬ 让一切边缘化ꎮ③ 在

网络直播的 “ 狂欢节” 中ꎬ 人人手握话筒ꎬ 有的人为了博得他人的眼球ꎬ 不惜牺牲伦理规范和教养ꎬ
进行粗鄙化、 低俗化的 “ 狂欢直播” ꎬ 供观众嬉笑ꎮ 这污染了直播平台的风气ꎬ 甚至会对相关国家的
①
②
③

[ 美] 兰德尔柯林斯: « 互动仪式链» ꎬ 林聚任等译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１６０ 页ꎮ

黄莹、 王茂林: « 符号资本与情感能量: 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网络直播互动分析» ꎬ « 传媒» 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８０ 页ꎮ
[ 俄] 巴赫金: «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ꎬ 刘虎译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３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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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形成 “ 刻板印象” ꎬ 不利于良好的交流环境的形成ꎮ

四、 网络直播中文化传播的文化转译
由于跨国网络直播存在以上特点ꎬ 在文化转译中要想突破原有语言与文本的限制ꎬ 就需要运用多
种转译方式ꎬ 以达到文化共通的效果ꎬ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ꎮ

( 一) 视觉转译
文化传播中的视觉转译ꎬ 是指在将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ꎬ 提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视觉
因素ꎬ 并对其进行加工处理和呈现的过程ꎮ 它包括文化中的各种图形、 符号、 色彩、 形象、 尺寸等视
觉符号ꎮ 网络直播的焦点是主播ꎬ 因此网络直播中的视觉转译主要体现在主播的服饰、 妆容和发型
上ꎮ 许多国家的用户在直播中ꎬ 会根据本国的文化特征和传统ꎬ 穿上特定的民族服饰ꎬ 进行个性化打
扮ꎬ 让观众能轻易识别或了解其所在国家的文化和特色ꎮ 例如在日韩地区ꎬ 有的主播会穿上和服、 韩
服ꎬ 绑上腰带为大家直播ꎻ 有的日本主播还会角色扮演 ( ｃｏｓｐｌａｙ) 各种日本动漫中的人物ꎬ 穿上制
服、 戴上假发进行角色扮演ꎮ 在东南亚地区ꎬ 尤其是印度、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等地ꎬ 当地的女性主
播会穿上传统服饰如绚丽的纱丽、 楞哈、 旁遮比ꎬ 披上长巾ꎬ 戴上夸张的头饰、 耳饰、 项链、 戒指等
首饰ꎬ 并在眉心中点上一颗 “ 红色吉祥痣” ꎬ 向他国观众展示本土的服饰文化ꎮ 在中东ꎬ 常见的女性
主播形象则是蒙着厚厚的头巾ꎬ 半遮着面ꎬ 头巾是她们文化的视觉象征ꎮ 而非洲人民ꎬ 不论男女ꎬ 在
直播中多以 “脏辫” 的发型出现ꎮ 以上这些都是具有鲜明色彩的当地文化印记和文化的 “直接转译”ꎮ

各个国家的人们在跨国交流中虽然在语言、 价值观、 宗教等方面存在差异ꎬ 但是通过将文化转译

成视觉上的语言ꎬ 用服饰、 妆容、 发型等视觉符号来突出自身个性ꎬ 从而让他人能够更好地了解、 认
识自己ꎬ 并进一步展示和传递本国文化ꎮ

( 二) 行为转译
行为ꎬ 是指一个人的举止动作ꎬ 行为受人的行为意向所影响ꎮ 网络直播中的行为转译ꎬ 是指主播
基于不同的文化差异和思维方式ꎬ 设计自己的举止动作ꎬ 以观众可以理解的方式展示行为ꎬ 它包括主
播的手势动作、 神态、 运动、 才艺表演等行为动作ꎮ 直播中最常见的行为转译是各国主播在收到他人
打赏、 送礼之后ꎬ 以 “ 比心” “ 飞吻” “ 双手合十” 等的手部动作表示感谢ꎬ 从而消解了语言的障
碍ꎮ 其次ꎬ 是以主播的肢体动作为直播内容的行为ꎬ 例如做游戏、 才艺展示等ꎮ 在 Ｌｉｖｅ ｍｅ 上有一位
名叫 “ Ｋ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ａｍｏｎｄ” 的黑人ꎬ 通过在直播中表演源自美国黑人社区的 Ｈｉｐ － Ｈｏｐ 吸引了近一百万
的粉丝ꎮ 该主播在直播中会戴上墨镜和帽子ꎬ 边说唱边跳街舞ꎬ 让各国观众近距离了解和体验当地的
音乐文化ꎮ 还有一位名叫 “ Ｅｒｉｃ Ａｒｔｅｌ” 的主播和一位名为 “ ＪＡＤＵＧＡＲ ＪＰ” 的主播ꎬ 他们在直播中会
设计一些幽默的情景、 动作、 游戏来与他人互动ꎬ 比如设置抢答美国电影 « 星球大战» 有关问题或

者看谁能最快发送主播报出的表情符号等ꎮ ＪＡＤＵＧＡＲ 会戴上黑帽ꎬ 用扑克牌连线第三方表演魔术ꎮ
在日本和韩国ꎬ 有的主播会直播日系、 韩系化妆ꎬ 有的主播会模仿配音演员唱歌、 配音、 变声ꎮ 印度
地区最典型的文化直播行为是当地女性会穿上民族服饰表演印度的经典舞蹈ꎮ 也有印度农村女性直播
在土灶台上刷锅做饭ꎬ 展示当地真实的生活场景ꎮ

( 三) 场景转译
场景本是源于戏剧影视专业的术语ꎬ 随后也被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和社会学专业中ꎬ 是指任何受
到可感知边界的某种程度限定的地方①ꎮ 彭兰教授认为ꎬ 与 ＰＣ 时代的互联网传播相比ꎬ 移动时代场
①

[ 美] 欧文戈夫曼: «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ꎬ 冯钢译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２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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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意义大大强化ꎬ 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服务ꎬ 即对场景 ( 情景) 的感知及信息 ( 服务)

的适配ꎬ 场景成为了继内容、 形式、 社交之后媒体的另一种核心要素ꎮ① 移动互联网时代ꎬ 人们对场
景的需求越来越多ꎬ 场景重构的范围也越来越广ꎮ 网络直播中ꎬ 场景的转译一方面是指人们将所在的
生活场景加工、 转译为带有文化符号的场景ꎬ 另一方面也指将自身所在的场景转为受众移动客户端中
直播软件所展现出的情景ꎮ 例如ꎬ 一位名叫 “ ＳｕｎＧｕｒｕ” 的用户ꎬ 在直播中会为大家传递佛教知识、
讲解佛教教义ꎬ 除了穿上特定的法衣ꎬ 还会将与佛教有关的壁画、 墙纸作为直播时的固定背景ꎬ 将生
活场景转为带有佛教文化印迹的场景ꎬ 从而传播宗教文化ꎮ 在印度地区的直播能看到不少家庭主妇所
在的场景布满了具有印度特色的炊具ꎻ 类似的还有以太阳神等特殊文化符号的布画、 本国知名历史人
物的照片、 本土旅游景点照片、 本国语言文字符号作为直播的背景ꎮ 这些都是将现实环境转译为文化
情景的典型例子ꎮ
另一种情况是ꎬ 将现实环境转译为网络环境ꎮ 这主要指将原本单一的生活场景转为近距离、 双向
互动的混合化场景ꎮ 在主播所处的原生活场景中ꎬ 主播本来无法与其他受众交流ꎬ 但是通过互联网技
术ꎬ 在移动端的另一头ꎬ 直播平台中所呈现场景是一个由观众自由选取的、 仅限于摄像机范围内的密
闭空间ꎬ 并且打破了各场景之间的空间距离ꎬ 观众可以针对场景发送评论和赞赏ꎬ 与场景之外的主播
进行互动ꎬ 进行沉浸性体验ꎮ 同时ꎬ 不同场景之下的主播也可通过 “ 连线” 的方式ꎬ 将多个现实场
景合并至网络直播中的一处场景ꎮ 虚拟场景与现实场景的混合ꎬ 不仅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为
便捷ꎬ 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播ꎮ
美国学者梅罗维茨曾在 « 消失的地域» 提出媒介情境理论ꎬ 认为对人们交往的性质起决定作用

的并不是物质场地本身ꎬ 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ꎮ② 他指出ꎬ 电子媒介通过与现实情境相结合ꎬ 从而创
造出了新情境ꎮ 在跨国网络直播平台这个重构的新情境中ꎬ 用户不但能对他国文化和生活进行沉浸性
体验ꎬ 还能与他国用户进行跨文化交流ꎮ

五、 跨文化网络直播中的文化转译和调试
( 一) 关注 “ 主体间性” ꎬ 实现文化对话

“ 主体间性” 指的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体与个体、 个体与群体、 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ꎬ 不是主

客对立的关系ꎬ 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 理解关系ꎮ③ 跨文化网络直播要关注不同文化、 共同体
之间的交往变迁以及 “ 主体间性” 的复杂性ꎬ 同时不能忽视不同社会体系设置的语境ꎮ 在接受彼此
间观念、 规范、 认知及利益等方面差异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展开平等对话ꎮ 跨国网络直播平台上的主播
和受众是互为主体的ꎬ 并且由于汇聚了不同国家地区的民众ꎬ 可以折射出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
样貌ꎮ 处在和东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印巴文化圈ꎬ 直播的方式却不尽相同ꎮ 巴基斯坦和印度在语言文化
上有很多相似性ꎬ 但在印度热播的火辣舞蹈就无法被巴基斯坦穆斯林受众所接受ꎮ 因此ꎬ 要想达到跨
文化的有效沟通ꎬ 必须建立相互理解的共同背景知识ꎬ 基于地区宗教或者文化特征提供直播内容ꎬ 实
现主体间的文化对话ꎮ

( 二) 借助符号互动ꎬ 创新文化资源

乔姆曼尼斯曾说: “ 人类特有的行为和互动是由媒介符号及其意义所承载的ꎮ” ④ 在跨文化网络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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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平台上ꎬ 图像和符号是使用最频繁的社交语言ꎬ 在虚拟社交关系的维护和身份的建构中占有重要
地位ꎮ 例如特定的民族服饰、 装扮ꎬ 演员或歌手的代表性动作ꎬ 宗教文化符号ꎬ 流行网络表情符号
等ꎮ 在印度ꎬ 针对内容创作者的变现模式从 ２０１８ 年才开始发展ꎮ 其中ꎬ 赠送虚拟礼物模式已成为
Ｌｉｖｅ ｍｅ 在印度市场的主要营收来源ꎮ 其印度和欧洲的区域主管 Ｊｏｈｎｎｙ Ｗｕ 曾表示: “ 印度每天的送
礼所获得的最高营收位于 ５０ꎬ ０００ 美元至 １００ꎬ ０００ 美元之间 ( 约 ３４ ２ 万至 ６８ ３ 万人民币) ꎮ 我们
做了点本土化的调整ꎬ 把泰姬陵当作虚拟礼物的图标ꎮ” ① 由此可见ꎬ 图像和符号在跨文化网络直播
平台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ꎮ 借助不同类别的符号可以促进文化理念传递ꎮ 要达到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效
果ꎬ 首先需要系统梳理本土优质的文化资源ꎬ 例如中国的茶文化、 印度的瑜伽文化、 埃及的伊斯兰文
化、 美国的嘻哈文化等ꎮ 在充分挖掘本土优质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寻找有益的思想资源ꎬ 再对文化符号
进行创新加工实现价值共振ꎮ 在文化内容的呈现上ꎬ 以他国人民群众容易理解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
传播ꎮ

( 三) 倡导 “ 交往理性” ꎬ 协调本土立场和全球意识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倡导的交往理性指的是人类言语结构中所有能言谈者共享的理性ꎬ 是以
话语和沟通为主导的开放式、 多元化协调模式ꎮ② 跨文化的网络直播平台涉及多元价值观ꎬ 如何在避
免文化冲突的同时促进交往主体间的沟通值得思考ꎮ Ｌｉｖｅ ｍｅ 的 ＣＥＯ 何雁丹提到他们把中东地区的截
屏分享功能取消了ꎬ 因为对于中东受众来说截屏会涉及侵犯隐私ꎬ 这是难以接受的ꎮ 因此ꎬ 他们不希
望直播和互动的内容被分享出去ꎮ③ 这体现了来自不同文化用户的需求ꎬ 要求传播者要协调本土立场
和全球意识ꎬ 并就文化差异作出及时调整和创新ꎮ 现代化离不开文化间的开放与对话ꎬ 要想具备与世
界文化发展趋势和变动相契合的能力ꎬ 就必须把本土文化传统融入到世界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价值体
系中去ꎮ

六、 结语
随着 ５Ｇ 时代的来临ꎬ 人们的媒介使用习惯正不断发生着变化ꎬ 信息传递的速度越来越快ꎬ 对媒

介内容的消费量也在不断提升ꎮ 麦克卢汉认为ꎬ 媒介即讯息ꎬ 新媒介的出现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变
革ꎮ④ ４Ｇ 技术的出现引爆了短视频的风口ꎬ 促使了 “ 抖音” “ 快手” “ 秒拍” 等一系列以短视频为内

容的媒介形态的出现ꎮ ５Ｇ 技术的出现ꎬ 势必会带来新的媒介冲击ꎮ 而网络直播作为新兴的媒介形式ꎬ
在技术的加持下也必然会迎来新的风口ꎬ 全民直播的浪潮在未来有可能会实现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国
与国之间的交流也能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取得新发展ꎮ 正如乔纳森弗里德曼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所
说ꎬ 文化仅仅是把特殊性的识别转化成认同的特殊化ꎬ 最终转化成认同的类属化ꎮ⑤ 不同国家的民众
虽然存在文化差异性和语言障碍ꎬ 但可以利用文化上的 “ 共通性” 实现文化转译与调试ꎬ 从而达成
有效的跨文化交流ꎮ 跨国境、 跨文化的网络直播平台也是新环境下我国对外传播的新机遇ꎬ 在增进国
际文化交流的同时如何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传播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ꎮ
( 责任编辑: 林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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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治理中的“ 国家中心关系型”
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张

军１ꎬ２

(１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ꎬ 安徽
２ 安徽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ꎬ 安徽

摘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ꎻ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要: 随着中国网络社会的崛起与兴盛ꎬ 政府在其治理中面临 “ 管控” 与 “ 互动” 的角色选择困

境ꎮ 在理论框架上ꎬ 政府需要有效处理 “ 国家中心” 抑或 “ 社会中心” 、 “ 强制” 或者 “ 互动” 两组关系ꎬ
由此形成四种角色模式ꎮ 基于中国网络社会运行实际ꎬ 倡导政府在治理中承担 “ 元治理” 角色ꎬ 与市场、
社会行动者保持互动而非强制关系ꎬ 由此提出 “ 国家中心关系型” 治理模式ꎮ 该模式有效实施之途在于:
使政府处于治理中心的同时ꎬ 推动它与其他治理主体形成互动型关系和协调治理模式ꎬ 并针对治理对象对
社会的正负面影响ꎬ 分门别类地展开治理活动ꎬ 从而有效推进中国网络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ꎮ
关键词: 网络社会ꎻ 国家中心关系型治理ꎻ 元治理ꎻ 政府角色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２８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００－１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ꎬ 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ꎮ 同时ꎬ 随着社会建设的日益深化ꎬ 治理已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ꎮ 随
着互联网、 人工智能、 物联网、 区块链等技术的推陈出新ꎬ 中国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程度进一步深化ꎬ
网络社会不再是一种新奇的事物和体验的对象ꎬ 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状态ꎬ 且与线下实体社会的
界限愈加模糊ꎮ 作为一种基本社会存在ꎬ 网络社会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同时ꎬ 也存
在诸如网络暴力、 色情、 欺诈等一些需要加以治理的网络乱象ꎬ 亟待政府和社会各界加以治理ꎮ

一、 网络社会治理中日益凸显的政府角色定位悖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ꎬ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网络社会治理也不例外ꎬ
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之一ꎮ 因此ꎬ 网络社会治理的诸多参与主体中ꎬ 政府是其中重要的一
员ꎬ 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功能ꎮ 既然政府在网络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如此重要ꎬ 那么如何进行准确的角色
定位ꎬ 以实现网络社会的有效治理呢?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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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社会的性质与特征来看ꎬ 它具有线下社会之基本属性ꎬ 亦有不同于实体社会的显著特征ꎮ
网络社会的展开离不开参与者的交往行为ꎬ 网民彼此之间进行社会交往和沟通交流ꎬ 交往过程亦拥有
规则制度和社会结构ꎻ 不同的是ꎬ 网络社会具有多中心、 扁平化、 参与性、 流动性、 即时反馈、 时空
压缩等突出特征ꎮ 这使得在实体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和介入模式难以简单地复制和移植至网络空间中ꎮ
当前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的一个悖论是: 一方面ꎬ 网络技术日趋发达ꎬ 网络社会不断崛起ꎬ 人们在
线上社会生活中的卷入程度不断深化ꎬ 网络社会乱象此起彼伏ꎬ 绵延不断ꎬ 亟待政府职能部门介入与
治理ꎻ 另一方面ꎬ 由于角色定位不清ꎬ 介入路径不明ꎬ 政府职能部门在治理网络乱象中ꎬ 显得手忙脚
乱ꎬ 力不从心ꎮ 政府角色界定不清造成网络社会治理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 要么是线下社会治理角色
的 “ 路径依赖” 问题ꎬ 造成了网络社会治理中实体社会手段的生搬硬套与简单移植ꎻ 要么是放手过
度ꎬ 过于遵从参与式治理逻辑ꎬ 未能合理引导网络失范理念与行为ꎮ 从政府角色的恰当定位来看ꎬ 无
论是线下社会的 “ 管控” ꎬ 还是网络社会的 “ 参与” ꎬ 都不能精确匹配政府的恰当角色ꎮ 网络社会治
理中的政府有效角色得以发挥ꎬ 实质是在 “ 管控” 与 “ 参与” 两种逻辑之间找到均衡点ꎮ 需要指出
的是ꎬ 两种逻辑的均衡点并非静态稳定ꎬ 而是动态演变的ꎮ 在具体网络社会情境中ꎬ 应以权变的方
式ꎬ 在动态均衡中ꎬ 探索网络乱象的治理策略ꎮ
虽然就理论层面而言ꎬ 网络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在 “ 管控” 与 “ 参与” 之间找到动态均衡点ꎬ 精

确实施治理策略ꎬ 但是难题在于ꎬ 如何在治理实践中找到这一均衡点ꎬ 妥善治理日益凸显的网络乱
象ꎬ 还广大网民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ꎮ 为解决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定位问题ꎬ 需要在理论上厘
清如下两组关系: 其一ꎬ 虚拟空间的政府治理偏向 “ 国家中心” 还是 “ 社会中心” ꎻ 其二ꎬ 线上社会
的政府角色是强制取向还是互动取向ꎮ 对这两组关系的交叉分析ꎬ 成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ꎮ

二、 理论分析框架: 网络社会治理中关涉政府角色的两组关系
从治理概念的起初含义来看ꎬ 它来源于希腊的经典词汇ꎬ 意为航向、 导引和指导①ꎮ 后这一理念

被引入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领域ꎬ 并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流行ꎬ 甚至成为 “ 管理” 和 “ 领导” 的替代
词汇ꎮ 在社会治理领域ꎬ 除了治理路径选择和治理效果评估之外ꎬ 讨论较多的话题就是治理主体构成
及其分工ꎬ 其中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一直是重点研究内容ꎮ 总体而言ꎬ 关于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角
色定位之讨论ꎬ 可以从两组关系加以梳理ꎬ 即治理实施的 “ 国家中心” 抑或 “ 社会中心” ꎻ 治理角色
的 “ 强制” 取向还是 “ 互动” 取向ꎮ 就理论层面而言ꎬ 针对社会治理的政府角色界定ꎬ 在两组关系
上分别产生了分化ꎮ

( 一) 两组关系分化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治理不同于管理与行政ꎬ 政府在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也会发生变化ꎮ 在政府角色的演变轨迹中ꎬ 可
以清晰地梳理出两组关系ꎬ 即治理展开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处于中心ꎬ 还是逐渐被边缘化ꎬ 甚至被排
挤出去ꎻ 政府在治理的手段选择上究竟是采取强制的策略还是互动的方式ꎮ 就理论研究而言ꎬ 第一组
关系中 “ 国家中心” 与 “ 社会中心” 一直存在持久的争论ꎬ 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派ꎮ
１ 治理进程的 “ 国家中心” 抑或 “ 社会中心”

(１) 政府治理角色边缘化: “ 社会中心论” 的治理模式

自从治理理念逐渐盛行之后ꎬ 不少学者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进行了反思ꎬ 认为政府需要转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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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治理中的 “ 主位” 思维ꎬ 为非政府部门参与治理提供更多的平台与空间ꎮ 这一立场的学者强调治
理过程应从政府中心转向社会中心ꎬ 甚至实施 “ 没有政府的治理” ꎮ 该观点的本质是政府被抽空或去
中心化ꎬ 必须和一系列非政府行动者合作ꎬ 以实现其治理目标ꎮ

社会中心观点的文献颇多ꎬ 比如ꎬ 索利森 (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Ｔｏｒｆｉｎｇꎬ ２００７) 等人认为ꎬ 支配性政府

正在失去其抓手ꎬ 并将被基于独立、 协商和信任的多元政府形式所取代①ꎮ 过去几十年的巨变不仅使
政府行为的范围和规模发生很大变化ꎬ 而且其基本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②ꎻ 地方社会呈现出碎片
化、 复杂性、 不确定性和动态性等特征ꎬ 传统依靠命令、 管控的政府治理模式已变得不合时宜ꎬ “ 现
代政府治理与过去彻底分离” ③ꎮ

大体而言ꎬ 强调社会中心的治理学派共有两个分支ꎬ 第一分支强调从 “ 政府” 向 “ 治理” 转变ꎮ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ꎬ 参与治理的多元行动者不再由规则和等级结构左右ꎬ 而是由非正式和相对平等的
网络所影响ꎮ 该分支注重模糊公共和私有部门界限的伙伴和关系网络分析ꎬ 注重在政府和私有部门之
间通过政策网络 (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建立正式和非正式联系和交换④ꎬ 通过复杂性合作体系在公共权威
和私有部门之间建立关联ꎮ 有学者指出ꎬ 治理意味着一种从 “ 等级科层制” 转向 “ 市场” “ 政府”

等力量的广泛参与ꎬ 意味着政府、 市场和社会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多元活动⑤ꎮ 海瑞迪尔强调治理过程
离不开 “ 去等级化指导模式的政治导向类型的使用” ⑥ꎮ

第二分支的立场尤为激进ꎬ 不仅尖锐地挑战政府在治理中的角色ꎬ 而且倡导政府角色应该被取

代ꎬ 至少需要将之边缘化ꎮ 比如ꎬ 有学者指出ꎬ 政府并非社会治理的 “ 驾驶舱” ⑦ꎬ 市场、 社会性力
量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ꎻ 乔丹等人指出ꎬ “ 许多学者将治理理念与中心政府引导社会能力下降相关
联” ⑧ꎻ 海耶认为ꎬ 治理将会导致权力分散和 “ 制度真空” 出现ꎬ 无休止的协商不断产生ꎬ 政策如何

ꎮ 奥斯特罗姆

制定的清晰规则却乏善可陈⑨ꎻ 罗兹则将治理网络的运作视为 “ 国家之外的重要自治” 

在社区参与研究中发现ꎬ 一些非政府行动者能够发展一些精致的非正式规则、 规范和习俗ꎬ 有效地进
ꎮ 上述这些观点非国家性的 “ 市场￣社会驱动的制度安排” 

 接近于一种 “ 政府缺

行自然资源的分配

席的治理模式” ꎮ 这种研究取向强调治理中的政府边界受到挑战ꎬ 政府角色在治理进程中被排挤出去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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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持治理过程的 “ 社会中心” 论者那里ꎬ 无论是倡导政府角色从管理转向治理的观点ꎬ 还是

挑战政府在治理中的核心地位ꎬ 并将之边缘化甚至排挤出去之论断ꎬ 在拥有合理之处的同时ꎬ 亦存在
值得商榷之处ꎮ 因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ꎬ 政府权力并非完全收缩和撤退ꎬ 正如纽曼所言ꎬ 在社会治理
日趋成熟的今天ꎬ 政府权力经历了既 “ 收缩” 又 “ 扩展” 的双重过程ꎬ 收缩体现为国家某些设置缩

减、 退位、 边缘化甚至市场化ꎻ 扩展呈现为国家不断卷入公众个人生活ꎬ 例如影响他们工作、 健康、
交通、 养老等作出的决策ꎮ 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ꎬ 治理既是意义生产也是制度实践的过程①ꎮ 有的学
者强调政府仍处于社会治理的中心ꎬ 形成了 “ 国家中心 ( ｓｔａｔｅ￣ｃｅｎｔｒｉｃ) ” 论ꎮ
(２) 政府仍处于核心: “ 国家中心论” 治理范式

该学派认为ꎬ 由于社会治理中国家行动者的特殊身份ꎬ 它仍是整个治理的主导者ꎬ 其核心地位并
未发生本质改变ꎬ 甚至在有些领域还呈现出强化的趋势ꎮ 比如ꎬ 皮耶尔和皮特斯认为ꎬ 国家仍是
“ 在社会和集体性利益的支配性表达中的关键性政治行动者” ②ꎬ 政府是所有治理层面最主要的行动
者ꎬ 能够控制社会行动者参与的方式③ꎮ 有学者对治理中的社会中心论观点提出批评ꎬ 认为他们对政
府扮演的政治权力和权威看得过低④ꎬ 忽略了其持久影响ꎮ 在社会中心论的观点中ꎬ 等级、 权力抗争
和冲突变得边缘化ꎬ 或者被合约、 交易、 协商、 网络、 相互依赖、 互惠及信任关系取代ꎬ 这是一种以
平面化的观点看待政治ꎬ 而未从权威结构的立体化观点看待政府角色的观点⑤ꎬ 其结论是片面的ꎮ

从全球范围来看ꎬ 自上而下的治理大多依然采用等级制的治理策略ꎮ 乔丹等人以欧洲环境政策为

例展开研究ꎬ 其结论认为ꎬ 虽然每个国家都在采用至少一个新的政策工具ꎬ 但是没有出现总体性或空
间分布一致的从政府向治理转变⑥ꎮ 权力等级并非与治理机制存在内在对抗关系ꎬ 很多情况下ꎬ 政府
还是依赖权力等级去解决诸如非法行为、 反社会行为、 恐怖主义等社会治理问题ꎮ

同时ꎬ 针对社会治理的新变化ꎬ 政府改变了权力和等级关系ꎬ 在其运用上更为灵活ꎬ 采用愈加
“ 智能” 的调控制度ꎮ 政府也会将更多的权威机构转变成半独立的机构ꎬ 比如中央银行、 调控机构和
法院系统等⑦ꎮ 甚至政府在采取替代性治理安排的领域ꎬ 等级结构都是处于控制的中心ꎮ 尽管政府正
在尝试不同的治理模式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角色从等级命令和控制策略转向柔性的治理策略ꎬ 也不意
味着在塑造社会治理模式中放弃政府和国家权威ꎬ 国家行动者在治理中仍处于核心角色ꎮ
除了政府治理中 “ 社会中心” 与 “ 国家中心” 的论战之外ꎬ 针对其治理的手段亦存在一些争论ꎬ

即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究竟采取 “ 强制” 手段还是 “ 互动” 策略ꎬ 学界对之亦产生了热议ꎮ
２ 治理策略的 “ 强制” 与 “ 互动”

在社会治理实施策略中ꎬ 政府采取何种措施ꎬ 存在 “ 强制” 与 “ 互动” 两种手段的明显分化ꎮ

“ 强制” 策略是传统管控思维的延续ꎬ 其坚持者认为ꎬ 社会是需要加以治理的对象ꎬ 尤其是一些违法
乱纪等社会乱象ꎬ 需要通过行政命令和权力控制的手段实施ꎬ 针对社会越轨者需要严加管控ꎬ 以儆效

尤ꎮ 但是ꎬ 随着社会治理的日渐成熟ꎬ 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崛起ꎬ 市场企业、 社会组织、 社会公众等参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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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主体在数量和规模上不断增加ꎬ 市场、 社会力量日渐壮大ꎬ 这些新事物逐渐挑战着强制性治理策略ꎮ
伴随社会治理主体的日益多元和参与力量的日趋分化ꎬ 强制性治理手段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批评ꎬ
强调民主协商的关系型治理策略呼之欲出ꎬ 在网络社会出现之后尤为如此ꎮ 在此背景之下ꎬ 社会治理
领域出现了一种流行的理论ꎬ 即 “ 多重利益相关者主义 (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ｉｓｍ) 理论” ①ꎮ 该理论源于
哈贝马斯的关于利益党派之间作为解决合法性理念争论方式的涉及理性、 伦理性和公共性争论的理
念ꎻ “ 多重利益相关者主义” 实质是私有部门、 非政府部门与政府权威的协调与整合ꎬ 自 ２００３ 年起
就成为互联网治理讨论的核心ꎮ 在该理论纲领引导之下ꎬ 强调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型、 互动性治理
策略的学派逐渐兴盛ꎬ 形成了互动型社会治理的研究热潮ꎮ
概言之ꎬ 在理论上明晰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及其演变ꎬ 离不开对治理进程中 “ 国家中

心” 或者 “ 社会中心” ꎬ 治理策略的 “ 强制” 抑或 “ 互动” ꎬ 这两组关系的梳理分析ꎮ 总体而言ꎬ 随
着社会治理进程的逐渐推进和治理策略的日渐成熟ꎬ 政府角色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ꎬ 但这种变化究竟
是本质变化还是表象变化ꎬ 演变的程度如何ꎬ 其发展态势将走向何方?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
上进行深入的类型分析和阐释才能准确回答ꎮ

( 二) 基于两组关系的社会治理分类框架

按照强弱程度不同ꎬ 治理进程中 “ 国家中心” 或者 “ 社会中心” 取向ꎬ 治理策略的 “ 强制” 或

“ 互动” 选择ꎬ 彼此相互交叉构成了四维象限ꎬ 具体分布如图 １ꎮ

图１

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模式分类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 按照强制程度不同和国家卷入程度差异ꎬ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可分为四

类ꎮ 第一类为社会中心关系型治理模式ꎬ 该治理模式注重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取向ꎬ 政府对社会治
理的卷入程度较低ꎻ 第二类为社会中心强制型治理模式ꎬ 这一模式同样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扮演次
要角色ꎬ 但是采用强硬的手段展开社会治理过程ꎻ 第三类为国家中心强制型治理模式ꎬ 该模式倡导政
府在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ꎬ 而且采用强硬手段介入社会治理ꎻ 第四类为国家中心关系型治理模式ꎬ 该
模式对社会治理中的政府卷入程度要求较高ꎬ 但是主张采取互动而非强制的策略实施治理ꎮ 网络社会
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构成之一ꎬ 其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定位也会受到 “ 国家中心” 抑或 “ 社会中
心” 、 “ 强制” 或者 “ 互动” 这两组关系的影响ꎮ 按照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ꎬ 基于政府角色担当的网
络社会治理模式分类图如图 ２ꎮ

正如图 ２ 所示ꎬ 虽然网络社会是新生事物ꎬ 拥有流变性、 扁平化、 多中心性特征ꎬ 但其治理中的

政府角色定位也呈现为两组关系取向ꎮ 按照两组关系的强弱程度ꎬ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可以分
为四个类型: 第一种是多元主义协同治理模式ꎬ 该模式强调政府角色的互动而非强制ꎬ 并且在治理中
处于边缘化角色ꎬ 非政府组织在治理中扮演着主要角色ꎻ 第二种体现为一种社会力量主导的治理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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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取向分类

向ꎬ 政府在治理进程中同样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ꎬ 非政府组织在治理中采取强硬手段展开治理ꎻ 第三
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ꎬ 强调政府在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强硬手段和中心角色ꎻ 第四种为党委
政府主导的关系型治理模式ꎬ 一方面强调政府在治理中的核心角色ꎬ 另一方面注重在治理中采用互动
而非压制的手段ꎮ
四种治理类型均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之划分ꎬ 在实际的网络社会治理进程中ꎬ 政府角色在两
组关系中会有所偏向ꎬ 而非纯然的非此即彼ꎮ 随着网络社会的日渐成熟ꎬ 它与线下实体社会的界限日
趋模糊ꎬ 并逐步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构成之一ꎮ 网络社会的崛起ꎬ 为经济发展、 政治参与、 社会交
往、 文化娱乐带来巨大契机的同时ꎬ 也产生了诸多网络空间的社会乱象ꎬ 亟待进行引导与治理ꎮ 虽然
网络社会治理由诸多参与主体ꎬ 在治理中担当不同角色ꎬ 但是国家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行动者ꎬ 其
治理作用难以替代ꎮ 在当前的网络社会治理中ꎬ 什么样的治理类型能够使中国网络社会实现 “ 治理
有效” ꎬ 政府应承担何种角色以有效应对网络社会乱象ꎬ 是文中关注的核心问题ꎮ

三、 政府角色再定位: 迈向 “ 国家中心关系型” 治理模式
在四种治理类型中ꎬ 根据中国社会背景和网络社会运行实际ꎬ 笔者倡导网络社会治理中的 “ 国

家中心关系型” 治理模式ꎮ 也就是说ꎬ 在治理进程的国家中心与社会中心的连续统中ꎬ 笔者倾向于
选择国家中心这一端ꎻ 在治理策略选择上ꎬ 注重互动型治理手段选择ꎮ 虽然中国网络社会崛起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ꎬ 网络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毋庸置疑ꎬ 但是国家在网络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并未被边缘
化ꎬ 更毋论 “ 排挤出去” 了ꎻ 虽然诸如当地网信办等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依然采取管控思维和路径介
入网络社会运行ꎬ 仍旧采取强制手段展开网络社会治理活动ꎬ 但是网络社会的去中心化、 平等性、 流
动性属性倒逼国家行动者以互动而非强制的策略参与网络社会治理ꎬ 进而使治理结果更为合理ꎬ 治理
效果变得显著ꎮ “ 国家中心关系型” 治理模式的选择ꎬ 有其基本的理论与实践前提ꎮ

( 一) “ 国家中心关系型” 治理模式转向的基本前提

从中国网络社会运行现实来看ꎬ 包括党委、 政府等在内的国家行动者在其中仍然扮演着核心角
色ꎬ 市场、 社会等参与主体虽然拥有更多发声机会ꎬ 其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ꎬ 但是在决策中ꎬ 由于资
源、 人力等因素约束ꎬ 仍然需要政府的协同参与ꎮ 在参与治理进程中ꎬ 政府也会改变传统的管控策
略ꎬ 而采用灵活的调控手段ꎬ 以沟通协商的关系型介入策略ꎬ 应对网络社会治理问题ꎮ
１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核心角色依然维系

近几年ꎬ 互联网治理领域逐渐崛起ꎬ 一些传统网络治理学者探究互联网社会组织和多重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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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制度如何治理网络技术ꎬ 科技领域的学者关注协议与诸如算法等网络运行实践如何作用于网络治理①ꎮ
无论是技术学派还是强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学派ꎬ 不少学者倾向一种明显的立场ꎬ 就是认为政府在互
联网治理中的角色日渐式微ꎬ 极端者甚至主张对政府在治理中的角色加以遏制甚至将之排挤出去ꎮ 其
理由是ꎬ 网络社会不同于传统实体社会ꎬ 具有一些突出特征ꎬ 比如非等级化结构、 匿名性、 公开传播
性、 快捷数据存储和面对面沟通②ꎬ 这与强调等级制度和命令控制的政府传统治理策略相悖ꎻ 同时ꎬ
一些学者坚信ꎬ 网络社会是自洽性的ꎬ 能够解决自身的问题ꎮ

然而ꎬ 这种排斥国家行动者的网络社会治理实践既不符合社会现实ꎬ 也难以在实际中有效实施ꎮ
从中国网络社会运行实际来看ꎬ 网络社会虽然在表象上呈现为虚拟社会形态ꎬ 但是本质上不仅难以与
实体社会分离ꎬ 而且本身就是社会现实中的重要构成部分ꎬ 国家行动者在这一社会现实中不仅无法处
于缺席状态ꎬ 而且理应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ꎮ 在所有的治理制度安排中ꎬ 政府都在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角色ꎬ 政府和治理不是社会运行必须选择的相互排斥的替代选项ꎬ 而是能够有机结合ꎮ 政府在各种治
理模式运行中扮演着制度化和权威性的角色ꎬ 在治理运行中发挥着导向性功能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政府虽然借助市场、 协会和社区参与展开治理实践ꎬ 但是它们常常保留 “ 元治

理” ( ｍｅ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的责任ꎬ 或者 “ 治理的政府” 的责任③ꎮ 所谓元治理ꎬ 其本质是 “ 治理的政
府”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ꎮ 政府对暴力使用的独占性与合法性是元治理角色成功扮演的关键要
素ꎬ 拥有丰富的资源也是元治理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ꎮ 政府拥有合法性的同时ꎬ 又能独享暴力的使
用ꎬ 同时具有丰富的资源ꎮ 政府能够为网络社会治理提供必要的金融资源和政策支持ꎬ 同时也有能力
改变治理规则ꎬ 因为它们拥有合法统治ꎬ 保持着 “ 政治共同体最好也是绝对的权威” ④ꎮ 只有政府为
代表的国家行动者能够解决化解冲突过程中更困难的问题ꎬ 进行综合性的资源分配⑤ꎮ

由此可见ꎬ 在网络社会治理中ꎬ 政府时常承担着 “ 元治理” 角色ꎬ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ꎮ 这

种元治理角色安排包括治理的重要设计、 策略性考虑和必备的规范性要素ꎬ 因为国家行动者需要确保
治理安排有效、 尽责、 合法和民主ꎮ 元治理共有六个核心要素ꎬ 分别是: 导向、 效率、 资源、 民主、
责任和合法性ꎬ 即 ＳＥＲＤＡＬ⑥ꎮ 导向意味着治理安排的总体方向、 策略管理、 目标设定、 协调与控制
等内容ꎻ 效率是治理安排追求的目标ꎬ 与治理模式的策略管理和导向紧密相关ꎻ 资源是治理安排中妥
善的资源分配ꎻ 民主则体现为治理安排中的多元参与ꎻ 责任性对治理模式而言非常重要ꎬ 因为它意味
着责任与透明性的清晰界定ꎻ 合法性是有效元治理的重要尺度ꎮ 这些核心因素的有机整合ꎬ 构成政府
在网络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元治理角色ꎬ 能够提供治理参与者利益和公共利益高效实现的渠道ꎬ 提供必
要的公共物品和服务ꎬ 进而为推进网络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持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 元治理” 角色并非政府独享ꎬ 在网络化时代尤为如此ꎮ 它可以由任何拥有资源

的行动者所实践ꎬ 不管是公共部门还是私有部门ꎮ 因此ꎬ 政府面临着角色竞争ꎬ 需要有效承担元治理
角色ꎻ 元治理带来的另一挑战是ꎬ 国家是否有能力去合理地运作和生产有效的治理关系ꎬ 高效协调各
参与主体卷入治理进程之中ꎮ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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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互动而非强制: 网络社会中的多元主体参与本质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国家角色定位议题ꎬ 不仅是网络治理的问题ꎬ 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ꎮ 理解

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主要有两个线索ꎬ 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间关系ꎬ 一是国家与民众间关系①ꎮ 由
于网络社会的 “ 脱域” 特质ꎬ 它超越了时空限制ꎬ 因而在其治理中ꎬ 尽管网络乱象与线下社会拥有
一定关联ꎬ 但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之争不是关注的重点ꎬ 国家与市场、 社会力量的关系才是网络社会
治理关注的重心ꎮ
由于网络社会的去中心化、 扁平化、 共享性等特征ꎬ 其治理的卷入和参与更为便捷ꎮ 这里的参与
不仅是一个概念和一系列实践ꎬ 它也是一个承诺和期待ꎬ 借助之个人能和其他人一起影响社会关系、
社区、 知识系统、 组织、 政治和文化的演变的决策过程②ꎮ 针对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网络社会治理过
程ꎬ 处于元治理角色的国家行动者不应加以排斥ꎬ 而应积极吸纳ꎮ 埃文斯认为ꎬ 最有能力的国家试图
建立与社会之间的连带ꎬ 允许目标和政策的持续谈判和再协商③ꎮ 迈克尔曼亦主张ꎬ 在过去的几个
世纪ꎬ 国家能够借助强化其与社会关系的手段ꎬ 提高它们的政策能力④ꎮ 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包含维
系关系的能力ꎬ 尤其是与市场、 社会等参与者建立和谐关系的能力ꎮ

治理事务不是完全依附于国家的公共事务ꎬ 而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ꎬ 正如维斯的 “ 治理的相互

依赖性” ⑤ 理念所倡导的那样ꎮ 维斯基于日本政府治理模式分析ꎬ 认为该模式的有效性在于ꎬ 政策的
制订过程是政府与私有部门之间惯例性和拓展性咨询、 协商与协调的结果ꎮ 对政府而言ꎬ 其本身能够
通过发展与非国家行动者的紧密关系来拓展治理能力ꎬ 由此可见ꎬ 政府和其他治理主体之间应该是双
赢而非零和博弈的关系ꎮ
网络社会治理进程中的多元主体参与体现得尤为明显ꎬ 虽然国家行动者在中国网络社会治理中承
担元治理角色ꎬ 引导着网络社会的发展方向ꎬ 但是网络科技公司、 电商等市场行动者ꎬ 网络社区、 广
大网民等社会行动者ꎬ 在虚拟空间中亦扮演重要角色ꎬ 网络社会有效治理的实现ꎬ 不仅需要国家的介
入与引导ꎬ 还需要非国家行动者的配合与支持ꎮ 如果国家按照传统社会的管控思维治理网络社会ꎬ 市
场、 社会行动者只能顺从、 无法发声的话ꎬ 它们的积极性一定会受到影响ꎬ 甚至以弱抵抗的方式抵制
治理的各种政策ꎬ 进而影响到虚拟空间的治理效率ꎮ 关系思维和互动逻辑是国家行动者有效治理网络
社会的重要策略ꎮ

( 二) 刚柔并济: “ 国家中心关系型” 治理模式的实施路径

从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的实际来看ꎬ 国家在治理中依然扮演着元治理角色ꎬ 处于诸多治理参与主体
的核心ꎬ 但由于网络社会的去中心化、 扁平化、 流动性、 匿名性等特征ꎬ 非国家行动者在虚拟空间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对网络社会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基于此ꎬ 针对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国家角色定位问
题ꎬ 笔者倡导的 “ 国家中心关系型” 治理模式ꎬ 既强调治理中的国家元治理角色ꎬ 又注重党委政府
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型合作ꎬ 体现为一种关系型治理ꎮ 也就是说ꎬ 在治理进程中ꎬ 保持国家行动
者核心地位的同时ꎬ 注重它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沟通互动ꎬ 在协商共议中推进网络社会治理的有效实
施ꎮ 在网络社会治理中ꎬ 国家需要借助制度和法律力量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ꎬ 同时和非政府行动者发

①

周雪光: «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１３ 页ꎮ

②

Ｄａｒｉｎ Ｂａｒｎｅｙꎬ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 Ｃｏｌｅｍａｎꎬ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Ｒｏｓｓꎬ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ｔｅｒｎｅꎬ ａｎｄ Ｔａｍａｒ Ｔｅｍｂｅｃｋꎬ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③

Ｅｖａｎｓꎬ Ｐ 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ꎬ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ｉｎ Ｓ Ｈｏｇｇａｒｄ ａｎｄ

④

Ｍａｎｎꎬ Ｍ ꎬ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Ｗａｒ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ꎬ １９８８.

Ａｇｅꎬ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ｒｅｆａｃｅꎬ ＶＩＩＩ.

Ｒ Ｋａｕｆｍａｎ (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ꎬ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２ꎬ ｐ １６２.
⑤

Ｗｅｉｓｓꎬ Ｌ ꎬ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ｌｅｓｓ Ｓｔａｔｅ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４８.

１０８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

展更密切的关系①ꎮ

１ 保持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主导地位

之所以倡导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主导角色ꎬ 是因为在中国网络社会实际运行中ꎬ 政府在网络社

会治理中承担元治理角色ꎮ 在网络社会治理中ꎬ 政府需要考虑的是ꎬ 如何更好地治理ꎬ 而非更少地治
理②ꎮ 从元治理范式来看ꎬ 政府以及更广泛的机构设置、 公共部门构成的国家是也应该成为治理过程

的中心ꎮ 实际上ꎬ 虽然中国网络社会参与主体众多ꎬ 参与渠道广泛ꎬ 但是政府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ꎬ
不仅资源和人力组织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ꎬ 而且规则和法律的完善亦需要政府引导ꎬ 政府缺席的网络
社会是难以长期有效地运转的ꎮ
首先ꎬ 政府在网络社会治理中的资源分配保持着核心角色ꎮ 从网络技术的开发应用ꎬ 到网络平台
的投入运行ꎬ 再到网络社会的有效运转ꎬ 都离不开政府在资源上的大力支持ꎮ 比如ꎬ 在 ５Ｇ 技术推广
中ꎬ 没有政府的精心规划和资源支持ꎬ 仅靠企业行动者的投入与社会力量的支持ꎬ 很难将技术更新升
级ꎬ 数万基站建设也难以完成ꎮ 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和资源支持力度ꎬ 快速推动了网络社会的发
展ꎬ 呈现出网络经济繁荣、 网络政治民主、 网络社会和谐、 网络文化昌盛的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ꎮ
其次ꎬ 在网络社会治理的规则制订和制度完善上ꎬ 国家行动者承担着核心角色ꎮ 作为新生事物ꎬ
网络社会的有效运转ꎬ 离不开法律、 政策等正式制度ꎬ 习俗、 惯例等非正式制度ꎬ 这些复合性规则体
系的制订与完善ꎮ 虽然市场、 社会力量能够积极参与规则制订过程ꎬ 但是国家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ꎬ 是规则制订的核心力量与关键行动者ꎮ 由于参与主体的多元性ꎬ 涉及利益的复杂性ꎬ 治理过
程的动态性ꎬ 网络社会治理的法治模式构建非常重要ꎬ 该模式是指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ꎬ 将其中的治
理要素、 治理结构、 治理程序、 治理功能纳入法治范围及运行轨道的治理理论、 制度与实践③ꎮ 法治
模式是建设网络强国ꎬ 推进网络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ꎬ 国家司法机关等职能部门在
其中扮演重要角色ꎮ 在网络社会政策制订、 习俗惯例引导、 网络舆情监控中ꎬ 政府亦担负重要角色ꎬ
发挥着关键作用ꎮ
最后ꎬ 在网络社会秩序维护与乱象治理中ꎬ 政府需要承担核心角色ꎮ 作为新生事物ꎬ 网络社会呈
现出繁荣的发展图景ꎬ 但是由于完善的治理规则缺位ꎬ 网民素质参差不齐ꎬ 网络违法犯罪成本较低等
因素ꎬ 网络社会中呈现出诸如谣言传播、 欺诈、 暴力、 色情等社会乱象ꎬ 威胁着网络空间健康稳定的
秩序ꎮ 面对这些违法犯罪现象ꎬ 市场与社会行动者难以有效应对ꎬ 国家则可以利用其强制手段ꎬ 依照
法律程序ꎬ 及时介入相关乱象ꎬ 妥善处理相关责任人ꎬ 还网络社会一个风清气正的清朗空间ꎮ
概言之ꎬ 在中国网络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ꎬ 国家行动者元治理角色的最合适承担者ꎬ 在治理网络
社会中担当核心角色ꎮ 中国网络社会从初期的迅猛发展到现在的高质量发展ꎬ 离不开国家资源和政策
的大力支持ꎮ 网络社会治理的规则需要在国家行动者主导下制订与完善ꎬ 网络社会的法治模式实施亦
需国家推动ꎮ 针对网络社会治理ꎬ 除了积极引导之外ꎬ 其中的违法乱纪等网络社会乱象需要采取强硬
措施ꎬ 使越轨行为主体得以遏制ꎬ 为网民提供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ꎮ
２ 网络社会的分类治理逻辑与策略

在国家承担元治理角色的前提下ꎬ 网络社会治理还需要其他参与主体的积极配合ꎬ 形成以国家行

动者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协作式治理居民ꎮ 政府虽然借助市场、 协会和社区行动者参与进行治理ꎬ 但是
①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ｉｎｄｍｏｏｒꎬ Ｒｅｔｈｉｎ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②

Ｗａｌｌｉｎｇｔｏｎꎬ Ｔ ꎬ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ꎬ Ｇ. ａｎｄ Ｌｏｅｃｈｅｌꎬ Ｂ ꎬ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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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常常保留 “ 元治理” 的责任ꎬ 或者 “ 治理的政府” 的责任ꎮ 政府在治理网络社会中的立场是理

性与工具性的ꎬ 能够根据社会发展需要ꎬ “ 权变” 地选择是否修改治理规则ꎬ 因为其拥有合法统治ꎬ
自身能够有能力改变治理规则ꎮ

针对当前中国网络社会发展实际ꎬ 根据 “ 国家中心关系型” 治理角色要求ꎬ 国家行动者在治理

网络社会中ꎬ 应依据具体治理对象而采取分类治理逻辑与策略ꎮ 中国网络社会治理对象极为复杂ꎬ 变
化多端ꎬ 发生且演变于经济、 社会、 政治、 文化等诸多领域ꎬ 具有不同的形式与类型ꎮ 有效引导和妥
善治理网络社会ꎬ 首要需要关注的指标是其社会影响ꎬ 该治理对象是具有正向的社会后果ꎬ 还是产生
负面后果ꎮ 若产生负面后果ꎬ 其社会危害程度和负面后果如何ꎮ 对于社会危害不同的治理对象ꎬ 不能
采取 “ 一刀切” 的单维治理模式ꎬ 而应根据危害程度的不同而采取针对性的治理策略ꎮ

针对有积极影响与正向结果的治理事务ꎬ 应积极加以鼓励与引导ꎬ 使之在保持正面社会效果的同

时ꎬ 能够进一步维系和发展ꎮ 从网络价值观念来看ꎬ 对于那些能够弘扬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国家利益
和民族团结的网络价值取向ꎬ 在治理中需要强化与引导ꎬ 提防诸如激进的网络民粹主义、 反华思潮、
拜金主义等负面价值侵袭ꎬ 以维护网络空间的公平正义和国家利益ꎮ 就网络认知而言ꎬ 对能够引导网
民树立理性、 平和心态ꎬ 以亲社会态度对待网络世界的网络治理对象ꎬ 国家行动者在治理中需要强化
其正向功能ꎬ 为提升网络空间参与者的理性认知水平提供支撑ꎮ 从网络行为来看ꎬ 针对虚拟空间中的
有助于国计民生、 有利于团结和谐的亲社会行为ꎬ 治理主体应该加以褒扬和宣传ꎬ 并为之提供必要的
平台ꎬ 将之树立成榜样和典范ꎬ 以形象化的方式在网络空间进行宣传ꎬ 以带动广大网络参与者卷入ꎬ
形成网络社会庞大的正向力量ꎬ 进而建构清朗的网络空间ꎮ 就网络组织与制度层面而言ꎬ 那些引领正
向价值观、 代表先进生产力、 心系国计民生的网络法人ꎬ 以及彰显公平正义、 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制度体系ꎬ 都是国家行动者在治理进程中需要维护和支持的对象与内容ꎮ
网络技术是一把双刃剑ꎬ 在为网络社会发展带来正向结果的同时ꎬ 也会产生一些需要治理的负面
事物ꎮ 在治理网络空间的诸多乱象时ꎬ 应根据这些负面对象的社会危害程度ꎬ 对之展开针对性治理ꎬ
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治理效率ꎬ 进而能够正确引导网络空间中的多元价值观念ꎬ 有效提升国家行动
者公信力ꎬ 减少网络社会道德滑坡的风险ꎮ 针对维系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高度危险性治理对象ꎬ 国
家行动者应采取强硬措施ꎬ 结合线下手段ꎬ 依据其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等属性ꎬ 对之进行准确、
及时和有效介入ꎬ 将高风险事件及时化解ꎬ 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网络社会的稳定和谐ꎮ 就中度危害的治
理对象而言ꎬ 应采取强制与疏导相结合的策略ꎬ 一方面采取强制手段ꎬ 防止其向高危害方向演变ꎻ 另
一方面ꎬ 借助疏导手段ꎬ 使治理对象能够向低危害方向转化ꎬ 甚至转换为正向的网络事物ꎮ 对低度危
害的治理对象而言ꎬ 国家行动者应采取疏导为主的手段ꎬ 使之转化为对社会无害的事物ꎬ 进而促进网
络空间的稳定和谐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由于网络治理对象具有较强的流变性ꎬ 能够从安全型演变成中危
型甚至高危型对象ꎬ 具体的治理策略也应根据事件的发展阶段和演变形态而灵活设计与应对ꎮ

余论
基于中国网络社会运行实际和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ꎬ 笔者将网络社会治理中政府角色定位为
“ 国家中心关系型” 模式ꎮ 此处的 “ 政府” 并非中国语境中狭义的政府ꎬ 而是包括党委、 政府、 人

大、 政协在内的公共部门ꎬ 以及相关职能体系ꎬ 这些公共部门在网络社会治理中承担着元治理角色ꎮ
同时ꎬ 中文中的 “ 国家” 概念有着 “ 民族” ( ｎａｔｉｏｎ) 与 “ 国家政权” ( ｓｔａｔｅ) 的双重含义①ꎬ 这里的
①

周雪光: «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１３ 页ꎮ

１１０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

国家行动者主要是从国家政权的角度而论述的ꎮ 另外ꎬ 需要指出的是ꎬ 本文虽然就网络空间探讨治理
问题ꎬ 但实际上ꎬ 线上世界和实体社会从未截然分离ꎬ 而是彼此交融ꎬ 相互影响ꎮ 因此ꎬ 政府在治理
虚拟社会对象时ꎬ 不能割裂与现实社会的关联ꎬ 在治理过程中势必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配合问题ꎬ
但文章并非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有效配合作为研究的重点ꎬ 而是将更多的关注点放置于国家行动者与
非国家行动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层面ꎬ 关于网络社会治理中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协调问题ꎬ 将会另文专论ꎮ
此外ꎬ 由于篇幅限制ꎬ 笔者对一些问题并未进行回答ꎮ 就政府承担的元治理角色而言ꎬ 由于该类
型角色并非政府所独享ꎬ 一些市场主体甚至社会力量逐渐强大ꎬ 有可能在网络治理中能够转化为元治
理角色ꎬ 政府如何应对复杂的元治理格局对治理的挑战? 同时ꎬ 由于网络的脱域特性ꎬ 针对跨境的暗
网治理、 网络安全等问题ꎬ 国家行动者又该如何有效应对? 对网络社会治理而言ꎬ 这些问题尤为重
要ꎬ 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关注和探索ꎮ
( 责任编辑: 徐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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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备受争议的区块链技术使我们想起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尚处在襁褓之中的信息产业ꎮ 尽管在后来

的二十年间ꎬ 信息技术革命经历了从互联网到物联网ꎬ 再到人工智能的磅礴发展ꎬ 但互联网的力量在
其婴儿期也曾被低估ꎮ 往者不谏ꎬ 来者可追ꎮ 如今步履蹒跚的区块链技术将给人类的生产关系带来巨
大改变ꎮ 今天关于区块链技术争论中ꎬ 最常见的一个话题就是区块链技术至今还未孕育出 “ 杀手级
应用” 来推动其成为主流商业基础设施的解决方案ꎮ 加密数字货币也许就是区块链技术给人类带来
的第一个革命性、 颠覆性的 “ 产品” ꎮ 面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数字货币这一颠覆性的金融科技创
新ꎬ 市场呼唤主动、 审慎、 超脱、 发展、 兼容和开放的监管法律制度与路径ꎮ 对此我们没有选择ꎬ 因
为未来已来ꎬ 将至已至ꎻ 唯有既往不恋ꎬ 纵情向前ꎮ
( 责任编辑: 丁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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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时代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与重构
翟

岩

(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吉林 长春

摘

１３００１２)

要: 传统权力包括政治、 经济和思想文化权力ꎬ 主要通过对物质资源的占有、 分配表现出一种人

与人的支配及社会的等级和秩序关系ꎮ 在网络化时代ꎬ 信息成为了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非物质性资源ꎬ
社会成员通过占有、 分配信息影响他人的思想观念、 支配他人的行动ꎬ 进而表现出一种新的权力形式ꎮ 信
息权力的参与性、 互动性、 监督性、 反馈性、 难以屏蔽封锁性和广泛快速影响性ꎬ 在传统权力结构中注入
了 “ 集体化” “ 大众化” “ 人民化” 的因素和力量ꎬ 相当于从传统权力结构中 “ 抽离” 出了大量资源ꎬ 成
为了制衡、 监督传统权力的利器ꎬ 改变了其分配社会资源的规则和格局ꎬ 呈现出强大的人民性ꎮ 信息权力
的兴起必然会加快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与重构ꎮ
关键词: 网络社会ꎻ 信息权力ꎻ 权力结构ꎻ 变迁与重构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２ 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２８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１１－０６

随着互联网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运用ꎬ 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已经渗透到包括政治、
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ꎬ 这给社会生活、 社会结构、 社会权力都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影响ꎮ 信息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 支配人们的行动ꎬ 成为了一种新兴的信息权力ꎮ 在网络社
会ꎬ 由于信息的来源、 作用方式、 作用路径和方向都与传统权力大相径庭ꎬ 因而对传统的政治、 经济
和思想文化权力形成了巨大冲击和挑战ꎬ 且相互牵连、 交织在一起ꎬ 产生了可直接观察以及隐在背后
难以直接观察的影响和作用ꎬ 一举成为影响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与重构的重要力量ꎮ

一、 传统社会权力的结构与功能
“ 权力是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ꎬ 它在生产与经验的基础上ꎬ 通过潜在与实际运用的 ( 实质与象征

的) 暴力ꎬ 而将某些主体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之上ꎮ” ① 从权力主体上看ꎬ 它既可以是组织或机构ꎬ 也
可以是个人ꎮ 从权力功能上看ꎬ 它既可以是工具、 手段ꎬ 也可以是目的ꎮ 从权力的属性上看ꎬ 它具有
关系性、 非对称性和自我强化性ꎮ “ 在传统观念中提到权力ꎬ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统治者的统治权、 国
家的军事权、 政府的行政权、 市场的资源配置权ꎬ 以及资本的产权、 官员的领导权等ꎬ 这些权力都是
有形实体的支配权ꎬ 或客观的实体权力ꎮ” ② 即 “ 不论是游牧社会、 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ꎬ 权力的运
行都是自上而下的ꎬ 因为在那些社会中ꎬ 权力表现为对货币、 军队、 政权等有形实体的支配权ꎬ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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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权力由社会中的少数上层精英掌握ꎬ 他们凭借垄断性的权力对下层人民进行支配和控制ꎮ” ①
从政治层面看ꎬ 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的权力ꎬ 其结构是从上到下依次展开的ꎬ 即从中央或主流意
识形态到政治体制ꎬ 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ꎬ 再从经济体制到社会生活领域ꎮ 实现方式是通过政治权
力、 经济权力、 思想文化权力所调动的政治、 经济、 思想文化资源ꎬ 从上到下分配给社会ꎬ 其功能是
使社会有序、 正常地运行ꎮ 从行政层面看ꎬ 社会权力的结构也是从上到下以不同的权力机构展开的ꎬ
即从国家或中央政府到省市政府ꎬ 再由省市政府到地、 县政府ꎬ 最后到乡、 镇政府ꎮ 由此可见ꎬ 政治
权力和行政权力存在从上到下的纵向结构ꎮ 从社会微观层面看ꎬ 社会权力的结构也是从上到下按组织
中的高低由不同掌握权力的主体依次展开的ꎮ 不同的权力主体ꎬ 在社会中都会以自我为中心形成权力
和资源的 “ 核心” 或 “ 结点” ꎬ 同时向其周边放射其支配作用和影响ꎮ 但无论如何ꎬ 传统社会的权力
发挥其功能和作用ꎬ 是依靠马克斯韦伯 (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所归纳的三种权威的理想类型ꎬ 即传统权
威、 感召权威和法理权威ꎬ 以及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实现的ꎬ 或者说是依靠人们对权力的社会认同实现
的ꎬ 因为这种认同构建了人们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的未来ꎮ
任何时代权力和资源都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ꎬ 拥有权力者必定占有资源ꎬ 不占有资源就很难拥
有权力ꎮ 前网络时代的中国社会ꎬ 政治权力、 行政权力与其它多种权力ꎬ 按照在社会政治、 经济、 文
化上占有多少稀缺资源呈现出从上到下的金字塔结构ꎮ 由于权力主体是由不同组织、 机构或个体所组
成的ꎬ 每一个权力主体所占有的资源又不尽相同ꎬ 所以资源的社会流动就需要一种统一的机制来协
调ꎬ 如宏观层面的政党政治、 政治体制或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等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ꎬ 对于不同的权
力主体来说ꎬ 其出于自身的原因或需要ꎬ 围绕权力和资源既可能由于相互争夺而发生摩擦和碰撞ꎬ 又
可能由于相互妥协而各取所需ꎬ 以达到资源互补、 各自获利、 共谋利益的目的ꎬ 这同样也需要一定的
机制来协调ꎮ 权力主体之间在市场内外相互博弈的过程ꎬ 会逐渐演绎成一个以获取更多社会资源为动
力ꎬ 而后将资源再用于流转和交换而拥有更大权力ꎬ 进而继续往复叠加权力和资源ꎬ 并使权力更容易
转换为资源、 资源也更容易转换为权力的 “ 内循环” ꎮ 权力与资源 “ 内循环” 的唯一目的是利益ꎬ 利
益所带来的巨大动力ꎬ 推动资源进行快速的流动和交换ꎬ 同时又由于权力与资源具有不可分割性ꎬ 在
权力与资源相互作用后ꎬ 社会生活中就形成了从上到下、 纵横交错的权力结构和权力 “ 网络” ꎮ 这一
“ 网络” 中的多元权力主体ꎬ 会以资源为能量ꎬ 以权力为中介ꎬ 以利益为动力ꎬ 利用 “ 网络” 中的
“ 管道” “ 平台” 和 “ 市场” ꎬ 使权力所占有的不同资源相互交换ꎬ 或让权力与资源直接交换ꎬ 而达

到权力与资源累进叠加并成为权力与资源 “ 寡头” 的目的ꎬ 最终形成了以占有资源的性质、 多寡、
效用为表现形式的社会权力结构ꎮ 因此ꎬ 可以把权力与资源混构的 “ 网络” 看成是社会资源流通、
交换、 周转的 “ 管道” “ 平台” 和 “ 市场” ꎬ 进而构建权力的结构、 发挥权力的功能ꎮ

传统权力拥有物质与信息资源的双重支撑ꎬ 通过调节、 调动、 分配双重资源来行使权力、 保障权

力ꎮ 特别是在信息资源的占有上ꎬ 信息是传统权力专有和独享的资源ꎬ 从信息源头控制ꎬ 到信息发布
方式、 渠道ꎬ 再到信息传播方式或分配均由传统权力来主导ꎬ 传统权力始终处于信息资源的 “ 上
游” ꎬ 始终占有信息先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ꎬ 即 “ 我有你没有” ꎮ 由于信息不对称ꎬ 社会生活的
全部层面都由传统权力主导ꎬ 社会资源也由传统权力调配、 控制ꎬ 包括物质的和思想观念等资源ꎬ 例
如社会价值的引导、 社会改革、 制度变迁、 利益分配等等ꎮ

早在前网络时代ꎬ 帕森斯 ( ＴＰａｒｓｏｎｓ) 就曾经论述过社会系统中存在着信息控制权力与物质制

约力量的结构和功能ꎮ 信息控制权力来自于上层思想文化机构ꎬ 而劳动者置身于其中的物质力量则来
自于社会底层ꎬ “ 信息控制权力是自上而下运行的ꎬ 而劳动者或基层社会成员作为物质力量则自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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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地发挥作用ꎮ” ① 帕森斯概括的这种权力的社会运行机制ꎬ 是从国家或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的ꎮ
传统的信息权力是以意识形态即社会主导地位的思想、 观念及价值体系等国家意志的形式ꎬ 通过社会
教育、 大众媒体、 思想文化传播ꎬ 自上而下单向分配给社会的ꎬ 或者说把适用于统治者的一整套观念
和价值体系ꎬ 以信息的形式灌输给社会成员ꎬ 建构观念体系、 提供有选择性的激励、 引导思想和行
为ꎬ 使他们能够对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在劳动分工、 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做出合乎道德
的评价和判断ꎮ 传统信息权力对人思想观念和行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与深刻性ꎬ 在传播技术不发达的
社会ꎬ 只要有一些人认同某人说的话ꎬ 更多人就会听信ꎬ 就会认为是对的ꎬ 没有其他声音质疑ꎬ 某人
也具有了权威性ꎮ

二、 网络社会信息权力的结构与功能
权力可分为 “ 物质性的、 组织性的 ( 或称系统性的) 和非物质性的ꎮ 这三分法适用于政治、 经

济和军事等一切领域ꎬ 因为这些个别领域在观念上都是以物质、 组织和非物质为基础的ꎮ” ② 权力存
在依赖于掌权者所控制的资源ꎬ 以资源对权力加以分类ꎬ 那么价值信念、 利益诉求、 知识评价等非物
质因素就可成为信息权力的基础ꎮ “ 信息化社会ꎬ 意即知识生产、 经济生产力、 政治———军事权力以
媒体传播的核心过程ꎬ 都以被信息化范式所深深转化ꎬ 并且连接上依托此逻辑运作的财富、 权力与象
征的全球网络ꎮ” ③ 由于支撑权力存在的基础正在变迁ꎬ 即除了 “ 物质性的” “ 组织性的” ( 或称系统
性的) 以外ꎬ 来自社会从下到上的 “ 非物质性的” ( 思想观点和精神的) 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ꎮ 正如
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 (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所定义的ꎬ 网络社会的信息权力 “ 存在于信息的符码

中ꎬ 存在于再现的影像中ꎻ 围绕着这种新的权力ꎬ 社会组织起了它的制度ꎬ 人们建立了自己的生活ꎬ
并决定着自己的所作所为ꎮ 这种权力的部位是人们的心灵ꎮ” ④ 卡斯特这里所指出的信息权力ꎬ 是人
们的思想和观念ꎬ 是人们心灵所向的价值和意义ꎬ 它是以信息和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价值
认同和意义接受ꎬ 进而成为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ꎬ 这完全与传统社会权力存在于某种实体机构相反ꎮ
信息是网络时代一种新兴的社会资源ꎬ 是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一股新兴力量ꎬ 具有打破原有传统
社会权力结构平衡、 参与社会权力结构重构的功能和作用ꎮ “ 信息化社会在历史上迈开的最初几步ꎬ
其特征似乎是以认同作为首要的组织性原则认同是指社会行动者自我辨认和建构意义的过程ꎬ 它
主要是奠基于既定的文化属性或一组属性上ꎬ 而排除了其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参照点ꎮ” ⑤ 信息资源的
特征在于广泛性和普遍性ꎬ 在于社会价值、 情感认同下的社会放大及迅速扩展和影响作用ꎮ 信息权力
这种非物质的精神或心灵的权力ꎬ 是通过符码影像的直接呈现ꎬ 建构社会成员的观念和意识并影响其
行动ꎬ 再以社会共识和社会认同的方式来实现的ꎮ 由于观念、 意识是社会行动的信息资源和能量来
源ꎬ 而社会行动又不断扩大观念和意识的社会影响ꎬ 并生产和再现出信息权力的功能ꎬ 亦即信息权力
是通过观念和意识及社会行动得到了确证和绵延ꎬ 因此ꎬ 信息权力还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权力ꎮ
信息权力的质料由思想和观念构成ꎬ 而思想和观念又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ꎬ 因此信息权力的存在
具有二重性: 首先ꎬ 它以信息的形式宏观地存在于社会的各种媒介中ꎬ 需要借助媒体的传播才能发挥
作用ꎻ 然后ꎬ 它又以思想和观念的形式微观地存在于个体成员的大脑中ꎬ 也需要借助媒体或通过人际
间的传播才能发挥作用ꎬ 而思想和观念又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知识形态ꎬ 它决定着人对知识的汲取、 筛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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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和分类ꎬ 影响着人的知识结构、 知识类型ꎬ 对人的行动会产生重大影响ꎬ 进而对社会结构、 社会权
力都会产生影响ꎮ 由此可见ꎬ 思想观念所装载的信息对于人的观念体系构建具有不可替代性ꎬ 信息权
力也就成为了社会成员思考、 判断、 评价事物的 “ 索引” ꎬ 划分了人思想和精神的 “ 差序格局” ꎬ 为
社会行动建立出 “ 坐标” 和 “ 参照系” ꎬ 成为人们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前提和基础ꎮ

在前网络时代ꎬ 受时间、 空间及传播条件的限制ꎬ 信息的社会功能并没有显示出巨大的力量ꎬ 而

网络社会使蕴藏在社会成员中的知识、 思想、 观念等构成的信息资源ꎬ 呈现出 “ 多源性” “ 无限性” ꎮ
在网络社会中ꎬ 思想观念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是影响他人和社会的重要力量ꎬ 它可以广播社会的每一
个角落ꎬ 在互动、 沟通中很有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ꎬ 制造出新的、 甚至极具吸引力和创造力的新知识
和新观念ꎬ 进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和作用ꎮ 网络社会使社会结构中掌握信息的主体发生了变化ꎬ 在传
统权力结构中嵌入了新的信息权力ꎬ 打破了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控制者的垄断地位ꎮ 这完
全改变了帕森斯所概括的权力的社会运行机制ꎬ 来自社会的信息资源转化成了能量巨大的信息权力ꎮ
信息权力也不再仅仅遵循自上而下的运行规则ꎬ 普通社会成员通过互联网可以打破这一运行规则ꎬ 形
成自下而上并向周边无限扩散的信息力量ꎬ 把影响力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阶层ꎬ 甚至社会上层ꎮ
互联网 “ 历史上首次将人类沟通的书写、 口语和视听模态整合到一个系统里ꎮ 通过人脑两端ꎬ

也就是机械与社会脉络之间的崭新互动ꎬ 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重新结合起来” ꎮ① 它改变了信息传播
的起点和发源地ꎬ 改变了传统权力对信息资源垄断和社会上下层拥有信息资源的不对称关系ꎬ 改变了
信息传递从上自下单向传播的通路ꎮ 因此ꎬ 广大普通社会成员获得了可以把信念、 意志、 知识和评价
这些非物质的信息作为资源ꎬ 然后再把这些信息资源转化为自己权力的机会ꎮ 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了为
其他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信息、 思想观念、 情感倾诉和精神寄托的可能ꎬ 都有了评判社会、 抨击时
弊而成为大众代言人的可能ꎬ 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权力的拥有者或支配者ꎮ 这使普通社会成员一
跃成为社会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ꎬ 拥有了代表自己利益的话语权ꎬ 进而加快了社会权力结构的变
迁和重构ꎬ 一举颠覆了原有社会从上到下的权力结构和格局ꎮ

三、 网络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与重构
在网络化过程中得到快速提升的是与实体权力不同的信息权力ꎬ 其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权力结构
的变迁ꎮ 信息权力结构化了人们的思想观念ꎬ 思想观念客观化为社会行动ꎬ 社会行动又结构化了新的
社会结构而形成社会权力结构的新格局ꎮ 信息权力一是对传统权力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和挑战ꎬ 二是对
传统权力所占有的信息权力本身产生了新的冲击和挑战ꎮ 这是因为ꎬ 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权力ꎬ 是缺场
的网民通过网络发布自己的观点、 评论时事、 传递有价值倾向的消息ꎬ 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和利益诉
求ꎬ 且在相互交流和互动中影响到人们思想观念、 价值追求和社会行动的权力ꎮ 这样信息权力从信息
平等、 信息公平、 信息公正三个方面对传统社会权力结构产生冲击ꎬ 使其发生变迁与重构ꎬ 换句话
说ꎬ 在上述三个方面ꎬ 信息权力参与到社会权力的变迁与重构中ꎮ
以往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主体ꎬ 多由国家、 政府、 企业和极少数个人组成ꎬ 使社会权力结构缺少了
来自社会或民众的制衡或监督力量ꎬ 导致了社会权力结构失衡ꎬ 社会资源控制在少数人手中ꎮ 特别是
权力与资本的相互勾结ꎬ 使资源与权力迅速累进叠加而达到权力膨胀、 资源 “ 堆积” 且难以有效扼
制的程度ꎬ 社会资源只在传统权力结构中快速循环、 流动和交换ꎬ 这种 “ 畸形” 的权力结构ꎬ 把社
会资源不断地抽空ꎬ 并迅速地吸进了少数人的 “ 黑洞” ꎬ 造成普通社会成员合理的利益诉求无处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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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社会分配不公、 贫富差距拉大、 权力及官员腐败、 社会道德沦丧等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的诸多问题ꎮ
社会生活网络化的信息平等ꎬ 是指每个人都有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 发布信息、 交流信息、 相互
沟通的权利ꎬ 信息作为人们把握的资源使信息权力普遍化和大众化ꎬ 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诉
求ꎬ 这就对传统权力所占有的信息权力本身产生了新的冲击和挑战ꎮ 因为网络化社会的今天ꎬ 掌握信
息权力的主体已多元化ꎬ 不再仅仅是传统社会的统治者、 政府和官员ꎬ 每个社会成员都具备了拥有信
息权力的可能性ꎬ 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快捷的网络传播发布信息ꎬ 而形成广泛的平面化和横向传播效
应ꎬ 这是典型的大众传播ꎮ 网络大众传播的社会效应是ꎬ 不同的思想观念得以快速传播和交流ꎬ 打破
了由于阶层固化所产生的不同群体之间相互疏离、 难以交流的樊篱ꎬ 由此更容易达成对某种社会现象
的共识或社会认同ꎮ 信息权力改变了传统权力自上而下运行的机制ꎬ 它可以直接影响社会上层ꎬ 形成
一种自下而上且阵容庞大的信息力量ꎬ 具有了对传统权力产生质疑的能力ꎬ 打破了传统权力一家独大
的格局ꎮ 另外ꎬ 社会生活网络化背景下的认同ꎬ 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学和个体心理学界定的个体认同
或身份认同ꎬ 它与原有社会认同的内涵已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ꎬ 已经不是某个个体所希望的被社会
认同ꎬ 而是由网络组织和联系起来的众多个体对社会的评价、 认可和接受ꎬ 因而其蕴涵着巨大的社会
能量ꎬ 对政府行政、 政府管理、 现行制度或政策ꎬ 包括社会安全和秩序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ꎮ
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公平ꎬ 是指每个人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和分配信息资源过程中的信息平等ꎮ 从
中国近年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用户人数上看ꎬ 这种公平正在快速实现ꎬ 广大社会成员己享有了这
种公平ꎬ 当然由于硬件的原因ꎬ 还有少数人尚不能享有这种公平ꎬ 但总体而言ꎬ 网络己经渗透到了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ꎬ 绝大多数的个体具备了网络参与能力ꎮ 不同的、 分散的、 孤立的个体ꎬ 通过网络
平台均可以参与其中ꎬ 并分享知识、 经验、 信息ꎬ 交流、 沟通情感ꎬ 在共有知识和价值的前提下ꎬ 以
社会认同形成网络群体ꎮ 网络群体的最显著特征是ꎬ 因其缺场或不在场而变得十分开放和活跃ꎬ 又因
其缺乏明确的规则和制度约束ꎬ 而难觅行踪和边界ꎬ 总是在动态的变化中ꎮ 这样ꎬ 网络群体无论是在
人数和规模上ꎬ 还是在快速反应性上ꎬ 均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迅速地膨胀和放大ꎬ 最终以社会
认同的方式ꎬ 产生强大、 广泛的社会影响ꎬ 进而成为挑战传统权力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ꎮ
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公正ꎬ 是指每个人在互联网上的信息活动ꎬ “ 以及信息管理部门对待信息的方

式ꎬ 应该符合理性的、 道德的、 法律的要求和规范ꎬ 人人有责任和义务以符合道德和法律要求的方式
来获取信息和表达言论” ꎮ① 在信息权力多元化的社会ꎬ 谁能让人们值得相信比谁能让人们相信更重
要ꎮ 无论是个体、 媒体ꎬ 还是信息管理部门ꎬ 怎么能让民众相信你信息的真实性才是最重要的ꎬ 其标
准就是实事求是、 保持信息的真实性ꎬ 其原则就是保障人民的利益、 “ 为人民服务” ꎮ

网络使信息资源可以被迅速集中且被成指数地放大ꎬ 这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在更短的时间

内、 更广泛的空间中更加紧密ꎬ 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力量和权力ꎬ 重新结构化了传统社会权力ꎬ 使其
结构发生重构ꎮ 这是因为ꎬ 一方面ꎬ 网络社会铸就了紧密、 广泛联系起来的新社会形式ꎬ 加速了社会
的 “ 集体化” “ 大众化” “ 人民化” 的进程ꎻ 另一方面ꎬ 在网络中个体成员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性
和独立性ꎬ 这又铸就了信息资源的生产、 创造和分配的新社会基础ꎬ 信息成为了新权力的基石ꎮ 个体
通过网络可以发布信息、 阐述观念、 评价社会、 交流情感并寻找共同的价值和意愿ꎬ 以社会认同的方
式把分散孤立的个体联结为网络群体ꎮ 信息权力的根本特征是信息资源的广泛性、 无边界性ꎬ 以及瞬
间的动员和放大功能ꎮ 当网络的 “ 集体化” “ 大众化” “ 人民化” 与个体化发生交互作用后ꎬ 信息可
以在瞬间就转换成左右社会成员思想和观念的资源ꎬ 而一举成为传统的意识形态权力、 政治权力、 经
济权力的挑战者ꎮ 由于网络群体来自社会和民间ꎬ 缺乏明确的组织性ꎬ 其平面扩张的社会影响力、 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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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流动力、 无边界的限制力都可在瞬间扩大膨胀ꎬ 故很难梳理和调控ꎬ 因而随时可能产生极大的社
会冲击力ꎬ 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秩序ꎮ
信息权力对传统权力的结构化ꎬ 是通过信息资源的重新分配改变其运行机制来实现的ꎮ 网络改变
了原有信息资源占有和分配的格局ꎬ 即 “ 你虽然有ꎬ 但我也有” ꎬ 而且 “ 我更多、 更快、 更广” ꎮ 这

使普通社会成员甚至底层成员反而具有了信息先在性的优势ꎬ 并出现 “ 反向信息不对称” 的格局ꎮ
于是在信息资源上ꎬ 社会成员有了与传统权力分庭抗礼的 “ 资本” ꎬ 有了博弈的 “ 本钱” ꎮ 这是使社
会权力的结构和功能出现快速变化并发生重构的主要因素ꎮ 网络社会权力结构的重构ꎬ 是在原有传统
权力结构中 “ 嵌入” 了一种新的信息权力ꎬ 打破了原有权力结构的平衡和稳定ꎮ 它首先对权力结构
最高层次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强大的冲击ꎬ 而意识形态又是政治权力、 经济权力、 文化权力合法性、 权
威性的基础ꎮ 因此ꎬ 信息权力与传统权力就形成了一种联袂附着、 同时存在的关系ꎬ 它像社会长出的
新 “ 眼睛” ꎬ 无时无刻地审视着传统权力的社会性和人民性ꎬ 尤其是为人民服务性ꎮ 而信息权力本身
的社会性和人民性ꎬ 又造就了其迅速成长壮大性及社会能量的难以预知性ꎬ 这又使社会权力结构中的
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尚难完全把握的变化ꎮ 信息权力通过网络助燃的 “ 蝴蝶效应” 可以瞬间成倍放
大ꎬ 并产生巨大强烈的外部性ꎬ 对传统权力施加社会压力和政治影响ꎬ 质疑、 批评其不合理性ꎬ 甚至
否定、 批判其合法性和权威性而产生颠覆力ꎮ
权力重构的背后ꎬ 意味着社会不同利益群体、 不同阶层利益的重新分配ꎮ 而权力重构的基础是信
息资源的增加及重新配置ꎮ 由于网络当中社会成员所拥有的信息资源与日俱增ꎬ 拥有信息资源的主体
越来越多ꎬ 由个体组成的网络群体又 “ 飘忽不定” ꎬ 其社会认同所爆发的能量和社会影响又难以把握
和控制ꎬ 表现出的功能和作用就相当于从传统权力结构中 “ 抽离” 出了大量的资源和能量ꎮ 又由于
权力本身就是稀缺性资源ꎬ 任何组织、 机构和个人都想占有它ꎬ 谁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它ꎮ 因此ꎬ 网络
社会新兴的信息权力必然要与传统权力发生利益博弈、 寻找平衡而发生重构ꎮ “ 在此ꎬ 价值被生产ꎬ
文化符码被创造ꎬ 而权力被决定ꎮ 网络社会的新社会秩序对大部分人来说都越来越像是后设的社会失
序ꎻ 换言之ꎬ 像是自动化随机的事件序列源于不可控制的市场逻辑、 技术、 地缘政治秩序或生物决定
论ꎮ” ① 当传统权力能顺应民心、 附合民意ꎬ 表述出的是公众的价值追求、 共有意愿和情感ꎬ 广大社
会成员就会用信息权力全力支持ꎮ 反之ꎬ 广大社会成员所拥有的信息权力ꎬ 就会聚集成巨大的社会力
量ꎬ 对传统权力提出挑战ꎬ 而质疑传统权力的合法性ꎬ 让其失去公信力ꎬ 甚至会改变权力原有的运行
机制ꎮ
对于中国社会来讲ꎬ 网络社会的到来虽然使执政党面临一些新问题ꎬ 但机遇更大于挑战ꎮ 因为ꎬ
这正是考验执政党联系群众、 依靠群众ꎬ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ꎬ 为人民服好务的一次最好的历史新机
遇ꎮ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 根植于人民ꎬ 因此才有了党与人民水乳交融、 浑然一体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
统和法宝ꎮ 必须明确的是ꎬ 信息权力有可能成为新形式下中国社会促进善治的一种最有效途径ꎬ 它既
有参与、 互动的功能ꎬ 又有监督、 检查的功能ꎬ 还有快速反馈的功能和难以屏蔽封锁的功能ꎬ 是对传
统权力监督、 监察的利器ꎬ 是权力回归于人民的最佳形式ꎮ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ꎬ 群众的眼睛又是雪
亮的ꎬ 因此ꎬ 党和各级政府必须正视这种力量ꎬ 正视这种力量也就是深入群众ꎬ 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ꎮ
( 责任编辑: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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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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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心理健康是精英运动员实现卓越竞赛表现和人生幸福的重要资源ꎮ 文章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

康定义、 影响因素和心理问题应对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后发现ꎬ 精英运动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具有
较高的独特性和较强的情境性ꎮ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大多与独特的训练情境密切相关ꎬ 风险因
素主要包括过度训练、 运动损伤、 退役、 非意外暴力和文化等ꎬ 保护性因素主要集中于人际环境方面ꎬ 包
括社会支持、 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教练恰当的领导行为等ꎮ 在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应对方面存在服务机
构不完善、 专业人才缺乏、 评估方式单一、 污名化问题严重、 缺少方法论上较完善的干预措施等问题ꎮ 未
来研究应在着重解决现有问题的同时关注中国本土文化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影响ꎮ
关键词: 精英运动员ꎻ 心理健康ꎻ 情境因素ꎻ 中国本土文化
中图分类号: Ｇ８０４ ８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２８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１７－１４

一、 引言
精英运动员 ( ｅｌｉｔ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是指能够在职业水平、 奥林匹克水平或大学水平上竞技的运动员 ① ꎬ

也可以称为高水平运动员或优秀运动员ꎮ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ꎬ 精英运动员长期生活在高度紧张的竞赛

压力环境中ꎬ 他们除了要进行超负荷的枯燥训练ꎬ 还要承受极高的伤病风险、 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
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以及舆论的压力ꎬ 甚至还肩负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期望ꎮ 这些因素无疑大大增加了
他们精神心理疾病的易感性ꎮ
心理健康是精英运动员的核心要素之一ꎬ 也是他们在整个运动生涯前后生活中的一种重要资
源 ꎬ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精英运动员遭遇心理健康问题的报道屡见不鲜 ( 见表 １) ꎮ 精英运动员的心
②

理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解决ꎬ 很容易发展成具有临床症状的精神心理疾病ꎬ 对自身、 家庭、
社会乃至国家都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ꎮ 尤其是精英运动员会受到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ꎬ 其社会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７￣０１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８ＢＴＹ０５１) ꎮ
作者简介: 石岩ꎬ 男ꎬ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ꎮ 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运动心理学、 竞技参赛学ꎮ
马虹ꎬ 女ꎬ 太原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ꎬ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博士生ꎮ 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运动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ꎮ
①

Ｒｅａｒｄｏｎ Ｃ Ｌꎬ Ｈａｉｎｌｉｎｅ Ｂꎬ Ａｒｏｎ Ｃ Ｍ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ｅｌｉｔ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

②

Ｈｅｎｒｉｋｓｅｎ Ｋꎬ Ｓｃｈｉｎｋｅ Ｒꎬ Ｍｏｅｓｃｈ Ｋ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Ｖｏｌ ５３ꎬ Ｎｏ １１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６６７－６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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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往往是巨大的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德国国家队门将 Ｅｎｋｅ 因抑郁症卧轨自杀后的一段时间内ꎬ 铁路自
杀行为增加了一倍以上①ꎮ

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ꎬ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已经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ꎮ
仅在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间ꎬ 国际运动心理学会 ( ＩＳＳＰ ) 、 欧洲运动心理学会 ( ＦＥＰＳＡＣ) 和国际奥委会
( ＩＯＣ) 就先后发表声明ꎬ 呼吁运动领域的相关人员关注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②③④ꎮ 在国内ꎬ 有
代表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 “ 关于加强高水平运动员心理健康体系建设的建议” ꎬ 也
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的高度关注ꎮ 总体而言ꎬ 国内在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方面与国
外差距明显ꎬ 主要表现为领域内相关研究及实践的缺乏ꎮ
目前ꎬ 国内外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形式与流行

性⑤⑥、

三个方面ꎮ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提炼出三个问题进行审视ꎬ 以期进一

影响因素⑦⑧及应对策略⑨

步丰富和深化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和思考ꎬ 并为未来研究提供可能的参照ꎮ 在实
践层面ꎬ 文中所提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助于较大程度地促进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ꎮ
表１
运动员

部分遭遇心理健康问题的知名精英运动员

运动项目 心理健康问题

症状自述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ｈｅｌｐｓ

游泳

抑郁症

“ 坦白说ꎬ 抑郁症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ꎬ 特别是讨论自杀这种可怕
的事情ꎮ 对我来说ꎬ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四天ꎬ 持续有轻生的念
头ꎬ 这是我这辈子最可怕的经历ꎮ”

Ｋｅｖｉｎ Ｌｏｖｅ

篮球

焦虑症
抑郁症

“ 这是真的ꎬ 就跟手骨折、 脚踝扭伤一样真实ꎮ 自从那天起ꎬ 我对
自己心理健康的全部想法几乎都在改变ꎮ 在过去的 ２９ 年ꎬ 我一直
认为心理健康问题是别人的事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ｎｋｅ

足球

抑郁症

“ 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ꎬ 我已经经历了很多ꎮ 我不知道ꎬ 我的生活
在被谁操控ꎬ 我只知道ꎬ 我终究无力改变ꎮ”

叶诗文

游泳

中度抑郁、
失眠

“ 一开始心理医生给我做了一份测试ꎬ 结果居然是中度抑郁ꎮ” “ 我
是属于那种自己会给自己很多压力的人ꎬ 所以ꎬ 心理负担重的时


候ꎬ 整夜整夜地失眠ꎮ” 

高高

体操

抑郁症

“ 我想自杀ꎬ 或者杀人ꎮ”

资料来源: 腾讯网、 新浪网、 搜狐网、 «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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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界定
( 一) 心理健康的相关定义

世界卫生组织 ( ＷＨＯ) 将精神 / 心理健康 (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ＭＨ) 定义为 “ 一种健康的状态ꎬ 在

这种状态中ꎬ 每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潜力ꎬ 能够应付正常的生活压力ꎬ 能够有成效地从事工作ꎬ 并
能够对其社区作出贡献” ①ꎮ 与健康心理相对应ꎬ 精神 / 心理健康障碍 (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ＭＨＤ)

通常被定义为会引起临床上显著痛苦或损害的疾病ꎬ 且要符合一定的诊断标准②ꎬ 如美国精神病学会
( ＡＰＡ) 发布的 «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 第 ５ 版) » (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５ꎬ ＤＳＭ￣５) ③ 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 国际疾病分类 ( 第 １１ 版)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１１ꎬ ＩＣＤ￣１１) ④ꎮ 精神 / 心理健康障碍有众多表现形式ꎬ 它们通常是异常的思想、 感知、
情绪、 行为和与他人关系的结合ꎮ 然而ꎬ 与精神 / 心理健康障碍相比ꎬ 精神 / 心理健康症状 (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ｍｐｔｏｍ) 则更为常见ꎬ 它们可能是明显的ꎬ 但并不出现在符合特定诊断标准的模式中ꎬ 也不
一定会对个体造成明显的痛苦或功能损害ꎮ 有研究者在比较了三种权威的精神 / 心理障碍的诊断标准
后指出ꎬ 精神 / 心理健康障碍的本质是多维的ꎬ 且现有研究对其本质的理解仍然不够深入ꎬ 因此ꎬ 他
们建议不要对临床和亚临床心理障碍进行简单的区分ꎬ 而应该将精神 / 心理健康看作一个由疾病到健
康状态的连续体⑤ꎮ

心理健康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心理障碍或疾病ꎬ 还包括了胜任、 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

和一种更有活力的生活状态ꎮ 同样ꎬ 未患有可诊断的心理障碍也并不意味着心理健康ꎬ 许多心理问题
往往是以一种无 “ 疾病” 但有 “ 症状” 的形式表现出来的ꎮ 它们不足以严重到可被诊断ꎬ 但却真实
地对个体生活产生着不良影响ꎬ 需要引起重视ꎮ

( 二)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独特性
目前许多研究都在关注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形式和流行性ꎬ 但研究结果却并不一致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研究者们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定义和理解可能不尽相同ꎬ 还可能影响到对
后续心理健康问题的诊断ꎮ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很多相关研究名为关注心理健康ꎬ 实则聚焦于其出
现的可诊断的心理障碍或症状ꎬ 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都很普遍⑥⑦ꎮ 但 Ｈｅｎｒｉｋｓｅｎ 等指出ꎬ 认为运动员
没有临床显著的心理障碍就是心理健康显然过于简单ꎻ 看待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时ꎬ 不应将他们
和普通人一样的经历病态化ꎬ 而需要较好地区分临床性心理障碍 ( 根据公认标准诊断的) 、 亚临床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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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健康 ( 没有严重到满足诊断标准) 、 普通人的情况 ( 作为完整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所遭遇的周期性
的逆境以及不愉快想法和情绪) 和运动员的独特情况 ( 在从事体育运动过程中体验到的周期性的不
愉快想法和情绪ꎬ 如表现焦虑) ①ꎮ Ｒｏｂｅｒｔｓ 等也指出ꎬ 运动领域相关从业者应当更加重视运动员出现
的未达到心理障碍诊断标准的亚临床症状ꎬ 并及时实施早期干预②ꎮ 可见ꎬ 由于无法准确把握精英运
动员心理健康的内涵而进行的不恰当的诊断不仅容易给运动员贴上 “ 病态” 的标签ꎬ 还容易让相关
人员忽视那些未达到诊断标准却真实影响到精英运动员生活的隐性问题ꎬ 以及影响他们获得更优秀表
现和更高幸福感的发展性问题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精英运动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ꎬ 其所处环境必然也是独特的ꎬ 而心理健康又与环
境密切相关ꎮ 心理健康是 “ 个体内部协调与外部适应相统一的良好状态” ③ꎬ 要定义精英运动员的心
理健康ꎬ 就必须考虑他们所处的独特环境ꎮ 例如ꎬ 在运动领域ꎬ 有研究发现完美主义与精英运动员的
竞赛焦虑、 抑郁、 社交恐惧等心理问题有着密切联系④ꎮ 然而ꎬ 作为一个多维概念ꎬ 完美主义也并不
总会造成负面影响ꎮ 尤其在运动情境中ꎬ 精英运动员需要通过优异表现夺取冠军ꎬ 这必然要求他们秉
持 “ 没有最好ꎬ 只有更好” 的完美主义信念ꎮ 可见ꎬ 完美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精英运动员的职业要
求是相适应的ꎮ 张秀阁等发现ꎬ 完美主义可能是情境性和领域性的ꎬ 且在运动领域十分普遍⑤ꎮ 还有
研究指出ꎬ 完美主义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奥运冠军身上的人格特质⑥ꎮ 这就提示相关研究者ꎬ 在定义精
英运动员的完美主义时ꎬ 一定要考虑到他们本身所处的特殊情境ꎬ 灵活掌握积极适应的完美主义与消
极病态的完美主义之间的界限ꎬ 避免将正常的适应性行为病态化ꎮ 此外ꎬ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的
独特性还表现在他们的问题可能更具隐蔽性ꎮ

三、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精英运动员所处的环境是极其特殊的ꎬ 它可能会滋养或损害运动员的心理健康⑦ꎮ 本文主要关注影响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一些特殊情境因素ꎬ 并对这些因素在运动员心理健康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分类探讨ꎮ

( 一) 风险因素

１ 过度训练

有研究指出ꎬ 过度训练本身就包含了一系列不良的心理症状ꎬ 包括认知、 情绪和行为层面的变

化ꎬ 如记忆力下降、 焦虑、 抑郁、 入睡困难、 食欲下降等⑧ꎮ Ｓｃｈｗｅｎｋ 则认为ꎬ 过度训练在生理、 免
疫、 内分泌和代谢方面的变化与重度抑郁症高度相似ꎬ 唯一区别在于角色功能障碍的本质不同⑨ꎮ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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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 过度训练与疲劳的关系也十分密切ꎬ 如心理耗竭、 过度训练综合征、 慢性疲劳综合征等概念虽然
性质不同ꎬ 但它们在内涵上都与运动心理疲劳相关ꎬ 不利于运动员心理健康ꎬ 且常被混用①ꎮ 值得注
意的是ꎬ 虽然过度训练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可能产生的抑制效应基本已成共识ꎬ 但相关研究多以综
述为主ꎬ 实证研究相对较少ꎮ
２ 运动损伤

早在 ２０ 多年前ꎬ Ｌｅｄｄｙ 等就发现ꎬ 与未受过伤的运动员相比ꎬ 受过伤的大学生精英运动员会表

现出显著更高水平的抑郁、 焦虑以及更低水平的自尊ꎬ 而且即使在受伤两个月之后ꎬ 这种情况依然存
在②ꎮ 近期ꎬ 一项对澳大利亚 ２２４ 名国家级精英运动员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论③ꎮ 除了大规模调查ꎬ
我国游泳名将叶诗文在 ２０１５ 年喀山游泳世锦赛后接受专访时也透露ꎬ 脚踝中的碎骨让她遭受了职业
生涯当中的最大挫折ꎬ 虽然手术帮她解决了伤病问题ꎬ 但中度抑郁的情绪问题则需要心理专家的帮
助④ꎮ Ｉｖａｒｓｓｏｎ 等通过元分析指出ꎬ 心理干预可能通过改变大脑功能和减少神经活动从而减少运动员
受伤害的可能性⑤ꎮ

可见ꎬ 运动损伤与精英运动员的心理健康是相互作用的ꎬ 这说明运动损伤的早期预防及损伤发生

后的心理干预对维持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ꎮ 遗憾的是ꎬ 我国虽然也有不少精英运动员运
动损伤的相关研究ꎬ 但研究主要集中在损伤的流行病学调查、 原因分析及预防策略方面⑥⑦ꎻ 运动损
伤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引起了一定的关注⑧ꎬ 但研究数量与质量仍有待提升ꎬ 未来研
究还需对这些方面给予足够重视ꎮ
３ 退役

精英运动员退役是一个特别困难的转型ꎬ 它可能引发先前存在的、 以前未被发现或承认的生活挑

战和问题ꎬ 从而加剧这一过程⑨ꎮ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表明ꎬ 退役可能是精英运动员遭遇心理健康问题

ꎮ 四届 ＮＢＡ 全明星、

的高风险因子ꎬ 退役运动员患骨质疏松、 焦虑、 抑郁等身心疾病的几率更高

四届联盟最佳防守球员奖得主、 美国著名篮球运动员 Ｗａｌｌａｃｅ 也曾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直言自己在
退役后和抑郁症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ꎬ 他提到: “ 当你退役了之后ꎬ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ꎬ 你会感觉你
被抛弃了ꎮ 没有人再会去关心你ꎬ 你以往会接到的那些电话ꎬ 就都没有了ꎮ 这种情况下ꎬ 你会感到心
情低落ꎬ 但是更可怕的是ꎬ 你不会像打球时一样ꎬ 有下一个比赛日的机会来让自己振作起来ꎬ 所以你
就会一直一直地低落下去ꎮ”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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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问题的风险①ꎮ 然而ꎬ 退役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是绝对的ꎬ 其中还有许多保护性调节因素 ( 如运
动员的应对策略) 正在引起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②ꎮ
４ 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几种主要因素ꎬ 还有一些特定的情境因素也可能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ꎮ

非意外暴力 ( ｎｏｎ￣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是由联合国 ( ＵＮ) 和国际奥委会 ( ＩＯＣ) 用以描述运动员在基
于歧视的文化背景下由于真实的或感知到的权力差异的滥用所遭受的伤害ꎬ 包括心理、 身体、 性虐待
和忽视③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国际奥委会专门发表共识声明ꎬ 对体育领域存在的非意外暴力问题进行了系统综
述ꎬ 指出所有年龄和类型的运动员都容易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ꎬ 但精英、 残疾人、 儿童和同性恋 / 双
性恋 / 变性运动员的风险最高④ꎮ 遭遇非意外暴力会给精英运动员身心健康带来长期且极具破坏性的

影响ꎬ 包括出现低自尊、 焦虑、 抑郁、 欺骗、 辍学、 饮食障碍、 物质滥用、 自残甚至自杀等问题⑤⑥ꎮ
由于非意外暴力在体育领域中的普遍性和对运动员造成的严重后果ꎬ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体育界
的广泛重视ꎬ 但在国内却鲜有探讨ꎮ

此外ꎬ 文化环境也会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产生影响ꎮ Ｓｃｈｉｎｋｅ 等对 ２３ 名加拿大原住民精英运动

员进行了半结构访谈ꎬ 发现他们在搬迁到不熟悉的主流文化社区后会遇到种种困难ꎬ 包括孤独感、 习
俗差异方面的应对困难ꎬ 以及文化刻板印象ꎬ 而这些都很容易在来自边缘文化的运动员中形成一种孤
立感⑦ꎮ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与独特的训练情境密切相关ꎬ 与训练相关的时间和事件都可能作

为压力源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ꎮ 然而ꎬ 现有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横断设计ꎬ 这很可能导
致研究者无法更好地把握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全貌ꎮ

( 二) 保护因素

１ 社会支持

良好的社会支持是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最重要的保护性因素之一ꎮ 首先ꎬ 社会支持可以直接提升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相关的指标 ( 如自主动机和幸福感等) ꎬ 缓冲应激源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 如
预防网络成瘾等) ⑧⑨ꎮ Ｓｈｅｒｉｄａｎ 等在一项系统综述中指出ꎬ 青少年精英运动员普遍认为教练是最重要
的支持力量ꎬ 而且教练、 家长和同伴积极有效的社会支持能够促进运动员运动表现和积极的心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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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岩ꎬ 马虹: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审视

１２３

受ꎬ 但运动员感知到较少和不合理的支持则会增加他们提早退役的倾向①ꎮ 美国篮球运动员 Ｗａｌｌａｃｅ

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及自己在与抑郁症抗争的过程中ꎬ 来自挚友、 家人、 尤其是他的几位教练的支持带
给他很多帮助②ꎮ

其次ꎬ 社会支持还可以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及其相关表现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ꎮ Ｊｅｏｎ 等通过对

韩国高中和大学的精英运动员的问卷调查发现ꎬ 社会支持可以通过提升自我同情从而提升他们的主观
幸福感③ꎮ 一项对精英技能竞赛选手的研究也表明ꎬ 领悟社会支持在他们的心理疲劳与流畅状态之间
起调节作用④ꎮ

可见ꎬ 社会支持是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重要的保护性因子ꎬ 而其中教练支持尤为重要ꎬ 但如果无

法合理采用社会支持ꎬ 也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ꎮ
２ 良好的人际关系

精英运动员与教练高质量的关系对于维持自身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ꎮ Ｊｏｗｅｔｔ 等跨文化研究发

现ꎬ 感知到与教练员高质量关系的精英运动员会体验到高度的心理需要满足ꎬ 引起自我决定的动机和
更高的幸福感⑤ꎮ Ｇｏｍｅｓ 等就教练执教理念、 实践与执教有效性的标准对不同领域的 １０ 名精英教练进
行了访谈ꎬ 结果发现ꎬ 绝大多数教练都认为与运动员建立一种基于个人尊重的人际关系对运动员个人
和团队的发展与成功具有重要作用⑥ꎮ 除了与教练的关系外ꎬ 与队友的关系质量也是影响精英运动员
人际关系满意感的重要因素⑦ꎮ Ｂｕｒｎｓ 等强调ꎬ 精英运动员取得持续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良好的人际
关系来缓解压力ꎬ 这种人际关系的特点包括能让他们感到放松ꎬ 开怀大笑ꎬ 愿意聊天ꎬ 并给予他们一
定的时间从激烈竞争的压力中脱离出来休息一下ꎻ 这种关系可以源于朋友ꎬ 队友ꎬ 或按摩师、 理疗
ꎮ

师、 教练等专家⑧ꎮ 此外ꎬ 家长及兄弟姐们与精英运动员的良好关系也有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⑨

３ 其他因素

教练的领导行为会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ꎮ Ｓｔｅｎｌｉｎｇ 等研究证实了教练的变

ꎮ 还有研究发现ꎬ 积极的教

革型领导行为可以通过满足运动员心理需求从而正向预测他们的幸福感

练领导行为对创建掌握型的激励氛围、 满足精英运动员的心理需要、 提升他们的运动自信和降低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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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

焦虑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①②ꎮ

此外ꎬ 教练创造的良好激励氛围、 关怀的执教风格以及运动员对发展环境的积极感知等因素也会

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③④⑤ꎮ Ｆｉｓｈｅｒ 等以道德关怀理论为框架ꎬ 指出关怀取向的教练风格在
精英运动员追求卓越的压力情境中可能是最重要的ꎬ 它能让运动员感受到人际间的支持ꎬ 体验到自己
是有价值的、 被尊重的ꎬ 也有助于他们潜能开发和良好竞技水平的展现⑥ꎮ 研究者基于美国在这方面
的实践ꎬ 提出了一个由七方面因素构成的启发式模型来解释教练的关怀是如何影响精英运动员心理感
受和运动表现的ꎬ 同时呼吁ꎬ 在精英运动员教练培养课程中尤其应当关注如何为运动员塑造一种关怀
的氛围ꎮ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情境性保护因素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人际环境方面ꎬ 健康的人际环境应
当是尊重的、 关怀的、 承认运动员价值的、 赋予其权利的ꎬ 并能够激发他们任务卷入的和自我决定的
动机ꎮ 其中ꎬ 教练的影响最需要引起重视ꎮ 虽然目前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进

展ꎬ 但 Ｒｉｃｅ 等认为仍然不够ꎬ 因此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来开展一些项目以提高精英运动员幸福感ꎮ
这不仅可能增强他们的竞技表现ꎬ 还有助于增加他们成功过渡到退役状态的可能性⑦ꎮ

四、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应对
( 一) 心理服务的提供者
体育组织中与运动员有交集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了解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状况ꎬ 这些人包括教练、

运动心理学家、 医务人员、 经理、 双重职业支持提供者以及其他综合支持团队的成员⑧ꎮ

Ｍｏｅｓｃｈ 等采用目的性抽样选取了法国、 德国、 英国、 匈牙利、 意大利和瑞典六个具有代表性的

欧洲国家ꎬ 分析了它们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ꎬ 指出运动心理学家、 运动心理治疗师或临床运动心理学
家以及医生是目前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服务的主要提供者⑨ꎮ 运动心理学家主要负责提升运动员的运
动表现ꎬ 并在亚临床问题上提供支持ꎬ 他们几乎是精英运动员心理问题的第一接触人ꎮ 运动心理治疗
师或临床运动心理学家需要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临床培训ꎬ 同时具备运动领域的特定知识ꎬ 他们一
般在监督下提供心理支持ꎬ 并在必要时刻进行转诊ꎮ 医生主要是指精神病学家和运动医学家ꎬ 他们拥
有处方权ꎬ 一般提供药物治疗ꎬ 但也可能会与家庭医生一起参与最初的心理问题筛查ꎮ 在支持机构方
面ꎬ 六个国家基本都以国家卫生保健系统为依托ꎬ 不同的机构又发挥着不同的职能ꎮ 总体而言ꎬ 支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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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岩ꎬ 马虹: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审视

１２５

模式可以概括为三种ꎬ 分别是以法国为代表的 “ 公立模式” ꎬ 以意大利和英国为代表的 “ 私立依托公
立模式” ꎬ 以及以德国和瑞典为代表的 “ 专项联合模式” ꎮ 在法国ꎬ 几乎所有的地区中心学校和国立
学校都有心理学家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 高水平的持证运动员每年都必须依照法律接受
临床心理学家和运动医学医生的强制性访谈以评估其心理健康状况ꎮ 这使得精英运动员有机会接受更
有针对性的心理服务ꎮ 在意大利、 英国ꎬ 没有专门的公共机构或组织为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运动员提
供护理服务ꎬ 但受资助的精英运动员会接受专门的私人医疗保健ꎬ 还可享受官方机构相应的心理健康
转介服务ꎮ 在德国和瑞典ꎬ 专门的诊所和专项计划将运动员、 教练、 俱乐部、 体育组织和运动心理学
协会的专家联合起来并进行协调ꎬ 可以为精英运动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心理服务ꎮ
我国在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ꎬ 通过邀请心理专家下队开展培
训、 开设基础心理教育课程等形式ꎬ 为不同层次需求的运动员与教练员提供心理健康教育ꎮ 针对国家
级别以上的大型比赛ꎬ 运动队会邀请运动心理学家对精英运动员进行心理训练和咨询ꎬ 并随队提供临
场支持服务①ꎮ 然而ꎬ 我国心理咨询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仍不够系统和完善、 公立和私立的心理服务机
构都相对缺乏ꎬ 拥有临床心理咨询经验同时又熟悉精英体育的专业人才更是十分稀缺ꎬ 心理服务提供
者数量的缺口极大程度地制约了我国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服务事业的发展ꎮ

( 二) 心理健康问题的筛查、 评估与诊断
在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状况筛查、 评估与诊断方面ꎬ 法国拥有一套十分独特的制度②ꎮ 从 ２００６

年起ꎬ 国家级运动员每年都要依法接受专业人员的强制性访谈ꎮ 最初ꎬ 对成人运动员采用结构化的精
神病学诊断性访谈ꎬ 旨在调查包括焦虑、 抑郁等 １７ 种精神心理类问题ꎻ 对 １５ 岁以下的儿童则采用其

他适应性测试ꎮ 后来ꎬ 访谈形式更加开放ꎬ 运动员可以与专业人员就学校、 就业、 家庭、 社会环境、
运动和精神心理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探讨ꎮ 访谈结束后ꎬ 根据运动员自身需求 ( 如预防、 护理或提升
表现) ꎬ 结合专家的结论或诊断ꎬ 他们会被转介给最适合的专业人员ꎮ 在瑞典有两家专门服务于精英
运动员心理健康的诊所ꎬ 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过程与法国类似ꎬ 也是采用针对症状的访
谈ꎬ 结合临床量表进行评估ꎬ 必要时还会对运动员进行血样和身体状况的评估以及功能行为分析ꎮ 在
其他国家ꎬ 包括中国ꎬ 目前都没有针对精英运动员的相对系统和全面的心理健康问题评估过程ꎬ 但各
国在评估精英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时一般都会采用标准化的工具ꎬ 包括一些公认的诊断标准ꎬ 如
ＤＳＭ￣５ 和 ＩＣＤ￣１１ꎬ 以及一些标准化的量表或问卷 ( 见表 ２) ꎮ

综上ꎬ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状况的现有评估方式以标准化的量表结合诊断性访谈为主ꎮ 然而ꎬ 这

些评估工具测量的大多是精英运动员的心理疾病或症状ꎬ 而非其心理健康③ꎮ 可见ꎬ 这种评估方式将
心理健康的概念内涵限制得过于狭窄了ꎬ 也不利于医生、 教练等相关人员以一种积极的成长的方式来
看待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ꎮ 其次ꎬ 这种聚焦于疾病诊断和症状筛查的评估工具发现的更多是运动员呈
现出的浮于表面的心理问题和症状表现ꎬ 而对于发现问题的深层原因很可能作用有限ꎮ 最后ꎬ 这些标
准化的工具是否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环境条件中都是普适的ꎬ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量表评估的准确
性ꎮ Ｒｉｃｅ 等指出ꎬ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多数采用的是自我报告而非诊断性访谈ꎬ 这可能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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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精英运动员群体中精神健康症状或疾病的实际人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知①ꎮ Ｈａｍｍｏｎｄ 等研究也
发现ꎬ 采用诊断性访谈比自我报告的形式发现了更多表现出重度抑郁的精英运动员②ꎮ

( 三) 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

１. 干预方式

无论精英运动员处在何种心理状态下ꎬ 有针对性的支持都能让他们从中获益ꎮ 目前对精英运动员

心理健康状态进行支持的方式主要有药物干预和心理干预ꎮ
表２
心理健康障碍 / 症状
多种临床心理
障碍 / 症状
一般心理痛苦

抑郁
焦虑、 惊恐

饮食问题
睡眠问题
不良饮酒问题

精英运动员常见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工具
评估工具

ＤＳＭꎻ ＩＣＤꎻ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９０ ( ＳＣＬ－９０)

研究举例
②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 ＧＨＱ) ꎻ
ａ ｔｈｒｅｅ￣ｉｔｅｍ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ｒｅｅｎ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４ＤＳＱ) ꎻ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 ＨＳＣＬ￣５) : ｓｈｏｒ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ꎻ
Ｋｅｓｓｌｅｒ １０ Ｓｃａｌｅ ( Ｋ￣１０)

④ꎻ ⑤ꎻ ⑥ꎻ ⑦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ｅ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７ ( ＧＡＤ￣７) Ｓｃａｌｅꎻ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ｏｂｉａ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 ＳＰＩＮ) ꎻ
Ｐａｎｉ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 ＰＤＳＳ)

⑤

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ＰＲＯＭＩＳ) :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ｍ

⑥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ＣＥＳ￣Ｄ) Ｓｃａｌｅꎻ
Ｂｅｃｋ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 ＢＤＩ)

② ꎻ ⑧ꎻ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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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ｒｄｏｎ 等在一项系统综述中指出ꎬ 给运动员开精神类药物时需要就该群体的特殊性考虑一些特别重
要的问题ꎬ 包括副作用、 安全风险和反兴奋剂政策ꎻ 他们还对运动员常用的各种精神类药物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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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期

石岩ꎬ 马虹: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审视

１２７

及使用情况进行了综述①ꎮ 后来ꎬ Ｒｅａｒｄｏｎ 等调查了国际运动精神病学协会 ４０％的医师与患有各种心

理健康问题的运动员合作时对精神药物的处方偏好ꎮ 结果发现ꎬ 医生们治疗时首选的精神药物包括:
采用安非他酮治疗不伴有焦虑和双向谱系障碍的抑郁症ꎻ 采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广泛性焦虑症ꎻ 采用
褪黑素治疗失眠ꎻ 采用阿托西汀治疗注意缺陷 / 多动障碍ꎻ 采用拉莫三嗪治疗双向谱系障碍ꎻ 采用阿
立哌唑治疗精神病性问题②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由于精英运动员的特殊性ꎬ 对他们进行药物治疗的过程
远远不是选择药物那么简单ꎬ 必须依据他们的个体情况ꎬ 综合评估他们的年龄、 性别、 竞技项目、 耐
受性等情况ꎬ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个体化的针对性处方ꎮ Ｒｅａｒｄｏｎ 对运动员使用精神药物的研究进展进
行了评述ꎬ 指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存在许多方法论上的问题ꎬ 包括样本量小ꎬ 缺少女性被试ꎬ 药物的
使用不是在真实竞赛环境中等ꎬ 但他仍然基于已有研究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用药建议③ꎮ

考虑到对精英运动员这一群体实施药物干预的复杂性和接受心理干预所具有的优势ꎬ 心理干预被

认为是更合适该群体的一线选择ꎮ Ｍｏｅｓｃｈ 等指出ꎬ 在精英运动员心理问题的临床治疗方面ꎬ 不同国
家会依据问题的表现形式和各自的专长采用不同处理方法ꎬ 如系统干预、 心理动力学干预、 人本主义
干预等ꎬ 但认知行为疗法 ( ＣＢＴ) 是得到广泛应用的一种干预方式④ꎮ 不少研究都已证实 ＣＢＴ 在精英
运动员心理干预方面展示出的有效性和优势ꎬ 包括为运动员提供一个简短的干预ꎬ 教他们新技能来控
制症状ꎬ 提升愉快情绪和运动表现满意度等⑤⑥ꎮ 此外ꎬ 和 ＣＢＴ 密切相关的基于正念的干预 ( Ｍｉｎｄ￣

ｆｕｌｎｅｓｓ￣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在近年来也较常用且效果良好ꎮ 这一大类技术既可以帮助纠正精英运动员
的临床和亚临床心理问题ꎬ 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运动表现⑦⑧ꎮ 还有研究指出ꎬ 精英运动员
在家庭治疗和团体治疗中也能不同程度的获益 ⑨ ꎮ

我国关于采用精神心理类药物干预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ꎻ 在心理干

预方面ꎬ 石岩等总结了针对运动员、 教练员和运动心理学家的 ９ 种心理干预模式ꎬ 但这些模式全部来
ꎮ 相对而言ꎬ 国内学者关注最多的是基于正念的干预方式

ꎬ 对认知行为疗法、 音乐疗法

源于国外


ꎮ 此外ꎬ 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干预方式也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ꎬ 如太极拳

等方式也有涉及
ꎮ 总体来看ꎬ 国内精英运动员心理干预的相关研究数量较少ꎬ 方式相对单一ꎬ 短时间内的横向研

等

究居多ꎬ 缺少纵向的系统性较强的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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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障碍与助力

精英运动员在遭遇心理健康问题时普遍不愿意求助ꎮ Ｒｅａｒｄｏｎ 等指出ꎬ 患有抑郁症或其他精神心

理症状的精英运动员往往对服用性能和安全性未知的药物持保留态度ꎬ 因为即使是对成绩最微小的影
响ꎬ 也可能意味着成功和失败的区别①ꎮ Ｃａｓｔａｌｄｅｌｌｉ￣Ｍａｉａ 等通过一项系统综述指出ꎬ 对精神心理问题
的污名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耻辱感、 缺乏心理健康素养、 过去寻求帮助的消极经历、 繁忙的日程以及过
度崇尚男性文化 ( ｈｙｐｅｒ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 是阻碍精英运动员寻求心理支持的因素②ꎮ 还有研究发现ꎬ 精英
运动员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消极态度与一些因素有关ꎬ 包括男性自我认同、 年轻、 黑种人、 美国籍、 较
低的开放性、 较高的责任心、 性别角色冲突和参与身体接触运动③ꎮ 目前ꎬ 普遍认为对心理问题的污
名化及其带来的病耻感是制约精英运动员寻求心理支持最重要的因素ꎮ 精英运动强调成功、 重视盈
利ꎬ 运动员通常被教练、 亲友和公众媒体看作是心理坚韧的ꎬ 这种优胜劣汰的文化环境和来自他人的额
外期望很容易让他们将寻求心理服务看作是脆弱和无能的表现ꎬ 从而使他们面临失去上场时间、 首发角
色甚至比赛合同的风险④ꎮ 因此研究者们呼吁ꎬ 精英运动中对精神心理问题的污名化问题亟待解决ꎮ

此外ꎬ 研究还发现一些促进精英运动员寻求心理健康支持服务的因素ꎬ 包括他人的鼓励ꎬ 与心理

服务提供者的良好关系和愉快互动ꎬ 他人 ( 尤其是教练) 对寻求心理服务的积极态度ꎬ 互联网的接
入ꎬ 对接受心理支持服务的好处的认知和寻求心理服务的自我效能感 ⑤ ꎮ 其中ꎬ 运动员自身的素质和
教练的态度十分重要ꎮ 我国精英游泳运动员叶诗文在采访中也曾提到: “ 自从开始恢复训练ꎬ 我就没
有时间和心理专家进行沟通ꎬ 但现在我可以慢慢自我调节ꎮ” 可见ꎬ 运动员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并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是至关重要的ꎮ

五、 总结与展望
( 一)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定义与影响因素

尽管 ＷＨＯ 等国际组织对心理健康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义ꎬ 但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有其独特

性ꎬ 已有研究对这一问题可能关注不足ꎮ 未来研究至少应当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认识对精英运动员心理
健康的概念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ꎬ 关注精英运动员与其他群体的差异ꎮ Ｆｏｒｄ 指出ꎬ 大学生运动员的酗酒行为比非运动员更

常见⑥ꎬ 但 Ｄｉｅｈｌ 等对精英大学生运动员的研究却发现ꎬ 他们在酗酒、 吸烟和大麻等物质使用方面的
比例都明显低于非运动员⑦ꎮ 这些不一致的结果表明ꎬ 仅仅对比运动员和非运动员可能是不够的ꎬ 未
来研究还应当关注精英运动员与普通运动员在心理健康及其相关问题方面的差异ꎬ 以便为这一群体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心理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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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 在识别和探讨精英运动员的心理健康问题与影响因素时ꎬ 应当密切结合精英运动的独特背
景ꎮ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ꎬ 过度训练、 运动损伤和退役等问题都是精英运动员要面临的独特的情境性
因素ꎬ 而在识别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ꎬ 若不考虑这些因素ꎬ 很可能造成心理健康问题的误
诊ꎬ 如将 ＯＴＳ 误诊为重度抑郁症ꎮ 还有一些研究者指出可能存在一些运动情境特定的心理健康问题
( ｓｐｏｒ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ＨＤ) ꎬ 尽管这种看法仍未得到充分的证据支持ꎬ 但他们呼吁未来应当关注这类心理问
题并为其确定具体的诊断标准①ꎮ

第三ꎬ 加强对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积极内涵的关注ꎮ 心理健康除了指没有相关的心理问题ꎬ 还包

含更积极的内涵ꎮ 目前虽然也有一些探讨精英运动员的流畅体验和幸福感等内容的研究②③ꎬ 但现有
研究多数仍然是问题和疾病导向的ꎮ 因此ꎬ 未来研究可以积极心理学为背景ꎬ 更多地关注精英运动员
的自我实现、 潜能发挥等心理健康的积极方面ꎮ 这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提升他们的竞赛表现ꎬ 更能帮助
他们从精英运动的工具性身份认同中摆脱出来ꎬ 成为真正自我实现的、 完整的 “ 人” ꎮ

最后ꎬ 在研究方法上应当关注纵向研究ꎮ 心理状态是个动态发展的过程ꎬ 且精英运动员的心理健

康状态与训练和比赛情境密切相关ꎮ 因此ꎬ 对该群体进行不同时间和事件条件下的追踪研究有助于进
一步获得他们在面对不同风险因子时心理健康状况变化的信息ꎬ 从而帮助相关人员为运动员提供更有
针对性的心理服务ꎮ

( 二)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应对
目前ꎬ 在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应对方面还存在一些具有争议和尚待解决的问题: ( １) 专

业的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服务机构不完善ꎬ 专业人才稀缺ꎬ 且职责不明确ꎻ (２) 精英运动员心理健
康问题的筛查缺乏系统性与针对性ꎬ 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与诊断方式主要是临床症状导向的且较多依
赖于运动员的自我报告ꎻ (３) 精英运动员接受心理支持普遍不足ꎬ 对精神心理的污名化问题尤为突
出ꎬ 而现有干预措施存在一定跨文化和方法论上的问题ꎬ 纵向的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可能不足ꎮ
基于此ꎬ 未来研究可以关注以下方面:
首先ꎬ 为精英运动员设立专门的心理服务通道ꎬ 培养专业人才ꎬ 明确职责ꎮ 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
机构ꎬ 至少应当保证精英运动员在遭遇心理问题时能找到途径寻求帮助ꎮ 当然ꎬ 在这一过程中ꎬ 注重
保护他们的个人隐私是十分重要的ꎮ 虽然 Ｈｅｎｒｉｋｓｅｎ 等指出ꎬ 体育组织中与运动员有交集的每一个人
都有责任了解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状况ꎬ 但 “ 每个人的义务” 也可能带来责任分散等问题④ꎮ 据此ꎬ 这
些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职位———精神 / 心理健康干事 (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ｅｒ) ꎬ 他们主张精神 / 心理
健康干事应当肩负起解决精神心理问题的首要责任ꎬ 是健康精英体育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ꎬ 并对该职
位的功能和所需要的素质进行了具体阐述ꎮ 其实ꎬ 设立这一职位背后所反映的还是谁来为精英运动员
心理健康负起责任的本质问题ꎬ 而要解决这一问题ꎬ 除了需要从政府和国家层面对这一问题给予高度
重视ꎬ 培养具有心理学和精英运动相关知识经验的专业人才ꎬ 充分发挥教练员的促进作用和运动员自
身的主动性ꎬ 培养他们的心理健康素养也具有重要意义ꎮ
其次ꎬ 结合情境ꎬ 关注早期筛查ꎬ 拓展评估方式ꎮ 心理状态从正常发展到异常通常需要一定的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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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过程ꎬ 但如果等精英运动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发展到临床障碍的程度再进行干预ꎬ 不仅对相关从业
者的挑战巨大ꎬ 其效果可能也不甚理想ꎮ 因此ꎬ 未来需要关注这一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早期筛查ꎬ 与
运动心理学家进行阶段性强制性面谈可能会有所助益ꎮ 考虑到精英运动情境性特点ꎬ 筛查时机把握以
及亚临床症状识别也非常重要ꎮ 此外ꎬ 在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状态评估方面ꎬ 除了要在标准化工具评
估的基础上结合诊断性访谈ꎬ 还应当充分考虑情境因素ꎬ 了解他们的独特症状表现ꎬ 拓展评估方式ꎬ
如结合生理指标、 对重要他人的访谈等方式进行评估与诊断ꎮ 开发专门针对精英运动的诊断工具也是
一种可行的尝试①ꎮ

第三ꎬ 重视减少污名化问题ꎬ 改进研究方法ꎬ 结合情境因素制定个体化干预措施ꎮ 精英运动员不

愿求助与他们对精神心理问题的污名化理解有很大关系ꎮ 未来在实践领域应当重视如何减少这一问
题ꎮ Ｒｅａｒｄｏｎ 等指出ꎬ 对运动员和教练员进行短程心理健康素养和去污名化干预可能是有帮助的②ꎮ
在药物干预方面ꎬ 应当针对已有的方法学问题进行改进ꎬ 如增大样本量等ꎮ 在心理干预方面ꎬ 应当增
加纵向研究ꎬ 尤其当精英运动员遇到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因素时ꎬ 应对他们给予高度关注ꎬ 并考虑如
何充分发挥心理健康促进因素的作用ꎬ 为他们制定个体化的干预措施ꎮ
最后ꎬ 考虑到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领域的相关研究多数来自使用英语的国家ꎬ 文化特点应当成为
相关研究与实践本土化的重要因素ꎮ 我国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已有一定认识ꎮ 例如ꎬ 董传升等指出ꎬ 我
国的体育团队具有鲜明的三元结构特点ꎬ 人际关系在其中的作用尤其重要③ꎬ 这可能提示在我国精英
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处理上ꎬ 应当更加注重运动员的人际关系ꎬ 从教练入手可能会取得更好效果ꎮ 可
见ꎬ 未来研究与实践应当在本土化领域继续深入ꎬ 为建立、 健全我国精英运动员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ꎮ
在本文成稿过程中ꎬ 曾得到国际运动心理学会前任主席、 香港体育学院姒刚彦教授的支持与帮助ꎬ 在此表示感
谢!
( 责任编辑: 丁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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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锻炼意向与行为关系
———执行功能的解释作用
杨

剑１ꎬ２ ꎬ 刘赵磊１ ꎬ 季

泰３

(１ 华东师范大学青少年健康评价与运动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ꎬ 上海
２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ꎬ 上海

摘

２００２４１ꎻ

２００２４１ꎻ ３ 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ꎬ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要: 目的: 考察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在大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ꎬ 探究执行功能在锻炼意向与行为联

系中的作用ꎬ 进而为大学生锻炼促进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撑ꎮ 方法: 采用 « 计划行为理论量表» « 体育活动
等级量表» 以及 Ｆｌａｎｋｅｒ、 ２￣ｂａｃｋ、 Ｍｏｒｅ￣ｏｄｄ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任务对 １６０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ꎮ 结果: ( １) 计划行

为理论对锻炼意向和锻炼行为的解释力分别为 ０ ７４ 和 ０ ５４ꎮ 锻炼意向是预测大学生锻炼行为的首要因素ꎮ
锻炼意向受行为控制感影响最强ꎬ 其次是锻炼态度ꎬ 最后是主观规范ꎮ ( ２) 执行功能在锻炼意向与锻炼行
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ꎬ 但中介作用不显著ꎬ 这种调节作用主要是由于执行功能中的抑制功能引起的ꎮ 结
论: 计划行为理论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ꎻ 加入执行功能变量后ꎬ 意向能够更好地预测大学生
的锻炼行为ꎮ 未来研究可基于认知神经科学进一步挖掘其他影响锻炼行为的因素ꎬ 进而更全面地分析锻炼
行为形成和发生机制ꎮ
关键词: 大学生ꎻ 执行功能ꎻ 计划行为理论ꎻ 锻炼意向ꎻ 锻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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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希望、 践行 “ 健康中国战略” 的中坚力量ꎬ 其健康状况备受关注ꎮ 然而ꎬ

大学生所面临的学业负担与就业压力挤占了多数体育锻炼时间ꎮ 更令人担忧的是ꎬ 即使大学生了解体
育锻炼的必要性ꎬ 大多数也知而不行ꎬ 长期处于久坐少动的状态ꎮ 某个区域的调查结果显示ꎬ 大学生
体育锻炼参与状况不容乐观ꎬ 仅 ２１％的大学生每天在固定时间参加体育锻炼 ① ꎮ 因此ꎬ 如何引导大学
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全面提高大学生体质和健康水平成为体育事业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目前ꎬ 基于健康行为理论制定或实施锻炼方案是促进大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途径之一ꎮ
其中ꎬ 计划行为理论在健康行为促进领域得到了广泛认可和应用ꎮ 该理论指出ꎬ 行为主要受行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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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ꎮ 行为意向是个体主观评估自己未来从事某种行为的意愿或可能性ꎬ 以及在计划实施行为中愿
意付出的努力程度①ꎮ 行为意向受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ꎮ 在锻炼领域ꎬ 既有研究以计划行为理
论模型为指导ꎬ 检验了模型在不同群体 ( 包括儿童青少年、 糖尿病患者、 老年人) 中的适用性ꎬ 取
得了较为一致的结果ꎬ 即锻炼意向能够显著预测锻炼行为ꎬ 锻炼态度、 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与锻炼
意向显著相关ꎬ 能很好地预测锻炼意向②③④⑤ꎮ 诚然ꎬ 既有研究验证了锻炼意向与锻炼行为的关系ꎬ
但不同群体锻炼意向对锻炼行为的解释力存在差异ꎬ 且在大学生群体中检验计划行为理论模型适用性
的研究较为欠缺ꎮ 基于此ꎬ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 计划行为理论能够显著预测锻炼行为ꎬ 并且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ꎮ

有研究指出ꎬ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行为的发生机制ꎬ 但该理论对行为意向的预
测好于对行为本身 ⑥ ꎮ 因此ꎬ 加入第三因素弥合意向￣行为鸿沟 (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ｇａｐ) 、 增强模型解
释力成为计划行为理论不断发展完善、 更新应用场景的突破方向ꎮ 现有研究发现ꎬ 行为习惯⑦⑧、 自

 、 意志控制



、 计划



、 时间

、 环境



等因素在锻炼意向转化为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调

我效能 ⑨

节或中介作用ꎬ 这对于解释和预测锻炼行为具有重要价值ꎮ 然而ꎬ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ꎬ 虽然第三变量

的加入弥合了意向￣行为鸿沟ꎬ 也使模型更加合理ꎬ 但修改后的模型对锻炼行为的解释力仍显不足ꎮ
同时ꎬ 所加入的第三变量均来自于个体意志以及外界环境因素ꎬ 研究的角度较为单一ꎬ 研究者还需继
续多方探寻影响锻炼行为的其他重要因素ꎬ 以更好地解释和干预锻炼行为ꎮ
随着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ꎬ 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执行功能对个体行为的影
响ꎮ 执行功能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ＥＦ) 是指在完成复杂的认知任务时ꎬ 对各种基本认知过程进行
控制和调节的高级认知过程ꎬ 其包含抑制、 刷新和转换三个子功能ꎬ 其根本作用是促使个体灵活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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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完成认知活动的任务和产生目的性行为①ꎮ 当前ꎬ 针对于执行功能在锻炼意向￣行为联系中的作用
问题ꎬ 不同学者所持观点不同ꎮ Ｈａｌｌ (２００８) 等人研究发现ꎬ 与执行功能低的个体相比ꎬ 执行功能高
的个体在意向预测锻炼行为和节食行为的效果更好②ꎮ 在此基础上ꎬ Ｈａｌｌ 等人结合时限性自我调节理
论ꎬ 提出执行功能调节了意向与行为之间的联系③ꎮ 此外ꎬ 从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出发ꎬ 行为控制感作
为一种即时性的自我调节策略ꎬ 与执行功能中的抑制功能相似ꎬ 都具有抑制无关刺激、 维持原有意向
的能力ꎬ 因此ꎬ 执行功能也有可能同行为控制感一样ꎬ 在锻炼意向￣锻炼行为联系中起到中介作用ꎮ
基于此ꎬ 为更好地解决当前执行功能在锻炼意向￣锻炼行为联系中的作用问题ꎬ 结合已有研究ꎬ 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 ２: 执行功能在锻炼意向与锻炼行为的联系中起到重要的中介 / 调节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 本研究旨在明晰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在大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ꎬ 深入考察执行功能在锻
炼意向￣行为联系中的作用ꎬ 进而为促进我国大学生锻炼参与提供理论指导ꎮ

二、 研究对象与方法
( 一) 受试者

以随机抽样的方法ꎬ 选取华东师范大学 １６９ 名大学生为被试ꎮ 发放问卷 １６９ 份ꎬ 回收 １６９ 份ꎬ 问

卷有效率为 １００％ꎮ 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有效性ꎬ 剔除正确率低于 ７５％的样本数据ꎬ 剩余 １６０ 个样本

数据ꎬ 有效率为 ９４ ７％ꎮ 本研究最终共获得 １６０ 个样本数据ꎬ 其中男生 ７６ 人 ( 年龄: １８ ７０±１ ０１) ꎬ
女生 ８４ 人 ( 年龄: １８ ２３±０ ８１) ꎮ

( 二) 测量工具

１ 计划行为理论各因素的测量

采用 « 计划行为理论量表» 中文版对计划行为理论的各因素进行测量④ꎮ 该量表由 Ａｊｚｅｎ 等人编

制而成ꎬ 后经胡艳引进翻译ꎮ 翻译后的量表为 ６ 点式 Ｌｉｋｅｒｔ 量表ꎬ 包括态度、 主观规范、 行为控制感

和行为意向四个分量表ꎬ 共 １４ 个题项ꎮ 四个分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 分别为 ０ ７２、 ０ ８１、 ０ ７５ 和 ０ ７９ꎮ
该量表测量等值性较好ꎬ 有很好的构想效度ꎬ 可以被用来检验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以及在它基础上衍生
的新的理论模型ꎮ

２ 锻炼行为的测量

采用 «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 ＰＡＲＳ￣３) 来测量大学生的锻炼量ꎬ 并以此来评价大学生锻炼行为

情况ꎮ 该量表是由梁德清等人修订ꎬ 为 ５ 点式 Ｌｉｋｅｒｔ 量表ꎬ 共包含锻炼强度、 锻炼时间和锻炼频率三
个题项ꎮ 本研究中锻炼量 ＝ 锻炼强度 × ( 时间 － １) × 锻炼频率ꎮ 由于该量表三个题项分别属于体育活
动等级的不同向度ꎬ 为此ꎬ 采用内部一致性校标法ꎬ 分析各个题项的鉴别力ꎬ 通过总分的 ２７％ 划分
高分组和低分组ꎬ 分析各题项的鉴别力ꎬ 结果显示锻炼强度 ( ＣＲ 值 ＝ １１ ４８５ꎬ ｐ < ０ ０１) 、 锻炼时间
( ＣＲ 值 ＝ １５ ４２１ꎬ ｐ < ０ ０１) 、 锻炼频率 ( ＣＲ 值 ＝ ４ ８５８ꎬ ｐ < ０ ０１) 具有良好的鉴别力ꎮ 同时间隔 ２

周ꎬ 对 ５６ 名被试 进 行 重 测ꎬ 量 表 中 锻 炼 强 度、 锻 炼 时 间、 锻 炼 频 率 的 重 测 系 数 分 别 为 ０ ８６２ꎬ
①
②

Ｆｕｎａｈａｓｈｉ Ｓꎬ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ꎬ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１４７－１６５.

Ｈａｌｌ Ｐ Ａꎬ Ｆｏｎｇ Ｇ Ｔꎬ Ｅｐｐ Ｌ 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ｌｉｎｋ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３０９－３２６.
③

Ｐｆｅｆｆｅｒ Ｉ ꎬ Ｓｔｒｏｂａｃｈ Ｔꎬ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Ｔｒａｉｔ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Ｇａｐ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④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Ｂꎬ ｄｅ Ｂｒｕｉｊｎ Ｇꎬ Ｌａｌｌｙ Ｐꎬ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ｂｉｔ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３９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１６.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ꎬ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Ｖｏｌ ４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７４－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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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８２６ꎬ ０ ８１４ꎬ 表明问卷信度良好ꎮ
３ 执行功能的测量

采用 Ｅ￣ｐｒｉｍｅ ２ ０ 系统编写实验程序ꎬ 分别对执行功能的三个子功能进行测量ꎮ 测量任务均计算

机上完成 ( 屏幕 １５ ６ 寸ꎬ 分辨率为 １９２０ × １０８０) ꎬ 具体任务设计如下:

采用 Ｆｌａｎｋｅｒ 任 务 测 量 抑 制 功 能ꎮ 该 测 验 包 括 两 种 情 形ꎬ 即 一 致 情 形 ( 如 “ ＦＦＦＦＦ ” 和

“ ＬＬＬＬＬ” ) 和不一致情形 ( 如 “ ＦＦＬＦＦ” 和 “ ＬＬＦＬＬ” ) ꎬ 两种情形随机出现ꎬ 每种情形 ３６ 个试次
反应ꎬ 共要求被试完成 ７２ 个试次反应ꎮ 实验要求被试尽快对字母串做出反应ꎬ 如果中间的字母是
“ Ｆ” ꎬ 则按 “ Ｆ” 键反应ꎻ 如果中间的字母是 “ Ｌ” 则按 “ Ｌ” 键反应ꎮ 用不一致条件的平均反应时减
去一致条件的反应时ꎬ 差值越小ꎬ 抑制能力越好ꎮ

２￣ｂａｃｋ 任务测量刷新功能ꎮ 在实验任务中应用 “ Ｌ、 Ｂ、 Ｐ、 Ｄ、 Ｙ、 Ｍ” 六个英文字母作为刺激ꎬ

随机单独呈现在电脑屏幕中央ꎬ 要求被试认真看这些字母ꎬ 若当前呈现的字母与前面倒数第 ２ 个字母
相同ꎬ 按 “Ｆ” 键反应ꎬ 若不同则按 “Ｌ” 键ꎮ 测验共 ６０ 个试次反应ꎬ 平均反应时越短ꎬ 刷新能力越好ꎮ

Ｍｏｒｅ￣ｏｄｄ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任务测量转换功能ꎮ 该测验共包含三段ꎬ 第一段判断大 / 小 ( Ａ) : 屏幕中央呈

现红色数字ꎬ 小于 ５ꎬ 按 “ Ｆ” 键ꎻ 大于 ５ꎬ 则按 “ Ｌ” 键ꎮ 第二段判断奇 / 偶 ( Ｂ) : 屏幕呈现绿色数
字ꎬ 奇数按 “ Ｆ” 键ꎻ 偶数则按 “ Ｌ” 键ꎮ 第三段 ( Ｃ) ꎬ 大 / 小、 奇 / 偶判断转换: 红色数字判断大 /

小ꎻ 绿色数字判断奇 / 偶ꎮ 实验采用 ＡＢＣ 的顺序ꎬ Ａ 段和 Ｂ 段各 ３０ 个试次反应ꎬ Ｃ 段共 ６０ 个试次反
应ꎬ 其中包含 ４８ 次转换过程ꎮ 用转换条件的平均反应时减去不转换条件的反应时ꎬ 差值越小ꎬ 转换
能力越好ꎮ

( 三) 实验程序

由于本研究中锻炼意向是指在未来四周时间中计划参与锻炼的情况ꎬ 并非即时意向ꎬ 如 “ 在未

来四周中ꎬ 计划每周至少进行 ３ 次ꎬ 每次 ２０ 分钟以上的身体锻炼” ꎮ 因此ꎬ 本研究分两个阶段进行测

量ꎬ 阶段一: 主要通过 « 计划行为理论量表» 和编程好的实验范式测量被试的锻炼意向、 锻炼态度、
主观规范、 行为控制感以及执行功能ꎻ 阶段二: 意向测量的四周后ꎬ 对被试发放 « 体育活动等级量
表» 来测量锻炼行为情况ꎬ 要求被试回顾四周内的锻炼情况ꎮ

( 四) 数据处理

本研究对调查和实验所收集的数据ꎬ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 Ａｍｏｓ２４ ０ 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ꎮ 在计划行

为理论模型在大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部分ꎬ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分析方法包括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 多元
回归分析以及路径分析ꎮ 在对执行功能中介和调节效应检验部分ꎬ 主要采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多元回归
分析和路径分析ꎬ 主要分析思路为: 首先检验以抑制、 刷新、 转换为整体的执行功能的中介和调节效
应ꎬ 以此考察执行功能在锻炼意向与锻炼行为联系上的总效应ꎮ 同时考虑到三个子功能在执行功能上
发挥的作用不同ꎬ 故依次检验了三个子功能的中介和调节效应ꎬ 以此分析三个子功能在锻炼意向与锻
炼行为联系上的独立影响ꎮ

三、 结果
( 一)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在大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

１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各因素与锻炼行为相关性分析

计划行为理论各因素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 表 １) ꎬ 锻炼意向与主观规范 ( ｒ ＝ ０ ５９ꎬ ｐ < ０ ０１) 、

锻炼态度 ( ｒ ＝ ０ ７９ꎬ ｐ<０ ０１) 和行为控制感 ( ｒ ＝ ０ ７３ꎬ ｐ<０ ０１) 均呈显著正相关ꎮ 锻炼意向和行为
控制感 ( ｒ ＝ ０ ５８ꎬ ｐ<０ ０１) 与锻炼行为 ( ｒ ＝ ０ ５４ꎬ ｐ<０ ０１) 呈显著正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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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计划行为理论各因素相关矩阵

变量

１

２ 主观规范

０ ５９ ∗∗

１ 锻炼意向

２

１

３ 锻炼态度

４ 行为控制感

０ ７９

∗∗

０ ５８

∗∗

０ ７３

５ 锻炼行为

注: ∗ ｐ < ０ ０５ꎬ ∗∗ ｐ < ０ ０１ꎮ

３

１

１

０ ６５ ∗∗
０ ４３ ∗∗

∗∗

０ ３６

４

１

０ ６９ ∗∗
０ ４７

∗∗

０ ５４ ∗∗

∗∗

２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各因素对锻炼意向及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分别考察相关变量对锻炼意向和锻炼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ꎮ 结果显示 ( 表 ２) ꎬ

主观规范 ( β ＝ ０ １６ꎬ ｐ< ０ ０１) 、 锻炼态度 ( β ＝ ０ ４３ꎬ ｐ < ０ ０１) 和行为控制感 ( β ＝ ０ ３６ꎬ ｐ < ０ ０１)

均能显著预测锻炼意向ꎬ 三者共解释了锻炼意向方差的 ７０％ ( Ｆ ＝ １１９ ９ꎬ ｐ<０ ０１) ꎮ 其中ꎬ 行为控制
感和锻炼态度是预测锻炼意向较强因素ꎬ 而主观规范相对较弱ꎮ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模型ꎬ 考察锻炼意
向和行为控制感对锻炼行为的预测作用发现ꎬ 锻炼意向、 行为控制感均能显著预测锻炼行为ꎬ 其中锻
炼意向 ( β ＝ ０ ３９ꎬ ｐ<０ ０１) 对行为的预测作用强于行为控制感 ( β ＝ ０ ２６ꎬ ｐ<０ ０１) ꎮ 两者共解释了
锻炼行为方差的 ３７％ ( Ｆ ＝ ４５ ４１ꎬ ｐ<０ ０１) ꎬ 仍有超过 ６０％的锻炼行为没有得到解释ꎮ
表２

因变量

自变量
常量

锻炼意向

主观规范
行为态度
行为控制感
常量

锻炼行为

锻炼意向

锻炼意向、 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表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Ｂ
－１ ７５

０ ８６

０ ３１

０ ０５

０ １８

０ ４３
－２３ ０６

行为控制感
注: ∗ ｐ < ０ ０５ꎬ ∗∗ ｐ < ０ ０１ꎮ

１ ８１
１ ４２

标准化路

ＳＥ

径系数 β

０ ０７

０ １６ ∗∗

０ ０７

０ ３６ ∗∗

４ ８０
０ ４３
０ ５１

０ ４３

∗∗

０ ３９ ∗∗
０ ２６

∗∗

ｔ
－２ ０３
５ ９０
２ ７７

５ ９５
－４ ８１
４ ２０
２ ７９

Ｒ２

Ｆ

０ ７０

１１９ ９０ ∗∗

０ ３７

４５ ４１ ∗∗

３ 计划行为理论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路径系数如图 １ 所示ꎮ 主观规范 ( β ＝ ０ ２０ꎬ ｐ<０ ０５) 、 锻炼态度 ( β ＝ ０ ２７ꎬ ｐ

<０ ０５) 、 行为控制感 ( β ＝ ０ ４９ꎬ ｐ<０ ０１) 与锻炼意向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ꎮ 其中行为控制感对锻

炼意向的预测作用最强ꎬ 主观规范预测作用最弱ꎻ 锻炼意向 ( β ＝ ０ ４０ꎬ ｐ<０ ０１) 和行为控制感 ( β ＝

０ ３８ꎬ ｐ<０ ０１) 与锻炼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ꎮ 与行为控制感相比ꎬ 锻炼意向对锻炼行为的作

用稍强ꎻ 计划行为理论对锻炼意向的解释力 Ｒ ２ ＝ ０ ７４ꎬ 对锻炼行为的解释力 Ｒ ２ ＝ ０ ５４ꎮ
模型拟合指标为 χ２ / ｄｆ ＝ ２ ７９０ꎬ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３ꎬ ＧＦＩ ＝ ０ ９０３ꎬ ＴＬＩ ＝ ０ ８７２ꎬ ＣＦＩ ＝ ０ ９１０ꎬ ＩＦＩ ＝
０ ９０１ꎮ 其中 χ２ / ｄｆ 小于 ３ꎬ ＧＦＩ、 ＣＦＩ 和 ＩＦＩ 均大于 ０ ９ꎬ 模型拟合度指标较好ꎮ 虽然 ＲＭＳＥＡ 大于

０ ０５ꎬ ＴＬＩ 未达 ０ ９ꎬ 但是根据黄芳铭 (２００７) 的建议ꎬ 模型拟合度指标值若有一半以上达到拟合标准ꎬ 则
表示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可以拟合①ꎮ 所以ꎬ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拟合度良好ꎬ 能够适用于大学生群体ꎮ

( 二) 执行功能及其子功能中介效应检验

１ 执行功能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执行功能与锻炼意向、 锻炼行为的联系ꎬ 其中锻炼意向潜变量为自变量ꎬ

①

黄芳铭: «结构方程模式: 理论与应用»ꎬ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１４１－１６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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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行为潜变量为因变 量ꎬ 执 行 功 能
潜变量为中介变量ꎮ 根据 中 介 效 应 检
验程序ꎬ 首先检验自变量 锻 炼 意 向 对
锻炼行为的直接效应ꎬ 然 后 加 入 中 介
变量执行功能ꎬ 观察变量 间 的 路 径 系
数显著程度以及模型的 拟 合 情 况ꎮ 锻
炼意向 对 锻 炼 行 为 直 接 作 用 显 示 ( 图

２) ꎬ 锻炼意向对锻炼行为的路径系数
显著 ( β ＝ ０ ６９ꎬ ｐ < ０ ０１) ꎬ 解释 了 锻
炼行为方差的 ４８％ꎮ 直接效应模型各
项拟合指标为: χ２ / ｄｆ ＝ ３ ６８２ꎬ ＲＭＳＥＡ

＝ ０ ８７９ꎬ ＧＦＩ ＝ ０ ９３９ꎬ ＴＬＩ ＝ ０ ９１０ꎬ

ＣＦＩ ＝ ０ ９５２ꎬ ＩＦＩ ＝ ０ ９５３ꎮ

将执行功能加入到模型后 ( 图 ３) ꎬ

该模 型 解 释 了 锻 炼 行 为 方 差 的 ８８％ꎬ
相比原模型解释力提高了 ４０％ꎮ 锻炼
意向 与 锻 炼 行 为 之 间 的 路 径 系 数 由
０ ６９ 变为 ０ ５１ ( ｐ < ０ ０１) ꎮ 在 中 介 模
型中ꎬ 执行功能与锻炼行 为 之 间 的 路
径系数显著 ( β ＝ － ０ ６７ꎬ ｐ<０ ０５) ꎬ 锻
炼意向与锻炼行为之间路径系数不显

图１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路径系数图

著 ( β ＝ － ０ ２５ꎬ ｐ>０ ０５) ꎮ 中介模型各项拟合指标为: χ２ / ｄｆ ＝ ２ ６７６、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７ꎬ ＧＦＩ ＝ ０ ９１８ꎬ
ＴＬＩ ＝ ０ ８７８ꎬ ＣＦＩ ＝ ０ ９１８ꎬ ＩＦＩ ＝ ０ ９２０ꎮ 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方法验证执行功能的中介效应ꎮ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样次数设定为 ３０００ 次ꎬ 百分位置信区间和偏差校正置信区间为 ９５％ ꎮ 结果显示ꎬ 锻炼意向通过执

行功能影响锻炼行为的间接效应 β ＝ ０ １６９ ( ９５％ ＣＩ 为 － ０ ０４ ~ ０ １６４) ꎬ 执行功能中介效应不成立ꎮ

图２

锻炼意向对锻炼行为的直接作用模型图

２ 抑制、 刷新、 转换功能中介效应检验

研究采用温忠麟 (２０１２)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ꎬ 验证抑制、 刷新和转换功能的中介效应①ꎮ

回归系数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ꎬ 三个子功能中介回归方程系数 ｂ 和系数 ｃ 均显著ꎬ 但系数 ａ 均不显
著ꎮ Ｓｏｂｅｌ 检验结果显示: 抑制 ( ｔ ＝ ０ １３ꎬ ｐ > ０ ０５) 、 刷 新 ( ｔ ＝ ０ ０７ꎬ ｐ > ０ ０５) 和 转 换 功 能 ( ｔ ＝

０ １９ꎬ ｐ>０ ０５) 的 Ｓｏｂｅｌ 检验结果均不显著ꎬ 所以抑制、 刷新、 转换功能在锻炼意向与锻炼行为的联

系中不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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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介变量

抑制、 刷新、 转换功能中介效应检验
标准化回归方程

１

行为 ＝ ０ ５８×意向
抑制功能 ＝ －０ ０８×意向

２

抑制

２

２

注: ｐ < ０ ０５ꎬ
∗

∗∗

０ ５７
０ ３０
４ ６６
０ ３０
０ ０１
０ ３０
２ ５６

行为 ＝ ０ ５８ 意向
－０ １６×转换功能

３

功能

０ ２９

行为 ＝ ０ ５８×意向
转换功能 ＝ －０ ０２×意向

１

转换

０ ４０

行为 ＝ ０ ５６×意向
－０ １５×刷新功能

３

功能

０ ３０

行为 ＝ ０ ５８×意向
刷新功能 ＝ －０ １２×意向

１

刷新

ＳＥ

行为 ＝ ０ ５６×意向
－０ ２５×抑制

３

功能

回归系数检验

步骤

ｐ < ０ ０１ꎮ

０ ３０
０ ０１

ｔ

８ ９２ ∗∗
－０ ９８

９ ０１ ∗∗
－４ １ ∗∗
８ ９２ ∗∗
－１ ５７

８ ６９ ∗∗
－２ ３８∗
８ ９２ ∗∗
－０ １９

９ ０４ ∗∗
－２ ５５∗

( 三) 执行功能及其子功能的调节效
应检验
１ 执行功能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利用带有乘积项的结构方程模型

来探讨执行功能的调节效应ꎮ 将执行功能和
锻炼意向的观察指标全部中心化处理后 ( 观
测值 －样本均值) ꎬ 考察执行功能和行为意向
的交互项对锻炼行为的预测是否显著ꎬ 得到

３ × ３ ＝ ９ 个观察指标ꎮ 建立模型 ( 图 ４) 检
验执行功能的调节作用ꎮ 结果显示ꎬ 执行功
能 ×锻炼意向的乘积项对锻炼行为的路径系数

显著 ( β ＝ － ０ ２６ꎬ ｐ<０ ０５) ꎬ 即执行功能在意
向与行为联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ꎮ

图４

图３

执行功能中介作用模型图

执行功能调节效应模型示意图

２ 抑制、 刷新、 转换功能调节效应检验

在执行功能的调节效应得到验证的基础上ꎬ 分别检验抑制、 刷新和转换功能的调节效应ꎮ 根据温

忠麟 (２００５) 提出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ꎬ 首先要将数据中心化产生乘积项ꎬ 然后在进行层次回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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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①ꎮ 抑制功能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 表 ４) ꎬ 锻炼意向 × 抑制功能的回归系数显著 ( β ＝ － ０ ３ꎬ ｐ<

０ ０１) ꎬ 即抑制功能在锻炼意向与锻炼行为的联系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ꎮ 刷新功能的调节效应检验结

果显示 ( 表 ５) ꎬ 锻炼意向 ×刷新功能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 β ＝ － ０ ０７ꎬ ｐ>０ ０５) ꎬ 即刷新功能在意向与

行为的联系中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ꎮ 转换功能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 表 ６) ꎬ 锻炼意向 ×转换功
能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β ＝ －０ ０５ꎬ ｐ>０ ０５)ꎬ 即转换功能在意向与行为联系中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ꎮ
表４

步骤
１
２

变量
锻炼意向
抑制功能
锻炼意向

抑制功能调节效应检验

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Ｒ２
０ ３９

Ｒ２ｃｈａｎｇｅ
０ ４

５２ ２１ ∗∗

０ ４８

０ ０９

２８ ２９ ∗∗

抑制功能

步骤
１
２

表５

变量
锻炼意向
刷新功能
锻炼意向

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Ｒ２
０ ３５

Ｒ２ｃｈａｎｇｅ
０ ３６

４４ ４７ ∗∗

０ ３５

０ ００

０ ５１

刷新功能

步骤
１
２

０ ５６
－０ ２５

９ ０１ ∗∗
－４ １ ∗∗

０ ５５
－０ ２５

９ ６１ ∗∗
－４ ４１ ∗∗

β

ｔ

０ ５６
－０ １５

８ ７ ∗∗
－２ ３８ ∗

０ ５６
－０ １５
－０ ０７

８ ７３ ∗∗
－２ ３３ ∗
－１ ０３

表６

变量

β

ｔ

锻炼意向

０ ５８
－０ １６

９ ０４ ∗∗
－２ ５５ ∗

转换功能
锻炼意向

０ ５８
－０ １６

９ ∗∗
－２ ５ ∗
－０ ７１

－５ ３ ∗∗

刷新功能调节效应检验

锻炼意向×刷新功能
注: ∗ ｐ < ０ ０５ꎬ ∗∗ ｐ < ０ ０１ꎮ

ｔ

－０ ３

锻炼意向×抑制功能
注: ∗ ｐ < ０ ０５ꎬ ∗∗ ｐ < ０ ０１ꎮ

β

转换功能调节效应检验
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Ｒ２
０ ３５

Ｒ２ｃｈａｎｇｅ
０ ３６

４３ ８４ ∗∗

０ ３６

０ ０１

１ ０６

转换功能

－０ ０５

锻炼意向×转换功能
注: ∗ ｐ < ０ ０５ꎬ ∗∗ ｐ < ０ ０１ꎮ

四、 分析与讨论
( 一) 计划行为理论适用性分析
相关分析证明了锻炼意向与主观规范、 锻炼态度和行为控制感具有紧密的联系ꎬ 相关系数由高到
低依次为: 锻炼态度、 行为控制感、 主观规范ꎮ 其中ꎬ 锻炼态度和行为控制感与锻炼意向近似于高度
相关ꎬ 间接反映了锻炼态度和行为控制感对锻炼意向的高度预测作用ꎮ 与 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 (２０１６) 等人研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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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较为一致①ꎬ 再次证明了意向与行为的紧密联系ꎮ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ꎬ 锻炼态度、 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能够解释锻炼意向ꎬ 其中行为控制感和锻

炼态度预测所用较强ꎬ 主观规范预测作用较弱ꎮ 假设 １ 得到验证ꎬ 且该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②ꎮ 大学
生自我决定程度高、 自主性强ꎬ 因此其感受到的主观规范就低ꎻ 锻炼意向和行为控制感均是解释锻炼
行为的有力因素ꎬ 而相比行为控制感ꎬ 锻炼意向的解释力更强ꎬ 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高达 ０ ３９ ( ｐ<

０ ０１) ꎬ 这与前人提出来的 “ 意向是行为最好的预测因素” 观点相吻合ꎮ 研究发现ꎬ 锻炼态度、 主观

规范和行为控制感解释了锻炼意向方差的 ７０％ꎬ 锻炼意向和行为控制感解释了行为方差的 ３７％ꎬ 该

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③④ꎮ 亦有研究发现ꎬ 计划行为理论只解释了锻炼行为方差的 ２７％ ⑤ꎮ
造成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研究选取的样本群体不同ꎮ 不同的群体可能会拥有不同的锻
炼态度和行为控制感ꎬ 以及感受到不同程度的社会压力ꎮ 大学生独立意识较强ꎬ 其对锻炼效益的了解
更为深刻ꎬ 掌握的锻炼技能更多ꎬ 因此在大学生群中ꎬ 计划行为理论对意向、 行为的预测作用较高ꎻ
二是测量工具和测量形式不同ꎮ 目前相关研究没有统一的测量工具和标准ꎬ 研究工具的不同势必会对
结果造成一定误差ꎮ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ꎬ 计划行为理论对锻炼意向的解释力 Ｒ ２ ＝ ０ ７４ꎬ 对锻炼行为的解释力 Ｒ ２ ＝

０ ５４ꎮ 该结果与张文娟 (２０１６) ⑥ 等人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ꎮ 从模型拟合度来看ꎬ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各拟合指标尚可ꎬ 但仍有个别因素未达到参考值ꎮ 根据黄芳铭的建议⑦ꎬ 有一半以上拟合度指标达到
了标准ꎬ 所以该模型拟合度良好ꎬ 能够适用于大学生群体ꎮ

( 二) 执行功能在锻炼意向到行为转化过程中的作用
研究发现ꎬ 执行功能及其三个子功能在锻炼意向到行为转化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ꎬ 抑制功能
在锻炼意向到行为转化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显著ꎮ 假设 ２ 得到部分支持ꎮ 执行功能作为中介变量的假设
源自于行动控制的中介作用研究ꎬ 虽然执行功能和行动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联系ꎬ 但两者也有一定
的差异ꎮ 从来源看ꎬ 执行功能来源于由前额叶皮层、 前扣带回皮层以及与其它脑区的神经网络ꎬ 具有
稳定的生物学基础ꎮ 行动控制即意志力ꎬ 源自个体的认知层面⑧ꎻ 从属性来看ꎬ 执行功能类似于一种
能力或状态ꎬ 属于行动控制的上位概念ꎬ 可以为行动控制提供能量ꎮ 从影响因素来看ꎬ 执行功能受遗
传因素和后天训练影响ꎬ 不会受意向的影响ꎮ 虽然目前研究并没有明确表明行动控制受哪些因素影
响ꎬ 但其属于意志层面ꎬ 不排除会受到意向等因素影响ꎮ 因此ꎬ 执行功能中介效应不成立有一定的合
理性ꎮ
研究指出ꎬ 诸多情况下意志行为的实施需要加入一系列的控制ꎬ 从而保障意向到行为转化过程得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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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①ꎮ 在目标冲突的情况ꎬ 执行功能可以帮助个体抑制优势反应ꎬ 对行为进行控制ꎮ 除此之外ꎬ
执行功能还能帮助个体做到延迟满足ꎬ 保持锻炼的持续性②ꎮ 个体参与体育锻炼过程中常常会花费时
间、 金钱等成本ꎬ 有时还会忍受锻炼带来的消极结果 ( 如身体疼痛等) ꎬ 而且体育锻炼的效益具有延
迟性 ( 如改变身体形态、 增强体质等) ꎬ 不能即时获得ꎮ 因此ꎬ 具有强执行功能的个体锻炼持续性更
好ꎮ 执行功能三个子功能中ꎬ 抑制是执行功能的核心成分ꎬ 其主要作用在于抑制与当前任务无关的刺
激ꎬ 某种程度上抑制功能可以代表整个执行功能ꎮ 虽然有学者提出刷新和转换功能对锻炼行为也具有
促进作用ꎬ 但在本研究并没有找到刷新功能和转换功能影响锻炼意向与锻炼行为联系的有力证据ꎮ
执行功能调节效应的确立ꎬ 意味着可以从执行功能的角度去解释和干预锻炼行为ꎬ 具体方法有以

下三点: (１) 保持良好生理机能ꎬ 促进执行功能发展ꎮ 日常生活中的不良行为ꎬ 如吸烟③、 酗酒④、
熬夜⑤均会损害执行功能的发展ꎬ 并存在 “ 剂量效应” ꎮ 因此ꎬ 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ꎬ 摒
弃不良嗜好ꎬ 保持良好的生理机能ꎬ 能够为执行功能正常发展以及发挥功能提供重要保障ꎮ ( ２) 创
造良好环境ꎬ 减少能量损耗ꎮ 有关自我控制力量模型的生物学解释认为ꎬ 自我调节能力被看成是一种
有限的资源ꎬ 如果先前自我调节任务所消耗的能量不能得到及时恢复ꎬ 就会出现自我损耗状态ꎬ 进而
降低后续自我调节任务的成绩⑥ꎮ 因此ꎬ 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减少无关刺激ꎬ 从而保障执行功能具有充
足的能量进行调节作用ꎮ (３) 采取相关训练促进执行功能发展ꎮ 既有研究发现ꎬ 音乐训练⑦、 认知训
练⑧等方法对执行功能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ꎮ 除此之外ꎬ 目前诸多研究表明ꎬ 体育锻炼可以有效改


ꎮ 这表明了执行功能与体育锻炼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ꎬ 该发现对于那

善相应脑区并增强执行功能⑨

些因执行功能弱而导致缺乏体育锻炼的个体来讲ꎬ 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ꎮ

五、 结论与建议
( 一) 结论

(１) 计划行为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大学生群体的锻炼行为ꎮ 锻炼意向是预测大学生锻炼行为的

首要因素ꎮ 锻炼意向受行为控制感影响最强ꎬ 其次是锻炼态度ꎬ 最后是主观规范ꎮ

(２) 执行功能在锻炼意向与锻炼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ꎬ 但不具备中介作用ꎮ 这种调节

作用主要是由于执行功能中的抑制功能引起的ꎮ 加入执行功能变量后ꎬ 意向能够更好地预测大学生的
锻炼行为ꎮ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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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Ｈａｌｌ Ｐ Ａꎬ Ｆｏｎｇ Ｇ Ｔꎬ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Ｈｕ￣

③

薛承景、 殷丽楠、 高锦云等: « 吸烟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执行功能的影响» . « 中国老年学»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期ꎬ 第 ４８２２－４８２４ 页ꎮ

⑤

齐建林、 段丽娜、 董燕等: « 完全睡眠剥夺对额叶反应抑制和冲突监控功能的影响» ꎬ « 实用预防医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ꎬ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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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９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８.
④

史振春、 曹枫林: « 酒精依赖患者生态学执行功能的调查研究» ꎬ « 护理学杂志»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２－３４ 页ꎮ

１６６－１６９ 页ꎮ
⑥

项明强、 张力为: « 自我控制的力量模型: 竞技领域中的研究进展» ꎬ « 体育科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６７－７８ 页ꎮ

⑧

赵雅宁、 景丽伟、 张盼等: « 以 “ 感觉统合” 为理念的认知训练联合身心调节对颅脑损伤认知障碍患者执行功能及焦虑抑郁

⑨

陈爱国、 熊轩、 朱丽娜等: «运动干预对聋哑儿童执行功能及脑灰质体积的影响». «体育科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４２－４８ 页ꎮ

⑦

陈杰、 刘雷、 王蓉等: « 音乐训练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ꎬ « 心理科学进展»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１８５４－１８６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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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ꎬ 等: 大学生锻炼意向与行为关系

( 二) 建议

(１) 从学校角度: 高校应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积极开展干预措施ꎬ 如通过严格体育课程考核机制

和开设专场讲座等手段ꎬ 来有效地提高个体锻炼意向和主观规范ꎬ 从而提高锻炼水平、 改善身体素质ꎮ

(２) 从个体角度: 个体应摒弃不良嗜好ꎬ 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ꎬ 减少影响执行功能

发展的不利因素ꎮ 除此之外ꎬ 积极参与认知训练等有利于活动ꎬ 从而促进抑制功能及其相应脑部结构
健康发展ꎮ

( 三) 研究不足

(１) 本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少ꎬ 影响了结果的稳定性ꎮ 未来研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ꎬ 需增加

样本量ꎬ 从而减小实验误差ꎬ 使结果更加可信ꎮ

(２) 本文采用回顾式主观报告法对大学生锻炼行为进行测量ꎬ 该方法容易受到个体主观的影响ꎬ

反应真实锻炼行为的程度还有待商榷ꎮ 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较为客观的测量方法ꎬ 如使用计步器来观察
行为表现ꎬ 或多个方法结合使用ꎮ
( 责任编辑: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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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导言: 思想文化的演变是一个复杂、 微妙而又耐人寻味的过程ꎬ 既有时间维度上的前后相接起转承合ꎬ 又有空间
维度上的内外相连交织互动ꎮ 对于处在思想文化演变关节点上的人来说ꎬ 如何认识既有的思想文化ꎬ 如何认识其他思
想文化ꎬ 是不得不认真处理的基本问题ꎮ 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行动ꎬ 是影响思想文化演变的重要因素ꎮ 在思考和
行动中ꎬ 人们不仅重新发现、 思考、 评估甚至再造了以往的和其他的思想文化ꎬ 也重新发现、 定位、 塑造了自身ꎮ 历
史上ꎬ 佛教中石头宗对自身正统性的建构ꎬ 明治后日本知识分子对日本文明形象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反
思都是这种工作的实例ꎮ 它们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空ꎬ 却可以有学术意义上的关联ꎬ 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示ꎮ

去圣化、 去经化、 去派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与转化的理念前提
刘学斌
(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 / 政治与行政学院ꎬ 天津

摘

３００３８７)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ꎬ 不仅需要研究和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ꎬ 更需

要关注其中蕴含的一些根本性、 基础性问题ꎮ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与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和趋势考虑ꎬ
去圣化、 去经化、 去派化ꎬ 应该是思考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转化创新的三个重要理念前提ꎮ 在思考和探索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转化时ꎬ 应摆脱圣化思维ꎬ 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人物不作为圣人对待ꎻ 不
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典籍及其中的思想作为经对待ꎻ 不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流派分化和矛盾所束
缚ꎬ 不以某流派的信徒自居ꎮ
关键词: 优秀传统文化ꎻ 文化创新ꎻ 文化转化ꎻ 理念前提
中图分类号: Ｇ０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２８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４２－０９

中国不仅是一政治实体更是一文明体系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积淀深厚、 内容丰富、 独具特色ꎮ
经历漫长历史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无可选择的历史前提ꎬ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应成为中国
发展进步的宝贵资源与独特优势ꎮ 如何利用好中华传统文化ꎬ 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ꎮ 解决这
一复杂问题不仅需要实践上的探索ꎬ 还需要理论上的推进ꎮ 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ꎬ 首
先应确立一些基本性、 基础性的理念、 原则ꎮ 本文认为ꎬ 此即为: 去圣化、 去经化、 去派化ꎮ

一、 去圣化: 将圣人视为历史人物
所谓 “ 去圣化” ꎬ 是指在思考和探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转化时ꎬ 将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作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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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以分析、 讨论的对象ꎬ 而不是将其作当作圣人对待ꎮ

圣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一个非常有特色和影响的现象ꎮ 刘泽华先生指出: “ 在传统文化观念

中ꎬ 圣人是文化的本体ꎮ” ① 李冬君、 刘刚指出: “ ‘ 圣化’ 比 ‘ 礼’ 与 ‘ 仁’ 等概念能更为深入地把
握中国文化的质ꎬ 能更为清晰地展示中国文化之趋势ꎮ ‘ 圣化’ 并非儒家的专利ꎬ 它是先秦诸子的一
个共同的文化认同ꎮ” ② 圣化就是将一些人物视为圣人ꎮ 圣人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创造出来的一种
理想的文化人格ꎮ③ 圣人是最完美的人ꎬ 是人类中最优秀、 最杰出的人ꎮ 在道德上ꎬ 圣人完美无缺ꎬ
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ꎬ 公平正直、 谦虚谨慎ꎮ 在能力上ꎬ 圣人对于宇宙包括社会、 人生的知识和
规律有全面的了解和切实的把握ꎬ 能够顺应世界的内在逻辑ꎬ 同时还具有最高的智慧ꎮ 圣人可以说是
集人类所有的优点于一身ꎮ “ 在儒家文化的塑造下ꎬ 圣人不仅是智与能的集合ꎬ 而且是德的最高体
现ꎬ 凡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所有美好品德和素质均可归之于圣人ꎮ” ④ 圣人虽然不是神ꎬ 却具有神的地
位和功能ꎮ « 中庸» 说: “ 至诚如神” ꎬ 认为圣人可以 “ 配天” “ 与天地参” ꎬ “ 能经纶天下之大经ꎬ 立

天下之大本ꎬ 知天地之化育” 等等ꎮ 这样的人ꎬ 理应具有特殊的地位ꎬ 承担神圣的使命ꎮ 对于天ꎬ
圣人是全人类的代表ꎬ 对于其他人ꎬ 圣人又是天的代表ꎮ 圣人本质上是人的一种文化创造物ꎬ 先是抽
象和集中人类所有的优点ꎬ 然后把它对象化和人格化ꎮ “ 圣人是天人合一的中枢ꎬ 是社会和历史的主
宰ꎬ 是理性、 理想、 智慧和真、 善、 美的人格化ꎬ 既是人们的认同对象ꎬ 又是追求的目标ꎮ” ⑤ 圣人
反映了人最美好的愿望和强烈的期盼ꎮ 现实中是否有达到圣人标准的人并不重要ꎮ 事实上ꎬ 现实中缺
乏符合圣人标准的人反而会更加凸显圣人的美好、 神圣和珍贵ꎮ 当然人们并不会满足于让圣人仅仅停
留在理念层面ꎬ 还会在现实社会中寻找、 创造圣人ꎮ 中国传统文化中塑造了大量的圣人ꎮ 如ꎬ 孔子、
孟子、 朱熹ꎮ 通过大量的塑造工作ꎬ 这些历史中真实存在的、 优秀的人物就成为圣人在现实社会中的
样本ꎮ⑥ 人们在谈到这些人的时候ꎬ 更多的是指作为圣人的人ꎬ 而不是历史中本来的人ꎮ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仅注重塑造圣人ꎬ 而且非常崇拜圣人ꎮ 这表明ꎬ 人们把自己的文化创造物当
作了崇拜对象ꎮ 在人们的眼里ꎬ 圣人就是权威ꎬ 是天、 理、 道等的人格化ꎮ 对于这种崇高的权威ꎬ 人
们能做的就是尊崇、 相信、 服从ꎮ “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ꎬ 畏大人ꎬ 畏圣人之言ꎮ” ⑦ 圣人被视为道德
权威ꎮ 其他人在道德上低于圣人ꎬ 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和境界ꎮ 道德修养所模仿、 效仿的对
象就是圣人ꎮ 人们修养的目标是达到圣人那样的道德水平ꎮ 由于圣人德性完美ꎬ 至公无私ꎬ 因而也是
道德是非善恶的权威裁决者ꎮ 其他人应该遵从圣人的道德指引ꎬ 以圣人的道德判断为自己的道德判
断ꎮ 圣人也被认为是知识权威ꎮ 作为全知全能者ꎬ 圣人拥有最高智慧ꎬ 能做出许多影响人类发展的物
质、 技术、 制度、 思想文化方面的创造ꎮ 其他人则享受到了圣人的恩惠ꎬ 也自然应该接受圣人的教
育、 引导ꎮ 所以ꎬ 圣人是人类的教导者ꎬ 在知识上人们要向圣人学习ꎬ 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ꎮ 圣人还
①

刘泽华: « 圣人———中国传统文化的的本体» ꎬ 见刘泽华: « 洗耳斋文稿»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２３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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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云雷指出早期的圣指的是巫ꎬ 后来在西周春秋时期转变为理想人格意义上的圣ꎬ “ 在殷文化中ꎬ ‘ 圣’ 是大巫尤其是殷王

②

李冬君、 刘刚: « 中国圣人文化论纲» ꎬ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 前言: ‘ 圣化’ 之引论” 第 １ 页ꎮ

通天的能力ꎬ 而在殷代ꎬ 殷王的政治作为主要就是通晓天意、 顺从天命ꎮ 西周至春秋时期ꎬ 随着巫术－宗教政治走向伦理政治ꎬ 圣的
内涵受重德文化的影响ꎬ 转向人的内在心灵素质ꎬ 主要指与处理政治事务有关的聪明、 能干ꎬ 这一时期出现的 ‘ 圣人’ 概念是指智
慧、 美德、 功业并重的理想人格ꎮ” ( 见成云雷: « 先秦儒家圣人与社会秩序建构» 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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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为例ꎮ 虽然孔子不认为自己是圣人 ( « 论语述而» ) ꎬ 但在孔子在世时ꎬ 对孔子的圣化已经开始ꎬ « 论语子张»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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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贡即将孔子比作日月ꎮ « 列子仲尼» 中叔孙氏明确认为孔子是鲁国的圣人ꎮ 后人更是不断圣化孔子ꎬ 对孔子的赞颂绵延不绝ꎮ
孟子认为: “ 出于其类ꎬ 拔乎其萃ꎬ 自生民以来ꎬ 未有盛于孔子也ꎮ” ( « 孟子公孙丑上» ) 除了儒家对孔子圣化外ꎬ 统治者也大力
圣化孔子ꎮ 关于历史上孔子的偶像化ꎬ 可以参见林存光: « 历史上的孔子形象 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 ( 济南: 齐鲁书社ꎬ

２００４ 年) ꎮ 圣化主要反映的是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圣人原型的需求ꎮ
⑦

« 论语季氏» ꎬ 杨伯峻: « 论语译注»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０ 年ꎬ 第 １７７ 页ꎮ

１４４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

被认为应该是政治权威ꎮ “ 中国人的圣人崇拜ꎬ 从一开始便同政治紧密相连ꎬ 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中国
政治的题中之意ꎮ 也可以说ꎬ 中国人的圣人崇拜虽然有道德教化功能ꎬ 但其实质却是在为政之道ꎬ 而
不在成人之道ꎮ” ① 因为圣人的突出道德和能力素质ꎬ 理论上应该由圣人来掌握政治权力ꎮ 人们在政
治上也应该尊崇圣人ꎬ 服从圣人的命令、 接受圣人的指挥ꎮ 道德、 知识、 政治多个领域相互叠加ꎬ 圣
人成为不可动摇的权威和真理的象征ꎬ 成为人们尊奉的对象ꎮ 圣人以及圣人崇拜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的重要创造和成果ꎮ 它反映了中国人提升自己和社会的愿望ꎬ 对确定性、 秩序、 和谐的追求ꎬ 是中国
思想文化成熟的标志ꎮ 但也应该看到ꎬ 圣人及圣人崇拜有不少问题ꎮ 无论是对圣人的描述还是对现实
人物的圣化ꎬ 都是人们美好愿望的凝练、 情感的投射ꎬ 是人们的精神需要ꎮ 而圣人崇拜之下ꎬ 人们的
道德修养、 学习认知、 社会生活等行动都是一种类信仰行为ꎬ 是一种有正常社会行为表象却不具有实
质意义的超社会行为ꎬ 其目的并不是提升道德修养、 增长知识能力、 建设美好社会ꎬ 而是在精神上确
认圣人的伟大ꎬ 在行动上以圣人言行为准则ꎬ 实现对圣人的皈依ꎮ 人们认为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变
得伟大ꎬ 但在外人看来ꎬ 更多是对社会生活的脱离、 精神和能力的委顿ꎬ 是人们的自我设限ꎮ “ 士人
们积极主动地选择了崇圣ꎬ 沉浸于发自内心的圣人崇拜情感ꎬ 这必将极大地桎梏人的才能向着多样化和多
方面发展ꎮ 士人在圣人面前没有任何个性和独立性可言ꎬ 只有心悦诚服地崇拜和追随圣人ꎬ 才能使自己的
道德得以提升ꎮ 就这样ꎬ 人的个性自由被圣人的华光窒息了ꎬ 人的个体独立人格在圣人博大的共性人格面
前消失殆尽ꎮ” ② 所以ꎬ 从人类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总趋势看ꎬ 圣化并不是一种太好的思维方式和特点ꎮ
面对推崇圣人、 主张圣人崇拜的中国传统文化ꎬ 从中华民族复兴、 中国现代化、 社会文明进步、
中华文化发展创新的角度看ꎬ 有必要去圣化ꎮ③ 去圣化一方面是要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圣化思维的影
响ꎬ 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物ꎬ 无论过去是否被推崇为圣人ꎬ 现在都不宜以圣人视之ꎮ
圣化思维的主要问题是ꎬ 它不是一种科学的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ꎬ 它起到的作用更多是将
人们的注意力和精力从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上引开ꎮ 同时ꎬ 圣化思维限制了创造性ꎬ 对维系秩序有
益ꎬ 但不利于适应变化的社会ꎮ 今天在面对传统文化、 思考传统文化的创新和转化问题时ꎬ 应当排除
圣化思维ꎮ 一方面ꎬ 要意识到被圣化的人与历史中的人并不一致ꎬ 不能以对圣人形象的研究代替对历
史人物的研究ꎬ 不能以对少数被古人视为圣人的人的思想的传播ꎬ 代替对中华文化的发掘和传播ꎮ 另
一方面ꎬ 不把历史人物视为圣人ꎮ 也就是在研究古人时既不把古人认为的圣人认为是圣人ꎬ 也不在古
人中寻找和塑造新的圣人ꎬ 而只是把古人及其思想作为正常的研究对象ꎬ 按照学理、 依据事实进行探
讨ꎮ 如此ꎬ 则对传统文化创新、 发展探讨将不会受到不必要的自我束缚ꎬ 而是高度开放性、 建设性
的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去圣化不是对历史人物的庸俗化ꎬ 而是对圣人的正常化ꎬ 将一些只能被仰视、 尊
奉、 崇拜、 遵从的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变成可以被真正科学研究、 思考的对象ꎮ 这既是对现代人的解
放ꎬ 也是对古人的解放ꎮ

二、 去经化: 将经还原为典籍
去经化指在研究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转化与创新时ꎬ 不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典籍及其中的思
①
②
③

启良: « 神圣之间 中西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ꎬ 长沙: 湘潭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３３ 页ꎮ

葛荃: «权力宰制理性 士人、 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ꎬ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２２４－２２５ 页ꎮ

蔡志栋在论述先秦诸子与中国现代自由人格之间的关系时ꎬ 提出 “ 圣人的退场” 的观点ꎬ 其中的一层含义是 “ 圣人降为众

多理想人格之一种ꎬ 而不是最高的等级ꎬ 俯视群雄ꎮ 他也会被文化保守主义确定为现代自由人格ꎬ 但需要和其他类型的自由人格一
起竞争ꎬ 甚至会被怀疑他是否称得上是自由人格ꎮ” ( 蔡志栋: « 先秦诸子与中国现代自由人格论 圣人的退场» ꎬ 上海: 上海三联书

店ꎬ ２０１６ 年ꎬ “ 自序” 第 ２ 页) 这大概也是一种非圣化的方式ꎮ 不过圣人观念本身赋予圣人以崇高的特殊地位ꎬ 一旦圣人人格失去这
种地位ꎬ 即使仍被叫做圣人ꎬ 也已经失去圣人的真正含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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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作为经对待ꎮ
重经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突出特点之一ꎮ 经本意为纺织中的纵线ꎬ 与纬相对ꎮ 经又引申出
常、 常道的含义ꎬ 指根本的、 通行的义理、 规则ꎬ 从而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范畴ꎮ 同时ꎬ 经也
用于指一些特别重要的典籍ꎮ① 如ꎬ 五经ꎮ 在中国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中ꎬ 一些重要的原则和典籍被挑
选出来赋予经的地位ꎮ 这些典籍具备了一些不同于其它典籍的特性ꎬ “ 要一部著作成为经 ( 经典之

意) 应有这样几个条件: 原始性ꎬ 是某一学年派最早的或较早的文献ꎻ 纲领性或理论性ꎻ 权威性ꎬ
受到该学派的推崇ꎮ” ② 传统社会不同时代、 不同流派对哪些典籍是经看法有差异ꎬ 但都推崇经ꎮ 由
于儒家思想和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是官方指导思想和社会主流思想ꎬ 在学术、 思想、 文化中也
居于核心地位ꎬ 所以ꎬ 儒家所尊奉的经典是中国传统时代最主要的普遍尊奉的经典ꎮ 成为经的典籍被
认为体现或蕴含着圣人的思想、 世界的规律和真理ꎮ “ 将元典说成是 ‘ 天启’ 、 ‘ 神喻’ 、 ‘ 圣人作

则’ ꎬ 使之神圣化、 神秘化ꎬ 曾经是中古以来的一种世界性现象ꎬ 西方中世纪的 ‘ 经院哲学’ 传统ꎬ
中国两汉至清代的 ‘ 经学’ 传统便是其突出表现ꎮ” ③ 典籍是经的实体体现ꎬ 是载体ꎬ 其中所蕴含的

东西是经的本质ꎮ 所以ꎬ 经的核心含义在于权威性、 真理性ꎮ 一些重要的思想原则是经的实质内容ꎮ
经典则是人们了解、 掌握真理性原则的中介ꎮ 因为大部分人既无法天然、 自发地掌握真理ꎬ 也无法直
接接触圣人得到真理ꎬ 所以ꎬ 只能通过经典间接地进行ꎮ 那些被认为充分体现了圣人真意和世界真理
的少数典籍就被挑选了出来ꎬ 赋予了远超过其它典籍的崇高地位ꎮ 如同圣人是人们的文化创造物一样ꎬ
经也是人们主动创造出来的ꎮ 但典籍一但成为经ꎬ 就具有了崇高、 神圣的地位ꎬ 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ꎮ
中国古人不仅崇拜圣人ꎬ 也崇拜经ꎮ “ 圣人崇拜的最主要特征是对圣教的教条主义情感与态度ꎮ

儒家的圣教即 « 五经» ꎮ 崇拜者们把 « 五经» 视为穷尽一切的最后真理ꎮ” ④ 尊经成为传统社会一条
公认的法则ꎬ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ꎮ 尊经体现为读经ꎮ 经的真理性、 权威性决定了经典是也必
须是人们学习的主要内容ꎮ 从官方到民间的学校ꎬ 所传授的也主要是经ꎮ 衡量教学成果及人们学习成
效的重要方面就是对经的了解、 掌握、 理解、 运用状况ꎮ 但需要注意的是ꎬ 传授、 学习经尽管也涉及
知识的传授、 能力的培养等方面ꎬ 尽管了解、 理解经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句读、 训诂、 音韵、 历史、 考
据知识ꎬ 但经的传授和学习更像一种信仰行为、 思想教育活动ꎬ 而不是普通的学习活动ꎮ 其主要目的
不是掌握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知识、 能力ꎬ 而是掌握并认同于经典中真理性的思想原则ꎮ 这同时也

是一个学习者体悟经的精神实质ꎬ 提升自己思想境界的道德修养过程ꎮ 尊经在政治录用中也有体现ꎮ
当儒家经典成为国家指导思想以后ꎬ 国家也按照儒家经典和思想认定的人才标准来选拔人才ꎮ 科举考
试制度产生以后ꎬ 儒家经典成为考试的重要内容ꎮ 经和政治录用制度的结合ꎬ 使经对人们的思想和行
为影响更大ꎮ 学习经典、 掌握经典、 遵循经典ꎬ 对个体来说不仅具有学术的意义、 道德的意义ꎬ 还具
有实际的政治和经济意义ꎮ 经在观念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很高的地位ꎬ 人们也更有动力去宣扬、 学
习、 遵循经典ꎮ 尊经在思想、 学术上体现为解经ꎮ 围绕经进行的工作成为传统社会主要的学术和思想
活动ꎮ 经在学术上、 思想上规约了研究讨论的对象、 问题、 方法、 取向等ꎮ 历代儒家主张恪守经典ꎬ

①

冯天瑜在常用的经典概念之外ꎬ 提出了 “ 文化元典” 的概念用来指称 “ 各文明民族的首创性文本” ꎬ 并认为 “ 各个文明民族

都在自己的 ‘ 青年时代’ ( 既不是混沌的 ‘ 儿童时代’ 、 幼稚的 ‘ 少年时代’ ꎬ 也不是成熟的 ‘ 壮年时代’ ) 创造过自己的文化元
典ꎮ” ( 冯天瑜: « 论 “ 文化元典” ———兼释 “ 元典” » ꎬ « 东南文化» １９９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 页)
②

孙宏安: « 中国古代科学教育史略» ꎬ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 第 ３１８ 页ꎮ

④

刘泽华: « 圣人———中国传统文化的的本体» ꎬ 见刘泽华: « 洗耳斋文稿»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２４１ 页ꎮ

③

冯天瑜: « 论 “ 文化元典” ———兼释 “ 元典” » ꎬ « 东南文化» １９９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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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解经ꎬ 疏不破注ꎬ 不敢越雷池半步ꎬ 结果ꎬ 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ꎮ① “ ‘ 经院哲学’ 和 ‘ 经学’

在发掘元典、 论释元典方面自然功不可没ꎬ 但它们将元典推尊为绝对真理、 万世不易的准绳ꎬ 则陷于
迂腐、 荒谬ꎮ” ② 后人在经上做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各种方式发现、 阐释、 论证、 传播经的真义ꎬ 也包
括对经的内容、 形式的讨论和争辩ꎮ 这些都是解释性、 延续性而不是原创性的工作ꎮ 此外ꎬ 新的思想
观念的提出经常采取回归经典、 对经进行重新解释的方式ꎮ 即舍弃之前对经的各种注疏解释ꎬ 回到原
始的经典ꎬ 在那里找到对新思想的支持ꎬ 认为新的思想才是经的真义ꎮ “ 清代中期汉学在抨击宋学、
追寻先秦圣道的过程中ꎬ 明晰地表现出一种归返原典的思维特征ꎬ 这种对儒学经典的崇拜ꎬ 表现为舍
弃注疏ꎬ 追求经文ꎬ 重新树立儒学原典的权威地位ꎬ 认识上表现为归返原典的学术思维和深沉的政治
期盼ꎮ” ③ 尊经在治国上也有很多表现ꎮ 古代国家对经的尊奉不仅有仪式性、 宣传性意义ꎬ 也具有实
际意义ꎮ 经作为一种指导原则ꎬ 影响到了国家的制度设计、 建筑形制、 政策措施、 法制规范、 司法活
动等诸多方面ꎮ “ ‘ 五经’ 不仅仅是官方颁布的教科书ꎬ 更主要的ꎬ 它是官方意识的体现ꎬ 是皇帝钦
定的国家与社会的指导思想、 控制社会的工具和行为规范准则ꎮ 由于 ‘ 经’ 与皇权的结合ꎬ 它就不
仅仅是一种思想文化ꎬ 而且是一种政治力量ꎬ 违反 ‘ 经’ 就是违法ꎮ 所谓封建文化专制ꎬ 其内容就
是儒家经典专制ꎮ” ④ 总之ꎬ 尊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普遍意识ꎮ 创造出具有经的意义的思想和经
典是文化和文明发展、 成熟的标志之一ꎮ 经为人们提供了可供遵循的原则ꎬ 为人们的生活赋予了意
义ꎬ 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和谐有序ꎮ 但是尊经思维的强大也限制了思想和社会的活力ꎬ 不利于创造
性、 探索性的活动ꎬ 也不利于对现实世界的科学研究ꎮ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所塑造和尊崇的经ꎬ 今人在重新审视、 研究、 发掘、 阐释时ꎬ 应注意去经化ꎮ
也就是说ꎬ 在肯定作为经的经典和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的同时ꎬ 并不像古人那样把他们作为经
来对待、 尊崇ꎮ 尊经思维并不是对经一般性的肯定ꎬ 而是把经视为具有绝对性、 永恒性、 普遍性、 真
理性的原则ꎮ 经对于从个体、 群体到社会ꎬ 以及政治、 经济、 文化、 思想各领域都有强大的约束力ꎮ
“ « 五经» 不仅是圣人之作ꎬ 同时又是天意的体现或天授ꎮ « 五经» 神圣化的直接后果ꎬ 就是至上性ꎬ
它不再是认识的阶梯ꎬ 而只能是崇拜的最后真理ꎮ” ⑤ 对于经ꎬ 人们只能学习、 崇敬、 遵循ꎬ 而不能忽
视、 质疑、 违反ꎬ 否则会受到惩罚ꎮ 这样ꎬ 经很多时候成为一种教条ꎬ 成为一种崇拜对象ꎬ 而不是一
种学习研究对象或帮助人们理解社会的助手ꎮ 经具有历史合理性ꎬ 也蕴含着古人的很多智慧ꎬ 但它实
际上并不像古人所认为或希望的那样ꎬ 是一种绝对的真理ꎮ 经的一些内容和方面对今人和现代社会仍
然有一定的启示价值ꎮ 但这种启示价值是基于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有一定的共通性ꎬ 古人和今人都有
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ꎮ 这样ꎬ 当代人在思考社会现实、 发展趋势时ꎬ 可以参考古人的某些论述ꎬ 从而
能更全面地审视、 反思社会和自己ꎮ 对现代人来说ꎬ 经应该带来的是超越时空的启示ꎬ 而不是超越时
空的约束ꎮ 现代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像古人那样去尊奉、 崇拜古代的经ꎮ⑥ 对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肯
①

在经学之中ꎬ 除注重考证的古文经学之外ꎬ 还有今文经学ꎮ “ 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ꎬ 以 ‘ 六经’ 为孔子致治之说ꎬ 所以偏

重于 ‘ 微言大义’ ꎬ 其特色为功利的ꎬ 而其流弊为狂妄ꎮ” [ ( 清) 皮锡瑞著ꎬ 周予同注释: « 经学历史» ( 第 ２ 版)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４ 年ꎬ 序言ꎬ 第 ３ 页] 今文经学的思想方法使其具有 “ 托古改制” 的倾向和传统ꎬ 清末康有为更以之论证了维新变法符合圣道ꎮ
在今文经学那里ꎬ 经书更像一种论证自己对时政观点、 主张的工具ꎮ 今文经学试图以不恪守经文的方式弥合古老经文和社会现实之
间的距离ꎬ 一定意义上对经化也有偏离ꎮ 不过ꎬ 这种偏离是有限的ꎬ 在对经的新诠释中ꎬ 今文经学也进一步神化了经书和孔子ꎬ 使
之成为超时空的真理ꎮ
②
③

④⑤
⑥

冯天瑜: « 论 “ 文化元典” ———兼释 “ 元典” » ꎬ « 东南文化» １９９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 页.

贠红阳、 杜振虎、 吴兴洲: « 中外思想史» ꎬ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１１７ 页ꎮ
刘泽华: « 汉代 ‹ 五经› 崇拜与经学思维方式» ꎬ « 社会科学战线» １９９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０５、 １０６ 页ꎮ

在现代社会ꎬ 传统性质的尊经、 读经等经典崇拜仍有一定的社会空间ꎬ 而且会运用新的语言、 观念进行包装ꎮ 姚彬彬指出ꎬ

当代一些以弘扬国学面目出现的读经活动 “ 实则其内核仍为较为隐蔽的神秘主义信仰ꎮ 他们并不是教人读书ꎬ 而是贩卖 ‘ 经典’ 的
超自然力” ꎮ ( 姚彬彬: « “ 经典” 的超自然力崇拜———王财贵的 “ 读经教育” 及其他» ꎬ « 科学与无神论»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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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发扬ꎬ 也不意味着需要把古代的经当成不可疑议的真理ꎮ “ 肯定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就是对传统
文化过度阐释ꎬ 也需要从现代视角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ꎬ 这也是一种文化主体自觉ꎮ” ① 在今天思考
和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与创新时ꎬ 那些重要的典籍以及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ꎬ 应该被还原为特
定历史时空下的经验、 经典、 认知、 思考ꎬ 变成可以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开放讨论的话题ꎬ 结合当时的
社会条件理解其真实内容ꎬ 从当今时代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出发评估其现代意义ꎮ

三、 去派化: 秉持中性开放的态度
去派化指在研究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转化与创新时ꎬ 不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流派所束缚ꎮ②
派是流派或派别ꎮ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ꎬ 人们之间在利益、 观点、 立场、 主张等方面经常存在
一些差异或差别ꎮ 一定情况下ꎬ 人们之间的差别会使人们分成不同的派别ꎮ 派别可能出现在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ꎬ 政治、 经济、 文化领域中都可能出现ꎮ 此处侧重讲的是思想文化上的派别ꎮ 思想文化上
的派ꎬ 是不同价值观及其背后利益的表现ꎮ 思想文化上流派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思想文化的繁
荣ꎮ 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兴盛和繁荣ꎬ 出现了众多思想流派和思想家ꎬ 主要有
儒、 道、 法、 墨等ꎮ 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争辩、 交流和学习ꎬ 促进了思想的发展和繁荣ꎮ “ 诸子十家ꎬ
其可观者九家而已ꎮ 皆起于王道既微ꎬ 诸侯力政ꎬ 时君世主ꎬ 好恶殊方ꎬ 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ꎬ 各
引一端ꎬ 崇其所善ꎬ 以此驰说ꎬ 取合诸侯ꎮ 其言虽殊ꎬ 辟犹水火ꎬ 相灭亦相生也ꎮ 仁之与义ꎬ 敬之与
和ꎬ 相反而皆相成也ꎮ” ③ 后世儒家思想独大ꎬ 成为中国思想的主干ꎮ 同时ꎬ 在同一个思想流派内部ꎬ
因为师承、 观点等不同ꎬ 也会分化成不同的流派ꎮ “ 自孔子之死也ꎬ 有子张之儒ꎬ 有子思之儒ꎬ 有颜
氏之儒ꎬ 有孟氏之儒ꎬ 有漆雕氏之儒ꎬ 仲良氏之儒ꎬ 有孙氏之儒ꎬ 有乐正氏之儒ꎮ” ④ 在中国古代社
会ꎬ 思想文化上的流派常常不止有思想学术上的意义ꎬ 也往往与政治存在密切关联ꎬ 具有政治意义ꎮ
因而ꎬ 思想文化流派之间的差异、 矛盾和斗争与政治派别上的差异、 矛盾和斗争常交织在一起ꎮ 如北
宋时期ꎬ 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新旧党争ꎬ 后来同为旧党的洛、 蜀等党间的斗争ꎬ 都混杂了思想、 文
学、 学术、 政治等因素ꎮ 于是ꎬ 派别现象变得非常复杂ꎮ 与派别分化相伴随ꎬ 会产生党同伐异的现
象ꎮ 派别之间的差异和矛盾ꎬ 会强化各派别内部的关系ꎮ 人们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相同派别的人
之间的相同性ꎬ 和其他派别的人之间的相异性ꎬ 会有更明确的派别意识、 归属感以及更强烈的派别认
同ꎮ 在思想文化上ꎬ 这些观念会促使人们去研究、 发展自己派别的思想、 理论ꎬ 论证自己派别观念的
合理性ꎬ 与其他流派进行争论ꎬ 反击批评或提出批评ꎮ 这些有利于思想的发展和繁荣ꎮ 但是ꎬ 如果派
别意识过于狭隘ꎬ 也会阻碍思想的发展ꎮ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ꎬ 派别分化和派别意识与中国主流传统文
化存在矛盾ꎮ 中国传统中主流观念是君子无党⑤ꎮ “ 无偏无党ꎬ 王道荡荡ꎮ 无党无偏ꎬ 王道平平ꎮ” ⑥
人们认为结党往往与营私联系在一起ꎬ 是小人的标志ꎮ 一方面否定派别的合理性ꎬ 一方面又不可避免
地产生派别分化和派别意识ꎬ 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特色的地方ꎮ
①

徐椿梁、 郭广银: « 伦理坐标与文化转型———论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伦理之辩» ꎬ « 福建论坛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９ 年

②

这里的去派化仅指在对待传统文化时不为古时流派所束缚ꎬ 不是否认不同认识、 不同观点派别存在的合理性ꎬ 也不反对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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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自己或自己派别的观点、 主张ꎬ 而是想说人们不应该为派别所局限以至于不能意识到别的观点的存在或不愿意承认别的观点的
合理性ꎬ 从而不能科学、 准确地研究认识对象ꎮ
③

« 汉书艺文志» ꎬ 班固: « 汉书»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６２ 年ꎬ 第 １７４６ 页ꎮ

⑤

比较特殊的是ꎬ 宋代范仲淹、 欧阳修等人主张君子有党ꎬ 即君子也应当结党ꎬ 以对付小人之党ꎮ

④
⑥

« 韩非子显学» ꎬ ( 清) 王先慎撰: « 韩非子集解»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８ 年ꎬ 第 ４５６ 页ꎮ

« 尚书周书洪范» ꎬ ( 清) 孙星衍撰ꎬ 陈抗、 盛冬铃点校: « 尚书今古文注疏»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６ 年ꎬ 第 ３０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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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派化是今天在面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应采取的态度ꎮ 去派化不是否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存
在派别差异和派别关系ꎬ 而是说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现象ꎮ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在漫长的发展、 演变
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流派ꎬ 不同派别间存在着斗争也存在着交流ꎬ 在主流的儒家思想文化中也存在着派
别分化ꎮ 这是基本的事实ꎮ 对此ꎬ 无需否认ꎬ 也无需回避ꎮ 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该如何对待存在着派别
分化和派别差异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ꎮ 去派化意思是现代人不再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派别的信
徒ꎬ 不再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派别差异和矛盾所缚ꎮ 也就是说ꎬ 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派别差异是一
种历史存在ꎬ 现代人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解当然也会有差异ꎬ 但没必要延续历史中的差异和矛盾ꎮ 让
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差异和矛盾成为今人研究分析、 反思的对象ꎬ 而不是今人思考的指导者ꎮ 在当代中
国ꎬ 人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继承、 发掘、 改造、 转化、 弘扬ꎬ 针对的是整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ꎬ
而不是其中的某个或某些派别ꎮ 人们判断传统思想文化中哪些内容是优秀成分ꎬ 哪些内容对现代社会
有积极价值ꎬ 以及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ꎬ 所关注的不应该是它来自于哪个派别或它符合哪个传统思想
文化派别的取向ꎬ 而应该依据当代中国和社会的需要和现代价值ꎮ 在现代社会ꎬ 个体当然有权利偏爱
或推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某个派别ꎬ 甚至成为其信徒ꎬ 但社会整体上不应如此ꎮ 今人对传统文化
的认知和传续ꎬ 不是对于古代文化某一价值准则及其相关利益的选择ꎬ 而是站在当代对于传统文化的
整体认知和反思ꎮ 去派化ꎬ 能深入文化真质内里ꎬ 避免以偏概全ꎬ 一叶障目ꎬ 并可达成接续和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最佳态势ꎮ

四、 余论
本文所讨论的实际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对待古代文化的问题ꎮ 这是一个当代中国人面
临的具有时代性、 特殊性的现代化问题ꎮ 但面临类似问题的不是仅有当代中国ꎬ 也不是仅有当代中国
人ꎮ 从更一般化的意义上来看ꎬ 如何对待已有的文化传统是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ꎬ 也
是许多学者重视的问题ꎮ 不同时代、 不同人围绕这一问题的 “ 对话” ꎬ 本身就构成文化的一部分ꎬ 同
时ꎬ 也是当代人审视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ꎮ 本文所提出的去圣化、 去经化、 去派化的主张ꎬ 也有自己
的思想文化渊源ꎮ 它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新拓展、 新推进ꎮ
首先ꎬ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存在偏离圣化、 经化、 派化的非主流主张、 思路ꎮ
总体而言ꎬ 圣化、 经化、 派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传统ꎬ 是官方、 民间、 学者、 一般社会观念
的普遍意识ꎮ 但也有少数思想家、 观念偏离了主流轨道ꎮ 魏晋时期的嵇康即 “ 每非汤、 武而薄周、
孔” ① “ 轻贱唐虞ꎬ 而笑大禹” ②ꎬ 对传统视为圣人的商汤、 武王、 周公、 孔子等持轻视态度ꎮ 他还认
为 « 六经» 违背人性ꎬ 又说: “ 六经未必为太阳也” ③ꎬ对具有神圣意义的传统经典也持批判、否定态
度ꎮ 明代阳明心学把植根于心的良知推上了绝对地位ꎬ相形之下ꎬ传统上极为重视的圣人和经典的地位
就有所下降ꎮ 其后ꎬ思想激进的李贽更认为凡圣无别ꎬ并认为人们崇拜孔子ꎬ以之为圣人原因是“ 矮子
现场ꎬ随人说研ꎬ和声而已” ④ꎬ 即缺乏独立见解、 随声附和的结果ꎮ 对于传统的儒家经典ꎬ 他认为其

中大部分不是圣人观点ꎬ “ 夫 « 六经» « 语» « 孟» 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ꎬ 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ꎮ
又不然ꎬ 则其迂阔门徒ꎬ 懵懂弟子ꎬ 记忆师说ꎬ 有头无尾ꎬ 得后遗前ꎬ 随其所见ꎬ 笔之于书ꎮ 后学不
①

« 与山巨源绝交书» ꎬ 戴明扬校注: « 嵇康集校注» ꎬ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ꎬ １９６２ 年ꎬ 第 １２２ 页ꎮ

③

« 难自然好学论» ꎬ戴明扬校注:« 嵇康集校注» 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２６１－２６３ 页ꎮ

②
④

« 卜疑» ꎬ 戴明扬校注: « 嵇康集校注» ꎬ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ꎬ １９６２ 年ꎬ 第 １３９ 页ꎮ

« 续焚书圣教小引» ꎬ ( 明) 李贽著ꎬ 张建业主编ꎬ 刘幼生整理: « 李贽文集» 第 １ 卷 « 续焚书» 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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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ꎬ 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ꎬ 决定目之为经矣ꎬ 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 ꎬ 即使是其中的圣人言语也
只是就是论事ꎬ “ 亦有为而发ꎬ 不过因病发药ꎬ 随时处方” ꎬ 缺乏普遍意义ꎬ 因而ꎬ “ 岂可遽以为万世
之至论” ꎬ 不能把经典视为绝对真理ꎮ① 类似此种观念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中具有的对圣化、经化潮
流的偏离ꎬ在当时都被视为政治、学术上的异端ꎮ 另外ꎬ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经书实际是史籍的观念某
种意义上也是对尊经观念的侵蚀ꎮ 因为ꎬ经典如果是史书ꎬ就是一个可以分析、探讨ꎬ而非只能尊奉的对
象ꎮ 清代章学诚说:“ 六经皆史也ꎮ 古人不著书ꎬ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ꎬ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ꎮ” ②即认为
六经都是史书ꎮ 而且ꎬ 这并非一个孤立的观点ꎮ 之前ꎬ 王阳明就提出了五经皆史的观点ꎮ 甚至还可以
追溯到隋代的王通、 宋代的叶适等人ꎮ③ 可以说ꎬ 中国传统文化在非常推崇经、 圣的同时ꎬ 内部也蕴
藏着不同趋向的潜流ꎮ
其次ꎬ 近代以来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文化非主流观点的发掘ꎮ 在中国传统社会ꎬ 尊经、 崇圣等之外
的非主流主张虽然确实存在并有一些影响ꎬ 但终究作用有限ꎮ 近代以来ꎬ 随着社会制度、 思想观念、
学术范式的变化ꎬ 研究者开始用新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传统思想文化ꎮ 从而ꎬ 传统思想文
化中的一些非主流的、 “ 异端” 的思想观念被着重发掘、 重新评估价值、 赋予新的意义ꎮ 近代以来的
研究者注意到了传统文化中对经化、 圣化有所偏离的异端思想ꎬ 并意识到其启蒙价值和意义ꎮ 章太炎

反对公羊派孔子托古作六经的观点ꎬ 强调经的史学价值ꎮ④ 胡适批评 “ 经学与哲学的疆界不明” ⑤ꎬ 并
使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ꎬ 又 “ 使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独立” ꎮ⑥ 侯外庐系统研究了中国传统中离经叛
道的异端思想ꎬ “ 侯外庐特别重视发掘以往哲学家有意无意忽视的那些唯物主义者、 神学异端、 理学

异端等思想家ꎬ 王充、 桓谭、 王符、 仲长统、 嵇康、 葛洪、 范缜、 吕才、 刘知几、 刘禹锡、 柳宗元、
王安石、 邓牧、 马端临、 王艮、 何心隐、 吕坤、 汤显祖、 李贽、 方以智、 傅山、 朱之瑜等第一次进入
思想史的殿堂并得到较高的评价” ⑦ꎮ 对于一些思想家重新认识圣人、 经典的观点评价颇高ꎮ 认为章
学诚的 “ 六经皆史” 论 “ 不但是清初反理学的发展ꎬ 而且更有其进步的意义ꎮ 他大胆地把中国封建
社会所崇拜的六经教条ꎬ 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ꎬ 依据历史观点ꎬ 作为古代的典章制度的源流演进来处
理ꎬ 并把它们规定为 ‘ 时会使然’ 的趋向” ꎮ⑧ 萧萐父、 许苏民将明代嘉靖初到清道光二十年间的学
术称为早期启蒙学术ꎬ 对其中李贽、 何心隐、 乾嘉考据学者抗议权威、 重新审视圣人、 经典的思想非
常重视ꎮ⑨ 这些探索不仅推进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ꎬ 对今人认识、 理解传统思想也有启示意义ꎮ
本文去圣化、 去经化、 去派化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主流主张、 近代以来学者们对传统文
化的重新认识有一定关系ꎮ 同时ꎬ 也有一些不同ꎮ 第一ꎬ 传统文化中偏离崇经崇圣等的非主流主张主
要是基于对主流观念束缚人性、 压制社会、 限制思想、 理论上有缺陷等的不满ꎬ 具有较强的批判性、
反抗性ꎬ 同时ꎬ 又无法在主流观念之外提供完整的替代方案ꎮ 但在当代中国ꎬ 传统文化的主流观点只
①

« 焚书童心说» ꎬ( 明) 李贽著ꎬ张建业主编ꎬ刘幼生整理:« 李贽文集» 第 １ 卷« 焚书» ꎬ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ꎬ第

②

« 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 ꎬ ( 清) 章学诚著ꎬ 叶瑛校注: « 文史通义校注»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５ 年ꎬ 第 １ 页ꎮ 也有学

９３ 页ꎮ

者认为 “ 从学术史上看ꎬ ‘ 六经皆史’ 立足于对 ‘ 经学即理学’ 的批判ꎬ 它与之前的 ‘ 三经亦史’ 、 ‘ 五经皆史’ 显然存在着本质的
差别ꎮ” 即认为章学诚的意图是强调经的经世致用性质ꎬ 并不是对经崇高地位的否定ꎮ 参见刘雄伟: « 章学诚六经皆史研究» ꎬ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１５２－１５４ 页ꎮ
③

周梦江认为叶适最早提出 “ 五经皆史” 的观点ꎮ 参见周梦江: « 叶适与永嘉学派» ꎬ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④

章太炎: « 国故论衡» 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４４－５５ 页ꎮ

⑥

周予同: « 经学和经学史» 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８５－１８７ 页ꎮ

２５０－２５４ 页ꎮ
⑤
⑦
⑧
⑨

姜义华: « 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哲学史 下»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１ 年ꎬ 第 １０７１ 页ꎮ
方克立、 王其水主编: «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 第 ２ 卷 人物志» ꎬ 北京: 华夏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ꎬ 第 ３７４ 页ꎮ
侯外庐: «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５６ 年ꎬ 第 ５０９ 页ꎮ

萧萐父、 许苏民: «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ꎬ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 第 ３、 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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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历史存在ꎬ 对现代社会不再具有传统时代那样的控制力ꎬ 不需要反抗ꎬ 同时ꎬ 现代对古代圣、
经等的新认识也不具有异端性质ꎮ 第二ꎬ 传统文化中偏离崇经崇圣等的非主流主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ꎬ 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部分一样ꎬ 也是当代中国人的认识对象ꎮ 对它也要持去圣化、 去经
化、 去派化态度ꎮ 第三ꎬ 近代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ꎬ 特别是对非主流思想的重视和重新估价ꎬ 既与
学术的发展变迁有关ꎬ 也与当时进行思想启蒙、 摆脱传统束缚、 实现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有关ꎬ 当代
中国处于已经实现民族独立ꎬ 即将完成现代化的阶段ꎬ 时代主题和近代已然不同ꎮ 所以ꎬ 当代和近代
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思路也会有区别ꎮ 本文主张是对当代时代主题的回应ꎮ
总之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和转化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ꎮ 不仅需要在方法、 技术、 操
作等层面反复尝试和探索ꎬ 还需要在方法论、 理念层面上审慎选择ꎮ 其中ꎬ 去圣化、 去经化、 去派化
应该是三个基本的理念ꎮ 圣化、 经化、 派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个特点ꎮ 它们的出现有其历史合
理性和理论正当性ꎮ 但时至今日ꎬ 不能再以圣化、 经化、 派化的思维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ꎮ 在中国
传统优秀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中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们认知、 思考的对象ꎬ 而不是人们认知思考的
结论、 结果和判断标准ꎮ 今人不能因为其优秀内容和性质而放弃思考ꎮ
感谢葛荃教授、 孙晓春教授以及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 责任编辑: 林日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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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堂集» 与石头宗的正统性建构
王

洁

( 南京大学哲学系ꎬ 江苏 南京

摘

２１００２３)

要: « 祖堂集» 作为与 “ 石头宗雪峰系” 有着深刻关联的灯录体著作ꎬ 带有明显的宗派倾向ꎮ 在

嗣法传承方面ꎬ « 祖堂集» 致力于构造排他性的传法谱系ꎬ 将石头宗确立为绍续六祖真法的嫡出支脉ꎻ 在
祖师形象方面ꎬ « 祖堂集» 借助虚构与对立的文学手法ꎬ 将石头宗创始人希迁和尚塑造为 “ 正法眼藏” 的
合法继承人ꎻ 在禅法思想方面ꎬ « 祖堂集» 透过对马祖禅 “ 即心即佛” 教法的批判ꎬ 将石头宗树立为如来
藏精神的真正传承者ꎮ 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ꎬ « 祖堂集» 有意识、 有系统地凸显了石头宗在南宗禅门的正
统性地位ꎮ
关键词: « 祖堂集» ꎻ 石头宗ꎻ 正统性建构ꎻ 传法谱系ꎻ 石头希迁
中图分类号: Ｂ９４６ 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２８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５１－０８

在 « 祖堂集» 重现于世的一百多年间ꎬ 虽然围绕其编者静、 筠二禅师仍存在许多尚待澄清的问

题ꎬ 但学者们从为之作序的泉州招庆寺主净修文僜的相关资料入手ꎬ 基本判定其为与 “ 石头宗雪峰
系” 有着深刻关联的灯录体著作ꎮ① 正如龚隽先生所指出的: “ 作为一种宗门内的圣徒传ꎬ 灯录写作禅
师传ꎬ 并不只是为了单纯地记录过去禅师的行迹ꎬ 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为禅宗重构历史的正统性与
合法性ꎮ” ② 然而ꎬ 目前汉语学界对 « 祖堂集» 的研究多集中于文献学和语言学领域ꎬ 虽有学者注意到
本集在基本构架与叙述重心方面向石头宗的倾斜 ③ ꎬ 却并未就 « 祖堂集» 在石头宗之正统性建构这一

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展开专门细致的探讨ꎮ 本文试从传法谱系的排他性构造、 祖师形象的策略性塑造、
禅法思想的批判性建构三个层面ꎬ 对这一问题作一全面系统的梳理ꎮ④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１￣１６

作者简介: 王洁ꎬ 女ꎬ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ꎮ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哲学ꎮ
①

参见 [ 日] 椎名宏雄: « ‹ 祖堂集› の编成» ꎬ « 宗学研究» １９７９ 年第 ２１ 号ꎬ 第 ６６－７２ 页ꎻ [ 日] 柳田圣山著ꎬ 俊忠译: « 关

于 ‹ 祖堂集› » ꎬ « 法音» 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３０－３２ 页ꎻ [ 日] 石井修道: « 泉州福先招庆院の净修禅师省僜と ‹ 祖堂集› » ꎬ « 驹泽
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 １９８６ 年第 ４４ 号ꎬ 第 １５５－１９７ 页ꎻ 杨曾文: « 珍贵的禅宗史书 ‹ 祖堂集› » ꎬ « 唐五代禅宗史» ꎬ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ꎬ 第 ４７５－４８８ 页ꎻ 梁天锡: « ‹ 祖堂集› 分考» ꎬ « 宋旭轩教授八十荣寿论文集» ꎬ 台北: 宋旭轩论文集编委

会ꎬ ２０００ 年ꎬ 第 ８３７－９０８ 页ꎻ 张华: « ‹ 祖堂集› 论考» ꎬ 载 « 祖堂集» 附录ꎬ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６７２－ ７１３ 页ꎻ
[ 日] 衣川贤次著ꎬ 朗洁译: « ‹ 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 与 ‹ 祖堂集› » ꎬ « 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３１ 页ꎮ
②

龚隽: « 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 ꎬ 北京: 三联书店ꎬ 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３５０ 页ꎮ

④

据衣川贤次先生考证ꎬ 现行二十卷本 « 祖堂集» 可能是经过三个阶段成立的ꎬ 但除了 « 海东开版序» 及部分新罗、 高丽禅

③

参见张华: « ‹ 祖堂集› 论考» ꎬ 载 « 祖堂集» 附录ꎬ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６７２－７１３ 页ꎮ

师章可确定为匡隽在开版时增补之外ꎬ 静、 筠二禅师所作的一卷本原貌及匡隽在序文中提到的十卷本原貌皆不可知ꎬ 因此ꎬ 本文在
论述时ꎬ 仍以现行二十卷本为参照ꎮ 参见 [ 日] 衣川贤次: « 关于 ‹ 祖堂集› 的校理» ꎬ 载 « 祖堂集» 附录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９３３－９５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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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法谱系的排他性构造
印顺法师在 « 中国禅宗史» 一书中曾经考证说: “ 在会昌法难以前ꎬ 石头一系的兴盛ꎬ 是比不上

荷泽与洪州的ꎻ 石头一系的思想ꎬ 也没有被认为是曹溪的正宗ꎮ” ① 石头宗的兴起ꎬ 实要从唐懿宗咸
通 (８６９ － ８７３) 年间算起ꎬ 迨至五代ꎬ 雪峰的弟子辈玄沙师备、 鼓山神晏等深受闽王钦敬ꎬ 云门文偃
也得到南汉王国的大力扶植ꎬ 法眼文益更是受到江南国主的极度尊崇ꎬ 中国南方的广大地区几乎全属
石头门下ꎬ 石头一系从一开始的 “ 默默无闻” ꎬ 逐渐成长为足以与洪州宗分庭抗礼的重要势力ꎮ 实力
的增强与法席的隆盛ꎬ 逐渐勾起了石头宗人强烈的 “ 正统性意欲” ꎬ 而 “ 禅的正统性的浮现是通过排
斥当地多种类型的教派ꎬ 以及矛盾性建构一部新经典——— ‘ 语录’ 和 ‘ 灯史’ 的方式进行的” ②ꎬ 正
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ꎬ « 祖堂集» 应运而生ꎮ

其实ꎬ 早在 « 祖堂集» 编纂以前ꎬ 传法谱系的构建便已经成为禅门诸宗争夺血脉正统的意识形

态工具ꎮ 隋唐之际ꎬ “ 中国佛教逐渐完成了中国化ꎬ 实现了自身的创造性转化ꎬ 建立起了义理、 修
行、 教团组织体系内在一致的综合体系ꎬ 并逐步形成了融摄和排斥相统一的宗派观念” ꎬ③ 在这一新
形势下ꎬ « 法如行状» 的撰写者凭借着 “ 斯人不可以名部分ꎬ 别有宗明矣” ④ 的宗派自觉ꎬ 在中国禅
宗史上第一次构建了如来—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递相传授的印度传承系谱与菩提达摩—慧可—僧
粲—道信—弘忍—法如代代相承的中土付法系统ꎮ 此后ꎬ 代表北宗立场的 « 传法宝记» 与 « 楞伽师
资记» 、 代表荷泽宗立场的 « 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与敦煌本 « 坛经» 、 代表保唐宗立场的 « 历代
法宝记» 相继出世ꎬ 它们纷纷 “ 以承禀为户牖ꎬ 各自开张” ⑤ꎬ 企图通过构建一条连续而有序的法脉
谱系ꎬ 从师承的正宗性与思想的正统性两个方面赢得凌驾于其他宗派之上的优越感ꎮ 至代表洪州宗立
场的 « 宝林传» 编纂之时ꎬ 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的祖统版本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定格ꎬ 中国禅
宗单线相传的传法谱系最终获得了精致化定型ꎮ

正如文僜在 « 祖堂集» 序文中所述ꎬ 静、 筠二禅师之所以编纂此集ꎬ 原因就在于 “ 言教甚布于

寰海” 而 “ 条贯未位于师承” ⑥ꎬ 因此ꎬ 本集以 “ 祖堂” 为名ꎬ 便是要仿照民间祭祀的 “ 佋穆之仪” ꎬ
随血脉初后之绵联ꎬ 辨祖位傍正之次第ꎬ 构建代表石头宗立场的传法谱系ꎮ 在这一谱系链条中ꎬ 隐含
了 « 祖堂集» 的双重排他性宣示:

首先ꎬ « 祖堂集» 前两卷继承并简化了 « 宝林传» 的大部分内容ꎬ 通过重申东土六代祖师与西天

古佛、 天竺二十八祖之间的法脉传承ꎬ 排斥了禅宗之外其他宗派的正统性地位ꎬ 而以 “ 清净法眼ꎬ
涅槃妙心ꎬ 实相无相ꎬ 微妙正法” 的递相传授ꎬ 标榜禅宗才是绍隆如来正法、 直承佛祖心印的嫡脉ꎮ

其次ꎬ « 祖堂集» 打破了 “ 八世纪任何宗派 ‘ 祖师传统’ 的建立都趋向于隐藏其与任何异质思想

模式之任一 ‘ 横向’ 联系” ⑦ 的传统ꎬ 将活跃于八九世纪间的、 愿意将精神继承回溯到菩提达摩的四
个宗派———北宗、 牛头宗、 荷泽宗、 洪州宗ꎬ 全部收拢进其所构造的传法谱系中ꎮ 但这一做法的目
的ꎬ 并不在于编织一个包罗万象的禅宗全局史ꎬ 而是通过傍正之拣别、 位次之安顿ꎬ 将禅宗内部其他
教派全部排除出禅门之正统ꎮ 这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①

印顺: « 中国禅宗史»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３０２ 页ꎮ

③

俞学明: « 隋唐佛教 “ 宗派问题” 再辨———兼对隋唐佛教不存在学派说的回应» ꎬ « 浙江学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１１ 页ꎮ

⑤

( 唐) 宗密撰: « 禅源诸诠集都序» ꎬ « 大正藏» 第 ４８ 册ꎬ 第 ３９８ 页中ꎮ

②⑦
④
⑥

[ 法] 佛尔: « 正统性的意欲: 北宗禅之批判系谱» ꎬ 蒋海怒译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２５５、 ４４ 页ꎮ

« 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 ꎬ 周绍良主编: « 全唐文新编» 第 ９９７ 卷ꎬ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ꎬ 第 １５５６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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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将牛头宗祖师法融和尚视为四祖 “ 脚下横出一枝” ①ꎬ 将北宗的代表人物神秀和尚、 老安

国师视为 “ 五祖忍大师下傍出一枝” ② ꎬ 而以六祖慧能所开创的南宗禅为与过去七佛、 历代祖师具有
一脉相承之师承关系和一以贯之的思想联系的禅门正宗ꎮ

第二ꎬ 在叙述南宗禅的传法谱系时ꎬ 列石头宗之祖师靖居和尚于首ꎬ 荷泽宗之祖师南阳神会紧随
其后ꎬ 而将洪州宗之祖师怀让和尚排于末位ꎮ 相应地ꎬ 在叙述石头宗与洪州宗的传法谱系时ꎬ 也以石
头宗的法脉传承为主轴ꎬ 顺序上排石头法系于先ꎬ 篇幅上以石头法系为重 ( 石头法系占 １０ 卷ꎬ 马祖

法系占 ７ 卷) ꎬ 以表明在南宗禅内部ꎬ 石头宗才是绍续六祖真法的嫡系部队ꎬ 与之相比ꎬ “ 演化东都ꎬ
定其宗旨” ③ 的荷泽神会与 “ 大化南昌ꎬ 寒松千尺” ④ 的马祖道一都只是行化一方的庶出派系ꎮ

除了祖位次第的倾斜和叙述重心的偏移ꎬ « 祖堂集» 对荷泽与洪州的排斥还表现在祖师的机缘语

录中ꎬ 其中两则有关 “ 真金” 的比喻ꎬ 尤其值得注意:

师问神会: “ 汝从何方而来?” 对曰: “ 从曹溪来ꎮ” 师曰: “ 将得何物来?” 会遂震身而示ꎮ

师曰: “ 犹持瓦砾在ꎮ” 会曰: “ 和尚此间莫有真金与人不?” 师曰: “ 设使有ꎬ 与汝向什么处
著?” ⑤
道吾和尚四十六方始出家ꎬ 俗姓王ꎬ 钟陵建昌县人也ꎮ 云岩和尚是道吾亲弟也ꎮ 云岩先出
家ꎬ 在百丈造侍者过得一年后ꎬ 道吾辞百丈ꎬ 便到药山有一日造书ꎬ 书上说: “ 石头是
真金铺ꎬ 江西是杂货铺ꎮ 师兄在彼中堕根作什么? 千万千万ꎬ 速来速来!” ⑥
在这两则公案中ꎬ 无论是行思评价神会的 “ 犹持瓦砾在” ꎬ 还是道吾评价百丈的 “ 江西是杂货

铺” ꎬ 都暗含了这样一种宗派立场ꎬ 即在他们的禅法中ꎬ 虽然不排除其所具有的 “ 真金” 成分ꎬ 但毕
竟掺杂了诸如 “ 瓦砾” “ 杂货” 之类的其它物质ꎬ 已然不是自如来付嘱迦叶、 如是辗转直至六祖慧能
的 “ 正法眼藏” 的本来面目ꎮ 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ꎬ 以 “ 震身而示” 等肢体动作来表达学人对禅法
理解的做法ꎬ 流行于晚唐五代时ꎬ 神会与行思之间这段问答的真实性颇可怀疑ꎻ 而据 « 宋高僧传»

记载ꎬ 道吾与云岩俗姓、 籍贯皆不相同ꎬ “ 药山惟俨传” 将此二人视为亲兄弟所展开的一系列故事ꎬ
也很可能只是编者的伪造ꎮ

« 祖堂集» 选择将 “ 真金” 与 “ 瓦砾” 、 “ 真金” 与 “ 杂货” 的比喻安排在行思与神会、 药山与

百丈之间ꎬ 不可不谓大有深意: 神会是荷泽宗的祖师ꎬ 因主持开坛度僧一事而备受朝廷礼敬ꎬ 是唐德
宗钦定的禅门 “ 七祖” ꎬ 但神会一系数传即灭ꎬ 其禅法思想也未在禅宗史上产生与其地位相应的深远
影响ꎻ 百丈怀海因制定 « 禅门规式» 而被视为洪州门下最具影响力的祖师ꎬ 但云岩在百丈处 “ 二十
年为侍者ꎬ 职同庆喜ꎬ 法必我闻” ꎬ 最终却 “ 受药山举发ꎬ 全了无疑” ⑦ 并承嗣药山ꎮ « 祖堂集» 正
是要借助这些信息ꎬ 向读者传达石头门人对世俗权利与禅门传统的反抗ꎬ 虽然石头宗在历史上没有受
到朝廷的足够重视ꎬ 也没有得到禅门的广泛认可ꎬ 但其嗣法者之间递相传授的ꎬ 是纯一无杂的 “ 真
金” 正法ꎬ 这样的正宗性与权威性ꎬ 是荷泽宗与洪州宗无法匹敌的ꎮ

二、 祖师形象的策略性塑造
作为禅门内部的人物传记总集ꎬ 禅师尤其是处于传法谱系链条中重要位置的祖师的形象塑造ꎬ 不
止具有陈述历史事实的意义ꎬ 更在于 “ 表达或塑造一种新的自我想象和对禅宗传统的看法” ⑧ꎬ 为了
①②③④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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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这样一种 “ 新的自我想象” ꎬ 有时真实的历史图景和人物行事反而要让位于作者的虚构与杜撰ꎮ
上承六祖之遗绪ꎬ 下开德山、 曹洞、 雪峰、 云门诸家系之宗源的石头希迁ꎬ 无疑便处于 « 祖堂集»

所构建的付法序列的关键位置ꎬ 也因此成为作者为己宗争取合法性竞争资源和树立理想化圣人形象的
创作焦点ꎮ
一方面ꎬ « 祖堂集» 致力于刻画石头希迁与六祖慧能之间紧密的师承关系与付法关系ꎬ 从六祖慧

能的预先授记与希迁自身的禅法觉悟两个层面将石头和尚塑造为 “ 正法眼藏” 的真正合法继承人ꎬ
直接、 正面地肯定了石头宗在南宗禅门的正统性地位:

时六祖正扬真教ꎮ 师世业邻接新州ꎬ 遂往礼觐ꎮ 六祖一见忻然ꎬ 再三抚顶而谓之曰: “ 子当
绍吾真法矣!” 与之置馔ꎬ 劝令出家ꎬ 于是落发离俗因读肇公 « 涅槃无名论» 云: “ 览万像
以成己者ꎬ 其惟圣人乎?” 乃叹曰: “ 圣人无己ꎬ 靡所不己ꎻ 法身无量ꎬ 谁云自他? 圆镜虚鉴于
其间ꎬ 万像体玄而自现ꎮ 境智真一ꎬ 孰为去来? 至哉斯语也!” 尚于山舍假寐ꎬ 如梦见吾身与六
祖同乘一龟ꎬ 游泳深池之内ꎮ 觉而详曰: “ 龟是灵智也ꎻ 池ꎬ 性海也ꎮ 吾与师同乘灵智ꎬ 游于性
海久矣ꎮ” 六祖迁化时ꎬ 师问: “ 百年后ꎬ 某甲依什么人?” 六祖曰: “ 寻思去ꎮ” 六祖迁化后ꎬ 便
去青原山靖居行思和尚处ꎮ①

这种 “ 挟门户之见尊师门之私” ② 的文学创作ꎬ 在与置身于禅宗派系斗争之外、 立场相对客观中

立的 « 宋高僧传» 相比时ꎬ 显得更加强烈:

闻大鉴禅师南来ꎬ 学心相踵ꎮ 迁乃直往ꎬ 大鉴衎然执其手ꎬ 且戏之曰: “ 苟为我弟子ꎬ 当

肖ꎮ” 迁逌尔而笑曰: “ 诺” ꎮ 既而灵机一发ꎬ 廓若初霁是年归就山ꎬ 梦与大鉴同乘一龟ꎬ 泳
于深池ꎮ 觉而占曰: “ 龟是灵智也ꎬ 池是性海也ꎮ 吾与师乘灵智游性海久矣ꎬ 又何梦邪?” 后闻
庐陵清凉山思禅师为曹溪补处ꎬ 又摄衣从之ꎮ 当时思公之门ꎬ 学者麏至ꎮ 及迁之来ꎬ 乃曰: “ 角
虽多ꎬ 一麟足矣ꎮ” ③

据 « 曹溪大师传» 记载ꎬ 神龙三年 (７０７) ꎬ 中宗曾敕地方政府将慧能在故乡新州的故宅改造为

国恩寺ꎮ 延和元年 (７１２) ꎬ 大师自曹溪返回故乡新州ꎬ 亲自主持国恩寺的修建ꎬ 先天二年 (７１３) 八
月ꎬ 廊宇犹未毕功而大师奄然坐化ꎮ④ 希迁所在的端州高要ꎬ 地处曹溪以南、 新州以北ꎬ « 宋高僧传»

所说的 “ 闻大鉴禅师南来” ꎬ 应当是指六祖自曹溪返回新州一事ꎬ 出生于久视元年 ( ７００) 的希迁此
时不过十三四岁ꎬ 六祖看到这个尚未落发离俗而又心怀出尘之志的少年ꎬ 以玩笑的口气说出 “ 苟为
我弟子ꎬ 当肖” 之语ꎬ 表现的更多是一位垂暮之年的长者对后辈正常的慈爱与期许ꎮ 而 « 祖堂集»

所用的 “ 抚顶” 这一动作ꎬ 在佛教文化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ꎬ 多用在佛祖以大法付嘱大菩萨或为
预示当来作佛授记之时ꎬ 六祖 “ 再三抚顶” 的动作加上 “ 子当绍吾真法” 的言句ꎬ 与 « 宋高僧传»

向我们展示的日常场景不同ꎬ 它更多地带有一种宗教仪式意味的暗示: 虽然当时的希迁只是一个尚未
出家具戒的少年ꎬ 但作为六祖慧能初见之时便选定的 “ 真法” 继承人ꎬ 先圣之间辗转嘱授的 “ 正法

眼藏” 终有一天将会落在石头希迁的身上ꎮ 事实上ꎬ 六祖的授记在 « 祖堂集» 中不止出现了一次ꎬ
南阳慧忠坚请出家之时ꎬ 六祖曾 “ 摩顶授记曰: ‘ 你若出家ꎬ 天下独立佛’ ” ⑤ ꎻ 南岳怀让作礼辞行
之时ꎬ 六祖也曾告之 “ 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记汝ꎬ 佛法从汝边去ꎬ 向后马驹踏杀天下人” ⑥ ꎬ 但这
些授记意在传递六祖对其身后禅法昌盛的预知ꎬ 与 “ 子当绍吾真法” 所表现出的血脉承禀不可同日
而语ꎮ

①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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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 宋高僧传» 的说法ꎬ 六祖慧能入灭以后ꎬ 石头希迁之所以前往青原山参拜行思ꎬ 乃是出

于对行思乃曹溪补处的倾慕ꎬ 这是他自发性地一种选择ꎻ 但在 « 祖堂集» 这里ꎬ 石头之所以承嗣青
原ꎬ 乃是遵照六祖圆寂之前 “ 寻思去” 的遗命而为之的ꎬ 他们之间的师徒关系与付法关系ꎬ 更多地
表现为 “ 佛佛径烛心灯ꎬ 祖祖玄传法印” ① 辗转相授的必然结果ꎮ 另外ꎬ 在 “ 梦与六祖同乘一龟游泳
深池” 之前ꎬ « 祖堂集» 还增添了石头读 « 肇论» “ 会万物以成己者ꎬ 其唯圣人乎” 而深受启发的一
段文字ꎬ 此言出自 « 涅槃无名论» 九折十演中的第九演 « 通古» ꎬ 所谓 “ 通古” ꎬ 元康疏云 “ 涅槃之
法ꎬ 古今同一ꎬ 故云通古” ②ꎬ 指的是在证入涅槃时物我不异、 终始相同、 古今相通的圣人境界ꎮ 从
某种意义上说ꎬ 这一情节的增添 “ 不只是哲学上的考虑ꎬ 而且更是具有深刻的系谱作用的有关存在
的态度: 焦点不是什么被传递ꎬ 而是诸佛与诸祖师彼此之间的应对关系” ③ꎬ 即石头希迁之所以能够
承袭自过去七佛乃至中国六位祖师的真法ꎬ 并非是因为他从六祖慧能那里得到了任何实际的佛法教义
或真理观念ꎬ 而在于他自身的觉悟能够达成与此前诸位祖师在思想领域与学理系统之中 “ 遥远的相
契” ꎬ 因而才有资格成为 “ 正法眼藏” 的合法继承人ꎮ

另一方面ꎬ « 祖堂集» 着力于描述石头希迁与南岳怀让之间紧张的禅法较量与派系冲突ꎬ 从修为

境界的高深与宗派立场的坚定两个层面将石头和尚塑造为一个合格的宗派创始人ꎬ 间接凸显出石头宗
相对于洪州宗的优越性与殊胜性:
师便去到南岳让和尚处ꎬ 书犹未达ꎬ 先礼拜问: “ 不慕诸圣、 不重己灵时如何?” 让和尚曰:
“ 子问太高生! 向后人成阐提去ꎮ” 师对曰: “ 宁可永劫沉沦ꎬ 终不求诸圣出离ꎮ” ④

石头希迁受其师之命去怀让和尚处传送书信ꎬ 书犹未达ꎬ 先抛出了 “ 不慕诸圣ꎬ 不重己灵时如

何” 的问难ꎬ 所谓 “ 不慕诸圣ꎬ 不重己灵” ꎬ 意指: “ 寸丝不挂ꎬ 心佛两忘ꎬ 彻底撒开ꎬ 迥无依倚ꎬ
外遗世界ꎬ 内脱身心ꎬ 一念不生ꎬ 万缘坐断ꎬ 至于久久功熟ꎬ 圆满证入ꎬ 本灵独露ꎬ 诸圣顿齐ꎮ 虽不
仰慕诸圣ꎬ 乃善仰慕ꎮ 虽不尊重己灵ꎬ 却真尊重ꎮ” ⑤ 可见ꎬ 这两句简短的偈子本身已经包含了甚深
甚高的佛法境界ꎬ 此一先发制人的提问ꎬ 非大彻大悟者无法拈出ꎬ 非修为相当者亦接挡不住ꎮ 果然ꎬ
怀让躲开了希迁正面抛来的机锋ꎬ 只是避重就轻地感叹了一句: “ 子问太高生! 向后人成阐提去” ꎬ
暗示这一修行法门太过高峻ꎬ 容易使后世禅者失去对大乘佛法的信愿ꎮ 但在希迁看来ꎬ 禅法修行非如
此不能彻底证悟ꎬ 因此他评价怀让耽于 “ 永劫沉沦” 的凡俗世界而缺乏 “ 诸圣出离” 的高远追求ꎮ

青原行思去世之后ꎬ 石头希迁与南岳怀让之间的这种 “ 对立” 依然持续ꎬ 怀让听说希迁来到衡

岳南台寺的大石头上宴坐ꎬ 便派侍者以 “ 石上憉悙子ꎬ 堪移此处裁” ⑥ 的偈子ꎬ 劝说希迁改换门庭ꎬ
所谓 “ 憉悙” ꎬ « 集韵» 注为 “ 自矜健貌” ꎬ 意指希迁为妄自尊大之徒ꎬ 应到怀让处接受裁抑ꎻ 而希
迁对此不为所动ꎬ 回复以 “ 任你哭声哀ꎬ 终不过山来” ⑦ ꎬ 表达其坚定的宗派立场和高度的禅法自信ꎮ

在 « 祖堂集» 编纂的年代ꎬ 北宗、 牛头宗、 荷泽宗等活跃在七、 八世纪的禅门各派已随着政权

的浮沉和法难的摧毁而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ꎬ 同为六祖遗脉且法席隆盛的洪州宗便成为石头宗正统
之路上的主要竞争者ꎮ 因此ꎬ « 祖堂集» 选择将南岳怀让作为与石头希迁对立的一方ꎬ 既避开了与洪
州宗实际创始人马祖道一之间的正面交锋ꎬ 又能够切实达到矜异己宗、 排斥洪州的目的ꎮ 在这两番言
语周旋之中ꎬ 为了凸显石头希迁对禅法理解得更胜一筹ꎬ « 祖堂集» 给他与南岳怀让设定了完全不对
称的角色定位ꎬ 作为师叔的南岳怀让在与后辈机锋之斗的第一个回合便败下阵来且毫无反驳之力ꎬ 与
其说这是对历史事实的如实陈述ꎬ 倒不如说这是文学创作的 “ 对立” 手法ꎬ 且 “ 该 ‘ 对立’ 受到圣

①④⑥⑦

( 南唐) 静、 筠二禅师编撰ꎬ 孙昌武等点校: « 祖堂集»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１９８、 １９７、 １９８、 １９８ 页ꎮ

②

( 唐) 元康撰: « 肇论疏» 卷 ３ꎬ « 大正藏» 第 ４５ 册ꎬ 第 １９９ 页中ꎮ

⑤

( 清) 彻悟大师著、 于德隆点校: « 彻悟大师文集» ꎬ 北京: 九州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５７ 页ꎮ

③

[ 美] 马克瑞: « 审视传承———陈述禅宗的另一种方式» ꎬ « 中华佛学学报» 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３ 期ꎬ 第 ２８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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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传意图的驱使ꎬ 被明显地夸大了” ①ꎮ

三、 禅法思想的批判性建构
正如上文所论ꎬ 无论是 “ 真金” 与 “ 杂货” 的比喻ꎬ 还是希迁对怀让 “ 宁可永劫沉沦ꎬ 终不求

诸圣出离” 的评价ꎬ « 祖堂集» 处处表现出对洪州禅法不够纯粹、 不够高明的批判ꎬ 那么ꎬ 在石头门
人看来ꎬ 洪州禅法的缺陷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关于这一问题ꎬ 我们也可以在 « 祖堂集» 的文本
中找到答案ꎮ

老僧往年见石头ꎬ 石头问: “ 阿那个是汝心?” 对曰: “ 即祗对和尚言语者是ꎮ” 石头便喝
之ꎮ②
师问僧: “ 名什么?” 对曰: “ 专甲ꎮ” 师曰: “ 阿那个是阇梨主人公?” 对曰: “ 现祗对和尚
即是ꎮ” 师曰: “ 苦哉! 苦哉! 今时学者例皆如此ꎬ 只认得驴前马后ꎬ 将当自己眼目ꎮ 佛法平沉ꎬ
即此便是ꎮ” ③
在这两则语录中ꎬ 石头与洞山所驳斥的是同一种回答ꎬ 即把即今正在发出祗对言语、 扬眉动目等
各种见闻觉知作用的现实之心ꎬ 直接等同于作为万法之本源、 成佛之真因的清净本心的做法ꎮ 洞山说
“ 今时学者例皆如此” ꎬ 实质上指向的是一直以此为教法的洪州禅门ꎮ 不过ꎬ 这种将现实人心与佛性
本心相等同的思想ꎬ 并非马祖的原创ꎬ 而是基于六祖慧能对传统佛教所进行的根本性变革: “ ‘ 六祖

革命’ 的一个重要方面ꎬ 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ꎬ 即是对于 ‘ 心’ 本身所做的根本性变革ꎬ
把传统佛教作为本体的 ‘ 真心’ ꎬ 变成众生当前现实之人心ꎬ 或者更准确地说ꎬ 把众生当前现实之人
心与作为本体的 ‘ 真心’ 统一了起来ꎬ 建立了一个以当前现实人心为基础的心性本体论ꎮ” ④ 而当马
祖以 “ 只今语言即是汝心” “ 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 “ 即汝所不了心即是” ⑤ 立论时ꎬ 原本在六祖思
想中已经非常微弱的众生现实之自心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之间的隔膜便被彻底捅破ꎬ “ 即心即佛” 之

心 “ 不再像四卷本 « 楞伽经» 所说的那样ꎬ 是一个超验的、 不可知的心体ꎬ 而是隶属于现象中的、
能知能觉的经验当体” ⑥ꎮ

这个隶属于现象中的、 能知能觉的经验当体ꎬ 并不像传统佛教那样强调其中隐覆的真实性与清净

性ꎬ 而是叛逆地 “ 剥去教义上的佛的圣性ꎬ 将佛进行自我摄取和主体化” ⑦ꎬ 直截了当地指出此时那
个妄染的、 尚未省悟的现实人心ꎬ 就是佛之当体ꎮ 虽然从深层意义上来讲ꎬ 马祖并非有意提倡不了之
心ꎬ 而是借此强调清净本心与现实自心之间始终相即、 不可分离的状态ꎬ 试图以现实自心的当下活动
作为引导学人实现刹那意识转换的契机ꎬ 使学人能够在意识中转换到自心本来清净并体验到这种清
净ꎬ 从而实现真正的觉悟ꎮ 但是ꎬ 这一教法 “ 以其简洁明快且强有力的缘故ꎬ 相反地也容易变成一
个僵化性的口号ꎬ 让人走向草率地对现实予以肯定的一面” ꎮ⑧

对于这一理论缺陷ꎬ « 祖堂集» 曾借马祖弟子东寺如会之口宣说: “ 自大寂禅师去世ꎬ 常病好事

者录其语本ꎬ 不能遗筌领意ꎬ 认即心即佛外无别说ꎮ 曾不师于先匠ꎬ 只徇影迹ꎮ 且佛于何住而曰即

心? 心如画师ꎬ 贬佛甚矣ꎮ” ⑨ 此中 “ 心如画师ꎬ 贬佛甚矣” 一句ꎬ 可谓直击 “ 即心即佛” 说的要害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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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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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如画师” 的比喻ꎬ 出自 « 大宝积经» ꎬ 原文为 “ 心如画师ꎬ 能起种种业因缘故” ①ꎬ 指的是 “ 心在

一切本空中ꎬ 以忆想分别ꎬ 能起种种善恶业因缘” ②ꎬ 对于大多数尚未取得究竟觉悟的丛林禅者来说ꎬ
此忆想分别心非但不是成佛的真因ꎬ 反而是招感三界六趣报身的祸源ꎬ 以此为佛便是错将妄心当作真
心ꎬ 无异于 “ 认贼为子” ꎮ 石头禅的教法ꎬ 以对马祖禅这一思想的批判为基点ꎬ “ 试图重新探讨与当
下性的现象在本质上不同的一种本来性的本质ꎬ 并且把它命名为 ‘ 心’ ” ꎮ③

经旬日ꎬ 却问: “ 和尚ꎬ 前日岂不是? 除此之外ꎬ 何者是心?” 石头云: “ 除却扬眉动目、 一

切之事外ꎬ 直将心来ꎮ” 对曰: “ 无心可将来ꎮ” 石头曰: “ 先来有心ꎬ 何得言无心? 有心无心ꎬ
尽同谩我ꎮ” 于此时言下大悟此境ꎮ④
初造洞山法筵ꎬ 洞山问: “ 阇梨名什么?” 对曰: “ 专甲ꎮ” 洞山云: “ 向上更道ꎮ” 师云:
“ 不道ꎮ” 洞山曰: “ 为什么不道?” 师云: “ 不名专甲ꎮ” 洞山深器之ꎮ⑤

当大颠回答 “ 无心可将来” 的时候ꎬ 石头斥之曰 “ 先来有心ꎬ 何得言无心” ꎬ 这表明石头肯定在

能发出见闻觉知作用的现实自心之中ꎬ 是隐覆着一个清净本心的ꎻ “ 除却扬眉动目、 一切之事外ꎬ 直

将心来” 的说法ꎬ 又说明此清净本心并非于现实自心外别有一实体ꎬ 而是在此心休歇一切随缘应用、
除却一切妄想见量之后当下显现的ꎬ 所谓 “ 皮肤脱落尽ꎬ 唯余一真实” ⑥ 是也ꎮ 而洞山让学人 “ 向上
更道” 的教法ꎬ 更为直接地显示出ꎬ 正在言语应答的现实自心与隐覆其中的清净本心ꎬ 二者所处的
逻辑层次不同ꎬ 从世俗眼光来看ꎬ 现实自心因其昭明灵觉的特性ꎬ 当尘境现前时自然产生各种分别作
用ꎬ 所以能在五蕴身田里作主宰ꎻ 但从佛法教理来看ꎬ 现实自心的分别作用ꎬ 恰恰是产生各种烦恼执
著、 致使众生轮转生死的障道因缘ꎬ 这样的 “ 心” 只是 “ 精魂” 而非 “ 佛性” ꎮ 唯有将现实自心的
见闻觉知作用、 妄想见量执著统统剥除ꎬ 剩下一片清净皎皎地虚通空寂之体ꎬ 方能显出 “ 无物即真
物” 的清净本心ꎬ 这样的清净本心ꎬ 才堪为 “ 总持之妙本、 万法之洪源” ⑦ꎮ

可见ꎬ 与马祖禅系强调清净本心与现实自心之间始终相即、 不可分离的立场不同ꎬ 石头禅系更多

地表现出对传统如来藏学说的复归ꎬ 更加强调清净本心与现实自心之间互相区别、 不可混淆的一面ꎬ
对于尚未达到究竟觉悟的众生来说ꎬ 现实自心与清净本心终归是虽一体而二分的关系ꎬ 石头禅门对此
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警惕ꎬ 也因着这一警惕ꎬ 中国禅学发展到六祖慧能那里仅存的一点人心与佛性的防
线ꎬ 才得以保全ꎮ

四、 结语
正如柳田圣山先生所言: “ 灯史不只是传达史实的ꎬ 这一点早就是自明的前提了ꎮ” ⑧ 不过ꎬ 即使

灯史是被编造、 被虚构出来的ꎬ 我们仍然不能对它的价值进行全然否定ꎬ 因为 “ 禅宗僧团创造典故
的意图与继承典故的主体解释” ⑨ 本身就已经包含了 “ 与所谓史实不同层次的、 另一意义上的史
实” ⑩ ꎮ 正是通过仔细咀嚼一个个虚构的故事与编造的情节ꎬ 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静、 筠二禅师是如何
在石头宗势力渐趋全盛之际ꎬ 通过传法谱系的排他性构造、 祖师形象的策略性塑造与禅法思想的批判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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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构ꎬ 从传承的正宗性、 禅法的纯粹性与思想的优越性三个层面ꎬ 宣示石头宗在南宗禅内部、 禅门
内部乃至整个中国佛教体系中的正统性地位的ꎮ
虽然 « 祖堂集» 编成之后在中国流传不广ꎬ 但其对中国禅宗尤其是石头宗地位擢升之影响不可

不谓深远ꎮ 南宗禅分系初期ꎬ 在各地新崛起的宗派纷纷被列举记载的情况下ꎬ 石头一系仅在 « 禅源
诸诠集都序» 中被简略提及ꎬ 且宗密并未对其思想与禅风作专门的探讨ꎬ 这说明此时的石头宗尚未
进入禅门正统的视野ꎮ « 祖堂集» 之后ꎬ 这一情况得到了扭转ꎬ 正如道原在 « 景德传灯录» “ 江西道
一禅师章” 中所述: “ 让之一犹思之迁也ꎬ 同源而异派ꎬ 故禅法之盛始于二师ꎮ” ① 这种将石头与洪州
相提并论为南宗禅门正统两脉的说法几乎成为整个佛教界的共识ꎬ 而由 « 祖堂集» 所开创的分叙石
头、 马祖二系的基本描述框架ꎬ 也几乎为后世所有灯史类著作所继承ꎮ 可见ꎬ 石头宗之所以能够从中
唐之初偏安湖南一隅的弱小宗派ꎬ 逐渐成长为入宋以后堪与洪州宗比肩的禅门正统ꎬ 除了其门下弟子
多彩的传法活动与地方政权大力的支持拥护外ꎬ “ « 祖堂集» 为石头大造舆论” ② 的宣扬之功更是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ꎮ

( 责任编辑: 林日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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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与文明陷阱:
剖析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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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日本知识分子在面向西方世界推动 “ 文化自觉” 之际ꎬ 出现了自接受西

方ꎬ 到调和东方与西方ꎬ 再到树立亚洲ꎬ 最后突出日本的一个轨迹ꎬ 其根本目的就是 “ 为了日本” ꎮ 不过ꎬ
日本在向西方学习、 接受西方 “ 现代性” 的同时ꎬ 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西方现代性构筑起来的、 将非西方
的存在视为野蛮、 落后、 停滞的 “ 文明陷阱” 之中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日本将中国污名化、 他者化、 工具
化ꎮ 日本学者为东方世界构筑起一个日本式的文明陷阱ꎬ 并构筑起西方式的文明国家、 亚洲建设的承担者、
新世界文明的实践者的自我形象ꎮ
关键词: 文化自觉ꎻ 文明陷阱ꎻ 日本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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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对于日本来说ꎬ 中国曾经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存在ꎬ 现在依然如此ꎮ 只有把与自己的异质性

强加给中国及其文化ꎬ 也就是强有力地将中国他者化ꎬ 才可能来主张日本及其文化的独立自主性ꎮ 中
国及其文化是日本及其文化成立的重大前提ꎮ 然而ꎬ 或者说正因为如此ꎬ 不通过对中国的彻底他者
化ꎬ 日本就无法主张其自立性ꎮ 中国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他者ꎮ” ① 这是日本学者子安宣邦在描述
近代日本的一段话ꎮ 主张日本文化的独立性ꎬ 必须以将中国 “ 彻底他者化” 为前提ꎮ 在此ꎬ 子安揭
示了一条 “ 潜在规则” ꎬ 即不管中国如何ꎬ 日本必须将中国视为一个 “ 巨大的他者” ꎮ

与此同时ꎬ 我们或许也可以联想到日本学者沟口雄三针对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一大批判ꎮ 沟口指

出: “ 日本人在谋划日本这一坐标的时候ꎬ 或者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将中国作为了一个 ‘ 媒介’ ꎬ
这样一个兴趣癖好ꎬ 自明治时代以来ꎬ 即便是到了现在也没有发生转移ꎮ” ② 日本近代的 “ 脱亚” 的文
明路线ꎬ 实质上是通过将亚洲、 也就是 “ 中华文明圈” 贬斥为 “ 落后” 的文明ꎬ 由此来实现一个近
代文明国家的自我塑造ꎮ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２￣１５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 现代日本学者想象与重构中国形象的研究” (１５ＢＷＷ０２２) ꎻ 江西理工大学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 明治时期日本知识分子面向西方世界的文化告白与精神自觉” ( ＦＺ１９－ＹＢ
－０４) ꎻ 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 ＷＹ２０１９－ＢＳＱＤＪＪ００３) ꎮ

作者简介: 肖珊珊ꎬ 女ꎬ 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ꎬ 文学博士ꎮ 主要研究方向: 日本思想史ꎮ
吴光辉ꎬ 男ꎬ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ꎬ 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成员ꎬ 博士生导师ꎬ 教育学博士ꎮ 主要
研究方向: 比较文化学ꎮ
①
②

[ 日] 子安宣邦: « 东亚论: 日本现代思想批判» ꎬ 赵京华编译ꎬ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７８ 页ꎮ

[ 日] 溝口雄三: « 中国という衝撃» ꎬ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６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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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这样的两段论述ꎬ 或许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潜在结构ꎬ 并可以将之界定为 “ 文化自觉与文

明陷阱” ꎮ 所谓 “ 文化自觉” ꎬ 就是日本在面对坚船利炮的西方文明之际ꎬ 在接受西方文明一元论的
同时ꎬ 也会谋求树立日本的主体性ꎬ 谋求自身的文化自觉ꎮ 所谓 “ 文明陷阱” ꎬ 就是日本在确立所谓
西方式的自我的同时ꎬ 会刻意地与传统相分割ꎬ 与亚洲相脱离ꎬ 将中国乃至亚洲视为 “ 巨大的他
者” ꎬ 落入了西方现代性所构筑起来的二元对立的 “ 陷阱” ꎮ 从文化自觉到文明陷阱ꎬ 其目的皆是为
了树立起作为绝对的 “ 一者” 的 “ 日本性” ꎮ 但是ꎬ 这一过程绝不是单纯的自明治维新的 “ 脱亚入
欧” 到现代日本的 “ 文明开化” ꎬ 而是充满了不少的坎坷与陷阱ꎬ 亦经历了无数的曲折与回转ꎬ 还关
涉到以福泽谕吉 (１８３４—１９０１) 、 冈仓天心 (１８６２—１９１３) 、 内藤湖南 ( １８６６—１９３４) 为代表的一批
现代日本知识分子ꎮ

一、 自儒学批判到中国蔑视论: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
进入明治时代之后ꎬ 儒学作为学问在日本迅速解体ꎬ 失去了固有的影响力ꎬ 脱离了学问的主流ꎮ
就此而言ꎬ 儒学可以说对于明治思想的形成没有发挥任何创造性的作用ꎮ 不过ꎬ 如今再度审视这一段
历史ꎬ 我们却可以发现儒学改变了自身的形态ꎬ 在明治维新后成为了 “ 栖息在人们内心的、 作为即
自态的儒教” ꎬ 更从根本上影响了一批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启蒙主义思想家ꎬ 它与西方传来的新思想不
断交织纠葛ꎬ 形成了 “ 明治思想史的固有领域” ①ꎮ 换言之ꎬ 在欧风美雨不断的洗礼与冲击之下ꎬ 儒
学的存在形态也不断发生着改变或被加以改造ꎬ 并逐渐渗透到日本人的思维结构乃至 “ 心性” 之
中ꎬ② 从而呈现为一开始被排斥为 “ 外学” ꎬ 进而走向复兴ꎬ 而后趋向 “ 日本化” 的过程ꎮ

１８８０ 年ꎬ 以汉学家重野安绎 (１８２７—１９０１) 、 二松学舍创立者三岛中洲 (１８３０—１９１９) 为核心的

一批传统知识分子抱着 “ 复兴儒学” 的目的ꎬ 创立了 “ 斯文学会” ꎬ 其根本宗旨在于: “ 我邦礼仪廉

耻之教ꎬ 与彼欧美开物成务之学ꎬ 并行不悖ꎬ 众美骈进ꎬ 群贤辈出ꎬ 以望赞翼明治之太平ꎮ” ③ 不过ꎬ
与斯文学会提出的 “ 众美骈进ꎬ 群贤辈出” 的口号ꎬ 也就是站在多元主义文明观的立场不同ꎬ 启蒙
思想家福泽谕吉提示了所谓的一元主义文明观ꎬ 尝试构筑起以西方文明为模范的近代日本现代化道路ꎮ

作为日本明治时代最大的思想家ꎬ 福泽谕吉积极倡导西方文明论ꎬ 并撰写了不少以启蒙思想为核

心的论著ꎬ 尤其是 « 文明论之概略» (１８７３ － １８７５) 一书ꎮ 该书的宗旨即在于确立 “ 以西洋的文明为
目的” ꎬ 推动日本的思想启蒙ꎮ 为此ꎬ 福泽谕吉一方面延续了黑格尔 ( 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ꎬ １７７０—１８３１)

以来的西方话语ꎬ 将中国划分为欧洲文明标准下的非文明国家ꎻ 一方面则采取了自诩为 “ 世界的通
论” 的 “ 文明半开化野蛮” 的划分方式ꎬ 将中国与日本同置为 “ 半开化” 的国家行列ꎮ④ 事实
上ꎬ 福泽谕吉的 “ 文明三分说” 既不见于这一时期的西方文明论ꎬ 也不见于日本流行之学说ꎮ 或许
它不过是福泽谕吉的一个 “ 臆测” 而已ꎮ 但是ꎬ 福泽的真正目的ꎬ 与其说是为了确立文明论的划分
方式ꎬ 倒不如说是为了将 “ 中国人” 界定为毫无进取之念、 缺乏进步精神的人ꎮ 只有将中国人界定
为 “ 文明境外无知之愚民” ꎬ 只有将中国加以 “ 污名化” ꎬ⑤ 日本才可以找到一个与西方对立的弱势
文明ꎬ 以便向整个国民提供进步与非进步的典范ꎮ 在此ꎬ 中国成为日本推进 “ 文明开化” 所必然排

①

[ 日] 渡辺和靖: « 明治思想史――儒教的伝統と近代認識論» ꎬ 東京: ぺりかん社ꎬ １９８５ 年ꎬ 第 ３４５ 頁ꎮ

③

[ 日] 山室信一: « 明治儒学的存在形态及其意义» ꎬ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 « 明治时代的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ꎬ ２００４

②

刘岳兵: « 日本近代儒学研究» 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４ 页ꎮ

年ꎬ 第 ２１、 ２５ 页ꎮ
④
⑤

[ 日] 福澤諭吉: « 文明論之概略» ꎬ « 福澤諭吉集» ꎬ 東京: 筑摩書房ꎬ １９７５ 年ꎬ 第 ８９ 頁ꎮ
周宁: « 巨大的他者» ꎬ «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１－１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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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的对象ꎮ①

不过ꎬ 这一时期福泽谕吉还没有完全走向儒学批评的视角ꎮ 就在撰写 « 文明论之概略» 接近尾

声的时候ꎬ 福泽在该书的 « 绪言» 之中留下了 “ 真正的足以称之为文明的全大论” ② 这一自我表述ꎮ
也就是说ꎬ 福泽极为自负地将 « 文明论概略» 一书称之为 “ 文明” 的 “ 全大” 的鸿篇巨著ꎮ 事实
上ꎬ “ 全大” 一语来自朱熹 (１１３０—１２００) 的 “ 全体大用” ③ꎬ 也就是将自身的思想创作自诩为犹如
朱子 « 四书集注» 一般的风靡天下、 泽被后世的重大活动ꎬ④ 且认为这一重大的著述活动足以为日本
人开启一个新的世界ꎮ 换言之ꎬ 与众多的江户时代的儒学者一样ꎬ 福泽与其说是批判朱子学———事实
上ꎬ 福泽只是攫取了作为制度的朱子学的 “ 表象” ———倒不如说其批判的真正对象乃是日本朱子学
者ꎬ 尤其是日本学者崇拜朱子的 “ 奴隶心理” ꎮ 究其根本目的ꎬ 也就是为了突出日本的主体性与独立
性ꎮ 但是在此ꎬ 我们也不得不指出ꎬ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在突出 “ 一身独立而一国独立” ⑤ꎬ 宣扬日本
文化的独立性的同时ꎬ 也开始将中国作为文化的他者、 东方社会 “ 停滞” 的代表来展开批判ꎮ

不过ꎬ 若是认为福泽谕吉区分了来自中国的朱子学与日本的朱子学者ꎬ 由此而确定福泽谕吉的思

想本质依旧是 “ 朱子学式” 的存在ꎬ 可谓是未能站在一个 “ 动态” 的视角来把握福泽的思想变迁乃
至整个日本犹如 “ 疾风” 一般的加速转换ꎮ 福泽谕吉的思想转变所导致的结果之一ꎬ 正如众多学者
所指出的ꎬ 就是为近代日本树立起 “ 中国蔑视论” 的基调ꎮ 这一思想最为突出地体现在 １８８５ 年 ３ 月
发表于 « 时事新报» 的 « 脱亚论» 一文之中ꎮ 以中日之间的朝鲜争端为背景ꎬ 福泽谕吉针对中国与
朝鲜的 “ 国民精神” 展开批评: “ 我日本之国土虽在亚洲之东边ꎬ 其国民之精神既已脱离亚洲之固
陋ꎬ 转为西洋之文明ꎮ 然不幸之处有近邻之国ꎬ 一曰支那ꎬ 一曰朝鲜ꎮ  ( 二国) 论及教育之事
则言儒教主义ꎬ 学校教旨则称仁义礼智ꎬ 毫无真理原则之知见ꎬ 尚傲然无自省之念ꎮ 我
辈视之ꎬ 不出数年其必将亡国ꎬ 其国土必将为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ꎮ” ⑥

也就是说ꎬ 以儒教的礼乐为传统的中国与朝鲜ꎬ 依然迷恋于过去的古风旧习ꎬ 缺乏探索真理、 探

索西方、 探索世界的精神ꎬ 且不求改革之道以挽时代之危局ꎬ 其命运必将是支离破碎ꎬ 被西方列强所
分割而走向灭亡ꎮ 福泽谕吉的儒学批判ꎬ 实质上集中在两处: 首先ꎬ 就是儒学教育言则必称 “ 仁义
礼智” ꎬ 缺少西方式的科学或者进步的观念ꎻ 其次ꎬ 则是将儒学教育归结为中国与朝鲜的主张ꎬ 指出
二者缺乏 “ 自省” 的观念ꎬ 指向了国民精神的问题ꎮ 正如福泽谕吉在 « 福翁自传» 所言: “ 东洋的儒
教主义与西洋的文明主义相比较来看ꎬ 东洋缺乏的ꎬ 就是有形的数理学与无形的独立心ꎮ” ⑦ 福泽所
谓的 “ 数理学” ꎬ 构筑起了西方走向进步的 “ 智” 的源泉ꎻ 所谓的 “ 独立心” 则支撑起了西方走向
进步的 “ 德” 的根源ꎮ 通过这样的文明比较ꎬ 福泽谕吉在认识到儒学的教育与实践的双重性的局限
的同时ꎬ 也将儒学推向了文明不在的 “ 陷阱” 之中ꎮ

事实上ꎬ 探究福泽谕吉 “ 脱亚论” 的本质ꎬ 或许并不在于如何由此来思索亚洲、 思索中国或者

朝鲜ꎬ 而在于它指出了日本的未来出路ꎮ 在福泽谕吉这样评价中国与朝鲜乃至整个亚洲的背后ꎬ 也潜
①

台湾学者石之瑜认为日本利用 “ 自—他” 的差异性贬抑中国之际ꎬ 更大程度是在模仿欧洲对待中国的方式ꎬ 而并非根据日

本内生的需要将中国他者化ꎮ 参考黄佳甯、 石之瑜: « 不是东方: 日本中国认识中的自我与欧洲性» ( 台北: 台大政治学系中国大陆
暨两岸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心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２４ 页) ꎮ 与之不同ꎬ 本论认为福泽谕吉既延续了西方文明针对东方的价值判断ꎬ 其根底亦
存在着突出日本、 为了日本的显著意图ꎮ
②

[ 日] 福澤諭吉: « 文明論之概略» ꎬ « 福澤諭吉集» ꎬ 東京: 筑摩書房ꎬ １９７５ 年ꎬ 第 ８３ 頁ꎮ

④

[ 日] 小倉紀藏: « 福澤諭吉における朱子学的半身» ꎬ 高橋誠一郎編: « 日本の近代化と知識人» ꎬ 東京: 東海大学出版社ꎬ

⑤

[ 日] 福澤諭吉: « 学問のススメ» ꎬ « 福澤諭吉集» ꎬ 東京: 筑摩書房ꎬ １９７５ 年ꎬ 第 １２ 頁ꎮ

⑦

[ 日] 福澤諭吉: « 福翁自伝» ꎬ « 福澤諭吉集» ꎬ 東京: 筑摩書房ꎬ １９７５ 年ꎬ 第 ４３９ 頁ꎮ

③

围绕 “全体大用” 这一范畴ꎬ 参考朱人求: «朱子 “全体大用” 观及其发展演变»ꎬ «哲学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４０－４３ 页ꎮ

２０００ 年ꎬ 第 ９３ 頁ꎮ
⑥

[ 日] 福澤諭吉: « 脱亜論» ꎬ « 福澤諭吉集» ꎬ 東京: 筑摩書房ꎬ １９７５ 年ꎬ 第 ５１１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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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一个重塑日本身份认同的逻辑操作: 一方面ꎬ 日本并不是一个儒教化的国家ꎬ 或者说日本并不是
一味地讲究 “ 仁义礼智” 的国家ꎬ 它还尤为注重科学的精神ꎮ 这样的科学的精神并不是源自东方ꎬ
而是来自近代的西方世界ꎬ 带有了追求进步ꎬ 不断自强的性格ꎻ 一方面ꎬ 日本尽管接受了儒学ꎬ 却并
不以 “ 君子之国” ① 傲然自居ꎬ 而是带有谦逊、 自省的观念ꎮ 依照福泽谕吉的逻辑ꎬ 日本人的这一观
念体现在积极输入西方学问的过程之中ꎬ 由此而认识到儒学思想的 “ 鄙陋” 之处ꎬ 故而才在面对西
方学问冲击的危机下带有了谦逊、 自省的观念ꎮ 这样的观念可以令日本迅速地脱离东方的野蛮、 固
陋、 愚昧ꎬ 融入西方文明的行列之中ꎬ 还可以犹如西方一样来面对、 影响、 征服东方ꎮ
简言之ꎬ 福泽谕吉之所以呈现出自儒学批判到中国蔑视论的立场转变ꎬ 应该说绝不仅仅是针对朱
子学本身的一种批判ꎬ 更是站在了 “ 以西洋的文明为目的” 的所谓 “ 世界文明说” 这一尺度ꎮ 福泽
谕吉把握到世界发展的大势ꎬ 认识到西方文明的进步ꎬ 故而强调日本不可以走中国的道路ꎬ 而是要模
仿西方、 学习西方ꎬ 唯有如此才能自 “ 半开之国” 一跃而为 “ 文明之国” ꎮ 究其目的ꎬ 也就是 “ 为了
日本” (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ꎮ

二、 自亚洲一体论到排斥他者说: 冈仓天心的文明论
提到日本文化学者冈仓天心的文明论ꎬ 大多数学者会联想到日本思想家竹内好 ( １９０８—１９７７)

１９６２ 年在 « 朝日» 杂志发表的 « 冈仓天心———亚洲观之批判» 一文ꎮ 竹内好指出: “ 天心是一位难
以定论的思想家ꎬ 在某种意义上说ꎬ 又是一位危险的思想家ꎮ 说他难以定论ꎬ 因为他的思想包含着拒
绝定型化的因素ꎻ 说他危险ꎬ 因为他的思想具有不断发射的放射能ꎮ” ② 天心的思想 “ 难以定论” ꎬ 在
于它不断变化ꎬ 不断转型———而不是 “ 定型” ꎻ 天心的思想充满 “ 危险” ꎬ 既凸显了以日本国粹主义
为最终归着点的所谓东方的 “ 一致性” ꎬ 亦突出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对立对抗ꎮ 冈仓天心的思想根底
就是以这样的统合与对抗为原理ꎬ 为手段ꎬ 故而也就带有了被演绎、 诠释ꎬ 乃至扩张的潜在危险ꎮ

冈仓天心的一生ꎬ 一直在为日本美术而奔走ꎮ 冈仓天心的著名思想ꎬ 源自 １９０３ 年出版的英文版

著作 « 东洋的理想———以日本美术为中心» 之中所提倡的 “ 亚洲一体论” ( Ａｓｉａ ｉｓ ｏｎｅ) 的观念ꎮ 该
书开篇即提出所谓 “ 亚洲是一体” ꎬ 接下来站在美术史的角度阐述了作为日本美术源头的中国、 印度
的美术ꎬ 进而导入该书的主体———日本美术ꎬ 其主旨是为了揭示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 亚洲文明
的代表ꎮ 不少学者延续冈仓天心自身的自我阐述ꎬ 认定这一思想的基本立场是来自东方美术史ꎬ 由此
而确认冈仓是站在日本美术史的发展历程来阐述自身的思想主题———亚洲的理想ꎮ 但是ꎬ 通观冈仓天
心的人生体验ꎬ 尽管其一生致力于美术研究ꎬ 却几乎从未脱离过政治的视线ꎮ １８８７ 年 ３ 月 ５ 日ꎬ 冈
仓参观了法国克吕尼地球的教堂ꎬ 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 前期的不少塔楼都保留了下
来ꎬ 墙体上留下了枪口ꎬ 战争是人类工程的敌人ꎮ 战争何时会停止呢?” ③ 阐述了自身对于战争
的排斥和现实的反思ꎮ １８９３ 年ꎬ 冈仓天心开始的中国之旅ꎬ 也与 “ 东邦协会” 的一批人物ꎬ 即发起
人小泽豁郎 (１８５８—１９０１) 、 白井新太郎 (１８６２—１９３２) 在中国从事谍报活动、 收集情报的政治活动
不无关联ꎮ 即便是 １９０１ 年开始的印度之行ꎬ 冈仓亦与一批青年艺术家团结在一起ꎬ 不仅与他们进行
深刻交流ꎬ 还为他们谋求独立的民族主义精神所感动ꎬ 也给予他们以巨大的精神鼓舞ꎮ④ 而且ꎬ 依照
①

日本最后的儒学者———宇野哲人曾在拜谒曲阜孔庙之际自称来自 “ 东瀛君子之国” ꎮ 参考 [ 日] 宇野哲人: « 中国文明记» ꎬ

②

[ 日] 橋川文三: « 岡倉天心 人と思想» ꎬ 東京: 平凡社ꎬ １９８２ 年ꎬ 第 １７９ 頁ꎮ

④

[ 日] 橋川文三: « 岡倉天心 人と思想» ꎬ 東京: 平凡社ꎬ １９８２ 年ꎬ 第 １１９ 頁ꎮ

张学锋译ꎬ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ꎬ 第 ７１ 页ꎮ
③

[ 日] 岡倉天心: « 岡倉天心全集» 第 ５ 巻ꎬ 東京: 平凡社ꎬ １９７９ 年ꎬ 第 ２９１? ２９２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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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的回忆ꎬ 冈仓在与印度青年的交往之中ꎬ 不停地提醒他们 “ 白祸蔓延” “ 西洋物语思想侵袭”

的巨大危害ꎬ 同时还与印度的革命运动家、 孟加拉各地的秘密结社保持了密切往来ꎮ① 换言之ꎬ 冈仓
在印度找到了 “ 东洋的觉醒” 的力量之所在ꎬ 意识到必须采取革命的方式推动民族的自觉ꎬ 而绝不
是什么纯粹的美术史的立场ꎮ 就此而言ꎬ 尽管冈仓是作为美术史学者而树立了自我的身份认同ꎬ 但是
在某种意义上ꎬ “美术” 或许不过是冈仓表述自身政治思想、 展开自我言说斗争的一个 “工具” 而已ꎮ

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旅行考察ꎬ 也为我们理解冈仓天心的思想ꎬ 尤其是战争认识提供了一点线索ꎮ

提到 １８９４ － １８９５ 年的甲午战争ꎬ 尤其是之后的 “ 三国干涉” 的问题ꎬ 冈仓天心曾经提到: “ 任何一个
敌对国只要占领了朝鲜半岛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军队派到日本ꎮ 因为朝鲜就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日
本的心脏ꎮ ( 中略) 在这样的情况下ꎬ 我们不得不把我们古代的领土———朝鲜放在我们合法的国民防
御线内ꎮ” ② 在此ꎬ 冈仓天心将甲午战争作为日本 “ 不仅为了我的祖国ꎬ 也为了近来的维新理想ꎬ 为

了古典教养的宝贵遗产ꎬ 更为了整个亚洲ꎬ 为了重现辉煌ꎬ 实现和平与调和之梦而战斗” ③ ꎮ 就这样ꎬ
冈仓天心采取了犹如 “ 自我满足” 式的言说方式来就所谓日本的 “ 使命” 进行了阐述ꎮ

在面对西方文明的 “ 黄祸论” 之际ꎬ 冈仓天心提到了来自西方的 “ 白祸论” ꎮ④ 在面对西方文明

的不断冲击之际ꎬ 冈仓天心提示了 “ 东洋的觉醒” “ 日本的觉醒” ꎮ 不过ꎬ 尽管他提倡 “ 亚洲一体
论” ꎬ 突出了日本美术的历史与价值ꎬ 但是在这样的明治日本的 “ 身份认同” 之背后ꎬ 也存在着将亚
洲 “ 他者化” 的自我言说ꎮ 在冈仓天心的笔下ꎬ 古代中国与印度的艺术和习惯在其诞生地已经消失
了ꎬ 日本却以 “ 岛国的孤立” 而成为亚洲的思想与文化的 “ 真正的储藏库” ꎬ 成为 “ 亚细亚文明的博
物馆” ꎮ⑤ 回顾自身的印度之行ꎬ 冈仓不无感慨地提到: “ 印度的佛骨似乎散落在了民间ꎮ 我曾目睹放
置佛骨的器物ꎬ 不过这一切皆为英国人所有ꎮ” ⑥ 印度人无法保存自身的国宝ꎬ 无法维护自身的
文明ꎬ 而是走向了没落ꎬ 难以自拔ꎮ 目睹中国文明的衰败ꎬ 冈仓也禁不住留下了 “ 中原毕竟是荒

原” ⑦ 的感慨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ꎬ 冈仓天心不停地感慨 “ 中国文明不在” ꎮ “ 犹如欧洲没有通性ꎬ
‘ 中国’ 也没有通性ꎮ 欧洲有英国、 法国ꎬ 也有德国和俄罗斯ꎬ 难以解释这之中究竟哪一个才是欧
洲ꎮ ‘ 中国’ 或许也是如此ꎮ” ⑧ 而这样一个断裂的、 碎片化的中国ꎬ 依靠自身绝对无法应对来自西方
文明的冲击ꎮ 换言之ꎬ 正如学者林少阳所指出的ꎬ 不管是印度还是中国ꎬ 皆不过是冈仓天心构筑日本
的一种 “ 装置或者方法” ⑨ 而已ꎮ

冈仓天心的根本目的ꎬ 就是为了突出日本ꎮ 正如冈仓所言ꎬ “ 我尤其感到ꎬ 亚细亚古代美术几乎

就像是一个织物ꎬ 日本以中国为经、 以印度为纬ꎬ 织出了图案” ꎮ⑩ 古代美术是如此ꎬ 古代政治将如
何? 古代若是如此ꎬ 到了明治时代的当下ꎬ 又将如何? 在冈仓的笔下ꎬ 日本保持一贯的同一性ꎬ 既维
持 “ 岛国的孤立” ꎬ 更维持 “ 民族的独立” ꎬ 也就是始终拥有主体性的自觉的精神ꎮ 如果冈仓的这一段话
具有了 “合理性” 的话ꎬ 那么ꎬ 以亚细亚的美术为借鉴来加以推导ꎬ 将之延展到极度 “危险” 的政治领
域ꎬ 将之延续到战争即将来临的新世纪ꎬ 就可以获得一个基本结论: 整个亚洲的未来不在于外部ꎬ 而是来
自亚洲内部ꎻ 不在于外部的冲击ꎬ 而是来自内部的觉醒ꎬ 尤其是日本自身的所谓 “使命” 的觉悟ꎮ 未来的
亚细亚必须以日本为中心ꎬ 由日本来领导亚洲ꎬ 统合亚洲ꎬ 由此才可以与西方文明一决高低ꎮ
①

[ 日] 外川昌彦: « 英領インドにおける岡倉天心のブッダガヤ訪問について» ꎬ « アジア? 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 ２０１６ 年

刊ꎬ 第 １８２－２０３ 頁ꎮ
②③④

[ 日] 岡倉天心: « 日本の覚醒» ꎬ « 岡倉天心全集» 第 １ 巻ꎬ 東京: 平凡社ꎬ １９７９ 年ꎬ 第 ２５０、 ２５４、 ２１０－２１６ 頁ꎮ

⑥⑧⑩

[ 日] 岡倉天心: « 岡倉天心全集» 第 ３ 巻ꎬ 東京: 平凡社ꎬ １９７９ 年ꎬ 第 ２６０－２６１、 ２２０、 ２６２－２６３ 頁ꎮ

⑤

[ 日] 岡倉天心: « 東洋の覚醒» ꎬ « 岡倉天心全集» 第 １ 巻ꎬ 東京: 平凡社ꎬ １９７９ 年ꎬ 第 １５－１６ 頁ꎮ

⑦

[ 日] 冈仓天心: « 中国的美术及其他» ꎬ 蔡春华译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２５９ 页ꎮ

⑨

林少阳: « 明治日本美术史的起点与欧洲印度学的关系———冈仓天心的美术史与明治印度学及东洋史学的关系» ꎬ « 东北亚外

语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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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蔽之ꎬ 冈仓天心提倡重塑日本美术史ꎬ 突出日本美术的 “ 博物馆” 式的价值ꎬ 其根本目的

并不是为了 “ 美术” ꎬ 而是带有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色彩ꎬ 且试图为构建日本现代国
家形象或身份认同提供一种精神性的资源ꎮ 冈仓天心作为艺术理想提出的 “ 东洋” 概念ꎬ 一步步地
显示出潜在的政治内涵ꎬ 更是为日本所谓的 “ 大东亚圣战” 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ꎮ 就这样ꎬ 冈仓
天心提倡的 “ 东洋的理想” 通过日本的侵略战争而成为日本构筑自身英雄历史、 确立 “ 大日本帝国”
身份认同的 “ 历史的实践” ꎮ

三、 自 “ 日本的天职” 到 “ 中国文化” 的置换: 内藤湖南的文明论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阐述日本的文化自觉之际ꎬ 曾将这样的自觉把握为 “ 日本的天职” ꎮ 所谓

“ 天职” ꎬ 或是福泽谕吉笔下的推广世界共通的文明观念ꎬ 推动日本走向西方式的文明主义ꎻ 或是内
村鉴三 (１８６１—１９３０) 笔下的 “ 东西两洋间的媒介” ꎬ 推动 “ 世界的日本” 的框架建构ꎮ① 不过ꎬ 与

这样的关涉西方文明大势、 突出日本的文化自觉不同ꎬ 作为 “东洋史学” 的创立者之一ꎬ 内藤湖南也突出
了日本的 “天职”ꎬ ———即 “引领他们走向进步”ꎬ 并强调日本履行天职 “必须以中国为重要对象”ꎮ②

提到 “ 东洋史学” 这一范畴的缘由ꎬ 必须提到 １８９０ 年自德国留学归来的井上哲次郎 ( １８５５—

１９４４) 所进行的一场题为 « 东洋史学的价值» 的演讲ꎮ 这一时期西方针对东方学问的阐述ꎬ 只是限
定在了 “ 动物学、 植物学、 地质学、 气象学” 一类的学问ꎮ③ 不过ꎬ 正如以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ꎬ １６９４—１７７８) 为代表ꎬ 欧洲兴起了 “ 中国学” 思潮一样ꎬ 日本也期待在西方可以兴起 “ 日
本学” ꎮ 对此ꎬ 井上哲次郎指出: “ 东洋史学史在西洋学问社会中是缺席的ꎮ 东洋人自己要深入研究
来告诉西洋人ꎬ 从而获取学术社会的普遍利益ꎮ 这是日本人的义务ꎮ 以支那人的名字称呼日本
人ꎬ 本来就是一种轻蔑ꎮ 要想展示日本发达进步的程度ꎬ 就要研究史学ꎬ 向欧罗巴展示日本的历

史ꎬ 让彼国知道ꎮ 这是日本人的当务之急ꎮ 等他们知道了历史上的事实ꎬ 明白了日本人进步的程度ꎬ
这样的轻蔑的言辞也必定会自然地烟消云散ꎮ” ④ 在此ꎬ 井上哲次郎阐述了两点: 一个是为了向欧罗
巴展示日本ꎬ 展示日本的进步ꎬ 就必须研究东洋人的历史———东洋史学史ꎻ 一个是日本为了实现这一
目的ꎬ 必须与中国分割开来ꎬ 必须要与被西方蔑视的 “ 支那人” 区别开来ꎮ

井上哲次郎的这一演讲是否影响到作为 “ 东洋史学” 创始人之一的内藤湖南ꎬ 对之我不置可否ꎮ

不过ꎬ 日本学者构筑东洋史学的基本理念之一ꎬ 就在于如何真实地、 准确地把握中国ꎮ １９２０ 年ꎬ 内
藤湖南、 青木正儿 (１８８７—１９６４) 等人创办 « 支那学» 杂志ꎮ 究其目的ꎬ 首先ꎬ 针对明治以来西学
的昌盛ꎬ 内藤湖南指出: “ 我希望做支那学问的人ꎬ 至少要了解支那现在学问的状况ꎬ 把对于西
洋学问的兴趣ꎬ 同样地用在对于支那思想上ꎬ 这对于学问的进步一定是有益的ꎮ” ⑤ 其次ꎬ 正如汉学
家吉川幸次郎 (１９０４—１９８０) 所指出的: “ 我们必须对产生了 « 论语» 的支那和吸鸦片的支那作为一
个整体给出说明ꎻ 必须阐明贯穿于两者之间的是什么ꎮ 我们不能只观其优美的部分ꎬ 还要看到其丑陋
之处ꎮ 惟其如此ꎬ 才能建立起健全旺盛的支那学来ꎮ” ⑥ 换言之ꎬ 作为 “ 支那学” 的提出者ꎬ 希望打
①

李炜: «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知识阶层的 “ 天职论” » ꎬ « 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９８－２０１ 页ꎮ

③

[ 日] 桂岛宣弘: « 从德川到明治———自他认识思想史» ꎬ 殷晓星译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１３７ 页ꎮ 不过ꎬ

② [日]内藤湖南: «燕山楚水»ꎬ 吴卫峰译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１８０ 页ꎮ

这一学问事实上乃是源自欧洲传教士的东方发现ꎬ 尤其是以传教士为中心的汉学研究ꎮ 可参考李真: « 传教士汉学研究中的博物学情
结» ꎬ «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９７－１０５ 页ꎮ
④
⑤
⑥

[日] 桂岛宣弘: «从德川到明治———自他认识思想史»ꎬ 殷晓星译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１３７－１３８ 页ꎮ

[ 日] 内藤湖南: « 支那学问的近状» ꎬ 转引自钱婉约: « 从汉学到中国学»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４４ 页ꎮ

[ 日] 吉川幸次郎: « 支那学问题» ꎬ 转引自子安宣邦: « 东亚论: 日本现代思想批判» ꎬ 赵京华编译ꎬ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１６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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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迄今为止日本式的中国研究的迷幻ꎬ 既要审美ꎬ 也要审丑ꎬ 把中国作为中国来加以理解ꎮ 这样一
来ꎬ 也就是汉学家狩野直喜 (１８６８—１９４７) 所说的: “ 研究中国学问当务之急首先是从日本式的兴趣
之中脱离出来ꎮ” ① 需要彻底否定日本人的中国 “ 兴趣” ꎬ 将中国的学问还原到现实中国本身ꎮ

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ꎬ 可以追溯到以 １８９９ 年中国考察为契机而编辑的 « 燕山楚水» ꎬ 而 １９１４ 年

出版的 « 支那论» ꎬ 即以 “ 东洋史学” 为支撑而构筑起了独特的中国认识ꎮ 不过ꎬ 在内藤湖南的中国
考察之中ꎬ 中国的风土自然ꎬ 是内藤发思古之幽情ꎬ 触物感怀、 壮游梦驰ꎬ 印证自身 “ 战略雄图”

的禹域大地ꎻ 中国的名士人物ꎬ 令内藤感慨中国士人缺乏崇文尚古的精神ꎻ 中国百姓的私心私欲、
“ 安于旧态难以改变” ② 的心态ꎬ 内藤认为中国的最大弊端即在于此ꎮ 由此ꎬ 如何研究中国ꎬ 如何借

助 “ 中国文化” 来把握未来ꎬ 也就成为内藤湖南的 “ 学术使命” ꎮ 不过ꎬ 正如内藤所说的ꎬ 历史上ꎬ
“ 日本是采纳了中国文化从而获得进步发展” ꎬ 因此ꎬ “ 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ꎬ 就必须了解中国文
化” ꎬ③ 而日本的 “ 天职” 之一就在于以中国为重要对象来加以研究ꎮ

针对内藤湖南的学问ꎬ 学术界大多关注其提出的 “ 唐宋变革说” 或者是 “ 文化中心移动说” ꎮ 不

过ꎬ 在内藤湖南的学问之中ꎬ 或许最为难以理解的就是 “ 中国文化” 这一范畴ꎮ 所谓 “ 中国文化” ꎬ
或许按照一般性的理解ꎬ 也就是 “ 中国的文化” ꎬ 或者 “ 中国意义” 下的文化ꎬ 但是ꎬ 在内藤湖南的
眼中ꎬ 不管是 “ 中国的” 或是 “ 中国意义” ꎬ 皆与 “ 现实中国” 存在着基本的区隔或者差异ꎮ 换言
之ꎬ “ 中国文化” 与 “ 中国” 不存在着本质性的 “ 同一性” ꎮ 这样一来ꎬ 日本历史上的 “ 神国” 意
识、 “ 中华” 思想或者 “ 神州” 观念ꎬ④ 也可以把握为 “ 中国文化” 在日本的实践ꎮ 这一被加以 “ 置
换” 的问题可谓是无比复杂ꎬ 不过在此可以采取推导性的逻辑思维来确立一个基本的逻辑框架ꎮ

简言之ꎬ 首先ꎬ 确定 “ 中国文化” 具有了针对明治维新以来的西化主义而加以反驳、 加以抵抗

的时代价值ꎻ 其次ꎬ 借助以 “ 唐宋变革说” 为核心的系列学术思想来构筑起 “ 中国文化” 的包容性ꎬ
突出这样的包容性符合于世界大势与历史潮流ꎻ⑤ 第三ꎬ 则是借助以 “ 文化中心移动说” 为代表的系

列学说ꎬ 将 “ 中国文化” 抽离出 “ 现实中国” ꎬ 进而将之 “ 置换” 到现实日本ꎬ 即 “ 大日本帝国” ꎬ
由此来确立日本文化的未来方向ꎮ 最后ꎬ 正如内藤在阐述 “ 大一统” 的思想之际所表明的ꎬ “ 如果我
们讨论大一统ꎬ 就要把视野放大ꎬ 寻找更大的关键所在ꎬ 而且要问: 什么时代是大一统的时代? 什么
地方是大一统的关键?” ⑥ 也就是要站在东亚、 世界的立场来将 “ 中国文化” 加以扩大ꎬ 将之 “ 置换”
为了日本实现所谓的 “ 大一统” 的思想工具ꎮ

回归之前所述的 “ 日本的天职” 这一主题ꎬ 内藤湖南自甲午战争之前就感受到日本的 “ 天职”

之所在ꎬ 甲午战争期间更是认识到 “ 日本将被委以重任” ꎬ “ 使日本的文明、 日本的风尚风靡天下、
光被坤與的天职” ⑦ 可以取代欧洲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中心的未来ꎮ 就在这样的所谓 “ 日本的天职”

的论述之中ꎬ “ 中国文化” 与中国隔离开来ꎬ 成为内藤湖南回顾中国历史而加以借用、 尝试构筑起日
本才是 “ 中国文化” 的现实的、 最强有力的承载体的一个范畴ꎮ 日本宣扬 “ 中国文化” 不是为了中
国ꎬ 而是为了日本自身ꎮ

四、 文化自觉与文明陷阱的 “ 表里结构”
探究文明道路ꎬ 追求文化自觉ꎬ 这是日本近代以来的一条主线ꎮ 自 １８６８ 年明治维新所宣扬的
①

[ 日] 吉川幸次郎: « 桑原博士与我» ꎬ 转引自钱婉约: « 从汉学到中国学» 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４４ 页ꎮ

③

[ 日] 内藤湖南: « 日本文化史研究» ꎬ 储元熹、 卞铁坚译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７ 年ꎬ 第 ４－５、 １２ 页ꎮ

②⑥⑦

[ 日] 内藤湖南: « 燕山楚水» ꎬ 吴卫峰译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５、 １３８、 ２１８、 ２２１、 １８３ 页ꎮ

④

这一论断分别针对日本的神道思想、 江户时代的国学与幕府末期的水户学ꎬ 参考吴光辉: « 日本的中国形象» ꎬ 北京: 人民

⑤

内滕湖南所谓 “ 唐宋变革说” ꎬ 实质上并不是历史性地考察唐、 宋的时代变革ꎬ 而是服务于 “ 为了日本” 这一目的ꎮ 针对这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５９、 ７９ 页ꎮ

一学说的批判ꎬ 可参考杨际平: « 走出 “ 唐宋变革说” 的误区» ꎬ « 文史哲»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２１－１４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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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知识于世界” ꎬ 以利于文明开化ꎬ 再到福泽谕吉 １８８５ 年提示出来的 “ 脱亚论” ꎬ 鼓吹西方文明一
元论ꎬ 再到 ２０ 世纪初冈仓天心提出的 “ 亚洲一体论” ꎬ 再到 １９１１ 年大隈重信提倡的所谓 “ 东西文明
调和论” ꎬ① 再到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ꎬ 作为东洋史学者的内藤湖南的 « 支那论» 与 １９２０ 年
“ 支那学” 的正式登场ꎮ 审视这样一个波澜万丈的时代变革与思想变迁ꎬ 我们可以认识到日本知识分

子面向西方世界的 “ 文化自觉” ꎬ 也就是自接受西方ꎬ 到调和东西ꎬ 再到树立亚洲ꎬ 最后突出日本ꎬ
一切皆归结为 “ 为了日本” ꎮ 日本由此而构筑起自身 “ 文化自觉” 的轨迹ꎬ 树立起了新型的文明观

念ꎮ 不过ꎬ 与此同时ꎬ 我们也可以把握到一点ꎬ 即日本也遭遇到西方现代性语境下的 “ 文明陷阱” ꎮ
在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冲击下ꎬ 日本成为一个西方现代性构筑起来的、 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野蛮、 落后、
停滞的东方国家之一ꎬ 日本成为西方视野下的异国情调、 异域秘境一般的存在ꎬ 日本成为被西方书
写ꎬ 但是却无法书写自身的存在ꎮ 日本落入到西方现代性的 “ 文明陷阱” 之中ꎮ 不仅如此ꎬ 我们还
可以认识到一点ꎬ 即为了摆脱这样的 “ 陷阱” ꎬ 日本实质上是将之 “ 转嫁” 给了中国与朝鲜ꎬ 尤其是
中国ꎮ 就这样ꎬ 为了日本、 突出日本的独走式的 “ 文明自觉” ꎬ 以西方为摹本、 以亚洲为他者的 “ 文
明陷阱” ꎬ 二者构成了整个近代日本推动现代化的 “ 表里结构” ꎮ

在福泽谕吉的笔下ꎬ 中国成为了一个傲然无自省之念、 缺乏进步意识的国家ꎮ 这一点完全颠覆了

自古以来ꎬ 尤其是江户时代以来的中国形象ꎮ 儒学者藤原惺窝 (１５６１—１６１９) “ 常慕中华之风ꎬ 欲见
其文物” ②ꎮ 熊泽蕃山 (１６１９—１６９１) 尊称 “ 中华为四海之师国” ③ꎮ 荻生徂徕 (１６６６—１７２８) 亦 “ 景
慕华风” ꎬ 以 “ 日本国夷人” 而自居ꎬ 感慨 “ 东海不出圣人” ④ꎮ 即便是到了幕府末期ꎬ 尽管不少儒

学者抱着 “ 华夷变态” 的观念ꎬ 但是大多数也不过是挪用 “ 中华” 名号ꎬ 以为了突出自我而已ꎮ⑤
但是ꎬ 到了福泽谕吉的笔下ꎬ 中国完全成为一个与进步潮流相违背、 与革新观念相逆行的他者ꎬ 也就
是自 “ 半开化” 的国家沦落为 “ 野蛮” 国家ꎮ 关键还不在于此ꎬ 中国的 “ 堕落” 将会令西方国家将
之与日本等 同 视 之ꎬ 也 就 会 成 为 妨 害 西 方 正 视 进 步 的 日 本 之 所 在ꎬ 会 直 接 影 响 到 日 本 的 世 界 形
象ꎮ ———日本在此不曾考虑到中国人针对世界的文化言说ꎬ⑥ 更没有考虑到与中国一道进行东方文化

的自我言说ꎮ 这样一来ꎬ 日本的文化自觉或者日本的文明选择的最为真实的行动ꎬ 也就体现在脱离以中国
为代表的传统亚洲ꎬ 也就是 “脱亚”ꎮ 通过这样的表里逻辑的推导与演绎ꎬ 中国成为了 “被蔑视” 的对象ꎮ

在冈仓天心的笔下ꎬ 中国成为断裂化的南北中国、 成为绝对他者化的 “ 在中国、 无中国” 的存

在ꎮ⑦

中国思想的根髓或者说中国之所以成就为中国ꎬ 最为关键的就在于注重礼乐文明、 作为凝聚力

的 “ 大一统” 的思想ꎮ⑧ 即便是历经了无数次的中原板荡、 历史播迁ꎬ “ 大一统” 的思想依旧是维继
中华一统的最为根本的思想来源ꎮ 但是ꎬ 冈仓天心的话语推导却呈现出了东西文明兼顾或者互鉴的一
个逻辑: 一方面ꎬ 正如冈仓的考察所示: “ 中原毕竟是荒原” ꎬ 现实的逻辑将中国推向了被颠覆的、
文明不在的边缘ꎻ 一方面ꎬ 在冈仓的眼中ꎬ 即便是日本现代化的摹本———欧洲也缺乏了 “ 通性” ꎬ 日
本找不到一个原初性的欧洲ꎮ 因此ꎬ 中国完全是一个他者性的存在ꎬ 中国缺乏真正的 “ 中国性” ꎬ 这
①

[ 日] 大隈重信: « 東西之文明» ꎬ « 新日本» 第 １ 卷第 ２ 号ꎬ １９１１ 年 ５ 月ꎬ 第 ８ 頁ꎮ 参考 [ 日] 野村浩一: « 近代日本の中国

②

[ 日] 林羅山: « 惺窩先生行状» ꎬ « 林羅山文集» 卷 ４０ꎬ 京都: 京都史跡会ꎬ １９７９ 年ꎬ 第 ４６３ 頁ꎮ

④

[ 日] 荻生徂徕: « 弁道» ꎬ [ 日] 吉川幸次郎校注: « 日本思想大系 ３６ 荻生徂徠» ꎬ 東京: 岩波書店ꎬ １９７３ 年ꎬ 第 ２５６ 頁ꎮ

認識» ꎬ 東京: 研文出版ꎬ １９８１ 年ꎬ 第 １０－１１ 頁ꎮ
③
⑤
⑥

[ 日] 熊澤蕃山: « 集義外書» ꎬ [ 日] 正宗敦夫編: « 蕃山全集» 册 ２ꎬ 東京: 名著出版ꎬ １９７８ 年ꎬ 第 ２５ 頁ꎮ
吴伟明: « 德川日本的中国想象» ꎬ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１１３－１２３ 页ꎮ

针对中国人的 “ 中国形象” 的世界言说ꎬ 可参考朱双一: « 陈季同、 辜鸿铭、 林语堂: “ 中国形象” 的书写和传译» ꎬ « 福建

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８９－９９ 页ꎮ
⑦
⑧

[ 日] 冈仓天心: « 中国的美术及其他» ꎬ 蔡春华译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９ 年ꎬ 前言ꎬ 第 １２ 页ꎮ
杨向奎: «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 ꎬ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１９９－２０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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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

样的论断的 “ 吊诡” ( Ｐａｒａｄｏｘ) 也就消弭在 “ 荒原” 的现实感与欧洲亦缺失 “ 通性” 的逻辑演绎之
中ꎮ① 不过ꎬ 问题在于日本是否就可以拥有 “ 日本性” ꎮ 这也是 “ 为了日本” 这一逻辑的最大问题之
所在ꎮ 事实上ꎬ 在此我们或许也不得不揭示一点ꎬ 正如 “ 和魂汉才” “ 和魂洋才” “ 和魂美才” 这样

的日本文化论标语所示ꎬ 日本时至今日始终实现不了 “ 和魂和才” 的理想境界ꎮ② 所谓 “ 日本性” ꎬ
也不过是一种日本的理想化ꎮ 换言之ꎬ 冈仓天心在此不过是通过东西文明兼顾或者互鉴的逻辑ꎬ 成功
地推导出所谓的 “ 日本性” 的自我想象而已ꎮ

在内藤湖南的笔下ꎬ 中国成为一个无法承担起 “ 中国文化” 的价值与使命ꎬ 不得不选择放弃独

立ꎬ 而必须由日本来拯救ꎬ 且日本会以此为 “ 天职” 的现实存在ꎮ 不言而喻ꎬ 这样的 “ 中国文化”

绝不是纯粹属于中国的存在ꎬ 而必须是 “ 亚细亚” 共有的存在ꎻ 不仅是属于 “ 亚细亚” 的共有ꎬ 还
必须是基于对立对抗逻辑下的与西方相抵抗的存在ꎻ 不仅是整个 “ 亚细亚” 的与西方相抵抗的文
化架构ꎬ 还必须在进步的日本 “ 领导下” 的、 整个 “ 亚细亚” 必须以之为使命或者 “ 天职” 的存
在ꎮ 在内藤湖南的眼中ꎬ 既然中国无法承担起这样的使命ꎬ 那么就由日本来承担ꎬ 中国也必须服从在
这样的使命之下ꎬ 也就自然地要屈服在日本的统治之下ꎮ③ 中国在此成为了日本利用的一大工具ꎬ 日
本进行自我身份认同的一大装置ꎮ 所谓 “ 什么时代是大一统的时代? 什么地方是大一统的关键?” 这
一疑问的解答ꎬ 无疑就在于这一时期的日本的 “ 重要实践” ꎮ 不可否认ꎬ 这样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理论
共识直接牵涉到了 “ 大日本帝国” 的战争原理ꎮ

事实上ꎬ 就文化自觉与文明陷阱的表里解构而言ꎬ 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巨大冲击、 尤其是以进步为

准绳的 “ 文明陷阱” ꎬ 在一批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引导下ꎬ 日本经过学习西方、 互鉴西方、 抵抗西方
的过程ꎬ 逐步树立起自身所谓的 “ 文化自觉” ꎮ 不过ꎬ 正如本文所考察的ꎬ 福泽谕吉树立起蔑视性的
中国形象ꎬ 冈仓天心树立起断裂化的中国形象ꎬ 内藤湖南树立起审丑式的中国形象ꎬ 中国形象不仅被
推到 “ 污名化” ④ 的泥沼之中ꎬ 更是被无情地加以肢解、 碎片化ꎬ 还被日本利用为确立身份认同的
“装置” 或者 “ 工具” ꎮ 换言之ꎬ 整个日本在与西方现代性形成对立对抗的同时ꎬ 也为东方世界构筑
起了一个日本式的文明陷阱ꎬ 并将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皆推入到了污名化、 他者化、 工具化的文明陷阱
之中ꎮ 审视如今日本所构筑起来的中国形象ꎬ 这样一个逻辑或者方法或许也一直延续到了当下ꎮ
( 责任编辑: 林日杖)

①

欧洲是否具有通性? 在此姑且不论ꎬ 至少冈仓针对欧洲文明的整体认识缺乏了历史的考察ꎬ 更缺乏了理论性的架构ꎮ 不过ꎬ

联想到福泽谕吉提示的所谓 “ 文明半开化野蛮” 的文明架构也假托世界学者之名ꎬ 战后加藤周一阐述日本 “ 杂种文化论” 之际
也假借英国与法国作为 “ 纯粹文化” 的代表的论断ꎬ 可见现代日本在确立身份认同之际不仅将欧洲 “ 援用” 为了自身立论的依据ꎬ
同时也对之展开了创造性的 “ 误读” ꎮ 这一论题在此不复赘述ꎬ 且留待后来研究之ꎮ
②

戴玉金、 吴光辉: « 战后日本自我认识的深层结构———以 “ 战败后论” “ 二次战败论” “ 永续战败论” 为线索» ꎬ « 日本学刊»

③

吴光辉: « 日本的中国形象» 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１０７－１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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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周宁: « “ 巨大的他者” ———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 “ 中国” » ꎬ «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１－１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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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３ꎬ ２０２０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Ｎｏ ２２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 ｆｏｒ Ｍａｊｏ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Ｕ Ｈｕｉ￣ｆａｎｇꎬ ＳＵ Ｇｕｉ￣ｂ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ａ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ｏ ｍｏ￣

ｂｉｌｉｚ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ｊｏ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ｃｈ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ｒｕｍｐｓ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ｕｌ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ｂｅｉｎｇ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ꎬ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 ｆｏｒ ｍａｊｏ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ｉ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ｊｏ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ｃａ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ｒ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ｏｎ￣
ｌｙ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ｏｒｄ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Ｕ Ｑｉ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ｕｒ￣

ｒ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ｃｈ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ａｓ 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ｅｖ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ｃｅ ｓｅｌｆｉｓ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ｂｌ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
ｍｅｎｔｓꎬ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

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ꎬ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ｏｆ ｉｎ￣

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ｕｎ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ｉｄｅꎬ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ＵＡＮＧ Ｍａｏ￣ｘｉｎｇꎬ ＹＥ Ｑ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第３期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１６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ꎬ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ꎬ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ｂｙ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Ｆｕｊｉａｎ ｆｏｒｍ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ｐｉｅｄ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ꎬ ｌｅａｄｓ ｖｉｖｉｄ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ｃｒｅ￣
ａｔｅｓ ａ ｐａｔｈ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ｕｊｉａ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Ｒｉｖｅｒｓꎬ Ｆｏｒｅｓｔｓꎬ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ꎬ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ＨＵＡ Ｑｉ￣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 Ｌｉｆ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Ｒｉｖｅｒｓꎬ

Ｆｏｒｅｓｔｓꎬ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ꎬ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ｒｉｖｅｒｓꎬ ｆｏｒｅｓｔｓꎬ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ꎬ ｌａｋｅｓꎬ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ꎬ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ｔｈｅ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Ｌｉｆ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Ｒｉｖｅｒｓꎬ Ｆｏｒｅｓｔｓꎬ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ꎬ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ꎬ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ｍｏｄｅ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ｙ ｇｒｅｅｎꎬ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ｖｉｖｉ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ｓ “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ｐｉ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ＹＡＮＧ Ｙｉｎｇ￣ｚｉꎬ ＬＩ Ｄａｎ￣ｄ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ｅａｎꎬ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ｔｅｌｅ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ｅ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ｒｅａꎬ ｐｉｏｎｅｅ￣
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ｏａｌ ｉ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 ｆｏｒ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ｉｎ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ｗｉｎ￣ｗｉｎ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１７０

２０２０ 年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Ｉ Ｙｕ￣ｆｅｎｇꎬ ＤＥＮＧ Ｓｉ￣ｄ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ｍｏｒ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ꎬ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Ｈｏｗ￣

ｅｖｅｒꎬ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ａｗ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ｒｅ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ｌｏｗꎬ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ｃ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ｍａｋ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Ａｔ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ꎬ ｔｈｅ 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ｉｖｉｌ ａｗａｒｄ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

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 ｆｏｒｍ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ｉｖｉｌ ｒｕｌｉｎｇｓꎬ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Ｕ 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ＺＨＡＯ Ｂｉｎｇ￣ｈ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ꎬ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ｂｅ 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ꎬ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ｃｉ￣

ｐｌｉｎ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ｐｏｓｅｓ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Ｕ. 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ｉｓ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ｔｏ ｔａｋ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ｓｔｒｉｃ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３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３４ꎬ ｔｈｅ Ｕ. 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ｅ￣
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ｏｆ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ｎ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ｏｆｆｅｒｓ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ꎬ ａｃｔｉｖｅꎬ ｐｒｕｄｅｎｔꎬ ｄｅｔａｃｈｅｄ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ꎬ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ｏｐ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 Ｓｃｅｎｅ Ｆｕｓｉｏｎ” :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ｖｅ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ＭＡＩ Ｓｈａｎｇ￣ｗｅｎꎬ ＹＡＮＧ Ｚｈａｏ￣ｌ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ｌｉｖｅ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ꎬ ａ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ｌｅｖｅ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ｐ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 ｍａｎ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ｓｃｅ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

第３期

１７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
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ｖｅ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ꎬ ｌｉｖｅ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ｓｃｅｎｅ ｇｒａｄｕ￣
ａｌｌｙ ｍｅｒｇｅ ａｎｄ ｓｈｏｗ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 ｄｕ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ｏｗ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ａｔｔｒａｃ￣

ｔｅ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ｅｄｉａ ｅｖ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ｅｎ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ｅｖ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ｖｅ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ｖｅ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ｔｈａｔ ｉｓ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ｔｏｐｉｃ ｔｏ ａ ｒｉｃｈ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ｃｅｎｅ.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ｍｙ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ｉｖｅ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ꎬ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ｓｈａｐｅｄ ａｓ
ａ “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ｓｃｅｎｅ ｃｈａｎｇｅ” ꎬ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ꎬ ａｎｄ ｔｏ ｐｌａｙ ｔｈｅ “ ｓｃｅｎ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ｉｖｅ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ｍｅｄｉａ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ꎬ ｓｏ ｔｈａｔ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ｖａｌｕ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ｖｅ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ｓｃｅｎｅꎬ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
ｇｅｎｄ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ｖｅ Ｗｅｂｃａｓｔ ｆｒｏｍ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ＺＨＥＮＧ Ｙｕｅꎬ ＨＥ Ｙ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５ｇ ｅｒａ ｈ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ｉｖｅ ｂｒｏａｄ￣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ｆ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ｉｖｅ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ｉｖｅ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ꎬ ｓｃｅｎ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ꎬ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ꎬ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ｎ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ａｙ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 ｉｎ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
ｉｔｙ” ꎬ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ｅｔｃ.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ｘｅｃｕ￣
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 ꎬ ＬＩＵ Ｚｈａｏｌｅｉ ꎬ ＪＩ Ｔ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６０ ｃｏｌ￣

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ｍａｌｅ ＝ ７６ꎬ ａｇｅ ＝ １８ ７０±１ ０１ꎻ ｆｅｍａｌｅ ＝ ８４ꎬ ａｇｅ ＝ １８ ２３±０ ８１)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ｃａｌｅ” ꎬ “ Ｓｐｏｒ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ａｄ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ｌａｎｋｅｒꎬ ２￣ｂａｃｋꎬ Ｍｏｒｅ￣ｏｄｄ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ｔａｓｋ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 ｗａｓ ０ ７４ ａｎｄ ０ ５４.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ꎬ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ｂ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ｓ. (２)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ｎ￣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ｂｕｔ ｉｔ ｈａｓ ｎｏ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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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ｈａｓ ｇｏｏ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ａｄｄｉｎｇ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ꎬ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ｕ￣
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ｅ￣ｓａｎ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Ｄ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ｉ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ＩＵ Ｘｕｅ￣ｂ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ｍ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ｕｄ￣

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ｄｅ￣ｓａｎ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ｄ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ｉ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ｓａｉ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ｄｏｇｍ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ｂｏｕｎ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ｃｏｍ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ｒｓ 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Ｚｕｔａｎｇｊｉ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ｉｔｏｕ Ｓｅｃｔ
ＷＡＮＧ 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Ｚｅｎ ｔｅｘｔ ｗｉｔｈ ａ ｄｅｅｐ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ｈｉｔｏｕ Ｓｅｃｔꎬ Ｚｕｔａｎｇｊｉ ｈａｓ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ｓｅｃ￣

ｔａｒｉａ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ꎬ Ｚｕｔａｎｇｊｉ ｉｓ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ｉｔｏｕ Ｓｅ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 Ｈｕｉｎｅｎｇ.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ｅｒꎬ Ｚｕｔａｎｇｊｉ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ＳｈｉｔｏｕＸｉｑｉａｎ 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Ｄｈａｍｍａ.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Ｚｅ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 Ｚｕｔａｎｇｊｉ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Ｓｈｉｔｏｕ Ｓｅ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
ｏｆ Ｔａｔｈａｇａｔａｇａｒｂｈａ. Ｉｔ 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Ｚｕｔａｎｇｊｉ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ｔｏｕ Ｓｅｃ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Ｚｅ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