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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学刊

	 《文治学刊》是在书院领导及授课老师的悉心指导

下，由书院事务中心学刊部的同学们合作编排的一本院

级刊物。自 2012 年元月创刊以来，《文治学刊》已经

陪伴着书院的同学们走过了八载春秋。学刊的内容分为

三个板块，包括老师们的指导范文、同学们的论文习作

与自由创作，以及书院讲座与活动的通讯。《文治学刊》

始终坚定目标：为书院的同学们提供一个表达思想、交

流创见的平台，并为此不懈努力着。

	 虽然今年的新冠疫情延迟了返校的时间，但自二月

以来，书院的同学们开展了丰富的线上交流，如读书会、

哲学辩论、知识竞赛等等。在疫情期间共同阅读人文经

典，畅谈生命感受与学术思考，相信这段经历一定能成

为书院同学们宝贵的大学记忆！从征稿直至定稿，本期

学刊的工作全部在线完成，可以说，它忠实记录着疫情

期间大家的所思所想。

	 最后，学刊部的全体成员在此向每一位投稿的老师

与同学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我们期待在老师们、同学们

的帮助下，期待《文治学刊》陪伴大家携手并进，一同

成长！

卷首语

唐文治书院学生事务中心			

学刊部全体成员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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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词对日本词人的影响

□钱锡生

作者简介：钱锡生，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相比于唐诗，唐宋词在日本的影响似乎要

弱一些，这是因为观念上诗为正宗，词为诗余，

而且写作技术更难。但是尽管如此，日本文人

写词还是代不乏人，他们学习、模仿唐宋词人

的创作，其中特别喜欢效仿苏轼的词作。苏轼

是开辟了宋词新天地的一代词人，其词不仅在

国内影响深远，而且早就流传到了东亚各国。

夏承焘在《论词绝句》中云：“坡翁家集过燕山，

垂老声名满世间。”说明在其生前其文集已在

国外传播。

日本词人学习、效仿苏轼的词，主要采用

仿调、和韵和仿意的形式。首先是仿调，即采

用苏轼创作的词调。苏轼最有名的豪放词有《念

奴娇·赤壁怀古》（因苏轼此词太有名了，后

人径称此词为《酹江月》、《大江东去》）和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许多日本词人

也喜欢用此词调作词。在日本词人中，森槐南

（1862-1911）特别心折于苏轼，也最有苏词之

风，夏承焘在《域外词选》序言中称赞他：“日

本词人为苏辛派词，当无出槐南右者。”他有

《酹江月》“题髯苏大江东去词后”，与苏轼

进行跨时空的对话：“我思坡老，铁绰板歌，

是森然芒角。便把大江东去意，试问南飞乌鹊。

斜月荧荧，明星烂烂，撑住曹瞒槊。人生知几，

仰天长啸寥廓。   渠固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也，

江山犹昨。君岂灰飞烟灭去，剩此文章卓犖。

曲误谁知，词成自笑，杯影鬚眉落。小乔佳婿，

向人频顾遮莫。”1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通过咏怀历史，抒发了自己仕途遭贬后的人生

感慨。槐南此词用苏轼词调凭吊苏轼，一方面

揣摩苏轼创作该词时的心路历程，对其虽深有

抱负而在现实中怀才不遇的境遇表示同情。另

一方面对苏轼的人格魅力和风流才情作了高度

的评价，称其“文章卓荦”，为“一世之雄”，

不会“灰飞烟灭”，作者可称是东坡的“异代

知己”。模仿苏轼此调的还有本田种竹（1862-

1907）的《大江东去》“鸿台怀古”二阕，久

保天随（1875- ？）的《大江东去》“鸿台怀古”，

铃木豹轩（1880-1963）的《念奴娇》“汴京怀古”，

这些也都是怀古词，沉浑郁藉，充满悲剧气氛，

与苏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本田种竹被称为“怀

古博士”，他的怀古词不是凭空怀想，而是进

行实地考察后有感而作。矢土锦山为他写《送

本田种竹游清国序》：“嗟乎三代邈矣，秦汉

三国六朝唐宋元明历代掌故，与夫遗事逸话，

种竹之所潜研暗练，而今身亲经历其土地山川，

汲古斟今，俯仰感慨，出诸得意擅长之诗，其

语惊人者，果何如哉！”2 他实地西游中国，其

怀古词更具真情实感，所以森川竹磎在《氐洲

第一·题本田种竹怀古诗后》评曰：“种竹先生，

怀古博士，人疑语有神助。百里江山，千年胜败，

感慨无端暗聚。”3 久保天随的《大江东去》“鸿

台怀古”，与本田种竹词异曲同工，词云：“谩

教竖子成名，宁非战罪，试问城池迹。红叶夕

阳金碧古，形胜依然崖壁。风学喊声，云欺旆

影，今古当场剧。龙愁鼍愤，暮潮呜咽哀激。”4

作者将历史和现实并置，写景与抒情结合，抒

发了江山依旧、物是人非之感。铃木豹轩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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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娇·汴京怀古》，也是实地游历之作，词中

云：“断雁迷云，斜阳无力，芦荻花喷雪。……

万乘天子轻狂，狭邪微服，启奸臣间发。”5 该

词写景抒情，一如苏词，有对历史深沉的悲慨。

铃木还有《水调歌头》 “对月怀人”，也是模

仿苏调之作。词中云：“今夕是何夕，明月照

关山。碧空烟断尘散，万里镜光寒。……鹊惊起，

星灭没，夜漫漫。汝如有意，须向他日照团栾。

天上仙娥孤冷，地上幽人悬隔，别易会常难。”6

与苏词一样，境界高远开阔，通过天人对话，

表达了月圆而人不圆的别愁离恨。

其次是用韵，即按照苏轼词的韵脚来进行

创作。如林读耕斋（1625-1663）有次韵苏轼的

《满庭芳·警世》词；野村篁园（1774-1843）

有次韵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梅岩蓉湖枉过，

词以记喜，用坡老韵。”森川竹磎（1869-1918）

有次韵苏轼的《劝金船》“送横川唐阳赴任丰

桥，用苏东坡原韵。”铃木豹轩有次韵苏轼的《念

奴娇·汴京怀古》。这些词不光是次韵，大都

也是以苏轼词为范本来进行创作的。有的步韵，

和苏轼原作韵字相同且次序一致，如林读耕斋

的《满庭芳·警世》词 7，规劝世人要超脱名利，

起首“来往风尘，繁华名利，营求更是匆忙”，

词意就脱自苏词。苏轼的《满庭芳》词，写于

黄州，是在其人生受到巨大挫折后，表现其内

心宠辱皆忘的情怀之作，起首就是“蜗角虚名，

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以议论为主。该

词韵脚“忙、强、狂、场、妨、长、张、芳”，

两首词完全一样。又如森川竹磎的《劝金船》

“送横川唐阳赴任丰桥，用苏东坡原韵”：“风

流辇毂之诗客，坐上皆曾识。金船劝酒君休却，

这欢聚难得。柳色微黄，又近艳阳三月……”8，

和苏轼的《劝金船》一样，几乎是句句用韵：“无

情流水多情客，劝我如曾识。杯行到手休辞却，

这公道难得。曲水池上，小字更书年月……”

有的依韵，即和作韵字和苏词韵字属同一韵部。

如铃木豹轩的《念奴娇·汴京怀古》，用苏轼

词韵，保留了苏词的部分韵字，但又突破了苏

词韵字的范围。高野竹隐的《水调歌头》（天

风吹散发）、坂口五峰的《水调歌头》（海郭

晓晴爽）也是这样，用苏轼《水调歌头》（安

石在东海）的同部词韵。

再次是仿意。仿意是指借用、模仿苏轼词

的语词、句式、立意、风格来进行创作。有的

直接效仿，撷取苏轼词中的经典语词，与自己

的语词聚合，表达其相似情怀。如用“琼楼玉

宇”：森槐南的《水调歌头》“摩垒晓风残月，

接武琼楼玉宇，酒醒不胜寒。”高野竹隐的《水

龙吟》：“料琼楼玉宇，高寒空共，月明千里。”（此

处还化用苏轼的《水调歌头》“高处不胜寒……

千里共婵娟”）用“大江东去”：森槐南的《酹

江月》：“便把大江东去意，试问南飞乌鹊。”

森川竹磎的《水龙吟》：“拍手高歌，大江东去，

此情谁会”等。用“千古风流人物”：森川竹

磎的《酹江月》：“那况如今俄顷失，千古风

流人物。”用“灰飞烟灭”：森槐南的《酹江月》：

图 1.1 苏轼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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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岂灰飞烟灭去，剩此文章卓犖。”用“酹

江月”：森川竹磎的《酹江月》：“真堪悲矣，

为君谁酹江月。”有的是学句法，对苏轼词中

的经典句法进行效仿。如对苏轼《水调歌头》

中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

胜寒”的模仿，有高野竹隐的《水调歌头》云：“我

欲乘槎去，招手海边鸥。”森川竹磎的《水调

歌头·琵琶湖上赋》云：“我欲横吹铁笛，乍

可呼醉仙客，对酒拍阑干。”效仿“高处不胜

寒”的，有森槐南的《水调歌头》云：“酒醒

不胜寒”。对苏轼《念奴娇》中“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模仿，如本田种竹

的《大江东去》：“犹想夜半衔枚，千兵乱水，

烟压寒江黑。”有的是对苏词的间接效仿。与

森槐南并称的词人有高野竹隐（1861-1921）、

森川竹磎，他们号称明治三大家，都喜欢学习

苏轼词。神田喜一郎在《日本填词史话》中评曰：

“槐南、竹隐、竹磎三人，除了学习此柔调之外，

还时时规摹苏辛的激越之调，一步二步地前进，

并达到了独行的程度。”9 如高野竹隐在其论词

绝句中云：“江湖载酒吊英雄，六代青山六扇篷。

铁板一声天欲裂，大江东去月明中。”10 表达

了对苏轼的敬仰之情，他的《水调歌头》云：“天

风吹散发，倚剑啸清秋。功名一念销尽，况又

古今愁。漫学宋悲潘恨，休效郊寒岛瘦，恐白

少年头。我欲乘槎去，招手海边鸥。     吹铁笛，

龙起舞，笑相酬。大呼李白何处，天姥梦游不？

杯浸琉璃千顷，月照山河一片，万古此沧州。

何似控黄鹤，飞过汉阳楼。”11 此词和苏轼的

《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仅依其韵，而且立意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苏

词开头云：“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

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

东还海道。”竹隐词中也出现了相同或相似的

意象和意境。下片的“杯浸琉璃千顷，月照山

河一片”，则和苏轼的《水调歌头》（落日绣

帘垂）中“一千顷，都镜净”，意象仿佛。“何

似控黄鹤，飞过汉阳楼”，与苏轼《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的“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句式相似。有的效仿已脱略苏词形迹，达到自

出机杼的地步。如森槐南的《水调歌头》：“文

章固小技，歌哭亦无端。非借他人杯酒，何以

沥胸肝。毕竟其微焉者，稍觉可怜而已，到此

急长叹。精神空费破，心血自摧残。   论填词，

板敲断，笛吹酸。声裂哀怨第四，犹道动人难。

摩垒晓风残月，接武琼楼玉宇，酒醒不胜寒。

谱就烛将灺，泪影蚀乌阑。”12 森槐南在这首

词中抒发自己的胸襟怀抱，表达其词学见解，

与苏轼一样，词的境界宏阔开放、豪健清雄。

日本词人对苏轼词的学习取法，主要是表

达服膺之意。他们从苏轼词中获得各种乐趣，

汲取其精华养料，最后自成一体，取得大小不

等的成绩。我们通过对日本词和苏轼词的比较

考察，可以看到东坡词的杰出成就，不仅沾溉

国人，而且产生的世界性影响，同时加深对日

本词学的理解。

                                      责任编辑：钱吴越

                                      校对编辑：宋   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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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第 319 页。

11 张珍怀《日本三家词笺注》，黄山书社 2009 年，

第 121 页。

12 张珍怀《日本三家词笺注》，黄山书社 2009 年，

第 9 页。

图 1.2  苏轼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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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性学术话语：内涵与路径

□庄友刚

作者简介：庄友刚，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城市哲学

研究。

关于原创性学术话语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

一个热点话题。什么事原创性学术话语？为什

么要强调原创性学术话语？怎样才能建构原创

性的学术话语？这里谈一点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供学界同仁参考并欢迎讨论。

一、为什么需要原创性学术话语？

原创性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

机制、动力和特征。原创性是学术研究的根本

追求。我国学界关于原创性学术话语的热烈讨

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原创性学术话语的

强调根本上源自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要

求。

第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缺乏自己

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原创性学术话语的

建构。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学术界和学

术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深受外来理论尤

其是西方学术问题和理论话语的影响，缺乏自

己的学术问题意识，缺少学术问题的提炼。改

革开放前主要受到苏东地区理论观念和话语体

系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内西方的理论、

国外马克思主义甚至是自由主义等等一直主导

者我们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基本问题是别人归

纳提出的，基本话语体系是人家建构的，我们

只是在别人的问题和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做一些

丰富性的、完善性的调整。结合中国实践所进

行得理论阐释确实是学术创新的一个部分，对

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作用，但总是隔靴搔痒，不能真正深入、彻底

的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第二，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自己的理论指

导，这种理论诉求需要原创性学术话语的建构。

尽管在理论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争论，

先实践，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一方

面一个社会的发展不能永远处于“摸黑”的状态，

一时是可以的，但不能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另

一方面，当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要

求理论的跟进，形成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当然，

这其中也可以对既有理论进行创新性的阐释，

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原

创性理论的指导。

第三，与世界的对话与交流需要原创性话

语体系的建构。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世

图 2.1 《跨越风险社会》庄友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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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发展的无法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世

界发展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但

是，在与世界的对话与交流中，中国并没有形

成自己原创性的当代话语体系。要么以西方话

语为路径参与交流，要么搬出传统国学的老本。

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主战场，建

构具有时代特点的原创性话语体系成为根本要

求。

第四，正是由于没有建构起我们自己原创

性的学术话语体系，消极的后果日益显现。一

方面，我们的头脑成了国外思想的跑马场，理

论研究变成了西方理论的小贩，最多给所贩卖

的东西洒点水、加点营养液，使这些贩卖品看

起来更适合消费罢了。另一方面，这些舶来品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给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

用姑且不论，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此产生的文化

和意识形态风险。民族的精神首先表现为民族

的文化精神，而缺乏原创性话语的民族文化精

神是模糊的、不清晰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发展

首先表现为民族原创性的话语体系的建构。

二、什么样的学术话语才是原创性的学术话语？

学术创新在理论视野、学术观点、研究视角、

研究方法、使用材料、论证方式等等各个方面

表现出来，都是实践基础上艰苦的脑力劳动的

结果。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创新都具有原创

的性质，新论点、新方法、新材料、新论证等

等都是前所未有或是前所未及的。也就是说，

从无到有的发展，或者某种研究方式即使已经

存在但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认识推进到一个新

的高度，这些都带有原创的性质。

学界热论的学术话语的原创性，不是就一

般的学术创新的意义而言的，而着重指新学术

问题的提炼，新学术论域的形成和新学术话语

体系的建构。

新学术问题的提炼，在内容上要反映现时

代，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不能

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学术话语不

是我们所需要的学术话语。在形式上，新学术

问题的表达应凝练、明确，并且能够引发诸多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的共鸣。原创性的东西

不是个体的自我欣赏或是自我娱乐的心灵鸡汤，

没有学术的呼应和共鸣，难以称之为原创性学

术。这种学术的呼应不仅仅指学科内部的回应

也包括相关学科的共鸣，真正原创性的学术其

影响一定是跨学科的。

新学术论域的形成，一方面是理论思想谱

系延续的产物，是对以往问题域的继承，另一

方面又是既有思想基础上问题域的开拓。这样

的问题域是以往的研究所没有概括出来的，相

对于以往的问题域而言既是一种断裂又是一种

延续。新论域的形成不是无中生有的苦思冥想

的结果，而恰恰植根于现实的基础，正如马克

思所指出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

任务。需要注意的是，问题域不同于单个的具

体问题，问题域是由一系列有着密切内在逻辑

关联的问题构成的。

图 2.2 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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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表现为新的范畴

形式、新的理论表达、新的逻辑构架。新的学

术话语体系首先是指理论内容的新，刻意追求

新术语、新范畴而没有实质的新内容，即使博

取了一时的眼球，也只是昙花一现。新的学术

话语势必表现为新的术语表达，更根本的在于

内容实质的创新。与此同时，新的话语体系也

表现为论证逻辑的重构。原创之为原创，一个

重要的方面即在于阐释逻辑的变革和更新，如

果依然保持既有理论的阐释逻辑，那么，就又

回到了既有理论的阐释构架中去了，根本上仍

然是以旧体系解答新问题，而不是我们所预期

的原创性话语。

三、原创性学术话语建构的历史路径

正是由于原创性的这些特点和要求，对于

学界而言，实现一般性的学术创新是相对容易

的，新论点、新方法、新视角、新论证、新材

料等等，实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创新，都

达到了创新的要求，但是真正实现学术的原创

性、建构起原创性学术话语体系，相对而言则

要艰难得多。

原创性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必然要求众多

的人的参与。原创性的学术必然以相应的社会

实践为基础，这首先需要对社会实践的发展进

行一层层的归纳、概括和提炼，在经历不断地

的沉淀和凝练之后，才能真正形成原创性质的

学术话语。因此，原创学术话语的形成必然要

求众多人的参与才能真正形成原创效应。另一

方面，尽管原创学术话语的形成过程需要有众

多研究者的参与，但是最终完成这种建构并明

确提出这一话语体系的必然是少数人。不否认

众多研究者的学术贡献，但是不能把他们的研

究成果都视为原创性的。原创性的学术话语体

系只是和少数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原创性的学

术话语体系是有少数人凝练、提出的，然而原

创效应的形成还必须有众多研究者的参与，要

由他们对这种原创性的学术话语进行进一步的

丰富、阐发。这时，原创性学术话语体系的建

构和发展呈现出学术思潮或学术派别的特征。

胡塞尔只有一个，但是如果没有众多的人对其

思想的阐释和深化，胡塞尔也就不成其为胡塞

尔。原创话语的提出是少数人，但是原创效应

的形成单靠个人的力量无法造就。原创性学术

话语体系的建构即需要“胡塞尔”，也需要“胡

塞尔主义者”。不可能每个研究者都成为“胡

塞尔”，但是可以成为“胡塞尔主义者”。

正是这种多与一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原创

性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路径。我们强调原

创，呼唤原创，但是要辩证看待原创学术与一

般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既不能轻易地把某种

学术创新片面抬升到学术原创性的地位，那样

只会把原创的要求庸俗化，也不能任意忽视和

遮蔽某种学术创新的原创性质，而需要共同的

呵护和培育，使之从幼苗成长成为参天大树。

                                             责任编辑：吴栩薇

                                             校对编辑：钱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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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联：中外史学交流的使者

□张井梅

作者简介：张井梅，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在现当代中外史学交流中，出版机构功莫

大焉，倘如是，创办于 1897 年的商务印书馆是

绕不过的。百余年来，它汇文化名流、聚学者

才俊，致力于文化传播的神圣使命，行走在中

外（西）史学交流的路上。在行程中，我们看

到了领路者之一、被商务称之为“赋予我馆鼎

力支持”的先贤张芝联先生（1918—2008）。

回望张先生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深厚友

谊”，竟然可以追溯到 1948 年，当时商务翻

译出版一套 12 册的“英国文化丛书”，其中

《 英 国 大 学》（E. Barker） 的 译 者 便 是 张 先

生，译笔之流畅典雅，深得广大读者喜爱。此

后，双方又陆陆续续合作了 5 部著作：《1815—

1870 年的英国》（资料，1961）、《戴高乐将

军 之 死 》（J. Mauriac，1973，1990）、《 法

国 史》（C. Seignobos，1964）、《 旧 制 度 与

法 国 大 革 命 》（A. de. Tocqueville，1992）

和《Renewed Encounter: Selected Speeches 

and Essays, 1979—1999》（ 张 芝 联 讲 演 精 选

（1979—1999），2000），尤以最后一部给人

印象最为深刻。

印象深刻之处在于：其一，商务印书馆很

少用外文印行中国学人的著述，但这本英、法

文的讲演集却是个例外。其二，讲演集收录的

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张先生在国外各大学、学术

机构（诸如巴黎第一大学、威尼斯大学、柏林

自由大学、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以及布

加勒斯特 [Bucharest]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等）发

表的讲演和论文，所到国家之多，实为当时学

人之最。张先生在《中国面向世界》中曾言：“我

也有机会多次重访西方国家：1979—1986 年曾

五次访问法国（连同 1947、1956 年，共七次），

两次访问意大利、英国、美国、联邦德国，一

次访问荷兰和瑞士，也去过罗马尼亚和民主德

国，除了恢复旧交，我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

其三，就讲演集的内容而言，主要是向国外介

绍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向国内介绍法

国历史、法国史学流派、以及考察历史上中外

两种文明的接触与互动。正是由于张先生在促

进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和中法文化交流上的贡献，

1985 年荣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可 以 说，《 张 芝 联 讲 演 精 选（1979—

1999）》已成为历史变迁的见证，形象地诠释

了张先生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这一身

份认同。董建成（Tung Chee Chen）在序言中

写道：“书名‘恢复接触’，生动描绘出作者

努力恢复双方文化连结的那种情感；该书忠实

地记录了作者近 20 年来的学术历程。”1

其实从上个世纪 40 年代开始，张先生就

图 3.1 张芝联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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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学界友好往来。他曾在 1946 年 9 月至

1947 年夏于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学

习，然后受邀前往法国，参加巴黎教科文组织

举办的“国际了解讨论会”。后于 1956 年 9 月

2 日至 8 日开启第二次欧洲之行，是时，“第

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在法国巴黎南部万维区

的米许勒中学召开。中国作为受邀方，派谴四

名代表前往参加，分别是团长翦伯赞，团员周

一良、夏鼐、张芝联。这次会议上，张芝联先

生既当代表，又兼联络和翻译，结识了大量朋友，

他们日后在国际汉学界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贡献。

正是以此为起点，张先生与国际汉学结下了不

解之缘；也正是以此为起点，张先生开始介绍

和研究当代西方史学。《我的学术道路》（代序）

中，这样记述：“我对当代西方史学的研究和

介绍开始于 1956 年，当时《历史研究》杂志编

辑认为我国史学家缺乏对外国史学著作和思潮

的了解，有必要作些评介，于是约我撰稿……

每期提供一二篇介绍国外史学动态的文章和书

评，总计有一二十篇，起到了开阔眼界的作用。”3

这里，我们不能忽略张先生在中法汉学研

究所工作的那段时光（1942—1944），它加深

了张先生对中外文化特别是对法国汉学的理解

和认知。在此期间，张先生的主要工作是编译

汉学论文提要和展览会目录，同时从事中国古

代史和史学研究，吸取法国汉学成果，广泛

涉猎西方史学典籍。也是在此期间，张先生

结识了法国学者、外交家、艺术家佘敷华先生

（Francois Geoffroy-Dechaume），并与他发展

出一段跨越国别、超越生死的深厚友情。《中

国面向世界》一书记述了他们的交往过程及亲

密友谊。乐黛云教授在《中法人民友谊的历史

文化见证》中，写道：“佘敷华给唐林的八封

信，情深意切，感人至深。唐林是在 1974 年才

辗转看到这些信的。他原以为最晚在 1977 年可

以再次与老友相见，但命运却作了另一种安排。

在悲痛之余，唐林为了满足好友生前的愿望，

给他写了八封回信。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作

为精神交流，聊以自慰。”3 这种感人肺腑的个

人情谊，进一步延展到对彼此文化的热爱。佘

敷华的写作意图，即从各个不同角度论述中西

文化的异同，强调西方人应该了解中国的千年

优良文化传统；张先生的表现要更为明显，他

对法国文化的热爱、对西方文化的热爱，已经

完全融入血液之中，他以后几十年的身体力行，

充分印证了他的生命旨趣和他的学术追求的合

二为一。

众所周知，张先生是最早介绍法国年鉴学

派进入中国的。当时，中国由于将近二十年的

自我封锁，与国际史学相互隔膜、严重脱节。

因此，要发展中国史学，中国史学家必须开阔

眼界，吸收国外史学研究的精华。张先生撰写

的第一篇介绍文章《法国年鉴学派简介》，发

表于《法国史通讯》1978 年第 1 期，后收入《从

高卢到戴高乐》一书；此外，还翻译了玛丽安·巴

斯蒂（M. Bastid-Bruguière）的《法国历史研

究和当代主要思潮》，连载在《世界史研究动态》

1979 年第 2、3 期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年鉴

学派。在向中国输入年鉴学派的学人中，张先

生拥有的便利条件恐怕无人能及，原因在于他

“与年鉴学派的许多领导人物，有私人之间的

交谊”4。所以，相比而言，他对年鉴学派的认

知更直观更确切，也更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年

鉴学派的精髓。这里仅以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人

物厄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和

布罗代尔为例进行说明。

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法国计量史学派领

袖和系列史研究的先驱，因其与年鉴学派的合

作研究，姑且把他列入年鉴学派第二阶段的知

名人物。1979 年 5 月，张先生应邀前往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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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大学讲学，顺道访法，接受巴黎第一大

学的邀请，进行了为期三周的科学考察。5 月

31 日，张先生拜访拉布鲁斯教授，两位饱读诗

书、热爱彼此文化的学者一见如故，兴致勃勃

地交谈起双方国家的变化、世界局势的变迁等

话题。临行，拉布鲁斯教授还赠送一篇为纪念

1848 年革命一百周年而作、早已绝版的论文：

《1848—1830—1789：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这次造访，不仅为张先生亲身体验法国史学、

特别是法国最新历史科学成就提供便利，进一

步而言，为以后张先生研究法国大革命及其史

学也创造了条件。

1982 年，张先生开始与法国人类科学院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或称人

文科学之家）合作。同年春，经巴黎第一大学

校长阿维莱尔夫人（Helene Ahrweiler）的介绍

结识布罗代尔，从他那里获得 5 名赴法进修奖

学金，并和他的副手埃莱尔（Heller）、埃马尔

（Aymard）、和让多（Gentot）夫人保持联系。

1985 年 11 月布罗代尔去世，为悼念他，张先

生撰写《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一文，

既充分肯定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三分法”是

一项独特的创造，又中肯批评布罗代尔以及年

鉴学派的弱点。显然，张先生对布罗代尔的解读，

已从单纯的介绍层面上升至历史思想研究这一

高度了，并且秉承客观的治史态度，对布罗代

尔的理论既有赞赏又有批评，主张中国史学界

有针对性地吸收国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一

点，即使是现今的中国学界，也应该始终如一

地贯彻执行。

由对年鉴学派的引介、研究，张先生逐渐

将重点转移到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建设方面。比

较而言，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基础薄弱，在资料、

文献和研究成果方面与国外差距很大。像张先

生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具有浓厚的忧国忧民意

识，当看到中国的研究状况落后时，勇敢地承

担起建设“中国法国史研究”这一重任。从张

先生的著作和论述中，我们知道他对法国史有

种特殊的“情结”所在，年轻时就着迷法国文

学，后来逐步延伸到对法国历史和现状的兴趣，

再以后的多次访问法国又加深了对法国民族文

化的认识，最终“与法国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张先生为首的众多学者的努力下，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开始有所起色，

并逐渐取得成绩，为世人瞩目。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成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在中国法

国史研究的历史上，1978 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10 月，北京、上海、杭州等地 18 个单位 24 名

法国史工作者在上海聚会，倡议成立法国史研

究会，推选筹备小组，讨论研究会宗旨和任务，

决定出版会刊《法国史通讯》；11 月，《法国

史通讯》第一期创刊号出版；同时，一些大学

和科研机构恢复并扩大研究生招收工作，开始

招收法国史研究生。1979 年 8 月 25 日—30 日，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在哈尔滨举行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学术年会，全国 20 个单位 42 名代表

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是全国性专门研究法国史

的学术团体，在推动与开展我国法国史的研究

和教学、加强与国外同行的联系等方面起到重

要作用。自此，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开始了崭新图 3.2 费尔南·布罗代尔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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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篇章。从 1979 年到 1988 年这十年，法国史

研究成果丰硕，“出版著译 166 种，发表论文

1380 篇，年均出书 16 种，超过前 30 年 5 倍以上，

年均论文 138 篇，比前 30 年增长 10 倍。”5 现

今，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俨然作为一支中坚力量，

活跃在国内外各大学术舞台上，为生机盎然的

中法关系增姿添色！

第二，培养人才、薪火传承。任何学科领

域要想保持长久的活力，必须具备专门从事科

学研究的学术梯队。张先生深谙此理，非常注

重学生的培养。他一方面尽可能地把学生送出

国门进修，使他们成为教学、研究的骨干人才；

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邀请外国专家来我国访

学演讲，让中国学者有机会接触外国同行，相

互交流切磋。

作为教育者，张先生常引用他父亲张寿镛

先生的话自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

也。”他培养的第一批法国史硕士研究生于

1981 年毕业，两名博士研究生分别于 1987 年

和 1989 年毕业，他们都走上了教学和研究岗

位，继续专攻法国史，成绩优异。上文提及的

与布罗代尔结识，获得 5 名赴法进修奖学金，

分别给了复旦大学金重远、杭州大学郑德第、

中央编译局顾良等人。此外，经张先生推荐，

还有一些学者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柏林自

由大学、美国 J. 霍普金斯大学、纽约新社会

研究所、锡拉丘兹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

学位或短期进修。除了送出去，还有请进来。

张 先 生 在《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

一文中，列出了 30 多位他邀请访华讲学的西

方史学家名单，有杜比（Georges Duby）、阿

维莱尔夫人、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孚雷

（Francois Furet）、索布尔（Albert Soboul）、

伏维尔（Michel Vovelle）、埃马尔、贝达里达

（Francois Bedarida）、维拉尔（Willard）等，

汉学家还不包括在内，其中有些成为国内研究

生导师或客座教授，继续与我国大学及研究所

保持联系。6

第三，出版著作、发表论述。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起，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进入了崭新

阶段，无论研究的广度、深度，还是科研成果

的数量，都开创了空前的新局面。中国法国史

研究会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

中全部法国史条目的撰写任务，张先生负责法

国史概述。同时，张先生主编了我国第一部《法

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以翔

实的资料、独到的见解、新颖的体系赢得诸多

专家的赞誉；也是在 1988 年，出版了专集《从

高卢到戴高乐》，收集有关法国历史、中法关系、

法国大革命、法国史学与史学家等方面 16 篇论

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我国史学界特别

是世界史史学的科研工作的成就与发展。1995

年，出版第二本专集《从〈通鉴〉到人权研究》，

汇纂了张先生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史、中国史

学、法国史、西方史学、中外关系、人权问题、

教学改革方面的研究成果。2000 年，商务印书

馆出版他的英、法文讲演论文集《恢复接触》。

图 3.3

《法国史论集》《中国面向世界》

《我的学术道路》 《二十年来演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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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北京三联书店将其毕生治学的部分精

华汇集成四册书：《二十年来演讲录》、《中

国面向世界》、《法国史论集》和《我的学术

道路》。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仿佛能听到张先

生为变革中的中国而发出的铿锵有力的呼声，

仿佛能看到张先生为中外文化之间的沟通和融

合而奔波的匆忙身影。

张先生素有“学术交流大使”之美誉，以

自身的学养和魅力，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

了重要贡献。张先生的学术人生，正如高毅教

授所总结：“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对于历史

学术的终生不渝的高雅嗜好，而且还有一种对

于中华历史学术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甚至还有

一种力图推动人类史学事业进步的世界公民情

怀。这样的学术人生，理应成为所有青年学子

的楷模。”

责任编辑：王明敏

校对编辑：黄奕扬

 1Zhang Zhilian, Renewed Encounter: Selected Speeches 

and Essays, 1979-1999,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Foreword, p. 2.

2 张芝联：《我的学术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07 年版，代序第 19、14 页。

3 佘敷华、张芝联：《中国面向世界：中法友谊的历

史文化见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

第 310 页。

4 王晴佳：《张芝联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载《史

学理论研究》，2008 年第 4 期。

5 楼均信：《中国法国史研究五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载《浙江学刊》，2000 年第 1 期。

6 Zhang Zhilian, Renewed Encounter: Selected Speeches 

and Essays, 1979-1999,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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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冠”时期：积极环境的解释与建构

□吴继霞

作者简介：吴继霞，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教授。

当我开始在电脑上写这篇文章时，我和书

院的同学在线上已经有过多次交流。我在上课，

其实也是在和同学们对话。困扰你我他的新冠

肺炎，在新春佳节之际弥漫。如果不是这一重

大疫情，我们肯定在课堂上谈笑风生了。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不期然而来的。即

便是我这样一个研究心理学的学者，在突如其

来的疫情面前，也一时间恐慌。恐慌是不可避

免的心理状态，但克服恐慌，则是我所说的积

极心理学无时无刻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当我这样思考时，我其实也在完成自己研

究的转向。这些年来，我侧重基础心理学研究，

逐渐关注社区心理问题，试图将学术研究与现

代社会治理相结合，以改造人心。无论是在线

应对疫情期间的心理咨询，还是戴着口罩和苏

州慈善总会商讨撰写新冠时期心理辅导手册，

我都意识到，积极心理学将有效抚慰新冠带给

我们的心理创伤。

现在我们天各一方。疫情尚未结束，因疫

情产生的心理问题可能会比疫情更长久。在我

们谈论焦虑、烦躁、散淡等心理状态时，我们

已经在文化视野中来面对我们的精神现象。我

们如何坦然面对疫情带来的不便，变得积极？

如何为开学做好心理准备？如何在开学后重构

我们曾经熟悉但可能会发生变化的交往方式？

都是我们现在需要一起讨论的问题。我现在和

同学们交流以下的想法：

一、传播信念，以积极的方式看世界

1. 信念是自我兑现的预言

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 L. 雅各布森于

1968 年通过实验发现并命名了“罗森塔尔效

应”，也称“期望效应”，主要指的是教师对

学生的殷切希望能戏剧性地收到预期效果的现

象。此效应在生活中也时有发生，比如疫情逼

迫老师们当上了网络主播，有的还成了“网红”

主播。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学生，如何通过与

传统教学不一样的方式把教学理念更好地传递

给学生，这是老师们的信念。也就是说，当你

对一件事进行预言或者解释之后，你往往就会

把事情的发展，按照自己预言和解释的方向推

进，结果预言就这样自己兑现了自己。信念是

可以传递的，你们也要设想，近期、中期和远

期你们将会如何，然后通过努力去完成自己的

期待，践行自己的信念，就是自我兑现的过程。

2. 积极的方式看世界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会受到自己观念的冲

击。我们如何理解抗疫？以下有很多解释：抗

疫就是一场战争。过去打仗叫战役，这次打仗

叫战疫；过去战争靠大炮，这次战争靠口罩；

过去打仗要攻城，这次打仗要封城；过去出征

是前进，这次出征是逆行；过去打仗用战士，

这次打仗用护士；过去敌来钻地道，这次敌来

钻被窝！观念在世界的变动中调整，然后又重

新解释世界，重新解释世界就是在新的坐标中

重新认识自己。

对新冠病毒的认识，《环球网》近期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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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篇题为《换个角度看，这就是世界大战！》

的文章。这次的战疫，不再是人类与人类的自

相残杀，也不是外星人突然入侵地球，而是病

毒对人类发动了全面进攻。2020 年，庚子年，

人类不得不进行悲壮的武汉保卫战、意大利保

卫战、伊朗保卫战……这是一次非常规的战争，

战争还在惨烈进行中。它有十个观察维度：第

一，这都是规模宏大的战争；第二，战争形态

有重大变化；第三，战争在多个维度爆发；第四，

武汉保卫战最关键；第五，中国率先成功反击；

第六，中心战场已发生变化；第七，保卫战方

式大不同；第八，有贻误战机，也有绥靖政策；

第九，人类必须真正联合起来；第十，战争必

然改变世界格局。

在进入“后新冠”时代后，我们应该有哪

些重要的经验和收获？第一，勤洗手；第二，

分餐制；第三，公共场合，多戴口罩；第四，

中国人的社交礼仪，拱手礼！保持距离；第五，

手套，可能会重新流行；第六，云课堂、视频

会议将成为我们学习、工作的一部分；第七，

触屏时代，可能会成为过去式。声控时代，可

能会提前来临。

二、从我做起，以行动诠释积极的意义

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的主人公为了不

让儿子幼小的心灵受到打击与伤害，在集中营

的暗无天日中，即使在最后枪声响起死亡来临

的那一刻，他依然在为儿子编造着一个美好的

幻想：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游戏，游戏的

奖励是一辆崭新的坦克。也正是因为这一个美

丽的谎言，小男孩才能够一直坚持到最后，最

终他真的在街上看到坦克的奇迹。这是父爱的

奇迹，对生活的热爱的奇迹，对生命诊视的奇迹。

相比于集中营暗无天日的生活，我们身陷

疫情的日子可以怎么度过？这里要讲一点关于

我自己的故事了。媒体关于疫情的公布及限行

的通知时间是在大年三十前夕，正月初二去南

通娘家拜年是我们家每年隆重的日子，但是因

为疫情我们取消了行程。我能感觉年迈父母的

失落与无奈，也纠结在对“孝顺”的新的诠释

中，而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决定是对的，

大家也因此释然。心理学专业的敏感性，让我

尽快恢复到自己原来的生活秩序中，除了不能

出门，全家人的生活秩序没有乱。但身处疫情，

除了完成作为教师的本职工作，我还可以为疫

情下的民众做些什么专业的事呢？因为我明白，

助人者快乐！

首先，积极撰写心理抗疫公众建议和论文。

1.31 开始，我组织自己的研究生团队积极撰写

心理抗疫公众建议和论文 9 篇。其中 3 篇分别

发布在“诚信心世界”、“舒心会”的公众号上，

3 篇投稿至江苏省心理学会组织的论文集（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还有 3 篇论文投稿至报刊。

其次，组织成立了“苏州市心理学会新型

冠状病毒 2019-nCov 疫情紧急心理援助服务工

作组”。作为苏州市心理学会理事长，我于 2.3

组织成立了此工作组，并担任组长。目的是想

通过发挥学会各专委员会的专业优势，帮助苏

州广大市民朋友能顺利渡过此次突发公共卫生

图 4.1 电影《美丽人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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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事件危机。

第三，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报名成为武汉

抗疫心理援助志愿者。本人是国家注册督导师

（19D-060）, 现在是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

援助热线平台志愿者，由最初做热线接线员到

现在每周一次负责督导工作（周二下午），每

周三晚上参与督导活动进行同行交流。

第四，积极做好公益科普讲座。受北京“幸

福公益”项目总监王晓丽的邀请，我于 3.19 上

午 10：00-11:30 进行了《“后新冠”时期：积

极环境的解释与建构》讲座。现在公众号上已

有回放。

第五，主持《“后新冠”时期，苏州返岗、

社区工作者和学生心理防护指导》项目。我受

苏州市慈善总会委托，主持和完成了此项目的

三本口袋书：《社区工作者心理防护 20 问》、

《中小学生心理调适 20 问》和《员工心理关爱

20 问》，目前已由苏州古吴轩出版社负责印刷

和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了。

我和团队的这些努力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但温暖了别人，也温暖了自己。

三、立足当下，以新人文观重构未来

疫情带来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需要有新的人文观来重新审视和建构我们的未

来 ：

1. 人与自然关系的解释和建构

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

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

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

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

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020 年的新型

冠状病毒，很可能来自野味。2003 年的 SARS

病毒，也曾因果子狸付出了沉重代价。一定程

度上，这是人们无节制贪食野味、忽视敬畏自

然的恶果。

我们现在的吃穿住行反应着我们的生活方

式，也反应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吃野味，穿皮草，

住精美的房子；养宠物，爱旅游。反应着人们

需求的多样性、复杂性……。

因此，我们要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之间具有一体性。恩格斯明确指出；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

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讲

的是敬畏自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今天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一定包含着对大自

然环境美的诉求。尊重生物多样性，敬畏自然。

适度节制，遵守环境伦理。

2. 人与社会关系的解释和建构

（1）人际与社会关系

关于抗疫我们看到是：和谐、合作的积极

环境的力量！全国一盘棋，合力抗疫情→人类

命运共同体；防控不松懈→复产复工，停课不

停学。因此，积极的国家制度、社区制度是我

们的希望。

（2）语言的表达方式，在灾难面前，有如

下褒义词：

逆行者：新的定义，好的表达——逆私情，

行公义。

逐光者：光的号召，逐光者，也在追逐中，

成为光明本身。

控制：社会处在高度的可控状态；个体情

绪调节，科学控制疫情，医学控制寿命。

专业性：与其歌颂女性的奉献，不如肯定

她们的专业。

（3）关于消极情绪的积极表达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江光荣《2020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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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事》中写道：焦虑从来没有这样深刻；恐

惧从来没有这样伟大；愤怒从来没有这样理性；

仇恨从来没有这样无力。

（4）后新冠时期的现实（人际）环境可以

积极建构吗？

主流媒体的作用，营造积极氛围：平凡人

的不平凡事迹；各行各业的努力。

我们每个人可以具体的建构积极的环境：

家庭环境；学习（校）环境；工作环境；社会（网

络）环境。

3. 人与自我关系的解释和建构

目前，我们所处的状况人与自我关系的解

释和建构，主要体现在个人的应对方式上：

（1）积极想象

积极想象其实是人们对负面信息的合理应

对方式，就是人们用积极的方式认识自己的倾

向。人们采用一种有偏好的方式过滤信息，支

持积极的信息进行登记和编码的选择性注意。

人们对有关自我的消极信息，很难提取或回忆

出来进行良性遗忘。

头脑是一个模拟器（Kosslyn, 1994）。我

们可以通过积极想象学校、班集体、宿舍美好

的场景，想象回到学校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在

头脑里进行场景模拟等等。我们一定会度过难

关的。

（2）乐观

积极心理学之父塞里格曼的研究证明，乐

观是可以学习的。

运用 ABCDE 技术改变悲观。ABC 理论（不

合理的信念导致悲观主义），A 事件：朋友不

打电话给我；B 信念：他不在乎我们的友谊，

因为我总是令人厌烦；C 结果：我的心情变得

非常糟糕。这里要注意引发消极情绪变化的那

些信念 B，以及它们与产生积极情绪变化的信

念之间的差异。D 辩论步骤：①寻找证据？可

以找出他在意这份友谊的证据，如过去 1 年中

我们每周见面 2-3 次；②其他可能？他可能在

忙别的事情，或遇到了麻烦；③隐含意义？就

算他不在意这份友谊，也不是世界末日，我还

有其他朋友，生活继续；④功用？如果认为他

因为某些暂时的麻烦而不是我的某些消极个人

品质才不给我打电话，这样想是否更有用？ E

效果：我现在感到快乐多一点，抑郁少一点。

运用此技术和朋友们一起练习效果会更好！

（3）希望

塞里格曼认为，希望是人类憧憬未来的心

理机制。希望主要是个人精神的追求或人生目

标的追求。怎样提高希望水平？

首先，确立目标和坚定信念。做一份自己

的职业生涯规划。

其次，积极行动。将目标分解成每年、月、

周和日的具体的任务，然后付诸行动。

我所说的这些未必全面，未必深刻，但如

果我们去做了，我们将会置身在我们参与创造

的积极环境中。

                                     责任编辑：钱吴越

                                     校对编辑：宋    衍

图 4.2  塞里格曼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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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ight of Word Game

by Bulei

"One thousand years from now, 
somebody will define a word 'Rotic'(r-o-
t-i-c) as 'a state of a woman's life who has 
no man in the center of her life'. This is a 
tribute to the year of 2018 to a man named 
Bulei, a Chinese scholar in Portland, 
Oregon, and the word was coined in 
Portland First Baptist Church in the 
basement at 8:30 pm, ha ha ha ha…"This 
is Paul's announcement to the people at 
my table.

It is one part of the Friday Events 
by FOCUS (a community-based service 
organization serv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After the dinner time, the host presented 
tonight's topic "Love is all around us" 
and said that Valentine's Day was next 
week and so it was a good time to talk 
about love, romance, relationships and all 
related things, and then he asked what was 
romance.

A heated discussion started among 
the eleven table groups. Sherrie, Linda, 
Paul, Jing and Breeze were at my table 
and we busted into tears at one another 
joke. When the same question was asked 
again, I was recommended to explain 
what romance was because mine might 
be funny and exotic. Without hesitation, I 
was encouraged to stand up and announce 

my answer in agreement:"Romance is 
denoting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Romans, 
and the Romans are not romantic because 
no man in their lives. Later on, some men 
came to the center of female Romans' 
lives, and love comes into being." later on, 
a new word was born. It is "rotic" which 
comes from "romantic", but "no man in 
the center". 

My definition to "rotic" is "a state of 
the lady or woman whose life center has 
no man". I exemplified Sherrie and Linda 
who are sisters and neither of them are 
married because no men come into their 
central life. When I said, "Linda, you are 
rotic, and you are a rotic lady," Linda 
laughed a lot. And then Paul beside me 
formally announced a new word was born 
as shown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story.

Actually, romance in a dictionary 
is a state of connection between two 
people that is brought about by thoughtful 
sentimental gestures that mean something 
to one or both parties; gestures that 
communicate care and understanding and 
love, as well as a desire to reach out and 
connect through the heart with a partner. 
"Linda, you are in the state of connection 
between physical YOU and spiritual YOU. 
The romantic partner is yourself." I did 
not know if my words hurt her or not.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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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 told me she was fine.
It was a wonderful night. Soon after, 

Bill Fry joined us for further discussion. 
He asked us how to pronounce the word 
"Yes", I said, "[yes]". He nodded and 
continued, "how to pronounce e-y-e-s", I 
blurted out, "[i:yes]". Everybody laughed.

Later on, Paul gave me a gift of a cup 
as a compliment for the present to him 
months ago when I painted a decorative 
artwork for him and his wife Barbara. It 
is a lathe work, a wood turning craft to be 
exact, so amazing. When I took the photos 
of the cup and Paul's hand to my wife and 
told her that my American friend Paul 
made it for me by himself and hurt his 
thumb, bleeding a lot, my wife insisted me 
to invite Paul and Babara to visit China 
someday for a trip and we would cover all 
their expense as a return of hospitality.

Afterwards, Sherrie, Linda and Breeze 
left my table for meeting others. Bill was 
interrupted by a Saudi Arabia guy, and 
Paul went towards the coffee counter. Just 
as I felt alone, Jim Bunch came to me 
and sat beside me, talking a lot about his 
living experience in Alaska and how he 
and his wife moved to Portland. Anyway, 
I had less interest in his story, but had a 
stronger curiosity about his explanation of 
"Alaska". 

Jim said, "The name Alaska originates 
from an Aleut word 'Alyeska', meaning 
'great  land' .  The Aleuts are people 
inhabiting the Aleutian Islands and 

western Alaska. Many state names trace 
their origin to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S. as Alaska 
and Hawaii are just like two big wings of 
the 'Lower 48' of America. Remove 'ask' 
in the middle of 'Alaska', you will find 
'ala', which means a pair of various wing 
like structures or processes, as the top of a 
hipbone or a side petal of certain flowers. 
So without asking, Alaska is the mass 
wing of America, extending to the Far 
East, keeping eyes to Russia, Japan and 
China." Oh, my, what amazing words!

J im's  words opened my eyes .  I 
remembered one Friday night before 
Christmas, he told me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ity of Chicago, and I was clearly 
impressed by his ridiculous interpretation: 
"The early pilgrims came to a place where 
the native chicken were willing to stay in 
a car, but the car won't go. So that place is 
called Chicago, meaning a 'Chicken-in-a- 
car, car-won't- go' place." Very interesting. 
How can a chicken drive a car and make it 
move? No way. 

Thinking back now, I found the 
funniest word that night would be "rotic", 
a state of a woman who has no man in 
the center of her life. I don't know if this 
creative word would become a "hot word" 
on the web. Maybe it could, maybe not. It 
depend on you guys who read this essay 
and have an intention to spread it out.

责任编辑：钱    婧

校对编辑：吴栩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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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150 年来上海松江话中奉母的唇齿化动因及过程

——兼论北部吴语中“奉微合流”的两个层次

□李心然 1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 1883 年法国传教士 Morrison 记录的松江语音，证明现代松江方言中奉母 [v]

的唇齿音特征，一部分是由于前、低元音的同化作用所致，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与见系字的互读以及

文白异读所致，二者在不同的语音层次上发生，却呈现出相同的语音面貌。由此与同样正在进行唇

齿化的微母一起，推动了北部吴语中的“奉微合流”由双唇音层次向唇齿音层次的过渡。

关键词：北部吴语、唇齿化、奉微合流、音变层次

作者简介：李心然，唐文治书院 16 级汉语言文学（基地）专业在读，研究方向为吴语方言学。

一、引言

钱 乃 荣（2003：11） 在 谈 到 近 200 年 来

上海方言的历时演变时，将法国传教士 George. 

Ernest. Morrison 所编写的《Lesçons ou Exercices 

de Langue Chinoise Dialect de Song-kiang》（译

作《松江话学习训练》，成书于 1883 年，以下

简称“松江”）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认为此

书反映了 19 世纪中后期上海县郊地区（松江县

及其周边）的语音面貌，并据此统计出一套包

含两个近音成分 [j]、[w] 在内的 25 声母体系，

其声母系统如下： 

p 半扁 pˈ 被拍 b 访白 m 马门 f 夫风 v父饭

t 朵东 tˈ 拖忒 d 头特 n 拿闹 l 梨栗

ts 嘴则 tsˈ 炒清 dʑ 舅近 s 婿爽 z 齐床

k 架供 kˈ 困刻 g 茄 ŋ 咬疟 h 火黑 ɦ 下红

ɳ 女人 j 阳园

w 妇镬

表 6.1 钱乃荣拟音声母表

表一中加粗的是钱乃荣（2003）对《松江》

一书中奉母的拟音。从其所列举的例字可看出，

奉母字分别对应 [v]、[w] 两个声母：

[v]：父奉饭奉；[w]：妇奉镬匣

钱乃荣将《松江》中一部分奉母字拟作唇齿

浊擦音 [v]，另一部分拟作零声母 [∅]，并说明了

在零声母位置上存在近音 2（approximant）成分

w。但钱先生在这里的阐述比较模糊，并未详

细分析将奉母构拟成两个声母的原因。而根据

Morrison 原书中的记录，奉母字分别使用小写

斜体的 w 和 v 来表示，关于奉母字究竟能否被

构拟为两个声母，本文拟在下一节作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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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匣母合口字原书中记载为 w，钱也

拟作 [w]，并认为这是阳调类零声母字在合口

呼前的介音，同样代表了近音成分。陈忠敏

（2015）认为这里的 w 实际音值应当构拟为 [ɦ],

如“画”wo[ɦo]，其出现条件仍旧为阳调类合

口零声母字。3

如前所述，钱乃荣将《松江》中的奉母拟

为浊擦音 [v] 与近音 [w]，笔者认为稍有不妥。

据赵元任先生（1928）的记录，松江话中奉母

字并未出现零声母的读音，而是将其记录为双

唇浊擦音 [β]，陶寰（2015：48）记录的老派

松江话中，奉母字也统一记为 [β]，只不过“这

个音在发音时带有唇齿作用”。4

据笔者对《松江》一书的统计与分析，其

中奉母字确实呈现出两种语音面貌，原书中分

别记 /w/ 与 /v/，但二者并不构成音位上的对

立 5，反而存在严格的互补关系：/w/ 只出现在

中后、高元音之前，而 /v/ 只出现在前、低元

音之前。因此我们拟将《松江》中奉母字构拟

为双唇浊擦音 [β]，而将 [v] 视作 [β] 的条件变

体，在特定的语音条件下出现，率先推动奉母

的唇齿化。

另外，赵元任（1928：82）在《现代吴语

的研究》中指出，上海话的非组字有和见系部

分声母混读的情况：“旧派‘h(u)，f ’常混 ( 忽

晓 = 拂非 )；‘w，v’常混 ( 王匣＝房奉 )，而新派

不大混。”胡明扬（2003:60）在《上海话一百

年来的若干变化》中也指出：自 20 世纪初以

来，上海方言中便存在着 v 与 ɦ（u）、f 与 h

（u）之间互读的情况，即非组字与见系字之间

的互读。如果单看与奉母的混读的情况，见系

声母中则以匣母居多，即匣母存在唇齿浊擦音

[v] 与喉音 [ɦ] 两读，而前者只出现在 [u] 韵母之

前 , 后者出现在 u- 介音之前。陈忠敏（1992）

在分析上海各地方言的历史人文背景时便指出：

“合口韵前非敷二母与晓母同音 , 奉微二母与

匣母同音，这是松江方言区的一大语音特征。”

正是由于匣母在合口呼前变得与奉母同音，才

导致了赵先生指出的奉、匣二母混读的情况，

同时也影响了奉母字的演变过程。

二、奉母唇齿化的两个动因

根据 Morrison（1883）原书中的记载，奉

母字呈现出 /w/、/v/ 两个语音面貌，不同于

Edkins（1853）《上海方言口语语法》的是，《松

江》中字母的斜体与大小写并不起区别意义的

作用。书中除句首位置采用斜体大写，其余部

分的 /w/、/v/ 均呈斜体小写。笔者根据统计，

对《松江》一书中出现的奉母字作出如下分类：

《松江》 摄 开合 等第 韵 原书记音 拟音

芙
遇 合 三 虞 wou [βou]

扶

浮

流 开 三 尤

weú [βu]

妇 wou [βou]

復 wo [βo]

*佛
臻 合 三

物 wé [βeʔ]
坟 文 wen [βəŋ]

房 宕 合 三 阳 waong [βɒŋ]

伏
通 合 三

屋 wo [βoʔ]
缝 钟 wong [βoŋ]

表 6.2.1 原书中声母记做 /w/ 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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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原书中声母记做 /v/ 的字

表 6.2.1 和表 6.2.2 列举了《松江》全书中

出现的奉母字，通过对比我们能够看出其中 /

w/ 和 /v/ 的区分大致以主元音舌位不同而呈现

出双唇、唇齿两种面貌。笔者将出现在后、高

元音之前的 /w/ 拟作双唇擦音 [β]，而将出现

在前、低元音前的 /v/ 拟作唇齿擦音 [v]，拟音

分析如下：

首先，根据现今老派松江话的读音（陶寰，

2015：48）来看，奉母字在后、高元音之前读

双唇擦音 [β]，而在前、低元音之前有唇齿化

的趋势。在现在中、新派松江话当中，奉母字

已经完成了唇齿化过程，全部读为 [v]。演变顺

序大致为前元音之前的奉母字率先完成唇齿化

过程，随后其他条件下的奉母字也并入唇齿音

[v] 之中，完成全体唇齿化的过程。

根据麦耘（2009:45）提出的唇齿化公式：

P>F/__j[v，- 前，+ 圆唇 ]6

其中 P 代表塞音（plosive），F 代表擦音

（fricative），即声母擦化的条件是出现在非前

元音或圆唇元音之前。那么反过来看的话，在中、

后元音之前或不圆唇元音之前，双唇音则依旧

保持自身的语音特征而不变为唇齿音。这同时

也符合语言的历时演变规律，中古的非组来源

于帮组，由于合口三等韵的影响而出现了唇齿

色彩，并使得塞音不断向擦音过渡，最终形成

唇齿擦音。但最开始的音值性音变并未影响到

整体的音系格局，只有到非组形成独立的音位

之时，人们所记录的语音面貌才会出现改变。

正是由于音系性音变（phonological change）是

在语音性音变（sound change）的基础之上发生

的 7，因此在双唇塞音（帮组）向唇齿擦音（非组）

过渡的过程中出现双唇擦音是符合音变规律的，

其过程大致可拟作：*b>bβ>bv>β>v。

其次，从发音音理上讲，双唇擦音在前、

低元音之前也有变化为唇齿擦音的趋势。双唇

擦音的收紧点在双唇，这是一个十分靠前的部

位，发音时在双唇之间保留有极小的空隙，

与呼出的气流形成摩擦。根据协同发音理论

（coarticulation），人类的发音器官在发第一个

音时，同时也在为发出后一个音做准备，因此

当双唇擦音与前、低元音相拼时，下颚会迅速

下移，由此带动了发音部位由双唇向下、后方

向移动，并向唇齿擦音演变。此外，正如中古精、

见组声母受到介音 i、y 所具有的 [+ 前 ]、[+ 舌

面接触 ] 的同化而演变成 [tɕ] 组一样，双唇的 [β]

也很容易受到 [ɛ]、[a] 所具有的 [+ 低 ]、[+ 前 ]

的同化而出现唇齿色彩。正是这一部分出现在

前、低元音之前的奉母字，率先推动了奉母的

唇齿化进程。

第三，笔者从日汉对音中找到了部分依据

和线索。日本学者森博达（1981）在分析《日

本书纪》（大致反映中国的唐代早、中期音系）

一书中的汉字音时，发现其中卷一至卷十三、

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三中的对音中有吴音成分的

《松江》 摄 开合 等第 韵 原书记音 拟音
凡

咸 开 三
凡 vè [vɛ]

犯 范 vè [vɛ]
烦

山 合 三
元 vè [vɛ]

饭 愿 vè [vɛ]
伐 月 va [vaʔ]
* 父 遇 合 三 虞 vou [v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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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他称之为“β 群”，而当时的汉语正处

于轻、重唇音分化的时期，这一发现有力证明

了帮组轻唇化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双唇擦音的阶

段。8

此外，白继宗（1984）在《唇音退化规律

与日语汉字读音》一文中提出了日语ハ（は）

行字音的演变过程，认为其经历了“唇音的退

化”，即唇音到喉音的演变。我们如果注意观

察ハ行音的发音的话，就会发现ハ行音的辅音

并不都是喉音 [h]。用国际音标来标记ハ、ヒ、

フ、ヘ、ホ的音值，分别写作 [ha]、[çi]、[ɸɰ]、

[he]、[ho]。非常明显，ヒ与フ的辅音并不是 [h]，

其中フ仍旧保留有双唇音的读法。有学者认为

这同样与前元音有关，即ハ行与前元音相拼的

辅音率先经历了“唇音的退化”，而与后元音

相拼的フ仍保留双唇音的面貌 9。而至于为何在

日语中ハ行会从唇音演变为喉音（ヒ、フ例外），

涉及到日语自身发音限制和演变规律，这里不

做详述，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同样说明了双唇

擦音在与前元音相拼时有后移的趋势。

通过具体的对音来看，我们知道汉语的唇

音字在日语中分别对应着ハ行、バ行和マ行，

其中奉母字所对应的日语发音分别为ハ和フ，

后者在现代日语中仍保持双唇擦音[ɸ]的读法，

并与《松江》中我们构拟为 [β] 的一批字有着

严格的对应关系：

　 扶 浮 妇 復 佛 坟 伏

《松江》原书 wou weú wou wo wé wen wo

拟音 [βou] [βɯ] [βou] [βo] [βeʔ] [βəŋ] [βoʔ]
日语吴音 フ フ フ フク ブツ フン フク

表 6.3.1 《松江》原书中的 /w/ 音位拟音及日语吴音对照 10

犯 烦 饭 伐 * 父

《松江》原书 vè vè vè va vou

拟音 [vɛ] [vɛ] [vɛ] [vaʔ] [vou]

日语吴音 ハン ハン ハン バッ フ

表 6.3.2 《松江》原书中的 /v/ 音位拟音及日语吴音对照

通过表 6.3.1 与表 6.3.2 的对比我们能够看

出，《松江》中的 /w/、/v/ 分别对应着日语

吴音中的“フ”与“ハ”，而在现代日语中，

/w/ 所对应的フ（ふ）仍读 [ɸɰ]，保留着双唇

音的面貌，因此我们将《松江》中的 /w/ 构拟

为双唇音 [β] 便不足为奇了。

前面论述了奉母字在前、低元音前由双唇

擦音变化为唇齿擦音的过程。此外，在其余一

批后、高元音前，没有变成唇齿擦音的字则是

受到与见系字的互读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进一

步推动了奉母字的唇齿化。如前所述，赵元任

（1928）指出匣母和奉母在北部吴语中存在混

读的现象，既然二者能够混读，那么必然存在

发音部位或实际音值上的相同或相近。赵先生

的调查时间大致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此

时在大部分吴语读音中，匣母在合口韵前都已

读作擦音 [β] 或喉音 ɦ（u）, 前者出现在 u 韵

母之前，后者出现在其他合口韵（-u 介音）之

前。11 这在音理上并不难解释，中古匣母大多

数学者构拟为软腭音 [ɣ]，当软腭音与 u 韵相拼

时，受圆唇作用的影响下颚上移，导致发音部

位前移而形成擦音 12。匣母在后高、圆唇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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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读作擦音的现象的现象很普遍，据赵的纪录，

在宝山、上海（县）、松江等地，匣母在后高

元音前全部变为 [β]，与奉母同音。而在浦东、

奉贤、以及对现代上海话影响很大的宁波方言

中，则进一步唇齿化，变化为 [v]，正是由于见

系匣母与奉母字的互读关系，使得匣母字的唇

齿化过程逐渐扩散到了奉母字上，也带动了后

高元音前的奉母字出现 [β]>[v] 的变化。

三、“奉微合流”中所见吴方言唇齿化

的层次性

奉微合流在吴方言里出现的时间很早，是

吴方言区别于北方方言的一条重要特征。李超

（2013）指出微母在北方方言里与影母、云母、

疑母产生合流，显示出合并的趋势，而南音中

却是微母和奉母相混。需要说明的是，奉微合

流并非所有奉、微母字的声母都同音，而是指

各自文读音的合流。笔者认为奉微的合流大致

发生在双唇音向唇齿音过渡之前。

明末清初的吴江戏曲家沈宠绥在《方音洗

冤考》中讲 :“此外尚有堪商者 : 如忘微、无微、

文微、万微诸字，中土呼为王喻、吴疑、浑匣、患匣，

吴下音同房奉、扶奉、焚奉、笵奉，此笑彼为土语，

彼嗤此为方言。”（字脚处中古字母为笔者所加）

“今洛土、吴中，明明地分隅正，且同是江以

南，如金陵等处，凡呼文微、武微、晚微、望微诸

音，已绝不带吴中口法，其他近而维扬、皖城，

远而山、陕、冀、燕、蜀、楚，又无处不以王匣、

吴晓之音呼忘微、无微之字，则统计幅员，宗房、

扶音什一，宗王、吴音者什固八九矣。”其中

的吴中、吴下都是今天的苏州、吴江等地。由

此可见，微母与匣母同音是“洛土”之音，而“吴

中”之音则是奉微合流；且全国大部分方言与

“洛土之音”的中原官话相一致，奉微合流读

[v] 的方言是以吴语为代表的少数。13 但需要指

出的是，吴语的“奉微合流”实际上存在两个

不同的层次之间的演变：即奉微二母整体由双

唇音层次向双唇音层次的过渡。

据赵元任（1928：20）的记载，宝山、南汇、

上海（县）、松江四地的微母字有 β 和 v 两读，

二者皆为文读音，这四地在微母文读一列与其

他方言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因为在包括苏州、

宁波等地的大部分北部吴语中，微母已经完成

了唇齿化，统一读作 [v]，而上述宝山四地却在

唇齿化的道路上显得相当迟缓，仍然保留着双

唇音的读法。直到 1883 年的《松江》一书中记

录微母字文读还有 β、v 两读，甚至现代松江

方言（陶寰，2015）中微母字的老派文读音也

仍然保留部分双唇音的读法，这也成为上海方

言区别于其他吴语方言的特征之一。

图 6.1 沈宠绥《度曲须知》影印本

而关于微母出现擦音 β、v 的原因，学界

大都同意是由于文白异读所造成的。丁邦新

（2002）考察了老派苏州话中文白异读的面貌，

指出微母字读擦音 [v] 与奉母字合流是受北方官

话影响的结果，徐越（2005）也指出杭州话中

的微母白读全部演变为唇齿音同样是由于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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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读所造成的。由此我们认为，早期吴方言中

的微母字受到当时官话读音的影响，文读音开

始出现双唇擦音的读法，并与与奉母字合流，

而微母白读则一直保留双唇鼻音 [m] 的读法。

到了清代初期（有可能更早），奉微二母开始

逐渐由双唇音向唇齿音过渡，而在这一过程中，

上述宝山等四地则显得相当保守，一直停留在

双唇音层次上的合流阶段，直到 19 世纪末，《松

江》中的奉母字才显示出正在进行唇齿化的趋

势，逐步并入唇齿化层次上的“奉微合流”，

并大致在 20 世纪中叶完成这一演变过程。

四、结语和余论

语音的变化既有语言内部的原因，同时也

有受到同一音系中其他读音的影响、或与其他

语言接触等外部原因。二者的演变结果有可能

相同，但演变过程及路径却大相径庭。胡明扬

（2003:60）很早便指出上海话中一直存在几个

擦音之间的“游移”：例如过去浦西城区人常

常戏称浦东人讲“长风 [hoŋ] 公园”, 赵元任先

生也指出上海郊县方言中的擦音声母有着复杂

的互读现象。其实所谓游移、互读正是现代语

音对历史读音的不同层次，以及对语言接触后

形成的复杂面貌的反映。

总的看来，松江话中奉母字的演变一是由

于自身前、低元音的同化作用而出现唇齿化，

二是由于与匣母字的互读以及文白异读等外部

因素的影响，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演变为唇齿

擦音，并入了当今唇齿化层次上的奉微合流的

大趋势之中，但其演变速度相较于整个吴语区

却要明显缓慢的多。

此外，虽然我们能够确认在奉母由双唇浊

塞音 [b] 向唇齿音 [v] 演变的过程中经历了双唇

擦音的阶段，但这一阶段究竟是何时开始，还

有待更多更新材料的发现。且由于语言内部原

因所形成的音变通常发生在一条音变链上的不

同阶段（王士元 1988），其表现特征便是词汇

扩散学说（lexical diffusion theory），因此，通

过对词汇语音的分析来看松江话中由 [β]>[v]

的演变，将会是研究松江方言唇齿化动因及层

次的另一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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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将拯救世界”
——以《白痴》为例

□鲍悦

摘要：“美将拯救世界”在《白痴》中共出现两次，是整部小说的主旨与核心思想。本文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本，从“美”、“拯救”、“世界”这三个核心词汇入手，试通过分析美

的内涵、美的拯救功能以及被拯救世界的含义，管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白痴》； “美将拯救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者简介：鲍悦，唐文治书院 17 级学生。

一、引言

“美将拯救世界”在《白痴》中共出现两

次，是整部小说的主旨与核心思想，体现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

社会现状提出的理想与解决之道。对这一思

想的研究成果颇多，国外的相关研究有 Rowan 

Williams 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 语言、信仰和

小 说 》（Dostoevsky: Language, Faith and 

Fiction）（贝勒大学出版社，2008），他提出

美比科学和面包更重要，是人存活的内在动力，

同时他又提出人类世界中的美具有矛盾性的观

点。Victory Terras 在《 关 于 < 白 痴 > 的 一

种 解 释 》（The Idiot. An Interpretation）

（Twayne 出版社，1990）中认为整部小说是美

的悲剧，阐述了美的理想被毁灭的原因。国内

的相关研究有学者赵桂莲的《漂泊的灵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2），她在第一章中提出了对于

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爱”是“美”的本质这

一观点。汪剑钊先生的《美将拯救世界——<

白痴 >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末世论思想》（外

国文学评论，2002）则阐释了美的毁灭背后隐

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死而生的末世论思想。

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在《白痴》这一小说

中美最终被毁灭了，美拯救世界的理想没有实

现，笔者则认为美在毁灭之后将迎来新生，而

拯救世界也将成为可能。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结合文本，从“美”、“拯救”、“世

界”这三个核心词汇入手，试通过分析美的内

涵、美的拯救功能以及被拯救世界的含义，管

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内涵。论证不周之处，

谨望斧正。

二、什么样的美将拯救世界？

探讨“美将拯救世界”含义的第一步就是

要明确“美”的内涵，即“美”是什么？“美”

在《白痴》中是如何体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眼中的“美”又是怎样的？下文即对此进行分析。

图 7.1 陀思妥耶夫斯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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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美学对美作出界定，具有一定普世性，

对后世影响颇深。笔者试以康德的美学观点为

切入口，回答“美”是什么的问题。康德在《美

的分析论》中分别从四个契机推论出美的说明：

在质的方面，美是无利害而令人愉快的；在量

的方面，美是没有概念而普遍令人喜欢的；在

关系方面，美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模态

方面，美不依赖于概念而具有必然性。1 简单来

说，美是不带有利害和欲求的，是普遍化而能

给人带来共通感的，是无目的指向的，是反思

和静观的。有了对美的明确规定，就能剥除文

本的庞杂，显露出真正的美。在小说中，怀有

美并以其之美对他者产生影响的主要有娜斯塔

霞、梅诗金公爵和阿格拉雅三人。

娜斯塔霞有其苦难之美。她深陷命运的泥

沼，成为权力与金钱的角逐对象，但她不自甘

沉沦，忍受着痛苦，以其独有的方式与不怀好

意的力量抗争，向世俗宣战。当梅诗金初次见

到她的照片时便被她生长于痛苦与抗争中的美

深深吸引了，“苍白的脸色，几乎凹陷的面颊，

一双燃烧的眼睛——多么奇异的美！”2 阿黛拉

伊达更是赞叹“这样的美是一种力量，凭这样

的美可以颠倒乾坤！”3 更深层次的，娜斯塔霞

的苦难之美在于她在自救与自辱之间的徘徊与

犹疑。一方面她想挣脱泥潭获救，但当梅诗金

出现在她面前意图拯救她时，她却一次次地逃

离，试图用自我侮辱的方式让自己陷入更深的

自我厌弃。这加深了她的苦难，无疑也加强了

她身上体现出的美。

阿格拉雅有其光明之美。她是梅诗金公爵

与娜斯塔霞同居时心中所向往的光明，她美在

其纯洁无邪，且她的纯洁无邪对人有一定的指

引作用。

梅诗金公爵的美则近于基督，他的真诚、

宽恕、智慧接近于上帝那种绝对的美。梅诗金

在小说中几乎可看做是基督的化身，他兼具道

德与精神之美。他不惜让自己常常处于被嘲笑、

被蔑视、被欺骗的境地，成为他人堕落后悔改

的阶梯。他无私地帮助人们消除罪孽，用爱抚

慰他们的心灵，愿意为尘世间的每个人而牺牲

自己。正如阿格拉雅所言“任何人想要欺骗他，

都能叫他上当，而不管是谁骗了他，以后他一

概宽恕。”4 他不知仇恨，真诚地宽恕一切，玛

丽、娜斯塔霞、罗果仁、加尼亚、伊波利特、

布尔多夫斯基、列别杰夫、老伊沃尔京…… 每

个人都曾得到他的爱与宽恕。而最后，梅诗金

以基督式的毁灭为人类承担了所有罪恶。

那么什么样的美才能拯救世界呢？也就是

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最高的美是怎样的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信集》中曾谈道：“小

说的主要思想是表现彻底美的人。”5 而在后面

的表述中他又进一步明确“唯一彻底美的人是

基督”6，由此可见梅诗金即是基督在人间的化

身，是彻底美的人，他“自愿地、完全有意识地、

不受任何人逼迫地为了全体的利益牺牲自己的

全部”7。

三、美如何拯救世界？

在明晰了美的内涵和在文本中的体现后，

接下来需要分析的是美的拯救功能。由于小说

中人物较多，被美拯救的事件大小皆有，如娜

图 7.2《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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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霞对加尼亚的拯救，使得其放弃从火中取

钱，重拾尊严；梅诗金对玛丽的拯救，使得其

走出被欺侮的困境在死前获得幸福等等，在此

不再赘述。下文围绕梅诗金、娜斯塔霞和阿格

拉雅这三个拥有美的主要人物，对他们互相间

的拯救与被拯救进行阐释。

梅诗金看到娜斯塔霞放浪形骸表面下的善

良与“出地狱而不染”，遂向她投以同情的基

督式的爱，想用爱拯救娜斯塔霞，避免其走向

毁灭。梅诗金对娜斯塔霞的这一拯救在一定程

度上是成功的，因为他的爱与自我牺牲激发了

娜斯塔霞的爱，同时也揭开了娜斯塔霞先前被

遮蔽的美。娜斯塔霞则看到了她与梅诗金在一

起的最终结局是共同毁灭，于是她在痛苦与挣

扎中选择了撮合阿格拉雅和梅诗金，竭力促成

二人的爱情，以此拯救梅诗金。而在这过程中，

娜斯塔霞占有的索取的低级的爱转化为了给予

的牺牲的高级的爱，娜斯塔霞也由此抵达了更

高层次的美。同时，娜斯塔霞这一至美的行为

也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梅诗金，梅诗金在与阿

格拉雅的交往中，爱得到了充实。他对阿格拉

雅的爱充实了他旧有的爱。他旧有的爱是基督

式的博爱，就如对玛丽和娜斯塔霞，他的爱是

怜悯的、同情的、宽恕的，甚至可以说是抽象

的、无血肉的，这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爱。而

阿格拉雅则激发了他物质上的更为具象和真切，

带有人世烟火气的爱。由此梅诗金的爱不再是

欠缺的，有了完整的灵与肉。 

由此看来，美在最终毁灭结局到来前的确

发挥了拯救的作用，因而美具有拯救功能这一

点确定无疑。那么，娜斯塔霞被罗果仁杀害，

梅诗金成为白痴这一结局到底意味着美的毁灭

还是美的拯救呢？

笔者倾向于美的拯救，拯救蕴含在毁灭之

中，肉体的毁灭带来的是精神的重生。最后的

毁灭，是对梅诗金、娜斯塔霞与罗果仁这一无

解三角关系的最好解决。娜斯塔霞的死既是被

动的又是主动的——她的神经再无力负担心灵

的挣扎，死亡于她或许是最佳的解脱之道。她

用自己的生命来赎罪，用身体的死亡完成了道

德的净化与灵魂的救赎。而她的死在东正教的

“末世论”思想中即意味着在彼岸的新生。“此

岸世界迎来自己的末日，同时也迎来了人类的

希望，它标志着尘世苦难的结束以及一个充满

光明和希望的世界的来临。”8 罗果仁亲手杀害

了娜斯塔霞，结束了两人间令他生不如死的纠

葛，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自救。审讯时，“他在

一切方面都毫不含糊地供认不讳”9，最终“被

从宽判处去西伯利亚服苦役十五年”10，而罗果

仁在听到这一判决时“神色严峻，默默无言，

‘若有所思’”11。在这里，罗果仁被判处去西

伯利亚服役的结局值得注意。西伯利亚经常出

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如《罪与罚》

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西伯利亚服役七年后最终

“生活代替了理论”12，翻开《新约》，成为了

新人。又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尽

管被冤枉是杀死自己父亲的凶手，但他仍愿意

被流放西伯利亚，甚至主动争取，想要借此来

净化自己的灵魂，并为他人赎罪。《娜塔莎之舞》

中曾讲到十二月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后，认为

西伯利亚“是一个朝气蓬勃、天真烂漫的俄罗

斯，原始而粗犷，……这是一块未开发的土地，

作为拓荒者的农民没有受到农奴制或者政府的

图 7.3《白痴》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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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因此他们保留着一种独立的精神和智慧、

一种天然的公正和平等，古老的俄罗斯也许可

以由此获得新生。”13 由此可见，西伯利亚不

仅是作为流放地的苦寒之所，它在俄罗斯文化

场域中更是拥有非凡的意义。西伯利亚被定义

为俄罗斯人的故土，承载着最纯粹的俄罗斯灵

魂，是基督的国度，其上有着俄罗斯的基督和

的上帝。西伯利亚，可以说是俄罗斯人的灵魂

复归之地。而罗果仁将要前往的就是这样一个

地方，不难想到，“大罪人”将通过回归故土，

于流放的苦难与故土的感召下获得精神的救赎

和俄罗斯精神的复归。梅诗金彻底成为白痴——

基督的受难意味着未来的复活。正如纪德所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只有舍弃智力，放

弃个人意志，只有通过自我拒绝，才能进入上

帝之国”14，人间圣子通过智力的消弭重回上帝

身边。

由上述分析可知，三个主人公看似毁灭的

结局中都蕴含着新生的趋向，死亡、流放、白痴，

所有的终点同时又是新的起点，毁灭背后隐藏

着的是复活，正如赫尔曼·黑塞所言“只有经

历死亡，进入地狱，方能听闻来自天国的上帝

的声音”15

四、美将拯救怎样的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美将拯救的世界指什

么世界？俄罗斯世界还是欧洲世界？笔者认为

这里的世界指的首先是俄罗斯社会，其次是包

括俄罗斯和欧洲在内的整个世界（亚非拉地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常处于被忽视的地位，

此处不进行讨论）。

《白痴》创作于 1867 至 1868 年，对 19 世

纪 60 年代的俄罗斯社会进行了描绘。在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俄罗斯新旧生产方式交相混

杂、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因资本主义发展而产

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与建立在村社生活之上

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念产生激烈碰撞。《白痴》

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在“旧的

道德观念被摒弃而新的替代物还没有产生、至

少是还没有定型的时代，而‘拯救世界的将是美’

这个主题中的美将要担负的任务就是拯救这样

的一个社会，拯救这样的一个世界。”16

除此之外，《白痴》中还蕴含着陀思妥耶

夫斯基用俄罗斯精神拯救世界的理想。由于俄

国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等因素，欧化思想与

俄罗斯本土精神的拮抗一直贯穿于俄国历史始

终。自彼得大帝以圣彼得堡为基点的欧化政策

始，百年来俄国人既无法内化欧洲的核心价值

观，在欧洲又得不到认可，于是俄罗斯本土精

神开始反扑。以冯维辛为代表，许多俄罗斯游

记作家开始用“腐化”、“堕落”、“物质至

上”这类词来描绘欧洲。“实际上每个俄罗斯

作家，从普希金到斯拉夫主义者，都在重复这

种认为西方道德腐败的观点。赫尔岑和陀思妥

耶夫斯基以此为核心，认为俄罗斯注定成为堕

落西方的救世主。”17“在这个民族神话中，‘俄

罗斯灵魂’被赋予了一种比西方的物质成就更

高的道德价值——它肩负着基督徒拯救世界的

使命。”18 而作为“彻底的美”塑造出来的梅

诗金就是为了发现俄罗斯的价值、为了承担俄

罗斯的历史使命、为了向世界展示俄罗斯的基

督，“指点他们，让他们看到，也许只要用俄

图 7.4《白痴》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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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思想，用俄罗斯的上帝和基督就能使人类

在未来走向革新和复活之路”19。而这条革新和

复活之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就是一种联

合，“即把全人类的，至少是最高级的事业，

联合在一个基督教的理念之中”20。但需注意的

是，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堕落”来描述西

方世界，但他从未将俄罗斯与西方真正对立起

来。“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上帝的选民，但不

是为了与其他民族竞争的选民，不是为了统治

和超越它们，而是为了自由地服务于所有的民

族，为了同他们结成兄弟联盟，共同实现真正

的基督教或普世教会。”21 他寻求的联合之道

从来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将一方的意志强加

给另一方，而是东方和西方在东正教的普世基

督教教义中达成和解，所有人和人类事业“以

人的方式结合”22，共同走向人类的繁荣。另外，

赫尔曼·黑塞也指出“欧洲没落”的现象，欧

洲对其他民族文明的排斥使其丧失活力，日趋

衰落，而“一种古老的、亚洲式的神秘理想，

它正在变为欧洲的，并开始占有欧洲精神。”23

同时黑塞坚信“这种‘没落’是返回家园，重

新投入母亲的怀抱，是向亚洲、向源头、向创

造之‘母’的复归，而且如同大地上的任何死

亡一样，不言而喻，此一没落也将走向新生。”24

这一新生也就是“东方和西方在永恒的神的真

理和人类自由的联合中和解”25。由此可见，小

说开头梅诗金自瑞士来，穿着“一切都不合俄

国习惯”26，他在瑞士的生活给其彻底的俄罗斯

式的美上蒙上了一层欧洲的外衣。而结局梅诗

金的彻底痴傻是将其原本文化身份上的“欧洲”

外壳剥落，剩下纯粹的俄罗斯“圣愚”本质。

他的痴傻是俄罗斯精神的复归，预示着欧洲没

落，走向混沌，文明重新定向，人类走向联合，

“美”的代表——普世基督拯救世界的未来。

五、小结

上文从什么样的美将拯救世界、美如何拯

救世界、美将拯救怎样的世界三个问题入手，

首先借助康德的美学观点对美进行界定，并得

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能够拯救世界的美必然

是基督的彻底的美；其次通过对小说情节及结

局的分析，阐明美具有拯救功能且梅诗金、罗

果仁及娜斯塔霞三位主人公最后都将走向新生；

最后分析得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用美来拯救

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社会及包括俄国和欧洲在

内的全世界。

责任编辑：王明敏

校对编辑：黄奕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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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窗外的女人
——试以屋和窗的隐喻浅析《太太学堂》

□孟庆宸

摘要：莫里哀的喜剧《太太学堂》以笑为武器, 抨击了以父权为核心的封建道德观念, 批判了宗

教愚昧主义, 为妇女的人格、教育、幸福和地位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其中，女主人公阿涅丝受到

监禁的屋子和与外界唯一的通道——窗，是她奔向自由的重要见证者。本文将从屋和窗的隐喻来分

析《太太学堂》中莫里哀的喜剧特色及其思想内涵。

关键词：女性； 洞穴之喻； 扁平人物； 镜像理论； 自由

作者简介：孟庆宸，唐文治书院18 级学生。尽管手中空无一物，但却一直在行走。

引言

《太太学堂》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极端化假

想构造出了一个荒诞离奇却又贴合现实的故事，

男主人公阿尔诺耳弗为了得到一个完全符合且

永不背离传统社会价值观的、绝对顺从的妻子，

自作聪明地从贫苦人家中抱养了一个小女孩，

把她送进修道院，让人按照他的意志培养她，

以获得“最纯洁”和“最正派”的爱情。但是，

他忽略了女性与他平等的智慧与创造力。在他

的畸形“教育”下，最终阿涅丝反而爱上了奥

拉斯，并通过自己的智慧巧妙地战胜了阿尔诺

耳弗的无耻阻挠，逃离了阿尔诺耳弗的屋子，

跟着奥拉斯一起出走了。  

关于阿尔诺耳弗、阿涅丝和奥拉斯三者之

间的关系，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阿涅丝被困于屋中的成长过程。这个阶段可以

对照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来看，主要体现的

是阿尔诺耳弗和阿涅丝的关系；第二个是阿涅

丝透过窗户建立了与外界的联系，并且通过先

前沉睡着的感受力的苏醒，激发起无限强大的

想象力与创造力，最终确立自身主体地位，获

得解放和自由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借用拉康

的“镜像理论”来理解，窗的隐喻联结了阿尔

诺耳弗、阿涅丝和奥拉斯三者，并作为他们之

间的纽带——象征着阿尔诺耳弗父系权威的坍

塌、阿涅丝通往自由和幸福的希望、以及奥拉

斯追求爱情而进行诱导的不断尝试。阿涅丝的

成长经历了“镜像”所蕴含的三个境界，即象

征界、想象界和现实界，分别对应着阿涅丝一

步步摆脱宿命、获得自由的过程、其与阿尔诺

耳弗代表的封建道德作斗争、以及挣扎着抓住

爱情并追求女性解放的努力。

图 8.1 莫里哀

通过对两个阶段的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到

莫里哀喜剧主要集中于对一个特定场景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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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人物往往聚焦于一个方面的性格和形象的

塑造手法。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在人物形象的

丰满程度上或许会稍显逊色。但就其内蕴来说，

尤其在有针对性地表现某种性格上，莫里哀对

典型情境的创造更利于读者从某一个切入点开

始，进行多层次地切分和理解，看似局限的入

口其实提供了更多与其他概念联结拓展的可能。

在深入人物行为内因的同时，并不会因此而改

变作品的喜剧性质，反而能够形成独特的喜剧

效果，打破悲喜剧的界限，从而形成一种以喜

衬悲、笑中带泪的喜剧特色。

图 8.2 《太太学堂》书影

一、被动穴居的女性客体

阿涅丝作为被阿尔诺耳弗从小按一定准则

和意志培养起来的女性，她的存在就是一种附

属与补充，是阿尔诺耳弗为了弥补自身作为主

体的不足而试图创造出的“他者”。两者之间

的关系可以比照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来理解，

莫里哀塑造人物时采取扁平化手法，而作为结

果的人物却又有着丰满的性格，理解了这一点

才可以更直观地领会“可笑性”与“喜剧性”

的深层意蕴。

（一）“洞穴中”的“扁平人物”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设想有一个洞穴式

的山洞，只有一条长长的通道连接着外面的世

界，就算是白天也只有很弱的光线照进来。在

洞穴中有一批囚徒，他们从小呆在那里，被锁

链束缚着不能转头，只能看面前洞壁上的影子。

在他们后上方有一堆火，在火炬和囚徒中间有

一条路和一堵矮墙。在墙后向着火光之处还有

些别的人，他们拿着各式各样的人偶，并让人

偶做出各种不同的动作，火光则在囚徒面前的

洞壁上投影出不同的形状，囚徒们自然地认为

影子就是惟一真实的事物。如果他们中的一个

碰巧获释，转过头来看到了火光与物体，他最

初会感到眩晕，但是他会慢慢适应。此时他看

到有路可走，便会逐渐走出洞穴，到阳光下的

真实世界。直到那时他才处于真正的解放状态，

意识到以前所看到的世界只不过是影像，是不

真实的。于是他会怜悯他的囚徒同伴、他的原

来的信仰和生活。此时，他会选择返回洞穴，

并试图劝说他的同伴走出洞穴，但其他囚徒根

本没有任何经验，故而认为他在胡言乱语，根

本不会相信他，并且会绑架他这个异类，甚至

在可能的情况下杀死他。

阿涅丝的成长过程恰好能与“洞穴之喻”

完美地对应起来。阿涅丝在其中长大和接受教

育的黑暗封闭的屋子对应着囚徒生存和被拘禁

于其中的洞穴，思想未被开垦的阿涅丝对应着

自幼被锁住不能转头的囚徒，阿尔诺耳弗对应

的则是矮墙后摆弄着人偶的洞穴中的另一批看

似有主宰权的人。

洞穴和生存在其中的两类人构成了整部喜

剧的大背景与人物行动的空间基础。洞穴既是

禁锢“天生的囚徒”的场所，又是无形中束缚

住“摆弄人偶者”的昏暗天地。洞穴是初代的“摆

弄人偶者”所创造出来试图造福后代并操纵可

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对象以至使其成为自己的

奴隶的“道德空间”，也就是所谓的“太太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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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实施着类似弥尔顿创造的“乐园政治”，

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准则，使洞穴中的一切都有

条不紊地进行着。

显然，封闭性首先带来的是稳固性和静止

性，这是莫里哀在塑造人物和描绘情境时惯用

的手法所带来的效果。可以说，“莫里哀的喜

剧大多是社会讽刺剧，他塑造的人物具有定型

性和单一性。英国小说家、文艺理论家 E·M·福

斯特称之为‘扁平人物’。”1 此类人物虽然和

莎士比亚笔下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相比略显单

薄肤浅，但却是经过莫里哀的深思熟虑、千挑

万选的，他把人物性格特点抽象、总结、归纳，

甚至特意夸大，以使之典型化，达到人物形象

的模式化的高度。所以莫里哀的喜剧人物具有

极强的辨识性，令人过目难忘。

图 8.3  E·M·福斯特

然而，如果从人物内涵的方面来看，莫里

哀笔下的“扁平人物”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立体

丰满的“单性格人物”。因为虽然人物的性格

相对单一，但不同人物身上的极端化性格特征

十分鲜明，不仅更利于主题的表达，而且往往

会形成极端情境下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正如

莫里哀自己所说：“我没有把人物的性格全部

描绘出来，因为这不是我的任务。”2 接着，他

打了个比方，“探照灯的光线集中在一点上，

一个选好的性格特征上，在这个光点之外的一

切都留在阴影中。”3 这个比喻是莫里哀对喜剧

形象塑造原则的生动总结，也是他自己的经验

之谈，它多少能够让我们明白，喜剧形象的类

型化是具有其特殊的深刻意义的，能够强烈地

表达出对某种社会现象或某个社会阶级的无情

嘲讽。

（二）“太太学堂”中穴居者与被穴居者

黑暗的屋子可以说就是“洞穴”在现代文

明中的新的形态，“太太”阿涅丝是洞穴中的“被

穴居者”，也就是被安置在洞穴中的“天使”——

“天使”的说法来自帕特莫尔的组诗《屋子里

的天使》中霍诺莉亚式的太太们。“象征意义

上的虚空状态使她们显得‘纯洁’，因而也就

自然代表了无私。她们所拥有的，仅仅是缺乏

故事的无私的单纯，也就是说，男性是需要被

人取悦的；女性的快乐正在于取悦男性”4 阿尔

诺夫对培育阿涅丝的初衷的描述是：“娶一个

傻瓜，就为自己不当傻瓜。我真诚相信，嫂夫

人十分贤德；不过一个女人灵巧，并非好兆，

我就知道有些男人，娶太太娶的太有才分，等

于自讨苦吃……一句话，我要她一无所知。老

实对你说了吧，对她说来，懂得祷告上帝、爱我、

缝缝纺纺，也就够了。”5 可以看出，阿尔诺耳

弗对妻子的定义就是有德而无才的、无自主意

识的生物。就像洞穴中被死死锁住、几乎不能

动弹的囚徒一般。女性由于拥有洞穴形状的生

理结构注定了自己的命运，这位女性并不仅仅

像是柏拉图笔下居住在洞穴中的人是自然的囚

徒，他还是自身的自然属性的囚徒，一位身处

无法回避的墓穴中的囚徒，在那里她变成了一

个充满怒气而又虚无缥缈的洞穴本身。

在太太这个“屋子里的天使”的背后，莫

里哀喜剧效果的深层悲剧色彩在阿尔诺耳弗身

上暗中体现出来。当然，不仅仅是阿尔诺耳弗

的 “太太学堂”计划的最终失败给他蒙上了一

层悲剧的色彩，通过“洞穴之喻”我们可以清

楚地认识到：“洞穴”是阿尔诺耳弗们自己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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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创造的。也就是说，是他们自己把自己生生

世世地困在了这黑暗的囚牢里。阿涅丝们或许

只能看到眼前的影子，但她们只是缺少一个见

到光明的机会，一旦她们嗅到一丁点光明的味

道便会立即清醒过来，去寻找自我解放的可能。

而阿尔诺耳弗们是几乎不可能得到自由的了，

因为他们活在自身创造的阴影之中，躲在前辈

教给他们“人偶操作守则”的背后，“火焰”、

“旭日”就在他们触手可及的地方，但他们却

抛弃了拥抱太阳的能力。

黑格尔认为 , 喜剧人物和喜剧行动应当是

否定性的、缺少实体性的，并且这些否定性行

动还缺乏一种可笑的喜剧性矛盾。他说 :“本质

和现象、目的和手段之间的任何对比，都可能

是可笑的；可笑是这样一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 ,

现象在自身之内消灭了自己，目的在实现时失

去了自己的目标。”6 这就是说 , 只有本身无实

体性的行动以实体性的假象呈现出来 , 假、丑、

恶的本质与目的、动机等以真、美、善的现象、

手段、效果表现出来 , 造成内在的矛盾和不协

调时，这才具有客观的可笑性。换言之 , 可笑

性建立在本质与现象、目的与手段、动机与效

果、主观与客观等关系之间的自相矛盾和不协

调的基础上。这种矛盾的虚假性和背谬之中隐

伏着可笑的因素。《太太学堂》中阿尔诺耳弗

以绝对的父性话语权对阿涅丝实施蛮横的压迫、

掠夺性的培养，以及奴性的教育，除了他以外

的任何人都会觉得他是可笑的，他试图将阿涅

丝关在“太太学堂”中进行正统的“太太教育”

引发了读者对其无知和骄纵的嘲笑，从而达到

了反讽的喜剧效果。

进一步来讲 , 由于矛盾的主导方面是非实

体性的、否定性的内容 , 所以掩盖这种内容的

肯定性形式和现象就会在矛盾发展过程中暴露

出自己的全部虚幻性 , 从而“消灭了自己”, 同

样 , 缺乏实体性的卑微目的 , 也会在力图实现自

己的过程中处处碰壁而遭到失败。阿涅丝虽然

是处在“被动穴居”的地位，但整个喜剧是围

绕她的爱情来展开的，她显示出的在父权统治

下的非实体性和否定性恰恰成为揭露阿尔诺耳

弗虚伪面纱的利器。并且通过这种方式，阿尔

诺耳弗的卑鄙无耻被暴露得淋漓尽致，而他所

代表的封建父性强权群体的前景只能是最终搬

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目的与结果的倒置也

构成了喜剧总体上的落差美。

黑格尔的戏剧理论也可以用作这里提到的

“喜剧性”与“可笑性”的区分和补充。“喜

剧性”和“可笑性”在否定性内容有无深刻社

会、伦理的意义 , 有无深刻的思想性上有决定

性的差别。喜剧性则主要表现相对不那么严重

的过失、卑琐、无知、愚昧及品质上的低下等

等 , 也不造成严重的后果 , 甚至常常是无害的。

同样是愚蠢、荒谬、无知 , 如果不体现一定的

实体性意义 , 不具备一定的社会内容 , 就会流于

低级庸俗 , 只是单纯的可笑；相反 , 如果结合一

定的社会内容 , 就会显得比较深刻、有意义 , 可

笑性就变成了喜剧性。黑格尔力主喜剧应当有

“最重要最深刻”7 的内容 , 反对“最平庸最无

聊的东西。”8 莫里哀的喜剧往往反映出他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很明显的教化性，通过娱

乐让人们充分意识到人性的善恶，同情底层群

众的艰辛，批判贵族的虚伪狡诈、封建保守，

促使人们改正人性的弱点和生活的陋习。他以

幽默的表达方式使得喜剧生活化，既反映了当

时思想革新的时代特色，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

的要求，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也体现了喜剧

独特的文学魅力。

二、窗中的三重幻影

莫里哀在《太太学堂》中给剧中的人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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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都创造了一个窗口，透过这扇窗户，阿涅

丝寻回了自我、获得了自由，读者也同时获得

了窥探阿涅丝和奥拉斯通过窗户扔石头传达爱

意等动人情节的审美快感。对于阿涅丝眼中窗

户的嬗变的理解，不妨从拉康的镜像理论入手。

图 8.4  拉康

（一）三个自我的嬗变

拉康的镜像理论指的是：意识的确立发生

在婴儿的前语言期的一个神秘瞬间，此即为“镜

像阶段”。刚开始，婴儿认为镜子里的是他人，

后来才认识到镜子里的就是自己。在这个阶段，

婴儿首次充分认识到自我。而在此之前，婴儿

还没有确立一个“自我”意识。从镜像阶段开

始，婴儿就确立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

对立。换句话说，婴儿只有通过镜子认识到了

“他人是谁”，才能够意识到“自己是谁”。

他人的目光也是婴儿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他

人不断地向自我发出约束信号。在他人的目光

中，婴儿将镜像内化成为自我，这在我们看来

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之中表现了象征性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

在这以后，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

“我”才得以客观化；最后，语言才给“我”

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

罗鹏对此的解读是：“镜像形容的是婴孩

在肢体知觉仍属断简残片的时期，如何在镜中

找到自己投射认同的理想的身体统合感”9 这个

过程分为三个境界，分别是象征界、想象界和

现实界。

象征界实际上是主体被凝视的阶段，是一

种主体的感觉。阿尔诺耳弗所代表的父权制的

幽灵本身对女性视线进行封锁。她们生活在透

明的封闭之处，被闭锁于镜像之中，被闭锁于

男性安置的玻璃棺材之中。她们甚至会成为象

征意义上的屋子，也就意味着被否定了，否定

了她们使身体获得精神上的超越的希望。她们

不仅变成了一个囚徒，而且变成了一个怪物。

埃伦·莫尔斯“女性哥特”的文类当中，居住

在神秘而又错综复杂的或者令人不安和窒息的

屋子里的女主人公，经常处于被捕获、被诱骗

甚至被活埋的处境中。她们对于社会规约被迫

进行无可逃脱的拙劣模仿。

想象界是个体实现“理想自我”的阶段。“理

想自我”的实现过程在空间上意味着双重的流

放，这实际上是对“分身认同”的追寻。所谓

“分身”就是身份的置换。具体表现为主人公

对当下的自我产生怀疑，进而在他人身上寻找

另外的“自我分身”的可能。阿涅丝就是从奥

拉斯身上的青年气息中试图拼凑出“屋子外的

自我”。对幻想的渴望实际上也是一种激情，

也就是调动内在的力量，以便使自己的精神表

现得服从于他人，并获得自己的栖身之所。阿

尔诺耳弗创造了一幅公开的艺术作品，但其实

阿涅丝私心里是排斥他、认为他是贫乏的，于

是她用秘密地利用阿尔诺耳弗来为自己发现一

个新的审美空间。她将阿尔诺耳弗灌输的爱情

观投射到奥拉斯身上，她用自己的天真无邪紧

紧拴住阿尔诺耳弗的心，悄悄地把他从主动者

的地位降到被动者，同时充满激情地摸索着“窗

外的”自由道路。就像夏洛特·珀金斯·吉尔

曼在《黄色墙纸》中所描述的：“我想，有许

许多多女性藏在墙纸后面和在花园里爬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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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界与婴儿刚出生的状态相对应。在后来的

梦境或无意识的行动中都能看到现实界的影子，

它伴随着人的一生。现实界在阿涅丝身上体现

为她天生的作为人的潜在能动性，所以尽管她

被囚禁、被洗脑，但心中的激情与眼前的朦胧

指引从未消失过。她的主体意识自主性和创造

性在她学习成为一位美丽的客体的过程中不时

冒出来提醒着她，所以女性常常会对自己的身

体产生焦虑感，甚至还有厌恶感。

（二）三重视角的交错

窗子的半透明性镜像呈现象征着三种不同

凝视的交错：

第一种凝视将玻璃窗看作是传统的窗户，

并希望能够看穿它，从而望向外边的景致。窗

户是一个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出口，仅仅透出光

亮，想要靠从小接受“太太教育”的女性自发

地去推开窗户是困难的，阿涅丝们需要奥拉斯

们的帮助才能迈开走出屋子的第一步。由于处

理个人身份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对女性来说

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显现的自我便只能以一

种更为持久的重影的形态出现并获得生存。奥

斯丁在《曼斯菲尔德庄园》构筑的世界里，将

这种自我创造的精神界定为一种富于魅力的污

染，并将虚无最后体现为一种深谋远虑。正是

由于阿尔诺耳弗对阿涅丝主体存在性的掠夺，

反向刺激了她对自身虚无化的逃离与弥补。传

统的窗户首先给她带来的是微弱但至关重要的

一丝希望之光，在这微弱的光下，阿涅丝从窗

户上看到了自己的模糊重影，开启了自我审视

与成长的道路。

第二种凝视聚焦在玻璃的半透明表面，并

将窗子的光彩本身当作观看对象。然而，窗子

本身是没有什么光彩的，莎卡罗对镜子的比喻

是“绝对黑暗的黑暗体”，窗户虽然相对于镜

子更透明一些，但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光明。明

亮与否取决于窗外的景象，窗外天亮时，屋内

的人便能看到窗外的风景；而当窗外天黑时，

屋内的人便也什么都看不见，而陷入黑暗之中。

莫里哀的这个结构设置可以通过哈罗德·布鲁

姆提出的精神性别和社会性别的语境的含义来

解读。父权意识是重重压下的乌云，它的权威

试图将女性拘禁在有关她的人格和潜能的界定

之中，方法便是通过对她进行极端化的删削，

把它变成模式化的天使或怪物，赋予她先天的、

不容置疑的“社会性别”。自然属性受到了文

化的影响与背叛，只剩下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

性的监禁。而她想打破这扇时明时暗的窗户，

去沐浴阳光的温暖，寻回体内真正的“精神性

别”。

第三种凝视是当观看者同时看穿窗户望见

外在景致，并把观看窗户本身做为客体，她同

时可能在玻璃的不透明表面看见她自己的倒影。 

“透过视觉影像（以及更抽象的视觉性本身）

所窥见的不光是外在现实，视觉自身也构成了

一种被观看的客体。”11 新的观看视觉的方式

象征着性别主体形成的新方式，女性需要彻底

否定最初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社会性别”，

必须杀死那种父权所期望的理想模式，因为她

们正是以这种形式被杀死，然后融入社会的。

先要摧毁作为男性的作品的那个僵死的自我，

而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用个体性来取代复制

品的身份。

（三）窗和窗外的真与假

生活在一个充满窗户的世界中，每个人都

把自己的个人愿望变成教条呈现在女性面前，

并希望能说服她，并对她实施劝导。女性被别

人创造的有关她的故事的各种版本所包围，最

后事实上别人的存在果然成为了对女性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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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除了她之外的每个人都相信她或他有关

现实的版本是唯一真正有效的。

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窗户作为反映外表

与身份的透明反射表面，赋予了臆测及幻想一

个投影平面，性别因此不再是一种类比和“被

定义”，而成为一个幻想与认知的复杂回路，

在再现与凝视间徘徊，并不断被重建。面朝窗

外的阿涅丝在对旧的自我的不断否定之中，不

断重新建立起崭新的主体性自我，用伍尔夫的

话说就是，不断“杀死屋子中的天使”12。也就

是 D.H. 劳伦斯认为的“生命的主宰即是死亡的

主人”，以及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来的“优

越性或者说权威性与人性的协调并不是体现在

诞生生命的性活动上，而是体现在杀死生命的

活动上的。”13 阿涅丝显示出自己的精确性和

革命性，因为她揭露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

的自私和欺骗的种种花招。她去解构了阿尔诺

耳弗为她创造的僵死的自我，保持了对自己真

实情感的忠诚，也不断的为自己和自己的过去

进行了反思和重估。

图 8.5 《第二性》书影

影子与影子作战，一个形象毁坏躺在水晶

监狱中的另一个形象。成熟可以使女性既意识

到自我的主体身份，又意识到自我的客体身份。

拒绝甜蜜地服从于家庭生活的需要，拒绝成为

神圣的他者的活的纪念品。

结语

历史的非理性残忍和不相干性将女性排除

在社会主体性之外。其实在这不可思议的表面

故事之下，乃是 17 世纪法兰西社会现实的写照。

“法国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的变革，社会有了

进步，但是迷信宗教歧视妇女等现象人依然根

深蒂固，莫里哀借用阿涅丝的遭遇，深刻揭示

了男女不平等这一社会问题及其对妇女造成的

伤害。”14 不难看出，莫里哀的矛头指向是双

重的，一方面是以阿尔诺耳弗为代表的男人的

世界，另一方面则是为虎作伥的宗教势力。在

批判讽刺的同时，又通过阿涅丝与奥拉斯一见

钟情，并不断挫败阿尔诺耳弗的破坏，歌颂了

人类美好的爱情，使得全剧充满了欢乐与笑声。

莫里哀的目的是呼吁社会要改变过去中世纪那

种对待妇女的态度，反对用封建贵族的道德和

金钱的威力去约束和奴役妇女，鼓励妇女争取

自身解放的独立精神。阿涅丝们是社会身份上

遭到阉割的人，监禁导致疯狂和瘫痪状态。莫

里哀通过囚禁与逃跑的意象，以及窗户上的疯

狂重影，描绘出驯顺的女性自我反叛社会的替

身的幻想。身为囚徒的女性没法说出自己的恐

惧，她们被教育要保持近似的纯洁的理想状态，

最终既被召唤进了天国，又被推入坟墓。

总之，莫里哀喜剧中含有深刻强烈的悲剧

内涵，他注重使用极端化、模式化的“单性格”

的人物形象来构成喜剧性矛盾的外在表现 , 着

意渲染突出人物身上构成喜剧性矛盾的性格 , 

以便让观众集注于人物性格的喜剧性矛盾 , 并

迅速产生相应的喜剧感。而把人物性格中可能

包容有的哲理内涵与悲剧意蕴隐遁其后 , 诱使

观众笑过之后再作理性思考。《太太学堂》中

屋和窗的隐喻我们可以从“洞穴之喻”和“镜

像理论”切入，用充满哲理的眼光加以审视，

去挖掘出莫里哀的喜剧中的苦涩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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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与《巨人传》
文本间的“矛盾点”

□张菁宸 

摘要：著名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在其论著中基于弗朗索瓦·拉伯雷的文本提出了狂欢化

理论。本文基于对拉伯雷《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gruel）的文本细读以及对拉伯雷生平

的考察，从狂欢化场景中隐含的阶级矛盾、人文主义理想教育模式中官方与民间两种话语的“交叠”、

象征人文主义乌托邦世界的德廉美修道院三个部分入手，浅析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看似与《巨人

传》文本里某些场景和情节有所冲突的一些“矛盾点”。

关键词：《巨人传》； 拉伯雷； 巴赫金

作者简介：张菁宸，唐文治书院 2018 级学生，江苏南京人。

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

期的民间文化》这部理论著作里，巴赫金提出

了著名的狂欢化理论。他系统论述了民间诙谐

文化及狂欢节的传统，以狂欢化的诗学来解释

拉伯雷这位具有狂欢化创作特征的作家的作品，

其中以《巨人传》为典型。《巨人传》中的狂

欢活动包括多种类型：肉体的狂欢、言语的合唱、

思想的笑声，具体形式包括宴饮、集市、广场

活动等等。巴赫金认为，狂欢节的世界是具有“颠

覆性”的，是与官方的话语体系相对的另一个

世界——具有“节庆性”、“全民性”等等特征。 
1 然而，在仔细阅读《巨人传》之后，在将具体

文本与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结合的过程中，笔

者发现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体系与拉伯雷具体

文本之间的一些“矛盾点”，即巴赫金的狂欢

化理论与《巨人传》的文本之间看似有一些“不

对等的冲突”。然而要想平等地与巴赫金对话，

探讨其理论与拉伯雷文本间的复杂关系，除了

基于拉伯雷文本的细读，我们还需要去深入了

解拉伯雷的生平和《巨人传》产生的社会背景，

正如外国学者在拉伯雷传记中所提到的：尽管

我们很难将拉伯雷的生平同他的作品风格相联

系，或许只能跟随现代评论家的步伐忽略其传

记及写作背景，专注于文本。但是，拉伯雷的

出身及职业生涯等其存于世的细节对于我们的

研究将非常有帮助，这些甚至提供了其滑稽创

作（buffoonery）的起点。2 下面笔者将从几个

方面对拉伯雷的文本和巴赫金的理论进行具体

的阐述：

一、不平等的“全民性”

——狂欢化场景中的阶级矛盾

在巴赫金看来，民间诙谐文化是一种包罗

万象的全民文化，狂欢节的世界是没有空间界

限的，这个世界具有宇宙的性质，其中的活动

是一种人人参与的世界的再生与更新。3 人的

一切等级界限都消失了，无论是血统的、道德的、

政治的，还是精神的、物质的层面，都不再成

为人和人之间的阻隔，这是一个全民共享、自由、

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

然而，在《巨人传》第一部中，卡冈都亚

作为核心人物，书中涉及到的很多狂欢事件都



文治学刊

42

围绕他展开——例如筵席、集市活动等等。卡

冈都亚一出生就是以“王子”的身份而存在，

他出生于显赫的巨人族，父亲是鼎鼎有名的国

王大肚量——这是与平民阶级相对立的贵族身

份。在很多的狂欢场景中，虽然卡冈都亚很少

表现出他王子（贵族）的架子，但是环绕在其

周围的、作为狂欢场景中必不可少的基数人群

的平民和奴仆，若不是因为卡冈都亚的特殊身

份，绝不会有条件、甚至是被“强迫性”地安

排聚集在一起。在这些狂欢场景中，很多的平

民角色更多是作为被物品化的、不值一提的存

在，是聚拢在卡冈都亚周围的渺小陪衬，甚至

他们自身生命的存在也毫无意义——唯一的作

用是为了突显作品中怪诞的、夸张化的特色，

而不是狂欢世界中独立而平等的个体，这似乎

与巴赫金所定义的狂欢文化的特征——人人平

等的“全民性”是矛盾的。

例如书中第十七章描写卡冈都亚初到巴黎

时，市民围聚起来欢迎卡冈都亚的场景：

大家紧紧跟随着他，逼得他只好上圣母堂

钟楼暂避。从上面，他一看四下里聚了这么多人，

高声说：“我想这些瘪三是要我的见面礼……

且给他们点儿淡酒喝喝，开开玩笑。”于是，

满面含笑，解开他华丽的裤裆，掏出他的家伙，

一泡尿冲死了二十六万零四百一十八人，妇女

小孩还不在此数。4 

这一场景给读者带来的第一感受是喜剧的、

戏谑的、充满生命力的——即“拉伯雷式的怪

诞风格的生命力”5。作者在这里也很明显是想

把这一场景当成一个喜剧性的“狂欢”场景来

描写。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就在这一狂

欢场景中，有至少二十六万零四百一十八人丧

失了生命。但是，这一大数量人群的死亡在作

者巧妙的笔法下反而为这一场景增加了喜剧效

果。在这一特定场景中，他们不是狂欢世界里

具有独立地位的人，也并未与卡冈都亚平等地

共享这一世界——这应当归因于他们与卡冈都

亚所代表的阶层相比的先天弱势，尤其是体格

上的弱势。

笔者以上的论述其实聚焦于一个相对传统

的阐释视角——即平民与贵族间的阶级矛盾与

不平等，这一主题在拉伯雷的时代并不罕见：

十六世纪的法国是充满阶级斗争的，当时法国

的封建君主政体逐步巩固，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但在这个开始阶段，二者的矛盾还并不那么明

显——“在十六世纪上半叶，王权和封建贵族、

教会、新兴资产阶级基本上结合在一起，达到

了空前鼎盛的局面。”6 但是，这种繁荣局面是

建立在沉重的对于城市平民和农民的沉重剥削

和压迫上的。“天主教会占据着全国五分之一

的土地，高级僧侣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们

和贵族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在城市中

资产阶级也在残酷剥削帮工，人民生活在极端

贫困当中。”7 故而书中狂欢化场景中侧面反映

出的平民阶层的弱势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是现

实存在的，但是拉伯雷在此处显然并不想着重

表现平民与贵族的阶级矛盾，只是在描写的过

程中将这一“矛盾”不自觉地呈现给了读者。

图 9.1 巴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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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拉伯雷其实是他所处时代资产阶级的代

言人，他在“批判封建主义和教会的同时，也

正面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剥削、掠夺、

欺骗的阶级本性。”8 如《巨人传》第二部开始

出现的核心人物巴汝奇便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

级人物，拉伯雷用赞美的口吻称他为“世界上

最好的孩子”。

让我们回到文本中的狂欢化场景本身，这

些狂欢化场景所呈现出的视觉上的喜剧戏谑效

果其实是巴赫金提炼出的“统一的拉伯雷世界”

的重要表征。在这个世界里，有高度的问题性、

席间的哲学思想、责骂和猥亵、低级的语言滑稽、

博学和滑稽闹剧等丰富的因素。9 另外，拉伯雷

对于物质 - 肉体形象的夸张其实是生长、生殖

力、盈余的逻辑，其中响彻着诞生和更新的胜

利的音调。故而巴赫金从拉伯雷的狂欢化场景

中概括出的，应当是其包罗万象的、怪诞的狂

欢节庆风格。在巴赫金的理论中，人们不论现

实身份的高低、体力才能的强弱，在狂欢世界

中都能享受到在与狂欢世界相对的官方世界中

享受不到的平等。10 拉伯雷文本中轻视平民身

份的话语固然能从传统的阶级矛盾的角度进行

分析，但当我们追溯拉伯雷真正的写作目的，

应当是既非突显贵族与平民的矛盾，更不可能

是表现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矛盾，而是为了

突显主人公狂欢化行为带来的喜剧夸张效果。

巴赫金从写作风格美学的角度提炼出拉伯雷的

狂欢化风格，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

所以事实上，拉伯雷文本中侧面展现出的

阶级矛盾，所谓狂欢化场景中不平等的“全民

性”，其实与巴赫金对其狂欢化写作风格的解

读不存在矛盾。前者是相对传统的阐释，但也

有其一定的价值：当我们去探寻拉伯雷“对文

本研究有所帮助”的生平时，我们会发现，出

生于法国希农城一个富裕律师家庭的拉伯雷，

年轻时学习法律，后成为修士，经历了长达 20

年的宗教生活，接着他学习医学，成为了作为

他后来的庇护者的主教的私人医生。他还是法

国大革命的元勋、起义活动的主持人、无阻碍

自由的倡导者。11 故而要说拉伯雷的文本不带

政治目的，这是不现实的，何况在《巨人传》

的前言中，拉伯雷自己便对文本背后的深意有

所暗示：“即使有时，你发现一些字句，从表

面上看，和标题相应，显得颇为发噱，你也不

应就此止步，而必须从乍一听来仿佛寻开心的

话里，进一步探索其更为高深的意义。”12 所

以拉伯雷的文本无疑是丰富的，不论我们从狂

欢化的角度解读其独特的写作风格，或是从其

写作的政治性目的入手观察其中映射出的对社

会现实批判，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二、“约束”与“自由”——人文主义理想

教育模式中官方与民间两种话语的“交叠”

有研究者在提到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时这

样写道：“巴赫金在研究中发现民间诙谐文化

中的狂欢并不仅仅是一种娱乐 , 它还包孕着深

刻的世界观 , 是一种和僧侣主义、禁欲主义等

思想相对的人生模式。”13 作为《巨人传》的

写作背景的文艺复兴是一个“杂语的时代”，

当时，民间文化和官方文化分别代表着两个截

然不同的世界，并分别发展出了两种话语体系。

《巨人传》中呈现出的，主要是代表民间文化

的、具有“颠覆”官方文化性质的狂欢化的世

界，而它的语言也是一种渗透了狂欢化世界感

受的狂欢化语言。巴赫金认为，这两种文化及

话语体系有着明确清晰的界限，几乎代表着平

行的两个世界，而“自由”和“约束”则可以

说分别对应了狂欢化的民间话语和包含禁欲主

义的官方话语。然而，在《巨人传》第一部第

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三章中（即卡冈都亚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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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求学之路）笔者似乎发现了这两种话语的“交

叠部分”。

在遇到老师巴诺克拉忒之前，卡冈都亚的

生活作息是相对随性自由的：

于是卡冈都亚分配他的时间：每天，不管

天亮天黑总在八九点之间醒来；这是他先前的

师傅，根据大卫的说法：天亮之前起身徒劳无益，

作了这样的规定。……然后在床铺当中，褥子

上面跳几跳，滚一滚，翻两个身，叫全身的精

神醒一醒……然后他念上半个来钟头书；他眼

睛盯着书本，心思却像那丑角说的，只在厨房

里打转。……然而喝酒还没终了，也没限制……

一觉醒来，把耳朵摇晃几下。这时就有人给端

上新鲜美酒；这一次他喝得特别畅快。14 

卡冈都亚在前期所遵循的是一种随心所欲

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看似与带有约束性的官

方话语体系相反，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然

而，卡冈都亚在自我评价这一生活状态时说“这

正是神甫长老们过的生活”：这里出现了一个

矛盾的地方，即神甫长老们——他们所代表的

原应该是提倡禁欲主义的官方话语体系——所

过的生活却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但这是否

是真正的“自由”呢？拉伯雷在书中的取向是

要否定这种生活方式，他借巴诺克拉忒对卡冈

都亚的规劝向读者表达了他的否定：

巴诺克拉忒告诉他，一下床，不先做几套

早操，就不宜吃东西。……巴诺克拉忒规劝他说，

如此醒来便喝酒，于卫生之道殊属不合。……

巴诺克拉忒看了卡冈都亚这不良的生活习惯以

后，考虑如何用别的方法来教他读书。15 

于是卡冈都亚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清晨

四点半起床，每天都过得十分充实，甚至连下

雨天都有不一样的丰富安排。他“便是受着这

般管教，每天都如此做去”，这相对于他之前

的生活状态来说，反而有了更多的“约束”——

这看似是与狂欢化诗学中民间话语的“自由”

特征相违背的。但事实上，拉伯雷在此处借巴

诺克拉忒对卡冈都亚的指导展示出的是拉伯雷

所代表的当时法国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教育模式：

他们反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及束缚人们精神的经

院教条，提倡符合人性的生活。“他们主张追

求知识，探索自然，发展自然科学，反对蒙昧

主义和神秘主义；崇尚冒险精神和人的聪明智

慧，鼓吹开辟新世界，扩大活动范围，反对闭

关自守和因循守旧……看重教育，主张采用全

面传授知识的方法，培养全知全能的人。”16

巴诺克拉忒非但要求卡冈都亚学习书本知识，

还引导他观察天象、收集标本，到各行各业手

工艺人那里参观学习，除了全面学习天文、几

何、医学、语文、音乐、雕刻、绘画等各门学科，

并进行各类锻炼运动。而卡冈都亚之前的老师

神学家若伯兰先生所代表的即是人文主义者们

所痛恨的经院教育，这种教育下的卡冈都亚越

读越蠢，如上文所引，卡冈都亚每天除了吃喝睡，

就是上教堂、做弥撒。作者由此形象地表明了

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愚昧无知的。

拉伯雷除了站在人文主义者的立场上表达

其对理想教育模式的看法，他自身的教育经历

也对其教育观产生了影响：他从小学习拉丁文，

接受的就是窒息精神的经院教育。在当上修士

之后，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吸引，研读古希腊

罗马作品并同时研究现代法语和法律。离开修

道院之后他从普瓦蒂埃出发，游经波尔多、图

卢兹、布尔热和奥尔良，最后到达巴黎。17 可

以说，我们从卡冈都亚到巴黎后的学习及成长

经历中或多或少能看到拉伯雷自己的影子。并

且拉伯雷自己便是全面综合教育的受益者：他

学识广博，对医学、法律、数学、天文、地理、

植物、几何、考古、音乐、神学、哲学等都有

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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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由卡冈都亚巴黎求学经历所呈现出的

人文主义理想教育模式的叙述暂且告一段落。

总体来说，当我们将两种教育模式放在一起对

比，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这一种表面上更加具

有“约束性”，而经院式的教育在卡冈都亚身

上似乎呈现出更多的“自由”因素。但当我们

重新仔细观察，看似更符合“自由”特征的卡

冈都亚之前的生活方式其实更多具有的是一种

放纵的色彩，这是与官方话语中的禁欲主义不

同的另一个极端，其中包含着物欲上的过度需

求和自身发展的停滞。讽刺的是，这种奢靡放

纵却恰恰是官方话语代表者们（神甫长老）的

生活特征，这与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法国

十六世纪的社会现状相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提到的两种生活，“自

由”（放纵）的生活给人带来酒肉狂欢之感，

而相对有约束的生活却给以人安宁稳定的直观

感受——即卡冈都亚在巴黎的稳定的学习生活

中涌动着其自律、不断进步的积极生活状态。

这种生活状态正是拉伯雷所追求的人文主义教

育模式的完美状态，这是一种能够发展自我的，

全新的状态，有一定“约束”而符合规律，非

绝对舒适而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生活，与文艺复

兴中的“人本主义”话语有着密切的联系。这

无论是与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还是与一些神

甫长老现实中腐败堕落的奢靡生活都是矛盾的。

拉伯雷认为这正是中世纪的人们——不论是被

教会禁欲主义所束缚的底层人民，还是生活奢

靡腐败的上层贵族，所应当追求的状态。但在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狂欢型的事物都脱离

了稳定、静止、完整的一般状态，而含有双重

含义和未完成性。”18 然而，这里拉伯雷所想

要提倡的状态，反而更多的具备这些相对“传统”

和“保守”的官方话语特征，这里看似出现了

理论和文本之间的一些矛盾。但当我们重新反

思官方与民间的关系的时候，此处两种话语的

“交叠”便很好理解了。巴赫金提到过：在文

艺复兴这个包罗万象的时期中“官方文学与非

官方文学之间的界限必定消失”19，中世纪封建

和神权政治制度的解体等一系列因素所导致的

官方与非官方的混合和融汇也是必然的。作为

民间文化代表的诙谐文化在那个时代的官方话

语中也是合法的。故而民间作为一个包容性极

大的概念，甚至可以包含官方，它可以作为一

个超越官方与反官方（的边缘文化）的概念而

存在。

故而在拉伯雷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中，官

方话语的“约束”因素和民间狂欢话语中的“自

由性”产生了某种复杂的交叠，或者说，在《巨

人传》文本所呈现的具有包罗万象性的诙谐文

化中，民间这一概念包纳了原本属于处于中心

地位的官方话语的某些特征，而由生长于民间

各处的新兴的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与传统死

板的经院教育相对的这种崭新的教育模式，则

恰恰是这一概念的一种具体表征。

三、乌托邦世界的塑造

——德廉美修道院的真正喻意

德 廉 美 修 道 院 在《 巨 人 传》 第 一 部 第

五十二章开始出现，是卡冈都亚为酬谢杀敌有

功的约翰修士创建的一座新型修道院。按照修

图 9.2 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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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愿望，这座修道院处处与别的修道院相反：

它不筑围墙，来去自由；允许修士光明正大地

结婚、自由自在地享受世俗生活；它没有任何

繁琐章程和虚伪造作的宗教礼仪，唯一的院规

是“做你愿意做的事”。20 

一直以来，很多学者将德廉美修道院作为

拉伯雷人文主义理想的体现。它集中表现了拉

伯雷人文主义的政治、社会、宗教主张。而其

设计者约翰修士则是体现拉伯雷人文主义理想

的人物：他不禁欲、不节食、不怯敌，“同中

世纪的精神贵族——僧侣阶级迥然不同，是拉

伯雷理想的僧侣形象，即符合人文主义者‘人情’

标准的形象”21 虽然拉伯雷对于这一乌托邦世

界的构想十分美好，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

的：德廉美修道院其实只接受那种“出身清白、

举止高雅、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吃穿讲

究，不为生活奔波，人人称心如意地发财致富、

享受生活。故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借这一“人

人平等“的世界抨击封建特权时，虽然多少反

映了一些被压迫人民的愿望，但他们在谈到正

面理想时仍然局限于表达资产阶级的愿望。

学者们对德廉美修道院投射的特别关注不

无道理，拉伯雷在《巨人传》这一部分的写作

中也一定寄予了特殊的意义，这与他的本人的

职业生涯也有着联系：拉伯雷有过很长的一

段宗教生涯，他曾做过长达 20 年的方济会修

士和本笃会僧侣。22 他的这段早期经历让许多

研究者感到疑惑——为何他不跟随其父亲的

脚步却转向宗教生活？但后来也正是他在此

期间阅读的大量古希腊罗马的著作及受到的

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深刻改变了他之后的人

生及思想轨迹。1524 年，拉伯雷阅读的希腊

文献被修道院的上级没收，这是因为当时的

巴黎神学学院有一项禁止希腊文的法令。23 我

们据此可以猜测，德廉美修道院其实反映出

了拉伯雷理想的宗教生活——他虽然抨击教

会，但并未否定宗教生活存在的必要性，更

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可以说，德廉美修道

院中的生活是其所向往的包含着“人文主义的

意志自由和人性解放”的一种理想宗教生活。

在巴赫金看来，德廉美修道院的情节与其

所提炼出的拉伯雷的狂欢节世界关联不大。巴

赫金在评判俄罗斯研究者对于拉伯雷的研究现

状时这样说道：

与十九世纪西方的拉伯雷研究相一致，维

谢洛夫斯基把德廉美修道院的情节提到首位，

使之成为独特的解开拉伯雷的世界观及其整个

小说之谜的钥匙。其实，德廉美修道院的情节，

对拉伯雷的世界观、形象体系、风格都不具代

表性。虽然在这一情节中有民间乌托邦的因素，

但德廉美修道院的情节基本上是与文艺复兴时

期的贵族思潮相联系的；这不是民间节庆的，

而是宫廷节庆的人道主义乌托邦，它更多地散

发的是马格丽特王妃的宫廷小组的气息，而不

是民间狂欢节广场的气息。德廉美修道院的情

节在这方面退出拉伯雷的形象观念和风格体系。

24 

巴赫金认为《巨人传》中的这一情节与“统

图 9.3 弗朗索瓦·拉伯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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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拉伯雷世界”中狂欢化、节庆性的特征并

不符合，虽然带有乌托邦的因素，但这种乌托

邦并非是民间节庆性的，而是偏贵族的、人道

主义的，这看似与传统的基于文本的分析是有

“矛盾”的，但其实这是由于修道院的情节因

为其特性的不符没有被完整囊括进巴赫金为拉

伯雷作品构建的狂欢化世界。当我们反过来思

考，其实巴赫金这里的论述可以说和上文所述

的这一修道院世界是只属于资产阶级的（当时

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还暂时大体上属于统一

阵营，即新兴的资产阶级仍然需要依附贵族发

展，这一点与拉伯雷自身对主教的依附经历相

联系）的乌托邦世界是相符的。

关于乌托邦世界的真正含义，笔者在一篇

研究拉伯雷文本的英语论文中看到了一些不同

的解答。这篇文章的作者聚焦于《巨人传》中

的主要人物庞大固埃及作品中的乌托邦元素，

文章认为拉伯雷的乌托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饮

宴 的 镇 静 和 安 抚 效 果（the pacifying effects 

of the symposion）。25 巴 赫 金 在 其 论 著 中 其

实也提到了饮宴的作用，他认为集体的醉酒可

以在人们之间创造出一种自由而坦率的气氛，

从而能进一步促进人们朝着乌托邦式的未来努

力。26 文章作者在后文给出了他们所认为的乌

托 邦 的 定 义：“ 狂 欢 式 会 饮”（carnivalesque 

symposion）和“合奏”（synthumion）。他们

认为乌托邦是对理想的生存方式的虚构图景，

这种理想的生存方式与原来的社会形成了有目

的性的对比。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将他

们对人文主义的乌托邦的愿景投射到未开发的

海外殖民地中，从而可以保留他们的神秘性和

冒险性。27 

一直以来，不同的人对于乌托邦的真正定

义都会有出于他们自身身份和目的的不同解读。

综合拉伯雷笔下构建的德廉美修道院中的饮宴

等多重因素，我们可以透过文本看到一个丰富

而复杂的、具有多重面相而专属于人文主义者

的乌托邦世界。

四、结语

《巨人传》作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非常

重要的文本，通过文本细读，我们会发现其中

一些看似与狂欢化理论相“矛盾”的特征。但是，

这些“矛盾点”其实只是在巴赫金提炼的狂欢

化的“拉伯雷世界”之外的、与之平行的情节

或事件。当我们结合拉伯雷的生平去综合深入

考察它们，我们便能去追溯文本背后作者真实

的写作目的，甚至挖掘出这些“独立”的场景

和情节与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之间一些复杂的联

系。拉伯雷的文本和巴赫金的理论世界都是丰

富的，值得我们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中挖

掘两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责任编辑：钱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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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守为攻”的欧陆体系的构架起点
——试析 1904 年英法协约中英国“均势制衡”的战略考量

□钱毅珺

摘要：1904 年英法协约的订立，通常被视为英国因维护自身安全利益而向法国作出海外势力让

渡的“弱势殖民地外交”。然而，在英德矛盾日益激化、英俄冲突渐趋和缓的背景下，英法关系的

改善，不仅是双方殖民利益协调分割的直接后果，更象征着英国的国家战略重心自海外向欧洲大陆

的重新回归，及其在此基础上通过“以守为攻，因势利导”的外交手段，建构“联法亲俄，共同对德”

之欧陆新秩序的有效尝试。因此，自“光辉孤立”向“均势结盟”的政策转变并不意味着英国外交

的没落，这恰恰揭示了英国外交的思想内核，即意识形态下的“实用主义”及由其主导的“均势制衡”

政策，其初衷无疑是以规避战争为前提，通过有限合作的方式，实现对本国安全利益的保障。然而，

其时严酷的国际环境最终导致了同盟 - 协约双方在军事同盟中“武装对峙”的紧张局面。故而，现

代人当对作为“硬制衡”重要手段的“军事同盟”予以反省与警惕。

关键词：英国； 英法协约； 结盟政策； 均势理论

作者简介：钱毅珺，唐文治书院 2017 级在读本科生，1998 年苏州生人，专业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一、 表象：扩大化的“海外殖民协议”

20 世纪初，世界主要强国间的力量对比因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由

于绝对“经济优势和海上霸权”的逐步丧失，

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其它大国有力挑战的英国，

不得不着手改变其于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初所奉行的“光辉孤立”的外交政策。1 其自“光

辉孤立”到“均势结盟”的政策转向，以 1902

年英日同盟、1904 年英法协约及 1907 年英俄

协议的建立与签订为显著标志，其中，英法协

约的确立，又可因潜在完成了英国由被动维护

帝国海外利益到主动建构有利自身欧陆体系的

战略调整，而被视为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

由于德皇威廉二世以扩张、进攻性的“世

界政策”取代了俾斯麦在任时推行的“大陆联

盟体系”，而英法于 1898 至 1912 年间与德结

盟的尝试均告失败 2，故而，法国于 1898 年在

关涉非洲殖民利益的“法绍达危机”（Fashoda 

Incident）中向英国做出的让步，自然而然地

成为了英法关系改善的先兆。1904 年，两国以

对非洲殖民利益划分的共识为核心，签署了一

系列协约，内容包括法国放弃在纽芬兰的捕鱼

权和英国让渡西非殖民地给法国，以及关于暹

罗、马达加斯加和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协定。3 其

中，法国承认英方对埃及的保护权及英国承认

法方对摩洛哥的特权，恰是双方得以达成合作

的利益共识。

如是而观，就协约内容而言，英国出于海

外殖民利益、现行国际局势与自身安全的考量

而同法国结盟，似乎延续了其在“英日同盟”

的格局中所反映出的被动、保守的外交传统。

面对位处欧陆之外、大西洋中不列颠岛的传统

地理限制及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经济、军事实力

相对衰退的现实困境，既得海外殖民利益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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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不再是英帝国强大实力的昭彰，而成

为其本土基本国力维系的保障。即如有学者所

指出的，“英国的强大有赖于殖民地，因此需

要保护英帝国和海上通道的安全”4，故而，一

战前夕“仍是世界‘头号’大国，尽管其领先

程度已远不如 1850 年时那样明显”5 的英国，

显然在国家政策取向与国际外交战略上对全球

殖民利益予以了更多的关注与侧重——为遏制

沙俄对本国远东利益的侵犯，英国不惜打破传

统的“欧洲协调机制”而在 1902 年选择与日结

盟 6，恰是这一点的显著体现。

由此看来，以非洲殖民权益的让渡与协调

为前提所订立的 1904 年英法协约，似乎可因英

方对自身利益底线的突破而被视为较“英日同

盟”更为内敛、甚至是弱势的外交事纪：在英

日同盟确立后不久即爆发日俄战争的背景下，

法国如出于法俄同盟的考量而对日作战，便会

触发英国须援日对法俄作战的军事同盟义务，

届时日本一旦战败，英国不仅会因同盟力量的

削弱而失去对俄国在远东殖民扩张的有效制衡，

更将因卷入大型帝国耗战而减损本国的既有实

力，而英国海军本就难以在远东水域对抗强大

的法俄联合舰队 7，其军队也旨在为“应付小规

模殖民战争而部署和装备”8，故而，避免自身

牵涉战争义务的最佳解决方法，即令法国在战

争保持中立，因为英法订立协约后，“日俄若

发生战争，英法都有重大切身利益说服对方置

身事外”9。尽管两国关系的改善表明了英国避

战的积极努力，但达成该项双边协定的代价，

却是英方在关乎全球殖民归属问题上战略重心

的转移与底线利益的退让，同时意味着其主动

放弃了在建构英日同盟时期对远东殖民利益的

积极聚焦与谋夺。

然而，如若透过协约内容，超越其中直接、

显在的政策表象与外交结果，而在更为宏大的

欧陆视角下深入考察英方与法结盟的战略考量，

我们不禁惑然：英法协约是否仅为双方间“一

张走样了的殖民地协议”10 ？对殖民利益的协

调、远东纷争的避缩，究竟是英国势颓力衰下

的无奈结果，还是以此为建构有利国际新秩序

的潜在手段？

二、 机理：体系化的“欧陆反德联盟”

倘若从英法协约订立前欧洲大国的权势关

系及协约的订立对此后的国际格局所产生的微

妙影响来看，在英德矛盾日益激化、英俄冲突

渐趋和缓的背景下，英法关系的改善，不仅是

双方殖民利益协调分割的直接后果，更象征着

英国的国家战略重心自海外向欧洲大陆的重新

回归，及其在此基础上建构“联法亲俄，共同

对德”之欧陆新秩序的有效尝试。

在这一时期，由于综合国力的相对消长，

英德两国本已在国家利益上积聚的天然矛盾，

更因德国全方位、多领域的扩张性“世界政策”

而进一步激化。英方担心德国过快增长的实力

与过度膨胀的野心直接威胁到自身的安全利益
11，即如时殷弘所指出，“均势机制得以运作的

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强国绝不会让自己臣属

于另一个强国’的意向”12。作为“潜在霸主”13

出现的德国，虽在“工、商业和陆海军方面”

拥有“发展的绝对速度和广度”14，但它居处

欧洲中心的微妙地缘现实及其“泛德意志化”15

的冒进外交战略，却反向削弱了它对英争霸的

整体实力。保罗·肯尼迪于《大国的兴衰》一

作中，对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等强国”

提出三个层次的评价标准：军事、工业生产缘

基础的变化；地缘政治、战略和社会文化等因素；

外交和政治变化。16 尽管在第一点上，英国的

优势正在衰退，然而，地处欧陆侧翼、同时又

为英吉利海峡所卫护的优越岛国位置，却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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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减缓了在此情境下英国与欧陆国家正面冲突

的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对手德国因其与法、

俄间不成熟的强势外交 17，加速且加剧了深陷

欧陆腹地的自身面临两国包夹合围之势日益现

实、显著化的地缘危机——在此国际局势中，英、

法、俄协约战线的统一，可谓是大势所趋的结果。

然而，尽管三国间存在着“共同对德”立场的

天然纽带，但建立这一“环环相扣的同盟”18，

却须以英俄双方的“殖民谅解”为前提。1902

年“英日同盟”的确立无疑表明了英国就此议

题在国家战略与外交谈判上的双重困难，然而，

1904 年“英法协约”的签订，却成为了这一时

期英国转变“均势结盟与制衡”对象的关键步

骤和标志。

英法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在外交现实

方面导向了英国对俄政策的必然调整；然而，

俄国源自日俄战争的势力收缩，则为双方缓解

“殖民利益及大国权势的未来分布”这一英俄

核心冲突提供了可能。如刘成所指出，“英俄

协定是英法协议的自然补充”19。由于法俄在

1894 年订立了军事协定 20，英国无法在“亲法”

的同时与俄保持交恶，因此，英俄关系的后续

改善，恰是英法协约订立的必然产物。与此同时，

俄国深陷日俄战争的事实，实际有效地遏制了

它在远东殖民扩张的进程，而此后俄国的惨然

落败，更对其综合国力与全球势力造成了极大

的削弱。在欧陆“相对均势”的既定格局产生

显著变端的情况下，对于一直以来发挥着“离

岸平衡”功用的英国而言，英俄关系的改善不

仅具备了充分的可能性，更被赋予了完全的必

要性。

在“联法亲俄”的必需条件充分具备的基

础上，英国将以法国为驱动枢纽，积极展开“反

德联盟”体系的有效建构。在欧陆外交关系上，

英法协约的订立不仅敦促着英国寻求对俄关系

的积极调整，更在客观上要求俄国重审英俄冲

突，继而开展对两国未来关系的再定位，从而

三方出于对共同安全利益的维护，以地缘现实

为起点，渐进式地建构起对强德多层次的包夹

合围。而在全球范围内，英方对德矛盾的核心“海

权问题”21 由于英法协约的确立而得到了强有

力的支持，它意味着“德国‘世界政策’的破产”，

因为在英法势力的强强联合下，“同时反对法

国和英国的海外政策是不可能的”22。

就此意义而言，英方在订立英法协约时让

渡海外利益的“守态”，最终实现了远超其成

本的“攻势”价值效能：关于非洲的殖民分割，

以法方对埃及利益的放弃为首要前提 23；而英

方在地中海的放权，则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双方

的历史敌意。对法关系的改善，在欧陆大国外

交中，是实现英俄合作、三方对德的保障性前提；

在全球势力范围内，不仅有助于英方在英属印

度的重要殖民利益上获法援益，英法海外势力

的联合，同样能有效遏制强德海上势力的崛起

对英国所造成的巨大威胁。据此来看，英国“联

法亲俄，共同对德”的“反德联盟”体系化建

构的关键枢纽，即在于英法关系的转向对欧陆

大国立场及其全球势力所产生的深刻、持久的

影响——英国由此掌握了排布欧陆“均势格局”

图 10.1 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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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胜主动权。

三、 探微：战略化的“实时均势政策”

上述战略考量无疑反映了英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实力“相对下降期”对大国格局的

判断与政策审定的成功，然而，打破“光辉孤

立”的传统倾向、走向“均势结盟”的现实战略，

是否又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英国外交的没落？

事实上，“光辉孤立”的传统本身并非英

国一直以来外交精神的内核，而仅为其经济实

力雄厚、海军强大、殖民地广阔的强盛期彰显

国家力量与自信 24 的象征形式与手段。英国外

交思想的本质，是意识形态下的“实用主义”

及由其主导的“均势制衡”政策，即如帕默斯

顿所主张的，“英国有永久的利益但无永久的

盟国”25：1816 至 1904 年的“光辉孤立”26，

表明了英国自身权势的强盛及欧陆既有的大致

均势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其国家利益；1905 至

1930 年的“结盟战略” ，则意味着英国对德

实力的相对衰退及其基于自身安全利益而对“大

陆义务”的有限承担。英国在不同时期综合国

力的变化，无疑造就了二者间形式的迥别，然

其思想内核与底线原则，源于对“均势制衡”

的被动恪守与主动利用。

在此视角下，缔结英法协约之于英方的意

义，似乎能够发掘出更为深入的阐释空间：尽

管英日同盟的确立，显著标志着英国自“光辉

孤立”到“均势结盟”的政策断裂，然而，英

法协约的签订，却意味着英国战略视野的拓展

与外交手段的升级。在英日同盟的形成中，英

方因视野局限于既有殖民范围对本土利益的保

护，而在与俄交恶的情境下，被动寻求与日结盟；

但在英法关系的转向中，英国却将眼光聚焦于

未来自身的全球利益，而以牺牲本国有限的海

外势力为条件，精确预判并主动建构起由法国

倒戈所导向的欧陆格局与全球形势下“全面反

德”的有利体系。这一思路转变，充分体现了

了英国在外交手段上“以守为攻，因势利导”

的高明之处。

最后，纵观英国在这一时期所推行的“均

势结盟”政策，其初衷无疑是以规避战争为前

提，通过有限合作的方式，实现对本国安全利

益的保障。即如当时英方外国大臣格雷所言，

“我们的手必须是自由的”28，这一立场同样解

释了英国缘何对一切订立或扩展为双边军事同

盟的外交尝试自始至终秉持着极端审慎的态度。

然而，其时严酷的国际环境下，自英国因结盟

政策的奉行而放弃“光辉孤立”的平衡角色后，

不仅欧陆大国被剥夺了结盟自由，甚至在同盟

间也缺少妥协与谈判的可行空间 29，英国迫于

自身实力与国际情势而始的结盟最终导致了军

事同盟下“武装对峙”30 的紧张局面，一如基

辛格对此发人深省的结语所言，“一旦外交失

去弹性，改变均势的唯一方法便是增加军备或

作战求胜”31。

结语

基于对相关史实及既有研究资料的有限集

阅，本文以英国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英国自“光

荣孤立”向“均势结盟”的政策转向为背景，

以 1904 年英方订立英法协约的战略考量为研究

对象，从协约内容的表象解读、其时欧陆大国

权势分布视角下的内涵研析及对英国“均势制

衡”核心外交思想的关注这三个层次，考察了

英法协约的签订对英国主动建构“联法亲俄，

共同对德”之有利欧陆体系的重大意义。因知

识水平与理论视野的局限，本文所援引的外文、

原始文献数量有限。论证不周之处，谨望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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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凝聚”到“情本体”
——李泽厚道德情感学说的一个关键转向

□郝琛宠

摘要：从意志形式主宰情感的“理性凝聚”过渡到“情理交融”、以情感为最后实在的“情本

体”，是李泽厚前后期哲学的主要变化。这一转变的动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李泽厚对牟

宗三道德主体性的历史化与世界化；其二，海德格尔的有限性此在分析和“烦”、“畏”的现代经

验对李泽厚的启发；其三，李泽厚从黑格尔- 马克思的历史过程和物质生活角度阐释康德的努力。

通过将历史合理性与个体经验的偶然性相接榫，李泽厚沿循康德哲学中“被给予性”先于“能动性”

的曲行路线，发展出了一套从生活世界角度构造内在心理形式的历史本体论，并由此追溯了现代体

验的人类学根基。李泽厚的“双本体论”虽然揭示了在本体领域兼顾实然与应然、动力因与目的因

的必要性，但也陷入了无法保全自我意识形式性的困难，使积理入情的道德情感极易沦为自然情

欲。

关键词：李泽厚； 理性凝聚； 情本体； 道德情感； 转向

作者简介：郝琛宠，唐文治书院2016 级哲学专业，目前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德国观念论、现象

学和现代新儒家。

作为中国现代难得的原创性思想家，李泽

厚的哲学思考兼具综合哲学史的广度和钩沉时

代问题的深度。“情理关系”便是他在历史与

时代这双重面相的交织中敞开的一个重要维度。

李泽厚前后期哲学的差异体现在他对“情理关

系”中核心问题的不同理解，即从意志形式主

宰情感的“理性凝聚”过渡到“情理交融”、

以情感为最后实在的“情本体”。

从道德情感的角度来看，这一转向之所以

关键，是因为它指向对康德形式伦理学及新儒

家“内在超越”说的扬弃；而从李泽厚的整个

哲学规划及其思想史效应而言，这一转向旨在

从“人化启蒙”过渡到“情本立命”，从中西

对列格局下的人格心理结构过渡到中西会通意

义上的圆融境界和“乌托邦”式的文化构想，

最终导向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更重要的是，李

泽厚的运思步伐不仅形成了近四十年来本土思

想消化西学、把握时代的路标，而且开辟了本

土思想进行“转化性创造”的可能路向。然而，

对于这一转向的思想细目，学界的评析多拘囿

于李说内部。笔者则欲从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入手，着重展现李泽厚对不同思想形态的勾连

与分疏，衡量历史与时代维度在此转向中的权

重。

一、道德主体的历史化与世界化

如果按照原创性和综合性的标准梳理出一

条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谱系，那么李泽厚哲学

可以看作对现代新儒学的承接和回应。不难发

现，这一思想序列的合法性其实建立在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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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共同点之上：从借重的思想资源来看，两

种思想形态都建立在沟通中西哲学异质话语的

基础上，其中尤为注重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

阐释和消化；从运思冲动和面对的时代议题来

看，它们都看到了理解现代性、推动现代化的

急迫性；从哲学建构的最终指归来看，它们都

以提出一套新的内圣外王的文化愿景为鹄的。

由此可见，李泽厚哲学与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牟

宗三思想的对照为理解中国现代思想的嬗变提

供了线索，而李泽厚也明确将牟宗三作为自己

思想的起点和主要批判对象。

图 11.1 李泽厚先生

“主体性”是中国本土思想在与西方哲学

的碰撞交融中把握到的一个核心方面，如何理

解、转化和安置这一中国传统所无的异质概念，

构成了李泽厚与牟宗三发生对话的基本语境。

正如方家所言：“与研究道路有些形似的牟宗

三相比，李的特点在于更偏重心体而非性体，

在于他对‘主体性’复杂性的重视。”1 牟宗三

将康德认识论中被否决的“智的直觉”提升到

道德领域，并与宋明儒学所讲的“明觉感应”

相勾连 2，其实是以性体摄心体，从而凸显中国

传统特有的自由超越、体用不二的道德主体性。

牟宗三虽然不认同康德将意志与情感、形式与

质料完全割裂的做法，但他通过发掘情感本身

的超越性来“援情入理”、以理摄情 3，反而消

解了康德那里情与理的张力所维系的平衡，造

成“实践理性充其极”，导向更为极端的唯道

德主义立场。

李泽厚的批评认为，牟说的错谬之处并不

单纯在于对人性意志能力的坚持，而在于其对

情理关系的误置：牟宗三一方面把“不安”、“不

忍”等经验心理抬高到“天命”、“天理”的“本体”

高度，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能更改这个“活泼泼”

的经验心理特征，用感性情感的描述来叙说道

德的绝对律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 或本体的

超验存在，乃是一种自相矛盾。[1](122) 因此，牟

宗三乃至现代新儒家以道德主体性为枢轴勾画

的“内在超越”图景，其实只看到了心性层面

不断提升的“应然”[1](59-62)，而没能兼顾从历史

到现实、从人类总体到自我个体、从外在伦理

规范到内在道德要求的“实然”发生维度。

因此，李泽厚对牟宗三心性儒学的批判和

发展就是将道德主体历史化，这与李泽厚前期

对康德哲学的阐发路向相一致。当然，回溯心

性动力由以发生的历史前提和人格结构，并不

是将规范化、形式化的应然法则一味还原、解

构为历史或心理事实，而是从历史动态的发生

学角度刻画个体世界形成的复杂构造和渐进历

程，李泽厚将这种观点称作“历史建理性”或“自

然的人化”。

据此，李泽厚对康德哲学进行了马克思化

的改造，其中最为关键者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

康德那里自我意识和道德自律所共享的自身关

系结构被视为一种人格 - 心理结构；其次，这

一结构的整全性只有在漫长的历史构造过程中

才能正确衡量，因此真正的本体并非不断行动

着、自我提升着的道德主体性，而是推动历史、

创造历史的劳动工具。与“工具本体”相对应

的是美学意义上的“积淀”说，广义上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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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也可以解释一切由日常经验的历史化而产

生的“形式”或“形式感”，如道德律令或意

志能力的形式。在新发现的李泽厚《六十年代

残稿》中，“积淀”说并不是言说感性作用的，

而是言说理性能力的形成的，这正说明无论“感

性认知”还是“纯粹理性”都是积淀的产物 4，

这与李泽厚用来解释康德和牟宗三那里的道德

主体性的“理性凝聚”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理性凝聚”，李泽厚曾从不同角度

加以定义。（1）在“理”、“欲”的强烈冲突中，

“理”占上风，从而完成伦理行为、道德品格，

就是所谓“理性凝聚”。[1](23)（2）“理性凝聚”

是人类经长期历史由文化积淀而成的道德特征、

自觉意志和心理形式，与“理性内构”不同，

它不是理解、知性、逻辑、思想，而是一种由

理知渗入的确认，即执着于某种观念或规则。[1]

(59-62)（3）“理性凝聚”的特征是理性对感性的

行为、欲望以及生存的绝对主宰和支配，它对

个体来说是先验的，对人类总体则仍由经验积

淀而成。[1](88) 综而观之，情理关系中意志对情

感的支配有着历史意义上的正当性，康德形式

主义伦理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彰显了这一心理

形式的“先验”特质，换言之，道德律令所蕴

含的人性能力表面上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实

际上却是人们心理中情理关系的某种具体结构。
[1](92) 像康德一样，牟宗三也强调了“理性凝聚”

的重要性，但却没有看到此“情理结构”的历

史向度，因而单方面根据理性形式所建构的“道

德的形上学”便失之片面。

值得注意的是，李泽厚对道德主体的历史

化既然立足于日常经验的“积淀”，那么对广

义的伦理现象的解释就不能单单停留在历史的

过程之中，而是要回到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不断

展开、不断印证的心理结构，也就是用历史的

规范性意义来整合共时世界的规范性空间。对

应“道德主体的历史化”，不妨将这一策略称

作“道德主体的世界化”。在康德那里，自我

意识与道德法则都具有形式 - 普遍性 5，都蕴

含了一个以综合统一的实现为目标的动力学系

统 6，因此，正如认识论意义上的“我思”能够

伴随一切表象而向世界敞开，从而确保科学知

识的不断扩展那样，道德主体也能够在跨越现

象界与本体界的存在论意义上，使自我自由地

存有这一事实不断明晰起来。这一围绕自我意

识 - 道德自律的自身关系所形成的动力学结构

在康德哲学本身中十分显豁 7，但牟宗三急于“封

限”知识以极成道德主体性 8，因而没有看到自

我与世界相通的动态发生维度。牟宗三虽然也

在意志与情感、道德与知识之间构筑了桥梁，

但那更多依赖本体真我“自我感动”、自我坎

陷的“明觉反照”，以主体的自发性取代了世

界的被给予性，从而大大弱化了公共化和规范

化的可能。

图 11.2 牟宗三先生

在李泽厚看来，当牟宗三将康德哲学中的

“先验主体”彻底去经验化、去时间（历史）化、

去感性化的时候，恰恰说明道德主体已经窄化

为抽掉了公共世界的孤立自我，它所仰赖的价

值根源“性体”便与人的自然生存、生理存在

“没有关系而且相互对立甚至冲突”[1](224)。因此，

李泽厚首先将道德与伦理内外二分，其次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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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在外分为传统宗教性道德和现代社会性道德，

在内则三分为意志、观念和情感。

在更为复杂和完整的道德观念图景中，李

泽厚重新界定了现代公共世界中的情理关系。

李泽厚认为，康德那里“敬重”(Achtung) 的道

德情感，并非与动物本能性的苦乐感受相关的

同情、怜悯或“恻隐之心”，而是一种由理性

（即经理知确认）出发而产生的情感，也就是

说，“它不是自然好恶，而是有意识的理性感

情”[1](68)。这种道德情感固然值得肯定，但历史

本体论并不止步于“理性凝聚”，而是认为包

容它而又超越它的“理性融化”才是人的本体

所在，人的本体不是理性而是“情理交融的感

性”[1](70-71)。李泽厚之所以将情理交融的实现落

脚在“情”或“感性”，是为了批驳牟宗三以“理”

作为情理之交会点，前者使情理成其自己而相

互感发，后者却消弭了自然经验的维度，沦为

一种自证式的神秘体验。实际上，无论是 18 世

纪英国的道德感学派 9，还是康德后期伦理学中

的道德情感理论 10，都未将道德直觉或“敬重”

视作道德本体，而是坚持其感性特质 [2](111)。牟

宗三的道德主体性学说只是一种误解基础上的

创造。

李泽厚对牟宗三道德主体的历史化与世界

化是对心性儒学的两种不同改造模式，它们都

揭示了“应然”法则背后的实然维度，但并非

不存在冲突和张力：历史化解释了道德规范性

的形成，世界化则以去中心化的姿态消解了这

一规范性。基于这一特征，李泽厚在前后期转

向中所突出的“情”就根本不同于康德意义上

的感性“情感”和舍勒质料主义伦理学中建构

着自我的“道德感受”，反而更接近黑格尔早

期神学思想中调和“反思”与“情感”、兼具

历史性和公共性的“爱”(Liebe)11。

二、“心理成本体”：

现代体验的人类学之根

单从李泽厚对康德道德情感学说的阐释而

言，“积理入情”以帮助个体塑造完整的人格 -

心理结构这一理路不仅可与后康德观念论相承

接，而且能够很自然地导向海德格尔对康德道

德哲学的阐发。海德格尔从此在 - 世界的基础

存在论出发将康德理论哲学中的“我思”转化

为实践哲学意义上的“我能”，从而将知识、

情感与意志中一脉相承的“自我”维度勾连了

起来。在海氏的解释中，与李泽厚的观点大致

相契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海德格尔对康德借“统觉之本源的

综合统一”所定义的自我诠释为“诸规定之杂

多统一之本源根据”，并将综合统一功能视作

在存在论上对突出主体的特性描述。[3](181) 通过

将“反思”当成自我意识的运作方式，海氏在

使自我超出“形式性”设定的同时也以“根据”

的名义将其保留。这样一来，自我意识的形式

结构便指向伦理向度的“人格性”而发挥其奠

基作用 [3](207-208)。

其二，海德格尔以“实存”(Dasein) 概念为

枢纽将康德的认识论原则转化为存在论原则，

这种解释立足于自我之为行动对于理论和实践

活动的贯穿，我们就可以确认在先验统觉之自

我与道德人格 (personalitas moralis) 之自我之间

存在某种关联 [3](208)。

其三，personalitas moralis 的源头可追溯到

“敬”的道德自我意识，自我由此被提升为本

真性存在。在海氏看来，“敬”这种道德感受

是自我之“即 - 自己 - 自身 - 而在”的方式，

自我藉此摆脱一切感性规定而把自身领会为自

身 [3](194-195)。不难看出，在道德人格自我提升的

过程中，排除杂多的感性因素这一模式同时运

用于知识和道德领域，其中隐约可见“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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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存在”在本真性维度上的区分。

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解读把康德那里“敬

重”的道德感受层层剥开，还原为个体自我获

得自身存在、本真存在的方式，这显然已经越

出了道德哲学的领域，必须落实到生存论意义

上的存在体验领域来理解。如果我们把这种康

德阐释与《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分析联系起来，

就可以看到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和非理性主

义思想对前期海德格尔的影响——道德情感或

“道德感受”中呈露的自我与世界的张力关系

类似于“烦”(Sorge)、“畏”(Angst) 的存在状

态所展现的结构，也就是说，从“情感”中除

了可以解释出康德那里的自然感性意味、舍勒

那里的价值级序意义和黑格尔那里的历史 - 公

共理性含义，还可以依循克尔凯郭尔 - 海德格

尔的路向，看到现代个体的生存体验对道德 -

伦理领域的支配作用。而在李泽厚看来，这一

路向才能与工具本体所揭示的人类学根基相呼

应，才能从根本上将历史化和世界化了的情理

结构重新与活生生的个体联结起来。

图 11.3 克尔凯郭尔

李泽厚屡次坦言海德格尔对他的启发。

“Heidegger 的反理性主义是一种以标准理性形

态出现的反理性的情感哲学。也正因如此，不

是 Plato，也不是 Kant，而是 Heidegger 最可以

恰当地与中国传统乐感文化和情本体作某种参

照。”[1](82) 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最大贡献在

于准确而深刻地暴露了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

早已预示的现代世界中的个体经验，正是现代

散文生活使海德格尔前瞻式地托出了有限自我

的无底深渊：“‘烦’、‘畏’确乎不只是经

验的心理，不只是自觉的意识，它就是那非常

实在的现代人当下感性生存的状态本身。所以，

它具有‘本体’性质。此人生‘情’况即是本体。

‘心理成本体’，我以为这是海德格尔哲学的

主要贡献。”[1](424)

因此，如果说对康德的马克思化阐释展现

了主体性的复杂面相，对海德格尔的黑格尔化

理解则使李泽厚看到了感性或情感的多义性，

从“工具本体”到“情感本体”、“心理本体”

的转向便必须放在从康德到海德格尔的思想脉

络中来考察。二者的差异在于，康德并未将经

验知识中的感性因素作为自由意识的基础，而

感性在海氏那里却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在

海氏那里，“我思”提供的是一种被感性所关涉、

也即有限的主体性 [4](542)。

这种差异提供了从内在主体性哲学过渡到

历史本体论的一个契机：道德主体本身的有限

性，乃是现代自我的根本处境。沿着这一思路，

李泽厚的转向便不存在明显断裂，而是一个有

迹可循的渐进过程。在著名的《第四提纲》（1989）

中，李泽厚曾如是说明心理本体的缘起：“人

因依附在、屈从在‘人活着’而必需的工具本

体和客观社会性的重压下，从而寻找被‘遗忘’

了、‘失落’了的‘自己’来询问活的意义，

提出 death, care, dread……，但如果具体地脱开

了客观社会性即‘与他人共在’的食衣住行的

具体生活（工具本体）和积淀下来的心理本体，

这些问题实际不能回答。”[5](245-246)

在现代哲学史上，这种追问已经被包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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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尔在内的许多哲学家提出过，而李泽厚在

重申此问题的同时亦反思一味的追问本身遗留

的苦果。他看到，宣扬理性至上的科技和反抗

科技的“语言”其实都加深了现代人的生存危机，

“情本体”的提出是要应对时代危机下哲学话

语的偏至倾向，而非“随意地、普遍必然地使用”。

在道德情感领域，李泽厚是坚定的康德派而非

休谟派，“Hume 只能作为 Kant 的补充，理性

绝不能成为情感的奴仆”[1](11)。

如上所述，李泽厚不仅从海德格尔和后现

代主义思想中看到了现代体验的重要地位，而

且自有一套对技术时代的透辟分析。他前期的

工具本体本身就指向历史中的规范理性与工具

理性的辩证关系，“度”就是这一关系的核

心。“度”具有创造性、本体性和偶然性的

特质 [1](241-246)，意味着理性的纵向积淀可以与

当下瞬时的偶然经验相接榫。那么，李泽厚据

此发展出的“双本体论”如何避免混淆真正的

哲学问题与虚浮的时代心理呢 12 ？或许正是

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李泽厚反过来追溯了个体

心理结构的人类学根基。首先，认识如何可能

源于人类如何可能 [1](354)，理性能力的内在构

造是由工具本体的实践活动历史地形成的。其

次，意志能力的依据是人类总体的生存延续 [1]

(27)，这个理性原则由于并不脱离感性存在的人

类，便可以深入经验，与情感相交融。最后，

“实用理性”不是先验的、僵硬不变的绝对

的理性 (rationality)，而是与经验相关的合理性

(reasonableness)，即历史理性 [1](254)。之所以要从

人类总体的抽象层面推出具体此在和个人存在

的价值，是因为抽空一切关系的“原子个人”“无

负荷的自我”其实只是一种假设 [6](380)，对自我

的探讨必须顾及共在的关系维度。

同样，李泽厚对康德“先验之谜”的人类

学解读在其思想前期就已经成形。在《批判哲

学的批判》中，李泽厚创造性地提出用生理学 -

心理学来具体科学地找出由社会（历史）到心

理（个体）的通道，据此未来哲学发展的方向

之一便是由“深层历史学”到“深层心理学”[7](162)。

这体现了“由马克思到康德的道路”，即用物

质生产活动的社会实践来作为人和自然统一的

基础，来构建心理和逻辑 [7](211)。从历史与现实

的“实然”层面引出心理形式的“应然”，构

成了李泽厚思想转向的内在逻辑。与牟宗三相

反，李泽厚将人类的生存延续作为事实和本体，

而这也就是价值的来源和基础，“至善”既是

历史事实，也是价值根源，从而保证了事实与

价值、实然与应然的统一 [1](225)。从个体层面看，

“人活着”便不只是事实判断，也是价值判断。

图 11.4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书影

如何理解事实与价值之间这种既统一、又

可分离独立的关系？实际上，李泽厚所理解的

“现代体验”自始就与海德格尔那里此在的存

在样态不完全一致，反而类似于一个经过历

史积淀而充斥着规范意义的理由空间 (space of 

reason)。在这一被强大的历史理性先行渗透了

的生活世界中，个体的时代体验其实是历史积

淀的一种“绽出”形态，它不仅没有与纵向的

历史领域分庭抗礼，还为将心理的暂时性和偶

然性拉回到人类学视域提供了契机。李泽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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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并非以另一个本体取代工具本体，而是将

作为“动因”的“本体”深化和区分为“根据”

之别义，“情本体”的“本体”便取人生的“最

终实在”和“根本”[1](58) 的第二义。因此，情

本体可以作为“宗教性道德”的律令根基，但

并不止于当下情感经验的提升，还是一种具有

宇宙情怀甚至包含神秘意蕴的存在 [1](392)。

由此可知，“情本体”的基本特征的确是

理性情感化、情感日常化，而“情”又要跨越

历史与现时、世俗与神圣的两极，单靠时代体

验和情感经验的历史向度，能否提供超越日常

化和个体化的动力呢？ 13 其实，如果把情本体

学说的难题归结为如何“超越”，恰恰回到了

牟宗三的立场。李泽厚从未提出要以否定的姿

态超越个体的琐碎生活，而是以肯定的“珍惜”

态度把握时间性中的永恒 [1](495-497)，寻求有限人

生中的欢欣和幸福，从而“以美启真”，在情

与理的相互激发和自由游戏中实现整全的人格。

这一粗线条的构想是否太过乌托邦化了呢？

三、自我意识形式性的阴影

“情本体”一经提出，其与人格 - 心理结

构的相容性便受到关注。不难看出，这一问题

的关键仍在于“情”的人类学基础和历史向度

对个体行动的实效性。回到贯穿李说始终的“情

理关系”，可以发现人格 - 心理结构的历史性

只有在世界化了的时代体验中才能凸显出来。

在前期思想所引导的康德阐释中，李泽厚敏锐

地发现，由于康德将“我思”彻底功能化和去

实体化，从被给予性的感性层面到自发性的知

性层面的过渡就对应于一种自我构造、自我发

生着的“心理时间”，它一方面能够外化为具

有客观性的历史时间，另一方面又能内化而成

为“心理结构”。而且，从康德哲学中理论哲

学到实践哲学的部门规划来看，这一转化思路

与自我朝向世界不断生成并完成自己的动力学

模式有一定关联。相较于牟宗三，李泽厚不仅

更加重视“被给予性”对于“自发性”的根据、

基底作用，还更为全面地考虑到了康德哲学的

人类学归宿。但是，这些还只是对历史经验“必

然”积淀为心理形式的一种说明，至于经验如

何成为先验、“形式”如何与“自我”一道生成，

李泽厚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答。

我们不妨回到李泽厚对康德自我意识理论

的阐释中寻找答案。（1）李泽厚认为，康德之

所以将“先验构架”（“先验图型”, schema）

规定为时间，是由于人类实践将客观活动过程

空间化和内构为人们认识形式的“网上的纽结

点”（范畴），这一过程必须通过漫长的实践

历史才能实现。时间之所以在康德、黑格尔哲

学中占有比空间远为重要的地位，实际上都与

人（社会）有关。[1](357-358) 这相当于对康德先验

范畴经过时间构架而应用于感性的过程进行了

历史人类学意义上的回溯。（2）“我思”意义

上的“自我意识”是认识过程的统一性，这一

主体功能乃人所特有。在对先验演绎的阐释中，

李泽厚特别强调“主观演绎”是从内感觉 - 时

间意识的经验事实出发的，而且是“从心理学

角度”论证主体能动性的过程。进一步说，这

种能动性实则来源于主体的实践。“就人类意

识来说，对主体自身使用工具、制造工具活动

的‘自觉注意’，即持续地联结、综合、统一

感知以保持对对象的同一性意识，使之成为对

一个客观对象的自觉感知，这才是要害所在。”

先验统觉或“先验自我意识”是通过原始巫术

礼仪等模仿活动而提炼保存下来的，对儿童来

说则是在社会环境和教育下所形成的能力 [1](360-

361)。（3）李泽厚将心理形式的能动性归结于实

践的理据在于，康德所说的“经验”是思维综

合感性材料的产物，他并不否认自我意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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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挥必须“以实践的‘自我’主体感性现实

地作用于对象为根本基石”。因此，先验的理

性形式必须以现实“常住”的人类主体实践，

不断将外在自然的统一性发明出来为基础 [1](367)。

综上，李泽厚接受了康德关于自我意识形式的

论述，在勾画其历史发生过程的同时也将其限

制在了经验心理的领域。

正如李泽厚本人所说，他的康德是经过黑

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过程和物质生活（工具本

体）洗礼后的康德 [6](121)，与牟宗三相比，他对

康德哲学中形式因素和动力学因素的保留是以

质料性的被给予物（“自然”、“历史”、“感性”等）

为前提的，某种程度上的确更贴合康德的原义。

图 11.5 《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书影

但是，由于“情”与“理”的交融乃至相

互转化扰乱了形式与质料的严格划分，使李泽

厚后期哲学对“形式性”的坚持陷入了悖谬。

按照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理”来自“礼”，“礼”

来自“情”[1](169)，经由“礼”的意识化和规范化，

“情”超越了自然情感而具有了形式性。“情”

在包摄“理”而超越理性凝聚的意义上不等于

单纯的“感性”，同时又不能还原为赤裸裸的“理

性”，这样就使自我意识形式能力的发挥显得

不是很必要。为了与海德格尔相区分，李泽厚

的“情”便不同于先行摆布着此在的诸“情绪”，

而是一种与“原发性情感”相异的“继发性情

感”14。问题在于，如果继发性的“情”具有时

间性的意义，那么它与一般情感的区别只能通

过个体当下的反思来凸显。显然，李泽厚既想

用人类总体维度的历史积淀来遮蔽个体自我意

识的必要性，又无法完全取消理性的形式意义，

这就使自我意识的地位在整个“情本体”学说

中变得尴尬而尖锐。

沿循这一思路审视李泽厚的“自然的人化”

说，便可发现后者虽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

逻辑，揭示了“人”与动物和人自身相区别的

规律 [8]，但“人化”的提法却无法有效地从历

史实然中释放应然的动力，毕竟人的自我实现

最终必须落实到个体活动原则而非历史存有的

“辩证法”之上。在李泽厚看来，康德、黑格

尔的“辩证法”与“人类生活的存在层”而非“人

类实践的操作层”有关 [1](269)，那么自然向人不

断生成的过程是否只是一种历史和生活中的偶

然因素“自行组构”的游戏？自由圆融的境界

和偶然几微的因素固然是哲学运思的归宿和基

础，但也是哲学论证无法突破的极限，将规范

性和形式性的原则归结于此，反而会弱化形式

的效力。

从李泽厚前后期“转向”的整体思路上看，

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情本体”所标举的“一

个世界”其实无法也无须消解“两个世界”的

观念，因为前者站在历史实然的角度，后者则

立足于行动者 (agent) 的应然立场。实然与应然、

目的与动力的区分是否必要？李泽厚虽然没能

彻底协调二者，但至少揭示了本体层面上动力

因与目的因的关系问题 15。牟宗三以道德应然

的动力因收摄自然经验的目的因素 [9](3-44)，李泽

厚则以工具为基础，以情感为主导，意识到了

建构两个本体、兼顾动力与目的的重要性。就

此点而言，李泽厚哲学的完整形态虽无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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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却预示了中国未来本体论建构的基

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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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的“澄清”和再思考

□王睿

摘要：在当下社会，谈及利己主义，大多是持批判反对的态度。利己主义一向被粗略地解读为“自

私自利”“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在伦理道德层面上被指责和否定。应该如何理解“利己”？

“利己”和“利他”一定完全对立吗？怎样以合理的角度定义利己主义？如何深入思考“利己”？

解决以上的问题，需要重新对利己主义进行审视和“澄清”，作出进一步的探究。笔者首先从利己

主义概念涉及的关键内容——自我利益出发，对这一概念进行剖析，从各类自我利益可能涉及的情

况审视利己主义；再对于利己主义的两个学界常用的分类，即心理利己主义和伦理利己主义的利弊

进行详细探讨；最后从哲学角度试图提供解决利己主义问题的朝向及思考视角的可能。

关键词：利己主义 ; 自我利益 ; 道德 ; 义务 

作者简介：王睿，唐文治书院 2016 级。

一、从剖析自我利益中重新审视利己主义

利己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以

促进自身利益发展作为一切思考、行为、道德

的标准。具体分析利己主义，首要任务是要明

晰自我利益的概念。自我利益涉及的范围很广，

既包含物质层面的利益，比如财富、权力、荣

誉等在实际中有形有实体依托的“利”；也包

含快乐、自豪、满足等心理层面的感受；以及

在精神层面上无形无实体存在的追求，如个人

思想境界的提升，自我意义的实现等。

后两个层面可以称为“利益”中“益”的部分，

来和第一类形成基于常见态度上的区分。这样

区分是由于，“利益”一词广受非议的问题所在，

大多都出在这个“利”字上。现实生活中我们

常批评一味追求“利”的情况，像“见利忘义”、

“利欲熏心”这种贬义的评价性词汇，也多是

直指“利”来批判，而这里的“利”一般就是

指物质层面的自我利益。比如：某人为了财富

和权力，常背后作梗坑害与他有利害竞争关系

的人；或是某人为了提升个人身份地位、获得

嘉奖，不惜故意贬低他人、牺牲他人。这种“利

己”广受诟病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原因：首先，

这种利益的层次过于低级，追求它们不过是把

眼界放在自我主体之外的“得”，即俗话说“身

外之物”，这类利益最大的特点是很实际的诱惑、

很强的变动性和很普遍的有限性。实际的诱惑

是指这类利益总能与我们的实际世俗生活挂钩，

对是否能够生活，甚至生活得很好，或是可否

在和他人的关系中处于优势、能够被重视等问

题，在某种程度上，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变动性强使得获得利益这件事很不稳定，也许

机会很偶然，不好掌控；或者保全的时间也短暂，

不易长留。这容易使人在不安全的压力下“偏

离正轨”，以非道义的手段对想要的利益极力

争取或保守。有限性则指这类利益的非共享性，

具体体现于竞争关系上：当人为财富、权力等

利益作努力时，总是不免与他人想要的同样的

利益相冲突，形成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如果一

旦处理不得当，就会有敌对关系的倾向，导致“损

人利己”的行为发生。另外，这类利益总能与

我们不好的心理相关联，比如贪心、虚荣心等。

但以上种种不良状况的可能，都基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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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才被反对：即“利己”妨碍了“利他”，

是侵害他人利益的利己。一个人在反对他人“利

己”时，他自己就无法站住脚，因为他的反对

大多由于自我利益受到威胁或侵害了，如果不

牵涉他自身利益，别人再如何利己首先他可能

不知道，其次这种情况下其他人的利己并不和

自己有关，他可能就不管了，默许了，或者心

里还是对这种利己行为是反感和抵触的，因为

存在一种可能侵害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即使一

个人可能出于担心别人（不包括自己）的利益

受损，对利己主义提出批评，仍是一种对“利

己者”的要求和限制，也并没有完全站在它的

对立面即利他主义。

相较之下，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往往被人

们所肯定，认为是一种好的“利己”，究其原因，

还是在于追求到的精神层面的利益多体现为追

求者自身能力的提升、思想的进步、人格的完善，

与他人的直接联系不大，甚至这种抬升可能会

促进“利他”的行为，比如努力实现内心道德

法则。不过，如果这种个人进步又牵涉到现实

生活的某处实际利益，这时在与他人的联系下

“利己”又显得并不那么好了，比如一个伟大

的思想家终其一生埋头于学术创作，以至于忽

略、漠视甚至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即使

他在自我价值上取得了难得，但还是对身边人

造成了伤害，侵犯了他们本可以拥有的被爱、

被呵护的权力。

心理层面的利益往往伴随着物质利益或精

神利益的获得而来，或者作为其他利益的目的

而存在。存在的问题与上述层面同样，当感受

的涉及和影响范围被延申，“利己”又会导致

“损他”，比如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一个人获得了荣耀，具有了满足感和荣誉感，

没有获得荣誉的人则受到压迫、感到痛苦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利己主义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和合理性，而且不好避免。无论是要求世俗的

物欲权势的占有，还是精神的思想道德的提升，

都不过代表了人不同的理想追求，在一定范围

内，这些追求决定了我们能否生存下去、或是

生命活得有无意义的问题。让一个生活窘迫的

人不为自己的钱财着想是说不过去的；同样，

也不能阻拦和限制一个人尽力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在广度有限的人生中追求思想道德的深

度。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为自己考虑无可厚非，

更何况“利他”的前提是“利他者”个人要存在，

且有能力“利他”，所以无论何种利益层面上

的利己都有现实必要性，可以得到理解和允许。

不过利己的程度需要限制，利己的方式需要合

理，即由于人无法脱离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

利己需要被把控。

图 12.1 《自私的德性》

我们努力达到自身欲求的满足，促进自身

生命价值的实现，体现了对自己生命的重视和

关注，但不代表我们可以任意妄为、不择手段

地利用他人“利己”的权力来成就自身，这时

指望别人永远是“利他”之下的极端且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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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现实的“利己”，不是我们所应该接受和

采纳的定义“利己”的方式，这使人的自然属

性——完善和发展自身的实现完全恶化为“害

人保己”的案例，冠上了“自私自利”的罪名。

二、心理利己主义和伦理利己主义的再探讨

心理利己主义主要强调描述人的“利己”

心理，认为人不能是无私的。我们所作出的一

切行为，即使是有利于他人的，甚至伤害到自

身利益以成就他人的，归根到底都是按照自己

的意愿做事，出于我们对自身的要求。这要求

可能是私欲的达成，也可能是实践道德的满足

感，总之我们从根本上不能够真正做出促进他

人幸福的行为。

心理利己主义具有消极性和怀疑主义倾向。

当一切我们确实做出的有利于他人的行为，还

有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以及人遵循的道理原则，

都被解释为自我利益实现的变形，很多正面积

极的态度，有利于人际交往、社会进步的价值

取向将失去其存在意义。同时，所有的自我和

他者的关系也都沦为个人出于私利性目的建立，

这势必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崩盘，让我们怀

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意义，自身的孤独是否能

够被消解也成了问题。再者，心理利己主义对

人性和心理的定位太过于狭隘，忽略了人心理

运行的复杂性，具体来说即当我们在采取行动

之前，一定必然地就有一个为自我实现的目的

性心理时刻提醒着我们，作出引导吗？在生活

中，很多时候我们也确确实实在为他人着想，

做出“利他”的行为，或是在利与义之间选择

道义，难道这些情况发生的那刻我们心中所想

只是为了个人利益、情感需求、自我价值的满

足和实现吗？显然我们总是在做出“善”的事

之后，可能也获得了“利”，使自身受了“益”，

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关心他人收获的快乐和道德

情感得以实现的满足，但这些“得”只是“善”

运行之后才享受到的自我利益，并不一定先行

于行为之前成为行为的制动因。道德伦理，人

情往来的意义不能被打破，不可轻易被这种心

理所怀疑，否则也会威胁到自身存在之意义。

伦理利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

利益义务性地作出一些努力，强调对个人价值

的关注，对利他主义对自我的忽视和总避免不

了站在道德制高点的问题提出批评。伦理利己

主义有以下几点益处：1）伦理利己主义强调“应

为”，所以并不一定发展为极端的利己主义，

为了自身利益的实现无所不为，很可能在这种

“应当”的驱使下做出有利于他人，也有利于

社会的行为。虽然动机还是出于利己，但如果

他认为应当追求的个人利益是合乎社会道德的，

那不仅会对自身的行为形成规范，这种“利己”

也有利于社会人际交往的良性运行，因此避免

了心理利己主义完全摒弃了道德存在之意义的

问题。2）“应当利己”对利他主义的反对，避

免了身处道德的高度，以付出一方的身份自居，

与被付出一方处于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境地；也

预防了我们的行为总是出于为了他人考虑的立

场，从而在“利他”中丧失自我的可能。利他

主义自身的缺陷还表现于不现实性：首先我们

并不能实际做到时时把他人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们也无法真正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准确完全

地了解到他人的利益和需求，甚至有时候我们

所谓的“利他”行为，对另一方造成了困扰和

限制，更严重的，也许会伤害到对方。比如：

以爱为名义无道理限制对方自由，使被爱的人

没有理解到爱的出发点，反而感到反感；居高

临下的施舍穷人，期待他们的感激涕零，却在

无形中伤害到了穷人自尊心，等等。

不过伦理利己主义也有不易客服的局限。

首先伦理利己主义的概念并不是完全清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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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自我利益的驱动下，却获得不独他个人

得到利益的结果，这从某种程度上还是压抑了

自我利益和要求。利己主义者如果坚持“利己”

的追求，会将“伦理利己主义”定义为“人人

应当关心他个人的利益，除了自己的利益外，

就要漠视、不理睬别人的利益”。如此追求个

人利益在现实中若是造成对他人的伤害，更是

逃脱不了被指责，冲突还是无法解决。这种不

稳定性使得绝对的利己成为不可能普遍推行的

伦理原则。

三、解决利己主义问题的思考视角

上述两部分提到要对自我利益作清晰界定，

重新看待“利己”，并对“利己”的程度和方

式进行限制和把控；并分析了心理利己主义和

伦理利己主义各自的利弊，关于利己主义问题

的细究及解答还有待继续明晰，即到底怎样限

控“利己”，如何看待“利己”才能不拘于、

不陷入社会伦理的冲突之中？

我认为，首先要肯定人“利己”的倾向和

意识，直面人谋求自身发展完善的必然性，对

自我利益进行详细分析，确立自己“利己”的

方式方法和终极追求的利益方向。在“利己”

中仍可避免产生社会冲突这方面的处理，在中

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孟子的“义内说”和“义

利观”可以很好的予以说明。孟子强调“义”

的根源在于内心，若义行是由外因所决定的，

那么不会在道德层面上有所评判。因此，我们

追求世俗利益是一种出于自我内心的欲求，同

样地，我们做出义行也是出于自我内心的考虑，

体现一种对自我道德精神境界的追求。

孟子在《告子篇》中讲到的“舍生取义”

的部分，也应这样理解：生命之保全是人之常

情，但当与自觉到“义”之端所发挥出来的行

为相冲突时，作为有羞恶之心的人，道义的坚

守显然更为重要。这是比较而来的选择，并不

是批判人求生之本性，轻贱生命。何况，坚守

道德并不必定导致生命的丧失，孟子所举只是

极端情况耳。同样，后面谈到“行道之人弗受”、

“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也只是

实际的一种情况，逆境确实能激发人的羞耻心，

但也容易使人自暴自弃，为求生命之保全放弃

原则。“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孟子·告

子上》）富贵权势等外在诱惑确实容易蒙蔽人

心，易使人在是否要坚守道义的岔路口摇摆不

定；但这同生命受到威胁，人会不会选择维护

自己的羞耻心而不顾生命的情况还是大有不同。

因为在死亡莫大的恐惧面前，“义”存在的意

义可能会丧失，所谓是人若没有了生命，何谈

人行义乎？但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一道

德上的自觉，不限于生命的保全，而是在反观

自身中意识到“义”之重要性，即“所欲有甚

于生者”。我们没有办法消除对生之欲，因为

这是万物的本性，但对于所欲要能分辨其本末，

有所轻重。所以同样，除了生之欲，我们也没

有办法消除其他的个人私欲，不过其中也包含

对道德、道义的所欲，所以这需要我们对于自

我利益要有所甄别，有所轻重，有所限度。

图 12.2 《孟子》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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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康德的义务论也许可为如何看待“利

己”提供一个比较独特的思路。首先他并不否

认个人对自身幸福的追求和偏好，也明确指出

道德法则和追求个人幸福的冲突。在实践理性

的二律背反中，如果把对幸福的追求看作是产

生德行意向的某种根据，是绝对错误的，因为

“把意志的规定根据置于对人的幸福的追求中

的那些准则根本不是道德的，也不能建立起任

何德行。” 1 不过，与上诉命题相对立的命题，

即德行意向必然产生出幸福，则不是绝对地错。

错误的地方是在于德行意向被看作感官世界中

的原因性形式，也就是说把感官世界中的存有

当作有理性存在者实存的唯一方式。我们必须

注意到，“在现世中作为意志规定的后果，原

因和结果的一切实践的联结都不是取决于意志

的道德意向，而是取决于对自然规律的知识和

将这种知识用于自己的意图的身体上的能力”2 

。康德认为，在现世我们是不能指望通过严格

遵守道德法则而对幸福和德行有任何必然的联

结。因为只有至善的概念中包含着这一联结，

而至善在现世生活中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这

一联结不是直接的关联，而是借助于一个理知

的自然创造者的间接的关联，并且在后者的意

义上才是必然的，而相反地：“这种结合在一

个仅仅是感官客体的自然中永远只能偶然地发

生，而不能达到至善。” 3 至善虽然在现世中

不能直接达到，但在实践上是可能的。“尽管

实践理性与自身有这种表面的冲突，至善仍是

一个被从道德上规定的意志的必然的最高目的，

是实践理性的真正客体” 4 至上的善作为至善

的第一个条件构成德性，幸福是前者的后果，

不过是以道德为条件的，同时也是必然的后果。

此处的幸福是包含对爱好和需要完全的独立性

的“永福”，它是必然伴随至善的产生而来的。

康德指出：“至善才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全部客体，

纯粹实践理性必须把至善必然地表象为可能的，

因为尽一切可能促使至善的产生是它的一条命

令。” 5

在康德看来，常见的将道德和人的快乐的

病理性的情感相联是一种错误的欺骗行为，即：

将在理性规定下的意志所产生出的行动中感到

的愉悦，误认为是行动的驱动力，甚至是规定

根据。道德绝不是一种感性的欲求，不是基于

某种感性的东西作用而来的，道德意志的主观

性是直接地被纯粹理性法则规定着的。不过我

认为康德将敬重的概念解释为一种与智性相关

的“特殊的情感”，来和一般的感性的和病理

性的情感区分开，并指出，敬重不是对快乐或

对幸福的享受，而是作为“通过法则对意志直

接强迫的意识”，并“与愉快的情感几乎没有

类比性”6 。这种意识与欲求能力关系的共同

点在于，它们恰好产生了同样的东西，但它们

的来源却完全不同。同时也正因为此，敬重“才

是某种不可能对它有任何先行的、为理性提供

依据的情感的东西”7 。

康德进一步注意到，伴随着德行意识实存

着一种不同于对幸福的享受的愉悦，这一幸福

的类比可用“自我满足”来予以说明。自我满

足不同于欲求关系下积极的愉悦，而是一种实

存的消极的愉悦，这种满足是必然地，伴随着

个人遵守道德法则时意识到这“爱好”的独立

性而生，可以称之为“智性的满足”。此处“爱

好的独立性”，是“自由和对自由作为一种以

压倒性的意向遵守道德法则的能力的意识” 8，

是不是作为刺激性的，对于作为我们的“欲求”

之规定性动因的那些爱好的独立性。智性的满

足从其根源上说也是对自己人格的满足。自由

本身以这样一种方式间接地“享受”不同于幸

福之享受，因为“它不依赖于某种情感的积极

参加” 9。但这种“享受”也未能达到永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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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没有包含对爱好和需要的完全的独立性，

不过至少按其起源而言是与最高存在者的自足，

即至善的状态相类似，所以这种自由的享受已

经近似于永福。

图 12.3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综上，“利己主义”产生的矛盾无法消除

的原因在于，只强调“利己”易导致与道德冲

突的后果，忽视“利己”在合乎道德规范上的

合理性，将道德和实际上具有普遍性的利己动

机直接对立，认为无法共存。获取自我利益是

人之常情，但人生应当追求的绝非只有“利益”，

也不能只依照“利益”的驱动来行事，作为理

性存在者还有应当无条件实践的道德律令。澄

清利益的类别，可以引导人们在现世寻找到更

有意义和价值、“利”得更丰富长远的“利己”

方向。这一重新审视已经能促进一部分“利己”

造成“不道德”后果的解决。比如当我们出于

自身的道德情感，主观上就不能接受一味利己

以致于伤害他人，这时出于个人的追求也会做

出适当的行为，甚至能够主动去惠及他人，他

人实际利益的获取促进了个人心灵层面利益的

升华。继续从根本上探讨，更重要的是指出“利

己”的“限度”，即必须以履行道德法则的义

务为底线，这不是外界强制性规定，而是基于

自身的理性基础。基于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自身

是一个理性存在者来看待这个问题，“利己”

的规范和限度就有自然而然的合理性和实在性

了。康德将自我存在的保全，追求幸福的意图

视为每个人先天自然具有的特征，这导致我们

的行动不是出自理性存在者本身，而是作为实

现另外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所以具有不稳定性

和与他人利益冲突的状况。如果我们把个人的

“利己”意识运作于出于自身理性的定言命令

式下，涉及道德层面时只确立行为的形式及所

遵循的原则，不被与具体行为相关的质料因素

干涉，不必因为“利己”或“利他”的结果困

扰在伦理视角的权衡之中。每个人都有促进自

身收获发展的权利，但道德的意义并不应在个

人幸福的层面上来分辨，而是要上升到整个世

界的最高目的——即人的价值来说。个人的价

值就在于自由。自由意志从不是强制地决定行

为，而是出于自身的道德律去实践，造成具体

结果可以“利己”可以“利他”，并且仅仅是

结果不是驱动行为的目的。“利己”的需要在

现世不可能完全舍弃，需要合理看待和引导，

但人同样也保有自由意志，会从自我出发履行

实践理性原则，向往至善和“德福一致”的境界，

自觉地控限“利己”。上述角度能够为理解真

正的“利己”带来哲学层面的思考，为实现每

个人的普遍合理的“利己”提供可能。

                                      责任编辑：钱吴越

                                      校对编辑：宋    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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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4 《道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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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与自律
——实践理性中自由的两个维度能否统一？

□陆心尧

摘要：在《 实 践 理 性 批 判》 中， 康 德 对 于“der freie Willkür”（ 自 由 的 任 意） 和“der 

freie Wille”（自由意志）加以区别使用，这正体现出康德对于自由概念的两个维度的区分——“任

意”与“自律”。“任意”与“自律”的区分来源于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在性质与范围上的差异，

但这两种机能能否都被统合在“自由”概念之下，由此建立起的“自由”是否是真正的自由，本文

将尝试从潜能与现实关系的角度为此提供一种解释。

关键词：康德； 实践理性； 自由； Willkür;  Wille

作者简介：陆心尧，唐文治书院 17 级学生。把“凡是能说的都必须说清楚”作为进行哲学探

讨的自我要求。

引入：Willkür 与 Wille 问题的提出

邓晓芒先生在论文《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

层次》中将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先验的

自由”、“实践的自由”、“自由感”分别对

应于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这是对于

康德自由概念的一个重要梳理。其中“实践的

自由”也由两个维度构成，分别是“一般实

践理性”的自由即“自由的任意”（der freie 

Willkür）与“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即“自由

意志”（der freie Wille），“两者都具有自由

本体的意义（不纯粹与纯粹的）。”1 然后，邓

晓芒先生指出了他对于这两者区别的理解，在

于理性得到运用的纯粹程度的差异：“自由的

任意由于只是片断地使用理性，使理性为自己

某个较长远的欲求或利益服务，所以它所获得

的自由也只是片断的……因而最终仍然是不自

由的；反之，自由意志则要求不受感性的干扰

而逻辑上一贯地使用理性，使理性本身具有了

超越一切感性欲求之上的尊严 ，所以它所获得

的自由才是真正一贯的、永恒的。”2 我认为，

当“自由的任意”与“自由意志”都被看作“实

践的自由”加以比较时，两者的区别确实在于

纯粹程度；但更重要的区别是，两者是不同源的：

“自由的任意”是“先验自由”悬设在实践理

性中的实在化，“自由意志”是意志对于道德

律的服从，也就是“自律”。具体理由将在下

文展开。

与邓晓芒先生一样，美国学者贝克（Levis 

White Beck） 在《< 实 践 理 性 批 判 > 通 解》

（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 t 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中 也 提 出 了“Willkür”

与“Wille”的区别，并且更进一步明确指出

了康德自由意志概念的歧义，就是因为包含

了“Willkür” 与“Wille” 两 种 不 同 的 机 能

（faculty）：“Willkür”是“作为自发性的自由”

（freedom as spontaneity）， 而“Wille” 是

“作为自律的自由”（freedom as autonomy）
3。贝克在整理了康德各本著作中对于“意志”

所下的定义之后总结道：“康德对于意志的定

义似乎时而是一种机能，时而又是两种机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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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既可以被观察到，人们对此又有一种直接

的意识。”4 很明显，贝克不接受康德对于意

志的定义，认为“Willkür”与“Wille”两种

机能不能够被统一在“自由”这一概念之下。

总结邓晓芒先生与贝克的观点，康德的自

由概念包含了“Willkür”（任意）与“Wille”

（自由意志）两个层面，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

我认为，探讨康德哲学中的自由概念，真正重

要的问题并不是，两者是否都能被“称为”自

由；而是两者能否得到合理的结合，并且在康

德哲学的大背景下真正实在地确立起人的自由。

我并不试图探寻康德的“本意”，贝克指出，

在这个问题上康德的思考存在不一致之处，而

是要在康德论述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演绎，试图

继承康德的工作，“为自由辩护”。

一、从“逻辑可能性”到“客观实在性”：

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中的自由概念

下面我们首先对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

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关于自由的论述进行一

个简要地总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展开。

（1）思辨理性：自由与“先验幻相”

在思辨理性中，自由的概念不能得到证明，

但也没有被否定，因此《纯粹理性批判》只能

留下“先验自由”的“逻辑可能性”。

所谓“先验幻相”就是知性超出了范畴运

用的经验性范围之外，自以为达到了“纯粹知

性的某种扩展”[1 - A295(B352)]；而纯粹理性就是“先

验幻相”的“驻地”，各种先验幻相都能被归

结在纯粹理性的“先验理念”系统之中，这一

系统包括三个层级：“思维主体是心理学的对

象”，“一切现象的总和（世界）是宇宙学的

对象”，“而包含有一切能够被思维的东西的

可能性的至上条件的那个东西（一切存在者的

存 在 者 das Wesen aller Wessen）， 则 是 神 学

的对象”[1 - A334(B391)]。既然知性产生“先验幻相”

的运用是非法的，那么就需要消除，康德将此

项工作称为“先验辨证论”，“所以先验辨证

论将满足于揭示超验判断的幻相，同时防止我

们被它所欺骗”[1 - A297(B354)]。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与自由相关的讨

论是第三组二律背反。值得注意的是，四组二

律背反都是对于“先验幻相”中“宇宙学”这

一层次的揭示，而不是关于思维主体的“心理

学”。这说明，自由概念在思辨理性中是作为

一种独立于自然界的“自由因果律”（“自然

因果律”之外的自发性）进行讨论的，而不是

作为“人的自由”；这也体现出贝克所处的康

德自由概念的二重含义，前者是作为“自发性”

的自由，后者是作为“自律”的自由。

“先验理念的第三个冲突：

“正题：按照自然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

全部现象都可以由之导出的唯一因果性。为了

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假定一种由自由而来

的因果性。

“反题：没有什么自由，相反，世界上

一切东西都只是按照自然律而发生的。”[1 - 

A444(B472)]

此处正题与反题冲突的焦点是在“自然因

果律”之外是否还存在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

果性”，即“先验的自由”；正题认为应该“假定”

图 13.1 邓晓芒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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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先验的自由”，反题拒接接受。和其他三

组二律背反一样，在关于“先验自由”的二律

背反中，正题和反题双方都能证明对方的错误，

却不能证明自身的合理。因此，对于“先验自由”

我们既不能证明它的存在也不能否定它的存在。

二律背反正是一种“错误演示”，展现出这是

知性不能达到的领域，由此达到消除“先验幻相”

的效果，这是纯粹理性辨证论的“消极作用”。

但同时，辨证论的“积极作用”在于，在消除

幻相的同时就保留下了“先验自由”的逻辑可

能性。

（2）实践理性：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

在实践理性中，自由能够“实在地”得到

建立，作为道德法则的“前提条件”而成为了

实践理性必不可少的“悬设”。

在一般常识中，人的“自由”被理解为一

种行动上免受外界的强迫，按照自己的意愿行

动，前者是“消极自由”，后者是“积极自由”。

在康德哲学中，实践自由的概念与此有联系，

但也有更重要的差别：正如邓晓芒先生指出的，

“任意的自由”是康德哲学中的“消极自由”，

也就是“不以自然因果律为动因而行动”5，

这与常识中的“消极自由”基本一致；但常识

中的“积极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在

康德的实践哲学中则是按照了主观的“准则”

（Maximen）行动，而没有服从客观的“法则”

（Gesetze），就有极大的可能性仍然会是在以

感性的质料为意志的规定根据，不能构成“实

践法则”，人也因此并不具有自由。“纯粹实

践理性的诸原理，定理 I”：“将欲求能力的

一个客体（质料）预设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的一

切实践原则，全都是经验性的，并且不能充当

任何实践法则。”[2 - S.23]

简言之，康德区别了感性的“欲求能力”

与理性的“道德法则”。如果行动的主观准则

因“欲求能力”产生，人实际上是不具有自由的，

是被身体的欲望控制了；只有当主观的准则与

普遍的“道德法则”相一致，人才是自由的，

因为道德律不是外界强加的他律，而是每一个

人理性的“自我立法”。

因此可以说，“自由即自律”。在“课题 I”

与“课题 II”中，康德证明了“自由和无条件

的实践法则是交替地相互归结的”[2 - S.34]；换

言之，自由意志与自我立法的意志互为充要条

件：“一个唯有准则的单纯立法形式才能充当

其法则的意志，就是自由意志。”[2 - S.33]“所

以立法的形式只要它被包含在准则之中，就是

能够构成自由意志的一个规定根据的唯一的东

西。”[2 - S.34]

下一个问题就是，自由与道德律的问题，

这关系到自由在实践理性中得以被“实在地”

建立起来的条件。初读《实践理性批判》的读

者可能会困惑于自由与道德律究竟何者决定对

方的问题。自由与道德律的逻辑关系应该如下：

一方面，因为人具有独立于感性冲动而进行自

我规定的能力（自由），所以人能够不依赖任

何经验与欲求能力，为自己建立起纯粹实践理

性的法则（道德律）；另一方面，对于两者的

认识却开始于道德律，因为“我们既不能直接

意识到自由……也不能从经验中推出这个概念

（自由）”[2 - S.34]，而“最先向我们呈现出来的”[2 

- S.34] 是道德律，“并且由于理性将它表现为一

种不被任何感性条件所战胜的、甚至完全独立

于这些条件的规定根据，而正好是引向自由概

念的”[2 - S.34]。因此，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

的序言中写道：“自由固然是道德律的 ratio 

essendi [ 存 在 理 由 ]， 但 道 德 律 却 是 自 由 的

ratio cognoscendi [ 认识理由 ]”[2 - S.4]。

康德在“总结纯粹理性的悬设”一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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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由”与“灵魂不朽”与“上帝存有”（正

好对应思辨理性中“先验幻相”的三个层级）

一起作为了实践理性的三个悬设。康德这样总

结自由悬设：“第二个悬设（从积极意义上看

的自由的悬设）来源于对感官世界的独立性及

其按照理智世界的法则规定意志的能力，亦即

是自由这个必要的前提。”[2 - S.152] 比起另外两

个悬设，自由悬设对于实践理性具有更加根本

的意义：“灵魂不朽”与“上帝存有”仅仅是

为了保障实践理性的“至善概念”，即“德福

一致”而建立的悬设；而如果没有“自由”，

实践理性中最基础的道德法则都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自由的重要作用，康德将其比作“整个

大厦的拱顶石”[2 - S.3]。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自由的“实在性”

不是“理论认识”上的“实在性”，而只是“实

践”上的“实在性”6；并不是证明了在物理世

界中（康德谓之“现象界”）有一种独立于自

然因果律的自由因果律（二律背反的正题），

而只是人在“行动上的某种现实的可能性”7。

两种不同“实在性”的意义及产生原因就有关

于下一部分的内容了。

（3）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性质与范围

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问题可以归纳

为三个方面：对于“越界的”思辨理性的消除、

纯粹实践理性在其与思辨理性结合时的优先地

位、关于自由的二律背反的“解决”。

对于“越界的”思辨理性的消除，实际上

也是保留了实践理性的运用空间。康德在《纯

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中的名言：“因此

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而

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也就是没有纯粹理性批判

就会在形而上学中生长的那种成见，是一切阻

碍道德的无信仰的真正根源。”[1 - BXXX] 在思辨

理性中，纯粹理性的“理念”，是不能在知识

上得到证实的，否则就会成为“形而上学的独

断论”，得到自相矛盾的结果；更严重的后果是，

“思辨理性冒险用来超出其界限的那些原理……

不是扩展了我们的理性运用，而是缩小了它……

把它（思辨理性）的原本归属于其下的感性界

限扩展到无所不包，从而完全排斥掉了那纯粹

的（实践的）理性运用。”[1 - BXXV] 当思辨理性

僭妄地将其界限扩展到感性经验之外，就会侵

占实践理性的空间，导致道德律的前提条件——

自由的危机。

纯粹实践理性在其与思辨理性结合时具有

优先地位，或者说，当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相

冲突时，为了消除矛盾，思辨理性应该服从实

践理性。这有两方面的必要条件：首先，这种

结合是理性自身的先天必然的结合，康德认为

“只有同一个理性”[2 - S.139]，所以思辨理性接

受实践理性的命题是完全合法的 8。其次，实践

理性的“兴趣”是“至上的兴趣”。思辨理性

与实践理性的“兴趣”不同，前者在于“认识

客体”，后者在于“规定意志”[2 - S.138]，而“实

践理性自身拥有本源的先天原则……是思辨理

性的任何可能的见地所见不到的”[2 - S.138]。这

体现在自由的问题上，就是思辨理性应该接受

实践理性对自由的肯定。

图 13.2《纯粹理性批判》



文治学刊

77

关于自由的二律背反通过现象与本体的区

分得到了“解决”。在“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

反的批判的消除”一节中，康德认为他已经成

功“消除”了思辨理性的二律背反中“必然性”

与“自由”的冲突，方法是区分人作为“现象”

与作为“本体”的存在。“把事件和事件在其

中发生的那个世界都只看作现象时就不会有任

何真正的冲突”[2 - S.132]。作为现象时，人服从

自然因果性：“因为同一个行动着的存在者作

为现象具有一种感官世界中的、任何时候都是

符合自然机械作用的因果性”[2 - S.132]；而作为

本体时，人就可以摆脱自然因果律的束缚：“但

就同一个事件而言，只要行动着的人格同时又

把自己看作本体（作为在其不能按照时间来规

定的存有中的纯粹理智），就可以包含有那个

按照自然规律的因果性的规定根据，这根据是

摆脱了一切自然规律的。”[2 - S.132] “现象界

的不自由”与“本体的自由”，以这种方式“为

自由辩护”，这是康德哲学中经常受到批评的

一个问题，后文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二、潜能与现实：统一“任意”

与“自律”的一种尝试

从以上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关于康德自由

概念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1）人作为

“现象”的不自由与作为“本体”的自由是否

构成矛盾？（2）“任意的自由”与“自律（自

由意志）”作为两种机能能否被统一在“自由”

之下，以及这是否能够建立起真正的自由？

下面我将尝试对第二个问题提出一种尽可

能合理化的解释。对于第一个问题，虽然康德

以后大部分的哲学家都反对现象与本体的划分，

认为这是难以明确解释的，但我在这里接受这

一划分；下面这种对于“任意”与“自律”的

解释也将有助于前一个问题的解释。

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在于要明确“先验自

由”、“任意的自由”与“自律（自由意志）”

这三种“自由”之间的关系。首先，“先验自由”

与“任意的自由”实际上是同一种机能在两种

不同的角度下呈现出的不同样式：从主体之外

的角度，“自由因果律”（先验自由）是一种“自

发性”，是不以自然因果律为动因而行动；如

果从主体自身的角度，“自由因果律”就是“任

意的自由”，是“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自

行规定自己”。

所以问题最终就会被归结为“任意”与“自

律”两种机能的关系。问题的核心在于实践理

性而不是思辨理性，不是自然界中的自由，而

是在于“人的自由”。我认为，可以从自由由“潜

能”到“现实”的角度统一这两种机能：

“任意的自由”是“道德自律”的潜能状

态，“道德自律”是“任意的自由”的现实化。

从潜能到现实的转化过程是意志服从欲求能力

与道德法则之间的“斗争”。

“任意”是康德哲学中的“消极自由”，“自

律”是康德哲学中的“积极自由”（虽然“自律”

不同于常识中对于自由的理解，要求的是按照

客观的法则，而非主观的准则行动）。从“消

极自由”向“积极自由”的转变也可以被理解

为由“潜能”向“现实”的转化过程。为什么

会提出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他像

图 13.2 伊曼纽尔·康德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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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一样，天生就具有“任意的自由”的能力，

却很少服从道德法则，因此他的主观准则不可

避免地完全来自于感性的欲求能力，例如食欲、

性欲、对于财富与名誉的贪婪，则他只会是“肉

体与欲望的奴隶”，不具有西方哲学强调的精

神自由；但他仍然还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

虽然可能因为意志懦弱而极少独立于冲动进行

自我规定，但他还不至于完全丧失这一种能力，

从他追求欲望实现的“计谋”中其实可以证明

这一点（他愿意为更大的欲望而暂时节制当下

的欲望）；这就是他的“自由”停留在了“潜能”

的状态之中。而停留于“潜能”之中的“任意”

的机能还并不构成真正的自由（因为仍然会是

在以经验性的条件为准则），只有在转向道德

律的过程中，才是自由的“现实化”。

下一步的问题就是，自由的现实化过程，

也就是意志从服从欲求能力转向服从道德法则

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服

从欲望是主动与自愿的，服从道德律则是被迫

的，欲望明显较道德律对于意志有更强的诱惑，

那么“自律（自由）”的动力是什么呢？

康德在“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这一章中

为自由“现实化”的“动力”进行了说明：当

人对道德法则进行反思之时，就会产生敬重的

道德情感，敬重感不仅增强意志对于道德律的

自愿服从，也能够使人产生“谦卑”，也就是

减少感性欲求对于意志的诱惑。或许可以说，

意志正是“任意”与“自律”之间的“战场”，

一方面意志受到感性冲动的诱惑，另一方面，

意志出于对道德律的“敬重”而服从法则，前

者是自由“现实化”的阻力，后者就是动力。

在克服欲望的“斗争”中获得自由的“现

实化”，在这种解释下，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

层面的逻辑关系就应该是：

（从自由行为的产生过程）意志对于道德

律的主动服从（自律）——意志独立于感性冲

动而自我规定（仁义的自由）——人的行动受

到独立于自然因果律的动因支配。

（从自由得到理解的过程）思辨理性中“先

验自由”的“悬设”——确证自由作为道德律

的前提条件——思辨理性接受实践理性对于自

由实在性的建立。

虽然康德的自由概念可以被解释为在“斗

争”的过程中获得现实化，但康德非常清楚人

类的有限性，人类不可能达到绝对的自由；他

一再强调，人不可能达到“神圣意志”（准则

与法则完全相一致，“从心所欲不逾矩”），

明确反对“道德狂热”，因为现实中的人如果

展现出“神圣意志”、“道德狂热”，其原因

肯定不是道德上的完美，而是别有用心的伪装。

在关于“自律”与“任意”的结合是否能

够建立起“真正的自由”这一问题上，我认为

康德哲学正能够引起大众对于什么是所谓的“真

正的自由”的反思。在一般人对于自由的抽象

观念中，自由是“为所欲为”，也就是康德哲

学中按照主观的“准则”行动，是对于道德责

任的逃避；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是，现实中人

的自由永远因为各种限制而处于被剥夺的状态，

自由会成为社群的敌人，人类越渴望自由就越

远离自由。而如果从“自律”的角度解释自由，

则自由不仅不与道德责任相冲突，而且相应地，

也能使“自由主义”的政治观获得合法性的辩护。

本文得到郭世平老师的指导。

责任编辑：王明敏

校对编辑：黄奕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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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结束之后，告别之前
——《卡拉马佐夫兄弟》读后感

□马怡宁

合上书那一刻的心情很难用语言描述，仿

佛面对静默的夜与星空，灵魂与世界相连。阅

读时紧张、感动、压抑、震撼的感受依然清晰。

很长一段时间，听着心脏跳动，头脑一片空白。

小说收束于阿辽沙在巨石前对孩子们的演说，

当他用真诚的口吻说：“不要害怕生活……让

我们手拉着手一起走吧”时，一种奇异的感动

在心中涌起。我想，陀氏是温柔的，虽然此前

如风雨般暴烈，但在喧嚣平静的那一刻，他带

我们从人性幽微处回来——回到简单和质朴，

回到“爱”。他曾借佐西马长老之口说，如果

有地狱存在，那就是“再也不能爱”这样的痛苦。

因为在不能用时间衡量的、无穷尽的存在中，

某个具有灵魂的生命曾与生俱来地被赋予一种

能力，那便是可以对自己说：“我存在着而且

我能爱。”这种爱的潜能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却不断地被遮蔽、被扭曲。陀氏爱人类，相信

人性天生渴望爱、生命、自由和尊严，然而却

痛苦的看到，人常常会在生活的表演中曲解爱，

这几乎无法避免。因此，他写怨憎、愤怒、绝望、

无力的情绪，写奴役与征服的病态心理，是为

了让我们在洞察了人性的各种可能后，勿以爱

之名作恶，从而使真正的爱成为可能。

演出结束之后，告别之前，是一个重要的

时间，因为在这时，我们需要将生活和表演区

分开来，并且做出选择。我们将要迎接崭新的

生活，包括生活中的苦难和缺憾。这无疑需要

勇气和信念，可究竟是怎样的勇气和信念呢？

凭借怎样的力量，我们才有可能抵住风雨，坚

定不移地走下去呢？陀氏似乎在说，带着爱的

勇气走下去吧。爱的勇气和绝望的、孤注一掷

的勇气不同，爱的力量和出于恐惧、怯懦的力

量也不同。因为真正的爱是不是宣称爱，而是

选择，然后承担。

要明白这一点着实不易，因此，当我们在

思考“爱如何成为可能”之前，必须首先问自己，

是什么以爱之名，却遮蔽了爱？

图 14.1  《卡拉马佐夫兄弟》书影

梦想中的爱与真实之爱

在小说的第四卷中，伊万曾经问道：“我

一向无法理解，怎么可能爱自己的邻人。依我看，

恰恰是邻人是不可能爱的，只有对远一点的人

或许还有可能。……要爱一个人，必须让那个

人躲起来，只要他稍一露面——爱就没了。”

的确，人似乎很难承认他者的痛苦，似乎将其

看作一种头衔。对于习惯了以“我”为世界中

心的人们而言，承认他者的苦难，首先意味着

肯定他者的独立性，而要承认他者的独立性，

必须将对方和自己同等看待。于是，力图确定

自身是主体的我们便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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惘的威胁”，生怕他者的存在将会消解我们的

存在感。正是这种对存在的极度渴望导致了对

不能存在的恐惧，而恐惧则不可避免地导向了

锁链，导向恶。因而，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是，

任何人身上都有可能潜藏着野兽——暴怒的野

兽，听到受虐者惨叫乐不可支的野兽，恣意胡

为的野兽……

而且，这种倾向绝非个例，而是普遍存在

于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大概都能从那位医生

对佐西马长老的自白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我

爱人类，但我对自己实在大惑不解：我越是爱

整个人类，就越是不爱具体的人，即一个一个

的人。我在梦想中常常满怀激情打算为人类献

身，而且一旦有此必要，或许为了人们我真的

敢于走向十字架；然而，我根据经验知道，要

我跟什么人共处一室，我连两天也待不住。任

何人只要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他的个性就会压

迫我的自尊心，妨碍我的自由。不出一昼夜，

即便是最好的人也能令我憎恨：我会憎恨某甲

进餐时间太长；我会憎恨某乙患感冒，不停地

擤鼻涕。别人只要稍稍碰我一下，我就会视为

仇敌。可事情偏偏总是这样子：我对具体的人

越是憎恨，我对整个人类的爱便越是炽烈。”

对此，佐西马长老给出的方法很简单，但

是真正领会实属不易——力戒作假，尤其是向

自己作假；既不要嫌弃别人，也不要嫌弃自己；

还要力戒恐惧，虽然恐惧只是一切作假的后果。

他真诚地回答：“很抱歉，我不能对您说什么

动听的话，因为与梦想中的爱比较起来，切实

的爱是一件严酷和令人生畏的事情。梦想中的

爱图的是急功近利、立竿见影，渴望做出人人

注目的壮举。怀着这样的梦想确实连命也舍得，

只要这过程不持续很久，而是像在舞台上那样

快快结束，只要人人都瞧着他表示赞许。切实

的爱则需要工作和毅力，对于某些人来说兴许

还是一门学问。”

图 14.2  《卡拉马佐夫兄弟》手稿

梦想中的爱反而遮蔽了真实的爱，这是为

什么呢？我想，之所以说切实的爱相对于梦想

中的爱令人生畏，是因为前者的实质是逃避，

而后者的实质才是承担。逃避是恐惧、怯懦的

表现，而承担才使真正的爱成为了可能，才算

得上爱的勇气。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当演出

结束之后，告别之前，我们才有可能直面真实

的爱。因为表演本身就是一种逃避，舞台上的

人越是竭力表演，越想成为扯线木偶，则越体

现对承担“生存之重负、爱之重负”的逃避。

我们想要获得爱的勇气，必须承认，那种声嘶

力竭或飞蛾扑火式的爱实在不能算作真正的爱。

当演出结束之后，我们不是演员、不是木偶，

而是我们自己。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宣称所

要爱的那些人，首先要允许他们也成为自己。

因此，将生活和表演区分开来，是让爱成为可

能的第一步。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和格露莘

卡那种泄愤式的“爱”，其实是多么无力，又

是多么危险啊：“（卡捷琳娜）沉浸在一种悲

壮的兴奋之中，横下一条心来断然声明：‘我

要让他终其一生时刻都看到，我这一辈子对他

忠贞不渝，永远忠于我曾经向他许下的诺言，

尽管他对我不忠，背叛了我。我将……我将仅

仅充当使他幸福的手段，或者说使他幸福的工

具、机器，而且以此终我一生，至死不变，并

要让他今后终其一生都看到这一点。这便是我

的决定。’”这颗充满怨怼的灵魂此时还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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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身或许是所有牺牲中最轻易的一种了。

我们还是不愿意放弃自由，即使为了幸福

接下来我们便不得不思考，当演出结束之

后，我们应当以何种姿态面对结局，才有可能

在离开舞台后仍然保有对生活的信念、勇气和

切实之爱呢？

伊万的痛苦在于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上

帝创造的世界”是如此不完美；不能接受永恒

和谐的结局永远不会到来；不能接受当人们苦

苦哀求时，上帝从未出现；不能接受人生来就

要遭受自由之苦。“我像小孩子一样深信，创

痛将会愈合平复，一切可笑可悲的人类矛盾将

会像可怜的幻影一样消失，因为它们是不中用

和渺小如原子的欧几里得式人脑可鄙地虚构出

来的。我深信，到了世界的大结局，在永恒和

谐来临的时刻，将会发生和出现如此珍贵的景

象，它足以让所有的心灵都得到满足，足以平

息所有的愤怒，抵消人类所有的罪恶，补偿人

类所流的所有鲜血，足以使宽恕一切所作所为

成为可能，甚至可能为之辩护，予以认可，——

纵使这一切将会实现，但我不接受它，也不愿

接受！纵使平行线将会相交，我还是不会接受。”

他还不能接受泪水，不能接受苦难，“整个地

球从地壳到地心全部都浸透了泪水……我一点

也不明白一切为什么安排成这个样子。我只能

看人们自己怨自己：给了他们天堂，他们却要

自由，明明知道会给自己带来不幸，还是从天

上偷了火，所以不值得为他们惋惜。……我只

知道世上有苦难，却不知道谁该对此负责；只

知道一切都是互为因果的，道理简单明了；只

知道一切顺其自然便可保持平衡，这我知道，

可是照此活下去我不能同意！无人对苦难负责

以及我知道无人负责——这不能使我心安理

得。……我想亲眼目睹鹿在狮子身旁躺下，被

害人从坟墓里站起来和凶手拥抱，当所有的人

恍然大悟一切为何如此安排的时候，我希望我

也在场。”

一切究竟为何如此安排？他一定要得到一

个答案。为什么人们苦苦追求的自由，到头来

却是如此不堪忍受？伊万一刻也不停地想为

“爱”寻找一个理由，为选择自由寻求一个解

释。可是，爱真的需要逻辑上的理由吗？选择

自由难道需要解释吗？我认为不需要，恰恰相

反，爱或许才是我们选择承担生存重负的理由，

而自由则是我们此身的根基，我们既然生存，

就一定会爱，一定会追求爱的自由。正是这样

的信念产生了爱的勇气、承担的勇气。生活将

带来许多不幸，但人将从这些不幸中得到幸福。

因此我们必须为生活祝福，也促使别人如此。

演出结束之后，永恒的和谐没有到来，上

帝也没有出现，爱的勇气却因此而愈发可贵。

谁都可以质问，可以逃避，但是拥有爱的勇气

意味着去承担。那些不断质疑、不断逃避的人

难道听不到内心的渴望吗？或许并非如此，伊

万在发问前就已经坦白过，“世界上有没有一

种不顾一切的冲动能压倒我身上这份狂热的、

或许有失体统的渴望——生的渴望？结论大概

是不存在。……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向心力还强

大的可怕，阿辽沙。就是想活下去，我愣是活着，

哪怕不合逻辑。尽管我不相信万物有序，但我

珍爱黏糊糊的、春天发芽的叶片，珍爱蓝天，

珍爱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爱的某些人，珍惜

人类的壮举，也许我早已不再相信这等丰功伟

绩，但仍出于旧观念打心眼里对之怀有敬意……

这里没有智慧可言，没有逻辑可言，这是发自

五内、发自肺腑的爱，是对自己青春活力的爱。”

看来，他之所以无法下决心抱定“爱生活”的

信念，并非听不到心中爱生活的渴望，而是不

由得对选择之后的那种状态感到害怕。当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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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决心相信自由时，就必须担负起拥有自由所

需的责任，必须对自己的选择做一个交代。可

是他不愿意作出交代，而要上帝来做出交代。

上帝不会做出交代，因为答案就在人自己心中。

爱和自由一样，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所

以大部分的人不仅惧怕自由、逃避自由，而且

逃避真正的爱。陀氏在小说中一次次揭露着，

对尊严的过分执著使得人们害怕付出代价，生

怕那样便失去了尊严。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在这一重又一重的反讽之下，他其实在不厌其

烦地告诉我们：人的尊严不在过分逞强的那一

刻，不在纵深跳崖的那一刻，而在拒绝被所谓

的自尊所役使，选择接受苦难，然后承担的那

一刻。总而言之，因为爱的勇气，我们不愿意

放弃自由，哪怕是为了幸福。

阿辽沙在面对长老的尸体腐臭，“神圣形象”

碎裂的那一刻也曾感到绝望，“他需要的并不

是奇迹，只是‘上帝的公道’，而他认定这种

公道遭受了践踏，这件事如此残酷而又突然地

伤了他的心。”他也曾说过，“我不接受他的

世界”，但是，不接受他的世界又如何呢？不

接受一切如此安排又如何呢？只要不放弃对于

把握生命的主动权和爱的信念，他反而更能触

摸到那股与世界紧紧相连的力量。“这些不可

胜数的星星每一个都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星光

犹如无数条线一下子全部交织在他的心头，他

的整个心灵因‘接触到别的世界’而战栗。……

他越来越分明地感到有一股坚定的、像这天穹

一样不可动摇的力量正在注入他的灵魂。他趴

下时是个脆弱的少年，站起来将成为一名矢志

不移的坚强斗士，这一点在他狂喜的那一刻猛

然意识到，也感觉到了。阿辽沙此后一辈子绝

对不会忘记那一刻。” 

那一刻为何如此重要？我想，是因为阿辽

沙在愤愤不平地怀疑上帝时，明白了这样一个

道理：上帝从来不对谁施以一劳永逸的幸福，

并在每个人面前设下了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

每个人以局限。如果一个人不能在超越自我局

限的路途上去理解属己的幸福，而只是希望有

人承担、有人负责、有人给予幸福时，那么每

一种苦难，都可能成为绝望和恐惧的根源。而

爱的勇气，就是愿意在这永恒的路途上肩着锁

链前行。并非出于恐惧和懦弱，而是出于选择

和承担。

不要害怕和别人不同

阿辽沙和名叫郭立亚的小男孩之间有一段

令我印象深刻的对话，其中阿辽沙的一句话曾

使我感到费解：

 “我（郭立亚）一直不来是因为爱面子，

是利己主义的自尊心和我说了算的控制欲在作

怪，我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可鄙的毛病，尽管

一辈子都在拼命克服它。我现在明白了，我在

很多方面都是个混蛋。……有时候我会产生再

荒唐不过的臆想，以为所有的人，全世界都

在取笑我，那时我恨不得把一切常规统统砸

烂。……卡拉马佐夫，您说，现在我是不是非

常可笑？”

 （阿辽沙）“不要去考虑这类事情，连想

也不要去想！……再说，可笑有什么稀罕？一

个人确实可笑或显得可笑的次数太多太多了！

偏偏如今几乎一切有才能的人都特别害怕被目

为可笑，结果苦了自己。……您和大家一样，

或者说跟很多人一样，只是您不要做跟大家一

样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

（郭立亚）“甚至不理会大家都这样？”

（阿辽沙）“对，即使如此也不理会。就

您一个人不要做那样的人。事实上您的确跟大

家不一样：您现在就不耻于承认自己不好的、

甚至可笑的一面。如今谁有这样的勇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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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们甚至认为反躬自问已经不再有必要。

您就做一个和大家不一样的人吧；哪怕只有您

一个人与众不同，您也坚持下去，不要和大家

一样。”

对话结束时阿辽沙说，“我姑妄言之，您

姑妄听之，郭立亚，您在生活中将是个非常不

幸的人。……但不管怎样，您在总体上还是愿

意为生活祝福的。”

在最后一句中，阿辽沙似乎谦虚、审慎地

告诉郭立亚，他或许不是为了追求幸福而在生

活。但尽管生活有可能充满不幸，但他还愿意

为之祝福，还愿意生活，这是什么原因呢？

过了一段时间，我似乎对这个回答有了进

一步的理解。在生命行将结束时，我们到底能

留下什么呢？在告别之际，什么才是真正重要

的呢？陀氏度过了充满张力的一生，早已洞察

人性的一切幽微，年迈的他在写作《卡拉马佐

夫兄弟》，并向我们揭开人性所有可能性的同时，

想必也会不自觉地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陀氏笔

下，人短促的一生无法避免地充满可笑与反讽，

绝望与仇恨，没有一个人逃得出这种荒谬。但是，

就在这短促的一生当中，有一样东西永恒。——

从心脏开始跳动的第一秒到我们心脏停止跳动

前一秒，我们都会爱。

如果问我从中读到了什么，那就是，作为

一个人，一个灵魂中藏着整个世界的人，去爱

吧。短促的一生不过如此，带着不含杂质的爱

走进你的世界，那里有你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

在那里，灵魂将要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有尊

严的生活很可能是痛苦的，但却是最值得过的。

此时回看阿辽沙与郭立亚对话中最让我不

解的那句，似乎拨云见日：“我姑妄言之，您

姑妄听之，郭立亚，您在生活中将是个非常不

幸的人。……但不管怎样，您在总体上还是愿

意为生活祝福的。”

图 14.3 《卡拉马佐夫兄弟》舞台剧剧照

尾声

小说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如长兄米嘉般

情绪化，或如伊万般理智又癫狂……对于大多

数人来说，人生就像一个舞台，因此只好一刻

也不消停地表演。只是当我们从人生的一段走

向下一段——在演出结束之后，告别之前，我

们却必须做出选择。在必须登台这一点上，没

有人是自由的，但是在决定如何表演这一点上，

我们有权做主，更应当做主。如果忘记了这一点，

就成了危险的角色。

如果是因为恐惧而表演，那未免太可悲了。

绝望的勇气、孤注一掷的勇气和爱的勇气是不

同的。演出结束之后，奇迹不会出现，这场“闹

剧”的意义，或许就是提醒人们：你在和他人

同台表演，不是一个人在生活。

必须得有那一场演出。在用力地生活过、

愚蠢地犯错后、痛苦地承受后；在无力过、恐

惧过、自负过、绝望过、憎恨过、诅咒过之后，

我们才更有可能自由而庄严地生活着。看过奴

役、征服和自戕，方知自由、超越和尊严。挣

脱桎梏后，真正重要的东西终于浮现：自由、

尊严和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愿意承认：我

们不愿放弃自由，哪怕是为了幸福。

我想，这就是陀氏暴烈之下的温柔，温柔

之中的力量。

责任编辑：黄奕扬

校对编辑：王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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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苑奇葩
汤浩然诗组

小雪后记 

撒天雁字余声在，卷草呜风起北台。

院冷秋桐催叶落，栏幽黄菊傲寒开。

霓裳已作慵容样，裘毳虽添尤气哀。

楼阁卧僵听雪雨，满城尽换素衣来！

随题
寒花寥落台阶冷，难眺楼高意气穷。

秋菊栽篱随五柳，鸱鸮歌罢效周公。

半世儒士磨袍袖，百战将军断角弓。

五叹噫嗟空举酒，河梁泪向汉家宫。

长相思·秋夜

风落棂，雨落棂，愁中尤然梦里惊，

谁人夜弄筝？

思千更，念千更，怎起阑珊庭上听，

旧声同此声！

徐婧越诗组

铺床单
可不像一场拉锯

对称 勘察 对称

一人一边地撑着力

然后卸掉了彼此

铺床是一把锯子

我确信 要是你早知道

不会舍得我碰

你下令一声

好吧 放下！

床单解放了酸疼的重量

最终对称 完美 

又平整

而挂在空气的一粒埃尘

含住了彷徨的眼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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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日

树真真地生影 真真地冷
和疼

夜真真地堕落
有个累赘经过

我生生揪着累赘的丝线 宁死不放
荒谬的梦想检察官

政绩平平
托你警醒我 这冒牌货

悬日坠去
长吁一口气 终于
全凭色彩的喷漆
第一次有了热
如我窥伺着夜

第一次感到陌生

门框

我家门框是吊死鬼
风强它吞摇头丸

耍拨浪鼓

呻吟的时候 我想要
拜托你听取

一个门框曾经的使命
前世的木命发誓
要把一扇门卡死

把一扇门里的一个人卡死

一只麻雀将会把木吻断
不知道 是否

在它吊死的时候
还会有这样的决心

癫痫发着
还决心 扣紧一扇门

                                责任编辑：宋   衍
                                校对编辑：钱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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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immers in the Darkness
by Zou Wenqian

During the past semester, I read 
through the famous book—To Kill a 
Mockingbird which was the winner 
of the Pulitzer Award by Harper Lee. 
Compassionate, dramatic, and deeply 
moving, To Kill a Mockingbird takes 
me to the roots of human behaviors--to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kindness and 
cruelty, love and hatred, humor and pathos. 

Compared with other novels which 
are written objectively, this book is 
narrated by the main character, Scout, 
which is called autobiographical novel, 
adding the reality of the story on a large 
scale. Miss Lee wonderfully builds the 
tranquil atmosphere of her Southern town, 

and adroitly causes it to erupt a shocking 
lava of emotions. All the incidents and 
characters can be dated to certain real 
archetypes in American at that time. 

The  ma in  pa r t  o f  t he  nove l  i s 
renowned for its warmth and humor, 
despite dealing with the serious issues of 
raping and racial inequality. Scout’s father, 
Atticus Finch defends for an innocent 
black person named Tom Robinson who is 
accused of raping a white woman named 
Mayella Violet Ewell. Though Atticus’s 
trial is totally a failure on the condition 
of grasping solid evidence because of the 
racial discrimination, he has still served 
as a moral hero for many readers and as a 
model of integrity for lawyers nowadays. 
A historian, J Crespino explai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Kill a Mockingbird 
is probably the most widely read book 
dealing with race in America, and its 
protagonist, Atticus Finch, the most 
enduring f ic t ional  image of  racia l 
heroism." 

Just as what Atticus often says in the 
novel, "Courage is not a man with a gun 
in his hand. It's knowing you're licked 
before you begin but you begin anyway 
and you see it through no matter what. 
You rarely win, but sometimes you do." 

图 15.1 To Kill A Mocking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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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ding what you think is worthwhile, 
protecting what you think is justified 
and insisting what you think is moral are 
the forcing houses of a perfect person. 
Everyone is supposed to have the courage 
to keep a light in the bottom of hearts to 
fight against the evil. Nietzsche unveiled 
that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And if you gaze long into an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However, all the monsters can be beaten 
down with fire in our hearts since 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Another part of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 childhood life of Scout, his brother, 
Jem, and their friend, Dill's fascination 
with Boo Radley who is thought of as a 
lunatic by other residents. The children 
have fancy imaginations with rumors 
about his appearance and reasons for 
remaining hidden, and they fantasize about 
how to get him out of his house. After two 
summers of friendship with Dill, Scout 
and Jem find that someone is leaving them 
small gifts in a tree outside the Radley 
place. Several times the mysterious Boo 
makes gestures of affection to the children, 
however, to their disappointment, he never 
appears in person. Dramatically, when 
Jem and Scout are revenged by Ewell for 
Atticus's defense of Tom, it is Boo who 
goes to their rescue unexpectedly. The 
definition of a good person in the mind 
of Scout has been turned over from then 

on. "Before I can live with other folks 
I've got to live with myself. The one thing 
that doesn't abide by majority rule is a 
person's conscience." The only discipline 
to judge a person is the conscience rather 
than its race or appearances which are the 
stereotypes of judgement. We can't deny 
that the first impression or the comments, 
especially the rumors made by gossips 
will have great impact on us. But the fact 
is that there's a basic principle in our mind 
when getting in touch with people instead 
of following others' judgments blindly. 
"You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a person 
until you consider things from his point of 
view... Until you climb inside of his skin 
and walk around in it."

The era is not short of perfect persons, 
but sincerity, integrity, fearlessness and 
empathy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Rational thinking and independent minds 
are the most valuable things of individuals. 
So love what you love, do what you 

图 15.2 Harper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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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follow your conscience, and do not 
hesitate, though you have understood the 
cruel rule of the world.

Prejudice and injustice on the black 
people have been deeply rooted in people's 
heart in the small southern town. The 
mundane world is so solid that nobody 
can change it. Atticus's belief in treating 
and respecting everyone as an individual 
is contrasted in To Kill a Mockingbird 
with a number of other worldviews. These 
other visions are all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they are religious, racist, 
classist--but they all share one thing in 
common: they treat people as groups, 
demand conformity, and give no respect 
or credit to individuals. In other words, 
they are all forms of prejudice, which 
is a preconceived notion about a person 
based on the groups to which that person 
belongs. Over and over again, To Kill a 
Mockingbird reveals prejudice not just as 
closed-minded and dangerous, but also as 
ridiculous.

However, there are more volunteers 
l ike Att icus to  disseminate  just ice 
and kindness. Though Atticus's effort 
ultimately turned out changeless of the 
racial tense in the town, his noble spirit 
had set a good example for people of 
conscience. That's also why Lee titled the 
novel To Kill a Mockingbird. Literally 
the novel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ocking bird, but actually, it has a great 
symbolic meaning of innocence, like Tom 

Robinson, Boo Radley. Another symbol is 
a mad (rabid) dog that Atticus has to shoot 
to defend himself and other people. This 
dog symbolizes racism, prejudice and lack 
of humanity prevailing in the town that 
Atticus has to fight.

Atticus once told his child never 
to kill a mocking bird because this bird 
never does anything evil, and it just makes 
music for human beings to enjoy. It's a 
sin to kill it. Likewise, to kill an innocent 
black man is also a sin because he just 
lives at his own pace without interrupting 
anyone. The author, together with us 
readers is anticipating people like Atticus 
who is brave enough, benevolent enough 
to guard someone with an inner goodness 
that must be cherished. That's the essence 
of glimmers in the darkness.

                                            责任编辑：钱    婧

                                            校对编辑：吴栩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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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light River
by Wang Yiwei

We chant
Spinning in the dark

We pass through icy silver and gem 
…

Flows in silence, the river of sheen.
 

No one will ever come with us, Octavian
Tens of thousands of aureate puppets

Shining brightly in the distance; Octavian
You quench your burning desire and

Shadow
Falls wherever light germinates.

But the river of moonlight
Never disappoints you, Octavian

Raising you up, with love
Helplessness, faith and abominate

My lord; long live, long live…
Your naughty daughters1  

The splendid miracle of Tiber

Even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pledge allegiance to nightingales
Just follow the river of moonlight

Octavian, step into the pale blue water
Seething; marble, with all the colors of

RAIN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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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Octavian said that he had two daughters, one was his biological daughter and the other was the Roman Empire.

Octavian, you should’ve struggled
For those beautiful things beyond the sky

We should’ve struggled till we die

Someone is speaking to me, Octavian
Saying that I am a pretty liar, absolutely

But shut up, I live in a world where
Everyone toasts for money and fame

You trust me as you trust your people, Octavian
They hold no space in mind for betray

Absurdity and jealousy
The triplets of paradise.

Only the moonlight river be with me, Octavian
I hear the shattering of glass, so near

That I think I am one of them; fall to pieces
Deaf and blind are you, Octavian

Tens of thousands of aureate puppets
Came and took you away; you laughed

With pride and delight
Left me alone in the shadow of moonlight

I tried to cry out but I couldn’t find my tongue
I tried to run away with you but I lost my breath

 Now I’m standing by the river of moon
Stretching my arms for the oath and curse

I almost win; I won.

Do you hear me? Octavian.
Do you hear…now?

责任编辑：钱    婧

校对编辑：吴栩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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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肺炎，我们在行动

抗击肺炎，无人可以置身事外，来势凶猛

的疫情紧紧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正值假期的

文治学子们也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战“疫”，

贡献自己的一点青春力量。

志愿者：王子铭

年级专业：2016 级历史学（师范）

政治面貌：中共预备党员

志愿地区：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兴唐街道

“我在了解到家乡疫情严重，防控难度较

大的情况后，主动向街道和社区报名，请求参

加防控疫情一线工作。我发挥了自己大学生的

优势，在巡逻车上对居民进行广播，反复耐心

地宣传政府的疫情防控规定和科学合理的防疫

知识，渐渐地群众们都戴上口罩、不再出门，

我觉得自己的价值也得到了良好的体现。

我们执勤的地方条件比较艰苦，当地一家

商场知道后送来了好多饮料食物等物品。其实

他们自己现在生存也挺困难的，但是国难当头，

大家都齐心协力应对疫情，体现了家乡人民硬

核又“温情”的一面。

现在正是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些

新时代的大学生要在困难面前，在疫情防控的

斗争面前，勇挑重担，主动肩负起时代赋予的

使命，面对困难然后战胜困难。一起与祖国同

命运，与人民共患难，为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斗

争的胜利贡献青春热血的力量！”

志愿者：梁一

年级专业：2017 级汉语言文学

政治面貌：中共预备党员

志愿地区：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社区

“自 2 月 10 日起我开始参与疫情联防联控

工作，主要有两个任务：帮助社区工作人员进

行道路枢纽过往人员的体温检测工作，进行外

来人员的排查登记以及疑似病例家中隔离的实

时情况汇总；发表抗击疫情的两篇“急就章”

和一首组诗，为一线抗击疫情的工作人员加油

鼓劲。

之所以选择投入实际工作与疫情战斗，原

因大概来于自身的“两个情况”。其一，我的

家人中有一位社区工作者，作为家属的我比一

般人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我觉得与其忧愁终日，

不如投身“战争”，以战斗的方式面对压力；

其二，我自身是一名预备党员，“发挥带头作用”

的品质如不在此时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欲待何

时？因此，是党员的责任感将我摆在了志愿者

的位置上。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们必将顺

利度过当前的难关，中国在本次疫情的洗礼之

下也必将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上越走越顺。共同

战“疫”，祖国有我，让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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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吴昊蕊

年级专业：2017 级哲学专业

政治面貌：共青团员

志愿地区：南京市秦淮区莲子营社区

“母亲在社区工作，她们的工作很繁忙，

于是我就想尽自己所能帮助她，分担一些力所

能及的工作。普通社工的工作很琐碎，有很多

陌生的东西，日程很紧凑总是有突发事件，我

只想着尽可能快地了解情况，提高效率。

2 月 4 日开始，我加入了社区志愿者的队

伍，我主要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对流动人口的信

息进行整理、统计，参与后勤工作，有时也参

与上门工作，为隔离的住户送菜。工作中也有

很多暖心的瞬间，社区周边的火锅店在大年初

八的晚上联系街道捐赠出了大量的生鲜物资；

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党员自愿穿上红马甲上街，

帮助测量体温，登记外来车辆。

我们不应该沉浸在消极情绪之中，虽然面

临的阻力和困难重重，但是还是要保持信心，

冷静地找到方向。”

志愿者：李思睿

年级专业：2019 级中国语言文学

政治面貌：共青团员

志愿地区：四川省西昌市安哈镇营盘村

“我之所以选择参与这次志愿活动，是因

为家乡十分重视疫情防控，但防控人员人手不

足，我想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在工

作中，群众对我们的关心更是让我坚定了信念，

我要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助力防疫工作。

我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值守在村口，

协助村里的党员同志们卡点。参与体温测量，

进出人员登记，外来人员劝返工作。还向村民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劝导村民们出门戴口罩，

阻拦未戴口罩的村民出村。

疫情当头，花依旧开，天依旧蓝，让我们

一起怀着乐观的心态，配合并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期待春暖花开！”

志愿者：陆贝宁

年级专业：2019 级中国语言文学类

政治面貌：共青团员

志愿地区：昆山市锦溪镇周家浜村

“我的母亲是村委工作人员，从大年初二

至今每天都在工作，白天上门排查外来人员，

晚上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我们一天基本说不上

几句话，看着她匆匆的背影，我萌生了申请志

愿者的念头。我认为作为一名大学生，在确保

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有责任献出自己的一

点微薄之力。疫情期间我与其他志愿者轮班在

主要卡口执勤，协助村委进行封闭式管理，劝

返外来人员并登记出入情况。希望我们能够众

志成城，抗击疫情！

通讯：范宇轩

审核：邹雯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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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天地之真，格万物之理”
第四届百科知识竞赛成功举办

2020 年 4 月 8 日，由苏州大学文合爱心学

社和苏州大学恩玲爱心学社合办的“醇天地之

真，格万物之理”——第四届百科知识竞赛于

腾讯会议平台（线上）正式举办。

本次比赛由苏州和合文化基金会赞助，并

邀请了恩玲爱心学社指导老师、学生工作部（处）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王瑞老师，唐文治书院办公

室主任胡月华老师，以及唐文治书院本科生辅

导员、文合爱心学社指导老师史悠老师。本次

活动还有幸邀请到两位评委：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讲师刘琳娜老师和苏州大学 2016 级唐文治

书院本科生郝琛宠同学。活动旨在继承发扬国

学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疫情，引发大家对自

然和生命安全的关注与思考，让大家在进一步

感受国学之美的同时提升综合素质。

百科知识竞赛共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哲学

辩论，意在通过辩论，让同学们受到哲思的启迪。

二是百科知识竞赛，在紧张激烈抢答的同时，

也在检验选手们的知识储备。

首先进行的是哲学辩论，选手们就“庄子

超脱生死”，“自然与文明”，“伪善”等哲

学命题进行了严谨缜密的论证。他们引经据典，

由事实走向理论，由具体趋于普遍，进行了精

彩的论证。在第一轮论辩结束后，刘琳娜老师

以及郝琛宠同学对各个选手做出了点评，一方

面鼓励和表扬在讲演中选手们提出的充满哲思

的论辩；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为选

手们指出了需要改进的地方。

哲学辩论的第二环节，由老师现场出题，

选手准备后作答。选手们对于评委老师提出的

问题“更好的爱是有差等的爱还是无差等的

爱？”进行思考，依次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论

述。选手们积极调动思维，从各种角度表达了

自己的观点，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优秀的临

场能力以及丰富的知识储备。经过评委的详细

点评与打分，最终陆心尧同学获得了第一名，

王静同学获得第二名，董泓玮同学获得第三名。

哲学辩论环节圆满结束。

随后百科知识竞赛环节拉开帷幕。第一轮

是快速问答环节，一共有 7 支参赛队伍，31 名

参赛选手，他们分别来自唐文治书院、电子信

息学院、文学院、医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学院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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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支参赛队伍需回答 20 道题，题目包括国

学、体育、生活百科、爱国主义、人与自然关系、

生命健康、青年责任担当、安全卫生等内容。

选手们争分夺秒作答，精彩的表现令观众大为

称赞。最终答对题目数较多的“哇偶队”“你

说的都队”“我不知道对不队”和“sunflowers 队”

四支队伍进入第二轮环节。

第二轮抢答环节，四强队伍两两分组进行

抢答，各队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知识竞赛抢

答考验的不仅是选手们的知识储备，更是大家

心态与行动力的比拼。在抢答中，各队进行了

激烈的角逐，分数的来回争夺把整个比赛推入

高潮。其中“哇偶队”和“我不知道对不队”

脱颖而出，挺进决赛。决赛环节为两组对决，

队伍间展开了激烈的头脑风暴。最终，来自 18

级唐文治书院的“哇偶队”获得冠军，来自 19

级唐文治书院的“我不知道对不队”获得亚军，

来自 17 级电子信息学院的“你说的都队”获得

季军。

疫情阻挡不住苏大学子求知的脚步，虽然

这次比赛受疫情的影响只能在线上开展，但是

选手们都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地对待比赛，遵守

比赛规则。本次的哲学辩论与百科知识竞赛不

仅给参赛选手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同

时也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和学习的平台。

国学文化源远流长，青年责任始终在肩，同学

们将继续继承发扬创新传统文化，踏实勤奋练

就过硬本领，希望在下一届比赛中能看到更多

优秀选手的风采。

                             通讯：恩玲爱心学社秘书处

                                审核：徐凯悦、田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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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文治书院第六届读书会顺利举行

4 月 29 日下午，“书籍疗心，精神自愈”

唐文治书院第六届读书会顺利举行。 “线上分

享、线上观赛”的崭新形式给与会的参赛人员

和工作人员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但参赛同学们

声音朗朗、自信昂扬，他们的读书心得更是内

容详赡，见解独到！

本次线上读书会得到了书院的大力支持，

有幸邀请到 5 位书院导师作为本次读书会的评

委，分别是：唐文治书院常务副院长、文学院

教授季进，文学院教授刘祥安，文学院讲师顾迁，

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吴忠伟，以及哲学系教授

邢冬梅。2016 级本科生郝琛宠、沈冰沁和孙雅

茹作为本次读书会的学生评委参与会议。唐文

治书院办公室主任胡月华，教务秘书李明铭以

及本科生辅导员、学生事务中心指导老师史悠

出席了本场读书会。

第一组的葛旸帆、王储同学为大家分享了

迟子建的作品《白雪乌鸦》，作者对灾难的描

绘独具匠心，以超常的执着关注着人性中的温

暖。第二组的范宇轩同学带来了《顾随诗词讲

记》，她以“文学的好处在于给人以印象”为

基点，展现了人情事与诗词意象的映照。第三

组是宋衍、王明敏、张岩枚三位同学，他们合

作介绍了《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阐

述了儒教在近现代社会的特点。第四组的徐雨

彤同学针对《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围绕核

心概念“范式”进行了汇报，把科学革命的本

质解释为范式的转变。

评委老师随后对前四组同学的汇报进行了

精彩点评。季进老师为同学们分析了迟子建将

历史叙事消解为日常生活的写作特色。顾迁老

师则针对同学们的报告方式进行了评价。邢冬

梅老师高度赞扬了第三组在表达作品内容本身

与呈现对象、呈现过程的关系方面的突出表现。

观众朱悦源同学也向汇报的同学们提出了自己

的问题。

第五组陆心尧同学从吸烟能否预防新冠病

毒的角度出发，以《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

新科学》为例，将统计学与人文学科联系了起

来。第六组的张心雨同学分享了《丝绸之路—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并将书中“黑死病”的

有关内容与目前流行的新冠疫情结合，提出了

全新的思考：疫情是会彻底改变国家机构与世

界政治经济格局，还是仅仅起催化剂作用？第

七组的吴昊蕊同学针对《哲学宣言》进行汇报，

她认为哲学不是建立真理，而是提出一个统一

的概念空间，这才是哲学的魅力。

读书会的最后，刘祥安老师和吴忠伟老师

分别对后半场的同学们作出点评。刘祥安老师

首先肯定了大家作报告时条理清晰的阐述方式，

接着他点出部分学生先浸入书本再打开思维的

阅读方式的难得，“这不仅是中国情怀，更具

世界眼光。”吴忠伟老师则表示，作为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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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内容，第五组的因果关系议题值得深

入学习；第六组、第七组的视角也各具特色。

来自 17 级的陆心尧同学以独到的见解拿下

本次读书会的第一名，宋衍、张岩枚、王明敏

组与张心雨组分列二三名，范宇轩、徐雨彤、

吴昊蕊、葛旸帆、王储的报告也获得了极大好评。

本次读书会从二月初开始，在假期里开展

了数场“文史哲线上读书会”，三月份专业老

师为同学们开出书单，到四月份举办战疫主题

“读书会专场”，持续近三个月，超过 60% 的

书院学子参与其中，独特的线上模式也丰富了

读书会的形式。“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

一寸金”，期待书院的同学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坚持对“文史哲”名著的阅读，继续坚守

人文理想，继续脚踏实地！

                             通讯：唐亦丁

                           审核：范宇轩 、吴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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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4、95 期《弄潮》简介

《弄潮》创刊于 1987 年，是苏州大学最早创办的“纯文学”刊物，同

时也是苏大中文系发扬“纯文学”的坚实阵地。杂志内兼收多种类型的文

学作品，以散文、诗歌、小说、文艺评论为主，并且每一期都推出不同的

专栏主题，不仅刊载了苏大校友的优秀作品， 同时也收录了许多校外作者

的精彩来稿，为爱好文学的大家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广阔平台。 

《弄潮》见证了一代又

一代弄潮人逐梦、筑梦的征

程，“真诚自由”是我们一

直以来秉持的文学创作精神。

我们不求高雅的语言，华丽

的文字，我们需要的，仅仅

是一颗热爱文学、满怀悲悯

的内心和经世、朴实、真挚

的内容。

《弄潮》欢迎您的来稿！

想要了解更多咨询，欢迎关注公众号“苏大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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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栩薇  书法作品

《林徽因诗选段》

艺 

术

            

创 

作李思睿  绘画作品

《姬玉露》

范宇轩  绘画作品

《幽谷》「临摹」

段琪辉  绘画作品

《虚竹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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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
中
的
树
》

钱
婧  

摄
影
作
品

邵
怡  

摄
影
作
品

《
经
纬
度
城
市
》

钱婧   摄影作品

《望春》
朱天怡  摄影作品

《光下的笋》
李思睿  摄影作品

《相生》

《
崇
山
之
阴
》

张
岩
枚  

摄
影
作
品

《
水
镇
霞
光
》

吴
栩
薇  

摄
影
作
品

钱
吴
越  

摄
影
作
品

《
古
镇
女
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