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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等生业’,徽州许多人‘执

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左儒右

贾, 喜厚利而薄名高’,‘直以九

章当六籍’。 以至于民俗中‘以

商贾为第一生业 , 科第反在次

着’。总之,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

对商人和经商的宽容,使得社会

上弃儒从商、 弃农从商以及士

商渗透渐成风气,从商者愈来愈

众,极大地促进了商帮的发展。 ”

“商帮的出现, 使得明清时期的

商书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阅读

群体,他们的需要成为商书的一

个重要的市场需求。 以市场导

向为主要宗旨的书商们敏锐地

捕捉到这一商机, 纷纷编撰、出

版了许多关于经商经验知识的

小册子以及程图路引等,于是专

门讲授各类从商之道及专业知

识的商书应运而生。 ”

商帮的经济实力令人刮

目相看。 明末清初松江府上海

县人叶梦珠说 ,徽州商人、陕西

商人 、闽粤商人携带巨资前来

收购优质棉布 , 是棉布业市场

日趋繁荣的经济动力 。 “前朝

标布盛行 , 富商巨贾操重资而

来市者 ,白银动以数万计 ,多或

数十万两 ,少亦以万计 ,故牙行

奉布商如王侯 , 而争布商如对

垒。 ”丝绸业市场更是如此 ,闻

名海内外的湖丝集散地南浔

镇 ,“一日贸易数万金 ”, “闾阎

填噎驵侩忙 ,一榜大书丝经行。

就中分列京广庄 , 毕集南粤金

陵商”。 以濮绸闻名的濮院镇 ,

“一镇之内 ,坐贾持衡 ,行商麕

至 , 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

绫绸集散中心盛泽镇 ,“富商大

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 , 摩肩

联袂 ,如一都会”。 如此巨额的

长途贩运 ,其风险可想而知。商

书除了提示便捷的路径 , 还会

告诫沿途注意事项。

日 本 尊 经 阁 文 库 所 藏

《（天下 ）水陆路程 》第七卷 ,专

门指引最为繁忙的苏州至松

江 、苏州至湖州 、嘉兴至松江

等水运路程 ,小标题是“苏松二

府至各处水”,下面有两行小字

夹注 :“路虽多迂 , 布客不可少

也。 ”意思是说 ,这条水路是棉

布客商的必经之路 , 除了标明

自苏州至吴江 、平望 、王江泾

等各处码头的距离 , 还特地说

明沿途的风险 : “嘉兴至松江 ,

无货勿雇小船 , 东栅口搭小船

至嘉善县 ,又搭棉纱船至松江 ,

无虑”；“大船至上海 ,由泖湖东

去黄浦 , 为外河 , 有潮 、 盗之

防”；“松江至苏州 , 由嘉定、太

仓、昆山而去 ,无风、盗之忧。上

海沙船 ,怕风防潮 。 南翔地高 ,

河曲水少 , 船不宜大。 过客无

风、盗之念 ,铺家有白日路来强

盗之防。 ”所有这一切 ,都向我

们透露这样的信息 ： 当年苏

州、松江一带各地商帮云集 ,络

绎不绝 , 源源不断地把这里的

优质产品运销到全国各地 ,业

务繁忙。《水陆路程》作为商书 ,

责无旁贷地提醒客商 , 注意选

择安全的行商途径。毫无疑问 ,

这是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

当时的市场经济规模不可

小觑 ,吴中孚 《商贾便览 》记载

了 20 个省 252 个 府 州 总 共

1800 多种商品 , 其中包括 140

多种新品种 ,还记载了日本、高

丽、安息、波斯、缅甸、交趾以及

大小西洋诸国的 70 多种商品。

要应对如此庞大的市场 , 如此

巨额的物流 , 没有必要的专业

知识势必寸步难行 , 商书不可

或缺的价值由此显露无疑。

隆庆元年 , 朝廷宣布取消

海禁政策 , 准许百姓出海前往

东洋、西洋贸易。政府在东南沿

海的港口设置海关 , 征收进出

口税 , 使得私贩贸易转化为公

贩贸易 , 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

贸易。 对外开放的结果是对外

贸易的高潮。 在贸易中 , 葡萄

牙 、西班牙 、荷兰 、日本等国始

终处于逆差 （入超 ）的地位 ,中

国始终处于顺差 （出超） 的地

位。 于是乎,源源不断的白银货

币 , 随着贸易商船的到来而流

入中国。 在货币的银本位时代,

这种白银货币是可以在中国市

场流通的 , 这使得中国商人面

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 如何识别

这些外国银币的真伪与成色

（含银量）, 也成为商书无法回

避的难题。《商贾便览》的“辨银

要谱 ”一节 ,有 《辨银则例 》《辨

银名色》《辨银增要》等篇 ,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 , 还介绍了 “交

趾、红毛等国所出之洋钱（西洋

银元）”。《贸易须知》提醒商人：

“近来江浙等省通用洋钿（即洋

钱）,有光毛真假之分,与看银之

法同而不同。 此系钱业专门,外

行未必习此。 凡收洋钱,务请内

教人仔细看明 ,切勿大意 ,致有

吃亏。 洋价照市 ,或申或否；进

出找钱 ,看货价之多寡 ,总宜细

心合算 ,勿使有错 ,转受买主批

评。”商书与时俱进地为商人们

打开了国际眼界 , 许多商人成

为外贸人才,商书功不可没。

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

中 , 商人群体为了立于不败之

地 ,日益注重商业伦理 ,讲求公

平交易 、光明正大 、诚实无欺 、

重恩守信 , 为传统道德赋予了

时代特色： 这是商书的共同特

征 , 也是商书得以流传数百年

的内在因素。 《客商一览醒迷》

说:“财富必由勤苦而后得,得之

必节俭而后丰 ”；“处人和则无

争 ,家和则治强 ,四海和则万邦

宁”；“钱财物业 ,来之有道。 义

所当得者,必安享永远。 若剥削

贫穷 ,蒙昧良善 ,智术巧取 ,贪嗜

非义,虽得之,亦守之不坚。”《士

商类要》《商贾便览》 等书都提

及买卖交易要讲诚信 :“好歹莫

瞒牙侩, 交易要自酌量”,“货之

精粗,实告经纪,使彼裁夺售卖。

若昧而不言 ,希图侥幸 ,恐自误

也。”《贸易须知》说:“商亦有道,

敦信义 ,重然诺 ,习勤劳 ,尚节

俭。此四者,士、农、工皆然,而商

则尤贵 ,守则勿失。 ”这样的商

业伦理 ,放之四海而皆准 ,至今

仍有现实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

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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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0 版）

新时代中国正经历着历

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变革，这种伟大实践必将给哲

学社会科学提供强大动力和

广阔空间。 学科知识的生产受

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

时也集中体现具有时代特征

的人类思想文化的变迁轨迹。

在当下语境中梳理具有中国

特色的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

既是回应新时代对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提出的现实要求，也

是该学科自身寻求创新发展

之路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体系中，编辑出版学属于一门

年轻的应用性学科。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 为解决出版

物生产人才紧缺的现实问题，

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部署与

推动下，编辑出版学开始进行

专业化 、系统化 、规模化的本

科学历教育人才培养，编辑出

版学专业开始在部分院校开

设。 90 年代初期，编辑出版学

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始为学科

的“合法身份”呼吁，在各方力

量争取之下，1997 年，该学科

以二级学科的身份正式进入

国家本科专业学科目录，列于

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历

程，现已基本形成层次、规模、

地区分布较为合理的人才培

养格局，在人才培养层次上涵

盖高等职业教育、 大学本科、

硕士 （学术 、专业 ）研究生 、博

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人才。 截

至 2017 年， 全国共有 68 所

高校在本科层次开设编辑出

版专业 ，28 所高校开设出版

专业硕士，8 所高校招收编辑

出版学研究方向的博士。 （李

建伟、林璐：《中国大陆编辑出

版学专业高等教育 40 年》,《中

国出版 》2018 年第 20 期 ，第

27 页）只是由于学科专业一直

没能进入国务院学位办和教

育部颁布的 《授予博士 、硕士

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

业目录》，因此，一直以研究方

向的形式挂靠在汉语言文学、

传播学 、信息管理 、历史学等

学科之下进行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培养。 这一问题一直困扰

和限制着编辑出版学高层次

人才的培养。 新时代，编辑出

版学人才培养体系的调整与

完善势在必行，一方面是回应

时代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

求，另一方面也是编辑出版学

科自身发展的深刻反思与再

出发。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

编辑出版活动的国家之一，历

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典籍修订

的工作，将修典作为文化传播

与传承的重要国事 。 延伸开

去，编辑出版活动也有着悠久

的文化传统，带有深刻的民族

和时代的烙印。 按照托尼·比

彻和保罗·特罗勒尔在 《学术

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

科文化》（唐跃勤、 蒲茂华、陈

洪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15 年 ，第 41 页 ）中的观

点，学科根据知识特征的不同，

划分为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

用硬科学、 应用软科学四种类

型。 这种描述从学科知识的生

产特征、知识的外在形态、知识

的功用、 研究者在知识生产中

的角色、 知识生产流程与标准

等方面对知识的特点分析归

类，以此划分学科范围。从知识

特征来看， 编辑出版学属于应

用软科学， 学科知识注重对流

程、约定的把握，多集中于在大

量案例的总结之上形成的共

识，具有实用性，需要在实践领

域检验知识的有效性， 这就有

赖于相关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

的有力指导。

出版物具有文化性和商

业性双重属性，文化性是其根

本属性。 新时代出版工作的主

要任务是通过生产、传播高质

量精神文化产品来满足人民

群众的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和

国家文明程度，繁荣学术研究

和知识生产，在世界舞台中形

成中国话语的强大影响力。 编

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关乎到生

产什么立场的知识和培养具

有怎样世界观、价值观的人的

问题。 我国的编辑出版学学科

要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在学科理论建设上将马克

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作为统领

学科发展的灵魂。

我国的学科制度移植自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学科建

设和发展中，围绕国际化和本

土化问题， 历来有诸多探讨。

季羡林先生认为：人文社会科

学发展落后的一个很大原因

是在学术形式上没有与国际

接轨。 邓正来教授对中国社会

科学研究的自主性问题有深

入的思考，认为中国在引进西

方学科制度时几乎是全盘接

受，对制度的适用性缺乏基本

的批判和反思，也并未从自主

性的角度对制度加以改造。 谈

到对西方学术范式的遵循，华

勒斯坦曾说过 ：“并不存在什

么我们能够据以对知识结构

的重组进行裁定的现成蓝

图。 ”（华勒斯坦：《开放的社会

科学 》，刘锋译 ，北京 ：三联书

店，1997 年，第 83 页）

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

学的学术生产是不能脱离国

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根脉的。

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来讲，

如何真正实现本土化才是学

科成熟的标志。 本土化并不排

除对西方优秀学术理论、范式

的吸收和借鉴，但同时必须要

将学科定位和学术研究的立

场置于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实

现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对知识

的影响和学科发展的促进。 在

知识生产中以中国概念作为

基本单元， 总结中国经验，建

构中国理论体系，形成中国话

语声音。 最终，中国知识可以

对世界问题、对人类命运共同

体问题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

编辑出版学根植于中国

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从编辑

出版学的知识构成与学科发

展看，核心的学科文化是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滋生出来的，只

是吸收了西方学术的概念、理

论等。 因此，编辑出版学与本

土文化传统的整体性是不容

分割的，学科发展的目标应该

是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学术研

究的先进成果和经验的基础

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

出版学学科体系。 （本文为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 “媒介融合视

阈下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理

路研究” 阶段性成果）

编辑出版活动要立足于当下中国
陈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