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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宋张择端所画的 5清明上河图 6, 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清明时节汴河及其两岸的风光, 不
仅艺术价值极高, 而且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可直观的历史资料, 还蕴含着丰厚的文化价值。试图
从其创作寓意和目的、缺失的女性、井然的社会秩序、
发达的广告文化以及丰富的都市生活等方
面入手, 找出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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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cu ltura l ana lysis of a fam ous an cien t C h inese pa in ting
en titled Q ingm ing Shanghe T u
SONG L i
( H istory and C iviliza tion College , Shaanx iNorm a lUn iversity, X i. an 710062 , China)

Abstr act: Q in gm ing Shanghe Tu was drawn by Zhang Ze - duan in the N or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dep ic ts the scenery of the Bianhe R iver and the view on both sid es of Bianjin g( cap ita l c ity of
North Song Dynasty ofTomb- sweep ing Day). Not only does it have high artistic value, but also left a2
bundant visual historica l reference for descendants and it has great cultu ral value. The author of th is pa2
per tries to find out th e cu ltural va lu e that it conta in from the purpose and m ean in g of creat ing, the los2
ing female, we ll arranged socia l order, flourish ing advertisement cu lture and abundant city life etc. .
K ey w ords: Q ingm ing Shanghe Tu; Song Dynasty; women; advertisement cu lture; urban ism
¹

5清明上河图 6 是由北宋著名画师张择端所

5匹驮炭的毛驴, 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 枝头刚刚

画, 它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 (今河南开封 )清明时节

泛出嫩绿, 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 却已大地回春。

汴河及其两岸的风光。作者以全景式构图、严谨精
细的笔法, 展现了 12 世纪我国都市各阶层人物的

路上一顶轿子, 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
花, 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 从京郊踏青扫墓归

生活状况和社会风貌。此图不仅具有极大的艺术

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 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

价值, 也蕴含了不尽的文化价值, 历来倍受世人称

间和风俗, 为全画拉开了序幕。

赞。

中段, 繁忙的汴河码头。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
枢纽, 商业 交通要道。从画面 上可以 看到人 烟稠

一、5清明上河图 6的概况

密, 粮船云集, 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 有在看相算命

5清明上河图 6由北宋著名画师张择端于宋徽
宗政和元年 (约公元 1111年 )到宣和七年 (约公元

的, 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 / 王家纸马店 0, 是扫墓
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 首尾相接, 或纤夫牵拉,

1125年 )之际所绘, 绢本设色, 全卷横 52817 cm, 纵

或船夫摇橹, 有的满载货物, 逆流而上, 有的靠岸停

[ 1]

2418 cm 。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

泊, 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

首段, 汴京郊野的春光。在疏林薄雾中, 掩映
着几家茅舍、
小桥、
流水、
老树、扁舟。 2个脚夫赶着

的木质拱桥, 它结构精巧, 形式优美, 宛如 飞虹, 故
名 / 虹桥 0。有一艘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

收稿日期: 2006201209
作者简介: 宋

立 ( 1982) ), 男, 陕西长安人, 陕西师范大学 2004级硕士研究生, 从事中国经济 史研究。

¹关于 5清明上河图 6图本的真伪, 历来有诸多说法, 本文以 5石渠宝笈三篇 6中收录 的图本为 研究对象。关 于此图的研
究请详参周宝珠先生 的 5 < 清明上河图 > 与清明上河学 6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年 6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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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撑的, 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 有用麻绳挽住船的,

往是真实细致的, 而所要传达的意图却是特意虚构

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

的。像这样带有明显吉祥征兆、歌咏太平盛世的作

也在指指点点地像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
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 也伸头探脑

品 (史 称 / 瑞应图 0 ) 是不需要 以客观 事实为 依据
的。如宋徽宗所画的 5瑞鹤图 6, 卷尾题跋云, 此图

地在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

记录的是政和二年 (公元 1112年 )正月十五夜开封

遐迩的虹桥码头区, 车水马龙, 熙熙攘攘, 名副其实
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上空祥云飘临、
瑞鹤齐飞的吉庆场景。
那么, 瑞应图对于徽宗而言又意味 着什么呢?

后段, 热闹 的市区 街道。以高大 的城楼 为中

据史载, 哲宗死后, 后继无 人, 本应 由哲宗亲 弟即

心, 两边的屋宇 鳞次栉 比, 有茶坊、酒肆、脚 店、肉

位, 但皇太后以端王 (徽宗即位前被封为端王 )有福

铺、
庙宇、
公廨等等。有专门经营绫罗绸缎、珠宝香
料、
香火纸马等的商店。此外还有医药门诊、大车

寿、且仁孝、不同于诸王为由力保徽宗 当政。并不
是特别名正言顺的徽宗掌权后, 当然要显示出众多

修理、看相算 命、修 面整容, 各 行各业, 应有 尽有。

瑞兆以表明自己乃上天注定的真命天子。在他统

大的商店门首还扎着 / 彩楼欢门 0, 悬挂市招旗帜,
招揽生意。街市行人, 摩肩接踵, 川流不息, 有做生

治期间, 王朝又常年遭受着持久的外敌入侵, 并且
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屈辱的政治妥协。为了维护皇

意的商贾, 有看街景的士绅, 有骑马的官吏, 有叫卖

权的尊贵与威严, 徽宗颁布了许多公众节日以营造

的小贩, 有乘轿子的大家眷属, 有身负背篓的行脚

欢愉祥和的盛世气氛, 并且特别着眼于绘事, 委托

僧人, 有问路的外乡游客, 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 有
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 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

了翰林图画院诸臣造出了上千张瑞应图以营造一
番太平的视觉幻象。由此不难理解, 徽宗时期的宫

男女老幼, 士农工商, 三教九流, 各种人物都活灵活

廷绘画艺术品大多在形象上非常写实, 而内在意图

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上又非常理想。

总计在 5 m多长的画卷里, 共绘了 550多个各
色人物, 牛和马、
骡、驴等牲畜共 50多 头匹, 车、轿

笔者初步认为, 5清明上河图 6也属于这类瑞应
图。它表面上是对东京汴梁的如实描画, 但实际上

共 20多辆顶, 大小船只 20多艘。交通运载工具,

却是一种祥瑞的标志, 它为徽宗的英明统治高声颂

有轿子、
骆驼、牛马车、人力车、太平车、平头车, 形
形色色。房屋、
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 体现了宋

扬。
(二 )缺失的女性

代的城市生活、工商、交通、风俗、服饰和建筑的特
征。

妇女占人类总 数的一 半, 她们担 当着繁 衍后
代、抚育子女、照顾家庭的诸般重任。一个社会中

二、对 5清明上河图 6的分析

妇女的生活状况及其地位, 常能反映出这个社会的
文化及其精神风貌。

(一 )创作的寓意及目的

5清明上河图 6中的主体人物共有 500余人, 但

一件作品的产生, 必然 有其创作意图, 或是为
了追求商业利益, 或是其有政治价值, 或是具有文

细数之下, 其中女性仅占 20余人, 绝大多数女性被
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 这无疑暗示了创作者及其支

化内涵等。

持者的观念以及那个时代的传统。宋代实行男女

宋遗民张著在卷尾题跋中指出, 5清明上河图 6

隔离的政策, 上层女性更应是足不出户, 守闺持家,

的作者是北宋画家张择端, 这是关于画卷作者的最
早文献记录。据记载, 张择端是北宋翰林图画院的

很少接触到家庭成员以外的男性, 缠足的风俗也是
从这个时候开始盛行的。在思想上, 对女性的贞洁

宫廷画家。宫廷画家都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并

观念也开始禁锢起来, / 金莲要小, 牌坊要大 0成为

忠心为宫廷服务。到了徽宗时期, 画家们更被要求
按照徽宗的意图精确画出一些他的委托任务, 否则

社会认同的追求。图中出现的女性大多与小孩或
家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儒家思想里, 母子关系是

将被革职。 5清明上河图 6的创作若是由皇家宫廷

家庭和谐安宁的基础, 敬母教子则是值得尊崇的礼

委任的, 那么画面的主题和风格无疑将受到当时的

仪。只有因孩子需要, 女性与陌生人的接触才被看

统治者宋徽宗的强烈影响。
徽宗在中国历史上以精于绘事而著名。在徽

成是合理的。
宋时对妇女行为的限制有大量文字记载, 如司

宗的画中有这样一类作品, 它们对于物象的描画往

马光

[ 2]

指出: / 夫治家莫如礼, 男女之别, 礼之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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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故治家者必以礼为先, 男女不杂 坐, 不同施枷,

宋徽宗披图展卷, 黎民众生没有理由不向至高者表

不同巾栉, 不亲授受, 嫂叔不通问 , , 姑姐妹女子,

现出他们的谦卑; 如果宫廷大臣有幸观赏, 那么他

已嫁而返, 兄弟母与同席而坐, 母与同器而食。0
自司马光后, 这类男女有别的言论越来越多,

们也绝无机会借此图卷看到他家妻女。从而也就
会形成女性在此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情形。

并成为有影响 的社会舆 论, 除 了文字上 的控制之

(三 )井然的社会秩序

外, 在实际上还以缠足对妇女加以控制。清时李汝
[ 3]
珍 指出妇女缠足的惨状, / 始缠之时, 其女百般痛

5清明上河图 6中 的大街上, 布满了各阶 层的
人, 达官贵人, 工匠商贩, 普通百姓, 他们都在儒教

苦, 抚足哀号, 甚至皮腐肉败, 鲜血淋漓, 当此之际,

的社会礼仪之下和睦相处。孔夫子早在 1 500年前

夜不成寐, 食不下咽, 种种疾病, 由此而生 0。林语

就指出不同地位的人要各得其所, 不可互越雷池、

[ 4]

堂 也指出: / 缠足是妇女被幽禁、被压制的象征,
这个说法并不过分, 宋代大儒朱熹也非常热衷于在

淆乱等级, 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太平盛世、国泰民
安。张择端在画中很好地贯彻了这种思想, 使笔下

福建南部推行缠足的习俗, 作为传播中国文化, 提

的人各司其职, 相安有序, 也使得看到这幅作品的

倡男女隔离的一个手段。0缠足其实是为了裹心, 于
是除了外在拘束的缠裹小脚, 宋代着重内在思想控

人不禁赞叹这个盛世背后的最高统治者宋徽宗。
宋初, 统治者推崇儒学, 提倡 / 明纲纪 0。宋王

制的女教也大为兴盛。女教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

朝统治集团清楚地认识到, 明纲纪必须修礼乐, 修

5礼记 6的 5曲礼 6、5内则 6诸篇中便记录了不少的

礼乐必须重儒术, 否则就避免不了重蹈前代藩镇割

为人之道、
行事之仪。两汉时, 刘向著 5列女传 6、
班
昭著 5女诫 6时, 女教的内容已经颇有系统了。宋人

据、君权旁落的覆辙。于是, 宋王朝从开国伊始就
致力于整饬纲纪。因此, 在宋初的 80年, 中国文化

对传统女教的更新, 导致了女教、女性伦理道德、
妇

形成这样一个局面: 只能援佛入儒、援道入儒, 以儒

女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例如: 班昭的 5女诫 6

学为主, 把佛、道二教的本体论、认识论与儒学的伦

中, 主张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读书, 但是到了宋代
司马光的 5家范 6中虽也同意女子读书, 却将读书的

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 用新的思辨哲学论证
封建伦理 道德纲常、等级 秩序和专 制集权的 合理

内容限定为 5孝经 6、5论语 6、5列女传 6之类, 而反

性、神圣性, 并且力求解决道德起源与道德修养等

对女子作歌诗, 其强调道德伦理教化之意昭然。明
以后出现的女子 / 无才是德 0的说法正是宋人在女

重大理论问题。在胡瑷、
孙复、石介等人奠定的基
础上, 在后来的周敦颐、张载、
程颐、邵雍、司马光等

教思想上的必然发展

[ 5]

。

人的继承和发扬下, 以传统儒学理论作为基本的框

宋儒对女教的最大更新是注入了对妇女贞节

架, 以是否有益于纲常名教作为价值尺度和取舍标

的刻意强调。程颐指出, 或问: / 孀妇于理, 似不可
取, 如何? 0伊川先生曰: / 然! 凡取, 以配身也, 若取

准, 对佛教、
道教的思想以及其思辨哲学进行研究,
大量吸收其理论思维的成果, 创立了新儒学的思想

失节者以配身, 是己失节也。0又问: / 人? 或居孀穷

体系 ) ) ) 理学

无托者, 可再嫁否? 0曰: / 只是后世怕寒饿死, 故有
[ 6]
是说。然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极大! 0 这种思想司

理学思潮与宋统治者加强专制集权统治的思
想十分投合, 于是, 宋统治者大兴理学。在科举制

马光

[ 2]

也提出过: / 妻者, 齐也。一与之齐, 终身不

[ 7]

。

度方面, 太宗时在 / 明经 0科 以外, 又增设 / 九经 0、

改, 故忠臣不事二主, 贞女不事二夫。0

/ 五经 0、/ 三礼 0、/ 三传 0等新科目, 加大了对儒生

5清明上河图 6贯穿了以理学思想为基础的社
会思潮, 体现了当时那个时代的思想, 即对于女性

们思想的控制。无论是孔子的 / 克己复礼 0的仁政
思想及董仲舒的 / 天人感应 0、/ 天人合一 0的阴阳

在行为和思想上的控制。虽然女性在社会关系中

五行伦理思想, 还是宋儒的 / 君君、臣臣 0的封建道

属于屈从地位, 但她们反过来也是男性身份和地位
的标志。在历代对帝王的绘画表现中, 他们身边经

德纲常等级思想, 它们都为统治阶级服务, 用来控
制人们思想意识和行为。张择端图中所表现出来

常会簇拥大量的随从, 唐代阎立本的 5步辇图 6就是

的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当时思想政治的需要。

一例, 而 5清明上河图 6中却没有一个人身边单独伴

(四 )丰富的广告形式和发达的广告文化

有女性。除了女性不应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之外,
还应考虑这幅作品的潜在读者。张择端是翰林图

宋代是中国汉文化成熟时期, 商业繁 荣, 当时
的广告文化相当发达。在 5清明上河图 6描绘的繁

画院的画家, 他所能接触的主要是上层官员。如果

闹街市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宋朝时的广告形式: 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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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旗帜、
招牌、
灯箱、彩楼等。在整幅长卷中, 除景

/ 盖因五代敦高祖 游幸汴京, 茶楼酒 肆, 俱如 此装

物的遮挡外, 画面上有各家商店设置的广告招牌 20

饰, 故至今店家仿效俗也

余处, 广告旗帜 10余面, 灯箱广告 4块, 大型广告

录 6卷 25酒 楼 6载: / 街 市酒店, 彩楼相对, 绣旗相

装饰彩楼、
欢门 5座。

招, 掩翳天日。0描绘的是 东京街市 酒旗广告 的景

5清明上河图 6的 / 虹桥 0, 是图中的焦点, 桥上

[ 10]

。0据孟元老 5东京梦华

象。又据史载: / 宋人有酤酒者, 升概甚平, 遇客甚
[ 11]

有 2个地摊, 商贩正在叫卖, 吆喝着争拉买主。这

谨, 为酒甚美, 悬帜甚高。0

是吆喝广 告。吆喝 是最早的 广告形 式, 据 史书记

的服务态度, 酒的质量很好, 给的足斤足量, 酒家会

载: / 吕望之鼓刀兮, 遭周文而得举。0

[ 8]

这段文字记载了卖酒

并还提到:

做广告, 使用高高悬挂的旗帜来招引顾客的注意等

师望、吕望指

内容。这时也出现了一种大型的广告形式叫彩门,

的是姜太公, 他在朝歌店铺里卖牛肉, 周文王如何

5清明上河图 6中描绘的欢门、彩门有 5处。这种广

能够认识他呢? 是因为他高声叫卖吆喝招徕生意

告形式特别在节日期间, 更是修饰一新, 大肆招徕

的结果。吆喝既推销了牛肉也推销了姜太公自己。

顾客。有书介绍当时汴京酒店说: / 凡京师酒店, 门

史书中所记载的这一则也是中国叫卖广告的最早

首皆缚彩楼、
欢门。插四时之花, 挂名人画, 装点门

表现形式, 这种以叫卖或吆喝形式推销商品, 一直

面。0

[ 8]

/ 师望在肆, 昌 何识? 鼓刀 扬声。0

流传至今。不同的行业, 叫卖声也有各自行业的特
色, 各有各的调门, 各有各的韵味。有的借用乐器
伴奏, 有的利用扬声器各显神通。由于吆喝不但费
口舌, 声音也传不远, 于是 / 音响广告 0就应运而生
了。 / 磬圉, 既 备乃秦, 箫管备举。0

[ 9]

小 商贩们已

经开始以吹乐器吸引人们的注意而招揽生意。
在图中, 有行驶于 汴河 上的漕 运船只 泊于码
头, 脚夫装卸东南之货, 旁边有一小酒馆, 凉棚前斜
插一竹竿悬彩旗 2串, 棚柱上挂酒幌 1只。幌子原
指布幔, 后被引申为扩展的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
今天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还在利用中国的传统广告
手段幌子作广告宣传。北宋东京街上的酒帘, 一般
是 / 川 0字旗, 用三条蓝 布夹两条白布。在图中市
镇, 桥 头有 一 酒楼, 前 面装 饰彩 楼, 上 悬 / 5 条幅
旗 0, 上书 / 新酒 0。城内有一条横贯东 西的大街,
街中最大的脚店为 / 孙羊店 0。该店楼广 3间, 皆客
满, 门前扎结彩楼, 前设欢门, 彩楼西角斜插一竿,
悬 5条幅旗旗帜广告, 书 / 孙羊店 0 3字。旗帜广告
出现在战国时期, 各诸侯国的旗帜上都有文字来标
示国名。后发展为商家用旗帜作广告。酒旗广告
在唐代使用非常广泛, 唐代诗人杜牧的 5江南春绝
句 6中有: /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0张

[ 12]

从这幅图中可见到当时形式各异的店铺招牌。
在市镇路北 / 赵太丞家 0两侧有落地招牌广告, 西面
/ 治酒所伤真 方集香 丸 0, 东 面 / 大 t 中 丸 t 肠胃
t 0对联只有下联 / 五劳七伤 t t t 0, 其邻似一衙
署。在虹桥下端临街房前, 有两把大型遮 阳伞, 一
伞下挂一小长方形牌, 上面写有 / 饮子 0二字。还
有 / 王 家 纸 马 0、/ 刘 家 上 色 沉 檀 t t 0、/ 李 家
t t 0、/ 久住王员外家 0等招牌。招牌最初是一种
无字的布帘, 以后帘上题定了店铺名号, 继而又以
木牌代替布帘, 在木牌上题定文字, 多用此指示店
铺的名称和字号, 亦称为牌匾。中国古代 / 商人 0对
招牌字号非常重视, 招牌一旦树起, 就有中国封建
社会法统的价值, 同时它也是商人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的象征, 是传家之宝, 他们会倾全力来保护和
珍惜招牌的信誉。因此在招牌形式与制作上也非
常讲究, 除了取名贴切外, 还不惜重金聘请名家来
为商店字号书写招牌广告。那些高超精湛的书法,
既是上乘的广告, 也是书法艺术的珍品。招牌的制
作装潢非常讲究, 多采用楠木和传统的工艺漆等上
好材料精心制作; 装饰上一般以黑色为底面, 四周
镶以花边纹饰, 正中字体多配上耀眼的金字或朱红

籍的 5江南行 6、李中中 5江边吟 6、韦应物的 5酒肆

赤字, 古朴典雅、
大方稳重, 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广告

行 6等的词篇中多有描述。

艺术风格。

入宋以来, 酒旗广 告上 的装饰 性手法 已很常

灯笼是照明工具, 但人们也将其用于广告制作

见, 如宋代罗愿的词: / 看不见萄潭之水饮可仙, 酒

之中。在 5清明上河图 6中有灯箱广告, 这是对灯箱

旗五星空在天。0/ 五星 0就是酒旗上的 图案, 说明

广告最早的记载。画中孙羊店正门, 下设 / 正店 0等

唐代以来酒旗由简单的青白相间发展到具有装饰

广告灯箱 3个, 其规模可观, 顾客盈门, 熙熙攘攘。

图案的 表现形式。酒肆门 前排设杈 子及桅 子灯,

同时, 在画中的彩门下挂两块灯箱招牌 / 天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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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禄 0, 及 / 十千 0、/ 脚店 0º的立式灯箱广告。这

市民日常生活服务, 二是集散货物。城市规模的扩

些灯箱招牌不仅设计制作精致, 且有木栏围护, 既

大和商业、
手工业的发展, 使城市中平民的数量大

有明火照明又具有防火功能。这种灯箱的造型与
结构, 在今天的日本及韩国的店铺还可以见到。

增。京城开封发展为全国性的重要商业城市, 许多
中小城市也发展成为经济中心。城市经济的繁荣

5清明上河图 6对当时的广告文化的绘描, 成为

引起了城市内部市民阶层的兴起, 他们或是行商坐

中国古代广告运用造型样式极其难得的例证。
(五 )稠密的人口和丰富的都市生活
艺术作品, 多是源于现实, 以现实为依托; 或是

贾, 或是贩夫走卒, 或是三教九流, 都为城市经济的
繁荣做出了贡献, 同时也使当时的都市生活变得丰
富和活跃起来, 有着 / 百家技艺向春售, 千里农商喧
[ 12]

高于现实, 是对于现实状态的一种高层次的升华。

日昼 0的景象

5清明上河图 6的创作亦是如此。图中所绘稠密的
人口以及人们丰富的都市生活, 不管是源于当时的

长江, 直通东南和 西南, 与 河北、西 北则有陆 路来
往。在汴京的市场上, 有来自江淮的稻米, 沿海各

现实或是画师以夸张的手法描绘出的, 在一定程度

地的水产, 辽、西夏的 牛、羊, 江、淮、闽、蜀的茶叶,

上是对当时社会状态的一种反映。
北宋最大的城市是汴京, 汴京历任五代时诸国

各地的果品, 南方的丝织品, 两浙 (今浙江及江苏南
部地区 )的漆器, 各地的瓷器, 磁州 (今河北邯郸附

的国都, 及至北宋初年太宗时期, 开封府 16县主客

近 )的铁器, 福建、
成都、杭州的书籍, 还有来自日本

户近 18万户, 此外还有大量的不在户籍的人口, 如

的扇子, 高丽的墨料, 大食 (今伊朗及阿拉伯地区 )

皇室、贵族、驻守在京师的禁军、家仆、以及为数众
多的流动人口, 如往来的官员、
商贾、小贩等。太宗

的珍珠、
香料等。城内 有众多的酒楼、食店、茶坊、
妓馆, 饮客常达到千余人, 还有瓦舍 (娱乐场 )、
勾栏

皇帝曾说: / 东京 (即汴京 )养 甲兵数十万, 居人百

(剧场 ), 演出百戏技艺。除遍布城市的店铺外, 还

万。0

[ 13]

。汴京依水而建, 汴水 南连淮水、

真宗天禧五年 (公元 1021年 )汴京新旧城 8

有定期的集市。相国寺每月开放数次, 一次可容纳

厢, 总计 97 750户, 而新城外所建的 9 厢 14 坊的户
口还未统计在内。因此, 汴京在北宋初期常住人口

万人, 汴京的繁华可见一斑。汴京也正是凭其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经济优势, 才为其日后的繁荣奠

即达百万以上, 与唐代的长安相当。从 5清明上河

定了基础, 也为人们都市生活的丰富多样性创造了

图 6中看到的热闹的街市、
熙熙攘攘的人群、
车水马
龙、
桥下繁忙的运河漕运以及市区的街景、接踵摩

可能。

三、结语

肩的人群, 无不显示出人口数量的巨大, 从而更加

5清明上河图 6以宏大的气魄、深刻的构思、传

衬托出徽宗统治下的太平盛世、
人人安居乐业的局
面。
宋代是历 史上城 市和市 镇兴旺 发达的 时期。

神的形象成为我国古代绘画史上具有不朽意义的
杰出作品。笔者从具体的图画谈起, 对于其创作的

在城市结构上, 北宋定都开封, 取消了唐以来的封

寓意及目的及画中缺失的女性、井然的社会秩序、

闭的坊墙, 从而商业区与居民区的界限被打破, 代
之以住宅和商店相混合的城市街道形式。汴京城

丰富的广告形式和发达的广告文化以及稠密的人
口和他们丰富的都市生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

内, 店铺、
酒楼沿街设立, 连普通市民居住的胡同、

过以上这些, 试图探索欣赏分析艺术作品的另一种

小巷也面街开放,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商业功能大

形式, 它不是从构图、笔墨、
神形、气韵等形式的角

大增强。夜晚闭市的限制也被打破, 繁华街区 / 昼
[ 12]
夜喧呼, 灯火不绝 0 。城市格局的变化改变了城

度去分析, 也不是单纯地赞扬某一件作品有多么伟
大精深, 而是通过比较细节, 激发读者的比较和联

市的原有功能, 宋代的城市不再只是政治和行政中

想, 从而使人们触及到历史里面更多的东西。

心, 经济职能也大大增强。城市中市场不再以为达
官显贵服务为主, 而具有了两种主要职能: 一是为

(下转第 62页 )

º

/ 天之 0、/ 美禄 0实际上是一个典故, 据 5汉书 6卷 245食货志 6记载, 当时朝廷谈 论是否榷酒时, 鲁匡曾言 / 酒者, 天之美禄 0, 即把酒

看成是上天赐给人们一种美好的赏物。后人常以此来形容酒, 变成了 酒的别名。 / 十千 0源于 5诗经 6 / 倬彼 甫田, 当取十千 0, 意 思是形容数
量之多, 三国曹植 5名都篇 6中有 / 我归宴平乐, 美酒斗十千 0。十千成 为美酒价贵之 意, 此后, 也 用于酒美, 或美酒的 代名词。在 本文此处出
现 / 天之 0、/ 美禄 0、/ 十千 0等广告词语, 意在说明此店是在经营酒类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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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0提出的, 指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要和我国社会

际经济问题。这就要求西方经济学的案例教学方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与我国的国情相

式、时间、数量都必须适合教学目的的要求。教师

适应。从 20多年高校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来
看, 所运用的大量案例基本上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市

应根据不同的课时数和不同学生安排不同的案例
教学内容。如本科、
专科教学内容, 应区别对待, 难

场经济运行中的实际事例, 而我国本土所产生的实

度应有所不同, 这样才能达到好的教学效果。

际事例运用得很少, 从而导致了在西方经济学教学
中存在着理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

(四 )正确处理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
案例教学仅是理论教学的辅助手段, 理论教学

西方经济学在我国虽然冠以 / 西方 0的定语, 其

是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基础和依据, 二者相辅相

实, 它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学的代名词。目前在西方

成。理论教学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

经济学教学中, 案例并不少见, 但是现成的、成册的
本土化教学案例并不多, 出版的各种教学案例基本

本理论体 系; 而 案例教学 是理论教 学的延伸 和深
化, 可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并培养分析、

上是以西方市场经济运行为主体。因而, 搜集本土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尽管学生对案例教学比较

化的教学案例就成为任课教师的一大备课任务和
环节。但案例的搜集, 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作为

感兴趣, 也不能像 MBA 教学 那样, 以案例教 学为
主, 而应当在教学过程中特别强调系统性理论学习

西方经济学任课老师, 必须学习、阅读我国市场经

的重要性, 使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

济运行方面的资料, 日积月累, 然后运用相关的经
济学原理对案例进行研究, 从而实现以 / 本土化 0案
例教学为主。
(三 )正确处理案例教学与教学目的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通过经济学教学活
动, 使学生能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基本
原理, 并能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原理解决和分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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