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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国 渊梁山冤 水浒文化旅游节

水浒文化旅游高峰论坛发言
渊 摘编 冤

编者按院 8 月 26-28 日，第十届中国 （梁山） 水浒文化旅游节水浒文化旅游高峰论坛在我县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水浒文化研究机构负责人和文化旅游研究专家学者云集梁山，共同探讨交流水
浒文化，共谋水浒文化旅游发展大计，十一位专家学者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演讲嘉宾围绕 《水浒传》 忠义文化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水浒文化与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忠义思想与新时代的梁山精神
等作了精彩的发言。梁山是水浒故事发祥地和水浒文化研究基地，水浒文化是我县最亮的品牌和最大的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弘扬水浒文化、传承忠义精神，建设忠义文化示范区，促进水浒文化旅游产
业的发展是县委、县政府发展战略之一。作为梁山人，人人都要读水浒，爱水浒，争做新时代的梁山好汉，特别是全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带头了解水浒文化、研究水浒文化、弘扬水浒文化，倡树
“忠义仁孝 、诚信友爱”的梁山精神，打造浓厚的水浒文化研究氛围，真正把梁山变成引领水浒文化研究的龙头和高地，形成品牌效应，为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和经济社会事业共同进步提供文化舆论支持
和智力支持。本报自即日起，将陆续刊发水浒文化旅游高峰论坛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摘编，供大家交流研讨，敬请关注！

李文朝，原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主任，少将军衔、高级记者，中国
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诗书画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

李永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水浒学会会长遥

野忠义为立身之本冶 是梁山好汉的突
出品格袁 水浒英雄们也被研究者们称为
野成也忠义袁 败也忠义冶遥 野忠义冶 思想为
水浒文化打上了核心印记遥 或者从某种意
义上说袁 水浒文化的思想内核是 野忠义冶
文化遥 野忠冶 与 野义冶 在先秦之前袁 是两
个相对独立的概念遥 在儒家的经典思想
里袁 野忠冶 指的是尽心竭力为人办事袁 当
时并不分对上与对下遥 野义冶 则是指 野事
之宜冶袁 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标准遥 为了
防止这种 野义冶 的观念越出 野普天之下莫
非王臣冶 之 野轨冶袁 朝廷的谋臣策士们便
有意在 野忠义冶 二字连缀上下功夫袁 努力
把臣民之间的结义袁 控制在为朝廷尽忠的
政治框架内袁 努力用 野忠冶 来诱导 野义冶
效力朝廷遥 这也正是梁山英雄们难以跳出
的封建意识形态的历史局限袁 在 野替天行
道冶尧 野忠义双全冶 石碣天文的诱导下袁
最终被朝廷招安的悲剧所在遥 以宋江为代
表的梁山好汉们的 野忠义冶 思想中袁 野忠
君冶尧 野招安冶 思想等是封建糟粕袁 应该
扬弃遥 但这毕竟属于历史的局限袁 应以历
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袁 正确分析尧 客观
看待遥 不可否认袁 在学术领域袁 有人对
野忠义冶 思想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的遥 但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袁 野忠义冶 在很

大程度上是被看成褒义的遥 历史上的许多
野忠义冶 之士是被世人所推崇尧 所赞颂的遥
新时代的 野忠义冶袁 完全是积极的尧 正面的
思想内涵袁 是值得提倡和褒扬的道德理念遥
由此我想到袁 梁山县委尧 县政府提出的建
设 野梁山忠义文化示范区冶尧 创响 野水浒故
里尧 忠义梁山冶 文化品牌袁 还是很有些政
治见地和学术勇气的遥
忠肝义胆是梁山文化性格的历史积淀遥
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冶遥 水泊梁山这片积淀
着厚重水浒文化的英雄热土袁 养育了文化
性格鲜明的梁山人遥 这种文化性格袁 就普
遍意义上来讲袁 是以忠肝义胆为鲜明特征袁
这是对水浒 野忠义冶 文化的科学扬弃和批
判继承遥 即摒弃 野忠君冶尧 野招安冶 等封建
糟粕袁 保留 野忠诚信义冶尧 野忠贞正义冶 等
积极内核袁 并结合新的社会实践袁 不断发
扬光大遥 在现实梁山人的文化性格中袁 最
为突出的应是 野忠诚冶尧 野信义冶尧 野正义冶
等遥 梁山一带的乡风民俗袁 是以 野忠孝传
家久冶 作为治家格言的遥 讲究对国家要尽
忠袁 对父母要尽孝遥 当忠孝不能双全时袁
要以对家尽孝袁 服从为国尽忠遥 讲 野信义冶
更是梁山文化性格的一个鲜明特征遥 这里
民风质朴袁 奉行 野诚实守信袁 童叟无欺冶遥
至于同志和朋友间的诚信袁 更是强调 野四

海之内皆兄弟冶袁 野君子一言袁 驷马难追冶袁
野言必信袁 行必果冶遥
新时代梁山 野忠义冶 文化 野忠诚信义冶
的积极内涵袁 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遥
党的十九大之后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遥 梁山 野忠义冶 文化也与时俱进袁
更彰显了寓 忠诚信义寓 的积极内涵和时代
风采遥 其 野忠诚冶袁 突出了对党尧 对领袖尧
对国家尧 对人民的忠贞诚实曰 其 野信义冶
则突出了信用尧 道德和正义袁 这正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袁 处理人际关系
的重要准绳遥 这与梁山民众主流意识中袁
对 野尽心于为国袁 事宜在济民冶 的 野忠义冶
文化内涵之认定袁 是一脉相承的遥 新时代
梁山 野忠义冶 文化所彰显的 野忠诚信义冶
的时代风采袁 对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尧 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袁 对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袁 是有着明显积极
促进作用的遥
我们今天讨论水浒 野忠义冶 文化的现
实意义袁 提倡所谓的 野忠义之士冶袁 是摒弃
了宋江忠君尧 招安等封建糟粕袁 赋予了新
的时代内涵的 野忠义冶 思想遥 我坚定地认
为袁 水浒 野忠义冶 文化的现实意义是积极
的袁 有益的袁 应该在开发梁山资源尧 弘扬
水浒文化中袁 不断加以完善尧 光大遥

叶水浒传曳 的成书经历了一个历史过
程袁 叶水浒传曳 的忠义思想也是由时代积
累而逐渐形成的遥 罗贯中虽然舍弃了 叶施
本曳 功成名就尧 封妻荫子大团圆结局的老
套路袁 但他却完全接受了施耐庵等人强化
宋江忠义思想的思路遥 从他对宋江的全部
描写来看袁 他是在层层递进要将宋江塑造
成一个集忠孝节义于一身的典型遥 作者通
过这一系列的情节场面袁 都是在步步推
进尧 强化对宋江这一忠义形象的塑造遥 在
招安实现袁 被朝廷调派率大军征讨辽国入
侵后袁 作品描写宋江的忠义思想又增添了
新的内涵袁 即在外御强敌时忠心报国遥 当
辽国欧阳侍郎以弃暗投明袁 并赠以金银骏
马袁 委以高官重权袁 企图诱劝宋江弃宋投
辽时袁 宋江坚定地对吴用表示院 野吾辈当
尽忠报国袁 有死而已冶袁 又说院 野久后纵
无功赏袁 也得青史上留名遥 若背正顺逆袁
天不容恕冶遥 宋江坚持了忠心报国的爱国
思想和民族大义遥 这是罗贯中塑造的宋江
忠义形象最闪光的一笔袁 也是宋江掷地有
声尧 正气凛然的语言遥
从以上的分析论述中可以看出袁 忠义
思想始终是伴随着 叶水浒传曳 的成书过程
而发展的遥 易言之袁 宋江忠义思想从无到
有袁 从淡到浓袁 直到丰满尧 强烈袁 甚至发
展到极致的过程袁 也就是施耐庵特别是罗
贯中加工再造 叶水浒传曳 成书的全过程遥

但是袁 应当指出的是袁 罗贯中并非为塑造
忠义形象而塑造忠义形象遥 他 野不须出处
求真迹袁 却喜忠良做话头冶 渊作品第一百
回结语诗诗句冤袁 他是要借忠良人物做为
话题袁 描写这一集忠义仁孝于一身的人物
的毁灭袁 揭露最高统治的阴险毒辣袁 以此
来警醒世人遥 这就是他的全新的创作构
思袁 也是作品主导的思想倾向遥
通观全书袁 我们也看到袁 作家罗贯中
是赞同宋江有体面尧 有气度的接受招安袁
归降朝廷袁 忠心报国的遥 但作者又不赞同
对朝廷效忠到底袁 认为那条道路凶险莫
测袁 而倾向功成身退遥 但是这样描写与宋
江效忠到底的性格逻辑相违背袁 与罗贯中
本人借 野忠良冶 的被毁灭揭露最高统治者
残忍尧 毒辣的罪行的主旨相抵牾袁 况且作
者不想也不愿设置一个四平八稳尧 平淡平
庸的结局袁 更拒绝重蹈功成身退尧 荣归故
里大团圆结局的老路遥 因此袁 他就不得不
怀着矛盾的心情袁 按照宋江的思想性格的
逻辑一路写下去袁 成其志袁 完其节袁 让他
的效忠思想发展 到 顶 峰 尧 极 致 袁 最 后 仍
遭最高统治集团的毒手遥 用这一怵目
惊心尧 鲜血淋漓的图景袁 无情地暴露
了包括皇帝在内的最高统治集团的残
忍尧 毒辣的本性尧 本质遥 为人们总结
出了忠臣良将与最高统治集团关系的
沉痛教训院 封建统治者阴险毒辣袁 不

可信赖曰 痴迷功名富贵凶多吉少曰 对
最 高 统治 者 效忠 到 底必 然 发生 悲 剧遥
叶水浒传曳 最后定稿成书于六百多
年前的封建社会袁 它所反映的社会现
实袁 它表达出的思想观念都是那个时
代的产物袁 与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和
思想观念迥然有别遥 我们今天处在社
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袁 要建设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
国家袁 一方面要发扬我国古代文化遗
产的优良传统袁 吸取其精华因素袁 另
一 方 面又 要 看到 古 代作 品 存在 的 时代性
的局限和糟粕成分遥 以 叶水浒传曳 而论袁
书中描写的权奸显贵尧 邪恶势力的恶德尧
恶行固然为我们坚决反对和批判袁 即使正
面人物的迷信尧 开黑店尧 滥杀无辜尧 任意
施行暴力袁 以及作品夹杂的色情描写等
等袁 这类陈旧尧 落后的思想行为也必须摒
弃遥 而对作品中描写的人际间的惜老怜
贫尧 扶困济危尧 孝敬父母等显示的古代人
民的优秀品质袁 则应当继承和发扬遥 尤其
是作品描写的袁 在外敌入侵袁 大兵压境袁
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袁 挺身而出袁 尽忠
报国袁 誓死杀敌袁 不为任何威逼利诱所
动袁 坚持凛然不屈的民族大义袁 这是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优良品质袁 在今天也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袁 更值得继承和发扬光
大遥

后的梁山好汉接受招安
的过程遥 梁山义军 野两
赢童贯冶 野三败高俅冶袁
梁山事业蒸蒸日上袁 势
不可挡遥 正是在节节胜
利的情况下袁 梁山好汉
全伙接受了招安遥 这样
一种文本构成是以往任
何有关水浒故事所没有
的袁 因而也最可看出小
说写定者的意图遥 无论
是宋人的野史尧 笔记袁
还是元人修的正史袁 无
论是民间传闻袁 还是元
杂剧袁 宋江一伙或是被
擒袁 或是投降袁 或是无
奈接受招安袁 但都没有
在大胜官军的前提下主
动争取招安遥 再看一下
紧接着的第八十三回
野宋公明奉诏破大辽袁
王平,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冶袁
小说写定者的意图非常
我主要讲的是百回本 叶水浒传曳 的忠义思想
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遥 一百回的 叶水浒传曳 明确袁 即肯定梁山好汉接受招安是为了 野护国安
可以分为前四十回尧 中间三十回与后三十回三个 民冶袁 以梁山好汉的委曲求全来反衬朝廷奸佞的可
部分袁 如果说前两个部分突出的是 野义冶袁 那么 憎可恨袁 从而突出了忠奸之争遥 百回本 叶水浒传曳
后三十回则突出的是 野忠冶遥 前十三回通过王进尧 去田虎尧 王庆而存征辽尧 平方腊袁 其用意也值得
史 进 尧 鲁 智 深 尧 林 冲 等 人 的 故 事 烘 托 野 义 冶 袁 认真研究遥 按照李贽的说法袁 破大辽尧 平方腊是
野智取生辰纲冶 则体现了对 野义冶 的肯定袁 武松 生活在元代的施罗二人由于 野实愤宋事冶 才编写
为兄报仇杀死西门庆尧 义夺快活林尧 血溅鸳鸯楼 出来遥 这一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袁 但认真想来袁
等行为袁 李逵对宋江的钦慕袁 第四十九回 野解珍 既然已生活于元代袁 为何又 野实愤宋事冶 呢钥 实
解宝双越狱袁 孙立孙新大劫牢冶 也突出了义气遥 际上百回本 叶水浒传曳 的写定者去田虎尧 王庆而
百 回 本 叶 水 浒 传 曳 后 三 十 回 则 充 分 体 现 了 对 存破辽尧 平方腊袁 目的只有一个袁 就是强调梁山
野忠冶 的推崇遥 第七十二回至第八十二回写聚义 好汉以 野护国安民冶 为宗旨袁 并且将之付诸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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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遥
总之袁 叶水浒传曳 的文本构成直接决定着其
意义遥 应当说金圣叹早就发现了这一点袁 他之所
以腰斩 叶水浒传曳袁 正是基于这一点遥 按照金圣叹
的意见袁 让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尧 破辽尧 平方腊袁
就是 野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冶袁 就是宣扬强盗也有
忠义袁 这是决不能允许的袁 因此他要将七十一回
之后的内容全部删掉遥 也就是说袁 要想改变百回
本 叶水浒传曳 的题旨袁 必须改动其文本袁 这不恰
好说明了百回本 叶水浒传曳 的文本构成与其意义
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吗钥 这种关联可以归纳为两
个方面院 一袁 对已有故事即各位好汉上梁山的行
迹袁 写定者竭力强化其义气的内涵袁 或纳入英雄
豪杰屡遭嫉妒迫害的框架之内曰 二袁 对全书的文
本构成袁 写定者鲜明地以 野忠奸之争冶 作为贯穿
始终的线索遥 尽管这两个方面磨合得还不那么理
想袁 以至于造成了对其意义诠释的分歧和争议袁
但只要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比较袁 其文本的构成与
意义之间的联系还是不难把握的遥
百回本 叶水浒传曳 中宋江的形象也是变化丰富
的遥 宋江不仅是 叶水浒传曳 中梁山好汉的首领袁
而且也是性格最为复杂的人物遥 在 叶水浒传曳 中袁
宋江上梁山的道路却比任何人都更加艰难遥 叶水
浒传曳 对宋江被迫上梁山的描写袁 显然是要突出
宋江的忠孝遥 小说对宋江结局的安排袁 更可见出
小说写定者的用意遥 小说没有选择宋江被擒或投
降等记载袁 而是选择了宋江受招安尧 平方腊袁 并
在此基础上作了重要改动遥 一袁 宋江不是被动接
受招安袁 也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招安曰
而是在节节胜利尧 大败官军的情况下主动争取朝
廷招安遥 二袁 接受招安后袁 成为朝廷的一支重要
军事力量袁 是征辽尧 平方腊的主力军遥 三袁 屡立
战功袁 结果反被朝廷奸佞毒害而死遥 这些改动尤
其是最终的悲剧结局袁 寄予着小说写定者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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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遥 不仅从客观上否定了接受招安袁 也不仅表
现了忠奸之争袁 而且从本质上揭示了社会现实的
残酷遥 这种揭示体现了 叶水浒传曳 写定者对社会
现实的清醒认识袁 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遥 明
代对宋江 野忠义冶 的作了充分肯定院 汪道昆 叶水
浒传曳 序从三个方面肯定了宋江的所作所为院 一
是能够率领梁山众人袁 野始终如一冶袁 野必非庸众
人也冶袁 也就是说宋江是一位难得的将帅之才遥 这
是从能力上对宋江的肯定遥 二是宋江之所以 野啸
聚山林冶袁 乃是 野为庸吏所迫冶遥 同时又出于对朝
廷内忧外患的现实和不肯屈服于辽金异族侵略者
的考虑遥 这是从道义上对宋江的肯定遥 三是虽然
落草为寇袁 但 野有侠客之风袁 无暴客之恶冶遥 这是
从人品上对宋江的肯定遥 既然宋江完全是一位正
面人物形象袁 那么袁 以他为首的梁山好汉当然也
就不是盗贼遥 他又以孟子的观点为据袁 证明梁山
众人不过是 野窃钩者冶袁 而蔡京尧 童贯尧 高俅之徒
野诚窃国之大盗也冶遥 甚至认为 野道君为国袁 一至
于此袁 北辕之辱袁 固自贻哉浴冶 为梁山好汉啸聚山
林作了辨解遥 从万历十七年 渊1589冤 的 野天都外
臣冶 到崇祯年间的杨明琅袁 在几十年的时间之内袁
众多论者的观点如此一致袁 远非个人好恶所可解
释遥 他们出于对奸佞把持朝政的憎恶袁 反过来推
许宋江等人的抗争遥 他们出于对朝廷文臣武将皆
无能之辈的失望袁 反过来称颂宋江等人的能力遥
一句话袁 他们是把宋江等人当作正义与能力的代
表来看待的遥
综上所述袁 可以明确地看出袁 叶水浒传曳 是
一部歌颂 野忠义冶 的古典名著遥 野忠义冶 是儒家
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袁 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
准则遥 只要运用当代的核心价值观对其进行合理
的补充与改进袁 仍可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
重要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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