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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关乎兴衰
■赵世举

古言道：“文以载道”，“文如其
人”，“威仪文辞， 表也； 德行忠信，里
也”，“言，心声也；书（即文字），心画
也。 ”这些都表明，话语文章是作者思
想、品格和作风的体现。一个时代的文
风， 往往折射的是那个时代执政者和
社会精英的思想观念、品格、作为和社
会风貌，也是社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因此，前人总是把说话、写文章与国家
的安危兴衰相联系。“出言陈辞，身之
得失，国之安危也”，“夫辞者，乃所以
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盖文
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无
不强调说话、 写文章对于国家的重要
性。 可见，文风事关重大。

“文变染乎世情”———
文风国运两相连

文风是国运气象的写照。 一方面，
政风、世风造就文风，另一方面，文风也
折射和影响政风、世风。一个时代，如果
文风清新朴实， 其社会往往政通人和，
气正俗良，国家兴旺，否则就反之。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事兴。良好的
文风，有利于促进社会形成求真务实、
勤政敬业、积极进取的优良风尚，推动
社会良性发展。西汉前期，无论是一般
政论、奏疏、史传，还是皇帝诏书，大都
洋溢着质朴畅达的文风， 讲究深厚切
实，经世致用，赢得了后世好评如潮。
南朝刘勰评价贾谊、 晁错的文章说：

“理既切至， 辞亦通畅， 可谓识大体
矣。 ”鲁迅也赞扬说：“疏直激切，尽所
欲言。 ” 近人章太炎称赞赵充国的奏
疏，如“探筹而数，辞无枝叶”。 东汉班
固评价司马迁的文章“辨而不华,质而
不俚。 ”汉代诏书也被奉为楷模。 宋人
真德秀说：“两汉诏令，辞气蔼然，深厚
尔雅。”近代林纾评点汉景帝诏书：“词
既质朴，期望之意甚深……不多词费，
而明简可味”。足见汉初文风的淳朴及
其影响之深远。 这种文风反映出那个
时代开明务实的可贵精神和蓬勃向上
的社会风貌，与政治清明、社会安定、
经济繁荣的“文景之治”相呼应。 又如
唐代， 主要时期也是呈现出质朴务实
的文风， 与此相对应的， 则是繁荣富
强、威震四方的“大唐盛世”。 可见，盛
世显良风，良风助盛世。

风浊则气邪，气邪则事废。 文风奢
华空浮，社会往往华而不实、虚妄怠惰、
尔虞我诈，甚至糜烂衰败，误国误民。《礼
记》所谓“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说的
就是这种现象。南朝文风浮艳颓废，恰与
一些统治者纸醉金迷、政治没落相契合。
陈代后主陈叔宝就是浮艳文风的推手。
他沉溺声色、痴迷艳词，日夜与大臣妃嫔
宴饮赋诗，最终丢了江山，成了俘虏。 由
他的艳诗《玉树后庭花》所谱的曲子成了
亡国之音。民间文风也绮靡虚浮，当时有

谚语嘲讽道：“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
驴字。 ”这就是末世景象。 又如明代中期
以降， 形式主义盛行。 有的刻意模仿古
文，晦涩矫情；有的专事雕琢辞藻，空洞
繁缛，不切实际。万历年间有人呈送文章
给首辅叶向高，叶看后说：“文甚佳，但难
解耳。 ”而此人则回应说：“公误矣，可解
则非文矣。 ”可见当时文风的虚妄。 朝廷
文牍也不例外。“题奏章疏，竞为缛艳”，
虚言套语，动辄成千上万字，有的甚至冗
长到“竞日不能周读一过”的程度。 嘉靖
皇帝更是助长其风，对善写工巧青词（道
家做法事的祝文）的人宠爱有加，并委以
重任。 有史料显示，嘉靖17年后，内阁14
个辅臣中，有9人是得益于善写青词而加
官，如权倾一世的顾鼎臣、夏言、严嵩、徐
阶、李春芳等，时人讥称他们是“青词宰
相”。随之，虚妄文风愈刮愈烈，政坛乱象
丛生，世风颓废日下。 史实证明，这不仅
是明朝末世的反映， 也是整个封建制度
走向没落的征兆。 虽然不能说虚妄文风
是明朝灭亡的主因， 但无疑是不可忽视
的催化剂。 诚如古人所说：“文变染乎世
情，兴废系乎时序。 ”

“辞达而已矣”———治
国理政正文风

正是由于文风关乎兴衰成败，因
而历代有抱负的思想家、政治家大都重
视端正文风。 孔子提倡“辞达而已矣”，
可以看作是对文风的基本要求。即主张
语言运用以恰切明畅地表达思想内容
为原则，不事铺张粉饰。 隋朝李谔针对
南朝以来“文笔日繁，其政日乱”的不良
状况，奏请“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肃正
文风，得到了隋文帝采纳。 唐代魏征痛
斥梁陈以来的宫体、骈俪作品为“亡国
之音”，力倡真切质朴文风，并且以身示
范， 留下了许多为后人奉为圭臬的奏
疏，为营造“贞观之治”做出了巨大贡
献。宋代欧阳修为扭转晚唐以来虚浮艳
冶文风的馀绪，致力于复兴古文，并借
助政治革新和主持礼部贡举的机会，以
奖掖文风端正者为导向， 力倡平实文
风。 明代张居正痛斥时下“浮靡夸侈”
文风，请求神宗“戒谕各撰述官，自今
以后，凡为制诰，必须复古崇实，毋得
狥情饰辞，以坏制体”。 一些励精图治
的皇帝也十分重视肃清文风。 隋文帝
力推文风革新， 曾诏告天下：“公私文
翰,� 并宜实录。”并立法严管，违者治
罪。明太祖朱元璋推崇远古文书“质实
不华”的风格，深厌时下“虚词失实，浮
文乱真”的风气，多次下令“自今有以繁
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有个叫茹太素的

官员呈奏洋洋万言，但直到最后五百字才
入正题，朱元璋便命人杖责，以儆效尤,
有效遏制了不良风气。 纵观历史可以看
出，每次有成效的文风整饬，都会不同程
度地带来政治面貌的改善、 社会风气的
好转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世界历史同样表明文风与时代的紧
密联系。英国著名喜剧作家本·琼生对此
有深刻的认识。 他生活于伊丽莎白一世
统治后期到1642年英国内战这个充满
动荡的时期，也是英国封建主义没落、资
本主义兴起的时代。 他有感于当时社会
的腐朽、人性的堕落和文风的奢靡，曾一
针见血地指出：“凡世风腐坏之处， 语言
也如之。 滥吃狂饮，奇装异服，是国家生
病的标志；语言的烂污，则是精神生病的
标志。”这与他的力作《狐狸》所揭露的社
会现实相吻合。 19世纪美国作家奥利
弗·霍尔姆斯也有类似看法。他分析了伊
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一些著名人物的语言
风格，尖锐地指出：“语言腐坏了，臭气还
熏染了英国的良心。政治上的三刀两面，
自然是产生于语言的含义双关……都铎
时代的轻浮文风，到了斯图加特时代，就
发展成了弑君与暴乱。 ”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在西方，
诡谲荒诞的文风大行其道。 这是当时物
欲横流、危机深重的社会现实的产物。经
历了两次世界性血腥战火， 人们亲眼目
睹了人类的相互残杀，所谓自由、博爱、
人道的信念和理想被击碎， 人与人的关
系被金钱所绑架， 因而陷入了极度的精
神危机。于是，人们往往借助诡谲荒诞的
表达（包括艺术），来表现社会的扭曲和
荒谬，来制造刺激，宣泄不满、苦闷、彷
徨、空虚、消极和失望。与此同时，诡谲荒
诞文风的蔓延， 又不断地加深着社会的
颓废。 两者互为因果。

“文风不正， 危害极大”
———文风学风系党风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 充分表明文
风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息息相关。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
党， 自成立起就与大众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 就注重运用质朴清新而又生动活泼
的语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
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爱戴， 为取得革命
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早在延安
时期，尽管战火纷飞，中国共产党也不忘
文风建设， 并且把文风建设与党风建设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党的历史上开展
的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 就包括整顿
文风。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了《整顿
学风党风文风》 的重要报告， 他深刻指

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 都是
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
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这样就会影响
全民族。”紧接着他又在《反对党八股》的
演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八股里面藏
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
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告诫全
党“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
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代之
以新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
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同志
以身作则， 他的文章和讲话都是质朴深
刻、生动活泼的典范。 读其文如品佳酿，
听其言如沐春风。由此，我们党逐步形成
了以实事求是、 朴实清新为特征的优良
文风。这种文风对于党的建设与壮大，对
于我国取得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的胜利，建设新中国，发挥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

不可讳言，“大跃进”造就的以“人有
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之类的豪言壮语为
代表的虚妄浮夸文风的蔓延，“文革”滋
生的充满“斗争”“打倒”辞藻和政治迷信
的肃杀狂热文风的盛行， 破坏了党的优
良传统，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污染了
党风世风，对我国政治环境、文化生态、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都产生了不良影
响，教训极其沉痛。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
人鉴于“文革”文风的恶劣影响，十分重
视肃清“帮八股”，努力恢复优良文风。邓
小平早在1977年就明确提出“反对不真
实、八股调”，而且以身示范，用语朴实深
刻，简洁明快，深得人民群众喜爱。 党中
央相继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 推进文风
建设。 因此， 党的优良文风逐步得到恢
复，很好地呼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真
抓实干的大好局面， 为我国改革开放事

业的顺利推进营造了良好的风尚。
当今，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国际环
境的复杂化，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冲击和
考验。 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更需要防范各
种不良因素的侵蚀， 警惕不健康文风滋
长。 习近平同志曾严肃地指出：“当前，在
一些党政机关文件、 一些领导干部讲话、
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
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 ”“党的历
史经验证明，文风不正，危害极大。它严重
影响真抓实干、影响执政成效，耗费大量
时间和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的研究
解决。 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
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导
致干部脱离群众，群众疏远干部，使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吸引
力、感召力、亲和力。 ”进而会影响党和国
家的事业发展， 甚至带来亡党亡国之患。
可见，文风建设至关重要。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
体防微杜渐，在上任伊始就把改进文风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 从出台“八项规定”明确
要求“切实改进文风”，到中宣部发布《关于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切实改进文风的
意见》，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整饬文
风，令人精神一振。 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
等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大兴“短、实、新”之
风。 他们讲话平易而凝练、朴实而生动，展
现出质朴清新的语言风格，更彰显出亲民
务实、勤政奋进的风范和魅力，给人一种春
风拂面之感。 由此带来了各种风气的明显
好转，全国上下凝心聚力，奋发向上，生机
盎然，正在全面开创一个新时代。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
语情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教育部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新形势下国
家语言文字发展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与当代青年
谈爱国主义

■雷国珍

《因为祖国———寄给青年朋友们》
（刘建军主编） 是一本书信体小册子。
其中的几十封书信， 是高校思政课教
师与大学生讨论爱国问题的记录。 小
书讲大理， 给人以深刻启示。

回答了爱国主义是什么的问题。
一提到爱国或爱国主义， 我们脑子里
就出现“岳母刺字”， 耳边就会响起
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
心照汗青”， 以及屈原、 抗日英雄等
历史人物， 而且关于爱国或爱国主义
的定义， 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作者另辟蹊径， 针对社会上存在的许
多困惑， 深入浅出， 用事实说话， 让
读者自己领悟何谓爱国主义， 从中感
受爱国主义的朴实道理， 把握爱国主
义的内涵， 分辨爱国主义问题的正确
与错误， 区别今天的爱国主义和历史
上的爱国主义的异同。

把爱国主义既放到漫漫历史长河
中考察， 又将其置于丰富多彩的现实
生活中分析。 作者考察了爱国主义在
历史中各种表现及其作用， 使人们从
中获得了历史厚重感； 作者联系现
实， 从现实中提出了若干重大问题，
如爱国与爱党、 人权与主权等， 也涉
及新形势下发扬爱国主义遇到的新问
题， 这些问题应该是青年学生最关心
的问题， 也是感到困惑的问题， 作者
顺势而为回答这些问题。

直面现实， 求解人们的思想困
惑。 爱国主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不
同历史阶段， 人们会遇到不同的问
题， 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会提出， 为
了什么出国留学， 学成后是不是回到
国内？ 对外开放后中国人在国际舞台
上如何爱国？ 诸如此类问题需要加以
正确引导。 作者认为， 今天一大批留
学生学成回国， 把智慧贡献给自己的
祖国， 可以肯定他们是爱国的； 其中
有一些留学生因各种原因没有回到国
内， 甚至改变自己国籍， 我们也要尊
重他们的选择。 对于现实问题的回
答， 增加了本书的现实意义。

发出对爱国主义的实践呼吁。 作
者特别强调爱国要从“我” 做起， 从
“小事” 做起。 祖国是由国土与人民
组成， 人民是由无数个“我” 组成，
如果每一个“我” 真正爱国了， 那么
这个国家还有谁能胜之。 今天是和平
环境， 每一个人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干
平凡的事， 只要把每一件“小事” 干
好了， 爱国就落到了实处。

该书图文并茂，语言如涓涓流水，
饮之解渴；如清新空气，沁人心脾。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理论特稿/语言与文风系列（一）

书刊评介

一个时代的文风， 往往折射的是那个时代执政者和社会精
英的思想观念、品格、作为和社会风貌，也是社会的风向标和晴
雨表。 因此，人们总是把说话、写文章与国家的安危兴衰相联系。

文文风风是是社社会会的的风风向向标标和和晴晴雨雨表表。。 禹禹天天建建 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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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工作管理之忧

尽管高校学生工作在不断强化 “以
人为本” 的理念， 但不可避免地附着一
定命令 、 惩罚 、 规定 、 管控等强制色
彩。 当前， 高校学生工作管理隐忧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学工作与
学生工作的一体化程度不高 ， “两张
皮” 现象没能解决， 其根本原因在于学
生工作的育人目标指向不集中、 教育管
理力量不整合、 学生活动举措不精当等
长期沉垢； 二是学生工作冲动与学生需
求不一致， “一头热一头冷” 的现象有
增无减， 其根本原因在于学生工作重任
务不重需求、 重安排不重互动、 重制度
不重效果等工作陋习惯性； 三是学生工
作系统与高校其他工作系统协作度不
高， 其根本原因在于学生工作与高校其
他工作评价标准不衔接、 联动合作无机
制、 职责任务不明确等体制根源。 这些
管理隐忧制约了高校人才培养的聚能效
应， 在学生工作效果上直接表现为学生
不听教育、 不服管理、 不满服务和不愿

作为。 为此， 高校学生工作优化必须立
足于调和学生工作矛盾， 实现学生工作
的 “善治”。

高校学生工作治理之义

“治理” 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
内涵， 即可用于宏观的 “治国理政 ”，
也可以用于微观的 “治学理教”， 不管
在哪个层面 ， 其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
“良好的治理” 或 “善治”。 而 “善治”
在于建立合作与互动的关系， 使公共利
益最大化。

长江师范学院就高校学生工作提
出， 强化 “治理” 理念， 首先要明白治
理的基本特征 ， “治理不是一整套规
则， 也不是一种活动， 而是一个过程；
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 而是协调；
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 ， 也包括私人部
门； 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 而是持
续的互动” 其次， 要明白 “治理” 之于
学生工作的基本内涵， 即在学生工作中
建立合作与互动的工作关系， 让学生工
作中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得以调和， 并

采取联合行动。 具体讲， 就是要推动学
生工作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治理手段的
多样化， 治理评价的多层化， 扩大学生
工作的参与面 ， 提升学生工作的认同
感， 增强学生工作的互动性， 将学生工
作丰富成一个合作 、 理解 、 公平 、 规
范， 并充满温暖的心理交融过程。 再其
次， 要明白学生工作良好治理的基本要
素： 一是合法性， 要尽可能增加师生的
共识与认同， 取得学生最大限度的同意
和认可； 二是透明性， 要及时公开涉及
学生利益的各种信息； 三是责任性， 老
师要负起教育管理责任， 学生也应当为
行为负责； 四是法治， 要有明确的制度
规范， 既约束老师的行为， 也规范学生
的行为； 五是回应， 要对学生的要求做
出及时回应。 总的来讲， 学生工作治理
实际上是学生成长话语权的回归， 要实
现善治， 一定得依靠学生的自愿合作和
对学生工作的自觉认同。

高校学生工作治理之要

高校学生工作治理实践， 除了在理

念上强化、 特征上把握、 要素上运用， 更
要有标准、 载体、 方法、 评价等层面的选
择， 按照标准选载体， 用好方法推动载体
建设， 准确评价保障长效推进。

首先注重标准层面 ， 包括育人 、 服
务 、 创新三方面的考虑 ， 一是否真正育
人， 关键看育人方向是否正确， 育人目标
是否明确， 育人实效是否明显； 二是否服
务到位， 关键看人文关怀是否及时， 成长
指导是否科学， 生活帮助是否周到； 三是
否章法有度， 关键看是否善于学习， 做到
理论有备 ； 是否善于总结 ， 做到系统有
序； 是否善于探索， 做到创新有方。 其次
注重载体层面， 将工作载体简化为四个重
点， 学风建设是龙头， 学生服务体系建设
是基础。 龙头和基础之间还要有思想教育
和专业提升两翼， 两翼一虚一实助推学风
建设， 夯实服务基础。 在学风建设上学院
坚持 “需求导向”， 注重学习环境和条件
的提供， 善于搭建平台， 培育氛围； 在学
生服务体系建设上善于坚持 “服务导向”，
注重固化服务内容， 建立工作联动机制；
在思想教育上善于坚持 “问题导向”， 以
创新基地的方式靶向解决重难点问题； 在

专业提升上善于坚持 “专业导向”， 以特
色专业文化品牌的方式补强专业核心能
力。 再其次是方法层面 ， 认真抓好几个
环节的工作 ， 即摸清形势 ， 找准目标 ；
弄清成绩 ， 找出经验 ； 认清不足 ， 找到
问题； 理清思路， 找到办法； 看清本质，
找到思想 。 此外 ， 在学生工作治理评价
上避免从组织制度 、 日常管理 、 团学工
作、 就业工作等以常规工作版块维度构
建指标体系 ， 而是从学生发展 、 学生服
务、 学生成长等维度构建指标体系 。 同
时在评价方法上， 破除学生工作部 （处）
作为仅有评价主体的评价局面 ， 将同行
评价、 对象评价纳入评价办法 ， 建立起
立体的评价体系 ， 实现 “得分点下沉 、
话语权下移、 评价权下放” 的评价格局，
让学生的想法得到尊重 ， 学生的需求得
以激发。

总之， 长江师范学院在高校学生工作
中注重淡化管理手段， 强调治理行为， 提
升治理能力， 真正将 “以人为本” 的理念
落到实处， 切实担负起 “立德树人” 的根
本任务。

（长江师范学院学工部部长 向小川）

学生工作从“管理”转向“治理”
———以长江师范学院为例

学生工作是高校人才
培养的主要阵地， 也是高
校教育管理工作的重点内
容。 在推进高等教育综合
改革进程中， 如何推动学
生工作转型是高校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
命题， 也是高校人才培养
创新的重要抓手。 传统的
学生工作“管理” 状态存
在诸多隐忧， 强化“治
理” 理念是学生工作困境
突围的重要通道。

长江师范学院在治理
探索实践中构建了“345”
（用好三把尺子、 建好四
个载体、 品好五种味道）
的学生工作治理体系， 学
生工作的和谐度和实效性
在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