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第三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部分获奖成果推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上，提出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评价体系，建立优秀成果推介制度，把优
秀研究成果真正评出来、推广开。《中共中央关
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
提出，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评价体系，推

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
大众。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也强调，要
统筹管理好重大评价评奖活动，建立成果评价体
系，畅通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应用渠道。为切
实加大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宣传、普及和转
化力度，使获奖成果影响力更大，实效性更强，

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前列，加快推
进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奋力开创经济文化强省
建设新局面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服务，即日起开
辟专版，对山东省第三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评选出的部分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的成果进行推介。

《简帛文学研究》是一项基于二十世纪
以来发现的简帛文学文献之上的研究成果，
入选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该成果既运用简帛新史料又采用文学
史“新证”以及“集成创新”法，基本上建
构了一个简帛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在简
帛神话传说、简牍诗歌、简帛辞赋、简帛散
文、简帛古小说等专题研究中多有创获，有
的填补了古代文学史的缺环，有的改写了现
有的古代文学史，有的解决了古代文学史上的
学术公案，推进了相关学科建设。本成果在专
题与个案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一、简帛神话研究方面
《楚帛书》的神话构建了一个创世诸神

之谱系化、伦理化体系，其创世过程可划分
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以伏羲、女娲为首的原
创世；其二是以炎帝为首的再创世。原创世
主要是伏羲、女娲带领四时神、禹、契于混
沌中开天辟地；再创世则是在“日月俊生”
后，炎帝带领祝融、共工于天地大灾难之时
重整宇宙秩序且精密历法。王家台秦简《归
妹》的出土，将嫦娥神话的文献记录时间提
前到了战国时期：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嫦娥神
话从属于后羿神话的看法。嫦娥神话文本经
历了一个“层累”的演变过程，最终导致嫦
娥之数次“变形”；嫦娥原为“恒我”，蕴

含着不死之主题，是在先民月亮崇拜和不死
信仰的观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
组成该神话的每一个要素都可能被深深地打
上月亮崇拜和不死信仰的烙印。睡虎地秦简
《日书》记载的牵牛织女神话的最初形成时
间当在先秦时期，其下限不会晚于战国晚
期；同时，通过“七夕”转换于秦历“夕
七”的推断，可进一步明确牛郎织女神话起
源于秦文化发祥地。

二、简帛诗歌研究方面
上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说明我国

先秦时期宫廷音乐文学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
的水准，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
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
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
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上
博简中《孔子诗论》证明了《诗经》风、
雅、颂编纂“类序”的合理性，构建了目前
所见到的最早的诗学评论体系，阐发了
“情”与“志”的诗学思想，解决了相关诗
学问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是一种常见
的“启+乱”式的循环结构，通体是一篇完整
的乐章，而非两篇之拼凑，作者应为周公与
成王。《周公之琴舞》的出土，同时验明了
西周乐制中的一些问题，如“九遂”制始于
周公制礼作乐，而且“九遂”用乐既有其乐

制的意义，还对于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上博简《多薪》《交交鸣乌》与清
华简《敬哉》(原整理者名之为《芮良夫毖》)
作为“逸诗”对于解决《诗经》学史上“删
诗”公案等大有裨益。敦煌汉简《风雨诗》
具有俗文学特性，为研究汉代诗歌史提供了
新的史料。阜阳汉简《诗经》应为《元王
诗》，是汉代四家诗外之一家。

三、简帛辞赋研究方面
上博楚简的“五辞赋” (《李颂》《兰

赋》《有皇将起》《鹠鷅》《凡物流行》)反
映了诗体赋向骚体赋以及楚辞体作品逐步由
咏物向抒情之转变过程。银雀山汉简唐勒
《御赋》的出土，有利于澄清“宋玉赋学
案”，同时也进一步证明汉代散体大赋确由
战国时期尚未定型的散赋发展而来，与西汉
时期的枚乘、司马相如赋作有直接渊源，并
不断完善直至确立为规范的体式。睡虎地秦
简《成相辞·治事》的出土，说明“成相辞”
是“民间歌谣”与“庙堂诵歌”的统一体，
并对于后世乐府、诗词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
的影响。尹湾汉简《神乌赋》具有俗赋特征
及其文化内涵，阜阳汉简《楚辞》具有重要
的文献价值，北大汉简《反淫》揭示了“七
体”发展线索，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
道原》呈现出赋体风格。

四、简帛散文研究方面
根据不同的分类法，简帛散文可分为不

同类型，如说理散文、叙事散文、语体散
文、尺牍体散文、祝祷体散文(含诅体、盟
体)。简帛祝祷体散文可以分为禳灾类，如清
华简《祝辞·恐溺》与《祝辞·救火》；祈祥
类，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行祝辞》与
《日书乙种·行祝辞》。祝祷体散文具有自由
的结构和固定的样本，可以反复套用，语言
简短、功利性强，是巫教仪式的重要部分，
具有巫教色彩。秦简《黑夫·惊书》、敦煌汉
帛书《政致幼卿君明书》与《政致幼卿君力
书》等尺牍文体现了秦汉尺牍书式与体式。
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具有说辞
文体特征，可以作为研究先秦散文发展的时
代坐标。郭店简与睡虎地秦简说理散文属于
“后七十子”散文流派，可以填补先秦散文
史上一直空下的一个环节。

五、简帛小说研究方面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耆夜》属于

“街谈巷语”之作，是“历史文学化”的产
物，有助于解开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之谜。敦煌
简《田章传说》和《韩鹏故事》都是爱情古小
说的蓝本，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放马滩出土
的《丹復生記》已经具备了志怪小说的各项要
素，将志怪小说起源向前推进了近五百年。

蔡先金，聊城大学校长、教授。兼任济南大
学、山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硕士
与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中心主
任，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古代文学史料研究分会副会
长，山东省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中文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训诂学会会员。山东省
“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古
代文学教学团队”带头人、“古代文学”精品课程
负责人，山东省特色文献与文化“双创”协同创新
中心首席专家，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高等
教育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有出土文献
与中国文学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古代文学研究、
先秦史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10余篇
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
大复印资料全文或论点转载；出版专著与译著10余
部；先后主持国家、省部级社科基金、教改等课题
10余项。曾获得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山东省
优秀教学成果、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奖项。

实施海陆“丝绸之路”开放新战略，是
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
杂、中国经济转型攻坚的背景下，党和国家
根据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新形势提
出的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旨在推进
全方位深度开放，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新格
局。该成果是山东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按
照省委提出的提升山东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要
求，立足山东省情和发展实际，就贯彻落实
国家海陆“丝绸之路”战略而从事的课题研
究形成的成果，是我国第一部省级区域融入
“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

山东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区，作为我国的
沿海经济大省，山东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
展、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关键时期。积极推
进海陆“丝绸之路”建设，推动山东与海陆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更宽领域、
更高层次上开展交流合作，有利于提升山东
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山东经济转型升
级、增强山东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大格局中
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该成果
在系统梳理我国实施海陆“丝绸之路”开放

新战略的背景、意义及基本架构的基础上，
回顾了我国重点省市参与海陆“丝绸之路”
建设的做法及启示，对山东参与并推进海陆
“丝绸之路”建设进行了深入的SWOT分
析，提出参与并推进海陆“丝绸之路”建设
的思路、定位、目标和布局，重点从贸易合
作、投资合作、产业合作、园区建设合作、
海上合作、科技合作、环保合作、旅游合
作、文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与探讨，最后提出完善山东参与并推进海陆
“丝绸之路”建设支撑体系的对策建议。具
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剖析了山东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点与难点。该成果对山东与“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渊源进行了总结分析，对山东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性、优劣势、机遇与挑战进
行了全面深入分析。提出山东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在区位、交通物流、产业、对外经
贸合作基础、对外合作平台与载体、科技人文
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同时也存在与“丝绸之
路经济带”沿线合作基础相对薄弱、多数企业
驾驭国际生产经营能力不足、与“一带一路”

沿线之间缺少国家级合作平台、开放型经济体
制机制不完善、与“一带一路”国内沿线经济
合作比较薄弱等不利因素。

二、明确了山东融入“一带一路”的思
路与定位。该成果通过总结重点省市参与海
陆“丝绸之路”建设的做法及启示，并深入
分析山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发
展、人文往来等情况，明确提出了山东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路、战略定位和发展
目标。山东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应当以
互信认同为根本，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经
贸合作为重点，以人文交流为纽带，以互利
共赢为目标，充分发挥地缘优势、资源优势
和市场优势，找准与沿线国家的利益契合
点。山东应按照“五通”的基本要求，以开
放合作为主线，以扩大双向投资为重点，以
通道建设为突破，以重大项目为载体，以体
制机制创新为保障，以园区建设为支撑，着
力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
作、货物贸易、能源资源合作、金融合作、
人文交流和平台建设，拓展经济发展外部空
间，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努力将
山东打造成为“一带一路”交汇的交通物流

枢纽、我国东西双向开放的桥头堡、国家海
洋经济对外合作核心区、全国海陆统筹、东
中西联动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我国深化国际区
域合作的重要平台。

三、构建了山东融入“一带一路”的政
策保障与支撑体系。海陆“丝绸之路”建设
是一项宏大系统工程，战略性强、涉及面
广，山东参与并推进海陆“丝绸之路”建
设，需要明确重点任务、完善支撑体系、强
化组织保障。该成果针对山东具体实际，明
确提出了加强对贯彻、推进海陆“丝绸之
路”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注重通过规划引
领山东的海陆“丝绸之路”建设进程、着力
提升与海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
作水平、加强与海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重点打造山东参与并推
进海陆“丝绸之路”建设的合作平台、构建
和完善山东参与并推进海陆“丝绸之路”建
设的政策体系等若干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通过政策支持与措施支撑，在经济全球化与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推动经济融合、文化交流
与合作深化，以更好地建设经济文化强省，
实现山东发展的宏伟目标。

郑贵斌，山东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山东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山东大学、中国海洋
大学兼职教授，山东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
方向为区域经济、海洋经济，主持筹建的山东省海
洋经济研究中心和海洋经济研究基地为“全国首
创”，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重大课题、国际合作课
题、横向课题80多项，在《经济研究》等报刊发表
论文800余篇。出版专著30多部，主编、副主编著作
60多部，代表作主要有《“海上山东”建设概论》
《蓝色战略》《海洋经济集成战略》《科学发展观
山东实践论》等。

胡金焱，山东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山东大学金融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山东省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山东省教学名师，教育部金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学研究分会副会
长。多年来在民间金融、金融投资、区域金融发
展等方面开展了持续研究，主持了“民间金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各级项目20余项，
在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中国工业
经济》、《金融研究》等高水平杂志发表论文近百
篇。科研成果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
奖、二等奖及其他科研成果奖10余次。研究成果与
报告多次得到省委、省政府及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等
部门批示与采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法律与金融体系
均不完善的情况下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Al-
len，Qian and Qian(2005)认为在正规金融支持
有限的背景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民营企
业主要依靠民间金融市场获取资金以支持其
发展。Ayy a g a r i , D em i r g u c -Kun t a n d
Maksimovic(2010)则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民
间金融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以及宏观经济增
长过程中的作用相对有限。由于民间金融活
动具有隐蔽性，宏观层面的统计数据较为匮
乏，现有文献多是基于理论分析或案例调查
探讨民间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
用机制，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且缺乏较为
严谨的经验证据。

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民营部门驱动，
在金融抑制的背景下，作为正规金融市场的
补充，基于地缘、血缘、亲缘关系的民间金
融具有信息、交易成本、担保机制、灵活性
与适应性等方面的优势，能够有效地解决正
规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
德风险问题，更好地满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
需求，从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宏观经济
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民间金融可以有效弥
补正规金融的缺位，不仅在动员储蓄、有效
分配资源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还能够通过提
供灵活多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金融深
化。

本研究从各省《金融运行报告》和《统
计年鉴》中手工搜集了2005—2011年中国25个
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民间借贷利率
作为民间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运用动态面
板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民间金融在宏观层
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可能的作用机
制。研究表明，民间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
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并且民间金融
主要通过对以工业、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
业的推动作用促进中国经济整体的增长，
对于第一和第三产业发展并无显著的影
响，说明其经济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将民
间资本引向了中小企业，拓宽了中小企业
的融资渠道，从而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
展。

本研究不仅利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
法解决了民间借贷利率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较好地识别了民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民间金融推动区域经济
增长提供了严谨的经验证据，而且进一步丰
富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更
为重要的是，本研究再次为民间金融正名，
对当前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
启示意义。具体如下：

一、正确认识不同形式的民间金融。由
于信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民间金融的存在
和发展具有合理性，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在宏观层面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不能因
为民间金融市场可能存在的风险而忽略其积
极作用。应该正确认识由历史文化积累形成
的民间金融活动，区别对待其不同的形式而
不是简单地一概否定。对于体制内法律法规
所允许或尚未禁止的形式，在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应将其公开化、阳光化、正规
化，积极引导其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对
于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法律明令禁止的部
分，应采取坚决打击和取缔的态度，避免
其带来的金融风险对区域经济和金融体系
造成影响。

二、加强地方政府的监管。民间金融发
展内生地要求引入政府监管等正式制度，
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出台相
关法律条例规范民间金融市场的运作模式
以及参与人的交易行为，提高民间金融市
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吸引民间资本流向回
报率高的行业和地区，从而有效降低区域
民间金融市场的利率，促进区域经济增
长。

三、推动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合作。
民间金融能够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为
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信贷支持，但是随着产业
结构调整升级，中小企业在生产设备更新与
技术研发等方面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而依
靠民间金融市场所获得的民间资金可能难以

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而具有规模优势的正
规金融部门则能够满足其大规模的资金需
求。因而在宏观层面上，正规金融与民间金
融部门形成了一种互补效应。正规金融部门
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完善的法制保障，民间金
融部门具有信息成本优势和灵活的履约机
制，两部门之间应加强信息交流与合作，通
过制度创新实现优势互补，建立长期稳定的
合作机制。

四、适时有序地开放民间投资的准入领
域。尽管民间金融市场已初具规模，但是民
间资本进入相关领域仍存在较高的市场准入
条件，对产业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的
推动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该出
台产业引导细则，打破行政垄断和行业垄
断，适时有序地放宽民间投资准入领域，制
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适当降低市场准入条
件，支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
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充分利用民间资本
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应加强机
制创新，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成立各种类型的
产业投资基金、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
等，积极试点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等金
融机构，探索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渠道，
进一步发挥民间金融对产业发展及整体经济
增长的支持作用，以此引导、规范民间金融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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