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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武夷山广播电视台联

合摄制的纪录片 叶朱熹曳袁 于 2020年 4月 21日至 24

日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遥 纪录片由叶继往开来曳叶以民

为本曳叶尊礼重道曳叶明德崇教曳四集组成袁在 4月 21首

播时袁根据野猫眼专业数据平台酷云 EYEpro冶提供的

全网电视收视数据显示袁纪录片叶朱熹曳第一集叶继往

开来 曳 的直播关注度为 0.1288袁 市场占有率为

77.82%袁虽然在央视所有频道中排名偏后袁位列央视

当天所有节目总排名 84位袁 但在央视科教频道节目

排名中位列第二遥 在 24日播出的第四集叶明德崇教曳

的直播关注度为 0.0996袁市场占有率为 55.04%袁总排

名跃升至 77位遥 这在潜在受众面较为狭窄的讲述关

于哲学家尧理学家尧教育家朱熹一生轨迹的历史人物

传记纪录片来看袁收视成绩已是难能可贵遥 纪录片立

足史实袁通过朱熹一生沉浮袁始终不弃他对自身野圣

贤冶品格的极致追求袁在教育上注重人的德行品性的

养成袁强调野明伦冶野诚意冶野正心冶等道德修养信条袁其

德育思想在当今重建社会道德理想和信仰仍具有现

实意义与当代价值遥

一尧朱熹仕途坎坷的内因与人格坚守

纪录片第一集叶继往开来曳开篇即确立朱子在中

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袁以康熙帝圣谕野升于大成殿袁

位列十哲次之袁以昭表彰至意冶的史据为开端袁交待朱

熹以非孔子亲传弟子的身份享尊孔庙的时间节点袁再

以史学家蔡尚思尧钱穆袁以及当今学者朱杰人尧陈来对

其的评价向观众传达朱熹的历史地位及后世影响遥 魏

晋南北朝始袁 传统儒学地位受到外传佛教的挑战袁在

隋唐时袁佛教甚至被确立为国教的地位袁佛教尧道教的

影响盛于儒学遥 朱熹致力儒家文化和价值的重建袁使

孔孟思想重新焕发它的生命力和它的光芒袁使中华文

化道统免于隔断之危遥 元明清之后袁佛道两教再也没

有超过新儒学遥 朱子学于元代北传上升为国家官方哲

学袁 成为我国元明清时期七百多年中国文化的主流遥

朱熹使传统儒学脱胎换骨袁 确立了新儒学的主流地

朱熹德育思想的影像表达与价值构建
要要要评纪录片叶朱熹曳

刘晓玲 1袁 胡建红 2

渊1.武夷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收稿日期院2020-06-15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渊JAS180516冤曰

武夷学院科研基金项目 渊人文社科类 冤

渊XL201807S冤遥

作者简介院刘晓玲渊1984-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对外

汉语及对外传播研究遥

摘 要院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的四集电视纪录片叶朱熹曳袁开篇确立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袁并解读

其一生仕途坎坷的深层内因遥朱熹以儒家野民贵君轻冶的仁政思想作为自己的从仕圭臬袁坚守野明伦冶野诚意冶野正心冶等圣贤

人格品质袁并成为其德育教育思想的目标与核心遥 朱熹德育思想在以德治国的当下仍具价值与影响袁纪录片叶朱熹曳以通

俗化尧传奇化尧影像化的表达袁通过纪实影像中的传统节日尧民风民俗尧遗址文物袁彰显朱熹德育思想在当下社会日用伦

常尧礼节秩序尧人格养成中道德教化的现实意义袁是朱子德育思想通过影像表达从而完成现代转化的典范实践遥

关键词院朱熹曰诚意正心曰德育思想曰影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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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袁将理学提升到国家主导文化层面遥

作为圣贤的朱熹袁一生仕途坎坷袁晚年受野庆元党

禁冶案所累袁门人也多受牵连遥 在第二集叶以民为本曳

中袁重点探讨了朱熹仕途坎坷的内因遥 朱熹一生从仕

不足九年袁每次在任时间都很短袁最后一次仅在朝 46

天袁 每次离职的原因都与他坚守仁政思想与 野诚意冶

野正心冶道德要求有关遥 朱熹任上为民请命袁不畏强权袁

得罪宰相王淮尧留正等人袁在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时袁

作为老师要求皇帝每日克己自新尧遵守纲常袁上疏斥

言左右窃柄之失袁敦促皇帝亲贤远佞遥 劝诫皇帝要克

己自律袁明知会使皇帝不快尧得罪傍臣袁仍以师者身份

要求皇帝要野诚意冶野正心冶遥 因为朱熹遵从孟子野民贵

君轻冶的仁政思想袁主张野诚意冶野正心冶袁要求皇帝宋宁

宗施行仁政袁善待百姓遥 朱熹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表

达出来袁不蒙昧良心对为非作歹视而不见袁坚守野诚

意冶野正心冶的圣贤人格袁坚守人本的仁学思想之理袁坚

守儒家士大夫的道德品格袁这也是朱熹德育思想的核

心遥

二尧朱熹德育思想目的尧阶段及核心的体现

朱熹德育思想内涵深广袁朱熹强调教育最首要的

要求在于道德品性袁主张通过穷理尧居敬尧持志尧存养尧

省察尧践行尧博学的道德修养路径袁培养野圣人冶品格和

达到野仁冶的道德境界遥 在纪录片叶朱熹曳中袁从朱熹德

育思想的目的尧阶段尧核心三个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

梳理遥

从德育的目的来看袁以朱熹亲撰叶白鹿洞书院揭

示曳袁规定教育的首要目的袁即野明人伦冶袁要求野父子有

亲尧君臣有义尧夫妇有别尧长幼有序尧朋友有信冶袁强调

以野信义冶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交往基础袁建立一种和谐

的野五伦冶人际交往关系袁以此为基础才能达到修身尧

齐家尧治国尧平天下的人才培养目标遥 朱熹的德育思想

具有普世的价值和现实意义袁也可以成为融合中国文

化与世界文化的切入点袁这使得叶白鹿洞书院揭示曳在

当今的日本尧 韩国等国家的许多中学的道德教育中袁

仍奉其为育人准则遥

从德育教育的阶段来看袁朱熹改变了统一的野五

经冶教育袁将教育分为两个阶段袁即野小学冶与野大学冶袁

根据学生的年龄与心智能力将两个阶段的教育内容

完全区别开来袁其教育理念是野小学学其事袁大学明其

理冶遥 在第四集叶明德崇教曳中袁以武夷山市第一中学语

文教师江先忠和安徽宏村的退休教师汪瑞华的教育

经历袁教育蒙童从小事做起袁野教人以扫洒袁应对袁进退

之节曰爱亲袁敬长袁隆师袁亲友之道遥 皆所以修身尧齐家尧

治国尧平天下之本遥 冶[1]培养学生明德崇教尧自觉自律的

良好行为习惯袁在日常生活中循序渐进地学习伦理道

德规范袁以此说明朱熹小学教育作为野圣贤坯璞冶奠基

的重要性以及在当下的现实意义遥 在大学阶段袁学生

的学习任务在于野明理达用冶袁根据小学培养的做事规

则袁继续逐步领悟穷理尧修己尧诚意尧正心之道遥

朱熹德育思想在纪录片中所体现的核心关键词

即野明伦冶野诚意冶野正心冶遥 针对当时社会上功利主义尧

实用主义的盛行袁忠孝节义沦丧袁官学教育对学生人

格养成的缺失袁朱熹寄望于书院教育袁主张学生通过

穷理尧居敬尧持志尧存养尧省察尧践行尧博学的道德修养

路径袁强调野明伦冶野诚意冶野正心冶为道德教育的核心袁

重构伦理道德秩序袁重建儒家道德价值遥

朱熹认为袁野诚冶作为道德本体袁是自然法则袁是为

天理遥 野信冶是人所为之实袁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践行袁

是做人的准则遥 野作为自然法则的耶诚爷是一个永恒的

标准袁是诚信的极致袁而作为一种社会性道德践行的

耶信爷袁要不断地去追求达到作为自然法则的耶诚爷这么

一个永恒的标准和诚信的极致遥 冶[2]在叶以民为本曳叶尊

礼重道曳中袁朱熹一生沉浮袁始终不弃他对自身野圣贤冶

品格的极致追求袁无论在从仕还是教学中袁都以身作

则践行野明伦冶野诚意冶野正心冶的道德要求袁从根本上遵

从儒家仁义诚信的道德信条遥

三尧朱熹德育思想通过影像表达的现代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中华文化要古为今用袁

野耶以古人之规矩袁开自己之生面爷袁实现中华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冶遥 [3]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要

走进当下尧走进现实生活袁通过影像化表达是一种现

代转化的方式遥 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推进传统文化的现

代转型袁使之适应大众文化的普适性尧现代性与趋同

性遥

2窑 窑



与以往的朱熹题材纪录片相比较袁如福建电视台

与央视合作拍摄的叶朱熹曳叶寻访朱子故里曳叶棹歌话朱

熹曳袁央视国际频道制作的叶走遍中国曳叶远方的家曳等

栏目中的叶醉美武夷山下曳叶戴云山下古韵长曳叶朱熹在

闽北曳叶朱熹故里曳袁科教频道叶国宝档案曳栏目的叶朱熹

掖城南唱和诗卷业曳袁以及民间资本投资拍摄的叶理学大

师朱熹曳等都是有关朱子题材的纪录片遥 从节目的定

位来看袁这些作品主要将关注点放在介绍朱子生平及

传说尧朱子家训尧朱子家宴及著述教学活动的轨迹方

面袁重传奇化尧奇观化袁限于篇幅尧制作周期及表现形

式袁朱子只是扁平化了的理学家形象袁其德育思想难

以展开阐述袁 往往随着解说词的走马观花而浅尝辄

止遥

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的百集大型纪录片叶中

国通史曳第 61集叶宋代新儒学曳袁开篇讲述朱子理学的

师承及渊源袁随后重点放在朱熹新儒学的主要哲学思

想及主张袁将野理在气先尧理气合一冶的理学思想进行

了深入浅出地概括袁以电影化尧传奇化的故事再现朱

吕野寒泉之会冶尧朱陆野鹅湖之会冶尧朱陈野王霸义利之

辩冶的历史图景袁也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再现书院教

育中朱熹对学生道德品行的约束与规训袁使观众理解

朱熹艰深的理学思想及教育思想成为可能遥 [4]与纪录

片叶朱熹曳相较袁叶中国通史曳制作更为精良袁审美风格

更为统一袁但限于篇幅与容量袁朱熹的生平轨迹尧哲学

思辨尧教育理念难以在短短一集中得以展现袁从朱熹

德育思想的目的性尧阶段性尧方法论以及核心内容的

展现上袁无法与叶朱熹曳相颉颃遥

朱熹一生仕途坎坷袁但仍坚守本心袁归里著书立

说袁兴办书院寄望于教育袁始终把德育作为教育的开

端与核心遥 纪录片中不仅通过故事化尧传奇化的影像

表述传递朱熹德育思想袁而且还将传统节日尧民风民

俗尧遗址文物等置入纪录片的叙事中袁使得朱熹德育

思想的影像表达更贴近生活袁 更利于大众传播与接

受遥 片中在今武夷山五夫尧安徽宏村尧庐山脚下的上贩

李村仍然保留与朱熹有关的民风民俗尧 节日活动袁使

朱熹德育思想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德行操守嵌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中得以传承遥 乃将目光放远至日本尧韩

国袁仍有中学保留与朱熹有关的德育理念袁如在影片

中展示日韩学生齐声诵读白鹿洞书院揭示袁证明朱熹

的德育思想具有普世的价值和现实意义袁也可以成为

融合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切入点遥

四尧朱熹德育思想的现实意义与价值构建

野国无德不兴袁人无德不立冶遥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

用叶大学曳中野大学之道袁在明明德袁在亲民袁在止于至

善冶袁 来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加强思想道德建

设的重要作用遥野核心价值观袁其实就是一种德袁既是个

人的德袁也是一种大德袁就是国家的德尧社会的德遥 冶[5]儒

家道德追求的极致便是至善袁野至善袁 则事理当然之

极冶袁朱熹认为人格的最高理想境界是野圣人冶人格和

达到野仁冶的理想境界遥 朱熹的德育思想强调野讲明义

理以修其身冶袁主张通过穷理尧居敬尧持志尧存养尧省察尧

践行尧博学的道德修养路径袁培养正人君子的完美人

格遥

四集电视纪录片叶朱熹曳开篇首先倡明野天理冶袁朱

熹倡导追寻野天理冶袁追寻宇宙的自然规律袁遵循天理

才是真善美袁破坏野天理冶的是人的贪欲袁而德育使人

的心灵趋向真善美袁使人不失于贪婪蒙昧尧见利忘义袁

使人树立正人君子的人格遥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袁优良

的道德传统频频受到挑战与冲击袁人们在饱尝于世俗

利益面前诚信缺失的苦果后袁诚信体系与道德价值的

重建才显得更具现实意义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袁要努

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遥 野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

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袁坚持马克思主

义道德观尧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袁在去粗取精尧去伪存

真的基础上袁坚持古为今用尧推陈出新袁努力实现中华

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尧创新性发展袁引导人们向往

和追求讲道德尧尊道德尧守道德的生活遥冶[6]而野明伦冶

野诚意冶野正心冶 等朱熹德育思想中的优秀因子与 野和

谐冶野诚信冶野友善冶 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同构袁

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形成呼应遥

近年来袁朱子文化研究方兴未艾袁各地开展朱子

学研究会议尧朱子文化节尧海峡两岸高校师生共同野重

走朱子路冶研习等活动遥 在国际上袁日尧韩尧美等许多学

者将朱子学纳入研究视野袁寻求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

的契合点袁野他们企望从中国朱熹学说中研究出现实

刘晓玲袁等院朱熹德育思想的影像表达与价值构建 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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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精神支柱袁 因而出现了世界性的 耶朱子文化

热爷冶遥 [7]这使得朱子思想中的普世价值成为联结世界

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袁成为回应国际市场对儒家

文化需求的重要文化品牌和载体袁进一步使朱熹的德

育思想得到传播与弘扬遥

综上所述袁四集电视纪录片叶朱熹曳袁通过解读朱

熹一生仕途坎坷的深层内因袁阐明朱熹以儒家野民贵

君轻冶的仁政思想作为自己从仕圭臬袁坚守野明伦冶野诚

意冶野正心冶等圣贤人格品质袁并成为其德育教育思想

的目标与核心遥 朱熹德育思想的影像化表达袁故事化尧

传奇化的叙事手段使玄奥的哲学思辨更趋向生活化

与通俗化袁通过影像中的传统节日尧民风民俗尧遗址文

物完成一种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遥朱子的德育思想具

有普世的价值和现实意义袁汲取其德育思想中的优秀

因子袁有助于社会道德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构

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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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Expression and Value Construction of

Zhu Xi'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要要要Comment on Documentary - Zhu Xi

LIU Xiaoling1袁 HU Jianhong2

(1.School of Overseas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Zhu Xi, a four-episode documentary broadcast by science and education channel of CCTV, established Zhu Xi's historical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at the beginning, and interpreted the deep internal causes of his career frustrations. Zhu Xi re鄄

gards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benevolence and government as his own criterion, adheres to the personality of sages such as "Apparent

ethics", "Sincerity" and "Rectifying the mind", and becomes the goal and core of hi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Zhu Xi'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still has value and influence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virtue. The documentary "Zhu Xi" uses the expression

of popularization, legend and image to show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Zhu Xi'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in the present society's daily

ethics, etiquette order and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s, folk customs and relics in the documentary image.It is a

model practice of Zhu Xi'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to complete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rough image expression.

Key words: Zhu Xi; sincerity and right heart; moral education; imag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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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龙鱼戏冶是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袁是朱

子故里要要要武夷山五夫镇传统的民间舞蹈表演形式袁

属于野灯舞冶的一种遥 野龙鱼戏冶自创始以来袁在武夷山

五夫镇发展衍化袁历史演变过程中深受朱子文化的影

响袁道具形式极具特色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袁具有娱乐

和教化双重作用遥 野龙鱼戏冶历史悠久袁近年来袁常在重

大节庆时表演袁经久不衰袁深受武夷山人民的喜爱遥

本次野龙鱼戏冶的研究以田野采风实践工作为基

础袁同时以野龙鱼戏冶历史文献叶五夫里龙鱼戏要略曳予

以辅证袁使动态的表演与静态的文献充分结合袁更为

完整的呈现野龙鱼戏冶表演形态遥

一尧灯舞野龙鱼戏冶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

野龙鱼戏冶发源地武夷山袁地处福建省西北方向袁

与江西交界袁毗邻武夷山脉遥 红色砂砾岩成就武夷山

典型的丹霞地貌特征袁山谷丘陵密布袁群山环绕袁险峻

难登遥 这样特殊地理位置是形成武夷山文化的封闭

性袁但也是形成武夷文化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遥

据考古证实袁4000年前的旧石器时期 渊也就是武

夷山古闽越时期冤袁武夷先民已在武夷山下留下足迹袁

世代繁衍尧生生不息遥 创造出灿烂的古闽越文化袁崖壁

野悬棺冶是迄今为止为最有力的实证遥 但中原地域朝代

更替袁战争的频发尧人员的迁徙也给地处边陲的武夷

山带来了文化发展的契机遥 武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碰撞

促进武夷文化的发展遥 但由于武夷山地势险峻袁对于

中原文化终归消融吸收袁自成一体形成新型独特的武

夷文化遥

综观武夷山的历史袁武夷文化经历了三大重要发

展和繁荣时期遥 野古闽越时期和闽越时期冶袁融合儒释

道尧呈现大儒云集的野唐宋时期冶以及代表了红色文化

的野革命时期冶遥 这三个时期是武夷文化与中原文化交

融最为紧密的三个时期遥

龙鱼戏的始发与成熟正处于第一时期到第二个

时期之间袁因此野龙鱼戏冶是伴随着野闽越文化冶和野朱

熹文化冶诞生和发展的袁深受这两种文化的影响遥

武夷山非遗灯舞野龙鱼戏冶采风调研报告

吴莉兰 1袁 方艳红 2

(1.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武夷山市文化馆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院武夷山地处福建省闽西北地区袁是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之地袁自古留下许多珍贵的自然文化遗产遥武夷山五

夫镇灯舞野龙鱼戏冶就是其中之一袁它是朱子文化的产物袁从野舞蹈冶方向见证了武夷山民俗文化历史的发展遥 灯舞野龙鱼

戏冶收录于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袁野龙鱼戏冶采风以野灯舞冶的形式进行袁从所处的地理环境尧历史环境尧历史

流变以及野龙鱼戏冶的表演形态等方面袁采用文献研究和田野采风相结合的方式袁全面尧具体尧客观地反映野龙鱼戏冶的形

态袁为野龙鱼戏冶的后续研究奠定基础遥

关键词院非物质文化遗产袁灯舞袁龙鱼戏袁表演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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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灯舞野龙鱼戏冶的历史流变

灯舞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舞蹈之一袁它以野花灯冶为

道具表演舞蹈遥 花灯起源于汉代汉武帝时期袁原作为

宫廷祈福仪式之一遥 唐代袁花灯舞融入了更多的艺术

元素袁与诗尧舞尧杂技充分结合袁上升到一个新的艺术

高度袁形成灯舞的形式袁到了宋代随着社火的繁荣发

展遍及民间遥 但灯舞多出现在汉族聚居之地遥 武夷文

化在长期的历史流变中经历了 3次与汉文化的融合袁

吸收借鉴了汉文化中野灯舞冶的舞蹈形式袁发展出具有

武夷特色的灯舞野龙鱼戏冶遥 它是武夷文化与汉文化充

分融合最有力的证明遥

除此之外袁野龙鱼戏冶还是朱子文化的产物遥 带着

野连年有余冶的祈盼袁莲鱼在乡闾间游弋数百年后袁一

个机缘袁莲鱼戏被人赋予了野鲤鱼跃龙门冶的寓意而演

化成为龙鲤戏袁这个人就是朱熹遥 [1]

野龙鱼戏冶的具体开始年代已无法断定袁有部分学

者认为是晋代遥 但是可以肯定龙鱼戏始创于五夫袁兴

盛发展于宋代遥 野宋代耶以儒治国爷施行文官制度袁耶与

士大夫共治天下爷的主要措施遥 噎噎采取了耶重文轻

武爷的治国方针遥 冶[2]使越来越多的仕子通过科举走上

仕途袁读书成为时代风尚遥 南宋袁随着政治中心的南迁

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袁文化重心也发生了偏移遥 野北

有孔丘袁南有朱熹冶遥 朱熹成为野新儒学冶要要要理学的代

表人物袁他的理学思想成为南宋官方思想遥理学合乎宋

代政治需求袁 成为仕子们的道德标准遥 而武夷山正是

野理学冶的诞生之地遥朱熹除在外游历袁大多时间都在武

夷山著书立说袁兴建学堂袁传播思想遥朱熹的著作叶朱子

家训曳叶劝学诗曳等也都励志学子读书尧学习尧致仕遥

灯舞野龙鱼戏冶是武夷山五夫镇的一项独特的民

间舞蹈形式遥 五夫镇原名五夫里袁自古就是历史文化

古镇遥 据书中记载宋代以来袁五夫大儒圣贤云集袁修建

书院尧著书立说袁一时学风兴盛袁人才辈出遥 朱熹就是

其中之一遥 现有野兴贤书院冶野紫阳楼冶等建筑是朱熹生

活的地方袁朱熹的思想也在这诞生和发展遥 野龙鱼戏冶

在朱熹思想的浸润下产生和成长院 朱熹登科取仕袁两

位恩师为答谢乡亲袁设宴款待遥 乡民们在席间野舞龙

鱼冶以示庆贺遥 这时才在野莲鱼戏冶的基础上增加了野鲤

鱼跳龙门冶的情节袁自此之后袁每逢学子中举袁乡民必

舞野龙鱼戏冶庆贺遥 但与朱熹思想最密不可分的还是

野龙鱼戏冶故事情节中的励志情怀袁野龙鱼戏冶的第二章

节野鲤鱼跳龙门冶寓意着仕子们通过努力读书袁冲破困

难袁登科取仕遥 这正符合朱熹的思想袁鼓励学子们努力

登科考取功名袁为国效力遥

但是野龙鱼戏冶的诞生没有完全取代野莲鱼戏冶袁而

是传承了野莲鱼戏冶的内容并进行了发展袁才能使完整

野龙鱼戏冶保存至今袁所以野龙鱼戏冶的历史传承具有完

整性遥 灯舞野龙鱼戏冶的发展经过了 2个阶段院莲鱼戏

和龙鱼戏遥

渊一冤莲鱼戏

野莲鱼戏冶有野莲田渊年冤有鱼冶的意思遥 野莲鱼戏冶代

表了乡民期盼农业兴盛尧五谷兴旺的美好愿望遥 五夫

自开埠以来盛产白莲袁鲤鱼放置于莲池中生长袁野莲鱼

戏冶由此而生遥 据记载袁野莲鱼戏冶是野龙鱼戏冶的第一篇

章袁是野龙鱼戏冶的前身遥 全篇章没有故事情节袁表现的

是鱼儿在莲池中嬉戏玩耍的场景遥

渊二冤龙鱼戏

宋代袁乡人们为了庆贺仕子登科袁在原有野莲鱼

戏冶的基础上增加了野鲤鱼跳龙门冶的环节袁因此产生

野龙鱼戏冶遥 野鲤鱼跳龙门冶为野龙鱼戏冶的第二章节遥 野龙

鱼戏冶深受朱熹文化的影响袁是应野科举制度冶产生的

舞蹈形式袁具有教化作用遥

三尧灯舞野龙鱼戏冶采风概况

本次野龙鱼戏冶的研究以田野采风实践工作为基

础袁同时以野龙鱼戏冶历史文献叶五夫里龙鱼戏要略曳予

以辅证袁使动态的表演与静态的文献充分结合袁更为

完整的呈现野龙鱼戏冶的表演形态遥 现将野龙鱼戏冶的原

始文献研究和田野动作采风研究成果归纳如下院

渊一冤野龙鱼戏冶古籍叶五夫里龙鱼戏要略曳研究

叶五夫里龙鱼戏要略曳是现存唯一一本详细记载

龙鱼戏的手抄古籍袁存于五夫朱子故居紫阳楼内遥 该

书是大清乾隆年间由乡民王和全叙述尧 江用中撰写尧

胡余奉绘制而成遥 书中从野龙鱼戏冶的历史渊源尧制作

材料尧舞蹈演出人数和演出动作步骤四个方面详细记

载了野龙鱼戏冶袁手抄本的流传是野龙鱼戏冶世代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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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依据袁也是野龙鱼戏冶研究的根本遥 渊如图 1冤遥

图 1 叶五夫里龙鱼戏要略曳封面页

Fig.1 Cover of outline of Wufu dragon and fish lantern performance

渊二冤故事梗概

野龙鱼戏冶属于民间风俗舞蹈中野灯舞冶的一种遥 但

它又与其它灯舞的表演形式截然不同袁它具有跌宕起

伏的故事情节袁引人入胜遥

野龙鱼戏冶故事情节院一群鲤鱼在莲池中嬉戏玩

耍袁穿梭在荷叶莲花之间袁悠然畅快遥 这时有一只乌鱼

冲出搅动莲池袁驱赶欺负鲤鱼们遥 群鲤之首要要要大鲤

为保护众鲤鱼袁与乌鱼展开搏斗遥 但大鲤不敌乌鱼袁众

鲤鱼冲出保护大鲤遥 这时天空传来声音袁大鲤只有越

过龙门变为龙鲤才能打败乌鱼遥 大鲤冲破万难越过龙

门打败乌鱼袁众鲤鱼跟着大鲤越过龙门取得胜利遥

野鲤鱼跃龙门冶 来自于山西省的一个民间传说遥

叶埤雅窑释鱼曳院野俗说鱼跃龙门袁过而为龙袁唯鲤或然冶遥

后人常以鲤鱼跳龙门袁比喻成中举或是升官等飞黄腾

达之事遥 也比喻那些逆流而上尧奋发图强的人遥 野龙鱼

戏冶借用了野鲤鱼跳龙门冶的典故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袁

暗喻着仕子们要冲破一切阻碍袁野鱼跃龙门冶努力考取

功名尧光耀门楣遥

野龙鱼戏冶在故事情节上跌宕起伏袁一波三折袁对

乡民具有鼓励尧教化作用遥

渊三冤表演章节

叶五夫里龙鱼戏要略曳记载野龙鱼戏冶分成为两部

分院蓮田渊年冤有余渊又名院莲鱼戏冤和鲤鱼跳龙门遥 第一

部分为野蓮年有余冶渊如图 2冤袁这一章节由大鲤领头袁鲤

鱼们做上下尧左右波动遥莲花灯和荷叶灯左右穿插遥第

二部分为野鲤鱼跳龙门冶袁是野龙鱼戏冶的主要章节遥 乌

鱼逗咬群鲤袁大鲤挺身而出袁与乌鱼纠缠袁但不敌乌

鱼袁战败遥 大鲤经过不懈的奋斗越过龙门袁变成龙鲤袁

与乌鱼再战取得胜利袁带领小鲤鱼们跳过龙门遥

图 2 叶五夫里龙鱼戏要略曳动作及步骤

Fig.2 Performance steps

渊四冤服装道具以人数

野龙鱼戏冶表演是以道具野鱼灯冶为主要的表现手

段讲述故事袁道具的制作是野龙鱼戏冶表演不可或缺的

一个重要环节遥 龙鱼戏的主要道具有龙鱼灯尧鲤鱼灯尧

乌鱼灯尧莲花灯尧荷叶灯尧高照宫灯尧牙旗灯尧水纹灯和

龙门灯等袁演员的服装同道具颜色花纹一致遥

道具的制作是选用当地的老竹制成各种骨架袁用

麻绳结扎遥 然后用白绢蒙皮后画上各种形态袁腹中放

入蜡烛照明袁形成各种各样的野灯冶遥 龙鲤灯和鲤鱼灯

从大到小袁形态不一遥 表演男子穿同道具尧同一色彩的

鱼鳍革服饰遥 乌鱼灯也称乌龙灯袁形同草鱼袁齿细小袁

灰白相间条纹色遥 出舞男子穿同乌鱼同色鳍革遥

据记载袁野龙鱼戏冶的表演人数为 39人袁分为器乐

队尧烟花队尧表演队等遥 除乌鱼灯 1人袁鲤鱼灯 7人外袁

其余各式灯种 2-6人不等遥 随着表演规模的变化袁人

数可以适时的调整遥

渊五冤动作表演形态

舞蹈艺术的载体与其他的艺术形式不尽相同袁它

使用人体的动态语言来表情达意袁叙述故事遥 而中国

民间舞蹈多了一项表意工具要要要道具遥 道具的使用是

人体动态语言的外延袁它更有力更夸张的表现身体所

展现的内涵遥 在民间舞蹈中袁道具是舞蹈的风格尧舞蹈

的特色袁 不同地域的舞蹈有不同的道具和使用方法遥

所以在民间舞蹈采风中袁对动作形态尧动作队形袁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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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具的展现袁是民间舞采风的重要环节之一遥 根据

叶五夫里龙鱼戏要略曳 中图画的形象以及田野采风的

影像袁把野龙鱼戏冶的主要动作以及队形做以下梳理院

野龙鱼戏冶是野灯舞冶的一种舞蹈形式袁它以野鲤鱼

灯冶为道具设计动作完成故事情节的表述遥 表演的队

形以龙鲤为头袁众鲤鱼为中袁乌鱼为尾构成表演的基

本队形遥 龙鲤和乌鱼是野龙鱼戏冶的主要角色袁其他鲤

鱼作为群舞出现遥 在表演过程中袁根据剧情的推进袁群

鲤的队形不断变换遥 有时与荷叶尧莲花相互穿插袁有时

群鲤单独绕圆或相互穿梭袁最后群鲤与龙鲤渊或乌鱼冤

相互映衬袁做背景或是环境的展示遥

野龙鱼戏冶的第一章节野莲鱼戏冶院在野莲鱼戏冶表演

中袁表演者利用野鲤鱼灯冶表现鱼儿在荷花池中欢畅嬉

戏的情景遥 例如院采水袁表演者借助道具野鲤鱼灯冶做上

下波动的动作袁表现鲤鱼在水中鱼跃的情景遥 动作脚

步类似于波浪步渊从半蹲到双脚提踵袁返回到半蹲冤的

形态袁道具野鲤鱼灯冶在表演者手中上下起伏袁经过起尧

跃尧冲尧潜 4个环节袁动作不断循环的向上划了一个抛

物线后下潜袁表演者野流水冶式的涌入表演场地袁好像

鱼儿不断涌入池塘的场景遥 再例如院绕鱼袁表演者借助

野鲤鱼灯冶做左右波动的动作袁表现鲤鱼在池塘中相互

穿梭嬉戏的情景遥 动作脚步类似于走步袁野鲤鱼灯冶在

表演者双手间快速地轮换划横向 8字遥 绕鱼表演的动

作简单明了袁主要以队形的穿插表现鲤鱼们相互嬉戏

的情景遥 在队形上表演者以圆形和两纵队相互穿插的

队形渊类似于扎辫子冤为主袁但有时野鲤鱼灯冶也与野莲

花灯冶或是野荷叶灯冶相互穿插起舞遥

野龙鱼戏冶第二章节野鲤鱼跳龙门冶为故事的主要

环节院本章节以龙鲤与乌鱼相互争斗袁众鲤鱼附和龙

鲤和乌鱼争斗为主要情节展开表演袁表演又分为 8个

部分院乌鱼现身尧乌鱼搅局尧大鲤战乌鱼尧群鲤斗乌鱼尧

鲤鱼跳龙门尧大鲤变龙鲤尧龙鲤战乌鱼尧尾声遥 龙鲤和

乌鱼相斗的主要动作表现为两者的对比性动作遥 例

如院一进一退的脚步袁同侧倾倒的较量或是相互追逐

绕圈的打斗遥 舞蹈脚步简洁明了袁由道具倾倒引发身

体重心移动而出现的左右弓步或是前后弓步袁以及躲

闪中的搓步为主要脚步动作遥 野龙鱼灯冶的使用在本章

节主要表现为龙鲤与乌鱼嘴对嘴相啄的形态或是二

者同时左右倾倒的动作形态遥 例如院野乌鱼搅局冶时众

鲤鱼一字排开袁乌鱼以小跑步的动作野流水冶式的跑过

每一只鲤鱼面前袁 用乌鱼的嘴向前啄向每一只鲤鱼袁

鲤鱼同时也弓步向前与乌鱼对啄遥 野大鲤战乌鱼冶时众

鲤鱼围成一个圆圈袁乌鱼与龙鱼在圈内两两相对遥 乌

鱼与龙鱼先以弓步式搓步进退的形式表现你争我夺

的场景袁再以左右弓步同侧倾倒野灯冶的方式表现乌鱼

与龙鱼的较量袁最后以表演者体侧手持野鱼灯冶同时顺

时针绕圈和逆时针绕圈的小跑表现龙鱼与乌鱼追逐

的场景袁渊如图 3冤遥 野鲤鱼跃龙门冶 时表演者依次跃过

野龙门灯冶袁表演者双脚跃过两侧横杆同时将野鲤鱼灯冶

向上跃起跨过野龙门灯冶遥

图 3 叶五夫里龙鱼戏要略曳要大鲤战乌鱼

Fig.3 A fish's fighting against an evil fish

野龙鱼戏冶的主要动作来源于村民们对野方塘冶生

活的创作和想象袁 步伐以及道具模仿鲤鱼的动作袁动

作创作自然朴素袁一招一式大方简洁袁没有多余的修

饰袁充分体现出村民们质朴和豪放的性格特点遥

四尧野龙鱼戏冶的现状以及传承

近年袁 在各级政府尧 乡镇文化站的大力支持下袁

野龙鱼戏冶成为武夷山的特色文化之一遥 各种大型的活

动尧电视报道尧学者研究都能窥见野龙鱼戏冶一二遥 野龙

鱼戏冶也从乡民们的自娱自乐的民间表演活动走进舞

台尧走向课堂遥

随着时代的变迁袁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袁龙鱼

戏也发生着变化遥 原味继承的野不变冶与顺应时代的

野变冶袁经常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遥 在野变冶与野不变冶

的思辨中袁笔者认为应秉着野取其精华冶的原则袁顺应

时代的需要遥 野龙鱼戏冶在整个流变的过程中袁也不是

一层不变的遥 从野莲鱼戏冶到野龙鱼戏冶本就是在野变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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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野Dragon and Fish Lantern冶Performance

WU Lilan1袁FANG Yanhong2

渊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Culture center of Wuyishan, Wuyishan,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 The city of Wuyishan is a worl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Fujian Province. Among its pre鄄

cious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the Dragon and Fish lantern performance is one typical component of Wuyishan folklore cul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o-Confucius, and thus it is listed in the fourth batch of Fujian provincial intangible heritage.With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study, an investigation of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own of Wufu, mainly from the

aspect of dancing, is carried out to present a thorough, detailed objective description of the performance 野Dragon and Fish Lantern冶 in or鄄

der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ies.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antern dance; dragon and fish lamp performance; performance steps

过程中发展的遥以史为鉴袁我们既要传承也要发展遥传

承精华袁顺应时代的审美遥

武夷山当地文化部门对野龙鱼戏冶的重视袁是野龙

鱼戏冶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托遥 五夫镇在当地有利的条

件下袁组织起一支原汁原味的队伍袁在传承人的带领

下袁原味保存着野龙鱼戏冶的表演形式袁这是对传统文

化艺术最有利的保护遥

校园是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和发展的主要场所遥 对

孩子进行艺术教育袁是传承最为主要的途径之一遥 武

夷山多所学校把野龙鱼戏冶融入教学中遥我们经常可以

看见幼儿园的早操和游戏中出现野龙鱼戏冶袁小学的课

外训练活动中也可以发现野龙鱼戏冶的身影遥 近年来袁

五夫镇有意识地把舞龙鱼灯纳入五夫朱子学校的校

本教材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袁但存在一些不足遥 [3]

武夷山的各项演出中袁野龙鱼戏冶也是大家喜闻乐

见的节目之一遥 但在节目中袁野龙鱼戏冶经过了舞台创

作袁精炼提取了野龙鱼戏冶的部分动作袁美化了队形袁发

展成典型的野龙鱼舞冶遥

笔者认为野龙鱼戏冶的变化顺应了时代的特征袁适

应了现代人的审美袁因此野龙鱼戏冶的变化不可逆转袁

提取野龙鱼戏冶的精华袁是传承和发展必不可少的过

程遥 允许野龙鱼戏冶以多种形式存在和发展袁才是对非

遗野龙鱼戏冶最大的保护遥

五尧总论

武夷山五夫镇随处可见的野龙鱼冶形象袁处处可闻

的野龙鱼冶故事袁形成了五夫独特的人文标识袁同时它

也代表了五夫鼎盛时期的舞蹈文化形象遥 野龙鱼戏冶带

着历史的印记袁充满了文化的内涵遥 它不仅历史悠久袁

还有着极为丰富的研究价值袁是值得学者研究和探索

的遥 野龙鱼戏冶的研究不仅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袁

也将为研究地方舞蹈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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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述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

分[1]袁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曰是解决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策略之一曰是实现中华民

族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的重要精神力量遥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强调

野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

扶持冶[2]遥深刻理解习近平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论述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袁本文考察甘肃实践案例袁是对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的基本遵循袁也是对习近平非物

质文化遗产重要论述的实践创新遥

一尧习近平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论述的主

要内涵

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

我国传统文化开展传承与保护袁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袁

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又提上了新的高度[3]遥 非物

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在促

进文化交流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袁是我国文化软实力

的体现袁在新时代必将担当起讲好野中国故事冶的重要

使命遥

渊一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和传承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

纵观历史在 1840年以后到野五四运动冶之前的一

段时间袁我们的民族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袁包括

一些学者在内极度缺乏文化自信袁甚至是对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产生了自卑情绪袁包括胡适尧钱玄同等袁究其

原因就是没有用马克思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去批判尧总

结和吸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4]遥1949年以后袁从毛泽东

思想尧邓小平理论和野三个代表冶思想尧科学发展观都

主张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造中华传统文

化袁使得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袁成为推

习近平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论述及甘肃实践

杜星星

渊兰州财经大学 长青学院袁 甘肃 兰州 730020冤

摘 要院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袁为我

们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指明了方向袁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袁具有丰富的内涵与时代价值遥 甘肃

省借助自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特点袁积极开展实践袁深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袁与精准扶贫尧乡村振兴尧促

进产业融合等结合有效地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延袁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遥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后要丰富专业人才培养方式袁提高保护与传承的能力和水平曰开展多元的保护和传播曰加快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探索

成果的创新性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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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源泉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野文化是一个国家尧一个民族的灵魂遥

文化兴国运兴袁文化强民族强冶袁辩证地揭示出文化与

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袁进一步发展了我党复

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论[5]遥

我国由于历史悠久袁人民勤劳朴实袁在生产实践

中积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袁形式众多袁是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就是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袁习近平也强调

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尧多样性和主体性袁党的十八大以

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袁强

调以马克思文化观作为指导思想袁 把握内在规律袁科

学工作方法袁合理继承与传承方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传承[6]遥

渊二冤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文化交流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遥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民俗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民俗文化渊远流长的历史袁表现

出它的基础性和内在性袁表现形式贴近人民和表现内

容来源于人民袁这也是习近平野人民观冶的重要延伸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也是突出以人民为中

心[7]遥 一方面袁非物质文化遗产野走出去冶袁加强人民对

外交流遥 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文

化标识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性可以促进海内外华

人的文化交流遥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袁走出去

也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袁让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世界的

认识和了解袁更好地了解中国袁认识中国袁是我们讲好

野中国故事冶的重要工具遥 另外一方面袁非物质文化遗

产野走进来冶袁不但要世界的文化遗产走进来与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袁通过文化交流达到民心相通的

目的曰 也要促进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野相互走进

来冶袁加强相互融合袁达到广范围传承和多元化保护遥

渊三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文化软实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成为国家战略软实力和文

化软实力重要力量袁而且容易形成品牌和聚集效应[8]遥

一是形成有影响的非物质文化品牌[9]袁对照历史袁我国

唐文化中一些非物质文化的输出就是成功的案例袁至

今影响世界袁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袁还能够潜移默化

地形成一种文化习惯袁逐渐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成为

亲和交流的基础袁 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标识曰二

是为构建大国话语权的基础袁扩大中国元素的影响力

开创新的途径曰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传工作的开展也能

够促进人口流动和技术交流袁达到民心相同的目的遥

渊四冤非物质文化遗产担当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担当是文化使命袁通

过传承和保护可以在精准扶贫尧乡村振兴战略尧文旅

产业融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0]遥通过实践袁

不但对那些仍然有内涵的内容通过新的表现形式加

以改造袁赋予鲜明的时代特色曰还要结合新时代内涵

对内容加以补充扩展和完善袁 提升认同感和获得感遥

最终形成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袁能够符合时代发展和

满足人民审美的成果袁成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

助推剂遥

二尧甘肃实践习近平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

论述的案例分析

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袁 截止 2018年

底袁甘肃省有 2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目袁 有 68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遥 甘肃省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袁积极贯彻中央关于为物质文化遗产的文

件精神袁也相继出台了叶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曳

等系列文件遥 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结合

甘肃实际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精准扶贫尧乡村振兴尧

文旅产业融合等方面开展了要积极探索袁形成了一些

经验的做法遥 这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重要论述的内涵袁挖掘其时代价值提供了可

借鉴的样本遥

案例一院野非遗+扶贫冶的陇西实践遥陇西县是甘肃

相对贫困的地区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扶贫开展了

积极探索袁 激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进扶贫的引擎遥

最具代表的云田镇非物质文化扶贫就业工坊 2018年

挂牌成立袁工坊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生产的植物

染丝巾尧手工布包尧刺绣小钱包尧传统颈椎保健枕尧手

工千层底老布鞋尧手工刺绣壁挂尧手工木梳尧手工木饰

品等非遗产品袁登上山东济南野百花洲冶非遗扶贫就业

工坊产品展示展销平台袁收到了一定好评遥 陇西县积

极选取推进陇西刺绣尧陇西腊肉和董家甜醅等能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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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就业而且市场潜力大的非物质文化异常项目袁采取

野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村部冶野非遗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家庭传统工坊冶和野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公司经营冶的模式助力精准扶贫袁培训贫困家庭从业

人员超过 500人遥 陇西腊肉项目直接带动 19家养殖

场成为供应商袁助力多个家庭实现脱贫遥 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带动下陇西县实现人均增收超过 2000元遥

案例二院野非遗+旅游冶助力乡村振兴遥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叶甘肃省人民政府

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曳中指出野充分挖

掘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袁保护传统工艺袁促进乡

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冶遥 甘肃省积极利用 野风景吸引

人袁文化留住人冶的策略袁特别是在县域内积极促进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的结合推进乡村振兴遥 西和

县的野乞巧文化冶历史悠久袁文化内涵丰富袁整合诗词

歌赋尧音乐舞蹈尧工艺美术和劳动技能为一体袁在姜尧

村设立乞巧博物馆尧乞巧传习所尧乞巧人家等形成独

具特色的民俗体验式观光文化空间袁村容发生重大变

化袁带动就业袁实现村民增收遥 康县风景如画袁游客到

来不光可以观光袁还可以观看非物质文化表演袁得到

精神上的双重获得感袁2018年康县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超过 10亿元遥 定西市推进创新与发展袁着力推动野游

非遗园尧观非遗剧尧尝非遗宴尧品非遗酒尧听非遗故事尧

带非遗产品冶的文化旅游袁也实现旅游产业高速增长袁

2019年上半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 20亿元遥 通过

野非遗+旅游冶不但形成了产业兴旺的格局袁进而也会

促进生态宜居尧乡风文明尧治理有效尧生活富裕战略的

落实遥

案例三院野非遗+会展+文创冶 促进文旅产业融合遥

2019年甘肃省出台叶甘肃省推进绿色生态产业发展规

划的通知曳在野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冶部分指出野推动文

化产业传承创新冶遥 2020 年初袁 甘肃省组织 242 项

1600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小型展会袁覆盖 83个县袁虽然

由于疫情袁部分展会取消袁但是通过梳理袁主要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野生活化冶和野物质化冶的表现促进文化旅

游产业融合遥 甘肃每年召开的敦煌国际文博会和敦煌

行窑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渊一会一节冤已经成为国家文

化旅游品牌遥 利用野非遗+文创冶开发出众多的文创产

品袁特别是融入敦煌文化元素和红色元素的文创产品

独具甘肃魅力袁受到市场的认可袁也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向世界的集中展示的窗口袁成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

物质文化结合的典范袁成为讲好野甘肃故事冶袁甚至野中

国故事冶的有效途径遥

三尧甘肃实践习近平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

论述案例的若干启示

渊一冤 习近平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论述是对马克

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诠释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一定要坚持马

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思想遥 在 2018年纪念马克思

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袁习近平强调野先进的思想文化

一旦被群众掌握袁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曰反之袁

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袁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

步的桎梏冶袁 这也为新时代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过程中解决发展文化的思路和实践问题袁也为社会

主义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指明了方向遥 习近平在河北尧

福建和浙江工作期间袁也十分注重当地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开发袁多次讲述宣传工作所在地文化的遗

产情况遥 在 2005年 8月 12日的叶浙江日报曳上指出

野文化的力量袁 或者说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实力的文

化软实力袁总是耶润物细无声爷地融入经济力量尧政治

力量尧社会力量中袁成为经济发展的耶助推器爷尧政治文

明的耶导航灯爷尧社会和谐的耶黏合剂爷冶袁这些工作的经

历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论述的实践来源袁是对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诠释[11]遥

在甘肃实践中袁以习近平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论

述为指导袁结合甘肃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

源特点袁挖掘创造力的源泉袁推进转化成物质力量袁特

别是与国家精准扶贫尧野一带一路冶和乡村振兴等国家

战略结合不但加快让非物质文化遗产野活化冶的保护袁

还能增加人民的凝聚力袁成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重

要支撑遥

渊二冤甘肃案例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

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冶的重要论断遥 甘肃省对区

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开展保护袁特别是对未入

选的国家目录的袁在省内又按照省级尧市级和县级的

12窑 窑



划分袁全面梳理出省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袁分层

次开展转化和发展遥

一是对于能够开展生产性保护的积极开展生产

性保护袁开发非物质文化衍生品袁最终达到合理利用

的目的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被赋予新的生命力和

现代的表现形式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用野物质化冶野生

活化冶的形式表现出来袁能够形成产业袁甚至是产业

链袁是创造性转化的重要体现曰二是对于一些规模小尧

不具备产业化条件尧年轻人不愿意学尧老传承人无心

传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袁各地区除了建立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性激励开展融入性传承

以外[12]袁还积极野嵌入冶到区域内优势文化旅游资源上袁

依靠产业链的力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众生活结

合袁比如在旅游期间观看非物质文化戏剧表演袁开展

体验式旅游等等袁用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了解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魅力所在袁为传承打下基础曰三是开展经

典化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再创造和再发展袁比如

对于口头传承类的开展适合新时代文化内涵的再创

造袁产生更多的文化认同袁借助敦煌文品牌与甘肃非

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袁实现拓展袁增强甘肃文化的影响

力和感染力遥

渊三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甘肃推进国家战略的文

化软实力

甘肃省是全国贫困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袁基础条件

相对薄弱袁如何将绚丽夺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到

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上来袁开发出其中蕴含的经济价

值袁为贫困人口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袁是一个现实的

问题遥 在探索的过程中袁甘肃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文化软实力的内涵袁开展模式创新袁形成独具

甘肃特色扶贫工坊遥 陇西案例只是一个缩影袁以非遗

项目的工艺为基础袁带动贫困家庭妇女袁通过培训将

手工艺教授于她们后袁让她们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符

号的产品袁进而带动贫困户增收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土情怀的凝结纽带袁一句话

儿尧一首民歌或是一个故事就是乡愁的载体袁是乡村

文化认同的载体袁形成的认同机制能够促进乡村凝聚

力袁提升乡村振兴的主动性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

性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较多的产业资源袁在案例中可

以看到袁众多非遗项目的优化选择和科学融合袁不但

能够优化乡村产业结构袁还能够促进产业融合袁推进

乡村产业的绿色发展遥 在发展过程中袁部分地区形成

产业聚集效应袁延长了产业链遥 用制度经济学来解释袁

文化软实力也是软性野制度冶的有机组成部分袁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中的民俗尧节会尧民谣尧传说等是乡村历史

形成和约定俗成的软性野制度冶袁内容包括爱国尧协作尧

分享和尊重等人类美德袁这就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

良好的保障曰另外在推进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过程

本身就是丰富乡村文化生活袁提升乡村文化基础是实

践的过程遥

在推进国家战略过程中袁不同的领域用不同的方

式将国家战略分解尧细化和落地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用其文化软实力的内涵进行推进遥

渊四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甘肃对外交流的名片

甘肃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文化袁多年来

一直探讨如何讲好野甘肃故事冶近年来袁借助国家野一

带一路冶 战略的推进袁 甘肃作为丝绸之路黄金带袁是

野一带一路冶战略的前地带袁借助在国内富有影响力的

野一节一会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了野走出去冶和野迎

进来冶的契机袁借助节会集中向世界展示甘肃的魅力袁

让世界更深层次地了解甘肃袁而不只是停留在原有的

认识之上遥 利用区域内的优质文化资源和红色资源吸

引国内乃至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来诠释甘肃

的文化资源和红色资源遥 在文创产业中袁已经形成了

以野敦煌+非物质文化遗产冶的产品系列袁形成为野自然

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冶的特色旅游市场遥不但有效地

解决了讲好野甘肃故事冶的现实问题袁还为其他地区为

物质文化遗产与甘肃特色融合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遥

四尧对习近平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论述甘

肃实践的再思考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方面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冶的重要指示为引

导曰另外一方面要结合甘肃的实际袁实事求是地开展

保护的传承遥

渊一冤丰富专业人才培养方式袁提高保护与传承的

能力和水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核心是人袁只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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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高素质的传承人群体袁才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的关键所在遥 一是要分层次地开展专业人才培养袁

培养理论型人才主要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方

面的研究袁培养应用型人才主要是开展实践方面的运

用袁还要加强现有传承人的继续教育袁提高其理论水

平和实践能力曰二是完善野政府专家+高校教师+传承

人+机构专家冶的人才交流机制袁促进人才之间的交流

互动和人力资源共享曰三是鼓励高校开设结合本地非

物质文化遗产类的课程袁产业前景好的可以开设相关

专业袁努力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可袁通过学习

帮助大学生提升就业能力曰四是完善对现有传承人的

管理机制袁建立完备的考核和奖罚制度袁对一些濒临

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给予更多的物质

支持袁鼓励有兴趣的年轻人参与非遗项目袁成为野非职

业冶传承人遥

渊二冤开展多元的保护和传播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播要体现出以人民为主

导袁只有让更多的群体主动地认可才是最有效地保护

方法遥 一是要利用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袁创新传统的传

播方式袁扩大传播范围袁不仅仅局限于社区传播袁要扩

大到社群传播[13]遥开展多层次的保护体系袁拓宽传播的

广度和深度遥 二是开展野活态保护冶袁一方面是应用数

字化开展保护袁另外一方面是野经典化冶的保护曰三是

继续加强对外交流袁 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袁在

加强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优势袁对外交流

是扩大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袁也是

吸纳世界其他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选择遥 四是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遥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广泛社会认同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袁借鉴世界

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袁进而提升我国的文

化自信遥

渊三冤加快成果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转化是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袁运用

科学技术将有价值尧有内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转

化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袁进而成为助推经

济发展的动力遥 一是对于可直接应用生产化方式形成

物质产品的非遗项目开展产业开发产生经济价值袁用

实物产品的形式表现和表达袁 比如传统的手工艺尧传

统医药等袁因为这些技能主要是要通过具体的产品才

能展现袁而且容易形成产业化曰二是将不能形成具体

产品的非遗项目开展文化创意的转化袁 比如故事尧音

乐尧 民俗等可以通过重新诠释应用数字化的形式转

化袁比如电影尧动漫等袁最终形成产品袁实现其经济价

值遥

渊四冤探索成果的创新性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的创新性发展主要表现在

与产业的互动袁 在互动过程中找到二者互补的关系袁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与产业的经济内涵相

结合袁共同扩大二者的外延袁以非遗保护带动经济开

发袁以经济开发促进非遗保护遥 一是探索与产业的结

合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能够和产业结合的产业经

济资源袁推进产业链甚至是产业集群的形成袁带动区

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曰二是利用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品牌创建产业品牌袁打造经典产业品牌袁为挖

掘深度的文化内涵和优化表现形式奠定良好的基础遥

五尧结语

对习近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述的甘肃实

践案例研究中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院一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袁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就是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袁是树立国家文化自信的途径之一曰二是结

合实际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服务国家战略有

效地扩大了保护和传承的外延曰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传承与产业化是不矛盾的袁可以与产业形成

良好的互动关系袁更好的服务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遥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展开以下讨论院一是甘肃特有

的文化旅游资源和红色文化如何与非物质文化开展

更深度的结合袁不要只停留在文创产品层面曰二是甘

肃实践的工作经验和做法是否具有一般性袁能够被其

他地区借鉴和复制曰三是如何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特

有的多样性尧 生活性去诠释甘肃的文化和旅游资源袁

找到最佳的结合点袁形成野双赢冶的格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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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ussion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Practice in Gansu Province

DU Xingxing

(Changqing School,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Gansu 730020)

Abstract: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ussion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It has rich connotation and time significance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nge in China. Gansu Province, rich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by virtue of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ctively carries out practice, dig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With precise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vitaliza鄄

tion, th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promotion and so on, which effectively expands the extens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and on the 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be

treated by enriching the training methods of professionals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and level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Carry out mul鄄

tiple protection and spread; Accelerate the achievement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ploration results.

Key words: Xi jinp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notation; time value;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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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伟大奋斗目标袁 也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标志之

一遥 在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下袁肇始于近代的我国现代

化过程充满着曲折坎坷袁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着对我国

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关系的论争袁以及对西方现代

性及其在我国社会发展中作用的确认和反思袁历史的

发展最终把社会主义作为我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遥 建

国初期袁我们经历了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困惑曰改革开

放后袁探索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道路袁在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现代化

要求中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的转变袁实现了现

代化与社会主义新的统一遥 野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

的创造和前景袁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贡献袁是关于

当代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有力回答遥 冶[1]

发展理念是现代化思路尧方向尧着力点的集中体

现袁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袁中国共产党在

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坚持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遥 [2]新发展理念为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指明了发展的动力尧方式和目的袁从根本上摆脱

传统现代化的弊端袁超越工具理性主义袁实现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呈现出

勃勃生机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面对的文化

维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分析范式构建尧我国传统

文化创新和西方现代化有益理论成果转化等向度的

综合理论创新遥 正确处理这三个维度的关系袁从这三

个方面确定文化发展的方向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理论发展袁既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关键之所在袁也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要求遥

一尧 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院

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立

足点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尧信息社会双重转型是我

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路径遥 在建国初期袁我们基本上

是按照苏联现代化模式进行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现

代化发展的袁运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范式分析解决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国如何向工业国发展的基

本问题遥 改革开放后袁世界现代化趋势朝向新的特征

发展袁科技革新日新月异袁电气化尧信息化尧智能化交

织发展袁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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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和艰巨性遥 在探索中袁我们始终坚持以社会主

义为目标和基本原则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袁实现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袁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袁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遥

我们为什么没有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呢钥 现代

化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兴起袁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

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

盾袁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逐利性造成的道德沦

丧尧人的片面发展尧社会对抗以及环境污染尧资源枯竭

等诸多问题日益严重遥 即使在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

中袁信息化尧知识化的发展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

主义的固有矛盾袁只不过是使这种矛盾转移到了新的

条件之中袁资本的逐利性借助科技的发展向全世界扩

散袁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遥 在

信息化尧智能化的今天袁如果依然追求资本主义现代

化的发展方式袁 就不仅不能克服人被物所奴役的后

果袁还会最终造成各种各样的人的异己力量袁从而形

成社会新的不平衡遥 在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袁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袁

也是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弊端的需要遥 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崇温[3]认为袁中国现代化道路在

三个方面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院渊1冤 中国道路以

和平发展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血腥的掠夺和

战争道路曰渊2冤与美国野华盛顿共识冶的对立曰渊3冤中国

道路以独立自主尧不干涉别国内政尧不把自己意志强加

于人为方针袁抵制美国推销西方民主的野颜色革命冶遥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袁重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理论体系袁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分析

范式尧逻辑结构体系和话语体系袁这不仅仅是语言的

翻译技巧问题袁而是在现代化实践基础上的一种文化

的融会贯通袁从而使传统文化创新尧西方现代性本土

化和社会主义范式转变三个文化维度袁在马克思主义

指导下真正融为一体遥

在我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

程中袁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现代化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尧观点和方

法袁分析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现状袁形成了科学

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发展思想袁建立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尧政治制度尧文化制度尧社会

制度和生态文明制度袁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发展目标袁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袁确立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析范式和话语体系袁使马克思

主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鲜明旗帜遥

二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院为实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宝贵思想财富

由历史长期积淀而成的优秀传统文化袁影响着人

们的思维方式尧行为方式和价值选择袁从而成为影响

社会秩序的较为稳定的民族心理遥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历久弥新袁 为克服现代性悖论提供新的思维方式袁从

而使现代化具有中国民族特色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下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袁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等历史相结合的过程遥 野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

代的中国史袁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遥 许多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袁对自己的祖

宗袁则对不住袁忘记了遥 冶[4]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袁同样需

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遥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道路袁不仅体现着对传统

文化的超越袁而且为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确立新的原

则遥 当然袁要使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尧创新性发

展袁使之与当代文化相融通袁就必须消除传统文化中

的保守性尧空想性和不现实性袁使优秀传统文化体现

出新的时代要求遥 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思想动力袁 最核心的问题是院如

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相融合遥

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贯彻新

发展理念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尧创新性发

展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尧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作出一系列重要论

述袁要求野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尧

重民本尧守诚信尧崇正义尧尚和合尧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冶[5]袁

为解答这一问题明确了方向遥

第一袁讲仁爱院超越现代化发展中的功利主义倾

向遥 野仁爱冶 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理

念遥 野仁有多重表现形式袁在伦理上是博爱尧慈惠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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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袁在情感上是恻隐尧不忍尧同情袁在价值上是关怀尧宽

容尧和谐袁在行为上是和平尧共生尧互助尧扶弱以及珍爱

生命尧善待万物等遥 冶[6]现代化是社会的深刻变革袁建立

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工业化袁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

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产生了巨大的消解作用袁但同时也

产生了工具理性主义的泛滥尧社会逐利性与道德缺失

的矛盾尧 社会财富增长迅速与社会公平缺失的矛盾尧

价值选择多元化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矛盾等等

社会尖锐的问题袁这些都是现代化的衍生品袁社会的

和谐稳定遇到了很大的危机遥 野在人类面对全球性的

挑战的今天,从仁爱观念的差异与普遍的统一中袁去把

握人与人尧个人与国家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袁可以

为我们推动新型的共同体建设提供源自中国文化自

身的价值支撑遥 冶[7]

第二袁重民本院贯通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与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历史观遥 我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遥

野民本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遥 从西周到

西汉袁是这个思想的确立过程遥 从西汉以后的几千年

中袁这个思想一直统治着整个中国传统政治袁一直指

导着历代统治者的一切政治活动遥 冶[8]历史唯物主义认

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袁以人民为中心尧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立场遥 在我国现代

化发展中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人民共享发展成

果的新发展理念袁贯通我国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

义唯物主义历史观袁成为中国特色政治现代化的特点

之一遥

第三袁守诚信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发展

的内在机制遥 我国传统诚信思想经历了不断完善和发

展的过程袁 最终形成在传统伦理上的一个完整范畴遥

在中国上古的文献中袁就有有关野诚冶尧野信冶文字记载袁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袁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诚信思想

的论述极为丰富袁 奠定了诚信思想的伦理道德的地

位遥 汉代董仲舒进一步将孟子野五伦冶思想阐发为野五

常冶思想袁诚信为野五常冶思想之一遥 儒学发展到南宋发

生了根本变革袁朱熹融儒释道三教为一体袁创立了以

野理冶为核心范畴尧体系庞大的理学哲学体系遥 朱熹通

过阐述野诚冶尧野信冶与野理冶的关系构建了诚信的丰富内

涵袁确立了诚信是理学的最高本体地位遥 在朱熹哲学

体系中袁野仁义礼智信冶五常中袁诚信处于基础地位袁是

世界的本原袁在哲学上具有本体论的地位遥 我国传统

文化的诚信观及其实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诚信

建设具有很大借鉴意义遥 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袁

等价交换的经济规律是其基本规律袁重质量尧守信用

等诚实守信行为是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袁也是市场经

济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基本要求袁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

石遥 市场主体缺乏诚实守信的品质袁就应该受到市场

的惩罚尧排斥袁直至被清理出市场主体的范围之外袁真

正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遥

第四袁崇正义院完善现代分配制度的价值指引遥 正

义在我国传统价值观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遥 野从一定意

义上说袁中华传统价值观是以正义为骨架袁以仁尧礼尧

利尧知尧乐等为血肉构成的有机体遥 噎噎可以说袁崇正

义是我国传统社会名尧事尧礼尧乐尧刑尧罚等的基本价值

取向袁是中华传统价值观的一大要素遥 冶[9]在现代化发

展过程中袁分配正义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命题袁是社

会形成公平公正的经济根源遥 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的

关系钥 如何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两极分化钥 这些问题

不仅仅是涉及到经济领域的问题袁而且是事关社会主

义现代化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遥 资本主义制度的

内在矛盾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袁从而使资本

主义制度最终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遥 邓小平社会主

义本质论也说明袁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袁公平正义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追求之一袁这要求我们要重

视我国崇正义的民族文化传统袁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

公有制袁注重建立公平正义的分配制度袁克服市场经

济的两极分化趋势袁为社会形成公平正义奠定坚实的

经济基础遥

第五袁尚和合院实现人与人尧人与自然尧人与社会

的和谐相处遥 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态度是认为世界

上的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共生尧共在的袁因此也应当

是和处尧和谐的遥共生尧共在的基础是多元和合遥冶[10]野乾

道变化袁各正性命袁保合太和袁乃利贞遥 冶渊叶周易窑乾

卦曳冤这种野元亨利贞冶的思想强调人与人尧人与自然尧

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曰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袁道并行而

不相悖遥 冶渊叶礼记窑中庸曳冤突出表明了我国传统哲学中

主张万物共生尧共处的多元和合思想遥 对我国传统的

和合思想的研究甚至形成了 野和合学冶袁野和合学的生

命就在于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袁是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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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善美精神家园的良方袁有助于化解人类命运共

同体所面临的各种冲突和危机冶遥[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发展袁要充分挖掘我国传统的野和合冶精神袁避

免西方现代化中的野人类中心主义冶和市场经济的发

展带来的商品拜物教现象袁不仅要实现人自身尧人与

自然尧人与他人的和谐共同发展袁还要使世界其他文

明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类生存尧发展的

最佳选择遥

第六袁求大同院以理想之光照耀民族前行遥 大同思

想出自叶礼记窑礼运曳中袁集先秦儒尧墨尧道尧农等各家理

想追求为一体袁生动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理想生活的

追求袁成为指引中华民族不断奋进的理想之光遥 大同

思想强调院野大道之行也袁天下为公冶遥 这种对野天下为

公冶的野大道冶追求袁使中华民族面对不断变易的世界袁

始终保持着不懈追求的发展动力遥 近代以来袁大同理

想并没有因为我国农业经济的瓦解和社会深刻变革

而失去生命力袁反而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激起了康有

为尧梁启超尧孙中山等一大批先进分子保持着批判精

神袁 并最终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袁

选择了与大同思想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袁改

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

路袁确立了人的全面发展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现代

化发展目标袁大同思想朝着野世界大同冶的构想迈进遥

三尧批判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成果院为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重要思想养料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以西方文艺复兴运动

为起点袁以科学革命为推动力尧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袁随着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兴

起逐步形成了最早的现代化模式袁 也被称为欧美模

式遥 作为人类社会最早的现代化模式袁相对于传统社

会的经济落后尧政治专制尧文化愚弄和社会封闭袁欧美

现代化呈现出了巨大的解放力量袁加速了传统社会的

瓦解遥 欧美模式现代化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

果袁人们称之为经典现代化理论遥 对这些经典现代化

理论袁我们应辩证地给以分析袁对那些揭示了人类社

会发展的规律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的理论应

该予以肯定尧借鉴和吸收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最大的成功经验袁

是突破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袁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

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袁这一经济体

制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扬弃遥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的实践和理论至今已经三四百年袁自亚当窑斯密的叶国

富论曳发表以来袁西方经济学者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已

形成了内容丰富尧体系庞大的经济学理论遥 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袁我们充分吸收借鉴了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的有益理论成果袁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决定

性作用袁同时袁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袁建立宏观调控体

系袁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袁限制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尧盲

目性尧滞后性等缺点影响的空间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得到不断完善和深化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始终注重借鉴吸

收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教训遥 欧美现代化模式是伴随着

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袁其内在缺点也是相当明显

的遥 这种模式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发展起来

的袁工具理性尧主体物化和线性发展观等等都成了后

现代化理论尧生态现代化理论以及第二次现代化理论

批判的对象袁对现代性悖论的反思而形成的有益的理

论成果袁深化了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遥 在我国现代化

的进程中袁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新发展理念的确立袁

既包含了我们对现代化经验的总结袁也吸收了世界现

代化的有益成果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具有

世界借鉴意义袁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遥

四尧结论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的文化维度思

考袁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袁使我国传统文化

创新尧西方现代化有益成果借鉴和传统社会主义范式

转变等三个文化维度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实现

融合发展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

和支撑遥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思想立足点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重要的

是要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袁形成有别于

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分析范式曰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宝贵思想财富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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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包含着对人类发展普遍

问题的思考尧探索袁立足于当代的现代化实践而实现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袁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曰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有益成果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来源袁西方现

代化实践和理论研究时间长尧影响广袁借鉴其有益成

果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具有世界

意义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个文化维度袁显

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践选择的复杂背景和现代

化理论研究的艰巨性袁由此我们应该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道路倍加珍惜和充满自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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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vides a Chinese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modernization. It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enhancing road self-confidence and theoretical self-confi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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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beneficial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study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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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袁城市基层正发

生着新的深刻变革遥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院野加强社区治理体

系建设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袁发挥社会组

织作用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尧居民自治良性互

动遥 冶社区作为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纽带在现代社会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遥健全城市社区野微治理冶体

系是加强城市所辖社区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袁是构建

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和满足利益主体多元化需要的

良好回应遥

一尧社区野微治理冶的内涵及基本体系架构

渊一冤社区野微治理冶的内涵

社区是指在某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共同居住的

以某些相互联系的共同特征为纽带而聚集的人群所

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遥 它是整个社会在微观层面的

缩影袁是社会的微观基础遥 其基本特征包括院特定的区

域范围尧一定数量的居民尧有规模的基础设施尧形成共

同认可的文化尧产生一定程度的社会交往遥 社区野微治

理冶则是指坚持系统治理袁加强党委领导袁发挥政府主

导袁鼓励多元主体参与袁依法依规对社区事务尧社区组

织尧社区生活进行治理袁在社区范围内袁化解矛盾尧规

范行为尧调节主体利益尧协调社会关系尧激活社会活力

等袁使社区成为管理有序尧服务完善与文明和谐的社

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遥 [2]

渊二冤社区野微治理冶体系的基本架构

社区野微治理冶是完善社会治理的新思维袁应通过

微观的视角重构社区治理体系袁从而体现社区建设的

整体系统性遥 社区野微治理冶体系的基本架构应包含院

渊1冤社区党委体系遥 建立起以街道党工委尧社区党支部

为引领的基层党委体系袁解决在社区范围内党组织找

不到党员尧党员找不到党组织的问题遥 渊2冤政务服务体

系遥 建立区政务中心尧街道政务中心尧社区工作站以及

社工组织形成纵向的服务体系遥渊3冤居民自治体系遥建

健全社区野微治理冶体系的实践探索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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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社区居委会尧居民代表委员会为主体袁以社区理

事会尧自治协会等社会组织为补充的自治体系遥 社区

野微治理冶的创新思维打破了传统的社区管理架构袁建

立起了与现代社区治理相适应的组织体系尧运行体系

和保障体系袁开始迈入主动治理尧定量治理与信息化

治理的新时代遥

二尧梅列区创新社区野微治理冶的实践探索

与不足

社区野微治理冶创新模式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

开袁 并且在某些区域的探索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袁并

逐渐产生了辐射效应袁带动周边社区尧周围地区加入

野微治理冶的行列中来遥 从国家治理到居民自治再走向

野社区善治冶已经成为大势所趋遥

渊一冤梅列区创新社区野微治理冶的实践探索

2016年 8月袁三明市梅列区被福建省民政厅确认

为 野省级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冶袁 实验时间从

2016年 8月至 2019年 7月遥 实验区建设的主题是院

野创新社区微治理体系 建设社区共同家园冶遥 从居民

身边小事为切入点袁实践探索社区微观治理尧末梢治

理的方式袁形成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尧社区居民自治

制度化尧社区服务精细化的治理模式遥 实验的目标是院

围绕一个重点渊建设社区共同家园为重点冤袁完善一个

保障机制渊社区野1+2+3冶服务管理模式冤袁深化四个内

涵渊以推动社区多元主体积极参与为着力点袁以培育

社区自组织内在动力为增量袁以改进政府的主导方式

和力度为努力方向袁以建立社区大党委和在职党员服

务社区为保障冤遥 梅列区围绕新时期社区建设目标袁紧

扣人民群众需求袁坚持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袁推动基

层社会服务于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袁不断丰富社区建设

的内容尧载体尧方式方法袁在社区党建尧社区服务尧社区

治安尧社区自治尧社区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遥

梅列区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引领尧多元共治尧基层

协商尧公权力边界尧居民自治尧保障机制等一系列问题

作出了积极的探索遥 主要做法和成效包括院

1.野大党委冶引领聚合抓重心

在处理党委尧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应当始终坚持

中国特色袁党委在社区野微治理冶中的引领地位不可或

缺袁必须坚持多元协同与权责一致遥

一是强化了党委领导遥 从建立社区 野大党委冶和

野在职党员回社区报到冶两个方面创新社区党建袁为社

区治理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遥 在不改变辖区单位党组织

隶属关系的情况下袁在社区开展野大党委冶建设野123冶

机制袁由社区书记担任野大党委冶书记袁辖区单位党组

织负责人和社区民警兼任副书记或委员袁对辖区内机

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进行双重管理尧双向服务遥 充分

发挥在职党员在共同家园建设中先锋模范作用袁调动

党员野八小时以外冶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袁扎实做好

野党员回社区报到冶工作袁开展以服务群众为主要内容

的野设岗定责冶活动袁每位在职党员至少认领 1个服务

项目袁全年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 2次袁具体

做到野七带头冶野五不准冶等遥 建立考核奖惩机制袁把在

职党员进社区报到服务情况作为单位干部职工年度

考核尧民主评议尧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遥

二是突出了政府主导遥 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是一

项系统工程遥 其中设施建设是基础袁主要依托政府来

投入袁需要政府高度重视和部门单位紧密配合袁做到

同谋划尧同部署尧同推进尧同落实遥 梅列区按照野一社区

一中心一大厅冶的要求袁推进 野一站式冶办事大厅建

设袁为居民提供野一站式冶全方位公共服务袁通过改扩

建尧调剂使用尧置换等方式袁解决了一路社区尧梅岭社

区等社区服务用房条件较差问题遥 实施社区提升改造

工程袁对东安社区尧圳尾社区尧富华社区实施提升改

造袁通过对社区基础设施尧服务用房尧立面改造尧绿化

景观尧环境整治等改造袁进一步优化了社区环境尧提高

社区服务质量袁增添市民的凝聚力和幸福感遥 实施老

旧社区停车场改造项目袁增加社区停车场数量袁优化

城区交通秩序遥 精心做好养老服务设施专项布局规

划袁加大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投入袁全区已建乾龙尧富华

等居家养老日间照料中心 7个袁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站 25个遥 通过一系列举措真正把社区建设工作打

造成为成果丰硕的群众满意工程遥

2.野大数据冶整合资源共治理

梅列区紧跟时代步伐袁按照野平台上移尧服务下

延尧一个城市尧一个网格冶的原则袁以百姓生活需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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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袁以信息化手段为支撑袁以有效运作为前提袁整合

各平台的资源与功能袁建立集党务尧居务尧政务尧服务尧

综治于一体袁融工作尧展示尧发布尧互动等功能袁覆盖所

有社区的综合服务管理信息平台遥 2016年袁实施搭建

智慧社区平台试点袁在乾龙社区尧圳尾社区进行智慧

社区平台建设袁并推广到全区各社区袁到 2019年全面

完成遥 发挥三明市智慧社区野互联网+医养冶暨野一键

通冶呼叫服务信息平台作用袁做到野线上呼叫信息服

务尧线下生活照料实体援助服务袁推进城市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信息建设和卫生医疗服务相融合遥 发挥社区

网站和社区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化平台的作用袁便捷居

民参与社区治理袁拉近社区与居民的距离遥 按照野347冶

渊三步工作法尧四类困难对象尧七种帮扶措施冤工作机

制袁采用野1144冶渊依托一个中心尧搭建一个平台尧联合

四方资源尧推动四方帮扶冤工作法袁通过精准识别尧因

户施策尧多方帮扶袁开展城市困难家庭精准帮扶遥 运用

城市困难帮扶管理平台软件袁整合帮扶政策尧困难家庭

需求尧帮扶资源等信息袁形成野大数据冶袁实现自动匹配尧

快速精准对接袁使困难家庭最短时间得到帮扶袁帮扶资

源最大限度得到利用袁帮扶双方最快速度实现对接遥

3.野微机制冶提高社区服务力

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袁进一步完善基层群

众自治制度袁健全城市社区野微治理冶体系建设袁机制

创新是关键环节遥

一是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机制遥 为加强社区工作

队伍管理袁出台了叶梅列区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暂行

规定曳袁建立社区工作人员工资尧保险等保障机制袁制

定选拔录用制度和相关工作管理规定袁对社区聘任人

员的工作职责尧聘任条件尧人员管理尧年度考核尧教育

培训等方面进行了严格规定遥 完善了社区工作者考核

机制遥 制定社区工作人员年度百分制考核机制袁将考

核结果作为评选优秀社区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袁并与每

个人的收入挂钩袁实行优胜劣汰袁畅通野出口冶袁形成动

力与压力并存尧激励与约束相连的考评体系遥 建立了

社区工作者工作机制遥 继续实行社区网格化管理工

作袁建立野网络民情日记冶制度袁实现与居民点对点尧面

对面的沟通联系曰 针对社区居民不同的生活时间袁全

面推行 野错时轮班制冶袁 将服务时间向 8小时以外延

伸袁节假日尧双休日全部安排值班袁打造全天候尧全覆

盖的社区服务格局遥 推进了社区队伍专业化遥 现社区

居委会工作人员共有 48名获得中初级社会工作师证

书袁通过人数位列全市首位遥 开展了全区社区工作者

统一着装工作机制遥 通过统一着装袁一方面内塑社区

工作者形象袁增强社区工作者的责任感尧使命感和光

荣感曰另一方面是易于识别袁方便群众办事袁提升社区

服务水平遥

二是推进社区减负增效机制遥 依据叶三明市社区

工作准入制度渊试行冤曳袁完善社区工作准入目录袁以利

于社区围绕主责服务社区居民袁减轻不应有负担遥 未

经准入的事项袁一律不得延伸到社区遥 属于上级职能

部门尧街道职责范围内的事项袁不得要求社区居委会

承担曰不得将社区居委会作为行政执法尧拆迁拆违尧环

境整治尧城市管理尧招商引资等事项的责任主体曰没有

明确的法律法规或政策依据袁司法尧公安尧银行尧保险

等部门单位不得要求社区为辖区居民出具盖章证明遥

确需社区居委会协助的事项袁拟入单位必须严格履行

准入程序袁向社区建设联席会议渊领导小组冤办公室提

出申请袁填写叶进入社区工作审批表曳袁经审批同意方

可准入袁并按照野权随责走尧费随事转冶的原则袁为社区

居委会提供了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袁减轻了社区工

作负担遥

三是推行野三社联动冶机制遥 申报了东安社区野银

龄港湾冶空巢老人项目尧新街村野关爱留守儿童冶项目尧

富华社区野花 YOUNG年华冶项目尧乾龙社区野未来星冶

项目等省级野三社联动冶项目遥 通过野三社联动冶机制袁

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融入到社区治理之中袁发挥社会

工作在提升居民参与能力尧拓宽参与平台等方面的作

用袁引导居民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社区治理袁努力实

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尧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遥

四是建立野三位一体冶工作机制遥 建立以社区党组

织为核心袁社区居委会尧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

野三位一体冶工作机制遥 依托党员议事会尧党委会议袁及

时协调业主委员会尧居委会尧物业公司的关系袁社区居

委会尧业主委员会尧物业管理企业主动接受社区党委

的指导尧监督和管理袁依法履行职责遥 该机制的推出让

居委会成为社区治理的核心袁让业委会成为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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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人袁让物业公司从过去的第三方变成合作共赢的

共建单位袁让社区中各种利益主体充分表达尧协调达

到了协商共治的效果遥

五是深化城市管理长效机制遥 全面推行野街长制冶

模式常态运作机制遥 主要做法包括院日巡日报制尧野三

长一网冶制尧联动交办制尧联席例会制尧一线工作制尧综

合执法制尧堵疏结合制尧监督公示制遥 城管职能部门和

街道工作人员实行了全区网格化管理袁真正做到重心

下移效率提升袁实现了城市管理长效化尧精细化尧网格

化遥 全面推行了环卫工人野职级制冶袁激励和调动了环

卫一线工人工作的积极性袁实现了市容环境卫生的长

效化管理遥

六是推广社区野1+2+3冶工作机制遥 在试点的基础

上袁全面推行社区野1+2+3冶渊野1冶即强化社区党建野一个

核心冶曰野2冶即深化社区野网格化管理尧网络化服务冶工

作曰野3冶即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尧社区自治服务平台

和社会有偿服务平台冤社区服务管理模式遥

4.野微组织冶促进全民齐参与

一是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培育中心袁健全创建社区

自治组织的导向图景遥 梅列区在乾龙社区建设了区级

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袁在三路社区建设了街道级社

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遥 精心培育各种与群众生活息息

相关的社区自治组织袁 扶持社区自治组织健康成长袁

为社区自治组织解决工作场地尧基本办公设施尧规范

化建设服务尧 能力提升培训以及参与社区建设等问

题袁培育其发展壮大袁为他们更好地参与社区管理和

建设搭建了平台遥 通过孵化全区共备案社区社会组织

216家遥

二是建立社区自治组织备案制度袁全面启动社区

自治组织备案管理工作遥 制订了叶梅列区社区社会组

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曳袁明确职责分工和工作流程遥 组

织街道尧社区人员进行社区自治组织业务培训袁同时

区民政局采取走访尧座谈尧巡查等方式袁开展业务指

导袁印制梅列区社区自治组织证书袁对进行备案的社

区自治组织颁发证书袁并将证照悬挂在社区自治组织

活动场所遥

三是推行社区自治组织管理制度袁规范社区自治

组织的管理遥 实行了野八个一冶标准袁即所有组织在运

作中都要具有一份章程尧一份登记备案表尧一名团队

负责人尧一个固定场所尧一份年度计划尧一份年度总

结尧一本活动记录册和一份重大活动报告表遥

四是依托自治组织野生力军冶袁推广 野三社三化冶

助力居家养老模式遥 即社区管理服务网格化遥 在每个

社区按照野网格化管理尧网络化服务冶的双网化模式袁

把社区划分为若干个网格袁 每个网格配齐一格五员

渊网格管理员尧警务员尧宣传员尧信息员尧服务员冤袁按网

格建立老年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袁把为老年人的服务

细化到每个网格袁全区共设立了 165个网格开展助老

服务遥社会组织对接精准化遥针对老年人需求袁建立社

区自治组织成立备案制袁成立三明市首家社区自治组

织孵化园袁精准培育发展为公益服务类尧文体健身类尧

慈善救助类尧家政服务类等社区自治组织遥 并以野公建

民营冶 的方式引进专业化自治组织运营照料中心袁采

取野建设依托政府投入尧运营依托社会组织尧服务依托

市场购买冶的做法袁并配备公办公管的社区医养结合

卫生服务站袁推进医养结合袁实现居民养老野不离社

区尧不离家庭尧不离亲人冶的野三依托三不离冶居家养老

模式遥 社工志愿者服务专业化遥 在社区引进阳光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尧乐源家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尧彩虹桥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专业社工组织袁社工组织

带动志愿者服务袁成立社区老年义工服务队等志愿者

队伍袁为老年人提供护理陪伴尧代购代买尧法律咨询尧

文体活动等一系列服务遥

5.野微活动冶实现善治有活力

致力于野邻里节冶活动的探索袁进一步做大做强

野邻里节冶品牌袁围绕野建设社区共同家园冶为主题袁以

野展特色冶尧野聚亲情冶尧野同欢乐冶三条主线袁开展了形式

多样尧内容丰富的野邻里节冶系列活动遥 使邻里活动成

为邻里之间沟通信息尧增进感情的欢乐节日袁成为邻

里之间相识尧相知尧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袁形成邻里互

助尧温馨和谐的社区人文氛围遥 东乾社区野邻里节冶被

中宣部列为全国社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示范点遥

渊二冤社区野微治理冶的不足

1.党尧政尧社之间职责范围界定不清

社区治理始终处于将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

和扩张的阶段遥 社区仍然负担过重以至于职能错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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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市尧区不少部门都以野重心下移尧工作进社区冶为

由袁过度把部门工作摊派到社区袁占用社区大量的人尧

财尧物遥 二是城市拆迁工作包干到街道后袁街道将任务

分给各社区袁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袁导致拆

迁期间社区干部的主要工作精力放在完成拆迁任务

上遥 三是社区居委会通常被视为政府部门的行政末

端袁 街办以上的任何一个职能部门都能布置社区任

务袁要求社区参加各种会议袁设立各种台帐袁对社区工

作组织繁琐的检查评比遥 四是其他工作包罗万象遥 有

临时性工作袁有经常性工作袁这些来自各方面的任务

和琐碎事务袁占用了社区干部大量的精力袁影响社区

居委会职能的履行遥

2.运用于社区野微治理冶的信息技术较单一

梅列区顺应时代背景适时推出了网络化管理尧社

区微信群等信息应用技术遥 依托野互联网+沟通平台冶

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新鲜活力袁但单一的野互联网+沟通

平台冶的治理思维只能是被动地获取信息之后再做出

反应袁而在面对治理对象尧治理环境和治理工具等出

现快速变换的情况下袁矛盾问题很难及时有效地去发

现和解决遥 如果能在前期就做到主动获取信息袁不仅

问题可以尽早发现尧及时解决有时更可以做到防范未

然遥 因此袁需要运用多样化的信息技术手段来主动获

取信息尧分析信息从而做到问题预判尧风险预估等以

提升社区治理效率遥

3.社区保障机制不健全影响社区服务水平

新与老社区之间存在分配不均衡问题遥 各社区工

作经费及社区公益项目资金缺口较大遥虽已把社区工

作人员等纳入财政统筹但标准还较低袁还未建立自然

的增长机制袁缺少职业上升空间遥 社区专业化服务水

平不足袁社区工作人员存在着文化程度低尧专业化程

度不高尧年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袁影响了社区服务水

平和工作的延续性遥 社区服务内容还比较单一袁主要

开展的是行政性的服务项目袁在社区居民大量需要的

养老尧保健尧娱乐尧家政等方面的服务还比较欠缺遥

4.参与社区治理的自治组织紧缺

当前袁 关于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向已达成共识袁即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野党委领导尧政府负责尧民主协

商尧社会协同尧公众参与尧法治保障尧科技支撑冶的社会

治理体系袁但实现社会从被管理到自治的转变不是一

蹴而就的袁需要国家对社会的培育遥 目前袁如何尽快扶

持和培育新型社会组织袁并以此为平台建设一批参与

社区治理尧承担社区服务的专业人才队伍还是一大难

题遥 虽然目前三明市社会组织每年都以较快速度增

长袁但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难以满足本市社区

治理的需要遥 各地近年来在探索开展政府购买社工服

务的过程中袁突出的问题就是能承接政府外包社工服

务的专业机构少尧专业人才紧缺遥

5.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程度不高

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的多数是社区内的退休人员尧

老党员尧 老居民或是向政府申请福利救助的困难居

民遥 一方面是因社区忙于完成各种部门活动及突击任

务袁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程度在日常生活中难以体

现袁未意识到参与社区自治的重要性袁社区干部也没

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走门串户袁 与居民的联系少曰另

一方面因不少社区居民与社区接触少袁对社区缺乏认

同感袁参与社区自治的意愿并不强烈袁同时袁缺乏居民

参与自治的平台和程序规范袁难以参与社区运作的相

关事务遥

三尧健全社区野微治理冶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

渊一冤坚持党委领导袁促进社区治理共治格局形成

首先袁应有效推进社区党组织建设袁切实发挥基

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曰健全党务公

开尧党员教育管理和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等制度袁严格

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尧主题党日尧组织生活会尧民主评议党

员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袁 整治软弱涣散社区党组织曰

推行在职党员到居住社区报到制度袁引导党员主动服

务社区袁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动作用遥 其次袁必须坚持

权责一致袁社区野微治理冶涉及的内容广泛袁需要协调

的部门多袁比如社区治安涉及公安部门尧社区卫生涉

及环卫部门等遥 因此袁应加强政府部门间的配合袁要改

变目前普遍存在的泛部门化现象袁真正让政府在治理

中做到绩效评估具体化尧权限范围清晰化遥

渊二冤建设智慧社区袁促进社区治理信息技术成熟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袁城市社区治理已出现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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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智慧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变遥 针对信息技术的单一

化袁必须做到数据再整合袁打通阻碍数据共享的单位尧

行业尧部门壁垒袁全面整合信息资源袁让简单数据通过

互联汇集成数据海洋袁并动态跟踪尧实时更新尧自动抓

取袁为数据的分析和应用做好前期准备遥 并且要出台

一套统一的数据应用标准袁 确保数据既共享又安全遥

鼓励全区各部门各行业结合各自实际开发数据应用

程序袁争取做到公共服务精准高效尧公共管理精细有

序尧公共安全预判预警袁真正让数据运用起来袁建设成

全区野智慧大脑冶遥

渊三冤推动机制落实袁促进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完善

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袁进一步完善基层群

众自治制度袁建议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强院第一袁加

强队伍建设机制遥 造就一支专业化尧职业化尧规范化的

社区工作者队伍袁 一是扩大居民对社区选举的参与

面袁把一批政治素质好尧文化程度高尧工作能力强尧热

爱社区工作的优秀人才充实到社区队伍中袁在年龄结

构上形成老尧中尧青梯次结构合理的社区专职工作者

队伍遥 二是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

训遥 可采取正规教育和短期培训相结合的方法袁对其

进行系统的岗位培训袁通过专家授课尧现场考察尧交流

经验等方式袁促其改进工作方法袁提高服务居民尧管理

社区的能力遥 三是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尧建立考核体系袁

通过个人述职尧组织民主测评等方式袁对社区工作者

进行考核遥 第二袁认真落实野权随责走尧费随事转冶工

作遥 要严格落实叶关于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的意见曳

文件精神袁使责尧权尧利统一起来袁一是要对部门转移

延伸给社区的有关工作进行清理和规范遥 对确需社区

居委会协助完成的行政性和临时性任务袁可按照社区

管理人口数量制定统一的社区工作补贴标准袁由相关

部门及时向社区拨付工作经费遥 二是要明确社区和有

关职能部门的责尧权袁尽量将社会公益性的工作交给

社区袁而政府部门做好行政执法尧行政管理曰同时要避

免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袁避免社区承担本应由政府部

门履行的职责遥 第三袁建立社区基金会运行机制袁有效

推动野三社联动冶机制真正落实到位遥 在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的大背景下袁社区尧社会组织 尧社会工作者野三社

联动冶机制正在各地大力推行和应用袁并成为完善社

区服务体系尧回应居民多元服务需求的重要途径遥 其

中袁社区基金会作为本地社会资源动员与整合的重要

平台与新型组织形式袁在野三社联动冶机制和体系构建

中能够发挥独特而关键的作用遥 [6]

渊四冤激发组织活力袁促进社区治理资源有效整合

下一步要着力于充分挖掘利用辖区内的组织资

源袁积极调动各类志愿服务队尧义工尧社工等为辖区居

民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尧援助和补充服务遥 引入专业机

构提供社会心理服务尧特殊人群服务尧应急救援综合

服务等领域的专项服务遥 结合每个社区的不同特点袁

围绕社区服务中的薄弱环节和社区居民关心尧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袁 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确定助老服务尧青

少年服务尧家庭服务等社区便民服务项目袁大力引入

和培育自治组织等社会力量提供专业服务袁提升居民

生活便利性遥

渊五冤依托文化平台袁促进社区治理内容不断丰富

文化是社会治理的灵魂和先导袁创新社区野微治

理冶体系离不开文化平台的支撑遥 要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社区治理文化建设中袁引导社区民众尊重

法律法规尧尊重公序良俗袁培育社区的公共文明和志

愿精神遥 既引导具有法律知识和文化素养的志愿者关

注并参与社区治理袁又引导志愿者在社区志愿服务中

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建设文化活动遥 比如袁创新党建

文化活动袁在社区尧院落尧楼宇等开办野微党课冶袁内容

要特别强调党员干部在所居住社区参与志愿服务遥 比

如袁推进睦邻文化建设袁针对居民多样化需求袁定期开

展包括休闲尧康养尧书画尧健身等喜闻乐见的睦邻活

动遥 通过各种睦邻活动传播志愿文化袁把居民中蕴藏

的参与积极性激发出来袁将自治内容通过各种活动嵌

入居民日常生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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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Path of Improving the Community

"Micro-Governance" System

LUO Jianfu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f Management, Party School of CPC Sanming Committee, Sanming, Fujian 365000)

Abstract: "Micro-governance" of community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role in the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It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basic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ultivate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and provide the foundation and the

safeguard for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shortcomings of exploring "mi鄄

cro-governance" in the main communities of Meilie Distric are summarized.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of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Micro-governance" system, including: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promote the forma鄄

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co-governance pattern; build a smart community, and promote the maturity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stimulate organizational vitality and promot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ources; and rely on the cultural platform to

promote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content.

Key words: community governance; micro-governance; governance system; Sa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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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袁几千年来一直

备受推崇袁然而近些年一系列野英雄流血又流泪冶的案

件袁不仅暴露了道德建设的缺失袁也显示了立法上的

不足遥我国对见义勇为法律保护的研究在本世纪初就

已开始袁2010年后袁随着彭宇案尧野小悦悦冶等事件的屡

屡出现袁研究达到高峰期遥 2017年叶民法总则曳第一百

八十三条尧第一百八十四条分别规定了见义勇为者的

侵权损害赔偿权与责任豁免袁再次引起各界对见义勇

为的探讨袁很多人称此为中国的野好人法冶遥 目前学界

对见义勇为法律保护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出发院

一是从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出发袁分析见义勇为行为

的构造与合法性曰[1-2]二是从损害赔偿的角度袁探究对

见义勇为中利益受损者的保护曰[3-5]三是通过比较法研

究袁对国外好撒玛利亚人立法进行借鉴袁构建我国的

见义勇为统一法曰[6-8]四是重点探究我国当前立法保护

之不足袁提出相应完善建议遥 [9-11]但是袁统一的见义勇

为法仍停留在理论阶段袁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的各种问

题仍在不断增加遥 究其根源袁在于理论与立法上对见

义勇为行为的定义尧性质及范围难以界定清楚袁从而

对见义勇为行为无法进行清晰地规范袁出现野官方推

崇袁民间误解袁法律难断冶的窘境遥

民法学界一般认为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

括以下几点院第一袁主体应为自然人袁法人或其他组织

不能亲自实施救助行为袁 否则不能成立见义勇为曰第

二袁行为人不负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袁尤其是职务行为

应当予以排除袁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遥 在实践

中袁军人尧警察被认定为见义勇为的情形时有发生袁实

践与理论产生较大分歧曰第三袁行为人是为了国家利

益尧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利益袁但学者们对于

行为人的主客观认识存在争议曰第四袁具有一定的紧

急性尧危险性袁行为人承担了风险遥 目前学者们对于见

义勇为的构成要件讨论较为充分袁但忽略了对野义冶字

的深入探讨袁直接将其定义为为了国家利益尧社会利

益或他人的合法利益袁见野义冶勇为仿佛成为了见野利冶

勇为遥 难以厘清野义冶字的含义袁便无法清晰界定见义

勇为的性质与范围袁致使学界对见义勇为的定义众说

论见义勇为之野义冶

张舒梦

渊福州大学 法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16冤

摘 要院长久以来袁学者们忽略了对见义勇为之野义冶的探讨袁导致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问题难以解决遥通过对我国

历史文化中野义冶字内涵与义利关系的追溯袁不难发现文化中的野义冶即是法律上的利他遥 见义勇为者源于内心之义袁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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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纭袁呼吁统一立法的出台遥 而立法部门对其认识模

糊袁不敢轻易立法遥 在实务操作中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袁

引起民众不满遥 见义勇为的实质内涵究竟是什么钥 是

正义亦或利益钥 该如何界定实践中出现的相关类似行

为钥 只有明晰上述问题袁才能清楚界定见义勇为行为袁

进而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进行法律保护袁 弘扬社会正

气袁从根源上解决实践中对见义勇为认定混乱尧保障

不足的问题遥

一尧见义勇为之野义冶的历史文化考察

在我国文化史上袁各学派对野义冶都有不同的见

解袁在义利关系上也秉承不同的态度袁义文化繁盛遥 儒

家主张义以为上袁义是人们行为正当性尧合理性和适

宜性的表现袁义与道尧仁尧礼密切相关袁义与利在一定

程度上是对立的袁寻利需以义为前提遥 道家认为义是

失道尧失德尧失仁的结果袁义与利相互转化袁都是不值

得追求的遥 法家之义是一种社会规范袁并以利激励民

众袁提倡先利国利君后利己遥 法家明确反对儒家的仁

义袁认为其是暴乱产生的原因袁只有通过制定法则惩

治民之所恶袁民众才能安乐遥 而墨家反对将义与利对

立起来袁认为义就是利袁是利他遥 义与利是统一的袁行

义则利国尧利他袁而利己遥

墨家认为野万事莫贵于义冶[12]遥叶墨子窑天志曳载院野天

为贵尧天为知而已矣遥 然则义果自天出矣遥 冶野义者正

也遥何以知义之为正也钥天下有义则治袁无义则乱遥我

以此知义之为正也遥 冶在墨子眼中袁义是一种道德原

则袁源自于天袁是天下最贵重的遥 义也是统治者治理国

家的最高原则袁是选贤举能的标准和助力遥 墨家之义

具有法天尧兴利尧举公的内在特征遥 [13]叶墨子窑贵义曳载院

野凡言凡动袁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遥 凡言凡动袁害于天

鬼百姓者舍之遥 冶天帝尧鬼神尧百姓之利才是天下之利袁

尚贤者当以功利为本遥墨子主张野兼相爱袁交相利冶遥爱

是利的本质内容袁利是爱的表现形式袁通过利人实现

爱人遥 义袁利也遥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袁墨家主张义利合

一袁义即是利人利国袁贵义即贵利遥 义与利是相通的袁

故而义产生功利袁功利即义遥 墨家之利包含了公利尧他

利尧私利遥 [14]墨子认为先利人袁后利己遥如果人人利人袁

则人人皆得利袁从而兴天下之利遥 而他利与义袁其关系

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袁人人兼爱袁人人利他袁则他利转

化为公利袁即为义遥 就私利而言袁叶墨子曳中载院野爱人不

外己袁己在所爱之中遥 己在所爱袁爱加于己遥 伦列之爱

己袁爱人也遥 冶又曰院野夫爱人者袁人必从而爱之曰利人

者袁人必利从而利之遥 冶个人私利与义是辩证统一的袁

施仁义而得私利遥

野义是利的精神体现袁利是义的物质基础袁二者是

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遥冶[15]义不可以离开利而单独存

在袁国家和人民利益是义袁合法的个人利益也是义袁义

是对现实利益和利益关系之价值的肯定遥 但不同的利

的价值也不同袁国家和人民利益是天下大义袁个人合

法利益是一人之正义袁 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个人利

益遥 见义勇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见利勇为袁具体

而言是看见国家和人民利益尧他人利益尧自己的合法

利益被侵犯而有所作为遥 不过为自己的合法利益而作

为在法律上已经有紧急避险等制度予以保护袁在见义

勇为立法中则不需要重复遥 见义勇为之野义冶与墨家的

利他之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遥

二尧文化视域中的见义勇为之野义冶在法律

上的利他体现

一般而言袁见义勇为行为大致可分为侵害制止型

与抢险救灾型遥 前者包括防止尧制止民事侵权袁制止治

安违法犯罪袁扭送侵害人至侦查机关等曰后者指在天

灾人祸来临时袁公民积极参与解救尧转移或者疏散受

困人员袁抢救尧运送重要物资袁保护重要目标安全等工

作遥 [16]

渊一冤侵害制止中的利他体现

侵害制止型见义勇为的主要特点是有明确的侵

害人遥 见义勇为者通过防止尧制止侵害人的侵害行为袁

保护了被侵害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遥 2018年 6月 15

日袁 陈女士在北京朝阳区遭歹徒持刀抢劫袁 蔡某尧张

某尧周某三人合力将逃跑的歹徒控制袁随后警方将歹

徒抓捕遥在打斗过程中袁三人均受不同程度的刀伤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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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民政局向蔡某尧张某尧周某颁发北京市见义勇为

人员证书和奖章遥[17]在此事件中袁蔡某尧张某尧周某均为

普通民众袁在遇到他人抢劫时袁挺身而出袁不顾自身安

危与歹徒搏斗袁避免了陈女士的财产损失袁也维护了

社会治安的稳定遥 三个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体现了利他

和利社会袁是正义之举遥 可见袁文化中的野义冶是符合社

会伦理的道德行为标准袁法律中的野利冶是指利益遥 而

在现代社会中袁在他人危难时挺身而出就是一种符合

社会道德伦理的野义冶袁从法律视角来看袁见义勇为者

的挺身而出保护了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利益袁或者是

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袁是一种利他利公的行为遥 文化

中的见义勇为之野义冶与法律上的野利冶是相一致的遥

渊二冤抢险救灾中的利他体现

抢险救灾是一种特殊的见义勇为袁主要体现在此

种情形一般无特定的侵害人袁见义勇为者是与天灾人

祸搏斗袁而不是与某一侵害人搏斗遥 例如火灾尧洪水尧

地震等发生时袁公民积极帮助解救尧转移尧疏散受困人

员等遥 在目前的见义勇为地方立法中袁有的地方并不

将此纳入见义勇为保护中遥 例如叶内蒙古自治区见义

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曳 淤将公民抢险救灾排除在

外袁只承认侵害制止型见义勇为遥 但大部分省份将抢

险救灾与侵害制止并列袁均纳入见义勇为情形遥 笔者

认为抢险救灾应当属于见义勇为遥 抢险救灾是国家的

义务袁普通公民并不承担相关义务遥 在抢险救灾中袁公

民往往承担着一定的风险袁例如火场救人可能会受伤

甚至死亡袁地震后救人可能会遭遇余震的危险袁既有

勇又有义遥 此处的野义冶更多的体现在对社会有利遥 公

民积极参与救灾袁所救的不一定是特定的人袁更有可

能是灾区的群体遥 此时的利可能是拯救了某个人的人

身利益袁也有可能是帮助拯救了某一群体的生命财产

安全遥 这是符合见义勇为的本质内涵的袁即看到正义

的事就去做袁也是对他人合法利益尧社会公共利益和

国家利益的一种维护袁是思想上的道义与行动中的利

益之统一遥

由此可见袁见义勇为之野义冶实际上就是一种利

他袁为了保护他人合法利益尧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

益挺身而出遥 在公民做出行动的那一瞬间袁他所想到

的是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社会尧国家公共利益受到侵

害袁要去制止或者帮助遥 而这种野要冶正是源自见义勇

为者心中的道德观念袁是根植于心中之野义冶所驱使

的遥 总而言之袁见义勇为者看到的是他人的合法利益

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袁所做的行为是利他利社

会的袁其行动是受内心正义的驱使遥 文化中的见义勇

为之野义冶体现在法律中即是利益袁是他人的合法利

益尧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遥

三尧利他寓意下见义勇为的法律规范之要求

当前袁 我国地方立法对见义勇为的定义不一袁保

护范围和保护力度也大不相同遥 理论上对见义勇为的

定义尧性质等也存在诸多争议袁统一立法面临困境遥 见

义勇为的法律规范应当从见义勇为本身出发袁尤其要

注重野义冶的内涵与要求袁明确利他之本质遥

渊一冤利他情形下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

见义勇为的野义冶决定了其构成要件之一为行为

人不负法定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遥 如果行为人具有法

定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袁那么行为人的救助则是基于

职务或义务要求袁不具有野义冶的特征曰而行为人的不

作为则会构成违约或者不作为侵权甚至是犯罪遥 但

是袁学界对特定职业者的救助行为能否成立见义勇为

存在争议袁特别是军人尧警察尧医生等特殊职业遥 有学

者认为对警察的救助行为应当从多角度进行分析袁最

基本的角度就是时间与分工遥 首先袁警察在工作时间

内所为的与其工作内容相关的行为自然属于其职务

上要求袁不应该认定为见义勇为袁但若其在下班尧节假

日等时间所为的紧急救助行为则应当认定为见义勇

为遥 其次袁警察分为刑警尧交警等诸多不同的类别袁其

承担的职责也不尽相同袁故不能要求其承担所有种类

下的宽泛义务袁如果其跨越警种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则

应当认定为见义勇为遥 [18]根据叶人民警察法曳第二十一

条尧第十九条和第二条第二款于的规定袁人民警察遇到

公民人身尧 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

形袁应当立即救助袁应当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和社会公

益工作遥 此为人民警察应当遵守的义务遥 即使在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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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间袁遇到紧急情况也应当履行职责遥 不论是刑警

还是交警袁均属于人民警察范围袁其救助行为均属于

职责范围袁是人民警察应当履行的义务袁不符合野义冶

之要求袁其所为表面虽有利他袁但深层是自身义务与

职责的要求袁不能认为是见义勇为遥

其二袁见义勇为之野义冶决定了行为人主观上必须

有为国家利益尧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利益而

为之意思遥 如果行为人单纯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袁

则可能成立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袁 不构成见义勇为遥

见义勇为之所以被提倡袁就在于其代表的是一种勇于

助人尧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袁这也是见义勇为的精神

内核遥此处的野为冶是表示主观还是客观是学界争论的

焦点遥 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是为了保护国家尧社会或他

人的合法利益袁但实际上的行为却导致了国家尧社会

或他人利益的受损袁即好心办坏事袁此时袁能否认定为

见义勇为钥 见义勇为之野义冶要求行为人心中存有义袁

这种义不要求行为人明确知道袁其可以潜移默化存在

于心中袁驱使行为人做出利他行为即可遥 但是行为人

需要清楚认识到他人的合法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尧

国家利益正在受到侵害袁而做出相应行为遥 如果行为

人主观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袁客观上保护了他人的合

法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尧国家利益袁则不能成立见

义勇为袁因为其不符合义内含的道德性要求遥 而如果

行为人为了他人的合法利益尧社会公共利益尧国家利

益而做出行为袁自己的利益也因此得到保护则可以成

立见义勇为遥 至于结果如何袁并不影响见义勇为的成

立袁只是在奖励或者表彰上予以区别遥

渊二冤利他情形下见义勇为的酬金请求权

见义勇为之野义冶要求利他袁行为人是为了他人的

人身财产安全尧公共利益尧国家利益而做出行为袁这种

无私利他要求见义勇为者不能在事前尧事后向被救助

者请求报酬遥 如果见义勇为者享有报酬请求权袁那么

他便不是为了社会正义为了他利去实施救助行为袁而

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私利遥 即使行为人在实施救助行为

时并无索要报酬的目的袁而事后又向被救助者索要报

酬袁也会使见义勇为之野义冶变质遥 但是袁如果事后被救

助者出于感谢而主动给救助者酬金袁 救助者可以接

受袁仍然成立见义勇为遥 若是见义勇为者在实施救助

过程中人身尧财产受到损失袁可以向侵害人请求赔偿袁

在无侵害人或者侵害人不明时袁可以请求被救助者予

以适当补偿袁国家也要作为最后保障袁保证见义勇为

者合法的人身财产利益遥 见义勇为者可以因为实施危

难救助行为得到酬金和奖励袁 实现他利与自利的统

一袁这并不违背野义冶的要求遥 野义冶不反对行为者因行

义而获利袁但不能因利行义遥

渊三冤见义勇为的法律属性

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属性袁 学者们在无因管理

说尧制止侵害说尧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说尧行政协助

说尧契约说中各执己见袁难以统一遥 见义勇为之野义冶决

定了见义勇为的利他性袁这与法律中的无因管理相类

似遥 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的宗旨都在于倡导社会主义

道德风尚袁具有利他性遥 二者都以行为人不负法定或

者约定的义务为前提袁以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

法利益为意图遥 但是袁见义勇为之野义冶的道德性比无

因管理的道德性要高袁此利他与无因管理的利他有着

较大差别遥 首先袁见义勇为之野义冶要求行为人能够意

识到自己在行义袁隐含道德因素袁这一点是法人等组

织所无法达到的遥 因而袁见义勇为的主体只能是自然

人袁而无因管理的主体不限于此曰其次袁见义勇为包含

了阻止违法犯罪行为尧协助打击犯罪活动尧抢险救灾

等袁这些行为是无法被认定为无因管理的曰再次袁见义

勇为可以违背当事人的意志袁无因管理则不可以遥 义

是一种社会普遍承认的正当的规范准则袁不因被救助

者的意思为转移袁例如救助自杀的人袁违背当事人的

意愿袁但却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袁符合一般人的价

值观遥 而在无因管理中袁管理人管理事务应当有利于

本人袁且合乎本人明示或者可以推知的意思袁否则会

构成不适法的无因管理遥 无因管理更多尊重本人的意

思自治袁 而见义勇为是以社会一般观念作为衡量标

准遥 此外袁见义勇为的野勇冶也要求行为人承担一定的

风险袁无因管理一般是管理或服务行为袁不存在危险

性遥

可见袁见义勇为之野义冶使其属性接近无因管理袁

但也正是由于野义冶的要求袁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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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的区别袁无法进行统一规定遥 见义勇为的实

质是一种无义务的危难救助行为遥 其带有浓厚的道德

色彩袁对见义勇为者的主观性要求较高袁其行为的目

的必须是为了社会利益尧他人的合法利益袁而不是为

了自身的利益袁在目的上要求纯粹的利他遥 而在客观

上袁只要求见义勇为者有实施救助行为袁不强求救助

结果遥 从民法上看袁无因管理可以成立无因管理之债袁

在管理者与本人之间达到利益平衡遥 但见义勇为不是

简单的债的关系袁 不是单用金钱关系可以取代的袁他

暗含了高尚的道德因素袁 利益关系涉及见义勇为者尧

被救助人尧侵害人以及国家袁这是债无法平衡的遥 在见

义勇为法律保护中袁国家社会充当了重要角色袁例如

授予见义勇为者奖章袁甚至需要在侵害人尧被救助者

无法补偿见义勇为者的合理损失时袁国家需要充当最

后一道保护墙袁给予见义勇为者适当的补偿袁避免让

好人流血又流泪遥

通过对历史文化中的野义冶与义利关系的考察袁见

义勇为之野义冶与墨家的利他之野义冶有着高度的相似

性袁与法律上的野利冶具有一致性遥 利他袁要求行为人无

法定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袁在主观上要有为他人合法

利益尧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行为之意思遥 利他

之无私性要求行为人无酬金请求权袁 但是侵害人尧被

救助者尧 国家应当在各自的范围内承担补偿责任袁肯

定见义勇为行为袁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利益遥 野义冶

使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袁见义勇为

的实质是一种高尚的危难救助行为袁单靠民法的无因

管理是无法完全保护的袁 应当建立统一的见义勇为

法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袁多种救济方式并行袁让好人无

后顾之忧遥

注释院

淤 2002年实施的叶内蒙古自治区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

例曳第二条规定院野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袁是指公民在履行

特定职责以外袁为维护国家利益尧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

人身尧财产安全袁不顾个人安危袁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

为遥 冶第六条规定院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袁由行为发生地的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院渊一冤同

正在侵犯国家尧集体尧个人财产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违法

行为进行斗争的曰渊二冤同正在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

违法行为作斗争的曰渊三冤协助公安机关尧国家安全机关和

司法机关追捕犯罪嫌疑人事迹突出的曰渊四冤符合本条例第

二条规定的其他见义勇为行为遥 冶均只规定了侵害制止型

见义勇为遥

于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曳第二十一条院野人民警察遇

到公民人身尧 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袁

应当立即救助曰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袁应当给予帮

助曰对公民的报警案件袁应当及时查处遥人民警察应当积极

参加抢险救灾和社会公益工作遥 冶 第十九条规定院野人民警

察在非工作时间袁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袁应当履

行职责遥 冶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院野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尧国

家安全机关尧监狱尧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

法院尧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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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scholars have neglected the discussion of the true meaning of righteousness of good samaritan, which has

led to many problem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rough the trace of the meaning of righteousne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in our history and culture, it suggests that the meaning of righteousness in culture is the altruism in law. The good samaritans

who have no obligations doing for others爷 benefits with a hot heart. They have to realize what they do is to help others爷 legitimate inter鄄

ests, social interests or national interests and have no right to ask something in return. Good Samaritan is similar to negotiorun gestio with

righteousness, but they have deep differences. The act of good samaritan is to rescue someone or some property with nobility, which can爷t

be regulated by the system of negotiorun ges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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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后袁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外部需求

萎缩袁同时国内受劳动力供给结构不足和劳动力成本

上升等问题的影响袁我国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

受到威胁遥 因此袁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了

出口产品质量上遥

根据叶中国统计年鉴曳数据统计显示袁我国出口贸

易总额从改革开放之初的 97.5亿美元增长到 2018年

24,866.8亿美元袁 每年平均以 15.6%的速度保持高速

增长遥 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袁中国出口规模现居世界

第一袁但出口规模的提升并不能说明出口产品质量的

提高遥 目前袁中国的产品质量还处于从生产技术含量

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到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

创新型产品这样的一个过渡阶段遥

随着国际间贸易交流日益紧密袁各国对知识产权

保护的重视度也日益提升遥 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提

升一方面有助于减少跨国公司技术被模仿的威胁袁鼓

励出口国对于高技术和质量产品的出口曰另一方面也

有助于进口国引进高技术尧高质量产品袁通过技术外

溢提升本国的产品质量遥 但国内外文献关于知识产权

保护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袁面对国际

形势袁如何应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钥 进口国的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会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怎样

的影响钥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证明遥同时袁这

些问题的解决能够为中国加速产品质量升级提供更

好的理论思路和经验依据遥

一尧文献研究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袁全球化浪潮导致了全球

贸易的快速增长遥 因此袁实现出口升级袁提高产品质量

已成为当务之急遥 经济实践表明袁ZHANG等[1]得出出

口质量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出口数量遥 相关贸

易理论认为袁简单的增加出口数量并不能获得更多的

贸易收益袁而是要通过出口高新技术的高质量产品来

收稿日期院2019-12-04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渊19BJL118冤阶段性研

究成果遥

作者简介院刘鹤铭(1993-),男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代中强(1978-)袁男袁汉族袁博士袁副教授袁硕士生

导师袁主要从事贸易与知识产权研究遥

外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刘鹤铭 1袁 代中强 2

(1.集美大学 财经学院袁 福建 厦门 361021曰 2.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袁 上海 201620冤

摘 要院通过选取 2006-2017年贸易量占我国总出口贸易量 80%以上的 49个国家袁根据需求反推法袁利用联合国

UN Comtrade数据库测算了我国国家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袁从全球视角分析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我国出口产品质

量的影响遥结论发现院从全球角度来看袁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会降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曰进一步划分为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袁 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强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效应更为

明显袁而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显著遥

关键词院出口产品质量曰知识产权保护曰需求反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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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袁BRODA等[2]尧AMITI等[3]已通过研究对此进行证

明遥 这些研究表明出口产品质量已经成为促进全球贸

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遥

BERRY等[4]通过美国餐饮业验证了产品质量随

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提升遥 AMITI等[5]尧张杰等[6]以及

FAN等[7]验证了贸易自由化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产品质

量的升级遥 程凯等[8]通过 2003-2015年中国出口到 52

个国家制造业产品的跨国面板数据袁发现外商直接投

资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遥 FARUQ[9]尧

HU等[10]以及程锐等[11]分别从制度环境尧汇率尧人力资

本的角度分析了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遥

GLASS等[12]的研究表明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虽然

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增加创新回报袁 但会抑制模

仿袁 减少长期竞争者袁 从而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升遥

KIEDAISCH [13]则认为袁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降低模仿

发生的概率袁提升现有企业的优势和创新袁从而促进

了产品质量的升级遥林秀梅等 [14]通过外生模仿率将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产品质量升级联系起来袁从理论上

证明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袁估计结果显示知识产

权保护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着倒 U型关

系遥 徐盈之等[15]得出知识产权保护在技术转让与合作

开发模式下对产品质量升级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曰在

不同的地理区位下袁其调节作用就有显著的差异性且

呈现出 U型特征遥 因此袁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于出

口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遥

综上所述袁很少有学者从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强

度的角度来分析对出口国产品质量的影响袁本文通过

49个样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我国出口产品质

量影响的角度出发袁不仅从全球视角分析袁还进一步

划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袁良好的对比不同经济体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情况遥

同时袁鉴于以往的文献研究中产品质量的指标数据过

老袁 不能良好地体现当下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情况袁本

文将产品质量指标进一步更新到 2017年袁 以便对我

国出口产品质量现状做出更好的研究分析遥

二尧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与分析

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指标的测度借鉴施炳展[16]的方

法袁根据产品的消费需求函数袁利用产品的价格尧数量

等信息来反推出出口产品质量遥 对于我国出口到 j国

第 t年 HS六分位编码下产品 m的需求函数为院

qjmt =p
-滓

jmt 姿
滓-1

jmt

Ejt
Pjt

渊1冤

其中 滓为替代弹性袁qjmt表示我国在 t年出口到 j

国 m产品的数量袁pjmt为 t年 m产品出口到 j 国的市

场价格袁姿jmt代表我国 t年出口到 j国 HS六分位编码

下 m产品的质量袁Ejt为 j国 t年消费者总支出袁Pjt表

示进口国 j地区 t年的价格指数袁 对上式两边取自然

对数可得到回归方程式院

ln qjmt=酌jt-滓ln pjmt+着imt 渊2冤

其中 酌jt=ln Ejt-ln Pjt为进口国要年份两维虚拟变

量袁包含了随进口国和时间变化的变量信息袁用于控

制进口国的价格指数和收入水平遥ln pjmt为第 t年我国

出口到 j国 m产品价格的自然对数袁方程估计的残差

项 着jmt=渊滓-1冤ln 姿jmt包含了我国 t年出口到 j国 m产

品的质量信息 姿jmt遥 (2)式为某一产品的回归方程式袁根

据上述整理袁定义产品质量 qualityjmt院

qualityjmt=ln 姿赞 jmt=
着赞 jmt

渊滓-1冤
渊3冤

其中 qualityjmt取决于残差项着赞 jmt与产品间的替代

弹性 滓袁 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替代弹性 滓的取值袁

本文采用了回归模型中价格项系数的估计值来替代遥

(3)式可以测度我国出口到每个国家每个年度某一 HS

产品的质量袁 但不同 HS六分位编码产品质量不具有

可比性袁本文需要将质量加总到整体层面来看质量的

变化情况袁需要将上式得到的产品质量指标进行标准

化处理院

r_qualityjmt=
qualityjmt-min qualityjmt

max qualityjmt-min qualityjmt
渊4冤

max qualityjmt尧min qualityjmt分别表示我国所有年

度出口到所有国家 HS某一产品质量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遥经过(4)式调整后的标准化产品质量指标位于[0袁1]

之间袁没有单位袁可以在不同层面加总来比较分析遥 测

度我国 t年出口到 j国整体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Qjt袁

定义如下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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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jt=
m
移渊

淄aluejmt

m
移淄aluejmt

伊r_qualityjmt冤 渊5冤

其中 淄aluejmt尧
m
移淄aluejmt分别代表 t年我国出口

到 j国某一产品的价值量和出口到该国所有产品的价

值量的总和遥

本文利用 2006-2017年我国出口到 49个样本国

家的联合国 UN Comtrade 数据库计算出我国出口到

各个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遥 前期原始数据整理过程院

首先剔除样本信息缺失的数据袁包括没有贸易金额和

数量信息的数据遥 然后袁为了更好地体现我国出口产

品质量的变化情况袁本文借鉴陈晓华等[17]的研究袁剔除

一些技术含量较低且价格变动不一定能体现其出口

质量变动的产品袁如第十四类渊珠宝尧贵金属制品尧仿

首饰等冤尧第二十一类渊艺术品尧收藏品及古物冤和第二

十二类渊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冤遥 通过上述整理过

程袁 总共获得了 2006-2017年我国出口到 49个国家

4002种 HS六分位编码产品的出口产品质量袁数据单

位总数为 1,600,293袁共计运行了 4002次回归袁最终汇

总出我国出口到 49个国家 2006-2017年出口产品质

量 Qjt遥 表 1展现了 2017年我国出口到各国的相对出

口质量情况遥

由表 1可知袁 在发达国家中袁2017年我国相对出

表 1 2017年我国相对出口质量情况

Tab.1 China爷s relative export quality in 2017

1 爱尔兰 0.559 1 乌克兰 0.501

2 芬兰 0.547 2 约旦 0.493

3 奥地利 0.527 3 巴西 0.492

4 挪威 0.502 4 土耳其 0.491

5 韩国 0.499 5 马来西亚 0.488

6 斯洛伐克 0.495 6 埃及 0.487

7 日本 0.495 7 比利时 0.479

8 阿联酋 0.492 8 孟加拉 0.476

9 巴拿马 0.492 9 南非 0.475

10 丹麦 0.491 10 俄罗斯 0.475

11 法国 0.490 11 印度尼西亚 0.474

12 瑞典 0.487 12 墨西哥 0.474

13 新加坡 0.484 13 泰国 0.472

14 德国 0.480 14 印度 0.471

15 意大利 0.478 15 毛里求斯 0.462

16 西班牙 0.478 16 巴基斯坦 0.460

17 瑞士 0.477 17 菲律宾 0.448

18 匈牙利 0.475 18 尼日利亚 0.434

19 加拿大 0.473 19 哈萨克斯坦 0.323

20 澳大利亚 0.468

21 英国 0.465

22 波兰 0.460

23 美国 0.459

24 捷克共和国 0.456

25 以色列 0.455

26 新西兰 0.454

27 希腊 0.453

28 智利 0.451

29 荷兰 0.408

30 斯洛文尼亚 0.389

注院国家划分标准采用 2018年世界银行的标准袁若 2018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 12375美元则划分为发达国家袁低于 12375美元

划分为发展中国家遥

36窑 窑



口质量排名前五名的国家是爱尔兰尧芬兰尧奥地利尧挪

威尧韩国袁排名后五名的是新西兰尧希腊尧智利尧荷兰尧

斯洛文尼亚曰 在发展中国家中袁2017年我国相对出口

产品质量排名前五名的是乌克兰尧约旦尧巴西尧土耳

其尧马来西亚袁排名后五名的是毛里求斯尧巴基斯坦尧

菲律宾尧尼日利亚尧哈萨克斯坦遥

三尧实证结果与分析

渊一冤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 49 个样本国家 2006要2017 年经济数

据作为研究对象袁检验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与进口国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之间的关系遥 因此袁本文构建如下跨

国面板模型院

Qjt=茁0+茁1iprjt+茁2lnfdijt+茁3lnpgdpjt+茁4openjt+茁5lsijt+着jt

渊1冤

其中 Q表示我国出口到世界各国的相对产品质

量袁ipr表示进口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袁fdi表示进口

国对我国的外商投资存量袁pgdp表示进口国国内人均

收入水平袁open表示进口国的贸易开放度袁lsi表示进

口国使用软件的正版率袁j表示进口国袁t表示年份遥

渊二冤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渊见表 2冤

被解释变量院出口产品质量(Q)采用施炳展的需求

反推法利用联合国 UN Comtrade数据库推导出来遥 核

心解释变量院知识产权指标根据余长林[18]采用世界经

济论坛(WEF)公布的叶全球竞争力报告曳中知识产权保

护的指标袁数值范围在[1袁7]之间袁其中 1表示该国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很脆弱或者根本不存在袁7表示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最严厉袁所以采用WEF指标衡量 IPR遥

控制变量院吸引外资存量(FDI)数据来自国家统计

局的 49个样本国家 2006-2017年对我国直接投资的

存量曰人均收入水平(PGDP)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

库曰 贸易开放程度 (OPEN) 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

(UACTAD)贸易统计数据库曰软件正版率(LSI)来自商业

软件联盟 (BSA) 发布的软件盗版率 (UNLICENSED

SOFTWARE INSTALLATION)袁 本文用 1减去软件盗

版 率 即 为 软 件 正 版 率 (LICENSED SOFTWARE

INSTALLATION)遥

表 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data

通过数据的描述性结果可以看到共有 588个观

测样本袁其中我国相对出口产品质量(Q)指标的平均值

为 0.466袁最小值为 0.246袁最大值为 0.595曰进口国知

识产权保护 (IPR) 指标平均值为 4.575袁 最小值为

1.960袁最大值为 6.580曰外商直接投资(FDI)单位为万

美元袁平均值为 50,202.287万美元曰进口国人均收入

水平(PGDP)单位为美元袁平均值为 27,039.423 美元曰

贸易开放程度(OPEN)为进口国各国某一年进口总值

加上出口总值除以该国 GDP 的百分比袁 平均值为

0.914曰软件正版率(LSI)为百分比袁平均值为 0.553遥

渊三冤实证与结果分析

1.总体样本回归结果

本文分别基于混合最小二乘法尧 随机效应模型和

固定效应模型对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和我国出口

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袁实证结果如表 3所示院

表 3 模型估计结果院基于全球视角

Tab.3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based on a global perspective

注院*尧**和 ***分别表示在估计的系数在 10%尧5%和 1%

的水平上显著遥

Q 588 0.466 0.035 0.246 0.595

IPR 588 4.575 1.134 1.960 6.580

FDI 588 50202.287 115854.830 3.000 735156.000

PGDP 588 27039.423 22240.553 509.640 103059.250

OPEN 588 0.914 0.599 0.211 4.416

LSI 588 0.553 0.203 0.130 0.850

IPR -0.100*** -0.143** -0.045*

(0.029) (0.059) (0.027)

LNFDI 0.039*** 0.049*** 0.013**

(0.004) (0.006) (0.006)

LNPGDP 0.083*** 0.090** 0.021

(0.021) (0.037) (0.024)

OPEN -0.190*** -0.196** -0.208***

(0.055) (0.080) (0.064)

LSI -0.005** -0.003 -0.007***

(0.002) (0.004) (0.002)

Constant 3.850*** 3.644*** 4.574***

(0.192) (0.246) (0.290)

Observations 588 588 588

R-squared 0.070 0.069 0.074

Number of 国家 49 4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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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分别为固定效应尧随机效应和混合最小二乘

回归估计结果通过上述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院无论是混

合回归尧固定效应回归还是随机效应回归都可以看到

知识产权(IPR)与出口产品质量(Q)具有显著的负相关

效应遥 根据 F检验和 huasman检验袁得到采用固定效

应进行分析处理遥 通过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进一步分

析袁核心解释变量知识产权(IPR)指标通过了 1%的显

著性检验袁 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负显著影响袁提

高 1个百分点的 IPR会导致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下降

0.100个百分点遥 这说明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

提升会抑制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遥 外商直接投资

(FDI)尧贸易开放程度(OPEN)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

正显著影响袁提高 1个百分点的 FDI尧OPEN分别会使

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0.039尧0.083个百分点遥 说明

进口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增加尧贸易开放程度提高会

促进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遥 人均收入水平(PGDP)

和软件正版率(LSI)提高 1 个百分点会使我国相对出

口产品质量下降 0.190和 0.005个百分点袁 对我国出

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负效应遥 这说明当进口国人均

收入水平提升和该国软件正版率的上升会减少对我

国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袁从而导致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

下降遥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别回归结果

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数据袁本文利用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袁结果如表 4所示院

表 4 模型估计结果院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Tab.4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based o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注院*尧**和 ***分别表示在估计的系数在 10%尧5%和 1%

的水平上显著遥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袁 在发达国家中袁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IPR)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Q)具有显

著的负效应袁提高 1个百分点的 IPR会导致我国出口

产品质量下降 0.022个百分点遥 这说明发达国家更加

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袁而我国的高质量的出口

产品核心竞争力较弱袁不具有成型的竞争优势遥

在发展中国家中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IPR)对我国

的出口产品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袁进一步说明了发展

中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度偏弱遥 这样会增加

我国对其出口高技术产品被模仿概率袁不利于我国高

质量产品的出口遥

3. 稳健性分析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袁本文以加拿大弗雷

泽研究所(Fraser)公布的叶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曳2006-2017 年 49 各

样本国知识产权保护度作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IPR)

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袁 其数值在 0~10之间袁0

表示保护程度很弱几乎不存在袁10表示保护强度非常

严厉遥 将 ipr_f带入计量模型进行回归袁结果如表 5所

示院

表 5 稳健性分析

Tab.5 Robustness analysis

注院*尧**和 ***分别表示在估计的系数在 10%尧5%和 1%

的水平上显著遥

ipr_f -0.012*** -0.009*** -0.017***

(0.003) (0.003) (0.005)

LNFDI 0.003* 0.003* 0.001

(0.002) (0.002) (0.003)

LNPGDP -0.026*** -0.023** -0.031*

(0.009) (0.010) (0.016)

OPEN 0.017 0.029 0.003

(0.012) (0.019) (0.017)

LSI 0.157*** 0.064 0.281***

(0.052) (0.060) (0.092)

Constant 0.670*** 0.654*** 0.743***

(0.090) (0.110) (0.164)

Observations 588 360 228

R-squared 0.084 0.065 0.130

Number of 国家 49 30 19

IPR -0.022*** -0.005
(0.005) (0.009)

LNFDI 0.003 0.002
(0.002) (0.003)

LNPGDP -0.019** -0.030*
(0.010) (0.016)

OPEN 0.029 0.018
(0.019) (0.017)

LSI 0.173*** 0.348***
(0.061) (0.101)

Constant 0.588*** 0.620***
(0.095) (0.166)

Observations 360 228
R-squared 0.094 0.079

Number of 国家 3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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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袁Fraser公布的各国产权保

护指标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与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一致院无论是从全球视角还是划分为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体袁其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都是

负的显著性影响袁与本文回归结果一致袁即进口国产

权保护程度加强会显著抑制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

升遥 此外袁外商直接投资尧进口国人均收入水平和贸易

开放度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也与上文基本一

致遥 由此可见袁实证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遥

四尧结论与启示

本文重点研究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我国

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理袁分析得到结论院当进口国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升会抑制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

升级遥这也验证了 HELPMAN[19]的观点袁即知识产权保

护程度的提升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模仿成本袁不利于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袁 从而不利于产品质量的升

级遥 同时袁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体

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袁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

加强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袁而发

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

影响则不显著遥 这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当前出口产品相

较发达国家而言技术水平偏低袁当进口国提升知识产

权保护强度时袁则会抑制我国高质量产品的出口遥

因此袁为了更好地适应WTO框架共同协议袁我们

既不能一味地跟从发达国家制定过高的知识产权保

护标准袁又不能过度放任国内生产企业对于模仿创新

的依赖遥 要认识到我国企业只有从模仿创新转变到自

主创新才是长远的发展策略遥 由此可以适当给予模仿

创新的出口企业一定补贴或税收激励措施来提升其

出口产品质量袁同时袁逐步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和

执法体系遥 通过上述措施既可以给我国模仿创新企业

转型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袁又能适应国际上对于自

主创新企业日益严格的保护趋势袁形成合理的平衡体

系遥 同时袁也要制定相应的行业应对措施袁扶持重点行

业发展袁充分合理配置资源袁统筹兼顾非重点行业的

发展袁努力实现叶中国制造 2025曳的制造强国战略遥

参考文献院

[1] ZHANG H, YANG X.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export qual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Is鄄

sues,2016,15(2):168-180.

[2] BRODA C, WEINSTEIN D E. Glob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Variet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121

(2):541-585.

[3] AMITI M,FREUND C,The Anatomy of China's Export Growth

[EB/OL].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2008(6):29[2019-

12 -3].https://elibrary.worldbank.org/doi/abs/10.1596/1813 -

9450-4628.

[4] BERRY S,WALDFOGEL J.Produt Quality and Market Size[J].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0,58(1):1-31.

[5] AMITI M, KHANDELWAL A K. Import Competition and

Quality Upgrading[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3,95(2):476-490.

[6] 张杰, 翟福昕, 周晓艳. 政府补贴尧 市场竞争与出口产品质

量[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 32(4):71-87.

[7] FAN H,LI Y A,YEAPLE S R.Trade Liberalization, Quality,

and Export Price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5,

97(5):1033-1051.

[8] 程凯,杨逢珉.FDI尧OFDI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J].经

济经纬,2019,36(3):49-57.

[9] FARUQ H A.How Institutions Affect Export Quality [J].Eco鄄

nomic Systems,2011,35(4):586-606.

[10] HU C, PARSLEY D C, TAN Y.Exchange Rate Induced Ex鄄

port Quality Upgrading:A Firm-Level Perspective [J].MPRA

Paper,2017:1-63.

[11] 程锐,马莉莉.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9,35

(4):42-59.

[12] GLASS A J, WU X.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quality

improvemen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82

(2):393-415.

[13] KIEDAISCH C.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a quality-lad鄄

der model with persistent leadership[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5,80:194-213.

[14] 林秀梅,孙海波.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研究:基于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J].产业经济研究,2016(3):21-30.

[15] 徐盈之,王晶晶.知识产权保护尧产学研协同创新与产品质

量升级[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8(3):

24-30.

刘鹤铭袁等院外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39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7期

[16] 施炳展.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测度与事实[J].经

济学(季刊),2013,13(4):263-284.

[17] 陈晓华,黄先海,刘慧.中国出口技术结构演进的机理与实

证研究[J].管理世界, 2011(3):44-57.

[18] 余长林.知识产权保护尧模仿威胁与中国制造业出口[J].经

济学动态, 2015(11):43-54.

[19] HELPMAN E.Innovation,Imitation,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J].Econometrica, 1993,61(6):1247-1280.

渊责任编辑院白 晔冤

The Impact of Foreig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the Quality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LIU Heming1袁DAI Zhongqiang2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2.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院This article selects 49 countries whose trade volume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80% of China's export trade volume from 2006

to 2017. According to demand back-calculation method, the United Nations UN Comtrade database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quality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It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intens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importing countries

on the quality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strengthening the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will reduce the quality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but after further analysis of

different economies divided into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enhanced degre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鄄

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while the impact of the pro鄄

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the quality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is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 export product qual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demand revers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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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渊Huni冤袁就其狭义概念而言袁是指于公元 4

世纪中叶出现于罗马文明视野袁并在随后对罗马帝国

的政治军事秩序带来巨大冲击的游牧群体遥 然而袁这

样的狭义定义却远不足以涵盖这个族群模糊的早期

历史遥 匈人是一个起源晦暗不明袁文化语言混杂的复

合群体袁即使作为匈人最早的记录者袁阿米安努斯窑马

赛里努斯在论及这一族群的起源时也只能以一个模

糊的方位加以概括遥 因此袁当人们在近代重新审视这

个影响巨大的游牧群体时袁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其概

念的阐释袁而概念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起源问题袁并由

此引发出长达三个多世纪的争议遥 时至今日袁对匈人

概念的解释早已延伸至语言学袁考古学乃至人类学的

研究范畴遥 学者们依托更为系统的理论构造和更为多

元的研究思路袁将匈人概念扩展到更加宏观的跨欧亚

广延当中袁 以更为丰富的史料去解释这个深奥的秘

密遥 文章意在回顾 300多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脉络袁理清其中的争议和理论突破袁以期为匈人研究

的进一步深入提供良好的学术史参照遥

一尧匈人与匈奴在概念上的趋同

法国东方学家德窑奎尼写于 1748年的 叶匈人尧突

厥尧蒙古人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曳一作开启了近现

代匈人研究的序幕袁作者凭借自身对古中国文献的了

解袁 参照其中对北匈奴人去向的记载袁 认为出现于 4

世纪中叶拉丁文献记载中的匈人和此前 2个世纪消

失于古代中国视线的北匈奴人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遥 [1]

随后袁爱德华窑吉本在叶罗马帝国衰亡史曳一书中首先

在概念上将两者等同遥 [2]时值 19世纪末袁德国学者夏

德所写叶伏尔加河匈人与匈奴曳一文对德窑奎尼所举汉

文史料加以补证袁进一步为匈人即北匈奴的观点提供

了支撑遥 夏氏的观点有着较为严密的逻辑链袁实现了

中西史料的良好衔接袁也标志着匈人匈奴同族论的日

趋成熟遥[3]匈人概念由此与北匈奴人概念趋同袁成为 20

世纪前半叶学术界的普遍认识遥 这一时期袁学者们着

学术史上的匈人概念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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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西古典史料以论证两者等同的努力仍在继续遥 内

密提渊K.Nem伲ti冤认为匈人一词很可能来自斯特拉波记

载中的 Phrynoi一族袁而 Phrynoi又与中国和巴克特里

亚相邻袁因此根据同时期的方位推断袁作为匈人名称

起源的 Phrynoi一词可与野匈奴冶等同遥 夏尔潘提尔渊J.

Charpantier冤 则认为袁 普林尼记载下处于小月氏

渊Tochari冤之旁的 Phuni一族亦是蒙古草原之匈奴渊匈

奴人和小月氏相邻冤袁 而 Phuni同样源于 Phrynoi 一

词袁由此说明匈人匈奴同族遥 [1]英国学者韦尔斯的叶世

界史纲要要要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曳一书则将迟至 4世

纪末活动于南俄地区和中亚草原一带的游牧部落统

称为匈人袁其中包括公元前后退出蒙古高原而西迁中

亚的匈奴人遥 [2]上世纪 30年代末袁一部系统论证匈奴

西迁的著作叶中亚古国要要要斯基泰人与匈人及其在世

界历史地位的研究曳的出版袁标志着自 18世纪以来匈

人尧匈奴同族论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遥 该书作

者美国学者麦高文在延续夏德所论的基础上袁结合西

方学者于 20世纪初基于希腊罗马文献所做的匈人起

源研究袁通过适当的推理和猜测袁还原出了公元 2世

纪至 4世纪后期匈奴自蒙古高原不断西迁而冲击罗

马世界的历史片段遥 在麦氏的论述中袁野匈人冶一词已

然成为囊括了自蒙古高原至南俄草原袁 横跨欧亚袁纵

跨近 600多年以来与野匈冶概念相关游牧民的统称遥 [4]

尽管作者并不能为这种泛化的囊括提供超越前人的

直接证据袁但无疑匈人和匈奴人在概念上的等同使用

已因麦氏一书而成为一种惯例袁在上世纪中叶以前一

直占据着学界认知的主流地位遥

二尧从对同族论的质疑到野早期匈人冶概念

的形成

然而袁自 20世纪初以来袁针对匈人匈奴概念等同

的质疑便一直存在遥 实际上袁夏德之论的关键在于袁他

将中国古籍中有关匈奴征服粟特的记载等同于西史

记载中匈人对阿兰人的征服袁理由是叶北史曳记载中将

粟特与古之奄蔡视同袁而奄蔡即为斯特拉波记载下的

Aorsi的对音袁是为亚速海和里海间阿兰人的一支遥 而

粟特亦为拜占庭史家约达尼斯记载中阿兰人的一支

Sadages所在克里米亚半岛渊Sughdag冤之音译袁由此将

匈人匈奴视为一体遥 [3]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叶康居粟特

考曳一书中首先对这一关键的证据提出了质疑袁他认

为粟特应为粟弋袁其古音为 Suk-dok袁即中亚索格迪亚

那地区袁温那沙与奄蔡古音相类袁固有粟特袁古之奄蔡

之说遥 在温那沙中袁温乃姓氏袁那是粟特语九之意袁沙

为伊朗语 Sah的音译袁因此温那沙指的是中国史籍所

载粟特九姓昭武王袁本姓温遥 而此时的匈奴入侵袁指的

是嚈哒对索格迪亚那的征服遥 白鸟库吉还认为袁奄蔡

的古音 ap-cat对应的是普林尼记载下伏尔加河以东

的族群 Abzoae袁并非克里米亚地区的 Sadages遥 [5]美国

学者特加特根据 叶汉书窑陈汤传曳 奄蔡=阖苏 渊古音

Hap-so/Hap-suo冤的记载袁也得出了奄蔡即 Abzoae的

结论袁并认为 Abzoae是当时阿兰人部落同盟的一支袁

因此也被冠以阿兰之名袁固有叶魏略曳所记奄蔡袁别名

阿兰之说袁与 Aorsi并不相关遥 因此袁奄蔡所在的位置

不可能位于克里米亚地区遥 [6]江上波夫则认为袁根据中

国古籍记载袁阿兰人渊奄蔡冤和粟特人都擅于经商袁但

前者往往从事转手贸易袁粟特人则直接从事远距离商

业活动袁因此袁在叶北史曳有关匈奴征服粟特的文段中袁

曾出现野粟特冶往凉土贩货的记载显然指的是后者遥 [7]

随后袁日本学者榎一雄渊K. Enoki冤结合古中国文

献尧中亚文献和西史有关白匈人及寄多罗人渊Kidarites

Huns冤的记载袁提出了完全颠覆以往人们对匈奴征服

粟特这一历史事件认知的解释遥 他首先肯定了白鸟库

吉对粟特即索格迪亚那的判断袁 但质疑其匈奴=嚈哒

的观点遥 他认为嚈哒并非自金山渊阿尔泰山冤南下的阿

尔泰部落袁而应来自粟特以西的兴都库什山区遥 根据

嚈哒在中文文献中出现的时间渊456年冤和随后嚈哒征

服巴克特里亚并向周边扩张的情形来看袁嚈哒帝国是

在控制北印度和吐火罗斯坦之后才开始向粟特扩张

的遥 直接的证据体现在叶隋书曳中院康国渊索格迪亚那地

区冤在 5世纪曾发生过王室更名现象袁其王本姓温袁应

为-Un袁即 Chion或 Xyon=Xwn袁是为匈奴袁反映出他们

曾于 4世纪中叶为匈奴征服遥 后其王改姓为昭武袁是

为-Jauvla袁 即入侵印度笈多王朝的嚈哒王头罗曼

渊Toramana冤的姓氏袁这明显地反映了嚈哒人对此地的

侵入不可能与匈奴征服粟特的时间对等遥 [8]在同年的

另一篇文章中袁榎一雄详细论证了入侵粟特之匈奴应

当是阿米安记载中与波斯帝国交战的匈尼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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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Chionitae冤遥 他得出结论认为匈人和匈尼特人是在同

一时期分别出现于伏尔加河和泽拉夫善河流域的不

同群体袁匈人与嚈哒尧匈人和征服粟特的匈奴人之间

并没有切实的联系遥[9]20世纪上半叶诸多学者袁尤其是

日本学者的研究袁 已基本推翻夏德之说的立论基础遥

匈人匈奴同族论在中国古籍方面鲜有的关键证据也

因此受到学界的重新审视遥

另一方面袁从西方古典文献来看袁同族论的立论

之一袁 即斯特拉波和普林尼记载中的 Phrynoi渊Phuni冤

同匈奴的等同关系也在上世纪 30年代遭受到质疑遥

1931年罗斯托夫采夫渊Mikhail Rostovtzeff冤在叶西徐亚

和博斯普鲁斯曳一书中就重新审视了这一观点袁他认

为这个族称以许多不同的变体出现在古典文献记载

中袁 包括普林尼的 Phuni袁 斯特拉波 叶地理学曳 中的

Phrynoi袁以及希腊旅行家狄奥尼修斯叶旅行记曳中的

Phruri袁 究其根源袁 都来自于公元前三世纪希腊作家

Apollodorus Rhodius 所载巴克特里亚诸王的征服事

迹遥 希腊人在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后不断向周边扩张袁

来到了 Phryni和赛里斯人渊Seres冤的国度遥 然而袁这一

时期袁匈奴人活动的中心显然集中于阴山山脉和河套

地区袁直到公元前 215年秦始皇收复河套袁才将匈奴

人驱逐到阴山之北的区域遥 因此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这一时期的匈奴人势力会越过阿尔泰山乃至葱岭而

与当时位于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有所接触遥 [10]

随后袁英国古典学家塔恩渊W.W Tarn冤 在叶巴克特

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曳一书中也认为袁在普林尼的记

载中与 Phrounoi渊Phuni冤相邻的民族 Tochari袁即是中

国文献中记载的小月氏遥这一民族在巴克特里亚希腊

王国时期活跃于塔里木盆地遥 而从记载的相对位置来

看袁Phrounoi显然与更西面的巴克特里亚接壤袁 位于

Tochari的西面遥而这一时期渊公元前 200年以前冤匈奴

人的活动范围尚未及塔里木盆地遥 [11]

奥地利学者门琴窑海尔芬则将拜占庭史家约达尼

斯有关匈人的描述同狄奥尼修斯在 叶旅行记曳 中对

Phruri的描述加以比对袁 发现了匈人与 Phrounoi概念

相联系的另一条逻辑链遥约达尼斯曾把西徐亚描绘为

一个蘑菇的形状袁先是狭窄袁然后向外延伸扩展直到

匈人尧阿尔巴尼人渊Albani冤和塞里斯人渊Seres冤遥门琴认

为袁约达尼斯对匈人所处位置的描述很可能就是参照

了其数世纪前狄奥尼修斯的旅行记录遥 理由如下院在

旅行记录中有一个与 Phruri 极为相近的族称

椎紫俦淄淄紫咨袁 狄奥尼修斯将这个民族定位在里海北面西

徐亚人之外的区域袁而在其之外是 Caspii人和尚武的

阿尔巴尼人遥 在狄奥尼修斯文本混乱的流传过程中

椎紫俦淄淄紫咨逐渐与匈人-匕俦淄淄紫咨等同袁而门琴通过对叶旅

行记曳早期版本的研究袁发现 椎紫俦淄淄紫咨一词实际上应

当写作 庄俦咨子咨紫咨袁与匈人一词的希腊语写法 匕俦淄淄紫咨并

无关联遥因此袁门琴认为袁正是这一与 Phruri渊Phrounoi冤

的读音相近的族名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与匈人的读法

趋同袁使得约达尼斯将匈人与古老的族名 Phrounoi混

淆在了一起袁因此也就将 Apollodorus一系的涉及塞里

斯人和巴克特里亚地区的记载同尚武的阿尔巴尼人

的记载混淆在了一起遥 [12]此论一出袁亦基本上证伪了

Phrounoi与匈奴的关联性遥

时值上世纪中叶袁 英国古典学者汤普森渊E.A

Thompson冤在其著作叶匈人曳一书的前两章中袁系统地

回顾了学界有关匈人起源的研究成果袁并批判性地认

为其中一些所谓名称上的相似袁更多的是基于文本传

抄和翻译上的偏差遥 作者还依托阿米安尧克劳迪安尧杰

罗姆尧索卓门等人的文本袁试图还原匈人在进入欧洲

之初及其随后 20多年间的早期历史袁 并对同族论保

持存疑的态度袁认为匈人和匈奴之间的联系仍是一个

深奥的秘密袁是现今文献和考古史料所不足以支撑起

的猜测遥 因此他强调匈人研究应回归阿米安文本的起

点袁应将野匈人冶视为一个古典学领域的具化概念遥 他

认同古典学者伯利在早先提出的看法院野匈人冶是一个

确切的概念袁从阿米安到普利斯库斯袁这一名称一直

有着明确的所指袁他们有时候会被当时泛称的西徐亚

人概念所取代袁 但很明确的是所有匈人是西徐亚人袁

而所有西徐亚人不是匈人遥[13]对此袁汤普森在其著作中

曾给出明确定义院匈人概念像西徐亚人那样在文献当

中的泛化使用袁要在更晚期的六世纪遥 因此就匈人一

词而言袁它在 4-5世纪的涵义就是特指活跃于罗马文

明圈及周边的以匈人渊Huns尧匕俦淄淄紫咨尧Huni尧Unni)为名

号并被记录下的游牧群体袁与以往古典文献中所出现

的诸多类似名称并无关联遥 [14]内亚史研究的开创者丹

尼斯窑塞诺也认为袁 无论是中亚和西方古典文献中所

出现的类似于阿米安笔下匈人渊Huni冤的名称袁还是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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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词在拜占庭时代及其以后的泛用袁都是无法说明

相互间的关联性的遥阿米安所记录的匈人是 4-5世纪

西方古典文献中拥有具体指代的概念遥 [15]

迟至 1973年才出版的著作叶匈人的世界曳一书袁

集中了门琴窑海尔芬自 1944年以来诸多有关匈人研

究的观点和成果遥 是二十世纪匈人研究领域的集大成

之作遥 该书的大多数观点形成于上世纪中叶袁整合了

这一时期学界对匈人概念所产生的思辨和争议袁并从

文献史料尧语言学尧考古史料尧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切

入袁深入探讨了匈人的可能起源袁就以往诸多起源说

中的关键性证据逐一加以分析遥 门琴的结论和汤普森

相同袁认为尚没有确切的证据来支撑匈人尧匈奴同族遥

然而与汤普森不同的是袁 从对匈人概念的理解来看袁

门琴似乎并不希望将对匈人的概念溯源止步于阿米

安所在的四世纪中叶袁他注意到了上世纪早期匈牙利

学者摩拉维希克渊Gyula Moravcsik冤和拜占庭学家瓦西

里耶夫渊Alexander Vasiliev冤对匈人概念所根植古典认

知的追溯遥 门琴在 1973年的专著中强调了这些认知

对理解匈人这一古典学概念的重要性袁并逐一枚举和

分析这些可能的概念起源遥 在排除了其中存在谬误的

说法后袁他以地理学家托勒密记载中的 Chuni一族为

根据提出了东欧早期匈人的设想遥 他认为野早期匈人冶

不仅仅可以在名称上找到与阿米安笔下匈人的相关

性袁还因两者所共同具有的古代西徐亚人因素而在相

互的活动区域和社会生活特征上达成了一致遥 [12]门琴

的尝试颇具创见袁 他试图超越阿米安文本的局限袁从

观念史的角度探讨阿米安笔下匈人概念所可能具有

的古代认知起源遥 令人遗憾的是袁在随后很长的时间

内袁 门琴在古典学领域的探索并没有在学界持续发

酵袁人们似乎更多地认可汤普森的理解袁而将概念的

争议停留在存疑阶段袁以至到了 90年代袁丹尼斯窑塞

诺在总结自己对匈人问题的理解时也对这般局限于

存疑的研究现状表示遗憾袁这也代表着上世纪末人们

对匈人起源和匈人概念的一般看法遥 [16]

三尧泛欧亚意义上的匈人概念

然而袁门琴在古典学领域对匈人概念早期起源的

探索袁却无疑给予了从其他视角切入匈人研究的学者

以启发遥 其中的一些学者依托中西古文献尧中亚古文

献及新旧考古发现成果袁开始从泛欧亚的宏观视角来

思考前阿米安时代所可能存在的匈人概念及这一概

念与早期匈人的联系遥 这一泛化了的概念构想袁始于

上世纪中叶突厥学和东方学家萨摩林 渊William

Samolin冤所做将欧洲匈人概念与活跃于中亚和南亚地

区野匈冶渊Khion尧Xwn尧Huna等冤概念加以联系的尝试遥

他认为野匈冶的因素来源于崩溃的匈奴帝国遥 臣服于匈

奴帝国的阿尔泰地区游牧民如今成为了后匈奴时代

以往臣服于匈奴帝国的中亚游牧和半游牧国家的征

服者遥 他们不仅仅是寄多罗尧嚈哒或是其他与波斯和

印度冲突不断的游牧帝国的统治者袁更是欧洲匈人群

体原先的统治核心袁 只是在进入欧洲之前袁野匈冶

渊Khion冤的核心群体遭受了来自阿提拉一系祖先的颠

覆遥 [17] 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同一时期的普里察克渊Prit鄄

sak冤和摩拉瓦希克渊Moravcsik冤袁他们依据草原部落因

方位而具有不同颜色代称的传统袁来解释欧亚草原和

伊朗南亚等地区带有野匈冶因素游牧群体的名称遥 东面

和北面分别由蓝色和黑色代表袁暗示着更高的权威和

财富袁南面和西面由红和白代表遥 [18]而这其中的西野匈

奴冶显然指的就是西方史籍记载中的白匈人袁而阿提

拉一系活跃在北面的匈人自然也就是黑匈人袁这一点

可以通过匈王卡拉东渊Karaton冤的名字所包含的 Kara

一词渊意即突厥语的黑色冤看出来遥 [18]

然而袁在此不久前袁英国伊朗语言学家贝利渊H.W.

Bailey冤的 Harahuna 一文则有着不同的说法袁她认为

粟特语 Xwn 指的是拜火教经典 Avesta 中的邪神

Hyaona遥 Xwn尧Huna或是其他类似野匈冶的概念在中亚

和南亚地区的出现是伊朗语族群在向周边草原世界

传播文化的结果遥[19]在贝利观点的基础上袁美国伊朗史

和中亚历史学家弗莱尔渊Richard Frye冤在上世纪 80年

代对萨摩林泛欧亚意义上的匈人概念提出了质疑袁认

为类似 Khion尧Xwn尧Huna这样的名称在很大程度上是

基于当地的文化背景而出现于中亚和南亚地区的袁在

这些文化中袁这些所谓的野匈冶概念与当地神话尧传说

之中的恐怖力量紧紧相关遥 因此袁野匈冶只是那些游牧

部落借以威吓他们敌人的称号罢了遥 [20]随后袁丹尼斯窑

塞诺借用伯利和汤普森对 6世纪后匈人概念使用的

泛化论断来理解这些出现于内亚区域并带有 野匈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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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称的群体袁认为匈人名称的泛化意义同样适用于

这些带有野匈冶名号的群体袁他们可以被视作匈人袁只

不过这些匈人各不相同袁数量庞杂袁而他们的匈人名

字也因此丧失了具体的指代遥 [16]尽管沉寂了很长一段

时间袁 但支持萨摩林理论的学者在 90年代仍发表了

一些新的观点袁增添了这种泛欧亚意义上野匈人冶概念

的合理性袁 其中的代表是厄尔迪 渊M.佴rdy冤尧 纳拉因

渊Narain冤和蒲立本袁厄尔迪举证考古学研究成果袁认为

在三世纪袁 阿尔泰地区仍活跃着匈奴的核心群体袁他

们逐渐向西西伯利亚南缘和哈萨克草原西北地带移

动袁征服了当地的丁零突厥部落袁到了公元 4世纪袁他

们分别向南面和西面活动袁出现在阿姆河以东泽拉夫

善河一带和伏尔加河袁形成后来的白匈奴与匈人遥[21]加

拿大东方学家蒲立本渊E.G Pulleyblank 冤 认为叶宋书窑

十三州志曳所载索格底亚那和奄蔡两个区域分别有自

己的王袁这意味着他们在 4世纪中叶左右被同时号称

为匈人的两股相似的政治力量所攻占遥 他结合普里察

克的观点袁 又依托科诺诺夫提出的中亚寄多罗匈人

渊Kidarites冤因与突厥鲁尼语 Kidirti渊西边的冤的关联

性袁而被视为西方匈人的结论袁认为泛欧亚意义上的

匈人是以颜色来确定他们迁徙和控制的方位的袁他们

有着同样的来源袁随后由哈萨克草原分化出拥有各自

掌控领域的部落遥 [22] 匈奴史研究学者纳拉因 (A.K.

Narain)认为袁康居尧贵霜帝国和随后的寄多罗有着与

匈奴帝国极其相似的政治制度袁 他们都实行副王制袁

这些王拥有固定的头衔和与之对应的统治区域袁因此

他认为这种匈奴政治因素的延续是自阿尔泰山至哈

萨克草原再至吐火罗斯坦之所以广泛存在以 野匈冶为

名的政治体的最好解释遥欧洲匈人袁因其名称中所具有

的野匈冶的因素而理应成为这种政治延续的一部分遥 [23]

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袁新世纪以来的内亚史研究

者依托在中亚和南亚的考古发现 渊主要是钱币和印

章冤以及对亚美尼亚尧波斯尧印度尧巴克特里亚及粟特

文献的新研究成果袁进一步完善了对这一泛欧亚意义

上匈人概念的构建遥 法国伊朗学家葛勒耐渊Frantz

Grenet冤在 2002年的文章中总结了多年以来对寄多罗

和嚈哒史的研究成果袁他认为袁公元 5世纪初袁巴克特

里亚和原先的贵霜帝国区域遭受了来自中亚地区泛

欧亚意义上匈人部落的袭击遥 他们是普利斯库斯史料

中出现的 Kidarites Huns和喀布尔附近窖窟里出土的

带有 Oghlar Huns-贵霜之王称号印章的主人袁在这些

野匈人冶的帮助下袁寄多罗赢得了对萨珊的胜利袁并获

得了萨珊的贡金遥 而后袁寄多罗政权又为这些匈人所

驱逐袁他们与随后建立起帝国的嚈哒人很可能是拥有

同一来源却不相统属的两股野匈人冶力量袁后者随后又

取代了前者遥 [24] 在葛勒耐的学生袁 法国学者魏义天

渊Etienne. de La Vaissiere冤于 2003 年的文章里袁这种

泛欧亚意义上的匈人概念已被较为完善地构建起来遥

她认为寄多罗尧嚈哒都是来自中亚地区并经由粟特进

入吐火罗斯坦和印度的众多野匈人冶当中的成员袁他们

之间可能没有太多的统属联系袁只因共同拥有的匈奴

因素而被称为野匈冶遥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袁欧洲匈人也

与他们有着相同的匈奴因素袁并很可能来源于共同的

中亚区域袁尽管这些匈人可能在族属和语言上相互不

同袁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均留有匈奴的痕迹遥 [25]

在 2015年的文章中袁 魏义天总结性地将泛欧亚

匈人的产生和扩展阐述为三个阶段院匈奴受其他势力

挤压自鄂尔多斯和蒙古里亚迁往阿尔泰地区是为第

一阶段袁而在此之后长达两个世纪的中间期是为第二

阶段袁 他们的活动中心为阿尔泰地区和明奴辛斯克

渊Minusinsk考古发现冤盆地袁这一直持续到 4世纪遥 在

此期间袁匈奴原先的群体很可能经历了复杂的人口重

组和文化重构袁使得第三阶段开始时袁分别向南和向

西的两个迁移群体与原先的北匈奴之间产生了巨大

的差异遥 但很明显的是袁在第三阶段自哈萨克草原迁

出的这些欧亚匈人群体无疑在政治和某种程度的文

化上是匈奴的延续遥 [26]

与此同时阿特伍德的研究开拓了自门琴以来一

直未被重视的某种思路袁即古典学意义上的早期野匈

人冶 研究同内亚史意义上的泛欧亚匈人研究的结合遥

阿特伍德沿着门琴的思路袁就匈人渊Huni冤一词在古典

学意义上的起源展开了新探讨袁认为匈人的名称来自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对周边世界伊朗语的拼读遥 在此

基础上袁阿特伍德试图论证有可能是匈人一词来源的

希腊语名称 Ounnoi和 Khionai同中亚尧印度尧伊朗的

Xwn尧Huna等名称的联系袁 意在指出这一泛欧亚的匈

人概念实际上也应包括那些西方古典记载中可能是

匈人一词来源的部分遥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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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学者金贤真渊Hyun Jin Kim冤同样也是泛

欧亚匈人概念的支持者遥 在魏义天的基础上袁金将欧

洲匈人与同时期出现在萨珊波斯东北边境的匈尼特

人渊Chionites冤视作来源于同一支匈人的政治实体遥 这

个政治实体由几个可能关系并不密切的部分构成袁但

在每一部分中袁都具有匈奴政治体制的遗留因素遥 [18]

近年来袁布罗塞德渊Ursula B. Brosseder冤对考古学

研究成果的分析袁再次引发了学界对匈人概念和匈人

起源的讨论遥 布罗塞德认为袁匈人在进入欧洲之初应

当是一个临时聚集的混杂群体袁他们极快地接受了欧

洲日耳曼和萨尔玛提亚文化中的许多部分袁因此并没

有太多具有欧亚草原特征的物质文化遗留遥 她根据文

化交互理论认为袁匈人的政治和文化并不是一种固定

的尧紧凑的尧完整的实体袁它经历着不间断的交互和改

变袁因此袁在面对这种复杂的文化构造时袁布罗塞德呼

吁匈人研究者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寻找考古学证据

中所存在着的文化交互的痕迹袁认为这才是泛欧亚概

念上匈人研究所要依托的重要根基袁而细节将会为我

们更好地看待这个问题提供宽广的解释遥 [28]

四尧结语

至此袁学术界对匈人概念的理解大致可划分为汤

普森所倡导的依托阿米安记载的匈人概念和泛欧亚

意义上的匈人概念两种遥 而根据阿特伍德的说法后者

又涵盖了古典学意义上的由门琴提出的 野早期匈人冶

概念遥 匈人概念作为匈人研究领域最为基础的问题袁

其核心是有关匈人起源的讨论遥 在经过了数个世纪的

争议之后袁到了上世纪末袁匈人匈奴同族说失去了其

主流观点地位袁遭受到广泛的质疑乃至否定遥 以此同

时袁我们也可以看到袁自上世纪中叶以降袁有关泛欧亚

匈人概念的思考与构建已经逐渐成形袁突破了以往引

发同族说争议的理论框架袁并有望实现对匈人起源的

全新解释遥 而就扎根于古典学研究本身的早期匈人概

念来说袁 这一研究思路仍然处于观点的探索阶段袁期

待着更多证据链的形成遥 总体而言袁20世纪以来的匈

人概念研究已然发生了巨大改变袁丰富且多领域的证

据来源正在实现学科间的破壁袁有望为研究中的具体

问题解决提供更好的支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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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fini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Huns in Academic History

WU Xi

渊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冤

Abstract:The study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Huns is the most basic problem in the field of Huns爷 research, and its core is the discus鄄

sion on the origin of the Huns. After centuries of controversy, by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race-identification between Hsiung-nu

and the Huns had not yet been mainstream of perceiving idea and was widely doubted and even denied. Meanwhile, we can also see tha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theory of the Pan-Eurasian Huns have gradually come into its forming, which broke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caused the controversy of the theory of bypast homology in Hsiung-nu and the Huns, and it promises a new ex鄄

plana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Huns. As for the theory of the early Huns,which is rooted in the study of classics itself, it is still in the pre鄄

liminary stage, waiting for more evidence chains to back it up. In general, the study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Huns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bundant and multi-field sources of Academic evidences which achieved the dilapidated wall in multidis鄄

ciplinary field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study of the Hun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is issue,

to clarify the disputes in the process of argum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and after all to provide a good academic history refer鄄

ence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Huns.

Key words院the convergence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Huns; the dissent of the homology theory;the Pan-Eurasian H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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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戏曲野永城大铙冶的市场化探究

时维纬

渊郑州财经学院 现代教育学院袁 河南 郑州 450000冤

摘 要院野永城大铙冶是河南省一种民间徒歌说唱艺术袁主要伴奏乐器为大铙尧竹板和筷子遥 随着文化多样性发展袁

西方的摇滚尧流行音乐文化占据了青年人音乐文化的主流形式袁而永城大铙草根化尧业余化的发展袁使得越来越多的艺人

不能够得到足够的生活来源袁导致其在现有的文化体制下逐渐的走向没落遥 如何在新时期的文化体制下袁让大铙艺人更

好地传承和发展大铙艺术袁让更多的年轻人在纷繁的流行音乐文化中,喜爱并发展和传承大铙艺术袁是我们亟待解决的

问题遥 从野永城大铙冶发展实际出发袁对文化市场管理袁文化产业管理及文化事业管理三个方面进行探究袁从而为野永城大

铙冶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提供借鉴遥

关键词院永城大铙曰文化市场曰文化产业曰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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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院时维纬渊1990-冤袁男袁汉族袁助教袁主要从事非物

质文化遗产尧艺术管理研究遥

一尧野永城大铙冶概况

野永城大铙冶是流行于豫东地区稀有的曲艺剧种袁

它以其独特的唱腔袁粗狂豪放的表演风格尧即兴编创尧

演唱以及丰厚的文化底蕴等特点深受豫东地区人民

的喜爱遥 据史料记载袁铙作为乐器在北宋时期就已经

出现袁 并在明清时期就已被广泛用于地方戏曲的伴

奏遥 经大铙艺人口口相传袁大约在清光绪年间袁大铙便

已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出现遥 光绪十二年袁大铙艺人韩

凤魁将大铙技艺带入永城袁从此大铙便在永城生根发

芽遥 后经大铙艺人程学山渊即程元芳冤不断地对大铙的

演出形式尧 剧目以及演员进行规范的管理和创新后袁

才使得大铙最终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民间曲艺剧种要

永城大铙遥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袁经过女艺人王小凤

的潜心钻研袁又将大铙的表演形式中进行了重大的改

变遥 将原来的双股件形式改成了单股件的表演形式袁

这也为大铙的演出节省了人力袁同时也开创了大铙发

展的新纪元遥 20世纪 70年代至今大铙技艺又经过了

卞明坤尧练超尧王玉玺等大铙艺人的努力才传承至今遥

但自从 21世纪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袁 人们的文化娱乐

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袁 经历了由单一到多样化袁

由多样化到多层次的发展遥人们对于永城大铙也不向

过去那样痴迷袁这就使得永城大铙的受众变窄袁最终

导致永城大铙走进濒危曲种的行列袁但幸运的是野永

城大铙冶 于 2009年被列入河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袁这让我们对于永城大铙的发展和传承

看到了希望遥

目前永城大铙主要从艺者王玉玺师从大铙艺人

卞明坤的二弟子练超袁王玉玺作为编尧演俱佳的全能

艺人袁其表演风格粗犷豪放尧字正腔圆袁广为流传的段

子有叶马前泼水曳叶罗成算卦曳叶刘邦斩蛇曳等遥 后随着表

演技巧的提升袁逐步进行创新袁他找到了当时评书表

演艺人王良杰学说的叶三侠剑曳叶童林传曳等大部书袁将

其两者结合大大丰富了永城大铙的内容遥然而在高新

技术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袁人们的娱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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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袁喜爱的民间艺术的人骤减袁大铙

文化的市场低迷袁大铙艺人选择转行生存遥 [1]

二尧野永城大铙冶现状分析

一个地区文化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地区

文化经济发展的整体实力和水平袁文化市场的发展又

带动本地区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袁在经济社会的大市

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遥 永城大铙作为永城地区稀有的

曲艺剧种袁如何与各类现代文化相抗衡袁发展成为独

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曲艺市场正是本文探究的目的遥 笔

者借用 SWOT分析如下院

渊一冤表演曲风优势

永城大铙唱词多旁白少袁一字一音较为常见几乎

没有较长时间的间奏袁 因此适合演出长篇连台书目袁

且高亢有力极具渲染力的唱腔遥 在表演艺术风格上袁

永城大铙在表演过程中袁 首先主观性多于客观性袁作

品大多都是对生活的提炼袁注重写意袁且伴奏乐器简

单袁小型题材的作品只需要一个人就能够演唱遥

在早期袁大铙的受众大多文化程度低袁如果追求

程式化的表演风格不足以表现好的效果袁不能够被大

家所接受袁所以大铙演唱时袁大铙艺人对剧情进行夸

张或即兴的改编袁在表演上自然朴实袁根据自己的感

觉对故事走向进行大胆的描述袁尽量与民众的欣赏能

力相吻合遥 永城大铙的演唱均为永城当地人袁大铙艺

术的传承主要是依靠口传心授袁 没有具体的曲谱记

载袁在传承和表演的过程中袁每个艺人都能根据自己

的理解以及受众的欣赏水平去加以创造袁从而使曲目

得以更加完善袁相比曲谱规整的旋律来说袁永城大铙

的演出和传承就显得那么的自然和贴近群众遥和今天

的专职艺人不同袁那时说唱艺人只有农忙结束后才出

来演出袁由于大铙不像其他曲种如豫剧尧柳琴尧坠子等

有较多的乐器伴奏和较复杂的剧情人物划分袁不需要

正规华丽的场地袁在人流量大的地方袁竹板一打袁大铙

一响袁大铙艺人就开始自己的表演遥并且演唱中对于声

音和伴奏都没有很高的要求袁只需大铙艺人在表演时简

单地把故事说明白即可袁同时根据观众的呼声和临场的

反映乃至自己当时的心情进行即兴表演袁 煽动性很强袁

给当时娱乐活动匮乏的人们带来了精神的享受遥

永城大铙作为曲艺中较为优秀的艺术袁加之永城

野汉兴之地冶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袁给永城大铙的剧本

创作提供了优秀的历史文化素材袁也使得野永城大铙冶

具有丰富的文学内涵和色彩遥 就拿野永城大铙冶经典的

唱段叶刘邦斩蛇曳来说袁一句野这蟒虫袁一股白气冲上

天袁白蛇空中叫还命袁口要刘邦把命还袁刘邦说袁深山

哪来的命还你袁但等着平地依你把命还袁刘邦说的是

玩话袁没料想袁 君子口里无戏言遥 冶在其中我们能看到

既不乏对于历史传说经过的解读袁又恰当的把当地的

方言与文学语言相结合袁使人们听之并无违和感遥 野永

城大铙冶剧本最基本的文化内涵在于袁能够用简短的

文字袁并与当地的语言紧密结合将历史典故清晰地表

述袁实现真正的雅俗共赏遥 [1]

渊二冤市场发展的滞后性

21世纪后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袁各种文化

也呈现出百家争鸣袁百花齐放的态势袁使得原本不占

据市场优势的传统曲艺剧种面临尴尬的境地袁永城大

铙的市场竞争力出现严重的不足遥

剧目大多以传统的戏曲为主袁不能够与现代的文

化有一个较好的融合袁且曲目俗套尧表演形式单一遥 主

要以传统的唱段为主袁缺乏时代的创新能力遥 与之相

比的柳琴戏尧河南坠子袁虽在曲目素材内容上基本与

之相同袁但由于其顺应时代袁在演出人员的选择尧舞台

服饰道具的运用和创新以及合理地运用新时期科学

的文化管理知识等袁让原本单调的曲艺形式重新焕发

生机袁且吸引了大批的年轻曲艺人才的加入袁为曲艺

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袁这恰恰也是野永城大铙冶文化市

场的发展中所极为欠缺的遥 创新力度不足袁作品基本

停留在以传统的作品为主的状态袁而且曲目上参差不

齐袁不能够与时代的发展相契合袁因而很难吸引更多

中青年的目光遥在曲目的编排上也不够紧凑袁很难让观

众有带入感曰同时缺乏新意袁演出的程式老化袁对于曲

艺的传承留下很大的弊端袁也难适应市场化的发展遥

同时袁 当地政府对于传统文化产业扶持力度薄

弱袁文化市场的管理机制不完善袁没有形成较为规范

的艺术市场演艺条例及保障机制袁导致永城的文化发

展状况较为混乱袁各种曲艺文化之间缺乏相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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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遥 与其他外来的曲艺剧种相比袁其不具备占据市

场的条件和优势袁因而缺乏市场的竞争力遥 所以野永城

大铙冶作为永城地区稀有的曲艺剧种袁要想进入文化

市场发挥自己的文化价值就必须吸引观众袁提升本地

区观众的文化消费能力袁这样才能真正地发挥野永城

大铙冶作为地区优秀曲艺剧种的文化价值尧审美价值

以及经济价值遥

渊三冤产业化发展不充分

艺术产业是对艺术中可以走向市场和用产业方

式运作的那部分艺术行业尧艺术产品和艺术服务的总

称遥 [2]艺术产业是艺术行业中与市场直接或紧密联系

的部分袁直接面对市场尧借鉴产业化的运作模式袁通过

艺术生产与艺术服务能够创造较大经济效益的经营

活动袁艺术产业能够带动和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健康发

展袁艺术产业为人们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袁除了能够

获得经济效益之外袁另外一个直接的目的则是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遥 [3]所以艺术的产业

规模化尧制度化发展袁不仅可以促进野永城大铙冶的剧

本的创新袁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艺术传承的

行列之中袁对于野永城大铙冶的发展以及传承产生较大

的影响袁此外野永城大铙冶的产业化发展能够为其发展

提供更多的机遇和挑战遥 这使得面临困境的大铙艺术

和艺人在传承的过程中袁不仅能够为传承艺人带来经

济上的收入袁而且能为达到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更

多新鲜活力遥

永城大铙在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上袁却面临诸多的

困境遥 进入 21世纪袁中国的经济文化迅速的发展袁人

们的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袁人们的审美能力以

及对于艺术产品的欣赏都有着较大的转变遥 这使得

野永城大铙冶 在原来艺术发展的程式下很难有长足的

发展袁 更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遥

现代网络尧媒体的快速发展袁在为大家的生活提供便

利的同时袁也让大家能够从多角度去了解各种文化艺

术的发展袁 但对于处在大环境下的永城大铙来说袁仍

旧以传统的艺术品传播作为首要手段袁无疑给大铙的

产业化发展带来困难遥 且文化产业管理尧经营尧投资相

关的人才较少袁无法为永城大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产

业化发展的理论与技术的支持遥

渊四冤人才培养机制和创新能力不足

20世纪 70年代袁 永城大铙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

荣的景象袁大铙艺术人才层出不穷袁诞生了大量优秀

的大铙剧目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

富起来袁人们对于流行的文化产生猎奇心理遥 永城大

铙的发展也因此陷入了瓶颈袁 大铙艺人为了维持生

计袁不得已而转行从事其他行业袁并且呈现出衰败的

景象遥

2009年永城大铙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才又逐渐被大家所知晓遥 此时的大铙艺术早已不复往

日的模样袁能够完整的演艺大铙唱段的艺人也是屈指

可数遥 如今大量的年轻人都乐于追赶时尚和潮流袁对

于传统的曲艺毫无热情袁即使是出于对大铙艺术热爱

的年轻人袁苦于没有出路而中途放弃袁大铙的技艺也

因此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遥 除此之外袁在已有的大铙

艺人中袁大多文化程度都较低袁没有经历过专业的音

乐培训袁缺乏相应的曲谱创作及撰写能力袁这使得大

部分口耳相传的经典剧目面临失传或已失传的境地袁

大铙的唱腔旋律也不能原汁原味的呈现在大家面前袁

这对后世的人们来说袁可谓是一件憾事遥 永城大铙的

剧目在传承和发展上缺乏新意袁只是一味的模仿性传

承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问题遥

三尧永城大铙的发展策略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袁人们对

于文化艺术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袁如何在这种文化体

制下更好地发展传统曲艺艺术袁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

和传承这门稀有的艺术袁探索一条适合永城大铙让其

在科学管理下发展的路径袁显得尤为的重要遥

渊一冤建立文化市场管理机制

永城大铙作为传承上百年的传统优秀曲艺剧种袁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表演风格在豫东大地上焕发着独

特生机与活力袁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各种文化

体制的发展袁永城大铙如果保持自己一成不变的管理

风格袁必定会在传承的道路上陷入困境遥 要保证艺术

市场的平稳运行袁增强永城大铙作为稀有曲种的传播

力度袁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空间袁就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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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文化市场的管理机制遥 野只有完善文化市场机制,群

众文化活动才能拓宽领域,因人制宜尧因地制宜地广泛

地开展起来, 也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真正满足群众

自身的精神生活和求知的愿望, 满足促进经济发展的

需要遥 冶[4]

政策上袁政府应给予较大的优待袁加强大铙艺术

市场的政府扶持力度袁做好舆论的引导工作袁对于大

铙艺术市场上存在的管理缺失现象袁 应提供专家咨

询尧培训尧指导等袁积极地派遣专家团袁学习其他曲艺

剧种科学尧先进的管理经验袁以达到规范和发展的目

的遥 在已有政策的基础上袁运用具有直接尧快速和强制

性特点的行政命令尧指标尧规章制度及条例袁解决永城

大铙在发展尧传承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遥

经济方面袁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合袁采取战略

性尧宏观性和指导性的经济策略袁合理地制定文化市

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遥 [3]对于永城大铙这种具有传

统艺术价值袁 但处于市场发展水平急剧下降的艺术袁

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袁鼓励和拓展大铙艺术的市场发

展空间袁并通过价格的调节袁给永城大铙创造一个良

性发展的道路遥 通过设立相关的奖项袁对于有利于大

铙艺术传播的人和企业单位袁采取鼓励措施袁以达到

发展和传承的目的遥

传播方面袁通过与当地的广播电视媒体进行沟通

合作袁给广大的受众以直接尧快速的学习尧发展和传承

意识曰与当地的教育部门合作将永城大铙作为教学内

容纳入到日常的学习中去袁让传统的曲艺艺术注入更

多新鲜的血液曰与各新闻出版单位合作袁为曲艺艺术

的理论化传承做好铺垫遥 通过舆论手段对于优秀的大

铙艺术作品袁采取支持尧奖励和舆论宣传遥

渊二冤走文化事业管理道路

文化事业管理是人们在管理文化艺术创作尧生

产尧流通尧消费等过程中的活动遥 广义的文化事业管理

指各级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

理, 狭义的文化事业管理则指企事业文化单位对具体

文化活动的微观管理遥 [5]野永城大铙冶处在一个文化大

发展的社会袁要想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袁单单的局限于

小剧场的发展袁难以创造更多的市场价值及更多的文

化效益袁所以我们要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放在文化事

业发展的大环境下袁 才能创造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遥 纵观文化事业的发展袁文化事业涉及的领域较多袁

如电影业尧广播电视业尧歌唱尧戏曲等遥 作为传统优秀

曲艺剧种的野永城大铙冶要想形成产业化的发展规模袁

文化事业的发展历程是必不可少的遥 文化事业的发展

大都与政府及有关的行政部门有很大的关联遥 大都带

有较强的公益和服务的性质袁这对于文化产业前期的

发展能够带来较好的文化宣传效益袁 为更好的传承袁

提供受众基础遥

政府应建立相关的曲艺文化管理或分管戏曲的

部门袁为永城大铙的发展提供制度体制的支持袁定期

组织相关的演艺团体以及相关的文化传承人进行演

艺尧普及教育遥 设立专门的曲艺研究协会或演艺单位袁

虽然说现在为了适应永城曲艺发展设立了永城市曲

艺家协会袁也有相关的曲艺传承人负责相关的管理工

作袁但由于管理体制较为混乱袁仍然没有摆脱以往百

家齐放的状态袁发展较完善的曲艺剧种仍占据着主要

市场袁对于市场占有薄弱的永城大铙来说袁仍是远水

难解近渴遥

政府以及相关高校组织建立永城大铙传承与发

展的传习所袁 并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及旅游资源相结

合袁在发展经济和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同时袁带动曲艺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很有必要遥 虽然现在永城大铙传承

人王玉玺为此建了相关的曲艺大观园袁但是大部分时

间段表演曲目以其他大家所熟知的曲艺 渊柳琴戏尧大

鼓书冤为主袁对于永城大铙的传承推动作用微乎其微遥

这也是永城大铙长期面临后继无人尴尬局面的重要

原因遥 所以要尝试加快宣传和曲艺的推广教育力度袁

努力带动永城大铙由准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向推动经

济的文化产业模式转变遥 现代社会文化发展光靠政府

的扶持是不现实的袁大部分年轻一代袁因为看不到传

承与推广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袁不愿加入到传承的行

列袁 这也是老一辈的传承人已经经历和面对过的问

题遥 所以顺应时代的发展袁走文化事业产业化的道路袁

能够有力促进曲艺传承的良性发展遥

渊三冤实现文化产业化管理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对来说较为落后袁主要原

因在于中国对于文化资源的发掘不够充分袁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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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政策不够完善且文化市场的发展缺乏科学性遥

当下袁文化的产业化尧经济化是现代社会文化建设和

发展的大趋势遥 要实现尧维护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

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利益, 必然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

想, 转变观念, 实施文化管理创新, 加强文化建设, 利

用民族文化资源, 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 对文化产品

进行产业化尧综合性尧规模性开发, 调整和优化文化产

业结构, 扩大文化企事业的数量和规模, 加快专门人

才培养, 不断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法规, 促使文化产业

健康发展遥 [6]所以对于永城大铙来说袁充分发掘其存在

的文化艺术潜力以及市场价值袁 满足广大群众的广泛

需求袁建立合理的文化产业发展机制尤为重要遥

加强人才的培养与发展机制遥 对于永城大铙艺人

来说袁他们所拥有的大铙技艺袁足够他们对大铙的演

艺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袁但是要形成产业化的发展模

式袁却有着较大的差距遥 大铙艺人大都出生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袁文化程度普遍都较低袁没有进行过系统

的音乐专业知识的学习袁使得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只

能靠口耳相传袁难以保持曲种的原汁原味袁以及唱段

的完整性袁给大铙的传承工作带来极大地麻烦袁也给

大铙作品的创新带来很大的瓶颈遥 因此政府和广大的

大铙艺术传承者袁 应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袁形

成系统化的曲艺传承研究理论体系袁广泛吸纳音乐和

戏曲方面的人才袁同时引入曲艺剧种传承机制袁让永

城大铙走进社会走进高校袁 被更多的年轻人所熟知袁

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遥

加强旅游产业与戏曲传承的紧密结合遥 永城市汉

兴之地的独特地理优势袁加上永城市芒砀山 5A级景区

的发展袁 使得永城大铙可以与现代旅游者的审美相结

合袁 通过旅游资源的开发将戏曲艺术转化为文化艺术

产业袁这不仅有力于永城大铙的传承袁也为永城旅游业

的发展拓宽渠道遥 戏曲传统文化产品向特色文化旅游

产品的转变袁使得地方戏曲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遥

加强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遥 野文化发展的源动力

在于创新袁没有创新袁文化就将失去发展的生命力遥 冶[7]

永城大铙要寻求更好的发展袁 首先要在本体上创新袁

借助当今网络以及高科技技术袁结合现代观众的审美

品位袁永城大铙可以尝试在保持其原有传统本质的基

础上袁充分地利用互联网及各种媒体的功能袁在保护

知识产权的情况下袁 将传统曲艺唱段进行大段创新袁

改变以往的舞台模式袁 结合先进的灯光舞美等元素袁

打造新颖的传统曲艺产品袁让更多的年轻人能自觉地

喜欢上这门传统的艺术袁继而传承这门艺术遥 其次袁在

销售渠道上创新袁 打破原有大铙艺术只在田间地头尧

集会场所演出的形式袁充分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优势相

结合袁利用大型文化展演尧大型面粉展销会尧黑色经济

商业化洽谈尧文化旅游尧承办重大赛事等契机袁将曲艺

产品进行大胆的改编创作袁深入挖掘大铙艺术潜在的

文化价值袁拓宽大铙艺术的销售渠道袁推动产业的进

一步发展遥

四尧结论

永城大铙作为较为优秀的永城曲艺剧种袁有着强

大的生命力袁要使其能够更为长久的屹立于豫东大地

上袁光靠曲艺艺人传统方式的传承已经难以很好地实

现袁建立较为完善的文化管理机制袁才能让传统技艺

适应现代的发展潮流遥 所以要大力发展文化市场体

制袁推动曲艺市场制度的完善袁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袁

才能促进区域文化的稳步向前发展遥 还要积极推动永

城大铙作为文化事业发展的准公益性事业发展袁文化

艺术的发展不能脱离群众袁 只有群众接受了文化袁熟

悉了这门艺术袁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尧传承及

保护袁才能为创造更大的市场做准备遥 有了事业发展

创造的资源以及人才输入袁永城大铙便可以向利益最

大化的文化产业转型遥 这对带动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

以及曲艺的传承尧保护等都会有较大的益处遥 这样永

城大铙在面对今天日益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局面时袁

才能够更好地发展和传承这门优秀的传统艺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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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福建生态文明发展与茶区的生态建设

福建省气候环境优良袁历史开发力度尧环境污染

较小袁具有一定的生态优势袁生态文明建设基础较为

扎实袁是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袁是全国首个

国家生态省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1]遥茶叶作为福建省农业主导产业之一袁带动农民

致富增收尧带动地区经济发展遥

在国家对生态建设的倡导下袁福建省致力于加强

茶叶质量安全工作袁做好生态茶区建设袁引导主要茶

叶产区建设绿色尧有机茶园袁将生态茶作为提升品牌

茶业实力和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砝码和发展方向袁

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遥 2014年袁福州茉莉花与茶文

化系统特色农业文化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渊简称 GIAHS冤名录袁展示了中华农业文明袁折射出中

国生态文明的魅力遥 福建最具区域品牌价值的安溪铁

观音袁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不仅获得第一个全国茶叶

类驰名商标称号袁2018年更是位列全国区域品牌榜第

二位遥

二尧福建茶叶质量安全现状

渊一冤福建茶叶质量安全合格率情况

根据福建省农业厅的统计袁2017年福建省第四批

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样监测中茶叶样品的合格率为

100%曰2017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中茶叶

抽检合格率 98.9%遥 影响茶叶质量安全的有以下几个

要素袁分别是重金属污染尧农药残留污染尧有害微生物

福建消费者茶叶质量安全的认知与行为
要要要基于生态文明的考量

谢向英袁 吴雅雯袁 戴心怡袁 苏燕汝袁 林榅荷

渊福建农林大学 管理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福建省是生态文明示范区袁长久以来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袁与时俱进的生态文明发展赋予了农业新的内涵袁

作为福建特色农业尧支柱产业之一的茶产业对福建省的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遥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袁消费者对

质量安全的重视程度远超从前遥 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大势所趋的背景下袁探究福建省消费者对茶叶质量安全的要求袁分

析消费者对茶叶质量安全的认知情况袁从而得出相关对策建议袁以期为茶叶生产企业的茶叶产品供应提供建议袁同时提

高消费者的生态消费意识与食品质量安全观念和影响健康尧绿色尧可持续茶叶消费行为决策袁从而引导安全茶叶生产袁从

生产源头控制质量安全袁促进福建茶叶市场良性循环发展遥

关键词院生态文明曰茶叶质量安全曰消费者认知曰消费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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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尧灰粉污染等[3-4]遥 2018年省农业农村厅省级第四

次和全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中袁漳州市峻云茶

业有限公司尧浦城县福邦茶叶加工厂尧尤溪县云富茶

业有限公司的 3个茶叶样品农药残留超标遥 可见袁当

前福建茶叶质量安全情况总体趋稳向好袁但茶叶质量

安全问题仍旧不容忽视遥 在食药监局 2018年食品抽

检中袁福建省安溪县某公司生产的大红袍出现草甘膦

不合格现象遥 三氯杀螨醇不合格尧联苯菊酯不合格的

茶叶也曾被检测出袁茶叶质量安全问题仍需我们共同

努力遥

渊二冤福建茶叶安全认证数量

近些年来袁福建获得茶叶产品认证的数量不断增

长遥 截至目前袁我省已认证无公害茶叶企业 53个尧面

积 13.9万亩袁无公害茶叶产品 82个尧产量 1.4 万吨曰

绿色食品企业 103个尧面积 8.8万亩袁产品 142个尧产

量 9700 吨遥 全县已近 100 家茶企获得 ISO9000尧

HACCP尧ISO14000尧GAP尧GMP等认证袁 其中有机茶叶

生产企业已有 21家袁 有机认证面积从 34128亩增加

到 39628亩袁为全国产茶县首位遥 其中高建发尧兴溪茶

业获欧盟 EOS尧美国 NOP尧日本 JAS有机认证遥

三尧福建消费者的生态消费意识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袁消费者在满足饮茶需求的

同时袁对茶叶质量安全的关注度不断增强遥 他们更加

关心茶叶中的农药和有害重金属残留尧产地尧包装尧生

产日期和保质期尧微生物残留等[4-6]遥 消费者在现阶段

对于茶叶市场普遍存在一种不信任的心理袁担心产品

质量不过关是阻碍消费者购买茶叶的最大原因遥 消费

者虽然希望买到高质量的茶叶产品袁但他们对我国茶

叶质量安全标志的认知水平和信任程度较低[7]遥 且近

几年虽福建省对茶叶质量安全的宣传力度不断增加袁

但安全茶叶意识仍未深入人心袁很多饮茶者对固定的

茶叶种类和品牌情有独钟袁 尤其重视饮茶的口感袁对

茶叶的安全性考虑不够遥 亦由此袁课题组结合时下生

态文明大趋势袁 以茶叶质量安全为主体设置问卷袁对

消费者展开调查遥

四尧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在野基于生态文明的考量下的消费者对茶叶质量

安全主观认知与应对情况的调查问卷冶中袁问卷的第

一部分为消费者基本信息的调查袁包括性别尧年龄尧学

历和收入情况遥 问卷第二部分为生态文明视域下福建

消费者对茶叶质量安全的认知和消费行为的调查袁包

括茶叶质量标识认知情况尧茶叶市场状况尧茶叶购买

渠道等方面袁在下文将展开详细分析遥

本次调查于 2018年 4月至 2018年 12月期间进

行袁以福建九大市区的消费者为调查对象袁采用实地

调研和网络问卷两种方式袁共发放问卷 473份袁剔除

无效问卷 27份袁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446份遥

从人口学特征来看袁 受访者男女比例基本持平遥

从年龄结构看袁约 71%的受访者为 20-40岁袁约 29%

的受访者为 41-60岁遥 从月收入情况来看袁无收入的

受访者占 31.84%袁 有收入受访者主要集中于 2000-

5000元水平遥

五尧问卷结果分析与研究结论

渊一冤问卷结果分析

1.消费者对生态茶叶的认知

首先调查消费者对茶叶质量安全的主观定义遥 在

受访者的认知中袁 茶叶的安全认证 渊63.68%冤尧 口感

渊56.28%冤 以及重金属和农残含量是否符合国家基本

要求渊48.65%冤是消费者对茶叶质量安全的主要因素袁

少部分消费者认为茶叶开封后的时长也是一个考虑

因素遥

就消费者对茶叶质量相关标识认知情况而言袁受

访者对野无公害农产品冶野绿色食品冶野有机茶冶标识认

知的比例分别占 31.39%尧47.98%和 35.43%袁对绿色食

品标识认知程度相对较高袁但仍有一些消费者对相关

标识知之甚少遥

基于对茶叶质量安全的主观定义袁 在购买茶叶

时袁消费者会依据茶叶包装上的各种信息判断茶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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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遥 调查显示渊图 1冤袁受访者对茶叶包装上信息

的关注程度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茶叶的质量认证尧生

产日期和保质期尧产地遥 同时袁品牌宣传尧价格尧产品说

明也是消费者重视的因素遥 同时袁通过第三方认证尧原

产地的名声的影响尧品牌背书等袁可以有效增加消费

者对茶叶安全的信心袁从而促进消费遥 此外袁在调查过

程中袁一些受访者表示袁茶农摘种过程的工序尧信用和

消费者口碑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遥

图 1 受访者对茶叶包装上各种信息的关注程度

Fig.1 Respondents' attention to various information on tea packaging

根据受访者对茶叶市场质量安全状况的判断渊图

2冤袁70.41%的受访者对于当前的茶叶质量安全状况持

放心态度袁这说明大部分消费者对茶叶市场的安全状

况较有信心遥

图 2 受访者对茶叶市场质量安全状况的判断

Fig.2 Respondents' judgment 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tea market

调查显示袁约有 63.68%的受访者认为袁生态茶叶

销售市场上存在虚假的生态产品袁市场的监管力度不

够遥 约有 42.38%的受访者认为生态茶叶的宣传力度

不足遥 约有 41.03%的受访者认为生态茶的价格过高袁

少部分的消费者认为生态茶叶市场还存在质量参差

不齐等问题遥

对于野当代社会哪些利益相关方应对茶叶质量安

全承担责任冶这一问题袁调查结果渊图 3冤显示袁消费者

认为加工商应负主要责任袁茶农尧政府和零售商也是

重要的利益相关方遥

图 3 受访者对茶叶质量安全的利益相关方的认知

Fig.3 Respondents' perceptions of stakeholders in tea

quality and safety

2.消费者对生态茶叶的消费行为

首先调查消费者基于茶叶安全性下对不同购买

渠道的侧重程度遥 结果显示渊图 4冤袁为了购买到健康

可靠的茶叶袁消费者倾向于从专卖店购入茶叶遥 选择

茶农尧茶叶批发商的受访者也占了较大的比重遥 选择

网购茶叶和路边市场购入茶叶的受访者占比分别仅

为 7.62%和 3.81%遥

图 4 受访者对茶叶购买渠道的选择

Fig.4 Respondents' choice of tea purchasing channels

购买具有可追溯体系的茶叶是消费者规避茶叶

质量安全风险的措施之一袁通过扫描茶叶包装上的二

维码袁 即可看到茶叶产地的环境以及加工制作过程袁

基于此调查可追溯茶的购买倾向遥 调查结果渊图 5冤显

示袁 有 58.3%的受访者倾向于购买可追溯茶袁 仅有

19.28%的受访者表示不接受可追溯茶遥 可见袁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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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可追溯茶持接受态度遥 同时调查发现袁学历

高的受访者对可追溯茶叶的接受程度更高遥

图 5 受访者对可追溯茶的接受度

Fig.5 Respondents' acceptance of traceable tea

拥有可追溯体系的生态茶叶的价格一般高于普

通茶叶袁据此对受访者于生态茶叶额外费用的支付意

愿进行了调查遥 其中愿意支付额外费用的受访者为

63.9%袁占据了大多数袁且收入更高的消费者更愿意购

买生态茶叶遥

研究结果渊图 6冤还表明袁通过销售人员对茶叶生

态优势的讲解袁约有 85%的受访者愿意或有点愿意增

加此类茶叶的购买遥

图 6 销售人员的服务水平对生态消费行为的影响

Fig.6 The influence of sales staff's service level

on ecological consumption behavior

同时袁 调查消费者饮用茶叶后的后续处理方式遥

结果显示袁 大部分受访者选择将茶叶直接扔到垃圾

桶袁 约 40%的受访者选择将茶叶晒干后做成枕头尧点

燃来驱蚊或将茶叶包装盒用来收纳物品遥这表明了消

费者较少在意茶叶消费后续处理中的生态问题遥

更进一步调查发现袁消费者较少关注茶叶消费行

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袁具体来看袁野很少关注冶和野从不

关注冶自己的茶叶消费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消费

者达到了 84.3%遥 当前社会不断强调生态文明袁然而袁

30%的受访者认为其对自身消费观念影响不大袁甚至

有 9%的消费者认为毫无影响遥

渊二冤研究结论

第一袁在消费者的认知中袁茶叶的安全认证尧口感尧

重金属和农残含量是判断茶叶质量安全的主要因素遥 而

基于此袁消费者在购买茶叶时袁注重茶叶包装上的认证

标识尧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尧产地尧品牌尧价格尧产品说明遥

第二袁茶叶安全认证标识推广不足袁第三方认证

宣传仍需加强遥 对绿色食品的认知度更高袁这与绿色

食品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较长尧并且对绿色食品的推广

和宣传力度大有关袁 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起步较晚袁

社会认知度低曰有机茶主要是与国际接轨袁在国内的

市场份额较低遥

第三袁大部分消费者对于当前的茶叶质量安全状

况持放心态度袁认为茶叶市场上主要存在生态茶的价

格过高尧生态茶宣传力度不够尧生态茶叶销售市场存

在虚假的生态产品尧市场的监管力度不够尧生态茶叶

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遥 消费者认为加工商尧 茶农尧政

府尧零售商是茶叶质量安全的主要责任相关方遥

第四袁消费者普遍从专卖店和茶农尧茶叶批发商

处购入茶叶袁 归因于其能较好地保证茶叶的安全性袁

极少消费者会选择网购茶叶和路边小摊购入茶叶遥 大

多数消费者看重茶叶的口碑推广袁认为购买人数与质

量的好坏有一定的关系遥

第五袁 可追溯茶叶在市场上受到一定的认可袁虽

价格较高袁但大部分消费者愿意为更安全的茶叶支付

额外费用遥 同时在销售过程中增加对茶叶生态优势的

讲解袁有利于生态茶叶的购买率遥 消费者对茶叶后续

处理方式不当袁 大部分消费者仍保持原有的消费观

念袁没有意识到生态消费的重要性遥

六尧对策与建议

渊一冤严格把控茶叶各环节袁加大监惩力度

政府应完善茶叶信息平台袁拓宽消费者投诉举报

渠道袁提高茶叶安全信息的透明度遥 严格把控茶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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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售等各环节袁将标准细化到选种尧种植尧培育尧加

工尧包装尧出售等一系列流程遥 加大法律的监管惩罚力

度袁关于茶叶质量安全问题的处理依法追究袁及时曝

光不合格茶叶产品袁对生产虚假生态茶叶产品的茶企

进行惩处袁营造良好的茶叶销售环境遥

渊二冤宣传生态茶叶理念袁柔性推广茶文化

围绕生态茶的基本概念和质量标准袁 通过电视尧

广播等途径进行宣传袁创作生态茶叶主题的文艺音像

作品袁营造环保节约的茶叶消费氛围袁增强消费者的

生态消费理念遥 发展可追溯茶叶袁通过宣讲会尧赠送体

验装尧降价优惠等方式逐步培养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

的认知度遥 鼓励开设茶艺馆尧茶博馆袁举办茶文化艺术

节尧博览会尧茶艺赛等多元形式柔性推广福建茶文化袁

并从中甄选出优秀的生态茶企袁作为标杆品牌进行打

造袁以旗舰带动平价遥

渊三冤打造标杆品牌袁扶植生态茶企

鼓励茶企实行绿色品牌营销策略袁加快无公害尧绿

色尧有机茶叶生产基地建设纳入规范化尧制度化袁加强

无公害尧绿色尧有机茶叶认证力度袁加快认证标准与国

际标准接轨遥引导加大生态茶园尧有机茶园的认证与示

范推广力度袁或与当地旅游产业等其他业态相结合袁充

分发挥野茶园+冶的优势袁重新界定茶叶价值遥 政府应加

大对生态茶园的财政补贴力度袁制定政策倾斜方案袁给

予相应的财政补助袁 加强对茶企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用

地的保障力度遥设立茶产业发展基金袁因需适时设立促

进茶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袁从而有效减轻茶企负担袁为茶

企转型提供推力袁保障生态茶业的持续发展遥

渊四冤推进智慧茶叶袁创新茶叶体验

企业可以向消费者开放生态茶园袁把握数字经济

时代和消费转型升级的历史潮流和新型需求袁推进智

慧生态茶叶建设遥 在茶叶的包装设计上拔新领异袁吸

引消费者眼球遥 例如可以利用 H5交互界面私人订制

绿色环保的茶叶包装袁使其既可以满足部分消费者私

人订制的高端需求袁又能够树立生态茶叶企业的绿色

环保袁健康无公害的企业形象遥 同时要拒绝过度包装袁

并在茶叶包装上加入茶叶生态价值的温馨提醒袁引导

消费者饮茶后合理利用茶叶袁如茶盒用于收纳尧茶叶

可晒干再利用等保护环境的小贴士遥

渊五冤树立品牌意识袁践行绿色消费观

消费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袁 改变传统的消费思

维袁树立品牌意识袁提高对电商茶叶的信任度遥 同时要

积极学习茶叶质量安全的相关知识袁在日常生活中重

视对环境的保护袁努力提高自己对茶叶安全认证标志

的辨别能力遥 践行政府对生态茶叶的倡导和号召袁不

以价格论茶叶袁 要更多地关注到茶叶的质量安全尧绿

色理念等袁尽量购买可降解尧可回收的绿色包装茶叶袁

拒绝过度包装袁为生态茶叶品牌的做大做强尧生态文

明的建设添砖加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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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gnition and Behavior of Tea Quality

Safety of Fujian Consumers

要要要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XIE Xiangying, WU Yawen, DAI Xinyi, SU Yanru, LIN Wenhe

(School of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Fujian Province is a demonstration ar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has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鄄

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at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has given new connotation to agriculture.

Tea industry, as one of Fujian's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and pillar industries,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ujian Province.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living standards, consum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quality and safety

than b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eneral trend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Fujian con鄄

sumers' requirements for tea quality and safety, considers consumers' cognition of tea quality and safety, and thus obtains relevant coun鄄

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directional suggestions for tea product supply of tea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mproving consumers' ecological consumption awareness and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concepts and influencing healthy, green

and sustainable tea consumption behavior decisions, so as to guide safe tea production, control quality and safety from the production

source,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circular development of Fujian tea market.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ea quality and safety; consumer cognition; consume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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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大红袍是典型的武夷岩茶品种之一袁为四

大名枞之首袁以香气馥郁尧滋味醇厚尧岩韵明显著称于

世袁被称为野岩茶之王冶[1]遥大红袍 1959年被评为野全国

十大名茶之一冶袁1985年由武夷山茶叶研究所面向市

场推出第一盒商品大红袍以来袁大红袍就成为消费者

眼中的茶之珍品袁一直是品味和身份的象征[2]遥1999年

武夷山成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以后袁武夷山旅

游产业蓬勃发展袁大红袍的产品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

提高袁2001年武夷山大红袍获得国家商标总局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袁大红袍产业开始蓬勃发展[3]遥武夷山市政

府大力推广大红袍文化旅游袁2007年以野品位大红袍袁

感悟武夷山冶为主题袁举办野武夷山国际禅茶渊大红袍冤

文化节冶[4]遥 2006年之后武夷岩茶产业发展迅速袁大红

袍品牌随之风靡全国袁但是在市场营销方面还存在文

化营销落后尧加工水平良莠不齐尧产品包装和价格混

乱尧品牌被稀释等问题[5-7]遥 2016年国家正式提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袁市场营销环境随之改变袁大红袍需要

充分利用所拥有资源禀赋并结合营销现状袁制定符合

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特

征袁促进大红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8-9]袁通过对现

有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文献进行研究可知袁目前对于武

夷山大红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现状尧 历史文化尧

品牌建设和文化旅游方面袁鲜有对大红袍市场营销环

境问题的研究遥 为此袁运用市场营销理论袁通过全面梳

理和分析武夷山大红袍的市场营销环境尧 营销过程尧

营销策略和存在的问题袁提出促进武夷山大红袍品牌

建设和产业升级的建议袁并为其他区域茶叶产业制定

市场营销策略提供参考遥

一尧武夷山大红袍市场营销环境

市场营销环境是指营销系统外部不可控制的因素袁

营销活动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受这些因素的影响[10]遥 武

夷山大红袍市场营销环境主要包括政策环境尧文化环

境尧原产地环境和消费环境遥

渊一冤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主要指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文件袁具有

指导产品市场营销方向尧 保护市场营销主体利益尧调

节市场消费等作用[10]遥 1984年 8月之后袁茶叶取消野统

武夷山大红袍市场营销环境及策略分析

侯大为 1袁 丁丽萍 1袁 翁 睿 1袁 黄毅彪 1袁 吴艳丽 2

渊1.武夷学院 茶与食品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武夷学院 办公室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袁大红袍产业发展迅速袁从分析大红袍的政策环境尧文化环境尧原产地

环境和消费环境及大红袍不同市场营销阶段采用的主要营销策略入手袁 并进一步分析了大红袍市场营销还存在的品牌

形象分散尧营销策略模糊尧产品价格混乱尧影响消费判断尧分销渠道不健全尧营销效率低等问题遥 最后根据历史文化尧生态

环境尧品牌集中尧深度体验尧政策助力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武夷山大红袍市场营销的建议遥

关键词院武夷山大红袍曰市场营销环境曰营销策略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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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统购冶袁除边销茶和出口茶袁内销茶可以自由买卖袁

开启了中国茶叶商品化进程[11]遥 1999年 12月随着武

夷山成功申请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袁旅游产业迅

速发展袁并带动武夷山茶产业开始快速发展[12]遥 2010

年武夷山市政府颁布了叶关于规范武夷山市茶产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曳袁 及时遏制了违法开垦茶园的乱象[13]袁

为了促进地方特色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袁武夷山

市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袁保障了大红袍市场营

销的顺利开展袁促进大红袍产业健康发展遥

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启用野武
夷山大红袍冶证明商标的通知

2004年 12月 武夷山市人民政府
统一武夷山大红袍证明商标的使用方法袁并不定期在市场中
抽查袁对于连续三次使用不规范的产品袁取消该商家的商标
使用权袁维护武夷山大红袍产品的市场形象遥

武夷岩茶国家标准
渊GB/T18745要2006冤

2006年 12月 中国国家质监总局
制定大红袍栽培尧加工尧包装尧理化成分指标尧感官审评尧食品
安全标准及地理标志保护范围遥

野武夷山大红袍冶 争创驰著名商
标实施行政指导的工作方案

2008年 3月 武夷山市工商局
该方案执行的结果是 2010年野武夷山大红袍冶获得国家工商
总局认定的野中国驰名商标冶荣誉袁野武夷山大红袍冶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得到进一步提高遥

叶关于规范武夷山市茶产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曳

2010年 4月 武夷山市委尧市政府
针对大红袍尧武夷岩茶市场快速增长袁农民私开茶山问题袁严
禁在景区和自然保护区内私开茶山袁及时保护了武夷山的生
态环境袁为之后的大红袍生态营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遥

叶野武夷山大红袍冶证明商标使用
管理规则曳

2011年 9月
武夷山市茶叶
科学研究所

规范武夷山大红袍商标使用程序袁维护武夷山大红袍商标的
专用权和产品形象袁保障消费者权益遥

叶关于印发野武夷山大红袍冶中国
驰名商标及地理标志暂行管理
办法的通知曳

2011年 12月 武夷山市人民政府
野武夷山大红袍冶中国驰名商标标志的使用企业必须达到野武
夷山大红袍冶国家标准样要求渊GB/T18745-2006冤并签订许可
使用协议遥

叶关于进一步加快茶产业转型升
级的实施意见曳

2016年 1月 武夷山市委尧市政府
开展茶旅营销推广活动袁 支持茶企品牌营销和自主创新袁鼓
励茶企文化营销并视实际情况给与一定的政府补贴遥

关于举办传者窑武夷岩茶 渊大红
袍冤传统技艺制茶大会的通知

2018年 7月 武夷山市茶业局
弘扬武夷岩茶渊大红袍冤制作技艺袁扩大武夷山茶文化的影响
力遥

表 1 大红袍市场营销主要相关政策

Tab.1 The main policies of Dahongpao marketing

表 1中的相关政策从生产制作标准尧促进产业发

展和规范市场环境都提供了指导和保障遥 同时袁南平

市委尧市政府和武夷山市委尧市政府为促进武夷山茶

产业发展袁也根据产业实际情况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的

相关政策和意见袁为大红袍市场营销提供了强有力的

政策扶持和保障遥

渊二冤文化环境

市场营销文化环境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尧宗教文化

和价值观念三个方面[10]遥 首先袁大红袍素有野武夷岩茶

之王冶的美称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袁宋窑范仲淹叶和章岷

从事斗茶歌曳 云院野溪边奇茗冠天下袁 武夷仙人从古

栽遥 冶宋窑苏轼撰叶叶嘉传曳袁专门赞美武夷山茶袁称之为

野叶嘉冶遥清窑袁枚叶试茗曳称赞武夷山茶为野叹息人间至

味存袁但教鲁莽便失真遥 冶其次袁武夷山还是三教名山袁

朱熹在武夷山著书立说袁传经授业袁经常在九曲溪边

以茶会友[14]遥吕洞宾云游至袁在武夷山天游观前种了一

株茶树袁天游观主持采之制成茶袁名为洞宾茶[15]遥 扣冰

古佛以冰水煮茶袁悟地野吃茶去冶禅法[16]遥再次袁2006年

武夷山大红袍传统制作工艺被列入中国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单袁并在众多武夷山茶人中评选出 12

位首批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袁代表了体

现匠心精神的武夷山大红袍价值观念的传承[17]遥

渊三冤原产地环境

原产地环境主要包括资源状况尧生态环境和环境

保护 3个方面[10]袁原产地环境直接影响产品原料的品

质遥 大红袍和中国其他绝大多数名茶相比袁最大优势

就在于大红袍原产地武夷山是中国仅有的 4 个世界

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之一袁同时还是 5A级风景区袁根

据武夷山市旅游局发布的数据袁2017年武夷山景区旅

游人数超过 1200万袁 在全国 5A级景区中排名靠前袁

随着旅游产业得快速发展袁极大地促进了武夷山茶产

业的发展遥 所以大红袍市场营销在走出去的同时袁还

侯大为袁等院武夷山大红袍市场营销环境及策略分析 61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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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重打造原产地市场环境袁以便更好地服务来武夷

山旅游的潜在消费者遥 尤其是 1999年武夷山市成功

申请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之后袁武夷山举全市之力

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广武夷大红袍袁2002年武夷山

大红袍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渊国家质检总局批

准冤袁2006年推出了野浪漫武夷,风雅茶韵冶活动曰2009

年邀请张艺谋以大红袍茶为背景袁设计了大型户外实

景演出野印象大红袍冶曰承办了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袁

并从 2010年第四届开始袁永久固定在武夷山举办曰以

6棵母树大红袍为核心袁打造了大红袍慢行道景区曰在

三姑景区打造了以大红袍名字命名的红袍商业步行

街等等遥 这一系列以政府为主导的行动袁成功的在原

产地为武夷山大红袍打造了良好市场营销环境遥

渊四冤消费环境

2010年袁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37.5%和 41.1%袁中国居民消费进入服务性消费阶段袁

至 2017 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28.6%和 31.2%袁消费领域开始进一步向文化尧教育尧

旅游尧娱乐方向扩展袁居民消费开始更加重视产品品

质和服务袁绿色尧时尚尧体验和文化消费开始更受消费

者青睐[18-19]遥武夷山大红袍拥有比较完整的文化空间袁

包括大红袍祖庭 渊天心永乐禅寺冤尧 茶文化推广活动

渊中国大红袍国际禅茶文化节尧 武夷岩茶研修班冤尧文

化旅游渊大红袍母树景区尧香江名苑尧茶博会冤文创作

品渊印象大红袍实景演出冤等在文化尧教育尧旅游和娱

乐等 4各方面可以带给消费者很好的消费体验为其

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20]遥

二尧武夷山大红袍市场营销阶段划分及主

要营销策略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袁 中国茶产业开启了市场

化和商品化的进程袁消费市场也经历了生存型尧发展

型和享受型三个阶段[21]袁不同消费阶段的主要市场营

销策略不同袁武夷山大红袍市场营销阶段的划分以消

费市场发展的阶段为参考袁因此袁研究按时间顺序尧标

志性事件和主要策略三个因素划分武夷山大红袍市

场营销阶段遥

第一

阶段

1984年

之前
1972年袁毛泽东主席以 4两大红袍赠送美国尼克松总统遥 名人效应 口碑营销

第二

阶段

1985-

2007年

1985年袁由武夷山茶叶研究所推出第一盒商品大红袍小包装并开始市场推广曰

1997年袁香港回归时袁江泽民主席也曾以 4两大红袍赠送香港特首董建华曰

1998年袁在首届中国国际茶博交易会上袁大红袍荣获中国文化名茶金奖曰

1999年 12月 1日袁大红袍作为古树名木被录入武夷山世界自然遗产曰

1998年至 2005年间袁连续 5次拍出高价袁最高 20克拍出 20.8万元高价曰

2001年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证明商标袁2002年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曰

2006年 6月袁颁布武夷岩茶国家标准 GB/T18745-2006袁规范武夷岩茶大红袍的生

产技术规范及食品安全标准曰

2007年 10月袁武夷山绝版母树大红袍送藏国家博物馆冶遥 2013年 12月袁由国家首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渊大红袍冤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袁手工制作的野大红袍冶

代表作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遥

商品大红袍名人

效应

获奖

自然遗产

拍卖

地理标志

产品标准

博物馆收藏

品质营销

口碑营销

第三

阶段

2007年

至今

2007年至今袁共举办了 12届中国大红袍国际禅茶文化节曰

2008年至今袁共举办了九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袁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已经被打造

成为武夷山茶产业的一张含金量极高的名片曰

2008年武夷山中华茶博园袁武夷山茶文化大观园袁包括茶博馆尧大红袍广场尧茶景观

和山水实景演出观赏等曰

2008年袁野武夷山大红袍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福建省工商局认定为省著名商标曰

2010年 1月袁野武夷山大红袍冶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曰

2010年元宵公演大型户外实景演出野印象大红袍冶遥

政府宣传助力开

发

大红袍文化旅游

产品

会展营销

品牌营销

文化营销

表 2 大红袍市场营销阶段及主要营销策略

Tab. 2 The marketing of Dahongpao爷s three stages

62窑 窑



从表 2可以看出袁第一阶段袁商品大红袍尚未面

世袁毛泽东主席赠尼克松大红袍事件袁极大地提升了

大红袍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袁赠茶事件使大红袍达

到了国际知名的程度曰第二阶段袁江泽民主席赠茶尧天

价拍卖尧大红袍古树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和连续

2次国家博物馆收藏袁体现了大红袍作为野岩茶之王冶

的优异品质和极佳的口碑曰第三阶段袁武夷山市政府

和当地茶企共同努力袁通过举办大红袍文化节尧茶业

博览会尧申请省级著名商标尧中国国家驰名商标尧推广

茶文化旅游尧打造大红袍文化作品袁从会展尧品牌和文

化等角度展开全面营销遥

三尧武夷山大红袍市场营销问题分析

渊一冤品牌形象分散袁营销策略模糊

品牌是产品特征高度凝聚的产物袁需要有明确直

观的品牌联想袁大红袍品牌历史传说有 7种袁品牌故

事太多袁使品牌形象分散袁不利于品牌形象凝练遥 2006

年中国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武夷岩茶国家标准中把

武夷岩茶产品分为大红袍尧名枞尧肉桂尧水仙尧奇种五

类遥 其中名枞和奇种还分为其他许多品种袁在市场中

武夷岩茶品种多达几十种袁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公布

的数据袁 截至 2017 年武夷山市共有注册茶企 3550

家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9个渊武夷山大红袍尧正山

小种尧武夷山肉桂尧武夷山岩茶尧武夷山水仙尧武夷山

奇种尧武夷山白鸡冠尧武夷山水金龟尧武夷山铁罗汉冤袁

著名商标 51个袁知名商标 120个遥 武夷山大红袍是武

夷岩茶核心品牌袁从表 2也可以看出袁武夷山大红袍

在品牌联想尧知名度和资源禀赋方面远远优于其他武

夷岩茶品牌袁虽然武夷山市政府在武夷山大红袍市场

推广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努力袁 但从政策方面可以看

出袁2011年之后鲜有专门有针对促进大红袍市场营销

的政策和文件袁更多是针对武夷岩茶产业袁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武夷山市政府在面对众多武夷岩茶

品牌从而导致难以制定有效助力武夷岩茶市场营销

推广策略的困境遥 结果无论是政府还是茶企制定的大

红袍营销策略大多被其他武夷岩茶品牌的营销策略

所稀释袁无法聚焦袁市场营销效果大打折扣遥

渊二冤产品价格混乱袁影响消费判断

研究通过网络收集整理了 68家茶企大红袍产品

的价格袁 其中包括武夷山部分知名茶企官网 6家尧京

东 10家和天猫 52家,共收集 146款大红袍袁去掉商品

简介中没标注重量的产品 20份袁 共收集有效大红袍

价格信息 126份遥 分析发现袁价格区间在 15RMB/500g

到 15555.6元人民币/500g之间袁差别巨大袁其中袁10-

100RMB/500g有 16份袁来自于淘宝天猫 6份袁来自拼

多多平台 10份曰100-500RMB/500g有 53份袁 来自于

淘宝天猫和京东 44份袁 来自拼多多平台 9 份曰500-

1000RMB/500g 有 21 份袁1000-3000RMB/500g 有 21

份袁来自于淘宝天猫和京东 15份袁来自拼多多平台上

1 份袁 来自武夷山茶企官网 5 份曰3000-10000RMB/

500g有 10份袁来自于淘宝天猫 5份袁来自武夷山茶企

官网 5份曰10000RMB/500g有 5份袁来自于淘宝天猫 1

份袁来自武夷山茶企官网 4份遥 虽然 2004年野武夷山

大红袍冶证明商标知识产权的所有者要要要武夷山市茶

叶科学研究所对外公布了证明商标申请使用方法袁

2006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也颁布了武夷岩

茶国家标准渊GB/T18745-2006冤袁标准中明确规定了大

红袍产品的等级分为特级尧一级和二级袁但实际上不

规范大红袍产品依然充斥市场袁从调查数据看袁大红

袍茶品介绍中标注特级的产品有 26 份袁 价格从

149.5-3089.5RMB/500g之间袁其他大红袍在产品介绍

中没有说明大红袍产品的等级袁总之袁无论是有无标

注等级袁产品价格同样差别巨大袁使消费者难以判断遥

渊三冤分销渠道不健全袁营销效率低

分销渠道主要是指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合作袁将

产品或服务转移给消费者的过程遥在整个过程中袁批发

商和零售商各司其职袁 批发商负责为零售商提供产品

和服务袁 零售商负责向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10]遥

武夷山注册的 3550家茶企中袁只有极少部分有比较

完善的分销渠道袁绝大大部分茶叶由于企业规模小袁

没有独立建立比较完善分销渠道的实力袁同时也缺乏

分销渠道管理的能力袁所以大红袍产品的销售基本是

以茶企经营的茶店和网店销售为主袁营销效率低袁这

也是大红袍产品价格混乱的主要影响因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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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建议与结论

渊一冤建议

针对之上对大红袍市场营销环境和存在问题的

研究和分析袁提出 5点建议院

1.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袁讲好大红袍故事

武夷山大红袍历史悠久袁文化底蕴深厚袁关于大

红袍来历的传说就有数种袁印象大红袍演出中讲述了

进京赶考秀才赶考饮大红袍病愈袁功成名就的传说的

故事遥 实际上与大红袍相关的传说尧典故还有很多袁尤

其是和儒释道三教相关的传说和典故更具有历史文

化营销价值遥 例如道教的彭祖和白玉蟾袁儒教的朱熹袁

佛教的扣冰古佛都是能够提升大红袍文化品位的极

其具有文化营销价值的案例遥

2.依靠独特生态环境袁塑造健康品牌形象

武夷山优越的生态环境是武夷山大红袍市场营

销的基础袁 武夷山大红袍生长在碧水丹山环境中袁根

据武夷山市政府网公布的数据武夷山森林覆盖率达

95.3豫袁空气负氧离子含量平均 8-9万个/cm3遥 茶园土

壤多为紫红色含钙质砂砾岩尧由砾岩风化而成袁碳酸

钙胶结物较多袁SiO2尧Al2O3尧CaO含量较高
[22]遥独特的生

态环境袁是武夷山大红袍岩骨花香的物质基础遥 在当

下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的大环境下袁新鲜的空气尧纯净

的水源和丰富的矿物质为武夷山大红袍市场营销塑

造了很突出的健康品牌形象遥

3.聚焦核心品牌袁提升产业竞争力

根据武夷山政府网站公布的信息袁 截止 2018年

武夷山茶园面积 14.8万亩袁 精制茶产量 19200吨袁武

夷山茶叶品牌众多袁但是由于受世界自然遗产地条件

的限制袁 新开茶园面积相当有限袁2018年武夷山市政

府颁布了叶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违

法违规开垦茶山行为的通告曳袁 严禁在武夷山任何区

域违法违规开垦茶山袁所以袁茶叶产量提升的空间非

常有限袁以武夷山有限的茶叶产量不足以支撑如此众

多的茶叶品牌袁武夷山市政府和武夷山地方茶企也无

力塑造和推广如此众多品牌袁品牌的塑造和宣传需要

有极强的针对性袁 对外统一宣传武夷山大红袍品牌袁

把大红袍作为武夷岩茶核心品牌袁其他品牌作为大红

袍的子品牌袁例如武夷岩茶大红袍渊肉桂系列尧水仙系

列尧名丛系列等冤袁充分发挥大红袍品牌的引领作用袁

便于政府和企业制定方向一致的市场营销策略袁有利

于武夷山茶产业总体的健康发展遥

4.建设深度体验系统袁提升消费体验

深度体验是指通过让消费者实际参与茶叶加工

和茶艺尧茶文化来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验袁让消费者

认可和喜爱茶叶遥 这种深度体验与茶文化研学不同袁

茶文化研学的时间比较长袁一般都要 1周左右袁学习

的课程也是比较系统和专业的袁研学结束还会发结业

证书袁茶文化的深度体验主要针对现代人时间碎片化

问题袁每个体验项目的时间设置都相对比较短袁一般

不要超过半天时间袁收费低廉袁主要参与和学习体验

项目的关键步骤袁例如袁通过大红袍历史文化学习和

大红袍茶艺的示范体验组合袁让消费者迅速了解并初

步掌握大红袍的历史渊源尧 冲泡技巧和品饮方式袁增

强消费者对大红袍品牌认可程度遥

5.完善产业政策袁助力产业发展壮大

大红袍是武夷岩茶之明珠袁大红袍产业对武夷山

地方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民生产业袁武夷山市委尧市政

府历来重视武夷山茶产业袁为了改善武夷山茶产业目

前品牌众多却普遍弱小尧内部竞争激烈尧价格混乱的

现状和困境袁应该集中有限的精力和资源优先扶持武

夷山大红袍产业袁使大红袍品牌成为武夷岩茶的核心

品牌袁改变武夷岩茶品牌群龙无首现状袁促进武夷山

茶产业健康尧可持续发展遥

渊二冤结论

目前袁 中国茶产业正处在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袁

对资源禀赋优异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是一次

很好的机遇袁 武夷山大红袍拥有良好的市场营销环

境袁 并能够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做出相应的营销策

略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袁从之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袁

目前大红袍市场营销策略是以文化推广和茶旅结合

为基础的个性化营销策略遥 但是大红袍本质上是属于

农产品袁生产标准化尧产品大众化才是农产品应有的

历史使命遥 所以袁大红袍市场营销的主导思想应该是

在个性化营销的基础上向以生产标准化和产品大众

化为基础的大众化营销策略转变袁研究在大红袍大众

化营销策略方面还不够深入袁之后需要在本研究的基

础上更加深入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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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Marketing Situation and Strategy

of Dahongpao in Wuyi Mountain

HOU Dawei, DING Liping, WENG Rui, HUANG Yibiao, WU Yanli

渊1. 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Wuyi University Office, Wuyishan,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院With the stead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the Dahongpao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The re鄄

search starts with analyzing the policy environment, cultural environment, origin environment and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of Dahongpao

and the main marketing strategies adopted in different marketing stages of Dahongpao.Moreover,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Da鄄

hongpao's marketing, such as scattered brand image and vague marketing strategy,confusion of product price and influence on consumption

judgment, unsound distribution channels and low marketing efficiency etc.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mar鄄

keting of Wuyishan Dahongpao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cultu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rand concentration, in-depth experience, policy

assistance and other aspects.

Key words院Dahongpao in Wuyi Mountain曰 marketing environment曰 marketing strategy曰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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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又称研学旅行遥 2016年底袁教育部等部门发

布叶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曳遥 关于研学旅

行的概念袁广义上指的是以研究性尧探究性学习为目的

专项旅行曰狭义上指的是一门以学生为主体袁以发展学

生能力为目标袁在内容上超越了教材尧课堂和学校的局

限袁具有探索性尧实践性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遥 [1]

福建武夷山袁奇秀甲东南袁群峰叠嶂袁九曲连环袁

自古以来引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忘返遥 武夷茶袁就是在

这碧水丹山之间孕育出的一株灵芽遥 传统的茶学侧重

于种茶尧制茶与卖茶遥新型的茶学则向文化旅游行业尧

食品与药品行业尧日用品等方面延伸袁这大大提升了

茶的价值遥 茶主题游学课程的设计与实践袁有助于让

更多的人进入茶的领域袁认识茶的价值袁中国茶叶研

究所袁 中国茶叶协会于 2016年在武夷山开启武夷茶

研学模式袁这有利于推动茶产业的发展遥 笔者结合教

学经验袁从武夷茶理论知识框架体系尧武夷茶感官品

质认知方法和武夷茶茶区体验方式三个方面设计野武

夷茶主题游学冶课程遥 目前武夷茶主题游学主要分为

武夷岩茶主题游学与武夷红茶主题游学两大类遥

一尧武夷茶理论知识框架体系的构建与学习

茶学是以研究茶树生长尧发育规律与环境条件的

关系及其调控途径袁茶叶品质形成机理与工艺条件的

关系及其调控方法袁茶的活性成分功能及其功能化产

品的开发袁茶产业中经济关系发展和经济活动规律的

学科遥 茶学学科主要涵盖三个范畴院自然科学范畴袁经

济学范畴和文化学范畴遥

茶学的自然科学范畴涉及茶树种植尧 茶叶加工尧

茶叶检测与审评尧茶的综合利用尧茶医药和保健等遥 茶

学的经济学范畴涉及茶企业的经营管理尧 茶业经济尧

茶馆经营管理等遥 茶学文化学范畴涉及茶艺尧茶的历

史尧茶的文学尧茶的宗教尧哲学尧茶俗等遥 茶学的自然科

学尧经济学尧文化学范畴三者相互联系袁自然科学范畴

是后二者的物质基础和科学原则袁经济学范畴则为茶

学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袁文化

学范畴则是茶学发展的高级形态袁其内涵和意义是巨

野武夷茶主题游学冶课程设计与实践

林燕萍 1,2袁 张 渤 1,2袁 郭雅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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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遥 [2]

基于茶学学科的框架体系袁构建武夷茶理论知识

框架袁对于学习武夷茶袁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遥 可以

设计武夷茶的历史袁栽培袁品种袁加工袁审评袁茶艺袁经

济等专题专业知识的学习袁具体内容见表 1遥

表 1 武夷茶专题理论知识学习纲要表

Tab.1 Study outline of wuyi tea special theoretical knowledge

二尧武夷茶感官品质认知学习

武夷茶的感官品质认知学习袁主要通过茶叶感官

审评实践结合生活品鉴的方式以认识武夷茶遥 茶叶感

官审评袁又称茶叶品质评价袁即审评人员运用正常的

视觉尧嗅觉尧味觉尧触觉等感官辨别能力袁对茶叶的外

形尧汤色尧香气尧滋味和叶底等品质因子进行综合分析

和评价的过程遥 [3]武夷茶主要分为武夷岩茶与武夷红

茶遥

渊一冤武夷岩茶的感官品质认知学习

武夷岩茶渊Wuyi Rock Tea冤是指独特的武夷山自

然生态环境条件下选用适宜的茶树品种进行无性繁

育和栽培袁并用独特的传统加工工艺制作而成袁具有

岩韵渊岩骨花香冤品质特征的乌龙茶遥 [4]武夷岩茶产品

主要分为大红袍尧肉桂尧水仙尧名丛尧奇种等遥 武夷岩茶

以其独特的野岩韵冶品质享誉中外袁野岩韵冶又称岩骨花

香袁是由山场尧工艺及品种三个要素交互作用形成袁是

武夷岩茶品质的一种综合呈现袁一般有强弱之分遥 古

人用野香冶野清冶野甘冶野活冶四个层次来形容野岩韵冶袁野香冶

是真香尧兰香尧清香尧纯香尧清幽尧清纯袁香高持久曰野香冶

等而上野清冶袁野清冶是茶汤清澈鲜丽袁茶香清纯无杂曰

野清冶等而上野甘冶袁野甘冶指茶汤滋味醇厚袁回味甘怡曰

野甘冶等而上野活冶袁野活冶指茶味鲜爽润滑袁活水源泉袁是

岩茶品质的最高境界袁不仅要靠舌头袁更要靠心灵去

感悟遥 现在一般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来诠释 野岩

韵冶遥 物质层面主要指的是茶鲜叶生长于武夷景区岩

窠坑涧之中袁 茶树与丰富的植被以及鲜花相伴相生袁

这样的物质基础赋予武夷岩茶野岩骨冶的内质遥 精神层

面主要指的制茶人野天人合一冶的理想境界袁即制茶人

卓越的加工技艺赋予武夷岩茶野花香冶的气质遥 而不同

的品种又有不同的品种香遥 咱5暂

在学习武夷岩茶感官品质的过程中袁要熟悉武夷

岩茶的品种特点尧工艺特点尧山场特点及年份特点袁才

能具备综合判断与分析武夷岩茶感官品质的能力遥 相

比其他茶类袁武夷岩茶的采摘成熟度高袁因此武夷岩

茶综合品质中品种个性显遥 在品鉴武夷岩茶的过程中

要注重识别武夷岩茶的品种特征袁同时要综合识别山

场韵味以及工艺所塑造的花果复合香型遥 岩茶的学习

可以从品种茶的品鉴入门遥 但是袁如果一款武夷岩茶

品种特征不明显袁一般情况是由于茶园管理不善或加

工不善导致品种特征缺失遥 另外一种情况袁则比较特

殊院茶叶的山场条件与工艺表现卓越的情况下袁其品

质上更多的表现山场的气息与滋味的厚度以及工艺

所赋予的花果香与鲜爽度袁这时候品种的特征虽然存

在袁但相对表现含蓄遥 这正如近代茶人姚月明先生所

说的野淡非薄袁浓非厚冶袁是武夷岩茶高级品质的一种

表现院淡而有厚度遥 这六个字同时也像是人生的一种

境界袁如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冶袁如野空谷幽兰冶袁如野真

味求淡冶袁如野真水无香冶袁如野大象无形冶遥 在学习武夷

岩茶感官品质的过程中袁不同的个体对武夷岩茶感官

品质的认知存在差异袁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院香尧韵尧

武夷茶
文化

武夷茶的文化与
历史

武夷茶的起源与发展袁武夷茶
文学袁武夷茶的饮用历程与茶
具文化袁现代茶文旅等内容遥

武夷茶的
栽培与
品种

武夷岩茶的生态
条件袁 茶园管理袁
种质资源曰
武夷红茶的生态
条件袁 茶园管理袁
种质资源

武夷名丛及优良品种的性状
特征袁武夷茶古法耕作法及现
代茶园管理方法模式袁武夷山
生态条件对茶树生长的影响
等内容遥

武夷茶的
加工

武夷岩茶的加工
原理袁工艺流程曰
武夷红茶的加工
原理袁工艺流程

武夷岩茶的采摘标准袁初制与
精制袁加工工艺对武夷岩茶品
质的影响等内容遥
武夷红茶的采摘标准袁初制与
精制袁加工工艺对武夷红茶品
质的影响等内容遥

武夷茶的
审评

武夷岩茶的品质
特点与成因
武夷红茶的品质
特点与成因

武夷岩茶不同品种袁不同山场袁
不同火功袁 不同年份的品质特
点等内容遥
武夷红茶不同产品尧不同嫩度尧
不同场地的品质特点等内容遥

武夷茶的
茶艺

武夷岩茶与武夷
红茶的冲泡技艺

如何泡好一杯武夷岩茶袁如何
泡好一杯武夷红茶袁对茶尧水尧
器尧境尧艺尧品不同要素的理解
等内容遥

武夷茶的
经营

武夷岩茶的经济
学知识
武夷红茶的经济
学知识

武夷岩茶与武夷红茶的品牌
特点
特点袁茶馆经营模式袁发展趋
势等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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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遥 其中野香冶主要指的是岩茶的品种香与工艺香袁在

学习岩茶的初阶主要是识别香遥 野韵冶指的是独特的山

场赋予岩茶汤感的厚度与韵味袁此为体会岩韵的第二

境界遥 野陈冶指的是因时间造化岩茶所产生的馥陈袁此

为体会岩韵的第三境界遥咱6暂基于此袁武夷岩茶的感官品

质认知学习可以设计代表性的主题袁具体如下院

1.纵向识别法遥

设计主题如同一山场不同品种茶渊水仙尧肉桂尧大

红袍尧名丛尧高香品种冤的审评与品鉴遥此设计主要学习

武夷岩茶不同品种的感官品质特点遥 具体内容见表 2遥

表 2 同一山场不同品种的感官品质特征

Tab.2 The same Shanchang different varieties

of sensory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2.横向识别法遥

设计主题如同一品种不同山场 渊正岩尧 半岩尧外

山冤的审评与品鉴遥 此设计主要学习武夷岩茶不同山

场的感官品质特点遥 具体内容见表 3遥

表 3 不同山场的肉桂感官品质特征

Tab.3 The sensory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Rougui

in different Shanchang

3.火功识别法遥

设计主题如同一品种不同火功 渊轻火尧 中火尧重

火冤的审评与品鉴遥 此设计主要学习武夷岩茶不同工

艺的感官品质特点遥 具体内容见表 4遥

表 4 不同火功的正岩大红袍感官品质特征

Tab.4 The sensory quality of Zhengyan Dahongpao

with different baked

4.陈茶识别法遥

设计主题如同一品种不同的年份渊新茶袁陈三年袁

陈七年袁陈十年等冤的审评与品鉴遥 此设计主要学习武

夷岩茶不同年份的感官品质特点遥 具体内容见表 5遥

表 5 不同年份的水仙感官品质特征

Tab.5 The sensory qualities of Shuixian in different years

渊二冤武夷红茶的感官品质认知学习

武夷红茶渊Wuyi Black Tea冤是指在独特的武夷山

自然生态环境下袁选用适宜的茶树品种进行繁育和栽

培袁用独特的加工工艺制作而成袁具有独特高山韵味尧

花果香味或桂圆干香味品质特征的红茶遥 武夷红茶优

异的品质离不开武夷山优越的生态条件与茶园管理袁

优异的茶树种质以及精湛的加工技艺遥 武夷红茶生态

条件佳袁四面群山环抱袁山高谷深袁植被丰富袁气候寒

冷袁雾日长袁负氧离子高等特点袁素有野鸟的天堂袁蛇的

王国冶的美称遥武夷红茶的茶树种质以群体种为主遥正

山小种加工车间以野青楼冶为特色遥 武夷红茶产品分

为院正山小种袁烟小种袁奇红渊金骏眉尧银骏眉等冤遥 武夷

红茶以桐木正山小种为经典代表袁其独特的野高山韵冶

水仙
条索壮结带乌
润袁匀净

橙红
明亮

似兰花香袁
幽长

醇厚
甘爽

软亮袁红边袁
叶基部宽扁黄

肉桂
条索紧结
乌润袁匀净

橙黄
明亮

桂皮香
明显

醇厚
回甘

软亮袁红边

大红袍
条索紧结
乌润袁匀净

橙红
明亮

似粽叶香袁
辛香袁
桂花香

醇厚 较软亮袁红边

雀舌
条索紧实
乌润袁匀净

橙黄
明亮

似花粉香 醇厚
软亮袁红边袁
叶缘

锯齿明显

瑞香
条索紧结
青褐袁匀净

金黄
明亮

花果香
较醇
厚

软亮袁红边

外山
条索较紧结尧
青褐尧匀净

橙黄 花香 醇爽
软亮尧
红边显

半岩
条索紧结尧
青褐尧匀净

深橙黄
桂皮香
明显

醇厚尧
岩韵明

软亮尧
红边显

正岩
条索紧结尧
青褐尧匀净

橙黄
明亮

花果香尧桂
皮香袁馥郁
辛香

醇厚尧岩
韵明显

软亮尧
红边显

轻火
条索粗壮尧
青褐尧匀净

金黄尧
较明亮

花香高
醇爽尧
岩韵明

黄绿红边
明显尧软亮

中火
条索肥壮紧结尧
乌褐尧匀净

橙黄
明亮

花香
带果香

醇厚尧
岩韵明

较柔软袁
蛤蟆背显

重火
条索紧实尧乌
润尧匀净

橙红
明亮

果香袁
熟香袁
火功香

醇厚尧
岩韵明

稍硬袁
蛤蟆背
明显

2019
条索较紧结尧
青褐尧匀净

金黄
明亮

兰花香 醇厚
肥厚
软亮

2015
条索紧结尧
乌润尧匀净

橙红
明亮

陈香较显尧
兰花香

绵厚
微酸

较软亮

2010
条索紧结尧
乌润尧匀净

橙红明
陈香明显尧
花香

醇滑
酸感显

较软亮

1987
条索紧实尧
乌黑尧较匀

红浓 陈香尧参香 陈醇 较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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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特有的野松烟香袁桂圆汤冶驰名中外遥 随着红茶市

场的变化袁2006年创始袁金骏眉以其独特的野金黄黑相

间的细秀单芽与花果蜜幽香冶的独特品质袁塑造了高

端品质红茶的典范遥 金骏眉带来了新一轮红茶市场的

活跃遥 武夷红茶品类丰富袁从红茶经典为载体袁是研究

茶叶传播史的重要内容遥

学习武夷红茶袁要了解武夷红茶的产品分类遥 熟

悉武夷红茶的生长环境尧制作工艺尧贮藏年份等要素

对武夷红茶的感官品质的影响遥 武夷红茶的感官品质

认知学习可以通过设计武夷红茶代表性的主题袁结合

专业的审评与品鉴袁 以达到深入学习武夷红茶的效

果遥 具体设计主题如下院

1.金骏眉品质识别法遥

设计主题如金骏眉不同产地渊正山金骏眉袁外山

金骏眉冤的审评与品鉴遥 具体内容见表 6遥

表 6 不同地域金骏眉感官品质特征

Tab.6 The sensory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Jinjunmei in different area

2.武夷红茶产品识别法遥

设计主题如武夷红茶不同产品渊正山小种袁烟小种袁

老丛红茶袁金骏眉冤的审评与品鉴遥 具体内容见表 7遥

表 7 武夷红茶代表品类品质特征

Tab.7 The sensory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Wuyi black tea represents

3.武夷红茶陈茶识别法遥

设计主题如正山小种的不同年份渊2019年正山小

种袁2015年正山小种袁2009年正山小种冤 的审评与品

鉴遥 具体内容见表 8遥

表 8 不同年份的正山小种感官品质特征

Tab.8 The sensory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Lapsang souchong in different years

三尧武夷茶茶区体验方式

体验者通过走进武夷茶茶区能够更好地建立武

夷茶地域特性尧工艺特征与品质之间的关联遥咱5暂武夷茶

茶区体验主要分为武夷岩茶茶区体验与武夷红茶茶

区体验遥 具体方案上可以设计走进武夷山核心茶山

渊武夷岩茶的核心茶山代表是三坑两涧茶山袁 武夷红

茶的核心茶山主代表是桐木茶山冤袁考察品种园袁参观

茶企车间以及实地品鉴武夷岩茶袁 茶主题民宿体验袁

举办户外茶会等遥

体验者走进茶山袁通过观察茶园生态环境袁认识

武夷岩茶与武夷红茶的山场特征袁了解山场特征与武

夷茶品质之间的关联遥 武夷岩茶独特的岩韵品质与产

区内独特的土壤和微域气候息息相关遥 武夷山景区以

三坑两涧渊牛栏坑袁慧苑坑袁大坑口袁流香涧袁悟源涧冤

最为著名袁土壤绝大多数为火山砾岩尧砾质砂岩尧砂质

页岩及页岩风化所成遥 正如陆羽叶茶经曳称野上者生烂

石袁中者生砾壤袁下者生黄土冶袁烂石为武夷岩茶提供

了良好的土壤条件遥 武夷红茶独特的高山韵与产区的

生态环境密不可分袁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制定

的叶原产地保护标记管理规定曳袁正山小种的原产地初

步界定范围为东经 117毅27忆耀117毅51忆袁北纬 27毅33忆耀27毅

正山
金骏眉

芽头细秀卷
曲袁 乌黑润带
金毫

橙黄
明亮

花果蜜香尧
细腻持久

甜爽袁
米汤感

红亮
挺拔
匀齐

外山
金骏眉
1号

芽头肥壮微
卷袁 乌黑带金
毫

橙黄 花香高 甜醇
红较亮
匀齐

外山
金骏眉
2号

芽头细秀袁金
毫密披

橙红 薯香 甜和
红较亮
绵软
匀齐

正山
小种

条索紧结
乌润

橙红
明亮

松烟香显尧
甜香

甜爽尧桂圆
汤味明尧高
山韵显

柔软尧呈
古铜色

金骏眉
芽头细秀
卷曲袁乌黑
润带金毫

橙黄
明亮

花果蜜香尧
细腻持久

甜爽 尧米
汤感

红亮匀
齐

烟小种
条索紧实
乌黑

红明亮 松烟香浓
浓醇 尧桂
圆汤味明

较柔软尧
古铜色
稍暗

老枞
红茶

条索紧结
乌润

橙红
明亮

花香
带丛韵

甜醇带丛
味

肥厚柔
软尧呈古
铜色

2019
条索紧结
乌润

橙红
明亮

松烟香显尧
甜香

甜爽 尧桂
圆 汤 味
明尧 高山
韵显

柔软尧
呈古铜色

2015
条索紧实
乌润

红明
桂圆干
香显尧

松烟香尚显

甜醇 袁桂
圆汤味显

较柔软尧
古铜色
稍暗

2009
条索紧实
乌黑

红浓明
桂圆干香尧
枣香显袁
松烟香低

陈醇 袁桂
圆汤味显

较柔软尧
古铜色
稍暗

林燕萍袁等院野武夷茶主题游学冶课程设计与实践 69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7期

54忆袁桐木方圆 50 平方公里袁东至麻栗袁西至挂墩袁南

至皮坑袁古王坑袁北至桐木关遥 茶区海拔在 600耀1200

之间袁四面群山环抱袁山高谷深袁植被丰富袁气候寒冷袁

雾日长袁负氧离子高等特点遥 咱7暂

体验者通过参观武夷山茶树品种园袁认识武夷茶

品种栽培学特性袁进而加深对武夷茶不同品种品质的

认识遥武夷岩茶品种丰富袁当家品种为水仙与肉桂遥武

夷红茶以群体种为主遥

体验者走进茶企袁了解武夷茶加工工艺与武夷茶

品质间的关联遥 武夷茶的品质特征与其加工工艺密不

可分遥 武夷岩茶传统制作工艺分为十四道工序袁采摘尧

萎凋尧做青尧炒青尧揉捻尧复炒尧复揉尧初焙尧扬簸尧晾索尧

拣剔尧复焙尧团包尧补火遥 现有的初制工艺简化为院采

摘寅萎凋寅做青寅杀青寅揉捻寅干燥六道工序遥 咱8暂正

山小种的初制加工工艺院采摘寅萎凋寅揉捻寅发酵寅

渊过红锅寅复揉冤寅熏焙寅毛茶遥

体验者参与武夷山知名的茶企实地举办的武夷

茶主题品鉴会袁通过品鉴会体验者可以与武夷山制茶

师尧茶艺师面对面的品鉴与交流袁从而了解更实际更

生动的武夷茶的知识遥

体验者参与茶主题民宿体验袁通过入住武夷山主

题民宿的方式袁可以体验武夷茶生活袁从而更好地认

知与感受武夷山茶文化袁领略武夷茶的独特魅力遥

四尧结论

武夷山为中国六大茶类中的乌龙茶与红茶的发

源地遥 武夷山有两大类历史代表名茶袁分别是武夷岩

茶与正山小种遥 武夷岩茶以其独特的岩韵渊岩骨花香冤

品质享誉中外袁 正山小种以其独特的高山韵闻名遐

迩遥 野武夷茶冶主题游学课程的设计与实践袁有助于让

更多的人进入茶的领域袁认识武夷茶的价值袁推动武

夷茶产业的发展遥 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袁从武夷

茶理论知识框架体系尧 武夷茶感官品质认知方法尧武

夷茶茶区体验方式三个方面设计 野武夷茶主题游学冶

课程遥 构建武夷茶理论知识框架袁这对于学习武夷茶袁

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遥 武夷茶感官品质认知学习袁

是通过横向纵向的设计主题审评与品鉴实践课来认

识品种袁山场袁工艺袁年份等不同的因素对武夷茶品质

的影响袁进而让体验者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武夷茶的

感官品质遥 此外袁体验者通过走进武夷茶核心茶区袁考

察品种园袁参观茶企车间以及实地品鉴武夷岩茶与武

夷红茶袁茶主题民宿体验袁举办户外茶会等袁这些体验

活动有助于体验者更好地建立地域尧品种尧工艺与武

夷茶品质之间的关联遥

通过武夷茶主题游学设计与实践袁能拉近茶杯与

茶山之间的距离遥 活动后袁体验者通过联觉尧通感等心

理袁 有助于体验者心理上的品茗空间变得立体又形

象袁能更好地感知杯中之山水茶韵遥 正所谓一碗茶汤

见真情袁识真味遥 近年来袁武夷茶游学课程的举办对武

夷茶的宣传与推广起到积极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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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Design and Practice of Wuyi Tea Subject Study Course

LIN Yanping1,2, ZHANG Bo1,2袁GUO Yaling3

(1.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hina Oolong Tea Industry, Wuyishan袁 Fujian 354300;

3.School of Horticultur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冤

Abstract: Wuyi Tea is famous at home and abroad for its unique quality. This article designs the subject study courses of Wuyi Tea

from three aspects: The knowledge frame system of Wuyi tea theory, the cognitive method of Wuyi tea sensory quality, and the experience

way of Wuyi Tea area. The practice of the course is helpful for tea lovers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three-dimensional under鄄

standing of Wuyi Tea. In recent years, the practice of "Wuyi Tea" theme study tour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Wuyi

Tea Industry.

Key words: Wuyi Tea; Wuyi Rock Tea; Wuyi Black Tea; study tour; Wuyi Scenic Spot; Laocong black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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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小程序自 2017年 1月 9 日上线运营以来袁

很快以野体积轻量尧接入简便尧实时性强尧灵活度高冶的

特色凭借良好的用户体验渗透到各种场景中袁 如娱

乐垣小程序尧健康+小程序尧驾车+小程序尧理财垣小程序

等遥 将微信小程序应用于旅游景区的运营与管理袁可

以降低野互联网+旅游冶进入门槛袁降低旅游企业推进

野智慧旅游冶的建设成本袁有力促进旅游景区信息化发

展遥 本文以临沂市无极鬼谷旅游景区为例袁通过分析

景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袁结合微信小程序特点袁提出

微信小程序在景区管理中的应用策略袁为景区智慧化

管理提供思路袁提升景区管理水平遥

一尧无极鬼谷景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临沂市无极鬼谷旅游景区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河

东区尧莒南县尧日照市岚山区三县渊区冤交汇处袁景区占

地面积 12.97km2袁是集峡谷自然风光尧娱乐休闲尧鬼谷

文化尧生态体验于一体的国家 3A级旅游景区袁景区主

要分为以下六个游览项目区域院鬼谷文化生态体验项

目区尧鬼谷文化军事主题公园游乐区尧鬼谷文化朝圣

及养老养生度假区尧 鬼谷主题文化展示及休闲项目

区尧鬼谷文化户外拓展露营项目区尧茶文化休闲体验

区等遥 无极鬼谷景区于 2018年 9月开业袁景区单位时

间游客最大承载量为 2万人袁2019年全年接待游客约

26万人次袁其中野五一冶假期间接待游客约 10万人次袁

野十一冶假期接待游客约 13.4万人次袁景区淡旺季游客

数量差距大遥

无极鬼谷景区管理集团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袁下设

办公室尧人力资源部尧财务部尧采购部尧营销部尧工程

部尧安保消防部尧景区运营部尧保洁管理部等 9 个部

门袁景区现有 108名正式员工袁其中管理人员 18名袁

市场营销人员 17名袁运营服务人员 75名遥 目前景区

管理中的信息化手段主要用于售票尧检票尧停车计费

等环节袁通过野票付通冶平台实现袁而其他管理运营环

节全部依靠人工遥

渊一冤旅游淡尧旺季经营矛盾难以解决

无极鬼谷景区旅游旺季集中在 5-10月袁 特别是

五一尧十一假期间袁游客接待量日均 2.5万左右袁旺季

微信小程序在旅游景区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要要要以无极鬼谷景区为例

陈 磊袁 田素娟袁 黄钰涵

渊临沂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袁 山东 临沂 276005冤

摘 要院旅游景区的管理水平直接影响游客对景区的满意度遥 微信小程序在旅游景区管理中具有优化用户体验尧

增加景区客源尧降低景区运营成本的优势遥以国家 3A级旅游景区无极鬼谷景区为例袁探讨微信小程序在旅游景区管理中

的具体应用策略袁认为可以采取建设景区专属微信小程序尧提供游客入园前的智能服务尧提供景区 VR导览服务尧提供电

子语音导游服务尧吸引回头客尧传递景区文化尧保障游客安全等应用策略袁从而降低景区运营成本袁提高景区美誉度遥

关键词院微信小程序曰景区管理曰 游客体验曰无极鬼谷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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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景区各部门特别是运营部服务人员数量严重不

足袁 影响景区正常运营遥 如目前景区导游员共有 10

名袁而黄金周的导游需求量平均 60名/日袁无景区导游

引导的旅游团队游览速度无法做到有效协调袁整个景

区游览秩序混乱袁导致游客满意度低袁影响景区美誉

度遥 旅游淡季袁景区游客数量大大减少袁特别是冬季袁

平均日接待量低于 10人次袁 各部门工作人员工作量

很少袁员工经济收入锐减袁导致缺乏工作热情袁对于景

区管理者来说袁供大于求袁浪费了景区运营费用遥

渊二冤向游客传递景区文化的渠道单一低效

无极鬼谷景区是以地域文化及古文化为基础打

造的袁集观赏尧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袁特别是

对鬼谷文化进行了充分演绎袁如停车场的设计注入了

鬼谷先生的野行道冶文化袁景区内道心湖与机心湖的设

计展示了鬼谷先生向弟子传授的野道心冶与野心术冶袁而

捭阖幽谷则是鬼谷先生传授纵横学的地方遥 此类景点

或体验项目如无专业讲解员的介绍袁散客只能走马观

花地欣赏景色袁很难领悟景区的文化韵味袁无法达到

增知长智的目的遥 即使配有导游的团队袁通过简短的

导游词只能使游客粗略了解部分文化特色袁不能满足

游客深入探究尧体验文化内涵的需求遥

渊三冤景区运营收益压力大

无极鬼谷景区面积大袁开发建设时间短袁配套设

施均以国家 5A级景区标准打造袁 前期开发投资花费

60亿元人民币袁自开业一直处于于负收益运营中遥 如

2019年景区全年总收入为 1300万元人民币袁 景区运

营成本巨大袁其中仅景区 108名正式员工薪酬支出即

达到 900万人民币袁景区亟需开源节流袁除加大景区

营销力度尧拓展景区收益渠道外袁还需加大信息化投

入袁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尧减少佣工数量遥

渊四冤景区员工素质有待提高

无极鬼谷景区员工平均学历水平偏低袁其中大学

及以上学历员工占 6.4%袁专科学历占 39.8%袁高中及

以下占 53.7%袁 旅游管理专业出身员工只有 2名袁低

学历员工多是来自景区周边的村民袁 入职门槛较低袁

接受的专业培训不足袁现有员工职业素质不能满足游

客的需求袁也影响着景区智慧化进程袁成为景区发展

与内涵提升的障碍遥

二尧微信小程序应用到旅游景区管理中的

优势

渊一冤优化用户体验

信息化时代下手机更新迭代速度快袁网络技术功

能强大袁移动客户端应用覆盖面广袁然而手机 APP频

繁的升级与大量空间内存的占用袁微信公众号突然的

消息推送袁使用户体验的舒适感下降[1]遥 基于此袁无需

下载安装的微信小程序应运而生袁给消费者带来了良

好体验袁用完即走袁安全高效袁省时省力遥 与此同时袁在

我国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转型的驱动下袁旅游消费的

个性化尧多样化需求不断增长袁在旅游过程中袁游客需

求日益被旅游企业所关怀和重视袁而智慧旅游发展下

智能景区建设的本质在于野体验至上袁满足游客冶袁这

与小程序的开发理念不谋而合袁因此微信小程序在景

区中的应用首先更好地服务了游客袁从而促进景区管

理有序化[2]遥

渊二冤增加旅游景区客源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袁 截至 2019年 6

月袁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亿曰腾讯公司业绩报告

显示袁2019 年第一季度微信月活跃账户数达 11.12

亿袁即微信小程序建立在庞大的手机用户量和活跃的

微信环境下袁景区管理者开发旅游微信小程序无需过

多考虑推广问题遥 旅游是一个高频现象袁但对于单个

游客的单次行程却是低频的袁 微信小程序相比旅游

APP和旅游公众号的繁琐接入过程袁适合游客这种低

频需求袁从而提高游客对景区的认可度遥

渊三冤降低景区运营成本

微信小程序开发难度系数小袁开发成本低袁景区

管理者只需要选择质优的信息技术企业合作并做好

运营中的技术团队接洽与维护即可遥 微信小程序主要

侧重于线下接入袁不似 APP和公众号需要更多的推广

费用[3]遥 利用小程序的功能可以减少景区售票检票人

员数量袁节约人力成本袁用节约下的成本进行培训袁有

利于提高员工素质袁打造精英团队遥 基于对游客多方

面需求满足而建立的微信小程序袁在提高游客满意度

的条件下袁带来良好的口碑效应袁从而降低企业的营

销成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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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带动智慧景区建设

2015年国家出台野互联网+冶计划后袁信息化时代

下产业经济走向深度融合袁 旅游行业也在逐步融进

野互联网垣旅游冶袁 微信小程序迅速成为涉旅企业的一

种新的互联网营销方式遥 携程尧途牛等 OTA纷纷建立

了微信小程序袁提高线下实操性袁与 APP优势互补遥景

区可以利用微信小程序实现线上订票尧 快速入园尧实

时位置路线导览尧安全提示尧线上即时通讯等功能袁降

低旅游交易的时间成本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袁优化游

客体验袁以智慧管理为中心促进旅游企业的升级[2]遥

三尧微信小程序在景区管理中的应用策略

渊一冤建立景区专属微信小程序

无极鬼谷旅游景区建立自己的微信小程序袁由公

司独立把控和调节袁 可以根据景区实况自由开发设

计袁挖掘特色袁实现小程序和景区特色的充分媾和袁有

利于线上与线下的高度统一袁并且可以利用微信的庞

大用户量袁相比借助美团尧去哪儿尧携程等平台推广袁

可以节省付给中间商的费用袁并且避免了与其他景区

采用相同的模式袁能够更好的凸显景区运营特色遥

渊二冤提供游客入园前的智能服务

无极鬼谷景区地理位置偏僻袁游客长途跋涉到达

景区袁如果不能在入园尧停车等进入景区前的环节获

得良好体验袁会使游客产生负面情绪袁极易对景区形

成差评遥 无极鬼谷旅游景区可以通过在小程序中推出

野无极鬼谷智能刷脸入园冶和野无极鬼谷景区智慧停车

场冶系列小程序袁提升游客体验遥 让游客刷脸入园简化

入园步骤袁增加趣味性袁在智慧停车场上进行车位查

询尧线上缴费袁使游客了解动态停车场信息并提前做

好行程安排遥 将微信小程序应用于游客进入景区前环

节袁可以节省游客时间袁减少景区人力投入成本遥

渊三冤利用微信小程序提供景区 VR智慧导览

无极鬼谷旅游景区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对景区

游览地图做进一步地提升袁如制作野无极鬼谷景区 VR

手绘+实景电子地图冶作为智慧导览袁实时指引游客袁

导览中可自动定位游客位置袁 游客查询游览路线尧了

解景区整体样貌尧 具体浏览小景点的信息一步到位袁

另外设置中尧英尧韩尧日及国内各地方言等不同的语音

讲解满足游客导游讲解需求遥 还可以在导览过程中变

幻四季风光袁让游客获得同地不同时的感受袁了解到

景区在四季中的别样美景袁激起游客在其他时节游览

的欲望袁提高游客重游率袁尤其是能够吸引对旅游淡

季景区风光情有独钟的游客遥

渊四冤利用微信小程序传递景区文化

通过微信小程序袁可以帮助游客在观赏无极鬼谷

旅游景区自然风景之余袁 体会到景区构造与鬼谷子

野纵横捭阖尧运筹帷幄冶智慧文化的融合遥 在景区微信

小程序中设置野鬼谷先生带你去游览冶袁让游客接受景

区的鬼谷形象电子讲解员讲解服务袁让鬼谷导游指引

游客到最佳观赏点袁或在游客小憩时袁听鬼谷先生讲

述和弟子庞涓尧孙膑之间的逸闻趣事袁使古代战国时

期的历史文化更真实可感地贴近游客遥

渊五冤利用微信小程序吸引回头客

可以利用微信小程序打造景区闯关游戏遥 在景区

微信小程序中插入以景区 VR为蓝本袁 建立涵盖打

怪尧寻宝尧知识问答相关游戏环节袁让游客在结束景区

之旅之后袁进入景区微信小程序袁进行放松娱乐袁景区

还可以设置游戏通关积分袁接入景区线上旅游纪念品

商店袁根据积分兑换景区特产或文化纪念产品袁如无

极鬼谷景区所在地盛产的板栗尧地瓜尧花生等农产品

或系列鬼谷文创产品等袁或向游客赠送可转让的景区

内树梢玻璃漂流尧游船尧玻璃悬索桥等二销项目抵用

券袁进一步宣传二销项目袁吸引景区回头客袁提高景区

影响力遥

渊六冤利用微信小程序保障游客安全

无极鬼谷景区面积大袁景区内峡谷幽深袁溪流湍

急袁树木繁茂袁地质地貌情况复杂袁利用微信小程序袁

设置一键报警袁连接景区微信小程序后台袁可以将游

客所处的具体地理方位信息实时传递到景区安保部

门遥 晚间景区闭园前袁可以通过信息小程序发送闭园

时间提示袁提醒游客及时出园袁避免发生危险遥 景区出

现任何突发事件袁都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平台传递信

息袁使景区管理人员能够及时到位遥

四尧结语

微信小程序在旅游景区管理中的应用袁为景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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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种全新的管理工具和方向袁推进景区智慧化建

设进程袁它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景区佣工数量袁降低企

业的运营成本袁增加游客游览获得感袁增强景区智慧

服务的口碑效应袁提高旅游景区服务美誉度[4]遥

参考文献院

[1] 吴明桦,李杰.微信小程序的优势分析及其在企业中的应用

[J].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2019(15):45-46.

[2] 章筱蕾.野互联网+冶背景下智慧景区建设探析[J].内蒙古财

经大学学报,2019,17(3):35-37.

[3] 尤学雷.微信小程序在市场经营管理工作中的应用[J].技术

与市场,2019,26(10):196+198.

[4] 邵恒,张泳,王皓.基于微信小程序的旅游 GIS系统设计与实

现[J].现代测绘,2019,42(1):38-40.

渊责任编辑院白 晔冤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WeChat Mini Program

in Tourist Attractions Management

要要要Taking Wuji Guigu Scenic Spot as an Example

CHEN Lei, TIAN Sujuan, HUANG Yuh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inyi University, Linyi, Shangdong 276005)

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tourist attractions directly affects tourists' satisfaction. WeChat Mini Program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optimizing the users' experience,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tourists in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reducing the operating costs in the manage鄄

ment of tourist attractions. Combined with the example of Wuji Guigu, a national class 3A tourist attraction,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specif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Wechat Mini Programs in the management of tourist attractions. It is advisable to adopt such application

strategies as developing the exclusive WeChat Mini Program of the scenic spot, applying the program before tourists enter the scenic spot,

providing tourists with a VR tour and an electronic voice guide service, attracting regular customers, transferring scenic culture, and guar鄄

anteeing the safety of visitors, so a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scenic spot, reduce the operating cost of the scenic spot, and

increase the reputation of the scenic spot.

Key words: WeChat mini program; scenic spot management; tourist experience; Wuji Guigu scenic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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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袁推动着网络

信息共享时代的兴起遥 在这个时代袁信息处于一种公

开状态袁所有信息都能够被搜寻尧下载尧储存和利用遥

乡村旅游以其独特的田园风光尧丰富的乡村体验吸引

着广大城市居民在日常或者节假日期间前往乡村缓

解生活压力尧放松身心袁享受舒适惬意的生活袁是城市

居民出游的常态方式之一遥由于乡村旅游产品具有无

形性的特点袁旅游者在出游前无法感知旅游产品或服

务袁旅游者往往会通过搜寻旅游信息来降低旅游过程

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袁因此旅游信息会对旅游者的决

策产生影响[1]遥 在野互联网+冶新时期袁关注乡村旅游目

标群体要要要城市居民的网络信息行为对促进乡村旅

游信息化建设意义重大遥 一方面袁城市居民普遍受教

育水平较高袁具备网络信息搜寻能力和乡村旅游出游

能力遥 另一方面袁相较于知名度较高的旅游目的地袁乡

村旅游目的地或各种旅游产品尧旅游活动一般更少被

人熟知遥 因此袁本研究旨在探析网络信息特征尧感知信

任以及城市居民乡村旅游决策之间的内在影响过程袁

以增加相关部门尧企业对其旅游感知及决策行为的了

解袁从而有助于实现在乡村旅游网络营销策略上的多

元化尧个性化和精细化遥

一尧文献综述

旅游决策过程是旅游者对信息搜寻尧接收与处理

加工的过程袁更多尧更全面尧准确的旅游信息有利于帮

助旅游者识别和选择旅游产品袁平衡旅游者对旅游产

品的预期袁降低感知风险[2]遥乡村旅游决策的过程分为

3个阶段袁包括院产生旅游愿望曰通过网络尧旅行社等渠

网络信息尧感知信任对城市居民

乡村旅游决策的影响

陈黄亦锌袁 陈秋华袁 林嫩妹

(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 旅游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院通过网络信息特征与城市居民乡村旅游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袁为旅游网站的营销策略提供可借鉴的意见

和建议袁为政府制定推动野互联网+乡村旅游冶尧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政策提供参考遥基于对福建省内城市居民信息搜寻行为的

调研数据袁以野刺激-机体-反应冶模式为基础袁结合旅游网络信息特征袁引入感知信任为中介变量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网

络信息对城市居民乡村旅游决策影响机理遥 研究发现袁网络信息源的可靠性尧专长性及网络信息内容的价值性尧真实性和全

面性对城市居民的感知信任有显著影响袁且感知信任对其乡村旅游决策有显著影响袁感知信任的中介作用显著遥政府尧旅游

企业应进一步优化乡村旅游产品的网络信息发布内容和发布方式袁发挥网络旅游信息的最大效用袁提升乡村旅游产品的吸

引力遥

关键词院网络信息曰感知信任曰乡村旅游决策曰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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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收集相关信息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合适的乡村

旅游景区曰权衡各方面信息后敲定旅游行程尧进行旅

游决策[3]遥 可见信息搜集在旅游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遥 在网络时代背景下袁旅游者能够通过网络搜索乡

村旅游相关信息袁查看交通尧天气尧预定住宿等袁网络

信息是其了解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来源遥王兆峰和谢娟[4]

通过研究发现旅游者通过网站查看到的其他游客分

享的旅途心情尧旅游经历和体验等对旅游者行为决策

产生重要影响遥 不同的网络旅游信息呈现出不同的内

容和特征袁也随之影响旅游者的决策行为遥 研究发现袁

旅游产品信息的趣味性尧及时性尧真实性和吸引力是

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5]袁信息源的专业性尧

信息内容的丰富性和及时性尧 网络媒介的交互性尧信

息的涉入度对游客的认知态度产生正向影响袁认知态

度影响情感态度袁情感态度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6]遥在

旅游决策过程中袁旅游信息框架和旅游信息可信性都

对旅游者决策行为有显著的影响[7]遥 旅游属于体验经

济袁与实体经济相比袁更需要游客的信任袁信任是解决

信息不对称尧降低决策风险的重要前提[8]遥信任者的特

征尧被信任对象的特征和交往媒介特征是影响网络信

任的重要因素[9]袁网站的信息有效性和完整性会增加

消费者的了解程度袁对网站的信任也随即提高袁更倾

向于做出网上旅游决策[10]遥在信息搜寻过程中袁如果对

旅游目的地的认知符合预期袁 旅游者会做出购买行

为袁反之袁则会进行新一轮的筛选和判断[6]遥

旅游决策是一个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复杂过程袁

网络的虚拟性和旅游产品的无形性使得旅游者决策

风险增加遥 因此袁在互联网信息搜寻过程中袁旅游者所

获取的网络信息会对其旅游决策产生影响遥 但网络信

息对旅游者乡村旅游决策行为的影响过程是什么钥 是

否能引入感知信任为中介变量钥 其作用路径是什么钥

这些猜想还亟待印证遥 综上袁本研究以感知信任为中

介变量袁分析网络信息影响城市居民乡村旅游决策行

为的过程遥

二尧研究模型和研究假设

渊一冤研究模型

基于前文可知袁旅游者在出游前需通过信息搜集

来了解旅游目的地袁减少决策顾虑遥 在信息搜集的过

程中袁不同的网络信息特征会影响旅游者的决策行

为遥 旅游者通过网络信息对旅游目的地形成认识和评

价袁进而产生相应的旅游者感知[11]遥 如果认知符合预

期袁则会产生信任的感知遥 信任对个体行为决策有重

要影响袁积极的态度和正面的认知有助于推动旅游者

做出决策遥 野刺激-机体-反应冶渊S-O-R冤是描述消费者

行为的基本模式袁该模式是指消费者在内外刺激作用

下袁产生生理或心理活动袁并在其影响下做出购买决

策[12]遥为了更进一步研究网络信息特征尧感知信任和旅

游决策之间的关系袁本研究以野刺激-机体-反应冶模式

为研究基础袁引入感知信任为中介变量袁基于网络信

息的特征袁构建了网络信息源的专长性尧可靠性袁网络

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尧全面性和价值性对城市居民乡村

旅游决策的影响模型袁探析在信息搜寻过程中网络信

息特征对乡村旅游者态度的作用和对其旅游决策行

为的影响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的基本框架模型见图 1遥

图 1 研究基本框架模型

Fig.1 Basic framework model

在参考和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袁对本研究中的各

变量进行定义遥 网络信息源的特征主要包括专长性和可

靠性袁专长性指的是网络旅游信息发布者具备旅游专业

知识或旅游经验袁可靠性指的是网络旅游信息来自旅游

专家或官方媒体尧机构等权威信息发布单位[6]曰网络信息

内容的特征主要包括真实性尧全面性和价值性袁真实

性指的是网络旅游信息能够客观描述乡村旅游景区

现状袁信息中所涉及的各种要素真实存在袁全面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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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旅游网络产品信息内容是完整的尧丰富的袁涵盖

野吃住行游购娱冶等各方面信息袁且通过文本尧图片尧动

画等多种媒体展示[6, 10]袁价值性指的是旅游者通过网络

信息搜寻能够获得可利用的尧有收益的尧减少损失的尧

降低风险的相关旅游信息[13-15]曰感知信任指的是旅游

者在面临不确定或风险的情况下袁认为可以信任网络

中所发布的乡村旅游信息[16]遥 乡村旅游决策即旅游者

基于个人的乡村旅游目的袁收集尧加工相关乡村旅游

信息袁制定旅游行程袁并付诸实现的过程[3]遥

渊二冤网络信息源特征与感知信任

信息源是信息传播过程的起点袁HOVLAND[17]提出

构成信息源信度的两个因素院信息源的专长性和可靠

性遥信息源权威性是高质量信息的评价指标之一[18]袁而

这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是否可靠尧 是否具有说服

力[19]袁也使接受者对信息的信任产生影响[20]遥 在互联网

时代袁各个网站遍布信息源遥 相较于低可信度的信息

源而言袁 高可信度的信息源更有可能改变旅游者的态

度袁 从而选择购买或者消费信息源所介绍的产品或服

务[13]遥 因此袁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院

H1:网络信息源的专长性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感

知信任遥

H2:网络信息源的可靠性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感

知信任遥

渊三冤网络信息内容特征与感知信任

信息内容是否真实尧是否能被证实是评价网络信

息可信度的重要指标[21]袁网络旅游信息内容是否与实

际情况相符合袁将会影响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信

任遥 只有依托准确尧真实的旅游信息袁才能符合旅游者

的期望袁并且促使其做出满意的旅游决策遥 旅游者在

出游前需要搜集大量信息来确定行程袁包括旅游景点

推介尧交通尧天气尧美食尧住宿尧旅游安全尧门票价格等遥

除此之外袁旅游者还需要旅游线路尧旅游产品推荐尧网

友点评等信息来完善旅游行程遥 全面性是高质量信息

的核心评价指标之一[18]遥旅游者会关注网友日记尧旅游

网络论坛尧网友评论尧旅游博客等网友分享的相关旅

游经历尧亲身感受等信息袁且旅游者更容易接受驴友

日记尧论坛等新兴信息来源[4,22,23]遥网络评价也是消费者

决策行为的判断依据袁旅游者感知会受到评价信息的

影响袁正向评论信息能显著提高旅游者感知信任度[24]遥

RIEH[25]认为在搜索尧浏览网页的过程中袁用户最重视信

息质量遥商蕊[13]也通过研究发现袁旅游信息价值正向影

响旅游者的消费决策遥 旅游者在出游前会对旅游活

动尧旅游产品的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袁有价值的旅游信

息会减少旅游者的决策风险袁提升旅游者对目的地的

信任程度袁有助于旅游者有效地安排旅游计划遥 基于

此袁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院

H3:网络信息内容的真实性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

感知信任遥

H4:网络信息内容的全面性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

感知信任遥

H5:网络信息内容的价值性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

感知信任遥

渊四冤感知信任与旅游决策

信任分为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袁是一个人信任并

且愿意以他人的说法尧行动尧决定为依据来采取行动

的程度[26]遥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信息能够在

短时间内被广泛地传播给海量的消费者遥 当旅游者所

搜寻到的网络旅游信息来自权威的机构尧组织或信息

发布者具备一定的旅游专业知识时袁就会对这些信息

产生较高的信任感袁并依据所信赖的旅游信息采取行

动或制定计划袁最后形成决策遥 因此袁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院

H6:城市居民的感知信任显著影响其乡村旅游决

策行为遥

三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问卷设计

问卷包含 2个部分袁第一部分为受访者人口统计

学特征曰第二部分用 7个量表分别测量网络信息源的

可靠性尧专长性袁网络信息内容的价值性尧真实性和全

面性袁感知信任和乡村旅游决策袁采用 Likert7级量表

来衡量袁1表示完全不同意袁7表示完全同意遥 变量测

量项主要借鉴已有文献袁以保证内容效度袁详见表 1遥

正式问卷调查之前袁 邀请 12名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

进行预调查袁根据受访者的反馈意见袁改善问卷中语

义模糊尧表达不清等问题袁降低问卷有效性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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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数据收集

本次调研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袁于 2019年 9月~

11月袁在闽侯县尧平潭综合实验区等福建省内乡村旅

游景点地发放问卷 120份袁回收 108份曰作为补充调

查袁借助微信尧QQ尧邮箱等网络平台发放问卷袁回收

157份问卷袁总计回收 265份问卷遥为筛选长期居住在

福建省内城市尧有乡村旅游经历和网络旅游信息搜寻

经历的调研对象袁问卷开头设立 3个门槛问项袁分别

为野您是否长期在福建省内城市居住冶野您是否有过乡

村旅游经历渊含长途和短途冤冶以及野出游前您是否会

进行网络旅游信息搜寻冶袁剔除否定回答 34份袁最终

得到有效问卷 231份袁有效率 87.2%遥 由表 2可知袁调

研对象中男性占比 44.16%袁女性占比 55.84%袁基本涵

盖各年龄层尧不同学历以及不同职业袁具有一定代表

性遥

表 2 样本描述性统计
Tab.2 Samp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变量测量

Tab.1 Variable measurement

网络信息源的

专长性
EXP1:网络信息发布者是具有权威性和知名度的专家尧媒体或机构 高梦远[6]尧颜景楠[27]尧张馨遥[28]

EXP2:网络旅游信息发布者具有旅游专业知识素养

EXP3:网络旅游信息发布者具有旅游相关知识或经历

EXP4:网络旅游信息发布者能够提供正确有效的信息
网络信息源的

可靠性
REL1:网络旅游信息的发布者是明确尧可证实的 高梦远[6]尧颜景楠[27]尧张馨遥[28]

REL2:网络中提供的旅游信息发布时间是确定的

REL3:网络旅游信息的发布者是被我认可的

REL4:网络旅游信息的发布者是值得信赖的
网络信息

内容的价值性
VAL1:丰富我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特色文化民俗的了解 商蕊[13]尧邓绍明[14]尧文谨等[15]

VAL2:丰富我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特色乡村活动的体验

VAL3:有助于我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平时生活环境和状态的了解

VAL4:有利于我对乡村旅游行程的有效安排

网络信息
内容的真实性

AUT1:网络中提供的旅游信息内容和实际情况一致 高梦远[6]尧王悦[16]

AUT2:搜索到的旅游信息内容符合我查询的目的

AUT3:网络所提供的乡村旅游信息真实有效
网络信息

内容的全面性
CPH1:网络中有关乡村旅游信息的形式多样袁配备文字尧视频尧动画尧音乐等袁图
文并茂袁生动展示旅游目的地风貌

王兆峰等[4]尧朱一丹[10]尧李君轶等[22]尧

吴增玉[23]尧翟竞芳[29]

CPH2:网络中所涵盖食尧住尧行尧游尧购尧娱等乡村旅游信息是最新的尧完整的尧丰

富多样的

CPH3:网络中能够呈现驴友日记尧网友评论尧社区论坛尧乡村旅游产品评价等信
息

感知信任 PTR1:我认为该旅游目的地值得信赖 刘卫梅等[8]尧欧阳文静等[12]尧王悦[16]尧

姚延波等[30]尧潘煜等[31]

PTR2:我相信旅游目的地能够履行服务承诺

PTR3:我相信网络提供的旅游信息是真实的尧旅游目的地的真实情况和网络旅

游信息中的描述是相符的

TOD1:出游前袁我会参考网络的乡村旅游信息规划旅游行程 秦安振等[3]尧高婷[32]尧邱智鸿[33]尧

邱扶东等[34]尧

TOD4:旅行结束后袁我会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旅游攻略尧日志等

乡村旅游

决策 TOD2:出游中袁我会根据网络中的乡村旅游信息来设计和调整旅游行程

TOD3:网络旅游信息对我的旅游决策有重要影响

性别 男 102 44.16

女 129 55.84

年龄
17岁及以下 34 14.72
18耀30岁 109 47.19
31耀64岁 50 21.64

65岁及以上 38 16.45

受教育
程度

小学及以下 9 3.90
初中 34 14.72

中专/高中/职 68 29.43
本科/大专 96 41.56

博尧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24 10.39

职业
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 17 7.36

企业职员 61 26.41
教育工作者 38 16.45
学生 51 22.08

离退休人员 25 10.82
自由职业者 11 4.76
个体经营者 26 11.26
其他 2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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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实证分析

渊一冤信度效度检验

本研究运用 SPSS20.0和 AMOS24.0进行量表的

信度和效度检验遥由表 3可知袁各测量项的 Cronbach爷

琢系数均大于 0.8袁说明测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遥

各测量项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为 0.827-0.972>0.5尧t

值为 15.211-22.593>1.96尧 组成信度 CR值为 0.881-

0.959>0.7尧 平均变异度萃取量 AVE为 0.711-0.795>

0.5袁说明测量量表的收敛效度良好遥

区分效度的检验方法可以通过 Pearson相关系数

来反映潜变量间的线性相关程度袁 接着根据 AVE的

算术平方根大于相应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原则来检

验遥 本研究运用 SPSS20.0中的 Pearson相关性分析得

出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遥 从表 4可知袁AVE值的

算术平方根为 0.847~0.891袁各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为

0.245~0.724袁均符合要求遥因此认为袁测量量表有较好

的区分效度遥

表 3 信度效度检验

Tab.3 Test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网络信息源的
专长性

EXP1 0.886 0.785 19.263 0.933 0.776 0.933

EXP2 0.880 0.774 19.002

EXP3 0.873 0.762 18.715

EXP4 0.885 0.783 -

网络信息源的
可靠性

REL1 0.877 0.769 15.253 0.910 0.718 0.910

REL2 0.827 0.684 14.124

REL3 0.879 0.773 15.299

REL4 0.804 0.646 -

网络信息内容的
价值性

VAL1 0.833 0.694 17.718 0.928 0.763 0.928

VAL2 0.856 0.733 18.748

VAL3 0.898 0.806 20.903

VAL4 0.906 0.821 -

网络信息内容的
真实性

AUT1 0.877 0.769 17.947 0.959 0.795 0.917

AUT2 0.903 0.815 18.783

AUT3 0.879 0.773 -

网络信息内容的
全面性

CPH1 0.827 0.684 19.117 0.933 0.779 0.919

CPH2 0.884 0.781 22.593

CPH3 0.972 0.945 -

感知信任 PTR1 0.840 0.706 - 0.881 0.711 0.891

PTR2 0.828 0.686 15.211

PTR3 0.862 0.743 16.185

乡村旅游决策 DOT1 0.835 0.697 - 0.921 0.743 0.920

DOT2 0.879 0.773 16.761

DOT3 0.880 0.774 16.789

DOT4 0.854 0.729 1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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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中介效应检验

H1-H6检验了旅游网络信息特征-感知信任-旅

游决策的影响路径袁但未说明感知信任是否在其中起

到中介作用遥 因此袁本研究进一步通过 Bootstrap法检

验感知信任的中介效应袁 即取值在 Bias-Corrected和

Percentile于水平下 90%的置信区间不为零遥 由表 7

可知袁网络信息源的专长性和可靠性尧网络信息内容

的价值性尧真实性和全面性对感知信任的效应值分别

为 0.242尧0.182尧0.210尧0.196尧0.109袁 取值区间均不包

括 0曰感知信任对旅游决策的效应值为 0.840袁且取值

区间也不包括 0袁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存在遥

五尧结论与建议

渊一冤结论

本研究以旅游者的感知信任为中介变量袁探讨网

络旅游信息的不同特征对城市居民乡村旅游决策行

为的影响遥 经检验袁本研究的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和

效度袁拟合度良好袁中介效应显著袁因此袁得出如下研

究结论院

表 4 区分效度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Tab.4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渊二冤拟合优度及假设检验

本研究以感知信任为中介变量袁构建模型分析旅

游网络信息特征对城市居民乡村旅游决策行为的影

响袁采用 AMOS24.0进行假设检验遥 首先袁检验模型拟

合度袁检验结果见表 5袁各项模型拟合实际指数均达到

理想值袁仅 AGFI渊=0.876冤略低于 0.9袁说明模型拟合优

度较好遥 接着袁运行 AMOS24.0检验模型拟合路径系

数及显著性袁见表 6袁可以看出所有路径系数均为显

著袁即假设成立遥

专长性 渊0.881冤

可靠性 0.381** 渊0.847冤

价值性 0.677** 0.384** 渊0.873冤

真实性 0.392** 0.282** 0.515** 渊0.891冤

全面性 0.564** 0.245** 0.534** 0.397** 渊0.882冤

感知信任 0.650** 0.457** 0.656** 0.541** 0.539** 渊0.843冤

旅游决策 0.608** 0.508** 0.643** 0.508** 0.552** 0.724** 渊0.862冤

表 5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Tab.5 Goodness-of-fit test of SEM

理想值 1~3 >0.9 >0.9 >0.5 >0.9 >0.9 >0.9 <0.08

实际值 1.275 0.901 0.876 0.718 0.986 0.938 0.986 0.035

表 6 模型拟合路径系数

Tab.6 Fitting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model

H1: 专长性--->感知信任 0.288 0.243 0.061 3.956 *** 成立

H2: 可靠性--->感知信任 0.216 0.219 0.051 4.257 *** 成立

H3: 价值性--->感知信任 0.250 0.200 0.061 3.268 0.001 成立

H4: 真实性--->感知信任 0.234 0.237 0.057 4.192 *** 成立

H5: 全面性--->感知信任 0.130 0.109 0.047 2.313 0.021 成立

H6: 感知信任--->旅游决策 0.840 0.857 0.068 12.523 ***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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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信息源的专长性和可靠性对城市居民的感

知信任有显著影响遥 现在旅游信息的获取渠道越来越

多元化袁旅游者可以通过官方微博尧官方微信尧在线旅

游社区尧政府旅游网站尧旅游企业网站等在线旅游信

息媒介来获取所需的旅游信息[35]遥 网络评价信息信任

度最高的是官方旅游网站[36]遥一方面袁此类网站的发布

者大多有相关旅游知识尧 经验或者本身是旅游专家袁

从源头保证信息质量遥 另一方面袁他们依托专业知识

所发布的信息也具备一定的专长性和可靠性袁能够为

用户提供有益的旅游信息遥 信息源的可靠性和专长性

为信息质量提供了保证袁有效的尧真实的尧与事实相符

的旅游信息能够提高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信任感遥

2.网络信息内容的价值性尧真实性和多样性对城

市居民的感知信任有显著影响遥 旅游产品或服务具有

无形性的特征袁这就使得他们决策前会产生更多的顾

虑和怀疑袁担心旅游目的地是否值得前往尧是否存在

宰客现象尧是否具备较好的住宿条件和便利的交通等

等遥 虚假的信息会降低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信任袁无价

值或单一的信息组合无法填补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未

知疑惑遥 因此袁作为旅游者了解旅游目的地的重要载

体袁网络旅游信息内容越是具备价值性尧真实性和全

面性袁就越能打消旅游者的疑虑袁提升旅游者对目的

地的信任感遥

3.城市居民的感知信任作为中介变量袁对其乡村

旅游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遥 建立信任是人类社会交

流中的重要环节袁网络旅游信息的特征会改变旅游者

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和态度袁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的

感知信任袁进而影响旅游者的决策行为遥 充分了解乡

村旅游目的地的景点推介尧住宿情况尧交通情况尧门票

价格等相关信息袁会更有利于减少旅游者对目的地的

疑惑袁提升信任感遥 在建立信任的基础上袁旅游者更有

意愿前往乡村旅游目的地袁为出游制定行程计划袁并

做出相应的旅游决策行为遥

渊二冤建议

1.推进乡村旅游网络信息化遥 乡村旅游以城市居

民为主要目标市场袁其客源主要为受教育程度较高或

收入较高的群体袁网络是这些旅游者获取信息的主要

渠道之一遥 乡村旅游信息化建设相对薄弱袁乡村旅游

信息不完善袁不利于旅游者了解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相

关情况袁影响其制定出游计划遥 因此袁必须推进乡村旅

游网络信息化建设袁整合乡村旅游地理位置尧住宿尧交

通尧餐饮等相关信息袁并通过信息化平台加以呈现袁为

城市居民搜寻乡村旅游信息提供渠道袁为其提供信息

化服务遥 一方面袁有助于旅游者加深对乡村旅游目的

地的了解袁另一方面袁有助于全方位尧多层次地展现乡

村旅游目的地特点和乡村文化遥 并且袁随着自助游尧散

客游群体不断增长袁乡村旅游推进网络信息化建设袁

有利于依托大数据了解旅游者消费个性化的特征袁精

准定位乡村旅游开发主题袁提高乡村旅游吸引力遥

2.优化乡村旅游网络信息源遥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袁

极大地丰富了乡村旅游信息的来源遥 一方面袁扩大旅

游者选择旅游信息的渠道和范围遥另一方面袁虚假的尧

过时的旅游网络信息也为旅游者带来了许多困扰遥

因此袁旅游目的地的经营者尧管理者应从源头把关网

络旅游信息袁安排相关信息发布人员开展乡村旅游业

务尧知识培训袁使其具备一定的旅游专业知识素养袁增

加网络旅游信息源的专长性尧可靠性曰并且袁在发布乡

村旅游相关信息时袁安排信息发布人员严格把关网络

表 7 标准化的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Tab.7 Standardized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 test

专长性--->感知信任 0.242 0.081 0.118 0.386 0.117 0.386

可靠性--->感知信任 0.182 0.063 0.076 0.283 0.081 0.289

价值性--->感知信任 0.210 0.095 0.047 0.356 0.047 0.356

真实性--->感知信任 0.196 0.053 0.111 0.289 0.110 0.288

全面性--->感知信任 0.109 0.060 0.014 0.211 0.009 0.208

感知信任--->旅游决策 0.840 0.048 0.746 0.908 0.756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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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信息文本袁对所发布的信息文本仔细校对袁确保

其与实际情况相符袁提高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尧有效性尧

可信度袁增强旅游者对网络旅游信息的信任遥

3.建立野互联网+乡村旅游冶营销矩阵遥 在网络信

息技术逐步发展的基础之上袁乡村旅游不再囿于传统

营销模式袁而是通过网络传送范围广尧速度快尧信息量

大尧渠道多样化等特点进行大范围的精准营销袁加大

推广力度袁提升乡村旅游品牌影响力遥 当前袁旅游者通

过手机尧电脑来获取乡村旅游的资讯尧进行预购门票尧

预订住宿等一系列旅游前准备袁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搜

寻了解旅游目的地环境尧民风民俗尧消费水平等袁还可

以在网络上进行交流心得袁再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

能力水平来制定旅游计划遥 旅游目的地经营者可以通

过微博尧微信尧QQ尧抖音尧B站尧旅游官方网站等渠道整

合营销模式袁构建全方位的营销矩阵袁为旅游者提高

详尽的尧有价值性的尧可信度高的旅游信息袁满足旅游

者的旅游需求曰加强社交媒体尧旅游类 APP尧旅游网站

的旅游活动尧产品等的预订服务建设袁为旅游者的信

息搜寻提供渠道袁帮助旅游者完善旅游计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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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information and urban residents 爷tourism deci鄄

sion-making,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tourism websites, and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policies, such as 野Internet + rural tourism冶 and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o forth. On the basis of survey data of urban resi鄄

dents 爷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in Fujian, based on the SOR model,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online inform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d perceived trust as an intermediate variable, and use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online

information on urban residents 爷rural tourism deci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iability and expertise of online information sources,

value, authentic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online information content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erceived trust of urban resi鄄

dents, and perceived trust has a remarkable effect on rural tourism decision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trust is significant. Gov鄄

ernments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should further optimize the content and method of publishing online information for rural tourism prod鄄

ucts, make the best use of online tourism information, and increase the attractiveness of rural tourism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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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袁随着移动互联尧大数据尧智慧城市时代

的到来袁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阶段性

成果袁社会对于电子商务人才的需要与日俱增遥 根据

叶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曳渊简

称 叶商英国标曳冤 将专业商务技能定义为商务谈判技

能尧贸易实务技能尧电子商务技能尧市场营销技能尧人

力资源管理技能尧财务管理技能等遥 [1]由此袁电子商务

英语已成为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之一遥 然而袁

大部分高校针对商务英语专业学生设置的电子商务

英语课程并不尽如人意袁对于云计算尧物联网尧人工智

能等新兴技术的讲授处于滞后状态袁传统语言技能教

学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商务英语专业教学的需要袁由

此国内电子商务英语的教学改革迫在眉睫遥 [1]此外袁电

子商务英语课程设计的课程理论研究薄弱袁难以应对

电子商务英语课堂教学所面临的挑战遥 [2]据此袁本文基

于目前电子商务英语理论视野与现实困境袁从 SCHU鄄

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出发探究电子商务英语教学

的突破路径遥

一尧电子商务英语教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渊一冤 既往研究的批判视野

近年来袁针对国内电子商务英语的研究大多数聚

焦在对电子商务英语教学设置的合理性进行批判和

探索遥郎可夫[3]的研究表明袁电子商务英语的教学改革

势必打破传统英语教学和专业英语教学的界限袁多学

科背景下的电子商务英语的教学须采用多重教学手

段遥而林添湖[4]进一步指出袁作为交叉学科的商务英语

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袁自身理论体系建构与传统尧成

熟的野英语语言文学冶学科研究高度也相去甚远遥 喻志

强[5]则认为袁国内电子商务英语教学课程设置和教学

模式存在一定问题袁在线教学可以解决目前电子商务

英语的课堂效果不佳的问题遥 可见袁国内学界对于电

子商务英语课堂教学的现状进行了多学科交融尧优化

课程设置尧改革教学模式等创新性思考与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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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既往研究的建构视野

建构主义所提倡的学习环境实质上是一种野以学

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冶[6]遥建构主义视域下的商务英语

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 CBI 渊Content-based Instruction冤

内容教学法教学模式的研究和探讨遥谌莉[7]认为袁建构

主义中以人为本尧强调实践创新的特点与商务英语对

学生的培养目标相一致袁符合商务英语改革策略建构

要求遥 因此袁在商务英语教学中贯彻建构主义核心教

学原则袁即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袁重视情景设置尧意义建

构和协作学习袁 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主动认知世界尧

拓展思维尧发现并解决问题遥 [8]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理

论发展出来的支架式教学渊Scaffolding Instruction冤尧抛

锚式教学渊Anchored Instruction冤尧随机通达教学渊Ran鄄

dom Access Instruction冤等教学方法应运而生遥 [9]教师

的定位也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传授者或者讲解者袁更

应该是学生学习的辅助者尧促进者和支持者遥[10]从建构

主义视角可以解决学生商务英语学习过程中的部分

学习障碍问题袁但是对于多学科交融背景的电子商务

英语而言袁 关键在于需要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袁因

此将商务文化与网络文化引入课堂部分就变得尤为

重要遥

综上所述袁无论是批判角度袁亦或是建构主义视

野都无法解决电子商务英语教学过程中的石化现象遥

以往的学者对电子商务英语课程设置袁教材编撰以及

词汇教学进行了一些研究袁但是鲜见将商务文化引入

课堂教学的微观性研究遥 另外袁电子商务英语教学涉

及多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袁在教学过程中采用英语输

出袁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就会产生知识层次断层袁无

法将全部商科知识融会贯通袁继而在语言记忆存储过

程中产生石化现象遥

二尧电子商务英语教学的现实困境

电子商务课程作为商务英语本科专业中一门新

兴的学科袁其学科内容涵盖了多媒体技术尧国际贸易尧

市场营销尧网上支付尧现代物流等多门商务英语本科

专业课程遥 对于这样一门交叉学科的教学不仅要求在

内容难度和广度上进行合理的设置袁而且还要求对于

英语语言的学习更加专业详实遥 然而袁当前的电子商

务英语教学存在诸多的问题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遥

1.商务文化渗透不够

电子商务英语的教学往往偏重词汇和专业术语

的教学遥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对学科所涉及的各个领

域进行针对性解读袁但在多数情况下会忽略商务文化

的导入遥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袁电子商务英语的教学说

到底是英语语言的教学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遵循二

语习得的规律遥 因此袁在教学过程中文化导入过程是

必不可少的遥 但是袁电子商务英语的文化导入不仅仅

限于传统文化导入袁 更应该偏重于商务文化的导入袁

商务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袁在导入过程中应该以商

务理论作为基础袁然而这一点在电子商务英语教学中

被普遍忽视遥

2.网络文化熟悉度不高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推动着电子商务产业的迅猛

扩张袁特别是移动商务的发展遥 根据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渊CNNIC冤发布的叶第 4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曳[11]显示院截止到 2018年 12月底袁中国网民规

模达 8.29亿袁 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超过欧洲人口总量遥

截止 2018 年 12月袁手机网民规模达 8.17亿袁网民通

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98.6%遥 手机即时通信

由于其随身尧随时尧拥有社交属性和可以提供用户位

置的特点袁自身定位逐渐从以前单一的通信工具演变

成支付尧游戏尧O2O 等高附加值业务的用户入口袁以其

庞大的用户基数为其他服务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商业

价值遥截至 2018年 12 月袁71.4%的网民选择用手机网

上支付袁有 67.2%的网民在线下实体店使用手机支付

结算遥 截止 2018年 12月袁网络视频尧网络音乐和网络

游戏的用户规模分别为 6.12亿尧5.76亿和 4.84亿遥 如

此众多的互联网用户在虚拟世界中形成了独特的网

络文化袁由此而产生的针对特殊虚拟环境下进行的电

子商务网络营销策略研究成为了课堂教学的重点与

难点遥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对特殊案例无

法理解的现象袁这主要是不熟悉网络文化的成因与发

展而造成的结果遥

3.中西方文化冲突

目前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野语

言+商务知识冶的模式展开的遥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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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只注重对于语言和商务知识的掌

握而忽略了对文化内涵的理解袁造成了文化意识的缺

失遥 缺乏文化意识的语言教学是流于表面的浅层次梳

理袁对于语言所承载的深层次文化内涵无从了解遥 由

此造成的误读往往导致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袁从而引起

交流目的失败遥 在电子商务领域中亦是如此遥 英语逐

渐开始成为全球各个领域的通用语袁作为电子商务领

域的通用语言袁被广泛应用于进行全球各地的电子商

务业务往来过程中遥 [12]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加速了电

子商务领域英语的普及率遥 因此袁中西方文化冲突不

可避免袁语言误读现象随处可见遥 无论是从教材选择尧

教学方法袁还是从教学手段等方面来看袁电子商务英

语课堂教学中的中西方文化冲突是导致案例分析过

程中出现理解偏差的主要原因遥

4.文化适应性不足

对于初学者而言袁 电子商务英语是一门涵盖的多

种领域交融的新兴学科遥除了遇到词汇尧商务专业知识

所构成的学习障碍以外袁 初学者在英语环境下接触到

新的电子商务领域的文化时所要经历的文化震惊和文

化紧张是不可避免的遥 由此而产生的焦虑和失落感对

进一步学习电子商务课程必然会造成一定的阻碍遥

三尧电子商务英语教学的突破路径

在上文的论述中所探讨的四方面不足必须在电

子商务英语教学中找到适当的方法加以解决袁否则将

会降低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袁 阻碍进一步学习的可能遥

本研究基于 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袁 试图探索

电子商务英语教学的突破路径遥

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13]是针对二语习得

过程中的石化现象提出的袁强调二语学习者对目的语

的文化接受程度决定着语言的学习程度遥 同时

STAUBLE也认为影响文化适应的主要两个因素是社

会距离和心理距离遥[14]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袁如果社会

距离和心理距离过大袁学习者将不得不使用母语或者

中介语来进行目标语言的记忆和输入遥 长此以往袁不

完善的中介语系统将会导致石化现象的产生袁即野学

习者的中介语在还未达到目的语的模式之前就永久

地停止了冶袁 这一现象将会导致学习者中介语系统停

止发展袁语言学习能力也将停滞遥[15]文化合流模式为学

习者深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规律袁创造有利的习得内

外部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遥 [16]这一理论也可以为电子

商务英语教学理论与现实困境提供理论依据遥 具体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遥

1.以社团模式给予学习者充分肯定使其克服语言

与文化冲突袁 同时创造真实的电子商务学习环境遥

SCHUMANN强调文化合流理论适用于自然语言环境

下的第二语言习得过程袁但是在国内高校商务英语专

业课堂很难提供真实的电子商务平台给学生学习使

用遥 速卖通尧阿里巴巴国际站尧敦煌网等国内发展比较

成熟的跨境电商平台无法满足如此众多的国内高校

电子商务课程需要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创建 EDI实

验室袁或者仿真电子商务实训平台袁模拟真实的电子

商务环境遥 教师在这样的环境中采取全英语授课方式

进行理论讲解袁全英商务知识课程教学不仅要求用英

文授课袁更重要的是既要讲解商务知识袁也要讲授语

言知识点袁做到语言教学和商务教学兼顾和平衡遥[17]理

论阐述的同时注意电子商务文化的导入袁使得学生在

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不会产生焦虑和失落感而阻

碍英语语言的学习和对电子商务知识的理解遥

2.创建学习者小社团增加文化和谐性袁利用学校

现有的设备构建电子商务英语集团培训模式遥 电子商

务英语教学应充分利用高校多媒体教室袁在课程设计

方面加入模拟训练环节遥 文化合流理论中的社会距离

所包含的社会显性要求目的语社团与学习者社团处

于平等地位袁在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技术等领域中充分

体现出平等地位袁而商务话语更关注在商务组织机构

中人们如何有效沟通遥 [18]教师应以班级为单位把学习

者分成若干小组袁将电子商务英语教学课堂构成一个

学习小社团袁并且引导学生利用双语来学习电子商务

英语遥 案例分析导入过程中用英语讲解西方经典案

例袁对于阿里巴巴尧苏宁易购尧京东商城等国内知名电

子商务平台的案例分析可采取中文方式解读遥 这样在

学生学习过程中不会出现偏重任何一种文化的现象袁

从而解决了文化和谐性的问题遥 对学生的教学采取集

团培训模式可以在心理距离层面解决自我透性的问

题遥 也就是说突破学生的心理自我抑制袁使其自我透

性提升袁 从而增强语言的接受能力遥 笔者以 JM大学

赵 威院电子商务英语教学研究院理论视野尧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87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7期

2015级学生为实验对象袁分别选取了 A.B两个班学生

为样本遥 A班共 50人袁采取常规教学手段袁教师讲解尧

布置讨论作业袁学生上交作业袁参加传统闭卷期末考

试遥平均成绩为 67.3分袁及格率为 73%遥B班共 47人袁

采取社团模式课堂教学方式袁采取双语输出袁教师不

断调整讲课速度及讲课模式袁在仿真教育平台上讲解

经典案例袁 激起了学生对于电子商务英语的浓厚兴

趣袁主动在课堂上参加讨论袁课后进行调研渊内容为境

外旅游平台所提供产品的评价袁包括爱彼赢尧马蜂窝尧

携程尧 缤客等大型旅游平台冤遥 当结束该门课程学习

后袁参加期末闭卷考试的平均成绩为 78.6分袁及格率

为 84%遥 诚然袁在教学过程中不排除学生的个体差异

性所导致的成绩不同遥 但是总体来说袁基于文化合流

理论设计的课堂教学能够让学生增大对于该学科的

学习兴趣袁从而使得学习动机最大化袁实现知识获取

成功遥

3.增大学习者社团规模袁提升学习动机最大化袁借

助校企联合办学模式为学习者提供最大化的真实学

习机会遥 尽量与大型企业联合办学袁尤其是与具有国

际贸易往来并开设电子商务平台的企业联合遥 教师应

带领学生进入企业进行现场教学袁并且指导学生上机

实际操作遥 能够在真实环境下直接进行计算机的操作

野要求教师及学习者必须加强信息素养培养袁 不断提

高使用计算机的信息技术手段的能力冶遥[19]现代信息技

术的运用袁除了给学生打造一个真实的电子商务学习

环境以外袁教师还应该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帮助学生

树立学习信心袁克服文化震惊所带来的副作用袁强化

学生的学习动机袁在与企业员工交流的过程中降低课

堂教学的封闭性和凝聚性遥

4.强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心理疏导作用袁帮助

学习者克服语言和文化冲突遥 现代大学教育强调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袁而教学的主体是学生遥 在

初次接触电子商务课程之时袁学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

语言震惊和文化震惊现象遥 教师应在课堂设计方面充

分考虑到学生的心理感受袁进行中西方商务文化同时

导入袁减少学生的陌生感从而降低恐惧心理和焦虑心

理遥教师应采取启发式尧探究式的课堂教学方式遥课堂

教学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过程袁教师如何发挥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遥 [20]对于新型的网络文化导

入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熟悉所要学习的目的语袁即英

语遥 双语教学有利于帮助学生克服语言难点和文化冲

突传达出肯定的社团态度袁达到课堂教学效果最佳状

态遥

四尧结语

本文基于电子商务英语教学中的理论视野与现

实困境袁从 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出发袁提出了

建立仿真电子商务课堂环境尧创建学习小社团尧增大

学习者社团规模尧强化教师教学过程中心理疏导作用

等解决策略遥 不可否认的是袁电子商务英语作为一门

涉及多领域的新兴学科一直处于不断发展进程中袁对

于该学科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也处于不停地研究和讨

论中遥随着 5G时代的到来袁VR技术的逐步成熟袁未来

的电子商务英语教学的方向应不断趋于高效性尧即时

性尧同步性方向发展袁对于教师的电子商务知识储备

提出更高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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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commerce English Teaching : Theoretical Vision,

Realistic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Path

ZHAO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 E-commerce English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business talent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discussion of e-commerce English teaching is mainly carried out from the two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criticism and construc鄄

tion.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practice,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penetration of business culture, low familiarity with net鄄

work culture,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insufficient cultural adaptability. Based on this, taking Schumann爷s the鄄

ory of accumulation a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build a simulated business classroom environment,

create a small learning community, increase the size of learners爷 community, and strengthen the psychological guidance role of teacher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e-commerce English teaching.

Key words: e-commerce English曰 the theory of acculturation曰 bilingual teaching

赵 威院电子商务英语教学研究院理论视野尧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89窑 窑



商务英语是以英语为媒介尧以商务理论知识和实

践技能为核心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遥 [1]商务英语专业

主要培养具备扎实语言技能尧系统商务理论知识及商

务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遥通过系统学习学生应具备

熟练的英语应用能力尧系统的商务实践技能尧得体的

跨文化交流能力及创新的思辨能力袁能在外贸尧教育尧

翻译等多领域就业遥 叶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

学质量国家标准曳明确指出袁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具有

跨学科特点袁 旨在培养能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复合

型尧应用型人才遥 [2]应用型本科高校属于教学型大学袁

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尧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办

学目标遥 福建武夷学院是一所应用型本科高校袁2016

年开设商务英语专业袁 旨在培养应用型商务英语人

才袁提高学生英语及商务技能实践能力袁为实现这一

目标就应以学生学习需求及市场人才需求为导向进

行需求分析遥

一尧文献综述

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 or Needs Assessment)是

指通过内省尧访谈尧观察和问卷等手段对需求进行研

究的技术和方法遥 [3]按需求主体的不同袁需求分析可分

为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两大类袁其中个人需求是指个

体当前的实际水平与预期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距袁社

会需求主要指社会和用人单位对个体实际能力的具

体要求遥 [4]

20世纪 90年代袁 需求分析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

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遥 研究需求分析理论在国内

的发展进程后发现袁 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ESP

渊专门用途英语冤需求分析领域袁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

调查学习者在 ESP学习过程中的学习需求以及用人

单位对 ESP人才的社会需求袁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袁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外语教学改革遥管春林[5]

研究了需求分析在经贸方向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的

基于需求分析的应用型本科高校

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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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以及具体方法袁他认为在课程设置之前就应

进行科学的需求分析以保证经贸英语专业课程设置

能同时满足学生个体学习需求及用人单位社会需求袁

并详细介绍了按照计划尧收集资料尧分析所得信息三

个步骤完成需求分析的具体方法遥 舒薇[6]以需求分析

理论为基础袁 对用人单位的社会需求进行了实证调

查袁 结合调查结果详尽地给出了在人才培养目标尧课

程设置尧实践教学等方面的具体建议遥 郭桂杭等[7]以

ESP渊专门用途英语冤需求理论为指导袁对商务英语专

业教师的专业素质结构展开了问卷调查袁并对优化商

务英语专业师资队伍提出了改善建议遥 李琳娜[8]研究

了需求分析理论在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的指导

作用袁 认为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应以用人单位需

求尧学习者个人需求尧专业培养目标需求为基础袁以保

证课程设置更合理尧更规范尧更科学遥 史兴松等[9]采用

定量内容分析法袁以需求分析理论为基础袁通过对网

络招聘广告进行调查袁分析研究用人单位对商务专业

学生的具体需求袁并据此提出具体教学改革措施遥

二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探讨三个问题院

1.以武夷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为对象袁调查当

前在校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个体学习需求遥

2.以 51job网站上福建省福州市外贸公司招聘信

息为主要数据来源袁收集尧整理并分析外贸企业对商

务英语人才的社会需求遥

3. 以学生个体需求及用人单位社会需求为基础袁

探讨应用型本科高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

具体路径遥

渊二冤研究对象

武夷学院商务英语专业为 2016年新设的本科专

业袁本研究以该专业大一到大三共计 160名同学为对

象袁通过问卷袁调查其个体学习需求袁这部分同学已经

开始了商务英语课程的系统学习袁具备一定英语语言

能力尧跨文化素养及商务专业技能袁具有一定的学习

诉求能力曰本研究以招聘网站 51Job发布的福州市外

贸企业相关招聘信息为数据来源袁调查企业对商务英

语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遥 福州市是福建省的省会袁也

是福建省外贸行业发展的前沿袁其对外贸人才的招聘

需求能代表当前外贸行业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普

遍社会需求遥

渊三冤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商务英语专业综合素质要求及专项技

能为测量维度袁设计了基于需求分析的商务英语专业

学生学习需求调查问卷袁并通过小范围预测试袁结合

同行经验及用人单位建议袁对调查问卷不断完善修

改袁 最终形成了包含 16个问题的问卷遥 问卷于 2019

年 7月在问卷星网站面向武夷学院商务英语系大一

65名同学袁大二 55名同学袁大三 40名同学袁共计 160

名同学发布袁在设置期限内共回收问卷 155份袁回收

率为 97%遥 本研究对 51job网站发布的福州地区商务

英语专业人才的招聘数据进行分类整理袁分析外贸企

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社会需求遥

三尧调查结果

渊一冤学生学习需求

本问卷对在校学生学习需求的调查主要从学习

动机尧职业目标尧自我评价尧课程体系尧实践教学尧教师

素质尧未来期望等方面展开遥

1.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鼓励并推动学生保持持续学习行为

的一种内在驱动力袁良好的学习动机能激发学生的内

在潜力袁指引学生通过科学的学习方法实现学习目

标遥 了解学生学习动机袁明确学生学习目标是使教学

活动更有针对性的必要前提遥 对于野你选择商务英语

专业学习的目的是什么钥 冶这个问题袁野从事相关工作冶

选项有 41.29%的学生选择袁 排在第一位袁野兴趣冶有

32.26%的学生选择袁排在第二袁由此可见袁学生选择商

务英语专业时是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清晰的专业

方向的遥

2.从业目标

从业目标是学生学习动机在就业时的具体表现袁

商务英语专业大学生从业目标呈多元化趋势遥 应用型

本科高校商务英语专业以培养具有较强外贸业务能

力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遥 从问卷结果来看袁

魏乐琴袁等院基于需求分析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提升路径 91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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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你的就业目标是什么钥 冶66.45%的同学选择了野外贸

员冶遥 由此可见袁学校应用型办学定位尧商务英语专业

培养方向与学生需求在职业目标上是高度匹配的遥

3.自我评价

这一部分共设计了三个问题袁目的是了解学生当

前的英语语言学习能力及商务技能水平袁据此评估学

生对自身的学习能力是否有较为客观的判断遥

以就业市场认可度为基础袁问卷列举了商务英语

专业学生在学习和就业过程中需求度较高的几类证

书袁通过调查野你是否已通过以下考试钥 冶来判断学生

当前的学习水平遥 分析调查结果发现袁大部分同学在

大二尧大三阶段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袁4名大一同

学也已通过了这项考试袁这表明在一至两年的英语语

言基础学习之后袁同学们已具备了一定的英语学习基

础及实力袁但对英语水平要求较高的野英语六级冶尧野专

四冶通过人数则只有 47人和 15人袁分别占大二尧大三

总人数的 49%和 16%袁通过率略低遥 因武夷学院商务

英语专业开设于 2016年袁目前只有大三学生袁故野专

八冶通过率暂为 0%遥BEC证书是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

在专业技能上有较高要求的商务类专业证书袁在就业

市场上有较高的认可度袁从调查结果来看袁当前仅有 1

名大三同学取得了初级证书袁3名大三同学取得了中

级证书袁大一尧大二的同学还未参加此项考试袁对这类

证书的了解也不多遥

在调查野你觉得你在商务英语语言技能中哪些方

面比较欠缺钥 冶这个问题时袁问卷列举了商务英语专业

学生必备的四项语言基础技能袁分别为野商务谈判尧电

话交流和产品介绍等商务英语听说技能冶野阅读合同尧

信函和报告等商务文件的商务英语阅读技能冶野撰写

合同尧 信函和报告等商务文件的商务英语写作技能冶

野在商务英语环境中进行笔译和口译的商务英语翻译

技能冶袁从同学们的提交结果来看袁听说技能仍然是困

扰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主要问题袁占比 87.74%袁其次

依次为翻译技能占比 83.23%袁写作技能占比 75.48%袁

阅读技能 63.23%遥 调查结果与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

有着较高的契合度遥 英语听说能力一直是中国学生在

英语学习中的最大短板袁 在跨境电子商务背景下袁商

务英语听说能力则尤为重要遥 此外袁翻译商务文本尧起

草商务文书尧撰写合同等涉及商务英语翻译和商务英

语写作尧和商务英语阅读的基础语言技能在外贸从业

时都是必备条件袁而学生们在这些外贸从业必备能力

上的不足却非常明显遥

在评价野你觉得你在商务专业技能中哪些方面比

较欠缺钥 冶时袁91.61%的同学选择了野全面的商务专业

知识冶袁其次 野熟练的人际沟通能力冶和野对外国文化

及国际商务文化的敏锐洞察力冶 占比均为 83.87%袁

野娴熟的商务操作技能冶 占比 83.23%遥 由此可见袁全

面尧综合尧系统的商务专业基础知识体系是商务英语

学生在学习中的最大需求袁 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尧商

务跨文化知识尧商务操作技能同样是学生急需补齐的

短板遥

4. 课程体系

在了解学生目前的学习水平与能力尧学习不足与

需求之后袁问卷对商务英语专业当前的课程设置情况

进行了调查遥 当前袁学校已开设了综合商务英语尧商务

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基础语言技能课程袁在大二尧大三

年段还开设了国际贸易理论尧国际贸易实务尧国际支

付与结算尧电子商务等基础商务技能课程袁以及跨文

化商务交际课程遥 72.26%的同学对这些课程是满意认

可的袁但有 18.06%的同学表示不满意遥 除现有的课程

外袁在调查野你觉得还应该增加哪些课程钥 冶时袁占比较

高的选项分别有商务证书类培训课程尧办公技能类课

程尧财会尧经济学类课程尧工商导论类课程等遥

从调查结果来看袁当前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是较为完整的袁涵盖了学生语言技能尧商务专业技能尧

跨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袁 得到绝大多数同学的认可袁

但学生对更深入尧更全面的商贸知识及办公技能等方

面的课程需求非常强烈遥

5. 实践教学课程设置

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毕业后将主要从事外贸业务

工作袁因此学校应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遥 在调查

野你在课堂上有商务实践技能的操作机会吗钥 冶袁反馈

的结果渊如图 1所示冤并不理想袁49.68%的同学反馈是

几乎没有袁49.03%的同学反馈偶尔有遥对于野你认为商

务英语专业的学生需要开设哪些实践技能课程钥 冶袁选

择人数比例排在前面的依次是跨境电商尧 营销管理尧

合同签订尧单证业务等商务实操类课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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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生在课堂上是否有商务实践技能操作机会

Fig.1 Chances offered for students to practice

business skills in classes

6. 教师素质

从问卷调查来看袁野你认为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师

最应具备哪种素质钥 冶袁 学生认为比较重要的依次为

野从事商务英语相关工作的实战经验冶野较高的英语水

平和能力冶及野过硬的商务专业知识冶遥 由此可见袁具备

丰富的商务实战经验及扎实的商务知识背景是学生

在评价教师时非常看重的指标遥

7. 未来期望

了解学生的期望袁会为商务英语教学的改革探索

指明方向袁从问卷调查来看袁对于野你认为当前的商务

英语课程设置的不足之处是什么钥 冶这个问题袁学生的

诉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院实践操作过少尧商务类课

程开设时间过晚及语言类课程过多袁具体人数百分比

如图 2所示遥

图 2 当前商务英语课程设置的不足之处

Fig.2 Deficiencies in Business English curriculum

渊二冤企业社会需求

2019年 8月 2日袁在知名招聘网站 51job上搜索

福州地区外贸人才招聘信息时袁输入野商务英语冶共有

135条招聘信息袁输入野外贸冶共有 1071条招聘信息遥

对这些招聘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后发现袁招聘职位主要

可分为四大类院外贸实操类渊含外贸业务员尧单证员尧

跟单员尧跨境电商运营尧销售尧采购等冤尧教师教学渊包

括中小学尧培训机构等冤尧翻译渊英语尧日语尧韩语等多

语种冤尧英语客服遥 在分别搜索野商务英语冶及野外贸冶两

个关键词时袁外贸实操类的招聘信息分别为 113条和

1040条袁其中又以外贸业务员为主遥由此可见袁武夷学

院商务英语专业以培养服务社会的应用型商务英语

人才为目标的办学定位是符合社会及就业市场需求

的袁商务英语人才的就业市场是较为广阔的遥 外贸企

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招聘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院

1. 扎实的英语应用能力

在外贸业务活动中袁英语是工具袁是桥梁遥 发盘尧

询盘尧商务谈判尧商务合同签订等各个环节的外贸业

务活动都是以英语为媒介的遥 因此熟练掌握商务英语

听尧说尧读尧写尧译等各项技能袁独立完成商务谈判袁撰

写阅读合同尧信函和报告等商务文件袁在商务英语环

境中进行笔译和口译等业务活动袁是用人单位对商务

英语专业学生基本要求遥 分析招聘企业数据发现袁大

学英语六级证书尧BEC商务英语证书是企业在招聘人

才时的普遍需求遥

2. 系统的商务专业知识及过硬的商务技能

外贸是一个涉及国际贸易尧国际金融尧国际结算尧

电子商务等多学科的复合性行业遥 受国际尧国内形势

变化影响袁 外贸市场总是处于多重变化的环境之中袁

因此袁外贸人才需要十分精通外贸进出口各个环节的

业务袁具备应对各种市场风险的能力袁能将所学理论

知识熟练运用于外贸实践中遥

3. 较高的综合素质

过硬的语言能力及扎实的商务技能是外贸从业

人员必备的硬实力遥 同时袁外贸从业人员时刻需要与

来自不同国家尧不同语言尧不同文化背景的客户进行

沟通尧谈判袁因此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公关意识尧对外国

文化的了解与尊重尧娴熟的谈判技巧尧朴实的服务意

识尧敏锐的创新意识等是一名合格外贸从业人员必须

修炼的软实力遥

四尧应用型本科高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质

量提升具体路径

掌握学生学习需求及用人单位社会需求袁是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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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7期

商务英语教学体系的前提基础袁为商务英语教学改革

指明了方向遥 结合二者需求发现袁当前的商务英语专

业教学存在实践课程不够完善尧 实践平台不够丰富尧

语言课程比重偏大尧教师商务综合能力有待提高等不

足之处遥 因此袁要提高商务英语人才培养质量就需有

的放矢地消除短板袁满足学生及社会的多层次需求遥

(一) 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袁提升学生语言及商务实

践技能

商务实践能力是商务英语人才区别于传统英语

人才的最大不同之处袁企业的社会需求调查也反映出

外贸企业对毕业生商务实践技能及处理实际问题能

力的高度重视遥 但学生学习需求调查的结果反映出袁

当前的实践教学体系还不够完善袁不能给学生提供充

足的专业实践机会袁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不强遥 因此袁

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方案应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袁

强化课堂实践比例袁增加专业实践环节袁引入案例分

析尧营销策划尧市场调查尧商务谈判等实践内容曰充分

发挥商务英语综合技能大赛尧商务英语实践技能大赛

和商务文化节等第二课堂的优势袁增加学生参与实践

与实训的机会曰以企业和学生需求为导向袁构建多层

次尧递进化袁涵盖语言技能实践尧商务操作实践尧顶岗

实习尧毕业设计尧创业实践等环节的一体化商务英语

实践教学体系遥

渊二冤强化校内外商务实践基地建设袁搭建高品质

实践平台

创新校企合作模式袁积极引进企业人力与财力资

源参与校内商务实践教学及实验室建设袁优化校内商

务实验室配套设施设备袁为商务模拟实践提供技术保

障曰 邀请资历丰富的外贸企业从业人员参与实践教

学袁为学生实践提供专业保障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曰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袁与有实力的外贸企业

建立长期尧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袁采取野订单式冶培养

模式袁按照企业用人需求设置商务英语实践教学环节

与步骤袁校企合作育人袁为学生参与商务实践袁提升商

务操作技能搭建高质量平台遥

渊三冤 优化语言与商务课程比例袁 培养跨学科复

合型应用人才

商务英语专业将英语应用能力与商务技能有机

结合袁 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要充分体现跨学科的特点袁

从语言基础能力尧商务专业知识体系尧商务实践能力

等三个方面合理优化语言基础尧商务理论及商务实践

的课程比例袁培养语言基本功扎实尧商务知识全面尧商

务实践能力卓越的复合型人才遥 在课程的设置上应充

分考虑课程的实用性袁 在提高语言应用能力的同时袁

加大进出口实务尧商务谈判尧外贸函电尧国际贸易理论

与实践等经贸类课程比例袁 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遥

此外袁还应加强学生对商务英语等级证书尧外贸业务

员尧报关员尧单证员等商务尧金融类等级证书的了解袁

鼓励学生根据自身实际积极报考袁以考促学袁提高学

生在商务领域的知识储备及应用能力袁实现语言基础

知识与商务技能的协调发展遥

渊四冤 加强野语言+商务冶的野双师型冶队伍建设袁培

养优良师资

优良的师资队伍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袁商

务英语专业应用型尧复合型尧国际型的学科特点要求

商务英语专业教师必须具备过硬的实践应用能力尧多

元的知识结构体系及国际化的视野袁并促使学生知行

合一遥 现有的商务英语专业多数是在原英语专业基础

上成立的袁大部分教师仍为原英语专业教师袁这部分

教师英语实力较强袁但商务英语教学经验尧商务知识

与技能尧商务实践经验却相对匮乏遥 因此袁应高度重视

商务英语专业师资的培养袁 制定科学的教师发展规

划袁加强野语言+商务冶的野双师型冶商务英语师资队伍

建设袁积极鼓励英语专业教师通过进修尧学术交流尧顶

岗实习尧企业挂职等形式完善教师个人商务知识结构

体系袁提高商务实践应用能力曰还应通过人才引进以

及聘请外贸领域行业精英等方式不断优化尧提升商务

英语师资队伍整体实力遥

结 语

为用人单位输送语言能力扎实尧商务知识与技能

熟练尧商务实践能力强的综合性人才是应用型本科高

校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立足点及终极目标遥 实现

这一目标袁学校应首先了解学生学习需求及企业社会

需求袁从而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袁完善实践教学

体系袁强化校内外商务实践基地建设袁优化语言与商

务课程设置结构比例袁 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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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复合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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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moting Approach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Undergraduate

Business English Major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Based on Needs Analysis

WEI Leqin袁 WANG B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s爷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eds analysis, the research designs a questionnaire for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to investi鄄

gate the learning needs of Business English majors. By collecting and filing the recruitment information on the website, the research in鄄

tends to analyze the social needs of enterprises on foreign trade professionals. Combining the two needs together, it further studies the spe鄄

cific paths to promoting the cultivating qualities of business major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rfecting

the practical Curriculum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trade practice base, optimizing the proportion of language and

business courses and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野double-professional冶 teaching staff so as to well satisfy the individual learning

needs of business majors and the social needs of enterprises on foreign trade professionals.

Key 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needs analysis; Business English; promoting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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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创意写作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逐步发展

与成熟袁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创意写作学科做

出阐释遥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袁鲜有从地方与风景的

角度来论述创意写作教学的遥

野地方冶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袁

人文主义地理学所指的地方野是一种用来表达对世界

的态度的概念袁强调主体性和体验袁而非空间科学的

冰冷尧僵硬逻辑冶[1]在文学写作中袁以地方为题材的作

品构成了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部分遥 野风景冶问题一直

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命题袁同时也是涉及到人类诸多

精神领域的命题袁而文学中的野风景冶关涉文学的审美

标准与社会价值的研究遥

关注地方与风景袁探讨二者的内在联系及其在高

校创意写作教学中的作用袁对于当下的创意写作教学

具有重要意义遥

一尧个人化的地方感受与创意写作教学

当下创意写作的主要教学模式是以工坊为组织

单位袁以课堂写作训练与课后作品为考核内容遥 创意

写作提出作家是可以培养的袁 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遥

但在人人写作的当下出现了大量同质化的作品袁过分

地关注情节与技巧有可能让学生陷入文字游戏而无

法自拔遥 面对来自全国各地袁甚至全世界各地渊各国留

学生正逐步迈入中国高校的专业课堂冤的学生袁提供

什么样的写作主题成为引导的关键点遥 无论学生们来

自城市或是乡村袁 他们身处的环境是交融抑或是闭

塞袁都普遍存在无事可写袁无情可抒的焦虑遥 在这样的

背景下袁人文主义地理学者们关注的地方的感受价值

显然对于高校的创意写作教学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遥

地方是最容易激发学生情感袁并令其快速进入创作情

境的主题遥

对于高校学生来说袁能让他们产生地方感的空间

主要有两种院一是家乡袁二是校园遥 其中的侧重点应该

在家乡遥 可以说袁作为写作主体的高校学生袁他的全部

地方理论与风景书写在创意写作

教学中的启示与应用
要要要以武夷学院为例

魏 维

渊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地方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袁而地方中的风景袁尤其是文学风景的发现对于创意写作教

学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遥 风景的发现袁实际上是内在的人的发现袁它要求文学创作者调动具有微妙性与复杂性的个人经

验袁并在文学创作中合理开掘记忆袁从而在创作中产生民族认同感及社会认同感遥 这不仅是创意写作教学中可利用的方

法袁更成为创意写作教学的意义所在遥

关键词院创意写作曰地方曰风景曰内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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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记忆几乎来自于他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地方遥 但

是他们的地方感往往被遮蔽了遥 这就要求创意写作的

教学者打开这种遮蔽袁引领学生进入记忆袁调动个人

经验袁呈现出个人化的地方感受遥 而这也正是创意写

作所要寻求的遥

二尧风景尧地方与个人经验

创意写作要培养作家袁不得不考虑当下的文学现

状袁思考当下文学创作面临的问题遥 创意写作教学提

出模仿袁而在以百年乡土文学为主要模仿对象的当代

文学中袁野风景冶书写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遥

丁帆在叶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野风景冶曳

一文中指出野就审美角度来看袁耶风景描写爷已然成为

人类文明遗产和文学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遥 冶[2]这

里所指的风景描写不是简单的自然风景的描摹袁而是

被发现的风景遥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认为野风景袁自古以

来就存在遥 特别是在中国和日本袁于文学和美术领域

曾有对自然风景的描写袁可是袁这并非作为风景而被

描写的遥 噎噎然而袁我所谓的耶风景爷并不是这些东西袁

而是通过还原其背后的宗教传说或者某种意义而被

发现的风景遥 冶[3]

柄谷行人认为野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连

接在一起的遥 这个人物对无所谓的他人感到了耶无我

无他爷的一体感袁但也可以说他对眼前的他者表示的

是冷淡遥 换言之袁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

的耶内在的人爷(inner man)那里袁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遥风

景乃是被无视耶外部爷的人发现的遥 冶[3]

由此可见袁无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野地方冶袁

还是近代文学野风景冶的发现袁都与人袁尤其是内在的

个人密切相关遥 因此袁挖掘个人经验袁开发个人对于地

方和风景的独特的发现袁应该成为创意写作教学研究

的关键点之一遥

丁帆在论述新世纪中国文学时曾援引美国社会

学家温迪窑J达比的著作叶风景与认同要要要英国民族与

阶级地理曳中的理论袁对中国文学野风景描写冶的状况

做出分析袁他认为野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学的本土经

验是耶风景爷描写根植在有特色的中国文学之中的最

佳助推器遥 冶[2]其中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学的本土经验

脱离不开地方袁脱离不开地方中的风景遥 由此可见袁调

动文化记忆与本土经验袁在地方中发现风景袁发现内

在的人袁不但是创意写作的问题袁更是整个中国文学

的问题遥 它应引起高校创意写作教学与研究者们的关

注遥

三尧地方理论与风景书写在创意写作教学

中的运用

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野地方冶袁与近代文学野风景冶

的发现对于创意写作教学在挖掘个人经验上赋予了

重要意义遥 那么袁在具体的创意写作教学中应该如何

利用这两方面激发学生的创意袁从而创作出优秀的作

品袁笔者试提出以下几条路径院

渊一冤 提供地方与风景写作的国内外经典文本作

为参照

创意写作不反对模仿袁甚至提倡尧鼓励模仿遥 当代

作家很难在完全不受他者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创作遥 那

么对于学习创作的大学生而言袁问题的核心便在于确

定模仿的对象遥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自己的研

究兴趣提供不同方面的经典文本给学生们立起创作

的标杆遥 而地方的书写与风景的写作就是其中一个绝

佳的切入点遥

笔者从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叶恋地情结曳袁

美国学者温迪窑J达比的叶风景与认同院英国民族与阶

级地理曳袁英国学者西蒙窑沙玛的叶风景与记忆曳袁日本

学者柄谷行人的叶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曳等著作中梳

理出关于地方与风景书写的部分现代经典的代表作

家遥 诗歌部分代表作家包括美国的艾略特尧桑德堡尧肯

明思袁英国的华兹华斯尧柯勒律治尧骚赛尧布莱克尧拜

伦尧济慈和雪莱等遥 小说部分代表作家包括俄国的托

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袁英国的伍尔夫尧乔治奥威

尔袁法国的阿尔贝窑加缪袁日本的国木田独步尧夏目漱

石等遥 其中叶恋地情结曳第五章叶个人的世界院个体差异

与取舍曳特别谈到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

斯基在写作莫斯科时的不同风景书写袁适用于创意写

作课程具体文本的比较分析遥

国内的地方风景书写首推鲁迅与沈从文遥 谢有顺

在叶小说中的心事曳的叶从密室到旷野的写作曳一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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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野二十世纪以来袁风景写得最好的作家袁我以为有

两个院一个是鲁迅袁一个是沈从文遥 冶[4]谢友顺谈到的

野风景冶就是近代风景理论中的风景袁而非单纯的自然

环境的描写遥 他认为鲁迅的小说展现的是苍凉的风景

画袁如叶社戏曳叶故乡曳等袁而沈从文笔下的风景则是独

特细腻的袁他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袁去发现遥 如叶边城曳

叶长河曳等遥 此外茅盾尧郁达夫尧废名尧姚雪垠尧孙犁等现

代小说家在风景书写上有大量的经典之作遥

如今袁京派尧海派尧西北作家群尧东北作家群尧里下

河作家群等具有显著地域风格特点的作家群袁 阿来尧

张炜尧迟子建尧王安忆尧毕飞宇尧金宇澄等重要作家的

作品中都呈现了大量的地方书写与风景书写袁在具体

的课堂讲授中袁笔者开设了野重读鲁迅冶尧野阿来的风景

书写冶等专题袁为学生讲授地方书写尧风景书写如何在

文学作品中展开遥 通过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培养学生

的风景书写意识袁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风景书写遥

渊二冤设置户外课堂袁强化训练学生的观察力与感

知力

在地方与风景书写的经典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袁

在作家们的笔下袁一直有一个活跃着的感官世界遥 他

们写作时总是开放五官袁用视觉尧听觉尧嗅觉尧味觉尧触

觉等感受周边的世界袁谢友顺认为当代小说单调乏味

的主要问题在于作家们对物质世界尧感官世界越来越

没有兴趣袁作家们忙于讲故事袁却忽略了世界的另一

种丰富性遥 因此在创意写作的教学过程当中通过开放

五官袁以人类普遍拥有的官能感知尧通感和语言来入

手描述地方的感受价值是非常必要的遥 创意教学者们

可以利用各自的地域优势来强化这种观察力与感知

力的训练遥

以武夷学院为例袁户外课堂活动的开展一直是近

年来写作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袁这里的户外包括

校内与校外袁教学者们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进行选择

与实践遥 武夷学院户外课堂选用是校园观察遥 户外课

堂活动以工作坊小组为单位袁选择校园中某一处进行

定点观察袁定点观察之后再做移位观察遥 观察过程中

做观察笔记袁主要记录视觉尧听觉尧嗅觉尧味觉尧触觉等

感官体验袁要求至少运用一次通感遥 在语言中袁通感体

现了个体感知的关联性遥 通过通感袁学生可以获得一

种生动的感知并能产生共鸣袁对于青少年来说袁这是

一种优势遥 它帮助他们去定位自己或聚焦其他事物遥

段义孚认为野人们对美的意识往往来自于突然开

启的过程袁它很少受既定习俗的影响袁也与固有的环

境特征无关遥 无论多么熟悉尧平凡景象都可能展现出

平时难得一见的特质遥 而对现实事物的重新审视往就

是一种审美体验遥 冶[5]

因此袁 户外课堂的教学关键点就在走出教室袁利

用户外的环境袁让学生们亲近自然袁通过重新审视外

部世界来提高学生的观察力与感知力遥 观察力与感知

力的培养从深层次来说是一种意识的培养遥 学生们不

是不会观察袁不会感知袁而是缺少观察和感知的意识遥

通过开展户外课堂袁 由教师或作家带领学生去看尧去

听尧去观察和感知袁学会从日常的熟悉的现实事物中

获得新的审美体验遥 如果一个学生能把个体经验与记

忆和他自己对景观的欣赏联系起来袁那么这种审美就

会变得更具个体性和持久性遥 这也是激发其创意思维

的重要前期准备遥

渊三冤注重田野调查袁关注地方方言与创意写作之

间的关系

户外课堂活动的开展旨在培养学生观察与感知

外部世界的意识遥 对于学生来说袁一次或几次户外课

堂是远远不够的袁由于课程学时的限制袁他们也不可

能依靠课程的学习完成自己的观察和感知训练遥 因

此袁课外的田野调查显得很有必要遥 这里的田野调查

地点主要指向是学生出生成长起来的家乡袁即地方遥

恋地情结是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理论中的一

个关键词袁它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

有情感纽带遥 段义孚认为也许人类对环境的体验是从

审美开始的遥 美感可以是从一幅美景中获得的短暂快

乐袁也可以是从稍纵即逝但豁然显现的美之中获得的

强烈愉悦遥 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袁即触摸到

风尧水尧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遥 但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

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袁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

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袁也是生计的来源噎噎当这种依

恋的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袁我们便能明确袁地方与

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袁成为了符号遥 [5]

在近几年的学生作品中袁学生们通过有意识的课

外田野调查与素材收集创作出的作品逐渐增多袁且取

得了不俗的成绩遥 在这些作品中袁他们往往通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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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景书写来表达情感遥

2017级中文专业学生许凡的散文 叶遗梦一伞收曳

叶跑王曳渊发表于叶泉州文学曳2019年第 5期冤袁小说叶闽

筝曳渊发表于叶厦门文学曳2019年第 7期冤书写的或是闽

南的民间生态袁 或是即将消失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

产遥 她的作品中地方与环境成为所有情感事件的载

体袁而情感的变化是通过风景的书写传达出来的遥

笔者援引小说叶闽筝曳中的两个片段来展现这样

的变化遥

弹叶绿杨行曳她也想不到师父说的春光无限好袁弹

叶蕉窗夜雨曳她想到的是天寒地冻里袁她同桌穿着棉裤

棉袄袁手抄进袖口里袁顶着一脸高原红在街上要饭遥 哪

有什么师父说的北斗暗袁花窗外袁芭蕉叶上潇潇雨袁一

叶叶一声声袁空阶滴到天明的诗情画意遥 而且诏安哪

有什么江南细雨袁一起就是台风雨遥

四果突然就懂了诏安筝曲里的感情袁那些曲子里

的颤音袁就像妇人去拜开漳王时肩上挑着两担贡品时

扁担的起起伏伏遥 深夜的雨落在水仙上袁青绿的长叶

折弯又弹起袁那是婉转缠绵的上下滑音遥 一行一句的

点音袁像一片片碎彩瓷袁错落在燕尾屋脊遥

叶闽筝曳讲述的是少女四果与闽南诏安的野张家筝冶之

间的故事遥 在小说的中部与结尾的两个段落里袁主人

公四果从诏安筝曲的不理解到理解了其中的感情袁作

者将情感的变化与闽南的风雨尧 妇人肩上的扁担尧燕

尾屋脊融合在一起遥在风景书写中袁个人记忆尧体验与

文化认同是交叠在一起的遥

而如何将对地方的依恋转化为风景书写并呈现

在文本中袁方言的运用在其中显现出了优势遥 美国学

者温迪窑J达比认为野当风景与民族尧本土尧自然相联

系袁这个词也就具有了耶隐喻的尧意识形态的效力爷袁这

种效力是由于耶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或性格与其栖居

地区的本质或性格之间袁 发展出了一种更恒久的维

系爷遥 表达这种更永恒的维系的方式之一就是本土语

言或母语遥 冶[6]

就现有的教学经验而言袁在地方的写作中显露出

突出优势的往往是来自地方方言较为强势的地区的

学生遥部分同学也有意识地将方言融入创作遥 2015级

中文专业学生龙其丽的叶天快亮了曳叶迷雾森林曳叶稻花

香曳叶偷狗人曳等一系列小说作品书写的均是广西的民

间生态遥 在龙其丽的中篇小说叶天快亮了曳渊发表于叶延

平文学曳2019年第 4期冤的具体写作中袁风景的描写在

小说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袁甚至参与了整个小说的

叙事建构袁方言写作更成为建构作品的一项重要组成

部分遥

叶天快亮了曳讲述的是广西一个客家村落里的民

间故事袁作者开篇就是大篇幅的风景描写遥

天色将明时袁雾气将村庄吞没遥 远方苍翠的山林袁

像是被浸在深水中袁影影绰绰遥 羊肠小道上袁阿南走在

最前面袁手里牵着盲婆袁像牵着一坨死气沉沉的黑雾遥

这团黑雾正落着硕大的雨滴袁 将地面砸出一个个大

洞袁它紧紧地笼罩着她袁试图将她扯入无尽的黑暗遥

雾气尧山林尧雨滴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袁雾气中若隐若现

的村庄里被遮蔽的是真实而具体的个人遥 作者用少女

阿南的眼光将阿婆张秀兰尧盲婆尧蒙勾尧四斤等乡村中

的平凡生命与神灵尧土地勾连袁让阿南在阿婆的葬礼

中获得新的生命体验遥

村里人便眼热渊眼红冤袁讲有钱能使鬼推磨袁他也

莫怕渊不怕冤带个鬼回家咧遥 另有人嬉笑道袁叼你老母袁

讲不定渊说不定冤是个靓水渊漂亮冤的女鬼呢袁晚上还能

搂在床上睡觉袁你讲是莫是渊是不是冤遥 有女人听见了

就黑红着脸骂对方野唔知羞冶渊不知羞冤遥

一个仅百余字的段落袁用到的客家方言就有 6个遥 整

篇小说将大量的客家方言词语运用到叙述与人物对

话中袁将读者带入独特的客家风景袁可以说方言在一

定程度上参与了叙事的建构遥

近年来袁方言的保护性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袁 方言因其承载的民族与地方记忆而备受重

视袁 大量的口头文化在调查过程中被记录与保存下

来遥 文学创作者如何利用语言学者收集到的第一手素

材来进行创作袁这是另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遥 对学生

而言袁如何在地方方言被逐渐弱化的状态下通过田野

调查来获得第一手资料袁 来调动个人记忆与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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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袁来收集广阔大地中他人的生存状态尧言语状态显

得十分重要遥 这里所说的田野调查并非专业的方言调

查袁而是通过记录当地人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再现

或还原地方与地方的风景遥 地名的调查与记录也是不

可忽视的一个部分袁因为风景与语言的联系往往通过

地名的记忆和隔绝状态得以保持遥 而个人的地名记

忆袁野是对个人内心疏离或异化的认知冶遥 [6]因此袁在具

体的教学过程中笔者重视以家乡为主题的非虚构写

作袁指导学生利用假期完成对于家乡的记录袁其中尤

其重视对地名尧方言词语尧语法表达方面的记录袁以收

集创作素材遥

四尧结语

创意写作教学如今更多地是在课堂范围内的探

讨袁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野地方冶与风景的相关理论则

启示着创意写作教学的一种转向的可能性遥 在发掘学

生的个人经验尧记忆上对地方与风景的关注是不容忽

视的一个方面遥 而地方与风景的发现袁实际上是内在

的人的发现袁它要求文学创作者调动具有微妙性与复

杂性的个人经验袁 并在文学创作中合理开掘记忆袁从

而在创作中产生民族认同感及社会认同感遥 这不仅是

创意写作教学中可利用的方法袁更成为创意写作教学

的意义所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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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pi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ocal Theory and Landscape

Writing in the Teaching of Creative Writing

要要要Take Wuy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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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s爷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Plac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put forward by humanistic geography. The discovery of landscape in place, especially literary

landscape, has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teaching of creative writing. The discovery of place and landscape is actually the

discovery of inner man, which requires the author of literature to mobilize his subtle and complex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reasonably ex鄄

cavate his memory in the creation of literature, so as to generate nati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in the creation. This is not only a

method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creative writing, but also the significance of creative writing teaching.

Key words: creative writing; place; the landscape; the inner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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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袁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也进入到了野双一流冶建设的新时代袁这是

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目标袁也是新征程遥 党的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袁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

合改革袁对高校建设改革提出新的任务袁也对高校机

关办公室工作提出新的要求遥 教育是党的教育袁人民

的教育袁未来的教育袁我们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袁要有使命

担当意识袁自觉做学校事业发展助推者和奉献者袁实

现新时代高校改革发展新作为尧新贡献遥

一尧高校机关办公室工作的特点

在高校内部行政系统中袁高校机关办公室处于高

校行政管理核心地位袁其职能是围绕高等教育发展而

进行的袁是融宏观业务与微观事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

部门和中枢联动机构袁其工作具有鲜明的特点遥

渊一冤政治性与方向性

在西方哲学史上袁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哲学问

题遥 古希腊时期袁柏拉图认为野教育冶是国家各阶层发

挥应当的野特质冶袁各安其分尧各司其职的重要训练袁是

针对野培养统治者冶而设计的袁或者说是一件有关政体

的大事遥 霍布斯认为教育和立法是统治者最为主要的

两项责任袁 教育是维护良好政治秩序的重要一步袁尤

其是大学教育改革是实施政治教育的关键遥 如美国公

民教育旨在对公民进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与

引导尧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袁政治性是美国

公民教育的本质规定遥 [1]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政

府必须承担教育责任袁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基础遥 [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国家袁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袁培养一代又一

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尧立志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遥 这是教育工

作的根本任务袁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遥 [3]因此袁

教育的政治性决定了高校机关办公室工作也具有政

治性特点袁要自觉服从大局袁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的方

对新时代高校机关办公室工作人员素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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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政策遥

渊二冤政策性与知识性

一个政党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制定相

应的教育行动准则袁以实现该历史时期的教育发展目

标和任务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曳第六条明确

规定院国家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袁制定高

等教育发展规划袁举办高等学校袁并采取多种形式积

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遥 此外袁我国先后出台叶学位条

例曳叶义务教育法曳叶教师法曳叶教育法曳叶职业教育法曳

叶民办教育促进法曳以及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渊2010-2020年冤曳等国家政策袁确立了我国现

代教育方针和管理制度袁指明了教育工作方向袁规范

了教育工作行为袁协调了教育内外关系遥 因此袁高校机

关办公室工作是贯彻落实国家尧地方及学校各项政策

的职能机构遥 此外袁高等教育本身是知识性尧科学性非

常强的活动袁高校机关办公室作为职能部门袁在落实

各项政策中安排部署工作袁 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知识

性尧科学性工作遥 无论是决策参谋的管理工作袁还是政

务事务的服务袁都是政策与知识的组织尧使用和运筹

工作遥 同时袁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袁又给高校管理工作

带来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袁使得知识性在高校机关

办公室工作中变得更为突出和重要遥

渊三冤全局性与决策性

高校机关办公室重要作用就是决策参谋袁是辅助

领导决策参谋部门袁 也是落实领导决策的督办机构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叶秘书工作的风范曳中指出袁对于一个

单位尧一个系统尧一个机构袁办公室具有野运筹于帷幄

之中袁决胜于千里之外冶的关键作用遥 [4]因此袁高校机关

办公室要当好领导野外脑冶袁做好参谋助手袁要围绕学

校中心工作袁把握全局尧与时俱进尧统筹照应袁为领导

提供决策信息及思路参考遥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院一是

对领导思想的充实完善遥 有关教育管理工作的新思

想尧新观点尧新认识袁通过意见尧建议与领导思想融为

一体袁完善充实领导的思想遥 二是对领导决策的辅助

优选遥 收集尧整理和积累的信息及工作建议为领导决

策的提供重要依据和优选意见遥 三是对决策执行的督

办督查遥 协助做好决策实施和督办查办贯彻执行决

策袁同时收集决策落实情况并反馈给领导遥

渊四冤事务性与服务性

野办公室干部每天都要处理好几件尧几十件尧百多

件事情袁 弦绷得紧紧的袁 犹如 耶山阴道上袁 应接不

暇爷遥 冶 [4]没有服务就没有办公室工作袁其性质决定了

高校机关办公室服务领导尧服务机关尧服务师生尧服务

工作大局的特殊地位遥 高校机关办公室集政务尧事务尧

公务尧服务于一体袁是综合协调机构袁承启上下袁协调

左右袁沟通八方袁为领导分忧袁为群众解难曰是政务服

务部门袁事务服务是基础袁政务服务是主体袁主要体现

在办文尧办会尧办事三个方面曰此外还有办公环境服

务尧后勤保障服务等等袁有大量的日常性工作袁更多的

是突发性和临时性袁事务繁杂袁涉及面广尧综合性强袁

巨至国家高等教育重要决策袁细至高校师生服务事务

保障袁头绪很多袁任务琐碎繁杂袁有文件收发尧档案归

档尧信访接待尧调研督查尧稿件印制等等各项工作遥

二尧高校机关办公室工作人员素质存在的

问题

高校机关办公室工作事务繁杂尧服务性强袁常常

被认为简单而繁琐的日常工作袁 而未获得足够重视袁

也存在疲于应付的情况遥 因此袁当前高校机关办公室

工作人员素质存在的现状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遥

渊一冤思想政治素质有待提高

由于高校机关办公室工作任务多尧 比较繁忙袁一

大部分工作人员疲于应付日常事务袁而忽略了政治理

论学习袁或者也仅仅学习业务知识袁导致思想政治水

平不高遥 一是思想政治学习自觉性缺乏遥 非党员身份

的工作人员往往认为有没有学习和学得好坏都一样袁

对完成工作影响不大袁影响不了自己曰大部分党员身

份的工作人员也仅仅完成组织安排的规定性动作的

学习遥 二是思想政治学习氛围不浓遥 认为行政工作和

政治理论关系不大尧业务工作与思想问题无关曰有学

习也是务虚为多尧深入研习少袁造成学习未达到预期

效果尧 未能很好把握理论精髓并用于指导日常工作遥

另外袁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下袁一些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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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心理失衡现象遥 由于机关行政部门福利待遇较

差袁部分人员往往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袁被经济

利益冲昏了头脑袁 在工作过程中以经济利益出发袁导

致工作野离位冶或者野越位冶遥

渊二冤政策理论水平亟需加强

高校机关办公室工作人员大部分因疲于应付日

常繁杂工作袁未深入学习研究最新政策文件袁未准确

把握新时代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遥 一是自我

认识不够清晰遥 高校机关办公室工作人员对自身工作

性质和职能没有清晰把握袁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袁很多

工作人员都认为高校机关办公室是一个野勤杂冶部门袁

只需要办好日常每一项具体事务性工作袁不需要制定

相应的工作总体计划遥 二是思想观念比较落后遥 由于

办公室工作野重尧苦尧杂尧难冶[4]袁工作人员经常感到身心

俱疲袁存在野兵来将挡袁水来土掩冶的思想袁思维方式不

够积极袁工作上比较被动尧流程上沿袭传统袁没有及时

学习研究最新的教育政策文件袁思想观念跟不上新时

代尧新形势的发展袁以致难以准确把握新时代教育方

针袁无法很好服务于学校的中心工作遥

渊三冤职业素质培养有待加强

目前大多数高校比较重视教学科研袁增强师资力

量袁加强学生培养袁往往把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人员视

为服务性的从属地位袁对其投入的力量和重视程度相

对薄弱遥 一方面袁高校机关办公工作人员构成成分复

杂袁有很多是野博士后冶袁学历不高尧专业不对口袁业务

素质和专业知识不高袁 在工作中缺乏新的理念和方

法袁从而影响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遥 另一方面袁高校机

关办公室工作人员进入门槛低袁 学历水平参差不齐袁

没有开展岗前培训或者定期组织相关业务技能学习袁

没有很好掌握专业的机关工作相关知识袁无法很好胜

任高校机关办公室的相关工作遥 再者袁很多高校机关

办公室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袁在管理制度中又缺

乏相应激励机制袁以致忽视了自我提升尧降低了自身

要求遥

渊四冤主动服务意识还不够强

高校机关办公室是一个服务部门袁也是一个对外

窗口遥 在实际工作中袁一部分工作人员对办公室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袁存在本位主义袁只求过得去袁得过且

过遥 一是服务对象认识不全面遥 更多的认为高校机关

办公室服务好领导就可以了袁完成领导安排的任务就

行了袁往往忽略了对全校师生的服务袁缺乏服务学校

中心工作的思想遥 二是主动服务意识不够遥 机关办公

室工作人员多数工作比较被动袁 服务领导效率不高尧

敷衍了事袁服务师生不够热情尧拖拉推诿袁缺乏主动思

考尧主动服务意识遥三是工作创新意识薄弱遥高校机关

办公室工作业务在形式上多数有重复性的特点袁因此

在工作思维和工作方法往往习惯沿袭传统的模式袁以

致忽略了新时代教育科技发展和教育思维提高袁在服

务过程中无法适应新时代教育工作遥

三尧高校机关办公室工作人员应具备的素

质要求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学习袁结合新时代高校教育方针和

政策要求袁笔者深刻体会到袁要做好新时代高校机关

办公室工作袁就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

作的最新指示院野9个坚持冶 和 野9个要求冶袁 着力从

野忠尧真尧谋尧实尧勤尧廉冶六字提升新时代高校机关办公

室工作人员素质遥

渊一冤野忠冶字为魂袁坚定方向

教育是国之大计尧党之大计遥 办好我们的高校袁必

须坚持党的领导袁 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袁

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遥 [5]我们的教育

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袁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袁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袁必须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遥 高校机

关办公室工作人员作为教育管理者和教育者袁始终要

把忠诚作为天职袁忠于党的信仰袁坚定政治方向袁树牢

野四个意识冶袁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袁坚决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

忠诚于教育事业袁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去忠于职

守尧干好工作袁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袁在高校教育管

理工作上实现人生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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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野真冶字以求袁真学真练

高校机关办公室工作具有政策性尧知识性强的特

点遥 野真冶字以求袁求真学问袁练真本领遥 野玉不琢袁不成

器曰人不学袁不知道冶袁与时俱进袁探求真相尧蕲求真理遥

首先袁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袁学习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袁全面准确地把握党的路线尧方针尧政

策袁突出依法治校的政策水平袁以促进系统性尧科学

性尧预见性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遥 其次袁要掌握扎实的

业务知识袁野人材之成处于学冶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

野通过学习知识袁掌握事物发展规律袁通晓天下道理袁

丰富学识袁增长见识冶遥 只有在不断学习实践尧不断磨

练本领袁锻造出会干事尧干成事的金钥匙袁才能真正做

好机关办公室工作遥

渊三冤野谋冶字为先袁立足全局

野身在兵位袁胸为帅谋冶袁参谋助手是高校机关办

公室工作人员的首要工作袁关系着办公室工作的部署

是否全面到位尧效果是否扎实有效遥 野谋冶字为先袁首

先袁要野谋冶高度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遥 要吃透上级精

神尧把握好上级精神袁才不至于陷入野盲人骑瞎马尧夜

半临深渊冶的境地曰其次袁要野谋冶全局袁野不谋全局者袁

不足以谋一域冶遥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办时强调袁野中

办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袁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

局意识袁自觉从大局看问题袁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

考尧定位尧摆布袁做到正确认识大局尧自觉服从大局尧坚

决维护大局冶遥 多谋才能善断袁机关办公室要当好野参

谋助手冶袁不仅要野参得进冶袁还要野参得高尧参得全冶袁才

能野参得准尧参得好冶遥

渊四冤野实冶字当头袁实事求是

服务是高校机关的主要职能之一袁机关办公室工

作围绕服务领导尧服务部门尧服务师生袁落实决策尧推

动发展遥 野为政贵在行袁以实则治袁以文则不治冶遥 在日

益发展的新时代袁 高校机关办公室人员做好服务袁要

崇尚实干精神袁求实工作态度尧踏实工作作风袁野实冶字

当头袁以野实冶见长袁以野实冶见功袁以野实冶见效遥 起草文

件要文风朴实袁接地气曰部署工作要符合实际袁可操

作曰调查研究要摸清事情袁求实效曰反映情况要全面准

确袁有条理曰出谋划策要切实到位袁有针对曰督促检查

要严格落实袁有成效遥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袁深入务

实袁真抓实干袁说实话袁办实事袁求实效遥

渊五冤野勤冶字为本袁尽职尽责

野勤快冶是高校机关办公室人员应具备的基本职

业品质袁只有做到勤勉务实袁才能把千头万绪的办公

室工作捋清楚袁才能把握好轻重缓急袁做好野三服务冶遥

首先袁要养成事事关心尧处处留意的习惯袁同时还要养

成对所见所闻信息进行分析加工的习惯袁既要视野开

阔袁又要见微知著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服务工作野胸有

成竹冶野运筹帷幄冶遥 其次袁 要访同行访基层袁野它山之

石袁可以攻玉冶袁搞好调查研究袁源于基层工作实践袁同

时养成记笔记整理资料的习惯袁形成有高度尧有广度尧

有深度尧有力度的第一手资料袁有助于领导决策尧有利

于问题改进尧有利于推进工作遥

渊六冤野廉冶字为要袁立德树人

立德就要野明大德尧守公德尧严私德冶袁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袁把涉及国家尧社会尧公民的价值

要求融为一体遥 [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立德树人的

重要论述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提供了根本遵循遥 [7]高校机关办公室工

作人员既是教育管理者也是教育者袁要认真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袁坚持依法治校袁重在立德曰要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袁筑牢思想政治防线袁才能树立正确的

教育观袁牢固树立廉洁意识袁以廉立威袁以廉立德袁以

廉聚人袁才能真正为师为范袁不断推进教育事业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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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袁对圆号而言更是

如此遥 频繁的国内外交流尧日益壮大的受众和不断提

高的欣赏水平都使圆号表演具有了国际化和多元化

的特点遥所以社会对圆号的演奏与教学提出了比以往

更高的要求袁这对圆号初学者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挑

战遥因此袁在初学者的启蒙教育阶段袁规范教学并合理

利用气息进行练习就显得特别重要遥以下将分训练过

程尧遇到的实际问题以及演奏状态这三个部分对圆号

初学者的持号练习中气息训练作用分别进行阐述遥

一尧持号训练中气息的运用

在练习过程中初学者需要留意倾听自己演奏出

的声音袁并且辨别是否是优质音色遥王次炤[1]说院野表演

者在发出每一个音之前总是在自己的心中已经出现

这个音的表象袁这个他所认定的表象正是审美判断的

结果遥 冶由此得知袁知道什么样的音色是优质的很重

要遥因此袁随着本小节中练习方法的讲解袁附上演奏时

对声音的要求袁针对每个练习中野听起来的样子冶的具

体要求进行介绍遥

练习步骤一院不用舌头的长音练习袁先用野哈冶来

发音遥 因为初学者的唇振并不稳定袁所以可能是为了

嘴唇的振动而额外使用身体其他部分的肌肉力量袁从

而造成身体不必要的紧张遥 对于初学者而言因为手持

乐器袁身体肌肉本来就会有些紧绷遥 这时候若再让演

奏者用舌头的发音动作则会让肌肉的紧绷感更强袁这

可能会导致口腔和脖子处的压迫感增加遥 所有这些都

会让演奏者忽略了对饱满气息的体会袁进而达不到放

松的演奏状态遥美国圆号演奏家道格拉斯[2]说袁他在做

演奏圆号前的准备练习时的第一项技术方面的内容

就是呼吸遥 而深呼吸练习对身体的整体放松袁特别是

脖子和腹部的放松袁尤为有帮助遥 不用舌头的发音练

习方法可以减轻口腔和脖子的紧张达到放松的持号

状态袁从而对初学者掌握深呼吸的方法有帮助遥

初学者一开始可先吹四拍袁等嘴唇振动与气息运

用配合熟练后逐渐增加到八拍甚至更长遥 吹长音要懂

得用气袁学会送气遥 通过腹部训练可以达到稳定的送

气遥 而这种用稳定的气息演奏出来的音乐袁就像是钢

笔慢慢在纸上写出字一样行云流水遥 钢笔之所以可以

稳定出水袁 是因为笔胆中的空气给墨水施加压力袁保

证了墨水输送至笔尖袁直到最后一滴遥 同样的道理袁圆

号演奏者的气息就如笔胆中的墨水袁而能支撑气息至

气息在圆号持号练习中的运用

张 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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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嘴里的是什么呢钥 就是演奏者腹肌力量了遥

在这个练习中野听起来的样子冶表述如下院在练习

不用舌头的长音时袁可能会发现你的声音开始呈现出

沙质的杂音袁这有多种原因造成遥 一是风口振动的不

熟练遥 初学者的唇振还不稳定袁因而需要运用气息稳

定住唇振袁当然也要通过增强嘴肌耐力来保持唇振的

稳定遥 二是嘴角发现漏气的现象遥 对于大部分的初学

者来讲袁嘴角漏气很可能会导致唇部不振动袁即使是

振动了发出的声音也不会饱满袁纯净遥 这样的情况需

要练习者反复留意保证嘴型的稳定以及嘴角的密闭遥

三是在号嘴与号里的水会对音色造成影响袁需要演奏

者及时清理这些小小的特殊入侵物遥 根据练习情况袁

如果发音持续振动且自如纯净袁就可以进入下一环节

的练习了遥

练习步骤二院用舌头的长音练习袁吸气时舌根要

下沉袁喉咙要打开且放松袁就像是打哈欠一样遥 接下

来袁舌尖放到上牙膛后向后收袁同时发野吐冶音遥 一定注

意气息的平稳和音量的平均袁这就需要腰腹力的支撑

来维持遥 基本一个长音保持 4到 8秒即可遥 可以用校

音器来监控长音的音准遥

在这个练习中野听起来的样子冶表述如下院发音的

音头由舌尖来完成袁既不能太重也不能过轻袁因为太

重显得唐突袁而太轻又发音不清晰遥正如李立章[3]所说

的院野起吹是决定音色的关键冶遥 所以袁只有合适的音头

才能符合一个好长音的标准遥 在讲解长音的同时袁也

要启发学生在音乐上的联想遥 比如院长音的中段有质

量袁尽量长的气息遥 可以想像成一股涓涓的细流遥 最

后袁尾音慢慢收掉袁像自然界中的声音慢慢振动收音袁

如钟声一般遥

练习步骤三院吐音的发音练习袁在掌握了用舌头

的长音练习后袁就要进行开始吐音的练习遥 先是一秒

一个音袁然后是两个袁四个遥 所有吹过长音的音高都可

以练习吐音遥 请想像一下演奏时的吐音效果就像是把

长音用舌头砍断一样袁想像的目的是保持嘴唇和气息

的稳定性遥

在这个练习中野听起来的样子冶表述如下院吐音的

练习可试试先吹长音袁在中间加舌头的练习方法遥 有

两点需要检验:渊1冤嘴晃的话袁声音往往也是带野拐冶的袁

不平稳的遥 如果嘴太松袁声音一样也不会平稳袁所以嘴

型要稳定遥 渊2冤加速度袁特别在快速演奏时袁嘴和气息

要稳定遥 这样的演奏就是要找到一种感觉袁像是珍珠

落玉盘一般袁颗颗圆润袁清脆弹性遥

二尧持号练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对于初学者而言袁 在持号练习中会遇到很多问

题袁而其中有两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袁分别是院

问题一院 对于初学者在带舌头的吐音练习时袁经

常会觉得发音困难袁舌头顶着牙齿袁就是没办法收回

来袁发音总是迟到遥 就连吸气都是浅浅的袁没有办法把

气吸进腹腔袁总感觉吸不够气遥

问题二院嘴唇下唇特别厚袁而上唇特别薄袁所以吹

号时会把号嘴的上沿压在上唇的红肉部分遥 这样吹中

低音区的的声音挺好袁可是一旦上五线谱第三间以上

的高音区袁问题就逐渐出现了遥 上高音没有嘴劲袁吹着

吹着号嘴就会往下滑袁甚至都会把振动风口盖住遥 高

音不振动袁就没有声音了遥

对于问题一袁是否存在这种体验袁在上台独奏表

演之前袁明明准备充分了袁曲子在台下练得好好的袁可

是一上台就紧张袁 感觉走路的步子都是额外的沉重遥

这是因为紧张让你的身体所需要付出的更多的能量袁

让嘴唇尧舌头尧喉咙过分紧张遥 对于初学者而言袁在刚

开始练习带舌头的吐音时也是一样会有这种紧张的

体验袁身体的力量不能合理的分配遥 如果能放松身体袁

深吸气袁进而让肺部充满气袁让腰部尧后背都参与到呼

吸的行动中来遥 控制好呼吸可以转移初学者对舌头和

口腔的注意力袁进而让身体放松遥 口腔能放松的打开袁

发音也就自然了遥

对于问题二袁先天嘴唇条件是下唇很厚袁上唇又

特薄遥 下唇的力量明显占优势袁所以下低音区会有很

好的体验袁在上高音区时就会比其他人更费力浴 要想

弥补这个缺憾袁除了需要在练习的过程中有意的偏重

上唇嘴肌的训练补短板外袁还要针对性对气息运用能

力进行加强训练遥 引导用腰腹的力量把气息撑住袁进

而减少演奏高音时对上唇肌肉的依赖袁用气息力量填

补上唇力量的不足遥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来袁在圆号的学习过程

中袁不一定总是一帆风顺的袁偶尔会遇到这样或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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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扰遥所以如何运用气息练习来调整状态是可以提

高演奏水平的关键遥

三尧气息练习可以调整演奏状态

初学者演奏状态不容易稳定遥 有时候休息好了袁

精神头足袁气也稳袁嘴也松袁吹奏自然轻松曰有时候初

学者由于演奏经验的不足袁 不知道合理分配身体力

量袁嘴劲和体力会跟不上遥 这样就会导致初学者演奏

状态不佳遥 那这些情况要如何应对呢钥

状态好的时候享受美好的音色袁并琢磨自己是如

何让气流平稳的吸入丹田形成饱满尧 充足的气息袁进

而发出松弛有弹性的声音曰也可以琢磨自己在演奏有

着不同音域尧音量大小的作品时是怎么控制气流的方

向和速度的遥

状态不好的时候袁 更要多琢磨自己是不是肩膀尧

口腔尧嘴型僵硬袁导致不能正确的把握吸气遥 野演唱者

换气技巧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歌曲演唱的效果和质

量遥 冶[4]这样到要演奏时气就不够用袁而气息控制不好

甚至连基本的呼吸都不够遥 调整一下呼吸袁体会一下

这样吹出的声音是否会更好听遥 野长笛大师兰帕尔要

求学生即使是在演奏练习曲时袁也一定要把它当作艺

术享受遥 冶[5]所以袁要多琢磨自己的气息袁掌握好吸气尧

呼气这两个步骤遥

步骤一院吸气遥 在吸气前要有意识的做好预备动

作袁把身体调整到自然放松的状态遥 因为只有身体放

松了才能使控制气息的肌肉富有弹性袁进而为肺部的

膨胀做好准备遥然后同时通过口腔和鼻腔这两个通道

将胸腔和腹腔以及背部都装满气袁 不要立刻就呼气袁

维持吸气的状态袁让人感觉还能再多吸一口气遥 初学

者能够在吸气练习中得到提高肺活量的锻炼遥 进而袁

使初学者在演奏徐缓悠长的乐句和响亮的强奏乐段

时拥有更多的气息可以支配遥

步骤二院呼气遥 管乐器演奏时的呼气有别于平常

生活中的呼气袁 人类生理上的呼气往往是自然而然尧

下意识的行为袁不存在什么腰腹背部的支撑曰而人们

在演奏管乐器时的呼气则要根据演奏时不同乐句的

长度尧力度和音区的高低来合理使用气息遥 这里的合

理性包括气息的支点和送气入号嘴的角度尧 速度两

点院

1.用气时在腰部尧腹部和背部都要有支点遥 这种支

点需要通过演奏者呼气时保持住吸气时腰腹背部的扩

张状态来实现遥 不要像平时生活中的呼气那样一呼气

就松掉腰腹背的气压遥 温泉[5]说院野我们不能直接控制

肺袁但可以通过控制腹部肌肉来间接控制肺部气压遥 冶

要启发初学者演奏时有意识的用上腰腹背部的支撑

点来呼气袁然后加上吸气动作袁让它们共同完成一个

个乐句的完整演绎遥

2.初学者要会根据演奏音区的高低合理调整气息

送入号嘴的角度袁 并调整好气息的输出方向和速度遥

一般演奏高音区时气流要送到号嘴的内膛下方袁如图

1遥 演奏音区越往低走袁 气流越向号嘴内膛的深处移

动袁如图 2遥相应的袁越是高音区气流的速度就越快袁随

着音区向下袁气流角度向前移动袁气流的速度要逐渐

减慢遥

图 1 号嘴内膛下部

Fig.1 Lower part of the mouthpiece

图 2 号嘴内膛深处

Fig.2 Deep inside of the mouthpiece

在掌握好呼吸后初学者在调整状态时应该多吹

中间比较舒服的音域袁多练慢速的练习曲遥 听到自己

的演奏袁渐渐的调整好声音遥 野精诚所至袁金石为开冶袁

最终做到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自己最好的状态遥 要知

道在演奏的时候能听到自己优美的声音袁是一件多么

美妙的事情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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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结语

本文在圆号初学者持号阶段的教学实践的基础

上袁总结出合理运用气息对此阶段需练习的各方面能

力袁如演奏声音的辨别尧口腔的调整以及不同嘴型的

运用等方面的提升作用遥 当然袁通过持号阶段的训练

而初步掌握吹号技巧后袁 圆号初学者还要进行更多尧

更高阶的练习遥 因此袁圆号学习的拓展阶段训练将会

是后续研究的重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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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th in the Practice of Horn Holding

ZHANG Rong

(Music Department of Fujian Art Vocational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100)

Abstract院Most of the teaching objects of horn holding exercises are beginners, who have different difficulties in playing sound dis鄄

crimination, oral adjustment and the use of different mouth types. Therefore, for beginners, the rational use of breath is essential. At pre鄄

sent, there are experts at home and abroad to carry out breath research, and some of the results have an important guiding in horn holding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these research results, how to improve the beginner's ability to distinguish timbre, oral adjustment, and mouth

shape by combin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horn is what this paper focuses on.

Key words: horn; breath; holding exercise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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