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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学有汉尧宋之争袁而叶诗经曳学汉尧宋之争的

焦点在于院存叶序曳还是废叶序曳钥 朱熹作为宋学的集大

成者袁也是废叶序曳的代表人物袁其由废叶序曳而来的对

叶诗经曳的开创性阐释袁泽被后世袁以至于今遥 朱熹的

叶诗集传曳自元代列入科举考试必读书目之后袁便受到

了时人的广泛关注与研究遥 既有对其进行褒扬的袁也

有对其进行贬抑的袁尤其是书中有关叶诗序曳之辨和

叶国风曳野淫诗论冶的主张袁引起了后人极大争议遥 诸著

中袁最值得一提的是马端临叶文献通考曳遥 马端临渊约

1254-1323冤袁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遥所著叶文献通

考曳348卷袁 所考上起三代袁 下终南宋宁宗嘉定五年

(1212)的典章制度遥 在叶文献通考窑经籍考曳中袁发表了

野叶诗序曳不可废冶尧朱熹野淫诗冶说多可疑等观点袁对朱

熹的叶诗序曳说进行了批判袁并认为郑尧卫之风非野淫者

自作冶遥

朱熹的叶诗集传曳以大胆怀疑的批判精神袁对传统

的叶诗序曳之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袁并明确表明了自己

对叶诗序曳和叶国风曳的有关看法遥 然而在这部著作中袁

朱熹有多个观点和主张引起了后世极大的争议和辩

论遥 其一是叶诗序曳的作者是否卫宏的问题袁其二是主

张废叶序曳言叶诗曳尧提倡以纯文本的方式来解读叶诗经曳

问题袁其三是叶国风曳中部分诗作是否为野淫诗冶叶郑曳

叶卫曳之诗能否在宗庙祭祀和朝廷宴飨上演奏的问题遥

针对朱熹的论断袁 马端临在著作 叶文献通考窑经籍考

五曳中袁采用史实和例子进行有针对性的反驳和批判袁

同时袁也表明了自己对叶诗序曳和叶国风曳的相关看法遥

下面我们就马端临如何对朱熹叶诗集传曳以上三

个论点展开批评与反驳袁 并阐明自身观点这一过程袁

进行较详细的论述遥

一尧关于叶诗序曳作者的探究

叶诗序曳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袁成为野说经之家第

一争诟之端冶[1]遥在南宋以前袁有关叶诗序曳的作者问题袁

已经有过多种看法遥 有人认为是孔子袁有人认为是子

夏袁有人认为是师挚袁有人认为是毛公袁也有人认为是

历代史官采录而来遥 [2]诸种说法袁皆为朱子否定袁以为

野皆无明文可考冶袁并提出自己的研究观点遥 他说院野叶诗

序曳之辨袁说者不同袁或以为孔子袁或以为子夏袁或以为

国史袁皆无明文可考遥 唯叶后汉窑儒林传曳以为卫宏作

叶毛诗序曳袁今传于世袁则叶序曳乃宏作袁明矣遥 冶[3]朱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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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后汉窑儒林传曳记载卫宏作叶毛诗序曳并流传后世这一

史实为出发点袁认为卫宏是叶诗序曳的作者遥

对于朱熹认为卫宏叶诗序曳作者的论断袁马端临从

叶诗序曳 的起源尧叶诗序曳 的整理这两个角度进行了反

驳遥 从叶诗序曳起源来看袁马端临说道院野吾谓古者凡有

是诗袁则有是序遥 冶[4]他认为叶诗序曳与诗歌是相伴而生

的袁有了诗歌就有了叶诗序曳遥 从叶诗序曳的整理来看袁马

端临说道院野孔子删叶诗曳袁既取其辞袁因以其序袁命子夏

之徒为之袁则于理为近矣遥 冶 [4]他认为孔子删减叶诗经曳

的篇目与章句袁子夏对叶诗序曳进行整理袁从历史记载

来看袁是比较合乎情理的遥 在反驳的基础上袁马端临提

出了自己对叶诗序曳作者的看法遥 马端临写道院野叶序曳非

一人之言遥 或出于国史之采录袁或出于讲师之传授遥 冶[4]

他认为叶诗序曳的作者并不是孔子尧子夏尧毛公尧卫宏中

的某一个人袁而是源于国史采录或讲师传授遥

二尧叶诗序曳的尊崇与废除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袁叶诗经曳在经过

孔子的删削整理之后袁 于春秋时期正式定本成册袁并

受到广泛的研究与关注遥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到西汉时

期袁研究叶诗经曳成为了一股潮流袁出现了叶齐诗曳叶鲁

诗曳叶韩诗曳叶毛诗曳四家并存的局面遥 其中齐尧鲁尧韩三

诗被朝廷推崇而立于学官袁而叶毛诗曳则流传民间遥 在

王莽主政时期袁叶毛诗曳 因政治需要曾一度被大力推

崇袁地位得到大大提升遥 东汉时期袁卫宏对叶毛诗曳进行

研究与整理袁并著有叶毛诗序曳遥 郑玄对叶毛诗曳研究之

后袁著有叶毛诗笺曳遥 东汉以后袁随着齐尧鲁尧韩三诗的逐

渐没落袁叶毛诗曳最终取而代之并定于一尊袁其以叶序曳

言叶诗曳的主张成为解析叶诗经曳本义的权威理论遥 至唐

代袁孔颖达著叶毛诗正义曳对叶诗经曳学的研究成果进行

总结袁以叶序曳言叶诗曳在学术研究中依然居于主导地

位遥到了北宋时期袁以叶序曳言叶诗曳的传统被打破遥开始

是欧阳修的叶诗本义曳对叶毛诗序曳提出怀疑袁并指出序

与诗文本的抵牾之处遥 接着苏辙的叶诗集传曳对叶毛诗

序曳进行删除袁只保留各诗叶小序曳首句袁其余则加以批

驳遥 发展到南宋时期袁郑樵的叶诗辨妄曳对叶小序曳进行

极力的诋毁与斥责袁自作序说袁著有叶诗传曳遥 王质的

叶诗总闻曳对叶诗序曳则采取野废叶序曳去传注冶的方法袁主

张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叶诗经曳本义遥

随着疑序尧反序思潮的深入发展袁深受影响的朱

熹在研究叶诗经曳学的过程中袁对叶诗序曳的态度也发生

了巨大变化遥 他说道院野熹向作叶诗解曳文字袁初用叶小

序曳袁至解不行处袁亦曲为之说遥后来觉得不安遥第二次

解者袁虽存叶小序曳袁间为辨破袁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遥

后来方知袁只尽去叶小序曳袁便自可通袁于是尽涤荡旧

说袁诗意方活遥 冶[5]由此可见袁朱熹对叶诗序曳的态度经历

一个由信从到怀疑袁最后废除的过程遥

对于自己为何废除叶诗序曳袁朱熹主要进行了两个

方面的说明遥 一方面袁他解释道院野故此叶序曳者袁虽若诗

人先所命题袁而叶诗曳文反因叶序曳而作袁于是读者转相

尊信袁无敢拟议遥 至于有所不通袁则必为之委曲迁就袁

穿凿而附会之遥 宁使经之本义缭戾破碎袁不成文理袁而

终不忍以叶小序曳出于汉儒也遥 愚之病此久矣遥 冶[3]朱熹

认为袁前人通过叶诗序曳来解读叶诗经曳袁使叶诗经曳本义

穿凿附和叶诗序曳旨意的做法袁导致叶诗经曳中诗作内容

的面目全非袁不利于读者对叶诗经曳的正确解读遥 另一

方面袁他解释道院野又其为说袁必使叶诗曳无一篇不为美

刺时君国政而作袁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袁而又拘于

时世之先后袁其或书传所载袁当此一时袁偶无贤君美

谥袁则虽有辞之美者袁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遥 是使读者

疑于当时之人绝无耶善则称君袁过则称已爷之意袁而一

不得志袁则扼腕切齿袁嘻笑冷语袁以怼其上者袁所在而

成群袁是其轻躁险薄袁尤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袁故予不

可以不辩遥 冶[3]朱熹认为袁叶诗序曳把叶诗经曳中的每一篇

诗作都用来陈古刺今袁这种做法不符合叶诗经曳中作者

情性的自然流露袁是一种轻躁险薄的行为袁对温柔敦

厚的诗教传统尤其有害遥

在指出以叶序曳言叶诗曳存在背离叶诗经曳本义尧有害

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等错误后袁朱熹对叶诗序曳进行了

极力的批评遥 为了更好的解读叶诗经曳袁朱熹在废叶序曳

言叶诗曳的同时袁提出了另外一种解读叶诗经曳的方式袁

即院通过诗作本身来理解其本义袁即以叶诗曳言叶诗曳遥 这

种新的叶诗经曳解读方式袁使叶国风曳中许多诗作从以往

的野美刺之诗冶变为了纯粹的野男女相与咏歌袁各言其

情冶 [6]渊叶诗集传窑序曳冤的民歌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

叶诗经曳的原貌遥

然而袁马端临却不认同这种看法袁他认为朱熹废

2窑 窑



叶序曳言叶诗曳的观点存在不合理之处袁并从文体的角

度尧文本的角度尧文献学的角度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反

驳遥

首先袁针对朱熹对叶诗序曳的批评指责并加以废除

的行为提出不同看法遥 马端临从文体的角度指出叶诗

序曳的不可或缺遥 他说道院野至于读叶国风曳诸篇袁而后知

叶诗曳之不可无序袁而序之有功于诗歌也遥 盖风之为体袁

比﹑兴之辞袁多于叙述曰风谕之意袁浮于指斥遥 盖有反复

咏叹袁联章累句袁而无一言叙作之之意者遥 而序者乃一

言以蔽之袁曰院耶为某事也爷 ,苟非其传授之有源袁探索

之无舛袁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袁以示千载乎遥 冶[4]

马端临认为袁叶国风曳作为一种文体袁其中许多诗篇的

言辞运用了比尧兴手法来进行讽刺袁仅仅通过诗作本

身的吟咏袁 无法得知作诗之人所要表达的内在意蕴遥

而叶诗序曳则在诗作之首就一语道破了作诗之人诗作

旨意的指归袁因而有利于对叶国风曳诗作的解读袁不能

废除遥

其次袁针对朱熹抛开叶诗序曳袁按照诗作本身去理

解作品涵义的做法袁马端临指出这种以文本解读的方

式袁对于理解意蕴深远的诗作是多有困难的遥 他举例

说道院野夫叶芣苢曳之序袁以耶妇人乐有子爷为耶后妃之美

也爷袁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蓿苜之情状而已遥 叶黍离曳

之序袁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袁而其诗语不过慨叹

禾黍之苗穗而已遥 此诗之不言所作之意袁而赖序以明

者也遥 若舍序以求之袁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袁而慨叹

者为何说乎钥 冶[4]

离开叶诗序曳的说明袁从文本的角度来看袁叶芣苢曳

这首诗只是描写采集蓿苜的情形袁叶黍离曳这首诗只是

表达对黍苗生长情况的慨叹袁并没有表达政治讽喻之

意遥 但是袁对于叶诗经曳中的作品袁自叶毛诗曳大行其道

后袁便被赋予了美刺国君政事的使命遥 马端临从野诗缘

政冶的角度出发袁认为叶芣苢曳叶黍离曳这两首诗必定蕴

含深意袁但是作者在诗作中没有说明遥 这时袁只有借助

于叶诗序曳的说明来解读遥 马端临通过这样的举例袁说

明了以叶序曳言叶诗曳的做法优于以叶诗曳言叶诗曳的做法袁

从而从文本的角度反驳了朱熹废叶序曳言叶诗曳的主张遥

马端临在列举叶诗经曳中部分叶诗序曳对于理解意

蕴深远的诗作的重要性后袁为更有力地论证叶诗序曳存

在的必要性袁在叶诗经曳作品之外袁又列举了刘克庄所

著叶诗话曳为陆游叶沈园曳和杨万里叶无题曳这两首诗歌

作序的例子袁进一步说明叶诗序曳对于理解诗作旨意的

不可或缺性遥

最后袁马端临根据某些诗作的叶诗序曳在其他史料

出现的记载袁对叶诗序曳的不可废除作了另外一番的说

明遥 他说道院野叶鸱鸮曳之序袁见於叶尚书曳曰叶硕人曳叶载驰曳

叶清人曳之序袁见於叶左传曳袁所纪皆与作诗者同时袁非后

人之臆说也遥 冶[4]马端临在编著叶文献通考曳的过程中袁

于先秦时期的史料里发现了叶尚书曳存在叶鸱鸮曳的诗

序袁叶左传曳存在叶硕人曳叶载驰曳叶清人曳的诗序遥 并且袁这

些叶诗序曳的产生与作诗之人诗作的出现在时间上表

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遥 因此袁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袁马端

临认为这些叶诗序曳并不是后人臆断而形成的袁叶诗序曳

所言之事是可信的[7]袁从而再次说明了叶诗序曳的不可

废除遥

通过对朱熹废叶序曳言叶诗曳主张所进行的多角度

的反驳与批评袁马端临对叶诗序曳态度也逐渐明朗清

晰遥 在批评朱熹废叶序曳言叶诗曳的过程中袁马端临极力

论证了叶诗序曳的存在对于解读叶诗经曳本义的意义袁其

以叶序曳言叶诗曳的主张可见一斑袁这与汉代毛公对于

叶诗序曳的态度是一致的遥

三尧叶国风曳野淫诗论冶

在叶诗集传曳中袁朱熹以废叶序曳言叶诗曳的方式袁将

叶诗经曳中叶国风曳的许多诗作袁从野美刺之作冶的思想樊

笼中解放了出来遥 然而袁作为一名理学大师袁受野存天

理袁灭人欲冶等理学观念的束缚袁朱熹在还原叶国风曳中

描写男女恋情诗作面貌的同时袁出于维护封建论理道

德的需要袁又将该类诗作一举归为野淫诗冶袁从而引起

了后人极大的诟病遥

在朱熹提出叶国风曳诗作多为野淫诗冶的论述后袁马

端临重点讨论叶国风曳中的叶郑风曳和叶卫风曳袁他说道院

野叶郑曳叶卫曳叶桑曳叶濮曳袁里巷狭邪之所歌也遥 夫子于叶郑曳

叶卫曳袁盖深绝其声于乐袁以为法袁而严立其词于叶诗曳袁

以为戒遥 今乃欲为之讳其叶郑曳叶卫曳叶桑曳叶濮曳之实袁而

文以雅乐之名袁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袁朝廷之上袁则

未知其将荐之于何等之鬼神袁用之于何等宾客乎钥 冶[4]

朱熹从孔子野放郑声冶的角度出发袁认为将出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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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狭邪之手的叶郑曳叶卫曳之诗在宗庙和朝廷上演奏袁是

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遥 因而袁朱熹强烈反对在宗庙

和朝廷上演奏叶郑风曳和叶卫风曳遥 对于朱熹的野淫诗冶之

说袁马端临极力反驳和批判遥 首先袁他经过考证袁列出

了朱熹所谓的二十四首野淫诗冶袁包括叶桑中曳叶东门之

墠曳叶溱洧曳叶东方之日曳叶东门之池曳叶东门之杨曳叶月出曳

叶静女曳叶木瓜曳叶采葛曳叶丘中有麻曳叶将仲子曳叶遵大路曳

叶有女同车曳叶山有扶苏曳叶萚兮曳叶狡童曳叶褰裳曳叶丰曳叶风

雨曳叶子衿曳叶扬之水曳叶出其东门曳叶野有蔓草曳遥 其次袁马

端临对朱熹叶国风曳野淫诗冶说产生的原因袁进行了探

究遥 他说道院野夫子曰院耶思无邪遥 爷如序者之说袁则虽诗

辞之邪者袁亦必以正视之遥 如叶桑中曳之刺奔袁叶溱洧曳之

刺乱之类是也遥 如文公之说袁则虽诗辞之正者袁亦必以

邪视之袁如不以叶木瓜曳为美齐桓公袁不以叶采葛曳为惧

谗袁不以叶遵大路曳叶风雨曳为思君子袁不以叶褰裳曳为思

见正袁不以叶子衿曳为刺学校废袁不以叶扬之水曳为闵无

臣袁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袁要约赠答之辞是也遥 冶[4]马端临

认为孔子解读叶诗经曳是从美刺的角度出发的袁对于淫

邪的诗辞袁他也本着野思无邪冶的态度来看待遥 相反袁朱

熹解读叶诗经曳是从理学的角度出发的袁对于纯正的诗

辞袁却用邪恶的眼光来看待袁这才导致野淫诗冶的出现遥

接着袁马端临指出朱熹的野淫诗说冶不符合孔子删

叶诗曳之旨意遥 他写道院野夫以夫子之圣袁犹不肯杂取诸

逸叶诗曳之可传者袁与三百五篇之有序者并行袁而后之

君子乃欲尽废叶序曳以言叶诗曳袁此愚所以未敢深以为

然遥 故复摭述而不作多闻阙疑之言袁以明孔子删叶诗曳

之意袁且见古序之尤不可废也遥 冶[4]马端临从孔子在删

叶诗曳过程中袁并没有删除被朱熹界定为野淫诗冶的诗作

的叶诗序曳为依据袁认为朱熹的野淫诗说冶是不符合孔子

的删叶诗曳之意的遥

在此基础上袁马端临从人性论的角度否定了朱熹

有关叶国风曳是野男女淫奔者自作之诗冶的观点遥 他说

道院野夫羞恶之心袁人皆有之袁而况淫奔之行袁所谓不可

对人言者遥 市井之人袁至不才也袁今有与之语者袁能道

其宣淫之状袁指其行淫之地袁则未有不面颈发赤遥 未闻

其扬言于人曰耶我能奸袁我善淫也遥 爷冶[4]马端临认为袁每

个人都有羞愧之心与罪恶之感袁对于有关男女私事方

面的事情袁人们是耻于将其公布于世袁并大肆宣扬的遥

因此袁根本就不存在朱熹所谓的野淫奔者自作淫诗冶的

情形遥

最后马端临在反驳朱熹过程中袁对叶国风曳诗作也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遥 他写道院野愚谓古者庶人谤袁商旅

议袁亦王政之所许袁况变风尧变雅之世袁实无可美者袁而

礼义消亡袁淫风大行袁亦不可谓非其君之过遥 纵使讥讪

之辞太过袁如叶狡童曳诸篇之刺忽袁亦不害其爱君爱国袁

不能自已之意遥 冶[4]马端临认为袁王政时代尚且允许庶

人商旅谤议袁而朱熹却把变风尧变雅的诗歌袁如叶狡童曳

归为野淫诗冶袁这是非常错误的遥 实质上袁所谓的叶国风曳

野淫诗冶是变风与变雅的刺上之作遥

在论证叶国风曳中的诗作是变风尧变雅的刺上之作

后袁马端临也对朱熹野郑卫之乐袁皆为淫声冶袁不能用于

宗庙祭祀和朝廷宴飨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袁他写到院野然

郑伯如晋袁子展赋叶将仲子曳曰郑伯享赵孟袁子太叔赋

叶野有蔓草曳曰郑六卿饯韩宣子袁齹齿赋叶野有蔓草曳袁子

太叔赋叶褰裳曳袁子游赋叶风雨曳袁子旗赋叶有女同车曳袁子

柳赋叶萚兮曳遥 此六诗袁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

也袁然所赋皆见善于叔向尧赵武尧韩起袁不闻被讥遥 乃知

叶郑曳叶卫曳之诗袁未尝不施之于燕享袁而此六诗之旨意

训诂袁当如序者之说袁不当如文公之说也遥 冶 [4]马端临

通过列举被朱熹斥之为野淫诗冶的叶将仲子曳叶野有蔓

草曳叶褰裳曳叶风雨曳叶有女同车曳叶萚兮曳 等 6首诗作袁分

别在朝廷宴飨的时刻被人吟咏袁以此来说明郑卫之风

能用于朝廷宴飨遥 马端临又说道院野叶采蘋曳叶采蘩曳袁夫

人尧大夫妻能主祭之诗也袁而射礼歌之曰叶肆夏曳叶繁遏曳

叶渠曳袁宗庙配天之诗也袁而天子享元候歌之遥 冶[4]他列举

叶采蘋曳叶采蘩曳等所谓野淫诗冶在宗庙祭祀之时被演奏袁

说明郑卫之声能用于宗庙祭祀遥

在举例论证了郑卫之声能用于朝廷宴飨和宗庙

祭祀后袁 马端临也表达了自己对音乐和诗歌的看法袁

他说院野然愚之所论袁不过求其文意之指归袁而知其得

于情性之正耳遥 至于被之管弦袁合之音乐袁则叶仪礼曳

叶左传曳所载古人歌诗合乐之意袁盖有不可晓者遥 冶马端

临认为袁 讨论诗歌是为了探求诗作中文意的指归袁获

得情性的享受和陶冶袁不能单纯地凭借诗歌所搭配的

音乐来判定诗歌的旨意袁因为诗作的旨意与所搭配的

音乐袁二者并不是完全相合的遥 [8]

总而言之袁从对朱熹叶国风曳野淫诗论冶的批评与反

驳中袁马端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院所谓的野淫诗冶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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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变风尧变雅的刺上之作袁并且叶郑曳叶卫曳之诗能用于

宗庙祭祀和朝廷宴飨袁而非野淫声冶遥

四尧从朱熹的废叶序曳到马端临尊叶序曳

对于叶诗序曳中的叶大序曳袁朱熹表现出了一种批判

性的信从态度遥 例如朱熹在叶诗集传曳中对叶周南曳的

叶小序曳写道院野关雎尧麟趾言耶化爷者袁化之所自出也袁鹊

巢尧驺虞言耶德爷者袁被化而成德也遥 以其被化而后成

德袁故又曰院耶先王之所以教爷遥 冶[6]这是肯定叶毛诗序曳关

于诗歌教化的观点遥

朱熹赞同叶大序曳是建立在合乎礼义的基础上的袁

对于不符合礼义的叶大序曳他还是持批判态度的遥例如

叶大序曳云院野变风发乎情袁止乎礼义遥 冶朱熹反驳道院

野叶大序曳亦有未尽袁如耶发乎情袁止乎礼义爷袁又只是说

正诗遥 变风何尝止乎礼义钥 冶[5]朱熹认为只有正诗才是

符合礼义的袁变风则不然袁因而变风的叶大序曳要废除遥

对于叶诗序曳中的叶小序曳袁朱熹也是采取批判性的

态度进行保留与废除的遥 他在叶诗序辨说曳中写道院野故

凡小序袁唯诗文明白袁直指其事袁如叶甘棠曳叶定中曳叶南

山曳叶株林曳之属曰若证验的切袁见于书史袁如叶载驰曳叶硕

人曳叶清人曳叶黄鸟曳之类袁决为可无疑者遥 其次袁则词旨

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袁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袁尚有

多之遥 若为小序者袁姑以其意推寻探索袁依约而言袁则

虽有所不知袁亦不害其为不自欺袁虽有不当袁人亦当怒

其所不及遥今乃不然遥不知其时者袁必强以为某王某公

之时曰不知其人者袁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遥 于是傅会

书史袁依托名谥袁凿空妄语袁以诳后人遥其所以然者袁特

以耻其有所不知袁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遥 冶[3]

在这里袁朱熹首先把叶小序曳划分为三大类并表明

其态度遥第一类是完全相信袁第二类是姑且信从袁第三

类是完全不可信遥 对于前两类叶小序曳袁朱熹没有多大

异议袁而第三类叶小序曳袁由于附会书史袁依托名谥袁是

完全不可信的袁这是朱熹在具体实践中极力贬斥并力

主废除的遥

从朱熹的具体废叶序曳实践中袁我们可以看出袁朱

熹对于叶诗序曳的态度是有取有舍的袁并不是完全废

除遥这样的取舍态度袁体现了朱熹严谨的治学之风遥然

而袁正如马端临所说的院野此愚所以疑文公恶序之意太

过袁而引援指摘袁似为未当袁此类是也遥 冶[4]马端临指出袁

朱熹在废除叶诗序曳的过程中袁为了论证自己主张的合

理性袁引用的史料存在不当之处遥 因而袁马端临认为朱

熹对叶诗序曳的攻讦和废除是有失公允的遥 应该说袁马

端临的这种看法对于我们阅读叶诗集传曳是有所帮助

的袁可以让我们看到朱熹在叶诗集传曳中引用史料存在

的不足遥

其次袁朱熹在废叶序曳言叶诗曳的过程中袁主张从文

本本身来解读诗作本义的方法袁是一种具有革新意义

的创举袁为我们研究叶诗经曳提供了新的路径袁有利于

促进叶诗经曳学研究的发展遥 汉唐以来袁叶诗经曳被官方

奉为政治教科书来宣传袁这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叶诗

经曳的真实面貌遥 朱熹一反古人解读叶诗经曳常态袁以文

本为依托来解读叶诗经曳袁这是值得肯定的做法遥 而马

端临仍然站在经学家的角度袁主张以叶序曳言叶诗曳袁这

在叶诗经曳学研究上不得不说是一种倒退遥

再则袁朱熹通过纯文本阅读的方式来解读叶诗

经曳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作品中爱情诗的面目袁

但是袁朱熹毕竟是一位理学家袁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袁

他以理学家的眼光又将此类爱情诗作全部归为 野淫

诗冶袁这又不免落入了与经学家们相似的窠臼中遥 马端

临对朱熹野淫诗说冶的反驳袁虽有维护叶诗序曳的成分袁

但是对于修正被朱熹曲解为野淫诗冶诗作的再解读却

是有一番的意义遥

最后袁马端临叶序曳言叶诗曳的主张是较为中正平和

的袁而不是一味盲目地尊崇叶诗序曳遥 他写道院野诸小序

之说袁固有舛驰鄙浅而不可考者袁尽信之可乎钥 噎噎则

其舛驰固有之袁择善而从之可矣遥冶 [4]可以看出袁马端临

的叶诗序曳观是豁然开放的遥 这种开放的叶诗序曳观袁相

较于朱熹的野尽废小序冶的叶诗序曳观袁显得更加开明而

宽容的遥 与此同时袁在当时学界大力尊崇朱熹废叶序曳

言叶诗曳主张的潮流下袁马端临对叶诗序曳存在必要性所

做的探讨袁可谓是独树一帜袁引人关注遥 它对于我们更

好地理解叶诗经曳袁应该说是大有裨益的遥

通过论述马端临在叶文献通考曳中对朱熹叶诗集

传曳中带有争议性的观点的批评袁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朱熹有关叶诗序曳之辨和叶国风曳野淫诗说冶的观点确实

存在不妥之处袁马端临对其有关观点进行反驳是有理

有据和恰如其分的遥 而且袁我们也应该看到袁尽管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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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11期

集传曳中的观点不尽全面尧不尽合理袁却也是破中有立

的大胆之举袁它对于促进叶诗经曳学研究的发展是具有

重要作用的遥 另外袁我们从中不仅可以感受到马端临

深厚的史学功底和铿锵有力的论辩才能袁站在汉学派

的立场上看袁马端临的批驳是有理有据的遥 马端临实

际上是把叶诗经曳看作历史文本袁但由此恰恰比较出朱

熹野废叶序曳论冶的实质院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叶诗经曳的文

学本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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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 Duan-lin's Criticism of the Biography of Poetry

CHENG Rong1, WU Changgeng2

(1.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and Teachers'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曰

(2.The Humanities School of Shang Rao Normal College, Shangrao袁 Jiangxi 334001)

Abstract: As a historical book with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Ma Duan-lin's "General Examination of Documents"

made a comprehensive and reasonable critical study on the Division of the Poetic Preface in Zhu Xi's "Biography of Poetry Anthology"

and the proposition of "Erotic Poetry Theory" in "Guofeng". And pointed out that "Preface to poetry" was the result of the collec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or the teaching by the lecturer, Guofeng was a work of changing wind and elegance. Thus, it demonstrated the proposition

of Mao Gong's "preface" to "poem" more systematically. Ma Duan-lin actually regarded the book of Songs as a historical text. From this, it

could be seen that Zhu Xi's "Abolishing the theory of preface" returned to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standard of the book of Songs to a cer鄄

tain extent.

Key words: Ma Duan-lin; Zhuxi; Biography of Poetry; " General Examination of Documents "; the Division of the Poetic Preface; "

Erotic Poetr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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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袁野健全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袁 创新生产经营机制袁

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遥 冶文化资源的

保护与开发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尧繁荣文化经济市场

的基础和前提遥 在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袁文

化资源中介组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遥目前学术界对于

文化资源中介组织没有明确的定义遥作为文化中介组

织的一类袁本文依据文化中介组织的定义[1]袁尝试将文

化资源中介组织界定为院在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过

程中袁为双方提供信息咨询尧促成市场交易而收取报

酬的文化服务机构遥

武夷山地区位于福建省南平市袁该区域的文化资

源禀赋具有明显优势袁 多种类型的文化资源汇聚于

此遥 此外袁 武夷山地区拥有独特而丰富的自然资源遥

1999年 12月袁武夷山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叶世

界遗产名录曳袁成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遥本文以

武夷山地区的文化资源中介组织为研究对象袁通过对

该地区文化资源中介组织发展的现状尧 问题的探究袁

提出相应的建议措施袁以期改善当地文化资源保护与

开发袁推动当地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遥

一尧武夷山地区文化资源中介组织发展的

现状

福建省政府重视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袁以

及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袁制定颁布了多项政策法规

与规划计划袁其中包括惠及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相关

措施遥例如袁2015年出台的叶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深化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曳指出袁野促进旅游

与文化融合遥 提高福建特色文化资源开发水平袁噎噎

培育建设海丝文化尧闽南文化尧客家文化尧朱子文化和

茶文化等旅游产业集群遥 制作拍摄一批文化和旅游题

材的影视作品袁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和旅游

演艺产品袁开展最具创意文化和旅游商品征集评选活

动冶[2]遥 同时袁南平市政府 2017年出台的叶南平市旅游

产业发展规划渊2017-2025年冤曳提出袁加快旅游产品创

收稿日期院2020-06-29

作者简介院何鸿飞渊1997-冤袁男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艺术与文化产业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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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发袁建设野茶香武夷冶野书乡武夷冶野追忆武夷冶野科

考武夷冶等旅游系列产品[3]遥这些举措有助于武夷山地

区的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培育和成长袁提供了一定的

政策指引遥

武夷山地区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迅速袁根据武

夷山市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袁2017-2019年武夷山

市年平均接待旅游总人数接近 1500万人次袁 年平均

增速保持在 14%以上袁年平均旅游总收入超过 300亿

元袁年平均增速保持在 23%以上遥 伴随着文化和旅游

产业的发展袁武夷山地区的文化资源中介组织也形成

一定规模遥 从类型来看袁武夷山地区的文化资源中介

组织主要包括旅行社尧演艺公司尧旅游规划设计公司尧

文化经纪代理公司尧广告代理公司等袁见表 1遥 从规模

来看袁以旅行社为例袁截至 2019年 12月袁南平市共有

136家旅行社袁其中位于武夷山市的共有 100家袁相较

于 2017年增加了 11家遥

表 1 武夷山地区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

类型和代表性公司

Tab.1 Types and Representative Companies of Cultural Resource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in Wuyishan City

二尧武夷山地区文化资源中介组织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

渊一冤文化资源中介组织大多处于发展阶段袁自身

竞争力薄弱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袁目前武夷山地区的文化

资源中介组织基本上处于发展阶段袁因此整个文化资

源中介组织的经营规模普遍偏小袁竞争力薄弱袁行业

的无序竞争严重遥 以武夷山地区和黄山地区的旅行社

为例遥 第一袁从数量规模上来看袁截至 2019年袁武夷山

市共有 100家旅行社袁 黄山市则达到 212家旅行社遥

其中武夷山市的龙头旅行社机构数量偏少袁多数属于

中小型旅行社机构遥 第二袁从行业自治来看袁黄山市业

已成立黄山市旅行社协会袁该协会发挥着行业自律的

重要作用遥 此外袁2018年黄山市 180家旅行社负责人

年签订叶承诺书曳袁共同加强旅行社行业自律袁杜绝不

合理低价竞争袁承诺自觉遵守自律公约尧自愿接受失

信惩罚遥 [4]武夷山地区尚未形成此类行业自治的协会

或公约袁 在行业自治自律和行业协调沟通上存在不

足遥 第三袁从从业人员来看袁武夷山市部分旅行社人员

未经过专业培训袁法制观念淡薄袁缺乏职业素养袁乱收

费尧竞相压价尧侵犯消费者权益等违规违法现象时有

发生遥 2017年曾多次曝出野99元超低价旅游团冶的乱

象遥 [5]由于缺乏对现有从业人员的培训以及对高层次

人才的吸引袁因此无法满足武夷山地区文化和旅游产

业发展的人才需要遥

渊二冤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市场地位不明晰袁职能

优势发挥欠缺

文化中介组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

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具有服务尧沟通尧公证尧监督

的基本功能遥 [6]文化资源中介组织从属于文化中介组

织袁同样具备上述的市场地位和功能遥 受历史和现实

诸多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袁包括武夷山地区在内的文化

资源中介组织的职能发挥仍存在一定困境遥 首先袁我

国文化体制改革较晚袁中共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并行发展的路径遥 此外袁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处在完善阶段遥 因此袁地方政府对

于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市场地位认识不够全面尧深

刻袁文化资源中介组织尚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遥 其

次袁文化资源产权归属具有主体多样的特征[7]袁在实际

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往往依赖于政府或国有企业遥 以

武夷山旅游文化投资集团为例袁 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8月 7日袁为全资国有企业袁业务涵盖大型旅游尧文

化活动及体育赛事的策划与举办曰 文艺演出票务服

务曰对旅游资源进行投资尧融资尧招商尧规划尧开发尧建

设尧经营和管理曰对科技行业尧历史文化袁休闲养生和

体育游乐项目的开发等袁集团旗下的八家国有所属成

旅行社
武夷山中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尧 福建省武夷
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尧 武夷山中国国际旅
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演艺公司
武夷山清水盛典旅游文化有限公司尧 印象大红
袍股份有限公司

旅游规划
设计公司

武夷山茶博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尧 武夷山
云河漂流旅游有限公司尧 福建省武夷山市华夏
武夷旅游规划院

文化经纪
代理公司

武夷山市初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尧 武夷山镜界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告代理
公司

武夷山市一鼎广告有限公司尧 武夷山市顶峰广
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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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企业覆盖了武夷山地区多个旅游休闲项目和景区遥

在市场竞争中袁武夷山地区的民营文化资源中介组织

的参与程度不够袁职能优势尧专业优势难以得到有效

发挥遥

渊三冤政府管理体制落后袁市场环境培育不足

武夷山是我国重要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之

一袁福建省政府尧南平市政府以及武夷山市政府注重

对该地区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袁但是对文化资源中

介组织的管理体制和市场环境培育上存在欠缺遥 第

一袁在法律规范方面袁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与文化中介

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袁地方政府也没有出台相应的规

范措施袁 因而缺乏严格的准入门槛和统一的规划协

调遥 这给地方政府部门的宏观管理带来困难袁导致对

违法违规尧有悖道德的行为不能进行有效的治理遥 第

二袁在管理机构方面袁针对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行政

管理机构不明确袁存在多个行政部门共同监管尧职能

交叉的现象袁造成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职能作用难以

有效发挥遥第三袁在政策支持方面袁武夷山地区的文化

资源中介组织发展仍处于发展阶段遥 如前文所述袁尽

管武夷山地区各级政府均出台了关于推动文化和旅

游发展的政策规划袁但是缺少直接针对文化资源中介

组织的相关政策支持和引导袁对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

重视和扶持程度不够遥 反观黄山市政府袁黄山市政府

2020年以来共拨付培训资金 1200余万元袁 落实文旅

企业转岗转业培训 1.1万人袁涉及企业 200余家遥这为

当地的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储备了人才袁培育

了良好的市场环境遥 [8]

三尧武夷山地区文化资源中介组织发展的

建议

渊一冤厘清政府-市场关系袁明确文化资源中介组

织的市场地位

只有尊重市场规律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

定性作用袁才能推动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发展遥首先袁

武夷山地区各级政府应该重视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

市场地位袁认识到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作用遥 在武

夷山地区的文化和旅游整体设计中袁应为文化资源中

介提供发言和参与的机会袁 包括制定行业扶持政策尧

行业规范标准等遥 其次袁武夷山地区各级政府需要认

识到政府与市场的比较优势袁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袁

为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发展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袁充

分利用法律法规手段规范中介组织的运行遥 当文化资

源中介组织逐步成熟后袁 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袁让

文化中介真正发挥市场作用遥

渊二冤优化政府管理体制袁发挥文化资源中介组织

的职能优势

我国政府是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组织袁承

担着顶层设计责任遥 面对政府管理体制落后袁市场环

境培育不足等问题袁武夷山地区各级政府需要推动政

府职能转变袁提升服务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能力遥 第

一袁在管理体制方面袁武夷山地区各级政府应明确监

管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主体部门袁由该部门统一集中

行使监管权力袁 协调其他相关部门参与政策制定尧专

项整治等行动袁提高政府监管的高效性和针对性遥 第

二袁在法律规范方面袁根据现阶段文化资源中介组织

的实际情况袁武夷山地区各级政府应该制定行之有效

的法规政策袁 严格规范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准入门

槛尧权力尧义务尧业务类型等遥 第三袁在政策扶持方面袁

由于武夷山地区的文化资源中介组织大多仍处于发

展阶段袁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行政职能健全文化资源

中介组织机制袁大力扶持其创新发展遥 例如出台相关

优惠政策尧加快文化资源中介职能建设尧鼓励民营企

业参与市场竞争尧健全法制环境和营商环境等遥

渊三冤培育中介行业协会袁加强行业自律和企业间

沟通合作

武夷山地区的各类文化资源中介组织尚未建立

行业协会袁因此需要培育各类行业协会袁形成政府尧行

业与企业三级联动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市场管理体系遥

首先袁要形成有效的行业自律组织遥 通过制订协会章

程与入会准则袁吸纳会员袁健全行约行规尧行业标准

等袁达成中介组织之间共同认可的惩奖措施遥 其次袁要

发挥行业组织的监督功能遥 协助武夷山地区各级政府

的监督主体和执法部门打击违法行为袁填补当地文化

和旅游市场管理的野真空地带冶, 做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等工作袁树立好并维护好武夷山地区的形象遥 最后袁要

推动文化资源中介组织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遥 定期召开

行业信息交流大会袁以此加强中介组织之间的沟通交

何鸿飞院武夷山地区文化资源中介组织发展的现状尧问题与建议 9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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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遥 鼓励各中介组织对武夷山地区的文化资源进行创

意保护与开发袁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遥 及时共

享市场信息袁建立协调的竞争机制袁做到资源共享并

达到最大化的利用遥

渊四冤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袁以创意推动文化资源的

保护与开发

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离不开对于文化资源的保护

与开发袁武夷山地区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袁其中

茶文化尧宗教文化等文化资源在国内外已具有一定的

优势地位遥 因此袁武夷山地区的文化资源中介组织要

抓住当地的文化资源禀赋袁发挥创意来推动文化资源

的保护与开发袁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遥 第

一袁在经营战略上袁对于大中型的文化资源中介组织袁

应该建立并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袁健全公司治理机制

和内控制度袁建立正确的市场经营理念等遥 对于小微

型的文化资源中介组织袁 应该树立差异化的经营战

略袁积极主动寻找利基市场袁专注于某一类型的文化

资源的中介服务遥 第二袁在文化产品和服务上袁应该扩

大文化资源中介组织的服务范围遥 提供全方位尧全过

程的中介服务以满足对当地现有文化资源的挖掘尧利

用和扩大袁并且不断开拓新的文化资源袁诸如当下火

爆的乡村慢生活文化尧红色文化等等遥 第三袁在从业人

员素质上袁应该实行统一的文化资源中介组织资格认

定制度袁加强对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培训袁提高其职

业道德和业务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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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in Wuyishan City

HE Hongfei
(School of Humanit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2)

Abstract: With the relevant policies issued by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in Wuyi Mountain area and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local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cultural resource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in Wuyi Mountain area have begun to take shape. At the same

time, cultural resource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are fac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weak competitiveness, unclear market positioning and

backward government management system.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should start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clarify the gov鄄

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 and clarify the market posi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Second, optimize the govern鄄

ment management system and give play to the functional advantages of cultural resource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Third, foster interme鄄

diary trade associations, strengthen self-discipline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s. Fourth, enhance the innova鄄

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with creativity. Through these measures to fur鄄

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in Wuyi Mountain area,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o鄄

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local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Key words: Wuyishan city; cultural resources;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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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文化是一个国家尧一个民族的灵魂遥 文化兴国运

兴袁文化强民族强遥 冶[1]生态文明建设关涉生产生活思

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方位社会性变革袁其先导和关

键则是旷日持久尧广泛深刻的野生态文化革命冶遥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袁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核心要素袁也是融贯其自身和其

它方面建设始终的不朽灵魂和精神脊梁遥 党的十八大

以来袁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

效袁生态文化的力量功不可没遥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袁 尤其是正处于

野历史交汇期冶袁生态文化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袁更需

要相匹配的生态文化作为精神支撑和前进动力遥 为

此袁习近平在 2018年 5月 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袁特别将野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

文化体系冶的加快建立健全袁[2]放在其它体系的首位加

以强调袁其意义重大而深远遥

一尧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

文化作为人类的生存样态袁 是一个社会历史范

畴袁 广义上指人类为适应环境所形成的观念意识尧精

神价值尧生产生活方式尧社会制度体制机制及其组织

程序等的有机统一体系袁或指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办

法的体系遥 [3]因此袁有怎样的环境就需要怎样的文化与

之相适应袁或怎样的文化就映现怎样的环境遥 [4]狭义上

指知识遥 文明也是一个有广义与狭义之别的社会历史

范畴遥 广义上指人类为适应环境在改造自身尧自然和

社会过程中所创造的阶段性的积极成果总和袁或指衡

量人类认识自身生存发展规律尧把握自然和社会规律

尺度的总和遥 狭义上则指人的行为举止符合其所处环

境的礼教遥 [5]

文化与文明野如影随形冶袁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

别遥 其区别主要在于院文化多向或多元袁其中正向的

野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袁 就会转化为强大

的物质力量冶袁负向的野落后的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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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6]而不同民族尧国

家尧地域的文化也有差异袁它或是发展进程上的尧也或

是性质上的或表现形式上的横向差异遥 文明则是单向

习近平生态文化重要论述的

深刻意蕴与当代价值

刘 臻 1,2袁 陈 文 1,2袁 张志雄 1,2

渊1.武夷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武夷学院 红色文化研究中心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习近平生态文化的重要论述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遥其内在深邃的生态哲学文化尧厚

重的生态经济文化尧睿智的生态政治文化以及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蕴涵袁体现了传承性尧创新性尧整体性和人民性的基本

特征袁回应了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诉求袁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发展方向袁有助于厚植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生态根基尧增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文化自信尧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遥

关键词院习近平曰生态文化曰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院D610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0雪11原园011原园9

收稿日期院2020-09-10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2018年年度项目渊FJ2018ZTB017冤遥

作者简介院刘臻渊1967-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生态

文明与生态文化尧马克思主义理论尧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遥

第 39卷 第 11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39 晕燥援11

圆园20年 11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Nov援 圆园20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11期

或一元的袁它表征着具有正向价值的进步发展遥 [5]其联

系主要是院文化包含于文明袁是文明的底蕴和内核袁它

给予文明的形成以滋养尧支撑尧促进和引领曰文明是文

化的载体袁又是野文化不可避免的归宿冶曰[7]文化与文明

还野在器物层面尧制度层面以及观念层面上具有相同

的规范性和认同性冶袁两者经常可以互换曰[8]E.M.伯恩

斯等曾讨论文明的一般涵义后袁就特意补充了野文明

即一种先进文化冶这另一涵义遥 [9]

原初作为家园或环境涵义的生态袁[10]如今指与人类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多关系间的和谐或动态平衡袁

具体指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间的和谐或动态平衡遥 [8]

人类因适应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了文化袁

生态文化指人与人渊社会冤尧人与自然互动中所形成的

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办法的体系袁表征人

类对待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观念意识尧情感态度与

行为方式等袁这是广义的曰[3]狭义上则是关于人适应自

然环境的价值观念体系遥 [11]

广义上袁生态文明指继原始文明尧农耕文明及工

业文明后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曰[12] 狭义上则指人类

反思工业文明反自然的局限和弊端后袁为应对自然环

境问题以便重新适应自然尧与自然环境可持续和谐共

生共荣所创造的成果总和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因时空和认识的局限袁过往文明

及其他国家尧地域的生态文化中袁那些不合现今需要

的成分袁必须加以剔除曰合乎当今需要的部分袁则必须

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袁 或直接进行借鉴袁以

便古为今用尧洋为中用遥 且本文所指的生态文化是一

种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尧在狭义上又可以与生态文

明互换使用的先进文化遥

二尧习近平生态文化重要论述的深刻意蕴

马克思主义认为袁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尧政治尧

文化尧社会生活等要素构成的有机体袁是以自然运动

为基础和前提并通过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要要要劳动

实践而形成的特有的动态产物遥 社会有机体本身是自

然的一部分袁它不可离开也必需适应自然遥 而人渊社

会冤适应自然的方式是以文化来表征的遥 恶化的生态

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祸害袁必然倒逼人类重新思考

并选择更有利于生存发展的文化遥 根本上袁就是用生

态学的观念重塑人与自然难以和解的工业文化要要要

将其哲学尧经济尧政治尧社会等文化转变为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袁即生态哲学文化尧生态经济

文化尧生态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社会文化等袁这也就成

为了当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建设的时代使命遥 正因

如此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习

近平生态文化的重要论述袁必然蕴涵上述生态文化的

四重维度袁积极回应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

诉求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发展方

向遥

渊一冤深邃的生态哲学文化蕴涵

人如何看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袁是人

与自然如何相处的前提袁人怎样与自然相处袁结果就

会怎样要要要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遥 西方近代主客二分

的机械世界观将自然看作与人完全分离的异己存在

物袁 其所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又将人看成自然的主

人尧认为人可以对自然为所欲为要要要正是这种深层观

念作祟袁才引发了如今无一国家能够幸免的严重生态

环境问题遥 生态哲学文化作为一种矫正和超越机械世

界观的新世界观则认为袁自然先在于人袁人是自然存

在物和自然的一部分袁人靠自然生活曰人与自然是内

在关联的有机复合生态系统曰人类只有尊重并善待自

然尧与自然和谐相处袁才能获得自然的馈赠和可持续

发展遥 生态哲学文化要求人们袁必须从生态本体的维

度重新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袁将自然置于优先地位加

以考虑袁承认并注重自然的生态价值袁用和谐共生的

生态辩证思维尧高瞻远瞩的生态战略思维尧统筹协调

的生态系统思维尧防患未然的生态底线思维等科学思

维方法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遥

基于对生态哲学文化的深刻洞见袁在生态本体的

维度袁习近平提出了野自然是生命之母冶的重要论断袁

并由此生发出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冶[6]尧野山水林田

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冶以及野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冶的重要

观点[2]遥它们分别揭示了自然与人类间生命相连的野母

子冶关系和人与人渊社会冤间情同手足的野亲兄姊妹冶关

系袁而这些关系的实质正是存亡休息与共遥 在他看来袁

野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袁是相互依存尧紧密联系的有

机链条冶[2]遥因此袁为了能够生存发展这一同样的目标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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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理应同怀敬畏尧尊重尧顺应尧保护自然之心之情之

行袁携手共创野持久和平尧普遍安全尧共同繁荣尧开放包

容尧清洁美丽的世界冶[1]遥 习近平还多处运用了生态辩

证的思维方式袁如院野人不负青山袁青山定不负人冶这句

简单话语[13]袁既生动地描述了人与自然间友善的双向

互动袁也通俗地反映了野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袁又是

经济财富冶的客观实际 [13]曰通过野生态兴则文明兴袁生

态衰则文明衰冶的表述袁阐明了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

影响文明兴衰演替的道理曰借助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冶的观点袁揭示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

生产力的旨趣曰用野污染防治好比是分子袁生态保护好

比是分母冶的比喻袁说明了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间需

要协同发力的情理遥 [2]从生态长远战略出发袁他认为生

态文明建设是 野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冶

和野关乎人类未来冶的宏阔事业遥 [2]从生态系统思维的

角度袁习近平对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提出的要求

是院野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袁科学布局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

大工程袁 从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出发袁

统筹兼顾尧整体实施袁着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

力袁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袁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

整体改善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全面增强遥 冶[14]对野生

态保护红线尧环境质量底线尧资源利用上线冶三条不可

触碰的生态安全高压线的划定[2]袁则体现了习近平的

生态底线思维遥

渊二冤厚重的生态经济文化蕴涵

社会的经济建设与发展袁决不只顾获取更多的物

质产品而不管其它方面的单纯经济问题袁期间必然伴

随尧渗透尧融贯生态和文化的问题袁即是说袁必然由其

自身独特的生态经济文化予以支撑引领遥 生态经济文

化要求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袁必须自觉运用系统论

的思维方式袁 将经济活动置入自然生态的系统整体

中袁考量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尧相互制约尧相互影响袁

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的行为

准则和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袁以谋求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同时双赢遥

习近平认为袁 生态环境保护是重大的经济问题遥

过去野大量生产尧大量消耗尧大量排放冶的粗放型经济

增长方式袁使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袁也使经济

的增长难以为续遥 [2]摒弃这种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

而换取一时增长的经济模式袁取而代之的就是野要探

索以生态优先尧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冶[15]遥 这意味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野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冶的发展理念袁使资源尧生产尧消费等要素相适

应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遥 在习近

平看来袁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实际上并不存在不

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袁 二者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上袁是相辅相成且能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曰实践也证

明了 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野生态本身就是经济袁

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冶的正确性遥[16]因为保护聚自

然尧生态尧社会和经济等财富于一身的野绿水青山冶袁就

是野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冶袁能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野金山银山冶提供潜力和后劲袁是生态效益和经济

社会效益双赢的必要选择遥 [2]因此袁坚持野把绿水青山

建得更美袁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冶袁让野生态效益更好

转化为经济效益尧社会效益冶,是野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冶的必然要求与不可逆趋势遥 [16]

习近平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找到了生态环

境问题的症结遥 对症施策则是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作为根本袁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袁

加快实施野空间格局尧产业结构尧生产方式尧生活方式冶

的全方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袁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

境的承受能力限度作为经济活动和人的行为不可逾

越的限度遥 [2]唯有如此袁自然生态才有休养生息的时间

和空间遥 [2]

他指出袁解决污染问题必须以野加快形成绿色发

展方式冶作为根本之策袁要抓源头尧抓重点遥 尤其要建

立健全以绿色产业为支撑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

济体系袁其重心就是加快建立健全野以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冶 [2]遥 他还认为袁生

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的实现能推进全面节约

和循环利用资源袁且生活方式的绿色革命能推促生产

方式的绿色转型升级遥 [2]

渊三冤睿智的生态政治文化蕴涵

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治理念与行为涉及调控人

与人渊社会冤尧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袁后者更具前提性尧基

础性和根本性遥 生态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协调人与自然

间关系价值观的政治导向袁其目的是通过构建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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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其政治体制机制来统筹尧调控人与自然尧人与人

渊社会冤的同步发展遥 它要求将生态环保的理念贯穿社

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尧执政管理监督尧创建公众参

与社会基础的全方位全过程袁并谋求国际合作应对遥

习近平认为袁生态环境保护也是直接关涉党的初

心使命宗旨的野重大政治问题冶遥 在他看来袁党的领导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拥有办好这件大事的野政治

优势冶[2]遥他要求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尽职尽责袁自觉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袁并通过构建野党委

领导尧政府主导尧企业主体尧公众参与冶的全员环境治

理体系袁以形成强大保护与治理合力遥 [2]

习近平在其执政生涯中袁一直主动担负起生态环

境工作这项野政治责任冶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

他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袁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袁做出了巨大成绩遥 如院

在野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尧新发展理念尧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以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袁有关生态文明建

设都被摆在了重要位置曰同时袁在党章和宪法中都增

添了野生态文明建设冶野绿色发展冶以及野美丽中国冶袁使

其成为了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执政理念和统一意志遥

其中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尧法治建设尤其是执行力度问

题袁他更是作为重中之重给予强调袁认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可靠保障就是将野最严格的制度冶与野最严密的法

治冶同时并用[17]遥 由此相继出台的几十项涉及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尧 改革方案以及制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袁从

野总体目标尧基本理念尧主要原则尧重点任务尧制度保障冶

等方面袁全面系统部署安排了生态文明建设[2]袁使生态

文明制度的野四梁八柱冶得以建立袁也使生态文明体制

中野源头预防尧过程控制尧损害赔偿尧责任追究冶等基础

性制度框架得以初步形成袁 并进一步向纵深推进袁继

续健全完善[18]遥他指出院野奉法者强则国强袁奉法者弱则

国弱遥 冶[2]他认为制度贵在执行遥 他很赞赏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制度在抓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上的力度和

实效袁要求一视同仁地野追责到底冶甚至野终身追责冶袁要

让制度规定真正成为野长牙齿尧会咬人的老虎冶 [2]遥 在

野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冶中袁就包括野完善生

态环境保护冶的野执法司法制度冶和野实行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冶 [18]遥

他也认为袁野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

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冶袁 作为生态环境受益者的每个

人袁首先应该是保护者和建设者袁而不是只站在局外

指手画脚的旁观者遥 因此袁他倡导野构建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冶[19]袁要野坚持全民共治冶[2]遥

对于带有全球共性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

应对袁习近平认为袁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毫不顾及或只

顾野自扫门前雪冶袁而应该责任共担袁毕竟人类是野荣损

与共冶的野命运共同体冶遥 [2] 习近平秉持共商共治共享

的理念袁除亲自带领中国政府和人民尽其所能投入生

态文明建设外袁还促使中国成为积极参与并主动谋划

国际合作的典范遥 如院叶中国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国别方案曳的率先发布尧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渊2014-2020年冤曳的实施尧叶巴黎协定曳批准文书在联合

国的交存以及对野一带一路冶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发

起与建立的重大贡献袁等等[2]袁都是这种典范的鲜明例

证遥

渊四冤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蕴涵

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社会各方面良性

互动可持续发展遥 社会建设涉及诸多要素袁如社会发

展尧人口生产尧安全尧科技尧教育等遥 生态社会文化是兼

顾经济尧社会和生态环境三者协调发展的目标袁将生

态学的基本理念和生态价值观念融入社会建设诸要

素中而形成的社会发展生态化尧 人口生产生态化尧环

境安全生态化尧科技教育生态化的总称遥 其中社会发

展生态化是以尊重尧顺应尧爱护自然为前提袁谋求人与

人渊社会冤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曰人口生

产生态化是人口的数量和质量要与生态环境承载能

力相适应相对称曰环境安全生态化是人类和国家赖以

生存发展的环境尧人类健康尧国家安全尧社会治安尧国

际和平等都不遭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不利影响而处

于安全状态[8]曰科技教育生态化则是在科技研发与使

用中始终将生态环保和造福人类理念融贯其中袁同时

教育目的尧内容和方式都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教育价值观念袁并构建其终身的教育体制机制遥

基于生态社会文化的理念袁习近平认为生态环境

也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遥 确保到 2035年

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尧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国袁是

习近平生态民生福祉的目标指向遥 要实现这一目标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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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袁必须始终坚守惠民尧利民尧

为民的立场袁为民排环境问题之忧尧解环境问题之难袁

创造更加优美生态环境尧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袁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遥 [2]因

为在他看来袁野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袁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冶 [17]遥

关于人口的生态化袁习近平提出了野坚持人口经

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冶的观点[17]遥 他认为袁长期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尧实施野优生优育冶袁是缓解人

口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尧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遥[20]他还强调袁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的上限袁要同时具备满足野人类和当代的需要冶

野大自然和后人的需要冶以及野不要突破自然资源承载

能力冶这三个条件遥 [2]

习近平将生态环境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

成部分袁认为它是事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

重要因素遥 要保障生态环境安全袁就是把建立健全野以

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

态安全体系冶放在首位袁常态化地管理生态环境风险袁

构建具有全过程尧多层级的系统性的生态环境风险防

范体系袁加强安全监管核与辐射袁加快划定并严守野三

条冶生态安全高压线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袁确保

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安全稳定遥 [2]

习近平也考虑到了科技尧教育生态化在生态文明

建设中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遥 他认为袁加深认识自

然规律和科学规律以便指导实践袁野破解绿色发展难

题袁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冶袁 要依靠科技创

新曰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袁建设天蓝地绿水

清的美丽中国袁 保障包括生态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袁

都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遥 [21] 他提出院野要构建以

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遥 冶[1]他还认识到袁野缺

乏深厚的生态文化冶 是导致现实生活中还时有发生的

诸种破坏生态环境尧无视生态规律行为的深层原因遥 [22]

因此袁野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袁把珍惜生态尧保护

资源尧 爱护环境等内容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袁纳

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冶袁 让生态文明理念在全

社会牢固树立袁 让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在全社会形

成遥 [17]

三尧习近平生态文化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袁一定的文化总是其一定时空

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袁 必然带有其时空的印记和特

征遥 习近平生态文化重要论述袁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文

化建设的一般规律袁以解决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为出发点尧落脚点袁坚持了马克

思主义生态文化思想的立场尧观点和方法袁吸纳了人

类创造的一切生态文化的优秀成分袁 体现了其传承

性尧创新性尧整体性和人民性的基本特征遥

渊一冤传承性

习近平认为院野学习马克思袁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遥 冶 [6]为此袁马克思恩

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尧 列宁管理自然资源的措

施尧毛泽东野植树造林尧绿化祖国冶的倡导尧邓小平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及奠定的法治化制度化体系化基础尧

江泽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胡锦涛 野建设生态文

明冶的初步理论与实践等袁都成为习近平生态文化重

要论述的主要来源遥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上袁他表

明 野绵延 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

化遥 冶[2]更为重要的是袁他认为野顺应自然尧追求天人合

一袁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念袁也是今天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遵循遥 冶[23]因而袁儒家的野仁爱万物尧取之有

度冶尧释家的野众生平等尧包容共生冶尧道家的野天人合

一尧道法自然冶以及古代的野虞衡制度冶等袁都是习近平

生态文化重要论述不可或缺的滋养遥 国外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理论袁能够运用阶级与历史的分析方法袁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袁这无疑也成为了习近平的

借鉴曰他还同时吸收了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有益成

分与实践的成功经验遥

渊二冤创新性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现实需要袁催生生态文化创

新袁创新的生态文化继而推动尧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实

践创新遥 生态文化与时俱进是客观必然要求袁也是习

近平生态文化重要论述的题中应有之义遥 习近平生态

文化重要论述袁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新变化新期

待新要求袁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思想指导袁既创

造性转化尧 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袁又

吸收了当代西方先进生态理论中的积极成果袁是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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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优秀生态文化积淀融贯的结晶袁是马克思主义生

态文化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

化新境界遥 如院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冶这一揭示人

与自然同源一体尧 共生共荣关系的生态文化观点袁既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野天人合一冶生态智慧的时代发展袁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理论创新遥 生

态文明制度及其体系的提出和构建袁 是对我国古代

野虞衡制度冶的创造性转换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

会主义制度建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遥 不掉进野西方式

现代化冶的野陷阱冶[22]袁不步入欧美野先污染尧后治理冶的

后尘, 而是野坚持节约优先尧保护优先尧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冶[2], 让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的高

质量绿色发展袁则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上的一个

重大创新遥

渊三冤整体性

习近平生态文化的重要论述袁处处体现出从整体

系统的角度统筹协调把握问题遥 如袁在人与自然关系

上袁他将人与自然和山水林田湖草都看着是处于同一

个有机链条的生命共同体遥 在经济尧政治尧文化尧社会

等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融入生态文明建设袁是他

在经济社会总体发展布局上所形成的一种系统思考遥

对于生态文明体系的构建袁 他兼顾了生态文化体系尧

生态经济体系尧目标责任体系尧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尧生

态安全体系这野五位子体系冶袁并认为其中各子体系又

由其自身众多部分构成遥 [2]主张野统筹兼顾尧整体施策尧

多措并举袁全方位尧全地域尧全过程冶袁并综合运用行

政尧市场尧法治尧科技等 [2]袁是他提供的环境治理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方法遥 在生态环境问题根本解决上袁他

要求将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中遥 从

空间格局上袁他强调大气尧水尧土壤污染都要防治遥 在

资源利用上线上袁他将人类与自然的需要尧当代与后

人的需要一起考虑遥 从参与主体上袁他提出野打一场污

染防治攻坚的人民战争冶 [2]遥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袁他还

进行了国内国际双重擘画院在号召全民共建美丽中国

的同时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袁主张全人类共创

清洁美丽的世界遥

渊四冤人民性

叶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要渊2016要2020年冤曳中十

分明确了野弘扬生态文化冶是为了 野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冶的价值目标遥[24]毫无疑问袁为了人民尧依靠人民必然

是习近平生态文化重要论述的本质要求遥 习近平指

出院野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袁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

重要保障遥 冶[17]他认为袁野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

提高生态环境治理冶袁因此袁要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冶[2]遥 实现上述目标的桥梁袁就是

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袁 使生态文化成为全社会

的共同价值理念冶 [22]遥搞好这一建设袁要长期不懈地开

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袁将野尊重自然尧爱护自然尧保

护自然尧顺应自然冶的生态价值理念袁内化成为全民的

野节约意识尧环保意识尧生态意识冶袁培育全民良好的

野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冶袁进而外化为全民推进建设生

态文化尧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自觉行动和强大社会

合力遥 [2]习近平提出野要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袁共建美丽中国袁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

自然之美尧生命之美尧生活之美冶[6]袁并号召院野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袁齐心协力袁攻坚

克难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

开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浴 冶 [2]

四尧习近平生态文化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也认为袁 产生于一定时空的文化袁服

务于该时空人们的社会实践遥 习近平生态文化重要论

述以其深刻的内涵意蕴和独有的气质特征袁为建设生

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尧 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时代诉求袁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引领与支撑遥

渊一冤有助于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态根基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范畴的某个民族国家的核心

价值观袁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袁它野同这个民族尧这个国

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袁同这个民族尧这个国家的人民

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袁同这个民族尧这个国家需要

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冶[25]遥 换言之袁它承担着回应和

解决本民族国家面临的时代问题的使命重任遥

面对严峻生态环境这一重大时代问题和建设生

态文明及美丽中国目标袁国务院明确提出了野积极培

育生态文化尧生态道德袁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

值观袁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冶的新要

16窑 窑



求[26]遥 与之相契合袁习近平倡导野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

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冶 [19]遥 因而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就获到了生态维度的植入尧丰富尧拓展和明确袁即国

家追求的是野生态富强尧生态民主尧生态文明尧生态和

谐冶目标袁社会追求的是野生态自由尧生态平等尧生态公

平尧生态法治冶目标袁个人追求的则是野生态爱国尧生态

敬业尧生态诚信尧生态友善冶目标遥 [27]因为野自然不仅给

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噎噎袁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

产资料来源冶[6]袁野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

件袁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冶 [17]遥 更为重要的

是袁野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袁能够源源

不断创造综合效益袁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冶[19]遥 人

类的一切文明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石尧前提

和源泉是自然袁生态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根基尧底色和本色遥

由此袁生态富强就是生态和经济双赢的高质量发

展曰生态民主就是人民群众享受经济尧政治尧文化的民

主袁又共商共建共享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曰生态文明

和生态和谐意味着人与人渊社会冤尧人与自然的相处袁

既不发生矛盾冲突又能长期可持续共生共荣曰生态自

由既是人的意志尧存在和发展的自由袁也要给自然以

修养生息的自由曰生态平等一方面指人人依法享有包

括生态地位与权益在内的平等参与和发展的权利袁同

时也指人与自然的平等曰生态公正既意味着社会财富

和生态资源的公平分配袁也意味着社会责任和生态责

任的共同担当袁还要为子孙开设野绿色银行冶曰生态法

治是依靠法制的力量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与

生态安全袁是生态自由平等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

和制度保障曰生态爱国是将挚爱祖国的传统美德融入

生态文明建设中袁自觉维护包括生态安全在内的国家

整体安全曰生态敬业是各行各业都要自觉形成节约资

源尧保护环境的绿色生产方式曰生态诚信则是将对人

的诚实无欺扩展到自然曰 生态友善是善待他人和自

然遥

渊二冤有助于增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文化

自信

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是习近平一再强调的问题遥 他

认为, 在支撑引领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进步的诸种力量

中袁文化自信的力量显得野更基本尧更深沉尧更持久冶袁

噎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袁有赖于中华民族

自身野高度的文化自信冶与野文化的繁荣兴盛冶遥 [1]他还

表明院野噎噎文化自信袁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曰价值

先进噎噎袁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遥 冶[6]这些都是他关

于社会活力尧国家繁荣尧民族发展与文化自信间密切

正相关联系的重要认识遥

习近平认为袁野要化解人与自然噎噎的各种矛盾袁

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尧教化尧激励作用袁发挥先进文化

的凝润滑尧整合作用冶[22]遥生态文明建设袁一刻都离不开

生态文化的浸润尧滋养尧引领和支撑遥 没有繁荣兴盛的

生态文化袁没有高度的生态文化自信予以鼓舞士气斗

志袁 就不可能超越人与自然对立的工业文化藩篱袁就

不可能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美丽中国目标遥

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重任已经不可避免地落在

了我们的肩上袁生态文明建设道阻且长袁但最为根本

的就是要提振生态文化自信遥 习近平将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生态文化思想作为自己的蓝本袁尤其经常援引马

克思野人靠自然界生活冶等观点和恩格斯叶自然辩证

法曳中的生态警示曰他指出院野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袁 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

策袁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遥 冶[2] 他一直很崇尚

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袁认为野天人合一冶是中华民族自古

以来的野崇高追求冶[19]遥 他也注重借鉴西方生态理论的

积极成分和生态实践的成功经验袁如院上世纪八十年

代袁德国尧瑞士等国提出的旨在野将河流修复到接近自

然的程度冶的野耶重新自然化爷概念冶[17]袁等等遥 习近平生

态文化的重要论述袁立足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

实需要袁紧跟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步伐袁承续马克思

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袁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思

想的基本原理与当下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具体实际

相结合袁同时汲取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西方生态

文化的有益成果袁是中国走好野生产发展尧生活富裕尧

生态良好冶的文明发展道路的最先进文化尧最强大精

神支撑和最正确方向指引袁也是为全球生态治理和生

态文明建设贡献的中国生态文化智慧遥 这正是我们充

满生态文化自信之所在遥 现如今袁由习近平所创造性

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袁已经并正在不断地

转化为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态意识和建设生态文明的

行动自觉遥 正像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袁野生态文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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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深入人心冶[2]袁野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

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冶[19]遥

渊三冤有助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

一个国家的文化对内的野凝聚力和生命力冶并由

此对外的野吸引力和影响力冶袁就是其文化软实力遥 [25]

很显然袁 文化软实力直接体现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

力遥

习近平认为袁野生态文明建设做好了袁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加分项噎噎冶袁会野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

象冶[2]曰要野让良好生态环境冶成为野展现我国良好形象

的发力点冶[17]遥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决心致力于建设好

生态文化以助力生态文明建设袁并展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制度优势和良好中国形象的执政追求和美好

愿望遥

人类都拥有建设美丽家园的同样梦想遥 面对生态

环境严峻挑战袁世界各国已经并正在为此积极寻求对

策遥 这当然需要多管齐下尧多方共济袁而以占优势的生

态文化软实力及其构筑生态文明建设的硬实力袁则是

其中很重要的方面遥 谁拥有强有力的生态文化软实力

及其转化的硬实力袁谁就占据了生态真理和生态道义

的制高点袁谁就拥有良好的国际亲和力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野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参与者尧贡献者尧引领者冶这一事实[2]袁已获得

了日益具有世界性的高度认同与肯定曰越来越多的国

家和国际组织已表达出向中国野取经冶或与中国合作

的意愿袁甚至已采取了实际行动遥 如院包含习近平生态

文化重要论述在内的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一卷尧第

二卷均已出版了多个语种尧多个版本袁全球发行量共

计超过一千九百多万册袁 覆盖多个国家和地区曰[28]叶推

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曳和叶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院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曳报告袁先后被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分别作出了通过和发布曰美国经济学

家劳伦斯窑布拉姆所给予的评价是院 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中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比以往高速发展的工业模式

更加完整和均衡袁有利于中国的持续进步和公民生活

质量提高袁有利于保护全球生态安全袁中国将开启生

态文明时代[29]曰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郑重表示袁野英国

希望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治理污染方面与中国开展更

紧密合作冶[30]曰特别是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中袁共建国家和

地区与中国展开了更实更深更频繁的绿色发展交流

合作袁截至目前袁他们与中国签署的双尧多边生态环境

合作文件就已近 50份之多袁 涉及的内容包括平台搭

建尧政策沟通尧产业合作尧人员交流等袁形成了政府尧企

业尧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合作模式[31]袁等等遥 如今在习

近平不断丰富发展的生态文化重要论述的指引下袁中

国生态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袁中国的国际绿色朋友圈

变得越来越大遥 这也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袁野在我们这个

13亿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袁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袁其

影响将是世界性的遥 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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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found Implic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Xi Jinping爷s

Important Statement on Ecolog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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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ed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Wuyi University,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ts

inherent profound ecological philosophy culture,heavy ecological economic culture,wise ecological political culture,and rich ecological so鄄

ci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reflec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heritance,innovation,integrity and people爷s nature,and respond to the current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realistic demands of construction demonstrat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elp to build the ecological found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enhance the ecologic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and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affinity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Key words:Xi Jinping; ecological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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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唯心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袁对

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阐释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

被视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袁由此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

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遥随着苏联解

体尧苏东剧变袁开始出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摇遥以卢

卡奇尧柯尔施尧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

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袁这一

路径也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遥 本文试图

通过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尧法兰克福学派尧存在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尧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建之路

进行理论梳理袁并试图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建历

史唯物主义的创新价值和理论限度遥

一尧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状况

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野历史唯物主义冶袁但这一思

想却贯穿在著作中间遥 马克思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

用野历史哲学冶和野唯物主义世界观冶表达了历史唯物

主义的主要内容遥 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曳和叶德意志

意识形态曳的发表被视为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标

志遥 恩格斯把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曳视为野历史唯物

主义的起源冶[1]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角度重建的

主张袁形成了有别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题形态遥

渊一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野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在其受压迫时代最强

大的武器之一遥 冶[2] 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倒下

时袁歪曲尧误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尧理论就开始层出不

穷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卢卡奇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思潮袁 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重建历史唯物主

义遥 自此以后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就不断对重建历

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做出新的阐释遥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意味着阶级意

识的觉醒袁提出阶级意识理论和物化理论袁认为历史

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遥 野这里已经表现出

他们要要要大多是不自觉的和肯定不承认的要要要在意

识形态上向历史唯物主义投降遥 冶[2]现代资产阶级认识

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遥 卢卡奇注重对物化意识

这一关键环节的批判袁认为物化意识是蒙蔽无产阶级

重建之路何以可能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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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意识的主要原因遥 无产阶级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体袁在物化意识下不能领悟到总体袁在商品社会中形

成劳动异化袁在主观方面越来越服从合理化过程的支

配袁人的活动变成商品遥 物化意识作为重构现代无产

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点袁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根本问

题在于认识到阶级意识袁克服物化意识遥

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地位袁提出总

体性领导权理论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统

一的学说遥 他强调袁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对德国唯心

主义哲学的终结而是超越袁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

的同时认为这种发展仅限于实践袁即工人运动遥 柯尔

施认为袁有自称马克思支持者在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时

的并没有从整体上看待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革命

的理论遥 还有甚者以考茨基为代表袁只讲科学性而忽

略革命性遥 野我们现在已经指明了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

意识和现实关系的概念来说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真

正的结论遥 冶[3]柯尔施主张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历史

唯物主义重建袁认为这样的实践是野现实的尧世俗的尧

内在的尧人类的和感性的冶[3]遥

葛兰西强调文化层面的市民社会发挥着重要作

用袁提出实践哲学和市民社会理论袁认为历史唯物主

义是实践哲学遥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特色就在于实践

性遥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袁在叶狱中札

记曳中主张用野实践哲学冶代替马克思主义遥 实践哲学

不仅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袁也强调批判性袁突出与政

治不可分离的作用遥 同时袁实践哲学具有改造意识形

态的特征袁这种改造不单纯停留在经济斗争上袁也延

伸到上层建筑遥 葛兰西创新的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解释

实践袁以人的基本实践活动作为考察对象袁形成了一

种新的研究范式遥

渊二冤法兰克福学派

霍克海默尧阿多诺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社会批判

理论袁并由此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遥 霍克海默

于 1937年发表的叶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曳一文袁第一

次使用野批判概念冶来表述自己的哲学世界观遥 [4]把野批

判理论冶 推向高潮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 1944年

出版的合著叶启蒙的辩证法曳遥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矛

头直指整个人类社会文化袁认为野启蒙时代以来袁技术

理性成为理性的本质遥 技术理性把追求短期的实际利

益作为自身的唯一目的袁而对整个社会的宏观前途避

而不谈袁不作任何应有的理论思考冶[5]遥 启蒙时代以来

的技术理性统治的社会中袁人被机械化袁随之带来的

就是现实的人贬低为零散的聚集物袁失去了原有的能

动性遥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的批判理论注重对总体

性的强调袁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性袁二是历史性遥冶[6]

阿多诺集中从美学角度对当下文化工业的批判袁野一

是对流行音乐袁尤其是爵士乐标准化尧商品化尧虚假

性尧欺骗性的批判曰二是通过大众传媒袁如广播尧杂志尧

电影尧电视剖析袁揭露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功能冶[7]袁将文

化与当下政治尧宗教结合袁通过大众媒介传播袁使群众

不得不接受被制造出来的文化袁 通过一系列的包装尧

传播以达到统治大众的目的遥

哈贝马斯把交往作为野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的核心概念冶[8]袁由此提出交往行为理论遥 交往行为作

为两个主体间的行为袁 以社会规范作为自己的规则袁

起到规范主体行为的作用遥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的历史

唯物主义为自由竞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做了解释袁但

却缺少了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阐释袁因此重

建历史唯物主义十分必要遥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国

家统治合法性的危机野是晚期资本主义革命化的新条

件袁除了运用完善法律治理外袁还要发挥交往理性的

作用袁通过变革舆论结构袁用一种耶纯粹交流思想爷的

模式进行合理的统治冶[9]遥哈贝马斯认为劳动和相互作

用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遥 野目的理性的活

动可以使明确的目标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冶[10]袁哈

贝马斯把劳动理解为工具理性行为袁同时主客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视作为获得承认而斗争的过程遥 野爱和斗

争的辩证法是主体通性层面上的运动冶[10]袁 非理性尧自

我意志和主体性这种能动性的发挥并没有建立起主

体通性遥 这种条件下野异化冶偏离了原有方向袁野外化冶

成为一种不合理的尧有选择的转化遥

渊三冤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列斐伏尔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主义化袁由此

开创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袁他把历史唯物主

义理解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遥 异化是哲学的重要议

题遥 关于异化的概念问题不仅是哲学的中心概念袁也

是一个基本概念遥 列斐伏尔认为袁这种异化不仅仅是

劳动方面的异化袁日常生活与我们生活其他方面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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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遥 同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已经渗透到日常生

活的方方面面袁在叶日常生活批判曳中确立了这种阐释

方式遥 列斐伏尔认为这种异化包括人意识形态方面的

异化尧需求的异化和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异化遥 通过对

日常生活的批判袁使人成为总体性的人遥 由此我们可

以看出在列斐伏尔的观点中袁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考

察当下社会时袁主张补充日常批判理论袁以此来重建

历史唯物主义袁重塑真正意义上现实的人遥

渊四冤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柯亨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功能解释法袁由此展

开重建之路遥 当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方法在重建历史

唯物主义陷入困境时袁柯亨选择吸收分析哲学的理论

补充历史唯物主义袁并由此展开了英美学者重建历史

唯物主义的热潮遥 柯亨擅长语言分析的方法袁借鉴分

析哲学的实践性和微观层面上语言性开始对历史唯

物主义的精彩阐释遥 柯亨在 叶卡尔窑马克思的历史理

论院一种辩护曳中围绕生产力尧生产关系尧经济基础尧上

层建筑展开袁通过对野功能解释冶实质的界定袁解释历

史何以可能遥 柯亨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本质就是分

析的方法袁这种分析野指的是它以通过联系那些分别

构成整体并构成发生在更为总体水平上的转变过程

的微观结构和微观机制袁 去解释宏观现象的倾向冶[11]遥

这种研究范式不仅仅是微观层面上的解构袁更注重生

成意义上的宏大叙事遥

二尧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色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展

示出各具特色的路径阐释袁从野回到马克思冶野返回现

实冶到野人道主义范式冶野功能解释方式冶展现了学者从

回归经典到新理论补充的重建过程遥 不同的阐释路径

展示了独具风格的理论特色遥

渊一冤整体性路径院回到马克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对历

史唯物主义进行阐述袁 遵循了回归经典的整体性路

径遥 野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思想看作历史唯物主

义的耶原本爷袁而把马克思之后经典作家的历史唯物主

义理论当做耶副本爷遥 冶[8]卢卡奇主张野我们必须尝试使

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具体科学研究的方法袁成为历史科

学的方法冶[2]遥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世界袁推进历史

发展的重要理论袁反映了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阶

级斗争过程遥 因此卢卡奇强调野在资本主义时代里袁历

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武器冶[2]遥而且野对于这种斗争来说袁

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袁在这里袁认识不要过渡就能导

致行动冶[2]遥 在卢卡奇观点中认为袁在思想上更重要的

是无产阶级不仅是认识主体袁也是实践主体遥 卢卡奇

推崇意识革命袁主张回到马克思袁注重从整体性路径

开始对唯物主义的重建遥 柯尔施认同总体理论强调社

会是一个总体袁不可分割的整体袁把理论与实践的当

做一个完整整体的内在部分遥 葛兰西认为袁野马克思意

味着一个进入到意识统治着的人类历史中去的智慧

的入口遥冶[12]葛兰西遵循卢卡奇用黑格尔主义阐述马克

思主义的路线袁坚持总体性辩证法的建构模式遥 野渴望

总体性就是在渴望领导权冶[13], 主张从整体性路径入

手袁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即文化领导权遥

渊二冤批判性路径院返回现实

霍克海默集中对当下大众文化的批判袁阿多诺集

中对当下文化工业的批判袁通过批判性路径重建历史

唯物主义遥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路径主张在思想上

确立主体性和否定新思维袁在心理层面通过爱欲的解

放建立一种非压抑的文明袁解释了工业社会从外在行

为到内在心理对人的控制遥 哈贝马斯集中于对资本主

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袁通过交往能力的构建着手对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遥 野对于哈贝马斯而言袁人与人之

间的交往实现交往合理化尧达成相互理解和合理共识

是最终目的袁 人类的解放就意味着交往关系的合理

化遥 冶[13]回归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袁通过批判性

路径的阐释达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旨趣遥 法兰

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批判尧大众文化批判尧技术理性

批判等方面的批判袁逐步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遥 野他以

批判耶一切既定的东西爷为宗旨袁凡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都是批判的之列袁并把批判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特征遥冶[14]法兰克福的这种批判路径也被后来的西方马

克思学者应用于其他方面遥 野从本质上看袁他们的批判

理论也是一种政治态度袁还是一种主题自身的固有追

求遥 冶[8]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批判性路径对历史唯物主义

的重建袁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下批判理论结合袁增加

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性与现实性遥 通过运用现代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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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和修正遥

渊三冤革命性路径院人道主义范式

列斐伏尔开创了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

研究范式袁人道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成熟的

唯物主义理论遥 人道相对于神道袁是指从人的尊严尧价

值尧生命意义上的概念遥 这种人道主义是一种价值观

意义上的概念遥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的人道主义袁需要通过克服异化来实现全面解放遥 野总

体的人经历了这种支离破碎走向自由袁 它变成自然

界袁但这是自由的自然界遥 它像自然界一样成了一个

总体袁但又驾驭着自然界袁总体的人是耶消除了异化爷

的人遥 冶[15]列斐伏尔运用人道主义范式阐述异化问题袁

把总体的人作为理论的最后所指袁在早期马克思的著

作中寻找人道主义的痕迹以此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遥

列斐伏尔的日常批判理论有独特的理论建树袁号召让

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艺术品遥 列斐伏尔认为这种批判需

要一定空间袁他理解下的空间不是野被掏空了所有的内

容(感性的尧物质的尧真实尧实践的)冶野一种绝对理念冶[16]袁

而是活动的结果遥 列斐伏尔的理论并没有放弃对当下

资本主义的批判袁 更多集中在对社会空间的打造袁主

体就是使用这个空间的人遥 归根到底列斐伏尔从主体

性维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形成了一种人道主义

范式的解释路径遥

渊四冤解释性路径院功能解释法

柯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路径被他称为功

能解释法遥 柯亨认为野历史唯物主义已被描述为一种

功能主义的历史和社会理论冶遥[12]柯亨从马克思著作中

印证了坚持生产力的重要作用袁坚持用野功能解释冶方

式去阐释遥 在叶卡尔窑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院一种辩护曳开

篇序言中指出了野功能解释论冶袁野本书为历史唯物主义

辩护袁辩护方法是提供有利于它的论证袁但更多地是以

一种我希望的吸引人的形式介绍这一理论冶[12]遥 柯亨对

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是单向强调袁即只强调生产力决

定生产关系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遥 在一定意义上

柯亨对经济决定论很少涉足袁因为野他要的回复的只

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本意冶[13]遥柯亨认为生产力在一定

程度上解释生产关系袁经济基础解释上层建筑袁双方

是一种功能解释的关系遥 柯亨把辩护作为书的副标

题袁 不管采用何用方式最终都会回到这个理论落脚

点遥 在序言的开头袁柯亨认为袁野马克思是一个永不满

足尧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袁他没有时间袁或没有意愿袁

或没有书斋的宁静袁把这些思想全部整理出来袁因此袁

对他的一些主要思想提出比让本人提供更有条理的

表达袁这不是自命不凡的遥 冶[12]可以看出柯亨对自身对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路径充满信心袁把对唯物主

义的阐述加入分析哲学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阐释路径遥

三尧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不同于传统历史唯物主

义的阐释路径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闪现出理论的

光辉遥 通过不同主题形态的论述袁提供了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的独特路径阐释遥 从最初野回到马克思冶到最后

借助当时代的学说补充和修正历史唯物主义袁甚至是

哈贝马斯全面改写历史唯物主义袁都展现出一定学术

研究价值遥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

新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院

渊一冤创新价值

1.为开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赋予了时代内涵

不论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尧 法兰克福学

派袁还是列斐伏尔和柯亨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一

方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某方面的侧重解读遥 这些重建

都是将当时代的思想与马克是主义结合袁适应了时代

发展的需要遥 面对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性解

读第三国际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忽视袁早期马克

思主义者做出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回答袁他

们主张用总体性辩证法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释遥 对

唯物主义的理解中袁卢卡奇注重总体性的描述袁柯尔

施注重野知冶与野行冶的野合一冶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袁葛

兰西侧重的实践哲学和市民社会的描述遥 对重建历史

唯物主义影响最大的则是法兰克福学派袁欧力同先生

认为袁野摆脱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 而明确地

提出耶重建爷历史唯物主义口号的袁则是哈贝马斯曰在

这方面做得全面系统的袁无疑也是哈贝马斯遥 冶[17]法兰

克福学派从社会批判视角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

解读遥 另一方面是用当下社会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

行丰富遥 列斐伏尔吸收存在主义的思想袁把历史唯物

主义理解为日常批判理论遥 柯亨吸收分析哲学的语言

张娜琦院重建之路何以可能钥 23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11期

学分析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袁可以说这些重建视角都在

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袁为重建

历史唯物主义注入新的元素遥

2.为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建之路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理解路径遥 历史在变化袁时代在发展袁历史唯物主

义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遥 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马克

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袁更好地思考如

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作用遥

科亨从分析哲学角度试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袁开辟了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范式遥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澄清生产

力尧生产关系尧经济基础等基本概念袁还试图构建具有

功能解释的历史理论来完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遥

这种研究范式澄清了生产力与其他基本要素之间的

关系遥 正如段忠桥教授所讲:野从某种意义上讲, 再现

一个概念清晰尧逻辑严谨尧完整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

理论体系的过程 ,也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本

进行逻辑和语言分析, 进而澄清历史唯物主义各基本

概念的确切含义尧各基本原理的内在逻辑以及这些原

理间的相互关系的过程遥 我认为, 就实现这一目的而

言,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些使概念更加清晰 尧逻辑更加

严谨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遥冶[18]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

不同的理论流派袁受到不同思想的影响一定意义上促

进了不同知识的融合遥 不管是基于实践哲学尧社会批

判理论尧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还是柯亨的功能解释理

论袁都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的历史

唯物主义研究方法遥 在思维方式尧国度尧社会环境尧主

流思想不同的情况下思考在当时语境下对马克思历

史唯物主义进行阐释袁丰富了马克思理论的思考范式

和研究方法遥

3.为反思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正如马克思所言袁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

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袁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

的全部生产力还有多袁还要大遥 冶[19]即使在现在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仍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袁但不可否认的是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逐步显现遥 生态危机尧债

务危机尧难民危机袁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遥 马

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袁如果仅

仅用传统理念处理当代问题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遥西方

马克思主义学者恰恰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袁将马

克思传统理念与当时代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袁为解决现

实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遥 以列斐伏尔为例思考现代资

本主义异化的实质和根源袁从人的日常生活着手解释

资本主义非人的一面有一定合理性意义遥 在列斐伏尔

眼中袁 异化不再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那种工具理

性袁而是一种语言意识层面的统治遥 野马克思主义应当

是日常生活的批判的认识冶[13]袁把日常生活批判纳入到

哲学思考的范围内袁以异化理论为基础展开对日常生

活的批判袁以此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遥 西方马克思主

义者致力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袁不论这种重建是

否恰当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涵袁其主张野回

到马克思冶野返回现实冶野人道主义范式冶野功能解释范

式冶都是反思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后给出的时

代答案袁 突破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思考问题的界限袁拓

宽了研究社会现实的思路和广度遥

渊二冤理论限度

在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和时代性尧创新马

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和解释路径创新价值的同时袁也

存在着一定的理论限度遥 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回应重建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一定借鉴意义遥

1.回避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

哈贝马斯认为袁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袁

似乎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更加抽象的联系

来代替遥 冶[10]将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冶理解为野劳动和相

互作用冶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遥 在哈贝马斯眼中野劳

动冶即技术规则改造自然的一种工具活动袁但是在马

克思眼中野劳动冶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维度袁还包括人

与人的维度遥 哈贝马斯的重建之路袁用野社会一体化冶

代替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冶袁用野社会的组织原则冶代

替野生产方式冶袁可以说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

建实际是一种推翻遥 推翻历史唯物主义袁以野重建冶之

名完善自身的交往行为理论遥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尧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基

本原理遥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

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遥 理论的创新需要在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原理尧基本观点基础上的创新袁如果说回

避核心内容甚至推倒基本观点袁这种野重建冶从本质上

来说是一种野颠覆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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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解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构成历史唯物主

义的核心概念袁柯亨认为袁野生产关系要么是人对生产

力或人的所有权关系袁要么是以这样的所有权关系为

前提的关系遥冶[12]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基于功能

解释法袁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虽然发挥一定的积

极作用袁但是由于柯亨不理解辩证法不可能真正理解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

辩证关系遥 在柯亨的眼中袁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理解

为技术决定论袁 忽视了生产关系在生产中的基础作

用遥 我们知道袁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时袁在人的全面解

放的历史大视野中理解十分必要遥 柯亨恰恰没有在这

一视野中重建袁存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解读遥 我

们在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定义时认为只要对历

史唯物主义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和创新式阐释就可以

归为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冶的行列中袁我们应该分辨重

建是不是以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为目的袁 还只是利用

野历史唯物主义冶这个名称遥

3.缺乏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层面的思考

在列斐伏尔眼中袁基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历史

唯物主义的重建袁过度重视日常生活忽视了对上层建

筑和经济基础的改造遥 列斐伏尔试图通过文化的方式

改变日常生活中的异化袁这种革命页过于理想化遥 马

克思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更多是为了批判社会袁理论应

用于实践才能改变世界遥 但是在列斐伏尔的重建之

路袁仅有批判缺乏现实的实践维度袁也就是说袁理论缺

乏社会实践性遥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和修正不能理

解为复辟也不能理解为复兴袁前者意味着回到腐朽的

状态袁后者意味着已为人抛弃需要再度兴起遥 历史唯

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袁既不存在腐朽也

不存在过时的问题遥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结合当世

情况思考的结晶袁理论的发展是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

件进行丰富发展袁这种修正是一种正常的态度遥 重建

之路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应注重实践层面的思考遥 西

方马克思主义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袁

阶级意识异化尧科技异化尧消费异化的出现袁能够形成

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形成一定的真知灼见袁但是缺乏对

异化现象的进一步思考袁没有认识到产生异化的经济

根源和阶级根源袁因此无法真正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统

治遥

在马克思眼里袁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进化

理论存在遥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袁出现了很多超

出马克思生活时代的新问题袁有些问题甚至超出研究

范围遥 这就需要将历史唯物主义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重新审视社会现实遥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面对重建历

史唯物主义的时代任务袁从不同路径展现了独特的理

论内容遥 重建之路何以可能袁必须结合历史唯物主义

的内容来界定袁 不可否认有些学者显现的理论火花袁

但同时也要看到哪些内容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

容袁才能认清重建之路的本质袁更好地发挥历史唯物

主义的当代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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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要Value analysis of th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Western Mar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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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ect the social theory of the time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reconstru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arly West鄄

ern Marxism, Frankfurt school, Existential Marxism and structural Marxism, we can form a holistic path: back to Marx, critical path: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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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野互联网+冶时代的到来袁农产品出现了向网

络销售发展的趋势袁为此国家出台如叶关于促进农村

电子商务加快发展意见曳叶关于深入推荐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

见曳等多项政策鼓励各级各部门通过建立电子商务中

心尧接入电商平台等方式袁促进农产品销售袁增加贫困

户收入袁实现农民持续增收袁从而达到精准扶贫的目

的遥 与此同时袁为了帮助贫困县早日摆脱贫困帽子袁国

家推出了野一县一品冶的工程袁旨在帮助贫困县通过打

造地方特色农业袁提高农民收入袁使其早日摆脱贫困遥

野一县一品冶工程除打造特色农业的内容外袁还推动整

合线上线下营销机制和通过野一品冶带野一县冶来推动

当地文化旅游和特色农业经济双增长遥在此背景下将

乐县黄潭镇结合当地特色的西湖红糖袁通过发展拥有

两千多年历史的古法红糖产业来帮助贫困户脱贫致

富袁于 2016年成立黄潭镇电子商务中心袁来帮助古法

红糖接入电商平台进行销售遥 在政府的帮扶下袁西湖

红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袁但古法红糖产业发展过程中

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遥 笔者通过深度访谈和实地考察

的方式袁获取西湖红糖目前的生产与销售的第一手资

料袁希望通过研究当下热门的野互联网+脱贫模式冶网

络营销创新模式袁 寻找适合西湖红糖的营销手法袁从

而带动西湖红糖的销量袁打响野将乐西湖红糖冶的品牌

知名度袁帮助西湖村及周边区域的村民打赢扶贫攻坚

战袁解决时代痛点袁同时丰富农产品网络营销方面的

应用遥

一尧将乐经济状况与电商扶贫成效

将乐县位于福建省闽西北地区遥 闽西北地区群山

环绕袁交通不便袁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东南沿海城市迅

速遥 将乐县在 叶2013年福建省贫困人口县域分布表曳

中袁由少至多排列袁位列三明市全市 13个县市区中第

五遥 贫困人数少袁但是贫困发生率高袁属于重度贫困

区遥 随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袁2018年上半年将乐县全

县经济总体稳中趋好的良好态势遥 根据叶福建省统计

年鉴 2019曳显示院2018年三明各区县 GDP袁将乐县位

列全市第八袁总值 137.81亿元遥 人均 GDP 9.04万元袁

位列全市第五位遥 叶将乐县政府 2019年工作报告曳显

示院2018 年上半年袁 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534元袁较上一年增长 10.3%袁增幅居全市第二位曰城

精准扶贫背景下古法红糖网络营销创新
要要要以将乐西湖红糖为例

陈晓霞 1,2袁 熊佳祺 1,2

渊1.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饮食文化传承研究中心袁 福建 福州 350007曰 2.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文学艺术系袁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院近年来袁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对于农产品的销售扶持力度越来越大袁尤其在网络营销方面国务院出台

了多项政策来推动农产品线上销售以实现野互联网+冶精准扶贫袁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遥 以将乐西

湖红糖为例袁通过访谈与实地调查探究将乐农产品互联网扶贫瓶颈袁在野一县一品冶思路下袁提出政府助力资源整合打造

个性化将乐红糖品牌袁多渠道并行增加与消费者的互动尧进行趣味娱乐性传播尧优化差异价格策略袁推动将乐西湖红糖网

络营销袁更好地达到互联网扶贫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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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974 元袁 较上一年增长

8.1%袁增幅居全市第十一位遥 但与公布的全国城镇居

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袁将乐县城镇居

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都远小于全国

平均值和全省平均值遥

在此贫困形式下袁 黄潭镇于 2016年初电子商中

心成立袁主要通过网络渠道来销售黄潭镇境内的生态

有机农产品袁通过线上销售的方式袁提高境内有机农

产品的销售量遥 黄潭镇电子商务中心除了销售西湖红

糖外袁还有本地血橙尧土鸡等二十多种农产品袁并在已

申请的野将乐红糖冶的地标基础上袁注册了野印象黄潭冶

的商标遥 通过政府部门尧黄潭镇电子商务中心等各部

门的努力袁黄潭镇全镇 16户贫困户袁共种植甘蔗面积

14.9亩袁每户平均增收 1.2万元曰同时还成立了三明市

首个红糖技术协会袁 通过协会的技术人员的指导袁对

贫困户日常甘蔗种植和红糖生产给予帮助袁在协会的

帮扶下袁贫苦户种植出的甘蔗产量增高袁制成的红糖

也能够达到生产标准遥

二尧将乐西湖红糖电商扶贫瓶颈

近几年的网络营销扶贫过程中袁将乐西湖红糖在

电商扶贫过程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遥

渊一冤企业生产经营层面

1.产品生产标准不够高

目前袁西湖红糖制糖沿用着两千多年前的古老制

糖工艺袁不掺任何添加物袁但停留在小作坊的生产水

平袁未获得国家 SC认证袁产品生产过程标准不够高遥

SC认证是能够决定该款农产品能不能走进商超的一

大因素袁也是受此因素的影响袁国内许多贫困地区生

产的农产品由于生产过程没有标准化尧规模化袁无法

获得 SC认证袁被限制了线下商超这一大销售渠道遥同

时袁古法红糖生产具有季节性袁应季生产出来的古法

红糖在口感尧香味尧色泽等各方面都更佳遥 放置一段时

间后袁古法红糖的口感等方面都大不如应季生产出来

的红糖遥 如何保持红糖的鲜度袁是目前小作坊生产标

准无法解决的问题遥

2.产品包装档次不够

目前袁西湖红糖的包装有院渊1冤玻璃罐两瓶 0.5千

克装袁售价 30元曰渊2冤独立包装 20g袁1千克装袁售价 79

元曰渊3冤 可以根据客户需求选择不同重量进行散装称

重遥 西湖红糖的包装选择少袁包装停留在基础的红色

与牛皮色纸袋设计袁 外包装的图案也无任何设计感袁

视觉效果杂乱遥 这也是许多贫困地区农产品自产自销

或是小食品企业的通病袁由于经济欠发达袁缺乏专业

人才对包装或是企业形象进行设计袁使得产品的包装

与质感都不够好遥 值得一提的是 20g独立包装的设

计袁同类的古法红糖产品中少有此类型的包装袁这种

独立包装大多存在于红糖的衍生产品中袁如院玫瑰红

糖袁桂花红糖等遥 此类型包装方便外出携带袁但是在包

装材质上仍然有可再斟酌选择的余地遥 此款包装袁在

炎热的夏季容易热化袁红糖会黏于包装上袁无法撕开

食用遥

3.品牌意识淡薄袁资源整合不足

将乐县在发展红糖产业时申请了野将乐红糖冶这一

地标遥 但在将乐县境内袁古法红糖除了西湖红糖外袁还

有积善红糖袁三涧渡红糖等袁这一地标囊括的是将乐县

境内所有的红糖遥 在野将乐红糖冶地标的基础上注册的

野印象黄潭冶 商标也不单单指的是西湖红糖遥 野印象黄

潭冶 包括了在黄潭镇电子商务中心销售出去的所有农

副产品遥 这样一来袁西湖红糖的品牌界定不够明确袁品

牌知名度难以提高袁容易让消费者混淆遥并且在品牌申

请后袁野将乐红糖冶对品牌的建设维护能力不足遥 目前袁

国内对于品牌建立意识越来越高袁 但是对于品牌的维

护意识和能力却十分缺乏袁而在贫困地区袁由于年轻的

知识人口的流失袁剩下的年纪较大尧且文化程度较低的

中老人袁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能力就更为欠缺遥

渊二冤企业产品定价层面

在成立电子商务中心前袁农户自产自销的每千克

古法红糖散装价格在 20~40元之间遥注册野印象黄潭冶

的商标后袁通过电商中心的销售袁红糖每斤的价格约

在 25元左右袁每斤涨幅约 5元遥 然而目前网络上销售

比较好尧获得了 SC认证同为古法红糖制作的品牌袁每

斤古法红糖的售价在 120元左右袁 标榜产妇红糖袁每

斤售价更是高达 215元遥 同是古法红糖袁为何每斤会

相差近百元钥 原因是袁对甘蔗的品种进行了区分袁品种

更佳的甘蔗制出的红糖品质更加优秀袁针对不同消费

者的需求袁从中拉开价格的差距遥 相比之下袁同为古法

制作的西湖红糖袁在原有的甘蔗品种上袁从广西引进

优质蔗苗柳城 05~136袁不同品种的甘蔗制成的红糖在

营养上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别袁但在价格上没有任何差

别袁产品无差异化销售袁没有针对不同消费者群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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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需求区分袁是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的一大弊端遥 无

论是红糖一类的深加工农产品袁还是橙子尧苹果一类

的农产品袁对产品的品质做出区分袁拉开产品价格的

差距袁提升农产品的利润空间袁能够更好的促进农民

收入的增长遥

渊三冤企业产品销售渠道层面

1.线下渠道范围狭窄袁无法打开商超销售渠道

目前袁 除了农户自产自销外的线下销售渠道外袁

政府部门会通过联系在外的各地商会袁如福州市将乐

商会袁向外销售部分西湖红糖遥 但此类商会数量少袁销

售受限曰或是参加各类型的农产品展销会袁以期通过

展销会向外销售遥但由于未获得 SC认证袁西湖红糖无

法进入线下的商超进行销售袁而线下商超袁是消费者

日常购买红糖的一大渠道之一遥 商超销售渠道的阻

塞袁是西湖红糖无法更好发展的原因之一遥 而大部分

贫困地区的农户生产的农产品袁都无法达到进入商超

的门槛袁线下销售的渠道较为闭塞袁这是许多贫困地

区优质农产品无更好销路的原因之一遥

2.电子商务平台发展和能力有限

渊1冤电子商务发展平台有限 黄潭镇电子商务中

心主要通过微店和淘宝网店售卖农产品遥 淘宝与微店

这两个平台的流量虽高袁但是西湖红糖开设在平台的

门店流量却极低遥 从店铺关注粉丝数量和月销量等数

据都可看出袁 西湖红糖在些电商平台的销量惨淡袁且

受关注程度也低遥 大平台流量大袁但必须对店铺进行

流量投资袁才能够更好的吸引消费者的注意袁但贫困

地区袁本身经济就不够发达袁还要在花钱投资流量袁更

是难上加难遥

渊2冤电子商务应用能力有限 在西湖红糖网络销

售的平台店铺内袁未进行过任何店铺装修遥 产品图片

过于简单袁未进行过背景等相关图片修饰袁且产品图

片的像素不高袁模糊不清袁产品也无具体参数说明以

及使用说明遥 从店内的装修以及产品效果图都可反应

出袁 电子商务平台的管理者并非网络营销方面专才遥

缺乏网络销售方面的专才袁是目前农产品的网络营销

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袁无论是贫困地区还是经济基

础较好地区遥 网络销售是与视觉紧密相关的遥 产品图

片拍摄的好坏与质感的好坏大大影响了消费者的判

断遥 所以袁在网络销售过程中袁即使是好产品袁无好图

片尧好装饰也很难卖出好销量与好价格遥

渊四冤企业与消费者沟通层面

将乐西湖红糖在与消费者进行的营销沟通上袁采

取野宣传+体验冶的形式袁每年都会组织以野欢聚一糖冶

为主题的体验活动袁吸引许多来自厦门尧福州等地的

游客前来体验遥 通过野微将乐冶野印象黄潭冶等在将乐本

土拥有一定粉丝数量的微信公众号尧 本地电视台尧报

纸和在外的将乐商会等各类平台进行宣传推广曰同时

积极参加商会尧各类农产品展销会尧推介会等遥 虽然将

乐西湖红糖宣传的方式比较多样袁但是在与消费者的

沟通上存在地域局限性遥 一是体验活动参与的人大多

数是省内的消费者袁在许多风俗尧饮食等方面的习惯

较为一致袁在产品的开发上袁无法获得更多不同的意

见曰二是线上宣传渠道也仅限于本地袁无法拓宽市场

渠道曰三是参加各类展销会尧推介会虽然能够打开更

大的市场袁但是参与此类展会的大多数是商贩袁而不

是消费者个体袁这样一来品牌自身与消费者个体在沟

通上较为欠缺遥 现有的三种宣传方式渠道不同袁但都

缺乏与消费者个体的直接沟通袁没办法直接获得消费

者的第一反应遥中国国土广阔袁南北距离大袁口味也大不

相同袁 农业深加工产品需要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口味反

馈袁探究适合的口味进行生产袁才能更好地拓宽市场遥

三尧将乐西湖红糖网络营销创新优化策略

网络营销高速发展的当下袁传统的营销理论已经

很难适用遥 过去媒体是传统传播中的主导袁而在网络

时代袁野消费者冶才是主导遥 在此环境下袁将乐西湖红糖

在网络营销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瓶颈袁为解决遇到的瓶

颈袁推动将乐西湖红糖销售袁在国家提出建设野一县一

品冶的背景下袁根据美国西北大学市场营销学教授唐窑

舒尔茨(Don Schultz)提出的,网络整合营销 4I原则,即

野根据企业的目标设计战略袁 并支配企业各种资源以

达到战略目标冶袁 倡导并更加明确以消费者为导向的

理念,提出了以下几点优化策略院

渊一冤政府推动资源整合袁打造个性化野将乐红糖冶

品牌

在将乐县袁除了拥有西湖红糖外袁还有积善红糖袁

三涧渡红糖等袁都是以红糖生产的村落命名遥 西湖的

红糖相比之下更为出名袁主要是因为政府推进的扶贫

项目在宣传上下了一定功夫袁以致其对外的销量优于

其他村落的红糖遥 但是袁各村落之间也是小门小户生

产袁都无法达到商超的进入门槛遥 西湖红糖之所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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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品牌扩张袁主要是由于土地资源尧生产量及卫

生技术水平等方面无法达到国家标准遥 贫困地区想要

建设好野一县一品冶工程袁首先政府要明确目标袁确定

做哪野一品冶遥 农产品生产大省要要要江苏省袁大部分县

市都拥有一个具有一定程度知名度的特色农产品袁如

阳澄湖大闸蟹尧高邮咸鸭蛋等等遥 如果农产品种类多

并且品质都很优质袁可以做野一乡一品冶野一村一品冶袁

但其中都少不了地方政府的扶持遥 政府助力打造规模

化农业袁 推进各村落之间的红糖的生产资源的整合袁

才能加快贫困地区的野一县一品冶工程建设袁为野一县

一品冶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遥 在土地资源方面袁要达

到国家 SC认证袁种植土地面积要达到一定亩数袁这是

西湖村一个村落难以达到的袁政府可推动将乐境内进

行甘蔗种植的农户野抱团取暖冶整合打包土地资源曰在

生产加工方面袁目前袁将乐西湖红糖的制作标准仅处

于小作坊生产标准袁政府可通过与当地有资质的食品

生产企业进行合作或是招商引资袁吸引有资质的食品

生产加工企业到本地袁 推动将乐境内的红糖统一化尧

标准化尧优质化生产袁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将乐红糖

品牌化尧特色化发展遥

将乐西湖红糖在发展现行产业的基础上袁还可以

发展红糖深加工产品袁在此方面袁可以学习临县要要要

建宁县对于莲子的开发遥 建宁县盛产莲子袁在此基础

上袁针对消费者需求袁推出了莲子露饮料尧荷叶降火饮

料袁藕粉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遥 对于此袁我们可以根据

消费者需求袁进行红糖相关的饮料和食品的相关产品

线的拓展袁打造个性化的红糖食品袁从而满足更多消

费者的需求遥 这样不仅能够加强野一县一品冶的特色袁

使得不同地区的消费者能够通过网络购买到更多个

性化尧与众不同的红糖产品袁还能拓宽产品线袁使将乐

红糖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遥

渊二冤多渠道并行增加与消费者的互动

过去将乐西湖红糖以线上的野淘宝+微店冶平台尧

线下的野展览会+商会冶方式进行销售袁销售渠道局限

大遥 电商扶贫能帮助农产品进城袁使农产品能够走出

去袁但从目前将乐西湖红糖的销售渠道来看袁其销售

也仅限于福建省内遥 野一县一品冶的工程启动以来袁为

打造野一县一品冶的县给出了有针对性的帮助袁其中一

条帮助措施就是建立销售渠道遥 联合天猫尧中粮我买

网等规模较大的电商平台袁 以及联合线下的大型商

超尧连锁餐饮企业等袁为打造野一县一品冶工程的销售

渠道搭建了一系列的电商采购扶贫体系袁将乐西湖红

糖可以在国家搭建的这一系列扶贫体系内进行多渠

道的销售活动遥 此外袁近几年短视频和直播的销售模

式袁也值得借鉴学习遥 尽管贫困地区的互联网建设不

足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袁有许多农户以及网络红

人开始尝试这类新兴的销售形式袁通过短视频或是在

多个不同平台进行直播袁运用野眼球效应冶制造一些醒

目轰动的效果吸引消费者的注意袁以达到宣传推广的

目的袁从而勾起消费者的购买欲遥 中国无线营销理论

的开创者袁手机媒体专家袁第五媒体尧无线营销和无线

广告应用学说创始人朱海松指出以野互动冶为核心的

Web2.0时代野4I 模型冶中提到的第二个 I要要要互动的

沟通袁农产品网络互动应该实现多媒体化袁除了图片

本身外袁短视频与直播的新形式袁能够直接促进消费

者对于产品多方位的了解袁直播的形式更是能够帮助

消费者第一时间与卖家进行产品规格尧价格等方面问

题的沟通遥

渊三冤进行品牌化趣味娱乐性传播

野一县一品冶工程中袁邀请明星尧企业家等公众人

物进行扶贫助力袁邀请他们走进贫困县为贫困县宣传

造势遥 2019年双十一期间袁阿里巴巴集团邀请了易烊

千玺尧郎朗等明星成为脱贫助力官袁为贫困县特色农

产品助力袁利用明星效应形成热点遥 互联网的本质就

是娱乐属性袁在互联网中无论是广告还是营销带有娱

乐性尧趣味性才能够更加吸引消费者的注意遥 那么将

乐红糖如何借力明星效应进行趣味性品牌传播呢钥 一

是袁通过与周边的贫困县进行合作袁在野一县一品冶的

政策支持下进行资源整合袁借力共同发展曰二是袁作为

国家蹼泳队的训练基地袁可以借力国家蹼泳的优秀队

员进行宣传曰三是袁开展趣味性的品牌建设遥 同时可以

利用短视频尧直播平台以及微博等线上平台袁助力宣

传遥

渊四冤差异化价格策略院区分产品差异袁将消费者

利益最大化

产品差异化策略是在产品尧服务等方面区别于竞

争对手遥以此为鉴袁采取价格差异化策略遥将乐西湖红

糖可根据甘蔗品种不同制成符合不同消费者需求的

红糖袁进行差异化定价遥 将乐西湖红糖目前拥有卢蔗

渊传统品种冤尧拿印 130渊传统品种冤尧台糖 22渊老品种冤尧

粤糖 60渊较新品种冤尧柳城 05136渊新引进品种冤等品

种袁 尤其以卢蔗等老品种所生产出的红糖最为优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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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of Network Marketing of Ancient Method Brown
Suga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要要要Taking the Brown Sugar of Jiangle Xihu as an Example

CHEN Xiaoxia1,2, XIONG Jiaqi2

(1. Jinshan School Research Center for Dietary Culture and Inheritance, Fuzhou, Fujian 350007;

2.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Art, Jinshan School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in the context of precision poverty reduction, the State Council has made more and more efforts to support

the sal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particular, the State Council has issued a number of policies to promote online sal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order to achieve "internet + " precision poverty reduction, bu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lso appeared some questions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this paper, taking Xihu brown sugar as an example, through interview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found Jiangle Agricul鄄

tural Products Bottleneck, in the "one county, one product" thinking, put forward the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aided resources to create a

personalized brand of Xihu brown sugar, multi-channel and parallel increase of interaction with consumers, entertainment communication,

differential price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network marketing of Xihu brown sugar will be better to achieve the Internet anti-poverty effect.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Jiangle Xihu brown sugar; Network Marketing Innovation; one county, one product; 4I Theory

但目前生产出的红糖并没有根据品种不同做出红糖

价格的区分遥

新时代袁 消费者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逐渐增长袁

不再只满足吃饱袁更讲究吃好袁追求绿色有机原生态袁

对于产品的功效也更为讲究遥 以古法红糖为例袁不同

消费者在选择时袁会从自身出发进行选择遥 如产妇红

糖的消费者大多为产妇袁许多女性一辈子可能只生育

一次袁因此对于红糖的品质要求高袁对于价格的接受

程度也高遥 但对于调节经期的女性袁红糖可能是每个

月的必需品袁消耗程度大袁对于价格高低的敏感程度

高遥因此袁将乐西湖红糖可以对红糖进行分级分类袁采

取优质优价袁低质低价的策略袁既可以满足消费者的

不同需求袁也可以拉开产品之间的价格袁提高利益空

间同时也将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袁在合理的价格区间

内袁最大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遥 同理袁农产品个体间会

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品质的不同袁 区分农产品品质袁进

行差异化定价袁 即可满足不同消费者对价格的需求袁

还能增加农户的收入遥 农户收入增加袁才能够早日脱

离贫困袁打赢扶贫攻坚战遥

农产品的网络营销袁打破了传统农产品销售的地

域局限性袁但是接踵而来的基础建设不足以及其他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都阻碍着农产品网络营销的发展遥想

要解决当下存在的问题做好古法红糖品牌的营销袁除

了需要政府部门的帮扶与支持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

外袁企业首先要做到的是提高自身产品的生产标准和

品牌意识袁结合当下市场发展趋势和国家政策袁通过

多渠道并行开展品牌化趣味传播以增加与消费者的

互动和差异化价格策略袁打造个性化野将乐红糖冶品牌

以应对目前将乐西湖红糖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袁为精准

扶贫提供一条可行之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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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以绿色生态为依托培育野武夷品牌冶的

信誉

渊一冤野绿色生态冶是野武夷品牌冶价值取向

福建省南平市生态环境优越袁 自然资源丰富袁有

着野地球同纬度最完整的一块绿洲冶的美誉袁但在福建

省却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袁如何将野绿水青山冶转化

为野金山银山冶是南平的野时代之问冶遥 早在 2002年 4

月 9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平调研时就提出院野突出打

好耶大武夷爷品牌冶野把生态优势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尧产业优势冶遥 近年来南平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野两山理论冶袁相继获得全国低碳城市试点尧

国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尧国家循环经济

示范城市尧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等一批国

家级绿色野金牌冶袁绿色动能野蓄势待发冶遥 为进一步落

实习总书记野突出打好耶大武夷爷品牌尧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冶的指示要求袁2018年 7月南平开始实施野武夷山

水冶区域公用品牌战略袁积极推动绿色生态事业发展袁

走出一条野青山冶变野金山冶的野南平路径冶袁绿色产业

链尧价值链不断延伸遥2019年袁南平市绿色产业项目投

资增长 81.9%袁 规模以上绿色产业完成增加值增长

10.9%曰2018年袁野武夷山水冶品牌荣登野中国区域农业

品牌影响力排行榜冶袁位列第三袁2019年袁南平市有 15

个品牌入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榜单袁其中野武夷岩茶冶

以 697.53亿元的身价高居中国区域品牌第五位尧茶类

第二位袁[1]野武夷品牌冶的影响力尧公信力和价值力显著

提升遥 野武夷品牌冶能在区域品牌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

出袁既得益于野绿色生态冶野品质卓越冶区域声誉信号袁

为产品质量和服务提供了重要保证袁更离不开监管体

系的支撑遥

渊二冤野武夷品牌冶信用监管体系建设的有关探索

2018年南平市与中国建设促进会合作袁从优质农

产品入手袁提出野武夷品牌冶战略袁目标是将生态资源

优势与武夷山野双世遗冶品牌优势有机结合袁增加绿色

产品附加值袁提升发展效益遥 当前袁基本上建立起一套

以战略规划为引领尧以质量管理和产权保护为支撑的

野武夷品牌冶监管体系雏形遥 渊见表 1冤

野武夷品牌冶信用监管体系构建研究

孙雪琳

(中共南平市委党校 法学教研室袁 福建 南平 353000)

摘 要院野武夷品牌冶以绿色生态为依托袁品牌价值和品牌信誉不断提升遥为促进区域品牌的长远发展袁南平市政府

对野武夷品牌冶监管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袁积累了一定经验袁但在监管主体尧监管措施尧监管环节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

足遥针对不足构建野武夷品牌冶信用监管体系对提升品竞争力和规范市场秩序等具有重要意义袁加强前端生产环节产品质

量安全管控尧规范后端市场经济秩序袁不断强化责任主体信用监管能力建设等袁是构建以多元治理为基础的信用监管体

系的重要路径遥

关键词院信用曰野武夷品牌冶曰制度

中图分类号院 D912.4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0雪11原园032原园6

收稿日期院2020-06-10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委党校尧行政学院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 2019 年度研究项目

渊2019102冤遥

作者简介院孙雪琳渊1988-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信

任尧信用与地方法治建设研究遥

第 39卷 第 11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39 晕燥援11

圆园20年 11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Nov援 圆园20



表 1 野武夷品牌冶发展规划与品牌管理相关文件

Tab.1 The Related Documents of wuyi

br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从信用监管角度上看袁其中和信用监管相关规范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袁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院第一类袁专

项性规划遥 南平首先制定叶南平市绿色发展行动纲要

产业规划及支持政策曳叶南平市野武夷品牌冶发展战略

规划渊2018-2025年冤曳叶特色农产品品牌战略提升发展

规划曳袁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野武夷品牌冶绿色生态的

产业导向袁同时对县市区不同层级主导部门的职责和

职能进行界定遥 要求市区不同的职能主体立足实际和

自身情况袁按照野一村一品尧一县一业冶的产业布局制

定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遥 通过发挥政策的引领和规范

作用袁增强了纵向层级和横向部门之间整体性尧协同

性和系统性遥第二类袁质量监管体系遥 2018年以来袁南

平市又先后发布了叶野武夷山水冶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办

法曳叶南平市绿色发展行动纲要产业规划及支持政策曳

叶南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的

实施意见曳等袁致力于打造以标准化为特点的野武夷品

牌冶质量管控体系遥 根据叶野武夷山水冶产品质量技术规

范曳首先形成特色农产品标准体系 63个袁然后立足标

准体系建立起较为严格的准入门槛和退出机制袁企业

数据档案库和质量评价标准及溯源体系不断完善遥 在

此基础上袁南平还推出了叶南平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

法曳叶南平市支持绿色产业品牌尧质量尧标准化建设奖

励实施细则曳等政策袁通过激励措施袁对质量好信誉佳

的企业提供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扶持和帮助遥 第三

类袁产权保护体系遥 依托叶南平市野十三五冶商标品牌战

略发展规划曳叶野武夷山水冶公用品牌渊商标冤使用管理

办法曳等文件袁以推动商标品牌建设与保护为重点袁大

力培育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袁并将商标品牌工作

列入政府绩效考评袁一方面有效带动了市场主体参与

地方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的积极性袁另一方面商标作

为品牌的区位和品质的信用认证袁有效提升了野武夷

品牌冶的影响力和声誉度遥 截至 2019年 5月袁南平市

共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66件袁 南平产业年总产值

过亿元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9件袁年总产值 10亿元

以上的有 5件遥 从地域分布看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实

现了 10个县渊市区冤全覆盖袁文化底蕴深厚尧茶产业基

础扎实的武夷山注册数量最多袁达到 12件袁起步较晚

的顺昌县也有 3件遥 2018年以来袁野武夷山水冶品牌连

续登上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百强榜遥

二尧野武夷品牌冶信用监管的特点和不足

渊一冤野武夷品牌冶信用监管的主要特点

1.高位谋划和具体方案相配套

在纵向上袁通过高位谋划和区域规划袁设置野耶武

夷品牌爷发展工作委员会冶袁统合尧理顺市县两级品牌

建设主体工作职能袁 增强信用监管的整体性和协同

性遥 在横向上袁立足部门职能袁制定具体方案袁如建立

企业自我保护尧政府依法监管尧市场监督和司法维权

保障野四位一体冶品牌保护体系袁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牵

头发改委尧商务局等多部门组成标准化生产尧管理和

监控体系袁成立野武夷品牌冶发展工作委员会袁负责建

立和完善野武夷山水冶品牌预警机制袁从产品准入和质

量标准等方面对企业质量信用进行严格筛查遥 将专项

规划和具体方案相结合袁为维护野武夷品牌冶的质量和

信誉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袁也有力推动各种信用要

战略
规划

叶南平市绿色发展行动纲要产业规划及
支持政策曳
叶南平市 野武夷品牌冶 发展战略规划
渊2018-2025年冤曳
叶特色农产品品牌战略提升发展规划曳
叶野武夷品牌冶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渊2018-
2025年冤曳及县市区野武夷品牌冶战略实
施方案等

明确武夷山水
品牌建设方向尧
重点尧 目标尧路
径

管理
办法

叶南平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曳
叶南平市支持绿色产业品牌尧质量尧标准
化建设奖励实施细则曳
叶南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制定加快
推进全市食品安全野一品一码冶全过程
追溯体系激励措施的通知曳等

奖励措施和奖
励标准

叶野武夷山水冶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办法曳
叶南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标准
化工作改革的实施意见曳
叶野武夷山水冶产品质量技术规范曳等
叶南平市食品安全野一品一码冶全过程追
溯体系建设工作方案曳等

建立品牌准入尧
质量检测体系
和质量安全溯
源体系尧推广标
准化生产袁切实
保障品牌农产
品质量

产权
保护

叶南平市野十三五冶商标品牌战略发展规
划曳
叶野武夷山水冶公用品牌渊商标冤使用管理
办法曳
叶南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平市推进
商标品牌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曳等

保护产权袁建立
名尧特尧优产品
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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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向品牌企业尧品牌产业集聚袁为品牌快速发展创造

良好的制度前提和外部环境遥

2.以质量为核心强化品控体系建设

为了保障野武夷品牌冶生态价值和品质优势袁野武

夷品牌冶品控体系从信用信息公开尧标准化生产尧质量

检测和溯源体系等制度切入袁 立足明确可操作的标

准袁借助品控信息平台袁有效归集并激活基础信用信

息袁建立企业信用档案袁便于政府及时跟踪尧记录品牌

准入尧生产尧流通尧服务等环节企业的信用动态袁从而

在实现信息共享和互换的同时袁促进企业自律尧信用

共识尧行为协同和诚信监督的达成遥

3.依托产权保护和信用激励增强信用共识

在政府的推动下袁通过一系列政策大力推进商标

品牌战略实施袁并对通过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认

定驰名商标企业给予奖励等举措袁发挥了信用认证和

信用激励的作用袁对符合区位尧质量尧技术条件的企业

实施信用保护袁 对积极参与信誉良好的企业进行奖

励遥 既能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袁同时又兼顾了面广

量大的小企业和个体户的发展需要袁赋予其相应的政

策优惠和扶持的机会袁实现野扶优扶强冶与野扶小扶精冶

兼顾袁 在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品牌建设参与性的同

时袁有利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尧统一质量标准尧规范市

场行为目标的实现遥

渊二冤当前野武夷品牌冶信用监管存在的不足

1.从监管主体上看袁存在监管主体单一尧协同性不

足的问题

目前信用监管规范和措施主要集中在政府监管

层面袁企业内部信用监管措施有限袁行业组织及第三

方市场机构的信用机制又相对单薄袁监管体系不够健

全袁政府监管成本偏高遥 由于品牌信用涉及产品标准尧

质量尧认证尧检测尧售后尧监管等各个环节袁需要不同部

门和机构的系统推进袁但基于各部门职能尧工作内容尧

关注点不同袁信息缺乏共享和科学分类袁加上缺少必

要的技术系统支持袁 使得信息采集存在重复收集尧有

限收集或无效收集的情况袁基础性信息多袁关键信息

少袁无法全面动态地反映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遥 如产

品质量检测平台分散袁食品质量检测和农产品质量检

测分别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农业农村局负责袁可见监

管机制化程度有待提升遥

2.从监管措施上看袁信用监管规范不健全袁措施不足

当前政府主要侧重对品牌产品的质量监管和产

权认证袁 对于专门规范的制定缺乏系统规划和部署袁

信用评价专门指标和独立体系欠缺袁信用标准缺乏科

学分类袁政策支撑不足袁使得信用监管基础不够夯实遥

在监管措施方面袁对一些常用信用工具的使用缺乏深

入探索和研究袁在信用评级尧信用风险预警尧信用报告

等措施运用上呈现出运用不多尧不广尧不深的现状袁信

用监管功能未能完全发挥遥

3.从监管环节上看袁存在重许可尧轻管理曰重后端

市场监管尧轻前端生产监管的现象

如每年商标申请量很大袁 但商标在授权使用后袁

企业经营分散各自为政袁部分注册人未严格规范使用

标准袁 出现不同类别的地理标志和商标混用现象袁品

牌整合度偏低曰小部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因注册主体

责任不明晰等原因袁长期未授权许可使用遥 实践中袁监

管重点是后端市场袁对前端生产监管比较放松袁一些

企业为追求高产出高回报袁放任农户或农企过度使用

化肥农药袁但基于当前的产品可追溯体系覆盖广度和

深度不够袁难以真实反映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品种

养殖的生态属性遥

三尧构建野武夷品牌冶信用监管体系的重要意义

渊一冤野武夷品牌冶 信用监管体系能够简化未知风

险和市场不确定性

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袁社会风险增多和不确

定因素增加袁交往的陌生化成为常态遥 然而人类信息

获取能力和储备能力有限袁市场交易无法做到信息完

全对称袁造成不可预知的风险增多袁失信事件频频发

生袁由此人们对信任的需求大幅增长遥 对于市场主体

和消费者而言袁如何甄别产品好坏和真伪并做出正确

的判断和决策袁必须依靠一定的信用储备尧记录和风

险应对等社会系统控制工具袁通过信用监管体系建立

野即使我不认识你袁我也相信你冶的系统信任模式袁才

能简化未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遥 [2]

渊二冤野武夷品牌冶信用监管体系是保持品牌信誉

和提升品牌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在大量交易活动中袁 信任是靠声誉机制维持的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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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是为获得交易的长远利益而自觉遵守合约的承

诺遥 [3]近年来各地区域品牌快速发展袁野武夷品牌冶野丽

水山耕冶野水韵苏米冶 等区域品牌突出自身生态资源

渊山水冤优势袁在同类市场竞争中不断突围尧势头强劲遥

照常规理解袁其成功原因往往被归结为野出奇制胜冶袁

野出奇冶的重要资本是产品的野个性冶即特有品质和稀

缺性袁但致胜的野共性冶常体现在产品包装设计尧权威

品质认证尧 符合市场需求尧 高质量营销服务等要素袁

野个性+共性冶的组合提升了品牌声誉进而形成品牌信

誉袁良好的信誉是提升品牌竞争力的重要资本遥 要让

野武夷品牌冶在激烈的同类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袁最重

要的因素在于这种野个性和共性冶组合能否始终如一袁

即兑现品质承诺的能力遥 因此构建信用监管机制从外

部监督倒逼企业内部管理袁是保持品牌质量尧提升品

牌竞争力和促进品牌恒远发展的重要保障遥

渊三冤野武夷品牌冶信用监管体系是避免野公地悲

剧冶出现的有效工具

野武夷品牌冶具有连带效应袁因为野武夷品牌冶不是

针对单一产品或是品类而是一个品牌系袁品牌信誉的

影响范围很广袁 关联到整个区域范围内的相关产品尧

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形象遥良好的信誉惠及整个区域

相关产品及行业袁增强市场渗透力袁带来品牌溢价增

值效益袁反之辖区境内企业一旦利用野武夷品牌冶名义

实施市场欺诈行为或其他违背承诺和法定要求的行

为袁损害的不仅是野武夷品牌冶特定产业集群的利益袁

甚至会使南平政府和相关企业都背负野污名化冶的风

险遥 因此袁构建野武夷品牌冶信用监管体系是避免野公地

悲剧冶出现的有效工具遥

渊四冤野武夷品牌冶信用监管体系是政府职能转变

的基本要求

在野政府搭台袁企业唱戏冶的运作模式下袁政府是

野武夷品牌冶的发起人和牵头者袁应当承担起信用监管

的责任遥 所谓野业无信不兴冶袁野武夷品牌冶依靠政府信

用为背书进行推介袁政府就必须为品牌的代表性及其

资质和能力提供真实保证遥 经验证明袁品牌经营不能

完全寄希望于市场主体都具有契约精神和高度的主

观自觉性袁 企业以逐利为目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袁

而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必须坚持人民利益和社会公益

优先袁目标指向差异决定了角色和功能的不同遥 政府

并非交易者而是以监管者的角色介入袁借助自身信息

资源和系统控制工具优势发挥风险预警和措施干预

作用袁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失信风险袁如引导前端生

产管控及后端市场监督服务尧对市场主体信用行为施

以正向引导和反向规制等袁对于规范经济秩序和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四尧关于构建野武夷品牌冶信用监管体系的

几点思考

渊一冤将信用融入品牌前端生产管控体系袁强化产

品质量保障

野武夷品牌冶以绿色生态为闽北优质产品赋能袁坚

持生态尧绿色尧健康的质量标准袁是品牌的核心价值与

灵魂遥 将信用融入前端生产管控体系袁助推产业升级

是野武夷品牌冶的首要任务遥

1.全面开展摸底确权

建议依托自然资源资产改革袁 规范确权登记袁从

产权入手袁摸清家底袁明晰权益边界袁减少权属争议遥

另外适时总结武夷山试点生态系统价值核算经验袁推

动全域生态系统价值核算体系形成袁形成全域自然资

源管理野一张图冶袁发挥信息分析尧质量评估尧资源监管

功能遥

2.坚持全生态种养

结合地力提升野1112冶工程实施袁全面推行降肥降

药袁提升农产品品质,打造优质农产品种植生产基地遥

3.实现全过程追溯

建立健全产品质量监管体系袁以实现野对象全覆

盖冶和野过程全覆盖冶为目标袁将绿色农产品及生产基

地等要素全部列入追溯试点管理袁从产地环境尧农业

投入品尧农业安全生产规程等方面对农业生产全过程

进行严格管控曰借助野武夷品牌冶品控系统袁构建覆盖

全类别尧 全产业链的产品标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袁

将各类产品生产信息纳入信用系统进行留痕管理袁做

到有账查尧可量化尧能定责遥

4.积极与国际质量安全技术标准和认证系统接轨

完善农业投入品使用尧农产品分级尧产地准出和

质量追溯标准袁提升品质认证的含金量和权威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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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立安全管理责任制与严格规范统一的质量检

测体系

建立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主体备案系统和一线责

任工作制袁通过培训教育增强责任主体安全管理意识

和能力遥 以叶野武夷山水冶产品质量技术规范曳为依据袁

整合农业尧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的质量安全检验检

测系统袁统一规范的检测体系袁力争在每个县市区成

立一个统一综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袁同时高

标准建设一批国家级省级产品检验检测中心袁推进对

农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监管和农产品标准体系全品类

覆盖尽快实现遥

渊二冤将信用融入品牌后端市场管理规范袁营造公

平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1.构建最严格的准入门槛和退出机制

首先以完善区域公用品牌使用授权和监管办法

为重点袁从落实商标使用许可制度入手袁规范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使用袁 落实授权许可合同签订和备案工

作遥 其次袁健全野一品一码冶品控管理模式袁加强对企业

使用品牌情况的监督检查袁 比如发挥 野互联网+云督

查冶机制作用袁实行定期自检和不定期抽检相结合袁对

发现问题的产品袁进行快速分割并启动责任主体快速

追查袁以野抓早抓小冶避免品牌危机出现袁逐步推动野前

端中端防控冶成为监管常态遥

2.借助先进技术建立健全农产品交易信息系统和

诚信账户遥

综合运用互联网尧大数据尧区块链尧人工智能等先

进技术完善信用信息平台袁打破野部门壁垒冶袁通过建

立不同系统模块袁将生产尧加工尧流通等环节中原先分

散的渊食尧药尧农冤质量检测平台尧标准体系服务平台尧

产权保护及信用认证等平台逐渐整合到统一信用监

管系统曰建立产品交易记录和诚信账户袁实现统一记

录尧动态跟踪尧风险预警遥 这种野分布式系统信任冶的形

成袁既有助于监督市场主体行为袁对机会主义尧暗箱操

作和权力寻租等行为也具有抑制作用遥

3.制定品牌信息公示办法和披露制度

对授权品牌的产品产地尧特性尧质量标准尧有效

期尧信用状况等基础信息应及时公开并更新袁对品牌

不当行为和失信惩罚进行公开披露袁对品牌诚信行为

和信用激励扩大宣传袁 通过传播扩大社会参与和监

督袁倒逼企业持续提升产品品质遥

渊三冤强化责任主体监管能力建设袁提升制度协同性

强化责任主体的监管能力建设和监管协同性袁是

降低行政成本和交易成本尧扩大诚信网络尧厚植社会

信用基础的重要路径遥

1.政府监管方面袁扩大信用工具的使用

政府是信用监管最重要的主体袁机制完善可以从

以下三方面着眼院一是制定专门的信用规范和信用指

标袁明确监管主体尧监管内容尧监管程序尧监管责任等

制度袁细化市场准入尧信息披露尧业务规范尧利益冲突

等规则遥 制定叶野武夷品牌冶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曳袁从准

入准出尧鼓励扶持尧运营监管等方面入手袁将企业的财

务状况尧合同履约状况尧征信状况尧诉讼及处罚尧诚信

经营行为等内容及测评标准充实到指标体系中袁根据

产品品类和属性袁适当增加技术创新尧生态环保尧产权

保护尧企业内部治理等权重及测评标准遥 二是探索信

用分级制度的运用遥 准入制度和认可制度的最初来源

就是信用评级制度 渊美国信用评级制度中的

野NRSRO冶冤遥 [4]在今后制度设计中袁坚持信用评级和信

用监管并重袁 可依照信用指标对信用等级进行划分袁

根据评级结果决定信用激励和信用规制内容遥 值得注

意的是袁在以往实践中袁信用激励常体现为资金奖励

或政策扶持袁灵活性不足遥 今后可以考虑将目标嵌入

结构袁如对科技含量高尧生态效益好的品牌农产品进

行重点政策倾斜袁有助于提升主体积极性遥 三是强化

信息共享和机制联动性遥 加大对野武夷品牌冶建设重点

领域尧重点环节人员尧财力和物力供给袁以完善信息共

建共享和资源协同使用为重点袁优化多方协作信息平

台遥 在提高信息资源的准确率和利用率基础上袁建立

野质量认证要信用承诺要信息记录要信用档案冶 相衔

接的事前事中事后的数字监管闭环袁实现交易来源可

信尧交易记录可信尧交易规则可信尧交易合约可信袁用

数字化方式保障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交易的真实性

和可靠性遥 [2]其中事前监管应以农产品安全认证为重

点袁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曰事中监管的关键是品牌信

用评级尧诚信档案尧预警机制的衔接与运用袁可考虑将

应急值班和事故报告制度纳入品牌信用体系曰事后监

管应加强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措施的制定和完善袁严

厉打击失信行为的同时灵活运用金融尧政策扶持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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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推介等手段进行规制遥

2.行业监督方面袁夯实行业自律维权信用机制

行业组织具有信息收集尧诉求传达和贸易争端处

理的功能袁野行业自律组织可以发现那些能够满足市

场需要的良好的具体行为模式袁从而及时消除市场主

体在行为过程中的方向性困惑遥 冶[5]行业协会的目标是

维护行业共同利益袁以信任合作为基础袁综合人际信

任尧特殊信任和系统信任袁建立现代化信任系统袁能够

从整体性上对会员行为施加正向影响遥 当前强化行业

自律维权同业信用体系重点有三个方面院一是增进会

员之间的信息交流袁行业协会可以较为便利地收集会

员的基础信息和行业发展状况袁 发布和分享政府政

策尧市场行情与需求尧技术创新与推广尧环境保护等信

息袁对会员具有重大意义遥 二是共同制定和遵守行业

规范与自律准则袁将信用纳入会员准入准出的条件和

规则袁完善权益保护和争端处理机制袁从内部消弥分

歧尧相互监督尧增强诚信共识袁不断增强会员行为协同

性和社会责任感袁维护行业共同利益遥 三是建立行业

信用认证袁认证是品牌管理的核心手段之一袁是符号

管理的一种袁由行业组织对从业者进行培训考核并颁

发技术和信誉认证袁更具专业性和公正性遥 [6]

3.企业自我管理方面袁强化企业信用自我内控系统

着力构建以信用国家标准宣贯为切入点尧以企业

守信制度和企业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为主体的企业信

用制度遥 在严控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基础上袁建立客户

信用档案尧信用信息管理尧财务管理尧合同履约管理等

机制袁防范尧控制尧转移和预测来自各类客户和企业内

部的信用风险袁 争取权威的专业评价和质量认证袁提

升企业形象遥 [7]另外袁企业在建立信用监管过程中寻求

与权威可靠的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合作袁引入客

观中立的品牌信用评价主体并嵌入自身信用监管结

构袁借助专业化的力量和成熟的模式袁可以最大程度

降低自身建设成本尧减少试错风险袁也有利于得出更

为公正客观的结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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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ual Value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of
Integrating Credit to Regional Brand

要要要The Observations on Wuyi Brand

SUN Xuelin
(Law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袁Nanping Party School袁 Nanping, Fujian 35300)

Abstract:"Wuyi brand" is based on green ecology, and its brand value and brand reputation are constantly improved. In order to pro鄄

mot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brands, Nanping government has mad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and accumulated some experi鄄

ence i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Wuyi brand,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supervision subject and supervision link. In view

of the shortag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struct the credit supervision system of Wuyi bran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duct compet鄄

itiveness and regulate the market order.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onstruct a credit supervision system based on multi-governance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in front-end production, standardize the order of back-end market, and strengthen the

credit supervision ability of responsible parties.

Key words院credit曰野wuyi brand冶曰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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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中国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网络

连接袁正式开启互联网时代遥2018年春袁习总书记在全

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野要发展数字经

济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袁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袁不

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袁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冶遥

中国互联网随经济与政策的发展不断裂变升级袁在

2019年迎来新的转折点袁即从消费互联网时代迈向产

业互联网时代遥 分享经济作为野以闲置资源为基础袁以

互联网平台为支撑袁以短时让渡使用权为方式袁以获

取收益为目的冶的新型商业模式[1]袁随互联网时代变更

而转变升级袁其分享形式由单一有形的资源分享转变

为无形结合新兴科技的多种形式的分享袁其商业模式

也从消费互联网下的 B to C模式转变为产业互联网

下的 B to B模式或公共部门参与模式遥因分享经济源

于商业实践袁消费互联网下已有大量实践人士对此进

行探索袁国内外学者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其展

开研究袁笔者的叶分享经济商业模式的运用与发展曳[2]

也参与讨论行列遥 而产业互联网视阈下的分享经济研

究仍处于早期袁相关学术研究更是远落后于企业的探

索实践遥 本文试分析产业互联网视阈下分享经济发展

的可行模式袁探索其对当下经济发展所能发挥的重要

作用遥

一尧分享经济模式的演变

2016 年我国叶政府工作报告曳正式提出野分享经

济冶概念遥2018年何超等[1]在梳理此前分享经济领域重

要文献的基础上给野分享经济冶下定义院野分享经济是

一种基于互联网短时租赁闲置资源以追求利益为目

的的经济模式遥 冶此前袁消费互联网侧重于 悦端袁是一

种规模型的寡头经济袁网络效应明显袁价值高度集中袁

赢者通吃遥 [3]分享经济在此形势下席卷了交通出行尧生

活服务尧生产能力尧知识技能尧房屋出租尧金融等多个

行业袁涌现出诸如野滴滴出行冶和野陆金所冶等为代表的

大批独角兽企业遥 [2]2018年 9月袁腾讯提出野产业互联

网冶概念袁宣称向 to B市场进发遥 2019年袁我国互联网

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遥 叶2019年中国产业互

联网白皮书曳指出院野产业互联网强调构建服务的基础

设施袁强调服务创造价值袁通过整合资源尧共享资源和

产业互联网视阈下分享经济发展的可行模式

张思弘

渊泉州师范学院 商学院袁 福建 泉州 362000冤

摘 要院分享经济的 B to C模式在消费互联网时代已被广泛运用袁在如今产业互联网下袁分享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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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袁从而实现生产方式渊智能制造冤尧服务方式渊共享

服务冤尧价值创造渊合作共赢冤等多方面的转型发展遥 冶

与分享经济理念趋同袁产业互联网也是以提升供应链

效率与降低成本为核心袁 但其更注重通过互联网尧物

联网尧大数据尧云计算等技术袁从全产业的供应链出

发袁完善更加广泛的产业服务体系遥 产业互联网下传

统产业拥有的广大市场与现代先进技术相融合袁为分

享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路径遥 分享经济商业模式作为组

织分享尧交换尧借用尧交易尧租用尧赠礼的体系[4]袁不以资

源增量为投入根本袁而是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

激活社会剩余资源存量袁过去几年被视为社会经济运

行的一种新型模式遥腾讯叶2016-2017分享经济发展研

究报告曳总结了分享经济的演进过程院2014-2015年间

分享经济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袁2016年始进入发展黄

金期袁2017年后发展渐趋平稳遥报告认为袁分享经济走

稳并非将原地踏步袁而是将累积更多能量袁蓄力勃发遥

而 2019年袁因产业互联网推动企业战略转型袁分享经

济升级袁个人闲置资源分享盈利模式转向企业甚至政

府或公共部门参与模式遥 分享经济与新时代产物不断

融合尧转变与优化袁衍生出更多的新型模式遥 2020年

初,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叶中国共享

经济发展报告渊2020冤曳指出袁新冠肺炎疫情对线上线

下融合程度高且必须通过线下活动完成整个交易闭

环的领域冲击最大袁如交通和住宿等领域曰共享医疗

和教育等领域因向线上迁移使用户数量和交易量猛

增遥 长期来看袁网络技术的应用在抗疫期间被进一步

深化袁进一步培养了人们的在线消费习惯袁作为共享

制造重要基础的产业互联网发展面临新契机袁野抗疫

与发展并重冶的客观需要倒逼新业态领域制度创新加

速遥 在抗击疫情方面袁国家间如能利用分享经济模式

建立信息平台袁 发展国家政府间的新型分享经济模

式袁就能快捷便利地及时分享各国抗疫的关键医疗信

息袁相互学习和借鉴袁共同寻找抗疫突破点遥

二尧分享经济发展的两类可行模式

互联网时代的演变带动了分享经济商业模式的

发展袁影响了企业战略模式的转变遥 商业模式创新路

径是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显著增长尧构建相比

竞争对手更具优势的销量和盈利的有效方式袁是企业

运营的核心和战略决策的基础遥 [5]当前袁分享经济发展

有两类可行模式遥

渊一冤分享经济的 B to B模式

在产业互联网的推动下袁分享经济为我国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中的供需错配提供了新视角袁为制造业化

解过剩产能和扩大有效供给提供转型的新方向遥 在供

给侧袁 分享经济通过物尽所值提高闲置资源利用率袁

扩大市场供给袁同时促进供给企业提高产品质量与竞

争力曰在需求侧袁分享经济迎合需求企业专业化尧定制

化尧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袁利用云计算尧大数据尧互联

网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袁促进闲置资源高效流通与供

需两端精准匹配袁以更优质的服务与保障给用户带来

更舒心的体验遥 渊参看图 1所示冤分享经济的 B to B模

式可通过分享生产力尧分享人力资源和分享物流等三

个途径实现遥

图 1 分享经济的 B to B模式图[5]

Fig.1 B to B model of sharing economy

1.分享生产力院建立分享制造资源的公共服务平台

产业互联网下分享经济本着野使用而不拥有冶野利

他方能利己冶的宗旨进行资源配置优化袁促进资源利

用率的提升袁进而助力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袁改变供

给侧生产力与资源组织方式遥2016年袁马化腾在叶给合

作伙伴的一封信曳中再次提到院野云和分享经济像一枚

硬币的两面袁分享经济就是生产力的云化遥 越来越多

企业向云端迁移袁除了节省成本尧提高效率袁更重要的

是学习如何在分享经济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遥 这种生

存之道简单来说袁就是每个企业把独特的资源和能力

凸显并分享出来袁其余的工作交给生态伙伴遥 冶[6]2019

年袁5G的陆续商用伴随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袁以百

倍速度增加的智能设备所带来的信息需要被数据化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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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云端进行智能运算袁产业层面的各种商业价值和

商业模式将孕育而生遥 野ABC技术冶袁即人工智能尧大数

据和云计算为目前阶段的典型代表遥 如果将互联网的

发展分为上下半场袁上半场所需的主要技术能力野连

接技术冶大力推动了消费互联网的发展遥 随着技术能

力迭代和资源要素禀赋相对价格的变动袁下半场将成

为 ABC技术的广阔舞台遥 [7]就企业来说袁通过转变管

理模式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就是要野推动生产尧管理和

营销模式变革袁重塑产业链尧供应链尧价值链袁改造提

升传统动能袁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遥 冶[8]

因此袁使用分享经济理念寻找突破口袁制造资源

分享成为制造业转型的新方向袁 而 ABC技术在产业

互联网领域的广泛应用则将企业的生产力分享推向

野云端冶袁即目前颇有发展前景的野云制造冶遥 野云制造冶

借助云计算理念收揽社会各界制造资源袁建立分享制

造资源的公共服务平台袁 连接供需两侧分享生产力袁

达成制造资源的精确共享遥 生产力需求企业可通过分

享平台以租赁的形式满足需求袁摆脱需筹备大笔资金

购置设备等资源的困境遥 [9]在云制造系统中袁制造企业

的智能终端能实时感知企业各种制造能力的负载情

况袁 并将剩余制造能力的信息实时反映到云制造平

台袁由云平台进行集中管理尧调度及使用袁增强碎片化

资源的深度可视性和便利可得性袁实现分散资源的集

中管理尧使用以及制造资源的优化配置袁转化企业间

原本的竞争关系为资源分享下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

系遥

区别于其他先进制造模式袁 云制造的核心是分

享袁即经济学中的野帕累托最优渊Pareto Optimality冤冶袁

将剩余产能得到最大化利用遥 [10]如大型企业的闲置设

备可供缺少设备的中小企业进行生产遥 此分享范围可

在企业内部袁 也可对外提供以满足制造企业各方供

需袁促进双赢遥 资源整合层面袁云制造整合分散的制造

资源袁通过提升资源利用率以规避单一资源所创造的

价值局限遥 产业融合层面袁帮助企业快速获取产品经

营情况与消费者满意度袁 为企业更新调整产品结构尧

功能等方面提供依据袁 从而提供及时准确的服务袁增

进生产与市场和消费的有效对接遥 定制化生产层面袁

降低了与消费者间沟通与交易的成本袁帮助完成个性

化定制需求遥

目前袁 我国生产制造环节的分享经济刚刚起步袁

尚未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袁但以航天科工尧阿里巴巴

和沈阳机床厂等企业为代表的开放平台已先行享受

分享经济的红利遥 航天科工作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在

全球率先提出野云制造冶理念袁利用产业互联网作为支

撑智能制造尧协同制造的基础袁通过云制造开创新的

产业生态遥 航天云网采用工业互联网空间+云制造支

持系统渊INDICS+CMSS冤构建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的

云制造产业集群生态袁 全面采用生产能力共享系统尧

生产计划协同系统和制造运营管理分析系统袁实现智

能排产尧全球化供应链管理尧跨地域研发设计协同尧企

业资源计划优化尧数据的分析应用和决策优化袁进行

设备上云尧产线上云尧企业上云的三个阶梯式云化改

造袁兼容智能制造尧协同制造和云制造三种现代制造

形态遥 [11]航天云网作为航天科工建立的分享制造资源

平台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袁出现了各种成功案例和有

效做法遥 为让企业分享所需资源袁航天云网对优质的

设计资源进行整合以建立工业软件的云资源池曰为让

企业准确把握市场动态袁航天云网建立工业大数据平

台袁使企业能够创造实际效益曰为让企业开展智能化

改造袁航天云网结合线上建设云平台与线下建设自动

化生产系统袁提供享受互联网络尧标准体系以及安全

体系等服务袁让企业进行传统工厂的虚拟化改造遥[12]如

东莞天倬公司利用航天云网袁通过模具云平台线上线

下的协同服务袁实时对接模具设计尧生产尧供应链环节

的供需信息袁实时共享与沟通交易过程信息袁大力促

进了公司运营能力袁改善了资源配置袁提高了生产效

率遥 设计方面袁天倬发布需求寻找设计人员签订外协

合同袁由平台生成订单管理计划袁天倬设计人员可与

外协设计人员进行业务共享与沟通以及协同签审袁准

确协调企业尧客户和供应商的实时沟通以确保产品设

计的一致性遥 生产方面袁天倬发布采购和外协需求袁在

平台上对接供应商签订合同袁由平台生成订单安排计

划袁形成线上线下业务的闭环管理袁搭起供应商间的

信息桥梁袁促进企业尧客户与供应商三方的交互遥 供应

链方面袁某模具公司将设备产线接入平台袁通过模具

云分享实时产能信息袁展示加工制造能力与剩余加工

能力袁通过平台进行智能匹配寻找加工服务需求遥 公

司外协人员在平台发布外协加工需求袁寻找模具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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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签订合同袁由平台生成外协订单管理计划袁并将

订单进度和配送物流信息进行共享遥 据航天云网统

计袁通过其平台的解决方案袁天倬产品的研发与工艺

设计周期减短了 30%曰在设备利用率上袁由 40%提升

至 85%以上曰在车间的用工数量上减少了 70%袁生产

计划完成率和准时率提升了 35%曰资源的调配效率提

升了 50%遥

2.分享人力资源院建立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

工业时代机器为王袁 人听从机器与资本支配袁以

资本为核心建立起了组织尧工作尧人才配置方式袁因此

人才被看作可轻易获得尧用之不竭的普通资源遥 但在

知识经济时代袁这种经营理念已不再高效袁失去竞争

力遥 知识经济时代袁人才一跃成为最重要尧最稀缺尧成

本最高的资源遥 企业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分得一

杯羹袁纷纷探索新型管理方式袁努力掌握主动权遥 自

2007年始袁分享经济不断升级袁如今已可助力中小微

企业解决人力资源短缺问题袁 使其得以快速占领市

场袁瓜分份额袁进一步激发市场竞争的活力遥

传统的人才管理以引进员工袁独占人才的方式为

主遥 此相对封闭的方法使员工只为某个特定企业服

务袁人才资源无法灵活流转遥 对个人而言袁无法人尽其

才导致人才资源浪费曰 对企业而言, 需多付出培养人

才的成本遥 将分享经济理念引入人力资源管理袁可实

现企业从占有人力资源到共享人力资源的改变遥人力

资源管理可利用分享理念创新袁通过人力知识智慧资

源与价值创造能力共享进而提升企业整体的发展质

量遥 [13]因此袁要充分利用专业人力资源尧减少人力运营

成本尧提升运作效率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遥 企业可建

立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渊HRSSC冤让企业所有部门

享有更迅捷尧更高效的人力资源服务,使人力资源管理

从琐碎尧繁冗的行政事务中分流出来,专注于战略性人

力资源工作的实施遥

HRSSC按用户导向分为两种袁即大型组织建立的

共享服务中心和大型跨国组织遥 前者不仅给组织内部

提供人力资源服务袁 也给外部客户提供外包服务,

BAE System即如此曰后者通过集中化的内部市场系统

只为内部提供人力资源服务袁如飞利浦尧西门子尧福特

和宝洁等公司遥 目前袁中国的 HRSSC大部分应用在国

外跨国公司的中国总部袁 如微软的亚太研发中心

(ATC)等遥近些年袁HRSSC也逐渐被我国华为尧中石油尧

海尔尧中国网通等大型企业所采用遥

对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而言袁人力资源的共享集中

了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服务袁人力资源部门可更高效地

落实团队建设和战略绩效袁 注重员工能力的提升袁聚

焦于人力资源的战略性管理遥 对企业各业务单元而

言袁可更专注于开展核心业务袁增强专业程度与竞争

能力遥 对员工个人而言袁HRSSC提供的统一服务标准

和流程与专业化的服务使人力资源政策执行时袁得以

提高其公平程度和员工满意度袁帮助减少或避免在过

去因不同业务单元的人力资源工作和执行标准不一

致而导致的不公平现象遥

3.分享物流院建立自动物流资源共享系统

在发展分享经济方面袁物流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

件遥 分享经济机制助力消化与整合物流过剩产能袁以

提高物流系统效率袁减少重复建设袁降低物流成本袁推

进物流行业变革袁实现集约化尧绿色化尧高效化的转

型遥 [14]

在分享物流模式中袁分享的物流资源主要有五个

方面遥 在物流信息资源方面袁分享经济可解决物流任

务中时间与资源的错位袁通过分享平台实现因信息得

以互通而带来的物流资源优化配置袁进而避免资源浪

费袁提高效率遥 在技术与产品资源方面袁分享经济利用

先进物流技术与装备袁 设立自动立体仓储技术共享尧

集装箱与托盘共享尧 包装共享和装卸搬运设备租赁袁

保证物流系统高效率运行遥 在物流设施设备资源方

面袁 分享经济促进物流基础设施设备的综合利用袁通

过建设共享仓储系统尧 物流园区等进行规划与协调袁

提高设备资源使用效率遥 在物流运输与配送资源方

面袁分享经济通过车货匹配平台尧新能源货车租赁尧众

包配送平台整合共享尧统筹利用袁构建绿色运输与配

送体系遥 在物流人力资源方面袁分享经济将财尧物尧信

息资源融为一体袁协同和共享人力资源袁通过管理经

验共享尧基层人员众包尧教育培训资源共享等方式促

进物流系统运作效率的提高遥 [15]

目前物流业已有部分企业通过分享经济获利袁如

罗计物流利用分享经济机制创建罗计经纪人服务平

台袁给不同规模的企业和货代公司提供匹配最优运输

解决方案遥 罗计整合车队及货源信息袁提供智能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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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硬尧软件和云服务为一体的服务袁帮助货主能低成

本高效率地在平台上选择最具竞争力的整车运力以

及零担物流服务商遥 所有信息可通过手机端和 PC端

进行无缝对接与实时同步袁 用户可随时掌控实时动

态袁管理线路遥 交易双方可随时随地免费发布货源信

息尧快速找货报价袁达成交易遥 罗计拥有来自德邦尧华

宇和顺丰等海量大客户货源袁 让更多车队/信息部投

标袁不再为无货源而发愁遥为保障整个服务流程质量袁

罗计提供担保尧保险尧供应链金融服务并通过集中化

运营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遥 [16]

分享经济的 B to B模式袁将生产力野云化冶分享袁

使原本企业间的竞争关系转化为资源分享下竞争与

合作并存的关系曰将人力资源野专业化冶分享袁使企业

得以提高绩效, 扩展人力资本, 保证人力资源运营效

率曰将物流野集约化冶分享袁使企业降低运输成本袁提高

物流资源利用率袁增强竞争力遥

渊二冤分享经济的公共部门参与模式

利用分享经济理念袁 企业可与公共部门合作袁进

行城市公共资源优化配置袁实现社会分享的产业新机

遇遥 例如袁2017年马化腾在叶分享经济院新机遇与新问

题曳中提到袁互联网城际定制巴士需要政府客运部门

的支持遥 大量社会闲置资源的出现会不断产出野互联

网+公路客运冶的新思路袁如果网络售票覆盖率过半袁

近百亿人的在线出票量将催生全新的商业模式遥 除出

行创新外袁公共服务的分享创新也引人注目遥 如乌镇

互联网医院袁 病人在手机上即可完成整个看病流程袁

可减少病人看病时间的 40%以上遥 我国人口基数大袁

医疗资源少且分布不均袁六大主体间渊医院尧医生尧患

者尧政府尧药企尧保险冤关系错综复杂造成资源供需匹

配难度加大遥 分享经济虽为解决我国医疗资源分配问

题提供了新思路袁但互联网医院要解除陈旧的规则束

缚袁将野医+药+险冶三个关键产业资源进行分享重组离

不开政府的支持遥以上社会大众出行和公共医疗服务

的情况反映了如今公共交通与公共医疗在大众接受

服务使用效率上的痛点袁 而分享经济机制的引入袁将

互联网作为依托平台袁 重组出行与医疗的资源错配袁

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遥 [17]

分享经济的公共部门参与模式可通过公共部门

参与扮演资源需求客户尧资源提供商和第三方平台实

现遥

1.作为客户租赁资源院公共部门参与模式之一

纵观国外袁分享经济机制引入企业和公共部门之

间的合作形式表现为客户通过平台与服务提供商联

系袁并为资源的临时使用支付某种形式的费用遥 公共

部门可以作为客户袁通过第三方渊如私营公司尧民众和

其他公共机构冤 数字平台提供的服务和商品满足需

求遥 例如袁私人公司管理的数字平台允许公共机构租

用他人提供的资产院My Community Space允许公共组

织预订会议室遥同样袁Muni Rent允许市政当局使用他

人提供的闲置设备渊如重型机械冤遥 公共部门无需购买

不常用的专用设备袁可在需要时通过以上类似的分享

经济平台获取资源遥 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也可作为客户

向公共和私营部门组织租用资源袁可在紧急情况下渊如

洪水或飓风冤 使用在线平台袁 向民众和组织出租住房

渊如公寓或体育馆冤遥 如飓风桑迪期间袁 政府与 Airbnb

等私营机构合作袁为受影响的民众寻找住房遥 [18]这样袁

因不可预知尧不可掌控的因素而带来的挑战即可迎刃

而解遥

通过分享经济平台袁公共组织不仅可提高应对紧

急事件的反应能力还能在降低成本方面发挥作用遥 公

共组织仅在需要时才购买商品和服务袁这是具有成本

效益的选择遥 分享经济数字平台可减少信息的不对称

性袁提高公共部门获取资源时进行成本比较和选择最

佳价值的能力遥 [18]仅在需要时才获取资源可能会刺激

公共部门采取更多可持续的消费方式袁作为客户也可

能会改变公共部门与供应商之间的合同谈判方式遥 当

前的招标通常会与私营组织签订长期合同袁但在分享

经济模式中进行采购可能会使公共部门与其服务提

供商之间达成更短和更频繁的协议遥 这可减少公共部

门由于依赖较少的长期合同伙伴而导致的锁定效应遥

2.作为提供商提供资源院公共部门参与模式之二

公共部门作为提供者袁可通过公开展示未使用的

资源来提高透明度遥 公众可更清楚地了解公共部门的

责任和义务袁增加对公共部门的信任遥 [15]同时袁出租闲

置资源可维持生产力袁并为公共部门创造新的收入来

源遥

公共部门作为服务提供者袁其理想的宗旨是为社

会提供全新的服务遥 如在公共场所提供共享的闲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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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袁提高资源利用率袁为社会创造效用遥公共部门还可

通过与私营组织共享服务渊包括金融服务冤来作为服

务推动者袁提供在没有公共部门干预的情况下将无利

可图或无法启动的服务遥 通过担当服务提供者的角

色袁公共部门不仅可提供服务还能让民众创建自己的

服务遥如公共部门可向城市园艺或市区活动提供所需

的工具和设备并支持民众参与活动遥 在分享经济中袁

野政府作为服务提供者冶是公共部门提高民众参与服

务程度的创新战略遥公共部门与民众及私人组织在服

务提供方面的互动可以加强后者对前者的信任袁从而

建立一种自我强化机制袁进一步刺激人们参与分享经

济交流遥 [19]

3.作为第三方平台优化资源院公共部门参与模式

之三

公共部门也可扮演平台提供商的角色袁让如私营

公司或民众等作为资源提供者袁建立出租或购买服务

和商品的数字平台遥 如 Pick My Project作为公共组织

提供的平台袁将年轻人的商业想法和潜在投资者联系

起来遥公共部门可作为平台提供商的角色来支持内部

资源共享遥当通过诸如 Upwork和 Freelancer之类的人

力资源招聘平台促进共享时袁可促进人力和技术资源

更加流动遥

作为平台的提供者袁公共部门通过数字平台强制

执行针对服务提供者和客户行为的规则可更好地创

建基于规则的一致管理遥公共部门可利用此机会在民

众或商业组织中诱导改善已形成的习惯遥通过控制平

台公共部门可以控制对等方的行为袁通过使用大数据

分析和机器学习以及数字平台产生的数据来发现违

规的对等方袁从而增强制裁监管部门的有效性遥 因公

共部门无需在服务提供运营方面进行管理袁只需协调

客户和服务提供商即可遥[20]因此袁公共部门可受益于数

字平台袁降低与客户和提供商互动的交易成本而仅专

注于协调工作遥 [21]

分享经济助力公共部门参与扮演资源需求客户尧

资源提供商和第三方平台的模式已在国外有所发展袁

但此模式在国内还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遥马化腾所提

的分享经济带来的新思路如能不断落地实施袁就能进

一步解决我国在城市公共资源配置上的痛点袁进而助

力政府解决不可预知和掌控的问题袁增强民众对公共

部门的信任袁创建基于规则的一致管理遥

三尧结语

过去几年袁分享经济的 B to C模式在消费互联网

时代已被广泛运用袁竞争日趋白热化袁而产业互联网

下分享经济将重塑产业生态袁提升产业效率袁降低产

业成本袁以智能制造的方式提供共享服务来创造合作

共赢袁即野产业互联网+分享经济=利益共同体冶遥 分享

经济的 B to B模式和公共部门参与模式还有一大片

蓝海待企业探索开发遥 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保持分享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袁可通过分享经济的 B to B模式分享

生产力尧分享人力资源与分享物流等途径实现袁也可

通过分享经济的公共部门参与模式让公共部门扮演

资源需求客户尧资源提供商和第三方平台得以实现遥

产业互联网下分享经济模式虽已趋向 B to B和

公共部门参与模式发展袁但此前消费互联网下盛行的

B to C模式也孕育出了优化资源的新模式袁如众包作

为分享经济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通过互联网平台调

动社会闲置制造资源袁将企业项目分解分包承包给拥

有闲置资源的大众遥 [22]未来还可能出现政府间与国家

间的分享经济合作模式袁 如 2020年初新冠肺炎席卷

全球袁国家间的合作势在必行遥2020年 4月 2日袁国家

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袁我国防控策略尧诊疗方

法和技术标准文件向所有国家开放袁形成新冠肺炎网

上知识分享中心以作为国家间的分享平台袁这促进了

各国共同抗击疫情的紧密合作袁帮助各国更高效地获

取中国防控经验尧技术指南和标准遥

可以预测袁分享经济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袁将孕育

出更多适用于当下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袁相关的学术问

题也将有更多的探讨空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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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The B to C model of sharing econom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era of Consumptive Internet. Under era of industrial In鄄

ternet, new feasible models emer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haring economy. The B to B model of sharing economy helps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China by establishing a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to share manufacturing resources which is to share productivity, estab鄄

lishing a human resources shared services center to share human resources and establishing an automatic logistics resource sharing system

to share logistics. The public sector participation model of sharing economy improves the public sector's coping capacity, social resource

utilization rate and citizens' or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awareness of behavior norms through the public sector playing different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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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袁面对新形势对公安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遥 随着

公安改革的逐步深入袁公安工作的整体素质不断增

强袁执法能力与水平显著提高袁对社会稳定发挥着关

键性的作用[1]遥 但是也出现了利用自媒体传播侮辱警

察的言论和警察执法不规范尧恶劣案件侦破效率低等

事件袁严重影响了公安队伍的整体形象袁公安执法公

信力面临着考验遥 公安执法公信力是指公安机关为了

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尧实现公平正义袁合理合法地运

用国家赋予的权力袁赢得公众的认同遥 公安机关作为

强制性机关袁承担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尧打击犯罪

的职责袁因此提高公安执法公信力对于维护社会稳定

具有关键性作用遥

一尧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渊一冤文献综述

佛洛依德最早对安全感做出定义袁他的观点是人

们在现实生活中袁产生了冲突袁并且无法妥善解决袁于

是从成长早期的行为中寻求安慰平衡[2]遥 马斯洛的需

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袁 依次为生

理尧安全尧情感归属尧尊重尧自我实现的需求遥 马斯洛指

出袁当个体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袁就会寻求

更稳定的外部环境袁建立更安定的秩序袁即寻求安全

感遥 并且马斯洛对有无安全感对个体的影响进行对

比袁 发现没有安全感的个体表现出极大的心理缺陷遥

此后袁在对身心健康的评价指标体系中袁把安全感作

为了一个重要指标遥

国外从上世纪对安全感进行了宏观与微观探讨,

宏观方面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一定范围内公众整体安

全感感知曰微观方面探讨相关因素和潜在变量遥 虽然

我国对于公众安全感的研究比较滞后袁但后期有了系

统尧深入地发展遥1998年袁公安部研究所系统地开展了

公安执法公信力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
要要要基于 Logit回归分析的实证研究

刘建涛

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犯罪学院袁 北京市 西城区 100038冤

摘 要院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中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推进警务严格管理袁增强执法机关的公信力袁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袁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袁确保社会大局稳定遥 在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因素中袁公安执法公信力显得尤为突出遥 根

据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冶数据袁采用 Logit回归模型对公安执法公信力与公众安全感进行实证分析遥 研究发现公安

执法公信力与公众安全感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遥因此袁有必要通过深化公安机关改革尧加强公安队伍建设尧推进执法规

范化尧提高案件侦破速度等措施提升公众安全感袁增强社会稳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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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众安全感为课题的研究袁为后续研究工作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袁 此后每年各地政府会进行相关调查研

究遥 与此同时袁社会机构采用野德尔菲法冶袁将公安工作

与治安状况进行时间序列的纵向比较袁这种时效性极

强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遥 当前袁很多学者也进行了相

关探讨遥 廖志恒教授认为治安状况并不是简单的与治

安状况有关袁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袁不能只以公

众安全感为指标来评价治安状况袁还要结合犯罪尧经

济发展水平等进行评估遥

随着公众对信用体系的日益重视袁对政府公信力

研究成果的实践性日益增强袁对公安机关公信力的探

讨纳入公众视野遥 主要研究结论有院提高警察执法能

力曰转变职能袁建造服务型公安机关曰健全监督机制袁

形成具有威慑力的监管体系曰加强警务人员形象建设

以及警察文化转型遥

以往学者从个体和社会角度对公众安全感的影

响要素展开实证研究袁 并对因素的影响系数进行探

讨遥 从个体角度来讲袁年龄尧职业尧收入以及学历等会

对安全感产生影响遥 从社会角度来讲袁涉警涉案舆情尧

治安状况以及犯罪率等会影响公众安全感遥 对文献总

结发现袁涉及公众安全感的研究大部分是以个人和社

会角度探析袁侧重对安全感影响因素进行整体系统的

讨论袁而对某一项影响因素研究不够深入袁尤其是关

于公安执法公信力对公众安全感影响的研究并不多遥

渊二冤研究假设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袁 与机械化社会不同的是袁高

度发达的有机社会中公众会普遍产生孤独和焦虑感袁

感觉自己生活的社会充满对立袁这就造成了人们对自

身安全的恐慌感遥 在有机社会中袁随着社会个体化的

不断增强袁家庭纽带的削弱袁公众更加信任制度遥 公安

工作的任务决定公安是维护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部

门袁 公安在维护公众安全方面被寄予了很大期望袁故

有机社会中公安执法公信力是影响公众安全感的一

个重要成分遥 公安执法公信力是公众对公安执法树立

起的信用的感知度遥 根据前文定义袁我们将公安执法

公信力分为公众对公安工作效能和执法规范化的信

任遥 故假设如下:

假设 1: 公众对公安执法规范化信任程度越高袁

公众越具有安全感遥2008年至 2009年袁公安部连续发

布关于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与安排的文件袁对执法

规范化提出明确要求遥 执法过程中逾越范围尧消极执

法以及执法违法等现象得以纠正袁公众对公安执法规

范化更信任袁 公众相信自己的权益会受到警察保护袁

同时也不会受到警察侵犯袁公众安全感就越强遥

假设 1a院公安机关严格遵循逮捕手续袁公众越具

有安全感遥 打击违法犯罪是公安机关的使命袁但是同

样重要的是合法合理地打击遥 随着依法治国作为一项

基本国策被确立袁 公众的法治意识和需求普遍提高遥

公安机关严格遵循逮捕手续袁 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

求袁符合公众对公安工作的期盼遥

假设 1b院在侦查过程中不采取刑讯逼供袁公众安

全感越强遥 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五部门明确规定严禁刑

讯逼供袁对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袁核查重大案件审讯合

法性遥 浙江叔侄奸杀冤案引起公众对公安侦查工作的

恐惧感袁认为公安讯问过程采取特殊手段取证是必然

环节遥 公安机关要完善讯问制度袁保障当事人合理合

法的诉求袁公众的安全感就越强遥

假设 2院公众对公安工作效能信任程度越高袁公众

安全感越强遥 公安作为国家重要的行政执法机关袁承

担保障社会稳定的使命袁其使命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保

障社会的公平正义[3]遥 公安工作效能即维护社会秩序

稳定袁公安工作效能高袁公众安全感会增强遥

假设 2a:刑事案件侦破速度快袁公众安全感越强遥

刑事案件很容易对社会造成恐慌感袁尤其是面对现今

中国的八亿网民遥 如果大案要案无法及时侦破袁那么

公众会认为社会环境存在安全隐患遥

假设 2b:公众在派出所办事效率高袁公众安全感

越强遥 公众在派出所办事的效率反映了公安民警的业

务能力尧执法水平尧工作责任感以及对公众的态度遥 这

些都直接涉及到公安队伍的形象遥 公安工作效率高尧

对公众态度诚恳必然会使公众对公安在维护社会稳

定方面的工作有信心遥

二尧数据与测量

渊一冤数据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袁 对 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的数据进行分析袁该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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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执行袁 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尧

综合性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袁目的是通过定

期尧 系统地收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数据袁

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袁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

意义的社会议题袁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与

共享性袁 为政府决策与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遥

从 2003年开始袁 每年通过严格的科学抽样对全国各

地一万多户家庭进行调查遥 该数据中涉及的调查对象

与调查形式符合社会学对调查研究的要求袁调查包含

不同年龄层次尧学历层次尧职业以及地区等个体特征袁

调查形式采用自填问卷式袁本文使用 stata15.0软件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遥

渊二冤测量

1.因变量的选取

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冶数据中涉及公众安

全感的变量渊f27冤,即野从治安角度考虑袁您所在的社区

安全不安全冶遥 在问卷中对该变量采取了五分袁为了更

好地解读袁 通过数据分析软件 stata将其转换为标准

三分变量并对其进行赋值袁得出因变量的相关统计内

容( 如表 1所示)遥

表 1 因变量描述统计(N=2337)

Tab.1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dependent variable(N=2337)

2.自变量的选取

本研究聚焦在公众对公安工作效能和执法规范

化的信赖程度遥 公众对执法规范化的信任主要从野逮

捕手续是否符合规定冶和野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袁是否

会采取刑讯逼供冶两个变量来测量遥 野逮捕手续符合规

定冶这一变量在问卷中的问题为野警察抓人需要严格

的手续冶遥 野侦查过程刑讯逼供冶这一变量在问卷中的

问题为野在侦查过程中袁警察刑讯逼供冶遥 为了更好地

解读袁 通过数据分析软件 stata将以上两个变量转换

为标准三分变量并对其进行赋值袁得出变量的相关统

计内容( 如表 2所示)遥

表 2关于公安执法规范化自变量的描述统计(N=2337)

Tab.2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law enforcement(N=2337)

对公安工作效能的感知度主要从 野案件侦破速

度冶和野到派出所办事难易度冶两个变量来测量遥 野案件

侦破速度冶在问卷中表述为野如果您家附近发生入室

抢劫杀人凶手逃逸案件袁您估计通常情况下多长时间

能够侦破冶遥 野到派出所办事难易度冶这一变量在问卷

中的问题为野做成下列事情的难易程度如何要要要到派

出所办事冶遥为了更好地解读袁通过数据分析软件 stata

将以上变量转换为标准三分变量并对其进行赋值袁得

出变量的相关统计内容(如表 3所示) 遥

表 3 关于公安工作效能自变量的描述统计(N=2337)

Tab.3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public security work efficiency(N=2337)

3.控制变量的选取

本次数据分析的控制变量包含性别尧年龄尧政治

因变量院

公众
安全感渊Y)

0=不安全 8.17% 191

2337
1=一般 18.83% 440

2=安全 73% 1706

执法规范化
信任

逮捕手续
符合规定

0=不符合 13.35% 312

2337
1=一般 29.35% 686

2=符合 57.30% 1339

侦察过程
刑讯逼供

0=符合 23.71% 554

2337
1=一般 36.76% 859

2=不符合 39.54% 924

工作效能
信任院

案件侦破
速度

0=无法破案 11.81% 276

2337
1=等待很长时间 69.02% 1613

2=很快破案 19.17% 448

到派出所办
事难易度

0=困难 23.96% 560

2337
1=一般 37.27% 871

2=容易 38.77%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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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尧受教育水平尧个人收入等人口学基本特征袁由于

性别尧政治面貌和受教育程度不是连续变量袁需要对

变量先进行整合赋值再设置虚拟变量遥 年龄与个人收

入是连续变量袁不对其做虚拟变量的描述遥 年龄变量

渊a301冤在问卷中的问题是野您的出生日期是 年冶袁

对变量数值观察发现选取的样本中年龄最小的是

1997年出生的袁即 19周岁曰最大的是 1921年出生的袁

即 95周岁遥 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划分标

准做出的新规定袁对年龄变量进行划分遥 个人年收入

渊a8a冤 变量在问卷中的问题是 野您个人去年的总收

入冶袁由于连续变量层次较多不便于分析袁对变量做简

单分组赋值袁 得出以上变量的相关统计内容 渊如表 4

所示冤遥

表 4 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N=2337)

Tab.4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control variables(N=2337)

三尧结果与分析

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袁首先对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分析袁模型一在控制变量回归的基础上加入野逮捕手

续符合规定冶变量袁模型二加入野侦查过程刑讯逼供冶

变量袁模型三加入野案件侦破速度冶变量袁模型四加入

所有影响因素变量遥 从回归的结果看袁各个模型都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袁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遥

表 5 公众安全感主要影响要素 Logit回归模型

Tab.5 Logit regression model of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security

注院*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1.人口学特征与公众安全感

对结果观察发现袁性别尧年龄两个变量影响效果

始终显著遥 对性别的探讨中袁女性相比较于男性参照

组袁安全感呈负相关袁也就是说男性更容易有安全感遥

年龄也影响公众安全感要要要随着年龄增长袁个体安全

感越来越高遥 其他个体因素对安全感的影响并不显

著遥

性别
0=男 48.91% 1143

2337
1=女 51.09% 1194

年龄

0=19到 65周岁 79.76% 1864

23371=66到 79周岁 15.92% 372

2=80到 95周岁 4.32% 101

政治面貌
0=非中共党员 89.82% 2099

2337
1=中共党员 10.18% 238

受教育程度

0=初中及以下 65.68% 1535

23371=高中及专科 25.20% 589

2=本科及以上 9.11% 213

个人年收入

0=六万元及以下 92.26% 2156

23371=六万至二十万 6.80% 159

2=二十万元以上 0.94% 22

控制变量院

性别渊参照组院
男冤

女 -0.1936* -0.1961* -0.1937* -0.2044*

年龄 0.3466*** 0.3535*** 0.3384** 0.3262**

政治面貌
渊参照组院非党
员冤

党员 -0.0375 -0.0481 -0.0579 -0.0863

学历
渊参照组院初中
以下冤

高中即专科 -0.1128 -0.1030 -0.1037 -0.1212

本科即以上 -0.0321 -0.0183 -0.0304 -0.0248

年收入 -0.0428 -0.0289 -0.0382 -0.0547

自变量院

公安执法规范
化信任院

逮捕手续符合
规定

0.3274*** 0.3126*** 0.2820*** 0.2435***

侦查过程刑讯
逼供

0.1235* 0.0878 0.0597

公安工作效能
信任院

案件侦破速度 0.4313*** 0.3925***

到派出所办事
难易度

0.2940***

cut1 -1.415*** -1.1634*** -0.4720 -0.1426

cut2 0.0281 0.2815 0.9833** 1.3227***

样本量 2337 2337 2337 2337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48窑 窑



2.公安执法规范化与公众安全感

通过模型一我们观察出袁逮捕手续符合规定对公

众安全感影响显著袁认为野逮捕手续一般符合规定冶的

公众安全感的概率是认为 野逮捕手续不符合规定冶的

0.3274倍曰认为野逮捕手续符合规定冶的公众安全感同

样显著更高遥 公众评价逮捕手续的合规性袁反映了公

众对执法规范化的认可状况袁公众对执法规范化越信

任袁公众越具有安全感遥伴随着依法治国的确立袁公众

法治水平和法治需求不断上升袁 自身权利意识增强袁

验证了上文中 1a的假设院 公安机关严格遵循逮捕手

续袁公众安全感越强遥 公安机关严格遵循逮捕手续袁对

于增强安全感有着重要意义遥

模型二在人口学以及逮捕手续符合规定的基础

上加入公众对侦查过程中刑讯逼供的感知度袁在模型

二中公众对侦查过程中刑讯逼供感知度对公众安全

感影响虽然不太显著袁但符合上文 1b的假设院公安机

关在侦查过程中不进行刑讯逼供袁 公众安全感越强遥

2015年对公安机关立案共计 7174037起袁 其中杀人尧

伤害尧抢劫尧强奸尧拐卖妇女儿童等刑事案件占比较

小袁盗窃尧诈骗刑事案件占比高达 82.59%[4]遥 随着社会

体系的发展变化袁涉及公民生命安全的恶性刑事案件

下降袁触及公众财产的案件增多袁尤其是利用网络进

行诈骗的案件呈现多发态势袁导致公众对公安机关侦

查过程感知度下降遥同时也是由于公安机关落实科技

强警尧科技兴警的理念袁强调公安机关侦破工作中科

技的功效遥

3.公安工作效能与公众安全感

案件侦破速度对公众安全感影响显著袁符合上文

2a的假设院刑事案件侦破速度快袁公众安全感越强遥对

公安机关破案率评价较高的公众相比于低效能评价

的公众袁安全感高出 0.4313倍遥 公众对侦破居住地附

近刑事案件效能的评价袁反映了公众对公安机关工作

的认可状况袁公众对该工作效能越信任袁公众安全感

越强遥 在新闻与传播领域袁戴维森教授提出第三人效

应理论遥 第三人效应理论是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这

两个观念展开袁要义是在潜在的说服传播中,第三人称

受到的影响大于第一人称, 人们通过感知他人是如何

受到影响的袁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5]遥面对居住地附近

发生的刑事案件袁居民无需通过媒体传播袁只有公安

机关科学高效的侦破工作会缓解公众恐惧感遥

公众到派出所办事难易度对公众安全感影响显

著袁符合上文 2b的假设院公众在派出所办事效率高袁

公众越具有安全感遥 派出所是基层单位袁工作综合性

比较强遥 派出所特殊的性质决定了其能代表在群众眼

中队伍的整体形象袁因而派出所是对社会影响力最大

的公安部门[6]遥只有不断完善执法能力袁人民群众才会

感受到国家的法制化与人文化进程袁对自己权利的保

障更有信心袁安全感才会增强遥

在模型三加入案件侦破速度袁模型四加入公众到

派出所办事难易度感知变量后袁侦查过程中刑讯逼供

的公众感知度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并不显著遥 针对这

样的情况袁我们通过 2014年以及 2015年发生的恶性

事件做出解释遥 几起暴恐案件以及影响恶劣的刑事案

件引起社会恐慌袁公众对公安迅速破案尧高效处理的

要求高于侦查程序的严格性袁导致模型三加入案件侦

破速度袁模型四加入公众到派出所办事难易度感知变

量后袁侦查过程中刑讯逼供的公众感知度对公众安全

感的影响并不显著遥 尽管如此袁公安机关在追求高破

案率袁确保社会治安稳定的同时袁依然要遵守宪法袁保

障人权袁不能为了实体正义抛弃程序正义遥

四尧结论与启示

安全本质上是社会群体对行为的前瞻性信任,是

建立在互动基础之上的主体间认知遥 安全的主体起初

是以个人为参照,尔后推及到各层系的社会群体[7]遥 在

有机社会中袁 公众不安全感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隐

患袁研究公安执法公信力对于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具有

重要意义遥 本文中设定的假设即公安执法规范化与公

安工作的效力会对公众安全感产生极大的影响遥 公安

机关执法规范化袁办事效率高袁公众安全感普遍增强遥

但是针对假设 1b中侦查过程中刑讯逼供对公众安全

感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的问题袁要结合当年的社会治

安形势遥 无论在 2a假设中公众对破案速度要求多么

急切袁 公安机关仍要坚持侦查讯问的原则性问题袁不

能逾越法治的框架遥 针对以上结论袁我们可以通过以

下几个方面加强公安工作效能建设院

渊一冤公安机关强化法治思维和底线意识袁部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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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认为公安机关会为了完成任务采取非法手段袁严重

影响了公众安全感遥 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做到依法履

职尧依规行权袁做到有令必行尧有禁必止袁积极构建系

统完备尧公正高效尧监督有力的监察机制遥

渊二冤以基层工作和社区恶性案件为抓手袁提高工

作效能遥从到派出所办事难易程度的公众感知度发现袁

公众对基层工作不甚满意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

委工作会议上提出:野政法机关和广大干警要推己及人,

工作以群众满意度为考量遥 冶[8]公众对社区所发生的刑

事案件侦破速度的评价与安全感知表明袁 加强基层公

安队伍的建设袁探索基层信息化警务新机制,多方面促

进社区警务信息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袁建立智慧社区袁

防止恶性案件的发生[9]曰 恶性案件发生后妥善处置袁及

时侦破案件袁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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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ublic Security Enforcement Credibility on Public Safety

要要要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Logit Regression Analysis

LIU Jiantao

( School of the Crime Academy, People爷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袁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In the National Public Security Work Conference, Chairman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strict management of police, improve the public trust of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promote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en鄄

hance the sense of security of the people, and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society.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security or鄄

gans' law enforcement credibility on public security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野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2015冶, the Logit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public trust of public security and public secur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ublic trust of public security organs has a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ublic secur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strengthen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ecurity team,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law en鄄

forcement, and improve the speed of case detection to enhance public security and enhance social stability.

Key words: law enforcement credibility; law and order; security; soci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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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学科对词汇语义学理论健壮性发展的

内在要求袁Paradis认为词汇语义学各大流派均必须对

以下 5个根本性问题作出回答袁即院渊1冤语言意义的本

质曰渊2冤词义之间的关系曰渊3冤词义的习得与存储曰渊4冤

词义的理解与传达曰渊5冤词义的变化机制及其理据性袁

其中渊1冤和渊2冤最为基本遥 [1]我们曾以经典词汇语义学

流派尧 新结构主义语义学流派对 Paradis之问的不同

回答为切入点袁指出对这 5大根本问题的不同回答成

为词汇语义学理论不同流派的基本理论假设和承诺袁

构成了它们方法解释和词语不同义面解读的基础遥 [2-3]

现有研究表明袁经典词汇语义学流派袁如历史语文语

义学尧结构主义语义学尧生成主义语义学袁以及新结构

主义语义学都只对 Paradis的 5大根本问题作出了部

分回答遥 [2-3]

认知语义学以对 Paradis之问的全面回答为起点[4-6]袁

如体验观涉及意义的习得曰意象图式渊如理想认知模

型等冤涉及意义的储藏曰对认知方式和能力的探索袁则

与语言使用者传达尧理解相关曰隐喻尧转喻机制和原型

理论对意义变化具有良好的解释力遥 认知语义学认

为袁语境尧语用意义具有可变性曰意义是超越词语边界

的认知现象曰 意义理解涉及视觉和概念的心理表征曰

其共同之处是着重对语义变化性及其理据性的研究遥

认知语义学的上述核心观点体现了其对意义的储藏

词汇语义学的根本问题及其回答院

认知词汇语义学视角

魏 琛 1,2袁 倪盛俭 3

渊1.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袁 上海 200241曰

3. 贵州财经大学 文法学院袁 贵州 贵阳 550025冤

摘 要院通过梳理和论述范畴结构的原型模式尧概念隐喻与转喻理论尧理想认知模型以及框架理论等认知语义学

核心理论的主要观点尧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袁试图基于此回答 Paradis针对词汇语义学理论健壮性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提

出的 5大根本问题袁并对该系列文章做了总结遥 研究发现袁认知语义学持最大化主义意义观袁倡导意义的概念化基础尧语

境观尧百科知识观和心理观袁对 Paradis之问作了全面的回答遥 其体现了如下观点院语境尧语用意义具有可变性曰意义是超

越词语边界的认知现象曰意义理解涉及视角化和概念的心理表征曰其共同之处是着重对语义变化的研究遥文章指出院认知

语义学是对先前研究的延续与深度发展袁在继承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袁在与同一学科不同流派在不断融合中朝深度发展袁

并在不断地与不同学科的理论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过程中朝广度拓展曰依据现有语料袁建立语言模型袁对将来可能的语

言现象做出一定的预测袁试图在科学哲学范式的指导下实现解释充分性和表征充分性遥 其启示是院单一的理论框架对语

义现象无法实现描写和解释的充分性曰语义研究需要基于整体性视角的多维融合研究遥文章对语言本体研究尧语言教学尧

词典编撰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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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尧变化机制及其理据性等方面的充分关照遥 研究

发现袁现有词汇语义学流派都只是对词语及其意义变化

性某些方面的研究袁其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

意义的解释充分性原则遥 有鉴于此袁词汇语义学不同流

派之间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求同存异尧互相借鉴尧协同

发展袁共同构建语义研究的整体性尧多维融合模型遥 [7-9]

一尧认知语义学对词汇语义学根本问题的

全面回答

认知语义学发轫于 20世纪 80年代袁它明显反对

生成语言学提出的语法自治观尧 天赋观等理论假设袁

也反对生成语言学认为的语义处于次要地位的研究

理念[10-12]袁认为对意义变化机制及其理据性的充分性

关照应成为语言研究的中心遥

在认知语义学发轫之前袁语言与语言外知识或语

义与语用的区分袁 通常是语义学家研究语义的出发

点遥 上述二者的区分构成了语义研究最大化主义和最

小化主义的不同分界袁但其区分都不太成功袁使其理

论的健壮性大打折扣遥 结构主义语义学认为袁语言是

自治的系统袁意义是词语在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共同

构成的语义关系网中的关系语义值遥 [2]新结构主义语

义学的各种方法试图维持语言系统与语言外知识之

间的区分袁但总是遇到划界困难院隐含在最小化主义

各种方法中的受限尧还原的方法不容易实现遥 [3]

国内学者总结了认知语义学的 9个主要观点院经

验观尧概念观尧百科观尧原型观尧意象图式观尧隐喻观尧

寓比观尧象似观以及认知模型与激活理论[4]遥认知语义

学认为袁语言是非自治系统曰意义的理解需要语言之

外更广泛知识体系的参与袁它明显采取的是百科知识

式的最大化主义观袁认为语义具有社会性尧动态性尧语

境依存性和待确定性遥[13]因而袁认知语义学取消了上述

二者的区分院无需严格区分语义和语用要要要语言可以

在认知这个大语境中加以研究袁而语言学的方法基础

是语言的使用要要要至少原则上如此遥 由此可见袁在词

汇语义学中袁最大化主义和最小化主义的对立主要体

现为以下 4个方面的对立院渊1冤词语知识和世界知识

之间的分界问题曰渊2冤语义和语用之间的分界线问题曰

渊3冤结构导向和用法导向之间的选择问题曰渊4冤对语义

理论试图获得的认知心理现实性的程度问题遥

通过梳理认知语义学中比较系统尧权威的核心理论袁

如范畴结构的原型模式尧概念隐喻与转喻理论尧理想认知

模型以及框架理论袁本文试图以此回答 Paradis之问遥

渊一冤原型和突显渊Prototype & Salience冤

基于原型的范畴概念源于 20世纪 70年代 Rosch

对范畴内部结构的研究遥[14]从其认知心理学源头出发袁

原型理论朝 2个方向发展院一是形式心理词库袁试图

设计出各种形式模型来表示人类概念记忆及其运作

方式曰一是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在语言学中得

到稳定尧持续发展的原型范畴观遥 由于篇幅受限袁本文

仅关注后一发展方向遥

1. 原型效应

Lakoff从标志性尧语音尧形态尧句法尧主语尧施事尧话

题尧基本从句类型等角度袁讨论了语言中的原型效应袁

其结论是语言范畴和概念范畴一样显示原型效应袁语

言效应发生于语言的每一个层次遥 [10][15]

20 世纪 80 年代初袁Rosch 的研究成果被介绍到

语言学领域遥经 Lakoff尧Langacker尧Taylor等人的发展袁

范畴的原型性渊prototypicality冤特点有如下 4点常被提

及院渊1冤原型范畴的典型性存在程度差别曰渊2冤不同原

型范畴之间的边缘具模糊性曰渊3冤 原型范畴结构具有

家族相似性袁其语义结构呈放射性簇状和重叠解读形

式袁且不同成员之间的地位具有非等同性曰渊4冤原型范

畴不能通过一套充分必要的标准特征淤来定义袁 因而

范畴并不具有离散性特征遥 [10][16-17]前 2个特点涉及外

延袁后 2个关乎内涵遥 非离散性涉及分界问题和范畴

的灵活性应用袁成员地位不等性说明范畴具有内部结

构院典型成员占据范畴领域的核心位置袁非典型成员

位于边缘相对不突显的位置遥 非离散性尧不等性的划

分与内涵尧外延角度划分相互作用袁形成上述 4个原

型效应遥 援引 Geeraerts的原型效应如下院

表 1 四种原型效应[17]

Tab.1 Four effects types of prototypicality

表 1中袁特点渊1冤说明语义结构在突显效应下具

有核心和边缘的外延不等性袁即一些成员比另外一些

成员更典型或者是范畴更突显的代表曰特点渊2冤显示

了内涵的不等性院词条的不同解读渊义项冤可能形成一

非等同性
渊1冤典型性差异尧成员身
份突显

渊2冤聚类成家族相似性

非离散性
渊3冤边界的模糊性尧成员
身份的不确定性

渊4冤充分必要条件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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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含有一个或多个核心实例的集合袁每个核心包围着

从中心散发出来的解读曰特点渊3冤展示了外延的非离

散性概念袁即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知识的分界问题和意

义表达的创造性和灵活性曰特点渊4冤代表内涵的非离

散性院用经典范畴理论的充分必要条件来区分范畴具

有不充分性遥 显然袁原型范畴可能具有上述 4个特点

或大部分特点于遥

2. 放射性网络和一词多义现象

原型范畴理论对一个意义所代表的结构 渊外延冤

和不同相关意义所形成的结构都具有较为充分的解

释力袁 即扩展的原型理论可解释一词多义现象袁如

Lakoff借此区分了歧义渊ambiguity冤和笼统渊vagueness冤遥 [15]

在日常生活中袁 当被理解为 fruit这一概念的原型义

野树或者灌木的软甜可食部分冶时袁其外延包括苹果尧

樱桃尧雪梨等曰而对于黄瓜尧苦瓜等袁根据地域尧饮食习

惯等袁可能会被划入水果或蔬菜范畴遥 这时水果下属

的不同成员体现了同一意义下的原型效应遥

借助隐喻和转喻等各种语义变化过程袁fruit在不

同领域可实现为不同的意义遥 从生物领域看袁fruit的

含义是野植物或树的产籽部分冶袁着重的是繁殖后代的

功能袁其偏离了原型用法曰在短语野the fruits of nature冶

和野fruits of the ground冶中袁其语义特征不再包含野树尧

灌木或可食冶等袁而是泛指野成果冶遥 上述例子表明 fruit

的意义泛化有 2种情况院 一是 fruit所属对象的泛化袁

如在 the fruits of nature中袁fruit所属对象不再是 野树

或灌木冶袁而是 nature曰二是 fruit 所指的泛化袁fruit 的

生物学意义野植物或树的产籽部分冶袁着重的不是 fruit

的野可食性冶功能袁而是生物延续的功能遥然而袁在野the

fruits of his labour冶和野his work bore fruit冶中袁借助隐

喻手段袁fruit的意义变得更为抽象袁可理解为野后果尧

结果尧收益冶等袁但在这里仍然能看到原型义中隐含的

野子孙后代冶义遥上述 fruit的所有意义共享某些家族相

似性遥 核心意义拥有最多的突显语义属性袁fruit不同

意义所形成的结构和 fruit仅作为单一原型义所形成

的结构具有相似性袁催生了利用扩展的原型模型来解

释一词多义现象的方法遥 原型范畴理论认为袁一词多

义形成的是放射性网络模型袁原型义尧扩展义之间以

各种关系渊理据冤产生联系袁如泛化尧转化尧类推尧隐喻尧

转喻等曰其中转喻是最基本的语义变化理据袁家族相

似性和转喻理据具互释性遥 如果某一语义与原型相

比袁仅体现原型义的部分属性袁则该语义就是经过转

喻而得到的曰反之袁转喻现象之一就是某一语义仅体

现原型义的部分属性袁体现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手段遥

诸如上述的论断实际上都基于语义层次及其所

致层次之间具有可区分性的假设袁即多义范畴与单义

表示的范畴成员之间是可区分的袁但认知语义学暗示

上述区分法具有不稳定性遥 有学者认为袁用于区分一

词多义现象的核查法本身存在矛盾袁基于不同语境可

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遥 这种不稳定性和矛盾性反而使

得把原型理论从处理单一意义结构扩展到多义结构

成为必要遥 [17]Geeraerts通过进一步分析区分多义性现

象和笼统之间的困难以及对相关歧义核查查手段的

述评明确了原型理论对多义性的解释力遥 其结论认为

认知语义学可能会采取激进的研究方法对意义的语

境灵活性进行研究袁既涉及从现有意义中进行基于语

境驱动的选择或基于场境的新义创造袁又使一词多义

和笼统之间的区分模糊化尧动态化遥 [17]或许正因为如

此袁原型范畴理论在解释歧义方面更成为一种必要的

存在袁它在解释模糊尧动态语义变化中发挥了更大的

作用袁即原型范畴理论正是解释语义模糊性和语义变

化动态性的良好理论机制遥

3. 基本层次和名称确定上的突显

一般认为袁当今的认知语言学主要有 3种表征方

法院经验观尧突出观和注意观[18]袁其中突显是突出观的

核心概念遥 范畴化的原型模型最大的创新是在描述词

义扩展结构时赋予突显一定的地位院除了要素之间的

定性联系如隐喻尧转喻袁扩展结构中还给出了可量化

处理的中心要边缘关系遥 由于中心要素处于突显地

位袁 突显的概念经扩展可表示不同词语之间的关系袁

即不同词语之间的突显差异可用 野基本层次假设冶来

描述遥 Lakoff认为范畴的组织不仅可从最抽象到最具

体按层级组织袁还可从其层级的中央出发向上进行抽

象化袁向下进行具体化袁形成基本层次范畴遥 [15]基本层

次范畴的首要性表明袁基本层次范畴在功能上尧语源

上具有首要地位院完形感知的特征尧构建图式的能力尧

基于身体运动能力等是知识组织和认知加工的基础袁

有利于语言及其意义的习得尧识别和记忆遥 [10][15]因其首

要性袁基本层次范畴在概念层级中的突显性体现为命

名优先性院设有一个特定所指袁若从分类提供的所有

选项中选取一个作为该所指的名称袁则最可能当选的

是位于基本层次的名称遥 进而袁当同一渊基本冤层次范

畴有多个候选名称时袁需进一步根据其使用频率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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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社群中的固化程度渊entrenchment冤来确定遥

渊二冤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渊Conceptual Metaphor

& Conceptual Metonymy冤

对词条内部结构的关注促进了对结构中意义之

间关系的研究遥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家族相似性上[15]袁

而且还体现在特定的语义扩展机制袁如基于相似性的

隐喻和基于相邻性的转喻遥上文关于 fruit的所有语义

变化实际上都涉及隐喻或转喻机制袁 二者都接受心

理尧百科的语义观袁均表现出其对共时语义扩展机制

和意义动态灵活性的广泛兴趣遥

1. 概念隐喻

1980年以降袁隐喻被认为是语义扩展的主要认知

机制之一遥 [18-20]国内外概念隐喻研究成果丰硕袁如王寅[10]尧

束定芳[21]袁而 Geeraerts对隐喻理论的介绍也基本限于

Lakoff & Johnson [19] 的研究成果遥 [17] 本节重点突出

Lakoff & Johnson[20]的研究成果遥

隐喻并非全新的概念遥 历史语文主义已经把隐喻

作为一种认知的语义变化机制袁而不仅仅是一种传统

的修辞方法遥 [2]Lakoff & Johnson通过大量的例证[19-20]

指出袁隐喻不仅存在于语言修辞层袁更存在于概念层

上袁证明了隐喻首先或主要是一种认知现象遥 首先袁隐

喻以超越单个词条的模板形式出现[20]袁如 IDEAS ARE

PEOPLE尧IDEAS ARE PRODUCTS 和 IDEAS ARE

COMMODITIES遥 [20]其次袁映射渊mapping冤具有系统性袁

隐喻图式具有能产性和创造性遥 隐喻映射发生时袁源

域的用法可系统地被目标域所接收袁一些新的隐喻用

法可能被创造袁目标域可能被赋予新的解读遥 [20]最后袁

隐喻模式往往来自语言外世界袁 与人的具身体验相

关袁如方向隐喻中的野UP冶野DOWN冶隐喻中的各种模式

就是来自外部世界遥 [20] 在研究初期袁Lakoff & Johnson

根据映射类型的差异区分了 3种隐喻院 结构隐喻尧本

体隐喻和方向隐喻遥 [19]后来他们试图纠正这种过于主

观化的区分法遥 认知语义学坚持体验哲学观袁以身体

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袁 将意义视为基于身体经验的

野概念化冶隐喻遥 隐喻主要通过基于体验所形成的意象

图式及其扩展来实现曰当一个概念被映射到另一个概

念时袁意象图式在其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遥 [10]实际上袁

所有的隐喻都具有结构性尧本体性和方向性袁即隐喻通

过意象图式的单向性特征从本体域结构映射到目标域

结构袁创造出目标域实体和浮现域内的创新语义遥

从 1980年至 2003年袁Lakoff & Johnson的概念隐

喻理论经历了较大的发展和深化遥 其不仅增加了证明

隐喻概念存在的神经认知证据袁使得隐喻构造思维的

方式变得更加清晰袁而且还完善了语义是基于人体体

验的说法遥 对隐喻深层结构的分析发现袁大部分的基

本概念袁如时间尧事件尧因果关系尧道德尧自我等袁几乎

都可完全由复杂的概念隐喻构造遥 [20]为了更好地说明

隐喻的创造性袁Lakoff & Johnson曾增加了野投影隐喻冶

以体现隐喻给目标域带来的额外实体和关系[20]袁但投

影隐喻带来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把源域中所有的内容

都投射到目标域袁忽视了映射的选择性关系遥 神经语

言学证据表明袁 基于语言神经理论盂的隐喻有取消映

射的倾向袁从而削弱了意象图式在隐喻中的地位遥 在

此影响下袁Lakoff & Johnson于 1997年放弃了投影隐

喻袁进而在 1999年提出了基本隐喻综合理论遥 [22]该理

论既有神经理论的基础和更扎实的实验依据袁同时它

也接受了 Grady 的基本隐喻理论尧Johnson 的并存理

论尧Narayanan的隐喻神经理论和 Fauconnier & Turner

的概念融合理论等理论的影响袁 特别是概念融合理

论袁 克服了映射过程中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冲突的内

容袁体现了映射结构间的部分选择性关系遥

基本隐喻直接来自具有普适性的基本经历袁这种

经历通过大脑中表示两个相关领域的部位产生神经

联系袁 使得隐喻自然地与语言神经理论结合在一起遥

通过感知尧行动和想象过程中所共享的动态尧实时的

大脑功能区的连接袁其神经设定渊Neural enactment袁逻

辑表达式为院Neur 蚁1 en 蚁ctment冤 为描绘语境和话

语中隐喻的动态用法提供了机制袁进而通过明确的计

算模型便可对隐喻的动态操作过程进行较为明晰和

精细的计算描述[20]遥

Geeraerts认为概念隐喻理论基于 3个重要命题[17]院第

一袁隐喻是认知现象袁而不仅仅是语言现象曰第二袁隐喻

是跨域的映射曰第三袁语义是基于人体经验的遥[20]这 3个

命题用来描述 1980年的隐喻理论或许是合适的袁但用

于描述经过多年发展后的隐喻理论则略显不足遥

Lakoff & Johnson于 2003年概述了当代概念隐喻

研究的成果遥 我们将其总结为如下 8点院渊1冤隐喻在本

质上首先体现在概念层袁其次才是语言形式层曰渊2冤概

念隐喻基于日常经验和具身体验曰渊3冤 抽象概念绝大

部分具有隐喻性曰渊4冤隐喻思维是不可避免尧无处不在

的袁而且大部分是下意识的曰渊5冤抽象概念有一个原义

核心渊literal core冤袁经由隐喻渊通常是许多互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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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冤扩展曰渊6冤缺乏隐喻的抽象概念是不完整的袁比

如说如果没有魔力尧吸引力尧疯狂尧结合尧培养等隐喻袁

野爱冶就不是野爱冶了曰渊7冤因概念推理的隐喻有可能不

一致袁概念系统在整体上也不具一致性曰渊8冤我们生活

在源于隐喻的推理基础之上遥 [20]通过上述梳理袁Lakoff

& Johnson明确了概念隐喻优于语言隐喻的地位袁弥

补了 Geeraerts第一个命题中未明确的这种差异曰同时

用野日常经验冶替代了 Geeraerts第三个命题中的野身体

经验冶袁因为日常经验涵盖身体经验尧生理经验尧社会

经验和文化经验等的概念化 [23-24]袁比如不同语言文化

中野生气冶的隐喻系统直接来自生气本身的生理现象[20]袁

而不是间接地基于身体经验遥

虽然概念隐喻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袁但也存在一些

不足遥 其一袁如上文所提袁映射具有系统性袁隐喻图式

具有能产性和创造性袁是否有充分的语言事实证明这

个结论的普适性钥 即隐喻的系统性尧能产性尧创造性的

普适性还有待充分的尧跨语言的证明遥 其二袁一个隐喻

的恰当确定必须保证其不会导致不恰当的语言使用遥

如果隐喻是跨域间的映射袁那么袁野领域冶概念怎么确

定钥 如果领域有层次结构的话袁隐喻映射一般发生在

哪一个层面钥 因而袁我们认为袁隐喻的确定还存在主观

随意性遥 第三袁隐喻在用来解释一词多义现象时袁其解

释很容易与家族相似性产生混淆遥 这表明域的界定至

今仍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袁如果我们就此而得出隐喻

是跨域映射的结论袁显然说服力还不足遥 第四袁Geer鄄

aerts指出袁 是否应该区分 野死喻冶渊dead metaphor冤和

野活喻冶渊live metaphor冤以界定家族相似性和隐喻在解

释一词多义现象上的合理分工[17]袁如 Riemer的野多义

性四范畴理论冶渊four-category theory of polysemy冤就是

很好的尝试[25]遥 其言下之意便是概念隐喻和家族相似

性在解释多义性现象时分工还不够明确遥

2. 概念转喻

隐喻常把人的一些特性加于所描述的对象[19-20]袁

比如拟人曰转喻则是用一个实体去指与之相关的实体遥

与概念隐喻一样袁概念转喻也具系统性尧普遍性曰它们

构造语言尧思维尧态度和行动曰但转喻的经验基础比概

念隐喻更明显袁因它常涉及直接的物理或因果联系遥 [20]

长期以来袁隐喻和转喻的区分是个难题遥 [25]Lakoff

& Johnson区分了 6种转喻形式[20]曰也有国内学者尝试

区分了 16种转喻形式遥[26]二者的区分难题与二者具有

很高程度的相互关联性有关遥 [25]经典的基于领域之间

的区分法通常认为隐喻涉及两个领域袁而转喻则只涉

及一个领域[20]袁但是有些隐喻发生在同一个领域[27-28]袁

是两个领域相互作用的结果 [29]袁Goossens将其称之为

隐转喻渊metaphtonymy冤[30]袁并区分了野来自转喻的隐

喻冶和野隐喻中的转喻或转喻中的隐喻冶曰在此基础上袁

Riemer的多义性四范畴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拓展袁增加

了 野后隐喻 冶 渊postmetaphor冤 和 野后转喻 冶 渊post鄄

metonymy冤[25]袁以此尝试用隐喻尧转喻尧后隐喻尧后转喻

来全面解释英语和沃尔皮里语渊Warlpiri冤中的野打击/

冲击冶类动词的一词多义现象遥 [25]如上文所述袁领域的

确定或划分本身还是一个问题袁人们重提了传统的基

于相似性和相邻性的区分遥 有必要明确一点袁野隐喻是

基于相似性的冶论断是不充分的袁甚至是错误的遥 隐喻

是基于经验中跨域的相关性袁相关性使得隐喻的两个

领域出现了可见的相似性[20]袁可以说是隐喻创造了相

似性袁而不是隐喻基于相似性遥

原型范畴理论的应用有助于区分隐喻尧转喻遥 根

据原型理论袁有学者对转喻的类型进行了分类[29]袁其做

法大致如下院将相邻性作为范畴的核心扩展至包括构

成尧包含和接近袁接着以空间为原型核心袁将其扩展至

包括空间尧时间尧事件和功能实体等领域袁再将以相邻

性为核心的范畴和以空间为核心的范畴进行互相映

射袁区分出了 11种转喻遥 [17]有国内学者通过分析转喻

的不同分类体系袁总结了概念转喻的本质和区分性一

般标准遥 [31]他们认为概念转喻有 5个本质院渊1冤它是同

一认知域中心理可及次域之间的认知操作曰渊2冤来源

义和目标义的关系是偶然而非必然的曰渊3冤目标义突

显袁来源义是背景曰渊4冤转喻在言语行为中有重要作

用曰渊5冤转喻发生的条件是分类逻辑袁转喻在其自身的

逻辑秩序上运作遥并概括出了 4条区分性一般标准[31]院

渊1冤功能上袁隐喻用于描述袁转喻用于指称[20]曰渊2冤从映

射的基础性看袁隐喻基于相似性袁而转喻基于邻近性曰

渊3冤隐喻是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映射袁转喻是同一认知

域次域之间的映射曰渊4冤隐喻映射往往是单向的袁转喻

则是可逆的遥 [15]对这些标准及相关内容讨论的结果表

明院标准不是绝对的袁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隐喻和转

喻的区分曰如果能对领域加以明确界定袁那么从功能

和映射基础上看袁渊1冤和渊2冤似乎更为基本遥 更由于隐

喻和转喻之间的相互作用袁 二者常常构成一个连续

体遥 [25][29][30]为此袁如果能对隐喻进行类似的处理袁应该

有助于厘清隐喻尧转喻及二者的区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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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Lakoff和 Johnson指出的那样袁 转喻同隐喻

一样袁同样是一词多义现象的生成机制曰转喻也基于

日常经验袁其思维尧态度和行动袁常涉及更为直接的物

理或因果联系袁因而符号转喻为宗教尧文化隐喻和日

常生活之间提供了联系袁是理解宗教和文化概念的根

本途径遥 [20]虽然转喻在分类和机制的确定上比隐喻更

清晰一些袁但在二者的区分上仍需谨慎遥

渊三冤理想认知模型榆渊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ICM冤

作为一种相对定型的心智结构袁认知模型由概念

及其间相对固定的联系构成袁 是人们在认识事体尧理

解世界过程中组织和表征知识的模式[18]曰而理想认知

模型则是建立在多个认知模型之上的一种格式塔完

形[32]袁是人们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整合某领域中的经

验和知识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化的理解遥 因而 ICM

具有体验性渊在人类与外界互动的基础上形成冤尧完形

性渊不仅仅是由各构成部分组合而成袁而且也是一个

整体结构冤尧 内在性 渊是心智中认识事体的方式冤遥 [32]

Ungerer & Schmid则为 ICM补充了 4个特征院开放性

渊它会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冤尧选择性渊从

开放的要素中不断作出典型的选择冤尧关联性渊内部成

分相互关联冤以及普遍性渊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 CM

的影响袁也不能不用 CM来认识世界尧进行推理尧理解

意义冤遥 [18]

Lakoff认为有 2种基于具身体验的前概念结构袁

即基本层次渊概念冤结构和动觉意象图式[15]袁其都符合

客观主义语义学提出的对语义基元判定的标准 [15]袁构

成了普通概念结构理论的基础院基本层次概念和意象

图式概念可构建出更为复杂的认知模型袁意象图式则

为这些模型提供内在结构遥[15]基本的前概念有空间尧时

间尧颜色尧温度尧感知尧情感等都具有完形结构遥 每一个

ICM都是由符号组成的结构袁分为构造块结构渊build鄄

ing-block structures冤和完形结构渊gestalt structures)袁前

者符合组合规律袁后者符合整合规律[15]袁而 ICM明显

属于后者遥

从实践和逻辑角度出发袁Lakoff全面批评了意义

思维和推理的客观主义观点[15][19-20][22]袁提出用 ICM 解

释范畴结构尧原型效应尧概念结构尧一词多义和语法结

构等现象遥 通常认为 ICM理论主要源于框架理论尧概

念隐喻和概念转喻尧认知语法和心智空间理论袁因而

它基于 4种结构原则院渊1冤命题结构袁类同 Fillmore的

野框架冶[33]曰渊2冤意象图式结构袁类同 Langacker 认知语

法中的概念[34]曰渊3冤隐喻映射袁类同 Lakoff & Johnson描

述的概念[20]曰渊4冤转喻映射袁类同 Lakoff & Johnson描述

的概念遥 [20]Lakoff指出 ICM是范畴结构和原型效应的

源泉袁后两者是 ICM的副产品遥 [15][20]每一个 ICM都是

一个复杂的完形尧结构化的整体遥 每一个 ICM都构成

一个 Fauconnier所描述的野心智空间冶遥 [35]对应地袁概念

的认知模型主要有意象图式模型尧命题模型尧隐喻模

型与转喻模型 4种[20]曰前两者表示模型的结构袁后两者

表示基于前两者的映射关系遥 加上语言是基于符号的

模型特征袁ICM就可分为 5种基本类型遥 Lakoff认为袁

认知模型和语法结构都具有完形特征[20]袁原则上采取

分解的尧例举的方法无法穷尽其全部意义遥 但在实际分

析中袁人们还是不得不采取分解的方法曰而前概念的存

在为分解法提供了方便袁常用来说明 ICM概念的经典例

子是野bachelor冶野mother冶的原型意义与拓展意义遥 [19-20]

在 ICM理论中袁Lakoff 采用野框架冶实为 Fillmore

格语法阶段的野框架冶遥 相应地袁命题结构相当于论元

结构或配价结构渊包括语义配价和句法配价冤袁其槽位

渊slots冤可根据语境填入个体袁实现为具体的句子或命

题[32]遥 尽管命题结构是 ICM的组织原则之一袁但由于

它主要是语言内部的机制袁且在认知语义学之前就已

得到广泛的研究袁但它在 ICM中却极少涉及遥 因而意

象图式才是 ICM的核心机制[17][21][32]袁构成概念隐喻和

概念转喻的概念基础遥

渊四冤框架语义学榆渊FrameSemantics冤和FrameNet

在认知语义学肇始之前袁试图有效区分语言与语

言外知识或语义与语用的努力都不太成功遥 作为认知

语义学典型代表之一的框架语义学同样采取最大化

主义的语义观袁取消了这种区分遥 在第二代认知科学

等的影响下袁格语法经过发展袁最终形成了框架语义

学遥 [36-37]Fillmore把框架语义学中的野框架冶被界定为一

种涵盖野图式冶野脚本冶野情景冶渊scenario冤野观念架构冶

渊ideational scaffolding冤野认知模式冶野民俗理论冶等的经

验相关域概念遥 这种广义的框架和 ICM相似[32]袁二者

可看做不严格意义上的同义词遥框架语义学与 ICM一

样袁讨论野先于渊语言冤形式冶的内容袁即语言之外的知

识遥 Fillmore认为概念是基于经验的范畴化结果袁词语

是范畴的词汇化袁词语的理解依赖于对知识或经验的

激活曰其观点完全符合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遥 [38-39]框架

语义学与 ICM的区别在于院前者的切入点是社会语境

56窑 窑



中事件结构的描述和理解袁重点在世界知识曰后者的

切入点是概念结构的描述袁重点在于心智及其操作过

程遥 认知科学认为袁长时记忆包括语言系统和情景系

统袁后者是前者理解的语境遥[38]框架语义学把格语法中

针对语言的野格框架冶映射到对世界知识的处理和对

情景的描述袁其实际上是对情景系统内容的描写遥 每

一个格框架刻画一个抽象的尧具有图式化特征的小

野情境冶渊situation冤遥 格框架映射到现实世界袁表现为认

知框架和交互式框架等各种事件框架遥 框架中的实体

渊词语尧范畴或概念等冤就像索引一样成为激活理解语

境的认知参照点遥 与 ICM一样袁框架的理想化特征使

得对框架的全面理解需要许多为一个言语社团所共

享尧默认的知识[32]的共同参与遥

作为语义识解渊construal冤和框架语义学共有的一

个重要概念袁视角化使得同一事件或框架可通过不同

的词语实现为不同的句法遥 [32]识解涉及详略度尧聚焦尧

突显和视角 4个方面袁其中聚焦包括前景/背景尧构成尧

辖域曰突显包括侧面渊注意集中的地方冤尧射体/界标曰视

觉包括视觉安排和时间维度遥 [18]比如在商业事件框架

中袁如果聚焦于买方袁则买方成为前景袁被突显而成为射

体袁买方成为主语袁可用动词野buy尧spend尧pay冶做句子核

心曰 如果卖方成为主语袁 则句子的核心是 野sell冶或

野charge冶曰如果商品成为主语袁则野cost冶则为句子的核心遥

框架语义学认为院不同的语境或语域可实现为不

同的语义框架曰同一词项或事实也可呈现于不同的框

架之内遥 如果同一个词项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框架袁则

该词项是多义的袁 代表了词项出现的不同语境或语

域遥 同一事实也可呈现在不同的框架之中袁形成对该

词项不同义面的解读遥 比如袁在特定场合下不愿意出

钱袁 既可被描述为 野stingy冶渊小气冤袁 也可被描述为

野thrifty冶渊节俭冤袁 可见其对包括一词多义现象在内的

诸多语义现象均具较强的解释力遥

因系统地使用真实语料袁框架语义学的分析框架具

有扎实的实验基础遥从其发展历程可知袁Fillmore向来重

视语言理论的实践及其应用袁野格语法冶研究的最终目标

是要开发一部以语义配价为主尧兼顾句法配价[36]袁且有别

于欧洲学者的全新野配价词典冶遥如果说WordNet主要

是对结构主义词语关系渊聚合为主冤的表示[3]袁那么框

架语义学的应用成果 FrameNet[40]则主要表示语义框

架袁它继承了野格语法冶阶段研制野配价语法冶的传统袁

涵盖了框架尧语义论元结构和句法结构遥 据 Geeraerts

介绍袁目前在线的 FrameNet词汇数据库有超过 10,000

词汇单位渊语义与词语或表达对冤袁大约 900个按层级

安排的框架袁有超过 135,000个取自语料库尧标注过的

句子遥 [17]比如解释性组合词典渊Explanatory Combina鄄

torial Dictionary冤 表示的是语言内部词语与其它表达

式之间的语义尧语法和逻辑关系[17]袁而 FrameNet则主

要表示语言形式与语言外知识之间的关系袁即词语和

基于日常经验的框架之间的关系遥 对 FrameNet中所

表示内容的进一步扩展还可表示大于词语的语言单

位与框架之间的关系遥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FrameNet颇

显另类袁其有别于基于思辨而较少使用大规模真实语

料的语义研究方法对于如何将认知语义学的理论研

究成果应用于诸如自然语言信息处理渊NLP冤等具有重

大的标示意义遥

二尧认知词汇语义学的主要贡献与发展展望

认知语义学与历史语文主义有着天然的亲近性遥

前者对语义灵活性的重视尧具有的百科语义观和认知

导向是对后者感兴趣的语义类型的一种回归遥 早在历

史语文主义阶段袁Paul就野发展了一种语用的尧基于用

法的语义变化理论冶[17]袁其后的语义学对之做了不同的

拓展尧完善遥 到目前为止袁对基于用法的语义变化描述

最精细的毫无疑问是 Elizabeth Traugott发起 [41-43]尧再

经 Traugott & Dasher[44]加以详述的野语义变化引介推理

论冶渊the Invited InferencingTheory ofSemanticChange冤遥 [45]

该理论与之前基于用法模型最大的不同是其强调对

语用理论的关注以及明确利用语用理论遥 认知语义学

对语义变化因素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心智或认知方面袁对

语用基本未涉及遥 目前尽管对语义约定俗成性和语义变

化的社会本质有普遍认识袁但还缺乏系统的研究遥 [46-47]尽

管如此袁Traugott & Dasher的研究无疑开拓了认知语义

学对语义变化研究的范围袁为未来研究指出了方向遥

有学者指出了认知语义学对词汇语义学发展的 3

点主要贡献遥 首先袁对范畴中不同成员突显程度不同

的关注促成了认知语义学分析词语内部语义扩展结

构的改革性分析方法遥 第二袁对词语多个义项之间关

系的再关注与其研究兴趣的回归触发了对隐喻尧转喻

及其相互作用的再思考遥 [47-48]第三袁通过突出超越词语

层次概念化现象的重要性袁认知语义学重新激发了人

们对有规律变化的一词多义现象和语义变化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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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袁而且以意象图式渊如 ICM或框架冤的形式在词语

中重新发现新形式的多义结构遥 [17][47-48]所有这些确立

了认知语义学作为当代词汇语义学一个主要力量的

地位遥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袁认知语言学并非真正的野名

副其实冶[49]袁认知语义学还有许多有待扩展尧改进的地

方袁比如语境化遥 因为广义的语境是共时和历时因素

的统一尧静态和动态的统一遥 [13][50]其中袁共时因素包括

在场的物理语境渊如时间尧地点或场合冤尧认知状态渊语

言使用者的认知能力尧知识水平尧个人经历尧对双方关

系的了解等冤尧渊说话者使用语言的冤背景文化等等遥 [13][50]

因而袁对语境动态尧全面的研究袁显示认知语义学对语

境中的语义变化研究有待扩展尧深入遥[50]由于一般的认

知语义学理论主要考虑认知现实性和认知充分性袁忽

略了形式的充分性袁使其在 NLP等中的应用受限遥 虽

然认知语义学提倡基于用法的语义研究袁但它在整体

上对形式的充分性关注不足袁仍有必要采用基于语料

库量化研究方法来弥补语义描写充分性的不足遥 显然

FrameNet在这方面已经开了一个好头遥

展望认知词汇语义学的发展袁其在语义解释充分

性和表征充分性方面还需征服 4个主要领域院 第一袁

由于从原型角度研究范畴还缺乏词汇语义学与心理

学之间的系统性互动袁因而它还应加强与心理学的联

系遥 第二袁对社会语义规范的构造和词汇语义的社会

语义变化等社会性因素的研究还不够充分遥 第三袁在

研究文化模式和概念隐喻时还应更多地关注模型的

历时变化袁如认知社会语言学基于历时语料库的语义

演化模型研究遥 第四袁基于用法的方法还有很多潜力

可以挖掘遥 [17] 可见袁Geeraerts的看法与朱永生的研究

有不谋而合之处遥

三尧结语

基于本系列论文的梳理袁 我们认为词汇语义学 5

大流派之间既有历时的演变关系袁 也有共时的共存关

系遥它们在理论框架尧主要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继承关

系袁也有相反但互补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路径和方法遥 [2-3]

现在活跃的流派同时从生成语义学之前的流派继承

研究成果袁说明生成语义学不是全盘继承之前语义学

理论的全部成果遥 与之前的理论相比袁生成语义学与

生成语法的结合突出了语义的生成性和形式化袁这些

被新结构主义语义学所继承尧发扬曰新结构主义同时

继承了结构主义的成分分析和关系的视角袁关注语言

知识和世界知识尧语义和语用的区分遥 认知语义学一

方面反对生成语义学受限的尧自治的方面曰另一方面

与历史语文主义的语境观和心理因素观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遥 上述的继承关系体现了词汇语义学发展历程

中袁语义最大化和最小化之间的 5大对立关系院用法

和结构尧语用和语义尧语境和系统尧灵活性和稳定性尧

认知与意义遥 最大化主义对语义知识和百科知识之间

的区分袁即野语言是一个自治尧与认知严格分离的系

统冶这样的信念持谨慎的态度袁趋向于把语用看作是

语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遥 结构主义和新结构主义倾向

于属于最小化主义袁而历史语文主义和认知语义学采

取坚定的最大化立场遥 生成语义学则同时拥有最大化

和最小化的观点袁它使得后结构主义对形式化保持了

兴趣袁它对认知充分性的兴趣袁导致了认知语义学激

进的语境化观点遥 这样袁词汇语义学的历史是一个去

语境化与重新语境化的竞合过程遥

Geeraerts将 Morris的符号三角渊野句法冶野语义冶和

野语用冶冤加以改造用来说明不同语义学流派在三角之

间的摆动遥 [17]在 Morris行为主义观点下袁句法是不研

究语义的袁 语言使用者被从心理学的角度加以研究遥

经 Geeraerts改造后的符号三角在句法中包括了语义袁

而且还从语言在语境中的使用加以研究袁这样传统的

符号三角被改造成图 1那样遥 那么袁词汇语义学的发

展可以被描述成在这个三角各个维度之间的摆动袁特

别是底部和顶点之间的摆动遥 历史语文主义关注底部

两个内容袁结构主义则主要把自己局限在顶点袁同底

部割裂开来袁把语言之外的语境都排除在外遥 认知语

义学则重新考虑符号三角底部的内容袁是对历史语文

主义对语境语义考察的一种回归[17]袁而新结构主义则

采取一种折中的态度遥

图 1 词汇语义学的符号三角表示[17]

Fig.1 A semiotic triangle for lexical seman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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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词汇语义学将来的发展方向袁不妨思考以下

几点院 首先由于认知语义学的再语境化还没有完成袁

在语用尧基于用法的专名学方面袁仍然有许多工作要

做遥 而新结构主义语义学仍需精细化其特定观点遥 另

外袁不同流派特别是新结构主义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

之间是否存在融合的可能钥 基于语料方法渊分布语料

分析冤的以下三个特点使得它未来可能与认知语义学

结合院两者都基于用法曰分布语料分析是最不具有结

构主义特点的袁 是新结构主义语义学中最语境化的曰

分布语料分析精细的定量描述及其与统计 NLP的结

合为语义数据提供了一种形式的方法袁相比传统的符

号趋向袁其与认知语义学有更大的亲近关系遥 更因语

料库法可为词汇研究提供无法比拟的实验基础袁它对

任何词汇语义学的理论框架都具吸引力遥 [17]

我们总结了词汇语义学历史发展的 4 大线索院

渊1冤语义最大化和最小化之间的对立袁构成了词汇语

义学历史的理论线索院 语境化和去语境化之间的斗

争遥渊2冤语义研究应用领域的稳步拓展遥尽管词汇语义

学在发展过程中袁观点和方法有波动袁但是其所描述

语言现象的范围是逐步扩展的袁这从本文的叙述可以

看出遥 渊3冤因语用和所指现象总是不断地侵入结构和

符号关系的研究袁或许词汇语义学的历史大致上是一

部带着不安的心理[17]尧以牺牲语用和所指视角尧试图

把语义简化为结构尧符号和符号之间关系的历史遥 纯

粹的尧语言的尧自治的尧不受语言外因素阻碍的语义

学袁 可能是最理想化的结构主义分支所追求的目标袁

但结构主义者在描述实践中并未严格执行这一目标遥

渊4冤全面了解词汇语义学的发展脉络袁发现有许多值

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遥 虽然 GLT尧HowNet等都提供了层

级概念本体袁但到目前为止袁分解法还不能提供具有

完整性尧离散性尧用于解释词语意义的语义特征系统曰

新结构主义语义学中隐含了一条基于分层词语意义

表示的语义生成机制的发展线索袁尽管 GLT对语义机

制的描述已相当精细 [48]袁 但其语义生成机制仍需完

善袁实现对转喻尧隐喻机制的充分表述遥

在未来的发展中袁现有词汇语义学流派还需针对

自身的不足加以完善袁利用语料及其方法加强实验基

础袁新结构主义还需精细化特定观点袁认知语义学还

需加强对语境的研究袁 特别是随着 NLP等的蓬勃发

展遥 近年来对隐喻渊理解冤形式化模型的研究方兴未

艾袁我们认为生成语义学的形式化传统将在新结构主

义和认知语义学中得到重新的重视和再发展遥

本文所介绍的仅仅是词汇语义学的野冰山一角冶袁

不过袁这仍然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院没有一个流派在

一个时期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袁也没有一个流派声称

已经对所有的语义现象进行了描述 渊更不要说充分尧

合理的描述冤或者对词汇语义学所涉及的 5大根本问

题都给出了完满的回答遥 因此袁在继承学术传统的基

础上袁词语的意义研究在科学哲学范式[51]的指导下应

走基于整体性视角的多维融合研究袁在同一学科不同

流派的纵向融合和不同学科的横向相连中双向发力袁

朝深度和广度发展袁 以实现 Chomsky的观察充分性尧

描写充分性尧解释充分性遥 Hermann Helbig[52]的做法非

常值得参考袁其所获得的成果使人相信院综合的尧多层

次的语义表示方法应该是目前词汇语义学的重要方

向之一遥

注释:

淤 原型范畴理论用野属性冶来替代经典范畴理论中的野特征冶遥

于 Lakoff对原型范畴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论述

和总结 [15]曰王寅在 Langacker渊1987/2008冤尧Lakoff渊1987冤和

Taylor渊2002冤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袁列表总结了经典范畴理

论和原型范畴理论的差异[10], 对经典范畴理论和原型范畴

理论之间的特征尧范畴边界尧成员地位尧理论基础等 9个方

面做了具体分类和解释遥

盂 神经理论源自 Jerome Feldman & George Lakoff在 Berkeley

国际计算机科学研究院 渊International Computer Science

Institute冤主持的野语言的神经理论冶项目遥

榆 本部分内容根据第二作者倪盛俭渊2013冤博士论文中的相

应部分作了取舍和重新表述遥 详见野倪盛俭.汉语文本蕴涵

识别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3.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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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Issues in Lexical Semantics and Their Answers:

Cognitive Lexical Semantics Approach

WEI Chen1, 2袁 NI Shengjian3

渊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s爷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3.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550025冤

Abstract: By combing the core theories of Cognitive Semantics, like Prototype Model of Category Structure, Theories of Conceptual

Metaphor & Metonymy,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 Frame Semantics, on their main poin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 research methods,

the thesis tries to answer Paradis爷 five fundamental issues in Lexical Semantics; and at the end of the thesis, we draw a conclusion on the

series theses. Research shows that Cognitive Semantics, holding a perspective on Maximalism, and advocating that the lexical meaning has

its bases of concept, context, encyclopedia & psychology, fully answers Paradis爷 issues. It holds the following standpoints: 1. Contextual

and pragmatic meanings of a lexicon have its variability. 2. Meaning is a kind of cognitive phenomena that goes beyond its lexical bound鄄

ary. 3. The understanding of meanings involves the vision &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ncepts. Common feature derived from them

is that they all empathizes the studying of semantic variabilit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a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ep development of previous

researches, Cognitive semantics inherits the previous academic traditions. It not only develops in depth with different schools of the same

discipline, but it also expands its scope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antly combining with the theories or research methods of different disci鄄

plines. Moreover, based upon the current linguistic data and linguistic models, it tries to realize both explanatory adequacy and represen鄄

tational adequacy under the guidance of Kuhn爷s paradigm of Philosophical science. The inspiration is that every single theoretical frame鄄

work might fail to realize its descriptive adequacy and explanatory adequacy of the lexical meaning. Thus, an integral model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holistic perspectives is a necessity in semantics research.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ssay is conducive to language teach鄄

ing, dictionary compilation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Key words: fundamental issues in lexical semantics; cognitive lexical semantics; schools of linguistics; the integr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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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叶双翠圆曳是清代戏曲家夏秉衡叶秋水堂传

奇曳三部作品之一袁创作于乾隆三十二年袁分上下两

卷袁共三十八出袁对提升清初小说家青心才人叶金云翘

传曳的影响力具有重大影响遥 正如陈益源所说院野如果

没有清中叶一部叶双翠圆曳传奇的存在的话袁说不定我

们会以为青心才人叶金云翘传曳小说以及它所编创的

王翠翘故事袁很快地就被翠翘的耶分身爷佛奴给完全取

代遥事实上袁情况还不至于这么糟遥冶[1]但是目前学术界

对传奇叶双翠圆曳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袁即使是陈益

源对其评价也仅有野题材尧文采均有可观之处冶[1]袁拙文

叶试论<双翠圆>从小说到戏曲的成功转型曳 则仅从戏

曲与小说文体的差异来考察夏秉衡的戏曲结构与情

节的处理内容袁尚未涉及到叶双翠圆曳中的思想内涵遥 [2]

故本文将从人性的意识角度考察夏秉衡 叶双翠圆曳的

超前创作思想特征遥

一尧欲望与环境的冲突院叶双翠圆曳呈现生

而不自由的人生

现代社会对清代文化大体以封建腐朽来评价袁这

显然是受五四运动以来过于偏激的观念影响袁未能如

实反映清代文化情况遥 如叶双翠圆曳所塑造的人物品性

就处处受制于外在环境袁呈现环境是约束人性的最重

要力量袁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院野物质决定意

识冶袁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王观与张氏重男轻女观念被

现实环境所约束而形成的内外矛盾遥

渊一冤王观和张氏内心具有强烈的重男轻女观念

关于子嗣的观念袁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重视生男

孩袁 轻视甚至否定女子能继承血脉的观念袁叶双翠圆曳

也不例外遥 王翠翘之父王观说院

老夫年过半百袁并无子嗣袁幸有二女袁可娱晚景遥 噎噎

咳浴 我王观虽然伯道无儿袁犹幸中郎有女遥 渊第三出冤[3]

王观先述及自身年纪已过五十袁尚无儿子袁又将生子

作为伯道袁可见他在心里是高度重视子嗣的袁只是年

纪已经半百袁不得不面对这个无子的现实袁故以生有

二女来自我安慰袁又自比蔡邕有女蔡文姬之事以作排

遣遥 但是没有儿子这件事始终是压在王观心头的巨

石袁故面对过世之后无人祭扫自己坟墓而伤心遥 第三

出叶上坟 齐微曳载院

[外]院君遥我二人年皆半百袁膝下无儿遥女儿虽已长

成袁终归外姓袁难续宗支遥 值此清明佳节袁家家祭扫袁眼

见你我二人袁后来拜扫何人浴 好生伤感也遥 渊第三出冤[3]

王观向其妻张氏诉说无子的现状与担忧袁即女儿出嫁

为异姓之妻袁非王家之人袁而王观与张氏过世之后袁连

论叶双翠圆曳的悲剧意识
要要要以人与环境的冲突为中心

曾文娟袁 王志阳

渊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叶双翠圆曳是清代戏曲家夏秉衡的代表作品遥 他通过人性与环境的冲突来塑造人物形象袁呈现卓越的创作

意识遥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院一是通过环境约束王观夫妻二人的重男轻女观念袁呈现人生而不自由的困境曰二是通过王观

夫妻二人注重女儿的生命特征并解决问题袁却因外在环境的束缚未能如愿袁展现人生的各种无奈困境曰三是通过外界环

境与善良人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袁呈现王翠翘的各种无奈困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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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都无人祭扫坟墓袁呈现无比凄凉的境况袁正如

其唱词所诉院野只见那春光二月草萋迷袁 野外莺花丽遥

噎噎还愁那孤塚谁封袁长蕨薇袁便清明祭遥 茕茕二女

啼袁比儿孙拜扫是耶浴非浴冶渊第三出冤[3]春天生机勃勃的

热闹情景袁正反衬出王观因念及自身与张氏百年之后

无人祭扫的困境袁使其坟冢长蕨薇的凄凉更让人痛彻

心扉遥 这也就为王观重视生儿子的心理找到了合情合

理的诉求遥

与王观相似袁 张氏也对未生儿子一事耿耿于怀遥

第三出叶上坟 齐微曳载院

[外]噎噎不免请院君出来袁闲叙一番遥 院子那里钥

[末]员外有何吩咐钥 [外]请院君出堂遥 [末]晓得遥 [老旦]

有女既如花袁无儿且莫嗟遥 [老旦外见介]员外呼唤老

身袁有何话说钥 [外]噎噎渊第三出冤[3]

此处紧接前述王观的感慨袁载明王观让家仆请张氏出

堂袁张氏拜见王观的经过袁过程虽然简单袁却呈现了极

强的戏剧张力袁至少表明了两方面重要内容院一是同

在莺飞草长的清明时节袁王观为无儿烦恼之时袁张氏

也存有相同的思想袁故有野无儿且莫嗟冶的自我安慰之

语曰二是张氏在无人在场之时感慨无儿之事袁这也表

明张氏也持有强烈的生儿子观念遥

渊二冤王观与张氏又受到自身经济状况尧年龄及社

会文化的约束无奈接受有女无儿的现实

1.在经济状况方面袁王观因自身拙于谋生无法责

怪其妻张氏

王观自述院

诗书附骥老难成袁商贾持筹术未精袁潦倒白头空

有恨袁果然由命不由人遥 噎噎所恨幼读儒书袁未登甲

第袁壮图生计袁终鲜盖藏袁是以家业不丰袁仅供朝夕遥

渊第三出冤[3]

由此可知袁王观虽自幼苦读儒书袁却因才华与时运不

济而科考无名袁 且因不精通经商之术导致家业不丰袁

仅得朝夕温饱遥 上述内容大体符合事实袁因为在王观

被盗陷害之时袁 衙役终事说院野昨日已把这些情由袁向

王家母女说过袁怎耐田园衣饰袁件件皆无袁如何凑办得

银子使用袁难得他大女儿一心行孝袁竟欲卖身救父袁真

正可怜浴 冶渊第十一出冤[3]为了打点官府各色人等袁需要

300两白银袁即野只是聘金总要三百两袁分毫短少不得

的遥 冶渊第十一出冤[3]那么王翠翘不得不卖身远嫁临淄袁

可见其家境确实比较贫困遥 但是从前述第三回雇有仆

人可知袁其家庭当属小康水平袁尚未足够富裕遥 故王观

对没有儿子一事袁也只能停留于唠叨而已袁并无娶妾

之念来处理心中痼疾遥

2.在社会文化方面袁张氏始终面临没有生儿子的

社会文化压力

当面对王观絮絮叨叨地感慨没有儿子之事袁张氏

说院野吓浴 员外袁我与你虽乏子嗣遥 女儿聪慧袁亦有半子

收成袁何必如此伤怀浴 冶渊第三出冤[3]这是张氏对王观的

劝解袁但这显然不是张氏第一次说此安慰之语袁而是

多次说过此话遥 第三出叶上坟 齐微曳载院

[破地锦]再休提浴 镇日为儿孙计袁心着了迷浴 看蹁

跹二女膝下相依袁不减男儿袁趋侍庭闱袁算收成作半子

亲女婿遥 渊第三出冤[3]

此唱词至少呈现两层含义院一是表明王观平时一直絮

絮叨叨诉说无子嗣之事袁绝非在清明时节简单地触景

生情而已袁由此强调王观根深蒂固的子嗣观念曰二是

表明张氏前述安慰之语实非出自真心袁而是表明她已

不满王观沉溺于无子嗣之事遥 但是张氏却无法对王观

发火袁不仅是传统社会的三从四德观念约束她袁更是

生儿子一事历来被传统社会视为女子的责任袁 正如

叶大戴礼记窑本命曳 所说院野妇有七去院 噎噎无子袁 去曰

噎噎无子袁为其绝世也噎噎遥 冶[4]虽然所谓无子是指无

子女袁并非专指无儿子袁但是从这个休妻的理由当中袁

也可知中国传统社会因医学或者社会因素袁将生育子

女作为女子的最重要责任袁尚未注意到男子在家庭生

育中的责任遥 因此袁张氏未生儿子的事实袁使张氏承受

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袁亦可推知遥

3.在年龄方面袁王观与张氏都面临着相同的压力

第三出叶上坟 齐微曳载院

[燕归梁]半世迂拘事业微袁年五十始知非袁中郎有

女莫悲凄袁承欢笑胜斑衣遥 渊第三出冤[3]

在中国文化中袁五十岁是知天命之年袁故王观感慨此

时无子袁显得凄凉与绝望袁因为人已到老年袁故其说院

野老夫年过半百袁并无子嗣袁幸有二女袁可娱晚景遥 冶渊第

三出冤[3]与王观相比袁年龄的压力更是张氏不得不承认

的现实遥 她也已过五十了袁即王观说院野院君袁我二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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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半百袁膝下无儿冶渊第三出冤[3]这时张氏需要面对更大

的年龄压力袁因为男子在五十岁仍可生子袁女子则已

过生育年龄袁正如叶黄帝内经素问曳所说院野女子噎噎七

七噎噎故形坏而无子也遥 丈夫噎噎八八则齿发去袁

噎噎故发鬓白袁身体重袁行步不正袁而无子耳冶[5]那么此

时王观与张氏虽均过半百袁王观却未超过 64岁袁张氏

则已超过 49岁袁故以古人的医学水平而言袁王观还有

机会生子袁张氏已彻底失去生子机会了袁则张氏的压

力显然大于王观遥

从上述可知袁 张氏面临的压力显然大于王观袁故

张氏仅有一次感慨无子袁 其余时间都极力安慰王观袁

但王观已入天命之年袁又拙于谋生袁故能听进张氏的

安慰之语而叹院野院君袁你也说得是遥 冶渊第三出冤[3]看似

平淡之语袁已道尽了王观的无奈与张氏的压力遥

二尧命运与环境的冲突院叶双翠圆曳重视女

子的心理特征

生命的无奈在王观与张氏身上呈现得淋漓尽致袁

故二人格外关注女儿的心理状态袁高度重视女儿生命

各阶段的特征袁以免出现差错遥

渊一冤王观与张氏高度关注女儿长成后的思春心态遥

关于女儿长大之后心理状态变化袁王观与张氏直

面现实袁均以疏导方法来解决问题遥 当王翠翘因清明

节扫墓而伤心袁又因刘梦仙鬼魂警示而惊醒袁张氏及

时将此事告诉王观袁王观能以开明态度看待女儿怀春

之事遥 第八出叶拜寿 家麻曳载院

[解三醒]掌中珠袁堪称艳冶遥温家镜袁难倚蒹葭遥空

将岁月蹉跎下袁寡凤孤鸾袁何处可遥 怎怪他袁青春冉冉

惊飞兔袁弱质盈盈恨破瓜遥 渊第八出冤[3]

王观将王翠翘夜间噩梦惊醒之事袁看成是少女思春心

理所致袁这是以高度开明的心态看待少女长成的心理

状况袁其开明程度甚至超出了张氏的观念遥 张氏听过

其语后说院

虽是女儿长成袁婚姻不可担搁遥 员外所言袁也是道

理遥 但孩儿从幼端庄袁未开情窦袁难道他装点假病不

成钥 渊第八出冤[3]

由此可知袁张氏对王观所述原因虽有同感袁却不认同

其女儿已处于怀春之态袁故有野孩儿从幼端庄冶之语遥

但面对张氏的质疑袁王观则承认王翠翘有病袁只是所

得之病为少女怀春之病袁即野不过因蹄得兔和那着树

生花冶渊第八出冤[3]虽然王观所述王翠翘病因并不准确袁

但是也从侧面反映王观对王翠翘长成之后的心理持

开明态度遥

王观夫妇不仅关注其女儿长成之后的心理状态袁

还着力解决女儿的心理问题袁如对王翠云的婚事持开

明态度遥

关于王翠云嫁与金重之事袁张氏和王观都持赶紧办

理的态度袁原因是女儿已长大遥 第二十一出叶忆女曳载院

[老旦]员外袁我看侄儿心坚意切袁或者打听得女儿

信息出来袁也未可定遥 只是昨日我二人把翠云女儿许

他遥 他必待寻着翠翘下落袁方来就婚袁岂不又担搁了这

妮子的光阴么钥 渊第二十一出冤[3]

以王翠云年纪而言袁在一年前是野年亦长成冶渊第三出冤[3]袁

而其姐王翠翘一年前也才野岁已及笄冶渊第三出冤遥 [3]又

据叶礼记窑内则曳野女子十有五年而笄袁二十而嫁遥 冶郑玄

注曰院野谓应年许嫁者遥 女子许嫁而字之袁其未许嫁袁二

十则笄冶[6]那么王翠翘一年前仅与金重私定终身袁其父

母并未许其嫁人袁则王翠翘其时已超过二十岁袁其妹

王翠云已成年袁则王翠云一年前已超过十五岁袁但未

达二十岁袁那么此时王翠云至多二十岁遥 但是张氏却

为金重以找到王翠翘下落为理由推迟婚事甚为担忧袁

害怕耽误王翠云婚配的年纪遥 王观亦持此想法袁故王

翠云才说院野爹妈袁且免愁烦遥噎噎孩儿年纪尚幼遥况且

椿萱膝下无人袁正好阴阴欢袁朝夕袁何必为此萦心也遥 冶

渊第二十一出冤[3]虽然此处属于宽慰父母之语袁但是也

可看出王观与张氏的想法正合王翠云的实际情况遥 王

翠云说院

嗳浴 方才爹妈跟前袁奴家一番心事袁不好说得遥 可

笑金家哥哥遥昨日那番言语遥既然十分有情于姐姐袁怎

便把奴恁般冷落也遥 金郎呵袁金郎遥 渊第二十一出冤[3]

王翠云对金重以找到王翠翘下落之后再来娶她的决

定袁持不满的态度遥 这个态度正是源于王翠云年已长

成袁有了恨嫁之心袁即前述其父母所担忧之事遥 第二十

一出叶忆女 歌戈曳载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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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头送别]心儿里抓不着袁心头事多遥口儿里说不

出袁积恨沉疴遥 分明好事从天堕袁为甚的袁又打磨陀遥

[五韵美]这推敲奴窥破袁假惺惺一味的磨挨过遥 眼巴

巴袁只盼旧娇娥袁或者珠沉玉碎袁不能彀同眠共卧袁怎

把我青春误袁岁月磨遥 恨煞你一样花枝袁恰两样看承了

我遥 渊第二十一出冤[3]

这是王翠云内心的真实想法袁袒露其恨嫁之心袁甚至

连王翠云自己都觉得这恨嫁心理要不得袁故说院

爹妈出门袁早又半晌袁未见回来遥 奴家只管在此胡

思乱想袁万一爹妈听见袁只道我女孩儿家袁有甚别情袁

不当稳便遥 且向房中理绣一番袁待他回来便了遥 渊第二

十一出冤[3]

由此可见王翠云也是因为孝道而压抑内心想法袁故将

其真实想法当作胡思乱想而已袁也反衬出王翠云渴望

早日与金重成就婚姻之事袁故有野待他回来便了冶的自

我安慰遥

由上述可知袁王观与张氏高度关注王翠翘与王翠

云姐妹的怀春心理袁甚至恨嫁之心袁都以高度开明的

态度来看待此事遥

渊二冤本意通过婚姻解决女儿的身心问题袁却因外

在环境而屡次被耽误遥

由前述可知袁王观与张氏高度关注王翠翘与王翠

云的少女长成之后的心理问题袁作者更为高明之处在

于通过婚姻来解决她们的问题袁这主要体现于王观和

张氏都极力主张早日完婚以免伤及二女身心遥

在王翠翘方面袁王观与张氏早已注意到她的心理

情况袁都主张让她早日成婚袁只因王观被强盗陷害入

狱袁导致通过婚姻之事解决王翠翘思春致病问题无法

解决遥 但是从张氏听闻王翠翘与金重私订终身大事之

后的态度袁我们仍可以略知其态度遥 第二十出叶卖身

车遮曳载院

[老旦]门户相当遥儿吓袁你可曾许他钥[小旦]他苦苦

相求袁孩儿已把终身许配袁正在订盟之际袁报他叔父袁

客死辽阳袁即刻起程去了遥 [老旦]如今你一心救父袁背

却前盟袁如何是好钥 [小旦]娘吓浴 女儿正为此一段隐情

未吐袁死不瞑目遥 如非母亲肯依袁孩儿言语方不失信金

郎遥 [老旦]依你便怎么钥 [小旦]揖斗鹌鹑铱这若是要再结

姻娅袁除非姊夫儿妹嫁遥 望只望椿树萱堂袁两下里完全

破瓦遥 [老旦]做娘依你便了遥 渊第十二出冤[3]

由此可知袁当王翠翘向张氏说起其与金重私订终身之

事袁张氏不仅不予以责备袁还为王翠翘不能履行与金

重私订终身之事而着急袁主动言及野背却前盟袁如何是

好冶遥 虽然有王翠翘为父而卖身袁又将远行的缘故袁但

是张氏主动提及背信之过袁又直接答应以王翠云代嫁

金重袁则张氏对王翠翘与金重私订终身之事不仅不反

对袁反而极力赞成二人婚事袁因为金王二家本是旧识袁

门当户对袁且能够解决王翠翘尧王翠云身心问题遥 只是

陷盗缘故袁无缘解决王翠翘的婚姻问题袁成为王观与

张氏的遗憾遥

在王翠云方面袁王观与张氏都极力赞成王翠云与

金重早日完婚袁 希望早日解决王翠云的身心问题袁避

免王翠翘的遗憾再次发生在王翠云身上遥 当金重从辽

阳返回北京与王翠翘的父母见面之后袁未待金重开口

谈及其与王翠翘私订终身之事袁王观就先说院

贤侄袁可怜我女儿临去之时袁还有许多伤心之语袁

正要问你遥 揖南侥侥令铱他说金钗曾聘下袁与你园内联

姻娅遥 不料眼睁睁鸳鸯假袁留这未了因缘宿世债遥 渊第

十二出冤[3]

王观先谈及此事袁其态度之开明已超出金重的意料袁故

金重说院野老伯不言袁小侄也不敢启齿遥 冶渊第二十出冤[3]由

此可证王观非常期待王翠云早日出嫁有个好归宿袁而

王翠翘与金重的私订终身又无法履行约定袁正是实现

王翠云婚姻大事的大好机会遥 故在金重叙述其与王翠

翘私订终身过程后袁王观再三强调王翠翘将王翠云嫁

与金重的想法遥 第二十出叶侦信曳载院

[外尧老旦]贤侄不必悲伤遥 这是我女儿命薄袁故难

成此良缘遥 可怜他临去之时袁千回万转袁哭哭啼啼袁惟

恐负了你花前之约袁再三嘱咐我二人袁把次女翠云许

配贤侄袁以赎前愆遥 他还说院今生不能报你袁等待来生袁

再续旧盟便了遥 贤侄吓浴 渊第二十出冤[3]

这是王观夫妇和盘说出王翠翘的想法之后袁直接提出

将王翠云嫁与金重之事遥 事实上袁二人非常满意金重

与王翠云的婚事袁 故当金重提出先寻找王翠翘之事

时袁王观赶紧说院野只是二小女姻事一言为定袁永远无

更袁望贤侄早付准音袁勿使老夫悬望便好遥 冶渊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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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冤[3]由此王观抓紧确定下来王翠云嫁与金重之事袁以

免横生枝节遥

看似王观与张氏着急嫁女袁实则是他们想要通过

婚姻解决王翠云身心问题袁因为王翠云虽未像王翠翘

出现怀春的症状袁却也着实到了婚配年纪遥 若是还不

早点婚配袁必然有损身心健康袁第二十一出叶忆女 歌

戈曳载院

[五般宜]我感他念前盟袁青衫泪多遥 我怪他却新

婚袁岁月错过则恐怕担搁又蹉跎袁则恐怕月翳花瘥袁怎

生奈何遥 对着伊袁仔细摩挲袁好似那琉璃一座袁又恐怕

好物儿难牢袁虚惊儿愁杀我遥 渊第二十一出冤[3]

张氏担心错过机会袁会出现月被乌云遮掩袁花儿生病

之事袁即王翠云因未婚配而生病或者其他缘故横生变

数遥 王观与张氏的担忧不无道理袁因为当王翠云安慰

他们二人之后袁就在背地里胡思乱想袁详见前述袁其心

态正是愁闷异常袁即野闲来顿觉愁千个遥 这蹊跷几番识

破袁绣线慵拈怎教独坐无那浴 冶渊第二十一出冤[3]

因此袁虽然王观尧张氏尧王翠云三人着急于王翠云

与金重的婚事袁 却终究因为金重对王翠翘的深厚情

感袁被拖延至金重实现自身诺言袁即得悉王翠翘准确

音信再与王翠云成婚遥

三尧 善良人性与环境的冲突院叶双翠圆曳塑

造王翠翘形象的关键

王翠翘的一生经历过两重困厄袁 正如刘淡仙所

说院野可惜你情深似水袁命薄如花袁两番孽障未完袁难离

苦海袁半世深仇能报袁方遂情缘遥 冶渊第四出冤[3]但是这两

次困境袁并非以观念来涂写袁而是通过善良人性与外

在环境的冲突呈现个体的无奈与困境遥

渊一冤在黑暗社会与王家经济实力的外在环境制

约之下袁遵从孝顺父母的内心世界袁王翠翘卖身救父

而身陷妓院遥

在外部环境方面袁王翠翘被骗入妓院袁起因于其

父王观被盗攀扯袁而社会环境的黑暗使其不得不卖身

救父遥 兵马司衙门衙差终事说院

昨日带同伙计袁往王家搜起赃物袁并无丝毫袁眼见

是冤枉的了袁噎噎遥 我想王观是个忠厚老儿袁那里是什

么强盗浴 但官府见是件盗案袁不肯轻松遥 弟兄们袁明知

他是仇扳袁也要沾些肥水袁才肯帮衬遥 就是那些强盗袁

既已扳出袁怎肯轻轻放他袁必须要些买命钱财袁方能出

脱他无事遥 渊第二十一出冤[3]

官府明知王观无罪袁但是官府尧衙役尧强盗都要钱袁正

是在三方血盆大口之下袁王家只能拿三百两白银打点

上下以求脱身遥

又由前述可知袁王家素来只够温饱水平袁没有额

外储蓄袁使得王翠翘不得不卖身救父袁正如终事所说院

野难得他大女儿一心行孝袁竟欲卖身救父袁真正可怜浴

渊第二十一出冤[3]即王家贫寒袁只能通过王翠翘卖身方

能凑齐 300两白银来搭救其父遥

在内心方面袁 王翠翘是一位孝顺父母的女儿袁平

时以孝来规范自身行为遥 王观说院野果然女儿孝顺袁与

儿子一般袁不必愁他遥 冶渊第三出冤[3]正是王翠翘平时孝

顺的最好表现遥 这也获证于王翠翘卖身救父一事遥

当王观被盗陷害的第一时间袁王翠翘就主动提出

救其父亲遥 王翠翘说院

母亲袁爹爹一生忠厚袁定然逢凶化吉袁万一难于料

理袁妹子年幼袁孩儿自有主意遥 且请开怀遥 渊第十出冤[3]

此时王观刚被官府押走袁尚难明了局势袁王翠翘就主

动安慰其母亲袁又以其妹王翠云尚年幼袁她能挺身而

出为其父母排忧解难遥 由后面之事可知袁王翠翘的主

意正是卖身救父遥 但是由前述可知袁王翠翘虽属姐姐袁

但是其妹实已成年袁那么其主动提出帮其父母解决难

题袁印证王翠翘平时真正孝顺父母袁不计任何个人得

失遥

又当卖身救父之事已定袁离别在即袁仍旧时刻安

慰其父母遥 她说院野孩儿只要得见爹娘一面袁死亦甘心遥

只是双亲年老袁妹子孝顺袁可待终身袁不必再想孩儿

了遥 冶渊第十二出冤[3]王翠翘卖身救父袁出于孝顺袁又为免

父母伤心袁让他们不要再想她了遥 此时本是她最该伤

心袁但是为了其父母考虑袁反而要其妹宽慰父母遥 第十

二出叶卖身 车遮曳载院

[小旦作哭拜外尧老旦袁又拜贴旦袁贴旦同哭拜介]

爹爹尧母亲保重遥孩儿是去了遥 [向贴旦介]妹子袁爹妈悲

伤袁你要劝解劝解遥 姐姐去后袁如今是全靠你了遥 顾不

得死和生袁咬牙关袁且去也遥 渊第十二出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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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袁王翠翘本对未来充满恐惧与迷茫袁但是为

了救父袁也只能咬紧牙关而去遥 但正是面临着巨大灾

难之时袁她却仍旧保持冷静袁要其妹宽慰父母袁并照顾

父母袁由此可知王翠翘真正孝顺其父母遥

渊二冤善良本性与环境的矛盾决定王翠翘对束守

的情感遥

王翠翘通过与妓院的生死斗争才得以保住清白

之身袁后以失身束守来实现逃离妓院的目的袁但善良

个性反而使其希望与束守厮守终身遥 这个变化当中呈

现善良个性与环境始终约束王翠翘的个人行为遥

在妓院里袁王翠翘为实现逃离目的袁只能失身于束

守遥 刚到妓院之时袁王翠翘又哭又闹袁目的就是避免身

体受辱袁即野我头可断袁我身难辱遥 冶渊第十三出冤[3]经过不

断反抗与受骗仍无济于事袁 故感叹院野这番又落他的圈

套袁奴家有死无生也遥 冶渊第十六出冤[3]正是在面临被打死

的境地之中袁即野又被老身剥净衣服袁打得他遍体鳞伤袁

受刑不过袁只得哀求娇儿袁与他讨饶袁情愿接客遥 冶渊第十

六出冤[3]王翠翘为了生存只能答应接客袁且要求能够随

时从良袁正如妓女马娇所说院野他已回心转意袁肯听娘的

话了遥 只是一件袁他说若看得中的人才袁便要从良的遥 冶

渊第十六出冤[3]为了逃离妓院袁王翠翘观察诸多嫖客袁终

于遇到较可靠的束守袁故旁敲侧击以摸清束守底细袁最

后以失身为代价以求逃离妓院遥 她心想院

[小旦背介]此生忠厚老成袁又是书香子弟袁即使失

身今日袁或能落籍他年袁也未可定遥呀浴事已如此袁不免

把终身袁托付与他便了遥 渊第十七出冤[3]

这个决定是非常冒险的袁 但是她又不得不如此做袁原

因正是对束守察言观色之后获悉束守忠厚老实袁书香

门第袁又守孝道袁故把终身托付给束守遥 在此时袁王翠

翘更多地是利用束守而逃离妓院而已遥

在临淄束守宅邸袁 王翠翘内心是打算和束守厮守

一生的袁原因在于束守十分深爱王翠翘袁使其内心发生

巨大变化遥在侧面袁束守妻子乳母说院野我闻得姑爷在山

东袁又娶下一房家小袁好不快乐袁那里舍得就来遥 冶渊第二

十二出冤[3] 而在王翠翘送别束守暂回老家之时袁 束守

说院野真同鱼水袁胜比漆胶冶渊第二十四出冤[3]这是符合实

际情况的袁因为王翠翘打算与束守厮守一辈子遥 她说院

阴阴阴速起程前去遥 一则可以料理家务袁二则打

听他些光景袁万一有甚风声袁也好日后为奴地步遥官人

吓浴 渊第二十四出冤[3]

王翠翘已然不管束守正妻宦氏是否同意袁 她都要跟束

守厮守一生袁故才有让束守抓紧起程袁早日打听老家情

形以便做好后续安排遥若非想与束守厮守一生袁以她在

妓院的表现袁断然不会想到日后为其安排的想法遥

即使被宦氏用计绑架回束守老家袁王翠翘仍未改

变其想法袁故责备束守怕妻宦氏遥 她说院

这些原故袁奴家那里知道遥 噎噎官人袁你身为男

子袁不能庇一妇人袁便是放奴逃生袁地脉生疏袁弓鞋瘦

小袁教奴逃往那里去吓浴 揖东瓯令铱噎噎你是个须眉男

子难装硬袁倒叫我权逃命遥金莲窄小袁步难行遥路途滑袁

谁扶定遥 渊第二十八出冤[3]

束守放王翠翘逃出束家袁以免被宦氏杀害袁但是王翠

翘不但没有感激他袁反而责备束守无骨气袁连她都庇

护不了遥 可见王翠翘已真心喜欢束守袁已然爱上了束

守袁已非身陷妓院时仅借束守之力逃离妓院的想法而

已袁根源正是束守在过去时间里深爱王翠翘遥

渊三冤因徐海善待王翠翘袁助其复仇袁使王翠翘深

爱徐海袁但是王翠翘有负徐海袁为此投江自尽袁完成了

王翠翘苦难的经历遥

第三十一出叶雪愤 支思曳载院

奴家王翠翘袁险遭毒手袁幸从佛阁逃生遥忽遇兵戎袁

复被军营羁禁袁喜得大王袁半世英风袁一生侠骨袁见奴性

格温存袁丰姿袅娜袁十分宠爱袁真个如珍似宝袁胜漆同

胶袁虽然岸柳汀花尧萍踪鸿爪袁也算王翠翘一生的知己

了遥 随营以来袁大王问起根由袁奴家把两椿恨事从头细

说袁蒙大王一时震怒袁必欲雪尽前冤遥已差大将卞豹尧尤

龙袁分路前往无锡临淄二处袁擒获那一干男女袁方才探

子报来袁人犯已齐遥又蒙大王吩咐袁此是我的仇人袁不必

大王发落袁必须奴家亲审一番袁分别定罪袁方得大快人

心袁为此亲赴营门袁登台发落遥 渊第三十一出冤[3]

徐海十分宠爱王翠翘袁如珍似宝袁王翠翘将徐海看作

人生知己袁且徐海派人前往临淄尧无锡逮捕妓院老鸨尧

宦氏等一干仇人袁让其亲手报仇袁故王翠翘十分感激

徐海遥 但是王翠翘却有负徐海袁因为她劝徐海不战而

向胡宗宪投降遥 徐海说院

曾文娟袁等院论叶双翠圆曳的悲剧意识 67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11期

The Research on Tragic Consciousness in the Reunion of Two Sisters
Named Wang Cuiqiao and Wang Cuiyun

要要要Focusing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ZENG Wenjuan, WANG Zhiyang
渊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s'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 c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 The reunion of two sisters named Wang Cuiqiao and Wang Cuiyun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by Xia Bingheng, a dramatist

in Qing Dynasty.He presented the outstanding creative consciousness because he shaped the image of the characters through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 nature and environment.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to present the dilemma of life

but not freedom through environment restraining the concept of Wang Guan and his wife爷s preference for boys over girls. The second is

that Wang Guan and his wife paid attention to their daughters爷 life characteristics and solved the problems, but they failed to do so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various external environments, showing all kinds of helpless dilemmas in life. The third is that the work presents all

kinds of helpless predicament in her life through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good human nature to shape the image

of Wang Cuiqiao.

Key words: Xia Bingheng曰Double green garden; humanity; environment; figure

我徐海袁因官兵征讨袁正欲一战成功遥 昨日卫兄到

营袁又劝俺纳欸袁以息兵戎遥 孤家心中疑惑袁难定从违袁

因此与翠娘商议遥 他又苦苦劝我投诚袁只得连夜修成

降表袁赉赴营门袁跪进便了遥 渊第三十三出冤[3]

在徐海投降胡宗宪之事上袁 王翠翘极力赞成徐海投

诚袁且因徐海宠爱王翠翘袁故决定向胡宗宪投降遥 在被

胡宗宪算计之后袁徐海才后悔说院野王夫人吓浴 我徐海

今番恰被你误也遥 冶渊第三十三出冤[3]这是符合事实的袁

因为王翠翘在骂帅之后说院

徐郎吓徐郎袁你因奴一言相劝袁害你残生遥奴亦决不

偷生人世袁辜负深恩遥 你在阴司相等袁奴家随后来也遥 惨

离离袁两地奔袁到不如喜孜孜一处亲遥 渊第三十四出冤[3]

王翠翘对自己深深自责袁原因是自觉愧对徐海袁故野小

旦作撞死介冶渊第三十四出冤[3] 这已然是要为徐海殉情

了遥 又在钱塘江口望着江水想起了徐海被害一事袁才

促成投江一事遥

第三十六出叶投江 江阳曳载院

[降黄龙]忽见夜色苍凉袁听涛声奔赴拍岸汤汤遥恨

奸徒失信断送英雄遥

辜负徐郎袁 我还忆钱塘遥 淡仙前梦说院野应验他年江

上遥 冶莫不在今宵收成结果袁也身丧他乡遥 渊第三十六出冤[3]

正是在自责与自怜的双重情感下袁王翠翘才有了投江

的举动袁即野借此清流结果了罢浴 冶渊第三十六出冤[3]这为

王翠翘与金重重逢提供了契机袁也完成了刘淡仙托梦

王翠翘时所说的两次灾难遥

三尧结语

综上所述袁夏秉衡在进行叶双翠圆曳戏剧创作的过

程中袁注重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联袁通过内外环境的

冲突呈现具体场景人物的不自由袁并由此戏剧冲突来

塑造王观尧张氏与王翠翘的人物形象袁使得作品更具

深刻的思想内涵袁引发观者关注人物悲剧命运与所处

环境的密切关系袁显示了卓越的悲剧意识袁对于未来

戏剧创作具有深刻的启发和借鉴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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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二十年的乡村旅游发展实践表明乡村旅

游发展应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利益袁离不开社区青年

的参与遥 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袁参与者多数是

当地的原住民袁形成了乡村旅游的吃农家饭尧住农家

屋的 1.0版本袁 后又历经了外来人用他们的方式打造

和经营的乡村旅游 2.0版本袁 使得当地 1.0版本的乡

村旅游被迭代袁但没有升级遥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途径和方式袁它可助力打赢脱贫战袁推动乡村经

济发展和转型升级遥2018年 9月袁国务院印发叶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渊2018原2022年冤曳提出强化乡村振兴人才

支撑院实行更加积极尧更加开放尧更加有效的人才政

策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1]遥2018年 12月袁文化和旅游部

等 17部门联合印发 叶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指导意见曳袁提出野提升当地居民旅游观念和服务意

识袁提升文明习惯尧掌握经营管理技巧冶[2]遥2019年 3月

10日袁习总书记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袁强调要营造

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袁特别是要为年

轻人发展提供有利条件[3]遥 当前乡村旅游已进入提质

升级阶段袁需要人才的支撑遥 如何解决乡村空心化袁吸

引乡村社区青年参与发展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所在遥 根据乡村实际和研究需要袁本研究将社区青

年界定为家在乡村的 18-40周岁乡村居民袁并结合问

卷调查和访谈法对乡村旅游社区青年参与情况进行

调查遥

一尧乡村旅游社区青年参与现状

渊一冤乡村旅游社区青年参与人数增长缓慢袁参与层

次低

福建许多乡村呈空心化趋势袁农村青年人数的比

例下降遥 在乡村旅游的初级阶段袁一些青年返乡通过

办家庭旅馆尧开饭店尧卖特产等创业袁随着资本进驻乡

村袁无形中对当地青年的参与形成了一种挤压遥 由于

缺乏对乡村青年系统的培训袁其旅游参与方式多数停

留在保安尧服务员尧清洁工等高劳力尧低技术尧低收入尧

低层次的参与水平上遥 在调研福建省连江县过程中袁

发现留在乡村的大多数为老人和留守儿童袁青年大多

选择离乡外出工作袁乡村逐渐出现了野空心化冶袁留下

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探究及建议
要要要以福建省连江县为例

施 清 1袁 叶林妃 2袁 余玄娟 1袁 张晓琴 1

( 1.福建商学院 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12曰 2.福建商学院 财务与会计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12)

摘 要院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袁乡村旅游的发展离不开社区的参与袁如今乡村空心化的趋势日渐阻碍

了乡村旅游的发展遥 采用问卷调查法调研福建乡村旅游社区青年参与现状袁结合对连江县乡村社区青年的深入访谈袁分

析影响乡村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尧经济尧环境尧文化尧个人发展及社会观念等六大关键因素袁最后提出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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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少数青年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处于 野象征式参与尧

被动式参与尧咨询式参与冶等浅层次水平袁对乡村旅游

的发展难以起到提质增效的推动作用袁社区青年也难

以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成长袁乡村旅游及其他产业更是

难以持续发展遥

渊二冤乡村社区青年专业人才缺口大袁乡村旅游持

续发展动力不足

福建省每年旅游专业毕业生大概 6000人左右袁

据不完全统计袁毕业后从事旅游工作的袁本科以上不

足 20%袁大专不足 45%袁其中支持乡村旅游发展的人

数更是少数遥 各地普遍缺乏懂旅游尧懂农村尧善管理和

运营乡村旅游的专业人才袁呈现出乡村旅游主题不突

出尧产业完整性不强尧乡村文化意识薄弱尧经营者服务

水平低等问题遥 在与连江旅游事业发展中心以及各乡

镇负责人访谈中了解到袁 连江县专业的旅游人才匮

乏袁乡村旅游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院首先是当地居民的

经营理念难以跟上时代发展袁未能较好地将当地独特

资源与文化相融合袁产品同质化问题严重曰由于缺乏

乡村旅游经营的专业指导袁 对政策和法律了解不透袁

曾出现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发展乡村旅游袁结果是投入

大量资金建设的经营场所被拆除遥 其次是服务意识和

服务水平差距大袁缺乏系统专业的培训袁许多乡村旅

游的服务者渊村民冤服务水平有待提升遥 第三是策划能

力尧网络推广能力尧营销能力弱袁造成回头客少遥 当市

场处于不饱和状态时袁即便存在产品同质化问题也能

得到一定的发展曰但当市场趋于饱和时袁如果不能为

旅游者提供差异化的旅游产品袁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处

于劣势[4]遥

渊三冤非遗技艺与乡土文化仅少数青年人传承袁部

分面临着失传和消亡

乡村旅游提质升级需要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院一

是乡土文化传承袁二是乡村旅游的创新渊互联网+产业+

金融冤[5]遥 非遗技艺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多年文化的果

实袁是地方特色的体现袁是吸引游客的关键要素遥 福建

省第四批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共 183人袁其中 40岁

以下仅为 4名袁绝大多数为老年人遥连江县省市级非遗

技艺传承人多为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渊如表 1冤袁一些乡

村的非遗技艺由于无人传承正面临失传和消亡袁 非物

质文化遗产及乡土文化亟待青年人传承和创新遥

表 1 连江县省市级非遗技艺传承人渊不完全统计冤

Tab.1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level inheritors of Lianjia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complete statistics)

渊数据来源院根据连江县新闻报道整理冤

渊四冤乡村社区青年未形成合力袁难以提升乡村旅

游的核心竞争力

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开发以点为主袁乡村旅游点的

创业者各自为政袁未能通力合作形成合力袁未能打破

行政壁垒进行资源整合实现乡村旅游联动融合发展曰

乡村旅游经营者追求短尧平尧快袁缺乏差异化主题袁导

致乡村旅游产品雷同尧缺乏精品尧重游率低等问题遥 在

全域旅游发展过程中袁乡村旅游的一二三产业融合不

仅能促进区域内产业转型升级袁还可提升旅游核心竞

争力遥 社区青年参与并形成合力袁可带动乡村旅游区

域整体布局的形成袁 促进乡村旅游区域协同发展袁提

升乡村旅游品牌形象袁使旅游发展成为构建地方和外

部力量的互动场域袁共同推动乡村实现经济尧制度尧文

化等多维度不同程度的野新内生性发展冶[6]遥

二尧福建乡村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现状

调研

研究针对乡村 18-40岁的青年袁通过问卷调查的

方式袁对社区青年进行乡村旅游了解程度尧参与意愿尧

阻碍因素等多方面的调查袁以了解乡村社区青年参与

乡村旅游的现状遥 本次问卷以福建省乡村青年为调查

对象袁先进行了小规模的实地问卷调查袁后因疫情原

因采用问卷星发放网络问卷遥 问卷共发放 300人袁实

1
滩涂泥橇制作
工艺

省级 2007.08
陈承桂 渊省级尧
市级冤

81

2 仁山拉线狮 省级 2007.08
赵名棋尧赵其春
渊市级冤

74尧59

3 连江道教音乐 市级 2009.01 陈正和渊市级冤 89

4 连江剪纸 市级 2010.12 吴文娟渊市级冤 80

5 连江十番古乐 省级 2019.02
林贤尧倪春发
渊市级冤

60袁60+

6 连江道教音乐 市级 2010.12 陈正和渊市级冤 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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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回收 278份袁有效问卷 273份袁有效率达 91%袁问卷

发放结果呈现参与问卷的男女青年比例较均衡 渊男

51.65%袁女性 48.35%冤袁且涵盖 18-40不同年龄段的社

区青年袁以下为此次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和简要分析遥

渊一冤调查对象的受教育水平尧职业及对非遗了解

等基本情况

有研究表明袁受过高等教育与未受过高等教育人

口相比袁两者从事的产业迥然不同遥 高等教育人口从

事第一尧 二尧 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 2.9%尧27.4%尧

69.8%曰而未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则正好相反袁相应的比

例依次为 53.4%尧27.8%尧18.8%[7]遥 乡村旅游属于第三

产业袁因此调查小组期望调查对象中受教育水平相对

高的社区青年占多数遥 调查结果呈现袁调查对象中乡

村社区青年 55%为大专尧本科及以上学历渊如图 1冤袁

可见样本的代表性较好遥当然这也与福建省高等教育

人口占比提升至新水平有一定的关系渊2015年普查显

示福建省每 10万人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人口由 8361

人上升为 9807人冤遥 受调查的乡村社区青年中留在乡

村的仅占 12%袁城市企业或工厂上班比重最大为 53%

渊如图 2冤袁 说明大多数社区青年更倾向于离开乡村工

作遥调查对象中 31%的乡村青年不了解所在乡村非遗

技艺袁57%的人了解较少渊如图 3冤袁可见当代乡村社区

青年大多数对非遗技艺认知度低袁青年参与非遗的传

承问题亟待关注遥

图 1 社区青年受教育水平状况

Fig.1 The education level of community youth

图 2 社区青年就业状况

Fig.2 Employment status of community youth

图 3 社区青年对非遗技艺的了解情况

Fig.3 Understan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kills among community youth

渊二冤调查对象的乡村旅游参与意愿

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意愿统计显示袁总体参与

意愿渊含非常愿意尧比较愿意尧一般愿意冤达到 91%袁一

般愿意>比较愿意>不愿意>非常愿意袁 一般愿意所占

比重最大为 48%(如图 4)遥 可见袁随着社会的发展袁乡

村新生代的社区青年对于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大大

改观袁 大多数社区青年主观上愿意参与乡村发展袁但

调查呈现野非常愿意冶的占较少部分袁仅为 9%遥

图 4 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意愿情况

Fig.4 Willingness of community youth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tourism

渊三冤调查对象参与乡村旅游阻碍因素

通过调研发现袁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处

于较为积极的状态袁但仍然存在诸多因素造成他们未

能返乡就业和创业遥 这些因素中经济收入尧个人因素尧

政府政策支持尧长辈观念尧子女教育尧乡村公共服务等

都是极为关键的因素袁其中野经济收入冶和野政府政策

支持冶是排在最前的阻碍因素渊如表 2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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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阻碍因素统计

Tab.2 Statistics on obstacles to community youth

participation in rural tourism

渊四冤调查对象乡村旅游的参与方式选择意愿

调查及访谈中了解到袁社区青年愿意参与乡村旅

游的方式主要包括传统的土特产生产与销售尧结合时

尚和乡土文化的文创尧到旅游经营企业上班尧从事乡

村新媒体等方面遥 如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方式选择

意愿调查结果渊如表 3冤所示遥进一步了解可知袁两大类

社区青年中呈现不同的参与方式院一类是返乡的社区

青年更倾向于文创尧民宿等创业曰而一直在当地的青

年渊为区别于返乡青年称其为留守青年冤袁则是选择土

特产的生产与销售和到乡村旅游企业一线岗位就业

渊如图 5冤遥

表 3 社区青年乡村旅游参与方式选择意愿统计

Tab.3 Comparison of participation ways willingness of

Community youth in rural tourism

图 5 返乡青年与留守青年参与方式选择意愿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the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between the

youth returning home and the youth left behind

总体来说袁通过调研得知院福建乡村社区青年受教

育水平高的参与乡村旅游意愿较强袁返乡创业的意愿

也较强遥 在已有研究中学者范莉娜和李秋成的研究也

发现居民受教育程度对社区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呈正

向影响[8]曰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的方式对旅

游发展存在着较大影响曰 他们较强愿意之下又存在着

许多因素如经济因素尧个人因素尧教育水平等多方面因

素袁阻碍他们真正长期扎根并投身于乡村旅游发展遥

三尧影响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的关键因

素探究

如今乡村青年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逐渐变

化袁大城市病及乡村优良的自然环境让外出的乡村青

年产生了返乡就业创业的意愿袁 尤其是文化水平高

的遥 在多次与乡村社区青年的深入访谈后袁认为影响

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的关键点应当归结为参与程

度与预期收获两个方面遥 在参与程度方面袁社区青年

返乡后怎样参与乡村旅游的决策尧 经营和发展中来袁

受访青年普遍认为参与难度大尧缺乏参与途径遥 预期

收获方面包含了经济收入尧未来发展尧子女教育等方

面能否实现其预期目标遥 通过深入了解袁影响社区青

年参与乡村旅游的关键因素主要为以下几方面遥

渊一冤政策因素

政策是影响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的关键影响

因素袁在表 2中可知影响因素中政府政策支持所占比

为 57.14%遥 访谈中了解到乡村旅游发展的土地政策尧

返乡创业的金融政策尧子女入学政策尧创业帮扶及奖

励政策等大大影响社区青年返乡就业和创业的积极

性遥 当前各级政府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出台了各项利好

政策袁 但针对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比较少袁

尤其是针对农村新生代要要要社区青年个体的政策较

少遥 虽然一些地方政府推出相关的乡村旅游个人奖励

政策袁但实际实施落地效果不理想遥

渊二冤环境因素

影响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的环境因素主要有

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方面遥 乡村相比城市医疗教育

资源尧公共设施等相对缺乏袁调查显示阻碍因素中乡

村公共服务方面比例为 54.21%袁占了较大比重曰访谈

经济收入 159 58.24

个人因素 67 25.54

政府政策支持 156 57.14

长辈观念 85 31.14

子女教育 108 39.56

乡村公共服务 148 54.21

其他 1 0.37

乡村民宿经营 137 50.18

乡村土特产品生产与销售 110 40.29

乡村旅游企业就业 168 61.54

乡村文创产品设计与销售 44 16.12

开设休闲农业点 133 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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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缺乏公平性也是社区青年不愿意返乡的重要

因素袁认为乡村熟人社会使得创业就业过程中显失公

平性曰 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也使得当代青年不适应遥

乡村天然的自然环境却吸引着当代乡村青年袁也认定

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袁喜欢生态农村袁希望能在

农村大有作为遥

渊三冤文化因素

乡村社区青年的父辈尧祖辈身上强烈的乡村认同

感尧归属感袁对家乡牵挂尧依恋情感在社区青年身上较

少存在袁这主要是当代乡村社区青年缺乏乡土文化的

浸润袁缺乏对乡村文化的认同遥 调查显示乡村社会的

文化领域缺乏活力袁 社区青年对传统文化大部分为

野一般了解冶袁占比 61.17%渊如表 4冤遥 乡村振兴过程中

缺少对乡村文化的挖掘袁导致社区青年缺乏对传统文

化的了解和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袁传统文化在新时代

不能得到更好地传承袁 乡村文化生存空间极其渺茫遥

乡村文化中的宗教仪式尧节庆活动体现的是乡村居民

对自然的敬畏尧对文化的传承尧对优良乡风的继承袁但

这中间缺乏新时代青年可接受的文化表征遥访谈中大

多数社区青年认为乡村文化活动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尧

缺乏特色袁因而实践上也难以将乡村旅游与当地文化

融合遥这与当前的乡村基层文化机构过多承担教化功

能有关袁 它离乡村新一代居民的文化需求有一定差

距袁乡村文化缺乏活力遥

表 4 社区青年对传统文化了解程度统计

Tab.4 Statistics on the level of community youth's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渊四冤经济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袁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阻碍因素

中野经济收入方面冶占 58.24%袁是很主要的因素遥 访谈

中袁大多数人认为野外出才可以赚取更高的薪资袁乡村

收入低且不稳定冶遥 一些返乡青年投身乡村旅游业往

往野始于情怀尧终于生计冶遥 叶中国乡村民宿人力资源白

皮书 2019曳显示院乡村民宿从业人员呈现年轻化趋势袁

以中青年人群为主袁其占比接近 60%曰乡村民宿从业

人员的学历较高袁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 62%

以上曰乡村民宿 60%的从业人员属于当地人曰有 36%

的乡村民宿收支基本平衡袁有 36%的乡村民宿处于亏

损状态袁稍有盈利的为 18%袁而盈利很大乡村民宿仅

占 2%不到遥在疫情爆发后小半年袁从事乡村旅游业的

在地青年纷纷表示要去城里上班来弥补亏空遥 此外袁

社区青年也表示在乡村旅游中很难趋于经济共享袁经

济共享是指旅游社区居民能够公平公正地享受到旅

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福利袁使得旅游社区居民能够获

取相应的利益袁增加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程度[9]遥

渊五冤观念因素

从古至今袁 我国乡村家庭普遍存在着一种观

念要要要走出乡村遥 大多数父母也鼓励子女外出袁支持

他们在外发展袁认为子女回乡发展旅游业不利于他们

自身发展袁也鼓励子女趁年轻出去拼一拼遥 在本次的

问卷调查中袁野长辈观念影响冶占 31.14%袁成为阻碍社

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的重要原因遥 乡村青年中也存在

着野返回乡村找对象难冶等观念遥 现实中袁近些年城市

生活成本高如房租上涨等袁许多外出打工的青年一年

到头也所剩无几遥 另外袁当前缺乏乡村社区青年返乡

创业就业的典范尧政策宣传普及不到位等也影响着社

区青年和家庭成员固有观念的难以改变遥

渊六冤个人发展因素

随着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袁乡村社区青年

受到中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提升袁由于知识的熏陶以

及视野的拓展袁需求也与上一代不同遥 他们不再只追

求物质生活袁更希望实现个人价值遥 表 2阻碍因素中

野个人因素冶占了 25.54%的比重袁访谈中许多青年认

为留在乡村其所学的知识和技能难以得到真正的应

用袁对于自身未来发展存在较大的影响遥 可见参与预

期和未来预期是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的主要个人

因素袁如自身与家庭发展方面袁乡村社区青年也较多

地考虑到子女教育问题袁认为城乡教育差距较大遥 如

连江县许多偏远乡镇学校由于艺术类师资的短缺袁大

多数学校没有开设艺术课程袁青年人担心返乡后其子

女的教育问题遥

非常了解 5 1.83

比较了解 65 23.81

一般了解 167 61.17

不了解 36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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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促进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的建议

渊一冤加强政府引导和监督袁完善乡村青年人才培

训及管理制度

政府部门应加强对乡村人才建设的重视袁对于社

区青年就业和创业给予政策支持曰加大乡村旅游的财

政支持如低息贷款曰完善乡村组织袁保障社区青年的

切身利益袁开放青年参与渠道袁鼓励青年将所学运用

到乡村旅游中遥 完善乡村青年人才培训和管理制度袁

基层政府可以将社区青年人才培训及发展列入政府

的人才建设体系袁将青年人才培训工作系统化尧制度

化和常态化遥 通过制度留人尧情感留人袁形成了乡村对

于外出青年的强大野拉力冶遥 政府还应积极倡导建立合

同制尧股份制合作社袁联合社区青年积极招商引资袁保

障乡村社区青年参与旅游发展的权利以及收益的共

享遥 另外袁地方政府还应协调参与本村旅游发展的外

来投资企业以及旅游管理部门袁 在权力允许的范围

内袁做好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尧旅游投资方尧乡村社区青

年等之间相关事宜的协调工作遥

渊二冤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应大幅度增加对农村中小型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袁支持农村教育尧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遥 连江

县大多数乡村基础设施较为薄弱袁政府管理部门可在

交通尧电力尧通讯尧水利等方面着重加大建设力度遥 建

立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系统袁 处理好农村垃圾乱

扔尧污水乱排等问题袁有规划地建设出一批垃圾分类

设施尧有机处理设施袁创造干净整洁的新农村生活环

境和环境友好型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10]遥 对交通道路

网建设进行完善袁着力提升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

性遥 乡村旅游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障袁只

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完善袁乡村旅游才能进行有效地

规划和执行袁 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袁形

成多主体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袁以调动社区青年的参

与袁激发乡村旅游发展活力遥

渊三冤规范乡村治理袁营造就业创业的良好环境

吸引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不仅要提供完备的

基础设施和干净整洁的村貌袁还需提供权力与物质保

障袁这是营造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良好环境的两个

重要条件遥 首先应规范乡村治理袁减少乡村管理中的

一些乱象袁提升乡村机构的服务能力袁营造一个良好

的环境来鼓励社区青年回乡就业创业遥 其次建立乡村

青年组织袁并发挥互联网优势袁利用相关平台成立乡

村旅游社区青年站袁致力于扶持乡村社区青年旅游创

业就业[11]遥 乡村青年组织的建立可促使乡村旅游有效

治理和良性运行袁为社区青年回归乡村参与旅游提供

保障遥 乡村旅游社区青年站还可以利用虚拟组织开展

政策法律咨询尧供需交流尧专家指导尧对外交流等工

作遥

渊四冤增强乡村文化活力袁重建社区青年乡村文化

自信

乡村文化有厚重的历史底蕴袁是乡村凝聚力的核

心遥 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袁并

在资金上支持健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袁按照野多样化尧

实用化尧特色化冶的标准[12]袁加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袁为乡村文化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遥 切实强化乡村文

化的造血功能袁充分吸纳乡村退休老文艺工作者和乡

村青年文艺骨干到乡村文化队伍曰挖掘优秀乡村民俗

文化袁采用野文化+冶的措施来增强乡村文化活力袁按照

各个乡村不同的文化内涵打造独一无二的文化品牌袁

借用互联网等平台宣传乡村文化品牌袁使乡村文化被

更多人熟知尧认可袁建立起社区青年的乡村文化自信袁

这将对社区青年参与乡村旅游的积极性起到促进作

用遥

渊五冤重构乡村共同体袁提升乡村社区青年的社会

资本

发展乡村旅游应合理提升农户生计资本袁促使农

户选择乡村旅游生计策略袁补贴农户经营乡村旅游启

动资源袁促进与监管并举[13]遥社会资本是生计资本的五

个维度之一袁社区青年在乡村创业和就业往往也担心

自身的社会资本变得非常有限遥 因此袁重构乡村共同

体尧提升乡村社区青年社会资本袁或者说是延伸乡村

社区青年社会资本显得尤为重要遥 可通过以下途径来

提升:第一袁建设新型乡村共同体袁整合分散的社会力

量袁促进乡村恢复活力和繁荣遥 第二袁扩展乡居旅游者

朋友圈袁 形成乡村新社会群网络袁 获取更多信息尧资

源尧机会遥 第三袁政府搭建平台袁参与旅游研讨会尧科技

培训会等交流活动袁联接其与行业专家或跨界专家的

联系遥 第四袁联结各种社会组织袁对接社区青年组织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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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Suggestion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Youth Participating in Rural Tourism

要要要Take Lianjiang County in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SHI Qing1袁 YE Linfei2袁 YU Xuanjuan1袁 ZHANG Xiaoqin1

渊1.Tourism & Hotel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2;

2.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2冤

Abstract: Rural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vatalize the countrysid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annot do without the par鄄

ticipation of the community. Nowadays, the trend of rural hollowing is gradually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question鄄

naire survey method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youth participation in r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in Fujian, combined

wit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youths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Lianjiang County, analysis of the policies, economy, environment, culture,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ncepts that affect youth participation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ural communitie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number of suggestions to promote rural community youth participation in rural tourism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Fujian, and then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youth; rural tourism; participation

让青年在乡村仍然可以等同甚至大于在城市的社会

资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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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茶器融合茶文化有别于市面上的茶器袁一方

面以形态解决尺寸问题袁并以学习尧娱乐尧喝茶为一体

的设计方向让少儿喜欢上茶艺课曰另一方面袁力求解

决少儿学习茶文化过程的单调学习方式袁并将茶艺的

礼仪教育作为学习重点袁让少儿通过茶艺学习学会待

人的基本礼节遥 同时袁也意在让人们重视少儿茶器产

品在中国市场的创新袁激发国内企业对于自主研发少

儿茶器产品尧关注传统茶文化的意识袁培养少儿吸收

中国传统茶文化精华袁对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培养

动手动脑的好习惯有重大意义袁从而以正确的价值观

推动我国传统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遥

一尧少儿茶器概述

少儿茶器即为少年儿童这个群体专门打造的供

他们使用的茶器遥 少年儿童他们正处于身体发育期袁

外部感觉器官已有了很好的发展袁但思维尧行动能力

还未完全成熟遥 在使用茶器的时候容易烫到手或拿不

稳袁可他们的心理正逐步向自主意识发展袁容易被新

颖的尧色彩丰富的事物吸引袁而专门为少儿设计的茶

器十分稀少遥 调研走访发现袁武夷山市有两个学校开

设茶文化课程袁分别是武夷山新丰小学和武夷山实验

小学渊如图 1尧图 2冤袁但是学校上茶艺课使用的茶器是

市场上普遍使用的成人茶器遥 通过询问谈话等方式对

覃聪聪茶艺培训中心尧三才茶艺师培训机构尧莫道茶

艺等机构进行了简单调查袁以上机构开设的少儿茶艺

课程也均未使用专门的少儿茶器遥

图 1 武夷山新丰小学

Fig.1 Wuyishan Xinfeng Elementary School

现代茶文化视域下的少儿茶器设计初探

黄鲁坤 1袁 周成林 1袁 陈丹妮 2

(1.武夷学院 艺术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武夷学院 茶与食品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院随着时代的发展袁中国传统茶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袁而茶器作为表达茶文化的重要媒介袁一直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遥少儿作为中国未来的中流砥柱袁更应该受到传统茶文化的熏陶袁而少儿茶器便是接触茶文化的重要载体遥

通过对少儿与茶器之间关系地深入研究袁将饮茶文化融入到少儿茶器设计和礼仪教育中袁以期对现代少儿茶器设计领域

提供一丝灵感和些许参考遥

关键词院少儿茶器曰茶文化曰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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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武夷山实验小学

Fig.2 Wuyishan Shiyan Elementary School

市面上现有的少儿茶器分为两大类别院

渊1冤玩具型茶器袁此类茶器多以玩具制造观赏性

趣味为主袁实用性不强袁不具备文化传播的价值意义遥

渊2冤普通茶器袁其安全性低袁市面上大部分是使用

成年人规格的普通茶器袁大多不符合少儿人机工程学

特点袁使用时经常出现上烫手尧拿不稳等情况袁导致操

作安全性较低遥

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袁茶器的制作发展越发成

熟袁茶的冲泡方法也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

在不断改进袁但对少儿群体专门使用的茶器则少有设

计师涉足遥 目前袁大部分少儿都在使用成人普通茶器袁

这无论是尺寸还是造型都不适用袁中国传统茶文化的

培养需要从儿童抓起遥 因此袁加强对少儿茶器的开发袁

也是少儿学习茶文化过程中需要重视的环节遥

二尧茶文化解读

茶文化是人们饮茶过程所形成的形而上的文化

形式袁以茶为重要的载体熔入到人们的生活中遥 而饮

茶文化便是人们生活中修身养性尧陶冶情操的一种文

化现象袁其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袁主要体现在生活中

以茶待客尧以茶会友等功能属性遥 茶文化呈现形式是

多样的袁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形式袁有形的表现形

式主要体现在饮茶活动的器物中袁而无形的表现形式

则是饮茶活动中的茶礼文化遥 饮茶文化便是通过不同

的文化现象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袁从而体现形而

上的文化形式遥 随着我国越来重视中国传统茶文化的

传播袁中国作为茶之乡遥 少儿学习茶文化越来越受到

国人的喜爱和追捧袁其中茶艺的学习也越来越成为少

儿礼仪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遥

三尧茶文化与少儿茶器的关联

一直以来袁茶文化融茶学尧儒学尧国学尧东方美学

等为一体袁学习茶文化的过程其实也是认识东方传统

文化的过程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文化开始袁对培养

孩子养成传统谦和礼让的精神袁提升新一代综合素质

具有重大意义遥 少儿茶器的使用有促进儿童更好地学

习茶文化袁使年轻一代重回归于茶的淡然与自由的精

神内涵袁也能间接拓展中国茶器的消费市场袁而消费

市场的繁荣正是茶文化得以立身的土壤遥 然而茶器是

在沏茶和品尝中最重要的媒介袁 是开展茶艺育人活

动尧普及茶艺知识的重要载体遥 少儿在学习茶文化的

过程中最重要的载体就是少儿茶器袁少儿可以通过茶

器进行茶艺学习从而了解茶文化的精髓遥

四尧茶文化在少儿茶器设计中的意义

根据调查发现袁在茶文化教育中少儿茶艺确实是

发挥其德育尧美育尧雅化的重要载体袁不仅能培养青少

年的爱国情怀尧 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良好的人文修养袁

还能提升青少年的智育德育袁在中小学茶学课程中推

广少儿茶器具有优良的辅助作用遥 少儿茶文化课堂中

最重要的课程便是茶艺学习袁少儿接触最多的就是泡

茶的茶器袁而茶艺教学主要是通过泡茶尧沏茶尧敬茶等

教学活动进行的遥 现在学校和家长都开始有意识地培

养孩子这方面的知识袁 而茶器作为茶文化的必备器

具袁大有发展趋势袁但是饮茶与茶艺课使用的茶器却

是成年人使用的规格袁并不合适少儿的使用遥 因此可

以根据少年儿童在茶艺表演过程中的需要袁并根据不

同年龄段的手型进行针对性的茶器设计遥

五尧茶文化视域下的少儿茶器设计分析

渊一冤结构的分析

为探究设计少儿茶器的结构尺寸袁搜集了目前市

面上正常的茶壶尺寸以及成人与少儿手掌对比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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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参考数据渊如图 3尧图 4冤遥 参考以上数据与人体工

程学分析得来袁 一个成年人使用正常的宽度为

140mm-150mm 的茶壶刚刚合手袁但是一个 10岁儿童

使用则显得勉强遥

图 3 成人茶器尺寸

Fig.3 Adult Tea Size

图 4 少儿手掌尺寸

Fig.4 Children-palm size

根据测量袁一位少儿的手掌大概是成人的二分之

一到十分之七袁正常的茶器是 8g投茶量袁如此对比袁

少儿茶器便是 4g-6g左右的投茶量遥 并根据茶水比投

放原则袁投茶量减少水量也应减少袁少儿茶器除了尺

寸上缩小袁品茗杯也应适量缩减至 3-4个遥 综合得出

以下数据见表 1院

表 1 少儿茶器尺寸

Tab.1 Children tea size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袁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少儿茶器

的各个部位的尺寸袁 解决少儿使用茶器过大等问题袁

为使用者提供舒适尧安全的少儿茶器遥

渊二冤配色的分析

少儿茶器是特殊的儿童产品袁它的色彩设计非常

直观地表现在茶器上袁而色彩的产生是心理的感应袁

是少儿的情感经验所反射出来的感知袁不同年龄段的

儿童有不同的颜色偏好遥 少儿茶艺课程大部分小学在

三年级开设袁这一时期袁少儿的色觉已经形成初步的

审美意识袁根据调查发现年龄小的儿童更加喜欢色彩

明亮的暖色调袁年龄大一点的儿童更多喜欢柔和及协

调的色调遥 同时袁儿童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外界认知

不断提升袁不同的性别对色彩的感知也逐步表现出差

异性袁男孩女孩之间的色彩喜好明显不同遥 因此袁少儿

茶器在色彩上的运用应该注重不同时期和不同年龄

段的儿童心理感知袁通常针对年龄比较小的儿童更多

使用鲜艳及活泼的色彩曰针对年龄稍大的儿童色彩的

选择则应该偏于鲜艳调到柔和的色调袁同时针对不同

性别的儿童袁色调也要有不同的倾向遥

渊三冤材质的分析

在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今天袁生态环保是一个永

恒不变的话题遥 少儿茶器作为儿童经常会接触的产

品袁它的环保性尤为重要遥 从传统茶器材质选择上分

析袁茶器材质主要以陶瓷为主袁如德化白瓷茶器尧宜兴

紫砂茶器等遥 然而现代茶器材质种类丰富袁有玻璃尧金

属尧塑料及一次性纸质材料等袁但由于玻璃或是金属

材料传热速度过快不适合儿童使用袁而塑料以及一次

性纸质材料等由于不够环保也不适合选择遥 少儿茶器

应具备质量轻尧耐腐蚀尧耐冲击且成本低的特点袁并且

以隔热效果好袁 不含有害人体健康的化学物质为佳遥

陶瓷茶器的传热速度不快袁 且具有一定的保温效果袁

在沏茶过程中能较好地展示茶色及茶香遥 因此在设计

少儿茶器材质选择上袁可以选择将陶瓷材料和现代环

保材料相互结合袁尽量少用塑料等对环境具有一定危

害的材料遥

六尧现代茶文化在少儿茶器中的设计表现

渊一冤少儿茶器造型设计的亲和性

根据前期的调查和设计分析袁发现生活中少儿在

使用茶器时存在诸多问题袁在茶艺表演时普遍会遇到

高 宽 圆口直径

茶壶 4~6cm 4~7cm 55~100ml

公道杯 4~6cm 4~7cm 55~100ml

品茗杯 3~5cm 1.5~2cm 9~16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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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茶容易烫到手尧茶器太大和造型不符合儿童的心理

特征等问题遥 为满足现代少儿茶艺课以及生活中使用

茶器的需求袁以提高少儿学习茶文化和茶礼仪为设计

的主要目的袁设计以叶朱染茶香曳为主题的少儿茶器院

茶器整体造型以卡通小鸟为设计元素袁打破传统茶具

的造型设计袁将卡通元素提取为设计素材袁在造型上

提取小鸟身躯为壶身袁手柄设计为尾巴袁壶嘴则提取

造小鸟嘴型袁正面呈凹型似小鸟的胸脯袁杯盖则以鸟

冠为形进行设计遥 而四足底的设计正面呈凹形袁可以

让造型更加美观的同时也可以增加壶身的稳定性遥 为

了提高安全性在防烫方面手柄的材料使用木头制作袁

盖子的纽扣增加厚度可以提高隔热性袁公道杯在壶身

的两侧增加了椭圆形的木块袁提升造型的美观性的同

时又能防烫防滑袁 木块造型与人体的手指结构相符

合袁使用起来符合人机工程的要求遥 茶壶整体造型圆

润生动袁十分有亲和感袁以此充分抓住孩子的心理特

点袁达到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袁让孩子以茶为介学习茶

文化和茶礼仪遥 在色彩装饰上的选择主要以红色尧黄

色为主色调袁更加符合小鸟卡通造型的原色渊如图 5冤遥

壶身整体以清纯亮丽的白色为主色袁 手柄色彩装饰主

要是沉稳的黑檀木原色袁盖子的盖钮为激情红色袁壶嘴

有鲜艳颜色的同时配合白色与黑檀原木色又能稳住整

体色调袁既充满童趣又能与茶文化的严肃性相融合遥

图 5 叶朱染茶香曳少儿茶器设计图

Fig. 5 "Zhu Dying Tea Fragrance" children's tea design

渊二冤少儿茶器体量设计的轻便性

野朱染茶香冶少儿茶器设计整体壶身以圆形为主袁

根据少儿手掌数据来参考为少儿设计最为舒适的尺

寸渊如图 6冤院壶身长为 60mm尧宽为 65mm尧容量 90ml袁

壶底以及杯底为四足底设计, 可以让茶器造型更加美

观的同时也增加壶身的稳定性遥 壶嘴设计在壶身中间

偏上的位置袁提取小鸟嘴型的结构来设计壶嘴袁并延

伸尺寸 2cm袁 提高出水流畅度又符合整体造型需求遥

手柄的材料与尺寸是整套茶具较为重要的部分袁直接

影响少儿的使用感受与稳定性袁此次重点研究了手柄

方面的人机工程学袁将茶壶的手柄的抓捏厚度尺寸定

为 15mm-20mm袁根据少儿手柄长度为掌宽 60-70mm

之间袁将手柄长度设计为 55mm遥而品茗杯手柄的直径

尺寸抓捏厚度 10mm-15mm袁手柄长度为 40mm袁为了

提高少儿拿捏的稳定性袁 手柄的弯度提升 2mm增强

茶器的人机考虑遥 公道杯的壶身宽度尺寸为 80mm,壶

身长为 60mm袁宽为 65mm袁容量 90ml袁整体造型与茶

壶相贴合袁 在壶身的两侧分别有两块椭圆形的小木

块袁具有防烫防滑的功能袁提高使用时的安全性袁造型

与少儿的手指结构相符合袁提升了生活茶器过程中的

轻便性遥

图 6 叶朱染茶香曳少儿茶器造型图

Fig.6 "Zhu Dying Tea Fragrance" children's tea modeling chart

渊三冤少儿茶器沏茶设计的简化性

生活中发现少儿在使用现有茶器沏茶时存在诸

多问题袁 市面上很少针对少儿开发设计的专用茶具袁

现有选择的沏茶的器具不符合儿童的心理特征袁且沏

茶使用过程中操作不够简便容易烫到手遥 然而少儿在

沏茶过程中需要直接接触茶器袁因此在设计时利用木

头材料与陶瓷相结合袁在接触面较多的壶柄处使用木

头袁解决儿童泡茶时容易烫到手的问题渊如图 7冤遥并巧

妙针对少儿卡通心理用卡通小鸟的元素来设计袁解决

现有茶具不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的问题遥 整体造型上在

前期设计的基础上对手柄和整体造型进行了调整袁让

其手柄和壶身的造型更加简洁流畅袁使少儿在使用过

程中更加简便和安全遥 另外袁为了增加公道杯的防烫

性袁在公道杯的两侧设计了木块袁增加其安全性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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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便利性遥

图 7 叶朱染茶香曳少儿茶器茶艺展示

Fig. 7 "Zhu Dying Tea Fragrance" Tea Show for Children's Tea

七尧总结

少儿茶器作为现代少儿茶艺课堂学习中的重要

载体袁它的设计既赋予功能属性袁又赋予了文化属性遥

如今少儿专门茶器十分稀少袁 并且没有很强的针对

性袁 所以少儿茶器设计是现代茶器设计领域的机遇遥

然而少儿茶器又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袁针对的群体要在

安全性和造型上有较高的要求袁所以又是茶器设计的

新挑战遥 茶文化对少儿茶器设计是相辅相成的袁它不

仅仅影响整体的设计风格袁更多的是从茶艺表演过程

中体现造型属性和文化属性袁在茶文化中茶艺礼仪教

育的注入是现代少儿茶器发展的重要趋势袁也是推动

我国传统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的重要途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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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earch on Tea Set Designs for Children

o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Tea Culture

HUANG Lukun1袁 ZHOU Chenglin1袁 CHEN Danni 2

(1. College of Art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袁 Fujian 354300曰

2. College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袁 Fujian 354300)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Chinese traditional tea culture has been valued more and more by people. As a 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for delivering the tea culture, tea wares have always played a major role. As the mainstay of China's future, children should

be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tea culture. Therefore, tea ware for children is a significant carrier to contact the tea culture.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 and tea wares is studied in depth. How to integrate tea drinking culture into the children's tea wares design

and etiquette education has been studied. The paper provides a little bit of inspiration and som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the designing field

of modern children's tea wares.

Key words: tea ware for children; tea culture; education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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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作家赫伯特窑乔治窑威尔斯渊Herbert

George Wells袁1866-1946冤和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窑凡

尔纳渊Rule Verne袁1828-1905冤共同被誉为野科幻小说

之父冶遥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袁不但激

发读者对科学探索的兴趣袁而且侧重引发读者对社会

深层次问题的思考袁对后世的科学研究和科幻小说的

发展都有深远影响遥小说叶隐身人曳作为他的代表作之

一袁一经问世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袁威尔斯通过犯罪

心理学叙事的方法袁解析主人公格里芬发明隐身药水

前后的犯罪心理及动机袁剖析他从一开始专心从事科

学研究到违背人性的犯罪心理的转换袁再到视人命为

草芥袁随意犯罪袁最终毁灭自己的心理历程遥 小说通过

对格里芬心理变化的描写袁 既阐释科幻小说不同的一

面袁也暗示了人和科学尧人和犯罪之间可能存在的威胁遥

一尧格里芬犯罪心理的生成和发展

犯罪心理学是研究那些与犯罪相关的心理现象

和心理因素的一门心理学学科袁具体来说袁它是运用

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探讨行为人在什么样的心

理状态下袁又受哪些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实施的严重危

害社会的犯罪行为遥 [1]一些冷血尧无情尧凶残的罪犯往

往在早年的成长过程中普遍缺乏亲情或感情的关怀袁

尤其缺少与父母的交流袁以致于他们排斥或反感与家

人进行真诚的沟通遥 诚然袁那些从小就没有被人爱过

的青少年袁 在他们成年之后是很难主动去爱别人袁这

就是人先天社会化缺陷所造成的问题要要要缺少爱遥 格

里芬的犯罪从开始预备尧实施尧到完成袁甚至在他犯罪

之后袁 为逃避社会责任的追究而进行的一系列行为袁

都清晰地勾勒出他的心理演变和转化的全过程袁不难

发现其犯罪心理生成的影响因素遥

首先袁青少年成长期缺少良好的家庭教育遥 童年

缺乏父母或其他家人的关爱和关心袁长大又没有人给

予正确的引导袁即使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袁人生中没

有正确的引导袁也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遥 早在

一百多年前袁 意大利的犯罪学创始人龙布罗梭渊Lom鄄

broso,1835-1909冤就曾提出野研究和理解犯罪之前袁必

须首先了解犯罪人冶遥 [2]小说叶隐身人曳没有提及到格里

芬的母亲袁 只提及了他的父亲是怎样被格里芬逼死

的袁根据格里芬的心理状态袁可以推测有两种心理问

题引发他的犯罪院一是由社会化障碍引发的犯罪渊犯

罪人格犯罪冤曰另一种是由心理障碍引起的犯罪渊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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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犯罪冤遥 格里芬终日沉浸在学术领域的研究里袁忽

视了和其他人的沟通袁他只是个高大尧体型比正常人

魁梧的男人而已遥 从他和房东老太太尧霍尔太太等人

的对话中不难看出他存在一些交际困难袁 沉默寡言袁

对他人的主动沟通显得不耐烦袁以及他因为野隐身冶带

来心理上的负担袁使他只能独自默默隐藏自己的野秘

密冶遥

其次袁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社会的关心遥 犯

罪人在童年就没有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袁这可能会

影响到他们的一生袁社会也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遥 人

后天社会化缺陷所造成的的影响袁 小到微乎其微袁大

到产生严重的社会危机遥 小说叶隐身人曳隐晦地提及了

格里芬由于先天生理上的病痛给他本人带来的烦恼袁

他患有白化病袁被人歧视袁受尽人间冷暖袁他在心中暗

自发誓要成为一个伟大且令人瞻仰的人物的同时也

埋下了一颗犯罪的种子遥 格里芬沉迷于隐身药水的发

明实验中袁封闭了自己三年袁孤僻的性格加剧了他人

伦情感的严重缺失遥 在小说故事结尾袁格里芬被村民

打死后显现原形要要要头发和眉毛都是白色的尧双眼就

像红宝石一样袁这与年龄没有关系袁而是因为他本就

是个野羊白头冶遥 当他被众人打死时袁赤身裸体和悲愤

不甘的表情袁还是引起读者的恻隐之心袁使人们在惩

罚犯罪之人大快人心之余不免增添几分怜悯之情遥

最后袁从犯罪心理学角度看袁人犯罪心理的生成

还有一个潜伏期袁当达到一个爆燃点的时候很多负面

的情绪就将爆发遥 纵观格里芬的整个犯罪心理的演化

过程袁如果他本身敢于面对是非尧不钻牛角尖尧正视自

己先天的缺陷尧放下自己的高傲的尊严袁或许结果就

截然不同遥 他的暴殄行径正是他本人人格缺陷埋下的

祸根袁是人某种畸形心理在某种条件下的释放的集中

表现遥

二尧格里芬犯罪心理的心路历程

叶隐身人曳主人公格里芬是一位物理学天才袁通过

长期的实验袁他发明一种方法可以把人体的折射率变

得与空气一致而造成野隐身冶的效果遥 他原本可以与其

他科学家一起合作袁 向世人公开和传播他的成果袁帮

助那些需要隐藏某些生理缺陷的人遥 但是袁由于自卑尧

过强的自尊心以及利欲的驱使袁格里芬滥用野神奇的

魔力冶袁与世人作对袁袭击毫无防备的人们袁害人性命遥

此外袁他还恶意制造各种恐怖事件袁给社会带来极为

不稳定的恐慌氛围袁 格里芬从天才走向死亡的每一

步袁都深深烙上人犯罪心理形成尧发展的主要印记遥

渊一冤第一阶段院犯罪心理的潜伏

当格里芬只是一名刻苦钻研尧埋头研发隐身药水

的科学家时袁他的生活几乎只有科学实验袁并没有什

么犯罪想法袁他唯一担心或提防的是他的导师窃取他

的实验成果袁他小心翼翼地进行科学研究遥 在实验室

工作时袁由于资金的缺乏袁格里芬束手无策的时候袁他

偷盗了别人寄放在他父亲那儿的钱袁使得父亲无路可

走袁唯有自杀可以解决问题遥 换句话说袁格里芬的实验

间接逼死了自己的父亲遥 从他对肯普叙述这件事的谈

话院野我偷盗了一位老人的钱噎噎对于我父亲的死袁我

丝毫不感到惋惜袁在我看来袁他只不过是成了自己愚

蠢感情的牺牲品遥 冶[3] 看出他对父亲非常冷漠袁好像死

的只是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遥 当格里芬发现袁虽然

他已经掌握了使用药水把人隐身的秘诀袁可是还没完

全掌握要领袁他不会把隐身的人变回来遥 此时袁连续四

年的紧张工作已经使他筋疲力尽袁甚至使他到了没有

任何力量和丝毫感情的地步遥 他想要找寻最初开始研

究时的热情袁恢复那种为了发明创造不惜一切代价的

欲望袁结果却徒劳无功遥 只要隐身药水能够实现成功袁

格里芬对亲情尧对友情等似乎根本不在乎袁他急需一

笔资金袁完成了他的实验袁实现他为此苦苦奋斗的目

标遥 当白猫在阵阵痛苦的呻吟声中隐去了身形袁面对

此情此景袁格里芬不仅毫无怜悯之情袁有的只是试验

成功后的喜悦遥 格里芬意识到实验即将成功袁他服下

了可以除去血液颜色的药水袁他感受到他的皮肤在不

停灼烧袁胃里的食物在猛烈翻滚遥 即使此时格里芬浑

身上下痛苦难耐袁可他还是紧咬牙关袁死一般地躺在

那里遥 这时袁他才明白那只白猫为什么在施用隐身药

水后发出那般痛彻心扉的惨叫遥

渊二冤第二阶段院犯罪心理的萌发

格里芬隐身药水的实验最后终于成功了袁但这建

立在被隐身的人或动物必须忍受极度的痛苦之上遥 实

验进行到后期时袁 格里芬的内心却充满对生命的漠

视袁等同于一个杀人如麻的杀人犯一般遥 他为了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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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地方袁放火破坏了一切袁在他隐身的那一刻袁一

个人所有的阴暗面都涌了出来遥 为了永绝后患袁防止

其他人破解他的机密袁他毅然选择通过烧房子来消灭

痕迹遥 格里芬隐身之后袁觉得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东

西能约束得了他了袁为了一己私利袁毫无做人底线遥 此

时袁格里芬的犯罪的心理开始逐渐显现出来袁价值观

开始扭曲袁思想和行为有些已脱离正常袁道德和社会

秩序意识也开始逐渐丧失遥

此时袁 格里芬自我分辨是非的能力已经基本丧

失袁他走在街上袁深信这看不见的身体会给他创造了

非常有利的条件遥 他的脑子里顿时涌现出各种狂妄尧

惊人的计划袁 现在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这一切

了要要要捉弄别人袁吓唬别人噎噎然而袁恶劣的环境使

格里芬不得不低头袁为了继续生存袁他要吃饭袁要有栖

息之所遥 所以袁他毅然决定去野奥姆宁冶百货公司盗取

东西袁不幸被发现后仓忙逃了出去袁最后在一家沾满

蝇屎的肮脏老式小铺子安身遥 由于老板疑神疑鬼袁嗅

觉听觉十分灵敏袁发现了些许异常袁于是格里芬再次

毫不客气的出手袁把老板给打晕袁堵住了老板的嘴袁并

用被单把他扎了起来袁不管其死活遥 他就是在盗窃尧抢

劫袁就是在犯罪袁但是这时候的犯罪对于他来说只是

一件小事袁只是他为了生存的唯一选择遥

渊三冤第三阶段院犯罪心理的升级

格里芬隐身之后躲避世人的举动袁以及在这过程

中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袁 一步步将他带入犯罪的深渊遥

起初袁格里芬为了更好地研究隐身药水的解药来到一

个偏僻的小村庄遥 他到旅店时袁只想一个人独处一段

时间袁 但是他古怪的造型和脾气引起了村民的好奇

心袁想知道关于这个陌生人的信息遥 村民的好奇心让

格里芬感到非常不安袁使他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袁加之

他的脾气十分暴躁尧易怒袁又不给人好脸色袁村民也感

到些许恐怖袁就纷纷避开了他遥 格里芬就这样安稳地

过了几个月袁他原本只想安安静静地研究怎样才能使

自己显形袁却因霍尔太太一直催促他交房钱袁无可奈

何再一次隐身去牧师家偷钱遥

从犯罪心理学看袁由需求引起的犯罪心理生成的

机制是院当需求被人所意识到袁并且与具体的满足手

段或行为互相联系时袁那么就会产生内驱力推动个体

去实施犯罪遥 [1] 这样的犯罪无一般人常有的悔恨尧忏

悔之心袁并且容易重新犯罪遥 由于匆匆离开袁格里芬来

不及做好掩饰袁被早起的霍尔夫妇抓了个正着袁周围

人的质疑和起哄声使他恼羞成怒当场脱去衣物袁自己

揭发了隐身人的身份袁村民害怕得四处逃离遥 此时袁格

里芬不仅没有偷窃的羞耻感袁还十分享受众人害怕时

惊恐的表情遥 他跑出村庄后袁试图控制流浪汉马弗尔

当脚夫袁威胁马弗尔要是不听从于他袁就杀了他遥 格里

芬的犯罪心理开始逐渐膨胀袁 已经不顾及他人的生

命袁利用一切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遥 但马弗尔还是背

板了格里芬并偷窃了他的笔记本和钱袁这使格里芬更

加的愤怒袁开始了他一步一步的报复遥

渊四冤第四阶段院犯罪心理的终点

犯罪的终点必然是惩罚遥 任何犯罪行为的产生必

然要受到各种心理因素渊如需要尧动机尧态度尧价值观尧

自我意识等冤的影响袁以特定的心理活动渊如认识尧情

绪尧意识等活动冤和心理特征渊如性格尧能力等特征冤为

基础遥 [1] 格里芬的犯罪心理从开始的小打小闹尧捉弄尧

偷窃上升为了杀人报复袁但他并没有得逞遥 可以看出袁

一个人的犯罪心理是由需求引起的袁因为人有一个最

大的特点就是永不满足遥 众所周知袁人之所以会犯罪

都是为了追求物质上的需求和各种享乐袁是一种放纵

自我和任性的表现遥 过度地放纵自己袁一旦被束缚就

会产生报复的心理袁 报复心理就转化为杀人的动机袁

往往犯罪动机就能反映出犯罪人的主观恶性遥

因为导致人的各种心理冲突的表现有好几种院有

源于人际的冲突袁有源于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袁还有源

于观念和欲望的冲突遥 有些人就在一时的心理冲突下

渊心理障碍冤发生危害他人的行为袁甚至是犯罪行为遥 [4]

当格里芬打算向开普寻求帮助袁想利用隐身的优势建

立一个黑暗恐怖王国袁进行统治世界的目标时袁开普

发现格里芬已经失去了理智袁在理性尧理想尧观念尧品

行等方面都和自己有很大的差异袁所以他一边稳住格

里芬袁一边给艾荻上校送信告密袁不愿与他同流合污遥

被格里芬发现后袁开普仓惶逃跑袁虽然最后成功脱离

危险袁但还是时刻面临着格里芬的报复遥 为了逼出格

里芬袁开普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遥 就在格里芬无处可

去的时候袁有个老头发现格里芬手里的拐杖在空中漂

浮很是神奇袁并没有意识到是隐身人遥 当时格里芬的

犯罪心理只是有目的的犯罪报复袁而老头跟在他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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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行为激怒了他袁使他没有了耐心袁直接打死了

那个老头遥

至此袁格里芬故意犯罪的心理是以从故意伤人到

有意杀人再到肆意杀人方式发生变化袁其犯罪心理程

度达到了极致遥 他犯罪的心理越陷越深袁使他无法摆

脱隐身带来的麻烦袁简直是疯了袁这直接导致了他悲

惨的下场遥

三尧格里芬犯罪经历的启示

从犯罪心理学看袁一个人的不同的犯罪行为与其

不同的心理形成机制密切相关袁犯罪行为会通过一个

人的认识尧情感和意志等造成的心理活动而产生遥 犯

罪心理的形成尧转化需要一个过程袁要防止犯罪心理

付诸行动袁不可忽视对各种犯罪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

和影响的深入的研究遥 犯罪心理往往是和欲望尧能力

相挂钩的袁当一个人有一定能力的时候袁隐藏在人本

性中的犯罪心理慢慢浮现袁 人的欲望将被无限地放

大遥 叶隐身人曳这部小说是以前瞻的科幻小说情节为人

所熟知喜爱袁但它从犯罪心理小说层面也能通过对人

的意识层和潜意识层的细致描写袁辅以缜密的逻辑来

安排和构建犯罪叙事遥 犯罪心理小说充满悬念和节奏

感的叙事风格是吸引读者的法宝袁这也和科幻小说在

某一方面的写作手法有许多共同点[5]遥 格里芬秘密进

行隐身实验, 其实验成功之后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完全

与社会格格不入遥 他公然在社会上制造各种矛盾冲

突袁甚至妄图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恐怖王朝遥 对格里

芬犯罪实施的记录袁正符合小说作者威尔斯在创作时

从描写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违背转变到直接对社会规

律的宣战的意图袁同时小说还揭露了社会某些成员与

整个社会群体存在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袁甚至到了鱼

死网破的地步遥

格里芬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就是他把科学当作

犯罪的工具袁因为有了隐身药水袁他觉得野不论做了什

么事袁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袁他都不在乎袁无非就是脱

去衣服袁隐个身罢了冶遥 [3] 在整个犯罪的过程中袁为了

实现不正常的复仇犯罪心理袁 在隐身药水的帮助下袁

格里芬直接无视了社会的法律和伦理道德袁 肆意犯

罪袁损害他人利益袁甚至拿一个人的宝贵生命当作玩

笑遥 格里芬在报复肯普的时候袁开枪杀死了艾荻上校袁

却在追赶肯普时袁被众人合力制服袁被群殴致死遥 他的

内心是不甘的尧悔恨的袁他不甘还没有建立他的恐怖

王国就已经死去袁 他的研究成果还没有被世人所知

道袁还没有记入史册尧让世人仰望曰他悔恨自己的欲望

和野心使他落得如此下场袁如果还能再来一次他肯定

不想再成为一个怪异尧恐怖尧人人喊打的隐身人遥

叶隐身人曳这部作品虽然也批判了普通民众由于

无知而不能给予隐形人以合理的同情袁最终导致了他

与社会决裂的悲剧遥 但它最主要说明的主题还是院社

会伦理道德不能出现权力的真空袁否则便会产生严重

的混乱和罪恶曰科学技术如若运用不当非但不能给人

类带来幸福袁反而会导致人性的扭曲袁把人类变成一

种没有感情尧冷酷自私的研究机器遥 格里芬的野隐身冶

实际上是把自己置于一所没有围墙的监狱遥 隐身术很

有用袁但却无法让人随心所欲地利用遥 格里芬可以隐

身袁但却无法把人类文明的任何创造物一起带入隐身

世界袁因为工具是文明的造物袁而文明与隐身所象征

的百无禁忌的状态是格格不入的遥 野文明冶无法隐身袁

一个经过文明教化的野人冶也无法隐身袁隐形人在隐身

之后已经相当于放弃了人类身份遥 野隐身冶所象征的脱

离伦理道德袁为所欲为袁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

性所在袁所以袁隐形人抛弃了人的本质属性后就不再

是人遥 隐形人只懂得用恐怖手段袁凭自己好恶决定他

人生死命运袁这只能激发群众的集体反抗遥 [6]

隐形人发明的隐身术除非他死袁否则他根本无法

真正回到社会中去袁这个情节暗示了一个人一旦选择

跟这个社会对着干袁便没有回头路袁即使他某天发现

了这样做的沉重代价他承受不起袁他也已经深陷泥沼

而无法自拔遥 所以袁一个人袁尤其是青少年成长的过程

缺乏家庭的关爱袁长大时却没有正确引导袁会导致他

们对人生观尧 价值观和犯罪观念没有清楚的定义袁极

有可能会走上歧途遥 即使是身心健康尧日常的交际和

心理活动都比较正常的人也而能会偶染野心理疾病冶遥

如今袁人们对于心理疾病的重视程度不是很高袁对于

生活中的生理疾病袁人们一旦发现袁就会主动的去求

医问药曰然而对于野心理疾病冶却不同袁人们往往意识

不到自己患有精神的疾病袁甚至自欺欺人袁不愿别人

提及自己的缺陷袁忌讳这个话题袁不敢勇于面对袁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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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遥 若是我们对身边的人漠不关心袁或者置之不理袁

抱有事不关己袁高高挂起的态度袁那么个人的心理问

题最终可能会导致危害自己尧他人尧社会的导火索遥 [7]

在小说叶隐身人曳中袁作家乔治窑威尔斯警示世人院在一

个失去人性和理性的世界中袁科学的成果非但不会造

福于人袁反而会危害社会遥 人性中的自私和罪恶会使

一个有才华的科学家走上堕落和毁灭遥 [7]

四尧结语

众所周知袁死亡是恶性犯罪的终点袁格里芬生命

的戛然而止袁代表其犯罪行为的终止遥 从犯罪心理学

视角剖析一个卓越科学家从成功到毁灭的整个过程袁

一方面可以看出在经济尧科技尚不发达的社会袁犯罪

的研究还没那么深入尧全面袁对犯罪产生的精神原因

探究不够深入曰 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当时社会对优秀尧

有能力的科学家关心的不足袁当他们遇到困难或不被

公众理解时袁他们没有得到社会有力的支持遥 格里芬

这个人物的犯罪心理最终可以归纳为这么一句话院成

功于隐身袁犯罪于隐身袁死亡于隐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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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阅读疗法治疗机制袁学者们较多是从弗洛伊

德学派认同尧净化尧领悟的角度加以阐述袁认为患者在

阅读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尧 认同袁

并通过体验作者设定情境中的恐惧悲伤袁使内心的焦

虑得以释放袁使情感净化遥 国外阅读疗法临床应用和

实证研究都比较普遍袁许多医院和心理咨询中心通常

会给病患附带一份阅读书单来帮助其恢复心理健康遥

这一疗法由图书馆界于 20 世纪 80 年代率先引入我

国袁三十几年来阅读疗法的发展却遭遇野理论热袁实践

冷冶的境遇[1]遥

阅读疗法在高职院校内开展情况如何钥笔者在知

网上以 野高职 AND阅读疗法冶 作为检索式检索出 15

条结果袁作为关键词检索出 12条结果袁作为主题词检

索出 47条结果渊检索时间 2019 年 6月 19 日冤袁这表

明高职院校对阅读疗法研究极少遥而学生选择高职院

校就读主要原因是高考成绩不理想袁或是家庭经济条

件困难等袁他们在心理健康上存在野先天冶不足袁在一

定压力下极易引发不良情绪遥 因此袁在高职院校中开

展阅读疗法袁帮助学生改善心理健康状况显得十分必

要袁2018年李春艳[2]在叶高职院校开展阅读疗法的必要

性和策略研究曳中,分析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及阅读现状袁概述了高职院校开展阅读疗法的必要

性和策略遥 基于此袁笔者将以本校学生志愿者心理调

查结果为基础袁有针对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疗法

实践活动袁 引导读者积极参与到阅读疗法活动中袁帮

助他们改善心理情绪状况袁为高职院校开展阅读疗法

实践增加可借鉴实际经验遥

一尧高职学生心理困惑及阅读疗法活动意义

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困惑袁 主要集中在几个方

面院在生活上袁独立性差的同学一步入大学校园便无

法适应袁容易产生困惑和恐惧心理曰在学习上袁学习能

力差或学习方法不对路的同学袁 成绩往往不尽理想袁

易引发自我贬低尧抑郁等不良情绪曰在人际交往中袁大

学生已逐渐独立袁渴望得到他人的尊重袁但因缺乏良

好的人际交往能力袁容易导致关系紧张袁特别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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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袁他们生性敏感尧多疑袁在人际交往中存在许多

障碍曰在就业方面袁有些同学没能学好专业基础知识袁

在面对就业市场时常出现焦虑情绪遥 这些问题对学生

的在校学习尧生活尧人际关系交往都产生了不利影响遥

尽管高校配备有专职心理教师和心理咨询中心袁但由

于害怕被泄露个人隐私袁 或出于对心理咨询的误解袁

学生有了心理问题较少主动求助学校的心理咨询师

或辅导员袁反而是野有事找度娘袁微信诉衷肠冶遥 [3]因此袁

图书馆面向学生开展阅读疗法活动袁一方面既可以在

保护读者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袁使读者通过阅读来达到

心理保健的目的曰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现阶段读者来馆

数和阅读量急剧下降的形势下袁 拓宽图书馆服务范

畴尧增加新服务内容袁使图书馆馆藏资源得到有效利

用袁此举对于读者亦或是图书馆可谓是双赢遥

二尧利用 SCL-90症状自评量表获取学生

心理数据

渊一冤利用 SCL-90作为调查内容发放问卷

笔者建立了一个 QQ群面向全校征集志愿者袁并

采用 SCL-90症状自评量表[4]制作发放网络调查问卷袁

全面了解读者现在或最近一星期的心理状况遥 问卷内

容涉及感觉尧情感尧思维尧意识尧行为直至生活习惯尧人

际关系尧饮食睡眠等遥

渊二冤实施阅读疗法前心理调查结果

一共征集到不同年级尧 不同专业的志愿者 80人袁

并对他们进行编号袁 向志愿者发送问卷星问卷 80份袁

回收有效问卷 59份遥 最终以这 59位志愿者为研究对

象袁 对他们提交的问卷分别从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两个

统计指标进行分析袁得出图 1尧图 2数据遥

图 1 总分分布比例情况

Fig.1 Distribution proportion of total score

图 2 单项平均分分布情况

Fig.2 Single average distribution

依据 SCL-90指标解释袁总分为 90个单项分相加

之和袁主要是反映心理症状严重程度遥当分值超过 160

分袁表示需做进一步检查曰大于 200分则有很明显心

理问题曰大于 250分是比较严重袁需做详细医学检查尧

有针对性心理治疗或医生指导下服药遥 从图 1显示数

据可以得出结论袁有三分之一同学存在一定心理问题

倾向袁超过十分之一同学明显存在心理问题袁极个别

存在严重心理问题遥

依据 SCL-90指标解释袁 单项因子分是反映某一

方面的情况袁1分<平均分臆2分表示自觉有该项症状袁

但对被试者并无实际影响袁 或者影响轻微曰2分<平均

分臆3分自觉有该项症状袁对被试者有一定影响曰平均

分>3分则存在偏重或严重影响遥 图 2中我们可以发

现袁有超半数的学生出现症状且无实际影响袁有六分之

一左右学生受到一定影响袁极个别学生症状较重遥

综合两方面分析表明袁心理问题在高职学生群体

中切切实实存在袁在参与调查的本校学生读者当中有

将近半数出现不同程度心理问题袁且症状表现并不明

显袁极个别表现程度相对较重遥 接下来将结合这些数

据调查结果袁开展具体的阅读疗法活动以改善读者心

理情绪遥

三尧阅读疗法实践活动

王波的观点院 阅读疗法一类是发展阅读疗法袁相

当于阅读保健尧阅读养生曰另一类是临床阅读疗法袁相

当于阅读治病遥 高校图书馆开展的阅读疗法属于发展

阅读疗法袁它包括指导性和自发的阅读疗法遥 [5] 本次

阅读疗法实践活动将对照读者实际心理调查数据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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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筛选推送适合不同症状人群的疗法书目给予阅读

指导袁并结合真人图书活动尧绘本阅读及设立专门阅

读疗法空间等袁使读者在接受阅读疗法后能达到舒缓

心理负面情绪袁获得心理保健的效果遥

渊一冤编制阅读疗法书单

依据调查得到的数据结果袁笔者采用综合性阅读

疗法书目推荐和针对个别读者对症阅读疗法书目推

荐相结合的办法遥 综合性推荐主要从四个方面袁对学

习意志消沉尧人生丧失信心的同学推荐叶李嘉诚成功

没有偶然曳叶马云穷困时袁做了哪些努力曳叶成功智者五

十人传曳曰对性格原因尧考试尧就业压力产生的推荐叶向

着阳光奔驰曳叶放逐你的焦虑曳叶一个人的疗愈曳曰 对人

际交往原因产生的恐惧尧焦虑的推荐叶别让不好意思

害了你曳叶别把自己太当回事曳叶让别人喜欢你的 18个

理由曳曰对因恋爱与性心理方面产生焦虑的推荐叶恋爱

不安曳叶大学生恋爱心理曳叶性健康十五讲曳遥

针对平均分>3分的个别读者袁首先在保障个人隐

私前提下袁由学校心理咨询室的老师与其谈话袁更深

入地了解引发心理问题的原因袁 进行心理疏导治疗曰

其次袁针对问题倾向由心理治疗师和图书馆馆员共同

制定阅读疗法书目袁重点推荐叶生命的重建曳袁该书中

作者详细例举如何改变思想尧行动的操作方法袁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袁特别适合心理问题症状明

显的读者遥

渊二冤开展真人图书活动

真人图书活动借助真人图书与读者互动交流袁达

到快速分享知识经验尧启迪思想的目的遥 而要成为真

人图书袁前提是其本身需具备一定社会经验尧丰富的

阅历袁还需有较强沟通能力遥 在互动交流过程中袁读者

能获得直接经验感受袁真人图书亦可以对读者疑问进

行针对性指导遥

研究小组特邀校工会副主席李老师袁开展以野快

乐学习袁快乐生活冶为主题的真人图书活动遥 李老师谈

吐风趣幽默袁生活阅历丰富袁并把儿子培养成优秀清

华博士生遥 在交流过程中袁她毫无保留地与读者分享

儿子在成长中所遇到的困惑及获得成功的经验感悟遥

读者在对李老师的解读过程中袁对照自身查找问题并

从李老师那里学习经验遥 通过这次的交流活动袁同学

们纷纷表示要向李老师的儿子看齐袁今后会更加积极

乐观地面对学习生活中的困难遥

渊三冤开展绘本阅读活动

绘本也是一种很好的阅读素材袁绘本故事简短却

蕴含深刻哲理袁其色彩丰富的图片容易激起读者的阅

读欲望袁再配上少量文字叙述就能启发读者进一步思

考袁从而引起共鸣遥

在绘本选择上袁几米的绘本作品是非常适合作为

大学生的阅读素材遥 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吐露着现代人

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隐痛与困顿袁揭示那些看似平静

从容的人生背后的痛苦与惶惑遥 例如在叶向左走袁向右

走曳中袁他把孤独尧寂寞刻画得淋漓尽致袁而在叶1.2.3木

头人曳中袁则用大的画面来衬托小人物的无助遥 同时袁

他的作品也流露着对真尧善尧美的信仰与渴望袁像是

叶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曳用花象征梦想与希望尧象

征蓬勃的生命力遥 另外袁几米作品中文字与图画之间尧

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相关性十分模糊袁这样的表述方式

符合现代人瞬间转换的思维风格袁它制造了一种野疏

异的艺术性冶袁是与现实的分歧与剥离袁在现实的压制

和超越之间袁感受面对问题时的停顿尧空白袁从而体验

置身事外的清晰遥 因此袁研究小组专门把几米的绘本

推荐给参与活动的读者袁 并及时搜集读者反馈信息遥

许多人完成绘本阅读后表示袁在阅读过程中认清故事

中的一些本质现象袁然后再跟自身对比尧查找问题袁成

功地开导自己袁感觉原先困扰自己的那些情绪都逐渐

消失了遥 由此可见袁绘本阅读对于缓解读者情绪问题

是十分有效的袁今后可对馆藏中的其它绘本多加开发

利用遥

渊四冤建立野舒压图书角冶

为营造浓厚的阅读疗法活动氛围袁加大对阅读疗

法的宣传袁从而鼓励更多人参与进来袁研究小组在图

书馆专门开辟了野舒压图书角冶遥 在这个宣传点展示与

阅读疗法有关的书籍资料袁并摆放宣传展架普及阅读

疗法知识遥 今后袁图书馆将通过这个点加强阅读疗法

的宣传工作袁让更多读者认知这一疗法的作用袁使他

们在遇到心理困惑时袁能在这里静下心来用阅读开导

自己袁早日走出心理阴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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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实践活动成效

渊一冤有助于改善读者心理情绪

在实施一系列阅读疗法活动后袁 研究小组以

SCL-90症状自评量表再次对这 59名志愿者进行一

次心理测试调查袁 并与疗法前的心理测试结果一起袁

利用 SPSS数据分析工具对 SCL-90各因子前后测得

数据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分析其差异性渊见表 1冤遥

当 P值<0.05时配对的数据呈现出差异性具有统

计学意义遥通过对志愿者接受疗法前后测得的数据比

较袁在表中显示大部分因子分和总均分明显低于接受

疗法前遥这表明阅读疗法对改善读者心理情绪有确切

疗效袁可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读者的不适症状促进大学

生心理健康遥

渊二冤有助于提升读者情商水平

通过疗法前后的数据对比可知袁阅读疗法在改善

读者心理情绪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遥研究小组认真收

集志愿者反馈意见袁许多读者表示他们认识到只有管

理好个人情绪袁在遇到问题时静下心来多思考才能避

免走弯路袁 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

想袁在学习遇到困难时先控制自己的畏难情绪尧克服

消极心理袁始终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人生尧学业遥

这些认知上的变化说明他们已掌握了一定调节心理

情绪的能力袁懂得如何更好地去驾驭个人情绪袁在情

绪认知力尧自我约束力尧自我激励能力方面有了实质

性进步遥 从这些变化中我们能感受到袁参与实践的读

者在处理各类问题和人际交往中更加地从容袁情商水

平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遥

五尧结语

高校图书馆通过阅读疗法实践活动让读者可以

从书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精神食粮袁对读者的心理情绪

问题有很好的疗愈作用遥 在当今这快速阅读尧碎片化

阅读时代袁 阅读疗法就像一缕阳光照耀进读者的心

灵袁指引着他们走出心理阴霾重获心理健康遥 今后图

书馆要把阅读疗法实践活动持续有效尧规范地开展下

去袁仍有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遥 比如在提高读者活动

黏性方面袁 黏性可理解为某事物具有吸引用户的能

力袁使用户保持兴趣乃至产生依赖的潜力遥 [6]要提高读

者的活动黏性需要充分考虑学生读者需求袁更细心地

挑选阅读图书书目袁 还要丰富素材的形式与内容袁突

破纸质文献的局限引入如电影尧音乐尧电视剧等多媒

体类型的文献 [7]遥其次要往专业化方向发展袁必须加强

阅读疗法馆员队伍能力素质提升袁增加相关专业知识

学习袁同时也要制定相应活动章程袁规范馆员和参与

表 1 疗法活动前后 scl-90各因子分比较结果

Tab.1 Comparison of SCL-90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躯体化 1.32依0.44 1.10依0.0.27 0.22 3.013 0.004**

强迫 1.95依0.58 1.73依0.64 0.22 1.693 0.097

人际关系敏感 1.68依0.62 1.32依0.33 0.36 3.620 0.001**

抑郁 1.54依0.50 1.23依0.28 0.31 3.529 0.001**

焦虑 1.75依0.60 1.55依0.63 0.20 1.558 0.126

敌对 1.45依0.48 1.29依0.36 0.16 1.749 0.087

恐怖 1.39依0.46 1.31依0.48 0.07 0.746 0.459

偏执 1.53依0.60 1.21依0.26 0.32 3.603 0.001**

精神病性 1.53依0.54 1.29依0.35 0.24 3.394 0.001**

其他 1.59依0.53 1.28依0.33 0.31 4.387 0.000**

总均分 1.57依0.47 1.25依0.27 0.32 5.164 0.000**

注院*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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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行为袁避免活动的随意性遥

参考文献院

[1] 王景文.撑起大学生心灵的绿荫:华北理工大学阅读疗法基

地建设的多维探索[J].图书馆,2016(5):102-108.

[2] 李春艳.高职院校开展阅读疗法的必要性和策略研究[J].图

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12):85-87.

[3] 陈莉.基于阅读疗法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创新探究[J].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 2019,32(1):78-80.

[4] 黎明职业大学阅读疗法研究心理测试 [EB/OL].(2018-10-

13)[2019-03-09]. http://www.wjx.cn/jq/29136179.aspx.

[5] 王波.阅读疗法概念辨析[J].图书情报知识,2005(1):98-102.

[6] 吴诺曼.4I模型对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启示:以四川大学

图书馆阅读推广系列活动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 2016,60

(14):115-120.

[7] 李昱嗳.高职大学生心理问题阅读疗法探析[J].图书馆工作

与研究,2017(8):91-93,97.

渊责任编辑院白 晔冤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Reading Therapy Based on Improving

the Psychological Emotion of Readers

要要要Take Lim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HUANG Xudong

(Library of Lim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auses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ading

therapy activities, and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survey data of the students volunte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with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readers' psychological emotions, gradually carries out different forms of reading therapy practice activities. Through the compar鄄

ison of psychological data before and after reading therapy and readers' feedback information, it is proved that reading therapy has a u鄄

nique effect on improving readers' psychological emotions, and it also helps to improve reader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level.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of how to improve the readers' stickines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ase of "hot theory, cold

practice" of reading therapy in China and few empirical stud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practice of reading therapy activities will

provide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improving emotion; reading therapy; library; EQ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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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空间是一种低成本尧便利化尧全要素尧开放式

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的统称遥 [1]众创空间是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具备创客空间和创业孵化

两项重要功能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野青年

筑梦之旅冶的指示和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曳渊国办发也2015页36

号冤袁武夷学院多年来以创新创业工作为抓手袁将创新

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尧社会服务尧对外交流

相融合袁注重突显自身特色袁提供专业化服务袁促进创

新创业人才差异化发展遥 本文在分析总结武夷学院创

新创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袁提出以产学创深度融合为

抓手袁积极探索拓展大学生众创空间的新路径袁提升

支撑平台服务能力袁 以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袁增

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遥

一尧武夷学院众创空间发展潜力分析

近年来袁武夷学院以服务地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为宗旨袁积极探索符合本校实际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改革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袁为武夷学院大学生众创

空间拓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遥

渊一冤基地优势

武夷学院目前已建成设环境优雅尧 布局合理尧设

施齐全尧功能完备尧管理科学尧服务高效的大学生创业

基地袁该基地以大学生创业者为主体袁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袁提供创新创业培训尧行业分析尧融资对接尧财务

与法律咨询尧活动沙龙等一系列服务袁为创业者降低

创业风险与成本袁提高初创企业成活率遥 武夷学院大

学生创业基地立足大武夷尧面向福建尧辐射全国袁孵化

了一批有优势尧有特色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袁生成

了一批大学生自主创业实体袁已形成了野2个一百冶的

大学生创业孵化区格局袁即院校内可容纳在孵项目 100

个袁校外辐射企业 100家袁同时为吸引省内外其他高

校优秀创业项目来武夷山落户创业创造条件遥

渊二冤品牌优势

武夷学院大学生创业基地结合南平产业升级尧企

业创新发展需求袁着力打造野开放空间服务尧成果转化

服务尧知识产权服务尧金融服务冶四大创新服务模块袁

集创新创业第一课堂教学尧创新创业实践实训尧创新

创业赛事辅导尧项目管理服务尧社会资源对接等多功

能于一体[2]袁围绕生态食品尧旅游养生尧生物资源利用尧

文化创意尧智能控制尧智慧城镇建设等 6大专业打造

具有武夷学院特色的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品牌遥 目前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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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JAS19371冤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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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地已形成了开放协同尧多元联动的校政企行创新

创业生态体系袁成为该校的办学特色及亮点遥 [3]学校已

获得野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冶 野全国深化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冶野首批福建省创新创业

创造示范高校冶野福建省产创融合教育实践示范基地冶

野福建省众创空间冶野福建省星创天地冶野南平市众创空

间冶等 20多项平台和荣誉称号遥

渊三冤成果优势

武夷学院注重以赛促学尧以赛促教尧以赛促创袁推

动创新创业成果转化袁 创新创业工作成效逐年创新

高遥 近三年袁在福建省野创业之星冶评选中获奖 10项曰

有 15个创业团队获福建省高校毕业生省级创业资助

奖励共计近百万元曰在野互联网+冶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中获国赛铜奖 1个袁 省赛银奖 1个和铜奖 7个袁学

校被授予第二届尧第五届福建省中国野互联网+冶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遥 在南平市优秀创业项目

评选中获奖 31项袁占全市近三分之一遥 学生在各类学

科技能和创新创业赛事中获奖 1279项袁 其中国际级

获奖项目共 192项,国家级 797项,省级 290项袁全校

上下创新创业志气高涨遥

二尧武夷学院众创空间建设存在的主要困

难和问题

武夷学院作为全国百所产教融合示范高校和福

建省转型发展示范高校袁近年来在大学生众创空间建

设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袁形成了基地尧品牌尧成果等优

势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遥

渊一冤与本地产业融合度不高

大学生创业项目业态主要分布在茶尧旅游尧文化

创意尧数字信息尧竹木产业尧教育培训尧创意农业等行

业袁创新创业项目与南平市现代绿色农业尧旅游业尧健

康养生产业尧数字信息产业尧生物产业尧先进制造业尧

文化创意产业渊下称野七大产业冶冤相关的工科专业尧与

补民生短板相关的急需专业相融合的效果不够理想袁

尚未形成专业教育尧创新创业实践训练尧创业项目孵

化的良好循环遥

渊二冤服务社会能力不强

大学生创业项目缺乏有效引导袁 与市场需求尧区

域优势资源结合的不够紧密遥 在项目选择上基于南平

优势产业尧行业痛点尧社会综合效应等多方面考虑的

不多袁未能够较好地服务南平野七大产业冶遥 大学生创

业项目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情况袁创业项目孵化后未

能与社会形成有效衔接的现象比较突出[4]袁脱离校园

后的创新创业项目容易失败袁直接导致孵化出园的初

创企业成活率低袁服务社会经济效益不理想遥

渊三冤平台服务内容同质化

武夷学院大学生众创空间于 2015年正式开办并

迅速成长袁在近五年的发展中体现了一定的服务特色

和创造力袁 但在突破众创空间同质化方面做的不够袁

未能充分发挥武夷学院茶学尧旅游尧艺术等特色专业

的示范辐射和品牌效应袁专业群与创新创业关联发展

及产业链深度对接机制尚未形成袁 服务内容拓展不

够袁深耕众创空间运营能力效果不甚明显遥

渊四冤科技含量有待提高

武夷学院众创空间科技创新企业仅占入驻企业

总数的 8%袁虽涉及智能农业装备制造尧3D打印技术

服务尧计算机技术服务尧应用程序开发等多个行业袁但

项目质量有待提升遥 另外袁众创空间虽制定了鼓励科

技创新项目入驻政策袁但落实还不够到位袁众创空间

开展的创新创业活动与科研成果联系也不够紧密袁科

技成果转化率偏低遥

三尧进一步拓展武夷学院众创空间的路径

探讨

基于以上潜力分析和对存在问题的思考袁为进一

步引导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朝着纵深迈进袁谋划野十四

五冶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新思路袁笔者认为袁武夷学院应

以产学创深度融合为抓手袁从以下五个方面积极探索

进一步拓展大学生众创空间的新路径遥

渊一冤在武夷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园上拓展众创空间

武夷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园是武夷学院所在地区

最重要的产业基地之一袁技术优势明显尧产业特色突

出尧创新氛围浓厚尧发展潜力巨大遥 武夷学院众创空间

应本着与地方野优势互补袁共同发展袁合作双贏冶的原

则袁可在先进制造尧数字信息尧文化创意产业方向面向

地方共建产学创融合的实践教育基地遥 围绕南平野七

大产业冶袁扶持培育一批与产业融合度高尧发展态势较

好的电子信息工程尧环境工程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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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管理尧旅游管理尧食品质量与安全尧环境设计服务等

专业的创新创业项目袁积极与商汤科技尧浪潮集团尧智

云动能尧博瑞医学等高科技企业合作袁为武夷学院众

创空间提供大数据尧智能制造等高新专业技术服务和

创业服务遥

渊二冤在专业实践上拓展众创空间

打通第一课堂到第二课堂的壁垒袁将创新创业实

践融入创新人才培养袁加强学科专业与创新创业实践

的交叉融合和相互渗透遥 致力将地方产业发展与武夷

学院创新创业工作相融合袁重点孵化与地方经济产业

布局相结合的大学生创业项目遥 根据闽北产业转型升

级及产业集群化发展规划袁通过服务地方产业链的生

态食品产业专业群尧旅游养生产业专业群尧文化创意

产业专业群尧生物资源利用产业专业群尧智能控制产

业专业群和智慧城镇建设专业群 6大专业群构建创

新创业实践教育体系遥 积极与企业共建大学生创新创

业实训基地袁积极对接地方经济发展项目袁为武夷学

院学生科技创新尧 工程实训和自主创业提供实践平

台袁在创新创业实务中锻炼他们在企业技术尧工艺创

新尧技术改造方面的专业实践能力遥

渊三冤在特定群体上的拓展众创空间

积极推进特定群体创新创业袁为区域产业发展注

入新鲜血液遥 一是鼓励吸引留学生创新创业遥 武夷学

院目前有百余名来自美国尧也门尧南非尧赞比亚尧哈萨

克斯坦尧吉尔吉斯斯坦尧印度尼西亚尧乌兹别克斯坦尧

塔吉克斯坦尧苏丹等 10个国家长期留学生遥 武夷学院

大学生众创空间可以特色项目为抓手袁 丰富和拓展

野一带一路冶文化交流内涵和领域袁为留学生开通绿色

通道袁打造自项目遴选尧引导尧培育和对接到项目落地

孵化和产业化的一套完整服务体系遥 通过重点项目培

育扶持袁充分调动留学生的创业积极性袁充分发挥留

学生科技创新尧自主创新尧高端创新生力军的作用袁提

高众创空间的国际化水平遥 二是积极帮扶少数民族学

生创新创业遥 武夷学院目前有来自福建尧贵州尧广西等

23个省 渊自治区尧 直辖市冤 的 29个少数民族的学生

1000余人袁是 野全省民族团结进步重点区重点单位冶

之一遥 学校与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共建合作袁建立野少

数民族文化传承课题研究项目冶袁 开展文化艺术传承

的相关研究和实践遥 武夷学院众创空间应充分发挥高

校的育人功能袁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尧人文特点等将少

数民族特色传统文化保护融入创新创业实践教育袁指

导学生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内涵袁 把少数民族手工艺尧

体育竞技尧歌曲舞蹈尧传统习俗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袁有目的尧有计

划地将民族特色传统文化精髓渗透到创新创业实践

的各个环节袁树立学生保护文化尧多元文化共存共生

的价值理念遥 三是不断扩大女大学生群体创业就业遥

武夷学院女大学生共有 8600多人袁 占总学生总数的

56%袁武夷学院大学生众创空间可以中国渊福建冤女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平台为抓手袁深入推进野创业创新

巾帼行动冶袁最大程度支持女大学生投身科技创新尧产

业创新尧管理创新尧服务创新等创新创业领域遥 对女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进行专项扶持指导袁培育一批女大

学生创业能手袁辐射带动区域女性就业创业袁实现自

身与社会的同步发展遥 四是不断加大贫困学生创新创

业帮扶力度遥 不断加大贫困生创业支持力度袁协同学

生管理部门在政策上给与倾斜袁配套各类优惠扶持政

策遥 可结合南平所在区域特色开展贫困生创业就业技

能培训袁 对于有创业意愿的贫困生全面纳入创业培

训袁鼓励优秀孵化项目吸纳贫困生入孵创业袁指定创

业导师全程跟踪指导遥

渊四冤在文旅融合上拓展众创空间

深入挖掘武夷山特色文化旅游资源袁打造具有地

方特色的文旅融合产品遥 武夷学院所在的武夷山市作

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尧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地尧全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尧野万里茶道冶起点袁正

在积极争创全国文旅融合发展试点袁发展文旅融合产

业大有可为遥 武夷学院大学生众创空间可将创新创业

文化建设与武夷山茶文旅品牌相融合袁不断探索野文

旅搭台袁经济唱戏冶的具体方式和具体合作项目袁为武

夷山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带来新思路尧新活力遥 武夷山

还有着丰富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袁可将红色文化教育

贯穿于大学生实践育人的全过程袁把红色文化融入创

业实践与创新遥 可借助武夷山老区苏区的红色文化资

源袁建设一批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实践教学基地袁每年

培育 10支以上野俊波冶创新创业团队袁以野双百三级创

新创业联动冶为行动纲领袁深入开展以红色文化为中

心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遥

渊五冤在精准服务上拓展众创空间

整合校内外资源袁挖掘校地尧校企合作深度和广

陈金瑞袁等院在产学创深度融合上拓展大学生众创空间 9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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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袁为大学生创业团队提供精准化服务遥 一是建立健

全创业扶持奖励机制遥 通过设立野大学生创新创业示

范项目冶评选奖励等以奖代补方式袁支持大学生创业

项目落地生根遥 细化武夷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相关管

理办法袁不断完善修订评价标准和评审办法袁充分调

动全校师生创新创业积极性遥 指导入驻企业积极申报

各类省市创业项目奖补袁争取创业资金和人才支持政

策遥二是强化校地产学研合作交流遥深化产学研合作袁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遥积极与南平地方优势企业建

立多种形式尧符合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规律的产学研合

作关系遥 依托武夷学院众创空间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

校地产学研合作平台袁探索建立野企业+科研团队冶野科

技成果入股冶等专业化市场化服务模式遥 三是提供高

端且兼具专业特色的孵化服务遥深耕创新创业成果与

国家战略及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袁着力打通科技成果

转化通道袁推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袁提供研发设计尧科

技中介尧金融服务尧成果交易尧认证检测等专业化服

务遥大力鼓励师生共创项目袁把课堂延伸到众创空间袁

把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袁促进科研

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或商业服务袁产生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遥

四尧结语

高校众创空间是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

载体袁尽管不同高校的办学定位尧学科优势尧发展思

路尧区域优势产业不尽相同袁但都围绕野特色化冶野专业

化冶野品牌化冶等建设目标袁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针对

性强尧效果直接尧模块化的教育引导与服务遥 我们立足

于武夷学院实际袁以产学创深度融合为抓手袁探索符

合新建本科高校拓展众创空间的新路径袁以期为同类

院校的大学生众创空间建设工作提供经验借鉴和有

益启示遥 各高校在遵循各自办学定位的基础上袁应以

培养创新创业创造人才为目标袁面向大学生开展创新

创业教育袁打造个体升值通道袁驱动专创尧科创尧产创

的深度融合袁探索出不同的运行模式和发展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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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Further Expansion of Students' Maker Space in Wuyi

University Based on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 Innovation

CHEN Jinrui, WANG Yi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 Wuyi University students' maker space provides professional sharing, practice and exhibition space for entrepreneurial stu鄄

dents,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cost, convenience and opennes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existing problem of the students' maker space in Wuyi University, it is proposed to tak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uni鄄

versity and innov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o explore the function expansion of maker space in Wuyi University in Wuyi New Dis鄄

trict's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professional practice, specific groups,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nd accurate service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highland of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creative education of Wuyi University.

Key words: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 innovation;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maker space; function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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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产教融合与跨学科复合型商务英语人

才培养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

实施袁 教育和人才改革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尧

新任务和新要求遥2014年袁国务院印发叶关于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曳渊国发也2014页19号冤袁提出野深化

产教融合袁 鼓励行业和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

育袁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冶遥 2015年袁国务院印

发 叶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曳渊国发也2015页64号冤袁强调野深化产教融合袁将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袁

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冶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袁野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

系袁深化产教融合尧校企合作冶遥 为深化产教融合袁促进

教育链尧人才链与产业链尧创新链有机衔接袁全面提高

教育质量尧扩大就业创业尧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尧培育经

济发展新动能袁国务院 2017年 12月印发出台了叶关

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曳渊国办发 也2017页95号冤遥

2018年 12月袁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深化产教

融合十五条措施遥 2019年 3月 5日上午袁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袁

野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冶中明确提出袁改革完善高职院

校考试招生办法袁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

人尧下岗职工尧农民工等报考袁今年大规模扩招 100万

人遥2020年 5月 22日上午袁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遥 提出院资助以

训稳岗袁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 3500万人次以上袁高

职院校扩招 200万人袁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尧好就

业遥

面对现代职业教育面临大改革大发展的新形势袁

产教融合背景下跨学科复合型商务

英语人才培养的教学设计
要要要以叶国际商务英语函电曳课程为例

洪 菁

渊福建江夏学院 外国语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08冤

摘 要院现代应用型本科教育面临大改革大发展袁野产教融合尧校企合作冶的办学方针和跨学科复合型商务英语人

才培养模式的发展导向袁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专业规划尧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等提出了新要求遥 这些新要求必然体现在

具体的课程教学中袁并经由具体课程的教学得以实现遥 叶国际商务英语函电曳作为跨学科复合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方案中

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一门专业课袁在不断地教学设计和改革中袁探索出了知识尧技能与观念野三位一体冶的教学方案和方法袁

可操作性强袁比较好地体现和实现了产教融合尧校企合作的办学方针袁也十分有利于跨学科复合型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遥

关键词院产教融合曰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曰野三位一体冶曰课程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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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科学野十三五冶规划 2019年度课题

渊FJJKCGZ19-216冤的阶段性成果遥

作者简介院洪菁渊1973-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国际

贸易尧商务英语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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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成为近年来促进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尧加强

创新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方针袁是

统筹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遥

伴随着野一带一路冶倡议和合作建设的发展袁目前

我国对外贸易的形态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袁 产业贸

易尧资本贸易尧信息贸易尧文化贸易尧知识贸易正在超

越传统的商品贸易袁 并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导遥

这里的产业贸易尧信息贸易尧知识贸易袁涉及的相关知

识和技能袁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商务商务英语专业的课

程体系[1-2]袁这就要求我们要思考如何在课程体系中增

加能支撑这些知识和技能的课程[3-4]曰同样地袁以互联

网和智能技术为典型代表的新工科行业袁也必然要求

我们的学生必须了解尧掌握一些新工科行业所涌现出

来的新概念袁 甚至是一些由此带来的新的经济模式遥

比如袁互联网+渊互联网+金融尧互联网+教育尧互联网+

医疗袁等等冤尧云计算尧区块链等袁这同样也要求我们要

思考是否在课程体系中增加能支撑这些学科知识的

课程[5]曰新时代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已发生重大变

化[6]遥为了应对时代的挑战袁推进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模

式创新袁 深化以课程为核心的商务英语教学改革袁彰

显新时代的教学理念袁探索产教融合背景下跨学科复

合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二尧产教融合尧跨学科复合型商务英语人

才培养与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

产教融合为导向的应用型本科教育袁经过多年的

实践与不断的探索袁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7]袁在

国外袁有德国的野双元制冶模式尧美国的野工学交替式冶

模式尧英国的野工读交替制冶模式尧澳大利亚的野行业主

导型冶模式和日本的野产学合作冶模式袁等等遥 我国则基

本上是共同的具体做法居多袁如院校内实践基地模式尧

校外实习基地模式尧科研与推广项目模式尧订单培养

模式尧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尧服务区域经济的定向培养

模式曰以及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尧双导师

制模式尧企业专项奖学金设置模式尧校企搭建竞赛平

台模式等遥

商务英语专业在笔者所在学校已开设多年袁是最

具传统的专业之一遥 在不断的改革与发展中袁通过不

断追踪和认真总结尧吸收国内外有关产教融合的模式

和做法袁结合自身具体情况袁在产教融合模式方面不断

探索袁形成了以行业为指导尧以工作过程尧工学结合为

导向袁融野教尧学尧做冶于一体为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遥

课程设置方面袁确立了野以英语为核心袁以国际化

为背景袁以商务实践为主线冶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教

学体系遥 该课程体系是产教融合的产物袁是产教融合

在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的集中体现遥

图 1 商务英语专业课程教学体系

Fig.1 Teaching system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of Business English

野以英语为核心冶要求课程教学围绕英语语言这

一中心展开遥 因为扎实的英语语言功底是本专业学生

专业素质的首要方面袁是毕业生就业的第一特长遥 英

语语言课堂教学是本课程整体设计的重要环节遥

野以国际化为背景冶体现了英语语言与国际商务

其他要素密不可分的关系袁 无论是英语语言教学袁还

是综合实训袁均在国际化情景下展开遥 适量的商务知

识和熟练的商务业务操作技能是学生专业素质的重

要方面袁也是毕业生就业的第二特长遥

野以商务实践为主线冶指各种实践活动贯穿学生

四年学习生活的始终遥 商务英语专业的实践教学由四

大平台构成袁即课内实践平台尧校内实训平台尧校外实

训基地平台和国际交流平台遥 四个部分分别承担着不

同的功能和效用袁同时各平台之间在培养学生技能方

面又相辅相成袁使学生的主要技能能够在循环中得到

强化和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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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产教融合与商务英语专业课程教学设计

叶国际商务英语函电曳是我校国际贸易专业尧商务

英语专业的一门必修核心课程袁也是学生学习和掌握

国际商务英语技能的应用性课程袁是跨学科复合型商

务英语人才培养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专业课遥 通过系统

地学习和掌握外贸英语函电的格式尧专业词语尧行文

方法以及文体特点袁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适应

对外经贸业务活动的需要, 提高学生在外贸业务活动

中正确地使用商务英语的能力袁以及对外进行各项业

务联系和通讯活动的能力遥

本人在长期从事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袁始终遵循

产教融合的指导精神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

计划袁力图将产教融合思想尧模式细化融汇于该课程

教学中袁形成了有一定特色的课程教学设计遥

首先袁将产教融合方针细化为知识尧技能与观念

三个可操作的构成和层面袁 形成一个有内在逻辑的

野三位一体冶体系遥 叶国际商务英语函电曳作为一门课

程袁自然离不开知识的传授袁其首要的和基本的功能

是使学生们能够全面掌握该课程的知识体系袁 为此袁

必须系统与深入地讲授外贸函电知识点遥 如院建立商

务关系袁担任独家代理袁询盘与答复袁推销新产品及兜

揽客户袁发盘与还盘等方面的知识等袁这是体现野学与

教冶的一面遥 作为一门应用性课程袁根本目标是养成和

提升学生的能力或技能遥 如外贸业务信函及文书撰写

能力袁以使学生们能日后参加和开展外贸尧商务实践袁

这是体现野产冶的一面遥 在掌握了课程知识尧具备了一

定的专业能力的基础上袁学生还必须善于思考袁树立

以课程知识的眼光与专业能力的视野去分析和解决

实践问题的观念袁 增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研究袁相

互促进尧提升遥 同时袁知识尧技能与观念三个方面之间

是相互联系尧相互促进尧密不可分的院知识的学习是技

能掌握的基础袁技能掌握又能促进知识的学习袁学生

在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之后才有能力对所学知识和所

掌握的技能进行研讨尧反思袁这种研讨和反思无疑会

进一步促进其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遥 三者之间的关系

如图 2尧图 3所示院

图 2 三位一体基本图

Fig.2 Basic diagram of trinity

其次袁将产教融合的实现转化为知识尧技能与观

念三者结合的实现遥具体形式是模拟尧实训与研讨遥如

下图所示院

图 3 三位一体实现图

Fig.3 Diagram of the trinity implementation

模拟方面袁 课程知识模块主要将基本的外贸尧商

务函电知识和技能分解为项目在课堂内进行模拟仿

真活动袁可以在一般课堂尧商务实训室尧翻译实训室尧

微机实验室尧视听室尧语音室和多媒体教室等环境中

进行遥 例院以外贸企业一笔实际业务的磋商为信函写

作的情景,在工作环境中,由学生扮演角色来体验工作

过程尧学习相关知识,提高外贸英语的语言运用能力遥

这种情况的教学程序是: 教师围绕教学目标设计教学

活动,进而创设模拟情境,介绍职业角色和工作过程,然

后组织学生扮演职业角色,反思尧总结工作过程袁整理

知识,最后加以巩固遥教师的工作是设置工作情景和工

作任务,学生的角色是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倾听者或旁

观者遥

实训方面袁例院以真实的工作任务驱动教学过程,

构建以项目为引导尧任务为驱动的课程框架遥 项目作

为明线, 每个项目以真实的外贸企业业务背景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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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袁下设具体的工作任务曰能力培养为主线,在完成

每个工作任务的过程中, 把外贸业务环节中涉及到的

各种信函及文书的撰写作为重点培养的能力曰此时以

英语知识和外贸知识为暗线, 贯穿整个项目和每个工

作任务之中遥

本专业与福建省内外的多家涉外尧跨国尧跨境企

业建立了长期性的实训与实习基地袁为学生提供实习

机会袁为毕业生寻求就业前景遥 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渊9.8冤尧中国福建商品交易会暨海峡两岸经贸交

易会(5.18)尧中国福建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期间(6.18)袁

本专业学生在展会近百个岗位上轮岗工作袁在真实的

商务环境中与外国客商面对面沟通和服务袁锻炼和培

养了学生的外语能力尧商务技能和职业意识遥

研讨方面袁一是通过课堂研讨袁二是通过实训平

台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研讨袁加深理解与深化培养

有关观念遥

课堂研讨中袁设计与实施流程如图 4所示院

图 4 课堂研讨的设计与实施流程

Fig.4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class discussion

实训平台方面的研讨袁如院为学生提供来自生产

与企业实践的课题袁参与本专业的毕业论文写作和答

辩指导遥 在毕业论文和实习指导教师中袁聘请来自于

企业行业的兼职教师袁等遥

通过课堂讲授给学生野知冶渊Knowledge冤袁各种讨论

给学生野识冶渊野念冶冤渊Concept冤袁课程设计和实训亲历等

给学生野能冶渊Skill冤遥 如此袁实现产教融合在一门专业

课程教学中的细化与运用遥

再次袁将产教融合的评价转化为知识尧技能与观

念三者结合的考核遥

以往的专业课程教学中袁课程考核的主要形式是

学生的试卷考试遥 用试卷考试分数考察学生对知识的

掌握程度袁较为片面袁很难反映出学生学习效果与教

学目标实现的真实情况遥 而基于产教融合细化下的知

识尧技能与观念三者的考核袁则相对要全面得多袁也有

利于较好地反应出学生学习的效果与教学目标的实

现曰有利于教师尧学生可以根据实际效果与教学目标

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及时纠正教学活动中的偏差,使

一切教学活动都紧紧围绕教学目标的实现来进行遥 我

们的具体做法是院在课程评价中实现评估内容的多元

化尧评估方法的多元化和评估主体的多元化遥 评估内

容包括院商务英文信函与报告的编写能力尧团队合作

的能力尧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曰评价方法有课堂提问尧课

堂讨论尧单元测验尧阶段测验尧期末测验等曰评估主体

由原来的任课教师单一主体变成任课教师尧 企业专

家尧学生本人尧学生团队等遥

四尧结语

产教融合模式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袁成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和发展的方向袁也是

应用型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遥 我

校商务英语专业在产教融合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

试袁 确立了颇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袁并

力图将产教融合思想尧模式细化融汇于国际商务英语

函电课程教学中袁 形成了有一定特色的课程教学设

计袁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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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eaching Design of Interdisciplinary Compound Business English

Talents Trai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要要要A Case Study of Course 野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rrespondence冶

HONG Jing

渊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冤

Abstract: Moder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facing great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school-running policy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compound Busi鄄

ness English talents training mod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fessional planning, training mode and curriculum setting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hese new requirements must be embodied in the specific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ac鄄

quired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specific courses. As a typical and representative cours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compound

Business English talents, 野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rrespondence冶 has explored the teaching plan and method of "trinity"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concepts in the course of continuous teaching design and reform. It has strong maneuverability. It embodies and realizes the

school-running policy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It is also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Business English talents.

Key word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terdisciplinary compound business talents; trinity; curriculu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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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植物景观设计曳是全国高等院校风景园林尧环境

艺术尧建筑学等专业的基础必修课袁是对具有观赏价

值和环境改善功能的植物进行综合描述并应用的一

门艺术学科袁学好这门课程将为后续景观设计课程的

植物设计奠定基础遥 时下社会需要高校培养创新与技

能并举的植物景观设计人才袁以适应复杂的环境变化

和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曰同时袁也对本门课程的教学

质量和教学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植物景观设计课

程由于交叉了植物学尧分类学和园林规划设计等学科

知识袁其理论体系不仅庞大袁而且实践性极强遥 学生在

课程学习中存在许多问题袁主要体现在院渊1冤植物认知

部分的专业术语较多袁不易记忆曰渊2冤以教师集中讲授

为主的共性教学有时难以满足每位学生的需求袁无法

展开有效的互动和思维启发袁 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曰

渊3冤理论与实践不能很好地有机结合袁在设计实践中

运用植物的能力不足[1]遥在课程教学的有限学时内袁如

何改善这一现状袁为未来的新型人才打下良好的专业

基础袁成为植物景观设计课程教学需要不断探索的内

容遥 本文尝试将生态课堂的理念引入到植物景观设计

课程的教学中袁重塑课堂教学体系和学习方式袁构建

可持续发展的高效生态教育环境袁促进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高遥

一尧生态课堂的内涵及特征

渊一冤 生态课堂的内涵

生态课堂的概念源于美国教育家劳伦斯窑克雷鸣

渊Lawrence Cremin冤1976 年 [2]提出的野教育生态学冶理

论袁该理论提出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思维袁特别是整

体性尧协调平衡和系统性等原理来指导研究各类教育

现象和问题袁揭示教育的一般规律遥 课堂生态是教育

生态学的具体研究领域之一袁是由教师尧学生尧教材尧

教学目标尧教学内容尧教学手段尧教学环境等诸多生态

要素构成的一个相互依存尧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遥 在

生态学视域下袁 生态课堂以 野直指学生冶野直通本质冶

野直需独立之精神冶野直连高效冶为本质内涵[3]遥 简单地

说袁就是强调以生为本袁根据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身心

特点安排教学活动袁建构一种新型的尧民主和谐的课

堂环境袁最大化地实现课堂的教学效果遥

渊二冤生态课堂的特征

课堂生态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动态形成的尧

植物景观设计课程生态课堂的设计构建

吴妙丽

渊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202冤

摘 要院叶植物景观设计曳是环境设计尧园林等专业的主干课程袁由于其知识体系庞大尧实践性强袁教学效果难以有

效呈现遥 关注每一个体的生态课堂能通过调整生态因子间的关系保持课堂活力袁从而提高教学效率袁是一种理想的教学

模式遥 根据本校环境设计人才培养的定位袁重点从教师尧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四个生态因素出发袁提出植物景

观设计课程生态课堂的构建途径遥以期通过生态课堂的构建袁提高教学质量袁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袁促进学生

综合素质的提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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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和谐共生环境遥 课堂的物质生态以小班化教学

渊30人以下冤为宜袁学生形成 5-6 人的学习共同体 [4]遥

教师尊重每位学生的独特性和背景差异袁通过适度的

课堂教学过程和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

新思维遥在学习实践中袁学生主动地对课堂情境进行体

验袁和教师尧同学互动交流尧共享经验袁逐渐建立起自己

的知识体系尧认知架构及协调的师生关系[5]袁最终实现

师生共同发展和素质提升遥 在某种意义上袁理想的生

态课堂应是一种高效性的课堂[6]袁即教师教得轻松尧学

生学得省力袁同时高效能地完成教学任务遥

二尧植物景观设计生态课堂的初步构建

课堂生态的影响因素包括教师尧学生尧环境和教

学信息等袁这些因素在教学实施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程

度的影响遥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袁既要考虑课程的性

质袁又要注意师生的特点及其在生态课堂中的联系和

生态位遥 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袁才能构建一个健康尧可

持续的课堂生态系统遥 对于植物景观设计课程的生态

课堂的构建策略渊图 1冤袁本文结合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的办学特色及自身的教学思考与尝试袁重点从生态主

体尧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四个方面进行探

索和分析遥

图 1 叶植物景观设计曳课程教学的总体改革框架

Fig.1 The overall reform framework of the teaching of

"Plant landscape design" course

渊一冤生态主体的主导和主体地位的实现

作为课堂生态系统中的主要生态因子之一袁教师

扮演着野教学的组织者冶野课堂工作的导师冶野情感的支

持者冶等多重角色袁这使得教师需要不断丰富自身的

学科知识袁提高教学技能遥 首先袁教研组内定期开展研

讨活动袁通过教师间相互探讨与合作借鉴袁实现共同

发展遥 其次袁为了缩小高等教育内容与企业人才需求

之间的差距袁教师每学期下企业实践袁获取植物景观

设计行业发展的前沿动态和市场信息遥 再次袁在符合

课标要求和教学规律的前提下袁创造性地整合教学资

源袁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或删减曰充分利用现代多媒

体技术进行教学袁努力创建多维课堂袁增加学生对课

堂的关注度曰关注学生的性格尧能力水平和兴趣点袁并

在备课时有针对性地查找学生感兴趣的相关案例和

资料袁融入到课本的理论大纲中袁使理论知识的教学

与生活紧密结合起来遥 展开课堂教学环节时袁教师应

注意观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状态和变化袁并根据这

些变化随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遥

学生在生态课堂中扮演着知识的发现者和创造

者角色遥 在教师的引导下袁学生需树立自主学习观念袁

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袁协调好

与同学间的关系袁开展交流合作学习曰根据自己的学

习状况袁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袁从而实现个性发

展和素质的提升袁完成知识和能力的自我建构遥

渊二冤优化教学模块袁拓展教学内容

1.理论教学内容的优化

教学内容的生态化设计要求教学内容的编排应

遵循整体性和渐进性原则袁做到知识主干与结构脉络

清晰尧逻辑合理遥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袁我校环境设计专

业学生通过野三大构成冶基础课的训练袁已初步具备造

型与审美能力遥 但由于植物类课程的比重较少袁学生

对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不足袁 有必要探索相应的方

法袁加强学生对植物要素及其所构成的园林空间的认

识遥 结合我校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设置特点袁提出了

以设计实践为主尧注重学生运用植物要素进行设计的

技能培养的教学思路遥 同时袁参考其它高校同类课程

的教学方法和经验[7-8]袁整合和优化了理论教学和实践

教学的课时比例遥 将理论学时控制在 16学时袁按知识

模块顺序讲授植物景观设计的基础理论院东西方植物

景观设计发展史 2学时尧景观植物的类群及美学特性

8学时尧植物景观设计程序及图纸表现 4学时尧植物造

景案例分析 2学时遥 本课程的核心讲授内容界定在景

观植物的认知尧 植物空间组织与设计表现等方面袁对

学生已学过的内容渊如植物配置的美学原理等冤只进

行归纳总结袁避免与其它课程内容重复遥 此外袁引入了

近年来的优秀作品及植物造景研究的热点内容袁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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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区植物景观设计注重文化性与共享性的新趋势尧文

化遗产类历史园林植物景观保护与修复等袁使教学内

容更加新颖和完整遥

2.实践教学的优化

实践教学是植物景观设计课程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袁 一方面可使学生巩固对已学理论知识的理解袁

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实际操作能力袁更重要的是培养

创新精神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依据野从易到难尧由单一

到综合尧从模仿到创新冶的原则袁构建了以现场调研和

设计实践为主的实践教学内容袁共计 32学时遥

渊1冤校园景观植物认知

组织学生调查校园景观植物的种类尧形态特征和

观赏价值等袁辨别其与其它植物的不同袁并编制校园

植物名录统计表和调查报告遥 在调查过程中袁学生始

终是主体遥 教师引导和督促学生积极观察尧记录与搜

集植物材料袁帮助学生了解景观植物认知的技巧遥 调

查结束后袁教师现场点评并分组讨论调查中的存疑种

类尧物种多样性和植物应用特色等遥

渊2冤植物组团配置调研及测绘

对福州地区城市公园优秀案例渊以自然式或混合

式公园为主冤的植物配置模式展开现场调研袁形成对

植物景观布局的直观认识遥 指导学生从视觉尧空间和

环境三个方面感知景观中植物要素的功能多样性和

景观结构袁主要内容包括形体线条尧肌理尧色彩尧个体

及群体的体量尧层次尧空间类型尧边界尧与其它景观要

素的结构关系等遥 要求学生掌握植物景观设计相关参

数渊如株高尧冠幅尧胸径大小尧枝下高等冤的测量方法袁

并将所调查的植物配置模式以及种植布局结构按照

制图规范以手绘的形式转换成平面图尧立面图和剖面

图遥 然后组织学生对所调查的绿地植物景观的优劣进

行评价袁阐述自己的观点袁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设计出

可行的景观提升方案遥

渊3冤专题设计实践

专题设计的实践尝试模拟业界设计的模式和标

准袁针对给定场地进行植物景观设计表现袁完成场地

环境分析尧方案分析尧立意构思尧功能分区与设计立意

表达尧植物景观分析尧种植图绘制尧苗木表尧设计说明

等内容袁引导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用于实践遥 根据场

地大小及功能的不同袁设置两个实践项目袁即交通空

间植物设计和城市居住空间植物景观设计遥 在完成设

计任务的实践中袁培养学生准确认识不同场地的生态

条件差异尧功能特征及场地的可利用程度袁通过协调

植物之间尧植物与地形尧水体尧道路和构筑小品等景观

要素的关系袁营造功能空间曰通过方案草图尧模型进行

设计表达曰熟悉不同尺度下植物选择的差异和景观要

素表现方式的不同遥

渊三冤教学方法灵活化

教学方法的优化涉及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两个

方面遥 生态化的课堂强调采用能促进广泛参与尧深层

互动尧和谐互动尧多群体互动的教学方法来提高课堂

教学效果和质量[9]遥教学方法的使用是多元的袁需要教

师依照适度原则袁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尧学生特点和

学生已有的知识背景灵活地选取不同的教学方式[10]遥

在植物景观设计生态课程的构建中袁教研组把多媒体

讲授法与导学式尧探究式尧合作学习式尧讨论式和案例

教学式等多种教学方式有机整合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遥 教师的备课以内容意义尧问

题预设和任务组织为主袁把与日常生产生活相关的素

材引入课堂袁创设相应的问题情境袁触发学生思维想

像遥

实践内容中的植物认知部分袁主要采用讲授法与

自学指导法的教学设计袁加强理论和实践能力的衔接

过度与转化遥 综合设计实践以合作学习式尧讨论式和

案例教学法为主遥 教师把实践内容有机地穿插到理论

教学中袁先对涉及设计任务的基本原理尧重点内容进

行必要的理论指导及讲解遥 随后组织学生进行分组实

践袁引导学生围绕自己的方案主题展开设计或课堂辩

论尧汇报遥 在任务完成之后袁教师就出现的问题尧成果

作归纳性的总结遥

互联网教育资源和新生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课堂

教学提供了多种辅助手段遥 慕课渊MOOC冤尧微课渊Mi鄄

cro-lecture冤尧翻转课堂等教学平台和相关手机应用使

得课堂教学得到有效延伸和拓展遥 本课程积极尝试袁

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学习华中科技大学的叶园林

植物曳和华南理工大学的叶植物景观规划与设计曳等慕

课课程遥 学生观看视频公开课后袁将问题带到线下课

堂袁由教师解答相关问题袁引导学生深度思考袁同时通

过讨论或者测试进一步巩固或延伸相关知识遥 此外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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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翻转课堂的教学形式应用到部分理论教学内容中袁

师生角色互换遥 由学生选择特定的主题袁经过精心准

备后在课堂上讲授选定的内容袁然后与同学展开讨论

和互动遥 教师则辅助纠正或对内容进行评论和补充遥

为了强化对景观植物的学习袁推荐学生使用各类植物

识别软件袁如微软识花尧形色和花伴侣等遥 在充分介绍

各类软件的优缺点及植物识别技巧后袁学生可以最大

限度地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专业知识遥

渊四冤多元互补的教学评价系统

教学评价系统是课堂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袁是保证

教学秩序健康运行的关键遥 为了客观评价学生的学习

过程及实际成效袁 鼓励学生的自我反思与协同合作袁

本课程的考核用综合评价方式取代以往以期末成绩

为标准的终结性评价遥 根据阶段性任务应达成的学习

要求渊知识技能尧态度情感尧探究能力尧创新精神等方

面的达成情况冤袁随时对学生进行评价袁并针对学习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遥 在考核中袁将植物认知尧植

物景观设计能力和植物空间的营造作为考核的重点袁

参考平时的出勤情况尧学习态度及课堂参与度等内容

进行综合评判袁最终划分了植物景观设计课程的考核

方案院出勤分占总成绩的 5%尧平时问答及课堂表现占

比为 10%尧网络教学平台使用情况占 5%尧植物认知占

20%尧平时作业占 40%尧期末考核 20%渊居住区植物景

观设计图纸+成果汇报答辩+展板制作冤遥其中袁期末综

合设计按合作学习的评价策略袁将教师评价尧个人自

评尧组内互评与组间评价有机结合袁重点检验学生在

分析尧设计表达尧协同尧表达方面的进展遥 考核主要依

靠多样的考核方法和多元的评定形式来调动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遥

三尧教学效果

叶植物景观设计曳生态课堂构建方案自 2018-2019

学年实施以来袁 有效刺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

性袁出勤率尧平均成绩和通过率均得到有效提高渊表

1冤遥 根据本校制定的评教标准袁即以出勤率尧平均成绩

和学生满意度为主要指标袁组织本系教师对本课程的

教学改革实施效果进行评价袁综合结果由中上升为良

好等级遥 课程评价中袁学生的整体平均满意度和兴趣

度的调查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法 渊Likertscale冤渊非常

满意 5分尧比较满意 4分尧一般 3分尧不太满意 2分尧

很不满意 1分冤设计问卷袁搜集学生对本课程的网上

评学数据遥结果显示袁分值分别由改革实施前的 3.1和

2.9上升至 4.0以上遥 可以看出袁生态化的植物景观设

计课堂提高了教学质量及效果袁课程内容和教学模式

得到学生和教师的认可遥

表 1 教学效果分析表

Tab.1 Analysis of teaching effect

四尧结语

大学课堂是高等教育不可缺少的组织形式袁是创

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遥 随着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

推进袁野以生为本袁以学定教冶的教育理念逐渐成为教

育改革的主流思想遥 生态课堂正是遵循生本教育的理

念袁力求营造互动尧共生尧和谐尧高质量尧高效益的课堂

生态系统袁以实现教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遥 将生态

课堂与植物景观设计课程相结合袁不仅有利于植物景

观设计课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袁而且有利于学生综合

素质的提高遥 受管理模式尧政策导向尧教改经费的投入

等因素影响袁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袁今后的教学将

从课堂物质环境渊教具尧教室环境及其中的设施冤尧师

生关系和生生关系的构建等方面深入探索研究袁进一

步完善植物景观设计课程生态课堂的构建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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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Eco-class of Plant Landscape Course

WU Miaoli

(Art and Design College, 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Fujian 350202)

Abstract: "Plant landscape design" is a main cours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gardening majors. Due to its large knowledge system

and strong practicality, teaching effect is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present. Eco-class, which pays attention to the individual, can maintain the

vitality of the classroom by adjust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cological factors, thereby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Therefore, the

eco-class is believed as an ideal teaching mode. According to the culture target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 in our colleg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approach to construct the eco-class of plant landscape design course from four ecological factors: teachers, teaching con鄄

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lass largely promotes th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ini鄄

tiative 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Key words院planting design; ecological class;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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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

手段袁人类 70%的语言是以隐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遥 [1]

隐喻能力是一种以相似性为基础袁 通过联想和想象袁

从具体尧简单尧熟悉的事物向抽象尧复杂和不熟悉事物

映射的能力遥 通过这种单向的映射袁个体能够更好地

了解尧掌握以至运用后者遥 隐喻能力是本族语者的基

本能力袁习得隐喻能力是掌握第二语言的标志遥 [2] 20

世纪 80年代起袁 国内外很多外语教学工作者开始意

识到隐喻能力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袁并通过实证

研究的方式证明了隐喻能力是可以后天培养的遥 [3-6]鉴

于隐喻能力是可教可学的袁那么隐喻能力的培养方法

也见诸于专著和论文[7-11]袁但多以理论论述为主袁缺乏

具体的可操作方案遥 隐喻是概念系统的重要特征袁隐

喻表达是概念系统的体现袁而概念系统又受目标语文

化的制约遥 本文旨在通过实践教学袁考虑学习者的认

知水平尧目标语的文化制约袁系统输入英语概念系统

的理论知识尧学习并输出隐喻表达袁探索一套适合大

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培养学生隐喻能力的可操作方案遥

一尧实验设计

我们的设想是通过隐喻能力测试试卷调查非英

语专业大学生渊英语学习时长为 6~9年冤英语隐喻能

力的现状及存在的障碍袁分析障碍产生的原因遥 综合

分析隐喻能力测试试卷成绩和学生高考英语成绩袁在

保证英语综合能力水平相当尧隐喻能力处于同一起跑

线的基础上袁随机分两组遥 一组为对照班袁实施常规教

学曰另一组为实验班袁予以隐喻教学策略干预遥

二尧测试工具

Littlemore认为隐喻能力由四个方面组成院渊a冤隐

喻生产的独创性曰渊b冤隐喻解释的流畅性曰渊c冤在隐喻

中找到意义的能力和渊d冤在隐喻中发现意义的速度袁

并据此设计了用于测试隐喻能力的试卷遥 [12] 在此我们

借鉴 Littlemore试卷的题型袁 同时为了更好地反映汉

语语境下学生的英语隐喻能力袁我们对试卷内容作出

调整袁题目主要来源于权威性词典叶麦克米伦大词典曳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隐喻能力培养策略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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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喻专栏袁以及苏立昌主编的叶英汉隐喻用法比较

词典曳和英语常用隐喻辞典渊英汉双解冤遥 因为中国大

学生对隐喻能力的概念比较陌生袁这种测试对他们来

说是全新的袁所以单个题目没有要求学生在特定的时

间内完成袁以免测试过程中学生感受到压力袁从而诱

导不自然的表现遥 加之实验条件的限制袁我们选择前

三个方面作为测试项目袁不再测试学生在隐喻中发现

意义的速度遥

该套试卷由 3部分组成遥 第一部分为 30道判断

题袁用于考察发现隐喻意义的能力(Identification)遥 30

个句子均为包含英语隐喻的论述袁要求被试判断每个

论述的隐喻程度遥 采取类似于李克特量表的渊Likert

Scale冤的评分方式袁从这个句子明显是隐喻到明显不

是隐喻共分为 5个等级袁同时采用该量表的统分方式

得出学生发现隐喻意义的能力水平遥 第二部分为 10

道隐喻解析题袁用于考察解释隐喻的流利性(Interpre鄄

tation)遥 要求被试就每一个论述对始源域和目标域的

相似性给出尽可能多的合理解析遥 为了避免学生由于

英语水平的局限而导致解析中出现野词不达意冶的情

况袁允许学生用汉语解析遥 合理解析的数量即为本题

的得分遥 第三部分为 10道句子补充题袁用于考察产出

隐喻的原创性(Production)遥 要求被试调动已有的英语

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认知体验尽可能创造性地使用隐

喻把句子补充完整遥 答案的原创性越高袁得分越高遥

我们征集了 56名大二金融和新闻专业的志愿者

参加测试并利用 SPSS检测了隐喻能力测试试卷的可

靠性 渊reliability冤遥 实验结果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3袁显示该试卷有相当高的内部一致性遥 对于隐喻

能力的每一个分项袁 其内部相关性系数为从 0.741到

0.844袁见表 1遥

表 1 相关性系数

Tab.1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三尧前测和受试的选择

我们调取了经济学院经济尧金融和国贸三个专业

共七个班新生的高考英语笔试成绩遥 SPSS 单因素

ANOVA检测结果显示各个班级的英语成绩没有明显

差异遥 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上述试卷测试了学生的英

语隐喻能力袁 并利用 SPSS中的单因素 ANOVA检测

渊表 2冤袁结果显示显著性水平 p= .998>0.05,故这七个

班学生的英语隐喻能力均无明显差异遥

表 2 单因素方差分析

Tab.2 One-way AVONA

我们随机选取了国贸一班渊39人冤为实验班袁实行

旨在提高学生隐喻能力的隐喻教学策略袁 国贸二班

渊42人冤为对照班袁实施常规教学遥

四尧实验过程-隐喻教学的具体方案

(一) 理论教学

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遥 要想予以隐喻策略教学

干预袁必须对学生进行隐喻基本理论的讲解遥 以隐喻

经典著作叶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曳为蓝本袁我们把概念

隐喻的理论知识划分为概念隐喻的认知属性尧工作机

制尧分类尧系统性和连贯性袁以及隐喻与文化五个板

块遥 利用第五周和第六周晚自习的时间开展五场小型

的讲座袁使实验班的同学对隐喻的基本理论知识有了

一定的了解遥 理论的普及可以为后面的实践教学打下

坚实的基础遥

渊二冤课程设计

我们以本校现行教材叶新世纪大学英语渊综合教

程冤曳渊第二版冤 第一册为蓝本进行课程设计遥 众所周

知袁词汇是英语学习的基础之一遥 死记硬背的方式向

来耗时费力袁效率低下袁遗忘的速度甚至比记忆的速

度还快遥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袁隐喻策略教学首先拿词

Identification 0.844

Interpretation 0.747

Production 0.741

组间 .786 6 .131 .156 .988

组内 220.020 262 .840

总数 220.806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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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开刀袁追本溯源袁探索词汇最核心的尧最基本的根的

意思袁然后利用概念隐喻的映射机制袁探索开枝散叶

的多项词义遥比如 lion原意是狮子袁狮子是野兽之王袁

勇猛袁强悍袁通过隐喻可以引申为野勇敢强壮渊或残忍冤

的人冶袁literary lion就指著名作家袁文坛巨擘袁the lion爷

s share of sth (某物)最大的一份, lion爷s den意指野龙潭

虎穴冶袁 所以我们从每一单元的主讲课文 Text A 中选

出 10个左右的单词从隐喻的角度进行讲解遥

关于词汇教学袁老师教授词汇时应多渠道查找资

料袁比如麦克米伦大辞典渊隐喻专栏冤袁英语常用隐喻

词典袁英汉概念隐喻用法比较词典袁百词斩等袁以便讲

授词汇的产生理据袁以及它是如何以隐喻的方式就某

一点以放射网络的方式向外扩展的遥 大学英语教材中

每单元的词汇大约有 100个袁 包括 Text A 和 Text B遥

大学英语课时有限袁我们不得不遴选一些最基础和常

用的词汇进行讲解遥我们的标准就是按照大纲给出的

野一般要求冶词汇尧野较高要求冶词汇尧野更高要求冶词汇

以及野超纲冶词汇作为选择的一大标准遥 同时在野较高

要求冶词汇和野更高要求冶词汇中进行二次遴选袁参照

语料库选择那些比较基础的范畴词和日常生活中使

用频率高的词汇遥 深挖该词形成的理据袁并借助隐喻

的形成机制袁结合人们的认知和文化场景袁详细说明

这些词是如何一步一步向外发散扩展形成一个词汇

网络的遥 每个单元的目标词汇量是 15~20个遥

隐喻和文化须臾不离遥隐喻性认知机制所具有的

互动属性和文化属性[13]袁告诉我们要想撇去汉语负迁

移的影响袁对英语隐喻有一个非常清晰透彻的理解甚

至应用袁必须深刻洞悉文章的文化背景知识遥 因此我

们对每一单元主题文章中所涉及到的文化背景知识

均进行详细的介绍和解读袁尽可能地为学生创造本族

语者的文化氛围袁使学生如在异域旅行一般沉浸在欧

美文化中袁那么对文中隐喻的理解必将水到渠成遥

再次我们针对主讲课文中所有的具有隐喻含义

的句子进行一一解读遥通过这些句子的解读力求使同

学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课文的意思遥

原汁原味的报纸尧杂志尧书籍和影视作品中蕴含

着大量概念隐喻袁因此不失为接触尧了解尧学习甚至运

用隐喻的好的来源遥 因此我们每一单元结束时袁我们

都会根据单元主题给学生推荐适量的优质资源袁满足

学生接触英语尧增加英语文化输入的目的遥

渊三冤考核方式的改革

评价与测试是检测教学效果尧 保证教学质量尧推

动课程建设的重要手段遥 我们必须重视教学评估袁保

证教学评估的质量袁以更好地发挥它对教学的指导和

监控作用遥 实施隐喻策略教学干预的教学方法是对原

有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遥 教学方法与过程的改变袁

那么评估方式和手段也必然随着改变遥

最新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渊2017冤指出院大学英语

课程评价涵盖课程体系的各个环节袁应综合运用各种

评价方法与手段袁处理好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尧形成

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之间的关系袁实现从传统的野对

课程结果的终结性评价冶向野促进课程发展的形成性

评价冶转变遥[14]这一新的指导方针也为我们的考核评估

方式的改革指明了方向遥 我们提倡终结性评估和形成

性评估相结合的考核方式袁 加大形成性评估的比例遥

把对学生隐喻能力的考核纳入整个大学英语教学评

估当中去遥 形成性评估应包括课前预习尧课堂参与尧课

后作业和课外活动等学习过程的评估袁在这些活动中

老师应有意识地给学生多提供一些隐喻丰富的材料

并予以积极的引导袁随时了解并记录各个学生对隐喻

的识别情况尧 是否了解除字面意义之外的隐喻意义袁

能否产出恰当的隐喻表达方式以及在单位时间内产

出的个数等遥 这些因素应当成为形成性评估的重要参

考因素遥

大学英语考试形式除了传统的笔试外袁 还可以增

加形式灵活多样的口语考试袁 以了解学生的口语尧听

力尧知识面和对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遥评分标准应根据

学生口头输出的英语袁 评价其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英

语的概念系统袁输出的英语是否地道袁是否连贯等遥

单元小测的内容方面也应适当关注隐喻能力的考

查袁 试卷语料应选择数篇富含概念隐喻以及相应隐喻

表达方式的语篇等遥 作文评判不仅以语言的正确性和

使用单词的数量为标准袁 还要顾及到词汇使用的隐喻

创新性和灵活性等遥 [15]这样就能大大提高学生的英语

隐喻意识袁并能在日后的学习中注重隐喻能力的培养遥

总之袁教学评估是对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

果的考核袁 有形无形地指挥着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方

式遥 倘若我们能在考核评估这一环节加大甚至突出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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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能力的测试袁必能提高师生的隐喻意识袁也能促使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隐喻能力袁帮助学

生更好地了解中英概念系统的差异袁掌握英语的概念

系统袁从而习得地道的英语遥

五尧后测及结果分析

在进行了为期 13周渊6~18周冤的教学实践之后袁

我们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进行了英语隐喻能力的

后测遥后测的结果见表 3遥可以看出袁实验班学生英语

隐喻能力测试成绩 (mean=9.7077) 要好于对照班

(mean=8.9257)遥

表 3 组统计量

Tab.3 Group statistics

我们对两个班级的隐喻能力测试试卷成绩和期

末成绩利用 SPSS软件分别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袁结

果见表 4遥

MC
1 39 9.7077 .84566 .13541

2 42 8.9257 .66019 .10187

TEST
1 39 79.0000 5.55357 .88928

2 42 77.0952 8.86982 1.36864

表 4 独立样本 T检验

Tab.4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MC
假设方差相等 1.916 .170 4.657 79 .000 .78198 .16792 .44775

1.11621

假设方差不相等 4.615 71.852 .000 .78198 .16945 .44417 1.11979

TEST
假设方差相等 3.355 .071 1.148 79 .254 1.90476 1.65913 -1.39766

5.20718

假设方差不相等 1.167 69.551 .247 1.90476 1.63218 -1.35088 5.16041

可以看出袁隐喻能力方差方程 Levene检验 Sig.=.

170袁故方差齐遥均值方程的 t检验 P=0.000<0.05袁实验

班和对照班的隐喻能力存在显著差异遥这说明经过一

个学期的隐喻策略教学干预袁对学生隐喻能力的提升

是有成效的遥 我们对两个班级的期末成绩的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分析发现袁实验班渊mean=79.0000冤和对照

班渊mean=77.0952冤成绩没有显著差异渊t=1.148, p=.

254>0.05冤遥

六尧教学启示

实行隐喻策略干预的教学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

隐喻能力袁但学生英语水平差异不是特别明显袁实验

班仅略高于对照班遥 我们分析主要原因有二院一是实

践教学时长较短遥 思维习惯的养成尧隐喻理论知识的

吸收尧内化于心并在实践中从有意识到无意识的应用

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袁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学年甚至两

个学年的实践教学是必要的遥 二是教学大纲是整个大

学英语系部统一制定的袁个别班级的教学实践囿于传

统的教学大纲同时教材的选择也不是实践者所能自

主决定的遥 即便如此袁实验班综合测试的成绩还是优

于对照班遥 基于以上两点袁我们认为首先有必要对传

统的教学大纲进行修订遥 在课程说明中明确培养学生

英语隐喻能力的意义并制定具体的目标遥 隐喻能力是

除了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之外的另一需要着力培养

的能力袁三大能力相辅相成袁相互促进有利于提高学

生的英语水平遥 其次袁在大纲文本中制定按单元讲授

概念隐喻理论具体知识的计划袁如概念隐喻的认知属

性尧工作机制尧分类尧系统性连贯性等遥 以叶我们赖以生

存的隐喻曳一书为基础读原文尧讲原理遥 同时根据课文

单元主题袁介绍英语国家的文化渊包括风俗习惯尧价值

观念尧人文地理等文化现象冤并对比它与汉语文化的

异同袁以培养学生的英语隐喻意识遥

综上所述袁我们认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唤醒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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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喻意识尧提高他们的隐喻能力不仅可以帮助学生

习得地道英语袁而且可以提高英语教学的趣味性和有

效性遥 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实施隐喻能力教学策略

干预的方法是一种有益尝试袁值得进一步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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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Metaphorical Strategies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LI Yuan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g-En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14)

Abstract: According to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metaphor is a matter of human thought and action.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determines the idiomaticnes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refore cultivating students'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this experiment, the test paper for English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was designed and the

students were pre-tested.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the control class and the experimental class were

selected. Regular teaching methods were employed for the control class while in experimental class metaphorical strategies were preferred.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aimed at cultivating students爷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in practical teaching include: lectures on the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metaphor, the practical exercise of it on vocabulary and culture i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he examination of

English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as a priority in assessment. Post-experimental data show that metaphorical strategie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Key words: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metaphorical strategie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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