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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1501-1572)袁号南冥袁韩国岭南人袁少年崇尚

举业袁并多次参加科举应试遥他曾数度被推荐袁中宗三

十三年渊1538冤被任以献陵参奉袁后又作为遗逸先后被

任命为典牲署主簿渊1548冤尧宗薄寺主簿渊1551冤尧丹诚

县监渊1555冤尧造纸署司纸渊1558冤尧尚瑞院判官渊1566冤尧

宗亲府典钱渊1569冤等官职袁但均没有赴任遥 南冥自始

至终拒绝出仕袁 并非他不关心国家大事和人民疾苦遥

他曾多次上疏朝廷袁要求改革遥 如袁明宗十年渊1555冤袁

他针对时局袁上疏说院野殿下之国事已非袁邦本已亡袁天

意已去袁人心已离袁比如大木百季虫心袁膏液已枯袁茫

然不知飘风暴雨袁何时而至者袁久矣遥 冶 [1]又于明宗二

十二年渊1567冤上疏曰院野百疾所急袁天意人事袁亦不可

测也遥 冶 [1]可见袁南冥是希望挽救危机袁扶正朝纲袁主张

实施变通之策袁富民强国遥 他还在叶民严赋曳中说院野民

则戴君袁民则覆国冶[2]袁认为可以解决现实政治矛盾的

力量在于人民遥 这充分体现了南冥的民本思想袁人民

性的一面遥

南冥所处的时代袁正在从朱子学的吸收时期向逐

渐形成韩国朱子学的时期转变遥 他 25岁时袁读到叶性

理大全曳袁此后全力研究性理学袁并躬行实践遥 据记载院

野至是袁读叶性理大全曳袁至鲁斋许氏言袁志伊尹之志袁学

颜子之学遥 出则有为袁处则有守袁大丈夫当如此遥 出无

所为袁处无所守袁则所志所学将何为钥 遂脱然契悟袁慨

然欲学圣人向里做去袁刊落枝叶袁专就六经四子袁及周

程张朱书袁穷日继夜袁苦日继夜袁苦心致精袁研穷探索袁

以反躬实践为务遥 冶[3]从这里可以看出袁南冥曾一度沉

迷于俗学袁后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袁转而开始学习

儒家的为己之学遥

中宗二十六年渊1531冤袁南冥读了李浚庆渊1499-

1572冤送给他的真德秀所撰叶心经曳后袁开始关注心学曰

中宗二十八年渊1533冤又读到宋麟寿渊1487-1547冤送给

他的叶大学曳之后袁对理学产生了坚定的信念袁认为野善

反之具袁都在是书冶[3]遥南冥在儒家经典中袁最尊崇的是

叶四书曳袁而叶四书曳之中袁又特别重视叶大学曳遥 他说院野古

今学者袁穷易甚难袁此不会熟四书故也遥 学者精熟四

书袁真积力久袁则可以知道袁而穷易庶不难矣遥 盖精而

未熟袁则不可以知道袁熟而未精袁则亦不可以知道袁精

与熟袁俱至然后袁可以透见骨子遥 冶 [3]又说院野夫大学群

经之纲统袁须读大学袁融会贯通袁则看他书便易遥 冶[4]南

论韩儒曹植的性理学思想

张品端袁 刘 倩

渊武夷学院 朱子学研究中心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曹植是韩国 16世纪中叶著名的性理学家遥他一生服膺朱子学袁其为学主反己修身袁笃实践履袁并通过自我

修养袁把所学用野身教冶的形式呈现出来袁形成了其独自的身心性命之学遥在曹植的性理学中袁为己之学袁是南冥从学入身袁

并倾其一生为之努力躬身实践的典范曰敬义之学袁是南冥修养论的核心袁为南冥学的宗旨曰心性之学袁以野心统性情冶论为

核心袁是南冥的治心之学曰穷理之学袁是南冥对善恶这一道德行为进行判断和分析的根据遥 南冥学在韩国性理学的发展

中袁产生过重大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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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强调叶大学曳的原因袁不仅仅是因为朱子倾其一生精

力研究叶大学曳袁更是因为叶大学曳中蕴含了修己治人的

实践性伦理思想遥 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吴锡源认为袁

南冥义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以性理学为中心的

叶性理大全曳袁实践的基础则来源于以修养方法为中心

的叶大学曳遥 [5]

一尧为己之学

先秦时期袁 孔子就说院野古之学者为己冶野为仁由

己冶野君子求诸己冶等遥 [5]这就肯定了人的自我价值和生

命意义袁道德伦理是人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袁即朱熹

所说的野仁者袁人之所以为人之理冶[6]袁并提升人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袁以达到内圣成德之境界遥 南冥对中国儒

家学者的野为己之学冶袁是深有感悟的袁并从践履和义

理上终生力行遥 他对自己是野笃行践履之工甚笃袁精神

气魄多有动悟人处冶[7]曰对他人袁南冥皆野观其出处袁然

后论其行事得失冶[7]遥这里讲的野出处冶是野出则有为袁处

则有守冶袁野谨出处之节冶遥 [7]南冥为学袁力避空谈心性天

理袁笃实践履力行袁贵在自得袁以期之内圣成德遥 他说院

野学必以自得为贵袁 徒靠册子上讲明义理袁 而无实得

者袁终不见受用袁得之于心口袁若难言学者袁不以能言

为贵遥 冶[8]为了说明空谈心性天理袁对自身的成德为人

处事毫无用处袁南冥举了一个例子遥 他说院野遨游于通

都大市中袁金银珍玩靡所不设袁终日上下街衢而谈其

价袁终非自家家里物袁只是说他家事耳遥 却不如用吾一

匹布袁买取一尾鱼来也遥 今之学者袁高谈性理而无得于

己袁何以异此钥 冶[9]这就是说袁为学空谈心性天理袁就像

谈论市场上金银珠宝的价格袁而不能买一样袁成不了

自家的东西袁还不如用一匹布买一条鱼回来袁可供自

己受用遥

南冥认为袁进学在于下学上达遥 他说院野学者须守

下学上达之悟袁乃学之要遥 冶学者求天理袁野须是合内外

之道袁一天人袁齐上下袁下学而上达冶[1]遥 又说院野舍人事

而谈天理袁乃口上之理也曰不反诸己而多闲识袁乃耳底

之学也遥休说天花乱落袁万无修身之理也遥 冶[10]但是袁南

冥强调野下学上达冶袁并不反对谈论心性天理袁如他野每

读书得精要语言袁必三复己袁乃取笔书之袁名曰叶学

记曳袁手自图神明舍袁因为之铭袁又图天命尧天道尧理气尧

性情与夫造道入德堂室科级者袁其类非一冶[7]遥 他把性

理学理论用 20多个图标示袁从义理和实践上全面地论

述理学遥 可见袁南冥是非常重视性理学之形上理论的遥

南冥认为袁学问有阶梯路脉袁先下学再上达符合理

学家之进学之路遥 他说院野濂洛以后袁著述辑鲜袁阶梯路

脉昭如日星袁新学小学袁开卷洞见袁至其得力浅深遥 冶[3]南

冥依据野下学上达冶的进学之序袁在读书方法上袁主张

先治叶四书曳袁后治叶周易曳遥 在他心目中袁古代圣贤为学

皆是如此袁如朱熹野平生精力袁尽在叶大学曳冶袁认为

野叶语曳叶孟曳既治袁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冶[1]遥因为在南冥

看来袁叶四书曳特别是叶大学曳一书是野群经之统纲冶袁是

野第一存养地冶[3]袁所以袁野学者须精熟叶四书曳袁真积力

久袁则可以知道之上达而穷叶易曳庶不难矣遥 冶[9]即只有

在精熟叶四书曳基础上袁才可把握野道冶的真谛遥

南冥对朱熹的野一以贯之冶思想作了阐述袁认为修

身之道野始于格物冶袁下学就在野日用事物之间冶遥 同时袁

他还认为野下学冶虽是野上达冶的前提和基础袁但如果

野只理会下学又局促了冶袁还必须在野事事理会冶的基础

上袁进一步上升到野贯通处冶袁即由野贯冶上升到野一冶遥

野下学冶是末是粗袁野上达冶是本是精袁本与末袁精与粗是

不可分离的袁是野一以贯之冶的遥 南冥基于对野一以贯

之冶的理解袁他认为野今人说道袁爱从高妙处袁便入禅

去冶[11]遥南冥还指出袁陆象山的错误如同佛教一样袁亦是

野专务上达而无下学冶袁离野贯冶求野一冶袁把野本冶与野末冶

分离开来袁陷入了野悬空妄想冶的境地袁滑向了虚无之

学遥

南冥极为关心世道人心袁野以为必先掇于纪纲本

源之地冶[11]袁努力从道德伦理践履力行上教化人袁提高

人们的德性素质遥 据南冥弟子郑逑所记院野上曰院曹植

教尔者何事钥尔之所做何工钥 渊金宇颙冤对曰院臣诚不能

做功袁若植之所教袁则以求放心为务袁又以主敬为求放

心之功矣浴上曰院求放心尧主敬皆切己工夫遥 冶[12]南冥主

反己修身袁诚意正心袁笃实践履袁力避空谈心性天理的

思想袁是野为己之学冶的典范遥 这种野为己之学冶彰显出

东亚儒学的本质特征遥

二尧敬义之学

16世纪以后袁朝鲜性理学者们开始把关注的焦点

2窑 窑



转向人的存在及其本质问题袁特别是对野四端七情冶问

题的讨论遥 而南冥则执着于程朱理学的修养理论上袁

并倾其一生努力躬身实践遥 韩国学者玄相允对其评价

说曰野南冥也如其他诸儒一样潜心研究程朱之学袁特别

是把反躬体验和持敬实行作为学问的关键袁这也是他

的独特之处遥 南冥的学问专精敬义之学袁一生都在努

力实践持敬居义袁 而且他从来不满足于口头或文字袁

必须都要通过实践躬行袁 总是保持着勤勉刻苦的姿

态遥 冶 [13]

对于敬和义袁早在叶周易曳就有野敬以直内袁义以方

外冶的记载遥 意思是以敬的态度来正心袁以义的标准来

对外行事袁使之中节遥 朱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袁他

说院野方未有事时袁只得说敬以直内袁若事物之来袁当辨

别一个是非袁不成只管敬去遥 敬尧义不是两事遥 冶 [13]又

说院野敬主乎中袁义防于外袁二者相夹持遥 冶[3]南冥对朱子

野敬义夹持冶的思想袁是有深刻的体会遥 他早年就说院

野以为敬义夹持袁用之不穷遥 吾家有此二字袁如天之有

日月袁洞万古而不易袁圣贤千言万语袁其要归袁不出于

此袁一意进修袁孜孜不怠遥 冶 [1]

南冥以野敬义冶为其野一生学问大旨冶遥 他作叶敬图曳

和叶小学尧大学图曳袁在朱熹野敬义挟持冶思想的基础上袁

提出野敬义皆立冶袁形成自己的敬义之学遥 在南冥看来袁

野敬者袁整齐严肃袁惺惺不昧袁主一而心应万事袁所以直

内而方外袁孔子所谓修己以敬者是也遥 冶 [1] 野敬冶贯串于

成圣成贤之始终遥 野义冶之意袁为事之宜尧正袁合理适当袁

是事理之当然和人事之应为袁 是对外行义而合乎事

理遥 敬为主一无适袁而义要将敬所主之野一冶落实到外

王事功尧治国平天下之上袁把义与敬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袁使敬的内涵更为充实遥 南冥认为袁如果过分地强调

敬之野主一冶袁就会有野专著上学袁不究下学冶 [8]之偏遥 可

见袁野敬义皆立冶袁使野义冶更富有原动力袁更能发挥野义冶

之外王事功的作用遥

南冥还认为袁 敬和义所具有的功能虽然有所不

同袁却是相互依存的遥 敬虽然不论动时尧静时都在主宰

着心袁维持着心的正确性袁但当与外物接触或在行事

的过程中袁 必然需要有具体的判断标准和实践要领袁

这就使野义冶有了必要性遥 因此袁敬和义作为一体袁只要

在敬上努力就会有义袁同样在义上用功也就会有敬遥

南冥在叶佩釰铭曳中说院野内明者敬袁外断者义遥 冶 [9]

所谓的野明内冶袁与叶大学曳的野明明德冶意思一致袁野明

内冶的功夫是以野敬冶为主袁野明明德冶的功夫是以野明冶

为主袁其实质是一致的遥 野外断冶指将不合宜的行为予

以纠偏袁则为义袁实质上也是为了野明内冶袁即为了心的

主宰作用遥 这就将野敬义冶提升到野心体冶的层面来认

识袁也体现了野敬义冶对于野本心冶的作用遥

南冥论野敬冶袁一主野内外交相养之道冶渊或者叫野表

里交正之功冶冤遥 何谓野内外交相养之道冶袁他引朱熹的

话解释说院野人心常炯炯在此袁则四体不待羁束而自入

规矩曰只为人心有散缓时袁故应许多规矩来维持之袁但

常常提警教身入规矩内袁 则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遥

心既常惺惺袁 又以规矩绳检之袁 此内外交相养之道

也遥 冶[1]这也就是野合内外之道冶遥

南冥把野敬义冶视为追求的精神境界遥 他在讲学的

山天斋悬挂有很大的野敬义冶二字袁作为教育的目标遥

在南冥看来袁野敬义冶是人类一切心性活动和社会实践

的内在根据和最高原则遥 它不但是外在的道德规范和

道德修养的功夫袁 而且是内在的精神追求和理想境

界遥 这种理想崇高而伟大袁很难达到遥 南冥在临死之

前袁还对其门人自谦地说野敬义二字袁极切要袁学者要

在用功熟袁熟则无一物在胸中袁吾未到这境界袁以将死

矣冶 [2]遥 他认为袁工夫熟到敬内义外袁敬义浑化袁就不复

存在于胸中袁此即是野上达冶之境界遥

南冥野敬义皆立冶的观点袁与当时李退溪相对于

野义冶来说袁更加重视野敬冶袁是有所不同的遥 南冥在说

野敬冶的同时袁总是强调义袁是让人们认识到野义冶的重

要性遥所以袁同时代的学者成运渊1497-1579冤在为南冥

所作的叶墓碣铭曳中说院野以为学莫要于持敬袁故用工于

主一袁惺惺不昧袁收敛身心遥 以为学莫先于寡欲袁故致

力于克己袁涤净渣滓袁涵养天理遥冶 [2]南冥这种重视理学

修养论中敬和义的学术特征袁以及他积极实践敬义精

神的一生袁 在韩国性理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遥

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学说后来形成了南冥学派袁并与退

溪学派共同成为岭南影响深远的两大学脉袁还是因为

他在朱子学韩国本土化的进程中所提出的问题袁让我

们认识了韩国学术发展的特点袁看到了朝鲜时代的朱

子学者们的理学精神的处世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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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心性之学

野心统性情冶是朱熹心性论的核心内容遥 朱熹从体

用尧动静尧未发已发诸方面袁阐发其野心统性情冶说袁认

为性是体袁情是用曰性是静袁情是动曰性是未发袁情是已

发遥 野性情皆出于心冶袁故心是性情的主宰袁野心即管摄

性情者也冶 [13]袁南冥称赞朱熹的野耶心统性情爷语极好袁

更颠扑不破冶 [9]遥

南冥继承和发展了朱熹野心统性情冶说袁作叶心统

性情图曳袁并引程颐说院野心一也袁有指体而言者袁寂然

不动袁性也遥 有指用而言者袁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袁情是

也遥 冶又引朱子语院野朱子曰院耶谷子生是性袁发为萌芽是

情遥 爷冶野性是未动袁情是已动袁心包得未动已动袁所谓

耶心统性情爷者也遥 冶他还特别指出院野心向里面推入性袁

心向外面推出情遥冶南冥认为袁野心冶兼有尧包括性情遥这

个野心冶既有野未动冶的野性体冶的含义袁亦有野已动冶的

野性用冶的含义遥 可见袁南冥的野心统性情冶袁即是野心兼

性情冶遥

南冥根据朱熹野以四七理气冶的说法袁把性亦分成

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袁 以 野理冶野气冶 分别解析 野性冶

野情冶袁以心统摄之遥 这里的野心统性情冶袁即以心统摄

野性冶渊心之所具之理冤与野情冶渊即性之用冤遥 他认为袁源

于理的本然之性是野心之所具之理冶袁即野仁义礼智信

之理袁皆天理无不善冶遥 源于气的气质之性是根据人的

气禀不同袁又可分为野纯清冶者为善袁是上智曰野杂清浊冶

者为野善恶混冶袁是中人曰野纯浊冶者为恶袁是下愚遥 这是

人的个性差异之根源袁遂有上尧中尧下之分遥

南冥是将野情冶从性之体用推出袁将野情冶分之为

野理冶与野气冶两个方面遥 如果情循理野发为四端冶袁野四者

正袁情亦无不善冶渊如孟子的野恻隐之心冶冤曰情循气发袁喜

怒哀乐爱恶欲七情袁则有善有恶院野中节者善袁不中节者

恶遥 冶不管是性还是情袁亦不管是性循理发而不善袁还是

情循气发而有善恶袁皆主之于心袁即野心主性情冶遥

南冥还引用朱熹的话说院野仁义是性袁孟子则曰仁

义之心曰恻隐是情袁孟子则曰恻隐之心袁可见其心统性

情矣遥 冶 [9]以心兼性渊体冤与情渊用冤袁又各具理尧气之二

端遥 通过理尧气之分析整合袁将朱熹关于心尧性尧情统一

的思想袁以及野性即理冶野论性不论气不备冶的思想贯通

起来遥 这是将理气与心尧性尧情相贯通袁其阐发是对朱

熹野心统性情冶思想的发展遥

南冥还将心尧性尧情尧分别从天道尧人道两方面进

行分析袁以天道作为人道的本体论的根据遥 这就使野心

统性情冶的思想具有更为深入的本体论视野遥 他的这

一思想亦是从朱熹思想中发展而来的遥 朱熹说院野乾之

耶元亨利贞爷袁天道也袁人得之袁则为仁义礼智之性遥 冶 [13]

野仁义礼智袁便是元亨利贞遥 若春间不曾发生袁得到夏

无缘得长袁秋冬亦无可收藏遥 冶 [13]对此袁南冥亦云院野元

亨利贞袁天道之常袁仁义礼智袁人性之纲遥 冶 [9]在南冥看

来袁野元亨利贞冶是天道之常袁人得之袁则为人的野仁义

礼智之性冶袁这是将野天之性渊元亨利贞冤冶与野人之性冶

渊即野天命之谓性冶袁亦即仁义礼智冤相对应遥 南冥又将

野人之情冶渊恻隐尧羞恶尧辞让尧是非冤与野天之情冶渊生长

收藏冤相对应袁即人的野四端冶之情与野天之情冶相通曰人

之心渊以仁爱尧以义恶尧以礼让尧以智知冤与野天之心冶

渊以元生尧以亨长尧以利收尧以贞藏冤相通遥 这就将人的

野道德心冶与野天之心冶相贯通遥 这实际上就是朱熹所说

的野体用一源袁显微无间冶的野天人一体冶思想遥

南冥援引朱熹的论点袁认为野心统性情冶是野实心

论冶遥 从野性冶的层面看袁野人物未生时袁只可谓之理遥 才

谓之性袁便是人生以后袁此理已堕在形气之中冶曰野天命

之性若无气质袁却无安顿处遥 如水非有物盛之无归着

处遥 且如言光必有镜袁必有水袁光便是性袁镜尧水便是气

质曰若无镜与水袁则光亦散矣冶[9]遥从本然之性寓于气质

安顿处而言袁它不是外于气质而独存的野虚性冶遥 从这

个意义上说袁野性冶是野实性冶遥 从野情冶的层面看袁不管是

发于理的恻隐尧善恶尧辞让尧是非四端之情袁还是发于

气的喜尧怒尧哀尧乐尧爱尧恶尧欲野七情冶袁都是有形影的事

物袁故是野实情冶而非野虚情冶遥 从野心统心性冶层面看袁有

虚亦有实遥 南冥引朱熹的话指出院野心如谷种袁所以生

处是性袁生许多枝叶处是情袁心情皆有形影的物事袁独

性无形影遥 冶[9]从野性无形影冶而言袁心是野虚心冶曰从野心

情皆有形影的物事冶而言袁心是野实心冶遥 可见袁野心统性

情冶在南冥那里袁既含有野虚冶的成分袁又含有野实冶的成

分袁是野虚冶与野实冶的有机统一体遥

四尧穷理之学

宋代理学家强调的野穷理冶袁不是单纯的探求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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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袁其目的在于探求实现人的修养和实践的理论遥

对于野穷理冶袁南冥说院野所谓明善者袁穷理之谓也遥冶[12]野其

所以为穷理之地袁则读书讲明义理袁应事求其当否冶[9]遥

这就是说袁穷理不是观念性的理论分析袁而是对善恶

这一道德行为进行判断和分析的根据袁是价值论层面

的遥 所以袁南冥认为袁穷理作为实践的根据袁必须在与

实践的义理相连接的情况下袁 才具有实际的意义遥 [4]

1568年袁南冥向宣祖上疏说院野穷其理袁将以致用也曰修

齐身袁将以行道也遥 冶 [1]

南冥认为袁野即物穷理冶是野明明德第一工夫冶遥 他

引真德秀的话说袁野即物而理在焉袁 有著力用功之地袁

不至驰心于虚无之境遥 冶[9]他认为袁野为学工夫不在日用

之外遥检身则动身语默袁居家则事亲事长袁穷理则读书

讲学冶遥具体而言袁野穷理冶的主要方法有院渊1冤在人伦上

求理遥 南冥赞成程颢的说法袁主张明天理袁应野于五伦

上求冶[9]遥他认为院野学者实下工夫袁须是日日为之袁就事

亲从兄接物处理会遥 冶[9]如果野不去人伦上寻讨冶袁而悬

空处去求袁则野吾学道亦惑矣冶[9]遥 渊2冤读书讲学遥南冥认

为穷理只在野日用间读书应事处冶求之袁亦即朱熹所说

的野穷理或读书讲明义理袁应事接物求其当否而已冶 [9]遥

渊3冤 随事致察遥 南冥认为袁野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

矣冶遥 野穷理莫如随事致察袁以求其当然之则遥 冶[9]如野遇

富贵就富贵上做工夫袁 遇贫贱就贫贱上做工夫冶[9]袁离

开人伦和社会实践去求理袁只能陷入野虚无之境冶遥 可

见袁为学工夫不在日用之外遥

在野进学之序冶上袁南冥认为袁即物穷理并不是一

蹴而就袁而是一个由下学而上达的不断积累过程遥 正

如朱熹所说院野下学者袁事也曰上达者袁理也遥 理只在事

中遥若真能尽得下学之事袁则上达之理便在此遥 冶[13]野学

如登塔袁逐一层登将去袁上面一层袁虽不问人袁亦自见

得遥冶[13]南冥亦说院野舍人事而谈天理袁乃口上之理也曰不

反诸己而多闲识袁乃耳底之学也遥 休说天花乱落袁万无

修身之理也遥 冶[1]又说院野天下之物袁无一物不具天理遥下

学之序袁始于格物袁以致其知袁不离乎日用事务之间遥 冶[1]

这就是说袁只有通过下学人事才能上达于天理袁舍下

学之事是不可能获得天理遥

从野穷理涵养并进冶来说袁南冥认为院野穷理涵养袁

要当并进遥盖非稍有所知袁无以致涵养之功曰非深有所

存袁无以尽义理之奥遥 冶野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袁穷其所

养之理也曰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袁穷其所穷之理也遥 两

项都不相离袁才见成两处便不得遥 冶[9]野心外无理袁穷理

即所以致知曰理外无物袁格物即所以穷理曰言穷理则易

流于恍惚遥 言格物则一归于真实遥 冶[9]

从朱子学的居敬穷理说的立场上来看袁居敬属于

行的领域袁穷理属于知的领域遥 这一点南冥也是一样

的遥 南冥同样认为袁应该属于义的野方外冶袁在理论上应

属于知的领域袁而应该属于敬的野直内冶袁在理论上属

于行的领域遥 他在叶易书学庸语孟一道图曳中袁对此作

了进一步的阐释遥 该图上半部分是强调体现对外性实

践的义分属在知的领域袁作为实践的义行必须建立在

穷理的基础上袁而作为理论的穷理袁则必须通过义行

才能得以实现曰下半部分则是强调将敬分属于行的领

域袁 作为修养身心的居敬必须通过行动才能得以实

现袁作为实践的行为则必须通过居敬来节制遥 [4]

南冥还将义和知尧敬与行联系起来遥 特别是他把

义这一实践的德目分属在知这一理论性的领域之中袁

试图以此来克服宋代以后对穷理层面的形而上学领

域研究过分的深化现象遥 南冥对于当时疏于实践袁空

谈义理的现象是不满意的遥 他说院野今之学者袁高谈性

理袁无实得于心遥 冶[8]又说院野下学人事袁上达天理袁是其

学之目的也袁舍人事而谈天理袁不反诸己而多闻识袁乃

口耳之学袁非所以修身之道也遥冶 [1]这一看法袁与儒家最

初野道非高远袁就在人伦日用之间冶的观点是一致的遥

南冥的学术特点袁 比起深入的理论性的穷理研究袁更

加重视实践理性的义理研究遥 这是南冥学与退溪学所

不同之处遥 所以袁郑逑对退溪与南冥的评价是院野李滉

德器浑厚袁践履笃实袁功夫纯熟袁阶段分明遥 曹植器局

峻整袁才气豪迈袁超然自得袁特立独行遥 冶 [1]

五尧结语

综观南冥的为学袁是通过自我修养袁即致力于人

格修养和道德实践袁把学到的学问用野身教冶的形式呈

现出来袁形成了独特的学风遥 所以袁有的学者把南冥学

称为身心性命之学遥 其学问是认识自己的生命本质和

价值袁 从而使人意识到自我不仅是个精神的产物袁而

且是个经验的存在遥 这种通过每个人的人格塑造袁使

道德伦理理想转化为社会现实袁 以达至国家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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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袁是南冥学的精神实质遥 此外袁南冥强韧的志向和躬

行实践的义气袁被其门人所传承袁成为后来韩国国难

之时发起义兵活动的基石遥 他阐明理学袁振作士林袁对

形成新士风影响极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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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214,2450,94,725,

107,1139,223.

渊责任编辑院陈 果冤

On the Neo-Confucianism of Cao Zhi

ZHANG Pinduan, LIU Qian

(Zhu Zi's Theory Research Center,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Cao Zhi was a famous confucian in South Korea in the middle of the 16th century. He believed in Zhu Zi爷s theory all his

life, and took it as the master of his study, cultivated his own morality and practiced it faithfully. Through self-cultivation, he presented

what he had learned in the form of "teaching by example", forming his own study of physical and mental life. Learning for oneself is a

model for Nan Ming to learn from and devote his whole life to practice. In Cao Zhi's Neo-Confucianism, the study of respecting righteous鄄

ness is the core of Nan Ming cultivation theory and the tenet of Nan Ming theory. "The mind governs the disposition" as the core is the

theory of Nan Ming regulating the mind. The infinite theory is the basis for Nan Ming to judge and analyze the moral behavior of good and

evil. It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Neo-Confucianism.

Key words: Korean Confucian; Cao Zhi for oneself; respecting righteousness; mind; infinit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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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5年开始袁 武夷山市地方志编委会全力挖

掘尧整理武夷山摩崖石刻袁于 2007年编写成叶武夷山

摩崖石刻曳一书袁该书全面收集尧拍摄了自宋迄于民国

的石刻 380余方袁但武夷山摩崖石刻实际数量远不止

于此遥武夷山最早的摩崖石刻距今 1700多年袁漫长的

历史过程中袁因为岩石磨损风化或地理环境变化等原

因袁 其中不少摩崖石刻要么文字从石头表面磨损消

失袁要么石刻文字的载体岩石失落袁以致石刻亡佚遥 幸

好武夷山的不少摩崖石刻又为历代相关文献所抄录袁

其中部分恰不见于武夷山景区岩石袁是武夷山摩崖石

刻的佚文遥 叶武夷山摩崖石刻曳书中附录佚文 41方[1]袁

笔者在此基础上又从叶福建通志曳叶闽中金石志曳叶福建

金石纪曳叶武夷九曲志曳叶武夷志略曳叶武夷山志曳等文献

中辑得石刻佚文 8方遥 相信随着对相关古籍文献的进

一步挖掘袁应该还会发现新的佚文遥 挖掘尧考证这些石

刻佚文袁对武夷山摩崖石刻尧武夷山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都有重要意义遥

一尧武夷山摩崖石刻佚文概观

渊一冤石刻佚文年代分布

武夷山景区现存摩崖石刻最早的是宋代石刻袁而

其佚文的年代则更久远袁不仅有唐代的袁还有东晋的袁

而宋和宋以后的石刻佚文也不少遥 渊见表 1冤

表 1 武夷山摩崖石刻佚文时代分布

Tab.1 Age distribution of lost writings on Wuyishan Cliff

渊二冤石刻佚文的体例内容

武夷山摩崖石刻佚文种类丰富袁若按照石刻体例

标准袁可分为题字尧题诗尧题记渊题记袁指的是记录一些

有纪念意义的事或因之抒发的情怀袁 包括记游和记

事冤三类曰渊见表 2冤若按照石刻内容标准袁则可分为赞

景尧景名尧纪游尧纪事尧抒怀等渊见表 3冤遥

论武夷山摩崖石刻佚文及其价值

陈 平

渊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武夷山摩崖石刻开始于东晋袁历时久尧数量多袁是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但由于岩石磨损

风化或地理环境变化等原因袁造成其中不少摩崖石刻亡佚遥 目前已经从相关古籍文献中辑得武夷山摩崖石刻佚文 50来

方袁这些佚文对丰富武夷山摩崖石刻内涵有重要价值遥

关键词院武夷山摩崖石刻曰佚文曰价值

中图分类号院G256.3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05原园007原园6

收稿日期院2021-02-28

基金项目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

理论研究专项重点研究项目渊MGC201906Z冤曰

福建省教育科学 野十三五 冶 重点项目

渊FJJKCGZ19-254冤遥

作者简介院陈平渊1977-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博士袁主要从

事汉语词汇学尧训诂学研究遥

东晋 1 2

唐 3 6.1

宋 8 16.3

明 19 38.8

清 2 4.1

待考 16 32.7

总计 49

第 40卷 第 5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40 晕燥援5

圆园21年 5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May 圆园21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年第 5期

表 2 武夷山摩崖石刻佚文的体例类型

Tab.2 Type of lost writings on Wuyishan Cliff

表 3 武夷山摩崖石刻佚文的内容分类

Tab.3 Content classification of lost writings on Wuyishan Cliff

渊三冤石刻佚文的作者

武夷山摩崖石刻佚文 49方袁 其中有署名的石刻

32方袁没署名的 17方遥 这些石刻作者除去重复的袁实

际共有作者 26名遥 武夷山摩崖石刻佚文作者也有几

个方面的特点遥

首先袁与武夷山现存摩崖石刻作者相比袁有不少

作者是新出现的袁如郭璞尧饶虎臣尧胡师文尧许碏尧赵

抃尧李景尧叶诠尧周于悫尧范谦尧谢丰尧李卷尧傅崇中尧滕

伯伦尧颜行之尧吴鸿宇尧子真尧张广微等袁丰富了武夷山

摩崖石刻的作者群体遥

其次袁佚文的不少作者是古代知名人物袁使武夷

山摩崖的影响力得以进一步加强遥 有朱熹尧陈省尧游九

言等已经见于现存摩崖石刻的名人袁还有如院位于武

夷山马头岩的题刻野隆庆己巳夏袁赐进士尧吏部建安少

松滕伯轮来冶袁作者滕伯轮袁字汝载袁建安渊今福建建

瓯冤人遥 明嘉靖四十一进士袁初任广东番禺县令时袁因

防御倭寇有功袁升为吏部郎遥 后任地方官袁政绩显著袁

大破倭寇入侵袁受朝廷褒奖袁卒赠少司马遥 位于一曲水

光石的题刻野九溪冶袁作者赵抃渊1008-1084 年冤袁字阅

道袁号知非子袁衢州西安渊今浙江省衢州市冤人袁北宋名

臣袁逝世后追赠太子少师袁谥号野清献冶遥 赵抃在朝弹劾

不避权势袁时称野铁面御史冶袁平时以一琴一鹤自随袁为

政简易袁长厚清修袁日所为事袁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

天袁著有叶赵清献公集曳遥

二尧武夷山摩崖石刻佚文价值

渊一冤佚文记载武夷山最早的摩崖石刻

武夷山景区现存最早的摩崖石刻是北宋的石刻袁

然而这并不是武夷山摩崖石刻的真实历史袁从目前已

经发现的佚文来看袁武夷山有唐代的摩崖石刻袁更有

东晋的袁 将武夷山摩崖石刻的历史往前推了至少 500

多年遥

郭璞题刻院

黄冈降势走飞龙袁郁郁苍苍气像雄遥

两水护田归洞府袁诸峰罗列拥神宫遥

林中猛虎横安迹袁天外狻猊对面崇遥

玉佩霞衣千百众袁万年仙境似崆峒遥

这方石刻据徐表然叶武夷志略曳[2]尧衷仲儒叶武夷山

志曳[3]尧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4]尧冯登府叶闽中金石志曳[5]尧陈

寿祺叶重篆福建通志曳[6]尧刘超然叶崇安县新志曳[7]载袁刻

于四曲仙人床岩壁遥

这是志书记载的武夷山目前最早的一方石刻袁作

者是晋代郭璞遥 郭璞渊276-324年冤袁字景纯袁河东闻喜

渊今属山西冤人袁东晋文学家袁训诂学家袁著名的谶文

家袁好古文奇字袁喜阴阳卜筮之术袁是中国风水学的奠

基人遥

这是一首谶诗袁这首诗不仅说明武夷山降自华东

大陆最高峰要要要黄岗山袁而且预言了 500年后陆续开

发的万年宫尧九曲溪等景点袁浓重的谶言气息使武夷

山山水神秘莫测遥 诗中描写武夷山宛如仙境的美景袁

草木茂盛袁气象雄伟袁并预言武夷山日后的兴盛发展遥

这方刻石后来陨落水中袁谶文则为历代叶武夷山志曳所

记载遥

这首谶诗在当时是否真实存在袁 还有待考证袁如

清代周亮工言院野璞时诗体便有七律袁便有晋安恶滥派

之七律袁真可发一噱遥 诸志中如此类者甚多袁编者皆存

而不删袁不解其故遥 冶[8]但不管如何袁这方石刻佚文在武

夷山摩崖石刻中都具有重要意义遥

渊二冤佚文记载官封武夷山名山大川

中国古代有野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冶袁帝王封禅泰

山尧颁旨保护天下名山袁野禁樵采冶野禁渔猎冶之事实遥 武

题字 27 55.1

题诗 8 16.3

题记 14 28.6

赞景题刻 6 抒怀题刻 3

景名题刻 22 佛语题刻 1

纪游题刻 9 谶言题刻 1

纪事题刻 6 纪念先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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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山也被唐玄宗封为名山大川袁并立碑野禁樵采冶袁武

夷山摩崖石刻佚文详细记载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遥

颜行之题刻院野同亭湖畔旧有石崖上刻院耶大唐天

宝七载袁岁在戊子七月袁封名山大川袁登仕郎颜行之

记遥 爷后湖陷石坠水中遥 叶舆地碑目曳院耶唐明皇刻石在武

夷之换骨岩袁是时遣使者祭海内名山大川袁登仕郎颜

行之记遥 二说不同遥 爷冶[4]

其他志书有类似记载遥 徐叶武夷志略曳院野耶大唐天

宝七载袁岁戊子七月袁封名山大川袁登仕郎颜行之记遥 爷

凡二十四字遥 此石旧在万年宫首门外同亭湖畔袁后湖

陷石坠水中遥 冶[2]衷叶武夷山志曳院野在幔亭峰下石刻云院

耶唐天宝七年袁岁在戊子七月袁封名山大川袁登仕郎颜

行之记遥 爷此石旧在万年宫门外同亭湖畔袁后湖陷石坠

水中遥 今水竭时犹仿佛可见遥 冶[3]

这方石刻在武夷山摩崖石刻中有重要的意义袁为

唐代石刻袁是颜行之奉唐玄宗皇帝之命袁封武夷山为

名山大川遥 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袁刻石为记遥 野武夷三

十六峰题刻甚多袁而唐刻绝少遥 旧传幔亭峰下唐明皇

遣使祀仙袁刻院耶大唐天宝七载袁嵗在戊子七月袁封名山

大川遥 登仕郎颜行之记遥 爷共二十四字袁今不可觅遥 或

云石坠水中袁妄也遥 冶[9]

渊三冤佚文记载武夷山早期的宗教活动

1.道教

武夷山是中国道教名山之一遥 先秦的陶唐时期袁

原始的道家信仰和传说已在武夷山盛行遥 董天工叶武

夷山志曳记载院野彭祖袁姓篯名铿袁相传古陆终氏第三子

也袁亦谓之中黄君遥 传称其尝进雉羹于尧袁尧封之彭

城袁故称彭祖遥 又有曰商贤大夫袁即所谓老彭袁隐居是

山袁善养生术袁寿七百七十七岁遥 子二院曰武袁曰夷袁同

居于此遥 或曰山因是得名遥 冶[4]这属于古代传说遥 武夷

山开始有道教活动大约在唐代前后袁而武夷山摩崖石

刻佚文则为武夷山唐代道教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遥

例如院

刻于四曲溪北岩的许碏题刻院野阆苑花前是醉乡袁

踏翻王母九霞觞遥 群仙拍手嫌轻薄袁 谪向人间作酒

狂遥 冶[4]

这方唐代石刻对武夷山文化而言意义重大袁是唐

代时道教在武夷山盛行的鲜活证据遥

许碏是唐代道士袁野自称高阳人也遥 少为进士袁累

举不第遥晚学道于王屋山袁周游五岳名山洞府遥噎噎茅

山尧天台尧四明尧仙都尧委羽尧武夷尧霍桐尧罗浮袁无不遍

历遥 到处皆于悬崖峭壁人不及处题云院许碏自峨嵋山

寻偃月子到此遥 观笔踪者袁莫不叹其神异袁竟莫详偃月

子也遥 后多游庐山遥 尝醉吟曰院阆苑花前是醉乡袁淊翻

王母九霞觞遥群仙拍手嫌轻薄袁谪向人间作酒狂遥噎噎

后当春景袁插花满头袁把花作舞袁上酒家楼醉歌袁升云

而去遥 冶[10]

许碏曾经到达武夷山的事迹在其它文献中也有

记载袁如袁程式庄叶游武夷放歌曳院野尝疑娲皇炼石之说

多荒唐袁混沌一气天茫茫遥 噎噎或传圣姥辟袁或传子骞

翔遥 或称张湛蜕袁或称许碏狂遥 纷纷仙迹相踵接袁山名

遂与嵩华亢遥 冶[4]

2.佛教

武夷山佛教历史悠久袁可追溯到唐代前后袁野魏晋

南北朝时袁中原大乱袁为避战乱袁一些士大夫和地方汉

民纷纷迁入闽北袁佛教也随之传人武夷山遥 冶[11]历代以

来均有高僧造访武夷山袁于此建庙宣传佛学遥 例如院

唐心经袁异僧书在归宗岩石壁上遥 [6]

这是一方佛语题刻袁由唐异僧镌刻于武夷山归宗

岩石壁上袁地点还有待考察袁野武夷无归宗岩袁不知是

建瓯归宗岩之误袁或是武夷山其他岩之误遥 冶[1]

叶心经曳袁即叶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曳袁又称叶摩诃般若

波罗蜜多心经曳袁简称叶般若心经曳或叶心经曳袁是般若经

系列中一部言简义丰尧博大精深尧提纲挈领尧极为重要

的经典袁为大乘佛教出家及在家佛教徒日常背诵的佛

经遥 叶心经曳 最早的汉译本是三国吴支谦的译本 渊已

缺冤袁后有姚秦鸠摩罗什译本尧唐玄奘译本等袁现以唐

代玄奘译本为最流行遥

可见早在唐代袁叶心经曳已经传播至武夷山袁这是

唐代时佛教在武夷山的盛行的珍贵史料遥

渊四冤佚文记载的朱子文化

朱子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袁 他从 14岁到武夷山

直到 71岁去逝袁在武夷山从学尧著书立说尧办学授徒袁

生活达 50余年遥 朱子理学在这里孕育尧形成尧传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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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袁使武夷山成为朱子理学的发祥地尧理学名山袁成

为世界研究朱子理学乃至东方文化的基地遥

朱子生活的年代至今已八百多年袁能体现其文化

印记的原始实物尧资料已经不多遥 武夷山摩崖石刻佚

文中恰有反映朱子文化的石刻袁这些石刻是朱子八百

年前留在武夷山的鲜活记忆袁 是朱子文化的遗迹袁是

研究朱子理学的活化石袁弥足珍贵袁具有极高的学术

价值和广泛的开发前景遥

刘岳卿尧几叔招尧胡希圣尧朱仲晦尧梁文叔尧吴茂

实尧蔡季通尧冯作肃尧陈君谟尧饶廷老尧任伯起来游遥 淳

熈辛丑七月二十三日袁仲晦书遥

这方石刻在相关志书及金石类书中均有收录遥 据

叶崇安县新志曳[7]尧叶闽中金石志曳[5]尧董叶武夷山志曳[4]尧叶武

夷九曲志曳[12]尧叶福建金石纪曳[13]尧叶武夷志略曳[2]尧叶福建通

志曳[6]尧衷叶武夷山志曳[3]载袁此题刻镌刻于武夷山水帘洞

岩壁遥

这则石刻佚文所记载的同游人员在历史上都很

有名遥 如院刘岳卿袁名刘甫袁崇安人袁抗金将领刘衡之

子袁遵父嘱终身不仕袁隐于武夷山水帘洞研究理学遥 蔡

季通袁即蔡元定渊1135-1198年冤袁字季通袁学者称西山

先生袁建宁府建阳县渊今属福建冤人袁南宋著名理学家尧

律吕学家尧堪舆学家袁朱熹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袁被

誉为 野朱门领袖冶野闽学干城冶遥 任伯起袁 即任希夷

渊1156-钥 年冤袁字伯起袁号斯庵袁南宋中期大臣袁谏议大

夫任伯雨曾孙袁淳熙三年进士袁叶宋史曳有传遥

刘岳卿隐于武夷山水帘洞时袁朱熹与蔡元定等常

到水帘洞与其探讨理学奥义遥 据明代徐表然叶武夷志

略曳记载院野渊刘岳卿冤事亲以孝闻袁尝隐于武夷山北水

帘洞遥 朱文公与蔡西山渊蔡元定冤诸贤频诣其庐袁讲明

义理遥 尝约文公渊指朱熹冤结庐于五曲遥 冶[2]后人在水帘

洞的右侧建三贤祠袁奉祀刘子翚尧刘甫尧朱熹三贤遥

这方石刻记载的是淳熙辛丑七年渊1181年冤朱熹

和高足蔡元定等人曾应刘甫的邀请袁 重来此地游览袁

在崖壁上留下朱熹手书的纪游题刻遥

叶悠然堂曳院吾庐犹未完袁作意创此堂遥 悠然见南

山袁高风邈相望遥宾至聊共娱袁无宾自徜徉遥 叶海棠洲曳院

煌煌海棠洲袁锦树临清湾遥 常恨湾头风袁吹花走潺栐遥

潺栐去不息袁花亦无由还遥 噎噎叶酴醾洞曳院不爱酴醾

花袁爱此酴醾树遥 青条含露滋袁轻阴覆行路遥 昼永倦寻

书袁时来散幽步遥叶意远亭曳院雨馀陂水平袁徙倚聊一望遥归

云淡欲无袁宇宙何清旷遥 吾心游太虚袁聊寄此亭上遥 [6]

这方石刻的内容是宋代刘子翚的 叶续赋家园七

咏曳渊七首冤尧叶潭溪十咏曳渊十首冤合起来的野屏山十七景

诗冶遥 野刘子翚宅袁在屏山下有六经堂袁又家园有蚤赋

堂尧横秋阁尧凉阴轩袁山馆有万石亭尧意远亭尧怀新亭尧

百花台尧酴醾洞尧海棠洲尧莲池尧橘林尧桂岩尧宴坐岩尧醒

心亭尧南溪凡十七景袁子翚各赋一诗袁朱子书刻潭溪石

上遥 冶[6]

这方石刻反映的是朱熹与刘子翚的关系遥 刘子翚

渊1101-1147 年冤袁字彦冲袁号屏山病翁袁崇安渊今属福

建冤人遥以父任补承务郎袁辟真定幕府遥南渡后袁通判兴

化军袁秩满袁诏留任袁以疾辞遥 筑室屏山袁专事讲学遥 与

胡宪尧刘勉之为道义交遥 叶宋史曳有传遥有叶屏山集曳二十

卷遥 叶彊村丛书曳辑其叶屏山词曳一卷遥

朱熹十四岁时其父朱松在建州病危袁临终前朱松

将家事托付给福建崇安人刘子翚袁以子朱熹托付刘子

翚教养遥 叶宋史窑朱熹传曳院野父松病亟遥尝属熹曰院耶籍溪

胡原仲尧白水刘致中尧屏山刘彦冲三人遥 学有渊源遥 吾

所敬畏遥吾即死遥汝往事之遥而惟其言之听遥 爷冶[14]朱熹

后来将儒学发扬光大袁成为理学大师袁得益于刘子翚

的悉心培养遥

渊五冤佚文记载了武夷山的自然风光美

武夷山摩崖石刻与武夷山自然风光有密切的关

系遥 一方面袁很多摩崖石刻本身就是命名或赞美武夷

山的自然风光曰另一方面袁因为石刻的解读而使自然

风光的美更清晰地显现袁同时石刻又使自然风光附有

文化美遥 武夷山摩崖石刻佚文目前发现 49方袁其中赞

景的 6方袁景点命名的 22方遥

1.描绘武夷山自然风光

渊1冤野玉笥山屏遥 冶渊董叶武夷山志曳[4]叶武夷九曲志曳[12]

载冤

该石刻的年代尧作者均不详遥 据董叶武夷山志曳记

载袁镌刻于武夷山大王峰遥 又据董叶武夷山志曳所收清

代李卷叶登大王峰记曳记载袁刻于大王峰升真观遗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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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壁上院野乃升真观故址噎噎观后石壁有 耶玉笥山

屏爷四字遥 冶但李卷同时发出疑惑院野然玉笥为第十七洞

天袁胡为书于是耶钥 冶[4]

玉笥山位于江西吉州袁玉笥山洞是道教天下三十

六洞天之一袁野第十七玉笥山洞袁 周回一百二十里袁名

曰太玄法乐天袁在吉州永新县袁真人梁伯鸾主之遥冶[15]而

武夷山洞是道教天下三十六洞天之十六院野第十六武

夷山洞袁周回一百二十里袁名曰真升化玄天袁在建州建

阳县袁真人刘少公治之遥 冶[15]

在武夷山大王峰刻野玉笥山屏冶袁意思是说武夷山

十六洞天屏护着十七洞天野玉笥山冶遥 武夷山地理位置

上挨着江西袁因此在空间上可以是玉笥山的野屏冶袁当

然袁要成为野屏冶袁不仅仅要有空间上的关系袁更需要武

夷山十六洞天的雄伟壮阔袁方能为野屏冶遥 可见这方石

刻实际赞美了武夷山的雄伟遥

渊2冤野一径桃花绕竹林袁石楼高结万山阴遥 人间自

有桃源路袁不用渔郎别处寻遥 冶[4]

该石刻镌刻于武夷山马头岩凝云庵后袁作者吴立

中遥吴立中渊钥-1589冤袁字公度袁号景山袁浦城人袁明代学

者遥 隆庆五年进士袁无意仕进袁上疏请求归养遥 守父丧

后袁隐居于武夷山杜葛岩袁终老山中袁著有叶易性铨曳

叶学庸大旨曳叶道德经注曳等书袁并在武夷山勒石数方遥

这方题诗是赞美凝云庵景色胜似桃源袁并表达作

者悠然自得的隐居情怀院环绕竹林的一条开满桃花的

幽静小路袁石楼高耸于山的北面遥 人间本来就有胜似

的桃源的景色袁不需要渔郎到别处寻找遥

2.命名武夷山景点

渊1冤野语儿泉遥 冶渊董叶武夷山志曳[4]叶武夷九曲志曳[12]

载冤

该石刻为景名题字袁位于武夷山二曲溪南虎啸岩

天成禅寺右袁作者不详遥语儿泉实为一股泉水袁在天成

禅寺殿堂的右壁袁泉水从石隙喷出袁洒落石上袁蓄流为

塘遥 董叶武夷山志曳院野语儿泉院禅院右袁石隙中袁循岩流

激袁声若小儿学语然遥 冶[4]泉水流淌之声轻快清脆袁好像

乳婴牙牙学语之音袁故名语儿泉遥 语儿泉也为不少诗

歌所描写袁如清代沈宗敬在天成禅寺的题刻叶虎啸八

景窑语儿泉曳诗院野夜半听泉鸣袁如与小儿语遥 语儿儿不

知袁滴滴皆成雨遥 冶清代王梓叶虎溪洞访泉公不值曳的诗

句院野虎啸洞吟风袁语儿泉飞雨遥 冶[4]

相传语儿泉泉水甘洌袁是冲泡武夷岩茶的一道名

泉遥 明代吴拭叶武夷杂记曳称赞道院野余试采少许袁制以

松萝法袁汲虎啸岩下语儿泉烹之袁三德俱备袁带云石而

复有甘软气噎噎泉出南山者袁皆洁洌味短袁随啜随尽遥

独虎啸岩语儿泉浓若停膏袁泻杯中袁鉴毛发袁味甘而

博袁啜之有软顺意遥 冶[4]

渊2冤野龙湫漱玉遥 冶渊董叶武夷山志曳[4]尧衷叶武夷山志曳[3]尧

叶武夷九曲志曳[12]载冤

此题刻镌刻于武夷山水帘洞袁作者不详遥 水帘洞

北距天心岩一公里袁是武夷山最大的岩洞袁素有野山中

最胜冶之称遥 岩壁高宽各数十丈袁上凸下凹袁形成岩穴遥

岩顶有两道终年不竭的流泉袁微风吹动袁化为水珠袁摇

曳分合袁随风飘洒袁仿佛天女散花袁又俨若悬挂洞项的

两幅珠帘袁注岩下浴龙池袁集成一泓深渊袁渊水绿得深

沉袁似乎有神龙居中袁故叫做神龙池遥

野龙湫漱玉冶说的就是水帘洞前那两股终年不断

的清泉袁就如老龙在龙潭里反复漱洗美玉遥 如此美景袁

恰如水帘洞岩壁上的石刻所云院野赤壁千寻晴拂雨袁明

珠万颗画垂帘遥 冶野今古晴簷终日雨袁 春秋花月一联

珠遥 冶

简言之袁武夷山摩崖石刻佚文数量不少袁对武夷

山摩崖石刻研究尧武夷山摩崖石刻旅游尧武夷山世界

文化遗产发掘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意义袁有待于进一

步深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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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ost Writings on Wuyishan Cliff and Their Value

CHEN Ping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 Yishan, Fujian 354300 )

Abstract:Wuyi Mountain cliff stone carving which began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lasted for a long time. They are large in number

and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Wuyi Mountain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However, due to rock wear and weathering or geographical environ鄄

ment changes and other reasons, many of the cliff stone carvings have been lost. At present, about 50 lost articles of Wuyi Mountain cliff

stone carvings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the relevant ancient books, which are of great value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Wuyi Mountain

cliff stone carvings.

Key words: stone carvings on cliff of Wuyi Mountain; lost inscriptions;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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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野第二提琴手冶的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

创立和无产阶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遥写作关于恩格

斯的传记最早始于马克思袁1880年马克思写了叶弗窑恩

格斯的小册子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冶法文

版序言曳袁列宁在 1895年秋写了著名的叶弗里德里希窑

恩格斯曳一文遥其后袁国外学者特别是德国和苏联学者

对恩格斯的生平做了大量的研究袁出版了一些大型的

传记著作遥 但相比于对马克思传记的关注程度袁学术

界对恩格斯传记写作的数量较少袁关注度较低遥其中袁

麦克莱伦长期从事马克思尧恩格斯生平和马克思主义

研究袁他在充分利用新史料的基础上写作了叶恩格斯

传曳袁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恩格斯的一生遥该传记为我们

全面研究恩格斯及其思想提供了全新角度袁为考察恩

格斯在马克思主义中所做的贡献提供了理论依据袁是

一部有着鲜明特色的著作遥

一尧中外学者关于恩格斯传记的研究

作为恩格斯的亲密战友袁马克思是最早研究恩格

斯的生平尧思想和贡献的学者遥 他对恩格斯给予了高

度赞扬袁并对恩格斯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的贡献给予

了充分肯定袁称恩格斯为野第二提琴手冶遥 随后袁国内外

学者就对这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形成了不同见解袁多角

度地展现出恩格斯的生平尧思想和贡献袁为后世认识

恩格斯具有重要意义遥

渊一冤国外学者对恩格斯传记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恩格斯著作的研究主要划分为两类院

一类是集中研究恩格斯著作中的核心思想袁认为恩格

斯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处于补充地位袁甚至在一

定程度上与马克思的思想是对立的学说遥 另一类则研

究恩格斯思想的个人独创性袁单裂开了恩格斯和马克

思之间的亲密关系遥 首个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间存在

野对立论冶的学者就是诺曼窑莱文袁他在叶可悲的骗局院

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曳一书中提出野对立论冶的观点院恩

格斯确实不如马克思袁马克思主义体系使用马克思的

名号而不用恩格斯名号的原因在于 野恩格斯主义冶具

有非法性袁如果坚持这样做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遥 [1]另

外袁 诺曼窑莱文认为恩格斯主义传统是非常庸俗的进

化论思想袁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被承认是真正的和正确

的人道主义理论遥 [1]这一传统曾经篡改了马克思主义袁

随后又腐化了共产主义运动遥 随后袁卡弗关于恩格斯

的研究直接地反驳了莱文的对立论遥 在叶马克思与恩

格斯院学术思想关系曳中袁卡弗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的

认清恩格斯的生平尧思想和贡献
要要要麦克莱伦所著叶恩格斯传曳评介

郭世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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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信徒袁在很多方面恩格斯都是遵照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开展工作遥 [2]在叶弗里德里希窑恩格斯的生平和思

想院一种再评价曳一书中袁亨勒对他称为野对立肖像冶的

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遥 他认为恩格斯与马克思处于

同等重要的地位袁两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和无

产阶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遥 [3]综上所述袁以

上的两大类传记划分都是片面地理解恩格斯思想和

马克思主义理论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读者对于恩格

斯传记的态度遥

渊二冤国内学者对恩格斯传记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恩格斯传记的研究起步较晚袁有较

大价值的成果还不多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

学经济学院肖灼基教授撰写的叶恩格斯传曳袁该传记是

出自中国人笔下的第一部关于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传

记著作袁对中国学者研究恩格斯理论思想有着开创性

意义遥 本书突破以往传记研究的模式袁通过以时间顺

序安排各章节的格式袁在大量整理恩格斯资料的基础

上以相关的尧同类的革命活动尧理论内在联系为主导

安排各章节的具体内容遥 这样安排既集中尧完整地展

现恩格斯的思想理论袁又不遗漏对细微之处尧零散内

容的介绍袁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恩格斯传记遥 该书

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力求创新尧主线突出遥 作者没有面

面俱到袁而是突出地把恩格斯作为一个革命活动家来

写袁以他所从事的重大革命活动为主轴对众多材料进

行取舍袁以总体性的特点把恩格斯的各个方面有机地

统一起来遥 除这部原创性著作外袁我国学术界也修订

编译了众多国外学者关于恩格斯传记的著作袁如斯捷

潘诺娃所写叶恩格斯传曳袁比较完整而又简洁的叙述了

恩格斯一生的历史袁对恩格斯政治活动的开始以及他

怎样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重要问题作出了回

答袁并对马克思恩格斯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做了扼要

的介绍遥 通过该传记的阅读学习袁使我们更加清晰恩

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突出贡献袁学习他们作为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高贵品质遥

二尧麦克莱伦叶恩格斯传曳的写作内容

麦克莱伦认为要想认识恩格斯袁必须要先了解恩

格斯的生平事迹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遥 麦克莱伦

的叶恩格斯传曳是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袁以生活化

的文字语言客观地评价了恩格斯的一生遥 书中以恩格

斯的生平介绍为绪袁主要从历史学尧政治学尧哲学三个

方面进行具体的叙述袁最后以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关系

作补充遥 结合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物思想转变

历程袁让读者客观尧全面的野感受冶恩格斯袁系统整理恩

格斯在各领域的伟大贡献袁对完整认识恩格斯的形象

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遥

渊一冤生平章要要要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从恩格斯的家庭背景尧革命活动尧著书立说尧

晚年生活等方面袁用短短二十多页刻画出了一个形象

生动的恩格斯遥 生平章袁作者介绍了恩格斯所处的时

代背景和家庭教育背景袁为恩格斯批判精神和怀疑态

度的形成提供了启蒙价值曰广泛的阅读能力和对现实

社会的深入思考袁 进一步丰富了恩格斯的学术理论曰

与马克思并肩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袁奠定了恩格斯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不朽地位曰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

主义的维护和完善袁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袁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遥

渊二冤历史学章要要要一流的历史学家

麦克莱伦描述院野恩格斯具有描述性的写作天赋

和对年代学尧历史学的兴趣袁以及他的语言才能和运

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的灵活性袁使他创作出一系列

题材广泛的文章冶[4]遥 在本章中袁 恩格斯对 19世纪 40

年代中期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著 叶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曳一书袁通过对人类史前时期的研究著叶家庭尧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曳袁 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系统化

的尝试形成了叶自然辩证法曳等重要著作遥 这些文章不

仅体现了恩格斯对历史的浓厚兴趣袁也使马克思主义

向通俗化方向进一步发展遥

渊三冤政治学章要要要工人阶级的野乐队指挥冶

在本章中袁作者认为恩格斯早期的政治观念深受

虔信派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袁最终在赫斯的帮助下

走向了共产主义遥 1843年袁恩格斯初步阐述了共产主

义的观念袁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首次把关注点集中

在社会经济现实领域袁发表叶共产主义原理曳进一步阐

述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遥 其次袁恩格

斯为了与所有论敌作斗争袁为叶新莱茵报曳撰写大量外

交政策方面的文章袁 支持创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

14窑 窑



党要要要德国社会民主党袁并为欧洲其他国家建立社会主

义政党提供帮助遥 因此袁恩格斯被誉为全球性的政治战

略家遥

渊四冤哲学章要要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总结者

在本章中袁 麦克莱伦从恩格斯的三篇著作着手袁

具体分析了恩格斯的物质观尧认识观尧真理观尧时空关

系以及自然主义和辩证法的关系等理论袁 恩格斯以

叶反杜林论曳叶路德维希窑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曳和叶自然辩证法曳三篇文章为契合点袁重新表述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系

统化和科学化印证袁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作

出了显著贡献遥

渊五冤恩格斯和马克思章要要要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

在本章中袁麦克莱伦首先对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

是合二为一的关系做了澄清遥 他认为袁恩格斯和马克

思是亲密战友袁 恩格斯不仅在精神上支持马克思袁在

经济上也为他提供了巨大帮助遥 在马克思学说形成过

程中袁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写作提供了必要资料袁其早

期著作对马克思思想的转变起决定性作用遥 在本章的

后半部分袁作者描述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形象尧生活

习惯尧笔迹尧家庭事务和理论关注点等方面的差异袁刻

画出两个栩栩如生的伟人形象袁使读者认识生活中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遥

三尧麦克莱伦叶恩格斯传曳的写作特点

麦克莱伦的叶恩格斯传曳突破了以往把恩格斯神

圣化的研究倾向袁从恩格斯生平和贡献出发袁将恩格

斯还原为人袁以现实的人为起点袁突出表现恩格斯的

人格魅力尧语言风格尧整体思想和现实性价值等学术

特点遥

渊一冤突显恩格斯个性特点袁并贯穿原文始终

麦克莱伦所著的叶恩格斯传曳相比之前有关传记

来说袁突出强调恩格斯的个性特点袁这种特点贯穿全

书始终遥 作为现代思想大师之一袁恩格斯具有思想家

们共有的品格院广泛的阅读能力尧精确的语言表达以

及洞察社会的敏锐思维遥 除此之外袁一本成功的政治

传记要反映出传主和同时代其他人袁特别是和他的同

事们的不同特点遥 相比同时代其他思想家袁恩格斯具

有更突出的品格要要要崇高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

斗争精神遥 在恩格斯青年时期袁这种品格明显地体现

在反对教会和商业活动的批判动向上袁并对伍珀河谷

社会生活进行一系列刺骨的批判袁受费尔巴哈影响批

判谢林思想袁受赫斯影响转信共产主义曰与马克思合

写文章介绍新的世界观并使之为新兴的工人运动所

接受曰在其晚年袁坚定地与杜林尧伯恩斯坦尧考茨基等

反社会主义者论战袁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袁捍卫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遥

渊二冤内容详略得当袁语言清晰通俗易懂

较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传记来说袁麦克莱伦的叶恩

格斯传曳开始于一篇传略袁篇幅不长袁字数不多遥 主要

介绍体现其在经济领域尧历史学尧政治学尧哲学领域的

几篇著作袁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究分析袁证实恩格斯

对马克思学说的独特贡献遥 另外袁作者对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两次会面花费了大量笔墨描述袁但对恩格斯在

人类学尧 军事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只是简单提及袁没

有过多深入阐述遥 本书内容客观公允尧详略得当袁使读

者能更好地把握恩格斯学说的重点遥 其次袁麦克莱伦

使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奥的理论遥 例如袁恩格斯

在叶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曳中用简洁有力的语言来描

述工人破败尧悲惨的生活现状袁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

的黑暗本质袁 体现出工人联合起来斗争的必要性曰在

讨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袁他用简短的话语分析了共

产主义的本质特征袁即野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

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冶[5]遥

渊三冤强调恩格斯思想的整体性

一个成熟的思想必然内涵着众多方面袁人们要想

清晰的认识某一事物袁必须要用整体性的视角袁把事

物放在体系中来考察遥 与其他作者相比袁麦克莱伦所

著的叶恩格斯传曳更加强调传主思想的整体性袁这种思

维方式最开始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传记的研究中袁他认

为野马克思思想是一个耶自己弄清问题爷的过程袁不能

分裂成几个时期冶野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看作一个整

体而非断裂袁是对其发展历程的科学评价冶[6]遥在叶恩格

斯传曳里袁麦克莱伦以潜在的时间为轴线袁从恩格斯历

史学尧政治学尧哲学三个方面研究恩格斯对社会主义

的贡献袁得出恩格斯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特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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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强调社会现实袁理论联系实际

恩格斯从青年时期就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袁注重

关注社会现实袁在考察社会状况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

一系列著作袁这些理论经过实践检验又形成了指导社

会革命的方案遥 1839年 3月袁恩格斯对伍珀这个他所

熟知的地方作了十分直观和有力的描述袁认为他的家

乡是院野蒙昧主义者的锡安山冶[7]袁由此完成了他早期最

成功的作品要要要叶伍珀河谷来信曳遥 随后袁恩格斯用社

会调查的方式继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社会现状袁

目睹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困境袁写出了叶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曳一文遥 通过参考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皇家工

厂尧工厂视察员报告尧英国议会议事录以及激进的和

官方的期刊袁为马克思写作叶资本论曳第一卷提供了第

一手资料遥 1847年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准备新改名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一份用于散发的野共产主义信

条草稿冶要要要叶共产主义原理曳袁 为社会主义工人阶级

政党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遥

四尧对麦克莱伦叶恩格斯传曳的评价

麦克莱伦几十年来一直倾心于马克思主义历史

与理论研究袁他的叶马克思传曳在学术界赞誉颇丰遥 然

而袁当今学者们对叶恩格斯传曳的关注较少袁得出的研

究成果不多袁因此客观认清麦克莱伦笔下的恩格斯生

平和思想袁对正确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有

着重要的意义遥

渊一冤结构上院区域划分明显袁叙述主线清晰

麦克莱伦所著的叶恩格斯传曳按照一个个专题展

开袁从历史学尧政治学和哲学三个方面集中概括了恩

格斯的重大成就和重要贡献袁最后以野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关系冶一章总结深化恩格斯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

理论中的重要地位遥 李季[8]就曾在叶马克思传曳中明确

归纳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院其实所谓马克思

主义并不是只含有马克思的学说袁兼含有恩格斯的学

说袁没有恩格斯也不会有现今所谓马克思主义袁马克

思与恩格斯同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袁而昂氏渊指

恩格斯冤且首先为这种主义安下一个经济的基础冶遥 麦

克莱伦清晰地划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地位袁麦克莱伦把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用专题

的形式结合起来袁便于加强我们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

和理解袁这样分区域的划分方式使读者理解起来更加

简洁明了袁把握恩格斯思想的主线更加清晰遥

渊二冤起点上院以经济领域出发袁注重多领域发展

麦克莱伦的叶恩格斯传曳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突出

恩格斯的理论渊源袁清晰认识恩格斯思想是以经济视

域为出发点遥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考察工人阶级的社会

现状时袁 异常清楚地发现世界上潜在的历史力量袁发

现了经济因素在社会事件中的基础作用袁表明了经济

因素对政治历史的重要性遥 随后袁恩格斯为德国的报

纸写通讯袁其中一篇叶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曳的文章认

为工人阶级的贫困和随之而来的革命是不可避免袁谴

责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经典文本袁这直接导致马克思

关注经济学的主题遥 由此袁该书是在关注现实社会的

经济基础上注重共产主义思想袁通过揭示事物背后的

物质动因来指导新兴的工人运动遥

渊三冤倾向上院侧重中晚期思想袁忽视早期思想作用

麦克莱伦的叶恩格斯传曳清晰直观地介绍恩格斯

一生的思想袁 但是由于受研究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限

制袁麦克莱伦和大部分西方学者一样袁他的研究侧重

恩格斯的中期和晚期思想袁忽视恩格斯青年时期的思

想遥 麦克莱伦在书中考察了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袁并按

照一定学科门类作了划分院在哲学领域主要集中论述

叶反杜林论曳叶路德维希窑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主义的

终结曳和叶自然辩证法曳等晚期著作曰政治学上关注叶共

产党宣言曳的前提叶共产主义原理曳和与马克思合著的

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曰在历史学上写作叶工人阶级状况曳

和叶家庭尧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曳等著作袁这些著作有

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恩格斯中期尧晚期思

想的体现袁是表达恩格斯思想的重要代表遥 但是对恩

格斯早期著作提及较少袁有一些对恩格斯后期思想有

重要奠定作用的文章并未提及袁 如 叶乌培河谷来信曳

叶谢林和启示曳叶谢林要要要基督教的哲学家曳 这些文章

为恩格斯完全摆脱唯心主义袁形成正确的唯物史观奠

定了理论基础遥

五尧结语

麦克莱伦所著的叶恩格斯传曳是对恩格斯一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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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事迹的总体性叙述书目袁每位作者都有所持立场

和思考方式的差异袁这严重影响着作者对恩格斯传记

的态度遥 麦克莱伦的叶恩格斯传曳较客观地介绍恩格斯

思想袁 提纲挈领式地把握住恩格斯思想的具体内容袁

为世人认识这位独立且伟大的革命导师提供了窗口袁

对初学者来说是一本具有启示性的著作遥 但该书作为

学习经典的普及性读物袁在思想深度上存在着一定的

局限性袁忽视恩格斯在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方面的

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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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一直以来都在寻求人类的真正解放袁在

叶论犹太人问题曳一文中对犹太人问题进行详细分析袁

提出要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去探求解放袁不能将人类解

放局限于宗教问题之中遥 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类解放袁

人只有回复到人自身才是实现了人的解放袁只有无产

阶级才能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遥

一尧犹太人问题的概述

叶论犹太人问题曳 一文论述了犹太人一直遭受的

压迫与残害袁他们渴求能够得到解放遥 马克思在此文

中对犹太人问题进行了更加全面彻底的分析袁提出犹

太人问题不仅仅是某个单一国家的问题袁也是一个具

有普遍性的问题遥鲍威尔虽然也是将犹太人问题看做

一个普遍的问题袁提出不仅犹太人想得到解放袁人人

都想得到解放的观点袁但他还是将犹太人问题简单看

作宗教问题加以分析袁没有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层面遥

渊一冤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一直以来遭受众多的迫害和杀戮袁了解犹

太人问题首先就要了解犹太教的问题遥宗教一直在欧

洲占据着重要地位袁 尤其是在中世纪宗教神学盛行袁

教皇的权利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袁国王甚至需要教皇

的加冕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遥 犹太人所信奉的犹太教

与其他宗教存在着诸多冲突袁罗马在信奉基督教以前

信奉的是希腊的多神教袁而此时犹太教宣扬的是一神

论袁理所当然就被认为是异端袁信奉犹太教的人也被

认为是异教徒遥 而在罗马信奉基督教之后袁犹太教则

与基督教两教对立袁罗马王权为了达到统治目的而对

犹太人实行了高压政策遥 在中世纪以后袁对犹太人的

打压更是成为了一种政治需要袁犹太人也因为这种压

迫变得流离失所袁没有了属于自己民族的国家袁而这

种犹太人颠沛流离的境况也进一步加剧了犹太人成

为政治的牺牲品遥

野犹太人问题的提出是 1816 年普鲁士当局宣布

了耶五四爷法令袁即禁止居住在当地的犹太人在国家中

担任公职遥 冶[1]这一法令使得犹太人失去了应有的政治

地位遥 但是犹太人没有屈服于这种毫无政治地位的境

况袁他们反而凭借过人的智慧通过经商获得了巨额的

财富袁进一步以大量的资本来操纵国家的经济袁并最

终通过经济来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遥

渊二冤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

鲍威尔认为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就是废

除宗教袁他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固的对立形

式就是宗教对立袁只有废除宗教才能够实现解放遥 布

鲁诺窑鲍威尔在叶犹太人问题曳中提出犹太人希望获得

解放袁他认为这里所提及的解放就是政治解放袁当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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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也获得政治权利袁不再受到歧视时袁犹太人也就

获得了解放遥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是无法获得解放的袁

原因有两点院第一袁布鲁诺认为德国人自己在政治上

都没有获得解放袁更何谈去解放犹太人曰第二是犹太

人既然不信奉基督教又怎么能要求获得同基督教徒

拥有同等权利袁如果犹太人选择信奉基督教就相当于

承认了这种普遍奴役制度袁更不能去要求获得解放遥

渊三冤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

马克思认为看待犹太人问题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具体分析袁犹太人处在不同的国家中袁那犹太人问题就

不能只从某一个国家来看待袁 不能以偏概全尧 以点代

面遥在德国犹太人问题是一个纯粹的神学问题袁在法国

犹太人问题由于政治解放的不彻底仍存在着宗教对立

的问题袁在北美各州犹太人问题成为世俗问题遥

马克思走出了鲍威尔一直将犹太人问题看做一

种宗教问题的困境袁 将这一问题代入到现实世界袁将

神学问题转换为世俗问题遥 要想解决犹太人问题并不

是要求彻底的废除宗教袁而是去批判国家本身遥

二尧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

渊一冤政治解放的实现

政治解放是指国家实现了政教分离袁 国家不再是

野基督教国家冶袁国家与宗教实现分离袁教皇不再是国家

的最高权力者袁世俗国王开始获得更大的权力遥政治解

放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袁 只有当国家不再盲目

信奉宗教袁国家才能真正的成为国家遥政治解放是把宗

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袁 宗教精神代表的不再

是一个国家的意志袁而仅仅代表个人的一种信仰遥

通向政治解放的道路异常艰难袁但这一目标的实

现是人类史上的一大进步遥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袁资

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都促使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袁生产

力的解放为政治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遥 人们的

思想不再被宗教束缚袁野三权分立学说逐步代替了君

权神授的思想冶[2]袁这为政治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遥人们

开始将宗教从统治层面上剔除袁逐步实现政治解放遥

渊二冤政治解放的限度

政治解放的完成让国家与市民的矛盾也成为了

世俗矛盾中的一部分遥 但是政治解放的限度就在于

野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等于现实的人从宗教中

解放出来冶[3]遥 人仍然受到宗教的束缚袁并没有实现真

正的自由袁人们之间同样还存在着阶级差距袁人权没

有真正实现遥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袁资产阶级在为了推

翻封建制度袁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而高举着野自由平

等冶的旗帜袁但当自由一旦与政治发生冲突时这种自

由也就丧失了遥 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袁人

权只在资本家之中实现袁作为社会中下层的人民反而

受到更多的压迫遥

政治解放没有能够真正与市民社会相结合袁没有

解放现实社会之中每一个现实存在的人遥 政治革命只

是将市民社会分为了两个部分院一个是个体袁另一个

就是构成个体的物质和精神方面遥 这种简单的划分并

没有解放市民个体袁 而是对之前的社会状态进行重

组袁对之前的一种旧制度进行推翻袁人仍然处在国家

对个人的异己力量之中遥

渊三冤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

鲍威尔将政治解放和人的普遍解放混为一谈袁认

为国家只要实现了政治解放袁人也就实现了对自身的

解放遥 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袁政治解放不能等同于人类

解放遥 政治解放是将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袁这是人

类解放的一步袁但不是最后一步遥 人们对宗教的批判

也意味着人类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袁但并不意味着国家

的所有人得到了解放袁政治解放的完成绝不意味着人

类解放的完成遥 政治解放不要求将宗教完全废除袁禁

止所有人信奉宗教是不合理的要求袁就如我国作为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袁 仍然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遥

正如马克思所说野犹太人不必放弃犹太教仍可以在政

治中得到解放冶[3] 不能扭曲政治解放中宗教和国家的

关系袁也不能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划上等号遥

三尧人类的真正解放

渊一冤人类解放的前提

马克思首先提出了人是类存在物袁那什么是类存

在物呢钥 这是指人类存在着一种类活动袁这种类活动

是以集体为属性袁依靠同类共同进行而得以存在遥 这

种类活动主要指生产活动袁并且是通过意识自觉存在

的遥

人只有认识到自身袁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袁野只有

当人认识到自身耶固有的力量爷是社会力量袁并把这种

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

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袁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袁人的解放

才能完成遥 冶[3]也就是当人们认识到自身袁野不再存在公

民身份和市民身份的二元对立冶[4]袁没有阶级的对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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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的差别才意味着人的解放最终完成遥

渊二冤如何实现人类解放

鲍威尔在叶犹太人问题曳中提出人权不是每个人

都能享有的袁人要想获得普遍人权就要放弃自己的信

仰遥 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点袁他将野人权冶和野公民权冶

进行了区分袁强调人权中的人指的是野市民社会的成

员冶袁而不是所说的公民遥所以人权就是市民社会中的

成员所享有的权利袁只有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

系袁 用政治解放的本质才能对人权这一概念进行解

读遥 马克思通过对人权分析袁建立了自己关于市民社

会的完整概念袁并在政治解放的范畴中肯定了自由主

义政治学说的一些基本权利主张遥

资产阶级在其发展初期袁一直宣传人人生而自由

平等袁但由于资产阶级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袁可以

为了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而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袁因

而不能真正地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遥在资产阶级夺取

政权后袁社会公民依旧存在着阶级差异尧贫富分化袁大

部分资本都掌握在少数的资本家手中袁他们享受着奢

侈浪费尧高人一等的高质量生活遥 处在社会中下层的

人们只能拥有有限的资本袁尤其是工人阶级袁为了满

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

家袁同时还要受到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压

迫遥 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袁实现的只是资本

家的自由袁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地位并不平等袁更

何谈实现人类解放遥

马克思在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曳中分析了法德两

国的社会状况袁提出德国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在于野形

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冶[5]袁即无产阶级遥 只

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袁因为无产阶级

在国家中人数占比众多袁而且处于一个被压迫被剥削

的社会地位遥 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

类袁最后才能解放自己遥 无产阶级产生于机器大工业

的背景下袁 在长期的流水作业下具有极强的纪律性袁

具有最强革命性的优势遥 在无产阶级的带领下袁将马

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

现人类解放遥

犹太人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问题袁而是一个

普遍性的问题袁犹太人要想真正的解放就要从犹太精

神中袁也就是从利己尧金钱至上的精神中解放出来遥 人

只有回复到人自身袁才可称之为人类解放袁政治解放

并不是人类的解放袁只是向着人类解放的目标前进了

一步遥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袁在共

产主义社会才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异的社会袁野共产主

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袁它只是剥夺

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冶[5]袁每个人都可

以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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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月 25日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院野全媒体不断

发展袁出现了全程媒体尧全息媒体尧全员媒体尧全效媒

体袁信息无处不在尧无所不及尧无人不用袁导致舆论生

态尧媒体格局尧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袁新闻舆论工作

面临新的挑战遥 冶[1]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袁媒体优

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袁野要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尧本领

高强尧求实创新尧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遥冶 [2]全

媒体时代袁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集中阵地袁如何

培养一支优秀的宣传思想工作者队伍是关键遥

一尧何为野全媒体冶

野全媒体冶的概念并没有在学术界被正式提出袁它

源于传媒界的应用层面遥 所谓野全媒体冶袁指的是媒介

信息传播采取声音尧文字尧动画尧影像尧网页等多种媒

体表现手段袁利用报纸尧杂志尧出版物尧电视尧电影尧广

播尧音像尧电信尧卫星通讯等不同媒介形态袁针对受众

视尧听尧形象尧触觉等接受资讯的不同需求袁深度融合袁

网络传播袁 实现对受众的全面覆盖及最佳传播效果袁

最终实现受众可以在任何时间尧任何地点获得的传播

形态[3]遥

二尧全媒体时代下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

队伍的现状

为全面了解全媒体时代下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

作队伍的现状袁2020年 2月袁 课题组随机向 110所高

职院校发放了叶全媒体时代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队

伍现状调查问卷曳110份 渊每校 1份冤袁 收回有效问卷

107份袁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7.27%遥通过分析问卷尧走

访座谈尧个别谈话等形式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袁为准确

掌握全媒体时代下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的现

状奠定了基础遥

总体上看袁 各高职院校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袁

围绕中心工作尧服务发展大局尧找准宣传发力点袁创新

收稿日期院2021-03-14

基金项目院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院士工作站项目

渊2019YSZ001冤遥

作者简介院邹小燕渊1982-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党

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万泉渊1963-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尧高

级经济师袁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尧经济管理

研究遥

全媒体时代下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
要要要以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邹小燕袁 洪福兴袁 万 泉

渊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宣传部袁 福建 南平 353000冤

摘 要院全媒体时代袁互联网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产生的影响有目共睹袁以校报尧校园广

播台和电视台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已经无法满足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需要袁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尧业务能力强的宣

传思想工作队伍势在必行遥 以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为例袁通过前期的调查问卷和访谈座谈袁从

何为野全媒体冶尧全媒体时代下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现状和建设路径等三方面着手袁简要论述全媒体时代下加强和

改进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的必要性遥

关键词院全媒体曰高职院校曰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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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袁 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遥

调查中袁野您对当前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现状是否满

意钥冶袁83.18%的被调查者表示满意遥但通过调查袁也发

现存在以下问题遥

渊一冤机构设置不够健全袁人员配备不齐

调查发现袁尚有部分高职院校没有专门设置宣传

部门袁宣传工作只是挂靠在党委工作部或党政办遥 在

被调查的 107所高职院校中袁 有 33所尚未成立党委

宣传部袁占总数的 30.84%曰在已成立党委宣传部的 74

所高职院校中袁 宣传部工作人员不超过 3人的达 30

所袁占 40.54%曰有 92所高职院校的二级院系没有专

职的宣传工作人员袁占总数的 85.98%曰有 97 份问卷

认为高职院校宣传工作人员配备不齐袁专业人才青黄

不接袁占总数的 90.65%遥 由此可见袁各高职院校机构

设置不够健全袁人员配备不够合理袁宣传部门工作人

员较少袁大部分人身兼数职袁工作职责不明确遥

渊二冤专业素质不高袁职业能力有限

据课题组调查袁高职院校专门从事宣传思想工作

的人员中袁 具有新闻传播学或相关专业背景的只占

11.21%曰在年龄结构上袁30岁及以下占 10.28%袁31~40

岁占 44.86% 袁41 ~50 岁占 28.04% 袁50 岁以上占

16.82%曰在职称结构上袁正高级占 7.48%袁副高级占

40.19%袁中级占 37.38%袁初级占 7.48%袁无职称的占

7.48%遥 77.78%的被调查者认为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

作者职业能力水平有限袁 存在专业素养参差不齐袁宣

传手段单一尧缺乏创新袁宣传内容单调枯燥尧空洞抽

象袁与学生实际思想需求有差距等问题遥

渊三冤新媒体技术使用不多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

合创新不够

调查数据显示袁 在被调查的 107所高职院校中袁

有 36所尚未成立学校层面的新媒体中心袁 占总数的

33.64%曰 有 68 所尚未形成新媒体矩阵袁 占总数的

63.55%曰 有 50.74%的被调查者认为高职院校传统媒

体宣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曰有 50%的被调查者认为高

职院校宣传工作人员对新媒体技术技能掌握不够娴

熟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创新不够袁现有的融合

还处于两者简单相加的尝试融合阶段遥

三尧全媒体时代下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宣

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的建设路径要要要以福建

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渊一冤强化顶层设计袁加强高职院校党委对宣传思

想工作的领导

1. 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遥宣传工作

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袁高职院校党委要严格按

照叶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曳要求袁及时设立党委宣

传部袁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袁明确工作职责遥 坚持党管

宣传尧党管意识形态尧党管媒体袁加强对宣传工作的全

面领导袁构建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尧党政齐抓共管尧宣传

部门组织协调尧各部门履职尽责袁工会尧团委尧妇委等

群团组织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大宣传工作格局遥

2. 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理论研究遥学院党委要将全

媒体时代下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袁制定年度宣传思想工作要点和野十四五冶宣传思

想事业发展规划遥 通过党建与思政工作研究会等平

台袁结合高职院校实际袁加强对全媒体时代下高职院

校宣传思想队伍建设尧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播规律等

的调查研究袁定期召开会议讨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

合创新的路径尧新媒体矩阵建设途径等袁为加强和改

进宣传思想工作提供理论指导遥

3. 加强宣传思想人才队伍建设遥一是组建两支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遥 一支教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

伍袁由宣传部牵头袁各系各部门指定一个信息员袁负责

本系本部门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曰一支学生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队伍袁院团委牵头袁由院团委新媒体中心和

各系新媒体中心构成袁负责新媒体运营遥 二是高标准

选人用人遥 按照政治过硬尧本领高强尧锐意创新尧作风

优良的高标准选人用人袁把政治立场坚定袁有新闻宣

传专长的优秀师生充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相应

岗位上遥 三是制定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中长期规

划遥 有计划尧分梯队培养宣传思想工作优秀人才袁优化

人才队伍的年龄结构尧学历结构尧专业结构袁使宣传思

想工作队伍与学院事业发展需要相适应遥

渊二冤强化创新思维袁提升宣传思想工作队伍能力

素质

1. 加强宣传业务培训遥通过野走出去冶和野请进来冶

22窑 窑



等多种形式袁组织队伍到宣传思想工作做得好的兄弟

院校尧广播电视台尧新闻传媒公司等参观考察和交流

学习袁开拓视野曰举办宣传业务培训班袁邀请分管宣传

思想工作的地方领导袁新闻写作尧新闻摄影尧影视编导

等专业的资深记者尧专家教授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解

读尧消息写作尧摄影技巧尧新媒体实务和舆情应对等方

面培训袁增强宣传思想工作者的实践能力袁给足宣传

思想工作者成长空间遥

2. 搭建新媒体矩阵遥 新媒体运营一般经历启动

期尧增长期尧成熟稳定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遥 根据运营

主体的目标不同袁在每个阶段的目标也不尽相同渊如

图 1冤遥

图 1 新媒体运营四个阶段的目标

Fig.1 Objectives of the four phases of new media operations

根据图 1袁我们可以看到袁当媒体进入增长期后袁

就可以着手考虑搭建新媒体矩阵遥 以福建林业职业技

术学院为例袁当核心用户群超过 1万人袁且用户群体

中已经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性显现袁这个时候就可以搭

建新媒体矩阵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遥

搭建高职院校新媒体矩阵袁 要注意以下五点院一

是熟悉新媒体平台特点袁如平台的运行逻辑尧核心内

容尧用户群体特点等遥二是搭配使用矩阵平台遥每个新

媒体平台的特点都不相同袁视频和图文不能按照一个

模式去运营袁要根据平台运行的逻辑和特点袁对应建

立适合本校的运营策略遥 三是注重整合资源发挥合

力遥 建立新媒体矩阵袁就要将矩阵的优势充分发挥出

来袁将不同平台的优势资源整合调动起来遥 高职院校

宣传部门要有意识地发挥和调动各平台的积极性袁做

到既能在各自平台上个性开花袁又能在重大宣传节点

花团锦簇袁将矩阵的整合优势最大化遥 四是注意资源

倾斜和运营精力分配遥 鉴于高职院校现有宣传思想工

作力量袁 力求做到每个账号都很出彩是不现实的袁一

般能在 2至 3个平台上做大做强已经很不容易遥 因

此袁要先找到重点运营的平台袁集中精力做好这几个

平台袁努力提升核心优势资源遥 不能追求面面俱到袁否

则容易顾此失彼袁导致得不偿失遥 五是加强原创内容

的吸粉力和引导力遥 野内容为王冶始终是新媒体运营亘

古不变的真理遥 [4]高职院校新媒体的受众群体多元化袁

这就要求新媒体平台要坚持创新袁不断激活自身的生

命力袁增强议题的贴近性尧聚焦性和趣味性遥 在内容选

择上袁要从信息尧时尚尧潮流尧情怀等多处着手袁积极寻

找传播点袁吸引用户袁引发师生共鸣遥 在传播形式上袁

各新媒体平台要丰富传播形式袁可以采用青年学生喜

闻乐见的视频尧图文尧音频尧vlog 等多种方式袁多样化

传播袁扩大受众范围遥

渊三冤强化舆论引导袁注重宣传思想阵地管理

1. 加强宣传思想阵地的建设和监管遥健全完善高

职院校宣传思想阵地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袁从登记审

批尧内容形式尧宣传管理尧规范要求等方面明确各部门

宣传阵地管理职责袁守好各类宣传思想阵地遥 进一步

规范和加强学院各级官方微信公众号尧微博号尧QQ等

新媒体的建设尧管理与监督袁严格执行新媒体备案登

记和年审制度袁做到底数清尧情况明遥 建立健全网站及

野两微一端冶新媒体信息发布工作野三审三校冶制度袁严

格按照野谁主管谁负责尧谁发布谁负责冶的原则袁定期

对本系本部门下设的新媒体账号进行账号安全管理

和内容巡查袁杜绝出现开而不管尧管不到位的问题袁确

保导向正确尧内容健康尧更新及时袁不断提高新媒体工

作水平遥

2. 建立网络舆情监控队伍和舆情应急预案遥全媒

体时代袁微信公众号尧百度贴吧尧微博尧抖音等平台已

经成为高职院校学生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寄

托袁 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学生选择网络表达诉求尧发

表观点遥 高职院校学生主体意识强烈袁关注社会现实

问题袁反应敏感袁勇于维护自我权益袁但社会经验欠

缺袁情绪波动大袁易受负面舆论影响袁遇到涉及自身利

益的事件袁易投入同情和关注袁由此引发集体投诉等

负面舆情遥 因此袁高职院校一方面要及时制定叶突发网

络舆情应急预案曳袁 明确网络舆情应对系统流程处理

步骤袁建立网络舆情领导小组尧网络舆情思政教育队

伍尧网络舆情监督队伍等网络舆情监控队伍袁有针对

性开展舆情应对业务培训和突发舆情应急演练袁增强

邹小燕袁等院全媒体时代下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 2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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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舆情应对能力遥另一方面袁要加强对高职院校

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遥 通过思政课堂尧主题党团课尧主

题班会等阵地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袁引导学

生客观辩证分析网络言论袁明辨是非尧善恶尧美丑袁提高

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曰 加强对大学生公众舆论意

见领袖在线教育和培养袁 使他们成为正面发声的网络

主流和舆论主体袁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遥

渊四冤强化表彰激励袁完善评价机制

1. 坚持关爱为先袁注重归属激励遥 一是强化经费

保障袁制定完善支持宣传思想工作的政策袁加大经费

投入袁保障宣传思想工作顺利开展遥 二是强化表彰奖

励导向袁 积极开展宣传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活

动遥 三是强化典型示范带动袁在学院各级各类媒体袁宣

传报道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干事创业尧担当作为的先进

典型遥

2. 坚持考核为镜袁注重工作激励遥 一是健全考核

制度遥 结合宣传岗位工作职责袁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袁制定叶宣传思想工作考评办法曳袁明确考核内容和

考核指标袁 确保宣传思想工作实效能够得到全面体

现遥 二是丰富考核方式遥 建立日常监督考核与年度绩

效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式袁切实将宣传思想工作纳入

绩效管理遥三是强化结果运用遥充分发挥考核结果野指

挥棒冶作用袁将考核结果与表彰奖励尧选拔任用尧管理

监督尧责任追究等有效结合袁确保各项奖惩问责机制

及时兑现遥

四尧结语

全媒体时代袁互联网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高职

院校宣传思想工作带来机遇和挑战袁建设一支政治素

质高尧业务能力强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势在必行遥 高

职院校要按照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的总

要求袁以提高政治能力为根本袁以增强专业本领为关

键袁以锐意创新创造为紧要袁以融合发展为突破口袁以

激励关怀为动力袁打造野政治过硬尧本领高强尧求实创

新尧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遥 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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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Tea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Era of All-Media
要要要Taking 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ZOU Xiaoyan, HONG Fuxing,WAN Quan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 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Nanping, Fujian 353000)

Abstract: In the era of all media,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new media technology has an obvious impact on the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traditional media represented by school newspaper, campus radio station and tele鄄

vision station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imperative to build

a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team with high political quality and strong professional ability. Taking the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team construction of 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early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team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era of all media from three aspects: what is "all media",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propagan鄄

da and ideological work tea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era of all media.

Key words: all medi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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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历史尧人

民和实践三个维度为我国新时期党建工作指明了方

向遥 一个伟大的理论首先是人民的理论尧历史的理论

和实践的理论遥 党建工作居于高校各项工作的首位袁

学生党建是高校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因此做好学生

党建工作对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和学校的安全

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遥 目前乡村振兴已经成为

国家战略袁农林院校作为为国家培养三农人才的重要

基地袁对于农民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遥 近年来袁我

国在城镇化进程中袁 出现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

流袁使得空巢老人尧留守儿童等问题日益突出遥 要从根

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袁 更好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袁迫

切需要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懂农村并且乐于服务新农

村建设的大学生党员来团结带领村民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袁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遥 加强对大学生党员的教

育袁不仅有利于他们成才袁而且能够更好地服务三农

发展袁进而巩固和发展好基层党组织袁为农村区域经

济的发展注入活力袁发挥巨大作用遥 因此袁做好农林院

校学生党建工作十分重要[2]遥

通过对农林院校学生进行随机调查袁仅有 13.1%

的学生愿意到农业相关部门工作曰83.4%的学生选择

到城市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就业曰90%以上的生源

来自农村地区袁父母希望他们通过读书能够到城市工

作袁不希望他们再回到农村遥 调查的结果让我们觉得

情况不容乐观袁加强学生党建工作显得至关重要[3]遥

一尧农林院校学生党支部建设亟待加强

十八大以来袁虽然各高校都在不断加强和改进党

建工作袁并力图在工作中探讨新思路袁但是很多仍然

停留在理论上袁如何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融入到服务三农尧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上袁充分

发挥好高校社会服务的职能袁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遥 但

是由于受传统思想影响和农村各项条件相对艰苦的

现状袁 不少农林类专业的毕业生不愿到涉农行业就

业袁尤其是县级以下的基层组织中就业袁这种情况使

得农林类专业的学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和广大农

村地区缺少高层次农林人才的难题同时存在遥 面对这

种情况袁我们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引领农林类学生党支部的党建工作袁充分发挥学

新时代加强农林院校学生党支部建设思考

黄爱显袁 胡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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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更好地服务党中央国务院提

出的新农村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遥

农林院校应当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创新

性农林人才遥 农林院校创新型人才袁指农林高等院校

实施培养的在学生全面发展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强

烈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袁具备创新思维尧创新能力和

创新人格袁并不断取得创新成果袁且热爱农业尧愿意致

力于农业发展的人才遥 农林类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目

标是力争在政治觉悟尧道德标准尧农业情怀尧农业知识

素养等方面为其他学生树立先进典型遥 培养学生党员

为农服务的科学思维方式尧知识技能袁增长学生党员

为农服务的本领遥 农林类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对学生

党员的创新精神尧创造性解决农业问题的能力诉求与

农业科学研究中提倡的创新精神异曲同工[3]遥 农林类

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中秉持的投身于农业发展实践的

精神袁 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林院校服务社会的精神不谋

而合袁促进农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其共同目标[4]遥

二尧新时代加强农林院校学生党支部建设

必须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

重视农林类学生党支部党建工作袁不仅对农林院

校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袁而且对于党和国家方针

政策的落实袁改变农村的不利现状袁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袁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渊一冤对农林院校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农林院校是以农林专业为主的高校袁其发展与农

业农村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袁正

是由于农业的发展孕育出了农林院校袁并使之赋予了

独有的特点[5]遥农林院校以服务三农尧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为主要目标和定位遥 当前袁农林类专业学生就业难

问题比较突出袁 如果能够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

引导优秀的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创业袁不仅可以解决就

业问题袁发挥农林专业学生的特长袁加强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吸引力袁而且可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遥

渊二冤有利于解决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

问题

当前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袁而农林院校由

于自身的特点袁农村生源比例较高袁他们大多对农村

有着深厚的感情袁有能力也有意愿改变家乡的面貌[6]遥

如果对在校学生党员加强党建工作袁提高他们发挥党

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的本领遥 将来他们在带动当地农

民建设新农村中发挥作用遥 当前袁一方面农村由于缺

乏支柱产业袁加上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袁尤其在农闲季

节袁为了提高收入袁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不得不到经济

发达地区打工遥 另一方面袁由于农业的附加值太低袁从

事农业生产的收入过低袁使得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脱

离了农业生产遥 因而农村留下大量的老人尧儿童尧妇女

在从事农业生产遥 不仅使得农村出现了留守儿童尧空

巢老人等社会问题袁 也会严重威胁我国农业生产安

全遥 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袁虽然对城市经济的发

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袁但是也给城市带来了人口尧治安

等方面的社会问题遥 而且每年的春节前后出现大量的

民工流袁给铁路等运输带来巨大的压力袁大量的流动

带来很大的不必要成本袁使得大量的家庭长期不能团

圆袁留守儿童无人教育管理袁少年儿童遭受不法侵害

的事件大量被发现袁空巢老人的赡养照顾等问题长期

无法妥善解决遥 如果使得农林院校的学生党员能够更

好地为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作用袁以自己的新知识新理

念在当地以创业带动就业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锋模

范作用袁带动更多的农业人口返乡就业袁使我们社会

的短板农村逐渐强大起来袁 改变城乡的巨大差异袁促

进社会和谐发展遥

渊三冤有助于巩固我们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事实上由于农村人才的大量流失袁农村已经成为

人才洼地遥 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多年没有发展党员遥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袁 将会影响党在农村基层的影响

力袁影响党的执政基础遥 因此袁迫切需要有新鲜的血液

来健全完善基层党组织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遥

三尧新时代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农林院

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的若干思路

渊一冤加强对新思想的学习

通过座谈会尧党课尧先进事迹报告团等形式加强

农林院校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袁培养他们

热爱三农尧服务三农的意识遥 多到基层参加实践和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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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袁增强和劳动人民的感情和血肉联系袁在潜移默化

中加强他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认同和对三农的热爱遥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师尧专

职辅导员尧离退休人员尧干部尧专业教师尧研究生党员

和高年级学生党员的带动作用袁三位一体袁形成合力袁

尤其发挥学生党员的朋辈效应遥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

形式袁比如微信袁微博袁QQ袁博客等网络新媒体进行宣

传袁提高宣传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遥 宣传层面也从课堂

上延伸到网络和宿舍袁 增强宣传的覆盖面和层次袁占

领新媒体文化的高地[7]遥

渊二冤注重党员发展培养

在新生入学之初就加强对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遥

在过程中实行党员传帮带袁 在党员发展的各个阶段袁

切实做到做细做实遥 严格入党积极分子的考核袁使学

生充分意识到党组织的严肃性和先进性遥由经验丰富

的专职辅导员和党务干部任党支部副书记和指导教

师袁加强对发展党员过程的审核与指导袁做到成熟一

个发展一个袁宁缺毋滥袁保证党员的质量遥加强与关工

委的联系袁充分利用老前辈的丰富的党建知识和充足

的时间来帮助学生党员快速成长遥对拟发展对象实行

述职答辩制度袁由学院党委书记尧副书记尧党委秘书和

专职辅导员组成评委对拟发展对象进行面试遥着重考

核发展对象平时的表现和服务他人的情况袁评委根据

他们的表现和平时对他们的了解进行评分遥对于预备

党员建立了述责答辩制度袁 对将要转正的预备党员袁

在答辩会上要求其回答一年来自己党员责任的落实

情况遥 在场的党员群众随时可以对他们提出问题袁进

行监督遥

渊三冤充分发挥党员的作用袁加强与农村的联系

实行党员立承诺尧办实事袁每个党员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承诺在一年内做几件实事袁在学生党员宿舍

悬挂党员标志袁注明学生党员姓名挂牌的活动袁增强

学生党员的党员意识尧服务意识遥 充分利用寒暑假的

空余时间袁带领党支部进行三下乡活动袁进一步密切

和农民尧农业尧农村的关系袁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袁形

成对农民的深厚感情袁树立服务农业生产的理想遥 根

据专业和特长袁组织不同的社会实践队伍袁全方面多

层次的服务农村发展袁 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遥对于毕业生党员袁要加强三支一扶意识袁树立到农

村去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袁树立与农民兄弟的血

肉联系遥 积极引导学生投身农业生产实践袁学生党员

的先进性体现在较高的思想觉悟尧学习能力尧实践能

力[8]遥为三农服务的追求尧解决农业问题的素养和技能

和投身农村事业的农业情怀对农林院校的学生党员

尤为重要袁因为学生党员及其行为对其他同学的成长

成才具有导向作用遥 党员发展过程中融入强农兴农教

育袁这种倾向性对于广大同学具有导向性袁直接影响

到部分同学投身于农业实践的好坏遥

渊四冤探索建立专业党支部

形成以党员为核心的人才团队袁 形成以专家尧中

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学术团队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落实在服务三农上袁同时形成良好的文化氛

围袁使学生在润物细无声中受到教育洗礼遥 学校成立

了大量的教学实习基地袁不仅帮助当地村民解决实际

问题袁带动当地农民致富袁而且也促进了学生专业水

平的提升遥 充分发挥青年教师党员的作用袁树立良好

的师德尧教风遥 在教师的职务职称晋升上增加服务三

农情况的要求袁 不仅在制度上给青年教师提供方便袁

设置适当的激励机制袁在评优评先尧资助尧晋升等方面

加强对服务三农效果好的教师倾斜遥 激发师生服务三

农袁服务海西的热情袁在全校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遥 在

这一点上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谢联辉院士团

队做出了大胆的尝试遥 此外农林院校学生党建工作旨

在引导学生形成农业人才品格袁农林院校的学生党建

工作要突出为农服务的特色遥 首先通过党员示范作用

引领学生形成对农业的热爱袁愿意投身于农业发展的

实践中遥 其次要通过学生党员的自身示范和对其他学

生的实践带动袁在实践中形成农业人才品格袁引导学

生增强为农服务本领[9]遥 农林院校党组织在对党员发

展教育过程中融入强农兴农教育袁更会在学生群体中

形成学农尧爱农的良好氛围遥 除此之外袁学生党员带领

广大同学袁在诸如农民义务培训尧农田实地咨询尧农业

科普宣传尧农村信息化调查等实践活动中形成为农服

务能力袁引领大学生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农村发展遥

党建工作是一项具有持久性和系统性的工作袁需要

我们认真了解当代农林院校大学生的特点袁分析其规律

和方法袁在实践中探索出符合本校实际的党支部建设经

验袁为农林院校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遥

黄爱显袁等院新时代加强农林院校学生党支部建设思考 27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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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Strengthening Student Party Branch Construction i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HUANG Aixian袁HU Jianwei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Party building is the core work of student Party branch,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lay the role of fighting fortress of student

Party branch. But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the student branch, such as the emphasis on theoretical

education rather than practical education. The student Party members also lack awareness and discipline. At present, the diversity of value

choice and the indifference of belief and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among students have brought great difficulti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ent Party branches.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belief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enhancing the innovation of the Party branch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education of student Party members, persist鄄

ing in strict administra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Party's policy of managing the Party, can we enhance the cohesion and fighting capacity of

the Party branch.

Key words: student Party branch曰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曰 student Party branch

construction i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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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思潮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

起源于 20世纪袁如今越来越流行于发展中国家遥 消费

主义者们往往将自我对物质的满足与快乐放到第一

位袁 通过不断购买新的消费品以保持自身精神快乐遥

消费主义思想对于刚刚步入社会且价值观尧消费观尚

处于稚嫩时期的大学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遥把握

并了解大学生消费主义思想的产生原因并进行对策

分析袁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意义遥

一尧大学生消费主义思想的影响

对于刚刚脱离家庭尧 踏出高中校园的学生们来

说袁成为一名大学生意味着他们开始拥有独立的生活

空间尧灵活的生活费用袁以及自由的集体生活遥 同时袁

这也意味着袁 他们在还没有掌握科学的理财能力尧准

确的价值判断能力时就进入了大学校园这个小小的

社会圈中开始独立探索遥 在这种状况下袁消费主义思

潮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大学生遥

渊一冤扭曲大学生的消费观

中国传统的崇尚节俭尧量入为出的优秀美德逐渐

被忘却袁自身财产的多寡成为衡量个人价值与水平的

重要标准遥 部分大学生开始标榜自身穿着的名牌袁进

而忽视商品的实用性遥 为了弥补自身的某些缺憾与不

足袁他们想要通过提升自身携带产品的价格水平来提

升自身自信袁获得所谓的野优越感冶院通过礼物价格来

体现同学感情的深厚曰通过穿着野潮牌冶体现时尚曰甚

至通过他人衣着用品来单纯判断一个人的家境噎噎

总之袁金钱的高低成为他们衡量一切的准则袁一切能

够体现价格的商品成为他们主要的消费品院商品的名

牌野LOGO冶在明显位置的袁商品样式能够体现出是最

新款尧最爆款尧限量款的袁近期某件商品的广告夺人眼

球尧人尽皆知的袁等等遥 在此种扭曲的消费观下袁大学

生往往还会衍生出病态的价值观袁从而产生不利于社

会的影响遥

在金钱至上尧消费为乐的心理下袁部分大学生很

容易产生对金钱尧权利痴迷的心态袁从而引发思想的

功利化院一切事情只为眼前利益袁凡事都要朝野钱冶看袁

最终个人价值体现在自己能够获得金钱的数额遥 于

是袁野劳动冶本身对于人们来说最光荣的事物却变得让

他们嗤之以鼻曰勤恳尧敬业尧无私奉献的优秀人员成为

他们口中的野傻子冶袁而投机取巧获得暴利的资本家却

成为他们竞相模仿的对象曰得过且过尧不思进取却想

要投机取巧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院 入党是为了找工

作曰与老师沟通交流是为了得荣誉曰为同学服务是为

了好风评袁成为网红尧明星则能更快得到金钱与声望袁

仿佛一切的事情都源于利益袁而不是发自本心遥

大学生消费主义思想的产生及对策

郜 芮

渊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天津 300387冤

摘 要院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尧消费观有着重大的影响和冲击袁诱发了大学生各种失范行为的出现遥大学

生消费主义思想来源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袁来源于传播媒介的意识形态占领袁更来源于大学生自身对于名利的片面追

逐遥 消除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袁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尧重视传播媒体中意识形态的建设以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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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 野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冶袁如若人生的野朝阳时期冶就以功利至上尧个人利益

至上为主要价值观袁 可想这对于个人及其生活圈袁乃

至整个社会与国家都将产生报复性的后果遥

渊二冤诱发大学生行为失范

缺乏合理的理财观念尧受到消费主义侵蚀的大学

生们袁为了自身的满足与舒适袁追寻快感不断满足购

买欲的同时袁必将引发入不敷出的资金问题遥 同时袁超

前消费的心理与各软件推出的野花呗冶野白条冶等小额

贷款也令大学生模糊了消费与金钱的概念袁从而在消

费主义的氛围中放任自流遥 有相关调查显示院大学生

们如果所拥有的资金满足不了目前的消费需求时袁他

们可能会采取以下方式获得额外的资金院向父母索要

额外的资金来满足自身消费需求占比 26.7%袁通过自

己利用课外时间进行兼职获得额外收入占比达到了

27%袁而有 41%的大学生表示会通过分期付款和小额

贷款的方式袁以未来还款的形式满足自身当前的消费

需求袁 如通过各类的小额贷款和借助 野花呗冶野借呗冶

野京东白条冶等分期付款方式遥 [1]为了填补资金的漏洞袁

弥补内心的空虚袁大学生们甚至会走上迷失尧犯罪的

道路遥 近年来袁大学生野校园贷冶尧误入野传销冶的新闻屡

见不鲜袁甚至有的女大学生为了金钱听信谣言袁不惜

出现野卖卵冶行为遥

二尧大学生消费主义思想产生原因

渊一冤市场经济的发展

首先袁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袁社会整体财富的积

累让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升袁人们的生活品质尧消费

水平也在逐步提升袁经济的发展为消费主义者的行为

奠定了物质基础遥 同时袁为了发展经济带动内需袁鼓励

消费也成为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里必不可少的内

容遥 其次袁在市场方面袁野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噎噎

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袁要求我们把购

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袁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

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遥 我们需要消费东西袁用前所

未有的速度去烧掉尧穿坏尧更换或扔掉遥 冶[2]生产者和销

售商为了吸引消费尧不断获取产品利润袁源源不断研

发尧生产吸引消费者购买欲的产品遥 最后袁在市场经济

的影响下袁贫富差距的拉大促使一些富人生活得纸醉

金迷袁穷人对金钱的趋之若鹜袁这也导致一些人出现

了为满足虚荣心袁试图通过消费的表现而跨步野上流

社会冶的想法与行为遥

渊二冤传媒宣传的诱导

霍克海默等人指出袁人们野所看过的所有影片和娱

乐业的产品袁教会了他们要期待什么曰同时袁他们也会

自动地作出反应冶[3]遥资本家们为了自身企业利益袁不断

通过技术宣传手段对消费者进行残忍地野掠夺冶遥 事实

上袁有时我们购买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袁而是

因为广告背后资本家们的诱导遥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袁这

已经对人们进行着野无形的尧看不见的奴役冶遥

同时袁 随着互联网以及大众传媒的普及与发展袁

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他们获取利润的重要手

段之一院电视剧中富人的奢靡生活尧综艺中明星的同

款服饰尧网红明星的好物推荐袁普通大众为了缩短与

明星富人之间的差距袁在价格野合适冶的条件下袁也开

始竞相购买袁其实质不过是资本家广告营销的重要手

段遥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袁 在大数据背景下的人们的隐

私喜好也都暴露无遗袁在人们日常购物尧使用 APP的

时候也是无数数据收集信息尧统计数据尧计算概率的时

候袁 资本家正是通过这些大数据精准地掌握着消费者

的心理袁从而吸引消费者更多地购买袁大学生在价值观

树立时期袁更将是难以抗拒明星广告的狂轰滥炸遥

渊三冤大学生自身心理

属于野00后冶的大学生生活在一个信息高速发达

的时代袁网络尧手机信息日新月异袁这使我们的消费观

念日益更新袁消费产品愈见丰富袁消费方式更加多样袁

在这种环境下的大学生们袁 面对良莠不齐的信息袁在

辨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袁很容易产生野从众心理冶野羊

群效应冶袁从而受到各种思潮的侵蚀遥 消费作为日常生

活中最基本的行为袁大学生们在消费过程中受到拜金

主义尧消费主义的影响也不言而喻遥 但追求个性尧标新

立异袁喜欢展现自我袁希望通过服饰穿着尧电子设备等

外在形式来追求野优越冶的大学生们的心理袁不外乎源

于攀比炫耀的心理袁这种心理是扭曲病态的遥

三尧消除大学生消费主义思想的对策

渊一冤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引领正确思想

首先袁 消费主义思想本身也属于一种价值观袁面

对这种错误的消费观尧价值观袁我们更应维护好尧树立

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位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仅仅只是单纯被记住的 24个字袁 而应该将其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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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ener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 Students' Consumerism

GAO Rui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The trend of consumerism has great influence and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and consumption views, which induces

various anomie behaviors of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 consumerism ideology comes from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鄄

ment, from the media of ideological occupation, and from blind pursuit of fame and wealth.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con鄄

sumerism trend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medi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and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ree aspec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consumerist thinking; countermeasures

谨记并作为自身践行标准的重要信条遥习近平在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袁野青少

年阶段是人生的耶拔节孕穗期爷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

培冶[4]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不仅仅应该作为

学校政治课的主要内容袁而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到学生完整的学习成长期袁融入到全面的教学

课堂中袁在学生成长成才时期就要教会他们辨别错误

思想尧错误行为袁从而避免盲目从众尧攀比的心理意

识袁树立正确绿色的消费观遥其次袁要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更好地与校园文化相结合遥 校园勤俭节约尧求

学上进的校风对于减少学生攀比意识有重要作用遥加

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宣传教育袁开展相关校园文化

活动袁提升学生对更高的理想信念的追求意识袁注重

学习与实力的塑造袁 有利于学生减少虚无的攀比思

想遥最后袁学生热衷炫耀尧追求金钱的消费主义思想离

不开学生自身的不自信袁 关注学生背后的心理诉求袁

补足其野精神之钙冶袁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要求遥

渊二冤重视传媒意识形态建设袁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马尔库塞曾指出袁科学技术 野其目的就是维护现

存社会制度袁 于是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新形式冶[5]遥

我们要时刻注意西方外来文化及思潮对我们意识形

态的侵袭袁把握好意识形态的主阵地袁发挥好科学技

术的作用袁借助网络传播媒介袁不断争夺意识形态的

话语权遥 要利用大数据时代袁借助媒介进行消费知识

宣传袁 通过网络意见领袖宣传发表正确的消费观言

论袁从而培育大学生理性的消费意识袁勇于将野炫富冶

野拼爹冶等行为拉出水面袁将其不正常的丑态暴露于阳

光下袁从而让大学生真正认识到如何利用金钱创造出

更深刻的价值袁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是利

益的替代遥 同时国家还应注重对网络舆情的把控袁对

于消费思想的热点问题袁 要及时引导其言论走向袁及

时作出事件反馈袁坚决杜绝消费主义尧享乐主义的新

闻思想大肆宣传袁将错误的消费主义观念与思潮遏制

在萌芽中遥

渊三冤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袁树立科学消费观

现代高校教育往往重视专业知识的培育尧理论的

灌输而往往忽视学生在思想意识发展中的诉求袁忽视

学生生活实践能力素养的塑造袁忽视学生对于错误心

理的纠正与改变遥 高校要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创新

与发展袁思政课教师要从根本上为学生厘清各种西方

思潮的危害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野人学范式冶袁

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心理诉求袁将思想政治教育与

心理学广泛联系在一起袁加强金钱观教育袁培育学生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辨别事物丑恶袁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摆脱消费主义的侵蚀袁摆脱西方

文化的荼毒袁从而培养学生科学的消费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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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化袁腐败和反腐败成为整

个社会讨论的焦点[1]遥 野透明国际组织冶发布的报告显

示袁从 2008年到 2018年的 11年间袁在全球 175个国

家中中国腐败感知指数渊排名越靠后袁腐败越越重冤都

排名 70位以后袁特别是 2014年为第 100名袁中国反

腐败形势较为严峻遥 学术界通常将腐败依据其主体的

不同分为政府官员腐败和企业高管腐败两类袁随着我

国反腐败的持续深入袁企业高管腐败已成为法律处罚

的高发地遥 据叶2017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曳显示袁

该年内经媒体报道的企业家犯罪案件有 2481 例袁其

中国有企业占比 15.1%袁民营企业占比 84.9%袁企业家

犯罪的过程基本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袁特别

是在职务侵占尧资金挪用尧贪污受贿等方面占据一半遥

近年来袁层出不穷的企业高管腐败已引起业界和学术

界的广泛关注袁也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遥 基于经济学尧

法学尧 社会学等视角袁 学者对高管腐败进行了相关研

究袁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造成腐败的原因袁寻求相应的

治理政策袁由此形成了野行政垄断腐败论冶[2]野管理层权

力过大论冶[3]野信仰缺失腐败论冶[4]野权力寻租腐败论冶[5]

野公司治理失效论冶[6]野激励不足论冶[7]等理论遥

高管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寻租活动袁高管通

过利用自身掌握的权利尧 信息等资源优势谋取私利袁

是企业薪酬激励制度非效率导致的替代性选择[8]遥 传

统的薪酬激励理论主要关注管理层绝对薪酬水平袁相

对低估了管理者可能存在的薪酬公平偏好心理对薪

酬契约的影响遥 参照点理论表明袁相比薪酬绝对水平袁

薪酬差距更能影响高管的薪酬满意度袁从而引致管理

层的行为偏好遥 因此袁薪酬外部公平性是引发高管薪

酬攀比的重要因素袁并且薪酬攀比心理会影响高管的

行为遥 一旦高管发现其薪酬水平低于同行业平均水

平袁当薪酬调整在遭遇野薪酬帽冶野高管要普通员工薪

酬差距限制冶等情况时便会产生公平紧张情绪遥 出于

自利动机袁企业高管在薪酬攀比心理驱动下采取相关

行动缓解其负面紧张情绪袁这一行为是否会恶化了高

管腐败钥 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法制进程加快袁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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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环境日益不确定性背景下袁上市公司对专业法律人

士的需求不断增加袁通常会引入具有深厚法律背景的

独立董事加入董事会遥 作为董事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除了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

专业素养之外袁其对风险也更为敏感袁对高管存在腐

败风险的警惕性更强遥 Krishnan等[9]认为法律背景独

立董事会积极发挥监督作用袁促使企业在面临法律问

题之前会及时纠正其偏误行为遥 学术界对于企业增强

法律背景独立董事是否会减少高管腐败行为尚未形

成共识遥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高管薪酬绝对水平对高管腐

败行为的影响袁很少从薪酬攀比角度研究高管腐败问

题袁同时鲜有文献探讨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对高

管腐败的影响遥 笔者引入社会学尧心理学及实验经济

学的研究成果袁基于企业高管对待薪酬差距的主观感

受袁探究高管薪酬攀比和法律背景独立董事对高管腐

败的影响袁并研究该影响在不同法治水平环境下是否

具有异质性遥

一尧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渊一冤高管薪酬攀比与高管腐败

标准的委托要代理理论关于薪酬激励的研究中

只考虑自身绝对收入水平袁未考虑与他人的相对收入

差距[10]遥随着行为经济学以及薪酬理论的发展袁许多文

献将心理因素引入薪酬激励理论遥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袁个体的野社会人冶属性具有使

群体中的个体通过与他人比较来确定个体在群体中

的自我价值的心理行为[11]遥 20世纪 60年代袁亚当斯提

出的野公平理论冶认为人们心理上存在公平偏好倾向遥

事实上袁人们基于薪酬的社会比较广泛存在袁人们注

重分配的公平性袁当出现分配不利时袁负面的攀比心

理会产生袁从而引致采取相关行为来降低公平焦虑[12]遥

野收入差距厌恶冶 的薪酬攀比心理也存在于美国上市

公司高管薪酬持续增长中袁高管的薪酬制定往往高于

行业高管薪酬均值[13]遥

随着我国上市公司采用行业薪酬基准制定高管

薪酬袁国内学者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薪酬攀比

行为遥 而且袁即便给定的薪酬契约包含各种激励措施袁

管理层仍会按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事遥 上市公司高管基

于薪酬信息披露袁会与同行业高管薪酬进行比较袁管理

层对相对薪酬水平的认知会促使其调整管理行为[14]袁而

且薪酬攀比心理带来的相关利己行为会带来严重的

代理问题遥 高管有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尧控制权地位

获取私利袁损害公司利益和投资者权益袁如关联交易尧

构建商业帝国尧奢靡的在职消费尧贪污受贿以及财产

侵占等[8, 15]遥

由于上市公司有信息披露的义务袁 且受到投资

者尧监管层的监督和约束袁当高管因其低相对薪酬水

平而产生不公平感时袁高管直接增加显性的货币收益

的可能性较小袁往往会通过盈余操纵或利用信息不对

称在公司内部获取显性尧隐性的收益来弥补薪酬攀比

造成的利益缺口[15, 16]遥因此袁当高管的货币化薪酬低于

行业平均基准时袁高管内在利益追逐动机会引导其寻

找包含在职消费等隐性契约行为以及贪污尧 受贿尧财

产侵占等腐败行为袁这些替代性激励行为袁正好能弥

补高管正式薪酬契约中遭受的效用损失遥

基于上述分析袁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一遥

研究假设一院在其他条件一定时袁企业高管薪酬

攀比越严重袁则越可能发生高管腐败遥

渊二冤法律背景独立董事尧高管薪酬攀比与高管腐败

公司治理理论认为袁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通常起

监督尧咨询作用遥 独立董事比例增加会提升董事会独

立性袁从而提升对管理层的监督袁防范内部人控制现

象发生袁以保护股东权益遥 独立董事因专业领域不同袁

监督和咨询方向有所差异遥 与其他专业背景的独立董

事相比袁本文认为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在公司治

理中能抑制高管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院

首先袁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对企业风险因素

有更强的敏感度遥 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往往对风

险因素更具有警惕性袁 常常在实际法律问题出现之

前袁能及时纠正企业错误行为袁发挥监督作用[17]遥 虽然

上市公司高管受到资本市场及外部监管的监督袁但其

在自利动机作用下袁 管理者仍可能利用在职消费尧内

幕交易尧关键交易等各种隐蔽行为谋求私有收益[18]遥具

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在监督高管行为之外袁还可以

监督高管参与签订的协议袁监督高管采取符合会计准

则的行为袁尽可能提供准确的财务报告袁避免高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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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腐败行为袁尽可能的将公司潜在法律风险扼杀于萌

芽之中遥

其次袁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出于声誉及任职

考虑袁有动力预防高管腐败及其犯罪遥 一般来说袁上市

公司高管腐败公开化尧出现犯罪行为袁独立董事往往

有没尽到监督职责的连带责任[19]遥独立董事出于职责尧

声誉尧避免法律诉讼等方面考虑袁必然会规范自身行

为袁积极监督和激励管理层袁维护股东权益遥 具有法律

背景的独立董事相比普通独立董事更有动机进行监

督尧激励遥 一方面袁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往往付出

了更多经济上和精力上的成本以获取专业技能袁自身

和社会公众往往有更高的要求尽职袁即其维护社会声

誉的动机更大[20]遥换句话说袁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

越看重声誉袁就越有动机监督管理层曰另一方面袁他们

掌握了专业的法律知识袁法律意识浓厚袁维护社会公

平的职业特性使其保护中小股东的意识更强遥

因此袁 出于规避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的考虑袁具

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对高管腐败行为有更低的容

忍度遥 进一步来说袁当高管因其低于同行业平均薪酬

水平而产生薪酬攀比心理时袁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

事出于声誉尧连带责任等因素考虑袁能够更及时地发

现任职上市公司高管通过在职消费尧贪污尧受贿尧财产

侵占等替代性激励行为弥补薪酬契约中遭受的效用

损失袁进而及早地发现风险袁从而采取更为严厉的公

司治理措施遥

基于上述分析袁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二尧研究假设三遥

研究假设二院在其他条件一定时袁法律背景独立

董事能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腐败遥

研究假设三院在其他条件一定时袁法律背景独立

董事能够有效缓解高管薪酬攀比对高管腐败的负向

影响遥

渊三冤基于法治水平的进一步分析

任何交易达成都需要显性或隐性的契约支撑[21]遥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袁各契约主体都能平等地享受法律

的保护遥 契约主要通过声誉机制尧法律执行机制等发

挥作用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声誉机制作用的发挥需要法

律制度框架作为支撑 [22]遥 上世纪 70年代改革开放以

来袁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袁但各省市经济发展

水平仍然出现较大不平衡袁法律环境和法律制度建设

差异较大[23]遥

从本质上来讲袁高管腐败等权力寻租行为预示着

高管与企业之间的显性或隐性契约被破坏遥 法制环境

的优劣袁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环境尧投资环境遥 完善的

法治环境能够提升市场主体尧市场参与者的法律意识和

法制观念袁能够增加其违规违法行为被发现和查处的概

率袁从而会对市场参与者违规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24]遥因

此袁法治水平越高袁高管可能因实现薪酬攀比心理而

产生的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自利腐败行为被发

现尧惩罚的力度就越大袁高管腐败行为受到的约束越

大遥

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出于连带责任尧声誉风

险的考虑袁会更注重维护自身声誉尧规避责任风险遥 而

声誉机制发挥作用需要法制的支撑遥 因此袁法治水平

越高的地区袁声誉的自我执行机制能够较好地发挥作

用袁 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也会更好地履行监督尧

咨询等职责来维护自身声誉遥

基于上述分析袁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四遥

研究假设四院在其他条件一定下袁法治水平越高袁

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腐败的

能力越强袁降低高管薪酬攀比对高管腐败的负向作用

越大遥

二尧样本选择与模型建立

渊一冤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 2010要2018年淤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研

究样本袁并借鉴徐细雄等人[25]的方法袁手工收集高管腐

败数据袁具体如下院渊1冤百度搜索输入野高管腐败冶野上

市公司腐败冶野企业腐败冶野高管贪污冶野高管受贿冶野高

管犯罪冶野高管被双规冶野高管被立案调查冶 等关键词袁

获取上市公司高管腐败的公开媒体报道信息曰渊2冤将

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与被曝光上市公司的年报进行

核实袁若公司年报也披露了高管腐败的相关信息渊如

受贿尧贪污尧职务侵占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尧挪用资金尧

账外资产等冤袁 则将该公司确定为腐败公司样本曰渊3冤

在每家腐败公司所处行业中袁严格按规模尧高管发生

腐败时间等标准寻找 1~2家该年度未发生高管腐败

的规模最相近的上市公司作为参照样本遥 同时袁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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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参照样本所处行业的相近性袁 以此优先从三位尧两

位行业代码相同的上市公司寻找参照样本遥 最终共计

获得 148家上市公司高管腐败的完整信息袁引入参照

样本后共形成具有 759条完整观测信息的样本库遥

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数据通过国泰安数据

库和手工搜集得到袁 我国从 2004年开始披露上市公

司高管背景资料袁从国泰安数据库获得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数据之后袁再通过年报尧百度搜索人名等方式手

工收集独立董事的法律背景资料补全数据遥

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遥 除此之外袁剔

除了以下样本院渊1冤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曰渊2冤数据存

在缺失的上市公司及年份样本遥 并通过对样本变量进

行上下 1%的Winsorize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遥

渊二冤变量定义

1.高管腐败

本文借鉴徐细雄等[25]的方法度量高管腐败袁即设

定高管腐败渊Corrupt冤 为哑变量袁若当年上市公司具

有高管腐败信息袁取值为 1袁否则为 0遥

2.高管薪酬攀比

本文借鉴 Bizjak等[13]尧罗宏等[26]的方法袁将上市公

司高管薪酬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渊同行业同等规模冤高

管薪酬中位数的比值作为攀比系数遥 具体地袁对于全

样本中的每个年度要行业子样本袁依据营业收入中位

数大小袁将上市公司分为大规模公司组和小规模公司

组遥 基于此袁计算每个行业要年度的前三名高管薪酬

均值的中位数袁再将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高管薪酬均

值的中位数的比值作为攀比系数遥 因此袁攀比系数与

高管薪酬攀比强度成反比遥 本文采用攀比系数的倒数

作为高管薪酬攀比渊Gap冤的替代指标袁即该指标值越

大袁高管薪酬攀比动机越大遥

3.法律背景独立董事

参照 Krishnan等[9]的度量方法袁使用法律背景独

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渊Legal冤来度量独立

董事的所有法律背景遥

4.其他变量

企业高管腐败的影响因素较多袁笔者借鉴已有研

究控制了以下变量院 随着管理层权力控制的提高袁高

管更有动机并且更加便利地实施权力寻租袁滋生贪污

受贿等腐败行为袁选取管理层持股比例渊Mshare冤尧两

职合一渊Dual冤衡量管理层权力袁董事长和 CEO合一袁

则取 1袁否则为 0曰企业内部监督可能会弱化高管的权

力寻租行为袁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渊Fshare冤和董

事会规模渊Board冤作为控制变量曰为了消除不同企业

特征的差异袁选取公司规模渊Size冤尧杠杆率渊Lev冤尧盈利

性渊Roe冤尧成长性渊Growth冤以及企业性质渊State冤袁企业

控股股东为国有企业袁则取 1袁否则为 0遥[8,25,27]本文采用

王小鲁等 [28]编著的叶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18)曳中的野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冶

指数来度量法治水平袁指数越高袁表示法治水平越高袁

选取该法治水平渊Index冤作为控制变量曰另外袁模型中

还选取行业虚拟变量渊Ind冤和年度虚拟变量渊Year冤加

以控制遥

渊三冤模型构建

为检验高管薪酬攀比对高管腐败的影响袁构建

Logit模型进行回归院

Log
Corruptit
1-Corruptit

=琢0 +琢1 Gap it +琢2Mahare it +琢3Dualit +琢4

Fshareit +琢5Boradit +琢6Sizeit +琢7Levit +琢8Growthit +琢9Roait

+琢10Stateit +琢11 Indext +移滋m Indm+移渍nYearn+着it

为检验法律背景独立董事在高管薪酬攀比对高

管腐败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袁构建如下模型院

Log
Corruptit
1-Corruptit

=茁0+茁1Gapit +茁2Legalit +茁3 Legalit 伊Gapit +

茁4Mahare it +茁5Dualit +茁6 Fshare it +茁7 Boradit +茁8 Size it +茁9

Levit +茁10Growthit +茁11Roait +茁12 Stateit +茁13 Indext +移滋'm

Indm+移渍'nYearn +着it

三尧实证分析

渊一冤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遥 如表 1所

示袁高管腐败渊Corrupt冤的均值为 0.403袁即样本中有

40.3%的样本发生了高管腐败行为袁 高管薪酬攀比

渊Gap冤的均值为 1.252袁说明样本公司中有一部分的薪

酬要低于同行业薪酬平均水平袁其最大值和最小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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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4.267尧0.133袁标准差为 0.876袁说明高管之间薪酬

攀比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遥 法律背景独立董事占董事会

比例渊Legal冤均值为 0.113袁说明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有

11.3%的独立董事具有法律背景遥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major variables

渊二冤单变量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高管薪酬攀比尧具有法律背景的独

立董事对高管腐败行为的影响袁本文根据高管薪酬攀

比变量渊Gap冤的样本中值将全样本划分为高薪酬攀比

组和低薪酬攀比组两个组别尧根据法律背景独立董事

占董事会比例变量渊Legal冤的样本中值将全样本划分

为高法律背景独立董事组和低法律背景独立董事组

两个组别袁分别进行均值差异性检验遥

表 2的单变量检验结果表明袁高薪酬攀比组发生

高管腐败行为的概率显著高于低薪酬攀比组袁均值差

异检验值和Wilcoxon检验值分别为-6.423尧-6.197袁均

通过了 1%的置信水平袁 可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攀比

确实与高管腐败行为有一定关联遥 高法律背景独立董

事组上市公司有 28.1%发生高管腐败行为袁显著低于

低薪酬攀比组的 50.6%袁 均值差异检验值和Wilcoxon

检验值均通过了 5%的置信水平袁 表明法律背景独立

董事对抑制高管腐败行为产生了一定作用遥

另外袁法治水平较高地区上市公司的高管腐败发

生概率显著低于法治水平较低地区袁 均在 1%水平下

通过了均值差异检验和Wilcoxon检验袁这表明法治进

程对上市公司高管腐败产生了影响遥

表 2 主要变量的单变量分析结果

Tab.2 Un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of major variables

注院渊1冤***尧**尧*分别表示在 1%尧5%尧10%的置信水平下

显著遥

渊三冤多元回归分析

表 3给出了研究假说一尧研究假设二尧研究假设

三的检验遥 从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袁高管薪酬

攀比渊Gap冤的系数为 0.617袁在 1%水平的显著袁说明随

着高管薪酬攀比动机的增强袁高管发生腐败的可能性

提升遥研究假说一得到了验证遥换句话说袁当高管的薪

酬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时袁高管内在薪酬攀比心理会引

导其利用其信息优势尧控制权地位寻找包含在职消费

等隐性契约行为以及贪污尧受贿尧财产侵占等腐败行

为袁以弥补高管正式薪酬契约中遭受的效用损失遥

模型二的回归结果中袁法律背景独立董事渊Legal冤

的系数为-0.734袁在 1%置信水平下显著袁表明随着董

事会中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比例提升袁高管发生

腐败的可能性降低曰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渊Legal冤

与高管薪酬攀比渊Gap冤的交叉项 Legal*Gap系数显著

为负袁系数为-0.408袁说明法律背景独立董事能够有效

缓解高管薪酬攀比对高管发生腐败的正向作用袁从而

研究假设二尧研究假设三得到验证遥 这意味着袁具有法

律背景的独立董事出于连带责任及声誉维护需要袁会

积极履行自身职责袁能够更及时的发现高管通过在职

消费尧贪污尧受贿尧财产侵占等以弥补薪酬效用损失的

替代性激励行为袁进而及早地发现风险袁发挥公司治

Corrupt 高管腐败 0.403 0.525 0 1

Gap 高管薪酬攀比 1.252 0.876 0.133 4.267

Legal
法律背景独立董
事占董事会比例

0.113 0.349 0 1

Mshare 管理层持股比例 0.121 0.557 0 0.692

Dual
董事长与 CEO两
职合一

0.233 0.625 0 1

Fshare
第一大股东持股
比例

0.338 0.187 0.064 0.843

Board
董事会规模的自
然对数

2.231 0.195 1.608 2.722

Size
资产规模的自然
对数

21.263 1.381 18.355 26.437

Lev 杠杆率 0.472 0.295 0.034 1.214

Growth 成长性 0.246 0.854 -0.656 4.779

Roa 总资产报酬率 0.036 0.065 -0.236 0.241

State 控股股东性质 0.682 0.533 0 1

Index 法治水平 5.82 1.933 -0.3 9.95

Gap
高薪酬
攀比组

521 0.523 -6.423*** -6.197***

低薪酬
攀比组

238 0.139

Legal
高法律背景
独立董事组

352 0.281 -3.182*** -2.973**

低法律背景
独立董事组

407 0.506

Index
高法治
水平组

396 0.346 4.675*** 4.508***

低法治
水平组

363 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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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监督作用遥

控制变量方面袁董事长与 CEO两职合一渊Dual冤和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渊Fshare冤的系数表明两职合一越

少袁股权越集中发生高管腐败的可能性越低袁可能的

原因在于股权集中尧 两职合一少使得高管权力变小袁

能够对高管产生约束作用袁 从而发生腐败的概率降

低遥 总资产报酬率渊Roa冤越高袁高管腐败发生概率越

大袁说明上市公司业绩好时袁高管获取在职消费等隐

性利益的空间越大遥 控股股东性质渊State冤的系数显著

为正袁相比于非国有控股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高

管腐败的概率更大遥 法治水平渊Index冤越高袁高管谋取

私利袁发生腐败的成本越高袁越能抑制高管腐败的发

生遥

表 3 多元回归结果

Tab.3 Multiple regression results

注院渊1冤***尧**尧*分别表示在 1%尧5%尧10%的置信水平下

显著遥

渊四冤基于法治水平的进一步研究

为了更深入揭示法治进程等不同区域制度差异

对企业高管腐败行为的影响效应袁依据上市公司所在

省份法治水平中值将样本划分为高法治水平组和低

法治水平组袁并进行分组回归检验遥

表 4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袁 相比低法治水平组袁

高法治水平组中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 渊Legal冤的

系数为-0.795袁显著低于前者的-0.412遥 而且袁高法治

水平组中交叉项 Legal*Gap的系数为-0.545袁 低法治

水平组中系数为-0.113袁 前者的绝对影响显著大于后

者遥 回归结果表明袁相对于低法治水平地区袁高法治水

平地区上市公司的具有法律背景独立董事更加能抑

制高管腐败行为袁且更能促进法律背景独立董事抑制

高管薪酬攀比对高管腐败的正向影响袁我国法治进程

确实对高管腐败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袁从而验证了研

究假设四遥

表 4 基于法治水平的分组回归结果

Tab.4 Grouping regression results based on rule of law level

注院渊1冤***尧**尧*分别表示在 1%尧5%尧10%的置信水平下

显著遥

渊五冤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如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院第一袁借鉴

罗宏和曾永良[29]的方法袁由于 CEO对上市公司的决策

常常具有决定作用袁 本文将 CEO薪酬水平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 CEO薪酬比值的倒数作为高管薪酬攀比指

标渊Gap_1冤曰第二袁使用董事会中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

Constant 2.718*** 3.27 1.452*** 3.01

Gap 0.617*** 2.78 0.594*** 2.74

Legal -0.734*** -5.26

Legal*Gap -0.408*** -3.41

Mshare -0.976 -0.96 -0.844 -0.68

Dual 1.325*** 2.64 1.452*** 2.77

Fshare -0.039*** -4.22 -0.054*** -4.01

Board -0.526 -0.72 -0.50 -0.34

Size -0.145 -1.39 -0.133 -1.52

Lev -0.551 -1.12 -0.579 -1.23

Roa 2.337*** 4.23 2.124*** 4.29

Growth 0.004 0.67 0.006 0.64

State 0.047** 3.54 0.052** 3.38

Index -0.078*** 2.88 -0.085*** 2.97

Year control control

Industry control control

N 759 759

Chi2 64.35 67.11

Pseudo R2 1.87 1.92

Constant 1.336*** 2.77 0.582*** 3.52

Gap 0.235*** 4.33 0.625*** 3.78

Legal -0.795*** 2.98 -0.412*** 2.66

Legal*Gap -0.545*** 5.34 -0.113*** 3.79

Mshare -0.773 -1.11 -0.221 -0.46

Dual 1.225*** 2.97 0.851*** 3.99

Fshare -0.059*** -4.38 -0.048*** -3.36

Board -0.505 0.33 -0.798 1.23

Size -0.093 -1.04 -0.134 -1.48

Lev -0.447 -1.25 -0.272 -0.98

Roa 1.847*** 6.75 2.563*** 5.46

Growth 0.001 0.48 0.005 0.69

State 0.026** 2.73 0.055*** 3.34

Index -0.127*** 5.68 -0.035*** 4.18

Year control control

Industry control control

N 396 363

Chi2 68.12 66.56

Pseudo R2 1.76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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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绝对人数作为具有法律背景独立董事的代理变

量渊Legal_1冤遥 回归结果显示袁CEO薪酬攀比渊Gap_1冤

与高管腐败显著正相关袁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绝

对人数渊Legal_1冤与高管腐败显著负相关袁交叉项渊Le鄄

gal_1*Gap_1冤的系数显著为负袁本文的研究结论稳健遥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注院渊1冤***尧**尧*分别表示在 1%尧5%尧10%的置信水平下

显著遥

四尧研究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袁企业高管腐败频发已引起业界和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袁也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遥 针对上市公司

这一现象袁 基于高管相对薪酬差距的心理感受袁以

2010要2018 年我国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袁

实证研究高管薪酬攀比尧法律背景独立董事对高管腐

败的影响袁并研究该影响在不同法治水平条件下是否

具有异质性遥 研究结论如下遥

一是高管薪酬攀比会诱导高管发生腐败行为袁即

当高管的薪酬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时袁高管会利用其掌

握的信息优势尧控制权优势等寻找寻租机会袁以弥补

在正式薪酬契约中的损失遥 因此袁在上市公司高管薪

酬体系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行业薪酬水平遥

二是董事会中法律背景独立董事不仅能显著降

低高管腐败发生的概率袁而且能有效降低高管薪酬攀

比引发高管腐败的概率遥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更

能够及时发出预警袁起到真正监督作用遥因此袁在上市

公司雇用独立董事的环节袁要注意候选人员的教育背

景遥

三是在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袁法律背景独立董事

的抑制高管腐败的作用更为明显遥

研究从微观层面提供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攀比

引发高管腐败的证据袁而且对于上市公司在董事会中

提升具有法律背景独立董事的比重尧利用其法律专长

以及政府加快推进法治进程和完善法治环境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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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nd Executive Corruption
要要要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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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自由裁量权实质上是行政主体在权衡各种

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作出选择判断的权力遥 [1]行政自由

裁量权一直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重点问题袁这既与党和

国家关于法治建设战略部署直接相关袁也与行政执法

的客观实践紧密相连遥 一方面袁自 2004年以来袁行政

自由裁量权问题就纳入了党和国家的法治建设议题袁

如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曳叶关于预防和化解行

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曳叶关于加强县

市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曳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等文件均对规范或者控

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提出了明确要求遥尤其是 2021年 1

月 10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叶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渊2020要

2025年冤曳 更是明确指出院野全面推行行政裁量权基准

制度袁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冶遥 另一方面袁随着法治中

国建设的深入推进袁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合理性问题愈

发突出袁 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所导致的执法腐败尧执

法不公尧执法不严等现象袁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衰减袁

也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遥 野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

核心冶[2]袁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是行政权合理行使的关

键袁 也是法治中国建设必须重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遥

遗憾的是袁自 20世纪 90年代学界就开始探讨行政自

由裁量权的控制问题袁 而且自 2009年我国各地相继

出台了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袁但实践中的效果并不明显遥 为此袁笔者以法治

中国建设为视角袁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价值尧原

则尧模式和制度展开系统探讨袁以期强化既有的理论

研究成果袁助推法治中国建设实践遥

一尧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价值

法治中国建设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叶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提出

的一个重大命题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标

志着法治中国建设进入新征程袁叶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渊2020要2025年冤曳 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了阶段性尧系

统性的安排部署遥 上述三个文件分别为法治中国建设

设定了明确目标袁 也都明确要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加以

控制遥 野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袁这乃是个至

理名言遥 因此袁公法中没有不受控制的自由裁量权遥 冶[3]

从法治中国建设的部署来看袁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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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遥

渊一冤建设法治政府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法治国家拆分为法治国家尧法

治政府尧法治社会三个层面袁从而实现了对法治中国

建设更为深刻尧全面和系统的认识遥 叶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 提出建设法治中

国袁必须坚持法治国家尧法治政府尧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遥 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尧法治政府是法

治中国建设的起点袁 法治社会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

基遥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袁其主要针对的是法治

政府建设遥 野我们要建设的法治政府袁其中一个重要方

面就是依法治权袁即依法行政的问题袁因此袁合法性就

成为行政的基本原则遥 冶[4]叶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渊2015原2020年冤曳 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法治政府建

设出台的文件袁其基本目标是野到 2020年基本建成职

能科学尧权责法定尧执法严明尧公开公正尧廉洁高效尧守

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冶遥 这一纲要同时明确袁野建立健全

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袁细化尧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袁规范

裁量范围尧种类尧幅度遥 冶可见袁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袁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建设法治政

府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遥 目前法治政府建设已完成

阶段性目标袁但这是一项长远工程袁仍需深入推进和

不断完善遥 为此袁进一步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对于巩

固法治政府建设成果和实现法治政府建设长期目标

具有重要价值袁其能通过法治政府建设引领和推动法

治社会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遥

渊二冤促进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核心价值袁也是法治中国建设

中以人民为中心原则的核心表现遥 从古今中外的法律

发展来看袁 法的基本含义和首要价值就是公平正义袁

而行政执法是法律实施和实现的重要环节袁也是真正

落实公平正义原则的重要环节遥 针对行政执法领域袁

叶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渊2020要2025年冤曳提出袁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遥 事实

上袁在合法性的基础上袁合理性才是行政自由裁量权

的原本之义袁但这一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却没有能

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袁重合法性轻合理性的结果就是公

平正义价值大打折扣遥 在实践中袁行政自由裁量权的

存在范围较广尧涉及的主体较多尧裁量的幅度较大等

因素常常导致非正义的执法决定出现袁这不仅有损政

府权威和侵犯公民权益袁更违背法治中国建设遥 如一

些法律尧行政法规尧地方性规范所规定的行政处罚责

任袁往往将野情节轻微冶野情节严重冶作为表述方式袁但

没有具体明确轻微和严重的判断标准袁法律语言的模

糊性必然会带来实践操作的不统一性袁相同行为在不

同地方可能处罚结果并不一样袁导致野公民在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冶 的宪法原则在行政执法中很难严格落

实遥可见袁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基本目的是实现行政

执法的公平正义袁强化行政权行使的合理性袁促进行政

执法决定在形式和实质上均尽可能地达到公平正义遥

渊三冤规范行政权行使

野裁量是行政法的基本概念袁是行政实践的核心

管理手段遥 冶[5] 行政自由裁量权本身属于行政权的范

围袁其具有积极意义袁但也会产生消极影响遥 一方面袁

行政自由裁量权能够弥补立法的局限性和滞后性袁提

高行政执法效率曰另一方面袁行政自由裁量权容易造

成权力的滥用袁为执法者以权谋私尧以权谋利提供机

会遥 为此袁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曳提出袁建设法治中国应当规范执法自由裁量

权曰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曳指出袁建设法治中国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

力为重点曰叶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渊2020要2025年冤曳提

出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遥 从行政权的角度来

看袁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行政权

在合法和合理的轨道上规范行使袁这既是代议制度的

基本要求袁也是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遥 行政权来源于

人民袁由代议机关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授予袁因此必

须体现出行政自由裁量的代表性尧 回应性和责任性袁

避免因滥用权力而侵害人民利益曰行政权必须接受监

督和制约袁缺乏控制的行政权自由裁量权难免会沦为

野脱缰的野马冶袁由不合理的执法慢慢演化为不合法的

执法遥 基于对行政权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恣意行使的担

忧袁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袁必须强调加强行政权

的规范行使袁强化受到法律规则制约的野法律之下的

权力冶理念和制度遥

渊四冤发挥裁量权功能

有学者指出袁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必须清醒认

识到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功能院没有裁量权袁行政行为

李小立院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41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年第 5期

就可能失去灵机应变的弹性和优化选择曰 没有裁量

权袁 行政机关就可能出现不作为降低行政效率遥 [6]因

此袁对待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态度应当是控制袁而不是

取消袁以尽可能发挥裁量权的功能袁减少裁量权的危

害遥 学界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功能探讨较多袁归纳

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院一是弥补成文法的局限

性遥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袁是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袁行政

机关执行法律袁但由于成文法具有滞后性尧僵化性尧模

糊性尧不周延性等不足袁导致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时

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遥 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

量权则能够弥补成文法的上述局限性袁在法律规定的

范围内针对具体案件尧具体情形尧具体事由作出更为

合理的决定袁实现法律规定原则性与法律执行灵活性

的统一遥 二是提高行政执法效率遥 行政机关执法的范

围较广袁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袁包括教育尧医疗尧

卫生尧环境尧建设尧旅游尧文化等等遥 可以说袁人的一生

可以不和司法机关打交道袁但却不能不和行政机关打

交道遥 为此袁提高行政效率是衡量行政执法效果的重

要方面遥 赋予行政自由裁量权袁可以为行政执法应对

各种已知和未知的事件提供自主决定的空间袁及时化

解各种行政问题袁避免因机械性执法所造成的效率低

下问题遥 三是体现专业优势遥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需

要具备专业的人员尧知识尧机构和技术袁这必然要求其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袁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遥 如果

对行政机关的控制过于严格尧过于死板袁上述专业优

势必将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袁应对行政管理的专业能力

也必将难以提高遥

二尧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原则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是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

进程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袁这项权力控制的目标始终与

法治建设的目标保持一致遥 这种控制并不仅仅体现为

消极的事后控制袁积极的事前控制和即时的事中控制

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遥 为此袁明确行政自由裁量权控

制的原则对于该权力控制实践效果的取得具有重要

意义遥 但理论界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原则的探讨

较少袁更多的是强调控制的措施或者方案遥 如有学者

认为袁传统的行政法控制模式对于矫正自由裁量权行

使中的偏差显得苍白无力袁应当采取放松管制尧禁止

授权尧塑造合理结构尧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等措施遥 [7]在

此袁笔者根据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部署将其归纳总结

为合法性原则尧合理性原则尧公共利益原则和比例原

则四个方面遥

渊一冤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首要原则遥

合法性原则并非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彻底否定袁而

是明确该权力是符合法律规范的遥2015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

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指出袁

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袁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尧规

范权力尧制约权力尧监督权力遥 冶[8]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权力的表述来看袁对权力的控制目的在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袁对权力的控制措施在于依法设定尧规范尧制约

和监督权力四个方面遥 可见袁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袁

要充分认识和正确行使权力这把双刃剑袁必须首先坚

持合法性原则遥 事实上袁通过立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

进行控制袁就是从合法性的角度作出的决策袁也是从

根源上解决行政自由裁量权依法控制的措施遥 正如有

学者所言袁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无法避免地被认

为在本质上是一个立法过程院对受行政政策影响的各

种私人利益之间相互冲突的主张进行调节的过程遥 冶[9]

此外袁对于除立法控制外的行政控制也应有明确的法

律依据袁才能做到依法为基础尧职权法定和控制有度遥

当然袁限于立法控制的滞后性袁法律规范无法对所有

具体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权加以规范遥 如叶湖南省规

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曳也仅仅是对行政审批尧行政确认尧

行政处罚尧行政强制尧行政检查尧行政征收尧行政给付尧

行政奖励八种行政行为的裁量权进行明确袁没有包括

行政立法尧行政计划尧行政合同尧行政指导的自由裁量

权遥 为此袁应当加强政府规章的解释袁以全面依法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遥

渊二冤合理性原则

合理性原则袁是指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应当全

面考虑国家权力的配置袁 衡量执法过程中的相关因

素袁采取立法尧行政尧司法等多种措施袁对各类行政主

体和行政行为一视同仁遥 有学者指出袁野裁量冶意味着袁

当法律要求某个事项由有权部门裁量决定时袁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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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照合理和公正原则而不是个人观点来决定遥 [10]

事实上袁合法性与合理性都不是孤立存在尧毫无关联

和截然分开的袁二者往往是相互交织尧互相融合尧互相

促进的关系遥 如有学者认为袁就行政自由裁量的合法

性审查的过程而言袁 就包括合法性和合理性两个方

面袁不合法的行为通常都是不合理的袁而不合理达到

一定程度即构成违法遥 [11]叶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渊2020要

2025年冤曳指出袁要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袁坚持依法

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遥 具体在政府治理层面提出要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遥 其中以德治国与公正文

明执法就体现了合理性原则袁这就要求行政自由裁量

权的控制应当经过审慎思考袁 坚持公平正义的考虑遥

一方面袁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不能因个人的意志而

随意为之袁不能只求目的不择手段袁除了受到法律的

约束外袁还必须遵循社会规律尧风俗民情尧法理依据尧

公平正义观念等的曰另一方面袁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

制必须立足于我国具体国情尧政情袁适应不断变化的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袁对行政权的约束应当保持一定的

尺度袁既避免管得太死又避免放得太松遥

渊三冤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袁强调要遵循法

定程序袁保障相关主体的民主权利遥 正当程序原则源

于英国的自然公正理念和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袁

其最初应用在司法领域袁 后来扩展到立法和执法领

域遥 我国目前正在研究论证的行政程序法袁就是贯彻

执行正当程序原则的典型表现袁也是体现民主决策的

重要程序性法律制度遥 叶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渊2020要

2025年冤曳指出袁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袁健全

规范共同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袁 研究制定行政程序

法遥 冶野只有受治者同治者的关系遵循国家服务于公民

而不是公民服务于国家袁政府为人民存在而不是相反

这样的原则时袁才有民主制度的存在遥 冶 [12]事实上袁对

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而言袁 无论是立法控制尧行

政控制尧司法控制袁还是社会控制袁都必须遵循一定的

程序袁这样既能保证相关措施的合法性袁也能体现相

关措施的合理性遥 如我国叶行政处罚法曳第三十四条规

定袁野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袁规范

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遥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

公布遥 冶这一规定不仅赋予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

定权袁 更重要的是规定了基准制定必须符合正当程

序袁应当向社会公布遥 因此可以说袁行政自由裁量权控

制的正当程序原则是贯穿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重要环

节袁也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知情权尧参与权尧表达权和监

督权的民主路径遥

渊四冤公共利益原则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袁虽然其价值在于建设法

治政府尧促进公平正义尧规范行政权行使尧发挥裁量权

功能袁但如果从核心价值上予以揭示袁上述具体价值

都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遥 这种公共利益袁既包括

法治中国建设的实现袁也包括人民权益的保护和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遥叶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渊2020要2025年冤曳

指出袁野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尧依靠人民袁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冶袁 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在法治中国建

设中的集中体现遥 我国宪法除了在土地和私有财产的

征收或者征用问题上用了两处野公共利益冶外袁公共秩

序尧社会秩序尧国家安全等相关表述的使用也是间接

指向公共利益曰叶行政处罚法曳将其立法目的也定位在

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袁保护公民尧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冶遥 此外袁这一点从各地规范行政自由

裁量权立法的相关立法目的也能够看出来袁如叶黑龙

江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曳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范

行政裁量权办法曳叶辽宁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曳叶湖

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曳等地方政府规章袁无不将

立法的最终目的表述为野保护公民尧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冶遥 可见袁公共利益在我国宪法和行政法律

规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袁这也是基于利益衡量对行政

自由裁量权控制的一种法律约束遥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

控制坚持公共利益原则有四个基本要求院 一是导向

性袁 即选择的控制手段必须立足现实问题的解决曰二

是必要性袁即选择的控制手段必须是其他手段不能替

代的曰三是可操作性袁即选择的控制手段必须是能够

切实取得效果曰四是均衡性袁即必须保证到控制成本

小于控制收益遥

三尧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模式

在法治国家袁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控制袁这是一

条亘古不变的真理遥 只有将权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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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袁才能保障其发挥功能和消除弊端遥 对行政自由裁

量权的控制袁也是法治中国建设中加强对权力制约和

监督的应有之义遥 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袁理论

上一般将其分为两条路径院一是内部控制路径袁即行

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控制袁体现的是自律模式曰二是

外部控制路径袁 即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立法和司法控

制袁体现的是他律模式遥 笔者认为袁上述两条路径的三

种策略是当前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强有力方式袁

注重发挥国家机关控权的作用袁但同时忽视了社会控

制这一软性制度的约束袁体系性尚不完善遥 基于此袁可

以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模式划分为立法控制尧行

政控制尧司法控制和社会控制四种类型遥

渊一冤立法控制模式

立法控制是源头控制袁能够为其他控制模式的运

行提供基础和依据遥 因此袁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袁

各国首先都是通过立法进行的袁我国也是如此遥 2010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袁包括了宪法

及其相关法尧民商法尧行政法尧刑法尧社会法尧经济法尧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袁其中行政法部门

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最主要法律部门遥 野行政法如

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袁那它是什么呢?冶[13]遗憾

的是袁在中央立法层面袁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规范行

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尧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袁有关立

法仅体现在地方政府规章层面遥 自 2007年叶淄博市规

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若干规定曳出台以来袁各省市

相继制定省级和市级行政裁量权规范遥 有的是专门针

对行政处罚这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单行立法曰有的是针

对所有行政行为的综合立法遥 目前有效的省级综合立

法包括西藏自治区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尧山西省尧黑龙

江省尧四川省尧辽宁省尧湖南省的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

渊规定冤曰省级单行立法包括山东省尧吉林省尧青海省尧

甘肃省尧江西省尧广东省尧重庆市出台的规范行政处罚

裁量权办法渊规定冤曰市级综合立法包括叶广州市规范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曳叶葫芦岛市规范行政裁量

权实施办法曳曰市级单行立法包括长春市尧邯郸市尧鲁

木齐市尧沈阳市尧汕头市尧厦门市尧深圳市尧福州市尧吉

林市尧宁波市的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办法渊实施办

法尧规定冤遥 上述地方立法通过精细的条文设计袁尽量

压缩裁量的空间袁从而实现了自由裁量权的进一步细

化和量化遥

渊二冤行政控制模式

行政控制也被称为内部控制或者自我控制袁强调

行政机关自主完成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遥 美国学

者戴维斯认为袁野对自由裁量权范围进行控制的主要

希望要要要或许是唯一的希望要要要就在于行政的自我

控制冶[14]遥 我国也有学者指出袁行政过程中个案的不断

积累袁促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能够以一种行政机关不

断总结经验的方式得到限制袁又使其保持一定的开放

空间遥[15]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控制袁事实上是发挥政

府主导的作用袁这与我国政府主导型的法治中国建设

模式是相一致的遥 行政控制模式的基本方式体现为三

种院一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程序袁二是鼓励公众参

与行政执法行为袁三是制定细致的行政裁量基准遥 行

政控制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监督机制袁这种监督

具有直接尧灵活尧高效尧快速的特点袁能够及时发现和

纠正行政裁量权行使中的问题遥 就目前的行政控制而

言袁 主要区分对一般性和重大行政裁量权的控制院对

于一般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袁其基本要求是履

行报告工作制度袁以便上级行政机关能够及时开展事

后监督曰对于重大的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袁其基本要求

是预报和审查工作制度袁以便上级行政机关能够开展

事前监督遥

渊三冤司法控制模式

司法控制是救济性措施袁即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行

使的结果进行审查和监督遥 行政控制模式难以摆脱自

我约束不力的困境袁行政裁量权的盛行也使法治建设

面临着尴尬遥 在此背景下袁通过司法控制行政自由裁

量权的模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遥 野对行政裁量是

否合法的最终裁判权掌握在法院手中而不是掌握在

行政主体自己手中遥 冶[16]但同时袁必须明确的是司法对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范围较为狭窄袁仅仅限定在合

法性控制袁而且控制环节是后置的袁成本也相对较高遥

叶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曳第 2680 节渊a冤规定了行政自

由裁量权的例外袁即美国对行政机关及其职员行使自

由裁量权力的行为或者不作为袁不负赔偿责任袁不问

有关的自由裁量权力是否滥用曰美国最高法院的戴尔

海特诉美国尧印第安拖船公司诉美国尧雷奥尼尔公司

诉美国三个判例最具代表性遥 [17]我国叶行政诉讼法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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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政机关滥用职权尧超越职权等行政行为有明确的

规定袁并通过第六条明确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袁对

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冶袁 以期加强对行政自由

裁量权的审查袁防止和纠正行政机关滥用职权遥 野行政

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一直是一个法治实践中的难

题袁我国在当初设立行政诉讼制度时袁就没有认可司

法权对行政裁量权的控制袁所以我们仅仅选择了行政

合法性审查的原则遥 冶[18]

渊四冤社会控制模式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袁不仅会对行政相对人产

生影响袁而且会在社会层面产生反响遥 因此袁通过建立

相对人尧社会公众尧社会舆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

的社会模式袁对遏制行政权的不当扩张尧控制行政自

由裁量权的滥用具有重要意义遥 叶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渊2020要2025年冤曳指出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尧不公开为

例外袁全面推进执法公开袁逐步扩大公开范围袁提升公

开服务水平袁 主动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和社会监

督遥 社会监督相比立法监督尧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袁在

救济的启动上并不具有直接性袁但其所起到的作用也

不容忽视遥一是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

权的控制袁通过行使知情权和申辩权能够了解自由裁

量权是否超越权限袁是否公平合理袁进而通过行政复

议或者行政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曰二是社会公众

对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袁通过对案件事实

和结果的了解袁增强主持正义的责任感袁营造民间声

势袁帮助行政相对人监督行政机关曰三是社会舆论对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袁通过新闻媒体对行政执法案

件的披露袁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袁给行政机关正确行

使自由裁量权施加压力袁 督促行政机关合法合理行

政遥 可见袁社会监督模式的作用在于针对行政决策行

使知情权尧参与权尧表达权和监督权袁将行政自由裁量

权置于公开的空间袁这样更利于实现控制的作用遥

四尧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基本制度构建

学界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更多的探讨集

中在路径上袁如功能主义路径和结构主义路径尧实体

控制路径和程序控制路径尧内部控制路径和外部控制

路径等等遥 但追根溯源袁各种路径的实施还是要落实

在制度建设上袁 只有制度建设才是路径建构的核心袁

也才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遥 为此袁笔者结合法治中

国建设的部署袁认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基本制度

包括基准制度尧案例制度尧公开制度尧参与制度和评估

制度遥

渊一冤基准制度

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曳指出袁野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袁细化尧

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袁规范裁量范围尧种类尧幅度遥 冶叶法

治中国建设规划渊2020要2025年冤曳提出袁野全面推行行

政裁量权基准制度遥 冶行政自由裁量权之所以被质疑

或者滥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行使过程中自由裁量

的空间过大遥 如某地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规定袁 在城市街道摆摊设点要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遥

那么袁五千元以下就存在很大的空间袁可以是一百元尧

一千元尧三千元尧五千元不等袁如何使违法行为尧违法

情节和处罚结果做到相适应就涉及到裁量权基准的

问题遥 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关于在于制定合法合理的

裁量权基准袁野行政权裁量基准可以减少行政权自由裁

量的幅度与空间袁起到有限度地控制行政权的目的遥冶[19]

目前袁关于建立健全行政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学界存

在不同的观点院持有反对观点的学者认为袁细化和量

化的裁量权基准难免导致简单化和技术化的误用袁也

会面临合法化危机曰持有赞同观点的学者认为袁裁量

权基准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面向袁是公共

行政领域制度化创新的一个重要表现遥 [20]从实践层面

来看袁 裁量权基准制度的实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

果袁应当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继续推进遥

渊二冤案例制度

叶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渊2020要2025年冤曳提出袁野建

立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遥 冶这里的执法案例指导制

度包括行政裁量权案例制度遥 事实上袁建立具有示范

作用的案例制度是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最为简便易

行而又切实有效的途径遥 早在 2011年 叶湖南省实施

掖工伤保险条例业办法曳的修订草案就明确袁野工伤认定

实行行政裁量权案例指导制度冶袁 为此开创了行政自

由裁量权案例制度的先河遥 叶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

办法曳叶辽宁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曳叶四川省规范行

政执法裁量权规定曳叶黑龙江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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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地立法也都分别明确了建立行政自由裁量权案

例制度遥 案例制度是指对已形成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

用的案例进行总结袁归纳出具有典型性的案例袁使之

成为以后同类型案例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典范遥 当行政

机关此后遇到同类或类似案例袁应坚持一致处理的原

则袁确保野同案同判冶遥 在法治中国建设背景下袁案例制

度是为了规范法律适用而采取的特别方法袁目的在于

统一法律的理解和适用袁并要求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

中应当效仿先例遥 该制度能够克服立法控制的僵化

性袁 满足行政执法应对复杂多变的行政情势的需要袁

也能推动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遥

但需要注意的是袁该案例虽然具有一定的规范指导效

力袁但并不具有法律效力遥

渊三冤公开制度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公开袁主要是指行政行为的依

据公开尧信息公开尧过程公开和结果公开遥 野公开是最

好的防腐剂冶野公开是专横独断的自然敌人袁也是对抗

不公正的自然盟友冶等至理名言都说明公开制度的民

主和法治价值遥 我国各地制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规范

办法大都对公开制度进行了规定袁如叶湖南省规范行

政裁量权办法曳在第三条规定了行政裁量权应当公开

的原则袁在第十一条规定了行使行政裁量权应当坚持

公开等程序制度袁第十四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选择本行政区域内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量权的

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开发布袁第五十三和第五十四条规

定了行政给付应当公开适用依据尧条件尧范围和标准袁

第六十二条规定了行政奖励应向社会公开遥 野遵循公

开原则也是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最好途径之一袁要求行

政机关将行使行政裁量权的法律依据尧 裁量范围尧裁

量流程尧裁量权限等予以公开袁可以接受社会的监督袁

从而受到一定的制约曰在具体裁量过程中袁行政机关

要依法履行告知等法定义务遥 冶[21]为此袁各级行政主体

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袁应当建立健全公开制度袁通过

多种方式和途径将执法依据尧范围尧程序尧权限尧种类尧

救济等信息根据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曳的规定主动公

开或者依据申请公开遥

渊四冤参与制度

在现代法治国家袁行政参与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

行政法治模式袁对于推动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意义重大袁 从而克服行政决策的专断尧 武断和恣意遥

野法治的第一要义就是武断力量的不存在遥 冶[22]行政参

与包括专家参与和公众参与两个部分袁前者侧重保障

决策的科学性袁后者侧重保障决策的民主性遥 有学者

系统总结了行政参与的价值院一是增强政治体系的代

表能力和回应能力袁二是增强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道

德意识与政治义务袁 三是促进公民对政府的理解袁四

是增强民众的主人翁意识与责任感袁五是增强政治社

群意识和政治整合意识袁六是促进公民对政府及其决

策的认同遥[2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袁野确保决策权尧执行

权尧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袁确保国家机关按

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冶曰国家野十三五规划冶提

出袁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袁依法设定权力尧行使权力尧制

约权力尧监督权力袁噎噎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

轨道遥 冶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参与主要包括对权力

设定的参与尧权力行使的参与尧权力规范的参与袁权力

监督的参与遥 这就要求行政自由裁量权参与制度应当

是全过程和各方面的参与袁并要保证参与主体来源的

广泛性尧地位的平等性尧意愿的真实性尧程序的正当性

和效果的可靠性遥

渊五冤评估制度

这里所言的评估制度是指绩效评估制度袁即对行

政自由裁量权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袁 包括裁量基准尧

公开情况尧遵循先例尧群众满意度尧执法效率等情况的

综合评价遥 行政自由裁量权评估的目的在于检验这项

权力行使的效果袁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袁找出优点并

继续保持遥 在法治建设迅速发展的时代袁评估制度已

经成为立法尧执法尧司法尧守法等领域的重要内容遥 在

我国最初提出行政自由裁量权评估制度的学者是崔

卓兰和与刘福元袁二者合作的论文指出袁绩效评估制

度比单纯的外部监督制度更为有效袁是对政府及其公

职人员行为的衡量标准袁也是政府良善执法的内部推

动力曰应当注重评估过程与结果的统合袁评估系统从

封闭走向开放袁评估指标从一元走向多元遥[24]也有学者

认为袁建立健全行政自由裁量权评估制度应当确保评

估主体的中立尧评估信息的对称和评估指标体系的完

善遥[25]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袁但在实

践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全面落实袁政府部门对这项制度

并没有加以重视遥 为此袁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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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纳入行政自由裁量权规范办法袁并明确相应的法

律责任袁已督促行政机关落实这项制度遥 同时袁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出台相应的规范性文件袁明确行政自由裁

量权评估的意义尧原则尧重点尧程序尧方式尧责任等内

容袁以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估制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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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l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要要要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in China

LI Xiaoli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f Law, Sanming Party School of CPC, Sanming, Fujian 365000)

Abstract院The control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is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value of the control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overnment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e promotion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exercise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the exertion of the function of discretion.The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control include legality, rationality, due process and

public interest proportion. The control mode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includes legislative control mod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mode, ju鄄

dicial control mode and social control mode. The control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includes standard system, case system, open

system, participat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院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discretion standard; rule of law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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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话语标记语能够使语

篇更加连贯袁能点明或突出同一语篇中两个话语单元

之间的语义关系袁引导受话者对话语的理解遥 使用话

语标记语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受话者理解话语的语义

关系袁这派语言学家是在语篇连贯的框架内对话语标

记语进行研究[1]遥 而另一些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话语

标记语连接的并不是话语单元袁而是语境假设袁明示

语境假设可以减少受话人对话语理解所付出的认知

努力遥交际中借以解读言语行为的认知语境域并非预

先设定的袁而是在各种语境成分的相互作用下在线构

建的袁最终形成了交际的动态性尧交互性和社会性的

复杂建构体[2]遥 话语标记语的程序意义可以引导受话

人进入语境袁对受话人的认知推理有控制作用遥 这派

语言学家将话语标记语引入到语用研究袁超越了语篇

连贯层面袁围绕语用联系语尧语用表述语尧语用构成成

分尧语用标记尧语用操作语尧语用小品词在语用框架内

对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进行研究[3]遥 这两派语言学

家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理论框架虽不同袁但他们的研

究都是从受话者的角度去分析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

能袁而相对弱化了对发话者的元语用意识的研究遥

元语用意识是交际者在交际中选择语言尧做出顺

应时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反应[4]遥 Verschueren[5]提出话

语标记语作为元语用意识的一种标志袁在话语的衔接

和连贯中起着重要作用遥 从根本上说袁话语标记语的

产生之根本源于发话者袁而发话者的元语用意识对话

语选择的使用有控制作用[5]遥由于发话者的交际目的尧

文化尧地域尧社会地位等语言外因素的影响袁元语用意

识影响到话语语码的选择袁这其中也必然影响到话语

标记语的选择遥 没有元语用意识的作用袁就不会有话

语标记语在交际中的出现遥 因此袁发话者的元语用意

识是话语标记语选择和使用的决定性因素袁只有弄清

发话者的元语用意识才能更好地阐述话语标记语的

由来与功能遥

一尧话语标记语是元语用意识的显性指示

工具

Jakobson指出语言具有两个层面院目标语言和元

语言[6]遥目标语言强调的是说话的对象袁元语言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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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以往的研究都是从受话者的角度去分析话语标记语袁关注标记语对受话者话语理解的引领尧调控作用遥笔

者认为话语标记语的产生在于发话者的元语用意识影响话语标记语的选择和使用袁 话语标记语体现了发话者的元语用

意识遥 因此袁从发话者的角度分析元语用意识与话语标记语的关系袁元语用意识的性质及元语用意识下话语标记语的形

式和功能袁并指出话语风格与特点的形成与元语用意识下话语标记语的选择和使用有关袁对于提高交际的语用取效具有

积极的意义遥

关键词院元语用意识曰话语标记曰语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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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语言的表述应当定位在恰当的语码上遥 任何时候袁

发话者都要考虑受话者是否理解发话者的语码遥 发话

者用元语控制标记语袁把交际的价值尧重要性的判断

及命题的真值传递给受话人遥 而话语标记语则具有能

够指引和提示受话者对发话者话语理解的信息处理

功能袁这种功能也被称为元语用功能遥 无论什么时候袁

发话者在强调话语整体语力时袁都要通过元语用功能

起作用[7]遥元语用功能是通过话语袁包括话语标记语在

内的语言载体实现的遥 标记语的选择和使用必然反映

出元语用功能在交际中的语用作用袁发话者对已述话

语的主观态度评论都会通过话语标记语反映出来遥 因

此袁话语标记语的选择本质上体现了发话者的元语用

意识袁并且发挥着各种各样的元语用功能遥

在正常的话语交际中袁发话者的话语编码都是在

发话者的元语用意识下进行的遥 没有元语用意识的交

际袁就没有元语用意识下的话语语码和话语标记语的

选择和使用遥 话语交际过程是不同的思维意识对话语

不断选择使用的过程袁话语标记语的选择和使用是发

话者自我意识所致袁发话者的自我思维意识包含着发

话人的元语用意识遥 如淤院

渊1冤他把事情处理完了遥 依我看袁事情并没有完袁

麻烦还在后头遥

渊2冤什么钥 你说你要报复钥 我警告你袁不能轻举妄

动遥

渊3冤她说她爱你遥 其实袁她还有男朋友遥

例渊1冤中的野依我看冶这一话语标记语表达了发话

者对前述命题的评估袁可以引导受话者对野他把事情

处理完了冶这一前述命题的慎重考虑遥 例渊2冤中的野我

警告你冶这一话语标记语表达了发话者对前述命题的

强调袁同时表达了发话者强硬的态度遥 例渊3冤中的野其

实冶这一话语标记语表现了发话人对前述命题的个人

态度遥 这里的野依我看冶野我警告你冶野其实冶的选择与使

用都是发话者的元语用意识所致遥

元语用意识是语言使用者的自我控制袁这种自我

控制可以表现在任何语言显性层面上袁并且具有控制

的可持续性遥 Verschueren在论及元语用意识时袁把语

言使用定位在语言选择上袁考虑到了发话者与受话者

双方心智调解的角色作用[5]遥 他认为自我意识是话语

选择的中心袁即发话者的元语用意识是语言发展与进

化的必备条件[5]遥

元语用意识要通过语境线索去体现袁各种不同的

元语用意识下的话语标记语的选择和使用也反映了

元语用意识对于话语使用维度的依附性遥 任何语境参

项尧结构细节尧语义内容成分尧话语生成原则都包含了

元语用意识的控制因素遥 所以袁话语标记语的选择和

使用本质是元语用意识在发挥调控作用遥 我们可以把

诸如 in fact尧actually尧of course尧I mean 等视为元语用

意识的显性指示工具袁它们是元语用功能和语用之间

恒定的标定[8]遥 Verschueren认为话语标记形式反映了

发话者的意识袁它以特殊的方式承载发话者的语用意

识袁进而去规约交际过程[5]遥发话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

而不是那样的话语标记语袁表明发话者受自我元语用

意识的调控遥 元语用意识指示语境袁改变语境的语用

功能袁并且能直接将话语与语境连接起来[9]遥 如院

渊4冤我一直认为她是诚实的袁不过袁事情并不像她

说的那样遥

渊5冤他终于同意借车给我袁所以袁我明天可以开车

去旅游了遥

例渊4冤中的标记语野不过冶改变了话语语境袁而例

渊5冤中的标记语野所以冶连接了语境遥 所以袁可以说任何

交际中的话语编码都是元语用意识的体现袁话语标记

语承载着元语用意识遥

二尧元语用意识的性质通过话语标记语体现

元语用意识是发话者的语用动因遥 在复杂的动态

交际中袁元语用意识的性质决定了话语标记语的选择

和使用遥 元语用意识具有普遍性尧主观性袁这些性质通

过话语标记语体现出来遥

1.普遍性

在话语标记语的选择中袁发话者的元语用意识与

发话者的文化尧社会关系都有联系遥 因此发话者的自

身文化尧社会关系尧社会地位都决定了发话者的元语

用意识遥 由于交际是动态的袁不同的语境尧语域和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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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身控制因素袁使得话语表达体现了不同的元语用

意识遥 因此袁元语用意识是社会意识的普遍现象袁在复

杂的动态交际中袁元语用意识具有普遍性袁元语用意

识的普遍性导致了话语标记语选择使用的普遍性遥 元

语用意识依附于语言的使用维度遥 从任何语境参数到

结构细节袁从语义成分到语义生成的整体原则袁我们

都会发现其中的元语用意识遥 从词的界面上看袁话语

标记语使用超出了言说渊speaking冤的意义范畴袁体现

了元语用意识的话语标记语给话语意义的理解增加

了可以影响理解的砝码遥如院more over尧and和 yet揭示

了话语内部的联 系关系 曰admittedly尧regrettably尧

frankly尧honestly 和 truthfully 体现了发话者对话语命

题的态度曰reportedly 和 allegedly 标示着信息来源曰

frankly尧I suppose和 luckily是编码概念定义的语用标

记遥 从语篇内部联系袁对命题态度袁信息来源袁到编码

概念定义袁我们看到元语用意识的普遍的支配性遥 因

此袁 在各种语言层面上都必然会有元语用意识的痕

迹遥

2.主观性

元语用意识下话语选择体现发话者的主观性遥 虽

然话语标记语本身没有命题意义袁 也不能产生语义袁

但是话语标记语可以体现发话者的主观意识袁承载发

话者对已述命题意义判断尧态度的主观意图遥 因此袁元

语用意识下选择的话语标记语具有作为理解话语命

题参项的语用功能袁同时对话语命题理解提供了施为

用意遥 发话者的语用主观性附着于话语命题袁并具有

隐性意义遥 我们可以把话语标记语看成是源于发话者

元语用意识下的对话语理解的言外之力尧语气尧态度

的附加语袁 对受话者的话语理解起到控制和引导作

用遥 假如话语标记语没有态度尧程序意义及语力功能袁

话语标记语对受话者的已述话语的理解控制和引导

就无法实现遥

话语标记语是发话人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命题之

间语义关系的主观判断标记遥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

体现了发话者对话语命题的主观态度尧个人评价遥 如

野我对你说冶野我警告你冶野我劝你冶野我认为冶野令人难过

的是冶野事实上冶等标记语都反映出了发话者的主观语

用意识遥 话语标记语的选择和使用是发话者主观语用

意识的产物袁元语用意识的主观性对话语编码尧话语

生成都具有调控作用遥 如院

渊6冤我警告你袁即使他骂你袁你也不要发火遥

我认为袁他不会不辞而别的遥

我相信袁事情会真相大白的遥

这些话语标记语明显地表明了发话者的主观判

断尧 个人态度意图遥 有些话语标记语虽不这样显性袁

但也可反映出发话人选用话语标记语的主观意图遥 所

以袁Bach[10]把野话语标记冶野附加标记冶野让步标记冶野对比

标记冶野强调标记冶野秘密性标记冶野关系性标记冶野缓解

性标记冶野解释性标记冶均可视为表达发话人主观意识

的修饰语遥 如院

渊7冤他昨天被拘留了袁反正我告诉你了袁信不信由

你遥 渊真实性标记冤

作为朋友袁我个人认为袁你不该那样做遥 渊关系

性标记冤

即使这样袁你也不能袖手旁观遥 渊让步性标记冤

最重要的是袁考试时不要紧张遥 渊强调性标记冤

从另一方面看袁我们并没有损失什么遥 渊对比

性标记冤

不仅如此袁他还大打出手遥 渊附加性标记冤

这些话语标记语都体现了发话者元语用意识的

主观性袁是以发话者为中心的主观判断尧主观态度袁所

以主观性是话语标记语选择和使用的语用本质遥 元语

用意识下所选择和使用的话语标记语不仅涉及到文

本域尧社会域和元语域袁而且能反映发话者主观感觉

和情感态度遥

三尧元语用意识指示和支配话语标记语形

式的选择与使用

对话语标记语的功能研究一直有两种路向院一种

是连贯功能研究袁另一种是语用功能研究遥 尽管这两

种研究路向不同袁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袁它们都认同话

语标记语具有引导尧控制受话人对已述话语的理解功

能遥 但是它们对元语用意识对话语标记语的选择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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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制约尧话语标记语的元语用功能并没有给予应有

的重视遥其对话语标记语功能的研究局限在话语标记

语的互动功能和语篇控制两种功能上遥 后来袁Erman[7]

通过对发话者发话的施为用意及发话者语用权力分

析袁提出语用标记的第三种功能要元语控制功能遥他认

为元语域中的语用标记是发话者语用意图的体现袁而

不是话语命题的内容袁元语言重点在于语码适应[7]遥 元

语用意识是元语言的语用动因袁元语用意识直接地指

导尧支配话语标记语形式的选择和使用遥

元语用意识的作用是无限的袁其支配下的话语标

记形式也是无限的遥但元语用意识主要体现在对话语

命题的态度上袁发话者通过话语标记语给命题施加理

解影响遥元语用意识下的话语标记语的形式虽然是多

样的袁但主要语用功能是一致的袁包括话语连贯功能袁

对受话者理解的引导尧调控功能袁加强话语整体语力

功能袁故意含糊的语用意识功能遥

四尧话语标记语选择及使用的语用个性化

话语标记语虽然不能生成语义袁也不能改变话语

的命题内容袁但是话语标记语能够反映发话人想要强

调或突出他要表达的命题的元语用意识袁进而把受话

者带入发话者的话语语境遥由于话语标记语不能改变

话语命题内容袁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遥其实袁话语标

记语本身是具有语力的标记袁这种标记向受话者提供

了对命题理解的参数袁所以发话者在交际中总是选择

那些能够体现自己交际态度袁对命题评估尧判断尧能够

控制尧引导受话者进入自己的话语语境而对命题去理

解的标记遥不同社会尧地位尧职位的人群在交际中努力

使用与他们的元语用意识相关的话语标记语袁这样就

形成了他们的职业语用个性化语言遥 现代企业家们的

职业语用意识使他们选择使用的话语标记语有明显

的职业语用个性遥 如院企业领导人用的鼓励性话语标

记院

渊8冤我相信袁我们的企业正迈向令人振奋尧获利丰

厚的时代遥

我知道袁我们正处于艰难的时刻袁市场正在改

变袁技术进步正在改变目前的一切遥

想象一下吧袁 我们的新产品上市后会是怎样

的动人情景遥

如袁强调突出命题的话语标记语院

渊9冤你听我说袁我们应该同他们的公司建立起合

作伙伴关系遥

告诉我袁你对这份可行性报告的看法遥

如袁鼓励员工说出自己的感觉袁表达自己对某种

创意的兴奋与担心的标记语院

渊10冤我觉得袁你们的想法很好噎噎

我只是觉得袁如果情况改变了袁那么噎

如院在商务谈判中袁发话人常常巧妙地使用话语标

记语对命题提出评估袁委婉地表明发话人的态度袁放出

引导信号袁引导对手的理解进入发话人的思路遥 如院

渊11冤您是商务谈判高手袁不过袁您若坚持原来的

报价袁那么我们不可能成交遥 我认为袁您的报价不符合

市场行情遥 我希望您考虑一下我方的还盘遥

渊12冤我同意您的看法袁贵方削价后的报盘有吸引

力遥 但恕我直言袁据我所知袁这无论如何还算不上最具

有竞争力的价格遥

渊13冤 哈德逊先生袁我刚才说过袁我方的价格可以

根据对方的购买量进行调整遥

随着社会变革袁人们的语用意识也相应地发生了

对所述命题的
评估意识

窑评估性标记
/噎/袁这么说袁你是同意了遥
/噎/袁依我看袁这事有麻烦遥
/噎/袁看样子袁她不会来了遥
/噎/袁如此说来袁你参与了他们的行动钥
/噎/袁也就是说袁张局长参与了犯罪活动遥

对所述命题的
态度意识

窑态度性标记
/噎/袁确切地说袁他住在郊区而不是住在市内遥
/噎/袁老实说袁对他的所作所为袁我一无所知遥
/噎/袁我认为袁他是个好人遥
/噎/袁其实袁事情并不是无法挽回的遥

对所述命题的
强调意识

窑强调性标记
/噎/袁你听我说袁她不是那种人遥
/噎/袁我警告你袁你这种想法太危险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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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遥 为了有效沟通袁语用意识的主观性在减弱袁客观

性在增强曰地域性在减弱袁跨区域性在增强曰单边文化

在减弱袁多元文化性在增强遥 人们由于观念的变化袁语

用意识的变化在各行业尧人群中都有体现袁随之而来

的话语标记语形式选择和使用也出现了变化袁比如协

商性话语标记语增多渊不用野我认为冶袁而用野你看是否

能这样冶或野这样做的好处是冶冤曰客观性话语标记语增

多渊不用野我看没问题冶袁而用野根据情况报告冶野这些数

据分析表明冶冤曰文化趋同的话语标记语增多渊野从全球

经济一体化去看冶野人类共同财富者认为冶冤遥 在教育领

域袁教师的元语用意识发生的变化是明显的袁他们过

去的元语用意识是野管束冶野听我的冶袁所以他们的话语

标记语选择多用野我在讲话冶野听见没有冶野听我说冶袁而

现在多用 b袁而不用 a院

渊14冤我在讲话袁你们不要说话了遥

这件事情很重要袁你们不要说话了遥

渊15冤我认为袁你们这是在破坏纪律遥

请大家想一想袁我们的纪律是什么遥

渊16冤没啥好说的袁你们必须按我说的去做遥

其实袁你们不妨试一试我说的办法遥

五尧结语

话语标记语是元话语的一种表现形式袁是人们口

语交际中常见的现象袁它们传递的并非是话语的语义

内容袁而是为话语理解提供信息标记遥 话语标记语在

给予话语理解提供引导信号的同时袁也给受话者对话

语的理解施以语力袁话语标记语体现了发话者的元语

语用意识袁元语用意识对话语标记语的选择和使用有

支配和调控作用遥 因此袁从发话者的角度去研究元语

用意识和话语编码的关系尧 话语标记语的选择和使

用袁对于提高交际的语用取效具有积极的意义遥

注释院

淤 本文所举例句均为笔者编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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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iscourse Markers Under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LIU Tiant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Fujian 364012)

Abstract: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discourse markers focused on the signaling and monitoring functions of the utter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dressee.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the formation and use of discourse markers reflect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of
speakers. So,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and discourse markers, the nature of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as well as the terms and functions of discourse markers under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production of
utterance styles and features are related to the choice and use of discourse markers under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which have positive
effect to improve pragmatic perlocution of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metapragmatics awareness; discourse markers; pragmat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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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戴厚英凭借叶人啊袁人浴曳发出了呼

唤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最强音遥 在之后十六年的创作生

涯中她始终执着于对自己人生经历和特定历史的总

结和反思袁作品中既有对现实的体验对历史的思考又

渗透着对自我的反思和剖析遥 叶性格命运要要要我的故

事曳出版于 1994年袁是作者在历经转折之后对野自我冶

的重新认知和界定袁 也是自我慰藉和安顿的一种方

式遥 像戴厚英这样的作家是很适合写自传的袁首先她

那百折不挠的个性和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

一曲动人的命运交响曲袁其次她对自己走过的路感兴

趣袁愿意对往事进行回忆和思考袁同时又有足够的勇

气和观察力去审视这曲折动荡的人生历程遥 戴厚英在

自传中不仅叙述了自己多舛的人生经历袁张扬自己的

个性袁也表达了对历史的反思袁对现实的不满遥她的自

传不仅是一幅完整的自我画像袁而且呈现了她的自我

想象尧个人情感和自我表述风格遥 笔者拟通过分析自

传中真实之我与想象之我尧 个体之我与社会之我尧叙

述之我与经验之我袁探讨该作品的自传叙事艺术遥

一尧 真实之我与想象之我

自传是基于自我认知对个人所经历事件的回顾

性叙事袁但是这种认知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袁而是

随着个体的发展成熟将记忆与自我联系起来袁找到个

体人格发展和自我存在的连续性遥 野回忆录渊自传冤大

多是人到中年以后对过去的回忆袁这时袁人们的思维

活动已经形成一个耶意义结构爷袁人们不但依据一种价

值标准进行思考和判断袁也在无意识中依据这种标准

进行记忆和回忆遥 冶[1]所以自传的叙述过程袁实际上也

是实现自我认同的过程袁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按照自我

认知选择性地提取那些维持自我形象的事件袁将自我

人生经历描述为某一特定个性形成发展的故事袁最终

实现自我的连续性和一致性遥 戴厚英在自传中讲述了

自己从 1938年到 1980年的经历袁叙述了自己的不同

人生阶段中教育尧情感尧事业等各方面的经历袁内容完

整丰富袁是呈现自我面貌的真正实践遥 她在序言中写

道院野活到五十多岁的年纪袁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袁

研究研究这一辈子的活法袁大概不算早也不为迟遥 冶[2]

但是由于记忆误差和人的秉性袁自传文本只是一

论戴厚英自传叙事的自我建构

雷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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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叙述并不是传主生活经历本身遥 作者将经历的生活

事件与自我个性的发展整合到一个连贯的自传叙述

中袁将自我的过去尧现在和未来与人格的发展联系起

来遥 戴厚英认为院野我觉得我的命运虽然与我所处的时

代尧社会紧紧相联袁但让我生活得如此曲折和坎坷的

罪魁祸首却是我的独特而强烈的性格遥 种种经历袁不

过是这种性格的实现和演绎遥 时代尧社会袁也只是给这

种性格提供了表现的背景尧舞台尧手段和机会遥 因此袁

我想写这本书袁说一句以前未曾说明白的话院性格即

命运遥 冶[2]在自我与事件的关联中袁戴厚英强调的是性

格上的关联袁即通过稳定的性格特点来解释自我和经

历之间的关系遥 她在自传中通过充分的童年叙事强调

自我个性的诞生袁而之后的成长经历也被描述成人格

的发展与时代社会的碰撞过程遥 在自传中袁戴厚英讲

述了自己期望看到的故事要要要一个性格独特的女性

在动荡的社会中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遥 她突出了自己强

烈而独特的个性袁通过重建过去来认识自己确立个体

的价值遥 野自传和小说的区别袁不在于一种无法达到的

历史精确性袁而仅仅在于重新领会和理解自己的生活

的真诚的计划遥 冶 [3]自传将个体的人生故事在因果或

主题之下建构成了连贯性的整体遥

因此袁戴厚英在自传中明确表示袁自己不愿意像

卢梭在叶忏悔录曳中那样把自己的一切隐私都亮出来袁

这种对自传不完全真实的承认袁 是作者真诚性的表

露袁也是对自己写出的文字的权威性的肯定遥 作者根

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袁从漫长的人生经历中选取一些

事件组织故事袁虽然态度真诚但难免对事实本身有所

偏离遥

在叶性格命运要要要我的故事曳中袁戴厚英从叶童年曳

落笔袁按时间顺序勾勒了自己 40岁之前的人生轨迹遥

其中袁 最曲折最动荡也最受争议的十年文革的经历袁

占了一半的篇幅遥 最后一章叶废墟上的思考曳不是纯粹

事件的客观叙述袁 章节内容也不是历时的连续性描

述袁而是站在人生的转折点对过往经历进行理性思考

后的人生总结袁充满条理性和抽象性遥 作者表示院野我

只是想像叶人啊袁人浴 曳后记中说过的那样袁在历史面前

交出自己的账本遥 耶把双手伸在阳光下袁看看那上面沾

染的是血迹还是灰尘遥 爷耶上帝的交给上帝遥 魔鬼的还

给魔鬼遥 自己的袁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袁甚至刻到脸

上遥 爷冶[2]

戴厚英在自传中袒露了自己曾犯下的种种恶行袁

并对当时的行为动机进行挖掘和剖析袁表达了强烈的

负罪感遥 但是戴厚英的这种自我暴露和反省袁并不同

于西方自传的忏悔遥 西方自传的忏悔要求忏悔者依据

一定的宗教或道德准则袁在自我谴责的基础上真诚公

开地承认自己所犯的各种丑行或恶行袁并通过这种公

开的坦白获得自我救赎遥 戴厚英在事实层面上对自己

各种恶行的暴露并不是为了忏悔袁而是在描述事实的

同时对事件的发生进行解释遥 她从人性的层面剖析自

我袁认识自我并实现自己的辩解意图遥 她认为自己是

一个敏感尧自信尧倔强的女孩袁而社会环境影响和扭曲

了她的心灵袁使她在矛盾的心情和状态下做出种种违

心之举袁并导致了自己的不幸遥 因此袁虽然她曾犯下各

种错误罪责袁但是本性依然善良袁她通过自传的书写

为自己正名遥 野但是我和所有的人一样袁既非天使也非

魔鬼袁既是天使又是魔鬼遥 我也许多一点自觉和反省袁

因此还算得上一个含糊不清却也明明白白的 耶好人爷遥

叶性格命运曳袁大概可以描绘出我的比较真实的面貌遥 冶[2]

戴厚英对自己是野好人冶的确认袁使她敢于讲述自

己的故事袁进而向公众展示自己的内在价值和自我认

知遥 野身份是自传作者写作的起点袁 也是其文本的归

属冶[4]袁这种强烈的目的性会使自传文本中的野我冶与文

本之外的野我冶产生偏离遥 作者在叙述自己人生故事的

过程中发现和建构自我袁 实现自我的重新建构和认

同遥 为了实现这种自我建构和认同袁作者摈弃一些与

自我认识不符的人生故事袁依靠另一些有价值的事件

重新编织一个生命故事建构自我遥 基于自我与事件的

性格关联袁作者通过自传的整合既体验到自我的独特

性又感受到自我的连续性袁从时间中获得和谐并逐渐

理解和接受生活的目的性和意义性遥

二尧个体之我与社会之我

自传对个体人生经历的叙述和阐释袁 是理解生

命尧发现自我的过程袁自我与事件关联的整合受作者

所处的文化模式的影响遥 作者在社会和时代环境的背

景之下叙述个人的成长经历袁记录了人格的形成和发

展袁特别是在叙述童年经历时强调个性的诞生遥 野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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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的历史袁尤其是通过他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成

长得以解释的遥 写自己的自传袁就是试图从整体上尧在

一种对自我进行总结的概括活动中把握自己遥 冶[3]自我

是在社会经验和各种活动中产生的袁因此自传在叙述

个人生命体验的时候袁会打通整合个体与周围人和环

境的关系遥 戴厚英的自传开篇就写道院野我诞生于一九

三八年三月袁日本鬼子前脚进中国袁我后脚就跟了来袁

成为对日抗战中的中国人民中的一员袁用母亲饱含灾

难与不安的奶水滋养自己遥 我一生下来就在不断耶跑

反爷的行列里遥 冶[2]作者用小说笔法描述自己拥有记忆

之前听说的故事袁建立了自己与社会的联系遥

戴厚英这种将自我与社会时代联系起来的叙事

取向袁 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史传写作的影响遥

中国传统传记往往以传主为中心线索袁写出社会时代

的变迁袁记述的不仅仅是个人袁记录时代甚至会在个

人之上遥 戴厚英的自传中充满了对母亲尧父亲尧祖父等

一系列他者形象的描述袁特别是和自己同样拥有反叛

性格的母亲的个人经历的叙述遥 野在亲戚照顾下长大

的母亲聪慧伶俐袁自尊自爱袁敏感不驯遥 冶[2]母亲不能忍

受祖父不近人情的专制而离开大家庭袁白手起家建设

自己的家庭袁不论多么艰苦都不曾向老人求助袁并承

担孝敬老人和照顾弟妹的责任遥 自我与家庭有着不可

分割的联系袁而女儿与母亲的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而

独特的关系袁对母亲的描述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侧面

描述遥

父母对孩子不仅有自然遗传因素的影响袁而且有

社会性的直接影响袁社会性因素主要是父母在抚养孩

子的过程中所提供的物质需要和心理需要遥 戴厚英因

为是被父母挑出来当儿子养的闺女袁所以受到了其他

姐妹没有的特殊教育遥 野父亲常常把我带到人前袁让我

显示自己的智慧袁并训练我的口才遥 这真给了我很大

的快乐浴 每一次回答出大人的问题袁或者在与大人的

辩论中获胜袁众人的夸耀和父亲的笑容都使我十分骄

傲遥 为了锻炼我的智力袁只读过私塾的父亲居然去读

了一些现代算术袁与我一起做智力游戏遥 冶[2]早期的这

些经验对作者的人格塑造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袁父亲给

她提供的这些辩论机会和其他智力上的训练使作者

形成了自信尧坚强尧不卑不亢的性格遥

父母虽然慈爱袁但是因为儿女众多除了吃穿也不

可能多管袁作者童年的大部分生活是和姐妹朋友们一

起度过的袁要叙述自己就必须描述她们遥 野我们常常在

田野和水边玩袁对自然有一种亲切感袁并从自然学到

不少知识遥 冶[2] 野我们没有玩具袁但是有丰富多采的游

戏袁又有唱不完的歌谣遥 冶[2]野我们玩得有趣袁完全仰仗

于丰富的想象力遥 冶[2]自传中弥漫着野我们冶的声音遥 作

者把周围的人和环境看作是自我个性形成的源泉袁不

断探索自我与他者及周围环境的联系遥

戴厚英在自传中也叙述了故乡的生活环境和民

风民俗特别是文化遗迹和民间艺术对自己产生的影

响遥 那许多历史遗迹让作者自己的存在一点都不孤

独袁而民间艺术也教会她真诚而豪放地爱和生动而顽

强地活遥 野但是它们却自自然然地成了我童年生活的

一部分袁在我的心幕上勾划上古朴神秘的底色遥 冶[2]野至

于故乡的民间艺术袁包括丰富的民间传奇和绚丽的花

鼓灯袁更成为我的最早的文化修养了遥 那些传说显示

着古老的哲学袁教我们诚实尧正直袁不嫌贫爱富袁不贪

图享受遥而花鼓灯袁则教我们热爱生活遥冶[2]故乡的物质

文明尧精神文明和各种社会关系共同构成了作者成长

的社会环境袁促成其个性的形成和发展遥 野在阳光普照

的空地里袁在洒满月光的院子里袁在矗立的古塔前袁在

神秘的淮河边袁唱着歌谣做游戏的日子袁至今还让我

迷恋袁让我神往遥 我觉得这一生都不曾那样靠近过自

然袁靠近过理想袁靠近过美遥 冶[2]

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建构也体现其返回人的自然

天性的努力遥 作者回顾在故乡度过的一段纯真自然的

童年生活袁试图重建乐园袁向自己敞开一条重回纯洁

的未被腐蚀的世界的路遥 自传将从童年开始的生活事

件按照严密的逻辑秩序进行排列袁赋予特别的意义以

凸显其存在的价值遥 这种按照时间顺序并以可理解的

因果关系进行连结的自传叙述其实是一种脱离事实

的自我想象遥

戴厚英不管是创作小说还是写作自传都把周围

的人和环境看作是自我成长的土壤袁始终是把个体与

社会相联系袁在自传中更是通过他者和环境的影响来

完成自我建构遥 她通过一系列故事的重新讲述对自己

那些已众所周知的行为进行解释遥 作者从初中起就离

开家过上了集体生活袁并且在此后的三十几年里一直

住集体宿舍遥 野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对我的影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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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袁也不可低估遥 欠缺家庭生活使我始终摆脱不了孤

独和与社会的梳理袁却又养成了对耶集体爷的无可奈何

的依赖遥 冶[2]虽然她初中就离开家袁但是家庭和情感生

活仍然是自传中重要的内容遥 自传叙述了叔叔之死尧

祖父之死以及父母家人的种种遭遇袁并阐释了家庭变

故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影响遥

作者进入上海作协后思想发生了变化袁 与此同

时袁故乡发生了大饥荒袁在她的全力帮扶下家人还是

差点饿死袁父母兄弟的困苦生活使她在狂热中保持了

人的天良和感情遥 野我与家庭的这种患难与共的关系袁

使父母对我倍加爱惜袁弟弟妹妹也非常尊重我遥 父亲

常说他感谢我遥 可是我却认为倒是我应该感谢他们遥

正是他们给了我一副善良友爱的秉性袁使我的心灵逐

渐灰暗的时候还有闪光的一角遥 冶[2]父母亲人后来被下

放农村袁作者成了野农民的女儿冶袁野我的血液中又渗透

了广大北方农村和传统文化的水土袁我不能也不忍不

去看自己身外的世界袁不能也不忍不去思考自己以外

人群的命运袁于是袁我更体验到更为深广的痛苦袁我摆

脱历史的纠缠也比其他人更为艰难冶[2]遥这样的经历使

她作为一名作家一直拥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以天下

为己任的雄心遥

戴厚英在自传中还用一章的篇幅详细叙述了她

与闻捷相识相知相爱以及被迫分离的全过程袁这段感

情是她生命中的重要转折袁也是被各种谣言黑白颠倒

的一段经历袁因此作者在叙述往事之前还插入了现在

时的序曲袁强调自己忍痛翻开这一页历史是为了揭示

真相还原历史遥 闻捷之死对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袁野这

悲剧像一道闪电袁突然划破黑暗的天空袁也刺破我混

沌的心灵遥 我看到了以前不曾想到因而也看不到的东

西院政治斗争的残忍袁人性的阴暗袁自己的脆弱冶[2]遥 作

者认为闻捷死后她虽然在市委写作组领导下工作了

几年袁但是自己的良心是干净的袁能避免的错误都避

免了袁而这些都是闻捷之死给她带来的进步遥 作者在

反思自己的文革经历时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野政治媚俗

者冶袁从身份认同尧理性尧情感等方面进行分析袁但是这

种反思最后无奈地走入了死胡同遥 作者提出野个人的

生存状态的完善必须和生存环境的完善一齐进行遥 否

则耶自我完善爷的个人只能耶光荣的孤立爷遥 而且可能在

他活着的时候袁甚至在他死了以后袁耶孤立爷才是真实

的袁耶光荣爷只是幻想罢了遥 然而没有一个个耶光荣孤

立爷的个人袁我们的生存环境又怎么能够改善呢钥 冶[2]作

者通过对往事的叙述和反思袁开启对自我的发现和重

建袁并解开过去的束缚袁不断改善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遥

三尧叙述之我与经验之我

自传作者作为叙述者按照时间的流动追忆一个

人从童年尧少年直至老年的人生经历袁在这样的时间

结构中袁自传叙事就涉及了两个不同的主体院过去经

历事件的主体和进行叙述的叙事主体袁即经验自我和

叙事自我遥 叙述者在任何叙事性作品中都是必不可少

的袁由于特殊的社会文化联系袁自传中的叙述者会按

照一定的方式塑造自己遥 戴厚英在自传中叙述童年经

历就是要让读者看到自己的个性和人生命运的根源袁

而这种严密的因果关系是通过作为叙述者的 野我冶对

经历事件的童年之野我冶的强烈干预来实现的遥 自传中

的儿童叙述者作为主体显现在文本中袁但野回溯的姿态

本身已经先在地预示了成年世界超越审视的存在冶[5]遥

当作者在叙述自己童年和小伙伴一起请 野麻秸姑娘冶

的游戏之后写到院野那种神秘袁那种敬畏袁那种冥冥渺

渺之中有所依托和保护的幻觉袁却一直深藏在我的心

底遥 我至今仍然相信命运袁惧怕鬼神袁对宗教怀有强烈

的兴趣袁恐怕与这些儿时的游戏不无关系遥 冶[2]自传讲

述作者小学二年级开始读剑侠小说并做起侠客梦袁之

后又从叙述自我的角度强调了过去的经历对她产生

的影响院野在我成年之后袁不断有人指出我身上有耶江

湖义气爷袁褒贬不一遥不论褒贬袁事实是应该承认的遥我

想只要不结党拉帮袁打家劫舍袁对朋友讲讲义气没有

什么不好袁总比六亲不认袁出卖朋友好遥 而且要不是从

剑侠小说中接受了杀富济贫袁扶危救困的思想袁我怎

么能够那么快那么真诚地接受共产主义呢钥 冶[2]作者在

对童年时期的某个事件进行详细叙述之后袁都会从现

在之我的角度评价或讨论这些事情对她产生的影响遥

自传叙述童年时期的故事并揭示它们对现在之我的

塑造和影响袁是叙述者对过去事件意义的探索袁充分

显示了叙述自我对经验自我的影响和控制遥

人生在时间的流逝中一去不复返袁而自传就是在

这种不可逆的时间中回溯寻找并定格一些生命现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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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将它们分割成许多片

段袁有些片段通过详细叙述凸显袁而有些片段则被弱

化或遮蔽遥 戴厚英自传的第一章叶童年曳共有八个短篇

组成袁第一篇叶我是野三八式冶曳通过自己听说的关于自

己婴儿时期的传奇故事写出自己是生于动荡时代中

的野爱笑冶女孩遥 第二篇叶我的野命冶曳叙述了家族野团拜冶

时自己的不配合袁彰显自己的叛逆遥 第三篇叶父母生过

五个女儿袁我最幸运曳叙述自己因为母亲对绝后的恐

惧而被选中当儿子养遥 第四篇叶我吃上了看野小灶冶曳写

父母的特殊教育锻炼了自己的口才和智慧遥 第五篇

叶我的野水土冶曳叙述故乡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如何教会

自己诚实正直并热爱生活遥 第六篇叶我的游戏我的歌

谣曳叙述童年的游戏和歌谣如何使自己对宗教产生了

强烈的兴趣遥 第七篇叶我的野侠客冶梦曳叙述自己如何在

侠客小说中接受了扶危救困的思想遥 第八篇叶我终于

成了一个敏感尧自信尧倔犟尧又充满野性的女孩曳则通

过四个小故事详细表现自己的敏感而任情任性袁好

强袁倔犟不受欺袁自信等性格遥 童年经历是连续性发生

的事实袁而对童年时期进行理解和叙述的是历经沧桑

之后的现在之我遥

自传整个是按照时间的推进展示人物个性的发

展袁但自传的叙述毕竟是一种事后追忆袁回顾往事时

的感受肯定与经历事件时的感受不同遥 自传在叙述自

我人生经历的过程中有意拉开叙述之我和经验之我

的距离袁有时会通过否定经验之我来建构新的自我认

同最终实现自我的一致性遥 真实性是自传的基石袁但

自传的叙述者既讲述事实又渲染事实遥 童年时期是与

自传的叙述时间相距最远的记忆袁孩提时期发生的事

情往往是在成年之后才发现其意义袁因此叙述者的修

饰加工就会更显著遥 戴厚英的自传叙述了一个敏感尧

自信尧倔强的女孩走向成熟的人生经历遥 作者进入上

海作协直到文革结束的这段经历一直存在争议袁外在

的社会环境不断地对她的精神世界进行挤压和胁迫袁

甚至使其自我迷失并造成心灵创伤袁因此作者对这段

经历的叙述事实上是通过重新审视进行创伤修复和

自我重建遥 在自传中袁戴厚英以自己的心路历程为线袁

叙述自己的曲折经历袁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遥 作

者认为对小说叶归家曳的批判是自己唯一一次独立战

斗袁是应该由自己完全负责的一笔债遥 作者在叙述完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插入议论院野我不是没有感到

一点儿矛盾遥 但是我不敢正视这个矛盾袁因为我心中

对成功的渴望袁对革命的狂热和对耶右倾爷的恐惧奇妙

地搅在一起遥 我尽力找到它们的结合点袁为自己鼓气

和安慰自己遥 我常常揭露自己改造不足的一面袁将自

己感情上的压力和冲突以检讨的形式加以暴露遥 我从

别人和组织对自己的肯定中取得了心理平衡遥 冶[2]叙述

者脱离价值评判而对经验自我的心理进行剖析袁既是

自我暴露又是自我解释遥

戴厚英认为袁闻捷之死使她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

转变是她生命的重要转折袁但她之后仍然在上海市委

写作组的领导下努力工作遥 野我想袁最根本的原因是我

不甘寂寞遥 恃才傲物袁总以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在事

业上有所作为袁这是性格的核心袁亦是我生命的支点

之一遥当然袁我所追求的还有爱遥但是当爱情被摧毁和

掠夺之后袁我所能依靠的支点便只有事业了遥 我不能

不充分利用自己已经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自己

创造出一片立足之地遥 所以袁我非常渴望得到工作的

机会袁哪怕是带着镣铐跳舞的机会遥 冶[2]叙述自我对经

验自我有批评和反思的功能袁作者为了辩解自己并不

是野上海市委写作组冶的野重要成员冶袁在叙述事件之后

又进行了长篇的议论袁 分析自己努力的几条原因袁并

把自己的个性归为根本原因袁这是一种自我辩诬的方

式遥 作者正是借助这些描绘尧评述尧议论来表达自己对

往事的观点和看法袁 这也是作者写作自传的目的之

一遥

自传中的往事都包含着现在袁因为所有的故事都

是以现在之我为立足点进行叙述的袁有时还会把现在

之我和过去之我进行对比袁来审视历史并呈现自我的

发展变化遥 戴厚英在 1978年参加闻捷的追悼会之后

遭受了很多无根的诽谤袁给她带来了很大的伤害遥 野我

只想说袁在最初受到这样的诽谤的时候袁我愤怒痛苦

得想到死遥 但是后来我渐渐麻木袁不去理睬了遥 现在袁

我则更有了一份超脱遥 木秀于林袁风必摧之遥 自古皆

然袁我焉能例外钥 人用两腿直立在地球上袁怀抱的是一

颗良心遥只要自己问心无愧袁管别人说三道四浴人欲横

流袁难灭天理遥 天理在袁历史总有公正的时候遥 或早或

晚袁我愿等待遥 冶[2]短短的一个段落里呈现了过去的我

和现在的我袁作者将它们并置在一起进行表现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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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现在之我对事件更深刻的认识遥作者从自我的

人生经历出发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袁不断挖掘生命故事

的意义遥

总之袁 戴厚英的自传通过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尧叙

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并置袁凸显了个体与周围世界的

联系以及人格的产生与发展遥 她通过包含想象性和选

择性的文学建构将自我的生命故事进行重新编织袁揭

示自我生成与存在的根源遥戴厚英有着明确的自传意

识袁有倾向性地将发生在她自己人生中的重要事件组

织起来袁呈现自己对个人成长经历和社会历史的独特

理解袁让读者通过自传了解她的个性情感尧自我认知尧

价值观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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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Character, Destiny: My Story"

LEI Ying

(School of Culture Media and Law, Fujian Pd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Fujian 350300 )

Abstract: "Character, Destiny院My Story" is Dai Houying's reconstru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self after going through ups and downs,

and it is also a way of self-consolation and settlement.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self on the individual self and the control of the

narrative self over the experienced self, autobiography highligh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the other and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elf-personality. In the process of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on, the author selects events that maintain

her self-image according to her self-cognition, and narrates her life experience as a story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er person鄄

ality, so as to realize self-continuity and consistency.

Key words: Dai Houying曰autobiography; individual self and social self; nar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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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编辑学者化冶并不是新近的提法袁可以说是野老

生常谈冶遥 可查证的关于野编辑学者化冶的最早文本是

湖北人民出版社胡光清发表于叶编创之友曳淤1984年第

2期的叶试论编辑的专业化与学者化曳袁自此关于野编辑

学者化冶的争鸣就一直没有停息过遥 野编辑学者化冶的

争鸣主要来自于学术期刊界和出版界袁这两个领域尤

其是学术期刊界与学者的联系最为紧密遥学术期刊编

辑与学者之间经历了从同一走向分离的历史过程袁而

野编辑学者化冶试图消弭分离后编辑与学者之间的野鸿

沟冶袁使学术期刊编辑与学者再次走向融合遥 然而袁野编

辑学者化冶 的路径虽有助于编辑回归到学术共同体

中袁 但在编辑已然是独立且不可或缺的职业的当下袁

编辑与学者的融合是否可行钥 又能否实现钥 编辑界的

争鸣已不仅仅关乎编辑职业走向的问题袁更关乎编辑

与学者的身份认同问题遥

一尧学术期刊野编辑学者化冶的争鸣

渊一冤野编辑学者化冶的提出与深化

胡光清在叶试论编辑的专业化与学者化曳一文中

辩证批判了传统上倡导的编辑应野以杂为主袁以专为

辅冶的观点袁认为野杂冶与野专冶这一对矛盾的主要方面

和次要方面已发生转变袁应倡导野以专为主袁以杂为

辅冶的编辑发展方向袁并认为野编辑是专家是学者冶遥 [1]

胡光清明确指出袁编辑的专业化并不是指在编辑出版

方面的专业化袁而是野在承担某一学科编辑工作的基

础上袁对这门学科中某一分支袁有治学成为专家的企

望冶遥 可见袁胡光清提出的编辑学者化袁就是要让编辑

努力成为学者袁与学者身份重合袁即回归到学者办刊遥

在此后 30余年的争鸣讨论中袁野编辑学者化冶 的倡导

者除杨焕章等人之外与胡光清所持观点基本一致遥 在

文章的最后袁胡光清提出了编辑锻炼成为既有编辑经

验又有专业知识的学者的 4条路径院一是以一门专业

知识为轴心袁在专的基础上广泛涉猎相关知识曰二是

学术期刊野编辑学者化冶院争鸣尧实然与应然

杜生权袁 周海林

渊福建江夏学院 学报编辑部袁 福建 福州 350108冤

摘 要院野编辑学者化冶一经提出就遭到来自同行的质疑与批判遥从争鸣的焦点来看袁主要集中在 3个问题院一是编

辑的发展走向问题袁二是编辑与学者之间的身份认同问题袁三是野学者化冶的可行性问题遥 从争鸣的结果来看袁对野编辑学

者化冶的内涵尧对编辑职业的发展走向仍没有达成共识遥 野编辑学者化冶提出至今已有 30余年袁从编辑的发展实践来看袁

野成为某一个学科的专家冶鲜有成为现实袁而只能是一种野企望冶遥 基于对野编辑学者化冶提出初衷的分析袁野编辑学者化冶的

应然是院与审稿权匹配的学术素养+编辑学家遥 鉴于野编辑学者化冶提法存在的争鸣与内在缺陷袁笔者建议袁将野编辑学者

化冶的提法改为野学者型编辑冶袁与野编辑学者化冶的应然本意更加契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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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更新知识袁了解学术动态曰三是以召开小型座谈

会的形式袁与作家学者研讨学问曰四是掌握科学的读

书方法遥 可见袁胡光清所提出的实现学者化的路径过

于宽泛袁但亦具有借鉴意义遥

1988年袁王英志发表了叶学报编辑学者化略论曳一

文袁指出野学报编辑只有走学者化的道路才有可能掌

握编辑的主动权冶遥 王英志将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内涵

分为 5个层次袁笔者归纳总结如下院一是对自己所负

责的学科有野相当深入的研究冶曰二是对与所负责学科

相关的学科亦要有所研究曰三是要全面了解本学科学

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袁并及时掌握其发展趋向曰四是

要从事学术论著的写作实践曰五是熟悉并钻研编辑学

知识遥 [2]可见袁王英志只是深化了胡光清的观点袁将野编

辑学者化冶的要求提高到对所负责学科有野相当深入

的研究冶袁并要从事学术论著写作袁在本质上与胡光清

是一致的遥 王英志特别指出了野编辑学者化冶也要熟悉

并钻研编辑学知识袁其实与胡光清的野以专为主袁以杂

为辅冶的观点是一致的遥 最后袁王英志从社会政治环

境尧学报编辑所处的工作环境尧编辑队伍的成员构成 3

个方面论述了实现野编辑学者化冶目标的有利条件遥

王英志之后野编辑学者化冶成为编辑界讨论的学

术热点袁甚至一些学者也加入其中遥 善于捕捉学术热

点的叶编辑学刊曳袁于 1989年第 1期开辟了野编辑学者

化冶专栏袁同期刊发了叶汕头大学学报曳编辑部吴颖的

叶文科学报编辑野学者化冶的问题曳以及哈尔滨市叶中国

医院管理曳社梁春芳的叶科技期刊编辑野学者化冶的思

考曳袁野编辑学者化冶 的讨论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延伸

到自然科学领域遥 吴颖开宗明义地指出院野学报编辑人

员袁不管是从事文尧史尧哲尧教尧政尧经尧法等任何一个学

科袁都需要力求耶学者化爷遥 冶[3]吴颖也论述了野学者化冶

与野杂家化冶的问题袁认为应野提倡各种层次的编辑人

员袁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可能袁逐渐朝向耶学者化爷耶杂家

化爷的方向发展袁还是很有必要的冶[3]遥吴颖提出的按需

发展的观点袁可谓国内学术编辑与技术编辑分工思想

的启蒙遥

1992年袁在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二次代表

大会上袁理事长杨焕章先生指出袁野编辑队伍学者化是

一条必由之路冶遥 但杨焕章先生所指的野学者化冶袁与胡

光清尧王英志尧吴颖等论述的野学者化冶并不相同遥 杨焕

章先生认为袁学报工作者可以成为编辑实践家和编辑

理论家袁也可以成为编辑家兼一门学问家袁亦可以成

为一门新兴分支交叉学科的学问家袁还可以成为各种

专家和杂家遥 [4]可见袁杨焕章先生在这篇报告中的野学

者化冶袁指的是编辑要野编研一体冶袁而研究的内容可以

是多方面的袁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学科遥 有必要指出的

是袁杨焕章先生在报告中提出的野编辑家冶的理念袁为

编辑的身份重构指明了新的路径袁也开创了有关野编

辑家冶的学术讨论遥

1994年袁杨焕章先生撰文详细阐述了学报编辑学

者化问题遥 在叶谈谈学报编辑学者化问题曳一文中袁杨

焕章先生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院野一般地说袁

所有的编辑都应当成为学者袁因为不是学者就难以成

为好的编辑曰特殊地说袁学报编辑尤其应当成为学者袁

因为不是学者就难以成为称职的学报编辑遥 冶[5]而之所

以学报编辑应当成为学者袁是因为野审稿人的水平在

稿件所涉及的问题上应当略高于撰稿人的水平冶遥 该

文中袁杨焕章先生进一步深化了野编辑学者化冶的路

径袁 认为学报编辑既可以成长为某一学科方面的专

家袁也可以成长为编辑学家袁还可以成长为一专多能

的杂家遥

自杨焕章先生呼吁野编辑队伍学者化冶之后袁业界

掀起了探讨野编辑学者化冶的热潮遥 笔者以野编辑学者

化冶为篇名袁通过中国知网查证相关文献袁发现 1992

年之后关于野编辑学者化冶的论文呈逐年递增趋势曰并

发现野编辑学者化冶一直是 20世纪 90年代编辑界研

究的热点袁而自 2003年之后袁对野编辑学者化冶的探讨

渐归于沉寂遥 于

考察这些研究成果袁主要分化为两大阵营院一大

阵营是对野编辑学者化冶的支持与倡导袁另一大阵营是

对野编辑学者化冶的质疑与批判遥 支持与倡导方面袁如

张振兴认为袁野耶编辑学者化爷是搞好编辑队伍建设尧提

高学报质量的一条带根本性的措施冶[6]曰 宋绪连认为袁

野每一位学报编辑都应该把实现编辑学者化作为追求

的目标冶[7]曰饶娣清认为袁野要提高学报的质量袁充分发

挥学报的功能袁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袁必须实现编辑学

者化冶[8]等等遥

渊二冤野编辑学者化冶的质疑与批判

野编辑学者化冶一经提出就遭到来自同行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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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批判遥 叶抚州师专学报曳编辑部的彭彬从 4个方面提

出了质疑院一是野编辑学者化冶在理论和实践上会导致

消除分工袁 二是容易导致编辑人员编辑意识的削弱袁

三是不利于促进编辑学的建设和形成袁四是不利于巩

固编辑队伍遥 [9]对此袁叶石油大学学报曳编辑部的尹玉吉

给予了回应与辩驳遥 尹玉吉辩证分析了野学者冶与野学

者化冶的概念袁认为野学者冶与野学者化冶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袁野现代编辑工作要求编辑人员必须学者化冶[10]遥需

指出的是袁尹玉吉认为编辑的野学者化冶既可以成长为

某一学科专业的学者袁也可以成长为编辑出版方面的

学者遥

刘雪立在叶走出编辑野学者化冶的误区曳一文中批

判了野编辑应当成为与其编辑工作相关专业领域的专

家学者冶的观点袁认为野编辑不应化为其它耶学者爷袁也

不应成为耶杂家爷袁编辑只能成为编辑学家冶[11]袁即野编辑

学者化冶要求编辑从事编辑学方面的研究遥

佘斯勇在叶实事求是看待野编辑学者化冶曳一文中

对野编辑学者化冶能否实现提出了质疑袁认为野编辑的

作用和价值体现在传播活动中袁体现在为作者尧读者

服务上冶袁只要做到牢牢掌握各科基础知识尧学会收集

各种最新知识信息尧学会使用各种工具书尧努力组建

一个野智囊团冶等袁就可以做好编辑工作袁而无需成为

某一领域的专门家遥 [12]不少编辑工作者与佘斯勇持相

同的观点袁如韩慧认为袁野编辑不能成为其他学科的专

家冶袁而野要成为编辑学家冶[13]曰再如袁张苏明也认为袁

野耶编辑学者化爷的内涵和导向错误冶野编辑首先应该立

足本职工作袁 使本职工作的水平达到高标准要求袁成

为本职的专家袁然后才能谈得上其他发展冶[14]遥

谭长贵从野一个不够严谨的提法冶野一个淡化编辑

学的提法冶野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提法冶3个方面对野编辑

学者化冶进行了批判袁认为野编辑首先应该成为编辑学

的学者冶袁并创设性提出了野学者型编辑冶的提法遥 [15]这

一提法为后续研究者加以借鉴袁形成了野学者型编辑冶

理论遥 如蒋宇在分析了学界对野编辑学者化冶问题的争

鸣之后袁提出了构建野学者型编辑冶的思路袁认为野学者

型编辑首要的定位是编辑袁 要求强化编辑职业意识袁

鼓励学术期刊编辑热爱出版事业袁其次要加强学习进

修袁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冶[16]遥

进入 21世纪袁对野编辑学者化冶质疑的声音依然

不断遥 蒋永华在对野编辑冶与野学者冶两个概念的不同之

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袁对野编辑学者化冶进行了批判袁

提出了以野编绩冶衡量编辑价值的观点遥 [17]2004年袁蒋

永华又发表了叶回归杂家要要要就野学报编辑学者化冶与

杨焕章先生商榷曳一文袁明确指出野编辑成长的根本出

路和职业境界在于让编辑回归耶杂家爷冶[18]遥

在编辑发展的建构上袁谷德润不仅批判了野编辑

学者化冶袁还批判了野编辑学家冶的论点遥 他认为袁学术

期刊的编辑没必要将应具备的野编辑术冶上升为野编辑

学冶的高度袁更没必要野人为地给所有的编辑设置一个

耶编辑学家爷的身份或目标冶袁编辑野需要的其实只是

耶学者爷+耶编辑术爷而已冶遥 据此袁谷德润认为袁应以野学

者编辑化冶的提法代替野编辑学者化冶的提法遥 [19]

渊三冤争鸣的焦点与结果

野编辑学者化冶因涉及到广大编辑群体的职业发

展方向袁一经提出就备受关注遥 从争鸣的焦点来看袁主

要集中在 3个问题院一是编辑的发展方向问题袁二是

编辑与学者之间的身份认同问题袁三是野学者化冶的可

行性问题遥

关于编辑的发展方向问题袁 编辑工作者提出了

野学者化冶野杂家冶野编辑学家冶三条路径袁而对野学者化冶

进行质疑与批判之后袁建构的选择也基本集中在野杂

家冶与野编辑学家冶的方向遥 其实袁杨焕章先生于 1992

年提出的野学者化冶本身就是一个广义上的野学者化冶袁

是融合野学者冶野杂家冶野编辑学家冶于一体的遥 在叶再论

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必要和可能要要要兼答野学报编辑学

者化冶口号的质疑者曳一文中袁杨焕章先生进一步明确

指出袁学报编辑学者化的道路是宽广的袁学报编辑可

以成为博学通识的野杂家冶袁可以成为编辑学家袁可以

成为某一学科的宏观驾驭尧信息分析和问题研究的专

家遥[20]因此袁一些编辑工作者对杨焕章先生的质疑是不

全面的袁有断章取义之嫌袁是对杨焕章先生野学者化冶

思想的误解遥

关于编辑与学者之间的身份认同问题袁质疑者认

为袁编辑就是编辑袁学者就是学者袁两者身份不同袁承

担的职责和使命也不相同遥 编辑与学术共同体的脱离

是野学者化冶提出的现实背景袁野学者化冶的提出虽旨在

提高编辑的审稿水平袁但最终归属是实现学者对编辑

学术水平的认同袁使编辑通过野学者化冶而回归到学术

杜生权袁等院学术期刊野编辑学者化冶院争鸣尧实然与应然 61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年第 5期

共同体中袁而不是仅仅做一个野编辑匠冶遥 对编辑身份

的焦虑是编辑工作者探索职业发展方向的初衷袁传统

的野杂家冶观念不利于编辑身份的建构袁因此袁对野杂

家冶的发展取向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袁而野编辑学家冶

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遥

关于野学者化冶的可行性问题袁倡导野学者化冶的编

辑工作者提出了实现野学者化冶的思路建议袁而批判

野学者化冶的编辑工作者认为这些野思路建议冶并不具

有可行性遥 可行性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院

一是时间与精力问题袁即学术期刊编辑的首要职责是

提升编辑素养袁并成长为博学的野杂家冶袁而没有精力

致力于对某一个学科的深入研究曰 二是必要性问题袁

即学术期刊建立有专家审稿制度袁可以帮助编辑就论

文的学术性进行把关曰三是职业身份问题袁即编辑的

本职工作是做好野编辑匠冶和学术的传播者袁而学者的

本职是学术思想的生产者袁两者之间是基于生产大分

工的需要遥

从争鸣的结果来看袁对野编辑学者化冶的内涵尧对

编辑职业的发展走向仍没有达成共识遥 以杨焕章为代

表的编辑工作者认为袁应该坚持野学报编辑学者化冶的

口号[20]袁当然袁这里的学报可以扩展至学术期刊曰以蒋

永华为代表的编辑工作者认为袁野耶学报编辑学者化爷

存在着价值合理性的同时袁也存在着固有的表述缺陷

和思想局限袁甚至含有轻蔑编辑之嫌遥 它不利于引导

社会准确地尧客观地评定编辑工作的业绩遥 为了学术

事业的发展袁有必要倡导耶学者编辑化爷的理念冶[18]遥 争

鸣之后仍没有达成共识袁可见野编辑学者化冶的提法确

有必要予以修正袁或者对其内涵再予以明确遥

二尧学术期刊野编辑学者化冶的实然

野编辑学者化冶提出至今已有 30余年袁从编辑的

发展实践来看袁野成为某一个学科的专家冶鲜有成为现

实袁而只能是一种野企望冶曰现实中的编辑在职称野指挥

棒冶下袁多数发展成了野杂家冶曰部分编辑致力于成为

野编辑学家冶袁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遥 编辑走向学

者困境重重袁 除了主观方面时间与精力有限之外袁还

与制度的刚性有关遥

1980年袁国务院颁布叶编辑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

定曳袁 开始将编辑的职业走向用职称予以固化遥 1988

年袁新闻出版署盂发布叶期刊管理暂行规定曳袁指出创办

正式期刊应野有健全的编辑部尧有符合本专业要求的

专职主编及一定数量的专职编辑冶[21]遥但这一规定还不

够刚性袁教师仍可以做兼职编辑遥 2001年袁人事部尧新

闻出版总署发布叶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

行规定曳袁 其中第 3条规定院野国家对出版专业技术人

员实行职业资格制度袁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制度的统一规划遥 冶这一规定彻底终结了教师担任

兼职编辑的历史袁此后袁教师逐渐淡出期刊编辑工作袁

学者与编辑从学术共同体中彻底分化遥 与此同时袁随

着高校职称体制改革的推进袁教师与编辑的职业走向

进一步明确院教师不能评定编辑职称袁编辑也不能评

定教师职称遥

编辑干部业务职称的规定与落实袁一方面袁确立

了编辑的主体地位袁明确了编辑的职业身份曰另一方

面袁确立了编辑工作者从助理编辑到编审的职业发展

走向袁而这一发展走向更契合野杂家冶与野编辑学家冶的

发展路径遥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的规定与

落实袁一方面袁彰显了编辑工作的特殊性袁提高了从事

编辑工作的准入门槛曰另一方面袁阻断了学者与编辑

之间的身份切换袁学者从事编辑工作袁必须取得叶出版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曳遥 因此袁野学者编辑化冶虽

然比野编辑学者化冶更容易实现袁但这一提法存在着制

度的阻碍袁在当下是不切实际的遥

近年来袁野编辑学者化冶再次引起业界的关注与重

视遥 2016年袁中国编辑学会第 17届年会以野倡导工匠

精神 做学者型编辑冶为主题[22]袁将编辑的发展方向定

位为野学者型编辑冶曰同年袁第 16届中国科技期刊青年

编辑学术研讨会也围绕科技期刊编辑学者化和专业

化进行了充分研讨[23]遥 2018年袁中国编辑学会第 19届

年会以野新时代 新编辑 新作为冶为主题袁原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尧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

书林在致辞中提出袁希望编辑工作者野在新技术飞速

进步的条件下找准定位袁发挥编辑工作作为出版工作

中心环节的地位和作用袁勇于担当作为冶[24]遥新时代袁学

术期刊编辑担负着打造学术精品尧出版高质量学术成

果的职责袁而这离不开对编辑野学者化冶的要求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野学者型编辑冶的提法是对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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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化冶的一种修正袁但其实质与杨焕章先生对野学者

化冶的界定是一致的袁即野学者型编辑冶既可以是博学

通识的野杂家冶袁也可以是编辑学家袁还可以是某一学

科的宏观驾驭尧信息分析和问题研究的专家遥 笔者对

野学者型编辑冶的内涵在下文中将予以新的修正遥

三尧学术期刊野编辑学者化冶的应然

野编辑学者化冶 提出的初衷是为了提高编辑的学

术水平袁进而提高学术期刊质量遥 这一初衷或者说这

一目的袁并没有什么疑问袁是普遍认可的遥学术期刊有

别于非学术期刊袁学术编辑除了应具备扎实的编辑素

养袁还应具备所必须的学术素养袁如此才能提高审稿

能力袁才能充分履行审稿权的职责要要要这一点也是普

遍认可的遥 因此袁探究野编辑学者化冶的野应然冶袁应从这

两点被普遍认可的野初衷冶切入袁方可对野编辑学者化冶

予以重新建构遥

朱剑指出袁编辑审稿权是野编辑学者化冶理论的基

础袁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野给了耶学者化爷路径致命的

一击冶[25]遥 笔者赞同野审稿权是耶编辑学者化爷理论的基

础冶的观点袁但从专家匿名审稿制度制定的目的以及

对编辑审稿权的影响来看袁专家匿名审稿制度并未给

野耶学者化爷路径致命的一击冶遥 首先袁从专家匿名审稿

制度制定的目的来看袁旨在协助编辑对论文学术质量

作出客观尧公正的评价遥 野双向匿名审稿制度最大的优

点就是将评判稿件质量优劣的权力交由中立的第三

方渊匿名审稿专家冤行使袁文章是否刊用完全取决于其

学术水平和写作质量遥 冶[26]其次袁从专家匿名审稿制度

对编辑审稿权的影响来看袁编辑的审稿权并没有被削

弱袁因为编辑仍是稿件初审的第一责任人袁只有编辑

认为学术质量较好或编辑难以把控的论文袁才会进入

匿名评审环节袁且专家的评审只是野仁者见仁袁智者见

智冶的一家之言袁最终还是要由编辑根据专家审稿意

见作出甄别判断遥 因此袁匿名审稿制度虽已被大多数

学术期刊采用袁但编辑仍牢牢掌握着审稿权遥

编辑审稿权要求编辑具有与审稿权匹配的学术

素养袁这也是野编辑学者化冶提出的目的所在袁因此袁我

们需要对野与审稿权匹配的学术素养冶作出界定遥质疑

者认为袁野与审稿权匹配的学术素养冶不需要成为专家

学者袁而只要掌握各科基础知识袁学会收集各种最新

知识信息袁再配以专家匿名审稿制度即可遥 其实袁杨焕

章先生对野与审稿权匹配的学术素养冶已作出了深刻

论述遥 在叶再论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必要和可能要要要兼

答野学报编辑学者化冶口号的质疑者曳一文中袁杨焕章

先生将编辑发展为某一学科的专家界定为野某一学科

的宏观驾驭尧信息分析和问题研究的专家冶袁并指出院

野一个人精力有限袁 通常很难兼顾广博和精深噎噎学

报编辑可以耶舍深求广爷噎噎深是学问袁广也是学问遥

学问做得深是专家袁做得广也是专家遥冶[20]可见袁杨焕章

先生并没有要求学术期刊编辑做到像学者一样有精

深的学问袁 而只要能够对稿件的学术性进行把控即

可遥 笔者认同杨焕章先生的观点袁同时再需指出袁一些

对杨焕章先生野编辑学者化冶观点的质疑与批判袁是不

符合杨先生野学者化冶思想的本质的遥

问题已经很明确袁野编辑学者化冶并不需要编辑成

长为专家学者袁但要求编辑具备与审稿权匹配的学术

素养遥 这一素养袁不仅包含所负责学科的学术素养袁还

包含相关学科的学术素养遥 此外袁作为编辑袁应在编辑

实践中探究编辑学发展规律袁 努力成长为编辑学专

家袁这也是对学术期刊编辑的应然要求遥 综上袁野编辑

学者化冶的应然是院与审稿权匹配的学术素养+编辑学

家遥 这也是野编辑学者化冶的实质内涵遥

但鉴于野编辑学者化冶的提法确实容易让人误解袁

且 野学者化冶 有向专家学者无限靠拢的内在意涵袁因

此袁笔者建议袁将野编辑学者化冶的提法改为野学者型编

辑冶遥 野学者型编辑冶更加突出编辑的主体地位袁与野编

辑学者化冶的本意袁即野与审稿权匹配的学术素养+编

辑学家冶更加契合袁更易于广大编辑工作者的接受与

认同遥

注释院

淤 叶编创之友曳创刊于 1981年袁1985年正式更名为叶编辑之友曳遥

于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袁以野编辑学者化冶为篇名进行文献检

索袁结果显示院1992年发表相关论文 3篇袁之后逐年递增袁

1995要1998年相关论文分别为 16篇尧34篇尧17篇尧22篇曰

2003年之后每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均为各位数袁其中袁2017

年尧2018年没有查到相关论文遥

盂 新闻出版署成立于 1987年袁2001年升格为 野新闻出版总

杜生权袁等院学术期刊野编辑学者化冶院争鸣尧实然与应然 63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年第 5期

署冶曰2013年 3月袁 国务院机构改革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

播电影电视总局袁新闻出版总署撤销曰2018年 3月袁新一

轮国务院机构改革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再保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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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Editor Scholarization冶 of Academic Journals : Controversy, Reality and Due

DU Shengquan, ZHOU Hailin
(Editorial Department,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Once the "editing scholarization" was put forward, it was questioned and criticized by peers. From the focus of the debate, it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issues: one is the development of editors, the other is the issue of identity between editors and scholars, and the

third is the feasibility of "scholarization." Judging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contending, there is still no consensus on the connotation of "

editing scholarship"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editorial profession. "Editing scholars" has been proposed for more than 30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itorial development practice, "becoming an expert in a certain discipline" has rarely become a reality, but

can only be a kind of "hop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editing scholarization", the "editing scholarization" should

be: academic literacy plus editorial experts who match the review rights. In view of the contending and inherent flaws in the "editing

scholariz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editing scholarization" should be changed to "scholar-type editing", which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editing scholarization".

Key words: academic journal; editing scholarship; scholar-type editor; miscellaneous; editorial 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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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重构泉州 21世纪野海丝冶网络外宣平

台的重要性

2013年袁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和

思考袁提出建设野一带一路冶的倡议遥 泉州作为海上丝

绸之路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袁以强烈的政治敏锐性

和国际性成为了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袁 成为

了海丝战略支点城市遥 泉州作为先行区列入国家野一

带一路冶战略布局袁就要发挥泉州独特的优势进一步

融入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袁要让世界了解泉州袁让泉州

走向世界袁只有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袁才能增强我们

同海上丝绸之路各个国家的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科技等

方面的交流合作遥对外宣传是扩大对外开放影响力的

重要手段袁互联网作为传播渠道多尧容量最大袁流动性

最强袁影响力最大的信息平台袁可以依托文字尧图片尧

音视频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与推广遥 利用网络空间的

工具袁以网络信息传递的方式进行对外宣传顺应时代

发展的潮流遥 因此袁利用互联网的最新技术重构泉州

21世纪野海丝冶网络外宣平台袁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渊一冤加强交流 互学互鉴

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袁积淀了深厚

的多元文化袁在中外文化的交汇交融中孕育出了独具

特质的海丝文化袁这使得泉州成为了中华文明走向世

界的重要出发站与海丝沿线各国多元文化交汇交融

之地袁悠久的历史文化铸就了泉州的包容与开放遥 在

泉州的发展中袁泉州籍的侨商侨民分布广泛袁他们秉

承着爱拼敢赢尧开放兼容的优良传统成为了推动泉州

与海丝沿线国家开展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纽带和桥

梁遥 搭建海丝网络外宣平台袁充分发挥泉州的历史文

化优势袁以高效尧便捷的网络形式加强泉州与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民众的友好交往袁 利用历史优势尧文

化包容度与华侨华人纽带进一步深化文化尧科技尧教

育等交流学习袁更加便捷地实现人文交流袁实现民心

相通遥

重构泉州野海丝冶英文网络外宣平台的思考

萧君虹袁 卢巧妹袁 郑书耘

渊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社科公共部袁 福建 泉州 362000冤

摘 要院泉州是野一带一路冶的战略支点城市袁重构泉州 21世纪野海丝冶网络外宣平台袁能够更好地同海上丝路沿线

国家或是地区加强交流尧互通互鉴袁深化泉州经济的对外开放力度袁重塑泉州城市形象遥 目前袁泉州野海丝冶网络外宣平台

整体建设情况不够理想袁内容覆盖不够全面袁平台构建渠道不够丰富遥该平台的建设应该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袁塑造专业

过硬的翻译团队袁发挥自媒体的力量袁力求构建一个以英文外宣网站尧手机 APP尧微博尧微信公众号等一体的多元化网络

外宣平台遥 同时拓展覆盖面更广的合作渠道以及更为多元的受众群袁以期为受众呈现一个真实尧丰富而立体的泉州野海

丝冶形象袁为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发挥推介作用遥

关键词院泉州海丝曰外宣平台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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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深化泉州经济的对外开放力度

泉州拥有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袁 在改革开放后袁

创造了令人瞩目的野泉州模式冶和野晋江经验冶袁充分发

挥了民营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遥 民营企业家商迹遍布

全球袁成为了泉州海上丝路先行区的主力军遥 在推进

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冶建设中袁泉州占据了重

要的政策与战略地位袁结合自身所处的地缘尧港口优

势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与华侨华人的独特优势袁提高

互联互通的建设强度袁深化对外开放力度袁推动泉州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遥 通过重构泉州野海丝冶网络外宣平

台袁能够更好地展现泉州海丝城市的企业品牌袁加强

海丝沿线的国际间城市合作遥 将泉州民营企业更深入

集中地进行互联网宣传袁 塑造民营企业的良好形象袁

更好地让民营经济走出去遥 同时袁通过网络外宣平台

的打造袁彰显泉州的竞争实力与经济发展环境袁更好

地利用网络外宣平台来引进资本等袁实现野引进来冶与

野走出去冶 相结合的经济发展道路遥 在网络外宣平台

上袁塑造泉州的文化品牌袁带动泉州的旅游业发展袁通

过泉州城市名片的打造袁进一步释放泉州经济的活力遥

渊三冤重塑泉州城市形象

从 2016年 6月至 9月福建主流媒体发布的信息

来源调查显示袁 受众对福建形象的认知仅仅停留在

野历史古都冶野文化名城冶袁并不知道福建是野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冶这一新定位袁这就使得福建无法

彰显出其新的城市认同感遥 海丝沿线国家由于其文化

语境袁更注重通过接收多元化的视听内容袁以自身的

思辨性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与选择遥 因此袁泉州野海

丝冶网络外宣平台袁能够让受众以更多元化的传播途

径袁 以不同的视角了解泉州在新定位下的发展变化遥

泉州野海丝冶网络外宣平台的重构袁可以彰显泉州独特

的城市人文外宣袁讲述好泉州的品牌故事袁使之成为

泉州外宣的重要窗口之一遥

二尧泉州现有野海丝冶专题网络平台存在问

题的分析

渊一冤外宣平台内容较为单薄袁研究深度不够

现有的泉州野海丝冶相关网络宣传平台袁中文平台

居多袁针对性的英文外宣平台较少遥 泉州的野海丝冶专

题中文网站袁名为野海上丝绸之路冶[1]袁包含海丝要闻尧

海丝史迹尧海丝文化尧海丝论坛尧海丝规划尧海丝商贸尧

海丝沿线等七个部分遥 整体设计偏文化介绍袁经贸类

内容较为薄弱遥 网站的很多内容为直接跳转链接袁实

时更新频率不高遥

较为相关的外宣网站为 野Historic Moments and

Sites of Ancient Quanzhou(Zayton)冶[2],该网站内容较为

单薄袁主要介绍了古刺桐的知名史迹遥 虽然部分文博

馆有设立英文网页袁但信息量少遥

渊二冤平台的构建渠道不够丰富

除网站外袁官方微博平台包含野泉州海丝名城冶与

野中国网要要要海丝泉州频道冶袁微信公众号野海丝泉州冶

渊见表 1冤遥这些子平台内容形式较为单一袁并未获得更

多的关注遥 整个外宣平台的渠道尚未铺开遥 除了微博

与微信公众号袁时下新媒体形式袁如手机网页版尧手机

APP等应纳入开拓的渠道遥 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海外

新媒体袁Facebook尧Twitter尧Youtube尧 Intagram 等也可

作为宣传的辅助平台遥 当然袁平台的海外合作应优先

考虑海丝沿线国家主流媒体的网络渠道遥

表 1 泉州野海丝冶相关网络平台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Quanzhou 野Maritime Silk Road冶network platforms

1
海上丝绸之
路

网站
针对泉州野海
丝冶的综合类
网站遥

针对性强尧
权威尧版块
较为齐全遥

无英文翻
译尧更新频
率低遥

2

Historic Moments
and Sites of An鄄
cient Quanzhou
渊Zayton冤

网站
主要介绍古
刺桐历史遗
迹遥

纯英文介
绍袁 利于泉
州野海丝冶的
对外宣传遥

宣传力量
不够袁点击
率不高遥

3
泉州海丝名
城

微博
泉州城市图
片分享遥

图片清晰尧
赏心悦目遥

内容单一袁
更新少遥

4
中 国 网要要要
海丝泉州频
道

微博
刊载野中国网冶
对泉州海丝的
相关报道遥

转自野中国
网冶袁 较为
权威遥

多数内容
为转载袁自
主报道少遥

5 海丝泉州
微信
公众
号

由三个栏目组
成 院 野丝海星
空 冶 野海丝万
象 冶 野海丝资
讯冶遥与阅读者
分享多名 野艺
林名家冶野泉州
作家冶 的 野海
丝冶著作遥

突出名家
海丝著作袁
与相关海
丝公益服
务内容遥公
众号有一
定的特色遥

更新频率
不高遥

6 你好袁泉州 微博

除了 野海丝冶
主题外袁包含
时下相关热
门话题遥

个别新浪微
博话题达
1400 万访
问量袁 有一
定影响力遥

非针对性
野海丝冶主
题遥涵括其
他主题内
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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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重构泉州野海丝冶网络外宣平台必须提

升传播效果

渊一冤根据受众习惯袁降低文章的严肃感

相比国外的网络新闻报道袁我国普遍的网络媒体

野政治色彩冶相对较重阅读起来略为沉闷而严肃遥根据

海外受众的阅读习惯袁平台的对外宣传文献袁应相应

地降低严肃感袁 在不影响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前提下袁

增加文献的轻松感与幽默感遥 尤其是时政新闻袁容易

有野高大全冶的倾向袁外国读者难以信服袁中方报道方

式可选择从生活细节入手袁以小见大袁更易于为外国

读者所接受遥

渊二冤注意文化的差异性袁规避文化禁忌与种族歧视

中西方行文有很大的差异性遥 最主要的不同在

于袁中文讲究意合袁英文讲究形合遥翻译需要考虑受众

的行文习惯袁运用多种翻译手法袁让受众更好地理解

翻译文献袁避免一些中式英语的出现遥 资料的采写需

要注意各国文化的差异性遥 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尧宗

教信仰尧生活习惯尧价值观等遥 不能随意地作出评价袁

规避可能出现的文化禁忌遥避免使用容易引起种族歧

视的措辞或事例遥例如袁中国偏爱红色袁很多界面的设

计以红色系为主色系袁但在西方国家袁红色暗含不良

的内涵联想袁与血腥尧暴力相关遥 因此袁很多国外的网

页界面都规避了红色袁较多地使用蓝色尧灰色等遥

渊三冤树立泉州海丝人物典型事例

西方受众偏好传记式的人物形象抒写遥 平台文献

可深入挖掘泉州海丝人物典型袁以饱满的人物形象事

迹袁引起受众的共鸣袁激发读者的兴趣与换位思考遥例

一袁将惠安女的故事进行提炼袁从惠安女的典型服饰尧

吃苦耐劳的精神着手介绍袁讲好泉州故事遥例二袁介绍

泉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袁南音表演艺

术家的故事遥 南音是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传统古乐袁

盛行于闽南泉州与南洋群岛华侨居住地遥它是泉州与

海丝沿线国之间袁镌刻着古老印记的文化纽带遥例三袁

树立泉州海丝人物事例典型袁发挥名人效应遥杜杜窑迪

安先生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文化和宗教间对话部门

前负责人袁野丝绸之路要要要对话之路综合研究冶项目协

调员袁曾两次访问泉州遥1991年袁身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协调员袁他带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科考队员搭乘阿曼苏丹的野和平之舟冶第一

次来到泉州考察遥 2016年袁他不顾高龄袁带领来自 60

个国家的 86名青年参加古城泉州举办的青年创意与

历史遗产保护论坛遥 他与泉州野海丝冶的渊源故事袁可

以作为泉州野海丝冶的典型故事袁进行对外宣传遥 同时

可以邀请国外名人袁 前往泉州体验泉州的海丝风情袁

了解闽南文化与经济商贸遥 以外国达人的泉州海丝体

验为事例典型袁放大达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力遥中国故事

的国际表达袁更有助于中国文化的输出遥

渊四冤以多感官互动体验袁弥补受众地域的限制

平台的整体设计袁应追求多感官的刺激袁以图文尧

影视材料为主袁结合当前的信息技术袁增加互动体验

模块遥 大多数的海外受众袁无法亲临泉州了解泉州的

海丝文化尧商贸活动等遥 互动体验式的版块设计袁能够

以多维度的视角传递泉州海丝故事尧将我们想要表达

的主张融入外国受众的潜意识中遥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起点袁泉州海上交通史博物馆尧泉州古船馆是泉

州海丝的缩影遥 以泉州海上交通史博物馆为切入点袁

网页可以设计 3D文博观摩系统袁用户通过滑动鼠标袁

360度无死角观摩感兴趣的文物袁 除了英文附图文字

介绍外袁外国受众还可以点击声讯系统袁标准的英文

解析声情并茂地对文物进行解读遥 网络互动体验区项

目亦可从泉州 16个海丝古迹中选取袁 精品推广袁例

如院府文庙尧老君岩雕像尧伊斯兰教圣墓尧草庵摩尼光

佛造像尧开元寺等遥

多形式的互动体验项目袁 能弥补地域的限制袁并

有效提升平台的活跃度遥 例如袁有声电子书赏析尧网站

投票尧视频制作小比赛尧网络版知识竞答尧视频播放增

设弹幕功能尧开放性主题论坛等等遥 强化网站与外国

受众的互动体验袁便于采集相关的数据袁了解受众的

喜好袁提高对泉州海丝的认知度等袁对以后的平台调

整提供有效的数据遥

四尧重构泉州野海丝冶网络外宣平台的策略

分析

渊一冤讲究平台的整体性尧统一性与多元化

有针对性地自主建立多元化的外宣网络系统遥 英

萧君虹袁等院重构泉州野海丝冶英文网络外宣平台的思考 67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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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网站渊电脑版尧手机版冤为核心遥 英文手机 APP尧英文

官方微博尧英文微信公众号为配套媒体袁以重构多元

化的外宣平台遥 要最大程度发挥泉州野海丝冶网络外宣

平台的媒体宣传作用袁需要把握平台的统一性与整体

性袁树立品牌价值遥多方平台的命名需保持一致遥由专

业的运营团队统一设计袁保持界面的统一色调尧栏目

设置尧宣发内容的统一性袁由多方渠道铺开袁树立品牌

价值遥 如果微博尧公众号等平台无法承载较多的栏目

与内容袁可以适当挑选核心栏目进行创设袁但是创设

的核心栏目要与主网站保持一致遥

平台的定位设为综合类袁 栏目的设置要相对齐

全袁以迎合更多的受众群体遥 争取从政治上尧经济上尧

文化上全方位覆盖遥 根据发放的国内外泉州野海丝冶相

关人士问卷调查的统计袁读者认为有必要开设的泉州

野海丝冶专栏如下渊见表 2冤遥

表 2 建议开设的泉州野海丝冶专栏

Tab.2 Recommended columns of Quanzhou 野Maritime Silk Road冶

渊二冤发挥自媒体的外宣力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袁自媒体对传统媒体产生

了巨大的冲击遥 每个人不仅是信息的受众者袁同时也

变成了信息的传播者袁新闻事件的传播呈裂变式井喷

式袁互动性更强袁对外宣传变得平民化尧普泛化尧自主

化遥 做好泉州野海丝冶的外宣工作袁自媒体的外宣力量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遥 国内外的南音艺术家尧旅行者尧泉

州的海外华侨尧海外的社团人士袁泉州留学生联谊会

成员尧留泉外国人尧海外外国友人等等袁他们本身就是

海丝的元素袁也是外宣自媒体的来源遥 他们可以通过

各种自媒体平台尧微信公众号尧微信朋友圈尧微博尧论

坛尧博客尧视频类平台如斗鱼尧抖音尧快手尧西瓜视频等

为泉州野海丝冶发声[3]遥最重要的是从中挖掘舆论领袖袁

畅通渠道袁强化舆论领袖的舆论导向遥 舆论领袖主要

指传播活动中表现活跃的一小部分人袁他们对特定的

新闻较为了解袁并具一定的影响力袁能够对外提供此

方面的相关信息袁且做出相应的解释袁例如院政商精

英尧微博大 V尧 直播网红等遥[4]那些有影响力的人袁通过

舆论领袖的引领袁带动粉丝群讲好泉州野海丝冶故事袁

使其产生共情心理遥

渊三冤拓展覆盖面更广的合作渠道以及更为多元

的受众群

泉州野海丝冶网络外宣平台的合作渠道可以从多

方面铺开袁增加受众群遥

首先袁现有的泉州海丝专题中文网络平台是主要

的合作推介方袁合作成功率高袁可操作性强袁包含野海

上丝绸之路冶 中文网站袁野泉州海丝名城冶 与 野中国

网要要要海丝泉州频道冶官方微博袁野海丝泉州冶公众号

等遥 其次袁考虑与国内主流英文野海丝冶专题网进行合

作袁例如国家信息中心主办的英文网站野Belt and Road

Portal冶袁新华社主办的野Xinhua Silkroad冶等遥 其三袁考

虑其他权威中外官方网络平台袁尤其是国外官方网络

平台遥 对于国外的官方网络平台袁主要参考的目标是

海丝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主流网络媒体袁 例如印度尧沙

特尧意大利等国的主流媒体遥 中方的官方媒体袁例如

野泉州市人民政府冶 官网尧野泉州网冶尧野福建省人民政

府冶官网尧野东南网冶尧野中国一带一路冶渊中文官网冤等袁

也可纳入渠道合作的范围遥 同时有关部门应强化外国

搜索引擎优化尧 知名博客推广尧 电子邮件群邮宣传尧

1 海丝史迹

Historic
Monu鄄
ments
and Sites

以图文尧英文音频袁视频
等形式袁 全方位展示泉
州 16处海丝史迹遥

92.5%

2 海丝要闻 News
本地野海丝冶要闻尧国家
要闻和国际资讯遥

87%

3
站内搜索
引擎

Search
便于外国读者第一时间
找到需要的内容遥

85%

4 海丝文化 Culture

介绍泉州海丝文化遗存,
介绍泉州与海丝沿线国
家的文化交流合作袁如
海丝国际研讨会遥

75.5%

5 海丝经贸 Trade
泉商文化下的泉州商业
贸易发展袁 如石材尧陶
瓷尧鞋服等遥

66%

6 友情链接 links

推荐其他海丝官方网页
及泉州特色文化网页袁
如国家信息中心尧 新华
社主办的海丝英文网
页尧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
物馆等遥

60%

7 互动专区 Forum
互动平台袁如论坛尧网络
投票尧文物 3D观摩等遥

60%

8 政策环境 Policies
泉州野海丝冶规划尧招商
引资尧跨境贸易尧出口信
保等方面的相关政策遥

52%

9 共话海丝 Voices
外媒评论版块院主要发布
国外媒体对泉州海丝文
化与商贸的客观评论遥

46%

10 港航物流
Port lo鄄
gistics

泉州古港码头的复兴与
现代化港航物流信息遥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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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尧QQ或 MSN群通讯宣传尧论坛社区发帖尧网络

广告投放等渠道宣传遥 最后袁发挥地区优势袁与电商

网尧国际贸易网站合作遥 在国家建设野一带一路冶的战

略大背景下袁泉州国际经济贸易来往频繁袁电商网或

国际贸易网站存在许多活跃的外国用户遥 以网站为依

托袁能够快速向外国用户推广野泉州海丝文化冶袁主要

的电商类尧贸易类网站袁如院中兴海丝跨境电商服务平

台袁阿里巴巴国际与贸易平台等遥

渊四冤坚持政府主导与监督作用袁注重网络文化安全

泉州野海丝冶专题英文网站的设立袁是泉州对外的

窗口袁也是中国对外的窗口袁必须坚持政府的主导与

监督作用袁采用政府主导尧多方参与的形式遥 外宣网络

的讯息资讯袁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袁树立

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5]遥尤其注重论坛版块尧评

论版块尧互动交流版块袁做到实时监督网络平台言论袁

把控网络安全袁加强所有信息的审核力度遥 防止国外

不良思潮的渗入袁以及防止企图破坏野一带一路冶建设

的海外言论的渗透遥 健全网络监督体系袁设立专门的

英文审核人员袁把握外宣内容的政治准确性尧与政治

高度和正确的新闻导向性遥

渊五冤塑造一支专业过硬的外宣翻译团队

为保证网络平台的实时更新袁专业翻译团队的设

立必不可少遥翻译团队必须对泉州海丝文化有较深的

认识袁具备较强的中英口笔译能力遥 泉州野海丝冶外宣

水平决定了泉州与世界的距离遥 因此袁译者应通过实

地考证与文献比较等多种手段袁 对泉州 16个海丝古

迹的专有名词做出统一准确的翻译表达袁同时减少对

新出台的政策尧法规的误译与漏译遥 对于海丝文化类

的翻译袁例如对于泉州戏曲文化代表袁且收录至非遗

名录的南音进行翻译袁译者需从受众意识上实现野文

化维度冶和野交际维度冶的翻译转换[6]遥南音曲词自唐朝

以来袁传颂至今袁唱奏者常二度创作袁随意性强袁形散遥

词曲多数采用民间故事节选的内容进行传唱袁引经据

典袁叙事情节若无背景知识的支撑袁容易断章取义遥 译

者可适时采用增译法填补文化空白袁 避免交流障碍遥

从交际维度看受众接受的译文流畅度分析袁南音充含

着大量古汉语袁成文形式以意合为主袁然而英语讲究

形合袁译者翻译时要着重考量词曲故事的逻辑线和人

称转换袁考量英文衔接句的增补袁以达英语形合之效遥

泉州海丝资料的外宣应把握译文的准确性尧 可读性尧

艺术性与欣赏性遥

五尧结语

泉州野海丝冶网络外宣平台的重构重要且必要袁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袁一个全新的泉州野海丝冶门户窗口将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袁为大家展现一个丰富而立体的泉

州野海丝冶形象袁能够真实尧准确尧及时地向受众展现泉

州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科学尧教育等情况袁发挥推介作

用袁 以推进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政策沟

通尧道路连通尧贸易畅通尧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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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Network Publicity Platform of

Quanzhou as the Pilot City of 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XIAO Junhong, LU Qiaomei, ZHENG Shuyun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Quanzhou Medical College,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a themed platform for the international target audience is proposed to increase the publicity of

Quanzhou and enhance the role of Quanzhou as the pilot city of 21st century 野Maritime Silk Road.冶 The platform is expected to foster the

role of Quanzhou in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 and the people -to-people communication between Quanzhou and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historic maritime silk routes. It will also enhance the opening up of Quanzhou and promote the city image. Now the

platform is under construction with limited promotional channels and insufficient content. All the factors sh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is platform,including the leading role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teamwork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and so on. A diversified network associated with the platform shall consist of English websites, microblogs, wechat, and other social

media Apps. By working with different media channels to reach the target audience of diverse demographic background, it is hoped that

we could present an authentic and vivid image of Quanzhou as the pilot c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Key words: Quanzhou 野Maritime Silk Road冶;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platform;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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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杉浦康平野噪音艺术冶的形成

野噪音是一种自然现象袁 在辞典学意义上是指杂

乱无序的声音袁与音乐学中的乐音是反义词袁在美学

意义上与有序尧比例等审美范畴是对立的概念遥 冶[1]日

本设计师杉浦康平在应用噪音艺术方面袁是最为典型

的个案之一遥杉浦康平是一个深受西方秩序美学影响

的日本设计大师袁他的作品在演绎格式塔的理性与东

方禅意美学上袁有着细腻而神秘的视觉特征遥 厚植于

民族文化袁以变幻的野噪音语法冶建立起混沌的视觉效

果袁在崇尚张扬与创新的西方艺术形式面前袁有着独

树一帜的风格袁成为当代东方设计的典型代表遥 很多

设计师在视觉创作中的表现是粗浅的形式探索袁而杉

浦康平的视觉艺术有着深邃的思考和惊艳的审美遥 他

的作品既有对艺术追求的不屈服袁又能主动切合消费

现实的需要袁将艺术审美与实际呈现统一起来袁规避

了制作成本在实施阶段对表现形式的冲击与破坏袁这

种平衡周全了设计美学与消费市场的最大公约数遥

充满噪音杂质的浩瀚宇宙袁似乎处处启发着杉浦

康平的创作袁生命赋予人的视觉尧听觉尧嗅觉尧味觉尧触

觉尧知觉袁他以其独特的方式恰当地演绎在设计创作

中袁其作品呈现出的厚重感尧高贵感尧安全感尧舒适感尧

愉悦感昭示了设计创作多样化的可能性遥 这个建筑设

计专业出身袁年轻时开始弱视袁两眼视力 0.1以下袁体

型精瘦的视觉艺术大师袁用他的作品不仅征服了本族

民众袁还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赞誉袁特别是在东方文化

圈有着特殊地位遥 他的作品描绘了野噪音艺术冶在文化

与技术层面的双重魅力袁 对离散信息制造的混沌美

学袁充满了对技术的叛逆曰深入设计对象的内部规律袁

潜藏着对本质的探究曰 格式塔理论的网格系统应用袁

呈现了对数学理性的崇敬遥 野噪音艺术冶指引着杉浦康

平在设计创新的探索上袁一直标新立异袁成为野打破一

切才能创造一切冶的发声者和实践家袁在现当代视觉

艺术设计领域树立了高大的形象遥 有他的存在袁世界

平面设计史就不能绕开日本袁也不能轻视日本遥

野噪音艺术冶的确立可追溯到 1913年未来主义艺

术家鲁索斯 渊Luigi Russolo) 的 野噪音艺术宣言冶渊The

Art of Noise冤遥 其重要特征是将清晰的艺术形式进行

分割尧失真尧放大尧拼帖袁重构成看似随机的混乱袁以骚

动尧驳杂尧无序的形式呈现出来袁达到变化多端的新构

成遥 杉浦康平显然深谙此理袁他捕捉生活中的各种声

杉浦康平的混沌与秩序美学

谢石城

渊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3冤

摘 要院杉浦康平作为日本设计大师之一袁其作品鲜明的特征在世界平面设计领域影响深远遥 其对野噪音艺术冶的

探索袁并由此产生的混沌与秩序具有深刻的美学价值袁通过设计各元素的交融袁呈现出野复眼冶看世界的能力袁成为亚洲文

化圈视觉艺术作品的典型代表遥

关键词院杉浦康平曰噪音艺术曰混沌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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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院谢石城渊1982-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视

觉艺术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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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袁将听觉语言转换成视觉语言的实施方法在其创作

中比比皆是遥 这种跨界融合袁既能深度表现设计对象袁

又给设计师提供了广阔的创意来源遥

杉浦康平提倡用多感官尧多视觉的形式来观察事

物袁由此创作出神秘独特的造型艺术袁在主视觉元素

的创作中袁充分体现了驳杂尧混沌尧错位尧重叠等神秘

的视觉效果遥 从 LP JACKET 黑胶唱片外封套渊1956冤尧

世界设计大会海报渊1960冤尧弦乐的日冕域渊1962冤尧SD

杂志渊1966冤等一系列作品中袁都在演绎抽象几何图

形尧散点文字尧元素去中心化的自我增殖与繁衍遥 对几

何图形尧文字尧图像的艺术化处理袁使之兼具思想性与

装饰性袁 逐步形成了他对噪音艺术的理解与探索遥

2006年出版的叶疾风迅雷曳袁收录了杉浦康平半个世纪

以来设计的 40多种杂志 2000余册作品袁他在设计中

融入了各个学科的特点袁成为立足设计对象而匹配设

计形式的典型样本遥 本着对音乐的热爱袁1960年他主

动承担日本音乐评论杂志叶音乐艺术曳的封面设计袁从

此将音乐的节奏尧强弱尧音色尧进行了一系列的视觉探

索遥 1960年 10到 12月月刊是运用野音阶冶数列模式袁

将音阶转换成数学模型袁用不同的矩形分别代表均分

的 12个半音袁对应到音乐的强度尧节奏尧持续等维度

去观照遥 杉浦以噪音图形的生成方式袁让矩形所代表

的数字 1-12分别有其对应的视觉形态渊图 1冤袁通过改

变数字的系列组合袁制作出不同的造型遥 此后袁杉浦康

平延续这种理念袁 创作了 1961年等差数列模型 渊图

2冤尧1962年点群结合数列模型渊图 3冤袁让叶音乐艺术曳

杂志封面既有现代设计的时尚与前卫袁又贴切地反映

出音乐艺术的核心元素遥

图 1 叶音乐艺术曳1960年 11月刊

Fig.1 野Art of Music冶 in November 1960

图 2 叶音乐艺术曳1961年 5月刊

Fig.2 野Art of Music冶 in May 1961

图 3 叶音乐艺术曳1962年 7月刊

Fig.3 野Art of Music冶 in July 1962

几何图形是数学理性思维形态袁是数学理性美与

秩序感的典型代表袁而噪音却是不和谐的杂质尧微尘

等无机特质的混沌状态遥 理性的秩序与无序的混沌袁

在杉浦康平的作品中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袁这种冲突长

期存在于他的作品中遥1964年到 1967期间袁杉浦康平

先后两次前往德国乌尔姆造型大学任教袁这期间他对

欧洲文化体系的认识更为深入袁东西方文化尧哲学尧科

学以及设计等观念在他身上的碰撞与激荡显得尤其

突出袁理念的杂糅让他对自然尧社会等深层秩序的思

考变得更为深刻袁对野噪音艺术冶的实践也从 60年代

的直译式生成手法转变为野意指作用冶下宇宙中的野噪

音现象冶袁 是对错综万物间深层秩序的思考与表达遥

1960年末开始袁杉浦康平通过星辰尧自然尧文字尧音乐尧

美术尧 宗教等各类元素结合着时间与空间维度的创

作袁交融出大量更为驳杂与混沌的野噪音艺术冶视觉作

品袁全面阐释了他对野造型冶即物及其聚集要要要野万物

相互对应冶的定义遥

72窑 窑



二尧混沌与抽象的运动性特征

混沌理论将一切事物放置在整体尧连续的状态下

进行观照袁碎片化的元素不仅有其具体的所指袁还能

在野群落冶中产生牵引和催化效应袁仿佛是星际中的噪

音在相互撕扯遥 它所传递出的视觉心理是运动的尧舒

展的尧繁殖的袁为有限的二维平面创造了空间延展的

可能性袁制造出或膨胀尧或内聚尧或生长尧或变幻的指

引遥 为达到这种混沌产生的运动性袁杉浦康平不仅在

视觉元素与编排艺术上下功夫袁还充分调动设计创作

中材质与工艺的综合作用袁以实现他对混沌艺术作品

的追求遥 杉浦康平创作的叶全宇宙志曳采用了宇宙学最

新的知识和图像资料袁充分发挥工艺尧材质尧设计三方

面的可能性袁将书籍的面貌尽可能表现出浩瀚宇宙的

无垠遥 在无光黑底的封面材质上袁印压着金银的星际

符号袁宛如缥缈混沌的宇宙空间渊图 4冤曰从不同方向拉

开书口袁分别呈现出仙女座星云图和星座表渊图 5冤曰内

页设计同样展现出磅礴的宇宙万象袁从版式构成与素

材处理上袁无不令人惊叹创作者对设计倾注的满腔热

情和孜孜心力渊图 6冤遥 这种不拘泥静态尧单一的创作袁

使作品变得有时间性尧方向性和空间感袁既有整体的

瞬间定格又有整体的运动状态袁体现了杉浦康平在视

觉艺术创作探索中跳出现有静态思维下的努力袁野将

文本尧图像尧书籍装帧尧设计手法总动员袁欲将各种天

体尧光芒和宇宙空间全部封存在一本书当中进行的尝

试冶[2]遥 只体现单一数据关系的作品袁显然不足以打动

他袁例如叶相田武文积木之家曳渊1984年冤尧叶陀螺女要要要

花魁女的祖母和母亲的半辈子曳渊1985年冤尧叶符号森林

传说之歌曳渊1986年冤 等作品均采用相关创作手法袁大

量相似的例证充分说明他在追求整体尧连续的思维进

行创作遥 这些都是噪音艺术给他的巨大启发遥

图 4 叶全宇宙志曳封面

Fig.4 野Cosmology冶 cover

图 5 叶全宇宙志曳书口

Fig.5 野Cosmology冶 Turn over

图 6 叶全宇宙志曳内页

Fig.6 野Cosmology冶 Inside Page

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野言谈冶袁以潜在对象通过对

话来完成袁是各种有差异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形成充满

张力的复合体遥 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倾听时代对话

的才能独特而伟大袁他禀赋了关注和捕捉野噪音冶的敏

锐能力袁 创造了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要要要野复调小

说冶遥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关注时代主流的声音袁同时

也关注细小尧微弱的声音袁社会公认的尧主导的声音不

足以展现世界的整体面貌袁散落在边沿的尧底层的声

音也同样值得关注袁 它们也将表达出有价值的东西遥

这种多声部对话的环境袁让聚集在一起的野物冶相互激

荡袁呈现更为真实与多彩的世界遥 这种捕捉细小与微

弱声音的形式袁 让声音彼此之间形成激荡的表达袁与

杉浦康平对造型的理解 野万物相互对应冶 不谋而合遥

野对图像中元素的单独认识袁并使其分离袁然后进行有

机重组袁所谓有机重组就是分析图像间的关系袁对不

同的图像进行新的组合遥 冶[3] 他在混沌与抽象的表达

上袁突出的正是物与物之间的对话袁关注着主体物与

装饰物之间产生的各种和谐袁让设计各元素之间产生

对话关系遥 混沌的宇宙不仅是杉浦康平汲取设计素材

的大仓库袁同时也是他对万物关联的深刻思索遥 初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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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袁 就像高度近视的他摘掉眼镜后看到的世

界袁也像各种噪音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袁充满迷离尧含

混尧吵杂遥正是这种看似无序的混沌袁让元素和元素之

间不再孤立袁野物的聚集冶也不再盲目无意义遥 最初的

野噪音艺术冶有挑战现状的叛逆色彩袁但它更大价值是

对现状的一种创新袁让艺术呈现更多的可能要要要有意

义尧有价值的存在遥 在野噪音艺术冶的影响下袁具象的宇

宙万物可以表现为抽象的混沌袁设计素材的来源变得

无限丰富起来遥

混沌与混乱的不同在于人为干预袁混沌更像是刻

意制造的某种看似无序的秩序遥 聚集在一起的野物冶袁

在杉浦康平看来是一种对话关系袁平衡这种关系并产

生噪音艺术的审美价值袁涉及艺术尧自然尧历史尧宗教尧

哲学等相关学科的交融遥正如我国著名书籍装帧设计

大师吕敬人先生所说院野学习杉浦康平先生的设计理

念袁并不只学得一种设计手法袁而是关注事物动态变

化袁求取观察自然尧人类尧社会的方法袁汲取多主语的

宇宙世界之经验袁释放自身智慧的思维方法和圆满自

我的途径遥 冶混沌是人类生活关系中动态变化产生的

表象袁其内部是运动的尧关联的尧相互的遥 混沌在杉浦

康平的设计创作中袁不仅是创作方式作用于单一作品

上的外化袁 更是深入其整个艺术创作生涯的重要思

想遥 野噪音艺术冶对杉浦康平的深刻影响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袁随着他个人思考的深入袁他在不同时期的作品

对野噪音艺术冶表现出来的混沌形态各有不同袁这既是

源于他本人对世界及其各种关系演化的认知袁也是对

混沌是运动性的有力证明遥

三尧秩序与理性的稳定性特征

聚集在平面空间上的设计元素袁其主次尧大小尧位

置的编排是在阅读逻辑与视觉审美双重约束下进行

的遥 设计各元素并置在二维平面袁首先要清晰准确地

实现信息传播袁继而在此基础上考虑视觉审美遥 杉浦

康平的作品袁 在编排设计上体现出惊人的理性思维袁

他通过精细的布局袁 让设计各元素形成高度的秩序

感袁使阅读与审美得到恰当的和解遥 野在大量的设计实

践中当他把耶噪声爷元素长期以走向秩序的形式整合

后袁经过整合的空间给人以震颤的视觉感受遥 冶[4]混沌

与抽象表现出的是运动性袁而秩序与理性则发挥着稳

定性功能遥 视觉艺术是研究元素与元素聚集在一起的

平衡艺术袁为了达到视觉平衡袁动静尧疏密尧大小尧冷暖

之间袁有着微妙的关系袁特别是混沌与抽象风格的作

品袁 更需要一种平衡的力来实现作品的视觉稳定性遥

为实现这一繁巨的工作袁杉浦康平娴熟地运用网格系

统渊grid systems冤通过信息元素有序的归类尧对齐尧对

比与构成袁使物与物在版面上的平衡与冲突有其内在

的骨架袁并以形式美法则规范它们彼此间的关系遥 杉

浦康平擅长兼顾版面空间的配置袁注重元素间的呼应

和对比袁巧妙地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特别强调的完形心

理袁为现代平面设计走出一条具有东方美学烙印的艺

术风格遥 格式塔心理学所推崇的完形主要涵盖了图形

分化尧接近尧相似尧闭合和连续等五种法则袁这些法则

即是生成秩序的内在规律袁 也是制造审美的重要方

式遥 在杉浦康平专注的书刊设计领域袁网格系统设计

原理渊图 7冤不仅为编排工作提供了理性的骨骼框架袁

同时也为书刊设计的秩序感尧 系统性提供了内在保

障遥 是网格系统的形式法则将版面的纵横比例与相互

关系进行了规范袁 为设计元素的错落建立精准定位袁

使多形态信息变得可阅读尧可欣赏袁避免了版面结构

的松散与混乱袁 实现信息形态整体与局部的系统关

联遥 信息元素之间的关系有些能够通过自然观察法直

接感知袁有些则需要依赖主体内省袁无论是直接感知

还是主体内省袁都是从整体把握上出发的遥

图 7 网格系统设计原理

Fig.7 Principles of grid system design

日本二战后的平面设计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袁受

包豪斯现代设计理念的影响袁在追求理性逻辑与功能

至上的思维下袁现代构成理念受到广泛推崇袁活跃在

那一时期的龟仓雄策尧田中一光等人是网格系统的忠

实拥护者遥 随着视觉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袁民族文化与

之的冲突使日本设计师越来越意识到本土文化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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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重要性遥 野进入 20世纪 60年代后期袁人们开始反

思现代主义设计手法中存在的弊端袁并未将现代主义

式的网格奉为圭臬袁而是尝试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突

破袁主动根据自身需求对网格系统进行改良袁甚至反

对网格袁并融入日本传统要素遥 冶[5]于是涌现出一大批

充满本土理性的现代视觉艺术作品袁杉浦康平的秩序

就是建立在网格系统融合日本传统文字排版上的重

要代表遥 版式设计通过网格系统形成了信息元素的秩

序袁纵横交错的网格以坐标的形式定位出信息元素分

布在版面上的具体位置遥 网格作为版式结构的基底袁

使分栏尧行距尧页边距等要素有了精准的落位参照袁是

现代构成的典型表达遥 版面编排的难点在于平衡阅读

流程与视觉审美袁繁杂的信息有形式与功能的不同诉

求袁需综合形式美法则与视觉心理等诸多因素袁网格

系统从技术层面对版式提出的规范要求袁其内在逻辑

是秩序的组织袁 通过它能够形成强弱秩序的视觉外

化遥 杉浦康平的秩序感不仅深得西方构成理念的精

髓袁同时带着本民族文化的视觉审美袁实现了东西方

设计理念与审美文化的调和遥 禅学的空灵尧东方的留

白尧理性的秩序尧浮世绘的邪媚驳杂在他的视觉艺术

中袁既呼应了杉浦康平对野噪音艺术冶在版式编排中的

运用袁同时也反映出他对东方美学的推崇与思考遥

杉浦康平的理性自带民族文化的烙印袁有别于欧

洲机械式的整齐划一袁创造了扑朔迷离又确实存在的

对齐效果袁含蓄而出很多妙趣横生的网格秩序遥 野有序

的对齐是基于物理对齐与视觉对齐基础上的常规形

态袁而无序的对齐是在版面的处理中袁可以通过杂乱

的排列达到某种刻意凌乱的需求袁这种无序是更为抽

象的对齐方式袁以无序达成有序遥 冶[6]这种秩序与理性

对视觉元素的编排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袁并由此制

造了合乎视觉心理的阅读审美遥 同时袁杉浦康平的理

性与欧洲的机械理性相比显得更为生动灵活袁他深入

贴近亚洲文化的精神审美袁如对叶全宇宙志曳的设计袁

通过灵活变化的网格系统渊图 8冤袁将庞大的图文信息

合理编排在书籍页面渊图 9冤袁网格系统表现出来的理

性秩序袁为书籍信息的可识别尧可阅读尧可欣赏起到关

键作用遥 面对叶全宇宙志曳繁杂浩大的图文信息袁杉浦

康平充分考虑阅读流程的规律与视觉审美的要求袁同

时最大可能地融合印刷技术的制作水平遥 日本评论家

荒俣宏评价叶全宇宙志曳时说院野不仅内容袁连书的整体

形态都变了袁从这个意义上讲袁这是一本代表了 20世

纪的最为奇妙的书籍遥 杉浦康平设计的奇书可谓多

矣袁 但这本绝对是件无可挑剔的最高水平的设计杰

作遥 冶

图 8 叶全宇宙志曳栏目网格

Fig.8 野Cosmology冶 Column grid

图 9 叶全宇宙志曳内页

Fig.9 野Cosmology冶 Inside Page

大量文字与图表要素构成的 叶百科年鉴曳渊图 10冤

是展现杉浦康平澎湃创造力的舞台袁他将错综复杂的

信息以深层化尧立体化尧可视化的方式清晰缜密地展

示在受众面前袁仿佛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遥 这是杉浦

康平从德国乌尔姆学院执教回国后袁运用理性与秩序

理念的生动实践遥 叶洛克希德事件 1976曳叶毛泽东的足

迹曳叶变形地图曳系列等袁为日本的视觉信息传达设计

树立了一座丰碑袁其意义至今还未被充分认识遥

图 10 叶百科年鉴曳

Fig.10 野Encyclopedia Yearbook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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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s and Order Aesthetics of Kohei Sugiura

XIE Shicheng

(School of Tourism & Cultural Creativity, Fujian Polytechnic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Fuzhou, Fujian 350003)

Abstract: Kohei Sugiura, as one of the greatest Japanese designers, has been exploring 野the Art of Noise冶, in which chaos and order

are of great aesthetic values. Such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various designing elements, providing another perspective to observe the

world, has typically become models of visual art in Asia, even exerting profound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world graphic design.

Key words: Kohei Sugiura; the art of noise; chaos; order

四尧结语

杉浦康平运用野噪音艺术冶创作了大量混沌与理

性兼具的视觉作品袁在平面设计领域具有独特的探索

性和识别性遥 平衡视觉艺术中混沌的运动性和秩序的

稳定性袁是考验设计师综合调度造型尧编排尧色彩能力

的重要指标遥 混沌与抽象表现出来的运动性袁为设计

创作提供了特别的艺术审美形式袁其自我繁殖与生长

的特性袁是视觉艺术创新创意的重要方法遥 秩序与理

性是基于形式美法则所概括的一般要义袁用于规范作

品创作中的视觉流程与阅读心理袁具有相对稳定的特

征遥 杉浦康平在演绎混沌与秩序的实践中袁以野噪音艺

术冶的形式为设计创作探索出形式与内涵的多样性和

可能性遥 视觉艺术门类在其一次次的内生演进过程

中袁 在形式与内涵尧 风格与流派上不断地推陈布新遥

野噪音艺术冶秉持视觉艺术的内部法则袁通过反抗现有

清晰的表现形式袁用切割尧融合尧拼贴尧碰撞等方式袁将

明确的造型演化出新的视觉形象袁从而形成独特的艺

术风格遥 杉浦康平在探索与实践野噪音艺术冶中表现出

的混沌与秩序袁 无疑是世界平面设计史上最执着尧最

彻底的袁其艺术成就得到设计界普遍认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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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尧 社会活动

家尧爱国民主人士袁被誉为野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冶袁其文

化思想在海内外引发了深远的影响遥 目前袁对于梁漱

溟文化学术思想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思想尧教

育思想尧文化思想和新儒学思想等方面袁并取得了可

喜的成果[1]遥 梁漱溟对传统养生文化有着深刻而独到

的见解袁而相关学者对他这方面的学术思想却缺乏深

入的研究遥

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历史悠久袁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受到巫术和神怪思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袁掺杂了非理

性与不科学因素的影响与渗透袁包含了一些不科学乃

至是伪科学的成分袁不利于继承与发展[2]遥 近现代以

来袁由于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袁中国传统体育养

生出现了一种单纯地应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袁来诠释

改造传统体育养生的倾向性袁这将使民族传统体育养

生失去自己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特点[3]遥

针对这些传统体育养生发展存在的问题袁笔者对

养生的意涵进行阐释袁梳理梁漱溟先生的养生实践历

程及其养生之道袁 对其传统体育养生思想追根溯源袁

探究其精神实质内涵袁汲取其传统体育养生思想的精

髓袁为传统体育养生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遥

一尧养生之意涵

中国传统养生有着丰富的内涵袁它不仅仅指身体

的养护和保养袁更是颐养身心的一门学问遥

养生意涵院野养冶不仅指自然生长袁还包含着人为

地调理育化尧使其归于正途之意袁调理育化不是刚性

强力而为袁 而是顺其自然如风雨润物般得以生长曰

野生冶不仅指自然生命袁更指天地之大德曰生尧宇宙生

生不息之意袁因此人亦应随顺天地运化袁充满四时之

生意遥 故养生之野养冶着重于涵养此生机与生意曰养生

之野生冶不是一般的延年益寿袁而是内蕴无穷生命力的

生命遥 养生应使生命随顺大化袁如野鸢飞鱼跃尧活泼地冶

生趣盎然[4]遥

二尧 知行合一尧穷理履践

渊一冤养生实践

梁漱溟的一生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哲人知行合

一尧穷理履践的精神袁他是中国的当代大儒袁是中国传

统文化野活地精神冶的代表之一[5]遥 梁漱溟先生的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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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来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袁并将传统

养生思想用来指导自身的养生实践袁他认为野学问必

须自己求得来者袁方才切实有用遥 反之袁未曾自求者就

不切实袁就不会受用遥 冶[6]因此袁要深入了解梁漱溟的传

统体育养生思想袁就必须了解他的思想源头与养生实

践历程遥

梁漱溟自幼体弱多病气力微弱袁爱用思想不喜运

动袁家中长辈生怕此儿不会长命袁少年时被同学称为

野小老哥冶遥 不料及至年长袁却很少生病袁三十以后愈见

坚实袁普通人常见的疾病在他身上则一切没有袁十几

二十年不见的朋友见到他时袁每每说他现在同从前还

是一个样子不曾改变袁多称赞他有修养遥 梁漱溟先生

九十高龄之后袁生活仍能自理袁坚持锻炼袁还能登上讲

台并著述不辍袁1986年还被评为健康老人袁 这不能不

归功他养生有道遥

渊二冤养生之道

梁漱溟的养生之道主要归结为院 饮食起居节制有

规律袁坚持素食饮食尧量少袁身体勤于锻炼袁不偏于用

脑遥 除此之外袁更为重要的是思想通畅袁用精神来带动

身体袁对人生要有较高较深的认识袁每日应有静息或静

思之时袁心境超脱旷远袁心得其养则身体自然会好[6]遥

在精神上袁梁漱溟有着极高的修持涵养袁他精通

儒学尧佛学袁兼容并蓄儒家尧佛家养生之道遥 他的座右

铭是院野无我为大袁有本不穷曰情贵淡袁气贵和遥 唯淡唯

和袁乃得其养曰苟得其养曰无物不长遥 冶[7]文革期间袁梁漱

溟受到冲击袁家被砸袁书画被焚烧袁夫人被打伤袁面对

这一切他也只是在事发后的前几天稍感不自然袁却基

本不改常度袁几天之后便完全平平常常袁还在没有参

考书的情况下写出叶儒佛异同论曳遥 野批林批孔冶政治运

动时袁梁漱溟坚持批林不批孔袁并做了五小时的长篇

发言袁在几百人批判他的会议上袁他只是默坐静听一

言不发袁批判会休息期间袁他在政协礼堂前厅旁若无

人地练起拳来遥 批判会期间袁召集人问他有何感想袁他

回答道院野三军可夺帅也袁匹夫不可夺志也遥 冶此等精神

境界袁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遥

三尧以自然为宗尧生命观念的思想源头

梁漱溟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袁他的体育养

生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遥 梁漱溟的思

想转变分为三个时期院近代西洋功利主义思想曰古印

度人的思想曰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遥 梁漱溟认为院野在

古中国古印度原都没有哲学袁其意原不在讲哲学遥 中

国古儒家亦不想讲哲学袁而是在指点人生实践遥 冶[6]因

此袁 梁漱溟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来指导养生实践袁

并做到了知行合一尧穷理履践遥

渊一冤 以自然为宗的生命观

梁漱溟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野生命冶野自然冶袁看宇

宙是活的袁一切以自然为宗遥 他曾经致力于佛学袁然后

转到儒家袁 儒家给他影响最大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袁

而王心斋最称颂自然遥 此后袁再与西洋思想相印证袁他

受到生命派哲学代表者柏格森的影响遥 同时袁梁漱溟

也受到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袁 医学对他的启发也是

野生命冶袁 让他知道生病时不要过度依赖医生与药物袁

恢复身体的健康必须要完全靠自身的生命力袁别无外

物可靠遥 因此袁中国儒家尧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袁是

梁漱溟思想所从来之根袛[8]袁也是他的传统体育养生

思想的源头遥

渊二冤 使生命成为智慧的儒道思想

梁漱溟通过研究中医和拳术袁追根溯源发现它们

都是源于道家袁中医与拳术技巧的根本所在是与道相

通的遥 野道即是宇宙的大生命袁通乎道袁即与宇宙的大

生命相通遥 冶中国儒家道家是野他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袁

而是返之用于自己的生命袁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袁而非

智慧为役于生命遥 噎噎儒家之所谓圣人袁就是最能了

解自己袁使生命成为智慧的遥 普通人之所以异于圣人

者袁就在于对自己不了解袁对自己没办法袁只能往前盲

目地机械地生活遥 冶[8]道家与儒家都要求了解自己袁不

同之处在于院儒家主要通过反省等手段全力以赴了解

自己的心理袁达到野从心所欲不逾矩冶曰而道家是以养

生术为根本袁主要通过静坐等手段袁收视返听了解自

己的生理袁用心去了解自己的呼吸尧血液尧消化等系

统袁然后慢慢地去操纵这些系统袁达到身心健康的目

的袁同样也是将智慧用诸本身袁在此基础上才可以产

生高明的医学遥

渊三冤着眼于生命观念的中医思想

在此研究与认识的基础上袁梁漱溟对中西医进行

了对比袁 发现中西医之间的根本眼光和方法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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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遥 他认为西医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身体而非生命袁只

注意身体局部器官尧系统袁对整个生命的变化信息关

注不足曰而中医是着眼于生命观念袁着意整个生命之

活体遥 因此袁他认为中西医代表了中西方学术文化的

不同走向院野一方面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静的尧 科学

的尧数学化的尧可分的曰一方面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动

的尧玄学的尧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遥 冶[8]其实这也体现了

中西体育养生文化的差异袁 它们相互冲突与交融袁形

成各自的理念与体系袁各有所长遥 中西体育养生文化

在冲突的过程中重建袁也将共生与并存遥

四尧人心内蕴之自觉院自觉尧自主尧自如的

生命之学

渊一冤人生哲学之外化及衍生

梁漱溟先生的养生之道及其养生思想袁是他的人

生哲学思想之外化及衍生遥 梁漱溟在集中体现他人生

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叶人生与人心曳一书中袁提出了野东

西学术分途之说冶袁并在叶东方学术概观曳中对儒家尧道

家和佛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袁他认为人类生命具有自

觉能动性袁一切创新之事来自于内心自觉之明袁人类

的智慧乃是人心内蕴之自觉遥 人心内蕴自觉的发挥有

两个方向袁一则向内尧一则向外袁中国传统体育养生受

到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袁 主要是向内在自家生命上用

功遥

梁漱溟八十高龄时袁在一封给家人的信中袁把自

己身体健康的原因归结为院精神振作尧思想通畅尧有努

力的方向曰生活有规律尧饮食节制尧保持一定身体运

动曰强调良好的精神状态对身体健康的作用曰每天要

有保持心里安静的时刻遥 他认为能做到这一切袁必须

对人生有较高的认识袁 然后才能保持良好的心理状

态袁身体自然而然也就健康起来遥 由此可见袁他的养生

不单纯是身体锻炼袁更有着精神上的涵养袁这与他的

深厚的学养是分不开的遥

渊二冤改造生命的修养之学

梁漱溟将传统体育养生上升到人生修养的哲学

境界袁强调以心带动身体尧对人生有较高的认识的思

想袁贯穿他的整个人生袁不仅局限于养生袁他本着这样

的思想去生活袁是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

认识袁有着很高的人生境界遥 梁漱溟认为人生有什么

问题便产生什么学术袁人生有三大问题院人对物问题曰

人对人问题曰人对自己问题遥 他将学术分为院科学技

术曰哲学思想曰文学修养曰修持要要要简称修养遥 他所谓

的修养是指院 反求诸己使自己的生命生活做到自觉尧

自主尧自如袁使自己的整个生命得以变化提高袁用知

识尧思想及对自身向内的体认袁来指导生命生活[9]遥 因

此袁 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思想属于人对自己问题的范

畴袁是用来指导改造人类自己生命的一种修养之学遥

梁漱溟认为人类生命具有自觉能动性袁对外改造

自然界袁对内改造自己生命袁中国儒释道三家都可视

为改造自己生命之学遥 人对自己生命的问题包含身

体尧心理两方面袁儒释道三家所不同的是院儒家的学问

本于人心袁可谓之心学曰道家的学问偏重在人身袁可谓

之身学曰而佛家则浑括身心遥 儒家之学是人生实践野践

行尽性冶之学袁是在自身生活中力争上游的一种学问袁

野其力争上游者力争人生在宇宙间愈近于自觉尧自主尧

自如也遥 冶 野孔门之学就是要此心常在常明袁以至愈来

愈明的那种学问功夫遥 冶[9]要做到这一点袁就要知行合

一尧默而识之袁才能达到人心内蕴自觉的境界遥 道家之

学主要是养生之学袁是从身体入手的修养功夫袁来源

于道家对生命的体认遥 野道家功夫一言以蔽之袁即通过

大脑恢复其自觉性能是已遥 能自觉袁 便能自主而自

如冶袁 其功夫下手处和儒家一样也是在人心内蕴之自

觉袁它要求做到野致虚极袁守静笃冶袁野转移其向外驰骛

之心而向内默默体认自身生理之运行袁于随顺之中有

逆溯之意袁自觉性能便得发展袁转暗为明冶 [9]遥它的原理

在于袁 止绝思虑之外驰让大脑安静下来得以休息袁顺

其自然地发挥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袁利用人体本有的

一种机能袁恢复身体健康袁无须乎药物而远胜于药物遥

佛家之学的宗旨是破执袁要从世间迷妄的生命中解脱

出来遥 野佛家之路即是要从迷妄生活中静歇下来冶 [9]袁

其下手处在修习六波罗密院布施尧持戒尧忍辱尧精进尧禅

定尧般若袁从静定中返照而得生命之一切遥 佛家的修持

方法浑括身心袁 野其密宗修法便包括有身学在内袁其

禅宗则有一超直入以彻究生命本源者袁更以渐修卒成

其学遥 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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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尧当代价值及启示

渊一冤重视精神修养袁提升人生境界

梁漱溟体育养生思想袁 究其实质是生命修养之

学袁野古之学者为己袁 今之学者为人冶袁 他将学问与生

命尧生活打成一片袁而不是停留在口头或思想之上袁而

是如古人所云院野学自气质变化方是有功冶袁 要使人的

生命发生根本的变化遥

通过研究梁漱溟先生的养生历程及其养生之道袁

我们可以发现袁他的传统体育养生不单纯重视身体的

锻炼袁 其精神实质更突出地表现为儒家的精神修养遥

在梁漱溟的著作的字里行间袁不难发现袁他的传统体

育养生思想是对中国传统野心性冶学说的继承与发扬袁

他的养生之道不仅仅是一种锻炼方式袁更是一种基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遥 梁漱溟凭借深厚的传统哲

学素养袁 以哲学视野与科学精神来审视传统养生袁将

养生提升到人生修养的哲学境界遥

而对传统体育养生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袁尤其是

心性修养的研究袁恰恰是现代体育养生有待深入研究

与挖掘的内容遥 因此袁我们在继承与发扬传统体育养

生时袁应注重其哲学思想及心性修养的内涵袁 提高思

想道德及精神修养水平袁养成良好的人格品质袁并提

升人生境界[10]遥

渊二冤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精神

近现代以来袁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下袁本民族的

文化精神资源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遥 如何在野全球化冶和

野现代化冶的时代背景下袁重新树立文化认同感袁对传统

文化做出创造性的诠释与发扬袁 以适应当代社会的发

展与现代人的需求袁是我们所面临的严重挑战遥 [11]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尧 本土文化的流失袁 梁漱溟

野乃是试图通过返本开新的手段来铸造新的民族文化袁

以应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和促进人类生活的提升遥 冶[12]梁

漱溟通过深入挖掘传统儒释道文化资源袁重新诠释了

传统体育养生文化袁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化繁为简

来阐释养生原理袁为大众所能理解与接受袁还养生以

本来面目遥

对于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袁我们要一分为二的辩

证对待遥 东西方体育养生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是不可避

免的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袁传统体育养生文化要以

此为契机袁实现中西方体育养生文化的交融遥 要使传

统体育养生文化顺应时代的发展袁 获得新的生命力袁

我们要像梁漱溟一样袁 要有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精

神遥 我们要对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髓有

深刻的认识袁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袁坚持野以我为

主尧为我所用冶的原则袁发扬民族性与主体性袁吸收外

来文化的精髓袁推陈出新创造出独特尧优秀的体育养

生文化袁并将其发扬光大于世界[13]遥

渊三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桥梁

在梁漱溟晚年评价自己野独立思考袁表里如一冶院

野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袁 并且是本着自己思

想而去实行尧实践的人袁我就是这么一个人遥冶[14]梁漱溟

的一生充分体现了知行合一尧穷理履践的精神袁他的

传统体育养生思想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

壤袁并经过自己的实践体认与深入思考得出的思想结

晶遥

通过研究梁漱溟的传统体育养生思想这座桥梁袁

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现代史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遥 因为

梁漱溟的一生就是现代中国的缩影袁携带了大量的中

国传统文化密码遥 通过学习研究梁漱溟的体育养生思

想袁我们可以接触到传统的儒释道与中医思想袁引发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袁进而对传统文化追根溯源进

行深入的研究袁反过来又可以加深对传统体育养生文

化的理解袁继而传承民族文化尧弘扬民族精神袁树立文

化自信袁增强民族自豪感遥

六尧结束语

梁漱溟先生通过毕生的实践袁切实印证传统体育

养生的实效性袁并在其养生实践过程中总结出养生之

道袁形成独特的传统体育养生思想遥 梁漱溟的传统体

育养生思想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袁他将单纯的

传统体育养生提升到人生修养的哲学境界袁成为野自

觉尧自主尧自如冶的生命之学遥 梁漱溟的传统体育养生

思想袁蕴含着深厚哲学思想内涵袁是一座丰富的文化

思想宝库袁值得我们去深入地挖掘研究袁为传统体育

养生在当代的发展袁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遥

我们更应从学习梁漱溟的养生之道及其思想中袁

去汲取他那种超脱旷远尧博大宽宏的境界遥 野一个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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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博大气象袁 乃是以自己的生命通贯宇宙全体袁

努力成就宇宙的一切生命遥 这就是人类生命的价值与

归宿遥 冶[15]梁漱溟先生正是这种精神体现的代表袁而这

也是传统体育养生所不可不求的大境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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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Shuming's Traditional Sports Health-keeping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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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ang Shum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ports health preservation experience of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poor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combined profou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aised the traditional sports health to the philosophical realm of

life accomplishment, and traced back to its origin. The source of the thought of the concept of life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inner

meaning of the human heart: consciousness, autonomy and freedom", and shows its spiritual atmosphere of "permeating the universe with

its own life and striving to achieve all life in the universe",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health preservation cul鄄

tur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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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研究综述和问题提出

中小学英语课程和应试方案的多次变革为中小

学英语教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遥 当面对巨

大压力而无法及时有效地调整自身的心态导致教学

积极性和教学效果下降时袁教师可能会陷入负面情绪

的恶性循环袁这种包含有情绪耗竭尧去个性化渊对待学

生情绪冷漠冤和低个人成就感的负面情绪称为职业倦

怠袁这对教师专业发展产生直接负面影响[1]遥近年来教

师的专业发展和心理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社会和政

府的关注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在 2010年全面部署实施

的 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曳渊2010-

2020年冤[2] 中强调要加强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

性遥 优良的师资队伍建设有赖于教师的发展袁不仅包

括其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发展袁还包括教师们的心理发

展[3]遥作为教师心理问题最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袁职业倦

怠的研究已日趋成熟袁众多学者认为教师的职业倦怠

与教学效能感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遥 教学效能感即教

师对自己在特定情景下组织和执行具体的教学任务

行为能力的信念[4]遥 Woolfolk 等人[5]认为教学效能感可

分为个人教学效能感和一般教学效能感遥 个人教学效

能感指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的有效性的看法袁

有积极和消极之分遥 一般教学效能感指教师对教与学

的关系袁对教育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的一般看

法与判断袁他们在研究中指出教师如认为自己具有教

好学生的能力袁将能够有效地影响学生遥 教学效能感

不仅对教学活动有重大影响袁在教师职业倦怠形成中

起着重要作用遥Egyed等[6]对美国 106名小学教师进行

研究发现教师效能感和职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反比

关系遥 Skaalvik等[7]对 2240名挪威中小学教师研究结

果表面情绪耗竭和去个性化都和自我效能感显著负

相关遥 Aloe等 [8]对 16 项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教师教

学效能感与职业倦怠的情绪耗竭尧去个性化和低个人

师生关系在中小学英语教师效能感和

职业倦怠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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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感显著负相关袁具有高水平教学效能感的教师呈

现较低的职业倦怠遥 李永鑫等[9]对国内 247名中学教

师进行调查发现教师的一般教学效能感能够显著预

测情绪耗竭袁个人教学感能显著预测去个性化和低个

人成就感两个维度遥 王晓玲等[10]对石家庄 900名各学

科中小学教师进行研究发现教师教学效能感和职业

倦怠感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遥 王仕龙[11]对某地区中

小学教师 648人进行研究发现职业倦怠与教师个人

教学效能感呈显著的负相关遥 何兴国等[12]通过对高职

院校英语教师进行研究发现教师自我效能感对职业

倦怠有显著负向影响遥 国内外已经有无数研究表明教

师效能感与职业倦怠呈现显著负相关袁表明教师高教

学效能感是降低职业倦怠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随着研究

的深入袁大量的学者以各类中介变量来探讨教师教学

效能感对职业倦怠的作用路径袁如以社会支持[13]尧职业

承诺[14]尧情绪劳动[15]尧情绪调节[16]尧情绪智力[17]和工作满

意度[18]等为中介变量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袁但是中小

学的教学活动是双边的袁 它不仅涉及到教师自身袁还

与学生有着密切的关系遥 师生关系是学校中重要人际

关系之一袁反映了师生通过动态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认

知尧情感和行为各方面的联系袁好的师生关系能使师

生和睦相处袁有助于营造让师生都感到愉悦尧快乐的

教育教学环境及氛围[19]遥世界卫生组织在叶创建一个情

感健康和社会福祉环境曳的政策文件中指出院野学校积

极的心理社会环境可以影响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

和福祉冶[20]遥但目前却没有以师生关系为中介变量来探

讨教师效能感和职业倦怠关系的研究出现袁所以为了

教师的身心健康和职业发展袁将从教师感知的师生关

系渊以下简称师生关系冤视角来分析二者的作用路径遥

本研究以师生关系为中介变量袁结合已有的实证

研究和理论袁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院渊1冤中小学英语

教师积极个人教学效能感渊PPTE冤与情绪耗竭渊EE冤尧

去个性化渊DP冤和低个人成就感渊RPA冤具有相关性遥

渊2冤中小学英语教师消极个人教学效能感渊NPTE冤与

情绪耗竭渊EE冤尧去个性化渊DP冤和低个人成就感渊RPA冤

具有相关性遥渊3冤师生关系渊TSR冤在中小学英语教师教

学效能感和职业倦怠中起中介作用遥

最终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整合的中介模型(图 1冤院

图 1 研究的概念模型图

Fig.1 Research conceptual model diagram

二尧研究方法

渊一冤被试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从福建省城乡选取

中小学各三所学校英语教师进行调查袁 共发出问卷

215份袁收回有效问卷 148份袁其中男教师 40人尧女教

师 108人袁小学英语教师 71人尧中学英语教师 77人袁

84人为班主任尧64人为非班主任袁教龄 1-5年教师为

59人尧教龄 6-20年教师为 49人尧教龄 20年以上为

40人遥

渊二冤研究工具

1.教师感知的师生关系量表

采用 Pianta的 Student Teacher Relatioinship Scale

渊STRS冤教师卷量表袁本研究采用其亲密性维度袁共含

3个项目袁 经本研究检验袁Cronbach a系数为 0.88袁信

度良好袁采用李克特 5级评分袁从 1渊完全不赞成冤到 5

渊完全赞成冤袁代表亲密度由近及远的程度遥

2.教师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叶教师教学效能感量表曳由北师大

发展心理研究所的俞国良等人[13]在 1995修订完成遥量

表经因素分析和文献分析后袁提取出 3个因子袁分别

命名为积极个人教学效能感渊PPTE冤尧消极个人教学感

渊NPTE冤尧一般教学效能感渊GTE冤袁量表共含 27 个项

目曰经检验各 维 度 及 总 量 表 Cronbach a 系数分别

为 0.90尧0.80尧0.70尧0.88袁信度良好曰采用李克特 6 级

评分袁从 1渊完全不赞成冤到 6渊完全赞成冤袁代表教学效

能感由低到高的程度遥

3.职业倦怠量表

本研究采用 Maslach 编制的教师职业倦怠量表

(MBI-ES)袁中文版由台湾学者黄三吉等人修订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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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遥 这个量表含情绪耗竭尧去个性化和低个人成就

感三个维度袁 共 21个项目袁 经检验各维度和总量表

Cronbach a 系数具体为 0.9尧0.86尧0.87尧0.92袁 信度良

好曰采用李克特 5 级评分袁0渊从未如此冤到 4渊每天如

此冤袁代表个体职业倦怠从低到高的程度遥

渊三冤数据处理

使用 SPSS 22.0 和 AMOS 21 处理数据遥

三尧研究结果

渊一冤各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积极个人教学效能感渊PPTE冤尧消极个人教学效能

感(NPTE)尧一般教学效能感渊GTE冤尧师生关系渊TSR冤尧

情绪耗竭渊EE冤尧去个性化渊DP冤和低个人成就感(RPA)

的描述统计及相关性见表 1遥

PPTE 4.21依0.95 Pearson 相关性 1

显著性 渊双尾冤

NPTE 2.45依1.14 Pearson 相关性 -0.082 1

显著性 渊双尾冤 0.322

GTE 3.70依1.27 Pearson 相关性 .289** .406** 1

显著性 渊双尾冤 0 0

TSR 3.91依0.69 Pearson 相关性 0.154 -.292** -.289** 1

显著性 渊双尾冤 0.061 0 0

EE 1.96依0.94 Pearson 相关性 0.045 .476** .469** -.165* 1

显著性 渊双尾冤 0.587 0 0 0.045

DP 1.33依0.94 Pearson 相关性 -0.046 .647** .532** -.309** .590** 1

显著性 渊双尾冤 0.577 0 0 0 0

RPA 1.06依0.45 Pearson 相关性 -.429** 0.143 0.072 -.305** 0.055 .221** 1

显著性 渊双尾冤 0 0.082 0.385 0 0.51 0.007

表 1 描述统计与相关性渊N=148冤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N=148)

Note院P*<0.05渊显著冤袁P**<0.01渊极显著冤袁P=0渊P<0.001 极极显著冤袁以下同遥

由表 1可知教师的积极个人教学效能感渊PPTE冤

与一般教学效能感渊GTE冤显著正相关渊P=0.289**冤袁与

低个人成就感渊RPA冤显著负相关渊P=-0.429**冤曰教师

消极个人教学效能感渊NPTE冤分别与一般教学效能感

渊GTE冤尧情绪耗竭(EE)尧去个性化(DP)呈现显著正相关

渊P=0.406**袁0.476**袁0.647**冤袁与师生关系(TSR)呈显

著负相关渊P-.292**冤曰教师一般教学效能感渊GTE冤与

师生关系渊TSR冤呈显著负相关渊P=-0.292**冤袁与情绪

耗竭渊EE冤袁去个性化渊DP冤呈显著正相关渊P=0.469**袁

0.532**冤遥 师生关系渊TSR冤与情绪耗竭渊EE冤去个性化

(DP)尧低个人成就感渊RPA冤显著负相关渊P=-0.165*袁-

0.309**袁-0.305**冤曰情绪耗竭渊EE冤与去个性化(DP)呈

现显著正相关渊P=0.590**冤曰去个性化(DP)与低个人成

就感渊RPA冤显著正相关渊P=.221**冤遥

渊二冤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渊中介效应冤分析

以积极个人教学效能感渊PPTE冤尧消极个人教学效

能感渊NPTE冤尧一般教学效能感渊GTE冤为预测变量袁师

生关系渊TSR冤为中介变量袁情绪耗竭渊EE冤尧去个性化

(DP)尧低个人成就感渊RPA冤为结果变量袁构建假设模

型遥 路径模型非标准化系数显示如图 2院

图 2 师生关系中介模型

Fig.2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mediato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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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Bootstrap 重复抽取 2000 次计算师生关系

的中介效应袁非标准化数值如下表所示院

表 2 间接效果渊中介效应冤及 95% 的

偏差较正置信区间

Tab.2 Indirect effect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渊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冤

Note:置信区间不含 0代表中介效果存在袁含 0则中介效果

不存在遥

由表 2可知袁师生关系渊TSR冤在积极个人教学效

能感与情绪耗竭渊EE冤尧去个性化(DP)尧低个人成就感

渊RPA冤之间存在中介效果且渊P<0.05冤显著曰师生关系

渊TSR冤在消极个人教学效能感渊NPTE冤与职业倦怠各

维度不存在中介且效果渊P>0.05冤不显著曰师生关系

渊TSR冤在一般教学效能感渊GTE冤与情绪耗竭渊EE冤尧去

个性化(DP)袁低个人成就感渊RPA冤之间存在中介效果

且渊P<0.05冤显著遥 接下来通过检验模型的直接效应

渊非标准化系数冤 来验证师生关系的中介效果为部分

中介还是完全中介遥

表 3 直接效果及 95% 的偏差较正置信区间

Tab.3 Direct effect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渊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冤

Note:置信区间不含 0代表直接效果存在袁含 0则直接效果

不存在遥

由表 3 可知袁 教学效能感各维度渊PPTE尧NPTE尧

GTE冤与职业倦怠各维度(EE尧DP尧RPA)直接效果置信

区间均包含 0且渊P>0.05冤不显著袁表明直接效果不存

在袁师生关系在本模型中为完全中介遥

四尧讨论

渊一冤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渊1冤中小学英语教师积极个人教学效能感与一般

教学效能感显著正相关袁 与低个人成就感显著负相

关袁表明教师对自己教学行为持有态度越积极袁认为

教育在学生发展中起着重大作用的看法就越积极袁低

个人成就感的情绪就会越少出现袁假设一得到部分支

持曰渊2冤教师的消极个人教学效能感与一般教学效能

感尧情绪耗竭尧去个性化呈显著正相关袁与师生关系呈

显著负相关袁 这说明教师对自己教学持有态度越消

极袁认为教学在学生发展中发挥不了作用袁带有情绪

耗竭袁对待学生冷漠的态度越明显袁假设二得到部分

支持曰渊3冤教师的一般教学效能感与师生关系呈显著

负相关袁与情绪耗竭袁去个性化呈显著正相关袁这表明

教师对教育在学生发展中起作用的观点越重视袁那么

师生关系越融洽袁 教师情绪和冷漠态度也会愈加改

善曰渊4冤师生关系与情绪耗竭尧去个性化尧低个人成就

感显著负相关表明师生关系越融洽袁教师职业倦怠程

度就会越轻曰渊5冤职业倦怠的情绪耗竭尧去个性化尧低

个人成就感三个维度间呈现显著正相关袁表明教师的

情绪耗竭越严重袁对待学生就越冷漠袁成就感越低遥

渊二冤中介作用分析

渊1冤师生关系在积极个人教学效能感与情绪耗

竭尧去个性化袁低个人成就感之间存在中介效果且显

著袁起完全中介作用袁表明教师对教学积极有效的看

法通过良好师生关系能非常有效降低教师的职业倦

怠程度曰渊2冤师生关系在一般教学效能感与情绪耗竭尧

去个性化袁 低个人成就感之间存在中介效果且显著袁

起完全中介作用袁这表明教师对教育教学在学生成长

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对教与学中存在的问题的积极

看法通过良好师生关系会给教师情感资源过度消耗

状态和对学生的冷漠情绪带来很大程度缓解袁研究假

设三获得支持遥

PPTE寅TSR寅EE [-0.099, -0.002] 0.034

PPTE寅TSR寅DP [-0.143袁-0.016] 0.01

PPTE寅TSR寅RPA [-0.08袁-0.005] 0.013

NPTE寅TSR寅EE [-0.002,0.077] 0.087

NPTE寅TSR寅DP [-0.003.0.115] 0.066

NPTE寅TSR寅RPA [0,0.047] 0.045

GTE寅TSR寅EE [0.001,0.086] 0.042

GTE寅TSR寅DP [0.024,0.129] 0.001

GTE寅TSR寅RPA [0.012,0.063] 0.001

PPTE寅EE [0, 0] 0.69

PPTE寅DP [0袁0] 0.58

PPTE寅RPA [0袁0] 0.71

NPTE寅EE [0, 0] 0.34

NPTE寅DP [0袁0] 0.56

NPTE寅RPA [0袁0] 0.78

GTE寅EE [0, 0] 0.33

GTE寅DP [0袁0] 0.73

GTE寅RPA [0袁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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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袁教学效能感作为教师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影

响学生学习行为结果的一种主观判断袁它对教师职业

倦怠的缓解效用毋庸置疑袁同时师生关系也对教师的

心理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袁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

增强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尧心理稳定感袁增强教师对教

育事业的热爱袁降低教师的职业倦怠感[13]遥

渊一冤研究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发现中小学英语教师教学效能感尧师生关

系和职业倦怠间存在密切关系袁教学效能感可通过师

生关系中介降低职业倦怠感遥 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表

现在其自身学科知识的增进方面袁还体现在内在心理

发展和与学生的沟通交流等方面遥 因此袁为了促进福

建省中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袁除关注中小学英语

教师学科知识发展和心理机制发展之外袁还应特别关

注师生关系在教师职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遥 培养

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遥

第一袁及时对学生的疑难和交流进行回应和关怀

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前提遥 回应是连接教师与学生

沟通的桥梁遥 英语作为一门中小学必修学科袁其本身

带有一定的特殊性遥 中小学生想要在非母语的环境中

学好一门外语是非常困难的袁所以在学习过程还会遇

到数不清的困难和阻碍遥 如果学生希望得到教师的解

答和关怀但却常常得不到教师的适当回应时袁学生就

会心灰意冷遥 教师应重视学生请求袁而学生在得到回

应或关怀时又及时作出反应袁这样才能为之后教学活

动的顺利开展袁教师的心理健康和学生学业进步打下

良好的基础遥

第二袁建立学伴型师生关系是构建良好师生关系

的关键遥基于野互联网+教育冶背景下的知识学习袁对于

中小学生而言已不再是局限于教室空间内的学习遥 海

量的优质互联网学习资源涌入了学生的视野袁教师的

知识权威正被逐渐削弱袁 为了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袁

教师应转变原有观念与态度袁与学生共同学习丰富的

知识袁不断改善自身教学策略袁带着学习者的态度与

学生形成共同学习的学伴关系遥

第三袁加强自身教学能力和素质修养是建成良好

师生关系的根本遥 在课堂上树立一个英语学识丰富尧

英语教学技能良好尧 具有鲜明教学风格的教师形象袁

能让中小学生在英语课堂中喜欢上老师的人格和教

学风格从而慢慢喜欢上英语学科袁 喜欢上英语教师袁

形成融洽的师生关系遥

第四袁教师对学生开展积极的情感教育利于和谐

师生关系的构建遥 学生在学校中接受的教育如果忽视

对情感关怀和培养袁 学生们就无法形成健全的人格袁

更不用谈何全面发展遥 教师作为学校情感教育的主要

载体袁她们的情感品质和人文素养显得尤为重要遥

总之袁中小学英语教师教学效能感通过良好师生

关系能够促进教师的心理健康袁 降低职业倦怠程度袁

有助于教师教学水平提升袁利于学生全面发展袁从而

最终推动中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遥

渊二冤局限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院渊1冤研究对象采用整群抽

样抽取了福建省各层次袁各等级的中小学城乡中小学

各 3所学校的英语教师袁下次应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

法袁加大样本量对师生关系在福建省中小学英语教师

的教学效能感和职业倦怠间关系进行检验来增强样

本代表性遥 渊2冤本研究只采用师生关系这一个中介变

量来研究教师教学效能感和职业倦怠间的关系袁实际

上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被感知到袁所以肯定

还有其他因素可以作为中介变量来被测量袁后续可以

用多中介模型或链式中介来查验中小学教师教学效

能感和职业倦怠的最佳作用路径遥 渊3冤由于横断研究

自身的局限袁 本研究结果也存在一定的理论推断性袁

未来研究将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或实验法来进一步验

证本研究结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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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ish Teachers' Efficacy and Burnout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SHEN Lijuan1, WANG Zhangfeng2

(1.Athena Institute of Holistic Wellnes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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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perceived teacher -stu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nse of teaching

efficacy and burnout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a scale was used to survey 148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Fujian Province, and the main findings were: (1) teachers' negative sense of personal teaching

efficacy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teacher -student relationship; (2) teachers' general sense of teaching efficacy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3)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emotional exhaustion, depersonalization and low personal achievement; (4)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played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ositive personal teaching efficacy and burnout; (5)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played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general teaching efficacy and burnout.Research shows that teachers should build 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improve their sense of positive teaching efficacy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English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eaching efficacy; burnout;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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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教育辞典曳中袁学前教育是指幼儿入小学前在

幼儿园所受的教育遥古语有云野三岁看大袁七岁看老冶袁

学前教育作为公民接受教育的起点袁其发展质量决定

着个人的健康成长袁也关系着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提

高遥 发展学前教育更是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根本要

求袁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对学前教育

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未中断袁通过查阅近些年公开发

表的相关文献袁可以发现袁通过实证来分析学前教育

均等化的主要有院渊1冤 基于面板数据分析地区学前教

育发展实证研究遥 例如王胜清等人在叶基于面板协整

检验的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研究曳[1]中袁通过建立面板数

据协整模型来分析影响陇南学前教育发展规模的主

要因素遥 渊2冤利用基尼系数来分析学前教育不均等遥例

如崔惠玉等人在 叶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曳[2]

中袁从财政支出尧接受机会尧师资尧办学条件等方面建

立基尼系数来分析学前教育存在的不均等袁并提出相

应对策遥 渊3冤利用泰尔指数来分析学前教育不均等遥例

如庄爱玲等人在叶基于泰尔指数的我国学前教育服务

均等化水平实证研究曳[3] 中袁 运用泰尔指数从我国东

部尧西部尧中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出发来研究学前教育

的不均等程度袁并提出策略建议遥 纵观上述研究结论袁

学前教育均等化的研究仅限于用实证分析法进行对

学前教育不均等情况进行分析或者用面板数据对不

均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遥

为了同时反映福建省区域之间学前教育财政支

出不均等和学前教育不均等的影响因素袁从福建省九

地市淤的实证数据出发袁 首先运用泰尔指数验证出福

建省区域间学前教育公共财政支出存在不均等化问

题袁 其次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影响不均等的主要原因袁

有利于进一步推进该省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均等化目

标遥

一尧福建省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地区差异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福建省学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袁

本文将福建省九地市分为三个区域袁引入描述变量差

异的泰尔指数法来分析三个区域的总差异尧区域间差

收稿日期院2020-07-23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

渊JASA170860冤遥

作者简介院郑雪莲渊1983-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公共

财政研究遥

福建省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均等化探析
要要要基于泰尔指数法下的面板数据分析

郑雪莲袁 池其山

渊1.集美大学 诚毅学院袁 福建 厦门 361021曰 2.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袁 福建 漳州 363105冤

摘 要院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袁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关系到家庭和社会的未来和发展遥 随着

2015年二孩政策的实施袁学前教育野入园难冶野入园贵冶等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遥 本文从福建省九地

市的 2012-2018年实证数据出发袁首先运用泰尔指数法验证福建省九地市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存在不均等问题袁其次运用

面板数据分析九地市学前教育财政支出不均等存在的主要因素袁最后从供给侧出发袁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袁探索进一步

推进福建省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均等化的政策路径遥

关键词院学前教育曰财政支出曰泰尔指数曰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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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和区域内差异遥

1.模型的选择

经济学中常用来衡量地区差异的方法有基尼系

数和泰尔指数遥 由于基尼系数无法衡量其他变量的差

异性曰 而泰尔指数能够克服这一缺陷遥 因此袁 选取

2012-2018年福建省九地市各变量的年度数据袁 运用

泰尔指数来分析福建省学前教育财政支出的地区差

异遥 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院

假设包含 n个个体的样本被分为 k个群组袁每组

分别为 gk(k=1,2,3噎噎K)

第 k组 gk中的个体数目为 nk袁则有院移K

k=1
nk=n,yi

与 yk分别表示某个个体 i投入份额与某群组 k 的收

入总份额遥 泰尔指数把总体差异 T分成了两部分袁分

别是区域间差异 Tb和区域内差异 Tw袁 研究两种差异

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程度袁进而分析差异的趋势[4]遥分解

后的泰尔指数公式为院

渊1冤总体差异院

T=Tb+Tw

T=
1
n

n

k=1

移
yi

y
ln
yi

y

渊2冤区域间差异院

Tb=
K

k=1

移ykln
yk
nk /n

渊3冤区域内差异院

Tw=
K

k=1

移yk移
i沂qk

yi
yk
ln
yi /yk
1/nk

2.地区差异的度量与分析

为了更好地研究福建省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地区

间分配差异袁本文把福建省九地市划分成北翼院福莆

宁曰南翼院厦漳泉和南三龙三个地区遥 北翼福莆宁概念

是依据福建省叶加快构建福州大都市区推进福莆宁同

城化工作方案曳而提出袁以福州大都市区为核心袁莆田

和宁德为两翼的同城化发展新格局[5]遥南翼厦漳泉袁又

称闽南金三角遥 包括中国福建省东南南部沿海的泉

州尧厦门尧漳州三个设区市及所辖县区袁该地区也是中

国东部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一体产业区遥 南三龙指南

平尧三明尧龙岩组成的闽西北部山区袁同时也是福建省

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6]遥划分为三个区域后袁学前教育

财政支出差异如表 1所示遥

表 1 基于泰尔指数法的福建省

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差异

Tab.1 Differences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based on Theil index method

来源: 福建省九地市统计年鉴

从表 1中总差异可知袁福建省福莆宁尧厦漳泉和

南三龙地区的学前教育财政支出总体差异的平均值

是 0.0983袁且最近两三年来呈现出泰尔指数值下降的

趋势袁说明各地区都有在努力缩小差异遥 区域间差异

小于区域内差异袁并且历年来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

的贡献率基本大于 60%袁说明三个区域内部差异仍然

是目前福建省学前教育财政支出不均等的主要原因遥

福建省九地市在以后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支出中要更

加注意区域内部的差异袁 特别是投入不足的地区袁更

要从自身不足出发袁缩小差异遥 因此下文要对各区域

内部差异进行分析遥

图 1 三个区域差异图

Fig.1 Differences in three regions

如图 1可知袁南三龙地区的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差

异最小袁说明南三龙地区虽然经济水平较弱袁但是三

个地区对教育付出的努力程度相当袁具体数据从 2018

年福建省学前教育一般公共预算经费可以看出袁南三

2012 0.0333 0.0566 0.0900 0.6289

2013 0.0438 0.0632 0.1071 0.5901

2014 0.0379 0.0640 0.1019 0.6280

2015 0.0344 0.0563 0.0907 0.6207

2016 0.0373 0.0664 0.1037 0.6403

2017 0.0376 0.0602 0.0978 0.6155

2018 0.0399 0.0572 0.0971 0.5891

平均值 0.0378 0.0606 0.0983 0.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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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三个地区的总额数值都在 60万元上下袁 生均数值

都在 7000元左右袁因此三个地区的内部差异不大曰福

莆宁差异最大袁主要是由于莆田地区的对学前教育的

各项投入和其他地区相比差距都比较大袁莆田地区和

宁德地区学前教育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总额数值

只有 60万左右袁福州地区的数值却达到了 156万元曰

莆田生均数值不到 6000元袁 而福州和宁德却都超过

了 8000元袁因此也可以看出差异最大曰厦漳泉同属于

沿海袁相对其他地区经济条件比较优异袁但是差异还

是大于南三龙地区袁主要是由于厦门地区对学前教育

的重视程度较大袁 其 2018年学前教育生均一般公共

预算教育经费为 18106元袁而泉州和漳州地区发力还

不足袁二者的该项经费均不到厦门的一半遥 因此袁福建

省九地市之间应该首先应该努力缩小区域内部差异袁

同时袁也应该多关注区域之间的差异袁双管齐下袁才能

取得良好效果遥

二尧福建省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均等化的影

响因素分析

通过上述福建省九地市差异分析可以得知袁福莆

宁地区的差异最明显袁南三龙地区的差异最小遥 同时袁

由于学前教育财政支出不仅影响到国民基础教育质

量袁还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紧密相关袁学前教育财政支

出是否均等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遥 因此袁下文将利用

2012-2018年福建省九地市三个区域的面板数据袁选

择具有选择性代表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面板

数据模型袁进一步研究影响福建省九地市学前教育财

政支出不均等的重要因素遥

渊一冤指标的筛选

教育均等化简单地说就是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

公共服务教育袁并且享受的机会是平等的袁享受的过

程也是公平的袁最后享受公共服务教育的结果也是等

质的遥因此袁本文参照 OECD公共教育指标体系袁为了

让每个适龄儿童都有公平享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袁从

而把适龄儿童学受到的学前教育均等化分为以下三

个方面院教育投入公平尧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产出公

平[6]遥 渊如表 2冤

表 2 教育公平指标体系

Tab.2 The index system of educational equity

渊二冤指标的确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袁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均等

化水平是多个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袁具体到各个因素

影响的权重大小袁可以根据作用方式对这些因素进行

分类遥 因此袁将福建省三个区域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差

异作为因变量袁用 Y代表遥 对学前教育财政支出不均

等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袁可以从投入公平尧过程公平和

产出公平来分析遥 因此袁本文从教育的投入公平尧过程

公平和产出公平三个阶段中袁选择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经费占比尧城乡收入比尧每万人口在校生数和生师比

四个指标作为回归方程的自变量遥

渊1冤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比院通过对欧美国

家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分析得出袁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值越高的国家和地区袁其

教育均等化水平越高遥 因此袁选取该比值来分析福建

省九地市对提供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作出的

努力程度遥

渊2冤城乡收入比院城乡收入比也是影响和制约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遥

渊3冤每万人口在校生数院可以清晰地反映学生的

在校情况袁用数据直观地看出各级学生在校受教育过

投入公平

投入总量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投入比重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尧生均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尧一般公
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等

投入增量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增长率尧生
均教育增量指标经费增长率等

过程公平

经费使用结构
公用经费支出占教育事业费支出
比重

层级配置结构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占人
均 GDP比重

资金管理效率 资金到位率尧专款专用率

地区分配差异
人均可支配收入尧生均教育支出比
较

产出公平

学生培养
每万人口在校生数尧 毕业生数尧适
龄儿童入园率

师资力量 生师比尧大专以上学历占比

办学条件 学生成绩尧校舍面积尧幼儿园规模

90窑 窑



程中公平的表现机会遥

渊4冤生师比院指每一名专任教师所承担的学生的

平均数遥

渊三冤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了 2012-2018年 7年间福建省九地市分

三个区域的样本数据袁基于上述分析构建模型如下院

Y=a+茁1X1+茁2X2+茁3X3+茁4X4+着

其被解释变量 Y 表示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差异泰

尔指数袁X1表示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与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比例袁X2表示城乡收入比袁X3表示每万人口

在校生数袁X4表示生师比袁a和 茁是常数袁着是随机扰

动项遥 [7]

渊四冤分析结果

1.面板单位根检验

本文对 X1尧X2尧X3尧X4进行单位根检验袁 主要通过

LLC检验尧ADF检验和 PP检验进行袁检验结果如表 3遥

表 3 面板单位根检验

Tab.3 Panel unit root test

注院***尧**尧*分别表示在 1%尧5%尧10%的显著性水平通过

检验遥

根据检验结果袁在 5%显著水平下袁变量都通过了

检验袁因此可进一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遥

2.面板协整检验

如表 4可以看出袁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野均

衡关系冶袁可进一步用于回归分析遥

表 4 协整检验

Tab.4 Cointegration test

3.模型回归

本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袁运用固定效应模式对构

建的模型进行估计分析袁 具体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遥

表 5 混合最小二乘法

Tab.5 Pooled least squares

注院***尧**尧*分别表示在 1%尧5%尧10%的显著水平遥

4.似然比检验

如表 6似然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固定效应模型通

过了检验遥 因此袁该模型形式的建立具有一定合理性遥

表 6 冗余固定效应检验

Tab.6 Redundant fixed effects test

5.实证结果分析

从上述实证可知袁对整个研究期限 2012-2018年

而言袁对福建省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地区差异影响最大

的是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比袁其次是城乡收入比

和生师比袁每万人口在校生数对结果影响不显著遥 具

体结论有如下几点院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

值每提高 10%袁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差异将降低袁即学

前教育财政支出均等化水平就将提高 2.29%袁这表明

地区财政对学前教育越支持袁该地区的学前教育财政

支出均等化就越高曰同时学前教育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大小不仅受到地区财政对教育的支持力度袁还受到

地区对各级教育的重视程度袁 从 2018年福建省教育

经费使用情况表可以看出院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中

学前教育支出为 459126万元袁 占比各级普通教育只

有 5.98%袁而当年学前教育在校学生数与各类学校在

Y -3.06900** 21.8048** 16.4155*

X1 -8.71914*** 24.6860*** 31.39.8***

X2 -12.3249*** 33.9516*** 46.5125***

X3 -13.5345*** 37.3340*** 34.9754***

X4 -3.64598*** 23.6737*** 34.2963***

Panel v-Statistic -1.421474 0.9224

Panel rho-Statistic 1.424684 0.9229

Panel pp-Statistic -6.972574 0.0000

Panel ADF-Statistic -1.107208 0.1341

Group rho-Statistic 2.555021 0.9947

Group pp-Statistic -7.594344 0.0000

Group ADF-Statistic -2.651537 0.0040

X1 -0.228859** 0.081421 -2.28108

X2 -0.014845* 0.010698 -1.387618

R2 0.989082 R2 0.984403

F-statistic 211.3806 Prob 0.000000

X3 -6.99E-05 0.000105 -0.666864

X4 0.002480* 0.001795 1.381584

C 0.107868*** 0.030955 3.484606

Cross-section F 386.828845 (2,14) 0.0000

Cross-section Chi-square 84.630131 2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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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生数占比却为 20.85%曰 同时各级教育财政经费

生均数中学前教育数值远远低于其他教育袁甚至不到

中等职业教育数值的 40%袁由此可见学前教育是各级

教育中最不被重视的遥城乡收入比对学前教育支出差

异有显著影响袁即城乡收入比越大越能降低学前教育

财政支出的不均等性遥 这个结论与常规背道而驰袁经

过研究分析发现袁主要是由于财政支出主要流向了城

镇办公幼儿园袁弥补了城镇公办幼儿园的成本袁而民

办园和农村幼儿园则无法获得更多的预算支出遥生师

比每增加 10%袁 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差异将增加

0.02%遥生师比既能体现学前教育支出的效率袁又能体

现教师所承受的压力和负担遥特别是生师比并不能简

单的要求是越低越好还是越高越好遥只有合理的生师

比袁 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利袁教

育质量也才能得到保证遥教育部网站 2014年发布叶幼

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曳中指出袁各地要将半日制幼儿

园应为 1颐11 至 1颐13 的标准作为办园的基本标准之

一遥从 2018年福建省九地市统计年鉴可知袁只有厦门

生师比数值为 1颐14袁也只是基本达到标准袁其余八地

市全都没有达到合格数袁特别是莆田近几年一直在降

低生师比袁但是到 2018年数值还高于 1颐23遥 说明福建

省厦门市师资力量水平要高于其他地区袁其余地市师

资力量水平要进一步提高袁特别是莆田尧三明尧泉州三

地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福建省九地市学前教育财政

支出均等化遥

三尧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渊一冤研究结论

学前教育作为国民基础教育的一部分袁受到全社

会的关注袁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重视程度的最直接体

现就是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遥本文首先运用泰尔指

数分析了福建省 2012-2018年间福莆宁尧厦漳泉和南

三龙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存

在着明显的差异袁其中福莆宁三地市的差异还是大于

厦漳泉和南三龙地区遥同时区域内的差距稍大于区域

间的差距 袁 区域内的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为

61.61%遥 说明福建省既要关注九地市区域内的差异袁

也不能放松区域间差异的影响遥 其次袁为了寻找出影

响各地区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差异的主要影响袁笔者构

建面板数据模型袁估算出对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差异最

显著的因素是福建省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遥 即一个地市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中对教育经费的支出越多袁说明政府对教育越

重视袁越会吸引更多资源涌入学前教育领域袁那么该

地市适龄儿童可获得的教育资源就越多遥 然而袁近年

来袁福建省各地市教育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出

现了递减的趋势遥 主要是由于近年财政支出中袁教育

支出占比从 2012到 2018年呈现逐年下降袁并且平均

递减率为 15.29%袁而福建省九地市占比从 2012-2018

年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袁 但是年平均递减率仍为

19.14%袁远远高于全国水平遥 但是袁从 2018年各级教

育支出结构来看袁占比 20.85%左右的幼儿袁得到的教

育财政投入只占整个教育投入的 5.98%袁与发达国家

7%的水平还相差很多遥 因此袁福建省教育支出占比应

该更多注重财政对教育支出的结构优化袁增加对学前

教育的投入遥 同时生师比既能体现学前教育支出的效

率袁又能体现教师所承受的压力和负担遥 因此袁只有合

理的生师比袁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接受公平教育的

权利遥 2012-2019年福建省生师比平均值还在 21.28袁

远远高于国家规定的合格生师比袁因此需要进一步降

低我省生师比袁才能进一步促进我省学前教育财政支

出均等化遥

渊二冤福建省九地市学前教育均等化的政策建议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开端袁党的十九大报告也

指出袁每个学生在公共教育经费开支上的差异不能与

其所在区域的富裕程度相关遥 然而根据实证分析袁福

建省学前教育发展与地方的财政能力紧密相关袁从而

造成了较大的教育发展鸿沟袁这是导致该省学前教育

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遥 因此袁基于研究结论袁结合目

前学前教育投入现状袁提出以下改善学前教育财政支

出不均衡的政策建议遥

1.保障学前教育财政性资金持续增长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袁人们对教育的关注和

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遥 然而在此过程中袁学前教育常常

被忽视袁逐渐成为各级教育中的薄弱环节遥 从这两年

福建省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公告来看袁福建省占比 20%

左右的幼儿袁所得到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低于各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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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财政总投入的 6%遥 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学前教育经

费在总教育经费中占的比例相当大袁有的高福利国家

甚至超过了 15%遥因此福建省各地市应该加大财政性

教育经费向学前教育的倾斜力度遥 从 2018年数据看

来袁学前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不到中等职

业学校的 40%遥过少的学前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

育经费不能满足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袁不利于学

前教育普惠性的实现遥 因此袁应加大学前教育的财政

性投入袁优化财政教育支出结构袁提高学前教育财政

支出在各级教育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袁并积极吸引社会

资金尧扩大学前教育资金的来源渠道袁以增加学前教

育经费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性的实现遥 [8]

2.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袁促进各地教育均衡发展

财政投入学前教育是为了促进学前教育的均衡

发展遥 从泰尔指数分析来看袁福建省学前教育财政投

入在区域内和区域间都存在着大幅度的不均衡现象遥

从面板数据分析也可知袁学前教育财政支出不均衡的

存在主要是由于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财力存

在差异的现实遥 因此袁为均衡各地市学前教育财政支

出袁应当完善福建省学前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遥

省级政府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和本级财力袁统筹

各地市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遥 [6]均衡发展应以各地市

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均等化为主要参考标准袁以促进各

地市政府学前教育提供能力的均等化为目标遥市级政

府根据本地接受学前教育的生源数量及其结构和生

均教育经费测算本地区学前教育经费总需求和提供

方式袁 以此为依据制定年度本地区学前教育预算袁并

将差额部分上报省级政府袁 由其经过转移支付补齐袁

从而保障本地区的学前教育财政支出遥

同时各级政府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袁要鼓

励社会力量开办幼儿园袁对优质民办园利用财政资金

进行奖励袁 提高社会力量参与到学前教育事业的热

情袁拓展经费来源途径袁助推学前教育更好发展袁由此

来实现地市间均衡遥

通过实证结果可知袁 福建省通过近年来的努力袁

保证了南三龙地区生均教育支出遥但是经济较为发达

的泉州和漳州两地袁由于人口较多袁较高的学前教育

财政支出总额依然无法达到南三龙地区生均教育支

出水平袁长期以往将影响学生培养质量袁因此省级政

府应当站在区域发展的全局统筹袁根据财力情况逐步

增加泉州和漳州的学前教育转移支付袁保证福建全体

公民享有均等教育机会遥

3.建设优质稳定的幼师队伍

幼师承担了学前教育的大部分及主要工作袁是影

响学前教育发展及质量的核心因素遥 因此袁加强和完

善幼师队伍建设尤为重要遥 随着 2015年野全面二孩冶

政策的实施袁福建省学前教育适龄幼儿出现大幅度增

长袁福建省教育厅的调研指出袁到 2020年全省学前教

育学位缺口达 34 万个袁 同时女性幼师比例接近

100%遥 因此袁福建省首先应该重视幼儿教师数量的增

加袁特别是男幼师数量的增加遥 继续扩大福建省本科

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招生规模袁同时应该出台更多的

优惠政策鼓励男学生来报考幼师专业袁毕业时鼓励学

生更多服务于偏远地区尧贫困地区以及农村地区遥 其

次给予幼师足够的福利保障机制遥 幼教的工作强度幼

儿教师的身份地位及相关权利都应得到保障遥 政府应

加大宣传袁 让全社会认识到幼儿教师的价值和重要

性袁让人们都能尊重幼儿教师遥 [9]再次袁建立常规化高

质量的幼师培训机构袁及时对幼儿教师进行系统专业

的培训遥 幼师是对孩子一生发展最有深远影响的专业

人员袁 同时学前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是不断发展的袁

幼儿教师需要不断学习才能跟上学前教育的发展[10]遥

4.重视学前教育经费的监管工作

建立健全的学前教育经费监管机制是学前教育

获得结果公平的必要条件遥 因此袁政府应最大程度地

对教育财政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与效益进行监控

性测量与评价遥 首先袁应关注教育财政资金的配置效

率遥 教育经费的层级配置主要指公用经费支出占教育

事业费支出比重指标袁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

心编写的叶中国财政发展报告要要要科技教育的公共政

策研究曳中指出这一比重达到 40%左右为宜遥 比较福

建省近两年来数据可以得出袁学前教育公用事业费占

教育事业费的比例在 30%左右袁 还离 40%有较大差

距遥 因此袁 各级政府应对学前教育经费进行预算尧审

计尧监管袁制定相应的层级配置标准袁让财政资金接受

社会监督袁使学前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及效率得以优

化袁发挥其自身最大的用处遥 [11]同时袁各级政府应该制

定学前教育发展目标袁 并将其纳入各级政府考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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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袁 将学前教育的发展与政府甚至个人绩效相互挂

钩袁以此来调动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遥

注释院

淤 福建省九地市是指福建省现辖九个地级市袁市名分别为福

州市尧厦门市尧莆田市尧泉州市尧漳州市尧龙岩市尧三明市尧南

平市尧宁德市 9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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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Equalizat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 o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要要要Panel data analysis based on Theil index

ZHENG Xuelian1, CHI Qishan2

(1. Chengyi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2. Bureau of Finance, Zhangzhou Investment

Promotion Bureau,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Zhangzhou, Fujian 363105)

Abstract: Preschool educ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t concerns

about the future and development of family and society.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child policy in 2015, "difficult to enter the

kindergarten", "expensive" and other issue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have become a new social problem. 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of

nine c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18, this paper uses the Theil index method to verify the inequality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pre-school education. Secondly, it uses panel data to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ine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nine cities. Finally, from the supply side, it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explores the policy path to further

promote the equalizat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 o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Key words: preschool education; financial expenditure; Theil index; pan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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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卓越教师的内涵及相关法律规范

渊一冤卓越教师的内涵

野卓越冶一词在叶现代汉语词典曳的解释是院野非常

优秀袁超出一般冶袁其关键在于个体在超越一般水平之

后还能坚持不懈地超越自我袁不断提高和发展咱1暂遥对于

卓越教师袁虽然大家都有不同的解释袁但学者们都有

一种高度共识袁即卓越教师是一群超出普通教师的拔

尖人才袁他们拥有一颗不断进取的灵魂袁他们成长的

过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遥 从特征来讲袁卓越教师除了

在教学上要有自己的特色尧要科学有效之外袁其自身

还要有良好的师德师风袁 不光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袁还

要专注于教学尧勇于创新教学尧热爱教育事业咱2暂遥 教育

情怀尧专业知识尧专业能力等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卓越

教师的特征遥

如何评定卓越教师袁朱子定义的理想标准为院野尽

得一世明睿之才袁而以所乐乎己者教而养之袁则斯道

之传得之者众袁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矣冶咱3暂遥 近年

来袁 我国学者也对卓越教师的标准尝试了不同的解

读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巍咱4暂提出的卓越教师 4

个标准袁即院渊1冤全面的知识结构曰渊2冤良好的师德与健

康的人格曰渊3冤反思能力与创新意识曰渊4冤对待学生的

亲和力遥 换言之袁评判一位老师是否卓越袁其标准的内

涵是院是否野整体性的卓越冶浴

渊二冤野卓越教师冶培育的法律规范

2014年 8月 17日袁教育部印发了叶教育部关于实

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曳袁 明确提出针对小学教

育的实际需求袁 重点探索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模式袁培

养一批热爱小学教育事业尧知识广博尧能力全面袁能够

胜任小学多学科教育教学需要的卓越小学教师咱5暂遥

2018年 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叶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曳中提出袁到 2035年袁教师综

合素质尧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袁培养造就

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尧 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尧数

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咱6暂遥 同年 9月 17日袁教育部又

印发了 叶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的意见曳袁其

又提出院培养造就一批教育情怀深厚尧专业基础扎实尧

勇于创新教学尧善于综合育人和具有终身学习发展能

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中小学教师咱7暂遥 国家密集出

台的一系列关于野卓越教师冶的法律法规袁既是导向明

校地联合培养适合闽北基础教育卓越教师的实践

马奋芹

渊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基于朱子野卓越师资冶教育的理念袁以及遍布闽北的野书院冶野精舍冶等教育文化历史资源的启迪袁从卓越教

师的内涵及其培育的法律规范出发袁立足闽北野卓越教师冶培育的现状及潜力优势袁深入剖析了校地联合培养适合闽北基

础教育野卓越教师冶的四足鼎力合作尧协调培育的整体构想袁以及师徒制实践模式与浸润式深度合作的教育实践教学方

案袁探讨培养一批野乐教尧适教和留得住冶的具有野卓越冶潜质的小学教师的可能路径袁以期为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野卓越教

师冶的培育积累参考经验遥

关键词院卓越教师曰闽北基础教育曰校地联合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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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制度化保障袁也是闽北基础教育面临的野卓越师

资冶培育的迫切要求遥

二尧闽北野卓越教师冶培育的现状及潜力优势

渊一冤现状

众所周知袁闽北的基础教育袁软尧硬件以及包括小

学教育在内的教育规模尧教育质量尧卓越师资比重等

要件袁 在福建省内长时期处于比较劣势袁 如南平市

2019~2020学年初小学在校学生总数共计 20.4931万

人咱8暂袁教职工人数是 1.3124万咱9暂袁师生比为 6.40%袁远

远小于福建省的师生比渊福建省的师生比是 18.79%咱10暂冤遥

换言之袁闽北基础教育具有我国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

共同的短板特征院渊1冤大量优秀教师流失严重袁流失到

厦漳泉三地为多曰渊2冤以中师毕业为主的教师主体渊老

教师冤陆续进入了退休期曰渊3冤新的优秀师资或招聘不

到袁或即使采用类似野南平人才行冶等免笔试政策录用袁

不乏以入编作为过渡跳板尧最终选择流失的现象遥整体

而言袁闽北基础教育师资青黄不接的现象较为突出遥

鉴于此袁闽北各县市地方教育局尧高校尧用人单位

长期以来群策群力袁不仅尽可能地搭乘国家推出的培

养公费师范生的政策列车袁如委托武夷学院等高校定

向培养公费师范生渊具体人数见表 1冤袁而且持续开展

了基础教育师资野留得长冶尧野教得好冶的各种探索实践

渊如尝试野南平人才行冶等免笔试录用政策冤等遥 目前袁

一种共识逐步凝聚袁即培养具有野卓越教师冶潜质尧乡

土情怀浓厚的准教师袁应成为高校师范生职前培养的

重点袁也是促进高校与小学联合培养的契合点之一遥

表 1 委托武夷学院定向培养公费师范生人数

Tab.1 Entrusted Wuyi University to direct training of

government-funded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注院该数据来源于武夷学院小学人文与教师教育学生信息库

渊二冤潜力优势

1.地利院历史文化资源禀赋优势

虽然闽北各级政府不懈努力袁福建省也给予配套

政策倾斜关照袁闽北基础教育师资培育改善的局面有

目共睹袁但从历史长河的视角仰视袁相对于闽北人引

以为傲的闽学野卓越师资冶培育的史诗级辉煌传统而

言袁闽北基础教育的现状与闽北社会教育文化传承期

望的心理落差不言而喻遥 究其原因袁闽北野卓越教师冶

培育的历史教育文化资源禀赋的开发尧复兴的市场意

义被忽略了遥 野春秋出孔子袁南宋有朱熹遥 冶历史上的

野闽北冶地区袁在宋代及其前后乃教育野圣地冶之所在袁

闽北先后诞生了 5位闽学大家遥 作为闽学派的集大成

者朱熹一生 64年置身闽北袁创建书院尧精舍袁广收弟

子袁践行野卓越师资冶培育的理念遥 朱熹是继孔孟之后袁

通过书院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冶袁践行培育野卓越师

资冶理念的教育大家袁不仅推动了民间兴学之风的形

成袁还为闽北文化教育的发展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

批的人才遥 宋代福建籍进士有 7000多人袁名列全国第

一遥 而建阳一县就有 108人考中进士袁占全国总数的

七十分之一咱11暂遥

在闽北这样一个历史上由一代又一代 野闽学大

师冶毕生亲力亲为施教并倡导得野英才冶教之尧教育文

化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的土地上袁基于野精舍冶野书院冶盛

世传承至今的尊师重教的民风基因袁近些年来袁八闽

大地复兴基础教育的社会共识再度升温院塑造合适的

契合点袁激活针对闽北野卓越教师冶培育的历史教育文

化资源禀赋的市场开发动力袁最终形成支撑闽北基础

教育野卓越师资冶培育实践的理想人文环境以及市场

化社会环境遥

2.时势院现实挑战需求

一是高校职前培养的市场需求变革遥 首先袁地方

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遥 地方高校本应充分释放

应用型人才供给功能袁聚焦于服务地方的野应用型尧本

土化人才冶的培养遥 然而袁闽北高校并未跳出野国内地

方性大学模仿研究型大学冶的窠臼袁通常花费大量的

人力尧财力尧精力拼博士尧拼科研尧拼考研率噎噎至于

作为学生核心竞争力重要构成的应用技能尧本土化职

业情怀等方面的内涵培养袁往往顾此失彼遥 这也是地

方院校师范生在职培养不到位尧岗后无法胜任教师岗

位的尴尬境地的重要原因之一遥 其次袁培养方案设置

不合理遥 我国目前高校教育属于普适性教育袁因此师

范生职前培养也只是常规化培养遥 这与正处于教育转

人数 80人 20人 160人 40人 160人 40人

总计 100人 200人 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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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时期急切需要高技术尧高素质人才的现状脱轨遥 故

而袁高校教育改革已经势在必行袁与地方小学联合培

养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遥

二是小学数字校园建设的需求遥 小学数字校园建

设是近年来最大的教育革新袁野互联网+冶 行动将成为

必然遥 推进数字校园建设袁拥有与时俱进的师资人才

队伍是关键遥 现实是袁闽北的基础教育袁目前程度不同

地存在教师教育理念陈旧尧教育技术手段落后尧再学

习或终身学习意识淡漠等现象袁加之部分基础教育单

位长期忽视制度及文化等内涵建设以及人才内培外

引等配套条件建设袁导致闽北基础教育数字校园建设

的效率尧效益袁整体水平低下遥 如何突破这一困境钥 对

地方小学来说与高校合作尧校地联合培养师资资源是

理想的选择路径之一遥 一方面小学教师参与到由教

授尧博士等名师领衔的联合培养的师资队伍中袁可以

吸收先进的教育理念袁不断锻炼尧提升自我曰另一方

面袁地方小学参与到师范生职前培养袁将小学教师职

前培养与职后培养有机结合起来袁不只是缩短了准教

师上岗适应期袁节省了职后大量的人力尧物力方面的

投入遥 除此之外袁校地联合培养师资资源的过程袁也是

对高校高度数字化教学技术的借鉴和引用过程袁对整

个小学数字校园建设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三是师范生专业尧职业技能需求遥 现代师范生生

活和学习在数字技术所野座架冶的生活场景中袁每天都

高度依赖网络并享受其中袁 长期体验涵盖虚拟环境尧

游戏规则等超传统道德尧超现实环境约束的数字化技

术应用袁异化后遗症不可避免院虚拟与现实转换不当

引发的焦虑或迷茫渊甚至是颓废冤尧人际交往障碍尧法

律意识退化尧职业道德修养观念弱化尧参与职场竞争

的动力钝化噎噎事实上袁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袁教师职业的高标准被概括为野学高为师尧身正为

范冶袁如何引导师范生克服数字社会的负面效应冲击袁

始终不偏离专业化尧高素质化尧高职业情怀化的人格

追求钥 化解捷径之一也是启用校地联合培养模式院一

方面袁通过联合培养师资队伍中高水准导师尧教师野以

身作则冶示范袁师范生有机会感知教育理念尧职业道

德尧知识传授尧数字化技术增值应用之间的融会贯通

能力袁进而拓展思想境界袁强化专业素养曰另一方面袁

引导小学优秀教师野回锅冶大学课堂野言传身教冶袁可以

促进尧提升在校师范生的职业技能与职业情怀遥

总之袁践行野卓越教师冶培育袁是基础教育人力资

源市场变革趋势的具体要求浴

三尧校地联合培养卓越教师的构想与具体

实施方案

渊一冤整体方案构想院四足鼎力合作尧协调培育

野卓越教师冶的成长是漫长而艰辛的过程袁需要多

方力量鼎力协调尧合作培育遥 如图 1所示院渊1冤从高校

层面来说袁培育具有野卓越教师冶潜质的教师是人才培

养的出发点袁也是归宿点遥 作为人才培养方袁高校应积

极配合国家与社会协同支持校企合作办学的诸多政

策红利袁以野卓越小学教师冶为培养目标袁以共同探索

实践教学体系为主要内容袁以联合小学共同培育为重

要途径袁以师徒制实践体系为主要举措袁不断完善培

养方案袁规范理论课程与健全实践环节袁持之以恒袁为

培育大批具有野卓越教师冶潜能的师资资源袁深耕细

作遥 渊2冤从小学层面来说袁作为人才接收方与使用单

位袁应以职后培养野卓越教师冶为终极目标遥 要实现这

一目的袁小学方要及早介入野卓越教师冶的职前培育工

作中袁即通过职场指导等方式参与到野卓越教师冶潜能

培养进程中袁以缩短职后培养野卓越教师冶的历程袁同

时促进介入该进程的教师自我提升尧自我塑造遥 渊3冤从

国家方面尧社会层面来看袁国家不仅要有政策方面的倾

斜袁也要加强专项资金的投入与监管袁社会层面也需要

呼应尧配合袁积极营造有利于野卓越型冶人才成长的文化

教育大环境袁对高校与小学合作起到推动作用遥

图 1 四足鼎力合作尧协调培育方案

Fig.1 The four institutions make great efforts to cooperate and

coordinate the cultiv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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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袁 作为职场实验舞台的小学袁野卓越师资冶培

育需要持续落实外引内培建设曰高校必须实施野卓越

师资冶的人才潜质培育曰校校之间开启稳定的信息共

享尧互动协作渊校校合作尧师徒制冤的共生模式曰闽北地

方政府配套的制度化建设尧文化产业建设以及人文环

境氛围的改善袁更是不可或缺的支撑遥

渊二冤具体实施方案院联合培养打造现代师徒制实

践模式

1.联合培养的前提保障

首先袁地方政府在高校与小学合作方面要给予积

极的支持袁并通过出台相关的政策来规范遥 如对联合

培养的性质尧形式尧责任划分尧双方法律地位尧经费支

付等进行详细规定袁从而使高校尧小学尧学生和导师都

做到有法可依袁明白各自的定位和职责遥 同时袁各级政

府应积极发挥导向作用袁为校校合作提供必要的财政

支持袁提高小学参与的积极性遥

其次袁地方政府与社会各界积极强化野尊师重教冶

的教育文化内涵遥地方依托朱熹闽学大师独特的文化

优势及闽北丰厚的文化底蕴与淳厚民风袁深挖厚重的

朱子文化底蕴尧思想精髓的当代价值袁发展文化产业袁

树立文化品牌袁带动产业转型升级袁为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献力遥 同时袁在民间多多进行国学之旅尧研学

之行等活动袁沿着朱熹出生尧成长的路径袁感受少年朱

熹刻苦读书尧 与小伙伴嬉戏袁 培养人们孝顺父母尧谨

信尧承担和知书达理的优良品格遥 野成人礼冶野敬师礼冶

等典礼应作为学校常态化的重要仪式遥

2.高校与小学联合打造师徒制实践模式

联合培养打造现代师徒制实践模式袁前提是要有

一整套完善的专门针对职前培养 野卓越小学教师冶的

培养方案袁关键环节是打造一批名师团队袁重点是在

校内建立现代师徒制的教育教学实践模式袁在校外探

索师徒制深度合作的教育实践尧实习体系遥

一是联合探讨并落实野卓越小学教师冶培养方案

的建设遥 高校与小学联合为师范生职前培养量身定做

培养实验方案袁将其培养成野卓越小学教师冶或者具有

其潜能的小学教师遥 具体为院第一袁依托地方小学袁以

就业服务地方为导向袁以学生潜能开发为主体袁以教

育教学能力为本位袁 将培养目标定位为服务地方的

野应用型人才冶的培养遥 第二袁培养方案中袁减少一些通

识类课程袁设置一些高品质的理论课程袁增加一些关

于教师情怀与乡土情怀类的选修课程袁供学生自由选

学遥 第三袁对于实践类课程给以足够的学分倾斜袁打造

校内校外尧线上线下的混合式实践类课程遥

二是建立现代师徒制校内教育实践教学模式遥 校

内教育实践教学模式是职前教育的第二课堂遥 具体做

法是院首先袁成立名师工作室遥 汇集高校内高职称尧高

学历尧高素质的教授尧副教授尧博士袁以及小学内的专

家型教师尧优秀教师或者获得省级以上单项技能奖的

教师袁或社会上有威望尧名人尧英雄或某一方面传承人

等人士袁作为名师工作室专家库人才遥 其次袁成立导师

组遥 由校内校外老师共同组成双导师组甚至多导师

组曰 以导师与学生自由组合的方式成立师生小组袁两

人以上的学生组成学生小组袁推行野导师小组+学生小

组冶的野师带徒冶模式遥 再者袁导师组可以采用集中与分

散尧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袁打造精品教育实践第

二课堂遥 如通过选修尧讲座尧参观等多元形式增加一些

野增加爱国情怀冶野修心养性冶野加强师德师风冶野教师礼

仪与职业情怀培养冶 等类型的课程或者校外观摩活

动遥 总之袁赤诚的教育情怀尧浓厚的师德师风是卓越小

学教师的灵魂袁也是高校职前联合培养的重点遥 通过

导师高教育情怀的野言传身教冶袁给师范生树立正面的

榜样形象袁净化师范生野为人师表冶的理想情愫遥

三是探索高校与小学深度合作的师徒制校外教

育实践实训体系遥 野走出高校冶是师范生职前技能培养

的关键遥 一方面袁导师带领师范生走访当地历史文化

名人古迹尧 学习当代名人中德艺双馨者的成功事迹袁

增强乡土情与奉献精神遥 尤其要将武夷精舍等类似书

院作为高校校外教育研究基地袁积极参与和朱熹等闽

学大师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理念有关的学术交流活

动遥 同时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袁进一

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遥 从思想上提

升师范生的爱国尧爱家乡尧爱教育事业的情怀袁引导学

生构筑职业情怀尧坚定从教理想遥 另外一方面袁野走出

高校走入小学冶袁 探索高校与小学深度浸润式合作模

式遥 具体规划如表 2所示院大学生大一至大四期间袁利

用课余时间走进小学袁 由小学导师带领参与教学观

摩尧实践探索尧体验教学尧主题研讨尧实践示范等教学

实践环节曰其中袁大一学生以见习方式感知职业尧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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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曰大二学生跟随小学指导老师实践探索尧主题讨

论曰大三学生尝试独立上课袁体验教学尧主题探讨曰大

四学生与师傅共同探讨教学尧教育相关问题袁完成从

师学艺环节遥 深度合作的师徒制实践教学模式袁使得

高校与小学可以深度融合袁互相取长补短袁达到教学

资源最佳配置化袁 从而培养出支撑闽北基础教育稳

定尧持续发展的预备师资队伍遥

表 2 学生四年实践内容及其目标

Tab.2 The contents and objectives of students' four years' practice

四尧总结与展望

渊一冤总结

野卓越教师冶的成长是个任重而道远的系统工程袁

并非仅仅依靠高校职前培养就能一蹴而就遥 惟有高校

与小学构建发展利益及社会责任命运共同体袁持之以

恒袁持续培养一批又一批具有野卓越冶潜质的小学师资

后备队伍袁共同创造前一批带后一批尧互动循环的激

励机制袁才能确保野卓越冶小学教师后备资源库具备后

浪推前浪的良性循环功能遥

渊二冤展望

闽北地区因朱熹的野英才冶教育实践曾盛极一时袁

不乏培育野卓越教师冶的优质历史文化资源与社会人

文理念遥 政府有必要依托武夷山世界双遗产地位袁探

讨教育文化产业集群化开发之策袁持续塑造支撑闽北

基础教育野卓越师资冶培育实践的理想人文环境以及

市场化社会环境遥 同时袁高校与当地小学的联合培养

野卓越师资冶的实践模式袁应纵横延展袁如从社会资本

视角丰富高校与当地小学的合作参与者内涵袁从心理

契约的视角构建高校与小学稳定联合的持久通道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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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Training Excellent Teachers Suitable for Basic

Education in Northern Fujian Jointly by Universities and Local Places

MA Fenqin

(School of Humanities & Teacher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Based on Zhu Xi爷s idea of 野excellent teacher冶 education, and inspired by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such as 野a鄄

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冶 and 野traditional lecture halls冶 across northern Fujian, this study started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excellent

teachers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relevant training, and dissected deeply the overall conception of training 野excellent teachers冶 suit鄄

able for basic education in northern Fujian jointly by universities and local places through cooperation in four dimensions and coordinative

training, as well as its practical pattern of mentoring and a teaching plan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 through immersed deep cooperation, ac鄄

cording to the status quo and potential advantages of 野excellent teacher冶 training in northern Fujian. Besides,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d a

possible path to training a batch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with 野excellent冶 potential, who are 野interested in, suitable for and dedicated to

teaching冶, in the hope of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in the training of 野excellent teachers冶 for basic education in underdevel鄄

oped regions.

Key words: excellent teachers; basic education in northern Fujian; the mode of training jointly by universities and local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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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0月 15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强调院野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袁最能代表一个

时代的风貌袁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遥 冶[1]2016年 11

月 30日袁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

式上提到院野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袁文艺战

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噎噎弘扬了中国精神袁凝聚

了中国力量遥 冶 [2]2017年 10月 18日袁习近平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院野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袁

就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遥 冶 [3]2019年 3月 4日袁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尧

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上提出院野一个国家尧一个民族

不能没有灵魂噎噎作为精神事业袁文化文艺就是一个

灵魂的创作遥 冶 [4]这四次的重要论述袁形成了新时代文

艺思想袁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地位尧作用和

重大使命袁对文艺发展的方向尧文艺发展的目的尧文艺

内容的构成有着指导和促进作用遥

新时代文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遥 新时

代文艺思想对新时代文艺工作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袁

对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袁要求

文艺工作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尧坚持文艺创新尧坚持以

精品奉献人民尧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遥进入新时代袁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袁人民对于物质文化的需要

转变成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袁把人民的感性需求提到了

日常生活最关键位置上袁 人民不再追求基本的教育袁

而是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曰不仅追求知识技能方

面的教育传授袁而且追求思想尧精神方面的教育熏陶曰

不仅追求身体愉悦方面的文化娱乐袁而且追求心智愉

悦方面的文化娱乐遥新时代的音乐教育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为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发挥了重要的文艺载体作用遥肩负着普及

艺术知识尧提高人的艺术修养尧健全人的审美心理结

构尧陶冶人的情感等任务袁应充分发挥新时代文艺思

想的引领功能, 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出

发点尧作为文艺工作者的价值追求袁才能解决好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遥为把握好新时代文艺思想对音

乐教育的引领作用袁促进新时代音乐教育的蓬勃发展,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应重点把握好以

下几个方面遥

一尧把握时代脉搏袁传递时代强音

唐代文学家白居易在叶与元九书曳中写到院野文章

合为时而著袁歌诗合为事而作遥 冶[5]这里的野为时冶野为

事冶就是把握时代脉搏袁传递时代强音袁践行时代之

论新时代文艺思想对音乐教育的引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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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遥要做好新时代的音乐教育亦如此遥音乐教育野有责

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袁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

东西冶[2]遥 因为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袁音乐教

育作为文艺工作的一部分袁 承担着传递时代强音尧回

答时代课题的重任遥 纵观近现代中国音乐教育发展袁

从野学堂乐歌冶时期宣传的野爱国反帝尧拥护共和冶袁到

野左翼音乐运动冶时期提出的野国防音乐冶尧形成的音乐

界的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冶袁再到野学校音乐教育冶提倡

的野培养综合型高素质专门人才冶教育思想袁音乐教育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尧奉献时

代袁并涌现了王霁初尧贺绿汀尧吕骥尧郭兰英尧沈湘尧郭

淑珍尧周晓燕尧李谷一尧宋祖英尧雷佳等袁一大批紧跟时

代步伐尧将传递时代强音为己任的音乐教育者袁他们

把握时代脉搏袁为时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遥

新时代的音乐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承担着培养具有音乐实践技能尧教学能力的高级

专门人才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任务遥

新时代的音乐教育袁要充分发挥新时代文艺思想对国

民音乐教育尧精神文明建设的引领功能袁把新时代文

艺思想作为音乐教育野铸魂育人冶和野立德树人冶的行

动指南袁引领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遥 以传递

时代强音为己任袁把握时代脉搏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的建设遥 如果音乐教育不能反映时代袁不能

跟随时代步伐袁又怎么会出现叶黄河大合唱曳的呐喊尧

叶义勇军进行曲曳的号召尧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曳

的决心尧叶春天的故事曳 的崭新面貌尧叶希望的田野上曳

的自信尧叶共筑中国梦曳的蓝图噎噎办好新时代的音乐

教育袁以新时代的文艺思想为引领袁扎根中国大地袁充

分认识中国的辉煌历史成就袁 敏感时代的变化发展袁

为新时代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袁传递时代的强音遥

二尧坚持音乐教育创新袁利用多媒体平台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袁多媒体成为一种新兴

的教学手段袁不断冲击着传统的教学模式要要要黑板加

教科书遥 传统的教学模式一方面限制了教师的发挥空

间袁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学生的创造性袁无法达到教育

多元化遥 新时代的音乐教育以新时代文艺思想为引

领袁以多媒体为依托袁把音乐教育与现代科学技术相

结合袁充分发挥两者之间的配合作用袁进而凸显音乐

教育的引领功能遥 多媒体这一新兴的教学工具袁给音

乐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教育平台和丰厚的教育时间袁

给教育者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袁促进了学生的创新

实践能力袁创建了教育者与接收者之间互相交流协作

的机遇遥

利用多媒体进行的音乐教育袁要面对不同的教育

受众袁这就需要从野学生冶实际出发袁从教学态度尧教学

风格尧教学方法以及考核评价方式等进行适当适时地

调整转变遥 根据不同的受众需求来因材施教袁及时了

解野学生冶需求遥而不能一味地进行野一刀切冶遥同时袁利

用多媒体平台袁坚持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遥 理

论是实践的基础袁实践是理论的检验遥 充分发挥多媒

体平台的实用性袁音乐教育要通过多媒体平台采用多

种多样的教学方式袁 如利用多媒体进行田野调查尧民

俗采风曰利用多媒体观看看艺术实践尧艺术活动尧线上

教学等活动遥 再利用多媒体平台将这些收集的文献资

料归档成册袁并通过互联网在线发布袁达到了音乐教

育与多媒体平台的有效结合遥 像野声乐家冶野国际声乐冶

等 APP袁就是把传统的音乐教育模式搬到多媒体平台

上袁利用多媒体平台将音乐理论制作成视频尧音频袁邀

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网络教学袁设有专门的一对一

辅导教学袁还定期推送专门的演出尧比赛资讯袁还有歌

谱尧伴奏下载袁几乎解决了音乐爱好者在学习过程中

遇到的所有问题遥这些 APP知识更新迅速尧学习方便袁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袁比传统的音乐教育模式更受音乐

爱好者的青睐袁 让音乐爱好者一边学习理论知识尧一

边检验学习成果袁做到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完美

结合袁提升了音乐教育的实效性遥

三尧以精品奉献人民袁凝聚中国力量

野精品袁从时间上看袁是可以常演常新尧常看常新曰

从空间上看袁是可以广泛传播袁被人民普遍接受曰从作

品本身来讲袁必须思想精深尧艺术精湛尧制作精良遥 冶[6]

时间尧空间尧作品本身这三个维度齐备袁才可以称为精

品遥 要以精品奉献人民袁凝聚中国力量袁对于音乐教育

者来说袁一方面袁把自己做成 野精品冶袁加强自身的艺

术造诣曰另一方面袁培养出野精品冶袁培养出不愧于时代

的艺术工作者袁回馈人民尧奉献人民遥

渊一冤做成精品袁加强艺术造诣遥

所谓艺术造诣袁 是指在艺术方面所达到的程度尧

境界尧水平袁以及取得的成就遥 音乐教育者应具有高深

的艺术造诣才能成为野精品冶遥 加强艺术造诣袁首先袁主

动学习遥 主动学习就是主动地走进图书馆尧走入剧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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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群众袁凝聚各方面的知识袁内化于心尧外化于行袁

丰富尧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袁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袁成

为野精品冶袁奉献人民遥 主动学习是每个人实现人生价

值尧提升自我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遥 音乐教育者要想

持续发展袁不能仅仅依靠野接受式冶的学习袁而忽视了

主动学习的意识袁因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袁外因只

能起促进作用遥 其次袁主动学习还要从身边的点滴小

事做起袁 结合自身的实际向其它优秀教育者学习袁借

鉴优秀的教学知识袁加强交流袁互通有无袁做到资源共

享袁切实提高自身能力袁把自己做成野精品冶袁回馈社

会尧奉献人民遥 再次袁参加培训袁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遥

音乐教育者长期处在教学岗位一线袁教学方法尧教学

内容尧 教学手段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变得陈旧袁如

果不及时提升改变袁那么就会与时代脱轨袁落后于时

代遥 因为培训有其规范性尧针对性尧时效性袁是现阶段

音乐教育者进修的重要途径袁也是现阶段音乐教育者

提升教学方法尧内容尧手段的最佳尧最快方式遥 像中央

音乐学院尧中国音乐学院等每年都会不定期的举行像

野素质教育新体系课程培训冶野音乐课程设置和教学实

施培训冶等一系列专业培训班袁以及各文化公司利用

微信公众号尧微博客户端推出的野声乐大师班冶野合唱

提升班冶等袁都为音乐教育者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遥

渊二冤培养精品袁不愧于时代遥

首先袁要坚持野以人民为中心冶袁充分发挥文艺为

人民服务的意识遥 因为野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袁

一旦离开人民袁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尧无病的呻

吟尧无魂的躯壳冶[1]遥 就像上述所言脱离人民群众的文

艺创作袁创作出来的作品定会缺少灵魂袁像是无根的

浮萍尧行尸走肉般的躯壳遥 文艺工作者只有走进人民

群众尧扎根服务基层尧走入田间地头为人民慰问演出

的文艺活动袁坚持野以人民为中心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

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冶 [1]袁才

能创作出像歌剧叶沂蒙山曳尧舞剧叶永不消逝的电波曳尧

歌曲叶到人民中去曳等一批在实践生活中根据人民需

求创作的文艺精品遥 其次袁培养不愧于时代的文艺工

作者袁要坚持创新意识袁抓好创作这一中心环节遥 野创

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袁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冶遥 不断创新袁抓好创作中心环节才是文艺工作

者的安身立命之本遥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袁国家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袁全国文艺工作者在这重要节点上围

绕主题坚持文艺创作袁各类艺术精品纷纷涌现遥 中国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推出以野向人民汇报冶为主题的音

乐会曰中国音协推出野听见中国听见你冶中国当代歌曲

创作精品工程曰安徽音乐家协会开展野四力冶教育实践

活动暨举办创作竞赛活动等袁这些活动促进文艺创作

者们凝聚力量袁更大力度地抓好文艺原创袁才推出像

歌曲叶富强之路曳叶花开新时代曳叶新的天地曳等时代精

品袁把最好精神食粮献给人民遥

野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袁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

风貌袁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遥 冶 [1]我们要想凝聚中

国的力量袁以精品奉献人民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袁那么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袁因为文艺是时

代前进的号角袁而文艺工作者作为文艺力量的一部分

也大有可为遥

四尧用明德引领风尚袁磨练职业操守

叶左传窑襄公二十四年曳 中提出院野太上有立德袁其

次有立功袁其次有立言遥 冶[7]表明立德是人处世的最高

标准袁是最高尚的境界遥 司马光在叶资治通鉴曳里提出院

野才者袁德之资也袁德者袁才之帅也遥 冶[8]这说明如果一个

人只做事不修德袁永远做不成事袁做人不立德袁永远做

不成人遥 新时代文艺思想强调院野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启

迪思想尧陶冶情操尧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噎噎理应以

高远志向尧良好品德尧高尚情操为社会作表率遥冶 [4]可见

野德冶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袁作为新时代的音乐教育者

理应明大德尧立大德袁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

家国情怀袁努力做成对国家尧对民族尧对人民有贡献的

艺术家遥

渊一冤锤炼政治操守袁忠诚可靠遥

新时代的音乐教育袁 在新时代文艺思想的指导

下袁锤炼政治操守袁忠诚可靠遥 最重要的是树立爱国思

想遥 爱国是每一个人的本分袁也是职责遥 爱国袁不是简

单地停留在口号上袁 而是要将艺术追求同国家前途尧

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袁扎根人民袁奉献国家遥 新时

代的音乐教育袁 要坚持用新时代文艺思想为行动指

南袁武装头脑尧指导实践尧推动工作袁树立深沉的家国

情怀和远大的理想追求袁明大德尧立大德尧锤炼政治担

当遥 无论是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蓄须明志袁野绝不

为日本人唱戏冶的梅兰芳袁还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

役时期义演百场尧为志愿军捐献战斗机的常香玉噎噎

正是这些爱国者和他们的爱国思想使爱国成为文艺

工作者的一个价值尺度袁 这是他们最亮丽的底色袁也

是者最耀眼的标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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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ding Fun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s to
Mus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DING Zhigang
渊Elementary Education Department袁Anhui Public Security College袁Hefei袁Anhui 230000冤

Abstract院The literary and art thoughts in the new era is the spiritual character of the new era, which reflects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literary and art practi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eading fun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thoughts to mus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grasping the pulse of the era, transmitting the strong tone of the era, dedicating

the people with fine works and gathering strengths of China.

Key words院new era; literary and art thoughts; music education; leading function

渊二冤磨练职业操守袁敬业奉献遥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中袁都涉及职业操

守问题遥 野文艺工作者要坚守高尚职业道德袁做到勤业

精业遥 冶[4]首先袁重艺德袁在职业修养上下功夫遥 艺德是

构筑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体重要底色遥 野欲从艺袁先

立德冶袁像著名的军旅歌唱家雷佳尧阎维文尧蔡国庆等

多次到条件艰苦的边境地区和抗灾一线进行慰问演

出曰像家喻户晓的野老戏骨冶濮存昕袁更是一个公益使

者袁长期投身公益事业袁用自己的号召力感染更多的

人投入进来袁担起社会责任曰国际巨星成龙袁坚决不用

替身噎噎他们在一次次的演出历练中坚守艺术道德

底线尧艺术职业精神尧遵守艺术职业操守尧秉承艺术职

业精神袁使艺术职业精神变得光辉夺目尧熠熠生辉遥其

次袁有野功成不必在我冶的精神境界袁甘于奉献的精神遥

新时代的音乐教育袁 应当以培养时代新人为己任袁以

艺术品质的提升为最高任务袁不因个人的名利得失过

分计较遥像中国民族歌剧开山之作叶白毛女曳在创作之

初袁 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艺工作者们集体创作袁他

们不计功名得失袁怀着的是一颗对民族艺术的敬畏之

心遥 2015年袁为纪念此歌剧上演 70周年之际袁文化部

决定组织复排叶白毛女曳袁排练期间第二代野白毛女冶扮

演者袁85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先生亲自莅临指

导袁正是由于她怀着对民族声乐艺术的热爱尧甘愿奉

献的精神尧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尧野功成不必在我冶的

精神境界袁 将传统文化与当代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袁为

人民奉献丰富的精神食粮尧满足新时代人民文化生活

的新期待遥

五尧结语

新时代文艺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袁反映了新时

代的精神特质袁反映了文艺实践的发展要求和根本方

向袁 是当代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

结袁为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遥 新时代

的音乐教育袁在新时代文艺思想的精神指引下袁把握

时代脉搏袁传递时代强音袁以精品奉献人民遥 新时代的

音乐教育者应当用新时代文艺思想为引领袁进行文艺

创作实践袁用艺术的方式来展现中国道路尧弘扬中国

精神尧传播中国声音尧书写中国故事袁为我国建设成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输送人才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续写新篇章尧筑就文艺新高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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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袁是基于网络的在线开放课程[1]遥我国慕课建

设主要定位于大学生的教育袁在此基础上兼顾社会学

习者袁希望依托互联网袁让不同地区每一个热爱学习

的人享受到优质课程资源遥 在疫情期间袁我国网络教

育呈井喷态势袁 慕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截至

2019年底袁我国已有超过 12500门慕课上线袁超过 2

亿人次学习者袁其数量和应用规模位居世界第一[2]遥在

时代大背景下袁武夷学院作为地方应用型大学袁立足

于武夷山的茶文化特色袁 开设了 叶神秘的大红袍曳慕

课遥 大红袍乃中国名茶袁位居武夷名丛之首袁是武夷茶

的优秀代表袁有野茶中之王冶的美誉袁其历史底蕴深厚袁

知名度高遥 选择叶神秘的大红袍曳课程作为武夷学院首

批慕课建设内容之一袁是因为该课程不仅具有武夷山

地方特色袁同时也适用于大学生尧爱茶人士与当地茶

企茶农袁能够发挥地方人才培养与茶产业服务的双重

价值遥

一尧叶神秘的大红袍曳课程内容彰显地方特色

渊一冤大红袍是武夷山的特色经济作物与文化名片

大红袍的发源地为武夷山市遥 武夷山市地处闽尧

赣两省交界处袁享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袁是世界

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遥 武夷山市同时也是中尧蒙尧俄

万里茶道的起点袁中国著名的生态旅游茶乡袁是一座

历史悠久尧风景秀美的茶乡小城遥2019年袁武夷山全市

种茶面积 14.8万亩袁区域遍及 96个行政村袁占行政村

总数的 83.48%袁涉茶人数达 12 万余人袁约占全市人

口的 50%袁共有登记在册茶企 4560家[3]遥 2020年袁预

计全年干毛茶产量 20800吨袁产值 22.63亿元[4]遥 武夷

茶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袁 有效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尧文

化业尧包装业尧物流业尧电商业尧会展业尧广告业尧服务

业尧金融业等相关二尧三产业的发展袁并解决了农村富

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就业问题遥 野千载儒释道袁万古山水

茶冶很好地诠释了武夷山茶文化的深厚底蕴遥 武夷山

自汉唐时期已产茶袁 并受历代文人高士喜爱与传颂袁

大儒朱熹尧扣冰古佛尧道教南宗五祖白玉蟾都与武夷

茶有着不解之缘遥 而大红袍是武夷茶中的魁首袁其历

史悠久袁文化底蕴深厚袁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遥2002年

野武夷山大红袍冶 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曰2006年

收稿日期院2020-06-03

基金项目院武夷学院校级课程建设项目渊KC202014冤曰南平

市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项目渊2019J04冤遥

作者简介院郑慕蓉渊1989-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茶学

及茶文化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李远华 渊1963-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茶学

及生物技术研究遥

高校地方特色课程叶神秘的大红袍曳慕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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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武夷学院 茶与食品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大武夷茶产业研究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3.茶叶福建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武夷山是茶文化的故乡袁历史名茶大红袍的诞生地遥 叶神秘的大红袍曳慕课立足于武夷山的茶文化特色袁旨在

通过该慕课帮助武夷学院学子传承武夷茶文化袁向社会人士普及茶知识与传播大红袍茶品牌袁助力于武夷茶产业的发展遥

通过叶神秘的大红袍曳慕课的前期建设与运行发现袁慕课的选课人数较传统班级大大增加袁跨越了时空阻碍袁实现了大学资

源的普惠与共享袁同时茶知识与大红袍品牌在选课学生中有一定的扩散效益遥 但与此同时袁也存在着慕课学生学习不专注尧

结课率与及格率低的突出问题袁而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在实践中效果更加理想袁未来将是本慕课的重点探索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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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武夷岩茶渊大红袍冤手工制作技艺冶入选全国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曰2007年武夷山绝版母树大红袍被国家

博物馆收藏曰2010年野武夷山大红袍冶被认定为野中国

驰名商标冶袁自 2010年起连续十年被评为野中国十大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冶曰 浙江大学 CARD中国农业品牌

研究中心中国茶叶品牌价值评估课题组发布 2019年

野武夷山大红袍冶 区域品牌价值评估达 31.34亿元遥 [5]

野大红袍冶俨然已成为武夷岩茶甚至武夷茶的代名词袁

它与野武夷山水冶一起成为武夷山的名片与文化缩影遥

渊二冤课程内容融入地方特色与非遗技艺

茶文化是武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遥武夷岩茶的生长

区与武夷山景区高度重合袁野岩骨花香漫游道冶是游客

最喜爱的步行小道曰张艺谋执导的叶印象大红袍曳是武

夷山重要的文化旅游产品袁是外界了解武夷山与大红

袍的窗口之一曰历史名村野下梅冶同时也是历史商道

野万里茶路冶的起点曰武夷茶俗野喊山祭茶冶也是武夷山

独特的民间风俗遥 因此袁在传播武夷茶文化的同时也

在宣传武夷山优美的自然风光与悠久的历史人文遥

武夷岩茶渊大红袍冤传统制作技艺是 2006年全国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袁它对于大红袍制作技术的传承

与保护起到重要作用遥 此外袁在武夷茶区流行的建盏

以及茶百戏袁是古代斗茶文化的见证袁现今仍是武夷

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也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遥 在叶神秘的大红袍曳课程中袁我们将这些珍贵的非

遗技艺都收录了进来袁通过技艺演示尧遗址参观尧非遗

传承人访谈等形式并结合线下的非遗技艺体验袁丰富

了课程的内容袁也彰显了地方文化特性遥

表 1 叶神秘的大红袍曳MOOC内容设计

Tab.1 Contents of MOOC 野Mysterious Dahongpao Tea Culture冶

一尧走进大红袍世界

1.大红袍母树
2.大红袍历史
3.商品大红袍与走进博物馆的
野大红袍冶
4.大红袍百年传统与万里茶路

介绍了武夷茶从唐代以来的悠久历史与大红袍的历史由来袁 帮助学习者理解
大红袍的多重含义袁它是武夷名丛尧茶树品种尧武夷岩茶尧茶叶品牌遥 万里茶路
是重要的历史商路袁武夷山下梅村曾是茶路的起点与茶叶重镇遥

二尧大红袍之出
1.大红袍生产情况
2.正岩尧半岩与洲茶

三尧大红袍之生
1. 武夷茶生长环境
2. 武夷耕作法

优质的大红袍需要优质的茶树原料袁它们多数生长在武夷山景区内袁介绍茶树
生长环境也同时在介绍武夷山景区遥

四尧茶树品种王国
1. 大红袍与水仙尧肉桂
2. 武夷名丛
3. 引进茶树新品种

武夷菜茶历史悠久袁武夷名丛数量众多袁加之后期选育尧引进推广的新品种袁共
同丰富了武夷岩茶袁提升了商品大红袍的品质与魅力遥

五尧大红袍制作
1.大红袍采摘
2.大红袍传统手工制作技艺
3.现代机械制茶

武夷岩茶渊大红袍冤的传统制作技艺是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遥

六尧大红袍品鉴
1.大红袍品质特点
2.解读野岩韵冶
3.陈年大红袍

结合古今名人解说野岩韵冶袁这其中也穿插了武夷文化遥

七尧大红袍器具
1.茶具发展历史
2.古典茶具要特色建盏
3.现代茶具

建盏是宋代武夷斗茶的重要器具袁其烧制技艺于 201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遥

八尧大红袍欣赏
1.印象大红袍
2.非遗茶百戏
3.茶艺与茶席

武夷茶自宋代已入贡袁宋代流传下来的点茶与茶百戏现已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遥
张艺谋导演的叶印象大红袍曳袁是武夷山重要的文化旅游产品袁是外界了解武夷山与大
红袍的窗口之一遥 武夷工夫茶渊正在申遗冤是工夫茶的源头袁课程通过工夫茶的教学展
示袁帮助学习者学习冲泡大红袍袁享受慢下来的茶时光遥

九尧大红袍营养与
功能

1.大红袍营养成分
2.大红袍功能作用
3.大红袍深加工与综合利用

十尧大红袍市场营销
1.大红袍历史兴衰
2.大红袍的国内市场
3.大红袍香飘海外

结合历史记载袁介绍了大红袍的品牌发展之路遥

十一尧大红袍礼俗
1.喊山与开山
2.饮茶习俗
3.武夷茶谣

武夷茶俗是武夷民俗的组成部分袁是武夷文化的有机体遥

十二尧 众人传诵大
红袍

1.历史名人谈大红袍
2.非遗传人谈大红袍
3.专家学者谈大红袍

通过名人语录尧名人访谈等形式袁畅谈不同人心中的大红袍袁使学习者从多元
视角了解大红袍袁同时利用名人效应间接提升大红袍的知名度与美誉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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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地方文化视角介绍大红袍

大红袍自宋代时就被列为贡茶袁以其稀少神秘闻

于坊间遥 关于大红袍的起源传说众多袁文人骚客的赞

诗不绝袁苏轼尧蔡襄尧辛弃疾尧朱熹等历史名人都曾在

武夷山驻足袁皆为大红袍留下笔墨遥 当代袁又有毛主席

送给尼克松野半壁江山冶渊即 4两母树大红袍冤的故事袁

可见大红袍的分量之重遥 课程还从政治家尧文学家尧科

研工作者尧非遗传承人等不同人群的视角对大红袍的

认识进行梳理袁突出课程特色遥

渊四冤内容充实袁助力地方茶产业发展

课程从实用性尧有效性出发袁内容涉及大红袍的

历史文化尧种植加工尧审评冲泡尧营销推广尧营养保健

等方面袁既科学全面袁又通俗易学遥 一方面袁本课程对

武夷学院学子传承武夷茶文化具有重要作用曰另一方

面袁本课程对提升当地茶农尧茶叶从业人员的整体茶

文化修养也大有裨益遥 与此同时袁本课程也将吸引更

多茶叶爱好者学习大红袍袁对于大红袍的传播起到一

定作用遥

二尧叶神秘的大红袍曳慕课建设与运行现状

渊一冤课程定位与目标

叶神秘的大红袍曳慕课是一门公共选修课袁面向在

校大学生与社会人员遥 旨在从科学与文化角度介绍中

国名茶大红袍袁同时拓展茶生活美学尧茶营养保健等

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袁以满足广大大学生及茶

叶爱好者的茶叶知识和精神文化需求袁提升茶文化素

养遥 通过向选课者传播大红袍的历史文化尧大红袍的

正确辨识方法尧大红袍制作的非遗技艺袁以及武夷山

独特的工夫冲泡法等袁让更多人科学客观地认识与评

价大红袍袁帮助提升大红袍的美誉度遥

渊二冤课程建设

1.素材拍摄

为保证本课程的专业性尧真实性尧趣味性和增强

学生的带入感袁叶神秘的大红袍曳慕课中增加了大量实

景素材拍摄袁如大红袍的生长环境尧制作工艺尧冲泡艺

术等遥 同时袁为更好地传播地方特色文化袁课程中融入

闽北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要要大红袍手工制作技

艺尧茶百戏尧建盏等遥

2.课程录制

课程录制分为室内讲解录制与室外实景录制遥 通

过调研发现袁学习者的学习注意力受视频播放时长的

影响巨大袁6~9分钟是大多数学习者注意力的拐点袁而

慕课的应用实践也表明袁每段在线视频最好控制在 5~

15分钟遥 [6] 在叶神秘的大红袍曳慕课中袁每一小节设置

1~2个知识点袁 重要视频时长控制在 10分钟以内袁对

重要的图形尧景观尧文字等重点显示袁教师通过语言进

行介绍与辅助讲解遥 在每一节课程的开篇与结尾袁以

及章节内容中需重点强调的部分袁老师出镜讲解遥 例

如在野大红袍茶艺冶一节袁对于大红袍的茶艺准备要素

则通过图片与文字说明形式进行画面展示袁老师话外

音讲解袁对于茶艺演示时则老师出镜示范与讲解遥

3.慕课上传与发布

本课程选择野学银在线冶与野中国大学 MOOC冶两

大慕课平台运行袁将录制的课程视频袁以及准备好的

课程资料渊大纲尧课件尧题库尧讨论等冤上传到慕课平

台袁在线发布开课通知袁学生在线选课遥 然后按照开课

时间与教学计划袁 每周定时发布学习视频及课程资

料遥 慕课以提前录制好的课程视频为主体袁课程视频

借助动画尧视频尧图片尧文本等多元形式呈现袁每个视

频知识点清晰袁内容精练袁力求在最有限的时间传达

精准的学习内容遥

渊三冤慕课运行现状

叶神秘的大红袍曳慕课自 2019年 3月上线袁现已

完成 5轮开课袁选课人数达 2165人遥 首期选课生以校

内学生为主袁后期选课人数不断增加袁跨校尧跨专业选

课成为常态袁 诸多社会爱茶人士也参与了课程学习遥

该慕课整体运行顺利袁选课人数仍在持续增长袁课程

已初见成效遥

表 2 叶神秘的大红袍曳选课学生数统计

Tab.2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野Mysterious Dahongpao Tea Culture冶

第一轮 100 1渊本校生冤 27

第二轮 178 3 32

第三轮 269 5 38

第四轮 1001 未显示 未显示

第五轮 617 未显示 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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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慕课的教学

对于校内选课生袁开设基于慕课的野线上+线下冶混

合教学遥学生需要先在教师的指导下袁完成在线教学资

源的学习遥 然后袁 教师挑选出在线课程中学生兴趣度

高尧以及不适合线上教学的内容进行线下教学袁最后综

合线上线下学习内容袁进行线下考试测评遥而对于社会

学习者袁 由于不受学分的约束袁 学习者有更多的选择

权遥 学习者对于一门课的选择与学习袁 除了兴趣支撑

外袁课程的质量与吸引力尧有效的管理也十分重要遥

在开课调查中显示袁60%的学生希望通过本课学

会大红袍的日常选购与品鉴袁因此这部分内容也是线

下课的重点内容遥 以野茶树品种王国冶一课为例袁学生

在线学习武夷山茶树品种的常识与不同品种的特征袁

线下课则参观学校的茶树种质资源圃袁 通过视觉尧嗅

觉尧触觉真实感受茶树叶片的颜色深浅尧厚薄尧边缘锯

齿尧叶背茸毛等生理性状袁加深对茶树品种的认知与

理解曰野大红袍茶艺冶一课中袁学生先在线学习大红袍

茶艺的基础知识袁线下课程则动手冲泡袁学习者能够

真实地感受到冲泡一壶茶的快乐遥

课程中出现的学习难点或学生反复提问的章节袁

教师通过开设直播答疑袁助力于学生的学习袁也促进

与学生的亲密关系建立遥

图 1 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Fig.1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MOOC

2.慕课的管理

为更好地营造课堂氛围袁本课程采取学期制与班

级制相结合的管理方法遥教师通过慕课平台的 APP进

行班级管理袁现有使用野学习通冶与野慕课堂冶遥 教师在

手机上可直接看到学生的学习情况袁 并可以随时答

疑遥 班级群内袁学员可以自由地向老师或其他同学发

送私信袁讨论与交流遥 老师通过平台电脑端发布学习

计划与讨论袁可与手机端同步更新袁并通过通知或任

务栏功能袁提醒每一位同学及时学习遥

通过后台的数据收集功能袁老师可以查看学生的

视频观看完成率尧 章节测试的正确率和讨论的参与

度袁对于部分落课较多的学生袁则可以通过软件中的

私信聊天功能袁一对一地辅导袁了解学生缺课的原因

与学习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遥

三尧叶神秘的大红袍曳慕课建设效果评价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肆虐袁造成学校停课遥 由于

前期的建设袁叶神秘的大红袍曳 通过慕课的教学形式袁

有序完成教学进度袁降低了停课带来的影响遥

渊一冤扩大了课程的受众范围

叶神秘的大红袍曳慕课从课程数据显示袁69.1%的

学生是跨校尧跨区域选课袁选课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袁跨

越了传统的地理限制遥 此外袁选课人数也远远超过了

传统教室的容量袁如果按常规线下课程 60人/班袁五轮

课最多能够容纳 300人学习袁而叶神秘的大红袍曳慕课

五轮选课达 2165人次袁受众人数与范围大幅提高袁真

正实现将优秀的教学资源普惠到大众遥

渊二冤茶知识与大红袍品牌有一定扩散

选课学生的课前问卷调查显示袁 班级 80%以上的

学生不知道中国有六大茶类袁70%以上的学生将大红

袍误认成红茶而非乌龙茶遥 班上少数学生有听说过商

品大红袍袁多数仍停留在六株母树大红袍的认知遥经过

一个学期的学习袁 学生对我国茶叶的常识认知明显提

升袁通过线上讨论与课堂互动发现袁饮茶有益健康的观

念更加深入袁对于大红袍的认识更加深刻袁班级内愿意

购买尧饮用与分享大红袍的人群比例有明显上升遥

渊三冤学生学习效果尚有提升空间

慕课主要以短视频形式呈现知识点袁由于老师无

法提前预知学习者的背景袁内容设计偏固定袁课程的

难易度不能灵活调整袁加之在线课程依赖于学生的自

主学习性袁导致很多选课学生中途弃课遥 以野中国大学

MOOC冶平台为例袁第一期选课的学生中袁按要求完成

全部学习内容的只占 12.9%袁参与课堂讨论的学生仅

4%袁期末考核成绩合格率仅 2%袁课程的完成率极低遥

而同期针对校内学生的混合式教学结课率则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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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袁期末考核合格率达 85%袁教学效果显著优于纯

慕课教学遥但混合式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班级相比袁其

考核成绩优秀率明显更低袁 学生对于课程知识点的掌

握显得不够牢固袁重难点把握不够准确袁对于课程的情

感关联性更小袁师生尧生生之间的关系更疏远一些遥

纯慕课学习没有教师的现场监督袁 学习轻松自

由袁但容易造成学习精力不集中遥 同时线上学习因缺

乏教学的仪式感袁也就造成学生对慕课的重视度普遍

低于传统线下课程袁导致学习效果不理想遥因此袁本课

程未来还可以在慕课质量与教学过程尧师生情感互动

方面进一步探索袁以基于慕课的野线上+线下冶混合式

教学为重点袁努力提升慕课的学生参与性与结课率遥

四尧结语

慕课扩展了现代教学方式袁扩大了优秀课程的受

众范围袁 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秀的大学教育资源袁

慕课教学已成为时代潮流遥 叶神秘的大红袍曳慕课开设

虽见初步成效袁但相比优秀慕课而言袁仍存在推广不

够袁选课人数不足袁资源应用不充分遥 本慕课的建设意

义在于广泛应用袁只有充分应用才能实现设定的教学

目标袁提高大学生与社会人士的茶叶常识袁提升大红

袍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袁 同时反过来助推课程建设袁形

成一个良性循环遥 在有限的选课学生中袁学生存在自

主学习性弱袁课程坚持度不够袁结课率低等突出情况袁

而实体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仪式感尧秩序性袁以及人与

人之间建立的亲密性袁仍然是慕课无法取代的袁未来

以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将是本课程的主要探索方

向遥 同时袁本课程在慕课建设和维护过程中还存在着

教学资源不够完善尧评价体系不够严谨尧新技术应用

不足等问题袁 也需要在后续的课程建设中进一步改

进遥 慕课时代袁不仅需要学生学袁更需要教师学袁教师

的学习能力也关系着慕课建设的成败遥 在大数据时

代袁只有以工匠精神为榜样袁不断学习与改进袁千锤百

炼课程袁才能打造出精品慕课[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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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Characteristic Course Construction of MOOC
野Mysterious Dahongpao Tea Culture冶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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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unt Wuyi is the hometown of tea culture and the birthplace of the historical famous tea Dahongpao.The MOOC of 野Myste鄄
rious Dahongpao Tea Culture冶 is based on the tea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Wuyi Mountain, aiming to help students of Wuyi University

inherit the tea culture of Wuyi, spreading the tea knowledge and the brand of Dahongpao to the public. Authors hope the MOOC can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Wuyi tea industry in the end .Through the early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MOOC, it i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learners is greatly increasing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classes, which surpasses the barriers of time and space, and realizes the sharing

of university resources. Meanwhile, more people know about the tea knowledge and Dahongpao bran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prominent problems such as students' low completion rate and pass rate in the MOOC爷s learning. However, mix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based on MOOC has a more ideal effect in practice, which will be the key exploration direction of MOOC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ocal characteristics; Dahongpao Tea; MOOC construction; mix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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