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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离不开文艺振兴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文艺事业袁 多次就文艺工作发表系列重要讲话袁已

逐渐形成科学尧系统的文艺理论体系袁成为繁荣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理论纲领和行

动指南遥新时代文艺理论在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的核心观点尧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尧赓

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尧立足中华民族崛起之

路时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袁这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野以人民为中心冶价值

追求的独特组成部分遥它富有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

义文艺野为谁服务冶野如何把握冶以及野怎样发展冶三个重

大命题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新的飞跃遥

一尧发展野为谁服务冶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的

目的论

野为谁服务冶是区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非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质原则问题袁是一切文艺活动

和创作的野总开关冶遥 文艺首先要搞清楚野为谁创作尧为

谁立言冶袁这是文艺的价值导向袁是一个根本的目的性

问题遥 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野社会主义文艺袁

从本质上讲袁就是人民的文艺冶[1]袁阐明文艺本质袁把野以

人民为中心冶贯穿到文艺的方方面面袁是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遥

渊一冤赋予野人民冶新的时代内涵

野人民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就已出现袁比如叶诗经窑

大雅窑抑曳野质尔人民袁谨尔侯度袁用戒不虞冶中野人民冶

主要是指底层民众袁其他古籍野人民冶也多为此意遥 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袁野人民冶是指对一个政治共同

体或经济共同体认同并有归属感的群体集合遥 毛泽东

在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 野什么是人民大众

呢钥 冶这一问题并给予回答是野最广大的人民袁噎噎是

工人尧农民尧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噎噎这四种人袁就

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袁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冶[2]遥

习近平总书记依照新时代文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袁认

为野认同并参与到中国梦的实践建设过程中的全国各

族人民乃至海内外中国同胞袁都可以被纳入耶人民爷的

范畴冶[3]袁这里面既包括广大工人尧农民尧知识分子尧军

人袁还有野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冶以及港澳台和海外同胞等遥 习近平总书记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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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内核袁突破野人民冶集合

性尧抽象化的表征袁丰富野人民冶的内涵袁扩大野人民冶的

外延袁使新时代的野人民冶概念既有集合性底色又凸显

具体的个体性尧独特性[4]袁也使野文艺为人民服务袁为社

会主义服务冶的野二为冶在其核心要义上合而为一袁统

归于野为人民冶的终极目标遥

渊二冤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袁文艺创作在物质生产能力快速提

升的基础上袁迎来了繁荣的春天袁产生了大量脍炙人

口的作品遥 但是袁市场经济下资本的裹挟和西方文艺

理论的影响袁使野西方化的精英冶或是野资本化的人设冶

成为部分艺术作品表现的主体遥 脱离大众尧脱离现实袁

文艺创作与人民生活日渐疏离袁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文艺创作的初衷袁使得文艺作品数量过多袁质量不高袁

导向不明遥 野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冶[5]袁艺

术创作的方法最根本还是要扎根人民袁要野把人民作

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冶[1]袁甘做人民学生袁深入人民生活袁

尊重人民意愿袁倾听人民呼声遥 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

角袁讴歌人民力量袁赞美人民创举袁自觉摒弃脱离人

民尧随性发挥尧低级趣味等创作误区袁创作出内容真

实尧情感丰富尧思想深刻袁满足人民需要的作品袁让人

民看到美好尧看到希望尧看到梦想遥

渊三冤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野为了人民袁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冶[5]袁是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价值遵循遥 文艺工作者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建设者袁不是为野精英冶服

务袁不是为野奖项冶服务袁而是野为人民服务袁为社会主

义服务冶遥 服务人民尧服务社会袁与人民同呼吸尧共命

运尧心连心是自己的神圣职责遥 文艺工作者要充分发

扬历史主动精神袁挖掘历史前进的总体脉络和内在

必然袁重视自身担负的历史使命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

任袁深入到人民生命尧生存尧生活状态之中袁深入到真

实的时代特性与宏大的真理叙事之中袁深入到制度优

势与民族命运之中袁时刻提醒自己把人民的需要作为

自己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袁彰显文艺工作者野为人民冶的

根本宗旨遥

是否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袁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

史观的重要分水岭遥 新时代文艺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

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冶根本观点袁重申了社会主

义野人民文艺冶的本质袁进一步深化发展人民和文艺关

系袁 规定了人民的表现主体和文艺工作者职业价值袁

指引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原则与目标

导向遥

二尧强化野如何把握冶社会主义文艺功能的

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表明袁文艺根源于社会

存在袁同时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创造性袁有其独特的

创作发展规律遥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袁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袁从社会主义文艺本质出发袁深入研判把握新时

代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尧评鉴功能和社会筑魂功能袁

深化了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认识遥

渊一冤凸显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

文艺的功能是野艺术至上冶还是野人民至上冶袁其讨

论由来已久遥 马克思认为文学艺术和政治尧法律的性

质一样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袁他不认同撇开了一切

阶级斗争的野纯艺术冶袁列宁也提出了野文学的党性原

则冶袁认为文艺是为政治服务遥 毛泽东认为文艺野必须

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袁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

场上冶[2]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袁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凸显

文艺的野倾向性冶功能袁反复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

文艺事业的根本保证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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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1]遥 文艺体现

了党的意图袁从根本上也就体现了人民的愿望遥 党是

文艺发展的生命线袁 也是文艺繁荣进步的根本保

证袁无论是文艺繁荣还是文艺创新袁都需要牢牢把握

党对文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

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袁实现党性原则与人民性的有机

统一遥

渊二冤扩展文艺的评鉴功能

文艺评鉴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

文化背景下对文艺作品尧文艺思潮等文艺现象所做的

评价和鉴赏遥 马克思和恩格斯评鉴文艺作品时袁始终

坚持野美学的和历史的冶观点袁恩格斯在致费迪南窑拉

萨尔的信中说到野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袁以非

常高的亦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袁而且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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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冶[6]袁这是经典马克思

主义文艺批评的标准遥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的观点袁特别强调文艺批评的政治性尧艺术性袁他认

为野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袁一个是政治标准袁一个是艺

术标准冶[2]袁文艺批评既不能否认抽象而又不变的政治

标准袁同时也不能否认抽象不变的艺术标准遥 习近平

总书记立足于当前文艺建设与发展的现实语境袁凸显

人民的中心地位袁主张野运用历史的尧人民的尧艺术的尧

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冶[1]袁创造性地增加人民评

鉴维度袁坚持野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

者冶[7]遥 人民评价是以人民尺度去衡量尧判断尧欣赏尧评

估文艺创作的成败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尧受用不受用

为尺度的评价袁 不仅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评判者袁

更是文艺审美的鉴赏者遥 评鉴问题就是标准问题遥 扩

展文艺评鉴维度袁是对野双百冶方针政策进行的创造性

诠释袁是解决困扰社会主义文艺评鉴诸多难题的一剂

良方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在文艺评鉴领域的集

中表现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评鉴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遥

渊三冤升华文艺的铸魂功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袁文艺担负着野化人冶的重任袁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灵魂袁野文

运同国运相牵袁文脉同国脉相连冶[8]袁要继承并发展文

艺的化育功能遥 其一袁野用文艺弘扬中国精神冶袁文化是

民族的精神命脉袁 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遥

野文以载道冶袁 文艺能够用积极向上的文艺作品感染

人和启迪人袁帮助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

值观尧艺术观和历史观遥 其二袁坚守住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阵地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精粹袁是现代文明的伦理追求袁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生动活泼尧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冶[1]袁

用生动的文艺传递科学尧健康的价值观将潜移默化地

影响社会袁从而形成和谐尧稳定的风气袁实现文艺的社

会效益遥 其三袁把爱国主义作为主旋律袁野在中国文学

史上袁家国情怀既穿越古今袁一以贯之袁又常写常新袁

五彩斑斓遥 这造就了家国情怀母题极大的张力和丰富

的蕴涵冶[9]遥 通过文艺作品弘扬爱国主义袁能正确看待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尧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以及当

代中国正在实践的巨大变革袁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袁凝

聚中国力量袁为我国文艺氛围的健康营造以及文艺事

业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遥

新时代文艺理论的意识形态尧评鉴和社会筑魂三

大功能袁高扬野人民至上冶旗帜袁是认识和深化社会主

义文艺本质的重要途径袁是新时代对社会主义文艺功

能的原创性阐释遥

三尧创新野怎样发展冶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

方法论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征程上袁习近平

总书记主动回答了社会主义文艺野为谁服务冶野如何把

握冶两大问题袁在立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的伟大实践中袁从创作导向尧队伍培养尧文艺品格视域

上解答创新文艺野怎样发展冶的路径遥

渊一冤创作导向要坚定人民立场

文艺工作者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艺术创作袁人民

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立场袁也是文艺创

作的基本立场遥 在艺术创作中袁要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冶[10]遥其一袁反映人民心声遥人民需要文艺袁

文艺是人民实现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曰文艺需要

人民袁人民是一切文艺作品的创作源泉袁文艺应千方

百计地寻找与时代相契合的话语和艺术表达方式曰文

艺要热爱人民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

怀关照人民典型的尧真实的尧富有蕴含的生活袁观照人

民的生活尧命运尧情感袁反映人民的期待与诉求袁要以

满腔的人民情怀袁反映人民群众的悲欢喜乐袁真正做

到为人民抒写袁为人民抒情遥 其二袁树立精品意识遥 质

量是文艺作品的生命线袁当下人民对野文化产品的质

量尧品位尧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冶[1]袁人民对文艺作品

的期待与企盼袁不单限于野普及冶袁而已进阶为野提高冶袁

应把野精深尧精湛尧精良冶意识贯穿文艺生产全过程袁健

全重大现实尧重大革命尧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规划机

制[11]袁继承发扬优秀的文艺传统素材袁批判吸收借鉴西

方有意义的文艺理论袁增强文艺原创能力袁创作经得

起人民检验的好作品遥 其三袁引领时代风貌遥 野文变染

乎世情袁兴废系乎时序冶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

强国的新发展阶段袁文艺创作更需要跳出野小我冶袁野以

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冶袁真正融入奋斗追梦的人民生

活袁真正融入书写史诗的艺术创作袁真正融入改革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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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伟大实践袁讴歌伟大尧拼搏尧奋进的时代袁展现美

好尧立体尧全面的中国袁承担起促使人民群众提升品味

并引领当代价值观念的历史使命[1]遥

渊二冤队伍培养要坚持为民初心

文艺创作需要智力支持袁培养一支以文艺名家为

领军人物尧规模庞大的文艺队伍是繁荣和推动文艺发

展的重要举措遥 野铸魂培根的人袁必先铸己冶[5]袁新时代

文艺工作者野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尧先行者尧先

倡者冶[1]遥文艺队伍的培养首先应该以野追求德艺双馨冶

为目标袁德为先袁艺为根袁在追求真追求善的过程中形

成美好的品行袁讲品味尧讲格调尧讲责任袁成为优秀传

统文化的践行者尧先进文化的践行者尧社会风尚的引

领者遥 其次袁队伍培养要包含崇道为民尧修身敬业尧尚

美精艺尧致和创新与守正担当五项内容遥 崇道为民是

对其创作导向与服务对象的要求袁体现价值原则曰修

身敬业是对其自我成长与精神面貌的要求袁体现继承

渊源曰尚美精艺是对其特定职责与业务技能的要求袁

体现职业特性曰致和创新是对其成才条件与内在动力

的要求袁体现时代要求曰守正担当是对其内在良知与

社会责任的要求袁体现超越追求遥 野一个目标五项内

容冶是队伍培养过程中的有机整体袁坚持为民初心袁达

到一般性与特殊性尧时代性与继承性尧规则与德性的

和谐统一袁成为培养文艺工作者野灵魂的工程师冶[1]的

行动指南遥

渊三冤文艺品格展现审美理想

文艺只有向上向善[5]袁才能给人以精神引领尧价值

引导和审美启迪袁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遥 以新时代文

艺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建设袁要积极倡

导健康积极的文化品格袁充盈人民的精神生活遥 第一袁

文艺永恒价值是追求真善美遥 中华美学精神是追求文

艺永恒价值的重要载体袁它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丰沃土壤袁以美善统一为核心袁是中华民族共同的

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袁蕴含着中华民族对文艺独特的

美学体验遥 将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的审美理想结合起

来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民培育道德尧涵养

心性尧提升境界袁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袁滋养人民野有筋骨尧有道德尧有温度冶审美价值

观袁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遥 第二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遥 文

艺是中华民族生活样态的记录者袁是中华民族精神风

貌的展示者袁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遥 以艺

通心袁更容易与世界沟通遥 在全球视野和 21世纪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袁我们要立足中国经验袁传

承中华文化基因袁增强文化自觉袁坚定文化自信袁讲好

中国故事袁努力创作奉献出无愧于历史尧无愧于时代尧

无愧于人民袁能与世界文艺经典对话的作品袁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尧民族智慧尧道德风尚传播出去袁展示可

爱尧可信尧可敬的中国形象袁展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

范遥

四尧结语

中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遥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持野以人民为中心冶作为治国理政的落脚

点袁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袁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踏浪前行遥 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野价值引导

力尧文化凝聚力尧精神推动力冶遥 新时代文艺理论围绕

社会主义文艺野为谁服务冶野如何把握冶和野怎样发展冶

上从目的论尧认识论和方法论三重视角展开论述袁极

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发展袁并将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做出开创性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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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People-centered"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y in the New Era

HU Zhuoqun

渊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冤

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the 野people-centered冶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y in the new era, the literature and art essential characteris鄄

tics of 野serving for whom冶 are developed by it from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essence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giving a new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to people,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literature and art performance; the literature and art function of "how to

grasp" has been strengthened by it from the highlight of the ideological function, the expansion of the evaluation function, and sublimation

of the soul casting function; and the literature and art practice of "how to develop" has been innovated by it from the creation orientation

firming up the people's standpoint, team training sticking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people first, and literature and art character show鄄

ing the aesthetic ideal. The sinicization process of Marxist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y is promo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leology, episte鄄

mology and methodology, and the innovative contributions will be mad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y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the new era; people-centered;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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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共产党宣言曳 作为马克思主义纲领性的文献袁它

明确了共产党人的性质尧纲领和任务等袁彰显了党的阶

级性尧人民性尧先进性尧纪律性和革命性等本质属性袁为

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袁 也为我

们如今建设守初心和担使命的执政党指明了发展方向

和现实进路遥 习近平同志说: 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

人民谋幸福袁为民族谋复兴袁为世界谋大同遥 冶[1]建党百

年来袁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尧建设和改革的伟大

实践中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将初心付诸

行动袁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尧富起来到逐渐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遥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关键时期袁

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起点袁分析和研究叶共产党

宣言曳中所蕴含的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袁坚持叶共产

党宣言曳对中国共产党实践工作的引领袁这对于加强

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创新工作思路具有重要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遥

一尧理论维度院叶共产党宣言曳为共产党人

初心与使命提供了理论依据

叶共产党宣言曳揭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尧分析

了资产阶级历史作用尧阐述了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和

提出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追求目标等等袁研究叶共

产党宣言曳中的科学理论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坚守

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遥

渊一冤叶共产党宣言曳为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奠

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叶共产党宣言曳回答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人类

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一系列问题袁为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提供了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遥

第一袁 指出了共产党人的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遥

野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袁 推翻

资产阶级的统治袁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袁最高纲领是

消灭私有制遥 冶[2]共产党人的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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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且不可分割的袁党的最低目标为最高目标的实

现提供基础条件袁党的最高目标为实现最低目标提供

方向指引遥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发

展目标袁 这是对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科学表达袁充

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遥

第二袁分析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遥 首先袁改变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遥 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

象征袁改变了封建制度和等级关系袁野资产阶级在它已

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袁把一切封建的尧宗法的和田园

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遥 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

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冶[2]袁资产阶级倡导的自

由是不完全的袁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袁因此资产

阶级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遥 其次袁开拓和建立了

世界市场遥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袁资产阶级为资本

增值寻求空间与各个国家和民族建立联系袁扩大了世

界市场袁叶共产党宣言曳中指出院野资产阶级袁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袁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

的了遥 冶[2]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迫使其他国家和民

族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袁使得原料和劳动容易获

取袁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遥

第三袁 阐述了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遥 野消灭私有

制冶思想是叶共产党宣言曳的核心论断之一袁也是共产

党人的主要使命遥 野从这个意义上说袁共产党人可以把

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院消灭私有制冶[2]袁可见消灭

私有制这个论述是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遥 首

先袁发展生产力要消灭私有制遥 在私有制条件下袁生产

资料由资本家所占有袁导致了生产社会化与拥有生产

资料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袁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袁因

此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袁便成了历史必然遥 其次袁消灭私

有制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遥 资产阶级从自身利益出

发袁把私有制作为不变的原理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两者矛盾问题增多袁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袁叶共产

党宣言曳为其提供了科学革命的指导袁从而使得无产

阶级明确了自己的斗争方向和目标袁找到无产阶级革

命的使命遥

渊二冤叶共产党宣言曳揭示了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

内容

首先袁从群众基础横向面来看袁马克思尧恩格斯指

出院野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袁为绝大多数人

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遥 冶[2] 自从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

起袁 就把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

标袁始终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尧为人民服务作

为自己的宗旨袁这是共产党人永恒的初心与使命遥 叶共

产党宣言曳 确定实现了初心使命的主体是共产党人袁

实现初心使命为了谁的客体是为绝大多数人袁其覆盖

范围是比较广泛的袁是涉及到整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袁

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

位置上袁一切奋斗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袁时时刻

刻关注人民群众的需要袁没有忘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

务的初心和使命遥

其次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纵向层面来看袁野人的自

由而全面发展冶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设想袁谈到野共

产主义新社会必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

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袁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袁在那里袁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冶[2]袁体现

出未来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袁这对建设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具有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判断袁也是无产阶

级奋斗的意义遥 只有社会关系发展到能满足某种需要

的时候袁人才能在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全面的自由

活动袁并通过全面自由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

而获得全面发展袁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袁实现人的

解放袁在那里没有分工尧没有私有制尧没有不平等的阶

级关系袁这才是野真正的共同体冶遥 为了有效的阶级斗

争袁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袁联合

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袁实现革命斗争的胜利袁完成自

身的使命袁这是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肩负着同样的使

命和任务遥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袁就把实现人的自由

而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袁坚守

国际主义精神遥 这表现了共产党人坚持整个无产阶级

共同的利益袁是不分国家和民族的袁并且在整个社会

里担负起了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使命袁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为世界发展谋大同的重要初心和使命遥 中国共产

党用开放尧包容的态度对待世界各国人民袁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袁彰显国际主义精神袁展现中国的担

当遥 叶共产党宣言曳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先解放全人类最终

才能解放自己袁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站在与世界

人民共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困境而出发袁将中国的发

展与世界的发展有机统一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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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叶共产党宣言曳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提

供了根本动力

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辩证关系遥 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既适应了 叶共产党宣言曳中

规定的无产阶级的使命袁 也是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要求遥 叶共

产党宣言曳指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后的主要

的任务就是要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冶袁即无

产阶级在取得革命的胜利后袁 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

力袁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袁促进社会的全面进

步遥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带领人民完成土地改革尧三大改造等袁建立社会主

义制度袁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袁但对社会主义道路

的探索也有走过不少弯路袁片面强调生产关系而忽视

了生产力的作用袁这背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遥 正

如邓小平所强调院野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袁

发展生产力袁消灭剥削袁消除两极分化袁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遥 冶[3]可见袁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袁坚持

以生产力为中心不动摇袁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

心和使命的现实进路遥 如今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袁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要通过发展

社会生产力袁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袁习近平

总书记谈到院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袁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

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遥 冶[4]现如今袁我国经

济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袁人民的美

好生活日益得到满足袁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初心和

使命不断延续遥

二尧历时维度院叶共产党宣言曳为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进程中不断践行和发展叶共产

党宣言曳理念袁带领着各族人民进行野三个起来冶的百

年使命接力袁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袁百年恰是风

华正茂[5]曰建党一百年的伟业尧一百年的征途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

使命观袁 党将自己的初心使命与现实工作相结合袁不

断赋予其时代要求袁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为共产

主义事业的实现而不懈奋斗遥 回溯百年党史袁党带领

中国人民开展了中国革命尧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袁

领导人民和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尧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袁充分展现了党将自己的

初心和使命融入实践工作中袁展现着叶共产党宣言曳的

伟大精神遥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

和中华民族站起来遥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袁为抵御内外矛盾尧实现民族独立袁俄国十月革命给

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袁中国的先进分子将叶共

产党宣言曳思想与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相结合袁叶共产党

宣言曳 中指出:野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

利益不同的利益袁冶[2]这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质

和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要求遥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中华儿女袁经过一系列的艰苦斗

争袁实现民族独立尧人民解放袁建立了新中国袁中华民

族站起来了遥 在新中国成立后袁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思想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袁1953年要

1956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袁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

成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到确立袁这对我国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生活有了一定的发展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袁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袁坚持公有制经济地

位不动摇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袁做强做优国有资本等袁

为国民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袁这一成果都来源于中

国共产党对使命的坚守袁为中国富起来和强起来奠定

了坚实基础遥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

和中华民族富起来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尧政治和组织路线袁全会的召开实

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

大转折遥1978年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伟大征程尧1992年初提出要把野三个有利于冶作为评价

一切改革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袁最终落实到是否有利

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袁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

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遥 在推动

社会主义改革时期袁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尧吸取

教训袁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袁进一步解放思想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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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中国经济发展袁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袁改革

开放的成果惠及到了全体人民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

得中国富起来遥

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

和中华民族强起来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至上的理念来推动党和

人民的事业不断发展遥 在叶共产党宣言曳中表明了共产

党的初心和使命袁 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主袁

这是共产党进行斗争的初心所在遥 共产党人不断将

叶共产党宣言曳的思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袁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最新的马克思

主义成果诞生袁 在 21世纪的中国不断丰富和发展着

马克思主义袁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创

造性地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

略布局袁贯彻新发展理念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

好发展袁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变革袁不断砥砺前行遥 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我国现阶

段的事业袁进行伟大斗争尧建设伟大工程尧推进伟大事

业和实现伟大梦想等袁叶共产党宣言曳为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百年征途中提供初心和使

命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6]遥

叶共产党宣言曳所坚定的人民立场尧为人民群众谋

利益尧为全人类谋求解放事业的初心和使命同样是中

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初心和使命袁 这也是马克思尧

恩格斯终生奋斗的初心和使命遥 初心使命观是中国共

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新时代历史使命的集中体

现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

产党不变的初心与使命袁而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共产

党大国担当的生动展现遥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袁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袁 与马克思

恩格斯解放全人类尧 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

的袁中国共产党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与使命遥

三尧实践维度院叶共产党宣言曳对共产党人

坚守初心与使命的实践指向

回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袁发挥了叶共产党宣

言曳真理的光芒袁坚守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袁 将党的初心和使命与党的工作形势尧

任务结合起来袁不断赋予其时代要求袁探索共产党人

践行初心和使命的现实进路袁值得我们每一个共产党

人不断去思考和践行遥

渊一冤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与使命的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树立马克思主义的鲜

明旗帜袁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袁通过党带领我

们开展了一百年的努力奋斗袁发扬了共产党人的担当

精神尧实干精神和奋斗精神袁中国人民的幸福感不断

提升袁一步步地实现野中国梦冶的生动实践[7]遥 现如今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来到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越来越多尧要求越来越高袁不仅在物质文化上有需

求尧且在民主尧法治尧生态尧社会等各方面都有要求袁而

在物质文化尧民主尧法治尧生态尧社会等建设上存在着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袁并且制约着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袁在推进各项伟大事业进程中袁这更需

要中国共产党的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遥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袁如何保持共产党

人初心不变尧使命不懈怠袁这十分有利于加强党的建

设遥 在党的奋斗历程中袁出现了误党尧叛党等现象袁以

及进入新时代以来袁面临着野四大考验冶和野四种危险冶

变得更加复杂袁我们党面临着纷繁复杂的改革发展任

务以及当今社会转型关键期袁这也对共产党人是否能

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发出了现实的挑战遥

渊二冤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与使命的现实进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袁我们更加坚持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袁要克服艰难险阻袁就要结合

叶共产党宣言曳 的伟大思想去指导中国共产党百年进

程中的初心和使命袁每位共产党人须做到用马克思主

义理论武装全党尧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制度尧坚守共

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自觉遵守纪律法律的制度意识遥

1.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袁建设学习型政党

叶共产党宣言曳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尧阶级斗争尧

无产阶级革命尧无产阶级政党尧阶级解放与人的解放尧

实现共产主义等重要理论袁它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

生的标志遥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便把马克思主义结

合中国实际情况袁在中国革命尧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尧 邓小平理论尧野三个代表冶重

要思想尧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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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遥面对历史虚无

主义尧西方自由主义渗透等因素影响下袁要对全党进

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和灌输袁了解当代中国特色的

道路尧理论尧制度尧文化袁使其不被形形色色的错误意

识所影响遥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出现野浮夸风冶

野共产风冶的错误袁但那只是没有结合具体实际情况而

忽视客观规律造成的袁而在现如今袁许多党员干部认

为自己干的工作与实现共产主义毫无关系袁 据此袁我

们更应该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袁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理

论袁把自己的具体工作与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结合

起来遥因此袁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实行自主学习制度袁

自主学习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尧观点尧方法去

认识世界和解决世界难题袁 通过自主学习的方式袁牢

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袁将新时代的伟大实践

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袁不断为开拓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遥

2.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制度袁完善符合实际群众

工作的新机制

叶共产党宣言曳中把消灭私有制作为共产党人的任

务袁使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生产资料袁实现自

身自由的发展袁 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未来社会设想是

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冶袁 共产党人始终站在人民的立

场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遥回溯百年党史袁中国共产

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 面对各类社会

群体利益问题纷繁复杂袁共产党人在野怎么协调尧为谁

协调冶 等问题上出现偏差袁 有时候党员干部甚至出现

野办事难冶野不办事冶等现象袁因此袁我们推进走群众路线

的工作制度袁坚持为民服务守初心尧担使命袁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仍然是其内核要求袁 必须牢牢树立

在共产党人干部内心袁贯穿于做事尧办事的工作观念内

部袁外化于行遥其次袁完善社会群体利益表达制度袁畅通

民意反馈制度袁 保证每一位群众的表达都能得到有效

传递和解决袁最大程度地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袁共产党

人可以通过社会群体座谈会尧走访基层尧深入社会调研

等有效形式与每位群众进行沟通交流袁 维护社会和谐

发展遥进入新时代袁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永远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

时代体现袁 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人的全

面发展作为最终使命并不懈奋斗袁 坚守实现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需的初心和使命遥

3.坚守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袁营造勇于推进自我

革命的氛围

叶共产党宣言曳为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理论袁全面

回答了无产阶级的性质尧使命尧斗争策略尧纲领和伟大

目标等袁孕育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遥 在中国共产党百

年建设的征途上袁每位共产党人应该时时刻刻叩问自

己院野为什么要入党袁入党要干什么冶袁受到主客观因素

的影响袁部分党员出现淡化自己身份意识袁忘记自己

入党初心遥 现如今袁许多党员长时间不学习马克思主

义以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袁思想上还停留在原来的旧

思想袁工作策略还停留在以前的老策略袁对马克思主

义尧社会主义失去信仰袁甚至认为其已经过时曰在共产

党人的干部工作中袁以野多一事袁不如少一事冶的态度

对待工作袁把人民群众的难题置之不顾曰在社会转型

的关键期袁有些共产党人崇拜权威袁与人民群众相脱

离袁官僚尧腐败之风盛行袁这样的党性意识淡化是共产

党人不坚守和不明确自己初心和使命的结果遥 因此袁

每位共产党人都应该保持政治性和纯洁性的原则袁时

刻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袁彰显自己的政治身份袁不忘

初心尧牢记使命[8]遥 叶共产党宣言曳指出通过革命推翻资

产阶级的统治袁从而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袁以无产阶

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遥 革命必先自我革

命袁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并纠正了瞿秋白野左倾盲动

主义冶尧李立三野左倾冒险主义冶以及王明野左倾机会主

义冶等错误思想袁开展延安整风运动袁提出野两个务必冶

思想和野赶考冶命题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高

尚品格遥 进入新时代袁野四大考验冶和野四种危险冶变得

更加复杂袁越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越不能丧失自

我革命精神袁全党掀起野三严三实冶野两学一做冶以及

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的主题学习教育遥 在党的百年

历程中袁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统

一袁各位党员要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袁就必须坚定不

移地把自我革命推向深入袁 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袁

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袁采取党内监督和群众监

督相结合形式[9]遥

4.自觉遵守纪律的制度意识袁培育野讲纪律尧守制

度冶的风气

叶共产党宣言曳作为一部纲领性的文件袁明确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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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entennial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NG Wei袁 CAO Wenhong
渊School of Marxism袁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袁Fujian 361000冤

Abstract院The publication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ked the birth of Marxism, which became an ideological weapon

to guide the struggle of the proletariat around the world, and was the origin of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rovides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s o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the century-old journey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puts forward a real鄄

istic path for Party members to stick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the Party. Today, as our Party is faced with complex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asks and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we must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the CPC must stick to the great thought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k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adhere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seeking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harmony of world development.

Key words院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曰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曰century-old journey曰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产党人的性质尧纲领和任务等袁彰显了党的阶级性尧人

民性尧先进性尧纪律性和革命性等本质属性袁为我们建

设守初心和担使命的执政党提供了范例遥 中国共产党

具有严明的纪律规矩袁党章是党内法规制度的根本体

现袁建设健全的各方面纪律和制度袁在当下每位共产

党人都必须学法尊法守法袁学习党章袁严明党的纪律袁

严格执行党内法律法规遥 而根据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

的制度要求袁 每位共产党人面对失误要勇于承担责

任袁责任需要细化并且分好类别袁对于部分共产党人

不作为尧不担当等违反党内法规的行为袁要追加其政

治责任和加强对其的惩罚力度袁并且要求每位共产党

人能把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的制度牢记于心尧外化于

行袁这样就有效地推进了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的制度

转化为合理的治理效能袁进而更好地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治理效能袁使得守初心尧担使命的制度更好地扎

根于中国大地遥

四尧结语

叶共产党宣言曳发表已有 170多年袁它对共产党性

质尧特点尧纲领尧策略的规定并没有过时袁仍然发挥着

真理的光芒遥中国共产党对叶共产党宣言曳初心与使命的

坚守袁来自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百年来

的不懈奋斗袁这份初心和使命将使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砥砺前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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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袁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解放事业的发

展袁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

子集体谈话时强调院野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妇女发展道路袁这是实现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

利尧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尧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

的正确道路遥 冶[1]2015年在全球妇女峰会上袁习总书记

又指出院野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袁是推

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遥 没有妇女袁就没有人

类袁就没有社会遥 冶[2]目前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袁

但是袁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依然存在袁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进程遥 恩格斯在叶家庭尧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曳渊以下简称叶起源曳冤一书中袁阐述了

人类婚姻家庭形式的演变过程袁 分析了妇女地位的变

迁袁从而提出了妇女解放思想[3]袁其理论在当代仍然散

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袁 在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研究恩格

斯的妇女解放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遥

一尧妇女地位的变迁及其根源

婚姻家庭形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连续性过程袁随

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展变化袁在叶起源曳中袁恩格斯

按照摩尔根的研究意见[3]袁从杂乱的性关系的原始状

态中袁将婚姻家庭形式大体分成以下三种类型袁分别

与三种历史发展阶段相对应院 蒙昧时代的群婚制尧野

蛮时代的对偶制以及文明时代的专偶制[3]遥 伴随着婚

姻家庭形式的演变袁妇女地位也随之改变遥

渊一冤婚姻家庭中妇女地位的变迁

1.与蒙昧时代相对应的群婚制

群婚是最为古老和原始的婚姻家庭形式袁当时还

没有对性关系的限制性规定袁表现为一群男子和一群

女子相互共同拥有袁与现代人的观念完全相反袁这是

一种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条件相适应的自然尧正常的婚

姻家庭形式遥 血缘家庭是群婚的第一个阶段袁即低级

阶段袁这时的婚姻家庭按照辈分的圈子来划分袁避免

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通婚袁并建立在有着血缘关系的

家庭内部袁可以看做是一种内婚制遥 普纳路亚家庭是

群婚的第二个阶段袁即高级阶段袁这时的社会生产得

到一定的发展袁 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也受到排斥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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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一个系列的男子只能和另一个系列的与他没有

血缘关系的女子通婚袁可以看做是一种外婚制遥 相对

于血缘家庭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关系的进步

来说袁这是婚姻家庭组织的第二个进步遥 限制血亲之

间的通婚袁相比于第一个进步更为困难袁但意义重大遥

在群婚制时期袁 孩子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世系袁妇

女是抚育孩子的主要承担者袁因此妇女能够生育和抚

养孩子的野自然属性冶便转化为使其享有较高地位的

野社会属性冶遥 子女以母亲为纽带袁这对提升妇女的地

位有一定意义袁 这时的家庭将女性作为家庭的核心袁

是一种母系氏族社会袁巴霍芬把这种从女系方面来确

定世系与继承的关系叫做母权制袁恩格斯保留了这一

名称遥 在母权制社会袁妇女在氏族内甚至是整个社会

都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遥

2.与野蛮时代相对应的对偶制

随着氏族的日益发展袁越来越禁止血缘亲属之间

的婚配袁推动着婚姻家庭形式向前发展遥 婚姻禁规日

益复杂袁相比于群婚制袁对偶制的婚配形式缩小到了

稳定范围袁单个的男子和女子一起生活袁但是这一时

期家庭还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袁这种配偶生活

是不稳定的尧脆弱的袁婚姻关系很容易根据任何一方

或者双方的意愿解除袁而子女还是像群婚制一样只属

于母亲袁仍是一种母系氏族社会遥 这种对偶制家庭本

身缺乏稳定性袁这一时期仍然实行早期传下来的共产

制家户经济袁是妇女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基础袁恩格斯

指出巴霍芬的其中一个功绩就是发现妇女占统治地

位袁受到高度的尊敬[3]遥 随着财富的增加袁一方面男子

在家庭中具有比妻子更高的地位袁另一方面使之产生

了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袁从而子女可以继承其财产的

原动力袁 但这在母权制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袁野因此袁

必须废除母权制袁而它也就被废除了遥 冶[3]由此袁确立了

按照从男系方面来确定世系与继承关系的父权制社

会袁母权制被父权制所替代袁是历史上妇女地位下降尧

转而被压迫尧历史命运发生骤变的重要转折点遥 野母权

制被推翻袁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遥 丈

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袁而妻子则被贬低袁被奴役袁变

成丈夫淫欲的奴隶袁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遥 冶[3]

3.与文明时代相对应的专偶制

专偶制又称个体婚制尧一夫一妻制袁是文明时代

开始的标志之一遥 专偶制不是以自然条件而是以经济

条件为基础的袁这意味着共产制家户经济的解体以及

私有制的出现遥 在这一阶段家庭及妇女地位有以下 3

个主要特点院一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遥 专偶

制并不因男女双方和好而出现袁相反袁它是野作为女性

被男性奴役袁作为整个史前时代前所未有的两性冲突

的宣告而出现的遥 冶[3]由于男子掌握了大量的财富袁在

家庭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袁专偶制的目的就在于生育这

一男子的子女并继承他的财产遥 正因为如此袁野它绝不

是个人性爱的结果袁 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关系袁因

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遥 冶[3]二是男

子在家庭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固定配偶关系遥 和对偶制

不同袁专偶制的婚姻家庭关系要牢固的多袁这时候的夫

妻关系不能按照双方的意愿任意解除袁 只有丈夫有这

种权力去解除夫妻关系袁赶走妻子遥 野在家庭中袁丈夫是

资产者袁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遥冶[3]女性的经济地位低

下袁被男性所压迫袁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和奴隶袁成为主

要的家庭女仆袁 并被排斥在社会生产公共劳动之外遥

三是个体婚与杂婚并存遥 这种婚姻家庭形式事实上只

是相对妇女而言是个体婚袁 但对男性而言并不是严格

意义的一夫一妻制袁 恩格斯认为这是以通奸和卖淫为

补充的一夫一妻制袁 只要妇女行为出轨就会引起严重

的法律后果和受到严厉的惩罚袁 但男性却可以公开的

或秘密的多偶制袁可以纳妾袁因此杂婚始终没有消失[3]遥

渊二冤妇女地位变迁的根源

从妇女在婚姻家庭地位的变迁过程可以看出袁伴

随着婚姻家庭形式的演变袁从群婚制到对偶制袁再到

专偶制袁从母权制社会过渡到父权制社会袁妇女在家

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逐渐降低袁走向被剥削和压迫遥 可

见袁后来的妇女地位低下不是天然固有的袁而是随着

社会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袁是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

结果遥 分析妇女的地位变化袁应当要充分考察其所处

的社会环境袁恩格斯在叶起源曳的第一版序言中袁首先

阐述了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两种生产是历史

中的决定性因素袁生产本身又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

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袁当时的社会制度受到这两

种生产的制约遥 母权制社会的家庭分工是男子负责获

取食物和生活原料袁妇女负责家务劳动袁二者在当时

都属于公共劳动袁但受到生产力水平限制袁男子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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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功率较低袁而妇女相对稳定袁所以受到社会的敬

仰和尊重袁同时存在着的共产制家户经济也意味着妇

女在家庭内的统治地位遥再者袁劳动不发达袁生产力非

常低下袁社会财富受到限制袁使得社会制度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血族关系的影响袁这样人类的繁衍就占据主

导地位袁由于生理方面的原因袁妇女能够生育孩子袁并

且是抚育孩子的主要承担者袁因而具有了较高的社会

地位遥 但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袁经济生活条件

改善袁财富不断增加袁以及人类的繁衍使得人口密度

越来越大袁共产制家户经济随之解体袁取而代之的是

私有制袁 母权制社会过渡到了父权制社会遥 野这些财

富袁一旦转归家庭私有并且迅速发展起来袁就给了以

对偶制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强有力的打

击遥 冶[3]野一夫一妻制冶的婚姻家庭形式就是建立在私有

财产的基础上袁伴随这种婚姻家庭形式的建立袁原本

男性与女性和谐共生的状态便不复存在袁丈夫在家庭

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袁 妇女的基本权利则受到破坏袁

妇女被剥削尧被压迫地位由此形成遥 尤其是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袁同时存在着社会与家庭的压迫袁妇女无论

是在工厂中被资本家所压榨袁还是在家庭中被男人所

奴役袁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遥 婚姻关系被赤裸裸

的资本主义金钱关系所掩盖袁妇女失去性自主权袁成为

了一种商品遥 由此袁妇女的地位下降袁历史命运发生转

折袁受到压迫和奴役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的出现遥

二尧实现妇女解放的途径

根据妇女受到压迫的根源袁 即私有制的出现袁并

从这一根源出发袁可以得出实现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

是消灭私有制袁建立公有制社会遥 实现妇女解放的第

一个先决条件是 野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

去冶袁第二个先决条件是野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冶袁第三

个先决条件是野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冶[3]遥

渊一冤实现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

私有制的出现导致男女两性之间朴素和谐的关

系受到破坏袁男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

位袁妇女则地位下降袁被奴役尧剥削袁经济上受到压迫袁

沦为了丈夫的私有财产遥 野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

对立袁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

生的袁而最初的经济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

发生的遥 冶[3]因此袁妇女在经济上受到的剥削和压迫随

着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产生而产生袁也将随着这二者

的消亡而消亡遥 在家庭中妇女是无产者袁本质上属于

野无产阶级冶袁这样妇女解放就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一

致的袁恩格斯站在全人类解放事业的高度上分析妇女

的解放问题袁将二者相结合袁指出妇女解放的根本途

径是消灭私有制袁建立公有制社会袁实现无产阶级和

妇女的共同解放遥 当私有制消灭了袁丈夫的统治权也

就不复存在袁只有在公有制社会条件下袁妇女才有获

得解放的可能性袁男女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遥 随

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袁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便

不复存在袁这时专偶制也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夫一

妻制袁对选择配偶还具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因素才会消

除袁从而结婚才能得到充分自由遥

渊二冤实现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

第一袁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遥 在原

始家庭成为个体经济单位后袁 妇女所负责的做饭尧缝

纫尧纺织等家务劳动就不再具有公共性质袁不创造交

换价值袁成为了一种纯粹个体家庭内部为丈夫服务的

私人劳动袁妇女成为了家庭和社会的无产者袁不得不

接受丈夫的奴役袁野料理家务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遥

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遥 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曰妻

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袁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遥 冶[3]

只要妇女的活动还被束缚在家庭的狭小范围之内袁却

不能参与社会公共劳动袁不发挥其自主能动性袁不管

是现在还是将来其地位都无法获得提升遥 妇女的解

放袁只有在她们广泛地尧大规模地参与到社会公共生

产劳动中袁而家务劳动在她们的工作中只占极少部分

时袁才有可能实现遥 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袁并提高经济地

位袁是妇女获得解放的前提袁而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

劳动中袁即参与社会生产袁是获得经济独立的重要条

件遥 通过参与公共事业袁得到稳定的工作袁获得一定的

经济收入袁减少对男性的依赖袁妇女才能从经济上摆脱

男性的统治袁也才能成为家庭和社会中的有产阶级袁从

而才能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合理的权利和地位[4]遥

第二袁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遥 根据第一个先决条

件即妇女要广泛地尧大规模地参与到社会公共生产劳

动中袁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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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遥 私有制的消灭必须

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袁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

会里袁妇女才有可能获得真正解放遥 妇女的解放首先

就在于经济上的解放袁 经济解放是妇女解放的保障遥

现代大工业开辟了妇女参加社会公共劳动的途径袁为

妇女提供诸多参加社会生产的机会袁替代了家庭的物

质生产职能袁因此袁妇女要想参与社会公共劳动袁必须

依靠现代工业化大生产遥 大工业越是发展袁家务劳动

就越具有社会性质袁公共化程度就越高袁从而越有利

于提高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袁越有利于妇女解放遥

第三袁家务劳动的社会化遥 在人类社会早期袁妇女

料理家务的劳动还是社会公共劳动袁 具有社会性质袁

妇女处于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遥 专偶制产生后的情况

发生了变化袁 妇女的家务劳动与公共劳动相分离袁不

再具有社会性袁成为了一种纯粹为家庭尧为丈夫服务

的私人劳动袁并被排斥在公共劳动之外遥 因此袁要从根

本上改变妇女的这种状况袁实现妇女的解放袁就要改

变妇女在劳动分配中处于的不利地位袁使妇女参与到

社会生产劳动之中袁而要让妇女重新参与到公共事业

中袁 就要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入到公共事业

中袁如此一来袁私人劳动和公共劳动之间的区别和隔

阂就消失了袁家务劳动变为社会事业袁从而妇女解放

于具有剥削性质的私人家务劳动中袁摆脱家务劳动的

重压遥 同时袁不仅是妇女袁也需要男性平等地参与到家

务劳动袁这种具有生产性的公共劳动中来袁由男女共

同承担家务劳动袁 即改变劳动分工中的性别指派袁改

变性别制度的这种基础袁从而实现男女两性真正意义

上的平等袁而不只是停留在法律形式上遥 家务劳动的

社会化后袁野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遥 孩子的抚养

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曰 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袁

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遥 冶[3]

三尧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在叶起源曳中大概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

幅论述了野家庭冶袁讨论了婚姻尧家庭的演变历史袁并探

讨了与此相关的妇女地位问题袁分析了妇女是如何从

受人尊重到沦为被剥削的对象遥 虽然时代发生了巨大

变化袁但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仍然适用于当今

社会袁对当代产生了巨大影响遥 我们应结合中国国情袁

立足实际情况袁 充分吸收借鉴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遥

具体来说袁可以从意识观念层面尧社会层面以及妇女

自身层面出发遥

渊一冤转变传统思维袁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

受到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袁野男尊

女卑冶野重男轻女冶的思想在当今中国的一些地方依然

存在袁尤其是在一些偏僻尧经济不发达地区袁这种现象

更是屡见不怪遥 例如袁在很多的老一辈眼中袁儿媳被要

求一定要生出男孩袁否则她和生出的女孩在家庭和亲

属中就得不到尊重袁 甚至如果得知怀的是个女孩袁还

被要求堕胎遥 在很多农村地区中袁传统的宗族祠堂活

动只准男性参加袁妇女则被禁止参与遥 在一些地方袁家

中男子娶妻和女子出嫁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袁甚至有

些地方女子出嫁之后就算是与家里割断了联系袁撇清

了关系噎噎通过对历史上婚姻家庭形式演变的溯源

分析可得袁妇女地位及两性关系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

变化遥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袁妇女就是人类自身生产

和抚育孩子的主力军袁在母权制社会袁更是得到了高

度的敬仰和尊重袁因此妇女并不是天生地位低袁现在

纵是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袁但几千年来的观念根深蒂

固袁很多地方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仍然不高袁权利

仍然得不到切实保障遥 因此袁迫切需要转变传统思维袁

解放思想袁打破束缚袁传播性别平等的观念袁从历史维

度上认识妇女的社会价值和地位袁树立符合社会发展

的尧新的女性理念袁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历史遗留的旧

思想观念遥

另外袁人们在意识观念上还应树立正确的婚姻家

庭观遥 恩格斯强调院野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才是合乎道德的袁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

合乎道德遥 冶[3]然而现代有很多婚姻都朝着庸俗化尧物

质化的方向而去袁这与野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冶背道而

驰遥 在当今中国的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袁还存在买卖婚

姻的现象袁甚至有些女性把缔结婚姻当做改变经济状

况的一种手段袁将婚姻建立在金钱关系上袁这种落后尧

庸俗的婚姻观显然应该摒弃袁这种婚姻关系也难以有

任何幸福可言遥 婚姻家庭观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袁树立

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对实现幸福婚姻生活尧建立和谐家

庭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袁野现代的性爱袁 同单纯的性欲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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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古代的性爱袁是根本不同的遥 冶[3]现代两性之间的爱

以互爱为前提袁妇女和男子处于平等的地位袁这种爱

强烈而持久袁以双方结合为目的袁并产生了新的道德

标准遥 理解爱情的真谛袁明白婚姻爱情的价值袁以爱情

为基础缔结婚姻袁将真正的爱情与婚姻相结合袁将野爱

与责任冶融入到婚姻中袁夫妻之间和谐相处袁并正确对

待家庭生活的矛盾袁用科学方法处理问题袁共同承担

起婚姻家庭的责任袁这不仅是妇女自由解放和男女平

等的体现袁也是保障家庭和谐的重要前提遥

渊二冤大力发展生产力袁保障妇女各项权利

正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袁男女经济上的不

平等导致了社会地位不平等袁妇女才受到了歧视和压

迫袁而目前中国国内贫富差距大袁不同地区和阶层的

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的诸多领域仍然受到不公平待

遇袁家务劳动仍然压在广大妇女特别是落后地区妇女

的身上袁并且家务劳动的公共化尧社会化程度不高袁阻

碍了妇女发展进步的步伐遥 妇女要不受外界经济因素

的影响自由选择自己的婚姻袁 实现婚姻家庭中的平

等袁经济层面的解放是基础袁野结婚的充分自由袁只有

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袁从而

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

考虑消除以后袁才能普遍实现遥 冶[3]当生产力水平极大

提升袁现代工业化大生产袁妇女投身到社会公共劳动

中袁其地位就逐步得到了提高袁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

程度时袁随着经济上的解放袁妇女也就得到了解放遥 然

而袁由于各区域发展也不均衡袁在收入分配上男女依

然存在一定差距袁 在一些贫困落后地区相差更多袁要

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缩小男女收入差距袁对于社

会主义国家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袁需要长期

努力遥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袁正如马克思

和恩格斯所言袁它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

的袁因此它在各方面袁在经济尧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

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遥 冶[5]缩小男女收入

差距也应和解决其它问题结合起来袁从保障妇女正当

权益和各项权利尧保护妇女法律地位尧促进妇女参与

社会公共事业等方面入手袁进而促进男女收入分配公

平化遥 同时政府应加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袁为保护妇

女权利袁推动妇女事业发展袁实现妇女解放提供坚实

的法律保障和政治保证遥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废除了旧

的婚姻制度袁逐步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妇女权利的

相关法律和文件袁并将男女平等定为基本国策袁为实

现妇女解放奠定了法律基础袁妇女在社会上也已经获

得了如工作权尧选举权尧参政权等许多权利袁但仍面临

诸多挑战袁像就业性别歧视尧生育决定权尧家庭暴力等

问题依然大有存在袁 总体上妇女社会地位还有待提

升袁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还有待完善袁各项权利的保障

及其有效性还有待加强遥 为保障妇女各项权利袁家庭

和社会还应为妇女提供更宽裕的环境袁为妇女的成功

提供更多的机会袁促进其全面发展遥 首先在家庭教育

中应该让孩子从小形成男女平等的观念袁父母长辈对

女孩不苛刻袁在各方面同等对待男孩和女孩遥 其次在

教育方面应保证女性的受教育权袁 增加女性受高等教

育的比率袁促进全面发展袁培养更多的高层次的女性人

才[4]遥 此外社会工作不应歧视妇女袁而要把妇女视为积

极的主体袁国家和企业鼓励妇女就业袁为妇女提供更

多的就业机会遥

渊三冤妇女实现经济独立袁提升自身素质

野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女性袁在婚姻关系中也不可

能有真正的平等遥 冶[6]传统的妇女形象总是以家庭为中

心袁被束缚在家庭的狭小范围之内袁失去了自主能动

性袁似乎她们天生就应该只为家庭服务袁但是新时代

的妇女不同于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妇女袁当代妇女无论

是在家庭生活中袁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发挥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袁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有着更

加强烈的经济独立意识遥 因此袁当代妇女应该打破被

束缚在以家庭为中心的藩篱袁不再被动接受历史遗留

的野男主外尧女主内冶的观念袁不以男子为中心袁力求实

现经济独立袁这是争取平等权利的基础遥 在工作中转

变就业观念袁树立正确就业观袁树立自主择业尧多种方

式就业意识袁树立平等尧竞争意识袁不断提高就业率袁

更多地接触社会袁 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袁获

得应有的社会地位袁成为独立于男子袁并与男子地位

平等的群体参与到社会工作中袁而不再是男子经济上

的附属品袁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和人生价值袁最终获

得解放遥 妇女在力求实现经济独立的同时袁还应不断

提升自身素质遥 在新时代背景下袁于妇女而言是机遇

与挑战并存袁广大妇女应该抓住机遇为实现梦想拼搏

努力袁在求学阶段充分珍惜利用受教育的权利袁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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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和价值观袁培养自我意识和独

立人格袁在良好的环境中自发自奋袁抓住各种机会努

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袁摆脱无知袁不断充实尧丰富自

己曰在工作阶段树立进取意识袁提升自身职业技能袁综

合提升其他各方面能力袁积极参与竞争遥 女性往往更

具有善解人意尧耐力持久尧开放纳新尧善于引导等方面

的优势袁 在新形势新环境下妇女更应该突出主体性袁

充分发挥自身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袁勇于抓住各种

机会展现自己袁施展才华袁并不断挖掘潜在的才能改

变世界袁为社会做出贡献袁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的统一遥 此外袁妇女还应积极发挥自身在树立良好家

风和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方面的独特作用袁促进家

庭幸福尧社会和谐和国家安定遥

四尧结语

恩格斯在叶起源曳中具体阐述了在人类发展的不

同时期袁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的地位是如何随着婚

姻家庭形式的演变而变化袁从最初的受人尊重和敬仰

的地位逐步沦为被奴役尧 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对象袁从

而提出了他的妇女解放思想袁为我们研究尧解决妇女

发展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理论武器袁虽然

时代在不断变化袁但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始终

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袁仍然适用于当今社会袁对当代产

生了巨大影响袁为全世界妇女追求自由和平等指明了

方向遥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袁在新时代

背景下袁 无论是思想意识层面还是行为实践层面袁无

论是社会还是广大妇女自身都还应继续进行各方面

的努力袁不断促进中国妇女提升社会地位袁实现社会

价值和自我价值袁最终实现全面的尧真正意义上的男

女平等与妇女解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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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s爷 Thought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Its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要要要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of Family, Private Ownership and State

LV Jingru
(School of Marxism,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 Women's liberation is an important thought discussed by Engels in his book the 野Origin of Family, Private Ownership and

State冶, which provides a powerful theoretical weapon for us to study, especially to solve the new issues faced by contemporary women's

development.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forms of group marriage system, dual system and exclusive system, women's

status has also changed accordingly, which is rooted in the emergence of private ownership. The fundamental way to realize women's lib鄄

eration is to eliminate private ownership and establish a public society, the prerequisites for which are 野all women return to public under鄄

takings冶, 野it must rely on modern big industry冶 and 野socialization of domestic work冶. Although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oday爷s

era, Engels爷 thought of women's liberation is always shining with wisdom,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women's liberation and realizing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Key words: Engels; women爷s status; women爷s liberation;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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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建设生态文明袁关系人民福祉袁关系民族未来遥 冶[1]

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虽然肇始于党的十七大袁但究其

内容而言袁自新中国成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日起就

已有之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站起来尧富起来尧强起

来的奋斗历程中袁面对建设国家的历史任务和经济发

展中出现的诸多生态问题袁不断总结符合中国国情的

发展经验袁 开启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绿色变革征

程遥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理

论逻辑尧历史逻辑与发展逻辑三重维度进行考量遥

一尧理论逻辑院生态文明建设是马克思主

义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并没有把生态问题作为其

主要论述问题袁但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所

说院野马克思的世界观是深刻的尧真正系统的生态渊指

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冤世界观遥 冶[2]

可以说袁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共产

主义蓝图的构建中袁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整体描

绘袁从而形成了生态文明理论的科学体系袁成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遥

首先袁马克思与恩格斯从自然生成与发展的角度

看到了自然包括两方面袁一是自在自然袁即天然自然袁

是未有人类所触及到的自然袁因此袁这种自然是不能

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所加以证明的袁只能通过逻辑证明

证实其存在袁从时间上来说自在自然是指在历史长河

中人类尚未出现之前就存在的袁从空间上来说自在自

然是在人类产生之后人们的实践活动尚未涉足其中

的自然遥 二是人化自然袁当人类产生之后袁自然界就成

为了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客体袁与人类的认识与实践活

动密切相关的自然也就转化为了人化自然遥 马克思与

恩格斯肯定了自在自然的客观先在性袁在人类产生之

前袁自然界就以自身的规律存在着袁野整个自然界是受

规律支配的袁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冶[3]袁它直接制

约着人类实践活动袁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遥 这也

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的逻辑起点遥

其次袁马克思与恩格斯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在实

践的基础上相互依存尧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遥 马克思

与恩格斯从自然界与人的进化过程中袁论述了人类不

仅是自然存在物袁人产生于自然袁依赖于自然袁并且随

着人的实践活动也不断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遥

在人类产生之前袁动物的存在只是依赖于自然尧利用

自然袁 其生存活动虽然会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破

坏袁但自然界本身会进行修复遥 劳动使猿的手解放出

来袁使猿进化为人遥 人类进入其童年时期要要要蒙昧时

代袁开始制造和使用工具袁主要从事采集尧狩猎等活

动袁但由于生产工具相对落后影响了人对自然的开发

和利用遥 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袁人类随之进入野蛮时

代袁种植尧游牧等活动使得人在自然界中获得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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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袁但人对自然更多地仍是依赖袁仍充满敬畏遥 之

后袁人类达到文明时代袁这一时期人类通过生产劳动

对自然界进行加工和改造袁尤其是工业的发展使得人

们认为可以控制自然袁对自然界产生巨大影响遥 但自

然界的优先地位也仍然存在着袁人们也仍然要从自然

中获取物质资料遥

再次袁马克思与恩格斯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

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遥 马克思与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的经

济现实出发袁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的现

象袁并提出它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袁消亡而消亡遥

同样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

规律就是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袁人们即使认识到这会造

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不会违背这一规律遥 野只要获得

普通的利润袁他就满意了袁至于商品和买主以后会怎

么样袁他并不关心遥 关于这些行为在自然方面的影响袁

情况也是这样遥 冶[3]于是袁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出现了异

化袁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断裂袁资本主义社会出

现了严重的自然环境破坏现象袁野关于这种惊人的经

济变化必然带来的一些现象噎噎地力耗损要要要如在

美国曰森林消失要要要如在英国和法国袁目前在德国和

美国也是如此曰气候改变尧江河干涸在俄国大概比其

他任何地方都厉害遥 冶[4]并且袁这造成了工人阶级生存

状况尧身心健康损害等现象遥 恩格斯在叶工人阶级状

况曳一书中写道袁工业生产所产生的碳酸气滞留在城

市中袁工人区也聚集了大量污浊空气袁于是工人阶级

野几乎全都身体衰弱袁骨瘦如柴袁毫无气力袁面色苍白冶[5]袁

死亡率很高遥

最后袁马克思与恩格斯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解的共

产主义图景遥 异化劳动扭曲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袁解决这种异化劳动尧实现劳动解放需要对

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袁即实现共产主义遥 因此袁马

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这种共产主义是 野人和自然界之

间尧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冶[5]袁野人类与自然的

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冶[5]遥

二尧历史逻辑院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

民族站起来尧富起来尧强起来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是以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为开端袁随着现代化的建设袁经历了从无到

有袁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袁是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尧富

起来尧强起来的必然选择遥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袁其中野天人

合一冶野道法自然冶等思想提供了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思考与见解袁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生

态智慧遥19世纪袁中国因科学技术尧经济发展等方面处

于弱势地位袁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遥 面对封建主

义与殖民主义的双重挑战袁中国人民开启了中华民族

救亡图存的道路遥 其他阶级的努力失败之后袁中国共

产党勇于承担历史责任袁带领中国人民展开了 28年

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袁即野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

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冶[6]遥由

于革命对象势力异常强大袁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各项

工作都是围绕革命战争进行的袁因此生态问题并未进

入人们的视野袁但是也存在一些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认

识袁如对于山林和水利问题的重视袁毛泽东同志强调袁

农民享用竹木野百根以下袁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遥 百

根以上袁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冶[7]袁野水利是农业的命

脉袁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遥 冶[7]

新中国成立袁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野站起来冶了袁

经济建设成为首要任务遥 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

了解放生产力遥 冶[8]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对社会

主义工业化尧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袁野金山银山冶成为重

点发展对象遥 工业化进程如火如荼地开展袁但对自然

环境不友好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遥 例如袁为了推动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展袁毛泽东曾指出院野团结全国各族

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要要要向自然界开战袁发展我们

的经济遥 冶[8]另外袁始于 1958年的野大跃进冶和大炼钢铁

运动袁由于技术工艺的落后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次集中的资源浪费与生态环境污染遥 但与此同时袁

中国共产党在水利尧林业尧人口等方面也积累了相关

的环境保护经验遥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

集体袁面对频繁的水旱灾害袁展开了针对淮河尧黄河等

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曰面对鼓励生育政策下中国人口

增长问题袁提出了野有计划地生育冶政策袁野我们为什么

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钥 冶[8]曰面对

全国森林覆盖率低的情况袁提出绿化祖国的号召袁野要

使我们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冶[9]遥到了 70年代袁随

着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召开袁我国也召开了第一次

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袁审议通过了第一份环境保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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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要要要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曳遥 从总体上

看袁这一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刚刚起步袁为探索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尧实现野富

起来冶的号角袁党和国家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遥 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令人赞叹

的野中国奇迹冶遥 但这种野金山银山冶是以牺牲野绿水青

山冶袁以高投入尧高消耗尧高排放的生产方式换来的袁造

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立遥 与此同时袁党和政

府也认识到野保住绿水青山冶的重要性袁踏上了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征程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

代中央领导集体袁已经认识到野消除污染尧保护环境是

进行经济建设尧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冶[10]袁将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袁更加注重环境立

法保护工作与组织机构建设管理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袁提出野可持续发展冶战略与

野生态环境建设冶理念袁明确要走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

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袁面对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袁提出了人与自

然和谐统一的科学发展观袁并把野生态文明冶理念写进

十七大报告袁开启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遥

但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

因素遥 野水污染每年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

40亿美元曰 大气污染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 500亿美

元曰我国的环境污染损失每年占 GNP的 3%-5%遥冶[11]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认识到袁经济增长

的无序性与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袁提出了一

系列关于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尧新思想尧新战略袁野五位

一体冶战略布局尧新发展理念尧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等袁确定了经济社会发展新方式袁开辟了野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冶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遥

三尧发展逻辑院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经

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冶的论断袁这意味着新时代需要新的发展理

念与发展实践遥 可以说袁新时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袁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经济社

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遥

首先袁 从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看遥

美好生活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袁从理想国尧大同社

会到乌托邦尧共产主义社会袁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

野美好生活冶追求遥 新时代的美好生活袁野不仅对物质文

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袁而且在民主尧法治尧公平尧正

义尧安全尧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遥冶[12]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袁由于物质匮乏袁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要

求是解决基本物质需求问题遥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的发展袁中国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袁人们对生活的标

准已经从最基础的吃穿住行的满足走向了更高要求

的生活享受要要要物质更加充裕尧精神更加富足尧社会

更加公正尧生态更加和谐遥 从理论的维度看袁人尧自然尧

社会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共同体袁自然界是人与社会存

在尧发展的前提基础袁人的所有劳动必然形成人与自

然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袁社会又是人与自然界的

统一遥 美好生活的实现要以生态和谐作为重要的前提

和基础袁实现人与自然尧人与社会的两大野和解冶遥 从现

实维度来看袁现阶段所出现的大气尧水尧土地等资源的

污染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袁不仅仅影响了人的身心健

康袁还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袁和谐的生态关系已成

为现阶段人民最重要的追求遥 因此袁美好的生态环境

必然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其次袁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来看遥 不同的发

展阶段袁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不同的关注重点遥 面对落

后的社会生产这一社会现实袁经济发展必然要重点关

注经济的发展总量与发展速度曰伴随中国经济社会进

入新时代袁面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现实袁

经济发展必然要重点关注经济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效

益遥 因此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合乎经济社会现实的尧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选择遥 而这种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之一就是野绿色冶野生态冶发展遥 虽然生态问题

与经济问题表面上看是两个不同学科的问题袁是在对

立的原则下运作的院 生态问题是关于自然的限制的袁

而经济问题是关于无限增长的遥 但实际上自然环境是

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前提条件袁自然环境状况将直

接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尧战略布局尧发展方式等问题遥

当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强时袁它就成为

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变量遥 因此袁生态问题的本

质就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袁它涉及经济发展的战略布

局尧产业结构尧消费观念等方面遥 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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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袁必然走野绿色冶野生态冶发展之路遥 如果经济社会发

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相矛盾袁那就不是高质量发展遥

最后袁从履行生态环境的国际责任来看遥 生态环

境问题最早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所出现的袁

之后全世界野环境公害事件冶层出不穷袁生态环境污染

发展成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袁但是很多发达国家在

享受着工业化成果的同时却让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

行为野埋单冶要要要承受生态环境污染的后果院发达国家

将生态环境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曰加拿大尧美国退

出叶京都议定书曳曰日本不顾本国民众以及国际社会的

质疑与反对袁单方面作出将福岛核事故处理后的废水

排入海洋遥与此同时袁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袁整个

世界经济呈现疲软态势袁发达国家袁纷纷出台绿色政

治袁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遥 而发展中国家

不仅面临着发展任务袁还存在着自身内部和外部的生

态环境压力袁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袁那

必定在国际竞争中陷入被动状态遥 可以说袁生态文明

建设是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袁是国际竞争

的重点领域与发展方向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袁人口众多尧资源紧缺尧生态压力大袁如果不实

行可持续发展袁 必将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袁

例如袁中国现在的碳排放量世界第一袁如果不节能减

排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袁就无法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的

目标袁也势必影响全球气候治理工作遥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袁站在新时代新起点袁回顾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袁总结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基

本逻辑袁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历史

借鉴和现实实践意义遥 中国共产党必将更好地引领中

国人民把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

向新的伟大胜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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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十三个方面全

面尧 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势遥 全会集中回答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什

么袁并对制度优势的内容进行了完整表达遥 制度优势

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遥 近年来袁学界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研究成果颇丰袁但鲜有以话语建构

为切入点袁深入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阐释

和表达的研究遥新时代的中国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制

度建设的丰硕成果袁走出了一条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遥 如何更好地概括和表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袁

在全社会凝心聚力袁在世界上讲好中国故事袁就成为

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工作遥

一尧新中国后我国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主

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进行了多方阐释袁其目的是为

了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政党形象袁以获得人民对于

新制度优势的认同与支持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中国共产

党面临着世界上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攻击袁党中

央领导人面对野西化冶的图谋袁强有力地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袁并为此进行了缜密的探索遥

渊一冤新中国成立后头 30年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

主要内容渊1949年 10月至 1978年 11月冤

1949年至 1979年的三十年间袁 党带领全国人民

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重大成就袁这

些成就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遥 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多个维度对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势进行了阐释遥

第一袁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遥 毛泽东指出袁中国共产

党作为一个优秀的政党组织袁一方面在对国家和社会

进行高度的互动袁建构了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实际

情况的国家治理体系曰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

中袁建构起超越局部利益袁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

益的组织主体遥 因此袁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坚持党的

领导遥 同时袁毛泽东也从野盲干就是忽视了党的领导冶

和野单干就是忽视集体领导冶[1]这两个方面进一步强调

了坚持党的领导重要性遥 他提到袁野实行集体领导袁反

对分散主义袁这是主要的关键冶[1]袁坚持党的领导袁下好

全国一盘棋袁才能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遥

第二袁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遥 早在解放战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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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毛泽东就专门撰文对人民民主专政进行了论述袁他

指出野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冶[2]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人民民主专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

了巨大的优势袁因此袁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了

它的重要性遥 他通过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比指出袁资

本主义制度保证了剥削阶级少部分人的利益袁而人民

民主专政则是保证绝大多人民的利益[3]遥 只有实行这

一制度袁才能充分发挥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遥

第三袁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遥 毛泽东在诠释以

人民为中心时袁指出我们国家仍然面临着一个难以解

决的问题袁那就是国家如何更加完整地保障人民的权

益袁人民的权益如何得到实施[4]遥为保障人民的主人翁

地位袁毛泽东具体分析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

系袁他认为当前利益是一种小仁政袁长远利益才是一

种大仁政袁但二者必须同时兼顾袁要从人民的长远利

益做计划安排现实需要遥 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

性袁毛泽东提出过袁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是国家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3]遥 社会主义制度在保障人民民主和自由

的进程中袁时刻凸显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遥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话语建构伴随着制度建设

的发展而产生袁毛泽东强调过袁不同阶段的共产主义

相比较袁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袁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势有着向高级阶段前进的自觉性[5]遥自我完善和发展给

予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袁促使国家制度不断适应时代发

展而进步袁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话语建构遥

渊二冤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制度优势的话语建构内

容渊1978年 12月至 2012年 10月冤

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建构是

表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什么的关键时期袁改革开放

后袁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尧长期保障社会稳定尧我国

社会制度的优势得以显现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

领导集体基于上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的论述下袁逐渐增多了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的话语建构遥 主要包括保证政局稳定袁实现人民民主

和集中力量办大事遥

1.保证政局稳定

国家发展的必然条件就是社会稳定遥 在中国共产

党的带领下袁促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袁稳定了政治局

面袁结束了旧中国分崩离析的局面袁建立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遥1987年袁邓小平指出袁野中国发展的条件袁关键

是要政局稳定冶[6]遥 如今社会的欣欣向荣之态袁正是我

国政党制度优越性的体现遥2000年 12月 4日袁江泽民

提到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衡量标准最根本

在于从中国现阶段发展实情出发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

会安定团结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7]遥 中国共产党和

各民主党派团结协作的关系袁是各民主党派通过人民

政协政治协商的途径得以显现袁既保证了大多数人的

利益袁也照顾到了少数人的想法遥 通过人民政协这个

机构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袁最大程度

地保证了社会的和谐和政治的稳定遥

在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政治体制下袁党派之间

互相排斥尧互相争夺袁很容易强化群体间的差异袁增加

社会矛盾袁长此以往必将会出现社会混乱的情况遥 如

果在中国搞多党制来追求所谓民主袁最终的结果只能

是没有民主袁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影响袁党和政

府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就是保证社会的稳定袁只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

久安遥

2.实现人民民主

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展开了中国政治

经济发展的新篇章袁人民民主的论述开始步入了正

轨遥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袁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思想上

拨乱反正袁惨痛的历史经验教训使党中央认识到人民

民主的重要性遥 邓小平提到袁想要保证民主袁就必须加

强法制化建设袁保证民主制度化尧法律化袁保证民主不

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变化袁也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观

点而受到影响遥 在此基础上袁党中央对于人民民主内

在含义和表现方式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遥

邓小平强调院充分发扬民主袁保证广大人民通过

有效途径实行应有的权利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袁

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尧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8]遥资本主

义国家实行的多党制在互相竞争的过程中袁他们谁也

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遥 1990年 5月 3日袁江

泽民说袁野在共产党领导下袁人民当家作主袁建设和管

理自己的国家袁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内容冶[9]遥 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袁在协商民主

中互相沟通交流袁 克服了牺牲少数人利益的局限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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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真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袁这便是中国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遥 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对比

过程中深刻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遥

3.集中力量办大事

邓小平在阐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过程着重围

绕应然优势袁邓小平表述过袁我们要用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中的各项成功实践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

主义制度袁让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

义好[10]遥 这一阐述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应然优势

表达袁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愿景遥

江泽民尧胡锦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表述侧

重于实然优势袁通过实践与理论的互相结合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袁总结实践从而建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

语遥 1997年袁江泽民在叶把三峡工程建成世界一流工

程曳强调袁野这再次生动地说明袁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能

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遥冶[11]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的阐述主要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尧人类社会

的发展规律袁人类最终会摆脱剥削步入社会主义是历

史的必然选择曰另外是从不同维度的解释关于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的具体表现袁尤其是物质和精神两个方

面遥 2008年袁胡锦涛提到袁野这场抗震救灾斗争充分显

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

优势冶[12]遥胡锦涛立足于对各方面实践经验的总结进行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

事袁调动各地方的积极性等几个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制

度政治方面的优势袁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层面进行

概括袁明确各个方面的内在要求遥

渊三冤 新时代以来我国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主要

内容渊2012年 11月至今冤

中共十八大以来袁习近平从不同维度论述国家制

度各方面的优势遥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

体系袁基于当前党中央对制度优势进行了系统的整

理袁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面院

根本制度优势话语建构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

出院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13]冶遥 在历

史的证明下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袁在这样一个

东方大国中袁没有一个优秀的政党是不行的遥 毛泽东

提到过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党[14]冶遥 我们党

就是要带领人民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袁经长期探索形

成了一套规范的政治制度袁所以袁我们党和政府拥有

强大的组织建设能力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遥 习

近平提到过袁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

益的最广泛尧最真实尧最管用的民主冶[13]袁因此袁人民代

表大会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袁最大的优势

就是民主优势袁只有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袁党和政

府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袁才能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治理效能遥

人民当家做主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属性袁这就

决定了我们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袁就

此体现出的人民性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遥 坚持党

的领导体现出党性遥 依法治国对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

当家作主提供法制保障遥 人民性尧党性和法制化三者

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袁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遥 由此

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袁这对促进社会主义事

业的发展起着野定海神针冶的作用遥 这三个方面深刻突

出我国的制度优势遥

基本制度优势话语建构遥 现阶段袁我国的基本制

度包括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生态尧社会等不同方面遥 我国

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

度袁为实现广泛民主确定了方向袁集中体现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遥 关于我国政党制

度的优越性袁江泽民这样讲袁野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

包容性袁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冶[15]遥 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对于全国人民大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袁

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袁就此袁胡锦涛指出袁民族区域

自治是不容置疑尧不容动摇和不容削弱的[16]遥关于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能够坚持党和政府的集中领导袁又能充

分发挥广大基层群众的积极性袁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到袁野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

民有序政治参与冶[17]遥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充分发挥了

坚持全国一盘棋袁同时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的

优势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尧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遥 我国基本经济

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野无形的手冶和野有形的手冶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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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袁共同推进经济的发展遥 李克强提到过袁必须把市场

的野无形之手冶和政府的野有形之手冶相结合袁发挥各自

的优势[19]遥

关于文化建设制度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袁

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袁巩固

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制度袁作为中国实际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

结合的成果袁提出阐述社会主义文化制度袁是党对国

家制度建设认识进入到了新的层面遥 正如习近平提到

的野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

显著优势冶[18]遥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拥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遥 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分化严重很难解决社会公

平的问题袁社会主义的建立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发展

中存在不公平的问题袁就此习近平提到的袁野使改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冶[13]遥我们用短短几十

年时间建构的社会保障体系袁使中国成为国家社会最

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遥

我国生态发展制度坚持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原则袁努力实现构建美丽中国的目标袁在此显示出巨

大的优势遥 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袁最初缺乏经验袁出现

过生态被严重破坏的现象袁 在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袁

立马采取措施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遥 在此习近平指

出袁野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冶[13]遥尤其在十

八大之后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袁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遥

重要制度优势话语建构遥 重要制度主要是我国的

行政制度遥 每个制度里面包含若干具体行政制度袁这

些政策的安排推动着不同方面制度的创新发展袁是社

会主义进程中的一项助力遥

二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度优势话语建构

的动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袁在野一穷二白冶的东方大国建设社

会主义袁没有先例可循袁需要筚路蓝缕袁披荆斩棘遥 作

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袁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激

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和积极性袁但也面临艰

巨繁重的建设任务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遥

渊一冤新中国成立后头 30年我国制度优势话语建

构的动因分析

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袁增强人民大众对社会主

义制度的认同感袁促进人们更多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袁这就使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建构成为历史的必

然遥

首先是全面执政的需要遥 新生的国家政权需要获

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袁 而人民对政权的认同是通

过观察制度优势开始的遥因此袁如何让人民从认识到接

受袁就需要讲清楚社会制度优势遥 1955年 10月 29日袁

毛泽东提到袁野对社会主义尧共产主义要广泛宣传冶[19]遥可

见袁只有通过广泛地宣传和阐释袁让大众逐步接受和

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袁从而真正树立起建设

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遥

其次是国民经济建设的要求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艰苦奋斗袁促使国营经济得到迅

速发展袁这一切都为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

会提供了必要条件袁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

了物质基础遥 1958年 3月 18日袁毛泽东提到袁野实际

上袁社会主义优越性早就被证明了冶[20]遥由此可知袁新中

国成立以来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

经济体系袁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话语

建构的物质支撑遥

最后是因为二战后世界格局的重构遥 在国际政治

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新格局袁

制度优势的话语建构充满了机遇和挑战遥 一方面袁毛

泽东提到袁国际环境的有利袁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具有

极大的可能性[14]遥说明袁新的国际背景下有利于发展社

会主义遥 另一方面袁中国周边的威胁并没有消失袁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的完善和发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遥 但

是袁毛泽东指出过袁社会主义按照计划就能成为可能

性遥 虽然袁新中国成立头三十年里袁依然面对着国际社

会对社会主义的质疑袁但是袁党和政府积极应对一切困

难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袁始终坚定不移地走社

会主义道路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任重道远遥

渊二冤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动

因分析

改革开放之初袁 为了论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袁以

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多次从生产力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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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解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遥 也就是说袁改革开放

后实现解放生产力尧消除生产弊端和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等目标袁需要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遥

其次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袁存在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遥 第一袁符合我国国

情的社会主义制度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

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袁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遥

1962年袁邓小平提出袁野在全国袁要巩固集体经济袁也就

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袁这是根本方向冶[21]遥 党和政府

要建立与我国的经济尧政治尧群众等各方面条件相适

应的社会主义制度遥 第二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袁中

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袁是历史的选

择遥1983年袁邓小平指出袁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和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袁激发人们的奋斗热情袁引领人们投身

于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冶[6]遥尤其面对改革开放以后的新

形势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军事等必须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遥 第三袁改革开放之后袁世界局势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袁苏联解体尧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

遭到重挫遥 中国需要抵制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制裁尧政

治打压尧舆论抹黑袁捍卫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袁保证改

革开放的大局遥 邓小平提到袁就现阶段全球发展的新

形势袁世界各个国家不能忽视经济和科技在世界竞争

中的地位[6]遥 在此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需要进行新

的阐述袁以引导全党和人民强有力地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遥

尤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袁提出了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冶的命题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创性发展

了许多有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袁是党和

国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开创性发展袁是对中国革命几

十年经验的继承和发展袁凝结了两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心血遥

渊三冤 新时代以来我国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动因

分析

当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袁大国之间的

博弈越来越激烈遥 明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袁是国内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遥

1.国内形势发展的迫切需求

一方面是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坚定野四个自信冶

的需要遥 在新时代的召唤下袁中国共产党从峥嵘岁月

的革命年代到日新月异的新世纪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

始终心存忧患尧直面挑战袁在挫折中奋进袁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的历史奇迹遥 在这历史交汇的时期袁面对新时

代重大风险的挑战袁习近平提到袁野要牢记船到中流浪

更急袁人到半山路更陡冶[13]遥 因此袁谦虚谨慎尧不骄不躁

地面对各种风险挑战袁是中国共产党无往不胜的关键遥

同时袁实现野两个奇迹冶是新时代赋予制度优势话

语建构下历史新任务遥 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作为制度

优势话语建构的物质基础袁为话语建构提供了创造

力袁放眼整个世界袁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国家在经济上

也有着雄厚的支撑遥 习近平论述到袁我国国内经济发

展呈现出向好的趋势[22]遥由此袁雄厚的经济实力决定一

个国家的话语权袁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着话语建构的

维度遥

另一方面是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遥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会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袁需要

我们凝聚各方面的力量袁对社会主义道路制度优势进

行充分的表达袁推动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遥 具体

来讲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袁通

过制度优势的话语建构袁能够站在国家发展大局之

上袁全方位深层次地把握深化改革的话语权遥 习近平

提到袁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携手并进的

过程[23]遥事实上袁习近平长久以来致力于深入阐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话语建构袁不断在战略上深化

对中国梦的了解袁同时在实践中也指明了方向遥

我国正处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国的进

程中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袁团结各

方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理论尧政治尧思想尧情感的认同袁为赢得社会发展主权袁

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袁深

厚的学理基础与人民群众的诉求相结合袁才能在话语

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说服力和解释力遥 正如习近平提

到的袁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袁必须引导好

人民思想冶[23]遥 中国梦这一生动的大众话语袁作为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的精炼表达袁引导人们对国

家富强尧民族振兴的向往袁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

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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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格局环境的客观要求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袁在崛起的同时也备

受世界关注袁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许多责难和质疑袁探

究其原因在于西强中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依然存在袁我

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地位不匹配遥 国际话语权不是

外来的产物袁还需自身各个方面的打磨遥 习近平也多

次强调袁野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

体冶[22]遥行之有效的国际话语权袁对于促进中国话语尧提

高国际舞台的魅力具有重要作用遥

塑造新时代国家形象袁关键在于建构好中国国际

话语遥 习近平提到过袁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在加

深袁中国道路愈来愈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冶[24]遥 中国日

益走进舞台中央袁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形象得到

进一步的提升袁中国道路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遥 因

此袁中国必须主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

语袁坚定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遥 国际话语权建构在

一国的综合实力上袁特别是内在实力作为硬核袁国际

话语权在话语创新的基础上保证和国家实践发展紧

扣袁还需要其他国家的积极参与遥 就此习近平提出过袁

野现在袁国际上理性客观看待中国的人越来越多袁为中

国点赞的人也越来越多冶[13]遥 所以袁新时代党中央领导

集体十分重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问题遥

制度话语产生于制度建设过程中袁 江泽民强调

过袁野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袁 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袁

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

度冶[9]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党和政府都对制度建

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遥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袁意味着制

度话语不仅仅只从经济层面进行表述袁 还应该更系

统尧更全面地从野中国之治冶进行诠释遥

三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度优势话语建构

的若干作用

几十年来袁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取得了巨大

成就袁现阶段我们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拥有丰富的实践

经验遥 依照现实情况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

语建构的作用愈发重要遥

渊一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话语建构奠基

1949年之后袁面对着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遥 毛泽

东在第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也指出过宪法的制定和

国家制度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袁是建国以来新的胜利

和新的发展袁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道路中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遥 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在实践中坚定不移

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袁初步建立了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袁这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在风险和

挑战中的奠基遥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存在以下两

个方面的历史经验遥

第一袁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发

展的继承遥 一个是继承生产资料公有制袁另一个是延

续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遥 马克

思主义认为袁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意义上不

同遥 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曳有提到袁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看来袁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冶[25]遥 毛泽

东建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袁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尧计划经济尧快速发展生产

力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遥 党和政府依据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现实条件袁开拓了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表达的新视野袁例如坚持党的领导尧人民当家作主尧

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等制度优势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

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认识遥

第二袁建构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有利于推动马克

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构想袁推动人民大众对于

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袁有利于世界各个国家对于社会

主义制度的接纳袁促进社会主义实践道路的发展遥 毛

泽东强调过袁我们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党都是优于资

本主义的[26]遥为了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袁证实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袁党和政府采取有利于党和国家的经

济尧政治尧文化等各方面的方针政策袁表示出国家制度

发展从应然优势转化为实然优势遥

经过事实的支撑和实践的证明袁才能拥有更强感

染力和说服力的制度优势话语袁以便于促进社会主义

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遥 1951年 1月 1日袁 党中央强调袁

野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工作冶[27]遥毛泽东提到过袁光说

社会主义好袁好处人民还不能充分看到袁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要通过实践的检验袁才能得到人民对于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的认同遥 但是袁当时受到了客观条件和主

观认知的局限性袁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论

述还存在诸多不足袁不能够有效地完成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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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话语建构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由于要众多人民了

解和认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袁毛泽东会从某一方面着

重入手进行系统讲解袁例如政治尧经济和文化等一方

面进行分区论述袁集中尧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的话语建构并不常见遥

渊二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话语建构创

新发展

1979年后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话语建构路径逐

渐规范化遥 邓小平尧江泽民尧胡锦涛对于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的话语论述方面逐渐多元袁在新时代袁习近平在

我国制度优势的阐述中维度和频率都得到相应的改

善袁并且在多个场合中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的话语建构遥

首先袁强调和表明党的领导方式开始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开端遥 由此袁江泽民指出袁

我们党面临的考验不容忽视[15]袁建构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话语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的过程中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逐步走向成熟袁形成具有中国鲜明特色先进

制度遥 党和政府在总结梳理历史经验的过程中袁推动

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创新遥 1980年前后袁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袁这一重大

决策在政治尧思想和组织上实现了拨乱反正袁带领中

国走出停滞不前的泥沼遥

然后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话语建构推动了制度

应然优势向实然优势转化遥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的

建构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精神力量袁是展现国家形

象尧坚定制度自信尧增进国家认同的基本依据遥 在此袁

胡锦涛强调过袁社会主义进程中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袁

来源于国家引领和人民的付出[28]遥改革开放进程中袁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话语建构彰显出党的领导尧制度的

自我完善和发展与制度的高效运转等各个方面的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遥

最后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话语建构在推动中国

进步发展体现出根本性作用遥 二十年代末期袁国际社

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剧烈的变化袁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在风险与挑战中前行袁党和国家应对一次

又一次的风险与挑战恰恰印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势遥习近平表示袁野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39]冶遥面对

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情况袁党和政府依照中国的具体

国情实事求是地设计中国制度袁 保持政治的坚定性袁

明确我国的政治定位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

时代背景下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定力袁毫不动摇地坚

持社会主义曰在改革开放全过程中袁遵循从实际出发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本要求遥

四尧结语

中国话语是中国故事的表达袁也是中国声音传播

的载体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是我们

当前面临的紧要任务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

善的过程中袁建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是推进制度

创新尧满足社会主义制度成熟与定型的发展需求遥 建

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的过程中袁强烈地凸显出解

放思想尧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袁吹响

了现实情况下解放思想的时代号角遥 借鉴中国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话语建构历史经验袁进一步把握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特点和方法袁是学术界应当承担

的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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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Function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HU Yuyi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g 621000 )

Abstract: In the more than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ontinuously explored and

studied how to explain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from China's reality,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Looking back on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i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paper presents different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ich have distinctive char鄄

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terms of content, motiv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omb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dominant discourse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ll help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minant discourse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socialism;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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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水风景秀丽袁绿水丹崖袁有野山耸千层青翡

翠袁溪流万顷碧琉璃冶[1]的九曲溪尧野插花临水一奇峰袁玉

骨冰肌处女容冶[1]的玉女峰等自然风光袁早在野唐天宝七

载袁封天下名山大川袁遣登仕郎颜行之至武夷山冶[2]袁武

夷山便被册封为天下名山大川遥 武夷文化源远流长袁

从先秦古越族人的野架壑船冶野虹桥板冶葬俗到宋代野儒

释道冶三教名山袁理学大家朱熹在此近半个世纪的讲

学更是把武夷文化推向巅峰遥 武夷山水清秀尧文化绵

长袁吸引了历代文人前来游赏袁对于福建本地民众而

言袁武夷山有着自然尧文化和信仰等多重意义袁所以历

代以来闽籍民众对武夷山的抒写就不曾断绝袁其中诗

歌是抒写武夷意象的重要体裁遥 笔者通过爱如生中国

基本古籍库大数据对比发现袁自明代开始抒写武夷意

象的诗歌明显增多袁其中闽籍文人的诗歌作品占据很

大比例袁但学术界相关研究较少袁笔者对搜集到的 200

多首有关武夷抒写的明代闽籍文人诗歌进行分析袁发

现他们的武夷抒写主要体现在武夷山水和武夷道教

方面袁故笔者将从以上两个方面分析明代闽籍文人诗

歌中的武夷抒写袁有教于众方家遥

一尧表达对武夷山水的赞扬

武夷山之所以能吸引历代文人驻足袁主要是因为

其自然风光秀丽宜人袁所以对武夷山秀美山水的描写

自然在明代闽籍文人诗歌中占据了重要篇幅遥 谢肇淛

的叶游武夷曳对武夷山水的描写具有代表性袁其诗云院

野一片丹山翠万重袁 寒流曲曲倒芙蓉遥 曾孙宴罢空留

幔袁玉女妆成幻作峰遥 云里水帘天畔雪袁月中铁笛院前

钟遥 紫芝瑶草凭谁采袁笑驾青鸾问赤松遥 冶[3] 野丹山冶即

武夷山袁武夷山青翠山峦众多袁秋寒时节倒映在清澈

九曲溪中袁宛若芙蓉之状袁山中水帘洞有清澈泉水随

风飘洒流泻袁状如珠帘袁其他描写武夷秀美山水的诗

作还有林大辂的 叶建阳至武夷曳叶晚过武夷曳渊叶愧瘖

集曳冤尧 谢肇淛的 叶雨中登武夷因感旧游曳叶梦游武夷曳

叶宿武夷天游观曳渊叶小草斋集曳冤尧徐熥的叶游武夷发白

龙江曳叶将至武夷曳叶初至武夷曳渊叶幔亭集曳冤等等遥 明代

闽籍文人对武夷山水的抒写在形式上多以组诗方式

进行袁在内容旨趣上多倾向表达隐逸生活遥

第一袁以组诗颂赞武夷山水袁抒发情怀遥 大概单篇

诗作不足以达意袁由多篇诗文构成的组诗成为明代闽

收稿日期院2021-06-24

作者简介院张博渊1997-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

元明清文学研究遥

明代闽籍文人诗歌的武夷抒写

张 博

渊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7冤

摘 要院武夷山风光独特优美且为儒尧释尧道三教名山袁为明代闽籍文人的抒写对象遥 明代闽籍文人的武夷抒写主

要围绕武夷山水和道教文化展开袁形式以组诗为主袁内容旨趣多为摆脱现实失意尧寄情山水和追求精神自由的隐逸理想遥

道教追求逍遥长生的理念契合了明代闽籍文人的隐逸追求袁因此武夷抒写中出现大量道教宫观尧武夷君等意象的运用袁

武夷山水和道教文化共同抒写出明代闽籍文人心中独特的武夷情怀遥明代闽籍文人的武夷抒写具有一体多面的特征袁即

由对武夷山水直面感受过渡到期待寄身山林隐逸修身的精神追求袁最后上升到自由理想世界的自我体验遥

关键词院明代曰闽籍文人曰武夷抒写曰武夷山水曰武夷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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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文人赞颂武夷山水风光尧 抒发个人情怀的文学常

态遥 以徐熥叶武夷十咏曳为例袁其武夷组诗共十首袁兹列

如下院

玉女峰

五色苔花当绣襦袁朝云暮雨锁模糊遥 清溪照出蛾

眉影袁错认湖中大小姑遥

架壑船

壑里藏舟经几春袁溪头何用叹迷津遥 世人自爱风

波险袁岂是神仙不渡人遥

仙掌峰

顶门开处即玄关袁白日青天去不还遥 多少幻形俱

脱化袁独留仙掌在人间遥

换骨岩

可怜人世似蜉蝣袁谁识真还借假修遥 不学换心求

换骨袁青山依旧葬骷髅遥

大王峰

危峰苍翠插云中袁炉里丹砂色尚红遥 此地大王曾

羽化袁至今犹自起雄风遥

徐仙岩

碧嶂千寻骨一函袁当年曾此脱尘凡遥 重来忽记前

身果袁笑指飞升旧日岩遥

金鸡洞

红尘容易使人迷袁流水无情日又西遥 大梦纷纷谁

自觉袁空劳仙洞报金鸡遥

幔亭峰

一曲宾云酒一巵袁共乘鸾鹤醉归迟遥 至今五色霞

千片袁犹似当年结彩时遥

投龙洞

空有辉煌玉简书袁莫疑云气不重嘘遥 神龙本是飞

腾物袁肯向千年洞里居遥

虹桥板

一从仙乐散丹霄袁千载长虹亘未消遥 待得丹成生

羽翼袁手攀日月过虹桥遥 [4]

徐熥的武夷组诗以名胜为诗文题目袁借助景色抒

发自己的情思遥 如玉女峰位于九曲溪二曲溪南袁因其

酷似亭亭玉立少女而得名遥 诗人由实景入手袁以比喻尧

拟人手法表现出玉女峰绰约风姿袁 将玉女 野绣襦冶以

野五色苔花冶点缀袁由于朝云暮雨遮挡诗人视线袁以至

于误认溪中大小玉女峰倒影遥 又写大王峰 野危峰苍

翠冶袁高耸屹立袁山色宛若丹砂之红袁刻画出大王峰独

具王者威仪的气势遥 再如诗人不溺于风景刻画袁独以

景入情遥 仙掌峰在六曲袁其石有痕如掌印袁相传为仙人

所留袁因而得名袁诗人以仙掌峰独留于世袁衬托人事沧

桑无常遥 这种对尘世反思的情趣在随后的叶换骨岩曳再

次体现袁叶武夷山志曳记载院野道书云院学仙者当于天台

注名袁武夷换骨遥 冶[2]诗人以此诗暗指世人如沧海蜉蝣袁

为求成仙不修身明德袁作此换骨之事无益遥 叶换骨岩曳

全诗没有具体风景描写袁是以景寓怀袁抒发诗人思绪袁

与此类同的还有叶金鸡洞曳和叶投龙洞曳遥 叶金鸡洞曳延续

叶换骨岩曳尘世反思的主题袁诗人提出红尘迷梦使人难

以自醒袁仙洞金鸡报晓似乎起不了太大作用遥 投龙洞

是古代朝廷投送金龙玉简的地方袁金龙玉简是装订成

册的帝王祭祀文章袁 宋代自乾兴至熙宁末共 20次遣

使到大王峰投龙洞投放金龙玉简遥 [5]诗人指出玉简书

文华美但空洞袁神龙本就是自由之物袁不会静等世人

祷祈诉求袁隐约有暗喻统治者野不问苍生问鬼神冶的讽

戏意味遥 除此之外还有徐 的叶武夷杂咏十首曳渊叶鳌峰

集曳冤尧曹学佺的叶春暮游武夷诗曳十首渊叶曹大理集曳冤尧

张瑞图的叶游武夷三首曳渊叶白毫菴曳冤尧赵世显的叶游武

夷七首曳渊叶芝园稿曳冤以及林大辂的叶游武夷八首曳渊叶愧

瘖集曳冤等袁更是将野枯棹千年架石头袁风吹难动水难

流冶[6]的仙船岩尧野妆镜台高片石留袁菱花如水月光浮冶[6]

的妆镜台尧野武夷深似武陵家袁叠嶂千重曲径斜冶[6]的桃

源洞等美景进行描绘赞美袁 拉近读者和诗歌的距离袁

使读者如身临其境袁近距离感受武夷山水之美遥

第二袁以隐逸山水为情感旨归遥 隐逸是中国古代

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遥 野隐袁是不限于世曰逸袁是对世的

逃离遥 冶野隐逸既是一种生存方式袁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和人格选择袁不戚戚于贫贱袁不汲汲于富贵遥 冶[7]隐逸文

化与中国文学关系密切袁野文学在隐逸文化的影响下袁

由表现治世的进取精神到表现个性色彩为主的自觉

精神袁由客观回归到主体袁两种精神如影随形袁并行不

悖遥 冶[8]隐士群体中不乏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身影袁隐逸

是古代文人士大夫远离世俗与朝廷的另一种道路选

择袁虽然野隐士并非士阶层的主流袁但他们代表了中国

古代士阶层一种很重要的生存理念和价值追求遥 冶[9]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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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人的隐逸思想经历了野明初的以道自高袁到抱道

以隐袁到耶市隐爷思想的流行袁再到强调世俗伦理的有

所挟而隐袁到晚明袁终于演生出耶通隐爷思想冶遥 [10]可见袁

明代文人对隐逸的追求表现在对世俗化隐逸方式的

认同袁这种世俗化隐逸为明代文人提供了功名入仕以

外的生活方式袁达到既不远离儒家伦理袁又不自绝于

尘世社会的自由目的遥 武夷山峰峦叠嶂且远离喧嚣袁

符合隐士心中野世外桃源冶的设想袁成为文人隐居绝佳

去处遥 明代闽籍文人诗歌中常有表现隐逸武夷山水的

描写袁如徐 叶送闵寿卿山人隐武夷曳院

出家休用买山钱袁方外寻真住洞天遥 芒履竹笻修

净福袁药炉茶灶结清缘遥

一竿春雨桃花水袁双屐秋峰薜荔烟遥 玉笥班中新

注籍袁幔亭宁但十三仙遥

奏罢游仙一曲歌袁方袍桐帽人云莴遥 竹溪夜泛风

吹笛袁芝圃朝耕雪满蓑遥

峰顶采真呼玉女袁洞中行气引黄婆遥 碧窗觅我留

题处袁半壁残诗翳谷萝遥 [6]

闵寿卿本名闵龄袁安徽歙县人袁明代著名道士尧诗

人袁其从中年开始出游访道袁居金山尧茅山尧武夷山等

地达三十余年袁在武夷山建有野蘧庐冶栖身遥 闵寿卿与

闽地文人唱和交游较多袁如徐 尧徐熥尧曹学佺等遥 诗

中主要描写闵寿卿寻真修道的场景袁闵寿卿除了浏览

武夷秀美山水袁主要是为了达到野修净福冶野结清缘冶的

隐居修真目的遥 诗中闵寿卿置炼丹药炉和煮茶器物袁

一边早起冒雪耕种田圃袁一边采真炼药袁宛如仙真生

活遥 除此之外袁徐 之兄徐熥的叶送闵寿卿隐武夷曳也

对闵寿卿隐居武夷山修道之事进行了记述袁并借此表

述徐熥本人隐逸武夷山水的愿望遥 其诗载院

世人游武夷袁往往思卜宅遥 一出清溪谢白云袁山灵

无计留双屐遥

始信人间事可哀袁幔亭佳宴不重开遥 浮生只爱红

尘老袁人世难逃白发催遥

怜君弃家经几载袁服食还丹颜未改遥 已识仙都注

有名袁尚疑遗蜕函犹在遥

自入闽天誓不还袁因缘合在武夷山遥 独携一杖千

峰里袁闲放孤舟九曲间遥

此山元是神仙窟袁接笋天游双崒嵂遥 玉女妆残峰

顶霞袁金鸡叫落滩头月遥

君今筑室此中居袁永绝尘缘与世疏遥 回视形骸同

粪土袁能将神气返空虚遥

我也行年三十几袁半生踪迹多城市遥 入药空烧九

转红袁著书枉识关门紫遥

海外徒闻更九州袁此身期伴赤松游遥 何时重预曾

孙宴袁同醉仙人十二楼遥 [4]

福建著名文人和藏书家徐熥尧徐 兄弟都与闵寿

卿来往密切袁徐熥在北上渡长江时袁因未能与金山的

闵寿卿相遇袁留下了诗作叶寄闵寿卿山人曳渊叶幔亭集曳

卷三冤以示纪念遥 在叶送闵寿卿隐武夷曳的开头袁诗人交

代世人游武夷野往往思卜宅冶袁指出武夷山的强大吸引

力袁闵寿卿卜居武夷山也就不难理解了遥 闵寿卿为修

道离家数年袁野独携一杖千峰里冶袁作者钦佩他野永绝尘

缘与世疏冶的隐居山水修道的毅力遥 徐熥本人科举功

名之路不顺袁其大半生都在赴京赶考的路上袁故其触

景生情袁回望自己野半生踪迹多城市冶袁功名利禄与自

己渐行渐远袁产生一种野此身期伴赤松游冶的追求逍遥

长乐的归隐愿望遥 按陈庆元叶徐熥年表曳记载袁徐熥于

万历二十三年渊1595冤野九月袁朔袁至武夷曰在山中十日袁

游武夷诸峰曰溪口别弟袁与陈惟秦尧吴元瀚买舟归遥 冶万

历二十四年野徽人闵龄隐武夷袁渊徐熥冤作叶送闵寿卿隐

武夷曳袁又为之作叶蓬累游序曳遥 冶[11]在作叶送闵寿卿隐武

夷曳之前袁徐熥在万历二十三年游览武夷桃源涧时袁就

直接表达了在武夷山结茅隐居之意袁留有叶小桃源呈

吴元翰陈惟秦江仲鱼曳一诗院野山转溪回一径斜袁半栽

桑柘半桃花遥何年共结茅茨隐袁添得人烟三两家遥 冶[4]虽

然徐熥身上富含古代文人追求隐逸生活的特性袁但实

际上他很难摆脱儒家伦理的束缚和尘世社会的牵绊遥

叶徐熥年表曳载万历二十六年徐熥再次科考下第袁只得

野拟谋一职袁留滞京城冶遥 [11]表明徐熥难以达到晚明野通

隐冶著世人物陈继儒那种野调合狂放恣肆与隐居自适尧

冷眼觑人与热肠报国袁从而达到了一种建立在对世事

的深刻洞察基础上的平逸淡雅的人格风貌冶袁 以及以

自我为中心的快乐主义隐逸思想遥[10]但不管如何袁武夷

山独特的秀美风光袁依然是隐士们暂脱尘世的野桃源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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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袁故明代闽籍文人借此舒缓现实愤懑袁表达追求

精神自由的乌托邦式理想遥

二尧表达对武夷道教文化的崇仰

武夷山自古以来便是野儒尧释尧道冶三教名山袁据

叶武夷山志曳记载袁武夷山现存儒家书院 75所尧佛教寺

院 39所以及道教宫观 49所遥 [12]武夷山道教文化历史

悠久袁先秦时期武夷山就出现原始神仙信仰和传说袁

如彭武尧彭夷在武夷山中拓荒垦殖袁山以两人之名野武

夷冶命之曰秦时武夷君受玉帝命统率诸地仙等遥 汉代开

始对武夷君进行祭祀袁至今留下汉祀坛遗址遥 汉代以

后袁随着中国道教兴起袁宫观尧道士活动逐渐增多遥 据

北宋叶云笈七籖曳载袁武夷山荣列道教三十六洞天之

一袁称之为野升真元化之洞冶遥 至今尚存的道教遗迹有院

三清殿尧止止庵尧投龙洞尧升真观尧凝云道观等遥 [13]由此

可见袁武夷山一直是道教圣地之一袁明代闽籍文人的

诗作中也经常出现追寻道教文化的思想旨趣袁在其诗

歌中常以道教宫观和武夷君为表达意象遥

首先是诗歌中宫观的记载遥 武夷宫尧天游观等均

有涉及遥 武夷宫位于大王峰南麓袁九曲溪第一曲之畔袁

北宋时期为全国九大道观之一遥 始建于唐天宝年间袁

相继被称为野天宝殿冶野武夷观冶野会仙观冶野冲佑观冶野万

年宫冶等袁是历代帝王祭祀武夷神君的地方遥 [12]明代闽

籍文人中涉及武夷宫渊万年宫冤的诗歌颇多袁例如林廷

选叶宿武夷宫曳院

踏月呼开竹下扉袁羽人云是旧令威遥 茗煎龙井残

年雪袁蔬摘狮峰绝顶薇遥

身在十洲遣世累袁梦游九曲挟仙飞遥 洞门忽报金

鸡唱袁催上青骢度翠微遥 [14]

这首诗歌在首联直接写出诗人趁月色到达武夷

宫袁以至于武夷宫道士以为是神仙丁令威下凡遥 丁令

威是传说中学道成仙之人袁叶搜神后记曳载野丁令威袁本

辽东人袁学道于灵虚山袁后化鹤归辽遥冶[15]仙鹤在中国道

教文化中是延年益寿的象征袁仙鹤与武夷相连的传说

也不断涌现袁 如北宋初福建浦城籍名臣杨忆的出生袁

后人流传为受武夷君托梦化鹤而生袁叶增修埤雅广要曳

野处鹤胎生冶条记载杨忆野母章氏始生亿袁梦羽衣人自

言武夷君托化曰既诞袁则一鹤雏袁尽室惊骇袁贮而弃之

江遥 其叔父曰院吾闻间世之人袁其生必异遥 追至江滨开

视袁则鹤蜕婴儿具焉袁体犹有紫毳尺余袁既月乃落 遥 冶[16]

诗人在诗歌开头便引出道士尧丁令威尧仙鹤等一系列

意象抒发了其对武夷道教文化的崇仰之意遥 之后诗人

联想雪水煮茶尧峰顶采蔬的雅致生活袁夜宿武夷宫时

以幻梦来抛却世间烦恼袁同仙人畅游九曲溪流遥 尾联

诗人更是由梦中虚幻返回现实袁 依然觉得游兴未尽袁

于是上马继续游览武夷山水遥 从诗歌整体而言袁诗人

无不透露着对武夷宫神仙意境的羡慕及对逍遥长寿

的追求遥 除上述诗歌之外袁关于武夷宫渊万年宫冤的描

述还有蔡献臣叶宿武夷万年宫曳渊叶蔡文庄公集曳冤尧赵世

显叶九曲溪泛月归宿武夷宫四首曳渊叶芝园稿曳冤等等袁由

此可见这所传承千年的道教宫观在明代闽籍文人心

中的重要性遥

除了武夷宫袁号称野武夷第一峰冶天游峰峰顶的天

游观也常进入诗人们的作品之中遥 天游观由宋道士刘

碧云尧张希微修建袁后法师张虚一栖居此处袁其奏请敕

赐天游观匾额袁悬挂于观门遥 [12]天游观处于武夷上天游

与下天游的分界处袁居此处而观袁武夷山水尽收眼底袁

徐霞客评论道院野其不临溪而能尽九溪之胜袁 此峰固应

第一也遥立台上袁望落日半规袁远近峰峦袁青紫万状遥 冶[17]

谢肇淛有叶宿武夷天游观曳一首院

玉蕊丹砂不可逢袁且凭双屐问仙踪遥 悬萝绝磴无

飞鸟袁乱竹空山有断钟遥

壑底云阴奔似马袁洞前松树老于龙遥 月明夜半吹

笙罢袁我在蓬莱第一峰遥 [3]

诗人向往野玉蕊丹砂冶欲追寻神仙踪迹袁而后又登

上野悬冶野绝冶野乱冶野断冶陡峭巍峨的天游观袁诗人这种不

畏艰险徒步而上的精神袁充分显示诗人对武夷道教的

虔诚遥 颈联和尾联用比喻手法将天游观上空的乌云变

幻比喻成万马奔腾之状袁认为仙洞前松树比龙还要长

寿袁而尾句野我在蓬莱第一峰冶更是将天游观喻成蓬莱

仙岛上的仙宫袁诗人通过神仙意境的烘托袁凸显出武

夷天游观的古朴和庄严遥

其次是武夷君意象的运用遥 武夷君来历众说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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纭遥 司马迁叶史记窑封禅书曳记载院野古者天子常以春解

祠袁祠黄帝用一枭破镜曰冥羊用羊祠曰马行用一青牲

马曰太一尧泽山君地长用牛曰武夷君用干鱼曰阴阳使者

以一牛遥冶[18]司马贞索隐引顾氏曰院野叶地理志曳云建安有

武夷山袁溪有仙人葬处袁即叶汉书曳所谓武夷君遥冶[18]可见

汉武帝时期就有祭祀武夷君之事遥 朱熹的叶武夷山图

序曳曾指出院野武夷君之名袁著自汉世袁祀以干鱼袁不知

果何神也遥 噎噎颇疑前世袁道阻未通尧川壅未决时袁夷

落所居遥而汉祀者即其君长袁盖亦避世之士袁为众所臣

服袁而传以为仙也遥 冶[2]认为武夷君的原型可能是闽地

氏族首领袁死后因宗教信仰的影响袁逐渐演化为神仙遥

与朱熹观点类似袁卢美松的叶武夷君传说的新材料曳一

文认为野武夷君居于建安武夷山袁为地仙袁或地官袁应

是当地闽族人或闽越人的君长袁成仙之后也仍然关怀

乡人遥冶[19]所谓野关怀乡人冶应指的是武夷君在幔亭峰宴

会乡人的传说遥 据叶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曳记载院

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袁武夷君置肴酒袁会乡人

幔亭峰上遥 噎噎初袁乡人至幔亭峰袁衙门外闻击鼓声袁

少顷空中有告云袁悉呼乡人为曾孙遥 乃曰院汝等男孙先

入东序而进袁女孙后入西序而进遥 既而闻赞告曰院有太

极玉皇大帝降临山薮袁曾孙可拜谢遥 又曰院太姥魏真

人袁曾孙可拜遥 又闻嘘咳之声袁乃武夷君焉袁高声而言

曰院汝等曾孙袁若男若女袁皆平安好遥 男孙东座袁女孙西

座遥 噎噎又云院汝等宜速下此山间袁久即有蛇螭虎豹之

伍袁不可遭逢遥 乃下山袁俄而风雨暴至袁各回顾山顶袁无

复一物遥 乡人相唤曰院我等凡贱袁得与仙尊共宴遥 后致

祠其山袁号日同山云尔遥 噎噎按叶茅君内传曳云院仙家有

三十六洞天袁武夷山乃第十六洞袁升真玄化之天遥 [20]

从上述材料可知袁武夷君传说比较久远袁其形象

可能属于武夷山所在闽越人的祖先遥 后世武夷君下

凡袁以野曾孙冶呼武夷乡人赴宴便是明例遥 武夷君亦祖

亦仙的形象袁强化了后人对武夷君的崇敬之情袁武夷

山也被道教封为三十六洞天之一袁武夷山被赋予了更

多神秘和神圣色彩袁使得来往武夷山的明代闽籍文人

骚客以谒尧拜尧叩尧别尧寄尧忆尧梦等多种方式与武夷君

交互渊见表 1冤遥

徐 叶鳌峰集曳
叶九曲渔父曳 击鲜焚不尽袁乾荐武夷君遥

叶武夷溪口送江仲誉先归曳 岩峦游未遍袁先别武夷君遥

徐熥 叶幔亭集曳
叶送林兆纶游武夷曳 飘飘鸾鹤群袁去谒武夷君遥

叶题高漫士晚阁溪云图曳 主人爱溪还爱云袁去年走谒武夷君遥

赵世显 叶芝园稿曳
叶将入渝州先呈曹开府曳 解组欲同彭泽宰袁卜居元傍武夷君遥

叶游金竹洞曳 夜来相思发袁频梦武夷君遥

蔡献臣 叶清白堂稿曳 叶望武夷曳 咫尺如霞表袁遥望武夷君遥

谢肇淛 叶小草斋集曳
叶武夷馆食干鱼戏作曳 总为烟霞成痼疾袁教人认作武夷君遥

叶万年宫谒武夷君曳 剧怜苕水吏袁来拜武夷君遥

曹学佺 叶曹大理集曳 叶屠绛真至曳 讵伤河汉女袁一讯武夷君遥

蓝智 叶蓝涧集曳
叶怀山中曳 久别山中鸾鹤群袁清斋自礼武夷君遥

叶寿南山邑长曳 九曲桃花今烂漫袁扁舟好访武夷君遥

邓原岳 叶西楼全集曳
叶答余道人曳 幔亭谢却武夷君袁归向南岩卧白云遥

叶约彭山人游武夷阻雨天大安驿拔问三首窑其二曳 缄书为报武夷君袁玉女峰头几片云遥

张以宁 叶翠屏集曳 叶题山水图曳 自怜归未许袁遥忆武夷君遥

黄居中 叶千顷斋初集曳 叶送黄履常京兆开府闽中窑其五曳 题诗当草檄袁先寄武夷君遥

林大辂 叶愧瘖集曳 叶感怀二首曳 却忆他年入楚客袁看山曾访武夷君遥

佘翔 叶薜荔园诗集曳
叶赠别吴文中曳 逍遥初谒武夷君袁玉女峰头弄白云遥

叶题武夷窑其二曳 溪上扁舟鸥鹭群袁凌风初谒武夷君遥

董应举 叶崇相集曳 叶自嘲曳 凡心犹为尽袁又梦武夷君遥

表 1 明代闽籍文人涉及武夷君的诗歌渊节选冤

Tab.1 Poems of Fujian Native Literati in Ming Dynasty about Wuyi King(Excer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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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明代闽籍文人与武夷君的交互

大致分为两种情境院一种是实地交互袁一种是虚拟交

互遥 实地交互多是发生在题赠友人尧游山访道的场景

之中遥 徐 尧徐熥兄弟在武夷山送友和赏游之时袁都不

约而同地拜谒武夷君袁 即使大美风景尚未游览完毕袁

也要野先别武夷君冶遥 邓原岳和彭山人游武夷时为雨所

困袁为遣寂寞作诗三首袁借此将他们游览武夷之情怀

野缄书冶渊指密封书信冤寄送武夷君闻知遥 佘翔在武夷山

更是连题六首记录其寻仙问道之意遥 他的叶题武夷曳第

一首描述野骑来竹杖似飞龙袁欲乞金丹访赤松遥 三十六

峰青不断袁仙人何处采芙蓉遥 冶[21]表明了自己到访武夷

山的寻仙问道目的袁故有九曲溪中以扁舟乘风拜谒武

夷君的举动遥 虚拟交互多出现在文人寓居外地思乡遥

忆之时遥 万历癸未进士赵世显好以文尧酒娱日袁在赴渝

州路上孤单寂寞袁以野彭泽宰冶和野武夷君冶作为自己追

求洒脱惬意田园生活的形象寄托遥 在叶游金竹洞曳诗作

中袁赵世显见金竹洞依山傍水尧泉岩幽奇袁一派仙气之

象袁激发其思念故乡武夷山之情袁使得他野夜来相思

发袁频梦武夷君遥 冶 谢肇淛在山中驿站武夷馆酒酣微

醺之时袁准备食用干鱼遥 他知道干鱼为汉武帝祭祀武

夷君之物袁激起了他的思乡之情袁故戏称自己是野烟霞

痼疾冶袁即痴迷武夷山水风景成疾袁并同外地人讲述家

乡武夷君的故事遥 明代闽籍文人诗歌中频频与武夷君

交互袁说明武夷君在明代闽籍文人潜意识中的特殊地

位遥

结语

武夷山因其优美独特的山水风光以及源远流长

的历史文化袁是明代闽籍文人进行武夷抒写的主要来

源遥 明代闽籍文人的武夷抒写用组诗赞颂武夷美景袁

展示了明代文人期望摆脱现实失意袁追求精神自由的

隐逸理想遥 而道教文化追求逍遥长生的理念契合了明

代闽籍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美好愿望袁因此其武夷抒

写中出现大量道教宫观尧武夷君等意象的运用袁武夷

山水和道教文化共同抒写出明代闽籍文人心中独特

的武夷情怀遥 明代闽籍文人的武夷抒写是一体多面

的袁具体来说院武夷山水为声色外显之物袁满足文人耳

目之娱袁对其抒写具有外显可视特征遥 耳目之娱留住

文人的身体袁进而引发其留恋与敬仰之心袁从而让文

人借武夷外在山水来脱离尘世牵绊袁满足修身养性的

隐逸需求袁此为阀限阶段淤袁也即文人由现实入仙境的

过渡阶段遥 仙境的理想之所正是道教文化所宣扬的袁

文人通过自身隐逸修省袁从精神体验上达到近似于道

家的修真境界袁最终形灭入幻袁居天仙之所袁享永世安

乐袁明代闽籍文人对武夷道教文化的推崇袁加深了他

们的武夷情结袁明代闽籍文人在诗作中不吝笔墨地描

述赏游武夷山水尧 寻仙问道和与武夷君交互的场景袁

充分展现了他们抒写武夷山水的热情袁为我们侧面了

解明代闽籍文人的故土情怀提供了独特视角遥

注释院

淤 特纳认为宗教通过仪式具有分离尧 阀限和聚合三个阶段袁

分离阶段个体或群体处于与先前的社会或文化情境分离

状态袁借助仪式使得个体或群体保持与当前社会或文化情

境一致而达到聚合阶段袁而处于分离和聚合阶段之间的即

为阀限阶段袁在此阶段袁主体或群体处于身份模糊的过渡

状态遥 可参见叶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曳渊金泽.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袁2010冤袁第 306-307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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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yi Express of Fujian Native Literati Poetry in Ming Dynasty

ZHANG B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院Mount Wuyi has unique and beautiful scenery and is famous for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t was the object of Fujian literati's writing in Ming Dynasty. The writing of Wuyi by Fujian literati in the Ming Dynasty mainly revolve

around Wuyi landscape and Taoist culture, mainly in the form of a series of poems, and the content purposed mainly to get rid of the dis鄄

appointment of reality, express the feelings of landscape and pursue the seclusion ideal of spiritual freedom. Taoism's idea of pursuing a

long life at ease was in line with the pursuit of reclusion of Fujian literati in the Ming Dynasty. Therefore, a large number of images such

as Taoist temples and Wuyi King appeared in the descriptions of Wuyi. The landscape and Taoist culture of Wuyi together expressed the

unique Wuyi feelings in the minds of Fujian literati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expression of Wuyi by Fujian literati in the Ming Dynas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e body and many aspects, that is, from the direct feeling of Wuyi landscape to 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living in

the mountains and forests to the self-experience of the free ideal world.

Key words: Ming Dynasty; Fujian native literati; Wuyi express; Wuyi mountain and water; Wuyi T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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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一生关怀社会袁力图匡正政治尧化民成俗以

实现儒家美好社会之理想遥虽然朱熹直接参与社会治

理的时间不长袁但其颇有建树的社会治理思想和措施

对后世中国乃至东亚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遥有关朱

熹的社会治理思想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袁主要集中在

朱熹的荒政尧社仓法尧礼教等方面袁但研究以史实之梳

理为主袁对朱熹社会治思想进行社会学尧政治学等综

合系统分析仍有深入展开的空间遥本文以朱熹荒政理

念和实践为中心分析朱熹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立场

和创发之处遥

一尧朱熹在地方的荒政实践

朱熹二十二岁授任福建同安县主袁此后五十年间袁

在任行政官员实际上不满九载袁 但他治理地方之举措

甚是积极遥 丰富的赈荒实践让他对社会政治与民生的

关系有了深刻认识袁形成了他颇有建树的荒政理念遥

1.在崇安的荒政实践淤遥 乾道四年袁建宁府崇安县

遭遇水灾袁奉祠闲居的朱熹被诸司檄来袁与县官商议

赈灾恤民之事袁经过一系列的努力袁灾情有所缓解袁也

没有饥乱发生遥乾道七年袁朱熹思筹日后备灾之长计袁

认为义仓设置于州县对市民有利袁 但对乡里农民无

补袁于是提出在乡村设置社仓的建议遥 野粟分贮民家袁

于守视出纳不便袁请仿古法袁为社仓以贮之遥 不过出捐

一岁之息袁宜可办遥 冶[1]谷米储藏在乡民家里袁既不利于

保存也不利于收支管理遥 所以放入社仓统一管理袁加

之合理的利息袁是有可行性的遥 朱熹于七月开始在开

耀乡五夫里创办野五夫社仓冶遥 朱熹根据五夫社仓的经

验制定了叶社仓事目曳遥 此后闽北境内有百余所社仓相

继设立袁还不断向外推广遥

2.在南康的荒政实践于遥淳熙七年南康军发生特大

旱灾袁朱熹又展现了道学忧世一面袁积极从赈济和减

赋两方面展开救灾遥 他通过各种渠道征集赈粜米粮袁

同时以重法防范奸商奸吏借灾荒趁火打劫袁也避免饥

民流移或聚众反抗遥 朱熹于淳熙八年元月在星子县等

地共设三十五场尧选派大小使臣三十五名开始开场济

粜遥 饥民得以度过年关和春荒袁闰三月二麦和早稻收

成在望赈荒才告结束遥 孝宗因朱熹在南康的修举荒

政尧民无流殍的功劳下诏犒赏升官袁但朱熹推辞未受遥

3.在浙东的荒政实践盂遥淳熙八年朱熹改除提举两

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遥 浙东现出现饥荒袁即日单车就

道遥 朱熹之荒政不以一时之救灾为限袁形成连贯尧合理

的救荒制度才是根本遥 请奏孝宗批准叶社仓事目曳在全

国实施遥次年袁孝宗颁昭社仓法行下诸路州军遥之后社

仓成为乡村社会储粮备荒的主要形式袁可谓朱熹荒政

的制度性贡献遥朱熹荒政注重备灾尧救灾尧防灾并行袁同

时也重视清明政事袁 浙东期间朱熹多次奏劾救灾不力

或不法之官员袁与之相对袁还奏请推荐或奖赏在赈济灾

情过程中的有所贡献的贤士袁力主奖赏分明遥朱熹在地

方任官期间的多次荒政实践颇具成效袁 不但解百姓的

收稿日期院2021-06-01

基金项目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渊16YJC720031冤遥

作者简介院赵楠楠渊1980-冤袁女袁回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中国

哲学史研究遥

论朱熹荒政实践及其社会治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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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广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广东 广州 510006冤

摘 要院 南宋大儒朱熹继承儒家知行合一之传统袁其学问有着强烈的现实之指向和践行之特点袁其颇有建树的社会

治理思想和措施对后世影响深远遥 荒政一直贯穿于朱熹地方治理实践中袁诸多社会治理思想在其中展开和成熟遥 朱熹以救

荒恤民为己任袁其荒政理念及措施系统而实用袁兼有救急之策和长久之计遥 朱熹在荒政实践中重视民间社会的建构与发展袁

其社会治理思想中的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尧责权相应的治理结构尧公正之理的治理原则对现代社会仍有借鉴价值遥

关键词院朱熹曰荒政曰儒家政治哲学曰社会治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院B244 文献标识码院 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2原园037原园4

第 41卷 第 2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41 晕燥援2

圆园22年 2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Feb. 圆园22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2年第 2期

一时之苦袁其采取的修水利尧建社仓等措施皆是长久之

计袁即使对今日社会应对灾害仍有借鉴意义遥

二尧朱熹的荒政理念与措施

朱熹的荒政措施和思想较为系统而实用袁其涵盖

了备灾尧赈灾尧减灾尧灭灾各个环节袁是我国古代荒政

思想的重要构成之一遥 整体上朱熹对灾害应对问题上

呈现了系统论的态度袁他在叶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

件状曳中很有见地的指出救民与养民的一贯性遥 野然臣

窃以为救荒之政袁蠲除赈贷固当汲汲于其始袁而抚存

休养尤在谨之于其终遥 今者饥饿之民袁虽得 被圣恩

以幸免于死亡噎噎然无异于大病之新起袁若有司加意

抚绥宽其财力袁 则一二年间筋骸气血庶几可复其旧遥

若遂以为既愈而不复致其调摄之功袁但见其尚能耕垦

田畴撑拄门户袁而遽欲责以累年之逋袁负与夫去岁倚

阁之官物袁则是人者其必无全理矣遥 冶[2]朱熹很巧妙地

以中医治病理念为喻袁 强调救荒之政要有始有终袁灾

中的恤民和灾后的养民要连贯进行遥 同时朱熹也认为

自然灾害之发生袁并不一定导致大面积的灾难袁而是

由于平日社会治理不当遥 如果税赋尧和买等经济负担

过重袁百姓没法承担时袁对生产尧生活没有长久而稳定

的安排袁社会处于十分脆弱的状态袁即使对小的灾害

也没有抵御的能力遥 现代灾害社会学有一种观点认为

灾害本质上并不是突发危机事件袁社会的脆弱性是造

成灾害的潜在因素袁 如在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里袁穷

人受灾几率要远远高于富人遥 恤民需与修政结合是朱

熹荒政的核心理念袁体现在朱熹所主张或采取的救荒

措施中袁也是儒家仁政的一种具体表现遥

1.重视灾前准备遥 备荒之事是朱熹荒政的重要内

容袁可从叶奏救荒畫一事件状曳[2]中总结其大体主张遥一

是省限理纳夏税袁灾害多发生在青黄不接之时袁折免

延缓夏税可使百姓稍获安业曰二是早田尧中晚田节次

检踏袁 在稻田未收获之际便行检踏容易掌握荒熟情

况袁提供灾情预测依据袁也可避免官吏检放不实等现

象袁公私两便曰三是赈恤之备袁从朝廷尧地方政府尧商客

多渠道筹措赈灾粮谷袁以免临时仓促曰四是先示存恤

之意袁然后公布禁约袁恩威并用以销厌祸乱之萌曰五是

奖励去年献纳之人袁起示范作用曰检准常平免役令袁召

募工役袁即可以工代赈又可兴修水利等袁实为两便曰六

是准备赈济管理人员遥

2.野救荒之务袁检放为先冶遥 核实灾情尧及时放赈在救

灾秩序中是第一位的袁 野行之及早袁则民知有所恃赖袁未

便逃移曰放之稍宽袁则民间留得禾米袁未便阙乏遥冶[2]首先检

放及时起到稳定民心袁防止流民出现曰放之宽裕以保障

灾民的基本生活遥 野检放冶的关键在于野从实冶袁要实检实

放遥分类尧定级灾民的受灾程度袁抄劄饥民户口袁为调配

和发放赈济物资提供依据遥在从事检定分数的基础上袁

赈济的发放要以维持公正为原则袁野恤贫安富冶 是基本

原则袁赈恤对象是对灾害抵抗能力差的中下户遥对特殊

情况要依情处理袁如对因政府检定不及时而造成的野无

根者冶袁即不在户的流民袁也不能以人户违法为由不以

检定袁同时野检放冶之善在于平允和便民遥

3.修政建制以减灾遥 建设制度主要涉及赋税制度

和社会保障制度两个方法遥 首先 野薄赋冶野省赋冶是儒

家仁政的基本立场袁朱熹之功更在于他是根据当时之

特情分析了税赋问题之原因并提出了确实之措施遥 其

一袁野省赋之实在于治军冶遥 具体三项措施院野选将吏尧核

兵籍袁可以节军资曰开广屯田袁可以实军储曰练习民兵袁

可以益边备冶[2]曰其二袁腐败的官吏体系是民力重困之

本遥 比官吏私贮民脂之枉法现象更甚的是以考核之法

诱挟官吏催督财赋袁而野不复问其政教设施之得失袁而

一以能削民奉上者为贤冶[2]袁强调良好的官员选拔制度

和监察制度关系着斯民之戚休遥 其次 野朱子社仓冶作

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朱熹荒政的重要贡献遥 朱熹

认为民间应该通过互助而提高自身的保障能力袁社仓

使米谷藏于民间袁 平年贷出增值以储备社会基金袁灾

年减免利息袁赈济鳏寡孤独袁以塞祸乱之源头遥 可见朱

熹社仓的理念和措施已经具备基层社会保障意义了遥

三尧朱熹荒政实践中的社会治理思想

本文集中于探讨朱熹在其荒政理念和实践中所

体现出来的社会治理思想袁与通常意义上的 野治国理

政冶思想的探究有所交叉但也有区别遥 其区别主要在

于本文要挖掘的是朱熹的野社会的冶治理思想袁所谓

野社会的冶表现为三个方面院一是袁荒政实践中朱熹所

面对的基层社会问题曰二是袁朱熹社会治理思想中所

包含的民间自治理念曰三是袁朱熹作为士大夫表现出

来的对社会治理的主体意识遥 宋代士大夫野以天下为

己任冶的精神袁野如果用现代观念作类比袁我们不妨说

耶以天下为己任爷涵盖着耶士爷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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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有直接参预的资格袁因此它相当于一种耶公民爷意

识冶[3]遥正是由于朱熹以社会主体的立场探究社会的治

理袁其社会治理思想中所具有的公共性尧公正性是在

以往儒家思想中并不鲜明的遥

1.民生是社会治理的根本遥 儒家的民本传统仍是

朱熹社会治理思想的基础理念袁他在诸次赈荒奏札都

明确指出 野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冶袁朱熹重视恤民尧养

民并不仅仅出于儒者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袁或是

以维护君主统治的长治久安为目的遥 朱熹提出了野盖

国以民为本袁社稷亦为民而立袁而君之尊袁又系于二者

之存亡袁故其轻重如此遥 冶[4]此种理解已经把民提高到

国本的地位袁用现代政治语言可以表达为人民的授权

才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遥 虽然宋儒的野民本冶并不

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袁但野民为国本冶主张是超越当时

的历史格局的袁与也坚持民本立场的汉儒对君尧民关

系的设定有所分别遥 如董仲舒言野天之生民非为王也,

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

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遥冶[5]虽在董仲舒政治学说中民之

地位有所提高袁但董氏又虚设野天冶之权威为曲折袁君

是对天负责的袁而仍不是对民负责遥 当然朱熹也有野尊

君冶思想袁但宋代君臣关系较之以往更具平等性袁这与

宋代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主体意识相关的遥 朱熹并没有

把自己和中央权力联系的很紧密袁 自然与其自身性

格尧政局艰难等因素有关袁更因为当时之士大夫作为

社会主体袁并不以卖与帝王家为唯一选择遥 朱熹在民

间社会办书院尧立乡约尧立社仓等野新民冶之措也是其

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遥 朱熹在南康尧浙东两次授命出

任都是因为有灾情出现袁 赈荒救民需要动用国家资

源袁这或许也在朱熹考虑之中遥

2.责权相应的社会治理结构遥 在荒政实践中可以

看出袁朱熹对社会治理呈现出结构性安排袁总分为三

个层次院君主要要要官吏体系渊中央要地方冤要要要民间社

会袁每个层次都是社会治理的主体袁具有相对于的责

权关系遥

第一袁君主仍是社会治理的第一责任人袁这是现

实的政权结构决定的遥 在君主制度结构下皇权是至上

的袁君主的贤良对国家的命运影响是巨大的遥 所以朱

熹一再强调野恤民之本袁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

纪纲而已矣遥 冶[2]在朱熹赈荒过程中多次请奏孝宗野直

降睿旨冶 蠲免赋税等以减免救灾程序袁无论是否得到

准奏都体现了人治社会的属性遥

第二袁官吏是社会治理的直接主体遥 野夫天下之治

固必出于一人袁而天下之事则有非一人所能独任者遥 冶[2]

社会的整体运行是需要官吏体系来完成的袁作为社会

治理的现实主体袁 官吏体系的优良直接关系民生休

戚遥 野斯民之戚休袁臣则以为系乎守令之贤否遥 然而监

司者袁守令之纲也曰朝廷者袁监司之本也遥 欲斯民之皆

得其所袁本原之地袁亦在乎朝廷而已遥 冶[2]朱熹认为社会

治理惟以野正朝廷冶为先务袁在官吏的选任尧监察等方

面都有所考虑袁整体原则是任贤而使各尽其能遥 其中

在官员的任留问题上朱熹的看法尤有启发性袁他认为

官员野有功则久其任袁不称则更求贤者而易之遥 盖其人

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袁 其人可废而其任不可以轻

夺遥 冶[2]官员去留的标准即为是否称职袁但社会管理体

系要保证职能的稳定性遥

第三袁人民应是社会管理的自觉主体遥 中国古代

社会政府对乡里社会的管理和控制一直处于比较松

散的状态袁或是公权力对乡村的控制职能要远远大于

治理职能遥 例如宋代对各级地方官救荒职责都有所规

定袁县级官府是最基层的救荒承担者袁但从县到乡仍

留有真空地带袁 这正是朱熹设立五夫社仓的重要原

因遥 朱熹的社会治理思想中对民间社会自治意识和能

力的推动和提高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袁 建社仓尧立

乡约尧 制家礼等即是该思想的具体落实袁 在经济尧社

会尧道德诸多层面促进民间社会共同体的构建遥 朱子

社仓即是一种主要依靠民间管理尧互助的备荒仓储方

式袁依靠乡官尧士人尧乡绅管理袁全体乡民参与袁并以符

合经济规律方式运作袁而塑造一个经济共同体曰朱熹

在吕大钧叶乡约曳基础上作叶增损吕氏乡约曳袁野凡乡之

约四遥 一曰德业相劝袁二曰过失相规袁三曰礼俗相交袁

四曰患难相恤遥 冶[1]主要以道德尧礼制为纽带使即使没

有血缘关系的乡民形成一种地缘共同体遥

3.公正是社会治理的原则遥在朱熹理学思想中袁公

是天理袁野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冶[6]遥以公理

裁制天下这不仅仅是他对上位者的道义要求袁实际上

公正原则贯彻于他的荒政等各种社会治理实践中遥 如

前文所述袁在救荒中朱熹要求官员依灾情不同尧人户

之等级公正检放遥 朱熹坚持公正之理是决断尧调节中

央和地方尧官与民尧富农上户与贫农下户等各种对应

社会关系的最高原则遥 他主张在认识到立场差异的基

础上袁各种社会主体应按实际情况而责权一致遥 正因

如此袁朱熹虽强烈主张省赋减税袁但他对国家赋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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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Zhu Xi爷s Thought on Social Management
in His Famine Relief Practice

ZHAO Nannan
(School of Marxism,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院Zhu Xi, a great Confucian schola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herite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his scholarship has a strong practical orien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e. His social management thoughts and mea鄄

sures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Famine relief has been running through Zhu Xi's local governance practice, and many

social management thought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matured in it. Zhu Xi's mission is to rescue the famine and give care to the people,

and his famine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measures are systematic and practical, with both emergency and long-term solutions. Zhu Xi at鄄

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practice of famine policy. The people-oriented gover鄄

nance concept, the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powers, and the governance principles of justice in his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s still have reference value for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院Zhu Xi; famine relief;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thought of social management

度并不否定袁人民自然有交税之义务否则社会无法运

行遥 他是认为国家不能只考虑国库的充实袁赋税的征

收超过了农民的实际劳动生产水平袁而演变成对人民

的掠夺遥 再如公正原则也体现在朱熹对地主和佃农权

责关系的设定中袁在叶劝农文曳中他明确地提出院野佃户

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活家口袁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纳

租以供赡家计袁二者相须袁方能存立遥 今仰人户递相告

诫袁佃户不可侵犯田主袁田主不可挠虐佃户遥 冶[7]佃户和

田主是相须共存的关系袁农民通过租住地主土地以获

得生计来源袁地主也要靠农民缴纳的租金供养自己的

生活袁两者有相对的权益关系遥 单纯地用温情主义或

专制主义都无法理解朱熹社会治理思想的主旨遥 朱熹

在确认多元社会主体的前提下袁在社会治理中探究和

实践公正性原则袁这样的思想是极为深刻的遥

四尧结语

朱熹在朝日短袁也未能得到重臣之席袁他宏大周

密的社会治理思想和方案并没有实践中得以全面展

开袁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不仅仅对于朱熹甚至是对于整

个儒家都是历史的必然遥 朱熹寄望通过正君心尧正朝

廷以匡正政治尧实现儒家社会理想的努力袁终究不能

抗衡君主体制的局限遥 但朱熹坚持以民为本袁大力发

展民间社会袁提高百姓主体意识和治理能力的贡献是

值得被重视的遥 朱熹在荒政实践中诸多创举袁如建社

仓尧改善检放税赋之法尧立乡约等等袁不仅惠民于当

时袁对庶民阶层尧乡村社会的影响是历时而深远的遥 还

有其以公正之理为最高原则的社会治理思想对现代

社会仍有借鉴意义遥

注释院

淤 崇安的荒政实践主要发生在 1168年至 1173年间袁在叶五

夫社仓记曳叶辛丑延和奏劄四曳叶答林泽之书曳中皆有朱熹之

先后自述遥可参见叶朱熹年谱长编曳渊束南景.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袁2001冤袁第 392-393尧398-400尧447-449页遥

于 南康的荒政实践主要发生在 1180年至 1181年间袁在黄榦

的叶朱熹行状曳和朱熹的叶奏南康军旱伤状曳叶缴纳南康任满

合奏禀事件状二曳等文皆有记述遥 可参见叶朱熹年谱长编曳

渊束南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袁2001冤袁 第 673-674尧677-

682尧685-687页遥

盂 浙东的荒政实践主要发生在 1181年至 1182年间袁在黄榦的

叶朱熹行状曳尧朱熹的叶除浙东提举乞奏事状曳叶辛丑延和奏劄曳

及叶宋史曳的野孝宗纪冶等处皆有记述遥 可参见叶朱熹年谱长编曳

渊束南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袁2001冤袁第 709-720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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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媒介时代的到来袁年轻人有了更多平台和

方式去表达自己遥 越来越多具有娱乐精神的年轻人袁

把自黑当成一种表达自我的形式遥 自黑的标签层出不

穷袁如院野猪猪女孩冶渊指生活比较懒散尧爱吃又胖尧呆呆

笨笨的女孩冤尧野隐形贫困人口冶渊指表面富有实际赤

贫冤等遥有些企业在面临品牌危机时袁也会选择把自黑

回应作为一种消费者沟通策略遥 例如袁有用户得知腾

讯旗下理财通正在做优惠活动袁把钱从其他理财产品

取出来购买理财通袁结果到了支付环节发现下图红框

内说明野收益翻倍时间仅有半个月冶袁在该用户质疑理

财通涉及欺骗消费者时袁理财通负责人表示野没什么

好说的袁我们错了浴这尼玛太没品了袁这和 KPI没有半

毛钱关系袁这就是小聪明袁多了一些套路袁缺一点善

良浴 冶遥 理财通凭借该次危机公关的处理袁在网络上获

得了大量的好评遥

不难看出袁自黑正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沟通策

略袁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遥 何为自黑

式回应策略钥 自黑式回应在不同品牌危机情境下对提

升消费者的重购意愿有什么影响钥 然而袁目前国内针

对品牌危机时自黑式回应策略的研究较少遥 基于此袁

本文试图对自黑式回应策略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袁以期

为企业在品牌危机情境下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借鉴遥

一尧文献回顾

渊一冤品牌危机

实践中袁企业面临不同类型品牌危机时经常采用

不同的策略袁为此袁很多学者对品牌危机类型进行了

探讨和划分遥Coombs[1]和段桂敏等[2]基于消费者情感迁

移出发袁把品牌危机分为受害型尧过失型和蓄意型遥 卫

海英[3]以危机是否由核心要素引发作为划分危机类型

的依据遥Pullig等[4]尧Michelle 等[5]尧Niraj 等[6]则根据危机

根源是否符合社会大众既定的道德规范袁将品牌危机

划分为与产品效用与企业价值取向两种类型遥 笔者为

了更好探讨发生危机时消费者心理反应和消费者重

购意愿袁把品牌危机分为绩效型和价值型遥

针对品牌危机情境下企业的应对策略袁学者们立

收稿日期院2021-03-19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渊2018R01020160冤袁

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 渊闽教科

也2017页115号文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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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品牌危机下自黑式回应对

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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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媒介时代的到来袁自黑逐渐成为年轻群体喜爱的自我表达方式袁企业在面临品牌危机时袁也开始选

择自黑策略进行消费者沟通遥 通过三个实验检验自黑式回应对于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遥 首先袁简单验证了自黑式回应

对于消费者重购意愿的积极效应遥 在此基础上袁深入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品牌危机对自黑式回应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遥

不同于绩效型品牌危机袁在价值型品牌危机情境下袁自黑式回应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积极效应消失遥最后袁验证了品牌危

机情境下袁消费者道德判断在自黑式回应策略对消费者重购意愿影响中的中介作用遥研究成果能够为企业在品牌危机情

境下采取回应策略提供借鉴袁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营销启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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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于短期应对策略和长期应对策略进行探索遥 在短期

应对策略方面袁Michelle 等[5]提则出了坚决否认尧积极

承担责任尧交流和全部回收等三种回应策略曰在长期

应对策略方面袁余伟萍等[7]从改善品牌形象的角度出

发袁认为危机发生后企业可以采用慈善捐赠的形式来

改善企业形象袁化解危机遥 此外袁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树

立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形象可以提升品牌形象

的观点袁认为这样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品牌危机造

成的负面影响遥 [8-10]

渊二冤自黑式回应策略

关于自黑的概念袁王英杰[11]认为自黑就是自我嘲

讽袁自己给自己贴上黑标签袁是当下年轻人寻求自我

的一种表达方式遥 徐岚等[12]认为自黑由幽默和自我贬

低两个要素构成遥 自黑是企业在危机情境下袁以幽默

的自我贬低的语气对危机做出回应的一种沟通策略遥

进行自我贬低袁可以使消费者认为品牌是从保护消费

者权益的立场出发来应对危机遥 而企业在选择幽默的

方式与消费者沟通时袁 会使消费者认为企业更有自

信袁使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修护袁从而

减轻消费者对品牌的负面态度遥 当然袁也不是所有情

况下都适合使用自黑回应策略袁冯雪[13]指出实力较弱得

不到公众信任的企业袁往往会发生自黑变真黑的情况遥

渊三冤消费者重购意愿

关于消费者重购意愿袁国外学者较早地进行了定

义袁Khalifa等[14]认为重复购买意愿是客户在充分研究

其当前情况及其他条件后袁愿意再次购买或使用商家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遥 国内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对消费者

重购意愿进行探讨遥 罗晓光等[15]从消费者重购意向形

成影响因素出发袁指出企业的客户满意度与消费者的

偏好呈正相关遥梅健[16]指出在危机情境下袁要提升消费

者重购意愿袁企业应重视服务补救的速度尧真诚的道

歉尧采取有形的补偿等措施袁以及在及时对消费者反

馈信息进行处理的同时袁将其中有用的建议向企业上

层反馈袁以便企业制定更加人性化的战略遥 虽然学者

们普遍认为购买意愿和产生购买行为不能划等号袁但

研究表明袁从某种角度看袁购买意愿是影响购买行为

的重要因素遥

渊四冤消费者道德判断

道德判断是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一个主观判断过

程袁 也是人类道德认知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研究内容遥

道德判断最初由 Piagct提出且系统地研究袁在此基础

上袁一些心理学家对此进行了发展和完善袁最终形成

道德判断研究的主体架构遥 关于道德判断的概念袁学

术界有两种观点院其一袁道德判断是个体进行道德行

为前的心理过程曰其二袁道德判断是个体具有的道德

观对美丑尧善恶等行为的认知遥

消费者道德判断是个人道德观的反映遥 当企业遭

遇品牌危机情境时袁社会上产生大量与企业相关的负

面信息袁这时消费者的道德情感就会被唤起袁对企业

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大众既定的伦理道德做出判断[17]遥

Hunt等[18]认为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行为直接受道德判

断的影响遥 同时袁诸多的外部因素又会对消费者道德

判断的过程造成影响遥 消费者通过信息搜集袁并对事

件归因袁最终形成一种道德尧是非尧好坏的评价遥[19]当品

牌遭遇危机袁消费者形成道德判断袁而购买行为则反

映了道德判断的结果遥 一般情况下袁消费者的道德判

断越高袁其购买意愿也就越强遥 [20]

二尧假设推导

渊一冤自黑式回应对于消费者重购意愿的调节作用

笔者基于学者们对回应策略的定义袁结合自黑式

回应自我贬低和幽默的特点袁将品牌自黑式回应定义

为院品牌犯错后采用的一种特定回应策略袁是指犯错

品牌以幽默和自我贬低的方式应对错误的一种沟通

策略[15]遥 换言之袁企业通过自我贬低对危机做出回应袁

让旁观者感知到品牌的主我从消费者的立场出发袁努

力维护消费者利益[21]袁使品牌与消费者双方在立场上

的差异缩小遥

在品牌危机情境下袁消费者所产生的负面情绪的

程度不同袁有程度较低的负面情绪袁如不满袁也有程度

较高的负面情绪袁如愤怒遥 而当消费者的负面情绪程

度较低时袁 自黑回应方式可以改善消费者品牌态度曰

而消费者的负面情绪程度较高时袁自黑有时候会恶化

消费者品牌态度[22]遥因此袁选择自黑回应面临着不确定

性风险遥 企业在选择自黑方式回应之前袁首先应对本

次危机的起因进行归纳和总结袁然后评估该回应策略

所要面临的风险袁最后再选择于合适的时机袁幽默地

与消费者进行沟通遥

综上袁品牌自黑式回应策略有幽默和自我贬低两

个因素组成袁其中自我贬低比起认错策略袁不仅直面

了本身违反规则的行为袁积极承担了责任袁暗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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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发生袁而且还拉近了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袁从而

缓解消费者的负面情绪袁提升消费者的重购意愿遥 另

外袁品牌选择以幽默的方式进行回应袁迎合了主流消

费群体的表达方式袁也展示了企业有能力和信心解决

危机的良好形象[15]遥因此袁自黑式回应策略更容易获得

消费者的原谅和认可遥 基于此袁本文提出院

假设 1院品牌自黑式回应渊即幽默式自我贬低冤能

够提升消费者的重购意愿遥

渊二冤品牌危机类型的调节作用

研究表明袁品牌危机爆发后袁消费者与品牌之间

的关系会最先遭到毁坏袁紧接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

随危机带来的负面信息而发生变化遥 同时袁品牌危机

类型又影响了消费者对危机严重性的认识和消费者

对品牌危机的归因遥 换言之袁消费者对危机严重程度

的感知越强袁对品牌危机情境下企业的责任归因就越

大袁 认为企业在本次危机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越高袁企

业降低危机所造成损失的成本就越高[23]遥

在前人关于负面信息理论的研究中袁处于品牌危

机情境下的企业袁一般都要面临价值型或者绩效型的

负面信息遥 价值型信息指的是有关公司或个人价值观

方面的信息袁这类信息表明企业违背了消费者既定或

理想的道德标准袁例如企业的不诚实曰而绩效信息指

的是公司或者个人是否履行对消费者的品牌诺承袁它

通常是因为企业或个人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无法达

到消费者感知质量所造成的遥 具体来说袁与绩效相关

的品牌危机主要是企业在没有主观意图的情况下袁由

于产品质量出现了问题袁 破坏了消费者心理契约曰而

与价值观相关的品牌危机是因为企业违背了社会大

众既定的道德准则袁这一危机是建立在企业存在一定

的主观故意基础上的遥 因为能力是可以提高的袁人们

通常不会因为缺乏能力而排斥他人[24]袁所以对绩效型

品牌危机而言袁当企业自我贬低意味着企业承认了自

己的错误袁且有一定改进空间袁这时消费者能够接受

企业与消费者处于同一立场袁认可企业认错改正的态

度和能力遥 与此同时袁幽默能够让消费者感受到企业

有信心和能力改正错误和提升自身能力袁从而缓解消

费者对企业的负面情绪袁改善消费者的负面态度遥 但

是袁价值型品牌危机的发生使消费者认为企业品牌价

值观违背了消费者既定的或理想的道德标准袁尽管自

黑式回应让消费者感知企业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

面对危机袁可是由于道德体系的冲突袁消费者会选择

不接受与企业处于同一个立场遥

由此袁本文提出假设 2院自黑式回应渊即幽默式自

我贬低冤品牌危机类型对消费者的重购意愿提升起到

调节作用袁相对于绩效型品牌危机袁价值型品牌危机

减弱了品牌自黑的积极作用遥

渊三冤消费者道德判断的中介作用

在品牌危机情境下袁企业将面临大量对品牌不利的

舆论袁这时消费者会搜寻危机爆发的根源袁以道德认知

的角度对负面信息进行归因袁消费者的道德情感同时也

被唤醒遥 消费者对危机的归因决定了消费者的道德判

断袁 其判断结果也将正向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遥 [25]此

外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消费者情感也成正相关关系遥

综上提出假设 3院 自黑式回应中消费者的道德判

断对消费者重构意愿起到中介式影响

三尧概念模型

综合以上分析袁 笔者拟探讨在品牌危机情境下袁

企业自黑式回应策略对于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袁以

及通过自黑式回应提升消费者重购意愿的过程中袁品

牌危机类型的调节作用和消费者道德判断的中介作

用袁概念模型如图 1所示遥

图 1 品牌危机情境下自黑式回应对消费者

重购意愿影响的概念模型

Fig.1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self-black response

on consumer repurchase intention in brand crisis situation

四尧研究设计

通过实验法来模拟探究不同类型危机情境下袁自

黑式回应对于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袁以及在此过程

中消费者道德判断的中介作用遥

渊一冤刺激材料的选择与编制

本刺激材料是一套虚拟材料袁一共包含了 4种实

验情境袁结合生活中真实的品牌危机事件袁并借鉴徐

岚等[12]尧石彬彬[20]等在进行品牌危机研究时采用的刺

激材料编制而成遥 由于实验被试群体的选择以高校学

生群体为主袁 本文采用了高校学生较为熟悉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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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要要要笔记本电脑作为品牌危机刺激物袁刺激材料的

描述如下遥

1.危机品牌的基本信息

白鲸是一款电脑品牌袁公司于 2000年进入市场袁

产品一共有 8个系列尧38个不同型号袁 销售量超过 2

亿台电脑袁主要销往亚欧美等国际市场遥

2.品牌危机类型院绩效型和价值型

关于绩效型品牌危机袁 日前袁 白鲸发布一款新

品要要要白鲸 E3袁 引发消费者的热议袁 消费者普遍表

明袁在使用的过程中白鲸 E3出现严重的发热问题袁平

均温度可达 75摄氏度袁甚至存在安全隐患遥 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对该产品实施抽检袁抽检发现样品中存

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安全标准遥

对于价值型品牌危机袁 日前袁 白鲸发布一款新

品要要要白鲸 E3袁引发消费者的热议袁中国消费者协会

在微博发文称袁 在使用的过程中白鲸 E3出现严重的

发热问题袁平均温度可达 75益袁这与之前广告中所描

述的高散热功效不符遥 白鲸受到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和行业标准尧利用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的质疑遥

3.回应策略院自黑式回应和无自黑式回应

自黑式回应院 近期很多用户反映白鲸 E3在使用

过程中发热严重袁小鲸想说这是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

电脑袁毕竟冬天可以拿来取暖遥 好吧袁小鲸编不下去

了袁技术实在太辣鸡了袁请大家给小鲸一个痛改前非

的机会遥 安静地做台不会被用来取暖的电脑遥

无自黑式回应院 针对近期很多用户反映白鲸 E3

在使用过程中发热严重问题袁白鲸非常抱歉给大家带

来这样的困扰袁我们会对给予该批次产品给予持续的

关注袁并承诺此后会更严格规范产品研发和生产流程遥

渊二冤实验量表的选择与编制

1.品牌危机类型

借鉴郑彬等[26]提出的测项对消费者感知品牌危机

类型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遥 被试在 5级 Likert量表

中对品牌危机类型打分袁分值较高则危机类型归入价

值型品牌危机袁分值较低则危机类型归入与绩效型品

牌危机遥

2.消费者感知品牌自黑程度

参考徐岚等人[12]提出的测项从幽默和自我贬低两

个维度对消费者感知品牌自黑程度进行检验袁被试通

过 5级 Likert量表进行评分袁得分越高表明品牌自黑

程度越高遥

3.消费者重购意愿

针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测量袁考虑到量表的客观

性尧可靠性和适用性袁借鉴了 Siomkos[27]在研究消费者

重购意愿时的调查问题和相关量表袁调查的是自黑式

回应对顾客重购意愿的影响遥

4.消费者道德判断

道德判断量表参考 Sperber等[28]在进行道德判断

研究时所采用的测项袁在双方量表的基础上袁编制出

了道德判断量表遥

五尧正式实验

渊一冤实验流程

首先袁向被试展示与品牌危机类型相关的刺激材

料曰其次袁请被试阅读该企业对于本次品牌危机的回

应内容曰第三袁让消费者判断该危机属于哪一类型品

牌危机曰第四袁测量消费者感知该品牌回应的自黑程

度曰第五袁测量消费者对于该品牌的道德判断曰第六袁

测量消费者对于该品牌产品的重购意愿曰最后袁进行

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填写遥

渊二冤前测

在正式试验之前面向高校学生群体发放 50份问

卷袁采用 5级 Likert量表对本文所采用的刺激材料对

消费者感知品牌危机类型袁以及品牌回应中消费者感

知品牌自黑程度进行检验遥 检验的结果显示袁有自黑

式回应测试组感知的自黑程度 渊M 自黑式回应=3.38袁SD=

0.53冤 高于无自黑式回应组 渊M 无自黑式回应=2.28袁SD=

0.59袁F(1,50)=10.95, p=0.001约0.05冤遥 绩效型危机组的

绩效危机感知程度渊M 绩效型危机=3.61袁SD=0.93冤明显高

于价值型危机组 渊M 绩效型危机=2.99袁SD=0.98袁F (1,50)=

11.200, p=0.001约0.05冤曰 价值型危机组的价值型危机

感知程度渊M 价值型危机=3.75袁SD=0.63冤明显高于绩效型

危机组渊M 价值型危机=3.42袁SD=0.92袁F(1,50)=26.681, p约

0.05冤遥前测结果表明袁所采用的刺激材料可信度较高遥

渊三冤样本描述性分析

四个实验组一共回收了 320份问卷袁剔除 8份回

答不完整尧不符合逻辑的问卷袁有效问卷共 312份袁有

效问卷率达到 97.5%遥 表 1是有效样本的统计概况遥

被试性别配比合理袁 男性占比是 40.1%袁 女性占比

59.9%曰年龄主要分布在 18-25岁渊占比为 86.9%冤曰学

历水平以大学本科生占比最高袁达 88.5%曰被试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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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校正模型 8.079a 1 8.079 13.149 .000

截距 1196.308 1 1196.308 1947.194 .000

危机类型 .000 0

自黑式回应 8.079 1 8.079 13.149 .000

误差 94.614 154 614

总计 1299.000 156

校正的总计 102.692 155

1

校正模型 .160b 1 .160 .312 .577

截距 1085.463 1 1085.463 2112.581 .000

危机类型 .000 0

自黑式回应 .160 1 .160 .312 .577

误差 79.127 154 .514

总计 1164.750 156

校正的总计 79.287 155

表 2 品牌危机类型调节作用的方差分析

Tab.2 ANOVA of the regulatory role of brand crisis type

因变量院重购意愿

注院a.R2 =.079渊校正 R2 = .073冤 b.R2 =.002渊校正 R2 = -.004冤

的职业主要有行政机关尧企事业单位以及学生等遥 总

体上看袁样本配额合理遥

表 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ample base

渊四冤假设检验

针对获取的数据袁首先采用 SPSS17.0统计软件对

各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袁初步检验了自黑式回应和消

费者重购意愿的关系假设曰然后袁进一步探索品牌危

机类型对自黑式回应和消费者重购意愿之间关系的

调节作用曰进而验证自黑式回应在品牌危机情境下对

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曰最后袁检验了消费者的道德

判断在自黑式回应策略对于消费者重购意愿影响的

中介作用遥

1.自黑式回应对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检验

为了验证假设 1袁以消费者重购意愿为因变量袁自

黑式回应为自变量袁运用 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独立样本 t检验袁 以检查品牌自黑组与无自黑组的

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差异是否差异遥 结果显示袁自黑组

的消费者重购意愿渊M 自黑式回应=2.99袁SD=0.83)高于无

自黑组的消费者重购意愿 渊M 无自黑=2.54袁SD=0.73曰t

渊78冤=3.62袁P=0.00<0.05冤袁 企业在品牌危机情境下是

否自黑对消费者重购意愿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袁支持假

设 1遥

2.品牌危机类型的调节作用

针对品牌危机类型调节自黑式回应与消费者重

构意愿的关系袁 即对文中的假设 2进行验证遥 采用

SPSS17.0统计软件对变量作多因素方差分析遥以消费

者重购意愿为因变量袁自黑式回应为自变量袁对品牌

危机类型进行虚拟变量赋值袁0代表 野绩效型危机冶袁1

代表野价值型危机冶遥 结果如下表显示袁对于绩效型品

牌危机来说袁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袁自黑式回应对重购

意愿影响显著渊F渊1袁156冤=13.149袁P=0.00<0.05冤遥 对于

价值型品牌危机来说袁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袁自黑式回

应对重购意愿无显著性影响 渊F 渊1袁156冤=0.312袁P=

0.577>0.05冤遥 也就是说袁对于绩效型品牌危机而言袁品

牌自黑能够缓解品牌危机对消费者重购意向的不利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业

男
女

18岁以下
18要25岁
26要30岁
31要40岁
41岁以上
高中渊中专冤及

以下
大学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
学生
其他

125
187
9

271
24
6
2
26
276
7
3
4
20
31
238

19

40.1%
59.9%
2.9%
86.9%
7.7%
1.9%
0.6%
8.3%
88.5%
2.2%
1%
1.3%
6.4%
9.9%
76.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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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袁而对于价值型品牌危机袁自黑式回应的这一积

极效应失效袁即在此情境下袁自黑式回应对消费者购

买意向的影响不再显著袁证实了假设 2遥

3.消费者道德判断的中介作用

着重检验消费者道德判断在品牌自黑影响消费

者重购意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袁即对文中的假设 3进

行验证遥 通过 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袁对

品牌危机类型进行虚拟变量赋值袁0代表 野绩效型危

机冶袁1代表野价值型危机冶遥结果显示袁自黑式回应对消

费者重购意愿的回归不显著渊F渊1袁156冤=5.125袁P=0.24>

0.05冤曰 而消费者道德判断对于消费者重购依然显著

渊F渊1袁156冤=3.146袁P<0.05冤袁即道德判断在自黑式回应

对重购意愿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袁因此本实验

证实了假设 3遥

六尧研究结论与营销建议

渊一冤研究结论

通过实验验证了在品牌危机情境下消费者重购

意愿受自黑式回应策略的影响遥 为了可以最大限度地

保证数据处理的客观性尧可靠性和适用性袁以及数据

结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袁利用 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全面尧系统尧多样的处理遥

通过 3个实验证明了所提假设遥 实验 1简单验证

了品牌自黑式回应对于消费者重购意愿的积极效应遥

实验 2在实验 1的基础上加入了变量要要要品牌危机

类型袁发现品牌危机类型调节了品牌自黑式回应对消

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袁不同于绩效型品牌危机袁在价

值型品牌危机情境下袁品牌自黑式回应便失去了积极

的作用遥 实验 3验证了品牌危机情境下消费者道德判

断对自黑式回应策略影响消费者重购意愿起到中介

作用遥

渊二冤营销建议

为发生品牌危机的企业如何提升处理危机袁消费

者的重购意愿提供了一种新的沟通策略遥 在品牌危机

情境下袁企业传统的做法一般通过缄默尧道歉尧赔偿等

策略进行回应沟通遥 但是袁在新媒体发展的环境下袁企

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不再是单向的形式袁而是呈现

出双向的尧分散性的特征遥 这些变化一方面使企业在

公共关系管理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袁另一方面也提

供了一个创新回应策略的机会遥 研究表明袁品牌自黑

在提升消费者的重购意愿方面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遥

因此袁本文建议在当品牌危机发生时袁企业应在了解

互联网新环境特点和新兴消费群体沟通特点的前提

下袁适度地采用自黑式回应策略来拉近与消费者之间

的距离袁获得消费者的原谅袁以提升消费者的重购意

愿遥 在采用自黑式回应策略之前袁应该界定品牌危机

类型袁从而对不同的品牌危机类型袁实施不同的应对

策略遥 而不是盲目地选用自黑式回应策略袁在价值型

品牌危机情境下袁选择自黑式回应策略对消费者重购

意愿的积极效应消失袁 甚至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

果遥 基于消费者道德判断对自黑式回应策略影响消费

者重购意愿的中介作用袁企业经营者应要了解消费者

的道德信仰袁从道德的角度看待品牌危机袁并且尝试

站在消费者的立场看待问题袁此外袁在日常的经营活

动中袁企业也应注重塑造自身的道德声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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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elf-deprecating Humor Response Strategy to

Consumers' Repurchase in Different Type of Brand Crisis

LAI Suzhen1, FANG Zhiyu2, YOU Chen2

(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Culture, Zhang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2. School of Busines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Abstract: Nowadays, self-mockery has been a new way of expression, and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choose self -deprecating humor

as a way of communication with consumers in the face of brand cris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elf-deprecating humor

response strategy to consumers' repurchase through three experiments. Firstl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elf-deprecating humor response on

consumers' repurchase intention under brand crisis is simply verified. On this basis, different types of brand crisis play regul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fluence. Compared with the performance-based brand crisi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elf-deprecating humor response on

consumers' repurchase intention disappears under the value-based brand crisis. Finally, we verify that consumers' moral judgment medi鄄

ates the influence of self-deprecating humor response strategy on consumers' repurchase intention under brand crisi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new communication strategy for the brands in crisis袁which offers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marketing implica鄄

tions.

Key words: brand crisis; self-deprecating humor response; consumers爷 moral judgment; consumer repurchase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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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袁野生态文明建设冶正式被纳

入野五位一体冶总布局袁融入经济建设尧政治建设尧文化

建设尧社会建设全过程遥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到袁主

要矛盾变化下现代化应是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冶遥 党和政府追求经济与环境统一的治理效果袁环境

保护的需求已经被置于重要位置遥因为生产方式与产

品特点袁 重污染企业承担了大众更多环保领域的关

注袁其改革在经济领域的经营和发展是执行国家环保

政策尧维护环境尧提升治理质量的重要途径遥 但从追求

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角度来看袁支出环保投资等改善企

业负外部性的经济行为袁通常被认为在短期内无益甚

至有损企业的经济绩效遥企业的排污管理力度在国家

管控层面收紧加强尧法规愈加完善的情况下袁与企业

经营息息相关的地方政府也会逐步落实与企业的环

境保护协定袁切实对环境污染的管控遥 通过野总量控

制尧责任分解冶的环境治理总体政策袁环境管制除了对

重污染企业进行税收等方式进行排污行为的处罚袁也

以绿色信贷政策在资本市场进行优惠倾斜袁 双管齐

下袁鼓励并且逐渐要求企业袁尤其是 16类重污染行业

公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袁加强市场对于企业排污治

污的监管行为遥 同时袁还需要注意到的是袁环境管理方

式的转变动态袁 会更加突出市场和法律的监督作用袁

强调社会资本与政府合作的资本化模式[1]遥 在投资市

场上博弈的投资者不仅仅按照财务报表中可得的会

计信息进行投资决策袁还会关注非财务信息袁包括企

业披露的 CSR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冤与进行 ESG渊环

境尧社会与治理冤指标评估遥

国内外学者探索环保政策与企业经营绩效以及

环保政策与企业环保投资的相关机制研究已较为普

遍袁但是在研究结论上并不统一袁早期学者们多围绕

传统理论和波特假说[2]作了较多讨论遥 传统理论中袁

Leiter[3]论证提出了野污染天堂假说冶即重污染行业中

在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袁在东部地区城市

化更迭袁支柱经济转型第三产业的情况下袁重污染企

业选址向环境原始条件较为脆弱的中西部地区移动袁

以躲避严格环境管制袁 被动支出环保投资甚至不支

出袁因产生具有恶劣社会影响的环境污染事件袁可能

面临政府与市场可能附加的大额处罚袁使得企业丧失

竞争力遥其次是野要素禀赋假说冶[4]袁在比较环境管制付

出成本与遵循管制带来的要素收益之后袁企业权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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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袁选择是否进行环保支出袁行为影响因行业企业差

异而不确定曰最后是技术创新转变带来投入与回报提

升的野波特假说冶遥 但是注意到行业异质化袁不同企业

内部影响绩效的因素差别的研究较少袁也很少有着眼

于中国企业微观层面袁细分关注环保投资在重污染企

业绩效影响传导路径的研究遥 因此袁 本文采用 2012-

2017年的相关数据袁具体研究了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

的环保投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袁为企业产生投资动机

提供可参考的依据遥 在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之上袁

将会在以下方面做具体研究院渊1冤 筛选重污染上市公

司的各项相关数据袁更有针对性地研究该行业经济条

件下的影响曰渊2冤更新数据时间区间袁采用 2012年至

2017年最新可获环保投资数据与财务数据曰渊3冤 明确

行业袁研究企业环境相关支出对重污染上市公司经营

绩效的影响袁按照企业实际的控制人性质区分两种企

业性质对绩效的调节效果差别遥

一尧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传统理论研究中指出袁 环境管制的硬性环境指

标袁要求公司治污减排袁设置环保设备等袁或因排污付

出的环保税等直接支出袁会占用公司的资金袁增加其

财务成本袁降低公司的绩效[5]遥通常企业做出投资决策

之前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袁大体上来看与财务效益和投

资风险评价两个方面相关遥 投资的是否进行需要经历

专业性强的分析与高管决策袁也与公司本身的未来发

展方向息息相关遥 公司在当期进行环保投资袁直接支

出资金袁经营成本上升袁应对较难预测的市场风险袁短

期之内做不到投资资金的高效使用袁 投资未见成效袁

还无法建立起影响投资者的声誉机制袁 营收吸引乏

力袁降低经营绩效表现[6]遥 由此袁提出第一个假设院

H1院重污染行业环保投资与公司的当期经营绩效

呈负相关关系

以上市公司的表现尤为明显袁由于社会整体对于

环境保护的关注袁 会督促公司重视外部环境影响袁增

加环保投资来治理因为公司自身造成的污染结果袁避

免因为破坏环境行为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留下不承担

社会责任的形象袁引起消费者反感[7]遥利益者相关理论

约束下袁接受公众监督使公司不得不转变公司经营模

式袁提高投资效率袁以科学恰当的管制强度袁公司进行

清洁技术等创新投入遥 波特假说认为有效利用资源又

能降低环境管制的成本袁从而改善公司经营绩效遥 根

据李婉红等的研究袁 波特假说存在成立的前提条件袁

需要考虑行业规模以及公司自身的技术开发人力资

源投入[8]袁即在行业之间各有特殊尧经营结果异质袁不

可一概而论袁 这种不确定性研究衍生出来的观点是

野不确定假说冶遥

重污染行业公司改善环境绩效袁 补偿负外部性袁

减少或避免因为违反政府法规和行业标准而产生的

额外支出袁会生成增加环保投资的外驱动力袁这一外

驱动力使公司加快内部组织能力的适应性发展遥 另外

公司进一步披露其环保投资规模之后袁提高公司的财

务与非财务信息透明度袁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公司市场价值损害遥 由于市场对公司形象的评估袁采

取更严格的环境标准袁 正面形象更易于被市场接受袁

补偿公司经营成本遥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行为可以削减

公司财务与道德风险袁减少投资者支付溢价的抵触意

愿袁对公司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9]遥 所以袁从利

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袁公司进行符合承担社会责任要

求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可以实现在社会和股东两个

主体层面的价值创造遥 投资者倾向于增加对社会责任

承担表现好公司的投资袁 并且相应降低预期报酬袁权

益成本也会有显著减少[10]遥 从环保投资的滞后效应来

看设定以下假设院

H2院重污染行业环保投资与公司的滞后一期经营

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谢智慧等学者提出袁由于重污染企业与环保企业

行业分类的特殊性袁 是环境管制政策的主要影响对

象袁但是从企业性质上来看袁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对政

府投资的敏感不同袁考虑到所处地区的差别袁还会有

投资规模和影响绩效程度的不同[11]遥 公司在向银行贷

款时袁因为银行对于坏账的风险厌恶袁国有企业凭借

自身的优势先天性获得对外融资的较高信任度袁拥有

政府的背书袁尤其在金融制度与法律制度并未完善的

地区更为明显袁更容易获得稳定尧持久与较为充足的

银行贷款遥其次袁国有企业更容易突破行业进入屏障袁在

协调与当地地方政府关系考察中来看袁以国有企业政治

关联前提袁可以以此降低投资者对其的风险评价[12]遥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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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袁国有企业可以接受到政府给予的各项财政补助与

税收优惠袁以及其他非货币性优势来实现较非国有企

业更为明显的绩效表现与经济增长等等[12]遥最后袁国有

企业较非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公众关注袁需要更加

重视环境治理表现袁且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将企业环

保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风险进行遏制袁提高其投资效

率[13]遥 由以上这些因素了解袁从而得出第三个假设院

H3院其他条件不变袁国有企业的环保投资对经营

绩效的效果表现优于非国有企业遥

二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首先通过 叶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曳尧叶上市

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曳尧叶上市公司环境信

息披露指南曳结合证监会公布的叶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曳确定企业行业分类院酿造尧发酵尧煤炭尧建材尧火

电尧钢铁尧电解铝尧冶金尧采矿尧化工尧石化尧水泥尧制药尧

造纸尧纺织尧制革等 16个重污染行业遥 从中搜集到袁

2012-2017年有披露环境相关支出的 A股上市公司

531家袁根据其公布的年报与社会企业责任报告尧可持

续发展报告收集重污染公司环保投资数据袁按照情况

需求进行条件筛选公司公布的环保投资袁遵循模型设

计的变量要求从 wind数据库中收集所选上市公司财

务数据袁剔除 ST公司数据遥

渊二冤模型选择与研究变量

本文由于条件限制袁选择使用公司年报与社会责

任报告中能获得的环境相关支出作为环保投资的数

据使用遥借鉴唐国平等学者[14]的做法袁将环保投资的指

标细化为绿化环保尧环卫管理及绿化费尧维护费用尧排

污费支出尧技术改造和更新支出尧企业环境检测费等

环境相关支出遥

经营绩效是指企业在一段期间内的财务绩效和

经营绩效表现袁通常会有 ROA渊总资产报酬率冤尧ROE

渊净资产报酬率冤尧成长性能力尧现金流动性分析尧偿债

能力等等[15]遥参考Wagner[16]袁Fuji[17]袁陈琪[18]等学者的模

型做法袁 以盈利能力 ROA作为公司经营绩效的衡量

变量袁并考虑到投资的滞后效应袁除了解释变量环保

投资以外袁对其他变量都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袁也减

弱了内生性带来的影响袁选择原始模型如下遥

ROAt=茁0+茁1Inv+茁2Lev+茁3Content+茁4Lnsize+茁5Fas鄄

set+茁6Aturn+移Year+移Industry+着1

在上方模型中袁 采用 ROA作为衡量公司经营绩

效的指标设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袁因为各个公司规模

不同袁以 Inv渊环保投资力度冤袁按照当年公司环保投资

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遥 在控制变量

上袁参考张思璐等学者的做法袁公司资金充盈度和公

司发展目标的选择不同袁需要控制相关因素袁所以选

择 Lnsize院公司当年资产总计的对数曰Lev院公司财务杠

杆袁公司当年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曰Aturn院公司运营

效率中的资产使用能力表现曰Content院公司股权集中

度袁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总计来表现曰Fasset院新增固

定资产等为控制变量[19]遥 使用最小二乘法多元回归分

析实证分析环保投资与绩效变化之间的变量关系袁使

用 stata计量软件进行 1%的缩尾处理袁 消除异常值对

结果的影响袁另外添加对行业与年份的固定效应遥

渊三冤描述性统计

通过描述性分析可知袁如表 1所示袁所收集到的

531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其环境相关支出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较小袁 即环保投资力度均有相当大的不足袁

且这种现象并不鲜见遥 公司的性质上来看袁非国有企

业的投资力度会强于国有企业袁 但样本描述透露出袁

非国有企业之间横向比较相差较大遥

表 1 描述性分析

Tab.1 Descriptive analysis

三尧实证检验

渊一冤 实证结果与分析

Pearson 相关系数如表 2所示袁 各变量相关系数

都在绝对值 0.5以下袁相关系数不大遥 具体来看袁环保

ROA 5.593 7.257 4.152 5.241 6.627 5.717

Inv 0.228 0.636 0.150 0.200 0.223 0.361
Lev 44.879 20.273 52.685 18.366 38.322 17.909

Content 57.576 15.029 57.299 14.378 57.855 14.135
Lnsize 3.931 1.248 4.476 1.254 3.482 0.937
Fasset 3.669 16.442 4.847 14.902 1.443 3.735

Aturn 0.686 0.646 0.708 0.425 0.622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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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 括号内的数值是 t值袁***,**,*分别表示在 1%尧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表 4 实际控制人调节效应与分组回归结果

Tab.4 Actual controller adjustment effect and group regression results

Lnv -4.344*** -3.607** -2.528***
(0.000) (-2.260) (-3.450)

Lnv(-1) 1.946*** 4.797*** 1.117**
(0.000) (5.290) (-8.610)

Lnv*state 3.724**
(0.040)

Lnv(-1)*state 3.660***
(0.000)

Lev -0.095*** -0.132*** -0.100*** -0.104*** -0.081*** -0.096***
(0.000) (0.000) (-4.950) (-9.690) (-5.540) (5.600)

Content 0.004 0.049*** -0.012 -0.010 0.031* 0.070***
(0.824) (0.000) (-0.470) (-0.740) (1.780) (5.890)

Lnsize 1.760*** 1.186*** -0.483 1.164*** 2.145*** 1.353***
(0.000) (0.000) (-0.760) (6.580) (4.730) (1.040)

Fasset -0.002 -0.003 0.017 0.007 -0.004 0.048
(0.899) (0.753) (1.600) (0.570) (-0.110) (0.297)

Aturn 7.907*** 3.814*** 6.730*** 1.299*** 9.113*** 5.018***
(0.000) (0.000) (8.280) (2.910) (11.610) (8.440)

Constant -2.342 0.850 7.890*** 3.555*** -4.251** -2.581**
(0.194) (0.292) (2.750) (3.350) (-2.460) (-2.410)

R-squared 0.213 0.171 0.224 0.201 0.261 0.263
F 37.610 49.870 16.430 16.050 23.060 26.260

投资与 ROA变量之间系数值为-0.015袁呈现负相关但

是关系不显著袁相关关系方向符合前面假设袁但由于

面板数据特点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多元回归分析进行

检验遥 通过 VIF检验袁说明模型选用变量之间无需担

心多重共线性遥

表 2 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

Tab.2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注院***,**,*分别表示在 1%尧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从回归结果上看袁 使用全部样本数据在 stata中

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以检验假设一与假设二袁具体结果

如表 3所示袁本文模型使用解释变量的当期数据回归

结果在 1%的显著水平下袁系数为负袁当期环保支出造

成公司其他项目投资资金的占用袁与公司的经营绩效

渊ROA表现冤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遥但从滞后一期结果可

得袁重污染行业公司经营绩效会因为前期环保投资的

投入而呈回升状态袁滞后一期环保支出与重污染行业

公司经营绩效在 1%显著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袁 添加

行业与时间固定效应袁系数的正负向依旧得到显著支

持袁 假设一与假设二得到了本次实证结果的证实袁符

合野波特假说冶的结论遥

表 3 回归分析

Tab.3 Regression analysis

注院 括号内的数值是 t值袁***,**,*分别表示在 1%尧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另外袁按照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设置交互项与分组

回归袁首先对环保投资力度与实际控制人性质进行中心

化袁生成交互项袁在表 4回归结果渊3冤与渊4冤中袁交互项系

Lnv -2.309*** -0.627***

(-3.170) (0.004)

Lnv(-1) 2.441*** 1.683***

(5.410) (0.000)

Lev -0.090*** -0.105*** -0.111*** -0.097***

(-7.390) (-13.140) (0.000) (0.000)

Content 0.021 0.033*** 0.081*** 0.040***

(1.440) (3.570) (0.000) (0.000)

Lnsize 1.123*** 0.859*** 0.755*** 0.902***

(3.020) (6.000) (0.000) (0.000)

Fasset 0.005 0.026* 0.008 0.016

(0.410) (1.650) (0.355) (0.242)

Aturn 8.003*** 2.373*** 3.383*** 3.193***

(14.250) (6.470) (0.000) (0.000)

Constant -0.632 2.365*** -0.807 0.151

(-0.410) (3.170) (0.656) (0.893)

控制年份 Y Y

控制行业 Y Y

R2 0.223 0.199 0.265 0.275

35.260 34.530 34.660 45.250

ROA 1

Inv -0.015 1

Lev -0.275*** -0.096*** 1

Content 0.199*** -0.056***-0.064*** 1

Lnsize -0.007 -0.111*** 0.498*** 0.160*** 1

Fasset 0.029 -0.0200 0.155*** 0.150*** 0.342*** 1

Aturn 0.228*** -0.096*** 0.090*** 0.046** 0.0310 -0.0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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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显著为正数袁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环保投资力

度系数上来看袁国有企业不论是在当期还是滞后一期的

系数绝对值都大于非国有企业袁 这表示在样本数据中袁

国有企业每提高一单位环保投资力度能够实现更佳的

经营绩效表现袁从结果上也验证了假设三遥

渊二冤稳健性检验

在环保投资数据样本的选择上主要集中于重污

染行业袁而这一行业较其他行业企业更倾向于披露环

保支出信息袁因而存在一定的样本选择偏差而导致的

内生性问题遥 本文参考吴红军等 [20] 的研究袁 进行

Heckman两阶段模型检验遥 第一阶段袁使用 probit模

型估计公司进行环保支出的概率袁计算得到逆米尔斯

比渊IMR冤袁选择总资产报酬率(ROA)袁前十大股东股权

比例总计 (Content)袁资产负债率 (Lev)袁企业规模 (Ln鄄

size)袁企业成长性(Growth)袁成立年限(Aturn)袁新增固定

资产(Fasset)等会影响公司进行环保支出的变量袁进行

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预测值袁代入原模型袁作为第二

阶段新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袁如表 5显示袁不论在当

期与滞后一期模型中袁两阶段之后袁IMR系数显著袁对

样本选择性偏差有较好的调整效果袁交互项与主要解

释变量环保投资力度(Inv冤回归结果依旧稳定袁支持了

本文假设遥

表 5 Heckman两阶段模型结果

Tab.5 Heckman two-stage model results

注院 括号内的数值是 t值袁***尧**尧*分别表示在 1%尧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四尧结论与对策建议

渊一冤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收集 2012要2017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

司环境相关支出与财务数据袁建立模型就环保投资与

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袁并进一步

划分国有与非国有两种公司性质袁 根据研究结果袁我

们可以发现院

重污染行业公司以增加环保投资的方式袁树立绿

色健康良好的公司形象袁在外部上袁可以达到国家设

定的废水尧废气尧固体污染物等等可见的指标袁免于遭

受可能带来的污染罚款和环保税支出袁削弱投资者的

投资风险与拉升消费者的信任度曰有对外贸易需求的

公司袁更新技术使得公司生产产品检验指标符合甚至

超越国际标准袁获得参与国际竞争的野通行证冶袁在对

外贸易中免于遭受发达国家制定的绿色贸易壁垒袁降

低损失曰

从当期看来袁环保投资的增加挤占了对其他回报

迅速或显著的领域投资袁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积极影

响甚至有降低绩效表现袁公司环保投资见效慢袁对利

益为先的公司来说袁不利于在前期有很好的报表财务

体现遥 对短期经济利益的偏好若占上风袁难以克服这

类过于急躁的市场通病袁便很大可能错过环保投资带

来的未来正向经济表现曰从滞后一期表现看来袁技术

更新等环保投资的正向影响发挥作用袁实证结果是显

著的袁可提高公司经营效率袁同时在市场表现上袁进行

内部技术革新环保改造的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能够

赢得社会的好评袁开拓市场尧投标表现良好袁具有正面

的作用袁该表现在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结果

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袁凸显出国有企业在环保投

资领域应显示的带头作用遥 经济转型进入新时代袁公

司内部治理若是因循守旧袁 按照传统会计的观点袁使

财务信息服务于股东的最大利益实现袁受制于会计的

决策有用观袁而忽略外部环境绩效袁其结果可能是适

得其反遥 企业道德自律袁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袁顺

应国际商业管理和企业家精神袁有利于上市公司获得

大众青睐与支持袁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遥 可

持续发展观点下袁上市公司增加环保投资等进行具体

Inv -1.063*** -3.792***
(0.000) (0.001)

Inv(-1) 0.532** 2.184***
(0.042) (0.000)

Lev -0.209*** -0.077*** -0.129*** -0.130***
(0.000) (0.000) (0.000) (0.000)

Content -0.000 0.021 0.033** 0.035***
(0.983) (0.249) (0.011) (0.007)

Lnsize 3.534*** 1.622*** 1.365*** 1.500***
(0.000) (0.001) (0.000) (0.000)

Fasset -0.006 -0.005 -0.005 -0.000
(0.540) (0.745) (0.644) (0.521)

Aturn 2.266*** 9.278*** 3.504*** 3.750***
(0.000) (0.000) (0.000) (0.000)

Invstate 4.922** 4.287***
(0.038) (0.000)

Constant -9.366 -0.301 -0.276 (0.000)
(0.027) (0.912) (0.808) 0.035

IMR 23.808*** -10.829*** 4.915*** 3.933***
(0.003) (0.004) (0.000) (0.000)

R-squared 0.254 0.217 0.151 0.162
F 43.520 31.930 26.850 26.660

52窑 窑



的环境保护措施袁 融合进对社会公众的责任承担袁密

切联系与社会的大环境交流袁于公司和整个社会环境

都是大有好处遥

渊二冤对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环保投资具有滞后效应袁能够

为重污染上市公司在经营绩效上的表现增加期望度袁

从公司内部自身出发提供投资动机遥 就目前情况而

言袁 我国在重污染上市公司转型阶段还不够完善袁环

保投资效率不如发达国家袁环保投资总量相对来说较

小袁所以提出以下建议院渊1冤公司应改变财务决策短视

观点袁自觉提高环保技术创新和投资效率袁充分利用

政府环保政策鼓励机制袁完善野绿色融资信贷冶渠道袁

提高外部对公司经营活动的监督评级袁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曰投资者要提高自身对社会责任报告与 ESG指数

评价的敏感性袁结合考核袁审慎投资曰渊2冤政府要做好

重污染行业公司环保投资监督工作袁 缩小地区差异袁

设定地区管制力度差异化袁引导中西部地区企业提高

环保投资规模和效率袁激活东部市场曰完善法律制度袁

清晰规定对企业环保投资达到指标的鼓励帮扶制度袁

明确破坏环境袁 污染排放不合格企业的惩罚制度曰加

快 ESG理念推广普及曰遏制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短视现

象袁整顿官员只重视任内绩效袁以环境换经济的情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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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西岸城市群渊以下简称海西城市群冤北承长

三角袁南接珠三角袁与台湾省一水相隔袁是沿海地区重

要的交通枢纽遥 2009年国务院发布叶关于支持福建省

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曳袁 意味着海西

的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袁随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

到了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冶的问题袁十八大和十九大

报告中均提到城市群协同均衡发展问题袁可见海西城

市群的发展问题受到国家政策的重视遥产业集聚已经

成为经济增长尧城市群发展的关键话题袁物流业作为

生产性服务业袁其产业集聚不仅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

增长袁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效应同样显著遥 作为跨

省份最多的一个城市群袁各地区的经济基础尧资源禀

赋尧产业结构尧交通条件尧政策环境等各有不同袁导致

物流产业的发展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袁城市群内部

的均衡性较差[1]遥适度的非均衡性有利于经济发展袁但

是物流产业的差异过大袁 会导致经济差异的扩大袁不

利于城市群内部的协同发展[2]袁如何进一步增加海西

城市群内部物流产业的凝聚力成为需要重视的空间

组织问题遥

学者们对物流业集聚的研究大多数为国家尧省域

层面遥 如 Rivera等[2]基于西班牙萨拉戈萨的数据研究

得出物流集聚对协作能力尧运输能力等均产生积极影

响遥 Liliana等[3]研究发现美国物流产业在地理上实现

聚集袁并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袁且集群内物流活动的

增长速度高于集群外遥 Geppert等[4]尧Kumar等[5]分别对

德国尧美国的物流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

分析遥 Chhetri[6]等对墨尔本的物流产业集聚进行测度袁

研究得出物流产业的集聚有利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

发展袁促进经济增长遥 国内学者的研究则大多以国家

省域[7]尧长三角[8]尧珠三角[9]尧长江经济带[10]尧东中西部为

研究区域[11-13]袁研究物流业集聚对经济的影响[14]尧物流

业集聚的影响因素[15]等遥 以野海西冶野海峡西岸冶和野物

流冶作为关键词尧主题在知网中进行搜索袁仅查到 300

多篇相关研究袁且定量研究偏少袁其中较为典型的定

量研究有院 邱春龙和张桂兰利用泰尔指数研究海西城

市群物流业发展的差异[16]曰范月娇采用 DEA的两种效

率评价方法对海西城市群物流服务生产效率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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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3-2018年海西城市群各城市物流产业集聚水平排名

Tab.1 The ranking of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of logistics industry in all cities of agglomeration from 2003 to 2018

1 福州 3 3 3 8 3 11 抚州 20 8 10 16 20

2 厦门 2 2 2 1 1 12 上饶 9 4 11 7 7

3 莆田 7 5 4 3 4 13 鹰潭 13 13 12 9 10

4 三明 18 17 8 12 11 14 温州 4 11 6 13 6

5 泉州 1 1 1 2 2 15 丽水 11 10 20 20 17

6 漳州 5 6 5 6 5 16 衢州 12 20 16 17 16

7 南平 15 14 18 5 8 17 潮州 19 19 15 15 13

8 龙岩 14 12 19 10 19 18 汕头 6 7 17 11 14

9 宁德 16 9 7 14 9 19 揭阳 10 18 14 4 12

10 赣州 8 15 9 18 18 20 梅州 17 16 13 19 15

价[17]曰范月娇和王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海西城市

群物流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关联性[18]曰谭观音和左泽平

对海西城市群的物流竞争力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并运

用因子分析尧聚类分析等方法进行评价[1]遥梳理现有的

国内外文献发现袁第一袁关于物流产业集聚的研究其

主要研究区域集中在全国尧长江经济带尧珠三角尧长三

角等袁以海西城市群为研究区域的文献极少遥 海西经

济区区位优势明显袁能贯通长三角尧珠三角进而推动

东部沿海的发展袁且在两岸的经济合作中处于重要战

略地位袁而作为野道路通联冶的物流产业更是区域发展

的野新引擎冶袁因此海西城市群内物流产业的集聚水平

如何钥 是否存在空间分异钥 对于推动城市群物流产业

建设袁缩小城市群内区域发展差异具有重要意义遥 第

二袁海西城市群相关研究中袁主要从时间维度出发袁研究

物流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11]尧物流竞争力评价[1]尧效率评

价[18]等袁少数学者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海西城市群物

流空间布局[16]尧物流与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17]遥测算物

流产业集聚水平袁并采用空间演化视角进行研究的文

献极少遥 海西城市群由于涉及区域较多袁各区域的经

济发展水平必然不同袁以往的研究也证实了海西城市

群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19]袁因此从空间视角对

其物流产业集聚水平进行研究袁能够更全面揭示物流

业集聚的演化规律袁对海西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遥

一尧海西城市群物流产业集聚水平测度

渊一冤产业集聚水平测度方法

目前对物流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的方法有很多袁最

常用的方法有院区位熵尧空间基尼系数尧赫芬达尔指

数尧行业集中度尧EG指数袁它们从不同侧重点反映了

产业集聚的程度遥 本文选择空间基尼系数袁原因如下院

第一袁以海西城市群为空间分析对象袁强调从地理空

间角度测度其物流产业的集聚水平袁分析其空间格局

分布合理情况曰第二袁基于指标数据收集的难度袁在收

集数据时发现有关物流企业的数量尧企业规模方面的

数据较难获取遥

空间基尼系数反映了某行业在某地区分布的集

中程度袁计算公式为院

G=移渊si -xi冤
2

(1)

其中袁G 为空间基尼系数袁si是 i地区某产业就业

人数占全国该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遥 xi是该地区就业

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遥 G=0时袁产业在空间

分布是均匀的袁G渊最大值为 1冤越大袁表明地区产业的

集聚程度越高遥 本文用交通运输尧仓储及邮政业的就

业人数替代物流产业就业人数遥

渊二冤海西城市群物流产业集聚水平

通过公式渊1冤计算得到 2003-2018年海西城市群

物流产业集聚水平袁排名情况见表 1所示袁篇幅限制袁

只展示部分年份遥2003年物流产业集聚水平排名前五

陈秀玲袁等院海西城市群物流产业集聚空间演变 5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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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中袁福建省占 4个袁排名后五的城市中袁福建省

也有 2个城市上榜袁说明福建省的物流产业集聚水平

存在两端极化现象遥 广东省除了揭阳尧潮州在近几年

排名上升袁 其他城市均处于排名下降或基本保持不

变袁总体表现不佳遥 江西省除了上饶袁其余三个城市排

名均靠后遥浙江省三个城市的排名整体下降遥到 2018

年袁厦门尧泉州尧莆田尧漳州尧福州的物流产业集聚水平

排名位于前五袁 与 2003年相比少了温州袁 增加了莆

田遥 抚州尧龙岩尧梅州尧丽水尧赣州排名属于后五位遥 与

2003年相比袁排名靠后的城市大多依然是浙江尧江西尧

广东三省袁海西城市群各城市物流产业集聚水平的空

间不均衡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遥

综合整体来看袁2003-2018年海西城市群物流产

业集聚综合水平可以分为 2 个阶段院 第 1 阶段为

2003-2012年袁总体的平均物流集聚水平持续上升袁说

明这几年海西城市群的物流产业不断向前发展袁慢慢

开始追求集约化和规模效益化曰 第 2个阶段为 2012-

2018年袁2013年集聚水平大幅度下降袁之后逐年缓慢

下降袁说明这阶段海西城市群物流产业并没有达到规

划所希望的协同发展遥2012年是本研究周期中物流产

业集聚综合水平最高的一年遥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

度进入换挡期袁国家为了防止经济过度下滑袁保持经

济能平稳增长袁启动了一批带动力强尧见效快的投资

项目袁其中就包括物流领域项目的投资建设遥 各地政

府意识到物流业是野第三利润源冶袁加快推动物流业的

布局建设袁带动了物流业的快速发展袁致使 2012年海

西城市群物流产业集聚综合水平最高遥

图 1 2003-2018年海西城市群物流产业集聚平均水平标准差

Fig.1 Standard deviation of average level of logistics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agglomeration from 2003 to 2018

从图 1可以看出袁2003-2018年海西城市群的物

流产业集聚水平标准差虽然中间有所波动袁但整体呈

上升趋势袁说明海西城市群的物流产业集聚水平差距

在扩大遥 海西经济区由 2004年福建省政府提出袁2009

年国务院通过袁2011年国务院发布 叶海峡西岸经济区

发展规划曳袁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海西经济区的建

设问题袁十八大和十九大提到城市群建设问题袁可以

看出政府相关部门对海西城市群的建设十分重视遥 但

与其他城市群相比袁海西城市群更多的是停留在规划

阶段袁城市群内部的合作交流不多遥 从江西省尧浙江省

和广东省三个政府近年来的政府发展规划尧政策发布

可以看出袁江西省和浙江省的发展则更多的是依靠长

江经济带袁广东省则以珠三角的发展为主遥 野海西经济

区冶尧野海西城市群冶 更多是福建省政府在主导袁 难免

野孤掌难鸣冶袁导致城市群物流产业的集聚水平在近年

来呈现下降趋势袁区域内的差异并没有减小遥

二尧海西城市群物流产业集聚的空间演变

格局

渊一冤空间自相关分析法

空间自相关是最常用的测量空间自相关程度的

方法袁通过计算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程度来分析单元的

空间分布特征遥Global Moran爷s I常用来研究区域内总

体的空间关联程度遥 Global Moran爷s I指数大于 0袁则

表明物流产业集聚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聚袁若

指数小于 0袁 则表明各地区之间呈现明显的异质性遥

Local Moran爷s I常用来研究区域局部地区间的空间关

联性遥

渊二冤物流产业集聚空间演变格局

1.物流产业集聚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根据空间基尼系数结果袁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公

式计算得到 2003-2018年海西城市群物流产业集聚

水平的 Global Moran爷s I均大于 0袁P值全部通过显著

性检验袁说明海西城市群物流业集聚水平呈现显著的

正向空间相关性袁物流产业集聚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

间上集聚遥

2.物流产业集聚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计算 2003-2018 年海西城市群物流产业集聚水

平的 Local Moran爷s I袁对应不同的象限遥为了更好的可

视性袁借助 GeoDa软件绘制出海西各城市的象限分布

图袁 以分析海西城市群 20个城市间物流产业集聚的

空间相关性遥 本文将计算结果相同的年份划分为一个

阶段袁共 7个阶段袁如图 2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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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3-2018年 Local Moran爷s I的 7个阶段空间象限分布图

Fig.2 Spatial quadrant distribution of six stages of Local

Moran's I from 2003 to 2018

空间自相关中高-高渊HH冤和低-低渊LL冤集聚区是

典型的空间集聚袁称为正局部自相关袁而高-低渊HL冤

和低-高渊LH冤集聚区被称为负局部自相关袁是一种空

间离群现象袁不是集聚遥 局部集聚的空间结构主要通

过高高 HH象限和低低 LL象限来体现袁由图 2可知袁

2003-2018 年大部分城市都分布在 HH和 LL 象限袁

占总数的 60%左右袁海西城市群物流产业集聚的两级

分化问题较为突出袁空间的依赖性大于异质性遥其中袁

大部分城市落在 LL象限袁 说明物流产业集聚水平低

的城市被其它低集聚的城市包围袁城市之间的物流业

发展彼此存在消极影响遥

HH象限主要集中在福建东部沿海的泉州尧厦门尧

福州袁数量不多袁2003-2011年基本保持在 3个袁福州

从 2008年退出 HH象限袁2018年才重回该象限遥该区

域自身物流产业及其相邻城市的物流产业集聚水平

都较高袁 表明这些城市不仅自身物流产业的发展较

好袁也推动了周边相邻城市物流产业的发展袁有明显

的溢出效应遥 泉州的地理位置优越袁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袁其周边的厦门作为港口城市袁经济基础良好袁双方

形成良好的协同互动袁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袁因此泉州尧

厦门常年处于 HH区域遥 福州市 2008年从 HH退出

进入到 LH区域袁说明 08年福州市自身的物流集聚水

平较低袁而周边的城市物流集聚水平较高遥 可能的原

因是福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低于厦门和泉

州袁2008年金融危机对福州经济的冲击可能较大袁导

致其物流产业的集聚水平开始逐步下降袁 在 2012年

则跌出海西城市群的前三名袁2018年才重回前三遥

LL象限连片分布在城市群的西部袁 数量占总数

的比例达到 50%左右袁且没有减少的趋势遥 2018年落

入 LL象限有揭阳尧潮州尧梅州尧南平尧抚州尧鹰潭尧赣

州尧上饶尧宁德尧丽水尧衢州袁占总数的 55%遥 这些城市

与邻近地区的物流产业集聚水平都较低袁双向作用下

更加抑制了本地区物流产业的发展遥 江西省的抚州尧

鹰潭尧赣州和上饶区位优势不明显袁位于城市群的西

部内陆地区袁不利于人才尧技术尧资本等要素的集聚袁

甚至本地的要素会流失遥 广东省的揭阳尧潮州尧梅州工

业基础薄弱袁其周边地区渊赣州尧龙岩尧漳州尧汕头等冤

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袁 其要素亦可能流入到深圳尧广

州等经济发达地区袁导致其自身和周边临近区域的物

流产业集聚水平存在明显的低低集聚现象遥

LH象限则集聚在汕头尧漳州尧龙岩尧莆田尧三明袁

该模式最终仅莆田市 2017 年由 LH象限转化成 HH

象限袁 而福州市则在 2017年加入该象限遥 地理位置

上袁LH象限的区域临近厦门尧泉州尧福州等经济水平

高的城市袁其自身的要素容易流入到这些经济发展强

劲的城市袁而厦门尧泉州并没有对 LH区域产生良好的

空间溢出效应袁或者其空间溢出效应低于要素流失带

来的负面效应遥 莆田市凭借珠宝尧医疗等行业袁近年来

经济发展迅速袁2017 年其从 LH 象限进入到 HH 象

限遥

HL象限数量最少袁温州市于 2003年尧2012-2016

年落入该象限袁上饶仅在 2007年落入该象限遥 温州市

的制鞋尧家电等行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产

业袁其经济发展水平比周边的宁德尧丽水尧台州要高袁

因此表现为明显的 HL集聚模式遥

从图 2可以看出袁2003-2018年海西城市群物流

产业集聚水平 4种不同象限的分布规律与经济发展

水平的分布规律基本一致[20]遥 对比 7个不同阶段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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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自相关空间格局发现袁海西城市群物流产业集聚的

空间格局整体变化不大袁说明海西城市群的建设并没

有对物流产业集聚水平的空间格局产生大的影响袁

HH集聚的区域没有明显增加袁 其他集聚区亦没有朝

更高级的集聚区转移袁区域内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空间

协同作用袁甚至大片区域依然处于 HH集聚区域遥

三尧结论

本文运用空间基尼系数对海西城市群 20个城市

的物流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袁然后根据结果利用空

间自相关分析法研究了其空间演变格局袁 得出以下 3

点研究结论院

渊一冤由集聚水平测度结果可知袁研究期间海西城

市群各城市物流产业集聚水平的空间不均衡现象并

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遥2003至 2012年袁集聚水平总体呈

现上升的趋势袁说明这几年海西城市群的物流产业不

断向前发展袁 慢慢地开始追求集约化和规模效益化遥

2012至 2018年袁集聚水平在逐年缓慢下降遥产业集聚

度标准差呈整体上升趋势袁说明近几年海西城市群的

物流产业并没有发挥城市群协同优势袁城市群内部各

城市的物流产业发展不一袁差距逐步拉大遥如厦门尧泉

州当地政府对物流产业越来越重视袁依托地形等条件

全力追求其发展遥 汕头区位优势明显袁且作为早期的

经济特区袁具有良好的政策优势袁但是近年来其经济

发展后劲不足袁导致物流发展不顺利袁与海西城市群

的其他城市物流产业水平差距越来越大遥

渊二冤从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发现袁海西城市

群物流产业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袁物流产业

集聚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聚遥 局部自相关的结

果则表明袁城市群内物流产业集聚水平存在较为突出

的两级分化现象遥7个不同演化阶段的 HH和 LL象限

占比超过总数的 50%袁物流产业集聚在空间上表现出

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袁且局部空间的异质性没有明显的

缩小趋势袁HH象限的数量没有明显增加袁LL象限依

然大片存在遥 局部自相关的结果验证了全局自相关的

分析结果袁海西城市群物流产业集聚水平相似的区域

在空间上集聚袁但是大多数属于低水平的集聚袁不利

于产业的发展遥

渊三冤海西城市群物流产业集聚水平空间分布具

有以下规律院HH模式主要以福建东部沿海的泉州尧厦

门为主袁福州市则中途退出又于 2018年重回该模式袁

与 2013年相比仅增加了莆田地区袁 并没有明显的延

伸趋势遥 LL模式数量保持在总数的 50%以上袁大片分

布在城市群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遥 LH模式则主要集中

在福建的内陆地区袁数量相对稳定遥 HL模式则仅有部

分阶段出现袁且数量仅 1个遥 总体上海西城市群的物

流产业集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东西空间异质格局袁且

与城市群的经济冷热点分布格局相似[18]遥 物流业作为

生产性服务行业袁其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明显

的正相关袁因此其产业集聚水平的分布规律与区域内

经济冷热点分布格局类似遥

四尧对策建议

为了缓解当前发展不均衡的态势袁缩小海西城市

群区域整体的空间异质性袁促进海西城市群物流产业

集聚水平提升袁根据上述的研究结论袁本文提出如下

对策建议院

渊一冤发挥政府职能袁促进物流业进一步集聚遥 政

府部门联合发布相关物流政策会对物流产业集聚产

生一定的影响袁由于海西城市群涉及多个省份袁需要

政府发挥引导作用袁建立主导部门袁按照市场化尧整体

性等原则对城市群的物流产业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袁

充分发挥政府对物流产业的宏观调控作用遥

渊二冤加快海西地区物流一体化的步伐遥 由于行政

区域划分和经济发展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袁海西城市群

缺少一体化的物流体系遥 海西城市群应打破区域之间

的封锁袁将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袁包括院整个

海西城市群的交通运输体系和基础设施规划袁使海西

地区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袁实现物流资源的共享和充

分利用院建立综合物流信息平台袁使物流信息在区域

内及时流通袁实现信息共享袁促进海西城市群物流一

体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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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patial Evolution of Logistics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Strait

CHEN Xiuling, WANG Dongfang
(School of Business,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s upgraded to a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the development of its urban

logistics has also attracted attention. The agglomeration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s conducive to exerting spillover effects and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3 to 2017,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The agglomeration level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shows a downward tren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nd the gap with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2)There is a significant global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but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is uneven. The polarization is relatively prominent, with no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high-agglomeration areas and low-level

agglomeration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group effec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not been exerted. 3)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logistics industry agglomeration level showed a trend of gradually weakening from east to west, showing obvious

spatial heterogene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logistics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reduce regional imbalance.

Key word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patial evolution; urban agglomeration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s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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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袁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我国经济发展

带来冲击袁企业的复工复产对于恢复经济活力具有重

大意义遥 为解决人员流动受限与跨区域物流受阻的问

题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袁交通运输部于 2020年 2月 15

日发布叶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收费公路车

辆通行费的通知曳[1]袁 决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袁

免收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遥该项公共政策是如何

平衡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社会效益与潜在风险之间的

张力而执行与落地的钥 由于至今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仍具有突发性与不稳定性袁该项政策的执行过程对于

今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具有哪

些启示钥 基于此袁本文采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的理论框架[2]袁分析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是如

何在紧张的社会环境中逐步落地执行袁并达到预期的

政策目标遥 由此袁进一步提出疫情防控期间相关公共

政策的执行建议袁以期为今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的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些许参考遥

一尧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概述及研究

动态

渊一冤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理论概述

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袁 公共政策的研究学者开

始关注政策执行袁 并提出许多用来分析政策执行过程

的理论模型袁如美国学者霍恩和米特提出的野米特原霍

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冶尧 美国学者麦克拉夫林提出的

野互动理论模型冶等[3]遥其中最具代表性且运用最广泛的

是由美国学者史密斯所构建的 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

模型冶[2]遥该模型囊括了许多其他模型中的变量袁形成以

政策本身尧目标群体尧执行群体尧政策环境四大因素为

主体的系统分析框架袁 涵盖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主要

变量袁成为研究政策执行过程较为理想的理论工具遥

图 1 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2]

Fig.1 Smith's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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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所示袁该图直观地展示了史密斯政策执行

过程模型理论框架遥 其具体分析流程为院首先袁在一个

紧张的社会大背景之下袁公共政策制定者紧急处理所

遇到的问题袁开始拟定相关政策曰其次袁将相关政策输

送到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中袁经过系统各要素的不断互

动袁得到相应的政策执行结果曰再次袁公共政策制定者

需要针对政策执行结果袁对原有政策所存在的问题进

行及时调整曰最后袁将调整后的新政策再次输入到政

策执行过程模型中袁 通过一轮又一轮的政策执行过

程袁最终寻得一个最佳的理想政策遥

渊二冤关于利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作为分

析工具的研究综述简评

纵观国内近几年以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作

为分析工具的相关研究袁大多学者皆利用模型中影响

政策执行过程的 4大因素对某项政策的政策本身尧目

标群体尧执行群体尧政策环境进行分析袁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相应对策遥 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 2个方面院一

是有关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方面的研究遥 楚汉杰和叶兴

艺以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基础袁从政策框架尧执

行机构尧目标群体尧环境因素 4个方面对扶贫政策执行

过程中产生形式主义困境的成因进行分析袁 进而对扶

贫政策执行的形式主义困境提出相应破除策略[4]曰黄建

红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 4大因素对乡村振兴

战略下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困境进行了分析[5]遥二是

有关教育政策方面的研究遥 余雅风和杜佳欣结合史密

斯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导致民办中小学教师

教育性效果偏差的原因[6]曰皇甫林晓和代蕊华基于史

密斯政策执行的过程模型分析了教师绩效工资的政

策执行过程[7]遥

综上袁学界已将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运用于

部分政策的执行分析袁但迄今为止袁尚未见有学者利

用史密斯模型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紧急出台的

系列政策进行研究遥 本文选取疫情防控背景下全国高

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作为研究案例袁进一步拓宽史密

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应用领域遥 基于史密斯政策执

行过程模型袁提出政策执行过程中四大因素协同互动

的三阶段袁强调四大因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协同配

合作用袁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袁更加注重政策执行过程

各主体的协同性遥

二尧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高速

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渊一冤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与本研究的契合性

使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作为抗疫期间全

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袁具有如下

两方面原因遥 一方面袁对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理论

模型而言袁该模型作为现阶段研究公共政策执行的代

表性理论工具之一袁有别于传统的公共政策执行分析

理论[8]袁不仅关注到政策本身的理想化程度袁而且还关

注到影响政策执行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袁能够系统全

面地分析政策执行的全过程及其执行效果曰 另一方

面袁对于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的本身

而言袁该政策的执行涉及到多元利益相关者遥 例如各

省渊区尧市冤人民政府尧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尧高速

公路的经营企业尧依法通行的所有车辆等遥 这些群体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相互作用尧相互影响袁形成复杂

关系遥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将这些群体分别定位

为野执行机关冶和野目标群体冶袁有助于理顺多元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关系遥与此同时袁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将野执行机关冶和野目标群体与野理想化的政策冶和野政策

执行环境冶进一步联系袁清晰地理顺各方主体之间的关

系袁有效解释与处理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境遥

渊二冤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执行

分析框架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认为政策执行过程是

否顺畅袁涉及到理想化的政策尧政策执行机关尧政策目

标群体尧政策执行环境这 4大因素[2]遥 结合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背景下全国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的具体实践情境袁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 4大因素可具体化如下院

1.理想化的政策

理想化的政策指能够有效推动政策执行的政策

文本遥 在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中袁

即能够有效推动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所

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文本遥 政策文本的有效性受到政

策目标群体尧政策执行机关尧政策执行环境三者的协

同影响遥 当其中的任意一方出现差错时袁公共政策制

定者需要尽快调整理想化的政策的执行内容袁确保政

策执行系统的稳定性遥

2.政策执行机关

政策执行机关是政策执行主体袁主要包括相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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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门尧企业组织等遥 根据本次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

路免费通行的政策内容院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

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具体工作袁由各省渊区尧市冤

人民政府负责统一组织实施遥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要在省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方

案袁落实责任袁细化措施袁加强协作袁共同做好实施工

作遥 冶[1]该项政策执行机关即是各省渊区尧市冤人民政府尧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及高速公路的经营企业遥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袁高速公路经营企业在执行该项政

策过程中袁为社会效益付出相当的经济成本遥

3.政策目标群体

政策目标群体指的是政策作用对象遥 在抗疫期间

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中袁该项政策的直接作

用对象是依法通行全国高速公路的所有车辆遥 此外袁

可以推断的是袁该项政策的受益范围广袁间接作用对

象将涉及各地政府部门尧相关复工复产企业尧各地旅

游景点单位尧各地酒店宾馆等遥

4.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指的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内外部环境遥

外部环境包括政治尧经济尧社会尧文化等曰内部环境包

括政策执行相关组织间关系尧执行能力等遥 结合抗疫

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袁涉及的影响因素主

要为政治和经济环境遥

综合以上四大因素袁构建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

免费通行的政策分析框架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2 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Fig.2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freeway policy during the anti-epidemic period

来源院作者自制

三尧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

的执行及其效应分析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提出袁政策执行的整个

过程主要是政策四个变量在紧张互动后经过公共政

策制定者的一系列处理而达到协调缓和状态的过程遥

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细致洞察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

四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袁一旦出现失衡状况袁需要

及时进行反馈和调整遥 结合公共政策执行规律袁任何

公共政策从制定到落地的过程都具有复杂的动态性袁

主要表现为从政策文本发布初期的紧张过渡到政策

执行系统各要素之间关系的不断协调袁最终实现政策

执行的平稳运行袁例如我国早期的计划生育政策遥

在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执行过

程中袁理想化的政策尧政策执行机关尧政策目标群体尧

政策执行环境这四大因素相互协调配合袁使该政策得

以顺利执行与落地遥 基于前文构建的抗疫期间全国高

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执行分析框架袁笔者梳理了全国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执行的时间轴渊见表 1冤袁将抗

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执行过程分为

三个阶段袁包括四大因素紧张互动时期尧协调时期尧平

稳时期遥 通过分析每个阶段四大因素的关系渊紧张还

是缓和冤来剖析该政策的执行落地过程遥 在此基础上袁

以目标群体的受益性程度作为政策是否执行到位的

评估依据袁从而具体分析该项政策执行效果遥

表 1 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

免费通行政策执行时间轴

Tab.1 Time line of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xpressway free

access policy during the anti-epidemic period

资料来源院作者整理自制

第一
阶段

2020年 1
月 23日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袁全国各地实行封城封存袁
货物流通受阻袁防疫物资与生活用品紧缺

2020年 2
月 15日

为促进复工复产袁保持经济与社会稳定发
展袁交通运输部发布叶关于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通
知曳

2020年 2
月 17日

经依法批准的全国高速公路开始免收通
行费

第二
阶段

2020年 3
月 3日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袁部署完
善野六稳冶工作协调机制收费公路免费通
行期间袁对经营主体金融债务还本付息存
在困难的袁 引导金融机构给予延缓付息尧
本金展期或续贷等支持

2020年 3
月期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提高较快袁
除湖北等个别省份外袁 全国其他省 渊区尧
市冤 复工率均已超过 90%袁 其中浙江尧江
苏尧 上海尧 山东尧 广西尧 重庆等已接近
100%遥

第三
阶段

2020年 4
月 28日

经济发展恢复稳定袁交通运输部发布叶交
通运输部关于恢复收费公路收费的公告曳

2020年 5
月 6日

经依法批准的收费公路恢复收取车辆通
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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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执行

过程分析

1.第一阶段院四大因素紧张互动时期

在 2020年年初严峻的疫情防控局势下袁 公共政

策制定者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袁出台了疫情防控期间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袁决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袁免收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遥 政策颁布后袁政策

执行系统开始运转袁 政策执行机关开始接收政策文

件袁将政策内容作用于目标群体袁政策环境也随着整

个系统要素之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袁四大影响因素处

于紧张互动阶段遥 其具体表现为院四大因素中的任一

要素都有可能与其他要素产生冲突袁影响政策执行进

程遥 例如理想化的政策可能会与环境因素尧执行机关

以及目标群体发生矛盾遥 因为政策颁布后袁人员流动

开始增强袁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疫情防控态势袁进而

威胁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遥

2.第二阶段院四大因素协调时期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紧张互动袁政策执行过程不断

向实现政策目标迈进遥 随着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

费通行政策的不断推进袁 公路经营企业的营收降低袁

收费周期变短尧企业的竞争力减弱以及政策执行风险

加大等不利影响不断显现袁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国家

的财政负担遥 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袁在疫情防控期

间袁每天减免了将近 15亿元的通行费用遥 可想而知袁

高速公路运营公司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遥 代入模

型袁此时四大因素中的政策执行机构出现问题遥 政策

执行机构给政策环境带来新的挑战袁而政策执行环境

又向理想化的政策发出信号遥 为了维稳与协调四大因

素之间的关系袁促成政策目标的达成袁反馈机制便在

这一时期出现袁执行机构向公共政策制定者反馈相关

问题遥 公共政策制定者接收到问题反馈后袁拟定相关

配套政策袁维护政策的运作与执行遥 联系实际情况袁抗

疫期间为了达成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的政策目标袁保持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四大因素的稳定协调袁2020年 3月

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袁 部署完善

野六稳冶工作协调机制遥 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期间袁对经

营主体金融债务还本付息存在困难的袁引导金融机构

给予延缓付息尧本金展期或续贷等支持遥 此外袁国家还

出台一系列财政补助尧税收优惠尧金融支持等方面政

策助力高速公路运营公司的发展遥 由此平衡与目标群

体尧政策环境尧理想化政策之间的关系袁助推政策目标

的平稳落地遥

3.第三阶段院四大因素平稳时期

随着政策执行过程的不断推进袁复工复产率得到

不断提升遥 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态势不断向

好袁政策执行环境趋于稳定袁多方主体的内在矛盾得

到持续消除遥 然而到此阶段袁对于政策执行机构的高

速公路运营企业来说袁即使国家已出台一系列有关帮

扶政策助力其发展袁但仍然难以扭转其亏损局面遥 由

此袁利益主体便再次通过反馈机制袁反馈其所遇到的

经营压力遥 公共政策制定者接收到反馈消息后袁及时

作出相关调整遥 交通运输部在 2020年 4月 28日发布

出通知公告院野自 2020年 5月 6日零时起袁 经依法批

准的高速公路开始恢复收费渊含收费桥梁和隧道冤遥 冶

该公告发布之后袁 执行机构与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得

以缓和袁目标群体转向正常运作遥其他影响因素各司其

职袁平衡彼此之间的关系袁政策执行系统逐步进入趋于

平稳的发展时期袁并借助野政策反馈体系冶袁政策执行者

不断优化政策执行过程袁使政策执行效果逐步提升遥影

响政策执行的四大因素之间的关系得以缓和袁 通过密

切地相互配合袁 达到政策执行系统良性运转的理想状

态袁最终实现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预期目标遥

渊二冤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执行

效果分析

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视角袁我们可以

发现袁 在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执行过程中袁影

响政策执行的四大因素之间的关系从紧张互动到相

互协调袁最后过渡到密切配合的理想状态遥 四大因素

协同互动的结果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成效遥 目标群体的

整体受惠程度是体现政策执行成效的重要维度遥 由前

文可知袁本文将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

中的目标群体分为直接目标群体和间接目标群体袁直

接目标群体为依法通行收费公路的所有车辆袁间接目

标群体覆盖面广袁 涉及到社会大众和众多企业和单

位遥 由此袁分别分析直接目标群体和间接目标群体的

受惠程度袁综合来判断该项政策的执行效果遥

对于直接目标群体而言袁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

的颁布极大地降低了依法通行收费公路的所有车辆

的经济成本袁由此推动返城务工尧各单位劳务尧探亲旅

游等车辆的城际尧省际流动遥 因此袁可以用车辆通行量

来衡量政策执行过程中直接目标群体的受惠程度袁进

而体现政策执行的成效遥 以福建省数据为例袁 从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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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袁在 2月份政策颁布后的两个月内袁客货车

流量急剧上升袁斜率最大袁说明政策执行效果明显袁政

策执行进程不断向前推进遥 从 4月到 5月的过程中袁

车流量开始慢慢回落袁 且呈现出相对平稳的状态袁说

明政策在此过程得到顺利执行袁且存在政策执行的长

尾效应袁政策执行后期袁车辆通行量均保持在相对稳

定的状态遥 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颁布

后袁全国各地高速出入口均不设收费关卡袁可以推断

全国各地情况与此大致相同遥

图 3 2020年 1-12月福建省高速客货车出口流量情况

Fig.3 January to December 2020 Fujian export flow of provincial

high-speed passenger and freight vehicles

数据来源院福建省交通运输厅渊http://jtyst.fujian.gov.cn/ 冤

对于间接群体而言袁由于该项政策的间接作用群

体覆盖面较广袁涉及到相关复工复产企业尧各地旅游

景点单位等遥 随着该项政策的颁布与执行袁第一袁对各

大企业的复工复产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遥 特别是在疫

情防控期间袁由于取消收费环节袁能够提高抗疫物资

运输效率袁同时降低运输成本袁为推动企业的复工复

产提供有力保障遥 第二袁对探亲旅游等活动起到助推

作用遥 由于免收过路费袁在疫情防控现状和利益驱动

的平衡考量下袁家庭逐渐恢复城际乃至省际自驾探亲

旅游活动遥 由此袁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恢复遥

以福建省数据为例袁截至 2020年 4月 2日袁福建

省国资委监管的各级企业已复工 1038家袁 复工率超

过 99%袁其中生产型企业复工率为 100%曰复工人数超

过 20万人袁已超过疫情前在岗员工数[9]遥 从微观角度

来看袁疫情防控期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给国家财

政以及高速公路运营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袁导

致短期收益受限袁但从宏观角度而言袁这项政策符合

疫情防控发展阶段的要求袁有助于恢复经济社会秩序

的正常运转袁可带来政策执行的长尾效应遥 综上所述袁

在政策执行之初袁影响政策执行的四大因素的紧张互

动袁政策执行成效初现袁随着政策执行过程的不断推

进袁四大因素协同互动袁政策执行成效明显袁最后袁四

大因素之间的关系逐步趋于缓和袁政策执行系统进入

平稳运行状态遥 四大因素之间良性的协调互动袁使得

政策执行效果呈现平稳渐进发展袁不断推进政策执行

进程袁如图 4所示袁最终实现政策目标遥

图 4 政策三大阶段执行渐进过程

Fig.4 Progressiv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phases of the policy

来源院作者自制

四尧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相关公共政策

执行的启示与建议

利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分析框架剖析疫

情防控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的执行过程袁

该项政策的执行过程经历紧张互动尧协调尧平稳三个

阶段袁最终较好地达成预期目标遥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袁相关公共政策的执行与扩散袁同样需要平衡

社会效益与潜在风险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张力遥 参考

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的执行规律袁有

助于实现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相关政策执行与扩

散过程中的张力平衡与有效协同遥

渊一冤构建基于政策目标的要素协同系统是政策

执行的根本

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将公共政策本身尧公

共政策的执行主体尧公共政策的受众对象尧公共政策

的政策执行环境这四大因素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袁强

调野四位一体冶协同系统理念遥 结合本次抗疫期间全国

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执行过程来看袁各省渊区尧市冤人

民政府尧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及高速公路的经

营企业组成的政策执行主体坚决贯彻政策内容袁各个

政策执行机关密切协同与配合袁在执行过程中坚定政

策目标袁即野有序推进企业的复工复产袁保障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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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的安全冶遥 同时袁做出野免费不免服务冶的承诺袁

避免政策执行的差异化问题遥 由于目标群体的利益得

到维护袁以此促成目标群体与政策执行机关的有效协

同袁不断推进政策执行过程尧不断改善政策执行环境遥

此外袁在本次政策执行过程中袁基于畅通的沟通

与反馈机制袁公共政策制定者能够及时发现政策执行

主要主体渊高速公路的经营企业冤所遇到的资金压力

问题袁及时对政策作出调整袁缓解政策执行主体的压

力袁继而保证了政策执行进程的继续遥 因此袁在政策执

行的过程中袁公共政策的受众对象尧公共政策的执行

主体尧公共政策的执行环境以及理想化的公共政策之

间并非孤立的袁而是基于政策目标袁以系统观念相互

协同尧形成合力袁保障政策执行过程顺利开展遥 在实际

的政策执行过程中袁影响政策执行的要素应始终以政

策目标为中心袁并在此基础上畅通各要素之间的协同

沟通渠道袁打破各主体之间的野合作壁垒冶袁为政策的

顺利展开构建基于政策目标的要素协同系统遥

渊二冤打造信息及时有效流转的协同渠道是政策

执行的关键

政策的执行过程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袁传统科层制

在信息的传递上存在一定困难[10]袁加上信息反馈延迟

与部分失真袁导致层级间政策传递效率不理想袁引起

野政策协同失败冶问题遥 由于信息流转的堵塞袁容易导

致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某个因素或者多个因素超载负

荷工作遥 在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执行

过程中袁交通运输部建立全网尧省厅尧收费站三级联动

的技术保障机制尧投诉处理机制尧保通保畅机制遥 及时

处理发现的问题和公众反映的问题袁努力确保系统运

行稳定尧交通网络顺畅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尧

幸福感尧安全感遥 三级联动反馈机制的建立袁不仅使中

央了解地方的处境与困难袁积极迅速地出台配套优惠

政策袁还能够较好地从宏观层面维稳整个政策执行系

统的运行遥 因此袁对于相关公共政策的执行袁建立及

时尧快速的政策执行协商与反馈机制十分必要遥 在公

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上传下达的中间媒介袁如我国

省级政府直接接收中央指令袁并将该指令辐射省内各

区域遥 因此袁在相关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袁应建立以

某个行政区域为单位的政策执行协调与反馈部门袁主

要负责保障信息的有效流转并推动系统要素之间的协

同合作袁打造信息及时有效流转的协同渠道袁消除公共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梗塞问题遥

渊三冤培养目标群体的协同意识是政策执行的保障

公共政策的执行需要拥有稳定的政策执行环境袁

在政策执行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袁目标群体的协同

意识对于保持政策执行环境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遥 一方

面袁 培养目标群体的协同意识需要维护目标群体的利

益遥目标群体即公共政策执行的受众对象袁在政策执行

过程中追求的是自身效益的最大化[11]遥为确保政策执行

的流畅性袁需要在目标群体的效益大小尧参与程度以及

行为设置上采取合理的措施和办法遥 正如抗疫期间全

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中袁 直接目标群体为依法通

行收费公路的所有车辆袁间接目标群体覆盖面广袁但所

有目标群体的利益得到较好的维护遥其原因在于袁交通

运输部明确提出 野免费不免服务冶野免费不免责冶 的承

诺袁并且做到坚决贯彻政策内容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袁

切实维护了目标群体的利益袁 维持了政策执行系统的

正常运行遥另一方面袁培养目标群体的协同意识需要提

升目标群体的政策认知遥 要借助新闻媒介与社会舆论

的力量袁帮助目标群体形成对于该项政策的认知袁使其

意识到在严峻的环境背景下袁 该项政策的执行有利于

保障自身利益袁 同时能够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并推动经

济发展遥避免群众因对公共政策认知偏差而反抗袁引起

不必要的社会动荡袁从而保持政策执行环境的稳定性遥

此外袁野新冠肺炎疫苗冶 的接种尧野全民核酸检测冶 的推

行袁皆可通过短视频尧公众号推文尧入户宣传等多种方

式来提升目标群体对于目标政策的认知遥因此袁在公共

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袁 需要培养目标群体的协同

意识袁保持政策环境的稳定袁一方面要维护目标群体的

利益袁另一方面还要提升目标群体的政策认知遥否则不

仅容易妨碍政策的推行袁 还有可能因为目标群体对政

策认识不到位而引起社会秩序局部失衡袁例如厦门野PX

事件冶遥

五尧结语

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袁搭建高速公路免

费通行政策执行分析框架袁对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

免费通行政策中的理想化的公共政策尧公共政策的执

行机构尧公共政策执行的目标群体尧公共政策执行中

的环境因素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阶段性分析袁阐释了影

响政策执行的四大因素是如何在紧张的背景张力下

进行相互协调袁最终实现公共政策制定者的预期目标

林永泽袁等院抗疫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执行分析与启示 6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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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xpressway Free Traffic Policy during the Anti-epidemic Period

要要要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Model

LIN Yongze1, WANG Huanhuan1,2

(1.Department of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Fujian Police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7;

2.School of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mith's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mode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Expressway free access policy during the anti-epidemic period from the four factors affecting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idealized policy", "executing agency", "target group"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Freeway free access policy from gradual transition to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ight social environment during the anti-epidemic period. In addition, sugges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public policie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mutual coordination among elements of policy objectives, timely and effective information transfer,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target groups and improving their awareness and other aspects.

Key words: smith policy process execution model; freeway free policy;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alysis

的过程遥 并以此为基础袁提出构建基于政策目标的要

素协同系统是政策执行的根本曰打造信息及时有效流

转的协同渠道是政策执行的关键曰培养目标群体的协

同意识是政策执行的保障遥 但是袁也应该认识到史密

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遥 在现实生

活中袁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不仅仅局限其理论分析框

架中的四个因素袁该政策执行过程分析模型并不能完

全囊括政策执行的各个方面袁其理论模型分析框架还

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修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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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袁野十四五冶时期要提高

基层治理水平袁再次强调野向基层放权赋能袁加强城乡

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冶[1]遥 野十四五冶规划也提出要

构建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2]遥近年来袁福州市各基

层社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野三个如何冶重要指示袁开

展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袁推动了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步

伐遥 因此袁分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福州市基层社区

治理模式袁以及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袁提出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基层社区治理新格局袁以期为其他基层社区

治理提供参考依据遥

一尧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福州市基层社区

的治理模式

福州市基层社区主要以党建引领袁以人民为中心

和人工智能技术为辅的治理模式展开遥

首先袁福州市努力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军

门社区时提出的野三个如何冶重要指示遥 近年来袁福州

市军门社区不断提升和丰富野13335冶工作法的内涵遥

其中袁贯穿福州市市域社会治理的一条红线袁就是排

在最前头的野1冶袁也就是一切工作坚持党建引领遥 在党

建引领下袁 许多社区已经建立了一个多维网络系统袁

其中包括社区党委委员会袁 居民社区党支部和党组

织袁在社区慈善尧紧急工作和法律维护中发挥积极作

用遥

其次袁福州市深入开展基层社区治理行动袁联动

协调社会多方力量为百姓排忧解难袁谋福利尧谋幸福袁

撬动 351家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治理遥 晋安区新店

镇开展闽台融合为主题的野孵化营冶尧研究中心和野智

库冶袁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野大讲坛冶尧榕台民间经验分

享会等活动袁充分体现了以社区人民为中心的基层社

区治理理念遥

最后袁福州市基层社区治理运用人脸识别尧指纹

门禁等人工智能技术创建野智慧社区冶遥 首山路新都汇

花园启动全市首个智能安防小区管理系统试点项目袁

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 野门禁卡+手机 APP+人脸识别冶

收稿日期院2021-06-09

基金项目院2020年度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

渊JSZM2020076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秀锦(1978-),女,汉族,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遥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区治理

新格局的基本路径
要要要以福州市基层社区治理为例

李秀锦

渊福州工商学院 文法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715冤

摘 要院以党建为引领袁福州基层社区治理取得一定的成效和可推广的经验遥 但是基层社区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

较多不足之处袁部分基层社区居民主体意识不高袁参与性不强曰基层社区联动单位间权责未厘清曰治理主体联动共治机制

缺位曰基层社区治理中缺乏法律和专业人才保障等遥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袁提出一系列解决措施院健全基层社区自治机

制袁加强居民自治曰厘清治理主体权责边界曰建立共治机制袁强化联动协同曰提升专业化和法治化治理水平袁促进福州基层

社区治理体系的构建袁提升基层社区治理水平遥

关键词院共建共治共享曰社区治理曰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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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门禁系统袁打造智能化尧便捷化的智慧小区遥 双湖

新城拆迁安置房小区等 8个野智慧安防小区冶袁也先后

推广使用智慧安防小区管理系统遥 自此袁越来越多的

小区逐步实现了智慧升级要要要智能安防小区尧智慧社

区遥 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智慧社区治理袁让基层社区

的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提高遥

二尧当前福州市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存在的

问题

以党建为引领袁福州市各地一同探索野共建共治

共享冶的基层社区治理新模式袁提供了许多关于基层

社区治理与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启示袁但是这一模式处

于起步阶段袁在治理方面还有不少薄弱环节袁基层社

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模式还存在不少问题遥

渊一冤基层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袁自治模式未成型

当前袁在政府职能转变的现状下袁基层社区的自

主管理尧自治模式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遥 以基层社

区居委会为例袁它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袁工作事务繁

杂遥 不仅要完成基层社区的本职工作任务袁还要协助

并执行其管辖范围内的社区或上级政府分配的各项

任务袁很多工作事无巨细袁较繁锁遥 原则上每 猿园园户左

右配 员名社区工作者袁每个社区不少于 缘名社区工作

者遥 但是袁就目前调查的基层社区工作者人数来看袁基

层社区配备的社区工作者极度缺乏袁社区居民与社区

工作者未达到配备标准遥 这就使社区居委会疲于事

务袁对接收到的任务袁缺乏统筹兼顾和工作计划性袁长

此以往将导致自身功能逐渐趋于模糊和弱化袁无法真

正发挥作用遥

就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程度而言袁大部分居

民虽然能够积极主动参与社区治理袁其数量正在逐渐

增加袁但总体上居民缺乏全局观念尧大局意识袁社区意

识和归属感并不强遥 在调查的五个社区中袁受访居民

对社区综合治理工作的支持度达到 98.6%袁其中表示

会亲自参与社区综合治理的占 6.7%曰 对参与社区活

动积极性野一般冶的受访居民占 80.2%袁表现野积极性

高冶的居民只占 11.7%曰大多数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

务的积极性不高袁参与意识淡薄遥 而且大部分居民参

与治理的活动层面较为浅显袁 其深度和广度是有限

的袁他们大多侧重于某些特定方面袁主要是社区文化

娱乐占比 75.4%袁社区选举占比 12.8%袁其它不确定的

占比 11.8%遥 可见袁居民不太愿意参与社区的一些决

策性事务袁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常常流行于表袁并没有

发挥真正作用袁使治理的实际意义基本丧失[3]遥

渊二冤基层社区联动单位间权责规范不明袁治理主

体发育不均

当前大多数基层社区治理由基层政府主导袁这限

制了其他治理主体尧企业尧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发展袁从

而限制了社会治理的主体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发挥

比重和水平遥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袁基层社区治理变得

越来越复杂袁政府管理也逐渐显露出不足之处袁略显

乏力遥 尽管基层社区治理开始重视多元主体共同治

理袁发挥共治之力袁但在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

的情况下袁目前整体仍然处于探索野培育冶阶段袁主要

表现在两方面遥

1.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权限界限不清

政府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往往扮演着主导者的角

色袁因而在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未能明确自身

职能和职责袁常越位管理袁习惯包揽一切袁导致各治理

主体的行政事务边界模糊不清曰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目

前还处于探索野培育冶阶段袁社会组织自身治理能力和

服务能力比较局限袁不尽人意袁实际参与基层社区治

理的活动范围也不广袁还未能发挥实质性作用遥

2.居委会尧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部门之间的关

系不明确

居委会尧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部门三者之间的

关系袁既互相独立又相互联系袁常常导致三者权责不

明确遥

一是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部门之间常常存在

矛盾遥 按照合同或者法律袁物业管理部门应为社区业

主提供服务袁但是在此次调研过程中袁却发现社区业

主常常反映物业管理部门服务不到位遥 例如袁业主反

映环境差尧广场舞扰民尧社区进小偷尧管理乱尧环境差

等袁物业管理部门时常承诺解决却未兑现遥 此外袁业主

代表反映物业管理部门不重视业主委员会袁未听取业

主委员会的建议袁久而久之袁业主尧业主委员会的意见

越来越大袁对物业管理部门的不满也与日俱增遥 物业

管理部门反映业主不遵守社区管理秩序袁经常乱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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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尧乱踩草坪尧拒交物业费曰业主委员会不仅经常干

涉社区管理袁而且是物业管理部门管理社区的严重阻

碍遥

二是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之间职能交叉重叠遥 由

于业主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基层社区居民袁业主委员会

与居委会容易出现职能交叉遥 要么关系过于密切袁融

合为一体袁一些基层社区居委会直接兼任业主委员

会袁使得工作职责不明确曰要么角色和职责不清袁出现

居委会管理袁业主委员会不搭理甚至反对袁而业主委

员会反映的居民内部问题袁居委会有时也出现置之不

理遥 这就导致二者矛盾重重遥

三是物业管理部门与居委员会之间存在多头管

理的现象遥 基层社区居委会与物业管理部门的管理职

能重叠袁服务管理的事务内容大同小异袁因此袁经常出

现矛盾遥 要么物业管理部门对居委会不予理睬袁擅自

做主袁妨碍居委会的工作袁影响基层社区的治理曰要么

居委会与物业管理部门对一些收费项目尧 创收措施

等袁争相管理袁出现多头管理遥 而对一些社区治理难

点袁出现互相推诿袁责任意识淡薄袁从而导致二者之间

出现矛盾冲突袁影响社区管理袁危害社区居民的利益遥

渊三冤基层社区治理主体间缺乏联动共治机制

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缺乏科学的运

行机制袁尚存在诸多不足遥

1.基层社区资源的碎片化和低效率

当前袁 志愿者是大多数社会组织的主要来源袁情

况较复杂袁大多非固定专业人员遥 社会组织多数面临

缺少专业人才的情况袁人才队伍更换频繁袁不稳定袁影

响基层社区活动袁其活动力度不强袁范围受限遥 其次基

层社区服务的资金来源通常是不变的袁主要来源于政

府遥而监督的主体较匮乏袁监督渠道阻塞遥社会组织的

竞争方式有限袁能否获得有效资源基本凭借和政府亲

疏关系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垄断袁参与基层社区治

理的预期效果也有所降低遥 这种态势导致基层社区治

理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袁基层社区治理效能呈现低

效率袁最终导致当前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袁在愈发

复杂的社区事务中更显乏力状态袁其作用无法得到有

效发挥遥

2.治理主体之间缺乏灵活的联动协调机制

当前袁大部分野治理冶尝试还处于探索阶段袁虽然

第三方物业公司管理尧基层社区合作尧基层社区自治

组织等不少新的参与治理模式得到了初步开展袁但由

于共同治理的渠道及平台建设还不够完善袁未完全到

位袁政府尧居委会等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

程中处于野井水不犯河水冶袁互不干涉的状态遥 尽管许

多地方的基层社区非常重视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基层

社区治理袁但会议联席尧服务联建尧应急联动等协调联

动机制和体系亟待完善袁基层社区共同治理的联动力

量尚未得到有效发挥遥

渊四冤社区治理中的法律和专业人才保障有待提升

尽管福州市基层社区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袁但在

法律法规和专业人才队伍方面的保障仍然相对薄弱袁

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遥

1.与基层社区治理相关的地方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目前袁基层社区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不契

合地方实际工作开展袁较难实施袁缺乏有效的保障遥 尽

管福州市出台了叶福州市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三

年行动方案曳袁用以加强基层社区治理袁但相关法律和

制度相对抽象袁不符合基层社区治理的实际情况袁导

致不同区域之间的城市社区治理水平差异较大袁相关

政策和措施执行效果不佳袁收效甚微遥

2.缺乏基层社区专业人才

当前基层社区治理的人才需求相对较大遥 大多数

基层社区存在社区工作者不足尧专业人才较少袁专业

社会工作者尧社区人才和其他相关人才缺乏的普遍现

象遥 尽管一些基层社区积极引进各类专业人才袁但由

于社区工作繁杂尧琐碎袁时间长度不固定袁薪酬低袁晋

升渠道有限袁社区工作人员流动性增大袁极难留住人

才遥 此外袁在某些基层社区片面追求人员精简袁社区居

委会的工作负担加大袁导致其处理社会事务过程中不

够全面袁无法有效确保社区服务质量[4]遥

三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区治理新格

局的建议

渊一冤健全基层社区居民自治机制

基层社区自治水平与基层社区治理情况和成效

息息相关袁要健全基层社区居民自治机制袁就得改善

社区自治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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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基层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

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袁一是要加强社区居

委会的制度建设遥 将社区居委会成员分工细化袁完善

与驻区单位的联络尧入户走访尧代理服务尧错时上下

班尧节假日轮休等相关制度建设曰完善基层民主自治

制度袁制定各种惠民政策袁培育各类规范化的城乡基

层社区组织袁建立民主恳谈会和民主听证会等民主决

策形式曰完善基层社区活动前后的监督制度遥 二是加

强居委会在基层社区的治理能力遥 推行社区志愿服

务袁扩大志愿者队伍袁支持和发展各类服务机构和平

台袁构建多层次袁全方位的志愿服务体系袁通过多方途

径充分激发基层社区治理活力遥 三是明确居委会与基

层社区之间的职能权责袁转变政府部门包揽管理的方

式袁制定清单制度和准入制度袁促进减轻基层社区负

担袁提高效率袁实现职能归还遥 将基层社区的职务从行

政职能中分离出来袁明确各自职权袁恢复基层社区居

委会的自治职能袁引导居民自治袁共同提高基层社区

服务和居委会的自治水平[5]遥

2.加强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主体作用

其一袁健全基层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居民自治机

制袁成立党员志愿者服务组织袁让居民中党员志愿者

参与到基层社区的治理中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袁引导社区居民实行自我管理尧自我服务尧自我教育

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和以居务公开尧民主评议

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袁积极帮忙基层社区解决

问题袁强化居民自治的主体意识遥 居委会需要根据居

民实际情况袁针对性开展居务对接袁畅通居民参与社

区治理的开放度与业务开展的透明度袁引导社区居民

实现自我管理尧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袁全面推进基层

居民自治制度的建设遥

其二袁创新社区事务参与方式袁探索野网上论坛冶

野云平台冶和野楼栋自治冶等新的自治方式袁逐渐拓宽基

层社区居民自治范围和途径遥 建立楼栋为主的居民微

信群尧志愿者服务队伍等居民议事云平台袁选举出楼

栋代表或者志愿者代表袁发挥微信群和志愿服务队的

作用袁鼓励尧引导及协调居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

题袁鼓励社区居民以楼栋为主积极参与楼栋居民事

务袁树立野社区的问题需要社区居民自身解决冶的意

识袁实现楼栋居民代表或者志愿者代表和其他治理主

体共同商讨社区治理的相关事宜遥 以楼栋为主袁派出

代表袁参与社区开展的野民主选举冶野民情恳谈会冶和

野民主听证会冶等基层民主协商袁明确协商内容袁规范

协商程序袁推进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化尧常态化遥 完善基

层社区民主选举和民主协商机制袁提升居民参与基层

社区治理的能力遥

渊二冤厘清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袁优化多元治理结构

在基层社区治理上袁引导基层社区多元主体从基

本社区事务到参与社区野共建共治冶袁完善相应的制

度袁进一步优化主体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具体分工和

权责边界袁促进基层社区治理的多元化共治袁优化多

元治理结构遥

1.明确基层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和职责

明确基层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各自的权力和职

责范围,制定城市渊地方冤职能部门和社区自治中的权

责清单制度曰加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和基

层自治机构的建设曰完善村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组

织形式和制度化渠道[6]遥

2.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治理

积极培育并支持发展符合居民多样化需求的区

域社会组织袁降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门槛曰探

索和创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袁包括沟

通与咨询袁合作共赢和授权服务袁以激发基层社区公

共事务的活力曰培育和扶持与区域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的创新区域性社会组织袁志愿者团体尧慈善帮扶尧公共

服务等遥 总之袁多方引导和鼓励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

社区治理袁提升基层社区治理能力遥

3.创新基层社区公共领域共建模式

一是在切实保障社区集体公益的前提下袁积极引

导各市场主体参与基层社区治理袁探索基层社区野微

运营冶模式袁促进基层社区的公共服务曰推广体验野街

道吹哨尧部门登记尧投诉即时处理冶等基层管理机制袁

降低服务企业等主体的准入要求袁提高基层社区治理

主体的治理主动性遥 二是加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

作袁将行政服务尧网格化管理等职能移交给企业和第

三方袁融入市场化运作遥 尤其是加强物业服务监管袁提

高物业服务质量和标准化水平袁精益求精地满足人民

群众需求袁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专业水平的提高曰运用

互联网技术创新城市管理模式袁 改善管理理念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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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手段袁不断提升城乡治理科学尧精细和智能化的水

平袁创新基层社区公共领域共建模式遥

渊三冤建立共治机制袁强化基层社区治理的联动协同

实现多元共治成效最大化的重要保障是实现联

动协同袁建立多元主体之间合作共治的长效机制遥

1.优化基层社区治理资源

资源建设不仅要加大政府资金投入袁还要引进外

部资源支持基层社区服务和建设遥 同时袁建立共同治

理的网络资源袁 提供多渠道区域服务和建设资源袁构

建基层社区治理资源平台袁吸引优质社会资源袁促进

基层社区治理资源整合遥 例如袁 一些地方成立县尧街

道尧社区联合党建会议袁整合资源袁促进资源下沉曰成

立党群工作委员会袁在基层社区成立党群工作站渊室尧

点冤曰成立议事协调委员会袁用于调解和解决居民矛盾

纠纷遥 目前袁在社区党组织引领尧政府主导尧居民自治

等协同联动下袁有效整合社区治理资源袁社区中 90%

以上的问题基本实现了网格内排查和处置袁有效地在

各类城市管理尧基层社区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遥

2.构建多元主体资源优势共享及无缝联动的基层

社区共治

首先袁加强联动互通尧联合讨论尧联合管理和联合

调试等方式袁形成共治合力遥 通过整合基层社区服务

菜单袁服务项目和服务流程袁增强社会治理主体之间

的协同作用袁并形成聚集高效的工作队伍遥其次袁通过

联合调解会议袁将邻里和民间组织调解与专业律师调

解相结合袁充分发挥基层社区所在辖区单位多尧服务

资源丰富的优势袁补齐政务服务尧专业人才队伍尧冲突

与纠纷尧应急响应等方面的短板袁构建多元主体联动

协同共治机制遥

渊四冤提升基层社区治理法治化尧专业化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袁离不开完备的

法律法规和专业的人才队伍遥

1.完善基层社区治理体制

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袁使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多

个主体的权限尧运营机构尧评价机制得到法律的有效

保障遥首先袁关于基层社区组织建设的问题存在行政尧

限制尧监督等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袁需要加快完善

企业和第三方法制制度的构建袁参与社会治理袁构建

宽松的系统袁保障良好的内外环境遥其次袁必须赋予基

层社区委员会更多的职能袁履行委员会及其基层社区

服务的职责袁提高基层社区的服务管理能力遥 此外袁需

要构建参加基层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相互作用尧监

督尧解决纠纷的机制遥

2.加强基层社区专业工作人员队伍建设

首先袁完善基层社区专业工作人员的招聘制度和

激励机制袁拓宽人才选拔渠道袁优化基层社区干部晋

升与薪酬机制曰探索基层社区工作人员专职尧兼职和

志愿等多形式的补充方式袁加强工作人员在岗培训袁

培养专业的基层社区工作者队伍遥 其次袁通过校企合

作袁共建教学基地尧实践基地袁签订协议吸引专家资

源遥 在校大学生和大学生志愿者进入社区袁合理开发

和利用这些有利资源袁积极开展工作袁为基层社区社

会组织孵化尧基层社区治理提供专业咨询遥 最后袁通过

政策激励袁鼓励干部和退休人员等优秀人才返聘到基

层社区工作袁吸纳更多合适的基层社区专业工作人员

到社区工作曰开展社区工作人员的常态培训袁加大培

植力度袁鼓励社会工作者参加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和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职业资格证考试袁推进基层

社区治理的规范化和专业化[7]遥

四尧结束语

构建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对于基

层社区治理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遥 在此过程

中袁福州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袁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届

五中全会的精神袁着力弥补不足袁各取其长袁争创一

流袁加快基层社区治理试点现代化建设袁在党员干部

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连心桥袁激活基层社区治理共建

共治共享一盘棋袁促进基层社区治理的进一步发展袁

取得了较大的成效遥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袁仍然有必

要进一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袁着力

打造有福之州尧幸福之城袁为我国的社会建设尧基层社

区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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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Path of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ed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要要要Taking the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 Community in Fuzhou as an Example

LI Xiujin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Fuzhou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715)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Party building, Fuzhou's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has achieved great results and popular鄄

ized experienc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in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process. Some grass-roots community resi鄄

dents' subject consciousness is not high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s not strong.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linkage units are not clarified, the governance body linkage and co-governance mechanism is absent,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鄄

nance lacks legal and professional personnel protection, etc. In response to these existing problems, a series of solution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autonomy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 residents' autonomy, clarify th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ound鄄

aries of governance entities, establish a co-governance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linkage and coordina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professional

and leg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in Fuzhou,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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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袁越来越多的海外学生

来华学习遥 自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提出以来袁中国与东盟

各国的教育尧文化交流合作日益密切袁在华东南亚华

裔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遥 据教育部相关统计数据显

示袁2014年至 2018年袁全年在华外国留学生人数分别

约为院37万[1]尧39万[2]尧44万[3]尧48万[4]和 49万人[5]遥我们

统计其中东南亚来华留学生比较多的几个主要国家袁

包括泰国尧印度尼西亚尧老挝尧越南尧马来西亚等袁发现

其占比一直保持在 15%左右 渊这几个国家 2014年至

2018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分别为院52288人尧56269人尧

65184人尧75804人尧79081人冤[1-6]遥 作为中国发展成就

的见证者和传播者袁这些华裔留学生是发展中国和其

他国家友好睦邻关系的使者袁 是一笔潜在的外交资

源遥 因此袁针对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开展中华文化的传

播袁推进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体验袁促使这些新

生代华裔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7]袁是高校留学生

教育的一项艰巨的任务遥

一尧加强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

的意义

东南亚各国是我国倡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的重要沿线国家袁是福建省海外华侨华裔主要聚集

区遥 加强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中华文化的传播袁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政治上袁有利于推进野一带一路冶建设袁推动沿线

国家与我国政治互信袁消除相互间的误解与疑虑遥 我

国高校培养的华裔留学生袁有些毕业后可能回所在国

从政或参与社会活动袁能成为当地的野中国通冶袁这将

有利于加强当地各个族群同中国人的互信尧互通与互

助曰有利于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袁打破西方对

国际舆论乃至国际思潮的控制袁揭穿西方妖魔化中国

的企图袁 为重构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生态及建立

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打下坚实的基础遥 这些具有多元文

化背景的野中国通冶不仅在认知上能成为中外共同的

野知音冶袁而且在情感上也能充当双方的野知心人冶袁将

成为外国政府与中国打交道的沟通桥梁遥

经济上袁 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袁

RCEP签订后袁中国和东盟关系更加紧密遥东南亚华裔

留学生通过来华学习与研究袁 进一步熟悉中华文化尧

产业分布与发展动向袁有利于推进经贸合作遥 东南亚

收稿日期院2021-06-24

作者简介院林琦芳 渊1983-冤女袁汉族袁副研究员袁主要从事

高校外事及留学生管理工作研究遥

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对策探析

林琦芳

(泉州师范学院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袁 福建 泉州 3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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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留学生既懂中国语言文化袁 又懂当地语言文化袁

在经商方面深谙与中国企业交往之道袁有助于消除本

国本地企业的疑虑袁加快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速度遥 此

外袁还有利于促进中国经营经验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在

东南亚各国的推广袁进一步推动当地华人华侨经济的

发展袁提高亚太经济圈创新链尧产业链的分工合作水

平遥

文化上袁 华裔留学生来华研习当代中华文化袁归

去之后将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生力军袁 有利于延续尧

发展海外华人华侨文化袁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曰

同时袁有利于将东南亚蕉风椰雨中成长起来的华人华

侨文化带回中国袁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中华文化遥

二尧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存在

的问题及其原因

东南亚华文教育历史悠久袁东南亚侨胞大多来自

广东尧福建两省袁他们具有强烈的乡土情结袁为保持和

延续中华文化之根袁广大侨胞自移民之初便自发出钱

出力袁在东南亚各国兴办华文教育袁如泰国崇华新生

华立学校尧菲律宾侨中学院等袁将其视为不可或缺的

留根工程袁而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走得更远袁甚至建

立起了从华文小学到大专院校较为完整的华文教育

体系遥 但随着东南亚华侨社会转型和融入当地文化的

需要袁 第二代华人对于祖籍国文化的记忆开始淡化袁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也开始减弱遥 在居住国出生长大

的三代以上华裔袁 他们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则更为弱

化袁无论是思想感情还是语言习惯上袁与当地主流社

会深度融合的意愿较高袁 缺乏对祖籍国的了解与情

感袁学习兴趣不高遥 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有院

渊一冤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接受华文教育面临的困难

1.所在地学校华文教育陷入困境遥历史上袁东南亚

各国推行对华人野去中国化冶的教育政策袁如新加坡推

行英语教育袁以英语为母语袁印尼关闭华校等袁影响了

相当长时期华文教育的发展袁致使东南亚新生代华裔

留学生的华文水平退步袁对中华文化愈加陌生尧模糊袁

由此引发认同危机遥

2.家庭华文教育优势减弱遥 华裔祖辈们历来重视

中华文化的传承教育遥 但是袁由于所在国文化氛围和

学校教育对中华文化的排斥性袁使得中华文化传播教

育每况日下遥 就连父辈的母语方言也渐渐失去家庭

野市场冶遥 总之袁随着时间迁移袁中华文化传承呈逐代减

弱均势袁很多家庭开始不讲华语渊笔者所在学校的华

裔留学生大多已经讲不好华语冤袁 而是用英语或当地

语言交流袁造成中华文化认同进一步弱化遥

3.华裔新生代自身因素影响遥 年轻一代耳濡目染

的是所在国的文化和语言袁 生活在这样的圈子里袁他

们只能学习英语和当地语言袁无法重视甚至放弃了华

文学习遥

4.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尚未很好地成为中华文化的

传播者遥 华裔新生代难得来到祖籍国学习袁我们应当

充分借助教学和各项活动袁 提升他们的文化认同水

平袁让他们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使者遥 但是袁事实上这

方面的追求还远远未能达标遥 我国高校面向留学生的

中华文化涵养工作做得还很不够遥 这不仅体现在教学

上尧活动上尧生活上关心不够尧着力不多袁还体现在没

能致力于通过文化活动来感染他们袁促使中华文化深

入留学生之心袁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他们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袁使他们能在回国之后成为我国与他们所在国文

化交流的重要力量遥

渊二冤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深受西方媒体的负面影响

长期以来袁 国际上一些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袁对

中国以及中华文化进行别有用心的歪曲尧丑化袁导致

一些海外华人特别是年轻人唯恐避之不及遥 历史上袁

欧洲殖民者到达东南亚以后袁对当地人和华人采取分

而治之的手段袁挑拨当地人仇视华人遥 而当代西方一

些国家和政客畏惧中国经济与中华文化的崛起袁对华

人在东南亚的地位与作用更是十分忌惮袁千方百计进

行贬低尧挑拨袁以上种种行为都严重毒化了不少地区

的社会气氛袁对华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身份认同尧文化

认同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遥 当他们作为华裔留学生来

到中国时袁心中往往还可能有一个坎没有迈过去遥

三尧强化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

的对策

文化认同的实质是身份认同袁而身份认同是一个

涉及心灵深处的精神建构袁为此袁要通过认知建构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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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建构尧理想建构与行为建构袁才能解决华裔留学生

需要不需要尧愿意不愿意尧能不能认同中华文化的问

题遥 对于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说袁中华文化认同不可

能一步到位袁必须精心规划袁循序渐进遥 为此袁要充分

考虑留学生的以往生活经历尧社会背景与未来发展目

标袁兼顾心理尧学业与就业袁形成内生的文化认同链袁

而不能急功近利尧就事论事遥

渊一冤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认知建构

1.讲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故事

认知是文化认同的前提与基础袁没有认知或认知

肤浅袁就不会信服袁就根本谈不上文化认同遥 对一种文

化的认知袁关键是对文化所包含的野秩序冶的认知遥 华

裔留学生来华学习后或多或少都打算在未来从事与

中国有关的业务工作袁急需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特别是

有关中华文化及其当代发展的具体情况遥 高校应通过

时事教育尧专题报告尧座谈会尧实地考察等途径袁逐步

让东南亚华裔留学生认识到袁中华文化是一种以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袁注重群体利益尧长远利益袁讲

究野合情合理冶袁尤其是讲野规矩冶的文化袁这与西方将

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的文化有巨大的差异遥 例

如在这次应对新冠病毒的抗疫过程中袁欧美有些国家

的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化甚至反科学的地步袁导致疫

情难以有效控制袁经济严重衰退袁而中国人民自觉遵

守政府防疫要求袁且一方有难尧八方支援袁显示出万众

一心的巨大能量袁不仅取得抗疫的重大胜利袁而且在

世界上率先走出经济困境袁实现逆势增长袁成为 2020

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8]遥不仅如此袁中国还

在 2020年克服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下袁 实现全部脱

贫的艰巨目标袁有力践行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包容理

念袁此举也蕴含了中华文化的野优先观冶野秩序观冶袁反

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社会公平正义遥 通过亲

身感受袁能够让华裔留学生越来越清楚看到袁中国的

大国担当与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袁而自己做为华人

一份子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袁从而实现自我中华文化

认同的认知建构遥

2.消除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的一些成见

长期以来袁西方利用自身把控的话语权袁在国际

舆论上利用各种事件抹黑中国形象袁妄图在各国民众

心中形塑观察中国尧理解中国的负面野心理定势冶遥 为

此袁我们不能回避问题袁应利用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在

中国学习的机会袁 深入了解其各种疑问与内心想法袁

为他们提供真实的信息资料袁 并加以耐心的引导袁做

到以理服人袁消除其长期形成的固有认知袁为认同中

华文化认同扫除认知障碍遥

3.做好中华文化相关教材设计和建设

加强语言尧历史尧国家制度等相关课程的设计袁让

留学生详细了解我国国家制度尧党的领导尧传统历史

文化等袁全面掌握中华文化内涵与精髓及其在新时代

的新发展遥 此外袁接收东南亚华裔留学生的高校所设

置的有关专业课袁应尽可能挖掘尧提炼课程中与中华

文化认同相关的典型事例尧核心理念袁例如有关的思

想文化尧名人名家尧重大历史事件袁此外袁应设置尽可

能广泛的有关中华文化尧华人华侨史尧中国对外关系尧

当代中国与野一带一路冶发展情况尧民风民俗等选修

课袁并根据其爱好与特长袁设置中华文化研习室渊包括

有关地方文化研习室冤遥 同时袁加大留学生的游学尧研

学力度袁例如袁安排社会实践袁走访一些古迹尧博物馆袁

组织几场讲座与现场演示袁安排留学生体验铁观音制

茶工艺袁德化陶瓷制作工艺等袁让留学生体验多姿多

彩的非遗文化袁使留学生开眼界袁长见识曰在校园内组

织各种中华文化传承传播活动袁举办夏令营袁安排闽

南文化进校园袁如传统音乐演奏尧戏曲表演尧诗词朗诵

等活动袁在这个过程中让留学生主动融入相关的活动

场景袁通过体验与互动袁全身心感受与深刻体悟中华

文化的内涵与魅力遥

4.强化面向东南亚华裔留学生的科研设计

有关导师所指导的研究课题袁应充分考虑东南亚

华裔留学生的特点袁最大限度发挥其优势袁尽可能与

东南亚华人特别是闽南族群[9]生存尧发展的历史与现

状相联系袁与他们跟中国的亲和尧互助关系相联系遥 例

如袁研究中国历史袁可以与探索中华民族特别是闽南

族群的迁徙尧东南亚华侨的奋斗史结合起来袁甚至借

助家史尧族谱尧侨批乃至墓志铭尧遗嘱尧遗物袁与家族移

民史联系起来袁进行野华人历史建构冶野血缘文化建构冶

野商缘文化建构冶等袁从而使其深刻认识野我是谁冶野我

从哪里来冶野我来到何方冶曰研究中国哲学袁可以与探讨

中国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思想文化尧人生哲学

及优秀品质结合起来曰研究中国宗教信仰袁可以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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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东南亚华侨的宗教信仰尧精神气质结合起来曰研究

中国艺术袁可以与学习闽南地方艺术尧民间艺术渊如南

音尧梨园戏尧高甲戏尧木偶戏尧茶艺等冤结合起来曰研究

国际关系袁可以与研究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史尧野一带一

路冶建设尧发扬中华民族野天下一家冶的理念及当前建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结合起来曰研究人类学袁可

以与研究闽南族群及有关家族在东南亚的聚居尧互助

以及与当地其他族群的和睦尧 和合事例结合起来曰研

究语言学袁 可以与研究闽南方言和古代汉语的关系袁

以及它在台湾地区尧东南亚的不同发展与互相联系结

合起来袁学会用中文向家人尧朋友真切表达自己的思

想与感受袁从而实现中华文化认同的野语言建构冶遥

渊二冤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情感建构

文化认同与文化情感息息相关遥 文化认同的形

成尧巩固与激发都需要共同的记忆尧共同的想象遥 文化

是有温度的袁是可亲近的袁更是可依偎的遥 有关高校应

深入调研袁细致安排袁根据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各自动

机与起点袁因势利导地引领他们亲近中华文化袁增强

其对中华文化的感受袁实现从认知尧认亲到认同的文

化自觉遥

首先袁要增进教育教学层面的情感建构遥 如针对

有些教师不注重尧不了解东南亚华裔留学生的特殊背

景与内心感受的情况袁 应事先对有关教师进行培训袁

由深谙东南亚华人历史与现状的专家举办专题讲座袁

并由经验丰富的教师全程指导渊可聘请深爱中华文化

的东南亚华人华侨名师来华指导冤遥 此外袁还要营造有

助于中华文化认同的信息环境与文化氛围袁高校图书

馆应尽可能为华裔留学生设立有关中华文化及华人

华侨奋斗史的资料室袁收集并展示有关书刊尧影视尧侨

批尧族谱尧村史尧家史尧日记尧照片尧碑文尧遗嘱尧墓志铭

等袁若有可能袁还应陈列华侨前辈的生产生活用具袁使

华裔留学生触景生情尧睹物思亲遥 若有可能袁还可以发

动广大留学生回访家长或家族前辈袁通过现代信息技

术记录其口述历史袁并带回学校互相交流袁重温当年

先辈在东南亚披荆斩棘尧褴褛筚路的奋斗情景以及尽

力支持故乡建设的感人举动袁使其互相感应尧互相触

发遥

其次袁要加强个人生活层面的情感建构遥 人是文

化传承的载体与链环袁 也是点亮文化火炬的火苗袁通

过野故乡情冶之类的民族情感袁也能激发华裔留学生对

中华文化的情感遥 应大力开展寻根谒祖活动袁组织东

南亚华裔留学生到中国的祖籍地扫墓尧寻亲尧访友遥 家

乡情往往动人心弦袁能快速融化时空形成的坚冰遥 节

庆是中华民族传递亲情尧乡情尧友情的良机袁为此袁在

春节尧清明尧中秋节等节庆期间袁应让华裔留学生在华

特别是在祖籍地与亲朋好友欢聚袁或前往附近的华侨

农场联欢袁或在校召集他们一起过一个个富有中华文

化特色的节日袁享受浓浓的人情味袁感受中华民族所

特有的温情袁体验原乡的无尽温暖袁找到回家的感觉遥

渊三冤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理想建构

理想是认知尧情感尧荣誉的统合与结晶遥 理想建构

是一种高级心理建构袁有助于华裔留学生形成稳固的

文化使命感与文化意志力遥 华裔留学生实现中华文化

身份的认同袁其外部条件已日趋成熟袁当东南亚华裔

留学生通过认知建构尧情感建构后袁只有趁热打铁袁完

成理想建构袁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化认同袁建立稳定

的价值观曰才能不被各种干扰因素所影响而逐渐丧失

应有的意志力袁并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袁以传

承尧弘扬中华文化作为自己远大理想遥

因此袁在宏观上袁高校应找到有效的切入口袁提供

有针对性的审美资料与主题场景袁 让留学生从知道

野我是谁冶野我从哪里来冶野我在何方冶升华到野我要到哪

里去冶遥 只有清楚自己要到哪里去尧 想成为什么样的

人袁才能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有足够的激情尧想象与预

见袁才明白要为认同尧弘扬中华文化做好哪些准备尧怎

样去调整袁由此才能进入自我发动尧自我激励的良好

状态袁才能时时提醒自己野不应当做什么冶袁即形成野自

律感冶袁自觉不做不利于中华民族的事情袁不做损害中

华文化发展的事情遥 只有到达理想建构这个层次袁认

知建构尧情感建构才能坚如磐石袁才能经受住惊涛骇

浪的考验袁在未来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的大道上奋勇

前进袁进而实现自我价值遥

在微观上袁应引导华裔留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

特长袁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基础上袁进行具体的目标建

构与职业生涯规划遥 用文化身份提升职业身份袁用职

业身份充实文化身份袁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遥 例如袁对

于未来准备从商的华裔留学生袁可传承中华古代商家

野处事讲究信诚袁经营顾及长远冶与勤俭持家尧艰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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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精神袁并吸取当代闽南企业家的创新意识与拼搏

精神袁抓住新时代新格局与野一带一路冶建设机遇袁成

为新型华人企业家曰如果未来准备从事社会慈善工作

的华裔留学生袁应发挥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冶的中华优秀传统袁为建立温馨尧互助的社区

与和谐尧文明的的社会袁做出独特的贡献曰未来准备从

事公共外交等社会活动的华裔留学生袁 应守正创新袁

深入了解中国国情袁特别是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尧风俗

习惯尧 深层需求袁 不断开掘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源袁同

时袁也要努力突破祖辈身份的限定袁走出华人社区狭

隘尧封闭的圈子袁在东南亚国家当好各行各业与中国

之间的翻译尧公关尧交流人员遥

渊四冤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行为建构

行为建构袁能使华裔留学生获得传承与发展中华

文化的参与感尧成就感尧价值感袁不但认识到自己野应

当做什么冶袁而且体悟到自己野能够做什么冶野怎么做冶遥

文化行为是文化理想驱动的结果袁是野文化使命冶的一

种有力表达袁是华裔留学生自我价值在文化层次上的

实现袁而加强行为建构袁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华裔留

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遥 野再华化冶不可能一蹴而就袁需

要较长时间的文化接触与适应袁最后才能实现袁这个

过程中必然出现疑惑尧纠结甚至精神上的艰难遥 为此袁

要关注华裔留学生在各个转变节点的反应袁帮助他们

提高化解文化冲突的能力袁走出原来文化心理上的舒

适区袁并通过文化行动袁进入新的舒适区遥

首先袁要加强课外实践活动的系统设计遥 可以通

过一系列的中华微文化特别是家庭尧同学尧朋友之间

的共同生活袁使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增加新的文化记忆

与文化想象袁并逐渐形成新的生活方式遥 如在华裔新

生代中组织有关文化传承兴趣小组尧研习团队袁包括

戏曲尧民俗尧武术尧方言尧美食尧摄影尧短视频制作团队

等袁并分别与地方及高校相应的协会尧研习机构建立

紧密尧持续的联系袁经常举行展览尧沙龙或竞赛遥 通过

一系列适合年轻人特点的有趣活动袁发现尧选拔尧培养

一批有特殊天赋尧迷恋中华传统文化尧有活动能力与

组织能力的优秀人才袁作为践行中华文化的先锋与组

织者遥 在学期间袁让他们参与有关中华文化的专业活

动与社会活动袁在假期带领他们深入城乡袁体验我国

的科技创新尧乡村振兴与文化复兴的火热场景袁感受

我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与对外交流合作的广阔空

间袁并让他们将所见所闻分享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

与好友袁做好中外交流的联系人遥 其次袁要发挥他们熟

悉东南亚社情民意尧 了解华人华侨生活体验深的优

势袁为我国各地对外关系部门尧华侨事务部门及社会

组织提供调查报告尧意见建议袁开展野献计献策冶活动遥

例如袁我国对东南亚各国国情与华人华侨的认识和实

际情况是否匹配袁我国在野一带一路冶建设中的文化立

场尧 文化行为与东南亚有关国家的意愿是否匹配袁我

国未来的相关计划如何与东南亚的社会需求相匹配遥

其次袁要尝试建立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协会遥 通过

该协会培养青年骨干袁并将华裔留学生与分布在东南

亚各个地区尧各行各业的往届毕业生联结起来袁促进

其互通信息尧互相帮助袁分享各地留学生及其亲朋好

友的智慧尧人脉尧场所等资源遥 通过东南亚华裔留学生

协会袁还可以与其所熟悉的东南亚其他族群的留华人

士建立联系袁形成更广泛的文化生态圈遥 在此基础上袁

还可以组织华裔留学生参与专家学者的研究项目袁就

中华文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守正创新进行全面尧深

入探索袁对华人华侨在海外特别是东南亚与当地各个

族群守望相助尧同甘共苦尧包容发展的新理念尧新举措

与新经验袁进行认真疏理尧总结提高遥 此举有助于探求

中华文化野走出去冶的新思路袁有利于在更广阔的空间

发扬光大中华文化袁为野一带一路冶提供思想资源尧文

化资源与智慧资源遥

再次袁着力增强行为建构的创造性遥 分享中华文

化在东南亚的传承尧 传播与创造性转换的生动事例袁

特别是华裔留学生的亲身体验与感悟袁可以使其产生

价值感尧主体感袁改变被动接受教育的机械状态袁增强

学习尧领悟与践行中华文化的主动性尧积极性尧创造

性遥 要发挥华裔留学生的特长袁让他们讲东南亚华人

的故事袁做华人常吃的美食袁弹唱华人喜欢的曲调袁传

授流传在东南亚华人中那些已经在中国失传的传说尧

技艺尧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遥 此外袁还应当让他们与

中国师生一道在汇聚尧 提炼海内外中华文化的基础

上袁进行创意尧创造与创新袁增强华裔留学生的自信

心袁消除被动心理遥 在文化分享过程中袁要广包容尧多

鼓励袁不要随意评判高低袁要怀着野百花争艳才是春冶

的心态对待奇特的事物遥 事实说明袁留学生发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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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tudents

LIN Qifang
渊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Quanzhou Normal Unvi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冤

Abstract院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important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of China's construc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are the main gathering area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Fujian Provinc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to promote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tudents' sense of identity with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implement the cognitive construction, emotional construction, ideal construction and be鄄

havior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tudents. Finally,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tudents

will truly identify with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heart and consciously practice Chinese culture in action,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for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lo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Key words院southeast Asian Chines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曰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越大袁越有乐趣曰分享越多袁越有自信心曰控制感越强袁

越有合作意愿遥

东南亚华裔留学生的行为建构要延续到毕业之

后袁应在其返回居住国以后袁将他们介绍给当地华人

组织与有关侨领袁 推荐给我国驻外机构与企事业单

位袁使其成为文化传承的骨干以及联系中国与海丝沿

线国家的纽带袁 成为连结居住国民众与我国驻外机

构尧援外组织与企事业单位的桥梁遥 未来他们在居住

国生活尧学习与工作中袁可将遇到的问题与实际需要

反馈给原来就读的我国高校袁使高校根据不断变化的

情况调整尧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遥

四尧结语

综上所述袁认知建构尧情感建构尧理想建构与行为

建构袁形成一个完整的认同建构系统袁既要分别推进各

个建构袁又要加强协调与互动袁形成认同中华文化的生

态圈遥 此举事关东南亚留学生当前的学习尧 工作与生

活袁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袁也事关野一带一路冶建设的进

展遥只有建构成功袁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才能保持良好的

心态袁减少或消除迷茫尧烦恼尧痛苦袁才能复活民族文化

野基因冶并实现野再华化冶袁才能真正从心里认同中华文

化尧 在行动上自觉践行中华文化袁 从而在东南亚讲好

野中国故事冶并构建新的华人社会网络袁成为联结我国

与东南亚海丝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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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是地方高校科研活动应有

之义袁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也是衡量地方高校竞争力的

重要指标遥地方高校作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力量袁理应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袁主动与区域性

企业进行联动袁承担起区域知识传播和技术研发与转

化的重任袁 为企业和行业发展提供科技创新成果袁帮

助企业和行业克服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壁垒袁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遥 但从目前看袁虽然我国地方院校数量多袁科

研总体数量大袁 但每年的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

高袁 难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撑和智力

支持遥因此袁要结合当前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

问题和难点袁通过改革创新的方式寻找新的突破口[1]遥

一尧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

渊一冤国家不断出台鼓励政策袁科技成果转化条件

日臻完善

从政策视角看袁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为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袁出台了许多含金量很高的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袁有关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工作不断被写进这些政策中遥 在国家尧地方各级政

府政策中明确支持公民尧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开展转

化科技成果工作袁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尧产业化袁并规

定了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对成果转化有贡献人员

的奖励比例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国家和地方都在探索

开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创新试点袁从制度导向袁实施

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科技中介服务和财政税

收制度遥 在政策的引导下袁各地区域性的科技园区为

有效地刺激区域产业创新袁满足区域新兴产业的技术

需求袁进而为地方区域产业技术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

提供创新驱动袁 积极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搭建了平

台遥 因此袁从政策视角看都在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创

造良好条件遥

渊二冤地方高校积极响应袁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依

然难以突破

从实际成果转化率看袁当前我国地方高校占到全

国高校总数的 95%袁承接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或与行

业企业发展相关联的各类项目和课题袁最终以专利技

术的形式体现其科技成果价值袁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

果转化方面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袁在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过程中应积极将科技成果转化袁但转化率低的窘

境始终仍难于改变遥 据相关调查统计数据显示袁发达

国家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可以达到 40%袁而我国高

校仅为 10%左右袁地方高校的成果转化率更低袁差距

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难点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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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明显[2]遥 在科技成果中占重要组成部分的专利成

果方面袁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袁高校专

利成果转化实施率袁2016年为 12.7%袁2018为 12.3%袁

这些都远远低于当年企业的实施率遥 因此袁有必要对

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袁

找到解决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出路遥

由此可见袁一方面袁国家政策性鼓励科技成果转

化曰另一方面袁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遥 显然袁这是一对

矛盾遥 从高校看袁难免存在研究选题不能满足市场需

要袁成果不能真正符合企业需要的问题曰难免存在因

课题需要产生的成果袁 研究所追求的是发表论文袁成

果与生产有差距袁受企业本身技术能力所限袁对半成

品成果进一步深化转化困难遥 但对于地方高校更多的

成果是结合国家的经济转型尧产业结构升级袁围绕新

技术尧新工艺尧新材料等而开展的研究形成的成果袁这

些成果有较好的应用前景遥 从企业看袁难免存在急功

近利袁希望从学校拿出来的东西马上就能转化为生产

力曰存在缺乏中间应用转制环节袁转化有困难曰存在技

术与产品的转化没有完全一致袁 受产品寿命周期影

响袁难形成二次技术创新能力遥 但企业更多希望能从

高校获得应用成果袁不仅节约科技研究成本袁且更快

推进企业科技进步尧实现产品改型换代尧提高竞争力遥

希望高校与企业紧密结合袁把企业的创新能力培育出

来袁把研究成果及时应用与生产袁打造科技型企业遥 那

么袁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原因是什么钥 有必要

加以分析袁其中以下的难点就是制约因素遥

二尧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难点

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袁

既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袁也受到高校内部管理机制的

制约袁同时袁企业与高校联动尧经费投入尧中介组织发

展尧制度保障等因素袁也会对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产生影响遥

渊一冤复杂的成果转化程序及野地方高校冶名头的

限制

当前袁 地方高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仍然遵循着

野自上而下冶的原则袁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更愿意采用

行政化的组织模式袁根据职能分工袁由多个部门共同

参与到科技成果转化之中遥 但与政府行政部门不同的

是袁 在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缺少牵头单位袁

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合同签订时袁各个职能部门常

常出现分散或互斥的现象遥 由于科技成果转化涉及到

多方利益袁因此袁在职能部门协调过程中很难达成一

致袁不仅消耗了大量的时间成本袁也使科技成果转化

充满了诸多不确定因素袁 决策者无法及时地作出判

断遥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参与的人员来自于多个部

门袁更难做出一致性的决断袁进一步加大了科技成果

转化执行的复杂性遥 在地方高校缺少组织尧 经验尧人

员尧机构的情况下袁科技成果转化更像是高校在进行

的野试错行为冶遥 由于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整个流程

参照的是行政模式袁影响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3]遥

地方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需要经过复杂

的内部转化程序才能完成转化袁但由于地方高校在科

技成果转化方面缺少实践经验袁在行动过程中还存在

执行难的问题遥 一方面袁科技人员对于科技成果转化

市场前景把握得并不准确袁加之受到内部职权划分不

明确的影响袁导致科技成果在转化过程中出现了成果

滞后尧转化过程过长等问题遥 而决策者在科技成果转

化过程中由于缺少对复杂环境的预判能力袁更希望通

过政策变通或选择性执行的方式来落实科技成果转

化袁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弱化了转化效率袁同时也使整

个转化链条容易出现断裂问题遥 另一方面袁当前无论

是企业袁还是整个社会对地方高校科技成果创新能力

还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袁甚至对地方高校的科技成果

转化存在 野刻板印象冶袁 认为地方高校的创新能力有

限袁 科技成果转化对于解决企业科技困境作用不大遥

因此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覆

盖范围袁 在与企业合作过程中容易受到对方的质疑袁

也影响了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遥

渊二冤 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经费投入规模和结

构的限制

经费对于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至关重要袁经费

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遥

国家非常重视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袁加大了对

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环节的经费投入袁希望通过更多

的经费投入袁提升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袁鼓励

企业吸纳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袁通过产学研合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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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企业与地方高校之间的合作袁通过资金链尧创新

链和产业链的有机协同袁更好地发挥经费投入的杠杆

性作用遥 但从实践效果看袁部分地方高校虽然获得了

经费投入袁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并不明显袁究其原因

就在于地方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资金链和创

新链衔接的不够紧密袁经费没有用到地方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的关键环节遥 从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经费的

来源和使用情况看袁获得的经费来源主要以政府的财

政拨款为主袁多数经费都用于基础研究阶段袁科技成

果实验环节和产业化论证环节并没有获得足够的经

费支撑袁影响了经费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贡献度遥 同时袁

高校科技成果创新自身也存在不确定性和滞后性袁难

以及时地满足企业需求袁使得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企

业需求之间出现了矛盾遥 企业从自身利益和风险角度

考量袁往往在经费投入上比较保守袁造成了地方高校科

技成果转化经费投入有限以及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遥

此外袁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以及政策制度也会对

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产生影响遥 地方政府与地方高

校是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 地方高校必须接受地方政

府的领导袁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机制对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具有非常强的导向性作用遥 从目前看袁地方政府

针对地方高校出台的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与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实际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偏差遥 特别是在

实践过程中关于地方高校教师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减

免税收政策并没有真正的落地袁教师能够从科技成果

转化中获得的收入十分微薄袁难以从经济层面对其进

行有效地激励遥 加之袁地方高校学术导向评价机制仍

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高校

科技人员技术成果转化的意愿袁降低了地方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效率遥

渊三冤 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激励不

足的限制

由于国家对不同层级的高校支持的政策和经费

投入存在明显区别袁这使得不同类型的高校创新能力

相差非常大袁高层次高校如部渊委冤所属高校凭借其雄

厚的实力和优秀的人才储备袁 无论是在科技创新能

力尧平台建设袁还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都具有明显

比较优势遥 而大多数地方高校由于在政策尧人才储备尧

创新能力尧保障措施等方面与高层次高校存在着明显

差别袁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表现平平袁也难有高水平

的科技成果转化遥 同时袁地方高校在科研资源方面非

常稀缺袁科研人员的总体研发能力相对较弱袁很多地

方高校并没有自身的转化平台袁能够获得上级平台资

源的支持十分有限袁加之部分高校领导对于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重视程度不足袁这些限制因素都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科技成果

转化效率[4]遥

从目前地方高校对科技成果奖励的具体措施看袁

很多奖励措施都沿袭了高层次高校如部渊委冤所属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相关奖励标准袁这些奖励标准门槛都

相对较高袁很多都需要主持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才能够

获得相应的奖励袁而普通论文发表尧专利申请获批袁由

于影响力和贡献度十分有限袁难以达到地方高校对科

技成果奖励的标准遥 但从实际情况看袁多数地方高校

难以获得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袁很多教师并没有将主

要的精力用于科技创新袁也没有结合具体的科研项目

进行科技成果转化袁更多是将项目作为发表论文的依

据袁只注重学术层面的成绩袁而忽略了项目成果的转

化遥 由于地方高校对科技成果奖励标准过高过严袁影

响了地方高校教师以及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和主动

性袁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高校在推动地方经济

发展尧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价值和作用遥

三尧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出路

为进一步提升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袁首

先袁要完善地方高校科研成果立项机制袁进一步提升

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遥 其

次袁要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中介组织发展袁地方政府要

给予科技中介服务足够的政策支撑袁引导中介行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袁为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更为多

元化的服务袁提升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遥 再次袁

完善与发展地方高校内部科研奖励制度袁增强地方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内生动力遥

渊一冤完善地方高校科研成果立项机制

当前国家主要是通过地方财政和公共配套资源

来支持地方高校科技成果创新袁这使得地方高校教师

和科研人员能够通过专利申请等方式参与到区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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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研发工作之中袁同时所作出的科技成果和专利

也作为衡量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袁参与科技创

新的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也能够获得一定的奖励遥 在

这种科技创新成果研发的机制下袁很多教师尧科研人

员并没有将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研发的重点袁更多是将

其作为获得晋升机会尧申请科技经费的渠道袁出现了

申请立项研究课题虚高问题袁降低地方高校的科技成

果转化效率遥 因此袁完善地方高校科技成果立项机制

已经迫在眉睫袁必须从源头上解决教师尧科研人员功

利性的科研活动遥 同时袁在课题立项审核过程中要与

第三方社会组织进行合作袁 对科技立项进行严格审

核袁 对于没有实际科研价值的立项要坚决地予以制

止遥 在课题结项审核过程中要建立流畅的科研成果转

化机制袁通过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袁解决科研成果背后

所带来的复杂利益链问题袁进一步消除潜伏在科研项

目下面的野学术垃圾冶袁提升科研项目的商业价值遥 在

具体科研经费使用上袁应向具有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

转移袁并制定严格规范的立项审核标准袁进一步提高

立项审核门槛袁确保所进行的科研活动能够真正的产

出具有实用价值和商业用途的成果袁并对其进行合理

转化和利用遥

渊二冤增强市场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导向作用

地方高校作为科技成果的供给方袁对于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袁 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当前部分地方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产业能力

相对较弱袁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低袁有必要增强市场

在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导向作用袁通过支持中

介组织发展袁 为地方高校和企业双方搭建合作平台袁

加速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遥 通过中介服务组

织袁一方面袁可以将企业的技术需求和具体问题发布

出来袁 从而为地方高校科技成果创新提供方向和思

路遥 另一方面袁地方高校可以将科技成果尧专利和专家

等相关信息上传到中介平台之上袁方便企业与之进行

联系和沟通遥 同时地方政府要结合产业结构升级和企

业具体发展需求袁给予重点领域科技成果创新足够的

经费支持袁引导地方高校开展重点领域的科技成果创

新遥 此外袁地方高校还要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中介组织

发展袁加大对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袁规范专

利申请和专利转让制度机制袁有效地解决不适宜产业

化的低水平的尧重复的专利申请袁进一步提升地方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质量遥

渊三冤完善与发展地方高校内部科研奖励制度

地方高校要通过科研奖励制度的有效落实袁将教

师与科研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从论文发表引导到项目

成果转化上来袁 通过高校内部科研奖励制度的落实袁

进一步激发广大科研工作者参与地方高校科技创新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袁 从而促进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遥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袁一方面袁要严格落实国家出台

的叶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

策的若干意见曳袁 地方高校要将科研项目经费真正的

落到实处袁加大对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力度袁同时

要将科研成本和激励费用作为科研项目间接费用有

效落实袁 对于激励费用部分的绩效支出不设比例上

限遥 各级地方政府要会同财政部门尧教育部门对财政

性科研项目的间接费用作出明确规定袁进一步提升间

接费用比例袁并将其作为奖励地方高校教师和科研人

员的必要经费袁通过科研奖励经费的有效落实袁进一

步激发地方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科技创新积极性

和主动性遥 另一方面袁要给予高质量尧高水平论文一定

的奖励袁对于地方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在科研活动中

所发表的一系列科研成果按照发表层级给予一定的

奖励袁有效地解决科技创新论文水平低尧重复性问题遥

同时也能够激励地方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科技创新

热情袁真正地做出符合市场需要的科研成果袁进而实

现科技成果转化[5]遥

综上袁可以看到袁当前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

还相对较低遥 究其原因袁既有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机

制原因袁 也有地方高校对科技成果转化重视程度不

足袁相应的激励措施不完善等现实困境遥 为了更好地

解决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相关问题袁有必要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袁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角度出发袁重

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相关问题袁并从顶层设计尧区域

规划尧制度机制尧保障措施尧人才使用尧公共配套资源

落实等多个角度入手袁为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创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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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双师型冶教师是高职院校改革与发展之源袁是高

职院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

量遥 新时代背景下要实施好野双高计划冶袁推进高职教

育野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冶袁建好建强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

是关键遥 当前袁我国高职教育正处在由追求规模扩张

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时期袁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的内涵

不清标准不一尧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尧动力不强交流不

畅尧培养与管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袁已成为制约现代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野瓶颈冶遥 因此袁野双师型冶教师

队伍建设成为高职院校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遥

一尧新时代对高职院校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

建设提出新要求

教育大计尧教师为本袁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袁近年来党和政府出台了系列 野双师型冶教师

队伍建设的政策袁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遥2018年 1月袁

中共中央国务院叶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曳中作出野全面提高职业院校教师质量袁建

设一支高素质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冶野建立高等学校尧行

业企业联合培养双师型教师的机制冶野建立企业经营

管理者尧技术能手与职业院校管理者尧骨干教师相互

兼职制度冶[1]等顶层设计袁指明了高职院校野双师型冶教

师队伍建设的方向遥 2019年 1月国务院颁发的叶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曳渊野职教 20条冶冤部署野多措并

举打造耶双师型爷教师队伍冶要求袁强化了野双师型冶教

师的概念袁提出野双师型冶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总数超过

一半的数量目标袁规定野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

学能力冶的野双师型冶教师特征袁在内涵上赋予新的要

求遥 2019年 9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叶深化新时

代职业教育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曳对

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提出 12条具体举措遥 2021年

10月袁中办国办印发的叶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曳提出野制定双师型教师标准袁完善教师

招聘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绩效考核标准冶野落实教师

定期到企业实践的规定冶等要求遥 高职院校要野培养更

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尧能工巧匠尧大国工匠冶[2]袁推进

新时代高职院校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

建设困境与对策

陈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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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袁必需适应高职教育野三教冶改革尧高职扩招

等新任务新要求袁全力推进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遥

二尧高职院校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

渊一冤内涵不清标准不一

准确把握野双师型冶教师的内涵与认定标准袁是高

职院校做好野双师型冶教师引进尧培养尧考核与认定工

作的基础遥 野职教 20条冶规定了野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

实践教学能力冶的野双师型冶教师特征袁以双重野能力冶

要求充分体现野双师型冶教师的本质属性袁透过以往的

野资格冶野资历冶等外在的表面形式袁避免了将证书或技

术工作经历与能力划等号袁因为有资格证书或技术工

作经历并不一定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遥

这必然要求高职院校在 野双师型冶教师培养过程中袁

不能简单地采用参加培训尧考取证书等形式袁而要采

取实实在在的新举措袁以培养和提高理论教学和实践

教学能力遥 然而袁由于缺失统一或指导性的认定标准

和认定办法袁加上高职院校对野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

实践教学能力冶的理解各不相同袁不仅导致各高职院

校野双师型冶教师的认定条件存在明显差异袁难以保证

其规范性袁而且野使得高职院校教师培养阶段缺乏有

效的目标指引冶[3]袁 造成培养效果不理想遥 可以说袁对

野双师型冶教师的内涵理解不清晰袁认定标准不统一袁

是影响新时代高职院校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质量

的重要因素遥

渊二冤数量不足质量不高

当前袁高职院校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一方面存在着

数量不足袁以教育部网站公布的 2020-2021学年数据

为例袁全国共有 1468所高职院校袁教职工总数 77.45

万人袁其中专任教师 55.64万人袁野双师型冶教师 22.16

万人袁占比 39.83%袁与野职教 20 条冶提出的野到 2022

年袁耶双师型爷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超过一半冶目标要

求差距还很大袁其中还包含着部分高职院校由于野双

师型冶教师认定标准偏低尧认定程序不严袁导致其数量

与比例虚高的情况曰另一方面存在着质量不高袁主要

表现在缺乏行业企业一线工作经历和实践技能袁特别

是实践教学能力明显偏弱袁更没有能力帮助企业解决

技术难题或承接技术服务项目遥 对此袁几乎所有的高

职院校都制定了野双师型冶教师的培养培训方案袁要求

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袁以积累技术工作经验袁提升技

术应用和实践教学能力遥 然而袁由于办学规模不断扩

大袁特别是实施高职百万扩招任务以来袁高职院校教

师缺口加大袁难以安排教师到企业进行连续的较长时

间渊如三个月及以上冤的企业实践袁同时技术应用能力

只能在工作现场才能形成且需要较长时间的工作积

累袁导致许多青年教师难以达到野双师型冶教师的质量

标准遥

渊三冤动力不强交流不畅

从教师层面看袁由于高职院校缺乏野双师型冶教师

的正向激励机制袁在奖励性绩效分配尧职称评聘尧年度

考核等方面对野双师型冶教师没有倾斜或力度不大袁导

致教师通过自身努力向野双师型冶教师发展的内生动

力不足遥 从院校层面看袁没有建立以野双师冶素质为导

向的新教师准入制度和约束机制降低了教师职前强

化自身野双师冶素质的自觉性曰没有严格落实专业教师

定期到企业实践的政策规定要求袁表现在安排教师企

业实践没有做到全覆盖尧 企业实践工作业绩没有考

核尧企业实践工作量没有认定尧企业实践过程缺乏监

管尧企业实践质量没有保证尧企业实践奖补办法没有

制定等问题袁降低了教师职后参加企业实践提高技能

水平的积极性遥 从企业层面看袁基于成本控制难于专

门为教师企业实践购置或腾出设施设备尧配备企业技

术骨干和技术能手袁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尧安全生产和

生产效率要求很难让教师进入核心岗位实践实操袁加

上教师服务企业的能力良莠不齐袁导致企业参与野双

师型冶教师培养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意愿不高遥 与此同

时袁高职院校野双师型冶教师的培养需要通过校企协作

才能有效实现袁 但现实是高职院校教师由于受到身份

和制度约束无法在企业兼职兼薪导致人员 野出不去冶袁

受到教学计划和教学任务限制只能利用假期到企业进

行时断时续的实践锻炼导致质量野上不去冶袁企业高技

能人才由于受到学历要求尧教师资格认定尧编制管理尧

职称评聘尧 专业发展尧 薪酬待遇等因素的制约而导致

野进不来冶袁使得野双师型冶教师难以实现校企双向交流遥

渊四冤培养与管理机制不完善

首先是缺乏系统推进的建设理念遥 如在顶层设计

上缺乏院校层面野双师型冶教师建设总体规划或虽已

陈 莉院新时代高职院校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困境与对策 85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2年第 2期

制定了规划袁但在系级层面并没有根据规划并结合专

业特点落地落实到野双师型冶教师培养年度计划之中袁

导致规划野漂冶在空中尧没有落地曰有的高职院校因为

培养经费尧实践场地尧时间等保障不力袁或者培养措施

针对性不强尧产教融合深化程度不够等原因袁而达不

到培养效果遥 其次是缺乏培养野双师型冶教师的合作机

制遥 如没有引入合作企业共同培养尧没有建立培养野双

师型冶教师的企业平台袁缺乏教师专业实践操作并积

累技术技能的适宜岗位袁导致教师难以实现专业理论

和专业技术的融合遥 再次是缺少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

制遥 如对于野双师型冶教师在招考聘用尧人才引进尧培训

培养尧薪酬分配尧评先评优等方面没有激励倾斜袁对于

非野双师型冶教师在职称评审及晋级聘任尧教科研立

项尧教改项目申报等方面没有约束制约袁从而降低了

教师向双师方向发展的积极性遥 最后是培养与考核机

制不完善遥 如教师培养培训方案缺乏针对性尧没有建

立教师企业实践管理规范尧没有根据教师从低级到高

级的发展需求实施分层分类直至个性化培养曰缺少不

同层级又具有高职教育特点的考核办法袁没有引入企

业或第三方参与野双师型冶教师的考核评价袁只注重实

践经历而轻视专业技术能力的考核等等袁导致考核评

价的风向标作用不明显遥

三尧高职院校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的对策

渊一冤完善高职院校治理体系袁为野双师型冶教师队

伍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学校治理体系是指协调学校各种利益关系的一

系列制度安排[4]袁并由权力配置与运行制约机制来实

现各相关主体的关系平衡遥 高职院校只有不断完善与

职业教育野跨界冶本质属性相契合的治理体系袁不断提

升治理能力袁才能为野双师型冶教师培养尧野双师型冶教

师团队结构优化尧专业内涵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提高

提供有力保障袁才有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遥 为此袁高职

院校首先要搭建与野跨界冶教育属性相适应的治理结

构遥 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袁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院

长负责制袁发挥好学院理事会尧学术委员会尧教渊学冤代

会尧专业建设委员会尧教材选用委员会等治理组织的

功能袁构建以章程为引领的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制度体

系袁形成与职业教育野跨界冶属性相适应的野党委领导尧

院长负责尧专家治学尧民主管理尧企业参与尧社会监督冶

的高职院校治理结构遥 其次要构建由政府部门尧行业

企业尧社会组织和高职院校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多领

域协同的治理机制袁 以打破院校与企业两个场域尧学

习和工作两类活动的边界袁 充分激活多方共同培养

野双师型冶教师的积极性袁提升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

的水平与效率遥 再次要落实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的

具体行动遥 要建立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协作互动的

野双师型冶教师培养与提升平台袁充分挖掘与运用行业

企业的优势资源袁 分层级多渠道多形式多举措培养

野双师型冶教师袁以保障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的广

度尧深度与效度遥

渊二冤制定野双师型冶教师认定标准袁引导建设高素

质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

野双师型冶教师认定标准是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

设的依据和准绳袁没有认定标准就没有野双师型冶教师

的质量袁 也就失去了参照依据和方向目标遥 野职教 20

条冶明确了野双师型冶教师是野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能力冶的教师遥 为此袁高职院校首先是应从师德

师风尧教育教学能力尧技术技能尧职业素养等不同的维

度将野双能力冶要求细化袁制定出具有高职院校自身特

色且具有可操作性的野双师型冶教师认定标准与聘用

管理办法袁明确认定对象尧标准和程序袁明晰工作职责

和考评办法袁将野双师型冶教师的内涵转化为教学与实

践业绩尧企业工作经历尧实践技能尧技术技能等级证

书尧技术研发能力尧社会服务贡献和创新创业能力等

认定标准的具体条目和内容袁引导和规范野双师型冶教

师认定尧准入尧招聘尧考核等各环节袁实现培养尧聘用和

管理全过程的制度化科学化遥 其次是应遵循野双师型冶

教师的成长与发展规律袁制定出比野双师型冶教师认定

标准更高层级的骨干教师与专业带头人的认定标准袁

用标准引领已经通过野双师型冶认定的教师向更高层

次尧更高水平发展袁引导教师从低层级到高层级逐步

成长为野双师型冶教师尧骨干教师尧专业带头人直至教

学名师遥 与此同时袁高职院校还应对已经通过认定的

野双师型冶教师设定有效期限渊如 5年冤袁期满后需按规

定的认定标准重新认定才能聘用袁以避免通过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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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野安于现状冶袁 激发教师持续坚持自我提升的动

力袁促进高素质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的形成与质量的整

体提升遥

渊三冤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袁提高企业参与野双

师型冶教师培养的行动自觉

职业教育办学的参照系覆盖了与学校和企业两

个学习地点相互关联的领域[5]袁这决定了高职院校教

师要同时具备在院校教学和在企业技术岗位工作的

胜任资质袁也必然要求高职院校教师必需到企业锻炼

与实践遥 因此袁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袁提高企业参

与野双师型冶教师培养的主动性至关重要遥 为此袁高职

院校首先应联合企业共建野双师型冶教师培养平台袁要

依托产业学院尧职教集团等袁联合企业在校内外共建

生产性实训基地尧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尧教师发展

中心尧教师企业实践基地等多形式的校企人员双向交

流协作共同体袁并在课程开发尧实习实训尧人员培训尧

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度开展合作袁在实践中

培养和提升教师的技术技能袁从而将野每年至少累计 1

个月到企业实践或实训基地实训冶规定落地落实遥 其

次应建立校企合作共赢的野双师型冶教师协作培养机

制袁高职院校要深化与企业的协作伙伴关系袁优化校

企协作培养机制袁与企业共同制定野双师型冶教师培养

方案袁以合同或协议形式明确学校尧企业和教师等各

方在校企协作培养教师的职责尧权利和义务袁要求教

师真正参加企业一线工作袁并多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

支持袁以人才互通促进校企共享技术尧共同发展遥 与此

同时袁高职院校还应制定校企双方人员兼职兼薪管理

办法袁一方面鼓励更多的教师主动深入企业培养和提

升技术技能曰另一方面拓宽兼职教师聘用渠道袁激励

更多的企业技术骨干成为教师的企业实践野导师冶袁吸

引更多的企业人才成为学校兼职教师袁加快推进高素

质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遥

渊四冤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袁推动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

健康发展

科学合理的野双师型冶教师考核评价体系是高职

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野加速器冶袁能有效调动教师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袁促进教师自觉对标野双师型冶教师认定

标准袁 推动教师个体专业发展和教育教学能力提升袁

并直接关系到高职院校的内涵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质量遥 为此袁首先要基于高职教育的野跨界冶属性袁

建立高职院校尧行业企业和培训评价组织等多元评价

主体的评价考核体系遥 高职院校重点考核教师的师德

师风和教学能力袁行业企业着重考核教师的专业技术

水平和实践能力袁同时结合行业从业经验尧持有的职

业渊执业冤资格证书和各级各类技能竞赛获奖情况等

要素袁对教师进行全方位的考评袁促进野双师型冶教师

的全面发展遥 其次要基于野双师型冶教师内涵袁构建多

维度的考核评价指标遥 高职院校要围绕野同时具备理

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冶和破除野五唯冶顽疾的要求袁

根据自身发展实际袁设计包括师德师风尧工匠精神尧技

术技能尧企业实践尧教学实绩尧技术研发尧教科研成果尧

社会服务等多维度的考评指标袁结合野双师型冶教师的

工作性质尧工作内容与工作任务袁按考核评价指标进

行分项评价与综合评价袁 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袁既

从量上进行多角度考评袁又从质上进行有效的分析评

价袁构建起野正向尧有效的考核激励引导机制冶[6]袁从而

将教师的野双能力冶和破野五唯冶要求细化落地袁推动

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健康发展遥

渊五冤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袁激发教师成为野双师

型冶教师的原动力

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高职院校 野双师型冶教

师建设的野指挥棒冶袁必须加快健全和完善袁从而激发

教师成为野双师型冶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遥 首先应设置

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目标遥 高职院校应在客观分析

师资队伍现状基础上袁 认真编制师资队伍建设规划袁

设置难度较高但可通过努力实现的建设目标袁制定

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尧年度计划并

抓好在系级层面的落地实施袁让教师个体发展目标与

高职院校设置的建设目标趋于一致袁从而最大可能地

激发教师个体发展的原动力遥 其次是应优化奖惩机

制遥 高职院校应强化正向激励机制袁通过安排专项资

金用于培养野双师型冶教师袁开展以野双师冶标准为导向

的评先评优活动袁大力营造有利于野双师型冶教师成长

的校园环境袁增强对野双师型冶教师的认同感和荣誉

感曰应制定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办法袁以激励教师主动

开展技术研发尧社会服务尧项目申报尧技能大赛等活

动袁 让教师在各类活动中提升实践能力和技术水平曰

应优化奖励性绩效分配方案袁使得野双师型冶教师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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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收入水平明显高于非野双师型冶教师袁以引导青年教

师向野双师型冶教师尧再到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发

展遥 与此同时袁高职院校还应强化反向约束机制袁要严

格落实高职院校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相关规定要求袁

并将行业企业实践经历尧 实践年限等作为新教师招聘

的约束性条件袁将教师参与企业实践和业绩尧技术渊职

业冤等级证书尧主持教科研项目尧承担技术研发和社会

服务任务尧 参加或指导学生参加国家级省级赛项等作

为职称评聘尧职务晋升的必备或重要条件袁让教师明白

只有成为高素质野双师型冶教师才能获得发展和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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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a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野Double-qualified冶 Teacher Team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CHEN Li

渊Personnel Education Division, 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Nanping, Fujian 353000冤

Abstract: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are the backbon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new

era puts forward new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qualified" teacher tea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many aspects such as quality, quantity and training mechanism. However, at presen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野double-qualified冶

teacher team,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fac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unclear connotation, inconsistent standards, insufficient

quantity and quality, weak moti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imperfect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Therefore, higher vocation鄄

al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should take multiple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formulating the ac鄄

creditation standards for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deepening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鄄

cation, improving 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so as to accelerate simulta鄄

neously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qualified" teacher team.

Key words院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team;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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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院校的应用型本科建设过程中需要结合公

安院校当地的职业岗位需求袁同时也要将教学制度重

新调整袁将教学的侧重点从理论基础向实用性进行转

型袁从而更好地培养公安部门实用型人才遥 公安院校

应用型本科的建设不仅对当地公安部门的发展有着

重要的价值袁同时对学生的培养更具有目标性袁促进

了公安院校教育的发展遥但在当前公安院校应用型本

科实际建设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袁公安院校应

该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与分析袁找到原因袁并予以解

决袁从而促进公安院校的发展袁也能使学生接受更好

的教育袁为学生在公安院校乃至实际工作岗位中的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遥

一尧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的必要性

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的建设不管是对国家尧个

人袁还是学校都有着一定的必要性袁这也标志着公安

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的特点遥

渊一冤满足当地公安部门需求

地方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需要当地公安部

门的配合袁而公安院校也可以通过公安部门对人才的

需求袁进行相应的课程的改革袁使学生能够学习更多

与公安需求岗位相对应的知识与能力袁这样也能为学

生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条件袁从而提高学生的

专业能力与素养遥 同时通过应用型本科建设袁公安部

门相关人才也能够对学校学生进行实践性指导袁传授

给学生更多的实践经验袁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将理论知

识运用到实践当中袁培养学生知识运用能力遥 学校也

可以让学生去公安部门进行实习袁从而保证学生具有

较强的工作能力袁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中能够得

到发展遥 通过这样的应用型教学袁能够让大学生更加

满足当地公安系统的需求遥

渊二冤加强公安院校教育转型

在传统公安院校教学中袁常常以理论性知识为基

础袁而对于学习成绩并不优秀的学生来说袁往往找不

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袁或者是工作中不能更好地应用学

习的知识袁这都是对人才的一种埋没[1]遥而通过公安院

校实用型本科建设袁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靠

近实际的工作袁也能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实践袁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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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的专业能力袁 让学生更适合公安系统的工作袁

进而使学生能够在公安院校学习到更多实用型知识袁

适应各种岗位的需求遥 这也有效地促进了公安院校教

育的转型袁 使原本的学术型教育转变成应用型教育袁

让学生在拥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袁增添了更多的专业

技能和相应的实践经验袁进而让公安院校的教学更符

合国家的需求袁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遥

渊三冤促进公安系统的发展

无论在地方公安系统袁 还是全国的公安系统袁都

需要一些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袁比如刑侦尧刑事科学

技术尧计算机尧管理尧应用心理学尧化学尧工程学等方面

的人才袁而通过应用型本科的建设袁就能够让学生野术

业有专攻冶袁并能够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能力遥 在公安

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中袁学校会针对公安系统的人才

需求袁开设专业性较强的学科袁从而让学生能够针对

某一项或者几项技能袁进行深入学习袁让学生具备高

层次的专业水平遥 而公安系统在配置更多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后袁会使工作效率尧工作质量等得到显著提升袁

有效促进了公安系统的完善与发展[2]遥 并且公安系统

基层人员的需求也很多袁这些基层工作人员学术知识

不需要过于丰富袁往往需要具有一定的经验袁因此应

用型本科建设能够为公安系统提供更多具有专业能

力和技能的基础人才袁 提高公安系统整体业务水平袁

有效推动公安系统发展遥

二尧公安院校建设应用型本科的困境

当前虽然国家大力发展应用型教育体制袁但公安

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袁这些

问题都严重影响了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的效率袁

也对学生学习与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遥

渊一冤教学团队专业能力薄弱

应用型本科教育并不是完全抛弃理论知识袁它需

要强大的理论作为支撑袁然后通过实践不断提高学生

的专业能力以及知识的运用能力袁这样才能够保证学

生在工作岗位上发挥出最大的作用遥 在公安院校应用

型本科建设过程中袁教师多数来自于公安体系内部或

者是一些各公安院校毕业的人才袁在教师团队中产生

了两极分化的形式袁一类教师专业知识过硬却缺乏实

践能力袁而另一类教师袁更多的是具有实践经验袁但没

有具体理论基础[3]遥在教学过程中袁很难让学生更加平

衡地进行学习袁 很容易让学生也出现两极分化的状

况袁这对学生今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遥 而且对于

公安系统出身的教师对于教育来说缺乏相应的知识袁

不能有效地将自己掌握的技能或者知识传递给学生袁

这也让学生学习的质量大打折扣遥

渊二冤教学制度不够完善

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相对时间比较短袁并没

有形成良好的教学制度袁无论从管理方面尧还是教学

方面来说袁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改进遥 首先袁在教学方

面袁学科建设依然缺少实用性袁更多的都是理论袁同时

教学的责任与权利都没有理清袁使学生学习抓不住重

点袁也让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受到严重影响[4]遥 其次袁在

管理方面袁公安院校一般都采用军事化管理袁但是院校

的管理方式却只学到了军事化管理的表面袁 并没有深

入挖掘军事化管理的核心遥让学生接受严格的管理袁管

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遥最后袁还有学校的相关制度的制

定袁应该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袁这样才能更好地完善

应用型本科教学的制度袁促进公安院校的发展遥

渊三冤学科特色不够明显

公安院校在进行应用型本科建设时袁学科特色没

有良好地凸显出来袁很多学科学习起来都没有丰富的

内容袁过于浅显袁没有让学生深入探索的欲望遥 而且也

存在一些学科与自身专业没有太大关系袁这样很难使

学科特色凸显出来[5]遥在学科建设中袁公安院校往往脱

离了应用性本科的根本袁各学科与实用的性质关联不

大袁进而让学科建设层次与水平都显得不足遥

渊四冤公安院校不能提供良好的实践机会

公安院校实用性本科在建设过程中袁缺少学生实

习的机会袁 就连实践也并不会经常并连续地进行袁这

很难真正做到应用性提高遥 部分公安院校在建设应用

型本科时袁 往往一个学期只有几节课的实践机会袁而

大多数都是在进行理论教学袁这不仅无法提高学生对

知识的应用能力袁同时也让应用型本科失去了原本的

意义袁并不能更好地为国家尧地方尧企业等培养出实用

型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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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引发公安应用型本科建设困境的根本

原因

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的困境袁有着多方面的

原因袁只用通过探寻这些原因袁才能对其进行良好的

整改袁 从而让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得到质的飞

跃遥 结合公安院校实用型本科建设的困境袁很容易发

现其中的原因袁而我们需要从资源尧政府尧文化尧教学

宗旨等方面进行剖析遥

渊一冤教育资源的短缺

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的困境与教育资源有

着重要的关联袁教育资源分为人尧物尧资金等方面袁其

中在人员方面袁主要表现有教学团队中没有更多专业

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教育型人才袁这也使得公安

院校教学团队专业水平较为薄弱遥 在物方面袁没有更

多先进的教学设备与教学场地等袁这让学生在实践方

面不能有效开展[6]遥而在资金方面袁更多地决定了学科

的建设以及专业教学技术的引进等袁这让公安院校应

用型本科建设迟缓袁 也不能得到良好的更新与发展遥

同时还存在教育资源不合理的分配袁让教育资源不能

更好地建立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遥 例如院在教学团队

建设中袁往往追求文凭而没有针对教师的能力遥 在教

育场地与设备方面袁更加注重教师的工作条件袁而忽

略了学生的学习与娱乐遥 在资金方面袁公安院校更多

的投入在硬件设施上袁而忽略了学科建设袁先进技术

的引进遥 这都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袁同时也影响了

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的建设遥

渊二冤缺少当地政府部门的扶持

虽然地方政府在国家大力发展应用型本科的背

景下袁 给予了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一定的帮助袁

但其力度远远不足以支撑公安院校的发展遥 部分地方

政府部门只是在公安院校实用型本科建设初期给予

了重要的帮助袁比如校园扩建尧相应政策的支持尧相应

程序的简洁化尧各部门对公安院校的配合等袁但在建

设过程中往往存在扶持力度减弱的现象[7]遥 这不仅影

响了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的建设效率袁同时也影响了

建设的质量遥 因为政府部门扶持力度的减小袁会导致

公安体系与公安院校的合作力度减弱袁从而让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不能深入了解公安系统各部门的实际工

作袁同时也不能有效为学生以供实习或者是实践的机

会遥

渊三冤公安院校缺少文化底蕴

公安院校在进行应用型本科建设过程中袁往往注

重应用性袁而忽略了校园文化的建设袁使校园缺少文

化底蕴袁这样就会造成袁教师团队的向心力不足袁从而

引起制定教学制度缺少对学生的考量袁也会因为文化

底蕴的缺失袁 使学校在学科制定过程中缺少特色袁难

以对学生的学习起到良好的影响[8]遥 在公安院校中更

多的是警察文化袁而学生在初入校园中很难适应遥 同

时教师在校园中如同在公安系统内工作袁不能让教师

找到自己职业的定位袁也很难让教师能够拥有舒适的

工作环境袁进而严重影响了教师教学质量遥

渊四冤公安院校教学宗旨不够明确

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需要学校拥有鲜明的

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教学宗旨袁这样才能突出

学校的特色袁也能使应用型本科受到足够的重视遥 而

部分公安院校教学宗旨不够明确袁没有相应的教学重

点袁从而让学科建设缺少实用性袁也让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缺少实践的机会袁这都对公安院校建设应用型本

科制造了很多困难[9]遥同时没有明确的教学宗旨袁在制

定教学制度以及构建管理体系等方面都没有侧重点袁

这样很难有效地对学生学习起到一定作用遥 教学宗旨

同样对教师教学有着严重的影响袁只有统一的教学宗

旨袁 才能根据教学宗旨合理地制定学科教学体系袁而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会有着明显的着重点遥

四尧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路径

有效构建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袁需要结合困境以

及根本原因袁制定良好的策略遥 因此应该从公安院校

教育资源尧管理体制尧校园文化等方面入手袁使公安院

校的应用型本科进行更好的学科建设尧 教师队伍建

设尧教学制度建设遥

渊一冤整合校内外资源

在整合公安院校教育资源过程中袁应该注重校内

和校外两方面遥 首先袁在校内资源方面袁应该有效利用

校园场地袁开设更多的实践性教室袁帮助学生进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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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学习与实践遥 同时还要让现有教师队伍袁进行混

合式教学袁使学生既具备良好的理论基础袁也具有一

定的实践能力袁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工作袁让学生

能够更加适应相应的工作岗位[10]遥其次袁在校外资源方

面袁公安院校应该加强对具有高层次实力的教师进行

挖掘袁提高教师团队的专业水平袁同时还要与政府相

关部门尧公安部门尧当地企业等进行良好的沟通与交

流袁从而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袁保证学生能够拥有良

好的实习条件袁 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与专业技能袁从

而使公安院校的应用型本科建设更加高效遥

渊二冤完善校园管理体制

在管理体制方面袁 公安院校应该进行相应的改

革袁可以借鉴公安系统的管理袁使学生能够提前适应

公安管理体制袁同时也不能照搬公安管理体制袁需要

考虑到学生的特殊身份袁因此需要制定公安管理体制

和学生身份相结合的模式袁让学生能够既能够提前体

会公安系统工作的氛围袁 同时也能给学生一定的自

由袁让学生能够全面的发展遥 同时在对应用型本科校

园管理体制进行创新过程中袁需要考虑到学生实践方

面的管理袁让学生能够自由地进行实践学习袁从而保

证学生知识运用能力的提升遥 例如院公安院校可以建

立开放性实践教室袁可以有案件分析尧犯罪现场尧法医

检验尧化学检验尧岗位模拟等实践活动袁让学会在日常

生活中进行相应的学习袁 既能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袁也

能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遥 同时也要对这些地方进行相

应的管理袁比如保证实践教师的纪律袁对案件的更新

等袁这样才能使实践教师更有教学作用遥

渊三冤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公安院校的文化建设袁主要以公安系统文化入

手袁同时也要结合学生的爱好与兴趣袁这样就会让校

园文化五彩缤纷袁也能让学科建设更加具有特色遥 在

进行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袁 需要以公安文化为基础袁

重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以及爱国精神袁这样才能让

学生在未来工作当中更有责任感[11]遥例如院在建设公安

院校的校园文化时袁可以将优秀的地方公安展示给学

生们观看袁不仅要看功勋袁同时也要看事迹袁从而深化

公安院校的文化底蕴袁也能让学生传承优秀公安的品

质遥 同时在进行应用型本科课堂教学建设过程中袁也

要以文化为基础袁 通过公安特殊案例的分析与探讨袁

加强学生的学习的兴趣袁提高学生对相关专业知识的

运用能力与理解能力袁从而促进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

建设的发展遥

渊四冤开展交流合作

加强高校间交流力度袁在课程体系尧培养方案尧人

员交流尧资源共享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遥邀请校外专家

讲学尧交流袁派员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袁同时积极推动

青年教师进修培训袁争取更多的进修人员项目遥积极开

展交流生项目袁帮助学生开阔视野袁领略不同的教育理

念和教学模式袁促进高校间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遥

渊五冤强化师资建设

出台更加切实有效的激励措施袁 加强教学名师尧

学科专业带头人以及学科尧 教学团队的培养培育曰争

取上级有关部门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袁加大高层次人

才引进力度袁强化师资团队建设袁选聘高水平兼职教

授袁以满足公安工作对高层次警务人才培养的需求遥

渊六冤构筑实践基地平台

深入开展实战化教学改革袁 进一步完善 野教学练

战冶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袁在师资尧政策上加强对创新

创业教育的保障袁丰富创新创业教育内涵袁提高创新创

业层次袁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袁努力创建产业学院遥

五尧结语

应用型本科建设袁 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举

措袁同时也是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遥在公安

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过程中袁 既要考虑当前社会的形

势袁也要对建设中的困难和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袁这样

才能找寻到应用型本科建设正确的道路遥 通过制定相

应的策略袁 让公安院校应用型本科建设更加具有特色

与创新能力袁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高端应用型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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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society needs more professional and practical talents, so as to mak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more basic and ensure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progress of the country. The construction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urses in police colleges is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senior applied talents in the police system, and based on the social demand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police system, it is better to cultivate practical talents with high quality and high ability. In police colleges

practical undergraduate course construction proces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undamental needs in the social public security system,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good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advanced, so that the efficiency and the qu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received a significant boost for the nation to train more applied talents to the public

secur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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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古代汉语曳是一门以中国古代书面语渊文言文冤为

主要教学内容的课程袁 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类学科学

生必修的基础核心课遥 在当下野金课冶即野一流课程冶建

设的背景之下袁 古代汉语课程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机

遇袁如何使这门传统学科野优起来冶野活起来冶钥这是高校

古代汉语课程授课者需要思考和实践的问题遥 本文就

当前古代汉语课程的建设状况袁 梳理本课程建设的主

要思路袁并对课程建设提出主要策略和努力方向遥

一尧古代汉语课程建设现状

叶古代汉语曳是一门传统的基础工具性课程遥 前辈

先贤们对这门课的课程建设尧教学改革尧教材编写等

方面做出长期不懈的努力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袁也取

得了丰厚的成果遥由于古代汉语知识体系中有不少内

容超出现代学生的认知领域和经验范围袁这给学生造

成了一定的学习困难袁同时也决定了古代汉语教学无

法实现立竿见影的教学效果遥 因此袁古代汉语教学仍

然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遥 笔者从事古代汉语课

程教学十余年袁现结合本人在教学过程中的切身体会

以及古代汉语教学界同仁们的相关看法袁归纳目前古

代汉语课程建设主要存在的三个问题遥

渊一冤课程定位不够清晰

叶古代汉语曳 教学的基本目标是掌握古代汉语的

词汇尧语法尧修辞等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袁进而分析解

决古文阅读中的语言现象遥 这一定位容易形成古代汉

语课程是以古代语言规律理论输出为主要教学内容

的基本认识袁从而忽略古代汉语的实用性功能和应用

性内涵遥 张丽霞曾明确指出野古代汉语课程具有丰富

的应用性教学内涵冶野古代汉语课程的应用性虽然不

是显而易见的袁但却是真实存在的遥 冶[1]

渊二冤教学方法陈旧袁评价方式单一

叶古代汉语曳的课堂教学多是以教师讲授为主袁学

生被动地接受野满堂灌冶袁师生之间互动有限遥 教学设

计缺乏创新性袁教学方法探索不足袁课程教学效果与

启发尧引领尧带动学生进行独立探究的目标还有较大

距离遥 因此野目前高校古代汉语教学中普遍存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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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兴趣不高的情况遥 教师煞费苦心袁讲得精疲力竭袁

学生却学而无味袁甚至昏昏欲睡遥 冶[2]同时袁课程评价方

式单一袁课程多采用野一考定终身冶的考核方式袁形式

刻板僵化袁既缺乏过程性评价袁也缺乏能力检测性评

价袁董淑华认为这种评价方式野过于强调甄别选拔功

能袁过于看重期末考试的终结性评价方式袁不利于对

学生的全面评价遥 冶[3]

渊三冤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叶古代汉语曳 的课程性质决定了这门课程的理论

性较强袁它更侧重于语言理论知识的传授袁而对古代

汉语的实践教学有所忽略遥 外加近年来高校古代汉语

教学课时被压缩减少袁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所

占比例也随之降低遥 肖永凤指出古代汉语课程野在教

学计划中虽然设置了几个学时的实践教学环节袁但不

能引起老师们的重视袁形同虚设袁很多古代汉语任课

教师忽略实践教学环节袁认为是浪费时间袁老师们希

望花更多时间把古代汉语理论知识讲得更深尧 更透

彻遥 冶[4]这显然与当下提倡的以本为本袁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理念相悖遥

二尧古代汉语课程建设的主要思路

渊一冤突出野德育为先冶的引领作用

子曰院野行有余力袁则以学文遥 冶我国儒家文化自古

倡导读书人要先有道德修养袁行有余力之后袁再掌握

知识技能遥 2021年 4月袁教育部明确中小学教育专业

师范生教师职业四大能力袁其中突出师德师风为第一

标准[5]遥师德师风是立德树人的根基袁是一名合格的人

民教师的灵魂遥 高师院校是提升中小学教师队伍教书

育人水平的源头袁叶古代汉语曳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师

范生的必修主干课程袁承担为中小学基础教育培养优

秀语文师资的重任袁其野金课冶建设必须凸显野德育优

先冶思想的引领作用遥 首先袁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袁通

过授课教师的教学态度尧人格魅力尧师生交流等方面

体现模范表率曰其次袁在日常教学中袁深入挖掘古代汉

语课程知识体系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元素袁将

野德育为先冶贯穿整个教学过程袁使学生不仅学会古文

基础知识袁 更要从古文知识中汲取优秀的人文素养遥

授课者以叶古代汉语曳课程为平台袁要始终高度重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袁 潜移默化影响学生袁

培养高尚人格袁实现师范生教书育人的长远发展遥

渊二冤明确定位建设目标

野课程建设目标是课程建设的愿景和蓝图袁规范着

课程建设的总方向袁决定着课程内容如何组织尧教学方

法如何选择袁考核评价如何确立等一系列问题遥 冶[6]叶古

代汉语曳的课程建设目标要实现基础性知识掌握与应

用性能力提升二者并举遥

叶古代汉语曳是一门基础性课程袁理应重视古代汉

语语音尧词汇尧语法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学习曰它也是一

门应用型课程袁也要重视古文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袁尤

其对于以培养未来优秀的中小学教师为目标的高等师

范院校而言袁 如何灵活运用古代汉语基本知识解决古

诗文教学中遇到的语言实际问题袁 是古代汉语课程应

用性内涵的重要体现遥 王洪勇认为古代汉语课程对于

师范院校来说袁应该在野了解古代汉语发生发展的基本

动因与规律冶 的基础上袁野进一步培养语言分析和语言

研究的能力袁为将来从事语言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冶[7]遥

叶古代汉语曳课程要培养学生古今沟通的科学语

言观遥 王力在叶古代汉语曳野绪论冶中指出院野古代的文学

语言掌握好了袁对于提高我们现代汉语的语言修养也

会有很大的帮助遥 冶[8]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源头袁学

习古代汉语有助于现代汉语的学习和运用遥 语言学习

不是一个静态过程袁如果古代汉语教学仅仅停留在传

授一系列的文言基础知识和古文理论袁则将古代汉语

和现代汉语彻底割裂袁缺失知识完整性遥 我们要深刻

理解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袁真正做

到古今通变袁古为今用袁不断培养学生古今沟通的科

学语言观遥

渊三冤对标野两性一度冶要求

相较于现代汉语袁古代汉语游离于我们的日常生

活袁其知识体系晦涩袁学习内容深奥袁学习效果无法立

竿见影袁因此容易使学生滋生畏难情绪袁造成学生学

习热情不足袁课堂积极性不高等现象袁在野金课冶建设

背景下袁叶古代汉语曳课程要对照教育部野两性一度冶的

课程建设标准袁实现课程具有野高阶性尧创新性和挑战

度冶的目标遥

1.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叶古代汉语曳课程是阅读古籍文献袁继承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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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必备条件袁 它对语言能力的要求是全方位的袁

所教授的内容是要体现知识尧能力尧素质三者相结合

的知识体系袁既要掌握古代语言基本要素特点袁也要

具备扎实的古文文本分析能力和严谨准确的言语表

达能力遥 因此必须不断提升语言认知尧理解和分析能

力袁 并以此训练古籍阅读翻译能力或古诗文解读水

平遥 只有重视高阶思维的培养袁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袁面

对新文科建设前景袁培养出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应用

能力袁较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袁以及较高的古籍文献

阅读水平的优秀师范生遥

2.不断创新教学模式

在全球信息化时代袁古代汉语也必须紧跟时代步

伐袁用野互联网+冶思维为传统教学形式注入新鲜血液遥

在野屏幕+黑板冶的教学环境中袁完善教学内容袁开展

野线上+线下冶野课内+课外冶 等多种形式的师生互动式

教学遥

3.增强学习智能的挑战

课程要有一定难度袁教学目标需要学生和老师一

起袁跳一跳才能够得着遥 古代汉语课程体系中的基础

知识点庞杂繁复袁如果无法在教学内容的深度尧广度

方面为学生提供一定的挑战袁古代汉语学习容易陷入

枯燥尧琐碎的境地袁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动力袁倾向使用

简单机械的记忆学习方法袁最终很难实现野金课冶建设

所追求的培养学生高阶思维的目标遥 因此袁教师和学

生应该共同努力袁对课程内容进行深入思考袁深层探

索袁提升课程野挑战度冶遥

渊四冤提升教师的学科专业水平

张红伟提出野课程要蕴含卓越的耶学科学术爷遥 冶他

指出院野一流课程的根本特征要求课程具有学术性遥 只

有课程包含发现的学术尧综合的学术尧应用的学术尧教

学的学术袁才能够引导学生发现新知识尧综合多个学

科领域尧关注与课程有关的现实世界袁并进行深入思

考遥 冶 [9]课程要有学术性袁首先要求课程教师应具有扎

实的学科专业水平袁这也是古代汉语课程野金课冶建设

的基本前提遥 古代汉语教师应该要掌握广博而精深的

古汉语专业知识袁并且能将专业知识与学术研究有机

融合袁互相促进遥 比如围绕古代汉语教学知识点开展

学术研究活动袁并将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

学内容袁 同时也将语言学界的学术新成果引入课程袁

依据学生的认知水准和探知诉求完善古代汉语课程

建设内容袁引导学生明白野学什么冶和野如何学冶袁合理

提升古代汉语课程的知识难度和理论深度袁 使学生

野需要跳一跳才能够得着冶遥

三尧古代汉语课程建设的策略方法

渊一冤调整完善教学内容

1.有机融入思政元素

教师充分利用古代汉语课程的思政优势袁深入挖

掘课程内容中的德育元素袁合理有机地融入课堂教学

的各个环节袁通过日常教学的潜移默化地影响袁深耕

细作地渗透袁培养出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小

学优秀语文师资遥 叶古代汉语曳课程作为中文师范的主

干基础课程袁承载着实现人文教育袁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基本任务袁课程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

素袁因此教师在传授古代语言文字基础知识或者解读

先秦两汉经典文言作品时袁从文本中可以提炼出许多

优秀的中华文化基因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遥 无论是

古代汉语通论部分的文字尧词汇尧语法尧音韵尧古注等

基础知识袁 还是古代汉语文选中的 叶左传曳叶战国策曳

叶论语曳叶礼记曳叶孟子曳等先秦两汉典范文言作品袁通过

这些课程内容的解读分析袁向学生展现古代语言文字

所蕴藏着的深厚历史文化尧 民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

向袁润物无声地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袁树立文化自信袁

培养核心文化价值观遥

2.分层细化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预期学生通过教学活动获得的教学

结果遥 目前世界上影响面较广的教学目标分类理论是

野布鲁姆目标认知分类冶法袁它将教学目标层层递进袁

分成 野记忆尧理解尧应用尧分析尧评价尧创新冶六个层级袁

这种细化分类可以使原本琐碎的目标变得有序袁也可

以防止教学目标分析有失偏颇遥 在传统的教学目标表

述中袁往往采用野一统式冶的概述袁不分层级地总述学

习目标袁这种方式容易混淆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遥 因

此我们细化分层袁 将教学目标的六个层级分布在课

前尧课中尧课后不同阶段袁有助于设计出以学生为中

心尧以能力培养为重点的教学方案遥 以古代汉语通论

知识野古书的用字要要要古今字冶一节为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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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野古书的用字要要要古今字冶的学习目标

Tab. 1 Learning objectives of 野Application of Ancient Book冶

尧

3.适度结合学术前沿袁提高课程难度

在古代汉语教学中袁教师适度尧合理地增加教学

难度袁是契合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等综合能力的养成要

求遥 叶古代汉语曳课程中最能体现知识深度的是通论内

容袁教师紧密结合学界前沿的学术信息袁扩展通论知

识的理论深度袁 阐析古代语言现象以及深入分析尧解

决语言问题袁这是古代汉语课程向有深度尧有广度尧有

挑战的野金课冶方向发展的有效途径遥 例如袁选择野六

书冶理论尧音韵基础知识尧诗词格律等较为抽象的古代

汉语理论知识作为门槛袁通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进行有效设问袁层层剥离疑难问题袁步步深入核心要

点袁师生配合共同完成有深度的问题挑战遥 只有当教

学内容具有一定深度袁才能使学生跳出原有的思维舒

适区袁开启深入思考尧深层学习模式袁不断翻新原有的

认知模式袁逐步提升学思结合能力袁充分体会攀越学

科理论高度的成就感遥

渊二冤搭建野互联网+冶教学模式

在前所未有的新时代背景下袁高等教育肩负着更

高的使命要求袁目前国内几乎所有高校在开展人文素

质教育的同时袁也开启了信息技术大革命遥 古代汉语

这门传统课程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袁也需要与

时俱进袁加大改革力度袁变传统教学模式为野互联网+

教育冶的新型教学形式遥 在古代汉语课程建设过程中袁

结合课程教学内容袁 充分利用和开发网络教学资源遥

除了通过图片尧动画尧视频等手段将古代语言或文化

形象展示袁增强内容直观性袁还应该依托现代教育技

术袁将课堂教学与野中国大学慕课冶野超星学习通冶野哔

哩哔哩网站冶等优秀网上课程资源融合袁一改以往传

统课堂学习或单一在线学习的不足袁给予学生探究新

知识的充足条件遥 以古代汉语文选内容的叶论语曳教学

为例袁教师可以在课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叶论语曳背景

知识袁比如布置学生观看野中国大学慕课冶平台上的

叶论语曳导读或叶论语曳启蒙类的课程袁也可以依托慕课

平台尧雨课堂尧钉钉等袁运用微信公众号或野二维码冶形

式为学生提供叶论语曳拓展内容的教学资料包尧多媒体

动画尧教学微课等袁这种方式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学习

资源袁还使课前准备更加充分遥 线下课堂教学则可大

大缩减关于叶论语曳常识性知识的介绍时间袁侧重研讨

叶论语曳 经典篇目的语言特点和规律等袁 通过这种线

上尧线下学习任务的合理统筹分配袁增强学生学习的

自觉性袁主动性和积极性袁提高教学效率遥

渊三冤优化升级评价方式

课程考评方式对学生学习发挥着重要的方向指

引作用遥 在传统的叶古代汉语曳课程考核中袁存在两方

面问题院其一袁多是以知识点考核为主袁侧重检查古代

汉语基础知识的记忆和巩固袁忽略对古代汉语理论知

识的探究和基础知识的运用袁造成野学而不思则罔冶的

结果袁难以形成高阶思维曰其二袁考试形式多采用期末

闭卷的考核方式袁尽管闭卷考试评分客观袁成绩容易

准确量化袁但是这种一次性总结的评价方式容易使学

生平时不注重思考学习袁 而在临近考前突击复习袁这

样的考评方式对日常教学过程无法及时反馈袁不利于

教学的持续改进遥2018年教育部明确提出院野要切实加

强学习过程考核袁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

的比重遥冶[10]因此袁在古代汉语课程建设中袁我们不断优

化完善课程评价方式袁变野一考定终身冶的考核方式为

多元化评价体系袁 将成绩权重设置为平时考核 60%袁

期末成绩 40%遥 对于平时考核袁不再以古文知识点记

忆为主袁考核形式朝多样化方向发展袁可分为课堂考

核和课后考核两类袁课堂考核有课堂互动尧现场片段

教学尧微课模拟教学尧随堂小测等形式袁课后考核更侧

重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袁依托学习通尧慕课堂等网络

教学平台袁开展线上互动尧小组讨论尧古文字书写作品

分层细化
后的学习
目标

课前

课中

课后

记忆院通过观看指定的慕课视频袁形成关于
古今字的初步印象遥

理解院通过一系列典型的古今字例证袁加深
对古今字定义的理解袁 并归纳古今字形成
的原因
应用院 运用古今字理论重新分析中学语文
教材文言文释义中的野通假字冶现象遥
分析院 从不同字形结构的古今字字形中分
析古今字产生的方式曰 比对通假字特点归
纳古今字特征遥

评价院结合古今字理论知识袁反思中学语文
教材文言文注释中的野通假字冶现象袁并作
出评价遥
创新院参考相关资料袁思考文言野三字冶在中
学语文教材中更合理的注释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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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尧经典阅读测试等活动遥 教师通过各平台的实证

分析数据袁及时获得学生学习反馈信息袁有效提高教

学监督质量遥 对于期末考核袁我们逐渐增加开放性试

题所占比重袁强化学生的古代汉语理论应用水平遥

表 2 古代汉语课程考核评价方式

Tab. 2 Evaluation approach of the course of 野Ancient Chinese冶

渊四冤加强提升实践能力

高等师范院校要培养出毕业之后能够在中小学

校从事语文教学研究工作的应用型人才袁而应用型人

才最突出的表现是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遥 因此袁野在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新要求下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的有机融合尧合理匹配成为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的大势

所趋遥 冶[1]在古代汉语课程建设中袁实践教学的概念要

引入教学设计中袁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袁化

枯燥为趣味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袁潜移默化地提升

学生的实践能力遥

1.课堂实践

古诗文教学能力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类师范生

需具备的最重要的实践教学能力遥为了实现高师院校

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小学古诗文教学的有效衔接袁我们

在古代汉语课程设计中应该重视与中小学古诗文教

学衔接的实践环节遥 例如袁开展文言文现场磨课或者

微课教学演示袁首先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古代汉语教材

与中学语文教材中选篇相同的文选篇目袁再将学生分

成若干组袁每小组负责一篇文选作品袁由小组学生自

行分工布置任务袁最后以课堂现场片段教学或者微课

视频形式展示成果袁由老师和学生共同点评和投票计

分遥 这种课堂实践方式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古文

教学实战水平袁 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团体合作能力尧资

料整理水平尧语言表述能力等袁使学生在教学实践中

学以致用袁知行合一袁逐渐提高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

综合能力遥

除此之外袁还可以在课堂上开展古文翻译尧文选

改编创作尧文言词汇野你讲我猜冶野古文字形变变变冶等

实践活动袁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兴趣袁为传

统课堂注入活力遥 通过这些活动有效地将现代汉语知

识和古代汉语知识联系起来袁培养学生古今沟通的科

学语言观遥

2.课外实践

古代汉语的实践教学活动不仅局限于课堂之内袁

还可以走出教室开展丰富多样的课外实践遥 比如充分

利用泉州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地缘优势袁让学生寻

访开元寺尧九日山祈风石刻尧安平桥等名胜古迹袁参观

海上交通史博物馆尧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尧梨园剧苑尧南

音艺术馆等文化场所袁安排学生收集整理各自感兴趣

的古文字尧对联尧碑文尧地方民谣尧戏曲曲词等素材袁并

运用所学的古代汉语基础知识进行赏析和解读袁制作

成美文或 PPT报告形式袁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生

生互评袁实现成果分享遥 通过这种野以生为本冶的体验

式学习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性学习能力袁同时在优秀

传统文化的浸染之下袁加深学生的文化底蕴袁树立文

化自信遥

四尧结语

在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袁高等师范院校古代汉语

课程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遥 在野德育为先冶的价值

引领下袁深入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袁润物无声

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曰 要精准定位课程建设目标袁

全面理解古代汉语的工具性特点袁在丰富的课内外实

践教学活动中凸显古代汉语的实用性内涵曰 要对标

野两性一度冶标准袁以学生为中心袁分层细化教学目标袁

搭建野互联网+冶教学模式袁优化升级评价方式袁适度结

合学术前沿袁提高课程难度遥

平时
考核

阅读古文经典作
品并完成相应思
考题

学习态度 尧
学习量及阅
读效果

按测试要求
计分

20%

参与话题讨论尧
课堂互动尧 线上
互动等

学习态度
按要求参与
不同主题袁即
得分

20%

古文字书写作品
展示尧 现场片段
教学尧 微课模拟
教学等

学习态度 尧
综合素质能
力

按照学生和
教师的综合
评价计分

10%

随堂小测
课堂学习效
果

按测试要求
计分

10%

期末
考核

闭卷考试
古书阅读翻
译能力

由老师评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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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and Practi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 of

Ancient Chinese Courses in Normal Universities

HUANG Wei

渊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袁Fujian 362000冤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rst-clas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 traditional ancient Chinese curriculum needs to be revisit鄄

ed,based on the new era, making ancient Chinese courses into "golden courses". Making clear the goal of course construction, comparing

it with the "two properties and one degree" requirement,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teachers are the basic ideas of

ancient Chinese curriculum in a normal university. Reconstructing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building the "Internet +" teaching

mode, optimizing the upgrade evaluation mode, strengthening and enhancing practical capabilities are the main strategies and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urriculum.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course; golden class construction; Two Properties and One Degree; value guidance; practice a鄄

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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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 7日至 8日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袁指出高校立

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袁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袁

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尧种好责任田袁使各类课程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袁形成协同效应[1]遥 近年来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袁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念

亦随之变化袁而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呈现多样化袁甚至

出现偏颇的情况袁从野思政课程冶到野课程思政冶的转

变袁以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教育袁显得尤为重要遥 同时袁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袁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袁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遥 坚定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自信袁亦是重要之工作遥 因此袁思政教育的任务尤为

艰巨遥 吸纳专业教师袁壮大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袁依托专

业教学袁融合思想政治教育袁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重要途径遥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也是文

化自信的重要载体遥 茶文化教育更是肩负着培养学生

坚定的文化自信理念袁 树立其高尚情操的重要使命遥

同时袁课程思政建设以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为重点内

容袁从政治认同尧家国情怀尧文化素养尧法治意识尧道德

修养等方面袁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尧法治教

育尧劳动教育尧道德教育尧心理健康教育尧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尧

价值观遥 故而袁茶文化的教育因其茶文化尧茶礼尧茶德

的教学袁 与课程思政的教育目标具有高度的契合度遥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尧道德教育尧中华传统

文化教育等领域袁二者具有共通性遥 野中国茶文学冶课

作为茶文化教育方向的重要课程袁 亟需进行教学改

革袁以更好地达到思政教育的效果遥 以下从明确教学

目标与意义尧挖掘教材思政教育内容尧改革教学方法

与手段等方面出发袁探索课程思政视野下野中国茶文

学冶教学改革的路径遥

一尧明确教学目标与意义

野中国茶文学冶 是武夷学院茶学专业本科学生的

专业基础课程之一袁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各

基于野课程思政冶视野的野中国茶文学冶

教学改革研究

叶国盛袁 陈 思袁 董 萱袁 侯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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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袁将野立德树人冶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教育理念遥 野中国茶文学冶课在课程内容上丰富的文化内涵与鲜明的思政元素袁为

该课程教学的思政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遥 从明确教学目标与意义尧挖掘教材思政教育内容尧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

面出发袁探索课程思政视野下野中国茶文学冶教学改革的路径袁以期实现课程教学培养道德情操尧坚定文化自信等思政教

育功能遥

关键词院课程思政曰中国茶文学曰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院G641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2原园100原园4

收稿日期院2020-12-30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渊S202010397037冤曰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渊FJ2021C041冤曰福建

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武夷学院朱子学研

究中心开放课题资助项目渊2021XJZZX06冤遥

作者简介院叶国盛渊1987-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遥 主要从事古典

文献尧茶文化与茶史研究遥

第 41卷 第 2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41 晕燥援2

圆园22年 2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Feb. 圆园22



时期茶文学发展情况和代表作家的茶文学作品袁培养

学生的阅读与理解能力尧鉴赏与创作能力袁提升人文

艺术素养袁 陶冶美学情操遥 具体概括为三个方面院第

一袁通过系统地学习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来的茶文

学作品袁掌握与领会不同朝代与作家的茶文学艺术特

色和一定时期尧 地域的茶事生活和茶人的内心情感遥

第二袁通过多层次尧多角度地认知茶文学现象袁培养学

生的作品赏析能力袁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水平遥 第三袁

基于野文学即人学冶的理念袁学习中国古代茶文学是认

识尧学习茶文化的重要途径袁也是不断认识和感悟人

生的过程遥 野中国茶文学冶授课教师应从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出发袁 进一步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意义袁

强化野中国茶文学冶关于思政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理

念遥

二尧挖掘教材思政教育内容

深度改革野中国茶文学冶课程教学袁需从教学观

念尧教学内容即教材尧教学方式等入手遥 其中教材中的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袁则需建立在精读尧研究教材的基

础上遥 注重提炼中国茶文学中所蕴含的与课程思政理

念相一致的观念与精神袁并通过茶文学深刻内涵及其

和茶文化之互动内容的教学袁从知识背景讲解尧作品

赏析尧创作等角度袁帮助学生提高茶文学作品的理解尧

赏析与创作等能力袁提升人文素养袁陶冶人文情怀袁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袁真正达到知识传授尧能力培养和价

值引领的教学目标遥

教材叶中国古代茶文学作品选读曳以朝代为序袁选

择中国古代茶文学经典作品袁包括茶诗词歌赋尧散曲尧

小说尧绘画等体裁袁蕴含丰富的思政教育内容遥 比如唐

代卢仝叶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曳袁是重要而经典的茶文

学作品袁诗中野一碗喉吻润袁二碗破孤闷袁三碗搜枯肠袁

唯有文字五千卷遥 四碗发轻汗袁平生不平事袁尽向毛孔

散遥 五碗肌骨清袁六碗通仙灵袁七碗吃不得也袁唯觉两

腋习习清风生冶诸句[2]袁描述品饮感受袁层层递进袁富有

情趣与哲思袁精彩绝伦袁为世人津津乐道袁后世茶文学

作品常化用野七碗冶之典故遥 然而此诗并未只是停留在

对于品饮的唯美修辞袁更是在诗末笔锋一转袁为严苛

贡茶制度下的底层茶农发声院野山上群仙司下土袁地位

清高隔风雨遥 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袁堕在巅崖受辛苦遥

便为谏议问苍生袁到头还得苏息否遥 冶[2]这展现了文学

家的责任与使命袁显示了文学书写的功能遥 因此袁这首

诗文学不仅文学艺术高超袁 也反映出温厚的人文关

怀遥 此外袁还有高启叶采茶词曳尧韩邦奇叶富阳民谣曳袁皆

是反映人民疾苦的咏茶诗作遥

又如宋代苏轼叶叶嘉传曳尧元代杨维桢叶清苦先生

传曳袁皆以茶拟人袁书写传记袁文中处处体现茶与人合

二为一的形象袁即一位有道德的茶人遥 这也成为思政

教育的重要教学内容遥 叶叶嘉传曳的叶嘉袁化用陆羽叶茶

经曳野茶者袁南方之嘉木也冶句袁取名为叶嘉袁实则写茶袁

言他野风味恬淡袁清白可爱袁颇负其名冶[3]袁因其苦辞相

谏袁皇帝野久味其言冶野不觉洒然而醒冶袁宛然是一位品

德高尚的君子遥 叶清苦先生传曳中袁则言野先生之为人芬

馥而爽朗袁磊落而疏豁袁不媚于世袁不阿于俗冶[3]袁以清

风苦节为己志遥 以上皆可作为学生修身养性的榜样遥

茶文学是茶文化的载体袁野中国茶文学冶 的学习袁

更是有助于了解中国深厚而灿烂的茶文化袁 可作为

野茶文化学冶野茶艺冶野茶经导读冶野茶文化旅游与会展冶

野中国古代茶书导读冶等茶文化方向课程的有力补充袁

能更好地坚定学生的文化自信之信念遥

三尧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袁 课堂教学是主渠道袁亦

是最有效的方式遥 野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过程中袁

都离不开专业课程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有机

融合袁以及专业课程教师尧教材尧教案尧内容尧方法尧话

语尧载体尧资源等要素的联动遥 冶[4]因此教学方法与手段

的改革即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遥

渊一冤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融合袁潜移默化袁润物

无声

教学内容的传授是一堂课的中心任务袁使之与课

程思政有机融合袁是此项教学改革中重要的举措遥 归

纳尧凝练教学内容各方面的思政教育指向袁设立每章

节的思政教育内容提示袁 在教学中进行课程思政袁做

到潜移默化袁润物无声袁使学生不仅拘囿于纯粹地掌

握和运用知识袁更需做到道德情怀尧文化自信与专业

知识相结合遥 为此袁野中国茶文学冶课关于课程思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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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袁则需在教学大纲做出调整袁明确指出相关课程

教学内容渊显性专业知识冤所指向的课程思政内容渊隐

性思政教育冤渊见表 1冤遥在教学过程中袁以滴灌式尧传导

式的方法实现显性专业知识教学和隐性思想政治教

育熏陶的有机融合遥

表 1 课程教学与思政内容对应表

Tab.1 Corresponding Table of Teaching Content &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Courses

表中袁为各章节教学内容总结了课程思政的角度袁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袁通过提示尧总结尧强调等方式袁明确

这些教学内容的深刻内涵袁以期达到思政教育的效果遥

以唐代茶文学野茶会尧茶宴诗冶为例袁讲解钱起叶与赵莒

茶宴曳一诗袁诗云院野竹下忘言对紫茶袁全胜羽客醉流霞遥

尘心洗尽兴难尽袁一树蝉声片影斜遥 冶[3]深入讲解野竹下

忘言冶中的典故袁点出野以茶会友冶的主旨袁深化珍惜友

谊尧以和为贵的内涵遥同时袁以举办茶会为形式袁分组实

践袁通过一同品茶交流加深同学之情袁提升这一课程思

政教育的效果遥 又如袁清人释超全叶武夷茶歌曳袁诗中梳

理武夷茶之故实袁 也重点描述了当时武夷茶细致的工

艺院野鼎中笼上炉火温袁心闲手敏工夫细遥 冶[3]才有了武夷

茶之野如梅斯馥兰斯馨冶遥 在此袁于教学过程中袁向学生

指出了工匠精神之于制茶的重要性遥

渊二冤本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互动袁丰富思政教育

内涵

在对本课程进行思政教育改革时袁与其他课程联

动袁也是一条有效的途径遥 中国古代茶文学作品书写

内容丰富袁涉及名茶尧茶具尧制茶尧烹茶尧泡茶尧饮茶等

等遥 而这些内容与知识在其他专业课上袁学生能够得

到更为深入而专业的学习遥 以茶文学作品创作为载

体袁与其他专业课程互动袁做到野左手写诗袁右手制茶冶

的局面袁可极大提高思政教学效果袁也能强化课程思

政的趣味性遥 例如袁野制茶学冶课设有为期三周的制茶

实习袁野中国茶文学冶 课则以此学习内容布置作业袁作

业为以诗歌尧词尧散曲等体裁的形式记录制茶实习生

活遥 如此袁实践总结则有了既有制茶实习报告袁又有制

茶实习诗歌曰既有了文字匠人的一面袁也有了制茶匠

人的一面遥 茶文化内涵教育与匠心精神培育袁在这一

联动环节得到了发挥与体现遥

除了野制茶学冶课之外袁如茶树栽培与育种尧茶艺尧

茶叶审评等课程皆有联动的空间袁野右手制茶冶可延伸

为野右手种茶冶野右手泡茶冶野右手评茶冶等等袁这也体现

了茶这一野物冶的文化与自然之双重属性袁以及茶学专

业实践出真知的理念袁并将野课程思政冶的理念辐射其

他专业课袁丰富思政教育内涵遥

渊三冤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联动袁提升思政教育质量

在第一课堂教学之外袁第二课堂也为思政教育的

建设和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遥 综合素质的形成与

发展袁更离不开第二课堂这一平台遥 在第二课堂中袁开

展与课程有关的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尧社会实践活

动尧校企合作孵化项目以及专业讲座尧沙龙等遥 有着丰

富而多维形式的第二课堂袁结合沉浸式学习尧动手实

践袁不仅可以引领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求得真知尧提升

能力袁激发学生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袁也可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遥

以野中国茶文学冶课为中心而延伸出的福建省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野茶树种质资源叶片图像收集与插

画创作冶袁即是第二课堂的有效呈现遥 野中国茶文学冶课

以古代茶画为主要教学内容袁此大创项目则延伸茶画

教学的范畴袁它不仅仅停留在纸面的欣赏袁而是赋予

了野创作冶的视角与深入田野的路径袁以老一辈茶学家

为榜样袁注重调查与实践遥 从图像与创作角度微观认

知茶树品种袁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尧动手能力

与创新能力遥

此外袁 各个班级诗集的汇编也是重要的改革措

施遥 学生日常创作的诗作袁在期末结课时常汇编成集袁

目前已有叶诗看卷素裁曳叶榫卯集曳叶接笋并莲集曳叶青萍

1
两汉魏晋南北朝茶文学院茶与
茶文化的起源地

培养爱国情怀袁坚定文
化自信

2 唐代茶文学院茶会尧茶宴诗 以茶会友袁注重友谊

3
宋代茶文学院苏轼野有味冶茶诗
词

以茶修身袁注重个人道
德修养

4
明清代茶文学院采茶尧制茶相

关诗词

注重实践与创新袁培养

匠心精神

5
专题学习院以叶荈赋曳野酌之以
匏袁取式公刘冶为中心

茶与俭德袁廉洁教育

6
专题学习院朱子茶文学中关于
以茶喻理的内容

先苦后甜的读书之道

7
创作课院诸多作品体现茶可清
心尧洗心尧醒心之功能袁请创作
一首相关诗词作品

培养内省的习惯与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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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Innovation of Chinese Tea Literature Course
Under the View of野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冶

YE Guosheng, CHEN Si, DONG Xuan, HOU Dawei
渊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Nanping,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院野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冶education refers to a kind of education idea that all sorts of courses are organically com鄄

bined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forming a synergistic effect,and taking 野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s冶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The abundant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distinct ideological elements which Chinese Tea Literature course

possesses lay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is course. Making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significance clear袁tapping the

content of moral education from this course and reforming teaching methods can achieve the teaching innovation of the Chinese Tea Liter鄄

ature course under the view of野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冶,and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爷 moral sentiments and

strenghening those conviction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Key words院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hinese tea literature; teaching innovation

集曳叶森然可爱集曳叶竹下忘言集曳叶多芬集曳叶松风深处

集曳叶清苦集曳叶寻芳集曳叶餐霞集曳叶味外味集曳叶水厄无

恙集曳等遥 诗集汇编的目的不仅只是课程的小结或是

教学材料的收集袁更是一个班集体的野记忆冶袁以此提

升班级的凝聚力遥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袁是野纸上得来终觉

浅袁绝知此事要躬行冶的诠释遥 动静结合袁刚柔相济袁二

者的结合袁不仅使学生积极学习知识与文化袁更将之

付诸于实践与行动中袁使得思政教育落地袁可有效提

升大学生的思想觉悟与意识遥

渊四冤创新考核内容袁做到思政教育全过程

考核是检验一门课教学效果的主要方式遥 野中国

茶文学冶的考核袁基本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主袁考试题目

遵照考核大纲加以设计遥 基于思政教育的理念袁考试

题目的设计不能只是单纯知识或问题的考核袁部分考

核试题需要从思政教育内容出发设计袁让学生在考试

作答中见思想尧见成长袁以此做到思政教育全过程遥 因

此考核内容可设计一些开放式尧讨论式的问题袁并密

切关注社会时事袁观照学生内心遥 如材料分析题院古人

以茶会友袁如钱起叶与赵莒茶宴曳尧皎然叶晦夜李侍御萼

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曳等袁又有孙皓野以茶代

酒冶尧陆纳野素业冶的典故袁而国家层面数次在外交场合

亦以茶待客袁就此请你谈谈野茶冶这一外交形象遥 如简

答题院武夷学院将推进茶文化走进校园建设袁请你提

出茶文学元素如何应用于校园文化建设的建议遥 又如

创作题院叶叶嘉传曳叶清苦先生传曳等作品都鲜明刻画了

茶人的形象袁作为茶学学子袁请创作一首七律诗袁来表

达自己的茶人志向遥 价值观引导式的考题更能引起学

生的共鸣袁 提升学生的道德自律以及文化自觉与自

信遥

四尧小结

课程思政是育德树人袁培养具备人文关怀尧爱国

情怀的高素质人才的新模式袁阐明了育人和育才之间

的辩证关系遥 武夷学院积极推进课程思政改革袁开展

野课程思政示范课堂冶的建设袁注重价值引领尧知识传

授尧能力培养的内在统一遥 野中国茶文学冶在课程内容

上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鲜明的思政元素袁应积极开展

课程思政教学的改革遥 课程教师与学生应教学相长袁

积极推进课程思政的改革遥 大学教育不仅是 野授业冶

野解惑冶袁更需注重野传道冶袁此野道冶在当今社会又有了

更为丰富的内涵袁 即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也

是思政教育的真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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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教育向下扎根的时代袁教师结合信息技术

融入教学素养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课题遥信息融

入教学对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皆有正向帮助袁国际教

育界日益重视信息融入教学遥 但是野信息技术融入教

学素养冶与野信息素养冶两词常被混用袁导致许多教师

偏向于技术导向的信息基础运用袁较少进阶融入在教

学历程或班级经营中[1-2]遥 因此袁厘清信息技术融入教

学素养的定义是研究的前提条件遥

信息素养渊Information Technology冤是指教师应用

现代科技信息的能力袁例如解决软硬件能力尧多媒体

编辑尧应用数位等袁它是静态的尧单一的尧简单的[3]遥 而

信息融入教学素养渊technology integration冤重在融合袁

不仅包含了信息素养袁而且更强调如何将信息无缝集

成到课程中袁它是动态的尧多维度的尧复杂的遥 徐式宽

认为教师运用信息融入教学并非单纯的信息工具的

使用能力而已袁还应兼顾教师如何利用信息科技来设

计教学策略尧教学活动与教学评量袁以及网络伦理与

学生网络健康安全教育等[2]遥可见袁信息融入教学素养

是教师将信息技术与教学活动有机融合的知识尧技

能尧态度尧价值观的总和袁教师透过信息科技与教学活

动的结合袁协助学生学会用信息建构知识袁发挥教与

学的最大成效遥

纵观已有关于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的研究袁有的并

未厘清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的真正涵义袁而且大部

分研究以单一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袁较少对不同地区

教师群体进行区分袁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教师信息技

术融入教学的差异情况遥 教师将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的

影响因素诸多袁如校长与教师的信念尧学校规模[4]袁两

岸地区的教育政策尧教学环境尧文化等面向的差异必

然会导致信息技术融入教学之状况的异同遥 因此袁参

考徐式宽的素养定义袁对海峡两岸中小学教师信息技

术融入教学素养的现状与差异进行调查袁以期作为提

升两岸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之参考遥

一尧研究方法

渊一冤研究样本

采用方便取样方法袁选择福建省尧广东省尧湖北

收稿日期院202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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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科学野十三五冶规划课题渊FJJKCGZ19-

27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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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素养量表对海峡两岸 205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调查袁研究结果发现院海峡两岸中小学教师信息融入教学素养良好曰除了

学历尧年龄尧教龄外袁素养在行政职务尧班级规模尧任教科目尧上网时数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袁具体表现为兼任行政或班

主任尧理工科尧上网时长较久尧教授大规模班级的教师素养较高遥 两岸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存在差异袁大陆

教师比台湾教师更擅长教材制作及硬件问题的解决袁男教师在信息伦理尧安全与健康方面的素养高于女教师遥 结论建议

教育部门加大培训力度袁针对普通类尧文科类尧较少上网尧教授小规模班级的教师进行针对性信息技能培训袁以提高其信

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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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尧河南省尧安徽省等 120名中小学教师和台湾省 110

中名小学教师渊含高雄市尧台南市尧花莲县尧桃源市冤为

研究对象袁共发放问卷 230份袁回收有效问卷 205份袁

回收有效率为 89.13%遥 其中袁男教师 65 人袁女教师

140人曰21-35岁 93人袁36-50岁 90人袁51-65岁以上

22人曰专科 14人袁本科 99人袁硕士及以上 92人曰文科

148人袁理工科 57人曰教龄 5年以下 57人袁6-15年 62

人袁16-25年 63人袁25年以上 23人曰 每天上网时间 2

小时以下 49人袁3-5小时 93人袁5小时以上 63人曰所

在学校规模 25 个班级以下 87 人袁26-48 个班级 61

人袁49个班级以上 57人曰教师兼班主任 73人袁教师兼

行政 76人袁专任教师 56人遥

渊二冤研究工具

使用徐式宽教授主编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融入

教学素养评量表对海峡两岸教师进行评定袁 该问卷以

美国国际教育科技学会所拟定的教师运用信息的能力

指标为架构[2]袁共 40题袁包含教学准备及资料搜集尧教

材制作及硬件问题解决尧管理沟通与分享尧规划教学与

评量尧专业成长与自我学习尧及信息伦理安全与健康六

个因子袁采用 4点量表袁得分越高表明素养越高遥 问卷

整体 Cronbach爷s Alpha系数 0.84袁六个因子 Cronbach爷

s Alpha系数介于 0.70-0.96袁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5]遥

该问卷在本次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98遥

大陆与台湾由于历史尧政治尧区域文化因素的影

响袁两岸用语存在一定的言语外部差异[6]遥因此用于大

陆小学教师的信息融入教学素养评量表袁在保持语意

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个别词汇的修改袁例如腋计算机死

当机夜改为腋计算机死机夜袁腋line夜或腋FB夜改为腋微信夜或

腋QQ夜袁腋网路夜改为腋网络夜袁腋资讯夜改为腋信息夜遥

渊三冤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采用 SPSS25.0软件作为数据处理工具袁结

合独立样本 t检验法袁分析了不同性别尧不同年龄尧不

同学历尧不同所教学科尧不同教龄尧不同每天上网时

间尧不同行政职务尧不同学校规模中小学教师信息技

术融入教学的素养差异袁并根据二因子多变量变异数

分析两岸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的差异遥

二尧研究结果与讨论

渊一冤个人与学校基本资料分析

以海峡两岸 205名中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袁其中大

陆中小学教师 102名袁台湾中小学教师 103名袁按性别尧

年龄尧学历尧所教科目尧教龄尧学校规模等类别分析如下院

表 1 海峡两岸中小学教师基本情况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渊二冤两岸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

透过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及六个

向度袁 分析两岸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基本情

况遥 结果如表 2所示袁从平均分上看袁大陆中小学教师

在教材制作及硬件问题解决尧管理沟通与分享尧专业

成长与自我学习面向上高于台湾中小学教师袁而教材

准备及资料搜集尧规划教学与评量尧信息伦理尧安全与

健康面向上袁则是台湾中小学教师更高些遥

表 2 海峡两岸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融入教学素养基本情况

Tab.2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nto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eaching literacy

教材准备及资料搜集 6.89 1.160 7.04 1.357 6.97 1.262

教材制作及硬件问题解决 15.59 2.619 14.61 3.660 15.10 3.215

管理沟通与分享 9.40 2.031 8.97 2.522 9.19 2.296

规划教学与评量 48.3212.740 48.48 14.168 48.40 13.444

专业成长与自我学习 9.11 2.024 8.93 2.161 9.02 2.091

信息伦理尧安全与健康 26.85 6.774 27.81 7.240 27.33 7.011

整体素养 116.1723.959115.83 27.911 116.00 25.957

性别
男 25 24.5 40 38.8
女 77 75.5 63 61.2

年龄
21-35岁 67 65.7 26 25.2
36-50岁 35 34.3 55 53.4
51-65岁 0 0 22 21.4

学历
专科 11 10.8 3 3.0
本科 86 84.3 13 12.6
硕士 5 4.9 87 84.5

所教
科目

文科 71 69.6 77 74.8
理工科 31 30.4 26 25.2

教龄

5年以下 51 50.0 6 5.8
6-15年 19 18.6 43 41.7
16-25年 26 25.5 37 35.9
25年以上 6 5.9 17 16.5

每天
上网
时间

2小时以下 31 30.4 18 17.5
3-5小时 52 51.0 41 39.8

5个小时以上 19 18.6 44 42.7

学校
规模

25个班级以下 47 46.1 40 38.8
26-48个班级 37 36.3 24 23.3
49个班级以上 18 17.6 39 37.9

行政
职务

教师兼班主任 38 37.3 35 36.9
教师兼行政 34 33.3 42 40.8
专任教师 30 29.4 26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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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院1-7分别代表教材准备及资料搜集尧教材制作及硬件问题解决尧管理沟通与分享尧规划教学与评量尧专业成长与自我学

习尧信息伦理安全与健康尧整体素养遥

表 3 不同背景变项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之差异比较渊M依SD冤

Tab.3 Comparis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eaching literacy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教师兼班主任 6.92依1.38 15.39依3.07 9.75依2.22 49.01依13.89 8.99依2.25 28.61依6.52 118.67依26.19

教师兼行政 7.05依1.12 15.29依3.22 9.38依1.95 50.63依11.63 9.21依1.81 28.87依5.52 120.43依22.0

专任教师 6.91依1.29 14.40依3.22 8.09依2.53 44.32依14.52 8.79依2.24 23.30依8.07 105.81依28.5

F 0.286 1.734 9.26*** 3.66* 0.637 13.257*** 5.861**

上网 2小时以下 6.27依1.52 14.39依3.70 8.53依2.46 46.27依13.91 8.47依2.30 26.12依6.85 110.04依27.60

上网 3-5小时 7.10依1.18 15.13依3.25 9.38依2.17 47.56依14.22 9.15依2.01 27.11依7.16 115.42依26.84

上网 5小时以上 7.32依.913 15.60依2.67 9.41依2.28 51.30依11.48 9.25依1.99 28.60依6.82 121.49依22.3

F 11.59*** 1.998 2.667 2.296 2.304 1.827 2.772

25个班级以下 6.70依1.37 14.98依3.39 9.24依2.13 48.17依13.77 8.97依2.29 27.55依6.94 115.61依26.70

26-48个班级 7.05依1.18 14.90依3.14 8.80依2.46 45.67依13.94 8.82依2.04 25.66依7.42 110.90依26.37

49个 7.28依1.1 15.49依3.03 9.51依2.34 51.67依11.82 9.32依1.82 28.79依6.39 122.05依23.42

F 3.93* 0.6 1.443 3.009 0.879 3.079 2.784

文科 6.84依1.35 14.92依3.36 8.95依2.35 47.60依13.95 8.79依2.19 27.07依7.05 114.17依26.76

理科 7.30依.925 15.56依2.77 9.79依2.03 50.47依11.91 9.61依1.68 28.02依6.94 120.75依23.3

t -2.785* -1.284 -2.365* -1.374 -2.561* -0.869 -1.634

渊三冤 不同背景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

素养之差异比较

以职务尧上网时数尧班级规模尧任教科目尧学历尧年

龄尧教龄等为背景变项袁分别考察它们对信息技术融

入教学素养的影响袁结果见表 3遥

1.职务

在中小学教师信息融入技术教学素养的管理沟通

与分享尧规划教学与评量尧信息伦理安全与健康以及整

体素养上袁教师兼行政尧教师兼班导师渊班主任冤的得分

均显著高于专任教师 渊F=9.26袁3.66袁13.257袁5.861,

p<.001,.05,.001)遥 此与张文嘉尧严雅丽尧廖益兴[7-8]等人

研究结果相同遥 可见袁兼任行政或班导师渊班主任冤的

教师处理行政事务较多袁行政事务通常需要处理有关

信息的议题袁因此信息素养通常较高袁而专任教师通

常以教学为主袁迫于时间尧升学以及评监等压力袁不利

于他们进行信息技术融入教学遥

2.每日上网时数

每天上网 3-5个小时与 5个小时以上的教师在

教材准备及资料搜集上均显著高于每天上网 2 个小

时以下的教师渊F=11.59袁p<.001冤遥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

果类似袁袁媛尧严雅丽[8-9]等人认为上网时数与信息素

养成正比袁课外使用计算机时间越多袁教师使用信息

教学策略则更多元化袁本身的信息素养也较高遥

3.班级规模

49班以上的教材准备及资料搜集显著高于 25班

以下渊F=3.93袁p<.05冤袁表明班级规模越大袁教师将信息

融入教学的几率越高遥而袁媛尧林意晨[8]指出在信息技

术融入教学态度上袁 与大型学校的数学教师相比袁台

湾小型与中小型学校的数学教师抱持更积极的态度遥

造成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因为院一方面袁由于两项研

究的样本不同袁 该研究样本中有一半来自大陆地区曰

另一方面袁虽然态度会驱使个体做出行为袁但毕竟信

息融入教学的态度不等同于实际行动袁而且本研究结

果显示在教材准备与搜集的具体行为上存在差异遥

4.任教科目

任理工科的教师在教材准备及资料搜集尧管理沟

通与分享尧专业成长与自我学习均显著高于任文体科

的教师渊F=-2.785,-2.365,-2.561,p<.05冤,这与严雅丽和

廖益兴[8]的研究结果相同遥究其原因袁可能理工科目的

教学更被要求使用信息科技袁此外袁任理工科教师在

求学阶段有较多机会接触到信息科技相关课程袁因此

更擅长信息技术融入教学遥 但也有研究指出袁教师在

偏向升学的科目教学上融入信息较多[2]袁这与考试进

度尧时间压力是影响教师信息融入教学的主要障碍又

是矛盾的[1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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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历

不同学历教师的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无显著

差异袁此与许多学者[8][11]的研究结果相同袁但也有研究

者认为袁学历高的教师在教学后的数位记录显著高于

学历低的教师[12]遥可见袁教师学历对信息融入教学主要

体现在教学后袁在教学前和教学中并无差异遥

6.年龄及教龄

不同年龄尧教龄教师的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无

显著差异袁此与严雅丽尧廖益兴[8]的研究结果不同袁她

们认为资浅教师渊尤其 5年教龄以下冤在对数位教学

有更深的体认袁但体认属于感知层面上的认同袁并不

能等同于素养袁感知易用性对信息运用行为不具有直

接影响[13]遥

经由上述差异分析比较后得知袁除了学历尧年龄尧教

龄变项外袁 所有背景变项在不同现况中有达显著差异袁

得分较高者为院教师兼任行政或班导师渊班主任冤尧49班

以上学校尧任理工科目尧小学尧上网时数较多之教师遥

渊四冤两岸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的

差异比较

对不同地区和性别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融入

教学素养进行了比较袁结果见表 4遥以信息技术融入教

学素养为因变量袁进行 2性别渊男/女冤伊2 地区渊大陆/

台湾冤的方差分析渊ANOVA冤遥 结果表明袁地区与性别

交互作用之二因子多变量变异数的 Wilks 撰值=.980

渊p>.05冤袁未达到显著袁而在地区尧性别变量之主要效果

之单因子多变量变异数分析结果均达到显著袁其

Wilks 撰值分别为.895渊p<.001冤尧.929渊p<.05冤袁具体分

析如下院渊1冤地区变量之单因子变量变异数分析方面袁

在教材制作及硬件问题解决方面达到显著袁其 F值为

3.80渊p<.05冤遥 从平均数得分可知袁大陆中小学教师在

教材制作及硬件问题解决方面的素养渊M=15.59冤显著

高于台湾渊14.63冤遥 渊2冤性别变量之单因子变量变异数

分析方面袁在信息伦理尧安全与健康方面达到显著袁其

F值为 7.816渊p<.001冤遥 从平均数得分可知袁男性中小

学教师在信息伦理尧 安全与健康方面的素养 渊M=

29.34冤显著高于女性渊26.38冤遥 此与邓佳茜等人[14]研究

结果不同袁他们透过初中生调查指出女生信息伦理在

认知与行为上均优于男生遥 造成结果差异可能是由于

时间的变迁袁信息伦理上的性别差异有所改变遥 此外袁

样本的差异也是造成结果不同的原因之一遥

表 4 不同地区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

融入教学素养基本状况

Tab.4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different areas is integrated into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eaching literacy

三尧结论与建议

渊一冤结论

1.两岸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良好

综合上述数据分析结果可知袁两岸教师普遍使用

信息准备教材尧讲义等袁搜集资料曰能使用硬软件制作

媒体教材曰能利用信息进行管理沟通与分享袁如使用

wechat与家长尧学生联系曰能透过信息规划教学与评

量袁愿意自主学习信息以提升专业成长袁能指导学生

透过信息伦理议题保证网络使用安全袁并注意适当休

息以利健康遥 进一步细化分析发现院在平均分上袁大陆

中小学教师在教材制作及硬件问题解决尧管理沟通与

分享尧 专业成长与自我学习的得分比台湾教师高袁而

在教材准备及资料搜集尧规划教学与评量尧信息伦理尧

安全与健康这四个维度上的平均分袁则是台湾中小学

教师得分较高遥

对比不同职务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

养发现袁教师兼行政尧教师兼班导师渊班主任冤的得分

均显著高于专任教师袁这与张文嘉[7-8]等人研究结果一

致遥 这说明教师兼行政或班主任袁使用信息技术的机

会更多袁在管理沟通与分享尧规划教学与评量尧信息伦

理安全与健康上的素养比专任教师更高遥

对比不同每日上网时数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融

入教学素养发现袁上网时间越长袁信息素养越高袁这与

以往研究结果类似[9],浸泡在网络上的时间越长袁教师

在教材准备以及资料搜集上越有策略袁信息技术融入

教学素养也越高遥

此外袁 班级规模与信息技术融入教学呈正比关

系袁即学校班级数量达到 49个以上的班级袁其教师信

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比 25班以下的更高袁 尤其是教

材准备及资料搜集方面遥 然而袁该研究结果与以往研

教师总体 120.23依25.045 114.04依26.225

台湾教师 119.85依26.554 113.29依28.654

大陆教师 120.84依22.94 114.65依2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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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不太一致袁可能在于研究样本有一半来自台湾

地区袁每个地区信息技术水平以及学校实施信息技术

融入教学的背景脉络皆有所不同袁导致结果有差异遥

对比不同任教科目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

发现袁文科类的教师在教材准备及资料搜集尧管理沟

通与分享尧专业成长与自我学习的素养均显著低于理

科类的教师遥 这也提示我们袁需要进一步加强文科类

教师的信息技术知识和能力袁以及提高信息技术融合

教学的素养袁在实践中应用信息技术和专业课程之间

进行整合袁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教学和管理活动袁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遥

2.两岸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存在差异

不同地区和性别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

素养之交互作用不显著袁但在地区和性别的单因子变

异上存在显著差异袁具体表现为院大陆中小学教师更

擅长教材制作及硬件问题的解决袁男性中小学教师在

信息伦理与网络健康安全的素养高于女性遥

与台湾教师相比袁大陆中小学教师更擅长教材制

作及硬件问题的解决遥 可能源于 2018年 4月袁教育部

启动实施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袁 提出大力提升教

师信息素养遥同时袁教育部印发了叶关于实施全国中小

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的意见 渊以下

简称叶意见曳冤袁为提升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提供了坚

实的制度保证遥 截止 2017年袁 能力提升工程共培训

1000余万名中小学教师袁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改进教育

教学的意识和能力普遍提高遥

此外袁 男性中小学教师更擅长信息伦理与网络健

康安全教育遥问卷中该维度的具体题目包括野在学生上

网前袁 指导学生判断网络上获得知识的正确性及可靠

性 冶野学生违反网络使用礼仪时袁我会提醒并对学生说

明正确的行为方式 冶野教导学生拒绝使用盗版的软件

或资料冶野在学生上网前袁 教导学生应遵守网络伦理及

规范冶遥 可见袁信息伦理与网络健康安全教育是指教师

指导学生在 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所应该遵守的道德准

则和规范遥信息伦理素养是信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它决定着信息素养的方向遥当今信息社会袁中小学生面

对各种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袁 他们对此难以做出准确

判断和选择袁容易出现网络成瘾尧网络欺凌尧传播网络

病毒等不良现象袁因此袁教师对引导中小学学生形成对

网络世界的正确认识负有重大责任遥有研究指出袁由于

教师自身对信息技术方面的法规伦理认知匮乏袁 例如

知识产权意识非常薄弱尧保护学生隐私的行为缺乏袁导

致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很少对学生进行相应的信息伦理

和法规教育[15]遥本研究推论袁因为女性在上网时间尧上网

频率方面均低于男性[16]袁导致女性教师在信息技术方面

的伦理规范缺乏认识袁 因此男性比女性中小学教师更

擅长信息伦理与网络健康安全教育遥

渊二冤建议

1.加大培训力度袁凸显个体差异

不同行政职务尧班级规模尧任教科目尧上网时数的

教师信息融入教学素养均存在显著差异袁说明素养与

个体差异有关遥 鉴于此袁教育部门要着力做好信息素

养的培训工作袁应根据教师的不同个体背景做具体的

培训规划遥 首先袁加强专任教师尧女性教师的信息技术

融入教学之培训袁 指导他们透过信息管理沟通与分

享尧规划教学与评量尧信息伦理安全与健康遥 其次袁鼓

励中小型学校渊25-48班冤教师提高使用信息准备教材

及搜集资料的频率袁促使态度转变为行为遥 第三袁给予

任文体科目的教师更多信息技能的指导袁并提供学习

机会促进专业成长遥 第四袁加强台湾中小学教师信息

技能培训袁特别是教材制作及硬件问题解决袁可透过

信息技能研讨会或工作坊袁 强化教师的信息技能袁掌

握更多技能经验袁提高自我效能感袁亦可鼓励教师积

极分享彼此经验袁规划教师研习课程遥

2.创新信息平台袁加强沟通交流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两岸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融入

教学素养存在差异袁大陆教师更擅长教材制作及硬件

问题的解决袁台湾教师在教材准备及资料搜集尧规划

教学与评量尧信息伦理尧安全与健康等方面表现更佳遥

因此袁加强两岸教师学术交流袁形成教师专业社群袁特

别是野互联网+冶教师学习共同体袁与传统的教师研修

方式不同袁它可突破地域尧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袁以互联

网为依托建构一个教师学习型组织袁组织内成员之间

形成互信互赖的关系袁 围绕问题进行沟通尧 合作尧共

享袁促使所有成员都有所提高袁实现互助共好的美好

愿景遥 同时袁促使两岸教师在信息融入教学素养上的

优势互补袁实现野1+1>2冶的效果遥

3.建立相关准则袁加强中小学教师伦理教育教学能力

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素养还需建立符合

教师专业的信息伦理准则袁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们遵

守信息伦理与资讯安全遥 首先袁学校可以结合教师专

业学科特点和本校实际情况袁制定本校的教师及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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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Literac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DING Jinliang袁 LU Hongha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teaching literacy of primary and sec鄄

ondary school teacher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 survey of 205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d into teaching literacy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Primary and sec鄄

ondary school teach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have a good quality of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into teaching; In addition to edu鄄

cation background, age and teaching year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iteracy in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class size, teaching sub鄄

jects and online hours. Specifically, teachers who also serve as administrative or head teacher,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aving long on鄄

line hours and large-scale classes have higher literacy; 2) Teachers in mainland China are better at textbook making and hardware prob鄄

lem solving than those in Taiwan. Male teachers have higher information ethics, safety and health literacy than female teachers. It is sug鄄

gested that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and carry out targeted information skills training for teachers of gen鄄

eral, liberal arts, and those with less Internet access and small-scale classe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quality of information tech鄄

nology integration.

Key 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across Taiwan Strai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信息伦理规则袁规范师生的网络行为袁强化网络信息

的自律性遥其次袁加强校园网络建设袁可以设立专门的

网络信息伦理专栏袁普及资讯安全与健康知识袁规范

师生网络行为袁为师生搭建一个健康尧安全尧和谐的校

园网络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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