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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袁字元晦袁号晦庵袁生长在福建袁一生主要活

动也在福建袁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袁以朱熹为代表的学

派又被称为考亭学派袁 以他为代表的理学称为闽学遥

朱熹主要通过创建书院尧著书立说尧刊刻书籍等活动

来传播文化遥 在福建袁朱熹先后在建阳天湖建寒泉精

舍渊云谷书院冤袁三桂里建竹林精舍渊考亭书院冤袁崇安

建武夷精舍遥 四方过来探讨学问的学者甚多袁朱熹与

其他学派也有广泛交流遥

朱熹既是哲学家尧思想家和教育家袁又是编辑家尧

出版家和传播家遥朱熹著述很多袁经尧史尧子尧集四部都

有涉及袁这些著作大多在闽地刊刻袁通过书籍印刷和

出版袁使其学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得到传播和

普及遥同时袁朱熹也刊刻其他学者著作遥本文主要对朱

熹出版传播实践及朱熹作品的传播效果作一探讨遥

一尧朱熹重视图书出版工作

朱熹很重视图书出版工作袁清楚地知晓书籍传播

对文化普及的作用遥 他担任同安主簿时袁就想方设法

添置同安县学书籍袁发动民众读书学习遥 这在他的文

章叶泉州同安县学官书后记曳中有明确记载院

绍兴二十有五年春正月袁熹以檄书白事大都督府

廷中袁已事而言于连帅方公曰院野熹为吏同安袁得兼治

其学事遥 学有师生诵说而经籍弗具袁学者四来袁无所业

于其间遥 愿得抚府所有书以归袁使学者得肄习焉遥 冶公

幸哀其愚袁不以为不可袁即日减省少府用度金钱袁属工

官抚以予县袁凡九百八十五卷遥 [1]

根据文章记载袁朱熹主政同安期间袁发现县学缺

少藏书袁无书可读袁野经籍弗具冶袁建议添置图书遥 经过

建议袁为同安县学争得图书九百八十五卷遥

朱熹不仅孜孜以求地向上级官府求书袁还为书籍

编写目录袁以目存书遥 他在叶泉州同安县学故书目序曳

一文中载院

同安学故有官书一匮袁无籍记文书遥 官吏传以相

承袁不复訾省遥 至熹始发观袁则皆故敝残脱袁无复次第遥

噎噎明年袁熙宁初元袁始新庙学袁聚图书遥 噎噎因为之

料简其可读者袁得凡之种袁一百九十一卷遥 又下书幕民

间袁得故所藏去者复二种袁三十六卷遥 更为装褫为若干

卷袁著之籍记而善藏之袁如故加严焉遥 复具刻著卷目次

朱熹的图书出版活动及效果

金雷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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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还是归家袁十分重视书籍的收集尧保存与颁行遥朱熹自己还亲自从事图书的编辑尧刊刻尧印刷与出版工作袁真正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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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袁阙其所失诸揭之袁使此县认于林君之德尚有考也遥

而熹所聚书袁因亦附见其后云遥 [2]

同安县学传有官书些许袁但无记录说明袁也无目

录遥 朱熹发现之时袁已溃烂残脱袁他主动为其编写目

录袁通过目录的编写袁可以使得书籍在流传过程中袁有

目可查遥 若书籍亡佚袁则可通过目录查询遥 书籍在出

版尧发行尧传播过程之中袁随着时间的流逝袁往往野书亡

目存冶遥 这时袁书籍目录的功能就充分显现出来遥 朱熹

不遗余力地搜书尧访书尧求书袁甚至是亲自编辑与出版

图书遥 可见袁朱熹对图书工作的相当重视遥

朱熹对书籍编辑与出版工作的重视袁我们还可以

从他给朝廷的建议中看出遥 朱熹乞求朝廷增修和刊刻

颁行叶礼书曳袁他在叶乞增修礼书状曳和叶乞颁降礼书状曳

等文中说院

伏见本军昨准尚书礼部符下叶政和五礼曳祭祀仪

式袁窃尝参攻袁其间颇有未详备处遥 方欲具状申审袁今

睹进奏官报袁近者判部尧侍讲尧侍郎奏请编类州县臣民

礼仪袁镂版颁降袁已奉圣旨依奏遥 此诚化民善俗之本袁

天下幸甚遥 然熹窃虑其间未详备处袁将来奉行或致抵

牾袁今具如后袁须至申闻者遥 [3]

照会叶政和五礼新仪曳州郡元有给降印本袁兵火以

来袁往往散失遥 噎噎谨具申行在尚书礼部袁欲乞特赐申

明袁检会叶政和五礼新仪曳内州县臣民合行礼制袁锓板

行下诸路州军遥 其坛壝器服制度袁亦乞彩画图本袁详著

大小高低尧广狭浅深尺寸行下袁以凭遵守遥 噎噎其州县

祭礼及坛壝器服制度袁即乞检会袁抄写图画袁别为一

本袁镂版行下遥 [4]

这是朱熹上奏朝廷袁 请求增修和颁降礼书的文

书袁文书明确记载了朱熹的书籍编纂尧出版与传播的

思想袁 体现出朱熹对于礼书这一传播媒介的重视袁礼

书作为传播媒介袁对民众有教化熏染的作用遥

二尧朱熹的图书编纂与出版实践

作为一个书籍传播者袁 朱熹亲自编纂一些书籍袁

如叶家礼曳叶名臣言行录曳等袁车垓叶深衣疑义序曳和赵崇

硂叶皇朝名臣言行录续集序曳等文章中载院

近世大儒朱子订正叶家礼曳袁于深衣之制则以衣四

幅袁各缀裳三幅袁与叶礼记曳不同袁殊不可晓遥 噎噎叶家

礼曳虽晦庵成之袁而深衣之制袁往往没后门人续添袁以

足其书袁非朱子订正故也遥 [5]

本朝叶名臣言行录曳袁紫阳朱夫子所编也遥 惜此书

止集于八朝之前袁而未竟于中兴之后遥 南渡以来袁忠臣

义士声在人袁项背相望袁摭实采迹袁得此失彼袁岂惟朱

夫子遗憾袁亦学者觖观也遥 外孙李士英顷以宗人太平

老圃所校叶八朝名臣言行录曳锓梓袁大为学者便矣遥 今

又于中兴四朝诸名臣蒐阅行事袁集为全编遥 笔成示余袁

一览在目袁不流不略袁似欲希紫阳者也遥 然紫阳岂易希

哉浴希之者非僭则妄遥余惟惜此书未竟于前时袁而幸此

编稍全于今日袁故为识之遥 [6]

朱熹订正叶家礼曳袁与叶礼记曳不同遥 参与编纂叶名臣

言行录曳袁只不过野止集于八朝之前袁而未竟于中兴之

后冶遥 赵崇硂外孙李士英收集中兴四朝名臣言行事迹袁

才野集为全编冶遥

同时袁朱熹还编纂过一些选本遥 比如袁王柏在叶跋

昌黎文粹曳和叶跋欧曾文粹曳两篇文章中就提到朱熹编

纂选本事宜院

右韩文三十有四篇袁得于考亭门人袁谓朱子所选袁

以惠后学遥 [7]

右欧阳文忠公袁南丰曾舍人叶文粹曳合上下两集六

卷袁凡四十有二篇袁得于考亭门人袁谓朱子之所选遥 观

其择之之精袁信非佗人目力所能到遥 抑又尝闻朱子取

文字之法袁文胜而义理乖僻者不取袁赞邪害正者文辞

虽工不取遥 释老文字袁须如欧阳公叶登真观记曳尧曾南丰

叶仙都观记曳叶莱园记曳之属乃可入遥 此可以知其取舍之

意矣遥 [8]

朱熹编辑图书袁重视底本的选择袁反复比较底本

的优劣袁择其善者而选之遥 底本确定后袁请书工认真抄

写袁校对完毕后袁才予以付梓遥 版片刻成后袁还要多次

校勘遥发现错误袁就请刻工立即修改遥正是这种严肃认

真的态度袁朱熹所刻书籍错误较少尧质量上乘遥

2窑 窑



所雕印书籍袁一般由其儿子尧女婿尧门人负责售

卖遥其大女婿刘学古尧门人林用中等参与经营管理遥就

如何经营管理雕印事宜袁朱熹在叶与学古曳中道院

闻郡中此来纷纭殊甚袁缪政致此袁夫复何言钥 但累

及诸贤袁例为群小所辱袁令人不平耳遥 新史君到袁事当

自定袁但不知龙溪事竟如何耳遥 少恳袁有纸万张袁欲印

经子及叶近思曳叶小学曳叶二仪曳遥 然比板样袁为经子则不

足袁为四书则有余遥 意欲先取印经子分数袁以其幅之太

半印之袁而以其余少半者印它书袁似亦差便遥 但纸尚有

四千未到袁今先发六千幅袁便烦一面印造袁仍点对袁勿

令脱版乃佳遥余者亦不过三五日可遣也遥工墨之费袁有

诸卒借请袁已恳高丈送左右袁可就支给袁仍别借两人送

至此为幸遥 借请余钱却还袁尽数为买吉贝袁并附来遥 然

须得一的当人乃佳袁不然又作周昇矣遥 昨亦已恳高丈

为根究此人袁不知如何遥 库中墨刻亦各烦支钱买纸袁打

十数本遥 内叶献寿仪曳及叶永城学记曳多得数本不妨袁叶献

寿仪曳要者更多也遥 恐印不办袁即续发来不妨遥 但吉贝

早得御冬为幸耳遥

所印书但以万幅之太半印经子袁 其余分印诸书袁

平分看得几本遥此无版数袁见不得多少也遥临行时令库

中刻一书目袁如已了袁幸寄来也遥 [9]

可见袁朱熹深通经营之道袁注意根据市场需求来

决定图书的印数袁为扩大书籍宣传袁还备有刻书目录袁

供读者检阅遥

此外袁朱熹在长沙还刊刻过叶稽古录曳遥 陈宓叶跋稽

古录曳一文中道院

右叶稽古录曳袁文公朱先生刻于长沙袁屡欲奏御袁裨

经筵讲读之缺袁而卒不果遥 其语见于甲寅冬去国时遗

郑公一书袁甚拳拳也遥 岂欲以温公所以事列圣者事先

帝乎浴有志莫遂袁识者恨之遥又尝语学者读经书后当继

以此袁盖谓帝王之德业袁古今之治乱袁咸载是录袁简而

不遗袁格言笃论袁龟鉴万世遥 郡博士苏君思恭袁从郑工

之子外府丞寅得潭本袁并摹其书袁锲之学官袁用广其

传袁庶几他日必有以是书酬先贤之志者遥 [10]

特别是到了晚年袁朱熹定居建阳袁生活清贫袁他于

讲学和著书立说之余袁利用当地刻书条件袁从事图书

印卖活动袁赚点文字钱袁借以维持生计袁弥补其俸禄之

不足遥 朱熹雕印图书维持生计这件事袁张栻在叶答朱元

晦秘书曳中有所记载院

比闻刊小书版以自助袁得来谕乃敢信遥 想是用度

大段逼迫袁某初闻之袁觉亦不妨袁已而思之袁则恐有未

安者袁来问之及袁不敢以隐遥 今日此道孤立袁信向者鲜袁

若刊此等文字袁取其赢以自助袁切恐见闻者别作思惟袁

愈无灵验矣遥 虽是自家心安袁不恤它说袁要是于事理终

有未顺耳遥为贫之故袁宁别作小生事不妨遥此事某心殊

未稳袁不识如何遥 见子飞袁说宅上应接费用亦多袁更深

加撙节为佳耳袁又未知然否钥 [11]

朱熹在建阳刊刻很多书籍袁 地点就在崇化书坊遥

比如乾道间就刻印了叶论孟精义曳叶程氏遗书曳叶程氏外

书曳叶上蔡语录曳叶游氏妙旨曳叶庭闻稿录曳等书遥 此外袁还

在武夷山编刻张栻叶南轩集曳遥

三尧朱熹作品的传播效果

在宋代袁 全国各地都有朱熹作品刊刻与传播袁其

作品流布天下袁传之四方遥 野叶延平答问曳一编袁始得当

涂印本于黄岩赵师夏政道袁携度剑阁袁以示石照度正

周卿遥 因得周卿所藏临川邹非熊宗望录本袁与麻沙印

本刊其误而阙其疑袁可以传矣遥 锓本益昌学宫袁与四蜀

之士共焉遥嘉定丙子冬至日袁后学曹某谨识遥冶[12]仅上述

所见袁朱熹的叶延平答问曳就有当涂印本尧麻沙印本和

益昌学宫本三个版本袁还不要说另外其他地方刊刻的

书籍遥 再比如叶朱文公语类曳袁在当时就有多个版本袁在

多个地方传播院

开禧中袁余始识辅汉卿于都城遥 汉卿从朱文公最

久袁尽得公平生语言文字遥 每遇余袁相与孰复诵味袁辄

移晷弗去遥 余既补外袁汉卿悉举以相畀遥 余届成都袁度

周卿请刻本以幸后学遥 余曰院野余非敢靳也袁所为弗敢

传者袁恐以误后学耳遥 冶周卿艴然曰院野奚至是钥 冶余曰院

野子知今之学者之病乎钥 凡千数百年不得其传者袁今诸

儒先之讲析既精袁后学之粹类亦广袁而闽浙庸蜀之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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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者已遍于天下遥 [13]

晚得池尧鄱本参考袁刊者固已多袁然黄士毅所录朱

子亲笔所改定者袁已见于辅广录中袁其所自录及师言袁

则亦三录所未有袁若李壮祖尧张洽尧郭逍遥所录亦未有

也遥 朅来闽中袁重加会稡袁以三录所余者二十九家及增

入未刊者四家自为别集袁以附续录后集之末遥 [14]

枢密又谓公所录已亡于建安之火袁不复存袁而汤

氏乃有藏本袁是皆不能使人亡疑焉者遥 靖德来旴江袁枢

密甫下世袁恨不及质之也浴 近岁吴公坚在建安袁又刊

叶别录曳二册袁盖收池尧饶三录所遗袁而亦多已见他录

者袁并参校而附益之袁粗为定编遥 [15]

从上面材料涉及的刊刻地点来看袁 就有闽本尧浙

本尧蜀本尧池州本尧鄱阳本等多种本子遥 从黎靖德跋文

来看袁吴公坚在建安又刊刻叶别录曳二册袁分别参照了

池州本尧饶州本遥

朱熹的其他著作 叶韩文考异曳叶诗集传曳叶语孟集

注曳等同样受到欢迎院

南安韩文出莆田方氏袁近世号为佳本遥 予读之信

然袁然犹恨其不尽载诸本同异袁而多折衷于三本也遥 原

三本之见信袁杭蜀以旧袁阁以官袁其信之也则宜遥 然如

欧阳公之言袁韩文印本初未必误袁多为校雠者妄改遥 亦

谓如叶罗池碑曳改野步冶为野涉冶袁叶田氏庙曳改野天明冶为

野王明冶之类耳袁观其自言为儿童时得蜀本韩文于隨州

李氏袁计其岁月袁当在天禧中年袁且其书已故弊脱略袁

则其摹印之日袁与祥符杭本盖未知其孰先孰后袁而嘉

祐蜀本又其子孙明矣遥 然而犹曰院野三十年间袁闻人有

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冶袁 则固未尝必以旧本为是而悉

从之也遥 至于秘阁官书袁则亦民间所献袁掌故令史所

抄袁而一时馆职所校耳遥 其所传者袁岂真作者之手稿袁

而是正之者袁岂尽刘向尧扬雄之伦哉钥 读者正当择其文

理意义之善者而从之袁 不当但以地望形势为重轻也遥

抑韩子之为文袁虽以力去陈言为务袁而又必以文从字

顺尧各识其职为贵遥 读者或未得此权度袁则其文理意义

正自有未易言者遥 是以予于此书姑考诸本之同异而兼

存之袁以待览者之自择遥 区区妄意虽或窃有所疑袁而不

敢偏有所废也遥 [16]

朱熹认为袁南安本叶韩文考异曳野号为佳本冶袁莆田

方氏校定遥 此本综合折衷了杭本尧蜀本和阁本的内容袁

这可以被认为是福建出版的好书遥 朱熹认为袁这本书

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袁就是若能够指出杭本尧蜀本和

阁本的异同之处袁则更佳遥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袁朱熹已

经具备了一定的版本学思想袁能够对比不同版本的优

劣袁总结版本理论袁从而指导出版实践遥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袁惟近岁南安军所刊方氏校定

本号为精善遥 别有叶举正曳十卷袁论其所以去取之意袁又

他本之所无也遥 然其去取以祥符杭本尧嘉祐蜀本及李

谢所据馆阁本为定袁而尤尊馆阁本袁虽有谬误袁往往曲

从袁他本虽善袁亦弃不录遥 至于叶举正曳则又例多而辞

寡袁览者或颇不能晓知遥 故今辄困其书更为校定袁悉考

众本之同异袁 而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验者决之遥

苟是矣袁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曰有所未安袁则虽官

本尧古本尧石本不敢信遥 又各详著其所以然者袁以为叶考

异曳十卷袁庶几去取之未善者袁览者得以参伍而笔削

焉遥 [17]

朱熹认为袁叶韩文考异曳版本众多袁野惟近岁南安军

所刊方氏校定本号为精善冶遥 而且袁此南安本还有一个

特点袁就是后面附叶举正曳十卷袁这是和其他版本书籍

不同的地方袁此叶举正曳主要野论其所以去取之意冶遥 此

野去取冶的标准就是综合杭本尧蜀本和馆阁本内容袁尤

重馆阁本袁而轻其他版本遥 即使馆阁本野有谬误袁往往

曲从冶袁而野他本虽善袁亦弃不录冶遥

综合上面两则材料可以推断袁叶韩文考异曳莆田方

氏本袁应该是最早的版本遥 然后袁根据莆田本所出的南

安渊今江西大余冤本袁是最好的版本遥 此外袁还有祥符杭

本尧嘉祐蜀本和馆阁本遥

先文公叶诗集传曳袁豫章尧长沙尧后山皆有本袁而后

山本雠校为最精遥 第初脱稿时袁音训间有未备袁刻版已

竟袁不容增益遥 欲著补脱袁终弗克就袁未免仍用旧版袁葺

为全书遥补缀趱那袁久将漫漶遥朅来富川袁郡事余暇袁辄

取家本亲加是正袁刻寘学宫袁以传永久遥 [18]

从上则材料可见袁朱熹叶诗集传曳仅朱鉴所见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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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Xi's Book Publishing Activities and Their Effects

JIN Lei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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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s editing and publishing activities, Zhu Xi, a neo-Confucianist, deeply realized the influence and function of book pub鄄

lishing, distribution and dissemination 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llection, preservation and pro鄄

mulgation of books, no matter when he was an official or returned home. Zhu Xi himself is also engaged in the editing, printing and pub鄄

lishing of books, which makes his thoughts of book publishing and communication put into practice and be tested in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versions of Zhu Xi's works, which are popular and have good effect on 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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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豫章本尧长沙本尧后山本三个版本遥 朱鉴认为袁后山

本校勘最佳遥 此书刚刚完稿就付诸刻板袁没有机会增

补和完善遥 后来袁朱鉴来守富川袁闲暇之余袁又在家本

基础上袁充实了内容袁于学宫刊刻遥有了富川本后袁叶诗

集传曳就有了四个版本遥 显然此本一定是经过精心雠

校的本子袁相比其他版本袁在质量方面肯定会略胜一

筹袁因为此本是野取家本亲加是正冶遥

四尧结语

朱熹重视书籍的保存和收藏袁做官时袁每到一地

都是兴修学校尧书院袁而在修学校尧建书院过程中袁又

专门开辟地方用来存书袁若是书籍不够袁朱熹还下令

到民间寻访袁或向百姓征求遥 除此之外袁朱熹自己也编

辑与出版图书袁他在编辑出版图书时袁十分注意对书

籍的校勘和版本的选择遥 朱熹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

作袁分工明确袁管理得当袁经营有方遥 刊刻尧印刷的图

书袁质量过硬袁受到欢迎遥 朱熹自己的作品更是如此遥

作品版本众多袁流传四方袁畅销全国遥 所有这些袁都是

朱熹出版传播思想在出版传播实践中的践行袁朱熹真

正做到了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的结合遥 因此袁在当时

产生了良好的出版传播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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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袁 内涵丰富的古村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袁

被誉为民间文化生态野博物馆冶尧乡村历史文化野活化

石冶遥 如今袁古村落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大力发

展村镇旅游袁以此来唤起人们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民

俗文化的意识袁并且在保留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

推广人文精神袁让更多人认识尧保护这些文化的野活化

石冶[1]遥 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尧村镇旅游业的发展催生

了民宿行业迅速扩展袁民宿作为在地文化对外展现的

重要窗口袁因其室内设计的同质化极大降低了窗口的

展示作用遥 家具是界定空间特性的陈设物袁因其本身

明确的功能性完成了空间的塑造[2]曰而家具的风格造

型也进一步突出了室内空间的风格基调遥 每个地区的

文化背景尧生活生产方式尧地理条件和材料都不相同袁

必然导致家具有着很强的民族烙印和地域特点[3]遥打造

空间风格特征往往是利用了这样的因素袁使观者产生

共鸣遥 因此袁乡村民宿室内家具融入地域特色的再设

计袁可以有效提升民宿展示窗口这一功能袁提升当地

民宿品质袁给消费者带来别具一格的感受遥

一尧乡村民宿空间的特殊性

乡村民宿是基于乡村这一特殊地理位置发展的

中小型旅游住宿遥 从乡村民宿的客源来看袁客源由外

地游客和周末度假的周边城镇居民两部分组成遥 如果

民宿所在地是旅游风景区的话袁外地客源比例会相应

增大遥 人们选择民宿的原因大多源于想要一种简单尧

慢节奏尧归隐的内心需求袁通过入住民宿体验乡村风

情袁远离城市喧嚣尧放松身心袁融入一种更加和谐的生

活状态遥 如果完全将高端的酒店设计硬套在乡村民宿

设计中袁违背了这部分客源入住民宿的初衷曰而完全

将当地特色照搬过来袁就极有可能将民宿经营成为农

家乐袁丢失外地客源遥 乡村民宿的载体基本是以乡村

原有建筑为主袁这个特点决定其空间风格不能与建筑

风格差异过大袁 破坏当地原有的村镇风貌和自然景

观遥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尧村镇旅游业的发展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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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家具融入地域元素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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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尧村镇旅游业的发展催生了村镇民宿行业迅速扩展遥 面对民宿室内设计同质化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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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宿已经成为向外展示乡村风土人情尧传播地域文

化的重要窗口袁 因此乡村民宿不能是酒店的克隆袁更

不应该是农家乐的升级版遥 只有结合当地的人文尧生

活资源以及自然环境等地域特色元素袁才能让乡村民

宿更好地体现它的本意和内涵遥

二尧地域文化与民宿家具的内在关联

家具是人们生产尧生活以及社会交往过程中必不

可少的器具遥 家具能反映出社会的变迁袁折射出不同

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遥 其中包含当地劳动人民的传统

思想尧生产生活方式尧民俗风尚尧审美水平尧本土材料

以及制作工艺水平的变化袁它是地域文化的物化体现

和载体遥 同时袁家具又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袁以一种

物质形态传承着地域特征袁并以此影响人们的精神生

活袁从而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遥

民宿家具是民宿室内空间的主体袁不仅界定空间

功能尧分隔空间袁还是营造整体空间的意境尧表达室内

空间设计的思想尧风格尧情调的重要物件遥 游客入住民

宿首先通过家具陈设感受民宿独特的地域风格特点袁

并通过使用家具进一步了解在地文化遥 因此民宿家具

是传播尧展示在地文化的重要载体遥

总之袁家具是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袁是地域

文化的传承和传播的重要载体袁地域文化指引着家具

的演变发展遥 民宿家具是民宿发挥对外展示在地文化

窗口这一作用中的主角遥

三尧乡村民宿家具设计原则

民宿是游客体验了解乡村地方文化的窗口袁民宿

家具作为民宿室内空间的主要媒介袁能够使游客在使

用中深入体验当地文化遥 因此民宿家具应该有别于酒

店家具和普通居家家具袁 它应该有表达地域情感尧语

言的功能袁而不是没有感情色彩尧标准化的使用物件

而已[4]遥

渊一冤融合地域文化

近年来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逐渐显现遥 用文化串联不同的地区袁已经成为人们的

共识袁较之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袁文化手段更容易引

发人们的共鸣[5]遥 在地文化的融入是民宿家具设计的

核心袁地域性原则是民宿家具融合在地文化设计的核

心原则遥 不同区域的乡村在地文化尧生活习惯尧风俗特

点都不尽相同袁这也是吸引游客尧发展乡村旅游的亮

点遥 比如家具品种以及使用方式正是地方文化的最好

体现袁如北方使用的炕桌袁湘西农村围坐烤火使用矮

桌等等遥 所以不同乡村民宿家具的设计一定要深入寻

求和挖掘正在丧失或已经丧失的农村居家文化袁和当

地的民俗特色紧密联系在一起袁使住宿者在民宿使用

家具过程中就能够很直观的感受到独特的民俗和文

化风情遥

渊二冤使用本土材料袁生态环保

民宿是与周边自然环境相融合的特色空间袁因此

民宿家具更适合就地取材遥 我国地域广大袁农村分布

在各个区域袁自然条件差异性大遥 南北方气候条件不

同袁家具使用不同材料的耐候性也不同遥 南方温度高尧

多雨潮湿袁家具多使用本土树种樟木尧杉木尧竹子; 北

方寒冷干燥袁多使用北方特有的水曲柳尧枫木尧桦木

等遥 只有使用本土天然材料制作家具才能更好的适应

当地的气候条件袁不仅绿色环保同时也能更好地对外

展示地域差异性遥

渊三冤朴实兼具创新

在乡村旅游的热潮下袁民宿虽然在数量上增长迅

速袁但设计风格日益趋同袁家具风格单一袁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游客体验的区域差异感遥 因此民宿家具设计要

区别于酒店家具和普通居家家具袁遵循特色个性的设

计原则袁这样才能带给游客独特的体验感遥 但是民宿

坐落于乡村环境袁决定了家具风格不能与环境风格差

异太大遥 农村民风尧家居风格尧建筑风格尧自然景观一

致的特点就是朴实袁民宿家具设计必须与周边自然环

境以及室内空间相结合袁营造朴实的风格特点以更好

地融合于农村空间袁再于细节处进行创新设计尧凸显

个性袁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遥

四尧五夫民宿家具设计研究

渊一冤项目背景

五夫镇距福建省武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 45 公

里袁是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客源的良好分流地遥 境内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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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丰富的遗址遗迹袁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及多样的特色

种养遥 五夫镇自古野邹鲁渊源冶之美称袁历代名人辈出遥

抗金名将刘子羽尧吴介尧吴遴在五夫降生袁词圣柳永以

及他家野柳氏三杰冶在五夫孕育袁胡安国家族的胡氏五

贤出自五夫袁理学宗师朱熹在五夫从师就学袁可谓野群

英荟萃冶遥 五夫镇自然环境幽美尧气候宜人尧物产丰富尧

盛产白莲尧板栗尧杨梅尧香菇尧田螺等[6]遥 五夫镇兴贤村

目前已成功营造出五夫镇特色旅游景点要要要万亩荷

塘和兴贤古街等景观遥 仅一年一度的荷花节就吸引上

万的游客和专业摄影团队袁荷花清晨开放的特点足以

使游客在五夫野住下来冶遥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

推进袁 五夫镇开始发展民宿作为原有酒店的补充袁整

个民宿产业处于自我发展状态遥 经营场所为自建住宅

改造袁经营者以当地居民为主遥

渊二冤方案说明

造型是家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为了使装饰元

素的显著特征更加鲜明尧富有意味袁运用的手法以直

接选取尧形式提取和寓意提取三种方式为主[7]遥设计从

五夫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入手袁提取能够代表五夫

特点的主要元素遥 五夫镇素有野白莲之乡冶的美称袁出

产白莲的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袁和朱子文化又有一定的

共通之处遥 莲花纹样是我国传统的装饰元素之一袁具

有强烈的中国特色遥 在现代家具设计中莲花纹同样有

着广泛的应用袁只是渐渐弱化了莲花纹所特有的传统

寓意和传统造型袁整体趋于简约尧自然[8]遥因此选用荷尧

莲作为设计元素主体袁包含莲蓬尧荷叶尧叶脉尧露珠尧荷

杆等元素遥由于出自五夫的地方文化--朱子文化是一

种传统文化袁所以选用传统家具造型作为基础载体来

体现其精髓和内涵遥 为了更好的适应村镇内多数民宿

的装修风格袁又能营造出生态尧自然朴实的室内氛围袁

造型在传统家具化繁为简的基础上袁运用关于野荷莲冶

的一系列元素袁在继承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特征基础

上进行创新的设计袁 以满足现代人简洁大方审美要

求遥 最终提出以特色种植的荷尧莲为设计元素袁中式简

约为主要风格特点的设计遥 通过梳理整合元素特点袁

运用简化尧夸张尧删减尧重构等设计手法,将元素通过绘

画尧烙印尧雕刻等手段运用于家具的各个部分进行再

设计遥

渊三冤细节设计

1.椅子

在众多中国元素中袁国画中的水墨元素既能在古

典家具中展现古朴典雅袁又能在现代家具中展现它的

内涵与精致[9]遥 用水墨元素与荷花造型相结合更凸显

荷花的清幽尧古朴袁与乡村民宿的室内风格相得益彰袁

相比传统中式家具更显简单优雅的现代气息遥 荷花造

型被比较直观的运用到了椅子的软包上袁并不是整个

填满椅背袁而是像一副卷轴袁运用手绘的方式结合中

国传统浓墨重彩的手法将荷花荷叶的整个美丽造型

表现出来袁使家具更加传统和具有中国特色袁并且增

添了几分古色古香的味道遥 渊见图 1冤

图 1 椅子软包荷花写意图

Fig.1 Lotus painting on the back of a chair

图 2 茶几桌面形状

Fig.2 Shape of coffee table top

2.茶几

茶几的桌面是对荷叶轮廓的提取袁三条的桌腿下

细上粗的设计让小茶几看起来稳定且轻盈大方遥 茶几

桌面上圆孔形状模拟荷叶上的露珠袁让整个茶几的仿

生设计更加灵动遥 渊见图 2冤

3.床

床屏是床设计的主要部分遥 整个床头的长度将床

身和两个床头柜包容在内袁以此来拉伸视觉平面遥 整

体由木板高低错落拼接而成袁造型来自荷叶在荷塘中

错落的身影袁以追求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袁如图 3遥 床

屏如果只是木板的拼接袁就显得单调袁所以再运用白

描的表现手法袁 用电烙铁将荷花的美态绘制出来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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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遥 按照黄金比例袁 尽量让整个画面看起来疏密有

致袁美观大方遥

图 3 床屏效果图

Fig.3 Backrest of bed

图 4 电烙铁绘画

Fig.4 Electric iron painting

4.床头柜

床头柜以简洁的方形为主遥床头柜拉手的设计是

整体造型的重点袁它的设计灵感来自莲蓬遥 将莲蓬的

整体造型运用仿生设计进行简化袁 于细微处表现主

题袁与整体设计主题元素形成呼应遥 渊见图 5尧图 6冤

图 5 床头柜拉手

Fig.5 Handle of bedside table

图 6 床头柜

Fig.6 Bedstand

5.衣帽架

整体框架下层供放置鞋子尧行李袁上层设计莲蓬

状挂钩挂衣帽袁如图 7遥 虽然都是莲蓬的模仿设计袁但

在细节上略区别于床头柜的拉手袁使整个家具在细节

的对比上看起来 有层次和别具一格遥 渊图 8为整体效

果图冤

图 7衣帽架挂钩

Fig.7 Hook of coat rack

图 8 整体效果图

Fig.8 Overall rendering

乡村民宿家具地域性再设计是乡村在地文化尧建

筑风格及特色产业等地域元素的融入遥 这类家具设计

要以乡村地域元素为设计切入点, 应用现代的理念和

方法进行创新,才能达到环境尧建筑尧室内的和谐统一遥

也只有两者结合才能让乡村民宿的家具特点具有唯

一性和特殊性遥 从而有效改善民宿同质化严重的缺

陷袁并且提升民宿展现在地文化这一功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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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Redesign of Home-stay Furniture

Incorporating Regional Elements

要要要A case study on the design of home-stay furniture in Wufu Town, Wuyish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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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have given birth to the rapid ex鄄

pansion of rural home-stay industry. The problem of homogenization in home-stay interior design can be improved by regional redesign of

home-stay furniture. This study takes home-stay furniture in Wufu Town, Wuyishan City as the object, and extracts design element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 planting and other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Wufu Town, so as to com鄄

plete the redesign of home-stay furniture incorporating regional elements. It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redesign of home-stay furniture with regional elements, further optimize the experience of rural home-stay accommodation, improve

its competitivenes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home-stay industry and 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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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批

判了资产阶级的国家观袁并没有形成系统和完整的国

家观遥 但实际上袁国家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

部分遥 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渊下文简称野形态冶冤中袁马

克思和恩格斯从野现实的个人冶出发袁立足于现实的社

会生活袁深刻地揭示了国家的社会历史起源袁并阐明

国家本质上是一种野虚幻的共同体冶遥 同时袁他们结合

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袁科学地描绘了国家的未来发展

和演化趋势遥 野形态冶中的国家观不仅批判了资产阶级

国家的虚幻性袁也是新时代我国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理论资源袁富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遥

一尧野现实的个人冶及其社会生活与国家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袁野现实的个人冶是

一切人类社会历史的起点和最初的历史前提遥 只有以

野现实的个人冶及其社会生活为理论起点袁我们才能获

得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准确和完整的理解遥 同

样的道理袁认识和理解国家的起源尧本质尧历史演化等

问题袁我们也要把野现实的个人冶及其社会生活当作理

论起点袁这是因为野现实的个人冶及其社会生活是国家

得以产生的可能性条件袁国家正是在野现实的个人冶的

社会生活基础上产生的遥 [1]

要正确把握野现实的个人冶这个概念的丰富内涵袁

我们需要注意到以下几个要点遥 首先袁野现实的个人冶

是指活生生的尧处境化的尧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具体个

人遥 野现实的个人冶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野理性

的人冶袁也不同于斯密等人意义上的野经济人冶遥 这两种

理解都将人从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袁都是

对个人的抽象理解遥 其次袁野现实的个人冶的基本活动

是物质资料生产渊也就是劳动冤遥 因而袁野现实的个人冶

首先是劳动生产的当事人袁 是特定生产关系的承担

者袁 比如资本家和工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袁是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野人格化冶遥 再次袁野现实的个人冶

总是处于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某种社会关系之

中袁并且以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袁因而袁野现实

的个人冶及其社会活动受限于特定的物质生产等客观

条件遥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袁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人类

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遥 也就是说袁野现实的个人冶必

须生产各种各样的物质生活资料袁才能满足基本生活

收稿日期院2020-11-16

作者简介院赵 亮渊1982-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遥

扬弃野虚幻的共同体冶
要要要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的国家观及其当代启示

赵 亮

渊福建江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福建 福州 50108冤

摘 要院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袁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袁以野现实的个人冶为出发点袁阐述了国

家是一种野虚幻的共同体冶袁它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特殊利益和阶级统治的工具遥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了国家只是

社会发展的产物袁最终将要被野自由人的联合体冶所取代遥 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的国家观系统回答了国家的起源和历史演

变尧国家的本质以及国家的职能等理论问题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袁是指导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效

能的重要理论资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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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袁才能生活下去遥 同时袁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

人与其他动物差别之所在袁后者只是被动地尧本能地

适应自然袁而人能够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在与自然

的物质变换过程中改造和利用自然遥 物质资料生产活

动往往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袁野现实的个人冶在物质资料

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其他野现实的个人冶发生各

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渊尤其是涉及生产分配交换的经济

关系冤遥 这些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稳固化就会形

成相应的社会结构袁进而产生建立在社会关系和社会

结构基础之上的国家遥 没有在先的现实社会生活袁也

就没有国家遥 由此可见袁国家正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

定阶段的一种表现遥 [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观以野现实的个人冶及其

社会生活为出发点袁 不仅超越了黑格尔的抽象国家

观袁也与其他西方传统国家观区分开来遥 黑格尔将国

家理解为普遍性的概念袁看作伦理实体袁将社会生活

设想为国家的一部分袁 并把国家当作社会生活的基

础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袁黑格尔的国家观脱离了

野现实的个人冶及其社会生活袁完全误解了国家与社会

生活的关系遥 国家不过是一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

筑而已袁要从社会现实生活来理解它遥 同时袁也要注意

到袁野形态冶所描述的国家既不是为了野幸福美善冶等抽

象观念而存在的抽象实在袁也不是野上帝冶或者野神启冶

所创造的实在袁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遥 历史唯物

主义不是以野上帝冶或者野幸福美善冶等野观念冶为出发

点来揭示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袁也不是像野社会契约说冶

那样假设一个先于国家的野自然状态冶袁并将国家建立

在野假想的冶社会契约之上袁而是立足于野现实的个

人冶袁把国家观建立在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之上遥

二尧野虚幻的共同体冶作为国家的本质

在考察 野现实的个人冶 及其社会生活的基础上袁

野形态冶 进一步揭示了国家的私有制和阶级起源及其

作为野虚幻的共同体冶的本质袁完成了对国家神秘本质

的野祛魅冶遥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

的独特视角来考察国家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根源

的遥 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袁野现实的个人冶与野现实的

个人冶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分工遥 社会分工巨大

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袁 进而导致剩余产品的出现遥

在这两个社会条件的基础上便有了私有财产以及私

有制遥 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深化以及私有制的建立逐渐

导致野现实的个人冶之间出现了个人的特殊利益与共

同利益渊以及共同体成员内部利益冤的矛盾和冲突遥 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袁这种矛盾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

前提条件袁正是有了这个矛盾袁国家才以一种相对独

立于个人的特殊利益以及社会的普遍利益的特殊共

同体的形式出现遥 在很大程度上袁国家的作用在于调

和私有制基础上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袁以避免矛盾的激

化导致社会的混乱失序遥 [3]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袁即使国家以相对独立的

共同体的形式存在袁国家这种特殊的共同体实际上并

没有神秘性可言袁它是一种野虚幻的共同体冶[1]袁而非真

实的共同体遥 而且国家自出现那一刻起就烙上了阶级

印记袁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袁是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之

上产生的遥 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袁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

出现导致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对立袁 即出现了在利益

渊尤其是经济利益冤上对立的阶级院统治阶级和被统治

阶级遥 国家正是统治阶级用来实现其阶级利益分配袁

以及支配和控制被统治阶级的基本手段或基本形式遥

由于采取了野虚幻的共同体冶的外在形式袁国家具

有很强的欺骗性遥 具体来说袁国家掩盖和遮蔽了其阶

级统治的属性袁国家以代表共同利益的名义掩盖了它

实际所代表的特殊阶级利益的本质遥 从表面上看袁国

家在形式上似乎是具有独立性的袁它不是任何阶级利

益的代表袁超越和独立于各种特殊利益袁与任何现实

的特定阶级利益都没有关系袁它是超阶级的遥 这种表

面上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国家的组织和

运行上采取普选制度遥 但实际上袁国家并不具有真正

的野独立性冶和野普遍性冶袁它没有完全独立于各种现实

利益袁国家并不是普遍公共利益的代表和体现遥 相反袁

作为一种阶级利益的实现工具或实现手段袁国家代表

和维护的仅仅是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袁并企图将统治

的阶级的特殊利益野标榜冶和野粉饰冶为普遍的公共利

益遥 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袁

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实现其阶级利益的委员会[4]袁在

根本上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服务的遥 此外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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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借助法律获得了合法性外衣遥 但是袁法律并没有体

现公共意志袁作为根植于私有制并为私有制辩护的上

层建筑袁 法律反映的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特殊意志遥

法律所规定的自由平等也是虚假的袁正如叶资本论曳揭

示的那样袁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交换完全不是自由平

等的交换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开国家神秘本质的基础上袁

还进一步揭示了国家对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制约遥

他们指出袁对于统治阶级袁作为工具的国家能维护和

实现其特殊利益曰然而对于被统治阶级袁国家则是一

种枷锁袁完全限制被统治阶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遥 虽

然野虚幻的共同体冶是对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扬弃袁但

野虚幻的共同体冶却没有给被统治阶级带来自由遥 这是

因为袁国家作为野虚幻的共同体冶是一种与人的本质相

异化的尧相对立的异己性力量遥 [5]国家凭借暴力机关支

配和统治着被统治阶级袁使其丧失了自由以及个性和

潜能遥 因而袁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袁在国家的支配和控

制之下袁个人自由因阶级而异袁是完全虚幻的自由遥 如

同国家具有阶级烙印袁 个人自由也具有阶级烙印袁它

只属于统治阶级渊比如只属于少数资产阶级冤袁而被统

治阶级渊比如多数工人阶级冤获得个人自由和全面发

展的可能性完全被国家机器否定了遥 因此袁国家本质

上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特殊利益的工具袁是束缚被统

治阶级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野桎梏冶遥

当然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袁国家这个野虚幻的

共同体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的自由袁否定了

个人具有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袁但是国家还不是造成人

的奴役的根本原因遥 因为野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

在的冶[1]袁国家本质上是私有制的一个野随附物冶遥 对于

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袁私有制渊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生

产资料私有制冤才是造成人类的奴役和不公正的根本

原因遥 因此袁要实现自由和解放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袁并

打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野虚幻的共同体冶遥

三尧走向野自由人的联合体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野形态冶中揭示了国家的未来

历史演化进程袁指出国家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遥 凡是

历史性的东西袁都会经历有生有灭的过程遥 这意味着袁

正如阶级会随着社会发展而趋于消亡一样袁国家作为

社会发展的产物最终会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而

趋于消亡袁它不会一直存在下去遥 如前所述袁国家是随

着社会分工导致的阶级的尖锐对立而创建的野虚幻的

共同体冶遥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高度发达袁旧

的社会分工尧私有制以及阶级都会消亡遥 一旦这些产

生国家的社会条件消亡了袁调节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

的国家职能也将随之失效遥 如此一来袁作为野虚幻的共

同体冶的国家就将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趋于消亡遥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野虚幻的共同体冶进行了

深刻的批判袁但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共同体本身所具

有的积极作用遥 在他们看来袁真正的共同体能够为个

人自由和全面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和社会基础遥 [1]这显

然是由个人的社会本质以及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关系

渊即个人不能脱离社会冤决定的遥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袁

真正的共同体绝不是阶级社会中的以国家的形式存

在的虚假共同体袁也不是作为原初的尧作为人类生活

场所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遥 [6]真正的共同体既克服了

国家的虚幻性袁也克服了异己力量的约束袁不再是个

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桎梏和枷锁遥 个人在这种真正的

共同体中自由联合袁 不再被片面化和被物的力量奴

役袁也不再被旧式的分工所束缚袁因而能获得真正的

自由和解放遥 [1]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设想袁野自由人的联

合体冶是国家的最终历史替代物遥 在这个野自由人的联

合体冶中袁个人没有被既定的本质规定袁个人不仅是完

整的袁也是一种海德格尔所谓的野能在冶存在袁向无限

的可能性开放遥 因为在这个野真正的共同体冶中袁个人

不再受限于固定的生活范围袁个人能够从异化劳动中

彻底脱离出来袁劳动也不再是人谋生的手段袁而成为

一种需要遥 相应地袁个人拥有充足的自由时间袁能充分

发挥自己各方面的潜能袁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安排自主

的活动遥 这样的一个共同体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

绘的共产主义社会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在野形态冶中袁马克思和恩格斯特

别强调袁他们所谓的野自由人的联合体冶绝不是某种关

于国家的理想类型渊或理想国家冤袁共产主义也不是现

实社会应当与之相适应的野理想社会冶袁而是一场现实

性运动遥 [1]具体来说袁就是一场消灭私有制袁消灭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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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性运动遥 这场现实性运动袁既不是发生于头脑

之中的野思想实验冶或者野头脑中的革命冶袁也不是发生

于野彼岸冶或者野来生冶的运动袁而是发生于野此岸冶的尧

野当下冶的现实社会中的一场运动袁是在现实社会发展

过程中野扬弃冶野虚幻的共同体冶的历史必然趋势遥 现实

性的运动必须在现实世界中采用现实的手段进行现

实的斗争遥 准确来说就是院这场现实性运动要求破除

旧式的社会分工及其产生的条件袁 彻底地消灭私有

制袁消除人的异化状态和物的依赖关系袁推翻和打碎

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国家政权袁建立一个野自由人的联

合体冶[1]遥 对于这场现实性运动袁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

理解为全人类得以实现解放的可能性条件袁认为只有

通过这场现实性运动袁 束缚人类的枷锁才能被彻底

野打碎冶袁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袁才能充分地获得

个性自由和发挥潜能袁即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遥

当然袁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清楚地认识到袁消灭阶

级和私有制的现实性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袁

野真实的共同体冶取代野虚幻的共同体冶不可能一下子

实现遥 国家的历史演进和最终消亡必然要经历一个漫

长而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遥 在野形态冶中袁他们深刻地

指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的社会条件袁即社会生产力

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达遥 在他们看来袁如若没有高度

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物质基础袁那

么人类社会只会出现极端化和普遍化的贫困袁普遍的

世界交往也无法建立袁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就不可能真

正实现和完成遥

归纳而言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袁马克思

和恩格斯以野现实的个人冶为出发点袁深刻地阐述了国

家的是一种野虚幻的共同体冶袁它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实

现其特殊利益的工具袁指出了国家只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产物袁最终将要被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

体取代遥

四尧野形态冶中的国家观的当代意义

十九大以来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工作袁 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袁总结了我国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以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优势尧历史成就和历史

经验袁 同时也明确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尧

总方向尧实现路径以及未来的工作重点遥 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明确将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我国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远景目

标袁并将野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冶作为野十四五冶规

划的六大目标之一遥 [7]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

中央着眼于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尧新时代的改革开

放以及国内外形势等背景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8]袁是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和创新遥 作为马克

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袁野形态冶中的国家观系统

回答了国家的起源和历史演变尧国家的本质以及国家

的职能等理论问题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袁是推进我

国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论资源袁能够指

导我国不断健全国家治理体系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

国家治理效能遥

首先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人

民民主专政遥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袁建立无产

阶级新型国家政权以取代旧的国家机器袁是无产阶级

通过革命获得国家政权之后的重要任务遥 不同于旧国

家政权袁无产阶级国家机构体现人民意志袁既为人民

服务袁也接受人民监督遥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袁我国的

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袁国家权力属于人民遥 [9]人民民主

专政作为国体与国家治理并不冲突袁前者是后者的根

基所在遥 因此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袁不仅要积极发展

人民民主袁保障人民权益袁加强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袁

针对各种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袁也要毫不犹豫地发挥国

家的专政职能袁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遥

其次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立场遥 以人民为中心袁保障人民权益袁是历史唯

物主义国家观的基本立场袁也是党的宗旨遥 以人民为

中心要求不断巩固人民的主体地位袁引导人民群众参

与国家治理曰不断加强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

理制度体系曰依法保障广大人民的平等参与和平等发

展权利曰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袁积极创造条件来满足人

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遥

再次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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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步的最高标准袁 决定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遥

国家的产生尧 演进和消亡都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

果遥 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至关重要遥 具体来说袁一方面为国家治理提供必要的

物质保障袁没有生产力的发展袁上层建筑层面的国家

治理便失去了经济基础曰另一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也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效能的基本标尺袁生产力没

有得到发展袁国家治理的效能就低下遥 解放和发展社

会生产力要狠抓经济建设以夯实经济基础袁坚持和完

善基本经济制度袁既要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袁也要

鼓励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遥

最后袁野自由人的联合体冶以及自由和全面发展的

思想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最终的价值旨

趣遥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观的落脚点是人的自由和

全面发展遥 按照这一思想袁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要义不仅仅在于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家袁提升国家

软硬实力和综合国力袁以及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

各项国家治理能力袁而且在于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提供基础袁从而为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走向

野自由人的联合体冶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遥 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出

宏伟构想袁将充分保障人民的平等参与和平等发展权

利袁人的全面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与基本实现国家治

理现代化等目标一起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远景目标遥 显然袁这一构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和恩

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远大理想袁为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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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刘易斯窑卡罗尔最为著名的作品 叶爱丽

丝梦游仙境曳是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袁它的译本数量

在世界排名第三袁仅次于叶圣经曳和莎士比亚译本袁已

经被翻译成一百二十多种语言袁 深受世界读者的喜

爱遥1922年袁由语言大师赵元任先生翻译的叶阿丽思漫

游奇境记曳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袁这是叶爱丽丝梦游仙

境曳的第一部中译本遥自此之后袁中国学者们翻译了很

多的中译本袁其中也有不少经典的作品袁各具特色遥

由著名翻译家冷杉翻译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2010年出版的叶爱丽丝梦游仙境曳袁被称作野百科全书

版冶袁 它区别于其他所有译本的最大创新便是丰富的

译注遥 细数起来袁全书共有 74条译注袁而且大部分注

释都详尽具体尧不吝篇幅袁这在所有中译本中都是绝

无仅有尧独树一帜的袁其文化价值不可忽视遥本研究试

图通过对叶爱丽丝梦游仙境曳这一家喻户晓的经典文

学作品进行个案研究袁从全新的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分

析文化注释的功能袁从而为文学翻译提供些许借鉴意

义遥

跨文化交际袁简单来说袁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

景的交际行为遥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

言袁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袁因此翻译就是一种

跨文化交际的行为袁 让异质文化中的人可以得到沟

通遥 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被引进中国并被翻译成中文袁

这是向本土文化注入外来文化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袁而

译本可以被视作是跨文化交际产品遥 由于必然存在的

文化差异袁中国读者在阅读译本过程中会碰到文化障

碍袁译注就在这个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遥

综合分析冷杉译本的所有文化注释袁可以做以下

几种功能分类院

一尧构建译者文化身份

野译注除具有补充说明译文的功能外袁 还能反映

译者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所传递的文化意义遥 冶[1]野文

学翻译的译注不仅能够为普通读者服务袁为专业读者

的研究提供便利袁而且袁对一个译者建立起自己的译

者身份袁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遥 冶[2]在叶爱丽丝梦游仙

境曳译本中袁冷杉通过大量的注释构建自己的文化身

份袁使自己不仅仅是原著作者的传声筒袁而是证明自

己的存在遥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看汉译本的译注功能
要要要以冷杉的叶爱丽丝梦游仙境曳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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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译注的选择取舍就是译者身份建构的一部分遥

卡罗尔原著里有大量的数学思维尧 逻辑推理尧语

言游戏尧字谜尧童谣尧典故尧双关语等袁不管从译者知识

面的角度来看袁还是从译本篇幅的角度来看袁译者都

不可能把所有的文化信息全部解释清楚遥 因此选择为

哪些词条加注就是一个体现译者价值取向的取舍过

程遥

渊二冤译注体现译者在音乐尧绘画尧哲学尧文学尧语

言学尧国际象棋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与素养遥

例 1院 冷杉注释院 对头嘟和对头滴原文为 Twee鄄

dledum and Tweedledee, 因为他们俩代表镜子中的彼

此袁又总是为一丁点儿小事就打起来袁所以本文中翻

译成野对头嘟冶和野对头滴冶遥 这样翻译既与英文原文谐

音袁又在中文上体现了两个人爱作对的意思袁同时也

体现词语本来的意义院即风琴中的野嘟冶音和野滴冶音袁

更体现了他们作战时的音响遥 这是作者卡罗尔在此书

中创造的两个人物遥 详见第四章遥 后来这两个人物名

已作为词组袁收入词典中袁指难以区别的两个人或两

件事物遥 [4]

通过这条注释袁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在音乐方面的

造诣袁 他把自己在音乐上的知识储备用在了翻译上袁

其效果令人拍案叫绝遥 同时也体现作者的翻译思想袁

即尽一切可能追求更生动尧更易于接受尧更完美的译

文遥

渊三冤注释中 野应该是冶野可能冶野或许冶等不确定词

汇的大量使用体现译者的学术严谨性袁既向读者输出

自己的认知袁又给读者保留进一步探究的空间遥

例 2院

This time there could be NO mistake about it: it was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a pig, and she felt that it

would be quite absurd for her to carry it any further. [3]

这次一点儿都不会错了袁它完完全全是只猪遥 她觉得

自己再抱着它袁就太可笑了遥 [4]

冷杉注释院这里婴儿变成小猪袁很有可能援引了

一个与英王詹姆士一世有关的恶作剧院伯明翰女伯爵

安排英王詹姆士一世见证一个婴儿的洗礼袁英王以为

怀里抱着的是婴儿袁谁想其实是个小猪袁是女伯爵给

他开了个玩笑袁而众所周知袁詹姆士一世最讨厌猪了遥 [4]

例 3院

"Yes, it IS his business! " said FIVE. "And I'll tell

him要it was for bringing the cook tulip-roots instead of

onions." [3]

野不袁与他有关浴 冶老五说袁野我要告诉他要要要这是由于

你没给厨师拿去洋葱袁而拿去了郁金香根浴 冶[4]

冷杉注释院卡罗尔写到用郁金香根代替洋葱的时

候袁可能想到了这样一个典故院据说一位英国旅行者

来到了郁金香的王国要要要荷兰袁他非但不知道稀有郁

金香品种的价值袁而且还错把一个郁金香根当作洋葱

头袁并一层一层将其剥开遥 在当时袁这样一种稀有郁金

香的花根价值 4000荷兰金币袁 后来这位旅行者因为

无力赔偿花主人这么大一笔钱袁而被捕入狱遥 [4]

除了以上这两条注释中的野很有可能冶和野可能冶袁

译本注释中还有不少这样的表达不确定的推断词汇袁

体现作者野知之为知之袁不知为不知冶尧不轻易下定论

的严谨治学态度遥

渊四冤译注体现译者的人生哲学遥

在译本中袁某些地方的语言被加粗并在旁边添加

注释边框袁把原文以及译文单独摘抄出来袁以此形式

吸引读者的注意遥 这些注释的内容大都倾向于野鸡汤

文冶袁既不是翻译技巧的解释袁不是文化背景的补充袁

也不是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袁而仅仅是为了向读

者传输作者认可的某些理念或人生观尧价值观等遥 通

过本书的序言得知袁译者翻译此书的目的很大程度受

到其妻子梦想读到一本传神达意的尧经典的尧又适合

现代人口味的爱丽丝中译本的影响袁因此袁译者通过

这些野美文好句冶传达一位父亲对诸如他儿子般大小

的青少年读者的精神教化遥 同时袁人们又可以通过这

些注释反过来窥探作者自身的价值尧精神取向和人生

哲学遥

例 4院爱是推动世界的动力浴 [4]

冷杉注释 院It is love, that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爱是推动世界的动力) [4]

例 5院野最美的东西总是可望而不可即浴 冶 [4]

冷杉注释院The prettiest are always farther!渊最美的

东西总是可望而不可即浴 冤[4]

例 6院野假如每个人都管好自己的事袁冶公爵夫人嘶

哑着嗓子嘟囔着说袁野地球就会比现在转得快多啦遥 冶[4]

冷杉注释院If everyone minded their own business,

颜宝琴袁等院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看汉译本的译注功能 17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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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would go round a deal faster than it does.渊假

如每个人都管好自己的事袁地球就会比现在转得快多

啦遥 冤[4]

二尧 弥补翻译不可译性

在这部译本中袁冷杉给专有名词尧典故尧谐音尧藏

头诗尧双关语等文化局限词加注袁解释语言的内涵与

外延袁传递丰富的文化信息袁帮助读者理解遥 对原著中

采用以语音尧 词汇特征为修辞手段的地方加注阐明袁

对原文的野言外之意冶野潜台词冶等通过加译注以点破

与指明遥

例 7院

野Mine is a long and sad tale! 冶 said the Mouse, turning

to Alice, and sighing.

野It is a long tail, certainly,冶 said Alice, looking down

with wonder at the Mouse爷s tail;野but why do you call it

sad?冶[3]

野我的历史是个又长又悲伤的故事浴 冶老鼠对着爱丽丝

叹息着说遥

野它的尾巴是挺长的袁冶爱丽丝说袁她非常纳闷儿地瞅

瞅老鼠的尾巴野可你为什么说尾巴是悲伤的呢钥 冶[4]

冷杉注释院英文中的 tale (故事) 与 tail (尾巴) 发

音相同袁老鼠说的是野故事冶,而爱丽丝听成了野尾巴冶遥[4]

单从译文来看袁野故事冶野尾巴冶这两个词在中文中

没有任何的关联袁 放在同一语境中会让读者一头雾

水遥 然而袁在注释中袁冷杉给读者提供原文出现的同音

字袁通过对比原文与译文袁读者能产生一种豁然开朗

的感觉遥

例 8院

They very soon came upon a Gryphon, lying fast asleep

in the sun.(If you don't know what a Gryphon is ,look at

the picture.) [3]

她们很快就碰见了一只鹰头狮袁晒着太阳睡得正香呢

渊要是你不知道什么是鹰头狮袁你可以看看插图冤遥 [4]

冷杉注释院希腊神话中鹰头狮身有翅的怪兽遥 鹰

头狮是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象征和标志袁它的图像就

出现在三一学院的大门上袁对于这一点袁卡罗尔和利

德尔家小姐妹肯定很熟悉遥 这里的鹰头狮和素甲鱼是

用来讽刺那些多愁善感的大学校友的遥 [4]

在跨文化交际中袁国俗词渊承载着特有文化内涵

的词汇冤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的一大障碍遥 在冷

杉译本中袁读者虽然也可以通过插图看出野鹰头狮冶的

样子袁但是因为中国文化里并没有这种动物袁所以读

者仍然只知其貌不知其义遥 有了这条注释袁读者就能

很好地理解鹰头狮的文化内涵院讽刺多愁善感的大学

校友遥

三尧 文化拓展

在这部译本中袁 冷杉通过注释大量补充背景材

料尧风土民俗尧文学常识等相关信息曰增添原著作者的

生平经历尧原著的创作背景尧故事原型等内容袁扩大读

者的视野遥

例 9院

March Hare and the Hatter were having tea at it: a Dor鄄

mouse was sitting bet between them, fast asleep...[3]

三月野兔和帽匠坐在桌旁喝着茶袁一只睡鼠在他们中

间酣睡着遥 [4]

冷杉注释院英国睡鼠是一种生活在树上的啮齿动

物袁相比较起来袁它更像小松鼠袁而不太像老鼠遥 不过袁

睡鼠的习性不太像松鼠袁松鼠只在冬天冬眠袁而睡鼠

由于习惯夜间出来活动袁 所以一年四季的大白天里袁

睡鼠看上去都困蔫蔫的遥 你瞧袁就是文中提到的五月

份袁它也总是睡个不停遥 目前袁这种可爱的英国睡鼠也

属濒危动物之列遥 [4]

在这条注释中袁 冷杉详细介绍故事中出现的睡

鼠袁它在英国确实存在遥 为了给目标读者提供更生动

的视角袁他把它跟外表像睡鼠的松鼠进行比较袁并且

提及它们的生活方式袁用来解释为什么故事中的野睡

鼠冶总是感到困倦遥 这对目标语儿童读者了解睡鼠的

特点是非常有帮助的遥

例 10院

Presently she began again. "I wonder if I shall fall right

THROUGH the earth! "[3]

不一会儿袁她又说开了院野我想知道我会不会直接穿过

地球袁冶[4]

冷杉注释院物体如果掉入一个穿过地球的洞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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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什么事遥 追根溯源袁这个问题最先应是古罗马

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最先提出遥 在作者卡罗尔生活的年

代袁这个问题为人们广泛讨论袁当时一些著名的思想

家都参与了讨论袁其中包括弗兰西斯窑培根和伏尔泰遥

伽利略给出了正确的答案院 物体首先是以加速下落袁

但同时加速力是递减的袁到达地心袁加速力为零遥 物体

掉落的速度此时会减慢袁同时伴随着不断增加的负加

速度袁这样的情况一直保持到物体到达地球另一端的

洞口袁而此时的物体向相反的方向下落袁如此循环往

复遥 当然这是排除了空气阻力和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

力后的理想状态遥 [4]

从这条注释中袁冷杉向读者介绍作者当时的社会

思想袁还扩展读者的物理知识袁不愧为野百科全书冶的

称号遥

例 11院

"One side of WHAT? The other side of WHAT?"

thought Alice to herself.

"Of the mushroom," said the Caterpillar, just as if she

had asked it aloud; and in another moment it was out of

sight. [3]

野什么东西的一边袁什么东西的另一边钥 冶爱丽丝心想遥

野蘑菇袁冶 毛毛虫说袁 就好像听到了爱丽丝的心思袁不

一会儿袁毛毛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遥 [4]

冷杉注释院在这里袁毛毛虫猜中了爱丽丝的想法遥

卡罗尔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袁不过袁他却相信超常感

知和意念致动的力量遥 卡罗尔在 1882年的一封信中袁

又谈到由当时出版的一本名叫叶读心术曳的小册子袁他

相信超自然的灵异现象是真实存在的遥 野这一切似乎

表明确实存在超自然的现象袁它与电流或精神力量相

结合袁其结果是大脑可以作用于他人的大脑遥 我相信袁

将来会有那么一天袁 人们会发现这种现象的规律袁它

也就成了已知的自然力量袁那么人与人之间将更加亲

近噎噎冶卡罗尔一直是特异动能研究协会的创办者和

热情的参与者袁他的个人藏书中有大量的关于超自然

的书籍遥 [4]

就如这条注释所展示的那样袁 在冷杉译本中袁有

大量的关于卡罗尔本人生活经历尧日常偏好尧思想主

张等内容的注释袁让读者能了解关于作者卡罗尔的更

多信息袁从而更好地读懂他所著的这部文学作品遥

四尧 译者说明

通过注释袁冷杉说明自己对原文语言或故事情节

的理解袁剖析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心理感受以及翻译

时的处理方法等遥

例 12院

"That's the reason they're called lessons," the Gryphon

remarked: "because they lessen from day to day."[3]

野所以都问上耶多少爷课袁冶鹰头狮评论说袁 野就是先多

后少的意思遥 冶[4]

冷杉注释院 英文中的 野课 渊lesson冤冶 与 野减少

渊lessen冤冶只差一个字母袁并且读音相同袁英文原文中

鹰头狮的话的意思是院所谓野课冶就是野减少冶的意思袁

这里为了增加中文幽默效果袁故如此翻译遥 [4]

在这条注释中袁译者帮读者理清原文作者的文字

游戏袁并且解释自己的译文想达到的翻译效果遥

例 13院

"Who are YOU?" said the Caterpillar.[3]

野你是谁钥 冶毛毛虫问道遥 [4]

冷杉注释院你是谁钥 要要要这已经成为具有哲学意

味的经典问话袁问句本身以及下文爱丽丝闪烁其辞的

回答袁成了现代人野本体危机冶的表征遥 [4]

在这条注释中袁冷杉跳出译者的身份袁像一位导

师般向读者灌输语言背后的深刻哲学内涵袁起到文本

导读的效果遥

五尧 插图导读

叶爱丽丝梦游仙境曳 博得全世界范围内读者的喜

欢袁 离不开英国著名画家约翰窑坦尼尔爵士为之画的

插图遥 画家的笔袁补充了作家的笔袁他画出爱丽丝和那

些动物的灵魂袁 把读者带进一个神奇的幻想的世界遥

冷杉不仅在译本里完整呈现这些插图袁还对部分插图

进行解读袁让读者了解图画背后的故事从而更深刻理

解这些插图渊图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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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unctions of Anno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要要要A case study of Lenshan's translation version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YAN Baoqin, SUN Jia
(Zhicheng College,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2)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literary works, this behavior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otation is a common way to deal

with cultural factors and reduce communication barriers. There are many Chinese versions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the

world's classic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is study, we choose Lenshan's translation version (2010), and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function

according to its anno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is annotation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uilding

translator's cultural identity, making up for the untranslatability of translation, expanding culture, translator's explanation and illustration

guide". These annotations reduce the misunderstanding or confusion that may be caus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work in China.

Key words: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annotation

图 1 疯狂茶会

Fig.1 A MAD TEA-PARTY

冷杉注释院坦尼尔笔下的三月野兔耳朵上缠着一

绺稻草袁当时这是美术乃至舞台艺术中用来表达疯狂

的常用手法遥 从图中看袁坦尼尔爵士很有可能接受了

卡罗尔的建议袁这位疯帽匠是依照牛津大学附近一个

名叫卡特的家具商的原型而创作的遥 卡特之所以在当

地被称为疯帽匠袁 一半是因为他总是带着一顶高帽

子曰一半是因为他总有些雷人的怪念头遥 他曾发明一

个野闹钟床冶袁通过定时把熟睡的人从床上掀翻在地而

把人叫醒袁这张床 1851年曾在巴黎水晶宫展出过遥 这

样一来袁卡洛尔笔下的疯帽匠十分关注时间和总是要

把睡鼠弄醒的举动也就有了相应的解释遥 另外这一章

里也比较关注家具要要要大茶桌尧大扶手椅尧写字台袁也

跟卡特的家具商身份保持一致遥 另外袁帽匠的帽子上

贴了一个野这一款打六折冶的标签袁也与后面第 11章

里的审讯问话前后呼应遥 [4]

在这个注释中袁冷杉向读者传递稻草的艺术文化

内涵袁探究疯帽匠的人物原型袁同时还为后文的情节

做了野呼应注冶遥

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不同民族的优秀

文化介绍给读者袁以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遥 通过研

究冷杉译本叶爱丽丝梦游仙境曳袁我们发现好的译注能

对作品的表达起补偿作用袁为译文读者阅读作品扫清

文化障碍袁使他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原著袁获得同原著

读者一样的艺术感受袁同时还能帮助译者构建自己的

文化身份遥 由此可见袁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来看袁译注对

于文学翻译具有重要的意义袁望译者能采纳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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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背景介绍

概念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模型袁 源自日常系统化尧

典型化的语言表达式[1]遥 隐喻认知观已经证明了隐喻

在思维上的普遍性袁这同样证明了隐喻不仅仅存在于

纯语言模态中袁 其他模态如图像尧 声音等亦有隐喻遥

Forceville在 1996年发表的专著叶广告中的图文隐喻曳

中首次提出了 野图像隐喻冶遥 Forceville说在图像隐喻

中袁 设计者迫使观者用其他概念去理解目标概念袁并

且在这两个概念之间不存在预先联系[2]遥 Carroll认为袁

与纯语言隐喻相比袁图像隐喻中的源域和目标域之间

更易发生逆转[3]遥图像中的隐喻巧妙而富有深意袁在广

告语篇中表现最为丰富袁因而吸引了许多学者结合该

语类研究图像隐喻遥Forceville以十则荷兰电视广告为

研究语料袁研究了其中的图像尧声音等隐喻[4]曰 张辉与

展伟伟则探讨了多模态转喻及隐喻的认知过程及其

本质袁并分析其在广告中的图文关系[5]遥 此外袁漫画以

及动画电影中的图像隐喻也吸引了一些学者的研究遥

Forceville基于理想认知模型袁研究了漫画集中非语言

层面的情绪隐喻 [6]曰Shinohara和 Matsunaka则以日本

漫画为语料袁 研究了其中情绪表征的图像隐喻 [7]曰

Eerden探讨了漫画和动画电影中愤怒情绪的隐喻表

征[8]遥

隐喻和转喻有所不一遥 李国南说到隐喻和转喻之

不同时强调袁隐喻重在野喻冶袁转喻重在野代冶袁前者起描

述作用袁而后者则有指称功能袁因而转喻也称野借代冶[9]遥

Lakoff与 Johnson 也区分了转喻和隐喻袁 他们认为隐

喻是用一件事构想另一件事袁 其主功能在于理解曰而

转喻则有指称功能袁即通过转喻我们能以一物指代另

一物[10]遥张辉提到隐喻是不同认知模式之间的映现袁而

转喻则是同一模式内的映现[11]遥因而袁将转喻和隐喻区

分出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袁 正如陈艳玲和王炤说的院

野承认存在隐喻和转喻两类认知模式的做法相对于不

区分隐喻和转喻而只分析隐喻的做法袁前者更有利于

人们具体细致地了解认知模式冶[12]遥

动画电影中情感表征的图像转喻和隐喻
要要要以叶哪吒之魔童降世曳中的小哪吒形象为例

袁璐青

渊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0冤

摘 要院以叶哪吒之魔童降世曳中的小哪吒形象为语料袁以图像转喻和隐喻为研究对象袁主要聚焦于小哪吒野愤怒冶

野悲伤冶野喜悦冶三种情感表征袁拟探索出以下三个问题院以往研究中关于野愤怒冶野悲伤冶及野喜悦冶情感表征的常见图像转喻

和隐喻有哪些钥在小哪吒情感图像表征中袁哪些图像转喻和隐喻是与以往研究相一致的钥在该三种情感表征中袁小哪吒形

象呈现出哪些独特的情感图像转喻和隐喻钥 研究结果发现小哪吒三种情感图像转喻表征为院愤怒时紧闭的嘴巴尧倒八字

眉尧攥紧的拳头等曰悲伤时半闭的眼睛尧垂头等曰喜悦时露出的牙齿等遥该三种情绪图像隐喻表征主要是野愤怒是火焰冶野悲

伤是向下冶野喜悦是明亮的颜色冶等遥

关键词院愤怒曰悲伤曰喜悦曰图像分析曰哪吒曰情感隐喻

中图分类号院H0-05; J905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02原园021原园6

收稿日期院2019-12-12

作者简介院袁璐青渊1994-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认知隐喻学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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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袁 目前国内对情感隐喻研究较多的是 野愤

怒冶袁而野悲伤冶和野喜悦冶相对较少袁且研究多基于纯语

言遥 李兴忠研究了电影中野愤怒冶隐喻多模态表征袁他

发现袁电影中符号表征的野愤怒冶概念隐喻与语言模态

表征的野愤怒冶概念隐喻基本一致[13]遥 这也进一步验证

了 Lakoff和 Johnson说的袁野包括思想和行为在内的人

类的整个概念体系是隐喻的冶[10]遥而这种隐喻性不仅可

以用语言可以表征袁其他模态也可以遥 正如张辉与展

伟伟指出的袁抽象概念表达可以外化为语言袁也可以

通过其他符号表征袁所有符号都是其背后思维概念的

表象遥 概念隐喻和转喻不单单依赖于语言文字袁也可

以通过其他模态或多种模态的协同作用呈现[5]遥

本文拟以国内动画电影叶哪吒之魔童降世曳的小

哪吒形象为语料袁经逐一截图渊约 300 张冤后观察对

比袁聚焦于野愤怒冶野悲伤冶和野喜悦冶三种情感表征遥 另

一方面袁针对研究问题一袁笔者分别以野愤怒隐喻冶野悲

伤隐喻冶野喜悦隐喻冶为主题词袁在知网搜集到了共 140

篇文献袁其中野愤怒隐喻冶87篇袁野悲伤隐喻冶26篇袁野喜

悦隐喻冶27篇遥 进行相关文献阅读后袁整理出有关野愤

怒冶野悲伤冶野喜悦冶 常用图像转喻符号和概念隐喻袁并

分析该动画电影中小哪吒形象关于该三种情感表征

的图像转喻符号和概念隐喻袁以解决本文研究问题二

和三袁即在以往研究结果之上袁对比本文小哪吒形象

情感转喻符号和隐喻袁分析是否与以往研究出的图像

情感转喻符号和隐喻一致袁以探索出该形象有无独特

情感表征的转喻符号和隐喻遥 由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图

像隐喻及特定三种情感表征的转喻和隐喻袁故电影中

涉及的多模态表征如语言尧声音尧及音乐或其他情绪

等将不作详细讨论遥

二尧动画电影中情绪表征的图像转喻和隐喻

渊一冤叶哪吒之魔童降世曳

本文选取该动画电影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遥 第一袁

作为一部动画电影袁它上映后好评如潮袁最终票房累

积达到 49.74亿袁被称为野国漫之光冶袁可算是中国动画

电影的代表之作曰第二袁该电影主人公哪吒形象一改

前样袁变成一个有着黑眼圈尧大眼睛尧鲨鱼牙且声线粗

犷的野小妖怪冶哪吒形象遥 该形象在电影中情绪表现丰

富袁 在运用转喻和隐喻表征抽象情感上别具一格袁具

有研究意义遥

渊二冤野愤怒冶

从目前国内研究的情绪图像转喻和隐喻来看袁表

征野愤怒冶情绪的图像转喻和隐喻主要有以下几种袁如

表 1所示遥

表 1 野愤怒冶转/隐喻表征

Tab.1 metonymic and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s of anger

野愤怒冶作为人类基本的情感袁在情绪隐喻研究中

占比相对较多遥 在该电影中袁发现转喻表征如下院

a. 紧闭的嘴巴曰紧皱的眉头曰倒八字眉曰眼睛呈现

倒八形状渊图 2冤

b. 张大的嘴巴曰露出其特有的鲨鱼牙齿曰倒八字

眉曰眼睛呈现倒八形状渊图 3冤

c. 攥紧的拳头渊图 4袁图 5冤

d. 侧身尧回头曰露出具有威胁性的背影渊图 6袁图

7冤

隐喻表征如下院

a. 野愤怒是火焰冶渊图 8冤

b. 野愤怒是围绕怒者的自然现象冶渊图 9冤

野愤怒是围绕怒者的自然现象冶的映射基础来源

于该电影中的闪电和愤怒共同具有的野危险性冶遥 野愤

怒是火焰冶隐喻则建立在 K觟vecses提出的 ANGER IS

A HOT FLUID IN A PRESSURIZED CONTAINER渊野愤

怒是容器里的炽热液体冶冤之上[14]遥 野愤怒是火焰冶隐喻

映射关系为渊该图源自赵秀凤尧李晓巍[15]冤下图所示院

野愤怒冶

眉
倒八字眉

自然现象

野愤怒是闪电冶

紧皱的眉头 野愤怒是洪水冶

眼

圆睁的双眼 野愤怒是大雪冶

紧闭的双眼 危险动物 野愤怒是危险动物冶

突出的眼睛 液体
野愤怒是容器里的
炽热液体冶

嘴
张大的嘴巴 火 野愤怒是火焰冶

紧闭的嘴巴 气 野愤怒是气冶

涨红的脸 热 野愤怒是热冶

攥紧的拳头 高压容器
野怒者是一个
高压容器冶

手袁胳膊

高举的双手

行为/事件

野愤怒是剧烈运动冶

紧抱的胳膊 野愤怒是破坏物品冶

双手叉腰 野愤怒是肢体冲突冶

脚 跺地的双脚 野愤怒是吸烟冶

脸

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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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域 目标域

火焰的燃料寅 人体内的怒气

火焰的颜色寅愤怒的程度

火焰的方向和大小寅愤怒的强烈程度

火焰的背景寅愤怒的后果

图 1 野愤怒是火焰冶隐喻映射过程

Fig.1 the mapping relation of ANGER IS A FLAME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袁在野愤怒冶的转喻表征中袁

紧闭的嘴巴尧紧皱的眉头尧倒八字眉尧张大的嘴巴及攥

紧的拳头与以往研究野愤怒冶的转喻表征一致曰小哪吒

特有的野愤怒冶转喻表征包括眼睛呈现倒八形状袁露出

其特有的鲨鱼牙齿袁侧身尧回头袁露出具有威胁性的背

影遥 在野愤怒冶的隐喻表征中袁野愤怒是火焰冶野愤怒是围

绕怒者的自然现象冶与以往研究的野愤怒冶的隐喻表征

一致遥

图 2 紧闭的嘴巴曰紧皱的眉头曰倒八字眉曰眼睛呈现倒八形状

Fig.2 tightly closed mouth; tight frowns;

inverted eyebrows; inverted eyes

图 3 张大的嘴巴曰露出其特有的鲨鱼牙齿曰

倒八字眉曰眼睛呈现倒八形状

Fig.3 wide mouth; shark teeth; inverted eyebrows; inverted eyes

图 4袁图 5 攥紧的拳头

Fig.4 Fig.5 clenched fists

图 6袁图 7 侧身尧回头曰露出具有威胁性的背影

Fig.6 Fig.7 swivel around; show his threatening back

图 8 野愤怒是火焰冶

Fig.8 ANGER IS A FLAME

图 9 野愤怒是围绕怒者的自然现象冶

Fig.9 ANGER IS A NATURAL PHENOMENON AROUND

THE ANGRY PERSON

渊三冤野悲伤冶

从目前国内研究的情绪图像转喻和隐喻来看袁表

征野悲伤冶情绪的图像转喻和隐喻主要有以下几种袁如

表 2所示遥

表 2野悲伤冶转/隐喻表征

Tab.2 metonymic and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s of sadness

野悲伤冶

眉 紧皱的眉头 液体 野悲伤是容器中的液体冶

眼

紧闭的眼睛 方向 野悲伤是向下冶

半闭的眼睛 自然力量 野悲伤是自然力量冶

瞪大的眼睛

状态

野悲伤是疯狂冶

牙 咬牙 野悲伤是孤独冶

嘴
张大的嘴巴 野悲伤是非理性冶

紧闭的嘴 野悲伤是控制冶

头
垂头 野悲伤是失去生机冶

埋首 天气 野悲伤是寒冷冶

手袁脸 捂脸
背景

野悲伤是黑暗冶

拳头 紧握的拳头 野悲伤是暗淡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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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指因为失败尧分离或者丧失而产生的一种基

本负面情绪袁其中包括的情绪体验有孤独尧 失望或者

沮丧等[16]遥 在该电影中袁发现转喻表征有半闭的眼睛

渊露出黑色眼皮冤尧紧闭的嘴巴尧垂头渊图 10袁图 11冤曰发

现的隐喻表征如下院

a. 野悲伤是黑暗冶渊图 10袁图 11冤

b. 野悲伤是向下冶渊图 10袁图 11冤

c. 野悲伤是失去生机冶渊图 10袁图 11冤

d. 野悲伤是非理性冶渊图 3冤

在野悲伤冶的转喻表征中袁半闭的眼睛尧紧闭的嘴

巴尧垂头与以往研究表征一致遥 小哪吒特有的野悲伤冶

转喻表征体现在半闭的眼睛时露出黑色眼皮遥 在野悲

伤冶隐喻表征中袁野悲伤是黑暗冶野悲伤是向下冶野悲伤是

失去生机冶野悲伤是非理性冶均与以往研究的野悲伤冶的

隐喻表征一致遥 其中转喻表征在生理尧行为和身体反

应方面具有体验上的一致性袁野情感的生理表征代情

感冶[17]遥隐喻表征中的野垂头冶野半闭的眼睛冶可以对应其

隐喻表征野悲伤是向下冶野悲伤是失去生机冶遥 野悲伤是

黑暗冶则以颜色域为源域遥 黑色往往暗含了庄重尧悲伤

或压抑等袁这种含义恰与野悲伤冶情绪遥相呼应遥 野悲伤

是非理性冶可见图 2袁该图的情节是申公豹恶意告知哪

吒是魔珠转世袁并扭曲哪吒父母原本的善意袁称其父

母骗哪吒是灵珠转世袁需闭关修炼袁实则想把哪吒关

三年袁好保全自己的名誉遥 哪吒被灌输这一想法后愤

怒不已尧悲痛万分且理智尽失遥 电影通过镜头对脸部

特征的特写袁 以夸张甚至是扭曲方式呈现其脸部特

点袁以此隐喻哪吒的内心世界遥

图 10袁图 11 半闭的眼睛渊露出黑色眼皮冤尧紧闭的嘴巴尧垂头曰

野悲伤是黑暗冶野悲伤是向下冶野悲伤是失去生机冶

Fig.10 Fig.11 half closed eyes (show his black eyelids), tightly

closed mouth, head drooping; SADNESS IS DARK; SADNESS IS

DOWN; SADNESS IS A LACK OF VITALITY

渊四冤野喜悦冶

从目前国内研究的情绪图像转喻和隐喻来看袁表

征野喜悦冶情绪的图像转喻和隐喻主要有以下几种袁如

表 3所示遥

表 3 野喜悦冶转/隐喻表征

Tab.3 metonymic and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s of joy

人基本情感之一包括喜悦遥 依照普通心理学之解

释袁喜悦就是达到了期盼的目的后紧张解除时个体产

生的心理上的愉快和舒适[18]遥在该电影中袁发现转喻表

征如下院

a. 露出牙齿渊露出上排牙齿的一颗缺牙冤渊图 12袁

图 13冤

b. 喜悦的面部特点渊眼睛和眉毛距离变宽尧眼白

变大袁眼珠子变小冤渊图 12袁图 13冤

c. 头往上扬渊图 13冤

隐喻表征如下院

a. 野喜悦是明亮的颜色冶渊图 14冤

b. 野喜悦是向上冶 渊图 13袁图 14冤

c. 野喜悦是活力冶 渊图 12袁图 14冤

d. 野喜悦是疯狂冶 渊图 12冤

在野喜悦冶的转喻表征中袁露出牙齿尧喜悦的面部

表情与以往研究表征一致遥 在具体呈现中袁露出牙齿

还特意表现出了露出上排牙齿的一颗缺牙袁以此表现

出哪吒常人尧可爱的一面袁而非如老百姓所惧怕的妖

怪遥 喜悦的面部表情具体呈现是眼睛和眉毛距离变

宽尧眼白变大袁眼珠子变小遥 在野喜悦冶隐喻表征中袁野喜

悦是明亮的颜色冶野喜悦是向上冶野喜悦是活力冶野喜悦

是疯狂冶均与以往研究隐喻表征一致遥 其中野喜悦是明

亮的颜色冶可见图 13袁背景颜色原本是暗淡无光的袁但

是在传达哪吒喜悦情绪时袁 周身颜色瞬间亮堂起来遥

野喜悦冶

嘴 张开的嘴巴 方向 野喜悦是向上冶

牙齿 露出牙齿 颜色 野喜悦是明亮的颜色冶

声音 欢呼 气象 野喜悦是天气冶

脸色 红润的脸色 光 野喜悦是光冶

动作 跳尧蹦 液体 野喜悦是容器中的液体冶

面部呈
现

笑 自然力量 野喜悦是自然力量冶

脸红
动物

野喜悦是愉快的动物冶

脸热 野喜悦是活的好的动物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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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喜悦是向上冶恰与转喻符号头往上扬形成呼应遥 野喜

悦是活力冶和野喜悦是疯狂冶可见图 12袁该图情景是哪

吒被关在府里多日袁成日乏味尧无人陪伴袁哪吒娘为了

让他开心袁提出踢毽子袁哪吒听罢开心至极袁顿时从乏

味情绪状态转变成活力四射的喜悦模样遥在踢毽子过

程中精力十足袁亦由于哪吒力大无穷袁把毽子踢给他

娘时袁一毽子飞来袁力道十足袁哪吒娘被毽子击中在

地袁不得不穿上盔甲陪儿子玩耍遥而后袁更是府中围墙

都被毽子冲击出无数窟窿遥

图 12袁图 13 露出牙齿渊露出上排牙齿的一颗缺牙冤尧喜悦的

面部表情渊眼睛和眉毛距离变宽尧眼白变大袁眼珠子变小冤曰

野喜悦是疯狂冶野喜悦是向上冶野喜悦是活力冶

Fig.12 Fig.13 Show his teeth (show the missing upper tooth);

happily facial expressions (wide distance between eyes and

eyebrows, big whites and small eyeballs); JOY IS CRAZY;

JOY IS UP; JOY IS VITALITY

图 14 野喜悦是明亮的颜色冶野喜悦是活力冶野喜悦是向上冶

Fig.14 JOY IS BRIGHT COLOUR; JOY IS VITALITY; JOY IS UP

三尧结论

本文以叶哪吒之魔童降世曳中的小哪吒形象为语

料袁研究了该动画电影中野愤怒冶野悲伤冶及野喜悦冶的情

感图像转喻和隐喻遥 研究发现如下院

第一袁在动画电影叶哪吒之魔童降世曳的小哪吒情

绪图像表征中袁其情感图像转喻和隐喻大多与以往研

究的情绪转喻符号和概念隐喻相一致院

渊1冤图像转喻表征为愤怒时紧闭的嘴巴袁紧皱的

眉头袁倒八字眉袁眼睛呈现倒八形状袁张大的嘴巴曰悲

伤时半闭的眼睛袁紧闭的嘴巴袁垂头曰以及喜悦时露出

牙齿袁喜悦的面部特点渊眼睛和眉毛距离变宽尧眼白变

大袁眼珠子变小冤及头往上扬遥

渊2冤隐喻表征主要为愤怒时野愤怒是火焰冶野愤怒

是围绕怒者的自然现象冶曰悲伤时野悲伤是黑暗冶野悲伤

是向下冶野悲伤是失去生机冶野悲伤是非理性冶以及喜悦

时 野喜悦是明亮的颜色冶野喜悦是向上冶野喜悦是活力冶

以及野喜悦是疯狂冶遥

第二袁在该动画电影中袁小哪吒形象情绪图像表

征存在其独特情绪转喻符号袁而隐喻则与以往研究情

感表征基本一致遥 其独特情绪转喻符号为袁该形象愤

怒时会露出其特有的鲨鱼牙齿袁或镜头特写其攥紧拳

头袁或侧身尧回头袁继而露出具有威胁性的背影袁以此

表征其愤怒情绪曰在表征其悲伤时袁不同于以往仅仅

眼睛半闭袁而是在伴随该动作发生时袁该形象独特的

野黑眼圈冶得以展露袁其展露的大片黑色眼皮显示其悲

伤情绪曰以及在喜悦时袁该形象露出上排牙齿的一颗

缺牙袁以表现出其可爱尧常人的一面遥这些独特情绪转

喻符号在以往研究中鲜有出现遥 该动画电影也正是基

于其独特形象设计与构思袁构成其电影特色之一隅遥

第三袁图像转喻和隐喻表征与基于语言研究的情

感表征具有相似性遥 K觟vecses认为主要隐喻渊即直接

从人类身体体验中产生的隐喻冤 就是一种概念隐喻袁

它基于人们的身体体验袁且具有普遍性袁在人类情绪

概念的转喻表征中尤为如此[19]遥 这同样体现在图像转

喻表征中遥同时袁隐喻表征也会与身体体验相关遥李兴

忠指出袁非语言模态表征野愤怒冶隐喻概念其实源于

ANGER IS FORCE概念隐喻袁它具有的身体体验基础

是人愤怒时感受到的身体充满力量[13]遥本文隐喻野愤怒

是火焰冶可体现这一点遥 此外袁蓝纯和刘娟在研究漫画

时指出袁由于图像表意时具有模糊性袁很多情况下漫

画家会结合多种转喻符号来共同呈现一种情绪[17]遥 这

在该动画电影中也有所体现袁例如图 7袁除了有紧皱的

眉头袁倒八字眉袁眼睛呈现倒八形状的转喻表征外袁还

以野愤怒是火焰冶隐喻呈现该情绪遥

电影中的图像转喻和隐喻有利于丰富电影主题

的表达手法袁多维度地呈现各类情感表征袁从而深化

电影主题并构建独特的电影文化遥 进一步研究可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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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情感隐喻的多种模态以及多种模态间的互动与作

用等袁从而达到更深层次的研究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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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orial Metonymies and Metaphors of Emotion in the Animated Film
要要要 A Case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Little Nezha in the Animated Film Nezha

YUAN Luq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pictorial metonymies and metaphors of anger, sadness and joy in the animated film Nezha in 2019,

and specifically chooses the image of Nezha being a child as research corpus, and aim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common pictorial signs of metonymy and concept metaphor of anger, sadness and joy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2) Are

they consistent with the pictorial signals in Nezha? 3) Are there any unique signals in Nezha? It is found that the metonymic representa鄄

tions of anger include tightly closed mouth, inverted eyebrows etc. ; the metonymic representations of sadness include half closed eyes,

lowering one爷s head etc. ; the metonymic representations of joy include showing one爷s teeth etc. The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s include

ANGER IS A FLAME, SADNESS IS DOWN, JOY IS BRIGHT COLOR etc.

Key words: anger; sadness; joy; picture analysis; Nezha; emotional metaphor

26窑 窑



上官婉儿是唐代重臣上官仪的孙女袁因祖父获罪

一直在掖庭为奴遥在唐中宗时期袁她被封为昭容遥上官

婉儿卓越的政治能力和传奇的人生经历一直被世人

所瞩目袁其在诗坛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遥 她是初唐诗

坛最后二十年的宫苑诗歌领军人物袁诗风上承其祖父

上官仪袁但其作品却表现出不同于野绮错婉媚冶的上官

体的另一种俊朗的风格袁在诗歌的内容尧题材范围尧意

境等方面对此前的宫廷诗有很大的超越遥 同时袁她还

是宫廷诗歌的评判者袁倡导一种健朗诗风遥 在她从政

期间修建了大量文馆袁评判诗歌袁引领了新的审美标

准袁影响了当时的宫廷诗风袁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比较

重要的诗史意义遥

一尧清雅为主的审美特点

野渊上官婉儿冤明淑挺生袁才华绝代曰敏识聪听袁探

微镜理袁开卷海纳袁宛若前闻曰摇笔云飞袁咸同宿构遥 冶[1]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张说收集整理的叶唐昭容上官氏文

集曳序文中对上官婉儿的评价,对其在诗歌创作方面的

才华予以非常高的认可遥 上官婉儿的诗作语言精炼袁

意境广阔袁整体与当时的宫廷诗歌相比袁展现出一种

清雅的审美风格袁下面试从三个方面论析之遥

渊一冤典雅精致的语言

初唐宫廷诗沿袭梁陈诗风而盛行袁诗歌言辞大多

华丽纷繁袁内容则陈陈相因袁贫乏空洞袁了无新意遥 上

官婉儿作为一个女性诗人袁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新颖

的思维方式袁注重诗歌语言的措辞得体袁使得其诗歌

语言呈现一种典雅精致而不流于浮艳遥 如其十三岁时

所作叶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彩花应制曳中云院

野密叶因裁吐袁新花逐翦舒遥 冶[2]一个野吐冶尧一个野舒冶字

就将原本无生命的纸花描绘的生机勃勃袁仿若一个生

命在生长发育曰同时诗人进一步用野摘蕊讵知虚冶来补

充袁侧面表现了纸花的逼真性的特点遥 尾联野借问桃将

李袁相乱欲如何遥 冶[2]一个野相乱冶写出了桃花和李花一

起交错盛开的烂漫景象遥 真假错杂袁虚实相映袁在对比

中显现出纸花的特点袁形象生动袁真实可感遥 虽为应制

之作袁但表达流畅袁语言精练袁用词得体袁显示出诗人

深厚的文学功底遥

再如叶彩书怨曳一诗袁首联云院野叶下洞庭初袁思君

万余里遥 冶[2]第一句化用了屈原叶九歌窑湘夫人曳中野袅袅

兮秋风袁洞庭波兮木叶下冶的典故袁将这种秋日怀人情

思跃然纸上袁言语流畅而又雅致遥 颔联野露浓香被冷袁

论上官婉儿诗歌的审美特点及诗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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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落锦屏虚遥 冶[2]野冷冶野虚冶二字拟物境之凄冷袁但关乎

诗人内心落寞之情袁野露浓冶野月落冶之景进一步映衬诗

人内心的孤苦之感遥 其颈联野欲奏江南曲袁贪封蓟北

书冶[2]再次体现婉儿对诗歌字句拿捏的精准袁一个野欲冶

字袁一个野贪冶字袁生动地表现了思念心上人的迫切与

焦急遥 钟惺曾高度评价此诗曰院野能得如此一气之清

老袁便不必奇思佳句矣浴 此唐人所以力追声格之妙也遥

既无此高浑袁却复铲削精彩袁难乎其为诗矣浴 噎噎耶露

浓香被冷爷妙在耶露浓爷二字袁以无意中生情遥 冶[3]同样袁

在叶游长宁公主流杯池曳其十二中云院野石画妆苔色袁风

梭织水纹遥 冶[2]野妆冶和野织冶两个动词的应用巧妙地描绘

出青苔的样子和风吹湖面的动态感袁由此可见上官婉

儿作诗非常着重诗歌的字词应用袁个别字句别出心裁

有意锤炼袁超越了传统宫廷诗的艳丽辞藻袁而呈现一

种典雅精美的语言特色遥

渊二冤广阔静美的意境

中国古代诗坛历来以男性诗人为主导袁唐代亦不

例外遥 上官婉儿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诗人之一袁她的

诗歌并不仅仅局限于女性特有的绵绵情思袁也创作了

许多视野广阔尧意境宏大的诗歌遥 不论是应制诗还是

典型的宫廷诗袁上官婉儿总能使之展现出一种气势磅

礴的意境袁如叶驾辛新丰温泉宫献诗曳三首其二云院野鸾

旗掣曳拂空回袁羽骑骖驔蹑景来曰隐隐骊山云外耸袁迢

迢御帐日边开遥 冶[2]此诗写出皇家出行时队伍的雄壮威

严袁 一路上鸾旗迎风舞动袁卫军随从浩浩荡荡袁骊山

在云雾之中耸立袁出行的队伍与红日并驾齐驱遥 最后

两句不仅写出了骊山的气势恢宏袁更写出了大唐的雄伟

气息袁寥寥几笔袁将皇家气派展现的淋漓尽致遥 作为一首

应制诗袁能显现出如此气势浩然的境界袁实属难得遥

再如叶驾辛新丰温泉宫献诗曳三首其一云院野三冬

季月景龙年袁万乘观风出灞川曰遥看电跃龙为马袁回瞩

霜原玉作田遥 冶[2]当年皇帝出游袁十分气派袁处处彰显着

皇家的威严与气势遥 张说在叶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曳中

记载道院野每豫游宫观袁行幸山河袁白云起而帝歌袁翠华

飞而臣赋袁雅颂之盛袁与三代同风遥 冶[1]上官婉儿之诗注

重对景物的观察袁善用野灞川冶野电跃冶野霜原冶等自创的

新词来描绘物色袁密附婉转而绮错成文袁使得诗歌意

境壮美而又广阔遥 此诗中所写袁是唐中宗隆冬出游所

见袁冰封大地袁雪满郊原遥 在这凄凉的景色中袁婉儿则

是意气风发袁马如龙一样电掣而过袁被冰霜覆盖旷野

如玉一样晶莹剔透遥 应制诗作多数为赞颂皇家的美

言袁她却写的气势壮美袁境界宏大袁展现着一种昂扬向

上的自信袁这与李白等盛唐诗人所追求的意境十分相

似袁似非出自女子之手笔遥 钟惺评此诗云院野遥看尧回瞩

俱有分晓袁绝句能徒然竞住袁毕竟神老气健噎噎全首

皆以猛力震撼出之袁可以雄视李嶠等二十余人矣浴 冶[3]

恰切地指出了此诗在意境上的非同寻常的特点遥

渊三冤清丽俊朗的风格

上官婉儿有较多的出游纪胜诗作袁大多以皇家园

林山水为题材遥 在这类诗作中袁上官婉儿也表现出与

传统宫廷诗风完全不同的清丽俊朗的风格遥 传统宫廷

诗大多继承齐梁浮艳之风袁 辞藻华丽而内容空洞袁上

官婉儿的诗作则表现出飘然超逸悠闲自得的心境袁呈

现清新雅致的风格特点遥 其佳句野风篁类长笛袁流水当

鸣琴遥 冶[2]与王维的叶竹里馆曳中野独坐幽篁里袁弹琴复长

啸冶大相径庭遥 琴与笛历来是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佳

友袁上官婉儿则突发奇想袁以风吹竹林为笙笛鸣奏袁山

涧流水作琴弦之音袁清新脱俗袁尽情感受山水之美妙遥

再如叶游长宁公主流杯池曳二十五首其十九云院野寄言

栖遁客袁勿复访蓬瀛遥 冶[2]其二十云院野山中真可玩袁暂请

报王孙遥 冶[2]这些诗句颇具有魏晋名士之风袁超然物外袁

逍遥自得袁仿若一个顽皮的孩童袁漫游在这青山绿水

之间袁又不忘呼朋唤友来共享这美景遥 她这类诗歌已

经突破了宫廷应制的束缚袁更注重于诗人率真个性的

抒发袁鲜活脱俗袁风格清丽遥

上官婉儿在山水之中融入自身的真实情感袁同时

诗中多次出现松尧柏尧兰等具有象征意味的高雅植物袁

以此明鉴诗人内心野栖遁冶的隐逸情怀袁使得原本枯燥

的宫廷诗富有生机袁清新俊雅遥 野跂石聊长啸袁攀松乍

短歌曰除非物外者袁谁就此经过钥 冶[2]则表现了上官婉儿

对山水的狂热之心袁是一种通过与自然山水的交流和

浑融而达到对超越尘俗境界的把握遥 在上官婉儿的倡

导之下袁山水诗逐渐成为诗坛新的描写对象袁为盛唐

山水诗的发展有着积极推动的作用遥

二尧上官婉儿诗歌创作的诗史意义

上官婉儿对中宗文坛重要的贡献是建议扩充修

文馆袁对相关部门进行改造袁增设新的职位袁调动了广

大文人参与诗文创作的积极性遥 同时袁她还积极参与

皇宫的各种宴游赋诗活动袁并且进行评点袁从而促进

了文人群体的形成遥 上官婉儿的诗歌上承贞观之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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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袁下启开元尧天宝之新声袁对于初唐文学向盛唐文学

过渡有着重要的影响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院

渊一冤内容上的新变

初唐的宫廷诗歌大多未脱六朝诗风袁但没有梁陈

所赋咏的艳情诗遥 六朝以来的诗歌以闺怨题材的居

多袁但这些诗歌并非闺阁女子所作袁大多是男性诗人

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琢磨女子心理袁幻想女子思念心上

人时的各种形态袁其视野仅仅停留在闺阁之内袁以闺

阁少妇的一颦一笑或闺阁物品陈设为题材进行吟唱袁

内容不免浮艳浮靡遥 至初唐上官仪所创的野上官体冶袁

则是在六朝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诗歌细节的雕刻和

瞬间感受的描写袁更多偏向声律尧辞藻遥 上官婉儿在

野上官体冶 的基础上着重整体场面的描绘和意境韵味

的营造袁其所描绘的内容已经从闺阁走向园林袁视野

相对于六朝闺房艳词开阔了许多遥

从上官婉儿的诗歌来看袁已经开始从繁缛杂乱渐

趋明朗袁不堆砌典故遥 在其仅存的三十二首诗中袁叶奉

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剪彩花应制曳叶九月九日上慈

恩寺登浮图群臣上菊花寿酒曳和叶驾幸三会寺应制曳这

三首虽为传统应制之作袁但其内容展现的不仅仅是对

皇家功德的赞美袁 更多的体现出了诗人广阔的胸襟袁

显现一种无可比拟的自信遥如野驻跸怀千古袁开襟望九

州遥 四山缘塞合袁二水夹城流冶[2]袁在历史的时空里穿

梭袁驻足观望太平盛世袁睥睨九州山水袁内心风起云

生袁颇有男性的豪放气度遥 叶驾幸新丰温泉宫曳三首袁承

接应制诗将诗歌视野进一步扩大曰在叶游长宁公主流

杯池曳二十五首中袁将皇家园林山水描写的淋漓尽致袁

开始着重诗人个人情感的抒发袁逐渐挣脱宫廷诗歌的

桎梏遥如其十一云院野书引藤为架袁人将薜作衣遥此真攀

玩所袁临睨赏光辉遥 冶[2]诗书有藤蔓为架袁丽人有薜荔作

衣袁不论你攀爬也好袁静卧也好袁都是玩乐休闲的好去

处袁此等场景袁令人陶醉袁一种闲适应景而生遥 再如其

十二院野石画妆苔色袁风梭织水纹遥 山室何为贵袁唯余兰

桂熏遥 冶[2]内容表现的自然明丽袁应用比拟的手法袁石头

如画画一样装饰着青苔袁微风仿若飞梭在密密地编织

着水纹袁生动活泼袁兰桂的清香则表明诗人内心对高

洁人士的向往遥其十七院野岩壑恣登临袁莹目复怡心遥风

篁类长笛袁流水当鸣琴遥 冶[2]展现了一种隐逸洒脱袁以篁

竹为笛袁流水为琴袁奏一曲山水之乐袁其景象简单却颇

具风韵遥 综上可知袁上官婉儿尝试在山水中更多的体

现个人性情和个性袁构成别致的意象袁崇尚诗歌的内

在向上的气质袁因此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内容遥

渊二冤引导新的审美倾向

上官婉儿在继承上官体野绮错婉媚冶的基础上袁接

受了同时代野四杰冶和陈子昂所推崇的风骨特色袁对上

官体进行完善遥 不但增广了上官体的外在诗文技巧美

学特点袁同时也填补了它风骨上的不足袁形成一种缘

情绮靡而风格朗健的形态遥 当时宫廷应酬唱和的诗歌

活动极其频繁袁上官婉儿则既是这些宴游活动的组织

者袁同时又是评判者遥 上官婉儿评判诗歌以有无野词

气冶为标准袁所谓野词气冶就是指诗歌表达的气韵风格

是否健朗袁昂扬向上遥 王梦欧叶初唐诗学著述考曳称院

野尤以中宗复位以后袁 迭次赐宴赋诗袁 皆以婉儿为词

宗袁品第群臣所赋袁要以彩丽与否为取舍之权衡袁于是

朝廷靡然成风矣遥 冶[4]由此可见袁上官婉儿的鉴赏水平

是世人所认可的袁是当时野主持风雅冶权威人物遥 武则

天时期袁最有名的龙门诗会袁展现了婉儿判诗的无与

伦比遥 叶唐诗纪事曳卷三记载院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袁 群臣应制百余篇遥

帐殿前结彩楼袁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遥 从臣悉

集其下袁须臾纸落如飞袁各认其名而怀之遥 既进袁惟沈尧

宋二诗不下遥 又移时袁一纸飞坠袁竞取而观袁乃沈诗也遥

及闻其评曰院野二诗工力悉敌, 沈诗落句云院耶微臣雕朽

质袁羞睹豫章才遥爷盖词气已竭遥宋诗云院耶不愁明月尽袁

自有夜珠来遥 爷犹陟健举遥 冶沈乃伏袁不敢复争遥 [5]

沈佺期和宋之问是当时皆善属文能工诗的俩位

修学馆文士袁二人诗风相近袁难分上下袁时人谓之野沈尧

宋冶遥 上官婉儿品第其诗袁自有其标准袁她认为二人诗

歌在功力上难分伯仲袁但以野词气冶而论袁则宋诗更胜

一筹遥 宋诗尾句野不愁明月尽袁自有夜珠来冶袁意境阔

大袁充满了盛唐诗歌所具备的昂扬自信袁诗情壮阔曰而

沈诗尾句野微臣雕朽质袁羞睹豫章才冶袁则略显谦逊袁婉

儿评宋诗野犹陟健举冶袁因而胜出遥

然而当时诗歌的绮丽雕琢仍是诗人所追求的袁但

诗中有无健朗之气已经成为宫中评价诗文优劣的一

个重要标准袁由这种评判方式的指引袁使得宫廷应制

诗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袁言语更趋通畅袁所渲

染的景象更加宏壮遥 纵观初唐后期诗风的转变袁由溢

美之词过渡到清丽俊朗的风骨之辞袁上官婉儿之力功

不可没袁加之上层士人的积极参与袁使得宫廷诗风由

马珍珍院论上官婉儿诗歌的审美特点及诗史意义 29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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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Meanings of

Poetry Written by Shangguan Wan爷er

MA Zhenzh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Yan爷an University,Yan爷an ,Shaanxi 716000)

Abstract: Shangguan Wan爷er is an outstanding palace poet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lthough her works spread so far, with only

thirty-two, they have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influence on the poetry at that time. Her poems are almost entirely drawn from the palace

life and landscape.Her poems have no big difference with the prevailing court poetry in the content, but they have more unique features in

the art: the elegance inherited from the official language, artistic conception, showing a kind of elegant and handsome style.At the same

time, as the host and judge of the palace memorial activities, Shangguan Wan爷er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creation of the poem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ystem of poetry, advocated a poetic style of the construction with the Tang Dynasty poems, which had an important im鄄

pa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Tang poetry, and created a precedent phenomenon of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Key words院Shangguan Wan爷er; poetry; aesthetic feature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此转变并逐步迈向盛唐遥

渊三冤推进了律诗体制形成

初唐宫廷诗风以上官仪所创的上官体为典范袁遵

循其格律音韵袁着重声辞之美遥 而叶笔札华梁曳是则是

上官仪写的一部诗论著作袁此书是当时作诗者参考必

备之书遥 在这本书中袁他简化了前人的野四声冶野八病冶

之说袁而后提出野六对冶野八对冶理论袁最后总结出野粘

对冶诗歌结构方式袁随后上官婉儿潜心学习祖父诗论

并且将其大力推广袁其诗歌在结构内容方面袁严格遵

循上官体袁在其应制诗和宫苑诗中多有体现袁其诗歌

大多对仗整齐袁韵律严谨遥 谢无量在叶中国大文学史曳

中说院野上官婉儿承其祖武袁与诸学士争务华藻袁沈佺

期尧宋之问应制多经婉儿评定袁当时以次相慕袁遂为风

俗袁故律体之成袁上官祖孙功多矣遥 冶[6]因此上官婉儿在

评判诗歌的时候袁首先看有没有符合祖父倡导的声律

和粘对说袁对仗是否规整曰其次与野词气冶标准相结合袁

诗歌是否健朗袁二者相结合可以说就是律诗体制的完

善遥 郑振铎说院野女作家上官婉儿是这时主持风雅的一

位很重要的人物遥 律诗时代的成立袁她是很有力于期

间的遥 冶[7]在上官婉儿的倡导下袁宫廷诗人开始关注格

律的应用袁讲究韵律和谐尧对仗工整尧铺排有序袁在应

用典故和选词要细细琢磨袁由此使得对偶尧声律技巧

更加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遥律诗体制的完成对我国诗

歌史影响是深远的袁后辈们在此基础上逐渐完善并且

在这种格律体制上展现自己的非凡文采袁可以说是为

即将到来的盛唐诗歌创作巅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三尧结语

上官婉儿是唐代诗歌史上独特的女性诗人袁在朝

廷中官居要位袁在诗歌领域引领新的审美倾向袁从而

影响了初唐诗歌向盛唐的过渡遥 上官婉儿现存诗作虽

然不多袁但细细品味其诗歌可看出袁她以清丽淡然的

山水风格丰富了宫廷诗歌的创作题材袁以典雅精致的

言语改造了宫廷诗歌的浮艳雕琢袁以壮大恢弘的的气

度洗涤了宫廷诗歌柔媚的格调遥 这位才华绝代尧独领

风骚尧卓越的女诗人袁倡导健举诗风袁引领新的审美风

格袁推动律诗体制的形成遥 在初唐诗坛上袁她超越了祖

父的上官体袁在绮错婉媚的基础上袁注入苍劲之力和

拓展宽广境界袁 推动了唐代诗歌从初唐到盛唐的过

渡袁为盛唐诗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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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 年袁 亚历山大窑吉尔克里斯特渊Alexander

Gilchrist冤出版其所未完成的布莱克传记要叶布莱克生

平渊Life of William Blake冤曳遥作为研究布莱克的重要史

料袁该书立刻引起罗塞蒂渊Dante Gabriel Rossetti冤等人

的关注袁布莱克的作品也深深吸引罗塞蒂等人遥 随后袁

罗塞蒂与其弟弟威廉窑罗塞蒂(William Blake)袁以及亚

历山大窑吉尔克里斯特的遗孀安妮窑吉尔克里斯特

渊Anny Gilchrist冤 三人于 1863 年整理并出版完整的

叶布莱克生平曳遥后来袁威廉窑罗塞蒂在一封纪念他哥哥

但丁窑罗塞蒂的家信中写道院野1847年 4月袁他渊但丁窑

罗塞蒂冤从大英博物馆管理员那获得一本布莱克手稿

的小册子遥 他抄出所有不解的尧有误的开端袁可供选择

的艺术形式遥 冶 [1]罗塞蒂从这本小册子汲取布莱克的

艺术理念和创作形式袁是他所倡导的野拉斐尔前派冶艺

术活动思想来源之一遥

布莱克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袁他的作品充满了基督

教的神秘主义袁只不过布莱克认为这种基督教的神秘

性需要用更新的表达方式袁他选择诗歌和版画袁并以

喻言和象征的表达方式来表现这种神秘性遥 正如亚历

山大窑吉尔克里斯特曾评论布莱克的审美观袁野基督教

对布莱克来说是美的袁因为基督教满足了他对精神美

的追求袁而不仅仅是宗教和道德上的意义遥 冶[2]这里体

现布莱克不仅注重宗教的道德含义袁他也追求宗教所

呈现的神秘的美遥 相比较而言袁罗塞蒂非常欣赏布莱

克诗画作品中的神秘主义元素袁但他对其所蕴含的宗

教性道德内容不感兴趣遥 罗塞蒂是一名怀疑论者而非

虔诚的基督徒袁他在作品中只是借鉴宗教元素来表达

情感袁所以他更关心布莱克作品中所体现宗教神秘的

艺术美袁野尽管罗塞蒂不再信奉基督教袁但基督教的一

些教仪和教义的承诺仍深深吸引着他噎他从基督教

义里借用他认为有价值的元素融入到他的作品中袁如

基督教的语言尧基督教某些思想和宗教场景等袁借以

表达作品内在更深层的意义遥 冶[3]由于罗塞蒂的诗歌主

题多取材于中世纪的宗教题材袁这不免使得他的诗歌

散发出宗教的神秘气息袁加他对艺术美的追求以及他

个人不幸的人生经历袁使他的诗歌充满着忧郁尧朦胧尧

神秘的唯美气息袁带有神秘主义的野唯灵论冶倾向遥

一尧 圣灵与圣美

布莱克是一名虔诚的宗教信仰者袁他的作品中充

满神秘主义的思想袁这思想深刻地影响的了他的艺术

创作遥 布莱克神秘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瑞典神

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史威登堡 渊Emannel Swedenborg冤袁

论布莱克对罗塞蒂审美神秘主义诗学观的影响

张鹏峰

渊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袁 福建 漳州 363105冤

摘 要院布莱克在英国艺术界被称为是浪漫主义的先驱袁在版画和诗歌方面都有所建树曰罗塞蒂是英国 19世纪中

期著名的画家和诗人袁他曾发起和组织反对当时英国学院派艺术风格的野拉斐尔前派冶运动遥罗塞蒂的艺术理念与诗学观

受到布莱克思想的影响袁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神秘主义的诗学观遥

关键词院审美神秘主义曰布莱克曰罗塞蒂曰诗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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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浪漫派诗人和评论家柯勒律治 渊Samuel Taylor

Coleridge冤1818年在写给卡瑞 渊H.F. Cary冤 的一封信

中袁他认为布莱克不仅是一名史威登堡主义者袁更是

一名神秘主义者遥 布莱克接受和继承了史威登堡神秘

主义思想中有关 野灵界冶野万物应和 渊Universal Corre鄄

spondence冤冶野天使渊Angels冤冶野天人渊Great Man冤冶野灵肉

合一渊The Unity of Flesh and Soul冤冶野形态渊states冤冶等

神秘主义思想遥 在布莱克的影响下袁罗塞蒂逐渐接受

这些神秘主义圣灵思想并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遥 然

而袁罗塞蒂的神秘思想更具有唯美的倾向袁这使得他

日后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神秘主义诗学观遥

罗塞蒂早期的一首著名的抒情诗 叶神佑的女郎

渊The Blessed Damozel冤曳袁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一首中世

纪题材的袁充满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和带有感官唯美

倾向的诗歌遥 它讲述的是一位死后升入天堂渊灵界冤的

圣女袁仍然思念她在人间的情人渊诗人冤袁期盼他来天

堂相聚袁并祈求圣父允许她的情人能与她一起永驻天

国遥 该诗虽然借鉴了中世纪的宗教元素袁充满了宗教

神秘主义的圣灵气息遥 然而袁诗人更关注的是宗教元

素所带来的圣美袁带有明显的唯美痕迹院

天国里神佑的女郎袁

探身出黄金的栏杆曰

她的双目袁

深过静水一潭曰

她手捧三株百合花袁

七颗明星缀发髻遥

她那未束的长袍袁

没有绣花来增艳曰

而圣母所赠的白玫瑰袁

只在祷告时佩戴曰

她肩披的金色长发袁

犹如起伏的熟麦浪遥

要要要叶神佑的女郎曳[4]渊以下同冤

在此诗的开头袁 罗塞蒂便使用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

野三株百合花冶野七颗明星冶野白玫瑰冶 来描述了处在天

国渊灵界冤的圣女之美袁即圣灵之美袁这里也流露出史

威登堡和布莱克一贯的关于野灵冶的思想曰与此同时袁

诗人也描述圣女的感性美袁如野双目冶野发髻冶野长袍冶和

野金发冶袁体现了诗人野感性美冶和野灵性美冶的审美统

一袁具有唯美倾向遥

她所屹立其上的袁

恰是上帝之屋的壁垒曰

她站在上帝寓所高高的城墙上袁

苍穹就是从这里开始袁

从这高处往下俯视袁

她几乎看不到太阳遥

噎噎

她从天堂的固定之处看见袁

时光如脉搏剧跳着穿过天体袁

.......当她启齿而言时袁

星星便在天空放歌遥

噎噎

诗人这里对天国的描述袁正如布莱克诗歌叶致托马斯窑

布兹曳的天国袁深邃尧神秘尧至高无上以及永恒性遥 在本

诗中袁布莱克野灵肉合一冶的观念也有所体现袁罗塞蒂

描述在天国的情侣如同在人间一样袁他们沉浸在爱的

甜蜜中院

她几乎听不见袁沉浸在甜美爱情中的新友袁

相互呢喃着对方的圣名曰

而他们的灵魂正趋向上帝袁

像一缕微光拂过她身旁遥

噎噎

我定会拉着他携手同行遥

走向那深远的光的泉头袁

就涉足于我们所至的溪流袁

在上帝的注视下尽情沐游遥

诗中所描绘天国里男女的缠绵明显是灵与肉的交融遥

在诗的最后袁圣女希望能和她的情人袁在圣父的依允

和注视下袁能走向那野深远的光冶袁永驻天国遥

叶柳树林曳是罗塞蒂收录在他的诗集叶生命殿堂曳

中的一组十四行组诗袁由四首十四行诗组成遥 该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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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忧郁尧神秘和野唯灵冶的气息袁是罗塞蒂神秘主

义诗学的集中体现遥 叶柳树林渊1冤曳描述了诗人和爱神

在柳树林的井边袁相望无语曰随着笛声响起袁诗人忆起

逝去的爱人袁不禁潸然泪下曰此时爱神的瞳眼倒影在

井底袁变成昔日爱人的眼眸曰爱神泛起井水的涟漪如

爱人的秀发曰诗人不禁俯首袁爱人的双唇从井底升起袁

诗人的唇上溢满点点香吻的水泡遥

噎 噎

只有我们对视的眼光袁在静默里交汇

于井底的水纹之中曰那笛声遂成了

昔日熟知的多情音符曰不禁潸然泪下遥

泪水滴落之际袁他在水底的瞳眼变成他的眸子曰

并以他的足和羽翼

摇荡那疏解我干枯心田之井水袁

接着黑色的涟漪袁扩散成她如波的秀发袁

当我俯身袁她的双唇由下升起

在我唇上袁溢满点点香吻的水泡遥

要要要叶柳树林渊1冤曳[5]

该十四行诗的意境充满忧郁和神秘的气氛袁充分地体

现罗塞蒂野唯灵冶的神秘主义思想遥 诗中的诗人在爱神

渊精灵冤横笛音符的感触下袁使他幻想起昔日爱人渊灵冤

的影像从井底慢慢升起袁并与诗人重温一次甜蜜的香

吻遥 我们再看该组诗的第四首叶柳树林渊4冤曳院

爱神这样唱着院正如两朵靠在一起的玫瑰

因风的吹弄袁紧紧地拥抱

一时之际不分开袁然而在白昼消逝之际

花瓣纷纷飘落袁自红色的花心袁要

直到歌声停止袁我们才从亲吻中分开曰

她的脸庞跌落井底沉溺水中袁苍白

一如她的眼神曰如果这张脸庞能再

与我相见袁我不知道爱神会不会知道遥

我只知道我俯身吸饮袁

从她沉溺的水中袁一口长长的甘泉袁

吸饮她的呼吸袁她全部的泪水袁全部的灵魂院

当我俯身袁我可以感觉到爱神的脸颊

带着同情和慈悲的哀吟轻偎着我的头颈袁

直到我俩的头融入他的光环遥

要要要叶柳树林渊4冤曳[5]

在此诗中袁 诗人使用更多的象征和意象袁 如 野玫瑰冶

野风冶野白昼冶野花瓣冶野歌声冶野光环冶等,以及充满感官的

色彩尧声音袁加上爱神灵性的光和诗人的哀怨情感之

间的相互野应和冶尧交融袁烘托出一种诗人对其昔日恋

人野灵冶爱依依不舍的神秘气氛袁充满了圣灵之美遥

二尧天人与形态

由于受到布莱克影响袁罗塞蒂的诗歌中有不少体

现关于 野天人冶野形态冶 等神秘主义圣灵思想的作品遥

野天人冶的思想最早来源于史威登堡院野59尧在世界上还

有一不为人知的秘密就是整个天堂反映出是一个个

体的耶天人爷袁而这秘密在天堂却是常识遥 由于天使知

道所有的天堂要甚至所有的团体要都映射出一个个

体的耶天人爷袁他们实际上把天堂称为耶最伟大尧最神圣

的人爷遥 这里用耶神圣爷这个词是因为主的耶神性爷创造

了天堂遥冶 [6] 他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整体要野天人冶袁他

是神圣的拯救者袁是应和上帝的神圣野天人冶遥 罗塞蒂

在他的十四行诗要叶心之规曳就体现了这种思想院

有时你不只是你自己袁

而是万事万物的真谛曰

一种令人屏息的神奇袁自远方投射

一种无声且宁静的天象曰

他不启的双唇是可见的曲调曰

他的眼眸是灵魂敞开的太阳之门袁

是神谕中最遥远的天火曰要

是所有生命播种与收割的心田遥

要要要叶心之规曳[5]

在本诗中袁诗人把野天人冶当作是野万物的真谛冶野令人

屏息的神奇冶野宁静的天象冶以及野最遥远的天火冶等遥

野形态冶的思想认为除野天人冶外袁宇宙中还存在一种更

小组合体 野形态冶遥 它们存在于具有想象力人的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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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袁这种野形态冶是一种无形的尧抽象的东西袁如情感尧

概念等袁也可以是像我们所听到的声音和看到的光线

一样遥 罗塞蒂的诗歌叶失落的日子曳就有野形态冶的影

子院

時至今日袁我生命中那些失落的日子

不知道成了什么样子钥 他们是否流浪街头

到处躺卧钥 他们是否像麦穗

虽为食物而播种袁却被踩成泥士钥

或是像金币虚掷袁而负债依旧钥

或是像血滴溅染罪恶的双足钥

或是像梦中飞溅的水花袁蒙骗

地狱不死的咽喉袁永远口渴遥

要要要叶失落的日子曳[5]

诗人把他每天度过的日子当作一个野形态冶袁而他那些

许多失落的日子则是许多的野形态冶袁他在追问那些曾

经失去的日子是否像野麦穗冶野金币冶野血滴冶和野水花冶

一样遥 再如罗塞蒂的另外一首十四行诗要叶他和我曳院

为了什么钥 他闯进了我的土地袁

这世界是否如他所见般的荒凉可怕钥

我怎么会看到他所看到的呢钥 我怎么会听到

他苦涩的沉默所知悉的名字呢钥

噎他怎么会觉得它了无生机钥 是他还是我?

你瞧浴 这个新的我正在我的土地上漫游袁

为一朵花哀怜袁给每一颗树一个悲叹袁

噎他甚至在我这儿哭泣遥 是我袁不是他遥

要要要叶他和我曳[5]

诗人把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状态渊形态冤化身为野他冶袁

这个野他冶在诗人的思想领域漫游袁为花哀怜袁为树叹

息袁甚至在诗人那里哭泣遥 最终诗人认识到这个野他冶

就是自己要野是我袁不是他冶遥

总之袁罗塞蒂的诗歌创作理念继承了史威登堡和

布莱克的野天人冶野形态冶等神秘主义思想袁但又有所创

新遥 罗塞蒂的神秘主义思想更加倾向于神秘主义的

野唯灵论冶袁更加注重艺术中美的因素袁这使得他的诗

歌带有明显唯美的特征袁 正如钱青对他诗歌的评论袁

野在诗歌创作中他极力追求音尧色等感官美袁表现及明

显的唯美主义倾向遥 他的诗歌最主要的特点色彩丰

富袁充满各种感官上的意象袁画意十足袁同时音韵十分

优美袁极富乐感遥 冶 [7]

三尧结语

神秘主义思想是一种诗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袁它

在西方文化和诗歌创作中多有体现遥 在东方袁对西方

神秘主义的理解来源于来自拉丁文野occultism冶和希腊

文野Myein冶遥 野Myein冶意为闭上眼睛袁它逐步演变成英

文野mysticism冶遥 近年为了防止词义的混淆以及学术研

究的方便袁有些学者扩大野mysticism冶的含义并在其前

加上定语袁如野religious mysticism冶指的是与宗教相关

的神秘主义袁野occult mysticism冶 指的是与宗教以外的

巫术神秘主义或方术迷信神秘主义袁而野esthetic mys鄄

ticism冶则称之为审美神秘主义遥 罗塞蒂的诗歌创作理

念受到史威登堡和布莱克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袁他将

野灵界冶野天人冶野形态冶野灵肉合一冶 等神秘主义思想元

素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袁 并突出艺术审美的倾

向袁使自己的诗歌充满着忧郁尧朦胧尧神秘的唯美气

息遥 罗塞蒂的绘画也延续了神秘主义的风格袁国内学

者飞白就认为野他的画像诗袁诗像画袁都表现出同样的

风味要要要自然袁真挚袁强调音尧色尧光的官能美袁同时又

带有神秘和朦胧的象征意味遥冶 [8] 此外袁英国评论家威

廉窑夏普曾道袁野罗塞蒂的一生都只在做一个梦遥 从他

的孩童时期开始袁他就被美的幻象所困扰遥 他对美的

爱已变成一种激情袁这种激情充斥着他的一生遥 像所

有那些对美的追求者一样袁他已经成为那神奇尧抽象

而又像暴君般的美的奴隶遥 在那奴役般对美的困惑

中袁他一次又一次徒劳地探索着现实中的阳光袁有时

甚至迷失在那幽灵般的朦胧中遥 冶 [9]也正因为罗塞蒂

一生对艺术和美的执着追求袁在诗歌创作中他逐渐形

成了自己审美的神秘主义诗学观遥 他的这种神秘尧唯

美的诗学观影响的英国后代诗人的创作袁他自己也被

奉为英国十九世纪末唯美思潮的先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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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lake爷s Influence in Rossetti爷s Aesthetic Mystic Po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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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lliam Blake was regarded by English artistic world as the forerunner of Romanticism, who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oth in print and poetry. Rossetti was an eminent painter and poet in 19th century of England, who founded and led the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against the artistic genre in English artistic school. Rossetti爷s poetics was influenced by Blake爷s mysticism and he gradually

formed his own aesthetic mystic po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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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缘起

幕末明治初期袁日本面对西方侵略提出以野日清

提携冶野东洋连带冶等亚洲联合的形式共抗欧美袁社会

民间也出现一批主张野兴亚冶的社团组织袁但这种情况

随着日本国内自由民权运动走向低潮而逐渐恶化遥 到

了 19世纪 80年代袁 早期亚细亚主义内容发生变化袁

日本内部出现福泽谕吉为代表的 野脱亚论冶等侵略论

调袁之前被压制的野征韩论冶也甚嚣尘上袁这些带有浓

厚侵略扩张性质的野亚细亚主义冶话语预示了 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遥 20世纪之后袁野亚细亚主义冶逐

渐沦为日本对外侵略的舆论工具袁 最终异变为构筑

野大东亚共荣圈冶的极端扩张主义袁并使日本走向了太

平洋战争的深渊遥

二战后袁日本学者竹内好就野亚细亚主义冶这个命

题展开过公开的讨论与研究袁旨在使日本反思其百年

来走过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袁就此拉开战后研究亚

细亚主义的序幕遥 从战后到现在袁对亚细亚主义的研

究从未中断袁何谓野亚细亚主义冶不仅困扰太平洋战争

失败后急欲反省自身从而建立民族主体性的日本知

识分子袁也同饱受日本侵略和野大东亚共荣圈冶欺骗的

亚洲诸国息息相关遥20世纪之后的日本迈入了帝国主

义袁在对亚洲的侵略与瓜分问题上与西方列强亦步亦

趋遥 20世纪之前的早期亚细亚主义袁存在着野亚洲连

带冶与野脱亚论冶两种表述相悖的形态遥 学术界基本认

同早期亚细亚主义存在过野连带冶诉求袁随着日本国内

自由民权运动走向低谷袁野连带冶口号被日本侵略台湾

和朝鲜的事实所掩埋袁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对自身国权

的伸张和对外侵略遥 但若观察 19 世纪 80年代鼓吹

野侵亚冶乃至野脱亚冶的大部分国权主义者的早期活动袁

都能发现其在 7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中几乎都曾呼吁

过野国国平等冶野亚洲连带冶袁这就使得先后出现的野连

带冶与野脱亚冶话语难以撇清与对方的关系而独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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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袁我们更不能因将其归于不同阶段进行分析就忽视

二者内在的承继联系遥

1868年日本实现明治维新之后袁以西乡隆盛为首

的旧武士阶层大肆宣扬野征韩论冶袁但岩仓具视等内治

派希望先稳定政局袁学习西方为先袁再伺机对外扩张遥

于是 1871年袁日本在野连带主义冶占主流下与清政府

签订 叶中日修好条规曳遥 但日本很快便违反条规袁于

1874年兵犯台湾袁 并在 1876年逼迫朝鲜与其签订不

平等条约叶江华条约曳遥 由此可见野连带冶与野侵略冶并非

相斥袁 早期 野连带论冶 并不保障连带对象间的和平遥

1885年福泽谕吉公然发表叶脱亚论曳文章袁提出了野拒

绝东方之恶友冶袁 对邻邦中国和朝鲜不必客气袁野依西

人之法对待之冶的侵略观点遥 为何早期野连带冶未能发

挥其团结亚洲各国的作用钥 相反却伴随着连带对象间

的冲突钥 为何在面对西方入侵时日本能没有包袱的选

择脱离亚洲与西方野同行冶钥

在那个波诡云谲的 19世纪中后叶袁 日本面对东

西方冲突的大变局袁确实存在民间与政府尧扩张与内

治等诸多难以同调的现状袁 但若将目光纵向延伸袁就

会发现日本在看似矛盾的选择下潜藏着一条清晰连

续的逻辑主线袁即日本对亚洲区域秩序野中心冶地位的

争夺遥 由此出发观察近代日本早期的亚细亚主义发展

形态袁不论是提出与亚洲国家野连带冶的口号还是选择

拒绝亚洲邻国的野脱亚冶路线袁都无不指向这个主轴遥

从野连带冶到野脱亚冶的变化并非异变式的野转向冶袁它仅

是外表看似矛盾但实质上异体同构罢了遥 日本不论是

在前期提倡野日清连带冶也好袁还是之后鼓吹野脱亚论冶

也好袁期间从未发生变化的便是对大陆政权为中心的

旧华夷秩序版图的侵略扩张袁且日本对野中心冶地位的

觊觎并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遥 自古以来日本就一直处

在区域中心的边缘袁在野亚洲冶概念出现之前袁这一地

区一直是由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所统辖遥 在

野华要夷冶概念下袁野中心冶对野边缘冶有着绝对的优势袁

但日本从未放弃野边缘卑下冶对野中心尊贵冶的价值对

调与颠覆遥 [1]

公元 607年袁推古女王派大礼小野妹子为使节携

国书入隋朝院野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冶袁言

语中充斥与隋朝地位平等之意遥 隋炀帝不悦院野蛮夷书

有无礼者袁勿复以闻遥 冶公元 663年袁日本为与大陆政

权争夺朝鲜半岛南部势力范围而同唐尧 新联军发生

野白村江之战冶袁 公然挑战以大陆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袁

这次战役虽然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袁但是藉由武力再

次染指东亚的野心从来不曾弥散遥 终于袁到 16世纪末

日本再次侵略朝鲜半岛发动野壬辰倭乱冶遥 要言之袁日

本一直对华夷体系的野中心冶保持着警惕与距离袁并适

时对野中心冶发难遥 如韩东育教授言院野耶华夷秩序爷既是

促进东亚共同或相近价值体系的形成尧实现文明播化

这一伟大目标之必经程序袁同时袁也为秩序所及的时

间和空间布设了一个培育异己力量的理念框架遥 冶[2]到

明清鼎革野夷进而为华冶之际袁华夷体系周边国家如朝

鲜尧越南等地出现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小中华冶圈袁日本

尤其生产了一个旨在与野大中华冶相对抗的日式野华夷

体系冶遥 江户前期编纂而成的叶华夷变态曳中的野鞑虏横

行中原袁是华变于夷之态也冶更是清晰表达了江户日

本的华夷观院清已非野中华冶袁明清鼎革后中原之野华冶

退而为夷袁而日本就成了野中华冶遥 [3]

尽管野明清鼎革冶冲击了日本的华夷观袁但日本并

未完全摆脱以大陆为正统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袁朝

鲜尧越南尧琉球等中国周边国家野仍循旧制冶袁对清廷称

臣纳贡遥 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也多次通过琉球向中国表

达通商之意袁但未得中国认可遥 日本仅能在其日式野华

夷秩序冶下袁通过岛津藩暗中控制琉球袁获取这一域外

小国的朝觐和效忠示意而沾沾自喜一番遥 在朝日交往

方面袁日方通过野朝鲜通信使冶强烈要求朝鲜国王的国

书不得沿用中国所用之野日本国王冶称谓袁应改用野日

本国大君冶之称谓袁以此显示日本国野高人一等冶之尊

严遥 [4]思想方面袁虽中国的朱子学在江户日本经历不断

被神道尧古学派尧国学派批判的过程袁但儒学对日本的

影响之深袁 使批判的话语终归还是落入儒学框架之

内遥 故言袁近代以前的日本虽承袭了自古以来对中国

野华夷中心冶的逸脱与反叛袁但华夷秩序下形成的野上

下尊卑冶稳定结构使日本欠缺在体系内颠覆野大陆中

华冶的可能遥 日本仅能在遵守华夷秩序规则前提下自

设野日式华夷圈冶袁在其圈内使琉球成为既朝贡中国又

朝贡日本的两属之国遥 但这种大陆野边缘冶地区自设小

华夷圈与大陆野中心冶对峙的僵持状况在 19世纪中叶

后被西方之野近代冶力量所击破遥

从历史长时段发展脉络来思考近代日本早期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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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亚主义的话语与现实行为之间的关系袁就能明白其

并非充当西方文明的传播者而更多是亚洲霸权的觊

觎者袁其对亚洲诸国的野连带冶与野脱亚冶都是为满足其

对外扩张和称霸亚洲的野心遥 如此便能看清早期野连

带论冶的虚假性和侵略性袁这不仅使我们理解为何日

本在野脱亚入欧冶后不惜与欧美对抗也不愿放弃其在

亚洲的权益袁也利于我们有力批判日本战后沉渣泛起

的野大东亚共荣圈冶肯定论调和警惕新世纪以来中日

关系缓和表象下可能隐藏的经济政治冲突遥

本文沿循幕末明治初期到甲午战争这一时间分

期袁着重探讨近代日本早期野亚细亚主义冶中主流的两

种形态要要要野连带论冶与野脱亚论冶之间的内在联结关

系遥 思考早期野亚洲连带冶为何没有得到亚洲诸国的积

极响应从而达到共御外敌的使命钥 野连带论冶作为亚细

亚主义的初始形态之一为何很快就走向消亡钥 主张侵

略的野脱亚论冶对于野连带论冶而言是异变还是承袭钥

野连带冶与野侵略冶在哪些条件下会互相克制袁又如何防

止两者的共谋钥 明治时期的亚细亚主义发展脉络当中

是否存在抑制侵略扩张思想的生长空间钥 笔者从日本

自古以来便存在的对区域秩序野中心冶的逸脱与叛夺

的逻辑出发思考袁并结合史料史实分析近代日本早期

亚细亚主义的实像袁以就教于方家遥

二尧 指向内部的早期亚细亚主义院野连带冶

的实像

刘峰在对日本近代扩张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探讨

之时袁认为其至少存在两种形态院即野鼓吹国家本位的

扩张主义冶与野谎称区域本位的扩张主义冶遥 前者内含

野对亚洲扩张冶和野与欧美对抗冶的两面性袁其中野与欧

美对抗冶通常以野亚细亚主义冶形态表现出来且极易与

野谎称区域本位的扩张主义冶发生联系遥 要言之袁该逻

辑下的野亚细亚主义冶可称野指向欧美的亚洲主义冶遥 [5]

由此可见刘峰大体上承袭了早些时期学者盛邦和的

观点袁盛文称日本在明治初期面对西方时袁亚细亚主

义与攘夷论有重要的思想联结袁其野锋芒最初所向袁主

要指向西方列强冶[6]遥这说明学术界在此意见上多无争

议遥

二论在面对西方列强的东侵事实前看似颇有道

理袁野西方入侵要东方抵抗冶的思维图式使早期亚细亚

主义主流要要要野亚洲连带冶 的枪口可以毫不费力地指

向西方遥 但明治初期野指向西方的亚细亚主义冶却并没

有带来东亚国家期望中的亚洲连带袁反而在此期间日

本对周边国家的侵略行径无不昭示着连带的虚假性遥

与其称其是 野指向西方冶袁 不如称其是 野指向亚洲内

部冶遥

渊一冤对外扩张的前声院虚假的冶日清连带冶

甲午战前的亚细亚主义所关注的袁实际是日本设

法调整自身在东亚华夷体系边缘位置的问题遥 而日本

对中国周边国家的侵略袁则包藏着日本取代中国野中

华冶位置的野心遥 千百年来袁日本在华夷体系辐射范围

下产生的野指向中心渊中华冤冶的抵抗与颠覆心理袁在明

清鼎革后仍不得不在文化上向大陆政权低头的不忿

中积淤至深遥 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与西方的完胜袁

更为这种指向增添了另一种现实可能遥 日本学者荒野

泰典称袁幕藩体制下的国际视野缺乏对等意识袁日本

看待西方亦是野华夷视角冶袁因此日本并不希冀能一举

颠覆东亚内部野小大中华冶的位置袁东亚之外仍需堤防

更为野中华冶的西方对自身的威胁遥 当日本发现西方的

侵略方式与习惯于野武威冶逻辑的自身不无和谐之感

时[4]袁便开始毫无疑虑地学习西方尧以野文明开化冶之名

发起对大陆的旧野大中华冶体制的解构袁并为调整东亚

野落差要权力冶 结构下自身的边缘位置而生产了所谓

野亚洲连带冶的话语遥 该时期兴起的野日清连带冶野日清

提携冶等论无不显露出日本的处心积虑和远见遥

考察当时的东亚社会背景袁早期日本所提的野亚

洲连带冶实际上就是野日清连带冶遥 早在 1825年袁会泽

安就在叶新论曳中提出野日清唇齿冶论院野与神州相为唇

齿者也袁清也冶袁应野相为犄角冶共抗西方遥 [7]但 1823年

佐藤信渊撰叶宇内混同密策曳内却言院野皇国欲开拓他

邦袁必先吞并支那国遥 噎噎若强大的支那尚且不敌我

皇国袁更况其他夷狄乎遥 噎噎支那划归我版图后袁其他

如西域尧暹罗尧印度诸国袁则渐渐慕我之德尧惧我之威袁

不得不叩首匍匐尧跪地称臣遥 冶[8]两者言论看似对立袁但

实乃同一路线的两面遥 佐藤在华夷逻辑下思考如何取

中国野中心冶位置而自变野中华冶袁从而使周边国家慕

野华冶而称臣之时袁会泽安就已在另一方向思考如何在

西方尚未对东亚造成更大侵害之前袁战略性地调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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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边缘要中心冶的落差位置遥 二论均是指向亚洲内部

自身地位的调整袁无非一明一暗而已遥 但佐藤的激进

论早在丰臣秀吉时代就已以野壬辰倭乱冶失败而告终,

从而证明在华夷体系内部对抗及取代野中心冶绝非易

事遥 佐藤在鸦片战争后改变看法袁重新发表的叶存华挫

夷论曳侧面印证了会泽安的远见袁文中言野古人有云袁

唇亡齿寒袁若清国不振冶则不足以防备野欧罗巴人豺狼

之心冶[9]袁同样提倡野日清唇齿提携冶遥1863年袁作为会泽

安忠实拥护者的平野国臣也在叶制蛮础策曳中言日清

两国野相与合力袁一其志袁断然扫夷不予之以寸尺之地,

逐诸洋外冶[10]遥可看出日本在早期面对西方入侵威胁时

就开始主张日清唇齿相依共逐夷狄了袁这不仅是出于

对自身安危的顾虑袁也是考虑到当时中国仍是野老大

帝国冶的身份遥但日本是诚心与中国连带提携吗钥驱逐

西方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旧华夷秩序统治是日本之

所愿吗钥

回溯历史袁明清鼎革时期与鸦片战争后情况实有

诸多相通之处袁都存野外夷逐华冶之危机袁明清鼎革是

鞑靼赶走朱明渊彼时的中华冤袁鸦片战争后是西方击溃

清朝渊此时的中华冤遥 同是华夷野中心冶的统治受到威

胁袁但日本对其不同的反应和策略则能使我们看出其

中问题所在遥 明清鼎革袁朱明南退袁南明志士为抗鞑夷

不得不向当时已统一日本的德川幕府求援袁可南明向

日本主动野乞师冶甚至自降身份称日本为野正统中华冶

之时袁日本也始终没有采取野日明连带冶或野出师灭鞑冶

之策袁反而利用野乞师冶者的夸张叙述来夺取野正统中

心冶的地位渊促使日人写出叶华夷变态曳冤袁同时对野乞

师冶者兜售军备来获取经济利益遥 [2]如此可见对日本而

言袁大陆野中心冶政权衰落与否并不会给日本带来同向

影响袁甚至很难招至怜悯袁相反野中心冶的动摇可能会

给野边缘冶的日本带来野零和式冶的崛起机会遥 因此反观

19世纪西力东渐下的日本反应便可知袁与其说野日清

连带冶是提倡合作抗欧袁不如说是日本能从中有所获

利的欺骗式话语遥 而日本所欲求之物袁恰恰隐藏在野连

带冶话语之中遥

以现在的眼光评判袁早期野日清连带冶的思想充斥

着国家间平等合作一致对外的进步意义袁但这种看法

实乃极少数民间人士心中的和平幻想遥 日本学者狭间

直树认为院野互相团结合作以对抗欧洲的 耶亚细亚主

义爷诞生了遥 早期耶兴亚主义爷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袁都必

须以亚洲内部的平等关系为前提袁这是亚细亚主义的

起点遥 冶[11]果真如此吗钥为何亚洲内部的平等是亚细亚

主义的起点钥 或曰为何后人要认同亚细亚主义的起点

必须是亚洲内部间的平等钥 这恐怕多有二战后日本知

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情吧遥 若以战后亚细亚主义学者

的理论视角来看袁不管是野原四郎[12]还是竹内好[13]袁都

认同早期亚细亚主义野亚洲连带冶的存在遥 但竹内好是

以革命后的中国形象去代表亚洲袁 从而开展他的以

野作为方法的亚洲冶来抵抗西方的理论架构的遥 [14]这里

存在一个需要注意的前提袁即固守野华夷秩序冶的清朝

与革命后的中国之间的身份差异遥 这提醒我们在理解

竹内好的亚细亚主义研究思想之时袁要警惕竹内好认

同明治时期野亚洲连带冶与他后来针对欧洲划出一条

亚洲抵抗线时两者的时空错位遥 竹内好是将野亚洲连

带冶理念放到革命后的中国所代表的的亚洲形象上去

思考前者可能被埋没的思想生产性的遥 狭间直树教授

在思考早期野兴亚主义冶问题时没有对连带对象的性

质和背景作过多考虑袁而用野平等连带冶一词盖过了连

带对象之间华夷有别的身份落差遥 若回到早期野亚洲

连带冶话语的时代中思考的话袁所谓亚洲内部平等的

主张实际上是充满野非亚洲冶的西方色彩话语袁而较为

符合华夷秩序逻辑的抵御外侮方式应该表现为藩属

国集结在宗主国下与宗主国共同抵抗西方才对渊不论

其是否能成功冤遥 难道在东亚承袭了千年的上下尊卑

观念袁在面对外敌时就能一举抹平野天朝冶与野藩属国冶

的身份落差袁在野上国冶与野属国冶平等携手下才能共御

外敌吗钥 这显然是不合华夷逻辑且反历史的遥 思及华

夷秩序仍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基轴袁且丸山真男尧荒野

泰典等学者也已指明袁日本当时是不会在西方野主权

国家平等冶的逻辑上主张亚洲国家间平等协作的[15]袁因

此当时日本对中国的连带要求袁不过是面向西方这一

野想象敌冶提出的面向亚洲内部的目的性话语而已遥

渊二冤野连带论冶以外院早期显露的野侵亚主义冶

西方威胁将至自不虚假袁但日本提出跳脱华夷逻

辑试图与中国共主的野日清连带冶话语袁其心思昭然若

揭遥正如王屏精辟的总结院野日中提携之所以出现在 19

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袁是因为那时日本的实力不

如中国遥冶[16]野日清连带冶的兴亚式话语不仅表达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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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机提升自身在华夷体制内地位的想法袁而且以野连

带冶而不是趁机以武力入侵也看出日本面对实力尚存

的中国时表现出的试探与些许敬畏遥

但除了野日清连带冶式的话语外袁也存在表述上仍

具浓厚侵略色彩的亚细亚主义话语遥 面对野黑船来航冶

的危机袁吉田松阴主张野开国冶袁其 1854年写于狱中的

叶幽囚录曳中言袁野今急修武备袁舰略具袁炮略足袁则宣开

垦虾夷袁封建诸侯曰乘间夺取堪察加尧鄂霍次克曰谕琉

球袁使之会同朝觐袁一如内地诸侯曰责朝鲜袁使之纳币

进贡袁有如古之盛时曰北割满洲之地袁南收台湾尧吕宋

诸岛袁渐示进取之势遥 冶[17]次年寄给其兄长杉梅太郎的

信中又曰 :野吾与俄尧美媾和袁既成定局袁不可由我方决

然背约袁以失信于夷狄遥 但必须严订章程袁敦厚信义袁

在此期间养蓄国力袁割据易取之朝鲜尧满洲和中国遥 在

贸易上失于俄尧 美者袁 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

之遥 冶[18]吉田松阴是日后众多明治政府高官的老师袁如

伊藤博文尧桂太郎尧山县有朋等皆出其门下袁其思想对

学生影响颇深遥 其叶幽囚录曳所言能看出以野日式华夷

秩序冶取代旧华夷秩序的野心袁欲使亚洲各国俱纳贡

于日本之下袁野如古之盛时冶曰而野贸易失于外袁以侵略

施于内冶的思想更是将日本向大陆野中心冶扩张的欲望

暴露无遗遥 这实际上是连野日清连带冶都不屑提袁直接

挑战以中国为野中心冶的旧华夷秩序遥 如此激进想法虽

不符日本当时的内外国情而并未被直接采纳袁但其弟

子们都继承了老师的思想衣钵袁并在日后次第紧张化

的内外环境下加紧明治政府对外伸权的步伐遥

明治初期袁 日本政局欠稳袁 对外方式尚不激进袁

野征韩论冶也被压制遥 日本借西力东渐之机袁首先提出

野连带冶袁表面上共抗西方袁实则是使处于边缘地区的

自己能上升到与中国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袁与野中心渊中

华冤冶并列遥 这既能使中国成为日本野西屏冶以防西夷入

侵袁又能为下一步取中国而代之创造机会遥 在日本的

努力下袁 中国终在 1871年与日本签订了平等性质的

叶中日修好条规曳遥 叶条规曳使日本天皇与清朝皇帝处于

平等的位置上[17]袁这代表近代日本终于实现了解构以

中国为野中心冶的旧华夷秩序体系的第一步袁也预示着

曾经连日本都不放在眼里的朝鲜[19]将次第失去对日本

的地位优势遥

三尧 亚细亚主义的悖论院野连带冶 走向 野脱

亚冶

随着叶条规曳的签订袁日本在名义上对朝鲜确立了

地位优势袁原被压下的野征韩论冶也开始甚嚣尘上遥 在

此时期不得不提的思想家就是福泽谕吉袁学界普遍认

同福泽谕吉经历过思想的转向袁由早期大谈野独立平

等冶的民权论转变为后期提倡对外强硬的国权论遥 可

是丸山真男却认为这种转向实际上内含了福泽谕吉

一以贯之超越特定状况的野相对性冶思考遥 [20]学术界批

判丸山此论多有为福泽谕吉后期的激进言论 野辩白冶

之意遥 [21-23]但这并非意在否定丸山的野福泽论冶袁学界中

警惕的是丸山野福泽论冶被有意为福泽谕吉辩白的右

翼分子所利用的可能袁丸山对福泽谕吉思考方式的总

结本身是有学术价值的遥 笔者认为福泽谕吉从 1872

年叶劝学篇曳到 1885年叶脱亚论曳的发表袁正是有一条

一以贯之的线索穿插于福泽各时期的论说之中袁那就

是福泽一直在思考如何使西力东渐野为日本所用冶遥

自幼学习兰学的福泽谕吉使他能不拘束于幕府

末期已腐朽不堪的旧制度思想袁这也为他向外寻找改

革日本的思想武器做好了铺垫遥 当时兰学是接触西学

的唯一途径袁在长崎和江户学习兰学之后袁福泽终于

得到机会留洋赴美袁并在之后多次前往欧洲考察遥 这

些经历对福泽的思想影响至深袁促使他思考文明与国

家社会的关系遥 回国后袁福泽编撰了叶西洋事情曳渊1866

年要1870年冤袁这预示福泽思想体系的开端遥福泽得以

开始相对化地思考西方文明袁在东方儒教主义与西方

文明主义比较研究中追求日本式的野文明冶袁其终极目

的是建立以日本为亚洲文明之先驱袁从而野指导冶亚洲

诸国受其野渊武威冤文明开化冶的新东亚秩序遥

福泽在 19世纪 70年代初期撰叶劝学篇曳大唱野人

人平等袁国国平等冶袁表面上与野日清连带冶不相龃龉袁

实则为之后以野文明冶国身份面对野野蛮冶亚洲作理论

准备遥1882年 3月他在叶论朝鲜之交际曳中言院野我辈忧

朝鲜之事袁希助其国入文明袁遂武力干涉冶[24]袁提出野朝

鲜改造论冶遥 待同年壬午事变以失败告终后袁福泽于次

月在叶时事新报曳上发论袁支持花房义质公使带军入朝

鲜袁目的是防备中国以及在朝鲜确定日本的落脚点[25]袁

提出 野对清强硬论冶袁 但因顾忌中国强大而作罢遥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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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袁中法战争爆发袁福泽于 9月 4日发表日后被

引用为野脱亚论冶原型的文章叶辅车唇齿之古谚不足为

恃曳袁 称不感中国败北之痛痒袁 不再同往日般恐惧中

国袁且痛斥野中国之败北则日本失其邻援冶这种野唇齿冶

之论[25]袁公然揭下了野连带冶的假面具袁并在年底支持朝

鲜开化党人金玉均等人发动甲申政变袁后遭清军及时

镇压而告终遥福泽以野文明冶之名发起的对旧华夷秩序

周边地区的蚕食几经失败袁日本长期以来颠覆野中心冶

的行动再遭碰壁遥 福泽面对旧华夷秩序体制的野顽固冶

和中国强大的实力袁愈感野改造朝鲜冶之事已举步维

艰要要要连对华夷秩序周边地区都难以施展手脚袁更别

提颠覆中国的野中心冶地位了遥 次年 3月 16日福泽谕

吉发表著名短篇 叶脱亚论曳院野我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

之东袁其国民的精神早已脱亚细亚之固陋而西方文明

转移遥 但此不幸的是有邻国袁 一曰支那袁 一曰朝鲜遥

噎噎依我辈来看袁此二国在现今文明东渐之风到来之

际噎噎不出数年就将亡国噎噎我国不能待其开明而

共兴亚细亚之业遥 唯有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袁

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必因其是邻国就顾及情面袁一

如西人即可遥 冶[25]福泽并未因壬午尧甲申事变的失败而

放弃野文明冶之利器袁而是选择以野文明国冶身份公然宣

布脱离以中国为野中心冶的旧华夷秩序体系袁对中国与

朝鲜也不再提野连带冶野改造冶之语袁野一如西人冶对待亚

洲之方法以待之遥

这事实上表明袁福泽看到了野文明开化冶与野亚洲

连带冶两者话语背后无法调合的根本矛盾院当利用野文

明冶来野改造朝鲜冶达成野连带冶目的时袁势必触及华夷

秩序的根基袁招致华夷野中心冶的顽强抵抗遥 野亚洲连

带冶的话语限定了日本在对待朝鲜和中国的问题上必

须一视同仁袁但野朝鲜改造论冶意味着无视其宗主国中

国的抗议从而必须伴随野对清强硬论冶袁而若主张野日

清提携冶则意味必须放弃野朝鲜改造论冶中日本对朝鲜

的利益诉求而维持现状遥 如此袁野亚洲连带冶的悖论必

将使日本陷入立场和行动的两难之境遥日本的区域边

缘身份和华夷体制稳固的统治秩序使朝鲜和中国不

可能会认同野宵小倭国冶提出的野文明开化冶一策遥另一

方面袁福泽也认为腐朽不化的中韩两国野只顾小利袁不

识大局冶以及无法继续以野连带改造冶掩饰军事入侵的

事实袁遂公然提出野脱亚冶袁使日本以西方身份重新获

得野进出亚洲冶的野文明合理性冶遥

野脱亚论冶之后袁日本彻底摆脱了亚洲身份给它带

来的的束手束脚遥 福泽在脱亚论前后对中国和中国的

藩属国极为贬低和污蔑袁其以野文明要野蛮冶观念对旧

华夷体制的贬斥显露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野新东亚

秩序冶的野心遥 福泽在 1882年叶论朝鲜之交际曳中写

道院野亚洲协心同力抵御西方袁其盟主为谁钥 我辈并非

自夸袁虚心平气以视之袁亚细亚之中除我日本可任其

盟主外还有谁国钥冶[25]文中酝酿的野日本盟主论冶在终于

在甲午战争之后得到了实现袁 而定调于 16世纪末丰

臣秀吉发动野壬辰倭乱冶时意欲颠覆野中心冶的设想终

于在 19世纪末明治政府这里成为了可能遥

日本在旧华夷秩序内部争夺野中华渊中心冤冶地位

频频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在野华冶的正统性上难以

超越直接继承华夏文化的大陆野中心冶遥 哪怕在明清鼎

革之后袁清也是承袭正统观念袁强调野满汉一家冶野华夷

一体冶遥 所以只有在异质的西方文明打败中国时袁日本

才有机会借其野文明要野蛮冶颠覆野华要夷冶观念遥 但日

本在此并不是要建立西方平等主权式的东亚秩序袁而

是在野华夷旧身体冶上穿上西方野文明新衣服冶袁以此来

超克千百年来以中国为野中心冶的旧华夷秩序体系遥 要

言之袁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早期亚细亚主义袁主要指向

为亚洲内部遥 日本从野亚洲连带冶到野脱亚论冶形成了一

条连续的思想线索袁即早期先大呼野日清连带冶以抹平

华夷逻辑下的地位劣势袁再利用野文明冶口号发动野连

带改造冶伪装下的亚洲侵略遥 当野连带冶一语无法有效

调合日本与旧华夷体系国家的利益矛盾时袁日本便索

性野脱亚冶而以野西人之法冶对待亚洲使其再次拥有野文

明冶上的优越性和行动合理性遥 贯穿野亚细亚主义冶善

变话语之下的是不变的对野中心冶的争夺与倾覆袁虽华

夷秩序体系下生产的野自民族中心主义冶种子也曾播

撒到朝鲜越南日本等大陆周边地区[2]袁但近代唯有身

处区域边缘的日本完成了对华夷秩序设计的反继承遥

日本在西力东渐之时敏锐感知到东方将受到的冲击袁

同时意识到了压抑百年的野入主中原冶机会再次到来遥

如此袁日本能饶有深意地提出野日清连带冶而不是如朝

鲜越南等国醉心于野天朝庇护冶之梦遥 在西方把目光主

要放在大陆上时袁日本能趁机效仿西方迅速野文明开

化冶并加入到侵夺亚洲的队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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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野亚洲连带冶在叶中日修好条规曳修成并在日后

随着壬午甲申事变的失败走向终结之时袁当福泽谕吉

的野脱亚论冶在号称野文野之战冶的甲午战争胜利欢呼

声中走向顶峰之时袁日本终于摆脱了中国主导的旧华

夷秩序体系袁利用西方侵略之机和野文明开化冶的利器

击溃了昔日野中华冶袁实现了野文野冶对野华夷冶野边缘冶对

野中心冶的超克遥

四尧余论

拙稿以幕末明治初期到甲午战争结束为节点袁结

合史实史料考察近代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的具体内

容袁分析其话语与行动之间的亦同亦悖关系袁发掘其

背后潜藏的一以贯之的对区域秩序野中心冶地位的颠

覆性格遥 从长时段眼光分析来看袁日本千百年来受野华

夷秩序冶影响至深袁同时又较朝鲜尧越南等地远离区域

野中心冶袁导致其更易滋生野以夷变华冶的反野中心冶观

念袁这表现在历史上日本多次通过朝鲜半岛挑战大陆

华夷统治秩序遥 直到 19世纪袁西力东渐动摇了亚洲的

前近代区域秩序袁也给日本颠覆大陆野中华冶政权提供

了文明利器袁日本迅速开国袁实行野文明开化冶政策袁对

亚洲妄称野连带冶后野脱亚冶而去遥 野连带论冶与野脱亚论冶

是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的一体两面袁 二者在日本以

野区域边缘冶对抗野华夷中心冶的图式中分别构成对野中

心冶地位的趋平和超越袁其外在悖斥下的内在合谋本

质也在甲午战争日胜中败的结局面前显露无疑遥 从这

一点来看袁抛开甲午战争之后逐渐野右倾冶最终走向法

西斯主义化的极端亚细亚主义不谈袁在甲午之前的早

期亚细亚主义袁也并未超脱野边缘冶对抗野中心冶的模

式袁这在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下更是显而易见遥

竹内好曾对亚细亚主义如此定义院野亚细亚主义

并不是具有实质内容并且在客观上可以界定的思想袁

而是一种倾向遥 它与膨胀主义或侵略主义不完全重

合袁与民族主义尧国家主义尧以及国粹主义也不完全重

合袁同理也与左翼国际主义不完全重合遥 但同时又与

上述主义均有重合部分袁尤其与膨胀主义有更多重合

之处遥冶[14]日本早期的野连带论冶与野脱亚论冶虽表面上分

别鼓吹野日清提携冶和野脱离清韩冶袁却都与膨胀主义有

最大程度的重合袁这两种形态的亚细亚主义是日本该

时期对外论中最具代表性的野倾向冶袁甲午战争的胜利

使得表述上相悖的二者在终极目的上划为同一遥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在充当了对外扩张的舆

论工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袁但其中确也存在少许竹

内好所说的野健全原型冶遥 [14]如早期野兴亚家冶曾根俊虎

在中法战争后对中国的诚心合作意愿[17]袁或者樽井藤

吉提出的以对等为前提的叶大东合邦论曳展示了日朝

两国同心协力共抗西方的理想画面袁 甚至 20世纪后

冈仓天心叶东洋的理想曳中提示的以亚洲为尺度而非

以西方为尺度的亚洲原理等遥 [26]但这些竹内好所称的

代表亚细亚主义的野心情冶或野原型冶却并未上升为能

抵抗扩张的理论袁1893年的叶大东合邦论曳未能阻止次

年甲午战争的爆发袁反被政府作为日本吞并朝鲜的欺

骗话语使用曰甲午战争之后袁亚细亚主义次第走向彻

底的右翼化和侵略化遥1903年出版的叶东洋的理想曳同

样没能阻止次年日俄战争的到来袁之后其提倡的野亚

洲一体论冶沦为野大东亚共荣圈冶的舆论工具遥 宫崎滔

天对孙中山的无私支持仅成为美谈袁北一辉寄希望于

中国革命和解放亚洲袁却在死后成为法西斯主义者鼓

吹的野开战先锋冶遥 此外袁还有不少浪人志士受政府指

派进行各国间的政治行动袁 但作为亚细亚主义者袁他

们也并非无时无刻与本国利益保持步伐一致遥 [26]这些

时而闪露光辉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几乎无一不走向消

亡和被体制化后的滥用袁在绝对的国家利益和强硬的

政府推行之下袁一切可被利用的思想都将走向无思想

化袁 一切与侵略扩张主流相悖的思想也将无处喘息遥

从早期亚细亚主义萌芽和成长时期就不只存在一种

选择的可能袁但历史只能实践出一种选择袁承认亚细

亚主义复杂多样的形态和悖论性格袁有利于我们发掘

其中被主流所掩埋的充满时代张力的思考和思想原

型袁使亚细亚主义研究避免落入单一化和绝对化的圈

套遥捋清历史长时段发展态势的脉络袁有利于我们看清

特定时代条件下野连带冶与野侵略冶的共谋关系袁从而在

亚细亚主义研究中警惕与美化侵略的右翼史观合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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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袁我国经济发

展面临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关系制造业大国向

制造业强国转型的升级加速袁由此带来的对工匠精神

的呼唤日益强烈袁 对工匠文化的价值回归愈发渴望袁

厚植深耕工匠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必须面对的课题遥

地区工匠文化的传承弘扬袁 既受地区历史文化的影

响袁也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袁与地方政府

的重视程度联系紧密遥

野工匠文化冶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袁广大

人民群众工匠精神的培育以及工匠制度的建立和支

撑工匠精神不断发扬的行为文化遥 [1]其核心内容是野工

匠精神冶遥新时代视域下袁漳州地区工匠文化传承发展

现状如何钥如何实现工匠文化传承发展与制造业发展

相互促进钥如何厚植工匠文化的社会化路径选择与定

位等钥 带着这一系列问题袁我们对漳州地区厚植工匠

文化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遥

一尧新时代漳州地区工匠文化传承发展的

现状

第一袁漳州地区工匠文化传承发展在不同行业领

域呈现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袁 冷热不均尧野长短脚冶现

象较为明显袁尚未形成规模效应遥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院一是对工匠文化的传承主要集中在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轻视对现代手工艺的传承曰二是对工匠文

化的传承强调技艺的传承而忽略工匠精神的传承曰三

是即使同是非遗项目袁由于保护力度尧资金投入种种

原因袁传承的状况也不尽相同袁有的甚至亟需抢救性

挖掘遥 近年来袁漳州地区在非遗项目如木偶尧剪纸尧土

楼等领域开展了众多活动袁宣传力度较大袁而在现代

技能工匠人物尧技艺的挖掘尧树立典型等方面则较为

欠缺遥

在漳州市图书馆调研期间袁课题组访谈了正在举

办木偶头雕刻技艺体验活动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漳州木偶头雕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杨亚州遥 他坦

言袁 由于木偶戏在闽南一带有着广泛的社会群众基

础袁因此木偶头雕刻艺术的发展基础较为浓厚袁但由

于该项技艺一直是以家族式尧 师徒相承方式流传袁虽

然发展总体环境较前几年有了很大改善袁但传承发展

仍然面临着断代尧资金投入不足尧传承创新以适应市

场需求尧产品附加值不高等困境遥

第二袁漳州地区企业中青年工人普遍存在对工匠

精神的敬仰袁但于自身缺乏亲尝亲试的勇气和坚守的

恒心遥 工匠精神是工匠文化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文化遥

在深入六家企业调研期间袁课题组与年轻的一线工人

渊95%为不超过 30岁的工人冤 和管理干部举行座谈遥

新时代视域下厚植工匠文化的思考

王碧宝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福建 漳州 3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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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遗项目重现繁盛袁厚植工匠文化的沃土不断得以深耕遥以此为契机袁如何实现工匠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袁推

动工匠文化事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袁这是新时代漳州地区弘扬传承工匠文化面临的重大课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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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中我们发现袁当前企业普遍面临着技术工人队伍

不稳定尧青年工人心浮气躁尧对工人身份尧技术的认同

度不高等不利于工匠文化传承发展的现象袁 照进现

实袁那便是绝大数人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手机上袁享受

互联网给他们带来的社交尧购物和游戏袁而难以静下

心来钻研技术袁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遥

期间袁我们单独访谈了康之味林小晖渊福建康之

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品管部经理袁技术总监袁董事长

助理冤和龙溪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陈议忠渊动力车间主

任袁第 13届全国技术能手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冤遥 他

们在阐述自己对工匠精神及工匠文化认识的同时袁也

对当前年青工人队伍中弘扬工匠精神的现状表现出

了担忧袁为工匠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遥

第三袁漳州地区部分高校已经启动实施野工匠文

化进校园冶活动袁并将工匠文化传承发展纳入思政的

重要内容遥 为了了解漳州高校在传承发展工匠文化方

面的做法以及漳州地区高校大学生 渊在校和近年毕

业冤对工匠文化的认识袁我们通过腾讯问卷的方式袁在

漳州市区内 5所高校针对不同专业和年级进行了关

于漳州地区工匠文化状况的调查袁发放和回收有效问

卷 579份遥问卷结果显示袁84.5%的学生表示对工匠文

化有一定了解袁85.2%学生回答所在学校有开展工匠

文化进校园活动袁所有学生都认为传承弘扬工匠文化

对当代大学生具有重要意义遥 详细情况见图 1遥

图 1 漳州地区高校叶漳州地区工匠文化状况的调查曳分析

Fig.1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on craftsmen's Culture in

Zhangzhou"渊Universities in Zhangzhou冤

据了解袁党的十九大以来袁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

的指导下袁漳州地区各职业院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工

匠文化进校园活动袁包括技能比武尧闽南职教大讲堂尧

工业设计讲座尧校企合作尧产教融合尧文体活动等袁拓

宽了职业教育野请进来尧走出去冶双向通道袁打造文化

育人的新名片袁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2018年初袁漳州职业技术学院与漳州电视台联合开展

了野漳大工匠冶评选活动袁经过 4个多月自下而上层层

推荐尧评选袁最终袁林小晖等 20 人从参与评选的 500

多名该校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袁荣获该校首届野漳大工

匠冶 荣誉称号遥 评选活动结束后袁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还举办了野漳大工匠冶风采展袁开展野漳大工匠冶进校园

宣讲系列活动袁成立野漳大工匠文化研究院冶袁发挥榜

样示范作用袁促进师生职业技能和工匠精神高度融合

发展袁 努力把工匠文化打造成校园文化的特色和亮

点遥 此外袁漳州职业技术学院还与漳州电视台联合制

作尧推出大型系列报道叶漳大工匠曳袁向社会传递漳大

工匠的先进思想尧先进事迹和高尚情操袁展示漳大工

匠形象遥

第四袁工匠文化传承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袁并取

得一定成绩遥 漳州是闽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袁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袁工匠文化底蕴浓厚遥 目前袁全市拥有县

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 10类 189项遥 其中袁市

级非遗 111项袁16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袁51个

项目入选省级非遗名录遥 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共 138人袁11人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袁55人被

认定为省级非遗传承人袁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谓极其丰

富遥 [2]近年来袁漳州市政府通过政策保护尧宣传引导尧建

设扶持等渠道加大对非遗项目的传承发展力度袁并取

得了良好效果遥 2017年袁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公布首批

野大国非遗工匠冶认定名单袁漳州籍微雕大师许通海榜

上有名袁这是福建省微雕界唯一获得者遥2019年 9月袁

由福建省总工会联合福建广播影视集团发起的袁

2019年野八闽工匠年度人物冶出炉袁漳州招商局码头有

限公司黄景图在全省 288位申报人中脱颖而出袁入选

十大年度人物之一遥

当前袁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尧漳州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尧漳州市图书馆尧漳州市实验小学尧漳州古城等单

位袁 已初步建立了漳州非遗进校园的常态化机制袁经

常性开展丰富多样的工匠文化传承发展活动遥 如漳州

市图书馆野视艺冶大厅常年开展漳州非遗项目产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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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尧讲座交流尧技艺体验等活动曰漳州市实验小学定期

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袁布袋木偶尧剪纸等技艺在小学

生中广泛影响曰漳州古城实现了非遗进社区常态化袁仅

古城主城区就汇聚了漳州木偶头雕刻尧布袋木偶戏尧木

版年画尧芗剧尧锦歌尧蔡福美制鼓尧八宝印泥等 7个项

目袁已经成为民众了解尧参与漳州非遗的重要窗口遥

第五袁野大抓工业尧抓大工业冶的战略定位为漳州

地区工匠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遥 进入新

千年以来袁漳州市先后提出了野工业立市冶 野工业强

市冶 等一系列发展工业的战略构想袁2019年更是进一

步确立野大抓工业尧抓大工业冶的战略定位袁再次吹响

大力发展工业的野集结号冶遥 经过十几年发展袁漳州逐

渐培育形成了以石油化工尧装备制造尧特殊钢铁尧食品

加工为四大主导产业和以电子信息尧新材料尧新能源尧

生物与新医药为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袁工业制造业发

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遥

工业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支撑袁也需要大批具有

工匠精神的基层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的加入袁为新时

代工匠文化传承发展提供广阔舞台遥 在企业的实地调

研中袁我们与第十三届全国技术能手陈议忠师傅渊漳

州目前唯一获此殊荣的技术工人冤尧4位 野漳大工匠冶

即福建康之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林小晖尧宏全食品包

装有限公司饮料厂吴勇斌尧漳州立达信光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郑清团尧漳州和泰电光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洪剑华进行面对面访谈袁深入了解新时代漳州地区工

匠成长成才的过程遥 虽然他们在职业情操上的闪光点

各有不同袁但对漳州工业发展带来的对工匠精神的呼

唤和厚植工匠文化重要性的看法趋于一致遥 新时代视

域下袁以野大抓工业尧抓大工业冶为契机袁弘扬工匠精

神袁厚植工匠文化袁这在源源不断地为企业输送人才

的同时袁也必然推动漳州地区工匠文化发展进入新阶

段遥

二尧运用 SWOT分析法袁对漳州地区工匠

文化传承发展进行野把脉问诊冶

SWOT分析法又称态势分析法袁是由美国旧金山

大学管理学韦里克教授于 20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的

一种战略分析工具遥 S渊Strengths冤指组织内部的优势袁

W渊Weaknesses冤指组织内部的劣势袁O渊Opportunities冤

指组织外部环境的机遇袁T渊Threats冤指组织外部环境

的威胁遥 通过 SWOT分析法袁对新时代漳州地区工匠

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外部环境进行总体评估分析袁总结

出其在发展进程中的强势尧劣势尧机会尧威胁四个要

素袁准确把握漳州地区工匠文化的特色风格袁全面认

识其传承发展问题上面临的态势遥

优势主要有两点袁一是党的十九大以来袁漳州地

区大批带有浓郁工匠色彩的非遗项目重现繁盛袁随着

野工业立市尧工业强市冶理念的深入推进袁漳州地区工

匠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沃土不断得以深

耕袁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遥 二是漳州地区中高职院校

较多袁从学校数量到学生人数都占据绝对优势袁而且

办学历史较为悠久袁办学特色明显袁为漳州地方经济

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遥 随着野弘扬工匠精神袁打造技能

强国冶这一职业教育主旋律深入推广袁工匠文化进校

园的内容和形式必将不断拓展袁为新时代厚植工匠文

化奠定良好的人文基础和人才遥

劣势主要有三点袁一是在漳州地区人们传统观念

中带有对工匠尧工人的误解和偏见袁如野工冶字不出头尧

当野头家冶不当野伙计冶等袁认为当学徒尧工人尧工匠是不

得已而为之袁给工匠技艺传承尧工匠文化传播发展设

置了一些人为障碍遥 二是漳州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城

市袁历史上工业发展较为落后袁产业工人人数较少袁顶

尖的技术能手更是寥寥袁再加上政策上尧宣传上对创

新性技术工匠的鼓励和扶持力度不够袁无法形成生根

有土尧前进有路尧后顾无忧袁厚植工匠文化的制度保障

尚未形成曰三是工匠精神仍然是以单一载体散点式存

在着袁还没有延展成为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文化遥

机遇主要有两点袁一是在漳州市提出野大抓工业尧

抓大工业冶的定位袁必将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

的政策措施袁这为工匠人才培养尧工匠精神弘扬等工

匠文化深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曰二是党和国家层面对

工匠文化的推动和倡导袁 各级各类部门积极响应落

实袁为厚植工匠文化制造了坚实有力的舆论基础和政

策保障袁形成了社会共识遥 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袁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

风气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的论述袁以及近年来各级

各类组织以工匠文化为主题的丰富多彩的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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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袁等等遥

挑战主要体现在生产生活日益信息化尧智能化的

今天袁一定数量工匠渊劳动者大军冤尧工匠精神渊精益求

精冤尧价值认同渊劳动光荣冤尧时代精神渊技能创新冤等厚

植工匠文化所需要的品质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影响遥

比如智能制造带来的工人对人工智能的依赖袁进而放

弃对生产技术本身的钻研和产品品质的追求袁甚至出

现调查问卷中所呈现的情形袁 如有的高校学生认为袁

只有高精尖的科研人员才需要野工匠精神冶遥

三尧新时代视域下厚植工匠文化的思考与

实践

首先袁发挥政府职能袁完善漳州地区工匠文化传

承发展的顶层设计遥工匠文化繁荣兴盛之于漳州制造

业强市目标的实现尧 漳州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尧

漳州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传播发展的意义和价

值是不言而喻的遥 从文化自信的建构角度袁漳州市近

年来做了大量工作袁取得可喜成绩袁凸显了不少新亮

点遥 这些成绩包括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扶持袁 如实施

叶野大抓工业尧抓大工业冶三年行动计划曳及教育局尧科

技局等相关促进措施尧推动漳州古城开发建设尧建立

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并给予一定的补助

等遥 同时袁针对漳州地区工匠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袁我们提出袁漳州市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顶层

设计袁在已有做法的基础上袁整合各方资源袁发挥优

势袁克服不足袁从政策制定尧人才引进尧产品升级尧产业

优化尧资金投入尧树立典型等方面多管齐下袁探索出一

条适合漳州工匠文化传承发展的特色之路遥

其次袁涵养企业文化袁培植工匠文化繁盛的沃土遥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袁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

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

态遥 它包括企业愿景尧文化观念尧价值观念尧企业精神尧

道德规范尧行为准则尧历史传统尧企业制度尧文化环境尧

企业产品等,其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遥 [3]曾几何

时 野低成本量产文化冶袁追求短尧平尧快的功利主义思

想也深深影响漳州地区的企业文化袁给制造业的发展

带来不利的影响遥 因此袁于企业而言袁弘扬工匠精神袁

厚植工匠文化袁就是要倡导诚实守信尧执着专注尧开拓

创新的做事文化遥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

间袁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对企业家提出野做企业尧做

事业不是仅仅赚几个钱的问题遥 实实在在尧心无旁骛

做实业袁这是本分冶的要求遥 而对于今天野80 后冶野90

后冶的产业技术主体而言袁要珍惜企业为个人职业生

涯成长搭建晋升通道与平台袁 在本职岗位中沉淀下

来袁一步一步实现技艺精进袁使自己成为既是创新的

构思者袁也是创新的践行者袁真正践行企业文化遥

再次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袁实现工匠

精神向工匠文化的延展遥 2018年 8月袁习近平在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举旗帜尧聚民心尧育新人尧兴

文化尧展形象袁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

任务遥 其中袁野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道路袁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创

新性发展袁继承革命文化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袁激

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袁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遥 冶[4]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挖掘新时代漳州工匠文化

创新发展的故事袁讲好故事传播好声音袁使人们摒弃

对工匠的偏见袁厚植工匠文化土壤袁树立典型为工匠

精神进学校尧进课堂尧进教材积累高质量的素材遥 加强

工匠文化宣传袁还要求我们野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

规律袁提高用网治网水平袁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

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冶[4]袁提高工匠文化的影响力遥

自古以来袁工匠精神所崇扬的开拓创新尧精益求

精以及科学精神始终是历代工匠一以贯之的精神特

点袁体现着他们对务实精神尧艺术美感和科学世界的

理解遥 [5]而这些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具有高度一致性袁在实现人与人尧人与社会和谐

相处袁追求社会进步袁以及社会治理中的法治理想等

密切相关袁是一脉相承的遥 这些精神特点与价值追求袁

也必将延展为对工匠文化的坚守尧传承和弘扬遥

最后袁深入开展工匠文化进校园袁为工匠文化传

承发展源源不断输送人才遥 工匠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挖掘高校工匠文化的价值袁加强高

校工匠文化建设袁把工匠精神融入办学实践袁对于提

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袁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意义重

大遥 [6]当前袁漳州地区高校对工匠文化进校园的活动意

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袁积极主动地把培育和弘扬工

匠精神尧 厚植工匠文化作为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担当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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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把野建设工匠学府冶旗帜鲜明地写入到自己的办

学理念袁并取得积极成效遥

高校是工匠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遥 开展工匠文化

进校园活动袁不能盲从袁也不能照搬照抄袁而要从漳州

本地实际出发袁精心设计活动内容袁充分利用好思政

课堂和课堂思政两条阵线袁把漳州本土的匠人尧匠物

请进校园袁 创设零距离空间让学生能够看得见摸得

着袁让学生与匠人面对面袁提高教育的实效性遥 同时袁

作为地方高校袁漳州市各级各类高校还应该主动承担

地方工匠文化研究的重任袁责无旁贷地为漳州工匠文

化挖掘开发尧繁荣发展贡献力量遥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袁一方文化滋养一方人遥 作

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就其作用而言袁工匠文

化在创造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袁推动中华文明繁荣昌

盛的同时袁 更是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关于如何做事尧如

何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遥 历史上袁工匠文化曾为漳州

历史文化名城这张名片画上了鲜亮的一笔袁而在实现

工业强市目标的新时代征程中袁厚植工匠文化必将为

目标实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遥 经过调研袁我们进一

步认识到厚植工匠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袁必然是包括

企业尧政府尧学校尧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遥 在实践

中袁 只有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袁加

强外在社会环境的营造及其教化袁才能不断实现工匠

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化转变袁真正发挥工匠文化特有

的文化价值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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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Cultivating Craftsman Culture in the New Era

WANG Bibao

(School of Marxism, Zhang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Abstract院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the concept of "great

grasp of industry and great grasp of industry" in Zhangzhou. It has led to the revival and prosperity of a large number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with strong artisan color in Zhangzhou. And the fertile soil for cultivating the culture of craftsmen has been cultivated

continuously. Taking this as an opportunity, how to realiz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raftsman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raftsman culture into a new stage is a major task for Zhangzhou to carry forward and inherit the craftsman

cultur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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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传承方式和育

人场所袁人们将其称之为野道场冶遥 传统书院就是坚持

道统袁弘扬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想的野道场冶遥 [1]那么县域

电大的文化 野道场冶在哪里钥它传承什么文化钥这些思

考将有益于电大文化内涵建设的启迪和创新遥 对此袁

笔者站在电大及社区文化建设的传承与实践上做些

有意义的思考遥

一尧白鹿洞办学思想对基层电大文化建设

的意义

教育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涵养袁也抹不去文化传统

气息遥 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是教育的血脉袁在历史文

化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遥作为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

院地位和作用更是其他书院所无法比拟的遥 淳熙六年

渊1179年冤十月袁在朱熹亲自督工下袁白鹿洞书院终于

重新落成遥 他除了自兼洞主亲自上课外袁还制定了教

育史上蜚声中外的叶白鹿洞书院揭示曳院父子有亲尧君

臣有义尧夫妇有别尧长幼有序尧朋友有信遥 博学之尧审

问之尧慎思之尧明辨之尧笃行之遥 言忠信尧行笃敬尧惩忿

窒欲袁迁善改过遥 正其谊不谋其利袁明其道不计其功遥

己所不欲袁勿施于人遥行有不得袁反求诸己遥 [2]本揭示中

野五教之目冶野为学之序冶 可看作是教育方针袁野修身之

要冶野处事之要冶野接物之要冶可看作是学生守则遥 这个

野揭示冶不仅对古代书院起到引领作用袁对当前的成人

教育袁特别是电大的开放教育及社区教育也有着重大

的意义袁不难发现两者在教育内涵尧形式和教育精神

有着高度的一致遥 内涵上都重视治学树人袁形式上都

表现为不受地点尧年龄尧身份等限制的开放特点袁精神

上彰显着有教无类尧终身学习的教育品格遥 这个野治学

树人冶的教育袁狭义上是指把社会成员培养成为某个

专业领域的人才袁它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手段袁广义

上是指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型人才袁 它是一种境界袁

也是一种目标遥 当下的电大教育可以循其理袁遵其道

从中汲取营养袁找到办学的精神内核遥

渊一冤在修德悟道实践上的野借智冶

叶白鹿洞书院揭示渊学规冤曳渊以下简称野学规冶冤阐

明了教育的理念和目的曰 阐明了忠信笃敬以修身尧重

白鹿洞办学思想在基层

电大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与实践

肖 铭

渊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尤溪工作站袁 福建 尤溪 3651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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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轻功利的处事原则曰也阐明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接物之要遥 这个叶学规曳后来成为元尧明尧清各个朝代

书院的指导性范本遥 究其原因袁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朱熹注重野理冶的探讨研究袁把野穷理冶与野格物冶连

成一体袁主要解决人的道德和社会问题袁并以学规的

形式加以规范袁形成了书院优良的传统遥 [3]开放教育及

社区教育与古代学院的教育有许多相同之处袁理应在

野借智冶叶学规曳精神之时袁践行德育为先之定位袁确立

电大教育要培养什么人袁为谁培养人袁怎样培养人的

目标袁为新时代培养一批又一批合格的建设者遥

渊二冤在为学之序践行上的野借力冶

传统书院学习方式袁大致而言袁有会讲尧讲学尧个

别辅导尧自学指导尧考课尧学规等教学方式遥 最常见的

方式是自学指导遥 [4]在实际教学中袁朱熹强调问辨思行

的为学之序袁主张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与实践袁进而

明其道而修其身遥 当今开放教育及社区教育坚持自主

学习尧合作学习就是对古代书院学习方式的传承与发

展遥其中以远程网络教育为主打的网络自学课程尧网络

构建的学习小组尧举办野书院式冶的学习讨论袁实际上就

是在野借力冶古代书院提倡的学习方式袁在电大教育中

培养学生践行问辨思行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的遥

渊三冤在电大文化塑形上的野借势冶

教育首先是一种人学遥 作为启蒙人尧培养人尧塑造

人的社会活动袁教育是人的社会需要和人的自身发展

需要的辩证统一遥 [5]叶学规曳讲求野修身冶野处事冶野接物冶

之要袁倡导为天地立心袁为生民请命尧为往圣继绝学的

古代读书精神袁就是在关注尧适应和满足社会对人的

发展需要遥 从这点来说袁当今电大教育与传统书院的

人才培养模式是一脉相承的袁无不凝聚着传统书院治

学树人的文化元素遥 如何把古代书院文化基因植入到

电大教育中袁深层次去提升电大的办学品位袁笔者以

为从叶学规曳中挖掘出白鹿洞书院从学习到消化再到

实践的野学思行冶合一的重要认同上来野借势冶塑形就

是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遥

二尧白鹿洞办学思想在基层电大文化建设

中的传承

传统书院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不断兴衰的漫长过

程遥 从后世的书院对白鹿洞书院教育理念的沿袭与传

承袁可以看出它影响之大尧作用之深遥 因此袁思考继承

与发展朱子教育思想对开放教育及社区教育的作用袁

就是找到电大文化建设的切入点遥

渊一冤传统书院的历史简述

传统书院是北宋到清代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

式遥 从最早创建的唐代到清朝光绪二十七年宣布改制

学堂袁历经 1200余年遥 据统计袁从唐代的 59所袁五代

的 13所袁宋代的 515所袁明代的 1962所袁清代的 5863

所袁除去跨越两朝以上重复统计的 1277所袁历代新创

建书院合计 7525所遥 [1]传统书院一般肩负着祭祀尧讲

学尧会讲和个人著述立说等职能,它作为官学的重要补

充, 对中国古代教育尧 学术研究和儒学思想的传承发

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产生了巨大影响遥 在

书院的历史上白鹿洞书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袁最大的

一个造诣是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书院中得以充分的昭

示遥 从对叶学规曳行为准则尧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分析

得知,它所具有的先导尧辐射尧熏陶尧约束的教育功能与

今天电大所追求的文化建设要求是相契合的遥

渊二冤叶学规曳对基层电大文化建设的借鉴

从古代书院尧学堂到现代的学校袁都是读书明理

之所在遥 立足书院的治学树人理念袁透析叶学规曳留下

的教育形态及其精神袁传习白鹿洞书院教学的野朱子

方式冶袁进而完成电大教育的精神回归袁是基层电大文

化建设的传统之魂遥

1.修身之要重在野静心冶

一是营造野静心冶文化氛围遥 将修身置于当下袁就

当代社会发展背景下的电大文化建设而言袁通过品味

传统书院的内涵与气息袁就能找到传承人格精神的修

身要素袁进而构建电大的文化野名片冶遥 以朱熹诞生地

尤溪的电大为例袁在野静心冶文化主题构建上袁以浮雕

的形式袁在学校文化中嵌入朱熹制定的野为学之序冶的

核心要素袁并结合县域内的野半亩方塘冶野南溪书院冶等

朱子元素袁以朱熹和古代竹简造型上的野博学之尧审问

之尧慎思之尧明辨之尧笃行之冶为主体形象袁来彰显朱熹

的教学思想袁简洁地表达出县域电大及社区学院的文

化追求遥这些凝聚着教育文化精髓,无时无刻不在熏陶

着学员的心灵袁让学员在静心中得以完善自我遥

二是开发野静心冶文化课程遥 以开放教课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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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袁以社区教育课程为补充袁找准电大课程突破口,创

造性地开发富有县域特色的修身课程, 满足社会成员

的需求,打造独具的电大教育特色,形成野动静结合尧多

元体验冶为原则的系列课程,包括人文与科学尧家庭教

育尧老年康养学游尧实践操作类等系列遥 以朱熹诞生地

尤溪的电大为例袁先后开发了叶走进朱熹曳叶朱子家训

与现代教育曳叶老年康养之道曳等课程袁让学员在野静

心冶的课程中陶冶心性遥

2.笃行之要体现野自主冶

一是自主管理遥 开放教育及社区教育是成人教育

的形式袁 实施成人教育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自主管理遥

在电大教育中袁充分发挥学生个体特长袁激发他们的

自主意识袁让他们在自主管理的活动中袁逐步形成叶学

规曳倡导的野言必忠信袁行必笃敬冶的品格袁培养学生

野惩忿窒欲袁迁善改过冶的自强精神和自我约束能力袁

使他们在自主管理的野笃行冶中展现出蓬勃生机遥

二是自我完善遥 朱熹说过袁知之愈明袁则行之愈

笃袁则知之益明遥 如果说在学校里读的书是野有字之

书冶袁那么社会实践就是野无字之书冶 遥 因此袁电大及社

区学院要依托本土资源袁开展综合性体验活动袁让学

生在野行走的课堂冶中自我完善遥 如利用开学典礼或闭

学仪式结合朱子文化开展野冠笄礼冶尧野击鼓鸣志冶尧野摆

天人二字冶尧野感恩礼冶等活动曰有条件的电大及社区学

院可以积极组织学员开展游学活动去学习体验中国

传统儒家文化尧孝义文化等内容,在活动中培养个体观

照自身的能力遥

3.管理之要讲求野开放冶

当代开放教育,是对高等教育的有力补充袁社区教

育则是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袁同样承载着传统书院的

道德建设尧精神重构的历史使命遥 它既要回望古代尧承

继传统,汲取历史经验与智慧曰又要因应时代,面向当

下,回应社会关切与需求,努力实现野人的开放尧地点的

开放尧方法的开放尧思想的开放冶袁从而让开放教育更

好地服务于终身教育袁成为终身教育永不停息的内在

动力遥 [6]

一是利用好中央尧省尧市电大的教育资源袁建立县

域性开放联盟, 加强管理与协作, 促进开放教育规范

化尧标准化建设,不断提高开放教育整体水平 遥二是利

用现代教育技术袁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袁从本质上着眼

人的全面发展遥 如袁依托互联网微信群等现代技术,开

展野互联网+冶的活动袁为社会成员袁提供层次多元的教

育服务曰依托电大办学袁融入各类学校等资源与全日

制形成互补袁更好地接力全日制后的成人教育曰依托

社区家长学校,开展家长教育尧老年康养尧生命教育尧节

日文化等活动袁不断丰富电大教育办学特色袁形成野人

人皆学尧时时能学尧处处可学冶的格局袁以解决新时代

社会成员的学习需求和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

的矛盾遥

三尧白鹿洞办学思想对基层电大文化建设

的启示

中国古代书院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呈现形式遥 钱穆

先生说:野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书院制度遥冶[7]

因而电大文化建设对传统文化的溯源立本尧务实求真

成了提高电大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遥

渊一冤在办学目标上,以立德树人为宗旨让电大成

为学生道德建设的野孵化室冶

中国古代书院历来主张野传道而济民,将儒家的道

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和追求目标冶,其野以道为核心的

人文精神,自古以来就是书院精神的核心遥冶[8]从这个角

度来看袁开放教育及社区教育与传统书院教书育人,实

现国家长治久安和兴国之本的主要目标袁在本质上是

一致的袁都注重在道德建设的野孵化室冶里培养出服务

国家尧人民尧社会的人才遥 在培养的过程中也都强调通

过一点一滴的行为习惯养成来涵泳学生担当尧奉献的

精神袁塑造君子范式和家国情怀遥 为了贯彻立德树人

的教育目标袁电大教育可以从三个维度对学员进行培

养遥

一是给野孵化室冶以野担当冶的责任温度遥 坚持儒家

野仁尧义尧礼尧智尧信冶的行为准则,野孵化冶中华民族的行

为典范遥 在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中国,不乏有野铁肩担

道义冶的李大钊和野民族脊樑冶的鲁迅等君子典范遥 当

今电大教育就是要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袁

励志且励学袁为国家野孵化冶出一大批用得上尧留得住

的地方建设人才遥

二是给野孵化室冶以野奉献冶的精神态度遥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在很多情况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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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尧地利,人和三者必须同时具备,方能成功遥 但人生过

程比结果更加重要,人的一生只要仰无愧于天,俯不祚

于人,就生无遗憾遥 如此涵养但求耕耘尧不问收获的人

生境界袁做人处事,心不累,身健康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

反而易于成功遥

三是给野孵化室冶以野反省冶的思想深度遥 子曰:野吾

日三省吾身冶,坚持反躬自省的思想是通向美德战胜自

己的文化魂魄袁 电大学员只有在实践中反躬自省袁理

论与实际的联系才能紧密袁认识才能深刻袁教育才能

富有成效遥

渊二冤在教学方法上,以致知力行为策略让电大成

为学生自主发展的 野加油站冶

中国古代书院,多以自学为主,兼以问难论辩尧优

游暇豫尧玩索有得而展开其教化工作遥 书院在治学树

人的过程中袁渗透着野致知力行冶理念遥 天生万物,都有

其法则, 朱熹在叶学规曳中提出的野为学之序冶是他对读

书 野穷理冶的认知,他还认为野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

理之要,必在于读书遥冶即是野致知力行冶的具体表现遥电

大教育同古代书院一样袁秉承野致知力行冶的理念袁始

终坚持从实践到认知再回到实践的认识过程袁在循环

反复的认知中实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遥 如袁在处理教

与学这对辩证关系上袁电大教育运用探究性的学习方

法袁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难与易度设置尧知识的前后联

系尧静与动思考时机的实践把控袁让学生在野兴于诗尧

立于礼尧成于乐冶的体验中得到自主发展遥电大教育特

别是社区教育能成为学员自主发展的野加油站冶袁主要

是得益于和传统书院一样袁没有升学压力尧能更加突

出以探究性学习为原则曰得益于以学员为中心袁让教

学与生活整合袁使之贴近学员尧贴近社会尧贴近教育本

真曰得益于较好地把握教与学的尺度袁处理好课内外

的关系袁使因材施教的方法得以实施曰得益于注重自

主学习尧身体力行袁在学习实践中不断激活致知力行

的正能量遥

渊三冤在教育形式上,以有教无类为导向让电大成

为促进终身教育的野健身房冶

传统的书院有许多的办学形式袁但办学的核心思

想是有教无类遥 它的思想与电大教育是相吻合的袁体

现在教育对象和过程上的平等袁学习内容选择上的自

主袁学习方法上的自由开放遥 书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

密切的师生关系袁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是家国同构的

起点袁从教育角度来说袁融洽的师生关系从另一个方

面促进了野有教无类冶的实践遥 正如当代学者所言院野传

统书院人数不多的较小规模尧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以

及朝夕相处地研究学问袁是其生命力所在袁是传统书

院对于现代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遥 冶[9]在当下电大教育

体系中,为了更好地践行野有教无类冶的原则袁就应该坚

持开放融合的学习生态使电大成为促进终身教育的

野健身房冶遥

一是对象的全员性遥 当今时代的进步为我们电大

教育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袁 不仅弥补高等教育的不

足袁还为满足社会其他成员的不同的学习需求袁为全

面实现终身教育提供了可能性遥 与此同时袁借鉴古代

书院注重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传统袁也令电大教育在

更高层次上着眼于全民终身教育的发展遥 因此袁作为

电大的办学功能定位要从过去的成人教育走向全民

教育袁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袁通过全方位提升国民

素质去实现教育的公平遥 [6]

二是内容的适用性遥 面向全体进行终身教育袁必

然要求充分吸收尧借鉴中国古代书院有益教育内容,并

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本土文化资源, 如袁开展野非

遗双百文化进社区冶活动袁通过非遗技艺展示袁微课制

作袁课题研究等方式袁总结提炼出当今社会生活需要尧

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教育内容遥

三是方法的灵活性遥 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带来的

是野短尧平尧快冶的知识更新周期遥 电大教育为了适应这

种发展趋势袁在传承传统书院的教学方法之时袁更应

突出方法的灵活使用袁注重学思行的结合袁机智地运

用各种教学方法来培养优良习惯袁让学员在终身教育

过程中学会学习尧学会生活遥 这其中袁终身学习和学会

学习二者之间是辩证的野道冶与野器冶的关系袁即学员学

会学习才能在今后的教育中主动学习进而实现终身

学习遥 也只有在学会学习的前提下终身教育的野健身

房冶才有了保障袁教育公平才能得以实现袁推动学习型

社会的建设才不至于是一句空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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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itance and Practice of Bailudong爷s School-Design Ideology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at Grass-Roots Level

XIAO Ming

渊 Youxi County Office, Fuj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Youxi, Fujian 365100冤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academies, represented by Bailudong Academy, have many references to the open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of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in their school-design ideology: "Borrowing Wisdom" in the practice of moral cultivation; "Borrow鄄

ing Strength" in the practice of learning order; and "Borrowing Power" in cultural shaping. The key to self-cultivation in TV University

culture should be focused on 野inner peace", "independence" and "openness" in management to inherit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Bailudong's school-design ideology.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to be carried out in the practice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grass-roots

RTVUs. In terms of the goal of running a school, RTVUs should be an "incubator" for students' moral construction with the aim of estab鄄

lishing morality and fostering personal growth. In terms of teaching methods, RTVUs should become the "gas station冶 to develop stu鄄

dents'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llectual behavior strategies. In terms of the form of education, RTVUs should be the "gym" for lifelong e鄄

ducation without social distinctions.

Key words: regulations; open educ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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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得益于 web2.0环境下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尧移动

设备的更新以及互联网强大的场景构造能力, 网红作

为互联网时代下的特殊群体也迎来了多元的发展袁表

现在网红类型的层出不穷袁 如小到一个动漫角色尧一

个人尧一个物品袁大到一个城市尧一个旅游地遥 近几年,

旅游地借助诸如抖音短视频等社交平台在网络上获

得了广泛的关注袁并因其惊人的流量带来了强大的变

现能力袁悄然改变着旅游业的生态链遥 从旅游供给方

面看袁网红受众的广泛和内容的个性化以及特殊的导

向性袁 为旅游多样化和精准化的供给提供了参考曰从

旅游需求来看袁网红旅游地所具有的特征符合当下大

众猎奇尧从众尧追求新鲜感的心理袁激发了旅游者强烈

的旅游动机袁为旅游者提供了一个野打卡游冶范式遥

学界关于网红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袁主要从传

播学尧经济学尧符号学等多种视角着手袁采用案例分

析尧网络文本分析等方法袁主要研究网红的演变路径尧

治理对策以及网红经济的变现路径和发展等内容袁关

于网红旅游的研究成果较少袁成果也以网红城市个例

分析为主袁 大多关注网红景区营销和网红乡村旅游袁

缺少网红旅游整体发展的研究袁这与当前如火如荼的

网红旅游发展不相适应遥 因此袁本研究对近十年来网

红研究成果进行整理袁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袁以 CNKI

数据库中关于网红及其延伸研究的文献为基础数据袁

以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尧ROST为分析工具袁对网红现

象的发展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袁梳理该领域的研究热

点和研究前沿袁进一步研究网红的影响效应在旅游业

的表现袁并试图从中找到网红旅游这样的新业态在网

红产业中的地位袁整理出网红旅游的特点袁为之后网

红旅游的深入研究提供方向遥

近十年来网红旅游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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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网红旅游凭借互联网平台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改变着旅游业的生态链袁成为当下旅游业发展的热点遥 然

而袁网红现象错综复杂袁网红与网红旅游之间的关系尧网红对网红旅游的影响逻辑有待梳理遥基于此袁在梳理网红与网红旅

游概念的基础上袁采用内容分析法袁进一步分析网红与网红旅游发展脉络遥研究发现院网红旅游具有网红的传播性尧文化性

和经济性三重属性袁网红对其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这三重属性的影响上曰网红旅游本质上是网红经济延伸的一种表现袁也是

数字文旅发展的一大重点曰从旅游地形象入手规范网红旅游地的发展有利于网红旅游乃至网红产业的整体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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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文献综述

渊一冤概念辨析

1.网红

网红在学界尚未有统一的概念界定袁学者从各个

学科不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概念遥 经济学上的定义认

为袁网红通常指的是在社交平台上具有一定量的社交

资产袁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营销价值袁并且有能力将

这些社交资产和营销价值变现的人[1]遥 这种定义清晰

地指出了网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模式袁而不足之

处是网络用语进入生活当中袁许多新奇的创意也通过

网络反馈给餐饮尧音乐尧影视尧旅游等诸多行业袁这些

同样属于野网红冶的范围遥 传播学上的定义则认为袁网

红指的是利用互联网媒介来展示自身袁使自己在现实

中无法或者没有条件实现的愿望和欲求在网络上得

以实现袁迅速走进网民或公众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而

走红的个体[2]遥 这种定义的缺点在于没有关注到网红

得以长期发展的经济机制遥 还有学者认为袁网红泛指

在互联网上因现实生活或网络生活中的某件事或某

个行为而引发众多网民关注的人或物[3]袁从 20世纪末

21世纪初就已经出现遥 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袁 如今袁

野网红冶 一词已变成了大众熟知的形容词袁 形成诸如

野网红爆款冶野网红脸冶野网红景点冶野网红城市冶 等新称

谓遥 故此袁本文选择结合前述定义的可取之处袁将网红

定义为在网络上受到网民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追捧

的人或事物遥

作为一种特殊的具有时代性的社会现象袁网红揭

示着社会文化的多元性袁同时正在慢慢成为一个文化

标签遥但事实上袁网红更是一种经济现象遥网红本身兴

起于鼓励创业的时代袁又有着强大的变现能力和巨大

商机袁其发展的过程吸引着众多资本和参与者袁是一

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野互联网经济新形态冶遥

2.网红经济

网红经济最早是在 2015 年淘宝召开的野网红现

象研讨会冶中作为一个新的野互联网经济形态冶被提出

的[4]遥由于网红经济概念的提出是从业界发端而来袁并

且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时间不长袁笔者查阅相关文献袁

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界定院

一是从网红角度定义的网红经济遥 当网红达到一

定影响力后袁其个体或背后的操控人便开始利用其公

众影响力和追随度袁 通过一定的渠道来进行商业变

现袁获取利益遥这种特殊的商业模式便是网红经济遥网

红经济是网络红人的附属物袁它须在网络红人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达到一定程度后袁才能得到实现与延续[5]遥

二是从互联网媒体角度界定的网红经济遥 网红经济是

对供求两端的裂变重塑袁指借助各种互联网媒介而受

到关注的网红袁以全新的方式使产业链中各主体实现

高效对接袁从而获取巨大商业价值的经济现象[6]遥三是

从粉丝经济角度定义的网红经济遥 网红经济属于粉丝

经济下的一个范畴袁是架构在粉丝和被关注者关系之

上的经营性创收行为[7]遥 四是从社会学角度定义的网

红经济遥 网红经济是指网络主体通过公共社交平台借

助自身素质与个体技能来集聚知名度和扩展影响力袁

进而依托其众多爱好者而实现定向营销袁最终将个体

化符号价值转变为商业化经济价值的商业模式[8]遥 五

是从营销模式角度定义的网红经济遥 网红经济是一种

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经济样态遥 通过网络红人在平台

上的引导袁进行产品的推广和营销袁从而获取粉丝群

体袁并将粉丝群体转化为购买力的一种消费行为[9]遥

综上袁网红经济的定义离不开网红本身和作为载

体的互联网遥 因此袁本研究为网红经济作出较为全面

的定义如下院网红经济是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经济样

态袁以网络红人的品位为主导袁通过选款和视觉推广

在社交媒体上聚集人气袁最终将个体化符号价值转变

为商业化经济价值的商业模式遥

3.网红旅游

网红旅游是两年来刚刚兴起的网红产业形态之

一袁因整体性研究较少袁为方便研究袁本研究选择根据

网红旅游的实践模式对网红旅游进行定义如下院网红

旅游是指游客通过网络媒介了解到网红旅游地袁被其

吸引并产生旅游热情袁 从而到当地进行游览参观尧体

验休闲等过程的旅游模式遥 因此袁网红旅游和网红旅

游地关系密切相关遥 网红旅游地是某种特质在网络媒

介作用下被放大袁能够与网民产生符号互动与情绪共

鸣袁从而获得广泛的网络关注度的旅游地遥 对网红旅

游的研究袁在操作上可以具体到对各个网红旅游地进

行共性和个性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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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袁考虑到网红尧网红旅游和网红旅游地之间

的紧密联系袁本研究将依此逻辑梳理三者关系袁并透

过各种因素对三者的影响袁分析网红和网红旅游发展

的前景与优势遥

渊二冤网红现象产生及其发展

网红现象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

进的遥20世纪末袁互联网刚刚普及袁一批写手们便利用

互联网袁通过文字的形式进行个人形象传播袁由此在

网络上走红袁产生了网红现象遥 虽然网红现象早在 20

年前就已出现袁学术界对于网红现象的研究却是在近

五年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袁而关于网红的定义仍然莫衷

一是袁对网红现象演进历史的划分也不尽相同遥

在早期袁学者们将在网络上受到网民关注而走红

的人称为野网络红人冶袁认为野网络红人冶的产生不是自

发的袁 而是在网络媒介环境下袁野网络红人冶尧 网络推

手尧传统媒体以及受众心理需求等利益共同体综合作

用下的结果遥 由此袁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网红的

发展进行划分袁如表 1所示遥

解迎春
渊2009冤

文学野网络红人冶曰
图片和视频类
野网络红人冶

互联网技术和网络文
化的发展与其对网络
红人造成的影响

野网络红人冶的产生不是自发的袁而是网络媒介环境下袁野网络红人冶尧网
络推手尧传统媒体以及受众心理需求等利益共同体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10]遥

杨国庆
渊2012冤

文字时代
图片时代
视频时代

网络红人所展现的符
号互动

网络红人是从文学阶段一种现实中的野消费偶像冶向图片尧视频阶段的
符号野红人冶转变袁并指出了网络红人符号化的内容包括院标准的符号
累积化尧指代的符号同质化和内涵的符号戏谑化[11]遥

沈霄
(2016)

文字时代
图文时代
宽频时代

网络红人发展的媒介

从以论坛尧博客尧文学网站为主的文字时代袁到以图片尧文字为主的图
文时代袁发展到现在以视频尧图片尧文字弹幕相结合的宽频时代遥 网红
在经过这三轮进化的同时袁也由过去的野单打独斗冶发展到现在的团队
合作尧资本进入尧产业协同[12]遥

敖鹏
渊2016冤

网红 1.0时代院始于网
络文学的 野红人冶雏
形曰
网红 2.0时代院图文并
茂时期的草根红人曰
网红 3.0时代院富媒体
时代下的网红泛化遥

互联网媒介技术及网
红表达手段的发展更
迭

网络红人作为生发于互联网场域的特定产物袁其生成机制和传播力都
因互联网媒介自身的特殊性而有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时代的野造星冶机
制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袁网络红人的演进历程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迭
代始终亦步亦趋袁使得网络红人群体天然地带有媒介技术变革的发展
印记和特质[13]遥

胡泳
渊2017冤

萌芽期
发展期
繁荣期
井喷期

网红商业参与程度高
低

网红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袁而在近两年获得井喷式爆发袁与商业力
量的一路推动密不可分遥 在资本的助推下袁网红逐渐走上了专业化生
产的道路袁 个人魅力+团队运作+资本推动将成为未来网红的发展方
向[14]遥

表 1 网红发展阶段划分

Tab.1 Division of Wanghong development stages

上表所示的划分标准虽各有角度袁 学者们对于

野网红冶的定义及其发展的研究却大都是聚焦于对野网

络红人冶这一特殊的网络群体的研究遥 然而近几年来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发展袁野网红冶 类型的不断丰

富袁野网红冶的内涵不再局限于是野网络红人冶的缩写袁

而变成了一种众所周知的形容词标签袁 形成了诸如

野网红爆款冶野网红脸冶野网红景点冶袁甚至野网红城市冶这

样的新称谓[3]遥 可见袁网红内涵绝不只局限于野网络红

人冶这一群体遥 由此也可看出袁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

展尧时代的变革袁网红内涵的泛化也成为了网红现象

发展的必然结果遥

渊三冤网红的影响

网红是一种社会现象袁 在互联网媒介的情境下袁

网红对社会的影响表现在其强大的传播性尧独特的文

化性尧鲜明的经济性等方面遥

一是网红具有强大的传播性袁这来自于互联网和

网红粉丝的赋予遥 互联网本身赋予了每个人极大的话

语权遥 网红使用自己的话语权袁在互联网表达自己袁赢

得粉丝的喜爱追捧袁由此获得了面向这些粉丝的话语

权遥 而粉丝的再传播一定程度上会将网红的话语符号

传递得更为广泛遥 这样广泛的传播就彰显了网红的影

响力与控制力[1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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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网红具有独特的文化性遥 网红本身就是一个

文化现象袁是大众文化和大众心理的映射袁也反过来

作用于大众文化和大众心理的变化和发展遥 这就是其

独特文化性的表现遥 网红本质上是内容生产者和提供

者袁是利用互联网将这些内容予以放大和扩散袁引起

广泛的传播袁获得大量关注的人[14]遥网红为了赢得大量

的关注袁会迎合当下的大众的心理和文化遥 例如网红

门类的多样性袁展现了当下年轻人寻求个性差异的心

理曰网红表达的内容展现出的草根性尧娱乐性尧价值多

元性等袁是当下野围观冶和泛娱乐文化的展现遥

三是网红具有鲜明的经济性遥 网红以其强大的传

播力和独特的文化性袁 吸纳了众多粉丝的注意力袁从

而获得电商引流尧广告赞助尧品牌代言尧出席活动等商

业机会袁实现流量变现袁展现了其强大的经济能力遥 网

红是靠着粉丝的注意力资源完成与经济的勾连[15]遥 因

此袁 网红经济性表现在由网红引申出的 野网红经济冶

上袁与粉丝经济同理袁其本质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遥 当

这种注意力经济不断发展袁围绕网红的社会商品消费

渐成规模袁并且出现批量供应袁这种网络营销模式就

是网红经济遥 所以有学者也认为网红经济狭义上来说

就是一种有目的性尧有针对性的精准营销方式[16]遥随着

网红的发展袁网红经济正在朝着产业化尧规模化尧职业

化发展袁 网红经济的内涵也扩大成为包括网红孵化尧

服务尧平台尧变现及变现模式在内的全产业链及其相

关因素遥

当前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遥 特别是当 5G时代到

来袁物联网尧VR尧AR等技术普及袁网红的传播性尧文化

性和经济性的发展又将有新一轮的升级和变化袁网红

对社会的影响效应也将会变得更加多元复杂遥

渊四冤网红旅游的发展

网红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在网红发展的早期阶段

就已存在遥 早些年袁网友追随和参考网络上野旅游达

人冶的旅游活动便是一种野网络红人冶对旅游的影响遥

而近年来袁网红对旅游的影响从野人冶转变到了野物冶遥

近几年袁互联网新媒体中的短视频以其内容短尧受众

广尧参与度高等特点迅速兴起袁并以其强大的场景塑

造能力为大众创造出强大的拟态环境袁 展示了全方

位尧多视角尧有特色尧满具活力的地方内涵袁使受众人

群周遭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像拟态环境[17]遥由此袁短视频

通过碎片化尧场景化的信息扬长避短袁成功挖掘和塑

造了若干网红旅游地袁 吸引了许多游客进行网红旅

游遥

一方面袁短视频构造了一大批的网红城市尧网红

景区渊点冤袁例如抖音成功塑造的重庆和西安等遥 另一

方面袁故宫则靠其纪录片叶我在故宫修文物曳尧精致的

文创产品尧展览等开辟了博物馆走红新路径袁也一举

成为网红景区[18]遥随着各式各样的野网红景点冶野网红城

市冶接踵而来袁打卡野网红城市冶野网红景点冶一时间成

为社会一大热潮袁极大地带动了旅游的发展遥 可见袁不

论是哪种走红方式袁我们都能看到网红正以其强大的

传播力尧独特的文化表现和鲜明的经济变现能力深刻

地影响着中国旅游的发展遥

目前学术界已经注意到网红的传播性和经济性

在乡村扶贫尧网红城市形象塑造等有关旅游目的地形

象营销中所产生的重大作用袁但对于网红对网红旅游

产业发展的影响袁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遥

渊五冤研究述评

网红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袁其走红的过程是以互

联网作为载体袁传达出独具特色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

值袁从而吸引注意力资源遥 由此袁在互联网时代袁网红

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袁具有传播性尧文化性尧经

济性这三个特征遥 同时袁网红旅游作为网红与旅游产

业融合的产物袁同样也受到网红的传播性尧文化性与

经济性的深刻影响遥 因此袁网红旅游的实质是网红作

为一种经济模式的缩影袁通过旅游地形象的网红包装

渊文化性冤和互联网的传播渊传播性冤实现袁基于注意力

经济的商业变现渊经济性冤遥

目前袁对网红旅游的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袁研究

主要聚焦于网红旅游爆红现象下城市与景点个体的

发展和营销袁而缺乏更多视角的凝视以及对现象背后

本质的整理与解构遥 从某种程度上说袁网红现象并未

引起广大旅游从业人员的真正理解袁这也直接导致了

旅游开发没能很好地利用网红资源袁进而浪费了景区

发展的潜力遥 因此袁本研究从网红的视角出发通过梳

理网红研究的发展袁整理出网红对网红旅游的影响逻

辑袁发现网红对网红旅游的影响表现在网红的传播

性尧 文化性和经济性三个特点对网红旅游的影响袁其

中袁突出表现在对网红旅游地的宣传传播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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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前 100高频词

Tab.2 Top 100 high frequency word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网红
发展

网红经济
大学
互联网
营销
经济
消费
模式
社会
平台
文化
分析
影响
新闻

网络红人

价值
短视频
商业
技术
自媒体
粉丝
社交
电视
广告

6306
2134
1564
1490
1466
1367
1230
1111
1053
1044
1012
998
952
885
835
782

685
625
621
593
529
522
454
427
392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旅游
教育
创新
群体
科技
变现
形象
上海
大众
知识
抖音
理论
资本
主义
趋势
网民

打造
心理
科学
青年
过程
集团
流量
领域
明星

381
375
367
346
303
298
271
262
256
253
250
245
229
228
226
221

219
218
215
210
202
201
201
200
20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广播
实现
主流
数据
形式
重庆
特点
对策
作用
南方
转型
粉丝经济
人民
关系
互动
公众

创业
成功
生态
投资
建议
变化
快速
主持
建设

198
196
192
190
187
183
183
175
173
172
166
166
165
163
159
158

157
154
149
148
146
144
143
141
141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高校
改变
故宫
流行

电子商务
公共
出版
精神
国家
参与
个性
经营
学生
工程
资源
创造

热点
升级
特色
智能
自我
青少年
新型
广泛
促进

137
136
135
135
134
131
127
126
125
125
125
122
121
119
118
117

117
115
114
113
110
110
110
109
109

三尧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渊一冤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渊Content Analysis冤袁通过可

视化分析的客观数据与对相关研究内容的主观把握袁

梳理网红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尧研究热点及趋势遥 选

取 ROST CM6软件作为分析工具袁对近十年来网红相

关期刊文献进行词频分析袁生成高频词表遥 同时袁为了

观察网红研究关键词的时间跨度与联系袁 采用 Cites鄄

pace吁软件袁对野网红冶和野网络红人冶相关期刊文献的

关键词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遥 数据库的时间跨度为

2010-2019年袁时间切片为 1年袁节点类型为关键词袁

词频选取高被引前 60的文献袁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遥

渊二冤数据来源

鉴于分析样本的全面性和完整性需求袁从中国知

网 CNKI上整理出近十年来野网红冶相关期刊文献作为

基础数据源进行分析遥 由于近十年来中国对网红称呼

不统一袁2015年前的研究多称野网络红人冶袁2015年后

的研究则采用野网红冶关键词袁故本研究对 2010-2014

年的文献和 2016-2019年的文献袁分别采用野网络红

人冶野网红冶作为检索词袁2015作为过渡年袁选择野网红冶

野网络红人冶作为检索词遥 以野篇名冶为检索路径袁检索

范围为 2010-2019年的相关期刊文献袁 剔除重复尧不

相关的文献袁最终得到野网红冶有效文献 2561篇遥 选择

数据中的野关键词冶野篇名冶野摘要冶作为分析对象袁使用

ROST CM6软件进行词频分析袁过滤野实现冶野中文冶等

无意义词袁选取前 100个有效高频词袁生成高频词表遥

同时袁选择数据中的野Keyword冶作为分析对象袁使用

Citespace V软件进行内容分析袁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遥

四尧研究结果

渊一冤高频词分析

本文选取与主题相关的 100 个高频词作为研究

网红研究的基础数据袁如表 2所示遥在筛选出来的 100

个高频词汇中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野网红冶野发展冶野网

红经济冶野大学冶野互联网冶野营销冶野经济冶野消费冶野模式冶

野社会冶袁可以看出对网红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红所带来

的经济性的研究袁特别是关于网红变现模式的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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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频词表中袁从传播学角度袁可以发现相关词

主要分成传播主体尧对象与媒介遥 传播主体包括野网络

红人冶和野上海冶野重庆冶等网红城市以及野故宫冶等网红

景点曰对象则是野粉丝冶野网民冶野青年冶野学生冶野青少年冶

等曰 而内容主要是通过 野互联网冶野短视频冶野自媒体冶

野新闻冶等媒体进行传播遥 即网红是通过互联网提供的

传播平台进入大众视野袁使得不同群体关注尧吸引粉

丝的人或物遥

以文化现象的角度看袁 相关词有 野大学冶野社会冶

野价值冶野教育冶野知识冶袁网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影响着

整个社会袁现今网红数量激增尧类型多种多样袁大学生

成为网红消费主体袁同时大学生的占比提高使得网红

的内容制作增强袁科普教育增多袁加速网红内容的多

元化发展遥

以经济角度看袁相关词以野网红经济冶为核心袁主

要包括野营销冶野经济冶野消费冶袁网红是通过各种营销手

段获取流量尧吸引关注度袁然后通过路人或者粉丝的

消费获得利润遥 对营销进行细分袁可以发现包括野模

式冶野变现冶野资本冶等袁这是由于网红经济已经通过平

台的不同袁划分为电商带货尧直播打赏等几种模式袁并

且随着网红变现能力的增强袁资本也在不断介入这一

行业袁通过与网红合作直播带货袁如李佳奇尧薇娅等袁

或者建立公司袁签约网红或新人进行培养袁获取经济

效益遥 同时在高频词表中袁可以将野经济冶相关词归属

到野网红经济冶中袁如野商业冶野粉丝冶野流量冶野粉丝经济冶

等

通过以上的分析袁我们可以看出网红旅游相关研

究主要是以野重庆冶野故宫冶等网红城市这样的网红旅

游地存在于网红现象的研究当中袁渗透着网红的传播

性尧文化性和经济性遥

渊二冤高频词语义网络分析

近十年网红研究主要围绕着 野网红冶野网络红人冶

野网红经济冶三大核心展开袁如图 1所示遥 野网络红人冶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 2010-2016年袁研究热点以野芙

蓉姐姐冶野明星冶为代表曰2015年则是野网红冶研究的突

现时间段袁 在这一阶段中袁 网红研究不再局限于人袁

野故宫博物馆冶野网红食品冶 成为研究热点遥 同时袁以

papi酱为代表的网络红人也掀起一番研究热潮袁并通

过 野微博冶野电商冶野公众号冶野网络直播冶野社交媒体冶等

野融媒体冶方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遥 在此基础上袁网红

的变现能力前所未有地展现出来袁催生出了野网红经

济冶袁并迅速发展袁吸引了大批学者的目光袁成为之后

几年研究网红的一大热点遥

另外袁引人注意的是以野短视频冶为中心的研究在

近几年崭露头角遥 这个部分在整个图谱中占比不大袁

呈现的是以野短视频冶为核心袁野网红城市冶野城市形象冶

野洪崖洞冶野全域旅游冶野乡村振兴冶野乡村旅游冶野一带一

路冶为主要延伸方向的趋势袁一方面通过野抖音冶野粉丝

经济冶野营销冶等节点与另一大核心野网红经济冶相连

接袁 另一方面则通过 野社交媒体冶野自媒体冶野微博冶与

野网红冶这一大核心相连接遥 由此可看出袁网红和旅游

产业的融合研究较少袁并且目前主要是从网红旅游地

产生的原因尧网红旅游的变现方式等角度出发袁以网

红旅游所展现的经济性为主要方向袁从其旅游的本质

来分析这种新业态的研究较少遥

图 1 网红近十年的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1 A map of keywords of research of Wanghong

in past ten years

渊三冤小结

网红的研究聚焦在网红尧网红经济两大领域袁主

要从传媒尧管理尧经济等方面研究入手遥 近年来以网络

红人为主的研究热度式微袁而短视频成为近期网红现

象的研究热点袁其所引申出来的对于网红旅游的研究

也方兴未艾遥

渊1冤网红旅游是网红产业的重要产物遥 目前网红

的变现方式已不再局限于只利用野网络红人冶的影响

力来实现变现袁 而是去打造各种诸如 野网红奶茶店冶

野网红商品冶野网红城市冶野网红景点冶等形象袁通过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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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物冶的网红影响力来直接变现遥 而网红旅游是通过对

旅游地资源和旅游者需求的深度挖掘袁 辅以短视频尧

直播等网络媒体袁打造网红旅游地尧网红旅游产品袁从

而实现旅游产业的变现遥 其本质上是网红经济产业链

的衍生物遥

渊2冤网红对网红旅游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对网红旅

游地形象的影响遥 网红旅游是网红经济发展的产物袁

而网红经济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精准营销模式[19]袁

是一种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袁 利用大数据为辅助袁进

行精准推送袁从而达到形象塑造及广泛宣传的目的经

济模式遥 因此袁网红对旅游的影响本质上是一种营销

方式的影响遥 这种营销方式重塑旅游地的形象袁影响

着旅游行业的供给和旅游者的需求遥 从网红经济的营

销学角度切入袁研究网红旅游的进展袁也是当下研究

的一大趋势遥

渊3冤 网红和网红旅游相互作用的机理如图 2 所

示遥 产品渊包括人尧城市等冤通过对自我的挖掘和形象

塑造形成网红形象袁由此成为了网红产品袁表现在网

红旅游中则是诸如网红城市尧网红景区等网红旅游地

的产生遥 网红旅游以网红旅游地为基础袁吸引来一大

批旅游者进行网红打卡等旅游活动袁 从而实现变现遥

在此过程中袁从经济学的角度袁存在有资本投入尧营销

手段的介入曰从传播学角度袁则以互联网媒体为媒介袁

以媒介创造出的流量为推动袁以追随流量的粉丝们为

助力遥

图 2 网红对网红旅游的影响框架模型

Fig.2 Influence framework of Wanghong on Wanghong tourism

五尧结论

本文在梳理网红与网红旅游概念的基础上袁采用

内容分析法,分析网红与网红旅游发展脉络及其逻辑袁

得出如下结论院

渊1冤网红旅游具有网红的传播性尧文化性和经济

性的三重属性袁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袁网红的传播性尧

文化性尧经济性背后隐藏的时代性尧多元性尧大众性等

特点将会使得旅游主体更加大众化袁旅游的形式更加

多样化尧旅游的空间更加扩大化尧旅游的目的也更加

娱乐化遥

渊2冤网红旅游本质上是网红经济的一种延伸表现袁

是网红商业变现能力的一大体现遥 这将成为数字文旅

发展的一大重点遥随着 5G时代的到来袁野万物互联冶技

术的成熟袁以及 AR尧VR的普遍使用袁网红的内涵也将

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遥

渊3冤从旅游地形象入手规范网红旅游的发展袁有

利于网红旅游乃至网红产业的整体发展遥 网红旅游目

前出现了诸如网红旅游地的体验名不副实尧 游客的

野打卡式冶的低水平旅游消费尧网红旅游地承载力低引

发管理乱象等诸多问题遥 通过网红旅游目的地的形象

设计尧管理规范等方面的研究袁有利于规范网红旅游

乃至整个网红产业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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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Relying on the Internet platform, Wanghong tourism is changing the tourism ecology from both sides of supply and demand,

which makes it a focus of current research. However, Wanghong is intricate and complex.In order to study Wanghong tourism better, it is

necessary to untangle these two proble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nghong and Wanghong tourism and the logic of how Wanghong in鄄

fluences Wanghong tourism. Based on this, with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this paper has accomplished further analysis and conclu鄄

sions are as follows:(1)Wanghong tourism has the same three attributes as Wanghong, which reflects Wanghong affects tourism by the in鄄

fluence of its attribution to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economy; (2)Wanghong tourism is essentially an expression of the extention of

Wanghong economy, and also a major foc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ultural tourism; (3)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which can

standardize the quality of Wanghong tourism destin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Wanghong, even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Wangho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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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渊一冤研究背景与意义

目前袁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型商务系统已经形

成遥 根据国家商务部数据显示袁到 2018年为止袁我国

跨境电商交易总规模已增长到 9万亿元袁 如图 1 所

示遥 据阿里的数据推测袁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额

将达 12 万亿元袁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16.44%袁渗透率

达 37.6%袁未来跨境电商发展市场空间巨大[1]遥 在优渥

的政策环境支持尧先进的技术依托下袁跨境电商逐步

渗透并取代一般贸易袁 在跨境电商的品类分布中袁3C

电子尧服饰类商品占比大袁智能产品尧电子配件尧运动

户外尧美容健康尧手机和电脑等产品备受国内外用户

欢迎遥 而上述的品类普遍具有商标尧专利等知识产权

归属袁经营者们对获客数量与市场利润的一味追逐导

致侵权商品横行袁 破坏了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秩序遥

因此袁维护知识产权成为各行业主体突破跨境电商行

业发展瓶颈的重要一环遥

图 1 2012要2018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情况

Fig.1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transactions

from 2012 to 2018

资料来源院国家商务部遥

渊二冤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在关于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上袁郑巧,肖文涛[2]认

为袁协同治理致力于在政府尧平台企业尧社会组织和公

民个人之间构建一个开放尧有效的治理结构遥Ansell和

Gash[3]在对全球 137个协同治理案例分析之后构建了

基于 SFIC模型的跨境电商知识产权

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宋 磊

(福建江夏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院随着跨境电商行业市场规模的日益庞大袁知识产权定义模糊尧国际间知识产权保护界限不明尧知识产权保

护机制缺失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显露遥为规范跨境电商行业秩序袁促进跨境电商领域恒效发展袁以协同治理为理论基础袁

基于 SFIC模型袁从起始条件尧催化领导尧制度设计和协同过程四个维度对跨境电商知识产权协同治理路径进行探析袁并

提出构建激励机制尧催化机制尧保障机制和联动机制等治理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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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IC协同治理理论模型遥 高强等[4]认为袁不同于传统

的 野种类冶 研究袁SFIC协同治理理论是极具适用性的

野属类冶研究遥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研究方面袁代中强[5]借

助比较优势指标袁设定测度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

度量方法遥贺宁馨和肖尤丹[6]认为袁传统意义上的知识

产权的内涵尧特征及治理模式都正面临严峻挑战遥 刘

云华和包海波[7]将现有典型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治理模

式概括为制度治理模式尧源头治理模式和综合治理模

式遥

在关于跨境电商知识产权的困境分析方面袁武伟

和宁峻涛[8]认为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途径尧方式

过于分散而不成体系遥 在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治理的研

究上袁陆黎梅[9]认为应着力解决侵权行为重叠问题尧产

权许可国界差异问题袁建立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的建议遥

通过对上述研究的梳理可知袁由于交易主体身份

多重化袁交易地域扩大化尧交易过程碎片化袁目前跨境

电商知识产权的治理形势十分严峻袁我国若想突破这

一困境袁就要与各国政府部门尧社会机构尧各大电商平

台尧知识产权权利人彼此相互监督和制约袁实现多元

联合协同治理遥 鉴于此袁本文将概述跨境电商知识产

权治理现状袁 并基于 SFIC协同理论模型探析目前跨

境电商知识产权治理困境和相应的治理路径选择方

案袁为我国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治理提供借鉴遥

二尧跨境电商知识产权协同治理理论框架

目前跨境电商经营环境日益复杂袁 利益平衡不

均袁资源配置不合理袁多元主体合作缺失等问题日益

增多遥 在此情形下袁协同治理的效用也日益凸显袁而一

系列有关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也备受学界关注遥 SFIC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是由 Ansell和 Gash在对全球 137

个协同治理案例分析之后构建而成遥 在该模型中袁

Ansell和 Gash提出了有关协同治理的五大因素袁 即院

起始条件渊S冤尧催化领导渊F冤尧制度设计渊I冤尧协同过程

渊C冤和协同效果袁这五大因素相互交叠涵摄袁共同促进

一个行业或领域的协同发展遥 在这之中袁 起始条件

渊S冤尧催化领导渊F冤尧制度设计渊I冤和协同过程渊C冤将在

极大程度上影响协同治理效果遥 如图 2所示遥

图 2 SFIC协同治理理论模型[3]

Fig.2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SFIC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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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IC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并重案例的普遍性和特

殊性袁 是 Ansell和 Gash基于 137个案例分析的一次

野连续近似性冶理论构建遥 它不同于传统的仅聚焦于特

定领域的野种类冶研究袁而是一种极具适用性袁并已被

国内外学者广泛实践运用于各领域的野属类冶研究遥 跨

境电商行业市场规模巨大袁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涉及业

务领域广泛袁而现有的种种缺乏协作联结的单一主体

治理效果不显遥 鉴于此袁本文将概述跨境电商知识产

权治理现状袁 并基于 SFIC模型探析目前跨境电商知

识产权协同治理困境与相应的协同治理路径选择方

案遥

三尧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治理现状

渊一冤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日益强烈袁面临知识

产权治理形势依旧严峻

本文此处借鉴代中强对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的度量方法袁借助现实性比较优势指标袁对我国的知

识产权保护情况进行考察袁设定测度我国知识产权保

护程度的计算方法如下院

IPRt =
移crimei,t

移adpatenti,t

伊100%

其中袁crime i,t代表 i 地在 t 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法

立案数量袁移crimei,t代表全国 t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法

立案数量曰 adpatenti,t代表 i 地在 t 年的专利授权数

量袁 移crimei,t移adpatenti,t代表全国在 t年的专利授

权数量袁 而移crimei,t和移adpatenti,t的百分比则代表

我国 t年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IPRt遥 考虑到数据的可

得性袁本文此处选择数据范围为 2010要2018年袁数据

的具体情况如表 1所示遥

表 1 2010-2018年全国知识产权保护法立案数量与

全国专利授权情况

Tab.1 Number of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aws and patent authorization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8

数据来源院2010~2018年 叶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曳尧叶知

识产权统计简报曳

由上表数据分析可见袁近年来袁全国知识产权保

护法立案数量持续上升袁这一方面体现了相关政府部

门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和国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的提升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知识产权纠纷日益增

多袁问题日益复杂遥 同时袁全国专利授权数量也大幅度

增加袁这一方面有赖于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与政府保

护力度的加大袁另一方面也由于权利人产权保护意识

的提高遥 而数值的不断上升中也可看出袁在我国知识

产权保护程度和国民保护意识不断提升的同时袁全国

知识产权保护法立案数量的增加速率长期大于全国

专利授权数量的增加速率袁可见袁我国知识产权纠纷

不断增多袁 而我国知识产权治理的能力与之并不相

抵袁我国面临的知识产权治理形势依旧严峻遥

渊二冤跨境电商知识产权认识日益多元袁治理难度

日益增加

近年来跨境电商长期高体量发展袁人们对知识产

权的概念认知逐渐拓展遥 在内涵上袁跨境电商知识产

权涵盖内容不断增多袁除了传统的著作权和工业产权

外袁还涵盖了数据库尧多媒体尧电子版权等范畴遥 在服

务形式上袁跨境电商所涉贸易领域众多袁包括服务贸

易与商品货物贸易袁因而其所涉知识产权既含有形产

权袁又含无形产权遥

t 移adpatenti,t IPR t/%

2010 1823 740620 0.25

2011 3017 883861 0.34

2012 9005 1163226 0.77

2013 16227 1228413 1.32

2014 24479 1209402 2.02

2015 35844 1596977 2.24

2016 48916 1628881 3.00

2017 66649 1720828 3.88

2018 77276 2335411 3.31

64窑 窑



知识产权认知的多元化使得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日益繁复多样袁其中盗图尧商标侵权和专利侵权等问

题极易产生纠纷遥 这类问题较易判别袁但知识产权责

任分担问题却是一个争议较大的板块袁须经由司法途

径解决袁这就使得知识产权的治理难度不断增加遥 据

野淘宝网冶数据显示袁2016年阿里巴巴结办的知识产权

投诉案件已逾 8千万件袁注销近 3万家涉假卖家遥 据

海关数据统计袁 在 2016年海关执行的近 2万次保护

方案中袁涉商品共达 4205万件遥 [10]

渊三冤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治理中常见治理模式

跨境电商高速发展的态势下袁 知识产权的内涵尧

特征及治理模式面临持久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袁而国

内外在知识产权治理方案上已存在了诸多具有一定

可行性的措施遥 下面本文将以阿里巴巴尧 亚马逊尧e鄄

Bay尧京东为例袁 将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治理模式分为院

制度治理模式尧源头治理模式和综合治理模式袁并分

别对其进行梳理比较遥 如表 2所示遥

对于亚马逊和 eBay而言袁 其治理模式为制度治

理模式遥 该模式注重规则与制度袁并且要求电商平台

的制度体系相对完善且严格袁但该模式缺乏具体的打

假机制和举措遥 如亚马逊对涉假卖家采取直接关店并

冻结账户资产的措施袁eBay对可能侵权的商品采取销

售受限和禁止销售两种级别的举措遥 但亚马逊缺乏具

体的打假举措袁 平台信誉也因之受损严重袁eBay因几

乎无主动打假措施袁奢侈品牌渐渐开始撤离遥

对于京东而言袁其治理模式为源头治理模式遥 该

模式的核心是对商品来源的控制袁主张从根源上杜绝

假冒侵权产品遥 但该模式容易因平台的大规模扩张而

导致控制乏力遥 如京东一方面积极与各大品牌达成直

供合作袁建立大量自营店从源头上正本清源遥 另一方

面袁京东严把第三方经营的商品质量关袁建成了入驻

筛选严格尧品质监察规范尧仓储配送高效尧售后服务优

质的多渠道尧全覆盖式的监控网络遥 但是随着京东由

3C垂直市场向其它市场横向扩张袁 第三方经营者大

量引进袁京东的产品来源控制乏力袁质量也渐渐难以

保障遥

对于阿里巴巴而言袁 其治理模式为综合治理模

式遥 该模式兼具制度治理模式和源头治理模式的特

征袁对制度与商品来源均有顾及遥 但因该模式欲求兼

顾袁难免缺乏重点袁容易导致整体效果不理想遥 阿里巴

巴建成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治理平台袁并制定了淘宝规

则尧1688规则尧天猫规则等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袁凭借这

样综合性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袁阿里巴巴达成了较高

的打假效率袁但因其交易规模过于庞大袁难以从根源

上彻底防制假冒伪劣现象袁 因而总体效果仍有欠缺袁

长期以来消费者的满意度也逐渐走低遥

表 2 国内外典型电商平台的

知识产权治理模式对比分析

Tab.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governance

models of typical e-commerce platforms at home and abroad

以上三种治理模式在实际应用中较为广泛袁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和知识产权保护效果遥 但由于这三种模

式在消费者尧电商平台尧政府部门尧社会组织机构之间

难以达成有效合作袁加上对起始条件尧催化领导尧制度

设计和协同过程等因素间存在的矛盾和系统性冲突

也缺乏有效的平衡和疏导袁使得长期以来知识产权的

协同治理效果难有大幅度飞跃遥

四尧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治理困境

渊一冤起始条件渊S冤院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治理参与

的障碍

首先袁 地域差异形成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信

息尧资源尧权利的不对称性所造成的治理主体参与的

障碍遥 不同地区知识产权的内涵因地区差异而具有地

域性特征袁 因而知识产权的治理须遵循属地性原则遥

然而由于各地信息尧资源尧权利的不对称性袁各地对知

识产权的保护方案也不一致遥 随着跨境电商的高速发

展袁知识产权在国际间的流动性显著增强袁国内外的

经营者均希望自己产品的知识产权能在对方境内受

制度治理模式
渊eBay尧 亚 马
逊冤

重视规则与制
度

形成对涉假商
家的威慑

具体的举措和
详实的打假机
制欠缺

源头治理模式
渊京东冤

注重对商品来
源的控制

信誉度高
尾大难掉袁货
源控制乏力

综合治理模式
渊阿里巴巴冤

综合以上两种
模式特征

治理范围广
总体效果不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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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保护袁因而袁一系列冲突就在这种诉求与地域间知

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差异性的矛盾中产生袁加大了各主

体参与知识产权治理的障碍遥

其次袁经营参与主体泛化造成的主体间冲突使得

各主体参与知识产权治理存在障碍遥跨境电商可让买

卖双方直接进行交易袁亦可经第三方电商平台进行交

易袁同时伴随周边服务机构袁这样的多主体经营模式

覆盖的范围与环节日益增多袁 参与主体更为广泛袁知

识产权利用方式更为多样袁这使得主体间利益关系更

为复杂袁权利归属划分更加难辨袁冲突日益加剧遥 最

后袁虚拟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尧隐蔽性和匿名性特征使

得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变得更加精细尧 复杂和困难袁进

一步增加了知识产权治理主体参与的障碍遥跨境电商

多元主体经营关系如图 3所示遥

图 3 跨境电商多元主体经营关系

Fig.3 Cross-border e-commerce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multiple entities

渊二冤催化领导渊F冤院政府部门立法协同效力不足

我国政府部门对知识产权极为重视袁在专利的授

权量及产品商标的申请量上已多年位列国际第一袁但

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依然收效甚微袁侵权现象仍大量

存在遥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遥 一方面袁虽然相对全

面的知识产权政策法律已被制定袁 但因应用时间短

暂尧使用经验不足等原因袁难以适应当下技术和贸易

形式的迅速变革遥再加上一项法律或政策的制定需经

社会各方主体的协商袁耗时巨大袁因而制定出的法律

政策势必落后于技术变革速度遥这就使得有关跨境电

商知识产权保护的许多法律条文中出现了概念模糊尧

主体权界不明尧内容混乱不成体系等问题袁这在很大

程度上削减了法律规则对知识产权侵权裁定的现实

指导作用遥 例如袁3D打印技术联结了 野硬件世界冶和

野软件世界冶(数字作品)袁但其产品也导致了商标法尧专

利法尧版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之间的兼

容性与凤险性冲突遥

另一方面袁尽管相关政府部门在具体实践中充分

尊重和遵循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和程序袁但其知

识产权保护法律是零散且缺乏体系的袁是极为有限且

存在诸多限制的遥 目前我国多通过叶商标法曳叶合同法曳

叶专利法曳叶民法总则曳叶著作权法曳叶反不正当竞争法曳

等法律法规来保护知识产权袁但保护途径尧方式却过

66窑 窑



于分散而不成体系遥 具体而言袁商标法仅侧重对品牌

进行保护袁著作权法不对创意理念进行保护袁商业秘

密保护的相关规定并不适用于对商务模式创新的保

护等等袁可见袁现有保护方案尚不能有效解决纷繁复

杂的现实保护问题遥

渊三冤制度设计渊I冤院制度设计中高效性尧包容性尧透

明性和清晰性的契合度低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要保证运转的高效

性尧主体对象的包容性尧过程的透明性和执行的清晰

性遥 其中袁确保制度设计的包容性尧透明性和清晰性是

为了确立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公平性袁达到平衡各主体

间利益袁维护跨境电商市场竞争秩序的要求曰而高效

性是为了节约资金尧人员尧时间等成本袁从而加快经营

周期中的资本周转速度遥 短期而言袁高效性与公平性

之间会有一定的冲突袁冲突的大小则是考量该制度知

识产权风险管控能力的重要依据遥 但是长期来看袁随

着制度设计的不断完善袁高效性与公平性之间会形成

一个动态的平衡袁最终在互为依存尧相得益彰之下促

进制度的自我完善遥 制度设计中高效性尧包容性尧透明

性和清晰性的关系如图 4所示遥

图 4 制度设计中高效性尧包容性尧透明性和清晰性的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iciency, inclusiveness,

transparency and clarity in system design

具体来看袁目前交易体量稳步上升的野小额交易冶

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监管中主要存在以下制度设计

上问题院第一袁在事前申报程序上袁部分进出口货物的

知识产权划分不够清晰袁海关管理人员在系统上查找

不到相应货物的知识产权袁因而难以监控该商品的侵

权行为曰第二袁知识产权权责归属的划分模糊袁且相关

程序交叉重叠袁缺乏清晰性袁这使得纠纷裁定时需对

商品侵权的范围尧 程度等进行反复的斟酌尧 对照尧考

量袁难以实现高效性曰第三袁对一些小额货物的监管缺

乏包容性袁由于人员分配尧权限限制上的设计缺陷袁使

得对所有直邮方式下的货物的知识产权监控难以做

到全面覆盖袁致使大量知识产权侵权产品流入国际市

场曰第四袁跨境商务交易监管缺乏透明性袁一些监管人

员存在伪报尧虚报及瞒报商品信息等行为遥 可见袁如何

使高效性尧包容性尧透明性和清晰性进一步契合是当

下制度设计中的亟需研究考虑的遥

渊四冤协同过程渊C冤要要要治理主体间协作尧沟通尝

试不足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涵盖不同领域尧 不同形式袁不

同类型袁因此各国政府部门袁各大电商平台袁各个社会

协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协调合作是极为必要的袁但由于

种种主客观原因袁治理主体之间有效的协作沟通尝试

并不足够遥

在部门机关的管理层面袁各部门对待知识产权问

题都有不同的内容尧标准袁司法和执法程序缺乏一致

性袁协作尧沟通的缺失使得各部门在知识产权保护措

施的推进上更为困难遥 在企业平台的外界合作层面袁

电商平台与品牌权利人尧行业协会缺乏深度合作遥 目

前我国各大电商平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外界合作上

取得了稳步的进展袁但是依旧缺乏组织化尧制度化和

便捷化的沟通协作架构遥 如在假货特征收集尧产品鉴

定资源尧案件打击资源等方面袁难以与品牌权利人达

成深度的资源共享遥 在社会公众联合层面袁无论是政

府部门还是电商平台袁 都尚未有效联合社会协会组

织尧消费者进行知识产权治理协作遥

五尧跨境电商知识产权协同治理路径选择

渊一冤 构建跨境电商知识产权协同治理的支持参

与机制

由于地域差异的分化袁主体冲突的加剧和商业环

境复杂度的提高袁跨境电商活动中各主体在知识产权

治理过程中受到的阻碍日益增加袁一个支持各主体参

与知识产权治理的机制亟待构建遥

首先袁要实现各个参与主体之间资源与信息的共

享袁促进各主体达成共识袁明确共同利益袁在交流中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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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弥合彼此知识产权认知上的差异遥 其次袁要努力弥

合主体泛化造成的缺陷袁 政府当坚决鼓励技术创新袁

填补网络技术漏洞曰 电商平台当完善商户信用体系袁

规范商家行为曰大众也应树立产权保护意识袁自觉遵

守法律法规遥 最后袁要激发各主体参与治理的热情袁政

府部门可提供补贴奖励尧提高监管人员积极性曰企业

平台可重组资源袁增强主体意识袁树立良好形象袁从而

获得更多的大众消费倾向遥

渊二冤构建跨境电商知识产权协同治理的立法协

同催化机制

协同恒效的法律法规能缓和各方主体矛盾袁正确

引导各主体参与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治理袁在规范治理

途径尧厘定权界概念和凝聚共识等方面袁具有难以逾

越的催化领导作用遥

由于当下技术和贸易形式的迅速变革袁法律法规

总是滞后的袁加上目前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零散且缺乏

体系袁在治理实践中存在了诸多限制遥 这就要求我们

根据跨境电商知识产权的特性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

度袁建立一个高效的立法协同催化机制袁解决一系列

法律法规意涵划分上的问题袁如商标与域名侵权行为

重叠问题尧网络商标使用权问题尧跨境电商知识产权

许可国界差异问题等遥

渊三冤构建跨境电商知识产权协同治理的制度保

障机制

协同治理中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维护协同治理

过程的恒效发展运行遥 而高效性和公平性是跨境电商

知识产权协同治理中制度设计的重中之重遥 为了确保

高效性和公平性袁可以设置专门的知识产权治理部门

进行资源的整合和治理效能的强化遥

目前我国跨境电商知识产权的监管部门有知识

产权局尧海关尧公安机关等袁监管部门繁多且管理分

散袁程序的繁复导致管理效率低下袁权责划分不清又

使许多中间地带长期存在遥 因此袁指定专门的管理部

门进行知识产权监管工作不失为一个有效的举措遥 具

体来看袁可以设立专门的综合执法机构袁监管主体部

门袁依据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特征制定专门的侵权

责任判定程序尧纠纷处理程序和执法程序曰同时完善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治理的事前预警机制尧事中监控机

制尧事后援助机制袁构建全程化尧细节化尧经济化的跨

境电商知识产权风险监督管控机制遥

渊四冤构建跨境电商知识产权协同治理的联动治

理机制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协同治理需要建立起一个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联动治理机制袁以政府部门的决策

为战略导向袁以电商平台规则为策略部署袁引导各行

业协会尧机构尧专家学者尧消费者等社会群体参与到多

中心治理中来袁在发挥各方协作尧监督作用的同时形

成协同共治的凝聚力遥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治理协同过程需要政府部门尧

电商平台尧社会公众等各方主体通过协作沟通来进一

步建立信任袁在持续的过程投入中达成共识袁从而逐

步取得阶段性成果遥 具体来看袁政府部门可召开听证

会和座谈会袁 邀请各领域社会公众代表参与讨论曰媒

体可发挥宣传作用袁吸引更多公众参与知识产权治理

实践遥 政府部门尧电商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应当建立

畅通的对话平台袁让彼此之间高效地协作沟通袁寻求

共同利益袁积极反映诉求袁从而凝聚共识袁推动协同治

理进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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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省作为东南亚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

先驱袁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来袁依托精致农业的合作模

式袁在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遥 同时在发

展精致农业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遥

野圆梦村冶项目是福建省旨在围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袁

用 5至 7年时间着力打造在全省有示范带动作用尧可

复制可学习的新农村建设样板的一个重要项目遥 项目

共设立武夷山市兴田镇西郊村尧大渚村袁建阳区麻沙

镇水南村三个建设试点村遥本文以建阳区麻沙镇水南

村建设为例袁结合台湾精致农业发展的经验袁探索一

条野圆梦村冶发展的好路子遥

一尧台湾精致农业发展的主要理念与策略

模式

渊一冤台湾精致农业发展的主要理念

台湾的农业的发展理念即是我国传统农业深厚

基础的继承袁同时也经历了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推进

中不断突破瓶颈实现创新的历程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中期袁台湾进入经济结构转型期袁农业为主的经济形

态逐渐向工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转变遥 为了解决随之而

来的农业生产下降袁农村萧条袁农地废耕等诸多问题袁

1984年,台湾提出野发展精致农业袁促进农业升级冶袁明

确提出了发展野精致农业冶的口号袁着重发展以野经营

方式的细腻化尧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以及产品品质的高

级化冶为特征的农业生产[1]遥从四个方面对农业发展进

行全面升级院一是将农业发展的重点转移到发展新的

优质农产品袁以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曰二是提高农

业生产力袁着力推动农业生产的企业化尧自动化与科

技化曰三是发展森林尧海洋游乐与休闲农业遥 四是培养

核心农民袁增加农民福利遥 从此袁台湾精致农业迅速发

展起来遥

随后台湾又着重发展六大新兴产业袁包括院绿色

能源尧生物科技尧观光旅游尧健康照护尧精致农业及文

化创意产业等遥 据叶精致农业健康卓越方案曳的要求袁

精致农业主要从野全民共享的健康农业冶野科技领先的

卓越农业冶和野安适时尚的乐活农业冶三个方面展开袁

其核心就是通过产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袁从而推动农

乡村振兴背景下台湾精致农业发展对

福建省野圆梦村冶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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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发展遥

渊二冤台湾精致农业的策略模式

台湾精致农业的策略模式概况起来就是由 野多冶

转向野美冶和野精冶的农业产业遥 即不追求农作物高产的

硬指标袁而是发掘各类资源袁寻求农业产业发展最高

性价比袁提升农产品品牌的高附加值遥 体现在发展第

一产业种植业的同时充分挖掘第二产业深加工袁提高

农业副产品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袁充

分实现农地尧创意尧休闲尧教育的融合发展遥 台湾省苗

栗县大湖乡的草莓产业发展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遥

台湾省苗栗县大湖乡盛产草莓遥 草莓是远近驰名

的台湾特产袁台湾市场上一盒草莓臻品的价格要接近

200元新台币袁种植草莓的利润十分可观遥台湾的草莓

季节是每年的 11月至第二年 3月遥 届时苗栗县大湖

乡会举办许多盛大的活动袁农场都向游客开放用于采

摘体验遥 每年 12月袁大湖乡将举行野草莓文化节冶袁此

时正逢草莓采摘旺季袁游客可以在享受台中之旅的同

时了解台湾的草莓文化遥

早在 1958年大湖乡就开始种植草莓袁 草莓种植

的历史相当悠久袁在实施了精致农业后袁草莓产业发

展从种植面积到草莓品种数量上都大幅提升遥 同时草

莓文化馆的建设让游客充分了解当地草莓文化袁文化

馆内介绍了大湖乡种植草莓的经过和发展遥 文化馆的

底层商店则提供了丰富的草莓产品及其副产品袁例

如院草莓糖尧草莓沐浴露尧草莓酒香肠等等遥 文化馆的

另一边袁则是售卖草莓酒庄酒产品的品酒中心遥 野自然

生态教育冶 也是大湖乡草莓产业发展另一个创收项

目袁每年有许多学生前来观光学习袁这里的休闲农场

成为周边学校户外教学的教育基地[2]遥

据统计袁每亩地的草莓全年的净利润至少 100万

元新合币袁 大湖乡草莓种植的年产值达 10亿元新台

币遥 不仅如此袁草莓产业发展还带动了当地的住宿尧疗

养尧餐饮等消费休闲观光产业袁每年也超过 10亿元新

台币[3]遥 仅仅是草莓这一个产业对于大湖乡这一个乡

的一年产值就超过了 20亿元新台币遥 这就是精致农

业给台湾 野草莓之乡冶要要要苗栗县大湖乡带来的巨大

利润遥

大湖乡只是台湾精致农业发展过程中诸多成功

案例中的一个遥 精致农业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来不断对

发展模式及道路进行探索袁为台湾的农业发展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效益遥

二尧水南村发展精致农业的现实基础及实

践过程

福建省野圆梦村冶目前共设立武夷山市兴田镇西

郊村尧大渚村袁建阳区麻沙镇水南村三个建设试点村袁

本文选取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麻沙镇水南村为例研

究对象袁研究台湾精致在福建省的实践基础及经验遥

渊一冤水南村发展精致农业的现实基础

建阳区麻沙镇水南村的自然地理以及人文气息

与台湾乡村都较为相似袁农村的发展基础许多已经接

近或超过台湾 20世纪 80年代的水平的客观条件遥 发

展精致农业具有较为完备的现实基础遥

麻沙镇水南村位于建阳区尧武夷山市尧邵武市三

地交界位置袁距武夷山核心景区仅 30公里袁距市区不

足 40公里袁辖区总面积 1.8万亩遥

1.优质的农业产业基础

台湾发展精致农业得益于其深厚的产业基础袁水

南村的种植传统和农产业结构都与台湾较为接近遥 水

南村又称野山地葡萄第一村冶袁自 1992年开始种植葡

萄起袁 水南村楠木林葡萄种植面积从 88 亩发展到

2600余亩遥 野楠木林冶葡萄品牌 2008年荣获第五届中

国优质水果赛野安全金奖冶和野2008 北京奥运专用水

果冶袁自 2016年开始连续举办了四届野葡萄美食节冶遥

拥有 野巨峰冶野夏黑冶野水晶蓝宝石冶野京亚冶野阳光玫瑰冶

等几大高品质葡萄品种遥

2.丰富的绿色生态资源

台湾精致农业植根于农业袁同时也依托于绿色生

态资源遥 水南村与其相似袁坐拥丰厚的绿色生态资源院

2019年 3月被福建省绿化委员会尧 省林业局评定为

野福建省森林村庄冶遥 森林资源丰富袁林地面积 1.3亩袁

森林覆盖率近 70%遥 其中袁防护林尧经济林尧松尧杉尧薪

炭林袁杂用材林尧竹林种植面积大袁是区级生态村遥 保

存有一棵千年楠木王袁种有近百亩楠木林尧近万只白

鹭生活于此遥

3.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实现借鉴台湾精致农业必须盘活文化资源袁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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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业发展与文创产业嫁接遥 水南村的历史文化积淀

也极其深厚遥 水南村建于唐代末期袁村内许多古建筑

被完好保留遥 宋代大儒朱熹读书曾在这里的野瑞樟书

院冶讲学遥 南宋时期有蔡氏祖孙四代出了 9位名儒袁人

称野四世九儒家袁五经三集注冶遥 野蔡氏九儒冶在水南的

蔡氏祠堂世代供奉袁海内外蔡氏后裔每年都会回乡祭

祖遥 北宋年间袁麻纱的雕版印刷野建本冶著称于世袁麻沙

成为与临安的浙本尧成都的蜀本齐名的全国三大印刷

中心之一袁被誉为野图书之府冶遥 水南村就是当时许多

著名刻书作坊的所在地袁也是书肆的集散地遥 2014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调研亲口赞誉建本袁他说院野福建

自古就是耕读传家之地遥 宋代建阳书坊的雕版刻印书

籍闻名于世袁号称耶图书之府爷遥 建阳出的叫耶麻沙本爷袁

也叫耶建本爷袁与临安的耶浙本爷尧成都的耶蜀本爷齐名遥 冶

渊二冤水南村发展精致农业的实践过程

水南村发展精致农业的现实基础基本具备袁 依托当

地葡萄产业发展袁初步探索了农业+旅游+文化发展思路遥

1.推广有机种植袁促进多元产业发展

针对水南村作为我国南部重要的葡萄产区袁由于

夏秋季节多雨的影响袁葡萄虫害是不可避免的袁因此

在葡萄种植过程离不开使用农药遥 而之前水南村的葡

萄种植业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户分散经营模式袁很

多农户对现代农业生产规范都不大了解, 对农药的特

性也不是很清楚,对低毒尧高毒农药,及农药的选择和

使用上基本都是凭借经验来使用遥 在现在绿色农业的

要求下袁 发展葡萄有机种植已经在不断的推进过程

中遥 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给予更多的技术支持和政

策扶植遥 大力宣传有机葡萄的种植技术制定相关的检

验标准遥 打造花境产业袁推进文旅产业发展遥 流转土

地袁推进完善基层设施建设袁同时以打造花境特色小

镇为契机袁结合水南村特色产业发展袁打造旅游景观

示范带曰鼓励村民们在屋前屋后尧道路两侧尧缓坡杂

地尧林下土地及生态修复地种植花境植物袁逐步形成

花卉绿化观光带遥 鼓励村民利用房前屋后院落及周围

闲置土地发展黄金蜜柚尧葡萄柚尧花境小镇等庭院经

济项目袁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美化和经济社会效益增质

相融合遥

2.着重科技研发袁打造农产业教学基地

水南村推动省内外的农业高等院校校和水南村

结对子袁着力打造全国葡萄品种培育研发基地遥 在水

南村的努力下袁近年国内多所高校农学的学生到这来

访学袁可以预期袁今后全中国最新的葡萄品种在这里

试验袁葡萄种植大户都到这里学习遥 实现葡萄种植技

术研发尧培训尧输出与一体的综合培训基地遥 结合野建

本冶元素袁打造野建本生态茶园冶项目袁引进珍惜苗木及

花境小镇项目袁为水南村旅游发展提供新动能遥 把水

南村建设成为葡萄种植尧建本产业发展的教学基地遥

3.注重人才队伍建设袁创新人才服务和引进方式

1999年袁福建省南平市党委和政府为探索解决新

时期野三农冶问题袁建立起了科技特派员制度遥 该制度

是在科技干部交流制度上的一项创新与实践袁获得了

国家科技部得充分肯定袁并陆续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展

开[3]遥水南村不断完善新型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袁

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队伍的作用袁建立工作站袁搞科

技特派员实验遥 鼓励科研人员通过技术入股尧知识产

权入股尧领办创办企业等方式袁与服务对象结成利益

共同体袁 以此吸引大批优秀人才来发展农村农业袁打

造一支高素质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遥 2018年开始袁南

平市又创新机制袁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了一批基层党

群工作者袁统一安排到村(社区尧重点非公企业)任职袁

主要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袁 水南村也利用这一制度袁

打造乡村振兴人才队伍遥

4.发挥党员带头作用袁发展专业合作社

水南村的葡萄产业及建本产业目前大多数以家

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模式袁这就没有了规模效应遥 实

现乡村振兴袁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村应该学习台湾

精致农业中的合作社经营模式遥 通过学习台湾精致农

业经验加上本土创新袁水南村立足于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袁充分发挥村里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袁协助做好专

业合作社整合工作遥 同时袁加快引进契合水南村传统

优势农副产品和旅游业发展的龙头企业遥 推进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发展科技特派员服务期满之后鼓励他们

加入合作社袁将科技特派员发展成为新农民遥

5.加强区域资源整合袁实现三产全面发展

水南村虽然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良好的自然

旅游环境袁单单一个村的旅游资源毕竟有限遥 对临近

地区的游客的吸引力尚还可以袁但想要实现较远地区

的游客特意到这一个村来旅游性价比不高遥 这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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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思路袁把全域旅游作为推动水南村产业发展的一

个抓手袁在区域内对旅游资源进行统筹遥 建阳区作为

武夷山旅游区的后花园袁 其旅游资源也相对丰富袁以

野闽北粮仓冶野茶果基地冶野林海竹乡冶享誉福建省袁有着

野图书之府冶和野理学名邦冶的美誉遥区域内有 3处革命

遗址尧3处古石刻尧132处古文化遗址尧6处古墓尧12处

古建筑遥 其中唐-元代建窑遗址和宋代朱熹墓 2处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唐代将口窑址尧宋代宋慈墓

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遥因此切实提高全区村庄规

划建设水平袁规划打造建阳回瑶-溪源-考亭线美丽乡

村示范村及景观带骑行线尧麻阳溪麻沙至黄坑全域旅

游区袁在发挥水南野圆梦村冶示范带动作用的同时袁推

动全区第三产业发展成为野圆梦村冶发展的坚强后盾遥

2020年 8月袁水南村所在的麻沙镇组织开展了第五届

建阳麻沙葡萄美食节袁活动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

推介袁依托当地楠木林等景区袁水南村也成了周边县

市居民周末旅游网红打卡圣地遥

三尧台湾精致农业对福建省野圆梦村冶新农

村建设的启示

由水南村的发展可以看出袁福建省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袁建设野圆梦村冶袁打造乡村振兴战略示范村袁可以

结合台湾精致农业发展并参考水南村的经验袁在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探索遥

渊一冤发展绿色农业

健康农业是台湾精致农业的一个重要指标袁它强

调在无污染的农业环境下袁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

的和谐共生遥健康农业在福建省的落脚点就应该是发

展绿色农业袁落实野绿色金山就是青山银山冶袁把绿水

青山保护是推动当地经济建设的保障遥福建省乡村发

展的一大特色就是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优良的自

然环境袁发展绿色有着很好的生态基础遥 发展绿色农

业袁打造带有地方特色的产业是一条值得深挖的好路

子遥

渊二冤打造农业精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遥 科技成

果如何导入乡村袁科技应用落实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新农村的建设进程遥 科技是可以嫁接袁引导

科技成果袁让农民和高科技成果对接袁在发展过程中

不断推进袁让他适应新科技打造农业精品遥 学习台湾

精致农业发展袁将科技教育与农业发展相结合袁建设

集观赏尧采摘尧品尝尧体验尧科普为一体的现代化高标

准农业产品观光体验园遥

渊三冤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关键是人才振兴袁要实现农村社会经济

建设大发展袁必须通过产业发展袁快速产业聚集袁要充

分发挥推进本土人才培养和各类人才下乡制度的落

实袁实现各类高层次尧特殊尧尖端人才的可持续引进遥

同时优化营商环境袁鼓励大批外出乡贤回归发展遥 充

分利用科技特派员制度尧基层党群工作者制度充实乡

村治理人才袁同时从行政审批尧公共服务尧子女入学等

多方面为人才引进打好基础遥

渊四冤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台湾精致农业的一大特色就是把农业与旅游业

相结合袁想要实现农业+旅游+文化的发展模式袁就需

要着重发展全域旅游遥 发展全域旅游是在乡村振兴背

景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袁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

段遥 坚持以全域旅游推动野产业兴旺冶袁实现三产融合

发展遥 福建省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袁野圆梦村冶落地在

坐拥丰富旅游资源的武夷山景区周边袁通过全域旅游

推动野圆梦村冶发展也是这里乡村振兴的重要出路遥

渊五冤落实党建引领

通过党建的引领作用袁充分发挥村里党员的先进

模范作用袁协助做好专业合作社整合工作遥 农民可以

通过土地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袁 调动农民的积极

性遥 同时可以发挥合作社规模大尧分工细的优势袁把产

业链发展向前和向后延伸袁即组织专门的人员对销售

渠道进行拓展袁可通过市场预定尧订单种植生产等方

式将产业发展的销路打开袁还可通过直播平台进行网

络销售袁设立农村电商平台袁建设农产品展示馆和交

流中心袁集中展示特色农产品袁建立野党建+农户+销

售冶的生产销售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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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uan Meng village" is a significant project of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building pilot villages in Fujian

Province. There are currently three pilot villages in Fujian Province, namely Xijiao Village and Dazhu Village in Xingtian Town, Wuyishan

City, and Shuinan Village in Masha Town, Jianyang Distric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a substantial asp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Yuan

Meng village". How to explore new way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the income of rural areas have become a crucial issue at

Yuan Meng villag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precision agriculture in Taiwa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have taken on a brand-new

look. Referring to the development framework and model of precision agriculture in Taiwan, the "Yuan Meng village" should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y developing green agriculture, promoting precision agriculture, upgrading rural talents, promoting the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aliz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improving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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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白茶在中国袁中国的白茶在福建袁福建白

茶产地主要分布在福鼎尧建阳尧政和尧松溪等地遥 福建

白茶产量占全国 90%以上遥 近年来袁白茶产区逐步扩

大袁我国云南尧贵州尧广西等省均有生产白茶遥 白茶是

指以大白尧水仙茶树品种或群体种的芽尧叶尧嫩茎为原

料袁经萎调尧干燥尧拣剔等特定工序而制成的白茶遥咱1暂白

茶品质优异袁外形毫芽肥壮尧芽叶连枝尧叶色灰绿润毫

心白袁内质具独特的毫香及鲜醇滋味遥 白茶出现的顺

序是小白袁大白袁水仙白遥 清乾隆年间(1772年)袁建阳

漳墩镇南坑村肖氏以群体种芽头为原料制作小白遥 清

嘉庆初年渊1796年冤袁福鼎茶农以群体种芽头为原料创

制银针白毫遥 约在 1857年袁 福鼎县选出福鼎大白良

种袁1885 年福鼎茶农以福鼎大白的壮芽制成银针白

毫遥 约在 1880年袁政和县选出政和大白良种袁1889年

政和茶农以政和大白的壮芽制造银针白毫遥 1913年袁

建阳开始以水仙品种的芽叶制成水仙白遥 咱2暂白茶的产

品分类主要有两种遥 依据品种不同袁白茶产品分为院大

白尧小白尧水仙白遥 依据芽叶的嫩度不同袁白茶产品分

为院白毫银针尧白牡丹尧贡眉尧寿眉遥 咱1暂中国白茶有三大

经典产品袁分别是福鼎白毫银针尧政和牡丹王尧建阳贡

眉遥

白茶是福建省外销特种茶之一袁 主销港澳地区袁

也销往德国及美国等地袁 银针白毫早在 1891年已有

外销遥 近年来袁国内白茶逐渐兴起袁出现白茶热的现

象袁主要与白茶优异的品质尧独特的保健功效尧收藏价

值的属性以及便捷的品饮方法有关遥 1959年袁白毫银

针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遥 2008年袁北京老舍茶馆

在举办五环茶迎奥运中选用白毫银针来标志奥运五

环茶的底色遥 张天福先生对政和白茶优异品质赞誉有

加袁写下野政和白牡丹名茶形尧色尧香尧味独珍冶的经典

茶评遥 咱3暂白茶性凉袁有退热怯暑解毒之功效袁清代周亮

工叶闽小记曳载院野太姥山有绿雪芽袁今名白毫袁色香俱

绝袁产太姥山鸿雪洞为最袁其性寒袁功同犀角袁是治麻

疹之圣药遥 冶此外袁白茶具有收藏价值袁民间对白茶有

野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十年丹冶的说法遥

基于白茶历史及现状袁本文主要分析白茶优异品

质的成因袁成因包含产区条件尧制作工艺尧原料嫩度尧

品种资源尧年份等袁并阐述白茶品鉴的要领袁旨在科学

白茶优异品质成因分析与品鉴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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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白茶袁利于推动白茶产业良性发展遥

一尧白茶优异品质的成因

白茶品质优异袁外形毫芽肥壮尧芽叶连枝自然舒

展尧叶色灰绿润尧白毫显露袁内质滋味鲜醇袁香气清雅遥

良好的产区条件是白茶优异品质的根本袁合理的制作

工艺是白茶优异品质的保证袁不同的原料嫩度构成白

茶产品的基本框架袁 品种资源是白茶品质的基础袁不

同的年份构成了白茶品质的特色遥

渊一冤良好的产区条件是白茶优异品质的根本

产区条件指地理尧地域尧气候尧土壤尧植被等因素遥

白茶的传统主产区从福建省的福鼎尧 政和尧 建阳尧松

溪及云南省的景谷县等地逐步扩大至浙江尧 山东尧河

南尧湖北尧湖南尧 广东尧广西尧贵州等省部分地区遥 一方

水土一方茶袁 白茶主产区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袁北

纬 27度渊茶叶生长的黄金地带冤袁属于中亚热带气候袁

光尧热尧水资源丰富袁气候温暖袁雨量充沛袁森林覆盖率

达 60%以上袁年平均气温 19益左右袁年平均湿度 80%

左右袁年降雨量 1600mm~2300mm遥 咱4暂福建白茶产区主

要分布在闽东茶区与闽北茶区遥 闽东地区白茶产地包

括福鼎尧福安尧柘荣尧寿宁等袁闽北地区白茶产地包括

政和尧建阳尧松溪等遥 因福建白茶产量较高的茶区为福

鼎市和政和县袁故探讨两个产区的条件遥

福鼎市袁位于福建省东南部袁依山伴海渊西北枕

山袁东南滨海冤袁属于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袁气候

温暖湿润袁光热充足袁年平均气温 18益~19益左右袁雨

量充沛袁 年降雨量 1600mm~2100mm袁 森林覆盖率达

65%袁土壤深厚肥沃袁自然条件优越遥 福鼎白茶主产区

分布在中部低山高丘地区渊太姥山尧白琳尧点头尧磻溪尧

叠石尧管阳尧秦屿等冤袁海拔在 200m~800m袁这里水热条

件佳袁多云雾与漫射光袁茶园植被丰富袁土壤为山地红

壤和过渡性黄红壤袁 含火山岩风化物质和腐殖质袁pH

值在 4~5之间遥 咱5-6暂以上这些是建立优质茶园的自然

条件袁这样的产区条件是形成福鼎白茶优异品质的根

本遥

政和县袁地处东南沿海丘陵区袁属于中亚热带季

风湿润气候袁 年平均气温 14.2益~18.5益袁 年降雨量

1600mm~2000mm袁森林覆盖率达 71%袁水热条件好袁

多云雾与漫射光袁土壤深厚遥 政和白茶主产区分布在院

铁山尧星溪尧石屯尧东平尧熊山等遥 茶区海拔在 200m~

1200m袁境内群山环抱袁峰峦绵延袁溪涧流淌袁千米以上

高峰有 75座袁著名的山峰有洞宫山尧佛子山尧念山尧王

母山尧锦屏等遥 政和白茶生产地群山环抱袁能阻挡寒流

侵害袁昼夜温差大袁空气湿润多雾的微域气候袁使得茶

树免遭冻害且保持良好的生长条件袁 芽叶生长良好袁

积累的内含物质丰富袁尤其是氨基酸尧多酚类以及芳

香物质的积累袁是形成政和白茶香气鲜纯袁滋味浓厚

爽口的重要基础遥 土壤以红黄壤为主袁土层深厚袁土壤

表层腐植厚袁有机质含量高袁土质多火山砾岩尧红砂岩

及页岩袁疏松透水通气性好遥 土壤 pH值在 4~5之间遥

良好的土壤条件有利于形成茶叶香高味浓耐泡的品

质特征遥咱5-7暂以上这些条件是形成政和白茶优异品质的

根本遥

福鼎白茶感官品质普遍表现为野鲜醇清雅冶袁政和

白茶感官品质普遍表现为野厚润甘爽冶袁这可能是与两

地不同的地理气候渊福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袁政和群

山环抱冤尧栽培品种渊福鼎主栽品种为福鼎大毫与福鼎

大白袁政和主栽品种为福安大白与政和大白冤等有关遥

渊二冤合理的加工工艺是白茶优异品质的保障

白茶不炒不揉袁主要以长时萎凋与干燥两道工序

为工艺特征袁其中萎凋工艺尤为重要遥 白茶加工过程

的物质变化是以多酚类物质轻微氧化为主袁蛋白质和

多糖等物质的降解尧色素和香气物质的转化与形成为

辅的变化过程遥 咱8暂多酚类及其他物质的转化降低了茶

鲜叶的青气与涩味袁增加了茶汤的清醇滋味遥 在挥发

性香气成分中袁萜烯类化合物活性高尧阈值低袁是构成

白茶高品质花香的重要成分遥 咱9暂

关于白茶的工艺袁明代田艺蘅叶煮泉小品曳载院野芽

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更近自然,且断烟火气

耳......生晒茶瀹之瓯中袁则旗枪舒畅袁清翠鲜明袁尤为

可爱遥 冶可见袁一般晴天所制白茶品质较好袁可茶季天

气多变袁品质难以保证遥 现代的白茶制作技术在传承

传统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创新袁通过萎凋技术的创新

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天气多变的问题袁大大提升了白

茶的品质遥 传统的白茶工艺一般采用自然萎凋渊日光

萎凋尧室内自然萎凋冤袁环境条件要求室温约为 20益~

25益袁 相对湿度约为 60%~80%袁 但萎凋所需时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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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袁一般需要 72h袁且受天气影响大袁不利于大规模的

生产遥 咱10暂在阴雨天袁尤其是低温高湿的情况下袁可采用

室内加温萎凋袁温湿度相对稳定袁生产的白茶品质相

对稳定遥 目前室内加温萎凋方法很多袁如萎凋槽加温

萎凋尧室内加设热风管道加温萎凋尧空调间加除湿机

萎凋尧远红外线碳纤维茶叶专用板萎凋等袁供热方式

的不同对白茶品质产生不同的影响遥 咱11暂加温萎凋的白

茶相比自然萎凋的白茶袁产品略带青气袁汤色相对偏

淡袁品质相对较差遥 咱12暂把以上几种制法综合使用的复

式萎凋方法在实际生产中比较常用袁比如通过设计玻

璃房袁可以在室内自然萎凋基础上融入日照处理或室

内加温萎凋基础上加入日照处理遥 复式萎凋法能够加

速水分蒸发袁促进萎凋叶内部生化反应的进行及化学

成分的转化袁对于白茶香气和滋味物质的形成起到积

极作用袁能够显著提升白茶品质遥 咱13暂

白茶初制加工工艺为院采摘寅萎凋渊萎凋+并筛冤

寅干燥等工序遥 咱13暂具体如下院

1.鲜叶采摘

一般采摘大白尧水仙茶树品种或群体种的芽尧叶尧

嫩茎为原料遥 采单芽制作白毫银针袁或通过采一芽二

叶的原料的基础上再通过人工抽针 渊即摘取芽头冤制

作白毫银针遥 采 1芽 2~3叶制作白牡丹遥 采群体种的

嫩梢制作贡眉遥 采嫩梢或叶制作寿眉遥 采摘环节要注

意保证茶青的新鲜度袁避免物理损伤等遥

2.萎凋

萎凋是白茶的关键工艺袁茶鲜叶通过萎凋袁失去

水分袁轻微发酵袁达到白茶的品质状态遥 白茶萎凋适宜

的温度在 20益~25益袁 相对湿度在 60%~80%之间袁萎

凋叶含水率在 10%~15%遥白茶萎凋时间需在 36h~72h

之间白茶品质较好遥 时间过短则氧化不充分袁多酚类

含量高袁青气重且带苦涩味袁时间过长则生化成分消

耗过多袁滋味淡薄且色泽偏暗遥 民间有比喻白茶的萎

凋工艺野你就这样静静的躺着袁时光改变了你鲜活的

模样袁直至两鬓斑白遥 冶也说明了白茶长时萎凋轻微发

酵的实质遥

3.并筛

将萎凋叶进行并筛袁 促进茶多酚酶的氧化作用袁

去除青气袁 增加滋味的浓醇度遥 并筛厚度一般在

25cm~35cm袁温度控制 22益~25益曰并筛时间视萎凋叶

的实际情况而定遥 咱6暂

4.干燥

通过干燥萎凋适度叶袁固定品质袁发展茶香袁形成

白茶产品遥白茶干燥温度一般掌握在 80益~90益袁烘干

后茶叶水分在 5%~7%遥

在初制的基础上袁 通过精制 渊拣剔寅归堆寅拼

配寅匀堆寅复烘冤形成白茶产品袁传统的白茶产品主

要是芽茶渊白毫银针冤与叶茶渊白牡丹袁贡眉袁寿眉冤遥

1968年福鼎白琳茶厂在传统白茶的基础上袁应港商要

求创制了野新白茶冶遥 咱6暂新白茶主要是在萎凋工序后增

加了轻揉捻的工艺袁 因原料相对粗老故焙火温度

渊120益左右冤也相对比较高袁品质上有香气高滋味醇

的特点遥 2006年创制白茶紧压茶袁是将白茶散茶制成

不同造型的饼茶遥 白茶饼的原料相对粗老袁多为夏秋

季寿眉袁通过压饼袁可减小空间袁优化品质袁增加滋味

的浓纯度袁同时利于收藏遥

渊三冤不同的原料嫩度构成了白茶产品的主要类型

不同的原料嫩度构成了白茶产品的主要类型袁形

成各自的品质特色遥 依据原料嫩度不同袁白茶产品主

要分为白毫银针尧白牡丹尧贡眉尧寿眉遥

白毫银针院以福鼎大白尧福鼎大毫尧政和大白品种

的单芽为原料袁经萎凋尧干燥尧拣剔等工艺制成的白茶

产品遥 白毫银针形态优美内质清雅袁外形针芽肥壮满

披白色绒毛袁汤色浅黄袁滋味鲜醇袁香气清鲜尧毫香显袁

叶底绿润匀齐遥

白牡丹院以福鼎大白尧福鼎大毫尧福安大白尧政和

大白或水仙茶树品种的一芽二三叶为原料袁 经萎凋尧

干燥尧拣剔等工艺制成的白茶产品遥 白牡丹外形毫芽

肥壮尧芽叶连枝平伏舒展尧叶色灰绿润白毫显袁汤色黄

亮或杏黄袁滋味鲜浓袁香气清香带毫香袁叶底黄绿润遥

贡眉院 以群体种茶树的嫩梢为原料袁 经萎凋尧干

燥尧拣剔等工艺制成的白茶产品遥 贡眉外形毫芽紧细尧

芽叶连枝尧叶色灰绿润白毫显袁汤色杏黄袁滋味浓醇袁

香气清香袁叶底黄绿润遥

寿眉院以福鼎大白尧福鼎大毫尧福安大白尧政和大

白尧 水仙茶树品种或群体种的嫩梢或叶片为原料袁经

萎凋尧干燥尧拣剔等工艺制成的白茶产品称为遥 咱2暂寿眉

外形略带芽头尧叶稍连枝尧叶色灰绿略带红张稍带白

毫袁汤色橙黄或橙红袁滋味醇和袁香气带清香稍粗袁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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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黄绿略带红张遥

渊四冤品种是白茶品质的基础

品种是白茶品质的基础袁 而品质是品种的生命

线遥 白茶品种分主栽品种与创新品种遥 白茶主栽品种

有院福鼎大白袁福鼎大毫袁政和大白袁福安大白袁水仙袁

群体种等遥 咱16暂白茶创新品种有院金萱袁梅占袁黄观音袁金

观音等遥

1.白茶主栽品种

白茶的主栽品种分布在不同的产区遥 福鼎主栽品

种有福鼎大白茶与福鼎大毫茶等袁目前福鼎白茶品种

以福鼎大毫为主遥 政和主栽品种有政和大白尧福安大

白尧九龙大白尧福云六号等袁目前政和白茶品种以福安

大白为主遥 建阳主栽群体种与水仙品种遥 福鼎大白品

种在福建省外有推广与种植遥 白茶主栽品种特性袁详

见表 1遥

表 1 白茶主栽品种特性

Tab.1 Characteristics of main varieties of white tea

1
福鼎大白茶

GS13001-1985
福鼎县太姥山
鸿雪洞

无性系袁 小乔木型袁
中叶类袁早生种

毫芽较肥壮尧白毫密披袁毫香
较显带花香袁滋味鲜醇

白茶尧红茶尧绿茶 福鼎等地

2
福鼎大毫茶

GS13002-1985
原产于福鼎县
汪家洋村

无性系袁 小乔木袁大
叶类袁早生种

毫芽肥壮尧 白毫密披袁 毫香
显袁滋味鲜醇

白茶尧红茶尧绿茶 福鼎等地

3
政和大白茶

GS13005-1985
政和县铁山镇

无性系袁 小乔木袁大
叶类袁晚生种

毫芽肥壮尧色深绿带白毫袁毫
香较显带玫瑰花香袁 滋味浓
厚细腻

白茶尧红茶尧绿茶 政和尧松溪

4
福安大白茶

GS13003-1985
福安县康厝村

无性系袁 小乔木袁大
叶类袁早生种

毫芽肥壮尧色绿带白毫袁香气
清高带花香袁滋味浓醇

白茶尧红茶尧绿茶 政和尧福安尧松溪

5
福建水仙

GS13009-1985
建阳县小湖乡
大湖村

无性系袁 小乔木袁大
叶类袁晚生种

毫芽肥壮尧色绿带白毫袁香清似
兰花香又似玫瑰香袁滋味浓醇

青茶尧白茶尧红茶
建阳尧建瓯尧武夷
山尧政和尧永春

6 菜茶
建阳尧 政和等
地

有性系袁群体种
毫芽细秀尧色绿带白毫袁香清
味浓厚 渊白茶成品称为贡眉
或小白冤

白茶尧红茶尧
绿茶尧青茶

建阳尧建瓯尧政
和尧松溪尧福鼎

7
九龙大白茶
闽审茶 1998001

松溪郑墩镇双
源村

无性系袁 小乔木袁大
叶类袁早生种袁

芽壮毫多色白袁 香鲜带玫瑰
花香与木质香袁味浓醇

白茶尧红茶尧绿茶 松溪

8
福云 6号

GS13033-1987
福建省农科院
茶叶所选育

无性系袁 小乔木袁大
叶类袁特早生种

芽壮毫多色白袁 香鲜带玫瑰
香袁味浓醇

绿茶尧红茶尧白茶 福建尧广西尧浙江

9
福云 20号闽审茶

2005001
福建省农科院
茶叶所选育

无性系袁 小乔木袁大
叶类袁中生种

毫芽肥壮袁毫色银白袁香鲜味
浓醇

白茶尧红茶尧绿茶
福安尧政和尧
松溪等地

2.白茶创新品种

近年来袁全国各地流行制作白茶袁福建省外的白

茶有云南白茶袁广东丹霞白茶尧英红九号白茶尧湖南汝

城白茶尧广西凌云白毫白茶尧浙江迎霜白茶尧安徽白茶

等遥白茶创新品种主要有福建的创新品种与福建省外

的创新品种遥 福建白茶创新品种特性袁详见表 2遥

表 2 白茶创新品种特性

Tab.2 Characteristics of new white tea varieties

1
早春毫

闽审茶 2003001
福建省农科院
茶叶所选育

无性系袁 小乔木袁
大叶类袁特早生种

芽头肥壮尧白毫显袁香鲜味
浓醇

白茶尧 红茶尧绿
茶

霞浦尧柘荣尧福安
等

2
梅占

GS13004-1985
安溪芦田

无性系袁 小乔木袁
中叶类袁中生种

毫芽肥壮尧 色深绿带白毫袁
香清高带花果香袁滋味鲜浓

青茶尧 红茶尧绿
茶尧白茶

安溪尧 漳州尧政
和尧武夷山等

3
金萱

闽审茶 2011002

福建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

无性系袁 灌木型袁
中叶类袁中生渊偏
早冤种

毫芽细秀尧 色墨绿带白毫袁
香高袁滋味浓醇尧带花蜜香

青茶尧 绿茶尧红
茶尧白茶

台湾尧 福建尧广
东尧广西等

4
高香型乌龙茶新品种
渊金观音尧黄观音尧金牡
丹尧黄玫瑰等新品种冤

福建省农科院
茶叶所选育

无性系袁灌木或小
乔木袁 中叶类袁早
生种

芽头紧细尧色泽墨绿略带白
毫袁汤色杏黄亮袁具天然丰
富的花香袁滋味浓厚甘甜遥

青茶尧 白茶尧红
茶

福安尧 政和尧建
阳尧武夷山尧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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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毫银针 毫芽肥壮尧挺直如针袁色白如银尧隐绿 浅黄明亮 清雅尧毫香显 清鲜尧毫味显 嫩绿柔软亮

2 白牡丹
芽叶连枝尧 自然舒张袁 叶色灰绿或翠
绿尧毫心白

杏黄明亮
清纯尧有毫香

鲜浓
芽叶连枝呈朵袁 叶色嫩
绿明亮尧叶脉微红

3 贡眉 芽心较小袁色泽灰绿稍黄带白毫 黄亮 清香 清甜尧有厚度 有毫针袁黄绿尧叶脉微红

4 寿眉 叶态尚紧卷袁灰绿较深 橙黄 纯尧稍 粗 醇和
稍有芽尖尧叶张软尚亮尧
叶脉红

渊五冤不同年份构成白茶产品品质特色

依据年份不同袁白茶产品分为当年白茶与陈年白

茶遥 白茶属微发酵茶袁品质最接近于茶树原叶的特征袁

当年白茶品质特点是毫香显袁滋味鲜醇遥 陈年白茶袁是

当年白茶随着时间的变化形成野毫香蜜韵冶的特色品

质遥 陈年白茶相比当年的白茶袁感官品质变化主要体

现在色泽尧香气尧滋味三个方面袁外形色泽绿色逐渐减

少袁黄色和褐色逐渐增加曰香气方面呈现清花香尧毫香

和青气不断减弱袁陈香尧枣香尧甜香与蜜香不断增加的

变化趋势曰滋味方面鲜度和青度逐渐降低袁醇度尧甜度

和陈度逐渐升高的趋势遥 咱17暂

白茶在民间素有 野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十年丹冶

的美称袁这也说明了白茶具有收藏价值遥 白茶贮藏陈

放袁一般要求密封闭光并置于阴凉干燥处袁可选铝箔

袋包装遥 存储 2耀3年以上时间的白茶袁要防止其水分

增高而影响茶叶的品质袁如果水分超出 9%以上袁要及

时复烘处理渊复烘温度在 80益左右袁烘干时间 45min

左右冤袁保证干茶含水率在 5%-7%之间袁以防霉变遥

二尧白茶的品鉴要领

近年来国内白茶逐渐兴起袁出现白茶热的现象袁主

要与白茶优异的品质尧独特的保健功效尧收藏价值的属

性有关袁而白茶的品鉴方法亦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遥

白茶的品鉴要领袁在方法上可以加强白茶理论知

识体系的学习袁 结合白茶的审评法与白茶品赏法袁并

走进白茶茶区的方式拓展对白茶品质的认知遥 通过走

进茶区能够更好的建立白茶产区特征尧 工艺特征尧品

种特征与品质之间的关联袁更立体的感知白茶的品质

特征遥 咱18暂

通过对白茶专业感官审评袁能客观的判断白茶品

质的好坏优劣袁对产品定等定级遥 而白茶的品赏法则

没有固定的标准袁主要是通过茶师的布局设计呈现白

茶美好的一面袁具体因品饮环境尧白茶本身的产品特

点渊嫩度尧产区尧品种尧工艺尧年份等角度冤尧水质尧器具尧

冲泡者的状态而异遥 通过不同主题的白茶感官审评法

与密码号的品赏法的交互体验学习可以增加趣味性

并且可以更系统的认知白茶的品质特征袁有利于科学

的品鉴白茶遥 笔者结合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

国茶叶学会所开设的白茶品鉴研修班课程袁并经过教

学经验总结袁设计白茶主题渊嫩度尧产区尧年份尧品种尧

等级冤审评与品赏袁使得习茶者更好的认知白茶品质

成因遥

渊一冤白茶的主题感官审评

茶叶感官审评渊茶叶品质评价冤袁指审评人员运用

正常的视尧嗅尧味尧触等感官辨别能力袁对茶叶的色尧香尧

味尧形等品质因子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的过程遥 咱19暂 通

过审评可以认识茶叶品质成因袁分析不同嫩度尧工艺尧

产区尧年份等因素对感官品质的影响遥 咱20暂白茶的审评

方法为柱形杯审评法袁 即扦取 3g茶样置于 150ml柱

形杯中袁以 100益沸水冲泡 5min后开汤审评袁按照白

茶感官审评标准袁审评外形尧汤色尧香气尧滋味与叶底

五项因子后综合判断品质特点遥

白茶的主题感官审评袁 如白茶的代表产品主题院

白毫银针尧白牡丹尧贡眉尧寿眉曰白茶的等级代表主题院

特级白牡丹尧一级白牡丹尧二级白牡丹尧三级白牡丹曰

白茶的产区代表主题院福鼎白茶尧政和白茶尧建阳白

茶尧云南白茶尧广东白茶等曰白茶的品种代表主题院小

白尧大白尧水仙白尧高香品种白茶等曰白茶的年份主题院

当年白茶尧陈三年尧陈七年尧陈十年等遥 白茶不同树龄

的主题等遥 具体设计的白茶主题渊嫩度尧产区尧等级尧年

份冤感官审评袁详见表 3尧表 4尧表 5尧表 6遥

表 3 白茶代表产品主题感官审评

Tab.3 Sensory evaluation of representative white tea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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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白茶的品赏法

白茶品饮方式便捷袁为广大消费者喜爱遥 在冲泡

的过程中品赏野白茶表里如一袁在沸水之中复活袁复色

如鲜叶一般鲜活遥 冶白茶一般有以下几种品赏法院撮泡

法袁盖碗泡法袁壶泡法袁碗泡法袁煮茶法等遥具体见表 7遥

如白毫银针产品特点是未经揉捻尧 茶汁不易浸出袁冲

泡时间宜长袁其形态优美尧赏味性强袁可采取玻璃杯撮

泡法袁取 3g茶置于玻璃杯中袁冲入 200ml毫升沸水袁

冲泡 1min~5min渊因口味浓淡调整浸泡时间冤袁茶芽由

水面渐渐落入杯中袁上下交错袁似新鲜出土的笋遥 白毫

银针这种经典的冲泡与赏味有似唐代怀素的 叶苦笋

贴曳所述野苦笋及茗异常佳袁乃可径来冶之意境遥 在欧

美袁冲泡高档红茶袁有掺入几根白毫银针袁以示名贵袁

同时也可增加红茶茶汤的鲜度与香气遥 盖碗泡法袁是

目前茶馆茶楼普遍使用的方法袁简易方便遥 壶泡法袁可

以增加白茶冲泡的趣味性遥 碗泡法袁如陈年白毫银针

与白牡丹通过碗泡法袁可以欣赏其在沸水之中的复色

以及优美的形态遥 煮茶法袁在冬天尤其适合袁通过高温

快煮陈年白茶袁一方面能去除陈白茶的杂气袁另一方

面又能增加滋味的浓纯度遥

表 4 不同产区代表白茶主题感官审评

Tab.4 Sensory evaluation of the theme of white tea from different regions

1 福鼎银针
毫芽肥壮尧挺直如针袁色白
如银隐绿

浅黄明亮 清雅尧毫香显 清鲜尧毫味显 嫩绿柔软亮

4 建阳水仙白
芽心肥壮尧芽叶连枝平伏舒
展袁色泽灰绿稍暗带白毫

黄亮
毫香尧花香似兰
花又似玫瑰花

浓厚 芽心多尧带红张

5 云南白茶
芽头特别肥壮袁白渊偏粉色冤
毫密披尧叶面色泽灰褐

橙黄 浓袁带玫瑰花香 浓醇 芽头肥嫩

2 政和牡丹王
芽心肥壮尧芽叶连枝平伏舒
展袁色泽灰绿尧毫心白

杏黄明亮
清高

花香与毫香
浓厚

芽叶连枝呈朵柔软袁叶
色嫩绿明亮尧叶脉微红

3 建阳贡眉
芽心较小袁色泽灰绿稍黄带
白毫

黄亮 清香 清甜尧有厚度 有毫针袁黄绿尧叶脉微红

表 5 白茶等级代表主题感官审评

Tab.5 White tea level represents the subject of sensory evaluation

1 特级白牡丹
毫心多肥壮尧芽叶连枝平伏舒展袁色
泽灰绿润尧毫心白袁匀净

浅黄亮
鲜嫩纯爽尧
毫香显

清醇爽口
毫味足

芽心多尧叶张肥嫩袁明亮

2 一级白牡丹
毫心较显尚壮尧芽叶连枝平伏舒展袁
色泽灰绿较润袁匀净

黄亮 纯爽有毫香 鲜浓 芽心较多尧叶张嫩袁尚明

3 二级白牡丹
毫心尚显尧叶张尚嫩袁色泽灰绿袁较
匀净尧带黄绿片

浅橙黄 浓纯略有毫香
浓醇 有芽心尧叶张尚嫩尧稍有

红张

4 三级白牡丹
叶缘略卷尧有平展叶尧破张叶袁色泽
灰绿稍暗袁欠匀

橙黄 尚浓纯 醇和
叶张尚软有破张尧 红张
稍多

表 6 白茶年份代表主题感官审评

Tab.6 Sensory evaluation of representative themes of different years of white tea

1 当年白茶 芽叶连枝平伏舒展袁色泽灰绿润尧毫心白 浅黄亮 毫香纯爽 鲜醇
芽心较多尧 叶张嫩袁黄
绿明亮

2 陈三年 芽叶连枝平伏舒展袁色泽灰绿带黄尧毫心白 黄亮 毫香微蜜 浓醇
芽心较多尧 叶张嫩袁黄
明

3 陈七年 芽叶连枝平伏舒展袁色泽灰绿带黄褐尧毫心白 浅橙黄 毫香蜜韵 醇滑甘润微酸
芽心较多尧 叶张嫩袁黄
较明

4 陈十年 芽叶连枝平伏舒展袁色泽灰绿带褐尧毫心白 橙黄
陈香显
带毫蜜香

陈醇绵柔带果酸
芽心较多尧 叶张嫩袁黄
稍深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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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结论

白茶发源于福建袁属于微发酵茶遥 其品质优异袁外

形毫芽肥壮尧芽叶连枝尧叶色灰绿润白毫显袁内质毫香

显尧滋味鲜醇清雅遥 白茶品质的成因袁包含产区条件尧

制作工艺尧原料嫩度尧品种资源尧年份等要素遥 良好的

产区条件是白茶优异品质的根本袁合理的加工工艺是

白茶优异品质的保障袁不同的原料嫩度构成产品的基

本框架袁品种资源是白茶品质的基础袁不同的年份构

成了白茶品质的特色遥 品鉴白茶袁在方法上可以结合

白茶主题感官审评法与白茶品赏法袁并走进白茶茶区

的方式拓展对白茶的品质认知遥 本文分析白茶品质的

成因并阐述白茶的品鉴要领袁通过设计白茶主题渊嫩

度尧产区尧年份尧品种尧等级冤审评与品赏袁使得习茶者

更好的认知白茶品质成因遥 为白茶的从业者及爱好者

提供专业指导袁有利于推动白茶产业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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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白茶品赏方法

Tab.7 White tea tasting method

1 撮泡法 玻璃杯/白瓷杯 3g~5g 200ml~400ml 90益~100益 1min~2min 2~3次

2 盖碗泡法 白瓷盖碗 3g~6g 110ml~150ml 95益~100益 0.2min~1min 7~9次

3 壶泡法 陶瓷茶壶 5g~8g 150ml~250ml 95益~100益 0.3min~1min 7~9次

4 碗泡法 玻璃碗/瓷碗 2g~5g 200ml~500ml 90益~100益 1min~2min 2~3次

5 煮茶法渊适合老白茶或大叶白茶冤 金属茶壶/陶壶 3g~5g 150ml~250ml 100益 0.2min~0.3min 2~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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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auses of the Excellent Quality of White Tea

and the Main Points of Tasting

LIN Yanping1, HUANG Yibiao1, GUO Yal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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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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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hite tea was one of the six types of tea in China. Originating in Fujian province, white tea was famous at home and abroad

for its unique fragrance and fresh elegant quality.At present, there was a "white tea fever" phenomen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auses of

white tea excellent quality, including the factors of producing area conditions, production technology, tenderness of raw material,variety re鄄

sources, years, and other factors,and expounds key tasting points of white tea , through the design of white tea theme (tenderness, produc鄄

tion area, year, variety, grade) evaluation and appreciation,which make the learners better understand 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white tea

quality, and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hite tea industry.

Key words:white tea; quality; causes; sensory evaluation; t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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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

指出院野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尧最有生气的力

量袁国家的希望在青年袁民族的未来在青年遥 冶[1]当前袁

我们正走在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转变的伟大道路上袁

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阔步前行遥 然而袁前进

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与挑战袁我们要敢于斗争袁善于

斗争袁才能取得最终胜利遥2020年 2月份以来袁我们正

经历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尧 感染范围最

广尧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新冠肺

炎疫情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展开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袁疫情防控战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

利遥 在这场抗疫大战中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袁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

抗疫中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袁涌现了不计其数的可歌

可泣的感人事迹袁我们要以此为契机袁在青年学生中

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袁 厚植青年学生家国情怀袁增

强青年斗争本领袁培育时代栋梁遥

一尧新时代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意义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尧民族的未来袁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袁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生力军遥 在青年学生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袁厚植青年

学生家国情怀袁引导青年学生把爱国情怀转化为报国

行动袁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遥

1.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十九大报告提出袁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遥 实现

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历史重任终究还是要落到青年

一代手里袁因此袁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

和现实的必然选择遥 在青年学生中间广泛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袁尤其是加强理想信念和历史文化教育袁引导

青年学生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渊源尧现

实逻辑和未来指向袁增强青年学生辨别是非尧抵抗思

想侵蚀的能力袁 把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富强尧

民族复兴的目标融合起来袁牢固树立国家兴亡尧匹夫

有责的担当意识袁逐渐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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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中流砥柱遥

2. 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巩固党的执政

基础的必由之路

党的执政根基在群众袁人心向背决定党的生死存

亡遥 青年学生是群众中最为活跃袁具有重大影响力的

一个群体袁他们思想活跃袁消息野灵通冶袁易于接受新事

物袁也易受影响袁他们能影响现实也决定未来遥 因此袁

必须大力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袁扩大青年群众

基础袁才能巩固党的执政根基遥

在青年学生中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袁引导青年

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袁认清

党的领导与国家兴亡的历史和现实逻辑遥 同时袁加强

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袁 也是青年群体更加全面尧准

确了解党情尧国情以及党和国家路线尧方针尧政策的现

实需求袁实现爱党尧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的统一遥

3. 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青年健康成长

成才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广大青年一定要坚定理想

信念遥 理想信念指引人生方向尧信念决定事业成败袁没

有理想信念袁就会导致精神缺钙遥 冶[2]在青年学生中间

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袁引导青年正确认识国家和民

族所处的历史方位尧所面临的困难挑战遥 厚植家国情

怀袁坚定报国意志袁增强斗争精神袁勇于面对人生成长

过程中遇到的挫折挑战遥 奋发向上袁刻苦学习袁不断增

强主人翁意识袁 自觉担当时代和社会赋予的历史重

任袁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栋梁之才遥

二尧青年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挑战

1.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

域与我们存在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袁他们时刻都没有

放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遥 当前袁我们处在新的历

史方位袁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我们在迈向世

界中央尧 实现民族复兴道路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

一袁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压和遏制遥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焦点在于青年遥 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采用多种方式对我们青年进行思想腐蚀袁 他们

利用文化渗透的方式袁在电影尧电视尧杂志报刊以及互

联网上袁极力宣传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袁企图消解我们

青年的集体意识袁使其沉溺于享乐之中遥他们想方设法

否定和歪曲我们的历史和英雄人物袁 鼓吹历史虚无主

义袁混淆视听袁企图消解青年的历史意识和荣誉感遥

2.来自移动互联网负面效应的挑战

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袁也具有许多负面

效应袁 给当前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带来诸多挑

战遥 网络具有野去中心化冶野去权威化冶特征袁而青年学

生群体辨别是非能力较弱袁思想易受影响袁观念易被

误导袁许多青年学生在接触大量网络信息之后袁政治

意识变得薄弱袁是非观念变得混淆遥 网络具有野去边界

化冶特征袁容易使学生淡化家国意识和情怀遥 同时袁网

络信息鱼龙混杂袁信息质量良莠不齐袁西方国家也利

用网络编造尧传播反面信息和言论袁甚至编造谣言尧煽

动反动舆论等袁把青年学生当做他们意识形态入侵的

工具遥

3.多元社会思潮的挑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深入发展袁 社会主体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袁人

们的思想观念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遥 野在我国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

关键时期袁都会出现不同的思潮遥 冶[3]当前袁社会上存在

着极端个人主义尧享乐主义尧拜金主义以及滋生于网

络土壤袁在野后真相冶情境下愈发严重的网络民粹主

义尧历史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等错误思潮遥 这些

思想正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主流价值观念的树立和

传播袁这也是当前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必须面对的

严峻挑战遥

4.青年身心发展的挑战

当前袁我国青年学生群体以野00后冶为主袁从家庭

结构上看袁独生子女偏多袁他们自小备受呵护袁甚至溺

爱袁养成了过度依赖家庭的心理特征袁自立自强意识

有所缺乏遥 从物质条件上看袁大部分青年学生都生活

在相对优裕的环境中袁养尊处优的较多袁艰苦奋斗意

识不强遥 从生活方式上看袁野00后冶青年学生群体生活

在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袁 他们可以说是无人不网袁人

网合一袁 网络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是他们生活尧学习尧娱乐和交往的主要载体袁进而

也养成了他们过度依赖网络袁甚至沉溺于网络的不良

习惯遥从心理状态来看袁野00后冶青年学生群体广受野佛

系冶思想影响袁理想信念意识淡化袁拼搏奋斗精神减

弱遥 青年学生群体在其身心发展上所展现出来的这些

问题是当前爱国主义教育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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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引领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野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

主题袁 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和爱国主义精神阐释袁

不断丰富教育内容袁创新教育载体袁增强教育效果遥 冶[4]

渊一冤高屋建瓴院切准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时

代方位

经历了 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袁 中国进入

了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新时代遥 面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袁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尧从容应对袁带领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冲破艰难险阻袁朝着民族复兴的

梦想不断前行遥 新的时代也赋予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

育新内涵尧新特征尧新方位遥 做好新时代青年学生群体

爱国主义教育袁首先要把准时代方位袁引导青年认清

时势袁明确责任遥

毛泽东曾提出院野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袁看在什么

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遥 冶[5]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必然是处在一定历史方位下进行的遥 进入新时代袁我

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遥 一方面袁以美国为

首的资本主义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和强大袁想

方设法对我们进行打压遥 进段时期美国挑起贸易战尧

包括之前对中兴尧华为公司的打压袁都暴露出他们扼

制中国发展的企图遥对此袁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遥另一

方面袁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推进袁你中有我袁我

中有你的局面变的更加复杂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乃

大势所趋遥 我们要汲取近代以来民族斗争和改革开放

的历史经验袁把准新时代历史方位袁引领青年学生认

清局势遥

进入新世纪以来袁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金融危机

和恐怖主义尧社会动荡尧经济疲软袁资本主义的弊端日

益显现遥 而我国通过深入推进改革开放袁不断进行体

制机制创新袁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袁社会平稳发

展袁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遥 当前袁我国已是世

界制造中心和第二大经济体袁在 5G尧航空航天尧高度

铁路尧超级计算机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遥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尧理论自信尧制度自信尧文化自信

越发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信念遥 在这样的背景

下袁引领青年学生认清新时代的发展大势袁树立远大

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袁正契合时代

发展之需遥

渊二冤铸魂育人院把握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丰

富内涵

进入新时代袁国际国内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遥 从

国际上来看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动荡不安的局面越发

频繁袁长期受到债务危机尧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的困

扰袁经济疲软遥 从国内形式上看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增

长袁社会安定和谐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日益显现遥 以

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意图扼制中国的发展袁想方

设法打压中国袁挑起各种争端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袁

爱国主义教育也有了新的内涵遥

1.引导青年学生树牢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院 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袁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袁弘扬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袁加强爱国主义尧集体主义尧社会主义

教育袁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尧民族观尧国家观尧

文化观遥 从十九大的报告中袁我们知道袁加强爱国主义

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

的政治方向袁准确地说就是引导青年学生科学认知党

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关系袁实现爱

党尧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的统一遥

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思想上的清醒袁引导青年学

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袁 首先要做好思想上的引领遥

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袁其身心发展具有不

同以往的特殊性袁他们善于利用网络获取信息尧表达

观点和想法袁善于把网络作为学习尧娱乐尧交往的工

具遥 要做好新时代青年学生群体的思想教育袁必须要

从网络下手袁注重线上线下相结合袁在网上建立思想

教育主阵地袁积极开展贴合青年学生群体特征的爱国

主义教育遥

2.增强青年学生辨别是非的选择能力

进入全媒体时代袁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加

多样化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各种渠道造谣尧抹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历史功绩袁意图腐蚀我

们的青年袁推行野和平演变冶袁扼制中国的发展遥 另一方

面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袁其负面效应也越发显

现出来袁许多企业尧团体和个人金钱至上袁利益熏心袁

做出了许多违反公序良俗甚至违法犯罪的事情袁给青

年学生造成了迷惑尧诱惑袁许多青年学生身心受到巨

大伤害遥 因此袁增强青年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袁进而有

效抵御各种诱惑尧识别多样的陷阱也是当前爱国主义

林衍盛院新时代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与实践路径 8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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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有之义遥

增强青年学生辨别是非的选择能力袁需要政府尧社

会和家庭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袁 及时做好思想引导和

答疑解惑遥要主动出击袁对各种突发的国内外事件及时

作出回应遥 要加强对网络的监管袁净化网络环境袁营造

良好的政治生态袁有效防范和化解网络群体事件遥

3.培育青年学生坚强的斗争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一代

代青年前仆后继尧艰苦卓绝的接续奋斗袁就没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袁更不会有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明天冶遥 [6]中国的今天是奋斗出来的袁中国

的明天也要靠奋斗来实现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梦想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挑战与阻力袁没有坚强的斗争

意志和高超的斗争技术袁是难以到达理想的彼岸遥

青年学生群体以野00后冶为主袁他们中大部分生活

在物质条件优裕的家庭袁 较少经受磨难和挫折袁野佛

系冶心理在他们中间还有不少野市场空间冶袁不少青年

群体还存在依赖心理过强袁自立精神不足袁竞争意识

弱化等问题遥 青年学生体现出来的斗争品格不足的问

题必须得到重视和改变遥 积极培育青年学生顽强的斗

争精神势在必行袁迫在眉睫遥

培育青年学生的斗争品格袁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共

同参与遥 从家庭角度来讲袁更多地让青年学生自己处

理自己的事情袁让其对自身的行为选择承担必要的后

果袁在其遇到问题袁碰到困难的时候袁鼓励他们独立去

面对和挑战袁培养其独立性和斗争能力遥 从社会角度

讲袁给予青年学生更多的关注袁给他们提供更多锻炼

的平台和机会袁积极营造氛围袁引领青年学生自立自

强袁脱颖而出遥 从学校层面来看袁要完善各种机制措

施袁在学分分布尧课程设置尧课外实践等环节袁更多地

体现社会参与度和社会实践内容袁 鼓励青年走入社

会袁把握时事政治袁增强分辨能力袁提升竞争意识和紧

迫感遥

4.厚植青年学生深厚的家国情怀

2019年 4月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院野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袁热爱祖国

是立身之本尧成才之基袁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有家国情

怀袁也要有人类关怀袁发扬中华文化崇尚的四海一家尧

天下为公的精神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遥 冶

厚植青年学生家国情怀袁首先要树牢他们对党绝对忠

诚的信念遥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人民冲破艰难险阻袁

建立了新中国袁 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任人欺负的局

面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袁党带领人民走上了改革开

放的康庄大道袁彻底改变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遥 中

国人民实现了从野站起来冶到野富起来冶的巨大转变遥 十

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袁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袁审时度势袁深入推进改革开放袁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又迈上了新台阶袁朝着世界舞台中央阔步

前行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指日可待遥 没有共产

党袁就没有新中国袁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遥 因此袁

厚植青年学生家国情怀袁首先是培养他们对中国共产

党的敬爱之情和绝对忠诚的信念遥 厚植青年学生深厚

的家国情怀袁要培育他们对祖国的真心热爱袁热爱祖

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壮丽山河袁要引导青年学生认真

学习中国历史文化袁尤其是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人民群

众在历史长河中所发挥的作用遥

渊三冤开拓创兴院增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

际成效

与时代和环境一同发生变化的青年学生群体具

有新的特点袁 做好新时代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袁必

须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进行开拓创新袁才能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遥

1.创新课堂教学袁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主渠道

功能

在课堂教学内容上注重爱国主义教育系统化尧精

细化建设遥 课堂作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

地尧主渠道袁理应发挥重要作用遥 通过课堂教学袁让青

年学生学习历史文化尧时事政治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观念袁激发青年学生关心时事政治尧关注国家

发展遥 当前袁我们正经历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国

际局势复杂多变袁我们正面临着来自美国为首的资本

主义国家的严峻挑战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在青年学生

课堂教育内容上袁要注重系统化和精细化建设袁把道

理和要求讲透袁让青年学生有明确的行为指向遥

2.创设优良环境袁在潜移默化中增进青年学生爱

国情感

环境给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袁 环境可以塑造

人袁改变人遥 在青年学生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袁要充分

重视环境的作用袁积极创设优良的育人环境袁在潜移

默化中增进青年学生爱国情感遥

要积极创设优良的校园环境袁青年学生大部分的

时间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袁班级尧宿舍尧食堂尧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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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trengthening Patriotic Education

for Young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LIN Yansheng
(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carry out patriotism education for young students to realize national rejuvenation,

consolidate the ruling foundation of the party and bring up young people healthily.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western

hostile forces and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鄄

istics, focus on the orientation of the times,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and innovate the methods of education so as to

enhanc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Key words: young students; patriotism; family feelings; socialism; practice

等是他们最主要学习尧生活和娱乐场所袁要把这些场

所打造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袁积极把爱国主义

元素融入其中袁在室内装饰尧电子显示屏尧横幅标语等

大力展示爱国题材遥 校园广播要定时播报社会主义主

流价值观题材的内容袁营造一种时时可见尧处处可感

的浓厚爱国主义教育氛围遥 另一方面袁要积极组织学

生会和学生社团开展爱国题材的学生活动袁诸如朗诵

比赛尧辩论赛尧微视频比赛等袁让青年学生在参与中受

到启发和感染袁在活动中加深对党和国家历史文化的

理解袁把爱国知识升华为爱国情感遥

要积极创设优良的网络环境遥 青年学生是伴随着

网络一起成长起来的袁网络是他们学习尧生活尧娱乐和

交往最重要的载体和平台袁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

值深受网络的影响袁能否创设良好的网络环境袁是爱

国主义教育成效好坏的关键所在遥

3.积极拓展社会实践领域袁让青年学生在实践中

增强爱国意识和情感

在青年学生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培育

他们深厚的爱国情感袁坚定的爱国意志袁并最终上升

为报国之行遥 融主观和客观于一体的社会实践在增进

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具有独特的功能遥

积极拓展课程学习中的社会实践袁引导青年学生

深入了解国史国情尧时事政治和各项方针政策袁掌握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袁 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袁处

理事情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课等

都涉及到社会实践袁要求青年学生自主去探索课程有

关内容袁通过亲自搜查资料尧开展调研尧进一步深化有

关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理解袁在爱国思想观念上做到

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遥

大力拓展校园活动实践袁引导青年学生参与各色

各样的主题教育尧社团比赛尧志愿者活动等袁在活动中

进一步升华爱国情感袁砥砺报国之志遥 学校要主动介

入袁组织开展以爱国为主题的实践活动遥 例如袁在 4月

15日组织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袁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上袁组织开展铭记历史袁报效中华主题活动等遥

结语院青年是民族的希望尧国家的未来遥 在青年学

生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袁引导他们把爱党尧爱国尧爱社

会主义统一起来袁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的迫切需要袁也是应对复杂国际环境尧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大决策遥 在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过程

中袁要精准把握新时代下青年的特点袁积极营造良好

的教育环境袁创新教育方式方法袁引导青年在实践中

升华爱国情感袁坚定报国之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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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党和国家为了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进思想引导农民

政治方向尧解决农民思想困惑尧提高农民道德素养袁促

进农民全面发展的一项教育实践活动遥党的十八大以

来袁我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获得了新发展袁取得了新

成就袁在此基础上袁从交往行为理论视角探讨当前我

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袁有利于

更好贯彻落实党在十九大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

实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遥

一尧交往行为理论基本内涵

交往行为理论是指双方良好的交往行为应是在

非异化的条件下形成尧发展袁平等的双方主体出于沟

通的需要袁选择有效的语言媒介袁使工具理性和交往

理性相互平衡协调袁达到主体间相互理解尧同意和认

可的和谐生态状态遥交往行为袁即野参与者在互动中达

成共识基础上袁 追求自身与他者行动计划的协调一

致冶[1] 遥因此袁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内涵包括四个方面院

交往主体尧交往意愿尧交往媒介尧交往环境遥

渊一冤交往主体

理想的交往主体之间应当是平等尧尊重和互动的

关系袁其中平等是双方继续互动行为的必要前提遥 哈

贝马斯强调在交往行为中袁 主体之间不是单一的个

体袁而是相互依赖尧密切联系的连同体关系袁主体以参

与者的身份进入主体间互动行为过程中袁双方之间并

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袁 而是有希望能实现某种心理

上尧行为上的和谐遥 当前我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

对同村或几个村的农民都用同一种话语尧同一种方式

宣传教育袁 是一主体对另一主体的上下级范式的交

流袁忽略农民自身的需求和对农民的人格尊重以及情

感关怀遥 如果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平等性尧单向性

得不到良好的改善而继续拉大袁会对我国农民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中交往主体间的互动性和教育实践的有

效性产生严重影响遥

渊二冤交往意愿

交往意愿是指交往主体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

础上袁为实现共同的利益袁相互理解尧赞同袁进而达成

新时代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要要要基于交往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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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认同的状态袁从而主体间不平衡不一致的心理或

行动得到控制乃至消失遥 个体的交往意愿是其对所在

群体的情感基础上产生的袁进一步说就是认同感或归

属感袁精神上尧心理上和情感上真实感受到自身归属

于一定的团体袁 才能增强双方在后续行为上的平衡遥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动者在相互之间建立人际关系

中切实地感觉到自身野归属于一定的团体袁从而增强

相互之间的团结与协作冶咱2暂遥我国基层党政干部和农民

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袁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矛

盾是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袁 是可以解决的袁

所以双方相互理解尧赞同袁最终彼此认同的交往意愿

是可以实现的遥

渊三冤交往媒介

交往主体间致力于取得意见协调一致的媒介关

键在于语言袁哈贝马斯认为袁野所谓交往行为袁是一些

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遥 冶[1]但是如果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中被以异化的语言所代替的话袁 会对农民个性尧

农村文化乃至农村社会产生消极影响袁农民个性上丧

失否定尧批判和超越的意识袁逐渐成为野单向度的人冶曰

文化上导致攀比主义和享受主义盛行袁社会层面上导

致金钱与权力支配下的社会整合模式遥 异化的语言会

降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思想的认同感袁进

而影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袁所以我们要坚持

用本真的语言文化充当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交往

媒介遥

渊四冤交往环境

交往环境指交往主体可以相互表达自己看法袁说

出自己的真实诉求袁并在交流互动过程中排除双方的

不协调袁最终达到和谐状态的地方遥 交往环境主要是

由文化尧社会和个性构成袁即文化是指交往主体间自

身拥有的和双方共享的文化知识库曰社会是指协调交

往主体的合理化尧合法化秩序曰个性指的是交往主体

在语言和行为方面具有的能力权限遥 农民生活的文

化尧环境尧语言媒介等本来是整合在农民思想政治教

育生活世界里的袁但随着农村个人主义尧功利主义的

蔓延袁其文化尧环境尧权力等系统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生活世界脱离并独立出来袁影响并破坏农民思想政治

教育的交往环境遥

二尧新时代我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

交往主体尧交往意愿尧交往媒介和交往环境在农

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被破坏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袁

例如人格的不平等导致交往主体的异化曰身份的不认

同导致交往意愿的淡化曰语言的缺失性导致交往媒介

的异化曰基层的野微腐败冶风气导致交往环境的异化遥

渊一冤人格的不平等导致交往主体的异化

人格平等是指人们之间尽管存在着性别尧 民族尧

职业尧经济情况等方面的差别袁但都具有相同的价值

和尊严袁处于相同的社会地位遥 人格平等是实现双方

交往行为的基础遥 交往主体的异化指的就是交往主体

之间身份的差异化和非平等化遥 当前我国农民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中某些地区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遥 一方

面袁农民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部分村干部的行为

不敢言尧不能言袁部分基层干部还靠传统的开大会命

令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袁灌输说教袁以干部管理者的

姿态进行袁农民群体的需要尧愿望尧态度不被给予重

视袁难以与基层干部进行平等的交流沟通遥 另一方面袁

部分党政干部思想上对农民存在一种刻板印象袁认为

他们社会地位低尧能力差尧没文化袁对他们各个方面总

是存在某种歧视袁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有着自我良

好的盲目优越感袁不屑于也不想跟农民打交道遥 基层

党政人员和农民处于人格平等的情况下袁双方才可以

进行有效的沟通遥 哈贝马斯指出野理想的沟通情景冶有

三个主要表现袁即野每一个说话者和行动主体均可参

加讨论曰个人均可质疑任何提议袁可在讨论中引入任

何提议袁并可表达其态度尧愿望和需要曰没有讲话者会

受到外来或内在的禁制而不能行使上述的权力冶[3]遥不

平等性影响着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中各主体间的良好

互动袁 难以做到主体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有效对视袁导

致交往主体异化遥

渊二冤身份的不认同导致交往意愿的淡化

身份认同是指主体对自身地位尧 价值的理解尧认

可与赞同一种心理体验袁并自觉自信地通过社会实践

外化为自身行动中的过程遥 交往意愿即与他人进行心

理接触或直接沟通交流的想法袁具有明显的个人主观

性思维遥 改革开放初期袁第一代农民进城从事工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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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袁在身份上却定义自己是农民袁对城市的情感是边

缘化的尧远离的袁对产业工人身份的自我认同感相对

比较低遥 但在新时代背景下袁农民的身份认同正悄悄

发生变化袁很多青壮年进城务工尧买房尧居住尧生活袁各

方面活动都趋向于城镇袁 认为自己是属于城市的袁想

去除身上农民的标签袁认为其是社会地位低尧文化素

质差等的缩影袁 城市文化和工业理性快速向农村扩

张袁农民在身份认同上出现焦虑尧危机袁执着于向城市

身份的转变遥 由于农村地区农民的身份认同逐渐削

弱袁其对农村的归属感也相应降低袁进而交往意愿也

在城镇化进程中也被逐渐淡化遥

渊三冤语言的缺失性导致交往媒介的异化

语言是人类意识的外在表现袁 是一种现实的意

识袁也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袁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媒介袁其影响主体间交往的程度遥 当前袁农民思想政治

教育存在的语言异化的主要表现在其缺失性上袁即话

语缺失尧承载缺失尧失效缺失方面遥 在话语缺失上袁部

分基层党政人员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与农民讲话

时官腔明显袁开会时套话较多袁处理问题时谎话较多袁

产生一种尴尬局面袁语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媒

介发生异化遥 在承载缺失上袁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承

载缺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语言中对蕴含思想政治教

育信息较少遥 主要表现为不附载任何思想政治教育相

关信息的废话比较普遍袁例如袁牵强附和的说明解释袁

多此一举的引申袁等等遥 在失效缺失上袁表现为不了解

农民思想状况和关键问题等背景下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袁语言失去针对性和实效性袁失去语言原有的本真

价值袁导致其异化的产生遥

渊四冤基层的野微腐败冶风气导致交往环境的异化

目前袁基层存在野微腐败冶问题袁所谓基层野微腐

败冶是指部分基层干部乱用公权的行为很小尧普遍袁基

层群众对其态度比较暧昧的一种行为遥 对于基层野微

腐败冶袁常常因为其太小尧常见尧易发生等特点而轻易

放过袁但其危害巨大袁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袁进而

影响农民和政府的关系遥 基层野微腐败冶主要表现在以

下方面院首先袁漠视农民群众遥 当前部分村书记和村

长袁在位不为农民干实事尧办事效率低尧遇事怕麻烦袁

状态散漫袁例如袁在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串门

闲谈尧提前溜岗袁公事与私事时间冲突袁优先办私事袁

遇到难题拖拉尧推诿遥其次袁谋取私利遥近年来袁党和国

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袁 基层项目资源相对比较多袁部

分基层干部谋取私利的机会也较多遥 例如袁个别地区

在贯彻野三农冶政策时进行缩水袁落实政策不及时尧不

到位袁使农民处于后知后觉的状态遥 例如袁通过对乡镇

虚报尧对农民隐瞒骗取各项农民补助资金遥 如果作为

全村领头羊的村书记和村长存在腐败问题袁将对整个

村和村民造成严重影响遥 哈贝马斯指出袁为追求效率

最大化袁人们的行为活动被工具理性所支配袁以一致

性尧规范性尧机械性为特点的野系统冶就会入侵农民的

野生活世界冶袁造成野生活世界殖民化冶袁进而导致交往

环境的异化遥

三尧新时代我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思考

要想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袁可以从大力发展农村经

济袁宣传平等理念袁进行语言的转化袁肃清基层野微腐

败冶风气等方面入手遥 理论联系我国农民思想政治教

育实际袁解决我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遥

渊一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袁增强农民身份认同感

农村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袁习近平说道院野随着我

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尧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开启袁乡村振兴的要素会更加活跃袁那里仍然是一

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尧希望的田野遥 冶[4]农村经济快速发

展袁 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农民对所在地的认同和归属

感袁最终增强自我身份认同感遥 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

进行院首先袁加大政策倾斜遥 国家的政策和法规是增强

农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制度保障袁制度和政策的认同与

肯定意味着党和国家对农民的认可袁只有国家在政策

和法规中真正保障农民的权益和建立健全保障机制袁

才能使得农民获得认可感袁感受到农民身份为其带来

的价值和意义遥其次袁创新农业发展思路遥农业经济的

发展直接影响农民的身份认同感袁也是农民获得身份

的最重要的来源遥 例如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尧旅游

业尧农家乐等曰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袁使人们真正感受到

农民的作用与价值遥 当农业发挥其生存功能的时候袁

人们对农民的认识就会逐渐得到改善袁在社会中也会

慢慢形成一种尊农重农的生态氛围遥 最后袁培育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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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内生力遥 基层党政干部要建立一支领导队伍袁

提升农民的专业农业技术和各方面素质袁农民只有明

确野我是谁冶野我应该具备哪方面能力冶袁才能对自身的

身份不再质疑遥因此袁内外结合袁最终增强农民的身份

认同感遥

渊二冤宣传平等理念袁推动主体平等互动

把野平等冶列入社会社会主义价值观袁作为社会建

设的价值目标袁既体现了对平等在价值观体系中核心

地位和主导作用的高度重视袁也体现了平等作为社会

主义的本质特征已经和正在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

值追求遥 [5]所以我们要通过宣传平等理念袁推动主体平

等互动遥 首先袁观念上袁在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下袁全社

会尤其基层党政干部人员要切实贯彻劳动光荣尧劳动

者光荣尧人人平等尧人无高低贵贱之分等思想观念的

长期教育遥 其次袁文化上袁国家尧社会尧学校尧家庭共同

努力重构一种平等地位的社会心理文化袁即人民大众

之间和谐友爱尧互帮互助袁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人格袁

使社会陋习或偏见造成的歧视现象得到控制乃至消

除袁创造一个人人享有平等尧尊严和人格的健康社会

文化环境遥 最后袁农民自身上袁农民群众要自立自强袁

不应当有自轻自贱的想法袁 遇到不平等问题不垂丧遥

与此同时袁对遇到人格侵犯问题时袁还应当有维护自

我权益的意识袁相关社会权益部门也应配合农民保障

好其利益袁使他们切实感受到国家尧社会对其相关问

题的重视遥

渊三冤进行语言的转化袁发挥媒介的有效性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转化可以降低野语言无

效性冶现象的进一步恶化袁有利于发挥语言媒介这种

工具力量在促进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双方连接和交流

的作用袁增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遥 习近平总

书记在语言上就做了很好的示范袁我们应该学习他说

真话尧说实话袁说老百姓爱听的真心话袁远离假话空话

和官话套话遥 [6]一方面袁生活情感关怀上袁思想政治教

育要常用体现情感关怀的生活语言袁多用人民群众的

语言遥 例如袁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为欢迎大家来看看强调中国市场规模大尧潜力

大袁前景光明袁引用人民群众的一句话野世界那么大袁

我想去看看冶来欢迎世界各国人民遥 用农民生活化的

语言袁有生活气息尧有人情味袁这样的语言才有生命

力遥 另一方面袁语言理性力量上袁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要

展现其独特的理性力量袁即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要

直击农民思想现实矛盾袁 现实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世

界袁每个人都会被矛盾所困扰袁回避或冷淡矛盾的思

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袁农民是疏远的尧远离的遥 而话之有

物尧说之有理尧引导人尧帮助人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

科学理论袁农民才是欢迎和喜欢的袁这就是语言具有

的理性力量所在遥

渊四冤肃清基层野微腐败冶风气袁建构交往生态环境

治理村级野微腐败冶风气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袁需要

联合多个主体袁共同合作遥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袁向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袁维护群众切身利

益遥 [7]首先袁从重视思想着手遥行为是思想的外在表现袁

出现野微腐败冶问题要野小题大做冶袁出现使用公权谋私

利袁即使再小尧再常见袁也要追究到底袁绝对不能草草

了事袁另外用身边野微腐败冶事件让基层干部受到直

观尧震撼的体验感受教育袁用惩治强化警戒袁筑牢基层

干部人员思想防线遥 其次袁规范基层权力运行遥 一方

面袁在基层权力运行流程上进行科学有效设置袁在农

村权力清单上进行全面梳理公示袁并派有关人员对农

民群众进行说明尧讲解尧解释遥 另一方面袁在现有制度

规章上认真梳理袁根据实际做好废改立工作袁精简尧明

确分工村级野小微权力冶袁做好制度笼子遥 最后袁在监督

管理上袁野微腐败冶是一个长期工作袁保持对惩治微腐

败的不放松袁加强监督执纪问责袁并通过建立基层纪

委和村委会机制袁完善信尧访尧网尧电等农民群众举报

渠道袁融合多方力量对基层野微腐败冶风气做到全面打

击尧无一例外遥 与此同时袁农民群众要培养主体意识袁

自身要遵守法律法规袁对自己的选举权尧被选举权尧监

督权等权利要重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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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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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farmers is key to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armers爷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gained new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On this basis, we have discussed some of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that have occurred in the current pro鄄

cess of farmers爷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inequality of personality leads to the main body of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of identity; disapproval of identity leads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grassroots "micro-corruption" at鄄

mosphere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the communicative environment; the lack of language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the communicative

medium; reflections on related issues: developing the rural economy and enhancing the identity of farmers爷 sense of identity; propagating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and promoting equal interaction between subjects; carrying out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dia; eliminating the grassroots "micro-corruption" atmosphere and building a communicative ecological environ鄄

ment.

Key words: new era; farm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municative behavio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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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 4日袁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

上提出袁青年应野担负起历史重任袁让野五四冶精神放射

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冶[1]遥百年前一场爱国救亡运动

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袁将民主科学思

想传入中国袁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新征

程遥经过百年时间洗礼袁野五四冶精神不但未曾褪色袁反

而愈加耀眼袁并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内涵袁让我们再

次回顾野五四冶精神袁用野五四冶精神武装头脑袁感受野五

四冶精神振奋人心的力量遥

一尧回顾野五四冶精神以汲取精神养分

在新时代深入了解野五四冶运动的精神实质袁重温

野五四冶精神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袁

也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精神动力的重要来源遥 野五

四冶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院

渊一冤爱国主义精神是野五四冶运动的精神源泉

爱国主义精神是野五四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也

是野五四冶运动的精神源泉遥 1919年野巴黎和会冶上袁以

陆征祥外交总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提出取消野二十一

条冶的正义要求袁却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无视遥 帝国主

义列强甚至制定下种种不平等条约袁严重损害了中国

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遥 野巴黎和会冶外交的失败最终

点燃了野五四冶爱国运动的导火索袁以青年学生为首的

爱国人士队伍首先奋起抗议袁通过示威游行运动对政

府施压袁 要求中国代表团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遥

后工人尧农民及各界知识分子等加入学生队伍袁不断

壮大示威游行运动的人员队伍袁持续扩大野五四冶运动

的影响力遥 在示威游行规模不断扩大尧影响力不断攀

升的情况下袁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叶凡尔赛合约曳签

约仪式袁用无声但有力的方式袁捍卫了中国的权利和

利益袁保卫了国家尊严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在国内轰轰烈

烈的野五四冶运动浪潮中袁涌现出罗家伦尧谢绍敏尧匡互

生等饱含爱国主义精神和国家荣辱感的有志青年袁他

们的爱国之声振聋发聩袁 他们的爱国之心深切可表袁

他们切实地参与到爱国救亡的实践活动中去袁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赤诚之心遥 可以

说袁是骨子里的爱国主义精神促使爱国志士们在严峻

的国内外形势下发起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救亡运

动袁也正是这股爱国主义精神袁推动野五四冶运动不断

发酵酝酿袁推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发展遥 直到

从野五四冶精神的弘扬谈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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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袁爱国主义精神仍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道德品质

之一袁是对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要求袁是民族精神的

核心要义袁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范畴遥 同

时袁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国家凝聚力的重要体现和民族

自豪感的重要依托遥

渊二冤民主科学精神是野五四冶运动的核心要义

野五四冶运动时期袁野德先生冶和野赛先生冶深受我国

青年群体的欢迎袁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无前的思

想解放运动浪潮袁解开了禁锢在中国人思想上的沉重

锁链遥 这股融合了西方先进思想的科学进步思潮,为

野五四冶运动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遥

在野五四冶运动前袁虽然辛亥革命已经推翻封建落后的

清王朝袁建立中华民国袁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民主共

和思想袁但人民群众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转变仍然非常

有限袁大部分人的思想仍然落后愚昧袁固守愚昧古早

的文化袁对传入的西方文化仍然持排斥态度袁封建主

义思想依旧根深蒂固遥 而野五四冶运动时期袁西方传入

的民主科学思想深刻冲击了代表封建主义的中国传

统儒家思想袁强有力地打破了底层人民思想封建保守

的格局遥 相对于儒家思想体系中僵化腐朽的部分袁民

主科学思想彰显出进步思想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袁更加

符合时代需要袁更加贴近民众的呼声袁也更为普通民

众所接受袁极大程度上动摇了封建思想的地位袁也为

民主和科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拓宽了生存空间遥 在这

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救亡运动中袁 陈独秀首先吹响

野民主冶和野科学冶的号角遥 在叶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曳中袁

陈独秀明确阐述了他对民主和科学的看法院野我们现

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袁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尧道德

上尧学术上尧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遥 冶以陈独秀为首的青

年知识分子对封建专制思想进行强烈抨击袁呼吁抵制

封建专制思想和体制袁倡导追求真理和科学袁摆脱落

后愚昧的封建思想对国人身心的深刻荼毒袁为封建专

制主义压制下的人民群众指明通向解放的民主之路尧

科学之路遥

渊三冤进步创新精神是野五四冶运动的重要动力

随着民主科学思想深入人心袁德赛两位野先生冶逐

步打开了禁锢国人思想的牢笼袁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

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袁走在时代前列的有志爱国青

年开始思考国家发展应该何去何从袁开始寻找解放中

国的正确道路遥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前有洋务运动学习

西方先进器物技术袁后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学习西

方政治制度袁 但都不能改变中国国弱受欺的局面袁谁

曾想袁泱泱大国竟持续处在野落后挨打冶尧积贫积弱的

悲惨境地遥 介于此袁解放思想以摆脱封建专制思想的

控制就变得迫在眉睫遥 实践证明袁思想上的解放才是

救亡中国的唯一正确道路遥 野巴黎和会冶之前袁中国对

西方的资本主义还抱有一丝美好的幻想袁而这仅存的

美好幻想也很快烟消云散遥 野巴黎和会冶上帝国主义列

强野分赃冶的可憎面目让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列强彻

底失望袁 而同时期俄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袁暴

力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袁 成功建立苏维埃政权袁为

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欺压下的中国劳苦民众

指引了一条光明之路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以李大钊为

首的中国青年们率先把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插上中国

的领土袁从此袁马克思主义犹如春风一般吹拂过中国

大地袁不仅吹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袁还吹开了中国思

想解放的门扉遥 这场轰轰烈烈的思想的解放不仅为推

翻北洋政府的封建专制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袁也为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新中国的成立创造了思想条件遥

二尧让野五四冶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光辉

渊一冤涵养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

习近平同志指出院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核心袁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心中袁是中

华民族的精神基因遥 冶[2]爱国主义精神是野五四冶运动精

神的重要内容之一袁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遥 纵使

历史的车轮前行百年袁 爱国主义精神仍然闪耀着光

辉袁并被镀上了时代的色彩遥 当前袁中国昂首阔步向前

迈进新时代袁步入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袁爱国主义

也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遥 首先袁爱国主义表现为坚持

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袁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冶[1]袁只有将热爱国家和

热爱中国共产党结合起来袁 才能将爱国主义落到实

处袁才能使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有的放矢遥 其

次袁爱国主义又表现为热爱社会主义袁坚定站位社会

主义阵营遥 将热爱祖国同热爱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袁坚

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尧助力社会主义发展袁不断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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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理想袁不被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想侵蚀头

脑遥 最后袁新时代爱国主义还表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袁展现大国担当遥 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且发展

态势不可逆的情况下袁当前各国的命运以前所未有的

姿态紧密联系在一起袁习近平同志指出院野我们要继承

和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遥 冶[3]中国呼

吁世界各国共谋共利尧合作共赢袁积极探索和平发展尧

合作共赢的新局面袁 积极联合打造 野人类命运共同

体冶遥 中国用自己的声音粉碎偏激的反华主义者野强国

必霸冶的无稽之谈袁以中国文化为起点提出共同体理

念袁彰显大国风范和大国气度袁将爱国主义发展到了

新的高度遥

渊二冤铸就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在野五四冶运动后袁民主科学思想深入人心袁并有

不断扩大影响之势遥 但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却出现

全盘西化的野民族虚无主义冶和野历史虚无主义冶倾向袁

他们全面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袁将其奉为圭臬袁却对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嗤之以鼻袁彻底抹杀遥 这种

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思维方式和做法严重打压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袁而抛弃传统文化带

来的国家内耗也严重延缓了社会发展进程遥 古人云院

野以铜为镜袁可以正衣冠遥 冶野五四冶运动便是新时代文

化自信的野铜镜冶袁有了野五四冶运动时期的全盘西化倾

向做警戒袁 我国在新时代很好地端正了文化的 野衣

冠冶遥 当前袁文化软实力被看做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

重要指标袁以习近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以野五

四冶新文化运动为戒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引袁以

中国当前实际情况为主袁提出野文化自信冶的时代课

题袁 并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摆到重要的战略位置上

来遥 作为更基础尧更广泛尧更深厚的自信袁野文化自信冶

赫然在野四个自信冶之列袁并占据了重要地位袁表明了

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坚定决心袁表明党中央带头继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强大信念遥 为了响应习总书记发出的野文化

自信冶的号召袁青年更应坚决抵制野民族虚无主义冶和

野历史虚无主义冶的倾向袁把对传统文化的责任和热爱

结合起来袁 把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结合起来袁自

发自主地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感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

信遥 总的说来袁野五四冶运动为新时代野文化自信冶的提

出奠定了革命基础袁新时代野文化自信冶的提出也是对

野五四冶运动的继承和发展袁二者紧密相连袁都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两个重要的阶段遥

渊三冤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暴露出帝国主义的专制和强

权袁彻底毁灭国人对西方帝国主义残存的幻想袁同年 7

月袁苏俄通过发布第一次对华宣言袁表示放弃在华的

一切特权遥 二者间强烈的对比促使中国人民对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好感倍增袁 先进国人渐渐意识

到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才是救国和治国的良

方遥 野五四冶运动后袁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袁马克思

主义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遥 马克思主义犹如一股清

流袁慢慢浸润在帝国主义尧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

下民不聊生的中国大地袁中国人民追求马克思主义的

基调也就此定了下来遥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

会上袁习近平提出院野前进道路上袁我们要继续高扬马

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袁让马克思尧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

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浴 冶[4]在新

时代袁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袁仍然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起着关键指导作用袁中国

共产党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袁创

造性地打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袁实现马克思主义

的创新性发展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袁并以此

进行伟大斗争袁推进伟大事业袁建设伟大工程袁以此作

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的重要支撑点袁使中

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尧 强起来的巨大飞跃袁

逐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遥

三尧发扬野五四冶精神以引领新时代青年发

展方向

渊一冤厚植强国意识以担负伟大复兴历史使命

具备强国意识是爱国主义的应有之意袁野五四冶运

动时期发出的种种强国御辱的口号袁在新时代仍然具

有重要的意义遥 经过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袁中华民族终

于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袁

踉踉跄跄站了起来曰经过曲折探索和改革开放袁中华

苏乘乘袁等院从野五四冶精神的弘扬谈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发展方向 95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年第 2期

民族艰难探索发展之道袁人民渐渐富了起来曰改革开

放 40年后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袁中华民族进入了历史

发展的新方位袁野强起来冶的强国口号掷地有声遥 在新

时代袁我们国家虽然在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科技方面都

在世界占据一席之地袁但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仍然存在

很大的发展空间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篇章仍然没

有完结袁树立强国意识袁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袁我们一直在路上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院野青年兴则国家兴袁青年强则国家强遥 冶[5]青年

是国家的未来袁青年一代的思想行为深刻影响着国家

的发展前景遥 青年树立强国意识袁将中国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深深根植心中袁 担起伟大复兴历史使命袁才

能够逐步成长为强国栋梁之才袁实现中华民族强国复

兴之梦遥 树立强国意识袁首先要树立起责任感和使命

感遥 青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袁更是实现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生力军袁应自发自觉地将国家和人民的利

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袁 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袁投

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去袁时刻牢记伟大

复兴中国梦袁将中国梦的实现视为己任遥 其次袁青年应

该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个体遥 在新时代袁国家和社会的

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态势袁对于人才的要求

越来越高尧越来越多样化袁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能满

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袁来解决国家和社会在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遥 因此袁青年应注重自

身能力的提升袁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袁提升知识素

养袁不断加强专业技能的训练袁增强专业能力袁锻造为

人民服务和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过硬素质袁为

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奉献自己的力量遥

渊二冤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树立社会主义文

化自信

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袁人们不再被

电报尧广播尧报纸等传统媒体束缚袁互联网已然成为人

们接受各路信息的重要来源遥 由于自身具备交互性尧

时效性尧传播性强等特点袁互联网也成为了各国信息

交流的重要渠道遥 因此袁西方思想文化也以更加迅猛

的势头在国内传播开来遥 由于青少年的生理心理条件

特点袁其人生观尧世界观和价值观尚处于形成阶段袁很

容易受到良莠不齐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袁 因此袁增

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袁正确弘扬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对于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就显得尤

为必要了遥

一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袁致力于弘扬和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遥 习近平指出院野文化自信袁是更基

础尧更广泛尧更深厚的自信遥 冶[6]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

化精髓袁变革和剔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是对中华文

化的正确态度袁也是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袁更是

助力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推手遥 因此袁

树立文化自信应当先引导青年端正对传统文化的态

度袁 引导青年努力学习并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袁以此作为树立青年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遥

二是坚守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遥 野五四冶精

神是中国近代以来重要的价值观引领袁其中包含的爱

国尧民主尧科学尧进步等价值观引导了无数中国青年的

思想启蒙和思维进步袁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思

想启蒙浪潮不断向前推进遥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

谈会上说到院野对一个民族尧一个国家来说袁最持久尧最

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遥 冶[1]整个

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野最大公约数冶袁是整个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石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的

方向和进程袁而青年的价值观念的发展方向又决定了

未来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发展形态袁 习近平同志提出院

野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遥 冶[1]青年阶段正是价

值观念成型的关键时期袁因此袁为了扣好这颗野扣子冶袁

应在青年阶段牢固树立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袁形成和培育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价

值观念遥

首先袁应不断提升科学文化水平遥 青年应专注于

学习袁肯下苦功尧勤于学习尧深入钻研袁不满足于现状袁

不止步于前袁 用知识支撑自身价值观念成长和发展遥

唯有如此袁才能日渐长进袁丰盈思想袁提升知识储备袁

支撑青年不断形成思想价值观念袁 扣好人生的 野扣

子冶遥

其次袁应提升道德修养袁加强道德实践遥 我国古有

传统美德袁今有社会公德袁古有贤君以德治国名流青

史袁今有全国道德模范为人民做榜样噎噎可见从古至

今袁道德一直是我们国家强调和重视的重要人格修养

内容遥 在新时代袁青年更应砥砺前行袁不断提升自身的

道德修养袁将提升道德修养当作人生的必修课遥 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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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书记说院野道不可坐论袁德不能空谈遥 冶[1]除了切实

提升道德修养以外袁 还应不断注重和加强道德实践袁

将道德修养渗透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袁将道德修养

的提升落到实处遥

渊三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

在野五四冶运动的进程中袁以李大钊为首的进步青

年率先在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袁马克思主义第一

次走进中国人民的视野遥 自此袁马克思主义的根扎进

了中国的土壤袁伴随中国共产党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

命尧成立新中国尧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尧实施改革开放政

策袁再到经济总量提升袁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袁国家

步入新时代门槛噎噎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

指导思想袁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袁取得了瞩目的成效遥同时袁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身

上吸取新的养分袁长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野大树冶袁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袁大大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袁 充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

库遥 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袁被中国共产党定位为指

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征程上发挥了重要指引作用袁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指明

了发展方向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方法

论指引遥 在纪念野五四冶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袁习近平

指出院野历史深刻表明袁有了马克思主义袁有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袁 有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袁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真理尧追求进步的潮流从此就

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浴 冶[7]因此袁青年一代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袁更应以身作则袁坚定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尧观点和方法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

装头脑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袁为生长在

中国大地上的马克思主义野大树冶浇水施肥袁不断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袁参与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尧大众化的进程中去遥

首先袁青年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遥 当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袁具有光明的发展

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袁也激发了中国青年对于对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坚定信念以及用马克思主

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实践的十足信心遥值得注

意的是袁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袁马克思主义不

断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铸就了瞩目的成就袁但是

社会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成熟袁共产主义何时的到

来仍未可期袁相反袁在资本主义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的

国际社会大环境下袁 西方资本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袁马

克思主义的发展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遥 因此袁青年更应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袁自发自主地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袁将马克

思主义理论内化为内在的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袁有力

抵御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遥

其次袁青年应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的

进程袁以弘扬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己任遥 马克思主义

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仅仅靠党中央的号召是远

远不够的袁青年更应积极响应中央关于继续推进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的号召袁争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者尧弘扬者和发展者遥 为达到这一目标袁一是应不断加

强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储备袁刻苦学习和深刻

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袁

只有具备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素养袁才能不断加强

自身的思想建设尧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袁更有利于准

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传播开来遥 二是在传播

马克思主义时袁 还应注重与时代发展的特点相结合袁

注重利用好新媒体传播技术遥 利用好新媒体在数字

化尧交互性和时效性方面的重要特点袁将新媒体的特

点创造性转化为传播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有力优势袁

是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重要途径遥

百年来袁野五四冶 运动一直是中国青年的符号之

一袁野五四冶精神也是引领中国青年的发展方向的重要

标杆遥 野国家的希望在青年袁民族的未来在青年遥 冶[7]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袁面对变化了的社会局

势和社会情况袁中国青年更应将野五四冶精神铭记于

心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袁

树立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十足信心袁致力于

描绘一幅国家富强尧人民幸福的美好画卷袁不断成长

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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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ese Youth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romotion of May 4th Spirit

SU Chengcheng 1, CHEN Jie 2

(1. School of Marxism,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2. Student Office of Overseas Chinese,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young people should review the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draw spiritual nutrients from it,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pirit,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patriotism, build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and con鄄

stantly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o as to make the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shine in the new era.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take on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great rejuvenation, inheri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uild up the confidence of so鄄

cialist culture, adhere to the armed mind of Marxism, and constantly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ay 4th movement; May 4th spirit; new era; Chinese youth; development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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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教师袁顾名思义是野师德高尚尧专业基础扎

实尧教育教学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突出的高素质专业

化中小学教师冶[1]遥 为了培养高素质的教师人才袁自

2010年教育部启动高校野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冶改革试

点工程后袁相继出台叶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的意见曳[2]叶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曳

叶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曳[3]叶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渊2010-2020年冤曳[4]

和叶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渊2018-2022 年冤曳[5]等文

件袁对新时期卓越教师人才队伍的培养做出一系列安

排遥可见袁教育部对新时代卓越教师人才培养的重视遥

但是袁我们发现野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冶改革试点工程都

集中在老牌本科师范院校遥

2018年 5月 11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

旭东在野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论坛冶上也指出袁我

国一流大学参与中国的教师教育度非常低袁如北京大

学尧清华大学尧中国人民大学尧复旦大学尧南京大学等

均未参与袁这在国际上是很少见的遥 [6]他还指出中国底

端教师教育体系处在一种不健全尧不完善的状态遥 我

国有 187所师范院校袁其中 46所师范大学尧73所本科

师范学院尧68所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袁 但在卓越中学教

师培养改革项目中袁25 所高校均是部属老牌师范大

学袁如华东师范大学尧北京师范大学尧东北师范大学尧

华中师范大学尧福建师范大学等遥 如果仅靠老本科师

范院校培育的师范生是远远不够的袁我国还有 383所

举办师范专业的非师范院校袁虽然他们没有被遴选为

改革项目培育点袁但是我们仍有必要把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置于时代大背景下袁努力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

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人才遥 因此袁本文拟以地方

本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探讨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遥

一尧课程体系改革

对于地方本科院校而言袁教学和人才的培养是其

野卓越教师冶视域下汉语言文学师范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要要要以地方本科院校为例

郑顺婷

渊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袁 福建 三明 365004冤

摘 要院地方本科院校虽然没有被遴选为教育部改革项目培育点袁但仍有必要在野卓越教师冶视域下进行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遥 以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为例袁通过调整培养方案和教学内容袁以模块教学为核心袁进行课程体系改革曰改变传

统课堂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拓宽合作方式袁开设网络课程袁大力建设教学资源曰积极推动地方本科院校与地方政府尧中小

学建立长效的多方合作机制曰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学科带头人袁选派教师国内访学和出国进修袁提高地方本科院校师

资水平等措施袁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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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任务遥 但因办学时间短尧起点低尧办学经验不足袁

再加上受传统办学理念的影响袁大多地方本科院校的

培养方案已过时袁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袁培育出来的

师范生普遍存在学科基础不扎实尧综合素质不高的现

象遥因此袁我们要紧跟时代潮流袁调整培养方案和教学

内容袁以模块教学为核心袁进行课程体系改革袁提高师

范生培养质量遥

长期以来袁师范专业对教师技能训练的课程体系

和课程设置不合理袁往往只局限于心理学尧教育学尧教

学教材法三门教育理论课程袁 辅之以 6周的教育实

习遥 [7]实践证明袁这种课程体系的设置往往使学生的教

师技能训练流于形式袁收效甚微遥 教师教学是一门综

合艺术袁只具备文化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袁还需要具备

一定的教学技能遥 以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为例袁课程

体系设置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

知识和比较熟练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技能袁能够胜任中

小学及中等职业学校的语文教育教学以及相应教育

管理工作的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遥根据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和学校核心能力及指标袁结合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曳袁 我们制定汉语言文

学师范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中国古代文学尧中国现当代

文学尧外国文学尧基础写作尧语文教学论尧文学概论尧语

言学概论尧古代汉语尧现代汉语曰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是专业见习尧毕业实习尧第二课堂尧学年论文尧毕业论

文遥 其中袁要加大力度进行专业见习和毕业实习等集

中实践课程体系建设袁 夯实学生教师技能的基础袁提

高学生教学技能水平遥专业见习分布在大学的每个学

期袁至少保证一个学期一周时间遥 汉语言文学专业师

范生的专业见习一般是到当地中小学袁 观摩听课袁学

习一线老师的课堂设计尧 课堂管理以及班主任工作袁

让学生了解熟悉自己未来的工作岗位遥毕业实习安排

在第 7学期袁 是学生专业文化知识与教学实践的结

合袁也是学生教学技能提高的重要阶段袁因此时间不

可少于 1个学期遥

课程体系改革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才培养袁只有坚

持打牢专业基础尧纵向延伸专业素质尧多向拓展综合

素养尧面向一线教学实际袁培养出的人才更能适应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袁更加符合当今中小学校的需求遥

二尧教学资源建设

目前袁我国高等教育已由精英化教育步入大众化

教育袁相较过去的教育阶段袁存在着教育理念的改变尧

教育功能的扩大尧 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尧课

程设置尧教学方式与方法尧入学条件尧管理方式以及高

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变化遥 [8]高等教育应聚

焦于培养创新型人才袁这在国内教育界已达成广泛共

识遥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已成为新一轮高等教

育改革的难点和重点遥 [9]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袁课堂教学

是主要方式之一袁传统的野满堂灌冶野填鸭式冶教学模式

已经严重束缚了当今大学生的创新思维遥 这就需要我

们改变传统课堂袁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拓宽合作方式袁

开设网络课程袁大力建设教学资源遥 叶教育部关于实施

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曳提出要野推动人工智

能尧智慧学习环境等新技术与教师教育课程全方位融

合袁充分利用虚拟现实尧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袁建设

开发一批交互性尧情境化的教师教育课程资源遥 冶作为

地方本科院校袁就必须对传统的本科教学模式进行改

革袁加大教学资源建设的力度袁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与创新能力袁以实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遥

渊一冤线上与线下混合课堂教学课程资源

以汉语言文学的主干课程为例袁叶语文课程与教

学论曳无疑是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的基础学科遥 这门

课程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科特点袁它根据当前中

小学教师的现状和需要袁对语文教学的五个领域进行

理论阐释和案例分析袁包括识字与写字教学尧阅读教

学尧写作教学尧口语交际教学尧综合学习五个领域遥 按

照传统教学论的教学方式袁语文教学论的发展尧性质尧

目标等知识点理论性强袁学生学起来比较困难遥 如果

我们建设混合教学课程资源袁 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袁

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遥 首先袁我们应保证线上的

资源建设袁学校要投入一定的资金对该课程进行微课

的录制和编辑袁实现对课程重要知识点的讲解遥 线上

的资源建设是开展混合式教学的前提遥 然后要求学生

课后在任意时间地点观看网络视频课程袁提前学习相

应的基础知识点袁这就是所谓的线上学习遥 线下课堂

则不同于传统的教师主讲知识点袁而是解决学生线上

和线下所遇到的困难袁通过老师精心设计课堂教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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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互动袁让学生对在线所学到的基础知识进行巩固

与应用遥这就是所谓的线下翻转遥根据叶语文课程与教

学论曳实践性强的特点袁最后通过学生在线教学片断

试讲的形式袁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掌握情况遥

渊二冤录制慕课尧微课袁建设网络精品课程

步入网络时代袁网络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日益

明显袁比如时下流行的慕课尧微课遥 慕课袁英文简称

MOOC袁是大规模的网络开放性课程袁是由愿意分享强

调协作精神的个人组织或公益性团体发布的尧分散于

局域网或 Internet上的开放性课程袁 目的是为了加快

知识传播袁提高学习者的效率遥[10]慕课课程资源分布于

互联网上袁打破时空的限制袁学习者的上课地点不受

地域的限制遥 因此袁地方本科院校可以投入一定资金

购买一流大学的优质慕课课程资源袁比如汉语言文学

的主干课程等袁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接受一流大学的

一流教育遥 这就克服了地方本科院校师资薄弱的缺

点遥 微课是一种新型的教学资源袁核心组成部分是课

堂教学小视频渊课例片段冤袁与传统课堂相比袁具有主

题突出尧问题集中尧内容详实的优点袁更符合教师的讲

解逻辑袁而且以一个仿真的野微教学资源冶模拟环境呈

现在学生面前袁更有助于学生进入教学情境袁使微课

资源符合视频案例的特征遥同以叶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曳

为例袁该课程的教学课例很适合录制微课袁我们完全

可以把微课作为教学资源来广泛使用遥

另外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袁越来越多的高校都

在建设网络精品课程遥 作为地方本科院校袁我们也要

紧跟时代的脚步袁大力建设网络精品课程袁引导学生

参与到网络精品课程的学习中遥以汉语言文学的基础

课程叶中国古代文学史曳为例袁该课程的网上精品课程

有几十个袁其中不乏北京大学尧北京师范大学尧复旦大

学等名校发布的国家级精品课程袁这些名校把教学录

像尧教学课件尧教案尧参考文献等全部发布在网络上袁

还设立了辅导答疑网站遥我们应积极向学生介绍此类

可高效获取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优质网络教育资源袁

以提高学生获取知识渊信息冤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素质

的能力遥 作为地方本科院校的老师袁也要积极参与到

网络精品课程的制作中袁利用网络资源建设逐步提高

自身的教学水平遥当然袁我们在教学资源建设中袁也要

着重开发提供学生自我学习资源的在线教学平台袁逐

步推进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变革遥

三尧加强多方合作机制

国内的地方本科院校大多建于 20世纪末袁 经过

十几年来 野共建尧调整尧合作尧共存冶进行了资源的有

效整合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本科院校的整体实

力遥 但是袁同部属老本科高校相比袁地方本科院校办学

时间短尧办学理念等相对滞后袁所能获得的各级各类

政策资源和扶持有限遥 同时地方本科院校的经费主要

来自于地方财政袁人财物各类资源本就相对匮乏遥 叶教

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曳 也指

出院要以地方政府尧教育企业尧高等师范院校尧科研机

构和中小学校五个方面协同培养的思路开展相关改

革袁力图构建野五位一体冶协同培养卓越教师的新体

系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我们应进一步推动地方本科院

校与地方政府尧中小学校建立长效的多方合作机制遥

渊一冤地方本科院校要加强与政府的合作

地方本科院校应当主动与地方政府建立更加紧

密的合作关系袁为地方培养适合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

应用型人才遥 地方政府可以定期发布人才需求信息袁

制定人才评价标准袁开展教育质量评价等袁为地方本

科院校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遥 又如袁地方本科院校

培养的师范生主要面向地方的中小学校遥 而当前很多

地方的乡镇非常缺乏教师袁但是很多老牌师范本科院

校的学生毕业后并不愿意去遥 针对这种现象袁地方本

科院校可以与政府联合培养定向就业的公费师范生袁

既可以让他们毕业后免去四处求职的压力袁又可以将

教师资源分配到需要的地方遥

渊二冤地方本科院校要加强与中小学校的合作袁建

设教育实践基地

地方本科院校要每个学期定期组织学生到实践

基地开展教育见习和实习袁到一线教师的教学现场进

行实地观摩遥 同时袁应增加学生的实践课程周数尧强化

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尧加长学生的实习期遥 国外许多

国家的师范生实习期为 1~3年不等袁部分国家的实习

期更长遥 例如袁美国高等师范院校的野课堂组织尧行为

管理尧个别化教学尧教学模式冶等课题袁都是利用假期

到当地中小学去学习如何进行上好一堂课以确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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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实习时间遥 我们地方本科院校还应实行导师制袁开

设一课双师教学模式袁 聘请中小学一线教师作为导

师袁走进大学课堂袁分享教学经验遥以在师范课程模块

中占 3学分 51学时的叶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曳为例袁我

们可以安排高校教师上 11周 33学时袁侧重于理论的

讲授曰 安排一线导师上 6周 18学时袁 侧重于实践教

学遥 理论联系实际后袁学生的收获更大袁毕业后能够更

快地适应教学工作遥

此外袁 地方本科院校还应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

作遥 如地方教科所或者教育学院袁利用汉语言文学传

统学科的优势袁 探索地方本科院校培育硕士点的路

径袁以进一步提升学校培养野卓越教师冶的能力遥

四尧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是一个学校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袁 是学校进行

教学和科研袁实现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尧社会服务尧文化

传承的基础和核心遥 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都是通过专

升本尧合并等途径建立起来的新建院校袁或因办学时间

短尧起点低尧办学经验不足袁或受传统办学理念影响袁普

遍存在专业师资队伍数量不足尧质量不高尧学历层次偏

低尧职称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遥 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袁

语文教学论的师资力量十分欠缺遥因此袁我们要大力引

进高层次人才和学科带头人袁 优化地方本科院校的师

资队伍结构袁 通过新鲜血液的补充来提升传统学科的

优势尧促进新兴学科的生长袁进而实现教师教学和科研

水平的提高袁最终培养出优秀而卓越的师范生遥

当然袁 地方本科院校还应积极选派语文学科教学

论教师到中小学进行挂职锻炼袁 让高校教师切实了解

中小学的教育教学改革情况袁 准确把握当今教育实践

对师范生的实际需求遥 当前地方本科院校的语文传统

学科教学论课程普遍存在着与社会脱钩的现象袁 对学

生的培养往往还是停留在理论上袁 实践教学能力有待

进一步提高遥 选派语文学科教学论教师到中小学进行

挂职实践袁可以让师范生的培养更接地气袁更符合新时

代的需要遥除此之外袁我们还要遴选优秀教师教育师资

开展国内访学和出国进修袁 了解国内外高校及专门机

构的培养方案袁借鉴先进国家卓越教师培养经验遥

综上所述袁卓越教师培养的是全方位尧多元化的

教学人才袁因此学科培养的课程设计应该适时调整培

养方案和教学内容袁以模块教学为核心袁建立多元化

的课程体系和建设丰富的教学资源遥 培养卓越教师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袁并不能仅凭高校一力承担袁高校还

应该与地方政府和相关基础教育学校紧密联系合作袁

让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无缝接轨袁建立完善的一体化教

师教育体系遥[11]另外袁还需要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学

科带头人袁选派教师国内访学和出国进修袁提高地方

本科院校师资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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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Training Mod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cellent Teachers"

要要要Taking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for Example

ZHENG Shunting

渊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袁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冤

Abstract院Although the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have not been selected as the training point of the reform projec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cellent teachers". Taking the normal maj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the course system reform is carried out by adjusting the training program and teaching

content and taking module teaching as the core,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making full use of the network platform to expand the

way of cooperation, opening online courses, vigorously building teaching resource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ocal government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ulti-party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order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and innovative teachers in line with social needs, we should introduce high-level talents and aca鄄

demic leaders, send teachers to study at home or abroad for further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local undergraduate col鄄

leges.

Key words院excellent teachers曰curriculum system曰teaching resources曰multi-party cooperation曰teaching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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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国务院发布的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

案渊2019要2021 年冤曳指出袁要面向职工尧就业重点群

体尧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大力推行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遥 [1]叶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

义曳中也指出野教育应以学习者为中心袁注重能力培

养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冶袁野要畅通继续教育尧终身学习

通道袁构建网络化尧数字化尧个性化尧终身化的教育体

系冶遥 [2]慕课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化教学方式袁具备突

破时空限制尧传播快速尧呈现手段丰富的优点袁是提高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质量的有效手段遥

慕课渊MOOC冤袁英文名称 Massively Open Online

Course袁 是一种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教育平台袁 始于

2001年袁兴于 2012年遥 与公开课不同的是袁慕课将完

整系统的教育过程搬到了网络上袁包括了招生尧备课尧

授课尧作业讨论尧考试尧发证等环节袁并形成了野输入要

输出要反馈冶的学习闭环渊如图 1冤袁而公开课只有单纯

的视频授课过程遥慕课是互联网思维和教育教学有机

融合的产物袁采用野短视频学习+交互式练习+学习大

数据个性化服务+社群互动交流冶的教学方式袁实现了

线上有组织尧有纪律的野教与学冶的新型教学模式遥

图 1 慕课的学习闭环

Fig.1 Closed learning loop of MOOC

一尧 慕课的研究概述

美国是全球最早开始运用慕课的国家遥 受美国影

响袁2012年末袁慕课建设之风开始席卷全球袁推动了以

英尧德尧法为代表的欧洲尧以日本尧中国尧印度为代表的

亚洲尧以巴西为代表的拉丁美洲以及澳洲的慕课平台

的建设袁各国逐步推出具备自己国家和高校特色的慕

课和平台遥

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查阅袁发现国外学者对慕

课的研究逐步向研究学习者学习的目的尧行为以及相

关影响因素方向转变袁 并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的方

法袁旨在通过这些研究提出建议以提高慕课学习者的

收稿日期院2020-09-06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终身教育课题研究项目渊JZ190048冤遥

作者简介院林桂珠渊1982-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物流

管理尧供应链管理尧混合式教学研究遥

基于慕课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实践和探索

林桂珠

渊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7冤

摘 要院为了推进慕课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应用袁在总结和回顾慕课国内外研究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研究概述

的基础上袁通过分析将慕课引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意义袁以及终身职业技能学习者的学情袁提出慕课融入当前终身职

业技能培训的具体实施方法袁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提高终身职业技能学习者的学习质量和效率遥

关键词院慕课曰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曰学情分析曰措施曰学习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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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效率和参与率遥

Levy & Schrire认为慕课能够帮助学生和授课者

师生共进袁共同发展[3]曰Cross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

对多门慕课课程进行评估和研究袁评估侧重于参与者

的期望尧参与率尧课程空间和技术的使用以及协作小

组带来的成效和挑战等方面[4]曰Wilkowski等人认为慕

课学习者的学习目标各不相同袁学习者虽然未能完成

整门课程的学习袁但能满足自定的目标袁同样也是值

得肯定的[5]遥Sunar等人认为 MOOC是一个能让学习者

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的平台袁提供了广泛的在线学习

内容袁包括了视频尧阅读尧测验以及社交工具袁通过对

慕课平台学习者的数据分析袁进一步了解了学习者在

MOOC平台上的社会参与以及互动对课程完成的影

响[6]遥 Charo等人评估了课程完成者和非完成者之间自

我调节学习策略和其他与 MOOC相关的变量的差异遥

结果显示院与未完成学业的学生相比袁完成学业的学

生更具自我调节学习的能力袁并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和

对 MOOC的参与率遥此外袁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袁目标

设定尧任务兴趣和学习纪律是区分完成者和非完成者

的最大预测值的变量[7]遥

我国慕课的推动始于 2013年遥 上海交通大学和

复旦大学于 2013 年加盟全球最大在线课程联盟

Coursera袁开始向全球提供 MOOCS在线课程遥 目前已

建有十几个各具特色的慕课平台袁1000余所高校开设

慕课遥 在教育部的大力推动下袁截至 2019年袁我国已

建有 12500门慕课袁超过 2亿人次在校大学生和社会

学习者学习慕课袁6500万人次大学生获得慕课学分[8]遥

短短六年时间袁中国慕课从无到有袁由弱而强袁目前我

国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居世界第一袁为我国建设全民

学习袁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源遥

从知网收录的国内所有和慕课相关的文献来看袁

从 2012年至今袁与慕课相关的期刊论文呈增长趋势袁

如图 2所示遥 这些期刊文献中袁涉及知识点广袁但涉及

层面窄袁如图 3所示袁主要涉及高等教育尧教学改革尧

教学模式尧课堂教学和信息技术遥 比如潘燕桃和廖昀

赟主要分析了慕课以及其特点等袁从而与大学生信息

素养系列慕课联系起来[9]曰桑新民等人认为大数据时

代的到来袁 慕课的建设之风正在席卷各个教育领域袁

包括高等教育领域袁大学课程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10]曰

王宇等人指出行业培训和成人教育成为慕课重要的

发展方向袁通过微专业项目尧企业参与建课以及线上

与线下结合的混合学习设置袁慕课平台纷纷将帮助在

职学习者实现专业能力提升和生涯发展作为目标和

切入点[11]曰周刘波指出慕课基于核心知识点进行模块

化设计的理念袁为教师优化常规课堂教学提供了值得

借鉴的教育启示[12]遥从收录的期刊看袁涉及职业教育层

面的应用相当匮乏袁目前暂无涉及终身职业技能培训

的研究和应用遥

图 2 慕课-期刊学术发展曲线图渊篇冤

Fig.2 Journal academic development curve of MOOC

(number of papers)

图 3 慕课相关期刊知识点分布图

Fig.3 Distribution map of journal knowledge

points related to MOOC

综上所述袁不难发现袁国内慕课研究大多停留在

描述或理论探讨遥 文献材料多集中在期刊袁硕士论文

不多遥 对比之下袁国外对慕课的研究更为全面丰富袁涉

及面也较广袁涵盖了野慕课冶的发展尧特征尧学习平台尧

信息技术工具尧网络支撑尧学习者数据分析等多方面遥

除了这些文献之外袁中国大学 MOOC尧学堂在线尧智慧

树尧超星尔雅尧学银在线等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方法尧

应用程序尧视频资料尧参考材料也为研究提供了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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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遥

二尧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研究概况

2018年 5月 8号袁国务院正式发布叶关于推行终

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曳遥 叶意见曳指出袁要建设知

识型尧技能型尧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袁针对城乡全体劳动

者袁推进基本职业技能培训服务普惠性尧均等化袁注重

服务终身袁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13]遥

从知网收录的文献看袁 截至 2020年 8月与终身

职业技能培训相关的国内期刊论文只有 117篇袁仅有

13篇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袁硕士论文 39篇遥 从 2016年

开始袁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第一次成为报纸关注热点袁

逐渐有学者开始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遥2018年国务院

提出叶意见曳后袁关于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期刊文论的

数量达到一个小高峰袁但所发表的期刊论文主要是对

国务院叶意见曳的解读袁以及对如何落实终身职业技能

培训制度提出策略遥 比如袁梅媛渊2016冤在构建终身职

业技能培训制度的必要性论述的基础上袁研究与探讨

了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构建措施[14]曰吴峰和王辞

晓对叶意见曳进行了政策解读[15]曰徐欧露在分析我国的

职业技能培训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方法[16]曰张宗

辉从野五化冶入手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17]曰荀凤

元和刘宗斌在深入解读叶意见曳的基础上提出终身职

业技能培训体系的构建是推动我国职业能力建设的

新突破[18]曰郝清以山东为例袁提出山东应从普惠化提供

培训尧多元化搭建载体尧多样化办学模式尧一体化闭环

管理等方面创新转型尧全面推进袁奋力打造新时代职

业技能培训高质量发展齐鲁样板[19]遥 袁瑞雪结合人力

资本理论袁 阐述了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建设路

径袁并指出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袁在此基础上

给出了解决策略[20]遥张双志以各级政府公开颁布的 16

份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为分析对象袁遵循野政策主

体寅政策工具寅政策目标冶的三维分析框架袁通过主

体梳理尧工具分类尧统计描述等技术手段将培训政策

的内在行动机理予以分析袁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21]遥

综上所述袁目前我国对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研究

还是十分匮乏的遥 由于慕课是一种新颖的教学形式袁

国内主要涉足高等教育袁 没有涉及终身职业技能培

训遥 但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袁在大数据的信息

时代袁随着网络环境的优化和信息化教学技术的普及袁

慕课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教学中的应用将成为一种大

趋势遥

三尧将慕课引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意义

目前慕课的授课对象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袁但由

于慕课具备开放性的特点袁也适用于终身职业技能培

训领域遥 将慕课教学模式引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中袁能够有效地解决在劳动者袁特别是企业员工职业

技能培训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袁如学习者学习时间的碎

片化和教学管理规则性相冲突的矛盾遥 慕课允许学习

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选择任意时段进行在线学习袁

又能够在总课程的时间段内严格规定尧 严格管控教学

管理过程遥 这种既松散又严格的野宽进严出冶的教学模

式既能够满足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教学需求袁 又能够

给予学习者在工作之余的零碎时间足够的学习弹性袁

同时通过加强与企业之间的交流袁 使课程更加贴近岗

位要求和企业需求袁 进而促进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的建立袁为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有效保障遥

四尧终身职业技能学习者的学情分析

终身职业技能学习者的范围界定为企业劳动职

工尧下岗工人尧退伍军人尧农民工和社会闲散劳动者等

有意愿提高终身职业技能的人员遥 鉴于全日制在校生

的学习更适合混合式教学的方式袁所以将全日制在校

生排除在外遥

渊一冤学习时间不固定且碎片化

终身职业技能学习者大部分已经参加工作袁或已

经拥有家庭袁由于工作和家庭的事务的影响袁以及收

入尧交通等资源的限制袁无法拥有固定的学习时间袁只

能在工作间歇和照顾家庭之余进行学习袁学习时间呈

现碎片化的特征遥 经过调查袁大部分终身职业技能学

习者的碎片化学习时间在 15至 60分钟之间袁每天的

碎片化学习时间个数在 4-10个不等遥

渊二冤具有不同的职业技能知识

大部分终身职业技能学习者由于已经参加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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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袁在不同的岗位上有一定的实操经验袁具有一定的

职业技能知识袁但是由于学习背景的不同和参加工作

时间长短的不同袁导致终身职业技能学习者所拥有的

职业技能知识的层次各不相同遥

渊三冤大部分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

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袁我国本科生占据总人口

的比例是 3.69%遥 高职大专的教学体系更偏重于职业

技能知识的传授袁所授理论知识比较基础袁系统性较

差遥 大部分终身职业技能学习者自身学历不高袁未接

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袁 其代表就是广大的下岗职工尧

退伍军人和农民工遥 因此袁大部分终身职业技能学习

者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遥

渊四冤具有较强的学习愿望

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是大部分终身职业技能学

习者参加培训学习的初衷遥这些终身职业技能学习者

通过在岗位的实践发现自身存在的缺陷袁进而萌发提

升职业技能尧完善自我的想法袁因而这些学习者对知

识和技能有比较强烈的求知欲望袁而且他们会比较有

针对性地去选择符合自身要求的培训内容袁从而在学

习上化野被动冶为野主动冶遥

五尧将慕课应用于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措施

(一)合理设计课程学习内容

教师在设计课程学习内容时袁应先对课程面对的

学生进行摸底调查袁需调查学生的学历尧相关理论知

识和技能点的掌握情况袁以及想要在哪些知识点和技

能点进行提升遥 教师根据调查结果袁结合终身职业技

能学习者的学习特点袁 制定符合学习者的教学大纲袁

选取贴合学习者需求的知识点和技能点遥在课程内容

设计上应注意以下要点遥

一是合理分割教学内容遥 大部分终身职业技能学

习者的文化水平不高袁对知识的理解和学习有一定的

难度袁可以遵循小步子教学法则袁根据学习目标袁将知

识点细化袁将教学内容分割成若干个有内在逻辑联系

的由易而难的野小步子冶袁利用思维导图构建知识体系

和图谱袁学生通过循序渐进地学习袁完成一系列野小步

子冶的学习袁逐步掌握学习目标遥

二是控制好教学视频时长遥 根据注意力十分钟法

则袁每个教学视频的时间应控制在 10分钟左右袁不宜

太短袁也不宜太长袁时间太短则知识点没有讲透袁太长

则注意力会逐步消退遥 此外袁十分钟的短视频学习也

与学习者学习时间碎片化的特征相契合袁便于学习者

利用空暇时间进行学习遥

渊二冤利用情境设计讨论话题

根据野鱼牛的故事冶袁教学是需要交流的遥 美国教

育学家布鲁纳认为袁教学过程是一种提出问题与解决

问题的持续不断的活动遥 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教师提

出的问题袁还包括了学生提出的问题遥 在许多慕课教

学中存在教师忽视与学生交流的现象袁由于是网络教

学袁学生和教师无法面对面地交流袁教学中缺乏讨论

环节袁甚至许多问题老师是自问自答袁更不要说由学

生提出问题了遥 鱼牛的故事和皮亚杰的建构式学习理

论反映出袁一定的认知能够更好地帮助理解知识和掌

握规律遥 因此袁慕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立足终身教

育学习者已有的岗位情境在交流区设置问题袁提供学

生认知的停靠点袁让学生在野情境冶中思考袁质疑反思

教学相长遥 同时袁应鼓励学生在慕课交流讨论区结合

自身岗位情况提出疑问袁鼓励学生大胆展示自己的思

维过程袁进行多种观点的分享尧交流袁整合和归纳遥 在

交流过程中袁 教师也能及时发现学生是否构建的是

野鱼牛冶袁进而进行及时的引导和纠错遥

渊三冤展示职业技能操作袁设置技能展示模块

终身职业技能学习者的主要学习目的在于提升

自身的职业技能水平袁因此职业技能的讲授是终身职

业技能培训的重中之重遥 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可

以从两条途经入手遥 一是教师进行职业技能操作示

范遥 教师可以将职业技能操作步骤和要点制作成微

课袁以便学生反复地观摩和学习袁严格按照示范的标

准和流程进行实际操作遥 二是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展

示遥 俗话说野光看不练假把式冶袁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实

操可以快速掌握职业技能知识袁提升职业技能操作水

平遥 可以在慕课学习平台中设置野技能展示冶模块袁鼓

励学生展示自己的技能实操过程袁提出疑惑曰或者要

求学生展示自己的实操过程袁 并由学生进行互评袁教

师进行点评袁 以促进学生真正掌握职业技能操作袁实

现线上教学和线下实践的结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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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不能弱化理论知识袁佐以实例和图文

理论知识是专业技能形成的基础遥理论知识是专

业技能和经验的总结归纳和提炼袁源于实践而高于实

践遥因此袁职业技能培训不仅需要传授专业技能袁同时

不能忽略理论知识的支持袁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遥 讲授的理论知识点应符合本岗位的国家

职业技能标准规定的要求袁不能疏漏遥 知识点难易程

度应符合本岗位各等级的要求袁尽量避免理论知识的

选取高于或低于本等级的要求袁避免破坏职业技能等

级认证的体系性遥比如中级职业技能等级的培训内容

应选用中级职业能力要求的相关知识点遥 在讲授重点

难点知识时袁可以选用一定数量的案例和图文结合的

方式进行分析和佐证遥 鉴于大部分学习者的文化层次

较低袁案例可以选用典型的尧真实的岗位实例袁案例描

述要简洁明了袁便于学生理解遥 对于文字较难描述的

理论知识点袁比如设施设备的组成尧某种动物的生理

结构特征等袁 就可以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进行介绍袁

来得更加直观和准确袁更具通俗性遥

渊五冤定期进行课程动态更新

许多慕课存在课程建设完后不再对课程内容进

行更新和维护的现象遥 在野知识大爆炸冶的今天袁各行

各业的发展日新月异袁职业技能知识的传授若跟不上

行业信息的更新速度袁 学生无法获得最新的职业技

能袁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价值就无法得到的充分体

现遥因此袁在课程结束后袁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

况尧行业知识和技能更新情况袁定期对课程内容进行

补充尧更新和升级袁保障教学内容始终贴合行业发展

前沿袁紧跟行业发展前景袁让学生学到既前沿又实用

的专业技能遥 教师在对课程进行维护时袁需要多与相

关行业的专家进行交流袁 多到企业进行实践交流袁对

课程中一些过时的内容及时更新袁从而保障学生学到

的职业技能能够在实际工作进行应用遥

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中有效地应用慕课袁可以大

大提高学习者的学习质量和效率袁同时也可以惠及更

多的终身职业技能学习者袁提高教师的培训效率遥 由

于目前慕课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中的应用尚未大面

积推广袁故无法采集到足够的数据资料进行学习者的

学习行为研究遥 未来袁在大数据时代袁通过海量数据的

挖据和运用袁利用人工智能根据每位学习者的优点和

缺点量身定制个性化课程袁 将成为该领域的研究重

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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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Lifelo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Based on MOOC

LIN Guiz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MOOC in lifelo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this paper overviews the research of

MOOC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f lifelo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intro鄄

ducing MOOC into lifelo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and the learning situation of learners. Subsequently, the specific measures of current

lifelo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based on MOOC are proposed, so as to improve learn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learners.

Key words: MOOC; lifelo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measures; the improvement of learn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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