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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生冶之儒学欲实现自身之生生袁必不执于祖述袁

而是损益变革袁 与时偕行遥 儒家哲学与文化自先秦以

降袁几经沉浮袁终至宋明袁使之隆盛袁此盛实依于宋明儒

家袁其中朱熹之功尤著遥史书评价野由孟子而后袁周尧程尧

张子继其绝袁至熹而始著袁识者以为知言冶[1]遥 朱子对经

典终身地死而后已地注解袁 形成朱熹独特的理学诠释

思想遥有鉴于此袁通过研读朱熹叶四书章句曳叶朱子语类曳

等文本袁 以三教碰撞与吸收的学术视角与朱熹理学思

想的哲学视角袁考察朱熹经典诠释思想的形成尧发展与

完成[2]袁期以野真了解冶朱熹袁与朱子处同一境界遥

一尧野道学冶的兴起与地位确立

野道学冶一词袁最早是在北宋庆历尧皇祐年间的王

开祖叶儒志曳篇最章末开始使用[3]袁野道学冶出现预示着

一种新的学术风气与思想取向的发展袁 不过这种说

法袁当时学人并没有达成共识[4]遥因为庆历尧皇祐年间袁

经术式微袁道学作为存在于士大夫间的学术话语与思

想体系袁在王开祖那里袁只是敏感的发现这一思潮袁而

野道学冶真正的崛起袁还要等到十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后才能完成遥

自中唐以后袁汉儒看重的野五经冶袁其地位已大不

如前遥 为重振儒学经典之声誉袁唐代韩愈尤重叶大学曳遥

韩愈当世袁佛教盛行袁他认为佛教的价值取向和终极

精神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根基大相径庭遥 从儒家

角度讲袁 佛教之种种是破坏儒家搭建的生活世界袁所

以韩愈以叶大学曳野修齐治平冶之修身入手袁从理论上反

对佛教发展遥 韩愈的理论策略虽从政治尧伦理上抗争

佛教袁但在中国社会里袁排佛效果并不明显遥 李翱据此

认为袁欲与佛教对抗袁须从人的内在精神入手遥 这样袁

既要从叶大学曳开始袁也要注重叶中庸曳袁叶学曳叶庸曳的历

史与文化使命逐渐上升遥

随着野道学冶或野理学冶的兴起袁野五经冶在儒家经典

的核心地位渐让位于野四书冶袁直至完全取代遥 这种转

变袁既是源于社会疑经思潮的盛行袁即人们发现野五

经冶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作伪尧辩伪等问题袁对此提出质

疑曰也因汉唐经学化儒学受到佛老思想挤压而日益萎

缩遥 到了北宋袁宋明儒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野四书冶袁以

求发扬孔子大道与儒学正统之立场遥 [5]对儒家经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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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野内在超越冶式地发挥与高扬遥

理学开山周敦颐袁从叶中庸曳叶大学曳中提取野诚冶之

范畴遥 张载更进一步袁野学者信书,须信叶论语曳叶孟子曳

噎噎如叶中庸曳叶大学曳出于圣门袁无可疑者冶[6]袁通过学

信野四书冶袁开启气学诠释进路遥 王安石则运用自身政

治力量袁将论孟二书举为科考之学袁确立野四书冶的官

学地位遥 时至二程袁以道自任袁对学庸二册高度推崇袁

重构并阐发孟子性善之旨袁强调性道不二尧天道之理

与仁义之性相互贯通袁从野理冶之本体发展出野格物致

知冶野主静涵养冶工夫论遥 南宋朱熹袁继程颐之学袁综罗

百代袁著有叶四书章句集注曳袁此书是朱子最主要的诠

释性哲学著作之代表遥 朱子通过该书袁系统地创造性

地提出了一套义理系统遥 此书问世袁标志野理学化儒

学冶取代野经学化儒学冶遥

从总体文化流变看袁野道学冶 的出现有其必然性遥

这不仅是儒家对佛教挑战的回应袁同时是儒家对魏晋

玄学的挑战的回应和消化遥 从唐到五代袁中国文化的

价值遭到极大破坏袁宋初的士大夫儒者对五代风气十

分痛恨袁试图拨乱反正袁重建失落的传统价值与人生

理想袁并对社会秩序作出切实有效的规范与整顿遥 在

这个意义上袁理学的出现袁承担了重建知识尧思想尧信

仰世界与价值体系的文化职能遥 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

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袁恰好这种对经典文本的不断追

问与根源性解释探索袁是当时儒者士大夫中普遍的思

想共识袁 这使古典儒学通过理学的发展而得以复兴遥

可以说袁宋明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

一大反省袁并通过这种反省致力于儒学复兴遥

二尧野理一分殊冶的本体架构

在宋儒之前袁释家各派大谈体用袁精思一多袁如华

严野四法界冶野六相冶袁于此用力颇深遥 为使野四书冶更好

应对佛老挑战尧重建儒门威信袁宋儒开始设计野构建冶

儒家形上学遥 经过张载对野气冶的发挥袁至程朱理学则

把野理冶做为最高本体袁把宇宙自然与儒家伦理结合起

来袁建立一个理学世界遥

渊一冤朱子对野理一分殊冶的思考

检寻叶朱子语类曳袁便有将叶睽曳与野理一分殊冶关联

的对话:

问院野耶君子以同而异爷袁作耶理一分殊爷看袁如何钥 冶

曰院野耶理一分殊爷袁是理之自然如此袁这处又就人

事之异上说遥 盖君子有同处袁有异处袁如所谓耶周而不

比爷袁耶群而不党爷袁是也遥 大抵易中六十四象袁下句皆是

就人事之近处说袁 不必深去求他遥 此处伊川说得甚

好遥 冶 [7]渊叶朱子语类窑睽曳卷七十二冤

叶睽曳卦下兑上离叶象曳曰院野火动而上袁泽动而下冶袁

意水火两相乖离遥 叶象传)解:野天地睽而其事同也袁男女

睽而其志同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遥 冶强调天人宇宙中

睽中有合袁合中有睽的关系遥 万物虽其性不同袁却实有

共通袁下降到人事袁也就是说袁存在着叶象传曳所讲的

野君子以同而异冶之理遥 朱子并没有局限在象的固有之

理袁而是期向野天人宇宙冶理境关系上之跃升袁将叶睽曳

与野理冶关联遥

那么袁野理一冶与野分殊冶是怎样关系袁事物分殊是

怎样形成呢钥

学生问野五殊二实冶一段遥 噎又有耶四时错行袁日月

代明爷袁自有细小去处遥 耶道并行而不相悖袁万物并育而

不相害遥 爷噎耶小德川流爷是说小细底袁耶大德敦化爷是那

大底遥大底包小底袁小底分大底遥噎又云院野耶一实万分袁

万一各正爷袁便是耶理一分殊爷处遥 冶[7]渊叶朱子语类窑周子

之书曳卷九十四冤

也就是说袁野合天地万物而言袁只是一个理曰及在

人袁则又各自有一个理遥 冶[7]朱子讲到分殊袁所谓耶乾道

变化袁各正性命爷袁然总又只是一理袁此理处处皆浑沦袁

野物之差别分殊在于阴阳五气袁实为事异则气异袁但潜

伏之理同遥 冶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朱子和儒家眼中的

万物自然乃是一个生命整体[8]袁即野太极冶袁并非为分割

的碎片孤岛遥 野理一分殊冶不是物理式的分解袁而是生

命整合的野道之大全冶遥 因此袁每个人心灵都是一个太

极袁而且每个人又是独特的袁自己的太极还能与其他

人的太极相通遥 这一观点袁是西方的主体观尧客体观都

不能解释的地方袁只有像莱布尼茨野单子论冶跟这有一

2窑 窑



些相近遥 只是莱布尼茨并没有想透这一层关系遥 因为

他的单子论是封闭的袁 尽管每个单子有着各自的丰

富遥 这可以说袁每个单子都是一个太极袁它们事先被调

好袁由上帝将他们同步进行袁这与我们朱子或者宋明

理学中所讲的野理一分殊冶尽管一定地方相似袁但还有

着很大不同遥 因此袁朱子的野理一分殊冶本体架构袁不仅

只是讲由普遍和特殊袁 或整体与部分的系统调节关

系袁还是一种类似圆圈式野天人宇宙冶的本体生命之嵌

套关系袁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共振尧同构相叠尧相息相

关袁一体充塞遥 这种关系袁朱子引借野月印万川冶袁野释氏

云院耶一月普现一切水袁一切水月一月摄遥 爷这是那释氏

也窥得这些道理遥 冶[7]

就野理一分殊冶而言袁儒家野一贯冶之语袁亦关涉这

一问题遥朱子曾以散钱尧索子之喻讥讽释玄遥 野贯冶如散

钱尧野一冶是索子遥释氏野没一文钱袁只有一条索子冶遥 野不

愁不理会得耶一爷袁只愁不理会得耶贯爷遥 理会耶贯爷不得,

便言耶一爷时袁天资高者流为佛老,低者只成一团鹘突物

事在这里遥 冶[7]朱子依托野理一分殊冶袁建构一套包罗万

象的本体体系袁对抗佛老遥 既把儒家思想的道德主体

性树立起来袁又别于他门袁超越仙释袁使天理根源与道

德主体相互融合袁体用一如袁天人不二遥 即使在气学尧

心学渊陆九渊冤的挑战激荡中袁朱熹理学世界的根本及

形上本体袁也未根本地动摇过遥

渊二冤野理一分殊冶下的经典诠释

朱子将经学与理学融于一片袁对经典中的概念进

行哲学理论的创造与发挥遥 经典诠释的终极指向是什

么钥 朱子答案是野理一分殊冶遥

针对野叶论曳不及叶庸曳冶的问题袁朱子解院野只是一

理袁若看得透袁方知无异遥 叶论语曳是每日零碎问遥 臂如

大海也是水袁一勺也是水遥 所说千言万语袁皆是一理遥

须是透得袁则推之其它袁道理皆通遥 冶[7]因此袁此二书无

别袁野四书冶亦无别遥 朱熹进一步解释:

圣人未尝言理一袁多只言分殊遥 盖能于分殊中事

事物物袁头头项项袁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遥

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遥 圣

人千言万语教人袁学者终身从事袁只是理会这个遥 要得

事事物物袁头头件件袁各知其所当然袁而得其所当然袁

只此便是理一矣遥 [7]渊叶朱子语类窑论语九曳卷二十七冤

朱子讲野理本一贯冶袁如颜子之人可耶闻一知十爷袁

但曾子之类仅能逐事根究遥 所以孔子告之曾子耶吾道

一贯爷遥 假如曾子不理会万殊之理袁那么野一贯冶者袁又

如何贯呢钥 又如耶礼仪三百袁威仪三千爷袁是许多事袁怎

么野一贯冶呢钥 所以学者戒慎恐惧而慎独袁存省切己袁步

步考究袁证见天理遥 野且如叶论曳叶孟曳袁须从头看袁噎噎且

自平易处作工夫袁触类有得袁则于难处自见得意思冶[7]遥

朱熹在注解野亲亲而仁民袁仁民而爱物冶叶孟子曳时袁说野统

而言之皆仁袁分而言之则有序遥噎噎谓理一而分殊冶[9]遥解

释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冶叶论语窑公冶长曳时袁说:野天道

者袁天理自然之本体袁其实一理也遥 冶[9]

值得注意的是袁朱熹注解四书并非只是为了注解

四书遥 朱子注解四书是为更全面地面向现实世界与人

生道德的实践考量袁来讲人如何为人袁人如何处理与

人尧自然万物关系之问题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朱子教人学

会体认天道袁回溯到自身生命袁心灵世界的深处遥

总之袁朱子的野理一分殊冶是从生命整体的立场

上袁通过注解经典的方式袁试为人类创造理想的信仰

世界袁建立一套具有生命力的知识尧规范与价值法则遥

一方面袁在宋代之前,儒家虽出现野天人感应冶袁因其缺

少系统的本体论思想袁难在自身哲学体系上袁与道玄

野道本论冶尧佛家野本体论冶抗衡遥 理一分殊的出现袁凝聚

了野天道性命冶的诸多关窍,使朱子四书学诠释体系增

添了本体架构的解释特色遥 另一方面袁野理一分殊冶的

运用袁道出理学视野下宇宙天人的本体关系袁特别是

诠释道德之秩序及其理想的形而上世界的问题遥 朱子

把宇宙万物和人伦圆融道德于一片袁提出了野以理为

体袁以万物为用袁理本体作为万物存在的根据袁存在于

分殊的万物之中袁万物即是本体之理的体现冶[10]说法遥

这为儒学的本体论视域开拓发展空间袁实现儒家哲学

从宇宙论走向本体论叙事的重大学术思想转折遥

三尧野格物穷理冶的工夫进路

朱熹注解经典袁运用野理一分殊冶本体诠释的解释

构架袁同时还使用野格物穷理冶的工夫进路与之配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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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为应对佛老对儒学的思想挤压袁也为实现亲

历经典尧学以成人的目的遥

渊一冤朱子对野格物致知冶的思索

野格物穷理冶袁首先表现在朱熹诠释叶大学章句曳上院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袁言欲致吾之知袁在即物而穷

其理也袁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袁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遥

噎噎至于用力之久袁而一旦豁然贯通焉袁则众物之表

里精粗无不到袁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遥 此谓物

格袁此谓知之至也[9]叶大学曳

为什么这样朱熹对野格物冶有这样的说法呢钥 或许

主要是缘于佛教与儒家的发展关系遥 佛教谈野空冶尧谈

野无人相我冶袁离开现象世界袁特别是离开了伦常日用袁

佛教认为通过摆脱现世物质袁可以荣登彼岸遥 另外袁自

唐宋以来袁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服务方式是通过

科考制度进入官僚体制袁 完成治平天下的理想与使

命袁而且袁君子之道在道不在器袁野君子不器冶袁这一阶

层首要具备的是以史为鉴袁参政理政的能力袁而不是

学习专业性的生活技能遥 所以袁朱熹提出野至物穷理冶袁

强调不能离开世间事物来求理袁也强调以格物的现实

作用袁指向心性修养袁通过心性的修养袁使士大夫可以

更好地野为人民服务冶遥

野格物致知冶是什么钥 汉人讲野格冶释为野来冶袁朱子

认为这种表述并不清晰遥 他认为野格物致知冶是野至事

穷理冶袁野言欲致吾之知袁在即物而穷其理也遥 冶叶补大学

格物传曳格物袁就是穷尽事物之理遥 穷理则是野因其所

已知而及其所未知袁因其所已达而及其所未达冶[7]遥 朱

熹说的很明确袁野通过明白野今日格一物焉袁明日又格

一物焉冶阶段袁工夫久之袁到了这个阶段袁可达到野豁然

贯通冶野众物表里精粗无不到袁 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

明冶境界遥 就格物本身说袁格尽事物之理以野识仁冶尧以

野明明德于天下冶尧以体贴天道之野理冶遥 就野致知冶而言袁

野致知冶也是为了求其至极野天理冶袁汇至野本源冶袁野止于

至善冶遥

那么如何止在野至善冶呢钥 朱子认为至善不是别

的袁而是生生之仁遥 野学者须是求仁冶[7]袁野仁是生生不已

之意冶[7]袁野仁是天理之统体冶[7]遥万物之仁表现在生生之

上袁人能自觉之仁爱袁便将野格物冶表露无遗遥 野叶集注曳

说耶爱之理袁心之德遥 爷噎噎其理谓之仁遥噎噎要识得仁

之意思袁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袁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袁

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遥 今只就人身己上看有这意思是

如何遥 冶[7]朱子将人与万物在野理冶之处以野生生之仁冶相

挂搭袁有了生命的流动意味袁格物之真义就此展现遥 在

朱子对野格物穷理冶诠释处看袁朱子以野格物冶为始袁通

过野明明德于天下冶来求野止于至善冶为根本要求袁这是

朱子注解野格物冶的独特之处遥 从朱子对生命的观照问

题看袁朱子认为人们从生命整体意义理解世界袁而非

物理局部看待世界袁朱子所讲之野格物冶并非将人置于

万物之外袁而是将人放入万物之中袁在生命文化的观

照下体贴野生生不息冶之天道袁反求诸己袁穷格自身遥

渊二冤野格物穷理冶下的经典诠释

如果说袁在野四书冶中袁朱熹野格物穷理冶为叶大学章

句曳提供解释可能袁那么袁在其他三书中袁叶论语曳作为

源头袁也有着朱熹理学的广阔诠释空间遥

朱熹在叶论语集注曳的公冶长篇总叙处说院野此篇

皆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袁盖格物穷理之一端也遥 冶[9]此

处二十七章袁皆为野格物穷理冶遥 叶论语窑子罕曳言院野颜渊

喟然叹曰院野仰之弥高袁钻之弥坚曰瞻之在前袁忽焉在

后遥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袁博我以文袁约我以礼遥 冶朱熹作

注曰院野博我以文袁致知格物也遥 约我以礼袁克己复礼

也遥 冶[9]叶朱子语类曳对此处讲法袁更为透彻院野耶博我以

文爷袁 是要四方八面都见得周匝无遗遥 至于 耶约我以

礼爷袁又要逼向身己上来袁无一毫之不尽遥 自古学问亦

不过此二端袁但须见得通透遥 冶[7]

格物工夫野须是彻上彻下袁表里洞彻冶袁不仅要野尽

其全冶袁也要野至其极冶遥 朱子看似教人野博文约礼冶袁事

事向外做工夫不重心上袁但是朱子对心的一边袁一点

也不马虎遥 野心与理一袁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袁理便在

心之中遥冶[7]此心虚灵不昧袁万理具足遥所以落实在人生

实际的事为工夫看袁朱子的话没有错遥

野格物穷理冶思想是朱子备受关注的袁也是朱子诠

释野四书冶的点睛处遥朱子讲袁野格者袁至也遥 冶野穷得十分

尽袁方是格物遥 冶他将野格物冶视为野梦觉关冶袁穷尽事理袁

便会有了知识袁不然袁则如大梦一世袁惶惶一生遥 野这样

看野格物穷理冶中含有一种知识性的发展袁穷至事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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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袁欲其极处无不到也遥这是知识性层面的事实展开袁

但是朱子的知识之学袁目的非常明确袁就是为了野求

仁冶袁知识之学的最终指向是朝着包含对错尧善恶的道

德性层面的价值所展开的遥野耶格物爷二字最好遥噎噎凡

自家身心上遥皆需体验得一个是非遥若讲论文字袁应接

事物袁各各体验袁渐渐推广袁地步自然宽阔遥 冶[7]这种对

野格物致知冶诠释注解之法这不是别的袁而是实际体会尧

体验而得的道理遥要把自己放进去袁从自家生命中寻求

意思袁体贴人生袁这是生命展现袁是工夫修养的进路实

践遥

朱子提出院野操存涵养袁则不可不紧袁进学致知则袁

不可不宽遥 冶[7]他早年着重将两者并列袁而晚年则感到

过去对野尊德性冶的关注不够袁而肯定应该野以尊德性

为主冶遥 所以说院野尊德性工夫甚简约袁且如伊川只说一

个主一之谓敬袁无适之谓一袁祇是如此袁更无别事遥 某

向来祇说得尊德性一边轻了袁今觉见未是遥 冶[7]朱子把

野尊德性冶和野道问学冶相互关联袁并通过工夫修养袁深

入到内在的心灵世界遥 因为野格物穷理冶这种修养工夫

如果失去野尊德性冶的普遍观照袁将导致野道问学冶产生

一种对象化活动的异化或扭曲遥 所以为修正这种话语

模式袁朱子认为需要体道渊尊德性冤活动袁经由野道问

学冶向野尊德性冶升入遥 [4]野道问学冶在野尊德性冶的光照

下袁可以免于知识系统建构所造成的执着跟染污袁野上

通于道必须经过体道的活动袁使道的光照化掉知识系

统的执著与染污遥冶[11]这也就可以理解宋明理学家为什

么强调野德性之知冶之因袁野德性之知冶是一个体道活

动遥 相对地袁野见闻之知冶是人对存在事物的认知活动遥

综上袁 朱子在经典诠释思想上兼采汉宋之学袁通

过野理一分殊冶本体构架与野格物穷理冶工夫进路对儒

家经典成功地作出新诠释遥 古人言野合纵连横冶袁喻结

构坚固袁纵横交错遥 朱子的理学经典诠释思想亦可用

野纵横冶作比遥 野理一分殊冶袁可以说是纵向的贯通天人袁

而野格物穷理冶袁可以说是横向的关联一体遥 朱子经典

诠释的思想在于人体会人之真实情感袁在于实现人对

人生的体知遥野理袁只是一理遥噎噎且如言着仁袁则都在

仁上遥 冶[7]这种生命共同体之关怀袁对生命的敬畏和仁

爱袁就是经典诠释的最终目的遥

四尧朱熹理学逻辑结构下经典诠释

野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袁自周以来冶袁千百年间野任

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袁 噎噎熹而始著冶[1]遥 叶续资治通

鉴曳对朱子也做过总结院野熹自少有志于圣道袁其为学

大抵穷理以致其知袁反躬以践其实袁而以居敬为主袁尝

为圣贤道统之传袁散在方册袁自经旨不明而道统三传

始晦袁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遥 所著书为学

者所宗遥冶[12]朱子会通佛老袁传继道统袁完成接续孔孟的

使命遥 所传之道袁为学之宗袁在其思想体系与著书之中

等待后人挖掘遥 如何解读此体系袁可通过分析朱子使

用的概念尧范畴[2]讨论其学逻辑关系与结构遥有学者表

明袁朱子理学逻辑可以解读为野理要气要物要理冶的模

式[13]袁这是朱熹理学逻辑结构袁也是其理学世界图式遥

自下推而上去袁五行只是二气袁二气又只是一理曰

自上推而下来袁只是此一个理袁万物分之以为体遥 万物

之中袁又各具一理袁所谓乾道变化袁各正性命袁然总又

只是一理遥 [7]渊叶朱子语类窑周子之书曳卷九十四冤

野理冶是朱子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袁赖野气冶推扩袁

依野气冶挂搭遥 其中野各物冶是野理一冶在现象界的展现袁

是野理冶借野气冶而化生遥 这也是说袁野上推下来冶袁野理冶要

野气冶要野物冶渊五行冤曰从野下推上去冶袁野物冶(五行)要野气冶

要野理冶遥 朱子认为野理冶借助于野气冶化生了野物冶后袁又

通过野格物穷理冶的工夫进路袁使野理冶从而归复到野理冶

自身遥

朱子野极注重心性与功夫冶[2]袁在野理一分殊冶与野格

物致知冶的诠释思想中袁打通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的

关窍袁并通过理学逻辑结构对经典诠释问题作出进一

步解读遥 其中袁朱子主要遵循野分析语言冶与野体验唤

醒冶的两条诠释路线解读经典遥

一方面袁运用分析尧逻辑来讲究诠释经典的方法遥在

诠释道渊理冤的过程中袁朱子区分野所以然冶与野所当然冶之

理袁野自然冶与野本然冶之理袁野生理冶与野必然冶之理遥 [14]通过

对野理冶的解读袁朱子之野理冶不同层面就此展开袁使叶四

书章句曳带有浓厚理学意味遥 另外袁为更好体贴和诠释

经典袁朱子进一步说明野心冶之问题遥 如叶孟子集注曳袁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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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对孟子的野心冶之分析袁并以野体用关系冶解释孟子性

情学说袁从体说袁心是野神明不测冶[9]之心曰从用说袁心是

野知觉运动冶[9]之心遥朱子以野心冶贯通天人袁以野理冶言说

生生袁体现儒家野一贯冶之道袁体现了人与万物之间袁有

着一种生命情感的内在联系遥

另一方面袁虽从概念上不能说袁但实际上还是要

野说冶遥这个野说冶袁是情感的生命的语言遥生命本真之所

在袁此逻辑结构并非单纯的概念式袁是落到了野生冶的

视域下思考遥 野理冶是什么钥 野生理冶又是什么钥 朱子讲

这是生命创造之理袁含生命真情遥 朱子叶四书集注曳袁凡

是遇到与人的生命尧 心灵直接有关的语言或难以表达

的要害处袁朱熹在作出言语解释后袁常言野豁然贯通冶

野深体味之冶野以身体之冶野须实体察冶野体之而实冶[9]等体

验唤醒袁这是从生命体验中说出来的生命语言袁这种

体贴是随着人的感情生命表现出来的最基本的存在

状态遥

朱子将宇宙与道德贯通袁野人是与自然界内在统

一的德性主体袁 而不是与自然相分离的认识主体袁目

的是实现真善美的人生境界遥冶[14]这种境界所展现的是

人与人尧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一体化遥 生活世界并不

只是一个概念的分析的世界袁而是一个生活在大化流

行的人文世界袁 且与自然世界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遥

交流情感是维系这种联系的重要方式袁体贴情感是这

种联系的真实展现遥 在朱子理学逻辑结构中看到世界

即是概念的袁又并非仅是概念的袁其中还包含着宇宙

万物的生命一体化袁 这既是朱子经典诠释的思想展

现袁也是告诫后人的真情心言遥

五尧结语

在朱熹的经典诠释著作中袁朱熹已将自己哲学性

格完全展现袁而待后世挖掘与思考遥 朱熹经典诠释思

想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尧生命的尧实践的智慧哲思遥 钱

穆先生讲院野朱子把理学家的一切说法袁切实道先秦孔

孟传统遥 只有朱子才能辟佛袁把佛家尤为是禅宗的病

根袁都挖净尽了遥 冶[15]

朱子经典诠释思想袁一方面它作为中国近世化的

文化形态袁可以被看做是中国的中世纪文明和近现代

工业文明的一个中间形态之一遥 另一方面袁它的存在

也与外来文化挑战有关系遥 当本土主流文化在面对他

者文明进入时袁都需要一个消化尧吸收的发展过程遥 朱

子通过深入探讨佛道思想袁清扫儒学思想中的泛滥沉

疴袁实现儒学理论与范式的创新突围遥 所以袁回顾当

下袁身处在更广泛的多元化的世界文化环境的儒家与

儒学袁又该如何发展呢钥 由此问题出发袁再看朱熹理学

经典诠释思想袁 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一定的对当下

野古代经典新诠释冶的启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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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on the Futu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WEI Ziq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袁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院Zhu Xi, a disciple of Cheng Yi, learned well of Buddhism and Taoism, which was a direct descendant of Taoism and a peak

of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n the thought of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Zhu Zi adopted the study of Han and Song dy鄄

nasties, and mad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rough the Noumenon structure of "reason and difference" and the time ap鄄

proach of "lattice and poor reason ". Not only that, Zhu Zi also used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reason-qi-object-rationality" to tray out his

Neo-Confucianism thought,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old Buddha, clear the source, and stand up to Confucianism. Among them, the wis鄄

dom philosophy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life and practice contained in Zhu Xi's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s not

only brilliant in the ancient ideological circle, but also enlightening the current thinking of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classics ".

Key words院Zhu Xi;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Rationality; Physical and Physical Poverty; logical structure of Neo-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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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建窑黑釉瓷的历史背景

建窑黑釉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袁其溯

源于唐末袁盛于两宋及元初遥 宋代烧造的黑釉瓷种类

繁多袁摆脱了前期单色釉的的阶段袁在工艺上取得了

质的飞跃袁当时在国内的江西尧山西尧四川尧河北尧河南

等地都有著名的地理标志性的黑釉瓷袁 各具特色袁但

以福建建窑烧造的建盏最具影响力袁它在当时影响了

全国三分之一的瓷窑袁促进了宋代整个制瓷行业的普

遍发展遥 [1]宋代建窑生产的黑釉瓷品种袁如院曜变尧兔

毫尧油滴等迄今为止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上珍贵的品

种袁背后蕴含的是和谐自然尧内敛质朴的审美趣味袁是

雅与俗尧巧与拙的艺术双重性表现遥 黑釉瓷迄今为止

在世界上影响深厚袁尤其在日本袁日本国宝级的茶盏

野曜变天目冶袁正是宋代建窑所烧制遥

自宋末元初袁由于统治阶级的更迭与饮茶方式的

转变建窑黑釉瓷被迫停烧遥 1979年袁随着改革开放政

策的推广袁由中央工艺美院尧福建省科委尧省轻工所和

建阳瓷厂等部门组成课题小组袁进行仿宋兔毫盏烧制

技艺的恢复工作袁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袁建窑黑釉瓷的

釉色基本可达到仿古的效果袁兔毫尧鹧鸪斑尧油滴等釉

色均在艺术家无数次烧制实验中烧制成功遥 [2]作为闽

北历史文化名牌的建盏袁承载着可用尧可观尧可传尧可

思的众多功能袁它可以是建盏大师的艺术品袁亦是旅

游工艺品或是流通市场的产品遥 众多身份使建盏在全

国名气大涨袁它以各种身份各种形式涌入我们的生活

空间中袁在获得人们文化认同感的同时弊端也随之凸

显遥 以建盏为首的建窑黑釉瓷产生之初就遵循传统

野制器冶的审美法则袁受实用功能的制约袁器型多以盏尧

碗尧盘等为主袁少见壶尧灯尧罐等遥 如今人们对器物的实

用需求已大有径庭袁但现代建窑黑釉瓷仍多以盏尧盘尧

瓶等示人袁这就造成了建窑文化推广渠道狭窄袁缺少

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衍生遥

二尧建窑黑釉瓷与现代陶艺的依附关系

建窑黑釉瓷器的品类多见于手工艺品袁是人们日

常生活所用的饮食饮茶器袁一直都备受重视袁是每个

人生活的必备辅助工具遥 在使用过程中袁人们不仅完

善了它的物质属性袁更附加其时代的精神内涵袁在造

物过程中袁其设计为了完善日常使用功能袁倾注了大

现代陶艺语言在建窑黑釉瓷创作中的创新应用

曹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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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人力尧物力遥 建窑黑釉瓷的功能性多贴近于大众

生活袁并为之服务袁这决定了它们的文化属性袁一方面

需满足于生活使用的功能袁一方面继续传承当下时代

的艺术特征袁表现出非常灵活的野随俗应时冶的艺术特

点遥 宋代建窑瓷器属于民窑袁因此袁我们可以称建窑黑

釉瓷是野传统的传承袁群体共同的创造冶遥 现代陶艺源

于 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袁 它的出现本身就

有悖于以实用功能为主的传统陶瓷艺术袁是一种受后

现代主义观念影响的袁抛开传统审美观念的袁全新的

艺术表现形式袁具有探索性尧批判性尧前卫性等特征遥

现代陶艺主张以陶瓷材料为主要媒介袁 通过放任尧自

由尧随性的创作理念袁表达艺术家对个人或社会尧政治尧

文化的关注与诉求袁其张扬着艺术家的热情尧个性和新

观念袁同时也体现着不同时代的艺术风貌遥

社会需求的不断演化袁建窑黑釉瓷从物质的使用

功能中逐渐跳脱出来遥 通过现代陶艺理念的影响袁使

其冲破传统陶瓷被使用功能限制的束缚袁在审美上由

商业化向艺术化转变遥 作品的属性也逐渐从市场化走

向艺术的自我表达袁注重创作者的理念和个性袁其作

品也彰显出作者的审美价值和思想观念袁艺术形式也

从野群体冶走向了艺术家野个人冶遥

现代建窑黑釉瓷在继承和发展的同时要在新材

料和工艺的采用上进行突破袁运用建窑黑釉瓷中的文

化特征尧釉色优势袁吸收其人文内涵袁拓展其现代造型

类别袁 提升建窑黑釉瓷的文化附加值和精神愉悦性袁

是目前建窑黑釉瓷产品创新发展遇到的瓶颈遥 同时中

国现代陶艺也需要注入建窑黑釉瓷的文化特质袁在现

代陶艺精神审美的基础上强化现代陶艺的文化归属

感袁这在认识建窑黑釉瓷的文化品质尧传承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乃至开发古文化产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袁也是传统文化在现代艺术形式上的延续与传承遥

三尧现代陶艺造型语言的创新运用

建窑黑釉瓷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袁目前市场上

的工艺品袁多见其对制作工艺的发掘尧修复尧继承袁产

品的设计开发仅停留在对传统造型的模仿复刻层面袁

而缺乏对文化形态尧历史文化环境的研究袁匮缺其在

现代陶艺领域的文化融汇遥 在对建窑黑釉瓷制作技艺

的反复实践与深入研究的过程中袁了解到唯有对器型

的审美尧造型进行再设计袁运用现代陶艺理念袁从观念

上进行突破袁 将黑釉瓷含蓄典雅的传统文化特质袁经

过现代陶瓷艺术造型与装饰语言的历练袁才能获得其

艺术思想观念的衍生袁亦是拓展传统建窑黑釉瓷的发

展蜕变与时代流变遥

现代陶艺的造型语言是多角度的构成袁通过对材

料尧造型尧肌理尧色彩等层面进行探索尝试袁在现代陶

艺理念与传统技法的融合中袁陶瓷之美得到了最大程

度的释放遥 正如柳宗悦先生所说野优秀的古代作品以

永远现在之状态存在着袁其美既没有突破过去袁也没

有停滞于现在袁同时也不会终结于未来冶[3]遥

渊一冤材料的创新运用

材料艺术一定要体现其材料的语言袁否则为何选

用陶瓷来进行表现呢钥 金属尧木材尧玻璃都有其自身独

特的材料语言袁艺术家深谙材料的工艺属性和作品主

题有着最为贴切的关联遥 陶瓷在中国延续千年袁源于

其有自己明确的材料语言体系尧风格鲜明遥 黑釉瓷的

材料可以概括为形成坯体的泥料和形成釉面的釉料袁

这两种材料的相互反应与窑炉的烧成温度尧烧成氛围

的契合袁是无数次尝试和调配的结果遥 在陶瓷制作的

工艺流程中袁 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瓷器的质量袁

因此制瓷者必须了解和掌握材料的基本性质和作用袁

以及它们之间形成的千变万化的烧成效果遥 [4]

例如在进行制瓷时可以选取大颗粒粗陶泥与铁

含量较少的细陶泥袁不同泥料密度使黑釉附着时产生

不同的变化遥 粗陶泥含铁质较多袁经高温烧制后形成

铁斑袁喷涂薄黑釉与胎土铁元素交流袁铁斑与釉面形

成斑驳的变化遥 含铁量少的细陶泥密度大袁对黑釉依

附性低袁能增加黑釉的流动性遥 在建窑黑釉中增加长

石的含量袁施釉烧制完成后袁釉面的膨胀系数小于坯

体的膨胀系数袁使得釉面形成缩釉尧开裂等情况袁产生

有趣的肌理效果遥

渊二冤造型的创新运用

建窑黑釉瓷颜色深沉袁形体厚重袁是大巧若拙尧大

雅若俗的典范袁 但受使用功能的局限瓷器造型单一遥

现代陶艺创作理念中袁 强调作品三维空间的造型表

达袁也就是点尧线尧面如何使用的概念袁形体的夸张尧变

形产生的张力与空间感遥 在拉坯的形制创作中袁利用

曹 阳院 现代陶艺语言在建窑黑釉瓷创作中的创新应用 9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10期

其泥料的物质属性袁让造型富于变化遥 例如院传统陶壶

等器皿造型受其寓意和使用习惯的影响袁多追求饱满

的形态遥 同时袁可以在实践中打破固有的传统造型袁通

过对原本规矩的器型进行挤压等方法使之产生泥裂尧

变形等形成自然夸张的造型遥 拉坯时运用一些陶艺工

具袁或使用手部力量在拉好的坯体上缓慢运转袁手指

肚做波浪动袁在器皿外表面形成水状纹理袁突出线的

节奏与韵律遥 现代陶艺提倡摆脱陶瓷实用功能的局限

使陶瓷材料成为艺术家表达自我个性袁抒发个人情感

的载体袁进而在形式上得到更加个性和独特的艺术效

果袁更强调现代艺术思想遥创作者充分发挥建窑黑釉瓷

材料的特质袁突破传统的限制袁在刻意或者无意的撕

裂尧扭曲尧变形尧塌陷尧开裂尧淌釉等一系列造型语言甚

至野工艺缺陷冶中袁探索建窑黑釉瓷的现代美学价值遥

渊三冤肌理的创新运用

肌理的运用是现代陶艺创作中一种独特的造型

语言遥 建窑黑釉瓷的釉面肌理是釉料在烧制过程中产

生化学反应袁形成陶瓷釉面的各种晶斑花纹袁也包括

橘皮釉尧缩釉等缺陷效果遥 建窑黑釉瓷因坯体与釉料

中铁含量丰富袁在高温还原焰的情况下会产生特殊的

窑变效果袁这也成为了建窑黑釉瓷的特点之一遥 以兔

毫釉为例袁 兔毫釉是建窑瓷中最典型产量最大的作

品袁人们常常以野兔毫盏冶作为建盏的代名词使用遥 如

蔡襄叶茶录曳中称这种釉色野纹如兔毫冶曰赵佶叶大观茶

论曳中称野盏色贵青黑袁玉豪条达者为上冶遥 它是在高温

烧制过程中袁胎与釉中的铁被析出袁并随釉层流动拖

带成条状而形成的如兔子毫毛般的细长纹理袁形状有

长短尧粗细之分袁色彩也有金色尧银色尧褐色等遥 在创作

中袁将釉面肌理与现代造型相融合袁形为釉而设尧釉为

形而动遥 如图 1袁作品以山为基础造型袁以建窑黑釉兔

毫纹作为装饰袁兔毫的肌理表现可以更加丰富野山冶的

造型袁犹如国画山水中披麻皴的表现手法袁使山形更

加生动袁装饰与造型更加和谐统一遥

图 1 黑釉瓷笔山

Fig.1 Black-glazed porcelains pen hill

渊四冤质色的创新运用

瓷器中的青瓷袁白瓷与黑瓷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三

种单色釉袁但相对于前两者袁纵观瓷器的历史文脉袁黑

釉瓷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袁而建窑黑釉瓷是工艺美术中

的重要部分袁 蕴含着福建闽北地区独特的文化特征袁

能提供多种工艺美术的研究遥 目前市场上可见的建窑

黑釉瓷创作类别多见于传统的碗尧杯尧盏尧等功能性日

用器皿袁且造型依然沿用传统的器型袁缺少创新遥 建窑

黑釉瓷是以黑色的虚空间充斥整个器型袁通常无任何

图案的装饰袁仅在底足留有作者或朝代的尾款袁即所

谓的野物勒工名冶遥 黑釉瓷把更多的黑色虚空间留给了

釉色的变化与观者的想象遥釉色变化细小微妙,玄幻富

于变化袁似星辰于浩瀚夜空中遥 建窑黑釉瓷的兴盛与

宋代斗茶密切相关袁从使用功能上讲黑釉能为白色的

茶汤提供最为合适的强对比背景色遥 从美学意义上来

说符合了中国画中空灵尧深邃的留白意境遥

陶艺创作中留白与陶瓷造型的实空间同样重要袁

无空白很难给造型留有对比的尺度遥 中国传统美学对

空间的观念有野形得于形之外冶野计黑当白尧计白当黑冶

的虚实相生之说袁陶艺造型中强调的意境袁都借由留

白的空间来表达袁是弦外之音尧言外之意遥 在建窑黑釉

瓷现代造型的创新上袁留白赋予了作品主题欲要表达

的思想和境界遥 如图 2袁作品以山为主体造型袁以云的

形式展现留白袁打破黑釉厚重尧敦实的视觉感受袁表现

出飘渺尧灵动的审美效果袁展现出宋代审美中闲适淡

雅袁宁静飘逸袁绵软细腻的审美韵味袁这亦是符合宋代

理学中野凡事既尽某美袁必有其韵曰韵苟不胜袁亦亡其

美冶遥

图 2 黑釉瓷作品叶空灵曳

Fig.2 Black glazed porcelain work 叶Kong ling曳

渊五冤情感的创新运用

建盏起源于唐末袁兴于宋袁宋人追崇作品中野意冶

的表达袁在中国古典美学中野意冶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内

部构成遥 简而言之袁野意冶是人们作为审美主体在主观

10窑 窑



世界中的一种自我认同袁是对美的审视过程中一种情

感抒发遥 在宋代袁理学家们大部分认为知源于野心冶袁对

野造物冶有着野唯心而造冶的执着袁这源于宋人内心对器

皿情感性是持有追求的袁而不仅是简单满足野功能性冶

诉求遥 理学在宋代的发展学习中形成了野内省冶学说袁

他们注重升华内心的感情力量袁反映对内在情感的抒

发遥 所以作为这一情感载体的建窑黑釉瓷在形式韵

味尧釉色变化上表现为由个体向主体袁由外向内而产

生的情感性遥 同时袁宋人审美推崇野韵冶袁其含义不重风

致袁而重意味袁主要是表达审美主体的自然活泼尧趣味

横生的情感境界遥 宋代理学圆融了道家野清虚玄远冶的

人生态度袁野韵冶 所追求的是一种淡泊自然的风格美袁

可以在不同类型的黑釉瓷中得到情感的释放袁这也体

现出建窑黑釉瓷从外在转向审美主体的情感和意蕴

方面的表达遥

我国现代陶艺是从模仿和借鉴西方审美和情感

语言开始的袁发展至今三十余年袁发展初期处于一种

野对内冶的状态袁多是艺术家个人自身情感的释放袁展

现作者主体价值和个性导向袁情感性局限在野小我冶的

狭窄空间遥 随着不断地蜕变演化袁现代陶艺越来越注

重对于中国特色民族传统文化情感语言的表达袁因此

野情感回归冶是现代陶艺的创新之路袁亦是从西方走向

东方袁从野小我冶突破野大我冶之界遥 对建盏野意蕴冶的情

感表现袁可以放大到传统文化的范畴袁以建窑黑釉瓷

中情感性的基础上袁积极探索和丰富现代陶艺的语言

体系袁为传统文化的情感性找到附着点袁凸显文化优

势而成普及之势遥 以中国本土文化内涵和传统艺术语

言特有的情感和审美为指针袁对传统的继承与嬗变是

现代陶艺的文化职责与义务遥

四尧结语

建窑黑釉瓷有着源远的历史袁是福建闽北地区独

特的地域性产物袁宋代建窑黑釉瓷因茶而生袁在创作

中难免受到传统野制器冶观念的局限袁而在现代艺术创

作中应从广度与深度上开拓思路袁在文化传承的同时

摆脱限制创新发展遥 以现代陶艺观念融入建窑黑釉瓷

创作袁 是当代艺术理念与传统制瓷工艺的一次碰撞袁

探索材料与造型的新表达袁拓展其艺术类别袁赋予建

窑黑釉瓷新的艺术魅力袁充分体现其独特的艺术文化

内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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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Modern Ceramic-art Language into

Creations of Jianyao Black-glazed Porcelains

CAO Yang
渊School of Art,Wuyi University, Wuyishan,Fujian 354300)

Abstract: As one renowned folk kiln in Song Dynasty of China, Jianyao is famous for its unique black-glazed porcelains fired therein.

And the mid and late Song Dynasty can be said the golden age of Jianyao black-glazed porcelains. Since Yuan Dynasty, due to the

changes in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tea-drinking way an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it gradually declined. With the recovery of modern

black-glazed porcelains creating skills, a series of excellent Jianyao-culture ceramic products have been developed viewed from modern

ceramic-art aesthetics relying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ccumulated for many years. And through a batch of collisions between mod鄄

ern ceramic art and Jianyao black-glazed porcelains creating techniques,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d the current creative applications of

modern ceramic-art language into practical creations of Jianyao black-glazed porcelains, which can be said the journey of traditional

Jianyao black-glazed porcelains towards the modern age.

Key words: Jianyao black-glazed porcelain; modern ceramic art languag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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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武府位于福建西北部袁府治设于邵武袁下设邵

武尧光泽尧建宁尧泰宁四县遥 邵武府为福建野上四府冶之

一袁毗邻江西袁历来是闽赣两省交流的重要枢纽遥 明清

时期袁邵武府兴起了一批农村市场袁其中有相当一部

分沿存至今袁 并仍为当地重要的农贸市场或政府驻

地遥 目前袁关于福建市场史的研究成果颇丰淤袁但针对

清代邵武府的农村市场的研究成果仍显不足于袁 亟待

加强遥 因此袁对历史时期邵武府农村市场的发展与变

化进行探究袁对当下邵武尧光泽尧建宁尧泰宁等地区的

农村经济发展仍有重要的意义遥 本文拟就清代邵武府

农村市场的发展基础尧发展概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等方面进行探究袁以期助益于福建地区的市场史研究遥

一尧清代邵武府墟市发展的背景

邵武府的农村市场多被称为野墟冶野市冶野街冶遥 野墟冶

是最常见的用于农村市场的称谓袁其规模通常比野市冶

要小遥 仅在个别情况下与野市冶混用袁如建宁县的溪口

米墟袁为全县规模最大的农村市场袁但习惯上仍称之

为野墟冶而非野市冶遥 [1]野市冶是通常用于规模较大的农村

市场的称谓袁当地人称野货鬻为市冶野民之所居成聚亦

有街市冶[2]野聚民莫如市冶[3]袁 可见市的主要功能在于商

业袁并拥有一定的人口规模遥 野街冶也是常见的农村市

场的称谓袁多在邵武尧光泽袁其使用情况较野墟冶野市冶而

言更为复杂遥 野街冶 的定义本为 野城之中外通衢皆为

街冶袁即强调野街冶的交通功能袁但由于野街冶往往因其交

通便利而成为摊贩尧店铺的聚集地袁其商业功能渐渐

得到强化袁因而也成为了市场的称谓遥 在邵武府袁野街冶

通常以三种形式出现院第一袁作为农村市场出现袁通常

与野墟冶野市冶平行或与野墟冶野市冶混称袁如邵武县的界首

街尧严山街皆为独立的农村市场袁光泽县的茶焙街尧杭

头街又名茶焙市尧杭头市曰第二袁作为野市冶的承载地出

现袁如光泽的止马市位于止马街曰第三袁作为野市冶的组

成部分出现袁如光泽县的水口市在晚清时期拥有五条

街道[4]遥 此外袁野会冶也是农村市场的一种补充形式袁指

的是以年或其他较长的时间段为举办周期的市场袁如

泰宁县的朱口牛会尧邵武县的和平牛会遥 此外袁还有少

数农村市场仅以地名称呼而不加其他称谓袁如邵武县

的小操南保尧光泽县的京牙铺等等遥

邵武府的农村市场起于何时无籍可考遥 据叶邵武

清代邵武府农村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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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曳所载袁后唐天成年间袁邵武县和平集圩便已

成市[5]遥 叶元丰九域志曳中记载北宋时期邵武府已有营

名镇[6]和清化镇[6]等镇袁明代方志中也记载了宋代的椒

屯墟[2]尧永安镇市[7]等墟市袁叶元丰九域志曳与明代方志

中的记载袁当属传世文献中关于邵武府农村市场的最

早记载袁可证宋代邵武府已有农村市场出现遥 但宋代

邵武府的农村市场发展尚不充分院宋人黄伯厚在诗中

称椒屯墟野渔盐微利竟蝇头冶[2]曰元人黄镇成称邵武府

野俗尚简易冶袁野虽士与贾袁亦辄顾其桑梓袁无有弃其家

若里而他适者冶[2]遥可见袁直至元代袁当地的商业贸易仍

不发达遥

明前期邵武府的商品经济同样仍未有太大发展袁

直至明中期才有了一定改变遥 弘治年间袁邵武府共有

包括各墟尧市在内的农村市场 27处遥 嘉靖年间袁邵武

府的墟市发展更为显著袁此时包括墟尧市与部分街在

内的农村市场的数量达到了 44处遥 [2]但明中后期袁邵

武府的农村市场多集中于北部富屯溪流域的邵武尧光

泽二县袁 可见邵武府的农村市场在数量激增的同时袁

由于受到交通尧地形尧市场尧经济基础等多因素的影

响袁其实际分布与发展极不均衡遥 同时袁墟市交易内容

仍以自然经济下的生活物资交换为主遥

总之袁邵武府的农村市场历经五代尧宋尧元袁至明

代其发展有了较大突破遥 同时袁墟市类型有墟尧市尧街尧

会等多种形式袁不一而足遥

二尧清代邵武府农村市场的发展

入清以后袁 邵武府的墟市出现了一定的衰退袁其

中以光泽县最为明显遥 万历年间袁 该县共有 11个墟

市袁而康熙年间仅剩 7个遥 泰宁县的墟市也由万历年

间的 6个缩减到康熙年间的 5个遥 明末的繁华已是过

往院野自万历之末至于崇祯袁此五六十年内袁人享太平

之福袁家给人足袁仕宦亦多而富冶袁与清初的萧条景象

形成鲜明的对比院野今则冻馁载道袁 复何侈靡之足云袁

则唯佌佌有屋袁蔌蔌有谷焉矣遥 冶[8]野少为商贾袁耕稼自

给噎噎邑素俭朴袁不知侈靡何若遥 冶[8]即便是经济受损

较轻袁野俗虽稍变袁而积习未除冶[9]的建宁县袁也仅能维

持野但使四境流通袁则一岁所产袁足供一岁之用冶[10]的自

给自足状态遥 乾隆年间袁邵武府共有各墟尧市尧街尧铺在

内的农村市场 53处袁此时邵武县共有 27处袁光泽县

有 9处袁建宁县有 11处袁泰宁县有 6处遥 若仅论数量袁

邵武府的农村市场直至清中期才逐渐恢复到明中后

期的水平袁而光泽县等部分地区的农村市场数量甚至

再未恢复到明中后期的水平遥 此外袁乾隆时期的邵武

县仍然野士农多务本业袁节衣缩食冶[11]袁清初战乱对邵武

府经济的破坏可见一斑遥 乾隆年间邵武府墟市的具体

分布参见表 1遥

表 1 乾隆年间邵武府墟市一览表

Tab.1 List of Shaowu Rural Market in Qianlong Period

资料来源院乾隆叶邵武府志曳尧乾隆叶光泽县志曳尧乾隆叶泰宁

县志曳尧乾隆叶建宁县志曳

对表 1应作两点说明遥

第一袁在相关地方志的记载中袁有一部分墟尧市尧

街设于城郊遥 其中袁明确称墟尧市的有东市尧坳口市尧操

场墟三处袁也算入农村市场之列遥 另外袁位于城郊的街

是否都具有商业性质尚不能确认袁 因此只将水北街尧

杭头街尧茶焙街三处自明中后期以来便形成的商业街

市计算在内遥

第二袁部分墟市名称中并无墟尧市尧街等邵武府当

地常见的市场称谓袁如小操南保袁但方志中有其墟期

安排的记载袁因此可以确定是农村市场袁也算入其中遥

至晚清时期袁邵武府各地的农村市场数量发展情

况差异较大遥 金溪流域的建宁县尧泰宁县发展较大袁均

墟市名称

东市尧 坳口
市尧水北街尧
龙斗街 尧界
首街尧 故县
街尧焦屯墟尧
王堂街 尧杨
梗墟尧 铁罗
巷尧朱坊墟尧
拿口市 尧固
住市尧 小操
南保尧 黄坋
墟尧文石街尧
官田墟 尧永
兴市尧 斑布
墟尧冯墩市尧
旧市街 尧将
石墟尧 古山
街尧严山街尧
官坊墟 尧大
阜市尧 杨家
墟

杭头街尧茶焙
街尧 水口市尧
京牙铺尧驿前
街尧 止马街尧
崇仁市尧天坪
街尧新甸街

操场墟 尧安
仁墟尧 枧头
墟尧里心市尧
黄泥铺墟 尧
均口墟 尧澜
溪墟尧 渠村
墟尧巧洋墟尧
水南墟 尧塘
头墟

朱口市尧
大田市尧
依口市尧
太平墟尧
上新墟尧
安仁市

墟市数量 27 9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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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中期的基础上增加了 6处墟市遥 [1]富屯溪流域的

邵武尧光泽两县虽因相关方志中未有明确记载而不能

确定墟市的准确数量袁但大体而言袁邵武县约有 30处

左右的农村市场袁光泽县约有 10处左右袁其发展相对

金溪流域的两县来说并不明显遥

总之袁清代邵武府的农村市场数量较前有较为明

显的增加遥 尽管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遭受了一定的打

击袁但邵武府的农村市场至乾隆年间已大体恢复到明

末的水平遥 从清中期至清末袁金溪流域的建宁尧泰宁两

县的农村市场数量进入了一个稳定增加的时期袁而富

屯溪流域的邵武尧光泽二县的农村市场数量增长则较

为有限遥 同时袁邵武府的农村市场表现出了一定的稳

定性袁明代嘉靖年间的 44处墟市中袁约有 30处直至

清末仍然存在遥

除数量上有所增长之外袁清代邵武府墟市的发展

还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遥

第一袁墟期的交叉安排已较为普遍遥墟期的交叉安

排袁是为了让赶墟者轮流赶墟袁尽可能地参与到市场活

动中去遥 因此袁 这是邵武府的农村市场发展的表现之

一遥 明代还可见到各地墟市野皆子午尧卯酉日集冶[12]野皆

一尧六集冶[2]的记载袁而清代各墟市的墟期大多已不再

集中于同一天遥 试以墟期记载最为详细的建宁县为

例袁其地的墟期安排变化较为典型袁明代中后期袁建宁

县各墟市均野皆一尧六集冶袁至乾隆时期袁当地各墟市的

墟期已经全部交叉安排袁如表 2所示遥 此外袁清代邵武

府各墟市的开市频率大多维持在每旬两集的频率袁比

之明代中后期尚有部分墟市一月一集的情况略有发

展袁也是农村市场发展的表现遥

表 2 乾隆年间建宁县墟市墟期一览表

Tab.2 List of Jianning Rural Market爷s cycle in Qianlong Period

资料来源院乾隆叶建宁县志曳

第二袁墟市层级更加清晰遥 清代以来袁邵武府各墟

市之间的规模差别日益增加袁规模足以覆盖全县的商

品集散中心开始出现袁晚清以后袁各地墟市层级已基

本定型遥 以建宁县为例袁至清末民初时袁位于县郊的溪

口米墟因其地水运便利而成为了粮食乃至各种商品

的集散中心曰其他规模较大的墟市如街头市尧里心市尧

均口墟尧溪源墟等墟市赶墟者都有五百人以上[13]曰而规

模小者如黄岭墟袁赶墟的据称仅几十人袁墟时不过两

三个小时 [14]曰又如渠村墟袁直至民国时期当地仍然是

野虎进猪栏袁豺狼追牛冶[15]的荒凉景象遥 又如泰宁县袁位

于县东北的朱口市是全县规模最大的墟市曰 梅口尧弋

口等粮食市场及大田尧新桥尧开善等纸尧笋尧水果尧红菇

等土特产市场次之[16]袁此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墟市遥

墟时长者能达到六七个小时袁而墟时短者仅有两三个

小时袁与建宁县的情况大致相同遥 光泽县规模最大的

墟市则是位于县西南的水口市袁其靠近杉关袁是当地

闽赣经济联系的中心遥 [4]另外袁水口市附近的驿前街尧

止马市尧官密等地的墟市也有一定的规模遥 邵武县规

模较大的墟市则有拿口市尧冯墩市尧朱坊墟尧严山街尧

旧市街等遥

第三袁专业市场开始出现遥 邵武府的墟市原本多

以小农之间互通有无为主袁但清中期以后袁一批专业

墟市渐次出现袁主要有三类遥 第一类是以粮食为主要

交换对象的遥 粮食市场中袁建宁的溪口米墟较为典型袁

其不但为全县的商品集散中心袁也是全县规模最大的

粮食市场遥 其时建宁县尚有其他米市袁如城内米墟与

里心市袁 但这些米市的服务对象多以当地百姓为主袁

而溪口米墟不但有各大米商尧米行收购粮食运至闽江

下游袁本地的各大商号也都经营米业袁实为全县与闽

江中下游地区进行野赣米闽盐冶交换的中心遥 [17]第二类

是以牲畜为主要交换对象的袁多以一年一期的野会冶为

主遥 如泰宁的朱口牛会袁始于乾隆年间袁每年七月二十

六日至二十八日举行袁参会者近至邻县袁远至邻省遥 此

外邵武也有和平牛会尧洪墩牛会等牲畜市场袁每年十

月十四日为会期遥 第三类是以纸张尧夏布尧竹笋等山区

特产为主要交换对象的袁此类墟市以纸市为主袁如泰

宁大田市袁自清初起便开始生产西纸袁清中期以后西

纸已成为此地的支柱产业袁至清末时共有二十多家纸

行尧纸栈遥 [18]又如邵武南部连史纸生产较为发达袁大阜

操场墟 东门外 每逢一尧六日集
安仁墟 安仁保 每逢一尧六日集
枧头墟 大南保 每逢四尧九日集
里心市 里心保 每逢五尧十日集
黄泥铺墟 银坑保 每逢三尧八日集
均口墟 赤下保 每逢二尧七日集
澜溪墟 都下保 每逢四尧九日集
渠邨墟 蓝田保 每逢二尧七日集
巧洋墟 黄溪保 每逢三尧八日集
水南墟 上黎保 每逢三尧八日集
塘头墟 桂阳保 每逢一尧六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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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尧和平市等墟市均有纸栈尧纸行设立遥 [19]其余山区特

产大多仍为墟市上的特色产品袁由于其生产尧销售规

模尚不足以支持其独立成市袁因而仍在专业化墟市的

雏形阶段遥 如建宁县俞家湾墟的豆制品和均口尧溪源

等墟市的笋干[20]袁均为远近闻名的特色产品袁但并无独

立的野豆市冶野笋市冶遥 这些专业化墟市的发展袁无论其

规模和水平如何袁都是清代以来的新变化遥

三尧清代邵武府农村市场的发展对社会经

济的影响

清代邵武府的农村市场由衰败而至复兴袁当地的

社会经济也随之变化遥 具体而言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遥

第一袁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遥 邵武府本野安于食

稻茹蔬冶[2]袁经济结构以单一的粮食生产为主遥 随着农

村市场的发展袁落花生尧烟草尧甘蔗尧苧麻尧香菇尧杉木尧

夏布尧竹器等经济作物和土特产在邵武府的经济结构

中的地位有所上升袁种植面积的扩张即为最直接的表

现院野落花生噎噎今郡中广种之冶[11]野烟草噎噎郡地广种

之冶[11]野苧噎噎陆地之不可为田者袁 土人莳之冶[21]野杉

噎噎建邑植之最盛冶[9]遥在各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张

的同时袁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农作物与土特产的商品

化程度也日益提高遥 邵武之大米尧建宁之粮食均为当

地野出产之大宗冶[22]袁杉木野货之四方袁以为宫室袁或土人

自运袁或外商行贩袁道途搬木袁相续不绝冶[9]袁竹器尧纸伞

等物野畅销外地冶[22]袁建宁县的夏布甚至吸引了外地商

人前来收购院野南北千里之遥袁靡不至焉冶[9]袁其余的苧

麻尧蕨粉尧绿豆皮尧香菇等特产大多也野出境贸易冶[8]遥这

些商品的流通范围的扩大化说明清代邵武府的商品

交换已突破了当地农民互通有无的藩篱袁与其他地区

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遥

第二袁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经营方式遥 早在明中后

期袁随着邵武府农村市场的快速发展袁当地百姓已在

一定程度上转向农尧商兼业袁家庭副业与手工业的比

重有所增加遥 如当地妇女野事纺织以衣其夫噎噎其余

则贸易以为利冶[2]袁说明家庭手工业已在一定程度上与

市场发生了联系遥 但随着清前期经济的衰退袁当地重

新回到了野地荒人稀袁谋生不赡噎噎民多安贫守分袁市

无茶馆酒肆袁妇女少出袁风俗渐淳矣冶[23]的状态遥清中期

以后袁随着经济的恢复袁商业重新成为了人们的谋生

手段袁 野巨贾侈陈市 碁布冶[24]遥 由于农村市场日益兴

盛袁家庭副业与手工业也得以继续发展遥 如夏布袁农村

妇女多以其野为专业冶[22]袁且野除衣被其家之外袁其出卖

甚广袁贩之者以千万计冶[9]袁可见其生产已形成了一定

规模袁并在当地的社会经济中极为重要遥 此外袁造纸尧

香菇加工尧木材加工等手工业也大致如此遥 在商业和

市场逐渐恢复的同时袁 长途贸易的普及是清代邵武府

商业与市场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遥野之他者袁比比也冶[21]袁

各处土产袁多由本地商人自运出去[25]袁商人的经营范围

变得更加广阔袁方志中野游齐鲁尧燕赵间冶[26]野往南翔市

布冶[9]野走武昌买谷冶[9]野行商于北直冶[1]的记载比比皆是遥

第三袁改变了当地的社会风貌遥市场的发展和变化

使得人们对商业的看法不断改变袁明代中后期以来袁当

地政府对于经济的态度仍以野积些谷冶野多置田冶[2]之类

重本抑末的传统观点为代表袁而清初以来袁这种传统

的观点发生了动摇袁如泰宁县野民穷财尽冶的现状就使

得当地官员开始反思 野岂非无商贾以致财源之不通

乎冶[8]袁可见市场的衰败和当地的贫穷使得一些政府官

员对商业的看法发生了改变遥 清中叶以来袁随着当地

农村市场的逐渐复兴袁商业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更加

重要了袁 各个社会阶层与商业的联系都日益紧密袁如

居野四民冶之首的士阶层野士噎噎则见义不为袁见利必

趋袁舍本业而思武断袁务自贬而售逢迎袁而市井无赖乃

得易而侮之冶[27]遥 同时袁商人在民间的地位也得到了提

高袁野衣冠家非此不耀也冶[24]遥 但随着市场的繁荣袁各种

社会问题也开始出现袁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自明中后

期以来便已出现过的问题院如奢侈之风的盛行袁野嫁女

犹从厚袁设筵必欲丰袁少年衣装必欲华丽袁城乡演剧耗

费无穷遥 冶 野每一婚嫁动费金数百袁一宴会费钱数缗遥 冶

[28]使得官员们开始重新呼吁野望有心者整饬之冶[27]野奢

侈之风宜禁也冶[28]曰 又如商业纠纷的增多袁野市肆相诟袁

讼庭相质冶的情况已到了野相沿而不可止冶[27]的地步遥可

见袁随着商业的发展袁当地的社会情况也日益复杂遥

四尧结语

总的来说袁 清代邵武府农村市场的发展较为明

显袁并出现了一些前代所无的新现象遥 另外袁在农村市

广果土

陈琨垚院清代邵武府农村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变迁 15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10期

场发展的同时袁当地的社会经济也随之而变袁发生了

一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吻合的新变化遥 不过袁应当

指出的是袁相比国内其他地区而言袁清代邵武府的农

村市场发展仍然是有限的遥 例如一些清中期以后才在

邵武府的农村市场中产生的新现象袁早在明代的江南

地区就已存在了遥 本文囿于文献记载的局限袁对当地

墟市分布及社会情况的了解与分析仍有不足之处遥 在

今后的研究中袁如何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使这些情

况进一步明朗化并正确把握依然是重要的课题遥

注释院

淤 较早涉足福建市场史的学者有陈铿尧徐晓望等人遥 陈铿于

上世纪 80年代发表的叶耶亥市爷试解曳叶福建的墟期曳叶明清

福建农村市场试探曳等文对野亥市冶这一名词的意义尧福建

各墟市墟期的形成原因尧存在意义及发展规律尧明清时期

福建墟市的发展过程尧墟市的类型尧职能与管理尧局限性等

问题进行了探究遥徐晓望自世纪之交以来对福建市场史的

研究成果多收录于叶福建经济史考证曳一书袁此外袁其博士

论文叶16-17世纪环台湾海峡区域市场研究曳一文对明中

叶至清前期环台海地区的区域市场的发展背景尧 市场网

络尧商品产销及城镇化进程等方面进行了考察遥张在普尧林

浩在叶福建古市镇要要要闽台古乡间商品市场曳中对宋代以

降福建兴起过的墟街市镇的具体位置进行了考证曰 刘莎尧

王彬在叶闽台古市镇的时空分布及形成机制曳中利用 GIS

及其空间分析功能对探讨了闽台古市镇的时空分布与空

间扩散规律遥此外有陈桂炳尧戴一峰尧叶纯亮尧蔡立雄尧黄艺

娜尧马昊昊等人分别从不同视角对福建各地区的市场史进

行了探究遥

于 有关清代邵武府农村市场的研究成果有院陈支平叶闽江上

下游经济的倾斜性联系曳对明清两代闽江上下游之间商品

交换的种类和数量进行了探讨袁 认为工商业人口的来源尧

自然条件的差异尧封建政府的打压等因素阻碍了闽江上游

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使其与下游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曰张静

叶明清时期闽江上下游地区经济功能的划分曳 对明清时期

闽江上下游地区的不同经济功能与输出产品进行了探讨袁

认为自然条件的不同与社会风气的差异都是造成两地经

济功能分化的原因曰 戴一峰 叶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

迁要要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曳对近代以来闽江上游山区

的商品经济的生产规模尧生产方式及制约因素与初级市场

的数量尧发展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遥 认为近代以来闽

江上游山区的商品经济仍停留在小商品生产的层次上袁其

落后的生产水平与不断增加的产量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袁且

受到传统封建因素尧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尧本地交通运

输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曰姜修宪尧张忠福在叶开埠通商与

腹地商业要要要以闽江流域墟市的考察为例曳一文中对明中

叶直至民国时期以延尧建尧汀尧邵等四府为代表的的闽江流

域的墟市的数量尧分布及集期进行了探讨袁认为稳定性尧延

续性尧渐进性是闽江流域的墟市的特征袁但其市镇化水平

并不显著且并未受到福州开埠的强烈冲击曰徐晓望叶晚明

延平府城与闽江上游区域市场曳对明中期以来建溪尧富屯

溪尧沙溪流域的农村市场的概况与各流域的中心城市进行

了分析袁认为闽西北山区的墟市有一定发展袁且顺昌洋口

镇为富屯溪与金溪流域商品交换的中心遥 水海刚叶近代闽

江流域上下游间经济联系再考察院 以粮食贸易为视角曳考

察了晚清以来闽江上下游间的粮食贸易袁认为茶叶等经济

作物的广泛种植在一定时间内改变了闽江上下游间的商

品交换情况袁 但由于其破坏了生态环境与原有的粮食经

济袁结果反而是加大了两地的经济差距遥 以上研究成果多

将延尧建尧汀尧邵等闽江上游各地区看作一个整体以考察其

市场与经济的发展袁虽然其中对邵武府的农村市场多有涉

及袁但现阶段仍然少有对清代邵武府的农村市场进行专题

研究的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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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Market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Shaowu in the Qing Dynasty

CHEN Kunyao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The article mainly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market in Shaowu Prefec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impact on

the local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by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market in Shaowu Prefec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to the increase in quantity, there have been major breakthroughs in terms of

transaction frequency, market size, and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market has caused corre鄄

sponding changes in the local society and economy, which mainly reflected on the status of cash crops and local products 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has risen; various business methods such as commerce, sideline and handicraft have developed; the local social style is constantly

changing. In short, the rural market of Shaowu Prefec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brought a series of corresponding

changes in the local society and economy.

Key words院Qing Dynasty; Shaowu; rural market; socioeconomic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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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2月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

将全面从严治党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全面深化改革

以及全面依法治国概括为野四个全面冶遥 野四个全面冶战

略布局系统总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袁

准确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脉搏遥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袁也是扎根当

代中国尧 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现代化之

路遥 2016年 10月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指出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

须协调推进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袁不断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总任务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遥 [1]野四个全面冶战略

布局的谋划基点在于书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

大文章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相契合遥 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十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袁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进行

了阐释袁 其核心要义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袁以

野一个中心袁两个基本点冶统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尧民

主政治尧先进文化尧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袁其价值

旨归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遥 [2]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在价值立场尧法治保障尧物

质基础及组织保证等方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内涵相契合袁既承继了当下的战略目标袁又展望了

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遥 野四个全面冶不仅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野总布局冶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袁

而且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野总任务冶在

现阶段的实践贯彻与积极落实遥 [3]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野四个全面冶战略

布局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遥 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是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态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

完善的袁 也是现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举

措遥 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为出发点袁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遥作

为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袁野四个全面冶 战略布局有利于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借鉴袁构建良好的中国形象遥

一尧野四个全面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现阶段的战略布局

2016年 10月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

上作的 叶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曳和

叶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曳的说明时指出袁协调推进

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是党中央从实现野两个一百年冶

论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的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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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意义袁野四个全面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内涵上一脉相承袁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遥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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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目标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

作出的抉择遥 [4]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是当代中国在实

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所作出的阶段性战略布局袁阐明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目标遥 以野四个全面冶战

略布局为总抓手袁在战略目标指引下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尧法治保障和政治保证遥

渊一冤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冶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在现阶段的战略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

进程中的第一个百年目标袁其形成和发展有其历史过

程遥 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野三步走冶战略

目标袁描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遥 经过长期

努力奋斗袁前两步奋斗目标已经如期实现袁党的十六

大提出了在 21世纪前 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

标袁 党的十七大又对这一目标进行了细化和完善袁党

的十八大又将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冶升华为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冶遥 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

了新的野三步走冶战略袁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袁 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袁到

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民族复兴是两个相互联系尧相互交融的阶段袁我们

今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拼搏袁就是在为实现中国

梦奋斗遥 [5]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党的战略目标中居于

承上启下地位袁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定的

阶段性目标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相耦合遥

渊二冤野全面深化改革冶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强大动力

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竭动力袁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是在改革中实现的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院野实现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蓝图袁要求全面深化改革遥 冶[6]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上面临着许多具有新的历史条件的伟大斗争袁

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尧经济增速放缓尧城乡收

入差距较大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仍没有从根本

上改变袁 社会主义法治领域还存在着一些执法不严尧

司法不公尧违法不究等问题遥 总之袁随着现代化进程不

断加快袁 原有的体制机制在新形势下面临诸多困境袁

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遥 例如袁

为了优化国家机构资源配置和完善国家机构职能体

系袁中共中央印发了叶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曳袁

提出了深化中央机构尧全国人大机构尧国务院机构尧全

国政协机构等方面的改革袁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提供高效运转的制度体系遥

渊三冤野全面依法治国冶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法治保障

法治是治国的良器袁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遥 坚持运用法治思维治理国家袁

不断推进法治国家尧 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全面建

设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曰要保障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在法律框架下前行袁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袁不断适应改革发展稳定的现

实需要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正确的航向遥 全

面依法治国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和

创造性袁汇聚各民族尧各阶层尧各群体的力量袁使人民

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袁为中国梦的实现齐心协

力做出贡献遥 [7]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6年袁是全面依法治

国举措最有力尧最集中的 6年袁成功推出和实施了 200

多项重大法治改革举措,制定修改法律 164部次尧行政

法规 280部次淤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不断

完善能够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法治轨道上破浪

前行遥

渊四冤野全面从严治党冶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政治保证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袁党自身

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遥 实

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袁必须以更大力度深入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袁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遥 [8]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尧

纪律建设尧作风建设尧政治建设以及思想建设袁形成完

善的党内制度体系曰全面增强党的本领袁提高学习尧政

治领导尧改革创新尧科学发展及狠抓落实等本领袁着力

提升党的执政能力遥 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袁要根

据世情党情国情的变化制定不同治党之策袁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袁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遥2019年全国纪检监

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6.1万起袁

处理党员尧干部 8.6万人袁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6.6万人于袁

杨 帅袁等院论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的价值意蕴 19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10期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袁确

保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袁人民群众衷心拥护袁能够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政治保证遥

二尧野四个全面冶有利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

协调推进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必须遵循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紧紧围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期待谋篇布局遥 [9]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导向都在于人民立场袁能够发

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袁奋力实现小康社会的美好愿

景曰 全面深化改革能够在共建中做大社会财富的蛋

糕袁在共享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曰全面

依法治国是满足人民群众在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社会及

生态方面公平正义权益的必然要求曰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袁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袁密切

党群干群联系袁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党加强自身建设

的新期待和新要求遥

渊一冤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冶 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

的生活水平

实现小康梦想是中华民族孜孜不倦的追求袁党对

此作出了 野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冶 的战略安

排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提出野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和

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袁就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袁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遥 冶[10]

因此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聚焦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

活水平袁着力改善民生袁实现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

的伟大跨越袁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遥 党的十

九大提出了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的小康要

求袁 全面小康是惠及十几亿人民更高水平的小康袁是

野五位一体冶的小康袁让人民群众共享政治尧经济尧文

化尧社会和生态方面成果的小康遥 当下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袁只有贫

困群众和全国人民一道步入小康社会袁全面小康的目

标才能实现袁这个过程脱贫的成效直接体现在人民群

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遥 我国贫困人口从 2012年年底

的 9899万人减到 2019年年底的 551万人袁贫困发生

率由 10.2%降至 0.6%曰2013年至 2019年袁832个贫困

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6079 元增加到 11567 元袁

年均增长 9.7%袁 比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幅高 2.2个百分点盂袁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中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遥

渊二冤野全面深化改革冶 有利于让更多改革发展成

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在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袁保障人民群众在教育尧医疗和住

房等方面的权益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发展的不平衡不

充分袁这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社会发展活力袁创造

更多的物质财富袁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有更加坚实的

物质基础支持遥 全面深化改革的立足点在于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袁实现从野有冶到

野优冶 的跨越袁 逐步解决在人民群众中存在的医疗教

育尧劳动就业以及生态保护等社会问题袁更好地让改

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遥 全面深化改革使全体

人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院一是人

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遥201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了 18311元袁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733元遥二是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完善遥 2019年末袁全

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尧 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1581 万尧

874万和 978万人遥 三是社会事业繁荣发展遥 2019年

末袁 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101.4万个袁 比上年增加

1.7万个榆遥

渊三冤野全面依法治国冶 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公平

正义权益的实现

全面依法治国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尧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尧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遥 人民权

益的保障离不开法律的保护袁一旦离开法律的保护人

民群众的权益便会受到侵犯遥 提出依法治国袁建设法

治体系袁实际上也就是建立一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制度保障体系遥[11]只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袁社会才能形

成有法可依尧有法必依尧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的法治

氛围袁人民群众才能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法

治的力量袁 自觉去尊崇法律权威和维护法律尊严袁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遥 要将党的领导贯穿到

依法治国的全过程袁 加强和改进党对依法治国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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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袁确保立法尧执法尧司法及守法的全过程贯穿党和人

民的意志袁使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尧人民群众的各项

权益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袁明确法治框架下野有所为冶和

野有所不为冶袁保障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袁更好地构筑

起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防线遥

渊四冤野全面从严治党冶 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铸牢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意识袁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宗旨意识遥 当前党内仍然

存在着野四大危险冶和野四大考验冶袁野四风冶问题屡禁不

止袁尤其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遥 全面加强党的

建设袁要立足于增强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袁将制度建

设贯穿党的建设之中袁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袁把党

建设成为宗旨意识野不变质冶的政党遥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导向袁凝聚起全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磅礴力量袁构建起为民服务的政党形象遥 2019年全国

共查处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10.4万起袁 处理

13.2万人曰 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8.5万件虞袁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

立场袁持续深化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遥

三尧野四个全面冶有利于为发展中国家解决

自身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扩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

现代化的途径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遥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袁中国用几

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完的工业化历

程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袁这

给发展中国家以深邃的思考袁发展中国家逐渐开始关

注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袁希望学习尧借鉴中国经验加

快发展遥 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袁使国家发展的目标与

取向尧国家治理的理念与方式尧政党建设的方式与途

径袁更接近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遥 [12]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

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历史经验凝练袁具有深

刻的世界意义袁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遥

渊一冤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冶 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

困提供中国经验

曾经中国贫困人口之多在世界上罕见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要求在现行条件下农村人口全面脱贫袁中国

脱贫攻坚为世界反贫困事业积累宝贵的经验遥 进入新

时代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吹响了脱贫

攻坚的号角袁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原理提出了一

系列脱贫攻坚的理论袁如精准扶贫尧分类指导等脱贫

原则曰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尧实施野五个一批冶工程等

具体措施曰聚焦野两不愁冶和野三保障冶等基本生活要

求遥 在反贫困理论的指导下袁中国脱贫成效十分显著袁

平均每年减贫人数保持在 1000万以上袁 贫困人口不

断下降袁于 2020年摆脱绝对贫困袁提前实现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遥 然而袁全球的贫困治理仍面临贫困人口

众多尧各国贫困治理效果参差不齐尧贫困治理资金及

贫困治理能力不足等突出短板遥 [13]中国政府和民间组

织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袁分享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所

积累的扶贫开发经验袁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

有益借鉴遥

渊二冤野全面深化改革冶 有利于为发展中国家破解

发展难题提供中国理念

经过 40多年的发展袁 中国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

验袁如要注重改革的方向袁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曰要注

重改革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袁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着

力谋划具体配套措施曰要解放思想尧开拓进取曰要处理

好改革尧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等等遥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

下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袁中国逐步

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袁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袁在

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袁同时人民生活

水平尧教育文化水平尧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遥 然而世

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袁不同程度

地出现了经济结构单一尧发展方式粗放尧技术科技含

量低等问题袁拉丁美洲尧非洲等部分国家还陷入了野中

等收入陷阱冶袁经济发展迟缓袁贫富集团矛盾加深遥 在

2018年 6月召开的第十九届万寿论坛上袁埃及尧乌拉

圭尧印度及秘鲁等政党代表纷纷认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能够为世界各国和政党带来重

要的启发袁这表明中国的改革发展理念能够为广大发

展中国家深化改革提供新的思路遥

渊三冤野全面依法治国冶 有利于为发展中国家完善

法治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全面依法治国在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中国袁推进

杨 帅袁等院论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的价值意蕴 21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10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袁保障人民群众

的法治利益遥 全面依法治国是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

来正反两方面的法治经验教训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建设的实践历程中得出的治国理政智慧遥 依法治国

的基本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

在要求曰 尊重人民群众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曰坚

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曰 统筹完善法律体系尧

法治监督体系尧法制监督体系等等遥 在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的引领下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尧法治

体系建设尧法治政府建设和公正司法尧司法改革及全民

守法和法治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遥 [14]这

在国际局势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从

法治高度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尧推动治理现代

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遥

渊四冤野全面从严治党冶 有利于为发展中国家加强

执政党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注重加强自身

的建设袁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中国共产

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袁力度前所未有遥 中国共产党在

深刻分析党内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了靶向治疗袁

积累了丰富的治党经验袁 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尧加强作风建设花大力气惩治腐败尧从制度着手完

善党内制度体系等等遥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下袁党的执政本领和执政能力得到了提升袁党内政治

生态得到了净化袁党的群众基础更加稳固遥 同时中国

共产党举办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袁加强同世界各国政

党往来袁分享治党治国经验袁开展文明交流对话袁增进

彼此战略信任袁[15] 有效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政党

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遥

总之袁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袁聚焦于当代中国在发展过

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袁在推动国家富强尧民族振兴中展

现了人民情怀袁着力于构建经济发展尧政治昌明尧文化

繁荣尧社会和谐尧生态优美的总体布局袁同时以其世界

胸怀展现大国责任袁给世界上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

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思

路遥 当前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袁伟大斗争

呈现出新的特点袁各方面的矛盾更趋复杂袁只有坚持

以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为着力点袁从整体上系统谋划

使野四个全面冶协调推进尧相得益彰尧综合发力袁才能保

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航船行稳致远遥

注释院

淤 数据来源于司法部党组书记尧副部长袁曙宏同志叶改革开

放大潮中的全面依法治国壮丽诗篇曳一文遥

于 数据来源于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同志在十九届中央纪委

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遥

盂 数据来源于习近平总书记 2020年 3月 6日在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遥

榆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同志叶稳中上台阶

进中增福祉曳一文遥

虞 数据来源于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同志在十九届中央纪委

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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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Four Comprehens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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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冤

Abstract: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uts forward the "four overall" strategic layout, which profoundly reveals the epoch goals, the

people's position and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a's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four comprehensive" and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in the same vein. It is to realize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is stage; it is conducive to safeguarding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 from the interna鄄

tional perspective, "four comprehensive" highlights China's world responsibility, which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coun鄄

tries to solve their own problems, thus it has profound value implication.

Key words: "Four Comprehensives"; the road of socialis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value i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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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袁也是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力量遥文化统战是统一战线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

是要研究尧弘扬和传承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时期留存

下来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遥 因此袁研究红色文化融入统

一战线建设袁 使之成为文化统战创新发展的重要资

源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遥

一尧闽北红色文化的特征

红色文化是野指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袁 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

命尧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程中袁积淀和孕育

的所有理论成果尧物质文化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遥 冶[1]闽

北是一块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土地袁是闽浙赣中央苏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有着厚重的革命历史遥 新时期统战

工作中以闽北红色资源为依托袁传承和发扬闽北革命

精神袁对于协调推进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尧坚定野四个

自信冶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渊一冤闽北红色文化内容丰富

闽北红色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

领导闽北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过程中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闽北革命遗

存和革命精神袁是闽北人民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孕育

出来的自强不息尧艰苦奋斗尧不怕牺牲的精神遥 它包含

着闽北这个时期的人物尧遗存尧遗物尧纪念物等物质文

化和在其中蕴含的具有闽北特色的制度尧 精神文化遥

物质文化主要包括革命时期的革命事件尧 战争遗址尧

革命人士故居等袁主要包括以下几类院一是遗址故居

类袁有闽北红色首府大安村尧中共福建省委旧址尧赤石

暴动遗址尧上溪整编旧址尧新四军留守处旧址尧四渡桥

阻击战纪念亭尧黄土关战役遗址尧王台八角楼革命旧

址尧苏维埃旧址渊上溪口冤尧新四军南平留守旧址尧冯超

骥烈士尧陈贵芳故居尧邵士平工作旧址等曰二是纪念

收稿日期院2020-01-08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JAS180522冤曰

武夷学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

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专项 渊MGC201915Z冤曰福

建省委统战部人文社科项目渊TB18047s冤遥

作者简介院代荣渊1982-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党史尧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闽北红色文化在新时代文化统战中的

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代 荣 1,2,3袁 陈 虹 1,2,3袁 叶琪瑛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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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福建省统战文化武夷山研究基地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闽北是一块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土地袁是闽浙赣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有着厚重的革命历史遥中国共产

党在闽北的革命斗争历程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红色文化尧红色故事尧红色遗迹袁这些红色财富与新时代文化统战工作相

契合遥把闽北红色文化基因融入国人血脉袁可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袁是统一战线发挥优势作用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袁在新时

代文化统战创新发展中具有深远意义遥

关键词院红色文化曰统战工作曰闽北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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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尧烈士陵园类袁有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尧闽北革命烈

士纪念碑尧建阳太阳山革命纪念馆尧书坊烈士陵园尧政

和七烈士陵园尧中共闽浙赣边地委尧闽浙赣游击纵队

纪念碑等曰三是墓祠类袁如赤石暴动烈士陵墓尧黄道

墓尧金坑红军烈士墓尧列宁公园粟裕大将骨灰安放处尧

孙克骥将军骨灰安放处等遥 制度文化院1930年 5月 1

日袁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袁这是闽北苏区第一个县

级苏维埃政府遥 崇安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袁在闽北进

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尧经济尧文化等政权建设袁为我们留

下了宝贵的制度文化遥 精神文化院如方志敏手书野中国

红军万岁冶标语尧苏区精神尧匡山女烈廖世翠事迹以及

被闽北群众广为流传的革命歌谣尧革命标语等遥

渊二冤闽北红色文化历史悠久

闽北苏区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袁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袁闽北创建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区域遥 闽北红色

文化与革命精神源头的井冈山精神一脉相承袁是福建

革命精神的策源地遥 1926年 7月中共建瓯支部成立

后袁闽北工农运动不断发展袁1928年和 1929年闽北党

组织领导的崇安和浦城的两次农民暴动袁1929年工农

红军正式建立遥1930年 5月闽北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

立崇安县政府袁是闽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遥 此后袁

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袁后与赣东

北根据地合并袁成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遥1931年中共闽北分区委尧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尧闽

北军分区相继成立遥 1931年 4月和 1932年 9月方志

敏率红十军两次入闽袁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闽北苏

区遥 1932年 10月袁中央红第二十二军解放邵武县城袁

闽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在邵武会师袁闽北苏区与中央革

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遥

第四次反野围剿冶胜利后袁中央红军先后收复建黎

泰苏区和信抚苏区袁打通了与闽北苏区的联系袁使三

块苏区连成一片遥1933年 2月 5日中央苏区中央局决

定袁以建黎泰革命根据地为中心袁建立了闽赣边省袁成

立省委袁并致电周恩来尧朱德尧王稼祥尧博古袁征询对闽

赣省委委员名单的意见袁通知邵式平到中央讨论并筹

备建省工作遥 随即成立中央闽赣省委袁任命顾作霖为

省委书记袁邵式平尧黄道等为常委袁肖劲光尧方志纯等

为委员遥 1933年 4月 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根据苏区

中央局的决定袁召开第四十次常会袁由邵式平同志做

报告袁会上大家一致认为闽赣苏区地位重要对于夺取

抚州尧南昌具有战略意义袁故会后成立了闽赣省革命

委员会袁把建宁尧泰宁尧黎川尧金溪尧资溪尧光照尧邵武尧

闽北苏区以及信抚两河一带地区划分为闽赣省遥 这次

会议还确定了邵式平尧顾作霖尧毛泽民尧肖劲光尧周建

屏尧黄道等 25人为委员袁以邵式平尧顾作霖尧毛泽民等

9人的主席团袁邵式平为主席遥 同时袁中央决定将以崇

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从闽浙赣苏区中划出袁并入中央

苏区闽赣省袁党的机关刊物叶红色中华曳还以野在苏维

埃的不断发展中闽赣省革委会成立了冶为题报道了中

央政府在黎川尧 崇安一带建立闽赣省的战略意义遥

1933年 5月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袁之后并入闽赣省

后袁闽北苏区的各项工作纳入闽赣省委尧省革命委员

会的工作计划遥 闽北革命历史悠久袁在中央苏区特别

是对于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渊三冤闽北红色文化与新时代文化统战工作相契合

从 1928年上梅暴动到 1949年的闽北解放袁闽北

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经受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

国民党军队四次大规模野围剿冶的严峻考验袁使党的革

命组织在残酷的环境之下不断的发展壮大袁并在 1949

年为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闽北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遥

在这 20年的历程中闽北革命组织中涌现出大量英勇

的事迹袁成为闽北红色革命理论和文化的基础袁也为

闽北赢得了野红旗不倒冶的美誉遥 这些宝贵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成为新时期统战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支撑袁与统一战线工作相契合遥

二尧闽北红色文化在新时代文化统战创新

发展中的价值意蕴

2011年 11月袁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

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80周年座谈会上袁

提出了野苏区精神冶的概念袁并将其主要内涵概括为

野坚定信念尧求真务实尧一心为民尧清正廉洁尧艰苦奋

斗尧争创一流尧无私奉献冶遥 闽北苏区精神是野苏区精

神冶在闽北的一个缩影袁在福建乃至全国苏区中都具

有重要地位袁全市 10个县渊市尧区冤都是原中央苏区范

围遥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袁革命先辈留给了我们

宝贵的精神财富要要要伟大的苏区精神袁这一财富对于

代 荣袁等院闽北红色文化在新时代文化统战中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2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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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统一战线工作具有深远意义遥

渊一冤野星火信念冶是党领导统一战线的不竭动力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袁经历了多次大城市武装

起义失败的尝试之后袁 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

地要要要井冈山根据地遥 面对强大的敌人袁党内的一些

野右冶倾机会主义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信心不足袁提出

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冶的疑问袁毛泽东于 1930年在叶星

星之火袁可以燎原曳一文中充分估计了院野建立和发展

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袁提出了农村包

围城市尧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遥 冶明确指出院野红军尧游

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袁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

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冶[2]袁野并且无

疑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冶[2]遥 深信野星

星之火袁可以燎原冶袁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遥

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斗

争的巨大的力量源泉遥1934年 10月袁中央主力长征后

国民党调集十万重兵围剿闽北革命根据地袁闽北苏区

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挫折遥 面对敌人的包围袁时任闽

北分区书记黄道果断决定将根据地机关撤离大安遥 从

次年一月开始袁闽北苏区开始了独立自主尧艰苦卓绝

的三年游击战争遥 在这三年的革命斗争中袁闽北革命

党人以野革命好比火炼金袁真金不怕火袁怕火非真金遥

革命同志心如铁袁任何困难不变心袁不顾一切的去牺

牲袁最后胜利属我们冶[3]的野星火信念冶持续坚持战斗袁

闽北苏区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南方八省有影响的战略

根据地之一遥 闽北革命时期的这种野星火信念冶源于对

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袁成为引领苏区人民紧紧团

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尧建设尧改革的不竭动

力遥 新时期继续弘扬野星火信念冶袁坚定对党的政治认

同袁对于党领导和团结党内外人士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伟大信心意义深远袁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聚策聚力遥

渊二冤野务实精神冶是统战工作的有力保障

野实事求是冶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袁土地革命前

期党内存在着严重的马克思主义野教条化冶和苏联经

验野神圣化冶的趋势袁集中表现在唯野上级机关冶袁唯野本

本主义冶袁为了同这种倾向作斗争袁毛泽东做了大量的

调查研究袁形成了他的理论成果叶反对本本主义曳袁提

出了野没有调查袁没有发言权冶的重要论断袁要求中国

共产党人和红军要坚持调查袁革命斗争的胜利野要靠

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冶袁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

体实践相结合冶遥 大革命时期闽北的工农运动如火如

荼袁1927年 8月根据野八窑七冶会议的精神袁要在各地展

开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遥 中共闽北临委根据闽北

斗争实际在各地迅速成立了工农运动组织袁闽北以山

区为主袁中共闽北临委特别强调组织农民起义袁提出

了代表农民利益的口号袁将宣传革命和抗租抗税结合

起来袁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袁于是就有了 1928

年声震全国的上梅暴动遥 在教育方面院为了普及文化袁

传播革命思想袁结合闽北农民地区的实际袁举办了除

正规的全日制学校外还有各色的成人教育袁有培养教

育人才的列宁师范学校袁 以扫盲为主的各类夜校袁干

部家属学校等结合当时当地实际需要的学校遥 闽北苏

区革命根据地的的开辟和发展袁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

党的务实精神袁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袁闽北苏区形成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尧农民尧小资产阶级为主体

的工农统一战线袁以及后来的野不论他何阶级袁不论他

何派别冶[4]的抗日爱国统一战线遥 野务实冶精神既是一种

科学精神袁也是一种政治品格袁是我党在革命与和平

时期始终坚持的工作态度袁 正是秉持这种工作原则袁

才能使得我党能有汇聚党外民主人士尧 海内外人才尧

新兴社会阶层的磅礴力量袁为新时期全面加强党的统

战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遥

渊三冤野群众路线冶是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基石

野群众路线冶是党的最根本工作路线袁中国共产党

之所以能带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袁最根本的就

是坚持走一条野从群众中来袁到群众中去袁一切为了群

众袁依靠群众冶的群众路线遥 在苏区毛泽东要求每个共

产党员时刻谨记争取群众袁野真心实意的为群众谋利

益冶遥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袁北伐军入闽就受到了闽北工

农群众的大力支持袁野四窑一二冶反革命政变之后袁在以

徐履峻为书记的中共崇安特别支部的带领下以农民

协会尧学生联合会尧共青团尧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为依托

组织领导闽北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运动遥1930年下半

年为了团结各基层爱国人士袁 闽北党组织还成立了

野反帝大同盟冶袁号召闽北人民不分阶层尧不分男女团

结起来袁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遥 闽北野反帝大同

盟冶广泛的开展反帝宣传活动袁利用各种纪念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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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游行袁 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袁

极大地调动了闽北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遥习近平指出

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袁 是我

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冶[5] 不论是

革命时期还是和平时期袁 统战成员是特殊的群众群

体袁统一战线是党的特殊群众路线袁闽北革命者推行

的野各阶级大联盟冶式的群众路线是统一战线理论的

重要基石袁不断地丰富着我党的统一战线理论遥

渊四冤文化建设是统战工作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在叶新民主主义论曳中提出野在中国袁文化

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袁有一个统一战线冶[6]袁毛泽东明

确提出了文化统战的概念及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必

要性遥 为了加强闽北党组织的建设袁使得马克思主义

思想入心入脑袁闽北苏区政府很早就认识到文化教育

工作的重要性遥 首先袁苏维埃政府创办了大量的党报尧

党刊等刊物袁其中重要的有叶党的生活曳叶红旗周报曳

渊后改为 叶红旗曳冤叶工农报曳叶列宁青年曳叶青年与战争曳

叶红色射手曳叶反帝旬刊曳袁 闽北党群团体共同创办了

叶红色闽北曳袁 另外闽北各县也办了相应的报纸和刊

物遥 为了将工农群众的言论和实际生活情形反映出

来袁闽北苏区鼓励各机关尧学校尧工厂建立壁报袁壁报

的内容来源于工农群众的投稿遥 其次袁闽北苏区为了

提高群众的识字率尧传播革命思想袁创办了各类学校袁

有列宁小学尧列宁师范袁各类夜校尧传播知识文化的俱

乐部等等遥 在各类学校建立的基础上袁闽北苏区开展

了形势多样的革命文化普及活动袁比如袁为了激励工

农群众的斗争情绪袁坚定工农群众对革命斗争的胜利

信心和决心袁在各地创办壁报的基础上袁建立了读报

制度袁创办了夜校组织扫盲工作遥 这些工作对于宣传

马克思主义尧贯彻党的方针尧政策尧团结革命力量起着

重要的作用袁有力地促进闽北革命思想的发展遥 第三袁

鼓励革命艺术创作遥闽北苏区政府为了鼓励群众对革

命战争的热情袁加强群众的阶级教育创作了大量的革

命文艺作品遥 如革命歌曲叶共产党好曳叶杀敌歌曳叶红旗

插遍武夷山曳等等袁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闽北

军分区政治委员黄道亲自创作了 叶反日民族统一战

线曳歌遥 在革命时期袁闽北党组织在文化战线上以红色

刊物尧革命学校为阵地袁宣传革命思想袁凝聚革命力

量袁是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途径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信息技术日新月异袁我国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挑战与侵蚀袁我们必须抢占文

化阵地袁野必须把统一思想尧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

作的中心环节冶 [7]袁在增强社会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

领力上下功夫袁 牢牢抓住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权袁从而与党外人士共同绘制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野工笔画冶遥

三尧闽北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文化统战创

新发展中的路径

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袁统一战线是党

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袁必须长期坚持袁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党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袁红

色文化在凝心聚力功能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袁要让红

色文化绽放时代本色袁需要不断创新途径和形式遥

渊一冤弘扬闽北苏区精神袁凝聚爱国初心使命

闽北苏区精神是我们党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

锤炼出来的红色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革命先

辈们为了国家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崇高理想不惜抛头

颅尧洒热血袁前仆后继的不怕牺牲精神遥1926年闽北建

立党组织以来袁方志敏尧黄道尧粟裕尧陈耿尧杨俊德尧徐

履峻尧陈昭礼尧黄立贵尧曾镜冰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闽北

这块革命圣地上留下了革命足迹袁成为新时期我们前

行的不竭动力遥 新时代我们需要将闽北先进的尧无私

的珍贵红色文化加以凝练袁 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袁

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补钙壮骨遥 弘扬闽北苏区

精神袁将会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袁有效激发统一战线成

员的爱国热情和奋发激情袁凝聚爱国初心使命遥

渊二冤加强文化建设袁发挥红色文化筑魂育人的功能

闽北是有着深厚红色文化资源的革命老区袁可以

立足红色文化的资源优势袁将红色文化教育与统一战

线工作结合起来袁实现野以文化人袁以文育人冶的目的遥

首先创新工作机制袁 将红色文化融合到实际工作中

去遥 高校是党外知识分子的聚居地袁党要野学会与知识

分子打交道的本领遥 要高度重视和做好新经济组织尧

新社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工作袁引导他们发挥积极作

用冶[8]遥 新时期要以闽北红色文化为依托袁追寻共产党

员的野初心和使命冶袁建立健全机构设置袁创设多种渠

代 荣袁等院闽北红色文化在新时代文化统战中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27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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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袁使党外知识分子在发挥爱国热情尧投身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渠道上畅通无阻遥 其次袁发挥红色文化

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袁使之与统战工作相结合遥 可以

以野主题教育冶为依托袁组织广大统战成员学习尧认识

闽北红色文化袁以鲜活的事例激励党外人士袁使其增

强对党领导下的政治尧文化尧思想认同袁坚定大统战工

作格局遥 第三袁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红色文艺活动袁创

新统战工作方式遥 建设党外知识分子组织载体袁开展

丰富多样的交流活动袁谋求最大公约数袁共筑最大同

心圆袁 使党外知识分子以高度主人翁的姿态尽其所

能袁尽展其才遥

渊三冤增强红色文化的仪式感袁搭建统战平台

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袁可以利用闽北

苏区良好的红色文化资源袁为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搭建

广阔的平台遥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袁中国共产党在革

命战争年代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袁其中闽北就

有众多的红色革命遗存袁 可以将这些遗存有效利用遥

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特殊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组织各

种纪念活动袁将爱国主义情怀以主题教育的形式昭示

出来遥 例如袁在野清明冶野七一冶野八一冶野国庆冶等重大节

日组织广大党外人士参观教育基地尧重温革命先进事

迹尧缅怀革命先烈等方式袁对各民主党派尧党外人士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袁使其真诚拥护党的领导袁为新时代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袁

积极献计献策遥

参考文献院

[1] 阮晓菁.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红色文化资源

开发利用研究[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袁2017(6):143.

[2] 毛泽东选集渊第一卷冤[M].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1991院98.

[3] 中共南平地委党史研究室.闽北革命史[M].北京院人民出版

社出版袁1992院 150.

[4] 黄道诗文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9院111.

[5]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

讲话[N].人民日报袁2013-12-27渊001冤.

[6] 毛泽东选集渊第二卷冤[M].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1991院699.

[7] 习近平 .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咱EB/OL暂.

渊2018 -08 -23冤 [2019 -03 -28].http://www.xinhuanet.com/

2018-08/23/c_129938245.htm.

[8] 习近平. 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N]. 光明日报,

2015-05-21 (001).

渊责任编辑院冯起国冤

The Value Implic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Northern Fujian

Red Culture in the United Front of New Era Culture

DAI Rong1,2,3袁 CHENG Hong1,2,3袁 YE Qiying1,2,3

(1.School of Marxism, Wuyi University袁Wuyishan, Fujian 354300; 2.Research Center of Red Culture in Northern

Fujian, Wuyishan, Fujian 354300; 3. Research Base of United Front Culture in Wuyishan,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s院Northern Fujian is a land with a glorious tradition of red culture袁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n fu鄄

jian, zhejiang and jiangxi, and has a profound revolutionary history.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northern

Fujian has left us precious red culture, red stories and red relics, which are deeply consistent with the cultural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new era.Integrating the red cultural gene of northern Fujian into the blood of the people can concentrate the people and gather strength. It

is an effective way and method for the united front to play a dominant role. It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ited fro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院red culture; united front work; the north Fujian sovie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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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Hunt首次提出旅游形象概念 [1]以来袁

旅游形象一度成为国际旅游重点的研究对象遥随着旅

游者消费意识的提高袁 以传统的旅游信息传播途径

渊报纸尧电视等冤已经不能满足游客获取旅游目的地信

息的需求袁游客更多希望依据其他游客的感知形象做

出决策遥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袁越来越多游客愿意在各

旅游网站留下自己的游玩感受与体验袁为学者通过网

络数据挖掘游客感知信息提供了基础遥相对于传统问

卷调查方式得到的数据袁 网络评论数据具有数据量

大尧来源更广泛以及更易获取[2]等优点袁张珍珍对西安

进行网络评论数据与问卷调查的比对分析袁验证了以

上两种方法的研究效果具有相一致的特点[3]袁为学者

通过网络评论数据研究游客感知形象提供了理论依

据遥 在国内袁已有多数学者以网络评论进行游客感知

形象的分析院王敏[4]通过评论数据对殷墟尧赵倩等[5]通

过网络游记对长沙尧张高军等[6]以游客网络日志对华

山尧方成江等[7]以微博数据对青海进行了游客感知形

象的研究遥 总观将网络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游客感知

形象分析的研究成果袁以旅游目的地的整体感知形象

为主袁 关于评分数据与好差评的比较分析有所欠缺遥

基于此袁本文以武夷山为例袁通过内容分析法对网络评

论文本数据分析袁 研究游客对武夷山的感知形象以及

情绪倾向袁 探讨不同情感倾向评论得出武夷山的主要

优势和不足袁针对结论提出建议袁以促进武夷山景区的

良性发展遥

一尧 材料与方法

渊一冤研究概况

武夷山位于江西与福建西北部两省交界处袁是首

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之一袁为国家 AAAAA级旅游

景区 [8]袁总面积为 56527.4 公顷袁最高峰海拔 2157.8

米袁为大陆东南第一峰[9]遥其具有许多著名景点景观与

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袁为著名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

遗产旅游景区遥 据统计袁2018年袁 武夷山接待游客达

388万人次袁日均接待 1.06万人袁有 60%的游客通过

网络平台预定景区门票[10]袁且大部分游客会在各个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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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尧词频分析等方法对武夷山的旅游形象进行分析遥 研究发现院武夷山的语义网络结构呈现为以自然景观与娱乐项目为

核心袁以文化遗产为较外围的特点曰游客对武夷山的整体感知较积极袁游客感知形象划分为自然景观形象尧游客体验形象

以及旅游服务形象曰武夷山主要优势点为野自然景观冶袁劣势点为野旅游服务冶曰评论差别不大袁但提及频率较高袁具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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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类网站留下关于武夷山风景区的评论信息袁为武夷

山的游客感知形象分析提供了条件遥

渊二冤数据来源

分析方法所利用的数据来源为网络文本数据袁选

用游客在网络上关于武夷山风景区的自然环境尧人文

环境等方面的评价作为数据样本遥 通过八爪鱼软件在

携程网尧去哪儿网尧美团等网站以野武夷山冶为关键词

进行采集袁获取总计 5150条的评论数据遥 对得到的文

本数据进行预处理院删除用户昵称尧头像等无用属性

列曰删除由符号组成的无意义评论数据曰删除重复空

白数据遥 最后得到有效评论数据为 4433条袁其中包括

好评渊评分为 4-5分冤3645条袁中差评渊评分为 0-3分冤

788条遥

渊三冤分析方法

采用武汉大学沈阳博士研究团队编写 [11]ROST

Content Mining软件为分析工具袁基于内容分析法袁对

网络文本信息进行分词处理尧词频尧情感分析尧语义网

络构建袁实现挖掘文本数据信息的目的[12]遥本研究根据

各旅游网站采集的游客网络评论数据袁 通过分词处

理尧 语义网络和情感分析得到游客整体感知形象信

息袁通过评分数据划分好评与差评袁以二者为研究主

体分析武夷山主要的优势和不足遥

二尧结果分析

渊一)整体感知形象分析

1.语义网络分析

通过 ROST-CM进行语义网络分析袁构造可视化

图形渊图 1冤袁图 1呈现野核心要次核心要外围冶的扩散

结构特征遥 其中被线条连接的数量越多袁其频率表现

越高袁越接近核心词则与核心词的联系越密切遥 野武夷

山冶处于核心地位袁评论多以此展开袁为游客语义体系

中的中心词汇遥 野景区冶野风景冶野漂流冶野竹筏冶等处于次

核心地位袁主要围绕核心词野武夷山冶的进一步认知而

展开袁表明游客对武夷山的野竹筏冶野风景冶等感知印象

较深袁 且对武夷山自然感知较强遥 野印象冶野旅游冶野讲

解冶野管理冶等处于外围袁即为核心与次核心的补充与

丰富袁以及游客对武夷山的其他印象来源遥 总体而言袁

武夷山语义网络结构呈现以自然景观与娱乐项目为

核心尧文化遗产处于较外围的吸引物体系遥

图 1 武夷山评价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

Fig. 1 Analysis of the social network and the semantic

network of comments on Wuyi Mount

2.高词频分析

表 1 样本高频词汇表

Tab.1 Sample high-frequency vocabular

基于 ROST-CM软件袁对所选评论数据进行分词尧

词频分析袁提取 30个关于武夷山评论的高频词汇渊表

1冤遥 高频词主要包含名词尧动词和形容词遥 以名词为

主袁 反映景点景观与时间服务等人们关注的其他问

题袁景点景观包括野景区冶野风景冶野景点冶野天游峰冶等袁

反映武夷山是一个具有丰富自然资源且能吸引游客

的自然风景区曰其他名词包括野时间冶野服务冶袁表明时

间安排袁景区的服务内容为游客关心的问题遥 动词反

映游客动机与感官态度等袁游客动机包括野竹筏冶野漂

流冶野爬山冶袁其中野竹筏冶排名第 3袁野漂流冶排名第 7袁

野爬山冶排名第 18袁反映在景区游客行为以水上项目为

主曰感官态度包括野方便冶野值得冶袁反映武夷山的开发

程度较高袁环境与设施建设较好袁给游客带来较好的

感官遥 形容词主要反映环境状况袁包括野优美冶野好玩冶

1 武夷山 1289 11 景色 487 21 环境 236

2 景区 1143 12 服务 362 22 游玩 215

3 竹筏 1023 13 九曲溪 336 23 交通 206

4 风景 787 14 地方 332 24 建议 198

5 景点 781 15 红袍 471 25 空气 192

6 方便 757 16 一线天 310 26 旅游 188

7 漂流 687 17 门票 291 27 虎啸岩 187

8 天游峰 636 18 爬山 290 28 人员 186

9 值得 603 19 三天 269 29 优美 185

10 时间 499 20 水帘洞 258 30 好玩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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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袁 表明游客对武夷山山水的自然感官评价较优袁对

娱乐项目体验印象好遥

排名前 15的高频词中袁 多为描述自然景观的词

汇袁 反映游客对武夷山形象感知主要为自然景观类曰

景点类以野天游峰冶排名最高袁表明游客对其印象最

深曰项目类以野竹筏冶排名最高袁表明游客对其印象最

高遥 其次野景区冶排名第 2袁野景点冶排名第 5袁说明景点

的设施建设程度较低袁 游客对景区的总体印象深袁而

对景点印象低遥 武夷山著名自然遗产野大红袍冶排名

15袁可以表现武夷山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水平较高遥

根据武夷山评论数据的高频词分析袁 武夷山以

野天游峰冶为最出色景点袁以野竹筏冶为最吸引游客项目

的开发程度较高的风景区遥 将武夷山游客感知形象归

纳为自然景观形象渊风景尧景点尧天游峰冤袁游客体验形

象渊竹筏尧漂流尧方便冤袁旅游服务形象渊景区服务冤遥

3.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即分析游客游览后在网络上评论中带有

感情色彩的词语袁 通过情感分析结果得到游客对武夷

山的总体印象遥由积极尧中性和消极情绪组成情感分析

的结果遥游客的积极情绪可以反映游客的满意度袁消极

情绪可以反映游客的不满意之处袁 得出景观及景区服

务的不足之处袁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改善遥

表 2 游客情感分析

Tab. 2 Visitor sentiment analysis

通过 ROST-CM进行情感分析袁得到武夷山的游

客情感组成情况渊表 2冤袁表明游客对于武夷山的满意

度及认同感较高遥 积极情绪占比最多为 75.34%袁包括

野便利冶野风景优美冶野山水秀丽冶等袁表明武夷山的开发

程度较高袁给游客留下了便捷的印象袁对武夷山的风

景印象较为深刻遥 消极情绪占比 16.60%袁其中高度消

极情绪占比不超过 1%袁主要包括野小费冶野没有索道冶

野野蜜蜂蛰了冶野太累冶野人山人海冶野贵冶等袁即旅游区应

该加强工作人员的管理监督工作尧将游人与危险动物

隔开尧控制参观人群分流尧增强景点开发等遥

渊二冤情感倾向分析

1.游客态度分析

根据不同情感倾向袁 将 4433条有效评论数据划

分为 3645 条好评数据渊占比 82.22%冤与 788 条中差

评数据渊占比 17.78%冤遥 以不同的情感倾向即好评与

中差评为研究主体袁进行词频统计袁得到排名前 30的

高频词汇袁对重复项数据进行统计渊图 2冤遥在游客态度

中袁满意度占比较高的有野方便冶野武夷山冶野风景冶野景

色冶袁不满意度占比较高的有野竹筏冶野景区冶野景点冶野服

务冶野爬山冶野水帘洞冶遥

图 2 重复项统计

Fig. 2 Duplicate statistics

在满意度占比中袁差别最大为野方便冶袁表明武夷

山风景区的设施建设较为成熟袁 提供了便携的服务袁

给游客留下积极的印象遥 其次为野武夷山冶袁即游客对

武夷山的整体感官态度较好遥 差别较小的为 野风景冶

野景色冶袁表明游客对武夷山的自然感知印象较深且较

为积极遥 不满意度占比中袁差别最大为野竹筏冶袁反映为

游客对特色项目因其存在时间被动安排与硬性讲解

的现象存在不满遥 其次为 野景区冶野景点冶野服务冶袁野景

区冶野景点冶表明具体景点的开发以及维护程度存在不

足袁野服务冶袁 即景区存在服务效率过慢与态度较差的

问题遥 差别较小的为野爬山冶野水帘洞冶袁野爬山冶主要反

映山上的开发项目不足袁如无缆车等不利于不便爬山

的游客群体袁野水帘洞冶反映为无水水帘洞遥 总体而言袁

游客对武夷山野方便冶的特点与整体感官的满意度占

比较高袁对武夷山野竹筏冶娱乐项目与具体景点建设的

不满意度占比较高袁有待改进遥

2.旅游要素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袁将旅游要素分为自然景观尧娱乐

积极 75.34%

一般 29.26%

中度 25.88%

高度 20.20%

中性 8.06% / /

消极 16.60%

一般 11.62%

中度 3.27%

高度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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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等 6 类袁删除野武夷山冶野建议冶野印象冶等无意义

词袁对排名前 50的高频词进行归类袁得到好差评的旅

游要素数据渊表 3冤与旅游要素词频占比信息渊图 3冤遥

旅游要素中袁 游客情感倾向较积极的有 野自然景观冶

野游客体验冶野景区设施冶袁 游客情感倾向较消极的有

野娱乐项目冶野旅游成本冶野景区设施冶遥

表 3 旅游要素词频统计表

Tab.3 Statistics of word frequency of tourism elements

图 3 旅游要素词频占比比对

Fig. 3 The proportion of word frequency of tourism elements

在积极情感倾向中袁以野自然景观冶为主袁主要方

面有院渊1冤自然风光袁评论主要为野风景秀美冶野景色美

轮美奂冶等袁即武夷山具有优越的自然资源袁且景区对

自然资源的开发维护较优遥 渊2冤景区景观袁评论主要为

野天游峰天梯很好玩冶野俯瞰九曲溪很美冶袁即武夷山在

结合自然资源优势条件下对景区的开发较好遥 其次为

野景区设施冶袁包括景区的餐饮尧住宿与交通等服务设

施的建设袁其中美食方面评论为野吃的很方便冶野野菜

独特冶袁住宿方面评论为野酒店多冶野民宿管理很好冶袁交

通方面评论为野打车方便冶袁表明武夷山周边基础建设

较优袁餐饮住宿的布局合理袁美食具有地方特色袁住宿

服务到位袁交通便捷遥 最少为野游客体验冶袁评论主要为

野整体来说感觉不错冶野很好玩冶袁表明武夷山给游客带

来正面的精神效益袁游客体验较优遥

在消极情感倾向中袁旅游服务问题最多袁主要方

面有院渊1冤交通服务袁评论主要为野景区距离远冶野途中

无聊冶等袁即存在景区距离过远袁位移变动过程毫无特

色与排队时间久等问题遥 渊2冤讲解服务袁评论主要为

野讲得差冶野隐形收费冶野竹筏袁一筏 120元袁不给不开冶

等袁即存在工作人员强制游客额外消费现象袁讲解员

讲解内容粗略尧不生动等问题遥 渊3冤退票服务袁评论主

要为野退票麻烦冶野强制退票冶野手续费高冶等袁即存在退

票手续费过高袁设置不合理袁过程麻烦以及因错过竹

筏时间而被直接退票等问题遥 渊4冤景区管理袁评论主要

为野高峰期人多冶野态度差冶等袁即存在黄金旅游期时

段袁景区不能对游客进行合理分流袁致使游客拥挤影

响感官体验以及工作人员态度差等问题遥 以上为武夷

山旅游服务的突出问题遥 其次为野旅游成本冶袁包括时

间与金钱花费袁时间花费方面评论有野排队很久冶野取

票很久冶袁金钱花费方面评论有野门票贵冶野不值得冶袁即

存在排队时间久使得时间浪费袁出票速度慢尧票价贵

与性价比较低等问题遥 最少为野娱乐项目冶袁主要评论

有野景点只有一个出口冶野水帘洞无水冶野爬山很累冶野竹

筏时间固定冶袁即武夷山存在景点开发不足尧上山设施

建设不足尧无索道等娱乐项目尧竹筏时间不够弹性尧强

行退票现象等问题袁虽关于野娱乐时间冶评论差别较

少袁但由于提及频率较高袁故竹筏时间尧上山设施等问

题具有改善意义遥

根据对旅游要素的分析袁得到武夷山的主要优势

点为野自然景观冶袁应保持武夷山自然资源优势袁合理

开发自然资源遥 主要劣势点为野旅游服务冶袁应针对服

务管理予以改进遥 虽评论差别不大袁但提及频率较高袁

具有改善意义的内容为野娱乐项目冶遥

三尧结论与建议

渊一冤结论

以武夷山为例袁 利用 ROST-CM对武夷山网络评

论文本数据进行分词处理尧语义网络分析尧情感分析

风景优美尧天
游峰尧一线天

3635 35.87%
自然
景观

559 25.28%
风景少尧像公
园尧水帘洞

有 特 色 尧 竹
筏尧漂流

2143 21.15%
娱乐
项目

483 21.85%
安排不合理尧
排不上

预约尧 取票尧
便宜

1895 18.70%
旅游
成本

494 22.34%
排队尧 浪费尧
手续费

服务周到 512 5.05%
旅游
服务

322 14.56%
态度差尧收小
费

好玩尧 放松尧
舒适

553 5.46%
游客
体验

95 4.30%
体 验 差 尧 老
人尧小孩

方便尧大红袍 1395 13.77%
景区
设施

258 11.67%
距 离 远 尧 太
久尧种类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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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评论数据进行挖掘袁对不同情感倾向的数据进行

评论袁进行词频统计尧要素分析袁得出以下结论院

渊1冤武夷山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旅游景

区袁游客对自然景观遗产感知较深袁缺乏对人文遗产

的感知袁在高频词中袁人文遗产不处于前排部分袁如对

野武夷宫冶野古闽族冶的提及频率较少遥 在语义网络袁武

夷山呈现为以自然景观与娱乐项目为核心袁景观景点

为次核心袁文化遗产为最外围的网络结构袁即景区未

能很好地利用文化遗产开发服务项目遥

渊2冤游客对武夷山的整体感官较优袁游客感知形

象可划分为自然景观形象尧游客体验形象以及旅游服

务形象的 3个维度遥其中以自然景观形象为主袁对野风

景冶野景区冶野天游峰冶等提及频率较高曰游客体验形象

为次袁对野漂流冶野爬山冶提及频率偏高曰旅游服务形象

最少袁对野服务冶野人员冶野讲解冶等提及频率较低遥

渊3冤武夷山主要优势点为野自然景观冶袁武夷山景

区开发程度较高袁为成熟的旅游风景区袁优美的风景

以及开发合理的景观给游客带来积极的感官遥主要劣

势点野景区服务冶袁主要反映在前期存在出票过慢尧服

务受理过慢等问题曰中期景区服务人员存在服务态度

差尧增收小费等现象曰后期存在退票手续费不合理尧强

制退票等问题遥

渊4冤武夷山具有改善意义的内容为野娱乐项目冶袁

对野娱乐项目冶的情感倾向差别不大袁因其要素排名第

三袁故具有改善意义遥 主要提及野竹筏冶野漂流冶等袁反映

武夷山对于水上项目开发较优袁但存在竹筏时间安排

硬性尧爬山娱乐项目建设不足等问题遥

渊二冤建议

为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感受与服务袁需对景区

进行优势保持以及劣势改善袁因此根据结论袁本文提

出以下建议院

渊1冤武夷山作为野古闽族文化冶野古汉城遗址冶野道

教洞天冶等的世界文化遗产地点袁其本身具有较强的

文化类产品的打造条件遥 针对文化遗产的开发院一尧将

自然景观与人文遗产交叉分布开发袁以自然景观带动

游客对文化遗产的关注遥 二尧利用文化遗产开发服务

项目袁如对不同书院遗址袁开设朱熹尧游酢等鸿儒大雅

的讲学活动曰对古闽族文化尧古汉城遗址等文化遗址

开设特期文化探索类活动项目曰对宋代全国六大名观

之一的武夷宫执行维护建设开发活动遥

渊2冤围绕游客感知形象进行武夷山的建设遥因游客

对自然景观的印象以及满意度较高袁 因此武夷山风景

区需加强对自然景观的保护袁 以及在依托自然景观的

基础上加大对娱乐项目的建设曰 其次加强对游客体验

形象袁完善景区景点与游乐项目地的建设曰提高景区服

务质量与服务特点袁以提高武夷山旅游服务形象遥

渊3冤武夷山风景区应维持主要优势点野自然景观冶袁

强化景区内工作人员的环境维护意识袁加强景区内的

环境保护宣传尧加强垃圾桶的分布密度袁加强景观景

点的开发建设遥 重点突破主要劣势点野景区服务冶袁应

当加强工作人员前期培训工作袁加强服务效率袁培养

基本的服务精神与素养袁整改由于乘客未在安排时间

进行娱乐而强制退票的现象袁增设可延期服务袁降低

退票手续费的收费标准遥

渊4冤改善野娱乐项目冶的不足袁完善景区游览设施遥

一尧景点进出口袁挖掘多条游览路线袁保持游客游玩时

的高效用水平遥 二尧选址建设游览车尧索道等袁为不便

爬山以及上山过累的游客提供便利遥 三尧加强景点维

护工作袁对于野一线天冶增设安全路线袁避免成为只是

年轻人的项目袁对于野水帘洞冶防止变成无水水帘洞遥

四尧提高竹筏时间安排的服务弹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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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ived Image of Tourists of Wuyi Mountain Based on ROST-CM

WANG Shufang, ZHENG Bing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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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ourism image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creation of featured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a certain are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 perception, the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tourist image of Wuyi Mountain by means of ROST-CM software, se鄄

mantic network analysis and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1) Wuyi Mountain takes natural

landscape and entertainment projects as the co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as the peripheral semantic network structure. 2) Tourists take a

more positive perception of Wuyi Mountain as the whole. And the perceived image of tourists can be divided into natural landscape image,

tourist experience image and tourism service image. 3) Wuyi Mountain mainly takes "natural landscape" as the advantage and "tourism

service" as the disadvantage. 4) "Entertainment projects" have been frequently mentioned, but without slight difference. In addition, the

entertainment projects could be improved. Finally, this paper is going to propose suggestions on the perceived image of tourists of Wuyi

Mountain.

Key words: Wuyi Mountain;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tourist image; image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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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是历史留下来的瑰宝袁对传统文化

研究是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了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统筹文化建设的

方针袁稳步推进文化建设与发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定因素之一遥 村落文化是主流文化的一部

分袁 对村落文化的研究是落实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遥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野乡村振兴战略冶袁之后

国务院出台了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曳袁 使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党中央工作的一项

重大部署[1]遥 村落传统文化中的体育成分研究始终是

较为薄弱的地带袁在现代体育的传播与冲击下袁现实

与传统尧本土与全球尧主流与亚文化不断碰撞袁乡土村

落民俗体育面临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遥 这些代表着

东方传统的文化形式袁 面临着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尧

如何实现文化发展尧如何保留传统特色等一系列现实

问题遥 本研究以一个典型案例要要要闽西清流县长校村

民俗信仰活动野板凳龙冶为个案袁分析活动中的体育成

分袁探析乡村振兴背景下客家乡土村落体育的发展困

境及存适之道遥

一尧乡村战略背景下重拾村落体育研究

多数学者习惯将农村体育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袁

综合考虑农村体育的范畴袁发现农村体育存在较大的

流派性与地域性遥 传统的问卷研究有幅度但缺乏深

度袁而以传统的城市体育视角看村落体育袁会发现许

多村落没有 野体育冶袁 但是村落体育却存在独特的脉

络遥 罗湘林叶对一个村落体育的考察与分析曳中提出村

落体育研究范畴院 村落体育即在农村村落环境下袁以

村民为主体袁以自在的混合着娱乐消遣尧健身等目的袁

所进行的非生产性的身体运动的统称遥 [2-3]对村落进行

社会学调查分析还面临个案能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袁

这也是个案研究的局限性袁 费孝通先生认为通过现实

类型比较方法可以走出村落个案的局限遥 [2]村落体育研

究必须进行田野调查袁 从村落的实际了解村落背景尧生

活时间尧生活空间尧生活节奏以及意识印象流等遥

收稿日期院2020-01-08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渊14CTY022冤曰三

明学院科学研究发展基金暨福建省中青年教

师科研项目渊JAS180468冤遥

作者简介院徐新建渊1986-冤袁男袁讲师袁主要从事体育人文

社会学尧民俗体育研究遥

客家乡土村落体育的文化表达与存适之道
要要要清流长校村野板凳龙冶的田野考察

徐新建 1袁 郭学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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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采用文献检索尧田野调查尧人物访谈等方法对客家乡土体育进行研究遥以传统客家信仰民俗活动野板凳龙冶

为个案袁从村落体育的视角分析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闽西客家乡土村落体育的文化表达袁比较客家乡土体育的亚体育文

化形态与现代化体育文化之间差异遥从文化地位尧制度尧自身问题尧传承方式尧发展误区五个方面分析了其发展困境袁并从

强化制度尧丰富形式尧拓展教育尧多渠道传承四个方面分析了客家乡土村落体育的存适之道袁提出客家乡土体育发展的适

应性改革策略遥

关键词院乡村振兴曰客家民俗曰乡土体育曰存适

中图分类号院G80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0雪10原园035原园6

第 39卷 第 10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39 晕燥援10

圆园20年 10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Oct援 圆园20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10期

二尧客家信仰村落文化中的体育成分解析

渊一冤从长校野板凳龙冶的发展源流看客家文化阵

地的坚守

清流县长校镇位于闽西北清流县南部遥 东邻清流

县灵地乡袁西接长汀县馆前镇袁南通连城县四堡乡袁北

界清流县里田乡袁是闽西北的交通要冲袁闽西客家文

化就地域性来说充满独特性遥 [3]首先袁这个地方是客家

文化的主要聚居地袁 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袁具

有典型的区域民俗文化特色遥

1.闽西村落信仰民俗之源流

野板凳龙冶 是我国民间舞龙中的一种袁属于客家

传统体育活动项目袁是民俗体育项目的一种袁是长校

村民用以祭祀神龙尧祖宗以及娱乐的民俗活动袁它既

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遥 相传袁在很久很

久以前袁长校村遇上了大旱袁到处井枯尧河干袁大地一

片枯焦袁渴死的人不计其数袁人们不管用怎样的方式

来祈求上天能下场大雨袁可是雨总下不来遥 东海的一

条水龙得知此事不顾一切跃出水面袁 下了一场大雨袁

解除了旱情袁解救了长校先民袁可水龙由于违反了天

条袁被剁成一截一截袁撒向人间遥 人们念着水龙的恩

德袁不忍心让其尸体抛之荒野袁就把水龙的尸体寻回袁

放在板凳上袁并把它连接起来渊后来袁人们称之为野板

凳龙冶冤袁 人们抬着它绕村游行不分昼夜地奔走相告袁

希望它能活下来袁最终人们的行为感动了上天袁东海

之龙得以复活袁舞野板凳龙冶的习俗也由此产生遥 长校

镇自古以农业为主袁风调雨顺对于生产生活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袁 所以人们极力希冀得到神龙的庇佑袁由

此形成了每年元宵节期间用舞野板凳龙冶活动来祭祀

神龙的习俗遥

2.长校村野板凳龙冶民俗活动的目的和价值

长效村野板凳龙冶民俗活动是客家民俗文化的缩

影遥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人民的愿望以实体化形式表

达出来袁 其活动目的主要表现在对自然的崇敬与信

仰尧对祖先的感恩尧对生存与发展的美好愿望以及乡

土情怀遥 所以客家民俗活动是一种图腾文化思想袁是

人们对自然的敬畏袁是一种驱除灾难袁祈求安详的行

为表达遥 客家人具有强烈的宗族意识袁祖先在客家人

心中地位至高袁浓郁的乡土文化活动就是对祖先的敬

爱和深深的怀念遥 而活动中的游灯尧拔灯等形式体现

了村民们在追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不畏艰难的勇

敢精神遥 而这项集健身性尧艺术性尧欣赏性于一体的大

型民俗活动袁对于艺术尧技艺尧图腾意识的传承具有重

要意义袁有助于族群团结尧文明和谐的村落文化建设袁

而其体育成分又有利于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尧促进

村民身体健康袁使活动具有一定的体育价值遥

3.长校村野板凳龙冶民俗活动的文化特征

长校村有上尧下两个李氏祖祠袁各祖祠均出一条

板凳龙遥 由各祖祠首事者主持袁年底通知村民准备所

需的各类物件尧舞龙时间袁让村民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遥

板凳龙是用一块块松木板串联起来游动的龙灯遥 它的

游动展现的是磅礴的气势尧矫健的身姿尧过人的体力

和震撼人心的场景袁以活动的群众性尧表演的惊险性尧

人心的凝聚性尧艺术的综合性和节日的喜庆性为主要

特征遥长校野板凳龙冶别具风姿遥龙头﹑龙尾分别用竹篾

扎在一块宽约 40公分尧长约 2.5米的松木板上袁然后

裱上红白纸袁用红尧绿尧黄等颜色画成龙鳞袁装上龙眼

龙珠袁贴上银牙金角袁雄壮威武袁气势非凡遥 龙灯长时

可达三百多块板袁短时也有七八十块板袁每夜舞游三

次左右遥 舞龙活动一般都是族群参与袁对于体力要求

很高袁是一项非常典型的村落民俗体育活动遥

渊二冤客家乡土村落民俗中的体育形式表达

俗语野远亲不如近邻冶袁村落文化是典型的族群文

化袁从对外观念上看袁村落体育具有较强的归属感遥 长

校镇每年的元宵活动上袁 众人抬龙所带来的归属感袁

既是一种文化的融合袁 也是一种体育元素的整合袁其

活动方式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遥

1.娱乐元素表达院客家乡土村落体育具有较强的

游戏性

村落体育活动组织形式更加开放袁 活动种类新

颖袁参与人数具有随机性袁可根据具体的要求袁设置不

同程度的活动规模遥 长校村野板凳龙冶作为典型的村落

民俗体育具有游戏性强尧参与度高尧技术性低的特点袁

该活动是建立在传统文化习俗的基础上袁受特定经济

模式和民风民俗的影响较大袁其组织形式主要有游行

与拔龙灯遥 在游行的过程中掺杂着浓厚的民俗文化气

息以及民俗表演袁具有野抬冶野扛冶野顶冶野拔冶等体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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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遥 在节庆日袁长校村民抬着自家野角子灯冶来到祖祠

点名接灯袁行程按各村常规路线环村周游一圈遥 所经

之处袁家家户户都摆上香案供品尧放着喜炮来迎接神

龙的到来遥 游龙途中时而快时而慢袁特别惊险的是每

到转弯处舞灯者如拔河一样猛力拔回龙头袁导致野角

子冶断裂开袁接上之后袁在铳声和鞭炮声中奋勇前进袁

最后终于游到村祖祠大坪里袁在这里举行别开生面的

野绕龙灯冶袁此时犹如盘龙飞舞袁场面壮观袁表演精彩袁

灯友们对此兴趣倍增袁虽然消耗大量体力袁但舞龙者

个个兴高采烈尧精神振奋遥 一次又一次玩耍尧折腾尧喝

彩袁直至龙尾摊地袁方才拆灯回家袁多彩的艺术文娱气

息是客家村落体育的吸睛点遥

2.宗族主义表达院客家乡土村落体育具有强烈的

族群内聚力

客家乡土村落体育具有明显的族群性袁其活动形

式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尧祭祀文化袁是人民生产劳动

的缩影袁具有较高的族群认可度遥 有研究表明袁具有较

清晰历史记忆的村落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袁族群

特征明显袁族群内部具有较强的内聚力遥 [4]因此袁参与

度较高的乡土村落体育活动最易成为人们记忆的热

点袁 这些社区记忆也是村落体育研究的宝贵财富袁甚

至比某些重要的习俗文化更能成为这个族群的象征袁

体育文化形式凝聚着全族人的族群记忆遥 村落民俗体

育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整个村落尧族群内部和平共处

的安全阀袁维持着整个村落的秩序遥

3.文化整合表达院乡土村落体育的发掘是文化再

建设的过程

乡土村落体育文化的发掘过程就是认知尧 提取尧

加工尧生产的再建设过程遥 将乡土文化中的体育元素

进行再提取尧再加工的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传承与发展

的过程袁更是文化整合建设的过程袁历史的长河中文

化的保存与传承也是通过文化的整合完成的遥 长校舞

野板凳龙冶是一种智力和体力相结合的传统体育项目袁

不仅锻炼了村民们身体素质袁同时也丰富了村民们的

业余文化生活[5]遥 舞野板凳龙冶时展现出村民们强壮的

身体素质袁危险的高山拔龙活动表现出村民们敢于挑

战困难尧敢于超越的信心袁这是进行乡土体育文化建

设的基础元素遥 这种人文精神的提取过程本身就是文

化整合与发展的过程遥 村落体育不但为村民提供了更

多的人际交流机会袁还增加了体育锻炼的机会遥 充分

发挥板凳龙活动中的体育功能袁使客家乡土民俗具有

更多的文化价值遥

三尧客家乡土村落体育的发展困境

近几年来袁由于人口流动尧春节假期短尧器材准备

不充分尧政府宣传力度不积极尧人们对生活质量水平

的追求以及现代体育发展的影响等诸多因素的冲击袁

对野板凳龙冶这种需要大量时间安排组织的体力活动

的发展和壮大产生了极大的阻力袁客家体育文化面临

着难以有效保护和合理传承的双重困境[6]遥 本文从地

位尧制度尧自身尧传承尧误区五个方面分析了其发展困境遥

渊一冤边际文化限制院客家乡土村落体育发展地位

的边缘化

客家乡土村落体育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袁是处

在主流文化边缘的亚体育文化袁跟现代化的体育文化

形态相比袁具有明显的时节性和地域性遥 客家乡土民

俗通常安排在春尧冬农闲时节或者传统节日袁举办的

体育文化活动有龙灯狮舞尧龙舟竞赛尧重阳登山和宗

教祭祀等形式遥 虽然传统乡土村落体育文化资源丰

富袁但并未带来良好的文化繁荣袁甚至某些乡土村落

体育正濒临消亡的危险袁相较于城市体育文化的野中

心区域冶袁村落体育则属于野外围区域冶袁除了一般性的

公共体育投入存在差距外袁活动的空间布局尧各类体

育活动的配套设施也存在明显的差距遥 随着乡村人口

大量转移到城市袁客家村落居民年龄结构存在明显的

断层袁甚至有些民俗面临传承无人的境地遥 如何重塑

乡土村落体育价值观尧 实现区域性体育文化自信袁是

避免乡土村落体育文化边缘化的首要任务遥

渊二冤制度保障不足院客家乡土村落体育发展具有

明显的弱制度化

村落体育与现代体育相比具有明显的群众基础

劣势遥 现代竞技体育项目从运动原理和运动特点上更

加符合现代人的运动需求袁相比较传统体育袁其受众

更加庞大和稳定遥 传统体育本身具有非常明显的区域

特性袁虽组织形式自由袁但活动内容普适性却不高遥 政

府在制定管理制度尧投资模式以及评价体系时袁很容

易忽略其中的体育价值遥 客家传统体育受政府制度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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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的影响较大袁 主要表现为村落体育管理不统一袁存

在重复建设和缺乏管理的现象曰政府在村落体育的投

入总量较小袁分配不均衡曰客家传统村落体育缺乏有

效评估体系袁无法对传统体育进行定量评价等问题遥

渊三冤体育载体单一院客家村落民俗中体育元素缺

乏多样性

在保存和传递社会记忆的历史中袁村落始终是一

个特殊的生命载体[7]袁村落体育急需发掘与保存遥客家

乡土村落体育在历史传承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适应

性袁其体育元素较之文化影响力要弱势很多遥 长校野板

凳龙冶体育形式表现在野抬冶野搬冶野扛冶野走冶袁虽然整个

活动过程及其消耗体力袁但过程缺乏体育多样性遥 搬

龙渊也称拔龙冤等活动在长校镇自古都是欢娱春节的

传统方式袁 是农村祈求年丰岁稳的村落性吉祥活动袁

是附近村落春节期间的头等大事遥 但人们关注的并不

是活动中的体育形式袁而是文娱元素尧祭奠仪式袁现存

体育活动形式并不能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体育需求遥

渊四冤传承动力不足院客家乡土村落体育的传承与

发展滞后于现代体育文化

相对封闭与传统的地理空间袁使村落体育传统文

化得以传承与积淀遥 乡土体育文化传承主要依赖口耳

相传尧族群传承尧师承门派尧宗教民俗等形式袁现有手

段已不能为文化的发展提供变革的动力遥 相比较现代

化的体育文化传承模式袁村落传统体育传承已不具有

任何优势遥 长校板凳龙的传承面临着许多无奈袁该项

目的现实传承并不乐观遥 板凳龙盛世时期的光景不

再袁之前一年几十场袁而现在传统节庆日才能看到遥 当

年许多从事板凳龙扎龙的师傅都忙于挣钱袁传统的手

艺逐渐淡忘袁甚至失传袁当地的一些老人在谈起板凳

龙的传承时袁无奈的表示板凳龙现在一年也难得耍一

次袁也难怪年轻人对传统手艺不感兴趣了遥 此外袁传承

过程缺乏激励机制袁青壮年不愿回乡接受传承袁低弱

的关注度无法引起政府重视袁高端研究薄弱等问题都

不同程度影响了乡土村落体育的传承遥

渊五冤传统思维桎梏院客家乡土村落体育发展易陷

入认知误区

村落的社会分化形态相对较低袁表现出与民俗合

为一体尧与生产生活混同在一起的特点袁其活动特征

是混沌的袁其主导的理念是自由的遥 [2] 通过分析村落

的特征发现袁 村落体育的发展容易陷入以下几个误

区遥 误区一院多数人认为农村体育是整体的尧无差别

的袁笼统的将农村体育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曰误区二院基

于西方体育形式的霸权行为意识影响深远袁传统体育

形式发展桎梏性很强遥 有人认为农村体育建设就应该

以西方体育为模板袁 其实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袁传

统的村落体育具有很高的传承价值袁应该受到关注与

保护曰误区三院农村体育不等同于劳动袁劳动说仅仅是

众多体育起源学说中的一种袁并不代表整体遥 我们在

分析传统文化的同时袁如何深入地去发掘内在的体育

内涵是研究客家乡土村落体育的主要形式遥

四尧乡村振兴背景下客家乡土村落体育发

展的存适之道

乡村振兴战略是开发客家村落民俗体育的重要

政策支撑遥 客家乡土村落体育的适应性发展首先要关

注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兼容问题遥 郭修金研究发现

影响村落体育文化适应与变迁的因素有院国家层面自

上而下的文化关注袁 村落层面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袁

学校教育由点及面的文化传承以及村落社区由内及

外的文化重构遥 [8]民俗体育的边缘化与制度弱化体现

客家民俗村落体育适应性发展的制度需求袁客家乡土

村落体育本身体育元素的单一性又制约着教育适应袁

客家乡土村落体育的传承与发展的滞后也是阻碍实

现适应性传承的重要因素遥 所以袁研究客家乡土村落

体育适应性对策应从强化制度尧丰富形式尧拓展教育尧

多渠道传承四个方面分析遥

渊一冤野制度强化冶是客家传统村落体育适应性发

展的保障

法律法规是保障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基础遥 [9]完

善法律制度和强化制度倾斜袁可以有效保护客家乡土

村落体育文化袁必要的制度倾斜有助于扩大社会资助

程度袁提高社会关注度袁提升群众主动参与意识遥 目前

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必须要有配套的制度措施袁必

须有必要的社会影响力袁有助于资金尧人力等资源整

合遥 客家乡土村落体育文化是客家文化的一个从文

化袁打造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客家乡土村落体

育传承适应性发展的制度保障遥 福建省于 2016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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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叶客家文化渊闽西冤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渊初

稿冤曳袁要求三明市尧龙岩市加强领导袁实施政策倾斜袁

建立保障机制袁落实传统文化保障措施袁推进闽西客

家文化生态整体性的保护袁 并针对传统的特色项目袁

采取申请非遗保护的措施[10]遥这也是继广东梅州尧江西

赣南之后的第三个国家级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遥

渊二冤从现代体育思维角度袁丰富客家村落民俗文

化中的体育形式

客家乡土村落体育形式单一袁区域性明显袁具有

典型的地方特色和族群特色遥 闽西客家族群尧粤北客

家族群尧 赣南客家族群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相近性袁

在传统民俗的开发与传承过程中可以采用强强联合

的形式共同开发尧特色整合尧相互借鉴袁借助当地的特

色旅游项目增强知名度袁 创造客家特色村落体育袁交

互式开发特色体育袁丰富体育内容遥 针对现代体育的

普适性袁吸收现代体育中的特色体育形式袁以现代体

育思维打造传统体育意识袁充实传统体育内容遥 但是

任何一种文化的整合都面临较大的风险袁客家体育转

型也面临着体育文化异化风险遥 从现代体育思维角度

审视客家村落传统体育形式袁不仅要保证客家体育形

式能够出现在现代体育的舞台上袁更要保证传统客家

体育文化不在传承与变迁过程中被现代体育所同化遥

既要有文化创新先行袁又要有传统文化保护袁因此在

丰富客家乡土村落体育时袁可以先选取既有民族特色

又有普适性的舞龙尧舞狮尧客家游戏等项目作为试点

项目袁整合现代体育的走尧跑尧跳尧投的特点袁整合完善

规则袁形成规范性的体育活动形式遥

渊三冤依托教育适应袁开发客家乡土体育校本课程

健康教育是学校体育的本质袁客家乡土村落体育

作为传统体育的典型袁充分发掘其中的教育功能与娱

乐功能是实现客家乡土体育教育适应的首要前提遥 在

现代教育教学改革中袁实现文化开发与教育互补能够

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遥 客家乡土村落体育是客

家人勇于拼搏尧不畏困难尧感恩自然尧热情勤劳的体

现袁具有较强的教育功能袁能够很好地与学校衔接遥 在

实践中感受体育尧在体育中感受劳动热情是教育的具

体体现遥 针对客家地区中小学开展具有乡土民风的客

家体育校本课程开发袁不仅能够形成独特的体育教育

体系袁更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遥 开发校本课程袁首先

要做好客家乡土体育与学校体育的有机结合袁打造特

色体育项目袁精选特色体育形式袁购置必要的传统体

育活动器材与设施袁将客家体育中的武术尧舞龙尧舞狮

等项目经过课程改修后改编成易于教学和活动的校

本课程遥 此外袁依托客家传统体育文化袁编绘成诸如跑

跳类尧投射类尧舞蹈类尧角力类体育游戏或体育项目袁

形成校本特色袁打造校本体育品牌课程遥

渊四冤拓展传播渠道袁打造客家乡土村落体育亮点

品牌

民俗体育文化品牌化发展是促进传统体育文化

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手段遥 传统体育在现代体育浪潮的

冲击下袁 仅仅靠其本身的体育价值无法做到有效传

承遥 无论是公共服务文化体系的完善袁全域旅游战略

的实施袁农村文化产业的升级转型袁还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共建和国际文化话语权的提升袁新时代我国民

俗体育品牌塑造急需民俗体育文化品牌遥 [11]客家乡土

村落体育具有深厚的文化影响力袁在拓展传播渠道和

打造客家乡土村落体育亮点品牌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院

第一袁提高本土文化创新意识袁重视和发掘体育元素

在客家民俗文化中的影响力和价值定位曰第二袁加强

文化保护袁避免民俗体育资源的浪费与流失曰第三袁借

助多元资金渠道弥补落后的村落经济实力袁保证客家

乡土村落体育品牌建设的物质基础实力曰最后袁根植

客家特色村落体育旅游袁 整合客家传统文化资源袁重

塑体育文化形象袁借助乡村体育振兴尧体育特色小镇

建设以及村落体育综合体等村落体育创新形式袁打造

客家乡土村落体育文化品牌遥

五尧结论

本研究以传统客家乡土体育文化野板凳龙冶为个

案袁从村落体育的视角分析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闽西

客家乡土村落体育文化表达袁比较了客家乡土体育的

亚体育文化形态与现代化体育文化之间差异袁分析了

客家村落体育的发展困境和客家乡土村落体育的社

会适应性袁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客家乡土村落体育发

展的存适之道袁主要结论如下院

渊1冤通过分析长校村板凳龙的源流袁发现客家乡

土村落体育具有明显的族群性袁舞龙活动一般都是族

徐新建袁等院客家乡土村落体育的文化表达与存适之道 39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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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参与袁抬龙的多是中年人袁对于体力要求很高袁是一

项非常典型的传统体育活动遥

渊2冤客家乡土村落体育文化表达主要表现为院娱乐

元素具有游戏功能曰宗族主义表现为强烈的族群内聚力

和较高的权威性曰精神整合体现较强的文化建设功能遥

渊3冤 客家乡土村落体育的发展面临着边际文化限

制尧制度倾斜薄弱尧体育载体单一尧传承动力不足尧传统

思维桎梏五个方面限制遥 地位边缘化尧弱制度化尧体育

元素形式缺乏多样化尧 传承与发展明显滞后于现代体

育的传播尧易陷入传统认知误区是其面临的主要困境遥

渊4冤乡村振兴背景下客家乡土村落体育发展的适

应性改革策略应重视强化制度倾斜尧 丰富体育形式尧

拓展教育空间尧多渠道传承四个方面遥 野制度强化冶是

客家传统村落体育适应性发展的保障袁现代体育思维

角度能够丰富客家村落民俗文化中的体育形式袁而教

育适应对开发客家乡土体育校本课程具有较大的帮

助袁此外袁拓展传播渠道和打造客家乡土村落体育亮

点品牌袁是实现乡村体育文化振兴的重要手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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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akka local Village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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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Taking the traditional hakka local folk sports culture "bandenglong" as an example,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trieval,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haracters interview were used to study in hakka folk s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 sports, this paper ana鄄

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fun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folk sports culture of Hakka local Village Sports in western Fujian under the back鄄

ground of village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ports cultural form of hakka folk sports and the modern

sports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hakka village sports were analyzed from five aspects: cultural status, system, its problems, in鄄

heritance mode and development mistakes, and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of hakka village folk sports were analyzed from four aspects:

strengthening system, enriching forms, expanding education and multi-channel inheritance. The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adaptive re鄄

form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village folk spor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院rural revitalization; Hakka folk customs; village sports;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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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河岸曳是当代作家苏童 2009年创作的一部长篇

小说遥小说由主人公库东亮讲述父亲库文轩因烈属身

份受质疑被下放到向阳船队的十三年间袁库文轩以自

我救赎的方式寻求身份认同袁最终无果投河自尽遥 其

中库文轩烈属身份认证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屁股上的

野鱼形胎记冶袁围绕野鱼形胎记冶小说展开了关于野邓少

香之子冶身份争夺及其背后权力欲望的叙事遥

苏童热衷于塑造小说主人公特殊的身体特征袁如

胎记尧文身尧断臂尧瘸腿尧性无能等遥 通过这些身体特

征袁苏童所要表现的不止是身体的悲剧袁更是通过社

会语境的揭露袁叙写人与社会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

其导致的人的悲剧遥 叶河岸曳中野鱼形胎记冶也是苏童巧

妙利用的一个身体标记袁在文本语境中不止是单纯的

标记作用袁而是叠加了多重意义的载体遥

叶河岸曳中野鱼形胎记冶作为物质性的身体标记袁但

其内涵却在当时社会情境中被赋予尧放大遥 野胎记冶第

一次出现于指认邓少香儿子的场景袁其中野鱼形胎记冶

成为与邓少香具有血缘关系的凭证遥 小说中野胎记冶出

现 46次袁野鱼形胎记冶出现 9次遥由于野鱼形胎记冶被认

定为邓少香烈士遗孤的特征袁因而野胎记冶出现时往往

蕴含了野鱼形胎记冶的价值期待袁所以本文选取野鱼形胎

记冶作为分析对象遥 文本中野胎记冶的分布情况如表 1院

表 1 野胎记冶在叶河岸曳的分布及频次

Tab.1 Distribution and frequency of "birthmarks" in the Riverbank

由表 1可见袁野胎记冶主要分布于封老四指认邓少

香儿子尧库文轩下台后掀起野胎记热冶袁以及文末库文

轩胎记消褪的相关叙事中遥 为更好探究文本语境中

野鱼形胎记冶的语义内涵及其对文本叙事的影响袁下文

在对野鱼形胎记冶文本分布观察的基础上袁探讨野鱼形

胎记冶的语义和功能袁以及野鱼形胎记冶如何推动文本

叙事展现身份尧权力对人性的扭曲遥

一尧鱼形胎记院文本语境的修辞认知

人类对胎记的认知袁 包括以概念认知的方式袁指

向事物共性的概念义袁此类义项收录于词典中曰以概

念认知为桥梁袁进入主体感性经验的修辞认知袁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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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固有语义的修辞义袁 存在于具体的文本语境中遥

下文对比野胎记冶概念义和修辞义袁明确文本中野胎记冶

的修辞内涵遥

叶现代汉语词典曳将野胎记冶定义为野人体上天生的

深色印记遥 冶[1]百科全书对野胎记冶作了详细尧科学的解

释院胎记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袁是皮肤组织在发育

时异常地增生袁 在皮肤表面出现形状和颜色的异常遥

大约 10%的婴儿有胎记袁有的在出生时发现袁有的是

出生后 4-6周内逐渐显现出来遥 胎记一般无害袁年岁

稍长后会自行变淡尧消失遥 [2]

在叶河岸曳的文本语境中袁苏童根据叙事需要对

野胎记冶进行个性定义袁通过文本阅读可归纳为表 2院

表 2 叶河岸曳中野胎记冶的修辞义

Tab.2 The rhetorical meaning of "birthmark"

比较野胎记冶的概念义和修辞义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院

第一尧修辞义沿用野胎记冶概念义的生理属性袁并

限定胎记的形状为野鱼形冶袁增添神秘色彩袁为胎记崇

拜做铺垫曰

第二尧 修辞义的社会属性强调胎记作为身份尧权

力象征袁延续传统文化中胎记认亲尧政治附属的功能袁

但其所指向的意义是人为的尧不固定的曰

第三尧修辞义中社会属性的确立袁以生理属性为

基础袁二者都与个体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遥

野胎记冶的概念义和修辞义具有如上差异袁文本对

野胎记冶的认知又扩大到野鱼形胎记冶遥 野鱼形胎记冶既增

加了野鱼形冶的修饰成分袁又规定了胎记的形状遥 野鱼冶

是普遍认知的事物袁苏童在这里选用野鱼冶的形状袁而

不是其他动物的形状袁是有其特殊用意的遥 苏童曾在

访谈中谈到叶河岸曳的野鱼冶意象袁他认为野鱼是特别具

有生命暗示的这么一个东西冶野鱼跟河流有最本质的

关系袁河流当中最常见的生命是鱼袁而鱼本身也极具

象征意味冶遥 [3]因而袁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野鱼冶在叶河

岸曳中的象征意味也是复杂的院野鱼冶指向生命个体袁被

岸驱逐的库文轩尧 库东亮如生活于河里的鱼曰野鱼冶具

现了不同生命状态袁 库文轩得势时在油坊镇如鱼得

水袁失势时囚困于七号船如涸泽之鱼袁死亡后回归河

流袁隐喻人的不同生存状态曰野鱼冶的情爱意象隐喻人

的原欲曰同时野鱼冶的权力象征袁契合革命时代权力压

倒一切的书写遥

野鱼形胎记冶在文本语境中的运用袁复合了野鱼冶和

野胎记冶的象征内涵院

渊1冤野鱼形胎记冶作为客观生理现象袁存在于金雀

河地区居民的屁股上曰

渊2冤野鱼形胎记冶作为血缘确认依据袁成为烈属身

份和特权的通行证曰

渊3冤野鱼形胎记冶作为个体欲望的彰显袁引发油坊

镇的野胎记热冶曰

渊4冤野鱼形胎记冶作为生命胎记袁与个体生存状态

正相关遥

文本中野鱼形胎记冶的修辞义经历了身份胎记尧欲

望胎记尧生命胎记的动态转变遥 文本语境中野鱼形胎

记冶的认知延续传统胎记认亲的实用功能袁在此基础

上袁又展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中袁不同主体对胎记的解

读袁表现了民众对权力尧欲望的狂热追求遥

二尧鱼形胎记院文本语境的官方表达院身份

胎记寅生理胎记

野作为双向交流的修辞活动袁 在表达与接受的角

色关系中展开遥 冶[4]言语交际离不开表达者与接受者袁

言语交际审美意义的实现离不开接受者袁野接受者作

为言语交际的一方袁从不同角度尧不同层面参与修辞

表达的意义生成遥 冶[4]文本语境中野鱼形胎记冶的修辞义

在不同角色关系尧不同接受类型中生成袁并推动文本

叙事的展开遥

叶河岸曳对库文轩一生的讲述由邓少香烈士的事迹

开启袁邓少香箩筐上的婴儿延续革命历史的叙事遥和平

年代袁 权力阶级寻回烈士遗孤袁 以烈士功绩表彰其后

代袁以巩固维护现有社会秩序遥文本由烈士遗孤的指认

开始政治话语引导的野鱼形胎记冶的修辞表达遥 在血缘

鉴定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袁 烈士箩筐的捕捞者 野封老

四冶对箩筐中婴孩的身份确定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院

最后封老四的手终于落下来袁啪的一声袁不是左

生理属性
淤血 青色 会褪色 位于屁股上 属于蒙古人种
鱼形

社会属性
革命烈属身份 特权的通行证 纯正血统的证据
生命的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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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袁也不是右边的袁他拍了中间一只小屁股袁那是最

小最瘦也最黑的屁股遥 封老四说袁是这个袁胎记最像一

条鱼袁就是他袁一定是他! [5]

在官方授意下袁封老四指认拥有野鱼形胎记冶的孩

子是邓少香的儿子遥 传统野胎记认子冶的手段在寻找烈

士后代的情境中再次被运用袁且为胎记设定的野鱼

形冶袁以其独特性尧神奇性袁满足人们关于烈士后代应

具有与众不同特征的想象遥 此处袁野鱼形胎记冶与烈士

遗孤袁二者具有等价关系遥 于是袁野鱼形胎记冶便由野生

理胎记冶成为野身份胎记冶袁烈士遗孤因其身份享有当

权者赋予的政策优待袁野身份胎记冶内含有[+血缘凭证

+烈属身份 +权力]的语义特征遥

掌握话语权的当权者对野鱼形胎记冶的属性内涵

具有决定权遥 文革时期是一个政治激进的年代袁政治

和革命对现有秩序进行破坏尧颠覆遥 阶级划分尧阶级斗

争愈演愈烈袁个人家庭出身尧政治态度尧生活作风直接

影响个人的阶级立场尧前途命运遥 在昨爱今仇尧充满变

数的斗争中袁 个体身份归属是人们面临的第一件大

事遥 此时袁库文轩的烈属身份受到质疑袁地区派来的工

作组对烈士遗孤进行清查遥

烈士遗孤鉴定小组对烈士遗孤身份重新展开调

查遥 由于烈士后代的指认者封老四成分不好尧品行恶

劣尧私生活混乱袁而将其定性为野阶级异己分子冶野社会

毒瘤冶袁 因而封老四指认的烈士遗孤要要要库文轩同样

被否定了袁库文轩不是邓少香的儿子遥 与此同时袁以烈

士遗孤鉴定小组为代表的官方对野鱼形胎记冶的认知

进行了野拨乱反正冶院

凡是金雀河地区的居民都属于蒙古人种袁每个人

儿童时期的屁股上都有青色胎记袁如果用唯心主义的

角度看待胎记袁它也许像一条鱼袁如果用唯物主义的

角度看袁那不过是一滩淤血袁即使淤血活灵活现酷似

一条鱼袁还是淤血袁纯属巧合袁没有任何科学意义遥 [5]

官方用野科学定义冶推翻野鱼形胎记冶中野鱼形冶的

神秘性袁强调野鱼形胎记冶的生理性特征遥 野鱼形胎记冶

仅保留了生理特征的语义内涵[+生理现象+淤血]遥 在

否定烈士后代的指认者封老四的同时袁否定了此前认

定的烈士后代库文轩遥

对于野鱼形胎记冶袁官方革命战争胜利后的官方表

达首先凭借政治权力发挥传统语境中胎记作为血缘认

证依据的功能袁用以寻找烈士之子袁因而袁野鱼形胎记冶

从单纯的野生理胎记冶变成野身份胎记冶遥 随后在文革阶

级斗争语境中袁 权力阶级又以科学理论颠覆对胎记的

唯心定义袁使野鱼形胎记冶重新回复到野生理胎记冶的层

面遥 此后袁官方对野鱼形胎记冶尧烈士后代的认定处于失

语状态袁结束对野鱼形胎记冶的表达叙事遥而野鱼形胎记冶

的民间接受在官方表达引导下表现出改值接受遥 [4]

三尧鱼形胎记院文本语境的民间接受院身份

胎记寅欲望胎记寅生命胎记

一般而言袁官方话语主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遥 在

大多数情况下袁民间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是基本

一致的袁但有时民间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会产生

某种疏离遥 面对野鱼形胎记冶的官方表达袁野鱼形胎记冶

的民间接受出现或和谐或不和谐的接受类型袁民间接

受者既有典型代表库文轩袁也包括油坊镇的全体居民遥

在第一次的官方表达中袁 民间接受与之相一致遥

油坊镇居民承认野鱼形胎记冶的所有者要要要库文轩是

邓少香烈士的后代袁接受野鱼形胎记冶所具有的特殊意

涵[+血缘凭证+烈属身份+权力]遥野鱼形胎记冶作为身份

和权力的通行证袁使库文轩成为邓少香的儿子袁拥有

革命血统袁享受革命烈属的特权和利益遥 文本通过一

系列叙事表现野鱼形胎记冶给库文轩带来的切实利益袁

成为油坊镇的书记尧野敲冶了十几个女人袁以综合大楼

的名义赊账尧割资本主义的野尾巴冶搜刮群众等遥

可以发现袁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袁野鱼形胎记冶权

力的象征袁在官方授权下个体拥有对各种资源的操纵

权遥 库文轩接受历史权力的赋予袁在权力高位上如鱼

得水袁把这种权力发挥到极致遥 同时袁在油坊镇上利用

特权袁谋取私利尧放纵私欲获得生理尧物质的满足遥 因

而袁可以清晰地看出袁野鱼形胎记冶潜藏的巨大能量院

野鱼形胎记冶寅烈属身份寅政治权力寅生理尧物质欲望

的满足袁为下文油坊镇居民爆发的野胎记热冶作铺垫遥

第二次官方表达中袁民间接受与之相背离遥 官方

祛除野鱼形胎记冶的神秘性袁并未得到民间认同遥 相反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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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未直接否定野鱼形胎记冶是血缘关系凭证的事实袁

使邓少香之子尧鱼形胎记在民间接受中仍是一个敞开

的想象空间遥因此袁与官方表达的野生理胎记冶相背离袁

民间语境中民众以自己的先在经验继续发展野鱼形胎

记冶的修辞接受院

事件院胎记热

时间院库文轩被揪出来后

地点院厕所尧街角尧公共浴室

对象院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寅男孩寅老汉

结果院有几个人屁股上也有鱼形胎记袁胎记大颜

色深的受赞美袁胎记颜色浅似有若无受轻视

当野鱼形胎记冶拥有者之一要要要库文轩被拉下革

命烈属的野宝座冶后袁权力之位的空缺激发了广大民众

的权力欲望袁野鱼形胎记冶在广大民众的经验中仍以

野身份胎记冶的象征存在袁野鱼形胎记冶仍具有[+血缘凭

证 +烈属身份 +权力]的语义特征遥孤儿库文轩拼命抓

住野烈属冶身份这根救命稻草袁油坊镇居民也想要获得

野红五类冶光荣出身的保障袁退而求其次的是获得油坊

镇居民身份的保障遥因此袁在民间接受中袁库文轩和油

坊镇居民认定野鱼形胎记冶作为某种身份的标志遥

同时袁普通民众目睹库文轩曾经得势袁对野鱼形胎

记冶强大的权力功能产生认同遥 即使是禁欲年代袁凭借

野鱼形胎记冶获得的位置可以满足个体所有私欲遥 油坊

镇居民对野鱼形胎记冶的崇拜也即权力欲望的体现院权

力像一个大吸盘把油坊镇居民牢牢地吸附在上面遥 因

而袁当库文轩下台袁油坊镇居民忽视官方对野鱼形胎记冶

的科普袁他们褪下裤子袁相互研究着对方的胎记袁希望

找出野鱼形胎记冶袁成为邓少香的儿子袁进而享有烈属身

份的特权遥 野胎记热冶俨然发展成全民权力欲望的宣泄遥

借着这一场运动袁人人卸下道德尧理性的伪装袁正大光

明地脱下自己或他人的裤子遥 此时袁野鱼形胎记冶 成为

野欲望胎记冶袁具有[+原生的+欲望]的语义特征遥

此后袁官方对野鱼形胎记冶的表达处于失语状态袁

同样导致民间接受遇冷遥 胎记热过后袁民间语境中只

有两个人坚持着野鱼形胎记冶即身份象征的想法院一是

库文轩袁一是傻子扁金遥库文轩对自己进行野革命冶袁十

三年如一日坚持写申诉信袁希望恢复烈属身份曰傻子

扁金到处褪裤子袁展示自己的野鱼形胎记冶袁自称野邓少

香的儿子冶袁希望获得野房子冶野老婆冶野好酒冶等实际利

益遥 此处袁库文轩与傻子扁金形成鲜明对照袁无不讽刺

被权力异化的库文轩与智力低下尧不明事理的傻子一

样疯癫袁仿佛涸泽之鱼袁困于权欲之疆袁无可动弹遥 文

末袁库文轩屁股上的野鱼形胎记冶褪了袁只剩下鱼尾巴遥

时过境迁袁民间接受中野鱼形胎记冶早已丧失了其原有

的修辞意涵袁对自己身体反复野革命冶的库文轩袁在得

知野鱼形胎记冶褪得只剩鱼尾巴后袁伤痛决绝而无法接

受遥 此处袁胎记消褪袁生命意义也因之消失袁消褪的野鱼

形胎记冶与库文轩的生命状态相互隐喻袁而具有[+原

生的 +生命]的语义特征遥最终袁苏童以富于雄壮尧诗意

的笔法描写库文轩生命消逝袁野鱼形胎记冶 随之消亡袁

库文轩终于如鱼一般潜游于金雀河底遥

由官方发起并助导野鱼形胎记冶的民间接受袁由个

体波及全民遥 官方的强势话语可以任意肯定或剥夺

野鱼形胎记冶作为野身份胎记冶修辞内涵袁民间接受以先

在经验悖解官方表达袁掀起胎记热袁继续野鱼形胎记冶

的欲望狂欢遥 而库文轩作为典型的接受个体袁深陷野鱼

形胎记冶的幻象中无法自拔袁最终以肉体的死亡摆脱

精神困境遥

四尧结语

叶河岸曳通过野鱼形胎记冶这一身体标识与烈属身份

相关联袁巧妙地使文本融入历史尧政治的宏大叙事之中遥

形成野鱼形胎记冶的官方表达与民间接受相背离的文内

交流系统渊见表 3冤袁勾画了权力意志下扭曲的人性遥

表 3 野鱼形胎记冶的表达与接受

Tab.3 Expression and acceptance of "fish-shaped birthmark"

儿子 第一次
身份胎记/得
到官方授权
的封老四

身份胎记/以库文
轩为代表的民众

和谐

儿子要
河水
之声

第二次
生理胎记/烈
士遗孤鉴定
小组

身份胎记尧 欲望
胎记/油坊镇民众

背离

河祭要
鱼或
尾声

第三次 无
身份胎记尧 生命
胎记/傻子扁金尧
库文轩

不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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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表达与民间接受的和谐与冲突是双方共同

促成的遥 官方表达将野鱼形胎记冶与烈士遗孤相联系袁

使其具有野身份凭证冶的功能袁而正是这一关联袁使野鱼

形胎记冶的内涵被无限放大袁成为油坊镇居民的追逐

对象袁激发了油坊镇人的权力欲望遥 野鱼形胎记冶的魔

力在于其背后巨大的权力能量袁野在人类无限的欲望

中袁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遥 冶[6]权力的公开性尧强

制性和暴力性可以使权力拥有者野有所作为冶遥 而人也

轻而易举的被权力奴役袁当库文轩下台时袁油坊镇野回

荡着一股欢乐的气流冶袁男女老少雷鸣般的欢呼曰当邓

少香的儿子不知何人时袁油坊镇的男人们争着研究他

人的屁股曰当鱼形胎记褪色时袁库文轩驮碑投河遥 权力

支配着人的行为尧摧残肉体袁更有甚者造成人的精神

偏执袁他们丧失自尊心尧羞耻感袁失去自我遥 时代乖张袁

无情嘲弄野鱼形胎记冶的所有者曰在时代洪流中弄潮和

被嘲弄的民众袁在权力欲望驱使下袁其人性发生变异

和扭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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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shaped Birthmark: The Identity Rhetoric and

Narrative of Su Tong's Riverbank

CHEN Cuip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The "fish-shaped birthmark " in Su Tong's novel "Riverbank" is a symbolic rhetorical symbol. In the text, on the basis of "

physiological birthmarks", "fish-shaped birthmark" extends to the rhetorical meanings of "identity birthmark", "desire birthmark" and "life

birthmark". The richness of the rhetorical connotation of "fish-shaped birthmarks" forms the narrative of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official

expression and the folk acceptance, and expresses the great energy of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and the worship of power in the tradi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nation, shaping the human behavior and the will.

Key words: Su Tong; "Riverbank"; fish-shaped birthmarks; identity rhetoric; text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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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的小说修辞研究中袁 广义修辞学渐渐成

为了批评实践中的主导性理论和方法遥 它以话语层面

的修辞技巧为阐释起点袁 向文本层面的修辞诗学和人

精神层面的修辞哲学延伸袁建构起野修辞技巧要修辞诗

学要修辞哲学冶三层面论和立体研究模式袁为文本批评

提供了融合语言学尧文学及哲学的跨学科研究路径遥

本文以叶透明的红萝卜曳初始发表的版本为依据袁

借鉴广义修辞学野三层面冶理论袁通过形式研究来阐发

文学的深层意蕴袁将思想阐释建立在细致的文本分析

基础之上袁以核心修辞元素野红萝卜冶为研究起点袁探

讨文本核心事件中野红萝卜冶的修辞语义如何推动文

本叙述以及小说主题发展的袁为文学话语研究尝试另

一种解读方式遥

一尧红萝卜院篇章符号化修辞命名与主题

凸显

渊一冤篇章标题的语法结构

野透明的红萝卜冶作为篇章的标题统领着整篇小

说袁也是主题核心所在遥 在分析野透明的红萝卜冶语篇

修辞之前袁先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其标题的语法结构遥

图 1 野透明的红萝卜冶成分分析

Fig.1 Component analysis of 野The Transparent Radish冶

从图 1中可以看出袁野透明的红萝卜冶为两层式的

定中结构袁第一层为野透明+红萝卜冶曰第二层为野红+萝

卜冶遥 从结构划分中可以看出标题中心词为野萝卜冶袁在

组合的粘合度上与表示种类颜色的野红冶语义最为紧

密袁而修辞词野透明冶与野红萝卜冶不符合常规认知的语

义搭配正彰显出小说篇章修辞所在遥

渊二冤核心语符野红萝卜冶的认知分析

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个认

知维度遥本文将从广义修辞学的角度,以小说文本为分

析对象,从概念和修辞两个认知层面对野红萝卜冶展开

分析院

1.红萝卜 0院概念认知层面要要要食物野红萝卜冶的

符号要素分析

概念认知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普遍的尧基本的方式,

为认知主体提供对象世界的符号性表征, 是形成主体

认知经验的前提遥 [1]考察词汇的理性义是了解词语概

念认知的的主要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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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要由篇章命名到语篇修辞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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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汇语义的角度来看, 它集中体现在固化为词

典基本释义遥 野红萝卜冶是一个偏正式合成词袁由修饰

性语素野红冶和中心语素野萝卜冶组合而成遥

叶现代汉语词典曳对野萝卜冶的释义为院二年生草本

植物袁叶子羽状分裂袁花白色或淡紫色遥 主根肥大袁圆

柱形或球形袁皮的颜色因品种不同而异袁是普通蔬菜

之一遥 [2]

为了方便分析比较袁本文将上述野红萝卜冶这一能

指符号的概念认知层面以及文本表层的意义标记为

红萝卜 0袁其核心义素为院[+可食用 +圆球形 +红色]遥

2.红萝卜 1院修辞认知层面要要要食粮野红萝卜冶的

符号要素分析

修辞认知层面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另一个层面遥 修

辞认知是一种主体化的行为, 是在审美语境中经过认

知主体参与和重建的审美化修辞世界遥 进入修辞认知

层面的词汇语义,不再拘于概念义或理性义,而是上升

到比喻义,具有了临时修辞义遥 [3]因此我们对野红萝卜冶

的所指认识,不能只局限于表层概念认知,而是应该研

究符号修辞认知层面的所指意义袁从而对文本进行深

层解读遥 野走出概念化的世界,打通修辞认知模式冶,野通

过认知主体诗兴参与,重建审美化的修辞世界冶[1],在话

语层面与文本尧作者进行修辞化尧审美化的交流过程袁

也是探究野红萝卜冶的修辞认知层面能指意义与客观

主体的符号化解码过程遥

从篇章标题看野透明的红萝卜冶袁修饰词野透明冶一

词在文本语境中具有丰富的内涵遥 从理性意义分析切

入袁叶现代汉语词典曳对野透明冶的释义为院渊1冤渊物体冤能

透过光线的曰渊2冤形容公开不隐藏遥 [2]据语境内容袁可以

得出野透明冶的核心义素为[+物体+不可见]遥

结合上文得出红萝卜 0的核心义素为院[+可食用

+圆球形+红色]袁那野透明的红萝卜冶的核心义素为[+可

食用+不可见]袁可见它不仅代表了食物袁也隐喻了精

神食粮遥将野透明的红萝卜冶设为红萝卜 1 遥那么红萝

卜 0尧红萝卜 1语义关系如图 2所示院

图 2 红萝卜 0尧红萝卜 1语义关系

Fig.2 Semantic relationship of radish 0 and radish 1

渊三冤从概念认知到修辞认知层面的主题凸显

从文本叙事来看袁野红萝卜冶 的叙事地位很低袁文

中关于野红萝卜冶的正面描写很少袁野透明的红萝卜冶更

是昙花一现后便再无踪迹袁但是野红萝卜冶却以隐喻的

形式贯穿了整个故事袁表现出故事的主题性遥

由图 2可以看出袁野红萝卜冶这一符号是双层次呈

现的袁在横轴上由 A到 B袁是沿着因果逻辑关系而展

开的院围绕着野偷萝卜寅丢萝卜寅找萝卜冶的故事发展

脉络遥 从纵轴上看袁由 0到 1是表层概念认知围绕着

有关萝卜的行为事件逐步隐喻的过程袁从概念认知层

面的生理的饥饿到修辞认知层面的精神饥饿袁是一个

隐喻的修辞化建构过程遥 在文本深层中表现出了时代

性的精神空虚状况以及人对于精神食粮的追求遥 这种

精神上的野饥饿冶袁不仅是病态的袁也是难以填补的遥

由此可见,文本篇章命名的核心语符野红萝卜冶符

号化过程院 横向要要要从既现到未现的探索过程袁纵

向要要要由表层概念认知到深层修辞认知的修辞化建

构过程袁而对这一符号的解码过程可以看作是探求小

说主题的过程遥

二尧红萝卜院从篇名到文本修辞化建构

小说以野透明的红萝卜冶作为题目来统领全篇,核

心词野红萝卜冶不仅是整个文本的野文眼冶,也是小说的

关键修辞符号袁同时以野透明冶一词来修饰野红萝卜冶更

是将显性的表层文本建构升华到隐性的深层修辞建

构遥 本文将从语义学与叙事学角度相结合的方法来解

读小说从篇名到篇章的建构过程遥

渊一冤核心语符野红萝卜冶的语境分析

索绪尔在叶普通语言学教程曳中提出了组合关系

和聚合关系袁每个句子都在这两种关系中互相扩充发

展的[4]袁而在语篇中也不存在完全孤立的语言符号袁所

有的符号意义都来自上下文遥 野红萝卜冶作为小说最核

心的修辞符号,具有多角度广维度的阐释空间遥回到篇

章语境中袁通过统计分析野红萝卜冶在语篇中的分布情

况袁从中语篇不同章节的联想序列中揭示野红萝卜冶从

篇名到文本修辞化建构的过程遥

由于野萝卜冶为野红萝卜冶的上位词袁且在全文本中

多是用野萝卜冶来指代野红萝卜冶袁所以我们以野萝卜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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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袁统计出文本中所有篇章中出现含有野萝卜冶的

语境共 43处遥 全文一共 6个章节袁除了第域章没有出

现袁其他 5个章节均有出现袁其中第玉篇章 2次尧第芋

篇章 16次尧第郁篇章 9次尧第吁篇章 5次以及第遇篇

章 10次袁出现的重点篇章为第芋篇章与第遇篇章遥 通

过对语境的梳理袁篇章语境中形成了四次野偷萝卜冶以

及野找萝卜冶的核心发展情节遥

渊二冤核心事件的语义角色分析

语义学中的野语义角色冶袁是根据句子中名词与动

词的语义关系而抽象出来的袁反映了人类经验中表施

事尧受事的野物体冶与表动作尧性质的野动程冶多种多样

具体关系的模式化抽象遥 [5]如果将篇章中的核心事件

野偷萝卜冶和野找萝卜冶看做是一个动程遥 那动作行为的

主动发出者为施事袁因施事行为动作而受到影响的事

物是受事袁而事件的引发者为致事遥 本小节以野施事尧

受事以及致事冶为分析点袁将野偷萝卜冶和野找萝卜冶事

件中的人物关系模式化抽象出来遥

表 1 核心事件的语义角色分析

Tab.1 Semantic role analysis of core events

从表 1中可看出在野偷萝卜冶事件中袁虽然黑孩是

施事角色袁但是主使人是小铁匠袁对野红萝卜冶的需求

也主要在于小铁匠遥 但是在另一核心事件 野找萝卜冶

中袁黑孩是真正的施事角色袁寻找行为是主动性的袁不

同的是黑孩寻找的不是野红萝卜 0 冶,而是那根野透明

的红萝卜冶袁即野红萝卜 1冶遥 通过对核心事件的语义角

色分析袁找出其中施事与受事的异同袁可以更进一步

分析人物对野红萝卜冶的深层需求遥

渊三冤文本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二元对立

情节线索是小说文本的重要组成元素, 同时小说

的故事情节安排也体现出作者的构思与审美遥 本文将

从文本结构的角度解读小说的情节艺术性 遥 将

chomsky的野表层结构冶和野深层结构冶[6]运用到文本结

构分析中袁可以发现院表层结构指文本的语象结构,深

层结构指小说的意蕴,前者存在于小说的语言表象中,

后者潜藏在小说的语言表象之下遥 [7]

1.故事文本表层结构要要要生理食粮野红萝卜 0冶

野红萝卜 0冶作为一种食物袁在文本叙述中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袁从启动到深化构成了故事文本表层结构遥

渊1冤启动文本叙述遥 首先文本背景时间是丰收的

秋季袁但却弥漫着饥饿的氛围袁人们野为食而活冶的生

存状态构成了文本叙述的背景环境遥 修水坝赚工分拉

开了故事叙事的帷幕袁 汇聚了菊子姑娘和小石匠尧小

铁匠和老铁匠等追求野红萝卜 0冶的人袁开启了后文的

叙述遥

渊2冤推动文本叙述遥 在叙述开展过程中袁最基本的

生存食物以野红萝卜冶这一具体形象出现在叙述中袁出

于对野红萝卜 0冶的追求袁发展出核心事件野偷萝卜冶袁从

而衍生出野找萝卜冶事件袁也正是这两件核心事件构成

了整个文本的发展框架袁推动了文本叙述遥

渊3冤深化文本叙述遥 野红萝卜冶作为篇章标题的

关键词袁以野红萝卜 0冶隐喻出了文本的饥饿主题袁映射

出人在野为食而活冶的生存状态下异化遥 为了夺取食

物袁偷盗的行为不被谴责反而默许袁生理上食物的匮

乏也导致了精神上的空虚遥 野红萝卜 0冶构成篇章的表

层结构时袁也暗含了小说的深层意蕴遥

2.故事文本深层结构要要要精神食粮野红萝卜 1冶

对读者而言, 揭示小说深层意蕴是小说解读的关

键环节遥 野小说深层结构不是小说内容,不是小说情节尧

人物尧主题,它是作者对小说内容表现出来的基本的态

度尧看法尧情感遥 [4]所以在解读文本时袁不能仅看到文本

的表层结构袁 更要从字面表层深入到作者的主题思想

表达遥下文将从两个核心事件中挖掘文本的深层意蕴遥

渊1冤野偷萝卜冶事件的结构分析

分析核心事件野偷萝卜冶是阐释野红萝卜冶篇章修

辞的关键之一袁本小节从主角小铁匠的视点袁剖析野红

萝卜冶所具有的隐喻义遥

表 2 偷萝卜事件的结构分析

Tab.2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radish stealing event

偷萝卜渊篇章芋-遇冤 小铁匠 黑孩 红萝卜

找萝卜渊篇章郁-遇冤 无 黑孩 透明的红萝卜

小
铁
匠

第一次偷萝卜渊篇章芋冤 庆祝掌握到淬火技术 红萝卜 1

第二次偷萝卜渊篇章郁冤 庆祝正式取代老铁匠 红萝卜 1

第三次偷萝卜渊篇章吁冤 爱而不得借萝卜消愁 红萝卜 1

第四次偷萝卜渊篇章遇冤 陷入奔溃求萝卜救命 红萝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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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中四次偷萝卜事件来看袁小铁匠指使黑孩

偷拔野红萝卜冶的表层动机是由于生理饥饿追求野红萝

卜 0冶袁而在文本叙述过程中袁野红萝卜冶在小铁匠的需

求中不仅仅是一种食物野红萝卜 0冶袁而是作为精神食

粮野红萝卜 1冶去追寻遥 比如文本中前面两次拔萝卜的

深层动机是为了满足胜利仪式感的需求遥 而后两次偷

萝卜是由于小铁匠对菊子姑娘追求失败袁爱而不得的

精神痛苦让他濒临崩溃袁而野红萝卜冶是他唯一能想到

的救命药遥

在 野红萝卜 0冶 构成的篇章表层结构中袁野红萝卜

1冶成为表层发展结构中深化的隐喻义袁但是作为表层

食物的红萝卜是无法满足小铁匠的深层精神需求遥

渊2冤野找萝卜冶事件的结构分析

野找萝卜冶事件是以主角黑孩视点为主袁寻找也就

意味着曾经拥有到丢失遥 本节将以分析野透明的红萝

卜冶为主袁从全文的发展脉络中探析其隐喻义遥

首先野红萝卜冶中的野红冶对于黑孩来说具有独特

的意义遥 在黑孩视点中袁菊子姑娘便是野红冶的代表袁穿

着野红线交叉成的方格布袁戴着紫红色的头巾袁手绢上

还有着红花儿冶袁野红萝卜冶 对于黑孩来说就象征着菊

子姑娘遥 而野透明的红萝卜冶即野红萝卜 1冶则象征着菊

子姑娘的爱遥

表 3 野透明的红萝卜冶事件的结构分析

Tab.3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 The Transparent Radish" event

从表 3中可以看出袁在野透明的红萝卜冶缺失的前

两章中袁却正是其暗中生长的阶段遥 在篇章玉中袁黑孩

遇到了真正关心自己的菊子姑娘遥 在篇章域菊子姑娘

对黑孩无微不至的关照更是加深了黑孩对菊子姑娘

的感情袁 黑孩开始对菊子姑娘不仅有着母亲般的依

赖袁也有着强烈的占有欲遥 象征着两人感情的野透明的

红萝卜冶在暗中增长遥

到了篇章芋中袁真正出现的野透明的红萝卜冶也象

征着黑孩和菊子两人感情的巅峰袁但是在小石匠与小

铁匠的介入之下袁被忽略的小萝卜就算变成了最美的

野透明的红萝卜冶袁也只能昙花一现遥 野透明的红萝卜冶

的丢失象征着黑孩不仅失去了对菊子姑娘的占有权袁

也失去了菊子姑娘的爱遥

在篇章郁后四次找萝卜事件中袁黑孩苦苦追寻的

那根奇异野透明的红萝卜冶是对母爱的渴望袁但是四次

皆失败的结局也暗示出了黑孩的悲惨命运遥

3.小结

在由野红萝卜冶构成的两个核心事件构成文本的

表层发展结构时袁两条发展线索野红萝卜 0冶和 野红萝

卜 1冶也一明一暗紧紧交织在故事情节之中袁在文本安

排上也呈现出一显一隐的对立模式遥 野偷萝卜冶 以及

野找萝卜冶 事件背后暗藏着小铁匠与黑孩两人的精神

追求之旅袁在文本的最后袁随着第四次拔萝卜和找萝

卜的失败也收束了整个由野红萝卜 1冶暗喻的野精神之

食冶为背景与主题的文本叙述遥

三尧莫言叶透明的红萝卜曳主题指向院精神

缺失

野透明的红萝卜冶这一短语符号不仅是篇章的标

题袁也是语篇修辞建构的核心遥 其中中心语野红萝卜冶

是全文的修辞象征袁构建语篇核心事件的关键袁而修

饰词野透明冶以看不见的语义袁使得野红萝卜冶具有隐喻

性遥 在对核心事件野偷萝卜冶和野找萝卜冶的语义角色以

及追求动机的分析中袁我们发现语符野红萝卜冶除了代

表了食物野红萝卜 0冶袁也隐喻了精神食粮野红萝卜 1冶遥

全文以表层野食冶的深层隐喻义推动了整个文本叙述

发展袁引出了对文本主题的思考遥

在资源困乏尧 生存资源竞争残酷的背景之下袁物

质的缺失导致人最基本的物欲追求无法满足袁情欲处

于长期被压制的状态院 人普遍有着更深层的精神缺

失遥 比如后妈对黑孩的虐待袁周围人对黑孩的冷漠袁小

铁匠和老铁匠师徒情分的淡薄等遥 文本中人物在追求

食物符号野红萝卜冶时袁不仅仅是基于物欲动机袁更有

深层的情欲驱使遥 黑孩在执着寻找那丢失的野透明的

透明的
红萝卜

篇章玉 相遇 发芽

篇章域 相知 生长

篇章芋
感情巅峰

小石匠尧小铁匠介入
成熟

但昙花一现

篇章郁 小石匠与菊子姑娘感情升温 丢失

篇章吁 小石匠与菊子姑娘感情成熟 丢失

篇章遇 小石匠与小铁匠的争夺之战 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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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萝卜冶袁小铁匠将野红萝卜冶作为灵丹妙药袁这种种可

笑的行为正反映出了特定时代下袁人们精神缺失的状

态以及精神需求无法满足的困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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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xtual Rhe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Mo Yan爷s

The Transparent Radish

要要要From title design to discourse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LIU Peilin

渊College of Literatur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冤

Abstract院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ized rhetoric theory, "radish" as the core symbol in the title of "The Transparent Radish" has

rich rhetoric meanings, which not only points to 野food冶 in conceptual cognition, but also points to meanings of metaphor野spiritual food 冶in

contexts. From words to discourse, the core storyline that formed by the core symbol "radish" has the the duality of superficial and deep

structure, which reveals the rhetorical operation from title to discourse establishment. Finally, from the extension of text-level rhetoric to

spiritual level, the text reflects the empty mental state of people and the plight of their spiritual needs in special times.

Key words院Mo Yan; The Transparent Radish; textual construction; discourse rhetoric; generalized rhetoric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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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袁叶跨文化交际曳是高校外语专业的必修

课程遥 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袁从事跨文化交际的

人群绝大多数是外语专业出身袁或有着外语学科背景

的人群遥外语界的相关教学质量标准以及业内专家学

者们始终将跨文化交际能力视为外语学科长期重视

的专业能力之一遥 野一带一路冶宏观倡议的提出袁我国

相关行业的各方面专业人才面临着广泛的跨文化接

触的挑战曰相应地袁对我国高校产出人才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遥 为了确保我国与野一带一

路冶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尧产能合作尧贸易投资尧人文

交流等领域合作的顺利进行袁不仅需要具备较高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袁更需要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专业人才袁 以便在项目所在国内更好地开展工作尧

更有效地沟通交流袁并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袁树立良

好的国际形象遥 新形势尧新需求倒逼跨文化交际教学

和研究者们重新思考跨文化交际研究及教育问题遥

一尧跨文化交际实践尧教学及研究的现状

跨文化交际学是在上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

期被引入中国袁 并很快成为本科英语专业的必修课

程遥 迄今为止袁所有本科外语专业都开设叶跨文化交

际曳这门课程袁同时也一直是外语界学者的重要研究

课题袁成果斐然遥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的提出袁为这一领域

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和研究内容袁 拓展了研究空间袁

使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内容尧状态和实践渐显全新的

态势袁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现实和挑战遥 首先袁跨文化

交际实践涉及人员数量激增袁跨文化交际教育需求从

小众向大众趋势演变遥 与 20世纪 80年代的改革开放

初期不同袁当时主要是国外企业来华投资袁且主要是

以英语为通用语的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遥 少数

国人走出国门留学尧访学袁目标国也主要是以英美为

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遥 开放初期及之后很长一段时

期袁 涉及跨文化交际实践的人员主要是外交人士尧外

企的高管尧经贸行业的人士袁以及出国留学人员袁这些

人员又多有外语学科背景遥 近年来袁随着中国经济的

发展袁科技的进步袁跨文化交际互动实践与需求与日

俱增遥 以教育部统计的留学生数量为例袁1978 年至

2000年 22年间袁 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约 40万人袁

此后逐年增加袁至 2017年袁当年出国留学人数突破 60

万遥 同时来华留学生人数也从 1979至 2000 年累计

39.4万增至 2017年当年来华留学生 48.92万[1]遥 野一

带一路冶规划涉及沿线 65个国家袁包括东南亚尧东亚尧

野一带一路冶语境下高校跨文化交际研究及

教育的新思考

周淑萍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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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研究内容更新与平衡尧文化自信的提升及教育受众的拓展等新要求袁认为需要借助顶层设计尧研究与教学互促尧拓展跨

文化教育受众及增补中国文化知识等方式袁对现有跨文化教育与研究进行改革袁以便更好地服务于野一带一路冶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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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尧中亚尧西亚尧中东欧尧东欧以及北非遥 野一带一路冶

规划落实过程中袁中方企业和技术人员走出去袁国外

留学生走进来袁合作范围涉及基础设施尧产能合作尧贸

易投资尧人文交流等领域袁此外还有各个领域交流的

学者尧走出和走进国门的旅行者等等袁其涉及面之广袁

接触人员数量之众袁都是改革开放早期不可同日而语

的袁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需求的人群由小众向大

众趋势过渡曰其次袁跨文化交际实践目的转变袁相应

地袁所需具备的跨文化素养也不同遥 改革开放初期及

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袁跨文化交际教学和研究主要

是为吸引外资来华投资服务袁或者为了让我国学者和

留学生走出国门时袁 能更好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遥

因此袁 跨文化交际教学和研究多以英美文化为背景袁

学习尧了解西方文化尧价值观及行为准则遥 以弱势文化

群体的姿态向强势文化趋同遥 野一带一路冶语境下的跨

文化交际袁则是本着合作共赢尧野美美与共袁天下大同冶

的宗旨袁推动亚欧大陆回归人类文明中心遥 在与沿线

国家共享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科技文化进步成

果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袁传播中国声音袁建立我国良

好的国际形象遥 跨文化交际目的不同袁站位不同袁跨文

化交际人群的所需具备的素养则不同曰第三袁进行跨

文化交际的人员涉及地域尧 文化和专业领域更广袁学

习和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尧复杂遥 从 20世纪 80年代

至近期袁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对象主要是以英美为

代表的西方主流文化袁涉及领域主要是经贸和外交领

域遥 而野一带一路冶涉及 65个国家袁53种语言袁涉及九

大语系及多种宗教文化袁 世界三大宗教要要要基督教尧

佛教尧伊斯兰教在沿线国家均有分布袁跨文化接触在

内的多个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尧产能合作尧贸易投资尧人

文交流等遥 涉及国家数量之多尧地域之广尧文化之多

样袁涉及领域之广远超一直以来跨文化交际教学和研

究的内容和对象遥

面对新形势对跨文化能力的新需求袁 近年来袁外

语界许多学者已经开始了积极努力的探讨袁有学者认

为袁学校要在科学规律的指导下袁在志愿的基础上挑

选具有语言天赋的学生袁让其学习多语或野非通用语+

其他专业冶袁以此科学合理地培养 野一带一路冶建设需

要的外语人才[2]曰有的学者认为袁可以从培养跨文化意

识尧跨文化交际知识的学习能力尧弘扬中华文化能力

和训练全球化交际技能等方面培养尧提升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袁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

求[3]曰还有的学者探讨了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人才跨文

化意识的意涵[4]遥更有学者[5]从构成要素的角度对跨文

化能力的核心内涵进行描述袁总结出跨文化能力应包

括的 6个方面的素质袁以此作为对学习者的跨文化能

力培养的目标袁并作为评估的标准遥 这些研究成果袁主

要是通过结合外语教学袁从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角度袁对新形势尧新挑战下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培

养新要求的积极探索和应对袁给笔者的研究在方法论

和内容上带来有益的启示遥 此外袁我们还注意到袁一些

院校在涉及商贸尧旅游的专业袁开始开设叶跨文化商务

交际曳课程袁有条件的外语类专业开始有意识地吸纳

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小语种人才袁希望通过开设小语

种专业袁为野一带一路冶规划输送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外语人才遥 这些努力无疑极大地推进了跨文化交际

教学和研究遥 但笔者思考袁以野一带一路冶需求的人才

专业分布之广袁跨文化交际教育是否应该仍然主要局

限在外语学科领域内钥 在 野一带一路冶规划带来广泛

的跨文化接触背景下袁该课程涉及的受众是否应该进

一步拓展钥 作为高校袁作为有着近 40年跨文化交际教

育经验的我国外语界袁应该如何改革叶跨文化交际曳这

门课程袁以便更好地为野一带一路冶建设规划服务钥 这

些问题都值得外语界跨文化交际教学研究领域深刻

的探讨袁也是高校外语界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同仁们

的责任所在遥

二尧高校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及

面临的问题

新形势袁新要求遥 不容否认袁改革开放以来的跨文

化交际教学和研究相对当时的背景是合理尧 科学的遥

而且事实证明袁改革开放 40年来袁英语专业培养和造

就了一批又一批语言基本功扎实尧具有广阔学术视野

的人才袁塑造了一个个外语人才培养的成功范例遥 这

些人才工作战斗在教育尧新闻尧经贸尧外交尧传播等各

条战线上袁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袁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

了不可忽略的贡献[6]遥 但野一带一路冶倡议和建设规划

为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带来新的研究内容和机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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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袁也暴露了以往跨文化教学和研究在内容上的偏

颇袁在研究趋向以及站位上的失衡等问题袁在新的形

势下袁这一切都面临着新的调整需求遥

其一袁 研究视角的扭转和教学内容更新的需求遥

传统的跨文化交际学从其诞生时开始就是为美国这

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服务的遥 从其诞生到现在

近 70年里袁也一直暗含着尧奉行着西方文化标准的导

向袁向世界宣扬着西方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袁并以此

为标准引领全球化遥西方主流文化国家凭借发达的经

济袁进步的科技水平袁以强势文化的姿态袁似有若无又

无处不在地向人们提示着西方中心主义遥 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提出以来袁跨文化交际研究内容上由相对单一转

向多样袁视野更为开阔袁从过去主要以英美文化为背

景的研究趋向袁拓展为包括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的文

化为背景的新趋向遥因而跨文化交际教学内容也需相

应地进行补充调整袁增补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文化的

内容遥但就目前而言袁一套完整的尧满足新要求的教材

尚未问世遥 近年来出版的跨文化交际类教材袁涉及野一

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文化的内容不多袁专题区域性文化

研究的章节更为鲜见遥 因此在研究上需转向袁教学内

容上需更新遥

其二袁平衡跨文化知识输入与输出的需求遥 从跨

文化交际学引入中国并进入高校课堂开始袁其研究和

教学目的就是了解西方文化袁以便更好地学习西方先

进的科学技术袁吸引西方企业来华投资袁在交际过程

中更得体尧顺畅地与之沟通袁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遥 这

一目的决定了跨文化交际研究和教学多以英美国家

文化为背景袁并凸显了西方文化特色和价值观遥 我国

的研究和学习者始终是处于学习者的地位袁结果造成

跨文化交际研究和学习中文化的输入与输出严重失

衡遥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是本着交融互鉴尧创新发展的原

则袁秉承着和而不同尧互鉴互惠的理念袁努力通过文化

与外交尧经贸密切结合袁形成文化交流尧文化传播尧文

化贸易协调发展态势袁推动野一带一路冶多元文化深度

融合袁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遥 这一目标和理念决定了

我们在与沿线国家共享繁荣的同时袁 还需文明互鉴袁

弘扬中华文化袁树立新的良好国际形象袁这是一个更

为宏观和长远的目标遥 因此袁野一带一路冶语境下的跨

文化交际教学与研究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描

述应成为跨文化交际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遥 对现有跨

文化教育的内容进行修正袁 达到输入与输出的平衡袁

是新形势下的新要求遥

其三袁提升文化自信的需求遥 文化自信是指一个

国家尧一个民族尧一个政党对自己的理想尧信念尧学说

以及优秀文化传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尧信任和珍

惜袁对当代核心价值体系的威望与魅力有一种充满依

赖感的尊奉尧坚守和虔诚遥 也就是对自身文化内涵和

价值的充分肯定袁对自身文化特质和生命力的坚定信

念[7]遥自信的性格是一个成功的交际者必备的素质袁在

跨文化交际中亦是如此遥 一个国家的文化便是一个民

族的性格袁只有野性格冶上坚定尧自信尧包容的民族才可

能在跨文化交际中赢得尊重袁才有可能在交际中及时

化解问题袁最终获得成功遥 文化自尊越强袁跨文化交际

能力则越强遥 反之袁跨文化交际水平的高低也是衡量

新时代文化自信的重要指标[8]遥 没有文化自信为基础

的跨文化交际是没有自我的袁 因此也是飘忽不定尧前

途未卜的袁甚至是屈辱的遥 这样的跨文化交际是无法

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袁更无法弘扬中华文化遥

其四袁跨文化交际教育向普及化尧大众化过渡的

需求遥 如前所述袁跨文化交际学自从被引入中国袁之后

进入大学课堂袁 就一直是外语界的重要研究课题袁是

外语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遥 也就是袁一直以来袁跨

文化交际教育主要的对象是外语专业的学生遥 直到近

年来袁少数一些涉外的专业如国际贸易尧旅游等专业

开始开设跨文化商务交际袁 但涉及面始终相对狭窄遥

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袁经济飞速的发展袁人民生活富

裕袁出国旅行不再是难事曰经贸合作广泛袁频繁走出国

门成为许多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遥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

的提出袁涉及合作的领域尧地域和文化区域进一步拓

展遥 同时国外来华进行各种经贸尧科技领域合作的企

业袁来华留学尧旅游的人数也与日俱增袁跨文化交际成

了普通国人生活中不可回避的活动和需求袁跨文化交

际能力是人们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备能力之

一袁成为一种广泛的需求袁而不仅仅是外语专业出身

的人们才需具备的能力遥 具备基本的跨文化交际知识

和能力袁成为国人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袁因此也是

大学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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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建议及策略

鉴于野一带一路冶建设背景袁也基于我国科技尧经

济发展态势和人们日常交际中不可回避的需求袁以往

跨文化交际在研究趋向尧教学内容及跨文化教育面向

群体等方面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形势的需要袁跨文化交

际能力培养问题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必须面对并急需

解决的问题袁 教学改革与研究方向的调整势在必行遥

而作为有近 40年研究和教学经验的外语界袁 自然应

该是勇挑重担的主力军遥 笔者认为袁在这场教学和研

究转向中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院

其一袁 专项研究及内容上需顶层设计的宏观把

控遥 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教学与研究在内

容和研究视角上都与以往不同袁这一点众多学者们已

有共识袁但还需要顶层设计的助力遥 已有跨文化交际

学研究中野大多数理论适用于美国文化与其他文化间

的交际袁中国国内进行的交际研究也常常不自觉地设

定为耶中西对比爷袁乃至耶中美对比爷袁但很显然袁世界文

化的交流范围和复杂程度远远大于耶中国垣美国爷的模

式冶[9]遥 野一带一路冶涉及区域之广尧文化之多样袁远超之

前研究涉及的范围袁许多文化价值观与英美等西方国

家相去甚远袁而且已有的理论是否适用于新的文化环

境和新的跨文化交际目的也有待商榷遥 面对全新的局

面和多样复杂的研究内容袁单一院校或机构很难凭一

己之力全面研究完成袁而且绝非一时之功遥 没有统筹

安排和顶层设计袁各院校自行研究袁则可能造成重复

投入尧资源浪费遥 此外袁在野一带一路冶规划落实过程

中袁如何弘扬中华文化袁讲好中国故事袁传播中国声

音袁树立良好国际形象袁都是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跨文

化交际教育的重要内容遥 这些内容正是以往跨文化交

际研究中涉及较少的袁 也是文化输入与输出失衡之

处袁急需调整遥 在传播中华文化过程中袁主题文化精髓

的提炼袁一致尧正向的文化导向袁都需顶层宏观的把握

和设计遥

其二袁研究与教学互促袁成果相互转换遥 教学未

动袁研究先行遥 可以由国内具有研究实力的院校牵头袁

根据顶层设计统筹安排袁建立各区域文化研究项目课

题组袁有针对性地分别重点研究某一区域文化袁做精

做深袁而不是全面铺开遥 同时教育部设立相关教材建

设项目袁 由开展重点研究的院校牵头组织教材建设袁

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袁 并不断修正完善遥

其他普通院校结合自身学校的定位及研究能力袁对接

相关开展重点研究的院校袁选择性开展一些区域文化

的研究和教学袁 及时将研究成果转换成教学内容袁共

同参与编写跨文化交际教材或读本袁且行且试袁不断

补充尧修正尧完善袁争取尽快完成叶跨文化交际曳课程的

教材编写修订遥

其三袁叶跨文化交际曳课程由外语专业核心课程向

校选课袁甚至通识课过渡遥 如前所述袁野一带一路冶带来

广泛的跨文化交际需求袁深刻影响着野一带一路冶规划

的顺利实施尧关系到我国国际形象的同时袁也深刻影

响着普通国人的生活袁高校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

文化意识的培养是当下高校不可忽视的责任遥 但目前

高校的跨文化交际教育主要集中在外语专业袁少量在

商务国贸专业及旅游专业袁而野一带一路冶带来的跨文

化交际涉及领域远非这几个专业袁经济发达带来的生

活方式改变袁旅游尧留学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袁来华

国际人士数量激增袁跨文化交际涉及面大幅扩大遥 鉴

于此袁跨文化教育需求应该摆到高校通识教育的日程

上来袁以往局限在外语专业的叶跨文化交际曳课程已经

比较成熟袁商务国贸和旅游专业开设的叶跨文化商务

交际曳课程袁在普通高校也已经有几年的尝试袁主要也

是由外语专业的教师担任该课程的教学遥 在当下形式

下袁可以考虑将该课程授课面进一步推广袁从校公选

课开始袁逐步过渡到通识课袁着力培养人才的跨文化

意识及通识性跨文化交际知识袁以便高校人才在未来

的工作尧生活中袁在遭遇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击时袁

具备基本的应对能力袁同时也为未来人才可能被派遣

出国工作前的强化培训打下基础遥

其四袁增补跨文化教育中的中国文化部分袁正确

传播中国声音遥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的提出袁表明中国从

参与全球化向引领全球化转变遥 野一带一路冶扬弃了西

式全球化袁给全球化注入中国色彩袁将来可能或正在

开创野中式全球化冶[10]遥 在这样的趋势下袁做到知己知

彼袁是让异文化与中国文化彼此野适应性解读冶和野积

极误解冶[11]袁并产生文化共鸣的前提袁也是增进文化的

融合度和深刻度袁促进民心相通尧打造共同的文明基

底袁促进文明互鉴的必要条件遥 这样的跨文化交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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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袁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袁也是高校人才跨文化交际

能力培养机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遥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

的摇篮袁 为这一趋势制定前瞻性的人才培养规划袁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遥 已经有学者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

努力袁如王晖[12]的叶中国文化与跨文化交际曳袁该著作反

思了中国文化中影响交际的相关文化要素袁从跨文化

交际对比的角度袁借助丰富的案例分析袁全方位地介

绍中华价值观尧思维方式尧行为方式等袁积极传播正面

的文化态度遥 但研究内容转化为教学内容还需跨文化

交际教学研究领域同仁们的共同努力尧推进遥

四尧结语

跨文化交际学是语言学领域中对时代和现实最

敏感的学科袁也是最需立足现实的学科遥 一带一路建

设过程中袁跨文化交际成功与否关乎野一带一路冶规划

的成功袁也验证着我国的国家软实力遥 本研究认为现

有跨文化交际教育与研究面临着研究内容更新与平

衡尧文化自信的提升及教育受众拓展等新要求遥 需要

借助顶层设计尧研究与教学互促尧拓展跨文化教育受

众及增补中国文化知识等手段袁对现有跨文化教学与

研究进行改革袁以便更好服务于野一带一路冶建设遥 但

本研究仅仅是抛砖引玉袁 对具体实施过程的探讨袁还

需业内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遥 相信高校跨文化交际教

学的拓展及内容的适用性调整袁 势必给跨文化交际研

究带来新的课题袁 给这个学科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和空

间袁这也是所有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们的使命和机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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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f IC

in Univers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ZHOU Shuping
(College of Humanity and Teachers爷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院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C) is a linguistic discipline that is the most sensitive to the tim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generalizes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IC study and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which include updating the re鄄

search contents, balancing input and output, promo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expanding the education objects. To meet these require鄄

ments, four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p-down designing program, mutual promotion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expansion of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and supplementing Chinese culture knowledge, so as to reform and renew the current 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d better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野 the Belt and Road冶.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w ref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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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袁法国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叶爱弥

尔曳一书中提出自然教育思想袁其核心思想是野归于自

然冶[1]遥 卢梭在书中认为成功的教育应该是自然教育袁

应该顺从于自然法则袁遵从人的自然本性袁并倡导儿

童脱离人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学习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

断发展袁尤其是全球环境形势日趋严峻袁卢梭的自然

教育思想也日益受到重视与延展遥2015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社会学习和可持续发展主席尧荷兰瓦赫宁恩大

学教授阿尔杨窑瓦尔斯渊Arjen Wals冤在杭州举行的野第

二届中国自然教育论坛冶中提出野自然教育是不同年

龄段的公众参与其中的教育袁重点培养对象是青少年

儿童袁旨在帮助更多的人去认识自然袁学习自然袁理解

自然袁与自然和谐相处遥 冶[2]闽台两岸一水之隔袁两地具

有强烈的地理亲缘关系袁自然条件与历史文化具有众

多的相似性袁受历史与西方文化的影响袁台湾省在 20

世纪 80年代即大力发展自然教育袁 并形成相对完整

的体系袁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袁比较两岸的自然

教育发展之差异袁取长补短袁将有助于促进福建省的

自然教育发展袁促进两岸交流袁实现共赢遥

一尧台湾自然教育发展概述

渊一冤立足自然资源发展自然教育

台湾处于热带尧亚热带之间袁温暖湿润的气候和

广阔的山地面积孕育了台湾岛丰富的森林资源袁台湾

享有 野亚洲天然植物园冶的美誉遥 依据第四次台湾森

林资源和土地利用调查资料袁 台湾森林覆盖总面积

219.7万 hm2袁占全岛总面积的 55.0%[3]遥台湾将林地区

划为自然保护区尧国土保安区尧森林育乐区及森林经

营区四区袁 其中自然保护区占森林总面积的 43.8%袁

森林育乐区占 2.6%遥 台湾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为民

众提供了休闲游乐的环境袁也为台湾自然教育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教育基地遥 迄今为止袁以自然保护区及森

林育乐区为基础袁台湾陆续建立了 18处森林游乐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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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处自然教育中心遥 台湾的森林游乐区不仅建立了完

善的公共与服务设施袁同时设有解说教育课袁设有专

职人员从事解说人员训练尧解说服务尧游客中心及保

育宣传报道工作等[4]遥 而自然教育中心则提供森林学

校袁师生从事各项培训尧教学实习尧观摩尧充分发挥自

然教育的功能袁从而将自然资源与森林游乐尧教育有

机结合袁形成完善的体系袁使台湾民众在自然环境下袁

在轻松愉悦的休闲游乐体验过程中了解自然环境教

育袁从而促进自然教育持续发展遥

渊二冤立法以规范自然环境教育

出于社会对环境教育规范化的迫切要求袁台湾地

区 1993年即起草野环境教育法草案冶论著遥 2010年 5

月 18日通过叶环境教育法曳草案袁是亚洲第 3个尧全世

界第 6个通过叶环境教育法曳的地区袁该法于 2011年 6

月 5日生效[5-6]遥 叶环境教育法曳健全的环境教育基金制

度袁保证了制度的可操作性和确定性遥 该制度要求台

湾地区各机关尧学校尧一定规模以上的事业单位及接

受政府捐助累计过 50%的财团法人袁每年需接受环境

教育 4小时袁使环境教育实现了定量化遥 台湾环境教

育已推行近 30年袁形成了完善的叶环境教育法曳袁立法

理念超前袁法规配套袁体系完善袁内容严谨袁立法实践

丰富遥 台湾地区立法的强制性袁由当地政府主导的环

境教育袁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袁台湾民众均认同环境教

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袁自觉接受环境教育遥 环境教育

课程完成率超过 90%袁 大大提高了环境教育的普及袁

提升民众对环境教育的认知度袁进而有意识地去保护

环境遥

渊三冤多样化的自然教育模式

台湾自然教育起步早袁逐步形成相对完善的教育

模式袁已建设从小学到大学尧贯穿整个教育体系的自

然学校遥 自 20世纪 80年代起袁台湾对传统教育进行

改革袁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自然教育袁主要模式是以野教

学+自然学校+自然体验冶为主遥 有别于传统学校填鸭

式灌输袁台湾学校开展自然教育体验课程袁授课方式

以让学生们贴近自然尧体验自然为主袁在贴近生活的

学习过程中学习理解自然尧保护自然环境[7]遥 同时袁在

20世纪 80年代袁 台湾就创建了第一所自然学校要要要

森林小学[8]遥台湾自然学校渊以台湾西宝国小为例冤[9]以

校园建设与自然环境相结合袁课程设置主要分为基本

学历课程和自主课程袁自主课程设置根据本学校的学

生情况而定[8]遥 在这类自然学校中袁学生们通过观察尧

动手等一系列自主学习袁亲密接触自然袁去感知自然袁

探索自然袁自然教育自然而然地发生遥 此外袁台湾利用

森林游乐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自然教育袁同时立法规

定每年都要安排教师尧学生参加不少于 4小时的环境

教育活动遥 建立森林游乐区和自然教育中心袁在真实

的森林环境中学习袁促使民众在户外活动过程中融入

自然环境保护观念袁 对环境产生认同及珍惜的情感袁

进而引发人们在实际行动中保护环境遥 台湾野林务局冶

在森林游乐区的步道规划建设中设置游步道相关节

点区袁为相关环境教育的解说系统提供服务袁使人们

在轻松愉悦的观赏休闲体验中袁更了解环境教育[10]遥在

较为完善的森林游乐区教育体系下袁 通过创意园尧游

步道的构建等将自然教育良好地融于森林游乐袁让人

们在愉悦的观光体验中袁自然而然地接受自然教育遥

渊四冤完善的自然教育志愿服务体系

台湾自然教育人才储备充分袁 志愿服务体系完

善遥 台湾野林务局冶发展机构要要要自然教育中心通过整

合环境教育资源袁包括自然教育专业人力尧专业课程

方案尧自然教育中心尧具备专业的师资和活动引导人

员以及专业的环境教育人员袁形成完善的志愿服务体

体系遥 在 1995年袁 台湾为加强民众对森林环境的认

识袁林务局在拟定叶森林解说服务计划与推展义工制

度实施原则曳后袁招募和培训志工遥 公开招募解说志

工袁凡热爱大自然尧具有奉献精神尧年满 18周岁且身

心健康者均可参加报名袁通过相关部门的面试后予以

录用袁 经过相关的培训加入到森林志愿服务队伍中袁

同时要遵守管理部门的约束[11]遥2014年台湾成立了 18

个森林志工队袁共计 1026名森林志工袁全年服勤次数

达到 7769次袁服务时数超过 21万小时袁服务人数超

过 103万人次遥 森林志工协助办理森林游乐区解说服

务和自然教育中心课程袁 不仅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

然袁还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和自然教育的发展遥

李剑飞袁等院源于闽台两岸自然教育发展的比较与思考 57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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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闽台自然教育发展差异比较分析

渊一冤自然资源丰富而利用不足

福建省自然资源丰富遥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业局公

布的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袁福建省森林

面积 806.67万 hm2袁森林覆盖率达 66.80%袁连续 40年

保持全国第一袁森林蓄积 7.29亿 m3[12]遥 福建森林资源

丰富袁截止 2018年底袁福建省已建成 93个自然保护

区袁福建森林公园 177个袁国家湿地公园 8个袁划定省

级以上生态公益林 286.2万 hm2袁 各类社区公园更是

遍布全省各地遥 在众多的保护区中袁多数以环境保护

为主而严格执行出入管控袁开放性尧可进入性的保护

区少袁更多的是封闭的自然保护区曰而可进入的保护

区内基础设施不完善袁解说系统少袁安全服务不足袁有

的仅是稀疏的科普栏尧提示牌等袁使得丰富的自然资

源未得到充分利用袁未能发挥其自然教育功能遥 以福

州国家森林公园为例渊以下称公园冤袁公园优美的自然

环境袁吸引众多游客袁然而公园服务体系未完善袁安全

服务不足袁基础设施未健全袁博物馆不开放袁更没有相

关解说人员袁游客更多的是在游览袁没有了解环境袁环

境教育认知度得不到提高袁自然教育未能发展遥

渊二冤自然环境教育立法有待健全

福建尚未形成环境教育相关的地方法律法规袁尤

其环境教育基本法还未确立[13]袁在环境教育上没有立

法规范袁环境教育实施得不到保障袁环境教育普及严

重不足袁民众环境教育意识低袁对环境教育的认知度

有待提高遥1995年 7月 5日经福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通过叶福建环境保护条例曳袁并于 2012年 3

月 29日福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

通过叶福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

方性法规的决定曳遥 叶福建环境保护条例曳分总则尧环境

规划与环境功能区划尧环境监督管理尧保护和改善环

境尧防治环境污染尧法律责任袁这些政策中基本未对环

境教育予以阐述袁对环境教育的强调不足袁没有一定

的强制性袁环境教育无法可依遥 在其实施过程中袁由于

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和保障袁 常常为人们所忽

视袁甚至以建设与保护需要为由而受阻挠遥 因此袁环境

教育立法迫在眉睫袁通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为环境

教育提供有力的保障袁为自然教育发展保驾护航遥

渊三冤民众认知不够且参与不足

由于大陆的自然教育发展较迟袁环境教育立法及

宣传普及滞后袁多数民众环境教育意识不强袁缺乏环

境教育学习的自觉性袁从而影响了民众对环境教育的

认知度遥 与台湾贯穿于全社会与全过程的自然教育相

比袁大陆除了中小学学校教育之外袁社会大众的自然

教育多处于被动状态袁民众对于自然教育的普遍认知

是观光旅游袁在此过程中基本以简单的野自然体验冶为

主遥 虽然近年来以户外活动为特征的自然教育模式逐

步兴起袁然而参与者与受教育者多为学龄前儿童与小

学生袁即使是亲子活动袁成人的参与也是作为陪护者

被动参与遥 加上对自然教育投入不足袁基础设施不健

全袁出于安全顾虑等因素而不愿或减少参与自然教育

体验的自主性遥

渊四冤自然教育模式相对单一

福建自然教育发展起步晚袁自然教育模式相对较

单一袁主要以学校教育为主遥 部分中小学开设户外实

践活动袁包括学生春游尧秋游活动等遥 大学阶段基本上

是部分院校的学科教学课程中包含着自然教育内容袁

在授课过程与课程体系中设置教学实践与实习体验

自然袁而非自然类渊如经济尧社科尧工科类院校冤的院校

基本不开设此类课程袁教育模式单一袁缺乏相对完善

的自然教育体系遥 近年来袁利用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

体系的自然体验也在逐步出现遥 出现了包括自然观

察尧生态保育尧田园采摘体验尧冒险活动等教育形式遥

而在自然保护地中开展户外活动袁又常常因为安全服

务设施不足袁安全已成为阻碍自然保护区推广户外活

动的首要问题遥 更有自然保护地出于管理与安全的考

虑以封闭管理为主袁 使得自然教育活动得不到支持袁

难以发展[14]遥

渊五冤缺乏专业人才与志愿服务体系

福建自然环境教育起步较迟袁自然教育人才队伍

尚处于初步建设阶段袁尚未形成专业的自然教育培训

系统袁缺乏相关专业教育遥 人才结构分布不合理袁高层

次技术人才少袁志愿服务也多处于类似导游的引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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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袁相应的管理人才以及技术应用推广开发型人才偏

少等问题遥 福建现有的自然教育机构中袁仅有个别机

构设置全职工作人员袁而多数的自然教育机构日常工

作均由非全职员工参与袁 在开展活动而人员不足时袁

多是寻求大学生志愿帮助袁而大部分的大学生参与其

中是为了体验新鲜感袁过了新鲜感期后部分志愿者的

积极性也随之降低袁 且志愿服务参与者多以相关高

校袁如农林院校植物类尧环境类专业的大学生提供节

假日志愿服务为主遥 不稳定的人员构成对志愿服务体

系的建设造成不利影响[15]袁未形成相对固定与完善的

自然教育服务体系遥

三尧福建省自然教育发展建议

渊一冤加快福建环境教育立法进程袁为自然教育提

供保障

环境教育立法有利于普及自然教育相关知识袁提

高民众的环境教育认知度袁重视环境教育袁让环境教

育的实施得到保障袁为自然教育的发展提供途径遥 首

先确定立法目的袁加快环境教育立法进程袁促进民众

了解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的关系袁提高公众环境教

育认知度和环境保护意识袁维护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

展曰其次袁了解环境教育定义袁政府促导民众了解环境

教育的涵义袁促进民众重视环境尧保护环境曰再者袁健

全环境教育的执行体系袁形成相应的环境教育执行部

门袁让环境教育有地方实施袁民众有机会了解环境教

育袁提高民众自然文化素养和环境保护意识曰最后袁鼓

励民众参与环境教育袁社区开展环境教育活动袁让民

众有机会尧有地方参与环境教育遥 福建省可效仿台湾

省的有益做法袁如强制性要求各机关尧一定规模以上

的事业单位及接受政府捐助累计过百分之五十的财

团法人袁每年至少接受环境教育 4个小时曰同时在高

校设置环境教育课程袁并按要求完成环境教育课程学

习遥 因此应加快环境教育立法进程袁提高民众的认知

度袁为环境教育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袁为自然教育

的发展保驾护航遥

渊二冤发展多元化的自然教育模式袁加强自然教育

理念的渲染

搭建自然教育行业协会尧 行业联盟等交流平台袁

开展多元化的自然教育模式遥 从家庭尧学校尧社会全面

促进自然教育理念的渲染遥 父母应该改变以成绩的好

坏来衡量孩子的观念袁多注重自然体验学习袁鼓励孩

子全面发展袁 多带孩子去参加一些亲子类的户外活

动遥 让孩子从小接近自然尧感受自然袁在大自然坏境的

活动体验中学习袁在学校教育中增设自然教育体验课

程袁让孩子在各种贴近生活的实践活动中袁学习认识

自然和保护环境的相关知识遥 自然教育行业应加强行

业之间的合作袁搭建自然教育行业协会尧行业联盟等

平台袁跨地区尧跨区域合作袁增进个人尧企业尧事业单位

等合作袁创造更多优质的自然教育环境袁让更多民众

接触自然教育袁了解自然教育理念袁参与自然教育遥

渊三冤加强自然教育人才队伍建设袁壮大志愿服务

队伍

有效的安全尧较高质量的服务是开展自然教育重

要保障袁获得这种保障的根本途径是加大人力资源的

投入遥 加强自然教育人才队伍的建设袁壮大自然教育

志愿服务队伍袁是自然教育发展的必要基础遥 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袁应多部门相互促进发力遥 首先袁政府应制

定合理的自然教育人才体系以及和谐人才结构袁重视

人才袁引进专业人才袁营造自然教育良好育才氛围袁从

而建立自然教育培训机构曰再者袁高校可开办相关专

业教育袁培养更多具有自然教育思想尧专业知识和技

能尧持续发展能力尧管理能力等的自然教育人才遥 在当

下高速发展的网络时代袁 应充分利用现有网络媒体工

具袁大力宣传自然教育袁公开招募高质量的志愿服务人

员袁如大专院校在校学生尧林业相关领域退休人员尧科

研人员等人才资源袁并制定相应的约束和管理制度袁构

建和谐有序的志愿服务体系袁壮大志愿服务队伍袁提供

高质量的自然教育服务遥

渊四冤强化森林公园的自然教育功能

自然教育是以有吸引力的方式袁在自然中体验学

习关于自然的知识和经验袁建立与自然的联结袁以期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遥 自然教育与自然环境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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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袁福建有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袁多样的自然保护

地袁包括森林公园尧湿地公园尧社区公园等袁这些为自

然教育开展提供了充足的活动场所遥 其中森林公园良

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物种资源袁 以及其可进入性尧

公益性袁 是最适合作为当前福建自然教育的开展基

地袁所以森林公园开展自然教育最为符合当前福建自

然教育的发展形势遥 以台湾自然教育中心为镜袁结合

福建自身特色袁 建立具有福建省特色的自然教育中

心遥 首先袁加强自然教育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袁如宣传

栏尧标本馆尧科普基地等曰规划自然教育园区袁完善步

道系统袁突出自然教育功能遥 其次袁加大力度培养相关

专业人员尧义务解说员袁针对性制定相关的志愿服务

体系袁招募义工袁缓解公园人力资源不足问题遥 可根据

游客的需求和喜好袁针对不同群体袁制定多样的解说

内容尧解说方式袁让游客在愉悦的环境氛围中了解自

然教育袁提高游客自然保护意识遥 同时在森林公园开

展丰富有趣的自然体验活动袁举办自然保护科普相关

知识竞赛和主题汇讲袁以游客参与制袁吸引更多的人

们走进森林公园袁以一种易于被接受的方式吸引更多

游客自觉加入到自然教育中袁提高游客的科学文化素

养和环保意识遥最后袁加大推广力度袁现今是网络时代袁

网络信息快捷方便袁利用网络电视等媒体工具袁制作宣

传影像袁宣传森林公园自然教育袁提高公众认知度袁扩

大森林公园自然教育的影响力遥 同时积极利用森林公

园自然教育基地与学校和各类自然教育机构资源袁促

进多方合作袁丰富自然教育实践经验袁从而推广森林公

园自然教育的影响[16-17]遥

四尧小结

在自然教育日益被社会重视与迅速发展形势下袁

自然环境教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与基础遥

对比闽台两岸自然教育发展袁闽台两地具有相似的自

然地理条件以及紧密的地缘与血缘关系袁台湾地区立

足于台湾岛自然教育资源袁 较早发展自然环境教育袁

形成了由自然教育法制保障尧自然教育模式以及自然

教育志愿服务体系等构成的相对完善的自然教育体

系遥 福建省虽有相似且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袁但因利

用不足袁未能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袁在自然环境教育

发展中存在着宣传教育学习不足袁环境教育理念有待

提高袁自然教育模式相对简单尧社会公众参与不足袁环

境教育立法与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等问题遥 通过

对台湾地区在自然环境教育的资源利用尧 立法规范尧

教育模式与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的

学习与借鉴袁福建省应当加快环境教育立法袁发展多

元化环境教育模式袁加强环境教育人才与志愿服务队

伍建设等袁进一步充分发挥福建省丰富的森林资源优

势袁以促进福建省自然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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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nd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Education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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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This study research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education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which conduct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education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by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ujian and Taiwan have similar natur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Taiwan natural education developed

earlier than Fujian province and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local natural resources. In contrast, natural e鄄

duc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developed later, although there is similar rich natural resource conditions, but lack of utilization fails to fully

demonstrate its resource advantages. There is a lack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learning,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nature education model is relatively simple,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insu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legisla鄄

tion and volunteer service system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education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and learning from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Taiwan's nat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t puts forward some useful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natural educ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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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南音袁作为野音乐活化石冶袁历史悠久袁遗产丰

富袁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尧文化内涵遥 因为它不仅包含了

音乐学袁它与历史学尧戏曲学尧音韵学尧民俗学尧社会学

以至宗教学都有着交叉关系袁 其传承以泉州为中心袁

辐射港尧澳尧台以及东南亚地区遥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

点袁 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以及特殊的人文环境袁促

进了泉州南音在海外的广泛传播遥 由于南音的共同传

承形式和情感凝结特征袁 逐渐形成了一个约 5000万

人口的南音文化圈袁成为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

重要文化载体袁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袁代表着

两岸南音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遥

一尧两岸南音的共同传承形式和情感凝结

特征

福建南音历史悠久尧内涵博大精深袁其共同传承

形式和情感凝结特征是维系全球华人情感寄托和民

族精神的纽带遥 野南音的情感凝结特性是南音的情境

性情感中的一种氛围性情感袁通过这种情感袁我们可

以解读各种南音文化的精神价值袁 辨识它的历史年

轮袁演变规律袁以及触摸蕴含着该民族传统文化最深

厚的根源袁民族文化的身份的原生态和原始的生活方

式和行为规范袁甚至看到该民族祖先们特有的思维方

式袁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遥 冶[1]南音的演奏乐器尧演唱形

式及其谱曲都有自身独特的特点遥 但其中凝聚的情感

是共同的袁共同体现在演奏的器乐尧演唱的声乐和承

载器乐尧声乐的南音的指尧曲尧谱当中遥 所以袁承载着乡

音与乡情的南管乐音袁 配以富有神韵的南音唱腔袁是

在心灵最深处乡音的碰触与情感的交融袁正如民族的

血脉一般流淌尧交融在一起袁成为两岸同胞的共通历

史和情感的记忆遥 加强两岸各个层级的南音交流活

动袁对于推动两岸人民心灵契合袁推动推动海峡两岸

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袁在弥合两岸社会心

理认同的分歧袁推动两岸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中袁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遥

论两岸南音交流在推动中华文化

认同中的独特作用

孙吉杰 1袁 李松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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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两岸南音的共同交流传承在推动两岸

文化认同中的独特作用

渊一冤 加强两岸南音交流有利于传承共同的中华

文化袁推动两岸人民心灵契合袁推动海峡两岸形成共

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院野推动

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袁促进心灵契合遥 冶[2]因此,

以增强两岸文化认同共建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袁

实现两岸国家价值观的重新塑造袁 增进心灵契合袁是

促进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遥 而南音作为野中

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冶,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的

根脉袁是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重要体现遥 首先袁从南音

演奏的核心乐器考察袁它体现了两岸南管音乐的共同

器物形制和共同的中华文化传承遥 两岸南音演奏的主

要乐器弦管南音箫同源同根袁共同发源于我国唐宋遗

存的一种称为尺八的竹管乐器袁其共同演绎着南音历

史悠久尧内涵博大精深的旋律和音韵遥 野南音洞箫即我

国唐宋遗存的一种称为尺八的竹管乐器袁故而亦称南

音尺八遥 冶[3]这表明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袁海峡两岸有着

共同的历史文化传承袁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是台湾地方

文化的源头遥 其次袁从南音演奏的唱腔看袁体现了对中

国古代汉语言的传承遥 泉州南音优美的野泉腔冶唱腔和

语言是两岸南音共同的唱腔遥 南音由于发源于福建泉

州袁南音唱词发音以泉腔为准袁这里的野泉腔冶非当下

的泉州话袁而是指保留着中原古音的古泉州话遥 台湾

地区普遍交流的语言为闽南语袁 是早期从泉州地区尧

漳州地区的福建人移民到台湾时带去的语言遥 两岸南

音共同的演奏形式理所当然地包含了保留着中原古

音的古泉州话袁 而闽南语被称为中国古代汉语言的

野活化石冶遥 闽南语是海峡两岸的共同语言袁泉州方言

又是早期闽南语的代表遥 台湾泉籍名画家余承尧先生

指出院野南管音乐是一条河流袁流淌着历史和民族的旋

律遥 冶其作为百代乡音袁凝结着对故乡一点一滴尧一草

一木的思念袁 在绵绵的南音声中袁野故乡明月故乡音尧

曲曲唤回赤子心遥 冶南音绵绵的韵律蕴含着海峡两岸

人民共同的民族情感袁 最能反映两岸人民共同心声袁

尤其是那南音细腻的韵律中蕴含浓浓的野乡愁冶袁共同

的野乡愁冶更是将两岸人民骨肉亲情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袁从而促进两岸人民形成共同的心灵契合遥 台湾汉

唐乐府创始人尧南音名家陈美娥认为袁南音的感情袁从

小的方面说是一种乡音乡情袁从大的方面来说袁它蕴

涵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遥 无论物换星移尧时光流

转袁千百年来都没有更改遥 承载着百代乡音的南管乐

音袁辅之以富有神韵的南音唱腔袁那是心灵最深处的

情感的交融袁正如民族的血脉一样流淌在一起尧交融

在一起袁成为两岸人民的共同历史和情感的记忆遥 因

此袁南音袁作为野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冶袁承载的是唐

宋甚至东汉以来共同民族文化的印记袁有着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文化历史的积淀袁是千百年来推动中华民族

不断发展尧繁荣的内在精神源动力袁是维系海内外中

华儿女的民族精神的共同纽带和共同的身份证明遥 它

内涵着两岸同根的精神和品质袁 作为民族认同的标

记袁不断为两岸的民众光大传承遥 在历史长河中袁南音

的传承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袁是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袁同

属于一个文化整体的最好明证遥因此袁加强两岸南音交

流有利于传承共同的中华文化袁 推动两岸人民心灵契

合袁推动海峡两岸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遥

渊二冤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追求的野合和冶价值理

念和爱国主义精神袁推动两岸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南音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袁包含了历史尧戏曲尧民俗尧音韵等内容遥 作为中国古

代音乐的活化石袁很多传统南音曲目饱含着传统文化

中爱国爱乡的深厚民族情感袁反对封建束缚的爱国主

义民族精神袁如叶郑成功窑祖训曳等深刻反映了追求国

家统一价值观理念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遥 所以作为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两岸南音交

流袁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合和的价值理念袁传承了爱

国主义的价值理念遥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髓概括为院野讲仁爱尧重民本尧守诚信尧崇正

义尧尚和合尧求大同遥 冶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年 5月 4

日讲话中指出院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袁对一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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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冶而尚和合尧求大同的核心价值

理念正是千百年来跨越历史时空为为南音所演绎的尧

两岸人民所共同传承最稳定的价值追求和情感的记

忆遥 其内在包涵着两岸人民求统一袁求团结的价值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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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精神传承遥 两岸人民心灵契合尧血肉相亲的民族

情感和追求统一尧为民族振兴的价值理念袁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在纪念叶告台湾同胞书曳发表 40周年纪念大

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院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袁血浓于

水尧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袁是任何人任何

势力都无法改变的浴 台海形势走向和平稳定尧两岸关

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袁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

挡的浴 国家强大尧民族复兴尧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袁更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浴 冶[4]南音所体现的海

峡两岸中华文化的联结是中华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

和维系纽带袁为两岸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野中国梦冶

提供最为根本的价值观基础遥

渊三冤 有利于在形成共同的文化要要要价值观基础

上袁激发海峡两岸共同民族和国家认同袁反对隐性台独

野文化认同指的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

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

性体认袁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袁是这个

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曰是民族认同和国家

认同的重要基础遥 冶[5]南音袁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袁

其有着深厚的历史尧文化积淀袁凝结着两岸人民共同

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袁也为众多海外炎黄子孙所认

同和传承遥 海峡两岸以南音韵律化作万缕情丝袁在软

侬细语的熟悉乡音中袁 在低沉巡回绕指柔的吟唱声

中袁紧紧联接着台湾海峡两岸的同胞和海外赤子思乡

之情袁以及与祖国的血肉亲情遥 在这个文化圈中袁数百

年来难以计数的南音馆阁坚定不移地延续着南音文

化的命脉遥 他们在对外迁徙的同时袁也自然而然地带

去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文化袁两岸南音文化的传承反映

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认同袁反映了两岸同属中

华民族的民族认同袁反映了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价

值观认同袁是对李登辉尧陈水扁尧蔡英文等台独势力领

导者妄图从语言尧文化教育尧民族认同等方面鼓吹的

所谓野新兴民族论冶的有力鞭挞曰更是对蔡英文等台独

分裂势力大搞企图割裂两岸历史文化脉络的野文化台

独冶野教育台独冶等野隐性台独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的

无情回击遥 所以袁以两岸南音的共同传承形式和情感

凝结特征为纽带袁开展南音文化交流合作袁在对反隐

性台独中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遥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叶告台湾同胞书曳发表 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所指

出的院野祖国必须统一袁也必然统一遥 这是 70载两岸关

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袁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然要求遥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袁

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遥 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袁共圆

中国梦袁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袁共享民族复兴的荣耀遥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袁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

结浴 冶[4]

三尧以两岸南音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认同的

策略思考

渊一冤要扩大南音文化在两岸青年人群中的交流传承

要以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

创新性发展要求为指引袁 推动南音传承的创造性转

化尧创新性发展袁为推动南音文化在两岸青年人群中

的交流创造条件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袁野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创新性

发展遥 冶在学者对台湾野统冶野独冶民意的调查研究显示院

野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相比袁 主张统一的民意从

2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不到 10%袁支持耶台独爷的民意

则从 1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 20%左右遥 冶[6]从 2004年

以来袁大陆学者在对台湾青年选民的统独意识调查中

得出结论院野台湾青年选民的统独意识趋向与一般民

众一样袁呈现耶独爷缓升尧耶统爷慢降袁多数倾向维持现状

之动态曰而身份认同却与一般民众有别袁尤其是低龄

低学历青年更认同是台湾人曰低龄青年所受耶去中国

化爷的耶独爷害犹深遥冶[6]2018年袁由海峡两岸艺术家携手

创作的尧创新性地将南音与高甲戏融合呈现的叶郑成

功窑祖训曳袁荣获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

提名奖袁大大提高了南音艺术表现力遥 南音的传统记

谱方式为工尺谱袁 大大限制了南音传播的深度和广

度袁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通过电脑程序将工尺谱直接

转化成为五线谱袁为南音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推广交流

和更为广泛的人群中的普及推广创造了条件遥 未来软

件发展可以使南音下载到手机移动终端袁实现南音发

音尧翻译功能袁南音的传承更加与时俱进袁更容易为两

岸年轻人所接受遥 这无疑为南音在两岸人群中的普及

尤其是两岸年青人中的交流奠定了技术基础遥 叶告台

湾同胞书曳 发表 4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总书记指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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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要秉持同胞情尧同理心袁以正确的历史观尧民族观尧国

家观化育后人袁弘扬伟大民族精神遥 冶[4]随着对南音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尧创新性发展袁南音文化所承载的爱国主

义精神袁尚合和尧求大同的文化价值观理念袁必将为台

湾岛内更广阔的青年群体所接受和认同袁 从而推动祖

国和平统一进程遥

渊二冤要以建设两岸南音文化交流的制度化建设

为推手袁久久为功袁在推动文化尧价值观认同基础上逐

步推动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由于从 20世纪 90年代李登辉当选台湾地区领

导人以来长期推行台独路线袁加之陈水扁尧蔡英文一

以贯之的推进台独袁尤其是修改台湾历史课纲的野文

化台独冶袁表明野台独冶势力要从根上刨断两岸历史文

脉连结袁其思想流毒对两岸统一危害极深遥 习近平总

书记在 叶告台湾同胞书曳 发表 4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

出院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尧同文同种袁中华文化是两岸

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遥人之相交袁贵在知心遥不管遭

遇多少干扰阻碍袁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尧不能断尧

不能少遥 冶[4]在蔡英文当局野逢中必反冶袁大力限缩两岸

人员交流往来的背景下袁野杨毅周尧严泉等学者提出要

尽快建立两岸文化合作机制袁推动两岸文化共同体的

构建袁保证两岸文化交流可持续的进行遥 冶[7]因此袁要以

建设两岸南音的制度化交流为基础袁久久为功袁在推

动文化尧价值观认同基础上逐步推动实现两岸同胞心

灵契合遥

渊三冤以两岸为依托袁以南音为抓手袁在更广阔的

舞台和平台从深度和广度上推动两岸南音文化交流袁

推进祖国统一

南音在闽尧台尧港尧澳地区以及欧尧美尧东南亚等国

家尧地区的六百多万泉籍华侨之中广泛传播袁体现出

野墙内开花墙外香冶的传播特质遥 南音爱好者以南音化

作万缕情丝袁紧萦着海峡两岸同胞和海外赤子与祖国

的血肉关系遥 旅居海外的华人在面对当地政治尧文化

的冲击和压力下袁 为保持或维系族群的密切联系袁继

承中华传统文化就成为海外华人的野自觉冶行为袁海外

华人广泛的文化认同正是基于这种野自觉冶的文化传

承建立起来的遥 [8]所以加强两岸各的南音文化交流活

动袁有利于带动南音文化圈内的全球华人袁为祖国的

统一大业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身的力量遥 这正

是南音的精神力量所在遥

促进海峡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既要有历史的角度袁

又要有立足现实尧面向未来的视角遥 从推动两岸和平统

一的目标出发袁 增强两岸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袁就

是要促使台湾同胞具有乡土情结和家国情怀袁确保海峡

两岸同胞心连心尧 情生情遥 海峡两岸长期的分隔与对

峙袁造成了彼此之间的疏离尧猜忌与隔阂袁台湾人民对于

野一国两制冶的制度设计缺乏足够的认知和了解遥 当前袁

应该在促进两岸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袁以两岸同胞的文化

认同来促进国家认同遥 从海峡两岸共同的历史尧共通的

文化尧共有的价值观出发袁以共同的价值观凝聚两岸同

胞的力量袁通过推动两岸南音各层级交流袁带动体育尧文

化尧宗教等各方面交流遥 逐渐消除两岸人民的心理隔阂袁

逐步解决台湾同胞野我是谁冶的社会认同问题袁在社会认

同问题上获得理解和尊重袁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尧一国两

制创造社会心理条件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共

识袁增强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群体对彼此政治社会的了

解袁以化解矛盾和问题袁从而促进台湾同胞国家认同的

深化袁为祖国和平统一创造良好的条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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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ole of Cross-Strait Nanyin Opera Communication

i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SUN Jijie1, LI Songlin2

(1.School of Marxism, Quanzhou Medical College, Quanzhou, Fujian 362000;

2.School of Marx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bstract: Quanzhou Nanyin Opera,as a representative of human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e Organization (UNESCO),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ccumulation, condensing the common historical memory and na鄄

tional emotion of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The common historical memory and national emotion. Since Cai Yingwen was elected leader

of the Taiwan region, she politically, stubbornly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flexible independence stance, denying that the" 92 consensus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ll levels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folk cultural across the straits will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facilitating to form the commom recognition of culture-value,and bridge the gap of the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social-psychological recogni鄄

tion,and stirv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Nanyin Opera曰cultural identity曰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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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大学通识教育的应然地位与现实状况

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对通识教育与专

业教育曾有如下论述院野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袁事

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袁其足以辅翼人生袁推进人生袁

固为事实袁然不能全部人生即寄予事业也遥 通识袁一般

生活之准备也袁专识袁特种事业之准备也袁通识之用袁

不止润身而已袁亦所以自通于人也袁信如此论袁则通识

为本袁专识为末遥 社会所需要者袁通才为大袁专才次

之遥 冶[1]这个论述中袁野社会事业冶与野社会生活冶显然是

一个相对词遥 梅先生所指的野社会生活冶是相对狭义的

社会生活袁 是与所从事的专业相对应的政治生活尧精

神生活尧其他经济生活和社会日常生活遥 由此推断袁梅

先生认为适应这种相对狭义的社会生活是整个教育

的中心任务袁即通识教育是适应相对狭义社会生活的

教育袁是在生活中袁包括学校教育中点滴养成的袁可以

是其他经验习得袁亦可是自我感悟的习得遥 从历史经

验看袁通识教育占据每个人所受教育的中心地位遥 故

通识教育并非大学之专属袁但大学通识教育却是通识

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遥 既然如此袁大学通识教育

就应当野有所为袁有所不为冶袁让野所为冶有效益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 我国大学通识教育迅速发展袁但

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遥 其中最为迫切需要系统解决的便

是影响大学通识教育提升效益的几个问题院一是在大

量借鉴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经验尧模式过程中袁忽视本

土化改造的重要性袁 对西方大学通识教育教学内容尧

模式机械模仿的多袁真正贯彻大学通识教育的共性要

素的研究少遥 二是国内大学通识教育通常被理解为全

面知识教育袁过于注重知识面的扩充袁相关课程游离

于学生所处的时代背景尧生活气息之外袁难以吸引学

生的参与兴趣遥 三是漠视新时代对大学通识教育的呼

唤遥 专业教育主导的思想惯性影响下袁诸多高校培养

方案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强制区分袁以学生学习成

效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嘴上贯彻的多袁实际落实的

少遥 涵盖了野教育在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袁促进人类和

平与发展中的作用冶等重要教育思想的野人类命运共

同体冶主张未得到广大高校的充分理解与认识遥 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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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野教育应该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

严尧权利平等尧社会正义尧文化多样性尧国际团结和为

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冶的号召也未得到国内高

校充分响应遥

二尧有效益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特征

大学通识教育是实现准社会人转变为真正社会

人所需系统化准备的最重要途径遥 有效益的大学通识

教育袁一定能与专业教育高度融合袁为毕业生参与野社

会生活冶和野社会事业冶提供最重要的能力尧素养和知

识遥 面对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作用与现实问题之间的

矛盾袁 具备何种特征的大学通识教育才是有效益的袁

就成为大学必须弄清楚的问题遥 诚如艾略特所言袁通

识教育要适应本国的民族文化袁应当锐利地反应本国

的历史与特性袁并指出野美国大学将是美国社会和政

治习惯的产物冶遥 故而大学通识教育的本土化袁指的是

通过透彻了解本国的重要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袁赓续

毕业生野国家风韵冶袁放大放远其眼光袁扩大毕业生自

我成长袁促进本国社会的和谐袁进而展现一个有文化

自信尧政治自信袁且兼容并包的社会遥

随着时代变迁袁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变化袁教育

的内容也应当变化遥 因此袁在继承本国理智传统袁即本

土化的基础上袁为了理解当代世界袁紧跟社会发展步

伐袁大学通识教育还应当具有时代性遥 其时代性指的

是大学通识教育表现特定时代的某些特点和因素遥 换

而言之袁 大学通识教育内容应包括生产力的发展水

平尧技术环境的迭代变化尧思想理论的时代潮流尧思维

模式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发展阶段性特质等袁还包含日

新月异的教育方式的应用等遥

综上所述袁有效益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特征即其

固有品质的最根本属性袁应当从成功的尧有效益的中

外历史事件中去总结遥 近代中国野内忧外患冶特殊背景

之下袁体育教育尧强健体魄成为当时大学通识教育的

重点之一袁顺应了当时野国势积弱冶的时代需要遥 如西

南联大不仅时常向学生宣讲体育的重要性袁而且鼓励

学生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袁并把体育成绩作为学生

毕业的必要标准袁使之在清华尧北大尧南开以及联大时

期贯行如一遥 [2]

19世纪工业社会对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袁这就对

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时代要求遥 要改变宗教教育的影

响袁就必须解放思想袁增加学习内容以满足不同兴趣

的人的需要袁 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类型的人才袁从

而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目的遥 普法战争失败后袁普鲁

士王国创立了柏林洪堡大学袁确定了教学与科研为一

体袁实施全面人文教育的办学宗旨[3]袁标志着德国现代

意义上的大学通识教育已经萌发袁使落后于英尧法等

国的德国教育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袁为德国形成资本

主义统一市场奠定了智力基础遥

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处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袁

北方资本主义制度彻底胜利袁 美国联邦恢复统一袁开

辟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时代遥 工业化对各类

具有科学文化技术的新型实用人才的紧迫需求袁无疑

为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探索以关注学生渊社会冤责任

感培养为重点的大学通识教育提供了时代背景遥 随着

时代的变迁袁哈佛大学不断进行通识教育改革袁其目

的就在于剔除原来认定的部分不合时宜的通识内容袁

新增与美国社会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的内容遥

由此可见袁本土化且具有时代性的大学通识教育

历史事件都对国家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遥 不论洪

堡大学萌发的德国通识教育袁艾略特推行的美式通识

教育袁 还是近代我国凸显体育教育的大学通识教育袁

都契合了本国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遥 尽管当时的通识

教育并未发展完备袁但可以迅速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或

者身体素质袁更为重要的是早期大学通识教育蕴含的

工业社会发展初期野自由冶和野开放冶的特质得以普遍

贯彻于当时的德国和美国青年人之中袁而以体育教育

为重点的我国近代通识教育却可以培养挽救国家危

亡之人才遥 因此袁有效益大学通识教育及其发展的本

质特征是本土化和时代性遥

三尧有效益大学通识教育的实现策略

通过明确影响大学通识教育提升效益所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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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系统解决的问题以及有效益大学通识教育及其发

展的本质特征袁通识教育效益的持续提升就有了出发

点和目的地遥

渊一冤以系统性的视角解决大学通识教育野何所

为冶问题

如前所述袁大学通识教育应当野有所为袁有所不

为冶袁才能让野所为冶有效益遥 因此袁解决大学通识教育

野何所为冶的问题是实现有效益大学通识教育的关键遥

与专业教育一样袁通识教育也是大学人才培养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遥 这些组成部分看起来似乎可以分开袁

但实际上不能简单累加遥 在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框架和大学办学定位总框架下袁人才培养工作是一个

目标明确的系统工程遥 该项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不是

孤立的袁人才培养工作某一个环节教育教学实践的开

展并非仅仅与本环节有关袁而是整个人才培养工程系

统性安排的结果遥 既然人才培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

程袁那么任何一个环节的调整和变化都以实现整个工

程的质量为出发点遥 因此袁提及哪一环节的野何所为冶袁

都必须充分考量与其密切联系的其他环节遥 换句话

说袁要明确任何一个环节应该野要干的冶袁都必须要经

过系统性视角的考量袁看看各环节野要干的冶是否形成

一个系统袁 是否足以形成一个系统性的人才培养目

标遥

因此袁大学通识教育野要干的冶袁即其目标是什么袁

应当取决于涵盖了学生成长尧成才尧成人等方面的人

才培养目标遥 成人是德术兼备的完人袁成才是专业精尧

技能强及素质高的人袁成功是达标有效发展袁那么野成

人成才为目的袁成功为工具冶袁即教育是引导学生持续

成功袁迈向成人成才的目标遥 这也高度契合了习近平

总书记对新时代教师应当成为野学生成长的引导者冶袁

野塑造学生品格尧品行尧品位的耶大先生爷冶重要论断遥 这

种人才培养目标包含了以学生为中心袁 以素养为导

向袁强调学生除获得能力外袁同时强化品德尧情感尧意

志及态度素养袁从而达成德术兼备的目标遥 这种人才

培养目标有利于人才培养工作各组成部分随时代变

化进行联动袁互学互鉴袁互相推动袁防止任何一部分因

循守旧袁 更有别于西方世界流行的以学生为中心袁以

能力为导向袁强调学生学到什么袁形成什么能力袁重视

野技术性冶产出的野工具人冶理念遥 在这种系统性的人才

培养目标中袁大学通识教育目标也将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袁融合中西方教育思想精华袁回应时代的呼唤遥

还应当逐步开展大学通识教育外部研究遥 大学通

识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其他重要部分是紧密的伴生关

系袁重点应当与学校教育其他阶段尧家庭教育等紧密

相连袁实现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贯通袁重视引导通识

教育有目的尧有重点地融入家庭教育袁实现相互衔接袁

构建一个完整的通识教育体系袁实现目标清晰尧分工

明确的通识教育质量标准袁最终解决好大学通识教育

野何所为冶的问题遥

渊二冤以实践化为特征落实大学通识教育课程

当大学通识教育野何所为冶被明确表达成能力和

素养袁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就应运而生遥 这些课程

教学的实施就成为实现有效益大学通识教育的关键遥

当代大学教育提倡野以学生为中心冶袁强调根据大学生

的学习方式开展培养活动袁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体验

性袁强调身体性参与和直接经验遥 而大学通识教育是

为大学生参与社会生活做准备的袁其实施过程中的实

践教学部分就显得尤为重要袁因为大学生最终形成适

合自身社会生活需要的能力尧素养和知识袁实践中的

学习是不可或缺的遥 因此袁实践是大学通识教育的落

脚点袁也是通识教育现实意义的旨归遥 [4]从大学的学习

主体来看袁实践也是野准社会人冶大学生实现向能感知

社会尧认识社会尧回馈社会的野社会人冶转变的最重要

途径袁是大学生实现野三成冶教育目标袁即成长尧成才尧

成人的必由之路遥

学生对课程内容接受的层次也能证明实践教学

对实现有效益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性遥 从学生对课程

内容接受的层次看袁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内容可以大致

分为院知识层次尧态度层次和行为层次 3个层次遥 知识

层次包含对形成能力和素养相关学理的习得袁 判断尧

界定和解决相关社会生活问题的思想道德标准尧行动

技巧等遥 意识层次包含心理和态度两个方面袁二者属

于情感意志层面的袁是能够发现尧解决相关社会生活

问题的动力与敏感度袁是对相关问题的态度由消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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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袁由忽视尧冷漠向重视尧热情等的反思与转变遥 行

动层次属于参与实践层面的内容袁在所学的思想道德

标准指引下袁参与学校提供的各种实践活动中袁应用

所学的行动技巧袁形成适合自身需要的积极解决社会

生活问题的能力和素养遥 显而易见袁情感意志层次和

行动层次的课程内容都必须在实践教学中方能达成遥

大学通识教育重视实践教学具有无可替代的作

用遥 正如野人民教育家冶陶行知所提倡的野行是知之始袁

知是行之成冶袁 大学应当有透过社会实践落实通识教

育的治学态度袁也符合认识来源于实践尧实践是认识

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遥高校要积极整合各类实践

资源袁丰富实践内容袁创新实践形式袁拓展实践平台袁

完善支持机制袁与社会各方面的实践育人要素形成合

力袁构建实践育人协同体系袁让大学生在实践中受教

育袁在实践中长才干袁在实践中做奉献袁不断增强大学

生的家国情怀尧时代特征遥 [4]唯有如此袁通识教育的野知

识层次冶和野态度层次冶的内容才能最终内化于大学生

的行为曰通识教育才能进一步的强化并凸显本土化特

征曰通识教育才能进行延续性的变革袁才能不断守成

创新遥

渊三冤以共享教育为理念建设省级大学通识教育

平台

大学通识教育有别于常识性尧科普性教育或者学

习袁是一种能够让大学生有深度尧有温度参与社会生

活的教育遥 也就是说袁它必须涵盖对自己赖以存在与

发展的独特的地域文化尧 风土人情的深度感知与行

动袁 脱离了对自己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独特的地域文

化尧风土人情的深度感知与行动的大学通识教育就不

可能实现有效益遥 而这种深度感知与行动袁并不能完

全由某个学校独立实现袁某个学校也不太可能拥有从

各个领域深度感知并行动于独特的地域文化尧风土人

情的专家和学者袁也就是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发展中师

资长期不能共享而形成的野通识教育师资孤岛冶问题遥

故笔者认为袁建立省级大学通识教育平台袁实现

省域范围内的相关教学资源与专家尧学者资源的共享

是具有迫切性尧可行性的遥 只有结合本省地域文化尧风

土人情开展具有省域特色的通识教育袁才能开展并形

成集聚野中华底色尧地方特色冶的大学通识教育袁才能

提高各领域专家尧 学者参与大学通识教育的热情袁才

能推动本地大学通识教育深度发展袁才能为大学生提

供可以有深度尧有温度地参与社会生活的个性化知

识尧能力和素养等遥

建立省级大学通识教育平台应当基于先进的尧合

适的学习理论或者学习理念遥 连接主义就是伴随数字

网络时代发展应运而生的先进理论遥 连接主义认为袁

在数字网络时代袁知识存在于信息网络之中并以多样

的数字格式储存袁学习的过程就是连接特殊节点或信

息源的过程袁 并通过知识的创造来提供更多的信息

源袁 在人要网络要知识的三维互动中革新各自的内

涵袁推动学习者尧学习媒介和学习内容的与时俱进遥 [5]

基于上述学习理论袁建设省级大学通识教育平台应注

重整体性尧创新性规划袁重点实现如下三个功能院一是

资源集聚功能遥 建立教师库尧课程库尧课件库尧书籍库尧

试卷库尧习题尧案例库和实践教学方案库等遥 用于统一

存储和管理经由全省各高校尧研究机构和个人提交的

优质课程渊含专业课程冤尧课件尧参考书目尧题库尧试卷

和接受相关实践教学单位等相关资源袁实现野库化冶存

储尧管理遥二是资源共享功能遥平台可以实现通识教育

资源的上传尧审核尧入库尧管理尧共用等功能袁支持上述

参与者对资源更新袁支持各种类型的资源共享袁也可

以支持高校根据各自的通识教育目标袁创建自己的学

习社区袁改造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案袁联系所需的专家尧

学者等袁提高各高校通识教育目标的达成度遥 三是学

习分析与资源更新监测功能遥 平台可以对学习过程进

行伴随式评价分析袁 关注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和特点袁

强化过程评价袁促进学习成效持续改善遥 实时记录参

与者资源使用情况尧对资源更新的贡献度袁促进平台

可持续建设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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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叶关于深化高

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

意见曳[1]作为高校经费管理的指导性文件袁是一项政府

通过权力的重新分配与下放来优化政府服务职能的

重大举措遥 该文件的出台对高校科研经费规范尧高效

使用提出明确要求遥 根据文件精神袁对W校的科研结

余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研究袁旨在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探

寻高效尧合理的科研结余经费处理方法袁以此提高科

研经费的使用成效遥 目前国家政策对结余经费是野原

渠道退回冶还是野统筹使用冶没有明确规定遥 因此国家

为防止项目承担单位违规使用而造成的科研结余经

费的损失和浪费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制定了野结余经

费上缴冶的野一刀切冶处理方案遥 但在结余经费如何处

置问题上袁笔者认为有几点值得商榷遥

一尧科研结余经费的现状

2016 年全国科研经费投入额为 15676.7 亿元袁

R&D支出额为 2260.18亿元曰2017年全国科研经费投

入额为 17606.1 亿元袁R&D 支出额为 2435.7 亿元曰

2018年全国科研经费投入额为 19677.9亿元袁R&D支

出额为 2691.68亿元曰2016耀2018 年投入支出比分别

为院14.42%尧13.83%和 13.68%遥 从以上数据看来我国

每年存在大量科研结余经费袁 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低

下遥 高校作为科研项目的生力军袁科研经费来源多样

化袁不同的经费来源对科研成果的要求不同袁科研结

余经费缺乏相应的管理措施袁导致目前科研结余经费

管理难度大遥 W校作为地方性应用型技术大学袁以地

方经济建设为导向袁特别是近年随着学校转型发展步

伐的不断迈进袁科研项目逐年增加遥 但总体来看袁科研

经费投入的合理性尧经费使用的有效性以及经费管理

的规范性等方面仍有待商榷袁特别是科研结余经费如

何处置成为科研经费管理的难点遥

二尧科研结余经费引发的问题

笔者通过对 W校 2015耀2018年科研结余经费的

使用情况进行研究发现袁 由于科研结余经费缺乏有效

的管理办法袁W校的科研结余经费数额较大遥 2015年

科研结余经费为 962.51万元袁2016年科研结余经费为

1050.86万元袁2017年科研结余经费为 1955.28万元袁

2018年科研结余经费为 2860.74万元遥 由于科研经费

大量的结余袁部分科研经费开支出现以下不正常现象遥

渊一冤项目结题前野突击用钱冶

目前W校普遍存在科研经费到账迟缓的情况袁但

是项目实施周期并无相应延长袁 因此课题组在项目规

定实施周期内按预算执行经费报销存在一定困难[2]遥课

应用型本科高校科研结余经费存在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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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为了不影响下次课题申报预算总额的审批袁为了

在结题时预算执行到位袁 就可能出现突击购买图书尧

材料尧设备等情况遥 典型案例院某协同创新项目袁执行

期为 2014耀2019年袁经费总支出 412.77万元袁仅 2019

年就开支 168.37万元袁占经费支出总金额的 40.8%遥

渊二冤科研支出浪费

个人是科研的主体袁部分科研人员可能因科研经

费充裕且存在国家经费不用白不用的思想袁对科研经

费缺乏节约意识遥 更有甚者误以为预算管理就是让科

研人员按计划花钱袁钱未花完还可能被追究预算执行

不到位的责任袁因此大手大脚开支科研经费的情况常

常发生袁例如院超额购买办公用品尧大量囤积实验材

料尧按差旅费的最高标准乘坐交通工具等遥 结题前课

题经费未使用部分袁在项目执行后期尤其容易出现科

研浪费现象遥 还有部分科研人员因经费宽裕袁课题组

常常在科学研究中不考虑研究成本袁按最高标准或最

大测试量进行实验分析袁 造成大量不必要的药品费尧

测试费等的浪费遥 再者高校与高校尧高校与研究院尧甚

至是本校各实验室之间由于未建立设备共享平台袁信

息不对称造成科研设备重复购买尧设备利用率等资源

浪费现象袁这部分浪费看似不起眼袁日积月累起来却

是个非常庞大的浪费遥

渊三冤经费使用不规范

随着国家对科研工作重视程度的逐渐提高袁高校

申请到的科研项目数量和经费额度均不同于以往曰另

一方面袁高校自身也在积极拓展经费来源袁如校企合

作转来的横向课题经费尧自筹的科研经费等遥 日益增

加的课题经费管理工作面临一系列的挑战袁特别是在

课题经费结余数额大的项目中袁科研人员有时会将与

项目无关的差旅费尧材料费尧测试费列入课题支出袁或

者以虚构劳务或勤工俭学等方式套取课题经费袁甚至

有的科研人员以购置设备或科研合作名义先外拨后

回流研究经费袁造成经费违规使用现象袁游走于科研

犯罪边缘[3]遥由于结余经费使用不规范尧不合理导致科

研犯罪案例频发遥 尤其是在科研课题结题后袁由于缺

乏相应的经费管理制度袁科研管理部门往往容易忽视

结余经费管理袁没有及时收回结余经费袁造成公有财

产流失遥

三尧科研结余经费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科研经费结余缺乏有效的管理是由于科研经费

管理的制度不健全尧权责不明确尧管理不严格所致[4]遥

笔者认为科研结余经费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科研活动

存在不确定性袁但科研预算执行却是刚性的遥 不同类

型科研结余经费袁存在着不同的原因与表现遥

渊一冤人为主观原因

基于同一科研课题或相近课题袁因科研人员可能

从不同渠道申请科研经费袁各种渠道加起来的经费往

往超过实际所需袁各部委经费自成体系袁没有对社会

公开信息袁导致彼此信息不对称袁然而研究过程与研

究成果却可共享袁因而重复投资的现象时有发生遥 这

一由于多个课题项目研究方向与目的相同或相似造

成的经费结余袁属于渠道型结余遥

渊二冤预算编制不合理

在科研项目申报阶段袁财务人员不参与项目预算

的编制袁设备尧耗材等费用预算由科研人员自行完成袁

缺乏科学准确的预算数据袁会导致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出现不可控性遥 科研人员对研究材料的市价做不到精

确估算袁合作资金的拨付也存在波动袁为保证项目如

期进行袁 科研人员会不自觉地增大部分科目的预算遥

此部分结余属于预算编制偏差导致的遥 虽然通过预算

调整能够开支部分经费袁但由于申请预算调整过程较

为繁琐尧审核时间较长袁科研人员在实际执行中往往

较少进行野经费预算调整冶遥

渊三冤成本核算结余

高校科研人员从事科研工作所用的办公设备尧实

验设备渊如院办公家具尧电脑尧水电费及高精实验设备冤

费用通常已经在教学维持费尧行政费用中列支遥 科研

成本结算时经费管理部门往往未考虑这部分费用袁只

是象征性的收取科研管理费遥 这部分结余是因为支出

没有精确计入科研成本而导致的遥

另一方面袁因对财经法规不熟悉袁科研人员未按

规定支出科研经费遥 例如未按规定使用公务卡购买科

研用品尧发票超过报销期限未及时报销等袁这部分结

余属于实际已发生的科研成本袁因科研人员不熟悉报

销制度而未计入科研成本遥 这部分结余属于因科研人

员不熟悉报销制度而导致的结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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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经费拨款时间与研究进度不匹配结余

虽然科研部尧财政部双部委在 2011年就下发叶关

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

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曳[5]袁意图改善科研经费在拨付

中存在的问题袁可是科研经费下拨往往滞后于课题开

始研究时间遥 由于经费下拨时间与研究进度不一致袁

二者脱节独立运行袁导致科研工作者来不及开支课题

经费袁造成部分经费结余遥

渊五冤最优科研经费结余

科研人员以最低的材料尧人工等成本输出高质量

的科研成果袁这种科研经费结余是因为科研人员改善

科研方式方法袁从而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遥 这是一

种值得提倡的科研经费结余遥

四尧科研结余经费的处理建议

科研结余经费管理体系需从野限制冶转变为野激励冶袁

突出对科研人员权利与劳动价值的尊重袁实现科研结余

经费治理的合理化尧规范化袁最终达到调动科研工作者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尧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的目的遥

渊一冤强化科研负责人结题结账的自主意识

科研部门要强化科研项目结题的执行力度袁规范

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的管理办法袁加强科研人员的结题

结账意识袁做好财经法规的培训袁从制度上要求科研

项目负责人提高对结题结账的自主性[6]遥

首先袁加强课题负责人财经法规意识袁强化课题

组成员报账意识袁督促科研人员及时报账袁避免出现

如发票过期等人为因素引起的无法报销现象遥 其次袁

可引入野科研助理冶遥 科研单位聘请科研助理袁参与科

研项目经费管理的全过程袁 提供科研项目预算编制尧

经费调整尧经费支出尧财务决算和验收审计等方面专

业化服务[7]遥 科研助理发挥着科研管理部门与科研项

目组之间的桥梁作用袁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因信息不对

称造成的科研结余问题遥

渊二冤细化科研成本核算

针对科研成本计算不准确的现象实施科研全成

本核算制度[8]遥 为防止挤占尧挪用教学经费等现象出

现袁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袁以制度为准绳袁

量化科研经费全成本遥 可参照企业对水电尧材料等进

行成本分配的方法袁将科研项目应承担部分计入课题

成本遥 制定使用学校共享仪器设备的收费标准袁用于

弥补仪器设备的维护尧消耗支出遥 加强科研经费内部

结算制度袁实现科研全成本核算制度遥

加强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本核算意识袁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袁 高校应组织科研人员进行关于成本集约化的培

训袁 使相关人员真正意识到科研成本核算的重要意义袁

从本质上重视成本节约和成本核算遥 同时袁还应将科研

成本核算有效融入到日常工作中袁完善奖惩机制袁同时

将其纳入绩效考核范畴袁使高校全员建立正确的科研成

本节约意识袁从而全面发挥科研成本核算的意义遥

渊三冤落实科目合并野同类项冶的办法

该办法用于解决预算与实际偏差较大的经费结

余问题遥 以业务相关性为依据把科研经费划分大类

渊例如院设大类合作交流费袁包含差旅费尧会议费尧培训

费袁这三者可交叉使用冤袁大类下的经费可直接通用袁

无需再做预算调整遥 以上做法可减少科研人员因经费

预算编制不科学导致的科研经费结余遥

渊四冤整合科研相关部门信息袁建设资源信息共享

平台

组织机构老化尧部门沟通困难导致的科研人员开

支科研经费困难是许多高校都面临的问题[9-10]遥为解决

这个问题袁可参考政府部门设置野科研服务中心冶袁相

关部门人员集中上班袁科研经费开支实现野一站式冶服

务袁避免科研人员因为报销繁琐而拒绝报销袁导致课

题经费结余遥 野一站式冶服务让广大科研人员能心无旁

骛地做好科研工作遥

大力推进高校信息系统的建立袁 打破信息孤岛袁

促进相关部门间信息共享袁至少在单位内部实施闭环

管理遥 信息系统可设置模块管理袁例如院渊1冤立项模块

管理袁一旦经费入账袁系统自动匹配科研项目完成项

目立项曰渊2冤经费使用模块管理袁在经费使用过程中系

统对预算进行控制袁每笔支出自动登账曰渊3冤预决算模

块管理袁 项目负责人可登入系统对预算进行调整袁验

收结题袁由信息系统自动生成决算报表遥 模块管理的

优化设置把网络报账系统尧其他收入系统尧科研管理

系统尧合同管理系统尧资产管理系统等关联起来[11-12]袁

通过信息系统建立资源共享平台袁为科研人员及科研

经费管理者提供便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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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五冤完善结余经费处理途径

可根据科研项目经费来源及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袁对

于结余经费采用以下处理方式院渊1冤原途径退回遥 结余经

费上缴的目的是防范项目承担单位违规使用结余经费遥

对于零星结余专项经费按资金使用途径予以退回袁做到

专款专用尧不挪用尧不挤占袁避免财政资金损失和浪费遥

渊2冤结余经费用于项目负责人的后续科研项目遥 科研项

目通过验收后袁如科研经费执行记录良好袁结余经费将

可在规定的时间内用于项目负责人的后续科研项目袁以

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益遥 渊3冤高校统筹后用于新科研项

目遥 鉴于部分结余经费金额不大或使用不便袁财务部门

与科研管理部门可以召开联系会议袁讨论是否将这部分

结余经费转为学校统筹使用袁用于新的科研项目遥

五尧总结

高校的财务体系要重视科研经费的内部制度建

设袁建立财务尧审计尧纪检等部门对科研结余经费的常

态化管理制度袁以制度管理人尧约束人袁具体做到院渊1冤

重视事前监管袁 强化科研负责人的财务风险责任意

识袁增强其自我约束力袁从源头上避免违法行为的发

生曰渊2冤加强事中监管制度建设袁注重科研结余经费运

行的流程化管理袁杜绝违法违规渠道曰渊3冤重视事后总

结袁总结经验教训袁完善体制机制建设袁使科研结余经

费的管理体制能更好地服务于科研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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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Surplus Fund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要要要Take W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ANG Simin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ffair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ational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the funds sur鄄

plus and financial risks are also piling up accordingly. Therefore, how to control the bala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upgrade the

school-running level and improve the motivation of science researchers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in the reform of research fund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surplus fund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solutions toward the proble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surplus fund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rplus funds; 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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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后勤文化建设不仅是高校后勤工作的一项

重要内容袁 也是高校管理与服务工作的一个重点任

务遥 它不但在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袁同时还具有文

化育人的功能遥 重视高校后勤文化的育人功能袁不仅

有助于高校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袁而且对构建具

有本校特色的先进后勤文化具有借鉴作用袁从而更好

地保障高校后勤工作顺利开展袁继而推动高校的持续

进步与发展遥

本文在实践基础上探究高校后勤文化建设的现

状袁旨在分析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深入剖析问题

症结袁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重视尧完善

制度尧创建团队尧加大投入等相关对策袁进行改进袁以

达到积极推动建设先进的高校后勤文化的目的遥

一尧新时期高校后勤文化建设的特点与意义

渊一冤新时期高校后勤文化建设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冶 的号召袁

其中重点讲到文化的意义[1]遥 高校后勤文化是由高校

后勤社会化改革孕育而生袁是高校后勤实体发展的动

力和灵魂袁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高校后

勤文化是指为高校提供后勤服务及在长期的服务尧经

营尧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发展战略尧行为准则尧价值观

念尧企业精神尧服务理念尧经营思想尧员工素质尧领导风

格及与之相联系的各项制度的总和[2]遥精神文化尧制度

文化尧行为文化尧物质文化四部分有机地组成高校后

勤文化袁只有包含以上四部分文化的高校后勤文化才

是完整的袁 其中精神文化是高校后勤文化的核心层袁

处于绝对的统筹地位遥

理解高校后勤文化的内涵是把握高校后勤文化

建设的关键遥 后勤文化是以野服务尧育人冶为宗旨尧后勤

员工在长期的管理经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自身

特色的价值观念尧员工素质尧领导风范尧企业旨标袁以

及与之相适应的规章制度之和遥 也有学者将高校后勤

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遥 广义层面是指在一定

社会条件下袁以后勤员工为主体袁野服务尧育人冶为宗

旨袁 在长期管理经营服务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尧行

为准则尧规章制度尧企业形象等曰狭义层面是指属于意

识形态的价值理念袁主要有规章制度尧人才构成尧精神

面貌等[3]遥后勤文化是种文化形态袁隶属于高校文化袁是

高校后勤实体的灵魂和象征袁体现着后勤人的野精尧气尧

神冶袁影响着后勤实体长期战略目标的形成和实现[4]遥

渊二冤新时期高校后勤文化建设的意义

高校后勤文化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样式袁是高校后

勤服务管理向社会化发展的标志遥 随着野文化后勤冶工

新时期高校后勤文化建设的思考

洪 琛

渊莆田学院 后勤处袁 福建 莆田 3511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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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高校后勤工作的顺利开展尧推动高校的进步与发展等具有借鉴意义遥为此袁要在实践基础上探究高校后勤文化现状袁

在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袁进行改进袁以达到野服务尧育人冶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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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列入叶高校后勤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曳的六大

工程袁高校后勤文化建设成为全国高校后勤系统进一

步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袁 其成效直接影响到员工的

身心健康与校园的和谐发展遥

1.高校后勤文化建设的工作意义

在新时代背景下袁高校后勤文化既是后勤的一项

重要工作袁也是后勤各项事业发展的野助推剂冶遥 高校

管理层人员注重以员工为基础袁 给予员工足够的尊

重袁引导员工养成良好的习惯与工作行为袁建立完善

的管理制度袁为后勤工作更加稳定持续地进步与发展

提供有利条件遥有鉴于此袁高校后勤文化建设能够为职

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具有统一的信念袁 严格按照规

章制度执行袁进一步提高后勤管理效率与管理质量[5]遥

2.高校后勤文化建设的育人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

自信遥 高校后勤文化的建设袁同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之

间具有密切的关联遥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的叶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曳 指出袁

野高校应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冶[6]遥 高校后勤在

服务教学尧科研和师生生活的同时袁也具有管理育人

以及服务育人的功能袁后勤工作的服务对象正是全校

师生袁后勤文化的建设可以通过服务对象直接影响到

校园文化建设的结果遥 所以袁高校后勤管理部门应该

充分结合校园文化建设理念袁 设立相同的价值观尧企

业意识等袁从而共同影响校园群体袁为学生营造良好

的校园文化氛围[7]遥

因此袁加强后勤文化的建设袁对提升高校后勤软

实力具有重大意义遥 高校后勤工作效益如何袁关键取

决于后勤内部的经营管理遥 高校后勤文化建设深受市

场经济规律和高校人文底蕴的影响袁能够极大地激发

后勤人的创造性袁提高后勤实体的保障能力袁实现后

勤实体自身全面尧健康尧稳定的发展袁为高校师生带来

更好的服务和更加正面的教育意义遥

二尧高校后勤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以莆田学院后勤集团为个案进行研究分析袁现有

职工 288人袁 其中事业编制 24人袁 劳务合同工 264

人遥 后勤集团领导认为后勤应该有自己的后勤文化袁

并着手部署尧不断推进文化建设工作遥 但在实践中袁效

果并不完全如人意遥 经向职工及师生问卷调查袁发放

100份问卷袁收回有效问卷 91份袁反映的主要问题体

现在职工参与度低尧缺乏创新尧缺乏专业人才尧缺乏长

远目标等四点遥

渊一冤高校后勤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职工参与度较低

部分高校在开展后勤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袁没有制

定明确的文化建设思路与措施袁从而导致后勤工作的

开展缺乏创新性与目标性袁只是走走过场袁流于形式袁

没有真正入脑入心袁对职工的吸引力不够袁并没有充

分发挥出后勤工作的积极作用遥 而且袁职工由于文化

程度参差不齐尧事务性工作较多袁对文化建设的认同

感不强袁对活动的参与度也并不是很高袁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高校后勤文化建设氛围的营造[8]遥

2.文化建设缺乏创新

高校在开展后勤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袁具有一定的

复杂性和综合性袁 工作人员较容易陷入日常琐碎尧繁

杂的工作当中袁从而减少了自身的学习时间袁不利于

职工综合素质的提高遥 由此袁部分职工对于后勤文化

建设缺乏深刻的认识袁没有明确后勤文化建设对于高

校发展的重要性袁所以没有结合社会发展状况和学校

自身特点袁对后勤文化进行创新和优化遥

3.缺乏专业人才团队

高校后勤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袁其中还涉及到多

方面的内容袁具有较高的技术性袁对于技术水平要求

较高遥 而从部分高校的实际建设情况来看袁缺乏后勤

人才开展建设工作袁 没有对后勤文化做出整体的尧系

统的设计和构思袁从而导致后勤管理与服务工作人员

并没有对高校后勤文化建设工作进行充分理解袁这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后勤文化积极作用的发挥袁导致文

化建设的预期目标没有实现[4]遥

4.缺乏长远目标规划

部分高校在开展后勤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袁较为重

视制度建设问题袁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后勤文化建

设理念的制定袁致使其计划性尧系统性不强遥 而且袁后

勤工作的开展袁也仅仅重视短期效益袁并没有结合高

校的办学特色尧发展定位和实际情况袁制定长远的规

划目标袁缺乏对后勤精神尧价值观的凝练和提升袁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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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后勤文化建设思路的拓展袁也阻碍了高校未来的发

展与建设遥

渊二冤高校后勤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1.思想上文化自信不足

许多员工学历程度不高袁自我定位较低袁仅限于

简单尧重复的工作袁野文化冶概念缺失遥 同时袁目前集团

尚未统筹各部门思想尧文化意识袁因此存在各部门各

自规划尧各自实施的情形袁失去了资源共享的优势袁造

成信息迟滞尧资源难整合的局面遥

2.行动上学生参与度低

在高校后勤文化建设中袁师生互动不足袁未充分调

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袁学校将先进

文化以各种形式渗透进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之中袁 注重

对学生的道德培育和塑造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遥

但师生对后勤集团的普遍定位是服务部门袁 少有意识

来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校后勤文化袁 更谈不到将后

勤集团打造为一个丰富的精神家园和实践课堂遥

3.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不足

高校后勤社会化主要就是通过对学校内部资源

进行整合优化袁激活其中的潜力袁从而为推动高校教

育发展提供有利条件遥 然而在实践中袁高校后勤社会

化改革袁并未充分结合学校发展情况袁更未充分融入

社会改革当中遥 其实高校后勤直接面向社会袁同社会

上的野同行冶进行竞争袁促使高校后勤能够与社会更加

适应袁为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良好条件遥

三尧加强高校后勤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渊一冤提高对高校后勤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

高校后勤文化建设袁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进一

步提高员工综合素质袁 最大程度上发挥自身积极优

势袁推动高校建设发展遥 高校后勤文化建设涉及多个

方面因素袁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高校后勤理念袁只有

良好的理念构建袁才能够充分发挥后勤工作的积极优

势袁提高员工综合素质袁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

有利条件遥

1.重视突出职工主体理念遥

后勤工作的开展袁关键在于后勤员工遥 所以袁在开

展后勤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袁就需要坚持以职工为根本

的理念袁并将其贯彻到后勤文化建设工作当中袁积极

鼓励全员参与后勤文化建设工作遥 在此过程中袁还需

要结合高校后勤建设情况袁重视满足后勤职工的基本

需求袁保障员工权利袁建立健全完善的后勤管理机制

体系遥在建设工作当中袁重视员工在其中所具有的重要

的作用袁给予员工足够的尊重袁定期开展学习培训袁最

大程度上保障职工个体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和提升[8]遥

2.树立野师生为本袁服务至上冶的理念遥

从客观角度来讲袁后勤工作的开展袁目的就是为

高校的教学尧科研等提供保障与服务遥 而此工作理念袁

则充分体现出后勤与学校尧师生之间的关系袁进一步

体现出后勤职工的社会价值遥 高校后勤文化的建设袁

关键就是为了能够让全体职工都能够理解后勤工作

理念袁 为高校师生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以及保障服

务袁充分满足广大师生的基本需求遥

3.坚持科学创新理念遥

高校后勤文化建设作为高校文化建设的组成部

分袁要秉承野以人为本冶的核心理念袁积极调动主观能

动性袁立足学校现状和师生需求袁不断结合社会发展

变化情况袁进行创新优化袁推动高校能够更加稳定持

续地进步与发展遥 通俗来讲袁就是将科学发展的理念

作为后勤文化建设的根本袁坚持个性与共性相结合的

原则袁推动高校后勤工作的发展袁进一步提高职工综

合素质袁从而提高管理与服务学校各项工作的水平遥

渊二冤建立健全完善的高校后勤文化机制

1.推动制度建设

野仁圣之本袁在乎制度而已遥 冶高校后勤文化建设

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袁规章制度是各项活动

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9]遥 高校在建设发展后勤文化的

过程中袁是否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袁能够充分体现出

其发展建设情况遥 规章制度必须从实际出发袁能够适

应新形势高校发展的需要袁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袁既考

虑高校发展的特点袁又要结合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曰

既要体现人性化袁又要体现标准化尧规范化遥 由此袁高

校就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后勤制度袁同时保障制度的

完善性尧规范性和科学性袁从而使得后勤文化也更加

规范尧科学袁进而明确后勤文化日后的发展方向袁为后

勤文化打造完善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奠定良好基

础遥 针对此袁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后勤管理制度袁让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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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工作时能够有规可依袁有矩可循袁明确各主体

的责任袁明确各主体的工作目标遥 高校后勤工作的开

展袁主要是通过后勤实体组织与制度展现出来袁属于

高校后勤文化工作开展的关键袁而且规章制度也是高

校后勤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依据袁能使工作职责得到有

效明确袁从而为高校师生创建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遥

2.挖掘文化资源

高校的文化建设离不开高校所在地方的文化土

壤袁可以把地方文化资源融入到校园建设中[10]遥坚定文

化自信袁挖掘地方文化内涵袁塑造有地方特色的校园

文化品牌袁让地方文化充分融入校园文化袁真正做到

入眼尧入脑尧入心遥 通过文化熏陶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尧文化观尧人生观和价值观袁形成自我的文化

归属感和认同感袁提高批判思维的水平袁提升民族荣

誉感和使命感袁 自觉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

者袁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袁展示中国力量袁从而为中华

民族的文化繁荣而努力奋斗遥

3.结合实际调整

与此同时袁还需要加强后勤员工的教育与管理力

度袁建立健全完善的后勤操作流程袁明确各项工作开

展的细节要求袁规范员工职责袁制定相应的奖惩制度袁

从而便于日后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遥 另

外袁在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的过程中袁还应该保障

形式上的完备袁内容当中尽量保障实事求是袁并且还

应结合社会发展变化情况袁不断对规章制度进行调整

优化袁从而更好地应对新问题与新情况[11]遥要充分考虑

对职工的人文关怀袁使全体后勤职工都参与到学校的

文化建设中来袁提升主人翁意识尧集体认同感尧工作积

极性和进取精神[12]遥

4.提升综合素质

在高校后勤文化建设中袁应以后勤为主体袁倡导

师生互动袁 鼓励其他老师和学生参与到文化建设中袁

培养实践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袁 激发师生的创造力袁

提升参与师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袁从而形成健康向上

的发展合力遥

渊三冤创建专业的高校后勤文化管理团队

高校后勤工作的开展袁 关键在于后勤职工团队袁

所以团队素质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袁能够对后勤文化

建设结果产生关键影响遥 因此袁高校在开展后勤文化

建设工作的过程中袁 就需要充分重视后勤职工的发

展遥

1. 后勤领导者应重视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袁

从而为加强后勤文化建设工作奠定基础遥

领导者属于团队的决策者以及引领者袁能够对后

勤各项工作的开展和结果产生重大影响遥 所以袁高校

需要构建良好的后勤领导团队袁要求领导者不仅必须

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尧领导能力袁还需要不断提升

自身的思想水平遥

2.在开展后勤文化建设时袁还应该重视引进先进

的团队人才遥

高校后勤服务工作具有一定的技术性袁管理与服

务工作的开展都需要先进技术作为依据袁所以领导者

就需要培养专业的团队袁 聘请引进专业的技术人才袁

建设高水平的后勤团队[13]遥 同时袁针对现有人才袁还需

要定期组织培训学习袁提升其专业知识水平袁激发其

参与科研的热情袁 构建良好的技术团队知识架构袁保

障团队技能架构的合理性以及科学性遥

3.在加强后勤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袁还需要强化普

通员工团队建设遥

要鼓励和引导职工不断地自我学习袁从整体上提

升职工素质袁从而促进后勤工作更好地开展遥 所以袁就

应该提高对员工配备的重视袁最大程度优化人力资源

配置袁促使员工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遥 另外袁还应

不断提高员工综合素质以及职业道德水平袁强化员工

组织纪律性袁保障后勤工作的开展更加规范遥

渊四冤加大高校后勤文化资金投入力度

后勤服务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特点袁既有投入袁也

有产出遥为了能够加强后勤文化建设袁高校需要加大资

金投入力度袁 制定尧 完善推动高校后勤发展的优惠政

策袁以推动高校后勤工作进一步发展遥 与此同时袁高校

还应该重视配套设施的投入袁明确后勤责任主体袁对现

有经营资源进行巩固袁同时充分运用信息化尧数字化等

先进技术袁与时俱进袁推动野智慧后勤冶建设[14]遥

渊五冤树立良好的后勤文化形象

高校后勤文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袁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尧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袁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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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建设袁凝心聚力袁多形式展

示后勤文化形象遥 一要系统树立建设经验和发展思

路袁凝聚发展共识袁形成独具特色的后勤文化遥 二要结

合地方特色尧建筑风格和学校发展目标等元素袁辅之

以艺术设计美感袁形成后勤形象识别系统遥 三是要注

重凝练优秀文化成果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

各种平台袁传播文化建设的理念及成果袁增强师生知

晓度袁扩大社会影响力[15]遥

高校后勤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高校

后勤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袁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及系统

性袁是高校后勤管理工作开展的关键与基础袁能够保

障高校后勤工作全面可持续发展袁为推动高校更加稳

定持续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遥 高校管理人员应

该根据学校的发展定位尧 办学理念以及实际情况袁制

定长期的发展规划曰 提高对高校后勤文化建设的重

视袁明确高校后勤文化的重要性曰充分掌握高校后勤

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袁引入先进技术袁整合校内和校

外两种资源袁 积极推动建设先进的高校后勤文化曰创

建良好的育人环境袁增强校园活力袁为促进高校学生

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奠定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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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Logistics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Era

HONG Chen
(Logistics Department,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Fujian 351100)

Abstrac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rear service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carrying out the project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constructing the advanced rear service

cultu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versity, ensuring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rear service work and promoting the progress and de鄄

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be in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logistics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鄄

versities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reasons,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improvements

to achieve the aim of 野serving and educating people冶 .

Key words: new era; higher education; logistic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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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新零售产业背景下广告行业的新特征

渊一冤福建省新零售产业背景

新零售袁即企业以互联网为依托袁通过运用大数

据尧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袁并运用心理学知识袁对

商品的生产尧流通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袁进而重

塑业态结构与生态圈袁并对线上服务尧线下体验以及

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新模式遥 [1]由此可总结

出新零售所具备的三重特质院以野人冶为本袁以消费者

体验为中心曰大数据化的技术支持曰多元服务形态与

场景遥2016年袁野新零售冶概念首次进入公众视野袁同年

11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叶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

转型的意见曳阐明了国家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基

本方向遥 随后一年袁国家商务部等部门相继出台一系

列相关政策袁进一步加速我国零售产业业态改造遥

在此进程中袁福建省三大经济中心城市袁福州尧厦

门尧泉州走在了零售业创新转型的前列遥2018年袁福州

市率先将野新零售冶写入叶政府工作报告曳袁第二十届海

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中袁福州政府签署了零售创新领域

的相关战略合作协议袁 达成多项具体合作举措遥 [2]同

年袁第九届中国新零售高峰论坛在厦门举办遥 目前袁福

建共有三家企业入选中国新零售 50强名单袁 新零售

网点已达数百个袁覆盖综合商场尧超市尧便利店等各类

型零售企业遥 [3]可预见袁未来新零售将跳脱出单一的零

售范畴袁进一步融合金融科技尧企业服务尧快递物流尧

人工智能等多重领域袁成为商品流通中的主流业态遥

渊二冤 产业转型下广告行业新特征及人才需求的

变革

企业新业态将进一步消解固有的营销生态袁为适

应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新需求袁广告行业中广告经营

产业链的各环节也在不断出现新的特征遥 其一袁企业

品牌营销的核心由野商品冶转变为野消费者冶袁营销理念

的变化带来了广告行业运作流程的解构遥 其二袁大数

据技术的广泛运用提升了企业营销的精准性袁由大数

据所形成的用户画像为营销提供了可靠依据袁改变了

新零售背景下福建本科院校广告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肖 菁

渊福建农林大学 金山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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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品牌构建流程遥 其三袁多元化的服务形态和消

费场景对跨界式广告活动带来了新的挑战遥 广告学作

为典型的应用型专业袁人才培养应当与地方产业需求

直接匹配提供人才支持袁 完成人才供给侧深化改革遥

目前市场需求导向下的应用型高校广告专业人才培

养的方向和重点都迫切需要变革遥

1.广告代理方面院广告代理公司专业性与排他性

正逐步削弱

新兴产业模式下企业在传播环境中的优势地位

进一步加强袁In-house模式的创意机构在企业内部兴

起遥 例如联合利华内部创意团队 U-Studio尧永辉集团

下属永辉传媒尧苏宁集团下属苏宁文创等袁企业开始

逐渐减少与外部广告代理公司的合作遥 与企业品牌相

关的广告营销业务由内部创意团队负责袁直接完成消

费者洞察尧广告创意策划尧广告媒体投放等广告运作

环节形成全链服务遥 广告专业人才将直接服务于企业

内部袁因此高校应注重培养具备全案策划能力的复合

型广告人才以满足行业需求遥

2.广告媒介方面院融媒体环境下媒介内容技术的

有机整合

传统媒介与新媒体在内容和技术上实现了有机

整合袁融媒体环境下对广告人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遥 截至 2016年袁 微博平台企业账号达到 130

万袁覆盖行业超过 60个遥 [4]以企业官网尧微信微博为基

础袁结合资讯尧视频尧社群尧问答等类型平台袁构建出的

企业自媒体矩阵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越发凸显遥 企业

自媒体平台运营及内容营销能力将成为广告专业人

才的必备能力之一遥

3.广告创意制作方面院应用型新兴技术在广告产

业中被广泛利用

大数据尧AI尧 云计算等新技术将成为互联网以及

企业未来发展的新方向袁同时也将为广告产业带来变

革遥 例如 AI技术在广告营销智能化方面的运用袁强化

了广告与潜在消费者之间的高效匹配曰VR技术在广

告形式方面的运用袁VR全景广告进一步提升了广告

的互动性遥 新兴技术相关知识储备将成为广告创意制

作的基础袁充分了解新技术才能将技术与创意结合产

出更符合时代需求的广告作品遥

4.广告受众方面院注重精准化消费者洞察与个性

化互动式营销

零售行业经历了从线下到线上袁再到如今的 O2O

模式袁目前企业在新零售业态的改造过程中袁逐步完

成企业大数据体系的构建袁实现线上线下消费者数据

的融合管理遥 大数据在广告管理服务和受众定位中的

运用袁为广告运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遥 新零售模式下袁

企业需要向消费者提供完整的场景体验袁线上社交维

系多样化用户圈层融合线下个性化互动营销活动遥 立

体式的营销活动策划能力也是目前行业背景下对广

告人才提出的新要求遥

二尧福建高校广告学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1.传统培养目标与复合式人才需求的矛盾

截至 2018年袁福建共有 18所本科院校开设广告

相关专业遥 分析福建各院校广告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发

现袁 各院校培养目标基本集中于学生知识体系的构

建尧专业技能的培养尧就业方向的选择等方面遥其中 15

所院校将广告专业人才培养定性为野专才培养冶袁仅有

3所院校定性为野复合型人才培养冶遥 由此可见各高校

对于新媒体尧新技术尧新商业模式对广告行业的影响

整体认知不够充分遥 在目前融媒体环境下高校应着力

于野专才冶与野全才冶结合式的复合型人才的培育方向袁

专业培养目标滞后袁势必会对广告专业教学体系变革

产生影响遥

2.课堂理论教学与行业实践的矛盾

在调研福建各院校广告专业课程体系中发现袁多

数高校设有新媒体尧数字营销尧网络广告尧社会化媒体

等新媒体相关课程袁但理论教学学时占比过高袁部分

院校为纯理论教学未设置课程实践学时遥 此外多数高

校课程设置落后于行业发展袁未将大数据尧VR等热门

技术的相关知识纳入广告教学体系的范畴遥 专业实践

缺乏实效性袁野纸上谈兵冶袁与行业实战脱节袁学生在拟

态实践环境中无法检视自身技能不足袁难以获得专业

能力的提升遥

3.单一化教师学科结构与行业新技术的矛盾

通过分析福建各高校广告专业专任教师的教育

背景尧学术研究方向尧从业经验发现袁多数教师毕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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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尧中文尧艺术尧营销等相关文科专业袁学术背景

单一遥 高校教师在自身专业知识结构中缺乏对于新技

术尧新产业的了解袁无法很好地对学生进行相关知识

的系统授课遥 此外袁专任教师中双师双能型教师的占

比较低袁反映出专任教师长期与行业脱节袁专业技能

落后的现象袁从而也影响了实践教学遥

三尧新零售产业背景下福建高校广告专业

教学革新

1.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院系统化课程打造复合型

人才

高校在制定广告专业培养目标时应结合目前新

零售背景下产业新特点和新需求袁将培养具有融媒体

素养及全案策划能力尧了解新型应用型技术的复合型

广告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的方向袁从课程体系尧实践教

学建设尧师资体系三方面共同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人

才培养模式袁如图 1遥课程优化方面可从以下两方面进

行院一是将原课程体系中的单一特色课程进行系统化

设置遥 例如单独设置融媒体专业方向袁下设融媒体广

告尧新媒体运营尧大数据等相关课程遥 让学生能够系统

学习新理念尧新技术袁使传统广告专业课程设置向新

方向衍生遥 二是增加专业系列讲座频次袁作为专业课

程的补充遥 例如邀请一线广告人尧企业经营者尧新技术

专业人士定期进行资讯分享袁帮助学生与产业环境接

轨遥 提高讲座学时在总学时中的占比袁同时换算相应

学分进行学习效果考核遥

图 1 新零售背景下广告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图

Fig.1 The training pattern of advertising professional

under the new retail background

2.师资构建与教学模式革新院跨界教学提升教学

品质

广告专业师资背景单一问题可在以下方面完善

构建院一是加强专任教师职业培训袁促进教师与企业

间的合作遥 提高双师双能型教师在教师队伍中的占

比袁以一线广告行业实战经验反哺学生遥 二是实现校

内不同专业间教师跨专业授课袁邀请相关理工科类专

业教师为广告专业学生开设行业技术前沿课程遥 例如

开设大数据等相关课程为广告专业选修课程遥 在教学

品质的提升方面袁鼓励广告专业教师将社交媒体作为

教学工具在课堂教学中加以利用遥 跨越平台将传统的

课堂教学拓展至线上社交媒体袁利用社交平台完成日

常的学生管理及课程互动遥

3.实践教学与毕业设计院野真冶平台营造真实实践

情境

广告专业日常实践教学主要通过打造校企合作

实践基地进行完善遥 在日常教学课程实践中积极引入

福建省当地互联网尧新零售尧电商等企业袁并为企业长

期运营企业自媒体平台遥 在课堂中引入野工作坊冶式小

组作业模式袁以满足企业实际需求为导向布置实践任

务遥

毕业论文渊设计冤是对广告专业学生能力的综合

考查袁也是学生进入行业前最后的实践机会遥 目前福

建省本科院校广告专业仅有两所采用毕业设计方式

对学生能力进行考核袁其余院校仍然采用毕业论文模

式进行考核袁而在论文选题方面袁也存在与实践脱节

等情况遥

针对这些问题袁笔者认为台湾高校广告专业野毕

业设计垣毕业设计展冶的模式袁在人才实践能力培养方

面具有一定先进经验袁可供借鉴遥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广告学系自 1992年起举办第一届毕业展袁 至今已完

成 26届遥 毕业展全程由学生自行完成策展尧 企业赞

助尧广告物料尧媒介公关尧活动执行等环节袁在毕业展

策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实践能力袁帮助学生

在毕业后能够快速对接企业实际工作遥

四尧结语

新业态尧新技术不断涌现袁广告学作为典型的应

用型专业袁 人才培养应当与地方产业需求直接匹配袁

不断深化人才供给侧改革袁为市场提供人才支持遥 目

前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已经在全国高校相关专

肖 菁院新零售背景下福建本科院校广告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8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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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形成共识袁部分院校已取得一些成绩遥 以培养应用

型人才为主的本科院校更应该在此基础上对目前广

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行研究与总结袁 发现问题尧寻

求解决之道袁 以期在教学实践中走在改革的前列袁快

速对接市场的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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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ining Pattern of Advertising Professional

Under the new Retail Background

XIAO Jing

(Jinshan Colleg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袁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China's retail industry, the new retail format characterized by con鄄

sumer-centered袁big data technology supporting and diversified service forms has gradually involved in a variety of fields. In this process,

Fujian province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 change of the market environment has also led to the change of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etail industry and the new features of the adver鄄

tising industry, then analyze the change of advertising talent demand. Furthermore, it investigating the training mode of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in univers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to summari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innovation of advertising maj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retail industry.

Key words: new retail; advertising;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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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不断提升袁人们对

于文化层面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大遥 茶因具有物质和

精神的双重属性而受到青睐袁茶文化休闲产业逐渐兴

盛袁茶馆尧茶楼尧茶会所亦纷呈涌现遥 这又进一步刺激

了茶行业对于茶艺专职人才职业能力的要求袁茶艺师

作为新兴的职业应运而生袁于 1999年被正式列入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曳遥 市场的升温也为高职

院校人才的培养注入了新鲜血液袁很多大中专院校都

开设了茶艺专业尧茶艺课或茶艺师培训[1]遥 叶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渊2010-2020年冤曳中提出

要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加职业资格证书野双证书冶制度[2]遥

从 2019年开始袁 在职业院校尧 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

野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冶 制度试点工作袁

野1+X冶证书制度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指引了方向遥

武夷学院为 8所福建省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

之一袁 依托地方资源优势形成的特色学科要要要茶学袁

具有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优势和责任遥 野茶艺学冶作为一

门技能型学科袁又是茶学专业的必修课遥 在实际的课

程教学中袁将茶艺师资格证的考核内容纳入野茶艺学冶

课程的教学体系袁重视学生技能培养袁鼓励学生获取

学历证书的同时袁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袁积极考取相

关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袁培养既有学历又有技能的复

合型应用人才袁助力茶产业的发展袁满足企业对于技

能型人才的需求遥

一尧野茶艺学冶课程与茶艺师鉴定的内容与

要求

渊一冤野茶艺学冶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要求

野茶艺学冶是高校茶学专业的必修课程袁是一门实

践性较强的学科袁也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遥 古

老是因为我国茶文化历史悠久袁 饮茶经历了煮茶法尧

煎茶法尧点茶法尧泡茶法的历史变迁曰年轻是因为它随

着社会和茶文化的发展而兴起袁是一种来源于生活又

高于生活的饮茶艺术袁 它要求以文化底蕴为根基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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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和文化相结合形式所呈现的艺术遥

野茶艺学冶课程对我国的传统茶文化尧茶文学与艺

术尧茶礼茶俗尧茶艺与茶道等方面的知识都有教学要

求袁全面尧系统地介绍了茶艺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操作遥

通过课程的开展袁能培养学生扎实的茶艺理论和操作

技能袁成为懂茶尧识茶尧爱茶尧推广茶的高素质人才袁并

使部分学生能胜任国际茶文化的交流工作遥 课程考核

方式分为茶艺基础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遥 理论主要考

核茶艺的基础知识和相关要求曰技能考核主要采取创

新茶艺表演尧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袁目的在于考核学

生的茶艺技能水平遥

渊二冤茶艺师的等级与资格要求

2002年 6月袁 国家制定了 叶茶艺师国家职业标

准曳袁明确了茶艺师的职业技能要求袁定义茶艺师为在

茶艺馆尧茶室尧宾馆等场所专职从事茶饮艺术服务的

人员遥 按照标准袁本职业岗位共分设五个等级院初级茶

艺师渊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冤尧中级茶艺师渊国家职业资

格四级冤尧高级茶艺师渊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冤尧茶艺技师

渊国家职业资格二级冤尧高级茶艺技师渊国家职业资格

一级冤遥 不同的等级在礼仪接待尧茶艺演示尧茶事活动尧

茶艺馆设计尧茶会组织尧茶事管理等指标内容上的要

求也有不同的标准袁等级越高所具备的能力和要求也

就越高袁一般初尧中级茶艺师重在服务和个人修养袁高

级以上茶艺师重在管理和培训以及整体素质的养成遥

在职业技能鉴定申报条件上袁具有初中或相当文

化程度的人员即可报名袁满足一定的从业年限渊学徒

期满可报一级尧从业 6年可报二级尧大专毕业 2年或

本科毕业直接报三级尧技师则必须取得三级证的基础

上才能申报冤袁或在获得上一级证书的基础上袁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年限达到要求渊从五级至一

级分别为院1年尧4年尧5年尧4年和 5年冤袁 即可申报高

一级资格证书的鉴定遥

茶艺师鉴定方式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尧技能考核以

及综合评审遥 理论知识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

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技能知识曰茶艺实操部分主

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曰综合

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袁 通常以审阅申报材

料尧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袁主要考核茶艺

师的语言表达能力尧礼仪接待能力尧人际交往能力尧形

体表现能力尧感官敏锐能力尧美学鉴赏能力和创新服

务能力等综合素质遥

表 1 茶艺师不同等级的技能要求

Tab.1 Different levels of skill requirements of tea artists

渊三冤野茶艺学冶课程内容与茶艺师资格鉴定的异同

对比茶艺师各等级的技能要求渊表 1冤与野茶艺学冶

课程考核内容袁两者在能力要求和目标培养上有共同

之处袁都要求学生对茶艺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

有熟练的掌握袁能够胜任茶艺师的工作遥

由于教育培训体系不同袁茶艺师多由培训机构完

成培训和鉴定培训形式袁一般为短期集中授课袁完成

五级/
初级

接待准备

茶艺服务

茶间服务

能按照茶事服务礼仪接待及迎宾曰
能保持茶室物品整洁并应对突发状
况遥
能区分六大茶类的冲泡技巧和品饮
方法遥
能与宾客有效沟通并合理推介茶
饮曰 能完成茶叶的销售和售后等工
作遥

四级/
中级

接待准备

茶艺服务

茶间服务

能按照茶事服务要求迎宾尧接待曰能
根据宾客要求调配茶叶尧茶具遥
能识别茶品的品质和等级曰 能布置
茶席尧展示茶艺曰能制作调饮红茶遥

能合理推介尧介绍茶叶的相关知识曰
能选配并销售茶商品遥

三级/
高级

接待准备

茶艺服务

茶间服务

能接待特殊宾客尧外宾并交流曰能鉴
别茶品尧茶器和茶叶品质遥
能进行茶席设计曰 能设计和演示 3
种以上具有内涵的茶艺或民俗茶
艺遥
能介绍茶文化尧 茶器曰 制定茶事活
动曰 能用评茶术语介绍茶叶的品质
特征遥

二级/
技师

茶艺馆创意

茶事活动

茶事管理

能对茶艺馆提建设性的建议并布置

茶艺馆遥
能演示古代尧国内外茶艺袁并用外语
解说曰能策划尧组织和主持茶会遥
能管理茶艺馆日常工作并策划茶艺
活动曰能组建并训练茶艺队遥

一级/
高级技师

茶饮服务

茶事创作

茶事管理

能对传统茶饮进行创新曰 能审评茶
叶的等级曰 能介绍茶健康和养生建
议遥
能编排创新茶艺并解说曰 能介绍各
国茶会尧策划并组织茶会曰
能经营管理茶艺馆并进行成本核
算曰能拓展茶艺馆业务尧策划茶事活

动曰能指导技师曰能完成茶艺培训并
编写讲义曰能撰写茶业的专题论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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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课时即可参加鉴定考核袁 不同的收费标准尧不

同的师资水平尧不同的培训流程袁造成了职业资格认

证市场的混乱袁培训的效果亦有差异遥 加上课程的设

置不够系统袁培训的内容往往过于单一袁也会导致茶

艺偏离茶的本身袁更加向其他艺术形式倾斜的现象遥

茶艺要能持续健康发展袁就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较

高素质的茶艺专门人才袁而这项工作的完成离不开规

范的茶艺培训机构和对茶艺师的培训规范和资格认

定遥 作为高校茶学专业的必修课程袁野茶艺学冶教学内

容设置较为系统尧全面袁加上其他茶学专业课程袁如茶

文化学尧茶叶审评与检验尧茶叶加工学等的支撑袁学生

对茶叶的知识了解得以系统而深入袁在创新茶艺或者

操作技能上能够触类旁通袁举一反三遥

二尧野茶艺学冶课程与茶艺师鉴定对接的优

势与必要性

职业资格是技能型人才的证明袁也是快速进入市

场尧行业和岗位的通行证袁拥有资格证书能够有效提

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自我价值遥 茶学专业的毕业生

可以考取高级茶艺师尧 评茶员和茶叶制作等资格证

书袁其中茶艺师考试是针对从事茶艺服务的工作员进

行的职业技能鉴定袁其考试内容与野茶艺学冶课程教学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遥 在野茶艺学冶课程教学过程中对接

茶艺师鉴定的内容要求袁 完成课程教学大纲的同时袁

补充茶艺师鉴定的技能要求袁实现对高素质茶艺专门

人才的培养袁既保证了学习质量袁也有助于使需要资

格鉴定考核的学生顺利获取茶艺师资格证袁快速适应

市场需求遥 另外袁高校成立有茶艺社团袁在日常的茶艺

实训和社团活动的开展中袁能够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袁实现茶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袁提升技能水平袁这不

仅能为学生节省昂贵的培训费用袁也能节省不少培训

时间和精力遥

结合野茶艺学冶课程内容和考核方式来看袁基本与

茶艺师职业要求相符袁涵盖了相应的理论知识和技能

要求袁茶学专业本科生学习完野茶艺学冶课程后能够达

到三级茶艺师渊尚不能完全达到二级冤的技能水平遥 因

此袁可在野茶艺学冶课程结课后组织学生进行高级茶艺

师渊三级冤的鉴定考核遥

三尧野茶艺学冶课程与茶艺师鉴定对接的措施

茶艺师是一种集茶文化推广尧茶叶冲泡与品鉴以

及相关艺术表演于一身的综合性职业遥 目前茶艺师的

岗位需求十分紧缺袁要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茶艺

师就显得尤为迫切遥 武夷学院是福建省示范性应用型

本科高校袁 专业技能是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遥

为更好地服务茶产业袁结合当前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就

业情况分析袁将茶艺课程教学体系改革与茶艺师鉴定

内容相对接袁 在教学中可以通过重构人才培养方案尧

提高教师综合能力尧加快教材建设尧深化教学模式改

革来实现遥

渊一冤建设野双师型冶教师团队袁提升教学水平

教师作为人才培养的终端袁是实现野双证书冶的中

坚力量[2]袁而要进行职业资格证书培训袁就需要具有较

高理论教学水平和规范专业技能的教师遥

首先袁鼓励茶艺老师参加茶艺师资格考试袁通过

充分了解茶艺师考试的鉴定标准袁明确茶艺师不同等

级的技能要求袁进而转化为自身的教学结构袁提升实

战水平袁增加教学自信遥 还应鼓励茶艺老师考取二级

茶艺师尧一级茶艺师证书和茶艺师系列考评员袁使教

师具有教师尧培训师尧技能鉴定师渊考评员冤等多项资

质袁实现教学尧培训尧鉴定常态化[3]遥

其次袁选派茶艺教师到专门的职业院校进行师资

培训袁邀请专家开展专题讲座袁了解行业的新理念尧新

发展尧新模式袁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遥

最后袁鼓励茶艺教师定期到企业一线专业的培训

机构观摩学习袁邀请茶艺师标准编著的老师或茶艺师

考评员来校解读规则袁明确要求遥 在制定茶学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时袁将茶艺师标准里的技能要求融入到教

学大纲袁重构课程内容体系袁同时听取相关茶艺专业

人员的教学建议袁在教学中不断引导学生开展自我评

价袁将鉴定标准日常化尧常态化遥 只有不断优化茶艺教

学团队袁提升教师水平袁才能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打下坚实的基础遥

渊二冤完善教学方法袁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

课程建设尤为重要袁根据茶艺师岗位要求和职业

资格标准袁改革课程体系和内容袁完善教学方法袁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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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袁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1]遥

野茶艺学冶课程分为茶艺基础和茶艺实践等教学

模块遥 茶艺基础主要介绍茶道与茶艺的基本理论知

识曰茶艺实践主要考查学生的冲泡技巧以及对茶艺知

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袁在实践教学环节袁应注重推行案

例教学尧项目教学尧场景教学和模拟教学等方法袁注重

野理实结合尧德能并重冶袁即坚持理论和实践并行袁职业

道德与技能操作能力并重遥 重组课程的教学内容袁加

强校园实训基地和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遥 同时重视学

生的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袁培养学生爱岗敬业尧诚实

守信的道德标准袁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袁

以适应培养高技能学生的目标和企业对于人才的需

求袁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遥

渊三冤开辟第二课堂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野茶艺学冶课程实践性强袁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袁

应建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遥 在课堂学习的基础

上袁依托茶艺队开展多元化的实践活动曰建立校内实

训室袁提供创新创业平台袁通过举办茶艺比赛尧茶席设

计尧茶具鉴赏尧茶馆经营模拟等活动袁丰富学习内容尧

锻炼技能水平尧培养创新意识遥 学生的自主性得到提

高袁创新能力得到不断提升袁在各类型的茶艺表演和

比赛活动中表现出色遥 茶艺队和茶艺表演也可作为一

个校内品牌袁在各种场合不断崭露头角袁大放异彩遥

组织学生参与校园各类文化节和全国茶艺技能

大赛袁让学生在赛事筹备中培养创新意识遥 如每 2年

一次由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主

办的全国大学生茶艺技能竞赛袁是全国本科院校举行

的高规格的茶艺赛事活动遥 竞赛主要分个人创新茶

艺尧团体创新茶艺以及个人品饮茶艺三个项目袁其中

创新茶艺主要考查选手的创新能力和对茶知识的综

合运用能力曰品饮茶艺侧重于考查选手对于茶叶的冲

泡与推介尧待人接物之礼仪以及临场应变能力遥 通过

赛事活动的参与袁 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袁增

强创新意识袁使其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提

升自身的实践技能遥 通过参与比赛袁选手的能力能够

提升至三级甚至二级技师的水平遥

渊四冤实行野双导师冶制袁建设校外实践基地

为不断深化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袁创新全员教

书育人机制袁 进一步提高茶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袁武

夷学院茶与食品学院试点实施茶学本科生 野双导师冶

制度遥 野双导师冶制即为学生分别配备一名校内和一名

校外指导教师袁对学生的专业发展尧能力培养和就业

创业等进行全程化尧个别化尧精细化指导的人才培养

制度遥 每一个校外导师都是经过甄选的各类企业的优

秀代表袁能同时满足指导和实训的需要袁有效满足学

生不断增长的个性化成长要求遥 学校还与校外多家通

过 SC认证的茶企对接袁 满足学生茶厂制茶实习的需

要曰通过在学中做袁做中学袁将理论知识付诸实践袁充

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袁实现校企资源共建尧共管尧

共享袁达到互惠互利双贏局面[4]遥

四尧结语

茶为国饮袁传递着和平健康和传统美德袁成为一

张走向世界各地的中国名片遥 而茶艺作为茶文化的载

体袁是茶文化的直接表现形式遥 茶艺师作为茶文化传

播的形象大使袁市场对相关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愈加

全面袁基础扎实尧动手能力强的茶艺师才能满足当今

职业岗位的需求遥 学校只有适应就业新形势袁把专业

设置和教学模式等与社会需求相结合袁才能更好地培

养基础扎实尧动手能力强的人才遥 将茶艺师资格证书

的考核纳入野茶艺学冶教学体系袁在茶学推行野双证书冶

制度袁实现课程与茶艺师鉴定考试的对接袁是应用型

本科教学的重要途径袁是学生提高专业技能和增加就

业筹码的一种途径袁这对于学生提升就业能力尧拓展

就业本领尧促进就业质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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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Mergence of the Course of 野Tea Art冶and the

Certificate of Tea Art Specialist based on 野Double Certificates System冶

WANG Li袁 YE Guosheng袁 HOU Dawei袁 ZHANG Bo

渊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袁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袁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 Tea art is an applied and technical course, which is a professional required course. Tea art specialist examination is the

professional skill appraisal of the staff engaged in tea service. Having the tea art's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is a proof of students' profes鄄

sional ability and a way to broaden employment channels.As early as 1993, China had put forward the 野double certificates冶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and the demand for the skills of tea art specialist, we find it feasible to bring qualification cer鄄

tificate of tea art into the course system,which not only ensures the learning quality of students, but also helps those who need the qualifi鄄

cation to obtain it smoothly and adapt to market demand quickly. Measures can be taken by developing double-quality teachers,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s, establishing effective 野double tutors冶system and opening up the second class.

Key words: tea art; tea art specialist; double certificates system; curriculum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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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际结算曳 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相关专业的

核心课程之一袁其研究范畴主要涵盖国际债权债务的

清偿尧资本的跨国流动以及相关金融风险的识别及防

范遥 该课程要求学生了解最新的国际惯例和法规尧掌

握货币跨国收付的具体形式与方法尧具备相应的业务

操作能力以及良好的职业素养袁是一门兼具理论和实

务要求的综合性课程遥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袁教师主

要采用课堂讲授的方式进行授课袁学生因此习惯于被

动地接受知识袁缺乏质疑精神和创新精神袁对相关行

业的发展和改变缺乏必要的关注和了解遥 显然袁这与

叶国际结算曳 期望培养学生兼具扎实理论功底和优秀

职业能力的课程目标是不相符的袁因此袁改变传统的

授课模式势在必行遥 基于这一背景袁本文拟探索将问

题导向学习渊Problem-based Learning袁PBL冤教学法结

合学科思维导图应用于叶国际结算曳的教学过程袁通过

中国知网文献库检索袁目前尚未见相关文献报道遥

一尧PBL教学法及其局限性

PBL意为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袁 起源于 20世纪

50 年代的医学教育 [1]袁由美国教授霍华德窑巴罗斯

渊Howard Barrows冤提出袁并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专业所

采用遥 尽管在随后数十年的传播推广中袁PBL教学法

不断发展袁但根据 Barrrows[2]的定义袁它主要具有以下

几个特征院第一袁学习是以学生为中心的遥 学生应该对

自己的学习负责袁 他们应该主动思考为了解决问题袁

需要掌握哪些知识袁以及从什么渠道可以有效获取信

息渊比如书籍尧期刊尧教师尧网络资源等等冤袁而非由教

师来主导学习遥第二袁学习是以小组形式进行的遥学习

小组一般以 5到 8或 9个人为宜袁且学习小组成员不

固定袁在每次的 PBL教学中袁学生们将被随机分组袁以

锻炼他们与不同人进行有效合作的能力遥 第三袁教师

承担引导者或推动者的角色遥 在 PBL教学法中袁教师

不直接向学生教授学科知识袁也不向他们提供确切的

信息袁 而是更加注重与学生进行元认知水平上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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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袁促使学生更加深入地学习袁最终学会自我监督和

反思整个问题解决的过程遥 第四袁问题是贯穿始终的

焦点袁是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动力袁也是发展实际问

题解决能力的载体遥 PBL教学法一般选择真实的问题

让学生进行学习研究袁 以便他们灵活掌握课本知识袁

并学会如何应用这些知识遥 第五袁学生应该通过自主

学习习得新的知识遥 由于 PBL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

主尧教师为辅袁因此在这种模式下袁学生主要是基于已

掌握的专业知识袁通过相互合作尧探讨辩论和复习比

较等方式袁自主学习和研究新的知识和技能遥

PBL教学法将传统的教学模式变为多维度尧互动

式的学习过程袁 通过参与感来提升学生的学习意愿遥

同时袁学生经过反复探索尧思考和论证等一系列实践

活动自我建构的知识袁远比其被动接受掌握得更加牢

固尧理解得更加透彻遥 甚至学生在整个探究实践的过

程中袁可能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尧推翻原先的认识尧完

善探索过程尧修正对知识的理解袁从而也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等遥 此外袁由于 PBL

教学法一般应用于团队和小组教学的组织形式中[3]袁

因此它还有助于培养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遥 而对教师

而言袁通过不断的师生互动袁教师也处在不断汲取教

学灵感袁以及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过程中袁有利于

实现教学相长遥

然而袁 PBL教学法是以具体问题为切入点的袁而

一个问题所能辐射到的知识原理及其深度广度毕竟

都是有限的遥 而且对于尚处初学阶段的学生而言袁很

难通过对某个具体问题进行自主学习而达到深挖问

题本质尧建构完整知识体系的效果袁学生很容易陷入

野头痛医头尧脚痛医脚冶的局面袁无法充分把握具体问

题之间的内在关联袁也难以对各知识点进行横纵向的

比较和拓展袁致使 PBL教学法难以充分发挥其教学效

果遥那么袁如何来弥补 PBL教学法的局限性袁使之更大

限度地提升教学成效呢钥 本文认为可以尝试将其与强

调系统性尧结构化思维的学科思维导图相结合袁以促

进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遥

二尧学科思维导图概述

学科思维导图是由曾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现代

教育技术研究所思维可视化教学实验中心的刘濯源

提出的袁它是一种思维可视化的教学方法遥 所谓野思维

可视化冶袁是指以图示或图示组合的方式把原本不可见

的思维路径尧结构尧方法及策略呈现出来袁使其清晰可

见的过程袁也就是把大脑中的思维野画冶出来的过程[4]遥

而学科思维导图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一种途径袁它综

合了博赞思维导图尧概念图尧知识树尧问题树等图示方

法的优势袁并将结构化思考尧逻辑思考尧辩证思考尧追

问意识等思维方式融合在一起[4]袁在形式上由关键词和

引导线构成袁呈现出由中心向四周发散的层级结构[5]遥 与

博赞思维导图中关键词的生成依靠自由联想来确立

不同袁学科思维导图中的关键词必须依据学科固有知

识结构及思维规律来提炼和概括袁上下级或同级关键

词之间应该具有明确的逻辑关系[5]遥 学科思维导图有

利于将零散的点状知识搭建成系统的网状知识结构袁

并且在知识建构过程中使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得到

系统性的锻炼[6]遥

三尧PBL教学法结合学科思维导图运用于

叶国际结算曳教学中的可行性分析

PBL教学法和学科思维导图具备一定的相似性袁

将二者相互渗透融合袁 可以使整个教学过程更加顺

畅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遥 首先袁PBL教学法与学科思

维导图在整体结构上是相似的院PBL教学法是以一个

主要问题为核心袁进而展开多层级尧递进式的学习研

究曰 而学科思维导图的绘制也是围绕一个核心主题袁

由中心向四周层层发散思考而形成的遥 其次袁PBL教

学法和学科思维导图都要求中心概念和子概念之间

存在明确的逻辑关系院在 PBL教学法的应用中袁学生

一般需要将中心问题拆分成几个子问题进行学习研

究袁几个子问题之间应该具有清晰的逻辑关系袁足以

支撑中心问题的解决曰而学科思维导图同样要求绘图

者提取出来的关键词要有内在的学科逻辑关联遥 由此

可见袁两种教学手段是相辅相成的遥 在叶国际结算曳的

授课过程中将学科思维导图融入 PBL教学法袁既能够

将庞大的理论体系野庖丁解牛冶式地分解成具体的知

识点便于学习吸收袁又有助于将零散的学科内容重新

整合成系统性的框架结构便于记忆掌握遥

此外袁叶国际结算曳 课程也具备了在教学中运用

PBL教学法和学科思维导图的实践基础遥 首先袁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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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一般被安排在高年级进行教授袁学生在先前大都

学习过一些先修课程袁比如国际贸易理论尧国际贸易

实务尧商务英语等袁对叶国际结算曳中涉及到的一些专

业概念和专有英文词汇已经有所了解袁具备一定的学

科基础袁学生是有能力基于已有的认知和知识储备去

开展自主探索和研究的遥 其次袁随着近年来经济全球

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袁国际贸易呈现出了日益复杂化的

态势袁诸如信用证欺诈等国际结算相关案件和争议案

例频发遥 同时袁相关的国际惯例以及法律法规也在不

断地发展与完善袁以提高其对新形势的适应性遥 不断

丰富的真实情境和案例袁以及日益复杂的课程体系袁都

给 PBL教学法结合学科思维导图的教学模式提供了实

施的基础尧丰富的灵感以及不断更新的教学资源遥

基于上述分析袁将 PBL教学法与学科思维导图结

合运用于叶国际结算曳的教学过程中是具有合理性尧可

操作性和必要性的袁能够有效地提升教学质量遥

四尧PBL教学法结合学科思维导图在 叶国

际结算曳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渊一冤PBL教学法的教学设计

基于 Barrows提出的 PBL主要过程渊组织一个小

组寅开始一项新问题寅后续解决问题寅展示成果寅

问题解决后的反思冤[7]袁结合叶国际结算曳的学科特点袁

笔者认为 PBL教学法在该学科教学活动中的实施可

以大致按照以下环节进行院

1.前期准备

在此阶段中袁教师首先应向学生介绍 PBL教学法

的概念及实施流程袁帮助学生尽快了解和适应这种教

学方法遥 此外袁教师还应对即将展开的 PBL教学活动

进行统筹安排袁根据叶国际结算曳的教学目标尧教学内

容和教学进度袁适时地引入 PBL教学法袁制定活动计

划尧准备活动过程中可能用到的诸如信用证和购销合

同等教学素材尧提前联系学生可能接触到的外贸企业

和银行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尧合理划分学习小组等遥

2.确定问题

教师应根据学生所具备的认知水平设计适当的

问题[8]袁可以以学生已在先修课程中接触过的一些概

念和知识作为切入点来设定业务背景和相关信息袁比

如从信用证尧托收等结算方式袁或者从提单尧保险单等

商业单据入手袁减少学生的畏难情绪袁也便于学生后

续的自主探究和知识迁移应用遥 如果设计的问题情境

比较复杂袁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其细化成几个子问

题袁对应不同的教学目标和内容袁进一步细化研究课

题遥 以野某外贸企业在具体结算业务中应如何选择结

算方式冶为例袁学生可以将其拆分成结算方式包括哪

些尧每种结算方式的适用情况尧风险点尧操作流程尧相

关国际惯例等子课题进行研究学习遥

3.解决问题

在这个环节中袁各学习小组首先应制定具体的研

究方案袁如确定通过哪些渠道进行信息的搜集尧讨论

如何对已获取的信息进行再加工等遥 在制定好研究计

划之后袁每个学生应就各自的分工袁查阅有关国际惯

例和法律法规等资料文献尧咨询银行和海关等专业人

士尧实地考察外贸企业和货代公司等相关机构袁以及

通过其他一系列方式袁展开信息的收集尧分析和整合

工作遥 再通过组内交流或组间合作等形式对再加工后

的学习资源进行共享和筛选袁并结合自身已有的知识

储备袁对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袁最终形成解决方案遥 在此

过程中袁教师承担协助者尧监督者的角色袁主要给予学

生方向上的引导袁并应多向学生提一些元认知水平上

的问题袁比如院野如何验证你的结论是否正确冶野这种做

法是否合理充分冶等等袁要避免直接向他们提供直接

确切的答案或指示遥 但当学生在任务完成过程中确有

困难时袁可以适当给予提示和帮助袁比如提示学生查

阅国际商会针对类似案例发布的官方意见等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虽然从最初的问题确定和分解一

直到最终的问题解决袁 各步骤是有逻辑先后顺序的袁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步骤的顺序是一成不变的遥 随着

学生收集以及再处理尧再加工的信息越来越多袁他们

可能会改变甚至推翻对研究课题的原有认知袁进而重

新梳理问题尧界定研究方向尧修改解决方案遥 因此上述

的几个步骤有可能循环往复地进行袁从而推动学生的

认知螺旋式地提升遥

4.总结问题

在形成问题解决方案之后袁各小组对研究成果进

行汇报展示袁 全体学生就各组的研究成果展开分析尧

汇总和讨论遥 在这个环节中袁教师可以多引导学生站

在不同角度考虑问题袁 对国际结算业务的复杂性尧问

题解决路径的多样性等进行充分的头脑风暴袁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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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客观全面的结论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虽然 PBL教学

法主张以学生为主体来完成知识的自我建构袁但叶国

际结算曳是一门专业性极强尧体系庞杂的课程袁相关的

国际惯例和法律法规又处在不断地修订和更新之中袁

学生实际上是难以通过自主探究的方式就能够熟练

掌握并规范运用相关知识的遥 因此教师需要充分观察

学生的学习过程尧听取成果汇报袁判断学生的薄弱环

节和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袁及时纠正学生的认知偏

差袁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总结与提升袁以实现预期的

课程目标袁完成教学任务遥

5.评价与反思

这个环节主要包括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和对

PBL教学法实施效果的反思遥 除了传统的考试之外袁

教师还可以设计更为灵活的考核体系袁比如要求学生

提交研究报告尧对学生的表现进行打分尧实行小组成

员互评制度等袁以便更加全面尧准确地评价学生表现袁

激发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遥 此外袁教师还要对每一次

PBL教学法的实施效果进行总结与反思袁教师除了对

整体方案设计尧 自身指导过程等进行总结与反思外袁

还可以收集学生尧银行尧企业等活动参与方的评价和

反馈袁以便及时对后续的教学活动进行调整和完善遥

渊二冤学科思维导图的教学设计

对于学科思维导图在叶国际结算曳课程中的教学设计袁

可以根据教学活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划分为三个环节院

1.课前准备

同 PBL教学法一样袁教师应该在授课之初就引入

学科思维导图的概念袁并向学生介绍专门的思维导图

绘制软件袁比如 XMind尧MindManager尧MindMaster等袁

督促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先行学习掌握学科思维导图

的绘制技巧遥

2.课堂运用

虽然叶国际结算曳知识点繁杂袁相互之间的关系盘

根错节袁 但整门课程是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的袁从不同的维度出发可以划分成不同的模块院比如

按照教材顺序大致可以分为国际结算工具尧国际结算

方式和国际结算相关单据等曰比如按照所涉及的国际

惯例和法律法规大致可以分为与国际结算工具相关

的 叶票据法 曳袁 与托收相关的 叶托收统一规则曳

(URC522)袁 与信用证相关的 叶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曳

(UCP600)尧叶国际标准银行实务曳(ISBP745)和叶跟单信

用证项下银行间偿付统一规则曳(URR525)袁 以及与国

际贸易融资相关的 叶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曳(UR鄄

DG758)和叶国际备用证惯例曳(ISP98)等曰又比如在学习

国际结算方式这个模块时袁 可以沿着 野业务操作流

程寅相关单据制作寅该结算方式的风险点寅基于该

结算方式的融资业务冶的思路袁将相关知识点串联起

来遥 因此袁借助任一知识点就可以以点带线尧以线带面

地画出一张学科思维导图袁 再通过逐步拓展延伸袁最

终就能形成一个脉络清晰尧体系庞大的知识框架遥

在实际授课中袁既可由教师归纳绘制学科思维导

图袁也可由学生经过思考和提炼袁自行绘制学科思维

导图遥 绘图时要注意院渊1冤关键词的概括要精炼突出曰

渊2冤整图的主干尽量不超 7个曰渊3冤图文层级最好控制

在 3-5层袁要展现出由宏观到具体的思维深度遥 [5]通过

学科思维导图的绘制袁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梳理知识体

系袁检验学生重难点知识的掌握情况遥

3.课后反思

在教学结束后袁教师应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回顾

与反思袁 总结学科思维导图对教学是否确有贡献尧有

何贡献尧学生反馈如何尧最终呈现出来的学科思维导

图是否准确展示了各知识点之间的层次与关系等等遥

要避免为了绘图而绘图袁更应该重视学科思维导图背

后的学科思维方法袁以及如何合理运用学科思维导图

以提高其对提升教学效率的贡献程度遥

渊三冤PBL教学法与学科思维导图结合应用的教

学设计

1.PBL教学法结合学科思维导图的一般思路

从总体上来说袁教师要么先引导学生以某一具体

问题为导向进行学习袁再利用学科思维导图袁借由这

个具体问题延伸至相关的知识模块或体系袁帮助学生

搭建系统性的知识框架尧 锻炼学生多维思辨能力曰要

么可以先运用学科思维导图向学生讲解课程的知识

体系袁使整个知识脉络可视化之后袁再运用 PBL教学

法袁鼓励学生深挖某一具体问题遥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袁PBL教学法与学科思维

导图的结合运用是灵活多样的遥比如在 PBL教学法的

确定问题环节中袁可以借助学科思维导图的结构化思

维方式将核心问题分解成几个相关的子问题进行分

析研究曰在学生对 PBL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报时袁可以

以学科思维导图为展示形式袁 呈现其思考和研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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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曰在对 PBL中的研究问题进行归纳总结时袁可以借

助学科思维导图提炼要点难点尧梳理结构框架遥总之袁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袁将 PBL

教学法与学科思维导图灵活结合袁以设计出符合各自

课程目标尧教学内容和教学风格的教学活动方案遥

2. 以信用证教学为例展示 PBL教学法结合学科

思维导图的教学设计

以信用证相关章节的教学为例袁笔者设计了如下

教学方案袁以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模块袁锻炼实际

操作能力遥

渊1冤确定并理解问题遥 由教师精选一份信用证及

对应的购销合同尧海运委托书等资料袁设计情境问题

野假设该份信用证仅要求提供发票和海运提单袁 如何

根据信用证的要求做到相符交单钥 冶由于学生是首次

接触该章节内容袁教师应尽量选择条款简单尧单据要

求少的信用证袁以帮助学生树立解决问题的信心遥 在

确定好问题情境后袁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采用学科思

维导图的形式将这个问题进一步拆分成几个子模块袁

以便更好地理解所要研究的问题和方向袁而这些子模

块其实也正是一个个细化了的教学目标遥问题分解完

成后袁教师根据各知识点的难易程度以及预估的工作

量袁将拆分后的子问题合理分配给各小组进行下一步

的学习研究遥 渊详见表 1冤

表 1 PBL问题拆分表

Tab.1 Problem analysis through stepwise decomposition

渊2冤探究并解决问题遥 在此环节中袁教师同样可以

鼓励学生借助学科思维导图的结构化思维方式来制

定研究方案并指引整个探究过程袁以便学生将自主学

习情况与导图进行对照自查袁以及便于组内成员的相

互监督袁进而有效防止学生在研究过程中跑题尧离题尧

目标不清晰等情况的发生遥 具体来说袁各组对各自的

问题进行讨论分析袁进一步分解问题并确定相应的研

究手段和方法袁再由各成员认领具体任务袁展开学习

研究遥在此过程中袁教师要及时了解各组的学习进度袁

适当地加以引导和协助遥 下图渊图 1冤以第 3组的研究

课题野如何缮制相关单据冶为例袁展示了如何在该环节

运用学科思维导图遥

如何根据信用证的要求相符交单钥 1级

2级 1组

3级

信用证的主要参与方有哪些钥 2级 1组

信用证的当事人及其权利和责任 3级

如何处理信用证钥 2级 1组

不同类型信用证的业务流程 3级

如何读懂信用证钥 2级 2组

MT700报文格式的解读 3级

UCP600和 ISBP745中相关条款的解读 3级

如何缮制相关单据钥 2级 3组

商业发票的制作 3级

海运提单的制作 3级

何为信用证钥

信用证的定义尧特点及主要类型

图 1 野如何缮制相关单据冶研究方案分析图

Fig.1 Mind mapping of clocuments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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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3冤总结并提升问题遥 当各小组形成研究结论并进

行成果展示时袁 学科思维导图仍将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袁

它可以直观清晰地展示各组的研究过程和成果遥 在各组

展示讲解后袁教师应引导学生展开讨论袁并进行总结和

反馈院肯定学生的研究成果尧归纳相关知识模块尧补充整

合学科思维导图袁以帮助学生加深对相关章节的理解和

对整个知识框架的把握遥 教师还可视学生的接受程度袁

对原有研究问题进行发散袁如将第 3组缮制出来的单据

分发给其他小组审单并讨论尧引导学生将信用证与其他

结算方式进行比较分析尧鼓励学生了解各金融机构以信

用证为基础所衍生出来的各种融资产品等袁将研究问题

扩展成一个涉及众多知识模块的综合课题袁同时配合对

原有学科思维导图进行相应拓展袁 以推动学生有计划尧

分层次地实现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内化遥

渊4冤评价与完善遥 作为一种新尝试袁PBL教学法结

合学科思维导图的教学设计比一般的教学方法更需

要评价与反思这个环节来实现教学方案的动态调整

和持续完善遥 这里的评价指的是一种多元的评价体

系袁既包括教师对学生的考核评价袁也包括学生对教

学过程的反馈评价遥 教师对学生的考核评价除了提交

学习报告尧教师打分尧小组互评等方式外袁还可以对各

组绘制的学科思维导图进行考评袁比如考评各组的导

图是否选取了准确的关键词尧是否清晰展示了研究过

程和结论尧是否符合叶国际结算曳学科逻辑等遥 同时袁教

师也应注意收集学生和其他相关方对于该种教学模

式的反馈评价袁还可邀请其他教师对教学活动过程进

行观察和探讨袁以便进一步完善教学遥

五尧结语

简而言之袁PBL教学法主要强调的是就某一问题

进行纵向思考尧深挖问题本质的能力曰而学科思维导

图则更强调就某一问题进行多维度思考尧把握整体知

识架构的能力遥 笔者提出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教学尝

试袁就是希望能以此培养学生主动求知尧独立思考的

能力袁并通过深度探究尧团队合作尧总结升华等一系列

过程袁使其主动完成学科知识的内化袁进而实现从深

入学习到勇于创新的过程遥 然而袁本文提出的教学设

计仍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上袁至于如何将这种方

法转化至实践层面袁以及灵活迁移至多学科的教学过

程中袁仍需进一步的探索和尝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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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eaching Innovation in the Cours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PBL and Subject Mind Mapping

ZENG Shuning袁XU Xuhong
(Chen Shouren Business School,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is a problem-oriented and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al approach, which is widely applied in
medical education while rarely used in the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course. In present article, PBL is explored to combine with
subject mind mapping, trying to avoid the limitation of adopting PBL along. The innovative attempt is then proposed to experimented in the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ased on the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s and course content. Thereafter, relevant teaching process is
designed and specific teaching steps about documentary credit are, as an example, demonstrated subsequently.

Key words: problem-based learning; subject mind mapping;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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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市位于福建北部袁 是世界乌龙茶与红茶发

源地遥 茶树种类丰富多样袁生态茶园众多袁是全国知名

的产茶县遥 武夷山主产的武夷岩茶和正山小种作为我

国名茶之一袁 其制法已分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1]和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袁茶事茶俗文

化浓厚遥 武夷山也是著名理学家朱熹主要讲学之地袁

文化底蕴深厚遥 武夷山更是全国闻名的优秀旅游城

市袁境内交通发达袁坐拥 5A级世界文化与自然野双遗

产冶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和武夷山国家森林公园袁旅游

资源极为丰富袁为福建省第二旅游目的地袁游客如织袁

旅游氛围浓郁袁 茶产业与旅游业亦是当地的支柱产

业遥近年来袁茶叶体验-游学观光项目在茶叶主产区[2-6]

逐渐流行袁全新业态的出现袁导致高素质尧高层次的专

业复合型人才紧缺袁 武夷山茶叶体验-游学观光业的

可持续发展需要大批具有茶学尧旅游学等学科专业背

景的复合型人才袁尤其是熟悉武夷山当地旅游市场又

掌握当地特色武夷茶茶叶知识的高级复合人才遥武夷

山虽为闽浙赣三省交界袁但作为一个县级市袁又远离

三省中心城市袁人才引力较弱袁且存在人才外流的态

势袁因此加大茶旅人才自我培养力度袁增强人才归属

感袁 留在当地服务成为武夷山茶-旅产业人才培育的

最优选择遥 武夷学院地处武夷山市袁历年本科毕业生

在南平地区就业率位居全国第一袁作为以服务当地发

展为己任的地方性本科高校袁必须对当地新业态的人

才需求进行审视和思考袁勇于创新袁亦为武夷山茶-旅

人才培育基地的不二选择遥

一尧 武夷山茶叶体验-游学观光项目及人

才培养现状

武夷山产茶历史悠久袁品质优异袁自宋以来成为

皇家贡茶袁野御茶园冶等皇家茶园仍保留完整遥 茶农在

茶叶生产品鉴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了乌龙茶红茶等

品类袁并形成野喊山文化冶野采茶歌冶野斗茶冶等茶事茶俗

活动袁茶事文化氛围浓厚遥 武夷山旅游业发达袁独特的

丹霞特色天然景致也让游客入痴如醉流连忘返遥 雄厚

的茶叶资源袁深厚的茶文化底蕴以及发达的旅游业自

然促生了茶-旅结合的新业态遥

1.武夷山茶主题观光游学项目类型

武夷山当前以茶为主的观光主题项目有三种主

要形式院一是由茶叶加工企业作为主导袁以自有的茶

叶加工工厂基地及茶园为承载发展的体验式茶-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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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项目遥以香江茶叶有限公司所属香江茗苑[2]为代表袁

该公司以参观庭院式香江茶叶基地为主题路线袁采用

观光走廊袁详细介绍武夷岩茶历史尧制作工艺袁并辅以

传统手工制作及岩茶品鉴等环节袁人员经公司培训后

上岗遥 二是以茶主题民宿为主导袁打造茶主题空间酒

店遥 以武夷山谁家院民宿为代表袁将茶元素带入酒店

装潢袁主打茶游学民宿袁以武夷茶为主题邀请专家学

者袁或大红袍非遗技艺传承人开设系列专题茶讲座结

合实地考察体验袁同时外聘相关专业人士开展遥 三是

由茶业团体为主导袁利用自身在茶界的影响力开展武

夷茶研修活动遥 以中国茶叶学会为代表袁近年来在武

夷山开展了多次闽北乌龙茶品质评鉴研修班袁邀请武

夷学院茶学教师袁组织当地制茶大家袁为全国武夷岩

茶爱好者对岩茶理论品鉴等进行系统讲授袁并与当地

茶叶企业进行面对面交流遥 还有部分武夷茶爱好者在

武夷茶生产加工季袁茶客们纷纷到当地茶农家袁与茶

农共食宿袁并参与茶叶生产制作遥 三种项目均受高素

质茶-旅复合型人才不足制约袁目前茶-旅深度游项目

仅满足部分茶叶爱好者袁无法广泛推广遥

2.武夷山茶-旅人才培养现状

武夷山市目前有武夷学院尧 武夷山职业学院尧福

建武夷山中华职业学校三所学校分别培养茶学及旅

游专业本科尧大专尧中专层次人才袁人才培养体系齐

备袁均以应用型为主遥 茶学专业主要为当地茶叶生产

加工尧茶叶经营贸易管理等领域培养专业人才袁主修

茶树栽培尧茶叶加工尧茶叶文化尧茶叶审评等自然经济

文化类课程曰 旅游专业主要为当地旅行社尧 景区尧酒

店尧旅游会展尧旅游企划等领域培养专业人才袁主修旅

游学概论尧管理学尧酒店管理尧经济学尧旅行社管理等

经济管理类课程遥 此外还有部分短期速成培训班袁如

评茶员尧茶艺师尧导游尧制茶工培训班遥 但由于茶与旅

游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类别袁主要培育单一学科型人

才袁交叉融合较少袁无法满足武夷山市茶-旅业复合型

人才旺盛需求遥

二尧 武夷学院作为茶-旅人才培育基地的

优势

武夷学院作为闽北地区最高学府袁1958年创办于

福建省南平市袁2003年迁址于武夷山市袁并于 2007年

升格为本科层次院校袁办学历史悠久袁承载着为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人才的重任袁茶学与旅游学均为武

夷学院知名特色专业遥

1.武夷学院茶学专业发展强劲

茶学本科专业于 2008年开办袁 主要培养具有茶

树栽培与育种尧茶叶加工尧茶叶分析尧茶叶审评与检验

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技能袁 能从事茶园安全生产尧茶

叶加工与审评尧茶叶质量与检测尧茶文化策划宣传尧茶

叶企业经营管理尧茶叶市场开发等方面相关工作的应

用型专门人才遥 现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尧省级重点学科袁

配备 19间茶学实验室共计 2200平方米袁300亩校内

茶学科教基地袁及 14家茶企作为校外教学基地遥 并在

校内建有 80亩乌龙茶茶树种质资源圃袁 收集了 300

多份各类茶树品种遥 茶学学科还是福建省 2011协同

创新中心野中国乌龙茶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冶牵头单位袁

茶学学科教学团队为省级教学团队遥

2.武夷学院旅游专业积淀深厚

旅游专业于 1993年开办袁 旨在为当地旅游及相

关产业培养能够适应现代旅游产业发展新趋势的需

要袁熟悉旅游业务及操作袁能够胜任涉外和国内旅游

企事业单位尧行业团体以及旅游商务的管理与服务等

工作的应用型人才遥 旅游管理专业为省级重点学科尧

省级特色专业和省级服务产业特色专业袁学院现有 13

间专业实验室及校内实训宾馆袁共计 1000余平方米遥

20余家企业作为校外教学基地袁旅游学教学团队为省

级教学团队袁拥有旅游大数据平台尧校园景区智慧旅

游实训平台等 2个应用型实验平台遥 办学实力雄厚袁

学科发展良好袁获得过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等多项教

学奖项袁受到业界的认可遥

3.武夷学院茶学毕业生当地就业率喜人

依据武夷学院近三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

表明袁2015-2018 届毕业生中袁 省内就业率分别为

86.35%尧81.94%尧76.26%袁其中留在南平市内就业比例

分别为 9.96%尧7.1%尧13.5%袁排在福州尧厦门尧泉州之

后袁位居省内就业地区第四位遥 而据武夷学院茶与食

品学院对毕业生就业去向统计袁2015-2018届毕业生

中茶学专业是留在南平市内就业最高的专业袁近三届

留南平比例分别高达 23.2%尧30%尧36.43%袁 约为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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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的 3倍袁是武夷学院留在武夷山及南平地区

就业率最高的专业遥

因此发挥武夷学院现有茶学及旅游学教学设施

资源及育人特长袁有机融合茶学及旅游学课程袁按照

农业旅游观光业发展需求袁在茶学学科基础上调配要

素袁因地制宜培育茶-旅复合型农业观光人才袁可为武

夷山快速源源不断的提供具有高度归属感的高素质

茶旅复合人才资源遥

三尧 武夷学院茶-旅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

由于茶与旅游分属不同的学科门类袁 茶-旅复合

型人才培养需要对教学队伍尧人才培养目标尧课程体

系和资源配置进行系统论证遥

1.跨学科型师资队伍培育

跨学科师资力量的建设是武夷山茶-旅复合型人

才教育成功的关键[7]遥 武夷学院虽然具有大批茶学和

旅游专业背景教师袁但是茶学专业教师主要以茶自然

科学尧文化尧经济等专业方向背景为主袁茶学功底深

厚袁但旅游知识欠缺曰而旅游专业教师以经济尧旅游尧

酒管等专业背景为主袁茶学功底较弱遥 因此培育茶旅

跨学科型师资队伍迫在眉睫袁学校应坚持培养与引进

并重袁打造野双师型冶及野学术创新型冶教师团队遥 根据

茶-旅专业的人才培养需要袁坚持野送出去尧请进来冶的

方式袁以提高教师的野双师冶素质为基本手段袁选派优

秀茶学青年教师赴国内知名院校旅游专业访学进修

和派驻旅游企业进行行业实践袁通过与旅游学院共享

部分师资尧外聘旅游业专家学者等方式袁鼓励茶学教

师自学与外聘学者结对子相结合的方式袁进一步加强

学科带头人培养和学术梯队建设袁多渠道培养和完善

茶-旅跨学科师资力量袁建成一支能适应茶-旅融合跨

学科发展要求尧有学术创新精神的教师队伍遥

2.武夷山茶-旅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

武夷山茶-旅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应立足于服务当

地袁增强对武夷山及闽北地区认同感袁为武夷山茶旅观

光业及闽北观光农业培育应用型人才遥 培育具有茶园

管理尧茶叶加工尧茶叶审评等茶学基本理论和技能[8]袁又

具备良好表达和沟通能力尧熟悉旅游业务及操作基本

技能袁 能够适应现代茶-观光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的

应用型人才袁应掌握扎实的茶树育种尧加工生产尧审评

等茶学基本功袁和旅游管理尧旅游策划尧旅游地理等旅

游专业知识遥

3.武夷山茶-旅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

武夷山茶-旅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制

定袁应从当地企业发展需求出发袁发挥用人单位的协

同育人作用袁聘用当地专业及理论知识较强的行业精

英为学生校外第二导师袁让第二导师参与人才培养方

案的制定袁培养符合武夷茶旅型企业需求的人才遥 在

人才培养方案中袁在满足必要的通识教育学分尧素质

拓展学分及制茶学尧 旅游学等专业理论课程学分外袁

还应提高武夷文化及实践学分比重[9]袁与校外第二导

师所属企业合作袁设立校外实践基地袁为学生提供实

战场所袁并接受行业精英的指导袁提高学生运用理论

知识的能力袁 使学生毕业后即能熟悉当地行业情况袁

迅速投入一线工作袁提高专业对口率遥

4.武夷山茶-旅复合型人才课程设置

武夷山茶-旅复合应用型人才在通识课程侧重闽

北地域文化教育袁 专业课程应整合茶学与旅游学课

程袁 在茶学低年级中强化闽北校本教材编制及应用遥

在武夷学院茶学高年级原有茶文化方向尧茶经济方向

的基础上增设茶旅游方向袁 在完成茶学基本课程时袁

专业方向选修课上强化旅游管理等旅游专业课程设

置袁并加强茶旅企业参与力度袁让企业全方位参与人

才培养专业建设尧课程设计尧实习实践等教学环节袁满

足地方茶旅型企业的需求遥 结合武夷学院与台湾高校

多年合作办学的优势袁引入部分台湾优质观光农业课

程及教学资源袁制定更完善的教学大纲袁改革茶业经

济学尧茶文化推广尧茶叶贸易尧茶业企业管理尧茶文化

创意等课程体系袁拓展为茶旅经济学尧茶旅会展策划

等课程袁加强当地茶-旅教学案例内容袁丰富茶-旅教

学资源遥

四尧结语与展望

茶叶体验-游学观光项目作为新兴事物袁 亦属茶

学专业的发展衍生遥 武夷学院作为闽北最高学府袁必

须为武夷山培育满足新时期行业发展及变化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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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需求变革服务遥 因此只有不断改革调整现有的

茶学人才培育模式袁建立跨茶-旅游学科师资队伍袁调

整适合茶-旅复合型人才培育的培养方案袁 整合茶学

与旅游学相关课程袁源源不断为武夷山及闽北提供归

属认同感较强的茶-旅复合型人才袁 也为应用型本科

高校转型发展注入活力遥 同时袁也期望在武夷学院本

科茶旅型人才培养机制完善基础上袁总结经验进一步

拓展武夷山大中专层次茶旅复合人才培养袁满足茶旅

业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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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alents Training Mode of Tea-Tourism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要要要Take Wuy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ZHANG Bo袁 LI Shaohua

渊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 / Wuyi Tea Industry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 Wuyishan city is a famous tourist destination in China, which has a strong tourism atmosphere. At the same time, Wuyishan

is also the birthplace of black tea and oolong tea in the world. Tea enthusia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come in one after another, and

gradually tea experience-tourism projects have also flourished. However, there is a great shortage of compound talents in the industry.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tea-tourism talents in Wuyi university from the angles of the cultivation of tea

brigade compound teachers and the talent scheme, so as to provide some ideas for the training of tea tourist talents in Wuyishan.

Key words: Wuyishan; tea-tourism; talents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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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后的大学生已开始全面进入大学校园袁出

生就生活在互联网中的他们被称为网络原住民袁而网

络原住民的大学生们依赖手机已经成为世间的普遍

现象之一遥校园内外袁宿舍与食堂尧又或是教室与图书

馆袁随处可见野低头族冶们不停地滑手机袁野低头族冶滑

手机的目的主要是关注新闻尧浏览短视频尧购物尧观看

直播尧与人聊天袁或是参与电子游戏竞技等遥在高校的

日常授课中袁任课教师和辅导员为了提高学生课堂专

注力可谓各出奇招袁但大抵收效甚微遥 过度手机依赖

不仅有碍大学生的专业理论学习袁也直接挫伤广大教

师的工作积极性袁甚至可能损害学生的身体与心理健

康遥

手机既是重要的通讯工具袁也是当代大学生学习

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袁 学生管理工作的需要尧现

代化教学手段的频繁使用都导致了大学生对于手机

的依赖程度前所未有遥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袁大学生过

度依赖手机的负面影响亦不可小觑遥相对于在家庭和

学校较为严格监管下使用手机的中小学生袁大学生们

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手机使用空间尧时间袁预防手机

依赖的负面影响袁 正确引导大学生合理使用手机袁助

力学生健康成长袁是广大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

课题遥 本文着重分析大学生手机过度依赖的负面效

应袁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提出解决这一问题

的粗浅思路袁以就教于方家遥

一尧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

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一份中国在校大学生手机

使用调查报告显示袁超八成大学生存在野手机依赖冶袁

日均使用手机超 5小时遥 此外袁79%的大学生在课堂

上使用手机袁18点以后是大学生使用手机的高峰期袁

71%的学生在 21点到 0点间使用手机 [1]遥黄俊霞等人

采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对 1554名大学生进行横断面

研究袁调查其智能手机使用情况及依赖性遥 结果显示院

大学生智能手机依赖性的检出率为 15.3%; 大学生使

用手机最主要的动机依次为人际交往 (42.3%)尧 娱乐

(42.3%)尧打发时间(8.1%)及学习(7.2%) [2]遥 2019 年 11

月袁笔者以采集弹幕的形式对 B站部分用户的每日平

均手机屏幕使用时间进行了调查袁在 bilibili.com视频

叶av47180907曳01'07寓-01'31寓 共收集到 243 份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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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7日至 11月 25日的有效数据 渊图 1冤袁

统计结果显示每人每天平均点亮手机屏幕 8小时 31

分钟袁大致相当于一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长遥

图 1 随机调查 243名用户日平均使用手机时间统计表

Fig.1 Survey of the average daily use of mobile phone

by 243 users by random

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较多袁目前学界尚未对野手

机依赖冶有明确的定义袁但笔者认为以下要素是判定

手机依赖的重要参考院渊1冤每天手机占用大量的个人

闲暇时间曰渊2冤 当手机不在身边就会感到不安并想要

尽快找到手机曰渊3冤 一旦停止浏览手机的行为会感到

空虚或不适遥 直观地说袁当一个人出现无论有事没事

就会下意识想要去打开手机浏览的行为袁野手机依赖冶

便可以被认为已经实质产生遥

二尧过度手机依赖的危害

渊一冤影响睡眠作息与身心健康

过度手机依赖确确实实地在偷走对大学生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要要要睡眠遥

手机依赖程度是睡眠质量情况的重要影响因素遥

手机依赖越严重袁睡眠质量就会越低遥 已有研究表明袁

电子屏幕发出大量的蓝光袁睡前长时间浏览荧幕会显

著抑制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3]遥 哺乳动物处于黑暗中时

褪黑素分泌活动加强袁可以延缓衰老尧改善睡眠遥 延迟

入睡时间袁会抑制褪黑素的产生袁降低睡眠质量且使

人第二天会感觉更加疲惫困倦遥 相关研究表明袁短睡

眠时间和低睡眠质量与抑郁症状有关遥 失眠会引发血

管和神经的植物神经调节功能紊乱袁脑内生化物质的

紊乱是抑郁症发病的重要因素遥 每天无节制地滑手机

可能导致睡眠质量下降以及睡眠时长的缩短袁长此以

往很有可能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遥

渊二冤影响现实社交

大学生渴求建立自我认同袁手机上丰富多样的网

络社交媒体能够给予大学生充分的展示舞台袁同时帮

助他们找到与自己有共同价值观的人 [4]遥 然而大学生

在现实中往往较难发现那么多心有灵犀之人袁长期沉

溺于手机在线社交网络中袁很可能给现实中的人际关

系带来疏远袁对他们的情感导向带来负面影响袁妨碍

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建立足够的自我认同遥

渊三冤影响学习与深入思考的能力

野新冠肺炎冶疫情期间袁国内大学生们皆通过网络

学习线上课程袁PC尧ipad尧手机是大多数学生的主要学

习媒介遥 但在网课学习中袁部分学生缺乏足够的自制

力袁又因同伴压力和教师督促的缺失袁常常因手机的

消息提示而走神遥 在网课之外袁大学生将手机用于学

习的时间更是寥寥无几袁无穷无尽的新闻消息尧娱乐

讯息不会给他们放下手机的机会袁前文的调查报告显

示睡前是大学生使用手机的高峰期袁熬夜滑手机将会

导致学生第二天精神不振尧到课率差曰即便坐在课堂

或是观看网课视频袁也常常是心猿意马袁一边是可能

受益终身的知识袁一边是意义不大的资讯袁然而很多

大学生却选择了后者遥

随着手机更加紧密地融入生活袁部分人一旦没有

手机便会感到焦虑遥 没有手机就没有安全感袁手机一

刻都不能离手遥 间断使用手机会让人在正在进行中的

任务上分心遥 对于大学生来说袁野现代三大幻觉冶之一

野手机有新消息冶 总是驱使着他们不断地去尝试解锁

手机遥早在 2016年袁360手机用户调研中心发布叶智能

手机依赖度调查报告曳显示袁智能手机用户平均每天

要解锁屏幕 122次遥 不断尝试解锁手机带来的高频专

注打断是一方面袁而片段化的使用习惯导致深入思考

问题的能力被消磨袁大学生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使用

手机百度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思考给出判断遥 缺少了手

陈巍延院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分析及思想引领 101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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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袁他们便难以思考袁野手机不在恐惧症冶让大学生们

变得焦虑袁而减轻这种焦虑感的方式唯有再次解锁手

机遥

渊四冤产生负外部性

野负外部性冶本身是经济学领域的概念袁是指行为

主体的活动对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遥我国大

学生接受着群体化的教育管理模式袁不论在宿舍还是

班级袁大学生们总是以集体存在的形式度过多数在校

时间遥 如果群体中有部分手机依赖者袁其放纵自身的

行为很可能导致更多的同学加入其中袁产生野负外部

性冶遥 毕竟电子产品的魔力无法阻挡袁谁能经得住野战

友喊你上线吃鸡冶的诱惑呢钥 一旦这种轻松散漫的氛

围蔓延到了本该专注于学习的课堂袁蔓延到本该提供

休息场所的宿舍袁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无法抑制那滑

手机的手袁那我们的大学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自己

静下心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呢遥

三尧手机依赖的成因

手机早已融入现代生活袁使用手机是一种客观需

求袁但在客观需求之外我们还是停不下不断滑屏幕的

手袁我们该作何解释呢钥

渊一冤野停止信号冶的缺失

手机依赖症是一种新型心理疾病袁刷手机欲罢不

能袁是因为没人喊野停冶遥

大学生产生手机依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袁但让广

大用户无法抑制使用的原因之一就是手机的应用没

有野停止信号渊Stop signal冤冶遥

野停止信号冶能够提示用户手机的使用已经达到

某个阈值袁是时候去做一些全新的事情了遥 传统的学

习和休闲方式有着明显的停止信号袁例如院作业本写

完了袁合上曰这本书翻到最后一页了袁阅毕曰本周电视

剧播放完毕袁下一集要等下周遥 但如今的网络流媒体

出于增加野用户黏性渊Viscosity of users冤冶的考量不再

设置停止信号袁而是会推送更多内容遥 国内的新浪微

博尧抖音尧头条尧快手等主流社交和视频门户 APP在用

户一个视频看完之后只要轻轻往下一滑袁甚至不需要

下滑就会紧接着推送下一条视频袁一篇文章阅毕之后

会弹出多个候选内容袁 只要用户不主动停止浏览尧关

闭手机屏幕袁 便会不知不觉在屏幕上滑走更多的时

间遥

渊二冤专注点的缺失

学习困惑尧缺乏兴趣尧未来迷茫尧不知道自己想要

什么袁这是部分大学生的真实生活写照袁看似繁忙的

大学生活袁 却找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兴趣袁 专注点

渊Focus point冤 的缺失让这些大学生们过着随波逐流尧

得过且过的生活遥 而手机袁恰好就是这无聊生活的减

压神器袁一旦放下手机袁空洞感和自我厌恶的情绪便

油然而生遥

专注点可以细分为两个部分袁一是兴趣点袁二是

专注力遥 李华伟提出袁中学和大学两种教育模式的差

异使大学生难以适应袁不思进取思想在大学生中蔓延

导致部分学生过度放任袁信仰尧信心和兴趣的缺失使

大学生陷入迷茫和无助等问题是导致大学生生活空

虚化尧兴趣点缺失的重要原因 [5]遥 同时有研究表明袁现

在学生在课堂尧家里做作业时注意力不集中遥 其中课

堂注意力集中 30分钟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例很少袁

只占 1/5曰家里做作业拖拉袁时间超过 3个小时的却占

3/5 [6]遥

渊三冤焦虑缓解需求

滑手机带来暂时性的愉悦袁 能够缓解片刻的焦

虑袁似乎所有的不安与孤独也就此消失袁野滑手机一时

爽袁一直滑一直爽冶的恶性循环导致我们对手机依赖

甚至成瘾遥

解锁手机袁 偶尔发现的有趣内容为我们带来快

乐袁即便看遍了一天的抖音微博朋友圈袁滑手机带来

的快乐和回报越来越少而边际效用越来越低袁但还是

停不下刷手机的手遥 这种现象和吸烟成瘾者尧酗酒者

的特性类似袁是利用滑手机来拖延尧逃避眼前亟待解

决的问题遥 我们知道不应该在手机上花太多时间袁截

止日期带来的焦虑不知为何却驱动着我们再滑几下

手机袁但饮鸩止渴的结果只有越滑越空虚袁越滑越焦

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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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过度手机依赖的应对策略

纵然过度手机依赖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袁没有

野停止信号冶 的 APP总能让你在笑到合不拢嘴之余感

到一丝空洞与自我厌恶遥 但现代交通出行需要手机导

航尧结账付款需要移动支付尧结识友人扫一扫二维码尧

与人联系更是少不了社交 APP遥 5G时代袁流量费用尧

电池续航早已不是手机用户面对的主要矛盾袁矛盾主

要集中在手机占用了大学生大量时间和空间遥 在这信

息化的洪流之中袁 大学生和高校管理者如何守住关

卡袁 既保持良好的学风纪律又不丧失人性的关怀袁还

能充分利用新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遥 单纯禁止无法从

源头上解决问题袁规范手机使用袁宜疏不宜堵遥

渊一冤自我约束

严于律己袁严以修身遥 应对策略第一步自然从手

机的使用者自身寻找突破口要要要用户需要 野停止信

号冶遥

最注重用户体验的人向来是我们的手机厂商袁在

关注到用户有自我约束的需求之后袁2019年来袁苹果尧

华为尧小米等各大手机厂商纷纷更新了野屏幕时间管

理冶功能袁该功能可以限制设备使用时长或指定应用

的使用时长袁为用户滑手机的时长设定一个上限值遥 B

站 UP主野老师好我叫何同学冶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示范遥 在其投稿视频叶每天只看半小时手

机袁坚持一周后我有哪些变化钥 曳[7]中袁他尝试将每天的

亮屏时间限制在 30分钟袁超过这个时间袁所有的 APP

都会变灰无法开启遥 通过这种方法袁就可以实现绝对

意义上的野每天使用手机半小时冶遥 试验一周过后袁何

同学的手机变回了一个纯粹的生活工具遥 野像守财奴

一样把时间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冶袁 自律为何同学的

生活和学习上带来一系列质的变化院限制手机使用时

间后袁他能够有时间每天睡午觉袁下午上课精神棒曰不

把手机带上床袁睡眠质量有了极大改善袁更为他带来

了情绪上的积极改变曰每天早早写完作业还能观赏一

部电影遥

将手机上看短视频和新闻的时间聚集起来袁每天

便能够做更多更有意义事情遥 防范碎片化的屏幕使用

方式袁寻找自身的兴趣点袁集中注意力专注做一件事袁

获得感与安全感将会弥补放下手机后的空洞和自我

厌恶遥

渊二冤校方管理

人不律己,律必治人遥 应对策略第二步袁来自学校

的引导和管理遥

1.强化思想引领袁引导大学生充实有效地利用手机

2018年 3月袁 共青团中央发起 野青年大学习冶行

动曰2019年 1月袁中宣部野学习强国冶学习平台在 An鄄

droid尧iOS端上线袁这都是组织引导广大青年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关键渠道袁我们应牢牢把握尧充分利

用遥

按照目前情况袁野青年大学习冶对于广大大学生是

野每周必修冶袁野学习强国冶对于大学生党员群体是野每

日必做冶遥 经过这两年的历练袁大学生们已从一开始对

学习平台的陌生和不习惯袁到现在高度重视尧积极响

应尧习以为常遥 如各高校能在平台中上传各自特色工

作成果袁加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优质学习内容袁甚至

允许学生用户自行上传经过审核的学习内容袁并针对

大学生群体提出每日积分要求尧 提供学习积分兑换袁

让大学生们乐于利用学习平台尧 主动利用学习平台袁

进而养成通过手机在平台自觉学习的好习惯遥 这样袁

党中央重大决策尧地方重大部署尧高校科研文化就会

离学生们更近袁大学生掌上思想阵地就能愈发坚固遥

2.优化大学新生入学教育

每年高考季的暑假总能见到大批放假高中毕业

生纵享娱乐时光袁仿如放野生动物回归大自然遥 这些

准大学生从网上确认录取到大学报到相隔两个月袁很

多准大学生回归真我袁毫无顾忌地玩起了手游袁在手

机的陪伴下熬过整夜时光遥 糟糕的是袁准大学生家长

默许他们毫无顾忌的自由遥 可正是这两个月的放纵袁

让不少准大学生产生手机依赖遥 对此袁高校招生办尧二

级学院应该在新生确认录取前后袁为新生提供专业学

习指导和大学生活指引袁加强学习兴趣和专业技能的

启发袁增强大学新生学习的主动性袁如好书推荐尧名师

在线课堂尧 大学图书馆打卡等系列预习指导服务袁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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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认识到大学生涯任重而道远遥

3.拓展户外运动

清新的空气尧美丽的风景袁还有明媚的阳光是最

好的野心情净化剂冶袁定期出去参加一些运动健身尧旅

行采风之类的户外活动是不错的选择遥 可喜可贺的是

全国各高校推行的大学生晨跑正好满足了当下的部

分需求袁需要带着手机跑才能打卡的它袁或许能够让

大学生机不离身亦能运动遥 高校党团活动中袁亦可引

导大学生多参与户外活动袁既锻炼身心健康袁也增强

对党团组织的向心力遥

4.建立手机依赖干预体系

一旦发现学生产生手机依赖袁高校应立即对发现

的过度依赖者进行心理疏导和教育遥 高校应设置系统

的救助渠道遥 对登记在册的手机依赖学生袁应以辅导

员尧院班干部为骨干袁结成帮扶对子袁开展针对性劝导

和监督遥 如果程度较为严重袁特别是出现不专心课堂

学习袁埋头手机袁甚至屡屡旷课的情况袁应由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派专兼职心理辅导员教师对相关学

生给予心理疏导袁 屡教不改者应给与必要的纪律处

分遥

寺庙中有设禅修体验袁一般在为期 3-7天的禅修

时间内袁僧人会要求你交出手机袁3-7天的修行后可让

人感觉自身焕然一新遥 对于严重的手机依赖者袁高校

还可建立野静修体验班冶袁指导手机依赖者集中在特设

的培训班中体验无手机干扰的安静时光袁帮助他们脱

离手机依赖带来的心理干扰遥

渊三冤家庭监督

律己及人袁当仁不让遥 应对策略第三步袁来自家庭

的内部监管遥

大学生虽已是成年人袁生活学习已经基本脱离家

庭监管的阶段袁但部分大学生养成手机依赖习惯决非

一朝一夕袁可以追溯到中学甚至小学阶段袁彼时家庭

监管就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袁而这样的家庭监管的效果

会绵延到大学学习生活阶段遥 家庭是社会最基础的单

元袁家长的行为示范会影响孩子形成对于社会和自身

规范的最初印象遥 作为家长袁如果也形成手机依赖不

能自控袁又如何能正确引导孩子把握手机的合理使用

尺度呢遥 一方面袁家长应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袁积极投

身家庭成员交流尧阅读书籍尧户外活动等有益身心健

康的生活方式中袁尽量避免在孩子面前展现颓废的生

活习惯遥 另一方面袁家长应该经常主动地与孩子们进

行交流袁了解他们的困惑袁在改进生活质量的同时袁着

重培养孩子在学习尧社会交往尧独立思考等方面的能

力袁引导孩子控制和调节好自身情绪袁合理规划日常

生活遥 如果孩子已经形成了不良的手机依赖袁请不要

吝啬告诉孩子院屏幕展示的虚拟世界其实和现实世界

是两回事袁人与人之间在现实世界有维度更广的交流

方式袁参与到现实多姿多彩的活动中袁带来的收获或

许是在虚拟世界中所意想不到的遥 当大学生在中学阶

段就通过学校教育和家庭示范袁形成包括合理使用手

机在内的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袁就有可能将这种良好

的习惯延续到大学学习生活中袁以致受益终身遥

五尧结语

手机依赖尧网络成瘾袁这些所谓的野洪水猛兽冶其

实都是社会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袁20

世纪 90年代到 21世纪初那些担心孩子染上 野网瘾冶

的家长现在甚至比孩子更依赖手机遥 手机本是为我们

的生活提供便利袁 但却可以使成瘾者被手机奴役袁行

为难以自控遥 将当代大学生面临的问题和烦恼归因于

新科技及其未知很容易袁但已经形成的习惯和创伤却

在短时间难以改变遥 当然袁就算控制了滑手机的欲望袁

科技无穷尽袁说不定下一个夺走你时间的就是虚拟现

实钥 自我约束不是几次尝试就能轻易被记住的袁多管

齐下助力大学生自律意识的觉醒袁持之以恒袁人才会

慢慢远离诱惑遥 或许只有真正做到了放下手机袁大学

生才能回归到课堂尧专注于书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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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新型职业农民冶 是指居住在农村或集镇的农业

从业人员,具备科学知识尧生产技能和经营能力袁以农

业生产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袁依靠农业收入为

主要生活来源[1]曰他们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实现

农业现代化尧乡村振兴的人才基础和主力军遥 随着我

国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袁农村劳动力大量向

第二尧三产业转移袁留守在农村的从业人群呈现出总

量不足尧从业老化尧素质偏低尧结构不尽合理以及新生

代农民对土地野陌生冶等较为突出的问题遥 这些问题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袁直接影响到我国正

在加速推进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遥2012年中央一

号文件中正式提出培育野新型职业农民冶袁各地方政府

和部门也相继出台培育工作的配套措施袁各高校也进

行不同程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袁 但涉及模式尧机

制以及精准培育等领域问题的研究不多袁研究和探索

成效不够明显袁深层次的研究和实践仍然在路上遥 地

方高职院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天然的联系袁有必

要抓住当前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袁积极

推进中央一号文件的落实袁进一步从不同地方尧不同

领域袁多视角尧多层面研究和实践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工作袁为地方培育一支爱农业尧有技术尧善经营的新型

职业农民队伍袁 为实现地方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尧打

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一定的人才

支撑和智力保障遥

一尧高职院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必

要性与可行性

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过程袁需要职业教育强有力的支撑遥 高职院校应当不

忘初心和使命袁充分利用学校自身人才尧科技和资源

优势袁发挥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尧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

四大功能[2]袁做好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袁为地方经济

建设培养野三农冶人才袁承担起高职院校在区域经济发

展中的社会责任遥

渊一冤高职院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必要性

1.履行职业院校的社会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重

视尧支持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工作遥 如院2014

年国务院在 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曳中

新时代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的实践研究
要要要以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连立芳袁 林志谦袁 杨金辉袁 杨阿弟

渊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袁 福建 莆田 351119冤

摘 要院为了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尧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袁培育一支爱农业尧懂技

术尧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袁学院近年来对精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成功实例进行了分析与总结袁积极探索与实践

精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有效途径遥意在彰显如何充分发挥地方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的服务功能袁实现这一项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社会民心伟大工程袁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力基础和保障袁从而更好地实行精准扶贫袁助推乡村振兴发

展战略遥

关键词院新型职业农民曰精准培育曰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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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政策性尧指导性层面上明确了要大力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曰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渊2014-2020

年冤曳中进一步提出职业院校要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

重点袁从培育农民持续性尧公益性尧制度性等层面予以

正确导向曰2015年袁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叶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曳 指出支持职业院校开展职业

培训袁要求 2016年起每年培育 100万名新型产业工人

和新型职业农民[3]遥这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为高职院

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指明了方向遥 高职教育是与

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紧密的教育袁 其宗旨和生命力在

于主动并有效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遥 所以高职院

校应当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袁凝聚合力推动政

策的贯彻尧运行和落地袁真正履行地方高校的社会责任遥

2.有利提升自身的办学质量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袁既是高职院校作为专门培养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本职能袁也是高职院校在新的

历史时期给予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曰而高职院

校要有效服务地方经济建设袁那就不能脱离社会需求

办学袁需要政校企之间的深度融合遥 学校在推进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进程中袁不仅要依靠地方政府和部

门在政策尧资金等方面予以有力保障袁还要依靠地方

企业在技术传导尧 实地见习等方面予以强力支撑袁加

深政校企深度融合曰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具体实践过程

中袁能进一步检验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否能有

效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袁是否能真正发挥其职能

优势和社会作用袁从而推动教学改革尧提高教学质量尧

提升自身的内在发展遥

渊二冤高职院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可行性

1.培育程序的规范性

工作规范决定培育成效遥 高职院校在长期办学实

践过程中形成一套较为健全的办学制度袁如办学过程

中的课程设置尧教材编写尧教学管理尧质量监控等各个

环节流程熟练尧制度规范袁具备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的基础条件袁确保了培育工作的成效遥

2.培育专业的适用性

专业的适用性决定着培育的实际意义遥 高职院校

是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袁所开设的专业紧密

围绕着当地区域产业发展或国家新兴产业袁具有专业

性尧应用性和适应性等特点遥 所以高职院校相对普通

高校或培训机构而言更加适合承担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工作遥

3.培育质量的保障性

师资队伍情况直接决定着培育质量的好坏遥高职院

校高度重视专业发展与行业产业需求对接尧教学内容与

企业岗位要求对接尧 教学过程与企业工作过程对接袁在

办学过程中培育了一批具有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

经验的野双师型冶人才队伍袁确保了培育工作的质量遥

二尧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新型职业农

民精准培育的实践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于 2016年 9月建立 野莆田

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冶遥 2016年至 2019年袁学院

主动对接莆田市各县区农业局多批次尧广领域开展新

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袁共面向 53个乡镇 6169多名学

员开展了生产经营型尧专业技能型尧社会服务型等类

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袁 涉及到 15个专业袁82个班

次遥 在培育中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野五个精准冶培育工

作制度袁成果显著遥 学院于 2017年 7月获得野福建省

农民工耶求学圆梦行动爷项目培训冶基地袁2018年 12月

获得野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冶遥 先后在中国

新型职业农民网尧中国农业信息网尧中国水产养殖网尧

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尧中国教育部网尧福建农业信息

网尧新浪新闻尧湄洲日报等 20多家媒体予以正面宣传

和报道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遥 这为全省

高职院校在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服务野三农冶袁助推野精

准扶贫冶袁服务野当地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冶

积累了成功经验遥

渊一冤培育对象精准

摸清培育对象的基本情况是做好培育工作的前

提遥 在开展培育工作之前袁学院积极同合作县区农业

局沟通袁进村入户开展农业从业人员调查统计尧登记

造册遥 调查的内容包含年龄尧文化尧从事产业尧培训形

式尧培训需求等袁为筛选尧设置准确的培育课程和教学

内容打下坚实的基础遥

渊二冤培育内容精准

根据培训对象的实际需要确定培育内容是做好

培育工作的基础遥 学院在坚持野一班一策冶原则袁充分

了解培训对象实际需要的基础上袁 按照生产经营型尧

专业技能型尧 社会服务型三种类型进行分门别类袁并

设置主题尧课程内容及教材选用遥 如院在培育主题上袁

重点围绕野美丽莆田行动计划冶袁结合莆田市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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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乡村振兴战略袁分类型尧分产业尧分层次精准确

定农村电商班尧乡村振兴班尧水产养殖班等培育曰在培

训课程上袁 根据各类的主题内容精准设计培训课程袁

如农村电商班开设了野农产品触电打造电商基因冶野微

营销大市场-移动电商与农业新结合冶野农产品进军淘

宝开启模式冶袁乡村振兴班开设了野莆田乡村旅游发展

启示冶野品牌农业创建冶袁水产养殖班开设了野南美白对

虾养殖技术冶野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销冶等课程曰在选

用教材上袁以贴近农民基础尧需求等实际出发袁精心组

织教师编写言简意赅尧易于理解的农民实用培训教材袁

做到每期每人一本袁可供学员课堂与平时结合学习遥

渊三冤培育方法精准

针对培训对象的特点创新教学模式是培育工作成

功的关键遥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在培育过程中采用了

野五个结合冶的模式袁方法灵活尧成效明显袁通过五个结

合的教学模式将野纯体力型冶劳动力培训为野技术型尧管

理型尧经营型冶劳动力遥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院

第一袁学校课堂与田间课堂相结合遥 近三年袁学院

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先后建立 10多家各类校外农业

示范实训基地遥 在培训中袁理论教学部分安排在学校袁

实践部分则带领学员深入田间开展面对面尧手把手的

技术培训观摩考察和生产实践遥

第二袁学校办班和送教下乡相结合遥 送教下乡袁把

课堂前移进入乡村一线办班袁 有利于各级政策的宣

传袁同时也充分考虑农民的学习尧生产尧家务野三不

误冶袁以提高学员学习的积极性遥

第三袁短期培训和长期指导相结合遥 农民农事多尧

时间有限袁在开展短期培训的同时袁配备相关的老师

做好后期再提升的指导袁通过微信等新媒体或现场进

行答疑解惑遥

第四袁普及培训与重点培训相结合遥 要培养面向

农业的职业技术人才袁发展农业必须要有一批村级干

部尧技术能手和致富能人来带动[4]遥学院在对农民进行

普及培训时袁对这类群体开设重点培训班袁如院村干部

培训班尧农业信息员培训班尧村级报账员培训班尧农机

使用技术等袁在生产中起到传帮带作用袁增大技能传

递的辐射面遥

第五袁传统面授和远程教育相结合遥 通过学院校

外实训基地的监控设备等装置袁学员可以集中在学校

课堂或当地村部学习整个过程袁 避免课堂教学的生

硬袁解决实践操作的抽象袁增强农民的学习兴趣遥

渊四冤培育师资精准

师资队伍的合理构建是培育工作成效的基本保

障遥 学院在培训前期充分调研培训对象尧内容的需求袁

组建由农业局政府部门中的农业行家里手尧相关行企

业的专家人士尧学校专业教师组成的师资库袁精准遴

选不同专业的师资队伍遥 同时袁制定培育师资管理制

度袁创新师资队伍的聘任考核袁通过每批次学员对授

课老师的评价袁督促老师进行自我提升袁从而打造一

支高效精干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师资队伍遥

渊五冤培育管理精准

过程性培育的精准程度决定着培育的效果遥 首

先袁培育前精准对接遥 政府职能部门尧行企业对接袁确

定培育对象尧时间尧地点尧方案尧课程表尧师资等相关事

宜遥 其次袁培育中检查落实遥 配备班主任及班干部袁设

立双向考评制度进行学习效果评价遥 对学习合格的学

员颁发结业证袁并作为各级农业部门进行新型职业农

民认定的基础曰 对任课教师教学满意度进行测评袁以

督促尧提高教师授课质量遥 最后袁培育后跟踪回访遥 每

期培训班的材料规范建档袁同时通过搭建班级微信平

台和教师回访机制袁帮助学员开展经验交流尧信息分

享尧技术支持尧产销对接等活动袁做好农民的线上线下

跟踪服务袁提高培育的有效性遥

三尧高职院校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几

点思考

渊一冤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袁政府起到主导性和关键

性的作用袁其角色定位及其作用发挥得如何袁直接影

响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质量和成效[5]遥 政府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发挥作用院

第一袁加强地方政府组织保障体系建设遥 坚持将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列入各级政府和部门一把手

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袁真正发挥属地政府职能部门的

监督和桥梁作用遥

第二袁加大宣传力度遥 地方政府应通过各种传统

媒体尧新媒体等方式及时将有关政策宣传到位袁尽量

做到进村到户尧入心入脑袁让农民及时了解政策袁化被

动学习为主动学习遥

第三袁提高资金扶持力度遥 各级政府应加大资金

的政策扶持力度袁提高农民培训误工等补贴袁出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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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职业农民的优惠政策袁进一步激活更多农民参与再

学习和再培训袁 促使新型职业农民有更多的荣誉感尧

幸福感和获得感遥

第四袁重视培训成果遥 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农业

培育成果及认定袁 农民培训班后所取得的结业证书袁

可作为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定的首要条件遥

渊二冤建立培育长效机制

重视和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袁不是一朝一夕的

工作袁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职院校为区域推进

野三农冶 建设一项长期性尧 基础性和系统性的工程教

育遥 所谓长效机制袁直接体现在院

第一袁思想要长效遥 高职院校在思想认识上要有

长期历史性战略任务意识袁 必须树立长效服务意识尧

建立长效服务机制袁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作为职业高

校教育一项重要工作且常抓不懈遥

第二袁工作要长效遥高职院校应将培育工作列入学

校的总体性规划和阶段性工作计划袁定机构尧定职责尧

定人员袁统筹规划和具体实践学校的社会服务工作遥

第三袁师资队伍要长效遥 学校要建立师资队伍长

效机制袁积极聘用有实践经验的行业专家尧企业工程

技术人员和社会能工巧匠等担任兼职教师袁实施高职

院校对口支援袁通过交叉挂职尧师资培训等方式加强

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培养袁提高学校野双师型冶教师

的比例袁从而带动教学质量的提升遥

渊三冤鼓励学生重回农村

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尧科技能力袁是发展

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主力军遥进一步鼓励大学生重回

农村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业劳动力短缺尧农业

生产后继乏人尧农民科技成果难以转化等一系列突出

问题遥 这样才能确保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袁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4]遥所以高职教育应该重

视学生野三创冶工作袁将创业尧创新尧创造教育纳入教学

体系袁贯穿于人才培育的全过程袁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尧

创业素养和创造能力的技术人才袁实现从就业从业教

育模式向创新尧创业尧创造教育模式的转变袁让学生能

扎根农村尧服务农村袁真正在农村实现自主创业和服

务现代农业的发展遥

总之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袁

我们要不断地探讨尧 实践袁 真正实现新型职业农民从

野培训冶到野培育冶的创新袁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优秀

的实用型的新型职业农民[6]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精准扶

贫问题袁才能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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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Precise Cultivation o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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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要Take Meizhouw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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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zhouw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Putian, Fujian 351119)

Abstract院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win the battl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build a well-
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cultivate a new type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team with culture, technology and good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successful examples of precision cultivation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recent years, and actively
explores and practices the effectiveness ways of precision cultivation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t aims to show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ervice fun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local vocational colleges, realize this epoch-making great project of social popular support,
provide a solid human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o as to better implemen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boos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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