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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雕像为漳州古城地标刍议
张静容
渊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创意学院袁 福建 漳州 363000冤

摘

要院漳州是朱子理学南传的重要平台袁朱熹与漳州古城的缘分不浅遥 800 多年前袁朱熹是漳州老市长袁治理漳

州袁礼教传世袁造福百姓遥朱熹提升了漳州综合形象袁成为漳州重要的文化元素遥漳州古城拥有丰富的朱子文化资源袁朱熹
雕像契合漳州古城保护野修旧如旧冶原则和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内涵遥 文章从漳州古城入手袁分析一些标志性建筑
的现状袁采用 SWOT 方法探析野朱熹雕像为漳州古城地标冶的可能性袁剖析这个方案的优势尧劣势尧机会与挑战袁商榷朱熹
雕像落地古城的选址事宜遥

关键词院漳州古城曰地标曰朱熹曰文化元素
中图分类号院G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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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发展袁由地理尧历史尧文化三个基因互

可以根据史料对漳州古城做个界定遥 明代是漳州古城

相交织尧演进而来遥 1986 年漳州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

发展的鼎盛期曰 清代是漳州古城走向没落的时代曰

化袁 中原文明伴随朱熹治漳在闽南地区广为流传袁漳

古城池被拆除遥 我们以明代为时间节点袁界定漳州古

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遥 漳州古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

1918 年陈炯明率粤军入闽在漳州进行市政改造袁漳州

州成为野海滨邹鲁冶遥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袁如果树

城的范围院东城垣至新华南北路一线曰北城垣在布政

立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雕像作为地标袁将彰显这

园尧宝珠园至芝山东尧北侧曰西城垣在芝山至西直街与

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发展脉络袁 引导漳州走向未来遥

瑞京路交接处至漳州二中一线曰南界至九龙江西溪的

朱子屐齿映古城袁文化遗迹遍漳州遥 漳州古城是历史

北岸曰古城面积 2.84 平方公里遥

建筑尧传统文化集中的老城区袁拥有丰富的朱子文化

[1]

漳州古城有大小之分袁明时期的古城为漳州大古

资源袁 也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要要
要

城曰现存的老城区为漳州小古城袁这也是当下城市规

野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冶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特此建

划与文旅开发袁老百姓心口相传的野漳州古城冶遥 漳州

议院树立朱熹雕像作为漳州古城地标袁弘扬儒道袁提升

小古城的范围包括院台湾路尧香港路尧芳华横路尧始兴

漳州文化软实力袁为城市发展增添光彩遥

北路尧青年路尧延北南路北段尧修文西路尧龙眼营路等
八路街道曰石罗巷尧龙眼营一巷尧华南小巷尧漳南道巷尧

一尧漳州古城的界定与现存标志性建筑的

香港路小巷尧香港路一巷尧香港路二巷尧香港路三巷尧
香港路四巷等九条巷子曰以及周边坊巷遥 漳州老城区

分析
漳州古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规模不尽相同袁我们
收稿日期院2021-06-08
基金项目院2021 年度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历经岁月沧桑已经缩小袁目前所剩面积约 0.86 平方公
里袁弥足珍贵遥

城市标志性建筑保存着文化记忆袁是自然地形尧
历史人文与城市文化之间完美结合的创造遥 漳州古城

渊55冤遥

重要建筑有漳州文庙要府学建筑群尧漳州衙署尧威镇

文化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遥

濠沟等袁 一些称得上漳州古代标志性建筑如漳州文

作者简介院张静容渊1971-冤袁女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闽南

阁尧南山寺尧台湾路尧中山公园尧伽蓝庙尧城门楼尧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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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尧南山寺尧威镇阁等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漳州古城逐

治理体系袁实现家国同构遥 朱熹野接伊洛之渊源袁开闽

步新添一些建筑如四仙女雕像尧中国女排三连冠纪念

海之邹鲁冶袁不仅在福建各地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袁而

碑尧红军进漳纪念碑尧九龙戏水喷泉雕塑等遥21 世纪初

且在漳州也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遥 朱子学影响了元代

漳州五种精神厚积薄发尧应运而生袁分别对接五处建

王吉才袁明代陈真晟尧蔡烈尧周瑛尧林雍袁清代蔡世远尧

筑物院野漳州 110冶事迹展览馆尧红军进漳纪念馆尧龙江

庄亨阳等才俊袁他们为国利民袁勇于任事遥 [2]朱熹死后袁

精神展示馆尧 谷文昌纪念馆和中国女排精神展示馆遥

被谥为野文公冶袁配祀孔庙袁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遥 后

2020-2021 年新落成的漳州博物馆尧漳州艺术馆尧漳州

世官员尧士人尧学子纷纷推崇敬仰朱熹袁修建不少楼

城市展示馆闪亮登场袁成为漳州城市标志性景观遥 移

宇尧祠堂弘扬朱子之道遥 如漳州中山公园的仰文楼袁楼

居高新区水仙花海的野四仙女冶雕塑成为 2021 年漳州

上横匾额曰野仰文楼冶袁盖所以思慕朱文公之雅化也遥 [1]

景区最红的景点遥 城市标志性建筑和城市标志性景观

2.漳州老市长袁治理漳州袁礼教传世袁造福百姓

不论新旧袁均厚德载物尧传承文明袁在市民心目中举足

朱熹是第 138 任漳州地方行政长官袁相当于今天

轻重尧广受欢迎遥 这些建筑中袁哪个有望成为漳州古城

的市委书记兼市长遥 他办公的地方在府衙袁现中山公

地标呢钥

园内袁 府衙因朱熹别号紫阳亦称 野紫阳古署冶遥 朱熹

二尧树立朱熹雕像作为漳州古城地标的依据

1190 年为漳州知州事曰1191 年他得知长子朱塾在浙

江金华去世便提出辞官袁于 4 月 29 日离开漳州遥 他在
漳州当官时间虽然不长袁 仅仅一年多袁 但在政治尧教

漳州古城较完整地保留唐宋以来野枕三台尧襟两

育尧礼俗尧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深远遥 历史认可朱熹

河冶的自然风貌和野以河为城尧以桥为门冶的筑城型制

的卓越贡献袁方志把朱熹排在漳州地方官员首位遥 在

以及九街十三巷的街道格局遥2004 年漳州历史街区荣

光绪本叶漳州府志曳野宦绩冶中记载院野万历癸酉志以朱

获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荣

熹一代大儒袁故冠于首遥 冶[3]朱熹认为院野国家之大务袁莫

誉奖冶遥 立朱熹雕像为漳州古城地标袁是否与古色古香
的小古城丝丝入扣钥 是否与大漳州的发展格局有违和
之感钥 本文借助 SWOT 方法探析野立朱熹雕像为漳州

古城地标冶的可能性袁剖析这个方案的优势尧劣势尧机
会与挑战遥

大于恤民袁而恤民之实在于省赋冶遥 [2]他关心民瘼袁极力
蠲除赋税袁减少官盐害民的弊端遥 他上书朝廷要求野行
经界冶袁以解决土地兼并与田税不均的矛盾遥 [3]野漳自朱
子守郡袁讲明礼乐袁以正人心袁自是海滨家弦户诵冶遥

[3]

朱熹为发展漳州教育还在白云岩建书院袁后人称紫阳

渊一冤优势渊strengths冤分析

书院袁那里留有一块野紫阳夫子解经处冶的碑碣遥 在中

漳州古城的历史名人不计其数袁但朱熹是历史比

国传统文化中朱熹进入漳州历史视野袁 从政济世袁提

较悠久尧对漳州综合影响比较深远的一个遥 野立朱熹雕
像为漳州古城地标冶的依据如下院

升了漳州综合形象袁因此朱熹是漳州城市形象的文化
要素之一遥

1.一代儒学大师袁在中国文化史上彪炳史册

3.朱熹雕像契合漳州古城保护野修旧如旧冶原则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有诗云院野东周出孔

漳州古城是朱熹活动的主要范围袁留下不少朱熹

丘袁南宋有朱熹遥 中国古文化袁泰山与武夷遥 冶朱熹是

的古韵遗风袁这些不仅是漳州的城市记忆袁而且加厚

孔尧孟以来儒学集大成者袁在中国文化史尧思想史尧教

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遥 其一袁漳州古城是朱熹兴学

育史上的地位显著遥 朱熹是闽学的核心人物袁 认为

重教的旧地遥 州学尧县学尧文庙是朱熹定期施教尧传播

野理冶存在于万事万物之内曰主张野夫仁者袁天地生物之

心冶曰讲究野正心诚意尧正心克己冶遥 朱子理气论尧心性理
欲论尧格物致知论尧美学思想尧朱子读书法等思想袁内
涵深刻袁体系恢弘袁影响中国社会 800 余年袁辐射到东
亚文化圈遥 朱熹把古代耕读文化与乡村治理融入儒家

朱子理学的场所袁 记载了这位园丁勤勉不停的步履遥
野每旬之二日袁必领官属下州学袁视诸生袁讲小学袁为正
其义遥 六日下县学袁亦如之遥 冶[3]朱熹在漳州的衣钵传人

有陈淳尧王遇等袁他们为日后朱子理学在闽南地区得
以广泛传播效力遥 其二袁漳州文庙是漳州古城的文化

张静容院朱熹雕像为漳州古城地标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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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遥 它是漳州古城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和省级重点文

尊道堂等建筑袁祀朱家父子遥 作为父母官袁李修敢于推

物保护单位袁占地约 1.2 公顷遥 朱熹配祀孔庙袁这是一

崇朱子尧保护朱熹故居尧捐资建祠纪念的做法确实睿

位历史名人在文庙的特殊存在袁府文庙成为古今闽南

智超前遥 古人尚且如此袁何况今人呢钥 当代社会弘扬中

莘莘学子寄托梦想的平台遥 其三袁漳州古城是朱熹知

华优秀传统文化袁致力于挖掘朱子文化的事例也不胜

漳期间完成叶四书章句集注曳的刊印地遥 [4]叶四书章句集

枚举遥 三明市尤溪县是朱熹的诞生地袁当地于 1987 年

庸曳叶孟子曳集中在一起刻印袁构成一个体系即野四书冶袁

恢复书院的规模尧设置图书馆尧推行策试之法袁缘此厦

注曳是朱熹的主要著作袁第一次把叶大学曳叶论语曳叶中
成为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指定教科书遥

树起朱熹塑像遥 朱熹 22 岁时任同安主簿袁兴办县学尧

门市同安区在朱熹办公尧居住的主簿廨原址修建朱子

城市地标能发挥精神引航的作用袁雅化公众遥 漳

书院袁并多次举办国际朱子文化节遥 文化是包容的袁学

州古城原本遗存大量建筑的活化石袁如香港路的明清

术研究的思想是开放的袁 城市建设的思路是纵横古

石牌坊袁野尚书-探花冶坊和野三世宰贰-两京扬历冶坊是

今尧融会中西的曰弘扬先进文化袁实现资源共享袁乃至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遥 漳州古城保护遵循野修旧

多地共同开发某项文化资源的局面必然会长期共存遥

如旧冶原则袁走野古冶字派风格遥 千年的唐风宋雨已经逝

渊三冤机会渊opportunities冤分析

去袁但历史不会忘记朱熹曾经来过这个地方遥 朱熹雕

客观上我们应该看到立朱熹雕像作为漳州古城

像与唐宋古城尧明清建筑尧民国老街一样古色古香袁互

地标的争议依然存在遥 但是它山之石袁可以攻玉曰凡是

为犄角袁共同拱卫闽南文化袁展示国家级闽南文化生

有利于城市发展的举措就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尧大力推

态保护实验区的内涵遥

广遥 历史名人在家乡之外有重要影响的袁也可以树雕

渊二冤劣势渊weaknesses冤分析

像尧建纪念馆尧修文化广场遥 例如院1.陈元光不是漳州

一般而言袁城市地标建筑尽量选择当地有影响力

人袁他来自河南光州固始袁但他作为开疆辟土的开漳

的人或有特色的景物进行设计遥 朱熹非漳籍人士袁作

圣王袁云霄县将军山公园有陈政尧陈元光雕像袁2010 年

为漳州古城地标的刍议可能会受到质疑袁表面上处于

陈元光塑像在漳州市人民广场揭幕袁2017 年云霄县火

劣势遥 朱熹祖籍徽州府婺源县渊今江西省婺源冤袁出生

田镇开漳大道安放陈元光戎装骑马铜像遥 2.郑成功不

于南剑州尤溪袁主要生活在武夷山区袁与他相关的人

是厦门人袁他来自泉州市南安石井镇袁但他在厦门招

文景观成为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遥朱熹 14

兵买马尧操练水师尧收复台湾袁鼓浪屿树起大型的郑成

接受刘子翚等人的教育袁在此生活了 10 年遥 之后袁朱

国留学袁但如今孔子雕像遍布世界各地遥 德国柏林的

岁时父亲朱松离世袁他偕同母亲到崇安渊今武夷山市冤

功雕像纪念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遥 3.孔子生前不曾出

熹除了入世为官尧 外出研学外多数时间生活在武夷

一座公园树立孔子雕像袁用德文写着孔子的名言野己

山袁人文足迹遍布武夷山遥 例如紫阳楼乃刘子翚安置

所不欲袁勿施于人冶遥 孔子学院成为弘扬中国文化的名

朱熹母子一家的宅子袁朱熹在此攻读经书袁考取功名曰

片遥4.中国女排不属于漳州袁但中国女排三连冠纪念碑

寒泉精舍乃朱熹为母亲守墓而建袁 他在此著述讲学袁

落地漳州袁 建于女排夺得 1981 年第 3 届世界杯女子

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曰 武夷精舍乃朱熹 54 岁时在武

夷山所建袁他在此授徒讲学袁开办中国私人书院教育遥
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尧武夷书院袁后人为他树起朱
熹塑像遥
既然朱熹是武夷山野双遗冶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又是
武夷山的城市名片袁那么漳州古城是否有必要再次利

排球赛尧1982 年第 9 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尧1984 年
第 23 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冠军袁荣获野三连冠冶之后遥

建设理由院漳州是中国女排训练基地之一尧是中国女
排娘家遥 后来该纪念碑被市民喻为抗台风的神器袁俗
称野定风珠冶遥 5.宋朝文风昌盛袁书院讲学之风盛行袁朱
熹创新书院教育的方式袁影响闽地的教育风气遥 朱熹

用朱子文化树立朱熹雕像为地标钥 立朱熹雕像作为漳

知漳时曾经到访金门袁 后来金门人创建浯江书院袁建

州古城地标是否会引起争议钥 朱熹逝世后 30 余年袁尤

朱子祠祭拜袁教泽绵长袁科举兴旺遥 朱熹纪念馆目前有

溪县令李修便于 1237 年捐资修建文公祠尧 韦斋祠和

两座袁一座位于武夷山市武夷宫古街曰另一座位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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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朱子文化园袁 占地面积 300

探花坊遥 这里将帅刚健勇猛尧身先士卒袁康熙帝御赐蓝

平方米袁其中一幅抱柱联为清康熙御笔院野集大成而绪

理的野勇壮简易-所向无前冶坊尧御赐许凤的野闽越雄

千百年绝传之学袁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遥 冶既然

声-楚滇伟绩冶坊至今仍然守望漳州古城遥

可以得到重视和开发袁那么机会是均等的袁对漳州文

年没有中断袁 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华文化具有强大

教昌明作出贡献的朱熹在古城的开发也享有同样的

的生命力袁发展先进文化袁必须建立在继承和弘扬传统

机遇遥

文化的基础上遥 冶[6]漳州古城蕴含红色元素尧开漳元素尧

陈元光尧郑成功尧孔子尧朱熹等人在祖籍地之外的地方

渊四冤挑战渊threats冤分析

野在世界众多文化体系中袁只有中华文化绵延数千

语堂元素尧侨台元素尧科举元素尧勇士元素袁给朱熹雕像

1991 年 3 月 10 日袁福州市委尧市政府在三坊七巷

的落地带来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遥 尽管朱熹为地标的

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袁习近平书记说院野评价一个

潜在对手不少袁但朱熹在漳州古城的千年书写袁契合古

制度尧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袁重要的一点是看它

城的文化韵味袁有利于弘扬儒学尧源远流长遥

对待历史尧文化的态度遥 要在我们手里袁把全市的文物
保护尧修复尧利用搞好袁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袁而
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袁传给后代遥 冶 保护文物要

三尧商榷朱熹雕像为漳州古城地标的选址

[5]

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袁保护和开发文化遗产要野古为

朱熹雕像为漳州古城地标的选址方案有好几个袁

今用袁洋为中用冶遥 漳州古城的保护与开发可以走一古

首选地址是漳州文庙遥 从地理位置考量袁文庙附近的

一今两种路线袁保护时走野古冶派风格袁开发时走现代

台湾路尧修文西路尧新华南路尧始兴南路合围的街坊是

派风格遥

漳州面积最大的古建筑群遥 文庙是朱熹最常去的地

漳州古城是一个文化宝地袁朱熹雕像作为漳州古
城地标的竞争对手还真不少遥 其一袁漳州古城是红色

方袁现有占地面积 6000 平方米袁建筑面积 2600 平方

米遥 但是文庙已有孔子雕像袁若添加朱熹雕像会喧宾

文化之地袁这里是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

夺主袁绝对不行遥 次选地址是中山公园遥 公园原是府衙

军攻克漳州的原发地袁保留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尧龙汀

所在地和朱熹出入最频繁的办公场所袁较适合置放雕

省人民政府尧彭冲领导芗潮剧社的旧址遥 其二袁漳州是

像遥 但是放眼过去袁府衙主体建筑所剩无几袁只剩下一

陈元光开疆辟土尧惠泽闽粤尧造福黎民的重要基地遥 千

座仰文楼袁还有衙署残址尧七星池尧府衙残墙二段尧肺

百年来闽南和台湾以及海内外漳籍同胞缅怀陈元光

石尧后花园假山石以及石碑数通遥 况且公园现在好比

的丰功伟绩袁尊他为野开漳圣王冶袁古城原有野州主庙冶

微型博物馆袁里面的景物品种多尧风格迥异尧中西杂

主祀陈元光袁漳州主干道命名野元光南路尧元光北路冶遥
其三袁林语堂在文学尧语言学尧新闻传播尧中西文化交

糅遥 西洋纪念性建筑要要
要博爱碑渊1919 年冤袁东面为孙
中山楷书野博爱冶袁西面为陈炯明楷书野互助冶袁南面为

流等众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袁 国内外学界关注度高尧

汪精卫隶书野平等冶袁北面为章太炎篆书野自由冶袁它成

科研成果频出遥 林语堂成为漳州十大城市名片之一袁

为中山公园的标志性建筑遥 刻着孙中山叶总理遗嘱曳的

平和县开设林语堂故居袁 芗城区创建林语堂纪念馆袁

中山公园纪念亭对接中山公园袁名正言顺袁主题鲜明遥

漳州古城增设林语堂尧许地山尧杨骚文学馆遥 林语堂
野两脚踏东西文化袁一心评宇宙文章冶的国际影响力持

1956 年公园东南侧建起一座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袁庄

严肃穆袁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遥 若在公园添置朱熹

续不降遥 其四袁闽台血脉渊源深厚袁漳州古城涉台文物

雕像便会造成主题过多尧显得有点杂乱遥 实在找不到

多袁这里有清代台湾最后一名进士尧野公车上书冶第一

地袁只能委屈一下袁把朱熹雕像放在七星池附近遥 这样

人汪春源故居曰抗日义士简大狮蒙难处曰台湾雾峰林

一来袁 朱熹雕像作为古城地标的意义就无法彰显袁成

家第四代传人林文察宫保第原址等遥 其五袁漳州古城

不了地标遥

文脉昌运袁各种功名牌坊林立遥 这里为漳州史上第一

那么漳州古城能否找一处较大空旷地置放朱熹

位进士周匡物立名第坊袁为林震立状元坊淤袁为谢琏立

雕像钥 考虑再三袁最后选址定于漳州城西北部芝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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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遥 因为漳州古城有大小之分袁大古城是漳州老城区袁
芝山在老城区内遥 选址理由如下院

一个城市就是时代的缩影遥 设计城市地标必须反

1.芝山公园靠近芝山书院袁与朱子有深厚渊源袁适
合置放朱熹雕像遥

映大时代袁 把大时代的事件与具体的人物再现出来遥

芝山古时候是寺庙尧书院尧亭楼聚集地袁适合士人

漳州是一座海纳百川尧包容开放的城市遥 当下漳州古

读书遥 唐代的临漳台尧开元寺袁五代的净众寺尧法济寺袁

城正是青春焕发时袁历经岁月的磨洗袁越发成熟沧桑袁

宋代的登高亭尧龙江书院尧道原堂于等都坐落在芝山遥
朱熹原本打算在芝山建书院袁野宋朱文公守漳时将筑
室讲学袁未果冶遥 [3]龙江书院乃宋代州事危稹所建袁历经

既充满蓬勃希望又面临新的转机遥 野文化是一个国家尧
一个民族的灵魂遥 冶朱熹与漳州古城的缘分不浅袁他致
力于推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闽南社会

兵乱修复袁康熙五十四年知府魏荔彤重修袁里面祀朱

的建构袁使闽南文化纳入汉民族文化的中心体系遥 城

子袁即文公祠遥 之后龙江书院东侧又建仰文书院袁龙江

市地标是一种公众指示符号袁引导公众实现文化认

书院与仰文书院合为芝山书院遥
2.芝山公园靠近漳州高教园区袁教育与文化气息
浓郁袁与教育家朱熹雕像互为映衬遥

同袁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遥 野保护古城是与发展现代化
相一致的袁应当把古城的保护尧建设和利用有机结合

起来遥 冶[5]朱熹是漳州古城的文化元素遥 漳州古城可以

漳州高教园区分布着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尧漳州卫

打造好朱子文化传播交流的窗口袁以朱熹雕像为古城

生职业学院尧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尧漳州第一职业中专

地标袁建设集文物保护尧书院传承尧文化展览尧学术交

学校尧漳州一中分校尧漳州市实验幼儿园等众多学校袁

流尧观光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朱子文化园遥 从大漳州

大学路与湖内路在芝山公园门口交接遥 各类型教育与

的发展看时代的变迁袁朱熹作为漳州古城地标的文化

中高职人才培养在此交汇袁 现代书院文化双轮驱动袁

意义袁将伴随着奔流不息的九龙江水为漳州迎来新一

在此衍生袁枝繁叶茂遥 朱熹有着浓厚的书院情结袁1179

轮的历史契机遥

年重建白鹿洞书院袁1194 年重修并扩建岳麓书院袁并
经常到此讲学袁对书院教育贡献极大遥 朱熹雕像若能

注释院

与现代书院为邻袁既偕和朱熹的志向袁且能以文化人尧

淤 状元坊院漳州市芗城区塔口庵和原长泰县城南门为林震各

润泽杏坛遥
3.朱子文化内涵宏阔袁芝山公园范围较大袁适合设

建状元坊一座袁已圮遥

于 道原堂院祀朱熹袁明代改名文公祠遥

计朱子文化园遥
朱熹为官清正袁在白云岩留下一幅对联院地位清
高袁日月每从肩上过曰门庭开豁袁江山常在掌中看遥 [3]这
幅对联曾被不少国家领导人引用过袁2011 年温家宝总
理引用此联勉励国务院参事和文史馆馆员曰2014 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
讲话中也引用过遥 芝山公园能否树起一座大型广告
牌袁打出这幅对联袁以实现既能宣传儒者肩负社会道
义尧身在书斋尧心系天下袁又能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遥 虽然朱熹给后世留下许
多至理名言袁但是这幅对联与漳州本土有关袁具有比
较特殊的警示作用和时代意义袁值得漳州深入挖掘并
宣传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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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迁中浦城野剪花人冶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实践
田

丹

渊武夷学院 艺术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在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袁中国民间剪纸从单纯的民俗用品发展为兼具民俗尧文化尧艺术尧

经济等多种功能遥 国家级非遗要要
要野浦城剪纸冶的传承人也在文化理念和艺术观念方面逐步走向自觉袁在艺术行为尧艺术
实践方面逐步开放尧灵活袁不断调适传承与创新尧文化与商业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袁反映出当代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和从
业者的文化担当与创新精神遥 在宏观的社会语境下袁从历时性的角度梳理该群体的文化理念与文化行为袁透视其与社会
变迁的关系袁以探索传统民间手工艺在社会转型中的传承与发展路径遥

关键词院时代变迁曰浦城剪纸曰文化自觉曰文化行为
中图分类号院J528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1原园006原园6

野文化自觉冶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

级非遗野浦城剪纸冶传承群体的文化理念与文化行为袁

化有野自知之明冶袁明白它的来历尧形成过程尧所具有的

透视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袁对探索传统民间手工艺在

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袁不包括任何野文化回归冶的意

社会转型中的传承与发展路径具有启发和参考意义遥

思遥 不是要野复旧冶袁同时也不主张野全盘西化冶或野全盘

浦城剪纸并非源自浦城本土袁而是由西晋时期为

他化冶遥 野自知之明冶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

避战乱迁居浦城的中原士族带入遥 浦城位于福建省最

力袁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尧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

北端尧 闽浙赣三省交界袁 建县于东汉建安元年渊196

位遥 文化往往具有民族性尧地域性袁需要文化的自信和

年冤遥 宋知蕲州杨映在其所撰叶东杨族谱曳中写到院野自

传承曰同时袁文化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袁具有必然

五代丧乱袁闽独僻在海隅袁浦城邻衢信袁当地山水无瘴

的时代性袁需要文化的发展眼光袁更需要文化创新的

疠袁非若齐尧秦尧晋尧楚九达之地袁故兵革罕见袁明哲保

理念遥 当代袁文化的实践要求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

身袁兹焉避者尤多遥 冶中原士族来到浦城袁兴经济尧通民

上袁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袁才有时代的文化意义遥

智尧振人文袁大大促进了浦城的发展袁而浦城当地的闽

文化传承人的文化自觉袁 是传统文化保持活力的前

越土著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中原移民的生活遥 中原剪纸

提遥 考察文化从业者的文化自觉程度和他们的实践行

入户浦城后袁在这种南北文化互融的背景下形成了独

动袁也就成为探索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不可缺少的环

特的风貌袁即在形式上保留北方剪纸造型古拙尧线条

节遥 在宏观的社会语境下袁从历时性的角度梳理国家

简率尧刀味纸感强烈的特色袁在内容上明显融入闽越
土著文化内涵遥 浦城剪纸在宋代开始兴盛袁并在民间

收稿日期院2021-09-07
基金项目院202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
项 目 渊20YJAZH095冤曰 武 夷 学 院 马 工 程 项 目

渊MGC201907Z冤曰福建省一流课程叶闽北民间美
术曳渊SJKC20201209冤遥

作者简介院田丹渊1977-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民间
美术研究遥

出现了专司剪纸的野剪花嫂冶遥 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袁各
种吉祥花样被广泛用于当地婚丧嫁娶尧 年节祭日尧日
常礼仪活动中袁其中野礼品花冶渊当地对装饰礼品的野花
样冶的统称冤的使用最为普遍遥 浦城剪纸最突出的特点
是字中有画尧画中有字尧以字组画[1]遥 在浦城袁剪纸活动

被称为野剪花冶袁剪纸作品被称为野花样冶遥 这一活动在

田 丹院时代变迁中浦城野剪花人冶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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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一直是女性的专利袁擅长剪纸的妇女在当地
被称为野剪花嫂冶遥 由于现代男性剪纸能手的出现袁野剪
花人冶则成为对浦城剪纸技艺持有人的统称遥

一尧留住剪纸院老一辈野剪花嫂冶对原生态
剪纸技艺的传承与坚守
1989 至 2005 年间袁 浦城县文化馆进行了三次剪

图 2 作者院项菊英

Fig.2 Author: Xiang Juying

纸普查袁共发现一百多位活跃于各乡镇的野剪花嫂冶袁

全部为家庭妇女袁年龄最大的出生于 1916 年遥 其中出
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的野剪花嫂冶剪制的野花样冶

完全承袭了浦城明清时期民俗剪纸的风格特点遥 浦城
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是野男人莳田袁女人扯花冶(野扯花冶是
浦城方言袁泛指剪纸尧绣花尧缝纫等女红)遥 浦城女子从
小就跟着家中女性长辈学习剪纸袁出嫁后还会向婆婆

图 3 作者院龚淑云

继续学习遥 在她们的心目中袁剪纸既可以装点生活尧又
是刺绣的底样袁所以袁剪纸不是一门手艺袁而是作为女
人的本分遥
尽管老一辈剪花嫂承袭的是先辈留下来的祈子
延寿尧纳福招财尧驱邪禳灾等恒常主题和传统的程式袁
但心灵手巧的她们并不满足于完全照搬前人的东西袁
往往在一种野格式冶中寻找各种变体式的剪法袁使传统
花样野格式冶在传播过程中日趋多样遥 这种野即兴冶的方
式也为更多人参与传承提供了可能[2]遥 这组以谐音吉
祥命名的剪纸野必渊笔冤定渊锭冤如意冶(图 1尧图 2尧图 3冤袁

Fig.3 Author: Gong Shuyun

老一辈野剪花嫂冶们创作的花样中蕴含着一个时
代的集体记忆和传统剪纸技艺的精髓遥 她们是传统剪
纸的传承人袁是传统剪纸文化之根的守护者袁也是剪
纸传统的体现者遥 她们对剪纸充满热爱袁并继续延续
野代际传承冶的方式传递下去遥 遗憾的是袁由于长期以
来人们对剪纸的文化价值认识不足袁不少技艺精湛的

野剪花嫂冶离世后袁子女们执意将其遗留下来的大量花

样与衣物一起焚烧殆尽袁 即使文化工作者百般劝阻袁

出自三位老一辈野剪花嫂冶之手袁她们是出生于 1925

甚至提出购买也无济于事遥 这种做法作为个人意愿无

1934 年的龚淑云遥毛笔尧锭渊纺车上绕线的机件冤尧如意

剪纸文化价值的普及和老百姓保护意识的提升迫在

年的沈妹宜尧 出生于 1922 年的项菊英以及出生于

可厚非袁但对于文化保护工作却是莫大的损失袁民间

渊也有形似如意的灵芝冤的组合袁是传统浦城剪纸中极

眉睫遥

为流行的固定程式袁但三位剪花嫂在组合形式尧内部
文字和局部图案上努力寻求着不同袁尽力展示着个人

二尧让剪纸活起来院面向市场的生产性剪
纸与野剪花嫂冶品牌的树立

的巧思与手艺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袁民间手工艺在

农耕基础瓦解和经济利诱下加速朝商品化尧市场化和

产业化方向倾斜遥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袁农耕社会民艺
生产的实用性第一尧经济性第二尧美观性第三的原则
图 1 作者院沈妹宜

Fig.1 Author: Shen Meiyi

开始发生价值移位遥 当民间剪纸艺术以生产形态进入
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袁就必须适应生产规律袁适应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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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生产性剪纸商业消费性尧技术复制性尧娱乐欣赏性
的三大特性袁在创作方式尧生产方式尧销售方式尧艺人

产品适当位置打上野剪花嫂剪纸坊冶的 logo遥 这次尝试
收到很好的效果袁产品在展销会上供不应求袁也提升

身份等方面进行调试 [3]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 2007 年浦

了剪纸坊的知名度袁带动了剪纸市场遥 诚如传承人张

城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周冬梅接受县政府探索剪纸

薇所说院野我们做这些的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剪纸袁因为

产业化的任务袁带头成立了野剪花嫂剪纸坊冶遥 剪纸坊

过去的剪纸依附民俗袁可现在民俗活动少了袁只有想

创建初始由四位同学关系的剪花嫂组成袁后发展为五

办法让剪纸文化渗透进人们的生活袁人们才有机会在

人遥

使用中逐渐认识剪纸尧喜爱剪纸遥 冶

渊一冤创作方式从野技艺型冶向野设计型冶转换
为推动浦城剪纸走向市场袁剪纸坊既要照顾现代
人对个性化尧创新性的追求袁又要提高生产效率袁注意
力便开始聚焦于剪纸图案的创新设计和剪纸文化衍
生品的开发遥
在创作方面袁打破传统剪纸依野样冶制作的方式袁
进行野家园主题冶创作袁表现野剪花嫂冶们熟悉的家乡美
景尧风土人情渊图 4冤遥 在工艺方面袁为了提升产量和效

图 5 剪纸图案毡包

率袁刻刀取代了剪刀曰复印机尧订书机取代了传统工艺
中的墨蜡拓印和纸捻固定遥 而剪纸产品主要依赖县政
府的支持袁将其作为文化特色产品袁提供给野剪纸坊冶
一些订单遥 后来野八项规定冶出台袁礼品市场锐减遥 一直

Fig.5 Felt bags with paper cutting patterns

渊二冤团队力量的凸显与传承使命的坚守
从 2007 年成立至今袁剪纸坊的五位剪花嫂团结

到浦城剪纸申报成功国家级非遗袁一些外地客人和回

奋战袁除了设计尧制作剪纸作品袁还代表浦城剪纸传承

乡探亲的浦城人意识到其文化价值袁 开始定制和购

力量参加国内各种非遗展演和比赛袁这些活动虽没有

买袁作为礼品馈赠亲友遥 周冬梅回忆说院野我们发现手

经济报酬袁但大家毫不计较袁珍惜每次担当家乡文化

工艺是不可能做到大批量生产的袁更无法实现大规模

使者尧开阔眼界尧获得提升的机会遥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的产业化袁我们努力保持的传统风格袁也无法完全迎

和互相帮扶带动袁剪纸坊负责人周冬梅获得省级代表

合市场袁这些都导致当时我们的剪纸坊的发展进入了

性传承人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曰张薇获批省级传

瓶颈遥 冶

承人身份尧林剑霞和魏晓获批市级传承人身份袁三人
均获得野南平市工艺美术名艺人冶称号曰年龄最小的王
旭获得县级传承人称号遥 非遗传承人与产业化实践者
的双重身份使团队成员在市场经济中保持理性尧不越
边界尧坚守传承使命遥 周冬梅说院野现在做剪纸的也很
多袁为了迎合市场把剪纸做得花样百出袁但是我们作
为浦城剪纸的传承人袁身兼非遗传承的责任袁所以剪
纸坊始终坚守浦城剪纸特有的风格袁 坚持手工剪纸袁
图 4 叶果子醉了曳作者院陈秀红

Fig. 4 Author: Chen Xiuhong, 野The Fruits are Drunk冶

剪纸衍生品设计就是剪纸坊为突破发展瓶颈探

我们不能为了产业化就丢掉了浦城剪纸的灵魂遥 冶

三尧让剪纸新起来院创新性剪纸与个性风
格的探索

索的一条出路袁 主要是把剪纸的图案设计在丝巾尧领
带尧包袋尧雨伞尧文具尧茶具等生活用品上渊图 5冤袁并在

艺术态创新型剪纸是指以艺术本体价值发掘为

田 丹院时代变迁中浦城野剪花人冶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实践

目的袁通过创新手段创作的具有审美独立性的纯艺术
剪纸遥 这类剪纸摆脱了民俗内容的规制袁也挣脱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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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天光早曳九小幅袁每幅画面上附对应童谣语句遥 作品
排序以月亮开始袁以太阳结束袁表达了岁月更迭袁日月

间集体意识对个体的笼罩袁 颠覆了传统民间剪纸的

轮转袁叶月光光曳永流传的心愿遥 画面童真诙谐尧层次丰

野程式冶化特征袁野变异冶性加强袁摆脱了内容束缚的形

富袁近景民俗生活袁远处家乡美景遥 浦城的代表性景观

式更加自由而富有个性遥 这类剪纸实现了从重民俗到

三山会馆尧观前码头尧渔梁亭等以一画一景的形式也

重形式的观念转变遥 创作者和接受者都更加关注形式

体现在系列作品中遥 吴洵说院野创作这套作品袁一方面

本身所带来的趣味性和感性愉悦[4]遥

是以非遗传播非遗袁 把我们浦城的口头文化传播出

长袁现为县美术馆馆长袁带头组织并亲历了浦城剪纸

民间生活和文化古迹遥 冶

县级传承人吴卫东渊男冤曾担任浦城县文化馆馆

的普查和申遗工作遥 他对剪纸的热爱不仅体现在对浦

去袁一方面是想通过剪纸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浦城的

城剪纸的理论研究袁更表现在一幅幅个性鲜明的剪纸
作品中遥 作为省内知名画家袁他的剪纸作品跳脱传统
剪纸的女性视角袁在壮阔的山水景观中尽显文人的审
美品格袁作品构图考究尧层次丰富尧刀法简率犀利袁多
年的绘画创作经验和山水写生功力跃然纸上遥 中国
画尧 装饰画与剪纸三种艺术语言在他的作品中巧妙融
合袁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浦城剪纸创作的开拓和思考遥
图 7 叶江淹曳作者院吴洵

Fig.7 Author: Wu Xun, 野Jiang Yan冶

图 6 叶武夷揽胜曳作者院吴卫东

Fig.6 Author: Wu Weidong, 野Wuyi Scenery Appreciation冶

县级传承人吴洵渊男冤的剪纸技艺师从吴卫东袁

在手法尧风格方面却另辟蹊径遥 其作品注重情节性和
图 8叶月光光七窑蒸碗糕曳作者院吴洵

趣味性袁打破时空界限和传统浦城剪纸二维空间的局
限袁注重画面纵深空间维度的延展袁使观众在观赏中

Fig.8 Author: Wu Xun, 野Bright Moonlight 7: Steamed Rice Cake冶

不断发现尧不断惊喜遥 月牙纹尧梅花纹尧圆点纹尧锯齿纹
等浦城剪纸传统花纹的使用完全打破传统定式袁被安
排在各个奇妙的位置遥作品叶江淹曳渊图 7冤借用野梦笔生

四尧让剪纸传下去院活态传承路径的探索

花冶的典故和江淹赞美浦城的语句表达作者对家乡的

进入后非遗时代袁浦城剪纸面临的是如何在这个

热爱遥 作品构图奇巧袁虚实相生袁方寸天地中彰显浓厚

全球化尧信息化尧多元化的世界活态的尧持续的传承遥

情怀遥系列剪纸叶月光光曳渊图 8冤利用浦城剪纸野字画结

借力发力尧跨界联合是浦城野剪花人冶为此迈出的重要

合冶的特点袁对浦城县级非遗项目要要
要方言童谣叶月光

光曳进行了生动解读遥 童谣共九句袁描述九个场景袁作
者对应剪出九幅画面袁包括叶月光光曳叶卖乌豆曳叶孵鹅
仔曳叶送大姐曳叶拾苦槠曳叶牧牛牯曳叶蒸碗糕曳叶学种田曳

步伐遥
渊一冤联合知名企业尧发展特色产业
2014 年周冬梅被评为浦城剪纸的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和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以后袁 社交范围日趋广泛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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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人的接触逐渐开拓了她的传承思路遥 2017 年袁

非遗工作的重点遥 虽然早在 2003 年浦城县就成立了

作遥 野周麻婆冶是以野家冶文化为经营理念的企业袁主营

组袁每年至少一次面向公众举办剪纸培训班尧开展一

家常菜遥 创始人周红霞女士也是浦城人袁有着浓烈的

期剪纸技能竞赛尧 举办一次剪纸作品展已形成惯例遥

家乡情怀袁除了弘扬家乡美食袁也非常注重家乡文化

并通过野艺术扶贫冶工程在富岭尧临江尧永兴尧莲花塘等

与企业文化的融合遥 双方合作的目的就是以文化提升

乡镇建立少儿剪纸培训基地遥 但现代剪纸的人才培养

企业袁以企业推动文化遥 浦城剪纸进驻野周麻婆大学

不能仅限于中小学袁高校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堂冶的方式有两种院一种是由周冬梅定期为企业员工

是非遗创新性传承的宝贵资源遥2015 年开始周冬梅团

上剪纸文化课袁目的是磨炼员工性格尧提升员工素质曰

队陆续进入省内多所院校的课堂袁 如福建师范大学尧

一种是双方合力打造剪纸非遗主题餐厅渊图 9冤袁借助

集美大学尧武夷学院尧福建警察学院等袁传授剪纸技

餐饮业的人流量提升浦城剪纸在老百姓中的知名度遥

艺尧指导学生进行剪纸语言与现代设计的融合袁并于

2018 年袁野周冬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冶成立袁公司以文

2018 至 2020 年间录制多个线上教学视频袁 发挥网络

元素的包装和企业标志袁如武夷岩茶尧富硒大米尧浦城

联合高校师生的力量袁产生更多更好的创意袁为浦城

薏米尧酸枣糕等渊图 10冤袁实现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有

剪纸的现代传承提供更多的可能遥 更希望通过与闽北

周冬梅开始与福建省野周麻婆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合

化推动产品袁以产品传播非遗袁为农产品企业设计剪纸

机融合遥

第一届民间剪纸协会袁各乡镇尧街道也成立了兴趣小

教学的传播力量弘扬剪纸文化遥 周冬梅说院野我们希望

高校的合作袁实现浦城剪纸与闽北文化的碰撞袁并开
花结果遥 这样袁 我们也能为本土人才的培养做出贡
献遥 冶

渊三冤发挥网络和新媒体平台的宣传尧营销效力
为适应信息时代的节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袁2016

年野剪花嫂剪纸坊冶微信公众号上线袁主要宣传剪纸文
化尧展示交流活动遥 2018 年野剪花嫂剪纸坊冶淘宝店铺
开业袁并相继入驻微信商城尧抖音商城尧今日头条商
图 9 福州野周麻婆冶餐饮店内剪纸元素装饰设计

城袁还利用社区的野宝妈群冶渊微信群冤推广产品遥 2020

in Fuzhou 野Mrs. Chou冶

野非遗战疫冶活动袁创作了大量剪纸作品袁歌颂奋战在

Fig.9 Decoration design of paper-cutting elements

年新冠疫情其间袁 浦城剪纸传承人们踊跃参加各级

野抗疫冶一线的英雄尧宣传防疫知识曰并录制了系列剪
纸教学视频袁发布到野中剪会冶和野剪花嫂剪纸坊冶微信

公众号上袁以剪纸艺术的美好与温暖慰藉居家战疫的
百姓们焦灼不安的心情遥 周冬梅说院野现在传播的方式
太多了袁我们也是边学边用袁时代进步的这么快袁我们
不能被落下袁因为越是传统的东西越要借助现代手段
才能更广泛尧更快速的传播出去遥 冶

五尧结语
图 10 野武夷姑娘冶茶产品标志设计

Fig.10 Logo design of 野Wuyi Beauty冶 tea products

野明者因时而变袁知者随事而制冶[4]袁浦城野剪花人冶

渊二冤深入高校实现人才培养和创意输出

在时代变迁和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努力调整着自

进入后非遗时代袁传承人队伍的保护与发展成为

身的认知与状态袁她们在坚守传统与开拓创新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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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丹院时代变迁中浦城野剪花人冶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实践

着平衡袁文化理念和艺术观念逐步走向自觉曰艺术行

参考文献院

为尧艺术实践逐步开放尧灵活曰不断调适着传承与创

[1] 吴卫东.浦城民间剪纸[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5:15-17.

新尧文化与商业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遥 这些都反映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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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e of
野Paper-cutting craftswomen冶 in Pucheng in the Changing Times
TIAN Dan

渊School of Art,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from agrarian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Chinese folk paper-cutting has developed from a mere

folkloric object to a variety of functions such as folklore, culture, art and economy. The inheritors of 野Pucheng paper-cutting冶 have gradu鄄
ally become self-aware of their cultural philosophy and artistic concepts, and more open and flexible in their artistic behaviors and prac鄄

tices, constantly adjus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culture and commerce, art and life, reflecting the cultural
commitment and innovative spirit of contemporary inheritors and practitioners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skills. In the macro-social context,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cultural concepts and behaviors of this group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and examine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o鄄
cial change to explore the path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olk handicrafts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the change of times; Pucheng paper-cutting;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cultur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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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对新型全球化的塑造
要基于叶共产党宣言曳世界历史理论视野
要要
陈晓泽 1袁 周亚楠 2

渊1.集美大学 诚毅学院袁 福建 厦门 361021曰 2.中共洪洞县委党校袁 山西 临汾 041600冤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以共赢尧合作尧包容主旨的新型国际关系袁是世界历史的理

论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统一遥 追本溯源袁170 多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叶共产党宣言曳中以宏观叙事的视角描述世
界历史的理论框架袁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在世界扩张的资本逻辑袁揭示出资产阶级发展的内在矛盾与必然趋势袁蕴含着马
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预判遥 以叶共产党宣言曳世界历史理论的视角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对新型全球化的塑
造袁有助于理解野真正共同体冶的科学内涵袁更好的为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全球性危机贡献中国智慧遥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曰叶共产党宣言曳曰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院A811

文献标识码院 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1原园012原园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袁习近平

察遥 在全球化的视阈下提出野联合体思想冶思想袁蕴含

总书记强调野以史为鉴尧开创未来袁必须不断推动构建

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早期全球化的认识袁是人类命

人类命运共同体冶遥 [1]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在全球化

运共同体构想的思想溯源遥

背景下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袁以全人类和谐共生为价
值旨趣袁展现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际视
野袁是中国构建新型全球化的战略举措遥 作为无产阶

一尧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扬弃资本逻辑袁
塑造新型全球化的经济语境

级的革命导师袁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趋
势已进行思考并作出预判遥 在叶共产党宣言曳中马克思

叶共产党宣言曳 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

与恩格斯阐明现代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历史由各民族

本逻辑的历史发展及其趋势袁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

相对独立发展走向全面的相互依存尧 相互交融的趋

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抽象思辨

势袁解释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范式袁为我们理解世界

形式的基础上袁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演进存在某种

全球化趋势提供理论框架遥 在叶共产党宣言曳中马克思

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思想袁阐明资本主义发展的

与恩格斯虽然从未直接使用野全球化冶这一概念袁但其

历史必然性袁揭示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遥

从整体性视野出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了考

渊一冤叶共产党宣言曳中资本扩张的双重逻辑
叶共产党宣言曳阐述到野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

收稿日期院2021-04-12
基金项目院2021 年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思政教育专项课题
渊CK21062冤遥

作者简介院陈晓泽渊1994-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辅导
员袁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袁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

列变革遥 冶[2]西方殖民者开辟新天地袁为资产阶级发展

提供世界市场袁世界市场的扩大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
扩张相辅相成遥 马克思肯定资产阶级的生产力发展带
来的巨大成果袁 将其看做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阶段袁

陈晓泽袁等院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对新型全球化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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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虽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为金

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袁 除了冷酷无情的

钱利益袁但却也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袁释放出

耶现金交易爷袁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遥 冶[2]人类命

资产阶级本身的生产力量袁蕴含着资本扩张的双重逻

运共同体构想是对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历史

辑遥 一方面袁资本扩张带来生产力提高袁生产力的发展

性超越袁 反对资本主义将世界看做是资本扩张的世

促进世界市场形成袁挣脱封建旧社会的束缚袁使各民

界袁主张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兼顾各国共同发展遥 秉持

族尧国家联系日益紧密袁强化了普遍交往遥 站在生产力

合作共赢尧包容互惠的理念袁反对零和博弈游戏袁倡导

发展的角度马克思肯定了资本逻辑相对于封建社会

全人类的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袁符合世界各国和人民

生产关系的优越性袁肯定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遥 另一

的共同利益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遥

方面袁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
固有矛盾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袁生产力
的发展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袁 促使 野历史冶向
野世界历史冶转变袁强化各民族尧国家内部的社会交往袁

也加剧各民族尧国家的政治对立与斗争遥 西方发达国

二尧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扬弃野虚假共同
体冶袁塑造新型全球化的发展语境
野共同体冶概念发端于古希腊政治哲学袁马克思

家主导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袁 使得资产阶级与

与恩格斯曾多次通过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和异化理

无产阶级日益对立遥 在叶共产党宣言曳中马克思直指资

论的批判性考察袁批判野虚假共同体冶袁揭示未来共同

产阶级会与封建社会有相同的命运袁野资产阶级用来推

体的发展趋势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主张以和平为

翻封建制度的武器袁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遥 冶[2]在

基础袁倡导全世界共同发展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资产阶级全部生产力发挥的过程中周期性的商业危

的新型国际关系袁增进全人类的福祉袁追求世界各国

机尧日益鲜明的阶级矛盾尧霸权主义理念全球治理结

在共同体中取得共同进步袁是对马克思野自由人联合

构的失策已然预示着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遥

体冶思想的当代诠释遥

渊二冤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战略构想的历史超越

渊一冤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虚假共同体的批判

当今国际社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袁迫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虚假共同体的批判是建立在

切要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治理格局遥 构建人

生产资料私有制理论基础上遥 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必然要

中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资本的关系袁这种关系

求袁为实现营造公平正义尧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贡献

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只能是虚假的联系袁由虚假的联系

中国智慧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对叶共产党宣言曳的

所构成的共同体也是野虚假共同体冶遥 叶共产党宣言曳中

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遥 叶共产党宣言曳指出院野资

虽未直接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虚假的共同体袁但对资

产阶级袁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袁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

产阶级对人类本质异化展开深刻的批判袁认为资产阶

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遥 冶 在马克思看来袁世界历史

级从根本上并不是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袁私有制必然

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资本扩展的结果袁 是各民族尧国

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袁被迫出卖劳动

家的内在联系逐步加强的过程袁并逐步走向共产主义

力的工人被资本家无情剥削袁 无法得到自由和解放袁

的历史总趋势遥 资产阶级虽打破世界孤立的状况袁在

它是以虚假共同体形式存在的遥 资产阶级野它用公开

促进物质丰富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袁但这

的尧无耻的尧直接的尧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

种资本逻辑也表现出固有弊端遥 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

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遥 冶[2] 伴随着商品经济与社会分

[2]

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固有矛盾必然导致生产力

工的深入袁 资产阶级社会剥夺自由人的自由意志袁将

需挣脱资本的束缚历史必然性袁并将资本统治推向必

人异化为追求金钱与利益的工具袁工人通过劳动无法

然灭亡的未来趋向遥 马克思的批判与资产阶级对工人

获得尊严与快乐袁致使无产阶级日益与资产阶级对立

的剥削袁遮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遥 野它无情地斩断了把

起来袁无产阶级需要从桎梏中把自己解放出来遥 资产

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袁它使人

阶级社会遏制个人个性自由的发挥袁掩盖人的社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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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真正关系袁是虚假共同体的表现袁人要想得到全

与压迫就在全世界袁共产党人必须支持一切反对压迫

面而自由的发展袁必须打破这种虚幻的共同体袁认识

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遥

到个人与社会的本质力量袁并全面自由发挥个性驾驭

渊一冤叶共产党宣言曳的全球治理思想微光

这种力量袁自由人联合体才会出现袁才能构建全新的

资本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联系工具袁不仅造就资本

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遥
渊二冤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野真正共同体冶的时
代体现

主义的经济繁荣袁 更成为资本全球治理的有效工具遥
野生产力发达的资产阶级往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占据

主导地位袁而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则只能从属于前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走向 野自由人联合体冶的

者袁那些耶被卷入爷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则只好听命于

当代实践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

前两者的使唤和奴役结果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就形成

思想一脉相承袁其价值追求是野自由人联合体冶是野真

了一种特殊的层级关系袁或者说是多层次的全球治理

正的共同体冶遥 面对工人阶级悲惨命遭遇袁马克思尧恩

关系遥 冶[3] 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本身充满了矛盾与对

格斯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袁批判在资产阶级制

抗袁叶共产党宣言曳对资产阶级资本扩张残酷性予以揭

度下剥夺人的天性与自由遥 无产阶级应建立起联合

露袁表现出对无产阶级悲惨遭遇的极大同情袁工人想

体袁以革命的方式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袁将人们从野异

要摆脱被剥削尧奴役的屈辱历史就应当积极的同资产

化冶与野虚假共同体冶中解放出来袁使全人类获得解放袁

阶级做斗争袁当许多相同的独立的斗争汇合成的整体

最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就是以

斗争袁性质向阶级斗争演变袁工人阶级的联合也越来

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角度袁 以增进全人类的福祉为目

越扩大袁 各国工人阶级共同斗争便成为一种历史必

标袁追求建立公平公正尧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袁

然袁无产阶级政党也就孕育而生遥 全世界无产者的联

保障各个国家和民族权益的同时追求全人类的和谐

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袁野联合

共处袁 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含义袁彰

的行动袁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袁是无产阶

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价值的新型全球化发展理念遥 人

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遥 冶[2]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站

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蕴含着对野自由人联合体冶的美好

在资本主义推动形成的全球化基础上袁推动工人解放

向往袁促进资本主义野虚幻的共同体冶演变进度袁描绘

运动的同时袁推动世界继续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解放

了向野真正的共同体冶过渡的阶段蓝图袁为向野自由人

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袁这就需要无产阶级政

联合体冶转变奠定基础袁推动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

党把握全球治理的话语权遥

创新与发展遥 同时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仅是野自由人

渊二冤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联合体冶的阶段性体现袁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现状决

叶共产党宣言曳认为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加深了

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当前全球化语境下马克

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袁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民

思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暂时性遥

族尧各种之间的交流袁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挑战遥 马克
思和恩格斯提出了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冶的全球

三尧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贡献出中国方
案袁塑造新型全球化的治理语境

治理思想袁以世界视角看待人类解放运动袁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想正好继承马克思主义共同思想袁打破西方
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的桎梏袁是马克思全球治理

叶共产党宣言曳 不仅揭示了资本怎样开拓世界历

思想中国化的时代回应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

史袁逐步使世界成为有机整体袁并且揭示了在资本的

会发展前景的价值理念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遵循着

掩盖下资产阶级是怎样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治理世界遥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指向袁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

野全世界无产者袁联合起来浴 冶[2]喊出了无产阶级政治口

度袁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理念范式袁是推进世界秩序重

号袁蕴含着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的全球治理

构的中国表达遥 习近平曾明确指出院野随着全球性挑战

思想袁资产阶级将资本带入全世界袁无产阶级的剥削

增多袁加强全球治理尧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

陈晓泽袁等院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对新型全球化的塑造

势所趋遥 冶[4]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秉持求同存异的全球
治理观袁 将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张转化为多方共

窑 15 窑

渊二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推进人的全
面发展

识袁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声音袁携手共同面对人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场

类的未来袁 是对当前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理念全面超

域袁为发挥人的本质力量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遥 中国

越袁将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

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发展袁加快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进程袁体现了中国特

关键期袁发展是第一要务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

色社会主义的大国方案袁充分彰显了推动全球治理变

将造福中国人民袁 也将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遥

革的中国智慧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正是立足于本国国情袁着眼于世
界发展大趋势所提出的袁在差异中在谋求各国共同发

四尧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诉求于人的全面
发展袁塑造新型全球化的价值语境

展遥 在全球化背景下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袁建立
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遥 首先袁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袁倡导共享发展成果袁有利于改善人

在叶共产党宣言曳中袁马克思通过对不同社会形态

的生存条件袁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遥 构建人

下人的生存状况的分析袁阐述共产主义社会的宗旨是

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市场尧资本袁劳动力尧技术等生产要

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袁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

素的全球流动袁有利于加快本国的经济建设袁不断改

下袁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得以实现遥 人类命运共

善人的生存条件遥 其次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袁主张共

同体构想便是推动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构想袁是马克思

建人类世界袁有利于改善人的发展条件遥 构建人类命

所诉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性表达遥

运共同体以共同发展目标袁其战略构想是中国利益和

渊一冤叶共产党宣言曳与人的全面发展

与邻国的利益是在一个互利互惠的系统中共同发展

叶共产党宣言曳的核心理论是共产主义理论袁共产

和繁荣袁以合作为动力袁以共享为目标袁为人的发展创

主义理论的目标是人类解放袁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

造丰富的条件与平台遥 最后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

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袁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

化普遍交往袁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遥 世界各国加

体袁在那里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强交往袁逐步形成共同体袁共同体的历史才越来越成

的条件遥 冶[2]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统

为世界历史遥 在资本主义倡导的全球化下袁交往表现

治袁建立野自由人的联合体冶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

了野异化冶袁在此情形下交往也就出现袁交往实际上也

发展遥 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袁一方面促进世

是一种野物的关系冶袁野因利而聚袁利尽则散冶袁物化的社

界总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袁 加快分工与普遍交往袁摆

会关系成为束缚个人发展的枷锁袁而中国所倡导的人

脱人的孤立化袁促进人的发展遥 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展

类命运共同体是野因义而聚袁义尽人不散冶袁遵循人类

现的是人类的劳动能力的水平袁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

共同追求的价值袁促进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遥

展袁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凸显袁人劳动能力也得到不断
发展袁伴随而来的是人其他能力的发展遥 然而袁另一方

五尧结语

面袁 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为前提袁使
得劳动与人的本质相藩篱袁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人的能

当前袁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的大背景下袁

力的向着全面化发展袁 但是以资本家逐利的本性袁剥

各国关系日益紧密袁共同考验着人类面对重大公共危

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为目标袁 限制人能力的全面发挥袁

机的智慧遥 面对全球风险防控与危机的残酷挑战袁构

使人的能力走向片面遥 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袁人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是光辉的袁它以全新的视角

类才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袁每个人才能自由自

勾勒出世界发展的终极愿景袁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

在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袁人的能力才能向真正全面自由

规律袁扬弃资产阶级发展逻辑的局限性袁为构建国际

的发展遥

新秩序提供新契机袁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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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袁对
于塑造新型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遥 当今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相信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路上袁中国终会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更加和谐
美好的世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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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ping of New Globalization with the Concep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要要
要Based on the world history theory vis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HEN Xiaoze1袁 ZHOU Yanan2

(1. Chengyi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袁 Fujian 361021;

2.Hongdong County Party School of CPC, Linfen, Shanxi 041600)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野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冶 is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ropos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with the theme of win-win, cooperation, and tolerance. It is the unity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world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human society. Tracing to its source, Marx and Engels describ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world history
from the macro-narrative perspective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more than 170 years ago, deeply analyzed the capital logic of capital鄄

ism's expansion in the world, and revealed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and inevitable trend of bourgeois development, which contains
Marx's understanding and predi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history. Examining the shaping of 野new globalization冶 by the con鄄

cept of 野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冶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history theory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ill
help to understand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野true community冶 and solve various global crises fa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a better way with Chinese wisdom.

Key wo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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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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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伴随社会主义社会进入新时代袁人民不仅对物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袁在生态环境方面也有了更高的追求遥 因

此袁在当今这个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如何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必过难关遥 首先袁
依据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最新提法袁概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曰其次袁立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袁剖析了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和缘由曰再次袁综合分析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曰最后袁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当前所面临的现实问
题袁从公民尧社会和全球大环境等三个方面对如何讲好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进行了思考和阐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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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袁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等等遥 这些自改革

一尧生态文明建设概述

开放以来就不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
理论袁都充分显现了中国对生态治理和发展的决心遥

渊一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袁一跃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袁但在我们利用自然袁不断给自
然打上人的烙印以繁荣经济的同时袁自然也同样作用
于人袁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遥
中共十八大首次明确使用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冶

渊二冤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
1.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一脉相承的正确理论 [2]袁也是人

们在长期发展和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印证的科学真理遥
它深刻地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生

这一概念[1]袁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袁从十个方

的科学关系袁两者并非冲突袁绝不需要以牺牲环境为

面绘画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曰中共十九大从历

代价来换取经济袁相反袁正确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袁就

史和全局的角度出发袁 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尧

能够在实现生态环境美丽的同时获得更好的经济可

利在千秋袁 需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袁统

持续性发展袁找准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平衡点袁就足以

筹推进野五位一体冶的总体布局曰中共十九届五中全

让我们赚取金山银山袁也坐拥绿水青山遥

会袁也在现有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

2.尊重自然袁顺应自然袁保护自然

求袁要努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袁为建设美丽中

尊重自然袁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该秉持的第一态

国而不懈奋斗曰在 2021 年全国两会上袁依然把生态文

度曰顺应自然袁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循的基本准则曰

期袁 要积极落实 2030 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

与自然一直以来都是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袁但人类由

明建设列为重中之重袁强调在接下来的野十四五冶时

保护自然袁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承担的重要责任[3]遥 人
于意识得过晚袁在前期对自然造成了许多不可逆转的

收稿日期院2021-05-22

伤害遥 因此袁如今我们必须及时止损袁心怀敬畏之心袁

作者简介院张林琳渊1998-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尊重自然袁顺应自然袁保护自然袁也唯有如此袁才能更

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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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聚焦 GEP 的实现与提高
GEP袁即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袁是在党的十八大之

展袁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袁所
以总是在尽可能地压榨利用自然资源以实现其经济

后提出的用于衡量生态是否良好的准则袁并基于此提

效益的最大化遥 但由于人们对这种工业社会的高度发

出要把资源尧生态尧环境纳入社会发展的评价范畴遥 简

展只看到了正向收益袁对其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预料不

单来说袁就是生态版的 GDP袁是一种关于生态价值的

够尧预防不足袁长此以往袁不仅造成了资源快速地减少

核算袁以此作为绿色发展的底线要求袁为守住生态红

至稀缺袁更进一步地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袁在全球

线提供了衡量的标准遥 将原本世俗观念中无价的生态

范围内引起温室效应尧酸雨尧臭氧层破坏等等灾害现

有价化袁是生态文明理念的一个重大转变袁不仅实现

象遥 当前的中国袁水体尧大气尧土壤等同样在饱受不同

了野GDP冶和野GEP冶的并驾齐驱袁也激发了人们借助既

程度的污染袁由此造成间接或直接的经济损失袁及时

有生态资源研究谋取生态红利袁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

止损刻不容缓遥

的热情和干劲 遥 从对生态资源的一味索取尧掠夺袁到
[4]

3.生态环境退化

提出绝不能以生态换取经济袁要加大对生态系统的保

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对环境的严重污染袁 长此以

护袁再到现在提出的生态不仅是需要保护袁更需要发

往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生态环境的退化遥 当对

展袁 并把经济与生态的发展摆在了同等的高度上袁尝

资源过度的开发和不合理的利用成为一种常态袁野蓝

试将发展经济的手段与方式同样作用于生态袁这些改

天白云冶变成一种向往袁就意味着生态系统的链条遭

变都体现了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重视和加强遥

到了严重破坏袁物种多样性减少尧土地生产潜力衰退
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也将会同步出现遥 近年

二尧当前中国生态文明的现状描述与分析

来袁多次在中国出现的沙尘暴尧赤潮等恶劣天气都表
明了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遥

伴随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不断提出和多

渊二冤主观认识存在误区

次实践袁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光

一直以来袁人们都存在一个错误的观念袁觉得经

明前景和努力方向遥 但就中国目前状况来看袁中国的

济的发展一定会以环境的牺牲为代价袁因此为了提高

生态文明之路依旧漫长院资源压力依然沉重袁对生态

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肆无忌惮的利用和破坏生态

文明的主观认识存在偏颇袁制度体系仍然不够健全等

是天经地义尧理所应当的遥 而事实并非如此袁经济和环

道道难关袁造成中国发展的瓶颈遥

经济袁也不需要为了生态而停止发展的脚步袁那些为

等[5]遥 这些既已存的问题袁都是摆在中国发展面前的一

境从来都是可以共生的 [2]袁我们既不需要用环境换取

渊一冤历史积累的客观问题严重

了扩张商业版图而肆意利用资源尧破坏环境的企业

1.资源相对紧缺

家袁那些忧虑以牺牲后代生存环境为代价换取当代人

历史上的中国地大物博袁 各类自然资源丰富袁贫

享受的社会人士袁他们之间是否可以找到一个平衡

困的中国人民急于利用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

点钥 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马克思主义袁其蕴藏的人与

源以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袁但是人口的急剧增多和经

自然辩证统一思想早已给予后人在生态问题上以重

济的快速发展袁伴随而来的就是资源消耗量巨大袁资

要启发袁启迪我们能够寻找的这个平衡点就是转变主

源紧缺问题日益凸显袁土地尧水资源都处于严重人均

观误区袁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遥

不足的状态遥 据统计袁目前的中国是全球十三个人均

渊三冤制度体系缺乏规范

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袁森林覆盖率也仅为世界平

1.体系不够健全

均值的一半袁稀有或稀缺资源的名列越来越多袁资源

面对生态文明问题的日益突出并且严峻态势开

分布呈现不合理的状态袁这种种日益严峻的问题袁导

始超出了人们的预想袁一系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步

致人们虽然现在赚得金盆满钵袁但已经开始陷入一种

建立遥 但由于生态的破坏已经造成且不可逆转袁所以

未来我们再无可利用资源的担忧和焦虑中遥

在最初建立的制度体系中多以止损为主袁缺乏前瞻性

2.环境污染严重

的预防举措袁且缺少对生态细节方面的规范袁导致在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袁为了实现经济的蓬勃发

很多方面有漏洞可钻遥 部分生态部门职能出现交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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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袁规划或惩处标准不一尧朝令夕改等问题也时常出

要重视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遥 只有重视和加强生态文

现袁还有很多中央的规章制度在一级一级地传达中就

明的建设袁公民才会在良好环境和大局的熏陶中耳濡

逐渐野变了味道冶袁导致不少地方的生态法令法规尧政

目染地形成正确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观袁从而用思

策制度实际上是与中央和国家相抵触的袁生态文明制

想驱动实践袁真正在言行举止中成为生态文明的维护

度体系合力的最大化难以实现遥 而人们常说袁正确的

者和建设者遥

方向是成功的开始袁如果在制度上就犯了方向性的错

渊二冤有利于惠及社会民生福祉

误袁即使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工夫遥

在高质量发展稳步向前之时袁 重现绿水蓝天袁带

2.执行不够到位
野纸上得来终觉浅袁绝知此事要躬行冶袁有了明确

给民众的是沉甸甸的环保获得感袁是看得见摸得着感
受得到的民生福祉袁也是越来越赏心悦目的美好感

的生态制度体系袁能否落到实处又成为面临的一个重

受遥 在我们吃过生态破坏带来的苦头后袁我们就更加

大问题袁 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度的指导下努力地实践袁

向往生态文明建设所能带来的甜头遥 保护环境袁最终

也只有通过不断地实践袁我们才能逐步建立起更完善

受益的还是人类社会袁因此袁必须要把保护生态环境

的制度体系袁推动生态获得更好的发展袁这也就是马

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袁重视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袁功在

克思提出的认识论观点遥 但是在现实的实践中袁野推进

当代袁利在千秋遥

落实不够有力冶野降低标准尧放松要求冶野隐瞒违法事
实冶等现象均有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遥 而这些现
象的出现袁究其根源袁还是人们主观意识固化的问题袁
在大多数人看来袁生态制度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
在袁生态监管的偶尔不到位也不会对人民生命财产安

渊三冤有利于加快美丽中国的建设

野推进绿色发展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袁野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冶正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明
确提出的任务袁而在 2021 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中袁据统

计袁仅新闻报道披露的讲话袁提到生态的次数就超过

全造成实质性的危害袁反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执法

了二十次袁并将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之后出行的第一

人员和这些违规尧 甚至违法人员的互惠互利遥 所以袁

站定在了致力于发展绿色生态的福建武夷山袁这种种

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冶成为了很多地方在执行生态制
度时所持有的一个态度遥

举措都释放出了坚持生态优先袁推动绿色发展的鲜明
信号遥 当前中国正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尧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之际袁新

三尧重视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时代要求我们对当前社会存在的各项问题都必须严
肃认真对待遥 因此袁生态环境问题也自然要妥善处理

近些年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的会议上尧场合

和解决以避免成为中国迈向新发展阶段的绊脚石遥 需

里袁均对生态文明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和论述袁众多网

要我们发挥多方面合力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袁为加快

络宣传平台上袁一些触目惊心尧令人深思的数据和图

建成美丽中国添砖加瓦遥

片袁都以无形或者有形的方式向人们强调袁目前生态
文明建设趋于紧迫袁尤为重要袁促使我们必须要把重
视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关注的中心尧工作的重点遥

四尧如何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
故事

渊一冤有利于公民良好生态观的形成
新时代下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就是

当前袁中国所存在的生态问题说明袁当务之急就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主的生态文明观 遥 习近平

是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袁要努力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

的生态文明思想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

建设的中国故事遥 为此袁如何讲好这样的中国故事成

关系的基本原理袁从当今时代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威

为了中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探讨的问题袁但我们也

胁尧 严重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生态文明问题着手袁提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袁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袁需

[6]

出的一系列能发挥实效的生态文明新理念尧新观点 遥
[7]

要漫长的研究和实践遥

因此袁促进公民形成良好的生态观既是现实要求也是

渊一冤提高公民个人的生态文明建设意识

大势所趋袁刻不容缓遥 而要形成良好的生态观袁就必须

自古以来袁中华民族就拥有着源远流长的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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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慧袁从儒家肯定天地万物价值袁强调以仁爱之心

大生态问题开展对策性的研究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

对待自然的野以人为本冶生态思想到道家天人合一尧知

析遥 当前袁我国拥有良好生态的地区多为经济相对贫

常知和的生态观念等等袁都彰显着祖辈对生态文明问

困落后的山区袁缺乏工业加持袁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袁无

题高瞻远瞩的见解和预见遥 步入新时代袁我们仍要继

法将固有的生态优势转为经济优势袁针对这一问题袁

承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的宝贵精华袁 推陈出新袁以
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为基础袁加强自身生态文明建
设意识遥 其次袁作为中国公民袁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
到袁保护环境绝不是他人或者国家的事情袁这是我们
每个人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袁糟糕的生态环境最终损害

野科特派冶应运而生遥 野科特派冶袁即科技特派员袁最早是

1999 年针对南平问题提出袁致力解决新时期野三农问

题冶袁 这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在科技干部交流制度上作
出的一项创新与实践袁并推广至全国各省遥 2021 年 3

月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察看武夷山春茶长势时袁也再次

的必将是我们个人的健康及各种利益袁从而牢固树立

强调了要用好这种物华天宝的资源优势袁加之总结科

起生态文明建设意识袁从小事做起袁从身边的一点一

技特派员的制度经验袁把生态的茶产业从脱贫攻坚的

滴做起 遥 例如作为普通公民袁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减少
[1]

支柱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遥

塑料制品的使用尧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尧勤俭节

其次袁需要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遥 伴

约反对浪费等等曰 而作为社会的创业者或企业家袁更

随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袁互联网成为人们认识和了解

应该肩负起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责任和社会

世界的主要窗口袁野低头族冶成为了野快餐社会冶里的常

责任袁尽可能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尧多使用清洁能源袁

态遥 因此袁就应该从这种受众最广的领域入手袁充分发

牢记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同步袁要想获得更长久的发

挥网络媒体的积极作用袁弘扬正能量袁将网络作为生

展就必须要有野咬定青山不放松冶的自觉 袁以史为鉴袁
[8]

才能展望未来遥

态文明建设宣传的主要阵地袁在细水长流中凝聚生态
文明建设的社会共识遥 火遍全网的藏族男孩丁真袁就

最近网络上总在流传一句话袁野我们现在所生活

是通过网络宣传生态文明建设并取得惊人效果的生

的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冶遥 这个时代里的我们袁享受着

动实例袁丁真受到了网友们的热捧袁也引发多地争抢

最好的一切袁经济在稳步先前尧科技在日新月异尧公民

推广袁在这看似娱乐的背后袁人们透过网络看到了许

的个人素质也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而提高袁这里的个

多之前从未了解到的山河美景袁流量让美景与求真求

人素质自然也包括生态文明素质遥 在公民的生态文明

美的人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袁让人们深刻意识到自

素质不断提高之际袁人们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与时代

己对美的需要和向往袁为了维护这种美袁加强生态文

发展同步袁 找到了绿色经济的商机袁野哈啰冶野摩拜冶等

明建设自然需要提上日程遥

共享单车顺势而生袁共享单车不仅让人们节能减排尧

渊三冤加快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合力

降低消耗的意识真真正正地落到实处袁也在一定程度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小事袁也

上潜移默化地加强了人民的生态文明建设意识遥 2021

不是单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的责任与义务袁需要

一举措引起了中国民众极大的不满和愤慨袁大家在表

才能保证生态文明建设获得卓有成效的发展遥 国家需

达自己的恐慌和焦虑之时袁也体现出了国民敏锐的生

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引领作用袁确

态意识和对自身生态利益的关切袁但生态意识的提高

保绿色发展道路的主旋律和主基调曰各大社会团体尧

永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袁无论何时都需要我们绷

企业也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袁带头承担时代生态发展

紧这根弦袁助推生态文明建设遥

重任遥 此外袁各方面力量还需加强对话袁求同存异袁通

年 4 月袁 日本提出计划将福岛的核废水排放入海袁这

渊二冤制度与宣传齐抓共管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袁首先要在完善制度建设上下
功夫袁唯有以刚性约束倒逼习惯养成袁生态文明建设
才会取得实效遥 要用制度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生态

社会各界共同行动袁关心尧支持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袁

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最大合力遥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沟通与交流袁一直是近些年

来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遥 2021 年 7 月袁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建福州举行袁而作为中国双世遗

职能袁明确第一责任人袁将资源消耗尧环境损害尧生态

名山城市袁拥有无与伦比生态人文资源的福建武夷山

效益等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重要指标袁对重

也借此展开系列交流活动袁诚邀专家学者开展专题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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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和对话交流袁共话生态文明的传承尧保护与发展袁通

平系列思想为指导袁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袁加强

过汲取社会各界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真知灼见袁更好

绿色能源和产品的开发和研究袁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尧

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先行示范区遥 毫无疑

引领全球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和实践范例袁增强中国

问袁在未来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交流大会袁让这些生

在国际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袁把新时代

态之宝以一种更可持续性的方式在新时代绽放更加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好故事讲给世界听遥

璀璨的光芒遥
渊四冤共谋新时代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从大家众所周知的蝴蝶效应袁 到 2020 年肆虐全

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都告诉我们袁当前的新时代是全球

化的新时代袁在这样的新时代下袁人类成为一个命运
共同体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遥2019 年袁因为非
法经营袁 世界遗产地澳大利亚佛雷泽岛惨遭大火肆
虐袁近一半土地被焚毁袁珍稀名贵动植物遭受灭顶之
灾袁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袁这一事件给全球的生态
文明都带来了重大损失遥 因此袁地球要靠每一个国家尧
每一个人来守护袁国际社会需要携手同行袁共谋新时
代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袁实现互利共赢遥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袁实现美丽中国目标袁不仅是
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和重要路径袁更可以
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道路贡献方案和借鉴遥 近
些年袁中国经过持续的努力袁在生态保护上取得了巨
大突破和进展袁塞坝林场被联合国授予野地球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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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冶尧库布齐沙漠被联合国确定为野全球沙漠生态经济
示范区冶[2]遥 站在新的历史舞台袁中国需要继续以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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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ing the Chinese St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ZHANG Linlin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With the socialist society entering a new era, people not only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materials, but also have
higher pursuit in culture, security, especiall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in today's complex environment, how to tell the Chinese
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has become a must in front of us.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formula鄄
tion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new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鄄
struction; Secondly,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rdly,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鄄
tion is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Finally, based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tell the Chinese 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of citizens, society and global envi鄄
ronment.

Key words: new er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ath to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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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纪律教育实践的探索
代天喜
渊武夷学院 宣传部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院新中国成立初期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袁带领广大党员干部恢复国民经济袁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遥 在纪律建设中袁坚持野教育为主尧处分为辅冶的方针袁将党纪教育与违纪案件处理两手抓袁不断健全
党纪检查机构和人员袁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遥 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党员纪律教育的实践袁对当前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袁从严管党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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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

过程中袁 时刻把加强党员纪律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遥

领导集体一如既往地对党员纪律教育摆在重要位置

1949 年 3 月袁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特别告诫

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袁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袁为国民经

全党要时刻做到两个野务必冶袁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

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坚强纪

保持谦虚尧谨慎尧不骄尧不躁的作风袁务必使同志们继

律保证遥

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遥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
政党后袁更加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遥 新中国

一尧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党员纪律教育实
践的回顾

成立后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保持了野两个务必冶的优良
作风和传统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袁为新中国的建
设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袁 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袁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

一些党员干部的不良作风问题日趋严重遥 面对新的形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袁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

势和主要任务袁一些党员干部没能经受住党的历史地

优势遥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袁为严明党纪军纪袁中

位和工作环境转变带来的巨大考验袁思想观念跟不上

国共产党就提出了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冶袁正是依靠铁

形势任务发展的要求以及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袁产生

的纪律和优良作风袁面对严峻的形势与任务袁带领中

了骄傲自满尧居功自傲的情绪袁滋长了贪图享受的思

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袁建立了中华人

想和官僚主义尧形式主义尧命令主义的作风遥 为了保持

民共和国遥 中国共产党在由小变大尧又弱变强的成长

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势在
必行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艰苦

收稿日期院2020-09-26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21356)曰
武夷学院 野党史窑党建冶 研究专项重点项目
(2021XJDSDJ03)遥

作者简介院代天喜渊1982-冤袁男袁汉族袁副研究员袁主要从事
党员教育研究遥

奋斗袁廉洁奉公袁以身作则袁为政清廉袁为全党树立了
典范和榜样遥 这一时期袁干部作风教育的主要内容包
括院开展整风运动进行反官僚主义教育尧通过野三反冶
运动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尧通过野新三反冶运动进行党风
廉政教育遥1949 年 11 月开始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成立遥 1950 年 5

代天喜院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纪律教育实践的探索

月袁 中共中央在全党和全军的整风运动指示中指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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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政治保证遥

自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性胜利以来袁两年多来党员人
数增加约 200 万人袁 其中有些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
纯袁 以至于他们还没有时间接受计划的教育和培训袁
这给全党敲响了警钟 遥

二尧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党员纪律教育实
践的内容

[1]

1950-1951 年袁各级党委尧纪委围绕局部剿匪斗

新中国成立初期袁各地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委

争尧镇压反革命尧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重大政治运

的有关指示要求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袁多措并举对党

动袁开展党纪教育和党员违纪案件查处工作遥 1951 年

员纪律教育进行了有效的探索遥

12 月袁中共中央发出叶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尧增产节约尧

渊一冤党员纪律教育与案件处理同步进行

反对贪污尧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曳袁拉开了

毛泽东指出袁只有全体党员都具备严格遵守和执

野三反冶运动的序幕[2]遥 野三反冶运动意义重大袁被称为新

行党纪的修养袁党内才能团结统一袁党的凝聚力和战

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袁有利地抵制了资

斗力尧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才能够不断增强袁党的路

产阶级对干部队伍的腐蚀袁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一批

线方针政策才能更好地得以贯彻执行遥 新中国成立之

腐败分子袁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遥1952 年 1 月袁中共

初袁为适应新生政权对干部队伍的大量急需袁短时期

中央发出叶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曳袁明确了各

内袁干部队伍数量迅猛增加袁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袁

级党委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 遥 刘青山尧张子善贪污

干部队伍中出现了思想不纯尧组织不纯尧动机不纯尧内

[3]

案是野三反冶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案件遥 1952 年 2 月袁河

部不团结等严重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提

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袁依法处决了刘青山和张

高袁阻碍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遥 中央和各地纪委工作

子善袁这表明了新执政的共产党惩治腐败袁提高党的

章程中明确规定袁要加强党内纪律教育袁党员严格遵

威信的决心袁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袁威慑了

守党的纪律袁执行党的决议和政府的命令袁保证全党

一些犯有腐败罪的干部遥 广大干部从这一案件中接受

的统一和集中遥 各地通过理论教育法尧实践教育法尧批

了党纪教育袁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善遥 1953 年

评与自我批评教育法尧典型教育法尧案例教育法等方

1 月袁中共中央发出叶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尧反对命令主

法和途径袁开展学习研讨尧交流互动尧参观学习等袁加

义尧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曳袁开展野新三反运动冶袁各地

强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遥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

[4]

严肃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 遥 党的纪律教育紧跟形势

委员会不仅要处理典型案例袁还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宣

任务要求为目标开展政策教育袁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

传遥 各地结合土地改革尧社会主义改造等中心工作开

宣传教育尧 运用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遥 1954 年 1

展党纪教育袁一旦发现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袁及时纠

月袁毛泽东在审阅叶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曳时指

正一些党员的错误行为袁并进行党纪教育遥

出院野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袁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

渊二冤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党纪教育

就不做遥 冶叶决议曳中指出袁要开展以增强党内团结为目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袁通

标的纪律教育活动,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尧行动袁

过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教育培训网尧创办干部业

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袁 以确保党内的团结 遥

余理论学校尧开办马列主义夜校和夜大尧扫盲识字班尧

[5]

1955 年袁中央和地方相继成立监察委员会袁对各级党

干部在职自修等方式袁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教育和党

政机关的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尧法

纪教育遥 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袁采用读原著尧悟原

规的情况进行检查和处理遥 总之袁新中国成立初期袁中

理尧板报尧小册子尧图片展尧歌曲尧快板尧戏曲等形式加

国共产党根据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袁通过不断建

强党的纪律的学习宣传遥 通过报纸尧党内通报等多渠

立尧修订和完善党纪党规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开展党

道及时公布处分党员领导干部的典型案件袁组织党员

内政治生活袁净化了社会风气袁增强了党员干部队伍

学习讨论并引以为戒遥 在与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斗争

的执行力和凝聚力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开展

中袁各地监委调查处理并公布了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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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腐败的案件遥 根据该案的调查情况袁选取典型案
件在党报党刊上发出通知袁要求机关尧社区尧工厂尧企
业尧学校尧党支部组织讨论袁展开反对腐化堕落尧败坏
共产主义道德的斗争遥 以通知尧报纸尧会议和奖励等形
式表彰了先进个人和集体袁并批评了一些典型的违纪
案件遥 根据中央纪委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开展宣传工

年袁党的干部数量为 175 万袁建国后七年间袁党员干部

人数增加了 450 万之多遥 从党员数量的增长情况看袁
1949 年底袁中共党员为 450 万人袁到 1956 年底袁党员
人数已增至 1200 万袁建国初七年间袁党员人数增加了

750 万[6]遥在执政条件下袁广大党员干部袁特别是领导干
部掌握着大量资源和权力袁权力的掌握正是滋生官僚

作袁加强党员干部的纪律性遥 中南区通过建设监察工

主义等不良作风最重要的载体袁因为权力的掌握必然

作展览馆袁编写党纪宣传小册子发给党员学习袁举办

会遇到诸多的诱惑袁如金钱的诱惑尧美色的诱惑尧物质

党纪教育图片展等多种方式宣传党纪和政府纪律遥 西

享受的诱惑等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一旦被利益诱惑

南区通过发内部通报尧 举办党员干部理论培训班尧党

所侵蚀尧政治本色一旦被膨胀的私欲所污染袁官僚主

纪宣讲尧出版典型案例等方式袁提高党员的受教育面遥

义尧贪污腐化等不良作风就会滋生蔓延遥 正如毛泽东

华东区通过印发监察工作宣传材料尧发言整理等形式,

在建国前夕预见的那样袁一些党员干部虽不曾被敌人

开展党员和干部纪律教育袁 总结各个地方的教育经

的枪炮征服袁但可能经受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遥 新中

验袁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提供了思想政治保证遥

国成立初期袁 我们党对党员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同

渊三冤坚持野教育为主尧处分为辅冶的方针加强党纪
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袁按照中央纪委要求袁把党员纪

时袁注重党员的纪律意识的增强遥 截止目前袁中国共产
党党员人数已经达到 9000 余万袁更要抓住加强党的

纪律建设不放松袁把纪律放在党的执政的最前沿遥 各

律教育与对敌斗争区别对待袁要以教育为主袁处分为

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党纪党规袁增强对党的纪律的

辅的工作方针袁按照党章及有关规定开展党纪教育和

认识袁真正把党的纪律内化袁在实践中外化袁切实增强

违纪案件的处理遥 各级纪检部门根据党员和干部违纪

党的纪律的认识[7]遥 党员要建立自省自律的保护网络袁

违纪的性质和态度袁 对党员和干部进行了定性处理遥

加强自律的关键是清正袁清正之本在于自律遥 发挥党

在党员中通报重点案例袁 达到既教育全体党员的目

员善于学习的优势袁增强党员意识袁宗旨意识袁服务意

的袁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遥 通过整顿组织袁对混进党内

识袁马克思主义信念和理想信念的意识袁不断抓实理

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袁一经查明袁坚决清除出党遥 对

论武装这项重要工作遥 学懂弄通党的理论知识袁加强

党内犯错误的同志袁坚持野教育为主尧处分为辅冶的原

党性修养袁修好野金刚不坏冶之野真身冶袁养好野百毒不

则袁挽救了一批党员干部遥 开展党员干部党纪党规教

侵冶之野根性冶遥 加强理论培训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袁对

育和评比活动,对遵纪守法的优秀党员干部进行表彰遥

于党员干部来说尤为重要遥 这就要注重纪检干部的培

对党员进行警示教育袁要求遵守党纪国法和有关政策

训袁采取集中教育尧培训和考察等方式袁帮助其开拓视

法规袁处理典型案件袁加大纪律教育的效果遥

野尧学习现代管理知识袁创新工作方式袁提高纪检干部
的管理水平和工作能力遥

三尧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党员纪律教育实
践的现实意义

渊二冤要完善党纪党规
新中国成立初期袁为了巩固执政党地位袁中国共
产党通过制定一系列党纪党规对党员进行约束和管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袁

理遥 有纪可依是严明纪律的前提袁拥有一套党纪党规

新中国成立初期袁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员纪律教育的探

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 这是我们党永远保持

索袁对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袁增强纪律教育的针

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保证遥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袁严

对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遥

惩腐败袁必须以制度建设为基础袁加强和巩固党纪党

渊一冤要增强党员纪律意识

规为先袁这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威望空前上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袁党的干部只有 80 万袁1950

升的根本原因遥 党的纪律和党规具有规范和引导尧控

代天喜院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纪律教育实践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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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制约尧训诫和惩罚威慑的功能遥 要建立以党章为

评袁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曰树立榜样进行正面引导教

核心尧以监督法规为骨干尧以配套法规和监督规范为

育袁运用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等遥 各级党组织要开

重要补充的党内监督法规体系[8]遥 以政治纪律建设和

展党纪党规的学习宣传, 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建立法

组织纪律建设为核心袁推进廉政建设尧群众纪律建设尧

律意识和纪律意识袁了解法律法规袁明确规则袁产生敬

工作纪律建设尧生活纪律建设遥 要坚持问题导向袁与时

畏和恐惧袁形成尊重和维护制度的良好氛围遥 要加强

俱进袁突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袁及时修正和改进遥 坚持

年轻干部的教育和指导袁引导党员干部懂得纪律和规

纪检守法袁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放在前面袁用纪律和规

则在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袁理解不遵守纪

矩来控制多数袁把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遥 坚持原则

律和规则的重大伤害和严重后果, 不能为了权力和欲

提出工作要求袁不断完善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袁待成熟

望膨胀袁去损害任何个人和社会的利益遥 十八大以来袁

后再及时上升为法规制度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尧

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袁不断将管党治党的创新成果固

野三严三实冶专题教育尧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尧野不忘初

化为法规制度袁先后出台或修订了叶中国共产党章程曳

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等活动袁对于加强党员教育袁

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叶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起到了重要作用遥 要把党章党规党

例曳等近百部党内法规袁使党内生活各领域有章可循尧

纪作为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重要内容袁作为各

有规可依遥 从中共中央办公厅尧中央野不忘初心尧牢记

级领导干部学习培训的必修课袁采取理论宣讲尧警示

使命冶主体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叶中国共产党

教育尧以案说法尧专题片尧学习研讨等多种方式袁加大

党内重要法规汇编曳 来看袁 收录了 30 余部重要的准

宣传教育力度遥 运用学习强国尧党员 e 家尧微信微博尧

律尧纪律处分尧巡视工作尧党员教育尧理论学习尧干部管

开展党纪党规线上线下知识测试袁要求党员撰写心得

理等方方面面遥 党内法规跟上时代袁基本形成党的纪

体会袁强化学习效果[9]遥 开展警示教育袁到警示教育基

则尧条例尧规定尧意见和通知等袁涉及到党章尧廉洁自

律建设法规框架袁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强有力的制
度保障遥

专题网站等袁 组织动员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纪党规袁

地开展现场观摩学习袁以案说纪尧引以为戒遥 定期开展

纪律教育活动袁 增强广大党员学习党纪党规的积极

渊三冤要创新党纪教育方式方法

性袁将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袁由于长期处在艰苦的革命

循袁营造政治强尧党性强尧纪律严的浓厚氛围遥

环境中袁党员干部很少有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渊四冤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机会袁加之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出身于农民袁文化程度

新中国成初期袁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袁党的纪律

很低袁理论学习受到了制约遥 因此袁干部队伍缺少足够

是政党有序运行的基石袁 党的纪律重要执行和落实遥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袁理论素养整体偏低遥 新

战国邹窑孟轲在叶孟子窑离娄上曳指出袁野离娄之明袁公输

中国成立初期袁 多种经济成分和多个阶级阶层的并
存袁 以及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传承性袁

子之巧袁不以规矩袁不能成方圆遥 冶按照现在话说就是袁

没有规矩袁不成方圆遥 党的纪律重在遵守和执行遥 遵守

导致了思想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教育目标制约着教

党的纪律袁首要是遵守政治纪律遥 习近平指出院野我们

育内容袁教育目标调整后袁教育内容设置也发生了新

的制度不少袁可以说基本形成袁但不要让它们形同虚

的调整袁作风教育和理论教育得到强化袁并增加了许

设冶遥 要做到有纪必执尧有违必查尧不讲条件尧不看情

多附有时代特征的新的教育内容袁如抗美援朝运动中

面遥 政治纪律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袁在维护党

的时政宣传教育尧野三反冶 运动中的反腐倡廉教育尧过

的权威尧大是大非面前立场要坚定袁无条件执行遥 要强

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教育等等遥 而教育目标和内

化日常监督执纪袁抓住领导干部的野关键少数冶袁坚持

容的变化袁又必然要求为之服务的教育方法及途径的

严格的教育袁严格的管理和严格的监督袁将权力关键

跟进遥 新中国成立初期袁在开展警示教育等党纪教育

党纪党规的笼子里面袁防止失去监督权力遥 建立健全

的方法上进行了探索袁如利用报纸刊物接受群众的批

党内外监督体系袁 发挥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监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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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袁发挥巡视野利剑冶作用袁实现巡视全覆盖袁将巡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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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院白

琳)

On the Practice of Discipline Education for Party Member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DAI Tianxi

(Propaganda Department, Wuyi University袁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eading collectiv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presented by Comrade Mao Zedong, led the majority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to restore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establish the so鄄
cialist 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we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education as the main task and punishment as the supple鄄
men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of Party discipline and the handling of cases of violation of discipline, and constantly im鄄

prove the inspection institutions and personnel of Party discipline. We have carried out effective explo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conduct and clean government. Exploring the practice of discipline education for Party member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strictly managing the Party.

Key words: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Party members; discipline education; practice;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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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地方院校基层党支部的
创建与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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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举措遥 基层党支部是党组织的最基本单元袁是党

的各项事业推进的先锋堡垒遥 不断研究尧加强和创新党支部建设至关重要遥 产教融合是地方性院校向应用型转型发展的
必经之路和重要内容遥落实党建统领袁推动地方性院校产教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武夷学院竹生态产业协同中心支部袁
立足地方竹资源和竹产业优势袁发挥野劳模示范性尧团队创新性尧党员先进性冶三联动作用袁创新党建工作实践袁助推产教
融合发展遥

关键词院党建曰教师支部曰地方院校曰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院D267.6; G641

文献标识码院A

由于地方本科高校建校时间较短尧地方财政资助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1原园027原园3
服务等各项事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遥

有限及所在城市偏僻等袁地方院校在学科建设与学术

武夷学院是地处福建闽北山区的新建本科院校袁

研究上较弱袁在学科建设与科研成果上很难甚至永远

近年来紧抓应用型转型发展战略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

无法追赶上老牌本科院校遥 因此袁地方院校实行向应

为目标袁深入推动产教融合发展遥 武夷学院党委下属

用型转型发展袁 开展院校专业教育与地方产业协同袁

71 个支部袁其中竹生态产业协同中心支部立足闽北山

实行产教融合发展袁是地方院校能够获得错位发展和

区的竹资源和竹产业优势袁组建各类竹资源创新研究

特色发展的必然选择遥 2017 年国务院下文叶关于深化

平台袁助推学院产教融合发展遥 本文主要介绍竹生态

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曳袁明确要求指出袁高校要打通专

产业协同中心支部在产教融合背景下的党建创新实

业教育与区域产业的壁垒袁深化产教融合发展袁为我

践与探索袁为我国地方高校基层党支部的创建与创新

国区域和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遥 该意见出台对地

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指导遥

[1]

方院校探索办学新思路袁实现特色发展袁服务地方经
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十九大以来袁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的领导已成

一尧传统地方院校基层党支部创建中存在
的问题与不足

为全社会共识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对加强和
改善党的领导进行了具体部署遥 党支部是党组织的最

渊一冤党支部的政治核心和领导作用弱化

基本单元袁 是党的各项事业推进的前头堡和最前线遥

高校教师承担着较繁重的教学尧科研工作袁所谓

加强党支部建设袁是落实党的政治核心和领导作用的

野教学是立身之本袁科研是发展之道冶袁教学和科研占

必然抓手 遥 高校基层党支部是高校党委领导组织下
[2]

据了普通教师绝大部分的精力袁 尤其是科研工作袁能

的基本单元袁为高校实现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及社会

切实带来利益和职称的升迁袁是高校教师最关心和认

收稿日期院2021-09-01

真对待的工作内容遥 而党组织活动袁在高校教师职称

基金项目院武夷学院野党史党建冶研究专项项目渊2021XJDS鄄

晋升等关乎利益方面袁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力袁因此自

DJ13冤遥

作者简介院王巍渊1981-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党建研究遥

然不被高校教师所重视袁导致党支部的号召力和领导
作用被弱化[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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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两张皮现象

渊一冤劳模示范性

很长时间以来袁高校基层党支部书记与行政领导

支部于 2018 年申创成立了福建省劳模工作室袁

是由不同人担任袁 支部书记对党建理论工作较精通袁

通过弘扬劳模创新精神袁推广示范带头效应遥 在劳模

但往往其教科研业务工作成果并不突出遥 相反袁行政

创新精神引领和示范带动下袁支部涌现了一批争先创

领导往往是教科研成果突出袁而党建理论及工作经验

优代表和成果袁近三年中支部成员中共有 4 位教师分

较少遥 党建与行政工作融合发展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

别获得福建省先进工作者尧 福建高校杰出青年人才尧

于二者的工作关系是否和谐袁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袁

南平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袁充分发挥

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党建与行政两张皮现象遥

了先锋模范和示范带动作用遥

渊三冤党建工作形式主义

同时袁支部以此先锋和模范作用为基础袁在支部的主

正是由于高校基层党支部的政治领导作用弱化

题党日活动中袁专题开设野介绍身边好党员尧党员好事迹冶

及党建与行政两张皮现象袁必然导致基层党支部在忙

等主题党日活动袁通过在线上尧线下的宣传报道袁做好支部

于党建工作过程中袁较难深入触及中心教科研发展工

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的广泛宣传袁激励其他成员不断努力

作袁而是忙碌于野三会一课冶尧主题党日等各项党组织

奋斗袁营造努力奋斗尧积极向上的支部工作氛围遥

活动中袁 较难深入融入到高校教师的教科研中心工

渊二冤团队创新性

作袁必然表现为停留在表面上的形式主义遥 而这种难

支部立足闽北竹资源和竹产业优势袁为深化竹资

以避免的形式主义又将会进一步削弱高校基层党支

源创新利用袁先后与省内外高校尧研究所及政府部门

部的政治核心和领导作用袁陷入恶性循环遥

协作组建各类创新平台与协作团队遥 如与建瓯市科技
局协作组建竹公共服务平台袁与厦门大学院士共建了

二尧支部党建创建与创新实践

竹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渊院士工作站冤袁与厦门大学尧
福建农林大学尧 福建师范大学尧6.18 创新研究院竹产

闽北生态环境优良袁物种资源丰富袁森林覆盖率

业渊建瓯冤分院尧紫光英力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尧福建何

常年居全国前列遥 中国十大竹子之乡袁有 3 个就落于

其昌竹业尧杜氏木业尧鑫森碳业等合作企业袁共同组建

闽北袁竹产业发展也被市政府选定为千亿竹产业战略

了竹生态产业协同创新中心袁学院内部整合各专业师

计划袁作为落实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理念的重要

生袁组建竹资源利用师生共创团队袁通过这些创新平

举措和抓手之一[4]遥 为落实武夷学院党建工作统领和

台与创新团队的联建袁真正实现高校人才培养尧专业

支部的一线战斗堡垒作用袁 于 2018 年成立了竹生态

教育尧学科建设与企业产业相融合发展袁有效支撑了

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支部袁将支部建立在科研一线和平

专业学科与服务地方产业发展袁推动闽北竹产业的科

台上袁立足闽北竹资源和竹产业优势袁将竹生态产业

技研发与实体制造不断深入发展遥

和竹生物质材料技术创新作为主攻方向袁对接闽北区

渊三冤党员先进性

域竹产业遥

支部积极创建基层党建样板支部袁 推行双带头人

支部通过选优配强支部书记及支委袁落实支部书

支部书记袁落实各项工作的野党建+冶袁以党建工作为统

记的双带头人作用袁强化基层支部阵地建设杜绝支部

领袁促进支部中心工作开展袁注重发挥党员先锋作用袁

党建与行政两张皮现象遥 支部工作创建注重与学院福

强化支部阵地建设遥 支部聚焦产教融合发展袁主动融入

建省劳模工作室尧竹材工程中心渊院士工作站冤及竹生

劳模工作室与院士工作站及竹生态产业协同创新中

态协同创新中心有机融合袁通过发挥野劳模示范性尧团

心袁把支部建立自科研平台和产教融合一线上遥 支部于

队创新性尧党员先进性冶三联动的引领和辐射作用袁坚
持以科技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袁确保竹生态产

2018 年申报立项为福建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袁2019 年
申报全国党建样板支部袁不断推进支部党建工作发展遥

业协同创新中心持续高效运行与成果产出袁不断助力

同时袁支部设立党员示范岗位袁立足岗位争先争

闽北竹产业发展袁 同时有效推进学院学科专业建设尧

优袁坚持把初心写在行动上袁把使命落实在岗位上遥 将

教育教学改革及服务产业创新发展袁深化产教融合遥

支部建在平台上袁党员设在岗位上袁承诺写在行动上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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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巍袁等院产教融合背景下地方院校基层党支部的创建与创新实践

推进专业建设尧科研和服务产业发展遥

三尧支部创建与创新实践成效

野6.18冶项目成果交易会与企业成功对接袁为闽北竹材

加工企业提供公共技术咨询与服务 20 余项袁 培训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服务效益遥

渊三冤支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袁形成良性
渊一冤党支部的政治核心作用得到强化袁党建与行
政充分融合发展
施行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程袁选配党建工作和科
研工作较强的行政领导挂点担任支部书记袁党建工作

竞争氛围
近 3 年以来袁支部立足竹产业创新研究平台袁努

力奋斗袁先后获得多项荣誉成果遥 2019 年支部被评为
首批省级野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冶培育单位曰支部野竹材

与中心工作融于一体袁 从根本上杜绝了 野两张皮冶现

创新研究团队冶获得野南平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冶荣誉称

支部各项教育尧科研尧社会服务等工作遥 强化了党支部

授予野福建省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冶曰2018 年支部 4 人

象遥 以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组织活动开展为统领袁推动

的政治核心和领导作用袁政治理论学习更加有效袁野四

号曰支部研究平台竹材工程中心渊院士专家工作站冤被
次分别获得野福建省先进工作者冶福建省野高校杰出青

个意识冶野四个自信冶和野两个维护冶更加自觉袁支部的

年科研人才冶称号遥2020 年支部获批野福建省竹资源创

党组织建设更加完善袁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从严治

新利用冶省级科研团队袁支部野闽北特色生物质创新利

党要求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用师生共创科研团队冶获得校级立项袁野竹生态产业协

渊二冤支部融合科研平台袁服务地方竹产业有成效

同创新中心冶获得省级立项遥 此外袁指导学校在野挑战

近 3 年来袁支部依托的竹材工程中心渊院士工作

杯冶创新与创业比赛中袁多人次获奖遥

站冤尧竹生态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团队袁围绕竹类资源开
发尧竹材加工尧竹纤维复合材料开发及相关领域前瞻
技术和关键技术袁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尧技术研发和成
果转化袁 承担了省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20 余获省

部级各类奖项 2 项袁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0 余项袁发

表 SCI尧EI 收录学术论文 30 余篇遥 先后与闽北多家竹
材加工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袁承接野无甲醛生物基胶

粘剂开发及其在竹胶板中应用研究与产业化冶野高性
能竹塑复合材料开发冶野竹材微波软化及整形加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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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冶 等 15 项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袁 有多项成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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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Basic Party Branch in Loc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WANG Wei1, HUANG Ting2, GONG Xinhuai2

Abstract:

(1.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 School of Ecology and Resources Engineering,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Comprehensively and strictly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 The basic Party branch is the most basic uni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nd the vanguard fortress to
promote the Party's various undertaking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strengthen and innov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branch.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s the only way and important content to transform to application-oriented development for local
colleg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lement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鄄
tion in local colleges. The Party branch of bamboo ecological industry collaboration center of Wuyi university to innovate the Party build鄄
ing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by the three linkage role of "model worker demonstration, team in鄄
novation and Party member advanced nature",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local bamboo resources and bamboo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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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年轻干部培养选拔野六步工作法冶探析
项志军
渊武夷学院 组织部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年轻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野源头活水冶遥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院野培养选任年轻干部是决定我们命运

的问题冶遥 当前袁高校年轻干部存在政治素质有待提升袁年轻干部储备不足袁艰苦环境磨炼缺乏袁培养选拔渠道不宽袁干部
激励机制不活等问题遥 新时代袁高校要采取有力措施袁着力在野提升政治素质尧拓宽来源渠道尧强化关爱培养尧坚持严格管
理尧健全激励机制尧加大使用力度冶六个步骤方法上下功夫袁切实加强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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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坚强组织保证遥

一尧加强高校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的重要意义
野人事有代谢袁往来成古今冶遥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

的规律遥 2018 年 7 月 3 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

工作会议上指出院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袁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袁归根到底在于培养选拔一批又
一批优秀年轻干部接续奋斗遥 冶[1]2018 年 6 月袁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审议叶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
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曳时指出院野新时代新使命
要求我们切实及早发现尧及时培养尧源源不断选拔使
用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优秀年轻干部袁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遥 冶[2]2019 年 3 月袁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党校渊国家行政学院冤中青年干部培训开班式

上指出院野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是一件大事袁 关乎党的命
运尧国家命运尧民族命运尧人民福祉袁是百年大计遥 冶 [3]

做好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是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后

继有人尧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遥 对于高校来说袁大力培
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加强高校干部队伍建设的重
要基础袁 是加快推动办好人民满意大学的重要保障遥
高校党委要深刻认识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重要意义袁
进一步健全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袁不断发展壮
大年轻干部队伍力量袁为新时代高校事业可持续发展

二尧当前高校年轻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突
出问题
从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来看袁 当前高校年轻干部的
培养选拔工作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袁主要是院
渊一冤政治素质有待提升
一些年轻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够重视袁
参与党内政治生活流于形式袁政治理论功底不够扎
实袁政治素质不够过硬遥 有些年轻干部对错误言行缺
乏政治敏锐性尧政治鉴别力和斗争精神遥 少数年轻干
部受到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尧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
不良风气的影响袁放松了党性煅炼袁理想信念不够坚
定袁宗旨意识不强遥 根据有关调查问卷显示袁有 58.33%

的受访者认为高校年轻干部最应加强的是提升野政治
意识冶[4]遥

渊二冤年轻干部储备不足
从整体上看袁一些高校对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工

作不够重视袁缺乏长远谋划袁存在年轻干部总量偏少尧
储备不足等问题袁 特别是 35 周岁以下优秀年轻干部

在二层干部队伍中所占比例较低袁一些高校二级学院
领导班子中符合担任党政正职的年轻干部偏少袁高校

收稿日期院2021-05-11

干部队伍不同程度地存在青黄不接尧后继乏人等现实

作者简介院项志军渊1975-冤袁男袁汉族袁主要从事党建研究遥

问题遥 通过对山东省全省高校中层领导干部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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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现袁 年龄在 36 岁以上的干部占 97.92%袁69.68%

取有效措施袁全面加强和改进年轻干部培养选拔袁不断

81.02%的人认为野本校年轻干部偏少冶[5]遥

得硬尧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高校事业的可靠接班人遥

的受访者认为 野本校中层干部年龄偏大冶袁 同时有

培养造就一批政治上靠得住尧工作上有本事尧作风上过

渊三冤艰苦环境磨炼缺乏

渊一冤提升政治素质袁补好精神之野钙冶

野三门冶干部在高校干部队伍中不同程度存在袁一

1.锤炼政治品格

些年轻干部缺少基层工作经验袁 工作经历比较单一遥

政治品格即政治品行尧政治素养遥 习近平总书记

特别是缺少艰苦复杂环境的磨砺煅练袁心理承受能力

指出袁领导干部要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遥 年

比较脆弱袁应急处置尧驾驭复杂局面尧做群众工作等解

轻干部作为党的事业接班人和服务群众的生力军袁讲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够强袁担当作为的底气和吃苦耐

政治是第一位的袁如果不重视政治品格的锤炼袁就不

劳的韧性不足遥 通过对高校年轻干部调查研究分析袁

能正确理解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袁不能及时发现和

63.89%的受访者认为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最需要的

校正偏差袁在大是大非面前缺乏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态

为工作经验的积累方面不足 遥 可见实践锻炼缺乏是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是提供不同岗位实践机会袁 另有 51.85%的受访者认

度遥 我们要组织引导年轻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新时代高校年轻干部培养的现实难题之一遥

工作重要论述袁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渊国家

[6]

渊四冤培养选拔渠道较窄

行政学院冤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

目前一些高校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机制还不够健

神袁教育引导年轻干部提高政治站位袁坚定政治立场尧

全袁 在干部选拔使用上主要是通过公开选拔和达到一

强化政治意识袁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遥 要教

定专业技术职称资格提任行政干部等渠道袁 成长平台

育引导年轻发扬斗争精神袁增强斗争本领袁让年轻干部

和晋升空间不够宽遥 有些高校在年轻干部培养选拔上

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尧政治历练尧实践锻炼尧专业训练袁

还存在重选拔尧 轻培养以及论资排辈尧 平衡照顾等现

把初心和使命落实到本职岗位上尧一言一行中袁不断提

象遥 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主要局限于学校内部袁高校与

高政治能力尧调查研究能力尧科学决策能力尧改革攻坚

地方党政机关尧国有企事业单位尧科研院所等之间的交

能力尧应急处突能力尧群众工作能力尧抓落实能力遥

流力度不大袁选拔视野较狭窄尧选拔环境较封闭遥 根据

2.加强理论武装

有关调查研究袁发现有 47.9%的受访者认为野重选拔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在学习理论上袁干部要舍得

轻培养冶是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时的主要问题[7]遥

花精力袁要全面系统学袁及时跟进学袁深入思考学袁联

渊五冤干部激励机制不活

系实际学冶野学习理论最有效的方法是读原著尧 学原

一些高校着眼提升办学层次和竞争需要袁偏重于

文尧悟原理冶[3]遥 要组织建立野青年干部读书班冶野青年读

教师队伍建设袁在制定相关政策和经济待遇上袁向教

书会冶等袁引导年轻干部多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尧

师队伍倾斜过大遥 而对于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建设重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经典著作袁经典论述等袁努力学好

不够袁日常管理中缺乏激励措施袁存在行政管理干部

野必修课冶尧练好野基本功冶遥 特别是要精研细读叶习近平

工作任务重尧待遇低等现象袁导致从事行政管理干部

谈治国理政曳渊一尧二尧三卷冤袁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青年

工作的吸引力不强袁 年轻干部队伍存在思想不稳定袁

时期在河北正定以及在福建厦门尧宁德尧福州等地工

工作活力和动力不足等问题遥 某高校在对年轻干部队

作期间的系列采访实录袁让年轻干部从中学习领袖精

伍激励现状调研中发现袁对年轻干部激励机制现状持

神袁不断汲取政治营养袁筑牢信仰基石遥

野基本满意冶和野满意冶的只有三分之一袁大部分人员对
目前高校激励措施不太满意 遥
[8]

三尧新时代高校年轻干部队伍建设的对策
措施
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袁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袁切实采

3.筑牢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袁不相
信马克思主义袁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袁政治上不
合格袁经不起风浪袁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
需要的好干部遥 冶[9]我们要积极选派年轻干部到各级党
校尧行政学院以及有关培训机构进行党的政治理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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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袁系统接受党性教育袁强化信念宗旨意识遥 要加强对

一批在本校重大活动尧重点项目尧省级课题尧国家课题

年轻干部的政治引领袁 改进年轻干部培训班办学方

等教学科研实践中涌现出的有发展潜力尧有培养前途

式袁切实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袁同时注重跟踪

的优秀年轻干部袁并大胆使用起来遥 要注重从本校中

培训考核袁做好在培训中考察识别干部遥 要结合党史

已担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三年以上副高级专

学习教育活动袁用好红色资源袁全覆盖组织年轻干部

业技术职务尧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中提拔使用一

到老区苏区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参观学习袁使年轻干

批年轻干部遥 要建立野师带徙冶机制袁为每位年轻干部

部在感悟党的历史中接受精神洗礼袁 扫除思想灰尘袁

安排一些党性强尧 业务精的老干部进行结对帮扶指

增强政治野免疫力冶袁进一步坚定信仰追求袁始终牢记

导袁更好地传授工作经验袁答疑解惑袁促进年轻干部快

初心使命遥

速成长成才遥

4.增强规矩意识

3.创新工作机制

野欲知平直袁则必准绳曰欲知方圆袁则必规矩遥冶 人
[10]

不以规矩则废袁家不以规矩则殆袁国不以规矩则乱袁全
面从严治党袁需要铁的纪律遥 没有严格约束和严格执

野国以才立袁政以才治袁业以才兴冶遥 人才是生产力

中最活跃的因素 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遥 高水平的师
资人才队伍是实现高校跃升发展的最宝贵的资源和

纪袁我们党的凝聚力尧战斗力就会沦为一句空话袁就不

财富遥 我们要采取多种方式袁广开进贤之路袁不断拓宽

可能把党管好尧治好尧建设好遥 我们要教育引导年轻干

干部人才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人才的来源渠道遥 一是

部增强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袁不断增强遵规守矩的思

加大引进袁 大力组团开展 野筑巢引凤冶野招贤纳士冶活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袁 干任何事情都要想到规矩 野标

动袁招聘引进一批紧缺急需人才遥 二是创新引才方式袁

尺冶尧纪律野戒尺冶袁自觉用规矩标尺衡量自己的言行袁

按照野不求所有袁但求所用冶的理念袁采取顾问指导尧短

不断增强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袁做到野两个维

期兼职尧对口支援尧野候鸟服务冶尧项目合作尧二次开发尧

护冶袁自觉在思想上尧政治上尧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野飞地引才冶等方式袁从域外柔性引进人才或团队遥 三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袁做立德树人尧师德师

是公开选拔袁面向社会优秀人才袁考试录用一批年轻

风的模范袁做新时代教育强国袁办好人民满意学校的

干部人才遥 四是竞争上岗袁在本单位本系统内部报名

实践者和推动者遥

参与角逐袁择优选拔一批年轻干部人才遥 五是破格提

渊二冤拓宽来源渠道袁选好可造之野材冶

任袁针对特别优秀袁工作特殊需要的年轻干部袁按照干

1.注重日常发现

部管理权限袁可以大胆选拔使用一批遥

韩愈叶马说曳有云院野世有伯乐袁然后有千里马遥 千
里马常有袁而伯乐不常有遥 冶识才用才袁首先在于发现

渊三冤强化教育培养袁琢好有用之野器冶
1.在强化培训中提升能力

人才遥 我们要运用好日常推荐考察尧蹲点调研尧专题调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院野我们队伍里有一种恐慌袁

研等手段袁 全面了解掌握年轻干部分层分类比较尧师

不是经济恐慌袁也不是政治恐慌袁而是本领恐慌遥冶[11]我

生群众口碑尧社会反映等信息情况遥 坚持全程跟踪管

们要教育引导年轻干部不断加强学习袁努力提高自身

理袁与专项考核尧年度考核尧任期考核尧表彰奖励尧监督

的能力素质遥 要围绕立德树人尧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检查等工作有机结合袁了解和掌握年轻干部的日常表

展超越尧实施野十四五冶规划等一系列部署袁分类分级

现及在重大事件尧重大关头尧关键时刻的表现袁逐人建

开展专业化能力培训遥 要积极选派年轻干部参加各类

立成长纪实档案遥 对新发现的优秀人选袁及时纳入视

菜单选学尧业务短训尧专业化机构跟班培训袁不断弥补

野尧补充进来袁对不合格的年轻干部及时调整出去袁动

知识弱项尧能力短板尧经验盲区袁推动年轻干部开阔视

态做好优秀年轻干部野数据库冶遥

野尧拓宽思路遥 要定期举办野青年大讲堂冶野青年干部沙

2.加强内部挖掘

龙冶尧主题讲坛尧专题讲座等袁加强思想交流尧业务交

野没有无用的人才袁只有不合适的岗位冶遥 有时与

流袁促进年轻干部不断更新观念尧掌握专业方法尧增强

其花大量精力尧花重金去外部招聘引进袁不如在内部

履职能力袁成为胜任本职工作尧适应学校事业发展需

重点培养有潜质的干部人才遥 我们要注重掌握和发现

要的行家里手遥

项志军院新时代高校年轻干部培养选拔野六步工作法冶探析

窑 33 窑

2.在基层历练中砥砺品质

用野三会一课冶尧主题党日尧专题交流研讨等方式袁不定

习近平同志在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到省区市交流

期举办干部监督管理相关法规制度培训袁提高年轻干

任职干部培训班学员座谈时强调,野地方尤其是基层一

部依法行政能力和遵纪守法观念遥 组织年轻干部到廉

线是领导干部了解实际尧向广大群众学习的好课堂,也

政教育基地尧职务犯罪监狱现场实地学习袁深刻接受

是领导干部磨练作风尧提高素质的大考场遥 冶 习总书

警示教育袁让他们知敬畏尧懂规矩尧守纪律遥 要发挥制

[12]

记年轻时在延安梁家河村插队 7 年袁与基层群众建立

度作用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尧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尧

了真挚深厚的感情袁在基层一线的生动实践中获取智

出国渊境冤审批尧社团兼职尧提醒函询诫勉等有关制度袁

慧和养分袁练就了过硬的为民服务本领遥 年轻干部扎

切实做到用制度管人管事遥

根基层袁就如同正在成长的小树苗袁只有根扎得深尧扎

2.坚持动态监督袁开启野探照灯冶

得稳袁才能不畏严寒酷暑袁不惧风吹日晒遥 我们要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要加强对干部经常性的管

落实野四下基层冶制度机制袁引导年轻干部到学校疫情

理监督袁形成对干部的严格约束遥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

防控尧教学科研尧学生管理等基层一线开展专题调研尧

然导致腐败袁这是一条铁律遥 组织上培养干部不容易袁

情况调查尧跟班学习袁密切与基层师生联系袁了解掌握

要管理好尧监督好袁让他们始终有如履薄冰尧如临深渊

实情袁接好地气遥 要选派年轻干部到乡村振兴尧脱贫攻

的警觉遥 冶[13]加强对干部的动态监督不仅是约束袁更是

坚尧重大项目挂职任职以及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袁参加

对干部的保护遥 近些年来袁 一些干部因治家不严尧交

对口支援尧科技服务团等工作袁在改革发展主战场尧维

友不慎走上了犯罪道路袁教训十分深刻遥 我们要延伸

护稳定第一线尧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锤炼能力遥

监督的领域袁充分运用网站尧举报箱尧举报电话等方

3.在艰苦环境中磨炼成才

式袁加强对年轻干部野八小时以外冶的监督了解袁教育

孟子说院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袁 必先苦其心志袁

引导他们进一步纯洁社交圈尧净化朋友圈尧规范生活

劳其筋骨袁饿其体肤袁空乏其身袁行拂乱其所为袁所以

圈遥 要建立健全全程跟踪制度袁运用日常考核尧专题调

动心忍性袁增益其所不能冶遥 古往今来袁越是艰苦的环

研等结果袁每年对其表现情况作出结论性鉴定袁提出

境袁越能磨炼干部的品质袁考验干部的毅力遥 习近平总

成熟度意见袁并加强分析研判袁为选准用好优秀年轻

书记指出院野对后备干部要注重在艰苦岗位尧复杂的环

干部提供参考

境中去锻炼尧识别遥 铺耶路子爷不如压耶担子爷袁这才是培

3.加强沟通协作袁打好野组合拳冶

养干部的好办法遥冶[13]我们要引导年轻干部发扬斗争精

要建立干部监督协作配合机制袁构建大监督工作

神袁增强斗争本领袁走出野温室冶袁到矛盾比较多尧任务

格局遥 探索建立年轻干部工作监督协作联席会议制

比较繁重尧环境比较艰苦的地方袁接一接野烫手的山

度袁加强纪检监察尧组织人事尧财务审计尧综治计生等

芋冶袁当一当野热锅上的蚂蚁冶袁让年轻干部在重大任

有关部门的联系袁确保分工明确尧各有侧重尧互相配

务尧重点工作和重大活动中培养煅炼袁促进其增长才

合尧通力协作袁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遥 要加强年轻干部

干袁提升能力遥 要注重选派年轻干部到重要岗位尧关键

监督不定期反馈尧沟通信息尧提供线索尧交流情况袁推

岗位尧正职岗位上进行真枪真刀磨砺袁让他们打一打

进干部监督管理信息资源互通共享遥 要加强分析研

硬仗尧扛一扛重活尧攻一攻难关袁在摸爬滚打中增强心

究袁发挥监督合力袁对发现和存在的一些苗头性尧倾向

理承受能力尧抗压能力袁真正提高处理和驾驭复杂局

性问题袁要及时进行约谈提醒尧批评教育袁促进年轻干

面的能力袁练就出一身真功夫尧真本领遥

部在健康的人生轨道上成长进步遥

渊四冤坚持严格管理袁掌好航船之野舵冶

渊五冤健全激励机制袁激活创业之野力冶

1.抓好教育管理袁戴好野紧箍咒冶

1.改进考察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好干部是选出来的袁更是管
[14]

出来的遥严管就是厚爱袁是对干部真正负责遥冶 从严管
理干部就好比选种育苗袁再好的种子撒到地里袁如果
没人浇水施肥尧修枝剪叶袁也难以茁壮成长遥 我们要利

野考察准确,任用干部得当遥 考察失真,任用干部就

必然失误遥 任用失误,则贻害无穷遥 冶[15]我们要走进干部

工作尧生活尧社交领域袁深入课堂尧实验室尧学生宿舍等
了解情况袁全方位尧多角度尧近距离为干部野画像冶遥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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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职能相近尧工作相近的原则袁区分机关部门尧教学单
位尧教辅机构等不同特点袁考虑岗位职责相近性和对象

政之要袁重在用人曰事业发展袁关键在人遥 冶[18]我们要加
大年轻干部的使用力度袁结合领导班子日常调整抓好

差异性袁 探索有针对性地建立务实管用的考核评价办

常态化配备袁使年轻干部在整个干部队伍中占有一定

法袁既注重正向评价尧也注重反向评议袁既注重领导评

的比例遥 要以正确的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袁要

价袁也注重群众口碑袁既看显绩又看潜绩袁努力把在教学

在野赛马冶中野相马冶袁及时大胆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

科研管理一线担当实干尧表现突出的优秀年轻干部选用

验尧经验丰富尧实绩突出尧表现优秀的年轻干部袁切实

起来袁让勇于攻坚克难有作为的干部脱颖而出袁让敢担

让优秀年轻干部在最好的年龄袁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

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袁不断激发干部的工作热情遥

发挥应有作用遥

2.强化正向激励

2.打破野隐性冶台阶袁让有为者有位

心理学上著名的野毕马龙效应冶表明,一个人被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现在袁 有的地方使用干部袁

予怎样的期待,给予多大的激励与关注,将很大程度上

涉及具体人时袁往往只看资历袁看轮到谁了袁论资排

影响他的工作成效[16]遥 就干部而言,适当的关爱激励有

辈尧平衡照顾袁而不是看谁更优秀尧更合适袁用非所长袁

助于强化责任担当,激发干事热情遥我们要统筹运用综

结果干部干得很吃力袁问题堆了一大堆袁工作也难以

合激励机制袁让年轻干部觉得有奔头尧有盼头尧有甜

打开局面遥 用什么人尧用在什么岗位袁一定要从工作需

头遥 在政治上关心引导袁对从职务晋升尧考察学习尧专

要出发袁以事择人袁不能简单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的

业培训尧荣誉表彰尧走访慰问尧推选野两代表一委员冶等

手段冶[13]遥我们要敢于破除论资排辈尧平衡照顾尧求全责

方面给予优先考虑遥 在工作上创造条件袁积极帮助提

备等陈旧思想袁对符合条件袁需要重点培养的优秀年

供办公场所袁改善办公设备袁提供工作经费以及同等

轻干部袁在使用上不简单看任职先后袁可以适当安排

条件下优先评聘职称等遥 在生活上关怀照顾袁力所能

到一些重要岗位进行煅炼使用遥 对于那些经过艰苦地

及地协调解决住房尧子女上学尧家属就业等困难袁解除

区尧复杂环境和关键岗位中磨练袁经受实践考验袁确实

年轻干部的后顾之忧遥 在经济上提供保障袁探索实行

能力突出的优秀年轻干部袁要不拘一格袁安排到党政正

统一性和差异化相结合的薪酬奖励办法袁进一步提高

职岗位大胆使用遥 同时要注重好中选优袁讲求质量袁防

工资福利待遇袁不断激发各方面尧各层次年轻干部的

止唯年龄倾向袁防止揠苗助长尧违规操作等情况发生遥

工作热情和奉献精神袁切实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尧归宿

3.加大交流力度袁保持野一潭活水冶

感和获得感遥

心理学研究表明袁一个人如果在一个岗位时间太

3.切实呵护保护

久袁容易产生职业倦怠疲惫袁容易使人缺乏激情袁缺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院野我们要坚持严管和

动力袁形成思维定势袁不利于工作的正常开展遥 古人说

厚爱结合尧激励和约束并重曰要强化干部正向激励袁旗

得好袁野流水不腐袁户枢不蠹冶遥 水袁如果不流动袁就是

帜鲜明地为那些敢于担当尧踏实做事尧不谋私利的干

野一潭死水冶袁散发出让人难闻的味道袁只有求新求变袁

部撑腰鼓劲遥 冶 我们要真正落实容错纠错机制袁做到
[17]

事物才会有生命力遥 同样的道理袁只有让干部能够活

合理区分袁大胆容错袁树立野支持干事尧宽容失败冶正确

动起来尧流动起来袁为他们野舒经活血冶袁既能够推动干

导向遥 要建立干部个人申述制度袁注重听取干部的说

部的健康成长袁也能够进一步激发整个干部队伍的生

明和申辩袁最大限度保护干部合法权益遥 要客观公正尧

机和活力袁能够更好地推动党的事业袁把服务群众的

实事求是袁对那些被误解尧误判的干部袁要及时查证尧

工作做得更深尧更实尧更有效遥 我们要敢于打破地域尧

及时澄清尧及时正名遥 要不定期开展谈心谈话袁认真倾

条块限制袁加强学校共建尧校地合作尧校企合作袁加大

听干部的所思所想尧意见建议袁积极做好思想引导尧加

高校与高校尧高校与地方党政机关尧高校与国有企事

油鼓劲袁让年轻干部轻装上阵尧踏实干事遥

业单位尧科研院所等之间的交流力度袁有计划地选派

渊六冤加大使用力度袁用好壮硕之野苗冶

优秀年轻干部跨地区尧 跨部门尧 跨行业交流任职尧挂

1.精准相出野良驹冶袁及时提拔使用

职袁多渠道交流使用高素质尧创新型尧专业化尧综合性

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袁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遥 冶[11]野为

年轻干部遥 同时要加强学校内部的交流轮岗袁对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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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或者同一岗位工作时间较长的袁要有组织有计
划地安排进行轮岗交流尧多岗位煅炼袁进一步丰富阅
历尧提高素质尧施展才华袁不断激发年轻干部队伍的生
机与活力遥

索[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3):134-140.
[7] 段宜均.衡水市年轻干部培养选拔问题及对策研究[D].秦皇
岛:燕山大学,2019.

[8] 祁明,黄静,范登峰.新时代高校年轻干部激励机制研究院基

于上海市 17 所市属高校的访谈与调研[J].上海党史与党建,
2020(11):47-51.

四尧结语

[9] 习近平.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J].中国领导
科学,2015(6):4-7.

综上所述袁 年轻干部是党的事业和国家的未来遥
我们要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袁切实解决
影响和制约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袁切实加大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力度袁努力打造新
时代的优秀年轻干部队伍袁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和执
政能力袁真正实现党的伟大事业和国家繁荣昌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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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ix Step Method" of Training and Selecting Young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XIANG Zhijun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Wuyi University, Fujian Province 354300)

Abstract院Young cadres are the source of the cause of our Party and state. Comrade Deng Xiaoping once pointed out that "training and
appointing young cadres is a matter that determines our destiny." At present, the young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political qua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reserve of young cadres is insufficient, the hard environment is lacking,
the training and selection channels are not wide, and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cadres is not flexible. In the new era, colleges and uni鄄
versities shoul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and selection of young cadres, focusing on the six steps of 野improving
political quality, broadening sources, strengthening care training, adhering to strict management, improving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in鄄
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use".

Key words院new era; young cadres; training and selection; six step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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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野好干部标准冶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观照
要要
要基于心理学的视域
茅飞珠
渊中共三明市委党校 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袁 福建 三明 365000冤

摘

要院基于心理学视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野信念坚定尧为民服务尧勤政务实尧敢于担当尧清正廉洁冶的理论

内涵袁有助于从非理性品质角度把握野好干部冶应有的心理素质遥 基于心理学视域观照如何践行野好干部标准冶袁必须善于
积极思维理念袁铸就忠诚于党的政治灵魂曰实现高层次心理需要袁厚植党的执政根基曰正确处理非理性品质袁锤炼真抓实
干的硬作风曰脱离自身的野心理舒适区冶袁树立责任使命的家国情怀曰克服贪婪心理袁铸牢廉政思想的心理防线遥

关键词院好干部标准曰心理学曰理论内涵曰心理素质曰实践观照
中图分类号院B849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1原园036原园6

野尚贤者袁政之本也遥 为政之要袁莫先于用人冶遥 [1]为

政之要袁唯在得人曰治国理政袁关键在人遥 建设一支责

干部的基本而全面的标准遥 从心理学角度阐释野好干
部标准冶的理论内涵袁能为选人用人树立科学的导向遥

任担当尧务实进取尧一心为民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袁是人

渊一冤积极心理学视角下解释野信念坚定冶

民群众对干部的期待袁也是确保我们的党长期执政地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丁窑塞利格曼提出的积极心

位的必然要求遥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在

理学理论袁野倡导心理学的积极取向袁研究人类的积极

野信念坚定尧为民服务尧勤政务实尧敢于担当尧清正廉

心理学注重积极心态的培育袁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潜力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 20 个字的好干部要求院

心理品质尧关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遥 冶[4]积极

洁冶 遥 野这 20 个字是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干部培养的理论

达到个体积极品格的提升袁改善生活质量和生存幸福

际反应袁是对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的深刻总结袁冶[3]精准尧

也为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道路上出现的病症开出了药

[2]

和实践基础之上孵化的袁是对我国现阶段具体国情的实

感袁促进人与人尧人与团体的和谐发展[5]遥 积极心理学

概括尧系统化地阐述了新时代好干部不仅要有良好的

方袁这个药方便是信仰遥 信仰袁是个体毅然前行的巨大

政治思想素质和较强的业务素质, 还必须具备良好的

动力遥 信仰的心理学定义是以野信冶渊笃信袁深度认可冤

心理素质袁被称为是新时代的野好干部标准冶遥

为基础袁以野仰冶渊仰望/尊崇和严守冤为表现袁是人意识
到自身终极局限性而希望得到超越的精神需要袁是人

一尧基于心理学视域阐释野好干部标准冶的
理论内涵
野好干部标准冶袁 是既相互独立各有其特定内涵袁

又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袁共同构成了评价好
收稿日期院2021-09-13
作者简介院茅飞珠渊1975-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心理
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遥

面对外部世界压力和自身弱点的最持久最根本的动
力源遥 信仰萌芽于青春期袁成型于成年期袁受社会变
革尧生活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袁是人格结构中最具统合
能力的因素袁给人的生活以终极意义或超越现实价值
的指导袁野意味着人找到了自己和世界的联系袁它居于
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地位袁与人的认知尧情感尧意志相
联系 袁并且贯穿于整个意识领域和精神活动之中袁是
人生意义的终极诠释遥 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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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需要层次理论为野为民服务冶提供心理学解释

性因素的制约遥 人的直觉尧想象等非理性心理对自身

为民服务是好干部社会价值的体现袁野根据马斯

的互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遥 当人的主体需要与理性

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袁个体在满足低层次的需要后袁便

目标相同袁情感尧意志等非理性思维就会起到不断强

会不断地努力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

化这种活动方式曰相反袁当人的主体需要与非理性目

要遥 冶 [7]当个体的生存及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袁个体就

标不同袁不能实现预定目标时袁便会产生失望尧烦躁等

会转而努力去满足自我实现的目标袁让人生变得更有

情感遥 因此袁长期从事一种工作容易产生焦虑和厌倦袁

意义和价值遥 为人民服务袁引领人民走向幸福袁帮助更

是一种不愉悦的复杂心理状态遥 长期机械化的处理基

多人走向自我实现袁是人生目标的超越袁更容易发现

础性的政务工作容易使党员干部产生麻木尧烦躁等不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袁更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

良情绪袁影响心理健康遥 党员干部勤政务实带来的激

自己的人生方向袁获得终极的幸福感遥 人的认知是由

情状态能够克服日常工作中的倦怠感袁 避免官僚主

现象到本质的反映客观事物与内在联系的复杂心理

义尧形式主义尧冒险主义等危害袁勇于开拓创新尧拼搏

活动袁是外界刺激事件的内在本质反映袁是认知尧情

进取袁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袁体验幸福的真谛遥
渊四冤个体的心理意识差异会对野敢于担当冶产生

绪尧意志尧行为的整合袁直接影响人的心理活动及行动
的执行性遥 认知心理分为认知需求心理和认知防范心

影响

理袁认知需求心理是服务对象根据自己的需要及目的

个体的自我心理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袁而是在其

对人产生的一种心理需求袁如慰问方面的需求尧政策

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遥 当个体遇到不同

法规方面的需求尧解决实际困难的需求等遥 认知防范

的社会问题会产生区别化的责任担当心理袁并通过不

心理是对服务的真实性尧可靠性尧实践性等方面的怀

同的行为规范反映出来遥 责任需要责任心袁责任心即

疑袁在确定服务的可靠性和实践性之前不轻易相信他

个体能够根据需要自觉地把份内的事情完成袁并能够

人的心理袁如群众对干部工作的抵触尧不认同袁导致干

自觉承担由于履行职责时造成的过失的后果袁敢为人

部服务工作出现偏差袁 群众不接受服务等恶性循环遥

先尧勇于担当遥 燕国材认为袁野责任心表现为一个人对

野为民服务冶应以群众心理需求为基础袁对群众需求深

其归属或者认同群体的活动尧行为规范及其对承担义

入细致的分析袁根据群众的情绪特点尧性格特征尧情绪

务的自觉态度遥冶[9]马克思也说袁人创造环境袁环境也创造

稳定程度等对其认知情况进行分类遥 干部在服务群众

人[10]遥 当前社会竞争十分激烈袁人们在追求成绩的同

时应厘清群众之所需尧 群众之所急及群众之所盼袁注

时袁也在追求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袁个体在与社会的

重群众防范心理的顾虑袁正确消除防范心理袁及时获

互动中袁责任心的心理构成相互促进尧相互改变遥 责任

取群众的信任遥

心作为个体的特性品质袁 是个体在进行社会活动中袁

渊三冤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理解野勤政务实冶

自觉积极承担相关的责任和义务的行为倾向遥 责任意

自我决定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提

志行动是个体心理对行动进行内部组织和调节的过

出的有关动机的认知理论袁他们将人的行为分为自我

程袁也是责任心强弱的具体表现遥 责任心的发展过程

决定行为和非自我决定行为遥 野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袁人

是个体自主构建的过程袁责任心较强的人将自己的责

们在行为的动机过程中能否体验到幸福袁取决于那些

任尧担当等行为规范纳入自身的价值理论体系袁是心

与人们的自我实现需要密切相关的一些基本需要的

理成熟的表现遥 事实证明袁追求成功是需要健康良好

满足情况遥 冶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袁人是能运用工具

的心理资本尧良好的责任认知系统袁才能正确对待肩

[8]

从事社会活动袁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改变周围生活环

上的重任袁积极的履职尽责遥

境袁改造生存世界的社会主体遥 人的活动受自身一定

渊五冤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野清正廉洁冶

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的理性支配袁在工作中具有一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袁 一个人潜意识的过度压抑袁

定的计划性尧合理性和目的性袁但并非全是由理性因

就可能以心理异常尧心理疾病的形式呈现出来袁通过

素决定袁也会受到情绪尧欲望尧需求尧情感尧意志等非理

变相补偿获得自我满足遥 一些腐败干部因原生家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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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袁有物质贫乏的困扰也有人格方面的压抑袁早期匮

力等良好的非理性品质袁才能够做到廉洁从政袁才能

乏感导致深刻的自卑心理袁一旦拥有了权力袁就通过

够成为一名野好干部冶遥

价值观物化寻求自我安抚的策略袁变相获取物质的满

渊一冤野好干部冶要有坚强的意志力袁支撑超我的实现

足以补偿自己曾经受过的苦难遥 野贪冶是补偿的野移

人是一种需要超越的动物, 成为超人是人类的奋

位冶袁这种野移位冶补偿的异常心理袁即便干部物质丰盈

斗目标遥 自我超越和创造是人的本质的实现遥 精神分

和社会地位显著袁内心也依然是贫瘠的遥 神经科学研

析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了本我尧自我尧超我人格结构理

究结果表明袁掌握权力可能会导致脑损伤,使领导者的

论遥 超我是社会伦理概念在人头脑中的内化尧是道德

共情能力受到影响袁导致无法理解他人尧设身处地为

化了的自我袁是人格中最后形成的部分袁也是居于管

他人着想遥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苏珊窑菲斯克进一步说

制地位的最高部分袁 它要按社会道德标准对自我监

明袁野权力减少细致入微理解他人的需要袁因为权力使

督尧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遥 超我强大的干部袁在乎他人

我们能够用命令来替代本来需要从他人那里连哄带

和社会对自我的评价袁待人处事十分的自律尧自制力

[11]

骗获取的资源遥冶 由此看来袁野权力冶这一处方药袁有使

强尧善于自我管理袁这样的干部能守住初心尧坚定信

人陶醉和腐败的副作用袁用之慎之袁党员干部尤其需

念遥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党员干部的精神支柱袁也是人

要加强学习袁对权力多一份敬畏之心袁对名利保有平

生价值导向和高尚品德形成的基础遥 超我的强大是好

常之心袁才能在需要面前学会选择袁在诱惑面前学会

干部第一位标准信念坚定的重要支撑袁野如果理想信

放弃遥 国外有学者曾经说过袁野权力会导致腐败袁绝对

念不坚定袁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袁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

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遥冶[11]大多数贪污受贿干部都是

主义袁政治上不合格袁经不起风浪袁这样的干部能耐再

野双重人格冶的人袁主要有以下四种突出的心理问题院

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遥 冶 [1]这样的干部容易陷

回袁小赌小赢袁大赌大赢曰二是合理化思维袁对实施的

部冶要通过修炼内功袁不断地发展自我尧壮大自我袁才

犯罪行为充分利用合理化的防御机制袁规避良心和道

能把稳思想之舵袁筑牢信仰之基遥

一是赌徒心理袁对贪污行径抱赌徒心态袁赚一回是一

入宗派主义尧圈子文化尧码头文化的泥潭遥 因此袁野好干

德的谴责,失去良心与正义的约束袁最终做出违法乱纪

渊二冤野好干部冶要有强烈的责任心袁实现自我的强大

之事曰三是迫害妄想袁对怀疑自己贪污行径的人都抱

自我袁是人格结构中的意识部分袁它处于本我与

以高度的重视与防范袁有时又对自己欺骗自己的天衣

超我的中间袁是野本我冶和野超我冶之间的协调区袁让野本

无缝行为的盲目自恋曰四是报复心理袁对有可能揭发

我冶在公众可能允许的限度内最大的发放出来遥 野本

自己的人坚决尧彻底的打击与报复袁久而久之达致人

我冶和野超我冶的角斗历程构成了一个人的野自我冶袁人

格分裂袁导致了表面的自我与真实的自我之间的严重

的一切心理活动都可以从本我尧自我尧超我的联系中

分离遥 在上级领导面前袁乖巧顺从袁勤奋谦虚曰在领导背

得到合理的解释袁自我是永久存在的袁野超我冶和野本

后袁贪得无厌,心狠手辣袁原有的道德伦理体系彻底解

我冶几乎是永久对立的袁自我是典型的一仆伺候二主袁

体袁以至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遥

左右为难遥 人格结构中的三个部分是不断交互作用
的袁自我要处理好与现实世界尧本我尧超我的复杂关

二尧基于心理学视域把握野好干部冶应具备
的心理素质

系袁忍受着巨大压力袁给人带来焦虑和痛苦遥 为了协调
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袁自我需要进行调节,是野本我冶
与野超我冶的平衡制约袁野好干部冶要设法使超我掌控本

人的本质是权力意志袁是非理性的扩张自己的生

我贪婪的欲望袁又使本我的部分欲望以某种形式得到

命冲动和本能欲求袁人类的非理性是人的本质特征遥

满足而不导致自我的焦虑和痛苦遥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

当前袁干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袁良好的心理素质

学家尧人类潜能运动的先驱者马斯洛对野自我实现冶进

是好干部的隐形力量袁能够提升干部的胜任力遥 一名

行了深入研究袁发现高成就者都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

干部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尧高度的自制力尧坚强的意志

要袁所有的能力都得到了运用袁所有的潜能都得以实

茅飞珠院关于野好干部标准冶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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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遥 自我强大才是人生真正的赢家袁野好干部冶要不断

提出耶心灵旺盛爷与耶心灵枯萎爷两个概念加以说明袁心

强大自我袁坚守原则尧责任担当尧一身正气袁才能更好

灵旺盛的人常伴有积极情绪袁个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对

地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遥

生活感到满意袁感到生活有目标有意义袁感到自己有

渊三冤野好干部冶要有高度的自制力袁战胜本我的欲望

能力战胜压力袁悦纳自己的一切袁创造或维持主观幸

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袁是本能和冲动

福感遥 冶

的大仓库袁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袁由先天本能尧基本欲求

[13]

信念坚定要求干部具有充沛旺盛的精神劲

头袁激发个体产生积极行为或行为倾向袁并伴有愉悦

组成袁是人格结构中原始的尧与生俱来的潜意识部分袁

感受的情绪袁而积极的心态是保持精力旺盛的前提条

野本我冶追求趋利避害尧及时行乐袁为所欲为袁遵循快乐

件遥 积极情绪让人产生喜悦尧快乐的情感体验袁此时脑

原则遥 本我太强大袁容易忽略他人的感受及良心的约

中分泌出多种让人感到快乐尧安全和成就感的野快乐

束袁当欲望膨胀力求尽快获得满足时,可以做到心安理

激素冶袁如院产生快感的野多巴胺冶袁带来激情的野去甲肾

得地视党纪国法为无物遥 干部能否抵挡诱惑尧抵御各

上腺素冶袁负责取乐和镇痛的野内啡肽冶袁以及协助战胜

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袁是人的动物属性本我与社会属性

困难的野催产素冶遥 长期处于这种情绪状态的人袁其心

超我的较量遥 贪婪是人的本我呼唤袁廉洁是人的超我

理资本是丰盈的袁也是高能的遥 这种积极地情绪能够

节制遥 孔夫子倡导野克己复礼冶袁只有先战胜自我袁才能

促使干部对社会现实保持理性认识袁提高心理承受能

战胜他人遥 野好干部冶要有目的尧有意识地审视自己的

力和社会包容能力袁形成社会稳定的心理阈值袁坚定

言行袁用共产主义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袁战胜本我

了理想信念遥

潜在的不合理欲望袁远离野高压线冶尧牢记野警戒线冶尧筑

渊二冤实现高层次心理需要袁厚植党的执政根基遥

牢野防守线冶袁永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遥

生命之本在群众袁为民服务是一种信仰袁是干部
社会价值的实现袁是促进社会道德完善的方式袁是一

三尧基于心理学视域观照如何践行野好干

定社会价值追求和道德要求在个体上的渗透尧体现和
实现遥 燕国材教授研究发现袁当一个人有了积极文化

部标准冶

价值的能力和为他人着想的道德品质袁便会形成大家
基于心理学视域来观照如何践行野好干部标准冶

认同的野人的素养冶遥 当一个社会处于稳定尧和谐尧繁荣

问题袁有助于广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用野好干

的和平时期时袁 应更加关注其积极品格的建设和培

部标准冶来衡量自己袁要求自己袁而且有助于各级组织

养袁为民服务正是积极品格的一种袁对人民群众的需

在实际工作中选准好干部袁用对好干部袁推动各项工

求心理有确切的理解并对其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袁增

作的开展遥

进干部与群众鱼水情感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遥 党员干

渊一冤善于积极思维理念袁铸就忠诚于党的政治灵魂遥

部是人民的公仆袁 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袁

人类在积极情感的促进下更能坚定对马克思主

要经常深入基层调研袁了解群众需求袁在新时期各种

义尧共产主义的信仰袁党员干部一旦拥有了积极的理

惠民政策的指导下把握时机袁为群众解难题袁把造福

念便会因为稳定持久的信念而拥有积极的情绪曰积极

基层群众作为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袁努力守护好人民

情绪能够为党员干部信仰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较好

赋予的权利袁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袁发展与人

的心理支撑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容易被理解

民群众的真挚感情袁维护与人民群众的血肉之情遥

和内化遥 野积极心理学较为重视理性需求袁有利于塑造

渊三冤正确处理非理性品质袁锤炼真抓实干的硬作风遥

意志坚定的人格品质和持久永恒的精神品质袁有利于

良好的非理性品质对人的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袁

干部理想信念的升华冶 袁有利于从理性的角度接受我

促使人的行为朝着乐观积极向上的方向前进曰不良的

国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遥

非理性品质对人的活动产生消极的影响袁心理需求得

因此袁好干部标准中坚定理想信念与积极心理学的积

不到满足时便产生悲观尧失落等不良情绪袁导致个体

极情绪是相辅相成尧互相促进的遥 野美国心理学家凯斯

的意志薄弱误入歧途遥 人的非理性心理会随着外部客

[12]

窑 40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2 年第 1 期

观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发生不同的变化袁特别是当理性

不贪不痴尧不受诱惑袁由此带来的安定感和自由感成

思维发生变化时袁在理性心理的引导下袁非理性心理

就了野好干部冶的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遥 反之袁个体一

会发生质的变化遥 勤政务实是要求干部在出现烦躁尧

旦有了贪婪的欲望袁自我革命的意志就会退化袁容易

失望等不良非理性心理时常用先进楷模鞭策自己袁砥

违背初心尧丧失使命尧突破纪律底线袁甚至违法犯罪遥

砺奋进遥 野好干部冶要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袁把党和人

这种情况心理就会产生一种危机感袁危机感来源于基

民的事业落到实处遥 经常深入一线尧深入基层尧深入群

本共识尧集体情感的缺失等袁主要表现为院盲目攀比心

众袁勤于调研尧科学决策袁当事不失责尧遇事不避难袁在

理袁在金钱享乐面前妥协袁滥用职权袁谋取私利曰侥幸

与群众培养感情中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袁增强自身的

心理袁钻空子尧谋私利袁侥幸得逞后一发不可收拾袁愈

政治鉴别能力袁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遥 只有具有

演愈烈袁最终违法犯罪曰补偿心理袁假公济私尧腐败堕

良好的非理性品质的干部袁才能够做到勤政务实遥

落袁重视个人利益和计较个人得失曰从众心理袁受传统

渊四冤脱离自身的野心理舒适区冶袁树立责任使命的
家国情怀遥

观念的影响袁做事随大流袁立场不坚定袁对腐败现象做
不到野零容忍冶曰讲人情爱面子心理袁认为别人求自己

野心理舒适区冶指在人们熟悉的场所尧熟悉的生产

办事是人情所系袁是看得起自己袁政策法规范围内的

生活模式下所从事社会活动时的心理状态遥 一个相对

忙要帮袁不在政策法规内的忙也会想办法帮袁不惜以

舒适的状态可使人们行为处于稳定水平袁从而得到最

违反组织纪律袁甚至违反法律法规曰迷信心理袁我国经

佳表现遥 日常工作中沉溺于 野舒适区冶的人袁在思想尧

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束缚袁部分干部依然存在迷

学习和工作上容易表现出不思进取尧安于现状尧固步

信思想袁摒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袁妄想有神灵护体袁以权

自封遥 如果从自身的心理舒适区撤出来袁进入一个高

谋私尧堕落不堪遥基于各种不良心理的影响袁要求干部有

出心理舒适区承受能力的区域有可能会产生部分的

正确的廉洁心理认知袁锤炼坚韧意志袁永葆廉洁自律遥

焦虑袁这个空间被称为野最优焦虑区冶袁它正好在舒适

纪律的功能就是化解这种心态秩序危机的有效

区之外遥 跳出野心理舒适区冶是向自己野开刀冶袁要有野能

手段袁一要筑牢廉洁从政的心理防线袁保持乐观积极

干事尧会干事尧干成事尧不出事冶的勇气袁有野天下兴亡袁

向上的情绪袁主动约束自身存在的不良欲望袁强化自

匹夫有则冶的强烈责任感袁形成强大的正能量遥 在繁

身的廉洁意志袁树立廉洁从政的成就感和满足感遥 二

杂尧单调乏味的政务工作中袁认为没有突出的政绩袁也

要消除不平衡心理和贪婪心理袁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袁

没有好的前程可奔赴的部分干部容易产生得过且过尧

做到自警尧自励尧自省尧自重袁克服攀比心和名利心袁养

不求成绩只求无错的心理意识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成廉洁心理袁不断提高自身思想觉悟袁完善自己的奉

种心理意识更加明显袁导致承受压力的能力逐渐减

献意识遥 三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袁严格要求自己身

弱袁在困难面前望而却步袁影响干部担当创业的劲头遥

边的亲属朋友袁做到珍惜亲情友情的同时隔离与他们

敢于担当是野好干部冶必备的优良品质袁在其责任意识

之间的不正当利益关系袁 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袁做

的驱动下袁不回避现实袁不逃避责任袁以积极的态度面

到清正廉洁从身边人开始遥 某干部在忏悔录中说院野党

对问题尧解决问题遥 在工作中将责任担当纳入自身价

员干部做每件事都要如履薄冰袁如临深渊袁若不自律袁

值体系袁讲党性尧讲人格袁以身作表率袁并将自己的理

一百件事中只做了一件腐败的坏事袁仍全盘皆输遥 冶因

想信念内化于心袁外化于行袁用自身的模范行为营造
担当负责的氛围袁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遥

此袁野好干部冶要铸牢心理防线袁常修为政之德袁不移公
仆之心遥

渊五冤克服贪婪心理袁铸牢廉政思想的心理防线遥
东汉著名学者王逸说袁野不受曰廉袁不污曰洁遥 冶道

四尧结语

德和行为上的廉洁意味着心理层面的野自律冶和社会
角色的成功袁 能够明确自己内在的需求并合理满足袁

我国已经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袁

以内在的主心骨统摄自己的行为和情感袁 不卑不亢尧

需要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好干部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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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飞珠院关于野好干部标准冶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观照

文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野好干部标准冶从心理学角
度进行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袁有助于对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野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冶[1]有更
准确尧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袁因而既具有一定的理论
价值和实践意义遥

刘旭光.从信仰与宗教尧理性的辩证关系论信仰的本质[J].
理论月刊,2017(1):42-47.

[7] 高桂梅.马斯洛野需要层次理论冶视角下野美好生活需要冶刍
议[J].大理大学学报,2019(3):61-66.

[8] 商士杰.生命意义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心理健康的作用研
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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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al Reflection
on 野Good Cadre Standard冶
要要
要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MAO Feizhu

(Philosophy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f Party School,

Sanm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anming, Fujian 365000)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the paper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野firm conviction, serving the people,

diligent and pragmatic, dar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integrity冶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which is helpful to grasp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野good cadres冶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rrational quality. How to practise the 野good cadre standard冶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we must be good at positive thinking and create a political soul loyal to the Party; realize the high -level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plant the ruling foundation of the Party; correctly deal with irrational quality and temper the hard style of doing

real work; break away from their own 野psychological comfort zone冶 and establish the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of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vercome greed and build a strong psychological defense line of clean government thought.

Key words: good cadre standard; psychology;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psychological quality; practical reflection

第 41 卷 第 1 期

武夷学院学报

圆园22 年 1 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灾燥造援41 晕燥援1
Jan. 圆园22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高校信访原因与对策探析
谢璐曦
(集美大学 学校办公室袁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院通过分析福建省某高校 2020 年与 2021 年同期的信访件袁以及 2021 年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信访中的共

性问题袁对信访件基本情况及类别尧内容尧发生阶段进行描述性分析尧判断袁探索信访发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袁反思校方应
急处置中的管理因素袁为疫情防控期间高校平稳有序发展提供借鉴依据袁提升高校应急处置和内部治理能力遥

关键词院疫情防控曰高校曰信访曰管理
中图分类号院G462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1原园042原园6

福建省某高校在疫情期间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袁认
真贯彻落实上级防控精神袁 严格执行属地防控要求袁

对涉疫的 130 封信访件进行分类袁从中选取信访最多
的三个主要类别院一是生活保障袁指疫情期间执行封

举全校之力袁全力以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袁守住教育

闭校园管理过程当中袁师生在校学习尧工作尧生活等活

系统防控战线遥 但因封闭校园管理尧生活物资需求难

动正常开展所需的物资和保障曰二是教育教学袁指疫

以得到满足等原因袁学校信访量显著增加遥 通过分析

情期间学校教学管理尧行政管理及线上线下实践教学

福建省某高校与疫情相关的信访件袁研究信访发生原

相关制度曰三是防控措施袁指疫情期间为保证高校各

因尧演变过程袁提出有效改进对策和建议曰用好信访大

项工作安全有序开展袁执行的防护和管理措施遥 本文

数据袁 探究高校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袁

使用文本分析和电话访谈方式袁 同时运用 EXCEL 和

对做好高校疫情期间的信访工作袁提升应急处置水平
和能力有较大帮助遥

SPSS 对信访数据进行统计袁分析信访原因尧演变过程袁
探索高校信访治理对策遥

一尧背景资料与研究方法

二尧学生信访要素统计与分析

福建省某高校 2020 年 6-10 月受理信访件 76

渊一冤与上一年度同期信访件对比分析

件袁 包括 3 件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 (以下简称 野涉

2020 年 6-10 月福建省某高校共受理 野政务热线

疫冶)信访件遥 2021 年 6-10 月受理信访件 201 件袁包括

12345冶平台转送信访件 76 件袁2021 年 6-10 月共受理

容性质袁将其归纳为 5 大类袁即咨询尧建议尧投诉尧求

增加幅度最为显著遥 2020 年 9-10 月共收到信访件 25

130 件涉疫信访件集中发生于 9-10 月遥 根据信访内

助尧其他袁分析这一时期信访增加的主要原因遥 同时袁

201 件袁见图 1遥 通过对比数据发现 9-10 月较上年度
件袁其中袁投诉 13 件袁求助 1 件遥 2021 年 9-10 月共收

收稿日期院2021-10-28

到信访件 154 件袁比去年同期增加 129 件袁含投诉 38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科学野十四五冶规划 2021 年度教改

期信访量进行差异性分析袁分析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专项课题立项渊Fjjgzx21-211冤遥

作者简介院谢璐曦渊1992-冤袁女袁汉族袁助教袁主要从事高等
教育管理研究遥

件袁求助 87 件遥 运用 字2 分析袁对 2020 年与 2021 年同
渊P约0.05冤遥 2021 年 9-10 月该校共处理涉疫信访件
130 件袁 其中袁 求助类信访有 84 件袁 占信访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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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2%袁投诉类信访有 23 件袁占信访总量的 17.69%袁

由此可以看出同期增加的信访件主要与新冠肺炎疫
情相关袁内容为学生对封闭校园期间疫情防控各项政
策措施不适应袁或对强制执行措施不理解等引发大量
信访袁学生通过网络信访平台求助解决困难的信访件
大幅增加袁如表 1遥

图 2 信访件内容分布

Fig.2 Classification of complaints

1.生活保障
图 1 2020 年与 2021 年同期信访件情况

通过整理封闭校园管理期间关于 野生活保障冶方

Fig.1 Overall situation of complaints in 2020 and 2021

面的信访件袁发现学生反映最多的是学校野禁止外卖

表 1 信访件类别与数量

生不认为接收外卖存在疫情传播风险曰其次是野食堂

Tab.1 Type and quantity of complaints

餐饮冶渊17.70%冤主要是学生认为封闭管理后袁校内食

咨询
建议
2020 年 9 -10 月

投诉
求助
其他
咨询
建议

2021 年 9 -10 月

投诉
求助
其他
咨询

2021 年 9 -10 月
涉疫信访件

建议
投诉
求助
其他

0
1

0

4%

派送人员入校冶渊18.66%冤袁 造成信访的主要原因是学

堂菜品种类变少袁对特殊时期物资有限供餐从简的情
况认识不足曰第三是野生活采购冶渊11.48%冤袁主要是学

14

56%

生习惯从附近大型超市购物袁 校外超市平时折扣多袁

6

24%

品比大型超市价格高曰 第四是 野后勤物业人员态度冶

1援95%

防控知识和防控文件的政策培训袁面对学生质疑的时

4%

较少关注校内超市商品袁同时校内超市确实有部分商

7

4.55%

渊7.66%冤袁由于学生出入校门受限袁后勤物业人员缺乏

38

24.68%

19

12.34%

1

3

87
4
3

56.49%
3.08%

候没能做到有理有据有节的解释防控要求遥
2.教育教学
通过整理归纳疫情期间关于野教育教学冶方面的信

2.31%

访件袁发现学生反映最多的是野要求解封冶渊21.05%冤袁由

64.62%

同导致曰其次是野返校复学冶渊4.78%冤袁由于部分 2021 级

23

17.69%

学生对学校长时间执行封闭管理和实行线上教学不认

16

12.31%

新生居住地在高风险区袁 要求学校及时公布返校和恢

84

渊二冤疫情期间信访件要素分析
根据信访件内容将 2021 年 9-10 月信访件分为

7 类院生活保障尧教育教学尧防控措施尧环境维护尧施工

复线下教学时间遥
3.防控政策
通过整理归纳某高校疫情期间关于 野防控政策冶

安全尧物流快递尧人力资源遥 再将 7 类信访件中占比高

的相关信访件袁 发现学生反映最多的是 野校门管理冶

整理为 15 个具体项目袁见图 2遥

学生导致信访曰其次是野商铺停业冶渊3.83%冤袁商家投

的前 3 项院生活保障尧教育教学尧防控政策进一步归纳

渊9.09%冤袁 由于学生误认为教工可以自由出入只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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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袁疫情期间停业影响收入遥 由于店铺务工人员的旅

到缓解袁对抗击疫情的过程有了一定认识袁理解并愿

居史和接触史较为复杂袁每日通勤和进货接触等问题

意配合学校执行防控措施遥 因此袁该阶段信访件呈下

存在传播风险不便管理袁为落实野外防输入冶要求袁该

降趋势遥

校决定关闭校内商铺曰第三是野取消堂食冶渊2.39%冤袁由

3.疫情后期

于取消堂食后错峰取餐给学生带来不便导致遥 此外袁

2021 年 9 月 29 日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零新增袁直

线上线下授课尧限流尧弹性上班等几项政策也有少数
信访遥

至 10 月 7 日属地宣布全域降为低风险区遥 与此同时袁
福建省某高校校园仍然采取最严管控的情况下袁学生

渊三冤疫情发展不同阶段信访件对比分析

信访件出现反弹袁9 月 29 日-10 月 10 日信访件数量

显著增加袁集中为要求解除封闭管理遥10 月 11 日该校
宣布解除封闭管理后袁信访件数量直线下降遥 由此可

见袁在学生得知属地疫情风险消除之后袁对学校未及
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防控政策表示强烈不满袁并通过
信访的形式抗议遥 当学校迅速采取与疫情发展相适应
的政策后袁信访件数量得到有效控制遥10 月 12-14 日袁
回升的信访件主要来自校内外包商铺要求学校尽快
图 3 本土疫情发展形势与信访件数量情况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epidemic
development and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1.疫情初期

明确复工复产时间遥 因此袁校园防控政策未及时公布
和更新尧长时间封闭管理使学生逐渐对各项管控措施
失去耐心尧校内商铺处于垄断销售状态等都是疫情防
控野扫尾期冶导致信访的主要来源遥

根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中野疫情防控工
作专栏冶每日公布的野福建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情况冶和福建省某高校信访部门每日处理野政务热线
12345冶情况制作图 3遥 2021 年 9 月 10-20 日是福建省

本土疫情最为严峻的时期袁见上图 3遥每日新增本土病
例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袁9 月 12 日起福建省某高校开始

三尧原因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秋

季培训班开班式上的发表重要讲话袁强调解决问题要
从实际出发袁指明了管理者把方向尧管大局尧作决策尧

实行校园封闭管理措施遥 通过对信访原文分析袁可以

抓落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遥 只有善于倾听群众的声

发现该阶段学生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是食堂餐饮尧禁止

音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问题遥 信访是送上门来的

外卖尧生活采购物价高遥 学生对疫情传播风险认识不

群众工作袁群众的批评和建议都要听袁才能摸清问题

清尧辅导员对政策传达解读不透尧后勤物业等重要服

产生的原因袁作出令群众信服的科学决策尧找到解决

务关卡工作人员对各项规章制度和办理流程不了解尧

问题的办法遥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就是院权为

生活采购不便等是该阶段引发学生不满的主要原因遥

民所赋袁权为民所用[1]遥 因此袁高校管理人员必须牢固

2.疫情中期
2021 年 9 月 21-28 日福建省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袁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袁把提升办学服务水平和优化

管理制度结合起来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曰把校园防控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逐渐减少袁学生的信访件随之成同

与疫情发展实况结合起来袁 将科学管理贯穿始终曰把

步减少态势遥 该阶段防控政策已执行了一段时间袁学

野抗疫精神冶与思政教育结合起来袁将思想教育融入时

生已适应校园防控管理各项措施遥 同时袁经过对初期

政大局遥 通过分析信访件原文袁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

信访内容的分析和处置袁通过加强对新冠病毒传播特

议袁聚焦不同类别信访中的共同点袁找出高校在疫情

点和防疫知识的宣传尧学校防控措施的解读和思想政

期间封闭校园管理重要环节上的漏洞与不足袁不断完

治教育袁加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袁学生焦虑的情绪得

善防控制度袁 将落实防控要求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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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遥 以制度建设为根本尧内涵建设为核心尧能力建设为

匮乏尧处置主动性不够尧配合度不高袁这与学生日益增

抓手袁建立机制健全尧权责清晰尧运转高效尧保障有力

强的维权意识不相适应袁导致信访倒逼决策调整的被

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系袁通过分析疫情中各方面存在

动局面时有发生遥

的问题袁重点提升野制度建设尧有序管理尧宣传动员尧排

渊四冤方法因素

查预警尧技术保障冶等方面能力袁全面做好应对新冠肺

疫情期间高校应急管理侧重于疫情发生后的应

炎疫情的各项准备袁全力筑牢校园疫情防控防线遥

急处置袁 但由于强制执行防控制度导致信访量增加袁

渊一冤人员因素

充分体现了学生对防控制度不理解和对目前防控的

高校既是师生学习尧工作的场所袁也是人口庞杂

严峻形势认识不足袁对野抗疫精神冶领悟不透遥 高校思

的生活社区袁由此决定了与之相关的每个人对高校管

政课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袁未聚焦现实生活中的

理决策的关注袁且都有发言权遥 参与管理的人群既有

重大热点难点问题袁因此袁暴露出野抗疫精神冶结合思

高知的教师和行政袁关注教学科研的学生袁也有关注

政教育不到位尧防控制度解读不到位尧政策执行反馈

民生服务的校内家属区居民袁还有外包单位的务工人

不到位尧执行效果不理想等问题袁是疫情期间学生信

员遥 高校管理参与对象的多样化和差异性导致高校信

访的原因之一遥

访诉求人的多元化和内部治理的复杂性遥
渊二冤制度因素

渊五冤技术因素
由于高校人口密集袁活动轨迹复杂遥 发生疫情时袁

在区域性疫情发生的初期尧中期尧后期袁属地防控

学校实行扁平化管理袁大部分高校在学校疫情防控指

制度不断发生变化遥 在疫情发生的初期袁属地采取最

挥部下设了若干防控小组袁但由于原有分布在不同防

严格的防控制度袁例如对有中高风险区旅居史师生员

控小组的信息没有搭建平台进行整合尧汇总尧联通袁导

工的隔离政策尧转运要求尧核酸检测制度尧高风险地区

致本土疫情发生时大量关键数据无法实现信息实时

交通管制等政策的强制性袁高校随之做出相应决策的

共享遥 例如袁涉疫重点地区来校师生信息尧国内中高风

同时未及时做好政策解读袁师生员工由于对政策不理

险地区来校师生信息尧隔离师生信息等袁严重影响校

解造成信访遥 随着前期防控升级以及新增本土病例减

内各防控小组业务的有效协同尧高校疫情防控指挥部

少袁属地风险降低袁属地防控政策由应急防控模式逐

有效决策和对校园防控工作的预警研判遥

步降为常态化防控模式遥 高校防控管理制度更新不及
时袁在信息化时代袁师生员工了解到外界的防控政策

四尧对策与建议

已发生变化而高校尚未及时采取行动袁在疫情扫尾期
容易发生集体信访尧重复信访尧越级信访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渊三冤管理因素

的重要指示精神袁落实属地疫情防控决策部署袁坚持

由于本土疫情发生袁 许多教职员工需要配合隔

以人为本尧生命至上袁求真务实制定校园疫情防控措

离尧 高风险区交通管制等因素导致校内行政人员尧后

施袁统筹推进校园疫情防控和学校高质量发展各项工

勤人员人手不足袁 尤其是高校医疗工作人员短缺曰在

作袁打好群防群控疫情歼灭战遥 在抗击疫情特殊时期袁

本次疫情当中暴露最明显的问题之一是高校医疗基

高校要结合实际袁关注师生需求袁同时深刻认识到新

础建设薄弱遥 目前袁福建省有 39 所高校袁根据福建省

时代高校信访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袁始终将群众

医学类专业袁其中有 7 所高校有附属医院袁其他高校

下袁高校信访工作的目标责任尧规律特点袁建立一套与

教育厅公布的本科高校现设专业袁 有 10 所高校设有

路线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遥 准确把握特殊时期背景

仅有校医疗中心尧医务室等袁严重影响高校应对突发

时俱进尧反应迅速的应急处置体系遥

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尧防疫尧反应和预警能力遥 由

渊一冤以人为本袁优化防控制度设计

于实战经验不足袁且国内较少有综合性高校设置突发

面对严峻形势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加强党对疫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培训袁行政人员应急处置知识

情防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打赢防控阻击战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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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证[2]遥 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袁才能不断完善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下袁及时将校园应急管理

制度袁推动高校疫情防控指导思想与时俱进遥 高校可

防控模式调整为应急管理和常态化管理相结合的防

以通过以野制冶促野治冶不断完善野两案九制冶袁精准施

控模式[5]遥 按照野平时分级负责尧各司其职曰战时力量下

策袁制定学生心理帮扶防控预案袁缓解疫情带来的负

沉尧高效运转冶的原则袁分两种情形开展工作遥 一是在

面情绪曰 制定抗疫精神宣传与防疫知识宣讲方案袁促

常态化防控阶段袁着重于做好外防输入尧中高风险地

进正能量传播袁帮助学生及时了解新冠病毒变异后的

区排查袁校内隔离点等重点场所防控工作袁做好指挥

危害性袁引导学生配合学校防控管理曰制定一线防控

体系的平急转换准备以及大规模疫情应对准备遥 二是

人员防控政策培训方案袁 举办覆盖辅导员尧 物业尧保

本土疫情发生应对处置阶段袁着重于指挥体系转换以

安尧宿管尧食堂员工等防控工作所有相关人员的培训袁

及前线指挥体系构建袁 加强对疫情风险等级的研判袁

确保宣讲到位袁切实履职尽责曰制定校内经营店铺保

预见疫情发展形势和工作难度袁研究落实防控策略遥

质降价方案袁由于封闭校园管理期间校内经营场所处

渊四冤融入大局袁创新思政教育理念

于垄断销售状态袁后勤管理部门应主动作为袁协调校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的重要讲话

内商店稳控疫情期间物价袁以服务师生为宗旨袁监督

中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遥

校内商铺保质降价袁薄利多销遥 高校在制定制度的同

面对疫情引发的新形势新问题要坚持全面分析研判袁

时袁宣传部门要及时做好政策制度的公开解读袁情况

辩证和长远地看待问题遥 他指出一个民族只有精神上

说明袁确保每一位师生知悉遥

站得稳袁才能屹立不倒袁并将野抗疫精神冶精准概括为

渊二冤防患未然袁建立事前防御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信访工作时强调要注重源
头防治袁着力将矛盾化解在初始阶段袁避免小事拖大袁
矛盾转化或升级[3]遥 高校应实行扁平化管理袁一方面袁

野生命至上尧举国同心尧舍生忘死尧尊重科学尧命运与

共遥 冶铿锵有力地揭示了疫情期间袁中华民族和中国人
民勇于斗争的中国精神尧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6]遥 这场

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是一堂鲜活尧 深刻尧难

可在学校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设信息报送专班袁校内各

忘的思政课袁野抗疫精神冶 激励青年勇于担当社会责

二级单位指定专人专报袁统筹做好信息收集工作遥 通

任袁值得每一位青年学习遥 高校要充分挖掘学生身边

过收集学生急尧难尧愁尧盼的和容易引发矛盾的苗头性

和抗疫一线值得学习和宣传的好人好事袁充分发挥榜

问题袁推进科学决策遥 另一方面袁可由学生组建维护学

样育人作用袁促进疫情期间正能量精神的传递袁化野疫

生权益委员会袁赋予学生监督和参与校园防控管理工

情危机冶为野思政契机冶遥 形成野一名党员一面旗袁百名

作的权利袁发现问题及时提交学校决策袁加强对学生

党员带全局冶的思想政治工作局面袁做到学生校园生

投诉的敏感性和预见性袁达到治本控源的作用袁从源

活实际困难有人帮袁 师生中涌现的好人好事有人讲袁

头上减少信访的产生遥 真正做到关心学生尧尊重学生尧

对防控政策歪曲造谣的不良倾向有人抓袁从而密切党

爱护学生袁消除不必要的集体信访尧重复信访尧越级信

群联系遥

访袁治之于未乱袁防患于未然遥
渊三冤回应关切袁完善防控管理体系

渊五冤提升效能袁强化信息技术支撑
按照野平战结合冶野平急转换冶的要求袁通过加强校

在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时袁要坚持矛盾的普遍性

内相关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袁在扁平化管理模式

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遥 统筹考虑在疫情发生的特殊

下袁将原有分布在不同防控小组的信息系统袁进行整

时间背景下袁无论是应急处置还是常态化管理袁都强

合尧汇总尧联通袁实现信息实时共享袁业务有效协同遥 建

调要采取差异化管理策略遥 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伴随

立涉疫重点人员来校管理信息系统尧国内中高风险地

着矛盾的发展变化袁只有具体分析不同阶段矛盾的特

区来校人员管理信息系统尧密接和次密接人员管理信

殊性袁才能认清矛盾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袁具体问题具

息系统尧境外来校人员管理信息系统尧居家健康监测

体分析遥 高校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形势及时调整管理策

和集中医学观察人员管理信息系统尧疫情防控应急指

略袁因事而化尧因时而进尧因势而新[4]提升工作时效性遥

挥和决策支持平台袁主要包括院居家和隔离场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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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子系统等尧中高风险区和涉疫重点地区人员入校

施策尧合力攻坚袁在疫情大考中压实主体责任遥 许多疫

信息自助登记子系统尧出省人员野一人一标签冶行程报

情期间的信访件为高校党委和应急指挥部提供了宝

备子系统遥 基于校内现有各防控小组疫情防控系统数

贵的决策参考依据袁为高校平稳推进防控工作提供了

据袁运用大数据分析尧可视化等技术袁充分挖掘各数据

启示袁为进一步提升校园服务水平和风险识别能力提

要素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价值袁为疫情防控提供精准

供了新思路袁推动了高校决策治理袁促进高校应急管

全面的应急指挥和辅助决策支撑遥 整合建设统一的数

理水平和处置能力的提升遥

据库袁按照野一数一源尧逻辑集中冶的思路袁有效简化涉
疫业务的数据录入工作袁确保准确尧快捷袁同时为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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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mplaints and Proposals
Related to the Epidemic in a University in Fujian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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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judgment on the basic situation, categories, content and occurrence stages in

2020 and 2021 in the same period, especially the complaints related to COVID-19 in 2021 a college received. With analysis of manage鄄
ment problems in colleges emergency response to explore the common problems, and find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pro鄄
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mergency response and intern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epi鄄
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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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人力资源管理视角下南平市科技
特派员激励机制研究
吴世娟
渊中共南平市委党校 行政管理学教研室袁 福建 南平 353000冤

摘 要院科技特派员制度发端于南平袁首创于福建袁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创立尧总结提升和推动发展的农村工
作机制创新遥 2017 年以来袁南平市结合新时代发展需要袁制定了一系列激励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活力的优惠措施并取得
成效遥 但由于目前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制度激励机制存在资金发挥效用不强尧经济奖励力度有限尧绩效考核机制不够完善尧

难以落实利益共同体等方面的问题袁导致科技特派员在工作中不能最大限度发挥服务成效遥 新时代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
制度创新袁应该立足于南平市发展实际袁运用物质激励尧榜样激励尧竞争激励尧惩戒激励尧目标激励等方法完善南平市科技
特派员激励机制袁助力南平市绿色高质量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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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制度发端于南平袁首创于福建袁是习

振兴尧推动绿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遥 加强对科技特派

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创立尧总结提升和推动发展的农

员的管理袁实行有效的激励措施袁有助于激发科技特

村工作机制创新遥 1999 年 2 月袁南平市为了解决野三

派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袁更能有效发挥科技特派员服

农冶问题袁从机关事业单位中选派有技术尧有经验尧有
能力的 225 名干部担任科技特派员进驻 215 个行政
村袁为农民开展科技服务袁开启了全国推行科技特派

务野三农冶和企业的作用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遥

一尧南平市科技特派员激励机制的现状

员制度的先河遥 二十二年来袁南平市始终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袁 不断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创新袁
助推南平市精准扶贫尧乡村振兴尧绿色发展遥
2021 年 2 月袁中共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叶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曳袁明确提出

野要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噎噎推动
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噎噎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尧 爱农
村尧爱农民的耶三农爷工作队伍冶 遥 科技特派员是科技
[1]

人力资源袁是野三农冶工作队伍的主力军袁对实现乡村

激励的目的是使被激励者更加努力袁积极主动地
完成组织目标遥 实施有效的激励机制能激发工作积极
性袁提高服务质量袁使科技特派员资源配置达到最理
想状态遥 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二十二年来袁激
励机制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尧创新发展遥 特
别是 2017 年以来袁南平市结合新时代发展需要袁先后
出台了叶中共南平市委尧南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

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意见曳叶深化创新科技特派
员制度十项措施曳叶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

收稿日期院2021-05-06
作者简介院吴世娟渊1978-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人力
资源管理尧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提升等方面的
研究遥

的若干措施曳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袁制定了一系列激励
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的优惠措施袁为持续推动科技特
派员制度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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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2021 年南平市激励科技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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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南平市科技特派员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创新创业措施
Tab.1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centive measur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s of
Nanping City from 2017 to 2021

1.搭建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平台
南平市深入推 2.创新科技特派员市场化运作
南委办发
进科技特派员 模式
也2017页38 号
工作行动计划 3.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创新
2017 年 8 月
渊2017-2020冤 平台
4.实施金融支持
中共南平市
委尧 南平市人
南委发
民政府关于深
也2017页14 号
入推行科技特
2017 年 9 月
派员制度的实
施意见

1.完善政策保障
2.鼓励创新创业
3.健全激励机制
4.提供资金支持
5.开展项目扶持
6.强化考核评价

南平市地处山区袁受地理条件限制袁经济水平发
展较慢袁对科技特派员工作支持力度有限袁在激励机
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袁制约了科技特派员发挥服务
三农袁服务发展当地经济的作用遥
渊一冤用于科技特派员的保障资金发挥效用不高
南平市科技特派员队伍庞大袁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创新创业袁但在资金投入上袁来源渠道有限曰在资金使
用上袁存在效用发挥不高等问题遥 设立的 1000 万元的

科特派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很难落实到位曰总额 5000
万元的野科特贷冶业务没有很好开展起来等遥 在科技特
派员工作经费使用方面袁经费使用范围规定和报销制
度不够科学遥 科技特派员到一些偏远贫困乡镇服务点

南平市科技特 1.来源于省上和市直有关单位
南财教
派员创业行动 的科技特派员每人每年给予 1
也2018页5 号
项目专项资金 万元的工作经费
2018 年 2 月
管理办法
2.项目成果资金奖励

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袁 往往需要自己驾车或搭便车袁

1.鼓励建立野利益共同体冶
2.创新野科特贷冶专项金融产品
3.设立科特派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南委办发
深化创新科
4.拓宽资金使用范围
也2019页1 号 技 特 派 员 制
5.鼓励科技成果转化
2019 年 1 月 度十项措施
6.加大科特派项目扶持力度
7.完善科特派保障制度
8.优化日常管理和绩效考核

渊二冤与发达地区相比袁对科技特派员的物质奖励

1.培育发展利益共同体
南委办发
关于进一步
2.实施项目风险投资带动
也2019页48 号 深 化 科 技 特
3.完善野云平台冶建设袁优化考
2019 年 12 月 派 员 制 度 的
评机制
若干措施
4.强化资金保障
深入推进新时 1.丰富科技特派员金融产品
南委办发
代科技特派员 2.扎实推进考核管理
也2021页14 号
制度三年行动 3.保障激励措施落实
2021 年 10 月
计 划 渊2021要 4.保障财政资金投入
2023 年冤
5.坚持利益共享袁推动长效服务
资料来源院南平市科技局科技特派员办公室

对科技特派员而言袁这些激励措施从制度尧资金尧
利益尧职称等方面为科技特派员考虑袁将物质激励与

下乡服务产生的车辆燃油尧过路过桥及差旅补助等费
用无法报销遥
力度偏弱
南平市从 2019 年起每年评选一批 野明星科特

派冶袁野参照享受高层次人才政府津贴袁所需经费从市
人才专项资金列支冶[2]遥 南平市高层次人才政府津贴的
标准是 24000 元袁分三年发放袁这与发达地区科技特

派员获得的奖金差距较大遥2019 年浙江省丽水市青田
县率先实行省市级科技特派员享受青田县高层次人
才政府岗位津贴制度袁对入驻青田县的省尧市级科技
特派员经年度业绩考核合格以上袁给予高层次人才政
府岗位津贴遥 对符合叶青田县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
设的实施意见曳中的野七类高层次人才标准的省市级
科技特派员分别给予每人每月 600 元要10000 元的政
府岗位津贴冶[3]遥 相比之下袁南平市得到奖励的科技特

派员范围较小袁奖金较少袁数量有限袁对科技特派员的
表彰以精神激励为主遥

精神激励相结合袁让科技特派员能更加安心袁更积极

渊三冤科技特派员绩效考核机制不完善

地为乡村振兴奉献才智遥 目前南平市科技特派员激励

在科技特派员考核评价方面袁 虽然已建立了一套

机制主要采用了加薪激励尧奖金激励尧荣誉激励尧榜样

较完善的科技特派员工作评价体系袁 但细化可操作的

激励尧工作激励等方法袁这些激励方法一定程度上激

绩效评价办法与措施还不够完善袁 在加快科技特派员

发了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袁产生了良

制度标准化建设方面进展不快遥 从 2019 年起袁由延平

好的经济尧社会尧政治的综合效应遥

区政府牵头起草袁南平市科技局尧南平市市场监管局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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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标准化研究院尧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开始

技特派员即便有再好的技术条件那也是有力无处使遥

联合制定省级标准 叶科技特派员服务规范曳袁 但直到
2021 年 11 月 23 日袁福建省地方标准叶科技特派员服

表 2 2017-2020 年南平市科技特派员
资金扶持项目及使用情况

务规范曳才正式发布实施袁从服务尧管理尧评价等方面规
范科技特派员工作遥
渊四冤事业单位科技特派员与农民和企业结成利

Tab.2 Fund supporting projects and usag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s in Nanping City from 2017 to 2020

益共同体的保障难以落实到位
早在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之初袁南平市就提倡科
技特派员利用资金尧技术入股袁与农民或农业经济组
织结成野风险共担尧利益共享冶的利益共同体遥 但因为
政策缺乏稳定性袁相关部门认同态度不一致袁导致事
业单位绝大多数科技特派员担心自己收益没有法律
保障袁不敢投身其中遥 目前对事业单位科技特派员建
立利益共同体的利益保障袁主要靠南平市出台的地方
性政策袁保障力度有限遥 如果事业单位的科技特派员
获取利益的目标遇到政策性障碍袁使收益无法得到法
律保障袁必然影响其参与组建利益共同体的积极性和
忠诚度袁减少在利益共同体中发挥技术和资源作用遥

2017

1000 万元

2019

1000 万元

2018
2020

1000 万元
1200 万元

5623 万元

累计发放
累计投资 1050
贷款 3625
万元
万元

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补助
使用 技术研发项目
解决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
情况 科技特派员服务平台建设 急需的资金问题
项目等
资料来源院南平市科技局科技特派员办公室

渊二冤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对科技特派员的奖励
资金投入水平
南平市作为福建省北部的山区市袁野经济总量偏
小尧县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尧工业化现代化的水平

三尧南平市科技特派员激励机制存在问题
的原因分析
渊一冤科技特派员使用资金的限制条件太多
南平市近年出台多项资金扶持政策袁支持科技特

总体偏弱冶[4]遥 以 2020 年为例袁在福建省各市 GDP 排

行榜上袁野泉州尧 福州两地经济总量已突破万亿大关袁
但南平市经济总量最小袁 增速比较慢冶[5]袁GDP 总量仅

突破 2000 亿元袁排名第九遥 南平市对获奖的科技特派
员的奖励资金投入有限袁导致发放的奖金不多袁与发

派员创新创业遥 但在实际操作中袁还不能充分发挥这

达地区差距较大袁对科技特派员的激励效果有限遥 如

些资金对科技特派员的创业支持作用袁有些资金使用

果没有相应的物质支持袁即使工作上再有干劲袁也是

的限制条件太多袁 导致帮扶资金无法完全落实到位遥
2017 年至 2020 年袁 科技特派员创业项目风险基金因

为股权融资要求高袁双方意愿对接不到位而很难落实
到位袁四年仅累计投资 1050 万元遥 总额 5000 万元的

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冶遥

渊三冤科技特派员来源多样化与管理能力水平滞

后的矛盾
南平市科技特派员来自各地尧各行业袁既有省内

野科特贷冶业务因为缺乏竞争机制袁风险投资条件设置

专家袁又有省外技术人才曰既有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

较多袁难以拓展野科特贷冶信贷领域袁至今野科特贷冶累

员袁又有高校科研院所专家袁且以兼职为主遥 有的科技

计发放贷款仅 3625 万元袁 这与最初希望落实到位的

特派员因工作繁忙袁到派遣地点的时间较少遥 而科技

资金扶持金额总数还有些差距遥 科技特派员每人每年

特派员的监督考核主要依托原单位进行管理袁监督约

2 万元的工作经费不仅包括交通尧 通讯尧 生活津贴补

束主体和工作实际脱节袁不能有效了解科技科派员的

助袁还要用于发放工作绩效遥 由此袁可能产生工作经费

工作实绩遥 随着科技特派员制度不断向外推广袁科技

不足的情况袁也可能因经费报销手续不够简化而限制

特派员选派队伍规模急剧扩大袁造成管理体系跟不上

了经费的合理使用袁间接打击了科技特派员开展服务

对科技特派员队伍的管理与服务需求袁由此导致在绩

的积极性遥 现在许多科技特派员技术条件不缺袁缺的

效考核方面对科技特派员工作开展不平衡袁野考核评

是投资信心和资金烘托遥 得不到充足资金的配合袁科

价的标准界定不准确,考核结果无法发挥自身作用冶[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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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绩效考核管理不够科学袁组织成员感受不到公平

先简化工作经费使用手费袁 确保工作经费用实用到

竞争的氛围袁就会影响科技特派员自主创新的工作动

位曰其次适当增加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袁如浙江省省

力袁也会影响科技特派员总体服务水平与质量遥

级个人科技特派员项目经费补助标准已从 5 万元/人/

渊四冤保障科技特派员与农民和企业结成利益共
同体的政策法规不够完善

年提高到 10 万元/人/年袁南平市可结合本市经济发展

状况向福建省争取更多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袁使工作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叶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

经费能充分运用于科技特派员下乡下村的交通尧通

制度的若干意见曳中明确规定院野鼓励高校尧科研院所

讯尧生活补助上遥 考虑到科特派服务区域的特殊性和

通过许可尧转让尧技术入股等方式支持科技特派员转

提高工作效率袁对科技特派员到偏远乡镇的服务点往

化科技成果袁开展农村科技创业袁保障科技特派员取

返费用等报销问题可以专门规划出一块经费袁以科技

得合法收益遥 冶 可见袁国家政策允许科研院所尧高等院

特派员到服务点次数及服务内容为补助依据进行直

校专家尧教授以知识产权入股尧技术入股尧领办创办企

接补助遥 针对科技特派员开展工作时缺少相应资金政

业的方式获取利益遥 但现实情况却是事业单位技术人

策支持的问题袁 积极与有关部门或单位沟通协调袁及

员结成利益共同体所获得的收益没有明确的制度和

时开辟绿色通道遥

[7]

法律予以保障遥2019 年 12 月南平市叶关于进一步深化

2.推动金融保险机构支持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措施曳出台了叶南平市科技特

在不突破野科特贷冶贷款总额的前提下袁引入竞争

派员利益共同体备案暂行办法曳袁 让事业单位科技特

机制袁拓展野科特贷冶信贷领域袁让多家金融机构参与

派员通过备案来明确利益共同体中双方的收入来源

野科特贷冶业务袁执行统一贴息政策袁提高信贷额度袁引

和所占比例袁以此作为收益的合理依据袁来保障其在

导更多金融保险机构支持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遥 通过

参与建立利益共同体中获得的收益遥 但这只是市级层

组织开展创新大赛尧洽谈会尧推介会等方式袁加强双方

面地方性政策袁保障力度不大遥 其他省市如宁夏科技

沟通袁对接投资方和创业方的意愿袁放宽风险投资条

特派员工作实行野三不三奖冶激励政策袁则是从省级层

件袁野提高担保机构对科技特派员创业企业的融资担

面规定野对科技特派员创业分红尧收入多少不查冶 袁相

保积极性冶[9]袁让科特派创业风险投资基金落到实处袁

[8]

比而言更具保障性遥

帮助支持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和解决科技特派员成
果转化的后顾之忧遥

四尧公共人力资源管理视角下袁完善南平
市科技特派员激励机制的对策

渊二冤通过树立榜样袁发挥明星科技特派员的引领
带动作用
在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中袁榜样激励能有效调动员

渊一冤运用物质激励方法袁盘活激励资金的存量袁
持续提高激励资金的增量

工的积极性遥 南平市近年来通过评选野明星科技特派
员冶等表彰奖励活动袁不仅通过树立良好的榜样袁还通

1.加大直接用于科技特派员的财政资金补助力度

过授予荣誉袁让获奖科技特派员产生荣誉感和光荣

南平市是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发源地袁又是原中央

感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科技特派员工作上的自尊需

革命老区遥 但由于长期经济发展较慢袁依然需要省上尧

要袁激发科技特派员队伍奋力进取袁具有良好的激励

中央的有关政策支持袁 在此基础上南平市可向福建

效果遥

省尧中央争取一些科技特派员项目资金扶持袁用于解

1.加大对野明星科技特派员冶的表彰奖励力度

决农村发展问题袁推动乡村振兴遥 南平市及十个县渊市

针对南平市的实际情况袁积极发掘尧培育一批新

区冤政府要将科技特派员工作作为推动县域科技创新

时代优秀科技特派员典型袁 促进经验成果的交流尧运

的重要抓手袁确保将每年的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落到

用和放大遥 对一些干实事尧出实效的科技特派员袁提高

实处袁划拨出一定比例的科技经费用于支持科技特派

福利待遇袁并予以物质奖励或精神奖励袁让科技特派

员工作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遥

员名利双收遥 让榜样激励的作用带动整个科技特派员

针对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使用不合理的问题袁首

队伍学习榜样袁并朝着成为榜样的目标努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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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力宣传野明星科技特派员冶

理机制袁对不同层次的科技特派员采取不同的管理方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袁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制

法遥 如南平市内行政事业单位派出的科技特派员由科

度的工作重点已由原来的扶贫脱困转变到创新支撑

技特派员管理部门和派出单位共同管理袁 采取自查尧

乡村振兴工作当中来遥 对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宣传也应

抽查尧普查等方式考评科技特派员服务频次尧服务成

该由主流媒体宣传扩大到广大田间地头袁让真正需要

效尧服务满意度等内容遥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派出的科

科技特派员帮助的人民群众认可尧支持并信任科技特

技特派员由派出单位管理为主袁以考评科研成果转移

派员遥 各级各部门可以通过公开宣传栏尧发送宣传单尧

转化情况为主要内容遥 省外引进的科技特派员以主动

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袁借力各级融媒体平台袁大力

对接和邀请指导为主袁参照市高层次人才或政府顾问

宣传科技特派员扎根基层袁无私奉献袁服务三农的先

模式进行管理遥 在此基础上发挥绩效考核的导向作

进事迹袁树立新时代科技特派员的榜样和标杆袁激发

用袁将考核结果作为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袁考核优秀

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活力袁推动乡村振兴遥

的推荐参与各类评先评优活动袁考核不合格的直接退

3.依托教育培训平台扩大科技特派员影响力

出科技特派员队伍遥 在对科技特派员的工作有了合理

2019 年 6 月袁南平市成立了全国第一所科技特派

评价的基础上袁给予合理的报酬和奖励袁做到赏罚分

省内各地的科技特派员前来学习培训遥 在此基础上袁

渊四冤目标设置更加明确袁帮助科技特派员与农民

员学院袁吸引了北京尧海南尧新疆尧甘肃尧宁夏以及福建

还可依托科技特派员学院教育培训平台定期组织举

明袁形成良性循环遥
和企业真正构建利益共同体

办现场会袁让科技特派员参加实地考察尧技术培训尧座

组建利益共同体袁其实就是以获取利益为目标袁让

谈交流等系列活动袁展示广大科技特派员的风采袁野加

双方都得利遥 组建利益共同体让科技特派员和农民目

强南平市科技特派员与其他省市科技特派员之间的

标一致袁并且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袁让科技特派员在工

交流学习袁借鉴先进经验助推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工作

作中更有积极性和创造性袁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遥

发展冶[10]遥并且依托教育培训平台扩大科技特派员在全

针对南平市科技特派员的工作现状袁 要进一步促进利

国的影响力袁从而推动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科技特派
员工作的浓厚氛围遥
渊三冤发挥考核评价正面导向作用袁促进科技特派
员良性竞争

益共同体的组建袁可以采用设置明确目标的激励方法遥
1.明确目标导引袁支持科技特派员与农民和企业
建立利益共同体
通过利益共同体这个平台袁科技特派员可以运用

1.不断完善机构管理职能

自身的科技优势与市场对接来创造一定的收入袁农民

一方面从加强管理机构建设入手遥 南平市作为全

也可以提高生产水平袁对收益更有信心遥 通过科技特

国科技特派员制度的首创者袁为确保这项工作继续领

派员自身的制度和机制优势袁进一步放活利益共同体

跑全国袁有必要加强工作管理机构建设袁建议设立市尧

机制袁实行扶持政策袁让科技特派员和农民尧企业共同

县尧乡三级科技特派员独立管理机构袁明确工作职责袁

设置目标袁达成目标遥 并通过多种渠道对利益共同体

增加编制袁加强人员配置袁以强化对全市科技特派员

典型加大宣传报道袁按利益共同体对地方财税贡献的

工作的组织协调与服务管理遥 另一方面从减负入手遥

增量或增幅进行考核评比袁并进行奖励袁在社会上起

运用市场化方式袁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袁将一些非

到示范尧引领尧带动作用遥 如台湾科特派吴记与邵武新

核心的科技特派员常态管理业务袁如网站建设尧统计

生农民专业合作社结成利益共同体袁共同投资成立台

调查尧绩效评估尧培训交流等业务职能外包由第三方

禾生态农业公司袁 种植大棚百香果 300 亩袁 带动 100

承担袁使科技特派员管理部门可以从繁重的日常管理
中脱身袁集中精力抓好核心管理服务工作遥

余农户增收近 400 万元遥 科技特派员吴记在组建利益

共同体时袁亲自参与到制定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袁与邵

2.建立更加科学公正的科技特派员评价体系

武新生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同努力袁实现目标袁为推动

针对科技特派员数量众多且来源渠道多层次袁监

台湾农民在大陆扎根发展发挥积极示范效应遥

督约束主体和工作实际脱节的问题袁可以建立分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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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全野科技特派员建立利益共同体冶法律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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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centive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 in
Nanp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WU Shijuan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Party School of Nanpi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Nanping, Fujian 353000)

Abstrac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 system originated in Nanping and was first founded in Fujian. It is the innovation
of the rural work mechanism tha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ersonally guided to establish, summarize, enhance and promote develop鄄
ment. Since 2017, Nanping City has formulated a series of preferential measures to stimulat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vita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new era, and achieved results. However, due to
the current incentive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 system in Nanping Cit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effective use of funds, the limited economic incentives, the imperfect performance appraisal mechanism, and the difficulty in implement鄄
ing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s. In the new era,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 system, we
should base o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Nanping City, use material incentive, example incentive, competition incentive, disciplinary in鄄
centive, goal incentive and other incentive methods to improv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 in Nan鄄
ping City, and help the green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np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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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 incentive mechanism; Nanp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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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特派员制度在全国推广实施已有二十余载光阴袁在新时期袁科技特派员制度能够从提升农业发展质

量尧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尧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等角度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遥 利益共同体是科技特派员制度和施力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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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制度是我国独有的农业科技推广模
式袁经过 20 年的实践袁科技特派员制度在向农业生产
领域输送科技要素尧改善地区贫困面貌尧提高农民组
织化程度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遥据统计袁20 年间袁
全国科技特派员已领办 1.15 万家企业或合作社袁平均

助于进一步完善农业技术服务市场[5]遥 有学者认为利

益共同体能够通过利益杠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6]袁使
科特派与农户形成紧密的社会联系袁提高科技传播效
率和生产经营效率[7]袁但在当前阶段袁充分发挥利益共
同体功能使科特派获得预期报酬[8]并使农户也得到所

每年转化 2.62 万项适用技术袁服务超过 6500 万农民遥

需技术服务和相应的利益[9]仍是小范围事件袁需要进

2019 年袁 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特派员制度 20 周年作

一步健全制度支撑和完善政策支持遥 在众多学者对于

出重要指示袁指出野要坚持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研究中袁都突出科特派与农户联结

技创新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抓实抓

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对于促进农民增产保收的积极作

好冶袁要让科技特派员野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用袁也有学者整理出目前科特派制度下利益共同体的

兴中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冶袁 为科技特派员制度

几种运行模式[10]袁但当下针对此类利益共同体的研究

的深入推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1]遥2021 年袁习

中袁缺少对于其利益联结机制的架构分析袁无法从机

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省期间袁对科技特派员制度表示

理上进一步的探讨袁制度完善无的放矢袁鉴于此袁本文

高度肯定袁他提出野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袁让广

结合现实背景和已有理论袁通过梳理科技特派员制度

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冶遥 在新时代袁科

特点以及与农户联结所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运行方式袁

技特派员队伍更是全面乡村振兴的重要生力军遥

尝试构建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利益联结机制袁分析当下

野利益共同体冶被认为是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核心[2]袁

利益共同体机制建设所面临的问题袁并尝试给出对策

科技特派员通过利益共同体与农户实现技术供需的

建议袁以期进一步丰富科技特派员相关理论袁助推新

结合[3]增强农户应用农业科技的意识和能力[4]袁同时有

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遥

收稿日期院2021-12-04
基金项目院福建农林大学科技创新专项项目渊CXZX2017624冤遥

一尧新时代乡村振兴要求科特派与农户实
现利益共享

作者简介院郭晨军渊1998-冤袁男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农业科技尧新型经营主体研究遥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袁总书记作出野中国特色社

郭晨军院新时代科技特派员与农户利益共同体机制分析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冶的重大论断袁标志着我国社会进
程进入了全新的阶段遥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则表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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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着科技传播的效率[7]遥 而利益共同体模式与农户的

联系更加紧密袁提升农民科技水平和提高农民组织化

国三农领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遥 农业农村部对新

程度的方式更加直接有效遥 部分地区的实践也证实在

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多个发力点 院农业结构改

利益共同体模式下袁 科特派和农户能够实现双赢袁科

革上袁推动农业生产往提质导向转变袁促进粮食供需

特派从项目中盈利的同时得到管理部门的实质性奖

结构与总量动态平衡袁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曰在我国

励袁而农户不仅增产丰收袁同时也在生产经营中掌握

小农生产的基本面上袁引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

更先进的农业技术袁为往后的长效致富存蓄科学素

机衔接袁依托不同生产模式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作

养遥 利益共同体成效达成的要领在于各主体之间实现

用袁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和抗风险能力曰坚持农民在

野风险共担冶和野利益共享冶袁而这需要合理有效的机制

[11]

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袁加快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及公

对各主体的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遥 本文在此基础上建

共服务水平袁把农民利益作为乡村振兴的根本抓手曰

立利益共同体机制架构袁以期在合理的理论支撑下袁进

在城乡共同发展的角度上袁进一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一步健全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袁促进利益共同体建设遥

机制袁建立城乡人才双向流通渠道袁实现城乡要素平
等交换遥 这些发力点袁与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起源背景
和应用场景相契合袁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新时期仍具有

二尧科特派与农户利益共同体利益联结机
制分析

鲜活生命力遥
在制度起源上袁野科技特派员冶是在我国经济体制

渊一冤理论基础和文献回顾

转型时期袁改变野线断尧网破尧人散冶的农业科技推广体

1.共同体理论

系旧态尧增强农业的竞争力而实行的一项制度创新 曰

野共同体冶概念导源于亚里士多德遥 亚里士多德把

[3]

其实现过程是院以政府强制力为主导袁以市场机制为

共同体界定成为达到某种共同野善冶的关系组合遥 在西

原理袁以农户的科技需求为驱动力袁通过行政手段匹

方政治思想史上袁第一次对野共同体冶进行系统阐述的

配具备科技素养的人员与需要科技服务的农户袁下派

是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窑滕尼斯袁在叶共同体与社会曳

科技人员到农业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服务或创业活动袁

中袁滕尼斯指出: 共同体是基于如情感尧习惯尧记忆等

促进无形生产要素如农业知识尧管理方法尧社会资本

自然意志形成的一种社会有机体袁 其内在的原初要

等逆向流入乡村袁将土地资源尧农村劳动力和科技特

素袁以不同的比例尧结合方式形成了各异的共同体关

派员所拥有的现代化生产手段相结合袁在实践过程中

系[13]遥 马克斯窑韦伯渊Max Weber冤认为共同体表现为其

与农户形成野风险共担尧利益共享冶的利益共同体袁提
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袁促进派驻地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袁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12]曰另外,在科学理念的装备
下袁不仅乡村经济实力得到提升袁农村人口的综合素

成员的非强制性的平等的相互关系和具有共同属性
的共同归属感[14]遥 在卡尔窑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中袁以

野社会物质生产冶为出发点袁体现人的相互联系尧相互
依赖和共同活动的是词汇野Gemeinwesen冶袁指野共同存

质也显著提高, 这也有助于农村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民

在物冶袁 这一观点从社会共同的物质生产去解释人与

主法制观念进一步提升 遥

共同体的关系遥 只有从生存论意义袁也就是从历史性

科技特派员的工作形式有技术指导尧 资金入股尧

的共同的物质生产及劳动产品渊社会联系的中介和纽

技术入股等袁而各地出台的科技特派员制度指导文件

带冤 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中理解共同体袁才

中都鼓励和支持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帮扶形式袁以期将

能科学和准确理解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14]遥 从上述共

[3]

短期的科技帮扶行为袁通过共同经营和创业活动转变

同体思想的观点来看袁科特派与农户联结形成的利益

为科特派与农户共享的长期收益遥 从科技传播的角度

共同体应是在国家法制和社会道德约束下袁科技特派

上看袁科技工作者和农民之间袁是科学技术的传播方

员与农户以彼此间共同认可的平等关系为前提袁以共

和接收方之间的关系袁二者之间社会关系的紧密度决

同参与生产经营的的农业生产活动为行为载体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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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趋利避害冶为行为趋向袁以野共同逐利尧风险共担冶为

利益共同体天然具有贴近农民群体及时获取利益诉

行动准则而形成的集体袁个体之间共同的良性发展需

求的现实条件袁无论是基于现实需求袁还是从科技特

求是这类共同体的特点遥

派员制度支农扶农特性的角度考虑袁引入利益诉求的

2.利益联结机制文献回顾

表达渠道袁 都有助于更好地诠释科特派制度的内涵遥

在经济学中袁利益联结机制是在一定制度下各经

综上袁本文将科技特派员制度中科特派与农户联结所

济主体之间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相互联系尧 相互作用袁

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机制划分为利益生产机制

以追逐利益为动力从事相关社会尧经济活动袁对社会

和利益共享机制袁其中利益生产机制包括透过科特派

客体进行改造并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 遥 利益机制的

表达农民利益诉求的野利益代表机制冶和主体共同开

实现就是让社会成员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袁

展生产经营获利以实现利益诉求的野利益创造机制冶袁

在制度对逐利行为的鼓励下袁在制度所建立的行为体

而利益共享机制中包括科学合理激励组织长效发展

系规制中袁达到个人利益尧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

的野利益分配机制冶尧保障组织目标实现的野利益保障

调发展袁 减少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袁最

机制冶尧调解各部矛盾的野利益调节机制冶和避免过度

终促进社会的发展[16]遥 国内学界关于利益联结机制的

逐利行为的野利益约束机制冶渊见图 1冤遥

[15]

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农领域袁包含农业三产融合的利益
联结机制以及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发展等角
度袁卢宪英在对基层社区治理的研究中指出身份地位
和价值观等各不相同的居民袁完全可以基于共同的紧
密利益而联结起来[17]遥 伍梅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的利益机制应包括利益联结机制尧 利益分配机制尧
利益保障机制尧利益互补机制袁并从法律支撑尧社会环
境和主体素质等角度提出加强机制建设的建议[18]遥 古
川认为产业扶贫要兼顾贫困户困难尧企业利益和社会

福利的协调袁对应地提出了包含利益创造机制尧利益
分配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的利益联结机制袁构建出增
收尧发展尧共赢的经济合作关系[19]遥 陈慈等研究中构筑

的农业产业融合利益联结机制包括利益分配机制尧利
益调节机制尧利益保障机制和利益约束机制[15]遥 在我国

图 1 利益共同体利益联结机制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rest connection
mechanism of interest community

渊二冤科技特派员与农户联结利益共同体机制分析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缺陷的现实背景下[20]袁朱联平[21]尧

1.利益生产机制

会组织袁利用非正式组织在利益表达中的作用为弱势

利益代表机制的核心是确立可靠的代表者与农

彭向刚[22]尧颜三忠[23]的相关研究中都提到通过健全社
农民群体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组织载体遥

民联结袁 形成能与外部不利因素抗衡的代表农民利

以上学者关于利益联结机制的构筑袁侧重以某个

益尧维护农民权益的利益集团袁在农民参与社会生产

层面上共同的经济关系为纽带联结不同经营主体袁使

活动时有效提高其话语权和行动力, 是新时期转变农

彼此间产生经济利益联系袁 并运用一定的保健措施袁

民市场地位尧保护农民权益尧解决农民问题的客观需

维护利益机制的良好运转袁促进联结整体经济产值的

求遥 在这一利益团体内部袁农民利益表达的实现则是

增长遥 本文所研究利益共同体本质上也是由科技特派
员领衔尧 农民群体自愿参与形成的社会经济组织袁具

前提[24]遥 中国农民长期缺少利益表达的组织依托和阶

梯[25]袁在农村地区的党政权力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是

备贴合上述利益联结机制的属性袁而在我国农民群体

由国家来供给的袁从现实功能上来看袁这些组织野从上

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的现实背景下袁科特派制度中的

往下冶为成员提供农业生产尧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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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袁但缺少野由下往上冶的利益表达功能[26]袁村委会职

的共同体利益分配机制袁首先必须明确共同体中参与

能的行政化倾向使其逐渐异化为乡镇政府的下属机

利益分配的主体范围以及各主体的产权情况袁农民是

构袁其代表农民利益的意向和功能也日益削弱[25]遥现有

否能够占有共同体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以及利益的多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陷袁导致农民成为各种上层决

寡取决于农民在利益共同体中的产权关系袁这是利益

策的被动接受者袁使农民的利益诉求和政府政策施效

分配的基础遥

之间无法匹配遥

在科特派帮扶过程中袁科特派与扶持主体间形成

在利益共同体中袁 科技特派员与农户联系密切袁

了多种利益分配方式袁如技术转移酬劳袁生产指导报

具备直接获取农民利益诉求的现实条件袁在利益共同

酬袁股息分红等袁不论那种分配方式都要坚持农民的

体内拥有的共同产权袁也使其具有成为农民群体利益

主体地位袁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前提下袁兼顾科特派物

代表者的潜力遥 在开展工作过程中袁一方面科特派从

质和精神荣誉等方面的得利袁以科特派既得利益进一

本职工作出发袁 及时获取帮扶农户的农业生产需求袁

步激发其工作积极性遥 其次袁不同主体各自的需求袁即

代表利益共同体对外寻求可行资源袁以获利最大化为

利益分配的客体也应明确袁要以符合市场规律和操作

目的袁对共同体生产目标作出合理调整曰另一方面袁对

可行的标准为前提袁在生产获利后按照按劳分配和按

于农户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其他困处袁科技特派员也

生产要素比例分配的原则各就其位袁实现各环节主体

具备获取第一手信息并给出合法合理解决措施的条

获得平均利润遥

件袁在自身能力无法调和的情况下袁则可以在科特派
联席会议中袁 以共同体代表的身份上报上级部门袁寻

利益保障机制能够从内部规范利益共同体参与

求可实现的社会资源转移袁以化解利益矛盾袁解决农

主体的行为袁同时避免外部不良因素对组织营运产生

民的困难遥

消极影响袁保障共同体达成生产目标袁并实现利益分
配袁这种保障主要来自内部的组织架构建设和外部政

利益创造机制的功能是为利益参与主体提供既

策支持遥

能实现主体可持续利益增量又能保证主体利益不被

第一尧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

暴力性剥夺的制度空间 遥 由于农民群体的分散性和

松散的生产经营个体和一个紧密联系的利益共

[27]

弱质性袁 许多农业劳动者通常不能及时获取市场信

同体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一个稳定合理的组

息袁开展的生产活动与市场需求错位袁形成盲目性的

织架构联系着个体间的经济活动遥 科特派与农户通过

竞争袁严重影响农民的经济利益遥 在科特派制度中袁参

契约协议进行的技术指导帮扶活动或是共同参与成

与利益共同体的农户基于科特派的载体功能袁能够依

型的经济组织袁即是在相对稳定的组织架构下进行的

靠科技特派员的先进适用技术以及获取市场信息的

经济活动遥 一般农户与科技特派员联结的基础纽

能力袁 及时地开展符合市场需求的农业生产活动袁并

带要要
要契约渊合同冤袁规定了契约双方的行为规范和权

以更公平的地位参与进市场竞争中获取合理的经济

责等袁而为确保利益共同体运行有效袁科技特派员则

利益袁科技特派员根据自身所付出的劳动以及带动农

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基础袁根据实际生产内容和目标

户的绩效获得合理的经济报酬以及精神嘉奖袁实现主

制定章程制度袁结合帮扶农户的实际情况和意见对章

体双方共赢遥 共同利益的产生是利益共同体存续的依

程规定修订完善袁对共同体的经营范围尧职能权责尧人

据袁是共同体生命的源泉 遥

员分工尧利益分配等作出规定袁对共同体成员行为进

[28]

2.利益共享机制

行规范袁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异议和纠纷时能够有章可
循遥

利益分配机制与利益创造机制紧密相连袁是利益

第二尧外部环境

共同体各个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袁是实际利益传递

来自组织外部环境的利益保障指的是外部政策

的表现形式袁利益联结需要通过利益分配实现[15]遥完善

环境袁利益共同体依靠农业和科技管理部门制定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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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袁对阻碍自身获取合法利益和影响
利益有序分配的破坏性行为进行限制遥 此外袁由于农

统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生活容易产生 野搭便车冶现
象袁若共同体外部农民群体在野搭便车冶的情况下获得

业产值和比较利润较低袁能够分配的经济利益往往低

了相似的收益袁这将导致参与共同体的农民因付出了

于其他行业袁为保障利益共同体创收保收袁还需要借

更多的成本而产生心理落差袁进而影响共同体的凝聚

助倾斜优待政策袁降低农业生产税费尧提供农业免息

力袁因此需要采取手段明晰共同体成员与外部成员的

贷款尧农业金融保险等方式来降低科特派以及农户的

边界袁明确区分内外部成员的成本和收益差别袁例如

农业生产成本袁降低农业生产不稳定性以及市场风险

限制非成员使用科特派引进的核心生产技术袁以及对

带来的损失遥

共同体成员进行销售返利等遥

第三尧非市场行为
引入市场机制是科特派制度区别于传统农业科

为了避免出现从内部损害共同体及其成员利益袁

技推广制度的根本区别袁而运用非市场行为激发农民

甚至违法的过度逐利的行为袁在科特派运行机制中需

生产积极性也是科特派与农户建立利益共同体的重

要引入有效的约束机制袁提高个体的行为规范性和对

要目标遥 科技特派员制度中的非市场行为主要是指袁

共同体的忠诚度袁加强科特派与农户之间的紧密性遥

科特派以赊销或低价销售的方式为农户提供生产资

在利益共同体的组织建设中袁除了划分不同人员

料或进行生产技术转让等不以成本估价或不以直接

的职责分工袁明晰各自的产权归属外袁共同体内部共

盈利为目的带有公益性的服务行为遥 在我国经济环境

同决策制度的建立也至关重要遥 共同决策制度可以使

下袁农业生产率低尧生产风险大等劣势导致农户无法

弱质农户参与进共同体的关键决策中袁提高农户的参

完成高额净值累计袁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交易存在的收

与感袁也确保共同体的行为轨迹能够顺沿农民自身的

益滞后也容易使农户的生产资金滞留袁无法及时开展

需求执行遥 在这种利益约束下袁科特派的资源使用效

下一轮的生产工作袁 而通过科技特派员的非市场行

率将得到改善袁 科特派的决策行为更加公开透明袁与

为袁则能有效解决农户的这些困境袁这也是科技特派

农户的利益联结更加紧密袁同时也有效提高科特派制

员制度保障农民获利的重要功能体现遥

度的社会公信力渊见表 1冤遥
表 1 利益共同体利益联结机制说明

利益分配不均尧供给与需求错位是导致利益冲突
的主要问题袁而利益调节机制的功能就是协调共同体

Tab.1 Description of interest connection mechanism of
interest community

内部个体的利益需求以及调解与外部的利益冲突袁这
是共同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遥 在共同体与外
部的利益协调中袁首先要避免与政府和监管部门之间
的利益冲突袁政府希望农民能够借助科技力量提高生
产力袁前提必然需要维持社会稳定袁科特派在带动农
户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需要熟悉所在地的法律制度袁确
保所有生产经营活动没有法律法规上的越界曰 其次袁
要处理好与其他农业生产主体的利益竞争关系袁运用

运用科特
派自身能
力和制度
下的其他
资源获取
并解决农
户的生产
生活需求

通过农户
和科特派
的共同劳
动为共同
体经营活
动创造附
加产值

在明晰各
主体产权
的 基 础
上袁 进一
步激发各
主体再生
产积极性

从内部规
范共同体
成 员 行
为袁 同时
抵御外部
不良因素
的消极影
响遥

调解共同
体内外部
各主体之
间的利益
矛盾袁促
进共同体
可持续发
展 的 实
现遥

运用共同
决策等方
式袁 避免
过度逐利
等危害共
同体的行
为遥

先进生产手段提高自身竞争力袁利用科特派对市场信
息的掌握合理调节生产规模袁 做好化解市场风险尧应
对市场竞争的充足准备曰此外袁需要重点做到明晰利

三尧科技特派员与农户利益共同体机制建
设面临的问题

益共同体的利益边界袁科技特派员的制度初衷包括尽
可能带动更多的农民发展袁但在是否参与共同体的两

渊一冤科技特派员制度内生性问题

种农民之间所付出的各类成本是有明显差异的袁而传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出发点是由政府部门牵头袁在

郭晨军院新时代科技特派员与农户利益共同体机制分析

渊二冤 利益共同体内部科技特派员综合素质有待

农民和科技要素之间建立起高效输送纽带袁但各地区
推广实践的过程中袁由于管理部门认识偏差尧层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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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间信息失真尧或是现实条件差异等因素袁容易产生冒

科技特派员作为利益共同体的核心成员袁担负着

进和与农户现实需求错位的情况袁出现一些根源于制

政府对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期盼和农民对科技需求

度内部的内生性问题袁使得科特派制度的效用不如预

的渴望袁其不仅是科技要素与实际生产之间传导的桥

期袁进一步影响农户科特派利益共同体的产生和效能

梁袁同时也是政府与群众交流互通的重要渠道袁其所

发挥遥

具备的能力和素质引领着整个利益共同体的发展方

首先是部分地区政府部门对科特派制度认识偏
差的问题遥 部分地区的管理部门将科特派的技术帮扶

向遥 但在当前环境下科技特派员综合技能和服务意识
欠缺袁依然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实问题遥

行为视同于扶贫行为袁忽略了其开展创业工作的重要

农民的需求和科技特派员的技术供给相匹配袁是

性袁认为给特派员拨付经费即可袁而缺少当地社会资

形成利益共同体的重要前提袁但目前科技特派员队伍

源的倾斜 袁这也是科特派创业活得不到良好发展的

在行业分布上的不均衡尧 在地区分配上的差异性袁很

重要原因曰同时袁认识偏差导致科特派的工作重心产

大程度上制约该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遥 目前科技特派员

生偏移袁在实际工作中袁科技特派员的工作内容已经

分布主要以种养业技术人才为主袁 而行业附加值更

远远超出野科技冶和野农业冶的范畴袁涵盖了乡村建设尧

高袁而且农民群体迫切需要的产品加工尧市场营销和

商品流通尧道路修筑等农村生活领域的诸多层面 袁难

管理类人才十分缺少袁单凭产前和产中环节袁难以从

在选派办法上袁科技特派员选派多以事业单位或

能往往也是是搞科研和农业技术出身的科技特派员

[29]

[30]

以集中力量对推动农业技术革新方面做出贡献遥

公职人员这些野在编人员冶为主要来源袁这些群体在原
单位基本都有不可代替的工作袁在帮扶地区服务一段
时间后必须要回到原单位报到袁无法长期对帮扶地区
开展服务袁在科特派离开之后袁所结对的农户群体就

根本上实现地区农业产业转型袁而这些营销和销售技
的弱势所在[32]遥

从服务意识的角度分析袁当前科技特派员无偿性

质的科技服务占比较高袁 部分地区甚至达到 73%[33]袁

严重影响科技特派员的工作积极性遥 其次袁科特派通

会野群龙无首冶袁或是使得新生科技需求无法及时得到

常都是当地事业单位或科研机构的编内人员袁属于生

满足遥 另以兼备公务员身份的科技特派员为例袁叶中华

活条件较为优渥的人群袁很可能因为种种可以归结为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曳中明文规定野严厉禁止公务员

野缺少动力冶的原因而不愿意到条件艰苦的地方服务[34]袁

经商尧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冶[31]遥 公

农业创业项目通常具有高风险尧低收入和回报周期长

职人员通过选派以科技特派员身份进驻农村创办尧领

的特点袁从利益博弈的角度袁已经享有较为优渥物质

办经济盈利组织袁 以及通过技术指导获取报酬等行

条件的特派员也不愿意承担风险进行创业活动遥 弱势

为袁虽都是以支农扶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袁但从野条

地区改变现状的需要和科特派的工作喜恶之间则形

例冶来看袁这都是触及红线的行为袁这体现出科特派制

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遥

度的现行条例的不完善遥

渊三冤利益共同体外部配套服务不完善

从目前的实践看来袁以利益驱动科特派工作积极

专业技能培训尧财政资金支持尧金融服务都属于

性是正确的尧可取的方向袁但如何与现行体制中的管

科技特派员制度中十分重要的配套设施袁是建设利益

理规定相磨合尧相融洽袁则需进一步完善科特派选派

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外部保障袁当下袁未能发挥实效的

制度和改进利益共同体利益分派方法袁作为一项野突

培训系统尧 短缺的资金支持和困难重重的金融服务袁

破性冶制度袁必须要在野破冶中实现野立冶袁不断进行完

严重制约了利益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遥

善袁保证自身高效运行的同时实现与其他现行制度的
相容相合遥

当前各地科特派培训基地数量较少袁各级管理部
门提供的培训服务针对性不强尧流于形式袁无法全面
满足提升科技特派员综合素质的需求[33]袁部分县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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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科技特派员袁被选派参加工作前仅仅被管理部门

门槛袁二是他们拥有新知识尧新眼界袁对现代社会价值

安排集中参加最长不过五天的短期培训[35]袁培训的内

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遥 因而袁现代野新乡贤冶成

容和科特派能掌握的程度都有限袁未能让野科特派冶实

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袁让传统与现代有了野可译

现内在的转变袁相关人员往往还是凭借以往的经验技

性冶[38]遥 发展新乡贤科技特派员袁能够快速地在乡土和

术开展工作遥

现代科技要素之间形成良好的衔接袁比一般的科技特

在科技特派员财政支持制度方面袁部分地区科技

派员节省了融入乡村的时间成本袁通过新乡贤科技特

主管部门对科技特派员项目的财政投入以及运作资

派员领办的利益共同体袁天然与当地农民之间有更强

金分配有限袁甚至无法为科特派在派驻地提供基本的

的融入感和紧密性袁更懂农民的需求袁能够更有效地

办公场所[36]遥 尽管政府已经与金融行业联合制定了一

实现利益联结遥

些优惠政策袁 但在整个农村金融尚未完善的大环境

渊二冤继续补充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

下袁科特派获取资金依然艰难袁存在金融贷款门槛高尧

1.加强基层管理部门对科特派制度的理解的认识

抵押和担保手续复杂尧甚至额度比一般信贷更低的尴

科技特派员的工作并不局限于改善贫困农户收

尬局面[34, 37]遥

四尧促进科特派利益共同体机制长效运转
的建议

入条件这样的野雪中送炭冶袁在野新时期冶科特派更重要
的任务是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力量在农业生产中的提
质增收作用袁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遥 作为科技特派员
野坚强后盾冶 的基层政府部门应继续加强对该制度的
深刻理解和有效认识袁对野科特派制度冶的相关文件精

渊一冤继续发展科特派主体来源

神做好深入解读袁对管理范围内的科技特派员工作内

1.探索基层科特派联络员模式

容作出明晰划分袁对科技特派员做到专职专用袁集中

来自科研机构和事业单位的科技特派员袁由于其

力量在带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发挥应有职能袁避免由

本身的职责所在以及单位需求袁其在岗在职期间不可

于由于管理层级的认知缺位袁认识不足等原因给科特

能做到长期驻守派遣地区提供科技服务袁科特派服务

派工作造成一些无谓的困扰和阻碍遥

周期结束后派遣地区农民农户将面临科技需求的空

2.拓宽科技特派员服务领域

档期袁与农户建立的利益共同体也将面临核心缺失的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重要统

尴尬袁因此可以探索发展如驻村基层干部等能够长期

领袁在乡村面貌变革过程中袁农村地区居民的需求也

驻守乡村工作并具备一定素质能力袁能够掌握现代文

会逐渐多样化袁例如改善人居环境尧更加丰富的精神

化知识的驻地人员作为科特派的乡村联络员袁通过参

文化需求等袁科技特派员以向农业生产领域引入科技

加管理部门开展的学习培训活动袁更新生产技术知识

要素为切入点进入农村袁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过程

应用近况袁再向所在驻地农民进行传授和答惑袁同时

中袁可以以农村科特派的模式为蓝本袁针对农村地区

在日常工作中收集和整理农民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学

不同生产生活需求袁引入不同领域的特派员进入三农

习接纳程度以及新增的科技需求反馈给科特派, 以破

领域袁以丰富社会资源对三农发展的补充作用遥

解科特派制度的时空阻碍袁满足科特派信息交流的需

渊三冤进一步完善科特派制度配套设施

求袁进一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遥

1.完善金融服务袁降低科特派创业贷款门槛

2.探索新乡贤科特派

尽管利益共同体按照野利益共享尧风险共担冶的原

新乡贤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袁有资财尧有知识尧有

则建立袁但开展创业项目的风险遥 仍使得科特派和农

道德尧有情怀袁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

户在投入自己辛苦积攒的资本时犹豫三分袁农业项目

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38]遥 新乡贤的作用体现在两

的高风险尧高投入和慢收益尧长周期也使得创业项目

个方面: 一是他们源自乡土袁 对农村地区人居环境和

资金常常陷入断流窘境袁难以延续发展袁因此在新时

村民的行为习惯比较熟悉袁能够降低融入农村地区的

期为进一步促进科特派利益共同体建设袁鼓励科技特

郭晨军院新时代科技特派员与农户利益共同体机制分析

派员开展创业项目袁有关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农业类金

[8] 余德亿,姚锦爱,李坚义,等.福建省科技特派员制度存在的

主要问题与推进新思考[J].中国农学通报,2010,26(18):443-

融机构袁应给出一定的资金额度于科技特派员创业项
目专用袁给出一定的农业金融产品袁在认定科技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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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
and Farmers' Interest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GUO Che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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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 system has been popularized and implement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n the new era,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 system can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improving the

degree of farmers' organization.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s is the best entry point for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 Based on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combs out the opera鄄
tion mechanism of interest community including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interest creation, interest regulation, interest distribution and inter鄄
est protection, which will help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 system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鄄
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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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为了解决红色旅游景区的同质化现象袁实现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差异化发展袁构建了地域性红色文化旅

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袁运用 G1-熵权法综合计算权重袁并对长汀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综合评价遥 结果发现院长汀红色文化旅
游资源的综合评分为 74.96袁旅游质量总体较好袁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遥 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提出长汀红色旅游开发优化的
对策与建议袁即凝练区域文化特色品牌袁合理开发红色文旅资源曰推动红色旅游资源整合袁联动热点区域协同发展曰构建
长汀红色文旅数据库袁开发保护当地文旅资源遥

关键词院长汀曰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曰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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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是我国建设强国过程中产生的先进性
思想文化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1]遥 为

施袁是提升长汀红色旅游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遥
对于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的研究袁相关专

响应野用好红色资源袁赓续红色血脉冶袁全社会掀起传

家学者已经开展了较多的工作袁主要是集中在红色文

承红色文化的热潮袁至 2020 年袁红色旅游人数达 15

化资源价值尧资源条件尧资源影响力等维度上[2-7]曰研究

色旅游开发作为区域发展引擎袁但市场环境的多变和

计算过程较为繁琐袁主观性较强遥 目前袁对于长汀红色

亿次[2]遥 随着红色旅游规模的不断扩大袁各省市均把红

方法上主要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尧层次分析法等方法[3-7]袁

人们需求的多样化使红色旅游逐渐步入竞争时代袁急

文化旅游资源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定性评价袁缺乏定量

于求成的红色旅游发展导致各地红色文化资源日趋

评价遥 系统性评价体系的缺失袁使得长汀红色文化资

商业化尧同质化遥 长汀作为福建省具有代表性的红色

源缺少规划的指导参考依据袁很难全面发挥其独特的

文化资源袁相比于国内其他红色资源袁地位并不突出袁

优势和应用价值遥 因此袁本研究旨在构建符合地域性

发展相对滞后遥 因此合理对长汀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进

特色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袁并对长汀红

行评价袁挖掘当地旅游资源发展的典型性要素和地域

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综合评价袁为长汀红色旅游资源

性特色袁是实现长汀红色旅游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措

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遥

收稿日期院2021-07-15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渊FJ2019C008冤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渊31800401冤曰福建农林
大学园林学院学科交叉融合引导项目渊YSYLxkjc-3冤遥

作者简介院黄莉渊1998-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
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研究遥
通信作者院李霄鹤渊1986-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红
色文化资源开发研究遥

一尧地域性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
系构建
渊一冤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是一个将社会主义政治尧经
济尧文化尧自然尧历史等诸多方面相互结合成为一体的
系统理论概念[5]遥 首先基于已有文献和相关研究袁参考
叶国家旅游资源分类尧调查与评价曳的指标袁构建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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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域性特色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初

指标进行修订袁约1/3 则考虑去除该指标的基本评判原

稿遥 其次基于构建的初稿袁对红色文化评价具有一定

则进行筛选和修订遥 通过对指标进行进一步筛选袁最

研究深度的 15 位专家进行访谈袁 为进一步构建科学

终从红色文化资源的要素价值尧红色文化资源的影响

决制度中的多数同意规则袁遵照专家投票逸2/3袁则该

个准则层下建立 10 个评价项目层和 24 个评价因子

的红色文化资源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论证遥 根据国际表
指标合理曰投票 2/3跃噎逸1/3 即认定为较为合理袁需对

力尧地域性特色附加值 3 个方面构建评价准则层袁在 3
层渊图 1冤遥

图 1 地域性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Fig.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red culture tourism resources

2.熵权法计算权重

渊二冤基于 G1-熵权法的权重计算
G1 法是一种主观赋权法袁 有效避免层次分析法

运用熵权法进行计算各指标之间的权重分配袁计

工作量大且难以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弊端 遥 熵权法是

算的过程表示为院渊1冤多对象指标袁多对象矩阵的构

一种客观赋权法袁可以对原始数据所携带的信息进行

建曰渊2冤标准化处理及对指标比重矩阵计算曰渊3冤不同

充分挖掘 遥研究运用 G1 法与熵权法分别进行主客观

指标熵平均值计算曰渊4冤差异性系数计算曰渊5冤单层指

[8]

[9]

父权袁再相互结合后得到指标的综合权重遥
1.G1 法计算权重

为避免同一批次专家在打分时的第一主观印象
影响袁另外向高校尧规划院尧地方红色文化管理单位等
多个相关领域的 15 位专家学者进行咨询袁对综合评
价的指标进行了关系性判断和指标的重要性赋值袁将

其结果综合整理袁运用 G1 法进行计算各个指标之间

的权重分配袁计算过程为院渊1冤指标的重要性程度排
序曰渊2冤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赋值曰渊3冤单个指标权重计
算曰渊4冤其他指标权重界定曰渊5冤确定群决策结果遥 通过
上述方法计算并整理出专家对各级指标的赋权结果 袁
[8]

最终得到各层指标的主观权重袁结果如表 1 所示遥

标权重计算曰渊6冤各项指标权重计算遥 通过上述方法计
算并整理出专家对各级指标的赋权结果[9]袁最终得到
各层指标的客观权重袁结果如表 1 所示遥
3.综合计算权重

为了能够综合全面准确地来判定各项权重指标
的综合重要性袁 将 G1 法中计算得出的主观权重和熵
权法中计算得出的客观权重袁有机地相互结合统一起

来袁确定综合权重袁运用乘法归一化法[10]袁计算表达式
为院

兹j =

准j 渍j

m

移准j 渍j
j=1

渊j=1,2,3,噎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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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院兹j 要第 j 个指标的综合权重曰准j 要第 j 个指

标的主观权重曰渍j 要第 j 个指标的客观权重曰m 要评

价指标的个数遥根据公式计算出综合权重袁结果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地域性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综合权重
Tab.1 Comprehensive weight of regional re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1 历史文化
价值
C2 社会情感
价值

B1 红色
文化资源 0.3884 0.4463 0.5064
要素价值

C3 资源经济
价值

0.1417 0.1160 0.1616

D1 在革命历史上的地位

0.0730 0.0721 0.1126

D3 传承价值

0.0304 0.0134 0.0087

D2 革命文化及其影响程度

0.0926 0.0373 0.0339 D4 革命教育价值

D5 当地的红色氛围
D6 观赏游憩价值

0.0645 0.2380 0.1510 D7 旅游开发潜力
D8 文物收藏潜力

D9 资源的完整性
C4 资源的完整性
0.0896 0.0549 0.0484
与丰富度
D10 资源类型丰富度

B2 红色
文化资源 0.3470 0.2716 0.2755
影响力

B3 地域性
特色
0.2646 0.2821 0.2181
附加值

C5 知名度和
影响力

0.1457 0.1684 0.2412

C6 美誉度和
影响力

0.1096 0.0577 0.0622

C7 适游期或
适用范围

0.0917 0.0455 0.0411

C8 稀奇独特
程度

0.0996 0.1920 0.1880

C9 资源开发
条件

D11 知名度

D12 知名度影响力范围
D13 美誉度

D14 美誉度影响力范围
D15 适游时间
D16 适游群体

D17 地域性景观特色性
D18 稀有度

D19 区位条件
0.0738 0.0481 0.0349

D20 可进入性

D21 客源市场条件

D22 旅游基础设施条件

D23 生态环境保护情况
C10 生态保护与
0.0912 0.0421 0.0377
环境安全
D24 环境安全性

渊三冤评价模型及评价等级
在参考叶旅游资源分类尧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曳的
基础上袁根据李克特量表将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各项
指标评价标准划分为 5 个等级袁如表 3袁邀请相关领域

的专家根据上述的评价标准对各评价因子进行评分遥
根据评价指标权重和评分值袁确定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评价模型院
24

S=移wt Kt
t=1

0.0687 0.0439 0.0645
0.0374 0.0091 0.0073
0.0247 0.0148 0.0078
0.0221 0.0254 0.0120
0.0202 0.1921 0.0829
0.0222 0.0206 0.0098
0.0442 0.0182 0.0172
0.0454 0.0367 0.0357
0.0738 0.1195 0.1886
0.0719 0.0489 0.0753
0.0555 0.0232 0.0276
0.0541 0.0345 0.0399
0.0449 0.0185 0.0178
0.0469 0.0270 0.0271
0.0501 0.1615 0.1731
0.0495 0.0305 0.0323
0.0203 0.0106 0.0046
0.0190 0.0104 0.0042
0.0175 0.0107 0.0040
0.0170 0.0164 0.0059
0.0458 0.0198 0.0195
0.0454 0.0222 0.0216

其中 S 为长汀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评价值曰wt 表

示第 t 项评价指标权重曰Kt 表示该项评价指标量化测
度值[11]遥

通过上述式子计算出红色文化资源的综合评价

值袁再将评价值由 5 分制转化为百分制袁最后根据叶旅
游资源分类尧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曳中的旅游资源评
价等级标准袁 将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划分为 5 个等级袁

综合得分越高袁评价等级越高袁代表红色文化资源的
开发价值越大袁如表 2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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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都是闽西的政治尧经济和社会文化中心袁因其独特
表 2 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综合评价等级标准

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而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革

Tab.2 Re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evaluation grade table

命发展史上重要的野敌后据点袁前哨阵地冶遥 在每个重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未达到
等级

要的历史时期袁 长汀都有相对完好的历史文物遗存袁

[100耀90]

红色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很大

成为不同时期红色文化历史鉴证的集中性展示区袁这

[60耀74]

红色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较大
红色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一般

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遥 长汀的红色文

红色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较小
红色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很小

化资源相异于其他城市袁 具有典型性的文化表征袁是

[75耀89]
[45耀59]
[30耀44]

红色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几乎
没有

[29耀0]

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12-13]遥
渊二冤指标量化与数据收集

根据长汀古城的实际情况袁 对指标进行量化袁在
参考叶旅游资源分类尧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曳的基础

二尧研究地概况与数据整理

上袁运用李克特五点量法袁将各项评价指标质量等级
渊一冤研究地概况
长汀古称汀州袁地处福建省西部袁是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袁也是福建省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遥 长汀历

分为类似 野非常好冶野较好冶野一般冶野不好冶野差冶5 个等

级袁对应的指标等级量化标准分别是测度值 5尧4尧3尧2尧
1[14-17]遥

表 3 长汀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评价指标评价指标等级量化测度及评价结果
Tab.3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results of Changting re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evaluation indexes
在革命历史上的地
位 D1
革命文化及其影响
程度 D2
传承价值 D3
革命教育价值 D4

当地的红色氛围 D5

非常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低

影响很大

影响较大

一般

影响不大

几乎没有影响

非常高
非常高
非常好
非常高
非常高
非常高
非常完整

较高
较高
较好
较高
较高
较高
非常完整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较低
较低
不好
较低
较低
较低
较不完整

低
低
差
低
低
低
不完整

观赏游憩价值 D6
旅游开发潜力 D7
文物收藏潜力 D8
资源的完整性 D9
资源类型丰富度
非常丰富
丰富
一般
较不丰富
不丰富
D10
知名度 D11
非常知名
知名
一般
较不知名
不知名
知名度影响力范围
非常大
较大
一般
不大
差
D12
美誉度 D13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差
美誉度影响力范围
非常大
较大
一般
不大
差
D14
适游时间 D15
超过 300 天 超过 250 天 超过 150 天
超过 100 天
小于 100 天
适游群体 D16
适合所有游客 适合 80%游客 适合 60%游客 适合 40%游客 适合 20%游客
地域性景观特色性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差
D17
稀有度 D18
非常稀有
较稀有
一般
较不稀有
不稀有
区位条件 D19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差
可进入性 D20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差
客源市场条件 D21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差
旅游基础设施条件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差
D22
生态环境保护情况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差
D23
环境安全性 D24
非常安全
较安全
一般
不安全
差
合计

3.95

4

0.445

3

3.75
3.87
3.94
3.64
3.89
3.69
3.97

13
7
5
19
6
16
3

0.033
0.028
0.031
0.044
0.322
0.036
0.068

18
20
19
14
4
17
14

3.48

22

0.656

2

3.87

3.79
3.72
3.74
3.81
2.43
3.79
3.85

7

11
15
14
10
24
11
9

3.63
3.48
3.67
3.65

20
22
17
18

4.09

2

3.62
4.14

21
1

0.250

0.135
0.280

6

8
5

0.103

10

0.043
0.103

16
10

0.117
0.016
0.015
0.015

9
22
23
23

0.080

13

0.152

0.666

0.021
0.089
3.748

7

1

2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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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袁 于 2020 年

名较为靠后袁为第 19 名袁说明长汀红色文化资源视觉

数据收集工作遥 调研对象为当地游客袁因多处景点开

长汀红色文化资源的观赏游憩价值在游客心中评价

放时间限制袁 故选择时间为 2 个工作日尧2 个双休日袁

较低遥

12 月 26 日-12 月 29 日展开为期 4 天的现场调研与

每天 8院00-19院00 向当地的游客发放问卷袁 获得不同

群体对评价指标质量等级量化测度值 遥 共发放问卷
[17]

251 份袁回收有效问卷 247 份袁无效问卷 4 份袁问卷有
效率为 98. 4%遥

感知体验较差袁不能满足游客的不同游憩需求袁因此

渊二冤长汀红色文化资源影响力评价结果
根据评价指标量化测度结果袁美誉度影响力范围
测度值为 3.81袁排在总体的第 10 位袁说明长汀红色文
化资源没有引起游客的精神共鸣袁没有从主体角度寻

渊三冤数据整理

找契合的发展模式袁店头街商业化严重袁大部分是大

通过 SPSS22.0 检验内部一致性系数(琢)对调查问卷

众化的旅游产品袁未体现手工百业街的特色袁因此长

的信度准确率进行了可靠性系数检验袁琢<0.35 为低基准

汀红色文化资源的美誉度影响力较为一般袁重游率较

信度袁0.35臆琢<0.70 为中基准信度袁琢逸0.70 为高低基准

低遥 适游群体测度值为 3.79袁排在第 11 位袁说明长汀

信度[18]遥 分析调查结果可以得到本次问卷的一致性系数

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只停留在引起老一辈回忆的状态袁

琢 为 0.91袁大于 0.70袁这充分说明本次问卷的问题设计合

缺乏引起新一代青年共鸣的发展模式袁形式局限于单

理袁具有良好的内在性和可靠性袁可以使用遥 对有效问卷

一的纪念馆尧旧址的展板讲解模式袁因此不能满足不

的同一项评价指标的测度值进行加权平均袁据此测算出

同人群的需求袁来此的游客多为中老年人遥 知名度测

24 项评价指标量化测度值[15]袁见表 3遥

度值为 3.48袁排名较为靠后袁说明长汀的经济在改革

三尧长汀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评价结果与分析

开放以后长期落后袁 城市文化开发力度持续偏弱袁与

典型性红色文旅城市井冈山尧延安相比袁历史上重大
典型事件不足袁社会对长汀整体红色文化资源的了解

渊一冤长汀红色文化资源要素价值评价结果

有限袁因此长汀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知名度在游客心中

根据评价指标量化测度结果袁资源完整性测度值

评价值较低遥 适游时间测度值为 2.43袁排在最后一位袁

为 3.97袁排在总体的第 3 位袁说明长汀的红色文化旅

说明长汀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没有针对客群和属地情

游资源各项要素较为完整袁革命旧址基本保持原有的

况开发具有季节差异性的文旅内容袁适游时间的感觉

形态和结构袁如还原了历史事件野福建省第一次工农

评价不强遥

兵代表大会冶召开现场的布置尧瞿秋白烈士囚禁处的

渊三冤长汀地域性特色附加值评价结果

环境等袁 因此资源的完整性能够使游客感同身受袁重

根据评价指标量化测度结果袁环境安全性测度值

温红色历史遥 在革命历史上的地位测度值为 3.95袁排

和生态环境保护测度值为 4.14尧4.09袁排在第 1 位和第

史上创建了野十个第一冶的红色经典袁为中国共产党的

汀地处武夷山南麓袁森林覆盖率达 74%袁原生态的山

在第 4 位袁说明长汀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袁在革命历
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袁 在革命历史上的地位较为突
出袁因此革命历史事件为长汀的红色旅游发展奠定扎
实的基础遥 当地的红色氛围测度值为 3.94袁与在革命

历史上的地位不相上下袁说明长汀充分利用当地红色
资源袁宣传红色事件袁随处可见野红色烙印冶袁每个长汀
人都能说出在长汀发生的革命事迹袁将长汀县第一中
学的主教学楼正对着 野秋白亭冶袁 将红色基因代代传

承袁因此能够让受众深度参与红色文旅体验袁产生红
色文旅资源的共情遥 观赏游憩价值测度值为 3.64袁排

2 位袁也是所有测度值中仅有在 4 以上的指标袁说明长

区环境优势使其绿色资源非常丰富袁政府及相关部门
也非常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袁因此游客对长汀的生态
环境感知体验非常好袁评价非常高遥 地域性景观特色
性测度值为 3.85袁排名较高袁说明长汀的红色文化资
源融合了当地特有的客家文化袁作为野客家首府冶的长

汀保留了客家美食尧客家民俗尧客家服饰尧客家建筑等
文化袁能够让游客在红色旅游中有意外收获袁感受到
双重文化属性遥 区位条件和旅游基础设施条件测度值
分别为 3.48尧3.62袁排名较为靠后袁说明长汀红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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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了区位条件和旅游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袁未能达到

重点改善长汀旅游道路与交通状况袁建设联系内外的

游客的期望值和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袁还未因此游客

公交及自驾车交通网络袁 推进红色旅游通公路建设袁

对此的评价感知较低遥

增加可进入性遥 加大其他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袁增设

渊四冤综合评价结果

垃圾点尧公厕点尧休憩点等并注意卫生管理和定期维

综合各评价指标权重尧量化测度结果两者的配比

护遥 重点健全和改善民宿条件袁保障民宿的卫生和安

情况袁即评价值袁可知长汀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

全袁增加住宿点袁以期解决旺季住宿紧张的问题袁提升

优势条件和限制条件如下遥

游客的旅游体验质量遥

渊1冤优势条件遥 在评价值中袁地域性景观特色性

渊二冤推动红色旅游资源整合袁联动热点区域协同

渊0.666冤尧知名度渊0.656冤的评价值非常高袁具备较高的

发展

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价值袁是长汀红色文化旅游资

长汀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袁 南与广东近邻袁西

源开发的重要优势曰革命历史上的地位渊0.445冤尧旅游

与江西接壤袁是闽尧赣两省的边陲要冲袁区位优势突

开发潜力渊0.322冤均排名比较靠前袁是长汀红色资源开

出袁高位嫁接周边客群流量是长汀布局红色文旅资源

发的潜在优势遥 此外袁知名度影响力范围渊0.280冤和革

发展的要义遥 一是要积极打破行政区域间的壁垒和地

命文化及其影响程度渊0.250冤的质量条件也比较突出袁

区限制袁构建瑞金尧古田等系列红色旅游路线袁剥离长

是长汀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另一优势遥

汀特色点袁逐渐形成多核心尧多主题的区域文旅发展

渊2冤限制条件遥 在评价值中袁旅游基础设施条件

点遥 二是结合野绿色冶野蓝色冶野古色冶等其他资源袁加速

渊0.021冤尧区位条件渊0.016冤尧可进入性渊0.015冤和客源市

推进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等其他旅游资源间的有效

场条件渊0.015冤的评价值偏低袁是长汀红色文化资源目

整合袁构建具有长汀的特色的旅游体系袁把长汀打造

前比较欠缺的遥 这说明长汀当前的基础设施和旅游配

成综合性的红色旅游目的地遥
渊三冤构建长汀红色文旅数据库袁合理开发拓展客

套设施还不够健全和完善袁 到达长汀的交通较为不
便袁无法较好满足游客出行的基本需要的情况遥

源市场

根据评价模型袁计算结果得出长汀地区红色文化

通过田野调查袁 摸清熟透长汀红色文化资源现

旅游资源的综合评价值为 3.748袁转化百分制袁综合评

状袁系统地建立持续性保护和溯源的机制袁把长汀的

分为 74.96袁对应评价等级为野三级冶袁表明长汀红色文

资源分布现状尧资源类型尧资源保存度等数据统筹记

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一般袁生态环境尧红色文化等

录袁建立长汀红色数据库遥 搭建旅游信息管理中心袁积

旅游环境氛围较好袁地域性景观特色明显袁但基础设

极建设长汀红色旅游 APP袁利用旅游大数据来分析游

施条件和区位条件相对落后袁具备开发红色旅游的潜
力遥

客的旅游需求袁并根据游客的不同旅游需求袁推荐游

览路线袁提供语音讲解等袁创新性地提供红色景点感
悟交流尧红色旅游景点流量实时信息等功能遥 建立长

四尧长汀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策略

汀红色旅游的微博账号尧微信公众号尧抖音账号等袁及
时更新分享长汀红色资源的图片尧视频等袁利用新媒

渊一冤凝练区域文化特色品牌袁显著提升游客旅游
体验

体平台加大宣传袁并收集反馈袁尽量满足旅游者需求袁
增加长汀红色文化旅游的游客来源袁拓展客源市场遥
渊四冤系统构建红色旅游体系袁推进长汀红色旅游

长汀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历史沉淀悠久袁区域商业
化开发程度低袁保留了原始古拙的文化氛围遥 构建具
有长汀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袁以野红色文旅垣冶的

发展
长汀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作为全国 12 个重点红色

设计概念袁向外界展示一个强内核尧强主题的红色文

旅游景区野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冶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必须

化旅游区遥 完善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袁 加强交通尧通

避免粗糙开发利用袁禁止滥用红色资源袁不能偏重于

讯尧水电尧游憩设施尧卫生服务等方面的投入与建设袁

游玩袁需要准确把握其内涵解读袁回归红色文化教育

黄 莉袁等院长汀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评价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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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袁构建一个适合长汀的红色旅游体系遥 由政府部

乐和文化袁创新红色旅游经营模式袁促进经济发展渊图

门主导袁规范管理袁加大投入力度袁综合融合宣教尧娱

2冤遥

图 2 长汀红色旅游体系构建框架

Fig.2 Changting red tourism system construction framework

色之旅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袁促进长汀地区的可持续

五尧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地域性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评价指标
体系袁并选取长汀作为评价实例袁对其红色文化旅游
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分析遥 评价结果显示长汀红色文化
旅游资源的综合评分为 74.96袁旅游开发价值处于野一

般冶水平遥 要持续深入地挖掘长汀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的内涵价值袁保护好长汀现有的原生态的山区环境和
红色文化遗存遥 把握自身独特优势和交通日益改善的
机遇袁加速推进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等其他旅游资源
间的有效整合袁 构建具有长汀特色的红色旅游体系袁
调整和改善限制条件遥
长汀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袁自然景观文化资
源与长汀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相互融合袁站在我国建
设和实现野两个一百年冶长期奋斗目标的这个重大历
史交汇点上袁长汀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发展要秉承
新发展理念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袁与国家迈入新发
展阶段的强劲步伐同频共振袁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
发展路径袁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遥 长汀红色文
化旅游资源要树立以保护为前提的发展思路袁突出红

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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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hangting
Red Culture Tourism Resources
HUANG Li, YUAN Ying, ZHOU Zhixiu, ZENG Jie, ZOU Cheng, LI Xiaohe

渊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Strait Beautiful Villag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 Fuzhou, Fujian 350002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homogenization phenomenon of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 and realize th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re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s constructed, and the weight is cal鄄

culated comprehensively by using the G1-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Changting

is carried ou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tourism resources of Changting red culture is 74.96,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ourism is good, and it has a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of Changting red tourism, that is, to refin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brands and rational鄄

ly develop re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and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hot areas;
to build Changting Red Cultural and Tourism Database to develop and protect local cultural and tourism resources.

Key words: Changting; red culture tourism resource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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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变现理论下的抖音平台服装营销模式探究
郑丽莉 1袁 蒋妍奕 2

渊1.福建艺术职业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00曰 2.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00冤

摘

要院抖音平台的兴趣电商新模式为服装品牌的变现提供了新机遇袁也暴露出平台内容创作缺少翘点等局限

性遥 以乔窑普利兹提出的野兴趣内容聚合消费者以达成变现冶的兴趣变现理论出发袁通过对服装品牌在基于兴趣电商平台

的抖音 app 进行服装品牌营销新模式的探究袁借鉴已介入兴趣电商平台服装品牌的成功先例袁根据现有问题提出包括
野打造综合性人才团队尧更新服装产品设计生产与运营模式尧以优质内容输出打造社群凝聚力冶等营销策略建议袁对已介
入或期望介入兴趣电商平台的服装品牌发展与变现具有现实意义遥

关键词院兴趣变现曰抖音曰服装曰营销
中图分类号院J50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1原园071原园7

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给予服装行业巨

大的挑战袁非接触销售的需求引起了中国服装品牌营
销方式的变革袁以抖音为代表的新型社交电商迅速崛
起袁 近五年中国社交电商交易规模成几何倍数上涨袁
至 2021 年达到 28646 亿元的规模遥渊图 1冤社交时代下
的新型电商模式影响并冲击着传统的服装营销体系袁
也改变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遥 在 2021 年 4 月举行的
抖音电商首届生态大会中袁抖音电商总裁康泽宇为抖

音平台的营销模式下了野兴趣电商冶的定义遥 由兴趣聚
合的社群经济存在已久袁只是过去未有给予社群经济
生态反哺机制的电商平台袁兴趣电商为服装品牌实现
兴趣变现提供更多可能性遥 将兴趣变现理论与首个基
于兴趣电商概念打造的抖音平台相结合袁通过对兴趣

图 1 2016-2021 年中国社交电商交易规模渊亿元冤

Fig.1 Transaction scale of China's social e-commerce from
2016 to 2021 (RMB 100 million)

数据来源院艾瑞咨询

电商业态及目前服装品牌在抖音变现成功方式的探
究袁对服装品牌在兴趣电商上的发展与变现极具现实

一尧相关概念界定

意义遥
渊一冤野兴趣变现冶理论
收稿日期院2021-09-26

野兴趣变现冶理论源于野内容营销之父冶的乔窑普利

作者简介院郑丽莉渊1987-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 袁主要从事服

兹与品牌营销专家孙庆磊的合著叶兴趣变现曳遥 该理论

装与服饰设计尧闽台服饰文化研究遥

主要探究如何通过兴趣内容聚合消费者袁让品牌或个

通讯作者院蒋妍奕渊1997-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人通过野兴趣加知识冶的模式袁创作出消费者主动追求

事服装与服饰设计研究遥

的内容遥 乔窑普利兹认为院你的兴趣袁价值千万遥 兴趣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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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通过特定的兴趣聚合社群袁对潜在消费者需求进行

传统电商多为搜索电商袁其营销逻辑在于野人找货冶的

整理袁使社群内买家和卖家精准匹配袁用兴趣内容聚

决策路径袁与之相反兴趣电商是利用大数据分析下

合消费者袁产生从用户需求出发设计产品的内容营销

野货找人冶的消费决策逻辑遥 兴趣电商通过精准用户画

模式遥

在营销信息爆炸的 5G 时代袁简单粗放的营销

[1]

投放已难以准确吸引消费者的关注遥 模糊的用户画像
也难以为营销内容与产品设计生产提供精准指导袁

像发现用户需求袁生产并推送用户触点内容实现了
野直播电商+内容电商冶的升级遥

抖音兴趣电商与快手尧 微信等同样具有社交尧内

乔窑普利兹提出的兴趣变现理论使服装品牌在兴趣电

容传播功能的新型电商相比袁其优势在于其在直播与

商平台上实现精准营销袁对服装企业发展具有现实意

内容电商的基础上将平台内海量的用户需求与不同

义遥

兴趣群体用户对应的个性化需求进行了匹配袁发掘新
渊二冤野兴趣电商冶概念及与传统电商界别

的商品服务以满足消费者潜在的购物需求遥 相对于其

1.兴趣电商概念

他社交电商袁兴趣电商平台的企业运营从商品思维转

传统电子商务一般分为八种模式袁即 ABC 模式尧

换为以兴趣匹配的内容思维遥 兴趣电商模式减轻了服

B2B 模式尧B2C 模式尧C2C 模式尧B2G 模式尧020 模式尧

B2F 模式和 P2D 等模式遥 随着新型电商平台的层出不

装企业的营销损耗袁提高了宣传效率袁使产品传播属
性得到进一步加强袁更有利于爆款服装产品打造遥

穷袁除去如淘宝尧京东等传统电商外袁还出现了社交电

渊三冤兴趣电商与服装行业结合的特殊性

商及跨境电商等新模式袁而内容电商与直播电商作为

兴趣电商平台为生鲜食品尧家居个护尧3C 数码等

[2]

众多产业带来了新的变现机遇袁而文章选择探究服装

在此基础上袁 抖音电商总裁康泽宇在 2021 年抖音电

行业在兴趣电商的变现的策略原因有三院其一袁就服

商首届生态大会上提出了区别于内容电商与直播电

装行业来说袁目前服装行业正遭受后疫情时代下各方

商的全新野兴趣电商冶概念袁正式将抖音平台定义为兴

面因素的冲击袁在营销变现上存在较大挑战遥 电商平

趣电商平台遥 兴趣电商作为新名词袁虽目前理论上未

台与服装品牌营销始终处于辩证的变化与发展中袁兴

有准确定义袁但其涉及范围可表现为关注流量运行与

趣电商的出现为服装企业打造新电商阵地提供了渠

变现效率尧用推荐算法匹配人与货尧挖掘用户的潜在

道袁抖音庞大的流量池为服装企业带来新增量,兴趣电

野购买需求冶而形成野兴趣推荐+海量转化冶的抖音电商

商平台为服装行业的危机提供了线上增长的机会与

模式遥 抖音兴趣电商的野兴趣变现冶模式既包括以短视

变现新渠道袁通过兴趣电商的品牌自播袁服装企业可

频种草形式的内容电商袁也涵盖直播电商以视觉化商

缩短与消费者距离袁实现消费者对服装产品的快速反

品内容聚焦商品的营销模式遥 目前服装品牌在兴趣电

馈袁促进服装企业对产品的升级迭代袁达成短链经营曰

商平台的营销方式主要有院品牌自主录制短视频曰通过

其二袁相对与其他行业袁兴趣电商与服装行业的适应

相同主题或背景音乐进行短视频病毒式营销曰 植入式

性更强遥 基于抖音后台数据与巨量算数的数据分析袁

短视频营销曰商家发起活动袁用户互动创意短视频曰[3]服

抖音平台重点用户画像为 35 岁以下新一线及三四线

社交电商的子集袁成为社交电商进行营销的新工具遥

装品牌官方或大 V 直播带货等遥

城市的女性袁这与现今市场上大部分服装品牌的目标

2.野兴趣电商冶与其他电商界别

消费群体相契合遥 且相比于其他兴趣内容袁抖音平台

抖音电商袁 即兴趣电商的独特性在其与传统电

用户对服装类内容关注展现更为活跃袁时尚类创作者

商尧新型社交电商在销售渠道尧商业思维尧企业营销手

带货能力更强渊表 1冤曰其三袁当今中国时尚行业与兴趣

段尧消费者的购买驱动力等方面存在的界别遥 兴趣电
商与淘宝尧京东等传统电商除营销渠道不同外袁界别
还体现在消费驱动力的变化上遥 互联网电商新零售的
发展丰富了服装营销野人货场冶的概念袁兴趣电商则对
新零售的野人尧货尧场冶逻辑进行重构遥 以淘宝为代表的

电商平台的结合日益紧密袁 抖音作为 2021 年中国国
际时装周的官方合作伙伴袁 在中国时尚大奖 2021 年

度颁奖典礼上同时获得了 2021 年度时尚产业推动

奖袁也是唯一获得该奖项的电商平台遥 相比其他行业袁
兴趣电商平台能更精准地聚合各大品牌服装风格或

郑丽莉袁等院兴趣变现理论下的抖音平台服装营销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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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的目标消费者袁扩大市场机会遥 故服装企业介入

借鉴其他服装品牌已有的成功先例促进自身营销模

兴趣电商平台具有特殊性优势袁对抖音平台服装营销

式更新遥 目前服装品牌于兴趣电商平台营销特殊性成

模式探究相较于其他行业更具有代表性遥

功模式有院
渊一冤建立产品与消费者连接袁形成多渠道辐射

表 1 各创作者类型人均带货金额 TOP10
Tab.1 Top 10 per capita carrying amount of each creator type
1

明星

3
5

服装企业介入兴趣电商平台可加深其产品与消
费者的连接袁 并从兴趣电商平台出发形成多渠道辐
射遥 在兴趣内容创作或与内容种草账号合作前袁服装
品牌需明确自身定位袁建立产品与消费者的连接遥 根

2

时尚
科技

据服装品牌定位及不同时期的热点兴趣袁服装品牌可

4

美食

通过野运动冶野街头冶野淑女冶野初春冶野春节聚会冶及野开

剧情

6

学冶 等关键词的标签运营手段捕捉与聚合兴趣群体袁

文化教育

给予消费者穿搭场景并进行穿搭用途指导袁将抽象的

8

三农

10

亲子

7

体育

9

旅行

数据来源院抖音电商 & 巨量算数袁2020.7-2021.6

二尧服装企业于兴趣电商平台已有营销模式

服装风格具象到实在的使用场景中遥 抖音服装企业号
野金大班的日常冶 便以明确产品定位及消费者穿搭场
景制胜袁该品牌主营韩国潮流风格服装袁凭借野闺蜜穿

搭冶野运动穿搭冶野通勤冶等场景与搭配的短视频主题每
条抖音平均带货 500 件遥 此外服装品牌在兴趣电商的
变现方式也不仅限于视频内容种草尧服装产品拔草转
化及直播带货遥 在服装品牌或品牌主播与消费者产生

为促进服装品牌营销袁兴趣电商平台除基于大数
据算法为用户推送融合兴趣内容的短视频营销外袁还
采用了多种运营手段遥 以致力帮助处于成长期服装品
牌运营与爆发的抖音服装行业活动 野DOU 是大牌冶为

一定连接后袁 直播中的礼物打赏及服装品牌 IP 延伸

出的附加价值也能为服装品牌带来额外的收益遥 服装
品牌在兴趣电商平台达成 GMV 正向驱动后还可向兴
趣电商外的的营销平台辐射袁通过多渠道营销增加品

例袁该手段在助力知名服装品牌在抖音平台的新号启

牌营销内容的寿命袁使目标消费者接触到品牌营销内

动的同时带动了在兴趣电商平台起步的原创服装品

容的机率增大袁增强服装品牌营销内容权威性遥

牌知名度与销售额遥服装品牌 Lily 借助野DOU 是大牌冶

活动直播不到一个月便创下单场直播 GMV 渊拍下订

渊二冤以优质内容产出培养粉丝
当前短视频已成为服装营销的重要形式袁兴趣电

单金额冤四百万以上的销售记录遥 此外袁服装档口及原

商通过视频内容产出打破传统媒体壁垒袁弥补了传统

创服装品牌在兴趣电商平台上也存在较大营销优势袁

图片与文字营销在视觉效果传播上的不足袁优质内容

野广州大缘女装冶档口批发和野浒州古娘冶国风原创品

牌等服装品牌借助兴趣电商平台上 野DOU 是大牌冶带

动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院广州大缘女装年货节期间单
场直播 GMV 超过一千万袁 打破档口女装类型账号单

场直播销售新纪录袁浒州古娘当下每日拍下订单金额
基本也稳定在一百万以上遥 兴趣电商平台创造的销售

产出对粉丝社群的忠诚度培养十分重要遥 由兴趣变现
理论出发袁服装品牌或个人只有确定了目标用户并创
造出针对特定用户群体的兴趣内容袁才可通过内容创
建社群袁为之后的兴趣变现打造消费者数据库以获得
收益遥 在 2020 年度抖音带货排行榜排名第九的服装

品牌罗拉密码便是以特定的优质内容产出聚合粉丝

额远超传统服装销售模式下的服装销售金额遥 兴趣电

后实现变现的成功案例遥 罗拉密码的创始人罗拉在其

商平台的出现是对服装品牌传统营销模式的重构袁其

品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从线下尝试向线上转型袁抖音

特殊性也引起了关注营销风向的服装业界人士关注遥

的兴趣电商模式为其兴趣变现提供了绝佳平台支持遥

故面对服装营销风向的改变袁 服装品牌应把握机遇袁

罗拉密码抖音账号内容主要以设计师罗拉本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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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信女性变美为主袁其野有了自信袁每个人都是女

渊三冤借助 KOL 扩大私域流量

王冶的一系列人设与价值观的内容输出使其创作的短

服装品牌在抖音平台进行自播模式可让消费者

视频获得了 7123.7 万的总点赞量遥在通过优质内容产

与服装品牌商更直接的沟通交流且节约了品牌邀请

出聚合了爱好时尚的白领粉丝群体后罗拉便通过直

主播直播及视频种草的佣金支出遥

播形式进行变现袁罗拉密码每周三与周五晚上定点直

一步营销中仍需借助抖音平台头部大 V袁即学术上被

播袁 直播过程中品牌方时刻根据销售数据对引流款尧
爆款尧新款尧搭配款尧利润款的配比进行调整袁直至使
货品配比达到与其粉丝兴趣最优契合袁解决了传统服
装品牌产品配货与客户需求难以精准匹配的问题遥 罗
拉密码直播每场平均销售额达一千万以上袁并以 5.57

[4]

但服装品牌在进

称作 KOL渊关键意见领袖冤的力量遥 KOL 可通过优质
PGC 渊专业生产内容冤聚集兴趣点相同的社群袁以兴趣

与认同感为核心袁使粉丝产生归属感与信任感袁从而
加强为服装品牌背书袁带动黏性消费遥 KOL 拥有服装
品牌官方较难企及的兴趣变现能力遥 以抖音拥有五百

亿的年销售额位居 2020 年抖音年度带货排行榜的第

多万粉丝的微胖服装测评博主野石原泥美冶为例袁其通

九名尧2021 年上半年抖音服装配饰企业号经营排行榜

过野原相机尧不拉腿尧不美颜冶的大码服装测评袁聚合了

第七名遥渊表 2冤同时袁罗拉密码致力为本品牌培育带货

与其身材相似的兴趣粉丝群体袁野石原泥美冶采用植入

主播袁除品牌主账号野罗拉密码冶外袁品牌还培育罗拉

式测评营销与直播带货的模式袁目前其橱窗内大码服

家二小姐尧恺萨姐夫等达人账号袁衍生出的账号场均

装产品销售数量已达到 10w+遥 与野石原泥美冶一样具

销售额均破百万遥 罗拉密码的成功案例给予了服装品
牌在兴趣电商上的变现启发院先确立自身风格袁即基
于兴趣社群的市场细分袁之后通过创作符合该社群兴
趣的优质视频内容引流袁 最后服装品牌通过新产品尧
新设计尧新包装在抖音推出与兴趣电商平台受众相符
合的服装产品袁依靠品牌尧达人账号直播带货尧抖音小

Tab.2 Business ranking of Tiktok clothing business account
1

北京浒城古娘
中国风女装

155.9 万 731.3 万 867.41 669.14

2

董先生珠宝

849.6 万 3617.0 万 844.03 691.82

4
5
6
7
8
9

10

铁血缝纫机
POWDER ROOM
轻奢首饰
妖精的口袋
ELFSACK
官方旗舰店
罗拉密码
霞湖世家
星辰大乔服饰
美人鱼女装大牌

289.9 万 820.2 万 870.88 663.54
214.8 万 1531.9 万 855.9
49.6 万

657.98

207.7 万 862.13 649.12

119.5 万 114.1 万 839.64 669.06
471.8 万 7123.7 万 813.14 684.58
255.9 万 1576.8 万 821.23 676.05
171.9 万 163.0 万 826.33 667.43
170.9 万 249.5 万 816.04 676.88

数据来源院抖音企业号袁数据截止至 2021.6.30

行转化袁 将原本属于 KOL 的粉丝社群转化为服装品
牌的私域流量袁进而提高服装品牌粉丝黏度遥 但服装

品牌在选择 KOL 进行合作时需考虑对方所聚合的兴

趣群体与本品牌的目标消费群体是否契合袁并对合作
平台进行营销袁服装品牌可采用自播为主袁头部大 V

表 2 抖音服装配饰企业号经营排行榜

贝贝女鞋坊

获得线上营销的引流价值袁 还可以将 KOL 的粉丝进

KOL 产出内容质量进行把控遥 为更好地利用兴趣电商

店店铺引流等方式实现营销变现遥

3

有相同特征粉丝群体的 KOL 合作不仅能使服装品牌

及达人等 KOL 为辅的组合营销模式袁 以专业的直播
服务与优质视频内容来提高营销效率遥

三尧野兴趣电商冶平台营销问题分析
兴趣电商作为新型服装营销平台袁发展存在不确
定性遥 兴趣电商平台营销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袁目前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点院
渊一冤短视频模式存在局限
短视频是服装品牌在兴趣电商平台营销的重要
方式之一袁短视频通过碎片化内容获取用户注意力带
来营销优势同时袁也存在局限性遥 由于时长限制袁短视
频表达的营销信息量不够完整袁无法传达出服装品牌
的背后故事等深度内容袁仅适用于一些大众服装品牌
或潮流品牌营销袁针对奢侈品牌或定制服装等高端服
装 品 牌 的 营 销 收 效 甚 微 遥 目 前 以 Louis Vuitton 与

郑丽莉袁等院兴趣变现理论下的抖音平台服装营销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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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CCI 为代表的奢侈品牌也已入驻抖音创建品牌官

现的机遇袁也带来短期内较难克服的挑战袁针对面临

方账号袁但主要还是以投放宣传片为主袁兴趣电商的

的问题与制约因素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最迫切的方面

营销优势对于奢侈品牌未得到充分展现遥 其次袁兴趣

寻求突破:

电商作为新兴购物平台袁存在商家沟通运营及平台市

渊一冤打造综合性人才团队

场监管不完善的问题袁 部分货不对版情况仍有出现袁

服装品牌想在抖音平台与众多服装品牌的竞争

售后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等一系列制约因素使部分消

中获得成功袁就必须具有独特的核心能力要要
要即人才

费者仍处于观望状态遥

优势遥 人才优势的核心能力决定服装品牌能否成功引

渊二冤平台未形成精准的搜索与排序算法

入目标消费者感兴趣的新产品并在把握营销风口等

在购买服装产品时袁消费者需要通过搜索和浏览

系列竞争中保持优势遥 针对兴趣电商这一新营销平

以获得充分的产品质量信息袁采用多属性的权重确定

台袁服装品牌需转变传统人才框架袁组织适应兴趣电

商品声誉袁完善的商品数据排序能让消费者具有更高

商平台的的新型人才团队袁打造集文案策划尧视频拍

的感知性遥 相比于淘宝等传统电商袁兴趣电商平台对

摄尧直播管理尧粉丝运营尧数据统计尧转化分析于一体

于卖家的信誉尧卖家好评率尧描述相符得分尧服务态度

的综合性人才团队遥 服装品牌应保持对平台最新流量

得分尧发货速度得分等指标的提供不够充分袁兴趣电

激励尧活动资源宣发等讯息的敏感度袁培养熟悉服装

商平台暂未向消费者提供服装等商品数据的排序算

设计与服装产品尧擅长分析服装市场消费趋势尧积极

法袁 消费者仅可了解单个店铺橱窗内的商品数据排

探索兴趣电商平台多种运营方式的综合性高层次人

序袁无法就单一品类产品在整个兴趣电商平台找到准

才袁并通过与权威咨询机构合作使品牌时刻把握营销

确销售数据遥 缺少排序算法的构架使消费者难以精准

风向袁 面对兴趣电商平台服装市场变化快速反应尧做

找到高性价比的服装产品袁 给消费者购物带来了不

出决策遥 兴趣电商的营销模式为基于特定社群消费

便遥 此外袁抖音等平台近年来存在流量造假等问题袁根

者袁创造符合其兴趣导向的短视频尧直播等营销内容袁

据秒针系统数据显示院2020 年各大平台平均无效粉丝

最终达成变现袁故了解与引导消费者兴趣是服装品牌

超六成袁直播间虚假流量比例也有所上升遥 消费者在

建设首要任务遥 服装品牌可通过植入式短视频营销与

兴趣交易时的感知风险水平提高袁降低了消费者在兴

品牌号直播带货等运营手段从抖音平台获取公域流

趣电商平台上购物的欲望遥

量后将其转换为品牌私域流量袁将兴趣电商平台内特

渊三冤服装类营销视频缺少内容翘点
当今兴趣电商平台的服装营销视频创新难度的

定兴趣人群集结为本品牌兴趣社群消费者遥
渊二冤更新设计尧生产与营销运营模式

不断加大袁种草内容题材及产出信息重复尧制作粗糙

服装全球价值链大体可划分为原料尧生产和销售

等问题涌现袁在兴趣电商发展初期袁简单重复的视频

三大部分袁对于服装企业而言袁设计和销售环节为品

丰富了平台内容袁如今服装品牌在兴趣电商平台的流

牌带来附加值更高, 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遥 [5]服装品牌

量竞争逐渐进入白热化袁低水平重复的内容已远远不

需关注如何利用兴趣电商平台的数据反馈提高产品

能精准满足用户的需求和渴望遥 部分服装品牌与种草

设计质量尧加快新品爆款孵化与升级销售模式遥 根据

视频创作者测评方式尧拍摄手法较单一且缺少内容翘

抖音电商 & 巨量算数提供的数据袁 相比于其他行业袁

点袁导致作品内容同质化袁作品生命周期变短袁营销效
果减弱遥

服饰鞋包新品池所产生的 GMV(拍下订单金额冤远超

其他行业渊图 2冤袁故加快产品设计尧生产的更新频率已
成为服装企业在兴趣电商平台获取先机的重要因素遥

四尧野兴趣电商冶平台服装营销策略

服装品牌需通过对商品橱窗变现及直播销售的大数
据分析袁根据消费者需求变化对产品设计尧生产研发

基于以上论述及具体案例分析, 目前兴趣变现理

进行针对性调整袁促进爆款孵化并及时将消费者需求

论下的抖音平台营销新模式为服装品牌带来发展变

反馈给上游的制造商袁完善供应链使供求信息在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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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渠道各个环节之间形成良性循环袁提高服装

视频创作的原创性尧创作内容领域的聚焦性及视频产

产品服务质量遥 品牌对服装款式尧面料等兴趣共性需

出的持续性遥 通过高质量视频产出引起消费者情感共

求的分析袁可达成服装需求端与运营端尧供应端的及

鸣袁增强服装品牌产品竞争力和文化吸引力袁使消费

时反馈遥 在服装品牌运营方面袁品牌要根据兴趣群体

者对服装品牌产品的认可度增加遥 服装营销视频在被

需求尽快调整营销思路, 服装品牌可通过精细化直播

赋予人性化的文化意涵及趣味性后能更紧密聚合为

形式弥补短视频时长缺陷袁在重兴趣变现同时更关注

企业带来利润的主要客户遥

品牌建设袁在直播时增加品牌品类介绍来传递品牌理
念袁以解决短视频理念传达不够深入的问题袁与兴趣
群体建立信任以加强消费者复购行为遥 此外袁根据巨
量引擎的数据显示袁抖音 65%的服饰用户观看直播的

目的为野学习穿搭技巧冶袁故品牌还可通过野穿搭教程冶
等方式提升消费者对服装品牌价值的感知袁实现消费
者与服装品牌之间的连接与交流袁通过高质量品牌自
播强化用户对服装品牌认知遥

图 3 抖音服装电商营销体系

Fig.3 Tiktok clothing marketing system

五尧结语
兴趣变现理论下的抖音服装营销模式探究仍处
图 2 兴趣电商新品池主要行业分布渊GMV冤

于起步阶段袁伴随兴趣电商平台的发展袁部分已介入

new product pool (Gmv)

现袁但也显露出一系列问题遥 目前抖音兴趣电商还在

Fig.2 Distribution of main industries of interest e-commerce
数据来源院抖音电商 & 巨量算数

兴趣电商的服装品牌已累积了成功经验并达成了变
扩大平台服务半径袁处于动态发展中袁对基于兴趣变

渊三冤优质内容输出打造社群凝聚力
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窑帕累托指出院 企业

80%的利润以及销售额袁来自 20%的重要顾客遥 目前
[6]

现理论下抖音平台服装品牌新营销模式的理论探索
还存在不足遥 针对野服装品牌基于兴趣变现理论如何
充分利用兴趣电商平台进行营销钥 服装类兴趣内容创

服装种草视频存在题材雷同及制作粗糙的问题对服

作者如何强化兴趣用户聚合钥 兴趣电商平台如何突破

装品牌忠诚消费群体聚合十分不利遥 兴趣电商与传统

自身局限钥 冶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遥

电商平台的交易驱动力存在不同袁相较于传统电商大
多凭借价格竞争尧购物节补贴等各类促销手段促成交
易袁兴趣电商平台更多是依靠用户对短视频输出内容
价值观的认同或对 KOL 的信任而产生交易袁兴趣电
商平台消费者受兴趣内容影响更易产生感性的购物

冲动遥 因此袁作为视频内容创作者的服装品牌或 KOL
应提高兴趣内容生产的质量袁促进具有人性化尧中国
文化内涵与趣味性的视频内容创作袁保持兴趣内容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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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arketing Mode of Tiktok Platform Based
on Interest Realisation Theory
ZHENG Lili1, JIANG Yanyi2

(1.Fujian Art Vocational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100;
2.School of Fine Art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0)

Abstract院The new interest mode of the tiktok platform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lothing brand, and reveal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lack of warping points in the platform content creation. Based on the interest theory of "interest aggregation", which
is put forward by Jo Pliz, and based on the app of the interest based e-commerce platform, the paper explores the new fashion brand mar鄄
keting tiktok, and draws on the successful precedents of the clothing brands that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interest of e-commerce plat鄄

form.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marketing strategy suggestions including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talent team, updating the

desig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 of garment products, and building community cohesion with high-quality content output" are put
forward, which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garment brands that have been involved or expect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interest e-commerce platform.

Key words院interest realization; tiktok; clothing;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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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Zhu Xi's Statue as the Landmark of Zhangzhou Ancient City
ZHANG Jingrong

渊Cultural and Creative College, Z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冤

Abstract: Zhangzhou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spread of Zhu Zi爷s Confucianism to the south, and Zhu Xi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ncient city of Zhangzhou. More than 800 years ago, Zhu Xi was the old mayor of Zhangzhou, governing Zhangzhou, passing on ethics
to the world,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Zhu Xi promoted the comprehensive image of Zhangzhou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cultural ele鄄
ment of Zhangzhou. The ancient city of Zhangzhou is rich in Zhu zi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statue of Zhu Xi fits the principle of 野re鄄
pairing the old as the old冶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of Zhangzhou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outhern Fujian Cultural Ecologi鄄
cal Protection Experimental Zone.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ancient city of Zhangzhou and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some iconic build鄄

ings; uses the SWOT method to analyze the possibility of 野Zhu Xi爷s statue as a landmark of the ancient city of Zhangzhou冶, analyzes the
advantages,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is plan; discusses the location of Zhu Xi's statue in the ancient city.

Key words:

Zhangzhou ancient city; landmark; Zhu Xi; cultur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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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展县域文化
要要
要以福建省永泰县武术文化发展为例
周

君

渊福州工商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17冤

摘

要院近年县域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袁关于县域文化发展的研究逐渐丰富袁为县域文化的发展拓宽了思路遥

特别是在美丽乡村建设尧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袁我国相对落后的县城尧乡村正在快速地发展袁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脱颖
而出袁挖掘自身特色袁打造野一村一品冶就成为了许多县城尧乡村的发展目标遥 这样一来对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就显得极其
的重要遥 永泰武术文化作为永泰当地特色文化之一袁具有深刻的研究意义袁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分别对县域领导尧文化
资源开发尧文化建设人才培养尧文化产业投融资尧体制机制改革五个层面的县域文化发展路径进行研究和论述袁有助于县
域文化的发展建设遥

关键词院乡村振兴战略曰乡村文化振兴曰县域文化曰县域特色产业曰永泰武术文化
中图分类号院F323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1原园078原园5

法与其他方面的振兴工作相匹配袁乡村的精神富裕目

前言

标尚未得以有效实现遥随着我们国家的不断发展袁承担
的国际责任也越来越重袁而一个民族要实现真正的复

2021 年 3 月 22 日袁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叶关于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

见曳,文件中提到野计划到 2035 年袁在促进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冶遥 我国在脱贫

兴屹立在世界舞台中央袁除了拥有经济尧科技尧军事等
力量外袁精神力量必不可缺袁文化振兴工作不容忽视遥

一尧乡村文化振兴与县域文化发展的关联性

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了以后袁已经进入了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新阶段袁乡村与城镇的生活水平差距正

经过多年的文化建设发展袁我国的文化产业重心

在逐步缩小袁乡村的经济富裕目标正在逐步实现遥 而

已经从城市转向来县城尧乡镇遥 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

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里子袁文化振兴的工作进度还无

战略的大背景下也高度重视乡村文化振兴工作袁并有
许多县城已经把县域文化发展工作纳入实施方案袁弘

收稿日期院2021-02-02
基金项目院2020 年终身教育研究课题渊闽教职成也2020页37
号冤渊ZS20203冤曰2021 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渊FJ2021C085冤曰2021 年福建省本科高校教
育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项 目 渊 重 大 项 目 冤 渊FB鄄

扬乡村传统文化袁促进乡村文化振兴遥
渊一冤乡村文化振兴是县域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目前众多学者对于县域文化发展的研究颇丰袁为
县域文化的发展拓宽了思路遥 但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主

JG20210248冤遥

要集中在对县域主流文化层面袁对比而言处于次要地

作者简介院周君渊1986-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乡村

位的乡村文化还缺乏关注遥 特别是在近年的美丽乡村

经济尧乡村内涵建设尧乡村振兴及旅游资源开

建设尧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袁我国相对落后的县城尧

发研究遥

乡村正在快速的发展袁 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脱颖而

周 君院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展县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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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袁挖掘具有县域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特色袁打造野一

础建设的投入力度相比给予县域文化发展的引导和

村一品冶就成为了许多县城尧乡村的发展目标遥 这样一

支持力度显得无章可循遥

来乡村文化振兴对县域文化的发展就显得极其的重要遥
渊二冤乡村文化振兴是促进县域文化发展的内生
动力

永泰是个典型的偏僻县袁村落小镇环山分布袁错
综复杂袁受地理环境制约袁村落与村落之间的交流机
会不多袁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袁容易陷入野各自为政冶的

关于县域文化的定义袁政府机关还未给出官方的

陷阱局面遥 而推进县域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便是

说明袁社会普遍认为袁县域文化是以县城文化为中心,

县域各级领导统一思想袁相互配合袁地方人民团结一

以城镇文化为依托, 以乡村文化为背景而独立存在的

致袁建设良好的乡风袁支持县域文化发展遥 永泰县县委

文化个体,是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具有明

书记陈斌就曾在福州市电视台专访中提到院野文化是

显的不可替代性遥 乡村文化振兴是促进县域文化发展

灵魂袁要充分挖掘永泰的历史袁打造有乡愁记忆尧有文

的内生动力袁在县域文化发展进程中不可孤立袁是县

化灵魂的新乡村遥 冶永泰县在隋唐时期开始大兴练武袁

域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遥 它有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袁
[1]

历经岁月的洗礼后形成特有的武术文化是根植于永

有助于新农民的技术尧素质培养袁有助于实现县域文

泰的一种特色文化袁若能得到发展有助于永泰在乡村

化繁荣袁焕发县域文化发展新气象遥

振兴之路上走出特色袁走出亮点遥 但目前永泰县在体

渊三冤县域文化发展需要努力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育设施建设工作方面袁主要以引进先进的健身设备器

早在 21 世纪初期袁 我国的文化产业体系就已基

材的方式进行袁适用于永泰的传统武术设施并没有得

本成型袁只是当时主要以城市为中心袁随着乡村振兴

到提高遥 虽然永泰县政府为了武术文化的传承袁也成

战略的推进袁 我国的文化发展开始下沉至县域层面袁

立了永泰县武术协会袁 但相关职能部门的观念陈旧袁

县域文化发展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条件袁但能否挖掘并

制度死板袁缺乏新思维袁在文化产业管理方面袁约束机

发挥好在县域中所蕴藏着的巨大文化能量袁实现文化

制和激励机制不够健全袁制约了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

发展领域新旧动能的转换升级袁还要看作为乡村振兴

营销能力的发展遥 永泰县域文化发展需要一个系统性

战略的里子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推动进程遥 概括来

的顶层设计袁明确要发展的文化产业领域袁目标以及

说袁 县域文化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密不可分袁要

产业结构规划袁形成合力袁保持区域共同发展平衡性遥

县域文化顺利发展就需要努力实现乡村文化振兴遥

渊二冤各自为阵的开发模式袁无法发挥县域文化资
源优势尧市场产业优势

二尧县域文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袁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提高乡村经济
水平袁通过深挖县域特色文化资源袁增强地方特色产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袁 县镇一级政府开始吸取

品时代感和竞争力袁在此基础上遵循市场规律进行合

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经验袁对文化建设工作加大投入袁带

理的整合袁研发周边产业袁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多样化袁

动地方经济发展袁改善地方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遥 我国的

真正的让当地居民从中获得鸿利袁带动当地居民创收

县域文化产业整体上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袁发展迅猛袁

致富遥 而有部分的县城袁乡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各自

但相较于其他国家起步较晚袁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遥

为阵一味的大搞基础建设袁并不重视对县域文化资源

渊一冤县域文化发展观念滞后袁管理制度死板袁缺
乏总体规划

的高质量开发袁从而造成县域文化资源优势尧市场产
业优势得不到发挥袁导致乡村后期发展乏力遥

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袁县域经济不断发展袁

近年永泰县正在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袁其中研学产

县域以及乡村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得县域基

业便是亮点袁在原来的野红色教育冶野绿色生态冶野古色

础建设不断得到完善袁但在个别地处偏远的县城存在

庄寨冶三色文化概念的基础上新增加了野金色状元文

着领导干部层面文化发展观念相对滞后尧思想参差不

化冶元素袁形成别具一格的野四色冶研学特色产业遥 但主

齐等问题袁导致文化发展规划不成体系袁与政府对基

要还是围绕当地的庄寨建筑尧农村耕读尧红色筑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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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进行粗浅开发袁最后留下的只是修缮后的钢筋混

业的重点领域尧重点目标尧结构框架都还不甚清晰袁以

泥土而已袁对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毫无帮助可言遥 如

致全县文化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无序尧盲目尧区域

果可以深入研究整合文化资源袁充分发挥县域文化资

发展极不平衡现象袁文化资源优势尧市场产业优势无

源优势尧市场产业优势袁做到有针对性的高质量开发袁

法有效发挥遥

例如针对有着鲜明地域性的永泰武术文化进行开发袁

以永泰武术文化为例袁针对永泰武术文化缺乏相

深入挖掘其表演观赏性袁 完全可以起到吸引游客前来

关政策支撑的现状袁政府应牵头制定出武术文化产业

观赏游玩的效果袁助推永泰县特色旅游业的发展遥

发展规划袁明确发展目标遥 如将其定位为县内重点发

渊三冤县域文化建设人才缺乏

展产业袁并明确实现武术文化的传承,推进文化产业的

社会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现代人习惯了 野快冶

发展为总体规划的发展目标遥 在此基础上指导各乡镇

的生活方式袁把野急于求成冶当成为顺应社会潮流曰而

近一步完善文化产业发展机制袁建立健全的职能体系

文化建设袁是一个漫长的内涵建设过程袁一时半会儿

和管理体系袁明确各级政府在永泰武术文化传承保护

无法体现其能见成果袁故而容易被世人所遗弃遥 在一

工作中的目标袁不定期的对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进行

些条件艰苦的地方甚至连本就应该肩负起传承重任

多维度考核袁定期评优评先袁树立争先争优的积极发

的地方年轻人也毅然决然的选择背井离乡袁去追求所

展意识袁促进永泰县域文化发展建设遥

谓的野诗和远方冶遥

渊二冤县域文化资源开发层面

近年来袁随着永泰老一辈拳师的离世袁习武人数

县域文化以其特有的魅力与价值植根于地方并

锐减袁一些拳法套路得不到继承袁永泰武术文化正面

不断发展袁具有丰富的价值底蕴袁至今仍有巨大的开

临消失殆尽的危险遥 另一方面在固有观念的制约下袁

发价值袁在实现乡村振兴尧脱贫攻坚道路上的贡献不

武术容易被看作是一种抵御侵略袁 保护自我的方式袁

可磨灭遥 实现乡村振兴尧脱贫攻坚袁首要的任务就是要

在如今社会稳定的大环境下袁 武术作用已经发生变

提高乡村经济水平袁要充分梳理资源袁结合自身禀赋袁

化袁又因其学习周期较长袁健身效果的反映慢的特点袁

做好前期调研和评估袁在此基础上遵循市场规律对文

显然已无法迎合社会需求遥 在对传统的永泰武术文化

化资源进行合理的整合袁针对产业布局散乱尧文化企

进行传承时袁需要对其取其精华袁去其糟粕并不断创

业各自为阵尧发展方式粗放的情况袁制定科学合理的

新袁然而永泰县不少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武术文化

产业布局袁再根据产业布局进行文化资源整合袁实现

的记忆是碎片式的尧表象化的袁缺乏对当地特色武术

乡村产业振兴多样化袁真正的让当地居民从中获得鸿

文化完整的记忆与生命体验[2]遥 若长此以往永泰武术终

利袁带动当地居民创收致富遥

将被大众完全遗忘袁成为一项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遥

1.推动永泰武术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有机融合
自 1996 年以来袁永泰县提出野旅游兴县冶的发展

三尧推进县域文化发展中的若干思路

战略以来袁 原本破旧小县城已经发展成一个崭新的

我国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了以后袁已经进

提供了较好的旅游体验遥 相关的规划部门可以针对现

野旅游山城冶袁旅游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开发袁给旅游者

入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阶段袁我们需要看到

有的较为成熟的旅游景区进行调研和评估袁选址建设

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袁会发现许多短板和弱项袁

武术文化特色乡村或武术文化研学基地袁将文化产业

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遥 当前条件下需要找到新的发展

的建设力量集中到一个点上袁将武术文化元素与旅游

路径袁形成新格局袁全面推动乡村振兴遥

景区的野食尧住尧行尧游尧购尧行冶进行有机融合袁促进具

渊一冤县域领导层面

有永泰武术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袁打造旅游

目前县域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较少袁对于某些县

文化品牌产业袁促进旅游文化产业提质增效袁带动县

域文化的规划各乡镇政府没有统一的指导方针, 缺乏

域经济袁增加乡村生态产品的服务供给形成新的消费

一个较为完备的文化产业发展总体规划袁发展文化产

热点袁推动永泰武术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有机融合遥

周 君院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展县域文化

2.推动文化产业与体育养生产业的有机融合
野檀家拳冶野虎尊拳冶已在永泰县武术文化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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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袁引导当地居民参与建设袁保障当地居民安居乐业遥
近年永泰县政府修建居民活动场所袁添置运动器

程中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拳术袁具有很大的学习

械袁永泰人民的生活环境明显有了提升遥 但这仅限于

研究价值袁可以推动其与康养产业有机融合袁打造武

环境尧物质层面袁在精神层面还未见有所改变遥 县政府

术体育康养特色项目袁丰富其研学养生特色产业的产

对文化产业袁特别是武术文化产业的扶持还远远不

品种类袁并由此特色项目衍生出新的周边产业袁如创

够袁武术从业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袁武术文化便难

办武学馆打造永泰特色体育产业曰设计生产武术服饰

以传承遥 县政府可以牵头建立以县域财政为主导袁企

及用具袁带动当地就业促进经济增长遥

业融资为支撑袁居民参与为骨干的野政府+企业+居民冶

只要能科学合理的制定产业布局袁并将相应资源

的投融资机制袁补充永泰武术文化的发展经费,改善永

进行合理整合袁杜绝各自为阵的发展模式袁将县里的

泰武术的场地及设施现状[4]曰将武术文化中蕴含着的

力量拧成一股绳袁必能助力推动永泰特色产业进一步
发展遥

不屈不挠的永泰人民精神发扬传承袁实现野乡愁冶融入
家乡建设, 进一步提升永泰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

渊三冤县域文化建设人才培养层面

豪感袁增强其民族凝聚力袁以实现武术文化产业的高

文化遗产具有野以人为载体冶和野不具有再生性冶

质量发展目标[5]遥

两大特点[3]遥 这意味着若县域文化缺少传承主体袁将面

渊五冤在体制机制的改革层面

临着不复存在的风险遥 因此袁要传承创新县域文化就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袁 乡村地区的民风民俗尧

需要采取措施袁培养县域文化继承人袁保障县域文化

特色文化等越来越被大众所熟知袁这为县域文化的发

传承人的利益遥

展提供契机遥 县级政府应借此机会袁打破陈旧观念改

从永泰武术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袁地方政府可以

革发展体制机制袁应用互联网新媒体的力量袁加大宣

加强和职高院校间的联动袁在给予一些地方政策支持

传力度袁增强社会意识袁提高乡镇居民的文化参与度袁

下袁 要求职高院校开设关于永泰武术文化类课程袁将

逐步摸索建立起一套适合县域发展的文化管理机构

永泰武术带进课堂袁在增强学生体格的同时袁提高其

设置尧运行机制遥

县域文化发展建设意识袁培养新时代的县域文化发展

永泰武术文化的传承方式是师父带徒弟袁通过言

建设人才遥 同时袁职高院校顺势在当地挖掘一些有经

传身教的方式传授武术拳法袁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一

验的武术师傅袁引进课堂作为武术课程导师袁既可促

定程度上导致部分武术拳法不能完整的传承下去遥 政

进当地就业袁也能打造了自身的办学特色遥 当然袁地方

府部门或组织可以设立专人合理利用现代手段袁如互

政府也可以考虑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技艺高超的老师

联网尧云平台等工具袁通过著述立作供习武之人学习袁

傅开设武学道馆袁提高武术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水

将拳法套路通过影像录制的方式记录保存袁以确保永

平袁以吸引更多人参与到永泰武术的传承中去遥

泰武术文化传承的完整性曰同时举办与当地特色文化

渊四冤县域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层面

相关的活动袁开展永泰武术文化相关赛事尧武术文化

县域文化的发展并不一直是乐观的袁资金总体投

交流学习会等袁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县域文化袁给予人

入不足的问题袁致使永泰县目前文化产业发展和市场

们更直观的感受曰借助新媒体利用电影尧电视剧尧宣传

开发都仍处于粗放状态袁市场缺乏活力遥 在社会各界

片尧纪录片等形式进行宣传袁促进永泰武术文化的广

给予更多关注的同时袁也需要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和

泛传播袁打造属于永泰自己的武术文化 IP袁构建一套

参与遥 目前的资金大部分投入是用于对生活环境的改

符合永泰县域文化发展建设机制遥

善袁 而这只是获取当地居民支持的基础工作之一袁只
有吸引当地居民的参与才能实现县域文化产业高质

结语

量发展的延续遥 要建立以县域财政为主导袁多元化社
会资本为支撑的投融资机制袁补充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统的县域文化也应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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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发展创新袁转变人们对于县域文

文化发展为例[J].云南开放大学学报,2018,20(02):68-73.

化的固有想法袁使其发展成现代人心之所需的精神食

[2] 张默雯,程宝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

粮袁实现乡村经济富裕的同时实现乡村精神富裕遥 随
着永泰县不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袁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立足自身优势袁创新思维理
念袁积极谋划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袁必将打造出野永泰冶
品牌袁成为县域文化发展之翘楚袁乡村振兴战略之典
范遥

新:以天津市武清区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19(25):36-37+
40.

[3] 张晓媚.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徽州武术文化的传承与保
护研究[J].运动,2016(19):148-149.

[4] 周启航,刘少英.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武术传承困境与发展
路径研究[J].安徽体育科技,2020,41(5):1-3+23.

[5] 刘海粟.民族传统体育武术类项目文化价值与传承研究现
状分析[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0,28(11):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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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aths of County Cultur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要要
要 A case study of martial arts culture in Yongtai County
ZHOU Jun

(Fuzhou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袁Fuzhou, Fujian 350017)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culture,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de鄄

velopment of county culture has gradually been enriched, which broadens the think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culture. Especially
under the promo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hina爷s relatively backward counties and vil鄄

lages are developing rapidly. In this context, to stand out, tap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e 野one village, one characteristic冶 has
become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many counties and villages. In this way, the study of subcultur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s one of the lo鄄

cal characteristic cultures, the martial art culture of Yongtai County has profou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studies and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county culture from five aspects of county leadership, cultu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per鄄

sonnel training, cultural industry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nd system and mechanism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oping to help county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ul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county culture; county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Yongtai martial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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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个无患子种源经济性状差异分析与种源区划分
李宝银 1袁 周

杨 1袁 周俊新 2袁 薛

婷 1袁 常云妮 1

渊1.福建师范大学袁 福建 福州 350000曰 2.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袁 福建 南平 353000冤

摘 要院20 个无患子种源造林试验结果表明袁不同种源之间在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果皮率尧百果重尧果皮总皂苷含

量尧种仁含油率等 5 个经济性状表现上袁存在极显著差异遥 利用 MSM-PP 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数学手段袁对 20 个种源综
合评价袁并划分出优良种源尧可利用种源尧一般种源和不适宜种源等 4 个种源区遥 选择获得的 GX01尧GX03尧GD01尧GD02

等 4 个优良种源的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百果重尧果皮率尧果皮总皂苷含量尧种仁含油率等性状平均表现袁与参试群体总体
平均水平相比较袁遗传增益达到 18.34%尧9.89%尧10.23%尧9.83%尧7.05%袁选择效果较好遥

关键词院无患子曰优良种源曰改进投影寻踪技术曰聚类分析曰遗传增益
中图分类号院S722.5曰S794.9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1原园083原园7

无患子 渊Sapindus mukorossi Gaertn冤袁 别名木患

开发利用价值遥 文中对位于福建屏南无患子种源试验

子尧油患子尧洗手果尧假龙眼等袁高大落叶乔木袁高可达

林进行调查尧采样分析袁并用单纯形法投影寻踪技术

20 m曰一回羽状复叶袁小叶互生曰圆锥花序袁顶生及侧

渊MSM-PP冤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数学手段[3]袁综合评价

9要11 月袁核果球形袁熟时黄色或棕黄色曰种子黑色袁球

分袁筛选优良种源袁为福建高海拔地区无患子能源林

生曰两性花袁雄蕊小袁花丝有软毛遥 花期 6要7 月袁果期
形或水滴形遥 原产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和中南半岛各

地袁以及印度尧日本 遥 性喜光袁稍耐阴袁较耐寒袁耐干

无患子各种源的主要经济性状表现袁 进行种源区划
用途的种苗调拨提供理论依据遥

[1]

旱袁不耐水湿曰深根性袁对土壤要求不严袁抗风力强遥 无

一尧材料与方法

患子果皮富含无患子皂苷袁主要成分为表面活性物质
三萜皂苷袁民间用于制作洗头粉尧洗澡粉尧洗衣粉等袁

渊一冤 材料来源和试验设计

属于环保的天然表面活性剂曰 种仁油脂含量可高达

1.试验材料来源

40.7%袁种仁油的酸值渊KOH冤 为 4.132 mg/g袁皂化值

2009 年 10-12 月袁对福建黑龙山能源林有限公司

渊KOH冤为 190.26 mg/g袁碘值渊I冤为 102.36 g/100 g袁含

从福建尧江西尧浙江尧广西尧广东尧云南尧四川等 7 个省

84.63%袁相对含量较高的为油酸 (48.41%) 尧顺-11-二

患子种子随机取样袁湿沙层积贮藏遥 20 个采种点及其

有 13 种 脂 肪 酸 袁 其 中 不 饱 和 脂 肪 酸 含 量 高 达

十碳烯酸 (27.58%) 尧亚油酸 (6.37%) 等 袁具有较高的
[2]

收稿日期院2021-12-11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科技厅产学合作项目野油料能源树种无
患子高效经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冶

(2020N5008)曰福建省财政厅专项经费项目野亚

热带珍贵树种高效经营与利用研究冶(SC-299)
资助遥
作者简介院李宝银渊1962-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森林
资源培育和资源管理的研究遥

份当地起源的母树上采集的 20 份不同产地渊种源冤无
代码见表 1遥 2010 年 2 月初袁将贮藏的各种源种子用
80 益热水浸泡至自然冷却袁24 h 后沥干袁 分区播种育
苗曰2011 年 1 月中旬进行各区苗木调查袁 选择平均水
平的苗木袁参加无患子种源造林对比试验遥
2.试验点及试验设计
试验点地安排在屏南县棠口镇凤林村福建黑龙
山能源林有限公司黑龙山无患子种植基地遥 采用完全
随机区组试验设计袁包含 20 个因素渊种源冤袁3 个处理

渊玉尧域尧芋3 种立地类型冤袁每个处理设置 3 次重复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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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单列小区袁小区面积 48 m2遥 各立地类型林地概况和

土壤营养元素含量见表 2遥 屏南县棠口镇 2018 年尧2019

年尧2020 年的年均温分别为17.2尧17.8尧17.5 益袁 年均降水
量分别为 1 793尧1 722尧1 635 cm遥

表 1 采种点及其代码
Tab.1 The collection sites and codes of provenance
福建屏南

FJ01

118.98毅

26.92毅

浙江武义

FJ03

118.85毅

26.22毅

广西兴安

29.25毅

广东广宁

28.37毅

云南罗平

29.14毅

四川大邑

FJ02

福建建宁
福建闽清

116.82毅

FJ04

福建邵武

117.43毅

JX01

江西婺源

117.83毅

JX02

江西安义

115.55毅

JX03

江西宜丰

114.75毅

JX04

江西都昌

116.19毅

ZJ01

浙江天台

121.04毅

ZJ02

浙江温岭

121.37毅

26.85毅

广西上林

27.30毅

广西陆川

28.86毅

广东怀集

29.28毅

云南腾冲

28.37毅

四川广汉

ZJ03

119.83毅

28.09毅

GX02

110.68毅

25.63毅

GX01

108.60毅

GX03

110.29毅

GD01

112.45毅

GD02

112.17毅

YN01

104.34毅

YN02

98.50毅

SC01

105.52毅

SC02

104.25毅

23.42毅
22.38毅
23.64毅
23.92毅
24.88毅
25.03毅
30.58毅
30.99毅

表 2 各立地类型基本情况
Tab.2 The basic situation of site types

玉
域
芋

18毅
25毅
32毅

下坡

东南

中下坡

东北

中坡

西南

650-705
711-778
762-838

1.5
1

0.6

渊二冤苗木定植
2010 年 9 月份劈杂尧 炼山曰10 月份带状整地袁清

理树头尧石块袁挖明穴袁施基肥袁穴规格 60 cm伊60 cm伊
40 cm袁基肥施放量为腐熟鸡粪尧牛粪混合肥 1 kg/穴遥

222.64
125.73
19.38

182.72
112.38
28.22

125.73
103.41
12.38

4.537
3.277
1.293

杂阔林
杂阔林
马尾松林

删除树干 0.7 m 高度以下的侧枝曰2014 年 9 月袁 对一

级侧枝进行修剪袁培养二级侧枝遥2017 年初果后袁每年
11要12 月结合采果袁 对当年结果枝进行 1 次短截袁增
加分枝级数遥

回表土后袁再施钙镁磷 0.15 kg/穴遥 2011 年 2 月雨后袁

渊五冤 数据采集及处理

4 月检查造林成活率袁对死缺株进行补植遥

2018要2020 年连续 3 年分区采果袁调查各试验小

按照试验设计裸根苗造林袁株行距 4 m伊4 m遥 2011 年

1.数据采集

渊三冤幼林抚育

区的果实产量袁计算单位面积果实产量袁并随机取样

2011 年 8 月份抚育 1 次袁块状垦复并施肥曰以后连

测定各小区果皮率尧百果重尧果皮总皂苷含量尧种仁含

复尧除草尧施肥遥 施肥量均为国产 N尧P尧K 复合肥 0.5 kg/

高氯酸为显色体系袁采用分光光度计测定果皮总皂苷

国产 N尧P尧K 复合肥 1 kg/株袁沿树冠滴水线开沟施肥袁

脂含量测定[5]遥

续 3 年袁每年 2 次袁分别在 4 月尧9 月对林地进行带状垦

油率等无患子主要经济性状指标遥 以香草醛-冰醋酸-

株袁扩穴施肥遥 2015 年起隔年春季施肥 1 次袁施肥量为

含量[4]遥 以乙醇为浸提液袁采用索氏抽提器进行种仁油

沟深 30 cm遥

渊四冤树形管理
2013 年 9 月进行一次修剪定干袁保留主干高度 1 m袁

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果皮率尧百果重尧种源遗传

力尧选择响应尧遗传增益计算公式如下院
单位面积果实产量=试验小区鲜果全重/试验小区

窑 85 窑

李宝银袁等院20 个无患子种源经济性状差异分析与种源区划分

面积曰

传力遥

果皮率%=烘干果皮重/渊烘干果皮重+烘干种子
重冤伊100曰

遗传增益吟G=R/X袁 其中院R 为选择响应曰X 为种
源参试群体平均值遥

2

种源遗传力 H 种源=1-1/F种源 袁

按种源统计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果皮率尧百果重尧
果皮总皂苷含量尧 种仁含油率 2018要2020 年 3 年的

其中院F种源=MS种源/MS种源伊立地类型遥

选择响应 R=SH2袁其中院S 为选择差曰H2 为种源遗

平均值袁结果见表 3遥

表 3 改进单纯形法投影寻踪总体评价指标样本数据表
Tab.3 The evaluation value of sample data of Magnolia based on MSM-PP
FJ01

1.16

418.3

33.78

176.89

39.17

FJ03

1.22

409.8

34.62

165.82

40.14

FJ02
FJ04

JX01
JX02
JX03
JX04
ZJ01
ZJ02

1.13
1.10
0.96
0.95
1.06
0.83
1.03
1.09

3.数据处理

442.6
412.6
368.5
377.2
384.4
343.5
376.4
385.9

33.86
33.34
31.26
31.65
32.16
31.23
31.37
32.16

169.29
159.26
148.64
150.65
160.22
155.24
149.20
153.25

ZJ03

1.08

389.5

32.46

154.78

37.66

GX02

1.11

424.4

35.36

169.64

41.00

39.27

GX01

38.67

GX03

36.28
36.73
37.32
36.24
36.40
37.32

GD01
GD02
YN01
YN02
SC01
SC02

1.27
1.41
1.33
1.29
1.05
0.92
0.68
0.63

461.9
470.2
445.9
450.4
436.4
433.9
360.0
325.9

38.49
39.18
37.16
37.54
36.36
36.16
30.00
29.63

185.65
186.18
183.92
181.77
174.75
173.70
155.72
146.67

42.34
43.10
43.06
43.50
42.15
41.91
34.08
37.37

构造投影指标函数曰估计最佳投影方向袁以最佳投影

用 GLM 分析模型对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果皮率尧

方向时各种源的投影值 Zi渊i=1~n冤袁作为该种源的评价

查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袁并估算种源遗传力袁结果见表

分种源区遥 改进单纯形法投影寻踪技术使用 SPSS 软

百果重尧果皮总皂苷含量尧种仁含油率等性状表现调
4遥 种源综合评价采用改进单纯形法投影寻踪技术[6]袁
以表 3 各种源性状表现统计值为评价指标样本数据曰

将样本数据标准化处理袁 构建种源评价指标体系袁并

值[3]遥 以各种源评价值为样本数据袁进行聚类分析袁划
件编程处理袁结果见表 6遥 聚类分析采用 DPS 软件处
理袁结果见表 7遥

表 4 方差分析与种源遗传力估算
Tab.4 Variance analysis and calculated provenance heritability
单位
面积
果实
产量

种源 P
立地类型 S
P伊S
S内R
种源 P

百果重

立地类型 S
P伊S

S内R
种源 P
立地类型 S
果皮率

P伊S
S内R

769.791
1065.481

19
2

4.056**
5.613**

477.505

19

4.638**

189.813
56.373

958.667

38
2
2

102.946

38

393.117
218.246

19
2

43.622

68.688
18.324

2

38
2

4.899**
1.455ns
9.312**
2.749**
1.165ns

5.723**
3.177**
2.928**
0.781ns

0.753

0.784

种源 P
142.531
果皮 立地类型 S 121.207
总皂
P伊S
22.758
苷含量
S内R
4.324

19
2

6.263**
5.326**

立地类型 S 995.438

19
2

3.628**

种仁
含油
率

种源 P

487.133

P伊S

161.834

S内R

87.19

38
2
38
2

6.577**
1.250ns
6.151**
3.724**
2.006ns

0.825

注院** 表示差异达极显著水平曰* 表示差异达到显著水平曰ns 表示差异未达显著水平曰S 内 R袁指立地类型内重复遥

0.840

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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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重复之间的表现差异袁均未达显著水平袁说明
在相似的环境里袁各种源的 5 个性状表现相对稳定遥

二尧结果与分析

渊二冤种源遗传力估算

渊一冤种源性状表现的差异性分析
从表 4 可知袁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百果重尧果皮

率尧果皮总皂苷含量尧种仁含油率等 5 个性状袁均在种

源水平上存在极显著差异袁说明了无患子种源间根据

从表 4 可知袁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百果重尧果皮

率尧果皮总皂苷含量尧种仁含油率等 5 个经济性状种
源遗 传力分别 达到 0.753尧0.784尧0.825尧0.840尧0.724袁
均具有较高的种源内亲-子遗传传递能力遥

经济性状表现进一步选择的必要性遥 在立地类型水平

渊三冤主要经济性状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分析

上袁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果皮率尧百果重性状表现存在

按年度统计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百果重尧果皮率尧

极显著差异袁果皮总皂苷含量尧种仁含油率性状表现

果皮总皂苷含量尧 种仁含油率等 5 个经济性状平均

存在显著差异袁说明了无患子经济性状均对生长环境
具有较高的敏感性遥 在种源伊立地类型的交互作用上袁
5 个性状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袁 各种源对环境变化

的反应存在极其明显的差异遥 5 个性状同一立地类型

值袁与 2017要2020 年 4 年的年均温尧年降水量进行相
关分析曰按立地类型统计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果皮率

等 5 个经济性状的平均值袁分别与各土壤养分含量统
计值进行相关分析遥 结果见表 5遥

表 5 性状表现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分析
Tab.5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performance of characters

单位面积果实产量
百果重
果皮率
果皮总皂苷含量
种仁含油率

0.133 8

0.125 5

0.384 1

0.405 2

0.989 3

0.988 2

0.991 0

0.530 9

0.101 5

0.185 0

0.376 6

0.451 5

0.994 1

0.992 8

0.937 4

0.728 1

0.321 0
-0.031 6
0.186 6

0.083 3
-0.074 7
0.134 9

0.358 5
-0.010 4
0.305 3

注院r0.10(f=1)=0.987 7袁r0.05(f=1)=0.996 9袁r0.01(f=1)=0.999 8

表 5 相关分析结果可知袁无患子 5 个主要经济性

状袁与年均温尧年降水量袁以及前 1 年的年均温尧年降

0.394 7
-0.081 7
0.248 7

0.990 8
0.903 0
0.218 5

0.996 6
0.835 5
0.729 8

0.987 8
0.874 6
0.840 6

0.990 2
0.289 5
0.899 9

率间存在一定的线性相关袁与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呈弱
相关袁与果皮总皂苷含量间无明显线性相关遥

水量之间袁均不存在明显线性相关关系遥 这可能是由

渊四冤 种源综合评价

于 2017要2020 年 4 年间的年均温尧 年降水量差异不

将表 3 样本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袁应用 MSM-PP 优

大袁也可能是无患子明显的结实大小年现象袁干扰了
年均温尧年降水量对 5 个主要经济性状的影响遥 土壤

腐殖质含量与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百果重尧果皮率均
存在较密切的线性相关袁与果皮总皂苷含量存在一定
的线性相关袁与种仁含油率之间无线性相关曰土壤速

化求解目标函数袁获得最大投影指标函数值为25.489 2袁
最 大 投 影 方 向 为 渊0.564 8袁0.468 8袁0.389 7袁0.372 2袁

0.422 3袁0.103 3冤袁投影效果理想遥 根据投影方向值计

算获得各种源投影值 Zi渊i=1耀n冤[3,4]袁结果见表 6遥 种源
投影值 Zi 越大袁表示该种源的综合表现越好遥 参试种

效 N 含量袁与百果重之间呈密切线性相关袁与单位面

源投影值 Zi 的变化范围 0.062 7耀1.771 2袁变化幅度很

皮总皂苷含量尧 种仁含油率之间有一定的线性相关曰

种源有 GX01尧GX03尧GD01尧GD02袁综合评价高曰1臆Zi约

积果实产量尧果皮率间存在较密切的线性相关袁与果
土壤速效 P 含量袁与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百果重间存

在较密切的线性相关袁与果皮率尧果皮总皂苷含量尧种
仁含油率之间有一定的线性相关曰 土壤速效 K 含量袁
与百果重间呈较密切线性相关袁与果皮率尧种仁含油

大遥 其中袁最高的是 GX03袁最低的是 SC02遥 Zi逸1.5 的
1.5 的种源有 GX02尧FJ01尧FJ02尧FJ03尧YN01 等 5 个袁
综合评价较高遥 0.5臆Zi约1 的种源有 FJ042尧YN02 等 9
个袁Zi约0.5 的种源只有 SC01尧SC02 等 2 个种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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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种源样本投影结果
Tab.6 The result of MSM-PP of provenance samples
FJ01

0.841 3

0.283 5

0.140 1

0.206 0

0.149 4

1.136 6

FJ04

0.746 0

0.266 0

0.125 2

0.085 8

0.134 7

0.960 9

FJ02
FJ03
JX01
JX02
JX03
JX04
ZJ01
ZJ02
ZJ03

GX01
GX02
GX03
GD01
GD02
YN01
YN02
SC01

SC02
投影方向值

0.793 7
0.936 5

0.358 1
0.257 4

0.523 8
0.507 9

0.142 8
0.168 4

0.130 7
0.157 4

0.539 7
0.476 2

0.055 0
0.068 2

0.179 5
0.054 0

0.634 9

0.254 0
0.239 3

0.227 1

0.331 4
0.104 6

0.000 0
0.564 8

0.156 6
0.269 4

0.254 1
0.267 0

0.339 1

0.460 3
0.079 4

0.265 8

0.193 4
0.322 3

0.368 2
0.382 0

0.666 7

0.044 9
0.055 3

0.299 0

0.302 2
0.442 8

1.111 1
1.047 6

0.017 2

0.085 4
0.095 5

0.417 3

0.761 9
1.238 1

0.092 4
0.058 4

0.058 7

0.184 1
0.195 2

1.015 9

0.013 4
0.027 1

0.085 4
0.054 0

0.155 0

0.730 2
0.714 3

0.154 2
0.130 6

0.191 5

0.220 4
0.012 5

0.000 0
0.468 8

0.184 3
0.061 7

0.000 0
0.389 7

0.000 0
0.372 2

0.152 3
0.177 8
0.064 6
0.077 8
0.095 1
0.063 4
0.068 1
0.095 1
0.105 0
0.242 4
0.203 1
0.264 7
0.263 5
0.276 4
0.236 8
0.229 8
0.000 0
0.096 5
0.422 3

1.123 8
1.180 4
0.567 6
0.599 2
0.699 9
0.505 4
0.674 7
0.817 2
0.832 0
1.555 5
1.127 8
1.771 2
1.572 0
1.541 2
1.145 6
0.972 2
0.176 7
0.062 7

分析结果袁将 20 个无患子种源划分为优良种源尧可利

渊五冤种源选择与遗传增益估算
1.投影值聚类分析与种源区划分
为了更好地区分种源袁以各种源的投影值 Zi 为样
本集袁采用系统聚类方法袁进行种源区划分遥 根据聚类

用种源尧一般种源尧不适宜种源等 4 个种源区遥 种源区

划分结果及各种源区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 百果重尧果
皮率尧果皮总皂苷含量尧种仁含油率平均值见表 7遥

表 7 各种源区平均表现与选择效果评价
Tab.7 The average performance of each grade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provenance selection

优良种源

可利用种源

一般种源
不适宜种源
参试群体
均值

GX01尧GX03尧
GD01尧GD02
GX02尧FJ01尧
FJ02尧FJ03尧
YN01尧YN02尧
FJ04

ZJ02尧ZJ03尧
JX01尧JX02尧
JX03尧JX04尧ZJ01

SC01尧SC02

1.33

457.10

38.09

184.38

43.00

吟G/%

18.34

9.89

10.23

9.83

7.05

R

0.02

15.32

0.74

均值
R

均值

吟G/%

0.20

40.15

1.10

425.43

2.34

3.78

3.47

16.23

2.76

34.78

169.91

40.33

2.18

2.47

2.11

4.07

0.83

均值

1.00

375.06

31.76

153.14

36.85

均值

0.66

342.95

29.82

151.20

35.73

均值

1.07

405.89

33.89

165.06

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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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响应和遗传增益估算

渊二冤 讨论

根据优良种源尧可利用种源两个种源区各性状平

4 个无患子优良种源袁广西尧广东各占 2 个曰广西

均值和种源遗传力估算选择响应和遗传增益遥 结果见
表 7遥 与参试群体平均水平相比较袁 单位面积果实产

量尧百果重尧果皮率尧果皮总皂苷含量尧种仁含油率等 5
个性状上袁 优良种源具有较高的选择响应和遗传增

益袁可以在生产上使用曰7 个可利用种源袁性状表现也
有小幅度的提高袁可以适当利用遥

参试种源 3 个袁2 个为优良种源袁1 个为可利用种源曰
广东参试种源 2 个袁均为优良种源袁可见袁以果皮皂
苷尧种仁油脂利用为主时袁广西尧广东具有明显的种源

优势遥 福建参试种源 4 个袁均划分为可利用种源遥 试验
区及福建省地理环境相似的高海拔地区袁发展无患子

能源林袁既可利用本地种质资源袁也可从优良种源区
调拨当地起源的种苗遥 浙江参试的 3 个种源尧江西参

试的 4 个种源均被划分为一般种源袁在其它种源繁殖

三尧 结论与讨论

材料充裕的情况下袁不宜从该地区调拨曰四川参试的 2

渊一冤 结论

个种源均被划分为不适宜种源袁尽可能不使用遥

无患子原产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各地以及中南半

比较表 3 中各性状的种源尧 立地类型 F 值大小袁

岛各地尧印度和日本袁是优良的森林景观树种和能源

可以看出袁立地类型对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百果重尧种

树种袁果皮富含皂苷袁可提取制备洗涤剂尧表面活性

仁含油率等 3 个性状的影响大于种源影响袁选择好的

剂曰种子富含油脂袁可作为天然润滑油或制备生物柴
油 遥 从 21 世纪初开始袁福建尧浙江等省份开始重视
[7,8]

发展无患子人工林袁但种源混杂袁群体尧群体内个体间

分化严重袁果实产量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遥20 个无患
[9]

子种源造林对比试验结果表明袁不同种源之间在单位

面积果实产量尧百果重尧果皮率尧果皮总皂苷含量尧种
仁含油率等经济性状表现上袁存在极显著差异遥 利用
MSM-PP 进行多性状综合评价袁 以各种源投影值 Zi
渊综合评价结果冤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袁可划分出优良种

立地类型造林袁有利于提高果实产量尧百果重尧种仁含

油率曰果皮率尧果皮总皂苷含量受种源影响大于立地
类型袁表现出较好的种源遗传稳定性遥 这与果皮率尧果
皮总皂苷含量种源遗传力估算值大于其它 3 个性状

的情况是相吻合的遥 种仁含油率对立地类型敏感袁但
与土壤腐殖质尧速效 N尧速效 P尧速效 K 含量的线性相
关程度不高袁可能是本试验未检测的其它环境因子对
其产生了显著影响袁这有待于后续调查尧分析研究遥
本文利用 MSM-PP袁 对各种源单位面积果实产

源尧可利用种源尧一般种源和不适宜种源等 4 个种源

量尧百果重尧果皮率尧果皮总皂苷含量尧种仁含油率等 5

个种源袁其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百果重尧果皮率尧果皮

最优构形下投影成一维的指标值袁 获得一维的投影

区遥 优良种源区包括 GX01尧GX03尧GD01尧GD02 等 4
总皂苷含量尧 种仁含油率等 5 个性状的平均表现袁与

参试群体总体平均水平相比较袁 遗传增益达到
18.34%尧9.89%尧10.23%尧9.83%尧7.05%遥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袁无患子不同性状对土壤营养

元素含量的反应不同遥 单位面积果实产量尧果皮率均
对腐殖质尧速效 N尧速效 P 含量均较为敏感袁受速效 K

含量影响较小曰百果重性状表现袁对腐殖质尧速效 N尧
速效 P尧速效 K 含量均较为敏感袁受之影响大曰果皮总

皂苷含量对腐殖质含量较为敏感袁 对速效 N尧 速效 P

个性状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袁 将各种源的多项指标袁在

值袁再以投影值为样本集进行相似性聚类归集袁从而
实现种源分类遥 以 MSM-PP 联合聚类分析的方法袁既

能够克服种源选择中多性状权重分配问题袁也提高了
聚类分析结果的可靠性[3]遥 本试验选择福建屏南作为

试验点开展无患子种源造林对比试验袁意在为福建高
海拔地区的无患子能源林建设中的种苗调拨提供理
论依据遥 各种源主要经济性状在福建屏南的后期表
现袁有待于进一步观察遥

含量的敏感性较低袁对速效 K 不敏感曰种仁含油率受

参考文献院

变化有一定的敏感性遥

[2] 秦愉袁庞丽蓉袁符少团袁等.无患子种仁油的提取工艺优化及

腐殖质含量影响很小袁对速效 N尧速效 P尧速效 K 含量

[1] 吴际友.浅谈无患子的五大功能[J].林业与生态,2018(6):35.

窑 89 窑

李宝银袁等院20 个无患子种源经济性状差异分析与种源区划分

脂肪酸组成分析[J].中国油脂,2018,43(1):13-15.
[3] 周俊新.基于 MSM-PP 的厚朴种源多性状综合选择[J].福建
林学院学报,2014,34(3):261-268.

[7] 刘诗琦,贾黎明,苏淑钗,等.林业生物质能源野林油一体化冶

产 业高 效 可持 续 发展 路 径研 究 [J].北京 林 业大 学 学报 ,
2019,41(12):96-107.

[4] 魏凤玉,张静,解辉.无患子总皂苷含量的测定[J].天然产物

[8] 陈建烟,刘超兰,刘伟,等.无患子种仁油提取工艺优化及其

[5] 李宝银,周俊新,陈剑勇,等.闽北乌桕经济性状的差异性[J].

[9] 刘济铭,孙操稳,何秋阳,等.国内外无患子属种质资源研究

研究与开发,2008(20):81-83.

福建林学院学报,2009,29(1):23-27.

理化性质研究[J].西部林业科学,2020,49(4):22-28.
进展[J].世界林业研究,2017,30(6):12-18.

[6] 洪滔,郭妍,吴承祯,等.杉木种源选择的投影寻踪法应用[J].
林业科学,2008(3):56-61.

渊责任编辑院叶丽娜冤

Analysis of Different Economic Characters and Division of Provenances
about 20 Sapindus Mukorossi Gaertn爷s Provenances
LI Baoyin1, ZHOU Yang1, ZHOU Junxin2, XUE Ting1, CHANG Yunni1
(1.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0曰

2. 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y College, Nanping, Fujian 353000)

Abstract:

The results of afforestation experiments of 20 Sapindus Mukorossi Gaertn provenance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provenances in five economic characters, such as yield per unit area, peel rate, 100-fruit weight, total saponin

content in peel and oil content in kernel. 20 provenances of Sapindus Mukorossi Gaertn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provenance regions that
were the excellent provenance, the available provenance, the general provenance and the unsuitable provenance by MSM-PP with cluster

analysis. The average performance of yield per unit area, 100-fruit weight, peel rate, total saponin content in peel and oil content in kernel
of four selected excellent provenances, such as GX01, GX03, GD01 and GD02,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overall average level of the
tested population, the genetic gains reached 18.34%, 9.89%, 10.23%, 9.83% and 7.05%, and showed good selection effect.

Key words: sapindus mukorossi gaertn; excellent provenance; improved projection pursuit technique; cluster analysis; genetic 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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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地域背景下青绿山水画
课程教学改革策略探讨
陈

领

渊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艺术教育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7冤

摘 要院中国山水画是高校中国画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袁目前福建高校山水画教学趋于僵化袁教学成果不佳袁因此
改革势在必行遥 以地理地貌及地域文化为背景袁以青绿山水画为载体袁注重对本土地域特征的表现袁对当下福建高校山水
画教学进行考量遥 应深挖本土文化袁努力提高师生的美术素养和学习能力袁培养创新精神袁增强对福建民居文化艺术的自
豪感和自信心袁实现高校美术教育中对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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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水画是高校中国画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袁

本土地域文化袁地型地貌特征遥 毫无疑问袁在福建高校

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有效途径袁更是运用中国

山水画教学中设置青绿山水画科是为最佳契合点遥 这

传统笔墨语言表达自然袁架构起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

既符合时代尧符合本土尧更符合山水画个性表达的当

及表现当下的一种方式遥 目前福建各高校的山水画教

下需求遥

学袁教学内容多为临摹传统袁然后再将传统山水样式
与陈陈相因的符号语言套用到写生中去遥 据考察福建
当下的高校的山水画教学大都沿用此类模式遥 这种泛

一尧福建地域背景下青绿山水画教学改革
条件得天独厚

泛的教学既不利于学生发挥艺术潜能袁更不利于学生
深入掌握该课程的要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和精神

中国青绿山水画在福建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成条

内涵遥 其结果是学生创作的作品笔墨程式僵化袁既无

件遥 青绿是福建的固有色遥 福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袁

鲜活感也缺乏时代气息遥 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传统文化

丘陵尧河谷尧盆地地形多样袁且山地尧丘陵占全省总面

的精髓袁它的传统积淀是经过一代代画人巨匠观察自

积的 80%以上袁素有野八山一水一分田冶之称遥 福建属

然尧体验生活袁进而创造新的皴法袁新的笔墨程式而形

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袁阳光充足且雨量充沛遥 这

成的遥 没有创造哪来的传统钥 山水画不是非物质文化

种气候条件使福建常年保持温暖而湿润袁也有利于植

遗产袁它不仅需要传承袁更需要创造遥 因此袁福建高校

物的生长遥 福建的森林覆盖率占 66.8%袁居全国第一袁

山水画教学的课程设置应更科学尧理性尧细致袁立足于
收稿日期院2021-07-30
基金项目院2020 年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
目渊社科类冤渊JAS20605冤遥
作者简介院陈领渊1982-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美术
创作尧美术教育研究遥

此地四季的色彩变化并不明显袁四季常青遥 毛主席在
叶渔家傲窑反第二次大野围剿冶曳诗中的野赣水苍茫闽山
碧冶袁用野碧冶字点明了福建的地貌特征遥 绿水青山可谓

是福建的固有色袁而福建地域的这种色彩特征正可为
福建青绿山水画创作以及高校青绿山水画教学提供
丰厚的自然资源遥

陈 领院福建地域背景下青绿山水画课程教学改革策略探讨

窑 91 窑

除此之外袁与自然环境相应的民居是福建高校青

力于以青绿山水的形式表现福建地貌遥 其后林容生尧

绿山水画教学必不可少的人文要素遥 民居不仅仅是人

杨挺尧江松尧郑征泉等延续了这一表现方式遥 但林容生

们遮风挡雨的居所袁更是承载着人们的精神与理想的

以一种更为典型的尧当代的艺术手法去表现八闽大地

空间遥 野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袁直接构成区域的人

的山山水水遥 他的画风个人面貌新颖而独特袁工中带

文结构体系遥 文化的生成与变迁袁都离不开地理环境

写袁色彩亮丽袁精致而不乏抒情的笔调使他在全国画

与人文环境的种种限制袁限制也提供发展的机会与相

坛独树一帜遥 受林容生的影响袁年轻一代又出现了杨

应的途径遥 冶 [1]福建背山面海袁境内多山袁水系众多遥 山

玉泉尧张秋桔尧吴建福尧陈端等的画家群体袁他们大都

河将福建人分隔为多个相对独立的小型文化区位遥 福

努力探索以青绿山水画的形式来表现福建风貌与地

建人多从中原迁徙而来袁其民居既保存了中原地区的

域文化遥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与探索袁福建成为青绿山

建筑特征尧建筑理念袁又融合了当地的地理尧材料便

水画创作大省袁在全国山水画坛占有重要位置遥 这样

利袁因地制宜遥 建筑类型多种多样袁风格各异袁区域建

的艺术生态无疑对引导学生尝试表现福建地域景观袁

筑特色十分显著遥 如位于福州的三坊七巷被称为明清

形成个性化艺术表达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遥 通过对福

建筑的活化石袁是明清两代文豪巨贾的聚居地袁其建

建地域性山水画表现形式的学习也会让学生尝试将

筑多以气势恢宏尧端庄典雅的大夫第尧尚书第尧九厅十

自己对家乡的认识和感知表达到作品当中袁通过作品

八井等大型府第著称遥 徽派建筑的白墙黑瓦尧石板深

表达野我冶对家乡的爱遥 因此袁对福建地域背景下中国

巷在此地演绎得淋漓尽致遥 风火墙鳞次栉比袁从高空

山水画课程的教学改革也是践行文化自信的有效途

俯视袁犹如黑色波浪袁高低起伏袁蔚为壮观遥 闽南沿海

径遥

地区房屋一般相对低矮袁建筑多取材于花岗岩袁因其

总之袁福建地域多样的地形地貌尧结构造型不仅

重量可以抵御台风侵袭遥 闽南红砖厝融合了中原传统

孕育了丰富的民居类型和不同的地区文化袁还造就了

文化尧闽越文化和海洋文化而独具一格袁色彩艳丽的

福建青绿山水画家群体的出现遥 野一方面袁福建中国山

红砖红瓦袁造型夸张的燕尾脊袁显得张扬而富有装饰

水画画风的形成离不开地域人文景观的滋养遥 另一方

性曰闽东尧及闽北山区则以当地盛产的杉木作为其民

面袁福建画家用山水画的表现形式将八闽大地人文景

居建筑的主要材料曰而生活在闽西南的客家居住空间

观的耶美爷典型化袁在提高了人们对耶美爷的认识的同

则是以稻草尧泥土尧红糖尧糯米等为原料筑成的土楼袁

时袁也为勾起人们的乡愁袁增强人们对乡土家园的保

方圆错落尧形式独特袁是福建人引以为豪的民居中的

护意识遥 冶 [2]艺术作品可能无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袁但

瑰宝遥 不同的材料所构造的民居自然在造型上有所差

可以在审美的同时提供对这个时代和生活的思考袁这

异袁这无疑也为福建的青绿山水画教学提供了丰厚的

是艺术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袁也为青绿山水画改革

自然环境资源遥

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丰富素材遥

福建地处东南一隅袁远离政治文化中心遥 因此袁宋
元以后水墨意笔绘画在闽地并不是压倒性地占据画
坛袁而是形成意笔与工笔并重的艺术生态遥 明清两代

二尧福建地域背景下青绿山水画课程教学
改革的方法与途径

福建的宫廷画家数量都占据很大的比重袁如在明代约
103 位的宫廷画家中袁闽籍者便占有 20 席之多遥 福建

历史上出现过吴彬尧李在尧林纾等山水画等名家袁但这

渊一冤收集资料尧增强见识加深对福建地理与地域
文化的认知

些画家尽管出生于福建却多在青年时期移居他乡袁所

山水画的创作内容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遥 自

以他们并没有形成强烈的表现闽地的画风遥 直到上个

然景观指的是自然的山水地貌中的山石尧树木尧云水

世纪八十年代袁随着乡土运动的开展袁杨启舆开始着

等遥 而人文景观则指山水画中的点景袁包括人物尧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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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阁尧舟楫尧路桥等遥 随着时代的发展袁山水画的表现

文化遥

的多元化袁人文景观已不仅仅是点景袁有时更成为主

2.线描与敷色训练

体遥 城市山林作为当代山水画的一种形式越来越被认

作为造型艺术袁线描是中国画的基础遥 青绿山水

可遥 因此袁表现福建地域的山水袁除了必须了解这一地

画线描的练习可以有多种途径袁但总结起来无非是一

域的自然地理地貌特征以外袁还要对当地的人文景观

手伸向传统袁一手伸向自然遥 说起传统袁人们首先会想

有所认知遥 在教学中袁教师可以通过视频尧图片尧文字

到与青绿山水画相关的作品袁如唐代展子虔的叶游春

等方式多维度地向学生展示福建的自然地貌和多元

图曳尧宋代王希孟的叶千里江山图曳尧元代钱选的叶山居

化的福建民居遥 同时可以多带学生到土楼尧红砖厝等

图曳噎噎袁却很少人会将水墨意笔山水作为直接的学

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袁了解地域文化与这

习对象遥 但在山水画历史长河中袁唐宋以后青绿山水

些当地居住空间的关系袁了解民居背后的故事遥 还可

画日渐衰微袁水墨山水几乎独占鳌头遥 同是山水画学

以以野表现家乡冶野我最喜欢的福建冶为主题设计教学

科袁青绿山水与水墨山水只是表现手法与敷色方式的

鼓励学生利用外出采风的课程或者假期回乡的机会袁

差异而已袁所以在青绿山水画教学中我们可以选择一

或者通过互联网平台收集与地域文化相关的图片尧文

些线条或边缘清晰的水墨山水画家袁如渐江尧龚贤等

字资料袁教师在教学中帮助学生进行梳理曰使学生在

人的作品作为青绿山水画的线描训练范本遥 这样更有

了解福建各地区的文化尧地理差异的同时实现对福建

利于训练学生的造型能力与画面转化与把控能力遥 在

地域文化尧传统文化的再认知袁从而激发学生对家乡

写生的白描训练方面袁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以白描的方

的热爱袁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袁也有利于

式对景写生袁写生时注重结构的表达遥 同时袁可以对学

学生更好地理解福建青绿山水作品在所具有的意涵遥

生专题训练袁如通过现场或图片资料对某一种类型的

渊二冤学习青绿山水的方法与途径

树写生袁要求学生以白描的方式对树形尧树叶尧树干进

1.熟悉山水画史

行多种类型的表达遥

野以图带史冶进行横向比较与延展熟悉美术史是

在敷色的训练上可以借鉴传统的敷色技法袁如

学习青绿山水画的有效途径遥 在教学中可以将班级根

染尧涂尧冲等遥 但在色彩的运用上则可以更为开放和自

据不同的方向如云水尧山石尧树木尧点景等分为几个小

由遥 传统以青绿为主色调的青绿山水画虽然亮丽袁但

组袁每一组成员分工合作袁寻找资料袁撰写文字研究遥

始终过于单调袁也容易雷同遥 在这个全球化背景下袁中

通过这样的措施让学生主动去比较不同时期山水画

国人的视角已大大超出传统视域遥 西画丰富的色彩完

语言与图式的演变以及当代画家是如何完成对传统

全可以为当代青绿山水画所用遥 当然袁国人单纯而丰

的继承与变革遥 要求每组将收集到的资料汇总尧整理

富的色彩观是要保持的袁否则青绿山水便会变得不中

并制作成课件选代表上台展示该组的研究成果袁作为

不洋了遥 在对学生的色彩训练中教师可以设定主题遥

教师评价的依据遥 这一教学方法的优势在于让学生主

围绕主题赋色袁要求学生在白描画本上进行二至三组

动学习和比较山水画图像语言袁而不是被动去记忆美

的色彩搭配训练遥

术史知识袁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对图像的学术研究能

3.构图训练

力遥 在对青绿山水画史教学当中还应该结合之前收集

构图训练是山水画教学的重要环节遥 在前期实践

的资料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与本土地貌相契合的山水

教学中袁要求学生寻找自己喜欢的传统经典作品进行

画类型和创作方法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遥 并对具有代

变体练习遥 如将一副竖式的立轴通过拉伸尧变形袁转变

表性的闽籍青绿山水画家袁如杨启舆尧林容生等人的

为一幅内容相同的横幅作品遥 在这种练习中学生必须

作品进行重点剖析遥 研究这些画家是如何运用青绿山

将竖式的山石和画面空间拉伸为扁平的空间结构袁这

水画表现福建地域风貌袁研究作品背后所蕴含的地域

就要求学生对景物进行增减袁培养学生自由造型的能

陈 领院福建地域背景下青绿山水画课程教学改革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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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遥 这种变体训练的另一种方法是选取一幅古代山水

水画课程教学改革袁着眼于福建这一特定地域袁探索

画作品的局部进行拉伸变形训练遥 在这一练习中要求

该区域高校山水画课程教学的可行性袁既不是撇开过

学生选取一幅古代山水画的局部袁通过拉伸尧变形和

去的经验只谈创新袁也不是抓了创新丢了传统技法的

补充袁使之成为一幅完整的山水画袁要求画面包括近

选择袁而是理论与实践尧传统与当代尧学术知识与地域

景尧中景和远景的空间关系遥

元素的融合遥 而符合福建地域的山水画教学便是以青

在中期实践教学中袁引导学生根据收集的自己喜

绿山水画的创作技法表现福建地域风貌遥

欢的图片或实景写生遥 要求学生对同一场景作变形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指

构图训练袁如要突出某一主题袁某一主体可以对其进

出院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袁是涵

行夸张和强化袁同时应注意黑白灰与造型的关系遥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袁也是我们在世界

在后期教学实践中袁应结合前期和中期阶段所掌
握的基本技法袁进行小尺幅的青绿山水画创作袁要求

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遥 冶 [4]本文对福建地

域背景下中国山水画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是基于福

突出表现对象的福建地域特点遥 通过这样的练习让学

建地域多样的地形地貌和不同的地区文化袁在野本土

生了解尧 认识艺术创作规律及青绿山水画对传播尧弘

挖掘寅多样融合寅个性结合寅建构创造冶的理念指导

扬民族文化的作用和意义袁建立学生的野我冶也能为家

下袁探讨理论与实践尧历史与现实尧传统与当地尧西方

乡文化传承添砖加瓦的信心袁树立传承尧发扬民族文

构成元素相融合的方式方法袁探究继承传统艺术与传

化的理想遥

承地域文化的多种途径和有效手段遥 通过对历代福建

4.改变固有的教学评价模式

画家尤其是福建山水画家在艺术上做出的探索和努

学生的学习成果展现形式不再只是对传统中国

力进行比较分析袁使学生实现对福建地域文化尧传统

山水画的临摹作品袁还可以是对现当代福建青绿山水

文化的再认知袁也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尧再生提

画的案例分析尧 实地的地域文化调研和小幅作品创

供了基本途径遥 高校的美术教育需要承担起传承本地

作遥 在教学评价上改变以往单纯以学生作品掌握技法

区美术文化的历史重任袁这也是满足福建中国山水传

程度的高低来评定分数的高低袁着眼于学生在自主实

统文化资源传承的需要遥

践过程中的综合表现袁注重学生对不同地域文化的个
体感受和个性化的绘画语言表现相结合遥

三尧福建地域背景下青绿山水画课程教学
改革的意义

四尧结语
总体来说袁对福建地域背景下山水画课程的教学
改革袁应当从分析福建山水画发展的历史尧文化因素
以及创新与探索出发袁结合福建的地域特点袁运用图

法国 19 世纪著名哲学家丹纳在叶艺术哲学曳中阐

式结构尧笔墨分析的方法袁引导学生用心去感受传统

述了艺术的发展取决于种族尧时代与环境三大要素遥 [3]

青绿山水的美与家乡自然山水美的不同袁去创造自己

这里的野环境冶不仅包括气候条件尧地理地貌等自然因

对青绿山水个性化的理解遥 同时通过野地区主题冶式的

素袁同时也指风俗文化尧社会思想等社会环境遥 学生对

综合美术活动袁 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美术课程资

地方文化的学习尧体验与认知袁将直接影响他们的艺

源遥 学生在对地方文化尧艺术尧生活的认知尧感悟尧理

术创作遥 因此袁福建艺术实践应注重其所处的本土环

解尧探究与创造表现等综合美术活动中袁引导学生关

境袁同样袁福建高校艺术实践课程也要对本土的自然

注福建民居文化袁 深入挖掘福建民居的文化价值尧艺

环境和文化环境基于更多的关注遥 否则袁其课程教学

术价值尧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袁让福建民居文化得以

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遥 所以袁对于福建高校中国山

更好的传承与创新遥 这种植根本土文化的美术教学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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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更好地逐渐培养教师及学生的美术素养和学习
能力袁培养创新精神袁增强对福建民居文化艺术的自
豪感和热爱之情袁实现高校美术教育中对地方文化的

[2] 吴建福.叠翠东南院地域文化视角下的福建当代青绿山水画
派 [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渊哲学社会科学版冤,2017渊3冤:162.

[3] 丹纳.艺术哲学[M]. 傅雷,译.北京院生活窑读书窑新知三联书
店,2016.

传承与创新遥

[4] 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
代的优秀作品[N].人民日报.2014-1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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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Research of Chinese Green Landscape Painting Teaching
Against the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of Fujian
CHEN Ling

渊School of Art Education, Fujian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7冤

Abstract: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eaching content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at colleges and univer鄄

sities. Currently, landscape painting teaching arou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Fujian has been rigidified and the positive teaching re鄄
sults are minimal, hence the reforms are clearly in order. This article uses the geographical landform and regional culture as the back鄄
ground, takes a deeper look in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Fujian. Green landscape paint鄄

ing should be the base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display. This article will dive deep into the native culture, find ways to impro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skills in terms of art literacy, cultivate creative spirit, which leads to an enhancement of self-confidence when it comes to
culture of Fujian domestic architecture as well as the transmission and innovation of native culture in art education for colleges and uni鄄
versities.

Key words: Fujian; Chinese green landscape painting; teaching reform

第 41 卷 第 1 期

武夷学院学报

圆园22 年 1 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灾燥造援41 晕燥援1
Jan. 圆园22

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
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张新峰
渊高等教育出版社 思想政治教育事业部袁 北京 100029冤

摘

要院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新时期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遥 叶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指导纲要曳确定了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坚持育心和育德相结合尧教育与咨询相结合尧发展与预防相结合的总体工作思
路遥 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建设定位于野服务冶袁就是要集中和发挥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的集体智
慧和力量袁从教师尧学生尧学校工作三个维度提供全方位的教育尧教学和管理服务遥

关键词院平台建设曰背景与依据曰实践基础曰定位与目标曰架构与内容
中图分类号院G441

文献标识码院 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1原园095原园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院野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袁培育自尊自信尧理性平和尧积极向上的社会心
态遥 冶[1]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特别是加强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建设袁是新时期促进大学
生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遥

一尧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建设
的背景与依据
渊一冤党和国家一直对学生健康成长尧全面发展高
度重视

多年以来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稳步发展尧积极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遥 新中

推进袁但在发展中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尧新问题遥同时,

国刚一成立袁 毛泽东同志就针对当时学生的健康状

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遥

况袁明确指出院野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袁学习第二遥 冶[2]健

育人先育心袁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服务于

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袁 也是每个公民的追

学生全面发展尧健康成长袁让每个学生身心健康尧人格

求袁更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实际需要遥 习近平总书记

健全袁学会做人做事袁具备愉快工作尧幸福生活的能

指出院野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冶 [3]袁

力袁就必须加强顶层设计袁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纳
入到落实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里面来设计和推动遥
其中袁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建设袁不断
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袁是新时
期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遥

野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袁 做好心理健康知

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袁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尧心理咨
询等心理健康服务遥 冶[3]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学生的健康

成长袁心理健康教育在 2004 年中央 16 号文件里面作
为大学生全面发展尧 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写到最高层
次的文件里面袁奠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十年来的
收稿日期院2021-10-26

框架性的设计遥 在党的十八大尧十八届三中全会尧十八

作者简介院张新峰渊1964-冤袁男袁汉族袁副编审袁主要从事思

届四中全会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袁都有很多涉及到

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立德树人尧人才培养的要求遥

窑 96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2 年第 1 期

叶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曳 是指导

心理健康教育整体水平遥

高校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遥

教学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显

叶纲要曳确定了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坚持育心和育德

著优势遥 同时袁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

相结合尧教育与咨询相结合尧发展与预防相结合的总

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处设立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渊以

体工作思路袁聚焦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袁构建具有中

下简称野高教社冶冤袁这就为高教社依托专家队伍开展

国特色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遥

教育教学资源建设和教育教学资源服务提供了得天

叶纲要曳明确了四项主要任务院第一袁推进知识教

独厚的条件遥

育遥 要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全覆盖的目标袁就必

多年来袁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积极稳妥推进符

须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遥 新生要开设公共必修

合中国风格尧中国文化心理和反映中国学生特点的高

课袁对全体学生开设选修和辅修课遥 完善教材体系建

校学生心理健康测评量表的研制和网络测评工作袁取

设袁既要组织编写心理健康教育示范教材袁又要开发

得了明显的成效袁为构建中国特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建设在线课程遥 着力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

育工作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遥 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

学效果袁丰富教学手段遥 要把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结

康网络测评工作是在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的领导

合起来袁推行案例教学袁利用心理体验活动尧行为训

下进行的遥 在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练尧心理游戏等多种形式袁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遥 第

专家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袁高等教育出版社承办了网

二袁开展宣传活动遥 要不断增强心理健康教育吸引力

络测评的组织尧协调尧教师培训以及网络测评平台的

和感染力袁主动占领网络心理健康教育新阵地袁强化

运营尧维护等工作袁7 年多来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遥推广

家校育人合力遥 其中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门户网站尧

使用中国特色尧本土化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是

平台尧 客户端等媒介的建设是这项工作的重要内容遥

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袁 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调试和完

第三袁强化咨询服务遥 要设立积极心理体验中心尧心理

善袁也需要更加注重科学化和准确性遥 随着这项工作

发展辅导室尧团体活动室等袁注重因材施教尧分类引

的深入袁迫切需要工作平台的支撑遥

导遥 第四袁加强预防干预遥 要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测评的
覆盖面和科学性袁完善心理测评方式袁优化量表选用袁
畅通心理危机转介绿色通道遥

二尧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建设
的定位和目标

渊二冤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 建设的实
践基础
当前袁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存在着各地区尧

渊一冤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建设的定位
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由教育部思想

各学校发展不均衡以及时效性和针对性不足等问题袁

政治工作司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

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化尧规范化尚未落到实处遥 部分高

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主办尧高等教育出版社承办遥 野大学

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到

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建设定位于野服务冶袁就是

位袁工作队伍不健全袁相当一部分心理健康教师是野非

要在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的领导下袁集中和发挥心

正规军冶袁工作的方式方法和载体尧途径不能适应形势

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的集体智慧和力量袁

发展和学生需要遥 心理健康教育的法律法规尧政策制

从教师尧学生尧学校工作三个维度上提供全方位的教

度还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遥 这些问题的存在袁一定程

育尧教学和管理服务遥 平台的建设要体现指导性尧专业

度上制约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遥

性尧互动性尧体验性遥

因此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要加强顶层设

渊二冤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建设的目标

计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

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建设的总目标院

系尧制度体系尧理论体系袁创新工作载体袁深入推动大

为野大学生心理健康冶课程教师提供完整的个性化的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化尧科学化建设袁提升大学生

教学资源及完整的适用于教学的解决方案尧 教学模

张新峰院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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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尧科研交流园地曰为学生学习课程和心理健康知识

资源库和在线课堂两大部分遥 教学资源库就是建设以

提供形式多样尧内涵丰富尧喜闻乐见的心理健康教育

教学资源集成为基础的尧涵盖课程全部教学环节的教

内容袁引导大学生善待自我尧关爱自我袁感恩他人尧感

学资源袁为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教师提供优质的

恩社会袁服务学生健康成长曰为全国高校心理咨询中

教学服务遥 按照整体设计尧分步实施的原则袁逐步建成

心提供准确尧快捷的政策及信息服务袁提供符合实际

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不可或缺的资源共享

工作内容的心理咨询中心工作平台袁着力提高日常学

网络平台遥 该教学资源库分为教学设计库尧典型案例

生心理健康工作的效率遥

库尧参考资料库尧原著导读库尧心理测试库尧团体训练

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建设的子目标

包括信息发布系统尧教学资源系统尧心理健康测评系

库尧习题库尧图片库 8 个子库遥

在线课堂包括示范教学录像尧 慕课和微课程袁全

统尧面对面心理咨询服务系统尧心理体验空间尧教师培

部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委托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训系统尧教学评估评价系统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项

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和一些优秀教师

督察系统尧心理咨询中心工作平台等遥

制作完成遥 目的是建设心理健康数字化课程袁为教师
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尧移动学习提供资源支撑遥

三尧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建设
的内容

模块六尧培训遥 该模块内容紧密配合教育部思想
政治工作司和各地教委组织的教师分层分类专题培
训工作袁包括大学生心理健康网络测评系统的培训工

从平台建设的定位和目标出发袁平台建设的主要

作袁充分发挥网络培训快捷尧覆盖面大尧环境安全的优

内容应该包括以下 9 个模块院

势袁建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子平台遥

模块一尧信息直通车遥 该模块内容紧密配合教育

模块七尧评价遥 该模块内容主要是建立大学生心

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

理健康教学网络评估尧评价系统袁建设野大学生心理健

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的相关工作袁在平台上搭建

康冶课精彩教案评审平台遥

信息发布系统袁并建立信息反馈机制袁使工作指令上
传下达尧信息交流通畅无阻遥

模块八尧督导遥 该模块内容主要是依靠教育部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的力

模块二尧数据中心遥 该模块内容紧密围绕大学生

量袁搭建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建设的管理尧督导系统和大

心理健康筛查量表的实测工作袁搭建大学生心理健康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项督察系统袁 从而实现与

网络测评数据的收集尧筛查尧分析尧管理的子平台袁并

985 高校 100 多位高校心理咨询中心主任的互动遥

不断提高和完善其准确性尧 便利性及运行的安全性遥

模块九尧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工作平台遥 高校心理

目前运行的野大学生心理健康网络测评系统冶可纳入

咨询中心工作平台的建设紧密结合各高校心理健康

该模块遥

咨询中心的实际工作内容和流程袁为高校日常的学生

模块三尧心理面对面遥 该模块开辟两条通道院专家

心理健康辅导尧咨询等工作提供完整的标准化的解决

与学生的网上心理咨询互动系统和专家与教师尧辅导

方案和途径遥 把该平台定制安装到学校的网络系统

员的网上心理咨询指导互动系统遥

后袁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实际工作可以通过平台来进

设立该模块的目的就是要着力建设网上面对面

行袁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袁为学校节约了大量

心理咨询服务平台袁突出平台的互动性袁使心理咨询

的人力成本袁从而有效解决了高校中普遍存在的从事

工作规范化尧常态化遥

学生心理健康辅导尧咨询的教师短缺等问题曰高校通

模块四尧体验室遥 该模块内容面对大学生的实际

过使用平台提供的经过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

需求袁开辟网上心理体验空间袁设立心理自测试系统

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和一线优秀教师审

和心理游戏体验系统遥

定的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尧模式袁可以迅速提高工作的

模块五尧教学和学习资源遥 该模块内容分为教学

质量和规模遥 该平台的建设可以为教育部思想政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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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司的野心理健康教育立标准尧建机制尧提质量尧促发
展冶工作提供有益的尝试遥
下面是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工作平台简要说明图袁
见图 1 及其续图渊图 2冤以及图 3遥

该平台既是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的
子平台袁在系统中发挥作用曰又可以单独定制安装到
学校的网络系统中袁体现其使用价值遥
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的建设袁既是加

强顶层设计尧统筹布局推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必然要求袁也是适应新媒体时代改进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方式和手段的实际需要遥 新媒体改变了心理健
康教育手段单一的状况袁教育者能够通过多种形式对
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4]遥 利用新媒体技术建立完善
的网络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袁实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全员覆盖袁全面提升高
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遥 因此袁大学生网络心理健
康教育体系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的最新
组成部分遥 网络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包括心理健康教育
图 1 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工作平台渊管理端冤

Fig. 1 Working platform for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center (Management End)

网站尧App尧微信公众号等袁这些载体的功能都可在野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上运行和体现遥
新时代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把握新媒体
发展的重要机遇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尧舆论导向尧价
值取向袁从理念尧内容尧形式尧方法尧手段等方面入手袁
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新应用袁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综合创新发展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袁需要我们具备科学发展的眼光尧高度负责的态度
和求真务实的理念遥 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平台冶

的建设是对野更好地服务和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
图 2 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工作平台渊管理端冤

Fig. 2 Working platform for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center (Management End)

作创新发展冶工作的有益探索和实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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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时代高校外语教师身份认同变迁研究
张云清
(福建农林大学 国际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0冤

摘 要院现代信息技术推动高校教育信息化变革以及教师的身份认同变化遥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袁以 10 名高

校外语教师为调查对象袁探究高校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变迁遥 研究发现袁高校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变迁表现在教师教学尧

教师信念尧教师体验以及师生交互四个方面袁同时呈现野教师为中心冶向野学生为中心冶袁未来向野学习为中心冶转变的认同
变迁轨迹遥

关键词院教育信息化曰外语教师曰身份认同曰变迁曰轨迹
中图分类号院G40-012

文献标识码院 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1原园099原园6
然而对信息化教育变革下高校外语教师认同变化轨

一尧研究的缘起

迹的研究袁国内外均较少见遥 实际上袁教师身份认同的
变化袁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袁呈现动态性遥 它对教师的教

教育信息化时代袁当前信息化教学的研究多关注

学改革动力及投入产生影响袁由此影响信息化教育改

学习者需求与体验[1]袁尤其是学习者的动机尧参与完成

革的质量遥 本研究拟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袁以教育信

度尧评价方法以及满意度的研究遥 而为数不多的教师

息化变革为背景袁 探究高校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变

研究袁着重探讨教师的教学动机尧教学设计以及教师

迁遥 具体研究问题为院

发展[2]遥 教师认同研究袁是教师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袁

渊1冤信息化教育变革实践下高校外语教师的身份

国内外研究主要涉及 3 个方面院1冤 教师认同的阶段

认同会产生怎样的变迁钥

球化教育变革环境导致语言教师的情感矛盾尧认同冲

迹钥

性袁如新手教师的认同发展 [3]曰2冤教师认同冲突袁如全
突袁从而引起外语教师专业认同再建构 [4]曰3冤角色变
化袁主要关注教育变革中的角色变迁袁特别是近年来

渊2冤高校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变迁呈现怎样的轨

二尧理论依据

随着慕课尧翻转课堂尧混合学习在外语教育领域的推
广袁随之相应的教师角色研究增多遥 如项正娟指出慕

渊一冤身份认同

课时代教师角色应从野定向者冶变为野导航者冶 [5]袁李海

野认同冶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袁人们用

伦等定位和构建了网络辅助外语教学中教师的角色 遥
[6]

收稿日期院2021-08-02
基金项目院福 建 省 教 育 科 学 野 十 三 五 冶 规 划 重 点 项 目

渊2019CG0096冤曰2020 年福建农林大学本科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渊111420043冤遥

作者简介院张云清渊1976-冤袁女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信息
化外语教育和教师发展研究遥

它探讨野变化中的永恒冶以及野多样化中的统一冶之类

的哲学问题袁通常指对野我是谁冶等问题的认识和理
解遥 早期学者倾向于把认同看作不受外界环境和经验
影响的一元尧统一且稳定的本质曰而当代学者倾向于
从建构视角看待认同袁 将其视为一个动态尧 互动尧持
续尧与个人的社会经历相关的过程[7]遥 教师身份认同既

包括基于教师自身的实践经验和个人背景的专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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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认渊即个体自我冤袁也包括社会对教师的角色期望

表 1 研究对象的背景信息

渊即社会自我冤袁是二者的统一体遥 它受环境影响袁呈实

Tab.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践性尧多元性尧矛盾性以及动态性等特点[8]遥
渊二冤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主要来源于前苏联心理学家 Vy鄄

gotsky 对儿童心理与发展的研究袁 该理论认为语言符
号具有社会属性袁语言学习就是认知过程和社会活动

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现象遥 基于该理论袁van Lier 提出从
生态学视角研究高等教育遥 他指出给养是野一个人采
取行动时可以获得的东西冶[9]遥 换言之袁指环境给行事

者所提供的机会和可能性袁包括国家尧社会以及机构
环境遥 它有 5 大特征院野关系冶野可能性冶野机会冶野直接/

即时冶和野互动冶袁个人对给养的认识受参与的活动影

A
B
C
D
E
G
H
I
K
L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48
50
43
36
36
33
39
32
36
31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助教
助教

浙江省
福建省
福建省
云南省
广西省
四川省
云南省
山东省
云南省
云南省

民办
重点公立
重点公立
普通民办
普通公立
普通公立
重点公立
普通公立
普通民办
重点公立

英语专业
英语专业
非英语专业
英语专业
非英语专业
非英语专业
非英语专业
英语专业
非英语专业
英语专业

渊二冤数据收集与分析
2019 年 8 月和 2020 年 4 月袁对 10 名研究对象进

行半结构式访谈袁了解他们在信息化教学改革中的认

响遥 此外袁Edwards 和 Burns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袁

同变迁情况遥 通过 3-5 次深度访谈袁收集教师在信息

的认识袁以及个人在认同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10]遥 国

其次袁采用文本分析法袁收集研究对象的教学日历尧教

同袁如严天欣和杨敏渊2020冤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探讨

件尧规章制度等遥 第三袁采用观察法袁对 2 位福建研究

认同是个人对自我的认识袁个人感知到的社会对个人
内有不少学者用社会文化理论研究外语教师身份认

海外留学经历对 5 位英语教师的认同影响 遥 本研究
[11]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袁并结合扎根理论袁探究外语教师
在参与信息化教育变革前尧中尧后的身份认同变迁遥

化教育改革前尧中尧后的所思尧所想尧所学尧所做尧所得遥
案讲义尧教学评价尧教学反思以及所在高校的政策文
对象的线上和线下课堂进行观察遥线下课堂袁进行 1-2
小时非参与式课堂观察袁了解教师授课方法尧教学活

动尧师生互动尧信息技术应用曰线上课堂袁以学习者身
份注册登录袁观察教师线上教学行为以及线上教学资

三尧研究方法

源等遥 观察法以及文本分析法旨在对访谈数据进行对
比袁以此达到三角验证目的遥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法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遥

对于质化数据袁我们分 3 个阶段进行分析院1)与数

渊一冤研究对象

据收集同时进行访谈资料的转写和整理曰2) 汇总访

以中国 6 省 9 所高校的 10 名外语教师为研究对

谈尧观察和文本数据袁采用内容分析法袁进行梳理尧分

象袁他们与采访者均为一个网络学习共同体下的学习

类尧分析以及总结概括曰3) 依据扎根理论袁对数据进行

伙伴遥 研究对象包括公立和民办高校尧重点和普通本

三级编码[12]袁分析数据与数据尧数据与代码尧代码与类

科院校袁涉及东西南北不同省份袁英语专业与非英语

属尧类属与概念之间的关联遥 一级编码呈现本土原始

专业授课教师各占一半遥 抽样策略主要采用分层目的

数据袁如野最近几年的教学一直学习尝试进行信息化

性抽样袁即根据外语教师的职称以及性别袁抽取代表

教育袁过程当然比较曲折袁从认识上的畏难情绪尧到尝

性研究对象遥 所有研究对象必须有主持或参与信息化

试使用尧到现在离不开袁感觉信息化参与教学是大势

教育改革经历袁或有至少一学期以上慕课建设及开展

所趋袁使课堂的概念更加宽泛冶遥 二级编码对数据进行

翻转课堂尧混合式教学等信息化教学改革经历遥 因涉

对比尧凝练袁找出类属袁最终把认同变迁归纳为 4 类院

及个人隐私袁本研究的受访对象均以字母替代袁具体
信息如表 1院

教师教学尧教师体验尧教师信念尧师生交互遥 三级编码
对二级类属以及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化提升袁最终
确定核心范畴院野以教师为中心冶野以学生为中心冶以及
野以学习为中心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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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袁 由于外语教师积极参与信息化教

学袁他们的教学设计尧资源和评价改变较多袁但同时压
力增大遥 借助信息技术袁教师在考勤尧作业尧学情分析

渊一冤 信息化教育改革实践下高校外语教师身份
认同的变迁
研究发现访谈的 9 所高校具有国家级慕课和省

和学习效果等方面均有较好的体验遥 他们的信念提
升袁表现在信息化教学的自信心增强尧改革动力提升尧
科研成果增多尧教学竞赛以及各类金课建设参与度增

级慕课建设袁并在爱课程尧学堂在线尧智慧树尧超星泛

高尧主动学习的意愿提升遥 这些变化充分体现了社会

雅尧中国高校外语慕课平台等多个平台开课袁受访教

文化理论中的 5 个基本特征院关系尧互动尧机会尧可能

师均能熟练运用雨课堂尧微信小程序尧创课尧钉钉尧学
习通等 app 开展在线教学或者混合式教学遥 尤其是疫

性和即时遥 信息化教育变革中教师与学校尧社会以及

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尧师生间的互动频次增加尧

情期间袁几乎每位教师成为野主播冶遥 基于访谈尧观察以

交互模式多元尧交互效果明显袁信息化对外语教师个

及文本数据袁高校外语教师参与信息化教学后袁在如

人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尧带来的机会以及信息技术支

下 4 个方面产生变化院
表 2 高校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变化
Tab.2 Change of teacher identity in higher education

1

1冤教学设计院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尧设计混合式
教学和在线教学尧实施多元化教学手段尧依据外
语课程特点设计在线教学活动曰
2冤教学资源院精品慕课成为备课资源袁在线教学
教师
培训成为教学技能提升资源袁 在线学术会议成
教学
为教学理论提升资源曰
3冤教学评价院熟悉慕课平台尧直播平台和考试平
台尧开展大数据分析和信息化即时教学评价曰
4冤教学压力院备课量增加尧备课时间增多遥

2

1冤出勤频率院信息化教学较好把握学生出勤完
成率曰
2冤作业完成院作业率直观呈现尧自动批改功能提
教师 高批改效率曰
体验 3冤学情分析院在线问卷尧投票以及词云分析助力
对学生学习态度尧学习方法尧学习要点的了解曰
4冤学习效果院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袁不敢发言同
学逐渐在平台回复发言遥

3

1冤信息化教学的自信心增强曰
2冤信息化教学改革的动力提升曰
3冤信息化教学反思的频率增高曰
教师 4冤信息化教学的科研成果增多曰
信念 5冤信息化教学竞赛的参与度增加袁如微课大赛曰
6冤主动学习信息化工具尧了解信息化操作原理尧
提升信息化素养曰
7冤五大金课建设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增高遥

4

1冤在线交互的模式多元院如论坛尧平台尧聊天软
件曰
师生 2冤在线交互的频次增加袁促使学生学习体验感
交互 提升曰
3冤在线交互的效果提升袁如通过交互拓展学生
信息渠道袁解决学习困难遥

持下的即时教学评价等特征袁是教师与环境相互对话
的结果遥 国家尧社会以及学校政策等外部环境的给养袁
教师对信息化能力的认知等内部环境的给养袁都影响
了教师身份认同的变迁遥
(二)信息化教育变革下高校外语教师身份认同变
迁的轨迹
围绕野信息化教育改革前袁对信息化教学有怎样
的认识钥 冶野参与信息化教育变革后袁对信息化教学有
怎样的认识钥 冶袁以及野未来您对信息化教学有怎样的

期待和行动钥 冶这 3 个访谈问题袁并结合文本和观察数

据袁结果发现外语教师的身份认同呈现 3 种变化轨迹
渊见图 1冤遥

图 1 高校外语教师的认同变化轨迹

Fig.1 Trajectory of teacher identity in higher education

1.以教师为中心

信息化教学改革前袁传统外语教师多数充当野语
言讲解者冶野语言示范者冶袁 他们扮演着单一角色遥 比
如院C 老师说院野以前觉得老师就是备下课袁 然后把知
识成功传递给学生冶遥 这种野传道授业冶的单能型角色
认同袁 体现了传统高校外语教师着重于语言技能教
学曰正如 D 老师袁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副教授袁指出
野以前总是认为一个好老师只要精通自己的专业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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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袁能教好书就行曰一个好学生就是上课认真听讲袁做

解放冶渊L 老师冤遥 他们开始思考信息技术的真正价值袁

好笔记袁然后考试能考的好就行冶袁而 A 老师也指出院

如 E 老师说院野希望信息技术能给学生带来正面尧积极

教学改革的袁传统的听说教学和语法教学其实也挺

技术的奴隶冶遥 更有甚者袁他们的育人情怀提升袁期望

好冶遥 因此课堂是由外语教师主导袁野学生学的好不好不

赋予学生更多的希望和自由袁比如 A 老师在被迫加入

野要不是学校给我们施加压力袁我是不会尝试信息化

就是通过老师进行审核嘛冶渊C 老师冤袁这样的认同主导

的影响袁使之成为学生学习尧生活的工具袁而不是信息

信息化教育改革浪潮后袁有了如下转变院野我意识到做

着传统外语教师袁使他们有如下的感受院中国的学生长

好教育要有一双看见未来的眼睛袁 点燃学生的希望袁

久以来习惯了传统学习方式袁以教师为中心袁他们被动

让他们能通过教育技术探索自己尧找到自己尧肯定自

学习知识袁这种方式让他们有安全感渊B 老师冤遥

己遥 我希望我能做点亮学生心中希望的老师遥 冶由此可

由此可见袁传统的外语教师持有野以教师为中心冶的
理念认同袁扮演着单能者尧评审者以及主导者的角色遥

见袁参与信息化教育改革后袁外语教师逐渐开始思考

教育的价值内涵院所谓外语教育袁不仅要帮助学生提

2.以学生为中心

高语言能力袁更要赋能于学生袁让他们借助信息技术袁

信息化教学改革中袁外语教师开始逐渐改变外语

真正实现自主学习尧合作学习袁进而培养终身学习的

教学策略袁关注教学设计尧增加教学资源尧运用多元评

能力遥 教师如同启明灯袁一言一行均能够影响学生人

价遥 他们在信息技术的给养下袁尝试进行各种教学改

生观尧价值观尧职业观的树立遥 此外袁多位外语教师也

革创新袁比如 G 教师提到院野我用任务驱动法结合翻转

感受到自我提升的重要性院野为了提高学生的外语学

课堂进行授课袁让他们合作完成学习袁并在这过程中

习体验感袁我们老师需要积极主动学习教育信息化工

引导他们遥 还增加线上拓展音视频资源袁学习更加灵

具冶渊L 老师冤袁野需要改变自己以往输出太多尧输入太少

活和放松袁让学生上课中不自觉地提高自觉性和参与

的情况袁主动探索袁深入开展专业学习冶渊D 老师冤袁野我

性遥 冶在改革实践中袁教师们也备感压力袁一位年轻的 I

希望成为一名能跟随时代步伐不停进步的外语老师冶

计师尧规划师尧辅导者尧引导者遥 我花在备课上的时间

由此可见袁经过信息化教学改革实践袁这几位教

老师说院野信息化教育改革袁让每个老师成为了一名设

渊H 老师冤遥

比以往多了 1 倍多遥 冶但是得到的回报也是巨大的袁因

师的认同产生质的飞跃遥 野以学习为中心冶袁成为野赋能

比如签到方便尧评价及时尧备课资源多尧教学效果好遥

他们不仅自我赋能袁而且赋能于学生曰不仅启智学生袁

此外袁他们对师生关系也有了新的看法袁比如 H 老师

而且启明学生遥 最终在帮助学生学习成长的道路上袁

为在实践中他们感受到了信息化给他们带来的便利袁

认为院野师生关系不应是简单的知识输出与接受关系袁

型尧启明型尧成长型冶高校外语教师袁这是他们的希望遥

获得自我发展遥

而是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袁作为指导者和合作者的角
色与之相处袁学习的主动权在学生遥 冶

五尧讨论

的教育理念认同转化为野以学生为中心冶遥 他们不再是

本研究通过扎根理论袁 以 10 名高校外语教师为

由此可见袁在信息化教学改革实践中袁外语教师

野单能型冶教师袁更注重师生之间尧生生之间的合作曰他

研究对象袁自下而上梳理外语教师在参与信息化教学

型尧合作型尧引导型冶的外语教师遥

心要要
要以学生为中心要要
要以学习为中心遥 这是循序渐

们不再以评审者的身份俯看学生袁逐渐转化为野多能
3.以学习中心

信息化教学改革后袁 众多外语教师进行反思袁他

改革前尧 中尧 后的身份认同变迁轨迹院 以教师为中
进的发展过程袁每个阶段均有 3 个维度袁后一阶段的

发展包含前一阶段的维度遥 教师在进行信息化教学改

们对信息化教学的未来充满信心袁认为这是一场课堂

革中袁根据学情尧教情尧社情袁不断调整教学策略尧创新

革命袁野课前安排学生自学 MOOC 视频袁课中着重于疑

教学模式尧提高教学质量袁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成长袁

难问题解答与互动冶渊B 老师冤袁野这为教师创造了空前

也可以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遥

张云清院教育信息化时代高校外语教师身份认同变迁研究

窑 103 窑

信息化教学改革前袁多数外语教师采用传统教学

做好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遥 这样的新型外语课堂文化不

法袁注重语言形式的操练袁课堂的权威是教师袁学生必

仅帮助学生学习成长袁而且也推动教师自我完善和发

须听从教师安排尧依赖教师尧等待教师评价[13]遥 因此在

展袁教学生活更加幸福袁生命更有价值[16]遥

以教师为中心的认同观下袁 教师是评审者和主导者袁

六尧结语

始终处于权威地位袁而学生缺乏主动性袁被动吸收知
识遥 同时对外语教师的要求偏低袁野传递语言知识和技
能冶的单能型外语教师容易成为野教书匠冶遥 然而袁当外

教师身份认同受国家尧社会尧机构以及个体认知

语教师投入信息化教学改革实践后袁他们受到了巨大

的影响袁是一个界乎个体与群体尧内因与外缘相互作

挑战袁比如院如何使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钥 如何进行有

用而动态生成的过程遥 通过参与信息化改革实践袁教

效的信息化课堂组织钥 袁等等遥 单能型外语教师未曾面

师身份认同轨迹由单一向多元转变袁由相对简单向日

对此类教育技术知识袁这种冲击的结果是野参加培训

渐复杂演化遥 本研究结果具有如下贡献院1冤为一线高

和学习冶渊A 老师冤袁同时也有些许困惑野信息化高到一

校外语教师的自主发展提供参考遥 一线高校教师通过

定程度是否会影响高校老师的饭碗?冶(G 老师冤遥 然而袁

自我反思袁了解身份认同的变迁轨迹袁从而尽快应对

在危机和压力下袁他们不断学习尧实践尧反思袁成长为

信息化教育改革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袁 重塑身份认

野多能型冶外语教师袁这意味着他们丰富了传统单能型

同袁实现自我发展曰2冤促进信息化教学改革的可持续

教师关于内容的知识尧 教学法的知识以及技术的知

性发展遥 本研究有助于提高高校外语教师的学科认

识袁进而形成了技术教学法知识尧技术内容知识以及

知尧专业认知尧信息技术认知袁从而重构教学新生态袁

教学内容知识袁从而树立起基于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推动信息化教育改革的持续发展遥

统领观念 遥而教师自我的成长袁也促使他们转变认同
[14]

观袁以野学生为中心冶袁突出学生主体地位袁转被动学习
为主动学习袁并开展线上线下合作学习遥 师生关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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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hanges of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Identity in the Ag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ZHANG Yunqi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0)

Abstract: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reform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change of teachers'
identity. Bas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aimed to study the identity changes by taking 10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s
subjects. It is found that the change of the identity presents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eacher teaching, teacher belief, teacher experienc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Meanwhile, the trajectory of identity change moves from the traditional 野teacher-centered冶 to
野student-centered冶 and in the future to 野learning-centered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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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identity; change; traj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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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nd Practi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野University Students爷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ervice Platform冶
ZHANG Xinfeng

渊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100029冤

Abstract: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he "Guiding Outline for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determines the
overall working ideas of the mental health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that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moral e鄄
ducation, education and consult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preven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ervice Platform" is positioned at "service", which is to concentrate and exert the collective wisdom and strength of the experts of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xpert steering committee to provide a full range of education,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service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eachers, students and school work.

Key words:

platform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and basis; practical basis; positioning and goals; structure and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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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视角下高教区构建路径研究
要基于筑波发展经验
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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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上世纪 60 年代袁日本政府斥巨资构建野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冶曰本世纪初袁国家层面大幅度调整筑波创新驱

动发展方向遥 目前袁筑波城已产生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袁其作为政府主导的区域创新建设的成功案例引起学者广泛关注遥
筑波城在政府主导建设尧高校领军科研尧共同培养创新人才尧政产学研协同构建区域创新集群方面对我国高教区袁特别是
京津冀一体化中河北省高教区构建尧雄安特区建设具有启发性与可鉴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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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袁野创新冶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展现与国家之
间竞争的核心因素遥2018 年 3 月袁十九大报告提出野加

一尧筑波建城背景与规划

李克强在叶政府工作报告曳中再次强调野坚持创新引领

筑波全称为野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冶袁是日本第一座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冶的重大决策部署[1]遥 2019 年 3 月袁

发展冶[2]遥 2020 年 5 月的叶政府工作报告曳中将创新与

完全由政府出资打造的国家级研究中心城市袁其中的

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冶[3]遥 作为城市发展现代化尧智能化

核心部门渊内阁府尧外务省尧总务省尧环境省尧文部科学

野区域建设冶结合袁要求野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冶野促

国立教育尧研究机构直接隶属于野一府八省冶九大政府

的产物袁 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多以科技园

省尧国土交通省尧厚生劳动省尧经济产业省尧农林水产

区尧高教区等新兴尧新型城市形式进行创新区域构建袁

省冤遥 国内 30%以上的科研机构与超过 40%的科研人

通常此类城市集高校聚集地尧 技术创新研究基地尧高
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尧创新创业人才聚集地等创新元
素于一体遥 区别于硅谷渊美国冤尧巴登符腾堡渊德国冤尧索
菲亚科技园渊法国冤等欧米发达国家创新区域的构建路

员聚集于筑波科技城袁每年该城的科研预算约占整个
日本总研究经费的 50%左右袁 故此筑波素有日本的
野头脑城冶之称遥

渊一冤筑波建城背景及发展历程

径袁 筑波是由日本政府主导规划的综合性研究学园都

筑波研究学园都市隶属茨城县袁东临霞浦湖渊日

市袁 其协同创新协同模式对我国以高教区为首的区域

本第二大湖霞浦冤袁北依筑波山渊日本名山袁素有野西有

创新城市建设与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启示借鉴作用遥

富士尧东有筑波冶之称冤袁距离东京约 60 公里袁具有得
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环境遥 60 年代袁日本经济飞速发

收稿日期院2021-07-02
基金项目院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渊SZ201076冤
阶段性成果遥
作者简介院王校羽袁渊1965-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
跨文化交际研究遥

展袁鉴于野技术引进冶与野技术改造冶袁为了进一步聚集
科研人员袁提升研究机构科研能力袁同时也缓解东京
人口压力袁日本内阁指定筑波作为东京的科技卫星城
开发打造野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冶袁将密集于东京的国家
研究机构及相关人员迁址于此遥 然而袁筑波开发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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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帆风顺袁政府投入巨资建城袁原计划十年内完

少数私人研究机构等遥 同时袁研究区方便科研人员日

成城市改造与迁徙工作渊1967 年-1977 年冤袁但进度缓

常生活袁配有住宅区尧教育机构尧医疗机构尧公园尧购物

慢袁截止于 1980 年袁仅有 43 个国家研究机构搬迁至

中心尧商务区等基础建设及娱乐文化设施遥 研究区通

此袁而且迁入的工作人员大多认为筑波的各方面条件

过南北走向主干道和若干辅路辐射过渡到周边区袁周

与东京相比有明显的差距尧自身生活质量下降袁也给

边区多为自然景观袁为保证城市整体高绿化率袁是研

家人的入学尧工作等带来极大不便袁导致部分科研人

究区面积的 10 倍左右遥 90 年代末袁日本通过野新筑波

员不愿搬迁于此袁 长期通勤往返于东京遥 直至 1985

计划冶大规模调整筑波协同创新模式袁并试图将筑波

年袁筑波承办野人类居住与科技冶主题国际科技博览会

由东京高教科研卫星城向独立体系中心城市转型遥 新

之后袁以上情况才稍有转变曰[4]1987 年袁筑波科技园区

世纪伊始袁筑波周边也开始逐步开发袁引入高新企业尧私

作为东京卫星城开始步入正轨袁形成以筑波大学及国

人智库等研究机构及相关产业网络袁借自然之势袁使其

立研究机构为中心的区域创新一体化遥 80 年代初袁筑

穿插其中袁最大程度保持原有田园风光遥 2011 年袁日本

底袁 日本政府修订的筑波城市规划袁 拟于 2030 年促

6 月袁 筑波成功举办国际高端科技会议要要
要野G20 茨

波人口仅 10 余万人袁介于筑波城市发展缓慢袁1998 年
进尧引进人口达到 35 万袁其中研究区 10 万人口袁周边
区 25 万人口 [5]袁本世纪初袁筑波大学城总面积已达到

2.84 万公顷袁研究机构尧大学尧高科技企业 300 余所袁
是日本最大的高等教育与科研基地遥 [6]截止于 2021 年
5 月袁筑波人口已达到 244528 人袁其中科研人员 2 万
余人遥

[7]

此外袁除国家层面科技开发相关法律法规外袁

针对筑波相关事宜还设定地方特定法令遥 然而袁如此
大的精力尧财力投入袁在上世纪末尧本世纪初却饱受诟

政府将筑波发展定位为野国际战略综合特区冶[8]遥 2019 年

城窑筑波贸易与数字经济部长会议冶袁再次向世界展示
筑波研究学园都市风貌遥

[9]

二尧筑波的协同创新机制特征
筑波研究学园都市规划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袁起

建于 60 年代袁80 年代完工并正式投入使用袁90 年代
引起世界范围内关注袁 但收效甚微曰90 年代末本世纪

病袁国际上称之为野科技乌托邦冶袁经常作为被比较的

初袁日本大规模调整筑波城建管理模式遥 近年袁筑波作

对象袁衬托欧美创新区域的成功运营遥 近年袁筑波以

为日本七大野国际战略综合特区冶之一袁依托原有科研

野国际战略综合特区冶 的城市定位再次引起绿色科创

业绩袁倡导低碳生活袁重点关注生命科学与绿色生物

中心热潮遥 近十年袁日本出现诺贝尔奖野井喷冶现象袁筑

技术创新领域袁在科技创城方面取得较大成绩遥 其协

波作为拥有 6 个诺贝尔物理学尧化学奖得主的野井喷

同创新机制主要特征如下院

的源头冶成功逆袭袁再次引起我国及世界学者关注与

渊一冤政府大力支持袁搭建协同创新平台遥

思考遥

筑波协同创新机制的构建主体是日本政府袁这也

渊二冤筑波城建规划
筑波研究学园都市行政地域由樱村尧 谷田部町尧

是上世纪 90 年代筑波饱受诟病的主要指向遥 但同时

我们也看到政府在筑波建城及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

大穗町尧茎崎町尧丰里町尧筑波町六个乡镇构成袁规划

的作用遥 建城初袁日本政府在系列国家发展战略决策

后分为研究区和周边区两大部分遥 研究区以原都市部

中提出筑波的野研究学园都市冶定位袁之后斥巨资完善

分为城建基础袁秉承野自然优先法则冶袁规划设计尽可

规范筑波城建袁并为加速筑波城乡改建设立叶筑波研

能地避开原有住宅尧农田等私人土地袁以原自然环境

究学园城市建设计划大纲曳叶高技术密集区促进法曳

为基础袁借助湿地尧溪池尧植被群等生态网络设置步行
路袁并以此为轴线构建南北 18km袁东西 6km 的狭长城

叶筑波研究学园建设法曳叶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法施
行令曳等系列法律法规袁为筑波城建提供法律保障遥 新

市布局遥 研究区预定做为创新要素聚集地区袁以筑波

世纪通过野新筑波宏伟计划冶野产业集群计划冶野知识集

大学为中心袁周边设置国立图书馆情报大学尧筑波技

群计划冶等政策的颁布法律法规规范策划区域创新发

术大学尧国立高能物理学研究所尧国立科学博物馆及

展遥 此外袁无论是筑波城建设的中前期规划建设尧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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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善发展袁还是科研项目的注资投入尧研发支持袁都

完全由政府投资规划袁以筑波大学为首的学研群服从

离不开政府大额财政拨款遥 世纪之交袁日本政府依据

政府意志袁从事基础研究遥 野新筑波计划冶实施后袁激活

专家学者的建议袁从城市建设尧平台搭建袁到项目管理

了筑波协同创新机制袁新激励政策中科研机构增多自

进行全方位调整袁调整后的筑波管理模式吸取之前的

主研发权袁科研人员野论资排辈冶现象得到改善袁允许

教训袁简化繁冗审批手续尧重视人文环境建设尧完善科

并鼓励高校教师投资创业袁 加大科研人员股权比例

研奖励机制尧注重产学融合尧提高研究成果转化率等

噎噎诸如此类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科研人员的

有效改革遥 此外袁筑波城倡导多元文化共生袁为吸引外

工作尧科研尧创业积极性遥 同时政府搭建创新合作平

国学者袁公共设施及信息发布均使用日尧英尧中尧韩四

台袁在原有官方平台的基础上袁引进社团尧财团法人运

国语言袁并为外国人提供无偿日语学习服务袁打造国

行机制袁通过实行平台实体化袁提升服务质量袁借此吸

际化都市氛围袁加大对国际化人才的吸引遥

[10]

引民间风险投资袁尤其中小型科技企业尧高科技风险

渊二冤高校领军科研袁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遥

投资的加入袁促进产教深度融合袁激活资金研发链袁科

创新型人才是科技创新中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袁

研成果转化率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遥

雄厚的人才储备是筑波斩获六项诺贝尔奖的成果所
在遥 高校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肩负着人才培

三尧筑波城建对我国高教区的双向借鉴

养尧科技创新尧服务社会三大基本功能袁其中人才培养
是其他任何机构尧部门都无法取代的重要职责遥 筑波

日本筑波与我国高教区同属于政府主导型区域

以筑波大学为科研领军袁促进高校三大基本职能有机

创新城袁其协同创新模式及运行机制对我省高教区区

结合遥 筑波大学是综合性国立大学袁除政府提供产教

域发展格局建设具有双向借鉴作用遥

融合平台外袁其自身也积极设有社会连携相关职能部

渊一冤我国高教区发展现状

门袁筑波大学建校初始起便致力于从野象牙塔冶转型到

国外学术界对于高教区城建功能归纳为三大类院

野智力库冶野全方位打造开放型大学冶袁筑波大学与政府

渊1冤大学相关人员的消费对城市经济的拉动遥 渊2冤高新

流袁促进学科融合互补袁筑波 2 万余研究人员中袁外国

区位布局遥 渊3冤高校作为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促进区

携手打造国际文化氛围袁 吸引外国科研人员互动交
研究人员占四分之一左右袁其中半数以上就职于国立

技术企业或大型企业的 R&D 部门倾向于邻近大学的
域技术创新袁进而带动城市经济发展遥 我国的高教区

大学法人机构遥 此外袁筑波大学打破传统大学办学模

多是时代的产物袁大都是人为规划尧建设而成袁有关部

式袁引入新的办学理念袁打造野新构想大学冶[11]袁由野跨学

门将原来分散的大学集中迁移到建设中的高教区是

科人才培养冶到野超学科人才培养冶袁超学科模式教学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时代产物袁我国众多高教区趋于

提升师生科研能力袁助力筑波大学教职人员斩获三项

形式组合袁属于城市-郊区类型尧城市-卫星城镇类型袁

诺贝尔奖遥 研究人员的科研力反哺教学实践活动袁高

故早期的我国关于高教区研究主要偏重于园区建设

度融合的网状学科设置为学校自身发展及周边研究

本身以及城市的一些直接的经济带动作用袁体现在缓

机构输送大量创新型后备人才遥

解城市人口密集尧拉动郊区消费功能袁但并未达到资

渊三冤政产学研联盟袁构建区域创新集群遥

源整合尧产教融合尧协同创新的深度建设目的遥 我国政

政产学研结合是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的重要有

府充分意识到区域创新的重要性袁在第十三届全国人

效手段之一遥 以政府为主导袁地方行政部门搭建创新

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若干具体指示院野提高科技创新支

平台曰以高校尧科研机构为依托袁充分利用人才尧技术尧

撑能力冶野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袁引导企

设备等资源优势曰合理利用政府资金支持政策袁吸引

业增加研发投入冶野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袁畅通创新

民间风险投资袁政产学研展开深度合作袁通过联盟实

链袁营造鼓励创新尧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冶野新建一批

现创新发展袁是盘活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路径袁同时

双创示范基地袁坚持包容审慎监管袁发展平台经济尧共

也是新兴科技产业野造血冶的重要渠道遥 早期筑波城建

享经济袁更大激发社会创造力冶等遥

[3]

高教区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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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应以以上指示为建设目标袁 达到整合产教资

高校自身改革尧提升袁也需要与外界环境配合遥 以筑波

源袁搭建创新驱动平台袁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区域创

大学为例袁虽然日本高校高度自治袁但与所在地域联

新构建目的遥 分析尧归纳总结筑波的城建特色尧协同创

合度较高袁在接受政府大力资助情况下也发挥着高校

新驱动与未来发展趋势袁将为我国高教区袁特别是与

智库作用袁同时信息公开袁接受政府尧企业尧民间等的

野东京要要
要筑波冶所处条件相似的野北京要要
要雄安冶区

监督遥 筑波大学以医学尧生物尧化工材料等科技类学科

域创新模式提供新的发展新思路与构建途径遥

见长袁其成果斩获诺贝尔奖袁产生世界级影响遥 此外袁

渊二冤筑波城建的教训与经验

筑波大学面向中小学及社会群体开展科普讲座尧面向

在科技与经济的追赶过程中袁国家若要实现大步

社会开放食堂尧图书馆尧体育馆等校园设施袁实现教育

赶超尧弯道追赶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宏观调控袁而随之

与科研资源共享袁 尤其高校与研究院之间资源共享袁

而来的种种弊端也往往难以避免袁筑波区别于欧美由

逐步建设成为高水平的科技产业区和优质生活服务

来已久的创新文化与成熟的市场运营环境袁城建初期

区袁推进高校全面融入区域创新体系遥

常被作为反面案例指责院官僚色彩重尧经济产值与投

渊四冤筑波的未来规划及启示

入不成正比尧缺乏相关科研激励机制尧科研成果转化

筑波创城初衷与我国大多数高教区比较相似袁除

率低尧没有形成创新文化尧不能有效吸引民间投资等

了聚集科研人员以提升研究机构整体实力外袁被寄希

等遥 在野新筑波计划冶中袁日本政府从以上问题为切入

望于作为大都市的卫星城袁 能有效缓解中心城市人

点袁由政府指令主导科研方向转向资金投入引导科研

口尧交通等现实压力遥 但建设后的半个世纪并未达到

方向曰科研投资在夯实基础研究之上袁通过激励机制

预期果效袁日本国内学者再次对筑波提出批判和质

鼓励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袁 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曰重

疑袁认为其存在产学研合作深度与广度不足尧科研成

视创新型人才培养袁 并视其为可持续创新的首要因

果转化率低等问题遥 为此袁筑波再次开始探索研究学

素曰打造开放型城市袁校研机构资源共享袁吸引国际人

园都市的转型之路袁力图提高城市的魅力袁将野科技乌

才加入曰搭建创新平台袁吸引民间风险投资袁使筑波由

托邦冶变为真正的野智慧城市冶遥 经过 20 年发展袁筑波

政府野注血建城冶逐渐转化为城市自身野造血固城冶袁逐

科学城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模

步实现预设野国际战略综合特区冶城建规划要要
要集生

式袁主要包括高精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和创新创业服

态体系与科学研究于一体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宜居模

务生态系统遥 在野超智能社会冶构建的大背景下袁2018

范城市遥

年 8 月至 2020 年 3 月袁筑波持续召开野筑波市未来构

渊三冤筑波大学中枢作用对高校的启示
日本筑波协同创新机制虽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
新型城市袁但以筑波大学为首的高校及相关科研机构

想等审议会冶袁针对高龄化尧少子化尧城市活力低下等
诸多课题袁 提出计划期限 30 年的全市所有领域城市
建设指南的构想袁也可以说是城市建设的引擎和行动

作为筑波的城市核心袁其中枢作用不容小窥遥 传统高

理念遥 具体包括野终生活跃且适居的人生百年时代的

校以教研为主袁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象牙塔内袁上世

实现冶野孩子与父母都快乐充实的生长环境冶野去开拓

纪末袁世界范围内掀起创新高潮袁高校作为创新的引

未来社会的创新创造冶野数字化力量创造未来冶 等 17

擎袁特别是本世纪始袁国家大力倡导产教融合袁政产学

个未来构想遥

[12]

另外袁为了切实达成战略计划袁推动创

研携手打造的区域创新模式是现当代高教区的突破

新成果反哺地方经济袁加强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

口遥 但目前我国专家尧学者已指出我国高校科研仍存

的互动关系袁 筑波每年都要制定和修改实施计划袁全

在的一些弊端袁如院高校作为知识产出的源头袁与新兴

力构建以科学城为核心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遥

高科技企业及其他研发机构边界划分度高袁导致创新

综上所述袁从创新驱动视角展开袁以筑波前期教

要素与创新资源融合度较低袁很多创新成果仅保留在

训为戒袁将筑波后期经验本土化尧本地化袁有助于打开

高校内部袁难以转化成科技成果与生产要素袁造成大

我国区域创新构建思路尧提高创新效率尧促进我国区

量人力尧物力尧财力浪费等遥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但需要

域创新的良性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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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60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vested heavily for constructing "Tsukuba Science City (TSC)".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sukuba was greatly adjust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By far, TSC has six
Nobel Prize winners, and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s a successful case of government-dominated regional innovation. In
terms of government-dominated construction, university-led scientific research, joint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and government-in鄄

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rdinated building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lusters, TSC is enlightening and instructiv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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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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