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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摩崖石刻文字勘误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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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武夷山摩崖石刻现存四百多方袁是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武夷山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

重要文化景观遥 其中一些石刻文字或因为历史悠久磨损而难以辨识袁或因为题刻者粗心而造成文字讹误遥 文章列举石刻
文字内容的七处失误袁辨析其正讹是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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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摩崖石刻数量众多袁有五百多方袁三万多

知县尧沙河知县尧刑部主事尧湖广提刑按察司佥事尧福

字曰历史悠久袁上起东晋袁下至民国袁纵跨一千五百多

建提刑按察副使遥 生平著述颇多袁有叶棠陵文集曳叶昆山

年遥 它们承载着武夷山一千多年的历史文化袁是武夷

集曳等遥

山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是武夷山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重要文化景观遥

然而袁武夷山摩崖石刻文字也有不少讹误之处遥 造
成石刻文字错误的原因很多袁有刻工之误袁因为野大凡
为人作文袁而身或在远袁无由亲视摹刻袁既有脱误袁又以
毁之重劳袁遂不能改遥 若此者盖亲见之袁亦非独古为然
也遥 冶[1]曰也有整理者之误袁因为一些石刻的石面剥泐袁文

字残缺模糊袁 再加上有的石刻文字本身书写草率或用
异体字袁导致后来整理者识别错误遥 本文辨析武夷山摩
崖石刻文字内容的七处失误袁以就正于方家遥
一尧一曲溪北岸边岩石刻院嘉靖七年十一月廿七
日袁福建按察副使尧棠陵方高初入武夷袁宜穷九曲遥 明
年贺三月十三日入重游遥 渊见图 1冤

图 1 一曲溪北岸边岩石刻

按院野方高冶为野方豪冶之误袁野高冶野豪冶形近而误遥
方豪渊1479-1530 年冤 [2]袁明代官员袁字思道袁浙江

衢州开化县人遥 正德戊辰年渊1508 年冤进士袁历任昆山

Fig.1 Rock carving on the North bank of Yiqu on Nine-bend River

该题刻中的野棠陵冶是方豪的号遥 野豪袁方姓袁字世

杰袁后更为思道袁居棠陵袁自号棠陵山人袁后更白鹤仙
收稿日期院2021-03-05
基金项目院全 国 高 等 院 校古籍整理项目渊1913冤曰2019 年
武夷学院校科研基金项目渊MGC201906Z冤遥
作者简介院陈平渊1977-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词汇
学尧训诂学研究遥

人遥 冶渊方豪叶棠陵文集曳渊卷五冤野明进士昆山令方豪墓
志铭冶冤

题刻中的野福建按察副使冶袁是方豪调任福建的职
务遥 据叶明实录世宗实录曳渊卷八十七冤载院野嘉靖七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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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噎噎丙午升广东佥事方豪为福建按察司副使遥 冶该摩

篮冶
渊一冤野节扌隹

月冶袁正是方豪任职福建后七个月袁且第二年重游武夷遥

从石刻的下文看袁野秋官冶 野乡进士冶野儒者冶皆指

崖石刻记载方豪 野初入武夷冶 时间为 野嘉靖七年十一

按院野扌隹
篮冶是野推冶袁小篆作野 冶遥

方豪好山水之乐袁一生常常寄情于山水之间袁探奇

身份袁野节推冶也是官职名袁是野节度推官冶的略称袁为节

历险袁赋诗抒怀袁留下了不少佳作遥 理学家王阳明曾赠

度使属官袁掌勘问刑狱遥 如宋苏洵叶与杨节推书曳院野节

诗评价院野方子岩廊器袁兼负云霞姿遥 每逢泉石处袁必刻

推足下院 往者见托以先丈之埋铭袁 示之以程生之行

棠陵诗遥 冶渊方豪叶棠陵文集曳渊卷一冤野王阳明赠诗冶冤方豪

任职福建不久即进武夷山游玩泛舟九曲袁 次年三月他
再度重游武夷山袁可见其对武夷美景的热爱之情袁并留
有诗歌叶五曲书院晚眺曳院野五曲溪头问草堂袁梅花开尽
晚山苍遥 平林欸乃声犹在袁千载游人忆紫阳遥 冶

方豪与武夷山的关系并不仅限于这方摩崖石刻

记载的两次遥 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记载郑善夫时说院野郑
善夫袁字继之袁号少谷袁闽县人遥 弘治乙丑进士噎噎常
与方豪同栖息于武夷袁俱有诗遥 冶郑善夫与方豪情谊深

厚袁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曳云院野豪与郑善夫友善袁集中
有叶祭郑继之文曳袁叙交情极为笃挚遥 冶正德七年十一
月袁方豪母亲潘氏卒袁郑善夫闻讣袁作叶祭方母文曳院野于

乎浴 乐事难全袁佳期不常遥 噎噎豪累以书招孤为作武夷
讲学图袁期以岁晩遂事袁事未遂而母先亡遥 噎噎招豪于

武夷之曲袁读书守道以终其身耳遥 冶可见袁方豪时常野栖
息于武夷冶遥

状遥 冶当时周琦任崇安渊今武夷山市冤推官袁叶建宁府志曳

载院野节度推官袁周琦袁长洲人袁监生遥 冶[4]石刻中的野甘泉
翁若水冶即湛若水渊1466-1560 年冤袁明代哲学家尧教育
家尧书法家袁字元明袁号甘泉袁广东增城渊今广州市增城
区冤 人袁 是周琦的老师遥 叶泉翁大全集曳渊卷八十五冤院

野渊湛若水冤薄暮至崇安县袁署县事周节推琦来迎袁即以
弟子礼见遥 冶其中野周节推琦冶即石刻中的野节推周琦冶遥

叶泉翁大全集曳渊卷八十五冤较详细地记录了湛若

水与门人周琦游武夷之事院野初三日袁 同周节推游武
夷遥 门人冼桂奇尧谭潜尧黄云淡尧谢显尧王元德从袁题名
响声岩石上袁又作九曲棹歌遥 噎噎及午袁返崇安县止

宿袁为周节推作梅崖二诗袁云院耶桃李非吾爱袁崖君亦爱
梅曰暗香无俗韵袁实鼎不凡材遥 爷耶倾盖真如旧袁欣然得
老怀袁爱梅吾自性曰君恰住梅崖遥 爷冶
确遥

二尧六曲溪南响声岩石刻院嘉靖庚子八月三日袁甘
篮周琦主之袁秋官冼桂沵袁乡进
泉翁若水来访遥 门人节扌隹
士谭潜袁儒者黄云淡尧谢显尧王元德从遥 渊见图 2冤

篮冶抄录为野节搉冶[3]袁不
另院叶武夷山摩崖石刻曳将野节扌隹

渊二冤野冼桂沵冶应是野冼桂奇冶遥
冼桂奇袁明代人袁生卒年不详袁字奕倩袁号少汾袁又

号秋白袁广东佛山人遥 嘉靖乙未进士袁曾任南京刑部主
事尧工部主事遥 著有叶广居堂稿曳叶鹤园稿曳袁俱未行世遥
野秋官冶即掌管刑狱的官员袁与冼桂奇野曾任刑部

主事冶相符合遥

冼桂奇当时是跟随他老师湛若水一起游武夷袁这
在叶泉翁大全集曳渊卷八十五冤中有多处记载院野初三日袁
同周节推游武夷遥 门人冼桂奇尧谭潜尧黄云淡尧谢显尧王
元德从袁题名响声岩石上遥 冶野初四日噎噎有奠告土神

文曰院耶维嘉靖十有九年袁岁次庚子袁八月庚申朔袁越四
日癸亥袁 致仕南京兵部尚书湛若水携门人主事冼桂
奇尧举人谭潜尧儒生黄云淡袁谢显尧王元德等袁谨以牲醴
图 2 六曲溪南响声岩石刻

Fig.2 Rock carving on the Sonic Rock on the South bank of
Liuqu on Nine-bend River

奠告于武夷山仙堂岩土地之神遥 爷冶又据清道光叶广东

通志曳渊卷二七九冤载院野时湛文简乞休南归袁桂奇从舟
行遥 访匡庐白鹿之胜袁复八闽探武夷九曲噎噎从文简
之门袁讲明心性之学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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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崖上的野沵冶字迹不清袁被描红为疑似左右结构袁
因此叶武夷山摩崖石刻曳抄录为野冼桂侍冶[3]袁不确遥 从整
方石刻内容看袁此次湛若水游武夷山袁周琦是地主所以
野主之冶袁而其他门人则野从冶之袁并不存在野侍冶者遥

三尧四曲溪流中试剑石刻院留元纲嘉定丙子二月望

日袁同蒋应衡尧周光阴淤泛舟袁溯九曲袁谒精舍袁憩天游袁

以观其妙噎噎冶因此以野观妙冶为冲佑观堂室名遥
观妙堂作为当时冲佑观的客房袁应是很重要的一
个场所袁 因为历史上不少名人曾住宿于此遥 叶八闽通

志曳院野观妙堂在武夷山冲佑观遥 宋时建遥 李弥逊尝宿
此袁去而遇雨复回袁因留诗遥 冶[6]李弥逊所留诗二首为院

赓文公之棹歌袁访武夷之旧事遥 暮路冲佑袁过观化堂遥 同

观妙堂

宿于渡口遥 厥明袁再至试剑石下磨崖纪胜袁缅怀玉虚三

人间何地寄衰翁袁偶到视山一苇中遥

洞遥 一时诸友惜不共此游遥 女子潇侍行遥 渊见图 3冤

可是仙居谢逋客袁船头无处避刚风遥
道游武夷遇雨既渡复回明日竟敢游九曲而行因
渡口回舟未忍移袁净坊听雨坐题诗遥
馀龄倘有寻真路袁试与披云问凤儿遥
朱熹为李弥逊所留观妙堂诗作有叶跋曳院
观妙东楹李公侍郎遗墨袁语意清婉袁字画端劲遥 每
至其下袁辄讽玩不能去遥 然岁久剥裂袁又适当施供帐处袁
后十数年袁当不复可读矣遥 别为摹刻授道士袁使陷置壁

图 3 四曲溪流中试剑石刻

Fig.3 Rock carving on the Touchstone in the Siqu on
the Nine-bend River

按院这一方石刻有三处错误遥

渊一冤野观化堂冶为野观妙堂冶之误遥

间袁庶几来者得以想见前辈风度遥 李公讳弥逊袁时以力
诋和议袁出守临漳云遥 庆元乙卯正月甲寅袁朱熹书遥
清代董茂勋也曾作诗叶李侍郎观妙堂诗曳袁纪念李
弥逊所留的观妙堂诗院

武夷山景区有观化台和观化阁袁但都在九曲的杜
葛岩袁远离一曲的冲佑观渊冲佑观位于一曲溪码头北

玉藻经年虑损残袁摹神镌石灿楹端遥

几百米处袁野渡口冶即指该码头冤袁从地理位置看它们显

谁知风雨飘零尽袁赖有遗编可检刊遥

然不是石刻中的野观化堂冶袁因为依石刻所言袁其野观化
堂冶就在一曲码头处遥
观妙堂是冲佑观的一个堂室遥 冲佑观是道教活动
中心之一袁始建于唐朝天宝年间袁是武夷山最古老的
道观袁其野南北中轴线上的建筑物两侧为东西两廊遥 廊
外分别为持正院尧中和院尧集贤祠尧观妙堂尧桔隐堂尧清
虚堂尧竹间轩尧举子仓等诸多子建筑物遥 冶[5]野观妙堂冶是
冲佑观的八堂之一袁据清代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载院野橘

朱熹也曾住宿于观妙堂遥 据清代董天工叶武夷山
志曳记载院野观妙堂袁在冲佑观遥 壁间有李忠肃诗遥 朱文
公尝宿于此遥 冶朱熹并作诗歌叶宿武夷观妙堂二首曳院
其一
阴霭除已尽袁山深夜还冷遥 独卧一斋空袁不眠思耿耿遥
闲来生道心袁妄遣慕真境遥 稽首仰高灵袁尘缘誓当屏遥

隐堂尧静帘堂尧观妙堂尧存心堂尧静隐堂尧深静堂尧真隐
堂尧清虚堂八堂俱冲佑观遥 冶

野观妙冶即观察奥妙袁观察精微遥 老子叶道德经曳第

一章叶观妙曳院野道可道也袁非常道也遥 噎噎故恒无欲也袁

其二
清晨叩高殿袁缓步绕虚廊遥 斋心启真秘袁焚香散十方遥
出门恋仙境袁仰首云峰苍遥 踌躇野水际袁顿将尘虑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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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的一处题游岩刻遥 她就是南宋宰相留正的曾孙女
观妙堂还可以做进食场所遥 宋李纲在叶武夷行窑序曳

留子潇遥 她陪侍乃父留元纲(留正之孙袁官至秘阁校理

渊卷十三冤中说院野宣和改元之夏噎噎未几袁谪官闽中噎噎

直学士)游览武夷袁在小九曲试剑石的题刻上留名遥 这

石刻中袁留元刚于嘉定丙子二月望日与友人同游

该石刻所记为留元刚嘉定丙子渊1216 年冤二月望

泛舟仙溪袁登换骨岩袁致祀十三真君袁会食观妙堂遥 冶

也是女性署名的武夷山中惟一题刻冶[7]遥

武夷山袁晚上住宿于冲佑观的观妙堂遥 野过观妙堂冶指

日来游武夷之事遥 留元刚袁一作纲渊1179-钥 冤袁南宋官

野宿于渡口冶则是指住宿的地点渊冲佑观中的观妙堂冤

开禧元年举博学鸿词科袁历任秘阁校理尧太子舍人尧起

综上可见袁该石刻中的野观化堂冶为野观妙堂冶之

年袁褫职罢祠遥 编有叶颜鲁公年谱曳袁著有叶云麓集曳今已

的是前往观妙堂住宿袁野过冶是野前往袁达到冶的意思遥
在渡口渊一曲渡口冤遥

误遥 叶福建金石纪曳渊491冤于在摘录这方石刻时袁则直接
改野观化堂冶为野观妙堂冶遥

渊二冤野暮路冲佑冶的野路冶应为野归冶字遥
原文野暮路冲佑袁过观化堂遥 同宿渡口冶中野暮路冲
佑冶指傍晚回来路过冲佑观野宿于渡口冶袁而野暮归冲

员袁字茂潜袁号齐云山人袁福建泉州人袁臣相留正之孙遥
居舍人遥嘉定七年渊1214 年冤起知温州袁后移赣州遥十三
佚袁有诗词数首遥
留元刚嘉定七年渊1214 年冤起知温州袁于嘉定丙子
渊1216 年冤二月来游武夷袁留下该摩崖石刻遥 与此相对
应的是袁同年四月袁留元刚在温州仙都初阳山问渔亭
东侧君子石上也留有题记袁其文曰院

佑冶则指傍晚回到冲佑观住宿遥 可见袁理解是野路冶还是
野归冶的重点在于留元刚是住宿在哪里遥

野嘉定丙子四月十有二日袁留元刚来游仙都袁访小

野过观妙堂冶的野过冶是野前往袁达到冶的意思遥 野过冶

蓬莱袁漾舟溪曲袁散步岩扉袁倚竹清啸袁虚谷响答袁恍焉

有客在市屠中袁愿枉车骑过之遥 冶宋陆游叶老学庵笔记曳

玉虚袁会饮宿云袁浩歌长吟袁月午无寐遥 睇空碧之石袁想

一日与数客过之遥 冶

穷足力之所到而去遥 同游者应镛尧周表尧留暄尧赵善淏尧

妙堂是冲佑观内部的附属建筑袁冲佑观就在一曲码头

至遥 陈孺刊遥 冶渊清李遇孙辑叶括苍金石志曳卷七冤

有野前往渊拜访冤冶的意思袁如叶史记窑魏公子列传曳院野臣

浮湘中袁泝武夷之旧遥 已乃登倪翁洞袁扣初旸谷袁问舍

渊卷七冤院野仲殊长老袁东坡为作叶安州老人食蜜歌曳者袁

轩黄之驭袁质疑祛妄袁出有入无遥 明日竟留袁览图索胜袁

因此袁野过观妙堂冶就是前往尧到观妙堂渊住宿冤遥 观

周建子尧俞兴孙尧郭磊卿袁子潇侍遥 将还袁赵希衮自越

即野渡口冶边上遥 野宿于渡口冶的野渡口冶不是住宿的场所
名称袁而是指住宿场所所在的地理位置袁也就是说住

留元刚游武夷尧游仙都袁都有野子潇侍冶袁在武夷山

宿场所的名称是野观妙堂渊冲佑观冤冶袁冲佑观位于野渡

的摩崖石刻作 野女子潇侍冶袁 在仙都的题刻作 野子潇

口冶附近遥

侍冶遥 究竟是女儿名野子潇冶袁还是儿子名野潇冶钥 据福建

野暮路冲佑袁过观化堂袁同宿渡口遥 冶意思就是傍晚

泉州晋江市永和镇旦厝村所存叶留氏族谱曳记载院野元

回到冲佑观袁前往观妙堂袁当晚一行人就住宿于渡口

刚公院字茂潜遥 恭公长子袁宋宁宗开禧元年乙丑渊1205

边上的冲佑观内的观妙堂遥

年冤中博学宏词科遥 历仕中奉大人直院右史遥 娶罗氏封

叶武夷山市志曳渊962冤 作野暮归冶遥 叶重篆福建通志曳

令人袁生四子曰潇尧潗尧洽尧濬袁葬晋江县四十一都福泉

渊265冤 尧董叶武夷山志曳渊596冤 尧叶福建金石纪曳渊485冤尧

野生四子曰潇尧潗尧洽尧濬遥 冶可见野潇冶是留元刚的

盂

渊939冤

尧叶闽中金石略曳渊12979冤

榆

愚

舆

尧叶武夷九曲志一曳

虞

叶闽中金石志曳渊12786冤 余作野晚归冶遥 野晚归冶野暮归冶同
义袁都是指傍晚归来遥

渊三冤野女子潇侍行冶的野女冶字为衍文遥
不少有关武夷文化的作品为该石刻中的 野女冶字

所误导袁认为野渊武夷冤山中还出现了宋代泉州籍女子

山留公陂内遥 冶

儿子袁并非女儿名野子潇冶遥 可确定武夷山摩崖石刻中

野女冶字为衍文遥 叶重篆福建通志曳渊939冤尧叶闽中金石略曳
渊12979冤尧 叶 武 夷 九 曲 志 一 曳 渊265冤尧 叶 闽 中 金 石 志 曳
渊12786冤尧叶福建金石纪曳渊491冤尧董叶武夷山志曳渊596冤所
记载的该石刻也没有野女冶字遥

陈 平院武夷山摩崖石刻文字勘误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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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八曲溪北涵翠岩石刻

霞入组织袁机杼空留山遥 朅来巧相逢袁遗我锦绣端遥 欲

八曲溪北涵翠岩南向董应举石刻院野噎噎乃与其

报乏绮语袁再拜重卷还遥 我有大布衣袁可以制岁寒遥 冶

徒熊应瑞蹑虚穷竟袁召工开凿袁高高下下因势袁构设为
洞三遥 而最上一圆洞袁其规如月袁牖明吐阴袁景光吞射袁

宋李纲叶仙机岩曳院野云去仙机杼轴空袁报章何日已
成功遥 天孙织就烟霞锦袁吹落溪山夕照中遥 冶

广寒清虚袁不在天上遥 予从八曲溪中望而异之袁疑鬼物
所为袁 殆壑船尧 岩机类耶钥 不然袁 何以能凭空建立遥
噎噎冶

按院野岩机冶为野机岩冶之误遥

宋白玉蟾叶仙机岩曳院野织就霓裳御冷风袁玉梭随手
化成龙遥 天孙归去星河畔袁满洞白云机杼空遥 冶
明苏伯厚叶仙机岩曳院野传道天孙织绮罗袁尚余机杼
在岩阿遥 近来官布如罗贵袁好倩贫家织几梭遥 冶

机岩即仙机岩袁是武夷山九曲溪的岩石名遥
武夷山仙机岩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仙境遥 宋祝穆
叶方舆胜览曳渊卷十一冤院野仙机岩袁在武夷溪北遥 水际岩
上有石室袁石机杼犹存遥 冶清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院野又名

明邱云霄叶仙机岩曳院野渔翁乘月得龙梭袁从此仙机
怨玉娥遥 愁听秋风鸣促织袁人间蚕绩本无多遥 冶
清董天工叶仙机岩曳院野玉梭停几年袁机杼锁云烟遥
莫问天孙锦袁为霞晚对妍遥 冶

仙机洞袁鸣鹤峰之西壁遥 砑然石洞袁望之有木一横两
竖袁形如野卄冶字遥 土人谓之仙机遥 冶清陈朝俨叶武夷游
记曳院野武夷袁噎噎闻山多藏仙蜕袁故山以藏名遥 殆不可
晓仙机岩尧漱玉泉尧仙浴学堂诸仙境袁仅于筏上左右瞻
顾袁得之微茫间而已遥 冶

仙机岩是一个石洞或石室袁 洞里传说有石机杼袁

机杼就是织布机袁野土人谓之仙机冶袁 就是说当时的人
们认为石洞中残留的是仙人曾经使用过的织布机袁这
石洞自然就是仙人织布的地方遥

野仙机岩冶又简称为野机岩冶遥 宋白玉蟾叶谒仙行赠

万书记曳院野客来武夷访灵踪袁溪头昨夜添新雨遥 噎噎机

岩学馆空无人袁雾暗平林虎长啸遥 冶宋洪迈叶武夷山曳院
野机岩学馆第传授袁坐令丹梯接化鹤遥 冶丘幼宣注院野机
岩尧学馆院均岩名遥 仙机岩袁在四曲袁学馆岩袁又称学堂
岩袁在二曲溪南遥 冶[9]

可见袁该石刻野岩机冶当为野机岩冶之误遥 董天工叶武

夷山志曳渊841冤抄录该石刻也作野机岩类耶冶遥

当然这只是传说袁仙机洞实际上是搁置悬棺的岩
洞袁 梁陈间顾野王把武夷山中搁置悬棺的崖洞称为
野地仙之宅冶袁他说野地仙之宅袁半崖有悬棺数千遥 冶渊叶太

董应举叶崇相集曳渊卷十三冤所收录叶谢洞记曳原文
也作野岩机冶袁亦误遥
综上袁因为多种原因袁武夷山摩崖石刻文字有不

平御览曳渊卷四十七引冤冤袁意思是说神仙的墓葬之处都

少讹误之处遥 对武夷山摩崖石刻文字内容的勘误袁有

在这千仞山崖之间遥 叶稽神记曳说院野建州武夷山袁或风

利于更好地保护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丰富武夷

雨之夕袁闻人马箫管之声袁及明袁则有棺椁在悬崖之
上遥 冶明代徐宏祖叶徐霞客游记窑武夷山日记曳载大藏峰

山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遥

情况院野大藏峰壁立千仞袁岩端穴数孔袁乱插模板袁如机

注释院

杼遥 冶这野机杼冶就是悬棺外围的封门板袁野封门板状如

淤 阴院指石刻上磨损缺少或遗漏的字遥

耶机杼爷遥 冶[8]

仙机岩充满着这般神秘色彩袁如石刻所言野疑鬼

物所为袁殆壑船尧岩机类耶钥 不然袁何以能凭空建立冶袁
与文中的谢洞尧壑洞的鬼斧神工是相似的遥
这样一处仙人遗留的神秘岩洞袁自然成为历代文
人墨客所吟咏的对象袁其中不少诗文作品就以叶仙机
岩曳为题袁如院
宋刘边叶仙机岩曳院野尝闻昔天孙袁谪落人世间遥 云

于 叶福建金石纪曳渊491冤:叶福建金石纪曳见于叶石刻史料新编曳第
盂

三辑第 16 册曰渊491冤为该题刻出现页码遥

叶武夷山市志曳渊962冤院武夷山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曰渊962冤为
该题刻出现页码遥

榆 叶重篆福建通志曳渊939冤院清代陈寿祺叶重篆福建通志曳曰渊939冤
为该题刻出现页码遥

虞

叶闽中金石略曳渊12979冤院叶闽中金石略曳见于叶石刻史料新

愚

叶武夷九曲志一曳渊265冤院渊清冤王復礼叶武夷九曲志曳曰渊265冤

编曳第一辑第 17 册曰渊12979冤为该题刻出现页码遥
为该题刻出现页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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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 董叶武夷山志曳渊596冤院董叶武夷山志曳为清代董天工叶武夷山
志曳曰渊596冤为该题刻出现页码遥

余

叶闽中金石志曳渊12786冤院叶闽中金石志曳见于叶石刻史料新
编曳第一辑第 17 册曰渊12786冤为该题刻出现页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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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 Corrigendum to the Cliff Stone Inscriptions in Wuyishan
CHEN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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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uyi Mountain Scenic spot has more

than 400 cliff stone carvings, which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Wuyi Mountain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nd an important cultural landscape of Wuyi Mountain National 5A Tourism Scenic spot. Some of these stone inscrip鄄

tions are either difficult to identify because of a long history of wear and tear, or because of carelessness. This paper enumerates seven
mistakes in the content of stone inscriptions and distinguishes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Key words: stone carving on cliff of Wuyi mountain; text; corrige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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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书院推进台湾青年中华传统
文化认同的机制化探索
邹

莹 1袁 祁少华 2

渊1.武夷学院 台港澳侨办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武夷学院 旅游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袁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遥 福建和台湾一衣带水袁两地
拥有众多的书院袁且大多与朱子文化相关遥 朱子文化在台湾民众中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认同感袁在当下两岸关系错综
复杂的情况下袁以福建书院为媒介袁在组织内容尧形式尧激励上创新袁广泛组织台湾青年赴闽书院开展传统文化尧学术思想等
交流袁不断提升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袁从而推动两岸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遥

关键词院福建书院曰台湾青年曰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院G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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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原园007原园5

福建书院最早建于唐代袁至宋以后袁随朱子学的

成为两岸青年聚集的平台袁成为文化尧思想交流的阵

传播袁书院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形式袁是福

地袁不断培养造就一批对国家民族和中华传统文化认

建历史文化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在明

同的中华儿女袁促进祖国统一和平发展遥

清时代袁福建书院文化开始传入台湾地区袁从最先的
郑成功收复台湾开展汉学教育袁到后来的各类教育机
构组织的设立袁 闽台书院开始了一系列的交流交往袁

一尧福建书院历史发展对台湾文化历史进
程的重要影响

有着越来越深厚的渊源袁书院成为两岸民众的野共有
符号冶和野共有知识生产冶袁有着共同传承形式和情感

渊一冤福建书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凝结特征遥 新时代下袁将较完好的古书院保护起来袁将

福建书院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息息相关遥 朱熹是中

已损坏的书院修复起来袁 将消失的书院复原起来袁响

国传统儒家理学官学的集大成者袁他创立了博大精深

应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将中国传

的闽派理学体系袁在整个儒学历史上贡献最大尧影响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创新性发展袁使福建书院活起来袁

最大遥 由朱熹本人亲手创办的有 4 所书院袁与朱熹有
关的就有近 30 所袁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书院度过袁
不仅亲自兴建和修复书院袁 还到其他各处书院讲学遥

收稿日期院2021-12-10
基金项目院福 建 省 社 科 规 划 办 项 目 渊FJ2020MJDZ035 冤曰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开放课题
渊2021XJ22X11冤遥

作者简介院邹莹渊1986-冤袁女袁汉族袁助理研究员袁主要从事
两岸文化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祁少华渊1974-冤袁男袁汉族袁副研究员袁主要从事
思政政治教育研究遥

在武夷山武夷精舍和兴贤书院袁完成了他的重要论著
叶四书章句集注曳袁 这是朱熹对 叶大学曳叶论语曳叶孟子曳
叶中庸曳4 部儒学经典所作的注解袁为历代学者所重视袁

影响极其深远曰在建阳的考亭书院是朱熹晚年讲学之
地袁四方来求学的人众多遥 朱熹创办书院的过程虽艰
难困苦袁 但最终与他所构建的理学体系相向而行尧融
汇相成袁将朱子文化的精髓与书院的办学理念和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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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相结合袁福建书院和朱子学一同发展袁书院不仅

到台湾袁积极发展当地的教育文化事业遥

成为朱子学形成和发展的载体和平台袁同时也是朱子

台湾最著名的书院为海东书院袁它创办于康熙年

学推广与普及的重要空间区域遥 在朱熹的影响下袁福

间袁就深受鳌峰书院的影响袁这个书院的办学模式和

建书院遍及全境 遥 从宋代至清末袁福建拥有书院数百

书院教育制度主要是学习和参考鳌峰书院遥 台湾书院

历史上的福建书院主要有藏书尧祭祀尧讲学等各种

跨越的历史袁在这个过程中袁离不开福建官员和学者

功能袁作为教育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袁在人才培养尧文

付出的努力袁他们从福建到台湾这一举措促进了台湾

化传播尧交流研讨尧社会教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价值袁

书院办学的成功袁与此同时内地书院好的发展模式和

不仅野传道授业解惑冶袁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袁

较为成熟的经验也给台湾书院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

是中华历史文化构成的重要内容遥 书院里每一幅楹联袁

示范作用[2]遥

[1]

所袁在全国地位显赫袁成为朱子学的重要传播地遥

每一块牌匾都蕴含着丰富且珍贵的哲学思想尧 道德观

的发展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从海峡西岸向海峡东岸

渊三冤福建书院在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念和思想内涵袁强调个人修养以及思想修为袁蕴含着修

书院并没有随古代书院制度的结束而结束袁但不

身明德尧尊师重教尧经世致用等人文精神袁形成了自己

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书院建筑袁而作为现代教育的

独具特色且具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内涵袁 我们将其称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 成为中华大地上特有的文化符

之为野书院精神冶袁这种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深远袁一

号袁是文化传承尧文化守护尧文化创新和文化价值传播

度成为中国人的思想高地和精神圣地遥

的重要载体和空间袁 它的功能应定位于文化活动空

渊二冤福建书院文化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间袁承担着培育人才和发展学术的重任袁符合新时代

台湾书院源于福建书院袁 二者具有密切的渊源关

新的需求袁对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尧对传播中

系遥 福建作为朱子理学的发源地和传播地袁通过书院文

华文明都有重大贡献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化交流袁在台湾广泛传播发展遥 福建具有对台文化交流

告中指出院野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袁促进心

的独特优势袁不仅闽台地缘相近袁而且有深厚的文化亲

灵契合冶袁共建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袁实现两岸国

缘联系遥 福建是朱子文化发源地袁也是绝大多数台湾同

家价值观的重新塑造袁增进心灵契合袁是促进海峡两

胞祖地袁 这样同根同文的关系造就了朱子理学与书院

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3]遥

文化成为了两岸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资源袁 也造就

近年来袁福建书院很多正在新建或翻修袁海峡两

了朱子文化和书院文化在台湾书院的传承发展遥 两岸

岸以书院为平台袁广泛开展联谊活动袁通过教学教材

书院文化的紧密相连袁 特别是朱子文化在两岸交流上

交流尧学者互访讲学尧共同研发课程尧主题交流探讨尧

不可替代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袁 让两岸同胞对中华

联合培育传统书院讲座师资尧举办闽台书院研讨会论

民族精神和国家有了更深的认识和认同遥

坛等形式袁相互学习借鉴遥 越来越多的台胞走进福建

鳌峰书院是一所极具闽台两地文化交融为代表的

书院袁感受它成就人才尧传道济民的教育理念袁感受它

福建书院袁它是康熙年间著名理学家尧福建巡抚张伯行

国家民族精神的家国情怀袁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所建遥 作为清代最大最出名的书院袁被誉为野东南第一

化袁成为两岸教育的研学新模式遥 自 2008 年起袁每年

学府冶袁培养了林则徐尧陈宝琛等一大批优秀人才袁有着
丰富浓厚的人文气息遥 书院创办期间袁吸引了很多的台
湾学子慕名而来求学袁 当时鳌峰书院是一所全国顶级
书院袁 台湾学子以报考鳌峰书院为荣袁 在 叶鳌峰书院

志曳中就记载了许多台湾士子求学的情况袁在这样的书

由台湾朱氏文教基金会尧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主办的

海峡两岸 野朱子之路研习营冶 吸引台湾十多所高校袁
100 余师生赴福建各地参观考察书院袁 成为传承中华

传统文化交流的野品牌冶[4]遥 书院成为两岸人民心灵契
合袁增进一家亲袁增进命运与共的一个载体袁以此增强

院氛围下培养了许多台湾学子袁 将两岸文化更好地融

台湾青年对祖国的亲近感尧融入感和归属感袁促进野一

为一体遥 鳌峰书院有人曾赴台湾讲学袁从书院毕业的闽

个中国冶理念的认同和凝聚遥

都士人袁也有一部分到台湾任教讲学袁将中华文化传播

邹 莹袁等院福建书院推进台湾青年中华传统文化认同的机制化探索

二尧福建书院在海峡两岸青年传统文化交
流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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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了解书院文化遥 在台湾高校袁研学一直是一种重
要的教育方式袁重视研学过程中的沉浸式体验袁而非
观光旅游袁对朱子文化研学较高的期待遥

渊一冤书院呈现中仿造性多原物性少

渊三冤书院讲解中知识性多精神性少

福建书院在漫长的历史中袁由于自然风化和人为

在书院文化的交流中袁 大多还是知识性的传播袁

破坏袁较多的已消失袁保存相对完整的已较少袁有的甚

主要是讲书院的历史尧传说故事等袁在深层次文化方

至只剩下遗址遥 经统计袁目前在福建遗存的书院有 97

面则由于讲解员知识水平的限制袁 则讲解得不多袁甚

些残垣断壁和遗址的有 46 所袁 目前能供观察游览的

讲述中歪曲历史袁曲解人物袁甚至戏说有关人物遥 如在

所袁仍能保存明清或民国时代原物的仅 14 所袁只剩一

至是错误遥 有的讲解员则不注意场合袁不注意影响袁在

书院多是近十多年大规模修复和仿建的袁共有 37 所遥

武夷精舍内袁说到朱熹袁有的导游不是讲朱熹的理学

以闽北为例袁目前书院古建筑保存相对较完整的有五

思想袁不讲朱子文化对中国历史尧对世界的贡献袁而是

夫兴贤书院尧邵武和平书院袁后期大规模修建的有武

讲朱子的野三纲五常冶尧讲朱熹与胡媚娘的爱情故事袁

夷山武夷精舍尧建阳考亭书院尧政和云根书院尧延平书

这尤其对台湾游客来说是最要不得的遥

院等袁而屏山书院尧云谷书院尧西山书院尧鳌峰书院等
基本是遗址袁无可参观内容遥

书院文化不仅仅包含着书院所涉及的人物历史尧
典籍故事袁 而更多是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观尧价

在有古建筑的书院中袁除可以看到明清时期房屋

值观袁以及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尧中国精神袁重点应讲书

建筑木雕尧砖雕尧石雕尧碑刻尧匾额等外袁其他基本看不

院的正确历史地位袁人物评价袁讲清楚其在中国文化

到袁而新建的仿古书院除仿古建筑的建筑规模气势宏

中的地位和影响袁特别是思想价值对现代社会与人的

大外袁内部则较少实物袁多是照片尧影像尧字画尧雕塑

影响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遥 朱熹在台湾有较

等袁能给参与者呈现的原物越来越少袁失去了古色古

多的追随者袁对朱子文化所包含的哲学尧理学尧文学等

香的书院氛围袁参观者在考察中感受不到传统文化的

思想有较大的认同袁这需要我们福建书院将这些思想

真实尧真情袁书院不再是书香尧读书声袁而成为现代商

展示出来袁讲解清楚遥

品展销的场所遥 台湾的书院保存则较完整袁书院的氛

三尧福建书院推动台湾青年中华传统文化

围还较深厚袁这点福建书院应该学习借鉴遥
渊二冤书院考察中观光性多体验性少

认同的策略思考

在书院文化考察中袁由于本身的文化属性袁需要
渊一冤保护书院文化资源袁留住两岸青年文化交流

参观者具备一定的文化层次和知识背景遥 对于普通的
游客来说袁绝大多数是以观赏性为主袁主要是看建筑尧

的根

碑刻尧遗物等袁深层次学习目的者较少袁感兴趣者还会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共同的

多停留些时间观察学习袁不感兴趣或看不懂者就一带

认知袁但在台湾民进党当局不断操作野去中国化冶袁妄

而过袁走马观花式参观遥 经观察统计袁以书院为旅游点

图隔裂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青年中的认知袁因此海峡

的平均逗留时间仅为 1 小时左右袁 远远低于博物馆尧

两岸青年传统文化交流尤显必要遥 书院文化是中国传

展览馆等场所参观时间遥

另一方面袁由于书院的投资与管理者袁在对书院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
要的资源之一袁要加强保护袁留住两岸文化交流的根遥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还不够遥 书院文化

针对目前福建书院泯灭较多的现实袁更要加大对

的物化尧活化不够成熟袁与现代多媒体技术融合得不

书院资源的保护遥 首先要提高全民保护意识袁充分认

够袁虚拟现实体验性不强袁文化的载体还较单一袁特别

识到书院文化的重要历史价值袁对当代社会重要的教

是在文化体验上的项目较少袁 对青年人的吸引力不

育价值袁进一步加强宣传和引导袁让人人都树立保护

足袁无法抓住青年人的心袁用青年人喜爱的方式去认

书院资源的社会责任感遥 政府要加大对书院保护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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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发展规划工作袁加大资金投入和后期的运营监管

的氛围袁思考感悟文化的力量遥 三是转化资源的属性袁

工作袁让书院良性发展遥 书院的建设者要对书院有清

将书院文化形成文化创意产品袁 制作各种材质的雕

晰的建设方案袁弄清哪些需要加大保护袁哪些可以新

塑尧书签袁纸扇尧模型等袁让文化创意产品更加实用化袁

建开发袁在保留书院原有特色和资源的基础上袁做好

更具纪念性袁扩大书院文化的影响力遥 改变书院文化

书院的修缮保护重建工作遥 书院的经营者则要重点对

单向传播模式袁向互动式尧沉浸式创新袁学术交流中多

书院资源进行挖掘尧整理尧恢复尧利用袁加强现代技术

一些提问尧辩论袁文体活动中多一些动手尧动脑遥 在近

手段保护手段袁特别是除湿干燥系统尧采光系统的运

年开展的两岸青年朱子文化研习营活动中袁利用书院

用曰加强书院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袁利用好先进的网

为场所袁组织朱子祭拜礼袁学习中国传承戏曲尧武术尧

络平台和数据库图文尧声像等保存书院原物资源遥 书

诗词袁体验制盏尧剪纸尧茶艺尧书法和竹艺等活动袁吸引

院所在社区也要积极参与书院的保护袁积极做书院文

了台湾青年的心袁起到良好的效果遥
渊三冤打响书院文化品牌袁塑造两岸青年文化交流

化的志愿传播者袁 为书院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气息袁
而非商业氛围袁 为参观者留下书香浓郁的书院环境遥

的魂

可喜的是袁福建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数十年来袁在不

海峡两岸在蔡英文野执政冶之前袁两岸青年在文

断修复武夷山尧建阳尧建瓯尧政和等地数十处书院袁特

学尧艺术尧宗教尧教育等都有广泛交流袁像朱子文化研

别是建阳考亭书院袁项目总投资 1.8 亿元袁总建筑面积

习营尧台湾-厦门文学之旅大学生夏令营尧中华情-海

两岸朱子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遥

但随着台湾政治气候变化和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袁两

为 10806.28 平方米袁建设祭祀区尧展示区尧研学区袁为

峡两岸民间艺术文化嘉年华活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力遥

渊二冤创新书院文化模式袁抓住两岸青年文化交流

岸文化交流活动的人数和密集度有所减少袁但两岸交

的心

流的抓手不能丢袁必须继续打响两岸青年文化交流的
书院文化交流重在传播思想袁思想的交流是深层

品牌遥

次的沟通袁需要互动式尧沉浸式教育引导遥 传统的文化

在书院文化交流方面袁 闽台有着天然的联系袁有

传播重在说教袁传播者以口授为主袁参观者以耳听为

着共同的文化基础袁天时地利人和地开展书院文化交

要袁听的效果取决于人的注意力袁而注意力受时间影

流遥 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尧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响袁随时间增长袁听的效果锐减袁所以要对文化传播的

主办的海峡两岸书院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五届袁每届书

内容和形式加以改变遥 现代青年思想较活跃袁对新知

院论坛袁都有上百名来自台湾的书院山长尧专家学者

识的追求不局限传统的说教袁 更希望以更加自由尧灵

齐聚一堂袁活动以书院为依托尧朱子文化为引领袁展开

活的方式接收新思想袁这要求必须对书院文化进行创

一系列学术交流和研讨袁 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造性转化尧创新性发展遥

化袁为两岸同胞人文交流袁促进心灵契合建言献策遥 朱

书院文化交流不能只局限在看建筑尧 观书展尧听

子文化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袁有必要将朱子文

故事袁更多的要以书院为载体袁深入挖掘书院文化资

化与书院文化融合起来袁 打响朱子书院文化交流品

源袁将资源转化为更新颖的展现形式遥 如利用现代多

牌袁将书院作为两岸朱子文化学者交流沟通的良好平

媒体体技术袁特别是 AI 虚拟技术袁将书院的文字故事

台袁 大力将书院打造成朱子理学文化的研究基地尧活

转化为视频故事袁 将已消失的书院虚拟情景再现袁将

动基地袁利用好朱子文化节尧海峡两岸朱子学论坛尧朱

书院静态的转化为动态的袁提高参观者的吸引力遥 在

子之路研习营活动等平台[5]遥 加强朱子文化尧书院文化

组织形式上袁一是创新交流载体袁如将线下书院文化

研学课程的设计袁将闽北尧闽东尧闽南与朱子有关的书

思想研讨尧学术讲座转为线上交流袁增加重复性袁扩大

院串联起来袁丰富活动形式和内容袁打造福建书院的

受益面遥 二是创新组织形式袁开展书院文化的研学旅

特色品牌活动遥

行袁组织台湾青年以书院为主题袁多个参观不同地区尧
不同类型的书院遥 让参观者亲临书院袁体验书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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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莹袁等院福建书院推进台湾青年中华传统文化认同的机制化探索

渊四冤整合书院文化力量袁延伸两岸青年文化交流

观尧优质的服务为两岸青年交流做贡献遥

的度

书院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瑰宝之一袁福建
两岸书院文化交流基本已进入常态化袁但还存在

书院对台湾青年有着重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遥 在中国

着组织松散尧机制不活等问题袁主要表现为书院文化

大陆不断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袁形

交流以民间学术团体组织为主袁 政府主导性不够袁企

成野文化自信冶袁建设野文化强国冶的背景下袁进一步加

业参与热情不强尧社区参透面不广袁在机制上以公益

强两岸书院合作与交流尧进一步推动书院文化创新与

性为主袁缺少持久性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激励机制遥 为

融合袁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袁在推进闽台融

延伸两岸青年传统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泛袁需要融合

合袁 促进台湾青年对中华传统文化认同中先行先试袁

各方面的力量袁形成合力袁共同推动两岸书院文化的

做出更大的贡献遥

交流遥
书院文化整体合力的形成袁不仅依靠书院自身的
发展袁同时也需要政府的指导和关注袁社会组织的支
持和参与袁努力促进野政府主导尧学者支撑尧社会参与冶
的工作新局面遥 政府应当加强对书院发展的宏观指
导袁集中可统筹协调的资源袁协调相关部门加大力度袁
在书院建设尧资源保护尧平台搭建等方面形成合力遥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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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遥 书院文化的从业者尧社区民众也要认识书院文化
对两岸青年交流的作用袁以准确的知识尧正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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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titutionalized Study on How Fujian Academy Promotes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to Taiwan's Youth
ZOU Ying1袁 QI Shaohua2

(1.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School of Tourism, Wuyi Universti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preserv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ujian and Taiwan are separated merely by a strip of waters, and there are many academies in the two places,
most of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Zhuzi culture. Zhuzi Culture has boosted the sense of belongings of Taiwanese people to Chinese tradi鄄

tional culture.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plicated cross-strait relations, Fujian academy extensively organizes Taiwanese youth to visit
Fujian Academy to innovate in organizational content, form, and incentiv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se activities constantly en鄄

hance their re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reby promoting the Chines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to work together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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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口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与范式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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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口译认知过程研究是口译研究的时代新趋势袁它不仅是交际过程和认知过程交融的产物袁更是认知科学

与口译研究相融合的产物遥 秉持理论体系构建意识和口译实践经验理论化的研究路径袁叶认知口译学渊2020冤曳的出版确
立尧巩固了野认知口译学冶的学科地位袁规定了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袁明确了当代口译学研究范式的 2 大转向袁展望了

认知口译学的发展趋势遥 通过对该专著主要内容与野理论性和实践性尧系统性和全面性尧前沿性和引领性尧跨学科性和互
动性冶等特色进行评述袁指出其不足之处袁提出相应的建议遥 以期对翻译和口译认知过程研究尧认知翻译学研究尧跨学科融
合研究等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遥

关键词院叶认知口译学曳曰理论创新意识曰跨学科性曰范式转向曰融合模型曰康志峰
中图分类号院H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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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重大贡献遥

一尧引言
口译认知过程研究处于口译研究的前沿袁是认知
科学和口译研究相融合的产物袁标志着我国的口译研
究实现了从关注语言内部因素到关注口译主体内部
认知因素的转向袁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尧技巧介绍和特
征归纳[1]到口译实践经验理论化的发展历程袁走在了
世界口译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遥 叶认知口译学曳渊Cogni鄄

叶认知口译学曳于 2020 年 11 月由复旦大学出版

社出版[3]遥 该书由中国翻译认知研究会会长康志峰教
授独撰袁是认知科学和口译研究相融合的产物遥 该书
具有明显的理论构建意识袁也是口译实践经验理论化
的产物袁 它与 叶认知心理视阈下的口译研究渊2012冤曳

叶口译认知心理学渊2013冤曳共同构筑了口译认知过程
研究的理论体系之基遥 除了绪论部分之外袁 全书共 8

章袁分别论述了认知口译学理论基础尧研究范式尧口译

tive Interpreting Studies袁简称 CIS冤生逢其时袁是野一部

认知功能研究尧多模态双语记忆与口译研究尧元情绪

立与巩固尧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研究范式的转向等做

译认知研究的未来趋势袁确立尧巩固了认知口译学的

具有创新思维的冶[2]专著袁为认知口译学学科地位的确

研究尧 基于 ERPs 和眼动实验的口译行为研究以及口
学科地位袁规定了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袁明确了

收稿日期院2021-10-25
基金项目院2019 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高
校外语教改科研专项冤渊JZ190089冤曰2018 年度
浙江省教育厅高校访问学者项目渊FX2018047冤遥
作者简介院魏琛渊1980-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尧编辑袁主要从事
认知语言学尧词汇语义学与教育语言学研究遥

当代口译学研究范式的 2 大转向袁展望了学科的发展

趋势袁走在了世界口译认知研究的前沿袁具有学术引
领价值和实践意义遥
本文概述了该专著的主要内容袁并在此基础上对
该专著的野理论性和实践性尧系统性和全面性尧前沿性
和引领性尧跨学科性和互动性冶等特色进行了评述袁指

魏 琛袁等院认知口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与范式转向

出其不足之处袁提出相应的建议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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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从各个方面解决这一问题袁但它始终悬而未决[7]遥
而后认知主义则以具身体验为基础袁探讨概念主体自

二尧内容概要

身的认知系统与感官知觉要运动系统的统一性关系袁

在第 1 章野绪论冶部分袁作者首先指出野认知口译

学冶这一概念首创于 2018 年 袁它是口译与认知心理
[4]

学交相为用的必然产物袁同时指出口译主体研究的认
知转向和实证转向在口译认知过程研究具有不可或
缺的地位遥 口译认知过程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
变化的心理过程袁 经历了 野输入要解码要理解要记

忆要编码要输出冶的语码转化过程袁体现了口译主体
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积极参与袁也体现了口译主体的元
认知和元情绪的反思过程遥 作者指出袁认知口译学研

关注概念主体与宏观语境袁如社会语境尧文化语境袁以
及微观语境渊即文本语境冤之间的多维尧动态交互作
用袁为口译主体认知过程研究的系统性解释提供学理
支撑袁在一定程度上可合理解释野符号接地问题冶[6]遥 然

而袁认知过程研究面向的是复杂的尧具有主观建构性
的心理过程袁 涉及概念主体基于已有知识和经验袁积
极加工信息尧解决问题的主动性过程遥 在梳理认知过
程研究脉络时袁作者简要介绍了 3 种主要的认知过程

模型袁 如 Piaget 图式理论的主动适应性尧Carroll 信息
加工模型的动态过程性尧联结主义的整体突现性遥 正

究应同时考虑内隐性认知因素和外显性认知因素袁并

是基于后认知主义的具身体验性袁人们逐渐认识到口

概括了认知口译学的几大特征院概念性尧学科性尧研究

译是交际的手段之一袁更是口译主体认知活动的积极

性尧元认知和认知性袁以及科学性尧逻辑性尧缜密性尧启

产物遥 为此袁学界围绕释意理论尧Bell 的语言学和心理

发性尧跨学科性尧多模态性等特征袁重点论述了前 4 大

特征遥 接着袁作者指出了认知口译学的研究路径和跨
学科融合路径遥 从研究路径看袁认知口译学研究正致

语 言 学 模 型 尧Kiraly 的 社 会 学 和 心 理 语 言 学 模 型 尧
Wilss 的决策过程模型尧Gutt 的关联模型以及 Gile 的
认知负荷模型袁对口译过程的野输入要解码要理解要

力于在与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中实现实证转向袁进而

记忆要编码要输出冶 语码转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

对认知口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经验的理论化

究袁发现口译认知过程研究需要全方位调动口译主体

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进行综合性尧 系统性研

的认知资源袁整合口译主体的内部认知资源和外部资

究曰从学科路径看袁认知口译学研究在跨学科融合中

源袁前者如听觉系统尧视觉系统尧记忆系统尧情绪系统

实现野多模态尧多层面尧多级度冶的发展遥 在本章最后袁

等袁后者如任务复杂度尧文本熟悉度尧口译环境尧口译

作者回顾了口译认知研究的源起袁认为正是认知心理

时长等遥 可见袁口译认知过程是内外部资源交互的产

学对诸如焦虑尧压力尧记忆尧注意力分配等认知和情绪

物袁具有离线性和在线性并存的特征袁也是一个口译

因素的深入研究为认知口译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提供

主体调用各种认知资源和认知策略袁 在具有交互性尧

了心理学基础袁进而野开创了口译认知研究的先河冶 袁
[5]

使得口译认知研究朝着野理论化尧实证研究客观化尧技
[3]

能研究科学化尧多模态尧跨学科研究多样化冶 的方向
发展遥
在第 2 章野认知口译学理论冶中袁作者论述了口译

动态性与社会性三位一体的交际语境[8]中积极解决问
题的过程遥
在第 3 章野认知口译学研究方法论冶中袁作者指出

认知口译学研究在跨学科融合中实现自身的突破性
发展袁其研究秉持理论研究尧实证研究以及理论与实

学理论体系建构路径袁从经典的认知主义和后认知主

践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袁如基于口译实践经验的理

义出发袁探索翻译研究的认知需求分析尧路径分析和

论化研究袁口译理论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

过程分析袁进而概述口译认知过程研究的 6 大主要理

以及基于口译实操的实证研究袁如基于语料库的定量

论模型袁最后提出认知口译学理论体系遥 经典的认知

研究尧基于诱导数据的定性研究尧基于现代科学技术

主义持客观主义语言观袁无法解释语言作为象征单位

的神经认知研究袁以及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遥 作

是如何获得规约义这一 野符号接地问题冶渊the symbol

grounding problem冤 遥 虽然秉持认知主义的研究者们
[6]

者认为传统研究范式袁如心理咨询法尧问卷调查法尧口
述报告法尧内隐联想法等固然有其优势袁也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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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诱导数据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口译主体的口

连续处理袁如听觉信号的获取尧音义的整合关联袁实现

译行为袁但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遥 从 Kuhn 科学哲学

信息识别的最优化袁最终促使工作记忆与口译主体思

范式的角度看袁传统研究方法的客观性尧科学性尧可重
[9]

复验证性尧可证伪性等 都有优化的空间袁甚至使得

维/意识的联结遥
在第 5 章野多模态双语记忆研究冶中袁作者进一步

野口译本体论研究再难维系冶[3]袁 只得寻求诸如认知心

论述了记忆的不同类型尧运作机制及其在口译中的作

理学尧认知语言学尧认知神经科学等其他学科的支持袁

用遥 作者基于前人研究袁分别论述了短时记忆渊short-

实现野口译研究方法之突破冶 [3]袁催生了口译认知心理

term memory袁STM冤的定义尧功能效度尧特性尧增效策略

法尧眼动实验法尧E-priming 测量法的源起尧原理尧变量

记忆的关系尧遗忘率尧容量尧双重编码等特性及其它们

学遥 由此袁 作者重点介绍了 EEG 检测法尧ERPs 测量

控制尧实验方案和实验设计尧测量操作尧优势与劣势袁
以及上述研究方法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应用价值遥 比如
作者正确地指出袁在使用 EEG 或 ERPs 的同时袁混合使
用民族志渊ethnography冤等质性研究法袁可实现多维研

究方法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三角验证 渊triangulation冤 袁
[10]

和长时记忆渊long-term memory袁LTM冤的定义尧情景与

在口译中的应用遥 根据工作记忆 渊Working Memory袁
WM冤理论模型袁作者阐述了 WM 的研究现状尧定义尧有
限待激活特征尧复述和组织策略以及 WM 与一般认知

能力的关系袁进而之处 WM 的研究范式对口译认知过
程研究的积极促进作用袁 最后作者通过实例论证了

实现研究证据和研究结论的汇流 渊convergence冤[11-12]袁

WM 模型在口译操作过程中的积极增效作用遥 本章的

在第 4 章野人脑与口译认知功能冶中袁作者指出由

过程研究的前沿性问题之一遥 现有研究表明袁随着国

进而实现研究范式革命 遥
[9]

WM 理论模型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地方袁也是口译认知

于思维尧 认知和口译操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

内外研究者对记忆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袁人们逐渐达成

系袁因而口译本体论不能充分解释口译认知的心理活

共识袁记忆在口译认知过程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

动及其过程遥 作者认为可从脑神经科学视角出发袁借

位遥 记忆研究从之前的 STM 和 LTM 研究转向 WM 研

助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脑神经的联结机制袁采用
野C渊cognition冤寅M渊medium冤寅I渊interpreting冤嵌入式口

译认知研究法冶[3]研究影响中枢听觉神经的相关因素袁
并应用 ERPs 测量法研究了影响口译主体执行口译操

究袁 进而转向 STM尧LTM 与 WM 的互动研究遥 根据

Baddeley & Hitch 的 WM 模型[13]袁WM 由注意控制系统尧
中枢执行系统以及为其服务的 2 个子系统组成袁这两
个子系统分别为院视觉经验加工系统和听觉经验加工

作的相关因素袁如口译主体年龄与口译操作尧听觉障

系统遥 中枢执行系统不仅协调注意力控制系统袁使其

碍与口译操作及其质量的关联性袁进而明确了执行口

注意到来自视觉器官捕获的视觉信号袁也使其注意到

译操作的最佳年龄以及部分影响因素遥 野C寅M寅I 嵌

来自听觉器官捕获到的语音信号袁并在这二者之间构

入式口译认知研究法冶由野认知寅大脑/思维寅口译冶组

建一个情景缓冲器袁对情景进行编码袁积极调动口译

成袁在该推导式中野寅冶表示野控制冶袁其表示野认知 C 通

主体各项认知资源尧激活口译主体先有知识尧实现先

译 I冶[3]遥 换言之袁口译主体具有有意识控制口译操作及

由于 WM 具有信息储存时间短 渊大概为 10要20 秒冤尧

过大脑神经这个介子 M 来进行袁大脑神经又控制着口

有知识与即时在线信息的整合遥 根据 Miller 的研究[14]袁

其过程的能力袁这种认知控制力可通过协调各类认知

储存容量小 渊大概为 5要9 个独立的信息组块冤 等特

资源对如译前准备尧听觉认知尧视觉认知尧认知计算尧

征袁WM 不仅成为口译主体完成各种心理操作的工作

信息输出等口译操作及其过程进行调节和优化袁达到

台袁而且还成为口译主体口译质量提升尧口译流畅度

协同增效的效果遥 作者进而区分了脑神经联结作用下

的重要指标之一袁其原因在于院信息组块的扩大和自

的惰连关系和专连关系以及二者的相互转化条件遥 而

动化将影响口译主体对即时在线信息的 野输入要理

在脑神经联结中袁中枢听觉执行程式因受到超音段信
息处理尧任务复杂度尧注意力分配机制的影响袁就必须
借助口译主体的认知记忆机制实现口译输入信息的

解要解码要加工要编码要输出冶全过程遥 基于此袁如何
扩大信息组块就成为 WM 有效尧迅速地激活尧提取先
有知识袁并促其与即时在线信息产生最佳认知关联的

魏 琛袁等院认知口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与范式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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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遥为此袁作者基于 ERPs 研究法尧双重任务法尧相关

多模态听觉焦虑渊Auditory Anxiety袁AA冤的级度观遥 该

模态以及 WM 与 LTM 的共享信息表征进行验证研

渊Lower Anxiety袁LA冤对认知主体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

分析法等袁设计实验对 STM尧LTM 和 WM 这 3 种记忆
究 遥 研 究 结 论 表 明 袁WM 对 口 译 主 体 源 语 渊Source

Language袁SL冤刺激信息的加工尧储存尧提取有直接的关

研究论证了高焦虑 渊Higher Anxiety袁HA冤 和低焦虑
中等焦虑渊Medium Anxiety袁MA冤的积极促进作用袁有

助于口译主体有效认识自身的认知状态袁形成良好的

联袁 促进口译主体对连续语流的认知加工尧 复现尧关

情绪状态袁协调听觉系统尧视觉系统尧记忆系统袁综合

联尧转换袁可以说正是各种认知资源的综合运用形成

利用认知资源袁助力于口译任务的顺利完成遥 在此基

了协同增效作用袁提升了口译流畅度和质量遥 从这个

础上袁作者根据模因理论尧整体理论和级度理论对口

意义上说袁WM 如同空气加湿器一样起到了增效器的

译焦虑 渊Interpreting Anxiety袁IA冤 进行了实验验证研

作用袁 使得口译主体的记忆系统处于一种待激活的
野愉悦冶状态遥

第 6 章野口译认知的元情绪研究冶重点论述了口

译认知研究中的元认知和元情绪研究袁论证了口译认
知过程与口译主体的情感因素之间的密切关联性遥 接
着袁从模因论尧整体论尧级度论等视角袁对口译中的听
焦虑模态和译焦虑模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袁并通
过 IMEs 实验验证了学生译员的元情绪可能带来的负
面效应和增效作用遥 元情绪研究实际上为口译主体认

知状态研究袁表明了口译主体的认知状态对口译质量

究袁根据实验结论袁提出了 AA 和 IA 应对策略袁如针

对 AA 可采取诸如多元语境下的辨音训练尧多义词词
义网络的辨义训练尧注意力聚焦策略尧技能策略以及
信息延展策略曰针对 IA 可采取情感指导策略尧焦虑管

理策略渊Anxiety Management袁AM冤尧焦虑关注和调节策
略 渊Anxiety Attention + Anxiety Adjustment袁2AA冤尧兴
奋关注和调节策略 渊Exciting Attention+Exciting Ad鄄
justment袁2EA冤以及内省修正策略渊self-repair strate鄄

gy冤遥 研究表明袁 这些策略有助于提高学生译员的英

汉尧汉英互译的正确率遥 最后袁作者对元情绪的负面效

可能产生的影响遥 经典的情感研究袁如焦虑研究袁都力

应和增效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袁研究表明显性的指导

图证明认知主体的情绪对认知主体的活动产生消极

对口译主体的认知状态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袁如针对负

影响袁认为焦虑是导致认知主体紧张尧抗争尧逃离尧恐

面效应可引导口译主体实时建构尧监控自身的口译认

惧的根源袁Wilson & Lewandowska-Tomaszczyk 将其归

知状态尧平稳情绪尧发展个性尧主动寻求自我实训曰针

纳为 3F 策略袁即野fight冶野flight冶野fright冶 [15]袁进而影响认

对增效作用袁 可增强口译主体对动态口译语境的监

知主体的认知状态袁对其产生消极影响遥 同时袁Wilson

控尧调整能力袁增进积极的自我评价袁适时运用良性策

& Lewandowska-Tomaszczyk 还指出袁积极型焦虑实际

略对元情绪做出动态调节遥 作者认为袁上述实验结论

上对认知主体的认知状态也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遥

和策略有助于实现口译主体的良性自我情绪管理袁实

前人的研究主要针对口译主体在各种词表类型下的

现口译主体尧认知状态尧情绪状态尧口译语境等协同增

再认错误率尧不同焦虑水平被试者的再认率尧反应时 3

效遥

那些未注意到的尧转瞬即逝的诱导信息袁促发渊trigger冤

根据 Ridderinkhof 等人的冲突适应模型[17]袁应用 ERPs

个维度切入袁证明了消极性焦虑使认知主体更注意到
了更多的错误记忆袁而适度的积极性焦虑则能减少错

在第 7 章野口译行为的 ERPs 实证研究冶中袁作者

对口译行为的认知尧计算和输出过程[18]的有意识控制

误记忆袁 使认知主体聚焦即时在线语流中的关键信

和无意识控制进行了实证研究遥 研究发现袁被试者对

息袁增强其与先有知识的关联袁提高了认知成绩遥 基于

SL 信息有着无意识冲突适应遥该研究结果对于口译主

前人研究的启示袁作者根据 Cassady & Johnson 的认知
测试焦虑量表 渊Cognitive Test Anxiety Scale袁CTAS冤

体的认知空寂及其与意识的关系具有理论建构价值遥

[16]

作者进而论述了有意识冲突适应和无意识冲突适应

设计了听焦虑量表 渊Auditory Anxiety Scale袁AAS冤袁通

具有激活认知主体适应控制系统的共性袁以及二者对

过多元研究方法的融合使用袁对学生口译员进行了大

认知主体激活区域和激活程度上存在的差异袁阐明了

规模的问卷调查和专家验证袁建构了口译教学研究中

冲突意识独立于意识的论断遥 而作者的双语转化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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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则论证了口译活动中双语转换带来的抑制作用尧
时间代价以及干扰作用袁并从自身的口译实战经验出

叶口译认知心理学曳 共同构筑了认知口译学的理论大
厦袁为口译认知研究奠定了理论之基尧实证之实尧范式

发袁提出了双语语境下口译的增效策略袁如扩大口译

之范遥 作者有着明显的理论体系创新意识尧学科体系

主体的双语心理词典策略尧熟练转换策略尧转换技能

创建意识尧跨学科融合意识尧多元研究方法共证意识袁

策略尧灵动认知策略以及元情绪管理策略遥

为认知口译学的健壮性发展奠定了良好开端袁对口译

第 8 章野口译行为的眼动实证研究冶以视译尧交替

理论研究者与口译实践者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导

tracking冤对口译主体的眼动跟踪轨迹尧眼动速度和眼

笔者拟从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尧系统性和全面

传译等口译行为为研究对象袁 采用眼动实验 渊eye-

向价值遥

动注视点以及绩效进行了详实的观察尧记录尧定量分

性相统一尧前沿性和引领性相统一尧跨学科性和双向

析尧定性分析遥 研究发现目标域渊Target Domain袁TD冤占

互动性相统一 4 个方面论述该书的主要特色遥

位注视点的数量与绩效表层尧绩效高低并无显著的关

联性 袁高绩效则与注意力关注时长渊注视点时长冤和
[19]

目标域的凸显性渊salience冤有关[20]遥 这一结论与认知心

渊一冤该书的主要特色

1. 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本书作者有着明显的理论体系创新意识袁学科体

理学和认知语言学关于认知主体对凸显事物的关注

系创建意识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意识袁既致力于创建

程度更高的结论相一致遥 认知心理学认为袁认知主体

认知口译学理论体系尧学科体系袁又注重口译主体实

对一事物的认识度与其对该事物投入注意力强度和

践经验的理论化遥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路径与外语

时长有密切的关联性遥 越是认知主体注意到的事物袁

教学的野后方法论冶[21]具有异曲同工之处遥 野后方法论冶

注意的时长越长袁则认知主体对该事物的认识就越深

视域下的口译理论研究观尧实践观和教学观反思传统

入遥 因此袁本章的研究为读者勾勒出了眼动跟踪靶域

方法的优势和不足袁倡导对口译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

轨迹袁眼动速度与绩效以及眼动跟踪注视点与绩效之

性的回归袁主张构建一个野自下而上冶的经验主义路

间的关联性袁 拓展了视译和交替传译的研究范围袁引

径袁 适应具体口译教学情境的实践者自身的理论体

入了新的研究范式遥

系遥 根据野后方法论冶的基本原则袁口译理论是口译主

第 9 章野口译认知研究对策与展望冶从理论体系

体口译实践经验的理论化袁而口译主体的口译实践则

构建尧实证研究和研究范式 3 个层面指出了本书在口

是口译主体在口译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化袁二者既构成

译认知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袁如理论构建的系

一种双向互动关系袁也构成一种螺旋式上升关系袁形成

统性有待加强尧实证研究之难尧多元研究范式融合使

野实践要理论化要再实践要再理论化冶 的辩证路径[22]遥

用带来的计算复杂度等遥 作者认为袁认知口译学的健
壮性发展至少应在以下 6 个方面发力院研究范围的拓

本书正体现了作者在这种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原
则指导下的理论创建与实践活动遥

展袁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构建袁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尧规范

2. 系统性和全面性相统一

性和科学化袁多元研究空间的拓展袁理论与实证研究

如果说叶认知心理视阈下的口译研究渊2012冤曳是

的深度融合以及研究成果的有效传播路径拓展遥 总而

作者口译理论系统化构建的初尝试袁为其奠定方法论

言之袁认知口译学研究处于众望所野期冶之中院理论体

基础袁那么叶认知口译学渊2020冤曳则是该理论系统化构

系初创期袁研究范围拓展期尧多元研究范式的融合期尧

建的再努力袁更是研究范式的转向遥 如果说叶口译认知

研究结论汇聚期遥

心理学 渊2013冤曳 为认知口译学理论奠定了心理学基
础袁那么叶认知口译学渊2020冤曳则是这一心理学基础的

三尧简要评述
叶认知口译学曳是作者口译认知研究 10 余年来砥

砺前行的结晶袁 与 叶认知心理视阈下的口译研究曳和

再实践遥 虽然作者将全书分为 9 章袁其构成一种具有
内在逻辑性的结构袁即野理论基础要方法论基础要理
论与实践基础要实证研究基础要未来展望冶遥 作者力
图从上述 5 个方面构建认知口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袁

魏 琛袁等院认知口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与范式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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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口译理论体系的创建袁也关注

4. 跨学科性和双向互动性相统一

口译认知过程研究的研究范式转向要要
要认知转向和

作者指出口译认知研究正经历的 7 大转向院理论

实证转向遥 这 2 大转向既符合口译理论研究从关注语

转向尧实证转向尧跨学科转向尧国际化转向尧范式转向尧

也符合口译理论研究从最初关注经验的总结尧技巧的

究尧口译研究的在新时代的新业态遥 当代的语言研究和

言内部结构转向关注口译主体认知过程的研究之需袁

技术转向和多模态转向[3]遥 这 7 大转向体现了语言研

介绍尧特征的归纳到口译实践经验理论化再到口译理

口译研究不再是纯粹基于研究者定性思考的内省范

论接受科学哲学范式验证的学科发展之需袁还符合口

式袁而是强调研究的跨学科性尧研究范式的多样性袁也

译研究范式从传统的问卷调查尧心理咨询等诱导实验

强调最新科学技术融入口译认知研究的技术维度 [12]遥

向现代科学技术支持下的认知神经科学实验验证的
范式革命之需遥 此外袁作者从理论到实践袁从实践到再
理论化的路径袁为认知口译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实践基

从经验的总结到理论化的过程袁从传统问卷调查等诱
导数据到基于 ERPs尧fNIRS尧EGG 等脑电成像技术的

融入袁从研究视角的语言层到野语言层要认知层要社

础遥 因此袁作者所构建的认知口译学理论是实践的袁也

会层要文化层冶的生态化建构袁从单一场景的口译认

是理论的袁 是理论的系统性与实践的全面性的统一

知模态到多场景尧多模态的口译模态研究遥 上述 7 大

体遥

转向的实现既是口译认知研究跨学科尧跨界面尧跨领
3. 前沿性和引领性相统一

域研究的时代需要袁也体现了作者理论建构意识和口

认知口译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尧巩固标志着我国的

译实践经验相统一的辩证思维遥 比如袁作者在第 7 章

口译研究实现了从关注语言内部因素到关注口译主
体内部认知因素的转向袁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尧技巧介
绍和特征归纳到口译实践经验理论化的发展历程袁走

和第 8 章分别借助 ERPs 和眼动跟踪对口译行为做了

深入的研究遥 第 7 章的研究结论表明了冲突具有适应
独立于意识的特性袁也表明了双语转换对口译行为具

在了世界口译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袁将引领我国口译理

有抑制作用袁致使口译主体付出时间代价尧干扰口译

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遥 作者具有明显的守正创新思维袁

主体的行为袁使其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遥 第 8 章的研

认知口译学继承了我国口译理论研究的经验性总结

究结论表明对口译主体眼动轨迹的跟踪有利于揭示

传统袁又与时俱进袁根据作者自身的口译实战经验加

眼动速率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袁同时为视译增效机制提

以理论化尧研究范式的实证化尧技能研究的科学化尧多

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遥

模态跨学科研究的多样化袁使其进一步向野规范化尧系

渊二冤该书的不足之处及其建议

统化尧前沿化冶[3]方向发展袁也使其具有了与口译研究

笔者认为叶认知口译学曳在研究对象的选取尧研究

国际化接轨的对标意识 遥 作者的对标意识则具体体

方法的选择尧研究发现的汇流等方面还有进一步商榷

会尧时代尧行业培养具备口译理论知识和口译实战经

首先袁当前的认知口译研究受研究对象选取范围

验的人才的需要遥 渊2冤对标口译认知过程研究国际化尧

的限制袁主要以学生译员为研究对象进行相应的分析

跨学科化尧跨领域化尧跨界面研究的需要遥 口译认知研

与研究遥 从书中的表述以及作者及其团队后续的研究

究面对的是极具动态复杂性的口译主体袁对口译认知

来看袁作者及其研究团队显然已意识到研究对象选取

过程的研究揭示人脑和思维的运作机制袁这一运作机

方面存在的局限性[4][19-20]遥 诚如作者所言袁以学生译员

[23]

现在院渊1冤对标口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初心袁为国家尧社

制无法直接观察袁只能通过有限的手段对其进行间接

的空间遥

为研究对象的优势在于院 能进行较大规模的研究袁进

观察袁 而采取诸如 ERPs尧fNIRS 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而使其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袁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口

则有利于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观察尧定量分析以及定

译实践经验和知识体系完备性等方面袁而以专家译员

性分析袁多元研究范式的融合研究有利于从多个视角

为研究对象则可克服上述局限性袁如丰富的口译实践

对同一口译认知行为作出相似或相近的研究结论袁有

经验尧完备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体系袁但其也存在

利于揭示人脑这一野黑箱子冶的运作机制和运作规律遥

局限性院研究对象规模较小袁不易具有统计学上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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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遥
其次袁 作者及其团队主要采用基于 ERPs尧fNIRs

等神经认知实验法获取诱导数据尧以定量和定性研究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袁这既是当下学界在追求实证

注 释院
淤 本文曾在野新起点翻译传译认知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翻译认

知研究会第八届大会冶分论坛野口译理论与实证研究尧翻译
质量研究冶渊2021 年 9 月 17-19 日冤上公开宣读遥 在此对各

范式的过程中秉持的范式先进性袁又使其在研究结论

位评议专家和学者的建设性修改建议表示衷心的感谢遥 同

的科学性尧全面性尧可重复验证性等方面具有优势遥 但

时袁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有幸得到本书作者尧复旦大学康志

若以专家译员为主要研究对象袁那么这种研究范式的

峰教授的大力指导袁 在此对康教授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

现实性可能存在不适切性袁主要原因在于院要想选取

意遥 文中谬误之处袁概由笔者承担遥

能达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专家译员规模是有较大困
难的遥 有鉴于此袁能否在学生译员研究发现的基础上
从质性研究的角度进一步研究部分专家译员的认知
状态尧认知情感袁从另一侧面验证基于学生译员的研
究发现呢钥 质性研究在追溯专家译员过往学习经历尧
口译实践经验尧口译策略选择尧口译过程表征等方面
均有较大的优势遥 社会文化理论指出袁任何译员当下
的口译表现及其反映的认知表征实际上都与译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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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Basis and Paradigm Turns of Cognitive Interpret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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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
of Kang Zhifeng's Cognitive Interpreting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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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gnitive interpreting process study as the new trend in interpreting study is not only the produ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m鄄

municative process study and the cognitive process study, but also the produ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interpreting

study. Holding a research path of constructing its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heorizing its practical interpreting experience, the publication of

Professor Zhifeng Kang爷s Cognitive Interpreting Studies(2020) establishes and consolidates the position of Cognitive Interpreting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defines its research object and scope, clarifies the two major turns of contemporary interpreting study,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gnitive Interpreting Stud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in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nograph, such
as 野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pioneering and guidi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冶.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thesis might offer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translation study and the interpreting study,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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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李碧华的叶青蛇曳是叶白蛇传曳的故事新编袁完全改变了民间传说叶白蛇传曳的传统故事模式遥 学界对李碧华

叶青蛇曳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袁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从文学角度对叶青蛇曳进行分析袁几乎没有从语言学的角度
去研究遥 从修辞学的角度袁根据叶青蛇曳存在的不同的语境差进行分析后发现袁叶青蛇曳的叙述角度尧逻辑和人物关系等方面
都呈现出与传统不合乃至有些矛盾的荒诞色彩袁依托上下文语境袁这些表层的荒诞在深层达到了平衡袁解构了传统民间
传说叶白蛇传曳袁甚至解构了中国传统男权的观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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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蛇曳是香港女性作家李碧华的作品袁该作品以

一方面袁 从叙事者本身这一角度来看袁叶青蛇曳就

小青为第一人称倒叙了叶白蛇传曳的野真实冶样貌遥 在小

具有荒诞性遥 本篇小说从书名就已经预示着它和传统

青看来袁从元明清流传下来的关于她们的故事都不是

的不同遥 传统故事的经典题名是叫叶白蛇传曳袁在流传

真实的袁只是好事者的作品遥 叶青蛇曳与传统的叶白蛇

过程中袁也曾用过叶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曳叶义妖传曳等作

传曳故事之间存在不少差异袁语境差理论非常关注这

为题名遥 题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了叙事的视角袁

种语境之中形成的差异遥 语境差指野在同一交际界域袁

这几版传统故事的视角都是以白蛇为主角视角遥 但是

语境因素间呈现颠覆状态袁却具有审美价值的修辞现

本篇小说的名字是 叶青蛇曳要要
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

象冶 遥 叶青蛇曳中的语境差也正是由叙述角度尧逻辑和
[1]

和传统题目形成了语境差袁展现出其与众不同遥 从题

人物关系之间等语境差结合而成的袁表面的语境差使

名来看袁叶青蛇曳的主角就应该是青蛇遥 但又和题名揭

文本产生不平衡的状态袁产生了荒诞的效果袁但是又

示主角的传统认知不同袁叶青蛇曳的故事主角依然是白

因为上下文的语境袁使得文本在内部又重新达成了平

蛇袁小青实际上仍然只是故事中的配角遥 以配角之名

衡袁获得了审美价值遥

为题已经突破常规袁 用小青的配角视角作为叙述视
角袁这一行为带有荒诞色彩袁与传统和本文故事构成

一尧叙事角度的语境差

了语境差遥 但是由于这篇小说是以小青为第一视角来
写的袁因此获得了合理性袁在文本深层达成了平衡遥 把

野荒诞视角主要由叙事者本身的荒诞与叙事对象

的荒诞构成遥 冶[1]

收稿日期院2022-02-21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渊FJ2021B103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昕泓渊1998-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汉语方言学研究遥

传统上的配角作为叙述视角袁这一点首先解构了传统
文本叶白蛇传曳袁从我们拿起这本书开始袁就给人以一
种非同寻常的体验遥
更进一步袁全新的叙事视角也带来文本解构的不
同遥 野叙事视角的荒诞袁给人以陌生化的视觉效果和心

灵震撼袁为故事注入了新鲜活力曰同时袁突破了正常视
角的某些局限袁使叙事处于全方位尧多角度的视野遥 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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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配角小青作为叙事主体袁把她的视角作为叙事的视

二尧人物形象语境差

角袁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配角视角袁让我们
对文本也形成了不同的理解遥 在传统故事中袁叶白蛇
传曳的主角是白素贞和许仙袁其故事也是围绕他们展

叶白蛇传曳的故事于宋代初见雏形袁并初步定型于

开袁无论是以全知视角还是单一视角而言袁我们无法

明末袁有着悠久的历史袁其身为中国民间野四大传说冶

知晓配角角度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袁小青永远都只

之一的身份使得它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袁 这些都让

是野红娘冶的角色遥 从表层看袁叶青蛇曳的叙事视角是更
为隐私的尧个人化的袁打破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观

叶白蛇传曳的人物形象获得了特殊的意义袁成为了特殊

的符号遥 许仙代表着专情尧赤诚袁白素贞代表着贤良尧

念袁野用青蛇的眼睛来看世界袁看到的只能是女人眼中

有情有义袁小青代表着忠义袁法海代表着铁面无私尧无

的新世界袁在这个世界中袁一切行动都由女性主导袁爱

欲无求袁这些都是其固有意义袁代表着中国传统观念袁

情的开始尧爱情的争夺尧爱情的捍卫以及爱情的放弃袁

这也是普罗大众一直以来所欣赏的品质遥 我们可以把

女性的戏份永远多于男性冶[2]遥 许仙变得多情自私袁白

传统民间传说叶白蛇传曳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列成表袁见

素贞的贤德淑良被解构袁她会妒忌吃醋袁法海也变成

了野妖僧冶袁这些人物的传统形象变得不那么稳定袁甚

表 1遥
表 1 人物形象

至完全崩坏袁 这也是因为叙述视角的变化形成的袁通

Tab.1 Character image

过配角的视角我们了解的故事才更为真实和细致遥 从
深层看袁小青是蛇妖袁在叶白蛇传曳故事开始的时候是
五百岁袁她蛇妖的特殊身份使得她逻辑上的语境差获
得了语境内部的平衡袁如院
渊1冤我提出一个天真的要求院
野一场姊妹袁把他让给我一天好不好钥 冶
野哈浴 冶她失笑袁野开什么玩笑钥 冶
野好不好嘛钥 只一天钥 冶[4]
渊1冤中的对话在正常人看来是违反了伦理道德的袁

白素贞

贤良尧有情有义

许仙

赤诚尧专情

小青

忠义

法海

铁面无私袁断情绝欲

但是李碧华的叶青蛇曳却完全突破这些符号背后
代表的传统观念院
渊2冤是的袁都是素贞足智多谋袁她说院野到了危急关
头袁女人惟有好好利用自己的色相遥 冶[4]

丈夫怎么是能够借给别人的呢钥 这是极为不道德的袁

渊3冤野姊姊袁我们找他算账去遥 这秃贼污辱我们袁说

产生了荒诞感遥 但是小青是蛇妖袁蛇妖是脱离于人类

是惊扰世道人心的浊物遥 哼浴 与他何干钥 多管闲事袁杀

以外的袁不受人类伦理道德的约束袁因此这个语境差

无赦浴 冶

获得了内部的平衡遥 这种伦理上的荒诞感正体现了小

素贞心里不是这样想的遥 她刚啖了几口鲜肉袁被

青的不通人事和一种莫名的野纯真冶袁由此获得了审美

人强要分尝袁她肯吗钥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袁哪有这般便

效果遥 这种伦理道德的颠覆在文中经常出现袁使得叶白

宜钥 严重的爱情岂肯枉费钥

[4]

蛇传曳忠义尧专情的传统意义被解构遥 并且在叙述过程
中袁小青一直认为自己只有野区区两百岁冶袁用野区区冶

传统符号中的白素贞是贞洁尧 足智多谋的代表袁

修饰野两百岁冶袁而且她认为两百岁的只是野幼稚生冶袁

而渊2冤中的白素贞同样野足智多谋冶袁她善于利用色相

按照正常人的逻辑看来袁这是非常荒诞的袁因为人类

并且还教小青应该好好利用自己的色相袁这与她的传

很难活到两百岁遥但是小青身为蛇妖袁在当时那个语境

统符号完全不一致袁 这种语境差之间的反差太大袁乃

中袁她自己就修炼了五百年袁五百年在妖精看来都觉得

至荒谬遥 但是本文的视角是小青袁她在文章开始就否

少袁何况是两百岁呢钥 因此获得了语境深层的平衡遥

认了传统文本的真实性袁一切都被推翻袁传统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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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颠倒的袁造成了语境差的荒诞袁加之她们野妖冶的身
份袁使得白素贞利用色相获得了合法性袁成为了合乎

操控着青白二蛇争风吃醋袁自己却装作不知遥 渊4冤中袁

柔软的抚慰却成了操控白素贞的无形威胁袁这是一重

情理的做法遥 渊3冤中白素贞的内心真实想法也违背了

逻辑语境差袁因为男性在家中传统上的主导地位和唯

传统意义上的形象袁加强了她妖性的一面遥 这些片段

一性袁使得女性不得不听命于他遥 这是传统以夫为天

描述的白素贞与传说中圣母般的白素贞有着极大的

的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袁而叶青蛇曳正无情地把它明

反差袁 甚至过于强烈的反差造成了莫大的荒诞感袁语

明白白地公之于众遥 渊5冤也一样袁人反而掌控着妖袁成

境差又因为小青对于传统民间传说真实性的否定取

为妖的主人袁这无疑是荒诞遥 许仙传统符号中呆头呆

得了正当的借口袁获得了语境深层的平衡遥 白素贞代

脑尧朴实的书呆子形象反而成为了他的伪装袁他成为

表的是儒家思想中理想化的女性袁她们应该是贤良淑

了一个伪君子遥 渊6冤中许仙也一反传统袁面对法海的威

德的圣母袁应该听命于男性袁白素贞的传统符号也代

胁袁他退却了袁无情地不肯护着白素贞袁他的虚伪无情

表了传统理想女性袁但正是李碧华对白素贞这一符号

与许仙的传统形象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和荒诞袁产

的突破袁解构了其代表的传统男性话语袁具有极大的

生了语境差遥 一方面袁解构了许仙的传统形象袁另一方

审美价值遥

面袁这个荒诞也产生了莫大的讽刺袁嘲弄男性的虚伪袁
从而解构了传统男性话语权遥

渊4冤许仙在素贞耳畔轻轻地抚慰院
野我们回家去吧遥 冶
他在她耳畔软语袁一时间袁整条断桥整个西湖袁都
是他的软语袁在氤氲荡漾了袁叫世间女子六神无主袁一

渊7冤趁许仙还未来得及仔细思量遥 趁他还没有历
史袁没有任何相牵连的主角遥 我是主角遥

[4]

渊8冤法海紧锁着眉心袁对她的狂言十分憎厌遥 原来

种含蓄的威胁遥

有一竖袁这一字纹袁狠狠地划在他眉间遥 我愤怒之中稍

回家遥

有一松懈袁心想院咦袁敏锐的手摸上去袁一定感觉得到

要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袁陪着回家的袁只能有
要要

那凹槽的遥

[4]

一个遥
发生了任何大事袁传宗接代袁生死攸关袁也只能有
一个遥

渊7冤渊8冤反映的是小青的形象袁在渊1冤中我们已经

能够发觉本文中的小青是一个没有伦理概念的小青袁

只能仍是他遥

[4]

渊5冤野要要
要我不怕袁我要回去遥 师父袁在妖面前袁我

这是与往常形象的不同遥 渊7冤中有了更大的反差袁她并
不忠义袁甚至想要夺走姐姐的丈夫袁并且也付诸行动遥

是主曰在你面前袁不知如何袁我成了副遥 师父莫非要操

这种伦理的反叛具有强烈的荒诞感袁渊8冤中甚至对法

纵许仙钥 冶[4]

海也有了感情袁这种想要染指神佛的不敬行为也是具

渊6冤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袁我见许仙袁包头飞窜推
过一旁遥 那么快袁那么无情袁那么可笑遥

有强烈的荒诞感的遥 小青形象的两级反转的语境差形
成了极大的讽刺感袁也解构了传统文本遥

他不肯遥
渊9冤他走了遥

他不肯遥
他不肯遥

[4]

他放我一条生路钥
不知如何袁我竟挂上一朵嘲弄的微笑遥

如果说对白素贞符号的解构是对传统男性话语

野这就是男人钥 冶

的初步解构袁那么由许仙人物形象语境差造成的荒诞

他走了遥

更是进一步的解构遥 暂且不提在医术上白素贞已经胜

空余我面对残局要要
要也许袁也许他是知道的遥

过许仙袁单单论蛇妖的寿命和法力就要比许仙强上不

残局已是定局遥

少遥 但是在家庭中却是许仙牢牢掌控着白素贞袁甚至

法海是佛袁本应是无情无欲铁面无私的袁但是叶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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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曳中的法海却让佛堕入了红尘遥 他利用许仙找到白

三尧人物关系语境差

蛇袁也对小青动了情袁这些与他的传统符号产生了语
境差袁佛的有情尧狡诈与传统形象形成了荒诞感遥 渊9冤

中的残局和定局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袁这里却把它们
等同起来袁这是逻辑语境差遥 白蛇入塔袁青蛇杀了许
仙袁这是残局袁本来法海应该收了小青袁以此收拾残

野荒诞的时空调配袁荒诞的人物关系袁荒诞的语言

表述都是荒诞情节解构的构成因素遥 冶[1]传统叶白蛇传曳
中的人物关系是极为简单的单线关系袁见图 1遥

局袁但是他逃走了袁因为他知道他多少对青蛇动了心袁
犯了戒袁因此空留残局遥 而小青隐约知道这个真相袁知
道他不会来收拾这个残局袁因此残局变成了定局遥 同
时袁这里隐藏着一个上下文语境差袁小青一直觉得法
海看不上她袁她是败者袁但是事实上法海动心了袁他对
待小青和白蛇的不同显示出他的真心袁特别是在放过
小青这点上袁与小青之前的内心活动形成语境差遥 让
佛生情袁产生欲念本来就是荒诞的事情袁但是在叶青
图 1 传统人物关系图

蛇曳中一切都是荒诞的袁那么法海的荒诞就找到了深

Fig.1 Traditional character relationship diagram

层的平衡遥
通过以上分析袁我们可以把传统人物符号与叶青
蛇曳中的形象进行一个对比袁见表 2遥

但是李碧华叶青蛇曳中的人物关系十分复杂袁其伦
理甚至到了荒诞的程度袁见图 2遥

表 2 人物形象对比
Tab.2 Character image contrast
白素贞

贤良尧有情有义

妖性

许仙

赤诚尧专情

虚伪软弱

小青

忠义

没有伦理尧忠于欲望

法海

铁面无私袁断情绝欲

狡诈尧堕入红尘

叶青蛇曳对叶白蛇传曳的传统人物形象都有了很大

的突破袁二者对比而言甚至两极差别非常大袁给人一

图 2 叶青蛇曳中人物关系图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in 野Green Snake冶

种荒诞的感觉袁这种荒诞是由叶青蛇曳与传统形象产生

由以上图表可以看出四人关系发生了颠覆袁白素

的语境差造成的遥 一方面袁由于叶青蛇曳中的叙述者小

贞和小青成为了情敌袁许仙和小青成为了情人袁小青

青对传统文本的否定使得这种荒诞获得了合理性袁传

和法海有了感情关系袁用青白二蛇的说法来看袁法海

统皆为虚构袁荒诞的东西反而是真实的袁这样也解构

也在野勾引冶许仙遥 四者形成了一个你勾引我尧我勾引

了传统文本的真实性曰另一方面袁这种语境差是有目

你的荒诞局面遥

的的袁 荒诞中体现了传统道德伦理对于女性的限制袁
也体现了男性话语的传统观念袁这种人物形象上两极
反转的荒诞的语境差正是对传统观念的嘲讽袁解构了

渊10冤我暗自好笑遥 我们全都互不信任袁但又装作
亲热和谐遥

[4]

传统观念的正确性遥
人物关系的复杂被小青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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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互不信任但是表面装作和谐的局面和传统 叶白蛇

四尧语境差造成的荒诞感

统文本人物关系进行了解构遥

叶青蛇曳是一个完全颠覆以往传统民间传说叶白蛇

传曳三人和谐的场面形成语境差袁并给人荒诞感袁把传

传曳的文本袁无论是叙述视角尧人物形象还是人物关系
渊11冤妻遥

上都通过不同的语境差袁表现出荒诞袁同时袁这种荒诞

这样的身份袁永远在我能力范围以外遥 皇帝的妻

也解构了传统文本袁甚至进而解构了传统观念袁获得

是皇后尧梓潼遥 诸侯的妻叫夫人遥 一般老百姓袁便称她
们为拙荆尧糟糠尧娘子尧媳妇尧内掌柜的尧内当家的噎噎
不过袁我此生此世袁也成不了许仙的妻遥

[4]

了审美的效果遥 野在一般的人生实践层面上袁荒诞并不
能被指称为审美形态袁 而只能是一种人生的异化形
态袁只有当荒诞成为被解剖尧批判或反思的对象袁也就

渊12冤我无地自容遥 一口气咽不下袁遥喊院野你要什
么钥 冶
他道院野我要的不是你浴 我要许仙浴 冶

是在荒诞中包含了新的价值取向时袁荒诞才可能从原
初的人的异化蜕变为审美形态冶[3]遥 李碧华并不是为了
荒诞而荒诞袁她在用语境差表现荒诞的同时袁突破了

野不袁你怎可以干这种勾当钥 冶

传统的束缚袁不仅仅批判了传统男权的观念袁同时也
揭露了助长男权的原因之一要要
要女性的劣根性遥

他要许仙钥
我极度震惊遥 万箭穿心遥

渊13冤人们习惯很多事袁懒得追讨因由袁也不敢违

噎噎
我因心慌袁一时间思潮乱涌遥 粉雕玉琢的女人袁竟

背袁基于不打算再想一些新鲜事物来演变成为习惯之
故袁便世代源远地遵循遥 他们竟相信情天是女娲补的尧

不能令男人动心袁他眼中的至美袁是许仙钥
真是不甘心遥

恨海是精卫填的遥 每人一生只能够爱一个人要要
要以

下下签遥 鸠占鹊巢遥 素贞占不到许仙遥 我占不到

上袁便是中国人的习惯了遥

许仙遥 是法海袁哦袁原来他才是霸占雀巢的鸠浴

[4]

噎噎
我一家一家地讨袁去得越远越好遥 用一只瓷碗袁盛

以上 3 个例子揭示了四者间的复杂关系袁小青想

着东取西撮尧零星落索的茶叶遥 什么茶也有袁混成一卷

法海产生感情袁法海野勾引冶许仙遥 渊11冤是语法语境差袁

情天是女娲补的袁恨海是精卫填的遥 一生爱一个

要成为许仙的妻子袁许仙出轨袁想和小青私奔袁小青和
对于野妻冶这一角色的解释是赘余成分袁体现小青此时

胡涂帐遥
人是绝对的真理遥

[4]

的复杂绝望的心态遥 渊12冤是对话语境差遥 法海被小青

渊14冤野姊姊要要
要冶

勾引袁差点破功袁气急之下说出他要的是许仙袁实际上

野唔钥 冶

他是要许仙出家袁但是在小青的心中听到的是更为旖

野很久很久之前袁你们是否相爱钥 冶

旎的话袁因为小青是蛇袁只懂得勾引遥 于是她非常震

野是浴 冶素贞肯定道遥

惊袁造成了对话的错位和误读袁这种误读也是荒诞的

我呢钥 奇怪袁我已不再恨他了遥

表现袁同时也形成了本部小说互相勾引的格局遥
总之袁叶青蛇曳的人物关系与传统叶白蛇传曳文本中

[4]

渊13冤是所指的语境差和逻辑的语境差的套叠袁第

的关系相比袁显得十分荒诞袁姐妹夺夫袁勾引僧人袁甚

一重语境差袁胡涂帐不仅是指杂乱无章的茶袁更是小

至和尚也野勾引冶男人遥 这种荒诞的语境差解构了传统

青尧白素贞和许仙之间的胡涂帐遥 第二重语境差带有

文本袁也消解了传统认知的正确性遥 传统文本中的忠

荒诞的色彩袁 它首先否认了人们一直以来相信的神

贞成为荒谬袁佛的无情无欲也是荒诞袁传统道德下的

话袁后面又反过来肯定遥 后面一句和前面对于人类习

贤良淑德反而变成了压在男性身上的大山遥

惯性的相信构成呼应袁把小青对于人的嘲讽和怀疑变
为肯定袁这里的肯定并不是因为承认袁而是小青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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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泓院从语境差角度解构李碧华叶青蛇曳

在意和妥协袁也是小青成为人的一种表现遥 双重语境
差的套叠显示出小青对于人类习惯的嘲讽袁解构了人

是简单的解构遥 叶青蛇曳的独特性正在于其解构的不仅

是叶白蛇传曳是传统文本和人物袁更是训导价值遥 李碧

们千年以来坚信的一切遥 渊14冤 是对女性劣根性的揭

华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批判了传统男权袁形成了新

示袁前面许仙的所作所为尧白蛇最后的后悔以及青蛇

女性主义袁获得不同于以往的尧更独特且更高的审美

杀死许仙以及对男性的否定袁 在此刻都完全反转袁造

价值袁给了我们不同的审美体验袁引导我们从不同角

成上下文的语境差遥 李碧华不是女权而是女性主义的

度思考袁并得到启发遥

表现就在于此袁她在描述男人的劣根性的同时袁也揭
发了男性女性千百年来不断纠缠的另一个原因袁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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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nstructing Li Bihua's Green Snak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 Difference
LI Xinhong

渊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冤

Abstract:

Li Bihua's Green Snake is a new edition of the story of the White Snake, which completely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story

mode of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The academia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Li Bihua's Green Snake, but most of
these studies 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and there are few pap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an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ontext differences in Green Snak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narrative angle, logic and the relation鄄

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in Green Snake are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adition and even some contradictions. Relying on the context
above and below, the absurdity on the surface reaches a deep balance. It de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folklore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and even de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male chauvinism.

Key words: Green Snake; contextual misplacing; absurdism; deconstruction; Li B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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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朝圣与功利主义

要要
要解读翁达杰叶英国病人曳的民族主义
高家鹏
渊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袁 湖南 长沙 410000冤

摘

要院民族主义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理论袁民族主义学家本尼迪克特窑安德森总结了北美产生的民族主义袁认为

民族主义的产生源自殖民母国对欧裔移民晋升空间的限制袁他取名该现象为野世俗朝圣冶遥 翁达杰的小说叶英国病人曳中的
人物基普符合世俗朝圣的理论袁同时翁达杰探讨了极端功利主义所造成的恶劣后果袁展示出学者型作家对民族主义的全
面理解遥

关键词院民族主义曰功利主义曰叶英国病人曳曰正义曰原则曰迈克尔窑翁达杰
中图分类号院I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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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原园026原园6
单限定于形容人类的物理上的移动袁而被赋予了社会

一尧野朝圣冶学说与翁达杰的野远视冶

学的仪式意义遥
美 国 著 名 民 族 主 义 学 者 本 尼 迪 克 特窑安 德 森

在人类学家的眼中袁旅程渊journey冤具有重要的象
征意义遥 学者维克多窑特纳渊Victor Turner冤认为院野人类
的社会群体对于未来的憧憬体现在他们用以表达何
为美好生活的隐喻之中以及各种范式的冲突与对
立遥 冶[1]特纳既不认为人类社会是循环往复袁即野分久必
合袁合久必分冶,也不认为人类社会是野前后相连尧独一
无二地由绝不重复的阶段构成冶袁 他认为社会符号所

渊Benedict Anderson冤结合特纳的研究理论袁讨论了宗
教的想象共同体的运行模式袁他认为野古老的宗教共

想出的外部边界袁依照人们究竟从事哪个朝圣之旅来
决定的冶 [2]袁中世纪全盛时期的基督教世界袁从欧洲各
地经由各个经院涌向罗马的求道者产生了一种有别
于中世纪国家的共同体袁即野神圣共同体冶遥 野神圣共同

体冶中的成员对语言的神圣性野深具信心冶袁甚至在某

代表的隐喻所导致的过程性结构 渊processual struc鄄

些方面比民族主义更加团结遥

中袁 特纳认为朝圣的旅行是人类社会化的关键 野仪

终形成共同体袁那么殖民帝国中官员的赴任与流动是

式冶袁属于社会化三阶段中的中介阶段袁人们将野经历

否也具有仪式意义呢钥 安德森认为官员赴任地图所代

一场象征之旅袁在这片旅途上既没有他过去生活的痕

表的野世俗朝圣冶是南北美洲产生民族主义的重要原

ture冤 才让社会发生变迁行为遥 在这一系列的隐喻之

既然宗教的朝圣能够让成员产生相互信任并最

迹袁也不太有未来生活的特点冶 [1]袁于是野旅行冶就不单

因[2]遥

收稿日期院2020-12-10

民的共同体会这么早就发展出他们的民族概念要要
要

基金项目院2020 湖南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和专业能力
提升工程项目渊CX20200497冤遥
作者简介院高家鹏渊1995-冤男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世界文学研究遥

野令人不解之处就在此院为什么正好欧裔海外移

而且远在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之前钥 冶[2]绝大多数学者解
释美洲袁尤其是南美洲的民族主义时认为是西班牙马
德里殖民政府抓紧控制的结果袁然而这种流行的野压
迫理论冶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像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这样

高家鹏院世俗朝圣与功利主义

的政治实体的产生野在情感上让人觉得合情合理冶袁因
为这些国家名称并没有任何历史溯源袁 几乎都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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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安尼尔的鬼魂曳一书中袁翁达杰像一名高傲的西方人

一样袁批判了斯里兰卡落后的官僚体制袁讽刺了斯里

世纪后半叶才凭空出现遥 压迫理论也无法解释为什么

兰卡一些落后的现象遥 不少学者认为血统复杂又常居

移民大亨们宁愿承担破产的风险袁也要诉求独立遥 事

西方的翁达杰根本不存在民族主义袁 如学者安特杰窑

实上袁委内瑞拉在 19 世纪初的独立运动中袁三分之二

的地主家庭被没收土地袁地主们为了独立事业付出了
惨痛的代价遥
安德森认为袁美洲的行政单元之所以被想象成一

劳瓦达渊Antje Rauwerda冤也用野第三文化之子渊Third
Culture Kid冤冶 的理论指出翁达杰在国家间的流散中袁
重新定义了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野新的自己冶[3]遥

然而袁 翁达杰却是一名坚定的民族的民族主义

个国家袁应当从野行政组织创造意义冶[2]来探究遥 行政官

者袁因为民族主义者即使采取远视本国的方法袁也依

员是帝国所选拔出的新贵族渊homines novi冤袁这些新贵

然维护祖国袁热爱民族遥 翁达杰敌视斯里兰卡政客袁是

族野只是主人的意志的延伸冶袁并不具有自己的封地与

因为斯里兰卡的政界被僧伽罗人掌控遥 僧伽罗政客都

代际的宗族势力袁他们只得为了薪水袁被帝国行政机

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者袁他们荒谬的语言政策渊1956 年

关驱使到各个殖民行政单位赴任遥 在新贵族赴任的所

科伦坡政府出台了语言法案袁只认可僧伽罗语是斯里

有旅途中袁没有一个是可以确保安身之处袁野每一次停

兰卡的官方语言冤直接导致了泰米尔人的叛乱袁所以

留都是暂时的冶遥 在这个过程之中袁他们在亲身接触自

他的观点并不是为了反对民族性袁而是在尝试建立一

己的旅伴之时袁会产生出民族主义的连带意识袁思考

种更好的民族主义遥 翁达杰的野远视民族主义冶也让他

自己为何身处于该行政单元之中遥 帝国对新贵族授予

使用了新的视角考察民族主义袁叶英国病人曳所体现的

职位的模式类似于我国古代的野流官冶制度袁帝国本想

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袁该小说没有遵循以往的反殖民

通过流官削弱新贵族对帝国本国境内政治的干扰袁却

小说常见的野压迫要反抗冶的刻板情节袁翁达杰以一名

没想到海外流官与移民和土人形成了政治联盟袁并最

学者的视角袁在叶英国病人曳中考察出民族主义形成的

终构成威胁帝国的独立势力遥

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殖民者的暴行袁还有土人的职位晋

安德森的理论解释了殖民地尧尤其是北美殖民地

升之路遭到限制的客观因素遥 本尼迪克特的野世俗朝

的公民是如何产生民族主义的袁他从殖民地公民的切

圣冶理论无疑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思路袁以考察叶英国

实需要出发袁认为殖民地公民在晋升流转的过程中产

病人曳所呈现出的特有的民族主义观遥

生了怀疑母国正当性的野远视冶 遥 80 年代的西方民族
[2]

主义学术界对于安德森十分惊讶袁因为他的民族主义

理论野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现象表层观点袁将民族主义
当成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冶[2]遥 他的世俗朝圣理

二尧叶英国病人曳的世俗朝圣
叶英国病人曳是翁达杰的第四部小说袁出版于 1992

论仍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野精神性冶的东西袁是殖民地

年袁此时他已经成为加拿大约克大学格兰登学院的一

公民间自觉形成的相互信任遥 从这一角度看袁该理论

名英语文学教授遥 翁达杰的学者背景使得他带着学术

具有很浓厚的野本尼迪克特气质冶[2]遥

角度思索民族问题袁叶英国病人曳中呈现的民族主义十

里兰卡籍著名作家袁 他于 1943 年出生于斯里兰卡科

抒情冶民族主义书写模式遥

赴加拿大投靠自己的哥哥遥1965 年于多伦多大学获得

义袁在访谈中他回答记者时提到自己的小说叶身着狮

迈克尔窑翁达杰渊Michael Ondaatje冤是加拿大国斯

分成熟袁不同于其他移民作家在小说中惯用的野文化

伦坡市袁11 岁时随母亲到英国袁 完成高中学业后又奔

野旅行冶渊journey冤在翁达杰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

学士学位袁 之后又在皇后大学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遥
由于过早地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袁翁达杰的民族主义并
不是普通的本土民族主义袁 而是一种 野远视民族主
义冶遥 翁达杰在小说中采取了西方视域的策略袁在他的

皮曳最后的三分之一篇幅野由一个旅程构成冶[4]遥 翁达杰
并没有凭空建构民族主义袁他的民族主义是基于被殖

民的移民与土人的野现实要求冶袁这种观点与本尼迪克
特的世俗朝圣理论契合度很高遥 翁达杰认为移民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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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不断进取袁然而殖民

影响民族主义的因素袁而真正使他产生远距并最终与

者利用政治单元的原则压制当地人的功利心袁使得这

英国人决裂的原因是他的上升途径受到了阻断袁他无

些移民后裔尧克里奥人以及土人在不自觉中就已经形

法加入到享受战争红利的那批人的行列中袁这才是他

成了自己的民族主义遥 他的叶英国病人曳很直接地揭示

意识到自己野是个黄皮肤的人冶的刺激点遥 所以哪怕锡

了印度土人与英国殖民者的 野官运争夺冶袁 扫雷兵基

克人不乐意头戴包巾袁又或者其家庭传统与英国人别

普窑辛格是服役于英国陆军的锡克扫雷兵袁 但翁达杰

无二致袁只要在野世俗的朝圣冶的途中他们意识到晋升

并未设置辛格与军官的冲突袁相反袁辛格和他的英格

的终点袁他们最终仍会拥抱民族主义袁与哪怕是最亲

兰上司萨福克勋爵关系十分密切袁甚至认为野有人把

民尧最具有包容性的殖民文化精英决裂遥

他当朋友袁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冶袁他逐渐承认自己

辛格的困境是必然的袁即使他的上司萨福克勋爵

野开始喜欢上英国人冶遥 基普的军人身份还有更深层次

并未阵亡袁他也不能取得自己满意的职位遥 辛格想要

的意义袁军队正如野政治单元冶一样袁处于相对封闭的

走向权力巅峰袁 但他在帝国新贵族的赴任地图中袁绝

状态袁所以基普察觉不到自己与英国人之间的矛盾与

不可能爬到重要的官位遥 本尼迪克特总结新贵族的仕

冲突袁能与其他族裔的同级士兵相处融洽遥 然而他之

途袁以伊比利亚半岛的两大殖民帝国为例袁半岛出身

所以成为一名最危险尧野预期寿命只有十周冶

[5]

的扫雷

的官员可以野经由卡塔皆纳尧马德里尧利马袁然后再返

兵袁却是为了野获得更多机会冶野如果待在某个重要的

回马德里冶袁 作为新贵族的半岛人是可以攀爬到帝国

人物身边袁就会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冶遥 作为锡克人的基

权力巅峰的袁但海外出生的克里奥人却永远只能在他

普参军的目的几乎纯粹是为了野功利冶袁而象征上升通

们出生的行政单元工作袁墨西哥人是绝无可能去智利

道的上司阵亡后袁他被彻底遗忘袁拆弹小队中只有一

赴任的袁更不用说去马德里了遥 辛格甚至都不是海外

个英国人靠拆弹技术升了军衔遥 晋升无望的现实直接

移民袁他只是帝国殖民地图中最低贱的野土人冶中的一

导致了他在小说结尾意识到自己被英国人欺骗了院

员袁那么他在军队中的仕途至多以少尉而终袁由于根
本没有可能去英国母国赴任袁他定然会将自我与英国

但是我们太容易感动了要要
要演讲尧奖章袁还有你

人区分看待袁并最终形成脱离于殖民体系的野远视冶遥

们的那些仪式遥 过去这些年袁我都在干什么钥 拆引信袁

这样看来袁翁达杰并不想在叶英国病人曳中表述出和

剪短邪恶的臂膀遥 为了什么袁就为了这个钥

[5]

解尧宽容等庸俗的种族主题袁以评论家皮克窑耶尔为例

子袁他认为叶英国病人曳是野一本关于绿洲的书冶野关于
肤色尧身高甚至极端种族主义所声称的野头颅大
小冶也许能够成为区分族裔的标志袁但绝不是族裔间

我们如何握手言和冶[5]袁皮克的观点显然无法解释辛格
这个锡克族士兵为什么会成为小说后半段的主要人

冲突的直接原因遥 盖尔纳认为袁假使世界上有一种蓝

物袁也无法解释小说结尾处辛格厉声质问艾尔马西的

肤色的人袁而蓝肤色的人坚持在这个社会里占据最高

民族主义言论遥

或最低的地位袁那么蓝肤色就成了一种野抗社会熵冶袁

大卫窑卡拉瓦乔也遇到了和辛格一样的困境遥 他

这些异族进入更发达的经济中心的语言文化袁受到区

的工作要比辛格更加特殊袁他是英国军方的一名情报

别对待袁迫使蓝肤色的文化领袖人物采取民族主义立

特工袁这意味着他必须伪装自己的身份袁时刻带着面

场[6]袁然而一旦这些野不利的因素冶消失了袁抗熵性也就

具示人遥 他不仅仅要编造自己的身份袁还得编造自己

的繁荣袁也便卷入了这个社会共同体所崇拜的野功利

此行事遥 卡拉瓦乔所从事虚幻间谍工作也是典型的流

消失了遥 于是袁假使后代能够分享到了最终不断增加

的性格特征要要
要贪婪而且酗酒袁尽管他本人却并不如

大潮冶袁所以袁野就个人生活机遇而言袁可能并没有必要

官袁他被英国当局指派到意大利从事间谍活动袁在此

发动民族主义运动冶[5]遥 基普有着锡克人的一切特征袁

过程中他的民族主义逐渐觉醒遥 卡拉瓦乔的原型是意

他十分尚武并且尊敬长兄与族法袁带着锡克族头巾而

大利著名画家米开朗琪罗窑卡拉 瓦乔渊Michelangelo

非头盔进入战场遥 他所有的一切抗社会熵的特征只是

Merisi da Caravaggio冤袁而该画家的代表作正是叶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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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利亚头的大卫曳袁 翁达杰取画作之名与画家之姓组
合成大卫窑卡拉瓦乔一名字遥 所以袁卡拉瓦乔很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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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社会净余额冶遥 既然袁个人能够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袁
尽可能地接近他的合理目的袁那么社会理当野按照同

具有意大利血统袁他可能是远赴加拿大的第二波移民

样的原则行动袁并且把那种对一个人是合理的行动看

的后裔遥 在野世俗朝圣冶的过程中袁卡拉瓦乔也觉醒出

作对一个联合体也是正确的冶袁 功利主义不仅仅是个

了自己的意大利民族意识袁 面对他朋友的女儿汉娜袁

人的一种需求倾向袁罗尔斯通过解析功利主义袁认为

他经常引用萨伏纳洛拉尧波利齐亚诺以及西蒙内塔等

功利主义同时成为了准则袁要求人们为了总量最大化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思想家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袁即

必须严格遵守这些准则遥

使这些思想家对于作为北美英裔移民的汉娜而言十

功利主义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院公民的共同体意

分陌生遥 卡拉瓦乔在小说后期承认自己野有点喜欢艾

识遥 罗尔斯同时认为袁功利主义是个人的选择原则的

尔玛西了冶也表明自己不满于英国当局强加的间谍身

野社会扩大化冶遥 大卫窑休谟又认为袁功利主义是一种典

份袁 在最后他放过了英国当局想要调查的艾尔玛西袁

型的野目的论冶选择袁功利等同于野某种形式的共同利

事实上他已经与英国殖民者决裂袁并拥抱了自己的民

益袁当制度适合于所有人的利益时袁它们就满足了功

族主义遥

利的要求冶[6]遥 功利主义是公民构建共同体中最先面对

叶英国病人曳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意识已经远远超

的原则袁而且具有巨大的潜力以建构共同体袁可以在

出文化抒情的范畴袁这部作品表明翁达杰已经考察出

分配共同体成员基本善时起到重要作用遥 那么袁如果

民族主义的功利主义实质遥 这部 1992 年的战争爱情

一群在多民族国家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袁或者一批远在

主题小说与 80 年代他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叶世代相传曳

殖民地却深受母国压榨的欧裔移民想要成立一个独

相比较袁可以看出翁达杰已经从一个感伤的思乡者脱

立的共同体袁他们首先应当思考独立是否能够解禁大

离出来袁蜕变成一名深思熟虑渊considered冤的文学家遥

亨们的晋升途径袁 是否能扫清提升社会净余额的障

这不得不说是对同时期后现代移民作家的一种超越遥

碍遥 所以功利主义也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命题袁即使共
同体已经成立袁功利主义仍是新兴民族国家必须借用

三尧民族性的功利主义实质

的首要原则遥
然而袁作为目的论的功利主义使得野一个人无需

与叶英国病人曳的爱情主线恰恰相反的是袁翁达杰
在叶英国病人曳中试图消解人情因素袁他暗示了辛格所

参照何谓正当来判断事物的善冶[7]袁功利主义者只通过
逐利形成的契约来约束共同体成员的行为袁而并不认

身处尴尬境遇袁而围绕他的上司的关心尧情人的暧昧

真地对待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冶袁利益之外的一切熵都

甚至小说另一主要人物艾尔玛西朋友式的关怀都无

不被功利主义者所使用袁甚至包括人类情感都是被功

法逆转辛格结尾处的野觉醒冶遥 翁达杰叶英国病人曳中的

利主义者排除在外的袁因为他们主张野社会的善是由

民族主义书写实际上是一种功利主义模式袁他尝试用

个人享受的利益构成的冶袁 而利益却是消解人类情感

人类社会最永恒尧最真实的野逐利冶心态来解释民族主

的因素袁诸如羞辱和罪责这样的道德情操是不被功利

义遥 功利主义是共同体成员最正当袁最合理的民族主

主义者所认可的袁于是纯粹的功利主义共同体也就缺

义动机遥 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约翰窑罗尔斯渊John Bord鄄

ley Rawls冤 所言袁野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思考社会的方
式袁 它使人们容易认为最合理的正义观是功利主义

的冶 遥 功利主义代表着各方渊parties冤所追求的最大利
[6]

乏道德的协调机制遥 翁达杰的确认同功利主义对民族
主义的作用袁但叶英国病人曳中贝都因人的存在却又表
明翁达杰怀疑纯粹的功利主义标准是否会反噬民族
主义遥 小说主人公艾尔玛西在飞机失事后被一批贝都

益袁功利主义通过增加社会的净余额以求得各方的同

因人发现袁贝都因人用轭枷拖着烧伤的艾尔玛西向他

意袁个人为了更好的前途袁应诺削弱自己的一部分利

们的营地进发袁野他的身体仿佛一张玻璃帷幕的一部

益以换取更大的利益袁这更大的利益减去牺牲的代价

分袁包裹在其中向前移动冶 [5]袁然而艾尔玛西心里却很

便是 野净余额冶袁 而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净余额便是

清楚袁野贝都因人不让我死是有原因的遥 我的飞机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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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中坠毁的时候袁那里有些人认定我有什么本事冶袁之

一的正义标准袁 那么共同体必然将遭受种族歧视尧甚

后艾尔玛西才发现袁 原来贝都因人救下他的目的袁是

至种族屠杀的劫难袁因为现存的国家数量无法分配过

要艾尔玛西去辨认各个枪械需要的子弹型号袁以方便

于丰富的民族主义遥 叶英国病人曳中贝都因人的共同体

他们利用军火袁野他们救他的目的不过如此冶 遥 更令艾
[5]

正是功利主义的忠实信徒袁为此他们不惜忽视世界本

尔玛西惊讶的是袁这些武器野似乎属于不同时期袁来自

已取得共识的正义原则袁袭击同盟国军队袁干扰北非

很多国家冶袁有法国人的尧英国人的尧甚至轴心国的武

战场的战争局势袁 企图借机在埃及境内积攒军事力

器贝都因人都有遥 翁达杰在此暗示袁这群贝都因人很

量袁并最终分离出中央政府遥

有可能通过袭击同盟尧轴心两方的军队以达到扩充自

翁达杰对贝都因人的安排向世界的民族主义者

己势力袁并最终实现独立的愿望袁因为贝都因人在二

提出一个疑问院 如果功利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首要原

十世纪初还未纳入埃及的国家体系之中 袁他们极有

则袁那么为了政治地域与民族性的一致袁种族清洗与

可能无视埃及身处的同盟国阵营的军事要求遥 艾尔玛

屠杀是否也能合法化呢钥 作为一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

西只得感慨院野我们大多数人对非洲的这些地方知道

的学者性作家袁翁达杰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遥 对于殖

些什么呢钥 敌人到底是谁钥 谁是这片土地的盟友钥 冶[5]遥

民子国的土人袁 翁达杰从不避讳揭露他们落后的文

[8]

而且袁小说也暗示了贝都因人与同盟轴心两方都做交

化袁在叶猫桌曳中翁达杰直言道院

易袁野那些打仗的日子里袁贝都因人中随时可能混杂着
英国人和德国人冶[5]袁作战目的暧昧的贝都因人居然成

我们距离在亚丁靠岸还差几天袁所以选放叶四片

了同盟轴心双方控制情报视野的媒介遥 贝都因人的选

羽毛曳渊一部电影冤袁我从现在看来袁觉得有些欠妥袁它

择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袁他们并没有去思考战争中的正

企图将阿拉伯半岛的野蛮残酷和一个文明却愚蠢的

义问题袁而是为了扩充实力袭击正邪两方遥 贝都因人

英国做对比遥

[9]

出于纯粹的功利去营救艾尔玛西也显露出他们为了
实现独立的目的袁居然无视战争中的道德原则遥

在翁达杰的小说里袁他一直尝试着使用不偏不倚

叶英国病人曳中贝都因人的行为是民族主义关于

的立场去评论殖民者与土人袁而不是对于某一方势力

政治合法性的写照遥 盖尔纳认为袁民族主义要求族裔

进行包庇遥 极端的民族主义与野蛮的土人文化总是由

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6]遥 虽然世界上的现存的

一系列贬义定语所修饰, 土人的野蛮行径以及由此衍

国家中都是民族复杂混居的模式袁但民族国家的理想

生出的对国际正义原则的蔑视袁在翁达杰看来袁是不

状态却是野一族一国冶遥 因为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的国

符合他所认可民族主义原则的遥 这也是为什么翁达杰

家只有 200 余个袁而具有认识特征的民族却有两千余

能够赢得白人读者并最终融入进加拿大主流文学遥 学

到满足冶遥 盖尔纳推论到袁野在此情况下袁一个政治领土

意用创作向公众展示自己的野肤色冶[10]袁尽管他深黑色

个袁所以无论如何野不可能使所有的民族主义同时得

单位只有采取杀戮尧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袁才能在

者格伦窑洛瑞渊Glen Lowry冤认为翁达杰事实上很不愿

的皮肤时常让人误解为非裔移民遥 学者奇特拉则认为

族裔构成上统一冶袁 民族主义的原则便是拥有一个纯

移民作家被放逐在东道国中袁 他们中有些人学会了

粹的尧再也不用与异族并存的政治疆域袁而现今的绝

野变色龙冶的长处袁即在需要的时候改变自己的肤色以

大多数国家之所以能做到多元文化并存袁其原因是民
族主义的原则尚未在国家实行彻底遥 野人数不多的异

族居民的存在袁 不会违背业已界定的民族主义原则袁

实现自己野寻找个人起源的形而上本质冶[11]袁翁达杰使

用了移民作家变色龙的心理, 采取中立的视角写作小
说并与纯粹功利原则划清界限遥

但很难精确地说明袁必须有多少个异族居民袁才会真
正违反这个原则冶袁 各个实存国家的民族主义都有独

四尧结语

立建国的风险袁只不过客观的偶然条件干扰了民族主
义者的计划袁而一旦民族主义将功利主义原则视为唯

翁达杰的民族主义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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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冶袁一个人应当不多不少地拥有民族主义袁缺乏民族
主义或者秉承极端民族主义都会酿成恶果遥 作为社会
的个体袁如果缺乏民族主义袁个体必然会成为野无根冶
的游魂袁小说中艾尔玛西就是这类情况的例证遥 这种
缺乏民族主义的现象在移民作家中也很常见袁 如维窑
苏窑奈保尔就常被学者批评是披着野印度裔外皮冶的欧

洲人[12]遥 此外袁如果个体拥有过多的民族主义袁那么可
能会导向暴力袁使个体奉行排他的种族主义遥 翁达杰
的民族主义是他本人在漂泊多国后经过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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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lar Pilgrimage and Utilitarianism

要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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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ationalism in Ontaatje爷s English Patient
GAO Jiap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冤

Abstract:

Nationalism is an important branch theory of sociology. The nationalist Benedict summed up the nationalism produced in

North America. He believed that 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ism originated from the restriction of the colonial mother country on the promo鄄
tion space of European immigrants. He named this phenomenon 野Secular Pilgrimage冶. The character Kip in Ontaatje爷s novel English Pa鄄
tient conforms to the theory of secular pilgrimage. At the same time, Ontaatje discusses the bad consequences caused by extreme utilitari鄄
anism, showing the scholar-type writer's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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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马克思对于野人的本质冶认识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辩证过程袁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曳中的野人的本质冶思想
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尧费尔巴哈的思想袁整合了野劳动是人生命活动的重要形式冶与野人是自然界的类存在物冶等合理内涵袁
将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归结为野人的本质冶遥 该理论是对黑格尔对象化理论与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的升华袁为深入批判资
本主义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袁为科学的理解人的存在和发展尧人的活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袁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从个
人尧社会尧国家 3 个层面中体现了新的时代价值遥

关键词院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曳曰人的本质曰自由自觉
中图分类号院A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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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7原园032原园5

讨论野人的本质冶问题是探讨一切人类活动现象

底的野认识你自己冶袁再到亚里士多德的野人是求知的

的基础问题遥青年马克思在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曳

动物尧人是理性的动物尧人是政治的动物冶曰从富兰克

渊以下简称叶手稿曳冤中阐明院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生

林宣称野人是能创造劳动工具的动物冶袁到拉美特利认

命活动袁劳动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最好证明遥 野自由自觉

为野人是机器冶袁以及康德把感性实体上升为思维实体

的生命活动冶思想合理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对象化与劳

等等遥 不同时期尧不同流派都对野人的本质冶有着不同

动实践的基本理论袁 批判继承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

的界定遥 马克思在叶手稿曳中对野人的本质冶的认识是从

野类冶本质思想遥 叶手稿曳中野人的本质冶思想避免了先验

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批判中开始的遥

性与抽象性袁将野人冶放置到人自身的生命活动过程之

第一袁黑格尔把野人的本质冶设定为自我意识袁把

中袁在动态中把握人袁在发展中理解人遥 青年马克思对

一切现实的存在都看作抽象思维的外化袁 即对象化遥

野人的本质冶的概括使人与人自身的时代相结合袁促进

他说袁感性尧宗教尧国家都不过是人的本质客体化以后

主体不再僵化和封闭地分析尧评判人的行为活动遥

一尧野人的本质冶概念的野黑要费冶思想路径

的现实袁而这些现实的本质是精神[1]遥 黑格尔阐述到院

野人是自我的冶[1]遥 自我是自我意识的呈现袁人的本质力
量在自我意识的对象化中展开袁故而自我意识就是人

的本质遥 当人意识到自己是人尧反思自己是何种人尧对
在哲学史上袁对于野人的本质冶概念的讨论由来已

自身进行改造反思等内在活动时袁这些活动不过是自

久遥 从叶俄狄浦斯王曳中的野斯芬克斯冶之谜袁到苏格拉

我意识的对象化而已遥 当然这种对象化的人袁也不是
浑然天成的袁 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袁 也即是人的活

收稿日期院2021-11-12

动要要
要劳动的结果袁每一代人都继承了前一代人的物

基金项目院贵阳人文科技学院科研基金项目渊2021rwjs006冤遥

质尧精神文明成果遥 遗憾的是袁黑格尔野他把劳动看做

作者简介院单啸洋渊1994-冤袁男袁汉族袁博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人的本质袁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遥 冶[1]可是野黑格尔

事认识论尧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遥

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遥 冶[1]野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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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冶[1]野人的本质冶 成为了人

象化的实践活动渊特别是生产活动冤袁人类形成了一定

的自我意识袁人是自我的对象化袁是绝对精神的外化

的生产关系袁并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全面的

表现遥

社会关系袁与此同时袁人也就在社会关系中进行了对

第二袁在费尔巴哈这里袁他否定野绝对精神冶这一

自身的对象化活动遥 基于此袁马克思在叶手稿曳中对费

看不见摸不着的主观实体的存在遥 首先袁费尔巴哈将

尔巴哈与黑格尔关于野人的本质冶的部分概念进行了

人从天上拉回到了地面袁 离开抽象的思维与逻辑袁紧

批判继承遥

紧地抓住自然袁把人看作具体的尧有血有肉的尧活生生
的人袁看作是野类冶存在的人袁野人的形象不再是局限

二尧在叶手稿曳中走向自由自觉的野人的本质冶

的尧有限的形象噎噎人不再是一个特殊的尧主观的实
体袁而是一个普遍的实体袁因为人以宇宙为他的求知

马克思在叶手稿曳中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对野对象

欲的对象冶[2]遥 鉴于费尔巴哈是由感性直观出发袁不免

性冶的考察这一概念袁沿袭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及

有其受困于直观的局限性袁未能明确找到人的本质的

将人视为自然的野类冶存在物等思想袁开展了对人的本

形而下的规定性袁所以他将理性尧爱和意志力作为人

质的探讨袁在博采众长之下提出了人的本质是野自由

的存在本质以及生存目的袁拥有这些属性的人便是拥

自觉的生命活动冶遥

有最高力的人尧完善的人遥 其次袁费尔巴哈将人归入

第一袁人的野类冶本质属性遥 人的一切活动都存在

野类冶的概念袁人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理性存在袁而是一

于自然界之中袁人与所有动物一样依靠自然界袁人与

种自然的野类冶存在物遥 这种野类冶的界定是将人与其他

动物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遥 人将动物作为自然界中的

动物区分开来的标准遥 动物的活动形式是单一的袁而

一种野类冶袁将自己视为自然界中一个特殊的野类冶遥 自

人类具有双重性质的活动袁即野外在生活冶与野内在生

然界中的一切可感物质在人的意识当中映射袁同时被

活冶遥 个体与其他个体交往袁 个体与自然界的交互活

人当作改造对象进行加工袁作用于人的生存条件袁野人

动袁费尔巴哈称之为野外在生活冶遥 而人类特有的心智

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袁不管这些产

活动即反思与理性袁费尔巴哈称之为野内在生活冶袁是

品是以食物尧燃料尧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

个体与个体自身的交往袁是精神层面的尧与他的野类冶
所进行交往的活动遥 野内在生活冶更能体现出一种人的

式表现出来遥 冶[3]基于感性直观对人的现有的尧实存的尧
不可否的角度来看待袁诚然袁人的生命活动已超越了

野类冶 意识袁这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特质袁野类冶意识是

肉体的生存需要袁自然需求从最终目的演变为基本目

野类冶本质袁即一个完满的野理性尧爱和意志力冶三位一

活遥 人的主观能动性摆脱了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受动

无限的袁在无限的野类冶意识之中可以找到一个有限的
体的先天规定遥

但是在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看来袁仅仅将野类冶
定义为人的理性尧爱和意志力等野内在生活冶显然是不
合理的遥 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到袁 费尔巴哈所理解的

的袁 这种超越自然需求的生产生活就是人的 野类冶生
性遥 同时袁野动物不能把自己同生命活动区分开来遥 它

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遥 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
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遥 冶[3]人的生命活动不
仅将自然界作为对象袁 人类本身也是活动的对象袁人

野类冶仅是一种内在的尧无声的尧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

自身成为活动的客体遥 正是基于这种对象化的活动袁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野黑要费冶的理论基础遥 他既吸

的自为存在物遥 人与自然的对立袁产生人类活动的相

取了黑格尔的野对象化冶理论袁也认同了关于野类冶本质

对自由性曰自我意识与肉身的对立袁促使人类活动的

的界定遥 既要看到人的野内在生活冶袁也要分析人的野外

自觉性遥

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遥

人在自然中的活动表明了人是具有野主体性尧能动性冶

在生活冶即人将自然对象化的活动遥 人在对自然的对

第二袁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的野类冶本质体

象性活动中将自然对象化袁 通过对自然的实践活动袁

现遥 马克思说院野一个种的整体特性尧种的类特性就在

人将动物与自身区分开来遥 同样袁通过这种将自然对

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袁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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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类特性遥 冶[3]超越自然性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劳动冶袁人的劳动形式从动物活动中超越出来袁由满足

在经验世界中从事有目的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遥 首先袁

基本生存需要到满足发展需要遥 这使得人类开始自觉

人从动物本能的野生命尺度冶中摆脱出来袁进而按照

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生活领域内的客观事物加以对

野任何一种尺度冶对自然界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活动遥 其

象化的作用袁人开始按照自己的需要能动地认识客观

次袁 满足需要作为人与动物生命活动的基本目的袁无

规律尧利用客观规律实现对客体的掌握和占有袁人将

时无刻不体现在活动中遥 动物的需要仅停留于生存需

目的尧知识尧能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实在袁改造

要袁 而人的生命活动不仅满足于个人物质生存需要袁

无机界袁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袁一个人化的自

还满足于人特有的精神需要袁以及社会层面的物质与

然界遥 这种野自由自觉冶的生命活动以一种动态的样式

精神需要遥 最后袁人作为有意识的自然存在物袁有着自

诠释出了劳动是对象性尧自觉的尧目的性的实践范畴

我意识与对象意识袁意识的二重化与内在矛盾证明了

活动袁奠定了实践哲学基础遥

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野创造性与超越性冶的统一遥 故

因此马克思在叶手稿曳中认为袁人的本质是自由自

而袁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对象

觉的生命活动袁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袁是自由自觉的

化袁不断改造自然界的过程遥

具体体现遥 从认识论上看袁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界定为

第三袁 劳动是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重要表现形

一个动态的活动过程袁人是在自由自觉的劳动过程中

式遥 人作为双重属性的自然存在物袁人将自己自由自

产生的袁故而人并不具有先天性的尧固定不变的本质遥

觉的生命活动由野内在生活冶和野外在生活冶表现出来遥

从方法论上看袁马克思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为科学的

野内在生活冶表现在人对自身的对象化活动遥 野外在生

方法论袁不再用孤立的尧片面的尧直观的方法分析问

稿曳中指出院野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袁人才真

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袁现实的关系遥 冶[3]马克思并

活冶则表现在人对外部世界的改造活动遥 马克思叶手
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遥 冶[3]人对外部世界的改造活

题遥 野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人对他人的关系袁才

没有将人视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袁他摒弃掉世俗的观

动就是劳动袁也可以叫生产活动遥 从人类历史进程来

念与物质现象的遮蔽袁将人的本质推向了野社会与历

看袁 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就是劳动史的发展过程袁就

史冶遥 在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曳中袁第一次明确指出院

如黑格尔所说院野我们现代的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

野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遥 在其现实

性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噎噎而是本质上就存在其中的
一种遗产袁进一步说袁是劳动的成果袁而且是人类先前
世世代代劳动的成果遥 冶[1]劳动就是对外部世界进行改
造的生产活动遥 从现实的人出发袁正是因为劳动袁人类

性上袁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遥 冶至此袁他为彻底清
算旧唯物主义埋下了伏笔袁从而建立了唯物史观的理

论原则袁从清除掉人的野类冶本质的先验性和抽象性袁
过渡到人是野一切社会关系总和冶的科学规定遥

从自然界独立袁成为自由的尧普遍的尧社会的尧实践的
现实存在物遥 正是因为实践与改造袁劳动与生产所表

三尧野人的本质冶思想的当代回响

现出的类生活袁真实地体现了人类生命活动与人类历
史运动遥 正是因为劳动创造了人尧塑造了人袁所以我们

关于叶手稿曳中野人的本质冶思想有何价值袁学界曾

在认识人及人类袁理解人的存在和发展尧人的活动之

有过激烈的讨论遥 一直有部分学者认为袁叶手稿曳中野人

时最应当牢牢把握住劳动这一基本属性遥

的本质冶一说袁不过是青年马克思一个不成熟的思想遥

最后袁野自由自觉冶 的生命活动内涵了实践范畴遥
叶手稿曳中野自由自觉冶的生命活动虽带有人本主义的

将其与 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曳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

关于野人的本质冶思想的阐述对立起来以一言而蔽之袁

色彩袁但它直接指向了人的实践活动袁这里的马克思

这是片面的看法遥 批判尧总结尧分析尧改造旧哲学袁就是

并非将人诉诸某一固定实体袁 而是在动态中把握人尧

为创造新的秩序与世界观尧价值观曰就是为了每个个

在发展中理解人袁 将人的存在放到人自身的活动中

体的平等与自由遥 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不是一触而

去遥 这种活动的最直接体现就是野具有自觉目的性的

就的袁它们皆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尧发现袁不断

单啸洋袁等院走向自由自觉的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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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继承尧创新遥 我们应该将其放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中

践活动而产生的袁人本身并不具有先天道德本质遥 所

加以把握袁并辩证地看待其对于某一时代的反响与意

以袁本质本身不是恒定不变的袁而是在自由自觉的活

义遥

动过程中产生的袁故而在对于人的价值评判中袁更应
探讨本体论问题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袁 从逻辑上

该多角度尧多方位尧多元化的进行理性分析袁把人的成

看袁 人的主观世界需要有一个价值中心即世界观袁围

长历程与现存状态综合起来袁将其更多地放到社会历

绕着这么一个中心才能建立起人的意义世界袁并不断

史的大背景当中辩证看待遥 第三袁野人的本质冶思想可

扩展尧丰富袁且构筑起一系列形而上学袁脱离了本体论

在教学实践中完善教育理念尧丰富课堂形式袁有利于

的意义世界会陷入到一片混沌之中遥 研究人的本质问

素质教育的开展遥 教育是促进人的本质的发展袁要尊

题袁是一切人类活动研究的基本问题袁在一定程度上

重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地位袁 增强学生的自我意识袁培

说袁对人的属性界定会间接影响到对人类活动属性的

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袁 引导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遥

界定袁 对人的本质判定会间接影响到对人的行为尧思

现代教育主张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袁

想等具象化事物的判断袁我们应该看到院

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是现代教学理念中必不可少的

在个人层面袁叶手稿曳中野人的本质冶思想是对人个

因素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

体的尊重袁是对人感性的回归袁是对人性解放的号召遥

性袁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袁变他律为自律袁成为真

自由自觉的野类冶本质特征袁表明人在自然存在中既有

正的学习主体遥 马克思在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曳中写

个性又有共性袁正确认识野人的本质冶有利于个人主体

到院野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袁即自己

追求幸福生活尧实现自我价值尧尊重个性发展袁保障个

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袁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遥 冶也就是

体野独立之精神袁自由之思想冶遥 以人的野类冶特征作为

说袁学生只有在自我实践中才能主动地尧积极地去探

逻辑出发点袁蕴含着人的质的规定性既是统一的亦是

究袁才能有效的发挥主观能动性遥 所以教师不要把自

多元的遥 统一是实践属性的统一袁多元是实践形式的

己的意识强加给学生袁要尊重学生尧培养学生发散性

多元遥 行为主体在个人领域中理应尊重个体之间在心

思维遥 反之则会伤害学生的主动性尧积极性袁让学生产

理与生理上的差异袁尊重个体之间在思想与行为上的

生厌学的心理袁限制学生的思想袁不利于学生的全面

多元曰在公共领域中理应持续推进个人个性与社会共

发展遥

性的统一袁积极弥合个体间因价值观差异而产生的撕

在国家层面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院加强和创新

裂袁同时有效避免个体之间因非敌我矛盾而相互倾轧

社会治理袁关键在体制创新袁核心是人遥 不断改善国家

与揪斗遥

治理体系尧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袁始终坚持以人为

在社会层面袁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表明人拥有能

本袁把增进人民福祉视为目的等一系列措施袁内含了

动性与创造性遥 第一袁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关系是辩证

人的本质需要与人的本质规定遥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袁它们塑造人的意识与行为遥 尊重野人的本质冶袁有利

的过程中袁尊重野人的本质冶将有利于更好的推进乡村

于人类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与运用客观规

振兴战略遥 现阶段袁乡村振兴计划正稳步推进尧全面部

律袁更好的实践与改造自然尧建构社会袁使人的发展更

署遥 但我国部分已脱贫的人口袁特别是曾经集中连片

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袁为构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遥 第

的贫困地区袁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低袁身体健康程度

二袁尊重人的自由自觉本质袁有利于构建更加多元的

低袁思想意识僵化袁其中部分群众野不怕穷冶野人穷志

社会评价体系遥 在对人或事物的价值判断中既不能唯

短冶的思想问题严重袁野等尧靠尧要冶的现象明显袁部分贫

过程论袁也不能唯结果论袁应该在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道路变成了野干部着急袁群众不急冶

中综合评价遥 一个人是什么样的袁取决于这个人是在

的局面遥 这种消极思想将会给乡村振兴工作带来负面

怎么样的劳动过程与环境中形成遥 基于该思想袁社会

影响袁使部分已脱贫的群众极易返贫遥 在乡村振兴战

规范具有建构性袁人不是先天的规定性存在袁人类社

略之中尊重人野自由自觉冶的劳动本质袁就是在于唤醒

会的行为规范尧道德准则尧价值观念袁都是基于人的实

与激发人民群众的野主体意识冶袁积极引导困难群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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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要我脱贫冶野要我劳动冶到野我要脱贫冶野我要劳动冶的

[2] 路德维希窑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

思想观念遥 事物在矛盾运动过程中袁事物的内部矛盾

[3]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

思想转变曰积极引导群众树立劳动树人尧劳动致富的

即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袁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
泉和第一动力遥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袁尊重人的本质就
是尊重野内因冶作用遥 通过野扶贫扶志冶引导人的自由自
觉本质即主观能动性袁切实解决贫困地区中野贫困文
化冶的消极影响袁运用人自由自觉的本质力量激发人
民群众的内生脱贫动力袁增进人民群众的内生发展动
力遥 在国家政策扶持与群众勤劳向上的内外因共同作
用下袁 实现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美好生活愿
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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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ce of Human Towards Freedom and Self-Consciousness
要要
要Based on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SHAN Xiaoyang1, FAN Ju2

(1.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2.School of Marxism, Guiyang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Technolog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The exposition of 野the nature of man冶 in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is a sublimation of Hegel爷s ob鄄

jectified theory and Feuerbach爷s humanistic thought. It integrates the reasonable connotation of 野labor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human life
activities冶 and 野man is a kind of existence in nature冶, and concludes the free-conscious life activities as the nature of man.野Free-con鄄

scious life activities冶 lay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in-depth criticism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providing a scientific methodology for
s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existence,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which even embodies new values of the times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onal, social and nationa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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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scripts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human nature; freedom and self-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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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野以人民为中心冶的数字化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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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数字技术手段以极快的速度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袁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对于提高治理信息

获取尧信息数据交换共享以及正确处理存在问题方面效果显著袁为数字化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袁数字化社会治理
也逐渐成为社会治理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遥 数字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应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手段和相关平台
的协助作用袁并且要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础袁进一步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化社会治理具体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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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28 日至 10 月 31 日袁中国共产党第

实现社会正常有序运行的治理方式遥 数字信息技术发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叶中共中央

展迅速袁 已经被广泛应用到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袁并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尧推进国家治

且袁随着应用范围的逐渐扩大袁数字技术成为提升社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袁决

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的助推器遥

定中指出袁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遥2020 年 10 月

渊一冤用数字技术提升社会治理的科学性

下旬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对近一年的社会治理

就社会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来说袁社会治理内容

效能袁尤其是基层治理水平袁给予了肯定遥 2020 年伊

繁杂袁关系到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个体袁治理范围

始袁新冠疫情突袭袁抗疫工作取得一个个骄人成绩袁让

和涉及群体非常广泛袁社会治理决策的正确性有助于

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数字

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遥2020 年伊始爆发了新冠肺

治理的优越性袁这种种准确判断都离不开习近平新时

炎疫情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袁科学研判袁始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导遥 疫情形势反复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 大力推动智能手机健康码服

的现状对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提出了难题袁数字治理

务袁对个体追踪溯源袁以此有效提升疫情防控管理的

的优越性也已成为社会公认的事实袁但在技术性和安

准确性和时效性遥 这种健康码渊即野绿码冶冤在整个疫情

全性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袁需要进一步完善数字治理

防控期间成为保障复工复产和社会治理工作顺利进

体系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推进数字治理现代化进程遥

行的主要抓手袁是疫情期间和复工复产时期人们出行

一尧用数字技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的主要标识[1]遥 数字信息广泛应用于政务和生活袁通过
数字通行码将人员进行区分袁能有效改变传统的人海
普查策略袁通过数据分析和整理袁形成对事物发展规

数字治理是依托数字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而

律的正确认识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治理的细化区分和
快速治理的优势袁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水平遥

收稿日期院2020-12-26

渊二冤用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治理的协同性

作者简介院侯传娜渊1996-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就社会治理的合作和平衡性来讲袁社会治理主体

事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社会研究遥

过多袁权责不清晰袁治理政策落实不畅等问题广泛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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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制约社会治理步入现代化的脚步遥 将数字信息技
术和互联平台引入社会治理体系袁增强各部门主体间

灾难都是为以后的历史进步做补偿的[3]遥 数字治理在
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因其数据获取的可靠性和时

的沟通交流袁 能够有效推动社会治理协同性的提高遥

效性袁 增强社会治理科学决策的灵活性被更多人关

疫情期间袁数字表格等信息收集工具帮助人们更快速

注遥 数字技术将各个角度和时间段的信息流汇聚一

完善个人信息和出行轨迹袁避免层级重复填写袁降低

起袁把握实时变化袁帮助政府有效精准施策袁从而不断

疫情防控期间的成本袁提升信息收集的准确性和时效

提高社会治理的灵活性遥

性曰疫情分布地图等数字分析图表的广泛应用将全国
划片分级袁确保全国错峰复工复产遥 这些数字技术依

二尧数字化社会治理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托自身数据处理的能力袁帮助实现社会治理协同化水
平提高袁 增进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传达和资源共享水
平袁有效减少各部门主体与社会个体之间因表达不畅
而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袁增强社会治理科学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承认人民群众概念袁将
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4]遥 我们党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思想袁适应时代发展潮流袁依据中国现实与

决策下放实施的效果袁推动整个社会治理协同性的提

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袁创造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新

高遥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渊三冤用数字技术增强社会治理的精确度

的最新理论成果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和讲话会

就社会治理的定位和准确度把握来讲袁时间对于

晤中都深刻表示袁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

数字化的社会治理来说依然十分重要袁社情民意反映

场袁并将其作为我国实现数字治理现代化所必须坚持

机制是我们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途径袁精确把握社情

的价值立场遥 他曾明确指出袁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给我

民意是做出科学决策的必要前提遥 数字定位技术以及

们党出的一份考卷袁 而我们作为执政党是一群考生袁

互联网数据收集工作袁将散落在全国的数据信息进行
分析判读袁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精

人民群众则是检验我们试卷分数的阅卷人遥 冶[5]我国的
国家性质以及建党以来的宗旨都始终表明我国一切

确地定位风险所在地遥 在整个疫情防控的过程中袁数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根

字技术与野云应用冶帮助社会治理提升智能化水平袁准

本利益遥 同样袁社会治理的前进方向和准则也都需要

确定位境外输入病例和本土病例的出行轨迹袁利用溯

将野以人民为中心冶贯彻落实到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

源技术精确查找密切接触者袁并且更快更准确地缩短

中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遥 在进一步

病例分析和探查的时间袁云社区等服务帮助社会治理

践行数字治理的今天袁 我们应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袁

实现精准防控袁提升社会治理效率袁以便寻求最佳决

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袁始终牢记数字治理

策遥 数据收集和处理反馈的技术实现了对实时状况的

的目标是为了让人民更好地生活袁数字治理的途径是

精准分析和把握袁是传统治理方式的有效补充形式遥

更多依靠人民的力量实现袁数字治理的成果是与人民

渊四冤用数字技术提高社会治理的灵活性

群众共享治理现代化的果实遥 在与人民群众共建共治

就社会治理的难度和灵敏度来讲袁5G 网络与数

共享的过程中袁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袁实现

字技术的普及也使得各类信息的传播渠道拓宽袁传播
速度翻倍袁各种渠道信息鱼龙混杂袁如何快速确认信

数字治理现代化遥
渊一冤根本目的院数字化社会治理要以为了人民为

息的准确性变得尤为困难袁 但数字技术和 5G 网络发

中心取向

能胜袁以其无以易之冶[2]遥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是

现数字治理现代化首先应该回答野为了什么人冶的问

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巨大的考验遥 中华

题袁也就是说在推进数字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始终

民族是一个善于从历史灾难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 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袁增

展的超过其弊端袁野天下莫柔弱于水袁而攻坚强者莫之

求社会进步的民族遥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袁每一次历史

野治国有常袁而利民为本冶[6]遥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实

进人民福祉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遥 野我们党

侯传娜院推进野以人民为中心冶的数字化社会治理

渊三冤价值取向院数字化社会治理要以造福人民为

和国家以人民的立场作为我们行事的根本政治立场袁
并且要始终牢记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摆在至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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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指向

上的地位袁始终牢记要不断推进为人民群众造福的伟

数字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是一个共建的过程袁社

大事业遥 冶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袁为中华民族

会稳定向前发展是社会共同治理的过程袁毫无疑问数

谋复兴的政党袁始终坚持数字治理为了人民袁是我们

字社会治理的成果也必然应该由广大人民群众所共

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袁

享遥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袁野我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2020 年 10 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叶中共中

的建设和治理是全体中华民族人民共同为之奋斗的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事业袁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的成果也应由全体人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曳 中指出袁野十四五冶期

民共享遥 冶[9]共建是共治和共享的必要前提袁共治是共

[7]

间要努力实现野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

享的重要保障袁 共享则是共建和共治的必然结果袁人

高冶的目标袁这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的

民群众不仅是数字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支持者和参与

科学指引遥 因此袁在野十四五冶期间袁要将数字技术的独

者袁更是数字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受益者遥 中国在数字

特优势融入社会治理体系袁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

科技领域已经走在前列袁5G 基站搭建和数字化基础

的现代化袁增进人民幸福指数袁给人民带来获得感和

设施布局已趋于完善袁基于这些设施平台建设和技术

满足感遥 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支持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攻击袁我国精准把控时势袁

的党中央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袁做出坚决

大踏步进入野云时代冶袁居家隔离期间袁野云办公冶成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决策袁疫情防控的各项策

公司职员工作的主要方式曰野云课堂冶成为学生学习知

略凸显了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立场遥

识的重要平台曰野线上药房冶缩短了病例基因分析的时

渊二冤动力源泉院数字化社会治理要以依靠人民为
动力导向

间袁便于病患在线就医问诊曰野云社区服务冶增强防控
准确性袁提高联防联控的有效性和管理效率遥 疫情期

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袁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

间这些数字平台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快捷的服务袁实现

运的根本力量遥 冶[8]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袁十九大以来袁我

社会治理的有序发展袁树立公众对抗疫情的信心遥 数

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获得突破性进步袁这与人

字化社会治理俨然成了一种为实现造福人民的价值

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密不可分遥 历史和实践

取向袁坚定以人民为主体价值立场的新的社会治理方

充分证明袁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拥护者和

式遥

建设者袁是推进社会主义治理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中坚
力量遥 推进数字治理现代化必须要深深扎根于人民袁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袁凝聚人民
野水能载舟冶的蓬勃力量遥 社会治理的有序性和组织性

三尧野以人民为中心冶数字化社会治理要坚
持的两项原则

与每个社会主体息息相关袁作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主

数字化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袁它具有的独特优

体袁我们应该强化个体的野主人翁冶意识袁成为数字社

势值得被更多人开发尧应用到更多领域遥 数字技术在

会治理的支持者袁基层治理的践行者袁积极投身于数

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袁为社会治理步入现代化贡

字社会治理的浪潮中遥 在疫情防控阻击的过程中袁以

献独特力量袁我们应该冷静审视疫情防控中发挥作用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施策袁 做出延长假

的数字化社会治理袁并以此为契机袁逐步完善数字社

期尧就近隔离等决定袁人民群众积极配合袁自觉居家隔

会治理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袁积极发挥数字社会治理

离袁减轻社会的治理负担袁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

的正面作用袁规避风险袁推进数字治理朝着服务百姓尧

力军作用遥 防控实践表明袁只有依靠自觉抗击疫情的

便民利民的方向发展遥

人民群众袁才能真正落实联防联控袁有序做好野疫前防

渊一冤要坚持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方向

控袁疫后治理冶工作袁以此应对反复无常的疫情遥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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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袁党和国家应该不断发挥

共享和协同对接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尧准确的

人民首创精神袁坚持以人民为主体袁将人工智能技术尧

公共服务遥

数字化平台融入社会治理袁创新社会治理机制遥 我国

然而袁数字化社会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袁还包

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袁 人民是国家的主

括一些数字化平台的技术支持遥 数字政府与数字化信

人袁野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袁 要始终以百姓心为心袁

息企业无边界合作袁互联互通袁加强政府和企业人才

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尧共命运尧心连心冶 袁这是习近平总

的沟通和协作袁共同攻克技术壁垒遥 以政府为核心袁囊

书记在春节团拜年时所述遥 在推进数字治理的进程

括互联网企业尧数字信息平台袁提高社会协助的数字

中袁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袁发挥人民群众的

治理能力袁推动构建数字政府尧数字企业尧数字信息平

无限智慧袁践行群众路线袁坚持群众观点袁把群众之力

台三位一体的数字治理平台袁数字企业和信息平台手

汇聚到创新数字治理机制上来袁 努力形成人民尽力尧

中所掌握的资源信息为政府做好决策和执行工作提

人民献智尧人民共享的数字治理新格局遥

供了信息支撑和科学理据袁这些企业高薪聘请的高精

[10]

推进数字治理现代化必须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

尖人才通过与政府的协商可以直接进入数字政府承

益袁以发展和保障民生为目的袁加快数字治理现代化

担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袁树立政府权威袁提升政府政

进程遥 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无时无刻不是社会治理所

治效能和创新能力袁推动数字化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

需考虑的问题袁党和国家应该切实将野以人民为中心冶

效能袁实现跨越式发展遥

的思想纳入到数字化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袁从衣食住行
各个方面出发袁 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袁创
设安全尧稳定尧绿色尧开放的优良社会环境遥 疫情期间
各种便捷生活的 APP 进入居家人群的手机中袁伴随而来

四尧推进实现野以人民为中心冶数字化社会
治理的若干路径

的就是数字治理的完善问题遥 数字治理的核心在于服务

扎实推进数字化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步入

人民袁野在数字化蓬勃发展的中国袁 基于中国的语境袁数

现代化袁 不仅需要国家制度和治理方面的努力和进

字化社会治理也应在语境下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步袁 而且需要全社会以及我们每个公民的共同参与遥

理念袁始终坚持治理为了人民袁治理服务人民冶 遥 基于大

数字化社会治理是一门精深的学问袁要将马克思主义

数据分析平台的支持袁我们党认真完成复工复产的保

基本原理的相关内容与之结合袁运用矛盾分析法和辩

障工作袁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遥

证分析法袁正确处理数字化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棘

[11]

渊二冤要坚持完善数字治理平台的发展要求

手问题遥 为确保数字化社会治理的各项任务能够顺利

数字应用依托数字治理平台发挥其便捷居民生

完成袁我们全社会需共同努力袁探索实现野以人民为中

活尧协助政府办公的重要作用遥 数字技术和智能云平

心冶的数字化社会治理新路径遥

台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环

渊一冤始终坚持以党委为领导袁实现数字治理法制化

节袁数字治理机制和体系的完善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帮

完善数字化社会治理体系袁提高数字化社会治理

助遥 当前各省市数字政府已经建立并且完善起来袁但

能力袁需要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制度执

仍面临着数据库管理尧数据资源挖掘和个人数据保护

行力的现代化遥 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袁发

3 个方面的困难遥 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就是

挥好政府负责尧社会组织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

要培养高技术人才袁提升数据开发和挖掘能力袁克服

治理格局新效能袁提高数字化社会治理的政府负责和

主要难题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袁提升政府决

党委领导能力袁完善数字社会治理法治保障遥 现阶段袁

策的透明度尧精确度和科学性袁提高政府决策预见未

我国数字化社会治理体系已逐步完善起来袁逐渐落实

来的能力袁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数字治理服务人民群

政府负责制和必要的法制保障袁并且充分发挥我们党

众的水平遥 数字政府联通其他便民数字平台增强部门

在数字化治理中领导全局尧协调各方的坚强领导核心

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袁实现不同部门之间信息的资源

作用遥 坚定这种政治领导核心作用袁并不是党和政府

侯传娜院推进野以人民为中心冶的数字化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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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治理执行决策都大包大揽袁而是为了坚定数字

渊四冤扎实推进数据资源共享袁实现数字治理专业化

化社会治理的政治方向袁为数字治理提供强有力的组

推进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袁其中一

织和法制保证遥 数字化蓬勃发展的今天袁要将创新和

个显著体现就是要实现数字治理专业化遥 数据资源是

完善数字治理方式纳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中袁创设

数字经济和大数据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袁对于数据资

具有法治保障和正确政治方向的数字治理新格局遥

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需要我们国家充分重视遥 在中国

渊二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主体袁实现数字治理社会化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袁依法建立数据资源共享

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实现数字治理的社

机制袁为合理有效利用数据资源尧实现数据资源共享

会化发展遥 回顾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袁最

提供平台[12]遥提高数字治理能力袁在明确数据资源所有

团冶作用和主人翁精神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字资源的传输渠道袁做好企业与政府间数据资源的共

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和创造性遥 在如今这个疫情反复的

享管理遥 通过数字政府尧互联网企业和数字信息平台

阶段袁我们党和政府更需要倾听民众的声音尧聚合民

三方的互联互通袁实现多方数据的汇通融合袁在保障

众的智慧尧形成对疫情防控的正确认识 袁从而做出科

人民群众隐私信息的基础上袁 增强数据的多效性袁最

学的决策袁精准施政袁让数字防控的优良成果更多更

终达到实现数字治理的专业化效果袁创设安全专业和

好地惠及全体人民遥 我们党和政府无论是在制定数字

社会协同的数字治理崭新格局遥

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的就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的野智囊

权的基础上袁在保障数据隐私安全的前提下袁规范数

治理制度方面袁还是在提高数字治理能力方面都强调
把人民性放在中心位置袁 反对数字治理脱离人民群

五尧结语

众尧统治人民群众的错误做法遥 推进数字治理社会化
发展袁必须要以发展和改善民生为目标袁切实将以人

在推进数字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袁只有尊

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落实到治理实践之中袁将人民群

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袁让人民群众成为推进社会治理

众的根本利益置于数字化社会治理的最高位置袁从与

现代化的最大受益者尧积极参与者尧最终评判者袁才能

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小事入手袁创设人民群众积

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遥 创设法制

极参与和社会安定有序的数字治理新环境遥

化尧社会化尧智能化尧专业化的数字化社会治理新格

渊三冤着力构建数字治理平台袁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

局袁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袁提高群众的互动与

数字化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袁需要我们贯

认同感袁在参与数字化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同时享有

彻全国一盘棋的方法遥 数字治理需要我们党和政府牵

数字社会治理的优良成果袁收获更多的获得感尧幸福

头袁联合互联网企业和数字信息平台袁构建数字治理

感和安全感遥

平台袁通过大数据筛选和资源分析整合等方式对社会
信息进行分类筛查袁增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尧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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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People-centered Digital Social Governance
HOU Chuanna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0)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at very fast speed changed people's life and produ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social

govern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data exchang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orrectly handle the prob鄄

lems, to provide solid technical support for digital social governance. Digital social governance also gradually becomes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To improve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digital governance,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ssisting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relevant platform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specific path of people-centered digital social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safeguarding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people-centered; digital; social governance; th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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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昌县特色森林康养产业规划方案及实践
黄榆清袁 谢祥财
渊福建农林大学 园林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森林康养作为森林旅游的升级业态袁是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袁正逐渐成为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遥 结
合顺昌县资源概况和优势条件袁依托顺昌县国有林场森林康养优越的发展基础尧生态区位尧产业集群尧经济社会和市场需
求袁立足顺昌国有林场野山林深呼吸冶康养理念袁提出其特色森林康养产业规划思路袁打造七台山尧曲村尧九龙山和武坊国
有林场等森林康养基地袁并对七台山和曲村森林康养基地的功能分区进行规划袁同时进一步分析客源背景和目标客户类
型袁促进森林产业升级袁加快推进顺昌生态文明建设遥

关键词院森林康养曰国有林场曰产业规划曰森林景观曰顺昌县
中图分类号院TU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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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袁提升生活质量和

游+冶野生态+冶等模式袁推进农林业与旅游尧文化和康养

关注身体健康成了重要话题袁森林康养的出现给人们

等产业深度融合[6]遥 叶野十四五冶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

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健康疗养理念[1]遥 对希望接近大自

纲要曳明确提出培育森林旅游尧森林康养尧生态观光尧

然尧感受大自然的久居城市的人们来说袁森林康养成

自然教育等新业态新产品遥 健康生态袁成为人们当前

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 [2]遥 1969 年袁美国学者

生活新诉求袁与之相伴生的森林康养产业在林区悄然

的到林区(地)从事旅游活动袁不管是直接利用森林袁还

国有林场作为国家森林资源最丰富尧森林功能最

道格拉斯首次提出森林旅游袁森林旅游是指任何形式

兴起袁成为新时期林业发展新业态[7]遥

是间接以森林为背景都可以称为森林旅游 遥 森林康

完善尧生物多样性最富集尧森林景观最优美的区域袁对

养依托森林景观尧森林食品及森林生态文化等优质的

我国经济建设袁特别是生态建设袁发挥了巨大和不可

森林资源袁以强身健体尧恢复健康和延缓衰老为目的袁

替代的作用[8]遥 国有林场森林资源好尧规模大尧品质佳袁

[3]

将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养生有机结合袁并配备养生休
闲尧医疗及康体等服务设施袁在森林中所开展以修身

而且集中连片袁发展森林康养优势十分明显[9]遥 依托国
有林场建设森林康养基地袁拉动区域经济发展袁发展特

养性尧调适机能和延缓衰老等系列改善身心健康的活

色生态旅游袁 在满足旅游休闲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发挥

动总称 遥

本地林区资源优势袁 最大限度放大旅游业的关联带动

发展前景良好[5]遥 森林康养是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袁作

依托国有林场良好的森林资源袁因地制宜地发展远郊

[4]

目前袁 我国森林康养市场空间和需求潜力较大尧

效应袁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10]遥

为我国大健康产业的新模式尧新业态尧新创新袁逐渐成

森林旅游康养袁是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尧促进林业供给

为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力遥2017 年中央 1 号文

侧结构性改革尧 加快林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需要袁

件提出袁 大力改善森林康养等公共服务设施条件袁充

是激发林业生产力尧 助推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措施袁

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的优势袁利用野旅

也是满足人民群日益增长的生态健康需求尧 倡导绿色

收稿日期院2022-04-19

生活的必然要求袁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7]遥 为

基金项目院2019 年中国水利风景专项渊KH190157A冤遥

此袁结合顺昌县实际袁依托国有林场丰富的生态资源袁

作者简介院黄榆清渊1995-冤袁男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打造顺昌县国有林场特色森林康养产业遥 将健康养生

事绿地系统规划尧水环境规划的研究遥

资源和当地自然旅游文化资源相结合袁推广生态旅游

窑 44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2 年第 7 期

养生产品袁培育开发旅游健身新体验项目袁推动健身

丽中国为统领袁以服务健康中国和促进乡村振兴为目

旅游养生产品发展袁开创健康养生旅游新模式袁更好

标袁以优化森林康养环境尧完善康养基础设施尧丰富康

地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遥

养产品尧建设康养基地尧繁荣康养文化尧提高康养服务
水平为重点袁向社会提供多层次尧多种类尧高质量的森
林康养服务袁加快推进健康顺昌建设[11]遥

一尧研究区概况
顺昌县位于南平市西南部袁东经 117毅30忆耀118毅14忆曰

渊二冤基本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袁合理利用原则遥 采取对自然环境

北纬 26毅39忆耀27毅12忆之间 袁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袁年平

和历史人文环境造成最小干扰和影响袁在保护好国有

量 1 756 mm袁年平均日照 1 740.7 h袁无霜期 330 d 遥

和土地袁高效利用森林资源[15]曰坚持因地制宜袁突出特

[11]

均气温 18.5 益袁年平均相对湿度 82.25%袁年平均降雨
[12]

当前袁全县林业权属有林地面积 15.86 万 hm2袁其中天
然林面积 7.34 万 hm 袁毛竹面积 3.803 万 hm 袁是全国
2

2

十大野中国竹子之乡冶之一袁森林覆盖率 80.12%遥 顺昌
旅游区位优越袁北靠武夷山渊距 170 km冤袁西邻世界地
质公园泰宁金湖渊距 80 km冤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将乐

玉华洞渊距 36 km冤袁在闽西北绿色三角旅游带和大武
夷生态旅游圈中占有重要位置 遥 以顺昌县国有林场
[13]

为规划对象袁规划共涉及 9 个国有林场袁其中近期重

点建设发展 4 个林场工区袁主要包括七台山国有林场
渊厂部工区冤尧九龙山国有林场渊垅上洋工区冤尧曲村国
有林场渊曲村工区冤和武坊国有林场渊河垅工区冤[14]遥渊见
图 1冤

林场林区森林生态系统的前提下袁改造提升闲置房屋
色原则遥 结合顺昌各国有林场资源和环境特征袁突出

地域森林康养资源特色袁避免无序同质化建设袁塑造
林场魅力尧释放顺昌国有林场康养潜力曰坚持开放发
展尧协同推动原则遥 加强对外开放袁打破传统的自产自
销的生产经营模式袁积极创建特色品牌袁参与全国特
色农产品市场大循环袁促进顺昌全面开放发展曰坚持
尊重市场袁共享创新原则[16]遥 以森林康养市场为导向袁
引进先进理念尧技术袁鼓励和推进森林康养产品的创

新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尧创造性袁维护场区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17]遥
渊三冤产业定位

规划以旅游体验为核心袁 以文化创意为重点袁以
度假养生为突破袁以全域旅游为抓手袁打造以疗养康
复为核心的袁集文化尧生态尧康养尧休闲尧度假于一体
的尧面向全国的休闲旅游目的地[7]遥 形成野康养+林业+
园林冶的近郊林场的健康目的地袁让康养走进林场袁融
入周边中心城市一小时经济圈袁 打造生态顺昌遥 到
2025 年底袁 全县重点打造完成 4 个森林康养旅游点袁
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森林康养专业人才队伍遥
渊四冤总体布局
依托顺昌国有林场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基础尧生
态区位尧产业集群和市场需求袁提出国有林场野山林深

图 1 国有林场总体规划图

Fig.1 Master planning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呼吸冶康养理念袁打造森林康养野一环四核多节点冶的
发展格局[18]遥以国有林场各个场区为重点袁打造以中远
程客源为主体的森林康养产业带袁 加快培育多层级尧

二尧顺昌县特色森林康养产业规划思路

多类型的优秀森林康养目的地遥 提升 4 个林场工区的
特色康养项目尧基础设施和示范带头作用遥 按照全县

渊一冤指导思想

国有林场的资源区域特点袁建设研学康养尧森林运动

顺昌县特色森林康养产业以建设生态文明和美

康健尧森林养心静修尧休闲度假氧疗等不同类型的森

黄榆清袁等院顺昌县特色森林康养产业规划方案及实践

林康养袁以满足不同目的的康养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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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可达到医疗级别袁重点发展森林医疗尧中医药旅游尧
森林旅居等产业袁满足访客治疗疾病需求遥 建设中草

三尧顺昌县特色森林康养产业主要基地分析

药植物园尧森林自然乐园尧森林木屋等袁开展森林五感
体验尧乐活慢跑尧森林浴尧森林冥想等动静结合的各类

渊一冤七台山森林康养基地

森林康养活动袁 能全方面满足到访者不同的康养需

七台山森林康养基地位于七台山国有林场厂部

要袁使其恢复轻度身体异样和预防生活习惯病袁达到

工区袁 周边有县内三大名山之一的七台山袁2015 年升

一定的疗养及放松身心等效果遥

级为福建省级自然保护区遥 林场以中低山为主袁场区
内植被完好袁森林覆盖率达 96%遥 区内分布有较大面

积的乐东拟单性木兰渊Parakmeria lotungensis冤袁为国内
罕见物种袁此外还有国家一尧二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
杉渊Taxus wallichiana var. mairei冤尧钟萼木渊Bretschnei鄄

dera sinensis冤等 10 余种类曰国家一尧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蟒蛇渊Python bivittatus冤尧黄腹角雉(Tragopan caboti)
和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等野生动物遥
规划以原生山水为基础袁以七台山自然保护区为
依托袁充分发挥滨水资源优势及保护区丰富的生物资
源优势袁以水为魂袁野生态研学康养冶为主题形态袁野深
呼吸尧慢生活冶为核心卖点袁教育研学为市场支撑袁聚
焦度假尧康养尧休闲尧研学的康养度假旅游综合体遥 通
过改善现有交通条件袁增设生态林荫停车场袁改造现
有硬化路面并增设生态游步道曰提高康养基地内通往
各景点游步道的能力和等级袁加快新建景点游步道建
设袁以提高场地范围内的可进入性曰增设康养服务设
施袁通过翻新闲置房屋建设服务设施袁包括住宿设施尧
餐饮设施和医疗救护等公共设施遥
七台山康养基地功能分区规划 渊见图 2冤袁 包括院

渊1冤综合康养服务区院依托原场部旧址袁将现有建筑改

图 2 七台山康养基地功能分区规划图

Fig.2 Functional division planning of Qitaishan health care base

渊二冤曲村森林康养基地

曲村森林康养基地依托建于 1958 年元坑镇曲村国

有林场袁气候温和袁雨量充沛袁工区总面积为 121.7 hm2袁
其中一般用材林 923.5 hm2袁生态林 172.6 hm2袁经济林

121.4 hm2遥 境内水利资源丰富袁闽江源流金溪和蛟溪

穿境而过遥 基地周围群山环抱袁民风淳朴袁保存有十余
幢明清时期的古建筑袁历经百年仍保有当年的古镇风
韵遥 林区交通便利袁电话电视网络资源通畅遥
规划以现有森林资源为依托袁与元坑古镇联动呼

造提升作为综合管理中心尧研学营地尧研学中心等遥 目

应袁以中老年人尧青少年人群为主要服务对象袁以森林

标将该区域打造成综合服务尧研学尧颐养于一体的医

养心静修活动为主题的森林康养基地袁引入青少年群

养度假区尧研学交流中心尧综合服务中心和会议餐饮

体发展户外拓展运动袁保证青少年人群能够放松学业

中心遥 渊2冤森林研学体验区院以现有村庄尧农田尧森林等

压力尧愉悦身心袁同时以现有森林资源为基础袁建设中

资源为基础袁围绕野森林+研学冶主题袁结合青少年森林

草药基地尧林下套种基地尧茶油工坊等项目袁开展自然

研学教育活动和森林村庄理念袁利用现有场地设施及

认知尧林业经济认知袁打造成森林生态文化展示窗口遥

山尧水尧林尧田等自然条件袁改造升级建设森林科普小

规划建设清心民宿尧森林科普教育中心尧森林工坊遥 规

径尧森林野外讲堂尧花溪步道尧生态休憩亭尧森林人家
等遥 目标将该区建成集森林体验尧认知尧游赏为一体的
森林研学体验区遥 渊3冤森林休闲康养区院该区森林康养

资源条件好袁植物精气渊芬多精冤尧负氧离子等康养因

划新建 3 处停车场袁改善现有交通条件袁提高交通便
利性和可达性遥

曲村康养基地功能分区规划见图 3袁 包括院渊1冤古

韵清心生活区院围绕曲村古韵慢生活主题袁打造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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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遥 依托曲村闲置空间和林场建筑用房袁设置

林康养尧生态旅游的需求优势遥 从顺昌本地市场来看袁

民俗文化广场尧清心民宿尧古街韵事尧传统工艺集市尧

随着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尧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和外

古韵康养中心尧滨河绿道等项目袁目标建成集古韵研

部交通环境的改善袁旅游业已成为顺昌经济发展的重

学尧慢生活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区域遥 渊2冤科教研学

要增长点袁其中自然山水是顺昌县旅游消费者最为关

体验区院北侧山林建设成森林科普教育中心尧森林户

注的旅游活动遥

外课堂尧定向越野公园等项目袁开展中小学户外森林

渊二冤目标客户类型

研学教育遥 渊3冤森林生态展示区院以现有林地为基础袁

从消费者年龄看袁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对森林康

结合林下经济种植技术袁建设中草药基地尧林下套种

养的需求和偏好是不一样的袁 其森林康养产品可分为

基地尧油茶工坊等项目袁开展自然认知尧林业经济认

少儿型尧青年型尧中年型和老年型 4 个层次[6]遥 从消费对

知袁打造成森林生态文化展示示范窗遥

象健康程度看袁森林康养产品可以分为健康类尧亚健康

类和不健康类 3 个层次遥 从消费对象主导需求看袁森林

康养产品可分为养身型尧养心型尧养性型尧养智型尧养德
型和复合型 6 种遥 从产品内容看袁森林康养产品可以分
为森林主导康养尧森林运动康养尧森林体验康养尧森林
辅助康养尧森林科普宣教康养尧健康管理服务 6 种遥

基于顺昌县尧南平市尧福建省尧华东地区以及全国

的森林康养和生态旅游需求袁顺昌县森林康养市场可
图 3 曲村村部改造规划效果图

Fig.3 The rendering of the reconstruction plan of the
village headquarter in Qucun

形成以国有林场为核心覆盖周边地区尧向外辐射至周
边省市的市场格局袁多元的客源市场为森林康养发展
提供稳定支撑遥 主要客源年龄集中在中青年人群袁具
备较强中老年市场潜力袁面向阶段性需求变化袁制定

四尧顺昌县特色森林康养产业市场分析
渊一冤客源背景
2005 年全国健康调查统计指出袁 目前我国约有

70%人群处于亚健康状态袁15%患有疾病袁健康人群仅
占 15%[19]遥 在 2010 年的康养意愿调查结果中显示约

多样化的康养旅游方式势在必行遥 以日常森林康养为
主的本地康养群体尧以森林医养度假为主的医养度假
群体尧以森林养老颐养为主的养老居住群体尧以森林
团队研学为主的研学团队群体尧以森林户外体验为主
的户外体验群体等 5 大特色突出的核心潜力客户群遥

73%的人有意愿通过康养旅游调节身心健康袁主要感

五尧小结与讨论

假等方式[15]遥可见袁老百姓对于健康生活的需求和意愿

顺昌县依托国有林场现有基础和优势条件袁以森

兴趣的康养活动方式有运动体验尧森林疗法尧疗养度
越来越强烈袁森林康养已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养生活

林生态环境为核心袁注重原生态改造袁进行森林康养

动袁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遥

产品规划遥 根据国有林场现有资源与规划目标袁规划

从 2016 年华东地区整体旅游市场数据来看袁福

建省旅游热度涨幅达 178%袁 已成为华东地区热门的

旅游目的地 遥游客在福建的平均游玩时间为 5 天袁居
[20]

华东地区第 2 位袁仅次于台湾省遥 福建省在华东旅游

了 4 类游线袁满足不同客户需求袁增强了用户体验遥 研

究对七台山和曲村森林康养基地的功能分区进行规
划袁重点发挥试点示范带头作用遥 七台山森林康养基
地借助国有林场改革发展森林事业袁满足周边生态旅

市场热度高尧游玩时间长袁具备成为华东旅游排头兵

游需求袁以生态为目的的新姿态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样

的发展实力和资源潜力遥 顺昌县客源辐射范围广袁环

板遥 曲村森林康养基地有效利用了自身优势袁针对不

境优美清新袁且受到一线城市游客关注袁具备发展森

同古村落尧区域规划了相应的发展方向和特色袁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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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区分运动康养尧文化康养和静心康养等打造了多个

[9] 陈广财,王磊,丁允辉,等.广西国有林场存在的问题及高质
量发展对策[J].林业调查规划,2020,45(1):159-163.

特色乡村遥
森林康养产业重点在于因地制宜袁并非所有国有
林场都可以成功转型为康养目的地袁而康养内涵有必
要加强国有林场的融合发展遥 顺昌县国有林场根据当
地特色进行保护性开发袁 以特色产业形成聚集效应袁
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不同的服务袁充分有效利用国有林
场生态效应和自然资源袁最大限度带动旅游业的联动
效应袁 提高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当地人民生活水平袁

[10]

宋维明.关于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必然性与路径的思考[J].
林业经济,2020,42(1):3-8.

[11] 周旋,虎日乐.福建省顺昌县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现状分析
[J].内蒙古林业调查设计,2021,4(44):12-13,19.

[12] 郑韶明.基于生态脆弱性的顺昌县公益林持续经营研究[D].
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0.

[13]

张运根.共享绿色 生态为民:三明市国有林场"一场一景"
建设[J].福建林业,2020(2):6-8.

[14] 郑德祥,付信彬,廖晓丽,等.基于 Vague 集的森林资源审计

进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遥

评价方法研究:以福建省顺昌县国有林场为例[J].林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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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Scheme and Practice of Distinguished Forest Health
Care Industry in Shunchang County
HUANG Yuqing, XIE Xiangcai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Forest health care, as an upgraded format of forest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s gradually be鄄
coming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for Chinese green econom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resource profile and advantageous con鄄
ditions of Shunchang County, the study relied on the superior development foundation, ecological location, industrial cluster, economic society
and market demand of the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in Shunchang Count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野deep breath of mountains and forests冶 in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of Shunchang county, we put forward planning ideas according to their distinguish forest health care industry. In addi鄄
tion, the forest health care bases of Qitaishan, Qucun, Jiulongshan and Wufang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were built, and the functional zoning of
Qitaishan and Qucun forest health care bases was planned. Finally, the background of customer sources and target customer types were further
analyzed, thus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forest industry and develop the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Shunchang county.

Key words:

forest health care; state-owned forest farm; industrial planning; forest landscape; Shuncha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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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心要义袁是野概论冶课教学需要重点研究和思考的问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袁全面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

题袁对丰富教学内容袁增强教学的思想性尧时代性和实

程袁 总结了我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袁

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展望民族复兴光明前景袁系统阐述了野九个必须冶的基
本经验和根本遵循遥 这野九个必须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

一尧深刻阐释野九个必须冶的丰富内涵

百年辉煌的野政治密码冶袁是野以史为鉴尧开创未来冶的
重要内容袁也是明确野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冶野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尧远

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冶袁 在新征程上全体人民开

观未来袁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

创更加美好未来的行动指南袁充满了许多重大的理论

为什么能够成功尧 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

创新袁值得我们深入领会尧认真把握遥 野毛泽东思想和

功袁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尧更加自觉地牢记初

论冶冤袁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遥 把野九个必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袁也昭示着未来砥砺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冶渊以下简称 野概

心使命尧开创美好未来遥 冶[1]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总结了

须冶有机融入野概论冶课教学袁阐释好野九个必须冶的核

进的方向遥 野九个必须冶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共产党执

政规律尧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
收稿日期院2021-12-29
基金项目院武夷学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
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专项渊MGC201913Z冤遥
作者简介院陈文渊1969-冤袁女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中国传
统伦理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识袁要从学理上深刻阐释野九个必须冶的历史意义和现
实意义袁 在以史为鉴中探寻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
辑袁在开创未来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遥
野九个必须冶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经验的概括

和总结袁 围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展开袁是

陈 文院理论逻辑与现实遵循院把野九个必须冶贯彻到高校思政课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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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袁包含了领导力量尧价值理

血脉袁野人民就是江山袁江山就是人民冶袁这是对中国共

念尧指导思想尧道路遵循尧安全保障尧外部条件尧精神力

产党百年初心的最好诠释遥 新的征程上袁中国共产党

量尧力量来源尧政治保证等九个方面的重大问题袁它贯

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袁坚持

通历史尧未来与野四个伟大冶遥 其中袁党的坚强领导是核

以人民为中心袁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更加辉煌的历史遥

心曰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是落脚点曰马克思主义中国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也是一部百年理论

化是思想武器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是立足

创新的历史袁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袁

点也是必由之路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保卫红色

是灵魂和旗帜遥 在长期的革命尧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袁

江山尧维护民族尊严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安全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保障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外战略曰敢于斗争尧敢

具体实际相结合尧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袁找到了中

于胜利袁进行具有许多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袁是实

国革命尧建设和改革的正确道路遥 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精神力量曰加强中华儿女大团
结袁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法宝和力量源泉曰不断推进新
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政治保证遥

能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袁归根到底是因为马
克思主义行浴 冶[1]以史为鉴袁开创未来袁就必须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遥

野九个必须冶的第一条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

方向决定道路袁道路决定命运遥 走自己的路袁是党

强领导袁 明确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袁这

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遥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反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

复证明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

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遥 野一百年来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袁创造出来的中国式

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尧一切牺牲尧一切创造袁归

现代化的新道路袁是追求物质文明尧精神文明尧政治文

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遥 冶 一

明尧社会文明尧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百年来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

复兴的必由之路遥 习近平总书记建党一百周年重要讲

主义革命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话袁从野走自己的路冶到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冶袁再

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到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冶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成就遥 野为有牺牲多壮志袁敢教日月换新天冶袁中国近代

的形成与发展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和

历史表明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袁是人民的选择遥 一

重要地位进行了深刻阐述袁表达了作为人类文明新形

部百年奋斗历史袁充分证明了院没有中国共产党袁就没

态的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遥 坚持道路自信袁就是要坚

有新中国袁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遥 以史为鉴袁开创

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遥

[1]

未来袁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遥 只有中国共

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是党和国家的安

产党的领导才能总揽全局尧协调各方袁调动一切积极

全保障和战略支撑袁强国必须强军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因素袁保障人民主体地位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习近平强军思想逐步形成袁 明确了强军的奋斗目标尧

义制度的优越性遥

战略步骤和基本任务袁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袁是中国

色强军之路袁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袁确立野到

共产党的价值追求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中国共产党

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袁 到 21 世纪中叶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袁 与人民休戚与共尧生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冶[2]的战略目标遥 党

死相依袁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袁从来不代表任何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

利益集团尧任何权势团体尧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遥 冶[1]人

斗目标袁使强军目标更加具体化遥 加强国防和军队现

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立场袁是中国共产党

代化建设袁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袁这是党在

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遥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

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深刻经验教训袁是

史时期之所以可以取得成功袁归根结底是赢得了人民

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尧 强军之魂袁野建设一支听党指

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袁人民是力量之源袁是党的根基和

挥尧能打胜仗尧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袁是实现耶两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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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爷奋斗目标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冶[2]

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袁必须长期坚持冶野找到最大公

一百年来我们党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袁创造了一次

约数袁画出最大同心圆冶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冶[2]遥

又一次奇迹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一支坚决执行党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袁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

的政治任务尧对党和人民忠贞不渝的人民军队遥 当代

因素袁心往一处想袁劲往一处使袁形成大团结大联合的

中国袁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

生动局面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实现遥

盾袁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遥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野九个必须冶的最后一个是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

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袁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强

设新的伟大工程遥 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

军思想袁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袁才能更

我革命袁 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

加有力地捍卫国家主权尧安全尧发展利益遥

志袁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遥 中国共产党历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如何在纷繁

经百年袁饱经磨难袁始终生生不息袁风华正茂袁不断从

复杂尧形势多变的国际潮流中袁把握中国发展的大方

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袁野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

向袁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了自我革命精神冶遥 作为百年大党袁如何永葆先进性和

了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袁明确了

纯洁性袁如何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袁实现长期执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对外战略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

政钥 对这个问题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越是长期执政袁

了时代发展潮流和国际合作大趋势袁体现了中国共产

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袁越不能忘记党的

党以开放尧合作和互利共赢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难题的

初心使命袁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冶 [2]袁他告诫全党

智慧和担当袁是破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解决全球危
机袁建设地球美好家园的创造性构想遥
历史和实践证明袁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伟大斗争精
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袁敢于斗争尧敢于胜利是中国共
产党的优秀品质和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遥 从中国

野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尧 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

斗志袁逐渐陷入安于现状尧不思进取尧贪图享乐的状
态冶[2]遥 在新的征程上袁党要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袁发扬自

我革命精神袁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袁走好新
时代的赶考路遥

共产党的发展历程看袁党的四大成就袁无一不是在斗
争中取得和巩固的袁在斗争中求得生存尧获得发展尧赢
得胜利遥 党的十九大提出院野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

二尧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两方面将野九
个必须冶融入野概论冶课教学全过程

效应对重大挑战尧抵御重大风险尧克服重大阻力尧解决
重大矛盾袁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特点的伟大斗争冶袁

野九个必须冶是具有丰富思想内涵尧严密内在逻辑

强调要野发扬斗争精神袁提高斗争本领袁不断夺取伟大

的理论体系袁彰显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高度的

斗争新胜利冶[2]遥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袁也绝不

规律自觉袁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尧社会

是轻轻松松尧敲锣打鼓就能够实现的袁实现伟大梦想

主义建设规律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

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袁要付出更为艰巨尧更为艰苦的努

高度遥 野概论冶课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系统掌握中国化

力袁要增强斗争本领袁勇于担当作为袁战胜前进道路上
的一切风险和挑战遥
加强中华儿女的大团结袁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力量源泉遥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袁就将统一

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意

义袁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
容和历史地位袁 全面了解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的伟
大成就袁尤其是在我国革命尧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经

战线视为我们党战胜敌人的三个重要法宝之一遥 1957

验与教训袁充分认识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困难与

年袁他又指出院野国家的统一袁人民的团结袁国内各民族

挑战袁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对中国特色社会

的团结袁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遥 冶[3]

主义建设的意义遥 因此袁将野九个必须冶融入野概论冶课

新时代如何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袁凝聚起中华民族伟

的课堂教学袁全面解读和阐释野九个必须冶袁让学生真

大复兴的磅礴力量钥 习近平指出院野统一战线是党的事

正领会和理解野九个必须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陈 文院理论逻辑与现实遵循院把野九个必须冶贯彻到高校思政课教学中

新进展袁是野概论冶课的重要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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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尧同中华

野九个必须冶的主题是野以史为鉴袁开创未来冶袁因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袁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此袁在野概论冶课中讲述野九个必须冶袁要从过去和未来

主义袁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新时代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

两个层面展开袁深刻解读野九个必须冶的历史意义与现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袁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实意义遥

主义曰要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新的赶考之路袁讲清楚新

渊一冤讲清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革命尧建设和改
革的基本经验袁全面阐释野九个必须冶的历史意义

的征程上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袁必须不断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袁引导学生深入理解野时代是

要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袁讲清楚中国共

出卷人袁我们是答卷人袁人民是阅卷人冶的内涵和意

产党在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四大成就曰讲清楚为

义袁增强对中国共产党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认识和领

什么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尧人民的选择袁在理论上

悟曰同时袁还要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尧世

系统阐述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袁在教学的重点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袁 引导学生认清当前

上要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经验曰要从党的百年奋

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袁 深刻理解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

斗史中袁引导学生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党的为民

现代化建设袁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袁必须

造福史袁讲清楚党的根本宗旨尧人民立场和为民情怀曰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袁 增强战胜风

要注重对党的百年理论创新经验的阐释袁系统讲授马

险和挑战的信念袁坚定创造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信心遥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袁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渊三冤要把野九个必须冶与野十个坚持冶结合起来袁一

理同中国具体相结合尧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

体学习理解袁一体贯彻落实

性飞跃及其理论成果曰 结合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尧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叶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对外战略尧爱国统一战线尧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内容袁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袁以下简称掖决

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袁引导学生深刻领

议业曳袁叶决议曳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

悟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冶遥

为野十个坚持冶[4]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叶决议曳概括的

渊二冤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际袁深刻
解读野九个必须冶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

耶十个坚持爷 的历史经验是相互贯通尧 相辅相成的整
体袁是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尧接续奋斗理论和

野九个必须冶深刻总结了野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

实践的科学总结袁必须倍加珍惜袁毫不动摇坚持袁与时

功冶的基本经验袁面向未来回答了野未来我们怎样才能

俱进发展遥 要把这耶十个坚持爷同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继续成功冶的根本要求袁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未来性

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的耶九个必须爷等结

意蕴袁是中国共产党掌握未来尧开创未来的行动遵循遥

合起来袁一体学习理解尧一体贯彻落实遥冶[5]因此袁在教学

因此袁野概论冶课教学还要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二

过程中袁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野九个必须冶与野十个坚持冶的

个百年奋斗目标袁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现实袁讲清楚

精神内涵袁将两者融会贯通于各章节教学内容中遥

野九个必须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深刻意义遥

要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主题袁全面阐述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导向曰要结合中国共产党的

渊四冤融入重点和具体教学建议
1.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袁在教

材的导论 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
果冶尧第二章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冶尧第三章野社会主

初心使命袁讲清楚新时代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袁中国共

义改造理论冶尧第四章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

产党应怎样贯彻新发展理念袁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

理论成果冶尧第五章野邓小平理论冶尧第九章野坚持和发

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曰要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冶等相关章节中袁建议

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袁深入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结合我们党 100 年奋斗历程袁分别讲清楚四个历史阶

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尧21 世纪的马
克思主义袁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袁坚持把

段的野四大成就冶及野四个庄严宣告冶袁深入解读中国共
产党百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和主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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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遥 同时袁结合十九届六中全会

宝冶尧第十章第二节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冶的相关

叶决议曳精神袁讲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野三大飞跃冶是

内容中进行学习遥

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遥

8.关于野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2.关于野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冶尧野必须

斗争冶的论述袁要结合叶决议曳总结的历史经验之八野坚

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冶 等内容的论述袁要

持敢于斗争冶的内容袁建议融入第八章第一节野习近平

结合叶决议曳总结的历史经验之一野坚持党的领导冶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社会历史条件冶

历史经验之十野坚持自我革命冶的内容袁建议融入第十

进入深入讲解遥

一章第四节野全面从严治党冶尧第十四章野坚持和加强
党的领导冶的相关内容中进行阐释遥

此外袁习近平总书记在野七一讲话冶中庄严宣告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袁建议结

3.关于野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奋

合第十一章第一节 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冶

人民至上冶的内容袁建议融入第一章第二节野毛泽东思

讲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意义袁激发

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冶尧第六章野三个代表冶重要

青年学生爱党尧爱国尧爱社会主义的情怀遥

斗冶的论述袁要结合叶决议曳总结的历史经验之二野坚持

的有关内容袁并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袁重点

思想尧第八章第一节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在野概论冶课教学中袁还要注意准确阐释伟大建党

义思想创立的社会历史条件冶尧第十章第四节野加强以

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野七一讲

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冶尧第十一章第一节野全面建设

话冶 中第一次提出并从四个方面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冶的相关内容中进行讲解遥

的内涵遥 他指出院野一百年前袁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

4.关于野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的有关论

了中国共产党袁形成了坚持真理尧坚守理想袁践行初心尧

述袁要结合叶决议曳总结的历史经验之三野坚持理论创

担当使命袁不怕牺牲尧英勇斗争袁对党忠诚尧不负人民的

新冶的内容袁建议在导论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

伟大建党精神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冶[1]遥 伟大建

程与理论成果冶尧第一章野毛泽东思想冶尧第五章野邓小
平理论冶尧第六章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尧第七章野科学
发展观冶尧第八章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精髓和核心袁也是
野概论冶课教学的重点内容遥 要结合党史教育袁在讲述
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袁 阐述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

想及其历史地位冶尧第十章第三节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辑袁讲清楚伟大建党精神与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

强国冶等章节中讲深讲透遥

精神谱系的关系遥 在学理层面上袁从四个方面系统阐

5.关于野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冶的有

释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袁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伟大建党

关论述袁要结合叶决议曳总结的历史经验之五野坚持中

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尧内在关

国道路冶和历史经验之七野坚持开拓创新冶的内容袁建

系袁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与伟

议融入第十章 野耶五位一体爷 总体布局冶 和第十一章

大建党精神之间的内在一致尧深层呼应[5]遥

野耶四个全面爷战略布局冶的相关内容进行讲解遥

6.关于野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冶野必须不断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冶等有关内容袁要结合叶决

三尧野九个必须冶融入野概论冶课教学的路径
和方法

议曳总结的历史经验之四野坚持独立自主冶和历史经验
之六野坚持胸怀天下冶的内容袁建议融入第十二章野实

习近平总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冶尧第十三章野中国特

义纲领性文献袁教育部党组叶关于教育系统认真学习

色大国外交冶等章节的相关内容进行讲解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7.关于野必须加强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冶的论述袁要

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曳指出袁要把学习习近平

结合叶决议曳总结的历史经验之九野坚持统一战线冶的

总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理论武装工作

内容袁 建议融入第二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野三大法

的重中之重袁融入教育教学袁扎实推动野七一冶重要讲

陈 文院理论逻辑与现实遵循院把野九个必须冶贯彻到高校思政课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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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精神进教材尧进课堂尧进头脑遥 野概论冶课教师要根据

践性原则袁做到自觉融入尧整体融入和有融入曰要加强

教学内容袁深入讲授习近平总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

对野概论冶课教师的培训袁除了教育部开展的统一培训

神袁结合十九届六中全会叶决议曳概括的野十个坚持冶袁

外袁各省教育主管部门尧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还应

将野九个必须冶有机融入教学体系袁在教育实践活动中

根据自身实际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师培训袁提高教师

彰显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的德育功能和铸魂育人的

的理论水平尧融入意识和融入能力袁从而实现野七一冶

价值遥 野九个必须冶融入野概论冶课是系统的教学实践过

重要讲话精神与野概论冶课教学的深度融合袁提高野概

强研究阐释袁整合优质教学内容袁创新教学形式与方

渊三冤要做好研究阐释袁开展集体备课袁将野九个必

程袁 要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相结合袁加
法袁才能使野概论冶课在习近平总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
精神野三进冶中发挥应有作用遥
渊一冤要以新的历史观为引领袁准确把握融入的目
标要求

论冶课教学质量遥
须冶有效融入教学体系
要使学生对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入耳尧入脑尧入
心袁优质的教学内容是关键遥 融入的过程不是新内容
的简单野复制粘贴冶袁而是要将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和十九届六中全

原有教材内容自然融为一体遥 为此袁一方面袁要鼓励教

会叶决议曳袁梳理尧总结了百年革命史尧奋斗史尧英雄史袁

师开展学理性探讨和研究阐释袁加强对野七一冶重要讲

特别是着力阐释了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尧历史性

话精神野进行体系化研究和理论性阐释袁对马克思主

成就遥 以鲜明的尧积极的历史观袁透过百年的奋斗史尧

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中的理论创新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斗争史尧胜利史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袁对历

民取得非凡成就背后的学理机理尧面向未来发展的战

史的回眸尧呈现尧展示袁都是站在面向未来的尧以总结

略蓝图等冶[7]方面进行全方位尧深层次尧多角度的研究

积极的尧 好的尧 值得肯定的方面为切入点和闪亮处遥

阐释遥 另一方面袁要加强集体备课遥 野概论冶教研室要组

野概论冶课教学要以这种新的历史观为引领袁以大历史

织教师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开展集体备课袁一要备讲话

观解读百年党史袁向学生讲清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内容袁精准把握讲话的主题尧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曰二

不是普通的历史袁它是革命史尧奋斗史尧英雄史的总

要备学情特点袁深入了解青年学生的思维特点尧现实

结袁是百年成就和经验的总结遥

困惑点尧学习兴趣点袁理论联系实际袁使学生真学真

在教学中要准确把握融入的目标要求袁引导大学

信袁解决大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曰三要备教学方法袁针

生进一步牢记野两个确立冶袁增强野四个意识冶袁坚定野四

对各种教学方法袁如讲授法尧讨论法尧情境体验法尧研

个自信冶袁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究性学习法等进行全面考察袁 选择适合学生特点尧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袁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袁把

有效提高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遥

爱国情尧强国志尧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尧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遥
渊二冤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袁提升野概论冶课
教师的教学融入意识和能力

渊四冤进行教学方法改革袁探索适合青年学生特点
的教学形式和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思政课建设要向改革创新
要活力遥 冶[6]要提高野九个必须冶融入野概论冶课教学的实
效性袁还要大力开展教学方法改革袁探索适合青年学

野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冶 [6]袁要做好习

生特点的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遥 在教学形式上袁除了

近平总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野三进冶工作袁要将

传统课堂讲授之外袁 可以充分利用地方传统文化尧红

野九个必须冶准确融入野概论冶课教学袁教师是关键袁是

色文化资源袁利用线上教学资源尧网络影视资源尧影像

基础和前提遥 野概论冶课教师首先要反复学习尧深入研

资料袁通过体验式尧沉浸式教学袁让学生多形式接受教

读野七一冶重要讲话和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袁融会贯通

育袁增强学习的获得感和体验感遥 在教学方法上袁通过

理解野九个必须冶和野十个坚持冶的精神实质袁在教学过

野案例式教学尧探究式教学尧体验式教学尧互动式教学尧

程中坚持政治性原则尧整体性原则尧针对性原则和实

专题式教学尧分众式教学等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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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建设智慧课堂等冶 [7]袁以学生为中心袁充分尊重学生

[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实袁探寻现实问题的根源袁使野七一冶讲话重要精神在

[5]

的主体地位袁激发问题意识袁引导学生从历史观照现
野概论冶课教学中融得自然尧融得深入尧融得全面袁从而
强化学生的政治认同尧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遥

习近平.以史为鉴尧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尧勇毅前行[J].新长

征,2022(2):4-11.

[6]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新
长征(党建版),2021(3):4-13.

[7]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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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Compliance: Implementing
Nine Musts in the Teaching of Introduction
CHEN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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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his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Congress celeb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reviewed the century-old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ooked forward to the bright prospect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the 野nine musts冶 for learning from history and creating the future.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content, the course of 野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System of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野should thor鄄

oughly teach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野July 1st冶 important speech,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 野Nine Musts冶 into the
teaching system, combine the teacher's dominance with the student's subjectivity, strengthen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and integrate

high-quality teaching.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it highlights th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野July 1st冶 important speech
and the value of casting soul and educating people.

Key words: course of 野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System of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冶; July 1st Impor鄄
tant Speech; Nine Mu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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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IVA 理论视角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实效性提升路径探析
傅琦霞袁 刘淑兰
渊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 SIVA 理论的重点在于营销组织以消费者为核心袁帮助消费者提供更优尧更快的解决方案袁在双方交往过

程中实现价值平衡袁促进自身的发展袁对于分析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指导作用遥 当前高校思政教育存在实施教
学精准供给袁但存在高耗低效情况曰教学内容逐渐丰富袁但整合力度不够曰教学理念加速融合袁但德育引导效果不佳曰教学
形式不断丰富袁但灵活度不够的问题遥基于 SIVA 理论袁从解决方案尧信息提供尧价值创造尧获取途径四个角度出发院坚持教
育中学生的主体地位曰坚持教学资源的整合曰坚持立德树人教育观曰坚持显性教育与隐形教育并重袁探析思想政治教育实
效性提升的路径遥

关键词院SIVA 理论曰思想政治教育曰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院G641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7原园055原园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互换后营销模式的改变遥 营销人员不再主导消费过

强调院野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袁把思想政治

程袁将权力转交给消费者袁以消费者为主制定营销策

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袁实现全程育人尧全方位育

略[2]遥 SIVA 理论虽广泛运用于商业营销袁但也为思想政

人袁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遥 冶[1]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野立德树人冶的根本任务遥 随着经
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袁各种社会思潮不断碰撞袁意识
形态领域所面临的斗争更加严峻遥 在复杂多变的意识

治教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袁 如何高效地将教学内
容传达给学生并让其接受可以视为一种 野营销方式冶遥

基于 SIVA 理论视角袁转变教学观念袁改变教学模式袁寻
求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路径具有现实意义遥

形态领域的斗争中袁高校作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前
沿阵地袁唯有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才能应
对复杂形势对大学生提出的新要求遥 SIVA 理论是商

业营销中的重要理论袁S 指 solution 渊解决方案冤尧I 指
information渊信息冤尧V 指 value渊价值冤尧A 指 access渊途
径冤遥 它强调在现代商业背景下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
收稿日期院2021-06-17
基金项目院2020 年 福 建 农 林 大 学 科 技 创 新 项 目
渊CXZX2020029冤遥

作者简介院傅琦霞渊1997-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一尧 基于 SIVA 理论视角下提升思想政治
教育实效性的可行性
思想政治教育渊以下简称野思政教育冶冤的实效性
可从教学效果尧效率尧效益 3 个方面理解袁分别围绕思

政教学能否提高学生的个人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
平曰教学活动的投入是否有同等回报曰提高学生道德
素质能否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尧政治文明尧物质文明的
建设进行阐释[3]遥 SIVA 理论的提出基于互联网背景下

营销模式的转变袁主张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进行

通讯作者院刘淑兰渊1971-冤袁女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马克

整合式营销遥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的核心是以

思主义中国化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人为本袁要求关注大学生个体的教育获得感遥 营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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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主体都以人为主袁并且通过分析人的认知特点
和心理需求袁寻求多种方法以增强主体对客体的接受

味性的科普类知识袁以起到野内容营销冶的推广作用遥
SIVA 理论认为信息资源是重要的传播媒介袁思

度袁所传达信息的接收率遥 二者都希望长期形成一种

政教育亦是如此遥 在教学过程中袁教学内容充当营销

稳定与良好的关系袁构建科学尧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模

中野信息冶的角色袁对教学效果影响极大遥 思政教育以

式遥 SIVA 理论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诸多契合之

SIVA 理论为借鉴袁一方面袁在教学过程中坚持以社会

作用遥

准定位学生学习的切入点尧兴奋点袁增强学生的获得

处袁对于当前思政教育的可行性提升具有一定的指导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袁 保证教学方向的正确性袁精

渊一冤以需求为导向袁强调学生主体性

感和满足感曰另一方面袁将主流价值观融入教学内容袁

解决方案( Solution冤是 SIVA 理论的野起点冶和野基

寻找符合大学生接受规律的话语表达袁善用野网言网

石冶袁 指的是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或帮他们找到解决

语冶野青言青语冶袁加速优质教学内容的传播袁以此满足

问题的合理途径以满足他们的期望或是帮助其应对

学生差异化尧多层次尧多领域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袁

[1]

挑战遥 营销组织并不能单一地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袁

以此达到深化教学效果的目的遥

而是要了解消费者的利益诉求袁明确其最深层的渴望

渊三冤以德育为灵魂袁实现和谐的价值平衡

和需求袁以他们的需求制定营销组织的策略遥 在 SIVA

SIVA 理论中的价值(Value)指消费者在放弃某些

理论中袁把需求分为两种状态袁第一种是具有功能性

资源后的回报袁以及他们得到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满

和实际用处的功利性需求曰 第二种是与主观和个性化

足自己的需求或预期[1]遥 以往的营销组织强调成本和

的价值观念有关的享乐性需求遥 通过分类明确消费者的
需求和期望袁并以此提供最理想尧最实际的解决方案遥

利益而忽视了消费者本身袁 但 SIVA 理论十分重视互
惠互利与共享价值袁双方必须平等地分享共同创造的

将 SIVA 理论运用到思政教育中袁突出学生的主体

价值遥 提供的价值与得到的价值之间的平衡是双方保

出院野一有了生产袁 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

德育教育是高校办学治校的首位与全部教育活

资料进行袁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遥 冶[4]大

动的根本遥 根据 SIVA 理论的观点袁在思政教育中同样

更为务实袁呈现出强烈的求知欲尧个人意识觉醒尧个性

德育袁显性德育侧重强化德育社会性功能袁隐性德育

化需求增多等特点遥 思政教育借鉴 SIVA 理论袁将学生

教育侧重增强德育个体功能袁二者在德育实践中实现

握其需求变化规律袁引导他们的个性需求与社会发展

一遥 学生是建设未来社会的主力军袁现阶段社会为学

地位袁 以满足新时代大学生成长发展需求遥 恩格斯指

学生处于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袁思想认知和价值取向

视为能动个体袁了解其认知特点袁明确其个人需求袁掌

持和谐尧维持长期关系的基石遥

要注重价值平衡遥 高校德育可以分为显性德育和隐性

有机统一[5]遥 思政教育坚持教育取向与社会取向相统

需求相一致遥 探寻满足学生多样需求的有效方案袁实

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的教学软硬件环境袁学生在

现高校思政教育从野大水漫灌冶到野精准滴灌冶的方式

成才后能够将自己的学识转化为实践能力以推动社

转变袁提高教学的效率遥

会发展遥 二者在动态中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袁实现

渊二冤以信息为媒介袁及时传达主流价值观
SIVA 理论强调要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方

便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袁还强调企业要从消费者角度

价值平衡袁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益遥
渊四冤以教学方法为途径袁提升教学协同性
SIVA 理论中的 Acess(途径)是指为消费者提供至

出发提供的信息要客观尧及时尧完整 遥 SIVA 理论认

少满足其心理预期的方便快捷的解决问题路径 [1]袁包

得到自己的需求信息遥 营销组织作为相对权威的信息

的时间和方式遥 营销组织除了通过传统方式提供产

源袁它们不仅需要尽可能开诚布公地传达与组织相关

品袁还结合大数据利用野实时营销冶的策略来跟踪消费

的信息袁还要提供消费者关注的实用信息袁以满足他

者的搜索和消费行为袁这样能够使营销组织做出针对

们更高层次的需求遥 此外袁营销组织还会提供具有趣

消费者的个性化回应遥 营销组织提供的途径越便捷尧

[1]

为袁消费者能够完全掌控信息搜寻的过程袁可以快速

括如何获得产品和服务袁也包括消费者获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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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安全尧越全面能够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袁营销组织也

心尧心理健康教育与资讯中心等组织往往由于组织结

能实现组织目标与消费者需求的协同耦合遥

构不稳定尧管理人员不到位等问题袁导致这些组织无

教育方法是实现教育目标的策略性途径袁也是提
升教学实效性的关键要素遥 借助 SIVA 理论袁高校达到

法发挥其效用袁而造成高投入低成效的情况遥
渊二冤教学内容逐渐丰富袁但整合力度不够

理想的教学效果需要对现有的各类教学方法进行整

随着社会发展袁思政教育教学内容不断丰富遥 教

合遥 互联网时代袁各类信息来源广泛尧多样袁可供学生

学素材除了单纯的理论知识袁还有最新的国家大政方

学习的资源丰富遥 高校提供便捷尧准确尧完整的学习途

针袁社会热点问题等遥 另外在一些高校袁还开设了一些

径能够有效降低学生无效资源的获取率袁提高学习资

较为新颖的选修课袁如野恋爱课程冶野死亡教育课冶袁以

源的利用率袁从而提升教学效率及质量曰高校将传统

此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和生命观遥 疫情期间

的教学方法和新兴的教学方法相结合袁在满足教学目

开设的野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思政课冶袁为庆祝建党百

标的同时满足学生需求袁实现教与学的同步发展遥

年所开设的野全国大学生同上耶四史爷思政大课冶遥 这些
反映了教学内容不仅要重视传播理论知识袁也要注重

二尧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
然性

贴近学生生活和拓宽学生眼界遥
但是袁 教师队伍和教学内容整合力度略显欠缺遥
在现代教育背景下袁思政教师队伍从专业的思政教师

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有助于我国培养社会主

拓展到辅导员尧党政干部遥 由于教师的知识储备和责

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尧满足大学生全面发展的

任起点不一袁部分教育者的能力有待提高遥 例如袁部分

迫切需要尧维护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遥 近年来,

教育者不能充分把握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价值

我国积极探索思政教育新的可能尧 新的发展方向袁思

观念袁引导学生成长发展能力不够曰部分辅导员和党

政教育成效显著遥 但我国思政教育仍处于发展阶段袁

政干部由于本职工作繁忙袁 对于学生的教学重形式尧

存在不少问题遥 因此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

轻内容曰 专职思政教师与其他老师难以形成合力袁无

有重要性和紧迫性遥

法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遥 从教学内容来看袁互联网上

渊一冤实施教学精准供给袁但存在高耗低效情况

知识内容获取成本逐渐降低袁但信息纷繁复杂袁质量

近年来袁高校为提高教学效率袁寻求多种解决方

参差不齐袁碎片化信息为主袁始终无法成为深层次学

案袁积极推动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精准供给袁实现大学

习的教材遥 由于监管不力袁一些内容甚至在隐晦地传

生思政教育因事而化尧因时而进尧因势而新的基本要

达西方的意识形态和错误观点袁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不

求遥 例如袁为适应网络教学的发展袁许多高校开发网

够理想遥

页尧微信公众号尧微博等平台开展思政教育袁师生可以

渊三冤教学理念加速融合袁但德育引导效果不佳

在线上进行互动交流遥 截止到 2021 年 6 月袁我国在线

随着互联网潜移默化对学生产生影响袁思想政治

教育的比例占全体网民的 32.1%[6]遥 一些高校开设大

教育的理念也正在不断融合袁贴近时代主题遥 学界主

学生就业创业中心尧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尧学生心理健

流观点认为袁思政教育呈现的是野教学相长冶野合作共

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等组织满足学生成长需要遥

育冶的野双主体冶结构袁教师主导袁学生为主体的一种教

但是袁在实施教学精准供给的同时袁也存在高耗
低效的情况遥 对于线上学习袁部分大学生对于网页中

学互动的趋势[7]遥 近些年袁野课程思政冶的出现拓宽了思

政教学的主渠道袁它更加强调有意识尧有目的地将带

的学习内容浏览缺乏主动性袁 对于发布在微信公众

有价值取向的思政因素渗透进设计好的专业课教学

号尧微博的内容也只是进行任务性的转发尧点赞曰部分

内容之中袁偏向隐性教育遥 而野思政课程冶强调理论知

教师线上授课热情高涨袁但学生似听非听,难以保持高

识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输袁偏向显性教育袁二者构

度的专注力袁导致教师教学积极性与学生关注度存在

成同频共向的合力作用遥

同步失衡的现象遥 部分高校为学生开设的就业创业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袁在思政教育的过程中袁对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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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德育教育效果还有待提高遥 在一份关于野精致的
利己主义是否存在冶 的研究调查中袁 调查显示有
28.89%的大学生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袁成为
主流曰 有 37.78%的大学生认为有这样的现象但并不

三尧 基于 SIVA 理论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实效性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常见曰仅有 15.56%的大学生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存在袁

会议上强调院野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

育过程中袁 对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教育效果不够明显袁

教育指明了改革方向遥 SIVA 理论最大的价值体现在

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有冲突时会选择前者 遥 在教

作袁必须围绕学生尧关照学生尧服务学生冶

使得一些功利的实用主义思想在教育环境中滋生遥 如

它是通过一个整体框架来解读消费者袁要求组织将消

[8]

袁这为思政

[12]

近年频频爆出大学生在网络公开发表对党和国家不

费者看成独立的个体袁 而不是千篇一律的人遥 基于

当的言论袁例如野洁洁良冶事件尧疫情期间的野许可馨事

SIVA 理论袁从解决方案尧信息提供尧价值创造尧获取途径

件冶袁 享受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却又在公众平台发表
对党和国家不利的言论遥 在西方社会思潮影响下袁部
分大学生拜金主义思潮日渐泛滥袁 社会责任心退化袁
对学习目的呈现价值错位的现象日渐严重遥

四个角度探析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方法路径遥

渊一冤推动解决方案可行化院坚持教育过程中学生
的主体地位
SIVA 理论认为袁解决方案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野消

渊四冤教学形式不断丰富袁但灵活度不够

费者洞察力冶袁它是了解尧预期并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核

得益于科技的发展袁教学形式变得更为丰富遥 野网

心[12]遥因此袁学会聆听消费者需求和创新解决方案对于

置疑的遥 冶[9]如今思政教育不仅通过课堂讲授尧广播报

阶段的需求对提升教学实效性至关重要遥 大学生的多

纸尧主题讲座等形式展开袁还积极利用虚拟现实技术

样化需要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前进

开展了野重走长征路冶野体验革命生活冶为主题的沉浸

动力袁也为思政课程的教学内容尧教学计划和教学实

式教学遥 还有部分省份打造野可视化冶的思政课增强参

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遥

络突飞猛进的快速发展袁给学习带来的便捷袁是毋庸

提供解决方案至关重要遥 在思政教育中了解学生在现

与感尧提高感悟力遥 除此之外袁各大高校还加大实践课

1.在德育教育中应聚焦大学生精神成人需要遥

程的教学比重袁通过不同教学实践增强学生的体验感遥

孙宝志等学者认为可以将大学生需要凝练为精

但是袁教学过程不够灵活遥 在课程讲授过程中袁大

神成人尧专业成才[13]遥 因此袁高校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科

多从宏观层面出发袁不够野接地气冶袁难以启发学生思

研能力袁还应把握学生成长需要的发展规律遥 德育教

考[10]遥依托各类互联网平台发布的教育内容袁创新动力

育要贴近生活尧贴近学生袁以围绕学生尧服务学生为目

不足袁与学生的互动偏向娱乐化袁缺乏思想引领袁部分

标袁还应促进学生个人素养的自我建构袁激励他们自

社会实践活动缺少内涵袁形式简单袁学生难以得到思

我管理尧自我教育尧自我超越尧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遥

想启发遥 并且有部分学者提出野慕课冶上的思政教学会

2020 年叶大学生健康调查报告曳显示大学生在遇到心

削弱意识形态教学效果袁存在教学同质化和流于表象
的风险 遥
[11]

总的来说袁思政教学在教学供给尧教学内容尧教学

理问题时缺乏有效的科学指导遥 因此高校应系统尧深

入地探究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成因袁加快专业心理健
康中心建设尧积极组建专业心理咨询师团队遥

思想尧教学形式上完成了创新性变革袁丰富了思政教

2.多样化的方式了解学生需求和思想动向遥

育的手段袁 实现了思政教学从单一平面到多维度尧多

在 SIVA 理论中所强调营销组织应学会聆听袁了

层次尧立体化教学的转变遥 但由于大学生参与教学积

解学生需求遥 教学过程中若是找到合适的沟通方法袁

极主动性不高尧受到互联网的负面因素影响了思政教

便有利于构筑师生之间牢固的信任关系遥 在线下袁高

育的效果曰教学手段的应用不够灵巧导致教学效率较

校要建立一个双向交流尧民主对等的对话机制袁不断

低袁提高思政教育实效性的问题亟待解决遥

提升精准把握学生的心理需要和精神诉求的能力遥 在
线上袁 引导学生对思政教学进行理性讨论并提出建

傅琦霞袁等院基于 SIVA 理论视角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升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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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袁提高信息收集水平及信息处理能力袁对提出的意

3.分析信息接触点袁发挥网络积极作用遥

见及时分析尧总结与处理遥

SIVA 理论指出要扩大搜索信息的接触点袁 但在

3.创新思政教育的方式方法遥

思政教育中关键在于分析哪些接触点对学生影响最

当代大学生属于野网生一代冶袁思维活跃袁不拘泥

大遥 据调查大学生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高达 5 小时袁

于传统遥 因此袁思政教学要有足够的吸引力袁高校在满

因此思政教育在发挥教师主导性的基础上袁也应充分

足教学要求和学生需求的基础上积极开发既有学理

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遥 一方面袁发挥野朋辈效应冶袁让在

性又不失亲和力袁设计有感染力又不乏严肃的教育产

高校中有影响力尧 号召力的学生在网络上积极发声尧

品遥 它可以是如今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动漫袁利用学生

准确发声袁弘扬正能量袁承担社会责任遥 学生干部尧学

喜欢的人物形象和表现方式进行引流袁也可以是野一

生党员加强网络道德修养袁 向身边人弘扬网络正能

图读懂冶系列的海报尧野一分钟解读冶国家各项大政方针

量曰另一方面袁加强网络平台的监管袁不断健全尧完善

的短视频袁通过生活化的语言来拉近与学生的距离遥

监管制度袁做到有法可依袁有法必依遥 同时提高管理员

渊二冤提供信息主动化院坚持教学资源的整合

的管理水平和政治素养袁让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尧发挥

SIVA 理论强调要达到对野信息冶的要求袁必须要

效用遥

掌握如下三点技能院搜索声誉信息尧了解搜索信息的

渊三冤价值创造最大化院坚持立德树人教育观

本质尧扩大搜索信息的接触点遥 伴随移动互联网尧新媒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院野人无德不立袁育人的根本

体和舆论场的变化发展袁信息渠道变得多样化袁学生

在于立德遥 冶[14]立德树人是全部教育工作的价值基础袁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他们需要或是想得到的信息袁
信息使用是否正确取决于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遥 在搜
寻信息的过程中袁思政教师和互联网平台可以成为他
们的好帮手遥
1.提升声誉信息质量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遥
在 SIVA 理论中声誉信息是指向权威人士了解相

也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所遵循
的根本原则遥 SIVA 理论中强调产品的价值不仅仅是
价格袁更是实现双方达到一种长期尧稳定关系的共识遥

野立德冶是前提袁是大学生成才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袁也
是社会进步的根基遥 野树人冶是目标袁是为教育出德才
兼备尧全面发展的人才袁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遥 社会

关搜索的信息遥 在思政教学中教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两者是互惠互利的袁双方平等地

位袁他们便是声誉信息的重要来源袁提高教师队伍综

分享共创的价值遥

合素质成为关键遥 思政教师应不断提高对教材熟练掌

1.坚定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袁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遥

握尧融会贯通尧精辟讲解的能力曰提高引导学生触类旁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立德树人的应有内涵遥

通尧举一反三尧辩证思考的能力曰提高探索符合大学生

一方面袁要发挥党委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袁建立院校两

身心规律的教学方法的能力遥 高校辅导员作为与学生

级的协同育人和领导机制袁加强院校联动袁打破信息

接触最多尧联系最为紧密的群体袁尤其要注重自身的师

壁垒曰另一方面袁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袁加强基

德形象袁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袁起到示范引领作用遥

层党员的学习遥 发挥基层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尧高校

2.明确搜索信息本质袁加强网络教育资源的整合遥

学生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开展各类有内涵尧接地

在 SIVA 理论中强调明确搜索信息的本质是明确

气的活动袁让学生在无形中感到榜样的力量遥

他们的搜索方式及搜索类型遥 因此袁一方面袁思政教育

2.降低获取价值感知成本袁坚持合作共育遥

要以思政精品课程为总抓手袁积极发挥其引领作用袁同

野立德树人冶 是一项复杂且任务艰巨的社会系统

时利用好互联网学习资源袁使二者做到协同推进尧有机

工程袁要求社会尧学校尧家庭尧政府等相关主体进行通

共融曰另一方面袁加强对搜索栏中导航信息和上下文信

力合作遥 政府完善人才选拔机制袁提高备选人才的道

息的重视遥 在学习平台上增添与思政教学相关的词条尧

德要求袁将野才高行洁冶的人才真正予以选聘曰家庭树

细化导航栏信息尧增加搜索栏关键字触发点袁从而扩大

立家训尧家规袁营造良好家风袁家长以身作则袁起到耳

教学内容的覆盖面袁提高信息搜索的效率遥

濡目染的作用曰学校完善学生德育考评机制袁坚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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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多元化尧灵活化袁使德育教育真正能够量化尧可视
化遥

时代风采[1]遥 寻找传统文化中与各学科的契合点袁将中
华文明的发展历史有机地融入课程中袁帮助学生树立

3.坚持野四史冶学习袁挖掘精神意蕴遥

文化自信遥 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袁开设文化长廊尧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袁 学习

进人物展板栏袁让学生在校园中感受到有形的道德力

党史尧国史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尧把党和

量遥 同时对校园内宣传标语以及课外活动进行管理袁

国家各项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的必修课遥 冶 构建合理的

剔除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遥

各科内容为野目冶袁相互联系尧相互贯通尧次序分明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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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VA Theory
FU Qixia袁 LIU Shulan

渊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冤

Abstract院The key point of SIVA theory is that marketing organizations take consumers as the core, help consumers provide better and
faster solutions, achieve value balanc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promote their own development, and play a
guiding role in analyzing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t pres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鄄
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rries out precise teaching supply, but it has high consumption and low efficiency. The teaching con鄄

tent is gradually enriched, but the integration is not strong en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ideas is accelerated, but the effect of moral
education guidance is not good. Teaching forms are constantly enriched, but flexibility is not enough.Based on SIVA theory, from 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solutions, information provision, value creation, acces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th: adhere to the main position of education students; insist on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adhere to the moral education con鄄

cep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should attach equal importance to explicit education
and invisible education.

Key words: SIVA theo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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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支队精神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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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是一支优秀的队伍袁虽然这支部队的番号存在的时间还不到半年袁但他们在福

建扎下根袁为福建的革命尧建设和改革都做出了重大贡献遥 重温长江支队的历史袁认识这一伟大的群体袁缅怀他们的光辉
业绩袁让我们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袁并学习他们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尧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尧顾全大局的高尚品德尧艰
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遥 学习和继承长江支队的伟大精神袁并以这野光荣冶的群体为榜样尧为标杆袁能涤荡我们的心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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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党尧我军的历史袁有一支特殊而光荣的部

体来说院长江支队是按照中共华北局的指示袁从太行尧

队袁它的结构不同于一般的战斗部队袁这支部队成员

太岳两个解放区选调四千多位干部组成的随军南下

没有常规部队的士兵袁 整支部队全部都是由干部组

干部队伍袁他们跋山涉水袁经武安集训尧杭州整训尧建

成袁同时是按行政级别成建制的组建袁并且还完成一

瓯会师袁途经 8 个省 65 个县尧市袁行程 3200 多公里[1]袁

次由北到南的野长征冶壮举遥 这支部队的番号存在的时

历经种种困难袁最终来到福建遥70 多年来袁他们与福建

间还不到半年袁但是袁它的影响却很大袁它犹如野种

人民风雨兼程袁同舟共济袁在解放福建及后来的政权

子冶袁在八闽大地生根尧开花尧结果袁为福建的革命尧建

接管尧土地改革尧民主建设尧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

设和改革均做出了重大贡献袁这支光荣而特殊的部队

过程中辛勤耕耘尧呕心沥血尧建功立业[2]袁为福建的建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袁 以下简称 野长江支
队冶遥 长江支队的历史独特而珍贵袁是值得后人记忆尧

设做出了极大而特殊的作用, 谱写一段气壮山河的历
史篇章遥

总结的一段独特历史袁而由长江支队所形成的长江支

渊一冤建立的缘由及过程

队精神是我党尧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袁具有恒久的价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袁1948 年的下半年袁党

值袁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尧弘扬遥 本文通过对长江支队的

中央做出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袁即动员组织大批干部

由来和主要贡献的介绍袁阐述长江支队精神以及这一

随军南下袁接管新解放区遥 1948 年 9 月 8 至 13 日袁中

精神的当代价值遥

一尧长江支队的由来和历史贡献
1948 底袁党中央尧毛主席做出野打过长江去袁解放

全中国冶的战略部署遥 太行尧太岳两个区党委为了响应
党中央尧毛主席号召袁于 1949 年初组建长江支队遥 具

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野九月会议冶袁制定了当前

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遥 10 月 28 日袁中共中央按照野九

月会议冶精神袁制定叶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
全部干部的决议曳遥 随后袁中共华北局根据中央精神做
出抽调华北解放区一万七千名根据地干部南下接管
新区的决定遥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袁中共华北局下达命
令袁要求太行尧太岳两个解放区抽调 4000 多名干部袁

收稿日期院2021-12-06

组成南下区党委渊相当于省委冤尧地委尧县委尧区委四级

作者简介院江越盛渊1975-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党史

党尧政尧军尧群成套班子遥

党建方面研究遥

中央曾多次从太行尧太岳两个解放区这两个地方

江越盛院长江支队精神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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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调干部袁 再次从这两个老根据地抽调干部的考虑

建遥 整个行军过程异常艰苦院白天上空有敌机轰炸扫

是院这两个老区群众基础好袁干部素质高袁党组织和人

射袁夜晚路上有土匪特务袭击袁此外还要翻越高耸的

民挺过了战争年代残酷的考验袁以往每次任务都完成

武夷山脉袁另此时正值盛夏酷暑袁高温尧高湿度的天气

得特别好 袁中央相信他们这次依然能一如继往出色

成为这些来自北方的队员的最大挑战遥 8 月 11 日袁长

令人特别感动的是院当时在自身干部还缺额几千

部尧上海南下服务团干部尧解放军三野十兵团的军转

人的情况下袁 两个老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干部群众袁仍

干部和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当地干部共 野五路大军冶

[3]

地完成任务遥

以大局为重袁千方百计克服种种困难袁仅仅用一个月
的时间袁就足额且高质量地完成了干部选调的艰巨任
务遥 1949 年 3 月 22 日, 被选调的干部集中到河北省
武安县进行政策尧军事培训袁为南下赶赴新解放区去
接管政权做准备遥
为了对外保密和便于管理袁这支独特的队伍袁按行

江支队到达福建省闽北重镇建瓯县袁与华东南下的干

的干部胜利会师袁并且于同一天在建瓯县前街大戏院
组建新的福建省委班子袁并给各队分配了任务遥
根据新福建省委安排袁野五路大军冶 干部队伍袁立

即奔赴建瓯尧南平尧福安尧闽侯尧晋江尧龙溪等 6 个地
区袁接管城乡各级政权袁并迅速开展征粮尧征款袁支援
前线尧剿匪反霸等工作遥

政区管理体制组建袁按军事进行编制和管理遥 中央给予

渊三冤建功八闽

番号为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冶袁简称长江支队遥 中

70 多年来袁这支优秀的干部队伍在各自的岗位上

央之所以用长江支队给予这支队伍命名袁 原计划是安

履职尽责袁建功立业袁无私奉献袁为福建人民做出特殊

排这支干部队伍到长江下游去接管宁沪杭地区遥

的贡献袁野南下干部同福建干部和广大人民袁 同呼吸袁

4 月 24 日袁部队出发袁开始南下遥由于解放战争进

共命运袁勤勤恳恳袁努力工作袁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

京及苏南地区已被先到的部队解放并接管袁 于是袁长

剿匪斗争中牺牲的吕学政尧关麒麟曰征粮遭到土匪伏

展相当迅速袁当长江支队 5 月 12 日袁到达南京时袁南

做出了贡献冶 [5]遥 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袁如在

江支队继续南下到苏州待命遥 党中央权衡各方面的因

击而牺牲的二中队员常全等曰在工作岗位上涌现出来

素袁最后决定让长江支队跟随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军

的模范人物如被喻为野绿色丰碑冶的原东山县委书记

福建省袁接管福建新解放区遥

谷文昌曰一心为民袁率领闽东人民苦干实干的吕居永曰

渊二冤转战福建

古陶瓷尧建盏专家的栗金旺曰福州大学原校长皇甫琳曰

解放前的福建被概述为野天无三日晴尧地无三里

无私捐助家乡教育尧工作业绩显著的酒玉琳曰真抓实

平冶袁雨水多尧蚊子多尧毒蛇多袁谚语有野地瓜当粮草袁火

干尧勇于进取的龙溪县委原书记关合义袁他们都是这

笼当棉袄冶 遥 由于山高路陡袁交通不便等多方面的原

支优秀队伍中杰出的代表遥

份遥 由原计划到被誉为野人间天堂冶的宁沪杭地区袁现

为福建的革命尧 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冶

在转向去接管福建省袁巨大的落差使得长江支队的队

要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尧福建省委原书记叶飞对此
要要

[4]

因袁当时的福建省地僻人穷袁在南方是相对落后的省

员们在思想上出现了较大波动遥 针对这种情况袁支队

野风华正茂出两山袁一生辉煌留八闽遥 冶野长江支队

作过高度的评价遥 南下干部队伍袁尤其是长江支队袁是

的领导和福建省委领导马上进行有针对性尧细致的思

一次野抗大冶式的非同寻常的野长征冶遥 如此大规模的成

想工作遥 很快袁思想工作收到效果袁队员们提高了政治

建制抽调干部袁并且跨越了多省尧多地区到新解放区

站位和思想认识袁增强了使命感袁大家纷纷表示党指

完成接管任务袁这在我党尧我军的人事安排上是一次

向哪里就往哪里冲袁 要从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大局出

创新袁一次壮举袁在古今中外都是极为罕见遥 长江支队

发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袁愿意进一步接受党的考验袁服

树立起了一座丰碑袁一面旗帜袁一种精神袁是永远听党

从组织安排袁将革命进行到底袁到条件艰苦的福建省

话袁跟党走的楷模袁是讲政治尧讲大局的典型袁是处处

去继续革命和工作遥

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实践袁是一心为民尧廉洁奉公的

7 月 13 日袁队伍从苏州开拔袁穿过浙江省进入福

表率遥 在异常艰苦的工作环境里袁长江支队干部继承

窑 64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2 年第 7 期

不怕牺牲尧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袁发扬战天斗地袁攻坚

著遥 如在剿匪工作方面袁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

克难的战斗精神袁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袁这

和配合下袁 几年内就肃清了国民党在福建的残留部

是一种值得后人不断学习和继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遥

队尧特务尧土匪共 7 万多人遥 福建由于山高水密袁交通

闭塞袁交流不便袁语言多样袁是典型的野十里不同音袁百

二尧伟大的长江支队精神

里不同俗冶地区遥 野天不怕袁地不怕袁最怕福建人讲普通
话冶袁语言不通袁就成为这些从北方来到福建的南下干

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遥 一百年来袁

部的第一大难题遥 为了克服语言交流这个难关袁队员

我们党不断弘扬建党精神构建起了我们党的精神谱

们深入群众袁虚心向群众求教袁与本地人一起吃尧住袁

系遥 太行精神渊吕梁精神冤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遥 长江

广泛学习交流遥 语言不通的情况很快得以改变袁不少

支队的队员来自 野两山冶地区袁长江支队精神与太行

队员们从当初只会听到会讲袁不久后甚至有队员能用

精神一脉相承袁 它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

方言作报告袁这样袁基本上扫除了交流的障碍袁大大地

因袁具有深厚的思想魅力和丰富的精神内涵袁彰显了

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遥 在生产劳动上袁队员们与老

中国人民的坚强不屈的性格基因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百姓同甘共苦袁如长乐县委原书记延国和袁坚持和当

人的优秀品质袁有着丰富的内涵遥

地百姓在一起袁 用 3 年的时间在长乐营造一条宽 1.5

渊一冤长江支队精神袁是忠于党尧忠于人民尧坚定不
移的革命信念
野党让去哪就去哪袁打起背包就出发冶遥 为了响应

公里尧长百余公里袁面积达四万多亩的防风林带袁极地

改善了长乐县的生态环境袁迎得当地百姓的敬重遥 将
乐县委书记赵顶良袁在工作中扑下身子袁深入基层调

党中央的号召袁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袁长江支部的队

查研究袁与农民广交朋友袁同吃尧同住尧同劳动袁有力地

员们舍小家袁顾大家袁毅然决然地踏上随军南下的征

领导将乐县的农业生产袁取得了连年丰收袁被当地百

途遥 他们当中很多人刚经历了抗日战争尧解放战争的

姓称为野红色农业专家冶遥

生死考验袁刚过上了野分了田地有了牛袁老婆孩子热炕

正是因为长江支队队员们心里始终装着人民袁与

头冶的好日子遥 当党中央发出了新的号召袁他们毅然决

百姓心连心袁命运与共袁担负起时代和人民交给的历

然地服从组织安排袁克服自身的各种困难袁放弃个人

史重任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绩遥

来之不易的幸福袁长途跋涉袁最终到达福建省袁再次投
入到战场去战斗袁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工作遥 据统计袁
在挺进福建尧 建设福建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共有 66 位

渊三冤长江支队精神袁是不怕牺牲尧艰苦奋斗尧攻坚
克难的战斗精神
野但愿苍生俱饱暖袁不辞辛苦出山林冶遥 刚刚解放

同志英勇牺牲渊叶长江支队英烈曳统计的数据冤袁而更多

的福建袁新政权基础不够巩固袁加上交通相当闭塞袁土

的同志则是在工作中恪尽职守尧鞠躬尽瘁遥 令人感动

匪恶霸横行乡里袁加上国民党留下大批的特务和残余

不已的是即使他们在 野左冶的错误受不公正的待遇袁

部队袁剿匪任务艰巨遥 除此之外袁福建经济建设困难重

遭受伤害时袁甚至遭受屈辱时袁信念依旧袁忠诚不减袁

重袁工业落后袁资金尧人才奇缺等袁但长江支队的队员

忠心不变袁始终听党话尧坚定不移地跟党走遥

们同福建人民勠力同心袁砥砺前行袁有改天换地袁重整

野我是革命的一块砖袁哪里需要往哪搬冶遥 长江支

河山的气概袁有敢于战胜种种困难的革命精神袁从而

队用实际的行动来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袁用实际行动

创下不朽的功勋袁书写了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传奇遥 如

书写了听党指挥尧对人民无比忠诚的壮丽篇章遥

1951 年开工建设的福建古田溪水电站袁主体工程有一

渊二冤长江支队精神袁是与民同呼吸尧共命运尧执政
为民的公仆精神
野廉不言贫袁勤不道苦冶遥 长江支队继承我党的光

条引水隧道袁施工地质复杂袁加上缺少技术人员袁工程

进展十分困难遥 长江支队队员梁东初是当时的指挥袁
他沉下身子袁吃住在工地袁向大家悉心求教袁最终找到

荣传统袁在福建工作期间袁坚决贯彻群众路线袁相信群

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袁 工程掘进的速度也就大大加快袁

众袁依靠群众袁发动群众袁各项工作顺利展开袁成绩卓

最终工程队按期打通隧道遥 风沙灾害一直以来是东山

江越盛院长江支队精神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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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天敌袁谷文昌却发出野不治服风沙袁就让风沙把我

复兴的中国梦的认识高度上袁 大力弘扬长江支队精

埋掉! 冶的铮铮誓言袁带领东山县人民苦干 14 年袁最终

神遥 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伟大的精神支撑遥 当前袁我国正

把一个荒岛改造成了宝岛袁在东山岛树立起一座绿色

处在野十四五冶建设时期袁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丰碑遥

国家的新征程遥 当下袁全党上下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

渊四冤长江支队精神袁是同心同德尧两袖清风尧舍已
为公的奉献精神

育袁我们需要大力弘扬革命文化中的革命精神袁其中
自然也包括长江支队精神遥 同时袁我们要与时俱进袁赋

野苟利国家生死以袁岂因祸福避趋之冶遥 长江支队

予长江支队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袁使之成为培育和弘

一路南下袁最终来到福建袁在南下行军和后面的工作

扬民族精神的宝贵精神财富遥 弘扬革命精神能够凝聚

中袁一次又一次地战胜各种困难袁完成各项艰巨任务袁

全党尧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袁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和

这和他们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尧 坚持群众路线密不可

政治站位袁把全国各族人民聚集在党的周围袁形成强

分袁始终坚持野两个务必冶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野清正廉

大动力和向心力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尧实现

洁袁勤政为民冶的理念袁在大风大浪中袁勇立潮头袁践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遥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6]遥 例如袁福建省原副省长温附

第二袁我们要从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尧培育

山在闽侯工作时袁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袁主动让位于

和弘扬民族精神的认识高度上袁大力弘扬长江支队精

当地干部袁自己甘当副职袁成为当地的一段美谈遥 长期

神遥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野拔节孕穗期冶袁最需要精心

在林业系统工作的谷文昌袁 他从来不利用职务之便袁

引导和栽培[9]遥 良好的思想教育需要有优秀的载体袁长

占用公家的资源袁哪怕是一寸木材袁正如他所说的野不

江支队的历史是党史尧国史尧军史教育的很好的教材袁

带私心搞革命袁一心一意为人民冶 [7]遥 长江支队成员尧原

也是对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的地方教材遥

漳州市离休老干部王培祥同志袁胸怀宽广袁不仅为解

充分讲清长江支队那段光荣的历史袁 发挥其教育功

放前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平反袁并且还大胆启用地

能袁可以增强青少年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和爱戴之

下党同志袁对开展工作起到很好的作用袁这样的故事

情袁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袁汲取智慧和力

在长江支队的队员里还有很多遥

量遥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袁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袁让红色

长江支队的队员们袁 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袁

基因代代相传袁 让青少年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尧坚定

形成遵纪守法尧严以律已尧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遥 长江

的信念尧高尚的情操袁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尧家

支队的干部在福建各种环境中工作了几十年袁直到他

国情怀尧奉献精神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尧骨气尧底气遥

们离休袁他们始终艰苦朴素袁廉洁奉公袁4000 多人的长

第三袁我们要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袁用坚定的理

江支队从武安集训到全部离休袁基本没有人因为腐败

想信念尧 光荣的革命传统来教育我们的干部的角度

问题而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8]遥 这样的事实是他们勤

上袁大力弘扬长江支队精神遥 毛主席说过袁野政治路线

政廉洁精神的具体体现袁也是最好的说明遥

确定之后袁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遥 冶拥有一支良好的干部

队伍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遥 有崇高精神追

三尧长江支队的时代价值
人无精神则不立袁国无精神则不强遥 野人是需要一

点精神的冶遥 与太行精神一脉相承的长江支队精神袁是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建党精神

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袁也是战胜困难的强大
精神动力遥 不同时期袁我们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
困难和挑战遥 无论是 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 1998 年
的长江特大洪汛袁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袁还是 2020 年

的新冠肺炎疫情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畏艰

的生动诠释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

难困苦袁始终锐意进取尧同舟共济尧共克时艰袁为了祖

力遥 立足新时代袁弘扬长江支队精神重要的时代价值袁

国和人民的利益袁许多党员选择逆行袁冲锋在前袁选择

我们继承和弘扬这一伟大精神具有重大意义遥

牺牲和奉献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遥 共产党人的一脉相

第一袁我们要从启航新征程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承的精神力量是我们战胜各种困难的精神力量遥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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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始终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袁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

群众利益敢于牺牲自我尧牺牲一切的精神袁为实现中

大成就鼓舞斗志尧指引方向噎噎[10]遥 今天袁我们日益接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浴

需要弘扬包括长江支队的这种理想信念坚定尧坚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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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tze River Detachment Spirit and Its Time Value
JIANG Yuesheng

(Jian爷ou Municipal Party School, Jian爷ou Fujian 353100)

Abstrac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Yangtse River detachment is an excellent team. Although the name of this unit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less than half a year, they have taken root in Fujian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Fujian.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tachment helps to know this great community and remember their glorious achieve鄄
ments .Let us show our deep respect for them and learn their unswerving revolutionary faith, their patriotism for the whole world, their no鄄
ble morality of consider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their working style of hard struggle. By learning and inheriting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tachment, taking this"glorious" group as an example, a benchmark can purify our hearts ,gain wisdom and strength.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tachment; Yangtze River detachment spirit; tim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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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视角下幼儿教师实践素养的生成路径
林

娜

渊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继续教育学院袁 福建 泉州 362000冤

摘

要院实践素养是新时代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实践素养的生态发展有利于推动幼儿教师专业持

续发展遥 基于生态学视角袁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尧问卷调查等方法袁通过因子分析构建了三维度十六个因素组成的幼儿教师
实践素养的生态模型袁形成其生成路径院深化职业认知袁夯实教育教学实践素养曰促进专业成长袁提升教育情境实践素养曰
加强专业自觉袁催生自我发展实践素养遥

关键词院生态学曰幼儿教育曰幼儿教师实践素养
中图分类号院G615

文献识别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7原园067原园9

野国将兴袁必贵师而重傅冶遥 国之大计袁教育为本曰

熟练者冶停留在实践经验层面袁机械地重复着保教工

教育大计袁教师为本遥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主力军袁教师

作袁做多思少成为常态袁出现了专业发展失衡现象遥 因

的质量是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保障遥 叶中共中央国务

此袁 幼儿教师如何在教学实践中有效的提升自我袁促

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曳提

进自身实践素养平衡尧持续的生态发展袁就成为幼儿

出要全面提高幼儿园教师质量袁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

教师专业成长路上的重要议题遥

教的教师队伍遥 这无疑对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
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遥 幼儿园的核心工作围绕野保

一尧幼儿教师实践素养的生态解析

教结合冶展开袁要如何做到高质量的野保中有教袁教中
有保冶袁如何通过实践活动实现野为学日益冶的体验钥 如

渊一冤生态学的涵义

何运用实践知识处理复杂的情境中的实际问题钥 无

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或有机群体及其周围环境

疑袁专业实践成为了教师教学生活的重要环节袁而实

相互关系的科学[1]遥 相互关系即有机体与非生物环境

践素养成为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因此袁作

的相互作用和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遥 布朗弗布伦纳

为传道尧授业尧解惑的师者袁在重视自身专业素养的提

认为袁人的发展就是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在他的一生中

升的同时袁特别要注重实践素养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

与其所处的不断变化的环境逐步相互适应[2]遥 因此袁整

特殊地位与作用遥 然而袁目前大多数幼儿教师有着诸
多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袁却作为一个保姆式的野技术
收稿日期院2020-05-20
基金项目院教 育 部 首 批 国 家 级 职 业 教 育 教 师 教 学 团 队
一 般课题渊YB20201401020冤曰2019 年福建省教

个生态系统结构建立在社会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关
系的基础上遥 生态过程是一个不断前进尧永远变化的
系统袁其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袁每一次变化之后袁新的调
整便接踵而至[2]遥

以生态的角度去看待教育袁教育就是一个生态系

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 渊科技类冤

统袁有机体和环境相互作用袁内部各生态因子相互联

作者简介院林娜渊1986-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幼儿

师实践素养的提升不仅需要关注幼儿教师自身的主

渊JAT191496冤遥

系尧彼此影响袁形成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遥 幼儿教

教师教育和幼儿园课程研究遥

体性发展袁还要注重幼儿教师与所处环境尧同事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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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和互动袁与生态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契合度遥 因

与实施能力尧评价指导能力尧家园沟通能力尧团队协作

此袁 基于生态学来考量幼儿教师的实践素养提升袁可

能力尧社区资源利用能力尧师幼沟通能力尧共情能力尧

以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解决当下幼儿教师专业实践

反思能力尧教育信息技术能力尧教育科研能力尧语言表

发展的困境袁更好的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实践的生态化

达能力尧情绪管理能力尧灵活性的应对能力尧自主学习

发展遥

能力遥

渊二冤幼儿教师实践素养生态发展的内涵

由于实践素养要素这一指标存在不确定性尧随机

幼儿教师的实践素养的生态发展就是将生态学的

性和模糊性袁因此用集值统计的原理和方法筛选实践

基本原理融入到教育教学实践中袁用生态学的系统观尧

素养遥 此方法对实践素养要素指标进行区间估计袁可

平衡观尧联系观尧动态观等理念去审视并处理实践素养

以在短时间内确定实践素养要素袁以增强要素提取的

提升遥 幼儿教师实践素养是作为实践主体的幼儿教师

科学性和有效性遥 根据就近原则袁本研究选取 5 位福

从自觉的教育教学观念以及周围的具体情境出发尧审
视尧分析教育教学的能力和相关知识的综合体现袁是在
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内在品质遥

建省内学前教育领域专家袁对实践素养要素的各项指
标的重要程度进行区间估计袁各位专家的信息如表 1遥
表 1 专家信息

追求幼儿教师实践素养的生态化发展袁以幼儿教

Tab.1 Expert information

师实践素养为主线袁将幼儿教师实践素养的内部各因
子袁实践环境渊外部环境冤及其教育关系纳入其中袁这
些因子相互影响尧相互作用尧在不断变化和转换中袁动
态地追求平衡遥 幼儿教师只有提高自身适应和改造环
境的能力袁保障野生存能力冶袁才有可能获得美好的生
存和发展前景遥 但是袁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幼儿教师经
常遇到了野山穷水尽冶瓶颈袁出现了野失衡现象冶遥 那么袁
如何突破重围袁取得野柳暗花明冶的专业持续发展袁就

T1
T2
T3
T4
T5

女
男
女
女
女

25
30
30
30
33

教授

学前教育

教授

学前教育

教授

学前教育

教授

学前教育

教授

学前教育

成为了幼儿教师专业发展道路上亟需解决的问题遥 因

由于所选取的专家职称和研究领域相同袁只有性

此袁探寻幼儿教师实践素养各因子的构成袁分析其影

别尧教龄有差别袁考虑到专家水平的相对权重袁通过向

响的内外环境袁构建实践素养的生态发展路径袁对积

教育领域的诸多专家尧学者咨询尧讨论袁最终决定根据

极促进幼儿教师实践素养提升至关重要遥

教龄这一能体现工作经验的显性因素袁确定他们的权

二尧幼儿教师实践素养的生态模型建构

重为 W=喳0.17袁0.20袁0.20袁0.20袁0.23札袁 对每项指标按

照重要程度进行赋值袁赋值程度为 1~9 分袁以区间值
给出遥

渊一冤幼儿教师实践素养要素提取

在得到 5 位专家给出的区间估计值的基础上袁采

在 CNKI 数据库上袁以野幼儿教师实践素养渊实践

用算术平均数按照各专家所占权重计算单因素的综合

月 3 日冤袁检索到相关文献 121 篇袁逐一筛选后袁得到

经过计算得出综合估计值的平均值为 7.1919袁一

能力冤冶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渊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4

估计值遥 对各要素指标的重要程度得分如下表 2 所示遥

相关度较高的 53 篇文献遥 通过文献分析袁并结合教育

起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有低于平均水平的负数袁

部 2012 年颁布出台了叶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曳

说明对应的实践要素指标的重要程度低于平均水平袁

中对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要求袁经多次向学前教育领

所以将野共情能力冶这一指标予以剔除遥 因此袁幼儿教

域的专家请教袁提出了 17 项幼儿教师实践素养要素袁

师实践素养要素最终确定为 16 个袁具体如表 3 所示遥

分别是环境创设和利用能力尧一日生活的组织与教育

能力尧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能力尧教育活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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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践素养要素得分表
Tab.2 Table of scores of practical literacy elements

环境创设和利用能力

渊7,9冤

渊6,9冤

渊5,7冤

渊8,9冤

渊6,9冤

7.3969

0.2050

渊7,9冤

渊7,9冤

渊6,8冤

渊8,9冤

渊7,9冤

7.8333

0.6414

渊7,9冤

一日生活的组织与教育能力
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能力

渊4,8冤

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能力

渊5,8冤

评价指导能力

渊6,8冤

家园沟通能力

渊6,8冤

团队协作能力

渊7,9冤

社区资源利用能力

渊6,9冤

师幼沟通能力

渊3,5冤

共情能力

渊6,9冤

反思能力

渊6,8冤

教育信息技术能力

渊6,8冤

教育科研能力

渊5,7冤

语言表达能力

渊6,7冤

情绪管理能力

渊7,8冤

灵活性的应对能力

渊6,9冤

自主学习能力

渊7,9冤
渊7,9冤
渊6,9冤
渊6,8冤
渊7,9冤
渊6,8冤
渊6,8冤
渊4,5冤
渊6,9冤
渊7,8冤
渊6,8冤
渊6,8冤
渊6,7冤
渊6,8冤
渊6,8冤

表 3 实践素养要素一览表
Tab.3 List of elements of practical literacy
1

环境创设和利用能力

3

游戏活动的支持和引导能力

2
4
5
6
7
8

一日生活的组织和教育能力
教育活动的计划和实施能力
评价指导能力
家园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社区资源利用能力

9

师幼沟通能力

10 反思能力

11 教育信息技术能力
12 教育科研能力

渊7,8冤

渊8,9冤

渊6,8冤

渊8,9冤

渊6,9冤

渊7,8冤

渊6,8冤

渊6,9冤

渊6,7冤

渊6,9冤

渊5,6冤

渊7,9冤

渊6,7冤

渊8,9冤

渊4,5冤

渊4,5冤

渊6,7冤

渊7,9冤

渊6,9冤

渊7,8冤

渊6,8冤

渊6,9冤

渊6,8冤

渊8,9冤

渊7,8冤

渊8,9冤

渊7,9冤

渊6,8冤

渊6,8冤

渊8,9冤

规模的测试袁发现问卷题目均可被理解袁从而形成可
大量发放的有效问卷遥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袁通过问卷星发放的

渊7,9冤
渊3,5冤
渊6,8冤
渊6,7冤
渊6,9冤
渊7,9冤
渊7,8冤
渊6,9冤
渊6,7冤

7.2740
7.2070
7.5169

0.0698
0.0188
0.0821
0.0151
0.3250

4.2143

-2.9776

7.2452

0.0533

7.3940
7.2654
7.2333
7.3300
7.4029
7.2529

0.2021
0.0735
0.0414
0.1381
0.2110
0.0610

表 4 样本构成表
Tab.4 Sample composition table
教龄

学历

制了叶幼儿教师实践素养调查问卷曳袁问卷根据幼儿教

间代表不同程度的重要性遥 问卷在正式使用前经过小

渊6,7冤

7.2107

0.0324

表 4遥

在初步确定幼儿教师实践素养要素的基础上袁为

表袁1 代表野非常不重要冶袁5 代表野非常重要冶袁1 和 5 之

渊6,7冤

7.2617

占 92.6%,非学前教育专业占 7.4%袁样本构成情况见

1.研究方法

师实践素养的重要性程度判断袁 采用 5 点李克特量

渊7,8冤

7.2243

96.88%遥 从样本分析中可以看出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

15 灵活的应对能力

进一步探索和验证幼儿教师实践素养的生态模型袁编

渊7,8冤

0.8081

320 份 问 卷 袁 其 中 有 效 问 卷 为 310 份 袁 有 效 率 是

14 情绪管理能力

渊二冤幼儿教师实践素养模型的探索与验证

渊7,9冤

8.0000

方式对福建省内 320 位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袁共收回

13 语言表达能力
16 自主学习能力

渊7,9冤

专业
职称

5 年及以下
5-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0 年以上
中专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学前教育
非学前教育
幼儿园初级
幼儿园二级
幼儿园一级
中学高级
中学正高级

50
86
35
54
85
17
67
225
.3
287
23
64
89
153
3
1

16.1
27.7
11.3
17.4
27.4
5.5
21.6
72.6
.3
92.6
7.4
20.6
28.7
49.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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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值高袁对解释原始变量的贡献最大曰第 4 个以后的因

2.数据分析
KMO 值检验的目的是分析幼儿教师实践素养的

各要素之间的简单相关关系和偏相关系数的相对大
小袁看获得的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袁如果 KMO

素特征值都较小袁对解释原始变量的贡献较小袁第 3 个

因素是陡急与缓慢坡度间的明显转折点袁所以对解释原
始变量做出了较大 3 个因素袁可以确定因子数有 3 个遥

越接近 1袁表明这些变量因子分析效果较好袁本研究中

KMO 值为 0.920袁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遥 Bartleett 球
度检验形检验表明院Bartleett 值为 3162.495袁显著性为

0.0000袁即相关矩阵不是一个单位矩阵袁故可进行因子
分析遥

采用因子分析提取幼儿教师实践素养的主要因
子遥 通过下列碎石图渊图 1冤可以看出袁第一个因素的特

图 1 碎石图

Fig.1 Scree plot

表 5 总方差解释
Tab.5 Total variance interpretation

1

8.052

50.324

50.324

8.052

50.324

50.324

4.303

26.894

26.894

3

1.087

6.792

66.808

1.087

6.792

66.808

2.917

18.234

66.808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551
.831
.710
.553
.534
.450
.421
.365
.310
.280
.238
.227
.210
.180

9.692
5.193
4.440
3.458
3.337
2.814
2.630
2.281
1.937
1.753
1.490
1.420
1.313
1.127

60.016
72.001

1.551

9.692

60.016

3.469

21.681

48.575

76.441
79.899
83.236
86.050
88.680
90.961
92.898
94.651
96.141
97.561
98.873
100.00

提取方法院主成分分析法

由表 5 可以看出提取的 3 个因子累计贡献率为

66.808%袁 说明前 3 个因子提供了原始数据的足够数

据遥 为进一步对因子作出解释袁采用最大方差旋转对

因子提取得到的因子负荷矩阵进行旋转变换袁每个因
子都对应一组负荷较高的项目袁这些项目所隐含的共
同信息体现了该因子的含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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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适应时代和社会需求以及实现自我完善和可持续
表 6 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 a

发展而展示出的稳定的内在品质袁因此袁命名为野自我

Tab.6 Factor Load Matrix after rotation

发展实践素养冶遥

一日生活的组织和教育能力
游戏活动的支持和引导能力
教育活动的计划和实施能力
评价指导能力
家园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环境创设和利用能力
情绪管理能力

渊三冤幼儿教师实践素养的生态模型建构
幼儿教师实践素养的生态发展是教师的实践素

.818

养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的共生发展过程遥 因此袁不仅

.812

要研究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的构成袁还要关注其与各内

.775

外环境的发展遥 基于生态学视角袁研究教育教学实践

.709

素养尧教育情境实践素养尧自我发展实践素养三类实

.687

践素养与其内外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袁逐渐构建幼儿

.627
.530

语言表达能力
灵活的应对能力
师幼沟通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反思能力
教育信息技术能力
教育科研能力
社区资源利用能力

教师实践素养的生态模型袁蕴含着幼儿教师作为实践
个体对专业品质平衡协调发展的理想守望渊图 2冤遥

.775
.715
.678
.669
.663
.506

.781
.775
.773

提取方法院主成分分析法
旋转法院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a.旋转在 9 次迭代后收敛

图 2 幼儿教师实践素养的生态模型图

Fig.2 An ecological model of the practical literac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教育教学实践素养是幼儿教师必备的基本素养袁

从表 6 可以看出袁第一个因子替代了一日生活组

它的生成和发展受到幼儿教师教育的支持袁包括职前

织和教育能力尧游戏活动的支持和引导能力尧教育活

教师教育中实践知识的储备尧奠基和职后教师教育中

动的计划和实施能力尧评价指导能力尧家园沟通能力尧

实践知识和补给尧提升遥 应该说袁幼儿教师教育直接影

团队协作能力尧环境创设和利用能力遥 这些变量是幼

响幼儿教师实践素养提升的进程遥 同时袁除了幼儿教

儿教师在从事保教工作中袁解决幼儿园教育教学实际

师教育这个外在的环境因素外袁此素养还受到幼儿教

问题的基础袁 是每个幼儿教师必备的基本能力素养袁

师对自身教学经验提升的意识和认知的影响遥

是幼儿教师自身教育教学水平的的综合体现遥 因此袁
命名为野教育教学实践素养冶遥

教育情境实践素养是幼儿教师的生成性素养袁产
生于复杂而多变的情境之中遥 在多变的教学情境中袁

第二个因子替代了情绪管理能力尧 语言表达能

幼儿教师不是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去应对情境的回话袁

力尧灵活的应对能力尧师幼沟通能力尧自主学习能力尧

也不是按部就班的回应情境袁 而是结合具体教学情

反思能力遥 这些变量在幼儿园实际情境中袁解决具体

境袁凭借直觉尧顿悟和想象力的即兴发挥袁在一瞬间把

问题时根据外在情境环境和自身能力做出行动反映

握问题的本质遥 当然袁此类素养除了依赖于复杂情境

的内在品质袁因此袁命名为野教育情境实践素养冶遥

外袁还需要结合教师自身的反思行为来判断尧简化尧结

第三个因子替代了教育信息技术能力尧教育科研

构尧重组情境的变化和动态袁形成教学智慧袁应对不同

能力尧社区资源利用能力遥 这些因素是幼儿园教师为

的情境遥 同时袁幼儿教师需要通过自身的语言艺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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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表达袁将应对情境的反应显性化遥

的情景中进行对理论知识进行理解和内化遥 同时袁可

自我发展实践素养是支持幼儿教师持续发展的

以运用模拟课堂尧案例教学尧片段教学尧微格教学等教

一种素养遥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更迭袁幼儿教师不断更

学方式形成一种现实感袁让学前师范生在实践中去践

新和提高自身信息技术能力袁 以紧跟大数据的步伐遥

行理论袁在实践中去完善理论袁用完善的理论去指导

同时袁通过主动挖掘和利用社区资源来丰富自身的教

新的实践遥 二是实现理论和实践双导师制遥 由于幼儿

育教学资源遥 在此基础上袁通过教育科学研究来助推

教育工作的特殊性袁单纯依靠高校教师对学前师范生

自身专业的不断发展遥 因此袁此类素养受到自身发展

进行职前教育容易缺乏实践性的有效引导遥 因此袁需

的内在驱动力渊是否想要专业得到发展冤袁专业发展诉

要引进一线优秀的幼教教研员及幼儿园骨干教师作

求渊想往哪个方向发展冤及相应发展平台渊发展的可能

为实践导师走进课堂对学前师范生进行言传身教的

性冤的影响遥

教育袁让师范生站在这些野巨人的肩膀冶上直接获取实
践经验袁高效地建构实践性知识遥 三是增加实践机会遥

三尧幼儿教师实践素养的生态发展路径

怀特海提出野教育的要旨就在于在实践中发现自由和
规训之间的精确平衡袁从而以最快的速度让学生学习

在生态学视角下袁教育教学实践素养尧教育情境
实践素养尧自我发展实践素养 3 类素养作为幼儿教师

知识遥 冶[4]只有将理论付诸实践才是最有意义的遥 涉及
教育教学实践素养的内容袁需要师范生在体验尧尝试

实践素养提升的野发展链冶袁在其生成过程中与内外环

的过程中积累实践经验袁获取实践知识遥 因此袁我们要

境关系的依存性进一步彰显遥 平衡内外环境袁才能促

提供相应的实践的平台和机会遥 提供教育活动组织及

进幼儿教师实践素养动态尧可持续的提升袁进而促进

游戏活动组织等单项实习尧 保育及教育等专项实习尧

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的可持续发展遥 因此袁夯实教育教

顶岗实习等系统锻炼平台袁增加实践导师示范和点拨

学实践素养尧提升教育情境实践素养尧催生自我发展

的实践机会袁落实从野看见冶到野看懂冶袁从野知道冶到野内

实践素养成为幼儿教师实践素养的重要发展路径遥

化冶袁从野理论冶到野实践冶的实践认知过程遥

渊一冤深化职业认知袁夯实教育教学实践素养
1.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实践教育体系袁增强职
业认知感

职后教育是幼儿师资专业实践能力不断提升的
重要保障遥 职后教育主要是通过园内尧县尧市尧省尧国家
级等不同层面的培训予以实施遥 当前的在职培训袁幼

建构主义认为袁离开学习者的背景知识和经验来
谈野建构冶是毫无意义的 遥 因此袁要构建完整的教师教
[3]

儿教师认为教学内容不实用性尧教学过程实践性环节
不够尧讲授式的教学形式过多尧教学课程过于传统尧授

育实践教育体系袁衔接职前和职后教育袁形成一体化

课教师水平不高尧教学时间安排不合理等袁感到不满

的实践教育体系袁以增强幼儿教师的职业认知感遥

意[5]袁往往出现是听时激情澎湃袁过后不知如何操作的

职前幼儿教师的实践教育是胜任幼儿园工作的

现象遥 因此袁我们的职后培训要回归到幼儿教师的教

有效前提袁需要让学前师范生立足于实践探索幼儿教

学实践袁注重教育教学实践素养的夯实遥 幼儿教师的

育的规律袁形成职业的认同感遥 因此需要通过整合课

实践经验丰富袁但是如何将这些经验加以总结尧整理

程的实践资源袁实现理论和实践双导师制袁增加实践

和提炼袁形成系统化的实践知识袁还存在一定的难度袁

机会来实现遥 一是整合课程的实践资源遥 教育工作者

所以需要通过培训来助力转化遥 首先袁职后培训要聚

应该以实践性问题为导向袁 以理论的知识系统为框

焦幼儿教师的真实培训需求遥 通过问卷调查尧访谈尧观

架袁结合经典鲜活的案例袁真实的问题情境来分析环

察等形式对幼儿教师的培训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定

境创设和利用尧一日生活的组织与教育尧游戏活动的

量和定性分析袁根据幼儿教师的实践困惑及亟待解决

支持与引导尧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中的教育教学行

的问题袁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内容遥 其次袁遴选既能进

为袁 提升学前师范生对教育情境的敏感度和决策能

行高屋建瓴引导袁又接地气的授课专家袁通过问题解

力遥 对评价指导进行实际演练袁让师范生在近似真实

决尧头脑风暴尧世界咖啡等互动的培训形式袁引发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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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思考实践中遇到的瓶颈袁让幼儿教师置身于真实

实际需要曰对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行重新审视和思

的情境中袁 用启发引导的方式让幼儿教师分析问题袁

考袁和自身已有的教育思想和行为对比袁勇于批判自

查找原因袁提出策略袁最后上升到理论视野袁从而进一

己袁挑战成见曰不断地和同伴的进行对比袁找出差距袁

步指导教育实践遥 再次袁建立持续有效的训后跟踪指

从而更好的提升自己的教育觉悟遥 有效教学反思之

导遥 训后培训方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和幼

后袁幼儿教师才能提取有价值的教学实践经验袁重构

儿教师的交流指导袁通过调整尧验证教育实践中思想

实践策略遥 当然袁教学反思在长期实施的过程中又会

观念尧价值取向尧专业知识和技能袁不断获得有效的支

出现新的问题袁幼儿教师需要不断的审视经验尧追问尧

持袁形成知行合一的实践性理论袁从而获得持续的专

核实自己的行动袁 不断尝试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遥

业发展遥

经过个人经验的检验袁如果契合实践就会被野同化冶到

2.唤醒自我实践意识袁形成正确的实践认知

个人的实践理论中袁形成自己的实践能力遥 这个过程是

幼儿教师认为自己的教学经验丰富袁经常将教育

不断地呈螺旋上升的状态袁 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袁从

实践中遇到的类似情境纳入到已有的图式中袁 殊不

而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进而生成自己的教学智慧遥

知袁活动应实践对象和环境的改变袁要不断改变自己

2.深度加工实践经验袁融合教育教学情境

的行为才能适应袁形成顺应袁进而达到平衡遥 因此袁实

克里斯窑阿吉里斯和唐纳德窑A窑舍恩专门指出野被

践经验的获取和重复再利用并不意味着实践活动有

我们看做是实践性知识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行动

意义遥 所有的实践就像所有的观察一样袁都有野理论冶

中的默会知识以及实践者就着复杂情境的突发性问

蕴藏其中噎噎理论不是知识的实体可以在实践的真

题展开现象反应和实验能力冶袁舍恩将这个称之为野行

空中产生袁 教学也不是机器人一样无反思的机械表

动中的反应冶[8]遥 这种反应实际上就是幼儿教师在面对

现袁两者都是实践性任务袁起引导作用的理论包括着

负责复杂教育情境时所表现出的一种敏感尧 迅速尧准

个体实践者的反思意识[6]遥 因此袁作为实践主体袁幼儿

确的判断能力袁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袁而是

教师要改变自己直线型的思维方式袁在其亲身实践的

需要结合已有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袁通过深度加工实

过程中切身实践袁不断积累自己的教学经验袁突破对

践经验袁日益积累的而生成的遥 叶辞海曳对经验的解释

现实的迷茫和困惑袁自觉地从环境中获取有用的信息

为野经历体验冶野由实践得来的知识或技能冶野哲学上指

和能量袁通过自我感知尧体验不同的情境袁进行审视尧

感觉经验遥 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袁通过自己的感官直

深思尧探究尧评价和调整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点点滴滴

接接触客观外界而获得的对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认

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袁通过对自己的及过去所沉积的

识冶[9]遥 因此袁幼儿教师要内化有价值的实践经验遥 如果

经验尧历史尧思想等的对话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体系或

说反思是为了更好的自省袁那么深度加工就是为了更

者思维的重构和改变袁唤醒内在自我实践认知袁形成

好的应用遥 幼儿教师要将反思后的有价值的实践经验

正确的实践认知遥

进行理解和处理袁融入到现有的认知结构中袁从而对

渊二冤促进专业成长袁提升教育情境实践素养

新信息的深度理解尧长时记忆袁形成严密的理性分析

1.持续反思教学实践袁生成教学智慧

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内容体系遥 在处理各种实践矛盾

知其然袁知其所以然遥 波斯纳曾提出过一个教师

时袁能够野举一反三冶袁将知识内化袁提高思维水平袁从

成长的简要公式院经验+反思=成长袁并指出袁没有反思

而形成教学智慧遥 这样处于野形而上冶的教学智慧袁在

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袁 至多只能形成肤浅的知识袁如

面对复杂情境时袁才能够敏捷尧有效地处理野形而下冶

果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

的教学实践活动遥

思考袁那么他的发展将大受限制 遥 因此袁面对复杂的
[7]

3.提升语言艺术袁有效融入教学情境

教育情境时袁我们要反思我们的教学实践遥 在和幼儿

语言即传递信息的声音或文字符号袁是人类最重

的交往中袁 要反思自己是否了解幼儿的真实想法袁是

要的交际工具袁 是人们进行沟通的主要表达方式[10]遥

否站在幼儿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袁是否能够满足幼儿的

野工欲善其事袁必先利其器冶遥 语言是幼儿教师与幼儿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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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尧家长沟通的有效工具遥 在其中袁幼儿教师拥有双

教师应主动树立终身学习理念袁让自己的专业发展从

重身份院一是教师工作者袁二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遥 因

沉寂走向自觉状态袁主动建构实践知识遥 通过自身内

此袁教师要提升双重身份的语言艺术袁才能够保持与

在动机的激发袁 确立自己在专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袁

幼儿尧同事尧家长的有效沟通遥 首先袁作为教育工作者袁

对自己从事的活动会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尧 坚持性尧创

幼儿教师应规范和提升教学语言艺术遥 为人师表袁教

造性袁促进自身内在资源和态度尧内在专业结构发展

师的语言要规范袁时刻将德育蕴涵其中袁做好幼儿的

性质上的转变袁及时适应时代变化转换自身原有思维

榜样曰面对幼小的群体袁教师的语言要充满爱意袁让幼

方式尧知识结构尧能力结构等袁从一种生命状态上升为

儿感觉到温暖曰针对幼儿的身心理发展特点袁教师的

另一种生命状态袁从而树立了专业自尊和自信袁认同

语言要生动尧活泼尧有趣袁富有感染力袁让幼儿愿意听尧

专业自我袁 从中感到幼教事业给自己带来的幸福感袁

喜欢听遥 其次袁作为社会的一员袁幼儿教师要提升人际

承认自己的价值所在袁最后获得自我发展遥

交往语言艺术遥 幼儿教师要用尊重的语气袁让对方感

3.搭建专业发展平台袁推动专业自主发展

到的真诚曰要用自然随和的语调袁让对方感到地位平

幼儿教师在其专业自主发展过程中袁也需要野伯

等曰要把微笑挂在脸上袁让对方感到舒适袁要用野动之

乐冶的支持和推动袁否则其积极性将被泯灭袁失去发展

以情袁晓之以理冶的语言袁让对方理解遥

的动力遥 幼儿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的野伯乐冶袁主要是

渊三冤加强专业自觉袁催生自我发展实践素养

指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平台和机会遥 因此袁我们要给幼

1.制定专业发展规划袁形成专业理想

儿教师提供多元平台袁助力幼儿教师的自主发展遥 第

亚里士多德曾说野人应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冶袁在

一袁给幼儿教师提供教学研究的平台遥 通过园内的集

追求有意义生活的过程中袁 我们必须明确自身的目

体备课尧园本教研尧骨干示范尧展示交流及园际教研尧

标遥 幼儿教师也不例外遥 在其专业成长的过程中袁需要

名师引领等多种形式搭建教学研究平台袁充分调动幼

对自己的专业发展进行科学尧长远的规划遥 首先袁要树

儿教师教学实践的积极性袁 发挥人才优势和教学优

立专业认同感袁明确野幼儿教师冶这个职业的重要意义

势袁促进幼儿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有效提升遥 第二袁借

及职业特质尧职业范畴尧使命袁明确专业知识和实践对

力课题研究的平台遥 通过课题开发尧课题交流尧专家引

幼儿发展的重要作用遥 其次袁要进行专业自我认知的

领尧推广研究成果等方式袁推动幼儿教师将教学经验

评判袁以师德为先袁幼儿为本袁能力为重尧终身学习的

梳理成教学成果袁促进幼儿教师深入思考和反思自身

基本要求袁根据专业理念与师德尧专业知识尧专业能力

的教育教学实践袁从野经验型冶转型为野教研型冶袁成为

三个维度要求袁对自己专业成长的现有水平进行自我

幼儿教师专业提升的催化剂遥 第三袁提供教师培训进

评价袁明确自己的专业实践中所处的阶段袁准确地知

修的平台遥 要给幼儿教师提供各级各类培训的机会袁

道了自己想做什么袁自己能做什么袁自己要怎么做袁从

避免出现野井底之蛙冶现象遥 让幼儿教师通过专家的引

而能够清晰地认识自己袁剖析自己袁找到自己和工作

领袁一线名师的指导及名园的辐射作用袁给幼儿教师

的契合点袁有效地进行自我定位曰再次袁要树立自我专

引领航标袁更新其教育观念和提升专业素质遥 第四袁提

业发展愿景袁发掘感到自身所处的环境有巨大的发展

供考核晋升的平台遥 通过激励机制袁将思想政治尧教学

空间袁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潜能袁更好地创造自我价

业务尧科研水平等方面纳入考核条件袁提供晋升机会袁

值和社会价值袁定夺自己未来发展方向袁从而实现专

为其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和更广阔的进步空间遥

业理想遥
2.激发内在驱动力袁实现专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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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reschool Teachers' Practical
Lite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LIN Na

渊Continuing Education Department, Quanzhou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Quanzhou, Fujian 362000冤

Abstract:

Practical literac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literacy in the new era.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literacy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teachers.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per鄄

spectiv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practical literacy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dimensions and sixteen factors by using
several methods, i.e. literature analysis, questionnaire and factor analysis. The model then helps to build up preschool teacher爷s develop鄄
ment path, which can be illustrated from following aspects: deepening the vocational cognition, consolidating the practical literacy of edu鄄
cation and teaching, promoting professional growth, enhancing practical literacy in educational context, strengthening professional con鄄
sciousness as well as promoting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literacy.

Key words: ecology; preschool education; practic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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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为了解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领域教学知识渊PCK)现状水平袁采取基于视频的问卷调查法对 117 名在校生

进行调查研究袁发现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总体水平不高袁大多处于野笼统且有限地理解冶的水平曰各维度发展失衡袁

教学方法知识最好袁教育对象知识次之袁教学内容知识最差曰普遍缺乏综合运用各维度知识的能力遥 因此袁提出提高专业
认同感袁激发学习动力袁注重健康学科知识的培养袁促进健康 PCK 各维度知识均衡发展以及扎根教育实践袁提高运用健
康 PCK 的能力等建议遥

关键词院领域教学知识曰健康领域曰学前教育师范生
中图分类号院G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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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原园076原园7

一尧问题提出

对象的知识袁How要要
要教学方法的知识遥

这 3 种知识

[2]

在教学情境中相互融合袁紧密联系袁共同发挥作用遥

从学科分布来看袁 既有的 PCK 研究多集中在数

近年来袁国家加大了对教育事业的投入袁越来越
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遥2018 年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下发
了叶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曳袁
提出野大力振兴教师教育袁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

学尧化学尧英语和物理等学科上袁呈现明显的文理不均

衡现象[3]曰从学段分布来看袁大都聚焦在中小学教育阶
段袁对于学前教育阶段着力较少 [4]遥 在学前教育阶段
PCK 研究中袁更多的是针对幼儿教师的研究袁包括现

力冶遥 在此背景下袁教师的专业能力得到重视袁领域教

状调查尧个案研究尧对比分析等袁多分布于语言领域尧

学知识渊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袁PCK冤得到越

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袁对于学前教育师范生的关注较

年提出袁被描述为野教师最有用的知识代表形式冶袁是

子模型编制的问卷对幼儿教师语言 PCK 现状进行调

来越多的关注遥 PCK 最早由舒尔曼渊Shulman冤于 1986

少遥 例如袁徐可莉[5]以前阅读活动为例袁采用一阶六因

教师个人教学经验尧教师学科内容知识和教育学的特

查分析曰白碧玮等 [6]对新手幼儿教师与专家型教师有

殊整合[1]遥 PCK 的提出对教师专业化发展有极大启发袁

关科学 PCK 的掌握情况进行了差异分析曰黄瑾等[7]对

度组成袁 即 What要要
要教学内容的知识袁Who要要
要教育

两位幼儿教师进行个案研究袁发现幼儿教师的语言教

意味着教师是一种极具专业性的职业遥 PCK 由 3 个维

收稿日期院2020-12-03
基金项目院三 明 学 院 2018 校 级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项 目
渊J1811235冤遥

作者简介院林珊渊1990-冤袁女袁汉族袁助教袁主要从事学前教
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遥

中美幼儿教师的数学 PCK 进行了对比分析曰章欢[8]对
育活动需要 PCK袁幼儿的学习也需要幼儿教师具有良
好的 PCK曰沈娇[9]对上海市 40 所幼儿园的 154 名幼儿

教师进行问卷调查袁 了解当前幼儿教师美术 PCK 情
况遥 而在为数不多的学前教育师范生 PCK 研究中袁研
究者更关注职前培养现状袁对于特定领域的研究甚少遥

为了解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现状袁笔者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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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频的问卷调查法进行调查研究遥 该问卷基于
PCK 的 3 个维度渊教学内容知识尧教育对象知识和教

学方法知识冤袁 并通过 9 个开放性问题进行测评遥 其

现袁健康 PCK 总体水平并不高袁被试对幼儿要掌握的

健康核心经验尧幼儿在健康领域的发展特点以及如何
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并不是十分清晰袁大致处于野笼

中袁问题 1-3 针对教学内容知识袁主要测评被试识别

统且有限地理解冶的水平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遥

该领域核心经验序列的知识曰问题 4-6 针对教育对象

表 员 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的总体水平渊N=117冤

依据幼儿现有水平安排下一步课程的能力尧对幼儿学

major in preschool education渊N=117冤

某一领域核心经验的能力尧各核心经验的关系及关于
知识袁 分别就被试对幼儿所学内容理解程度的判断尧

Tab.1 Overall level of PCK of health field for students

习某一核心经验可能出错的预测能力进行测评曰问题
7-9 针对教学方法知识袁 分别对被试判断教学策略有

效性的能力尧根据不同学习能力幼儿调整教学策略的
能力进行测评[10]遥

二尧研究方法

总分

0

115渊98.3%冤

2渊1.7%冤

8渊6.8%冤

107渊91.5%冤

2渊1.7%冤

What

17渊14.5%冤

How

0

Who

100渊84.5%冤
114渊97.4%冤

0

3渊2.6%冤

注院括号内的百分比为总人数的占比遥

渊二冤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的不同入学志愿

渊一冤调查对象
本研究随机抽取某高校 117 名学前教育专业在

校师范生为调查对象袁117 名学生均已完成野学前儿童
健康教育冶课程的学习遥
渊二冤调查工具

本研究借鉴汤杰英等人[11]整理的芝加哥埃里克森
儿童研究所给出的问卷及评分细则袁采用视频分析和
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遥 先让被试观看健康领域身心
保健和动作发展 2 个主题下的 2 段各 5 分钟左右的

教学视频袁根据所看视频袁被试需回答问卷中 9 个开

放性问题袁 再依据 PCK-EC 的编码手册对其进行评
分曰随后对问卷中身心保健和动作发展 2 组得分进行

比较
为了解入学志愿是否影响健康 PCK袁对数据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袁 发现不同入学志愿的学生其健康

PCK 存在显著差异遥 经多重比较发现袁入学分别为第
一志愿和第二志愿的学生其健康 PCK 不存在显著差
异袁 但上述学生与专业调剂的学生存在显著差异袁前

者显著高于后者袁如表 2 所示遥 可见袁不同入学志愿会
影响学生对健康 PCK 的掌握遥

表 2 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的入学志愿比较
Tab.2 Entrance preference comparison of PCK of health
field for students major in preschool education

配对样本 t 检验袁结果显示两组不存在显著差异袁因此
每个被试的 PCK 得分是 2 个问卷得分的平均值遥
渊三冤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录入与

处理遥

三尧研究结果
渊一冤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的总体现状
通过对健康 PCK 的 3 个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袁

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总体水平见表 1遥 可以发

第一志愿
渊N=49冤

8.66依2.14

10.08依2.23 11.74依1.89 30.48依5.30

第二志愿
渊N=26冤

9.50依2.06

10.52依2.66 11.19依2.57 31.21依6.52

专业调剂
渊N=38冤

7.78依1.85

9.11依2.15

0.004**

0.040*

p

10.34依1.64 27.22依4.75
0.007**

0.006**

注院1. 数据表示不同入学志愿的学前教育师范生在三个维
度以及 PCK 总分方面总体得分的平均情况曰2.* 表示 p约0.05袁
** 表示 p约0.01袁*** 表示 p约0.00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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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的性别比较

两比较发现袁野教学方法知识冶渊How冤最好袁明显高于后

为了解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是否存在性别

两者袁野教育对象知识冶渊Who冤 次之袁野教学内容知识冶

差异袁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贼 检验袁发现健康 PCK 及

其各个维度不受性别影响袁如表 3 所示遥 可见袁性别不
是造成健康 PCK 现状差异的原因遥

表 3 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的性别比较
Tab.3 Gender comparison of PCK of health field for
students major in preschool education

男渊N=8冤

6.88依1.13

9.94依2.35

-2.38

0.18

女渊N=109冤 8.67依2.10
t

9.79依2.36

表 5 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各维度的均值比较
Tab.5 Mean values comparison of each dimension of PCK of
health field for students major in preschool education

What

8.54

2.09

How

11.09

2.05

Who

11.63依1.71 28.44依4.48
11.06依2.07 29.51依5.69
0.76

渊What冤最差遥

-0.52

渊四冤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各维度的融合程度
PCK 由 野教学内容的知识冶渊What冤尧野教育对象的

9.80

2.35

40.53

0.000

四尧讨论与分析
渊一冤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总体水平不高
通过此次调查发现袁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的

总体水平并不高袁 对幼儿要掌握的健康领域核心经

知识冶渊Who冤尧野教学方法的知识冶渊How冤 组合而成袁三

验尧幼儿在健康领域的发展特点以及幼儿健康领域教

者密不可分尧相辅相成袁它们之间的融合程度也会影

学方法等知识并不清晰袁大多处于野笼统且有限地理

响 PCK 水平遥 因此袁通过皮尔逊积差相关对其融合度
进行检验袁发现健康 PCK 各维度的融合程度较好袁两
两之间相关性显著袁如表 4 所示遥 其中袁野教育对象知

识冶渊Who冤和野教学方法知识冶渊How冤之间的相关性较
高袁野教学内容知识冶渊What冤与野教育对象知识冶渊Who冤

解冶的水平遥 同时袁这一水平并不受性别影响袁但入学
志愿对其影响较大遥
通过回顾问卷发现袁 学前教育师范生对于健康
PCK 问卷的回答简练且笼统袁缺乏延伸性遥 造成此现
象的原因有三遥 第一袁学前教育师范生的学科教学知

之间的相关性次之袁而野教学内容知识冶渊What冤和野教

识广而不精遥 其他学龄段师范专业的学生都是接受单

学方法知识冶渊How冤之间的相关性较弱遥

门学科知识的教育袁注重单门学科知识的深度袁而学
前教育师范生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袁 需涉猎健康尧体

表 4 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各维度的融合程度

育尧语言尧科学尧数学尧社会尧美术尧音乐等不同学科袁更

Tab.4 Integration degree of each dimension of PCK of

注重多门学科知识的广度袁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学

health field for students major in preschool education

What
Who
How

1

0.625**
0.445**

习多门学科的专业知识袁导致对这些知识的理解仅停
留在表层阶段遥 第二袁学前教育师范生缺少实践训练遥

1

0.772**

PCK 具有极强的实践性袁 教学实践有利于促进 PCK
的发展遥 学前教育师范生与幼儿园的实际接触较少袁
1

注院* 表示 p约0.05袁** 表示 p约0.01袁*** 表示 p约0.001遥

渊五冤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各维度的差异比较
为进一步了解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各维度

的差异情况袁对其进行测评袁如表 5 所示遥 可见袁健康

PCK 各维度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袁进一步进行两

在实习前鲜有机会能在幼儿园的真实情境中进行教
学袁 更多的是通过模拟教学的方式进行教学技能训
练遥 因此袁他们对健康 PCK 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理论
层面袁实践应用能力较差遥 第三袁不少学前教育师范生

缺少专业认同感遥 入学志愿对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影响较大袁 专业调剂的学生其健康 PCK 得分明

林 珊院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领域教学知识现状调查及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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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低于第一志愿与第二志愿学生遥 许多专业调剂的学

课程要素为主袁突出强调课程目标尧课程内容尧课程组

生对本专业既缺乏了解袁又缺少认同袁容易滋生消极

织与实施以及课程评价袁关于健康学科内容的知识涉

心理袁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袁导致学习动力不足袁学习效

及较少袁而且多以年龄段教学目标的方式来呈现遥 这

果不佳遥

样的课程架构更多聚焦在引导学生如何把自己掌握

渊二冤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各维度发展失衡

的知识传授给幼儿袁忽略了学生本身到底掌握了多少

此次调查发现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各维度

学科专业知识遥 在职前教育阶段袁与健康领域课程学

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袁野教学方法知识冶渊How冤 最好袁野教

习相关的除了野学前儿童健康教育冶野学前卫生学冶野学

育对象知识冶渊Who冤 次之袁野教学内容知识冶渊What冤最

前心理学冶野学前教育学冶之外袁并没有其他相关的健

差遥 由于 PCK 是 3 项维度的融合袁且 3 项维度之间相

康学科课程袁且野学前卫生学冶野学前心理学冶野学前教

体水平的提高遥 舒尔曼在最早提出 PCK 概念之时袁就

完全依托上述课程把健康领域的所有学科知识传授

互影响袁 因此各维度发展失衡必然影响健康 PCK 总

育学冶作为基础课程袁所涉及的健康学科知识很少遥 若

指出学科知识是野缺失的范式冶袁本次调查也证实了这

给学生袁 将导致学生对健康学科内容知识掌握不全袁

一点遥 在 3 项维度融合度和差异性检验中袁均发现教

缺乏系统性袁无法深入理解学科核心概念尧核心概念

学方法知识水平最高袁教学内容知识水平最低袁且与

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科知识的发展顺序遥

其他两类知识的融合度较弱遥 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在

2.相关课程的课时安排不够

于专业课程设置不完善袁主要表现在 2 个方面遥

学前教育专业课程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袁

1.专业基础课程配备不全

在职前教育培养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课程安排紧尧课时

幼儿园课程改革已开展多年袁课程重心发生了变

不够的现象遥 如野学前儿童健康教育冶袁开设的周期为

化袁由最早的野学科中心冶到野活动中心冶袁由野分科冶走

一学期袁一般教学时间为 16 周袁每周 2 学时袁一共 32

向野整合冶袁由原来强调野学科知识冶到如今强调野活动

学时遥 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袁课程重心更多地放在健康

经验冶遥 虽然幼儿园的学科领域课程使用广泛袁但幼儿

教学法知识与儿童健康领域学习特点知识袁而忽略健

园的学科指的是野前学科冶遥 如健康领域课程袁健康领

康学科内容知识袁这也为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学科知

域居于 5 大领域之首袁内容十分丰富袁主要包括身心

识体系的建构埋下隐患遥

育尧身体发展与保护教育尧饮食与营养教育尧安全生活

知识的能力

保健和身体锻炼 2 大部分袁身心保健包括生活常规教
教育尧心理健康等 5 个方面的内容曰身体锻炼主要指

渊三冤学前教育师范生普遍缺乏综合运用各维度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袁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各

体育教育活动袁包括走尧跑尧跳尧投掷尧平衡尧钻爬尧攀登

维度之间相关性显著袁其中野教学内容知识冶和野教学

等基本动作内容袁基本体操和队列队形以及运动器械

方法知识冶之间的相关性较为薄弱遥

活动遥 虽然它是以健康学科为中心进行组织的袁但内

野PCK 并不意味着内容知识和教学知识简单组合

容逻辑体系较为松散袁 且学科知识分类并不严格袁把

就能有效教学袁也不是一些要素的集合或叠加袁是要

生活常规尧饮食营养尧安全教育尧体育等相关知识都囊

素间相互联系尧影响整合形成的有机体遥 冶[12]PCK 作为

括在内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野学科冶遥 这样的改革过

三项维度知识的有机整体袁某一维度得分较低袁势必

程不断突出强调野儿童本位冶袁弱化野学科本位冶袁职前

会影响其他维度的得分情况遥 以教学方法知识维度问

教育也顺应潮流袁在建构知识体系时袁从野学科取向冶

题为例袁野问题 7院为了促进儿童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袁视

走向野教育取向冶遥 因此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袁以野三学
六法冶为基础尧方法论课程为主的课程体系建立了起
来袁相关的健康学科课程却较少开设遥 以野学前儿童健
康教育冶渊健康领域教学法冤课程为例袁其框架结构以

频中的教师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和行为钥 这些教学策略
的选择有效吗钥 请说出理由曰问题 8院为了满足能力较
弱儿童的需求袁教师是如何调整这一活动的钥 请说出

理由曰问题 9院为了满足能力较强儿童的需求袁教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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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调整这一活动的钥 请说出理由遥 冶在回答这 3 个问

关的理论知识袁还要学习弹尧唱尧跳尧画等专业技能袁很

题时袁学生能够判断教学方法的有效性袁也能够选择

多学生由于没有技能基础袁几乎都是从零开始接受技

合适的教学方法促进不同学习能力儿童的发展袁但是

能训练袁学习压力大袁同时鉴于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

他们无法说明理由袁 而这些理由与教学内容知识尧教

并不高袁工作任务繁重袁工资待遇不佳袁更容易使学生

育对象知识息息相关遥 因此袁尽管教学方法知识的得

滋生消极心理袁产生厌学情绪遥 因此袁提高学前教育师

分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知识袁 但没有跨越到最高等级袁

范生的专业认同感显得尤为迫切遥 一方面袁要加强新

使得该维度得分平平遥 学生在思考问题时缺乏综合运

生入学的专业教育袁普及近年来关于学前教育发展的

用 3 个维度知识的能力袁 导致各项维度的水平都不

方针政策袁 让学生了解国家正在大力发展学前教育袁

课程之间衔接不足遥 现行的学前教育专业往往将 PCK

介绍学前教育人才市场的需求动态袁让学生了解行业

学冶野学前卫生学冶和 5 大领域教学法的基础知识分割

的专业态度尧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袁培养职业意识遥 另

高袁健康 PCK 整体表现不佳遥 究其原因袁主要是学科

努力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曰同时积极

的 3 项知识分开教学袁即将野学前教育学冶野学前心理

发展以及就业前景袁明确从事学前教育工作需要具备

开来遥 学科知识以不同的课程为载体独立存在袁各课

一方面袁要开展第二课堂袁激发学生的学习意识袁提高

程教学强调本课程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袁忽视各课

学生的专业能力袁可以积极开展幼儿歌曲弹唱尧故事

程内容之间的联系与衔接袁对学科知识的学习容易停

插画尧诗配画尧幼儿故事讲演等活动袁提高学生的专业

留在陈述性内容的层面袁缺乏对学科知识之间相互联

技能曰另外要合理利用竞赛方式袁以赛促练袁以练促学袁

系的深入理解 遥 学生往往接受的是单纯的学科知识尧

鼓励学生多参加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尧 讲故事比赛尧儿

实践机会袁这就造成学生在运用健康 PCK 时缺乏整合

性袁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遥

[13]

儿童知识以及教学方法知识袁 缺少整合这 3 项知识的
思维袁没有体悟到 3 项知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袁更
无法体会 3 项知识有机融合后产生的增益效应遥

五尧结论与建议

童剧表演大赛等袁 以竞赛为载体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渊二冤注重培养学科知识袁促进各维度均衡发展
PCK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袁 只有 3 个维度均衡发

展袁才能促进总体水平的提高袁因此建构学前教育师

范生的健康学科知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遥 一方面袁在
职前教育中可以以选修课或第二课堂的形式袁开设与

通过视频分析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学前

健康领域相关的学科课程袁如野幼儿体育冶野儿童饮食

教育师范生进行调查袁结论如下院第一袁学前教育师范

与营养冶野幼儿心理咨询与行为矫正冶等袁丰富学生健

生健康 PCK 总体水平并不高袁大多处于野笼统且有限
地理解冶的水平袁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袁而且这一水平

不受性别影响袁但受入学志愿影响较大曰第二袁学前教
育师范生健康 PCK 各维度发展失衡袁 教学方法知识

水平最高袁教育对象知识水平次之袁教育内容知识水
平最低曰 第三袁 学前教育师范生普遍缺乏综合运用 3
项维度知识的能力遥 基于这些结果袁为了进一步提升
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 PCK 水平袁提出以下建议遥
渊一冤提高专业认同感袁激发学习动力

康学科知识遥 另一方面袁在健康领域教学法的课程中
可以渗透健康 PCK 的知识遥 传统的健康领域教学法
强调教学方法知识袁使健康 PCK 呈现野教学法知识取

向冶的特征袁但是袁PCK 的最大价值在于围绕一个具体
的核心经验渊教学内容知识冤而展开三者的密切联系袁
这就需要幼儿教师能够根据幼儿特点 渊教育对象知
识冤袁 利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袁 使之适合不同特点的幼

儿袁帮助其理解核心经验遥 因此袁将健康 PCK 知识尤

其是学科知识尧幼儿知识渗透到健康领域教学法的课

学前教育专业调剂率较高袁许多调剂而来的学生

程中袁弥补其欠缺的部分袁才能真正提高学前教育师

并不了解该专业袁仅为了能获得本科文凭或更容易就

范生的健康 PCK 水平遥 此外袁也要合理安排健康领域

业而同意调剂遥 此外袁学前教育专业不仅需要学习相

课程的学习时间袁保证足够的学时袁确保课程的有效

林 珊院学前教育师范生健康领域教学知识现状调查及提升策略

实施遥

窑 81 窑

而言袁是指教师队伍的野双师型冶结构袁即由理论型尧实

渊三冤扎根教育实践袁提高运用能力

践型尧野双师冶型教师和外聘教师组成遥 因此袁要提高教

野教师原有的知识结构只是以一种无机联系的方

师的实践素质袁使之往野双师型冶靠拢袁有计划地选送

式存在着袁它们只有在持续不断的教学实践和使用过

教师到幼儿园及相关幼教机构接受实践锻炼袁提高教

程中才能为教师所真正领会袁成为新的与学科教学有

师的实践能力袁而且还应在教师绩效考核尧职务渊职

关的知识体系遥 冶[14]教育实践是一个载体袁学生可以在

称冤评聘等方面向教师倾斜[17]遥另外袁要充分利用野一课

的能力遥 因此袁要注重专业课程之间的联系袁构建全程

验的一线教师共同协作袁从实践教学情境出发袁引导

实践教育模式袁同时也要产学研合作袁建立与幼儿园

学生运用健康 PCK 设计并组织实施教学袁从而提高学

此综合运用 3 个维度知识袁 从而提升运用健康 PCK

合作育人的常态化模式遥
首先袁专业课程的教学应从野缺乏衔接冶走向野相

双师冶教学机制袁让校内专任教师与幼儿园中富有经

生综合运用健康 PCK 的能力遥

互融合冶袁加强课程之间的联系袁尤其注意课程内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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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PCK of Health Field
for Students Major in Preschool Education
LIN Shan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Music,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PCK of health field for students major in pre-school education, 117 students were sur鄄

veyed by video-based questionnaire. It i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is not high, most of them are "general and limited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ll dimensions is unbalanced, the knowledge of teaching methods is the best, the 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objects is
second, the knowledge of teaching content is the worst, and there is a general lack of ability to comprehensively apply knowledge of all di鄄
mensions. Therefore,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cluding improv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stimulating motivation, and paying atten鄄
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health subject knowledge,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CK in all dimensions, taking root in educa鄄
tional practice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use PCK.

Key words院PCK; health field; students majored in pre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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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
工作的挑战及对策
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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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尧社会安定和谐袁以及保障高校良好的育人环境遥 当前国际社
会形势复杂多变尧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因素增加尧多样化思潮层出不穷袁一定程度上威胁到我国总体国家安全遥 高校作为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袁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安全的新形势袁应当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袁明确新要求尧把握新方向袁
并针对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提出解决策略及路径遥

关键词院总体国家安全观曰高校网络曰意识形态工作
中图分类号院G641

文献标识码院 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7原园083原园6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尧准确把
握当下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及其变化发展新特点尧新趋

一尧总体国家安全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
全的内在联系

势的背景下袁总结出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体系遥 在
当前网络新媒体时代袁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与广泛使用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并不是

使意识形态斗争日益激烈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野互联

相互割裂尧独立存在的遥 意识形态工作是关系党和国

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遥 冶[1]而这片战场同我国

家安全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袁总体国家安全的要求

政权安全尧意识形态安全密不可分遥 网络意识形态安

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基本遵循袁而高校网

全涉及到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野文化安全冶和野网络安

络意识形态安全也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内在要求遥

全冶袁直接关系到国家总体安全的维护与保障遥 加强总
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袁明确

渊一冤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提供基本遵循

当前影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袁才能促使高

习近平总书记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作出全面系统

校有效地采取措施袁主动承担起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

而深刻的阐述袁提出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的野十个坚

态风险与挑战的工作袁才能坚定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

持冶的要求遥 一方面袁其包含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要坚持

本任务袁帮助大学生塑造科学思维模式和正确价值取

以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基本观点看待尧处理国家各

向袁切实保障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遥

个领域的安全问题袁要求我们以全面尧联系尧发展的观
点来看待当前高校存在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遥 充
分认识到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并不仅仅影响网络

收稿日期院2021-12-15
基金项目院福 建 省 教 育 厅 中 青 年 教 师 教 育 科 研 项 目

安全袁还将影响到政治尧经济尧社会尧文化等各个方面遥
因此袁高校要充分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极端重要

渊JAS19229冤遥

性袁将其放置在国家总体安全的全局中来把握袁认清

思想政治教育遥

要善于从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当前存在的网络意识形

作者简介院倪颖渊1989-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大学生

形势袁提高站位遥 另一方面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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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安全问题遥 野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袁必须既重视

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前提基础袁总体国家安全

外部安全袁又重视内部安全冶[2]袁即要正确处理野外部安

观也要求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遥

全冶和野内部安全冶的关系遥 启示我们在进行高校网络

因此袁高校要加强校园网络平台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建

意识形态工作中既要看到高校网络意识形态不仅受

设和宣扬袁通过传播新时代好声音尧讲好新时代好故

到校内尧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袁也受到国外尧境外各种

事袁宣传主流思想尧引领主流舆论袁提升大学生对主流

社会思潮的影响遥 因此袁我们不仅要营造良好的国内

意识形态的认同感遥 尤其对于当下基本不看主流媒

舆论氛围袁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抵御外来不良社会思潮

体尧所获大部分信息来自网络的高校大学生袁我们更

的能力遥

是要牢牢掌握网络舆论的主导权袁深入开展网络舆论

渊二冤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
内在要求

斗争袁及时有效力地批驳网络中错误思想观点或不良
思潮袁同危害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安全的言论斗争到

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归结
为野五大要素冶和野五对关系冶袁要求不仅要重视野传统
安全冶袁也要重视野非传统安全冶遥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

底遥
渊二冤强化阵地意识袁抓牢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
权尧管理权和话语权

全属于野非传统安全冶袁是确保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一

互联网平台作为舆论斗争的新战场袁 对思想领域

个环节遥 一方面袁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

产生极大影响遥 加强高校网络阵地建设袁关注学生的思

有一致的政治属性和价值取向冶 袁都是以马克思主义

想动态尧把握网络舆情的走向与趋势袁是高校网络意识

科学理论为思想指引袁以维护国家尧民族尧人民的根本

形态工作的关键环节袁 更成为影响国家总体安全的重

利益为出发点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要因素遥 野网络意识形态阵地袁我们不去占领袁人家就会

[3]

方向袁共同推进实现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遥 另一方面袁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

去占领遥 冶[4]对现有网络阵地的作用及影响力要有明确
认识袁牢守红色地带尧严防黑色地带尧改造灰色地带袁确

全关系到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全袁网络的发展使得当前

保红色地带的广泛覆盖面和影响力袁 把网络意识形态

我国国家安全的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

的领导权尧管理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袁以免发生

广袁大学生是网络的野原住民冶袁网络无时不刻地影响

危害国家安全尧造成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遥

着他们的思想观点尧思维方式袁左右着他们的言行遥 守
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袁在互联网这个舆论斗
争的主战场打赢尧顶住袁直接关系着我国政权稳定和
社会安定遥

渊三冤提升网络信息技术袁为保障高校网络意识形
态安全提供技术支持
网络信息技术是网络空间信息化管理的根本保
障袁也是确保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顺利开展的技术
支撑遥 要实现网络安全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保驾

二尧总体国家安全观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
工作的新要求

护航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应有之义袁完善建设高校信
息安全保障体系袁建立网络舆情风险防控机制袁把握
网络舆情风险发生的规律尧动向和趋势袁提高高校网

网络是意识形态发展的新阵地袁提升主流意识形

络意识形态安全防御能力袁从技术层面对各类思潮进

态的引领力尧强化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意识尧提升高校

行有效过滤及筛选袁抵御外来不良思潮的入侵袁协助

网络信息技术水平袁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高校网络意

营造风清气正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环境遥

识形态工作的新要求遥
渊一冤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袁强化马克思主义
指导地位

三尧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高校网络意识
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维护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核心要素袁 同时也是明确高校办学方向尧贯

由于当前网络化尧信息化的飞速发展袁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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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场所袁使得意识形态安全与

次袁高校各类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质量有待提升遥 就

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袁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对高校网络

近几年高校网络平台建设的情况来看袁 数量逐步上

意识形态的新要求袁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也面临着

升袁但质量不容乐观袁大部分网络意识形态阵地舆论

如下问题与挑战遥

引导能力不足尧不能发挥思想内涵尧学术观念的引领

渊一冤多元文化动摇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作用袁或是为了吸引眼球袁片面追求娱乐化袁而无法真

经济全球化尧 政治多极化必然产生了文化多元

正发挥思想政治育人实效遥 再者袁网络意识形态阵地

化袁网络传播虚拟性尧自由性等特征使得网络文化交

意识仍有待加强遥 各高校均设立了舆情监控及应对体

融势不可挡遥 大学生处于思想成熟和价值塑造的关键

系袁但部分高校的工作人员仍存在阵地意识欠缺的现

时期袁受多元网络文化的影响袁往往在潜移默化之中

象袁 对高校舆论把控及信息筛查缺乏敏感性和针对

淡化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与重视遥 首先袁多元文

性袁无法实现舆情监控常态化袁面对各类错误思潮袁无

化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遥 多元文化在传播

法给予及时有效的坚决回击和彻底批判袁使网络意识

过程之中有更多符合大学生兴趣的模式方法及话语

形态阵地的作用发挥存在延时性遥
渊三冤 网络技术欠缺难以保障高校网络意识形态

内容袁使大学生更容易获得感官的满足与享受袁多元
文化带来的新鲜感使大学生更易于沉浸其中而忽视

安全

了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学习遥 其次袁良莠不齐的多

在当下网络飞速发展的大数据时代袁网络安全影

元文化不利于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遥 多元文化

响着国家安全袁 没有网络安全也就没有国家安全袁而

中不乏消极尧低俗文化袁这些文化单纯追求娱乐或刺

网络信息技术无论在确保国家网络安全袁或是巩固高

激而无内涵与营养袁在大学生中广泛传播将影响大学

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生的三观形成袁危害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遥 再者袁各

提升网络信息技术袁使其发挥日益增强的基础保障和

类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冲击遥 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共享

全局管控作用十分迫切遥 一方面袁外部侵扰制约网络

和虚拟的特征跨境传播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袁

技术提升遥 面对日益猖獗的境外敌对势力的网络渗

大肆宣扬民主社会主义尧历史虚无主义尧新自由主义尧

透尧攻击和破坏袁我国的网络技术水平不足以及时维

野普世价值论冶等政治言论和网络思潮袁这些思潮与我

护保障网络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袁甚至外界的进

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袁 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主

攻扰乱了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健康尧有序发展遥 另一方

导地位尧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遥

面袁网络舆情监管受到网络技术水平制约遥 由于网络

渊二冤 网络阵地作用发挥不足降低高校网络意识

赋予自媒体自由尧及时尧虚拟的特征使信息的生成和

形态工作实效
野高校是各类思想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的前沿阵

地遥 冶 一直以来袁高校都是网络各类思潮传播和交融
[5]

的集聚点遥 国外敌对势力甚至把高校当作意识形态斗

传播不受时空限制袁各类鱼龙混杂的信息充斥着网络
空间袁难以进行及时有效的舆情监控袁筛查不利于舆
情发展的信息袁阻断舆情危机的进程袁为网络意识形
态工作提供安全可靠的环境遥

争的首要阵地袁他们借各类学术研讨会尧交流会为幌
子袁以推文尧视频为媒介袁向大学生传达有害思潮和错
误价值观袁诋毁中国共产党袁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尧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高校网络意识
形态工作的提升路径

理论和发展道路遥 近年来依托网络平台的各类高校网
络意识形态阵地也纷纷涌现袁但其战斗堡垒的作用仍

当前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袁高校网络意识

然发挥不足遥 首先袁大学生对各类网络意识形态阵地

形态工作面临诸多难题与挑战袁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

关注度不高遥 本着娱乐性尧消遣性的心态袁大学生对各

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袁承担着维护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

高校开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尧网站尧微博关注甚少袁他

的重要角色袁我们应该从以下 4 个方面提升高校网络

们更倾向于在轻松的搞笑平台耗费更多的时间遥 其

意识形态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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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袁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

主流意识形态的发扬与壮大不仅是国家进步尧民

力和引领力袁 从根本上引导大学生坚定政治立场袁培

族发展的前提基础袁也是保障社会安定稳定袁人民团

育共产主义信仰袁强化理想信念袁有效避免信仰危机袁

结幸福的根本支柱遥 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袁提

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情中的引领力遥 其次袁要

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袁对于在高校营造良好的思

注重舆论引导袁 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

想氛围和价值追求袁提升国家安全意识袁预见潜在风

权遥 利用网络平台及时尧互动等特征充分发挥野意见领

险袁在交错复杂的网络信息中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具

袖冶的作用袁在重大事件发生尧重要问题阐述的过程

有重要意义遥

中袁由意见领袖立足主流意识形态内涵袁针对重大事

一方面袁旗帜鲜明抵御不良思潮袁让腐朽意识形

件和重要问题进行有效发声尧正面宣传尧主动引导袁引

态无处藏身遥 网络平台中各类信息鱼龙混杂尧各种观

领舆论走向朝着健康尧正确方向发展袁确保主流意识

点良莠不齐袁当触及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时给予坚决

形态在网络舆论中的引领力袁抢占网络舆论阵地制高

有力尧旗帜鲜明的抵制与回击袁是确保主流意识形态

点遥 再次袁提升法治意识袁掌握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引领力的基本保障遥 首先袁

的管理权遥 野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袁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冶[7]

明确站位袁义正言辞地抵制网络水军唱衰我国主流意

在各类意识形态激烈争夺话语权的网络空间袁提升法

识形态遥 面对各种网站尧论坛尧公众号中断章取义尧以

治建设能有效维护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与稳定袁

扭曲的视觉歪曲我国国情尧发展道路袁从而达到消解

保障网络舆论的有序性和纯洁性袁建设能有效发挥主

民族凝聚力尧危害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言论袁高校可

流意识形态主导作用的网络平台遥

充分挖掘不当言论袁给予点评尧分析尧挖掘不当言论背

渊二冤注重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后的险恶用心袁从而给予坚决批判袁起到肃清舆论污

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袁人

垢尧指引舆论风向的作用遥 其次袁用史实讲话袁旗帜鲜
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遥 面对杜撰故事尧嘲讽英雄模

在哪儿袁阵地就应该在哪儿遥 冶[8]高校大学生是网络的
原住民袁消息灵通尧思维活跃袁对于网络事物游刃有

范尧削弱国家意识等现象袁高校可充分发挥思政课程

余袁必须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充分发挥网络意识形

和课程思政的育人作用袁讲清史实故事袁旗帜鲜明地

态阵地作用袁从思想行动上抢占舆论制高点袁为维护

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袁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袁坚定树立正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保驾护航遥

确的文化价值观遥 再者袁坚持真理袁杜绝假借学术交流

一方面袁发挥先进网络文化作用袁提升网络意识

传播西方价值理念遥 高校是意识形态斗争激烈交锋的

形态阵地的吸引力遥 网络文化是产生于网络空间的文

场所袁同时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遥 高校在鼓励学

化方式尧文化观念等的集合袁同时也是现实社会文化

术交融的同时袁也要严把野守门关冶袁坚决杜绝假借学

的延伸和多样性的展示遥 相比日常的校园文化尧社会

术论坛尧 学术研讨等方式宣传不良思潮的现象发生袁

文化袁高校大学生对网络文化有更强的适应性和接收

做到学术无禁区尧讲台有纪律袁旗帜鲜明地批判不良

力遥 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创建的过程中袁可以选

思潮及言论遥

择性地融入先进网络文化袁 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另一方面袁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主体地位袁抢占网

观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网络文化相结合袁坚持继承

络舆论制高点遥 面对当前开放尧共享尧隐匿的网络环

与创新相结合袁汲取文化精髓袁将优秀网络文化的作

境袁 必须要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用同新媒体技术相结合袁使优秀传统文化在网络意识

态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袁使主流意识形态

形态阵地中发挥生命力和感召力遥

成为指引大学生言行的精神源泉和行动指南遥 首先袁

另一方面袁改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方式袁提升网

要加强理论武装袁筑牢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根基遥 野坚

络意识形态阵地的影响力遥 高校大学生乐于接受新鲜

定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中的指导地位袁是

事物袁 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必须创新教育方式方

高校有效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提基础遥 冶[6]确保

法袁使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视频尧图片尧直播等方法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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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典型案例和先进事迹传

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野第一课堂冶的作用袁组建

播主旋律袁传递正能量遥 通过开展生动活泼尧顺应时代

一支课内课外相结合尧线上线下同互动的高校网络意

潮流又符合大学生兴趣特质的网络文化活动袁将网络

识形态工作队伍袁形成最大合力保障高校网络意识形

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融入其中袁使得大学生在网络文

态工作队伍的战斗力遥

化活动中受感染尧有启发遥 如在庆祝国庆之际袁福建技

渊四冤提高网络技术风险防范能力

术师范学院开展野一起读中国冶音乐诵读会袁紧紧围绕

网络技术的研发不仅为推进网络强国尧 保障网络

爱国主义主题袁以音画诵的形式呈现了新中国成立以

安全提供技术支持袁 也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工作

来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袁披荆斩棘袁筚路蓝缕袁实

提供重要保障遥 高校要加大网络技术研发投入袁提升网

现了从站起来尧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遥 活动开

络舆论的数据分析与统计能力袁 完善高校舆情防控预

设了网络直播平台袁 以直播的方式让更多师生观看尧

警机制袁进而提高网络意识形态教育针对性和时效性遥

参与尧线上互动袁在网络互动中强化对高校对主流意

首先袁加强网络硬件技术的开发和利用遥 高校可

识形态的宣传及爱国情感的教育袁提升了网络意识形

在人力尧物力尧财力等方面适当倾斜袁加大投入力度袁

态阵地的影响力袁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高校网络意识

充分发挥高校各专业优势尧 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袁通

形态教育成效遥

过构建宽领域尧 多用途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平

渊三冤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

台袁打造成学生思想尧学习尧生活线上交流汇聚地袁提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质量袁直接关系到

高学生对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阵地的关注度和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成效遥 高校不仅要选拔政治
立场坚定尧理论基础扎实尧业务能力突出的人才队伍袁
更要保持这支队伍的稳定性和战斗力遥

使用率袁从而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成效遥
其次袁 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大数据建设遥
当前我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呈现白热

首先袁合理配备人员结构袁形成全校野一盘棋冶工

化趋势袁网络意识形态较量更加激烈遥 西方国家时常

作思想遥 高校可组建一支由宣传部尧学工处尧团委尧各

凭借网络技术优势引导网络舆论袁甚至对我国的主流

二级学院等相关部门为主体的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

意识形态进行攻击遥 高校要提升网络风险防控技术袁

设工作队伍袁在做好网络舆情监控尧弘扬高校网络主

充分利用大数据尧云计算等技术提升防范化解外来意

流文化尧传播学校师生先进事例等工作时袁发挥上下

识形态冲击的能力袁提高对高校网络舆论信息的掌控

联动尧整体行动的作用袁实现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能力遥 通过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袁及时发现潜在风险

从全员到个人全覆盖袁并根据具体实际提升网络意识

因素袁 提高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鉴别袁防

形态工作的针对性遥

止风险扩散与蔓延遥

其次袁提升人才队伍素质袁为高校舆情引导保驾

再次袁完善高校网络信息应急处理机制遥 根据当

护航遥 重视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建设袁通

前高校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尧范围广尧影响力大的特

过定期培训尧进修等方式袁尤其注重提升对高校网络

点袁高校要完善互联网技术与职能部门协同共促的网

舆情走向分析尧网络舆情引导及消除不良舆情影响的

络信息应急处理机制袁发挥校网络信息部门尧团委尧宣

能力遥 创建一支敢于亮剑发声的网络评论员队伍袁在

传部及各二级学院的优势袁各自履职袁及时有效地对

进行即时有效的高校网络舆情监管的同时袁在面对外

不良网络信息进行拦截尧对校园不良网络舆情进行疏

来不良思潮的入侵和渗透时袁能够阐明立场尧表达观

导与管控遥 校网络信息部门作为维护高校网络信息安

点袁驳斥不良思潮的危害及虚伪袁揭露外来思潮反社

全的核心部门袁 负责对高校网络信息的全面管控袁并

会主义的真面目袁从而维护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遥

制定和实施高校网络应急处理策略袁在发现网络不良

再次袁联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袁为高校网

信息时给予及时追踪尧拦截尧删除遥 校宣传部尧团委作

络意识形态工作添砖加瓦遥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归

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官方野发声冶窗口袁要牢守高校

根结底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一部分袁要充分

网络意识形态阵地袁 在发现不良信息时给予即时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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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尧打击并引导至符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
上来遥 各二级学院也要发挥同学生直接联系的优势袁
主动深入学生袁对学生的网络舆情给予监控管理并即
时引导遥 如此三级联动尧协同配合袁综合网络技术和舆
情引导的优势袁保障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遥

[4] 沈梁燕.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现状分析与建设路
径[J].高教论坛,2019(2):9-12.

[5] 孙亚芳.论高校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广西青
年干部学院学报,2018(12):76-79.

[6] 李坦楼,叶福林.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实践路径研
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1(7):125-128.

[7]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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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etwork Ideology Work in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NI Ying1, LIAO Zhicheng2

渊1.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Fujian 350300;
2.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Fujian 350117冤

Abstract: College network ideology work is related to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society, and ensuring a good edu鄄

cation environment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urrently, the complex and volatile international social situation, the increase of unstable

factors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diversified trends of thought have threatened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As the forefront of network ideological wor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face the new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ecurity situation, based on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clarify new requirements, grasp new directions, and propose solutions to
the current challenges of college network ideological work.

Key words: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view; college network; ideolog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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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
建设特色发展与定位分析
张建嫱袁 谢凌旭袁 黄尹奇
渊武夷学院 商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对我国物流业尧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遥 解决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

盾尧培养新型适用人才袁是当今高等院校转型发展的主要原因遥 福建省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先行者袁在应用型
本科高校转型建设中取得了一定成效袁但仍存在些许不足遥 结合福建省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特征袁从人才培养目标的
发展特征尧与地方产业契合度 2 方面对福建省应用型本科高校物流管理专业发展定位进行分析袁以建设具有时代特色尧
发展定位明确尧服务地方经济的物流管理专业遥

关键词院应用型本科曰福建曰特色发展曰专业发展定位
中图分类号院G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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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原园089原园6
型人才冶袁把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到突出的位置袁为高等

一尧研究背景

教育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遥 随着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
方向的进一步明晰袁办学定位的明确袁部分本科高校

后疫情时代袁全国经济处于缓慢复苏阶段袁疫情
防控常态化袁物流行业作为我国重要支撑产业袁对传
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居民生活的改善发挥了重大作
用[1]遥 物流管理人才对于我国物流业发展至关重要袁作
为我国紧缺人才之一袁物流管理人才培养面临学生就

在应用型转型建设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遥
福建省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探路者
之一袁截至 2016 年袁共有 18 所本科高校提交整体转

型试点方案袁建设周期为 2017-2020 年遥 在福建省这

批试点本科高校中袁开办物流管理专业的本科高校有

业难尧企业招工难的困境[2]遥

12 所袁随着专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袁促进了地方教育尧经

的矛盾袁化解目前高校培养的学术型人才过剩尧应用

要针对福建省 12 所应用型本科试点高校物流管理专

为解决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需要不相适应

型人才严重缺乏的矛盾 遥 2014 年以来袁党中央尧国务
[3]

院对高等教育做出了重大决策部署袁引导地方本科院
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袁成功吸纳 300 多所地方本

济尧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袁但仍存在不足遥 因此袁有必

业的发展定位进行分析袁明确应用型发展高校物流管
理专业的发展方向遥

科高校进行转型试点遥 同时袁中共十九大报告及 2019

二尧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特征分析

内涵式发展袁高校要野着重培养创新型尧复合型尧应用

近年来袁随着各大高校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袁越来

年叶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曳也指出高校应注重

收稿日期院2021-07-05
基金项目院2020 年 武 夷 学 院 校 级 课 程 建 设 类 项 目
渊KC20209冤曰2020 年武夷学院校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项目渊ZY202002冤遥

作者简介院张建嫱渊1990-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物流
管理研究遥

越多的教育专家尧学者袁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内涵有
了更深入尧准确的解读遥 通过文献梳理袁综合梳理学界
观点袁本文将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特征归纳为定位性
和特色性尧地方性尧应用性以及创新创业性遥
1.明确办学定位袁突出特色遥 蒋长春[4]尧王海滨[5]指

出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应明确办学定位袁突出高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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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发展特色遥
2. 地方性遥 宋旭红[6]尧钟玮[7]学者指出应用型本科

高校应与地方产业结合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遥

3. 应用性遥 屈潇潇 尧陈丙义 学者指出应用型人
[8]

[9]

才培养野应用冶是核心袁应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遥

4. 创新创业性遥 宋文生 尧沙鑫美 学者指出应用
[10]

[11]

排渊详见野闽教高也2016页16 号冶文件冤袁共有 18 所本科
高校提交应用型转型试点方案袁其中含物流管理专业

本科高校有 12 所袁其中袁福州地区 5 所尧泉州地区 3
所尧厦门地区 2 所袁沿海城市分布较多袁内陆地区较
少袁只有 2 所袁具体如图 1 所示遥

型本科院校应注重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遥

从上述相关文献的整理可以看出袁教育专家和学
者们袁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特征都十分注重强调要明
确办学定位袁突出特色遥 过去千篇一律的人才培养模
式已经无法满足产业发展对人才多元化尧复合型人才
的需求遥 因此袁实现野错位发展尧突出特色冶是普通本科
院校实现转型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12]遥

综合多方政策尧文献的解读尧整理可得出院应用型

本科高校的发展袁在强调走特色发展之路的同时袁在人
才培养上应具备野地方性尧应用性尧创新性尧复合型冶等
方面的突出特征袁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人才需求遥

图 1 福建省应用型本科试点高校物流管理专业地区分布情况
Fig.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major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pilot univers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三尧福建省应用型本科高校物流管理专业

针对这 12 所应用型本科试点高校的物流管理专

人才培养特征分析

业培养目标进行分析袁大部分高校都把适应地方经济
渊一冤各高校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发展尧 具备创新创业能力定义为人才培养目标之一袁

根据福建省在应用型本科高校试点工作中的安

具体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福建省应用型本科试点高校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Tab.1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major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pilot univers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1
2
3
4
5
6
7
8
9

10

福建工程学院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福州工商学院

1) 智慧物流方向曰
2) 供应链管理方向

1)
福州理工学院
2)
1)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2)
闽南理工学院
泉州师范学院

创新创业素质袁能够在物流与供应链领域从事决策与经营管理的高级应用型人才遥
面向区域经济建设袁能够在经济新常态下适应智慧物流尧供应链管理尧电商物流尧国
际物流等发展需求的应用型复合人才遥
在物流管理领域从事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人才遥

商务物流方向曰
具备较强的创新精神尧创业意识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的复合型尧应用型人才遥
自贸区方向
国际物流曰
具备国际视野和创新创业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遥
物流信息两个方向
海西地方经济发展特色袁适应国际物流业务发展趋势的应用型人才遥
具有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应用型人才遥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良好的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协调能力的人才遥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商船系

能熟练地处理物流管理业务的全面发展的高级应用人才遥

厦门理工学院

11

三明学院

12

武夷学院

港口物流管理方向

复合型高级物流管理人才遥

1) 电商物流管理方向曰 有一定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曰从事物流业务操作尧分析尧规划设计尧管理的高素质
2) 供应链管理方向
应用型物流管理人才遥

1) 冷链物流方向曰
2) 第三方物流方向

适应地方区域经济发展袁具有物流管理及实际操作尧创新创业等实践应用能力袁具有
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应用型一线管理人才遥

注院资料来源于各高校官方网站尧招生专业介绍袁根据文章的需要袁对各高校的物流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进行删减袁提取关键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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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各高校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词
统计分析

词野复合型尧应用型尧创新创业尧国际视角尧服务地方或
区域经济冶袁对福建省应用型本科试点高校物流管理专

根据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特征袁 从表 1 提取关键

业发展定位进行分析袁具体如表 2尧图 2 所示遥

表 2 福建省应用型本科试点高校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词统计表
Tab.2 Key words statistics of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pilot univers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福建工程学院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福州地区

福州工商学院
福州理工学院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小计
闽南理工学院

泉州地区

泉州师范学院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小计

厦门地区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厦门理工学院
小计

内陆地区

三明学院

1
1
2
1
1
1
1

1
1

4

1

1

1

5

3

1
1

1

1

1

2

1

1
1

1

2

2

10

1

1
1
1
1
2

1
1
3

1

泉州地区的物流管理
专业发展定位较为模
糊袁强调国际视野遥

1

1

1
6

1

1
4

福州地区的物流管理
专业发展定位较为明
确袁 主要特征为国际
方向尧自贸区方向遥

1

1

1

1
1

武夷学院
小计
合计

1

1

1

2

3

厦门地区的物流管理专
业发展定位较为明确袁
主要为港口物流方向遥

内陆地区的物流管理
专业发展定位明确袁主
要强调创新创业意识遥

6

中大多突出野应用型尧创新创业尧复合型冶
这三方面的人才培养曰 针对福建省沿海
城市的特征袁 部分高校强调物流管理专
业培养野国际视角冶袁主要与港口相关业
务进行对接遥 但在野服务地方经济或区域
经济冶方面袁各高校物流管理专业培养目
标突出较少遥
2. 分地区上看袁福州地区尧厦门地区

物流管理专业发展定位较为明确袁 福州
图 2 福建省应用型本科试点高校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关键词统计图
Fig.2 Key words statistical chart of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pilot univers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地区强调国际方向尧自贸区方向曰厦门地
区强调港口物流方向曰 内陆地区的两所
高校物流管理专业发展定位明确袁 有明
确的物流管理专业方向袁 且两所高校的

1. 整体上看袁福建省应用型本科试点高校物流管

发展定位各不相同院三明学院侧重电商物流尧供应链

6 所高校袁占总体的 50%遥 在物流管理专业培养目标

基本实现了野错位发展袁突出特色冶袁并且侧重强调学

理专业发展定位较为明确遥 其中有明确的专业方向有

管理方向曰武夷学院侧重冷链物流尧第三方物流方向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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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创新创业的发展曰泉州地区的三所高校袁物流管理

商物流遥

专业发展定位较为模糊袁 特别是泉州信息工程学院袁

渊二冤福建省物流业发展规划相关文件分析

在专业目标上还未进行相应的调整袁 总体上强调物流

福建省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流节

管理专业学生的国际视野遥

点之一袁 物流业的发展不仅带动福建省经济的发展袁

还将带动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城市经济的发展遥 根据叶福

四尧福建省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与地
方产业发展需求契合度分析

建省野十三五冶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曳发展目标袁
2020 年基本建成区域性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尧大宗商品
分拨和仓储中心遥 同时叶福建省野十三五冶规划纲要曳

渊一冤福建省特色产业分布情况
通过对福建特色产业集群分布情况分析袁福建省
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袁增强经济综合实力和核心竞

叶福建省 野十三五冶 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曳 提到
2020 年物流业将成为新兴主导产业袁其中主要强调物
流业为服务业升级提供支撑袁 加快多式联运设施建

争力袁着力对福建省的优势集群产业进行扶持遥 整体

设袁推进物流信息化袁加快建设物流节点尧物流园区和

上袁福建省产业集聚趋势明显袁形成了一批特色产业

航运枢纽袁完善港口物流袁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尧商贸

集群袁具体如表 3 所示遥

物流和电子商务物流袁推进智慧物流建设袁加快发展

表 3 福建特色产业集群分布情况及
物流服务特点分析
Tab.3 Distribution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s in Fujian Province

福州

泉州

电子尧水产品尧寿山石尧茉莉花茶尧
闽侯汽配尧长乐纺织尧闽侯工艺品

沿海地区院水
产品物流尧制
德化陶瓷尧晋江鞋业尧南安水暖尧安 造 业 物 流 尧 轻
溪铁观音尧石狮服饰尧南安石材尧安 工 业 物 流 尧 商
溪铁艺尧晋江食品
贸物流

厦门

LED尧电子尧食品尧照明尧机械尧汽配

三明尧
南平

内陆地区院农
南平电线电缆尧武夷岩茶尧龙岩机
产品物流尧制
械
造业物流

冷链物流遥
综合福建省多项规划文件袁 福建省关于物流业发
展规划强调院物流园区尧港口物流尧第三方物流尧商贸物
流尧电商物流尧智慧物流尧冷链物流等几方面的发展遥
渊三冤各高校学生的就业方向
针对 12 所试点院校的物流管理专业就业方向进

行整理袁明确福建省应用型高校物流管理专业的人才
培养整体走向袁具体如表 4 所示遥
渊四冤契合度分析

结合表 3 福建省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及物流服务

特点分析尧福建省物流业相关规划分析袁与表 1尧表 4

中各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就业方向进行对比
分析袁得出以下结论院
1. 总体上袁人才培养方向与福建省地方产业发展
基本能相契合遥 福州地区尧厦门地区尧泉州地区强调港
口物流尧电商物流尧商贸物流人才的培养袁与沿海地区

注院资料来源于福建特色产业集群网站整理

港口物流尧制造业物流发展特色能够相契合曰内陆地

根据表 3 分析袁 福建省各地区产业特色较为明

区两所高校袁在就业方向上还不够明确袁但在物流管

显袁产业呈集群式发展遥 总体上看袁福建省沿海地区的

理专业方向上较为明确袁主要偏向电商物流尧第三方

产业集群较多渊水产品尧大型机械尧电子配件尧纺织等

物流尧冷链物流人才的培养袁与内陆地区制造业物流尧

产业冤袁物流服务主要集中在进出口业务和商贸物流袁

冷链物流发展特色能够相契合遥

物流服务特点主要为港口物流尧商贸物流尧冷链物流

2. 部分高校在专业方向及学生就业方向上还不

和电子商务物流曰内陆地区的产业集群较少渊特色农

够清楚遥 部分高校在物流管理专业就业方向较为模

产品和大型机械等产业冤袁 物流服务主要集中在商贸

糊袁宽泛的强调在相关企事业单位工作袁缺乏一定针

物流和冷链物流袁 物流服务主要特点为冷链物流尧电

对性袁比如福州理工学院尧泉州师范学院等就业方向

张建嫱袁等院福建省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建设特色发展与定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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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福建省应用型本科试点高校物流管理专业就业方向分析
Tab.4 Analysis on the employment direction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major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pilot univers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福建工程学院

毕业后能在物流尧制造尧商贸尧电商及政府部门等从事物流相关工作遥

(1) 智慧物流方向院在生产尧流通及电子商务相关领域从事相关物流管理等工作遥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2) 供应链管理方向院可在物流供应链上的企业从事现代物流管理工作袁也可从事跨国企业的国际
供应链支持服务尧港口及航运领域物流支持等工作遥
福州地区

福州工商学院

适宜在物流企业尧工商企业尧货代公司尧配送中心尧港口尧货物集散中心尧物流基地渊园区冤尧物流管理
咨询公司及相关行政尧事业单位等从事相关物流工作遥

福州理工学院

能在企业尧科研院所及政府部门从事物流管理等方面工作遥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主要面向工业制造企业尧交通运输企业尧商贸流通企业尧第三方物流企业尧国际航运企业尧国际物流
企业及其他公共事业单位袁从事物流管理相关工作遥

闽南理工学院

服务于闽南地区尧海西地区乃至全国各企事业单位和政府相关部门需求袁学生毕业后可从事物流等
相关岗位的物流操作与管理工作遥

泉州师范学院

能在企事业单位尧政府部门从事物流系统优化尧运营管理工作遥

泉州地区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可在大型物流中心尧综合物流园尧港口企业尧货运企业和第三方专业化物流企业从事物流等相关工作遥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适宜到港航企事业单位尧物流公司尧货运代理等单位工作遥
厦门地区

内陆地区

厦门理工学院

毕业生能在各级经济管理部门尧各类工商企业尧进出口口岸管理部门尧港口物流企业和第三方物流
企业尧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从事物流相关工作遥

三明学院

毕业后在制造企业尧商贸企业尧物流企业尧物流园区尧政府部门尧大中专院校等单位从事物流相关工作遥

武夷学院

毕业生能在物流行业主管部门尧物流企业及企业物流部门尧物流园区尧物流咨询公司等从事物流等
相关工作遥

注院资料来源于各高校官方网站尧招生专业介绍袁根据文章的需要袁对各高校的物流管理专业就业方向进行删减袁提取关键词遥

较为模糊遥

关于野地方性冶的强调较少袁且部分高校学生的就业方
向较为模糊遥 应用型本科建设关键之一在于如何将人

五尧建议渊代结语冤

才尧科研成果有效服务于地方经济袁更好解决当地人
才培养与需求的矛盾遥 应用型本科高校物流专业在后

通过对福建省应用型本科试点高校物流管理专业
从人才培养定位尧 就业方向与地方产业契合度两方面

续发展中应多加考虑地方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袁才能
更好服务尧支撑地方经济发展遥

分析袁物流管理专业转型建设取得一定成效袁但仍存在
些许不足袁在后续转型发展中提出以下 2 点建议院

1. 科学定位袁突出特色遥 目前福建省应用型本科

高校物流管理专业发展定位较为明确袁 总体具有港
口尧国际视野的发展特色袁但部分地区定位还比较模
糊袁不利于应用型本科高校后续的发展遥 因此袁建议应
用型本科高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应注重专业发展的
顶层设计袁科学定位袁突出物流管理专业特色袁各高校
错位发展袁为社会提供多元化尧实用型人才遥
2. 突出野地方性冶袁与地方产业发展需求相契合遥
在福建省应用型本科高校物流管理专业发展定位中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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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Major in Fujian Province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ZHANG Jianqiang, XIE Lingxu, HUANG Yinqi

(School of Busines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talents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ogistics industry and econo鄄

my.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alent train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eeds, cultivating new and applicable talent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one of the pathfinder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鄄
velopment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Fujian Province has achieved some resul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p鄄
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ed under鄄

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two aspect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the degree of fit with local industries, so as to build a
logistics management specialty with era characteristics, clear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serving local economy.

Key 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Fujian province;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major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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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野外向型冶大历史观的中国古典
园林史教学改革探讨
岳文杰 1袁 林雅莉 1袁 庄子莹 1袁 叶露莹 2

渊1.福建农林大学 金山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曰 2.福建农林大学 园林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叶中国古典园林史曳是高校园林与风景园林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遥 该课程通过介绍中国历史上具有

代表性的园林形式袁使学生了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袁园林特征元素与设计手法袁进一步增强学生的专业水平遥

针对当前叶中国古典园林史曳课程的现状袁通过对授课方式尧授课内容等方面的教学改革袁注重与园林有关的文化尧政治尧
经济尧思想尧宗教尧哲学等野外向型冶大历史观对园林的影响袁结合问卷调查中获得的学生对课程教学内容尧教学方式等方
面的反馈袁提出了调整授课内容袁增加对园林文化原型的引进与解读袁尝试多学科的融合与实践等改革措施袁以期提升
叶中国古典园林史曳课程的教学质量袁使之更加契合现代园林的发展遥

关键词院中国古典园林史曰课程教学曰课程改革曰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院G642

文献标志码院 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7原园095原园5

叶中国古典园林史曳是当前国内高校园林与风景

与园林有关的文化尧政治尧经济尧思想尧宗教尧哲学等对

园林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袁是研究中国

园林的影响袁 是中国古典园林史教学改革的大方向遥

古代园林起源尧发展变迁历史规律的学科遥 该课程通

周向频教授认为史学研究呈现跨学科的多元走向袁应

过介绍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园林形式袁使学生了

注重中国园林背后的文化内涵袁研究中国园林的社会

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及园林的发展进程袁不同历

形态袁国家制度袁甚至更宽泛的历史背景 [1]曰杨锐先生

史时期的园林特征元素与设计手法袁从而进一步拓宽
学生的知识面袁 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人文素养袁为
学生能够创作出优秀设计作品打下基础袁为现代园林
发展与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遥
野外向型冶大历史观不仅关注传统中国古典园林

史不同时期经典园林的历史变迁与结构特点袁也注重

也指出园林学学科建设中的首要任务是从 野山水思

想冶野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冶野社会伦理学冶
中融合尧提炼出园林学的学科价值观[2]遥 基于野外向型冶
大历史观的中国古典园林史的改革袁可以提高学生对

该课程的兴趣袁使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园林体系的
发展咱3暂袁更好地理解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园林文化袁
提高园林设计作品的文化品位袁为继承尧发展和创新

收稿日期院2020-11-05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本科高校重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渊FBJG20200036冤曰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中 青 年 教
师 教 育 科 研 项 目渊JAS180894冤曰福建农林大

学金山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
渊jx190701冤曰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立项项目渊jx190609冤遥

作者简介院岳文杰渊1981-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风景
园林历史与理论研究遥

我国的传统园林打下良好的基础袁 进而更好地保护尧
继承尧革新尧发展尧发扬光大中华传统文化咱4-5暂遥

基于上述原因袁笔者尝试通过对叶中国古典园林

史曳课程的授课方式尧授课内容尧考核方式等多方面进
行调整袁以福建农林大学 2017 级与 2018 级园林专业
学生为对象袁结合问卷调查的形式袁发出调查问卷 110

份袁回收 100 份袁其中有效问卷 100 份袁通过收集的调
查问卷对该课程的教学时效进行追踪与分析遥 希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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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种教学改革尝试袁激发学生对园林历史研究的兴

王竞红等[6]提出授课过程中应采取平面图尧实景图片尧

趣袁进一步将课堂教学与现代园林的发展接轨袁提升

结合三维动画等方式展示园林的实例曰景艳莉尧潘建

教学质量遥

非和霍宪起等[7-9]提出针对典型案例预留思考题袁让学
生主动查阅资料袁撰写论文袁调动学习积极性遥 陈煜蕊

一尧叶中国古典园林史曳课程教学过程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

和钟锦玉[10]提出运用体验式教学法袁以影视绘画切入
历史袁使之融入时空感同身受曰母洪娜和孙陶泽[11]认为
要将知识点通过纵向和横向的联系袁 诱发新的联想袁

渊一冤内容涵盖面广而学时分配少遥

由点到线袁再由线到面层层递进遥

中国古典园林史课程从夏朝直至清末的时间跨

本人基于多年教学经验袁 通过调整授课方式袁采

度袁且每个时期又需讲解皇家尧私家尧寺观以及公共园

取教师讲授主体内容+读书笔记作业+绘制经典平面

林等多种园林形式袁每部分内容分配的学时较少袁讲解

图作业+成立学习小组进行主题报告的形式开展授课

不够细致遥 如本学院的中国古典园林史课程为 32 学

模式改革遥 在教师讲授教学内容之后袁学生通过阅读

时袁实际教学过程中常出现后期讲授学时不足的情况遥

经典书籍与文献袁绘制经典平面图袁以野图冶的形式复

渊二冤教材的讲述方式雷同袁影响学生学习兴趣遥

原历史名园袁增强学生对内容的理解袁并辅以学习小

当前中国古典园林史的教材结构一般采用按照

组进行内容扩展深化袁 使教师可以将当时的历史背

园林的生成期尧园林的转折期尧园林的全盛期尧园林的

景尧园林的立意尧园林的布局与要素尧园林体现出来的

成熟初期尧 中期与后期等六个阶段的讲述模式开展袁

文化等多方面内容输送给学生袁并通过点评小组专题

因为教学方式的雷同袁到了教学后期往往导致相当一

的方式提高学生的理论与实操能力遥 在 100 人的调查

部分学生失去对学习的兴趣遥
渊三冤教学形式单一袁教学方法有待改进遥
限于教室多媒体教学形式和较大规模的学生数
量袁加之单向的尧静态的历史讲授袁要将存在于某一个
历史时期的经典园林特别是已经不存在的园林单纯
通过文字描述与特点分析等讲解清楚并引起学生学
习兴趣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工作遥
渊四冤课程综合性强袁使学生学习成本提升遥
中国古典园林史所涉及的范围广泛袁政治尧经济尧
社会尧人文尧哲学尧社会均对当时的园林造成影响袁同

问卷中发现袁 学生对于三种作业类型总体比较认可袁
42%的同学认为小组专题报告的形式对自己帮助最
大袁而认为绘制经典平面图和读书笔记作业有帮助的
同学分别占 32%和 26%曰这些作业工作量总体也能满

足学生的需要袁 认为作业量合适的同学占比达到
83%袁认为作业量过多的同学仅占 12%遥 通过笔者几
年尝试发现袁绘制平面图作业渊表 1冤不但提升了学生
基本的手绘能力袁同时利用这些平面图在课堂上讲授

其历史背景袁以及这些经典园林的空间布局与园林要
素等效果明显好于未绘制之前遥

时存在大量与之关联的学科如植物学尧园艺学尧生态
学尧建筑学尧测量学尧园林制图尧美学等遥 如此大量的专

表 1 绘制经典平面图作业举例

业知识增加了该课程的学习难度袁提升了学生学习的

Tab.1 Examples of drawing classic planar graphs

成本遥
都城

洛阳渊北魏冤尧长安渊唐冤尧紫禁城渊清冤

二尧叶中国古典园林史曳课程教学改革的思
路与成果
渊一冤授课模式的调整与优化
改变中国古典园林史课程单一的授课方式是当
前很多教师尝试改革的方向之一遥 刘晓东尧严俊鑫和

皇家园林

华林园渊魏晋冤尧艮月渊北宋冤尧清漪园渊清冤尧三山
五园渊清冤

私家园林

沧 浪亭 渊北 宋 冤尧 拙政 园 渊 明 冤尧 寄 畅 园/惠 山 园
渊清冤尧余荫山房渊清冤

其他园林

苍坡村渊南宋冤尧西湖渊南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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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教学内容的充实与改进

宫等方面袁大部分学生对于笔者提供的视频学习资料

当前中国古典园林史的教学内容一般讲述园林的

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袁认为这些资料对于理解当时社会

生成期尧园林的转折期尧园林的全盛期尧园林的成熟初

与园林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袁并建议在课堂上增加更

期尧中期与后期等六个阶段袁这种讲述模式特别是到了

多的视频学习机会遥 由此可见袁笔者对于授课内容的

教学后期袁因为教学方式的雷同袁使相当一部分学生失

调整对学生的学习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遥

[12]

去学习兴趣遥 严俊鑫 认为可以从现代著名园林大师
作品挖掘古典园林对现代作品的影响袁 提升课程的应

表 2 野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与思想文化的

[13]

用意义曰方涛等 认为应当加强讲授园林与当时社会尧

形成冶章节主要讲授内容关键词

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袁 使学生真正领会园林设计创

Tab.2 Keywords of main content about chapter 野The origin and

作中的文化内涵袁并结合当地的历史建筑或古迹袁组织
学生实习袁获得理性与感性两方面的知识[14-15]遥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ideology and culture冶

本人在这次教学改革中袁调整了授课内容的讲述

方式袁将授课内容调整为主题的形式来提升学生的认

生成期

三皇五帝尧禹贡九州尧礼乐制度尧九流十家尧轴心时
代尧阴阳五行尧天人合一尧独尊儒术等

知程度袁设立了中国古典园林概述尧中国古典园林的

转折期

胡汉融合尧衣冠南渡尧魏晋风流尧崇尚自然等

历史分期与文化认同尧中国古代皇家园林尧中国古代

全盛期

京杭大运河尧科举制度尧义疏之学尧韩愈道统论尧玄
奘西行尧对外开放尧世界中心等

私家园林尧中国古代寺观园林尧中国古代其他园林等

成熟初期 程朱理学尧禅宗思想尧士大夫道教尧靖康之变等

主题形式开展教学遥 并辅以教学视频增强学生对于中

成熟中期 大元一统尧阳明心学尧康乾盛世等

国古代政治尧经济尧社会的认识遥 在这些章节里面袁野中

成熟后期 考据之学尧盛极而衰尧民族大融合等

国古典园林的历史分期与文化认同冶章节是此次内容
改革特别添加的部分袁该章节以中国古典园林历史分

渊三冤文化原型的引进与解读

期为节点袁以关键词的形式介绍不同阶段中华文化的

在讲授中国古典园林史的过程中袁笔者体会到要

发展与形成原因袁笔者认为添加此章节可以使学生更

将存在与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经典园林特别是已经不

加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的原因与推动力袁

存在的园子单纯通过文字描述与特点分析等讲解清

促进学生学习历史时由被动接受野是什么冶变为主动

楚并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遥 而

思考野为什么冶袁进而提升学生对于不同分期园林的主

适当增加故事背景尧历史典故等文化原型和围绕原型

要特点的理解袁使其开展园林设计时可以更准确的进
行历史借鉴渊表 2冤遥 此外袁在教学过程中袁通过课堂讲

的景观符号(园名尧景点名及山水尧亭榭尧楹联等)[16]袁通
过理解古代文人感受雨打芭蕉尧风动竹篁等意境来提

授尧 视频学习等方式袁 增加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尧经

升学生的学习兴趣非常必要遥 笔者近几年采用的学习

济尧宗教尧哲学尧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介绍袁使学生能够

小组选题汇报扩展课程深度的形式收获也大大超出

结合中国古代当时的社会情境与观念情境袁更深层次

笔者的预期遥 在这个互动教学模式下袁笔者发现各学

地理解与中国古典园林相关的自然观尧价值观尧世界

习小组在查阅资料与课上汇报等方面均展现出较专

观尧 文化意象与审美等多方面内容袁 从而在继承尧发

业的水准袁在此前提到的调查问卷中袁学生对于学习

展尧创新传统园林的前提和基础上把握传统园林文化

小组主题汇报的形式认可度占比最高袁学生们认为用

的精髓遥 在调查问卷中发现袁学生对于这些提升课程

这种方式进行课外内容拓展袁对于学习中国古典园林

内涵的野非专业知识冶接受程度很高袁认为这些内容比

史会带来很大帮助袁 且汇报内容结合课堂讲授的进

例适中的占 64%袁认为比例可以更高的占 36%袁两项

度袁张弛有度袁很好的解决了仅教师单一讲授导致课

总和达到了 100%遥 此外在调查问卷中袁学生普遍感兴

程枯燥的问题渊表 3冤遥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校该

趣的内容体现在园林历史发展进程尧园林历史事件与

课程安排在二年级上学期袁学生处于专业性待提升的

人物尧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尧宋代园林尧苏州园林尧故

阶段袁在小组汇报时有时会出现内容层次不深或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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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叶中国古典园林史曳课程教学改革的展

超时等问题袁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对选题优化解决遥

望与不足
表 3 叶中国古典园林史曳学习小组选题举例
Tab.3 Examples of topic selection for study group of
野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Gardens冶

作为园林与风景园林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袁
叶中国古典园林史曳 对于学生了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
的社会状况尧了解不同时代园林的特征元素与设计手

中华文化

皇家园林

私家园林

寺观园林
其他园林

1.中国古代文化对园林的影响与应用
2.碑刻尧书法尧绘画与诗文在园林上的应用

3.宋代皇家园林艮月的建造历史尧空间布局与要
素分析
4.颐和园的发展历史尧空间布局与要素分析

5.拙政园的建造历史尧空间布局与要素分析
6.清末形成的三大私家园林的主要特点与典型案
例分析
7.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禅学渊源
8.禅与清代皇家园林

9.福州三坊七巷的历史发展进程与典型园林举例
分析

渊四冤多学科的融合与实践

法袁提高学生的人文素修和创新能力袁增强学生的专
业水平等方面大有裨益遥 由于叶中国古典园林史曳内容
涉及面广袁与多学科均有关联袁在教学上存在各种问
题袁因此通过在此次的教学改革的尝试袁笔者从授课
模式尧教学内容及多学科的融合与实践等方面开展了
教学改革袁明显提升了课程的教学效果袁提高了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袁具有较好的改革意义袁同时袁在调查问
卷中发现袁此次教学改革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院一是
改革新增加的拓展内容尧视频资料以及实践机会等内
容和学时少的矛盾依然存在曰二是由于该课程为大学
二年级第一学期的专业基础课袁学生对专业的了解刚

鉴于中国古典园林史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

刚起步袁多数学生渊73%冤仍然认为传统的教师课堂讲

要问题袁由不同专业方向的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开展

授的形式为最合适的授课方式袁尚缺乏学习的自觉性

的多学科的融合与实践袁特别适合在中国古典园林史

与主动性遥 针对上述不足袁笔者建议在制定园林专业

的教学中进行尝试遥 同济大学金云峰教授[17]基于 野设

培养方案时袁应适当增加该课程的授课学时袁授课过

计创新冶野融合中西冶野大工程观冶的教学理念袁形成了

程中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必要的精简袁部分内容可通

以中外园林史尧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实践尧风景园林

过超星尧中国大学 MOOC 等线上平台完成曰此外袁应增

工程与技术三大教学体系融合的动态反馈节链式教

强大学一年级的叶专业导论曳和叶专业认知实习曳等环

学形式遥 基于本校的现状袁笔者初步尝试了将中国古

节袁以提升学生对专业的认识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

典园林史尧园林艺术原理尧建筑史尧园林规划设计尧园

和主动性遥

林规划综合实习等课程相融合袁将课程的部分作业内
容与园林艺术原理尧园林规划设计尧建筑史等课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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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Gardens Based on the 野Export-oriented冶 Great Conception of History
YUE Wenjie1袁LIN Yali1袁ZHUANG Ziying1袁YE Luying2

(1. Jinshan Colleg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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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野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Gardens冶 is a basic course of gardening 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ypical garden forms in Chinese history, this course enables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in dif鄄
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and design techniques of gardens in different times, so as to im鄄

prove students' humanistic qua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level.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urse,

we changed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tent of course, focused on the culture, politics, economy, ideology,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about
野Export-oriented冶 Great Conception of History on gardens, and used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follow the result. We suggest that the course
contents should be adjusted, and increase the int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 prototypes of gardens, and try multi -disci鄄

plinary integration and practic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野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Gardens冶 and make it more compatible
with the modern gardens爷 development.

Key words: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Gardens; curriculum teaching; teaching reform; questionnair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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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医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
郑书耘 1袁 林迳苍 1袁 曾旭墩 2

渊1.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社科公共部袁 福建 泉州 362100曰 2.泉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袁 福建 泉州 3621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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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英语大多数单词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袁词汇

与思维导图结合袁不仅可以在浩瀚的医学英语词汇中

长而且构成复杂袁比普通英语单词复杂得多袁是教学

一览无余袁从一个例子中推断出其他案例袁通过综合

难点[1]遥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是希腊人袁最早的医学文

学习达到对词汇的掌握[3]遥

医学袁拉丁语被广泛用于医学文献袁并且许多与法律尧

更好地学习医学英语词汇袁提高他们的自学尧理解和

医学尧神学尧科学尧文学有关的词汇都来自拉丁语遥 公

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参加

元 55-410 年袁古罗马人统治英国袁古希腊和罗马医学

了本教学实验袁我们还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袁收集学

献是用希腊语写成的曰后来袁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

传入英国袁拉丁语是医学英语词汇的核心和主要组成

因此袁本研究旨在探讨思维导图是否能帮助学生

生的反馈袁对教学的意义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遥

部分遥
思维导图由英国人托尼窑巴赞渊Tony Bazin冤首创袁

一尧对象和方法

是指利用符号尧颜色尧图像尧文本等多种方式表达和传

递信息袁将零碎的信息形象化尧逻辑化尧系统化袁充分

渊一冤研究对象

调动左右脑参与信息处理袁 提高学习者的理解力尧记

参与者是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9 级临床医

忆力和创新能力 遥

学专业的一年级学生袁周期为第一学期袁所有程序均

有希望的途径袁 但在医学英语词汇教学中却缺乏研

知情同意权袁并且结果被保密处理遥

[2]

思维导图的应用为教学方法的变革提供了一条

究遥 如果医学生掌握了医学英语词汇的特点袁并将其
收稿日期院2022-01-03
基金项目院2020 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高
校外语教改科研专项)(JSZW20047)遥
作者简介院郑书耘渊1968-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从事英语教
学及语言文学翻译研究遥

经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伦理委员会批准袁学生获得
2019 级两个临床医学班的学生袁 每个班有 60 名

学生遥 在教学过程中袁实验班医学英语词汇教学过程
运用思维导图法袁 但对照班采用传统的词汇教学方
法遥 由同一位老师用同一本教科书授课袁学生使用的
教材为院叶医学基础英语曳渊修订版冤淤遥 在教学前尧后袁分
别对两个班进行测试袁 成绩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

郑书耘袁等院思维导图在医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

分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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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知识框架袁有效扩大词汇量袁促进词汇学习之

实验班教学中袁教师形成整体教学观袁创造思维

间的正迁移遥

全景袁加强对整体内容的把握袁授课计划明确袁不拘泥

渊二冤研究方法

教条遥 首先袁绘制核心主题袁通过层层绘制分支并使用

1.使用思维导图和语义场学习词汇

关键字表示每个部分的知识点袁将其扩展为相关的知

医学的发展具有悠久历史袁词汇极其丰富并具有

识点遥 每章都画一个大的概念图袁帮助学生形成系统

系统性遥 语义聚类被称为语义场袁它根据聚合关系中

的理解遥 以下是研究人员使用思维导图教授医学英语

的不同语义袁将语言个体组合起来并连接起来遥 词与

词汇的一些方法遥

词之间存在语义关系袁 即一般词与特定词之间的关

医学英语词汇形式长袁构词复杂袁这是缺乏专业

系遥 作为非独立个体袁英语词汇属于不同的领域和范

知识的英语教师和刚接触医学专业英语的学生经常

围遥 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词可以构成一个集合或一个

遇见的问题遥 在教学实践中袁我们以学生在课堂上遇

语义场遥 在教学中袁我们运用思维导图将医学专业词

到的实际问题出发袁探讨思维导图在提高医学英语词

汇按照不同的语义场进行分类袁构建词汇网络袁运用

汇教学效果中的作用遥 英语学习者可以借助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的层次图来反映词汇之间的语义关系袁从而

形成英语词汇的框架结构袁用有意识的主动学习取代

使词汇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整体的形式呈现给学生遥 这

传统的被动词汇学习遥 通过这种方法袁引导学生积极

样不但提高学生记忆单词的效率袁还培养整理尧总结

思维和探索袁促进合作意识的培养袁帮助英语学习者

医学知识的能力遥 例如袁在叶医学基础英语渊修订版冤曳

有效整合分散的词汇袁在新旧词汇间建立联系袁构建

第七章中袁我们使用思维导图整合袁如图 1遥

图 1 不同系统构建的医学英语词汇网络结构的思维导图

Fig.1 Mind mapping of medical English vocabulary network structure constructed by various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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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思维导图和联想学习词汇

支袁有利于医学生记忆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遥 在

联想是记忆的基础袁想象力及联想可以提高大脑

医学英语词汇教学中袁 将中心词与思维导图相结合袁

的工作效率遥 思维导图是大脑中自然发生的充满图像

可以有效扩大词汇量袁巩固词汇记忆袁建立记忆网络遥

的思维过程的体现袁 思维导图利用大脑的工作机制袁

以神经系统为例袁如图 2遥

以点作为辐射中心袁以网络的形式形成众多的联想分

图 2 基于 neurvous 一词的医学英语词汇思维导图

Fig.2 Mind map of medical English vocabulary based on the word "neurvous"

3. 使用思维导图和词根学习词汇

词袁根据词根和词缀的逻辑关系扩展和延伸相关单词

大多数医学词汇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袁随着医学

绘制思维导图遥 学生可以从词源学的角度深入理解构

的发展和研究袁新的医学英语派生词不断出现遥 大量

词法袁加深对词汇的记忆袁有助于提高学习词汇积极

单词由构词法衍生出来的袁学生可以使用词根袁包括

性袁提高教学效果遥 以神经系统为例袁如图 3遥

前缀和后缀来连接和整合单词袁选择中心词作为中心

图 3 基于神经系统联想的医学英语词汇思维导图

Fig.3 Mind mapping of medical English vocabulary based on the association of nervou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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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结果
表 3 实验班与对照班平均成绩比较渊X依S冤
作者进行了一学期的教学研究袁 在教学实验前
后袁分别进行两次测试院前测和后测袁并收集两个班的
英语成绩数据遥 期末考试结束时袁通过问卷调查对学
生主观意识的自我评价进行调查袁并对数据分析遥
在教学实验前袁对实验班和对照班的第一次测试
渊前测冤结果进行了比较渊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冤袁如表

Tab.3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scor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and the control class渊X依S冤
60
60

实验班
对照班
Z

68.42依6.34
69.53依7.43
原0.17

74.86依2.45
68.75依4.76
2.85

根据表 4 的数据袁 实验班优生率提高了 6.67%袁

1 所示院高分学生较少袁不及格学生较多袁分数主要集

通过率提高了 5%袁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遥 对照班学生

两个班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渊表 1冤遥 两组的平均值分别

秀 80 分以上袁及格 60 分以上冤遥

中在 60-69 分和 70-79 分之间袁 总体分数相对较低袁
为 68.42依6.34 和 69.53依7.43渊表 3冤袁平均值差为 0.11

的优秀率仅上升了 1.67%袁而通过率下降了 3.34%渊优

表 4 优秀学生率尧通过率

分袁表明两个班在教学实验前的英语平均水平基本相

Tab.4 Excellent student rate, pass rate

同袁因此袁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实验遥
表 1 前测结果分布图渊分数冤

实验班

Tab.1 Distribution map of first-test results(score)

对照班

实验班的前测成绩
对照班的前测成绩

60
60

0
0

5
4

19
21

29
27

60
60

8.33%
6.67%

15.0%
5.00%

88.33%
86.67%

93.33%
83.33%

我们以学生主观意识是否增强为指标来衡量实
7
8

在教学实验后袁对实验班和对照班的第二次测试
渊后测冤结果进行比较渊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冤袁结果表
2 所示院实验班高分学生较多袁不及格学生较少遥

验的效果袁在后测结束时袁对学生的主体意识自我评
价进行了问卷调查袁如表 5 所示院在实验班和对照班

中袁认为自己有兴趣学习医学英语词汇的学生人数存
在显著差异渊字2=18.82袁P<0.005冤遥 结果表明袁教学实验
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袁 主体意识增强明显袁对
学习医学英语兴趣明显提高袁效果良好遥
表 5 实验班与对照班主体意识自我评价表

表 2 后测结果分布图渊分数冤

Tab.5 Self evaluation form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Tab.2 Distribution map of second-test results(score)

the experimental and the control class

实验班的后测成绩

60

1

8

23

24

4

对照班的后测成绩

60

0

3

22

25

10

从表 3 可以看出袁实验班的第二次测试渊后测冤平

均值为 74.86依2.45袁 对照班的第二次测试平均值为

完全同意
15渊25冤
同意
32渊53.33冤
学习兴趣
无法表达
11渊18.33冤
不同意
2渊3.33冤
非常不同意
0渊0冤
字2=18.82 自由度院V=渊5-1冤渊2-1冤=4

5渊8.33冤
20渊33.33冤
23渊38.33冤
11渊18.33冤
1渊1.67冤
P<0.005

68.75依4.76袁平均分数差值为 6.11遥 与表 1 所示的实验

三尧讨论

试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袁表明思维导图在医学英语词汇

随着医学院校英语教学改革的深入袁医学专业英

教学中的应用是有效的袁 可以提高医学生的学习成

语的课堂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遥 但是医学英语词汇的

绩遥

构词又长又复杂袁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令人头痛

班和对照班的平均差异 0.11 相比袁两个班的第二次测

的问题遥 在教学实践中袁我们探讨了思维导图在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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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词汇教学效果中的作用袁以期为教学提供参考遥

的主体作用袁增强其主体意识尧提高其学习兴趣遥 思维

课前教师可以提出思维导图的基本概念袁让学生

导图可呈现完整的知识框架袁使知识点逻辑化尧结构

学习思维导图的基本知识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

化袁突出教学重点遥 在教学过程中探索适合师生的教

欲望袁 教师可以要求他们制作思维导图来理清思路袁

学模式袁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遥

这是思维能力培养的过程[4-5]遥

教师应在教学前认真研读教材袁构建完整的知识

框架袁可以设计多种类型的思维导图袁为学生提供模
型参考袁 增加学生学习词汇的积极性袁让学生的记忆
不再枯燥遥 同时袁教师可鼓励学生预习教学内容袁并
根据所学的单词制作思维导图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袁自我总结的习惯遥 课堂学习中袁让学生参与讨论
并绘制思维导图袁并在课堂上展示遥 可将学生分成学
习小组袁成员 4-6 人袁小组合作过程中袁要及时关注学

生的绘制过程袁鼓励学生大胆说出想法袁对学生问题
及时尧适当的指导袁加强小组之间的交流袁让学生学会
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袁建立合作意识遥 课后袁可以让学
生完善和修改自己绘制的思维导图袁注入更多的绘画
灵感袁画出个性化的图画袁并在宣传区展示优秀作品
以示鼓励袁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成就感遥
我们总结出以下经验院(1) 在形成思维导图过程
中袁需经过多次修改袁让学习者共同找出思维导图中
的关键点遥 (2)教师使用思维导图的教学流程要不断改
进袁有利于新旧知识的融合遥 (3)要让学生在教学过程

中随时提问袁有利于澄清和解释重点遥 渊4冤思维导图的
应用要循序渐进袁不必过分强调颜色尧线条尧图片的美
感袁避免增加学生负担[6-8]遥

注释院
淤 叶医学基础英语曳渊修订版冤教材为林速容主编袁复旦大学出
版社 2013 年出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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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袁医学英语词汇教学中运用思维导图可以提

高学生学习成绩袁如优秀率和及格率袁充分发挥学生

渊责任编辑院白 琳冤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Mind Mapping in
Medical English Vocabulary Teaching
ZHENG Shuyun1, LIN Jingcang1, ZENG Xudun2

(1. Quanzhou Medical College,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Quanzhou, Fujian 362100;
2.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uanzhou, Fujian 362100)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English learned by medical students is widely involved in the fields of medicine,health, humanities and so
on. Mind mapping can express the thinking of the brain in the form of images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remember. Using mind
mapping in medical English vocabulary teaching,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learning methods, mind mapping combined with vocabulary
memory can visualize and systematize fragmented information, greatly improve students' cognition and memory level, which has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students' test scor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s, it is found that the use of mind mapping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Key words:

medical English; vocabulary; mind mapping; teaching; interest i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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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院叶武夷学院学报曳曰发文量曰关键词聚类曰研究热点
中图分类号院G232.1曰G353

文献标识码院 A

高校学报是高校科研成果的主要载体袁有着服务
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功能 袁高校科研成果是衡量高校
[1]

水平重要标志之一袁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袁高校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7原园105原园5

文献 2165 篇遥

渊二冤研究工具及数据处理
借助 EXCEL 等相关软件袁 利用 CNKI 可视化模

学报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遥 分析学报发文情况和

块分析分别绘制发文数量曲线尧 发文机构和作者情

热点袁有利于编辑尧学者更好地把握好学科发展方向

况尧基金论文情况尧被引论文情况等图表袁直观地展现

及学术动态遥 通过整理袁已有不少文献对不同类型期

期刊特征袁实现对数据的深入洞察袁清晰有效地传达

刊的不同特征及热点进行分析袁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

信息遥 通过聚类分析袁结合常规统计方法袁展示期刊发

[2]

[3]

要有两类院针对不同期刊发文情况的研究袁赖思银 对

文状况与热点遥

本校的学报进行的可视化研究袁程琴娟等 [4]对其本校
的学报计量分析曰 针对不同学科类别的发文热点研

二尧研究结果与分析

究袁如蒋霞[5]针对自然科学学报的发文现状进行研究
及主要特征分析袁谢文亮 [6]针对出版类高被引文章进

渊一冤 数量变化分析

行分析袁徐虹 针对国内肿瘤发文情况的统计遥 在总结

1.发文数量的变化

分析文献的基础上袁对叶武夷学院学报曳发文情况进行

为考察叶武夷学院学报曳研究成果的产出情况袁对

[7]

分析遥

一尧资料收集与方法

CNKI 数据库收录的论文进行了统计袁 并绘制成文献
量变化曲线图袁见图 1遥

渊一冤数据来源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搜索袁以野武夷学院学报冶
为期刊来源袁时间跨度取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袁在人工筛选出非论文的数据后袁获得有效
收稿日期院2021-09-24
作者简介院叶丽娜渊1983-冤袁女袁汉族袁编辑袁主要从事编辑
出版研究遥

图 1 历年发文量

Fig.1 Amount of published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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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出现了两次下滑遥第一阶段是 2011要2014

年袁总文献量为 574 篇袁年均文献量为 144 篇袁2015 年
该刊由双月刊改为月刊袁 当年发文量超过 2014 年的
两倍达到 291 篇袁是创刊以来的最高峰袁在此之后又

有减少袁原因可能是研究的深入尧思维更具逻辑性袁研
究视角更加多元袁论文篇幅变长袁导致整期能刊发的
文章数量减少[8]曰另外在编辑部排版过程中袁对稿件的

审核标准进一步提高袁为呈现清晰的图表袁占用版面
图 3 内稿比例

较多袁造成版面留白多袁使得载文的信息密度减小袁期
刊载文量有下降趋势遥
2.研究机构与发文作者

Fig.3 Proportion of internal papers

从图 4 可见校内发文情况袁发文量最大的是茶与

研究机构是推动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平

食品学院袁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次之袁数学与计算机

台遥 为清晰地展现 2011要2020 年学报载文情况袁绘制

学院尧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和艺术学院发文量依次减

多的研究机构袁发文量高达 1017 篇袁其次是福建农林

科袁在学报中刊发较多的这类文章袁新成立的如茶与

作者机构图渊见图 2冤袁可以看出武夷学院是发文量最

少遥 学报立足本校实际结合本校的新兴学科尧特色学

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袁分别是 107 篇和 130 篇遥

食品学院袁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袁作者有较高的写作
热情袁发文较多遥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及艺术学院的
作者群庞大袁稿件也不少袁这些文章都能很好地体现
学校所在地的地方人文特色遥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尧机
电工程学院都是学校重要的传统院系袁发文比重也不
可忽视遥

图 2 不同机构发文数量

Fig.2 Amount of published papers in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发文量第一的来自学报主办高校袁前十名均为省

内高校袁可见学报的区域性明显袁学报主办单位高校
的老师构成了学报稳定庞大的校内作者群袁但该高校
作者的发文量呈下降趋势袁内稿比例逐年下降渊图 3冤遥
在收稿和确定录用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学术质量袁避免
被非学术质量的因素干扰遥 同时袁也要避免减少本校
稿件的录用袁这主要是因为高校学报的基础在于所属
高校袁这样做会削弱它对主办高校硕士尧博士研究生

图 4 各院系发文量

Fig.4 Amount of internal papers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渊二冤期刊质量

期刊的质量主要从基金论文和被引量 2 个方面

来论述遥

这类年轻作者的培养作用袁 会因此减弱本校师生袁特

1.基金项目分析

别是本校优势学科的师生投稿的积极性袁从而影响高

通过知网的可视化分析袁来源于基金的论文成果

校学报的整体水平[5]遥

有 1183 篇袁占总发表论文量的 54.6%遥 基金论文比中
间几年虽有波动袁但整体趋势看是上升的渊图 5冤袁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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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的项目论文占也越来越高渊图 6冤袁2019 年达到 23

篇遥 基金论文率最高的是 2020 年的 174 篇袁占当年论

表 1 历年被引情况

文总数的 66%袁最低的是 2013 年的 46袁占当年论文

数的 30%遥 学报吸引基金论文的能力有所提升袁学术
影响力呈较好的上升态势[3]遥

Tab.1 Cited papers
2011

146

425

2.9

30

108

74.0

2013

142

345

2.4

21

100

70.4

40

181

2012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图 5 基金论文数量

Fig.5 Amount of fund project supported papers

2020

145
141
291
284
270
254
251
241

360
372
579
536
390
330
211
54

2.5
2.6
2.0
1.9
1.4
1.3
0.8
0.2

29
15
29
21
12
5
2

98

104
190
163
143
115
34

67.6
73.8
62.2
66.9
60.4
56.3
45.8
14.1

表 1 可以看出袁篇均被引量逐年下降袁被引率也

下降遥 从篇均被引数和被引率逐年降低也可见袁论文

的被引受到积累效应的影响袁因此论文被引高峰期往
往发生在发表后遥
3.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代表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核心观点袁通
过分析关键词特征袁 可以很好地了解期刊发文情况袁
概括研究热点袁从而预测研究趋势遥 通过对检索文献
的研究袁提取所有被引用文章的关键词共 608 进行聚
图 6 国家基金论文数量

Fig.6 Amount of national fund project supported papers

类分析袁归纳得到学报研究的 5 大热点领域遥

该群组文献数量最多袁与之相

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的论文成果 45

关的词有 野武夷学院冶野实践教学冶 教学模式冶野高校冶

17 篇袁占基金类文章 7.9豫曰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研究

关键词的 12.9%遥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主要功能袁也是

篇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2 篇袁其他类型的国家级项目
项目的论文成果 73 篇袁占比 6.2豫曰福建省教育厅科
技项目发文量 81 篇袁占比 6.8豫曰其他省部级项目发
文量 338 篇袁占比 28.6豫遥
2.被引量分析

论文总被引量 3602 次袁 年度被引量最高为 579袁

野地方高校冶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较高达到 79袁占全部

高校教师必发的文章类型袁 研究领域包括课程改革尧
教学改革等袁这类研究在全国期刊中的刊发量也处于
绝对靠前的位置袁也将持续地保持研究活力遥
通过原文献追踪发现该聚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出现在 2015 年袁而篇均被引量最高是 2011 年遥 被引

野思想政治教育冶野新时代冶教育的野对策冶及野社会主义

次的篇数为 1236 占 57.1%袁 历年的被引数及被引率

全部关键词的 11.9%袁研究领域包括思政教育袁教育

数大于 5 次的篇数为 204袁占 9.4%篇曰被引数大于 1
见下表遥

核心价值观冶上遥 相关关键词不断出现袁频次为 73袁占
理论袁学生管理等方面袁国内期刊中这类论文属于较
热门的研究领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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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专家及基金主管部门深思熟虑审批确定的袁这些课
通过原文献研究发现野武夷山冶野闽北冶野朱子文

题研究属于当前需要并有发展前景的袁 具有创新性遥

化冶等关键词存在一定的共生关系遥 在武夷山独特的

基金论文数量越多袁说明期刊吸收前沿学科高质量论

环境中袁为此类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袁此类关键词

文的能力越强袁论文质量就越有保证[3, 12]遥 为吸引更多

的频次为 61袁表现了学者对该研究的重视遥 与全国期
刊该类文章的发文数量对比发现袁本刊在野朱熹冶群类

研究中有优势存在袁 这些关键词是特色的研究领域袁
研究热度较高袁是重要的研究方向遥

的国家基金项目省部级基金项目论文袁编辑部可制定
相关的激励措施遥

渊3冤从被引论文关键词分析可以发现袁与学生教
育尧教学改革有关的论文比重最大袁其次是地方特色尧
地方资源相关研究遥 应在保证学术质量的前提下袁继

该群组文献数量虽然不断多袁却可以很好地凸显

续稳定该类文章的数量袁同时提高对教育改革类文章

出学校及期刊的特色遥 该群组的研究主要是旅游管

的指导袁防止出现泛泛而谈的非学术型讨论遥 进一步

理袁侧重于运用调查尧识别旅游景点的情况袁作为管理

统筹好优势学科论文比例袁可作为常设栏目袁吸引校

的功能出现遥 与这些关键词相关联的还有野乡村旅游冶

内外作者投稿袁突出学报的特色遥

野古建筑冶等遥 目前全国范围的生态游尧周边游正当兴
起袁这些研究热点将会持续较长时间遥

通过原文献研究发现袁主要
研究集中于森林生态袁污水处理遥 生态相关研究目前
仍是以基础研究为主袁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
时代袁对生态方面的研究依然具有长远的意义遥

三尧结论与讨论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2011要2020 年发文概况结论

如下院

渊1冤从整体发文情况看袁学报发文数量总体趋势
明显增加袁作者主要集中在本省高校袁校内作者成为
第一来源遥 校内作者中发文量兼顾学校优势学科袁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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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apers in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from 2011 to 2020, the important periodical data including

the amount of published papers, funding projects, cited amount, keyword clustering have been sorted out. The data show that the amount of
papers published in journals is basically stable, the internal papers are in the majority, the number of fund project papers is also increas鄄

ing year by yea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key words, we know that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 science, local culture and so on. Based on the summary and analysis,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orienta鄄
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jour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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