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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影响力是当代教育资

源价值的必然体现袁也是新媒体竞争时代要求传播致

效的必然结果遥 作为古老东方文明的标识性载体之

一袁朱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尧生活方式和价

值系统的集中体现[1]袁不仅合符当下倡导文化自信的

教育目标袁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遥 因此袁加强新媒体时

代的朱子文化传播策略研究袁有助于应对传统文化饱

受自媒体时代瞬时化和娱乐化侵蚀尧 消解的窘境袁致

力于构建朱子文化扩散尧应用与创新的高质量尧新格

局发展体系袁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换和创新性发展遥

一尧新媒体环境下朱子文化传播的现状及

特征

渊一冤新媒体环境下朱子文化传播的现状

1.继续依靠传统媒体进行传播

在新媒体环境冲击下袁现代融媒体传播模式逐渐

覆盖了以往传统的线性大众传播模式而日趋成为主

流模式袁朱子文化在传播内容尧形态尧媒介渠道等各个

方面都初步完成了新媒体传播布局和传统媒体大众

传播转型升级的基础性工作遥 但长期以来袁朱子文化

在政府支持和鼓励下袁都是依靠传统媒体进行传播和

发展袁通过报纸专刊尧广播专栏尧电视专题纪录片向人

们宣传输出朱子理学思想和精神遥

例如袁在叶福建日报曳等主流报刊创办朱子文化宣

传专刊袁通过一系列专题报告袁向读者长期传播朱子

文化遥 叶大儒朱熹曳叶寻访朱子故里曳叶棹歌话朱熹曳叶醉

美武夷山下曳叶朱熹在闽北曳叶朱熹故里曳叶朱熹城南唱

和诗卷曳叶理学大师朱熹曳等一批批朱子文化题材纪录

片袁根据历史记载的事迹尧民间流传的故事等各个方

面进行节目策划和采编制作袁将朱子文化通过电视媒

介传播渗透到普罗大众的阅听视野中袁在朱子文化传

新媒体环境下朱子文化的传播策略

赵平喜 1袁 段啟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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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中发挥了一定的基础性作用袁大大提升了人们对朱

子文化的了解和认知遥

2.开创出众多新媒体传播方式

新媒体对传统文化传播的迅速扩大有着促进作

用袁是一种不可以被忽略且十分重要的传播途径遥 [2]通

过与新媒体融合共生袁朱子文化精选传播内容袁革新

传播模式袁创新传播策略袁进入到了新阶段遥 例如袁开

设朱子文化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袁在微信公众号开

设野走进朱子冶和野朱子文化冶两个专栏袁从与朱子文化

相关的新闻动态袁到书院展览的建言献策袁再到圣贤

朱熹尧源头活水尧百家争鸣尧朱氏宗亲等众多栏目袁都

让关注该公众号的读者由内而外地接触和了解到了

朱子文化袁并且及时更新微博尧微信袁增加受众对朱子

文化的新鲜感和时代感遥

朱子文化还开创了具有权威性的专业网站野中国

朱子网冶袁该网站和野中国朱子冶微信公众号建立了链

接袁二者可以相互联系尧相互点击袁帮助解决受众在阅

读过程中不到位尧想进一步深入了解的问题遥 中国朱

子学会联合发起线上纪念朱子诞辰知识竞答活动袁近

百家主流网站积极参与袁在高校和学术界引起巨大反

响遥 为适应新时代受众的需求袁与朱子文化相关的微

电影尧短视频尧动漫影视作品应运而生袁其中系列动画

短片叶大话熹游曳把朱熹作为主角袁设计惟妙惟肖的动

画形象袁把野格物致知冶野心性道德修养冶野理气论冶等深

邃的哲学主张渗入到新媒体传播方式中袁极具观赏性

和趣味性袁让青少年和网友直观地感受到了朱子文化

的精髓和魅力遥

3.朱子文化传播活动日渐发兴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朱子文化和进一步弘扬朱子

文化袁福建各地广泛开展朱子文化思想精神教育和活

动袁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遥 例如袁武夷山朱熹纪

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袁寒暑假期间都有大陆和

港澳台地区的中小学生前来参观袁传播朱子文化进行

传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遥 南平市电业局践行传播朱子

文化的重任袁 寻求朱子文化和电力文化的共同点袁以

朱熹野正心冶野修身冶野诚意冶为立足点袁构建野求同心尧常

用心尧讲诚心尧献爱心冶的野四心冶企业文化理念袁以此

来开展和谐电力文化建设活动袁既有效推广了朱子文

化袁又树立了企业口碑遥

渊二冤新媒体环境下朱子文化传播的特征

新媒体环境赋予朱子文化传播对象更多的传播

途径和传播方式遥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为顺应新

时代发展潮流袁在保证朱子文化内涵和本身发扬光大

的前提下袁结合不同媒介进行传播活动时袁新媒体环

境下的朱子文化在传播主体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新

的特征遥

1.传播主体上全民参与

互联网时代到来袁自媒体迅速兴起袁人人都是新

闻发布者袁人人都能获取自己想要获取的信息袁以往

的点对面大众传播演变成了如今的点对点病毒式传

播遥 [3]朱子文化的传播主体以前大多是地方政府职能

部门和专家学者尧爱好者袁在传播过程中也往往过多

依赖政府主导袁传统模式单一袁人员队伍力量单薄袁不

足以达成朱子文化大规模宣传的预期效果遥 在新媒体

环境下袁朱子文化的传播主体扩散到社会上袁不同行

业的人参与到传播当中袁每个人都充任了传播的主力

军遥 现阶段全民多元尧全社会的朱子文化传播主体袁主

动发布尧传播信息袁制造热点尧痛点袁多方面尧多角度尧

多渠道进行传播袁 使朱子文化传播活动达到大范围尧

强深入以及前所未有的全民覆盖规模尧程度和效果遥

2.传播内容呈现多样性

新媒体环境下随着人的思想解放袁主体意识不断

增强袁追求个性尧品味高端已经成为人们想要从朱子

文化传播中所感受到的符合自身定位的首要选择遥 因

此袁 朱子文化传播在传播内容上也有了极大改变袁针

对不同类型人群袁依附着朱子文化这一主干袁往四周

衍生发展遥

例如袁 经过影视化创作的朱子形象及身份多重尧

模糊袁甚至有的虚构创作打破了受众心目中的朱子形

象遥 [4]传播内容不再拘泥于过去的纪录片和纪实电影袁

开始制作与朱子文化相关的动漫视频和微电影袁针对

年轻人的审美特质袁 内容上具有时髦性和趣味性袁既

有画面感又有教育意义遥 在活动传播方面袁从不同的

人群出发袁传播不同的内容遥 多样的传播活动内容策

划让每个层面的受众都能接受袁且传播起来毫不费力

和枯燥无聊遥

3.媒介渠道具有创造性

互联网加速了新兴媒介渠道进程袁游戏尧视频尧微

2窑 窑



信尧微博尧QQ等社交软件都成了传播朱子文化的重要

载体遥 游戏开发者以朱熹为主角袁把朱熹生平事迹由

易到难设置为层层关卡袁不仅使游戏提升了内涵又收

获了一批玩家遥 短视频软件是朱子文化传播的一大渠

道袁在抖音尧快手尧火山小视频等众多软件中袁总有一

部分人坚持创作关于朱熹的内容袁 获得大量的观看

量遥 微博尧微信尧QQ等主流社交软件也注册了朱子文

化官方账号袁通过结合当今时代热点袁运营者编辑出

不同的内容袁使朱子文化获得一大批粉丝遥

同时袁微博尧微信尧QQ三者的传播方式也略有不

同遥 微博具有即时性袁内容简短和吸睛袁通过小而多的

方式传播曰微信具有专业性袁微信公众号主要是针对

一些朱子文化爱好者袁内容详细尧极具权威性曰QQ则

具有趣味性袁与朱熹相关的表情包尧笑话尧小故事袁常

常能够转发过亿袁获得青少年海量关注遥

4.受众开始出现了分层

朱子文化博大精深袁 在传播过程中依托自身特

点袁针对不同受众袁开创出了不同文化产品和不同传

播途径遥 处于学习阶段的青少年袁要求简单通俗易懂袁

朱子文化传播就开创了朱熹小故事读本尧朱熹动画短

片等曰处于研究阶段的学者袁要求真实客观全面袁朱子

文化传播就研发了遗迹遗址传承保护馆尧朱熹百家讲

坛尧朱熹生平纪录片尧朱熹学说等有研究意义的议题曰

处于欣赏阶段的爱好者袁他们需要的只是初步了解和

感受愉悦袁朱子文化传播便开创了朱熹表情包尧朱熹

动画形象尧朱熹小短文等丰富的传播内容袁实现了吸

引观看的初衷遥

5.效果契合时代进步性

朱子文化传播依托大数据技术袁 对受众特征尧爱

好尧信息需求等进行分析袁分受众尧分内容尧分方式为

不同地区不同受众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信息内容袁在广

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遥 在广度上袁不

同层面的受众都得到了自己所想要接收的朱子文化袁

不再局限于之前的专家尧学者和学生袁范围扩大到全

民上下袁从老到小遥 老年人通过电视尧广播和报纸袁中

年人通过论坛尧杂志和文摘袁青年人通过微博尧微信和

QQ袁小学生则通过教学尧图书和游戏袁每个人或多或

少都会接触到朱子文化遥 大数据网络加上算法精准推

送袁使得朱子文化传播渗透到每一位受众遥

在深度上袁 朱子文化传播不再束缚于过去直接

的尧单调的向受众输入内容袁而是转向了抽象的尧生动

的方式袁借助人们乐意或擅长接受的媒介袁把朱子文

化与之整合袁形成人们所喜闻乐见的野10万+冶野爆款冶

文化产品袁使受众印象深刻并口口相传遥 例如袁朱熹形

象与动漫影视结合在一起的叶大话熹游曳袁在作品中层

层渗透尧循循牵引袁把朱子文化理念尧思想尧精神植入

到受众眼中脑中心中袁使朱子文化传播在效果上达到

了一定的深度遥

二尧新媒体环境下朱子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袁人们对新媒体环境

下所研发设计的传播文化创意产品越来越关注遥 朱子

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依靠新媒体技术在塑造

和传播过程中成效明显袁 但仍然也存在以下瓶颈问

题遥

渊一冤缺乏意见领袖袁传播实效性不足

朱子文化的传播主要依靠政府尧企业尧非政府组

织尧媒体以及社会群众遥 其中政府作为朱子文化传播

的主力军袁虽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袁但在新

媒体环境下袁地位风光不再袁在数量上也难以再占据

压倒性优势袁导致传播效果有所下降曰企业尧非政府组

织尧媒体以及社会群众虽说已然加入到传播朱子文化

的大道当中袁但真正关注度高尧影响力强的官网尧自媒

体尧微信公众号等对朱子文化的提及目前总体上还是

少之又少遥

这些被大众追捧的网络意见领袖袁在新媒体环境

下有着一定的地位袁在朱子文化传播过程中能结合时

事袁做出分析尧给出意见袁让受众拥趸追随袁他们的加

持可以让传播效果更好遥 但是袁个别甚至少数被大众

所公认的网络大 V袁由于自身缺乏对朱子文化传承的

情怀和能力袁他们所发布各种各样的信息袁内容大都

与朱子文化无关袁受众无法接触尧无力甄别袁这就造成

了朱子文化传播的割裂和断层袁无疑也影响了朱子文

化传播的实效性遥

渊二冤缺乏整合传播袁传播途径单一化

朱子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在自身的品牌建设

和传播过程当中袁当前缺乏一定的整合规划遥 在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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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方式中没有完善和建立完整的传播体系袁特别

是在互联网中袁朱子文化传播体系匮乏袁只有极少数

的个别公众号尧网站等新媒体发布了一些与朱子文化

相关的内容和讯息遥 大多数还是在依靠户外媒体与广

播尧电视尧报刊等传统媒体进行传播袁并且没有专门的

相关网站遥 网络上所呈现的朱子文化传播内容陈旧且

版式老套袁即使出现也是以一种商业盈利性的旅游宣

传方式进入到大众视野袁无法达到朱子文化的传播效

果遥

缺乏整合传播体系还体现在传播过程中依然是

单打独斗袁没有形成传播合力遥 各种各样的朱子文化

传播热闹非凡袁但传播以后没有达到相应的传播效果

或者由于缺乏整合传播而使得效果大打折扣袁并且受

到新媒体环境制约袁朱子文化传播在更新速度飞快的

互联网环境中即刻归于沉寂袁 没有形成传播实效袁造

成一些成本浪费遥 更有甚者袁各种朱子文化传播渠道

都是相互平行的袁没有实现有效融合袁网站尧影视尧自

媒体等独立存在袁未能进行再次拆分和创作袁致使传

播途径最终陷于单一化境地遥

渊三冤缺乏有效监管袁传播内容较混杂

新媒体环境下人们对朱子文化学习的热情其实

在开始消退袁 但网络自媒体的兴起和短视频的普及袁

又使得人们更加转身热衷于通过文化综艺类节目和

历史改编剧来接触尧了解朱子文化遥 近年出现的野国学

热冶中袁人们学朱熹尧做朱熹袁各类朱子文化班级活动

层出不穷遥 民众眼花缭乱袁甚至一些团体或个人在传

播朱子文化时开始出现野挂羊头尧卖狗肉冶现象袁他们

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袁 照搬照抄式的强行灌输袁使

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待朱子文化的严肃性

和专注度袁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遥 [5]类似尴尬情形

亟需引起重视袁应该实施有效监管袁规避其消极尧负面

效应遥

渊四冤缺乏个性特征袁传播方式同质化

新媒体环境理应为构建不同文化的不同传播体

系袁展现朱子文化的多样性尧特殊性提供更好的机遇

和可能性遥 但是袁目前很多朱子文化传播现象都似曾

相识袁在传播方式上有着相同点遥 有些朱子纪念活动

年年搞袁但没有社会影响力袁个别甚至在活动形式上

过度迎合大众审美袁演变成了美食节尧吃货节遥 在朱子

文化传播活动策划过程中袁人们都声称已经学会运用

多种表现手法和文化元素加以包装袁但结果多是形式

雷同袁相互模仿又缺乏创新遥

三尧新媒体环境下优化提升朱子文化的传

播策略

新媒体环境下袁多样多元多个性的传播媒介正在

改变着人类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袁朱

子文化传播应该与时俱进发挥新媒体的优长袁并以此

为契机大力优化和提升自身的传播策略遥

渊一冤培养意见领袖袁增强传播实效

培养优秀的意见领袖是朱子文化健康长远传播

的重要环节遥 首先袁要注重培养朱子文化传播的意见

领袖袁充分发挥好政府部门尧企业尧学校助推朱子文化

产业品牌推广尧营销和宣发的决策者尧智囊团和参谋

作用遥 把拥有更多媒介源尧消息源袁掌握网络知识程度

较高袁对于传播和交流有极大热情袁在网络上有一定

影响力的当地网民袁培养成为传播朱子文化的网络意

见领袖遥 其次袁还要在对上述朱子文化传播的意见领

袖进行培养的基础上实施动态监管和及时退出机制遥

对有利于朱子文化健康传播和发展的意见领袖予以

鼓励和保留袁并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扶植袁让他们能够

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生存下去曰对有一定号召力但在

传播朱子文化中起了消极负面效应的意见领袖袁要通

过一定的监管机制袁加以制止和教育曰对哗众取宠使

朱子文化传播本身失真袁唯利是图甚至成为被人利用

的工具的网络意见领袖袁坚决予以清退或封杀遥

渊二冤整合各类资源袁丰富传播途径

一是依靠智能手机传播朱子文化遥 把朱子文化和

智能手机相结合袁 是有效传播朱子文化的最佳途径遥

把朱子文化融合到教育类尧学习类尧游戏类尧视频类等

各类 APP中袁 结合当下热点时事或普通老百姓需求袁

通过开发设计严肃类或娱乐类 APP提高社会兴趣遥 [6]

用户根据自身不同关注或诉求下载使用袁这就能够让

与朱子文化相关的资料尧故事和新闻动态得以在智能

手机用户之间传播袁并且依靠主流媒体电视节目叶国

家宝藏曳叶汉字听写大会曳等一系列的传统文化综艺类

节目所产生的流量吸引一大波受众袁使应用软件和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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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化在传播融合过程当中实现意想不到的传播效

果遥

二是依靠自媒体传播朱子文化遥 自媒体包括博

客尧微博尧微信尧贴吧尧论坛等袁具有多样性和普遍性的

特点袁个人门户通过智能推送把信息数据以一种人们

所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传输给受众遥 在有些微博微信

平台中袁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成了圈层用户的主要

聚集地遥 例如袁微信公众号野石扉客要要要法政观察冶 由

关注法政领域的资深媒体人创立袁是一个专门运营时

政观察评论类文章的公众号袁短短几月就有一千多粉

丝袁把一大批关注法政时事的人聚集在一起袁形成一

个专业性的网络社区遥 因此袁朱子文化可以仿效这种

圈层用户聚合传播的方式袁注重开发和依靠自媒体进

行传播袁在微博尧微信尧博客尧贴吧等无界平台当中建

立起单独属于朱子文化的门户袁把对朱子文化感兴趣

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传播合力袁让朱子文化能够

更好地进行传播遥

三是继续依靠传统媒体传播朱子文化遥 传统媒体

在新媒体时代依旧存在袁说明传统媒体自身具有新媒

体所没有的稳定性尧权威性和继承性袁在新媒体环境

下朱子文化传播需要和传统媒体有机结合才能让朱

子文化发挥更大作用遥 报纸尧广播尧电视等传统媒体在

传播朱子文化过程中不会碎片化袁收集尧整合尧筛选尧

制作尧传输等流程完整袁内容相对严谨和权威袁能够让

受众所接收到的朱子文化讯息相对清晰尧 准确和精

微袁并且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传承价值遥因此袁把朱

子文化与传统媒体相结合袁是过去尧现在和将来对于

传播朱子文化都不可少的步骤遥 换言之袁在建强用好

融媒体传播尧 新媒体传播等现代传播方式的同时袁也

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好传统媒体传播朱子文化的成

熟经验和建制优势遥

渊三冤强化责任意识袁加强整体规划

第一袁政府要针对朱子文化的传播体系加强整体

规划和部署遥明确朱子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传播策略

和传播效果袁 开发以朱子文化为主题的地方文化精

品遥 [7]从产品形态尧受众范围和品牌建设三方面入手袁

创造彰显朱子文化特色的手工艺产品尧 文化纪念品尧

影视产品等各种有形尧无形产品袁在制作和传播上注

入朱子文化相关内容袁增强传播效果遥 开发朱子文化

户外传播袁在博览会尧展会等大型文化产品交流会中袁

推介以朱子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产品遥 整合传统文化旅

游资源袁 把以朱子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产业统筹规划袁

促进朱子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袁 打造集合朱子文化尧民

间风俗尧自然风光的旅游路线遥

第二袁政府要加强对朱子文化传播内容的管理控

制遥 统筹兼顾袁依托现有的教育资源袁与大学及各级各

类学校展开合作遥 通过设立研究项目袁把广大老师和

学生动员起来对朱子文化传播内容进行研究遥 并且依

靠师生的海量流量袁在新媒体环境中创设朱子文化微

博账号尧微信公众号尧官方网站袁调动师生传播朱子文

化的积极性遥 举办关于传播朱子文化的校园活动袁建

立专门为弘扬朱子文化而服务的学生团队袁保证朱子

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中久久为功的传播稳定性遥

渊四冤创新内容策划袁加强平台开发

第一袁要注重内容策划遥 朱子文化在新媒体环境

下的传播究其实质是一场关于朱子文化内容介于新

媒体环境的博弈遥 在朱子文化传播的自身内容上袁应

该进行针对性整合和拆解遥 可以从朱熹的故乡尧生平尧

作品尧教育经历和朱熹所在地的饮食尧风俗尧环境等方

面入手袁深挖朱子文化内涵袁打造朱子文化系列专题袁

通过精彩内容策划袁将朱子文化通俗易懂且精湛娴熟

地展现给受众遥 在朱子文化传播方式上袁要充分利用

新媒体传播特点袁多制作网民喜爱的长图和 H5专题袁

多发布微视频和音频袁使信息量更加丰富遥 [8] 并且不

断创新信息发布的表现形式袁在朱子文化发布时间和

信息推送疏密上袁保持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遥

第二袁要加强平台开发遥 把朱子文化传播创新增

量与既有传播活动存量融合起来袁 形成传播合力袁增

加朱子文化传播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和范围覆盖量遥 利

用新媒体平台袁建立微博账号尧微信公众号发布专业

性较强的朱子文化内容袁 结合时事热点引发共情共

鸣袁使受众参与到内容阅读尧讨论和分享上去遥 就现在

而言袁以朱子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

号很少袁甚至于一些有一定粉丝量的自媒体也没有对

朱子文化进行强力宣传推广袁这说明朱子文化传播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平台的开发遥

首先要创立若干以朱子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官方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袁 定时定量更新朱子文化相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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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曰其次要与自媒体建立合作联系袁让更多的自媒体

把朱子文化相关的文章尧电影尧纪录片尧文化产品尧旅

游产品进入到自身的内容策划中袁让更多的人接触和

感知到曰 最后要把平台传播和线下互动结合起来袁举

办抽奖活动和主题活动袁通过平台对接线下袁增强民

众参与现场感袁进一步拓展朱子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

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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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Zhu Zi Culture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ZHAO Pingxi1袁 DUAN Qijing2

(1.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

2.Kunming Haom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 Ltd., Kunming, Yunnan 650000)

Abstract: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cluding Zhu Zi culture, is

facing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t present, the spread of Zhu Zi culture continues to rely on the traditional media, and creates

many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the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whole people participate in the main body, the content presents diversity, the media channels are creative, the audience begins to ap鄄

pear stratification, and the effect is in line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However,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opinion leaders, lack of effectiveness; lack of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single way;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the content is more

mixed, lack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he way of homogenization. Its strategies are: cultivating opinion leaders and enhancing commu鄄

nication effectiveness; integrating various resources and enrich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strengtheni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over鄄

all planning; innovating content planning and strengthening platform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media environment; Zhu Zi cultur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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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历史悠久袁剧种丰富袁既有流行区域广

阔的京剧尧越剧尧昆曲等袁也有流行区域狭窄袁仅在某

一地区流播的稀有剧种遥 这些稀有剧种有的甚至连专

业剧团都没有袁仅靠民间业余剧团或戏曲爱好者来发

展传承袁生存和发展形势十分严峻遥

闽北政和四平戏是流存于闽北政和杨源一带的

稀有剧种袁其发端于明代古老剧种四平腔袁是元明之

际弋阳腔的遗响遥 叶中国戏曲志窑福建卷曳指出野明末袁

耶稍变弋阳爷的四平腔袁由于耶调稍平爷袁又善于耶错用乡

音爷而耶令人可通爷袁曾分三路传入福建院一路从赣东经

闽北传入政和尧屏南和宁德曰一路经浙江东部沿海流

传到闽中沿海的福清尧长乐尧平潭等县曰一路从赣南流

传到闽粤交界的平和尧漳州尧南靖等地袁亦称四平戏遥 冶[1]

在当地被称为野庶民戏冶野赐民戏冶野祖宗戏冶遥 四平戏作

为闽北政和地区的稀有剧种袁因其承载的意义与百姓

的精神文化高度一致袁在日常生活中存在极高的精神

寄托及共鸣袁获得了政和杨源一带百姓的认可袁成为

当地重要文化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遥 然而袁随着城镇

化进程的加快袁发达的传媒及通信袁多元文化的冲击袁

四平戏在剧场演出尧演员传承尧语言保护尧剧本创作尧

市场传播等方面均遭遇困境袁 边缘化趋势愈发明显袁

严重制约着戏曲的发展及传播遥

一尧稀有剧种野四平戏冶的发展现状

戏曲的发展随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袁城镇化进

程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尧心理构建尧文化认同尧审美追求

等方面的转变袁强烈地影响着传统戏曲的发展袁渐趋

消解着戏曲原有的生存环境遥 显而易见袁戏曲的发展

只有与时俱进袁遵循优胜劣汰的生存规律袁才有长远

发展的可能袁稀有剧种的发展更是如此遥

渊一冤观众断层袁演员大龄化甚至高龄化

闽北政和四平戏主要集中在杨源乡一带袁杨源村

位于政和县的东南部袁 距离县城六十公里袁 海拔 860

米袁民风淳朴袁人口以张姓为主袁其居民约 500多户袁

村中 95%为张姓袁其他姓氏大多由于入赘尧上门或亲

戚关系而入居遥 邻近禾洋村有 150多户袁主要姓氏为

李姓袁其他是由于入赘尧上门或后来迁居袁为数不多遥

收稿日期院2021-03-12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渊16XYY005冤曰福建省

高校杰青项目闽教科[2017]52号曰福建省社会

科学规划项目渊FJ2018C081冤阶段性成果遥

作者简介院谢建娘渊1984-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汉

语方言学尧音韵学研究遥

稀有剧种的活态传承研究
要要要以闽北政和四平戏为例

谢建娘

渊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作为中华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稀有剧种的发展遭遇困境遥以闽北政和四平戏为例袁探讨稀有剧种活态传

承中面临的问题袁认为稀有剧种的发展应牢牢扎根于自身的文化土壤袁充分发挥民间剧团的生力军作用袁加强自身语言尧

剧本特色建设袁同时将新媒体运用到戏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中袁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遥

关键词院稀有剧种曰文化认同曰四平戏曰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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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村都是典型的宗族村落袁在这块土地上袁张姓尧李姓

族人世代繁衍袁加之地处偏远袁人员流动性性弱袁形成

了稳固的宗族共同体袁以此为四平戏提供了生长及生

存的空间遥 目前袁政和四平戏拥有杨源四平戏剧团和

禾洋四平戏剧团两个民间剧团袁没有国营剧团遥 由此

可见袁四平戏的发展与宗族文化尧民间业余剧团紧密

联系在一起遥 杨源和禾洋两个剧团显然是以村落为单

位袁以宗族祭祀为纽带所聚在一起的爱好者袁他们全

都不以戏曲演出为谋生方式袁大多时间是务农尧打工

或经商等袁只在宗族祭祀需要或重要活动中才进行演

出袁这种贴合民心的传承方式袁对四平戏的传承发展

起到重要作用遥 但同时这种传承方式具有极强的不稳

定性袁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袁这种不稳定性所带来的弊

端更加凸显袁稍年轻些的演员大都走出大山袁走入城

市袁很多时候面临无人演戏的状态遥2006年袁禾洋村村

部外出人口的统计袁在禾洋 1075人中袁有 400多人在

外经商尧打工遥2017年笔者前往禾洋调查四平戏袁留守

村中的人更少了袁村中大多房屋都是紧锁着的袁只留

很少的老人及小孩遥

政和四平戏作为酬神祭祖活动的重要部分袁承载

着杨源尧禾洋两地特有的文化袁有着一批忠实的观众袁

这批观众大多在 60岁以上袁 而年轻群体观看四平戏

的意愿则较弱遥 与此同时袁四平戏的演职人员也呈现

高龄化的特点袁整体文化程度较低遥 表 1是 2017年田

野调查的结果袁显示目前杨源四平戏剧团演员的年龄

结构分布院

表 1 杨源四平戏剧团演职员人员名单淤

Tab. 1 List of performers of Yang Yuan Siping Theatre troupe

渊二冤语言同质化

就语言性质而言袁戏曲舞台语言发展的基本趋势

为院一是以方言为基础袁渐趋向官话和书面语靠拢的

野方言共通化冶曰二是以共同语渊官话冤为基础袁错以乡

语的野官话地方化冶袁也即所谓的野土官话冶遥 闽北政和

四平戏袁属四平腔高腔剧种袁据史料记载四平腔乃野稍

变弋阳冶而成袁是一种具有政和方言特色的官话遥 从四

平戏的语音尧词汇尧语法等方面来看袁四平戏舞台语言

表现出较明显的野官话冶性袁显示出与官话之间较强的

一致性遥 如人称代词采用官话系统野你尧我尧他冶野茶冶

野知冶等古组字读舌尖塞擦音 tsha21尧ts尢51,而非政和方

言的 ta33尧ti53袁常用行为动词为野吃冶野看冶袁而非政和

方言的特别词野馌冶野觑冶遥

与此同时袁 作为具有浓厚地方文化底蕴的四平

戏袁其舞台语言的语音尧词汇及语法等充满着政和杨

源这块土地的野泥土气息冶袁与其扎根的地域方言紧密

相联袁这是戏曲语言为适应观众需求的野适者生存冶法

则袁是地方戏曲生命力的体现遥 四平戏在语音尧词汇尧

语法等方面融以政和方言袁如其野十五音冶声母系统尧

古阳声韵皆收 耷尾袁以及野讨睡冶野探水冶野后生人冶等方

言词汇袁以肯定加否定连用的反复问形式来表示疑问

的语法句式等遥

然而近年来袁为解决四平戏语言教授过程中的问

题以及扩大四平戏知名度袁允许一部分剧团年轻演员

以普通话代之原本戏曲舞台语言遥 这种为了增强野易

学习度冶野可懂度冶的做法袁使得四平戏的舞台语言变

得越来越野普通话冶化袁有些语词在表演过程中出现一

会普通话袁一会戏曲语言的情况遥 如此袁四平戏舞台语

言的辨识度降低了袁失去了四平戏原有的韵味遥

渊三冤保护模式较传统单一

目前袁对稀有剧种的保护袁更多的是保存尧典藏的

工作遥 如史料的整理尧保存袁戏曲影像的录音录像尧剧

本的创编袁大多属于静态的保护曰而针对稀有剧种活

态传承方面的工作则相对薄弱袁对剧种活态传承的意

识也不深遥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袁戏曲的传播朝着年

轻化尧多元化方向发展袁然而在戏曲的传承中市场的

推广尧宣传尧品牌的塑造及观众群体的扩大等方面的

工作很是不足袁从而导致稀有剧种仅存留于史料的记

载尧久远的记忆尧专家的理论中袁没有真正走进群众的

1 张孝友 男 65 初中 12 张荣通 男 77 小学

2 张南城 男 74 小学 13 张昌跃 男 75 小学

3 张陈山 男 56 初中 14 张正健 男 74 小学

4 张陈灶 男 65 小学 15 张荣营 男 61 小学

5 张其炎 男 70 小学 16 张明孔 男 81 小学

6 张李林 男 64 小学 17 张应员 男 57 初中

7 张明甲 男 85 小学 18 张荣强 男 56 小学

8 张李榅 男 59 小学 19 张乃寿 男 68 小学

9 张汝福 男 62 高中 20 张汝强 男 73 小学

10 张应良 男 60 高中 21 陈马许 男 59 小学

11 张旺洋 男 60 高中 22 张传德 男 56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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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遥

二尧稀有剧种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袁稀有剧种的流播地域尧影响范围都相

对较小袁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尧家族传承尧村内传承等

特点遥 因此袁针对稀有剧种的保护传承更应以内在的

文化认同为基础袁构建戏剧文化生态袁让其成为村民

记忆的野象征体系冶袁成为观众群体在自我表达尧文化

生产及日常生活中的内在脉理袁进而推动戏剧的活态

传承遥

费孝通在叶乡土中国曳中指出野文化是依赖象征体

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的社会共同经验遥 冶[2]稀有剧种

四平戏在政和杨源这个小山村中流传了数百年袁与张

姓家族息息相关遥 杨源村每年最重要的传统活动即张

姓族人为纪念祖先张瑾的英节庙会袁每年两次袁二月

初九纪念郭荣渊张瑾副将冤的生日袁八月初六纪念张瑾

的生日遥 叶杨源张姓族谱曳载野唐乾符五年为征剿黄巢

起义袁 时任唐招讨使张瑾率兵到政和铁山与黄巢激

战袁与郭荣等十八将校皆战死遥 他的三公子为守墓而

迁居杨源袁已传三十九代袁约有五千多人冶遥 正是由于

为宗族祭祀而进行的英节庙会及英节庙戏台袁使得四

平戏深深扎根于闽北政和杨源村袁代代相传袁其产生

及传承依赖于当地群众生活的精神共鸣袁是人们在情

感交流尧人际交往中建立起的内在文化凝聚力遥

四平戏作为闽北稀有剧种主要流布在政和杨源

一带袁其传承与发展与当地的风土人情尧生活方式尧方

言俗语等紧密联系袁 是当地群众主要的精神食粮袁对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遥 野唱得三出戏袁快

乐一世人冶袁 在杨源村袁 即使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学戏

了袁但男女老少大都会哼唱几句四平戏遥 2017年在杨

源调查采访中袁 四平戏市级传承人张陈山告诉我们

野四平戏能传承下来袁是因为它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袁

没有四平戏袁我们的生活就没了滋味遥 冶

2006年 3月袁闽北政和杨源乡四平戏正式进入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袁其内在文化价值得到了

认可遥 这种文化价值袁不单体现在四平戏作为戏曲艺

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还体现在对社会群体潜移默

化的正能量影响遥

四平戏在流播过程中袁 为了迎合民众的精神需

求袁其演出内容也多为神话故事或历史故事袁大多歌

颂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遥 目前常演及受众喜欢的剧

目多是如此袁如院每逢庆典或祭祀时都需开演的被称

为野戏首冶的折子戏叶蟠桃祝寿曳曰讲述杨延昭欲怒斩其

子杨宗保的叶辕门斩子曳曰神话传说沉香救母的叶刘文

昔曳等遥 这些剧目在演出过程中袁往往杂以一些俗语尧

谚语袁如野为人莫当官袁当官不要米袁要米挑不起冶袁在

质朴粗犷的生活气息中讲述伦理道德袁展示当地百姓

朴素而美好的生活向往遥

野文化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个

体所处的生活环境或者更大的社会情境因素袁个体会

和所处的环境不断磨合尧碰撞袁从而形成较为成熟的

文化认同状态遥 冶[3]四平戏等稀有剧种具有鲜明的地方

文化特性袁从某种程度上说袁观众群体对四平戏的认

同袁也就是对其所在的地域文化的认同袁与此同时袁地

域文化认同感的加深袁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社会群体

对四平戏的认同遥

三尧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袁构建稀有剧种活

态传承应有的对策

渊一冤深植地方文化袁构建稀有剧种语言生态

野汉语方言是地域内人们生活的语言袁是这一地

域独特世界最直接的展示袁是语言谱系内含的历史与

情感的溯源与追踪遥 戏曲是语言的艺术袁是生活的缩

影袁是历史的见证冶[4]袁要促进戏曲的活态传承袁方言无

疑是最佳的纽带袁如此袁戏曲中的地域特色才不会随

时代的发展而磨灭遥

400多年来四平戏扎根于闽北政和杨源袁 其道白

唱腔为野土官话冶袁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以及语言接触过

程中袁 和谐自然地融合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

息袁我们略举叶刘文昔全本曳中的方言词汇为例院

渊1冤讨

大拐院哎呀袁我十分讨睡遥

小拐院你这样好睡袁在你娘肚中多睡几年出来遥

大拐院不要啰嗦袁我十分讨睡遥

小拐院你爱睡袁我也爱睡遥 渊叶刘文昔全本曳第八场院

卖玉带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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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睡袁政和方言词袁义为想睡觉袁发困袁此词普遍

存在于闽北各地袁如院

政和院讨寐七于渊想睡觉尧发困冤tho213mi42tshi24

建瓯院讨寐七渊想睡觉尧发困冤thau21mi42tshi24

建阳院讨目寝渊想睡觉尧发困冤thau21mo4tsi耷35

浦城渊石头冤院讨困眠渊想睡觉尧发困冤th蘅21khei耷53mei耷33

松溪院讨寐七渊想睡觉尧发困冤tho213mei42tshi24

武夷山院讨寐七渊想睡觉尧发困冤hau31mei5thi35

闽北方言中袁野讨冶的构词能力较强袁按照词义的

不同袁野讨类词冶分为 4类院

第一类院表获取遥 如院索取院讨钱尧讨饭曰摘取院讨苹

果曰迎娶院讨老妈渊娶媳妇冤尧讨新妇渊娶媳妇冤

第二类院砍伐遥 如院讨柴渊砍柴冤尧讨竹渊砍竹子冤

第三类院招惹遥 如院讨人嫌尧讨打

第四类院想遥 如院讨吐

渊2冤探水

必武院先生去袁我作先生袁一贵尧沉香过来袁我们来

做米了网古袁先生会打学生袁我来咒死他袁一贵你与我

探水遥 渊叶刘文昔全本曳第十三场院教子冤

必武院毒蛇咬死你袁来要你袁沉香你来与我探水遥

渊叶刘文昔全本曳第十三场院教子冤

探水袁政和方言词袁义为侦探尧侦查袁如院政和

tha耷42sui213尧建瓯 tha耷33sy21遥

渊3冤饲

必武院脚行不动袁死到半路中袁七七八八抬不动袁

丢在深坑饲蚊虫遥 渊叶刘文昔全本曳第十三场院教子冤

饲院政和方言袁义为野喂尧养冶袁如院饲饱了渊喂饱

了冤尧饲饭渊喂饭冤尧饲猪渊喂猪冤遥 闽北各地读音大都差

不多袁如院政和 si55尧建瓯 si55尧建阳 si55尧武夷山 si55尧

松溪 si45遥

费孝通曾指出乡村人社会记忆的流传机制主要

用声音遥 这些方言土语承载着闽北这一地域人们质朴

的情感与文化袁是四平戏特有魅力所在袁是群体对家

乡文化的认同,是联系稀有剧种尧地方文化和文化接受

者的重要纽带遥 因此袁在稀有剧种的传承发展中袁应重

视方言在稀有剧种创作中的作用遥

渊二冤提高创编能力袁打造精品力作

相对于戏曲传统剧目袁戏曲的新编袁指的是新的

剧目的编演袁它是直面当下戏曲困境袁适应当代观众

的一种姿态和选择袁是戏曲活态传承的重要途径遥 稀

有剧种要想在当下立足袁必须着力提高自身的创编能

力袁走差异化路线袁树立具有自身特色尧影响力大尧艺

术价值高的精品遥 丹纳指出野任何一种艺术袁一朝放弃

它特有的引人入胜的方法而借用别的艺术方法袁必然

降低自己的价值遥 冶[5]

稀有剧种的创编袁 既包括对旧剧的加工编演袁也

包括对现代题材剧目的创作遥 在创编过程中袁不论是

旧剧加工袁还是新剧创编袁都需以尊重并承袭传统渊腔

调尧语言尧动作等冤为基础袁唯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引起

观众共鸣袁打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戏剧精品遥 四平戏在

这方面已经有所探索了袁其立足当下袁结合政和县情袁

新编剧目叶御赐县名曳袁并于 2015年 11月参加了福建

省第六届艺术节戏剧会演袁获得专家的好评遥 2018年

5月 12日袁四平戏叶九龙阁曳在福建省戏曲专家的精心

指导下袁进行了再加工袁在舞台灯光尧服装尧表演等方

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袁演出取得了较好的反响遥 政和杨

源四平戏在创编上虽有所探索袁但还远远不够袁截止

目前袁其创编还仅停留在有限的几个剧目袁这于其活

态发展是不够的遥

渊三冤加强人才储备袁培养优秀演员

精品力作的打造不仅需要优秀的编剧队伍袁更需

要优秀的演员遥 为此袁承担剧种活态传承的民间剧团

更应注重对年轻优秀演员的培养袁着力打造知名度较

高的优秀演员遥 目前四平戏一类的稀有剧种暂时还没

有令人熟知的优秀演员遥 近年来政和杨源四平戏剧团

为促进戏剧的发展袁 剧团有了后备人才培养计划袁人

员名单中渊见表 2冤增添了不少女性袁文化程度大多在

初中及以上袁年龄主要在 25要50之间袁这些女性在工

作或农忙之余学习四平戏遥 此外袁杨源张孝友团长在

杨源乡中心小学开设四平戏班袁培养小演员遥 这些后

备演员的加入袁 为杨源四平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袁为

四平戏的舞台表演增添了一丝活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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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杨源四平戏剧团后备人才培养计划人员名单盂

Tab.2 List of reserve personnel of Yang Yuan Siping Theatre troupe

然而袁令人遗憾的是袁四平戏虽有后备力量袁但演

员大都大龄化袁因缺乏系统学习袁在技术尧情感上还显

不足曰同时袁后备人才流失严重袁真正能够上台表演的

优秀演员极少遥

当前袁稀有剧种四平戏应着力培养一批优秀的年

轻演员袁在此基础上袁充分利用民间文化强大的根性袁

加强对传统剧目的加工整理袁创编更多精品剧目遥

渊四冤在政府支持与保护的基础上袁发挥民间剧团

生力军作用

不同剧种传承发展的路径不同袁大剧种有大剧种

的传播路子袁稀有剧种有稀有剧种的传播路子遥 一般

来说袁国有剧团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稀有剧种的发展

壮大袁然而袁针对稀有剧种自身的发展特色袁我们更为

期待的是袁民间剧团在传承中发挥生力军作用遥 稀有

剧种的传承往往呈家族式尧村内式特点袁且民间剧团

与百姓生活更近袁在传承中更便捷尧更直接袁更有效遥

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泉州的梨园戏袁梨园戏传承人曾静

萍准确把握梨园戏的剧种特点袁在发展中不断创作一

批批优秀的剧目袁培养众多青年演员袁带动梨园戏唱

响全国袁走到国外袁其成功的发展经验值得学习与借

鉴遥 一直以来袁政和杨源四平戏在传承主要有两条线院

一是依靠宗族式的野梨园会冶曰二是依托戏班组织培训

和演出活动袁这种传承一直延续了 400多年袁足见其

生命力遥 虽然袁近年来袁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袁原本牢靠

的民间运作机制开始出现危机袁但无法否认民间剧团

在剧种传承中的重要作用遥

当前袁针对稀有剧种民间剧团的困境袁较为有效

的途径是各地政府在经费尧政策尧方法上的支持与引

导袁加大对稀有剧种活态传承的力度袁同时袁野要眼光

向下袁好戏在民间尧好角儿在基层袁要发挥民间剧团

耶轻骑兵爷耶接地气爷的优势冶[6]遥

渊五冤新媒体环境下稀有剧种传播路径的探索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袁多元文化的冲击袁移动互联

网与智能终端的迅猛发展袁专情于传统戏曲的人越来

越少袁原本就面临困境的稀有剧种其传承更是举步维

艰遥 为此袁在认清市场形势的情况下袁优化传播路径是

促进稀有剧种活态传承的有力对策遥

稀有剧种的活态传承袁在观众群体这一层面上最

重要的是注重年轻观众群体的开发遥 随着新媒体的发

展袁受众群体的接受方式呈现多样化尧碎片化尧移动

化尧视觉化等特点遥 基于此袁将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介

与传统戏曲相结合袁可以有效弥合传统戏曲与年轻受

众群体的传播鸿沟袁契合当下流行的传播形式袁一定

程度上打破了野套房居住与发达的传媒尧通信抑制了

人们走进剧场的欲望冶[7]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桎梏袁让年

轻观众随时随地可以观看视频袁进行即时的学习与无

门槛的交流遥

京剧尧昆曲尧黄梅戏等与新媒体融合是比较成功

的遥 2018年 3月袁著名京剧演员王珮瑜亲自演示的老

生各种笑声的短视频获得了 60万次的点赞袁 播放量

超过了 26亿次袁如此高效迅速的传播袁带动了更多的

人了解京剧袁进而爱上京剧遥 稀有剧种四平戏属高腔

系统袁历史悠久遥 其唱腔古朴粗放尧高低起伏明显尧韵

味悠长曰角色行当齐全尧各行当都有规定的手脚套路曰

生角文雅尧旦角细腻尧净角粗犷尧丑角滑稽曰表演动作

腾尧挪尧滚尧打袁随鼓缓急进退遥 这些精妙腔韵尧动作等

都可以以短视频的方式呈现袁以便捷的方式袁让年轻

群体学习尧模仿尧接受袁让他们在潜移默中了解四平戏

的声腔尧唱段尧动作等袁逐步强化对四平戏的参与感和

认同感袁进而推动四平戏的可持续传承与保护遥

作为中华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稀有剧种的发展

面临严峻的形式遥 稀有剧种的发展唯有牢牢扎根于自

身的文化土壤袁以地方文化认同带动戏剧认同袁在政

府政策支持与经济扶持下袁充分发挥民间剧团的生力

军作用袁加强自身语言尧剧本特色建设袁与时俱进袁将

新媒体运用到戏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中袁推动稀有剧

1 刘 斌 男 34 初中 9 陈燕燕 女 32 初中

2 张美妹 女 43 初中 10 张华丽 女 38 初中

3 张本艳 女 43 初中 11 吴杏金 女 38 初中

4 张李英 女 32 大专 12 郑招柳 女 39 初中

5 张珍妹 女 35 初中 13 叶姝美 女 48 初中

6 张陈香 女 33 中专 14 陈小红 女 36 初中

7 郑顺珍 女 43 初中 15 钟树凤 女 26 初中

8 张榅香 女 36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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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Living State Inheritance of Minor Drama

要要要A case study of Zhenghe Siping Drama in northern Fujian

XIE Jiann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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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t院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drama,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 drama has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Taking the Zhenghe

Siping Drama in the north of Fujia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the living state inheritance of minor drama, and

hol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are drama should be firmly rooted in their own cultural soil, give full play to the folk troupe, toug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own language and script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y new media to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drama in order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minor drama;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Siping drama; living state inheritance

种的活态传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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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无论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

还是已经步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袁都在面临环境

恶化尧资源枯竭尧人口爆炸等问题袁只是各国各民族所

遭受的影响程度不同遥 人类如何才能与自然和谐相

处袁如何才能解决当下的生存危机钥 生存论视角下的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我们提供了启示遥马克思主义生

存论立足于野生存要要要实践冶[1]思想袁从人的实践活动

出发袁在批判传统的整体主义自然观尧机械主义自然

观等的基础上袁实现了对传统自然观的变革遥

一尧传统自然观概述

传统自然观袁 指的是古希腊哲学整体主义自然

观袁近代哲学机械自然观和现代哲学科学主义自然观

和人本主义自然观遥 这几种自然观袁在每个时代都有

其积极的意义袁 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袁人

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表现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遥 观念

上层建筑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遥 随着经济基础的改

变袁 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自然观也随之变化发展袁同

时也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时代的局限性遥 马克思主义自

然观袁正是在批判继承传统自然观的基础上袁实现变

革和超越的遥

渊一冤古希腊哲学整体主义自然观

古希腊哲学家所理解的自然袁不同于我们现在理

解的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亚里士多德认为袁自然就是一

种由于自身而不是由于偶性地存在于事物之中的运

动和静止的最初本原和原因遥 野自然冶既是作为事物综

合的野世界冶野宇宙冶袁也是事物由之产生又复归于它的

本原遥 古希腊哲学家对本原的思考主要从两个方面院

本原是一还是多袁是变还是不变遥 早期的伊奥尼亚学

派认为本原是变化的一渊水尧火尧气等冤袁毕达哥拉斯学

派认为本原是数袁野不变的多冶袁 埃利亚学派认为本原

是野存在冶袁存在时野不变的一冶袁原子论者所认为的本

原是野变化的多冶渊根尧种子尧原子等冤遥

在古希腊哲学中袁本原是不生不灭袁超越时空的袁

世界万物都是始基创造出来的袁人也是始基派生出来

的遥 苏格拉底曾明确指出袁人的生长是吃喝的结果袁因

浅谈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传统自然观的变革
要要要在生存论的视角下

刘靠山

渊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商务管理系袁 上海 201800冤

摘 要院在生存论视角下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实现了对古希腊哲学整体主义自然观尧近代哲学机械自然观尧现代哲

学科学主义自然观和人本主义自然观的变革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立足人的对象性活动要要要实践袁分析人与自然的对象性

关系袁在肯定自然的客观性的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袁实现了实践基础上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统一遥 马克思主义自

然观袁是科学的自然观遥它确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的共生的袁是在社会中动态统一的袁从而实现对传统自然观的变

革遥同时袁它为处理当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袁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正确指导袁为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统一指明了方向遥

关键词院生存论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曰传统自然观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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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食物消化后袁肉加到人的肉上袁骨头加到人的骨头

上袁同质的东西聚到一起遥 由此可见袁人与自然是天然

合一的袁人的身体的构成要件诸如肉尧骨头之类都是

自然所具有遥 这一点类似于中国古代所讲的野天人同

构冶野人副天数冶的思想遥 自然万物和人都是本原所派

生出来的袁因此人与自然万物也是统一尧和谐的整体袁

人也就能够自觉地与自然和睦相处遥 然而袁古希腊的

人们并没有那种与自然抗衡的能力袁面对自然是充满

敬畏的遥 虽然有普罗泰格拉野人是万物的尺度冶这样弘

扬人的主体性的呼唤袁但总的来说人们的主体意识还

是朦胧的袁 在宇宙本原面前的人还是渺小和卑微的遥

此外袁古希腊文化的宿命论情结也从侧面表现出人的

渺小袁著名的神话俄狄浦斯王就是典型的例子遥 正如

人无法逃避和摆脱命运一样袁人也无法逃避野万物始

基冶的普照的光遥 由此袁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这种人与

自然整体统一的自然观是在遮蔽人的主体性的前提

下呈现出来的袁是一种万物始基至上的自然观遥

渊二冤近代哲学机械论自然观

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尧16世纪的宗教改

革运动和自然科学革命对近代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遥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袁把人们的眼光重新

拉回到对人自身的关注上遥 如何在自然面前确立人的

主体性袁是近代哲学家津津乐道的问题遥 这个时候的

自然也不再是古希腊的那个万物有灵的自然袁而是像

机器一样被明确设计和组装起来的机械整体遥

近代哲学中袁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原始统一的状

态袁在人与自然之间多了一个中介要要要工具遥 工具的

出现袁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袁提升了人改造自然的能

力遥 世界自然被自然科学家分割为不同学科袁自然被

肢解为孤零零的碎片袁供不同学科研究遥 与此同时袁近

代哲学彰显人的主体性袁逐渐走入了野人类中心主义冶

的泥潭遥 每个哲学家都为人类主体意识的确立而振臂

高呼袁理性主义尧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近代西方得

到了充分的发展遥人类理性的光辉大放异彩,人的主体

性地位得到彰显遥人类也就由崇拜自然转而崇拜自身,

开始挣脱自然对人类的束缚, 并且认识尧改造尧征服自

然,做自然的主人遥同时袁随着开普勒尧哥白尼尧布鲁诺尧

笛卡尔遥 牛顿等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界细致入微

的考察袁近代自然科学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袁工业革

命得以出现遥 人们利用规律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发

展袁自然成为了人们索取资源满足工业发展的无限宝

库袁自然界也成了满足人的目的而精心设计的组合的

机器袁是为人的理性所认识尧被人类所征服的对象遥 机

械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袁激化了人与自然的

矛盾遥 由于人类无休止的挖掘利用自然资源袁导致了

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枯竭危机遥 人的生存的自然基础

变得脆弱不堪袁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僵局袁人的生存

陷入困境和危机之中遥 近代哲学在探索野人为自然立

法冶的道路上袁却与自然渐行渐远遥

渊三冤现代哲学科学主义自然观和人本主义自然观

面对近代人与自然严重冲突的困境袁人们开始不

断反思自己袁寻求新的生存之路遥 面对人与自然的紧

张关系袁现代哲学既不像古代哲学那样对自然一味地

敬畏袁也不像近代哲学那样对自然巧取豪夺袁现代哲

学开始警醒和反思人的行为遥

现代哲学秉承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传统袁在

此基础上发展出科学主义的自然观和人文主义的自

然观遥 一方面袁科学主义自然观袁强调自然界只是自然

科学的自然界袁局限于对表述这些现象的科学语言进

行逻辑分析袁以排除一切世界观因素袁具有工具性和

形而上学性遥 科学主义自然观试图通过哲学科学化

渊表现为数学主义尧逻辑主义尧物理主义等冤的道路来

谋求人类的生存袁但事实上科学主义自然观崇拜的是

自然科学袁把技术手段和科学方法奉为圭臬袁它在让

人们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袁进一步拉大了人与

自然的鸿沟遥 另一方面袁人本主义自然观再一次把人

置于哲学研究的中心遥 不同于过去的哲学的是袁它主

张关爱人的存在尧探讨人自身的问题尧关注人的生存袁

试图建构人的世界遥 人本主义自然观袁反对从科学出

发认识自然界袁认为自然界总是同生命尧主体尧人耦合

着袁是后者活动的产物袁自然界是一个有秩序尧有生命

的有机体遥 主要代表流派有唯意志哲学尧生命哲学尧存

在主义尧人格主义尧实用主义尧法兰克福学派等遥 人本

主义自然观关注人的存在袁把人至于生活领域里去考

察袁呼吁向人的生活世界回归遥 但是现代哲学在面对

人与自然对立的时候袁都是通过淡化主体与客体的对

立袁提出一些诸如野身体要要要主体冶渊梅洛庞蒂冤模棱两

可的概念袁试图在哲学家设置的野虚幻世界冶里达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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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客体尧人与自然的和谐遥

事实上袁无论是科学主义自然观袁还是人本主义

自然观袁都只是各执一端袁片面发展了某一种哲学传

统袁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西方哲学以来人与自然的对

立问题遥 这个问题只有在生存论的视角下的马克思主

义自然观袁才真正得到解决遥

二尧生存论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生存论强调关注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意义袁马克

思主义生存论以野生存要要要实践冶为基点关注现实的

人和人的现实遥 传统的野知识论路向冶是对从柏拉图到

黑格尔的传统哲学的指称和描述袁即通过思辨理性的

反思性活动袁以概念尧范畴去建构哲学体系的思维范

式遥 马克思主义生存论是一种实践生存论袁是建立在

对象性活动基础上的人的生存论遥 野马克思理论的最

高目的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尧实现每一个社会成

员的自由全面发展 , 且其价值取向是生存论的 遥冶[2]同

时袁野马克思的生存论的哲学解释原则是在对社会历

史的研究(历史观)中发现的遥但是 ,一旦这一原则被发

现,它就成为一个哲学世界观的解释原则 ,并把它用

于对自然界的解释, 形成了马克思的生存论的自然

观遥 冶[3]因此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生存论的自然观袁是

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焦点袁立足于社会实践袁既肯定

自然的客观性和时间在先性袁又强调自然的属人本质

和历史发展遥 马克思主义生存论在现实的人的感性对

象性活动中袁摆脱传统哲学主观与客观对立的形而上

的思维和脱离人的生存的弊端袁从认识论视域转向生

存论视域袁为确立人的野此岸世界冶的真理开辟了道

路遥

渊一冤在实践基础上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立足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袁立足于人

的实践遥 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袁是人能

动地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遥 这种活动是人的存在方

式袁 也是人为之人的方式遥 在此基础上对自然有广

义与狭义的理解遥 广义的自然界是指整个宇宙袁统一

于客观世界或物质世界遥 无论是宏观的星系还是微观

的粒子都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遥 此外袁自然界在

发展到一定阶段演化出人类这种存在物遥 所以袁广

义自然界可划分为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即 野自在自

然冶和作为野自然存在物的人冶或者人的自然存在遥 狭

义的自然界就是人的生存尧 活动的自然条件的总和袁

也就是作为人的对象的自然界遥 这个时候的自然界不

仅仅是作为人生存的自然基础袁还是作为人的实践活

动的对象遥 因此狭义自然也可以理解为是人化自然袁

即人通过实践活动利用自然尧改造自然袁创造出适合

人生存和符合人的需要的自然遥 但是我们无法把自在

自然和人化自然完全分离开来袁一方面袁在人的对象

性活动中所改造的自然与自在自然很难作完全的明

确的区分曰另一方面袁自在自然会随着人的改造自然

环境的活动中历史地转化为人化自然遥 野在对马克思

人化自然的研究中袁人们认为人化自然是人类有目的

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结果袁 在这种实践过程

中袁包含着两方面的同时态过程遥 一种观点认为袁一方

面表现为自然界的人化过程袁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的自

然化过程遥 冶[4]可见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自在自然和

人化自然的统一袁自在自然是人化自然的基础袁人化

自然是自在自然在历史中的生成与展开遥

渊二冤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对象性包含两个方面袁一是

自然以自身为对象袁二是人与自然互为对象遥 前者是

自在自然的一种原始对象性袁后者是在人的实践活动

上展开的丰富的互动的对象性遥 其中对人的生存有直

接意义的是后者袁它与人的生存实践密切相关遥

自然以自身为对象表现为自然界万物总是处于

普遍联系中袁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生成有机统一的自然

界遥 也就是说自然的一切事物总是在相互制约尧相互

规定尧相互转化中实现自身的变化与发展遥 人与自然

互为对象首先表现为人是从自然中生成的存在物袁人

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遥 对此袁马克思曾鲜明地指

出野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袁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袁

一方面具有有自然力尧生命力尧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冶[5]袁

但又是野同动植物一样袁是受动的尧受制约的和受限制

的存在物冶遥 这表明能动性与受动性辩证的统一于人

身上袁统一于人的对象性活动要要要实践遥 自然界以人

为对象袁即是说自然在人身上进一步展现出自己的现

实性曰自在自然在人的身上实现为自为的存在遥 其次袁

人把自然界做为自己的对象遥 人的生存离不开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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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对象袁人需要在对象性活动中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

并实现自身的生存发展遥 野当现实的尧肉体的尧站在坚

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

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尧对象性的本质设定为异

己的对象时袁设定的并不是主体曰它是对象性本质力

量的主体性袁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

性活动遥 冶[5]可见袁只有对象性活动的的人才会把自然

作为展示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袁 作为人的无机身体遥

这样一来袁在对象性活动中的自然已经不再是原始自

然袁 而是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袁是

人化自然遥 与此同时袁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袁而且是

人的自然存在物袁就是说人是一种自为地存在着的存

在物袁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能动存在物遥 因此自然作为

对象呈现给人时袁 无论是采取主观还是客观形式袁都

不是直接地与人的存在相适应的遥 人在对象性活动中

把自己从原始自然物中分化出来袁并创造出满足自身

需要的人化自然遥

由此可见袁 人以自然为对象和自然以人为对象袁

本来就是同一个对象性关系的两个方面遥 同时袁这种

对象性关系的实质与根基存在于人的对象性活动中遥

自然通过感性的现实的人的活动实现自己袁人通过认

识尧改造自然界达到自己本质力量的确证袁满足自己

的生存需要和创造自己的生存价值遥

渊三冤自然的客观性与人主观能动性

实践基础上的自然的客观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遥

一方面袁自在自然即通常所理解的人及人的世界之外

的万事万物构成的自然界袁它的产生尧发展尧变化具有

客观实在性遥 我们所面对的自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袁

不仅仅是种种物体的总和袁 更是种种物体相互作用尧

相互生成的过程遥 自然是人的生存基础袁人类生存的

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人生活需要的资料的活

动袁即物质生活本身遥 自然慷慨尧无私地向人们提供生

产生活资料袁无论是自身生命的生产还是他人生命的

生产袁 都不能够完全脱离客观实在性的自然而存在遥

所以恩格斯说:野我们连同我们的肉尧 血和头脑都是属

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遥 冶[5]另一方面袁更为重要的

是人的生存所面对的人化自然遥 人们改造过后的自然

对象袁也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遥 我们知道人们所处

的自然环境和赖以生存的和活动的自然条件袁都是人

的实践活动改造的对象遥 人在劳动中面对自然袁逐渐

产生发展出人的意识袁并且创造和使用工具遥 此外袁人

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存在物袁离开了人类实践袁人化

自然也不能靠自然界自在生成遥 马克思指出袁野整个所

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袁是

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遥 冶[6]在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袁人不是无能为力的袁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在改造

世界的过程中相统一遥 人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实践活

动袁都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的有目的性的活动袁都是

立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遥 马克思说:野动物只是按照它

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 而人却懂得按照

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袁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

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遥 冶[5]这就是说袁人们既

能够发现并运用自然界丰富多样的野尺度冶渊即自然界

的规律冤袁 也能够运用自身 野内在尺度冶渊即人的需

要冤遥

三尧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传统自然观的变革

生存论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传统自然

观袁尤其是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要要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的共生和人

与自然在社会中是动态统一的遥

渊一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的共生的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自然作为人的存在物袁说明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尧相互依存尧相互生成的遥

正如上面所讲到的人与自然是互为对象的袁人在自然

中实现对自己本质力量的展现和确证袁 自然是人的

野无机身体冶曰自然把人作为对象袁最终展现为自然界

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对人的生成遥 自然界野似乎冶把人当

做目的袁为了人而存在曰人自觉以野任何尺度冶和野内在

尺度冶去把握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遥 马克思把历史划分

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袁把人类是看作是自然史的一个现

实部分或者延续袁 把自然史看做人类史的前史或准

备遥 由此可见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相互制约的袁自然界

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够生成和展现为人类史袁人

类史反过来又作用于自然史袁影响自然的运动变化发

展遥 自然界在人类历史中不断获得属人性质袁不断在

对象性活动中被改造为人的生存条件曰人类立足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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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基础来确证和展现自身的本质力量袁实现自身的存

在与价值遥 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和人类生存方式

的转变袁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曰同时自然又

作为一种力量制约人的实践活动袁毁灭自然也就毁灭

了人自身遥

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共生性和历史性袁是对传统自

然观尤其是近代机械自然观的变革遥 机械自然观不懂

得真正的自然史袁把自然史与人类史割裂开来遥 自然

成了像机器一样任人摆布与赏玩袁殊不知人首先是自

然的存在物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的尧共生的袁是随

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而不断发展的袁也只有在实践

活动中才能实现二者的统一遥

渊二冤人与自然在社会中是动态统一的

古代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哲学袁大多数哲学家是通

过遮蔽人的主体性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曰近代

哲学在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却导致了人与自然的

对立与分裂袁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曰现代哲学主张

哲学科学化或回归人的生活世界袁也没有实现人与自

然的统一曰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立足于对象性活动袁努

力实现了人与自然历史的的和谐的统一遥 由此可见袁

不同时期自然观的不同的社会实践的转变以及由此

产生的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遥

社会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遥 野人与自然

的对象性活动始终都不可能由单个的孤 立的人来承

担遥 冶[7]马克思指出野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

质的统一袁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袁是人的实现了的自

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冶遥 [5]人与自然界的

统一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遥二者

的统一不是抽象的统一袁而是二者在对立和斗争基础

之上的统一遥在奴隶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在生产力

比较落后袁人对自然充满敬畏的基础上实现的曰在工

业时代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袁是随着工业的动态发展和

人与自然的不断野斗争的 冶的基础上进行的遥 人对自

然的征服虽然拉大了人与自然的距离袁但却促进了自

然的人化过程与人的对象化过程袁自然与人的对立与

分离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袁自然的异化归

根结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遥 这种异化也只有在社

会实践中才能被扬弃并重新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遥

四尧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当代价值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袁我们已经饱尝野人类中心主

义冶的恶果遥 野近代工业文明以来所发生的诸如环境危

机尧 资源危机等人类的生存危机, 都是因为我们在处

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出了问题 ,即在自然观上出了问

题 遥 我们把自然界仅仅作为满足我们人类无限欲望

的对象,无限制地征服尧改造尧掠夺自然界袁这正是近代

工业文明自然观的典型表现 遥 冶[8]生存论视角下的马

克思主义自然观袁 不仅实现对传统自然观的变革袁更

为我们确立当下的自然观提供了理论基础袁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遥

第一袁尊重自然规律袁发挥主观能动性遥 马克思主

义自然观认为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袁必须解决

好如何利用自然规律的问题遥 科学技术的发展袁不应

该成为破坏自然的力量袁 而是应该成为尊重自然规

律袁利用自然规律强大武器遥 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袁在

坚持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袁能够改造各种条件袁帮助

自然生态进行恢复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遥

第二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遥 马克思主

义自然观袁确证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念要要要和谐

统一遥 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史

的共生的袁是在动态中统一的遥 不同的时代袁人与自然

的关系的紧张程度和矛盾具有特殊性袁但也具有普遍

性袁即和谐统一的关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袁也是

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基本理念遥 人类只有与自然和谐

相处袁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袁否则就会被自然无情

地抛弃袁陷入生存危机遥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

念袁是解决传统自然观困境的前提和基础遥

第三袁指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遥 为了扭转工

业文明带来的弊端袁我们必须使工业文明社会向生态

文明社会转变遥 立足于当下人的生存视域袁立足于马

克思主义自然观袁我们既要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并大

力发展生产力袁又要清楚地认识到保护自然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袁既要金山银山袁更要绿水青山遥 人与自然的

关系袁其实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袁最终需要在发展中解

决遥 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袁绿色发展袁建设资源节约型

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遥

生存论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袁具有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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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感和强大的生命力袁是科学的自然观遥 它立足人

的对象性活动要要要实践袁以唯物史观和自然辩证法为

基础袁在批判继承传统自然观理论的基础上袁实现了

实践基础上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统一遥 同时袁为解

决当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袁为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借鉴和指导袁最终实现人

与自然的谐相处袁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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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t View of Nature to

Traditional View of Nature

要要要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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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Marxist view of nature has changed the holistic view of nature in ancient Greek phi鄄

losophy, the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in modern philosophy, the scientific view of nature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istic view

of nature.Marxist view of nature is based on man's objective activity practice, which analyzes the obje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ffirms the objectivity of nature and gives full play to man's subjective initiative, realizing the unity of free nature and humanized

nature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Marxist view of nature is a scientific view of nature, which confirm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historical symbiosis and dynamic unity in society, so a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nature.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rovides the correct guidance for the con鄄

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realizing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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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人类社会未来勾画了理

想蓝图袁其理论的构建是全方位尧多视角的袁表明了中

国追求共同繁荣发展的鲜明愿望遥 从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冶的提出到走向全球事务与治理袁人类命运共

同体逐步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与精

髓遥 习近平主席于 2013年访问俄罗斯时袁首次在国际

场合阐释野命运共同体冶这一理念遥 距今七年过去了袁

经过时间的锤炼与实践的检验袁一整套关于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的话语体系已雏形初现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提出源起于人类全球性问题和世界历史发展

趋势袁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之中遥 该

理念创新式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 野共同体冶

思想袁是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念尧创新全球治理方案

的典范遥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待

国际关系尧 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大视野尧大

胸怀尧大智慧遥 不仅是对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

程深刻洞察而形成的理论成果袁也是对世界和平发展

做出的理论贡献遥

一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

渊一冤对中华传统文明野和合冶理念的传承

中华传统文明中内含丰富的哲学智慧袁是中华民

族独具的野文化基因冶袁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未曾

中断过袁对当代中国的改革尧发展以及融入国际事务

方面袁这份东方智慧都彰显出其独特的魅力遥 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的宏大视野尧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提出的治理

理念袁承载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历史逻辑遥 2015年中共

中央政治局开展 野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冶专

题学习时袁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院野要推动全球治理理

念创新发展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

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遥 冶[1]遥中华民族素有野礼

仪之邦冶的美誉袁传统文明中野世界大同冶野和合共生冶

野天人合一冶等理念袁都体现了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和

天人合一的宇宙情怀遥 叶礼记窑礼运篇曳中所描绘的野大

同社会冶就是中华传统观念中对理想社会的憧憬遥

在传统文明中袁野天下冶这一概念袁作为中国古代

世界观的构成重要部分袁蕴藏深厚的政治性及文化价

值遥 儒家思想中崇尚野和为贵冶袁这不仅是儒学所倡导

的实现和谐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袁同样也适用于当今

世界国际关系的相处之道袁和谐思想是中国一以贯之

浅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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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传统袁 是推进建设持久和平的美好世界的需

要遥 如老子先生所言院野万物负阴而抱阳袁 冲气以为

和遥 冶[2]世间万物皆有相反和相成的两面性袁只有相互

融通尧相互平衡袁从而达到和谐的境界袁才是适合万物

生存与发展的最佳环境遥

野中国传统文明追崇耶和爷袁亦强调耶合爷遥 冶[3]野和冶意

为和平袁而野合冶意为合作袁野合冶系野和冶的充要条件袁没

有野合冶袁则野和冶也无从谈起遥 中华民族经历了战争和

一系列磨难袁从受尽屈辱到独立袁从野站起来冶到日益

强盛袁中国人民切身体会和平的弥足珍贵遥 新中国成

立以来袁在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则从未

偏离尧从未动摇袁这是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与历史和

现实之间碰撞得出的真理真知遥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

史长河中袁野和合冶文化传承至今袁为当代中国开展对

外交往的活动留下珍贵的思想财富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是对建国以来外交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袁

进而明确的外交新主张袁这一理念渗透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神追求袁不守旧尧不僵化袁同时也彰显了中

华文明的鲜明特色遥

渊二冤对马克思主义野共同体冶思想的创新式继承

与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每一阶段必将产生其特

定的社会形态袁马克思主义野共同体冶思想的价值呈现

也不例外遥 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观点袁一方

面对以往的共同体思想进行辩证批判袁 另一方面从

野人冶本身及其生存境遇出发袁阐述了追求野自由人联

合体冶的最终目标遥 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步伐袁正是不

断超越旧野共同体冶尧迈进新的野共同体冶的过程遥 而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野共同体冶思想的价

值取向一脉相连袁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野共同体冶思想

在当代的践行形式遥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对野共同体冶这一概念进

行明确定义和系统阐述袁但其围绕野现实的人冶的发展

境况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中袁野共同体冶这一概念融贯

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思考遥 在马克思的视

域中袁野共同体冶的形态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而

不断演进的袁以野自然共同体冶为起点向现代社会的

野虚幻共同体冶过渡袁并最终迈向野真正共同体冶的理想

状态遥 在这一理想状态下袁私有制和人的异化将被彻

底消除尧阶级也将不复存在尧每个人都将有机会各尽

所能袁从而达到野自由全面的发展冶遥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揭示人及其社会生活本质这

一问题上袁与以往传统哲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立足现

实的人袁并将现实的个人置于所处具体历史阶段和具

体的社会关系和中袁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袁人与

人尧人与事物之间无时无刻不发生着联系袁强调人的

本质的社会属性遥 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院野人的本质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遥 冶[4]然而社会形态不是一成不变

的袁马克思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将资本主义政治国

家归结为野虚幻共同体冶袁他指出袁野正是由于私人利益

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冶[4]袁使得野自然共同体冶蜕

变为野虚幻共同体冶袁伴随阶级对立尧周期性经济危机

的出现袁其野虚假性冶本质暴露无疑遥 叶共产党宣言曳作

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袁以论证野两个必然冶基本原

理为发端袁指出野自由人联合体冶将会是人类社会未来

的趋向袁这种真正的野自由人联合体冶才是马克思主义

野共同体冶思想的价值指向遥

马克思主义野共同体冶思想以人的生活及其本质

为纽带袁从根本上超越国家尧民族的界线思维袁是聚焦

人类社会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袁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普遍的实际应用价值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理想蓝图围绕人类生存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

现实问题而诞生袁是基于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现状所提

出的可行性路径袁但是需要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的积

极参与尧共同合作方能实现遥

二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主要内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多向度概念袁在经济

全球化尧世界多极化纵深发展的趋势下袁人类社会发

展地域性的局限被大大削弱袁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愈

发呈现共同性和公共性的特性遥 基于此袁习近平总书

记审时度势尧坚持问题导向袁整合国际社会各个领域

中存在的瓶颈或问题袁尝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有效路

径遥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倡国家遥 面对纷

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挑战袁这一开创性的价值

导向旨在破解时代发展难题尧引领世界发展和人类社

会未来朝向更加光明的道路前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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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经济命运共同体

经济全球化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袁各种

区域尧 次区域合作机制及全球治理机制深入发展袁各

国的经济利益愈发紧密联系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野世

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

要求遥 冶[5]经济全球化浪潮使资本尧劳动力尧信息尧技术尧

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关联程度越来越高袁一方面给世

界经济带来新的活力袁另一方面袁经济发展不平衡尧利

益争夺尧国家间的贸易冲突等袁干扰了经济全球化的

健康发展遥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倡议袁是旨在通过经济合作

模式进而推动世界经济良性发展的新路径遥 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其核心是坚持开放尧包容尧平等的原则袁引

导世界经济健康运行袁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世界人民遥

渊二冤政治命运共同体

当前国际社会向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袁在此过程

中袁也不乏单边主义尧霸权主义等现象导致国际形势

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遥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和民

族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袁野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

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冶[6]遥在各类外交活动

和国际事务中袁 中国一以贯之秉持平等相待的态度袁

致力于营造合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尧更加公平公正的新

型国际关系遥 与此同时袁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袁中

国也在积极发展周边友好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

伙伴关系袁坚持义利并举袁全面提升野共同体冶的感召

力和引领力遥

渊三冤文化命运共同体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遥 习近

平总书记曾指出院野文明是包容的袁人类文明因包容才

有交流互鉴的动力遥 冶[7]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烙

印袁如何绕过文化隔阂尧妥善处理阻碍文明对话与交

流的不利因素是重大时代课题遥 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

从未出现断层并经久不衰袁离不开与不同民族尧不同

文明之间的对话尧融合遥 在承认且理性对待文化差异

性的基础上袁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成为推动人

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遥 坚持互尊互鉴尧勇于创新尧与

时俱进袁才能在文化层面实现共同发展袁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提供指引遥

渊四冤生态命运共同体

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存在的基本前提袁

而生态则是生命存在之源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基本必要条件遥 生态系统不分疆域尧是不可割裂的袁保

护生态环境尧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全人类共同的责

任遥 生态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说袁是全人类永续发展

的基本条件袁但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曾以牺牲生态环

境为代价换取利益遥 近年来袁生态问题已经在国际社

会得到普遍关注遥 基于此袁习近平主席呼吁院野坚持绿

色低碳袁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遥 冶[8]生态问题足以

引发整个生态系统的连环效应袁关乎全人类的生存与

民生福祉袁建构生态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全球生态失衡

问题的迫切需要遥

渊五冤安全命运共同体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袁战争没有从人

类社会彻底消失遥 与此同时袁网络安全尧地缘冲突尧军

事结盟等安全威胁层出不穷袁一系列复杂化尧多样化

的安全威胁袁 传统的安全治理体系已经难以应对袁中

国一直在积极寻求国际安全治理的新思路遥 野要努力

建设一个远离恐惧尧普遍安全的世界冶[9]袁建立新的国

际安全治理体系尧全方位推进世界安全和稳定是共建

野安全命运共同体冶的有效途径遥

渊六冤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袁此次中

国作为最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国家袁不仅集全国之

力统筹各方面资源和优势力量支持战疫一线袁秉持人

民至上的理念和对人民生命健康安全负责的态度袁引

领全国人民共同战疫情袁同时也及时向世界其他国家

地区分享抗疫经验和诊疗知识遥 一直以来袁中国始终

支持并积极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相关的工作袁力所能及

为他国尤其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资和医疗专家援助遥 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袁必须团结

合作尧守望相助袁才能不断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新事业袁

共谋人类福祉遥

总之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领域尧多层次尧多

维度的发展格局袁是野为解决实际面临的挑战而贡献

的中国倡议冶[10]袁是基于当前世情开辟的迈向野真正共

同体冶的可行现实路径遥 当今世界袁不同国家与地区之

间的命运紧密相连尧利益互联互通袁当风险与挑战来

临时袁野独善其身冶野事不关己冶终将野损人不利己冶遥 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蕴含中国文化优秀基因袁始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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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年第 4期

克思主义野共同体冶思想对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思考遥

在理论上袁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类社会前

途命运的基本主张袁为赢得人类社会野共同利益冶价值

诉求注入崭新视角曰在现实上袁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的新理念尧新担当袁对增进人类福祉尧开拓共赢新

局势都具有深远价值遥

三尧结语

风险和挑战伴随人类社会前行的步伐袁国际社会

在一次次应对风险挑战中加强合作袁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会越来越成为共识袁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

声遥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理念袁更是现实遥在经济全

球化和政治多极化不可逆的趋势下袁国际社会的利益

纽带相互依存的袁构建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是达成共

识尧凝聚力量袁破解世界发展难题的历史必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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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and Contents of the Thought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ENG Lanye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01)

Abstract院Based on global problem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histor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its cor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野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冶 as a high-rise housing construction with a higher historical posi鄄

tion and a broader vision. As the basic strate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plomatic activities, the thought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not only inherits the concept of 野harmony冶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realizes the innovative inheritance and de鄄

velopment of Marxist "community" though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but in the final anal鄄

ysis,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still in the same commun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s its core, has enriched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n practice and provided a Chinese solution to glob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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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素有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和伟大精神袁

也有尊崇榜样的深厚情感和历史美德遥自从人类进入

阶级社会袁产生国家以来袁爱国就被视为公民必备的

基本道德素养和价值观念遥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院野爱

国主义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

柱和强大精神动力遥 冶[1]对于中华儿女而言袁爱国主义

更是凝结于民族血脉之中袁是鼓舞人们进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不竭动力遥 同时袁爱国主义价值观也

是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中具有历史性尧 稳定性尧广

泛性的道德要求遥 纵观爱国主义价值发展脉络袁新时

代爱国理念已经由光荣传统演化为当代义务袁在其赓

续传承袁推陈出新的过程中袁道德模范不仅为弘扬爱

国主义价值提供了鲜活素材和生动示范袁更为培育具

体报国实践指明方向和营造氛围遥 因此袁揭示两者的

相互关联袁重新解读道德模范选树和爱国主义价值建

构的新时代意蕴袁探寻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示范引领爱

国实践的现实路径袁对于培育和践行爱国主义价值观

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遥

一尧树立道德模范是构建爱国主义价值的

必要选择

野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冶是迄今为止袁规模

最大袁规格最高的道德模范遴选活动遥 党的十八大以

来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接见全国道德模范袁并提出野要

引导人们向道德模范学习袁 争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尧

文明风尚的维护者尧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冶[2]遥 爱国是对

道德模范所提出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袁也是上升为公

民责任的法律义务遥 叶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曳

指出袁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袁发挥先

进模范的引领示范作用遥 [3]道德模范脱胎于先进的爱

国实践之中袁肩负着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价值的重要

责任遥

1.道德模范是爱国主义传统美德的代表者

新时代爱国主义价值的形成根植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沃壤中袁是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现实关

照遥 早在原始社会袁我国已经出现了带有神话色彩的

道德模范雏形袁 形成了以血缘亲属为纽带的部落尧氏

族等袁 并意图通过歌颂模范唤醒民众的身份认同尧集

体意识尧国家情怀遥 而后袁在奴隶社会袁出现了以野周

论道德模范选树与爱国主义价值建构

张响娜

渊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上海 20044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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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冶为核心价值的道德规范和以帝王为原型的道德典

范袁其实质在于巩固野家天下冶的爱国意识遥 随着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袁爱国理念在封建社会得到了进一步强

化袁继承了儒家忠孝观念袁与忠君尧孝悌尧仁爱尧信义思

想紧密相连遥 历史上袁不断涌现出的贤者尧君子尧义士

等理想人物用自身言行诠释了爱国传统道德的内核袁

为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爱国情怀增添了丰富素材和

英雄底色遥

2.道德模范是爱国主义政治工作的承担者

中国共产党作为爱国主义价值最坚定的弘扬者

和实践者袁在不同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视运用榜样示范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袁 树立了多种类型的道德模

范袁并充分发挥模范党员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

响力袁弘扬爱国主义价值遥例如袁在革命时期, 刘胡兰尧

邱少云尧张思德等革命先烈不惧牺牲尧舍身报国的爱

国精神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袁雷锋尧焦裕禄等道

德模范的无私奉献精神曰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

期袁道德模范引领的工匠精神尧抗洪精神尧航天精神尧

奥运精神等袁都是对爱国主义最真实质朴的回应和生

动传神的描绘遥 道德模范们的鲜活事迹是思想政治工

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袁野是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

政治资源冶[4]袁其崇高爱国精神极大激励和凝聚人民群

众袁推动爱国主义价值深入人心遥

3.道德模范是爱国主义生动实践的演绎者

普通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价值是一种精神范畴的

价值取向和思想感情袁属于无形之物袁需要以有形事

物为载体袁从而转化为物质力量遥 道德模范的具体实

践就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袁帮助爱国主义价值实现

由虚到实的转换遥 马克思在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曳中

强调实践活动对于人本质的塑造袁指出人的本质野在

其现实性上袁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冶[5]遥 道德模范的

形成和发展立足于社会实践袁并且在长期的实践中锤

炼品德袁确立社会关系袁养成优良习惯遥 从实践前提出

发袁道德模范的光辉事迹生动形象地阐释了爱国主义

价值理念的表达方式袁即通过具体行为展示袁引导群

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袁促进人们形成国家荣誉感和

民族自信心遥

综上所述袁爱国主义价值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袁 融合在中华民族的道德追求和政治文明当中袁通

过道德模范的爱国实践传达出对国家公民最基本和

最为深厚的道德要求遥 选树爱国道德模范是积极培育

和践行爱国核心价值的必要选择和实践抓手遥

二尧新时代爱国主义价值与道德模范选树

标准的重新审视

传统爱国主义在维护社会稳定袁维系民族团结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袁 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

性袁主要表现为狭隘的封建迷信观念和鲜明的民族主

义色彩遥 因此袁正确对待传统爱国观的态度是辩证继

承和科学扬弃遥 应当明确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社会的爱

国主义各不相同袁个人或集体的爱国主义表现可以因

时因地因势而变遥 叶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曳突

出强调了爱国与爱社会主义尧爱党以及爱人民的密切

联系袁指出野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尧爱

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冶[6]遥 另外袁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的社

会现实性观点袁 道德模范作为社会关系中具体的人袁

具有现实性和历史性袁受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所制约遥 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认为袁道德模范

是野历史上或现实中比较完备地体现一定社会或阶级

的道德理想冶[7]遥 因此袁要深刻理解爱国主义在新时代

的新内涵袁需把握爱国主义价值和道德模范与时俱进

的特质遥

第一袁爱国主义与个人发展结合袁突出道德模范

选树的真实性遥 由于主权国家是赋予公民身份的前提

条件袁爱国成为了每一位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遥 新时

代爱国主义不仅对公民提出了承担道德义务和履行

社会责任的要求袁更是与每一位社会成员的个人发展

目标紧密相连袁 只有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价值和发

展袁国家的前途才会更加明朗遥 马克思曾设想袁未来社

会野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冶[8]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中

国梦的实现袁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遥 因

此袁人们应当将爱国精神融合于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

中袁提高道德素养袁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遥 道德

模范选树是建立在野人冶的基础上的爱国主义道德教

化活动遥 发挥道德模范连接理想道德和社会现实的功

能袁能够引导其他社会成员认识到如何理性爱国遥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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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发展为前提的爱国主义袁应当认识到道德模范作

为人而存在的有限性袁避免为吸引眼球而制造尧夸大尧

神化榜样形象遥 只有结合现实情况袁遵循实事求是原

则袁还原道德模范真实可靠尧可亲可敬的质朴形象袁才

能发挥其符合人性尧贴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袁使得

模范事迹成为人们学习效仿的生动教材遥

第二袁爱国主义与民族利益结合袁突出道德模范

选树的群众性遥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袁必然代

表着某一阶级或社会集体的利益袁指导这一阶级或者

集团的行动遥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实质在于维护国家和

民族的核心利益袁对内统一思想意识袁凝聚社会力量袁

塑造理想人格曰对外界定民族身份袁彰显国际地位遥 在

我国袁野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袁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

团的利益出发遥 冶[8]这也意味着袁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

益发生矛盾时袁应以大局为重遥 在维护国家尧民族尧集

体和他人利益方面袁 道德模范提供了良好的示范袁以

整体利益为基础袁发扬奉献精神遥 因此袁在道德模范选

树上应遵循源于群众袁利于群众袁坚持群众原则遥 爱国

主义价值的推行和提升离不开人民群众积极尧 主动尧

有效参与遥 只有从群众中产生的道德模范才能产生广

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袁 才能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袁从

而促使爱国主义价值始终饱有强大生命力遥

第三袁爱国主义与时代使命结合袁突出道德模范

选树的先进性遥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袁会随着社

会存在的发展进步袁 呈现出不同社会现象和表现形

态遥 爱国主义价值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尧民主政治尧先

进文化等因素综合决定袁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完善遥 换

言之袁当前的爱国主义价值在实践中拓展和丰富其创

新性和适应性袁以满足社会对民族自信尧道德文化和

价值尺度的呼吁遥毛泽东曾说院野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

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遥 冶[9]爱国不仅是人民

的选择和时代的要求袁同样也蕴含着人们对道德模范

的期待遥 道德模范作为道德的具体化人格表现和爱国

行为的载体袁 同样随着道德的发展变化而完善升华遥

道德模范的选拔标准也应当与时俱进袁从纯粹集体主

义和利他主义语境下的榜样精神到合理扬弃舍己救

人尧毫不利己尧因公废私道德品质袁具有时代性和现实

性的道德模范更能凸显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先进性遥

第四袁爱国主义与健全心态结合袁突出道德模范

选树的科学性遥 健全的国民心态是指自信尧包容尧理性

的中国智慧遥 一方面袁只有人们拥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尧

文化自信和道路自强精神袁才能对国家发展现状和民

族整体形象产生积极认同,主动参与社会建设遥另一方

面袁应当防范过于强烈的民族情怀滋生的民粹主义思

想袁避免非理性情绪和行为的泛滥袁区分民粹主义和

爱国主义袁树立大国视野和格局袁理性判断能力以及

开放尧包容尧和平心态遥 例如袁在道德模范选树上袁要增

强道德模范的科学性袁不断完善生成和培育道德模范

的机制袁向科学化和法制化靠拢遥 在宽泛尧模糊尧落后

的评选机制下袁道德模范的甄选缺乏公正透明尧科学

有序尧全面客观的内在保障袁容易滋生主观臆断尧人为

认定尧长官意志尧无序零散等现象袁影响人们对道德模

范的尊敬和认同袁严重制约道德模范在爱国主义层面

的示范功能遥 因此袁需要不断完善道德模范的生成培

育机制袁确保透明公开的生成路径袁规范道德模范在

爱国主义层面的价值导向遥

三尧选树道德模范引领爱国主义价值培育

和践行的现实路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完善和社会利益格局

的深刻变革袁多元化文明和功利化价值观的冲击导致

部分社会成员的主流价值信念动摇袁盲目崇拜西方文

化袁漠视甚至抹黑道德模范现象频发遥 因此袁加强爱国

主义价值教育袁提升道德建设袁重塑道德模范形象已

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任务遥

1.塑造多样化道德模范袁强化爱国价值认知

认知是个体把握客观世界的前提条件袁强化爱国

主义认知是指人们在原有道德知识的基础上袁运用感

觉器官接收尧加工尧储存道德模范产生的信息袁并辩证

处理信息袁最终获得新的道德知识的过程遥 为实现道

德模范示范推动人们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和认识袁需要

塑造符合大众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的爱国道德模范

形象袁让人们对爱国主义价值和爱国道德模范产生充

分认识遥第一袁是指选树多层面的爱国道德模范遥为贴

合当前社会的多层次利益需求袁爱国道德模范的选树

也应由浅层次向深层次递进袁实现全面覆盖遥 在道德

模范选拔过程中袁 不仅要注重模范人物的纵深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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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袁也应拓宽道德模范的覆盖层次遥提供不同层次袁不

同学习难度的对象袁 让更多人有更充足的选择空间遥

第二袁是指选树多类型的爱国道德模范遥 从叶新时代爱

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曳可知袁当前的爱国主义具有丰

富的内涵袁 爱国情感的表现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方式遥

野不同类型的先进典型都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楷模噎噎成为追求不同价值目标尧践行不同行为准

则的道德标杆遥 冶[10]因此袁选树的道德模范类型应避免

原始单一尧千篇一律遥反之袁应充分挖掘爱国道德模范

自身优势袁充分彰显各自的特点和个性袁帮助其发挥

主观能动性袁富于创造性地进行爱国实践袁实现人们

对道德模范的认知从传统一元走向现代多元的发展

图景遥第三袁是指选树多行业的道德模范袁不同行业的

道德模范肩负着不同的职责遥 只有以多行业为出发

点袁选树在各自领域表现突出的爱国道德模范袁才能

为广大人民提供较为全面的参考坐标袁增强人们对爱

国主义价值的清晰认识遥

2.创新多元化宣传平台袁深化爱国价值认同

情感认同是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袁对爱国道德模

范言行做出肯定或喜爱偏好的情绪体验和内心感受袁

是接纳和效仿道德模范的关键心理铺垫遥 深化人们对

爱国道德模范的情感认同袁 需要创新多元化宣传平

台袁促进道德模范信息的即时交互和融合共享遥 第一袁

主动借助新媒体力量袁实现双向传播遥 在传统媒体时

代袁爱国道德模范事迹传播多以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灌

输模式为主袁官方发布的报刊尧杂志尧广播等媒介是人

民群众了解国家层面道德模范的唯一途径遥 通过官方

发布了解爱国道德模范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信息的

准确性和权威性遥 但是袁单一且单向的信息传播路径

容易造成受众的参与积极程度低下袁信息获取不及时

等问题袁与道德模范产生强烈疏离感遥 促进人们在情

感层面接纳道德模范袁可以运用新媒体的发展袁扩大

信息交汇渠道和传输速度袁通过新兴平台为人们直接

获取爱国道德模范信息提供快速尧便捷的方式遥 从而

实现道德模范事迹双向传播袁扩大信息覆盖袁缩小道

德模范与民众的距离遥 第二袁提升推广方式多样化和

针对性袁提高推广效率遥 双向传播途径和新兴媒体为

推广道德模范提供了快速便捷的途径遥 在此基础上袁

提升人们对道德模范的认同还应增强宣传的多样性袁

扩宽和完善推广方式袁对不同群体进行有区别性和针

对性的推广宣传遥 例如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对青少年

群体的吸引力袁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话题等网络平台

上进行道德模范精神和事迹的弘扬传播曰对党员群体

则是开展党课教育和党支部会议等形式帮助人们更

深刻地了解道德模范曰对文艺爱好者群体则可以将道

德模范事迹融合于文艺作品中袁与人民群众以喜闻乐

见的文化形式见面遥

3.健全合理化优抚规制袁保障爱国价值践行

选树道德模范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社会成员进

行爱国主义价值实践袁由知到行转化的进行和完成是

道德模范选树逐渐成功成熟的标志遥 反观当前道德模

范示范现状袁人们对全国道德模范的学习效仿较多停

留在口头上和脑海里袁而没有从具体的野行冶中表现出

来遥 社会成员们虽然会被道德模范的高尚精神感动袁

但是没能把感动化为付诸行动的动力袁更没有在日常

生活工作中传承道德模范德行袁 形成了知行脱节尧有

知无行等不良现状遥 推动爱国主义价值由知到行的关

键环节在于建立健全合理化优抚规制袁通过物质奖赏

和权益保障袁化爱国主义成为看得见的力量遥 第一袁要

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制度遥 爱国不仅是道德要求袁也

是法律义务袁如果增加法律制度对爱国道德模范基本

利益的保障袁能解决众多因出于道德付出带来的后顾

之忧袁增强人们对学习效仿道德模范的积极性和安全

感袁将道德模范爱国精神发扬光大遥 第二袁要建立健全

合理的奖励制度遥 合理的奖励制度能够引领扬善去恶

的道德氛围袁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当前社会中肯定爱

国行为的标准遥 落实完善奖励制度袁将尊重和关爱爱

国道德模范体现于具体可见的荣誉和物质奖励袁可以

长效地鼓舞尧吸引社会大众尝试爱国行为遥

参考文献院

[1] 习近平.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

支柱 [EB/OL].渊2015-12-30冤[2019-09-28].http://www.wenming.

cn/specials/zxdj/xjp/xjpjh/201512/t20151230_3056343.shtml.

[2] 习近平.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力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B/OL].(2019-09-05)[2019-11-10].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05/c_1124964046.htm.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N].人

26窑 窑



民日报袁2019-10-28渊1冤.

[4] 姜朝晖. 论榜样人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的功

能和作用:以首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为例[J].毛泽

东邓小平理论研究袁2008(2)院57-58.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渊第 1卷冤[M].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2012院

135,422.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N].人

民日报袁2019-11-13渊6冤.

[7] 罗国杰.伦理学名词解释[M].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1984:141.

[8] 毛泽东选集渊第三卷冤[M].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1991院1094-

1095.

[9] 毛泽东选集渊第二卷冤[M].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1991院520.

[10] 张耀灿.榜样文化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的构建

[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袁2014(7)院8-9.

渊责任编辑院冯起国冤

On Connection Between Selection of Ethical Role

Models and Construction of Patriotism

ZHANG Xiangna

渊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冤

Abstract: Patriotism is a universal moral emotion and legal obligation of human beings. As a summary of ethical role models爷 noble

character and advanced practice during people爷s socia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patriotism is connected with selection of ethical role models.

This connection is also beneficial to highlighting the tradition, truth and vitality of patriotism. In the new era, the spirit and style repre鄄

sented by ethical role models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which need to be reinterpreted.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com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ection of ethical role mode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triotism, explore a win-win path for both, raise people's

awareness, approval and practice of patriotism, we need to choose diverse ethical role models, innovate publicity platforms, and improve

reward regulations.

Key words: the new era; patriotism; ethical role models; valu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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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袁是由特定主体制定的袁社会大众共同遵守

的制度尧行为准则等遥 规则意识袁野是指社会个体对规

则的认知尧认同尧尊重和信仰袁并自觉遵守规则的愿望

和习惯冶[1]遥规则意识是现代公民尤其是以大学生为代

表的青年一代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袁是塑造具有责任

意识尧担当精神的现代人格必须培育的优良品质遥 人

的意识具有自觉选择性袁因此若仅凭道德标尺进行价

值判断和选择袁就极可能出现方向偏移袁甚而导致社

会秩序的错乱袁社会规则的约束和指向于此便显得极

端重要遥 野无规矩不成方圆冶袁脱离社会规则的约束袁无

异于脱轨的行星袁将无依无附飘行于天宇遥因此袁倡导

自觉遵守尧践行社会规则袁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

培育规则意识袁特别是针对当代大学生进行规则意识

培育袁其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遥

一尧规则漠视院当代大学生规则意识缺乏

之表征

当代大学生群体主要由 95后尧00后学生构成袁这

一群体具有更鲜明和特殊的性格袁 更强调自我感受袁

往往会挑战尧漠视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袁主要表现为

以下几方面院

渊一冤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袁失格行为屡见不鲜

从众多社会热点反映的情况来看袁大学生向来是

社会关注的焦点袁他们代表的不仅是个人袁更是一个

群体袁反映了当下大学生群体普遍的价值取向和真实

状态袁也是教育问题尧社会现象的直接映射遥 诚然袁随

着社会的发展袁大学生对自我的要求日趋严格袁对自

身形象的塑造愈加严苛袁但是违反规章纪律的现象仍

然存在遥 部分学生违反校纪校规袁在教室尧图书馆等公

共场合大声喧哗尧饮用食物尧乱扔垃圾袁甚至破坏公共

财产曰也有部分学生在公共场合随意吐痰尧吸烟尧插

队袁甚至态度蛮横尧大放厥词袁此类失格行为屡见不

鲜袁 不免让人们对当代大学生贴上叛逆和越轨的标

签遥

渊二冤挑战社会公平规则袁不公竞争屡屡不绝

竞争是社会保持活力的方式之一袁社会公平竞争

是普罗大众进入社会上升通道的可靠途径袁 因此袁在

千淘万漉的竞争中形成的社会公平竞争规则是被广

泛认可的遥 但是袁在残酷的竞争中破坏社会公平规则

的事件屡屡不绝袁 对社会大众的信心造成了极大打

击袁对当代大学生带来了巨大影响遥 以野翟天临论文事

件冶为例袁其论文造假被社会大众口诛笔伐的原因之

基于比较视野的当代大学生规则意识培育研究

纪增长袁 陈丹丹

渊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17冤

摘 要院规则意识是现代公民尤其是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袁是维系社会关系保持社会

稳定的基石遥基于比较视野袁阐述当代大学生规则意识缺乏的具体表现袁分析出现这一现象的各种原因袁并总结西方国家

进行规则意识培育的经验做法袁针对大学生规则意识培育提炼出可资借鉴的并适合我国实际的可行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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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于袁翟天临利用自身的明星身份袁为自己的学习

之路亮起畅通无阻的 野绿灯冶袁 在规避竞争风险的同

时袁 占据了他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和丰厚的社会资源遥

这种无视和破坏社会公平竞争规则的行径袁刺激了社

会大众的敏感神经袁引发公愤遥 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袁

试图通过野走后门冶等非正式规则达成自身目的的现

象也是存在的袁野走后门冶这种破坏公平竞争规则的行

为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秘密和快速达成目的的捷径遥

最近袁关于野高考移民冶的讨论也突显了社会大众对漠

视公平竞争规则行为的愤慨遥 有些人为规避高考大省

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冶的竞争压力袁蓄意钻了高考政策

的空子袁将考生往竞争压力较小尧录取几率较高的省

份迁移袁或者直接将考生变成了享有政策倾斜和录取

优势的侨胞遥 这种对社会规则的漠视和挑战袁某种程

度上给社会大众造成一种错觉袁即运用潜规则无妨成

为获取成功的捷径遥 当社会万象投映到涉世未深尧价

值观念易受影响的大学生群体时袁 一些规则意识不

强尧信念不坚定的大学生会效仿此类行为遥 因此袁论文

代写尧论文抄袭尧考试作弊等投机取巧的不公竞争行

为屡有发生袁学术不端乱象急需整治遥

渊三冤忽视权利义务平等袁偏差认知普遍存在

以 95后尧00后为代表的当代大学生群体袁以独生

子女居多袁难免更偏向自我袁以自我为中心袁将个人利

益腾架于集体利益之上袁无法正确对待尧处理权利和

义务的关系袁 普遍存在对社会规则认知偏差的问题遥

以校园贷款为例袁经调查袁野近 40%的学生曾经出现过

逾期还款的现象袁 使用信用卡的学生有 2%经常不按

时还款冶[2]遥在大学生群体中出现未依照贷款合同按期

还款的行为袁 除了对贷还款流程不了解的原因外袁归

根结底还有对既定规则的漠视袁 对应尽义务的忽视遥

另有一部分毕业生袁未按就业协议履行与用人单位签

订的制度和规则袁 任意毁约甚至隐瞒签订的协议袁出

于自我考虑寻求更合意的工作袁破坏了权利与义务的

平等与统一遥 他们在占据野社会公共池塘资源冶时袁损

害的不仅是个人信用袁更是对既定规则所筑高墙的一

次次重击遥

二尧规则失建院当代大学生规则意识缺乏

之诱因

渊一冤传统文化心理的桎梏

一方面袁受中国古代重野人治冶轻野法治冶观念的深

远影响袁 这一价值取向也作为教育传统保留至今袁渗

透到我国教育的各个阶段遥 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倾

向于权变而轻视规则袁 有权利凌驾于规则之上的意

识遥 冶[3]对野人治冶权威的坚持和对野法治冶权威的漠视袁

使得根源于此传统文化心理的教育袁对规则意识的培

育起初便显得懈怠和轻视袁因此大学生规则意识缺乏

便也是有因可循的遥 另一方面袁传统文化心理的桎梏

也表现在人情文化的深刻影响遥 中国社会关于野熟人冶

与野陌生人冶所持的态度向来是明确且坚定的遥 野根据

亲疏远近形成不同的规则袁圈内人与圈外人会得到不

同的对待袁社会规则也因成员是否属于这个耶圈子爷而

有所不同遥 冶[4]两种关系之间的规则相差甚多袁无疑将

既定规则摆在了可有可无尧形同虚设的地位袁使得规

则意识一开始便带有不定性遥

渊二冤个人规则意识的淡薄

当代大学生规则意识淡薄袁一方面是个人对规则

的认知不够充分遥 一般意义上袁规则具有两种形态袁一

种是明文规定的制度章程袁一种是约定俗成的道德准

则袁将对规则的认知转化为行动是践行规则意识的直

接体现遥 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对社会规

则有所了解袁 但在实际中往往因为缺乏社会经验袁在

遇到遵守规则与切身利益冲突的两难选择时袁放弃遵

守规则袁向利益低头遥 规则认知与规则行为相脱节是

大学生规则意识淡薄的最主要表现遥 另一方面则是缺

乏对规则应有的信念和信心遥 规则是维系社会稳定的

基石袁是人人要遵守的袁大学生身处社会环境较为单

纯的校园袁在潜意识里会认为只要不触犯校纪校规就

可以袁 认为社会规则的框框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袁导

致对社会规则的认同程度不强遥

渊三冤教育整体性建设的不足

一是规则本身具有的模糊性袁未对实际的尧不同

的情况作出规定袁导致规则是偏向大方向性的行为准

则遥 当代大学生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群体袁样本丰富袁风

格迥异袁 在对大学生进行规则意识教育的过程中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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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个体差异的考虑不够充分袁野一刀切冶式的标准化

教育将无法发挥出教育的实际效果袁加之对规则意识

的培育未形成制度化尧专业化的推进措施袁通过平面

化的宣传尧教育袁无法真正使规则意识深入人心袁成为

学生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遥 二是囿于家庭教育的缺

位袁有相当部分家长认为大学生已经具备成年人的思

维能力袁不需要也没有足够的水平对大学生进行系统

的教育引导遥 通过将孩子送入大学袁将大部分教育的

义务和责任过渡给学校袁导致部分大学生在养成教育

阶段便缺失了对规则的正确认知遥 此外袁也有部分家

长过于溺爱孩子袁使其从小就形成无视规则的不良习

惯袁给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规则意识培育带来难以克服

的先在性困难遥

渊四冤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处于转型期的社会袁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等多种

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的复杂环境袁激发了更为强烈的个

人意识遥 为追逐个人名利而扭曲的价值观在社会大环

境中发酵袁催生出各种野非正式规则冶或野潜规则冶袁追

名逐利的蝇营狗苟破坏了社会先序规则袁降低了规则

的权威性遥 社会不良风气的蔓延对大学生构筑起的美

好理想进行了重构袁理想与现实脱节袁更易造成学生

对非正式规则的认可袁 对正式规则的漠视甚至否决遥

野劣币驱逐良币冶的现象是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冲击袁

是对培育大学生规则意识的的挑战遥 因此袁更应该坚

定大学生对社会规则的信念和信心袁在借鉴他国教育

经验的基础上袁加强大学生规则意识培育袁而不是让

学生形成一种选择非正式规则存在的灰色地带作为

安全岛和保护伞的错觉遥

三尧规则借鉴院西方规则意识培育中的经

验启示

渊一冤彰显法治地位袁强化制度保障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袁西方国家在教育方面与中国

传统教育的明显区别在于袁西方侧重野法治冶思维袁中

国偏向野人治冶理念袁这一区别给教育的执行带来不同

阻碍遥 在规则的落实方面袁国外设立了专门机构袁负责

将规则落到实处袁促进规则发挥实际效果袁强化制度

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遥 如新加坡尧台湾等地的学校通过

设立训导处袁主要负责落实学生规则遥 再如制定严格

的法律制度袁 将违反规则的惩戒制度纳入法律体系袁

通过严厉的惩戒教育袁强化规则意识袁防止类似违反

规则的行为触犯或再犯袁使得人人遵纪守法袁不敢随

意逾矩遥

渊二冤以学校教育为抓手袁贯彻规则培育

与中国重视品格教育和修身养性有所区别的是袁

西方国家更注重孩童规则意识的树立袁强调规则教育

要从小抓起遥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课堂袁老师会在开学

之初留出大量时间袁甚至取消安排好的课程尧活动袁专

门用于对学生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则讲解和演示袁帮助

学生在入学之初掌握规则袁对规则了然于心袁足以见

其对规则意识之重视遥 在教育过程中袁对教师的行为

规范也作出具体规定袁 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袁要

注重言传身教袁注重教学方式方法袁针对不同年龄段

的学生采取不同的引导方式遥 此外袁对规则培育成效

的检验贯穿教育的全过程袁始终坚持奖惩分明袁要求

违反规则的学生独立承担后果袁决不允许有任何退让

和容忍遥

渊三冤以家庭教育为补充袁注重养成教育

家庭教育对学生品格的养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袁对

孩子进行规则意识培育离不开家庭教育的辅助作用遥

以守规矩尧讲规则闻名于世界的日本袁对孩子的规范

树立和培育是从小开始的袁他们主张必须从小立好规

矩袁按照社会规章制度的约定袁严格要求自己袁即使在

上班高峰期的公共交通系统也呈现出一派井然有序袁

令人为之称赞的景观遥 这不单是学校系统化教育的功

劳袁也离不开家庭教育对孩子行为习惯养成的有力支

持和密切关注遥

四尧规则重视院当代大学生规则意识培育

之路径

渊一冤转变教育观念袁重视规则意识培育

首先袁基于对大学生规则意识缺失现象和原因的

分析袁西方国家的教育经验提示我们袁培育当代大学

生的规则意识要从转变教育观念与挖掘社会规则内

在价值入手遥 传统文化心理中对野人治冶的依赖终将不

适合社会的发展要求遥 在教育领域实行野法治冶袁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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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权威性袁 是对我们所要培育的人才的更高要

求遥 对教育主体而言袁规则意识培育应成为素质教育

的重头戏袁应充分挖掘社会规则的内在意蕴袁并通过

提高大学生理性思考能力尧 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袁

引导大学生主动探索规则的内在价值袁增强对社会规

则的认同遥

其次袁学校教育可以学习西方袁通过设置专门课

程袁尤其是从养成教育到品格教育的每一阶段遥 对大

学生而言袁规则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袁教育者应组织

学生参与学校设置的教育尧考核尧评价等体系袁促进学

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遥 教育者应注意在培育当

代大学生规则意识过程中使用的教育方式方法袁善用

春风化雨尧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法袁同时注意严格要

求自己袁亲身示范袁作学生学习的榜样袁更好地促进立

德树人遥

再次袁家庭教育应发挥辅助和补充作用袁与学校

教育同步伐尧同方向遥 野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袁

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袁尊重子女的健康情趣袁培养子

女的良好习惯袁加强与学校的沟通配合遥 冶[5]作为家长

应充分履行职责袁在尊重孩子本性的基础上袁做到既

不溺爱孩子袁又做好表率袁减少或避免向孩子传达人

情文化的野潜规则冶袁与野潜规则冶划清界限遥 积极了解

孩子的近况袁关心孩子的成长袁与学校教育实现无缝

衔接袁促进全面育人尧全方位育人遥

渊二冤提高个人认知袁遵守践行社会规则

首先袁培育个人对规则的敬畏心遥 教育是个双向

过程袁除去教育主体的积极作为袁也需要教育对象的

全力配合遥树立规则意识袁做遵守规则的合格公民袁对

个人的积极作用不言自明遥 大学生应该提高对社会规

则的理解和掌握袁促进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袁将尊老

爱幼尧尊敬师长尧遵纪守法等人人皆明的规则落实落

地袁在利益考量的时候对规则保有敬畏心袁不因个人

利益损坏社会集体利益遥

其次袁培育个人对规则的信心遥 当代大学生直面

社会不公平竞争和野潜规则冶野非正式规则冶的众多黑

暗面袁对社会既定规则的信仰倒塌袁对此类现象的愤

愤不平和无可奈何袁挫伤了他们对规则的信心遥 需努

力消除大学生对规则差异性的偏见袁重建个人对规则

的信心遥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可以通过正面示范结合

反面教育袁将遵守规则受表彰的先进事迹与违反规则

最后终受应有惩戒的反面案例相结合袁通过恰当的方

式教育学生袁使学生认识到依靠野潜规则冶攀登成功高

峰注定是失败的袁 只有脚踏实地践行社会规则的人袁

才能最终登上成功顶峰遥 以此激发学生信任规则袁并

自觉践行规则遥

再次袁培育个人对践行规则的自觉性遥 劳动创造

价值袁实践获取真知袁只有将规则付之行动袁才能在不

断实践中探得遵守规则带来的好处遥 大学生在融入社

会时袁要把握好利益取向袁不与野潜规则冶同流合污袁不

向野潜规则冶低头袁在充分尊重规则尧践行规则的前提

下袁追求实现个人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遥 学校教育尧家

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应积极倡导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

规则袁坚守社会公序良俗袁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平等统

一遥

渊三冤加强教育宣传袁推进系统化整体化

首先袁对规则进行细致划分和清晰界定遥 教育的

系统化尧整体化建设是建立在对教育内容的充分解读

基础上的遥 对于规则模糊化的问题袁可以通过建立知

识教育体系袁针对具体情况对规则作更细致的区分和

规定袁帮助大学生对规则作全面的了解袁帮助大学生

对规则的适用范围作正确的厘定袁野只有了解到什么

是公民规则意识袁才能够对其有具体的情绪认知与命

题感受遥 冶[6]

其次袁加强对社会规则的宣传推广袁营造遵纪守

法的和谐社会环境遥 校园内部袁线下通过开展野青年大

学习冶团日活动尧党日活动等系列活动袁在教室尧图书

馆尧食堂尧宿舍等人员较为集中的区域袁将规则教育宣

传海报尧标语等纳入宣传栏尧文化走廊等的建设中曰线

上运用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袁 宣传规则意识的重要

性袁推广先进事迹袁为大学生培育规则意识营造有力

的舆论环境和学习环境遥 在校园外部袁可通过新媒体

更大范围地发挥辐射作用袁促进全体上下共同推进规

则意识培育进程遥

再次袁加强法制建设袁用制度化推进遥 西方国家

野规则权威冶 的经验做法启示关于法律推进规则教育

制度化的有利作用遥 面对当今不断涌现的无视尧违反

社会规则袁导致社会乱象横生的行为袁规则意识培育

有必要上升国家层面袁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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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方向袁野规则意识的养成需要法治思维的指引冶[7]袁

以法治的稳定性促进规则的稳定性遥

渊四冤整顿不良风气袁倡导规则自由统一

一是完善规则意识培育中的奖惩机制遥 社会不良

风气的整顿袁必须通过野法治冶强化惩戒的力度和效

力袁 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用以保护遵守规则的人袁

惩戒违反规则的人遥 例如对野见义勇为冶的褒扬袁对破

坏公平竞争规则的惩戒袁以此达到惩恶扬善尧肃清风

气的作用遥 此外袁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引下袁学校教育

于小处着手袁对考试作弊尧论文剽窃等违反校纪校规尧

破坏公平竞争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袁加强学生管理和

教育袁营造良好的校风学风遥 注意规诫野潜规则冶在家

庭教育中的消极影响袁在家庭内部保持清廉优良的家

风家训遥

二是建构规则意识培育中的监督机制遥 由于个人

在评价中容易陷入对他人严苛尧对自己网开一面的误

区袁基于个人评价所具有的双面性袁需要在规则意识

培育过程中构建一个较为公正的监督机制遥 野监督是

保障行为规范的不可或缺的过程袁大学生是监督规则

实施的主要力量袁可以申请成立监督小组袁对规则的

制定尧遵守和奖惩过程进行监督冶[8]袁以此实现更高境

界的野自由冶遥

五尧结语

培育当代大学生的规则意识袁是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核心内涵袁也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遥 社会环

境纷繁复杂袁大学生规则意识缺乏既有显性因素也有

隐性因素袁加之我国所处的熟人社会袁使大学生面对

规则之间的巨大张力容易迷失方向袁也使教育者在进

行现代规则意识培育时袁 只能空叹于培育土壤之贫

瘠遥 针对这一现象袁培育规则意识袁尤其需要在教育方

式上下功夫袁在比较教育中促进认同遥 要在立足本国

实际的基础上袁有甄别地借鉴他国的经验做法袁促进

大学生的规则意识培育更为科学化尧系统化遥 这与新

时代要求培育的时代新人目标是不谋而合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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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Rule Consciousness Based 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I Zengzhang, CHEN Danda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Abstract院Rule consciousness is the basic quality that modern citizens, especially the young generation represented by college students,

must possess, and is the cornerstone of maintain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tability. Based 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ex鄄

pound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the lack of rule awarenes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nalyzes various reasons for this phe鄄

nomenon, and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s of western countries in cultivating rule awareness, and extracts lessons tha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and are suitable for our country爷s reality. A feasible way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awareness of rules is proposed.

Key words院rule awareness; college students; cultivation;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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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遥习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坚持把

纪律挺在前面袁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袁带动

其他各项纪律严起来遥 要切实用好监督执纪野四种形

态冶袁抓早抓小尧防微杜渐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还特别指

出袁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袁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

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遥这也就要求我们的实验室

和设备管理工作人员在设备购进尧 实验室资产管理尧

以及队伍建设方面要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袁

要在日常工作中反复强调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袁也

是新时代对于实验室和设备管理人员提出的基本要

求[1]遥 因此袁新时期实验室和设备管理工作中袁必须明

确自身职责袁加强廉政建设袁全面贯彻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袁这不仅是实验室和设备管理工作的需要袁同时

也是清廉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遥

一尧加强高校实验室和设备廉政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工作尤为重要袁是高校学生实

践教学和教师搞好科学研究的基础袁 其涉及设备采

购尧经费管理以及固定资产管理等多个方面袁所辖经

费及资产数额巨大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廉政建设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管理部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

更好地解决实验设备资源共享问题袁更好地服务于教

学科研[2]遥要特别重视实验技术人员尧教师以及学生的

培训袁高度重视设备使用尧实验用品存放安全袁利用报

废设备进一步开展拆装教学尧课外实践等活动袁有效

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遥 进入二十一世纪袁我国提出科

教兴国尧人才强国战略袁作为国家组织高水平研究基

地袁实验室承载着人才培养的重任袁实验室及设备管

理工作必须加强廉政建设袁调整利益格局袁积极转变

思想观念袁提高思想认识袁真正发挥在实验室设备管

理工作中的作用袁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3-4]遥 在实验

室建设和设备购置上广泛听取意见袁增加公正性和透

明度遥 工作中坚持民主集中制袁认真听取基层教职工

的意见袁虚心接受群众监督袁决策民主袁办事公开透

明袁程序合法规范遥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作为高校实

验室尧设备管理的职能部门袁涉及国有资产的采购尧管

理等袁在工作中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工作袁应做到警钟

长鸣遥 在廉政建设工作方面还应做好以下工作院渊1冤高

校实验室是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袁随着国

家对安全管理工作的标准和要求越来越高袁如何适应

国家新的安全形势袁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是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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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解决的问题遥 渊2冤财务后勤是高校党风廉政建设

的重点领域袁相关人员要强化作风建设袁抵御腐败诱

惑袁切实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5]遥

二尧高校实验室和设备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地方本科高校培养方案的修改袁加快推动向应用

型转变尧 注重实践教学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遥 高校实验设备迅猛剧增袁设备管理工作暴露出诸

多问题袁现将高校实验室和设备廉政建设存在的主要

问题归纳如下遥

渊一冤思想政治教育及自身建设不足

从目前实验室和设备管理廉政建设工作实际情

况看袁大部分人员缺乏主动性袁对廉政风险建设工作

未能给予高度重视袁在组织设置上存在不完善袁在管

理人员教育管理方法上也存在较多的问题遥 部分实验

室管理人员片面强调业务工作袁不能够按照要求及时

完成理论学习任务[6]遥 在廉政建设工作中袁走形式主

义尧面子工程袁由领导一人定夺袁其他人员被动的接

受袁未能真正领悟廉政建设的思想内涵遥 廉政建设工

作多强调普遍性教育袁未能结合工作实际实施个体化

教育遥

渊二冤监督作用发挥不力

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廉政建设工作需要来自党政

领导的监督及指导遥 从实际情况看袁大部分党政领导

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袁 不仅缺乏有效的监督途径袁而

且学习渠道狭窄遥 未能针对实验室和设备管理工作实

际制定完善的廉政建设工作制度袁管理规则及流程不

明确袁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细则及执行依据袁存在明

显的浪费现象遥 除此之外袁部门工作人员对自身职责

缺乏正确的认识袁责任不明确袁影响实验室及设备管

理工作的高效进行遥

渊三冤廉政建设工作针对性不强

当前实验室和设备管理廉政建设工作与实际缺

乏紧密的联系袁大多数仍采用的是传统的思想政治学

习模式袁枯燥尧乏味尧效率低遥 实验室是一个充满学术

氛围的创新环境袁廉政建设工作应围绕实验室和设备

管理工作实际开展袁结合高校学生实践教学和重大科

研项目尧创新单元袁对廉政建设工作予以更新遥 而事实

上袁目前仍以片面学习上级文件及精神尧落实报告尧落

实会议等为主袁存在明显的应付思想遥

三尧加强高校实验室和设备廉政建设的若

干思路

针对当前高校实验室和设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袁

高校实验室管理需要从思想政治建设尧 制度建设尧机

制创新以及民主监督等方面多管齐下尧 整体改进袁以

推动廉政建设袁保障高校各项科研工作尧教学活动的

顺利开展遥

渊一冤不断加强政治学习袁提高廉政建设思想觉悟

野党的十九大冶报告特别强调袁野不忘初心袁牢记使

命冶遥 我们一定要有面对问题袁 解决问题的决心和信

心袁打赢这场反腐倡廉的攻坚战遥 党风廉政建设是我

党在进行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手段袁同时袁也是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遥 廉政建设和反

腐倡廉是我党成立之初就已经提出的基本纲领袁为响

应这一要求袁实验室和设备管理的每个岗位都必须设

有岗位责任和廉政公约袁要求每位实验室管理人员要

加强全过程管理遥 更新党风廉政预警防范制度袁实验

室建设项目论证要有规划袁严格论证等袁必须将党风

廉政建设落实到各个具体工作中来袁边学习边总结[7]遥

如在实验室设备采购环节袁采用野公开招标冶野竞争性

谈判冶野单一来源采购冶等方式袁完善采购档案袁对采购

过程进行约束袁规范采购人员的行为遥 一是加强政治

理论学习袁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尧深入学习和贯彻野党的十九大冶精神袁才能

深刻把握和理解我们的新使命尧 新精神和新要求袁从

而提高野四个意识冶袁强化野四个自信冶[8]遥二是实验室管

理人员必须认真学习岗位责任袁认真落实和执行野一

岗双责尧党政同责冶的责任袁层层传导压力袁不但做好

全校实验室建设尧管理和安全任务袁而且要进一步强

化党风廉政建设遥 三是加强业务岗位廉政风险防范袁

认真学习廉政公约遥 在实验室安全与环保建设尧设备

购置与货物类招投标尧合同审核与验收方面严格按照

学校制定的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各项规章制度袁做好顶

层设计尧建章立制和流程把控袁强化风险防范意识遥 要

求每位实验室管理人员需要加强自身业务素养袁在实

验室安全建设尧管理和环保安全保障实践方面不断锻

炼自己尧提升自己袁共同把实验室安全和最大限度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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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廉政建设风险工作做到位遥

渊二冤完善制度建设袁贯彻反腐倡廉

针对当前实验室和设备管理廉政建设中制度不

完善的问题袁应积极组织制度建设袁建立健全的廉政

建设规范制度遥 结合学校廉政要求袁制定实验室廉政

管理制度和廉政建设措施袁使其能够对从政行为予以

规范袁避免出现权利失控尧决策失误等情况遥 党中央在

叶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曳中明确提出袁要将建

立健全制度尧监督并重的惩治及腐败预防体系作为当

前首要任务袁完善反腐倡廉制度袁并将其落实在具体

的工作中遥 在设备购置及货物类招标工作中袁要符合

国家法律规范袁对各个主体在采购工作中的职责进行

明确划分袁规范相关工作人员的行为遥 可以将制定的

各项规章制度以文字的形式印发到每一位工作人员

手中袁让其认真学习实验室设备管理尧设备采购工作

原则和廉政公约袁明确职责范围袁提升实验室和设备

管理工作的可操作性与实效性遥 要强化风险研判袁坚

持预防在先袁找准风险点袁增强防控措施针对性曰完善

制度机制袁规范工作程序袁提高设备管理信息化水平曰

加强廉政教育袁履行好一岗双责袁绷紧党风廉政建设

这根弦曰主动接受监督袁做好整改工作遥 如在设备采购

过程中袁先由设备使用者提出申请袁上报相关实验室负

责人汇总袁报送二级学院党政领导研究审定袁审定通过

后由实验室负责人把所要购买的设备参数及预算报送

学校相关部门袁通过公开招投标方法购买遥

渊三冤加强机制创新袁推动防腐败建设

为推动实验室和设备管理廉政建设工作的顺利

开展袁必须积极创新思维袁寻求新的思路袁实施机制创

新袁实现治腐防腐遥 首先袁要对实验教学进行改革袁对

于大型仪器设备要开启资源共享袁设立实验教学改革

经费尧实验教学设备经费以及大型仪器维修经费等项

目袁所有经费项目必须由部门统一进行遴选尧分配袁并

做好验收工作遥 如在验收中袁要求设备使用者尧实验室

管理者和实验室负责人同时参与验收袁验收合格后要

在验收单上一起签字遥 在资金使用方面袁可采用学校

出资尧院系配套相应比例经费的模式袁提升院系对学

校资金使用的责任感遥 其次袁可以引进外贸代理商招

标制度袁借鉴其他高校实验室设备管理经验袁采用该

制度不仅能够节省管理经费袁而且集中体现了惩防并

举尧注重建设的要求遥 实验室设备采购涉及经费金额

大袁根据国家法律规定袁所需的国外进口仪器采购均

需要通过外贸代理商完成袁高校只需要向代理商缴纳

一定的代理费用遥 以往采购进口设备在选择外贸代理

商方面是随机的遥 为了建立透明尧合理的外贸代理商

遴选机制袁需要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袁遴选实力的代

理商遥 制定的遴选评价标准及细则袁内容应覆盖代理

商资质尧费率以及服务等多个方面袁这一举措一方面

能够减少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袁另一方面能够为学校

节省经费支出袁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遥 再次袁要对当前

废旧仪器设备处理机制进行升级优化袁可以通过公开

招标的方式选择处理废旧仪器的最佳方式袁这还能够

为学校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9]遥 实验室和设备管理部

门必须注重对国有资产完整性的保护遥 以往实验室废

旧设备的管理往往被忽略袁机制创新后袁应注重挖掘

废旧设备的剩余价值遥 需要注意的是在对废旧仪器设

备进行处理管理时袁必须严格把控审批尧报废鉴定环

节袁加强信息公示袁做到物尽其用遥 建立废旧物资处置

业务中各环节分工明确尧协调高效尧监督制衡尧权利分

置的运行机制袁 明确废旧物资处置的管理和监督规

则袁保障废旧物资处置规范有序遥 最后袁部分没有价值

的废旧仪器设备可以开展拆装教学尧 课外实践等活

动袁既提高废旧仪器的利用率袁又能有效提升学生的

动手能力遥

渊四冤丰富监督形式袁提高民主监督实效性

在实验室和设备管理工作中袁应注重对设备物资

以及各项经费支出的监督袁 审计部门负责专项审计袁

建立起各职能部门相互配合的协调机制袁形成监督合

力曰加强对设备采购流程的监督袁提出仪器购置申请

时袁一定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袁对仪器进行一个前

期调研袁调研的内容包括仪器的功能指标尧生产厂家

和市场使用情况遥 采购可以采用直接采购和招标采购

两种形式遥 对于价值在 1万元以上的设备要进行政府

招标采购遥 无论是项目配套还是零购设备袁采购工作

都要有仪器使用方和设备专业管理方共同参与遥 由仪

器使用方的技术专家提出要求袁由设备专业管理方制

定标书袁双方共同参与同厂家的技术谈判遥 设备管理

方强调技术层面与设备维护保养方面的细节袁要在技

术谈判中提出要求袁并能在商务谈判中充分地体现出

来遥 明确废旧物资处置应采取招标尧竞询价尧拍卖等竞

争性的方式进行袁 由市场规则决定废旧物资的价值袁

林经纬袁等院加强高校实验室和设备管理廉政建设的思考 3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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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公开公平公正曰建立信息报送制度袁规定部门每

月对实验室设备物资处置业务进行汇总尧管理尧评价

和监督遥 做到经费公开尧信息公开尧监管公开袁启动建

立实验室设备物资处置信息化平台袁运用物联网和大

数据分析技术袁 让管理工作及经费应用在阳光下进

行遥构建廉政风险防控体系袁做到权责统一袁重点对监

督进行再监督遥 在方式转变方面袁在纪委督办的基础

上袁加强自办遥 集中力量尧逐个突破袁打好野歼灭战冶[10]遥

网络信息时代袁实验室和设备管理廉政建设工作监督

环境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袁可以通过计算机建立实验

室与设备管理系统尧 大型仪器开放测试基金系统等袁

在各个系统中融入相关制度内涵遥不仅能够提升管理

效率袁而且能够实现实验设备信息资源共享袁避免同

一设备重复购置袁造成资源浪费遥 部门工作人员要认

真做好统计尧登记尧归档等相关工作袁坚持优良的工作

作风袁高标准要求自己袁廉洁奉公遥

四尧结语

廉政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是高校实验室和设备

管理一项长期尧系统工程遥 各管理部门要认识到廉政

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袁明确自身职责袁认真学习政

治理论袁提高廉洁意识及反腐意识遥 同时结合当前社

会发展实际对实验室和设备管理工作进行创新袁确保

各项工作高效尧稳定开展袁引进民主监督制度袁为高校

教学与科研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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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Strengthening the Uncorrupted Government in Laboratory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N Jingwei1袁 ZHAO Xiaoxu2

(1.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Fujian 351100; 2.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Ecology-Toxicological Effects & Control for Emerging Contaminants, Putian, Fujian 351100)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search and training, laboratory and equipment are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ensure the smooth de鄄

velop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high-level academic exchanges. Their management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community. The

laboratory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are a systematic process, which ha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managers. From the current manage鄄

ment situatio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inadequate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supervisio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d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n honest and clean government in laboratory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building an honest and clean government, we put forward some ideas about building an honest and clean

government in laboratory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levant staff.

Key words: laboratory; equipment management; building an honest and clean government; ideas of wor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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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宁德畲族少数民族聚居区袁在宁德地区海

洋文明与山区文化兼容的山海文化底色上袁以地域原

生民俗文化为主要影响源袁发展出具有地域性民族特

点的宁德畲族民间文学遥 畲族没有民族文字袁史传尧歌

言传承主要以口传为途径袁最典型即畲族歌言遥 在汉

语记载下的民间故事中袁因区域语音差异尧误传等原

因袁屡现类同故事产生不同版本的情况遥 民族文学反

映民族文化智慧袁在通俗民间故事上袁即成世人可共

享互鉴的珍贵文本遥 宁德畲民故事母题与宁德传统民

间故事母题袁既有传承尧借鉴关系袁又在汉民族民间故

事母题的文学基础上袁进行了母题改写与重构遥

如果由语音差异引发语意野改写冶是无意识谬误袁

那么袁宁德畲族民间故事母题的再创造袁除了无意识

谬误之外袁还存在有意识地改写袁即文本再生方式遥 文

学创造不走捷径袁有悖思维惯性袁其实隐含着一层特

殊文化心理要要要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袁在处理同一

故事母题时袁不同民族对同一故事模子的传播袁有类

似审美性野误读冶袁即文学上的再创造遥 而且袁根据流传

的地区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不同袁 这些模子都出现了

野地方性冶民族文化色彩的强烈注入遥 宁德畲族民间故

事文本再生的文化行为所潜藏的文化心理袁是探究民

间故事母题模子变异的切入点遥

不同民族在文化背景原始构成上袁都有渊远流长

的时间烙印遥 而在汉民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袁少数

民族聚居区因人口数量相对较少袁受汉化程度并不能

消解其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根源性认同遥 且从少数民族

文化传承方式来说袁口传方式奠定了民间传说与民间

故事母题的同一性趋向袁根源出处即集中且忠实地继

承原始初民的母题模子遥 此类模子袁无论被何种程度

汉化袁也无法完全将奠定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故事模子

加以改动遥

基于相同地域文化的同质性与一统性袁人口基数

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袁 在民间文化建构与发展上袁选

择了对汉民族文本的野不回避冶态度遥 在宁德畲族民间

故事中袁有许多与汉族文化类同的文本袁但细节上却

有很多个性化的改写与添加遥 这种有意而为之的野误

读冶袁细节看似忠实的仿写尧野照搬冶袁其实暗藏伏笔尧有

意留下铁证如山的蛛丝马迹袁让后世传承者与研究者

论宁德畲族民间故事母题中民族潜在

话语的文本再生方式

陈夏临

渊1.宁德师范学院 语言与文化学院袁 福建 宁德 352100曰 2.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7冤

摘 要院宁德畲族民间故事作为一种来自宁德民间尧反映地方民俗的文体再生方式袁其母题有独特的潜在话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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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遥 这种刻意求异态度是闽东畲民文化自信的表

现袁既适应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大环境袁又以文本

再生形态坚持民族文化特色遥

一尧 文本潜在话语要要要野尾巴冶 的消失与

野三角冶的演化

渊一冤原始人野尾巴冶的消失

有意立异的民间故事母题袁 在故事模子构成上袁

会留下逻辑无法自洽的野突兀冶痕迹遥 同样是射日主

题袁在宁德畲族民间故事叶日头月亮和人祖曳叶太阳和

月亮曳叶十个太阳的传说曳中袁并不像汉族民间故事叶后

羿射日曳袁建立在野人已是人冶的生物属性背景下遥 这里

提到的畲族人类始祖袁野长着毛茸茸的长尾巴冶袁 生物

属性突兀袁与汉民族人类特点相悖遥 在汉族民间传说

中袁除了妖精尧神怪袁原始初民只要以野人冶的形态出现

的袁虽可通过人兽媾婚方式建立联接袁但野人冶与野兽冶

的特性有显著区别遥 兽的特征并非贬义袁但人类始祖

在宁德畲族民间故事中以动物形态出现却是常态遥 宁

德畲民故事中袁人祖有野尾巴冶这个特点不含贬义袁是

中肯切实的野转述冶袁从民族历史来说袁畲族的男性祖

先是神犬盘瓠遥

若单纯从野尾巴冶的特征推断畲族民间故事对历

史的传承性不够严谨袁那么在闽东畲民故事中提到的

野妻子冶的生物属性袁即可明确探知畲民故事野有意立

异冶的暗藏创作动因遥 在宁德畲族民间故事叶日头月亮

和人祖曳[1]中袁提到畲族人祖宗的妻子袁却并未提及她

有尾巴袁她是以一个人的形态出现的遥 因畲族人类的

女性祖先是一位公主袁由父许配给神犬盘瓠袁而神犬

因由犬变人的转化过程被三公主窥视袁所以还留下一

根尾巴未及转变遥 尾巴本身在畲民文化中并无贬义袁

但今人没有尾巴袁所以在有意立异成功后袁就需要通

过故事母题的微调袁对文本漏洞进行修补遥

畲民在面对祖先曾是野有尾巴的犬类冶并不避讳袁

但关于盘瓠尾巴的去向袁是民间故事需要自圆其说的

细节遥 在宁德畲民故事叶日头月亮和人祖曳的故事中袁

就将男性畲民始祖的尾巴袁在一个看似非常突兀的叙

述环节中成功消解遥 母题环节伊始袁就交待了十个太

阳与人类的敌对关系袁即天上有十个太阳袁所以只有

日而没有夜遥 而中国传统农耕社会袁需野日出而作袁日

落而息冶袁 所以没有夜晚的畲民男性祖先就无固定休

息时间袁违背天人合一的物种生存平衡规律袁该平衡

的打破袁 若非至上而下地将另外九个太阳自行消解袁

那么就会从人身上去试图打破平衡遥 在叶日头月亮和

人祖曳中袁人祖因日夜颠倒地工作袁于某个日间在一棵

大榕树的树荫下睡着袁 但是日间的其它生物并不知按

时休息袁于是他的尾巴被一群饥饿的白蚁吃掉遥基于农

耕社会传统生活形态而衍生出的故事结局袁 其合理性

大大提升袁且也交待了如今畲民没有尾巴的原因遥

渊二冤从野三角冶到野山脚冶

在宁德畲族民间故事中袁对畲族传统民俗的巧妙

植入袁既丰富了民间故事母题的表现形态袁对宁德特

色的畲族民俗记载袁具有地域性的文化历史意义遥 先

祖盘瓠是神犬袁其配偶则是高辛帝的三公主袁血统十

分高贵遥 在宁德地区汉畲民间故事中袁对畲民为何总

在山地栖居一事袁有这样一则民间故事记载遥 古时天

有四角袁天帝欲将天分给子女袁于是先问最疼爱的三

公主意下如何遥 公主存贪念想独占三角袁天帝看出公

主的性格缺陷袁便不将大业托附袁且将公主流放到野山

脚冶去了遥 故畲民的女性祖先袁在民间故事与民俗歌言

中袁都有很高贵的皇家血统遥

宁德畲族民间故事对野三角冶一说改编袁其有意立

异的角度袁不啻解析畲族先民由城市走向农村的一则

代理说明书遥 为何三公主要抛弃王府的奢华生活袁自

愿举家从城市走向农村钥 如果只在秀美的乡间修筑节

令休闲山庄袁尚可说通曰但若举家迁入山中袁那么后代

将只能做山中人袁 举业等皆无可依附皇家 野近水楼

台冶袁远皇亲终将成为失散的血脉遥 公主与盘瓠选择远

离尘嚣尧不近皇城袁即远离了权利中心尧可免受主流文

化的影响尧保留民族个性袁且脱离皇室争斗袁偏安一隅

可永享太平遥

在叶畲族姓氏及世居山脚的传说曳中袁提到畲民栖

居野山脚冶源于口误遥 高辛帝得知盘瓠一族将迁往山

中袁知其决心坚定遂打算成全袁便问野那天下四方角袁

你将去哪个角钥 冶盘瓠考虑到三子都要独立成家袁计划

让三子分三个方向狩猎耕山袁自己带着女儿尧女婿远

走遥 高辛帝于是顺口由野三角冶联想到野山脚冶袁给爱将

和爱女选择了一个避世栖居的好地方袁 即广东凤凰

山袁并一路仪仗护送他们到凤凰山落脚遥 [1]这则以野归

隐冶为潜在话语的民间故事袁虽情节上有偶然性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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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性袁只源于谐音遥 音韵学上这也是有意立异的偶然

之举袁以宁德方言的发音特点来说袁表达野山脚冶的语

意袁通常亦不发翘舌 zh渊国际音标为[t拶 ]冤要要要即野山冶

的语音袁而是发为平声 z渊国际音标为[ts]冤要要要即野三冶

的发音遥 但现实中的畲民袁至今世世代代仍在各地的

山脚或山腰居住遥 世人知悉其来历袁了然居住山脚的

畲民是有高贵血统的隐逸族群袁 故事演化与有意立

异袁并未消减母题的历史真实性遥

二尧强化民族文化个性以立意要要要重构汉

民族母题的独特叙事

对民族文化个性的追求袁在宁德畲族民间故事书

写中袁即对既有母题的权威性破解遥 在中西民间故事

母题中袁存在着野青蛙王子冶的经典案例袁即青蛙通过

公主帮助袁最终魔咒得除尧变身还原为王子袁得到了王

位与公主遥 但在宁德畲族民间故事叶青蛙中状元曳中袁

故事母题被演绎成全新的形态院

渊1冤夫妇二人想要子嗣遥

渊2冤妻子生下一只青蛙遥

渊3冤儿子成年袁打算娶妻渊妻子是富贵人家的小

姐冤袁未婚妻家提出苛刻要求渊金十担尧银十担冤袁青蛙

施展法术袁一一满足遥 岳父从中作梗袁青蛙屡次破解岳

父谋杀计划袁如愿娶小姐遥

渊4冤青蛙脱下蛙皮袁变成俊郎书生袁与妻圆房遥

渊5冤青蛙见皇榜袁再次脱下蛙皮让妻子代为保管袁

上京考试袁得武状元遥

这则来自古印度神话的民间故事母题袁同浙江绍

兴尧江苏灌云尧广东潮州等地的民间故事袁有极其类似

的母题模子遥 选择青蛙作为故事主人公袁与中国南部

蛙神崇拜有关袁在中国南方袁蛙与农耕文明相互依存遥

蛙作为产量极高的卵生动物袁符合人对生物繁殖力的

期待遥 且蛙的幼虫是蝌蚪袁蝌蚪变青蛙是可视的质变袁

象征着命运的革新袁与平民变身状元郎尧灰姑娘变身

公主是同一个故事模式遥

野变身冶模式的存在袁于宁德畲民来说袁是对主流

文化的复杂态度袁 既有对这种故事模式的忠实借鉴袁

又有对母题的巧妙革新遥 处于汉民族文化浸润中的宁

德畲族文化袁需要得到自我认同袁所采用的方式并非

全盘否定汉文化袁而是采用野拿来主义冶要要要将民族文

化个性注入母题袁即隐性地野发声冶遥 艾伯华的叶中国民

间故事类型曳中袁将青蛙故事母题分成三类院在叶蛤蟆

儿子曳一则民间故事母题中袁青蛙要娶人间女子袁故无

限制地满足女方家提出的苛刻条件袁再经由婚娶得还

人身曰在叶青蛙变人曳这则民间故事中袁青蛙只有通过

被蛇吃掉所有的腿袁 并修炼成身上无癞包的人类孩

子袁才终如愿被人收养袁拥有人的名份要要要这是有灵

性的动物世界对于人类世界的向往与牵就曰在叶青蛙

皇帝曳中袁青蛙只有通过冒生命危险征战沙场尧取得功

名袁才能得到人类世界的认同袁并取得地位和妻子遥 [2]

这些故事流传于广东尧江苏尧浙江三处汉文化影响较

浓厚的地域袁虽故事结构存在些微区别袁但主体是野弱

小冶的动物世界袁即非主流世界对主流世界的追求与

妥协遥 最终的结果袁无论是青蛙当了皇帝袁还是得到永

世为人的外表袁抑或是获得人类社会的接纳袁另一重

意义上袁青蛙也失去了最本质的野动物属性冶遥 动物属

性是天然的袁有本真的向往自由的欲望袁是野正常的儿

童冶袁并不具有服从压力的屈从心态曰改编过后的母题

从本质上颠覆了动物属性袁以至于初生的野青蛙儿童冶

就已谙熟世俗社会的野成功之路冶袁改变原型得到人类

社会的认可尧通过考试或智慧活动争取地位尧终得人

类社会的权利地位袁这只是将一个成熟的人类用动物

形象来改头换面而已袁并不具有太多的动物属性遥

但在宁德畲族民间故事叶青蛙中状元曳中袁动物的

属性尧活灵活现的浪漫动物元素与天真人类本色袁野正

常的儿童冶形态在青蛙身上得到充分表现遥 在丁乃通

所撰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曳中提及的情形袁影射了

宁德畲族民间故事中叶青蛙中状元曳的情节建构体系

渊即野通常是一个没孩子的妇女渴望要孩子袁结果袁她

生了个青蛙尧蟾蜍或其它小尧圆尧奇形怪状的生物冶[3]冤

的第一个环节袁自打出生袁青蛙并不极力迎合世俗父

母袁它丝毫不为自己的动物属性感到自卑袁亦无自我

改变的想法遥 野青蛙一落地袁就跳到屋后的石洞里躲了

起来遥 冶即以退为进的一步袁如果钟辉夫妻不去寻它袁

它也能自食其力地生活遥 当钟辉追到洞口呼喊青蛙儿

子时袁它回答院野我是人生的袁亦是一条生命遥 冶[1]青蛙虽

弱小袁但其心灵却极其纯粹尧自信遥 首先袁它不屈从于

人类权威袁 不因长相与人不同而失去平等对话的勇

气曰其次袁它并不因自卑而急于改变形貌袁既能依从权

威袁亦有自我底线要要要不能不把它当人看袁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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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却要求平等地享受人权袁体现了青蛙动物性的弱

化袁为未来复原人形埋下伏笔遥第二个环节袁长大成人

后袁青蛙虽身为动物袁且作为平民家后代袁却坚持要娶

富贵人家的小姐袁 且展示出凡人所不具有的神力袁接

连满足准岳父李员外各种苛刻条件袁 相继变出财富尧

展示智慧袁 也通过法力扼制了人类社会对的不友善袁

拜堂时依旧坚持青蛙的外表袁 这是相当有自信的表

现袁与畲民不忌讳谈及先祖是神犬异曲同工遥 除了行

夫妻之礼和上京考试袁 因这两项人类世界的活动对

野人身冶有刚性需求袁否则青蛙亦不愿舍弃动物身份遥

这重动物身份的本质是种自信的文化气质袁它能迎合

人类社会袁却不屈从人类社会遥 从更深层次的民族心

理分析袁是野弱小冶民族虽迎合主流袁却不放弃自我尧不

抛弃文化个性袁暗合宁德畲民的少数民族地位所表现

的文化自信袁属于创造性的文学隐性重构遥

三尧突出信仰以立意要要要盘瓠传说的多变性

畲族信仰在民间故事母题中的表现袁突出反映了

畲民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信与坚守遥 民间信仰得以承

袭的方式袁 得益于民间信仰的丰富形式与图腾崇拜遥

在畲族民间故事起源中袁叶高皇歌曳 被世代崇奉为经

典遥 野作为东南土著后裔的畲尧黎尧瑶等南方土著少数

民族耶相传盘瓠种也爷袁迄今仍奉耶盘瓠爷为始祖袁畲民

至今相信他们的祖宗是一只狗袁名叫盘瓠噎噎畲民在

族谱尧祖图和叶高皇歌曳中都把龙犬改称龙麒遥 忌吃狗

肉袁甚至连与狗字有关的词都禁止说出口遥 冶[2]宁德畲

族亦信仰神犬盘瓠袁犬原是人类的随从袁后因立下战

功尧与皇室联姻袁成为畲民的先祖遥在叶高皇歌曳民间故

事的主题模子中袁有两点信仰的原始出处袁一是汉民

族的盘古信仰袁二是畲民的盘瓠传说信仰遥

首先袁作为神的随从袁神犬盘瓠出生与人类有直

接血缘关系遥传说中袁作为胎生动物的人袁一女子生下

一个肉团袁遂将其掷入水中袁得到神犬一只遥 神犬名唤

野盘瓠冶袁据艾伯华的推断袁野狗名叫耶盘瓠爷噎噎跟中国

南方人的发音有关的谐音袁很可能造成把中国人在公

元 3世纪就熟悉的创世主盘古跟盘瓠当作是同一个

祖先了冶遥 [4]可能是南方人发音对野盘古冶的误读袁因在

南方方言中袁其读音通常被处理为野短促急收藏冶的入

声袁所以野古冶被读成野瓠冶渊国际音标为[xu]冤是合理推

断遥 而在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中袁盘古原也存在于混

沌中袁后挣脱混沌而天地生遥 盘古化身为天地万物袁成

了世界始基袁而盘瓠则立足人间袁成为帝王随从袁到此

仿佛盘瓠存在就截止于成为人类世界的附属品遥 但之

所以盘瓠受世俗礼赞袁在野降生冶环节后袁需要一个故

事的转折遥

其次袁在民间故事母题中袁作为随从神犬的盘瓠袁

拥有野神性冶的情节设置袁源于一场帝国间战争的形势

逆转遥 正当高辛帝对犬戎吴将军的战事一筹莫展时袁

向天下许诺袁能取敌人首领首级者可封邑赏金尧迎娶

公主遥 神犬盘瓠得令袁迎合时机尧杀死敌人尧咬下吴将

军首级袁如愿得到封赏和公主遥 在变犬身为人的转化

过程中袁公主忍不住提前揭开遮盖物袁于是盘瓠一条

尾巴还留在身上遥 但此时盘瓠已立奇功袁成了皇亲国

戚袁通过正当的手法借助战场和婚姻袁施展了它原有

的 野神性冶遥 作为盘瓠的主人袁 高辛帝也被尊为太阳

神要要要天上原有十个太阳袁而野射日冶这则宁德畲族民

间故事袁暗藏了辅佐太阳神兄弟夺权的意义遥 夺权结

果是盘瓠消灭了所有太阳袁 使得世间只留两个太阳袁

并削弱了其中一个太阳的力量袁使它成为月亮袁让日

间与夜间都有光明永存遥 这也从民俗角度袁为现实生

态环境现状起了解释作用要要要该创造并非画蛇添足袁

而是暗含宁德畲民文学运思的合理性遥 野这些意象

噎噎作为一种信仰方式尧宗教意绪来教化着广大生民

消解着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彼岸的想象遥 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上升到了人超越自身的理想噎噎生存是生

命的首义袁也应是所有文化实践的第一位袁是人之为

人的关键遥 冶[5]文学意象与生存动力和谐共生袁折射了

宁德畲族民间故事所反映的强大生存动力遥

宁德畲族民间故事对于民间故事母题的大胆改

造与创新袁 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地域性文化意义遥

首先袁在比较文学母题学层面袁进行了野直译冶与野创造

性叛逆冶遥 因畲族并无文字袁故畲民故事需通过汉语书

写系统表达袁虽生活地域相同袁但文学传播在同一语

境下的模式袁通过了不同民族尧相同语言的状态进行

野翻译冶袁增强了文本再诠的理论纵深感遥 其次袁在比较

文学传播学层面袁此类野零距离冶传播并不因其处于同

一时空区域袁就弱化其野传播冶意义遥 其传播媒介为汉

字袁 但民族文化传承并不因其借助汉语而被全然同

化袁 是处于被动影响状态下的民族文化主动创新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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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汉民族文化影响下袁探索民族文化再生的文化

模式遥 正如宋炳辉所说袁野一个现代民族的觉醒和民族

国家的形成袁 除了要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主权外袁还

必须通过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袁以确认自己真正的文

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袁完成民族精神的自我塑造遥 冶[6]宁

德畲族民间故事的隐性再创造袁是在人口与文化相对

弱势的情况下袁立足民族文化自信的民族心理所进行

的文化自觉再生与重构袁 对民族文学与地域文化发

展袁都是良性的内在推动力袁大方向上更有利于汉畲

民族的文化融合互鉴遥

畲族作为宁德的少数民族群体袁虽受国家尧地方

民族政策的保护和优待袁但聚居状态尧独具特色的民

俗风格及畲族特有的文化因袭方式袁无不彰显以异为

径的少数民族潜在话语状态遥 在既有社会文化影响

下袁在发展民族文化相应政策中袁宁德畲民选择了民

族文化自信与个性暗藏的特殊形式袁以地域文化的民

族个性尧地域个性为表现形态遥 近年来袁宁德畲族在文

化产业发展上袁通过暗藏民族个性与文化符号袁进行

了许多成功的文化实践袁将民间故事母题元素渗透到

服饰尧银饰尧茶药尧旅游等产业领域袁锻造了社会主义

新时期畲民文化的商业价值与地方畲族文化品牌遥 富

有畲族民间故事的产生与流传袁迎合了人类喜好故事

的天性遥 虽身处福建宁德袁宁德畲族民间故事受到本

土民间故事影响袁但畲族民间故事也和谐地构成了宁

德尧尤其是蕉城等地畲民聚居区汉畲民族文化的兼容

特色遥 在 2013年出版的叶宁德民间故事集曳的野蕉城民

间故事冶里袁具有代表性的 12则民间故事收录了 3则

畲族民间故事袁其中盘瓠等经典畲民故事袁以浅显易

懂的口语化叙述手法袁将畲族文化特色纳入宁德地方

文化体系遥 对民间故事母题中的图腾崇拜与母题元素

加以反思尧应用袁不仅体现宁德畲民文化自信袁且更加

印证了今人之思袁有赖于能站在前人肩上袁激励后世

人对民间故事母题元素的探索与发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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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tential Way of Discourse Renewal of the Motif of

She Folk Stories in Ningde

CHEN Xialin
(1.Sch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Ningde Normal University, Ningde, Fujian 352100;

2.School of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院She folk tales in Ningde, as a way of stylistic regeneration from Ningde folk and reflecting local folklore,the motif of which

has its own unique way of potential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regeneration.In the process of deconstructing the motif of folk tales,She

people's stories based on Ningde folklore and legends are not the same as quoting or copying local folktales, which embodies the rich folk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national beliefs of She nationality in Ningde.Essentially, it is the perseve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na鄄

tion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o cope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Explaining the potential discourse of She nationality folk story texts by

examples,researching o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She folk stories to the classical motif of Han nationality, the paper tries to show the

rich expression of Ningde She people'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cultural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 value of the

times of national culture of the recreation of Ningde She folk tale text.

Key words院She nationality in Ningde;potential discourse;the motif of folk stories;cultural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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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本书总体介绍

易蔚所著的叶语用学与翻译多维透视研究曳一书

总体构成为袁绪论尧第一章院语用学和翻译尧第二章院语

用学的文学效果研究尧第三章院翻译应用研究尧第四

章院语用学相关理论与翻译策略尧以及参考文献遥

绪论主要介绍本书的一些基本内容遥第一章主要

介绍语用学这个学科袁由于语义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其

解释力遭遇瓶颈袁语用学得以兴起与发展袁并介绍语

用学与翻译基本理论以及翻译的价值袁翻译理论方面

主要是介绍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和中国翻译理论发

展史袁并作简明扼要的对比遥 第二章主要是从语用文

体学的视角见证中外文学的文学效果的研究袁国内语

料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野十七年文学冶中的小

说袁 国外语料选取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窑克里

斯蒂的作品袁 对中外文学的语用学效果进行比较研

究遥第三章主要从应用翻译的性质尧特点出发袁以及在

当今时代高速发展尧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对传统翻译

课堂形成巨大挑战的背景下袁分析和探讨翻译课堂创

新模式遥 第四章简要论述通过语言行为理论尧合作原

则尧礼貌原则尧关联理论尧预设尧指示等去透视语用因

素制约下的翻译过程和采取的翻译策略袁并使用案例

进行详尽的解释遥

二尧本书的主要优点和特色

渊一冤易读

本书印刷精美尧纸质好尧字体大袁具有友好的用户

交互界面袁久读眼睛不疲劳遥 章节少袁只有四章袁外加

绪论和参考文献部分曰绪论分 5 节袁共 9 面袁简明扼

要曰第一章分 5节袁共 70面曰第二章分 3节袁共 27面曰

第三章分 3节袁共 42面曰第四章分 6节袁共 127面袁主

要是译例分析曰参考文献共 7面遥 最为与众不同的是

参考文献的编排袁 英文文献和中文文献分成两部分袁

文献按作者名的音序袁标上序号排列袁方便检索和统

计遥 而别的书的参考文献部分没有文献序号遥 本书文

字浅显易懂袁理论阐述深入浅出袁简明扼要遥

渊二冤语用学理论和翻译实践紧密结合

本书概括语用学的发展简史袁回顾语用学各阶段

叶语用学与翻译多维透视研究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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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的理论观点袁以及迄今

为止的主要语用原则尧准则和研究方法手段体系遥 本

书着力于将语用学相关原理与翻译实践相结合袁从多

维度进行审视尧考察语用学与翻译研究渊从理论研究

到应用研究袁再到实证研究冤的历程遥 翻译实践研究力

求在语用学视角与框架下袁 结合语言的语境特征袁探

索适当的翻译理论模式和解释机制袁试图建立有中国

特色的语用学翻译模式袁逐渐形成语用学翻译理论体

系袁以解释翻译中恰当的语言选择遥 所提及的语用学

相关理论与翻译策略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遥

渊三冤书中的翻译教学研究具有独特特点

本书论述易蔚使用的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商务英

语教学方法渊即 TP教学法冤的主要内容尧具体的组织

实施过程尧对传统教学方法效果的比较研究尧涉及的

数理统计分析评估手段尧存在问题尧未来发展方向尧以

及她的具体的课堂教学例子遥 [1]

易蔚研究发现他人典型的商务英语课程教学模

式尧理论和方法并不强调实践和应用的重要性遥 针对

这种情况袁 在近年兴起的体验式教学方法的基础上袁

她提出任务导向要要要分组教学法渊TP冤袁将任务教学法

和分组体验法结合遥 实践方案和步骤为院渊1冤 布置任

务院a 任务选取袁b 任务前期准备和阐释袁c 分组袁d 监

督袁e分工合作曰渊2冤展示的实施步骤院a规定时间袁b译

文展示袁c 评分与点评曰渊3冤TP 教学法测试结果和讨

论院a商务广告的翻译袁b商品说明书的翻译遥 她得出

结论院渊1冤TP使用得当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翻译的

热情曰渊2冤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袁理解能力袁表达能力袁

思辨能力得到锻炼曰渊3冤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尧课外学

习主动性和利用互联网搜索技术获取知识的能力得

到提高遥 她指出存在问题主要是院各班组敷衍了事袁缺

乏足够思辨能力曰样本有限袁结论有局限性遥

目前为止对翻译课堂教学的评价研究的文献袁大

多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效果评价袁极少研究

从定量的角度评价体验式教学遥 本书建立体验式教学

的投入产出评价指标袁运用 DEA渊数据包络冤模型袁测

算体验主体的翻译效率遥 同时运用认知评价理论袁对

学生翻译过程的投入和产出进行分析解释以及动态

评价袁为这种分组体验式的商务英语教学模式的推广

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遥 统计结果表明袁分组相对于未

分组的产出效果袁经过 T检验袁翻译成绩和实践能力

有显著差异曰经过分组体验袁翻译课程的各项教学效

果有明显的提升袁学生互相讨论和教师点评有利于学

生翻译技能的提升遥 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投入产出指

标体系袁完善评分体系袁使评价结果更客观袁从而进一

步完善分组体验式教学方法遥

渊四冤优秀的翻译例子是学习和欣赏的典范

书中的很多译例都是精挑细选的翻译的典范袁这

里摘取几句袁附上易蔚的评论要点袁以飨读者遥

例 1院He thinks by infection,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 a cold.[1]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袁 就像人家得了伤风袁他

就染上感冒遥

[评]英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

达出来袁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遥 如果按照英汉两种语

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袁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

表达遥 译者将原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

构袁用目的语词汇直接说明尧解释原文内涵袁使译文从

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原文的风格和精神遥

例 2院Yesterday is a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present.[1]

昨日之日不可留袁明日之日未可知袁今日之日胜

现金袁那就是为什么叫做现今了遥

[评]原文中的野gift冶和野present冶在西方文化语境中

的意思都是指野礼物冶袁而野present冶一语双关袁既指野现

在冶野目前冶野当下冶袁也指野礼物冶遥 译者使用替换的手

法袁用同音异义词替换原文的双关袁以达到最佳关联

效果袁观众可以通过野现金冶和野现今冶这对词袁理解原

文的深层含义遥

例 3院One meets his destiny on the road he takes to

avoid it.[1]

欲避之袁反促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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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这是叶功夫熊猫曳中的一句台词遥 原文内容冗

长袁如果照字面直译袁既没有新意也不能传递好中文

的意蕴袁而且字数过多袁影响观众的观影效果遥译者在

表达这种具有哲学韵味的语境时袁采用古为今用的思

想方法袁通过整合加工浓缩原文袁使译文用词简洁尧经

典袁富有韵味袁让观众从更加深刻尧广阔的层面上体会

这些人生感悟的心灵鸡汤遥

例 4院We want to tell them the beauty face but they

refuse to believe it.[1]

我们想告诉他们袁花容总有凋谢的一天袁但他们

拒绝相信遥

[评] 这是 叶绝望的主妇曳 中的一句话遥 野beauty

face冶 一般而言应翻译为野美丽的容颜冶袁野花容总有凋

谢的一天冶袁看似画蛇添足的翻译袁却不偏不倚地顺应

了野寻求最佳关联冶的理念袁与剧情主旨紧关联袁为观

众的观影效果助力遥 野美丽的容颜冶与本剧集衰老和死

亡的主题南辕北辙遥

渊五冤语用学视角下文学效果案例分析是亮点

本书提供用语用学相关理论对文学效果进行研

究的两个案例渊叶尼罗河谋杀案曳和叶大学春秋曳冤袁具有

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遥

1.侦探小说叶尼罗河谋杀案曳第二部第三章的案例

从话轮转换尧话语角色的转变两个角度袁解释人

物间的权势关系及其转变和人物性格描写遥 用于小说

文体学的话轮分析框架大体由 5个方面构成院渊1冤话

题提出和控制情况袁渊2冤话轮长度袁渊3冤话轮类型袁渊4冤

话语打断和独白袁渊5冤话轮控制策略渊一类是现在会话

者选择下一个谈话或让出话题控制权的策略曰另一类

是会话者抢夺话题控制权并延续自己话轮的策略遥 冤

除此之外袁 本书还运用文学语用学理论中的相关原

理要要要语用模糊对其进行研究袁语用模糊可以分为四

种类型院渊1冤多重语用模糊袁即说话人在同一话语中对

不同的听话人表达其不同的言外行为曰渊2冤双重或数

重语用模糊袁指同一话语对同一听话人表达两个或两

个以上袁有时甚至两个截然相反的言外之意曰渊3冤条件

性的双重言外行为袁如果条件 A是真实的袁那么言外

行为 B就成立曰如果条件 A不存在袁那么 C就应是言

外行为遥

2.叶大学春秋曳案例

本书根据语用文体学的基本原理袁采用言语行为

和会话含义有关理论袁借助话语分析模式去解析叶大

学春秋曳人物关系遥 首先袁本书对几个代表人物的爱情

关系进行分析和解读袁具体如下院渊1冤语用含蓄修辞视

角下的爱情话语解读曰渊2冤心理叙述视角下爱情话语

语用解读曰渊3冤多重语用模糊视角下的爱情话语语用

解读遥 然后袁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袁从语

用文体学以及人际语用学的角度袁通过运用话语分析

来分析人物之间的友情关系遥 渊1冤礼貌与合作原则的

人物友谊话语分析遥 渊2冤讽刺与隐喻视野下人物友谊

对话的言语行为分析院a 透过小说文本中的各种典型

言语行为去识别文本的主题意义和作者对笔下人物

的态度曰b 根据施为言语行为的四项条件分析小说中

某些人物的微观言语行为的种类尧性质尧特点进而了

解其性格特征尧心理文化素养尧处事态度等曰c 通过分

析某个人物在不同场合实施于同一人物的言语行为

渊承诺尧吹牛尧讥讽等冤去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曰d 通过

分析某个人物实施的言语行为对他人或自身所产生

的言后效果袁去预测人物命运的变化和情节的发展动

向遥 渊3冤心理与非语言人际关系原则视域下人物友谊

对话分析遥 交际参与者的身份尧地位尧关系史尧文化背

景等因素在交际互动中的体现以及交际中非语言手

段和策略选择的影响成为焦点遥

渊六冤启发性

1. 例引发对中国文化尤其是茶文化走出去的思考

有的译例中含有典型的地方特色文化的词袁 如院

野酒冶和野茶冶袁处理的手法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很是重

要遥

例 5院饮他的花酒袁我喝我的清茶遥 /面对别人的

成功和荣耀袁我喝我的清茶遥 /凡事不逃避袁我喝我的

清茶遥 /他饮他的花酒袁我喝我的清茶[1]遥

Human life, it seems to me, needs a placidity of mind.

While others may be dinning and winning, I爷m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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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plain tea. Not dazzled by other people爷s aura of

success and glamour, I爷ll indulge in my simple plea鄄

sure. I stick to the pureness of my pleasure, never es鄄

caping from reality噎contenting himself with purest and

simplest pleasure.

本书认为袁野我喝我的清茶冶所体现的中国文化蕴

涵是野满足于一种清纯尧恬静尧简朴的生活冶袁与野饮花

酒冶形成鲜明对照袁其含义与其概念意义显然不同袁在

英语中又是文化缺省袁英译时要进行野创造性叛逆冶遥

原文的野喝冶被译成野content with冶 野indulge in冶野stick

to冶野contenting himself with冶等心理过程袁而非对应的

概念行为动词野drink冶遥 野茶冶除了第一处外袁其余三处

均译成抽象的情感野simple pleasure冶野pureness of plea鄄

sure冶和野purest and simplest pleasure冶袁译文充分运用

言外行为和言后效果遥

其实这是摘自王书春发表在叶扬子晚报曳上的散

文遥 [2]读到这里袁读者就会认为袁由于野花酒冶和野清茶冶

都有丰富的上下文在描述尧陪衬和烘托袁所以完全可

以直译遥 我们总是爱用阐释性的翻译来处理中国文化

的典型词汇袁 理由是如果直译那些词外国人不理解遥

其实英美国家的人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都不在中国人

之下袁否则怎么可能有他们的现代化文明钥 关键在于

我们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态度袁在读者维度具有历史

动态性和空间灵活性的情况下袁敢不敢袁想不想真正

让外国人知道我国文化的真正形态和韵味遥

2. 培养学生的挑战权威的精神和批判性思维

例 6院He had missed the death in the battle, and

his heart was bitter within him.[1]

野他因未能战死沙场而内心十分痛苦遥 冶渊第十二

届野韩素音青年翻译奖冶英译汉参考译文冤

如果考虑到诗学因素袁就不应该如此浓缩袁而是

要增加诗意袁更应该译为院野他战斗中逃过死亡袁他内

心中迎来痛苦遥 冶如果学生能够不惧野韩素音青年翻译

奖冶的权威性而这样翻译袁就是本书的成功遥

三尧本书的不足

渊一冤文中所列出的例子存在部分问题

一方面袁本书的大部分译例都没有在文内注明参

考文献的出处袁会令人误解为译文都是本书作者给出

的袁给读者进一步研究造成困难袁文责无法落实到人遥

本书的作者有时也会把译例抄错袁让人觉得是原作者

和原译者的错遥 例如院

例 7院Finally, the world opponent the hattle will be

legendary.[1]

野hattle冶是野battle冶之误袁就是因为抄错袁所以本书

作者说袁野如果凭字面翻译来看袁耶最后袁世界对手的流

言将是传奇的遥 爷冶遥其实这句话意思是说野最终这场世

界性的战争和其中的对手都将成为传奇遥 冶遥

例 8院闰月生的袁五行缺上袁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

土遥 渊鲁迅叶故乡曳冤[1]

He was born in the intercalary month, and when

his horoscope was told it was found that of the five ele鄄

ments that of earth was lacking, so his father called him

Runtu (intercalary earth)

通过英译文袁我们可以确定袁野上冶是野土冶之误遥 另

外袁本文例 2中袁why在书中行文误为 way曰例 3中袁his

误为 its遥 本文对书中行文的上述错误已改正遥

另一方面袁 本书有时也将有问题的例子作为榜

样袁特别是商务英语的例子袁无意中对读者产生误导遥

如院

例 9院he bill of exchange shall be accepted first

and then can be honored by the acceptor. If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in the credit are not complied

with, the exporter may run the risk of his draft being

dishonored by the bank.[1]

渊a冤首先要接受汇票然后由承兑人付款袁如果所

有的信用条款不符合的话袁出口商将面临银行不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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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遥

渊b冤先要接受汇票然后由承兑人承兑袁如果信用

卡里所有的条款都不符合的话袁出口商将面临银行拒

付的风险遥

本书认为渊a冤错渊b冤对遥 其实是渊a冤比渊b冤更对袁综

合互联网资料袁最正确的译文如下院

该汇票应先承兑袁然后由承兑方进行支付袁如果

未能符合信用证里的所有条款袁出口商将面临银行不

付款的风险遥

例 10院We are writing to confirm our fax this morn鄄

ing. Enclosed is our Order No. 1333, offering you 250

metric tons of Shandong Groundnuts, Hand -picked,

Shelled and Ungraded at RMB 4,000 net per metric ton

CFR Copenhagen for shipment during October.[1]

兹确认今晨我方已去传真袁 现随函附寄 133号

订单袁报手检去壳不分级山东花生 250公吨袁每吨CF

哥本哈根 4000RMB袁十月装运遥

本书认为译文语言简练袁符合外贸信函的行文习

惯遥 其实该译文不准确袁正确译文如下院

兹确认今晨我方已去传真袁 现随函附寄 1333号

订单袁 提供给贵方手检去壳不分级山东花生 250公

吨袁净重每公吨 4000 元人民币袁以 CFR 方式运往哥

本哈根袁十月装运遥 [3-5]

例 11院每个国家都得根据自己的传统寻找发展方

案遥 [1]

渊a冤Each country should look for the development

scheme according to its own tradition.

渊b冤Each country has to look for the development

approaches within its own traditions.

本书作者认为野根据冶是指其传统习惯中的意思袁

英语没有野according to冶来搭配野tradition冶这样的短语袁

因此渊a冤错渊b冤对遥 但根据网易有道词典中包含的牛津

词典袁 词条 tradition下有这样一个例句院By tradition,

children play tricks on 1 April. 渊按照传统风俗袁儿童

在 4月 1日捣乱戏弄别人遥 冤既然 by可以修饰 tradi鄄

tion, according to怎么不能呢钥可见本书作者过于规定

性遥

例 12院The previously unknown Koichi Tanaka be鄄

came the country爷s second-youngest Nobel winner, and

the only recipient of the chemistry prize to have no

more than a bachelor爷s degree.[1]

从前默默无闻的田中耕一成为日本第二个袁也是

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遥 他是唯一一位只有本科学历

的化学奖获得者遥

这个例子是用来说明应用文翻译的劝导功能的遥

田中耕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化学奖

得主但不是日本第二个诺贝尔奖得主袁也不是日本第

二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6-7]袁因此译文明显错误遥

渊二冤野拿来主义冶一词的误用遥

本书作者在翻译的 TP课堂教学法的小结部分指

出院野但是在 TP教学法的实施过程中袁 也遇到了一些

问题袁如个别组依然存在敷衍了事的情况袁一些译文

是百度翻译袁他们采取耶拿来主义爷策略袁把错误的机

器翻译不假思索地放在自己制作的 PPT上遥 冶[1] 很显

然袁这里的野拿来主义冶是个有典故的借用词袁来自鲁

迅的杂文叶拿来主义曳遥 [8]该文抨击国民政府崇洋媚外袁

出卖民族文化遗产的投降主义渊孱头冤曰革命文艺阵线

内部的割裂历史与现实袁全盘否定民族文化遗产的左

倾主义错误渊昏蛋冤曰以及崇拜洋人袁主张全盘吸收外

来文化的右倾主义错误 渊废物冤曰 然后论述 野拿来主

义冶袁号召野我们要运用脑髓袁放出眼光袁自己来拿浴 冶遥

因此袁野拿来主义冶 是对待外来文化的正确的思想方

法袁是个富有革命性的褒义词遥 本书作者却把它当贬

义词用袁并且没有加以特别说明袁这会引起思想混乱遥

四尧结论

到目前为止袁在中国知网上通过野篇名院耶语用学爷

并含耶翻译爷冶进行搜索袁可以找到各类文献共 310篇遥

46窑 窑



An Observation of Studies of Pragmatics and Translation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ZENG Xiaogu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The book Studies of Pragmatics and Translation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by Yi Wei has both merits and demer鄄

its. The merits are: 1. Reader-friendliness; 2. Good integration of pragmatics theories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s; 3. Translation studies be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uthor爷s over-time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 scientific statistical assessment methods being of unique features; 4.

Good translation illustrations being the model to follow and appreciate; 5. Case study of literary effects from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be鄄

ing the highlight; 6. Enlightenments. The demerits are: 1. Translation illustrations being without references and being with wrong typogra鄄

phy, and Translation illustrations with errors being the model to follow; 2. Abuse of Lu Xun爷s 野Brngism冶.

Key words: pragmatics; translation; perspective; studies

易蔚共采用英语文献 13篇渊本冤尧中文文献 67篇渊本冤

就完成该书袁 且书的理论和实践内容全面尧 具体尧生

动尧易读袁实属不易遥 该书理论性尧实践性尧趣味性和实

用性兼具袁并且有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作用袁即使存

在缺点袁仍然不失为一本好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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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袁移动媒体的信息分发经历了编辑尧社交尧

搜索尧算法等多种模式的演进遥 尤其是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袁更是开启了以数据和计算为核心

的信息传播新时代[1]袁算法分发逐渐兴起并大行其道遥

所谓算法分发袁 是指依靠智能化的数据分析技术袁快

速匹配用户的兴趣偏好袁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并推送出

用户需求的内容遥 可见袁信息推荐算法实际上就是人

工智能技术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应用遥审视现代传媒情

境下的信息传播袁不能不考虑算法推荐及其人工智能

技术的深刻影响遥

一尧AI入局下移动媒体信息分发模式的整

体扫描

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进军信息分发领域袁重构了移

动媒体的信息分发模式袁信息分发迎来了以算法为核

心的 2.0时代遥 凝视这一引起信息传播分发技术大变

革的核心底层袁可以发现袁关于模式演进和变迁的一

些新动向袁正在显现遥

首先袁基于机器智能的算法分发日益成为平台标

配和基本功遥 一方面袁媒体型尧关系型尧搜索型等客户

端袁近年来纷纷添加算法因素袁致力于向信息流扩张袁

这使得信息分发的野+算法冶模式逐渐兴起并呈蔚然之

势遥 另一方面袁今日头条尧天天快报尧一点资讯等热衷

于技术分发路线的原生系移动客户端袁更是将个性化

算法推荐的信息流展示运用到极致遥 时下袁信息分发

领域的野机进人退冶现象十分突出袁人的分发俨然让位

于机器的分发遥

其次袁流行算法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模式的优化完

善遥 今日头条等智能编辑平台的崛起袁推动了个性化

算法快速走向信息分发的前台遥 眼下袁扬弃旧的算法袁

打造体现品质和价值取向的新算法是共识遥 为此袁算

法类的信息聚合体正在尝试建立更加科学的分发机

制袁如在智能算法之外袁叠加编辑尧社交等非算法性因

素袁野把内容的积极意义和知识性列为第一指标袁把有

关公共利益的重要新闻给予更大流量袁把事关全局的

重要新闻匹配给所有用户冶[2]等遥

最后袁诸多分发模式正在走向耦合和圆融遥 传统

的编辑尧社交尧搜索分发袁以及新型的算法分发袁都有

着各自的优势和局限袁因此袁有效的分发组合成为各

类平台的共同追求遥 譬如袁传统移动媒体将编辑初审

把关和算法智能推荐相结合袁力行人机协作曰微博微

信强化关系和内容的协同共进袁 打造智能社交推荐曰

手机百度将搜索和信息流同置袁 构筑双引擎驱动曰而

AI时代移动媒体信息分发模式析论

陈昌勇

渊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袁 安徽 六安 237012冤

摘 要院人工智能技术给移动媒体的信息分发模式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遥 一方面袁媒体型尧关系型尧搜索型等

客户端袁都在借助机器算法向信息流扩张曰另一方面袁智能化的内容聚合体袁则在算法之外叠加其他推荐变量袁以校正其

模式走向遥大平台正在复合使用多种信息分发方式袁力求以核心编辑引领价值袁以离散用户进行社会化传播袁以多源搜索

驱动信息流推荐袁以智能算法晋升效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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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标兵今日头条等袁在大量引进内容审核编辑的同

时袁十分注重对社交和搜索功能的开发利用遥

综上所述袁在智能互联的 AI时代袁移动媒体的信

息分发呈现出多主体参与尧多平台涉入尧多元素融合

的总体特征袁 既可以由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完成袁也

可以通过机器智能完成曰 既可以在媒体型平台内完

成袁也可以在关系型尧搜索型尧算法型平台上完成遥 并

且袁编辑尧社交尧搜索尧算法等分发元素在优势互补中

初步实现了互融共进遥

二尧AI时代移动媒体信息分发模式的具体

阐释

渊一冤编辑+算法院编辑主义结合机器的逻辑

编辑驱动的媒体型推送袁具有中心化分发的双重

表征院 一方面袁 专业化操作使之能够分发出安全尧优

质尧共性的信息曰另一方面袁用户对象的泛在性和不确

定性袁又使信息与用户难以做到有效适配遥 特别地袁在

信息分发市场逐渐由编辑驱动型走向技术驱动型的

当下袁人工推荐模式已很难满足千人千面尧无穷无尽

的个性化阅读需求遥 故此袁那些编辑主导的信息分发

平台袁纷纷调整策略袁进军技术路线遥

譬如袁传统主流媒体及网络门户所催生的移动端

产品袁在延续其野母体冶编辑分发传统的同时袁向算法

靠拢的意识和决心十分强烈遥 人民日报社全国党媒平

台野人民号冶上线伊始袁就提出关键词野智能冶袁重点是

实现信息的智能生产尧智能推荐尧智能分发遥 同样袁新

华社野媒体大脑冶所推出的分众化推送和精准弹窗袁也

是以 AI技术进行用户画像尧精确匹配和智能响应遥 人

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等倾力打造的党媒算法袁既守护了

编辑意志袁以导向为魂鼓励价值阅读袁又注重利用新

技术寻求海量信息与个人需求的有效对接袁实现了主

流尧严肃尧权威报道的自动化推荐袁彰显了主流价值的

力量与担当遥 相较于党媒的主流算法袁新浪尧搜狐尧网

易等门户 APP的算法启动时间更早袁信息个性化程度

也更突出遥

媒体型的编辑分发历经久远袁且在行业实践中形

成了诸多成熟稳定的操作传统和规则遥 现如今袁主动

适应差异化尧分众化的传播格局袁采纳算法以改造分

发模式尧提升分发效力袁是应然追求遥 传统移动媒体

野编辑+算法冶模式的设计与应用袁尤其是党媒算法和

门户算法的应时应势而生袁在实践上有力助推了编辑

主义与机器逻辑的结合尧 信息品质与分发效率的结

合袁极大提升了客户端信息的匹配性以及千人千面的

移动阅读体验遥

渊二冤社交+算法院关系链传播嵌入算法分析

社交平台的信息来源极其广泛袁既包括传统媒体

和网络媒体上的内容袁也包括野人们社会生活和交往

中产生的日常化尧碎片化尧随机性信息冶[3]袁不过袁这些

信息并非都能通过社交模式得到有效分发遥 在社交情

境中袁高信息价值低分享价值的信息袁如个性化和垂

直度高的信息等袁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袁一般很难传

递给更多的人遥 即使有人硬推此类信息袁其打开率尧阅

读率尧转发率尧覆盖率等衡量数据也会不尽如人意遥

这与社交模式依赖中间受众的分发逻辑不无关

系遥 与此不同袁算法分发是一种野信息 A寅受众 A尧信

息 B寅受众 B尧信息 C寅受众 C噎噎冶的扁平化定向推

荐模式遥 这种模式绕开了中间节点袁直接将信息递送

给目标用户袁针对性极强遥 因此袁那些具有较高信息价

值但不具备广泛分享价值的细颗粒度信息袁在算法环

境下会得其所哉遥 早在 2015年袁野微信团队冶在发布朋

友圈测试广告时就曾称袁野广告是生活的一部分遥 它无

孔不入袁你无处可藏遥 不是它可恶袁而是它不懂你遥 我

们试图做些改变遥 冶所谓改变袁其实就是通过社交数

据袁测算用户的兴趣喜好袁进而推送更懂你的广告信

息遥

将智能算法作为用户的信息管家袁是微博尧微信

近些年的共同做法遥 新版微博在原有的社交信息流基

础上袁开发了基于算法的兴趣信息流袁从而使用户野刷

微博冶更加适意遥 而微信则利用其特有的技术性质和

内容编码规则袁面向全体用户袁强力推出野看一看冶功

能袁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智能服务遥 与其他兴趣推荐引

擎不同袁微信野看一看冶的许多内容都打上了野某某看

过冶野已关注冶野本地资讯冶野热点资讯冶等标签袁同时还

开辟了野朋友在看冶专栏遥 其个性化不仅体现在用户阅

读的历史偏好袁更强调将用户之间的社交网络数据打

通袁像好友标记尧关注订阅尧属地爱好等袁都成了用户

画像及信息推送的算法基础和根据遥

社交分发的规则激励袁极大赋予了个体扩散信息

的权力遥微博尧微信尧QQ等野关系和内容冶的协同共进袁

则进一步表明院基于社交尧圈层的信息分发与算法尧个

性化的推荐逻辑袁具有天然的耦合性袁而以社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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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为发力点袁同时嵌入算法分析袁势必成为社交型信

息分发的重要走向遥

渊三冤搜索+算法院多源搜索驱动信息流推荐

文字尧图片尧语音等多途径的搜索推荐袁是百度

APP的原生功能遥 目下袁其在条形搜索框下面又赫然

增加了资讯浏览服务袁 用户可以无限刷新和下拉信

息遥 可以肯定袁依仗算法做个性化推荐的信息流形式袁

是手机百度在 AI时代的一种新作为曰 而将搜索和信

息流相勾连袁根据用户的搜索浏览记录袁实现信息的

精准推送袁更是手机百度信息分发模式创新变革的新

动向遥

其一袁搜索分发当前正面临诸多不适遥 一者袁在桌

面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的过程中袁小屏幕的手机

分发大容量的网页袁使用体验下降了曰二者袁人找信息

的搜索推荐本身比较被动袁现在是信息找人的主动出

击时代袁信息需要在高度碎片化的情境中有效流动并

精准落位曰三者袁在移动化尧智能化的当下及未来袁搜

索行为变得不再高频袁野刷新闻冶则是常态曰最后袁搜索

结果的排序算法在很多时候并非基于用户袁而是从传

播者利益最大化角度来考量的遥 因此袁进行模式创新袁

以消解搜索分发之困势在必然遥

其二袁野搜索+信息流冶 双引擎驱动是适切的模式

选择遥 根据百度的官方解释袁野一搜即得冶和野不搜即

得冶作为其双重追求袁搜索是信息流的前身袁信息流是

搜索的延续袁二者是相辅相成尧相互助力的遥 一方面袁

搜索数据的沉淀袁可以帮助百度大脑形成更细致的用

户画像袁从而个性化其信息流曰另一方面袁信息流的浏

览阅读袁亦可以帮助用户更智能地搜到自己想要的信

息遥 搜索和信息流的持续联动及双向互补循环袁使得

模式进化的正向效应得以发生袁比如信息分发的意图

定向和兴趣定向更精准尧人找信息和信息找人的交融

更密切等遥

手机百度移动搜索和信息流推荐的双向智能适

配袁提档升级了其信息分发的模式遥 这一模式与百度

野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平台冶和野国内最大的新闻资讯

平台冶的新定位高度契合遥 其中袁野有事搜一搜冶是希望

满足用户的信息刚需袁野没事看一看冶则旨在提升用户

在客户端的停留时长和沉浸深度遥

渊四冤野算法+冶模式院机器审美加持其他推荐变量

如果说袁野+算法冶模式是传统信息分发适应 AI时

代用户信息消费习惯的一种顺势创新袁那么袁野算法+冶

模式则是智能推荐平台对其技术分发路线的优化完

善遥在此袁着重分析算法与编辑尧社交元素的融合运用遥

1.算法+编辑院叠加人工把控算法分发走向

叠加人工编辑袁 加强信息推送的把关与审核袁可

以很好地修正流行算法的流弊袁如分发的信息品质不

高尧话题不够多样以及深度尧准度不足等问题遥

首先袁可以提高信息分发的品质遥 不难发现袁那些

容易带来流量的标题党内容尧娱乐化内容尧情绪性内

容等更受算法青睐袁而理应得到更多关照的高品质信

息袁在分发权重上则相对不利遥 人工编辑的积极参与

和介入袁不仅可以帮助算法推荐优质信息袁以满足对

内容质量有要求的用户阅读需要袁还可以帮助算法形

成价值观袁奠定信息产品的基础调性遥

其次袁可以增加话题内容的广泛性遥 如果说袁信息

分发的初衷是满足人们的应知尧 欲知而未知袁 那么袁

野算法分发虽然能够满足欲知而未知袁 但难以满足应

知而未知冶[4]遥 应知性信息的缺乏袁不仅弱化了平台的

信息品质袁也造成了用户信息环境的片面性遥 而引入

人类编辑袁非常有助于算法全面提供应知尧欲知而未

知的信息袁引导人们走出阅读茧房遥

再次袁可以提升信息分发的深度遥 短阅读尧浅阅

读尧快阅读的盛行袁并不能消解人们对神圣的深度阅

读的追求遥 然而袁在当前袁算法类的移动客户端所呈现

的多是速食性的碎微化内容袁 深度信息供给明显不

足遥 这与个性化算法的推荐逻辑不无关系遥 而改造平

台的信息分发模式袁 加强算法分析和编辑体察相结

合袁对促进深度信息的脱颖而出大有助益遥

最后袁可以提升信息分发的准度遥 个性化尧精准作

为算法分发的主打口号袁实际上也不能完全依靠机器

智能来实现遥 真正的精准传播袁一定是建立在人工涉

入的基础之上遥 因此袁强调算法分发的个性化力量袁并

不意味着将个性化都交给算法遥 而人工编辑在其中的

作为袁主要还是帮助算法对用户和文章进行更全面的

画像袁进而增强二者的适配性遥

总之袁算法作为非人类的野网络行动者冶[5]袁离不开

人特别是资深媒体人的专业经验和价值观引导遥 人工

编辑的干预袁实际上就是要和算法共同商定院哪些信

息的推荐权重应增加袁 哪些信息的推荐权重应降低袁

又应该对哪些信息说野不冶遥

2.算法+社交院激活用户构筑智能社交推荐

算法缺陷的规避袁除了可以叠加人工进行人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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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Media爷s Information Delivery Mode in the Age of AI

CHEN Changyong
渊School of Culture and Media,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爷an, Anhui 237012冤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rought great and profound changes to the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mode of mobile me鄄

dia. On the one hand, media, relational and search clients have all expanded to information flow with the help of machine algorithm. On

the other hand, intelligent content aggregations have added other recommended variables outside the algorithm to correct their mode trend.

Large platforms are using various ways to distribute information. This is for the purpose of leading value by core editors, social communi鄄

cation by discrete users, information flow recommendation by multi-source searches and enhancing effectiveness by intelligent algorithm.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bile media; information delivery mode

同运作外袁还可以激活平台用户构筑智能社交袁以关

系链的形式助力信息分发遥

社交关系链上的一个个节点渊用户冤袁尤其是关键

节点袁 作为社交场域的信息筛选器和社会化编辑袁既

可以为用户推荐各种有用有价值的信息袁也可以帮他

们过滤掉大量低质无用的信息遥随着信息过滤的权力

进一步向社交关系与人工智能让度袁在将来袁野信息流

推荐+社交冶综合体的出现概率极大遥这于信息分发的

良性循环十分有益遥 一方面袁结合社交圈专业人士的

学识和阅历算法所进行的推荐袁要比单纯的机器算法

推荐效果更好曰另一方面袁在智能分发和粉丝分发相

结合的智能社交推荐模式下袁往往写得越好袁粉丝就

越多袁而专页的关注度上去了袁获得算法推荐的机会

也就更大遥

当前袁智能推荐平台的社交化探索正在路上遥考察

今日头条的内容来源尧 核心技术及产品矩阵袁 可以认

为袁野算法+社交冶势必成为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以及

完善智能分发尧优化推送规则的重要选择遥 实际上袁早

在 2017年其野微头条冶产品上线后袁就相当于在智能分

发之外袁正式增加了社交分发的机制遥 微头条与微博尧

微信的社交媒体属性非常相似袁 也是借由不同的社交

圈层袁实现信息的众包式过滤和筛选遥 当然袁像今日头

条这类编辑智能型平台袁强力布局社交袁除了优化信息

传播的考量外袁也有弥合社交短板尧沉淀粉丝尧流量变

现尧实现分享所带来的阅读价值等多种诉求遥

三尧结语

智能传播时代袁 出于对信息免于过载的追求袁各

种分发模式应运而生遥 特别地袁以 AI技术为幕后驱动

力和底层支持的信息分发 2.0袁 作为一种用智能算法

寻求落点和晋升效力的传播方法论[6]袁更是给移动媒

体的信息分发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常态现象遥 眼下特别

需要注意的是袁算法设计的初衷虽然并不会提倡信息

的低俗尧低质和娱乐化袁但在其实践上毕竟给主流价

值的传播带来了风险和挑战遥 因此袁必须注重如何应

用人工智能技术阻断不良信息袁提供个性化的优质内

容袁以在网络空间中弘扬主旋律尧传播正能量遥 这不仅

要在平台的界面设计上将更多元素相加相融于客户

端袁更要在模式的功能定位尧价值取向和实践逻辑上

强化信息分发的初心袁即选荐丰富优质的内容袁更好

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信息消费需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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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环境的急剧变化袁导致很多优秀传统文化

经受着巨大的冲击,已经面临着消失的困境渊如惠女淤编

织腰带冤袁 虽引起各界关注并对传统文化进行各种保

护及传播的研究袁 但多数只停留在认知宣传表面袁并

没有实际性提出让传统文化野古为今用冶等真正意义

上的传承建议遥 文化传承创新是高校四大职能之一袁

高校的图书馆有传播知识和传承文明的责任袁为了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

述以及国家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曳[1]袁新时代的高校理应带头做好对地方优秀传统文

化真实有效的保护尧传承和传播袁唤起各阶层对地方

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遥

当今新媒体已经成为传承尧传播传统文化的主要

载体袁而传统文化离开有效的传播也难成为涵养地方

经济文化发展的软实力[2]袁因此本文站在新媒体角度袁

探讨地方高校怎样利用新的媒介形式和活态模式袁对

优秀技艺文化进行创新和利用袁进一步传承尧保护尧传

播惠女编织腰带袁让传统文化野活冶起来袁野用冶起来袁

野走冶出来遥 希望研究的观点对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传播以及应用能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遥

一尧惠女编织腰带的概况

绚丽多姿的民族服饰, 是优秀民族文化的积淀和

族群形象标识的重要展现遥 民族服饰技艺作为民族记

忆和历史的重要见证袁是当地特有的文化印记遥 惠安

女聚居地地处福建泉州东南偏僻海隅袁灿烂艳丽的服

饰文化却因此得以较长久的保存遥 惠女编织腰带承载

着民间传统文化袁是反映民间腰带艺术的载体袁既是

一种手工技艺也是一种服饰文化遥

渊一冤惠女腰带的历史概况渊以小岞惠安女为例冤

惠安的小岞半岛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是一个比

新媒介下高校对惠女编织腰带

活态传承及传播利用探究

陈丽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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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封闭的小岛袁 跟外界沟通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船只袁

船只行船近到广州尧海南一带袁远到台湾和东南亚等

地区袁进行海上劳作及贸易遥 因此小岞岛上当时使用

的物品跟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联系袁很多物品是

通过船只从这些地方交易而来的袁惠安女腰带也跟这

些物品一样袁使用的材质也多是舶来品袁有着独特的海

丝文化背景遥

小岞惠安女腰带有过多次的演变, 因年代的关系

而有不同的材质遥 老一辈述说先前主要是用麻绳或布

条做成简易的野裤带冶袁后来使用绸巾裤带尧银裤链和

塑料线编织的腰带等遥 腰带先前主要作为裤带使用袁

是为了预防宽松裤子下滑袁 之后因为上衣逐渐缩短袁

腰间的装饰就十分突出袁 除了防滑还起装饰的作用袁

既做野腰带冶又装饰野裤头冶遥 银腰带作为惠安女身上独

有的装饰为外界所认知袁是小岞渔民野行船冶从台湾尧

东南亚一带引进袁大约出现于上世纪 30年代袁一直延

用至今袁代替之前也是行船带回的绸巾裤带遥 银腰带

是那个年代富有人家才拥有并佩戴的奢侈品袁普通人

家佩戴的是精心用彩色塑料细线手工编织而成的野腰

带冶渊自行编织或购买袁绸巾裤带那时已被淘汰冤遥

渊二冤惠女编织腰带的特点

海洋自然环境高纯度的亮丽色彩袁造就了惠安女

在选择服饰穿戴尧腰带编织用色上非常大胆袁跟衣服

的颜色形成强烈的对比遥 编织腰带所用的彩色塑料线

比较实用耐用袁有耐脏不易褪色的特点袁而且色彩丰

富尧颜色艳丽袁加之价格适宜袁因此成为当时腰带首选

的材料遥 心灵手巧的惠女爱美而且聪慧袁塑料编织腰

带可充分拓展了她们的表现空间袁不断根据自身生活

的特点加入了新的元素袁 编织成了各种美丽的图案袁

材质一直延用至今遥

这些民间优秀编织技艺的发明者袁从没接受过任

何专业上的训练遥 然而袁装饰艺术中的修饰尧简化尧配

色尧构图等手法袁却在她们的编织作品中得到了很好

的体现袁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原始的美感袁从中吸取到

许多原本艺术的真谛遥

渊三冤惠女编织腰带现状及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袁由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相互交

融与碰撞袁 现如今惠女服饰已面临穿着断层危机袁虽

还有少量穿戴惠女服饰的惠安女袁但随着经济的改善

也选择佩戴银腰带曰 加上老工艺人的老去逝去等原

因袁这种用手工编织的彩色塑料线腰带和技艺袁在慢

慢被忽视而面临失传曰 特别是腰带文化记载的缺失袁

可能导致这种技艺和文化永久地消失遥

许多濒临灭绝的地方优秀传统技艺文化袁在政府

部门和传承人尧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袁虽然暂时挽回危

局遥 但当下, 还有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的民间手工艺文

化袁如惠女编织腰带袁它们保护尧传承和发展面临诸多

困难遥 传统手工技艺被看作是中国非遗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妥善地传承和发扬这些传统技艺和文化袁对地方

文化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二尧地方高校保护传承本土优秀文化

针对地方传统技艺文化渊如惠女编织腰带冤的现

状及存在问题袁高校作为文化传承的职能部门袁高校

的图书馆作为校园文化乃至社会文化建设的主要阵

地袁对这些技艺和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有着不可推却的

责任遥 非遗进校园是响应中央关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传承号召袁高校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些即将断层甚

至失传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技艺传播开来袁 传承下去袁

并助推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遥

渊一冤地方高校保护传承本土优秀文化的意义

首先袁本土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有大量优秀精神质

素遥 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传承进校园袁将本

土优秀经典元素融入到校园的文化建设之中袁可以提

高校园文化底蕴袁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和大学本身文

化传承袁 使地方高校的人文底蕴与地方文化相得益

彰袁两者结合将会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遥 再借助平台

实现优秀本土文化的教育和推广袁使其融入到生产生

活中袁助力地方文化的发展袁可以说高校传承本土优

秀文化有一举两得的作用遥

其次袁在国家提倡文化复兴的年代袁大学生是保

护和传承优秀文化的主力军袁高校承担着重要的培育

责任遥 地方高校有责任让学生欣赏尧了解尧喜爱尧传播

地方的传统文化和技艺袁并将地方文化的保护和创新

融入到学校的人才培养袁为优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开

拓新的途径[3]袁方便大学生直面接触地方的优秀传统

文化,并产生对地方文化的认可袁有利于深化他们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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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自信袁并自觉担当起中华优秀文化保护和传承

的使命遥

渊二冤地方高校保护传承本土优秀文化的优势

人力资源方面遥 地方应用型高校的设计专业一般

都拥有一批野双师双能型冶教师袁他们既有较深厚的文

化及艺术功底袁又兼备现当代设计理念尧设计思维袁是

大学生传承地方文化展示各方技能的领路人遥 [4]高校

还拥有广阔的科研创新资源平台以及完善的产学研

实训基地遥

信息设备方面遥 高校处于信息前沿阵地有着独特

的优势袁在新媒体时代袁迎来了数字化的机遇袁数字化

技术的发展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提供重要

的技术支持遥 传统手工技艺的老艺人缺乏新媒体传承

传播的手段和认知袁技艺和文化无法实现该领域与新

媒体技术的有效链接袁野非遗冶进校园袁高校的资源设

备可以为其提供支持遥

图书馆资源方面遥 拥有丰富的图书资源和数字资

源以及特色馆藏资源渊已建设的地方文化资源库冤袁具

备图文数据优势袁建有自己的网络系统袁为传承地方

优秀文化技艺提供了必要的载体袁为文化传播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袁还能实现了区域内的文献资源共享遥 除

此图书馆还拥有三大宝贵的人力资源院一是图书管理

类人才袁二是专业技术类人才袁三是教育尧网络尧传媒

类人才遥 这三方资源是学校保护和传播优秀文化的中

坚力量袁 运用先进的媒介设备以及现代科学的手段袁

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及传播起着关键性作用遥

三尧地方高校活态保护传承惠女编织腰带

的做法

保护地方文化的精髓在于对其进行野活态传承冶袁

高校以及高校图书馆不能只是遵循古老的保护传承

方式袁应当走出以野馆藏冶野观赏冶为主的单一保护形

式袁巧用各种方式袁让可能断层消失的技艺文化野活

态冶传承下去袁让古老的文化遗产与现代人的常态生

活紧密联系起来袁让更多的野未露脸冶本土优秀文化

野遗珠冶焕发出生命力遥 以下是黎明职业大学渊以下简

称我校冤 对惠女编织腰带进行传承和保护的一些做

法袁希望对地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能有一定的借鉴和

推动作用遥

渊一冤腰带文化进校园袁活态传承和创新

非遗的野活态冶传承既是传承也是发扬遥 高校引进

惠女腰带编织文化袁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袁不仅有助

于编织腰带技艺和文化的传承传播袁也有利于高校图

书馆对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建设遥

1援腰带技艺文化授业展示

新一代的大学生袁有必要了解我们本地区优秀的

传统文化遥 我校的图书馆除了精心挑选相关书籍让读

者了解本土这些优秀的文化外袁还联系惠女腰带编织

传承人入校园开展讲座袁积极邀请专家尧学者们来授

课袁现场进行示范传授编织技艺并与学生互动袁或利

用新媒体让读者了解腰带的技艺及文化曰再有就是对

实地拍摄的图片和收集的实物进行展示袁让高校大学

生零距离感受惠安女的文化和传统技艺袁激发大学生

对民间手工技艺的学习兴趣和民族文化自豪感袁进一

步可增进技能并拓宽自身的就业渠道遥

2援创设图书馆馆属文化基地

图书馆不但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和舒适

的读书环境袁 同时也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文化活动空

间袁并在已积累的本土文化资源基础上创设本土文化

基地袁让有兴趣的学生实地感受腰带编织文化渊也可

以是其它本土文化袁如本土特色服饰的穿戴冤遥 腰带的

编织可以作为一种手工和实践让他们感受惠安女的

文化和传统技艺袁这既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袁同时

也在感受蕴藏着深厚的人文知识袁活态感知和传承编

织腰带的文化和技艺遥 这种手工技艺以动态尧体验式

的方式保护和传播袁让日渐消失的民间技艺重新焕发

活力袁可以实现野非遗冶向下一代的普及和传承遥

3援编织腰带的活态借鉴与创新

我校的轻纺专业与社团合作共建袁发挥导师和传

承人的引领作用袁 充分挖掘学生的专业性及聪明才

智袁 在传承和学习惠安女编织技艺精华的基础上袁让

学生学会将腰带的技艺尧图案尧材质等与现代的服饰尧

装饰元素互为借鉴遥 可利用多媒体对编织技艺和图案

进行设计和创新袁并指导他们把惠女编织腰带的精湛

技艺和精美图案运用到现在的服饰及工艺品上来遥 互

相推进袁相互创新袁产生文化创意袁为本地优秀文化的

活态传承传播起引领推动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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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援利用新媒体技术活态创新

多媒体专业老师带领导师团学生袁野活用冶收集的

资料并尊重历史本真袁巧用复原技术尧虚拟现实技术

让大众体验的惠女腰带的过往历史及编织技艺袁包含

历史尧种类尧编织示范等袁利用新媒体客观呈现非遗的

原生面貌袁借助数字技术全面系统地记录编织腰带保

护传承的方方面面袁形成各类档案数据和文化产品遥 [5]

五彩缤纷的编织腰带或精致漂亮的银腰带可衬托出

惠女曼妙身姿袁这些内容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其具

有视觉尧听觉美感遥 网络技术真实再现是活态保护和

传播地方文化的一种创新袁从而达到活态保存和广泛

传播的目的遥

渊二冤建设惠女腰带资源库袁储备文化资料

首先袁进行多渠道收集遥 组织人员袁一实地拜访腰

带编织传承人及老一辈工艺人袁现场采访袁了解腰带

的历史及现状袁并录制腰带的编织技艺曰二实地收集

民间遗留下来的历年腰带及塑料编织腰带的样式袁可

进行拍照和录像袁 也可收集实物进行妥善保存和展

示袁这对优秀文化的宣传尧新一代学生的本土文化教

育以及物品的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曰三和有关部门联

系袁寻找已有惠女腰带及编织技艺的资料袁把过往的

资料拍摄整理成册曰四收集有关学校野走出去及迎进

来冶编织腰带活动拍摄的资料遥

其次袁进行资源库建设遥 惠安女居住于比较偏隅

的泉州最东极袁过往珍贵的物品和资料并没有刻意保

存和收藏袁更谈不上将腰带历史及腰带种类尧技艺整

理或编写成册遥 因此一方面需要专业人员通过各种渠

道认真确认核对资料及年代的正确性曰另一方面需要

整理系列物品及资料袁如实物展示的资料尧腰带历史

的资料尧编织技艺录制的资料尧材质款式的资料尧影像

载体野活用冶展示的资料等等曰在具备一定资料和借助

新媒体的基础上袁通过技术人员野运用文字尧录像尧数

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袁对它们进行真实尧系统和全

面的记录袁建立档案和数字化资源库冶[6]遥

四尧新媒介环境下惠女编织腰带技艺文化

的传播和利用

优秀文化入校园不能仅仅停留在教学保护层面袁

否则就会失去文化技艺活态传承的意义遥 新媒体为高

校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技艺提供了新的方式袁新型传播

媒介应用于文化传播袁 是对传统传播方式的全面突

破袁体现在多元化文化形式袁为惠安女编织腰带技艺

的文化传播尧文化交融尧文创产品提供了平台袁让传统

技艺和文化真正野活冶起来遥

渊一冤新媒介下编织腰带技艺文化的传播

1援新媒体传播腰带文化的优势

新媒体有丰富性尧快速性和野活态冶等特点袁不但

可以打破了时间交流方面的局限袁 还有随时随地接

收尧转载尧评论网络信息的特点遥 无论是从信息的传播

速度还是传播数量来讲袁都是以往传统媒体无法超越

的袁可以实现对传统文化尧手工艺类产品的持续动态

传播袁因此借助新媒体来传播优秀地方文化具有可行

性和迫切性遥 例如早先文化的传播有地域尧方式及范

围的限制袁人们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尧区域内感受到优

秀文化渊如惠女腰带的编织技艺冤的魅力曰加上过往惠

女编织腰带的传承和传播只是用代代相传袁 或者师

徒尧近邻或小范围的手口技艺传授袁根本不为外界所

知袁更谈不上传播因素遥 利用新媒体优势和特点进行

传播袁对惠女传统技艺文化和惠女精神有实际性的意

义袁对文化强国战略地落实也具有推动作用遥

2援搭建服务平台拓展传播途径

高校的图书馆有长期进行文化储存和建设的经

验袁因此高校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尧物质条件和

人力资源袁努力建立专业化的自媒体平台遥 利用自媒

体平台传播自己对地方优秀文化的理解袁 开辟专栏袁

立足地方尧面向世界袁利用现今发达的媒体进行自身

的精心传播遥 通过开发微信尧微博尧网络直播尧小视频

等平台袁 结合图书馆已建立的惠女腰带编织资源库袁

以及学生的创意和视频袁从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上都

做到创新而不失精华遥 这样可积极推动编织技艺文化

传播袁推动惠女服饰和惠女编织腰带走进大众视野袁使

野养在深闺冶的腰带技艺文化变得可触尧可知尧可感[5]遥

渊二冤新媒介下编织腰带技艺文化的利用

随着新媒体的革新和应用, 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终

端平台的加入有助于传统技艺文化与当前艺术文化

市场的融合[2],有利于传统文化冲出瓶颈袁成就新的产

业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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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援资源传播助推文化发展

全球化时代, 新媒体为编织腰带活态传承传播提

供了新的受众遥 新媒体信息传播带来全球互联袁通过

信息技术将全球文化交叉融合于一起袁实现全面的互

联互享遥高校图书馆可将数字化后的地方文化资源并

入校园网袁跟其它相关部门尧高校合作袁借助校园以及

相关部门搭建的公共服务平台袁 综合运用电视台尧互

联网站等各类载体袁深化数字资源共建共享遥 通过互

联网空间袁融通新媒体资源袁使本土腰带文化走出去袁

加强中华文化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和国际传播遥在传播

过程中突破区域尧等级与国界等限制袁助推新媒体时

代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袁 从而达到广泛传播的目的遥

实施中华文化新媒体传播工程袁增强文化自信遥

2援携手共建文旅融合基地

成立地方高校优秀文化传承和保护机构中心袁聘

请传承人当导师袁 携手地方政府大力发展文化旅游遥

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袁共同建设野非遗冶校园实

践基地遥 利用新媒体宣传袁推动休闲生活与传统文化

融合发展袁形成野产学研游冶线路遥 充分利用惠女独特

的腰带编织技艺和文化资源袁可让外地的游客动手体

验惠女腰带的编织技艺袁 在文化旅游中感知当地文

化袁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遥产尧学尧研尧游符合现代

人对传统休闲文化的需求袁基地创设使游人成为非遗

文化的传承纽带袁可以帮忙促进和助推本地特色旅游

的发展袁也为高校自身学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遥

3援产研融合打造地方品牌

加强政策引导支持袁优化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方

式袁加大产教结合优秀成果开发的扶持力度袁对优秀

文化创新产品进行实际应用和推广遥 可利用我校服

装尧旅游专业优势袁让专业教师与民间艺人共同研究袁

通过现代的表现形式将传统文化中的特色元素进行

整合袁结合时代需求袁创新整合出全新的视觉形象[7]袁

形成文化创意遥并通过开发设计提高文创产品的经济

附加值袁推动编织技艺文化传播袁形成惠女文化品牌遥

活态传承不仅在传承方式上需要野活态展示冶袁创意成

果的推行也应当积极采取野活冶的机制袁这不单需要平

台的搭建和项目的实施袁更需要多方管理层以及政府

部门的高度配合遥 [8]

五尧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技艺和文化袁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

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遥 保护和珍惜这些

野传家宝冶袁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遥 保护中华传统技艺和

文化的精髓在于野活态传承冶袁而野活态传承冶不仅是面

向传统的挖掘整理袁更是面向未来的文化构建遥 应用

数字化技术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与抢救, 运用新媒体技

术手段进行科学的开发尧管理与创新[9],对传统文化技

艺的保护来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手段遥 如果懂得利用

新媒体袁弘扬传统技艺尧传承地方文化将不再困难袁会

养成人人参与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良好风气袁让更

多的传统技艺和文化焕发出生命力袁实现中华优秀地

方文化在海内外更广泛地传播遥 间接助推地方的文化

建设袁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袁为传统技

艺和文化的创新与利用袁做出应有的贡献遥

注释院

淤 文中的野惠女冶都特此野惠安女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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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search on theLiving Inheritance andCommunication ofHui爷an

Women'sWeavingBelt inColleges andUniversitiesUnder theNew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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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Lim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Many excellent traditional skills and cultures are limited by time and space. The outside world can not appreciate their u鄄

nique charm and essence. Coupled with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of the new era, these excellent cultures (such as Hui爷an Women's knit鄄

ting belt) have undergone tremendous impact and are facing the dilemma of disappearance.Based on th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advantages and significance of inheriting local excellent culture by sorting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ui爷an

Women's knitting belt skills and culture, carries out living inheritance and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knitting belt in various forms,

and actively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of new media dissemination and flexible us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elt knitting skill culture).It hopes to

provide new vitality and impetu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knitting belts in the new era, and at the same time enhanc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new media曰weaving belts曰living inheritance曰cultural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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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语言的符号[1]袁是特定人群记录语言的工

具遥 文字以视觉或触觉渊如盲文冤为媒介袁语言则以声

音符号指代对象袁两者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遥 汉语的

文字系统随时代的发展变迁增减调整袁通过音意结合

的方式袁与雅言尧近代官话和现代普通话形成对应关

系遥 方言是有别于普通话的地方性口语袁社会对方言

口语同样存在书写需求袁 因此一些方言通过形声尧造

字尧借用尧同音等方式借用汉语的文字系统进行标注袁

谓之野方言杂字冶遥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普通话的普及袁

方言逐渐式微袁与其伴生的地方文化也亟待保护遥 目

前对方言的保护研究多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袁若能从

视觉设计的角度思考如何将文创产品与地方方言相

结合袁应能为其传承与保护增添活力遥

一尧福州方言杂字

渊一冤福州方言与汉字系统

福州方言是福建闽东地区民间日常使用的口语袁

自唐末五代就已定型袁谓之野平话冶遥 平话没有文字系

统袁为避免信息传播和存留上的时空局限性袁就以方

言杂字的形式记写特有词汇或有特殊用法尧异于通用

汉字的方言本字和生僻的异体字[2]遥 直至进入 20世

纪, 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民众汉字读写能力的提升,

这种文字标注式的福州方言杂字书写逐渐淡出人们

的日常生活袁但在文化传播层面袁方言杂字依然有其

存在的意义遥 日本设计师浅叶克己把文字做了三层属

性定义院一是表面书写的文字曰二是传递语义信息的

文字曰三是激发人们的艺术想象力的文字[3]遥文字能够

广泛应用于文创尧宣传等领域袁成为一种具有审美价

值的视觉传达形式遥 马林诺夫斯基则从文化传承的角

度阐述院野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袁 但它并不是一个

工具的体系袁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文化的一部分遥 冶[4]

故方言可以生动地承载和体现地域文化袁是文化心理

认同的重要符号遥

渊二冤方言杂字与视觉设计

方言深刻的影响着我国的传统文化袁围绕不同地

域的方言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遥 在当今方言和

方言杂字逐渐淡出日常交流的背景下袁无论本地或外

地袁未掌握当地方言的人很难理解和体会当地地域文

化背后的内涵遥 将方言的音尧字尧图以图形方式结合袁

用视觉的方式在不同地域的人群中建立起信息交流

的桥梁袁有助于打破这种隔阂袁也能唤醒本地年轻一

代的乡土记忆遥 随着现代社会高速发展袁印刷技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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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了文字和图像的运用场景曰 21世纪后袁互联网的迅

速发展袁 信息传播方式变成以数字电子媒介为主袁产

生了诸多跟文字图像有关的传播现象遥 文字不再是简

单的信息载体袁文字的视觉图形化被用在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袁 成为一种独具艺术价值的视觉传达形式遥

视觉设计后的文字更容易跨越语言的隔阂袁唤起人们

对信息内容的思考遥 在这个背景下对福州方言杂字进

行再设计袁通过视觉在受众与方言之间建立关系袁既

能激起人们对福州方言的兴趣袁又有助于研究福州地

域文化袁为传承与保护创造条件遥

渊三冤他山之石

世界许多地区都有方言袁中外皆有对方言进行视

觉设计以发扬和传承地域文化的思路遥 以日本为例袁

宫崎县小林市就使用了方言的视觉化设计遥 他们向居

民征集能够完美解释方言的照片袁并配合音尧意尧字制

作成为宣传海报袁通过视觉图片直观的表现方言的语

义情绪遥 除此之外袁海报上还附有二维码袁扫码之后会

出现当地的自然景色尧美食以及文化袁不仅很好地保

护了当地独特的方言文化袁还将其应用在文旅产业推

广中袁用以吸引更多的旅客前来观光遥 日本的另一座

城市大阪地处关西地区袁就围绕关西地区方言杂字制

作海报和文创周边袁提振当地的文化经济效益遥 日本

平面设计师浅叶克己先生将中国古老的东巴文字应

用在自己的设计作品中袁并希望借此野共享古人的智

慧袁 让年轻人也能感受到传统中蕴藏的善良灵感冶[5]遥

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借鉴袁对福州方言杂字进行视觉

设计可以更好地传承和保护福州方言和地域传统文

化遥

二尧福州方言杂字视觉设计探讨

方言杂字的视觉设计思路袁是以汉字系统中野字冶

这种书面符号袁配合读音袁融入图形袁将方言的读音尧

字意进行重构组合袁将之具象为一种即便不掌握福州

方言也能够野看懂冶读音字意的视觉元素袁并将其拓展

应用到其他文创领域遥 为了更好的保存福州方言的文

化内核袁在设计时要避免天马行空的新造字遥 福州的

方言杂字古已有之袁 在设计时不能脱离民间约定俗

成袁失去方言的本意遥 在设计思维指导上可以参考明

代的叶戚林八音曳遥 这是一本以方言杂字解析福州方言

音韵系统的韵书袁 约成书于四百多年前的嘉靖年间遥

亦可以参考清代乾嘉时期问世的叶闽都别记曳袁这是一

本以文白间杂的方式记录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尧地方掌

故尧风俗习惯尧方言俗语等的福州方言小说遥 在读音的

视觉表现上可以参考近代西洋传教士根据福州当地

民众方言读音编写的叶福州话拼音字典曳和福州方言

课本叶榕腔初学撮要曳[6]袁上面记载了福州生活尧方言的

使用场景遥 遵循方言的用法袁能让图形设计尽可能地

再现福州方言的传统意韵遥

渊一冤形声相佐尧意文同绘尧字形组合的设计思路

福州方言杂字遵循汉字野形声尧表意尧表音冶的造

字特点袁故可以从造字结构角度出发袁以野形声相佐尧

意文同绘尧字形组合冶的设计思路遥 围绕这些字的用意

场景尧指代含义进行图形设计袁把方言杂字所表达的

含义转化为具有视觉传播功能的图形袁可以应用在福

州本地特色的饮食菜单尧聊天表情尧交通导视尧文旅纪

念品上遥

1.形声相佐

福州方言借用汉字系统中的 野形声字冶要要要即通

过音形偏旁结合的通用汉字记写方言词语遥 如叶福州

话拼音字典曳中的野冫甘冶字袁音野an冶袁指的是稀米粥袁

故以野甘冶表音袁以两点水为偏旁表意袁取野清冽甘甜冶

之意遥 福州人传统早餐喜欢清淡袁有晨起喝粥吃锅边

油条的习惯袁将这类杂字用在传统店面的菜单尧店招

上颇具韵味袁云南丽江亦有将东巴文用在这些场景的

先例遥 但这个字与通用汉字中野泔冶字接近袁后者指的

是剩菜剩饭倒在一起的潲水袁两者形似意远袁直接使

用袁 未免让不识福州话的外乡人或年轻一辈误解了遥

可以参照日本设计师广村正彰在丸井北千住食游馆

导视中的设计袁让文字的一部分笔画被代表着文字意

义的图像取代[7]遥如将野甘冶变化为粥碗和汤匙袁并注以

全国通行的拼音遥 这种具象符号与文字偏旁的置换同

构袁能做到与传统通用汉字的区隔曰又如野米斋冶袁音

野zei冶袁是福州人过年祭祀土地祖先的甜食袁用糯米制

成团状袁形似米缸袁下衬箬叶袁上点丹朱以图吉利遥 这

种福州旧弄堂小巷常见的食物吃起来香软甜糯袁是老

一辈福州人的传统记忆遥 将它的视觉元素尧偏旁和拼

音组合设计袁 借此转变为一种信息与视觉元素的载

刘方舟袁等院福州方言杂字的视觉设计 59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年第 4期

体袁使笔画造型融合相佐袁能给人眼目一新的观感遥 设

计后应用在福州传统的小吃店面菜单上袁同时添加二

维码袁扫描后可以获得该小吃的详细介绍袁更能体现

传统韵味袁如图 1遥

图 1 福州传统小吃菜单

Fig.1 Fuzhou traditional snack menu

2.意文同绘

在方言杂字中还存在众多自创或借用汉字系统

已有字的做法遥 在日常使用中袁方言尧标准汉字以及普

通话存在密切的接触和互转袁如清代方言小说叶闽都

别记曳就使用方言语法尧标准汉字记述遥 部分福州方言

杂字与普通话通用袁仅在读音上有差异袁如野高冶渊音

gei-n冤袁野叶冶渊音 nuo冤袁野菸冶渊音 houn冤袁野错冶渊音 dan冤

等袁视觉设计可以参考上文中形声相佐的方式遥 此外袁

在地方方言文化中会有一些极具地方特点的差异化

表述袁 有一些杂字在不同地域方言中意义不同袁如

野冇冶字念野mao冶袁在汉字系统中是指野没有冶袁在粤语方

言中也是这个意思 遥 但在福州方言中这个字念

野pang冶袁指的是虚有其表和不结实遥 这类文字形态和

表述的概念较为抽象袁仅通过字体笔画的符号化和象

形化很难将其与普通话或其他方言区分遥 文字与图形

的共同点在于传递信息袁 因此在设计上要从字的本意

入手袁 将抽象的字义进行图形化处理袁 结合具体的形

象袁将文字的笔画造型结构作为出发点进行再设计袁形

成兼具文字表意性与图形具象性的新的文字面貌[8]遥将

具象图形和文字符号进行有机结合能够将图形和文

字的优点同时呈现出来袁清晰直观地表达某些特定情

境下词汇的所传达的含义和意境遥 如野冇冶字袁就可以

结合通俗易懂的形象和旁白袁通过挖掘方言文化的内

涵和具象图案情境化相结合的手法袁进行福州传统文

化宣传系列招贴设计遥 这些海报应用在如三坊七巷等

景区的福州文化墙海报上袁既能够提升趣味性袁也能

体现福州方言传统文化特色袁如图 2遥

图 2 福州方言海报叶冇曳

Fig.2 Fuzhou dialect poster, an empty suit

3.字形组合

福州方言中有一些文字的用法与普通话相差较

多遥 为了避免书面上的歧义袁以野亻冶野口冶作为偏旁标

记同音假借字袁强调该字区别于通用汉字的做法遥 如

福州方言中有一个野伬冶字袁在通用汉字系统中用以表

示古代工尺谱的记音符号遥 在福州方言地区袁因野尺冶

字的读音与之相近袁便依声托事袁用以表示传统的评

弹曲艺形式袁如野十番伬冶野伬唱冶等袁尽管两字相同袁所

指却只与音有关袁与字无关遥 另外袁普通话读音有四

调袁福州话则有八音袁故而传统方言字典如叶福州话拼

音字典曳中采用了国际音标标注法袁研究方言的语言

学者中也有用罗马字母折合国际音标配合 8 以内自

然数标注音调的遥 这些方法固然准确袁但在表现音调

抑扬顿挫的视觉设计上却比较抽象遥 这些为表音而造

的单个方言杂字通常没有规律可循袁偏旁部首与字义

相差较远袁以图像代替部分笔画的方式不能准确地表

达它的含义袁还会影响文字本身的读音识别遥 因此在

视觉设计上袁该类方言杂字可以联系前后文字袁以词

组的方式图文结合冶的描绘出来袁尽量让读者从图像

中读懂方言本身的意义曰同时可以用拼音尧汉字谐音

的方式标注读音遥 方言图形化的招贴不仅承担传达信

息的功能袁还体现当地的传统审美特征遥 因此在海报

设计上要提炼出具有地方典型特色的服饰尧 颜色尧造

型袁将传统方言图形元素与要表达的内容融合遥 如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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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福州地方器

乐演奏乐种野十番伬冶的海报设计袁就将表现其演奏特

点的狼串尧椰胡尧大小锣尧檀板尧逗管等乐器与文字组

合袁通过传统演艺服装的漫画化袁在设计中突出其粗

犷高亢热烈的视觉特点[9]袁实现意相结合的视觉设计遥

视觉设计能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袁 使之形意浅显易

懂袁能让不谙福州方言的人也能一目了然袁如图 3遥

图 3 福州方言海报叶十番伬曳

Fig.3 Fuzhou dialect poster, Shifan Music

三尧方言杂字图形化后的延展应用

传统的文字信息与现代审美结合是具有挑战性

的袁传统的符号与现代设计的结合体现了传统美学的

再创新[10]遥 近年来福州方言杂字和谐音应用在商场地

标尧福州地方电台节目等线上线下场景袁如 野虎纠好

味道冶渊福州好味道袁一档移动卫视的美食节目冤尧 野歇

钵街冶渊美食街袁歇钵在福州是吃饭之意冤等袁广受消费

者好评遥 可以看出袁方言的使用场景是社交袁与表情包

的使用场景有一定重叠遥 在新媒体时代表情包的作用

不可忽视袁能让人们在社交 app上直观地感受到方言

的趣味性袁故可以将常用的福州问候语设计为系列表

情包在社交软件上使用遥 将图形化设计的福州方言杂

字作为载体袁可以借由新媒体传播推广袁也可以附加

在文创产品上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遥 可以借鉴的先

例是袁在云南丽江等地袁带有东巴文的饰品是游客带

回去做纪念品的不二选择袁打开购物网站也有大量东

巴文小饰品出售遥 若把福州方言中吉祥祈福的词语以

文字为原型进行图形演绎袁镌刻在钥匙扣袁小玩偶上袁

或通过 3D打印或陶艺等手法制作为纪念品与福州传

统的榕绣尧漆器相搭配袁能更好的弘扬和发展福州地

方传统文化遥 如在福州方言中袁野福冶与英语野hope冶渊希

望冤同音袁便可以此为创意设计名为野希望窑福冶的旅游

纪念品袁可以供游客做伴手礼之用袁如图 4遥

图 4 野希望窑福冶纪念品

Fig.4 Souvenir 野Hope and Blessing冶

四尧结语

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袁福州方言在充当地区性交

际工具的同时见证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形态袁根植

于福州传统文化当中遥 在视觉为王的新媒体时代袁民

众对新鲜事物有着更为强烈的渴望袁福州传统文化的

复兴和推广不应局限于简单的复制与再现袁而要强调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遥 要依托文创设计的力量尧充分结

合现代设计手段袁根据福州传统文化赋予方言适宜的

造型色彩袁 将福州方言杂字转化为易感知的视觉形

象遥 通过形态的重构袁福州代表性的方言元素尧生活方

式尧古韵情调能通过文创产品保存尧记录尧流传袁有助

于传承和推广乡土文化尧 触发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向

往曰也有助于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尧满足人们对文

化张力的需求袁推动下一代道德观尧价值观的构建袁最

终树立起强大的文化自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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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体验经济成为当下的潮流和趋势袁人们对旅

游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加注重自身独特的旅

游体验遥 花卉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业态袁与体验

经济有着天然的耦合性遥 与此同时袁花卉旅游作为生

态旅游的一种袁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袁大力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袁对乡村振兴战略

有积极的意义[1]遥

2017年 2月叶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的若干意见曳中正式提出田园综合体的概念袁农业旅

游迎来了新的机遇遥2017年 8月武夷山五夫田园综合

体项目获批财政部试点袁也是福建省唯一的田园综合

体试点项目遥武夷山市五夫镇具得天独厚的乡村旅游

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袁已成功营造出万亩荷塘和兴贤

古街等特色旅游景点袁五夫镇乡村旅游景观营造与评

价等方面也见相关研究报道[2-5]袁但五夫镇乡村旅游开

发尚处于探索阶段遥本研究在充分利用五夫镇区位和

交通优势以及深度融合区域内文化尧生态及旅游等多

方面资源的基础上袁从田园综合体的角度提出了五夫

镇花卉旅游综合体规划设计袁力图为游客创造独特的

花卉旅游体验袁以期为五夫镇田园综合体的规划设计

提供参考和借鉴遥

一尧项目概况与发展条件

渊一冤项目概况

本规划设计选址位于武夷山东南部的五夫镇 (图

1)袁该镇面积为 175.75平方公里遥五夫镇 2019年被评

为福建十大最美县城之一袁也是我国首批全域旅游示

范区遥 五夫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袁南宋著名理

学家朱熹曾在此著书立说长达四十余年袁留下了紫阳

楼尧兴贤书院尧朱子社仓和屏山书院遗址等一批极具

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文物建筑遥五夫镇还先后出现了

理学家刘子翠和抗金名将刘合尧吴介尧吴遴和刘子羽

等人袁是著名的历史名人故乡袁因此被评为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遥

花卉旅游综合体规划设计研究
要要要以武夷山五夫镇为例

李辛怡袁 黄泽铭袁 陈恒毅

(武夷学院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院花卉旅游是旅游业与花卉业相融合的新型旅游业态袁花卉旅游属于生态旅游的一种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了人们回归田园尧亲近大自然的愿望遥 以武夷山花卉资源及其市场现状的调研为契机袁以野文脉尧水脉尧九五地袁诗意尧花

园尧圣贤居冶为总体设计理念袁对武夷山市五夫镇花卉旅游综合体规划设计展开初步探索袁其规划设计内容不仅包括主题

策划尧功能设置尧空间布局和景观元素等主要方面袁还包括体验型旅游产品的开发袁以期为五夫镇田园综合体旅游规划设

计提供参考和借鉴遥

关键词院五夫曰花卉曰综合体曰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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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的花卉旅游综合体选址位于五夫镇传

统文物建筑紫阳楼渊朱子故居冤的北部袁该地位于屏山

山脚袁本研究沿潭溪两岸渊图 2冤进行规划设计袁规划用

地面积约 25.66公顷渊385亩冤遥

图 1 五夫镇在武夷山的位置

Fig.1 The location of Wufu Town in Wuyishan City

图 2 地块在五夫镇的位置

Fig.2 The location of the plot in Wuyishan City

渊二冤发展条件

用地选址沿五夫镇潭溪两岸分布遥 地块交通便

捷袁距武夷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尧国家风景名胜区和武

夷山市区分别仅有 45和 51公里遥 此外袁用地四方均

分别与蒲城和建阳等周边县市接壤袁地理优势突出[6]遥

五夫镇位于武夷山东南部袁交通便捷遥 京台高速

纵贯五夫镇全境袁并在镇区设有高速收费站袁福州尧南

昌和上海等省内外大城市均在三小时交通区内袁为自

驾游理想的旅游景点遥 目前武夷山新机场尚在规划建

设中袁建成后通往五夫镇只要约三十分钟车程曰同时袁

G322 国道连接线和吉抚温铁路的五夫镇县级客运

站要要要武夷山南站也在规划建设中袁建成后五夫镇的

交通优势将更加突出遥

五夫镇地处福建北部袁 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袁四

季气温较均匀袁年平均气温 17.0~18.4益袁年平均降水

量 1881.6 毫米[2]袁温和湿润袁一年四季都适合游览遥 温

和的气候条件使五夫镇具有丰富的花卉资源袁五夫荷

花有着一千多年的种植历史袁每年的 6-8月是赏荷旺

季袁野闽邦渊源水清清,朱子故里荷田田冶便是描绘了朱

熹曾在其住所要要要紫阳楼前面田地种植大片荷花的

盛况遥 五夫镇有野白莲之乡冶的美誉袁五夫白莲更是远

近驰名遥 武夷山和五夫镇相关政府部门出台一系列鼓

励政策袁鼓励农民种植莲花袁已经取得骄人的成果袁五

夫镇莲花种植的规模已达六千余亩遥 同时袁五夫镇还

意识到莲花多样性的重要性袁目前已经引进 350多种

观赏莲遥 从 2013年开始袁野中国窑五夫荷花节冶已经连

续举办了八届袁五夫白莲已经是五夫镇一张重要的名

片袁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也在逐渐增加[7]遥

武夷山是多种兰花主要产地之一袁大多数种类的

中国兰花在武夷山均有分布遥 其中武夷山寒兰因其品

种多尧香味好和资源丰富深受兰花专家的喜爱袁武夷

山也因此享有野中国寒兰之乡冶的美誉[8]遥 武夷山本地

还种植其它多种花卉袁如桂花尧福建山樱花尧紫薇花尧

木芙蓉尧白玉兰尧菊花尧梅花等等遥

此外袁用地周边还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遥 目标

规划地块北部为紫阳楼遗址尧屏山书院遗址尧朱子手

植古樟袁西部为五夫古镇及兴贤古街袁内有诸多历史

建筑袁如兴贤书院尧朱子社仓和连氏节孝坊等多处文

物古迹袁五夫镇也被评为国家级特色小镇遥

二尧设计理念

项目以野文脉尧水脉尧九五地袁诗意尧花园尧圣贤居冶

为总体设计理念遥 野文脉冶即朱子理学发源地袁野水脉冶

即地块内的潭溪穿流过境袁野九五地冶代表地块是人杰

地灵之宝地袁野诗意冶 即整个景区设计富含诗意古韵袁

野花园冶即是规划设计要打造的目标袁野圣贤居冶即朱子

故居要要要紫阳楼遥 项目依托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

野双遗产地冶野朱子文化冶和野白莲之乡冶等历史文化背

景袁根据五夫镇保护规划对潭溪两岸景观美化整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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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袁结合儒家中野知者乐水袁仁者乐山冶的野比德冶山

水自然观袁选取梅尧兰尧竹尧菊尧莲花等象征君子美好品

格的花卉袁配植以本地种植的玫瑰尧薰衣草尧茶花尧桂

花尧福建山樱花袁打造适合四季观赏游览的主题游乐

型花卉旅游综合体袁美化朱子故居前侧及潭溪两岸景

观袁展现五夫古镇的野花样生活冶遥

三尧总体设计

渊一冤总平面图及各花卉区命名

图 3 综合体总平面图

Fig.3 The plan of the synthesis

平面图中的各花卉区命名渊图 3冤院

景区景点采用富含诗意尧 充满意境的名字来命

名袁如院

野映日风荷冶渊荷花冤袁取自杨万里叶晓出净慈寺送

林子方曳院野接天莲叶无穷碧袁映日荷花别样红冶袁及周

邦彦叶苏幕遮窑燎沉香曳院野叶上初阳干宿雨尧水面清圆袁

一一风荷举冶遥

野东篱园冶渊菊花冤袁取自陶渊明叶饮酒渊其五冤曳院野采

菊东篱下袁悠然见南山冶遥

野幽园冶渊兰花冤袁取自李白叶古风曳院野孤兰生幽园,众

草共芜没冶遥

野报春园冶渊茶花冤袁取自温庭筠叶海榴曳院野海榴开似

火袁先解报春风冶遥 野海榴冶即是茶花遥

野暗香园冶渊梅花冤袁取自王安石叶梅曳院野遥知不是

雪袁为有暗香来遥 冶

野蟾桂园冶渊桂花)意指蟾宫的桂花树遥

渊二冤功能分区

图 4 功能分区

Fig.4 Function division

项目共分为 7个功能片区渊图 4冤袁分别为院花海观

光采摘体验区尧观光度假区尧民俗文化观光区尧朱子文

化观光区尧花制品加工体验区尧特色餐饮体验区尧滨水

观光游览区遥

渊三冤空间布局

图 5 空间布局

Fig.5 Space layout

项目采取野一轴九片区冶的布局渊图 5冤袁以潭溪为

主要轴线袁入口布置玫瑰花海袁色彩艳丽袁吸引视线遥

潭溪北岸成片种植五夫特色白莲袁 结合当地特色田

螺尧黄鳝养殖袁扩大农田经济效益遥 民俗村落及紫阳楼

遗址尧朱子手植樟树周边地块成片种植菊花尧杭白菊袁

美化古宅前绿化袁丰富色彩的同时不失庄重遥 重建的

紫阳楼和半亩方塘周边遍植竹林袁潭溪东段两岸平地

依此种植梅花尧桂花尧茶花尧兰花尧薰衣草遥 其中因考虑

不同季节观赏的需求袁桂花尧茶花混合种植袁冬春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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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为主要景观袁桂花树作为点缀乔木曰秋季时袁桂花

为主要景观袁茶花作为灌木衬托袁增加层次感遥 潭溪东

段沿岸成排种植福建山樱花袁丰富河畔景观袁花朵飘

落溪中袁美化溪面袁制造花溪景观遥

四尧差异化和个性化旅游体验设计

依托潭溪的水资源条件袁结合五夫镇的特色文化

底蕴和丰富的花卉资源袁 为游客打造体验型的集吃尧

住尧行尧游尧购尧娱为一体的旅游产品遥

渊一冤映日风荷

1.功能定位

休闲尧观光尧度假

2.旅游产品

渊1冤莲倚民宿渊图 6冤

图 6 民宿效果图

Fig.6 Homestay effect picture

特色莲景民俗酒店袁酒店深入莲田当中袁莲花环

绕尧清香扑鼻尧蛙声一片遥 使人放慢生活节奏袁缓解生

活压力袁感受身心结合袁体验诗意田园生活遥

渊2冤怡心亭渊图 7冤

于莲花池木栈道上修建双层亭台袁一层为行人通

道及驻足休息场所袁二层为茶馆袁结合本地特色野朱子

茶冶以及荷叶茶尧菊花茶等花茶袁一边喝茶袁一边观赏

山尧水尧莲池尧田园风景袁在茗香花香中放松心灵袁正如

亭子名字那样野怡心冶遥 与莲倚民宿共同构成野碧水涟

漪赏荷意袁茶韵雅悠咏诗情冶的诗意景观遥

图 7 怡心亭效果图

Fig.7 Pavilion effect picture

渊二冤文公宴

1.功能定位

特色餐饮品尝与制作体验

2.旅游产品

渊1冤朱子家宴渊图 8冤

朱熹不仅在理学研究上称为一代宗师袁在饮食文

化上也有很深的研究袁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遥 朱熹

待客热情且注重礼仪袁 同时谨遵勤俭持家的家训袁他

在接待客人时精心准备袁 将地方特产加工成经济实

惠尧美味可口的朱子家宴遥 其中比较有特色的菜品有

朱子家酒尧文公菜尧鼠曲饼尧酿豆腐和青炒田螺等遥 其

中最有影响的还数为了纪念朱熹的文公菜遥 过去袁文

公菜作为亲人为文人赶考饯行必备的佳肴袁寄托着对

文人金榜题名的期望遥 如今袁作为地道的武夷山菜肴袁

文公菜已经成为武夷山逢年过节和宴会酒席上必不

可少的一道菜肴[9]遥

图 8 朱子家宴

Fig.8 Zhu zi banquet

渊2冤莲田摸螺渊图 9冤

在农家乐后的莲池中养殖田螺尧黄鳝袁供游客体

验摸螺尧捉黄鳝的乐趣袁并亲自体验美食的制作袁丰富

游客的饮食体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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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莲田摸螺

Fig.9 Grab spiral shell

渊三冤百花苑渊图 10尧图 11尧图 12冤

1.功能定位

花卉制品制作尧DIY体验与销售

2.旅游产品

渊1冤花卉副产品 DIY制作体验

根据不同的花卉品种和品相袁 开展插画体验项

目袁包括野日式插花课程冶野花卉色彩尧种类搭配课程冶

野花艺摄影课程冶 等曰 游客可选择自己心仪的花卉品

种袁根据花卉的用途袁制作各类花卉周边纪念品袁包括

干花相册制作尧花卉书签等等遥 游客制作后作为纪念

品带回家中袁使用过程中可以让游客时常回忆起这段

体验经历袁提高重游的概率遥 还可规划儿童手工制作

区袁在花卉手工品的制作体验过程中袁进行相关花卉

的知识普及遥 还可利用花卉副产品的芳香疗养尧美容

养颜等功效袁开设玫瑰精油尧薰衣草精油尧各类花茶尧

桂花酒酿等现场制作品鉴区袁 游客通过现场观看尧品

尝袁并购买袁提高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知遥

图 10 DIY花卉制作

Fig.10 DIY flower arrangement

图 11 精油体验

Fig.11 Essential oil production

图 12 花卉食品品鉴

Fig.12 Taste flower food

渊四冤紫色梦境渊图 13尧图 14冤

1.功能定位

休闲尧观光尧摄影尧露营

2.旅游产品

渊1冤薰衣草花海游览

图 13 薰衣草花海

Fig.13 Sea of lavender flowers

梦幻的紫色海洋袁令人沉醉尧放松的薰衣草香味袁

空气中仿佛都充满浪漫的味道遥 供旅客观光袁摄影袁旨

在打造一个网红打卡景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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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冤薰衣草花海露营

图 14 花海露营

Fig.14 Camping in sea flowers

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帮助睡眠尧愉悦身心袁在一片

紫色的海洋中袁伴随着薰衣草的芳香袁看着璀璨的星

河袁感受内心的宁静与平和袁在静谧的氛围中安然入

睡袁进入甜甜的梦乡袁摆脱城市的喧嚣尧工作的压力袁

真正的睡个好觉尧做个好梦遥

渊五冤樱花花溪渊图 15尧图 16尧图 17冤

1.功能定位

观光尧摄影尧漂流

2.旅游产品

渊1冤花溪漂流

樱花开放的季节袁泛舟潭溪袁观赏两岸樱花袁花香

萦绕曰看樱花飘落袁将溪水铺满袁仿佛在樱花花瓣组成

的花溪中漂流袁感官体验极佳遥

图 15 樱花花溪

Fig.15 Sakura stream

图 16 花溪漂流

Fig.16 Sakura drifting

渊2冤樱花步道

在河边修建樱花步道袁供人散步尧近距离观赏樱

花遥

图 17 花溪游步道

Fig.17 Sakura trail

渊六冤百花从中游渊图 18尧图 19尧图 20冤

1.功能定位

康体健身尧竞技尧休闲

2.旅游产品

根据地形袁依托潭溪袁沿着花海观光采摘体验区袁

建设不同的景观道路袁比如自行车道尧漫步绿道等遥 道

路的设计呈现出高低尧宽窄的变化袁给游客提供动态

的尧新奇的游览体验遥 在花开盛季袁也可举办一些体育

休闲项目袁比如花田自行车尧花田健步走活动等遥

图 18 运动体验区

Fig.18 Sports experience area

图 19 花田运动区

Fig.19 Exercise area in sea f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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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Flower Tourism Complex:

要要要A case study of Wufu Town,Wuyishan City

LI Xinyi, HUANG Zeming, CHEN Hengyi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袁Wuyi University袁 Wuyishan袁Fujian 354300)

Abstract: Flower tourism is a new type of tourism combining tourism and flower industry, which is also a kind of ecological tourism,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satisfies people's desire to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and get close to nature. In view of thi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Wuyi mountain flower resources and its market statu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preliminary planning and design of Wufu

Town flower tourism complex with " context, water vein, nine-five land,poetry, garden and sage residence"as the overall design concept.

The content of this planning and design includes not only theme planning, function setting, spatial layout and landscape elements,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iencing tourism products, which may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tourism planning and design of Wufu Town

pastoral complex.

Key words: wufu; flowers; complex; planning and design

图 20 花田自行车

Fig.20 Bikeway in sea flowers

五尧结语

结合武夷山五夫镇的现状和发展条件袁利用现有

的花卉资源袁对五夫镇的花卉旅游综合体的规划设计

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袁通过对空间布局尧功能分区和特

色旅游产品的设计袁力求规划设计一个野花样五夫袁多

彩生活冶的综合体旅游形象袁促进武夷山的花卉旅游

发展袁也为其他地区发展花卉旅游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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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进行准确描述

的行为袁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

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遥翻译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咱1暂袁因

此袁在翻译的过程中袁必定会融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

流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袁翻译是否准确或者有效在一

定程度上会受到译者对两种文化的理解与掌握程度

的影响咱2暂遥 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指出院野翻译不仅

涉及语言问题袁也涉及文化问题遥 译者不仅要了解外

国的文化袁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遥不仅如此袁

还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袁因为真正的对等应

该是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尧作用尧范围尧感情色彩尧影

响等都是相当的遥 冶咱3暂因此袁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

关注翻译中跨文化意识的研究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遥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袁 语言学家 Fries就提出

了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意义[4]遥 随后袁以 NedSeelye

为首的英美学者就外语教学中要结合文化教学相继

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基础[5]遥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袁社

会语言学家海姆斯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交际的概念

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6]袁从而将文化放在了交

际语言教学的重要位置遥 进入新时代袁随着世界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袁跨文化意识理论的相关

研究迅速展开遥 Tomlinson 等学者提出了跨文化意识

发展的方法及途径[7]遥同样袁在我国外语界有关跨文化

意识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遥 胡文仲首次开始了

跨文化教育的研究袁并解释了跨文化交际的意义遥 之

后袁刘润请以大量的跨文化交际实例进行了中西文化

差异的比较研究袁把文化因素引入英语教学中来遥 文

秋芳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归为交际能力的一种袁 并将跨

文化与语言交际结合起来袁 形成了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模式遥

国内外对于跨文化意识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

果袁但是绝大多数研究着眼于外语教学袁对于翻译专

业英语课中的跨文化研究还有所欠缺遥 为此袁本文试

图立足于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翻译课的教学袁通过实验

法对翻译水平与跨文化能力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

究袁 以探讨通过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之

后袁 学生翻译水平与其跨文化能力是否具有相关性袁

及相关性如何等问题袁进而阐述如何在英语专业翻译

课堂教学中更加有效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袁

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遥

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跨文化意识与

翻译水平的相关性

苑丽英

渊太原学院 外语系袁 山西 太原 030012冤

摘 要院语言与文化相互联系尧密不可分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袁语言的学习离不开对该语言所生存的文化土壤的学

习遥 因此袁在大学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结合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遥 为了更进一步地明确教学中翻译水平与跨

文化意识的关系袁采用实验法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性研究袁旨在为改善我国高校翻译教学的现状尧从根本上提

高我国大学生的翻译能力提供一些参考遥

关键词院翻译教学曰跨文化意识曰翻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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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实验研究过程

渊一冤实验目的

基于以上对翻译与文化及跨文化能力的关系的

介绍袁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为新兴发展起来的英语翻译

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相对行之有效的翻译课程教学

方法袁 即翻译与跨文化意识培养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袁

进而为我国翻译领域能够增加更多的高水平翻译人

才而提供微薄之力遥

渊二冤实验对象

为了便于实验的操作袁本研究的实验对象选择笔

者所任教的太原学院英语系 2017级英语翻译专业两

个班学生为实验对象袁各班学生人数均为 40遥 实验开

始时他们均为刚入校的大一新生袁学校根据高考成绩

对其进行了分班袁 这两个班为英语水平相当的平行

班袁其中一班高考英语及格率为 92%袁二班及格率为

90%遥 两个班入学以来英语翻译基础课均由笔者担

任遥 为了保证本研究的客观性袁在实验开始前笔者任

意选定一班为实验班袁二班为对照班遥 分别编号为一

班和二班遥

渊三冤实验工具

该研究的整个实验过程进行了两次测试袁测试试

题均选自国内英语专业较为权威的英语专业八级考

试题的翻译部分遥 测试者由笔者和另一位有着多年英

语翻译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袁严格按照英语专业八级

翻译部分的评分标准进行遥 对每一份试卷在给出整体

分数的基础上袁 再从忠实和通顺两个方面进行评分袁

以便具体分析跨文化能力在翻译中的作用遥

渊四冤实验设计

实验过程中随机把两个班定义为一班渊C1冤和二

班渊C2冤袁实验为期四个月遥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一班的

翻译课堂教学中教师会专门加入相关文化的渗透和

引导袁 二班在翻译教学中仅采用传统的翻译教学方

法袁即注重字词句的讲解和翻译技巧的学习袁不专门

引入文化遥 例如袁 在讲解一些类似于 野dog in the

manger冶渊 野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冶冤约定熟成的词句翻

译时袁传统的翻译教学方法往往是教师把常见的英汉

对照表达呈现给学生袁学生需要做的只是做好笔记并

且背诵相关固定表达遥 在本实验中该教学方法应用于

二班袁即 C2曰而同样的教学内容在一班教师会采用相

关文化渗透和引导的方法来引导学生去理解这些词

句的翻译方法遥 那么对于野dog in the manger冶的翻

译袁教师会从这一表达背后所蕴含的英语语言文化出

发袁给学生讲解其来源院该表达来自于叶伊索寓言曳袁一

只狗出于好奇跳进了牛渊马冤槽里袁不让牛吃槽里的

草袁但是它自己又不吃草袁学生听到这里就很容易得

出该词语的真实含义袁即野preventing people from us鄄

ing (sharing) things that is useless to oneself冶袁从而在此

基础上很容易得出野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冶这一符合汉

语表达习惯的译文遥类似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袁比如害群

之马, black sheep; 非驴非马, neither fish nor flesh;

胆小如鼠, as timid as a rabbit∕pigeon hearted∕

chicken-hearted; 蠢得如猪, as stupid as a goose等

等遥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袁一班的翻译课教学教师都会把

文化与语言翻译相结合袁 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在理解两

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去寻找能够连接两种文化的最佳

切合点袁最终帮助学生学会翻译的真正方法曰而二班一

直采用传统的从语言点出发的翻译教学方法遥

结合本研究的目的袁即探讨跨文化意识对于翻译

水平的影响袁因此该实验的自变量为跨文化意识的培

养袁因变量为实验后两班学生的翻译得分遥 整个实验

过程中进行了两次针对实验对象的翻译水平的测试袁

分别为实验前测和实验后测遥 通过实验前测来确保两

个平行班在接受实验时各方面因素保持一致袁实验后

测可以帮助形成实验的前后对比袁从而显示不同翻译

教学方法给学生的翻译成绩所带来的不同结果遥

渊五冤实验步骤

为了确保实验的客观性和可信度袁实验的第一步

就是对选定的两个班进行英语翻译水平的前测遥 同

时袁为了确保测试题目的信度和效度袁实验所用题目

选自有着多年实战经验尧具有最权威性的全国英语专

业八级考试题的翻译部分遥 实验前测的前提是两班实

验对象的测试题目完全相同袁均选自 2008年度 TEM-

8真题中的翻译部分袁包括汉译英和英译汉两个板块遥

同时袁严格控制测试进行的主客观环境袁以确保一些

人为因素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遥 担任评分工作的是笔

者的两名同事袁他们有着多年英语翻译课程的教学经

验袁并且参与过英语专业八级的阅卷工作袁能够严格

按照 TEM-8的评分标准进行评分遥 对于每一份试卷

先给出一个整体分值袁然后再具体列出从通顺和忠实

的两个层面的得分袁其中忠实占 60%,通顺占 40%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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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分析学生翻译成品与他们所具有的跨文化意识之

间的关系遥

实验的第二步是实验后的测试袁其目的在于发现

实验后学生的翻译水平是否会由于教师课堂中刻意

的文化渗透而有所改变遥 测试题目同样选自 TEM-8

真题渊2009年度冤的翻译部分遥

渊六冤实验结果分析

为期四个月的实验结束后袁笔者对实验中两次测

试的数据进行了收集整理袁并采用 SPSS17.0对数据进

行了处理和分析袁从而得出了以下结果院

图 1 学生翻译成绩变化趋势图

Fig.1 Trends of students' translation scores

根据图 1显示袁两个班学生前测所得出的翻译水

平是基本一致的袁再一次证明了本实验的客观性遥 但

是在四个月的学习之后袁两班实验对象的翻译平均分

都呈现出了上升趋势袁说明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

习之后翻译的水平都有所提高袁但是一班的上升幅度

要更大尧更显著一些遥 虽然两班的上升幅度差别不是

特别大袁但是依据统计学理论这一差别是具有统计意

义的遥 虽然本研究实验时间有限袁但根据上图显示结

果足以说明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

习袁其翻译水平毫无疑问是可以提高的袁但是能够加

入文化渗透的教学方法和传统的只注重专注于解释

单词词意尧分析单 词用法尧讲解句法尧分析长难句袁最

终达到让学生理解英语语言表层意思的效果的方法

在提高学生翻译水平方面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遥

因此袁为了详细探究两种教学方法对于学生翻译

水平的不同影响袁笔者使用 SPSS17.0对两班前后测的

成绩进行了独立样本 t检验袁得到了如下结果院

表 1 前测英译汉部分两个方面的分值

Tab.1 The scores in E-C translation of pre-test

元P<0.05; 元元P<0.01; 元元元P<0.001

表 2 前测汉译英部分两个方面的分值

Tab.2 The scores in C-E translation of pre-test

元P<0.05; 元元P<0.01; 元元元P<0.001

从表 1尧2 可以看出袁前测中在翻译的两个方面两

个班的学生有着细微的差别袁但是结合图 1显示的均

分来看他们是处于同一水平的遥 总体来说袁两个班的

学生前测中的翻译得分都不太高遥 但是袁英译汉水平

要比汉译英水平相对高一些袁这跟他们对于母语所蕴

含的文化的理解是分不开的袁 只要理解了英语的意

思袁可以相对自然地按照汉语习惯进行表达袁这一点

从表 1的通顺度上可以显示出来遥 而汉译英部分就相

对差一些袁由于缺乏足够的英语语境的体验和文化的

渗透袁学生在翻译过程中会无意识地按照汉语思维及

表达方式来翻译袁最终出现一些标准的汉语式的英语

表达袁表 2中通顺度的均分可以显示出来遥

针对以上前测的结果袁笔者在接下来的四个月时

间分别对两个班的翻译课采用了不同的教学方法遥 其

中袁在作为实验班的一班的翻译课堂中袁笔者会专门

给文化的介绍和学习分配时间袁当然是选择与每课所

学内容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袁而不是生搬硬套地灌输

目标语文化遥 而在作为对照班的二班翻译课堂教学

中袁笔者采用的是最传统的字词句结合具体的翻译技

巧的讲解袁除非篇章内容里由文化有关的知识袁否则

不会专门去为学生补充课堂内容相关的目标语文化

背景遥 因此袁由于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的干预袁在实验

结束后的后测中袁两个班的翻译成绩呈现出如下结果院

表 3 后测英译汉部分两个方面的分值

Tab.3 The scores in E-C translation of pre-test

元P<0.05; 元元P<0.01; 元元元P<0.001

3.9 323 .46 334 -8.142 .000元元元

3.2 658 .41 557

2.8 423 .5 3254 -7.541 .000元元元

2.1 367 .4 7337

忠 C1 40

实 C2 40

通 C1 40

顺 C2 40

3.1 546 .46 536 .378 .703

3.1 732 .46 324

2.1 437 .5 1634 .465 .652

2.0 332 .5 0431

忠 C1 40

实 C2 40

通 C1 40

顺 C2 40

2.8 347 .38 519 .431 .634

2.9 736 .37 428

2.0 785 .4 1336 .356 .573

1.9 347 .4 2008

忠 C1 40

实 C2 40

通 C1 40

顺 C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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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nglish Majors爷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YUAN Liying
(Department of English Taiyuan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12)

Abstract: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corelated very closely, which determines that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爷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爷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intercultural aware鄄

ness more clear, this paper studies their relationship by using experimental study.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mprove the cur鄄

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China, and further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爷 translation competence.

Key words: translation teaching,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表 4 后测汉译英部分两个方面的分值

Tab.4 The scores in C-E translation of pre-test

元P<0.05; 元元P<0.01; 元元元P<0.001

表 3尧表 4结果显示袁两个班学生在经过四个月的

翻译课的学习之后翻译水平均有所提升渊这一点在图

1 中已有说明冤遥 在此基础上最明显的结果是两班的

成绩提升幅度差别很显著袁尽管二班整体水平也在提

升袁但一班不论在忠实性或者通顺度上都要比二班提

升幅度要大遥 根据 P值显示袁两班在两个方面的差异

P值均小于 0.05袁 说明笔者在实验中所采用的从培养

学生跨文化意识入手进行翻译教学的方法对于提高

学生翻译水平起到了作用遥

三尧结论

根据本研究所得数据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

论院英语翻译专业的翻译课堂教学中兼顾跨文化意识

的培养很有必要袁而且事实证明袁翻译课堂中的跨文

化教学渗透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遥翻译作

为一种语言与语言交流的行为袁必定会融入文化与文

化的交流咱8暂遥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袁更是蕴含着其赖以

生存的深厚文化背景咱9暂遥作为以翻译为专业的大学生袁

肩负着我国整体翻译水平发展的重任袁因此袁在教学

中袁 翻译专业的教师更应该意识到翻译教学的本质袁

以及翻译这一行为本身的要求遥 同时袁通过本研究实

验可以看到袁任何关注翻译的教学方法都会帮助学生

提高其翻译水平袁但是袁相对比与传统的只注重语法尧

字词句的解释等等翻译教学方法而言袁能够培养学生

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方法是行之有效的袁可以有的放矢

地针对学生的实际和翻译本身的要求而切实提高翻

译课的效率遥因此袁在高校英语翻译专业课堂教学中教

师可以尝试采用翻译知识与技巧的教学结合目标语相

关文化渗透的教学模式袁 使学生在语言的学习中融入

文化的学习袁最终提高学生的整体翻译水平袁为我国翻

译领域培养更多的高水平翻译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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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小说阅读课是英语专业的一门重要选修课袁

旨在培养学生阅读尧欣赏尧理解英语原版小说的能力遥

然而袁传统的英文小说课以教师讲授为中心袁或将该

小说放在文学史发展的角度解读其内容和价值袁或侧

重于对该小说重难点句段的分析袁都缺乏对作品本身

的整体性把握遥本该作为阅读主体的学生缺乏对文本

充分的阅读尧整体的感知和深入的思考遥 为了解决以

上问题袁笔者尝试将阅读圈教学模式引入课堂袁这种

模式将学生自主阅读与交流讨论相结合袁倡导把阅读

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袁培养和锻炼他们的推理尧辨析尧

评估等思维能力袁帮助其形成主动的阅读态度尧良好

的阅读习惯以及积极的阅读品格遥 本文以叶最后一篇

树叶曳的教学设计为例袁探讨如何设计合理的教学环

节袁 切实有效地将阅读圈模式融入英文小说阅读课

堂袁为英文小说阅读课的教学改革提出可行性建议遥

一尧英语专业本科生英文小说阅读教学存

在的问题

叶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曳渊2000冤 中指

出 野文学课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尧欣赏尧理解英语

文学原著的能力袁 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遥

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

和人文素质的提高袁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

解冶[1]遥

然而袁传统的英美文学课教学往往陷入以下两种

误区院一是以野文学史为中心冶袁在课堂上空泛的介绍

作家生平及写作风格袁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尧小说的

故事梗概等袁忽视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阅读尧理解和

分析[2]曰二是变文学课为精读课袁将主要时间花费在解

释难点词尧句上袁不重视对文本的整体感知能力的培

养遥 由于缺乏充分的阅读袁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只停留

在肤浅阶段袁并没有进行深入思考袁其阅读思维品质

以及阅读能力也就很难得到提高遥 因此袁英语专业的

英美文学课袁 尤其是英文小说阅读课亟需进行转向院

由文学史和文学语法为课程核心转为文学作品阅读

体验为重点袁由难点句段的理解为核心转为文本整体

感知尧批判阅读为重点遥 文学课的教学要以阅读尧体验

基于阅读圈模式的英文小说教学设计探索
要要要以叶最后一片树叶曳为例

穆宏佳

渊中国矿业大学 渊北京冤 文法学院 外语系袁 北京 100083冤

摘 要:传统的英文小说阅读课以教师讲授为中心袁学生被动接受教师对文本的分析遥 然而袁与传统模式不同袁野阅

读圈冶的教学模式将学生分为几个阅读小组袁组内成员担任不同的阅读角色袁各角色完成相应的阅读任务后参加组内尧组

间的交流讨论遥这种独立阅读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阅读过程把阅读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袁使得学生能够真正回到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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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讨论文本尧文学现象为中心袁着重分析文学作品所包

含的语言形式尧思想情感,提升审美观念与艺术感觉[3]遥

与此同时袁文学阅读还应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

活动袁而不是学生被动接受的过程遥 教师不应该预先

设定学生从什么角度读袁用自己一连串的预设问题人

为限定学生的思维活动遥 阅读文学作品应该是一个读

者将自己脑海里的阅读图式与文本碰撞尧 咬合的过

程袁也是一个将鲜活的人生经验与文本世界进行个性

化对话尧联接的过程遥 真正的文学阅读应该谋求工具

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院它不是刻意挖掘文本背后的主题

思想袁而是带着自己的情感袁把自己放入文中袁充分地

体味尧感受其中的悲欢离合尧喜怒哀乐尧酸甜苦辣袁从

中领会到文本之美遥

二尧野阅读圈冶教学模式概述

野阅读圈渊Reading circles冤冶 又称野 文学圈渊Litera鄄

ture circles冤冶袁 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哈维窑丹尼斯在

1994年出版的叶文学圈院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室里的呼

声与选择曳一书遥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袁野阅读圈冶这一教

学模式在国外已经得到师生的普遍认可袁许多教师在

自己的课堂上实施野阅读圈冶[4]遥

渊一冤 野阅读圈冶教学模式的概念与内涵

哈维窑丹尼斯对野阅读圈冶的概念进行了这样的界

定院阅读圈是由选择同样阅读文本的学生组成的以学

生主导的阅读讨论小组遥 每位组员在课堂上或在课外

完成独立阅读袁并根据自己在小组中所承担的角色和

职责重点关注文本特定内容遥 组员需要完成角色日记

渊Role Sheet冤袁填写发言提纲袁并在随后的讨论会中分

享自己的观点遥 遵循阅读和讨论日程表袁每个小组在

阅读过程中定期举行讨论会遥 当小组成员共同完成对

一本书的讨论之后袁 大家可以与其他小组进行交流袁

并以一定的方式展示阅读讨论中的精华内容遥 完成本

圈讨论后袁小组成员轮换袁组成新的阅读小组袁选择新

的阅读材料袁进入下一个阅读圈[4]遥

在野阅读圈冶的教学模式中袁阅读的文本以故事尧

小说等文学作品为主曰阅读的主体是学生袁他们被赋

予自主选择阅读材料的权利袁并结合自身的兴趣和能

力选择自己希望尝试的或自信能胜任的角色袁例如讨

论指导者 渊Discussion Leader冤袁 文学评论者渊Literary

Person冤袁 生活联结者 渊Connector冤袁 情节绘制者渊Plot

Drawer冤,词汇大师渊Word Master冤等等曰阅读的过程充

分尧独立袁学生根据自己角色的具体需要在对文章进

行全局把握的基础上深入探究自己负责的内容袁完成

角色日记曰讨论的过程开放尧自然袁小组成员可以畅所

欲言曰成绩评定方式为教师评价尧学生自评尧学生互评

相结合袁强调过程性与多元性的统一[5]遥

渊二冤野阅读圈冶教学模式的实施程序

一般而言袁一个完整的野阅读圈冶教学过程包含以

下六个部分院渊1冤学生自主选择阅读材料院基于自身爱

好和语言能力袁 学生可以自己选择想要阅读的文本曰

渊2冤 组成临时的阅读小组院 为保证圈内的成员自由尧

充分地参与阅读尧讨论并展示成果袁每个阅读小组的

人数宜为 4名左右曰渊3冤学生自主分配研讨角色院各组

成员在认真尧独立地完成选定材料的阅读后袁结合自

身兴趣和水平承担圈内的角色和任务袁明确下一步阅

读的目的曰渊4冤撰写角色日记渊Role Sheet冤院组内成员

根据各自角色的具体要求用书面形式详细记录阅读

内容和体会袁 这不仅有利于检测学生自主阅读成效袁

也能够帮助他们从阅读输入转化为写作输出[6]曰渊5冤阅

读成果分享和讨论院组内成员各抒己见袁分享阅读成

果袁然后就精华部分进行集中展示袁展开组间的交流

和共享曰渊6冤评价阅读成效院野阅读圈冶的教学模式侧重

于形成性评价袁采取教师评价尧学生自评和学生互评

相结合的方式袁评价内容主要包括角色日志的撰写情

况和小组内部讨论情况[5]遥

表 1 野阅读圈冶中成员的主要角色及其职责

Tab.1 Roles and tasks of members in reading circles

讨论指导者渊Discus鄄

sion Leader冤

根据阅读材料提出概括性问题引发组

员进行思考袁并主持尧引导讨论曰

文学评论者渊Literary

Person冤

找出阅读材料中具有文学欣赏价值的

语段袁并做分析曰

生活联结者渊Connec鄄

tor冤

挖掘阅读材料与自身经历或与外部世

界的关联袁 联系最新社会文化发展动

态袁并对其进行批判性评价曰
情 节 绘 制 者 渊Plot

Drawer冤
梳理文章的脉络曰

词 汇 大 师 渊Word

Master冤

收集阅读材料中的重难点词汇袁 并解

释其意义与用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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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野阅读圈冶教学模式的特征与原则

跟传统的阅读教学模式相比袁野阅读圈冶的教学模

式具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原则院

1.以学生认知规律为基础院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

为学习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袁而是主动建构的过

程遥 学习者借助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袁通过与环境的相

互作用对外部信息进行加工袁并重新审视尧调整内部

结构[7]遥 该理论强调学习是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与从

环境中接受的感觉信息相互作用袁主动建构信息意义

的生成过程袁其中野情景冶野协作冶野交流冶和野意义建构冶

是它的四大要素[8]遥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野阅读圈冶教

学法的理论基础袁该理论认为阅读即是读者与文本之

间的交互活动遥 学生在阅读文本的时候, 通过原有的

语言知识来建构当前输入的意义袁新信息的意义建构

改变了原有知识袁使其得到丰富尧调整和改造[9]遥此外袁

阅读的过程还是一个与周围社会环境联系紧密的过

程袁读者的意义建构需要借助他人袁即教师和学习伙

伴的帮助袁通过野情景尧合作尧会话冶实现有选择性地知

觉外部信息袁建构当前事物的意义遥

2.以还原阅读本真为特色院首先袁野阅读圈冶中阅读

者的多重角色代表阅读的多个阶段院读者要从辨认文

字符号开始袁进而对文字尧语义尧语法尧修辞进行译码

加工处理曰同时凭借已有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尧生活

经验袁并通过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袁领会文字符号

所表达的意义袁吸收信息袁进而达到阅读能力的层级

提升[5]遥 其次袁野阅读圈冶注重全面尧开放地解析阅读材

料遥 以往的传统阅读教学中以教师讲解为主袁教师从

应试的角度给予文本所谓正确尧标准的诠释袁是唯一

的权威遥 但 野阅读圈冶教学法提倡对文本的各个角度

展开分析袁重视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袁而教师的解析

仅仅作为参考遥

3.以小组合作学习为形式院野阅读圈冶内成员形成

一个紧密的学习共同体遥大家通过分工协作的角色扮

演来参与讨论袁这不仅使每位成员强化自身的责任意

识尧各司其职袁也有助于启发学生在文学作品赏析中

的多元化思维遥 学生在研讨中体验思想撞击的快乐袁

阅读过程更加丰富有趣[6]遥 这种自主阅读与合作探究

相结合的阅读方式有利于提高学生阅读的责任意识尧

培养表达尧倾听尧团队协作等能力遥

4.以维护学生主体地位为取向院在野阅读圈冶的教

学模式中袁学生自主选择阅读材料袁自主决定阅读角

色袁自主挖掘研读重点袁自主展开切磋交流遥 这一过程

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袁打破教师的权威地位遥 学生的

阅读动机得到充分的调动袁阅读的自主性得到充分的

挖掘遥 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担任启发者尧激励者尧聆听

着尧记录者的角色袁师生是良师益友袁学生是主袁教师

是导[5]遥

三尧基于野阅读圈冶教学模式的小说叶最后

一片树叶曳教学设计

笔者尝试将阅读圈的教学模式引入英美小说阅

读课中袁并以叶最后一片树叶曳的教学设计为例探讨如

何设计教学活动以期最有效的发挥阅读圈模式的优

势遥

渊一冤文本简析

叶最后一片树叶曳是美国 20世纪初著名的短篇小

说家欧窑亨利的代表性作品遥 故事围绕常春藤树上的

叶子展开袁讲述了琼西尧苏和贝尔曼三位穷画家在辗

转挣扎中相濡以沫的故事遥 琼西在一个冷秋中不幸身

患肺炎袁随着病情的加重袁她逐渐失去了活下去的勇

气遥 窗外秋风瑟瑟袁藤叶飘落袁看着日益稀少的树叶袁

琼西觉得自己也将随着最后一片树叶的落下而逝去遥

年过半百的贝尔曼得知了琼西这个荒唐的想法袁为了

点燃她活下去的希望袁 老画家贝尔曼不顾年迈天寒袁

顶着风雨袁 在琼西窗口对面的墙壁上画了一片藤叶遥

琼西看到风雨中毅然坚挺的树叶而重获生的希望袁但

贝尔曼却因为感染风寒而被急性肺炎夺取了生命遥 这

篇小说展现了大城市中那些小人物的生活院 虽然艰

辛袁但是他们却追寻着各自的梦想袁秉持着高尚的人

格遥 作者以准确尧简洁尧生动的语言歌颂了人与人之间

的真情和人性美遥

渊二冤教学目标

笔者将叶最后一片树叶曳这篇小说的教学目标定

为以下几个方面院

知识与能力目标院学生能够在阅读过程中勾画出

时间线索袁理清全文的情节结构曰能够体会最后一片

树叶在情节发展中起的作用袁感受小说新颖独特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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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曰能够剖析贝尔曼这一典型艺术形象袁感悟其对生

命和艺术的热爱曰 能够初步了解作者欧窑亨利的写作

风格袁体会其诙谐幽默的语言袁表面轻松而内里沉重

的格调遥

情感态度与价值目标院学生能够通过阅读该小说

感受人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博爱情怀遥 在对文本解读

的基础上袁表达出对生命的思考袁从而能够学会坚定

信念, 乐观向上,珍爱生命袁关爱他人遥

过程与方法目标院学生能够通过阅读圈的教学模

式进行自主尧合作尧探究式的学习遥

渊三冤教学流程

本教学设计主要包含以下六个教学环节院

1.选择阅读材料院笔者所教授的是英语专业本科

生二年级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叶英文小说阅读曳遥 在这门

课程的教学中袁 教师为学生提供二十篇英文小说袁学

生每周从中选择一篇小说并通过阅读圈的方法进行

阅读遥 为保证学生的自主性袁不同的学生可在该教学

周内选择不同的小说进行阅读遥 但是出于方便班级集

体讨论以及数据收集的考虑袁此次教师建议每个阅读

小组选择同一篇小说袁即欧窑亨利的叶最后一片树叶曳

进行阅读遥

2.组成临时的阅读小组院学生自行组建 4人的阅

读圈子袁并利用课后时间完成叶最后一片树叶曳这篇小

说的阅读遥 此次阅读的目的是保证同学们对文本有整

体的了解遥

3.学生自主分配研讨角色院圈内的 4名同学结合

自身兴趣和水平选择承担不同的角色院 讨论指导者

渊Discussion Leader冤袁 人物探索者 渊Character Explor鄄

er冤袁文学评论者渊Literary Person冤和情节绘制者渊Plot

Drawer冤遥

4.撰写角色日记渊Role Sheet冤院在每个小组成员明

确各自的角色和职责后袁教师下发预先制作好的角色

日记渊Role Sheet冤记录单遥 角色日记是一种指导学生

明确自身角色任务和职责的辅助工具袁在实施野阅读

圈冶教学的初始阶段袁能够有效帮助学生树立角色意

识袁在小组内各司其职遥 每一份角色日记包括该角色

应承担的职责说明以及在小组讨论阶段应完成的任

务等内容遥 组内各成员根据各角色的具体要求用书面

形式详细记录阅读内容和体会遥 下图即笔者为阅读圈

内四位角色所设计的角色日记记录单渊图 1-图 4冤遥

图 1 讨论指导者的角色日记

Fig.1 Role sheet of discussion leader

图 2 人物探索者的角色日记

Fig.2 Role sheet of character explorer

图 3 文学评论者的角色日记

Fig.3 Role sheet of literary person

图 4 情节绘制者的角色日记

Fig.4 Role sheet of plot dra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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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阅读成果分享和讨论院组内成员带着自行完成

的角色日记参加小组内部讨论袁大家各抒己见袁分享

阅读成果遥 教师需要旁听每组同学的讨论情况袁观察

并记录讨论过程遥 一般情况下袁教师不参与或者干涉

学生讨论袁仅在学生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或者需要讨

论技巧指导的时候提供适当的建议遥

通过笔者的观察袁小组内的学生基本上都顺利完

成了各自角色所规定的任务院 讨论指导者渊Discussion

Leader冤除了保证圈内成员之间的讨论顺利进行以外袁

还就这篇小说呈现出的主题尧背景尧关键意象-树叶以

及核心人物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激发其他组员的思考袁

例如院您觉得老画家贝尔曼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来挽救琼西钥您是如何理解文中的 master piece渊巨作袁

杰作冤钥 故事发生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红砖房区袁这个

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钥 人物探索者 渊Character Ex鄄

plorer冤摘出文中对于三位主人翁的外貌袁动作尧表情尧

语言等多方面的描写袁并进行评析遥 例如袁有的学生通

过文中对贝尔曼外貌和语言的描写得出贝尔曼是一

个外冷内热的好心人袁并提出这一形象的塑造不落窠

臼院贝尔曼大大咧咧的语言和温柔体贴的内心形成了

反差袁而就是这种貌似冲突的描写使贝尔曼的形象变

得丰满起来遥担任文学指明灯渊Literary Luminary冤的同

学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在分析欧亨利诙谐幽默但是又

略带苦涩的语言上袁进而分析其写作特色遥 大家一致

认为文中对于野肺炎冶这位不速之客的描写看似轻描

淡写袁实则入木三分遥作者用野icy fingers(冰冷的手指)冶

野stalk about(蹑手蹑脚)冶野touch here and there(这碰碰

那摸摸)冶等一系列的描述刻画了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

的穷人对于疾病尧 严寒等无法做出任何反抗的无力

感遥 而作为情节跟踪者渊Plot Tracer冤的同学们则是按

照时间的顺序梳理琼西的身体状况以及心理变化过

程袁帮助大家体味琼西从不安到失望到绝望到后悔再

到重拾信心最后到感动的这一连串的情感变化遥

随后袁笔者组织学生就组内讨论的精华部分进行

班级集中展示袁展开组间交流和共享遥 这一过程实则

是在组内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升华袁引导学生探

讨小说的内涵袁 体会文章呈现出的最朴素的人类情

感袁感受人性美带来的巨大冲击遥 此外袁组间讨论能够

让学生接触到更多元化的理解袁体验多层次尧多角度

的思维方式遥

6.评价阅读成效院笔者在这一轮的野阅读圈冶教学

活动中采用教师评价尧学生自评与学生互评相结合的

评价方式遥 其中袁教师通过观察组内与组间讨论袁阅读

每位同学完成的角色日记等作为评价学生的依据袁采

用定量评价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手段袁对学生的阶段

性学习成果做出总结并给出建议遥 与此同时袁每位学

生在小组讨论结束后需要完成一份自评与互评表遥 表

格内容涵盖阅读进度说明袁 角色任务单完成情况说

明袁讨论参与状况说明等诸多方面遥 学生需要为自己

以及小组内其他成员打分并做出简单的评价[5]遥 很多

同学在自评和互评表中表示野阅读圈冶的教学模式为

他们创造了一个宽松自由的阅读环境袁自身阅读的积

极性与参与度得到很大的提高袁并且在与其他同学的

交流沟通中对文本的理解也更加全面尧透彻遥

四尧总结与反思

野阅读圈冶 的教学模式是一种在教师指导下的以

学生为主导的合作学习遥 此次笔者在叶英文小说阅读曳

课中引入这一教学模式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院

首先袁野阅读圈冶以文本阅读为中心袁帮助学生更

好地感受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袁 品味大师的语言风格袁

领悟作品内涵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遥 笔者通过课堂观察

发现通过采用野阅读圈冶的教学模式袁学生对于叶最后

一篇树叶曳的解读更加深入和全面袁组内与组间的热

烈讨论激起学生对于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袁引起大家

审视社会现象袁关注人性特质袁反思现代人生遥

其次袁野阅读圈冶有助于打破静态尧单一尧被动的阅

读模式袁创造动静结合的主动阅读体验遥 以往野精读

化冶的阅读教学着重在字尧词尧句的理解袁多为静态的

阅读遥 野阅读圈冶的教学模式组织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

根据自身的特点来担任某个角色袁每个角色带着各自

的任务进行阅读袁 进而在圈内分享展示阅读结果袁并

以问题的形式引导其他成员进行思考和探究遥 在野阅

读圈冶模式的每一个环节都贯穿着质疑与思考遥 学生

能够从不同角度分析文本而不是接受教师提前设定

好的认知结果遥 此外袁野阅读圈冶的讨论环节里还涉及

读写转化和听说能力的锻炼袁学生之间需要大量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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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Design of English Novel Reading

Course Based on Reading Circles

要要要Taking The Last Leaf as an example

MU Hongjia

(School of Law and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raditional English novel reading course is teacher-centered, with students accepting teachers爷 analysis passively. Different

from conventional teaching modes, reading circles divide students into several reading groups, with members taking different reading roles.

After completing reading tasks respectively, students take part in inter-group and intra-group discussions. This process combines individ鄄

ual reading with group reading, empowering students with initiatives in reading. Students are able to explore deep into the works so as to

enrich their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improve appreciation ability.

Key words: reading circles曰 English novel曰 teaching design曰 The Last Leaf

流协作袁阅读活动动静结合遥

再次袁野阅读圈冶力求营造的合作尧探究的学习方

式使得阅读的过程超越一般的认知过程袁同时还是一

个交往与审美的过程[10]遥 学生在与组内其他成员的交

互中学习倾听尧吸纳他人意见袁学会沟通与配合袁尝试

协作与分享遥 大家相互信任袁共同学习袁取得进步遥

开展有效的野阅读圈冶阅读活动袁可以把阅读的主

动权交还给学生袁 使得学生能够真正回到作品中去袁

通过与同伴尧 教师展开平等而富有创意的交流与对

话袁丰富对文学作品的感悟袁提高文学作品的阅读鉴

赏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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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听力理解袁尤其是篇章听力理解袁是一

个涵盖多个心理与认知维度的复杂过程遥如何切实有

效地提高学生的英语听力理解水平是值得英语教学

研究者深入探究的话题遥 毋庸置疑袁听力理解是一个

心理认知过程袁而以往的听力教学实践和研究忽视了

在这个心理认知过程中的身体作用机制和情感作用

机制袁导致学生在听力理解中难以想象出篇章听力中

呈现的场景与情境袁从而出现理解上的极大困难遥 而

在这种语言认知过程中袁身体机制与情感机制发生作

用的场域和依托是图式袁也就是说认知主体是利用图

式来发挥身体机制与情感机制的作用遥 为此袁必须首

先厘清图式与身体机制尧情感机制之间的关系遥 接着

探讨如何在英语听力理解中发挥身体机制与情感机

制的作用袁便于完善教材设计与教学设计袁最终提高

学生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遥

一尧图式理论及其应用

图式理论的研究包括对图式理论本身的提出尧推

进尧完善以及图式理论的应用两个主要方面遥 康德在

其叶判断力的批判曳从哲学上来阐述图式的意义袁他是

在探讨人类如何认知世界时提出来的遥 康德在野纯粹

悟性概念之图形说冶这一章中说袁野制限耶悟性概念使

用爷之方式的纯粹的条件袁吾人将名之为概念之图型

渊Schema冤遥 在此图型中悟性之进程袁吾人将名之为纯

粹悟性之图型说渊Schematismus冤冶[1]遥 这里康德所说的

野图型冶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图式渊Schema冤袁但康德是

在唯心主义意义上来阐释他的图型概念袁因此他接着

说袁野图型自身常为想象力之所产冶[1]遥 可见袁康德指出

了图式的综合性与统一性遥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袁人

们对图式有了新的理解并赋予它新的内涵遥 什么是图

式理论钥 大卫窑努南(David Nunan)认为袁野图式理论基

于这样一种意义院 过去的经验导致心理框架的产生袁

该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经验冶[2]遥 简单地说袁图式就

是一个认知框架遥特丽莎窑何奇(Tricia Hedge)将听者的

图式分成两种袁一种叫野形式图式冶渊formal schemata冤袁

由我们对会话事件的整个结构的知识组成遥 另一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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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内容图式冶渊content schemata冤袁 包括一般的世界知

识尧社会文化知识尧话题知识[3]遥 曼德勒认为图式由空

位渊slots冤和默认值渊default values冤两部分组成袁空位是

图式有联系有层次的知识体袁默认值是在正常情况下

填充空位的事件尧动作或事件 [4]遥 曼德勒的分法与

Hedge的分法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遥可以说袁Hedge的

书面图式对应着曼德勒的空位袁而内容图式对应着曼

德勒的默认值遥瑞克窑巴塞利(Rick Busselle)在叶图式理

论与心理模式曳一文中袁对图式理论的概念以及图式

的分类进行了梳理袁其中重点探讨了野图式与心理模

式之间的关系冶[5]遥 卡里阿尼窑纽曼 (Kalianne L. Neu鄄

mann)在叶图式理论在学习尧设计尧技术中的应用曳中将

图式理论置于认知科学的语境中进行分析袁并指出图

式是一种动态结构[6]遥 巴塞利和纽曼主要还是侧重于

理论上的探讨遥

近年来国内外图式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图式理

论的应用遥 国外对于图式理论应用研究比较重要的两

篇文章是萨拉窑索尔思要威尔斯(Sara Sowers-Wills)发

表在叶认知语言学曳上的叶运用图式理论研究儿童语音

习得中的全词方法曳和伊朗学者默罕默德窑热扎窑法朗

奇(Mohamad Reza Farangi)的叶动态评价或图式理论院

听力理解为例曳遥 索尔思将图式理论运用于小孩语言

习得机制研究 [7]曰法朗奇比较了野动态评价冶(Dynamic

Assessment)与野图式理论冶在听力理解教学中的使用

效果[8]遥 国内的许多研究集中于图式理论在英语听力

理解和英语阅读理解的应用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何

晓宇的叶基于词块理论与图式理论的非英语专业学生

听力教学曳袁 在该文中作者探讨了以图式为导向的词

块听力模式对学生听力能力的影响[9]遥

二尧图式与身体作用机制尧情感作用机制

在认知科学中袁 图式被看做一种认知结构/框架袁

野而认知是心理过程的一部分袁是与情感尧动机尧意志

等心理活动相对应的大脑理智的认识事物和获取知

识的行为和能力冶[4]遥认知结构中最重要的元素是概念

结构袁人在认知中是通过概念来理解和推理以达到认

识事物的目的袁野在概念形成和推理过程中袁人的生理

构造尧身体经验以及人的感知觉能力渊观察尧选择尧注

意力冤和人的想像力渊图式组织尧心理意象尧隐喻和转

喻认知方式冤扮演了重要角色冶[4]遥 可见袁在图式与情

感尧 身体有着一定的关联遥 Geert Brone 和 Jeroen

Vandaele在他们合编的叶认知诗学院目标尧成就尧差距曳

(Cognitive Poetics: Goals, Gains, and Gaps) 一书中袁也

论及了认知与情感和身体的关系袁但历来没有学者阐

述图式与情感尧身体的关系袁尤其是情感尧身体在图式

的形成尧激活尧维系过程中的作用机制遥

渊一冤身体作用机制

身体情境在图式进入尧图式构造尧图式修补中的

重要作用不可忽视遥 玛格丽特窑弗里曼 (Margaret H.

Freeman)在叶认知诗学院目标尧成就尧差距曳一书中讨论

认知机制时袁谈及了身体现象学理论创始人梅洛要庞

蒂袁但她只是简单例证认知与身体的关系袁而且语焉

不详遥 其实袁梅洛要庞蒂在其代表作叶现象学曳和叶符号

学曳中袁阐明了身体与世界尧身体与空间尧身体与语言尧

身体与意义尧身体与其他身体等之间的关系遥 梅洛要

庞蒂的身体是身心合一的身体袁即他不仅强调身体的

肉身性袁而且强调身体的精神性尧心理性和意识性袁即

这里的身体不仅包括人的肉体袁还包括意识尧精神或

灵魂袁而且它们是一体的袁共同集合于人本身遥 梅洛要

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之所以能与认知科学发生关系袁是

因为认知科学的认知主体是梅洛要庞蒂身体现象学

上的身体袁而不是笛卡尔身体哲学上的身心分离的身

体遥 梅洛要庞蒂说院野身体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

方式遥 冶[10]在这里袁野拥有一个世界冶即指人的存在是身

体的存在袁身体是感知世界尧认识世界的主体袁身体与

世界是统一存在的遥 相反袁如果没有身体袁则无法拥有

这个世界遥 这样一来袁在认知图式中袁身体成为不可或

缺的维度遥 当我们接受到外来的语言信息时袁它激发

我们的图式是一个身体为存在主体的图式遥 这很好理

解袁当我们说文化背景是一种图式时袁这种文化是人

为主体进行活动的产物袁 当提及这种文化背景时袁我

们首先想到的是人的活动袁而不是物本身遥

梅洛要庞蒂在谈及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时说院野我

们的身体寓于空间和时间中遥 冶[11]在梅洛要庞蒂这里袁

时间和空间是紧密相连的袁它们同时存在遥 而身体的

存在不是虚无而毫无边界的遥 身体的空间性和时间性

恰恰表明了身体存在的实在性遥 图式可以说是一个框

李俊宇袁等院论身体机制与情感机制在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 81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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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袁也可以说是一个空间遥 没有空间的存在袁图式是虚

无的尧漫无边际的袁也就是无法理解和感知的遥而空间

的形成与存在袁离不开人的身体本身遥 人类确定事物

的位置与运动袁是在空间中进行的袁是以人的身体为

基准袁即身体是理解空间尧理解世界的基点遥 当我们说

野东南西北冶的时候袁是以说话时我的身体所站立的位

置为基准来说明东西南北这些方位的遥中国文化中的

成语野设身处地冶就充分说明这个道理遥 在认知图式

中袁人的记忆尧想象尧推测是发生在图式的空间之内袁

尽管这个空间在大多时候是 野隐在的冶遥 在认知过程

中袁尽管我们似乎没有察觉到身体的存在袁甚至没有察

觉到隐在空间的存在袁但它们确实在发生作用袁就像我

们在身体健康时根本不会关注到自己身体的各个器官

一样袁一旦有了疾痛袁我们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遥

梅洛要庞蒂对身体与语言的关系的论述十分重

要遥 他说院野词语袁在成为概念之符号之前袁首先是作用

于我的身体的一个事件遥 冶[10]野我的身体也是一个能感

受所有其他物体的一个物体袁 它因各种声音而共鸣袁

他因各种颜色而振动袁它以接受词语的方式把最初的

意义给予词语遥 冶[10]在前一句话中袁梅洛要庞蒂主要论

述的是身体与语言的关系袁而在后一句话中袁他还论

述了身体与意义的关系遥 在这里袁相对于人的身体而

言袁词语不仅仅只是携带意义的符号袁它还是一个野事

件冶遥 也就是说袁这里的词语符号带有了生命的意义袁

是鲜活的袁它面向的是人本身袁它激发了人的全身心

的反应袁并从而使得词语这个符号具有了意义遥 因此袁

词语作用于身体时袁它能激发图式袁并产生意义遥

梅洛要庞蒂还论述了身体与其他身体之间的关

系袁他说院野他人的生活不是和他的行为一起呈现给我

的遥 为了理解他人的生活袁我应该成为他人本身遥 冶[11]

也就是说袁我的身体与他人身体之间的关系并非截然

分开袁彼此独立而不相干的遥 他人及其生活不是被动

地呈现给我们袁需要发挥我的能动性袁由我走向他人遥

在现实生活中袁即我们要理解他人袁必须野设身处地冶袁

野将心比心冶遥 因此袁在听力理解中袁我们听到的是野别

人冶的故事袁但如果要真正理解所听内容袁我们要野成

为他人本身冶袁即野设身处地冶遥 总之袁梅洛要庞蒂的身

体现象学理论为我们认识身体在图式中的作用机制

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遥

渊二冤情感作用机制

玛格丽特窑弗里曼认为院野在语言和文本中有一种

身体化的思维袁即人类的认知过程袁在这个过程中袁情

感尧形式尧意义互相交织在一起遥冶[12]既然图式理论是一

种心理认知理论袁人是认知的主体袁而人是有情感的

动物遥 那么在使用图式理论进行心理认知的过程中袁

人的情感因素不可忽视遥 人的情感通常包括兴奋尧激

动尧恐惧尧庄严尧伟大尧愉快尧忧伤等遥 在图式的激活

(activating)中袁人的情感起着莫大的作用袁使人从一种

惰性状态进入一种积极状态遥 而且情感因素会加快图

式的形成袁并使得图式变得更加鲜明遥 在文学作品中袁

许多作者通常会制造一种情感氛围袁调动或吸引读者

的注意力遥

有声语言是携带情感或激起情感的重要媒介袁因

此是激活图式的最直接尧最重要的触发因素遥 在瑞士

语言学家费尔迪南窑德窑索绪尔的 叶普通语言学教程曳

中袁语言首先指的是声音遥 在索绪尔的一对重要概念

野能指冶 (signifier)与野所指冶 (signified)中袁野能指冶指的

是声音(sound)袁而野所指冶指的是声音所对应的意义

(meaning)遥 人类的声音不是干巴巴的符号袁而是带有

情感意义的符号或符号的组合遥 当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领袖马丁窑路德窑金用富有男性磁力的声音发出野I

have a dream冶时袁这个声音传递的是一种渴望平等的

强烈情感遥 当罗密欧对朱丽叶说 野With love爷s light

wings did I o爷erperch these walls; For stony limits can

not hold love out冶时袁它传递的是情人之间的强烈的爱

的情感遥 爱人之间袁哪怕就是极其轻微的一声呼唤袁都

能让对方听得真真切切袁对方完全能够明白声音所携

带的情感和意义遥 在这种情境之下袁野听冶其实不完全

是用野耳朵冶袁而是用野心冶在听袁这里的野心冶是灌注了

情感和意义的心遥 人类具有情感意义的声音能够激发

图式的出现尧 形成遥 当马丁窑路德窑金发出 野I have a

dream冶的呐喊时袁它触发了我们头脑中野黑人被歧视

被压迫冶的图式遥 当 1949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野中国

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冶 的声音响彻在天安门广场时袁这

个声音触发了广大人民野曾经被奴役被压迫而如今却

得到解放和自由冶的深刻的图式遥 因此袁语言要要要声

音要要要情感要要要图式之间有着内在统一的联系遥

人类具有情感意义的声音还能够延长图式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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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时间遥 在听的过程中袁需要记忆的参与才能形成和

维系图式遥 而情感则能延长记忆的时间袁使得短时记

忆不至于很快消失袁从而有利于图式的维持遥 我们常

说一个声音回荡在我们的脑海中袁这个声音一定是充

满情感的遥 古人所说的野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冶袁也就是

这个道理袁因为这个声音深深打动了听众遥

另外袁具有情感意义的声音之所以能唤起人类头

脑中的图式袁是因为图式本身也具有情感的维度遥 图

式是人类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的产物袁充满了文化的

意义袁染上了情感色彩遥 当野大屠杀冶渊如南京大屠杀尧

犹太大屠杀冤这个声音传入我们的耳朵时袁我们头脑

中的图式被立即激发起来袁是因为它本身就具有强烈

的情感维度院一种对死亡的恐惧尧对死者的哀伤袁和对

邪恶尧暴力的厌恶遥

三尧 身体作用机制和情感作用机制在教

学尧教材设计中的应用

对于我们的学生而言袁较难的往往是篇章听力理

解袁尤其是内容较多尧含有复杂长句的篇章遥 下面以

叶全新版大学英语听说教程曳第 3册第 3单元 Courage

中的 Part B Passage 1 Krimali 为例来具体阐述如何使

用图式理论来完善教材及教学设计遥 该部分是篇章听

力袁 讲述的是一个印度女孩 Krimali在灾难性地震发

生时如何勇敢尧镇定地成功逃生的故事遥 教材设计配

备了一幅插图院一个女孩跳到凌乱不堪的废墟并成功

着地的情景遥 另外在插图旁给出了讲述本故事用到的

生词袁插图和事先呈现生词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听力理

解中的困难遥 接下来给出了问题袁即练习袁包括两个部

分袁Exercise 1 和 Exercise 2. 这个篇章的第一段是告

诉了我们地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袁以及地震的严重程

度渊用了灾难性 devastating一词冤遥 第 2段描述了地震

发生时的大概情况遥 第 3段尧第 4段是比较难以理解

的袁第 3段告诉我们 Krimali和她家人被困在通道口院

The ceiling of an entire room towered above the only

possible escape route. Completely detached on three

sides, the huge slab clung to an outside wall on its

fourth side. To an observer, it could drop at any mo鄄

ment.[13] 这个篇章中最难理解的是该段的讲述袁即使是

经历过或看到地震发生的学生袁也很难想象出来 Kri鄄

mali 当时所处的场景遥 教材中的图片比较模糊袁看不

出摇摇欲坠的墙体尧被堵死的通道袁以及 Krimali在跳

下时所处的危险境地遥 显然袁光依靠教材所给出的图

来构建图式是很困难的遥 笔者就该篇章听力做了一个

简单测试袁同时进行了简单的调研遥 测试和调研的对

象是大学英语二年级学生袁共 50人袁测试题用的是该

教材上的题目袁测试分值设定为 100分制曰同时要求

他们回答一个问题院 你能想象出当时 Krimali所处的

地震场景吗钥 测试结果表明院平均得分只有 58分遥 有

30个学生对调研问题的回答是院我很难想象到她当时

的场景遥 也就是说袁有 60%的学生无法想象到小女孩

Krimali当时的场景遥

显然袁Krimali 所处的场景是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

的尧危险的空间遥在这个空间中袁Krimali的定位是通过

她的身体来确定的遥 她前面唯一可能的逃生通道被一

大块掉下的天花板堵死袁四面墙中的一面已经与其他

三面几乎脱离袁摇摇欲坠袁随时可能掉下来遥 在这个篇

章听力中袁应该引导学生们发挥想象袁假设他们就是

此时此地的 Krimali袁即野设身处地冶去理解她的处境遥

第 4段讲的是当众人在惊恐万状时袁 小姑娘 Krimali

保持镇定袁 并采取了谨慎而勇敢的行动院Carefully she

climbed barefoot up and down the debris until she

reached a point just beneath the swaying ceiling. About

four meters below were uneven pieces of concrete, bro鄄

ken glass and smashed furniture, all mixed with sharp

spikes of iron. 噎噎 She paused to figure out the best

way down. As there wasn爷t any good place to jump, she

just jumped. Luckily, she landed it in a crouch, her feet

missing any sharp edges.[13]在采取行动时袁Krimali的身

体是移动的袁 这个时候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的想象袁即

提醒他们想象中的身体跟着话语的指示一起移动遥 在

该篇章听力材料中袁描述者使用了一系列与身体相关

的词或短语袁 动词有 climb, reach, pause, jump, land;

介词有 up, down, beneath; 形容词有 barefoot; 名词有

foot, crouch袁尤其是要注意 crouch渊蹲冤这个词袁它既表

明了身体的状态袁也表明了身体即将展开的动作遥 这

些词基本上都是身体化的语言袁正如 Max Louwerse 和

Willie Van Peer所言袁野大量信息表明袁 语言理解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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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身体化的冶[12]遥那么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袁有必要利

用身体机制来引导学生激发或构建图式袁即要对这些

身体词汇十分敏感遥

在 Krimali这一篇章听力中袁 小女孩遭遇的是一

场地震袁那么袁对于常人而言袁地震首先带给人们的是

恐惧遥 然后是 Krimali克服恐惧袁勇敢地逃生袁并帮助

他人逃离危险之地遥 那么该篇章听力就完全可以采用

富有情感的声音来激活学生们头脑中的灾难图式遥 因

为在听的时候袁学生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安静尧安全尧

和平的环境袁与之对应的则是一种祥和的心境袁要使

得他们一下子能进入那种充满危险与恐惧的心境袁则

需要具有强烈情感的声音袁来激活图式遥 小女孩在大

灾大难面前超过大人的勇敢尧镇定袁应该能激起学生

们的惊讶袁和对她的仰慕之情遥 而且袁小女孩的乐于助

人的精神袁更是值得学生们学习遥 所以袁在听力教材设

计中袁如果注意使用图式应用中的情感机制袁不仅可

以帮助学生们提高听力理解能力袁而且有助于培养学

生们的想象能力袁陶冶他们的情操袁树立正确的价值

取向遥 在提高听力的过程中袁陶冶情操曰在陶冶情操的

过程中袁提高听力遥 这是相互联系尧一举二得的事情遥

然而袁全新版大学英语听说教程在这方面做得明显不

足遥 篇章听力采用朗读式袁而且声音千篇一律袁单调乏

味袁缺乏情感袁无法激起学生们的兴趣袁听着听着学生

们就产生野倦怠感冶遥 加上内容又多袁信息繁杂袁基础一

般的学生很难理解袁造成他们的野挫败感冶遥 野挫败感冶

和野倦怠感冶叠加在一起袁学生就听得昏昏欲睡袁可想

而知的就是听力效果大打折扣遥

其实袁在现实生活中袁不乏有通过观看外语原声

电影或动画片而取得良好外语习得效果的成功例子遥

电影或动画片制造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袁说话者的声

音或激昂袁或低沉袁或喜悦袁或悲伤袁变化不断袁极大地

吸引了观者身心的参与遥 观者往往将自己想象为片中

的主人公袁与他/她一同或悲或喜遥 尤其是带有强烈情

感的声音久久回荡在观者脑海中遥 这样一来袁观者自

然既易于理解又易于记住内容遥 因此袁在听力教材中袁

不妨插入与章节主题相关的电影或动画片段袁既可以

起到放松的作用袁又可以有效提高听力袁还可以提高

他们的想象力遥

结语

总而言之袁随着现代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袁在图

式理论的应用中不可忽视身体维度和情感维度遥 在听

力教学中袁如何运用身体作用机制和情感作用机制来

有效激发原有图式尧构建和维系新的图式袁成为一个

重要的议题遥 在大学英语听力教材设计中袁建议设计

者多采用情感丰富的视听材料袁和体现身体维度的图

形图片袁 或适当插入与主题相关的电影或动画片段袁

这对于破解篇章听力瓶颈尤为重要遥 本文结合大学英

语听力教程中的实例袁并对运用图式理论的身体机制

和情感机制来完善听力教学设计和教材设计进行了

可行性分析遥 那么袁身体维度和情感维度究竟如何作

用于学生的篇章听力理解过程袁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

证研究来加以验证和剖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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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袁

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遥 [1]叶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曳指出袁要充分认识教师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袁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

位置曰叶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渊2018-2022冤曳强调袁要

建强做优教师教育袁 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遥十九大以来袁党中央尧国务院面向高校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尧振兴发展袁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袁充分

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人民教师的殷切期待与热切期

盼遥 然而袁我国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着许多新

情况尧新问题尧新挑战袁尚需进一步深化人力资源管理

和师资队伍建设遥 因此袁立足新时代促进地方高校教

师专业发展袁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尧价值性和实践性遥

一尧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特点剖析

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袁是世界教师教育研究

的热点领域袁也是近年来我国教师研究领域的热门话

题袁主要包括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尧特点尧规

律尧路径等相关研究遥 应该看到袁地方高校教师职业具

有自身的特殊性尧特色性袁因此袁地方高校教师的专业

发展必然有其特点与规律遥 研究表明袁地方高校教师

专业发展在发展理念尧发展方式尧培训内容尧评价标准

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尧内在特点尧发展规律袁需要进一

步挖掘发挥并扬长避短袁藉此达到地方高校教师专业

性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遥

1.发展理念国际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袁高等

教育国际化势在必行袁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理应树

立国际化发展理念遥 国际化的发展理念是在开放教育

的国际贸易领域的教育资源配置的前提下袁教育资源

与教育理念能够得到流动袁国家间在教育上相互学习

程度加深袁国民教育互相交流尧互相竞争尧相互包容尧

相互作用袁共同促进世界的繁荣和发展遥 [2]随着信息

化尧新技术迅猛发展袁我国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更

加需要树立国际化尧开放式理念袁积极主动融入时代

发展潮流遥

2.发展方式合作化

地方高校讲求教师个体专业发展并非单打独斗袁

而是需要专家或前辈指导尧教师同伴交流互动袁这样

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聂玉洁

渊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人力资源部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袁推进高校发展尧满足社会需求的必然选择遥 研究表明袁地方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具有发展理念国际化尧发展方式合作化尧培训内容立体化尧评价标准多元化等特点曰同时还存在教师发

展意识淡薄尧教师专业能力较弱尧教师培训效用低下尧教师评价体系欠缺等问题遥基于此袁从增强专业发展意识尧提升专业

综合素质尧完善培养培训机制尧健全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袁提出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优化路径袁进而强化教师专业发

展的理论研究与实施成效遥

关键词院地方高校曰教师专业发展曰问题透视曰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院G462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04原园086原园5

收稿日期院2020-12-11

作者简介院聂玉洁渊1986-冤袁女袁满族袁研究实习员袁主要从

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遥

第 40卷 第 4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40 晕燥援4

圆园21年 4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Apr援 圆园21



方能更好更快促进教师专业发展遥 教师之间各有所

长袁尤其是围绕跨学科尧学科交叉等领域袁相互讨论探

究尧总结经验尧项目合作袁对教师尧学校而言均大有裨

益遥 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袁教师个体发展需要

组建学习共同体或将其置于整个团队之中袁发挥各自

资源优势袁加强教师之间的对话尧分享尧互动尧交流尧合

作袁促进教师之间的知识尧经验尧资源共享袁在团队的

协力支持下促进教师个体的快速成长袁进而实现教师

团队与教师个体共同发展的野双赢冶目标遥

3.培训内容立体化

为了适应社会的外部需求和教师自我价值实现

的内在要求袁 地方高校教师需要不断促进专业发展袁

实现从新手到专家尧生疏到专业的转变遥 [3]因此袁要坚

持野学用结合尧教研相长冶袁进一步健全教师进修培训

体系袁切实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遥 围绕教师整个职业

生涯袁强化教师职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尧支持保障袁针对

教师尧学科分门别类开展立体化培养培训袁通过系统

学习尧专题研究尧专项培训尧交流合作尧外聘专家等方

式袁提升教师的职业素养尧专业基础尧国际视野尧综合

素质遥 在此过程中袁地方高校教师要挖掘问题尧剖析原

因尧明确方向尧巩固提高袁从而促进自身专业发展遥

4.评价标准多元化

只有在教师评价基本标准的基础上体现多样化袁

才能满足不同类型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遥 [4]针对不同

类型尧不同岗位教师袁应当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袁最大

限度激发教师发展潜能遥 针对教学为主型尧科研为主

型尧教学科研并重型尧技术服务与成果推广型等袁制定

差异化尧针对性评价标准袁分别注重教学改革尧科研成

果尧教研质量尧成果转让等考评遥 例如袁在评价体系中袁

不断完善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教学评价尧奖励和资

源配置机制袁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和教育质量的持

续提高遥 [5]

二尧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透视

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贯穿教师整个职业生涯袁

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论袁对地方高校教师专业

发展进行多领域尧全方位研究袁着重提出问题尧分析问

题尧解决问题遥 因此袁我国地方高校要针对教师专业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发展意识淡薄尧专业能力较弱尧培训

效用低下尧评价体系欠缺等问题袁提出针对性尧可行

性尧系统性的对策措施袁以便促进教师专业化尧可持续

发展遥

1.教师发展意识淡薄

部分地方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意识欠缺或模糊袁

对自己专业发展不够明确尧思考不深袁缺乏系统化尧连

续性的专业规划设计遥 他们容易局限于前期教学尧科

研经验积累袁 满足于当前暂时胜任地方高校教师岗

位袁甚至秉持野当前够用就好尧不求发展空间冶的观点袁

所以缺乏加强进修培训尧 完善素质结构的积极主动

性袁不同程度存在野满足现状尧疲于应对冶等窘境遥 科技

革命尧学习革命的新形势下袁地方高校教师若只是把

教师职业作为谋生手段袁专业发展意识淡薄袁专业发

展内驱力不足袁缺乏正确尧远大的职业目标和职业理

想袁未以终身学习者的姿态袁没有加强系统培训尧推进

学用结合袁势必制约着专业可持续发展遥

2.教师专业能力较弱

教师本身所具有的专业化不仅包括学科性质袁同

时也直接包含相应的教育专业性遥 [6]目前袁一些地方高

校为了追求国际排名袁 局限于以发表 SCI尧SSCI论文

作为绩效工资尧评优评先尧职称评聘的主要条件袁对教

学工作较为忽视或存在偏颇袁教师的教学收入往往不

及科研收入遥 而新时代要引导教师热爱教学尧倾心教

学尧研究教学袁潜心教书育人遥 [7]除此之外袁部分地方高

校对新进教师没有设立野保护期冶袁刚入职就安排满额

课程或下达科研任务量袁 没有参加教师岗前培训袁未

能潜心备课或过好教学关尧科研关遥 加之部分学校没

有建立传帮带的野导师冶制度袁以及部分地方高校教师

进修培训体系不全尧注重引进忽视培养袁更让新进教

师无所适从遥

3.教师培训效用低下

当前不少地方高校以高端拔尖人才尤其是海外

人才引进为主要关注点袁一味地追求国家级尧省级高

层次拔尖人才的增加情况袁整体队伍结构尧师资素养

往往处于地方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边缘地位遥 最直接

的表现袁在于地方高校缺乏系统化尧针对性尧分类别的

教师培养培训计划袁组织教师培训的随意性尧任意性尧

临时性较强袁更别说学用结合尧实践锻炼袁且没有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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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尧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和保障机制袁致使培训效果低尧

人职不匹配尧人未尽其才袁造成了人力资源的结构失

衡与极度浪费遥 具体而言袁表现为专业发展活动多以

被动的专家理论讲授为主袁忽略教学情境和教师作为

实践者的能动性袁 缺乏对教师反思的专业引导和支

持遥 [8]

4.教师评价体系欠缺

发展性教师评价是教师自主发展的保障袁也是教

师进行教学研究的保证遥 [9]地方高校出于高水平建设尧

操作性评价考虑袁往往偏重评价论文尧课题尧服务等情

况袁 对教师教学工作量仅赋予基本分值或较低分值袁

对教学质量的考评更是少之又少遥 很少有高校把教师

工作的主动性尧合作尧教学情意等关系绩效进行评价袁

且这些质性评价在教师综合评价中所占的比例也不

大遥 [10]这种偏倚科研成果尧忽视教学质量的评价体系袁

不利于教师自主专业发展尧提升教学质量遥 尤其是没

有针对教学尧科研尧服务为主型教师设计发展通途袁则

容易造成人力资源开发的恶性循环袁极易破坏人才发

展生态环境遥 此外袁高校对教师的人文性激励缺失袁使

得部分教师对院校缺乏归属感及认同感遥 [11]

三尧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地方高校高水平建设尧应用型转型尧内涵式发

展等过程中袁促进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成为落实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系统化工程袁需要多角度尧多层

面尧全面性尧深入性进行探索实践遥 以此为指导袁要立

足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特点袁针对其存在的主要

问题袁从增强专业发展意识尧提升专业综合素质尧完善

培养培训机制尧健全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袁探讨地方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优化路径遥

1.增强专业发展意识

地方高校应当秉持终身学习理念袁破解教师发展

意识淡薄尧专业能力较弱等问题遥 一是提升专业认同遥

教师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在教师的专业发展过程

中袁对发挥教师主体意识的作用具有重要性遥[12]教师要

树立终身学习理念袁增强自我专业认同袁以此为内驱

力确定终身职业发展目标袁包括专业认同感尧职业使

命感尧发展主体性尧工作热情度尧社会责任感等遥 二是

强化师德建设遥 教师所有的专业发展都是基于道德发

展袁师德建设时营造良好师德师风尧保证教师专业发

展的重要举措遥[13]师德建设作为野首要内容冶袁贯穿于教

师入职尧聘岗尧培养尧考评全过程袁严格实行野一票否决

制冶袁包括道德规范尧宣传引导尧典型示范尧监督管理

等遥三是营造良好环境遥生态环境尧文化氛围对教师专

业发展既起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袁又有持续稳定的保

障功能遥 要从物质尧精神尧制度尧行为尧团队尧激励尧保障

等层面出发袁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发展氛围遥

2.提升专业综合素质

发展理念国际化尧发展方式合作化等教师专业发

展特点袁为加强国际交流尧提升教师素质创设了良好

条件遥一是引进优秀人才遥立足地方高校实际袁准确把

握教师专业需求袁精准引进海外优秀人才袁适度引进

企业实践型尧管理型优秀人才袁加快提升教师国际化尧

博士化水平袁进一步做好野传帮带冶工作袁建设一支多

元化尧可持续的师资队伍遥二是重视知识积累遥处在知

识更迭日新月异的新时代袁地方高校教师既要永葆掌

握理论前沿知识袁又要根据行业变化形势熟知实践知

识袁在此基础上加强教育教学的反思探究尧改革研究袁

不断健全尧优化知识结构遥三是加强国际交流遥地方高

校教师专业发展呈现发展理念国际化尧发展方式合作

化等特点袁对地方高校教师国际交流合作提出了更高

要求遥 因此袁地方高校要坚持野走出去冶战略袁通过参观

考察尧访学留学尧参加会议尧专题研讨尧项目交流袁以及

针对不同学科教师采取对口合作等方式袁鼓励尧支持

教师走出国门尧提升水平遥

3.完善培养培训机制

发展方式合作化尧培训内容立体化等教师专业发

展特点袁为地方高校完善教师培养培训机制指明了方

向袁可进一步改善教师培训效用低下等问题遥 一是设

立专门机构遥 地方高校应当设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等

教师发展机构袁系统化进行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与指

导袁分类化培养教师的教学水平尧科研能力尧服务技

能袁从根本上解决野重引进轻培养冶等发展瓶颈遥 二是

健全培养体系遥 地方高校要秉持野终身教育尧终身学

习冶的理念袁根据教师的年龄尧学历尧职称尧层次尧类别尧

学科等特点袁建立健全境外访学尧岗前培训尧业务提

升尧担任专家等理论与实践紧密融合的教师培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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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遥 三是加大支持力度遥 学校层面要加强与国内外

知名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袁 引进优势教育资

源袁 为教师专业发展尧 培养培训提供平台与机会曰学

院尧系所层面要针对各学科特点及其趋势袁有目标尧有

计划加强国际合作尧校校合作尧校企合作尧校地合作袁

为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创设条件遥

4.健全考核评价体系

评价标准多元化等特点和教师评价体系欠缺等

问题袁客观上需要地方高校在推进教师专业发展过程

中健全考评体系尧优化发展环境遥一是注重过程评价遥

地方高校要根据形势变化与实际需要袁面向教师专业

发展设立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

系袁结合目标任务尧发展变化袁适时调整评价标准与体

系袁确保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改革发展同频共振遥 二

是强调多元评价遥 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标准袁应当设

计差异化尧针对性的评价标准遥在落实思想政治尧师德

师风尧教学达标野一票否决制冶的前提下袁根据学科性

质尧课程性质尧教师类别袁制定多样化尧科学性的评价

体系袁激发各级各类人才的潜能与活力遥 三是进行系

统评价遥评价主体上袁由学生尧同事尧领导尧专家对教师

进行分指标评价袁克服评价主体单一的局限性曰评价

方法上袁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袁采取问卷

调查尧个别访谈尧随机走访尧行为观察等方式进行综合

评定袁全面客观反映教师的专业水平袁以此为导向引

导教师的专业发展遥

四尧结论

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袁通过对地方高

校教师专业发展的特点尧问题尧路径的理论梳理与实

践分析袁得出以下结论院

渊1冤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化尧独

特性工程袁具有发展理念国际化尧发展方式合作化尧培

训内容立体化尧评价标准多元化等内在特点和发展规

律袁这为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透视与路径选

择提供了基本方向遥

渊2冤教师发展意识淡薄尧教师专业能力较弱尧教师

培训效用低下尧教师评价体系欠缺等问题袁既制约着

地方高校教师的专业化尧可持续发展袁也对地方高校

高水平建设尧应用型转型尧内涵式发展提出了严峻挑

战遥

渊3冤地方高校应当立足自身发展定位及教师队伍

实际袁针对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着力从

增强专业发展意识尧提升专业综合素质尧完善培养培

训机制尧 健全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推进教师专业发

展袁藉此加快促进地方高校的改革尧建设和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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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Difficulties of Local Colleg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NIE Yujie

渊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Zhicheng College,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冤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local college teachers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go with the

times,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and meet the social need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local college teachers has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iz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local college teachers, the cooperative mode of devel鄄

opment, the multi-dimensional training an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criteria. Also existing issues are like weak awareness of college teach鄄

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ome teachers爷 lack of competence, and the low efficiency of training system. Therefore the paper proposes

a streamlined approach to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local college teachers, tries to refine the training system and performance as鄄

sessment, and thus enhances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local college teachers and promotes theoretical researches.

Key words: local colleg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problem inquiry; streamlin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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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农林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和重要生力军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袁特别

是习总书记 2019年 9月 5日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

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袁社会对高等农林院校的人才

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给我国高等农林教育的

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遥 毕业生的就业率及就业质量是

评价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指标遥

近年来袁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袁高校毕业生就业

形势愈发严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遥 在就业竞争日趋激

烈的大环境中袁 由于我国现行农业经营模式制约尧农

林院校毕业生自身条件相对不足尧学校就业指导缺乏

针对性等因素[1]袁高等农林院校的毕业生面临巨大的

就业压力和严峻的挑战遥

人才是第一资源袁 而高校毕业生作为高层次人

才袁历来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袁近年来愈

发成为各地区和各城市争夺的焦点遥 不同地区之间的

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是我国现阶段的

基本国情之一袁而这种不平衡成为了我国劳动力人口

大规模流动的内在动力遥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或城

市能够提供较为充足的就业岗位袁通常成为劳动力的

流入地遥 从近些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来看袁高校毕业生

跨省就业的规模逐年增大袁且流动的整体特征表现为

由我国西部尧中部及东北地区流向东部地区遥 [2-3]国内

外研究均表明袁劳动力的流动普遍存在于社会中遥 [4]高

校毕业生作为高层次人才袁 其就业地区的流动不仅能

让毕业生获得更高的预期工资尧 专业匹配度更高的工

作[5-7]袁还能有助于解决社会当前存在的结构性失业的

问题[8]袁促进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及不同

地区的平衡协调发展遥 [9]研究表明袁性别尧能力素质尧学

校背景渊学校层次及学校所处地域冤尧家庭情况渊家庭

地行政级别尧父母受教育程度尧父母职业尧家庭人均收

入等冤等是影响高校毕业生流动的重要因素遥 [10-15]而高

等农林院校的农村生源学生较多袁 学生个人能力尧家

庭条件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可能会影响他们

的就业机会和就业选择袁进而影响他们的就业流动遥

综上所述袁高等农林院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状况引

起了学界的注意袁国内的研究主要以全国高校或者高

校的部分抽样为研究对象袁缺乏专门聚焦于高等农林

院校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动情况的分析研究遥 因此袁笔

者基于国内 6所高等农林院校 2017-2019年毕业生

就业状况调查数据袁对高等农林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地

区流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袁以期为科学合理疏导农林

高等农林院校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动情况
要要要基于 6所农林院校 2017-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分析

陈 杰袁 刘键政

(福建农林大学 学生处袁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院基于国内 6所高等农林院校 2017-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袁分析了 98,329名毕业生的就业地区流

动情况遥 结果显示袁到我国东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比例最高袁东部地区是毕业生主要流入的目的地袁而中部尧西部和东北

地区充当了毕业生主要输出地的角色遥 基于以上结果袁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袁并从强化毕业生就业创业引导

工作尧优化高等农林院校区域布局和加大毕业生到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三个方面袁对进一步引导和支持高等农林院校

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遥

关键词院毕业生就业曰就业地区流动曰高等农林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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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雪04原园091原园7

收稿日期院2021-01-30

基金项目院福建农林大学校级研究课题渊JZG202005冤遥

作者简介院陈杰渊1990-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刘键政渊1979-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大

学生思想政治和就业创业教育研究遥

第 40卷 第 4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40 晕燥援4

圆园21年 4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Apr援 圆园21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年第 4期

东部地区

2017
人数 1 777 4 696 1 072 2 444 3 713 1 498 15 200
比例 46.97% 87.83% 12.25% 35.32% 92.41% 34.98% 45.92%

2018
人数 1 553 4 582 1 467 2 566 3 614 1 750 15 532
比例 43.72% 85.80% 15.83% 39.01% 85.89% 41.88% 46.89%

2019
人数 1 513 4 124 1 444 2 318 3 677 1 220 14 296
比例 43.09% 80.83% 14.71% 35.55% 93.08% 38.02% 44.53%

合计
人数 4 843 13 402 3 983 7 328 11 004 4 468 45 028
比例 44.66% 84.88% 14.31% 36.61% 90.37% 38.29% 45.79%

中部地区

2017
人数 1 641 345 357 471 116 315 3 245
比例 43.40% 6.45% 4.08% 6.81% 2.88% 7.35% 9.80%

2018
人数 1 649 404 380 494 289 316 3532
比例 46.42% 7.56% 4.10% 7.51% 6.87% 7.55% 10.66%

2019
人数 1 626 425 502 536 115 217 3421
比例 46.31% 8.33% 5.11% 8.22% 2.92% 6.76% 10.65%

合计
人数 4 916 1 174 1 239 1 501 520 848 10 198
比例 45.33% 7.43% 4.45% 7.50% 4.27% 7.26% 10.37%

西部地区

2017
人数 329 291 7 259 541 189 409 9 018
比例 8.70% 5.44% 82.96% 7.82% 4.71% 9.54% 27.25%

2018
人数 326 334 7 376 488 282 392 9 198
比例 9.18% 6.25% 79.60% 7.42% 6.69% 9.38% 27.77%

2019
人数 351 529 7 825 543 156 298 9 702
比例 10.00% 10.37% 79.73% 8.33% 3.94% 9.29% 30.22%

合计
人数 1 006 1 154 22 460 1 572 627 1 099 27 918
比例 9.27% 7.31% 80.70% 7.85% 5.15% 9.42% 28.39%

东北地区

2017
人数 35 15 62 3 463 0 2 060 5 635
比例 0.93% 0.28% 0.71% 50.05% 0% 48.12% 17.03%

2018
人数 24 21 43 3 030 23 1 721 4 862
比例 0.68% 0.39% 0.47% 46.06% 0.55% 41.19% 14.68%

2019
人数 21 24 44 3 123 2 1 474 4 688
比例 0.60% 0.47% 0.45% 47.90% 0.06% 45.93% 14.60%

合计
人数 80 60 149 9 616 25 5 255 15 185
比例 0.74% 0.38% 0.54% 48.04% 0.21 45.03% 15.45%

院校毕业生就业流向以及优化高等农林教育人才培

养体系提供参考遥

一尧样本说明

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袁 本文仅以华中农业大学尧

南京农业大学尧福建农林大学尧四川农业大学尧东北农

业大学尧浙江农林大学尧吉林农业大学 6所农林院校

作为调查对象遥 6所高校的背景情况见表 1遥所采用的

数据大部分来源于网络检索获得的上述高校 2017-

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袁个别高校的就业质量报

告未涉及的数据袁由相应高校的就业管理部门提供遥

表 1 6所高等农林院校基本情况

Tab.1 Introduction of the six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ies

学校类型 原 211大学 一般本科院校 原 211大学 原 211大学 一般本科院校 一般本科院校

学校所在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

本文以省渊自治区尧直辖市冤为基本单位对毕业生

就业地区流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遥 参照国家统计局的

相关标准袁并紧密结合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

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袁将地区划分为东部地区尧中部地

区尧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遥 其中东部地区包括院北京尧

天津尧河北尧上海尧江苏尧浙江尧福建尧山东尧广东和海南

10个省渊直辖市冤曰中部地区包括院山西尧安徽尧江西尧河

南尧湖北和湖南 6个省曰西部地区包括院内蒙古尧广西尧

重庆尧四川尧贵州尧云南尧西藏尧陕西尧甘肃尧青海尧宁夏

和新疆 12个省渊自治区尧直辖市冤曰东北地区包括院吉

林尧辽宁尧黑龙江 3个省遥

二尧研究结果与讨论

2017-2019 年 6 所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较为稳

定袁 其中院2017年 33,098人曰2018年 33,124人曰2019

年 32,107人渊表 2冤遥

表 2 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动情况

Tab.2 Interregional employment migration of the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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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动的整体分布情况

2017-2019年 6所农林院校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动

的整体分布为院东部地区最多袁西部地区次之袁东北地区

第三袁 中部地区最少 渊表 2冤遥 其中袁 到东部地区就业

45,028人袁占总人数的 45.79%曰到西部地区就业 27,918

人袁占总人数的 28.39%曰到东北地区就业 15,185人袁占

总人数 15.45%曰 到中部地区就业 3,421人袁 占总人数

10.65%遥福建农林大学和浙江农林人数到东部地区就业

的人数比例超过八成遥 可见在高等农林院校毕业生这个

群体中袁野一江春水向东流冶的现象同样存在遥 究其原因袁

一方面袁薪资待遇和工作环境是毕业生就业时较为看重

的因素袁而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的上述条件通常具

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和吸引力遥 另一方面袁东部地区就业

岗位多袁对人才的需求量大遥 以福建农林大学为例袁截至

2020年 12月 1日袁 共有 2,905家用人单位在福建农林

大学就业信息网发布招聘信息袁其中东部地区 2,765家袁

中部地区 79家袁西部地区 470家袁东北地区 10家遥

上文提及不同区域之间的就业率存在差异袁 那么是

否意味着不同区域生源输出和毕业生流入存在不均衡的

现象钥 为了解答这一疑问袁本文对 5所高校毕业生的流动

情况进行分析遥 结果显示袁除东部地区外袁中部尧西部及东

北地区输入到 5所农林院校的生源比例要大于回流到上

述地区的比例渊图 1-图 5冤遥 也就是说袁东部地区吸引了大

量非本地区生源的毕业生到该地区就业袁是毕业生主要流

入的目的地袁而中部尧西部和东北地区生源的毕业生大量

流入东部地区袁充当了毕业生主要输出地的角色遥 上述结

果表明袁虽然国家的就业政策和各高校的就业引导工作在

疏导毕业生就业流向方面起到一定作用袁但现有的国家宏

观调控政策体系与工作机制和高校对毕业生的就业引导

工作仍然有进一步改善和提升的空间遥

图 1 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

Fig.1 Interregional employment migration of the graduates from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图 2 福建农林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

Fig.2 Interregional employment migration of the graduates from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图 3 四川农业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

Fig.3 Interregional employment migration of the graduates from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图 4 东北农业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

Fig.4 Interregional employment migration of the graduates

from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图 5 浙江农林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

Fig.5 Interregional employment migration of the graduates from

Zhejiang A&F University

陈 杰袁等院高等农林院校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动情况 9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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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推拉理论认为袁流入地有利于经济发展

而产生的野拉力冶或者流出地不利于经济发展产生的

野推力冶是导致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遥 [16]此前有相关

研究表明院 毕业生流入地较高的人均 GDP和流出地

较低的人均 GDP所产生的野势能冶是毕业生就业流动

的重要原因袁 且一个地区的人均 GDP通常与毕业生

流入的人数呈正相关遥 [2袁4-5]从近些年政府相关部门公

布的数据来看袁 中部地区的人均 GDP均高于西部地

区遥 按照上述观点袁可以推测毕业生到中部地区的就

业人数应多于西部地区遥 但本文的数据显示袁2017-

2019年每年到中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人数和比例均

远低于西部地区遥 笔者推测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院

一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袁西部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袁西部地区对人才的野拉力冶不

断增强曰二是西部地区近些年在国家大力倡导毕业生

服务西部的政策导向以及西部地区多个省份自身出

台了更为切实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下袁

创造了更好的就业和发展环境袁对人才的吸引力逐渐

增强遥

渊二冤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动的历时性变化情况

2017-2019年 6所农林院校毕业生到东部地区就

业的毕业生比例先升高后降低袁 呈现波动下降的趋

势曰到西部和中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比例呈现上升的

趋势曰到东北地区就业的毕业生比例呈现下降的趋势

渊表 2冤遥由此看来袁近些年国家和地方的就业政策以及

各高校的就业引导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遥 这也

从一个侧面说明袁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地袁我国区

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袁尤其是西部尧中部地区与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发展环境的差异逐

渐缩小袁更多的毕业生愿意选择到职业发展潜力更大

的地方工作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近三年毕业生到东北地区就业的

毕业生人数和比例呈现下降的趋势袁这需要引起业界

的关注和重视遥 东北地区历来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

业基地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遥 能否实现东北全面振兴袁

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袁关乎国家发展大局遥 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袁 东北地区总体上属于人口净流出

地区遥 据 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数据显示袁东北地区大专及以上等高学历人口流失比

例高达 25%袁本文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遥于婷婷等研

究指出袁劳动力外流是影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

因素之一遥 [17]当前袁东北振兴正处于野滚石上山冶野爬坡

过坎冶的关键阶段袁能否吸引和留住高校毕业生等高

学历人才在东北发展袁是东北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渊三冤毕业生学校属地就业情况

2017-2019 年 6 所农林院校毕业生共有 57,161

名毕业生选择在学校属地渊指高校所在的省尧自治区尧

直辖市冤就业袁占总人数的 58.13%渊表 3冤遥 其中袁位于

东部地区的福建农林大学和浙江农林大学的学校属

地就业率均超过了 70%袁而位于中部地区的华中农业

大学以及位于东北地区的东北农业大学和吉林农业

大学的学校属地就业率显著低于上述两所学校遥 这与

前文发现的情况一致袁进一步说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

区对毕业生的野拉力冶不足袁保留人才的能力较弱遥

表 3 毕业生学校属地就业情况

Tab.3 The proportion of graduates studying at their original learning place for employment

2017
人数 1 250 4 045 6 210 3 127 3 207 1 836 19 675

比例 33.05% 75.65% 70.97% 45.19% 79.82% 42.87% 59.44%

2018
人数 1 305 3 837 6 225 2 658 3 153 1 520 18 698

比例 36.74% 71.84% 67.18% 40.41% 74.93% 36.37% 56.45%

2019
人数 1 277 3 338 6 783 2 807 3 271 1 312 18 788

比例 36.37% 65.43% 69.11% 43.05% 82.82% 40.89% 58.52%

合计
人数 3 832 11 220 19 218 8 592 9 631 4 668 57 161

比例 35.33% 71.06% 69.05% 42.92% 79.10% 40.00% 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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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袁6所农林院校毕业生表现出较强的学

校属地就业特征袁说明毕业生毕业后倾向在高校所在

地就业遥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院一是毕业生通过 4

年左右的学习和生活袁与高校所在地之间建立了稳固

的社会关系网袁其毕业后留在高校所在地或周边区域

所需经济成本及融入成本更低遥 二是高校在其所在地

招生人数较多袁而此前有研究表明袁毕业生更倾向于

回生源地就业遥 [18]以福建农林大学为例袁2017-2019年

近八成的毕业生选择回生源地就业遥

对比此前相关研究结果发现袁本文 6所农林院校

毕业生的属地就业率渊58.13%冤袁明显高于首批进入国

家 野985工程冶 建设的 9所大学毕业生的属地就业率

渊50.65%冤[19]袁说明野985工程冶院校的毕业生流动能力

强于农林院校毕业生遥 以上结果表明毕业生所在学校

层次的高低与毕业生的流动能力呈正相关遥 人力资本

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结果遥 人力资本袁通常是指

通过教育尧培训尧保健尧劳动力迁移等获得的凝结在劳

动者身上的知识尧技能尧健康状况和水平的综合遥 [20]接

受教育和就业流动都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袁二者都能

提高个人未来的收益遥 [21]而且接受教育和就业流动二

者存在互补关系袁如劳动者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会提高

其在就业流动时的收益遥 具体到大学生这个群体袁大

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袁 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的未来收益袁

还能提高他们的流动能力袁进而通过跨地区或跨专业

的流动获得除教育收益之外的额外收益遥 因此袁一般

来讲袁研究生毕业生的流动能力比本科生毕业生的流

动能力更强曰重点高校毕业生的流动能力比普通高校

毕业生的流动能力强遥

三尧关于引导和支持高等农林院校毕业生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对策建议

我国历来是农业大国袁农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遥 2021年中央 1号文件中指

出院野吸引城市各方面人才到农村创业创新袁参与乡村

振兴和现代农业建设冶遥 高等农林院校培养的毕业生

是高端农业人才袁是引领我国野三农冶事业发展的第一

资源和重要智力支撑遥 当前袁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持续下降袁农业对高端农业人才的需求量将保

持稳定遥 据统计袁截至 2019年底袁我国举办涉农专业

的高校共有 700所袁涉农专业每年招生数近 20万袁但

农村基层及经济欠发地区的农业人才缺口依然很大袁

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基层及经济欠发达地区长期无法

吸引和留住毕业生遥 因此袁当前的工作重点不在于增

加农林院校招生人数袁而在于积极引导农林院校毕业

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就业创业遥 积极引导高等农林

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尧基层尧西部等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就业创业袁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林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难

题袁还有助于加快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区域间的协

调发展遥 基于调查和研究结果袁针对如何进一步引导

和支持高等农林院校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

功立业袁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遥

渊一冤强化毕业生就业创业引导工作

调查结果显示袁近 3年来袁6所农林院校毕业生到

西部和中部地区就业的比例呈现上升的趋势袁且到西

部地区就业的比例高于到中部地区遥 这表明了毕业生

的就业选择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等客观条件的影响袁还

受到毕业生自身就业观的影响遥 一个国家大学生的就

业观是否理性和科学将直接影响这个国家国民经济

能否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遥 现实表明袁将思政元素融入

学校的就业创业引导工作有助于让学生形成科学合

理的就业观遥 [22]大学生的就业观教育应立足于学生的

需求和特点袁 着眼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袁

将思政教育贯穿毕业生就业指导全过程袁向基层和国

家重点地区精准培养和推送优秀毕业生遥 当前袁我国

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吃劲的时

刻袁高等农林院校应重点针对巩固和发展脱贫攻坚成

果尧乡村振兴尧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等野四大使

命冶的需要袁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工作的先导袁让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创业引导工作同

向同行尧形成合力袁强化学生兴农报国的使命担当袁引

导学生扎根基层一线袁将火热的青春贡献给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遥

渊二冤优化高等农林院校区域布局

研究表明袁毕业生倾向于选择回到生源地和留在

学校所在地就业袁意味着主动选择在中西部等欠发达

地区就业的生力军仍然是从该区域流出及在该区域

就学的毕业生遥 因此袁一方面袁应鼓励东部地区的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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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院校多从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招生袁即使来自以

上区域的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东部地区就业袁也是用

东部地区的教育经费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

才袁相对而言更能体现公平的原则遥 此外袁还应大力鼓

励尧支持和引导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学生留在生源

地就学袁 以此增加他们留在当地就业创业的可能性遥

另一方面袁应优化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区域布局遥 据

笔者统计袁我国现有的 40所农林本科院校中袁位于东

部地区的 16所袁中部地区 10所袁西部和东北地区各 7

所曰全国重点农林院校分布方面袁东部地区 6所袁中部

和西部地区各 2所袁东北地区 3所遥 以上表明袁我国高

等农林院校存在区域分布较为不均衡的现象遥 因此袁

应进一步协调优化我国高等农林院校区域布局袁可通

过建立东部地区高等农林院校对中西部以及东北地

区高等农林院校对口支援的制度等方式来扶持中西

部以及东北地区高等农林院校的发展袁逐步缩小不同

地区之间高等农林教育层次和规模上的差异遥

渊三冤加大农林院校毕业生到欠发达地区的扶持

力度

一定的物质资本和制度环境是人力资本的使用

的前提和基础遥 [23]良好的人才政策不仅可以弥补人力

资源市场的不足袁还可以有效引导劳动者在就业过程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遥 [24]要让农林院校毕业生扎根基层

一线袁不仅要通过感情留人袁还要通过事业留人尧待遇

留人尧政策留人遥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的显著优势遥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我国充分发挥这一

优势袁采取屯垦戍边尧野三线冶建设等重要举措袁有效推

动人才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建功立业遥 当前袁

引导和支持高等农林院校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建功立业袁同样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

办大事这一 野重要法宝冶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袁 在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袁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袁 加强宏观调控统筹和帮扶力度袁实

现全国一盘棋尧上下一条心袁以人才的合理流动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遥 当前虽然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已经针

对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到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就业

创业制定了一系列优惠的人才政策袁并取得了积极的

成效袁但是为农林院校毕业生野量身定制冶的政策和制

度还不够完善遥 因此袁地方政府应积极作为袁结合地方

经济发展需求袁 根据农林院校毕业生的需求特点袁制

定和发布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政策措施袁用较为丰

厚的薪资福利待遇尧更加良好的职业发展平台和工作

环境尧更加优惠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吸引更多优秀的

农林院校毕业生到本地区就业创业遥 此外袁人口迁移

推拉理论告诉我们袁地区的经济条件是影响人才流动

的重要因素遥 因此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袁一方面

农林高校要把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袁根

据就业市场岗位要求的变化袁 及时调整相关专业方

向袁优化专业结构袁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

欠发达地区对农林人才的需求曰另外一方面袁应充分

运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袁加快西部尧中部及东北

地区的经济发展袁逐步缩小四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的差异遥 同时让欠发达地区紧紧抓住乡村振兴战略

带来的发展机遇袁围绕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袁依托

地域特色和产业优势袁立足实际发展特色产业袁发挥

产业对人才的集聚效应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创造更

多具有吸引力的涉农就业岗位袁为更多农林人才搭建

干事创业平台袁持续激发农林院校毕业生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就业创业的热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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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背景

渊一冤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才紧缺

2017年 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尧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曳要求各地区要

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力量建设袁推动

组建符合条件的专业评估队伍袁尽快形成评估能力 [1]遥

从 2014年至今袁 全国多种形式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技能培训每年达 2万人次袁并保持每年 10%的数

量增长袁但环境损害鉴定与评估行业复合型人才仍存

在较大缺口 [2]遥目前袁国内主要是通过培训方式解决相

关业务需求袁高校的专业人才培养缺口较大袁特别是

系统性的人才培养 [3]遥因此袁亟需通过环境损害鉴定与

评估创新工程教育体系改革袁 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

度袁以解决行业人才短缺问题遥

渊二冤现有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才培养模式

现有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非

系统性尧 学科交叉性不够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袁

主要表现为院

其一袁过去复合型人才通常是通过非系统性学习

造就的[4]袁其知识结构与成长效率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袁

最终导致了行业所需人才素质参差不齐遥 我们根据新

工科人才培养特点袁探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才系统

性培养模式袁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才的各项能力要

求融入到环境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中袁并做成相

应的课程模块袁形成系统性的培养模式遥

其二袁传统高等教育主要面向专业深入型人才的

培养 [5]袁其运作机制在面向复合型人才培养时有待创

新与改进遥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才培养涉及多个学科

交叉融合袁 我们打通了专业间人才培养的教育 野孤

岛冶袁将我校生态学尧生物学尧应用化学尧法学尧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尧刑事科学技术尧危机处理等学科专业师

资通过教育理念创新尧教学模式创新尧管理模式创新尧

课程体系创新等方式袁形成了针对性尧适应性和灵活

性强的环境损害鉴定复合型人才培育特色和模式遥

其三袁为解决人才培养过程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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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6]袁本次改革吸收国外校企合作办学经验袁将产教

融合尧校地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做深做透[7]袁将产业发展

和人才需求与教学紧密融合袁建立健全学校与政府相

关部门协同育人机制袁提高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发展

的适配度遥 在人才培养方案尧课程体系构建尧师资培

养尧 实训基地建设和教学组织实施等领域开展合作袁

使培养目标与用人标准相衔接袁提高教学与实践的结

合度遥

二尧构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才培养体系

措施

渊一冤主要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导袁贯彻立德树人尧实践育人尧协同育人和 OBE

渊成果导向教育冤理念[8]袁充分发挥环境科学与工程省

级重点学科和应用型学科发展优势袁总结环境工程专

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经验尧司法鉴定机构和政府部门

的实践经验袁借助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和省级一流课

程建设平台袁结合我校相关专业发展特点袁探索环境

损害鉴定与评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尧

产教融合尧校地校企协同育人的创新工程教育体系改

革方案渊图 1冤遥

图 1 构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才培养体系主要思路

Fig.1 The main ideas of constructing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forensic expertise

渊二冤具体举措

根据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工

程教育认证标准相关要求袁结合司法部尧生态环境部

关于从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员的知识尧能力尧素质

要求袁制定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复合

型人才培养目标[9]遥 使学生具备开展野生生物资源调

查尧物种分类和鉴定尧生态破坏因果关系判定尧生态系

统服务损害量化尧生态恢复工程设计等工作的专业技

能遥 具体举措如下院

1.构建知识结构优化的多学科交叉课程体系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已成为一门融汇环境科学与

工程尧生态学尧法学尧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尧刑事科学技

术尧危机处理等多专业的综合学科[10]遥采用野宽基础尧活

模块冶的成功经验做法[11]袁对课程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

设计袁特别是核心课程模块尧拓展提升模块的构建袁以

增强人才培养的灵活性遥 在原有环境工程专业课程体

系中强化环境法学尧环境生态修复工程尧资源环境与

经济学尧土壤修复工程等课程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

才培养中的知识能力要求袁增设刑侦技术尧公共关系

学尧危机公关学尧环境损害鉴定实务等相关学科的课

程遥 坚持产出导向袁聚焦学生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专

业素养与职业胜任力袁工学结合尧课证融合提高专业

人才培养要求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才需求的吻合

度袁努力使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遥

2.探索适合复合型人才系统性培养的教学模式

根据复合型人才系统性培养需要袁组建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专业实验班袁结合课程体系完成核心课程模

块教学任务袁 采用分组教学方式完成水污染控制工

程尧生态修复尧资源循环利用尧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四个

不同模块的教学任务袁达到小班化的培养效果遥 分析

不同课程的特点袁利用校内尧校外教师特点开展协作

教学袁将传统的课堂讲授与案例讨论相结合袁如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实务课程的教学就聘请司法鉴定机构

的专家开展案例教学袁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遥

3援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教学资源建设

根据环境损害鉴定与评估复合型人才培养内在

规律和发展趋势袁结合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进行教学

资源建设袁选用适合人才培养要求的通用教材袁编写

具有专业特色的系列教材遥 加强线上资源建设袁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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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袁与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等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合作创建案例库袁把每年实践的

真实案例进行分析总结袁梳理出典型案例以丰富案例

教学资源袁为开展校校人才培养合作创造条件遥 为提

高实验室综合利用率袁强化应用能力培养袁与福建历

思司法鉴定所合作袁建立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专业实

验室遥 持续加强校外实训基地整合建设袁创建新的实

训基地和实践创新平台袁通过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和优

化教学资源管理袁 充分发挥校内外教学资源优势袁为

复合型人才培养创造条件遥

4援加强教师团队建设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袁在引进两位野闽江学者冶讲座

教授以及多位博士基础上袁 继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袁

不断充实教师队伍遥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袁联合校内相

关学科教师尧企业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尧行业专家组建

联合创新教学团队袁共同开展科研合作袁不断提高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的技术水平遥 按照双师型教师培养要

求袁选派教师到省检察院尧省环保厅尧司法鉴定机构等

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袁提高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师资

比例袁定期开展培训工作袁不断提升业务水平遥 聘请司

法鉴定机构尧政府部门专家作为兼职教师袁充实教师

团队遥

5援创新管理模式

针对不同学科尧 不同单位的人员组成的教学团

队袁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模

式尧培养模式的较大差异袁探索出新的管理模式袁以适

应人才培养的需求袁采用的主要举措为院

渊1冤强化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管理院根据人才培

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模块袁明确教学目标定位和课程任

务袁以工程教育认证为指引袁将课程目标与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复合型人才要求紧密结合袁科学有效执行既

定教学计划遥 渊2冤加强教师和学生管理院认真分析研究

来自不同学科尧不同单位的教师特点袁组建专业教研

室袁 建立与目标相匹配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尧绩

效考核体系尧双师型教师管理体系等制度曰建立学生

评价体系遥 渊3冤强化教学过程管理院建立专业学术委员

会袁加强教学质量监控制度建设尧实施教学督导制度

和定期教学质量专题分析等教研活动袁推进教学质量

持续改进曰开展专任教师全员听课尧评课制度尧提高业

务素质遥 及时听取学生意见和行业专家意见袁及时调

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遥

6援探索面向产教融合的校地校企协同育人办学模式

环境损害鉴定与评估专业涉及面广袁人才培养要

求高袁需要探索多学科交叉融合尧产教融合尧校地校企

协同育人办学模式 [12]袁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院

渊1冤共建课程院根据人才培养要求袁学校与鉴定机构尧

政府部门共同开发完善课程袁打造具有专业特色的课

程体系遥 渊2冤共管教学院将学校的传统教学管理模式与

企业管理模式尧政府管理模式有机融合袁不断提升教

学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遥 渊3冤联合实践院建立学生到政

府部门尧司法鉴定机构和企业的实习机制袁有针对性

地对学生的应用能力和相关素质进行科学有效的培

养和训练袁并为学生就业提供便利遥 渊4冤共建师资院采

用多种渠道袁让校外具有实战经验的教师到校开展案

例讨论教学和开设讲座袁充实教师力量遥 鼓励教师到

政府部门尧司法鉴定机构和企业挂职锻炼袁参与实际

案例研究袁为他们提供技术咨询服务袁通过相关培训

学习获得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资格袁进一步提升专业

水平遥

三尧结语

新工科背景下的复合式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多

措并举袁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袁持续开

展案例库建设和课程开发袁以满足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人才的需求遥 强化实践环节教学袁特别是案例教学袁加

大政尧 企部门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教师到校上课比

例袁开展课题合作袁提升教师的综合能力是复合式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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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alent Training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Appraisal

WU Daishun1袁 HUANG Wei1袁 DING Kewu1袁YAO Zhongliang1袁

YANG Wenqing1袁SONG Yuting 2

(1.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Fujian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Fujian 350300; 2. Lisi Forensic Institute袁Xiamen袁Fujian 361000)

Abstract院In December 2017,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te Council general of鄄

fice issued the "reform plan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 system", requiring that all provinces and cities quickly con鄄

structed the expertise teams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appraisal. But at present, there is a large gap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the talent of judicial authentication system for environ鄄

mental damage education in undergraduate level has not yet been built. Fujian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intended to integrate the

goals for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identification into th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construct a multi-disciplinary curriculum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with optimized knowl鄄

edge structure; explore the teaching mode suitable for the systematic training of compound talents;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resources con鄄

struction for multi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er team and other measures to build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forensic talent training system. The 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the tal鄄

ent training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Fujian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was demonstrated.

Key words院environmental damage;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talent training system;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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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曳 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遥 大学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组成

部分袁对大学治理现代化提出目标要求遥积极推进大学

治理是新时代高校的使命与责任袁 而行政管理效能的

提升起到关键作用遥 如何运用大学治理理论提升行政

管理效能袁实现大学治理现代化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遥

一尧行政管理效能内涵

高校管理袁简言之就是高校各项工作开展的管理

活动袁包含党务管理尧教学管理尧人事管理尧学生管理尧

后勤管理等部分遥高校行政管理水平的高低影响其行

政效能的发挥遥 效能不等同于效率袁野是行政效果尧行

政效率尧行政效益的综合体现冶[1]遥因此袁高校行政管理

效能袁定义为高校有效履行管理职能尧服务师生袁以达

到效果满意尧标准最优的实施和执行效果遥

二尧行政管理效能提升的应然之义

大学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遥 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尧变革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袁才能不断适应和满足教育现代化的需求遥 一

方面袁实现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袁关键

在于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遥 而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袁

离不开高校行政部门的工作执行袁最终落脚于行政管

理成效袁即管理效能遥 另一方面袁提升高校行政管理效

能袁是高校深化管理体制改革袁加快推进综合改革的

一项重要任务遥 高校行政管理效能的提升袁是提高行

政管理水平和质量的价值目标所在袁是不断完善内部

治理的必然要求袁直接关系着大学治理的成效遥 综上袁

治理视域下高校行政管理效能提升袁不仅是大学治理

的重要内容袁而且是实现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

之义遥

三尧高校行政管理效能现状

为了对高校行政管理效能的现状进行深入了解袁

本次调研采用调查与访谈方式袁对福建省三所地方院

校进行抽样调研遥

治理视域下高校行政管理效能提升初探
要要要以福建省三所地方院校为例

林杨芳

渊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党政办公室袁 福建 泉州 362000冤

摘 要院高校行政管理是高校治理的重要内容袁行政管理效能的高低直接影响高校职能的发挥遥 将高校行政管理

效能置于治理视域下袁以福建省三所地方院校为样本进行调查研究袁对存在问题从文化尧主体尧组织等因素进行剖析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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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袁优化职能机构设置曰把好制度设计更好转为治理效能的对策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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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调查对象

发放对象为高校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袁发放 250份

问卷袁收回有效问卷 234份袁有效率 93.6%遥 访谈人员

是在行政岗位任职 3年以上的人员袁 以及少部分师

生袁 主要涉及采访者对行政管理效能的认知程度尧对

行政管理效能的评价等遥

渊二冤调研结果

1.整体概况

经过对问卷的分析袁对行政管理效能整体评价不

高袁需要进一步加强尧完善曰在学校领导认可度尧教学

管理尧现代化管理手段运用尧办公环境等方面较为满

意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答卷者普遍认可学校领导班子作

用发挥袁认为教学管理工作到位尧信息化建设水平持

续增强遥

2.问题

一是理念先进性不够遥 调查得知袁只有 28.6%的

答卷者认为学校行政管理理念科学尧先进袁认为学校

行政管理理念一般的占比 69.5%袁对其不了解的占比

1.9%遥综合访谈结果袁可以了解到袁在高校管理中优先

考虑执行的是上级领导或领导的指示尧意图遥 二是人

员专业性不强遥 调查发现袁57%的答卷者认为办理事

项过程行政管理人员服务态度一般袁 认为态度很好尧

责任心强者占 22%袁仍有部分人员工作服务态度待提

升遥 在办理事项过程中行政人员业务能力素质高尧完

全可以胜任占比 31%袁有待提高的占比 63%遥 结合访

谈袁 有管理人员透露院野相比教师队伍的培育培训袁管

理队伍的专业化培训缺位袁重视不够曰队伍梯队结构

不尽合理袁领导干部多袁干事人员缺少袁影响工作效率

和积极性尧创造性冶遥 有中层领导表示袁院校采用辅导

员借用尧兼职行政工作方式袁弥补行政人员不足袁但是

因为专业与岗位不匹配袁缺乏经验袁业务技能较弱袁精

力分散等原因袁从而影响工作效能遥 三是组织系统性

不足遥 调查发现袁认为事项办理流程尧程序方面做得好

的占比 24.8% 袁 认为一般的 49.7% 袁 认为差的有

17.4%袁不了解的 8.1%遥 某工作人员抱怨院野机构虽设

置齐全袁但管理职能尧职责不够清晰袁多个部门参与某

些事务处理时袁往往容易造成耶踏空现象爷袁出现有些

工作无人管理遥 冶野院校虽然实现校院二级管理袁但是

管理重心下放还不够袁权责利不统一袁极易形成多头

管理尧二级组织疲于应付的现象遥 各部门条块分割袁协

调沟通不够袁推诿现象时有发生遥 冶某采访者直言遥 四

是绩效考核性不佳遥 调查发现袁认为绩效考核体系完

善的占比 23.1%袁较完善的占比 45.9%袁不完善的占比

12.3%袁未建立或不了解的占比 18.7%遥 现行的激励和

督导行为对于教职工工作绩效水平的提高效果方面袁

认为非常有效的占比 1.9%袁较为有效的占比 8.4%袁有

一定效果的占比 23.7%袁基本无效的占比 66%遥 综合

上述内容来看袁高校绩效考核体系较为完善袁但是未

真正发挥作用袁激励性不强袁流于形式遥 通过访谈得

知袁大部分人员认为绩效考核效果不佳袁奖惩制度未

真正落到实处袁工作考核难以量化尧客观评价袁干好干

坏干多干少一个样遥 因而行政人员心理极易不平衡袁

从而影响整体的工作效能遥

四尧制约高校行政管理效能提升的原因

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遥制约高校行政管理效能的

提升是多种因素长期存在尧影响的结果遥 只有精准把

脉袁方能问诊下药开良方遥 基于上述问题的分析袁制约

高校行政管理效能提升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袁

归纳起来袁主要以下方面院

渊一冤文化因素

高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文化传承袁是体现大学

精神尧学术和文化的重要载体遥 一所高校的组织文化

来自高校行政在管理实践过程中的思考袁并积淀形成

为组织所共享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意识自觉遥 应当说袁

任何特定的行政管理活动都会受到文化的制约与影

响遥 野组织文化通过给个体施加团体的影响袁潜移默化

地使个体行为组织化袁 它是组织效能的软支撑条件袁

对于组织效能的影响往往更为深远遥 冶[2]一个高效能的

组织必然具有先进尧 科学的管理理念和组织文化袁组

织文化是一所高校综合管理水平的直接体现袁很多事

务由行政管理部门主导袁 人本位的文化自觉尚未形

成袁必然影响行政管理效能的发挥遥

渊二冤主体因素

高校的行政管理执行主体是决定行政管理效能

最直接和重要的因素遥 一切管理活动都需要这一群体

来完成袁 而执行的意愿和技能则是其中两个关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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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遥 这就要求执行主体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较强的

专业技能遥 事实上袁仍然存在执行主体素质良莠不齐尧

与学校改革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袁从而导致行政

管理效能低效遥

渊三冤组织因素

野组织结构尧组织制度和工作流程等特性要素是

决定组织运行效能的决定力量遥 冶[2]行政管理效能客观

上取决于组织架构是否合理尧 各层级间能否有效衔

接袁流程尧制度是否规范化尧制度化遥 在高校内部管理

体制建设中袁组织状况即采用何种组织形式袁并以何

种手段尧方式来实现管理的目标和任务是制约高校行

政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遥 不同管理层级往往具有不同

的效能袁 以不同群体利益需求为导向产生行为偏差袁

出现执行中野梗阻冶进而影响整体效能袁难以达到预期

效果遥

五尧高校行政管理效能提升建议

大学治理对高校行政管理效能提升提出新的更

高要求遥 依据调研结果及原因分析袁将行政管理效能

提升纳入治理视域下袁从治理文化尧自治能力尧治理结

构和制度治理等方面着力探索提升路径遥

渊一冤重视文化建设袁革新管理理念

野从文化的起源到发展袁在东西方文化思想变革

的推动下袁治理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袁其表层是一种

制度发展范型袁 而深层则是文化发展历程的必然结

果袁是对主体文化尧公民文化尧法制文化发出的一种时

代诉求遥 冶[3]大学治理离不开治理文化袁行政管理效能

提升需要重视文化建设袁 打造积极有效的治理文化遥

治理文化对于行政管理效能提升袁不仅是指导思想这

么简单袁而且是科学有效管理的价值判断和尺度遥 需

要发挥好文化治理功能袁生成与之相契合尧共生共长

的大学治理文化袁包含行政如何管理的内在核心价值

理念尧人本位的多元主体互信认同的治理文化遥 从武

装思想尧革新观念入手袁摒弃传统的官本位管理理念袁

将科学尧先进的管理理念尧和谐文化氛围落实到行政

管理执行主体的心中遥 发挥好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袁

以党建助推文化建设遥 通过校院二级理论中心组学

习尧主题教育活动尧支部立项尧党日活动等开展形式多

样的学习教育袁更好地凝聚共识尧服务大局遥 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袁密切联系工作实际袁聚焦野四风冶开展

专项整治袁刹住野文山会海冶袁简政放权袁务实高效袁切

实转变工作作风袁提升效能遥

渊二冤加强自身建设袁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

公共治理的主体趋于多元化袁治理视域下高校行

政管理作为大学治理中的权力角色袁应通过多种手段

或方式协调各方利益主体袁有效发挥作用遥 治理主体

参与治理的水平高低袁是治理成功与否的前提遥 这对

于大学自治提出更高要求袁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可以使

大学在管理和服务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需要袁充分发

挥自身的主动性袁确保更具效能遥 野在深化高等教育综

合改革背景下袁 高校要尽快让行政管理者走向专业

化袁培养一支专业管理素养高尧精干尧高效尧相对稳定

的耶专家型爷行政管理队伍遥 这不仅要求管理的文凭

化袁更关键是实现管理行为的专业化遥 冶[4]这一专业化

体现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业化水准袁以及专业的组

织遥 具备专业化水准袁需要为行政管理人员提供专业

的职业技能训练尧与时俱进持续学习培训的计划以及

促进管理水平效能的提升遥 同时袁根据管理工作需要袁

通过人才招聘市场引进符合岗位需求的高校管理者遥

如高校的采购管理工作袁 作为高校各项工作的基础袁

采购人员并不都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袁且

关键岗位不能长期由固定的人员担任遥 因此对专业的

人才队伍更为迫切急需袁需要多管齐下袁引育并举袁建

立专业化队伍遥

渊三冤遵循高效原则袁优化职能机构设置

野适应现代大学制度的机构设置总体发展趋势为

机构层次简约尧人员权责分明尧工作效率明晰遥 冶[5]优化

高校机构设置袁以此为遵循原则袁重新审视内设职能

部门设置情况袁适当对其进行完善袁更好适应校外环

境变化及发展需求遥 梳理各部门职能尧职责袁更好地整

合管理部门资源袁优化管理流程袁精简审批环节袁探索

部门业务实现线上运行袁一站式服务袁打破层级间的

工作壁垒袁使组织系统的运行更趋于灵活尧高效遥 在限

额内设置合理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袁形成正野金字

塔冶型的队伍建设袁使得组织架构达到最佳状态遥

渊四冤把好制度设计袁更好转为治理效能

野从一定意义上说袁治理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安排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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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多元尧共治尧协商尧合作等核心话语下新理念与新

制度的建构与运用袁它本身就意味着创新尧变革与突

破遥 冶[6]大学治理现代化袁关键在于制度现代化遥 野制度

的设计是否科学完备及能否贯彻执行袁对治理体系能

否达到高效起决定性作用遥 冶[7]因而袁高校行政管理效

能提升袁在于从制度上保证袁把好制度设计袁突破传统

制度的固化及约束遥 通过建章立制袁建立起以大学章

程为核心的大学制度袁 构建内部治理现代化的基础遥

一是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袁贯彻执行

民主集中制袁健全和完善决策机制袁实现决策的科学

性尧高质量尧高效率遥 建立健全依法自主管理尧民主监

督尧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袁完善民主管理监督体系袁发

挥支持学校发展的理事会的咨询尧协商尧审议与监督

作用袁健全校务公开制度和意见反馈机制袁强化师生

参与和监督袁落实好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遥 深化高校

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袁创新发展方式尧管理模式和激励

机制遥 改革人事分配制度袁优化考核评价体系袁建立健

全公平公正尧行之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袁完善激励机

制袁要有利于调动团体的工作积极性尧能动性袁做到奖

惩分明遥 二是加强对制度督查考核袁定期或不定期开

展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督办袁 确保制度的贯彻执行袁

通过制度的落实提升执行效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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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rovement of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要要要Taking thre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as examples

LIN Yangfang

(Administrative Affairs Office, Quanzhou Medical College,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院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overna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鄄

ties. The efficiency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fun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takes thre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from the as鄄

pects of culture, subject and organ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at cultural construction should b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nd management

concepts should be reformed to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鄄

ernance. Proposals are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self-construction, build a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team,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high effi鄄

ciency, optimize the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setting, design the good system, turn the countermeasure proposal of management efficiency

better.

Key words院governanc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sc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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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袁大众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袁 教育需求的增长和教育资源的稀缺矛盾日益突

出遥 2014年以来袁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升级应用型高校

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方兴未艾遥在应用型院校高举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旗帜的新形势下袁仅凭高校自

身的一己之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遥 因此袁组建董事会

或理事会渊以下简称董事会冤袁理顺社会支持高校办学

机制袁推进产教融合落实校企合作袁符合叶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曳渊2010-2020冤 中所指出的发

展任务袁野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遥 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袁健

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遥 冶[1]是应用型

高校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遥从公立高校董事会的运行

实践来看袁 良好的董事会机制有利于汇聚社会资源

渊包含有形的物质资产和无形的知识智慧冤袁共同建立

学校尧地方尧行业尧企业和社区共同参与的合作办学尧

合作治理机制[2]袁有利于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

高校的转型发展遥 然而袁我国公立高校董事会的组织

形式尧运作方法不太一致袁取得的成效也有较大差距袁

总体上仍然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遥 本研究以武夷学院

董事会为例袁剖析应用型高校董事会运行的现状和问

题袁据此提出董事会有效运行策略遥

一尧武夷学院董事会概况

武夷学院董事会成立于 2012年袁 在选择董事单

位的过程中袁主要考虑南平市产业结构布局袁将相关

产业的龙头企业做为学校董事单位的潜在对象遥 除此

之外袁 还邀请了热心教育事业的闽北籍社会人士参

与遥 目前已经进行了两届董事的选举袁第一届董事会

吸纳董事成员 33名袁 第二届换届后共有董事成员 30

名遥 目前董事会中来源于地方尧行业尧企业的成员数量

有 23名袁远远高于叶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

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曳(教发[2015]7号)中所提出

的 50%的比例遥 董事会紧紧围绕向应用型本科高校

转型发展的契机袁 充分发挥董事会的资源整合作用袁

认真履行董事会章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袁实现良好

建设预期遥

渊一冤武夷学院董事会所属类型

高校董事会是指高校根据一定章程和法律规范

关于应用型高校董事会运行机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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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的发展方向尧人事尧财务等具有决策权力的领

导机构或咨询尧指导机构遥 [3]目前袁由于高校之间办学

性质不同袁也存在较大差异袁没有一个统一清晰的界

定标准袁一般根据职责进行分类, 称为领导决策型尧准

领导决策型和指导咨询型遥 [4]指导咨询型的董事会袁是

目前我国大多数公立高校采取的一种形式袁这类型的

董事会一般是学校的内设机构或者临时机构袁主要由

高校尧政府尧企业等单位共同组成袁对高校的办学起指

导尧监督和咨询作用袁为高校的办学发展筹措办学资

金袁实现高校尧地方政府尧企业等协同发展遥 正如叶武夷

学院董事会章程曳所描述院野武夷学院董事会是董事单

位与武夷学院建立发展紧密尧稳定合作关系的桥梁和

纽带袁是促进学校与社会建立广泛联系与合作尧筹措

教育发展资金尧支持武夷学院建设与发展的合作办学

组织形式袁是学校尧各级政府部门尧企事业单位及社会

各界相互沟通尧交流的平台遥 董事会对武夷学院办学

方向尧 发展规划尧 人才培养等重大问题提供咨询尧建

议尧指导和监督遥 冶[5]这就明确了武夷学院董事会是学

校内部的一个内设机构袁是在校党委的领导下袁起到

为学校与外部牵线搭桥的作用袁也属于指导咨询型的

董事会遥

渊二冤武夷学院董事会主要工作成效

1.筹措资金袁为学校发展夯实物质基础

武夷学院董事会成员坚持野双向参与尧资源共享尧

互利共赢尧共谋发展冶的宗旨袁大力支持学校的建设和

发展遥 在校董的倾力支持下袁近年来袁武夷学院董事会

筹措教育发展资金 2.2亿余元袁 主要用于学校基础设

施建设尧实验室建设尧师资建设尧奖教助学等袁为学校

办学条件和育人环境的显著改善提供了强大的资金

支持袁为学校实现新一轮的跃升发展夯实了基础遥

2.聚焦学校及区域需求袁提升服务能力

武夷学院董事会成立以来袁 始终围绕学校建设

野区域特色鲜明尧 服务地方能力强的高水平应用型大

学冶的目标袁立足董事会职能袁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咨询

和指导作用袁推动学校转型发展袁学校与董事单位在

学科建设尧专业设置尧发展规划尧人才培养尧实践实训尧

招生就业等多方位尧深层次的合作全面展开袁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遥 一是深化校地企合作袁突出双主体育人

机制遥 为了缩短学校与企业尧学生与企业岗位的距离袁

在董事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袁 建成了圣农食品学院尧太

阳电缆学院尧生物产业学院等产业学院遥 二是拓展合

作领域袁建立产学研紧密联盟遥 武夷学院董事会成员

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尧科技尧信息等方面的资源优势袁

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办学新模式袁 紧紧把握人才培

养尧学科研究尧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的有利契机袁为促

进应用型人才培养做出了积极贡献遥 三是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袁 促进沟通交流遥 根据武夷学院的专业特色

和办学需求袁董事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袁校董们亲力

亲为袁积极履职袁除了自己给学生作报告袁还邀请知名

专家学者尧企业高管到学校为学生及老师开展专业讲

座袁并为当地政府尧企业等搭建咨询平台遥

3.创设师资培养平台袁推进教学科研发展

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袁是学校迈向高水平

应用技术大学的重要支撑遥 武夷学院董事会成立以

来袁校董们除了受聘担任学校特聘教授袁亲自参与学

生教学外袁还积极支持学校引进高水平人才袁加大青

年教师的培养力度袁鼓励教师出国渊境冤进修袁开展国

际合作交流袁促进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遥 比如设立野光

明奖教教学助困基金冶野吴国修端仁奖教金冶等袁用于

奖励教师国渊境冤外研修培训及教学竞赛等遥

4.拓宽渠道袁共谋学校发展大计

武夷学院董事会成立后袁 每年都召开一次例会袁

向董事报告学校工作袁听取董事意见遥 为进一步增进

与董事单位的相互了解袁拓宽合作领域袁通过调研访

问袁互通需求信息袁为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创造

条件遥 董事莅校听取学校领导汇报和广大师生的意

见袁了解学校办学情况袁考察工程建设尧指导学科建

设尧实验室使用情况等袁关心师生员工的工作尧学习和

生活条件袁对学校的管理尧教学尧科研工作提出宝贵的

意见袁有力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遥

二尧应用型高校董事会运行存在问题

武夷学院董事会成立以来袁积极为校企合作牵线

搭桥袁拓展与企业的合作领域袁为着力助推学校全面

强化内涵建设尧创建高水平应用技术型大学搭建了更

广阔的平台遥 然而袁通过对高校董事会相关的文献分

析袁结合董事企业调研袁发现董事会在运行中还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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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下几个问题遥

(一)缺乏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

高校董事会章程中明确规定了董事会的运行机

制包括董事会人员结构及相关的议事程序等遥 但是目

前袁董事会组织形式较为松散袁管理机制也不够完善袁

权威性和约束力相对缺乏遥 董事会成员大多是建立在

自觉自愿尧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袁在规模设置尧人员构成

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遥 此外袁董事们大多事务比较

繁忙袁仅仅通过一年召开一次董事会的机制袁很难保

证董事会日常工作的有效开展遥

渊二冤联络沟通机制不完善

公立高校校领导和校董们较为重视每年一次的

董事会年会遥 在会议上袁许多关心学校的校董对学校

的建设会提出许多指导和建议袁但事后大多数流于形

式袁很难真正为学校作出实质性的贡献遥 校董每年来

一次学校袁对于学校的了解并不全面袁很多关心和支

持都是被动应付袁 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充分调动起

来袁学校方面没有建立起长效的联络沟通机制袁使得

双方不能产生较为深厚的感情袁工作开展不顺畅遥

渊三冤利益分配不均衡

从目前高校董事会的运作来看袁大部分学校和董

事或者董事企业之间的双向互动不够袁双方之间的互

惠互利得不到充分的保障遥 在野一带一路冶倡议下袁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形势下袁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尧化解过剩产能尧加速转型升级袁董事单位对高科技

人才尧高端管理人才等需求旺盛袁对高校人力尧智力支

持的依赖度显著提升遥 许多校董为学校提供建设资

金袁奖助学金袁实习实践基地等袁但是学校方面袁没能

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袁科研优势袁尽心尽力为校董提

供服务袁使得双方利益分配不均衡袁企业与学校合作

发展的不对等袁不能很好地回报董事会成员对学校发

展的支持袁使得校董缺乏参与学校工作的热情遥

三尧应用型高校董事会运行机制策略

渊一冤建立健全董事会运行管理机制

公立高校董事会是在董事或董事单位自觉自愿

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一个社会团体袁它既不能靠政府

行为和手段来干预袁也不能像参股企业董事会以经济

手段的杠杆去调节遥 [6]在这种情况之下袁董事会的工作

基本都是靠董事成员的诚意和感情来维系遥 这种情感

维系并不牢靠袁因此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成为当前董

事会完善运行机制的关键所在遥 一要健全内部机构设

置遥 许多公立高校董事会在成立大会的时候轰轰烈

烈袁之后就偃旗息鼓袁究其原因袁就是内部结构设置不

完善袁董事会大多数是挂靠某个部门袁没有专职工作

人员袁董事会筹备成立之初袁就要设置相应的办公室

或者秘书处袁配备专职干部袁明确董事会工作职责袁保

证工作的时效性遥 二要纳入规范管理轨道遥 董事会应

该明确董事会章程尧具体执行规则尧财务管理制度尧议

事办法等相关的配套制度袁 建立一套完善的工作体

系袁 保障各位校董都能适时参与到学校工作中来袁对

于成绩较为突出的校董袁在章程规定的权利中予以优

先保障袁增强董事的责任感和归属感袁对于长期不履

职的校董袁按章程规定予以劝退遥 三要强化社会舆论

监督遥 公立高校董事会成员构成绝大部分是校外人

员袁在董事会的工作中袁可以通过媒体尧报纸等加强舆

论监督袁如建立董事会专门网站袁公布董事会相关章

程和规章制度袁董事履职情况等袁强化社会治理理念袁

让公众更加直观的了解袁加强监督袁提高董事会工作

效率遥

渊二冤完善联络沟通机制

从各高校官方网站中公布的董事会章程中来看袁

绝大部分董事会都是一年召开一次袁 一年来一次学

校袁很难让大部分校董对学校产生很深厚的感情遥 所

以袁光靠开一次会议袁或者为学生开展一次讲座袁是远

远不够的袁需要学校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袁来维系和发

展与校董之间的感情遥 一是定期拜访校董遥 在每年的

新学期开学初袁或者校董方便的时间袁校领导及董事

会相关工作人员袁 应定期到校董或者校董单位走访袁

当面汇报学校当年的工作轻情况袁倾听校董对学校的

意见和建议遥 二是邀请校董到学校指导遥 除了召开董

事会议之外袁学校还可以根据校董的实际情况袁邀请

校董来学校给相关专业的老师或者学生开讲座袁或者

进行产业人才培养的对接等袁 增强校董的主人翁意

识袁也可以定期举办董事经验交流座谈会袁加强董事

之间的交流和了解遥三是加强感情联络遥逢年过节袁学

校董事会办公室可以通过发送慰问短信尧 电子邮件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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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等袁给校董捎去节日的祝福袁定期将学校的刊物

寄送给每位校董袁 让他们及时了解学校发展情况袁加

深对学校的感情袁 也可以为董事单位编制宣传刊物袁

多方面加强联系袁完善沟通机制遥

渊三冤坚持与校董单位互惠互利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袁董事会是高校管理的一个

机构袁代表各方利益相关者遥 董事为学校做贡献袁都是

建立在自愿自觉地基础上袁 为学校筹措办学经费袁提

建议袁给学生开讲座袁为学校做宣传等遥学校方面也应

该考虑能为校董做什么袁要坚持互惠互利袁才能保障

机构的长效稳定遥 一要合理使用捐赠资金遥 对于校董

捐赠给学校的资金袁要充分尊重校董的意见袁让每一

分钱都得到合理的使用袁比如奖助学金等袁要足额按

时对学生进行发放遥 二要承接董事单位科研课题遥 要

根据董事的需要袁 加强和董事单位的产学研合作袁可

以一起进行课题申报袁共同组建研究所尧实验室等袁充

分调动双方科研的积极性袁加强高校整体科研能力的

同时袁优先向董事单位转化科研成果等遥 三要优先向

董事单位输送优秀毕业生遥 每年学校组织的招聘会袁

要邀请有需要的校董企业来参加袁 并安排好展位袁也

可以根据董事单位的需求袁 为其召开专场招聘会袁保

障董事企业能优先录取到所需要的人才遥四要加强宣

传袁为董事单位树立良好形象遥 可以通过学校官方网

站尧校报尧易班工作站等媒体袁对董事单位及校董进行

大力宣传袁帮助董事企业树立良好形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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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Operation Mechanism of Board of Director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YE Qiuhong

( Board of Directors,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院Taking Wuy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sis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board of directors.

Then it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of board of director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s which include the lack of effective

oper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imperfect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imbalanc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In the future,we

shoul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uch as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contact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insisting on mutual benefit with the directors unit to facilitate better pla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Key words院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s; board of directors;ope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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