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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武夷九曲文化随着朱子理学传入朝鲜半岛袁使得武夷山声名远播遥 此后袁朱熹所隐居的武夷山成为了朱子
学问的圣地袁武夷九曲也成为了后代儒家学者的生活典范遥 在儒学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朝鲜朝时期袁尊崇朱子的朝鲜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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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与朝鲜半岛距离遥远袁受交通尧政策等各

有朝鲜人能直接游览武夷山袁但朝鲜时代文献中却留

方面原因限制袁历史上很少有直接的交流遥 但是朝鲜

下了大量描写武夷九曲的诗歌遥 这与朝鲜朝推崇朱

时代文献中却记录了丰富的武夷九曲信息以及朝鲜

子袁将性理学作为证明本朝正统性的理论依据息息相

人心目中对九曲文化的认识遥 朝鲜朝九曲文化主要有

关遥 正因如此与朱子密切相关的武夷九曲文化也在朝

九曲诗尧九曲图和九曲园林三大类型袁兼具山水文化

鲜广泛传播袁性理学理念也在无形中融入了朝鲜朝的

和隐居文化的性格遥 其中袁九曲诗是朝鲜朝九曲文化

武夷九曲文化中遥

的代表性成果遥 高丽晚期朱熹的叶九曲棹歌曳与新儒学

朝鲜朝初期性理学家权近渊1352-1409冤有诗云院

一同传入朝鲜半岛之后袁历代士林创作出大量的次韵

野武夷山绕晦庵亭袁 百亩方塘彻底清遥 活水至今流不

诗尧和诗和仿诗遥 在五百余年的传承与发展中出现了

息袁难分一泒洗尘情遥 王化来宣补衮余袁凛然清节迈悬

岭南和畿湖两大学派的九曲诗歌群袁形成了世界文学

鱼遥须将利器施盘错袁勿问佣人卖菜蔬遥冶[16]首联中便将

史上独一无二的野九曲歌系诗歌冶袁这两大学派的九曲

武夷山与朱熹紧密连接袁颔联中的野活水冶指的便是九

文化至今仍对韩国有着深远影响遥

曲溪袁野活冶字写出了九曲溪水的生命力袁他认为干净
清澈的九曲溪水能洗去尘世的污浊袁野清节冶又体现出

一尧朝鲜时代文献中的武夷九曲

其带有清高的品节遥 一首为朝鲜七峰书院题的诗也提
到了武夷九曲袁诗中写道院野纲常万古日丽空袁扶植方

位于福建的武夷山与朝鲜相隔万里袁古时更是鲜

知此道东遥 庙貌即今追白鹿袁儒风何必待文翁遥 晴云满
壑溪声远袁列岫排檐石势雄遥 一宿西斋清滢骨袁依然九

收稿日期院2021-07-11
基金项目院韩 国国 家 级重 点 全球 招 标 项目 (AKS-2021-

曲武夷中遥 冶[15]诗中认为七峰书院也有儒学的风气遥 书

INC-2230008)遥

院所处的自然环境袁有山水相绕袁气势雄伟袁仿佛置身

事朝鲜韩国历史文化研究遥

共同点是都将朱子的品质及其学说的意义投射到其

作者简介院王茂娴渊1996-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于武夷九曲之中遥 这样的诗作还有很多袁他们之间的

窑2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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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环境中袁赋予了武夷九曲文化的内涵袁将武夷

以证明这一点遥 朝鲜文人宋浚吉渊1606-1672冤曾偶然

九曲从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变为儒学精神文化的实

获得武夷九曲图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院

物载体遥
除此之外袁在朝鲜文人心中武夷九曲还带有隐居

此非等闲风景之比袁赏玩兴感袁似无踰此遥 兹愿分

文化的属性遥 而隐居属性在武夷九曲文化中的深化与

作十帖小屏袁分曲以画袁而夫子九曲诗袁有七言十绝袁

朝鲜朝时期勋旧派尧 士林派之间残酷的党争密不可

各帖之下袁容写一绝袁初帖则容写两绝袁又初帖则写夫

分遥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袁通过实践隐居生

子真像袁且写自赞袁则似甚佳绝遥

[17]

活袁达到了宋代士大夫们理想精神世界遥 朝鲜朝时期袁
经过多次士祸党争的朝鲜士林派士大夫们比起追求

可见宋浚吉认为武夷九曲图中所绘风景绝佳袁还

明君袁更加注重陶冶自身情操袁寄情于山水遥 朱熹所主

将九曲图辅以朱熹所作的绝句遥 他尊崇朱子袁进而对

张的隐居生活和朝鲜儒生们所追求的理想不谋而合遥

武夷九曲多加关注袁而武夷九曲图正是他附庸风雅的

武夷九曲作为朱子的隐居地袁隐居文化的属性由

文人气质的体现遥 据记载袁李滉尧李瀷尧吴守盈尧金翊东

朱子的言行体现袁 隐居行为也受到朝鲜文人的认同遥

众多朝鲜文人在收集到的武夷九曲图上题诗尧 题跋袁

朝鲜朝前期文臣成三问渊1418-1456冤的诗句野曲曲清

这些行为不仅记录了他们的欣赏过程袁也揭露了他们

溪面面山袁武夷争似武溪间遥 早从独立闻诗礼袁今始闲

自身的审美取向和文化价值袁 是他们文化品格的表

居乐孔颜遥 园种千桃非是隐袁门垂五柳自常关遥 从来显

现遥 申益愰渊1672-1722冤曾写道院野李先生尝跋武夷九

晦固有数袁此地难教天地悭冶[3]中体现出了武夷九曲间

曲图而曰院天生我朱子袁不得有为于天下袁卒至卷怀栖

不仅有诗书礼仪相关的文化传承袁隐居在武夷山水之

遯于大隐屏下袁使夫灵仙窟宅之地袁变而为邹鲁道义

间可以追求到野孔颜冶之乐袁这是一种儒家的幸福观遥

之乡遥 冶[20]李滉的跋文体现了他对朱子的尊崇袁而朱子

崇尚隐居生活是成三问淡泊名利的表现袁 更是他对

的重大贡献就是将武夷九曲这一美丽的自然世界变

野穷则独善其身袁达则兼济天下冶的儒家传统价值观的

成了具有儒学思想的道义之乡遥 由此可见袁在李滉看

践行遥 朝堂上的尔虞我诈更是加深了朝鲜文人对隐居

来武夷九曲是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的结合遥 武夷九曲

生活的向往遥 成三问在政治斗争中死于坚守节义袁被

图因描绘了儒家圣地武夷之景袁而被赋予和寄托了他

称为野死六臣冶遥 他对隐居的向往和对节义的坚守都是

们对儒家文化的向往和对朱熹生活的追忆的情感袁是

其对性理学理念的躬行遥

他们追寻往圣绝学时的精神寄托遥

朝鲜文人还乐于用朱熹的武夷九曲韵仿写九曲
诗袁将此作为体现自身文学水平和文人气质的一种方

二尧野九曲冶的朝鲜本土实像

式遥 如姜锡圭渊1628-1695冤有云院野居于湖右蓝田袁自夸
有泉石之趣袁依朱晦庵武夷九曲诗袁作十绝见示袁和其

朝鲜时代文献中除了对武夷九曲的直接记载袁还

韵寄呈遥 冶[6]李世龟渊1646-1700冤写道院野凡行十里袁到上

记载了大量朝鲜本土化的九曲内容遥 较具代表性的本

津北岸矣袁余敬步武夷九曲韵袁以记岛潭之游遥 冶[9]显然

土实像便是岭南学派的陶山九曲与畿湖学派的高山

他们都把仿写九曲诗作为一种乐趣和风流袁而这种方

九曲遥 这两大学派的创始人李滉与李珥均为朝鲜儒学

式既抒发了文人雅士们自身情感袁也体现了他们的文

大家袁 他们将自身的理念和学术特点融入九曲中袁实

学水平遥 因此仿写九曲诗作在朝鲜蔚然成风袁也加速

现了武夷九曲的本土化转换袁并由他们的弟子不断传

了九曲文化在朝鲜的传播和发展遥

承发展袁创造出了具有朝鲜特色的九曲文化遥

通过朝鲜时代文献中对武夷九曲图的记载也可

王茂娴院朝鲜时代文献中的九曲文化

渊一冤岭南学派与陶山九曲

窑3窑

到了对李滉的敬仰遥

在高丽末期尧朝鲜初期王朝交替时袁一些心怀不

在九曲图的绘制方面袁岭南学派的文人们不直接

满而隐居的学者以朝鲜半岛岭南地区为中心袁形成了

绘制武夷九曲图袁而是绘制陶山图遥 因为陶山既是李

一大批学者群遥 在朝鲜中期时袁这批学者中出现了著

滉的出生地袁也是他后来隐居的场所遥 他们所绘制的

名的儒学大师退溪李滉袁并由他成立了岭南学派遥

陶山图往往包含了陶山书院以及其附近的美丽景色遥

岭南学派独尊朱子袁他们创作九曲诗歌尧模仿朱子
的行为均在强调本学派在朱子学领域中的正统性遥

[14]

因为他们认为陶山作为李滉的隐居场所袁是其精神得

岭

到升华和发扬的地方袁因此这里是实现学术热情和山

南学派的儒学家们在退溪李滉隐居的陶山袁 依据武夷

水美理想的现实体验空间袁是自然环境与精神思想高

九曲袁构筑了陶山九曲遥 甚至有朝鲜学者认为陶山九曲

度协调的地方遥 隐居于陶山的李滉陶醉在山水之中袁

的地位可比拟武夷九曲遥 李颐淳渊1754-1832冤写道院

悉心关怀着此处的一草一木袁 用心感受着四季的更
替遥 在陶山这个生活与学术共存的空间中袁他与自然

世称陶山为武夷袁夫武夷在闽越之中袁而晦庵朱

融为一体袁使陶山的山水也拥有了特有的人格遥

文公之所卜筑也袁陶山在东海之隅袁而吾祖文纯公之

频繁的党争使李滉选择隐居袁而他的隐居造就了

所盘旋也遥 地之相去袁万有余里袁世之相后袁五百有余

陶山九曲遥 远离了纷乱的朝堂袁李滉在陶山著书立说袁

岁袁而二山之相与齐名者袁政以杨恒叔所云地因人胜

建立书院讲学袁潜心研究性理学袁终成一代性理学大

同故也遥

[12]

家遥 陶山孕育了李滉和他的学说袁而李滉的成就又使
陶山闻名于朝鲜遥 他隐居的陶山也成为一些受迫害士

李颐淳认为陶山就是朝鲜的武夷山袁因为李滉继

林派所追求的朝鲜本土九曲实像遥 正如武夷山是朱子

承了朱熹的学说袁因此李滉隐居的陶山也拥有了与朱

文化圣地一样袁岭南学派的文人将陶山视为朝鲜性理

熹隐居的武夷山相同的地位遥 李颐淳构建陶山九曲的

学的圣地名山遥 将李滉隐居陶山看作是发扬儒家知识

构建的主要依据是武夷九曲遥 特别在第五曲的陶山书

分子野忧世精神冶的一种体现遥 李滉在学习朱子文化之

堂更体现出对武夷九曲的深刻理解袁将陶山书院与武

后隐居于山水之间袁探索人性的本质和根源袁将自然

夷精舍相对应遥 但每一曲选用的地点则根据李滉的诗

秩序和理法作为其研究方向遥 武夷九曲也在岭南学派

文确定袁 这也是陶山九曲具有朝鲜本土化特征的体

学者们的努力下也实现了本土化的转换遥
渊二冤畿湖学派与高山九曲

现遥
同时袁岭南学派的学者也非常尊崇朱子在武夷九

畿湖地区培养了很多追随李珥性理说的儒学学

曲图和九曲诗文中体现的隐居修养和讲学空间的思

者袁到了朝鲜朝后期袁这些学者传承其学统袁形成了畿

想境界遥 如李野淳渊1755-1831冤有诗云野锦绣琉璃已炳

湖学派遥 李珥号栗谷袁因此该学派又称作畿湖栗谷学

灵袁山增嶷嶷水增清遥 休云大隐屏相远袁千载同归一棹

派遥

声遥冶[11]他将陶山营造为隐世仙境袁山清水秀中野千载同

与岭南学派相同袁畿湖学派的儒学家们也十分推

归一棹声冶指的便是朱熹学说在陶山的传承遥 岭南学

崇朱子的武夷九曲文化袁他们也积极地在朝鲜探索新

派的学者身体力行地在自己隐居地附近根据当地景

的山水风景地袁并据此设定九曲遥 崔岦渊1539-1612冤曾

观袁构建出具有学派特色的精舍袁营造陶山九曲遥 并通

在游览高山九曲后留下游记院野所谓九曲潭者袁未尝不

过构筑精舍传播九曲文化袁同时将精舍继续发展为更

在梦想之中袁复据生揭列其次而述曰遥 冶[2]在游记中袁他

大更有影响力的书院遥 他们由此证明岭南学派及陶山
九曲是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承袁也将对朱子的尊崇扩大

对高山九曲的一曲至九曲进行了详尽的描述遥 高山九
曲的设定与武夷九曲尧 陶山九曲的设定有相同之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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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袁 皆是儒学名家的隐居场所袁野高山九曲潭在海

熙渊1791-1867冤在高山九曲图题跋中写道院野首阳山一

州袁栗谷先生所居也遥 冶[1]第二袁均在第五曲修建精舍袁

支西走为仙迹峰袁峰之西数十里有真岩山袁有水出两

传承儒学遥 金长生渊1548-1631冤写道院

山间袁流四十里袁九折入海遥冶[18]题跋对山川分布有着详
尽地说明袁可见高山九曲图对九曲景色的描绘在视觉

以旧业在坡州栗谷村袁 故曾修花石亭于故址袁自

上也是相当丰富的遥

号栗谷遥 后改卜于首阳山之西袁溪山秀丽袁岩石奇瑰袁

畿湖学派的九曲文化起源于野高山九曲冶遥 高山九

盘回屈曲者九区袁而高者壁立如屏袁下者渟流作潭袁如

曲正是由栗谷李珥所制作遥 高山九曲位于朝鲜半岛黄

武夷九曲之状遥 先生杖屦逍遥袁行至第五曲曰院此可居

海道高山郡石潭里首阳山的西部地脉袁由仙适峰和真

矣遥 名之曰院隐屏袁乃作精舍袁且立祠宇遥 专祀朱子袁而

岩山之间的溪谷构成遥 崇尚朱子性理学和隐居文化的

以静庵袁退溪配焉遥

[4]

李珥在此处命名了九曲遥 但因为诸多原因袁李珥并没
有完成他的隐居理想遥 比起构建精舍袁高山九曲以因

由上可知袁李珥除了开办精舍讲学之外袁还在此

有着表现山水之美的九曲图而闻名于世遥 高山九曲图

处为朱熹和李滉进行祭祀遥 这一行为体现出了儒学一

在现了当时的九曲胜景袁极具独创性遥 高山九曲通过

脉在朝鲜的传承袁是九曲文化在朝鲜的继承与发展的

大量的图画和诗文袁传承了畿湖学派文人们的学风和

表现形式之一遥 李珥将野以诚实心冶的修养论付诸实

理念遥 它不仅是畿湖学派的代表作之一袁是文化传承

践袁他在高山九曲间传道授业尧祭祀先师是野修己冶与

的天然纪念物袁 更是武夷九曲在朝鲜传播的又一实

野民生冶的融合袁体现了他对躬行的重视遥

像遥

但与岭南退溪学派将九曲看作探究学问圣地和

游览地不同袁畿湖学派的文人们更倾向于通过绘制九

三尧武夷九曲的政治和文化寓意

曲的自然风景尧 创作九曲诗等形式来展示自身的学
问袁 以此来体现本学派文化的优越性遥

[22]

柳重教

渊1821-1893冤认为院

金银珍认为院野朝鲜朝九曲文化袁无论其组成构建
是诗歌尧园林袁还是绘画袁均为性理学抽象理念的外化
形式袁承载着性理学家们独特的理念遥 冶[7]武夷九曲文

东人土音歌谣流传者甚多袁 中古何人收取之袁译

化传入朝鲜之后袁由岭南和畿湖两大学派将其发扬光

以训民正音字袁名曰大东风谣袁是亦国风也遥 顾其中所

大袁 他们将九曲文化与其学派的性理学理念相结合袁

感之邪正不一袁而音旨之猥杂者居多袁然忠臣孝子伟

赋予了武夷九曲朝鲜本土化的内涵遥 受到朱子隐居武

人庄士之词遥 亦往往出于其间袁具眼者择焉而歌之袁其

夷九曲进行讲学等贤儒事迹的影响袁朝鲜时代文献中

于感人化俗袁亦不无所补遥 今特举栗谷先生高山九曲

提到武夷九曲和九曲文化多关注其隐居的特性及武

歌一篇袁略仿诗律格配律袁以见歌咏之体遥

[8]

夷优美的自然风貌遥 通过寄情于武夷山水袁平复无法
在朝堂之上实现儒家出仕平天下的政治抱负的郁闷

可见柳重教认为高山九曲的格律高于其他朝鲜

心情袁继而创造出九曲相关的各种文化形式来表明心

歌谣袁值得被广泛学习遥 他们非常重视九曲文化本身

中的志向遥 可以说武夷九曲文化与性理学深度地融合

所带来的象征作用袁将其看作显示自身文化水准和精

在了一起遥

神境界的一种工具遥

但明清易代之后袁对武夷九曲的情感又添加上了

同时袁他们热衷于绘制九曲图袁并利用朝鲜自身

怀念明朝的内容袁融入了新的政治和文化色彩遥 朝鲜

的文化和风景袁用绘图在视觉上重新构造九曲遥 宋来

朝后期文人郑栻渊1664-1719冤袁号明庵袁出生时距明朝

王茂娴院朝鲜时代文献中的九曲文化

窑5窑

灭亡已有 20 年袁但他野一生以尊周攘夷为第一事冶[23]袁

四尧余论

之情遥 野胡运将穷百二秋袁真人何晩扫神州遥 武夷九曲

在朝鲜武夷九曲文化的创作形式多样且自主袁朝

郑栻曾作诗叶漫赋卧龙庵曳以表达对明朝灭亡的伤感

孤庵上袁独泣皇明一白头遥冶[22]郑栻用了野胡虏无百年之

鲜文人们自己设定九曲袁吟九曲诗袁制作九曲图袁这些

运冶的典故袁希望有人能早日从清朝手中夺回野神州冶

行为均在朝鲜时代文献中有所记载遥 朝鲜朝中期袁朱

的正统袁表达了他思明的情感遥 而颔联写道在武夷九

子学对朝鲜朝文化影响更加深远袁性理学逐步普及和

曲上的孤庵袁有一位老人在孤独地哭泣袁怀念明朝遥 诗

发展遥 这一时期出现了如退溪李滉尧栗谷李珥等朱子

中的白头老人正是郑栻自己袁但这里的武夷九曲并不

学大师袁形成了多个独尊朱子的学派遥 以退溪李滉为

是远在中国福建的武夷九曲袁而是郑栻自己在朝鲜设

首的岭南学派及其代表的陶山九曲袁以栗谷李珥为首

置的九曲遥

的畿湖学派及其代表的高山九曲袁都体现出朝鲜朝时

郑栻对明朝有着特殊的情感袁而郑栻尊周思明的

期武夷九曲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发展袁是九曲文

原因也可以总结为两点院其一朝鲜作为明朝的宗藩附

化的朝鲜本土实像遥 朝鲜文人根据自身追求和当地环

属国袁明朝与朝鲜互为君臣袁而背叛明朝是不符合君

境袁营造出了朝鲜特有的九曲文化袁并赋予其独特的

臣之义的行为曰 其二是因为明万历皇帝对朝鲜有着

文化内涵遥

野再造之恩冶袁效忠清廷是忘恩负义的行为遥 正因如此袁

时至今日袁距离已不再是阻碍朝鲜半岛与福建武

郑栻选择了归隐山水袁晚年效仿朱子在头流山袁即智

夷交流的桎梏遥 而历史上九曲文化在朝鲜的影响和意

异山下筑建武夷精舍和卧龙庵袁并将朱熹和诸葛亮的

义存留至今遥 期冀通过朝鲜时代文献中已有的交流记

画像挂在墙上袁早晚进行祭拜遥 他在朝鲜重新构造了

载为媒介袁辅以现代手段袁在现代社会中重构两个地

武夷山水袁隐居其中袁这不仅是他尊崇朱子学问的体

域间的相互认识遥

现袁同时武夷山水也成为了他情感的寄托遥 在郑栻自
己所著的叶明庵集曳中写道野大明日月袁大明天地遥 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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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iuqu Culture in Literature of Korean Dynasty
WANG Maoxia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Abstract:

The Jiuqu culture of Mountain Wuyi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Korean Peninsula along with the Neo -Confucianism, which

made the name of Mountain Wuyi spread far among the Korean Peninsula. Since then, Mountain Wuyi, where Zhu Xi lived in seclusion,
has become a sacred place for Zhu Zi's learning, and his Wuyi Jiuqu has become a model of life for later generations of Confucian schol鄄
ars. In the Korean Dynasty, when Confucianism was the dominant culture, those literati of the Korean Dynasty who respected Zhu Zi, be鄄

gan to imitate Zhu Zi to build Wuyi Jingshe and learn the Wuyi Jiuqu culture. From then on, the Wuyi Jiuqu culture spread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formed the unique Jiuqu cultur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Key words: Wuyi Jiuqu曰 Zhu Xi曰 Lingnan School曰 Jihu School曰 literature of the Kore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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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版本流传及整理略论
陈

迟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袁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院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是目前收集资料最全面尧体例最完备的武夷山方志袁对了解武夷山地方文化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遥 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现存可考版本有院乾隆十六年渊1751 年冤刻本尧乾隆十九年渊1754 年冤刻本尧乾隆二十五年
渊1760 年冤刻本尧道光九年渊1829 年冤刻本尧道光二十六年渊1846 年冤刻本尧道光二十七年渊1847 年冤刻本尧同治十一年渊1872
年冤刻本遥 目前点校出版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袁应使用乾隆十六年刻本为底本袁其余刻本为对校本遥

关键词院董天工曰叶武夷山志曳曰版本流传
中图分类号院G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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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原园007原园4

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袁汇集渊明冤衷仲孺叶武夷山
志曳尧渊明冤徐表然叶武夷山志略曳尧渊清冤王梓叶武夷山
志曳尧渊清冤王复礼叶武夷九曲志曳编撰而成袁是目前收集
资料最全面尧体例最完备的叶武夷山志曳袁是了解武夷
山地方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遥
作者清人董天工(1703-1771)袁字村六袁号典斋袁福

国朝董天工撰遥 原刊本袁罗氏重刊本遥 冶[3]

叶清史稿窑艺文志二曳院野叶武夷山新志曳二十四卷袁

董天工撰遥 冶[4]

叶崇安县新志窑艺文曳卷十八院野叶武集山志曳 于二十

四卷袁清董天工撰遥 冶[5]

叶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曳院野叶武夷山志曳二十四

建建宁府崇安县曹墩渊今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曹墩

卷袁道光丁未渊1847冤重刻本袁清董天工撰遥 天工字典

村冤人袁民国叶崇安县新志曳第二十六卷叶文苑曳有传袁董

斋袁福建崇安人遥 武夷山在崇安县南三十里袁道书以此

天工自幼生长在武夷山中袁对武夷山的人文尧地理环

为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遥 山周围百二十里袁溪九曲袁大

境十分熟悉遥 清乾隆十六年渊1751冤袁董天工因野旧志有

峰三十六袁相传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袁故名遥 汉武帝尝

四而板存其一袁故多缺略不全袁今汇辑四志合为一志袁
删其繁芜袁补其缺漏冶 [1]袁在前代四部叶武夷山志曳的基
础之上编撰了新叶武夷山志曳遥

祀之袁见叶史记窑封禅书曳袁祀以干鱼袁不知果何神也遥 是
书据其凡例称袁盖合衷穉生尧徐德望尧王适菴尧王草堂袁

四种叶武夷山志曳袁互参详订袁汇成一编袁共为二十四
卷遥 其卷一曰总志上曰卷二曰总志中曰卷三曰总志下曰

一尧叶武夷山志曳之流传版本

卷四曰星野尧形胜尧祀典尧敕封尧九曲全图尧九曲棹歌曰
卷五曰一曲上图附曰卷六曰一曲中曰卷七曰一曲下曰卷

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于书目中著录情况如下遥

八曰二曲图附曰卷九曰三曲图附尧四曲图附曰卷十曰五

叶持静斋书目曳卷二院野叶武夷山志曳二十四卷袁乾隆

曲上图附曰卷十一曰五曲下曰卷十二曰六曲图附曰卷十

叶八千卷楼书目曳卷八院野叶武夷山新志曳二十四卷袁

曰山北图附曰卷十六曰名贤尧理学尧官守尧主管曰卷十七

十六年刊本袁国朝董大工淤修辑遥 冶[2]

三曰七曲图附尧八曲图附曰卷十四曰九曲图附曰卷十五
曰寻胜尧卜筑尧隐逸曰卷十八曰方外尧仙佛尧羽流尧释子曰

收稿日期院2021-06-01

卷十九曰古迹尧杂录尧附录尧物产曰卷二十曰艺文尧山

作者简介院陈迟渊1998-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

记尧游记曰卷二十一曰艺文尧杂记尧序赋尧赞尧杂著袁卷二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遥

十二曰艺文尧骚曲尧四言古尧五言古尧七言古尧诗余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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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曰艺文尧五言律尧七言律曰卷二十四曰艺文尧五

艺文院山记尧游记曰卷二十一曰艺文院杂记尧序尧赋尧赞尧

言绝尧六言绝尧七言绝遥 篇中于九曲山北诸胜袁既以诗

杂著曰卷二十二曰艺文院骚曲尧四言古尧五言古尧七言

文分隶袁而后卷又出艺文者袁缘此诸作袁并浑题武夷则

古曰卷二十三曰艺文院五言律尧七言律曰卷二十四曰艺

不能分隶于九曲山北诸胜之下袁非重复也遥 至于卷首

文院五言绝尧六言绝尧七言绝尧诗余遥 目前袁中国国家图

贤儒仙之绘像袁实踵明徐表叶武夷山志略曳之谬袁清叶四

书馆尧上海图书馆尧南京图书馆尧浙江图书馆尧天津图

库总目存目曳袁已讥其近于儿戏矣遥 冶

[6]

书馆等多家图书馆藏有乾隆十六年刻本遥

检叶中国古籍总目曳袁叶武夷山志曳二十四卷首一

卷袁清董天工撰袁今可考版本有院

按院天津图书馆影印本袁来谦鸣叶汇编武夷山志
序曳旁袁有盱眙王氏十四间书楼藏书印袁可知此书曾为

清乾隆十六年刻本曰

王锡元藏本袁现已经收入叶续修四库全书曳史部第七百

清乾隆二十五年渊1760冤刻本曰

廿四册遥
渊二冤乾隆十九年刻本

清道光九年渊1829冤刻本曰
清道光二十七年渊1847冤五夫尺木轩刻本曰
清同治十一年渊1872冤刻本曰
清木活字印本遥

小字双行袁白口袁左右双边袁单鱼尾遥 卷首序言依次为院

[7]

乾隆十七年渊1752冤孙嘉淦序袁乾隆十八年渊1753冤蒋溥

检索各大图书馆馆藏目录袁可考版本还有院

叶武夷山志曳二十四卷首一卷袁乾隆十九年渊1754冤

刻本曰

叶武夷山志曳二十四卷首一卷袁道光二十六年渊1846冤

五夫木轩刻本遥

此外袁叶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曳 著录院叶武夷山志曳二
十四卷首一首卷袁清董天工撰袁清乾隆刻本遥

二十四卷首一卷遥觐光楼藏板遥版式院10 行 22 字袁

[8]

以上可知袁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书目著录版本与今
本所存者同袁无阙失之故遥

序袁乾隆十六年何瀚序袁乾隆十六年来谦鸣序袁乾隆十
九年叶观国序袁乾隆十八年史贻直序袁乾隆十六年史
曾期序袁乾隆十九年杨锡绂序袁乾隆十六年董天工自
序遥 其后目录袁编次与乾隆十六年刻本相同遥 目前袁华
东师范大学尧上海师范大学尧陕西省图书馆尧北京大学
图书馆等藏有乾隆十九年刻本遥
按院笔者于陕西省图书馆亲见著录为乾隆十九年
刻本的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袁以上版本信息均据陕图藏
本遥 陕图藏本内封缺失袁无法直接判定准确的版本信

据笔者考察袁今存各类版本基本情况如下遥

息袁但其中最晚的序言为乾隆十九年袁因此不可能为

渊一冤乾隆十六年刻本

乾隆十六年刻本袁且下文介绍道光年后出刻本均有道

二十四卷首一卷遥觐光楼藏板遥版式院10 行 22 字袁

光年间新序袁据此可排除为乾隆以后刻本的可能遥 又

小字双行袁白口袁左右双边袁单鱼尾遥 卷首依次收入乾

因陕图著录为乾隆十九年刻本的序言顺序与乾隆二

隆十六年来谦鸣叶汇编武夷山志序曳袁乾隆十六年史曾

十五年刻本不同袁 推断此藏本应为乾隆十九年刻本遥

期叶重修武夷山志序曳袁乾隆十六年何瀚序袁乾隆十六

根据陕图所提供的藏本电子信息院内封面镌野乾隆辛

年董天工自序遥 其后为目录院卷首曰凡例尧绘像曰卷一

未新编/觐光楼藏版冶袁 可知陕图藏本或许之前内封尚

曰总志上曰卷二曰总志中曰卷三曰总志下曰卷四曰星

存袁后不知何种原因导致缺失遥 如若陕图藏本确为乾

野尧形势尧祀典尧敕封尧颁赐尧九曲全图尧九曲棹歌曰卷五

隆十九年刻本袁 我们对照乾隆十六年刻本内容可知袁

曰一曲上图附尧诗文附曰卷六曰一曲中诗文附曰卷七曰

乾隆十九年刻本应为乾隆十六年渊即内封所题乾隆辛

一曲下诗文附曰卷八曰二曲图附尧诗文附曰卷九曰三曲

未年冤刻本附上乾隆十九年新序刊刻而成遥 关于陕图

图附尧诗文附袁四曲图附尧诗文附曰卷十曰五曲上图附尧

藏本是否为乾隆十九年刻本袁还应该亲阅其他图书馆

诗文附曰卷十一曰五曲下诗文附曰卷十二曰六曲图附尧

著录的十九年刻本确定遥 鉴于目前笔者尚无法查阅其

诗文附曰卷十三曰七曲图附尧诗文附袁八曲图附尧诗文

余著录为乾隆十九年刻本的电子版本或纸质版本袁故

附曰卷十四曰九曲图附尧诗文附曰卷十五曰山北图附尧

此处存疑遥

诗文附曰卷十六曰名贤院理学尧官守尧主管曰卷十七曰名

渊三冤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贤院寻胜尧卜筑尧隐逸尧节烈曰卷十八曰方外院仙尧佛尧羽

二十四卷首一卷遥 内封题觐光楼藏板袁乾隆庚辰

流尧释子曰卷十九曰古迹尧杂录尧附录尧物产曰卷二十曰

新编遥 版式院7 行 13 字袁黑口袁四周单边袁双鱼尾遥 卷首

陈 迟院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版本流传及整理略论

序言分别为院乾隆十七年孙嘉淦序袁乾隆十八年史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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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九年刻本袁读者查阅时应予留意遥

直序袁乾隆十八年蒋溥序袁乾隆十九年杨锡绂序袁乾隆

渊五冤道光二十六年五夫尺木轩刻本

十六年来谦鸣序袁乾隆十九年叶观国序袁乾隆十六年

二十四卷首一卷遥 内封题五夫尺木轩藏版袁道光

何瀚序袁乾隆十六年董天工自序遥 序言之后为目录袁编
次与乾隆十六年刻本相同遥 以上版本信息据哈佛燕京

丙午年重刻遥 版式院10 行 22 字袁小字双行袁白口袁四周
双边袁单鱼尾遥 卷首序言次序为院乾隆十八年史贻直

图书馆提供的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电子影像袁卷首孙嘉

序袁乾隆十八年蒋溥序袁乾隆十九年杨锡绂序袁乾隆十

淦序旁袁有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印遥 哈佛燕

七年孙嘉淦序袁乾隆十六年来谦鸣序袁乾隆十九年叶

京藏本无乾隆十六年史曾期序袁疑为脱落或其他原因

观国序袁乾隆十六年史曾期序袁乾隆十六年何瀚序袁乾

造成遥 乾隆二十五年刻本较为罕见袁目前袁上海图书

隆十六年董天工自序袁道光九年罗良嵩重刻序袁卷末

馆尧哈佛燕京图书馆有收藏遥

有道光二十七年罗才纶重刻跋遥 除第二十四卷末多出

渊四冤道光九年刻本

跋语外袁道光二十六年刻本的目录编次与乾隆十六年

二十四卷首一卷遥版式院10 行 22 字袁小字双行袁白

口袁四周双边袁单鱼尾遥 检中文古籍数字图书馆提供的
道光九年刻本电子版可知袁卷首序言顺序为院乾隆十

刻本相同遥 据罗才纶重刻跋袁称其父罗良嵩曾想重刻
叶武夷山志曳袁序言已写好袁不料随后不幸逝世袁没有刊

成遥 因此罗才纶为完成父亲未竟之志袁将叶武夷山志曳

八年史贻直序袁乾隆十八年蒋溥序袁乾隆十九年杨锡

刻于羊城渊今广东省广州市冤遥 因刻本内封题为道光二

绂序袁乾隆十七年孙嘉淦序袁乾隆十六年来谦鸣序袁乾

十六年重刊袁而罗才纶跋撰于道光二十七年袁因此在

隆十九年叶观国序袁乾隆十六年史曾期序袁乾隆十六

著录时袁根据不同的标准袁或题为道光二十六年刻本袁

年何瀚序袁乾隆十六年董天工自序袁道光九年罗良嵩

或题为道光二十七年刻本遥 但笔者于陕西师范大学图

重刻序遥 卷首之后的目录编次袁除诗余部分由乾隆十

书馆查阅题为道光二十七年刻本时发现袁罗才纶重刻

六年刻本置于第二十四卷调整为第二十二卷外袁其余

跋置于卷首而非卷末袁然而陕师所藏刻本的目录信息

内容编次与乾隆十六年刻本相同遥 中文古籍数字图书

却与道光二十六年刻本完全一致袁第二十四卷末仍提

馆提供的刻本目录中第二十四卷末提示有跋袁但此本卷

示有跋语遥 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袁推测是后来重刻袁将

末并未见跋遥 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尧浙江大学图书馆尧陕

原本置于卷末的跋语放置于卷首遥 目前袁陕西师范大

西省图书馆等均能查到道光九年刻本的馆藏信息遥

学图书馆尧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尧上海师范大学图书

按院笔者于陕西省图书馆亲见著录为道光九年刻

馆尧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尧中国国家图书馆尧上海图书

本遥 此本内封缺失袁因此无法通过内封判断刊刻时间遥

馆尧天津图书馆尧南京图书馆尧浙江图书馆等多家图书

陕图藏本卷首序言编次为院 乾隆十八年史贻直序袁乾

馆均著录收藏遥 道光二十六年刻本在各类流传的董天

隆十八年蒋溥序袁乾隆十七年孙嘉淦序袁乾隆十九年

工叶武夷山志曳版本中最为常见遥

杨锡绂序袁乾隆十六年来谦鸣序袁乾隆十九年叶观国

渊六冤同治十一年刻本

序袁乾隆十六年史曾期序袁乾隆十六年何瀚序袁乾隆十

二十四卷首一卷遥 内封题五夫尺木轩藏版袁道光

六年董天工自序袁道光九年罗良嵩重刻序遥 其中袁孙嘉

丙午年重刻遥 可知同治十一年刻本根据道光二十六年

淦序与杨锡绂序与前文所述道光九年电子版序言顺

书版重刻渊罗才纶重刻跋置于卷首袁与二十七年刻本

序颠倒遥 卷首后为目录袁诗余著录在二十四卷袁与前述

同冤袁但内容编次与二十六年刻本略有不同袁诗余置于

电子版位于二十二卷不同遥 卷末有跋袁为道光二十七

二十二卷而非二十四卷袁与上述道光九年刻本同遥 卷

年罗才纶重刻跋袁 其余部分与乾隆十六年刻本相同遥

末有同治十一年丁承禧重刻跋遥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的道光九年刻本信息可知袁

渊七冤清木活字印本

国图藏本卷末有罗才纶跋遥 据此跋可知袁中国国家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的清木活字印本版式信息

书馆尧陕西省图书馆所题为道光九年刻本实为道光二
十七年刻本遥 其余多家图书馆著录藏有道光九年刻
本袁根据其提供的刻本信息看袁多数卷末有跋袁我们可
以推测多数图书馆可能将道光二十七年刻本误录为

为院11 行 24 字袁黑口袁四周双边袁单鱼尾遥 国图存卷
11-24袁共 14 卷遥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清木活字印本

完整的二十四卷首一卷袁无奈尚无电子版信息袁笔者
暂无法亲见袁无从进行考述袁仅留以存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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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董志时袁并未抽换底本袁只是对原来点校中出现

二尧叶武夷山志曳整理略论

的讹误以及部分断句进行修订遥
综上袁今若重新整理董志或再版董志袁笔者以为

整理出版古籍袁应当挑选一个善本或通行本为底

应当更换点校底本为乾隆十六年刻本袁利用其余刻本

本袁 再以别本或有传抄因袭关系的其他古籍精校整

进行对校整理袁 同时应补上同治十一年丁承禧重刻

理袁现今整理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亦如是遥

跋袁力图保留董志后出刻本序跋全貌遥 笔者囿于学力袁

从前文版本流传情况和现今尚存版本考察可知袁

论述或有不当之处袁敬请校正遥

清乾隆十六年刻本为最早刻本袁 多地图书馆均收有袁
较为易得袁且被叶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曳著录袁因此应当

注释院

以乾隆十六年刻本作为出版点校整理本的底本遥 后出

淤 此处野董大工冶应是野董天工冶之误遥

的几种刻本在全书的体例内容上没有作出大的改动袁
只增补了后人的序跋袁因此整理本可参考后出的刻本
补上其余序跋内容遥

1997 年方志出版社出版了点校本董天工叶武夷山

志曳袁在叶点校清窑董天工<武夷山志>前言曳中说明院野由
于我们据以点校的董志重刻本袁或漫漶尧或残缺袁或由
于书匠尧刻工的疏误袁致有舛误疑难之处遥 为此袁我们

参阅对照了董志据以修撰的四本书要要
要渊明冤衷仲孺

于 叶武集山志曳应为叶武夷山志曳之误遥

参考文献院
[1] 董天工.武夷山志(卷首)[M].乾隆十六年刻本.

[2] 丁日昌.持静斋书目[M].张燕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
160.

[3] 丁仁.八千卷楼书目[M].钱塘丁氏聚珍仿宋版刻本.
[4]

章钰.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M].武作成,等,补编.北京:中华
书局,1982:114.

叶武夷山志曳尧渊明冤徐表然叶武夷山志略曳 尧渊清冤王梓

[5] 刘超然,郑丰稔.崇安县新志(卷十八) [M].台北:成文出版社,

志根据的四本山志进行对照袁 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遥

[6] 王五云.续修四库全书提要[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

叶武夷山志曳和王复礼叶武夷九曲志曳遥 冶[9]整理本选用董
然而袁 美中不足的是袁1997 年的整理本采用的底本是
道光丙午年重刻本袁不知何种原因袁未能采用乾隆十
六年刻本为底本进行点校遥 此外袁整理本还保留了重
刻本全部卷首序跋袁但遗憾的是未收入同治十一年丁
承禧重刻跋袁出于保存原书面目的考量袁再版或重新

1975: 474.
2683.

[7]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窑史部[M].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9:3911.

[8] 翁连溪.中国古籍善本总目[M].北京:线装书局,2005:52.

[9] 董天工.武夷山志窑前言[M].方留章,黄胜科,等点校.北京:方
志出版社,1997:5.

整理时应将丁跋收入遥2007 年方志出版社再版点校本
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袁为尊重原刻本袁将原来序跋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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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篆刻印章按原样补上袁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遥 但是

On the Circulation and Collation of the Edition of Chronicle of
Wuyi Mountain by Dong Tiangong
CHEN Ch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Shaanxi 710119)

Abstract: The Chronicle of Mount Wuyi by Dong Tiangong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te chronicle of Mount Wuyi, 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local culture. The existing editions of Dong Tiangong's Chronicles of Mount Wuyi are: the
16th year of Qianlong (1751), the 19th year of Qianlong (1754), the 25th year of Qianlong (1760), the 9th year of Daoguang (1829), the 26th
year of Daoguang (1846), the 27th year of Daoguang (1847) and the 11th year of Tongzhi (1872). At present, the 16th-year edition of Qian鄄
long should be used as the base edition and the rest as the secondary edition to publish the Chronicle of Mount Wuyi by Dong Tiangong.

Key words:

Dong Tiangong; 野Chronicles of Mount Wuyi冶; version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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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然观的多重向度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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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马克思自然观的引领与指导遥 马克思自然观是在扬弃黑格尔唯心主义自

然观和费尔巴哈直观主义自然观基础上形成的袁包括三个基本的向度院实践的向度尧社会历史的向度和生态的向度遥 实践
的向度是马克思自然观的核心要素袁也是连接人与自然的关键之所在曰社会历史的向度意味着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对从前
各种抽象的尧直观的自然观的重大超越曰生态的向度是马克思自然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遥 准确理解马克思自然
观袁对于深刻把握全球生态危机根源与有序推进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来说袁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遥

关键词院马克思曰自然观曰实践曰社会历史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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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与反思的

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袁具体来说袁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

重大问题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院

然观和费尔巴哈的机械主义自然观构成马克思自然

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袁人类必须尊重自然尧顺应自

观的思想渊源遥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与费尔巴哈自

注与探讨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辨析层面袁还要对生态

与自然的关系袁进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遥

问题进行深度的哲学反思袁这就需要马克思自然观的

渊一冤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扬弃

理论指导遥 马克思自然观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袁它是

黑格尔的自然观多阐述于他的叶自然哲学曳和叶精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怎样认识和对待自然尧怎样运

神现象学曳遥 黑格尔认为野绝对精神冶是世界的本原袁自

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人与自然尧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

然界则不过是野绝对精神冶外化的结果袁这导致他陷入

总的观点和思想袁它是一种实践的尧社会历史的尧科学

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泥潭遥 在叶自然哲学曳中袁黑格尔认

的尧革命的自然观袁其突出特点是批判了以往那种唯

为理念对于它本身来说是外在的袁而自然又是它在形

心主义或直观抽象的自然观袁在实践的思维框架下整

式中的理念产生的袁所以自然作为自然而存在的原因

体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遥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袁实现人

就是它的野外在性冶遥 可以看出袁黑格尔所理解的自然

与自然的良好互动必然要求行之有效地开展生态文

只是野绝对理念冶的衍生物袁由于理念在自然之前而存

明的实践袁因此袁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尧

在袁所以自然只是理念的产品而已袁也即黑格尔那里

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理论观点遥

的自然不是为本身而存在袁而是为他者而存在遥 除此

然尧保护自然遥 冶 在理论研究中袁我们对生态问题的关
[1]

然观的不足袁吸收其合理因素袁从实践出发来理解人

之外袁黑格尔自然观的另外一个不足之处在于自然与

一尧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论渊源

人的关系在其框架下是割裂的遥 黑格尔认为袁自然的
运动要归结于绝对精神的发展袁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

马克思的自然观不是空穴来风尧无源之水袁它有
收稿日期院2021-03-27
作者简介院王瑞渊1996-冤袁男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遥

标和需要袁可以施加强力通过实践改变自然袁这在某
种意义上体现了他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遥 固然袁这样
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袁但是却
遮蔽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尧内在统一的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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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没有全盘否定黑格尔的自然观袁 对黑格尔
自然观的如下方面是持肯定态度的遥 首先袁黑格尔所理
解的自然是具有辩证色彩的遥 在叶自然哲学曳中袁黑格尔
认为院野自然必须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袁

自然遥 野自然界就是光尧电尧磁性尧空气尧水尧火尧土尧动
物尧植物尧人要要
要这里说的人乃是一个无意志和不自

觉而活动着的东西冶[5]遥 可见袁费尔巴哈所理解的野人冶
也是一种抽象的尧消极的人袁这里的人没有主观能动

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中必然产生的冶[2]遥 自然

性的实践活动袁 因而不能够根据自己的目的改造世

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袁应当以一种能动的尧发展的眼光

界遥 其次袁费尔巴哈抛弃黑格尔思想中的辩证法的因

而不是僵死的尧机械的眼光来看待自然遥 其次袁黑格尔

素袁因此他所谓的自然是一种机械的尧静止的自然袁将

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袁在面对自然时袁人应该发挥

自然看成机械化的整体袁否定其内在联系遥

自己的主体性去改造自然袁而不是无所作为袁盲目地

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自然观持批判态度袁他批

崇拜自然袁被自然所支配袁这一观点对于马克思自然观

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袁即自然观上的唯物

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遥 最后袁黑格尔认为自然是

主义和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袁认为费尔巴哈只是

一个整体袁野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冶 袁这

假设人与自然的预定和谐袁但现实是充满矛盾的遥 费

样的整体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整体袁 系统的整体袁

尔巴哈视野中的人是抽象的人袁对于自然不加以改造

具有总体的辩证特征遥

和实践袁而马克思则形成以实践为根本理解框架的人

[3]

马克思否定黑格尔自然观中唯心主义部分袁 批评
黑格尔将自然看成野绝对理念冶产物的观点最终只会陷

与自然的关系遥 费尔巴哈自然观上的缺陷袁正是马克
思自然观的突破之处遥

入神秘主义曰马克思肯定黑格尔自然观的辩证性尧整体
性以及人在面对自然时所体现的主体性等特征袁 认为

二尧实践的向度院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这是黑格尔自然观的积极的方面遥 对黑格尔自然观缺
陷的拒斥与对黑格尔自然观合理之处的吸收袁 为马克
思创立新唯物主义自然观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袁同时也是马
克思自然观的基础遥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那种过分

渊二冤对费尔巴哈机械主义自然观的扬弃

夸大人的能动性的自然观确立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基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袁 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的自

础袁通过批判费尔巴哈那种静态直观的自然观确立自

然观也是持批判态度的遥 他不赞同黑格尔将 野绝对精

然观的实践基础遥 从古希腊开始袁人与自然的关系就

精神冶的产物遥 费尔巴哈的自然观具有一定的价值遥 首

野人类中心论冶两种观点遥 野自然中心论冶即自然是先在

神冶作为世界的本原袁更不赞同将自然界看作是野绝对

先袁费尔巴哈肯定了自然界的客观物质性袁他认为院野存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袁 一般分为 野自然中心论冶和

的袁人类只是自然的衍生物曰野人类中心论冶则意指人

在是主体袁思维是彼此遥 思维是从存在而来袁然而存在

类是自然的统治者袁自然接受人类的控制遥 不管是前

并不来自思维袁 噎噎存在的根据在它自身之中冶[4]遥 因

者还是后者袁显然都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遥

此袁费尔巴哈的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遥 其次袁费

马克思着重批判费尔巴哈那种离开实践将自然

尔巴哈的理论研究始终聚焦于人与自然袁将人与自然

看作纯粹客体的直观理解方式袁 通过实践的中介作

作为其哲学研究的出发点袁全面论述人与自然在哲学

用袁建立起人与自然的联系遥 把握马克思自然观的实

和其他自然科学中的重要地位遥 最后袁费尔巴哈重新

践基础袁应当深刻理解马克思的野人化自然冶概念遥 所

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袁 他认为自然是 野第一位的实

谓野人化自然冶袁即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与自然发生主客

体冶袁而人处在第二位袁人的活动要以自然为基础和前

体的对象性关系袁改造自然使得自然界符合人类的意

提袁人的思维作为一种观念产生于自然遥

愿和目的袁 这是一种合目的性以及合规律性的活动遥

但是袁费尔巴哈的自然观是有很大缺陷的遥 首先袁

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界袁赋予自然界以人

他虽然承认自然界的客观物质性袁 但是在他那里袁所

的特征袁但是人一方面也靠自然界才得以生存遥 可以

谓的自然是感性的自然袁是旧唯物主义思维框架下的

看出袁马克思是绝不同意野自然中心论冶和野人类中心

王 瑞院马克思自然观的多重向度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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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冶的遥 首先袁野人靠自然界生存冶意味着人与自然不是

械的自然袁在他的视野中袁自然不是类似于黑格尔所

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袁 人类的活动以自然界为前提袁

谓的野绝对理念冶的外化袁他认为袁野我所说的自然界袁

自然界提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资源遥 其次袁人类野通过

就是人拿来当作非人性的东西而从自然分出去的一

实践创造自然界冶 意味着人类不只是自然的衍生物袁

切感性的力量尧事物和本质之总和遥 冶[5]可见袁他说的自

自然对人类来说不是直观的尧不变的自然遥

然界是一种野非人性冶的袁也即机械的尧非历史性的自

马克思主要在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曳和叶资本

然遥 尽管费尔巴哈始终关注于人与自然的研究袁强调

论曳中讨论自然的人化遥 所谓野人化自然冶也即人的本

人的活动要以自然为基础和前提袁虽然费尔巴哈的论

质力量的对象化袁自然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具有

述中没有离开自然和人袁但是他所谓的自然和人都是

先在性袁而人类则通过劳动将自然之物转化为为我之

泛泛而谈袁并没有触及到现实的自然和人遥 野对抽象的

物遥 人类在与自然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不断满足自己

人的崇拜袁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袁必定会由关

需求袁同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袁因此袁费尔巴哈的

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遥 这个超出费

错误在于认为周围的感性世界是某种始终如一的东

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袁是由马克

西袁事实上它们是人类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遥

思于 1845 年在叶神圣家族曳中开始的遥 冶[7]可以看出袁马

人类通过实践袁将自然打上自己的烙印袁使自然

克思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袁在马

成为野人化自然冶遥 但是袁人类并不能无节制地将自然

克思那里袁人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袁自然是历史发展

进行人化袁这就要求既要合目的性袁又要合规律性遥 这

的自然袁而不是纯粹的客体遥

样的人化的程度既要关注自然袁又要关注人本身遥 首

旧唯物主义将历史排除在自然之外袁否认自然的

先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袁自然具有自身的规律袁因此

社会历史的属性袁马克思则承认野历史的自然冶袁只有

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袁任何实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的自然袁才是现实

践都不是毫无节制的袁尊重规律袁自然便会奖励人类袁

的自然遥 马克思曾经以樱桃树的移植为例说明自然界

反之则会惩罚人类遥 我们不能以一种自然界之外的视

不是有史以来就一直不变的袁它是随着历史实践的发

角来支配和改造自然袁因为人类虽然不同于其他动物

展而发生变化遥 离开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就无法准确理

与自然的相处方式袁但是人类还是和其他动物一样存

解自然的变化过程遥

在于在自然之中袁合乎理性地支配自然才是人类生存

因此袁在现实生活中袁自然与历史是分不开的袁两

之道遥 其次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袁自然具有先在性袁

者相互影响袁相互渗透遥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袁

不管人类实践对于自然的改造作用有多大袁都必须承

马克思也必定要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自然的发展变

认野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遥 冶 马克思

化遥 马克思认为自然野有时指存在物的总和袁即物质曰

主义哲学是具有一般自然观和物质本体论的袁人类的

有时指相对于社会历史而言的人的外部环境曰有时指

实践活动是不能够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本性的遥

物质生产活动袁即劳动的要素遥 冶[8]可以看出袁马克思是

[6]

最后袁 人的劳动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承认物质本体论和自然客观性的袁但是就相对于旧唯

用袁自然界是人的劳动得以实现的可能性保障袁也为

物主义来说袁仅仅承认自然界的客观物质性是远远不

人类劳动与其双向产出提供了材料支撑遥 作为实践的

够的袁不能够将自然悬隔于历史之外袁而应当将自然

主要表现形式袁人们通过劳动改造自然袁获得生活资

引入历史的视野袁用社会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自然遥

料和生产资料遥 只有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袁人与自然
才达到统一遥

资本主义加速度发展的今天袁人与自然的关系日
益亲密袁我们亲眼见证了短短数十年中社会所发生的
指数式的变化袁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个世纪的统治时

三尧社会历史的向度院历史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它过去一切阶段所创造的生
产力都要多袁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发展是在社会历史

如前所述袁 费尔巴哈所理解的自然是直观的尧机

发展过程中袁人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袁并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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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进行大肆改造的结果遥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离不开

了一些程度较小的改造袁但是这种改造对于自然的危

自然界的物质资源尧 地理环境尧 气候交通等因素的影

害是比较小的袁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袁由于人类

响袁 自然界的自我认识程度也离不开人类社会历史的

自我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袁人类对自然界开始进行

发展袁因此袁社会历史和自然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遥

大肆的合目的性的改造遥 这样的功利性的改造使人与
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袁自然在现代人看来只是

四尧生态的向度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自我反思

被利用的生活和生产资源而已袁其价值仅仅是对人类
来说野有用冶遥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袁这种利用和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中袁 对于人类的活动袁

被利用的关系进一步加强袁人类一方面获得了强大的

自然不是毫无反应的遥 人类对于自然的每次改造都会

物质力量袁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充足的保护自然的意

得到自然或大或小的反应袁 也许人类得到暂时的胜

识和举措袁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断地恶化遥 近些

利袁但是从长久的历史发展来看袁人类最终还是落得

年来袁例如森林资源缺乏且急剧减少尧土地沙漠化日

一个失败的下场遥

趋严重尧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尧空气污染尧水污染等等生

因此袁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自然观中袁包含着
生态这一向度袁深刻把握这一方面袁对于解决当前生
态问题袁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遥

态问题层出不穷袁已经从区域性的生态危机转为全球
性的生态危机了遥
因此袁从马克思自然观的视角来看袁生态问题关
乎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遥 首先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

诚然袁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并没有使用野生态冶

上袁 马克思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遥

这一术语袁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丰富思想中可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袁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袁但由

以看出他们对于生态问题之关切袁 从本质上来讲袁马

于人具有自我意识袁 因而人的主体性在不断加强袁所

克思的自然观就是生态自然观遥 直到 20 世纪 70 年

以人要尊重自然规律袁保护自然的生态平衡遥 不仅人

代袁在继承马克思自然观批判立场的基础上袁西方生

是自然的一部分袁自然也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袁两者相

态学马克思主义诞生了袁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

互统一袁通过实践建立联系遥 人类通过实践特别是劳

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下诞生的遥 首先袁它指出生态危

动将野自在自然冶改造为野人化自然冶袁使自然刻上人类

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袁认为资本主义在根本上

的痕迹遥 因此袁从马克思自然观看来袁生态的问题就涉

是反生态的袁因此需要用生态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

及到人和自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袁只有

主义制度遥 其次袁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野技术的

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袁祛除野自然中心论冶和野人类

资本主义运用冶袁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袁但是由于资本主

中心论冶袁 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

义的控制袁技术被控制去追求利润遥 詹姆斯窑奥康纳在

叶自然的理由曳 中就认为人们不能停留在仅仅批判科

向度遥 其次袁马克思自然观认为生态问题需要结合资
本主义制度进行理解遥 在探究生态问题的根源时候袁

技的表层上袁 因为科学技术是被资本主义所控制袁因

马克思特别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破坏性遥 而资本主义

此人们应当深刻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的关

制度对于生态的破坏在于资本家将自然资源据为己

系遥 最后袁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野异化消费冶袁资

有袁用其来为自己谋取利润袁随着资本家不断地追求

本主义为了追求利润而扩大再生产袁引导人们进行过

利润袁生态平衡也因此遭到不断地破坏遥 最后袁马克思

度消费袁这种超额的消费不是处于人本身的意愿和需

自然观认为生态问题的解决途径在于消灭资本主义

求袁这种异化的消费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的无限生产与

制度遥 向自然界无节制地索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

自然界的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袁并引发生态危机遥 就

态危机的爆发袁因此只有联合起来袁合理调节人与自

像本窑阿格尔所认为的那样袁 经济危机已经转移到消
费领域而成为生态危机遥

在原始社会袁人类对自然有了初始的认识袁进行

然的物质交换关系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遥

王 瑞院马克思自然观的多重向度及其当代意义

五尧马克思自然观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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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出现袁从这时候起袁资本便对自然进行改造曰到了机
器大工业时代袁一方面袁资本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剥

马克思自然观从实践出发袁用社会历史的角度克

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袁同时大肆掠夺自然资源袁使用廉

服以往旧唯物主义的局限袁确立其野自然要历史冶的观

价的化学产品袁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自然环境

点袁并赋予自然以深厚的生态内涵遥 从某种程度上讲袁

的污染曰另一方面袁由于资本扩张的本性袁本土的资本

自然观本身就与生态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袁二者是内

扩张满足不了资本的野心袁因此资本主义开始建立全

在统一的袁因此马克思的自然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生态

球市场袁其后果便是将地域性的生态危机加剧成为全

意义遥 这种意义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遥

球性的生态危机遥 不管是野有效性原则冶还是野增殖性

渊一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内在
根源

原则冶袁都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表现袁因此袁资本主
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在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制度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取得
的成绩有目共睹袁但与此同时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
危机也伴随而来袁并且这种生态危机不同于以往的生

的本性遥
渊二冤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理论基础和
提供理论指导

态问题袁它范围更广尧危害性更大尧持续性更久遥 按资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作

本的本性来说袁它是反生态的遥 在资本主义社会袁资本

为支撑袁这样的理论基础在当代中国表现为野习近平

逻辑成为主导逻辑袁 资本逻辑遵循 野有效性原则冶和
野增殖性原则冶袁野有效性原则冶决定资本看重的是自然

生态文明思想冶遥 一般来说袁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冶的
主旨体现在三个方面院其一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曰

的野有用性冶袁自然成为资本逻辑正常运行的工具曰野增

其二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曰其三袁山

殖性原则冶意谓着资本为了维持其利润增长和资本扩

水林田湖草是具有整体性的生命共同体遥 这样的思想

张的本性袁必然会对自然进行大肆改造袁对自然资源

无疑深刻指明了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遥 同时

进行大量掠夺袁这样的结果必然是造成严重的生态危

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冶 与马克思自然观有着密切联

机遥

系院首先袁马克思自然观是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冶的
首先袁对于野有效性原则冶袁马克思在叶1857要1858

理论来源曰其次袁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冶是马克思自

年经济学手稿曳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袁他认为野如果说

然观在深刻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在当代中国的伟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袁 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

大实践遥 两者的密切联系也印证了马克思自然观对于

动袁即剩余劳动袁创造价值的劳动袁那么袁另一方面也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指导意义遥

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袁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院野建设

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袁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

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遥 冶[1]改革开

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袁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

放以来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袁在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

体现者袁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袁再也

同时袁生态问题也愈发凸显袁因此袁我们亟需以马克思

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袁表现为自为

自然观作为理论基础指导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遥

的合理的东西遥 冶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尖锐地揭示了资
[9]

当前我国的生态问题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严重尧生态

本希望殖民一切的本性袁 资本不仅殖民物质劳动袁还

系统恶化尧自然资源短缺等方面遥 面对这些问题袁需要

殖民科学知识袁资本逻辑成为主导逻辑之后袁自然便

将马克思自然观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袁为建设美丽中国

成为野人化自然冶袁这种野人化冶是渗透着资本的本性

提供思想基础遥

的袁它使自然成为工具袁成为其野有用性冶的对象遥 其

具体来说袁其一袁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践

次袁野增殖性原则冶在于资本从其诞生之时就在追求剩

行自然优先性存在的唯物主义观遥 马克思自然观将

余价值袁这也是资本逻辑的根本动力遥 在 14要15 世纪

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地中海沿

人尧自然尧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袁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相
互作用遥 对人来说袁通过实践袁自然不断由野自在自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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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为野人化自然冶袁虽然在此过程中体现了人类的创

又保护环境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遥

造性和主观能动性袁但不可否认的是自然的先在性与
客观规律性遥 其二袁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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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袁我们既要注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袁也要建设环
境友好型社会袁 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既改善民生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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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Dimensions of Marx爷s View of Na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WANG Ru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0)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guidance of Marx's view of na鄄

ture. Marx's view of nature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sublating Hegel's idealistic view of nature and Feuerbach's intuitionistic view of na鄄
ture, including three basic dimensions: the dimension of practice, the dimension of social history and the dimension of ecology. The di鄄
mension of practice is the core element of Marx's view of nature, and it is also the key to connecting man and nature; the dimension of so鄄
cial history means that Marx's view of nature is a significant transcendence of previous abstract and intuitive views of nature; the dimen鄄

sion of ecology is the profound reflection of Marx's view of n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Marx's view of nature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eeply grasp the root of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and order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Marx; view of nature; practice; social history;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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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的实践与升华

要要
要从实现共同富裕到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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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是一种整体观和大局思想遥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袁中国共产党从全国大局出发袁根据中国基

本国情袁先后实施区域经济先后发展战略尧区域间帮扶尧区域间融合发展战略袁使中国人民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先后实现了解
决温饱问题尧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遥 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的
提出在目标对象和战略空间上得到了升华袁这将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光明的未来遥

关键词院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曰实践与升华曰共同富裕曰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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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全国一盘棋冶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

式袁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

内容[1]遥 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大集中尧小分散袁摆正野全国一盘棋冶和发挥地方积极
性的关系冶 [2]袁并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袁成为社会
主义的一种制度安排袁展现出无比的优越性遥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由此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尧

问题的决定曳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主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 野全国一盘棋冶大

要具有 13 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袁野坚持全国一盘棋袁调

局思想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与升华遥

动各方面积极性袁集中力量办大事冶就是其中的显著
优势之一遥 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

一尧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的科学内涵

期袁吸取了野一放就松尧一抓就紧冶的历史经验教训遥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 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袁中
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在反思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
管理体制弊端尧总结中央集权与放权的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袁提出了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袁旨在解决好中央集
权与放权的关系袁 以提高中央和地方双方的积极性袁
高效地建设社会主义遥 但是袁由于当时经验不足袁存在
野一放就松尧一抓就紧冶 的不良循环遥

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成

熟遥 改革开放后袁党中央第二代领导人在总结之前的
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袁对中央集权与放权的关系有了
深入的理解与认识袁提出野必须坚持大计划尧小自由袁

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袁主要体

现在以下 4 点遥 一是整体与部分尧长期与短期的辩证
统一遥 在全国治理体系大棋局中袁党中央着眼于全国

大局袁把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结合起来袁进行统筹规
划袁谋篇布局袁作出顶层设计和全局性部署袁确定重
点袁集中力量办大事遥 二是集权与放权尧集中与自由的
辩证统一遥 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强调中央在治理体系中

的领导地位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遥 在中央和地方的
组织体系中袁中央处于统领地位袁发挥总揽全局尧协调
各方的作用袁 地方必须绝对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袁在
中央统一部署的框架内结合地方的实际自主地尧创造

收稿日期院2021-06-07

性地开展工作袁发挥地方自身优势的最大化遥 三是遵

作者简介院韦信铭渊1971-冤袁男袁汉族袁副研究员袁主要从事

循系统运行机制遥 一个系统的良性运行袁需要系统与

党的理论政策研究遥

子系统尧子系统与子系统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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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才能得以实现遥 一局棋能够取胜在于车尧马尧炮等

地区具有交通运输便利尧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和较完备

各棋子之间的相互配合尧协调一致的博弈遥 野全国一盘

的设备尧技术尧信息尧人才等优势袁在沿海地区设立了

棋冶思想的顺利实行就是各区域之间尧各省市之间尧各

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袁 让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遥

级各部门之间按照一定的体制机制互相配合袁发挥各

1988 年 9 月袁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野两个大局冶的战略

自应有的功能袁而不是一盘散沙袁各自为政遥 新安江生

构想院野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袁使这个拥有两亿人

态补偿机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遥 四是保持关系动态

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袁从而带动内地更好

平衡遥 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体现了系统工程中的动态平

地发展袁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遥 内地要顾全这个

衡关系袁中央和地方尧各区域之间尧各省市之间尧各级各

大局遥 反过来袁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袁又要求沿海拿出更

部门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袁而是在中央统领下袁根

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袁这也是个大局遥 那时沿海也

据实际不断调整袁处于一种动态平衡关系之中 遥

要服从这个大局遥 冶

[1]

二尧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在实现共同富裕中
的实践

[3]

野两个大局冶的战略构想后来被

人们称之为野两个大局观冶遥

野两个大局冶构想是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具体化过

程中的一个典型例子袁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总的指导

思想袁在实践中不断继承与发展遥 在其指导下袁我国经
区域经济先后发展和区域间帮扶带动尧区域融合

济在经历区域经济先后发展袁形成四大板块发展格局

发展是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实

后袁走向融合互动发展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新发

践遥 党中央先后实施了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尧西部大开

展格局袁使中国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

发战略尧东北等老工业区振兴战略尧中部地区跨越式

飞跃袁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遥

发展战略袁最终形成了四大板块的经济发展格局遥 在

2. 区域经济先后发展的实践

此基础上袁区域经济走向融合发展袁如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等遥 区域经济先后发展战略与融合发展战略袁

在野两个大局冶思想的指导下袁东部沿海地区在原

均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国经济谋篇布局上的

有实践基础上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遥 进入新世纪后袁

整体观尧大局观遥 区域经济先后发展战略是通过不均

东部地区在深圳等 5 个经济特区尧 大连等 14 个经济

衡发展达到均衡发展袁通过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来带动
其它地区发展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袁最终达到全国人
民共同富裕遥
在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袁中央通过战
略谋划和宏观调控袁在财政尧税收尧金融尧贸易尧引进外
资尧人事制度等方面给予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地区
诸多优惠政策作为该区域加快发展的各种支撑遥
渊一冤区域经济先后发展战略
1. 野两个大局冶战略构想

技术开发区以及长江三角洲等 3 个沿海经济开放区

的基础上袁上海浦东新区尧天津滨海新区等作为全国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又先后获国务院批准袁经济迅速
发展遥 2017 年袁 东部地区生产总值比 1978 年提升了

9.0 个百分点袁占全国的 52.6%遥 2017 年东部地区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约为 11530 美元袁从人均水平看袁已经接
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 12736 美元的门槛[4]遥 东
部地区已然成为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核心
区袁成为先富带动后富的领头羊遥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遥 在我国疆
土幅员辽阔尧人口众多尧各地区间千差万别尧经济底子

1999 年袁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袁西部大开发战

薄的基本国情下袁要同时实现共同富裕袁存在诸多困

略正式启动遥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袁党中央尧国务

难遥 针对这一基本国情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袁中国改

院把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作为突破口袁建设西电

革大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野两个大局冶战略构想遥

东送尧西气东输尧青藏铁路尧野五横四纵四出境冶运输大

1978 年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全党和全国

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后袁党中央利用东部沿海

通道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重点工程曰实施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尧退牧还草尧退耕还林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袁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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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地处长江黄河上游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得到持续
改善袁可持续发展支撑能力不断增强袁也使得中东部

越均衡的经济发展格局袁如表 2遥

地区减少洪涝灾害袁农业增产遥 同时袁西部大开发战略

表 2 四大板块区域经济总量变化情况渊亿元冤

带动了特色农牧业及加工尧能源及化工尧重要矿产开

Tab.2 Changes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in four plates
(100 Million Yuan)

发及加工尧重大装备制造尧高技术产业和旅游业等六
大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遥 总之袁西部大开发战略发挥了
西部区位优势并改善了生态袁 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袁
有效地促进了西部经济增长袁如表 1遥

1978 年

1514

750

726

增长
倍数

66.9

46

46.6

2017 年 449681 179412 170955

表 1 西部大开发经济增长情况
Tab.1 Economic growth of western development

486

55431

要
要要

0.318

要
要要

28.2

要
要要

要
要要

1.9

注院淤变异系数院反映各区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整体相对
差异水平的系数袁2003 年达到峰值 0.44曰于相对差值院人均最高
的东部和最低的西部之间的相对差值袁2003 年为 2.5 倍遥 数据

2000 年
2017 年

17276

170955

17.50%
20.00%

11.6

4948

45522

62.30%
76.30%

数据来源院国家统计局袁详见参考文献[4]

来源院国家统计局袁详见参考文献[4]

渊二冤区域间的帮扶带动
1. 邓小平同志对地区间帮扶的构想
随着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实施袁邓小平同志非常

2006 年以来袁国务院先后对中部地区的发展做出

关心先富快富起来的东部地区如何带动西部地区的

基地尧一枢纽冶的战略定位的实施袁工业拉动作用明

有全国的小康, 没有内地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袁就没

了野三基地尧一枢纽冶和 野一中心尧四区冶战略定位遥 野三

发展遥 他认为如果没有内地中西部地区的小康袁就没

显袁使中部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遥 野一中心尧四区冶

有全国的现代化[5]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袁邓小平同志肯

体现了不同时期特点遥 正确定位巨大推动了中部地区

支付等先富地区对贫困地区的帮扶方式遥

与野三基地尧一枢纽冶战略定位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袁
的经济发展袁 按不变价格计算袁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
相对于 2006 年增长了 2.1 倍袁年均增速为 10.8% 遥
[4]

定和提出了对口支援尧包省发展尧技术转让尧财政转移
2. 地区间带动帮扶的实践

经过多年帮扶的实践袁1979 年党中央通过 52 号

文件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将对口支援作为区域间

2003 年 10 月以来袁党中央尧国务院先后三次出台

帮扶的方式确定下来遥 对口支援是政治任务袁主要依

关于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性文件袁对东

靠中央政府动员尧地方政府实施遥 对口支援涵盖经济尧

北地区的振兴提出了战略性指导意见袁促进了东北地

技术尧教育尧人才尧医疗等领域遥 经济领域的帮扶袁早期

区的发展遥 2017 年袁东北三省进出口总额高达 1487.5

主要为野输血式帮扶冶袁单向式帮扶袁后来野造血式帮

9.3%曰生产总值增速达到 5.1%袁与 2016 年相比袁提高

移支付就属于输血式帮扶曰产业扶持就属于造血式帮

总之袁通过党中央的总体谋篇布局袁东部率先发

式冶是福建省对口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对口帮扶模

亿美元袁与 2003 年相比袁增长了 2.5 倍袁平均每年增长

扶冶越来越多袁并向双向合作转变遥 比如袁横向财政转

了 2.6%[4]遥

扶遥 野闽宁模式冶是产业帮扶的成功典范遥 野闽宁模

展尧中部地区跨越式发展尧西部大开发尧东北等老工业

式遥 2001 年袁福建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对口支援中

区振兴等 4 大战略的实施袁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

成立了闽宁镇遥 随着帮扶与合作的推进袁闽宁镇现在

四大板块遥 四大板块发展自身的优势尧特色产业袁优化

已经形成了野特色种植尧特色养殖尧光伏产业尧劳务产

了地区间的产业结构袁发展成效明显袁经济总量增长

业尧旅游产业冶五大产业曰通过劳务对接和阳光培训等

较快袁整体上形成了各地区间优势互补尧可持续尧越来

服务项目的帮扶袁6.6 万名贫困群众成功地从大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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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移民到平原地带袁工资性收入不断提高曰在闽宁模
式的推动下袁产业结构不断实现了优化升级袁2016 年
底袁提前三年实现了脱贫目标[6]遥

先尧绿色发展上成效初显袁如表 4遥
表 4 长江经济带 2018 年与 2015 年水质比较
Tab.4 Comparison of water quality of Yangtze River

总之袁党中央以实现全国最广大人民利益这盘棋

Economic Belt in 2018 and 2015

为目标袁通过在资金尧技术尧人才尧教育尧医疗等方面对
口支援袁边疆地区尧偏远地区经济社会得到较快的发
展袁居民生活尧教育尧医疗等方面获得明显改善袁摆脱
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袁如表 3遥

Tab.3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农村
世界
贫困
贫困
贫困 脱贫
出列
贫困
减贫
脱贫县
发生
人口
发生率 人口
贫困村
人口
占比
渊个冤
率渊%冤 渊亿人冤
渊%冤 渊亿人冤
渊万个冤
渊亿人冤
渊%冤
97.5

7.7

70

0

资料来源院国家统计网 尧新华网
[7]

[8]

0.9899

832

水质断面
优良状况

2

劣 V 类水质
状况

2018 渊1-9 月冤

77.20%

2018 渊1-9 月冤

1.80%

2015
2015

数据来源院国家统计局袁详见参考文献[9]

表 3 改革开放后中国脱贫情况

7.7

1

12.8

67.00%
6.40%

实践证明袁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体现了系统工程中
的动态平衡关系袁中央和地方尧各区域尧各省市在中央
统领下袁根据实际不断调适袁实现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袁
从而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性不断得到增强袁绿色
发展尧高质量发展不断得到实现遥

三尧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在实践中的升华

渊三冤区域经济走向融合互动发展
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新的战略空间发展格局遥

渊一冤在目标对象上的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稳步推进袁包括

由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野一带一路冶建设尧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尧长江经济带发

体是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在目标对象上的升华遥2012 年

互动袁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袁形成了区域协调发

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袁在谋求本国发

展尧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发展战略袁区域板块之间融合

展新格局袁推动我国经济向生态优先尧科学尧高质量的
方向发展袁并已初见成效遥 如长江经济带发展就是一
个区域经济走向融合互动发展的典范遥
长江经济带自东向西覆盖上海尧江苏尧云南尧贵州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 野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袁
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冶[10]遥 此后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多

个国内国际会议谈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遥 2017
年 10 月 18 日袁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袁坚
持和平发展道路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遥 中国将

等 11 省市袁面积约 205 万平方公里袁约占全国总面积

高举和平尧发展尧合作尧共赢的旗帜袁为合作共赢尧公平

八大以来袁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得到长江沿岸各省市

贡献[11]遥

的 21%袁经济总量和人口均超过全国的 40%遥 党的十

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而努力袁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

积极践行袁绿色生态廊道建设进展迅速遥 2016 年 9 月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明袁中国共产党不仅

正式出台的叶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曳确立了长江

仅要为中国人民福祉作出贡献袁而且要为全人类的进

经济带野一轴尧两翼尧三极尧多点冶的发展新格局遥 按照

步作出贡献遥 这与马克思野解放全人类冶的思想是一脉

党中央和国家的要求袁 长江经济带依托长江黄金水

相承的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整体高度谋划全

道袁以生态优先尧绿色发展为引领袁以共抓大保护尧不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全人类的和

搞大开发为导向袁充分发挥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区

平共处与发展所作的努力与贡献袁展现了世界各国及

位优势袁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和沿江地区

地区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观尧国际权力观尧可持续发

高质量发展袁 形成了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袁

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的全球价值观遥

成为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的典范遥 长江经济带在生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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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信铭袁等院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的实践与升华

渊二冤在战略空间上的升华

给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理性的行动方案袁为人类未来

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到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是

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遥 野一带一路冶正在成为推动

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在战略空间上的升华遥 2013 年袁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和实践平台遥

野一带一路冶从提出至今袁已经有 150 多个国家和

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野一带一路冶重大国际合作倡议袁

倡议旨在聚焦互联互通袁深化务实合作袁坚持共商共

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合作协议袁互联

建共享袁实现互利共赢尧共同发展 遥

互通合作网络正在形成遥 联合国尧亚太经合组织尧二十

[12]

野一带一路冶是全球性的袁世界性的遥 参与共建野一

国集团以及其他区域组织在有关文件中写入共建野一

带一路冶的国家袁不只限于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袁不分

带一路冶倡议及其核心理念遥 在野一带一路冶的实践中袁

国别袁其他国家只要愿意袁都可以参与野一带一路冶建

中国不仅发挥基建方面的优势袁帮助部分沿线国家解

设遥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不仅仅在中华大地上实现区域

决了公路尧铁路尧电力等基础设施短缺问题袁而且加大

间的优势互补袁而是跨出国门袁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合

开放力度袁大大促进各国间的互惠互利的双赢合作投

作袁实现全球区域间的优势互补袁提高全球经济社会发

资与经贸往来袁 提高了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平袁

展效率与质量袁造福全人类遥 野一带一路冶 正在成为人

增强了国家间的友好互信袁为推动全球和平可持续高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袁 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袁 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质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袁如表 5遥
表 5 2018 年我国与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

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袁而是一个真正能实现的目标遥

贸易投资及工程外包情况

四尧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的实践与升华必将

Tab.5 China's trade, investment and engineering outsourcing
with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in 2018

引领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
渊一冤引领中国走向光明的未来
在中国共产党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的指导下袁经过
区域经济先后发展及区域间的帮扶带动尧区域经济融
合发展袁经济总量和质量不断提高袁地区间发展差距
越来越小袁呈现出均衡发展的良好势头袁使中国人民
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实现了从解决温饱问题尧建成小
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遥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袁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小康袁而是五位一体的全面小

1 货物贸易进出口额

84000

13.3*

27.4

沿线国家对华直接
投资
中国对沿线国家直
3
接投资
在沿线国家对外承
4
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60.8

11.9

要
要要

156

8.9

13.0

893

4.4

52.8

2

注院带 * 的数字为同比增长率遥 数据来源院国家统计局袁详

见参考文献[13]

野一带一路冶是一种倡议性合作袁遵循和平合作尧

康遥 2020 年 10 月 29 日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

开放包容尧互学互鉴尧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袁超越了零

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和博弈袁 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互惠互利的区域合作袁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互补袁提高了世界经济社会

景目标的建议曳袁 为中国未来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发展的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袁 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袁

会的基础上设计了蓝图尧确立了方向尧规划了路径袁开

为人类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启了为中国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念和野一带一路冶的实践袁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

现代化的新征程遥 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格局的构建与践行袁必将引领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遥

路继续前进袁幸福感越来越强地走向光明的未来遥
渊二冤引领全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国家尧种族尧文化与意
识形态的界限袁为推动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与和平发展

五尧结语
野全国一盘棋冶思想袁归根究底是源于共产党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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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胸怀遥 只有拥有博大的胸怀袁才能胸怀远大理想袁
才能有献身精神和为理想而坚持不懈地奋斗曰只有拥
有博大的胸怀袁才能有大局意识袁才能从全国和全人
类的大局出发袁谋划中国和全人类的发展曰只有拥有
博大的胸怀袁才能大公无私袁才能立党为公袁执政为
民袁实现利益共享曰只有拥有博大的胸怀袁才能立足现
实展望未来袁才能把眼前的利益与长远的利益有机地
结合起来袁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曰只有博大的胸怀袁才
能把本国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一同谋划袁

[7] 国家统计网.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三

[EB/OL].(2019-08-29)[2021-05-19].http://www.stats.gov.cn/
ztjc/zthd/sjtjr/d10j/70cj/201909/t20190906_1696332.html.

[8] 新华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
讲话[EB/OL].(2021-02-25)[2021-05-19].http://www.xinhuanet.
com/politics/leaders/2021-02/25/c_1127140240.htm.

[9] 国家统计局网.重大战略扎实推进 区域发展成效显著: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八[EB/
OL].(2019 -08 -01)[2021 -05 -21].http://www.stats.gov.cn/ztjc/

实现世界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遥

zthd/sjtjr/d10j/70cj/201909/t20190906_16963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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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Sublimation of the National Chess Idea

要要
要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EI Xinming1, YANG Yuling2

渊1.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Ningde Normal University, Ningde, Fujian 352100曰
2.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Ningde Normal University, Ningde, Fujian 352100冤

Abstract: The national chess idea is a kind of holism and the big picture thinking. In the course of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ccessively implem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egional economy in succession and regional assista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ch help Chinese people realize solving the problem of food and clothing,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a moderately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on the way of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na鄄
tional chess idea has been sublimed in the target object and strategic space along with the raising of the vis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which will lead mankind to a bright future.

Key words: national chess idea; practice and sublimate; common prosperity;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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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外汉语成语教学中的类聚法则
要要
要以野不 X 不 Y冶成语待嵌格式为例
王进安袁 薛诗艺
渊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7冤

摘 要院成语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袁成语的教学应该以是否便于识读尧记忆和应用为参考要求遥 可以类聚是
汉语成语的一个重要特点袁类聚法则的使用是成语教学的重要方法袁在汉语成语教学中具有重要作用遥 通过对野不 X 不

Y冶四字成语的待嵌格式的类聚分析袁可以增强海外学生对这一待嵌格式的语义理解和格式认知袁加深对固定成分野不冶的
重要用法的理解袁提高对这一待嵌格式应用的能力遥

关键词院对外汉语曰成语曰类聚法则曰待嵌格式曰野不 X 不 Y冶
中图分类号院H136.3

文献标识码院 A

现代汉语中的成语多由古代汉语传承而来袁往往
蕴含着一个古代的故事或传说袁甚至包含着大量的中
国古代文化与知识袁它与现代汉语一般词汇有着较大
的区别袁因此袁海外学生学习起来相对比较困难遥 但成
语作为汉语词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是对外汉语教
学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遥 对外汉语教学中袁成语的教
学应该以是否便于识读尧记忆和应用为参考要求遥 为
了达到这个要求袁必须遵循由易到难尧循序渐进的成
语教学规律遥
我们期望通过对 野不 X 不 Y冶 成语待嵌格式的类

聚法则进行分析袁 使海外学生在学习成语的过程中袁
增强对成语的识读尧理解和记忆袁最重要的是袁能够在
使用汉语时袁达到灵活应用尧交流无碍的目的遥 本文所
说的野不 X 不 Y冶 成语待嵌格式袁指的是成语的一种

特殊结构形式袁它的第一尧第三字由相同的两个野不冶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1原园023原园7
中袁X尧Y 可以用其他字母代替袁如分别用 A尧B 代替,则
可写成野不 A 不 B冶形式遥 本文所列成语主要源自林玉

山的叶中华多用成语大辞典曳[1]袁此外袁还有上海辞书出
版社出版的叶中国成语大词典曳 [2]尧商务印书馆辞书研
究中心主编的叶新华成语大词典曳 [3]尧冷玉龙等主编的
叶成语辞海曳[4]尧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的叶汉语成语大

词典曳[5]和梅萌的叶汉语成语大全曳 [6]等五本字典袁经过
整理共找出野不 X 不 Y冶待嵌格式的成语 212 个渊包括
异体字袁语序不同而形成的成语冤遥 其中四字格式的有

175 个袁非四字格式的有 37 个袁本文所列的野不 X 不
Y冶格式袁除具体的成语外袁均指四字格成语遥

一尧可以类聚是汉语成语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里所谓的类聚袁顾名思义袁就是一种或几种词

字间隔显现尧第二渊用 X 表示冤尧第四渊用 Y 表示冤字间

汇类型的聚合遥 葛本仪指出院野语言中的词不是孤立存

隔隐含而形成的具有特定格式义的成语形式遥 这种格

在的袁它们往往通过自身所具备的语音尧词汇或语法

式的成语在实际运用时, 说话人可以根据表情达意的

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特点袁 而产生各种不同的类聚关

需要填补隐含成分,从而构成野不 X 不 Y冶的形式袁其
收稿日期院2021-03-03
作者简介院王进安渊1971-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汉语
史尧汉语音韵尧汉语词汇和汉语文化研究遥

系遥 冶[7]本文所指的成语类聚袁就是特指具有共同组织
形式的成语待嵌格式的类聚袁如野不 X 不 Y冶格式的类
聚袁野X 古 Y 今冶格式的类聚袁野古 X 今 Y冶格式的类聚袁

此外袁还有如野古 X 古 Y冶野一 X 一 Y冶野九 X 一 Y冶野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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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八 Y冶野三 X 二 Y冶野十 X 十 Y冶野十 X 九 Y冶袁等等遥 这

联系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袁 选择最合适的教学方法遥

些格式相同的成语待嵌格式袁 广泛地存在于成语之

而类聚法则的应用袁可以说是以上这些方法的一种综

中遥 而成语作为一种固定的凝结结构袁虽然多产生于

合袁或者说是集以上数种方法于一身袁是对外汉语词

古代袁但其数量庞大袁结构定型袁言简意赅 袁在现在生

汇教学方法多样性的重要体现袁 尤其对于内涵丰富袁

[8]

活中的使用频率仍然比较高遥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袁虽
[9]

包含丰富的古代文化的成语来说袁类聚法则可以使复

然海外学生在初级阶段 接触成语的机会比较少袁而

杂的语义内容条理化和类别化袁因此袁类聚法则在成

且也没有什么实践的机会袁但是袁当他们进入中等或

语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遥 这些作用可以体现在

高等学习阶段之后袁 就要开始大量地接触和学习成

三个方面院一是有利于强化成语的类型分析袁尤其是

语遥 野外国人倾注于它的言简意赅袁同时也畏难于它的

待嵌格式的类别分析曰二是有助于教学的野批量式冶比

往对成语的学习望而却步遥因此袁我们很有必要根据许

分析遥

含蓄深奥遥 冶 基于这样的矛盾想法袁许多海外学生往
[10]

较曰三是可以提高海外学生的学习效率遥 下面将一一

多成语可以类聚的特点袁总结成语的构成规律袁对其表

1援类聚法则有利于强化成语的类型分析

达方式或用法的相似性进行分析袁 化繁为简袁 类聚类

由于类聚法则属于强调式或者说是突显式的教

推袁使海外学生在学习成语时更感兴趣袁更觉容易遥

学方法袁自然容易使成语的类型得到强化或彰显遥 汉

毫无疑义袁 可以类聚是汉语成语的一个重要特

语成语数量繁多袁类型多样袁如叶中华多用成语大辞

点遥 许多成语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袁这些相似性就形成

典曳就收词 39288 条袁有待嵌格式特点的成语就不计

了某个或某些特点的类聚袁通过对这些具有类聚性特

其数袁学习起来十分困难遥 而通过类聚法则袁就可以对

点的分析袁可以发现汉语成语的学习可以进行类聚比

待嵌格式进行归类袁使具有某一格式特点的一组成语

较和分析袁 从而掌握成语的构成特点或者类别特点遥

得到强调或者突显袁有利于分类理解和学习遥 以待嵌

如结构完全相同的待嵌格式野不 X 不 Y冶就有 200 多

格式的成语为例袁可以从类型上进行分析袁依据孟祥

格式相类似的袁还有野没 X 没 Y冶野无 X 无 Y冶野半 X 不

型袁即耶A噎噎B噎噎爷耶A噎噎A噎噎爷和耶噎噎 A噎噎

和比较遥 从大的方面看袁这些结构相似的成语袁相比较

噎噎A爷型遥 冶[13]通过这样分类袁待嵌格式的类型分析袁

个成语可以进行类聚比较和分析袁而与野不 X 不 Y冶的

英的归纳袁野从外在形式来看袁待嵌格式可分为三种类

Y冶野非 X 不 Y冶 等袁它们还可以进行范围更大的类聚

B爷遥从逻辑上来推理袁还应包括第四种类型袁即耶噎噎A

[11]

于其他不同结构的成语而言袁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相

自然得到了简化和类化袁就容易把相同类型的成语类

同格式上的类聚遥 从小的方面看袁也就是从一类成语

聚在一起进行比较和学习遥 而对于不同待嵌格式的成

的结构去看袁例如野不 X 不 Y冶的待嵌结构袁可以根据

语袁还可以分出主次袁依序学习遥 孟祥英还指出袁20 世

类聚遥 当然袁这样的类聚并不是单一的袁它广泛地应用

明显增多袁研究对象比较集中袁出现了两个研究焦点院

X尧Y 词性的不同袁在这一相同结构下又形成了词性的

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袁野研究待嵌格式的单篇文章数量

于汉语成语中袁这就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成语教学提

一是耶不噎噎不噎噎爷格式袁二是数词待嵌格式袁每种

供了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遥

格式的研究论文都在 20 篇以上遥 其他的格式虽有涉

二尧类聚法则在对外汉语成语教学的重要

及袁但数量不多遥 冶[13]而野不噎噎不噎噎冶格式就是野不 X
不 Y冶格式袁是四种类型中的典型格式袁数量也不少袁
对其进行类聚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遥

作用

2援类聚法则有助于教学的野批量式冶比较
成语教学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属于词汇教学袁而

可以说袁类聚法则是对外汉语成语教学的一种重

词汇教学的主要方法有直观教学法尧 情景教学法尧对

要方法遥 这种方法的应用袁使得教师对汉语成语的讲

[12]

比法尧实践法尧语境法尧归纳法尧游戏法袁翻译法 等遥这

授袁不再只是对单一成语的讲解袁而是将具有相同结

些方法各有优缺袁 都需要教师结合所教内容的特点袁

构袁或相同性质袁亦或相同释义模式的成语分门别类袁

王进安袁等院论对外汉语成语教学中的类聚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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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一类型成语的整体性思考与比较袁引导学生

一类型成语进行总结袁概括其共同特点袁分析其不同袁

进行野批量式冶学习袁从而掌握所学知识袁以达到识读袁

既类聚其共性袁又分析其个性袁做到点面结合尧彼此有

记忆和应用的目的遥 这种教学方法的最大好处是利于

别袁从而较为深入地掌握野不 X 不 Y冶成语待嵌格式的

野批量式冶识读遥 对教师而言袁通过类聚法则的应用袁他

总体面貌袁达到识读尧记忆和应用的目的遥

们可以将成语进行分类归纳尧对比分析袁从而有条理袁

3援类聚法则可以提高海外学生的学习效率

有层次地对成语的语义尧 结构和应用等方面进行讲

毋庸置疑袁类聚法则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袁同时

解袁形成一种整体性识读袁而不是停留在对单一成语

还是一种学习方法遥 对于外国学生来说袁成语的类聚

的理解与认识袁使海外学生能够同时认知多个结构相

学习袁就像是学习英语词汇时袁经常要应用到的词根

似的成语袁具有野批量式冶识读效果遥 对学生而言袁通过

学习法遥 由于英语的词根具有相同的基本义袁学生在

类聚法则的应用袁 他们可以将多个成语类聚在一起袁

掌握这些词根的意义之后袁 可以很容易地去识读尧背

抓住这类成语的共性特征袁举一反三袁触类旁通袁形成

诵新的单词遥 词根学习法其实就是英语词汇的一种类

具有归纳性的学习效果遥 那么如何达到这样的效果

聚学习遥 汉语成语待嵌格式的类聚与英语词根学习法

呢钥 就要看如何驾驭这种方法了遥 首先袁是单个成语的

有相似之处袁容易抓住规律袁容易由此及彼地进行比

识读遥 野批量冶是许多个体的叠加袁因此要达到野批量

较和联系袁提高学习兴趣袁提升学习效率袁以达到较好

式冶识读袁首先得对单个成语进行分析袁分析它的结

的学习效果遥 这种方法的应用袁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袁海

构尧词性和语义袁帮助学生形成初步的认识和理解遥 当

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能力袁在老师的辅导下

然袁对单个成语的解读袁要做到先易后难袁循序渐进遥

选择一种或多种待嵌格式袁进行分类学习遥 在学习中

例如袁选野不上不下冶袁肯定比先选野不古不今冶来得容

可以采取游戏法尧归纳法尧对比法袁或者举例法等袁进

易袁因为后者既有折衷之义袁又有讽刺野既无学识袁又

行发散性学习和思考遥 对于海外学生来说袁这种方法

好标新立异的人冶之义袁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曰而前者的

的应用可以使他们在由一推二尧由二推多的过程中获

语义相对比较简单袁由字面义就可以理解野下不来袁上

得学习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袁 发现成语学习的乐趣袁提

不去冶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遥 其次袁是类聚性识读遥 当

高汉语学习的兴趣遥

学生较为熟练或者说大体掌握单个成语的语义后袁再
通过结构相似的成语类聚式教学袁由一推二袁另举几
个在结构和词性上相似度较高的成语袁直接让他们采

三尧类聚法则在对外汉语成语教学中的方
法应用

用类推式方法进行理解或翻译遥 这时袁学生就会根据
最先学到的同一类型的成语的结构和词性袁对所认识

类聚法则广泛地应用于现代汉语教学中袁 且被广

的新成语进行分析遥 只要正确使用类推法袁他们对新

大师生所接受和喜爱遥 探讨类聚法则在对外汉语成语

成语的释义就能基本正确遥 如野不上不下冶野不古不今冶

教学中的应用袁可以从待嵌格式的类型分析尧语义分析

野不破不立冶野不卑不亢冶等成语袁野不冶字大都有野不能冶

和词性分析等方面入手袁 全面把握这种待嵌格式的类

后袁再进行总体性认识曰先阐释字面意思袁再进行引申

分析为例袁来说明类聚法则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遥

之义袁 而 X尧Y 则都为互为反义袁 了解了单字的意义

聚分析方法遥 我们就以成语中野不 X 不 Y冶待嵌格式的

义或比喻义的解释袁这样教学就有路可循了遥 再次袁是

首先袁从类型分析来看袁类聚就是为了化繁为简袁

整体性识读遥 虽然形式相同袁结构相同袁但语义却不尽

突出某一待嵌格式的类型特点遥 类聚是为了简化袁为

相同袁这就是成语表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在袁也是

了让海外学生更容易理解袁从而比较形象地理解某一

教学的难点之处遥 如相同结构类型的成语野不破不立冶

待嵌格式的类型特点遥 上文所分析的待嵌格式的四种

和野不卑不亢冶袁都是并列结构袁但前者在语义上却含

类型 野A噎噎B噎噎冶野A噎噎A噎噎冶野噎噎A噎噎B冶和

有条件关系袁而后者则是一般的并列关系袁而且词性
也不一样袁前者为动词袁后者为形容词遥 教师通过对这

野噎噎A噎噎A冶中袁A尧B 为固定成分袁省略号的内容为

嵌入成分袁分别用 X尧Y 来代替遥 这样一来袁上述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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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就可以用字母表 示为院AXBY尧AXAY尧XAYB 和

副词袁修饰动词袁形容词袁副词和部分名词曰此外袁野不冶

XAYA遥 那么袁野不 X 不 Y冶结构中袁野不冶就是固定成分

还可作为语气词袁详见下文分析遥 除了少数成语外袁X

嵌格式只能有并列结构尧偏正结构和拆合结构袁而拆

格式中可以是动词及其词组尧形容词尧副词或名词袁分

A袁X尧Y 就是嵌入成分遥 从结构关系来分析袁这样的待

和 Y 的词性基本上是相同的袁它们在野不 X 不 Y冶待嵌

合结构野可以看作并列结构耶不 X 不 Y爷的一种特殊形

析起来较为复杂遥 下面依据 X 和 Y 的词性进行类聚

式冶 袁而王树瑛 只将其分为并列关系和偏正关系遥
[14]

[15]

分析遥

根据初步的统计袁 并列关系在这种成语中占了大多

1.动词的类聚

数遥 所以袁又可以重点分析并列关系的待嵌格式遥 而

在野不 X 不 Y冶格式中袁X尧Y 作为动词最为常见遥

野不 X 不 Y冶中的并列关系袁虽多有否定的意思袁但也

在 212 个成语中袁有 128 个成语的 X尧Y 为动词袁占了

野并置渊并列冤 冶作为其中一种原则来论述遥 他指出袁并

素袁否定副词野不冶往往否定的是 X尧Y 所代表的行为

[16]

有比较的效果遥 利奇 在论及排序的三个原则时袁将
置或并列具备形象化意义袁由于词语在文本中的位置
靠得近袁能唤起亲密的感受袁相互间的联结性强遥 这种

总数的 60%遥 在这一类的词中袁X 和 Y 都是动词或动
动作遥 野不 X冶和野不 Y冶的结构关系也往往分成两种情
况院并列和条件遥

首先袁野不 X冶和野不 Y冶中 X尧Y 的动词或动词素表

亲密性和联结性不仅体现在时间上的位置格上袁还有
精神尧心理层面的关联性淤遥 通过比较袁就能让学生对

示并列的情况袁也就是说袁X 和 Y 是同时存在的情况袁

从类型到结构袁对待嵌格式进行分析袁由简驭繁袁让海

渊1冤不瞅不睬院瞅袁理睬遥 睬院理睬遥 不看也不搭理遥

野不 X 不 Y冶的并列关系有更深的认识遥 这样袁就可以

这种待嵌格式最为常见遥 例如院

渊2冤不稼不穑院稼袁耕种袁种田遥 穑袁收割庄稼遥 不种

外学生对这类待嵌格式的成语类型有所了解和认识遥
其次袁从语义分析来看袁类聚就是为了分析汉语
语义表达的丰富性袁突出某一待嵌结构的差异性遥 野不
X 不 Y冶的结构虽然简单袁也十分凝练袁但其所表达的

田袁不收割遥

渊3冤不偏不倚院偏尧倚袁形容词活用为动词袁偏袒遥

不偏袒任何一方袁表示公正或中立遥

渊4冤不吐不茹院不吐硬的袁不吃软的遥

语义内容却十分丰富袁表义方式十分复杂遥 一般而言袁
野不 X 不 Y冶 待嵌结构的语义有表层义和深层义的区

渊5冤不度德袁不量力院度德袁衡量德行遥 量力袁估量

别袁要注意理解和区分遥 表层义比较容易认知袁如不即

能力遥 不衡量自己的德行能否服人袁不顾及自己的能

不离尧不卑不亢尧不偏不倚和不徐不疾渊意即不慢不

力能否胜任遥
渊6冤不发古袁不修今院不效法古代袁也不遵循今制遥

快冤等曰而深层义比较难理解袁如不今不古尧不蔓不枝
渊比喻说话写文章简洁明快冤尧不三不四渊形容不象样

子或不正派冤和不挠不折渊形容操守刚正袁意志坚强冤
等遥 深层义的存在袁就是成语表义差异性的表现袁只能
通过多练习袁多实践袁更多地接触汉语文化袁才能有更
全面的认识袁做到更熟练地掌握袁这里不多赘言遥

其次袁野不 X冶和野不 Y冶在释义时存在条件的关

系袁也就是说往往先有了野不 X冶的动作袁才会有野不
Y冶的情况出现遥 例如院

渊7冤不毒不发院没受凌辱就不能发愤图强而取得

成就遥

渊8冤不破不立院不破除旧的袁就不能建立新的遥

再次袁从词性分析来看袁类聚法则的应用就是为
了更好分析相同结构的词性差异袁突出某一待嵌格式
结构功能的多样性遥 待嵌格式中的嵌入成分渊X尧Y冤袁
如果属于同一词性袁那么 X 和 Y 的类聚袁就是同一词

怪遥

渊9冤不知不罪院由于事先不知道而触犯袁就不责
渊10冤不经一事袁不长一智院不经历那件事情袁就不

性的类聚遥 待嵌格式野不 X 不 Y冶的词性分析袁其实就

能增长那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遥

语的词性较好理解袁不多赘言遥 野不冶在这种格式中多

就不能向一个方向流动遥 不停住一只脚袁另一只脚也

是三个字院不尧X 和 Y袁还有整个成语的词性遥 整个成

作为否定词否定动作行为尧性质特点和方式等袁属于

渊11冤不塞不流袁不止不行院不把其他流向堵住袁水

就不能跨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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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容词的类聚
在野不 X 不 Y冶格式中袁X尧Y 作为形容词的袁也不

在少数袁大约有 43 个袁占比为 20.3%遥 X 和 Y 作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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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4冤不识不知院没有知识袁没有见解遥

渊25冤不情不绪院形容没有心情袁百无聊赖遥

例渊20冤要例渊23冤中的成语袁虽然 X 和 Y 的本义

容词或形容词素袁 表示的是事情或人物的性质状态袁

都是名词性的袁但在释义时袁往往要将其视为名词的

加上副词野不冶袁则将这些性质状态都一一否定遥 当 X

活用袁即作为动词来使用遥

和 Y 组成形容词或形素类聚的时候袁释义也分为两种
情况遥

X 和 Y 为副词的袁在野不 X 不 Y冶的待嵌格式中是

首先袁野不 X冶和野不 Y冶中说的 X尧Y 表示的是出于

最少的袁只找到了两个袁即野不可无一袁不可有二冶尧野不

渊12冤不卑不亢院卑袁自卑遥 亢袁高傲遥 既不自卑也不

和野能冶冤不同所造成的袁表示的是同一个意思袁即野可

平行关系的两种性质状态遥 如院
高傲遥

渊13冤不骄不躁院不骄傲不急躁遥

渊14冤不徐不疾院也不快袁也不慢袁恰如其分遥
疚袁

4.副词的类聚

渊15冤不愧不怍院怍袁惭愧遥 形容做事光明没有内

可无一袁不能有二冶袁而且这两个成语只是用字渊野可冶
一而不可再冶遥
通过词类的类聚袁 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地认识
X尧Y 的词性袁尤其是一些文言词遥 由于成语多由古代
沿用至今袁文言特征较明显袁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袁如不

徐不疾尧不愧不怍尧不矜不盈等袁通过相同词类的类聚

渊16冤不仁不义院即不讲仁爱也没有道德遥 形容品

比较袁 就可以使一些较难理解的词的词性显露出来遥

其次袁野不 X 不 Y冶的待嵌格式可以译为野不 XY冶袁

汉语的一个重要方法袁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

行刻薄残忍遥

这种情况多将一个双音节形容词拆开袁并在其构成成
分之前分别加野不冶[5]袁在解释这一类词时袁可将双音节
词重新合并袁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拆合结构遥 如院
渊17冤不干不净院不干净遥
渊18冤不端不正院不端正遥

渊19冤不清不白院不清白遥 渊野不清不白冶的释义的其

中之一袁另一个解释为野不明白冶遥 冤
3.名词的类聚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袁成语待嵌格式的类聚是联系古今
内容遥

四尧类聚法则在教学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类聚法则在汉语成语教学中袁虽然具有重要的作
用袁但类聚法则在成语教学中不是万能的袁有三个方
面的问题需要注意遥
第一袁相同结构的成语袁相同位置的相同汉字袁其

X 和 Y 都是名词或名词素的情况不多袁才 26 个袁

词性尧语义或功能不一定相同遥 要明确的是袁虽然类聚

时袁虽然单看 X尧Y 的词性为名词词性袁但是将其放在

在明确某类成语的特点的时候袁要知道在这一类的成

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袁 大约为 12%遥 当 X 和 Y 为名词

法则可以用于成语中的大多数袁但并不是全部遥 我们

整个野不 X 不 Y冶的待嵌格式中袁词义大都表示与这个

语中袁 总有几个成语可能会不符合这个特点的类聚袁

名词或名词素相关的动作袁或者与方位有关渊X尧Y 为

这是很正常的袁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规则可以适

方位词冤遥 例如院

用于所有的东西袁当然袁类聚法则也不例外遥 所以袁我

渊20冤不阡不陌院阡袁田间南北向的小路遥 陌院田间

东西向的小路遥 既不是阡袁也不是陌袁比喻诗文创作不
拘一格遥

们不能因为几个成语不符合同一特点下的这个特点
的类聚袁就否定了这一特点的类聚遥 如野不 X 不 Y冶的

结构中袁野不冶字大都是否定副词袁但也有少数不是否

渊21冤不茶不饭院不吃不喝遥

定副词的情况袁如不尴不尬尧不正不当尧不间不界等袁

渊23冤不夷不惠院夷袁伯夷遥 惠袁柳下惠遥 不做伯夷也

大辞典曳对这几个成语中的野不冶字明确解释为野语气

渊22冤不稂不莠院稂袁狼尾草遥 莠袁狗尾草遥

此时的野不冶都是语气助词袁没有实义遥 叶中华多用成语

不做柳下惠袁比喻不过分固执也不过分随和遥

助词冶于遥 这类成语在教学中也应该形成类聚袁突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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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袁强调其不同之处遥 此外袁不少 X尧Y 在成语中

五尧结语

经常有词类活用的现象袁如不茶不饭等袁由于词性变

化了袁其功能和作用也就发生了变化袁像这类词袁在类
聚比较时要注意区分开来遥

成语作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重要内容袁既是重

第二袁 待嵌格式中袁X 和 Y 经常有特殊的语义关

点袁也是难点遥 虽然在海外学生的日常口语交际中袁用

别遥 在野不 X 不 Y冶的待嵌格式中袁X尧Y 的语义关系主

以说袁成语是传播汉语文化的重要载体袁也是海外学

系袁容易造成整体识读的误解袁类聚分析时要注意区
[17]

的较少袁但是却包含了大量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遥 可

要有两种院同义或近义袁对义或反义遥 此外袁还有两种

生了解汉语源流关系的重要载体袁同时袁成语教学还

特殊关系袁一种同类词袁如不茶不饭尧不轨不物等袁另

是提升海外学生写作能力的重要内容遥 因此袁对外汉

一种是 X 和 Y 本来是一个词袁 被拆开后一前一后嵌

语教学应该重视成语的教学遥 可以类聚是汉语成语的

入格式中袁如不尴不尬尧不清不楚等遥 这四种关系中袁

一个重要特点袁发现和掌握这一特点就能将其应用到

最容易误解的是对义或反义遥 因为按表层义来看袁X尧

汉语成语的教学中袁 从而提升学生对成语的识读袁记

Y 为对义或反义袁那么袁不 X 不 Y袁就应该是折衷或者
刚好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遥 如院

渊26冤不上不下院形容事情有点尴尬袁进退无法遥
人遥

渊27冤不今不古院讥讽既无学识袁又好标新立异的

因此袁在识读时要注意区别遥 此外袁待嵌格式具有

忆和应用的能力遥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袁类聚法则不是
万能的袁也是不能类推的袁教学中要注意把握方法和
分寸遥 而海外学生也要在学习和实践中恰如其分地使
用类聚法则袁举一反三袁将其应用到汉语成语的学习
中袁甚至是整个汉语词汇的学习中袁提高汉语学习的
效率和质量遥

很强的能产性特点袁能造出很多新词新语袁成语教学
中要注意区别遥 在野不 X 不 Y冶的待嵌格式中袁由于 X尧
Y 的特殊语义关系袁能产性很强袁可以造出很多词组袁
如不早不晚尧不大不小尧不哭不笑尧不长不短尧不打不

注释院
淤 英语原文院Juxtaposition can be iconic in the sense that words
which are close in text may evoke an impression of closeness

or connectedness in the fiction要not only closeness of time,

骂袁等等袁这些词组可以称之为类固定短语袁其语义多
只有表层义袁较少有深层义袁不要复杂化袁也不能和成
语混为一谈遥

but psychological or locative relatedness.

于 该辞典将野不冶解释为语气助词袁从语法的角度来看似乎不
太说得通袁但不能理解为否定副词是肯定的遥

第三袁待嵌格式有陷阱袁不能只看形式袁不看内
容袁以免产生歧义或理解不到位遥 陷阱有二袁一个是形
式陷阱袁如具备野不 X 不 Y冶的形式袁但不是我们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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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aw of Aggregation in the Idiom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要要
要Taking the embedding structure of "Not X Not Y" idiom as an example
WANG Jinan袁XUE Shi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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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diom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o the teaching of idioms should be based on

whether it is easy to read, remember and apply. The use of the law of aggregatio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idiom teaching. Through the aggregation analysis of the "not X not Y" four-character idioms, the overseas students can enhance

the semantic understanding and format cognition of the embedding structure,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usage of the fixed
component "No",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to apply embedding structures.

Key words: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diom; the law of aggregation; embedding structure; "Not X No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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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标题的战争隐喻探析
贾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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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新闻标题中袁战争隐喻被广泛使用遥 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新闻标题为研究对

象袁基于当代认知语言学框架结构理论分析野防控新冠肺炎即战争冶这一概念隐喻的认知基础尧语用效果及其成因遥 研究发
现院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即战争冶这一概念隐喻属于战争隐喻袁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高社会敏感话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曰战争隐喻在新冠状肺炎疫情新闻标题的应用有便于受众对新闻标题的解读尧增强标题醒目性尧吸引受众的语用效果曰战
争隐喻在新冠状肺炎疫情新闻标题中被广泛运用主要是受到认知概念结构相似尧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影响遥

关键词院新冠肺炎疫情曰新闻标题曰战争隐喻曰认知基础曰语用效果曰成因
中图分类号院H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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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原园030原园5

基于隐喻理论袁人类的思维和亲身体验都与隐喻

争隐喻为例展开分析袁具体例子如下院
渊1冤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密切相关袁在话语中具有框架效应和框定功能遥 从认
知语言学来看袁隐喻不仅是字词间换用的一种语言现
象袁更是一种思维和认知方式袁是人类理解和产出能

渊人民网袁2020-02-12冤

渊2冤无锡锡山 14 位勇士出征湖北抗击疫情渊新浪

力是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方式之一[1]遥 根据隐喻中源

网袁2020-02-11冤

为战争隐喻[2]遥 基于此袁笔者以 2020 年 1 月 22 日至 2

2020-02-03冤

炎疫情新闻标题为例袁借助隐喻理论和当代认知语言

15冤

渊3冤万众一心迎挑战 众志成城战疫情渊环球网袁

域的不同袁通常将源域属于战争认知域类别的隐喻称

月 22 日人民网尧环球网尧新浪网三大网站中的新冠肺
学框架结构理论考察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标题中战争
隐喻的认知基础尧语用效果及其成因遥

渊4冤疫情不必怕袁一起战胜它浴 渊人民网袁2020-02不同的概念隐喻体现了人类对目标域的不同理

解遥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袁野人民战争冶野总体战冶野阻击

战争隐喻作为概念隐喻的重要类别袁在人们理解

战冶野勇士们冶野战冶野战胜冶等都是描述战争时使用的词

野新闻标题冶话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遥 笔者在

汇袁目标域皆为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冶袁源域是野战争冶袁

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标题语料分析中袁发现战争隐喻

二者看似是不同的意象袁实则有着内在的关系袁即都

被广泛引用袁据统计袁人民网尧新浪网尧环球网 2020 年

伴随着挑战尧积极的影响以及一定杀伤性袁这里隐含

共有 1359 条袁其中使用战争隐喻的共有 611 条袁占新

新冠肺炎疫情是敌人袁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

1 月 22 日至 2 月 22 日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标题

着一个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即战争冶的概念隐喻遥

闻标题语料总数的 45%遥 文章将以使用频率最高的战

场野人民战争冶野总体战冶野阻击战冶遥 这样一来袁防控新

收稿日期院2020-08-21

作战的人就是野勇士冶袁这场战争的结局是野战胜冶它遥

作者简介院贾刚渊1995-冤袁男袁汉族袁硕士袁主要从事语言学

这些词语的搭配都是由结构隐喻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及应用语言学研究遥

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就是野战冶的过程袁与新冠肺炎疫情

即战争冶所决定的遥

贾 刚院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标题的战争隐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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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准备工作和战争的战前准备工作联系起来遥 在防

一尧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即战争冶隐喻的认

控新冠肺炎疫情之前 野动员冶医护人员坚持岗位尧医

护立下野请战书冶以及野誓师出征冶等行为都与战争开

知基础

始之前的准备工作相似遥
在 Fillmore 的框架语义学中袁一个框架就是一个

概念体系袁是由一组框架元素构成的系统袁其中的元

渊11冤野疫情来了袁我们相约逆行冶要要
要宁夏驰援湖

北医疗队出征渊环球网袁2020-01-29冤

渊12冤野中国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冶渊人民

素渊概念冤之间相互关联袁要理解这个体系中的任何一
个概念袁就必须激活整个概念体系 遥 一个隐喻框架的

网袁2020-01-30冤

的多维模型袁这些隐喻框架和框定的过程与某种特定

正在研发渊新浪网袁2020-02-04冤

[4]

渊13冤科研人员发现新冠病毒入侵细胞路径 疫苗

触点可以被激活并产生更详细的理解袁形成一个语言

的环境有关袁是一个使用隐喻表达来反映和促进特定
理解和评估主题或情况的过程遥
战争是人类社会熟悉的现象袁与战争相关的因素

从事件的过程来看袁两者都有攻也有守遥 在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中袁一方面袁科研人员尧医生向新冠病毒
发出挑战袁进行野阻击冶曰另一方面袁新冠病毒也在向我

(比如侵略尧敌人尧抗衡尧死亡等)是人们对危险的基本

们野入侵冶遥

知域形成映射关系的认知基础在于二者有诸多相似

网袁2020-01-31冤

渊14冤新加坡外长对中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渊人民

认知和基本概念遥 战争认知域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认

渊15冤野中国一定能够赢得抗击疫情的胜利冶渊环球

性袁我们通过分析战争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两个事件
的框架结构袁看看两种概念体系之间的相通之处遥
渊5冤 面对疫情 84 岁钟南山挂帅出征浴 渊新浪网袁

网袁2020-02-20冤

从事件的结果来看袁 两者都有成功尧 失败两种遥

2020-01-21冤

野胜利冶在叶现代汉语词典曳中野的定义为院一是在斗争

线医护英雄渊环球网袁2020-02-14冤

场上的胜利和失败袁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对应的是

渊6冤天王表捐款 100 万元抗击湖北疫情袁致敬一

竞赛中打败对方曰二是工作尧事业达到预定的目的遥 战

渊7冤疫情之下有真情院逆行的白衣战士渊环球网袁

治愈和防控失败遥 就事件的目的来说袁二者都以野获得

从事件的参与者来看袁 都是由对立的双方组成袁

频率比野失败冶高袁正面情绪倾向的搭配词占据大多

2020-02-05冤

胜利冶作为目标袁在新闻标题中野战胜冶野胜利冶出现的

战争的参与者包括主帅尧战士尧英雄尧敌人等袁防控新

数袁
渊16冤 世卫组织认同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

冠肺炎疫情的参与者包括医生尧护士尧病毒等遥 以野战
士冶为例袁叶现代汉语词典曳中对野战士冶的定义为院野军

略和战术手段渊环球网袁2020-02-19冤

队中最基层的成员袁泛指从事某种正义事业或参加某

从事件的方法来看袁以野战略冶为例袁叶现代汉语词

种正义斗争的人冶袁语料中的野医生冶野护士冶指的就是

典曳中对野战略冶的定义为院指导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曰比

参加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员遥 在上述例子中袁医生尧

喻决定全局的策略遥 而战争讲究战略战术袁防控新冠

护士等被隐喻成将领尧英雄尧战士遥

肺炎疫情也讲究防控的方法尧治疗的方案等遥 由此可

渊8冤致野新冠病毒冶的特殊请战书渊新浪网袁2020-

看出野战略冶已经是具有高度规约性的词语袁新闻标题

渊9冤 抗击疫情齐动员坚守岗位不放松 渊新浪网袁

略遥

渊10冤 誓师出征湖北航天医院全力抗击新冠疫情

网袁2020-02-17冤

从事件的准备来看袁医护人员参与防控尧救治疫

道冤渊人民网袁2020-02-17冤

02-11冤

2020-02-14冤

渊新浪网袁2020-01-15冤

中的野战略冶一词隐喻义为院对防控疫情工作全局的策
渊17冤沧海横流显本色 战野疫冶一线党旗红渊人民
渊18冤火线上的中流砥柱渊来自疫情防控一线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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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件的场地来看袁战场又被称作一线尧前线尧火

以便民众可以更好理解新闻标题所宣传事物的特征遥
渊19冤与病毒野零距离冶较量的排雷兵渊人民网袁

线等袁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场地主要是医院尧方舱
医院尧隔离病房等遥 在具体的新闻标题中野医院冶野方舱
医院冶等被隐喻成野一线冶野火线冶遥

2020-02-20冤

上述例子运用战争隐喻, 借人们熟悉的战争领域

综上所述袁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框架中的每一个元

的话语来说明,使谈论的问题具体和形象化袁使得新闻

素几乎在战争框架中都能找到对应的隐喻表述遥 两种

内容更大程度的被激发和理解袁更准确地传达话语意

框架结构高度相似并且框架元素之间也存在密切对

图遥

应关系袁以上这些构成了两个框架之间映射的先天基

渊二冤赋予话题陌生化袁增强标题醒目性,吸引受众遥

础袁因此袁从语义特征的角度出发袁用战争来隐喻防控

医疗话语域的新闻宣传在当今社会对于大多数

新冠肺炎疫情具有认知显著性和较强的接受性遥

二尧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即战争冶隐喻的语
用效果

受众来讲并不陌生袁关于疾病方面的报道在新闻报道
中也曾多次出现袁如 2003 年 5 月 10 日新浪网的两则
新闻标题院野天津 45 为白衣天使再赴抗非典前线冶和
野广东全力遏制非典疫情反弹院广州成为主战场冶[7]遥 虽
然战争隐喻的运用会导致新闻标题产生模糊性袁但是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饰话语的修辞手段, 也是一种
认知现象和语用现象,是野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感

其修辞功能也可以让新闻语言具备更强的吸引力遥
渊20冤 疫情攻坚时刻袁 人人都是防线 渊人民网袁

知和形成概念的工具 ,也是我们探索尧描写尧理解和解

2020-02-17冤

使用兼具隐喻的普遍性和话语环境的特殊性袁具体语

坚冶战袁将疫情防控参与者隐喻为一种野防线冶袁进而让

用效果如下院

人联想起战争对人体的危害程度袁不仅让受众重新理

释心情景的有力工具冶[5]遥 野新冠肺炎疫情冶战争隐喻的

上述例子中将新冠肺炎防控过程隐喻为一场野攻

渊一冤便于新闻标题的解读,有效传达信息遥

解已知的事件关键信息袁也鞭辟入里地揭示了新冠肺

根据信息尧交际理论的观点,交际负荷直接影响人

炎危害性较高尧治愈难度高尧传播范围广尧传播速度快

们对话语的理解袁而交际负荷通常指人们交际系统话

等尚为人所知的某些特征遥 原因可归为院一方面袁战争

语中存在未知信息的量袁要想有效实现新闻的传播功

隐喻本身包含着诸多意义袁用直观尧形象的战争语言

能,方面民众对新闻标题的解读和理解袁势必要减少在

描述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抽象事件袁可以简洁明

交际过程中的交际负荷, 即新闻标题中存在的未知信

了地解释了疾病的关键信息袁不仅能唤起与新型冠状

息遥 隐喻作为语言运用过程中的一种常见语言现象袁

病毒进行激烈对抗的形象联想袁而且能够传达出疫情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常用已知的尧具体的事物来理解和

的特点和紧迫性袁对动员全社会进行新冠肺炎疫情防

[6]

经历未知的和抽象的事物 遥 新冠肺炎疫情属于医疗

控具有积极的作用曰另一方面袁生动新奇的新闻语言

话语域袁对新闻受众来说,医疗问题一般是抽象的尧复

更容易唤醒人们新奇的阅读感受袁吸引读者的阅读兴

杂的尧敏感的袁加之作为新型病毒袁普通民众对它的认

趣和重视袁达到新闻标题的宣传效果袁而且战争是一

知更是少之又少袁 进而会带来民众极大的恐慌心理袁

个推崇力量的事件, 所以军事用语在听觉上也往往会

也不能有效调动民众很好的进行认知和预防袁因此对

更为洪亮高亢,如战胜尧请缨尧抗击等袁这使得战争隐喻

于新冠肺炎新闻标题的解读程度和宣传效果在疫情

具有更好的听觉效果遥

防控过程中尤为重要遥
新冠肺炎新闻标题运用战争隐喻是基于受众对
疫情与战争这两种事物相似性的认知袁战争隐喻可以

三尧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即战争冶隐喻的成
因分析

帮助我们利用已经熟悉的事物来理解它袁将难以理解
的抽象事物和概念通过战争隐喻将之具体和可视化,

战争隐喻在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标题中的大量使

贾 刚院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标题的战争隐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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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袁并不是偶然现象遥 笔者将从隐喻的相似性来分析

纪念和敬仰已深深的根植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遥 因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院

此袁 把新型冠状病毒映射为来势汹汹的入侵之敌袁把

渊一冤认知概念结构相似的影响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映射为战争袁反映出本民族战争历

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 我们用以思考和行动的日

史对人们思维的影响遥

常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的袁并总是习惯于以先习

渊三冤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

得的或者认知显著性强的概念系统去隐喻后习得的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来看袁由于认知概念结构相似

或者认知显著性弱的概念系统[8]遥 从战争隐喻和防疫

以及历史文化原因袁加之战争的血腥杀戮和激烈斗争

过程的概念结构方面分析袁 二者有着较多的相似性袁

具有极强的感官和心理冲击力袁中国人民的思维模式

具体表现有院一方面袁两者都共有矛盾冲突的双方并

对于战争概念已不再陌生袁战争的基本概念以及战争

伴有力量的对抗袁过程中流露激烈的情感曰另一方面袁

所带来的残酷影响早已在人们的心理上留下深的印

两者的事件历程相似袁都有发生尧发展以及结束的历

象袁对于激烈的场面以及能够给人带来震撼和恐惧的

程袁并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时间感遥

事件袁人们也习惯用战争概念去描述和建构社会各领

在上述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标题的战争隐喻中袁把

域的概念遥

新型冠状病毒隐喻成敌人袁这并不是说这种病毒本身

因此袁对于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即战争冶这一概念

是敌人遥 而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感染是一

隐喻体系,战争概念体系更为显著,能够使人自然联想

种传染性极强的突发性疫病袁并且病因不明袁救治困

到残酷尧紧迫尧对抗和毁灭的意象袁在修辞上可以引起

难袁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袁这一点与来势汹

人们的注意,使本体获得更多的关注袁既能生动尧具体

汹的敌人非常相似遥

地表现出救灾过程袁又使新闻标题在引起读者巨大的

渊二冤历史文化层面的影响

情感共鸣遥

从历史文化层面来看袁在人类历史改革过程中战

结语

争元素往往相伴而生袁 因而在人们的历史文化概念
中袁战争概念一直居于重要地位遥 对于战争概念的认

本文以人民网尧 新浪网尧 环球网 2020 年 1 月 22

知程度袁中国人民也不例外袁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更
迭尧领土的扩张都离不开战争元素袁比如古代的安史
之乱袁近代的鸦片战争尧抗日战争等等袁弥漫古今的战
争史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袁还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

日至 2 月 22 日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 1359 条新闻标

题为研究对象袁 整理出 611 条战争隐喻新闻标题袁并

对其进行了研究分析袁重点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新闻

深远的影响袁直至当下袁战争对抗的思维依然影响着

标题中战争隐喻的认知基础尧 语用效果及其成因袁通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袁比如民生领域的野坚决打赢脱

过实例和分析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院
从认知基础来看袁通过对事件的参与者尧事件的

贫攻坚战冶遥
在新冠肺炎新闻标题的战争隐喻中袁有一些使用

准备尧事件的过程尧事件的结果尧事件的方法以及事件

战争术语称赞一线工作人员的例子遥 例如将参加防

的场地分析发现战争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两个事件

控尧救治疫情工作的工作人员称为野勇士冶野英雄冶野战

的框架结构高度相似袁得出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即战

士冶袁将主动要求参加防控尧救治工作称为野请缨冶等遥

争冶这一概念隐喻属于战争隐喻袁并且用战争来隐喻

这些隐喻形式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英雄的文化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具有认知显著性和较强的接受性遥

特征袁究其原因袁这种特征的形成与我国人民长期对

从语用效果来看袁野新冠肺炎疫情冶战争隐喻的使

英雄的崇敬尧热爱息息相关遥 如为纪念南宋抗金名将

用一方面便于受众对新闻标题的解读,有效传达信息曰

岳飞建立祠庙并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曰为了纪念

另一方面赋予话题陌生化袁 增强标题醒目性, 吸引受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天

众遥

安广场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袁这些对民族英雄的

从成因分析袁战争隐喻在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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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三个方面遥
综上所述袁战争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在框架元素
和构造上有着很强的相似性袁为人们认识医疗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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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War Metaphor of News Headlines

要Taking
要要
the news title of COVID-19's epidemic as an example
JIA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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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VID-19's epidemic news headlines, war metaphors are widely used. Taking COVID-19 's epidemic news headlin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gnitive basis, pragmatic effects and causes of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Prevention and Con鄄

trol COVID -19 is War" based on the frame structure theory of contemporary cognitive linguistics. It is found that: (1)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of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COVID-19's epidemic situation is war" belongs to war metaphor.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ghly socially sensitive discourse process of COVID-19 epidemic situation.(2) the application of war metaphor in the news headlines
of the new coronapneumonia epidemic situation is convenient for the audience to interpret the news headlines, enhance the prominence of
the headlines and attract the audience. (3) the widespread use of war metaphors in the news headlines of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epi鄄
demic situation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similarity of cognitive conceptual structure,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soci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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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人类与女妖罗蕾莱相遇
要要
要德语诗歌叶渔夫曳与叶森林对话曳对比赏析
张

頔

渊维尔茨堡大学 哲学院袁 巴伐利亚 维尔茨堡 97074冤

摘

要院在德国文学作品中袁拥有美丽容貌的罗蕾莱渊Lorelei冤称得上是最著名的女妖之一遥 根据西方传说袁她有一

头金色的长发袁以其优美的歌声迷惑船夫袁但不同作者的改编使得这一经典传说具有多样版本遥 选择叶渔夫曳和叶森林对
话曳这两首德国不同文学时期有关罗蕾莱传说的诗歌袁介绍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人类与罗蕾莱的际遇袁从诗歌的语言背
景尧主角性格特征以及诗歌情景与结局等方面进行对比袁揭示这两首诗作的特有意蕴袁诠释罗蕾莱传说的文学含义遥

关键词院德国诗歌曰罗蕾莱曰歌德曰艾辛多夫曰自我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院I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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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原园035原园5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袁 德国诗歌经历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袁成为一种注重原创性尧个性以及情感表达的
文学体裁遥 特别是在德国文学的狂飙突进时期渊Sturm

und Drang袁1767-1785冤袁德国文学史上产生所谓的野体

蕾莱传说遥
本文赏析的两首有关女妖罗蕾莱的德国诗
歌要要
要歌德的叶渔夫曳和艾辛多夫的叶森林对话曳袁两位
著名诗人都遵从传说中的罗蕾莱传统形象袁并将作者

验诗冶渊Erlebnislyrik冤袁呈现出主体意识的觉醒袁人们开

自己的情感融入男性角色的性格特征中遥 那么袁当具

始关注自然袁从注重对自然的细致描摹袁到以自然为

有自我主体意识的人类与女妖相遇袁会有怎样的结局

情感抒发的媒介袁再到自然与情感的和谐相融袁诗歌

呢钥 本文将从这两首诗歌的语言背景尧主角性格特点

创作时的感情和感性比理智和理性更重要袁自我了解

以及诗歌的意象与结局等进行评析袁揭示其特有的情

和个人解放处于创作中心地位遥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

景和意蕴遥

展袁在情与景相互观照的野体验诗冶中袁看到自由主体
一个个诞生[1]遥

一尧两首诗歌的文学时期和主体人物

莱渊Lorelei冤的美貌女妖袁她站在悬崖峭壁的最高处袁一

以传说中的罗蕾莱为原型袁在德国诞生了众多知

边梳理金色长发袁一边唱着美妙歌谣袁过往的船员无

名的文学作品遥 例如袁 歌德 渊Johann Wolfgang von

野在美丽平静的莱茵河中游袁住着一个名叫罗蕾

不被她冷艳凄美的外表以及哀怨动人的歌声所诱惑袁
因为没有注意到危险的湍流和险峻的礁石袁而不幸与
船只一起葬身河底袁当这一切结束后袁河面恢复平静袁
一切就像从未发生遥 冶要要
要这就是德国民间流传的罗
收稿日期院2021-04-30
作者简介院张頔渊1995-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
德语语言文学和外语教学法研究遥

Goethe冤1778 年创作的叙事谣曲 叶渔夫曳曰 布伦塔诺
渊Clemens Brentano冤1802 年创作的小说叶戈德维曳中的
一首叙事诗叶罗蕾莱曳曰艾兴多夫渊Joseph von Eichen鄄

dorff冤 创作的诗歌 叶森林对话曳曰 罗埃本 渊Otto von

Loeben冤1821 年创作的诗歌叶罗蕾莱曳曰海涅渊Heinrich

Heine冤1824 年创作的叙事诗叶罗蕾莱曳袁并且 1837 年
德国著名作曲家西尔歇尔为这首诗谱曲袁成为一首吟
诵不止家喻户晓的德国民歌[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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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狂飙突进时期的歌德与作品叶渔夫曳

林冶遥 诗中的男主角是一个自由自我的主体袁追求美丽

歌德 渊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袁1749-1832冤袁

的女人袁 但极端强烈且危险的渴望使他无法自控袁反

德国杰出的诗人尧文学家与思想家袁被恩格斯推崇为

而陷入危险境地遥 诗中的罗蕾莱化身为一个林中女

文艺领域里野真正的奥林匹亚神山上的宙斯冶遥 歌德的

人袁同时她也是一个神秘女妖袁这种混合身份使得罗

一生跨越两个世纪袁正值欧洲社会大动荡尧大变革的

蕾莱令人无法抗拒院她是男性美好幻想的象征袁是映

年代袁封建制度日趋崩溃袁革命力量不断高涨遥 青年时

射个人欲望的镜子[9]遥

代的歌德是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袁他的很多著名
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袁作品充满狂飙突进运动的

二尧对两首诗作的文学赏析

反叛精神袁自然尧艺术尧自由尧民族和爱情是这个文学
时期的核心主题[3-4]遥 他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提高到全欧

歌德的叶渔夫曳讲述一位渔夫在水边静坐垂钓袁这

洲的先进水平袁 并对欧洲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袁

时袁一个女郎出现在水面袁她用曼妙的歌声和动听的

被公认为德意志文化的象征和后世文化的源头袁成为

话语引诱渔夫袁终于袁渔夫半推半就地跟随她沉入水

世界文学领域出类拔萃的光辉人物遥
创作于 1778 年的叶渔夫曳渊野Der Fischer冶冤袁是歌德

底[10-11]遥 而艾辛多夫的叶森林对话曳描写在深夜的森林
中袁一个徒步的男人遇到一个骑着马看似迷路的美丽

第一首以自然魔力为主题的叙事诗 渊Ballade, 叙事谣

女人袁他想帮助外表柔弱的她袁甚至称呼其为新娘想

这是一个自恋自爱的渔夫要要
要好奇尧勇敢尧激进且无

份袁但已迷失方向被困于森林深处[12]遥

曲冤遥 诗中塑造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主人公角色袁
所畏惧袁专注于自己的内在感受遥 作者将叶渔夫曳中的
女主角的女性气质与水元素相结合袁她以迷人的外表
和优美的歌声诱惑渔夫袁并通过对水的操纵使其进入
水中[5]遥 诗中描绘的水具有一种危险而又无法抵御的
诱惑力,从起初的波澜不惊袁到暗潮涌动袁最终吞噬一
切遥
渊二冤浪漫主义时期的艾辛多夫与作品叶森林对话曳
艾辛多夫渊Joseph von Eichendorff袁1788-1857冤是

带她回家袁然而不久后他意识到那女人的女巫真实身
渊一冤诗歌叶渔夫曳简要分析

这首叙事诗由四个诗节组成袁每节有八行并由交
叉韵律 渊Kreuzreim冤 和三至四个重音的抑扬格渊Jam鄄

bus冤构成遥 在语言方面袁这首诗与狂飙突进时期其他

典型诗歌一样袁一些新且复杂的单词通过构词法组成
并得到扩展袁例如 Todesglut渊烈日下丧命冤尧wellenat鄄
mend渊波涛汹涌的冤和 sehnsuchtsvoll渊急切渴望的冤遥

在这首诗中袁水的运动非常值得注意袁一方面它

19 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渊Romantik冤时期一位多产诗人

展现强大的能量和动力袁另一方面它也暗示涌动的未

和代表作家袁作品涉及诗歌尧小说尧戏剧等领域袁但以

知和危险袁例如第一诗节中第一节行对水流上涨趋势

诗歌的成就最大袁 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浪漫派诗人之

的描述院

一袁其诗歌佳作多是自然诗渊Naturlyrik冤类型[6]遥 在德语
自然诗史上袁 艾辛多夫的诗既不同于启蒙自然诗袁意

在切物象形的描写袁也不同于野狂飙突进冶袁重在主观

野水流湍急袁 水流涌涨遥 冶渊野Das wasser rauscht,

das wasser schwoll.冶冤

这句诗出现两次袁 而水这一自然元素也贯穿全

情感的抒发遥 艾辛多夫享负盛名的原因袁一方面是其

诗袁水的吸引力增强了罗蕾莱话语的诱人效果袁就如

诗歌展示了一个明亮尧清晰尧秩序井然的世界曰另一方

第四诗节的第二节行院

面袁是他敢于对诡异而又危险的灵魂境界和生命的黑

野把他赤裸的脚网起来袁冶渊野Netzt ihm den nackten

暗深渊一面发出警告[7-8]遥

FuB冶冤

叶森林对话曳渊野Waldgespr覿ch冶冤遥 故事讲述一位森林旅

之中遥 歌德还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文字游戏院在德语中

女妖罗蕾莱时袁 为时已晚袁野将永远无法走出这片森

也暗指渔夫的危险处境遥

艾辛多夫根据传说中的罗蕾莱形象创作了诗歌

者受到一位年轻美女的诱惑袁当他发现这位美女就是

从这句可以看出水已漫至渔夫的脚袁他处于危险

动词 netzt渊浸湿冤听起来与名词 Netz渊渔网冤相似袁这里

张 頔院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人类与女妖罗蕾莱相遇

这首诗中的渔夫是个非常自恋的人袁例如以下诗
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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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袁接着是女性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以下这句诗在叶森林对话曳中一共

野你的容貌吸 引着你自 己遥 冶 渊野Lockt dich dein

出现两次院

这是对他自恋动机渊Narzissten-Motiv冤的描述 [13]遥

wird schon kalt,冶冤

eigenes angesicht.冶冤

当这个曾经冷静的渔夫眼里只有自己时袁他就已经失

野天色已晚袁 天气渐冷袁冶渊野Es ist schon sp覿t, es
这句诗首次出现在第一诗节袁是男子出于对迷路

去人类自我判断的能力袁这也为他后来因为对健康安

女子的怜悯而讲的话曰而这句诗再次出现于最后一个

逸生活的强烈渴望而听从罗蕾莱的野许诺冶埋下伏笔遥

诗节袁是罗蕾莱嘲笑自不量力的男人而讲的遥 因说话

关于自恋动机这一点从古代文学中便可一探袁著名的

者的不同袁同样一句诗的两次出场却具有不同的语境

希拉斯神话渊Der Hylas-Mythos冤中自恋的男孩希拉斯

含义遥

终以悲剧结尾 遥

一成不变院由一开始男人想帮助这位美丽而柔弱女子

得冷静自省袁不久之后袁他被罗蕾莱诱惑的言语和致

动遥 这种变化通过第二诗节的第三诗行得以展现院

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袁他被三个仙子牵引入水中最
[14]

诗中渔夫的情绪状态是不断变化的院起初他表现

命的歌声所吸引袁便失去自控力并迷失内心遥 通常意
义上渔夫以捕鱼为生袁但在这首诗中袁他却作为野猎
物冶最终跟随罗蕾莱进入水中袁并被她和大自然野捕
获冶遥

同叶渔夫曳一样袁这首诗中男性角色的境况也并非
的自信无畏袁 到他认出罗蕾莱的惊慌失措并陷入被
野圆号可能在四处回响袁冶渊野Wohl irrt das Wald鄄

horn her und hin,冶冤

在这句诗中袁 艾辛多夫使用了德语动词 irrt 渊迷

惘冤遥 这里罗蕾莱以主语身份对作为宾语身份的男子
再把目光聚焦诗中女主人公袁罗蕾莱这个具有魔

说出这句诗袁irrt 动词也隐含地表明男人当前不安迷

力的女性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袁 但在这首诗

茫的状态遥 同样在这行诗中袁短语 her und hin渊那里和

中袁她与水合二为一袁或许为获取人类的灵魂想将人
们引诱到她的水域袁 她操纵水流使其接近渔夫的脚袁
并以渔夫脸庞的倒影和水面上日月光的反射引诱其
跳入水中[15]遥

最终袁渔夫听从了她的话院
野一半是她拉了他袁一半是他自己下沉遥 冶渊野Halb

zog sie ihn, halb sank er hin.冶冤

一半由于渔夫自愿袁一半出于富有吸引力的野许

诺冶袁渔夫最终沉入水中并不再可见袁只留下一个开放
式的结局遥

这里冤的使用并不普遍袁因为常见表达应该是 hin und
her渊这里和那里冤袁这种有意的颠倒法间接表达出男子
开始对自我失去控制遥

而第三诗节的最后两句袁男子对上帝的求助呼喊
则直接表现出他的彻底绝望院
野现在我认出你了要要
要上帝帮助我浴 你是女巫罗

蕾莱遥 冶渊野Jetzt kenn ich dich –Gott steh mir bei! Du
bist die Hexe Lorelei.冶冤

诗中的罗蕾莱化身为美丽柔弱的森林女人和法

术高超的女巫的混合体渊Mischung冤袁她的出现可以理

整首诗通过多次出现的句首反复与前后文中整

解为男人失去理性的原因遥 鉴于浪漫主义作品的双面

句的重复袁呈现出水世界神秘与魅惑交织的张力遥 而

性渊Ambivalenz冤袁此处美丽的女人是人类想象中对美

在自然巨大的诱惑性和危险性面前袁人类的理性自负

好事物的象征袁但同时也警醒人们袁美丽的女人也可

实则不堪一击遥

能是危险的袁且会带来不幸遥

渊二冤诗歌叶森林对话曳简要分析
诗歌 叶森林对话曳 的结构很简单袁 由四个对韵

渊Paarreimen冤的诗节组成袁在每行诗句中作者都使用

三尧两首诗歌的异同比较

带有四个重音且以重读音节为结尾的抑扬格遥 诗中两

在叶渔夫曳和叶森林对话曳中袁自然是以这样的面貌

个角色之间没有直接对话袁只有交替独白袁首先是男

出现在人类面前: 诱惑与凶险并存袁 既充满迷人的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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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袁但极致的自我和自信也会招致致命的结局遥 两位

渊三冤罗蕾莱的形象特点

诗人并未给野渔夫冶和野林中男人冶的形象提供更确切

罗蕾莱并非人类袁而是有超自然法力的女妖袁常常

的身份与背景袁他们代表的是任何一个普通的人类个

被誉为有双重形象渊Doppelbild冤院她外表柔弱袁事实上

体袁轻易便会陷入自然的迷局之中无法挣脱遥 不论是

却拥有强大法力遥 毫无疑问袁两首诗里她在面对人类众

渔夫尧森林漫步男子袁甚至是艺术家自己袁都终归还原

多性格弱点如恐惧尧迷失和自恋时袁都能处于上风遥

至生命的原初状态袁用最质朴的生命感受去理解自然

在两首诗中袁罗蕾莱达成目的的方式不同院在叶森

中与自我相契合的那一部分遥 人源于自然袁人类的理

林对话曳里袁她尖锐地嘲笑慌乱的人类无法逃脱其手

性能力是有限的袁自然的力量却是不可测的尧无界的遥

掌心曰而在叶渔夫曳里袁罗蕾莱以其美好而温柔的诺言

因而人类单纯以理性解析自然的企图是注定要落空

引诱着男人遥

的遥 相反袁人类应当放弃冰冷的理性之防袁顺应生命的

两首诗中罗蕾莱的动机并不完全相同院在叶森林

本质感受袁倾听生命内在的声响袁才会更加接近自然

对话曳中袁她施展的警告暴力又毫无掩饰袁但是在叶渔

的本源遥

夫曳中袁罗蕾莱的动机并没有如此直接和有压迫性袁至

渊一冤诗歌语言尧结构和空间

少对于读者来说还可以幻想他在水中会有个美满的

叶森林对话曳中两个角色各自都有独白袁但在叶渔

结局遥

夫曳中发言者只有罗蕾莱遥 两首诗的结构都简短而不

渊四冤男人与罗蕾莱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诗歌结局

繁杂袁作者都使用重复方式手法袁通过这种方式使情

两首诗中罗蕾莱和男人之间的力量对比走势是

绪表达得到增强袁例如在叶森林对话曳中两次出现的诗

一样的院刚开始时男人处于强势地位袁罗蕾莱被认作

句院天色已晚袁天气渐冷曰在叶渔夫曳中院水流湍急袁水流

是柔弱的普通人类袁最终情况完全相反袁罗蕾莱或通

涌涨遥 这两首诗发生的背景都在自然中袁一个在深夜

过对话或通过歌声展现了真实又危险的力量袁这使男

密林袁另一个在水流湍急的河边袁这种自然空间渲染

人们受到反击并处于被动遥

了诗歌氛围并增强了情感的表达遥

不过展现的两首诗的结局并不相同院叶森林对话曳

渊二冤男性角色的形象特点

中的男人并未美梦成真反而被罗蕾莱困于森林中曰而

在相遇发生之前袁 男人们都对美丽的事物充满期

歌德所描写的渔夫虽再也没有出现在地面袁但这并不

待与幻想袁并相信它会给自己带来好运遥 叶森林谈话曳中

表示他一定是悲剧命运遥 也许他会像罗蕾莱所承诺的

的徒步者起初坚信自己可以征服这位柔弱的女人曰而

那样在水中得到了一个符合幻想的圆满结局袁但也有

叶渔夫曳中的男人也毫无警惕的认为袁只要听从女人的

可能他只是淹死在水中遥

话进入水中就可以毫不费劲的享有永恒的健康美丽遥

为什么罗蕾莱会在这场相遇中笑到最后钥 一方

两首诗中的男人都具有表达自己感受的能力并

面袁她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袁另一方面袁人类的个体主观

依据此来了解世界遥 作为主观个体渊Subjekt冤袁他们在

性往往被冠以积极强大的正面评价袁但一旦遇到非人

两首诗中都显示出自己独立独特的思想袁这些个性使

类的女妖袁这些个人特点消极软弱的一面反而会被激

他们与众不同袁 但自我主观意识也可能是危险的袁独

发遥 两首诗中的男性角色都太过于追求自我主观性袁

立人格显示出的不利之处将反被视为弱点遥 正如在

如果叶森林对话曳中的徒步者对美丽女人的渴望没有

叶森林对话曳中一样袁心怀对美渴望的徒步者被一位美

那么极端袁而叶渔夫曳中的渔夫也没有过分自恋并一心

丽的女人所吸引袁但由于这吸引力最终使自己失去了

追逐舒适袁那么罗蕾莱的吸引力可能对他们来说并没

安全感袁迷失方向并感到恐惧遥 在叶渔夫曳中袁由于渔夫

有那么强烈袁这场相遇也可能会重写为不一样的结局遥

的自恋和好奇心袁他被罗蕾莱理想化的野许诺冶所吸
引袁并不知不觉身陷危险并最终跳入水中遥 对这样的

四尧结语

结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罗蕾莱善于迷惑人心袁另一方
面也是人类自己内心空虚不够强大所以被吸引上钩遥

由于其美丽迷人但危险神秘的形象袁罗蕾莱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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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頔院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人类与女妖罗蕾莱相遇

出现在众多德国文学尧艺术和音乐中遥 不同文学时期
的不同文学作品映射着与作者人生经历相关的主题
与特征遥 创作叶渔夫曳时不成熟的歌德仍处于人生早期
阶段袁他便在诗中描述一个自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渔
夫形象袁而晚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艾辛多夫则
在诗中赋予有关幻想尧梦幻和林中迷失的主题遥

[5] 饶贝蕾.诠释歌德叙事谣曲叶渔夫曳中的野水冶之魔力[J].泉州
师范学院学报,2016,34(5):78-81,97.

[6] 刘润芳.艾辛多夫自然诗的中国阐释[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22(2):40-44.

[7] 常璇璇.德国浪漫主义诗歌特点分析:以艾辛多夫为例[J].中
外交流,2018(42):33.

本文分析的这两首诗歌中袁 不仅仅只有罗蕾莱具

[8]

有双重特征要要
要美丽的外表和危险的吸引力袁 同样男

[9]

性角色们的性格特征也很矛盾院 他们拥有个性强烈却

mann[M].G觟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1997.

STEPHAN I.Weiblichkeit,Wasser und Tod. Undinen,Melusi鄄

nen und Wasserfrauen bei Eichendorff und Fouque[M].K觟ln:
B觟hlau,1987:117-130.

又容易失控的个体主观意识遥 男人与罗蕾莱间的力量
对比在这两首诗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遥 在这场野斗争冶

NEHRING W.Sp覿tromantiker:Eichendorff und E.T.A. Hoff鄄

[10] NIGGL G.譈berwindung der Poesie als Zaubernacht? Zu Joseph
von Eichendorffs Romanze Der Stille Grund[M] // GRIMM G.

中袁似乎男人并不属于统治罗蕾莱的一方袁反而受到这

Gedichte und Interpretationen: Deutsche Balladen. Stuttgart:

个力量强大的女性的牵制或压迫从而成为野牺牲者冶遥
尽管西方传说中的罗蕾莱常常具有负面动机并
被认为是野红颜祸水冶袁但这仍不妨碍许多文学家将这
一传说视为受欢迎和神秘的主题袁 并借此表达自己遥
也许罗蕾莱传说不是一个高深而隐晦的主题袁但仅就
这个经典的传奇而言袁就值得被撰写尧改编和流传遥

Philipp Reclam,1988:226-238.

[11] 孙文婧.歌德诗学中的抒情诗概念[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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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counter Between a Self-conscious Human and the Siren Lorelei
要Comparative
要要
appreciation of German poems 野Der Fischer冶 and 野Waldgespr覿ch冶
ZHANG Di

(School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Wuerzburg, Wuerzburg, Bavaria 97074)

Abstract: In German literary works, Lorelei, who has a beautiful appearance,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iren. Ac鄄
cording to Western legends, she had long golden hair and distracted shipmen with her beautiful singing voice, but the adaptations of dif鄄
ferent authors have made this classic legend come in various versions. This paper appreciated two German poems 野Der Fischer冶 and
野Waldgespr覿ch冶 about Lorelei's legend in different literary periods and focused on the encounter between self-subject conscious humans
and Lorelei in the poem. In additi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oems in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and background,
the personalities of the protagonists, the poetic scene and ending were also compared, to reveal the unique meaning of the two poems and
to interpret the literary meaning of Lorelei's legend.

Key words: German poem; Lorelei; Goethe; Eichendorff; self-subject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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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游客感知的全域生态旅游
小镇竞争力评价指标构建
宋一婧 1袁 陈秋华 2

渊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全域生态旅游小镇是旅游小镇中的特殊种类袁同时也是发展乡村旅游业的重要载体遥 以福建省 2020 年首批

的 15 个全域生态旅游小镇为研究对象袁通过对小镇游客的旅游感知与评价的调查袁构建了全域生态旅游小镇旅游竞争力

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遥 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法袁利用 Nvivo11 软件进行编码分析袁并结合主观赋权的专家打分法袁对评价指标
进行权重分配遥 研究结果显示袁共提取出小镇环境尧文化氛围尧小镇吸引力尧小镇管理尧服务质量 5 个一级指标以及 16 个二
级指标遥 因此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可以从生态尧旅游 IP尧文化以及人才方面着手袁采取相应措施提升小镇旅游竞争力遥

关键词院游客感知曰全域生态旅游小镇曰旅游竞争力曰评价指标曰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院F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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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原园040原园7

习近平总书记在野十三五冶规划中明确提出袁全域

提袁结合地方特色而打造的特色旅游小镇袁体现了文

旅游是旅游业未来发展的总体战略遥 野十四五冶期间旅

旅融合以及业态创新遥 因此袁对全域旅游小镇旅游竞

游业的发展必须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尧 贯彻新发展理

争力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袁为进一步提升全域

念尧构建新发展格局遥 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进步袁

旅游小镇的建设水平尧实现产品创新升级袁推动小镇

以创新驱动尧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袁推动旅

高质量发展超越提供指导方向遥

游业高质量发展遥 全域旅游小镇项目建设是新时代促
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项目袁国家对其高度重

一尧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视袁 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旅游小镇的建设遥
叶关于定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曳叶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曳

新时代背景下袁全域旅游是近几年来的关注热点袁
国家全面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的高质量创建遥 旅游小

叶关于保持和彰显特色小镇特色若干问题的通知曳等

镇是实现城乡融合袁解决野三农冶问题的有效途径[1]袁旅

游小镇是在全域旅游思路的指导下袁以市场需求为前

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曳 中曾明确提出袁

均提出要因地制宜做好旅游特色小镇的建设遥 全域旅

游与城镇应是和谐共生关系[2]遥2018 年叶国务院办公厅
要从区域全局出发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收稿日期院2021-08-07

使旅游全域化发展袁推动旅游与城镇化的融合袁建设

基金项目院福 建 省 社 科 规 划 社 科 研 究 基 地 重 大 项 目

旅游小镇遥 全域视域下的旅游小镇成为社会的关注热

渊FJ2019JDZ026冤曰福建省财政厅委托项目乡村
振兴全面振兴理论与实践渊K8119M01A冤遥

作者简介院宋一婧 (1996-)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生态旅游尧旅游企业管理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陈秋华 (1964-)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生态
旅游尧旅游管理研究遥

点袁旅游小镇应本着全域旅游的理念进行谋划[3]袁对小

镇进行野全域化冶生态治理[4]袁综合多方面的服务功能袁
考虑多方面的需求袁达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
统一袁实现全面协调发展[5]遥 因此袁全域旅游小镇应运

而生遥 旅游小镇应注重特色化发展袁在区域内要有一

宋一婧袁等院基于游客感知的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竞争力评价指标构建

些唯一的或者垄断性的景观和资源[6]遥 福建省植被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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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论研究法起源于格拉斯和斯特劳斯的一

富袁森林覆盖率居全国首位袁拥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

项实地观察袁直接从实地观察入手进行经验概括并上

源遥 为突出福建省当地特色袁福建省将全域旅游小镇

升至理论遥 其在学术界应用广泛袁近几年来在旅游领

进一步深化为全域生态旅游小镇遥 全域生态旅游小镇

域也不断被应用于定性分析袁进行数据等资料的挖掘

是指生态环境优美尧旅游资源丰富尧公共服务体系较

及理论创建遥 关于扎根理论研究法在旅游小镇研究方

完善尧旅游要素较齐全袁通过文旅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面的运用袁目前国内涉及较少遥 余构雄曾基于扎根理

展袁全社会共同参与袁实施旅游全域化成效显著的行

论的分析袁在旅游小镇的发展规划尧价值链竞争力提

政乡渊镇尧街道冤遥 福建省 2020 年首批全域生态旅游小

升尧动力保障和多目标均衡四个维度构建了关于特色

势资源与产品特色遥 因此袁有必要对各个小镇的旅游

向[18]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袁引领各个乡村乡镇向

镇共有 15 个袁如图 1袁各个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各具优

旅游小镇的创建机制袁为旅游小镇的建设发展指明方

竞争力进行比较袁但前提是必须构建对全域生态旅游

旅游特色小镇方向进行转型升级是乡村旅游高质量

小镇旅游竞争力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遥

发展的创新举措遥 陈水映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对乡村再
生尧 发展以及村镇形成阶段的关键驱动因素进行总
结袁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实践启示[19]遥游客满意度可以对
旅游小镇的发展质量进行衡量遥 孔令旺采用扎根理论

研究法对游客参与旅游小镇的满意度进行分析并得
出其影响因素袁对从旅游景区尧游客尧居民等角度进行
改进有很大的实践价值[20]遥 以扎根理论指导全域生态

旅游小镇竞争力评价指标的构建袁将有利于丰富评价
指标体系袁可更加集中尧浓缩尧全面地反映全域生态旅
游小镇的旅游竞争力袁进一步提高本研究的准确性和
全面性遥
本研究从游客感知的视角出发袁采用扎根理论研
究法对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竞争力的评价指标进行构
图 1 福建省首批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first batch of
ecotourism towns in Fujian Province

旅游小镇是旅游城镇化的结果袁杨立国通过层次
分析法构建了对旅游小镇成熟度评价的指标体系[7]袁

将生命周期理论与小镇发展融合在一起遥 李巍则采用
GIS 空间分析技术与 AHP 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袁对

小镇生态敏感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8]遥 陆一帆

建袁与之前学者不同的是袁本研究从游客感知入手袁但
最终将落脚点回归于旅游小镇袁旨在通过游客评价来
为小镇的建设发展提供意见遥 且扎根理论研究法从零
开始袁可以将影响全域生态旅游小镇旅游竞争力的全
部指标要素提炼到位袁为进一步对不同小镇之间旅游
竞争力进行研究以及比较奠定基础袁也为旅游小镇在
未来发展中提升小镇竞争力水平提供启示遥

运用 Python 和扎根理论通过对网络游记进行分析袁

二尧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者们对于旅游竞争力的研究一般集中于乡村旅游[10-12]尧

渊一冤研究方法

得出游客对旅游小镇形成地方依恋的评价维度[9]遥 学
生态旅游

[13-14]

以及区域旅游

[15-16]

方面遥 对于旅游小镇旅

游竞争力的研究较少袁赵亮曾利用修正的钻石模型对
旅游小镇的核心竞争力进行评价 袁但所采用的方法
[17]

较为传统袁评价仅局限于小镇的客观条件本身遥

2020 年福建省首批十五个全域生态旅游小镇袁这

十五个小镇遍布福建各个地级市袁且特色各异遥 因此袁
有必要对各个小镇的游客进行调查袁了解游客对于小
镇旅游竞争力的感知与评价袁进而构建出基于游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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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全域生态旅游小镇旅游竞争力的评价指标遥 本文
将采取扎根理论研究法袁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深入基

表 1 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名称及访谈结果

层袁通过访谈尧实地考察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袁通过对

Tab.1 Names of eco-tourism towns in the whole
region and interview results

资料进行总结归纳袁并将其上升为理论袁被称为最科
学有效的质性研究方法遥 扎根理论研究法共分为三个
阶段遥 第一是对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袁通过访谈等调

厦门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

查方式获取一手资料遥 第二是对资料进行分析袁包括

福州市福清市一都镇

开放式编码尧主轴编码尧选择性编码三个部分袁最后构

福州 福州市连江县筱埕镇
平潭综合实验区苏平片区白青乡

建出相应的理论框架遥 第三就是对得出的理论进行检
验袁以确保理论的有效性以及可靠性遥

泉州

渊二冤资料收集与整理
本研究选择福建省 15 个全域生态旅游小镇作为

案例地袁对参与小镇旅游的游客进行访问遥 因受疫情

龙岩

泉州市永春县五里街镇
龙岩市漳平市永福镇
龙岩市长汀县三洲镇

南平 南平市建阳区麻沙镇

影响袁访谈分线上和线下两部分进行袁线下主要是面
对面访谈袁线上则通过微信尧QQ 社交软件对游客进行

泉州市德化县水口镇

宁德

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
宁德市福安市穆云畲族乡

访问袁单次访问时长控制在半小时左右遥 访谈的问题

漳州 漳州市华安县仙都镇

主要包括七个问题遥 渊1冤您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到达

莆田 莆田市涵江区萩芦镇

的这个小镇钥 渊2冤 这个小镇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钥
渊3冤在这个小镇您都参与了哪些活动项目钥 渊4冤在小镇

三明

三明市大田县桃源镇
三明市梅列区陈大镇

旅游过程中您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经历钥 渊5冤旅游

合计

2

509

2

693

2

710

3

1984

4

1882

2

874

2
2
1

633
672
348

3

1253

2

639

2
2
2
2

33

928
597
992
837

13551

结束后您觉得这个小镇带给您的旅游感受是怎样的钥
渊6冤在这个小镇旅游中您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钥 渊7冤您

是否会向您的亲朋好友推荐这个小镇钥 为什么钥 这七
个问题能够全面地了解游客在小镇的参与体验项目尧
在小镇旅游的感受尧 对小镇的认同以及不满之处袁可
以全方位地把握游客的评价方向袁进而从中提炼出在
游客感知基础上的全域生态旅游小镇旅游竞争力的
评价维度袁 而不同于一般旅游小镇的相关评定标准遥
另外袁研究对象的选择需坚持一定的原则袁以确保理
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遥 第一是真实性原则遥 要确保访
谈对象确实是游客袁 确保游客真实到小镇参与了旅
游袁且访谈结果是游客所答袁而非随意编撰遥 第二是广
泛性原则遥因调查地点较广泛袁需对每个小镇选取 1-2
个游客进行采访袁保证访谈结果的全面性遥 第三是可

三尧评价指标的构建过程
渊一冤开放性编码
利用 NVivo11 软件对原始资料进行分类尧概括和

分析袁根据访谈语句进行编码遥 首先袁对访谈记录进行
分析袁将语句初步概念化后用 a 加阿拉伯数字进行编
码遥 其次袁对初步概念进行归类袁合并相似概念袁剔除

不合理概念袁编码为 A 加阿拉伯数字袁共得到 82 个概
念遥 最后袁将得到的概念进行范畴化袁编码为 B 加阿拉

伯数字袁共得到 15 个范畴遥 挑选其中较为典型的访谈
记录示例袁如表 2遥

渊二冤主轴编码
通过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袁 初步得到了 15 个初

靠性原则遥 在选择访谈对象的选择上应选取近两年去

始范畴遥 但这些范畴较为分散袁仍有待进一步进行高

过小镇的游客遥 经过访谈调查以及对访谈资料的整

度抽象化遥 通过分析这些初始范畴之间的关系袁并对

理袁本研究得到以下访谈结果袁如表 1遥

其进行分类袁进行主轴编码遥 最终得到了小镇环境尧文
化氛围尧小镇吸引力尧小镇管理尧服务质量五个主范
畴袁如表 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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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开放性编码示例
Tab.2 Examples of open coding
访谈一院 小镇靠海边有较大的海腥味
渊a1冤袁没有相关的管理机构袁谁都可以在
街边拉摊尧建民宿袁有的连营业执照都没
有渊a2冤遥 路比较窄袁开车很不方便渊a3冤袁路
标指示牌做的不是特别好渊a4冤遥
访谈二院这个小镇公交比较多渊a5冤袁小镇
古声古色袁很多历史韵味渊a6冤袁那边吃东
西非常便宜袁这里的特产小吃咯摊尧很地
道渊a7冤曰会看一些文化性的古迹渊a8冤遥噎噎
当地比较有名的是永春白鹤拳渊a9冤遥 附近
的饮品店太少袁点外卖有些地方距离太远
送不到渊a10冤遥
噎噎

a1 卫生差袁味道不好闻
a2 无管理机构尧商贩经营乱
a3 道路狭窄
a4 无路标指示牌
a5 公交多
a6 有历史韵味
a7 美食地道尧有特色
a8 有历史文化古迹
a9 有地方特色
a10 外卖不易送达
噎噎

A1 卫生条件不达标渊a1冤
A2 经营管理混乱渊a2冤
A3 道 路 设施 不 合格 渊a3尧a4尧
a10冤
A4 交通便捷渊a5冤
A5 有文明氛围渊a6冤
A6 有历史文化渊a8冤
A7 有当地特色产品渊a7冤
A8 有旅游吸引物渊a9冤
A9 生态良好渊a11冤
A10 地理位置好渊a12冤
噎噎
渊共 82 个概念冤

B1 卫生管理渊A1尧A25冤
B2 秩序维护渊A2尧A14冤
B3 交通可达性渊A3尧A4冤
B4 文明乡风渊A5冤
B5 历史文化渊A8冤
B6 特色产品渊A7冤
噎噎
渊共 15 个范畴冤

表 3 主轴编码后的主范畴
Tab.3 Main categories after spindle coding
地理环境
小镇环境

文化氛围

小镇吸引力

小镇管理

服务质量

小镇地理位置优越袁距离市区近袁周围游玩景点多袁气候宜人袁景观优美遥

交通可达性 路况良好袁车辆易进入袁公共交通工具便捷袁镇内外交通方便遥
公共设施

通讯设施良好袁公共厕所干净整洁且数量充足袁停车场车位充足袁配备娱乐尧游憩等设施袁排水系统完
备袁十字路口配有红绿灯袁公共场所有摄像头等遥

节庆活动

节假日有举办特色活动袁乡镇特殊日子举办庆祝活动尧聚会等遥

历史文化

有历史遗迹或建筑尧文物古迹袁历史文化故事袁有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遥

特色文化

具有民间流传的文化习俗袁民间流传手工艺袁服饰文化袁当地语言文化袁如特色民谣尧方言等遥

旅游吸引物 有代表性的特色品牌袁当地独有的旅游产品袁例如美食尧名人袁文化 IP 等
特色产品

有特色美食特产小吃尧农副特产尧特色体验项目等遥

生态治理

小镇动尧植物种类丰富袁珍稀动植物数目多袁森林覆盖率高袁水资源保护好袁空气清新遥

卫生管理

垃圾桶数量充足袁有集中处理垃圾的地方袁地面清扫干净袁无乱倒污水情况袁空气中无粪便异味遥

秩序维护

交通无严重堵塞和交通事故发生袁商贩经营有序尧文明竞争袁政府严格监管审查营业执照袁未出现人员
踩踏事件遥

文明乡风

居民有礼貌袁乐意为游客服务袁不说脏话袁经常举办文化活动如广场舞尧歌唱比赛等袁举办爱心志愿活
动提升居民责任心等遥

服务功能

小镇旅游资源丰富袁提供住宿接待尧餐饮美食尧购物消费尧娱乐体验等活动遥

服务态度

各景区尧游玩等场所的服务人员热情袁服务周到袁能耐心解答游客疑惑袁及时响应游客要求遥

服务特色

能为游客提供惊喜袁如准备小礼物尧伴手礼等袁为游客提供定制旅游线路袁提供特殊服务项目袁如免费
讲解等遥

渊三冤选择性编码

主范畴之间的关系袁是将二者进行理论化的结果遥 通

选择性编码是建立在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基

过分析 15 个初始范畴以及 5 个主范畴的含义及它们

础之上袁对已形成的概念和主范畴进一步总结提炼出
一个核心范畴遥 这个核心范畴能够反映各个概念以及

之间的关系袁得出野全域生态旅游小镇旅游竞争力冶可
作为核心范畴袁如图 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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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专家打分法来检验所得评价指标的
合理性遥 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利益相关者主要涉及政
府尧旅游企业尧小镇居民尧旅游者等几类遥 为保证所得
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袁共咨询了 12 位专家的意见遥
分别包括旅游院校专家 5 名袁 旅游协会工作人员 2
名袁生态旅游达人 2 名袁政府工作人员 1 名和小镇居

民 2 名遥 专家打分过程总共分为三步遥 第一步是咨询
专家是否认同现有评价指标袁若专家不认同则需根据

专家意见对评价指标进行修改遥 第二步是询问专家对
评价指标是否有补充袁若有则需要对评价指标进行完
善后再进行打分遥 第三步是若专家对现有评价指标无
异议袁 则由专家根据评价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打
分遥 分数有 4 个等级袁很重要 7~10 分袁较为重要 5~6

图 圆 选择性编码过程

Fig.圆 Selective coding process

分袁一般重要 3~4 分袁不重要 0~2 分遥

调查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1

四尧评价指标的检验

日袁 主要通过微信尧QQ 及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发放遥
问卷共发放两轮袁第一轮在现已构建的评价指标基础

渊一冤理论饱和度检验

上设计问卷袁由专家进行打分遥 若专家对评价指标有

通过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以及分析主范畴之间

异议则暂停发放问卷袁第二轮问卷则进行补充修正后

的关系得出核心范畴袁构建出理论框架遥 为保证所得

重新发放袁第二轮共发放 12 份问卷袁回收 12 份袁回收

理论的有效性袁需对其进行饱和度检验遥 随机访问三
位去过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的游客袁 对游客进行访谈袁
并运用 Nvivo 11 软件将访谈资料概念化尧 范畴化袁发

率 100%遥 问卷回收率很高袁专家对全域生态旅游小镇
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较为重视和认可遥

通过咨询专家意见袁 在现有评价指标基础上在小

现并无新增初始范畴袁主范畴也未改变袁故认为理论

镇吸引力主范畴下增加了野小镇独特性冶的协调因子袁

的饱和度检验通过遥

如表 4遥 由表可知袁五个主范畴重要性程度的平均分均

表 4 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竞争力评价指标及专家打分结果

Tab.4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and expert scoring results of eco-tourism towns in the whole region
小镇环境

8.333

0.850

0.102

文化氛围

7.417

1.441

0.194

小镇吸引力

7.917

0.862

0.109

小镇管理

8.000

1.000

0.125

服务质量

7.583

1.187

0.157

地理环境
交通可达性
公共设施
节庆活动
历史文化
特色文化
旅游吸引物
特色产品
小镇独特性
生态治理
卫生管理
秩序维护
文明乡风
服务功能
服务态度
服务特色

8.083
8.250
7.083
6.667
7.250
7.917
7.917
7.333
6.917
8.250
8.167
7.917
7.333
7.333
7.833
7.000

1.498
0.722
1.187
1.374
1.233
1.656
1.441
0.745
0.862
1.010
1.143
1.187
1.312
1.247
1.675
1.155

0.185
0.087
0.168
0.206
0.170
0.209
0.182
0.102
0.125
0.122
0.140
0.150
0.179
0.170
0.214
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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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分以上袁分数的标准差均在 1.5 以下袁变异系数均
在 0.2 以下袁专家意见较为一致袁对评价指标的打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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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特有的旅游 IP 来吸引游客袁体现小镇的独特性袁
即野人无我有冶的个性化特征遥

为合理遥 所以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的评价维度由小镇环

3.挖掘文化特色袁以野文冶宣扬小镇魅力

境尧文化氛围尧小镇吸引力尧小镇管理尧服务质量构成遥

文旅融合是新时代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遥 文化
的融入使得旅游更加具有内涵性袁旅游也在一定程度

五尧结论与启示

上使一些文化得到了保护袁例如历史文化遗迹尧少数
民族方言尧民歌等遥 所以袁以文促旅袁以旅兴文是全域

渊一冤结论
通过访谈 15 个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的游客袁 得到

一手访谈资料袁并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进行开放式
编码尧主轴编码袁选择性编码袁得出 5 个主范畴和 15

个初始范畴遥 经过咨询专家意见以及专家对编码所得
出的评价因子进行打分袁在一级指标旅游吸引物下增
加了小镇独特性的协调性因子遥 最终得到了 5 个一级

生态旅游小镇必然要坚持的方向遥 小镇要不断挖掘乡
镇的历史文化袁发扬自身特有文化袁利用好节假日以
及特殊节日袁通过举办一些节庆活动对小镇的文化以
及旅游资源尧旅游产品等进行宣传袁提升小镇的品味
与形象袁使得小镇的旅游发展源远流长遥
4.培养优秀人才袁以野才冶增强小镇竞争力
全域生态旅游小镇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年轻血液

评价指标以及 16 个二级评价指标袁 并得出各个评价

和智慧力量的汇入袁各个小镇的政府要制定相关的人

因子重要性程度的得分遥 一级评价指标分别为小镇环

才引进和培养政策遥 一方面要分拨专项资金用于当地

境尧文化氛围尧小镇吸引力尧小镇管理尧服务质量遥 二级

旅游服务人员服务能力的培训上袁培养一大批职业农

评价指标分别为地理环境尧交通可达性尧公共设施尧节

民遥 另一方面要通过提供优越的薪资待遇和工作尧生

庆活动尧历史文化尧特色文化尧旅游吸引物尧特色产品尧

活条件吸引年轻大学生返乡创业尧就业袁为当地乡镇

小镇独特性尧生态治理尧卫生管理尧秩序维护尧文明乡

旅游业的发展出谋划策遥 小镇只有汇入智慧的力量袁

风尧服务功能尧服务态度尧服务特色遥

才能提升整个小镇的战斗力袁才能在众多旅游小镇中

渊二冤启示
1.加强生态保护袁以野绿冶赋予小镇生命力

制胜袁更加具有竞争力遥
旅游小镇在近几年来不断兴起袁全域生态旅游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要想

镇作为其中的一个特殊类别也备受瞩目遥 利用扎根理

发展好旅游业袁就要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遥 不仅是在

论构建竞争力评价指标在旅游领域主要应用于对城

旅游开发中做到保护性开发袁注重河道等水域环境的

市旅游尧区域旅游以及民宿竞争力方面的研究袁在旅

治理曰同时在发展旅游业中也应做好宣传袁向游客尧旅

游小镇的研究中应用较少遥 全域生态旅游小镇是目前

游企业尧当地居民宣传可持续发展理念袁将生态意识

备受瞩目的一个新话题袁也是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游客

贯穿于小镇的经营消费之中遥 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袁

出游优质选择遥 因此袁对全域生态旅游小镇旅游竞争

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利益袁 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

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解非常有必要袁利用扎根理论构

合袁发展乡村旅游等产业袁促进乡村振兴遥 以生态带动

建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的评价指标能够更加全面地获

小镇的发展袁使小镇更加具有生命力袁推动小镇全面

得游客感知意见袁从游客视角出发袁较为系统全面地

协调发展遥

构建小镇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袁可为提高小镇旅游

2.打造旅游 IP袁以野奇冶提升小镇吸引力

竞争力的采取措施提供详细尧全面的参考意见遥 同时

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在旅游竞争力中制胜的关键

也有助于对不同全域生态旅游小镇进行比较袁为游客

在于小镇具有个性化的特点袁能提供旅游吸引物吸引

在旅游小镇的选择中提供方便遥 但本研究在具体评价

游客遥 很多特色小镇产品雷同袁同质化现象严重袁亦或

指标的量化措施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袁也未针对全域

是违背发展乡村旅游的初心遥 小镇急需发掘一个新奇

生态旅游小镇的旅游竞争力进行比较袁这些都是未来

制胜的点袁根据自身特色及现有旅游资源袁打造一个

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遥 在之后研究中将考虑拓展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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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主题内涵袁进一步构建全域生态旅游小镇旅游竞
争力的评估模型袁针对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的实
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袁使研究启示更具有实际性和落

[11] 王新越,朱文亮.山东省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与障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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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of Eco-Tourism
Town Based on Tourist Perception
SONG Yijing1袁 CHEN Qiuhu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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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院Eco -tourism town is a special type of tourism town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developing rural tourism. Taking the first
batch of 15 eco-tourism town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2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two-leve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tourism com鄄
petitiveness of eco-tourism towns in Fujian province was constructed by investigating the tourism 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of small town
tourists.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Nvivo11 software was used for coding analysis, and combined with the subjective weighting
expert scoring method, the weight distribution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ve first-level indicators, in鄄
cluding town environment, cultural atmosphere, town attraction, tow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quality, and 16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re
extracted. Therefore, the whole eco -tourism town can start from the aspects of ecology, tourism IP, culture and talent, and take corre鄄
sponding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own.
Key words院tourist perception; regional eco-tourism town;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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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校酒店管理本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要要
要基于转型发展和创新创业教育双重视角
张树萍袁 孙华贞袁 童

婷

(武夷学院 旅游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院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和创新创业教育对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提出了新要求遥 文章以酒店业人才需求
为导向袁以实践教学培养目标为核心袁从实践教学目标体系尧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尧实践教学保障体系尧实践教学管理与考核
评估体系四个方面构建实践教学体系遥 该体系的实施袁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尧激发学生的适应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遥

关键词院应用型本科高校曰酒店管理专业曰实践教学体系曰转型发展曰创新创业
中图分类号院G642.0

文献标识码院A

2015 年 5 月袁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曳明确要求高等学校深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1原园047原园5
普通高校在转型发展和创新创业教育双重背景下教
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遥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袁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袁促进
高等学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和就业[1]遥 同年 10 月袁

一尧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思路

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 见曳( 教发

渊一冤指导思想

教育部尧国家发改委尧财政部印发了叶关于引导部分地
[2015]7 号)袁 指出高校要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

酒店管理专业在教育理念上袁遵循理论联系实践

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袁 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袁

原则袁创造实践条件袁提升实践能力袁建设野以学生为

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袁转到增强学生

中心袁以学生专业核心能力持续改善为目标冶的实践

就业创业能力上来 遥
[2]

我国酒店管理专业多是在原有旅游管理专业渊酒

教学体系[4]遥

在实操层面上袁以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指

店方向冤基础上开设的袁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多源自

导袁通过专业核心能力分解袁明确专业核心能力的具体

旅游管理专业袁实践教学体系的层次结构尧实践教学

构成要素袁建立专业核心能力与实践课程体系的联系矩

课程体系尧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等都难以满足应用型

阵遥 以此为基础袁构建每个实践教学环节的实践教学大

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和创新创业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要

纲尧实践计划尧实践项目卡袁形成多层次递增性实践教学

求 遥 实践教学体系是应用型高校酒店管理本科专业
[3]

目标体系遥 坚持应用型大学转型背景下的创新创业教育

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在酒店管理专业学生核心

理念袁将理论教育与动手实践相结合尧创新计划与学科

能力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遥 面向转型发展和创新创业

竞赛相结合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袁创造实训条件袁规范实

教育要求袁改革实践教学体系袁实现转型发展过程中

践教学管理袁提升实践教学课程的教学质量遥

培养具备创新创业素质的应用型人才袁已经成为当前
收稿日期院2020-06-12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资助项目渊FBJG20180179冤遥
作者简介院张树萍渊1969-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酒
店管理研究遥

渊二冤建设思路
基于转型发展和创新创业教育双重视角构建酒
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袁应结合酒店业人才实际需
求和学校办学特色袁在完成酒店管理专业核心能力分
解基础上袁进行深入探讨遥 从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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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目标导向尧实践教学体系内容尧支撑实践教学

容体系在层次结构上袁从初级到高级可以划分为基础

体系实施的软硬件平台及实践教学管理和考核评估

实践教育尧专业实践教育尧综合实践教育三个层次 [7]袁

四个方面袁构建一套适合应用型本科高校酒店管理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遥

见图 2遥

二尧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转型发展尧创新创业双重视角下袁构建酒店管理
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袁应围绕应用型尧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理念袁以实践教学培养目标为核心袁以实践教学内
容尧教学条件为支撑[5]袁以实践教学管理和考核评估为
保障袁见图 1遥

图 1 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结构图

Fig.1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structure chart of
hotel Management major

渊一冤实践教学目标体系

明确实践教学目标是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的前提 遥
[6]

以酒店业人才需求为导向袁以专业核心能力培养为目

图 2 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结构图

Fig.2 The system structure chart of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of hotel management major

标袁以专业转型发展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双重要求为

基础实践模块袁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实践意识和

导向袁构建酒店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目标体系袁并贯

能力袁通过公共基础课程实践教学尧专业见习尧参观尧

穿于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遥 确定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

社会调查等袁使学生具备专业实践的基础能力袁并初

学体系教学目标的关键是从转型发展和创新创业教

步建立创新创业的思维遥

育两个角度袁对酒店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进
行分解袁补齐创新创业能力训练短板遥
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目标体系包括基础教育
实践尧专业教育实践尧综合实践教育三大模块袁具体涉
及实验渊实训冤教学尧社会实践尧单独设课的实践教学尧

对于刚入学的酒店管理专业新生而言袁专业见习
是进行专业教育的有效手段遥 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学
期袁通过安排为期一周的专业认知实习袁使其对酒店
管理专业有一定的感性认识[4]遥 专业见习内容主要涉
及游览武夷山主景区尧参观武夷山高星级酒店及特色

课外实践等遥 基础教育模块在于培养实践兴趣尧掌握

民宿袁将所见所闻所思写成专业见习报告遥 通过专业

一定的实践方法尧具有基本实践技能曰专业教育模块

见习袁学生意识到了酒店业的发展和旅游业发展之间

注重专业各项技能的实训尧实地调查尧综合分析能力

的紧密关系遥 酒店的发展应融入地方特色文化袁对酒

等培养尧训练曰综合实践教育模块主要是提升学生的

店管理专业也有了新的认识袁 甚至改变了原有的偏

综合能力袁包括发现问题尧分析问题尧解决问题的能

见袁坚定了专业思想袁具有非常有效的专业教育效果遥

力袁创新能力尧创业能力等遥 每一模块的实践教学目标

民宿是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住宿形式袁 规模

依据培养方案袁制定教学大纲尧实验渊实训冤项目卡等遥
渊二冤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为实现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目标袁实践教学内

小袁投资不多袁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兴趣[8]遥

专业实践教育阶段通过课内实验渊实训冤尧独立设

课等实践教学袁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尧发现问题尧分析

张树萍袁等院应用型高校酒店管理本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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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尧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课程实训设置了酒店前厅服

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是实践教学保障体系的又一项重

务实训尧酒店客房服务实训尧酒店餐饮服务实训尧酒店

要内容遥 推进产教融合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

管理信息系统实训尧会展服务实训尧民宿经营与管理

补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的不足遥

实训尧管家服务实训尧食品雕刻尧饮料调制实务尧茶艺

1.校内实训室建设

与茶文化尧西点烘焙等遥 实训教学大纲规定了相应的

校内实训室是开展校内实践教学的基本条件遥 目

教学内容尧 教学要求及完成后取得相应的教育学分曰

前酒店管理专业建有中西餐实训室尧 客房实训室尧形

实训项目卡规定了各项目的实训内容尧 目的与要求

体实训室尧茶艺室尧酒吧实训室尧会展策划实训室尧智

等曰实训指导书则为学生实训前准备提供了较为详细

慧酒店平台实训室尧案例及创新创业实训室等遥 其中

的说明材料袁以此培养学生掌握酒店业所需的各种业

智慧酒店平台实训室配有 OPERA 软件袁 具有前台管

务实践能力遥

理系统及佣金处理尧销售和宴会管理系统曰此外还配

综合实践阶段是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提升

有财务管理系统尧客房收益管理系统等教学软件遥 校

阶段袁主要通过岗位实习尧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渊设

内实训室建设为专业实训教育提供了保障袁 也使教学

计冤教学目标的实现而达成遥 本阶段的教学大纲详细

内容更贴近行业袁为学生后期的岗位实习奠定了基础遥

规定了教学内容尧教学安排尧考核要求等袁明确强化自

2.校外实习基地建设

主实践能力的培养遥 岗位实习由学院统一安排袁在校

打造优质的校外实习基地袁既是专业转型发展的

外实习基地进行遥 14 周左右的酒店岗位实践袁进一步

要求袁也是专业深入开展产教融合袁加强内涵建设袁提

巩固和强化了校内实训的效果遥 同时袁通过具体岗位

高办学实力的重要途径遥 学校和企业双方按照统筹规

技能训练袁将相关课程理论在实践中加以检验遥 毕业

划尧互惠互利尧合理设置尧全面开放和资源共享的原则

实习是学生就业的最后一个校外实践教学环节袁可以

来建设校外实训基地袁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与酒店管

从每个学生自身的优势及兴趣出发袁 注重个体差异袁

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袁选择与酒店管理专

采取分散实习的形式袁 通过为期 14 周左右的酒店岗

业学生核心能力培养对口袁品牌知名度高尧经济效益

位自主实习袁 进一步完善酒店管理专业的知识结构袁

好尧技术力量雄厚尧管理水平先进的高星级酒店开展

拓展了学生的专业视野袁为寻求适合的就业岗位奠定

合作遥 本专业已经与万豪酒店集团尧洲际酒店集团尧希

基础遥 毕业论文渊设计冤及答辩环节考查学生对各学科

尔顿酒店集团等国际品牌酒店集团及国内酒店集团

知识尧技术与方法的综合运用袁解决实践活动中出现

大约 20 多家高档酒店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袁 与福建

的问题的能力以及结合工作创新的能力遥
另外袁综合实践阶段还包括各种技能竞赛尧创新

省最大的旅游集团要要
要建发旅游集团成立了悦华酒

店管理学院袁为学生实习尧实践创造了有利条件袁实现

创业项目尧素质拓展尧社会实践尧职业规划等内容遥 通

理论教学与实践的无缝结合遥 依托校外实习基地袁构

过鼓励学生参加全国高等院校饭店技能大赛尧武夷学

建学生要实习酒店要学校三方权尧责尧利相对明确的

院旅游文化节等国尧校级技能竞赛袁实现野以赛代训尧

运作模式遥

以赛促学冶的实践教学目的曰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有利

3.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尧 提高创新创业能力袁是

专业师资实践教学水平直接影响实践教学效果袁

对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提升的重要补充遥

为此袁学院鼓励专业教师到知名酒店挂职锻炼袁培养

渊三冤实践教学保障体系
实践教学条件是开展实践教学的基本保障遥 校内
实训室建设为校内开展实训课程提供了必要条件袁而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袁则为学生提供了酒店岗位实
践的机会袁让学生在真正的工作场景中学习 遥 要取得
[9]

良好的实践教学效果袁离不开优秀的专业师资袁加强

野双师双能冶型教师遥 近 3 年袁武夷学院酒店管理专业

已有 3 位教师利用寒暑假时间到万豪集团旗下高档

酒店挂职学习袁 挂职时间根据酒店客情不同袁 安排 2
至 4 周不等遥 挂职的教师通过酒店不同岗位的学习尧
实践袁专业实践水平大幅度提高袁学生的课堂教学评
价也更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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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进产教融合教学模式

核评价标准遥 如叶前厅服务实训曳课程考核评价内容可

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袁产教融合

以包括平时成绩尧实训考核成绩袁并分别赋予不同的

教学模式袁通过邀请酒店精英进课堂袁可以实现专业

权重袁比如平时成绩占 20%尧实训考核成绩占 80%袁最

教育尧创新创业教育与酒店业的零距离对接遥

后得出综合成绩遥 其中平时成绩由学生出勤情况尧实

自 2017 年以来袁 酒店管理系陆续邀请酒店总经

训操作的准备情况尧实训过程中的表现等构成曰实训

理尧各部门经理等高管为酒店管理本科专业学生开设

考核则根据各个实训项目的要求袁通过演示尧操作等

了近 20 场讲座袁讲座内容涉及野酒店品牌建设冶野酒店

进行考核遥 考核注重操作过程中的熟练程度尧情景设

人力资源管理冶野酒店主题文化冶野酒店总经理的成长

计的正确性尧 合理性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妥当尧情

之路冶等遥 酒店高管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和职业发展

景展示的流畅程度渊模拟情景尧角色扮演类实训冤等袁

路径袁和学生进行分享遥 讲座结束之前袁一般会安排半

对学生的专业技能进行考核袁从而有效评价学生的学

小时左右的交流时间袁学生可以与酒店高管面对面交

习成果遥 如中西餐宴会摆台尧夜床服务实训考核等强

流袁效果显著曰邀请酒店主管级工作人员进实训室也

调业务操作规范尧娴熟程度渊占 70%冤尧主题设计创意

是产教融合教学模式的重要体现袁酒店主管在校内实
训室为学生进行中西餐摆台尧中式铺床尧鸡尾酒调制
等 10 多次实操示范袁拓展了学生的视野袁也让学生了
解到实体酒店具体业务操作的规范性袁提高了相关实

性渊占 20%冤尧整体效果渊占 10%冤等遥 表 1袁是叶前厅服
务实训曳课程中的一个实训项目的评分参考标准遥

表 1 有预订的散客入住总台接待实训评分标准
Tab.1 The reception training standards for

训课程的教学质量遥

individual guests with reservations

邀请酒店业高管进课堂是弥补酒店管理专业教
师实践能力不足尧 避免与酒店实际脱节的重要举措袁

1.实践教学管理

准备工作
识别有无
预订
填写入住
登记表
查验有效
证件

实践教学管理主要由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尧教学过

排房定价

但当下如何解决被邀的酒店高管接待问题是这项改
革能否顺利并持续进行的关键遥
渊四冤实践教学管理和考核评估体系

程管理尧教学质量管理三部分组成遥 完善的实践教学
管理制度是规范实践教学的根本保障遥 各类实践教学
目标要求要明确袁建立校内指导教师与校外实习基地
指导教师协调沟通机制袁建立酒店业专家进课堂参与
育人的长效运行机制遥 这样才能使实践教学活动有章
可循袁教学监督和检查有制度可依遥 通过实训室的使
用记录尧实践教学计划执行情况尧实训项目开出率尧综
合性渊设计性冤项目实训比率等信息对教学过程管理
加以监控袁确保实践教学质量遥
2.实践教学考核评估体系
设计与实践教学大纲相匹配的考核评价体系袁是
实践教学的基本要求遥 根据校内尧校外实践教学性质
不同袁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遥

准备工作充分袁相关信息核实准确遥
主动礼貌问候客人袁询问有无预订遥 熟
悉预订客人名单遥

10

信息填写准确无误袁对客人热情友好遥

10

会识别不同的有效证件遥
熟悉各种房态袁讲究排房顺序及排房艺
术遥

确定付款
熟悉各种付款方式的处理程序和方法遥
方式
将客人身份证连同欢迎卡尧房卡一起双
完成入住
手呈递给客人遥 为客人提供力所能及的
登记手续
方便袁预祝客人入住愉快浴
制作相关 熟悉各种表格资料的制作袁 按要求填
表格
写遥
合 计
实际得分院

15
10
20
10
15
10

100

毕业论文撰写是考察学生综合素质的一种方式袁
考核评价包括论文指导老师评价渊占 50%冤尧至少两位

评阅老师综合评价渊占 20%冤以及答辩过程评价渊占
30%冤三部分袁最后给出毕业论文综合成绩遥 校外实习

考核评价袁除了学生自评渊占 10%冤尧学校安排的实习
指导老师评价外渊50%冤袁还需要实习合作单位参与考
评渊占 40%冤袁客观尧合理地评价学生实践过程遥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袁每一项考核都有具体评价细

校内实训课程袁 要与实践教学大纲要求相匹配袁

则袁因篇幅所限袁在此不一一赘述遥 通过建立实训尧实

根据实践教学需要设计实训考核内容尧 考核方式尧考

习等考核评价体系袁规范实践教学活动袁确保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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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有序有效开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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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Construction of Hotel Management
Undergraduate Major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要要
要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n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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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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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chieve the goals of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pplication -oriented universities,
new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on the practical course of Hotel Management major. Guided by the demand of hotel talents and
taking the training target of practical teaching as the co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from four aspects: practical
teaching objective system,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system, practical teaching guarantee system, practical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as鄄
sessment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ystem has improved th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stimulated students' capabilities of
adapt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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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hotel management major;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no鄄
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第 40 卷 第 11 期
圆园21 年 11 月

武夷学院学报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灾燥造援40 晕燥援11
Nov. 圆园21

基于顾客满意视角的工商管理专业
毕业生可雇佣能力实证研究
程

春

渊仰恩大学 管理学院袁 福建 泉州 362014冤

摘

要院当前袁工商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中的趋同性和封闭性袁容易造成毕业生能力不足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问

题遥用人单位是人才培养的最终顾客袁以顾客满意为导向袁提高毕业生可雇佣能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遥采用问卷调查
法袁以福建 Y 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袁向用人单位主管发放问卷袁共回收有效问卷 320 份遥 研究结果表

明袁社交能力尧学习能力的实际评价低于期望值渊P约0.010冤袁说明用人单位不满意曰专业素养的实际评价与期望值无显著
差异渊P跃0.050冤袁说明用人单位是满意的曰其他必要技能的实际评价高于期望值渊P约0.050冤袁说明用人单位是非常满意的遥
在此基础上袁提出几点提升工商管理毕业生可雇佣能力尧提高用人单位满意水平的建议遥

关键词院工商管理专业曰顾客满意曰可雇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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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袁 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

脱节袁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袁造成毕业生能力不

展袁而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就是要提升高等教育的人才

足尧不能找到理想工作袁而企业又招不到合适人才的

培养质量遥 2018 年 6 月袁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

尴尬局面[1-2]遥 可雇佣能力被认为是个人获得工作尧维

我国进入新时代袁 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袁

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水平尧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

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袁 企业需要加强管

键遥 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应树立以顾客为导向的思

理尧促进传统管理模式的转变遥 在这一形势下袁国家需

想袁提高工商管理的人才培养水平要从提高顾客的满

要一大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工商管

意度入手袁用人单位即为人才培养的最终顾客[3]遥 本文

育工作会议也提出要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遥 随着

理人才遥 工商管理是应用性尧实践性尧创新性很强的专
业袁然而当前高校工商管理的人才培养方式普遍存在
趋同性和封闭性袁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袁理论与实践

持工作和做好工作的保证袁提高可雇佣能力是提升工

基于顾客满意视角袁站在外部顾客要要
要用人单位的角
度袁对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可雇佣能力进行实证研

究袁针对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袁提出相应的对策袁为
新时代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水平的提升提供参考

收稿日期院2019-11-22

和借鉴遥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
渊FBJG20200296冤曰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

培育计划项目渊闽教科也2017页52 号冤曰福建省本科
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渊FBJG20170285冤曰
仰恩大学教学团队项目渊仰大教也2019页5 号冤遥
作者简介院程春渊1982-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企业
管理研究遥

一尧相关文献综述
渊一冤顾客满意理论
顾客满意理论是市场营销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袁它
是指顾客将产品或服务满足其需要的感知效果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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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进行比较所形成的愉悦或失望的感觉状态[4]遥 顾

型有较好的拟合度曰于倩[11]介绍了我国高校运用顾客

客满意水平是实际感知效果与期望值之间的差异函

满意度理论提高教育教学服务质量的必要性和可行

数袁具体可表示为院顾客满意水平=实际感知效果-期

性袁并介绍了服务质量差距模型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

望值遥 当实际感知效果小于期望值袁顾客会不满意曰当

我国高校高等教育教学服务存在问题及其形成的原

实际感知效果与期望值匹配袁顾客会满意曰当实际感

因遥 从现有文献来看袁大部分研究主要以学生这一顾

知效果远大于期望值袁顾客会十分满意遥 顾客满意水

客作为研究对象袁且主要针对学校进行较为宏观的研

平的高低对顾客的后续行为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袁顾客

究袁缺乏针对具体专业的研究遥

满意是形成顾客忠诚的基础遥 顾客满意理论提出后袁

渊二冤可雇佣能力

瑞典尧美国等多个国家建立了国家顾客满意度指数模

高校的发展必须要关注社会发展袁培养出社会需

型袁顾客满意战略上升到国家层面遥 其中美国顾客满

要的人才袁并服务于社会袁这是对高校本质与功能的

意度指数渊ASCI冤模型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袁在众多国家

内在要求[12]遥 刘俊学[13]指出袁大学提供的高等教育服务

得到广泛的运用[5]袁见图 1 所示遥

必须要满足社会对人才培养的一般质量要求遥 可雇佣
能力即是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袁它是指

劳动者应该具备的获得工作尧维持工作尧在工作中得
到发展以及应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变化的能力的总
称[14]遥可雇佣能力在横向上与所有行业相关袁在纵向上
与所有职业相关袁它可以让工作者发现和实现职业生

涯的各种机会[15]遥可雇佣能力体现的是一种综合能力袁

学者们对其结构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遥 Fugate 等[16]

图 1 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

认为可雇佣能力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综合素质和能

Fig.1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model

力袁个人因素应该努力去适应环境的要求曰Ronald [17]认

顾客满意是评价产品或服务质量的一项重要标

为可雇佣能力受个体因素尧外部因素等的影响曰英国

准袁被广泛运用于经济领域遥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服务

学者 Yorke 等[18]针对大学生可雇佣能力提出了著名的

行业袁随着我国加入 WTO袁教育服务的开放程度越来

越高袁竞争越来越激烈袁其发展也要遵循市场发展规
律袁顾客满意理论在教育领域也是适用的

遥 对高校

[6-7]

USEM 模型袁 该理论指出大学生可雇佣能力由学科理

解力尧技能尧自我效能和元认知构成遥 其中学科理解力
是对学科和专业的理解和掌握能力曰技能由专业技能

而言袁一方面袁高校为学生提供教育教学服务袁促进学

和通用技能构成袁 是在岗位和职位中的实践能力曰自

生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提升曰 用人单位接收毕业生袁高

我效能是个体在采取行动之前对自身能力的一种判

校培养的人才是否合格袁要接受用人单位的检验遥 因

断和信念曰元认知是个体对自身行动的一种反思和总

此袁用人单位和学生是高校的外部顾客遥 另一方面袁教

结袁是学习能力的一种体现遥国内学者崔惠斌[19]将大学

师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实施者袁 高校需要为教师提供良

生可雇佣能力分为基础技能尧专业知识技能尧情绪管

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袁因此袁教师是高校的内部顾客 遥
[8]

[9]

理技能和元技能袁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元技能是影响

一些学者开展了相关的研究遥 赵永强 以学生这一顾

大学生可雇佣能力的核心因素遥 鲍威等[20]根据关联性

客作为分析对象袁运用二维卡诺模型分析高校教学质

将大学生可雇佣能力分成专业素养尧 问题解决能力尧

量袁并对各改善指标进行排序袁结果表明设施环境尧师

沟通能力三个维度袁共 10 个指标构成遥 总的来说袁尽

资力量对增强顾客满意度及消除顾客不满意影响最
[10]

管学者们对可雇佣能力的研究较多袁但对其构成尚未

大曰赵耀华等人 依据高等教育服务质量的特性袁对构

达成共识袁在具体指标的选取上需要根据研究对象进

成顾客满意的变量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和路径设计袁

行归纳和总结遥

构建了高校顾客满意度模型袁并通过实证分析证实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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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指标体系的建立

件的操作和应用曰掌握一定外语能力袁具备基本的听尧
说尧读尧写能力曰掌握一定的文字能力袁会进行日常材

鉴于目前关于高校毕业生可雇佣能力的认识尚

料的整理和写作遥

未达成一致袁针对具体专业的可雇佣能力指标体系缺
乏袁而可雇佣能力的基本建构模式具有相似性遥 因此袁

三尧研究方法

本研究针对专业特点和就业方向袁对现有文献中工商
管理专业学生的可雇佣能力指标进行整理袁并经多位

渊一冤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专家讨论袁最终确定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可雇佣能力

根据上述的指标体系设计问卷袁以福建 Y 大学工

的指标体系遥 该指标体系共包括 4 个维度 18 个指标遥

商管理专业作为研究对象袁向三年内录用过该校工商

维度 1 为社会交往能力袁是指工商管理毕业生与

管理专业毕业生的企业主管进行发放袁测试企业主管

他人交往的人际技能袁由表达能力尧人际交往能力尧团

对毕业生各项能力的期望与实际能力表现的评价遥 其

队合作能力尧适应能力尧管理协调能力和赢得信任能

中袁期望问项诸如院野您希望该专业毕业生表达能力应

力等构成遥 个人的能力往往有限袁要通过人际交往与

该好吗钥 冶曰实际能力表现评价的问项诸如院野您认为该

他人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关系袁 进行资源的协调和互
补袁在关键时刻袁赢得他人和团队的信任和合作遥 同
时袁在人际交往中袁要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袁并能承受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压力袁保持在不同环境下的适
应能力遥
维度 2 为学习能力袁是指工商管理毕业生的学习

专业毕业生实际表达能力好吗钥 冶遥 量表采用李克特五
点量表袁1-5 表示企业主管的看法袁 从 野1-非常不同

意冶到野5-非常同意冶遥 共发放问卷 362 份袁回收 338

份袁回收率为 93.37%曰剔除其中的无效问卷袁有效问
卷 320 份袁有效回收率为 94.67%遥
渊二冤结果与分析

和再学习能力袁包括职业规划能力尧持续学习能力尧自

1.信度和效度检验

我评价能力尧开拓创新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遥 工商管

KMO 和 Bartlett 是用于判断变量相关性的指标袁

理毕业生对自身和职业要进行正确的评价袁有清晰的
认识和定位袁确定合理的目标袁并能进行自我管理袁在
执业过程中能够保持持续学习和创新袁朝着目标不断
迈进遥
维度 3 为专业素养袁是指工商管理毕业生需要具

有与专业相关的能力遥 包括专业基本知识掌握能力尧
专业应用能力和专业前沿知识掌握能力遥 随着现代社
会分工越来越细袁专业素养是区别于不同个体袁使个
体能够较好胜任岗位工作袁并取得良好工作绩效的保
证[19]遥 专业素养不但要求工商管理毕业生能够较好掌
握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前沿知识袁同时还要对专业知识
有较好的应用能力遥
维度 4 为其他必要技能袁是指除上述三个维度之

外袁工商管理毕业生所需要具有的能力遥 包括计算机
操作和应用能力尧文字能力和外语能力遥 其他必要技
能跟专业素养不同袁是一种通用能力遥 现代企业信息
化和国际化水平越来越高袁要求工商管理毕业生掌握
计算机操作和应用能力袁会必要的办公软件和专业软

是进行因子分析的基础遥 经检验袁KMO 值为 0.923袁
Bartlett 检验值 P 为 0.000约0.001袁说明各变量间存在

显著相关袁相关矩阵不为单位阵袁量表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遥
利用 spss21.0 采用主成分法对量表进行因子分

析袁抽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袁选用最大方差法对抽

取的因子进行旋转袁系数按大小进行排序袁结果见表 1
所示遥 根据表中的数据袁得到 4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

子袁总解释度达到 70.462%曰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均大

于 0.5袁说明公因子可以解释变量的大部分变异遥 结果
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遥

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袁所有因子内部一致性系数
均大于 0.7袁为 0.927袁也大于 0.7 的可接受标准袁结果
表明量表有较好信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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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实际具有的能力水平低于用人单位的期望值曰用
表 1 可雇佣能力因子分析结果

人单位对专业素养和其他必要技能两个维度的期望

Tab.1 The result of factor analysis of employability

值位于第三和第四的位置袁没有前两个维度的期望值
高遥 同时袁这两个维度毕业生实际具有的能力水平大

表达能力
人际交往
能力
团队合作
能力
社会
交往 适应能力
能力 管理协调
能力
赢得信任
能力
承压能力
职业规划
能力
持续学习
能力
学习 自我评价
能力
能力
开拓创新
能力
自我管理
能力
专业应用
能力
专业 专业基本
素养 知识的掌握
专业前沿
知识的掌握
计算机操作
其他 和应用能力
必要 文字能力
技能
外语能力

0.828

0.770

0.725

0.660

0.678

0.638

0.787

0.701

0.697

0.624

0.619
0.587

Cronbach's alpha

0.905

0.679

0.683

0.662

0.642

0.613

0.933

0.856

0.830

0.843

0.785

0.814

0.797

0.886

0.837

0.801

0.630

0.709

0.927

0.756

望值袁其他各项指标均是实际能力水平高于期望值遥

Tab.2 The summary of the expectation and actual value of business

0.702

累计解释
24.049% 43.300% 58.908% 70.462%
能力

等于期望值袁文字能力掌握的实际能力水平略低于期

0.748
0.652

解释能力 24.049% 19.251% 15.608% 11.554%

度的具体指标上袁专业前沿知识掌握的实际能力水平

表 2 企业主管对工商管理毕业生能力期望值

0.710

0.791

的能力培养超过用人单位的期望遥 其中袁在这两个维

0.650
0.582

0.715

于用人单位期望值袁说明高校对毕业生在这两个维度

与实际值汇总表
administration graduates' ability by enterprise executives

社会
交往
能力

0.781
要
要要
要
要要
要
要要
要
要要

学习
能力

2.企业主管对工商管理毕业生能力期望值与实际
值差距分析
表 2 是企业主管对工商管理毕业生能力期望值

与实际值的汇总遥 根据表中的数据袁社会交往能力和

学习能力两个维度下的所有指标均是实际值约期望

专业
素养

值袁结果导致这两个维度的均值也是实际值约期望值袁
同时社会交往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期望值在四个维度
中分为位居第一和第二袁说明在所有的可雇佣能力构
成维度中袁这两个维度是企业最看重的袁企业对工商
管理毕业生的期望较高袁但是袁目前毕业生在这两个

其他
必要
技能

表达能力
人际交往
能力
团队合作
能力
适应能力
管理协调
能力
赢得信任
能力
承压能力
职业规划
能力
持续学习
能力
自我评价
能力
开拓创新
能力
自我管理
能力
专业应用
能力
专业基本
知识的
掌握
专业前沿
知识的掌握
计算机操作
和应用
能力
文字能力
外语能力

4.71

4.47

4.75

4.55

4.66

4.50

4.72
4.65

4.46
4.54

4.68

4.53

4.49

4.41

4.66

实际值约
期望值

4.49

4.68

4.52

4.52

4.44

4.51

4.38

4.65

4.48

4.42

4.43

4.41

4.44

4.34

4.34

4.38

4.43

4.44

4.43

3.95

4.6893 4.5054

4.18

4.5706 4.4450

4.3917 4.4042

4.2594 4.3469

实际值约
期望值

实际值跃
期望值

实际值跃
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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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毕业生具有的可雇佣能力的实

差异渊P跃0.050冤袁说明用人单位是满意的曰其他必要技

际水平与用人单位期望之间的差距袁对数据进行配对

能的实际评价高于期望值渊P约0.050冤袁说明用人单位

样本 t 检验袁结果见表 3遥 根据表中的结果袁社交能力尧

是非常满意的遥 在此基础上袁得到用人单位对工商管

学习能力的实际评价低于期望值渊P约0.010冤袁说明用
人单位不满意曰专业素养的实际评价与期望值无显著

理专业毕业生可雇佣能力各维度的满意情况见表 4遥

表 3 实际水平与期望值 t 检验结果表
Tab.3 The t-test result of actual level and expected value

社交能力
学习能力
专业素养
其他必要技

-0.18393

0.48768

0.02726

-0.23756

-0.13029

-6.747

319

0.000

0.01250

0.65866

0.03682

-0.05994

0.08494

0.339

319

0.734

-0.12563
0.08750

0.49987

0.02794

0.60990

0.03409

-0.18060
0.02042

-0.07065
0.15458

-4.496
2.566

319
319

0.000
0.011

渊一冤加强校企合作袁全面认识和了解顾客所需
表 4 用人单位对工商管理毕业生可雇佣

工商管理专业是一个与行业和企业经济活动联

能力各维度的满意情况

系十分紧密的专业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一定要秉承开

Tab.4 The employers' satisfaction with each dimension of

放协同的态度袁加强校企合作袁全面认识和了解用人

employability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raduates

单位这一最终顾客对毕业生可雇佣能力的实际需求袁
提高行业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参与度袁与用人单位联

社交能力

不满意

学习能力

不满意

专业素养

满意

其他必要技能

非常满意

合进行培养方案的制定袁 实行人才的定制化培养袁更
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遥
渊二冤增强毕业生的主体意识袁培养社交能力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社交能力的期望较高袁应充分
发挥家校联动袁 加强对学生参与社交活动的引导袁帮

四尧结论与建议

助学生积极投入到社团活动尧参与校内外实践袁全面
提升社交能力遥 学校积极为学生社交能力的培养创造

根据研究结果袁用人单位对工商管理毕业生可雇

条件袁同时袁家庭所拥有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和社会

佣能力在专业素养和其他必要技能方面是满意和非

关系网络的建立在毕业生社交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上

常满意的袁 在社交能力和学习能力方面是不满意的袁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21]袁要积极提供支持和帮助遥

这可能是由于当前的工商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主要

渊三冤深化教学改革袁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侧重于专业素养和其他基本技能方面袁在社交能力和

可雇佣能力具有动态性袁学习能力是职业长远发

学习能力方面培养的力度不够袁出现这两类能力欠缺

展的保证遥 在教学过程中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

的情况袁 从而不能很好满足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要遥

合袁改革教学方式袁采用翻转课堂尧案例分析尧项目教

由于这两类能力在用人单位对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

学尧 情景模拟等方式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的参与性袁

可雇佣能力的期望中处于重要位置袁因此袁要全面提

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尧 主动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精神袁并

高用人单位对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可雇佣能力的满

鼓励学生遇到问题自觉去找寻答案曰加强课程思政建

意度袁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毕业生社交能力和学习能力

设袁引导学生进行学业和职业的规划袁明确努力的目

的培养袁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院

标和方向袁指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管理袁正确

窑 57 窑

程 春院基于顾客满意视角的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可雇佣能力实证研究

系统工程,2007(11):85-90.

认识存在的不足袁并通过不断学习朝着目标迈进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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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Employability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radu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CHENG Chun

Abstract:

(School of Management, Yang'en University, Quanzhou袁Fujian 362014 )

At present, the convergence and closur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in talent training tend to lead to the problem that
graduates are not capable enough to meet the market demand. Employers are the final customers of talent training. The key to this problem
is to take customer satisfaction as the orientation and improve the employability of graduates.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question鄄
naire survey, taking the graduates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of Fujian Y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ends out question鄄
naires to the supervisors of the employers. A total of 320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tual evaluation of
social abi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is lower than the expected value (P < 0.010), indicating that the employer is not satisfied;There is no sig鄄
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tual evalua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the expectation (P > 0.050), indicating that the employer is
satisfied;The actual evaluation of other necessary skills is higher than expected (P < 0.050), indicating that the employer is very satisfied.
On this basis,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employability of graduates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employers.

Key word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customer satisfaction; emplo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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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形式在畲族传统文化展示中应用的思考
张守用袁 信玉峰袁 李婧娴
渊三明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袁 福建 三明 365004)

摘

要院运用现代化技术进行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保护袁是实现传统文化生态化的重要手段和必要措施遥 畲族

传统文化作为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同样面临民族文化与现代技术相融合的问题遥 动画形式作为传承与展
示畲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袁在展示畲族文化方面具有独特价值袁使观众在感受畲族传统文化的魅力时增加趣味性与互
动性袁提升体验感受遥 因此将动画形式应用到畲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体验之中袁构建丰富多彩的畲族传统文化数字化资源袁
有利于畲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遥 对畲族民族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和现实意义遥

关键词院畲族传统文化曰动画形式曰展示曰数字化资源
中图分类号院G260

文献标识码院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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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服饰艺术宝库增添了多元化元素

一尧畲族传统文化遗产概述

和色彩袁 具有极高的艺术研究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
涵遥 而且畲族民族服饰图案的基本特征尧纹样的符号

畲族袁作为中国南方游耕民族袁在其千百年的成

意义袁在于它表现出群体的公共认识反映出畲族人民

长与发展过程中袁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袁具有

用图案和纹样展现对美好事物与美好愿望的向往袁从

鲜明的特色和艺术研究价值遥 历经时代变迁袁畲族传

中可以体味到生活的自然气息与神奇力量遥

统文化得到了良好的传承与发展袁使得畲族为中华文

在畲族民族服饰中袁男装的款式和颜色以及纹案

化史留下了美丽篇章袁在众多传统文化当中袁畲族民

较为简单曰女装相较于男装而言袁装饰性更强袁女装上

族服饰尧传统建筑和传统工艺等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的装饰图案与刺绣题材更加丰富袁寓意相对来说也更

遗产遥

加深刻遥 例如畲族民族服饰中的野凤凰装冶袁是模仿畲

渊一冤畲族民族服饰

族的凤凰图腾而设计和制作的袁 凤凰装不仅色彩斑

畲族民族服饰作为畲族标志性的符号袁是穿在身

斓袁同时运用了丰富的畲族传统纹样袁通过刺绣的技

上的文明曰畲族民族服饰的图案构思袁反映了畲族人

艺呈现在衣服上袁达到了形与色的完美融合[1]遥 畲族妇

民的智慧遥 无论款式尧颜色还是纹案都汇聚了畲族诸

女比较流行和常见的头式也称为凤凰头袁结婚时佩戴

多文化要素袁 生动形象地反映了畲族的发展历史尧文

的头冠称作野凤冠冶袁把具有民族特色的饰品与织物装

化特色与经济状况袁 展现出了畲族文化的独特魅力遥

饰在凤冠上袁既美观又具畲族特色曰凤凰装蕴含着丰

收稿日期院2020-05-08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渊FJ2020C053冤曰三明
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渊J2010215冤曰福建省中
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JAS19345/A201914冤遥
作者简介院张守用渊1988-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三维
动画尧民族服饰数字化展示设计研究遥

富而又深刻文化内涵袁同时也展现出畲族人民对美好
事物的向往袁凤凰装也被誉为畲族民族文化的一朵奇
葩[2]遥

渊二冤畲族传统建筑
畲族群众自称野山哈冶袁把自己看作山里的客人遥

这和他们的居住环境有密切的联系遥 畲族乡或者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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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绝大多数都处于高山深处袁 交通相对闭塞的山

种野表现性形式冶袁突出所植入畲族元素的民族文化价

区遥 所以袁畲族传统建筑也具有本民族的独特韵味袁建

值袁 演绎出畲族传统文化艺术符号形式的审美价值遥

房屋时一般选用茅草尧木料尧竹子等遥 因为畲族聚集区

目前袁关于畲族传统文化的动画绝大多数都是实验动

多为山区袁所以在选取木料时多用优质坚固耐用的木

画短片曰笔者根据田野考察的资料进行了畲族传统文

材袁畲族传统建筑标志性建筑主要有祖祠和规模较大

化题材的动画短片创作尝试袁并对短片创作过程进行

的私宅等遥 雕饰做工精美袁不仅美观而且是建筑结构

归纳与总结袁对畲族民族服饰尧畲族传统建筑以及畲

的一部分袁同时袁畲族传统建筑雕饰所展现的文化和

族传统工艺元素在短片中运用手法与技巧进行了分

艺术魅力也成为了一种畲族符号曰由此可见袁畲族建

析与探讨遥

筑的雕饰在装饰和实用这两个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遥

渊一冤动画形式对畲族民族服饰艺术特色的展示

畲族工匠综合了建筑雕刻的材质尧手法以及纹案等多

畲族传统文化题材动画短片中袁角色造型可以塑

方面的因素袁创作出了呈现在大众面前既实用又美观

造出个性化的人物遥 其中袁动画人物的服饰设计是动

的雕饰精品遥

画角色塑造的重要环节袁因为特色鲜明的服饰能够凸

畲族传统建筑之所能成为畲族传统文化的又一
特色符号遥 一方面袁传统建筑是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袁

显动画人物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性格[6]遥 所以这一环节
就应该把畲族民族服饰的元素植入到动画人物中袁通

它蕴含着畲族的历史文化的积累袁同时通过畲族传统

过畲族服饰元素的植入来界定动画人物的民族身份遥

建筑可以折射出畲族发展历程中历史观尧 文化观尧价

这样才能运用设计的畲族动画人物表演剧情所需要

值观以及生态观的演变和形成袁直观地展现出畲族人

的情节遥 在角色设计过程中袁给动画人物穿上畲族民

民的精气神和文化底蕴曰另一方面袁畲族传统建筑所

族服饰袁就能很直观的展现出整部动画短片的民族特

需材料来源于畲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当中袁很好的体现

色与风情遥 假设人物角色在动画表演里袁没有特色鲜

了畲族群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理念袁同时从畲

明的畲族服饰符号元素的运用袁就很难辨别出短片想

族传统建筑的位置尧 设计以及构造等方面可以看出袁

要表现的特定的民族风格遥 可见袁民族服饰在动画人

畲族群众希望自己的建筑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袁增加人

物造型和表演方面有着重要的艺术价值遥

们的生活情趣与美好追求 遥
[3]

植入到动画短片中的畲族民族服饰元素不再单

渊三冤畲族传统工艺

是一种服装袁而是成为动画角色造型的装饰性符号和

畲族传统工艺主要有刺绣尧织花带尧竹编以及剪

动画表演的手段遥 畲族民族服装的样式尧色彩和纹样

纸等[4]遥 畲族人穿着的民族服饰都习惯绣花袁畲绣作为

等都属于装饰性符号的范畴遥 根据人物角色的性别尧

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袁其技艺精湛袁文化与艺

年龄尧身份等信息设计与之匹配的服饰款式袁人物角

术价值深厚遥 刺绣图案多为动植物和几何纹袁也有人

色身上的服饰袁无论是外在的样式尧纹样尧色彩还是内

物袁色彩鲜明袁对比强烈遥 花带用各色丝线手工编织袁

在的文化意蕴袁都是人物角色在进行表演吸引观众眼

长宽不一袁规格多样袁与畲族服饰的颜色与纹案和谐

球的重要元素袁但是把畲族民族服饰元素植入到动画

统一遥 竹编形式也各式各样袁例如斗笠尧竹筐尧竹编工

片中袁畲族民族服饰所依附的艺术形式发生了很大变

艺品袁既能满足平时生活所需袁又能起到一定的装饰

化袁在动画短片中袁简化了畲族民族服饰繁复的图案

作用遥 畲族剪纸图案精致袁题材多样袁寓意丰富与深

和花纹袁通过单线平涂线条勾勒的绘制技法和色块填

刻遥 展现出了畲族人民的智慧与对美的追求 遥

涂的表现形式可以更加容易完成人物服饰的工作袁同

[5]

二尧动画形式展示畲族传统文化的艺术特色
动画形式作为野艺术符号冶袁把畲族传统文化中的
代表元素植入动画艺术当中袁使其成为动画艺术的一

时符合二维动画角色设计中原画与中间画的绘制特
点与工艺袁动画短片整体效果更加和谐袁视觉形式的
冲击力也更加强烈袁如图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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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畲族传统建筑设计参考图

图 1 畲族人物设计图

Fig.1 Figure design of She nationality

Fig.3 S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design reference drawing

渊三冤动画形式对畲族传统工艺艺术特色的展示
通过动画故事的设定袁把畲族传统工艺借助动画

渊二冤动画形式对畲族传统建筑艺术特色的展示

表演展现出来是最直观的一种表现形式遥 畲族传统工

场景设计环节袁首先要对畲族传统建筑进行深刻

艺在畲族人民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出来袁

的了解和理解袁 精确把握畲族传统建筑结构的特点袁

例如畲绣作为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袁其技艺精

比如屋院的组成结构袁高矮比例袁家装特点等遥 笔者在

湛袁文化与艺术价值深厚遥 笔者在创作畲族题材的动

进行畲族题材的动画短片创作中袁主要根据畲族乡的

画短片中袁 专门设计与构思了畲绣工艺展示的场景袁

实地考察拍摄的照片与畲族传统建筑方面的文献资

把畲绣元素植入到动画短片的故事情节当中袁通过动

料专门研究之后进行设计与制作袁运用了三维建模技

画表演的程式化动作生动野还原冶出畲绣工艺的制作

术进行动画短片中场景的设计袁经过野前期畲族传统

流程袁形象地展现出畲族的凤凰图腾纹案袁如图 4遥

建筑相关数据采集一各部分具体数据预处理一根据
三视图创建出具体模型一各部分场景模型进行组合冶
流程完成场景的工作遥 例如袁设计与制作具有畲族特
色的集市等场景模型时袁参考了福建省三明市青水畲
乡的同类型的传统建筑袁参考图片资料解决了场景各
部位尺寸与形状的难题以及建筑材质的问题曰通过场

图 4 畲绣凤凰纹案设计图

景模型的重组完成了故事情节中对集市场景多角度
和逼真性的需求袁如图 2尧图 3遥 把畲族传统建筑的外

Fig.4 She embroidery phoenix pattern design

型与内饰元素运用到动画场景的设计当中袁能够很好

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动漫衍生产品成为当今年

地展示出畲族传统建筑的结构与纹案特色袁同时使其

轻的传统文化爱好人群的个性化选择与消费需求遥 根

与具有畲族特色的动画人物相融合袁达到了画面的和

据畲族题材动画短片中传统文化元素与传统工艺相

谐统一袁更好地展示出畲族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

结合袁可以设计出一系列的动漫衍生产品袁满足畲族

共生的生活理念遥

传统文化爱好者对产品的时尚性袁个性化诉求遥 例如袁
把动画短片中具有代表性的动画场景运用到书签和
明信片设计中曰还可以根据动画短片故事情节的不同
设计出不同系列的书签与明信片袁满足畲族传统文化
爱好者多样化需求遥 把畲族具有标示性的颜色运用到
杯子设计中袁畲族传统色彩的丰富性为杯子色彩元素
的提取起到很大的借鉴作用遥 此外袁还可以把动画短
片中经典的纹案运用到抱枕的制作与设计中袁把动画

图 2 畲族传统建筑设计图

Fig.2 S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design

短片中的道具进行实物化袁野还原冶 设计出生活用具
等袁如图 5遥

张守用袁等院动画形式在畲族传统文化展示中应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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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中以优美的凤凰为图案的凤凰装袁野凤凰冶 二字和
野凤凰冶精神袁充实了于畬族群众的生活和灵魂袁具有

千丝万缕而密不可分的内在意趣遥 畲族具有丰富民族
传说和民间故事资源袁比如袁盘瓠王和三公主尧高辛与
龙王等袁 这些都可以成为畲族动画创作的题材或元
素袁极具民族特色遥
图 5 畲族工艺产品效果图

Fig.5 Effect drawing of She nationality craft products

三尧动画形式展示畲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及

渊二冤动画形式展示畲族传统文化的趋势
随着动画技术的发展袁用于展示畲族传统文化的
动画形式也日趋丰富与成熟遥 三维动画以及 VR/AR
体验式动画等形式会成为新的方向与趋势遥
1.三维动画形式

趋势

由于表情与动作捕捉等技术与软件的开发和运
动画的趣味性以及互动性给畲族传统文化的展

用袁 民族题材的动画人物形象更贴近畲族居民的形

示带来了新的形式袁动画形式将其用新的传播载体将

象袁表情会更加自然袁动作会更加流畅与协调袁这样就

其展现袁用新媒体技术尧新思想创意袁让人们更容易去

会很好地模拟畲族民众中在展示畲族舞蹈以及畲族

接受袁更加自觉地去接纳畲族传统文化袁促进畲族文

工艺等方面的肢体动作袁使得观众对畲族传统文化有

化的弘扬与发展遥 将数字动画技术运用到畲族传统文

更深刻的了解曰同时会很好地解决以往动画人物表情

化的展示中袁 是对传统传播手段的一种扩展和补充遥

与动作僵硬袁人物形象民族尧年龄不明显等问题遥 服饰

也是发展与传承畲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趋势 遥
[7]

渊一冤动画形式展示畲族传统文化的价值

布料系统软件的出现袁解决了以往民族动画片中服饰
面料质感不明显袁角色穿着的民族服饰尺寸与动画人

运用动画形式对畲族传统文化进行弘扬和传承袁

物不匹配或不协调的难题袁这一难题的解决袁使得民

不仅可以对目前保留完整的畲族民俗文化活动进行

族题材的动画人物穿着得到民族服饰质感纹案会更

展示与演绎袁而且动画形式作为现代文化传媒的重要

贴近真实的畲族民族服饰遥 为观众创造了可以欣赏具

传播载体袁相较于传统的传播手段更加的生动有趣和

有独特魅力的畲族民族服饰的野神秘空间冶袁同时也为

方便快捷遥 此外袁动画形式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符合

畲族民族服饰与畲族传统技艺学者与专家提供了丰

了信息化时代下大众的审美观念袁满足了观众对民族

富而生动的影像资料遥

传统文化传承的多样化的需求遥 动画形式作为展示民

2.VR/AR 体验式动画形式

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袁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载体来弘

随着虚拟现实内容日渐丰富袁VR/AR 技术的日趋

扬畲族传统文化袁成为畲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创

成熟袁民族动画形式更加多样化袁虚拟现实也将会变

新方式遥 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政策

得更加主流遥 而 VR/AR 体验式民族题材动画形式未

和动画发展的优惠政策袁为畲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动
画形式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契机遥 畲族题材的动画创作
理念需要汲取畲族传统文化中的营养袁畲族传统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借助动画形式的进行展示与传播袁
两种政策双管齐下袁从而达到了畲族传统文化与动画
作品的融合遥

来发展趋势也备受动画业内关注袁 从目前来看袁VR/
AR 体验式民族题材动画形式拥有三大发展态势院

第一袁角色体验遥 野体验冶概念下的动画形式袁以体

验者的精神感受为中心袁所有的感受要以人为本遥 VA/
AR 技术与动作捕捉技术相结合袁 可以很好地达到真
正的角色体验袁动画人物的动作和服饰可以由体验者

畲族传统文化中袁可以利用和挖掘的元素非常丰

来进行和穿戴袁 从而使体验者对畲族民族服饰纹案尧

富遥 例如袁畲族特别崇拜凤凰袁畲族人对凤凰很是崇拜

畲绣技艺等有深层次的了解遥 同时还可以结合 3D 打

和信赖遥 从表面到精神层面袁无处不在遥 比如畬族的服

印技术衍生出一系列的畲族特色动漫产品[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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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袁声音体验遥 VR/AR 技术可以使动画进行全

活力遥 在畲族传统文化题材的动画创作过程当中袁对

新的全向麦克风来捕捉 360 度的声音袁这样就可以把

畲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艺术内涵和审美价值进行深

为畲族民族题材的动画面配的畲语和畲族民歌生动

入的挖掘和剖析袁开拓了动画创作题材和视角遥 从而

的模拟出来袁以带来更加逼真的音效体验袁换言之袁带

表明了吸收与融合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元素袁是我

来更真实的体验遥 感受畲乡真实的声临其境的体验袁

国动画艺术坚持民族化行之有效的途径和策略袁使我

动画虚拟的畲族语言与现实生活中的差别将会缩到

国动画在题材和艺术形式上独树一帜袁屹立于世界动

更小遥 同时袁这种基于增强现实的野所听即所得冶的动

画之林曰同时对畲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工作起到

画形式袁大大简化民族题材动画制作中配音和音效制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遥

作带来的工作量袁降低制作成本遥 使动画形式成为畲
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强劲动力遥
第三袁情景体验遥 VR/AR 可以为人们带来身临其

境的真实感袁首先野情境冶要以野情境冶为基础袁前者是
后者本质精神的提炼和升华[9]遥360 度全景动画画面要
比常规的动画画面更容易获得关注袁所以动画形式与

VR/AR 技术相结合袁在体验畲族传统文化方面会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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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Animation Form
in the Display of She Traditional Culture
ZHANG Shouyong, XIN Yufeng, LI Jingxian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

Abstract院 The use of modern technology to explore and protec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means and necessary measure to
realize the ecolog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he traditional culture also faces the problem
of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technology.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inheriting and display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She nationality, animation form has unique value in displaying the culture of She nationality, which makes the audience more interesting
and interactive when they feel the charm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She nationality and improves their experience.Therefore, the applica鄄
tion of animation form to the heritage and experience of She ethnic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ich and colorful digital resources of
She ethnic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She ethnic traditional culture. It has far-reaching social
influenc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he culture.
Key words: S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imation form; exhibition; digit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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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载体袁叶新青年曳大力提倡家庭革命袁猛烈抨击旧式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全方位主

宰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遥 为此袁新文化的健将们提出了各项相应的解决措施袁要求父母进行自我革命遥 同时袁他们也开始
转向以国家的角度来彻底解决该问题袁通过社会主义来展望未来家庭的终极之道袁这既能完全解决家庭种种弊端袁又能
使父母和子女都得以解放遥 但是实际上袁结果并不如意袁这一革命并没有减缓父母的重担遥 从中袁我们也能看出新文化运
动中家庭革命的传统与革新交错的复杂面遥

关键词院叶新青年曳曰新文化运动曰家庭革命曰父母曰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院K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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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原园063原园8

叶新青年曳是 20 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

观察这一革命袁我们看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长处袁立新

阵地袁以宣传新思想袁批判旧思想为旗帜遥 破旧与立新

之功袁但换一种视角以父母为观察点袁我们能看到这

是这一时代的重大命题袁 而如何看待和处理 野旧冶或

一野新冶的背景袁新旧的交错演绎及其遗产袁可见新文

野传统冶则关系着野新冶的广度和深度遥 在反传统文化

化运动的两维性尧复杂性遥 下面笔者将以叶新青年曳文

中袁新文化知识分子把家庭作为一大突破点袁他们精

本来探究父母这一角色的传统形象和现代性定位遥 文

准指向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单位要家庭袁认为它维系支

本或是直接论述父母袁 或是间接性对其有所涉及袁虽

撑着传统文化尧思想尧经济尧政治袁如毛细血管袁看似微

然有些文章只是寥寥几字袁 但是通过众多的归纳分

小实际关乎重大遥 因此袁要以家庭革命来撼动传统的

析袁我们还是能够看清一个相对完整的父母形象以及

根基遥

时人论者对这一形象的改造遥

家庭的两大主体一是父母袁一是子女袁传统家庭
中亲子之间地位极不平等袁权力悬殊袁这一制度造成

一尧传统父母的威权

了一个个小王国袁子女的地位如臣仆卑微遥 故家庭革
命的使命便是解放他们这一青年群体袁野少年强则国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导袁它极大地塑造了中

强冶袁于是新文化者他们极力打破旧式家庭的沉闷袁唤

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袁 深刻地影响了国人遥

醒青年的觉悟遥 此后袁无数的青年子女走出家庭的束

它以伦理为本位袁强调等级秩序袁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缚袁投身到广阔的社会遥 以往研究主要以子女的视角袁

下冶即先自治再家治最后才能国治袁强烈的济世关怀
意味着最终需先从家庭落脚寻找秩序袁家庭也就是等

收稿时间院2021-05-21

级伦理的小型操练场遥 自汉代董仲舒延续至宋明理

作者简介院孙风渊1992-冤袁男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

学袁伦理秩序学说更加成熟袁家庭内部自身秩序也固

中国文化史研究遥

化袁父母尤其是父亲占有着绝对威力袁而子女则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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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袁没有主动权遥 而近代的中国大门一开袁中国式伦

即使两人真心相爱袁父母也会进行强制拆散袁其后为

理显然与世界格格不入袁于是新文化者们在西学的影

了彻底消除他们间的情愫袁野一面给男子赶紧另定一

响下对这一伦理学说大力批判遥 叶新青年曳对野家庭冶很

个毫不相识的女人袁女子的家属也大抵赶紧将他许给

长期的传统社会中父母不仅给子女带来礼教的束缚

而一位在这种婚姻成家后的青年来信痛苦地说

甚至种种灾难袁 更为重要的是它依然继续支配着人

道野爱情浴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遥 冶[3]尽管关系和睦袁但他

早就给予关注袁 认为父母扮演了弊大于利的角色袁在

们袁阻碍了当下社会的解放遥

一个毫不相识的男人袁才能安心满志冶遥

[2]

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爱情的甜蜜遥 实际上包办婚姻不

渊一冤父权独裁袁致使子女无独立人格

仅没有爱情袁而且由于事前双方的互不了解袁使新生

这是家庭革命的论点前提袁因为父子地位的悬殊

的家庭根基脆弱袁如悉知的婚后夫妇不和袁婚外情等

造成了彼此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袁这一家庭伦理秩序

家庭问题也时常出现遥

构筑了传统社会的基石袁新文化知识分子认为它给中

婚姻的背后是父母无后为大的畸形观念袁往往子

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袁是旧家庭的问题症结遥 张耀翔

女在远未到达身心成熟的年龄就已成婚袁而这种早婚

控诉道院

积习本身就足以使青年子女受害深重遥 它不仅不能使
家庭壮大袁儿女幸福袁反而让未成年子女青春过早凋

世上有一等人袁论其尊严袁则神圣不可侵犯遥 论其

谢遥 早婚问题作为叶新青年曳的经常性话题袁并揭露它

威权袁其恒越乎法律范围以外遥 仗古人之妄言袁陷人民

的无尽弊端袁而其中郑佩昂在叶说青年早婚之害曳则更

于奴隶遥 填一己之欲壑袁误苍生于无尽遥 革命家所不能

为集中地指出了它于子于父于家于国的多种危害遥 一

推倒袁社会党所不能剂平遥 其凶恶较诸罗马教皇尧专制

是野损精神冶袁早婚使青年精力涣散袁不能专注于学业曰

魔王有过之无不及袁特其辖境较后二者为窄耳遥 噫浴 此

二是野伤身体冶袁因为新婚男女身体机能尚未成熟袁同

何等人钥 吾国为父母者是也遥 父母之辖境限有家庭袁子

时没有节制能力曰三是野荒学问冶袁结婚后青年受到家

女即其属民也遥 父母得任意驱使之袁玩弄之袁督责之袁

室拖累袁难以专一曰四是野败道德冶袁子女缺乏高尚追

据之为私产袁视之为家仆袁乃至售之为奴婢袁献之为祭

求袁眼界狭隘曰五是野害国计冶袁后代的繁衍袁新婚父母

品遥

[1]

他言辞激烈地指出传统父权的至上和残酷遥 自然

无力承担经济重担袁促使寄生人群流入社会袁男盗女
娼危害社会曰六是野弱种族冶[4]袁早婚者所产的后代身体
质量差袁素质低袁败坏民族遥

在这种淫威情形下子女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遥 当然袁

渊三冤与王权捆绑袁是传统政治的伦理基石

我们不能说传统这种地位悬殊决定了中国父母对子

近代西学东渐袁在对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袁知识分

女的不爱护袁 相反多数父母对子女倾注大量的心血袁

子后来意识到中国政治与西方的最大不同是专制政

但是这种爱是强加色彩的袁完全让后者陷入被动的境

治与民主政治的差异遥 这种专制是长久以来的中国政

地袁没有应有的独立人格袁在诸多方面陷入困境遥

治传统袁而其背后的理论依据是儒家伦理秩序遥 三纲

渊二冤主宰子女婚姻袁酿成了众多的家庭悲剧

中忠尧孝是最核心的内容袁而忠又是孝的深化推广袁此

父母既是子女的绝对权威袁那么子女的婚姻也就

时孝不仅仅是在一家的父母身上袁同时君主也成为了

成了父母的意志遥 野父母之命袁媒妁之言冶的婚姻没有

天下的父母袁野既握政教之权袁复兼家长之责遥 冶[5]陈独

这种婚姻结合缺失爱情基础遥 虽然它长期是古代的风

后世才明确提出遥

婚前感情的彼此认同和性情磨合仅凭借父母的安排袁

秀指出儒教自孔子创立以来就以忠孝为一体袁虽只是
[6]

尚袁但直到近代还未能实质地扭转遥 周建人以家乡绍

新文化运动前后袁世凯尧 张勋等流复辟帝制袁都

兴为例讲述这一婚姻的禁锢袁男女野不许自相爱悦冶袁

以儒家为舆论旗帜袁妄图确定国教袁还在社会上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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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小的附和势力袁这证明了传统政治的土壤依然深

为基本的经济细胞袁它提供了家庭成员的衣食住行生

厚遥 在陈独秀他们看来袁这是传统儒教的忠孝观的阴

活必需袁是社会财富的有机成分袁但是其本身是有限

[7]

魂不散袁而今中国民主政治初建则野必排孔教冶 来摧

的袁因为家庭成员的劳动是不等同的袁家长是顶梁柱袁

毁君父政治遥

而父母肩负着家庭的重担袁所谓野父兄畜其子弟冶尧野父

渊四冤家庭教育立场狭隘袁不利于子女真正成长
理想的教育是全面性教育袁尤其是近代以来这一

兄养成年之子弟冶[11]袁而子女在这一庇护下经常容易缺
乏自我经济活动的动力袁不利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面

问题更加突出遥 叶新青年曳创刊词叶敬告青年曳一文中袁

动员遥 而且这种责任是长久性的袁哪怕是子女结婚成

陈独秀就提出青年应当野如初春袁如朝日袁如百卉之萌

家也往往义务没有断绝袁父母至死仍负有保护家庭弱

动袁如利刃之新发于硎袁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冶[8]袁是社

者袁扶持子孙的职责遥 子女虽然从中大为受益袁但是也

会涌现的新鲜血液遥 但是现实是青年老气横秋的萎靡

促使了不劳而获的心理袁导致了大批社会寄生群体的

状遥 传统式父母的作用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遥

社会资源浪费袁同时他们还道德败坏袁滋事生非遥

君父一体的政治结构也注定教育培养的目的袁子

其中遗产问题尤为论者们所注意袁因为它是抚养

女既是后辈又是子民袁为了达成机理性融合袁家庭教

制度中最大的症结遥 朱希祖甚至说遗产是人世间一切

育也和上层建筑贴合袁科举取士便应运而生遥 于是青

罪恶的源泉袁因为人为了自己的享乐最多不过占据有

年便遵从父母告诫皓首穷经袁孜孜科举袁野尽为政府与

限的物质资源袁而传子传孙留给后代遗产的心理便生

父兄所笼络而束缚之冶 袁结果不过是耗费了青春遥 既

出人世间不尽的争斗残杀袁但事实是父母留遗产的做

使科举被废后袁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仍然被家庭奉

法结果大大有害于子女的独立和成才袁阻碍着人类自

为圭臬遥

然的进步袁野要是把遗产给子孙袁 使子孙坐享幸福袁不

[9]

求自立进取的学问袁是轻视子孙必不如我袁是强使人
而国家思想袁最为所排斥遥 谓苟贡身于国袁奈此家
何钥 窃闻留学生父兄之诏其子弟矣袁谓当安分读书袁无
论何会何社袁均不准入遥 入则灾必逮身也遥 又曰院吾辈
辛苦谋一学费遥 将来学成袁衣锦还乡袁光耀闾里耳袁遑
问国家浴

[1]

它表明这种强烈的自我功利意识是其教育起点袁

类退化遥 冶[12] 这一类的观点在其他论者文中也多次出
现袁如靠丰厚遗产的纨绔子弟 [13]和高利贷子女 [14]均不
仅无出息袁而且恶行昭著遥
渊六冤思想保守顽固袁科学常识贫乏
父母为了获得社会给予的贞洁的名号活活将自
己 14 岁的女儿饿死在家中袁 起因只是得知了女儿未
婚夫的死信遥

[15]

胡适笔下的田先生虽然反对算命这一

无疑这一家族本位妨害了国民社会责任感的养成袁为

类的迷信袁但却固守二千五百年前田陈同家的祖宗信

小群而不是大公袁过于考虑自我利益而缺乏社会关怀

条袁拒绝女儿与意中人自由结合遥 [16]以上都表明强大的

只能塑造不健全的国民遥

保守思想给子女带来了种种的束缚袁而更可怕的是其

成才之路也被家庭教育堵死袁而成人之路呢钥 这

影响是长期性和社会性的袁到了近代依然在发挥着作

点新文化者们进行了揭露遥 由于父母视野狭小袁教育

用遥 在近代社会的大变局中袁思想往往起到社会革命

子女便往往步入极端遥 如溺爱问题袁胡适记录了身边

的先导袁接受新思想是革新中国社会的第一步袁胡适尧

本家一老父爱子袁最终由于穷困被子抛弃袁悲惨死去

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思想启蒙的问题袁而青

的身边事例遥[10]同时靠着父辈丰厚财产或遗产袁后代往

年的觉醒是关键袁但是传统父母还不断压制子女的新

往不事生产袁沾染社会种种恶习遥

思想袁阻碍了新思想传入袁野父兄之诏其子弟者遥 唯以

渊五冤过度抚养子女袁遗产助长后代的惰性
中国传统经济以家庭以基本单位袁家庭构成了最

不入党会为言冶袁结果青年是野往往陷于悲观冶[17]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这种误导不仅是思想上的顽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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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源于知识的缺失遥 在探究中国卫生状况落后

要推倒的遥 这是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在中国从政治层面

时袁吴葆光指出家庭卫生的不足袁父母没有卫生意识遥

向家庭领域不断渗透的表现遥

如病时让子女紧密伴随袁导致病毒滋生袁家人公用一

他们构想了新家庭的众多因素中十分强调人格

条毛巾袁父母不知种牛痘的必要等问题袁结果导致人

的彼此独立袁对父母而言是要对子女给予尊重袁不仅

们易生病袁家庭没有起到保护家人的效果遥 虽然这些

仅是认知层面的平等意识袁而且更要从各方面的具体

情况是中国社会性的现象袁但是在新时期父母应该提

实践袁这表现了要扭转以往父母在婚姻尧政治尧教育尧

高自我的科学知识水平遥

[18]

抚养等方面不合理的角色遥

以上六个主要方面是叶新青年曳对传统父母负面

渊二冤放弃主宰儿女的婚姻袁不再让后代早婚

作用的定位袁决定性的父权操纵着子女婚姻袁与专制

在他们对旧婚姻制度弊端的论述中袁可见其态度

政治紧密地捆绑袁家庭教育立场狭隘袁抚养遗产制诱

深恶痛绝遥 为此袁父母应该将权力下放袁让子女婚姻真

发子女退化袁自身思想态度保守袁科学知识贫乏遥 这些

正属于他们自己遥 父母不应随意安排子女的婚事袁让

揭示既是对以往历史的评定袁又同时是立足于当前中

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恋爱袁自由结合袁野择配完全

国社会的新旧更替下传统文化的持续性的负面影响遥

为子女之自由冶[21]遥 中国父母对待早婚上袁应充分认识

提出了问题是第一步袁而如何解决问题更是关键遥 从
对父母角色的负面认定中袁我们也能看到文化精英的
具体解决方案以及未来性展望遥 通过回首这些期待袁
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热忱和改天换地的豪情袁同时以

到这既不利于子女的真正幸福袁也不利于子女的长远
发展袁所以说野不可不戒早婚冶[22]袁野应解除男女早婚之
事冶[23]遥

当然新的事物的出现必然要有旧的势力的反对

此认真分析袁我们还可以看到家庭和国家间新的理想

和压制袁新事物本身也不是尽善尽美遥 恋爱自由尧婚姻

型构造遥

自由的另一方面是男女结合的随意性增强袁有时会导
致感情受骗袁甚至爱情悲剧袁这也是旧的保守势力攻

二尧改造方案和重新定位

击新的婚姻思想的理由袁往往以身边事例诱导民间的
旧思想回潮遥 但是新文化运动者们认为这不是男女两

与传统的父权相对立袁 论者们主张父子双方人格

方自由的负面袁而是情感的磨合的验证袁相反袁如果没

独立袁权利对等遥 高一涵介绍斯宾塞尔的家庭观袁即同

有自由婚姻的话袁顺从父母的随意安排可能更是后果

社会一样家庭成员也拥有应有的自由袁野就是小孩子也

不可挽回遥 由此可见袁父母把自由权交给子女是对子

是应该享受的袁也应该和大人一样袁不当让父母去压制

女最为合适的考虑遥

他遥 这种主张袁也是从自然权利观念发出来的遥 冶[19]鲁迅

渊三冤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意识

则说人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都处于不断在进化的过

专注于家庭的狭小领域袁并不能让人拥抱广阔的

程袁所以父子之间并非存在报恩关系袁相反应该将长者

社会大舞台袁尤其到了近代的革新更需众人的积极参

[20]

因

与袁改变王朝政治下国人对社会责任和国家意识的冷

此为了让后辈人超越前辈袁 去除传统父母的负面形

淡袁便需要开始从家庭做起袁动员父母遥 父母应该在子

象袁他们针对父母主体提出了各种相应的改造方案和

女有生存能力后不再对其进行资助或扶持袁随后自己

积极期待遥

应当全力投身社会事业遥 让自己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

本位转为幼者本位袁这是因为后者理应超越前辈遥

渊一冤彼此地位平等袁人格独立

值最大程度地发挥袁而不再局限于一家一姓袁浪费人

既然人是进化的一个部分袁那也就承认了人的自

力资源遥

然性袁先天人性是平等的袁所谓的儒家尊卑伦理秩序

俄国社会主义建立和逐渐巩固后袁叶新青年曳集中

也丧失了合法性袁传统家庭内部成员的不平等便是需

刊登了大量有关俄国社会的新现象遥 李达转译的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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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荣的文章中甚至主张父母的爱要推及无产阶级整

之习惯噎噎及子女长成袁另组家庭遥 为父母者负担既

体袁野做母亲的对于自己子女那种狭义的排他的爱情袁

轻袁更当注全力于社会事业遥

[25]

要扩充起来袁 对于无产阶级一大家族中一切子女袁都

为人父母的袁既无须遗产留遗子孙噎噎所积的余

一样的用这种爱情去爱他们冶[24]遥虽然译者在此并没有

财袁养老送死之外袁都捐与人类公共教育及有益的事

明确进行评价袁但是从叶新青年曳政治理念在此后的左

业[12]遥

转袁我们也可以理解这种理想化有其依据袁它反映了
时人对社会主义乌托邦式憧憬遥

以上言论呼吁父母要放弃对子女的长期抚养袁当

渊四冤进行高尚教育尧人格教育和优化母亲教育

子女成年后让后辈尽快有独立的生活能力遥 这不仅是

教育子女袁父母要野以身作则冶[21]袁树立光辉的榜样

出于对子女发展能力的考量袁同时也是对父母从家庭

来引领遥 由此袁意识到做父母的目的是教育子女袁野天

中解放的呼吁袁既减轻了使命负担袁同时又可以发挥

生所以教育子女非利用子女者也遥 冶[1]教育子女袁促使

余热袁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遥

子女成才袁 真正教育的目的不再是以科举为导向袁把

同时袁父母也不应该有依赖子女袁养儿防老的心

子女当作是功利性教育的机械遥 鲁迅在叶我们现在怎

理袁晚年靠子女的怜惜并不是长久之计袁父母年轻时

样做父亲曳指出父母要野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冶袁野尽教

野筹其自养之方冶才是根本遥

育的义务冶袁最终野同时解放冶袁野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袁
成一个独立的人冶遥

[20]

吾人于少壮有为之时袁当勤俭贮蓄为衰老时自养

父母主体是父尧母两方袁论者对母亲教育给予了
充分重视袁 他们认识到女性在教育上的先天优势袁认

之预备遥 纵使老而无子袁或有子而不肖袁亦可以其辛勤
储积之资遥 送老来之日月袁吾人之自为计遥

[22]

为子女小时可塑性强袁母亲的引导在其中主导着孩子
的未来遥 陈华珍叶论中国女子婚姻与育儿问题曳野小儿

这一主张实际上从经济的角度做到为父母考虑袁

而尤赖母氏指教袁以轨入正道他日之为英雄袁为盗跖袁

呼吁父母把之前要留给子孙的遗产如今除投身公益

其基础实出于幼年时代冶[25]遥 而叶贤母氏与中国前途之

外袁也作为自己养老的保障袁这也不仅解除了父母晚

关系曳则强调国家的工业振兴尧国防建设只是治标之

年的后顾之忧袁而且还是做到了抚养子女义务的极大

策袁而野贤母氏冶才是治根之本遥 但是野贤母冶不仅具有

减轻遥

文化知识袁更需要野有道德有学问有经济之女子冶[26]
在具体教育方法上袁他们提出了许多十分人性化

三尧国家的介入袁父母真正的解放

的建议袁如率子女旅行以增长阅历 袁注重培养孩子的
[25]

兴趣[27]遥当然父母自身还要有基本的科学知识袁如丰富

旧式家庭问题重重袁 新式家庭难以短时期建立袁

的卫生知识袁自身有传染性疾病袁不应让子女伴身袁注

而家庭本身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袁其自身局限性

重家庭卫生环境袁健康哺育婴儿 遥

很大袁自清末康有为的叶大同书曳到叶天义报曳的无政府

[18]

渊五冤不给子孙留遗产袁父子间经济独立

主义毁家说袁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论者也意识到了这一

遗产既然是有害于子女有害于社会袁就应该将留

问题的症结遥 家庭革命尧父母革命源于近代反传统的

遗产制彻底去除遥 论者们将从两方面入手袁一是呼吁

思想趋向袁而到了二十世纪随着社会主义的思想风靡

青年子女主动放弃对父母的依靠及遗产袁到成年后凭

和实践袁以往的彻底论在他们这时似乎持续袁展望着

借自己独立生存遥 从父母的立场袁他们则提出院

家庭在国家的包容下两者有机结合遥 而这种现实既有
理论上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袁又同时受到了苏俄社会

子女月给另用袁不复理其琐事遥 养成其独立自主

主义建立的激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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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子女们放到此地之后袁 伊自己无论甚么时候要回
欧战以后袁国人始渐了然人生之意义袁求以根本
解决之道袁而知命运之不足恃遥 故讨论此种问题之杂

家袁或取回子女袁都完全是自由的冶[32]遥

如果儿童归国家所集中扶养袁子女对父母的赡养

志袁风起云涌袁其着眼在将盘根错节之复杂事汇袁皆加

义务不复存在袁当年迈的父母无生活能力时袁如何生

以彻底之判断袁如国家政治袁家族制度袁婚姻袁迷信等

活呢钥 对此袁论者也有所论述袁以解决子女独立后老人

等思想上之问题袁举数千年来积习而推翻之袁诚我国

的养老问题遥 王光祈说野将来大同世界袁老病残废袁皆

思想界之一大变迁也遥

[28]

由社会扶养冶[32]袁而在对苏俄社会主义的介绍文章中也
对此声称俄国政府会对老弱病残等不能劳动者由国

野五四运动冶后叶新青年曳对俄国的介绍开始占据

家直接承担袁即野所有一切不能劳动的人都由国家担

更多的篇幅袁有亲身考察者的回顾或转译日俄人的介

负扶养的义务了冶袁 它不是临时救济性质而是长期制

绍袁 这些文章对新成立的俄国进行了全貌性的概括袁

度性的国家保障遥

从这些文字的细节中读者仿佛看到了亲历者记录的

当然以上这些国家野承包一切冶的做法袁更多的是

真实性和社会主义的可行性遥 家庭革命在此有了新的

一种理想性的想象袁只是样板的极小局部遥 记录者们

出路袁父母的角色主体地位被重新审视袁在此国家和

也说明了当前的苏维埃现状正处困境袁以上实施难度

家庭建立了真正社会制度层面性的良性互动袁国家既

巨大袁俄国在当时形势下也不可能在全国实践遥 但退

统合了社会发展整体的可能袁而父母也能从中得到实

而求其次袁苏维埃也是在最大程度上对原有的家庭制

质性的解放遥

度进行了改革袁如在新颁布的婚姻法将其看作是资本

子女教育袁权归国家遥 1919要1920 年间刊物讨论

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遥 在这部婚姻法中子女与

了儿童公育的可行性问题袁而两方的共识是儿童公育

父母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界定袁其中父母与子女

作为一种理想的教育模式袁不仅突破了以往家庭教育

权利义务平等袁父母要抚养不能劳动的子女袁而子女

的局限[29袁30]袁而且更是女性解放的有力途径袁因为后来

则需赡养不能劳动的父母袁但是子女和父母对彼此的

作为母亲的女性可以从繁琐的家庭事中解脱遥 从另一

财产并无权利遥

个角度来看袁先前对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由高尚教育

子女及自身养老长久性社会问题的关注袁是未来理想

及贤母教育的期待转化为国家集中的国民教育袁不得

与现实处境的折中袁 虽然不能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袁彻

不说这也是父母教育权的旁落袁以规避家庭自身的狭

底解除家庭组织袁但是在目前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

隘遥

尽量去除去家庭的野私冶性袁从经济层面尧法律层面来
在家庭养育方面袁值得注意的是对父母的经济重

担给予了充分的考虑遥 野所以在资本主义之下袁为父母

[24]

而这类做法实际是出于对父母抚养

逐步解放父母遥
自二十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思潮愈演愈烈袁人们希

的觉得子女是一种重担负袁子女是子女袁被置在无保

望以社会主义的途径解决一切社会难题袁这不仅仅是

护者的状态遥 劳农俄国对于这一点袁大加改革遥 噎噎

此后的共产党人陈独秀尧李大钊所信奉袁同时一直为

国产妇和婴儿及科学家曳指出当前俄国对产妇一系列

实际上 1917 年苏俄一成立袁 在美国的胡适即作白话

努力减轻父母的劳力和经济的负担遥 冶[24]叶苏维埃共和

人们所共识的自由主义代表人要要
要胡适也极为欣赏遥

的贴心呵护和保护措施袁同时婴儿由国家专门安排精

词叶沁园春野新俄万岁冶有序曳袁野此革命之所以终成尧而

心哺育袁可见野布尔塞维克保护产妇和婴儿袁无微不
至遥冶[31]同时对孩子的集中抚养袁野社会主义不是从父母
手中抱子女冶袁割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袁在此过程
中父母依然拥有着主动权袁并不割裂父子关系袁野并且

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遥 冶[33]直到 1947 年由于苏
联对中国的巨大野心袁胡适才公开声称野对二十年新

俄美梦破灭了冶[34]袁由此可见袁包括胡适在内的中国知
识分子以社会主义的无限憧憬求得家庭问题彻底性

孙 风院不为儿孙做牛马

解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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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袁以国家的主导来换得父母主体的解脱袁自然这
是一种公有社会制度性的构想袁而家庭这在制度下在

四尧评价

不受旧式私有制的束缚袁人人实现全面自由的解放遥
但在历史的曲折进程中袁无论前者的欧美家庭模

家庭革命自清末开始兴起袁 经历了戊戌维新尧辛

式袁亲子经济独立人格平等袁还是后者的社会主义模

亥革命袁到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峰袁它是对以往变革

式袁 抚养和赡养事业有国家作完全的保障这一理想袁

的继续和推向遥 叶新青年曳对家庭革命中传统父母的角

两者都没有在中国生根遥 实际上这一家庭革命效力是

色判断更多是带有负面的意味袁父母对子女对社会的

有限的袁尽管传统父权家庭受到了冲击袁但它依然在

影响成为旧思想旧势力的象征遥 尽管其中言论有时情

广大乡村延续袁亲子间依旧不平等袁子女既没有得到

绪化尧极端化袁往往对父权的抨击附带着对整个家庭

真正解放袁父母既保持着权威袁也同时肩负着一贯以

的积极面的否定袁但是纵观中国传统家庭结构袁父权

来的重担遥 其后父母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袁虽然父

压迫性是普遍的共识袁这从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传统家

母对子女的管制因社会的开放而逐渐剥离袁但是子女

庭急需改变的迫切现实遥 因此叶新青年曳论者们针砭时

对父母的依靠和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及遗产制仍继续

弊袁竭力呐喊父权家庭的种种弊病袁并且为此提出了

维持袁 与子女相比父母的解放远远没有得以真正落

许多解决方案及设想袁而这些议论都汇聚为时代进步

实袁权力小了袁但是责任依旧重大遥 实际上袁这一特点

潮流袁在活跃的思潮和不断革命的实践中促使众多青

证明西方模式并没有移植成功袁父母从自身的家庭义

年子女纷纷觉醒袁从父母的枷锁中挣脱出来袁如实现

务层面讲袁依然是子女的牛马遥 表面是学习了袁深层上

了婚姻自由尧教育自由尧财产自由遥 他们以新思想新文

传统仍旧在延续遥

化为头脑袁以时代使命为担当袁走出家庭的小家袁迈向

通过叶新青年曳文本分析袁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对

社会的大家遥 实际上袁新文化运动成功地引领了时代

家庭的革新袁对父母角色的重新定位袁渴望再造文明袁

的风尚袁无数青年从中自我得以解放袁在此父母的角

但是事实上文化生态有一以贯之的传统袁今天我们在

色也被重新定位遥

享受着新文化新思想的果实袁同时往昔的文化记忆也

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袁最初是以欧美家庭为理想

深埋于人们心底遥 从爬梳的文字中我们关照到文化的

样板袁这一模式下亲子间人格独立袁彼此平等袁从经济

革新与传承袁对比出思想运动前后人们言行的不同与

上双方无终生的义务袁 父母并无一直资助子女的必

同遥 不同中可以呈现这是社会意识的时代更新袁同中

要袁因此不仅这是子女的解放袁还是父母的解放遥 自

则证明文化的长久延续袁或许后者的深刻更应为我们

然袁欧美型家庭模式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经济相互独立

所反思遥

是他们追求是一大目标遥 后期袁随着社会革命思潮的
推动袁一些知识分子逐渐为俄国爆发的社会主义所吸
引袁思想更趋向极端袁先前的欧美家庭样式褪色袁社会
主义国家的理想让人们看到了国家能解决所有的问
题袁家庭被国家几乎取而代之袁这时家庭不再具有对
子女教育和抚养的输入任务袁子女和父母都实现了各
自的解放遥 中国传统家庭自然是极不公正的袁而先前
鼓吹的欧美家庭问题也根深蒂固袁于是随着革命的激
进化袁人们力图使家庭功能退化到最小袁在子女抚养
和教育以及父母的赡养问题上袁不再成为社会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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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Be a Slave of Your Descendants

要From
要要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ents in 野New Youth冶
SUN Feng

(College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New Youth strongly advocates the family revolution and strongly crit鄄

icizes the all-round domination of parents over their children in the old family and its negative effects. To this end, the masters of New
Culture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sking parents to carry out self revolu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began to turn 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to completely solve the problem, through socialism to look forward to the ultimate way of the future family, which
can not only thoroughly solve the various shortcomings of the family, but also enable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be liberated. But in fact, the
results were not satisfactory, and this revolution did not ease the burden of parents. From this, we can also see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ter鄄
twined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of family revolution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Key words: 野New Y outh冶曰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the 野New Youth冶; family revolution; parents;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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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参与
双创教育协同育人
何

萌袁 刘

祎

渊山东大学 软件学院袁 山东省 济南市 250101冤

摘

要院全面开展课程思政教育袁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袁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遥 在此背景下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成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迫切需
要遥高校辅导员作为学生成长发展的引导者尧培育者和守护者袁其核心能力-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在野课程思政冶背景下参与
大学生双创教育协同育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袁 与此同时大学生双创教育协同育人过程也必然对高校辅导员的核心
能力形成反作用袁二者之间互相作用尧相辅相成遥 由此袁在野课程思政冶背景下分析高校辅导员参与双创教育协同育人工作
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袁并基于对学生尧高校辅导员两方的调研数据袁利用数学分析方法提出野双目标尧四途径冶的协同育人工
作方案袁最终落脚到野育人育才相统一尧育人育教相统一冶的理念上来遥

关键词院课程思政曰高校辅导员曰双创教育曰协同育人
中图分类号院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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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原园071原园6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发展势头突飞猛进袁知识驱动
和创新驱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遥 伴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尧人才强国战略
的不断深入袁高等教育要不断建立和健全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尧发展和完善双创教育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

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向[1]袁力求实现野育人育才冶相统一遥

高校辅导员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袁既是

野课程思政冶 实施的实践主体又是大学生双创教育协

同育人过程的中坚力量袁 对贯彻落实高校 野育人尧育
才冶目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因此袁其核心能力-思

优质的创新人才遥 在此过程中袁围绕野培养中国特色社

想政治教育能力[2]就成为大学生双创教育协同育人过

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冶 的目标要

程中方向引领和能力构建的联系纽带袁从能力要素角

求袁大学教育就要探索建设学科特色鲜明的课程思政

度达成双创教育野课程思政冶的标准和要求袁从而形成

体系袁发挥各类课程的育人作用袁切实把立德树人融

野思政课程与双创课程协同尧 高校辅导员与专业教师

入教育教学的各方面各环节遥 因此袁这就对大学生双

协同尧学校与企业家庭协同冶的协同育人机制遥

创教育提出了野课程思政冶的高标准和新要求院不仅要
提高大学生双创教育实施的质量和效果袁 又要保障人

一尧野课程思政冶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参与双
创教育的现实可能性与必要性

收稿日期院2021-06-11
基金项目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与发
展研究冶专项课题渊2020FDD05冤遥
作者简介院何萌渊1982-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遥

高校辅导员在野课程思政冶背景下参与双创教育
协同育人具有现实可能性遥 近年来袁国家连续出台叶普
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曳渊2017 年冤尧叶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曳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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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冤尧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曳

创新尧坚守与突破尧历史沉淀与时代发展尧共性要求和

渊2017 年冤等文件袁不断明确高校辅导员的工作职责与

个性诉求相互磨合的润滑剂遥 其次袁在野课程思政冶背

能力要求遥 野找重点尧抓关键尧看主流冶袁通过在高校辅

景下对高校辅导员参与双创教育协同育人工作进行

导员职业能力中引入野核心能力冶的概念和内涵袁高校

研究袁既为大学生的双创教育把握好野向冶的问题,又为

辅导员核心能力即为思想政治教育能力袁具有野价值

高校辅导员核心能力建设把握好野效冶的问题院一方

性尧不可模仿和替代性尧整合性尧长期性冶的特点袁其四

面袁在 野向冶和野效冶有效结合的基础上有助于高校思

项子能力分别作为基础尧途径尧手段及保障使高校辅

想政治教育课程尧创新创业课程改革袁在授课内容中

导员能够对学生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袁掌握

加入野思政冶野双创冶元素袁满足学生全面发展需求曰另

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思想政治状况袁帮助学生不断坚

一方面袁在 野向冶和野效冶有效结合的基础上有助于高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尧理论自信尧制度自信尧
文化自信遥 因此袁野课程思政冶背景下开展双创教育协
同育人所要求的能力要素与高校辅导员的核心能力
要素相契合遥 野课程思政冶背景下的双创教育要求参与
创新创业教学的人员在教学过程中充分挖掘其中的
思政元素袁既要传授知识又要引领价值[3]袁从而实现育

才育人的统一遥 这一要求和目标与高校辅导员对学生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袁从而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校复合型人才培养袁落实践行野强校兴国冶的时代使
命曰再一方面袁在 野向冶和野效冶有效结合的基础上有助

于打造一支野责任担当尧意识超前尧能力出众冶的复合
型高校辅导员队伍袁从队伍建设上保障高校教育的高
速发展[4]遥

二尧野课程思政冶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参与双
创教育协同育人过程中的困囿

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职责具有一致性遥
课程思政要求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袁让课程承载思政尧思政寓于课程袁理念是协同育
人袁本质是立德树人袁是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
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论遥 因此袁在以野立徳树人冶的
培养理念引导下高校辅导员参与双创教育协同育人
过程袁 其核心能力建设和大学生双创教育在目标尧对
象尧内容尧手段尧载体等方面具有多维度的共同性遥 高
校双创教育, 需要高校辅导员核心能力建设在方向上
的强化与引导曰高校辅导员核心能力建设袁需要双创
教育在方式上的延展与提升遥
图 1 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四项子能力
Fig.1 College counselors' four sub-capabilit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但是袁野课程思政冶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参与双创教
育协同育人过程中受主观因素尧 客观因素的双重影
响袁实际体制建设过程存在着诸多问题遥 以山东省六

高校辅导员在野课程思政冶背景下参与双创教育

所高校为目标样本袁采用线上和线下双重调查问卷调

协同育人具有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必要性遥 首先袁

查方式相结合袁针对学生尧高校辅导员分别进行调研遥

在野课程思政冶背景下对高校辅导员参与双创教育协

发放学生问卷 1012 份袁回收 992 份袁其中 18 份内容

同育人工作进行研究袁是高校教育适应思政教育目标
和双创教育目标的推动器曰是高校思政教育和双创教
育的内容延展尧层次提升的孵化器曰是促进高校思政
课程尧双创课程体系建设和改革的强心剂曰是推动国
家相关政策和高校相关制度出台的催化剂曰是传统与

无效袁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974 份曰发放高校辅导员问

卷 98 份袁全部收回袁有效问卷 95 份遥 随后收集问卷并
进行代表访谈式调研完成数据采集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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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统计
Tab.1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students

育人理念

课程教学

实践过程

评价体系

1. 你认为学院辅导员参与创新创业教
育的效果如何钥
2.你认为比起创新创业教育袁学院辅导
员更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钥
3.你认为学校尧学院或系所非常重视对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钥
4.你认为学校尧学院或系所可以为你的
创新创业提供帮助钥
5. 你认为你的辅导员具有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的能力钥
6. 你认为你的辅导员具有开展创新创
业教育的能力钥
7. 你认为辅导员思政教育实践过程和
创新创业实践过程融合情况如何钥
8.你认为学校尧学院或系所开展野课程
思政冶的情况如何钥

很好(3)

好(171)

完全不同意(42)

基本不同意(128)

比较同意(721)

完全同意(83)

完全不同意(43)

基本不同意(259)

比较同意(564)

完全同意(108)

完全不同意(11)

基本不同意 (20)

比较同意(887)

完全同意(56)

完全不同意(33)

基本不同意(376)

比较同意(437)

完全同意(128)

完全不同意(27)

基本不同意(691)

比较同意(224)

完全同意(32)

很好(2)

好(182)

中(723)

差(67)

很好(32)

好(441)

中(336)

差(165)

差(181)

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974)
社会道德观和社会责任感(974)
抗压能力和抗打击能力(974)
吃苦精神和奋斗精神(974)
逻辑思维能力(971)
主动获取知识能力(974)
团队合作能力(974)
人际沟通能力(973)

9. 你认为创新型人才应该满足哪些要
求钥

10.你认为学校的评价管理模式效果如
何钥

中(619)

很好(17)

好(138)

中(667)

差(152)

表 2 对高校辅导员的问卷调查数据统计
Tab.2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college counselors

育人理念

课程教学

1.你认为学校尧学院或系所贯彻落实
野课程思政冶的情况如何钥

很好
(2)

好
(76)

中
(17)

差
(0)

3.你认为比起创新创业教育袁思想政
治教育更重要钥

完全不同意
(0)

基本不同意
(19)

比较同意
(71)

完全同意
(5)

很好
(0)

好
(37)

中
(55)

差
(3)

2.你认为学校尧学院或系所开展创新
创业教育的情况如何钥

4.你认为自己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
况如何钥
5.你认为自己参与双创教育的情况如
何钥
6.你认为学校尧学院或系所的双创教
育中野课程思政冶的贯彻情况如何钥
7. 你认为创新创业教育中可以挖掘的
思政元素有哪些钥

实践过程

很好
(1)

很好
(1)

很好
(3)

好
(66)

好
(60)

好
(63)

中
(26)

中
(34)

中
(21)

差
(2)

差
(0)

差
(8)

爱国精神(95) 拼搏精神(95) 奉献精神(93) 敬业精神(92)

8. 你认为野课程思政冶背景下可以参与
双创教育协同育人的主体有哪些钥

辅导员(87) 专业课教师(93) 校友(36) 企业(45)

9.在学生双创教育过程中学校在哪些
方面需要加强钥

改革教学理念(95) 完善评价体系(78)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83)
和企业和国家项目合作(85)

10. 你认为学校的评价管理模式效果
如何钥

很好
(3)

好
(27)

中
(47)

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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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调研结果结合前期文献梳理研究成果袁

植爱国情怀袁激发使命担当袁遵守法律章程袁培育企业

可以分析了解到野课程思政冶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参与

家精神袁锻炼成熟心智[6]遥 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组织

双创教育协同育人存在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院

能力袁充分利用主题班会和主题团课活动袁通过野引进

渊一冤育人理念有偏差

来尧走出去冶的双重形式袁发挥育人育才过程中家庭和

高校辅导员核心能力以培养高校辅导员对学生

企业的作用袁实现家校合力尧校企协作的育人模式遥 展

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为导向袁更强调对学生思想和觉

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学习与科研能力袁叶普通高等学

悟的孕育曰 双创教育以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为导

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曳中要求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

向袁更强调对学生意识和素质的培养袁两者的目标理

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袁叶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念虽有重合但缺少交叉袁没有真正形成野同向而行袁融

要曳 又明确了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总体目标和

合育人冶的协同合力遥

重点内容袁 这就需要两条并列开展思政教育的力量加

渊二冤课程教学少掌控
高校辅导员受核心能力的限制在参与双创课程

强交叉融合袁全方位协同配合袁构建合力育人体系[7]遥 落
实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能力尧 传播与引导能力尧活

教学环节中存在问题袁 高校辅导员核心能力不足袁容

动组织能力尧学习与科研能力袁从而形成野思政课程与

易出现双创教育课程方向把握不准袁 内容掌控不严袁

双创课程协同尧高校辅导员与专业教师协同尧学校与

方式展现不新等问题遥

企业尧家庭协同冶的协同育人机制遥

渊三冤实践过程不贯通

双创教育协同育人过程反作用于高校辅导员核

高校辅导员受核心能力的限制在参与双创教育

心能力实现育教目标遥 在学生双创教育协同育人过程

的具体实践中缺乏融合贯通袁高校辅导员思政教育实

中袁要求高校辅导员从学科背景尧时事政治尧现实生活

践过程和创新创业实践过程更多以野平行线冶方式发

中寻找教学素材袁 避免出现思想政治教育脱离实际尧

展袁在教学尧竞赛尧科研具体衔接实践过程中相互野脱

生搬硬套尧照本宣科的现象袁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

节冶袁很难在学生全面发展过程中形成合力遥

课程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曰要求高校辅导员不断提高思

渊四冤评价管理非高效

想政治教育传播与引导能力袁做到加强与专业课教师

高校辅导员受核心能力的限制在育人成效的评

的沟通与交流袁通过工作坊尧教案设计等活动袁指导专

价方面不够高效尧有序袁更多局限于传统的评价管理

业课教师深入挖掘专业课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元

模式袁缺乏科学的尧体系的尧融合的尧可延展的尧可持续

素曰要求高校辅导员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组织

的管理平台支撑遥

能力袁尽可能地开发利用所掌握的人力资源袁采取生

针对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袁下一步通过目标设置袁
探求问题解决路径袁实现打破壁垒尧突破困囿的目的遥

动活泼的形式组织活动袁将家庭和企业纳入育人育才
的体系袁打通课程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曰要求高
校辅导员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学习与科研能力袁从

三尧野课程思政冶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参与双
创教育协同育人的目标设置

事务性工作中跳出来袁摆脱野办事员冶野老妈子冶野保姆冶
的形象袁从一手的数据中寻找普遍规律袁从庞杂的理
论中寻找科学依据袁 切实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袁从

高校辅导员核心能力作用双创教育协同育人过
程实现育人目标遥 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能力袁

野事务-实践冶型辅导员转变为野实践-研究冶型辅导员袁
以开拓的视野捕捉科研灵感袁扎实开展科学研究遥

在思政课程当中融入创新创业元素袁从专业学科背景

对育人目标的不懈追求是高校辅导员不断提高

中寻找典型人物事例袁从现实案例时事政治中寻找教

核心能力的动力袁与此同时袁高校辅导员核心能力的

学素材袁从学科本身特点中打好思政底色[5]遥 发挥思想

提高又保证育教目标的实现遥 由此可见袁高校辅导员

政治教育传播与引导能力袁在双创课程当中融入思政

核心能力作用双创教育协同育人过程达到育人效果

元素袁 让学生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坚定理想信念袁厚

与双创教育协同育人过程反作用于高校辅导员核心

何 萌袁等院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参与双创教育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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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达到育教效果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袁 二者互为前

的理论和实践课程建设机制冶袁 协同建立校企合作课

提尧相互影响尧协同发展遥

程和在线课程袁通过云平台服务的形式袁形成泛在尧移
动尧特色的学习模式袁突出专业课程的前沿和精深袁实
现课程内容的协同动态更新曰从横向维度考量袁探索
课程思政改革尧课程双创改革尧双创内容融入思政课

图 2 野双目标冶相互作用机制

Fig.2 Interacting mechanism under the 野the integration of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and counselors冶

程尧思政内容融入双创课程袁并行于传统教学模式的
基础上探索野思政垣创新垣冶的复合教学模式袁与此同时
促进形成高水平尧复合型的高校辅导员师资队伍遥
渊三冤实践贯通上的协同育人

四尧野课程思政冶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参与双
创教育协同育人的实现路径

推进高校辅导员参与本研一体教育 野进方案尧进

课程尧进课堂尧进学分冶袁实现思政教育和双创教育融

合的野全员化尧全过程尧广覆盖尧可持续冶的实践过程的
针对育人理念有偏差尧课程教学少掌控尧实践过

贯通曰高校辅导员参与统筹协调教育资源袁实现实践

程不贯通尧评价管理非高效的问题袁立足于建立野创

资源贯通袁按照国际化尧融合化尧一体化尧信息化尧品牌

新+思政+冶复合型人才群体和野创新+思政+冶复合型师

化尧开放式原则袁全面推进野创客街尧创业园尧创新平

资队伍的野育人育教冶双目标袁从以下四个方面探求

台冶三大功能区建设曰全面推进高校辅导员参与野师资

野课程思政冶 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参与双创教育协同育
人的实现路径遥

队伍建设尧课程课堂建设尧训练平台建设尧基金项目建
设尧孵化体系建设冶的实践平台贯通袁全面提升高校人
才培养质量遥
渊四冤评价管理上的协同育人
围绕野思政垣创新垣冶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袁高校
辅导员主导成立野思政垣双创垣冶共享平台运营团队袁建
设野可操作尧可应用尧可展示尧可积累冶的活动场地空
间遥 开发基于大数据的可持续评价的信息管理系统袁
通过对采集的大量非结构化形态的数据进行整合尧挖
掘尧提炼转化为有效的信息袁构建评价体系进行验证袁
实现对原始大数据的甄别尧筛选尧输入尧分析及输出遥

图 3 野双目标冶引领下的四大实现路径

Fig.3 Four implementation paths under the 野the integration of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and counselors冶

渊一冤教育理念上的协同育人

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袁综合野立德树

借助平台搭建和数据反馈袁形成学生分阶段考核的长
效管理模式袁兼顾校友跟踪调查机制关注学生毕业后
发展袁搭建起科学尧有序尧可拓展尧可持续的野准入评
价尧过程评价尧毕业评价尧追踪评价冶机制遥

人尧德育为先冶和野德育为本尧创业为用冶的教育理念袁
催化高校辅导员核心能力提升的野向冶和双创教育的
野效冶的融合作用袁最终提出学生野思政垣创新垣冶复合型
人才和高校辅导员野思政垣创新垣冶复合型师资队伍的
双重培养目标遥
渊二冤教学体系上的协同育人
从纵向维度考量高校辅导员参与野协同动态更新

图 4 可持续评价信息管理系统

Fig.4 Sustainable evalu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窑 76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 年第 11 期

的协同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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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实效性尧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性尧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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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llege Counselors爷 Participation i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und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HE Meng, LIU Yi

(School of Softwa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1 )

Abstract院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major speech spirits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hina爷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to improve the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Under this background,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that of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through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ollege counselors are the guider, cultivator and guardian of studen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deological and po鄄
litical education ability, which is one of college counselors爷 core competences,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鄄

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In tur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ill also have an influence on college counselors' core com鄄

petences. Both of them interact and complement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this paper analyzes several problems existing in college counselor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students and college counselors, it also uses mathematical analysis method to
put forward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work plan with "two goals, four ways" in order to reach the goal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ivating col鄄
lege students and counselors冶.

Key words院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colleg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counselor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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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基层党组织野三会一课冶实效性的
影响因素分析及提升策略
黄德焱袁 涂双滨
渊宁德师范学院 组织部袁 福建 宁德 352100冤

摘

要院当前袁高校基层党组织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实效性有待加强袁存在着主体责任压力传导不够尧党员具有选

择理性以及党组织存在惰性区域等诸多影响实效性的因素遥 科学运用莱宾斯坦的 X(低)效率理论对当前高校基层党组织
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实效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袁从加强压力传导尧运用推拉理论尧合理管控压力等方面提出具体解决对策袁
为高校基层党组织更好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提供理论参考和策略建议遥

关键词院三会一课曰高校曰实效性曰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院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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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原园077原园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院野坚持

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等问题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

耶三会一课爷制度袁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

野耶三会一课爷制度不仅要坚持袁而且要全覆盖袁不能搞

组织覆盖面袁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尧虚化尧边

式遥 冶 [2]因此袁有必要运用莱宾斯坦的 X(低)效率理论袁

创新袁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袁扩大基层党

缘化问题遥 冶[1]因此袁就高校基层党组织执行野三会一
课冶制度的情况对 F 省 6 所高校 727 名师生进行问卷
调查遥 调查结果表明院党的十八大以来袁高校基层党组

特殊遥 要把野三会一课冶的质量搞上去袁不要流于形
对当前高校基层党组织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实效性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袁并提出解决对策袁为高校基层党组织更
好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提供理论参考和策略建议遥

织对野三会一课冶制度的执行逐步规范袁条件保障逐步
到位遥
野三会一课冶制度的执行既提高了党员素质袁又增

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遥 但高校基层党组织落
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吸引力不够尧

一尧莱宾斯坦 X(低)效率理论的内涵
1966 年美国经济学家哈维窑莱宾斯坦渊H.Leiben鄄

stein冤在其著作叶超越经济人曳一书中提出了 X(低)效
率理论遥 1988 年美国罗杰窑弗朗茨(R.S.Franz)在其著作

收稿日期院2021-05-07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
学 科 基 础 理 论 研 究 重 点 项 目 渊FJ2018MG鄄

CA046冤曰宁德师范学院 2019 年度重大项目培
育计划立项项目渊2019ZDS07冤遥

作者简介院黄德焱渊1971-冤袁男袁汉族袁助理研究员袁主要从
事高校党务管理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涂双滨渊1983-冤袁男袁汉族袁副研究员袁主要从事
高校党务管理研究遥

叶X 效率院理论尧论据和应用曳一书指出院野在 X渊低冤效

率理论一词中袁X 代表来源不明非配置渊低冤效率遥 冶[3]
中国学者刘小怡博士指出院野X 渊低冤 效率就是非配置

渊低冤效率袁它是指经济单位渊企业和家庭冤由于内部原
因而没有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或获利机会的一种状
态遥 冶[4]高校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野坚持尧

加强尧创新冶的要求袁进一步提高野三会一课冶质量袁增
强野三会一课冶的实效性袁可以通过科学运用莱宾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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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X(低)效率理论分析高校基层党组织落实野三会一

在实际工作中袁不管是校党委还是二级党委渊党

课冶实效性的影响因素袁并提出有效的措施解决高校

总支冤袁主要是通过制度的形式袁把落实野三会一课冶的

基层党组织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针对性实效性不强

任务下达给下一级党组织袁在执行过程中袁存在着个

等问题遥

别党支部落实制度与学校实际结合不够紧密袁缺乏科
学统筹安排袁特色不够鲜明等问题遥 有的高校党支部

二尧高校基层党组织野三会一课冶实效性的
影响因素分析

甚至以行政业务会议代替野三会一课冶遥 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院35.7%的人认为有的高校党支部在执行野三会一
课冶制度时常以行政业务会议代替野三会一课冶袁20.9%

新时代袁 高校党的建设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袁有
些高校基层党组织落实野三会一课冶的成效不够明显袁

的人对此表示不清楚渊如图 1 所示冤袁这些情况说明有
些高校党支部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不够到位遥

运用莱宾斯坦 X(低)效率理论对高校基层党组织野三

会一课冶实效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遥 结果表明袁有些
高校基层党组织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存在着党组织
主体责任压力传导不够尧党员具有选择理性和党组织
存在惰性区域等影响实效性的因素袁具体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院
渊一冤主体责任存在野委托代理冶袁导致野三会一课冶
落实不够到位
20 世纪 30 年代袁 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提

出了野委托代理冶理论遥 野委托代理冶关系是一种野可以

存在一切组织袁存在于一切合作活动的一种所有者和
管理者之间的关系遥 冶[5]莱宾斯坦研究指出袁正确认识
并善于运用野委托代理冶关系袁能有效地解决或降低组

织中的 X(低)效率[3]遥 高校党支部作为党的组织体系的
野神经末梢冶袁在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方面同样存在
野委托代理冶关系袁这种野委托代理冶关系在主体责任压

图 1 以行政会议代替野三会一课冶情况

Fig.1 Replacing 野three meetings and one lesson冶
with administrative meetings

2. 从内部横向分析袁作为最终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
度的党支部内部党支部书记与委员之间也不同程度
的存在野委托代理冶关系遥 问卷调查显示院48.6%的人认
为影响高校党支部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最主要的主
观因素是党员的思想认识问题渊如图 2 所示冤遥

力传导上呈现比较明显袁是影响高校基层党组织野三
会一课冶制度落实不够到位的主要因素遥
1. 从外部纵向分析袁 高校党组织存在校党委尧二
级党委渊党总支冤尧党支部和党员野四位一体冶组织体
系遥 在这野四位一体冶的组织体系中袁校党委相当于野委
托方冶袁校党委书记是抓好野三会一课冶制度落实的第
一责任人曰二级党委渊党总支冤相当于野中间代理方冶袁
二级党委渊党总支冤书记履行落实校党委部署的职责袁
加强压力传导袁将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传导到党支
部曰党支部则相当于野最终代理方冶袁最终将野三会一
课冶落实到每个党员身上遥

图 2 影响野三会一课冶最主观的因素情况

Fig.2 The most subjective factors affecting the
野three meetings and one lesson冶

黄德焱袁等院高校基层党组织野三会一课冶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提升策略

据调查袁大部分高校党支部委员一般没有工作补
贴袁而党支部书记一般有工作补贴袁这样容易造成党
支部委员工作缺乏积极性袁 他们认为高校党支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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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低)效率理论认为院野人是具有惰性特征的袁人的

惰性特征是产生 X(低)效率的根源冶[6]遥 美国学者弗朗
茨指出野存在一个这样的努力与满足点区域袁在这个

野三会一课冶 是党支部书记的事务袁 与党支部委员无

区域里袁每一个努力与满足点与其他每一个努力与满

实野三会一课冶工作委托给党支部书记负责袁党支部书

渊如图 4 所示冤 作为横坐标的个人努力程度与作为纵

关袁久而久之袁党支部委员成为野委托方冶袁将党支部落
记成为最终落实野三会一课冶的野代理方冶遥 而高校党支
部书记大部分为兼职袁有的是专任教师兼任袁有的是
由辅导员兼任遥 由于教学科研尧学生工作的压力袁他们
不愿意主动担任党支部书记袁甚至认为野三会一课冶等
党建工作是软任务袁教学科研工作才是硬指标袁存在
业务与党建工作野两张皮冶现象袁未能按要求落实好
野三会一课冶制度袁导致上党课尧召开支委会等工作未
按规定时间执行遥 同时袁有些党支部委员对党的事务
不关心尧不主动袁有时甚至以工作忙抽不出时间为由
缺席党员大会尧支委会遥 有的支部委员开会不发表意
见袁甚至存在野一人讲尧众人听尧走过场冶等消极应付现

足点难以区分遥 这个难以区分区域称为惰性区域遥 冶[7]
坐标的满足程度并不成正比关系袁他们之间存在三种
特殊关系遥 在区域 1袁满足以递增的速率增加袁在达到
努力水平 e1 以前袁个人宁愿选择较大的努力袁而不选

择较小的努力曰在区域 3袁满足以递增的比率减少袁对
于大于 e2 的努力水平来说袁 个人宁愿选择较小的努

力袁而不选择较大的努力曰在区域 2 中心有一平顶区袁
在这个特殊野平顶冶区域袁无论个人如何努力袁获得的

满足程度都是相同的袁这一区域被 X(低)效率理论称
为野惰性区域冶遥 当前袁高校党支部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

度同样存在着明显的野惰性区域冶遥 当党员处于区域 1
时渊即≦e1冤袁这时候的党员大部分为新入党的预备党

象遥 高校党支部书记与委员间这种主体责任野委托代

员袁由于刚刚被党组织吸收袁党员的思想比较活跃袁知

理冶的现象不仅使党支部和党员疲于应付任务袁而且

识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袁他们对组织生活充满了新期

容易导致高校党支部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变形走样尧流于

待袁党员参与野三会一课冶的积极性比较高袁期待值也

形式袁最终导致有些高校基层党组织落实野三会一课冶

更高袁他们获得的满足感就会越强袁对高校党支部野三

不够到位遥

会一课冶的满意度也会更高遥 这时候党员个人努力与

渊二冤党组织存在惰性区域袁导致野三会一课冶缺乏
创新和活力
野三会一课冶制度的实效性与党支部作用的发挥

满足感成正比袁党支部落实野三会一课冶的吸引力越来
越强曰当党员处于区域 3 时渊即≧e2冤袁由于党支部野三
会一课冶内容形式缺乏创新袁上级党组织对党支部野三

有着密切的关系袁根据问卷调查袁36.7%的人认为影响

会一课冶制度监督指导不到位袁一些二级党委渊党总

高校党支部野三会一课冶落实最主要的客观因素是党

支冤对党支部开展野三会一课冶缺乏有效的考核评价袁

组织作用发挥不够渊如图 3 所示冤遥

导致有些党支部的野三会一课冶出现了重形式尧轻效果
现象袁不能有效地解决党员的实际问题袁与党员的思
想实际需求结合不够紧密遥 [8]即使党员积极性很高袁很
努力地参加野三会一课冶袁但获得满足程度反而越低遥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院34.2%的人认为高校党支部野三会
一课冶 不能满足党员的学习需求曰 当党员处于区域 2
时渊即≧e1 且≦e2冤袁由于高校党组织对不同类别党员

图 3 影响野三会一课冶最客观的因素情况

参加野三会一课冶的需求性搞野一刀切冶袁无论是教师党

野three meetings and one lesson冶

党员还是流动党员袁党支部设计野三会一课冶的主题尧

Fig.3 The most objective factors affecting

员或学生党员袁机关党员还是教学一线党员袁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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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尧形式和内容等都是一样的袁无法体现具体化尧精
准化尧差异化的要求袁导致一些党支部落实野三会一
课冶制度野好坏一个样尧落实与不落实一个样冶遥 这时候

推进野三会一课冶真正落实遥 当人的压力处于小于 PQ

渊即 O~PQ冤时袁随着人压力的增加袁工作绩效值逐渐上

升遥 这时袁人的压力大小与工作绩效成正比遥 即党员参

党支部进入野惰性区域冶袁党员呈现野惰性特征冶袁基层

加野三会一课冶的意识不断增强尧组织观念不断增强袁

党组织生活的教育功能大打折扣袁这是高校基层党组

党支部开展野三会一课冶的成效就越显著袁实效性就越

织野三会一课冶呈现创新活力不足的显著特征遥

高遥 当人的压力处于大于 PQ(PQ~肄)时袁随着压力的增
加袁工作绩效值逐渐下降袁这时袁人的压力大小与工作

绩效成反比遥 即党支部在开展野三会一课冶过程中由于
形式单一尧缺乏创新袁仍然以学文件尧看视频为主袁采
取以会代训尧办班讲课等常规教育方法袁不断地给党
员念文件尧灌输理论袁缺少主客体间的良性互动袁导致
野三会一课冶缺乏活力和吸引力遥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院
60.8%的人认为党支部野三会一课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形式单一袁重传承轻创新渊如图 5 所示冤曰34.4%的人认

为党员参与高校党支部野三会一课冶的积极性一般遥 因
此党员对野三会一课冶产生乏力袁思想融入度不够高袁
图 4 惰性区域[7]
Fig.4 Inert areas

渊三冤党员具有选择理性袁导致野三会一课冶针对性
实效性不强
哈维窑莱宾斯坦认为 野个人具有完全理性和选择

野三会一课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也越难实现遥 可见袁
高校党支部党员大会尧党支部支委会尧党小组会议以
及上党课能否取得显著成效与党支部对党员的有效
激励密切相关遥

理性特征袁 个人的理性程度与承受的压力有直接关

系遥 冶[9] 1983要1985 年袁哈维窑莱宾斯坦对心理学家约
克斯窑道逊法则渊Yerkes Doson Law冤进行了改写袁讨论

研究人的压力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着某种可能关系
(如图 6 所示)院野当一个人处在较低压力或较大压力状

态时是难于做好工作的袁 要想达到工作效率最优袁必
须寻找一个野中间压力点冶PQ袁当压力点处于 PQ 时袁
个人会获得最优的工作绩效袁即 X渊低冤效率达到最小
化遥 冶

[10]

图 5 党支部野三会一课冶存在的主要问题
Fig.5 The main problems of the

野three meetings and one lesson冶 of the Party branch

因此袁在高校党支部内部袁同样存在一个压力点

党员作为参与野三会一课冶制度的主体袁党支部对

PQ袁当党员压力处于 PQ 时袁虽然党员具有选择理性袁

党员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激励袁将有利于高校野三会一

特别是青年学生和高知识群体党员袁对野三会一课冶有

课冶更加具有吸引力和实效性遥 在实际工作中袁党支部

多样化的需求袁但是党支部有效激励可以调动党员参

对党员的激励并不能使党员的压力总是处于 PQ 点

与野三会一课冶的积极性袁使野三会一课冶的效果达到最
佳袁即 X(低)效率达到最小遥 这时候的党员能立足岗

位尧积极作为袁在学做结合上取得较好成效袁能够有效

渊如图 6 所示冤袁加上人是具有选择理性的袁不同类别
的党员对野三会一课冶将提出多样化的需求袁党支部
野三会一课冶 的内容和形式未能满足党员的多样化需

黄德焱袁等院高校基层党组织野三会一课冶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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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成为影响高校基层党组织野三会一课冶实效性的关

的主体责任袁形成党组织和党员层层传导压力袁齐抓

键因素遥

共管落实野三会一课冶的工作合力遥
2. 明确目标任务袁加强有效监督管理遥 高校基层
党组织落实野三会一课冶的根本目标是夯实党的组织
基础袁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遥 合理规范野委托代理冶间
各环节的目标袁可以有效降低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利
益受损袁从而降低 X(低)效率遥 高校党委要加强对党支

部和党员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的目标责任制考核袁加
强有效监督管理遥
3. 突出规范化建设袁强化制度执行力遥 程序规范
图 6 哈维窑莱宾斯坦改写的约克斯窑道逊法则中

了袁各主体之间的责任也明确了袁更有利于进一步理

压力与绩效关系图[10]

顺野三会一课冶中存在的野委托代理冶关系袁从而有效的

Fig.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performance

发挥高校党支部野三会一课冶的功能和价值遥 高校党委

in Harvey lebenstein爷s rewriting of Yorks Dawson爷s law

要严格执行野三会一课冶的有关规定袁在规范化尧制度
化上下功夫袁落实好野三会一课冶制度遥 要进一步规范

三尧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野三会一课冶实效
性的对策

野三会一课冶制度运行袁完善野三会一课冶计划报备尧活动
纪实尧现场指导等制度袁强化制度规范袁保障制度执行遥

4. 变野委托代理冶为主动作为遥 高校野四位一体冶组
针对高校基层党组织野三会一课冶存在的主体责

织体系之间的野委托代理冶其实是一种组织间的野隐性

任压力传导不够尧党支部存在惰性区域尧党员具有选

契约冶袁这种野隐性契约冶容易导致组织上下级之间推

择理性等影响实效性的因素袁从加强压力传导尧运用

诿扯皮袁不利于工作的落实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遥 高校

推拉理论尧 合理管控压力等三个方面提出解决对策袁

党委应从进一步明确党组织岗位职责袁提升党组织组

有效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落实野三会一课冶的实效性尧

织力袁 在激励党员干事创业和主动担当作为上下功

针对性遥

夫袁力争实现野委托代理冶双方的野隐性契约冶向野显性

渊一冤规范野委托代理冶袁加强压力传导袁发挥野三会
一课冶功能
针对高校基层党组织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存在主体
责任野委托代理冶关系袁高校党委应加强主体责任压力

契约冶转化[11]袁构建权责清晰的党组织体系袁发挥野三会
一课冶的政治功能遥

渊二冤运用推拉理论袁强化激励保障袁激发野三会一
课冶活力

传导袁进一步坚持尧加强和创新野三会一课冶制度袁增强

针对党支部存在野惰性区域冶和党员具有野惰性特

政治功能袁扎实推进高校基层党组织野三会一课冶落到

征冶问题袁高校可以运用激励的手段袁对党支部和党员

实处遥

进行推拉激励袁强化激励保障机制袁防止党支部处于

1. 加强压力传导袁层层落实主体责任遥 高校党委
要充分认识落实野三会一课冶的重大意义袁增强落实
野三会一课冶制度的主责主业意识遥 既要从纵向上进一

野惰性区域冶袁党员呈现野惰性特征冶袁不断激发党支部
野三会一课冶活力遥

1. 运用内部拉力激励袁健全野三会一课冶督查考评

步明确校党委尧二级党委渊党总支冤尧党支部和党员野四

机制袁满足党员对野三会一课冶的实际需求遥 首先要压

位一体冶组织体系之间的层级关系和主体责任袁又要

实工作责任袁制定党支部尧党支部书记和党员三个层

从内部横向上明确党支部书记尧支部委员和党员之间

面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的野责任清单冶和野负面清单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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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三者工作职责袁强化刚性约束袁从思想源头上把

式和载体上下功夫袁坚持以学促做袁引导广大师生党

好野总开关冶遥 要探索实行党员积分考核制度袁将党员

员履职尽责尧主动作为袁在潜心教书育人中发挥党员

参加野三会一课冶情况作为日常基础积分的重要内容袁

的先锋模范作用袁有效克服党员选择理性袁让党员的

作为年度民主评议党员优秀等次的重要依据袁不断增

激情始终保持在 PQ 的最佳状态点袁从而有效增强野三

强党员参与野三会一课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袁从而增强

会一课冶实效性遥

党员的满意度遥 其次袁要将野三会一课冶制度执行情况

1. 实施野线上+线下冶模式袁让野三会一课冶更野潮冶遥

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检查尧基层书记抓党建述职考核的

高校党支部应充分利用野互联网+冶模式袁打造党员参

重要内容袁作为干部考核尧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袁建立

加组织生活的便捷通道袁 实现线上线下有机融合袁改

健全比较完善的考评机制遥

变传统课堂说教的党员教育管理弊端遥 在创新学习方

2. 运用外部推力激励袁完善野三会一课冶激励保障

式方面袁构建野移动课堂冶遥 通过开设慕课尧翻转课堂等

机制袁增强落实野三会一课冶的活力遥 首先是优化组织

方式袁 让每位党员分享互联网移动课堂带来的红利遥

设置遥 根据党员类型和分布情况袁科学合理地设置党

在载体运用方面袁进一步推广党支部主题党日尧党员

支部和党小组袁 让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能够就近尧便

集体过野政治生日冶尧党员志愿服务尧野学习强国冶野党员

利地参加野三会一课冶遥 要突出精准化袁在分类指导上

e 家冶 等行之有效的载体袁 使各类载体发挥更大的功

下功夫遥 针对教师党员尧学生党员尧离退休党员和流动

效遥 在组织形式方面袁探索野五微冶模式袁即成立野微支

党员等不同领域党员的特点袁精心设计野三会一课冶主

部冶尧实行野微提示冶尧实施野微交流冶尧开设野微党课冶尧办

题和形式袁体现具体化尧精准化尧差异化的要求袁防止

好野空中微课堂冶等新载体袁让野三会一课冶更具针对性遥

党支部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野好坏一个样冶遥 其次袁强

2. 实施野乡土+精品冶模式袁让野三会一课冶更野土冶遥

化经费保障遥 用好用活党建经费袁建好用好党员活动

高校党支部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袁充分发挥本土红色

室尧野双带头人冶工作室等阵地袁统筹各方资源袁为基层

资源优势尧 民族传统文化和廉政文化等资源优势袁开

党组织执行野三会一课冶制度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遥 最

展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尧爱国主义教育尧红色革命教育

后袁健全完善野三会一课冶激励问责机制遥 对野三会一

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袁着力打造更具野土味冶的

课冶制度不健全尧落实不到位的党支部进行严肃批评

党员教育特色平台,使野三会一课冶既接地气袁又出精

并限期整改遥 对野三会一课冶做法有创新尧成效显著的

品袁更具新意遥

党支部给予通报表扬遥 通过实施内外部相结合的推拉

3. 实施野会场+现场冶模式袁让野三会一课冶更野活冶遥

激励袁使党支部和党员始终保持激励状态袁有效规避

高校党支部要通过探索体验式尧互动式尧案例式组织

党支部野惰性区域冶和党员野惰性特征冶袁激发党支部

生活袁让野三会一课冶走出教室袁走出校园袁走到生动活

野三会一课冶活力遥

泼的一线现场袁增强野三会一课冶的感染力和实效性遥

课冶实效

设在解决问题的现场袁把野三会一课冶作为查找和解决

渊三冤合理管控压力袁创新形式载体袁增强野三会一

要在学做结合上下功夫袁将党支部野三会一课冶野会场冶

针对党员具有选择理性的特征袁党支部野三会一

基层党建工作问题的重要途径遥 通过党支部合理管控

课冶针对性实效性不强问题袁高校党支部合理的加强

压力袁不断创新野三会一课冶的形式载体袁为高校党支

压力传导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增强党员参加野三会一

部野三会一课冶注入生机和活力遥

课冶的积极性袁增强党员的组织归属感遥 另一方面袁过
度的施压也会挫伤党员参与野三会一课冶的积极性袁给

四尧结语

党支部带来负面效应遥 因此袁高校各党支部要合理管
控党员压力袁突出特色袁在创新野三会一课冶的内容尧形

通过对高校基层党组织野三会一课冶实效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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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焱袁等院高校基层党组织野三会一课冶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提升策略

因素的分析袁科学运用莱宾斯坦的 X(低)效率理论袁从

[5] 张维迎,吴有昌,马捷.公有制经济中委托人一代理人关系:

提出具体解决策略袁为新形势下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

[6]

加强压力传导尧运用推拉理论尧合理管控压力等方面
生活提供了有益启示遥 这是新形势下有效解决野三会
一课冶制度实效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袁对于进一
步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尧吸引力和战斗力具
有重要的作用遥

理论分析与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1995(4):10-20.
腾建河.高等教育 X 低效率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06:12-13.

[7] 罗杰窑弗朗茨.X 效率:理论尧论据和应用[M].上海:上海译文
出版社,1993:89-90.
[8] 钟蕊.提高新时代高校野三会一课冶实效性的原则与路径探
析[J].昌吉学院学报,2018(4):69-70.
[9] 张袆婧.我国高等教育 X 效率实证研究[D].北京:中国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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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野Three Meetings and One Lesson冶 of Grass 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Promotion Strategies
HUANG Deyan, TU Shuangbin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Ningde Normal University, Ningde, Fujian 352100)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野three meetings and one lesson冶 system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re are som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such as the insufficient transmission of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pressure, the rational
choice of Party members, and the inert area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By scientifically applying the X (low) efficiency theory of Lebenstei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野three meetings and one lesson冶 by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pressure

transmissio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using the push-pull theory,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reasonably controlling the pressure,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野three meetings and one lesson冶 system.

Key words: three meetings and one lesson; colleges; effectiveness曰 influenc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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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视角的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师资管理改进
强 1袁 徐晋华 2

陈

渊1.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袁 福建 福州 350108曰 2.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7冤

摘

要院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遇到师资管理方面的难题袁 表现出 野入门起点低尧 教育效果

差要要
要离职率高尧成熟教师少要要
要新进教师多尧入门起点低冶的恶性循环趋势遥 从政府治理视角切入袁需要优化财政支持
以保障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待遇曰 强化政策引导以推进师资队伍建设曰 以多元化工具改变幼儿园管理者和教师的行
为曰牵线搭桥以推动普惠性学前教育体系内的资源共享遥

关键词院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曰政府治理曰师资曰政策
中图分类号院G619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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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原园084原园6

从 2010 年到 2020 年袁通过连续三期学前教育行

一尧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资队伍的主要问题

惠 性 幼 儿 园 23.41 万 所 渊 占 全 国 幼 儿 园 的 比 例

我国普惠性幼儿园政策的实施袁国家采取野购买

动计划的实施袁全国已有幼儿园 29.17 万所袁其中袁普

80.24%冤袁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 4082.83 万人渊比上

服务尧减免租金尧以奖代补尧派驻公办教师等方式袁引

年增长 13.95%尧占全国在园幼儿的比例 84.74%冤 袁超

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冶 是重要途径遥

标袁初步解决了野入园难尧入园贵冶的问题遥 与此同时袁

万袁普惠性幼儿园 21.36 万所渊占总量的 76.01%冤遥 其

[1]

额实现了普惠性幼儿园在学前教育中占比 80%的目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袁2019 年我国幼儿园总数为 28.1

普惠性幼儿园办园水平参差不齐尧特别是普惠性民办

中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9.48 万所袁占全国幼儿园总量

幼儿园师资队伍良莠不齐的现象成为社会新的关注
焦点袁并期待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寻找更深层次尧更为
综合的改进策略遥

的 33.8%尧普惠性幼儿园数量的 44.4%尧民办幼儿园数

量的 54援8%[2]遥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已成为我国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袁 也是影响未
来十年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的关键部分遥
师资队伍是幼儿园办学的主要力量袁是学前教育

收稿日期院2021-08-29
基金项目院福 建 省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2019 年 度 课 题
渊FJ2019B172冤遥

作者简介院陈强渊1968-冤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教育管
理尧教师教育研究遥

事业发展中的关键而核心的野软性指标冶遥 作为普惠性
政策野嫁接冶在民办园上的新生事物袁当前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发展袁普遍卡在了质量提升的野瓶颈冶要要
要师资

队伍和师资管理遥 首先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师资起
点水平低遥 我们在 F 市随机选取了普惠性民办和公办

陈 强袁等院政府治理视角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资管理改进

幼儿园各 3 所进行调查袁以师资队伍持有教师资格证
指标为例袁结果如表 1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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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之间各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袁表面上看是资本的
逐利本性引发的幼儿园管理选择偏向袁深层次分析反
映了政府治理中政策推进还有偏差和薄弱之处袁有必

表 1 普惠性民办和公办幼儿园教师资格情况表
Tab.1 Inclusive list of qualifications of teachers in
private and public kindergartens

要从外部及内部交错尧多元的生态环境中探究原因遥
渊一冤民间资本的逐利本性难以顾及师资投入
民办幼儿园是由野国家机构以外冶的社会组织或
者个人利用野非国家财政性经费冶面向社会举办的袁逐
利是民间资本的自然属性袁获得政府财政等方面的支

普惠性民办园 1

60%

12%

28%

普惠性民办园 2

57%

8%

35%

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劳动报酬交给市场尧由各园自行决

2%

73%

争袁出于营利需求的推动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往往将

普惠性公办园 1
普惠性公办园 2
普惠性民办园 3
普惠性公办园 3

96%

4%

88%

10%

83%

12%

25%

0%

持也是民办幼儿园加入野普惠性冶行列的主要动因遥 在

2%

定的情况下袁面对供求机制尧价格和服务等方面的竞

5%

经费支出集中到更为引人注目尧可以立竿见影地产生

其次袁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师职后培训缺乏遥

效果的外观设施等野物冶的方面袁同时尽可能减少在内

幼儿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学前教育本身是一项既劳心

隐性和见效慢的野人冶的身上投入袁这是野逐利冶本性的

又劳力的职业袁 持证上岗只是师资队伍最基本的要

必然趋势遥 为此袁仅靠幼儿园内部的自觉自律或通过

求袁从持有教师资格证到成长为真正合格乃至优秀的

市场手段袁难以有效解决师资水平和待遇问题袁必须

教师袁需要一定时间的历练和许多条件的支持遥 然而袁

通过提升政府治理加以必要的干预遥

普惠性民办和公办幼儿园教师在专业培训与工作条

渊二冤政府监管在民办领域较为宽松

件等方面也有着较大的差距遥 入职前起点较低加上入

我国的学前教育实行的是野地方负责尧分级管理

职后培训不足袁 民办幼儿园教师往往能力和素质不

和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冶的管理体制袁并以野公办冶野民

够袁难以满足幼儿认知尧语言尧情绪情感尧社会性等多

办冶为依据对幼儿园进行分类管理遥 长期以来袁地方政

方面发展需求袁教育教学效果不佳袁教师也难以体验

府在施政理念中对学前教育责任的认识存在偏差袁认

到职业的效能感和成就感遥

为民办幼儿园属于市场主导领域尧可以直接交由社会

最后袁相对于公办幼儿园教师袁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的教师在福利待遇上差异显著遥 她们的工资水平较
低尧社会保障难以落实遥 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影响幼
儿园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和素质的提高遥
这些问题的累加袁导致民办幼儿园师资队伍不稳
定尧流动性大袁形成了野入门起点低尧教育效果差要要
要
离职率高尧成熟教师少要要
要新进教师多尧入门起点低冶

自行调节袁对民办园疏于监督与管理遥2010 年 11 月国
务院出台叶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曳渊国发

也2010页41 号冤之后袁虽然全国所有省份都出台了普惠

性民办园的认定和管理办法袁对经费投入尧设施设备尧
办园规模尧园所安全尧用房配置尧户外场地等进行了规
定袁但因野普惠性冶只是代表政府购买学前教育服务向
大众提供袁并未改变民办幼儿园的野非公冶性质袁一些

的循环袁直接影响着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尧幼儿园文化

地方政府在执行普惠性转型要求中袁仅野按政府指导

制度建设袁给幼儿园管理带来困难遥

价收取保育费和住宿费冶作为一条野硬杠杠冶被严格落
实袁其他诸如叶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曳等对幼儿园师

二尧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资困境的原因

资尧保育教育和管理等方面的要求袁则或因条件设置
不严尧或因监督管理不力尧或因缺乏退出机制而难以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资困境的存在袁是教育生态

形成实际的约束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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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袁其劳动力市场相比

助袁通过政府治理获得与公办幼儿园平等互动和互惠

于公办幼儿园教师而言更加开放袁公办幼儿园教师的

支持更有价值曰政府也开始反思在学前教育野服务购

劳动力市场往往数量与指标有限袁尤其是公办园在编

买者冶背后作为野利益协调者冶渊协调统筹尧制约均衡冤

教师的劳动力市场相对封闭袁缺乏流动性袁工资来自

和野推动保障者冶渊制度保障尧各方监督冤的全面职责遥

于公共财政性教育经费袁预算严格且标准清晰袁很少

在谋划和启动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之际袁将普惠

会出现教师和幼儿园之间劳资双方的谈判过程遥 相对

性民办幼儿园师资管理的思路拓宽袁从政府治理视角

而言袁民办园教师与园所之间则有着更加自由的议价

寻找更为综合的改进对策袁有助于推动外界施压和内

弹性遥 由于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存在袁幼儿教师作为劳

部驱动的有机结合尧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管理和共同

动要素在劳动产出不易被观测时袁其劳动成果被认定

治理袁真正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从野量冶到野质冶的发展

为均质的袁于是教师的人力资本存量并不能在与幼儿

的新转型遥

园的谈判过程中获取到足够的溢价空间曰加之幼儿教
师从业人群多以年轻女性为主袁年轻往往意味着社会
资本积累数量的短缺袁女性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受

三尧从政府治理视角寻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师资管理改进对策

着某种隐性歧视袁这都进一步压制了幼儿教师在市场
上与幼儿园进行议价的能力
渊三冤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制度设计不够完善
学前教育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袁对学前教育机

渊一冤优化财政支持袁通过财政投入保障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教师待遇
1.设计普惠性学前教育的保障托底机制

构进行监管是政府其义不容辞的责任遥 启动民办幼儿

作为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袁公共财政的核心

园普惠性转型袁政府本应承担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基本

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尧保障底线公平遥 在统筹规划区

保障者尧资源配置的主导者职责袁主导对普惠性民办

域普惠性学前教育规模和水平的基础上袁政府可根据

园内外多部门的支持与协同合作遥 但一些地方政府片

教师和保育员等工作人员等身份的不同合理确定其

面地将普惠性民办园视作野权宜之计冶野过渡模式冶袁没

待遇袁 向民办幼儿园购买一定数量的保教服务岗位袁

有将其发展作为学前教育的长期目标来谋划遥 在操作

基本工资尧五险一金和培训费用由财政保障袁奖金由

中袁许多地方将主要精力和经费放在了硬件财政支持

所在幼儿园承担遥 如袁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

上袁采取购买服务尧减免租金尧以奖代补等容易实施的

区对已注册或预注册的民办幼儿园若达到市级示范

政策举措袁 派驻公办教师方面只是简单落实数量要

园标准袁政府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袁为其配备占幼儿园

求袁没有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遥 由于缺乏对涉及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教师的身份与地位尧福利待遇的保障落
实尧教师培训公共财政资助体系等深层次问题的政策
目标尧扶持措施及实施效果等的论证和设计袁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招聘的教师只能作为体制外的 野另类存
在冶而游离于公办教师队伍的边缘袁师资管理的困境
在表层化的政府管理改革中依然无法突破遥

教师总数 30%的公办教师袁 并由区财政统一发放工

资曰若达到自治区示范园标准袁政府一次性奖励 30 万
元袁 为其配备占幼儿园教师总数 50%的公办教师袁并
由区财政统一发放工资遥

[3]

2.设置财政补助教师待遇的专项拨款
为减少因教师的流动过大而造成的学前教育人
员难衔接等问题袁可以利用园龄补助等方式袁对岗位

随着野入园难尧入园贵冶问题的缓解袁社会和家长

固定时间久尧 贡献大尧 经验多的教师给予专项补助遥

对幼儿园的选择越来越理性袁幼儿园之间的竞争已经

如袁浙江绍兴市越城区设立野在职非公办幼儿教师专

从外部设施转向内涵尧质量的竞争遥 普惠性民办幼儿

项补助冶袁结合教师学历尧职称尧从教年限尧获奖情况尧

园在发展过程已经意识到袁 相比较于直接的资金资

工作业绩等情况核拨曰又如袁重庆江北区对普惠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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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园教师社会保险的单位缴费部分予以补助[4]袁这些

理遥 如袁在叶深圳市普惠性幼儿园认定指标曳中袁要求申

财政投入直接为普惠性民办园教师队伍建设提供支

请认定为野普惠性幼儿园冶的应在野保障教职工待遇冶

持袁可以增强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和职业吸引力遥

渊占权重 20%冤方面做到三点院一是全园教职工工资总

3.提供吸引优秀人才的资助渠道
针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合格师资不足的问题袁可
以利用财政经费合理构建人才吸引渠道袁如院与师范
院校联合设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资订单班袁给予订
单培养的学生奖学金补助袁毕业后通过双向选择未加

额占当年保教费收入的比例达到 40%以上袁其中政府
产权幼儿园该比例达到 50%以上曰二是教师个人最低

工资不低于政府公布的当年全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的 1.5 倍曰三是依法为教职工足额购买社会保险和缴
存住房公积金遥

[4]

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工作的退还所获奖学金尧加入普

3.通过监管政策加强师资管理的野事后监督冶

惠性民办幼儿园并工作满 2 年的再给予专项奖励曰或

加强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监督管理和指导袁打

设立专项资助袁 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提供学费减免尧

破一经认定尧终身有效的僵化管理机制袁实行对普惠

为加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提

性民办幼儿园的常态监督尧优进劣出的动态管理遥 如袁

供安家费等袁吸引更多学前教育专业人才投身普惠性

制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野管理办法冶或野质量等级评估

民办幼儿园遥

方案冶袁在普惠性幼儿园的条件性质量尧过程性质量和

渊二冤强化政策引导袁通过普惠性民办园管理政策
推进师资队伍建设

结果性质量的规定中硬性涵盖关于师资队伍质量渊包
括师德师风冤的要求袁并根据分类尧分级的要求区别规

1.明确普惠性民办园准入的野非营利性冶前提

定教师工资及福利支出必须占经常性经费支出的比

根据新版叶民办教育促进法曳袁民办幼儿园可以有

例遥 [6]同时袁明确规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资格认定的有

野非营利性冶和野营利性冶两种选择遥 但是袁普惠性学前

效年限袁在认定年限内出现违规情况袁经严肃查实后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袁必须以非营利性学前教育

立即取消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资格袁并同时停止其享

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为前提遥 为避免野以营利为目的冶与

受国家及各级政府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扶持政策袁

野向社会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之间冶 的矛盾

并严格禁止其在规定年限内再次申报普惠性民办幼

冲突袁政府可以明确要求袁民办幼儿园接受政府资金

儿园资格遥 通过严格的监督管理和约束机制袁为普惠

支持尧变成普惠性幼儿园袁先决条件就是在其法人属

性民办幼儿园师资管理提供机制保障遥

性选择之时要选择野非营利性冶袁即不以营利为目的尧
不能从办园收入中获取利润袁举办者只可以得到合理

渊三冤创新治理方式袁通过多元化工具改变幼儿园
管理者和教师的行为

的回报袁办学所得大部分要用于幼儿园的再投入和发

1.运用激励工具鼓励

展遥 如袁陕西省 2017 年 10 月修订的叶陕西省普惠性

激励工具袁指政府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刺激袁对达

民办幼儿园认定及管理办法曳就明确界定袁野普惠性民

到条件的行为者给予奖励袁以激发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办幼儿园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袁利

的管理者对师资的重视和培养袁并调动教师自我发展

用非财政性经费举办的条件达标尧资质健全尧管理规

的驱动力遥 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资的激励袁可以是

范尧面向大众尧收费合理尧质量较高的非营利性民办幼

全覆盖的普惠性津贴尧补助袁也可以对其中特别优秀

儿园遥 冶[5]这样袁一定程度上约束资本的野逐利冶取向袁有

者设计精神性表彰或物质奖励等袁以引导优秀师资进

2.通过审批政策加强师资管理的野事前规范冶

政部门颁发尧代表着官方的认可袁对于普惠性民办幼

政府可以运用权威工具袁 出台或者制定规章制

儿园教师具有特殊的意义遥 如袁每年教师节袁由县级教

度袁通过禁止或许可干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师资管

育行政部门对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连续工作达到 5 年

利于引导幼儿园将更多经费投入到师资队伍建设遥

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遥 一张证书尧一份奖金袁由教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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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颁发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从教证书冶袁并给予一
定数额的奖教金袁 获该证书者从获证之日起连续工作
再满 5 年袁可再次获奖袁通过时间上的连续性保证利益
相关者对激励饱含期待袁以确保激励工具的激发价值遥

渊四冤着力牵线搭桥袁推动普惠性学前教育体系内
的资源共享
1. 向普惠性民办园派驻有经验的公办园管理者袁
促进提高师资管理水平

在运用激励工具过程中可以广泛宣传袁 让激励工具相

教师的流动意味着教育资源的共享袁名师的人事

关者知晓袁既增加获得激励人员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袁又

关系可仍在原来的单位袁带去的是优质幼儿园的先进

对群体形成替代强化效应袁进一步显其激励价值遥

办园理念尧科学管理方法尧教育科研成果尧教学资源遥

2.运用能力建设工具赋能

与选派园长相比袁 选派教研组长这一关键性中坚力

能力建设工具主要指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

量袁更有利于带动民办幼儿园的师资发展袁通过输出

提供多种培训进修机会及教育尧资源袁帮助他们提升
文化水平和专业素养以获得更高的职业满意度袁为教
师个人和幼儿园发展赋能遥 如袁政府要从实际出发袁分

不断辐射尧扩大优质资源遥
2.组织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与优质公立幼儿园结成
帮扶对子尧教研合作

阶段尧分区域尧分层次袁对幼儿园教师培养和培训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公办幼儿园是普惠性幼儿园的

进行科学的规划袁搭建野需求导向冶的分类培训和科研

质量标杆和办学参照袁而且是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

网络体系袁 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培训纳入计

务的主体遥 目前公办幼儿园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互助

划袁保障合格普惠性民办园教师真正享有与公办教师

的层次较低袁仅限于派遣教师尧教研指导等袁并未形成

同样的培训机会袁并特别考虑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

深层互动的格局遥 通过政府牵线搭桥袁公办园可以作

资量身定做培训内容袁密切结合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

为龙头园袁 带动片区内普惠性民办园的发展与互动袁

实际情况袁提供多渠道尧多形式尧全方位培训袁增加培

实现公办与民办尧城市与乡镇幼儿园教师资源的有效

训的适用性遥 如袁可考虑将一部分的适合普惠性民办

融合袁使帮扶从短期走向长期尧从零散走向系统尧从表

幼儿园的培训内容通过互联网方式传播袁让普惠性幼

面走向深入遥 如袁建立以县域为中心的公办和民办一体

儿园的教师通过一定时间的网络学习袁以获取相应的

化教研合作机制袁内容以主题的方式展开袁形式可以多

培训证书袁提升专业能力遥

样化袁发挥不同幼儿园的优势袁构建立体化的教研活动

3.利用象征与规劝工具引导

格局袁促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师教学发展遥

象征和规劝工具袁主要是利用政策宣传尧信息公

3. 构建民办幼儿园教师参与的 野多元治理共同

示尧号召呼吁尧示范尧劝诫等袁引导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体冶袁建设区域性幼儿教师交流互动平台袁引导教师在

的管理者和一线教师保持与普惠性幼儿园政策一致

互动中获得成长

的价值观袁增加发展内驱力遥 对此袁政府治理主要集中

教师专业成长需要有开放尧 合作的团队为基础袁

于为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指明方向的宏观层面和

公办幼儿园的教师素质能力等都比较高袁而民办幼儿

规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的中观层面袁在教师个体

园的年轻教师有活力尧接受新资源比较快袁具有不同

的微观层面则需要幼儿园内部加强引导遥 同时袁教育

的优势遥 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建设区

行政部门还可以在幼儿园办学质量评定标准中提出

域性教师交流平台袁委托示范园管理袁普惠性民办园

一定的象征性要求袁或委派社会专业人员到幼儿园进

的教师可以将实践中的疑惑在平台上求教尧或在参照

行日常督查和指导相结合的评估模式 袁 以日常生活

和模仿中获得一定的发展袁从而逐步提升独立承担教

中的常态化评估机制对幼儿园的业务进行指导遥

学的信心与能力遥 [7]此外袁可以借助交流互动平台建立
相应的竞争机制袁组织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选派教师代
表参加业务交流或技能竞赛袁从中了解相关幼儿园教

窑 89 窑

陈 强袁等院政府治理视角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资管理改进

师的整体水平袁对于在活动中表现欠佳的幼儿园教师

报[EB/OL].渊2021-08-27冤[2021-08-27].http://www.moe.gov.

强化培训并将该幼儿园作为重点考核监管单位袁对于

cn/jyb_sjzl/sjzl_fztjgb/202108/t20210827_555004.htm.

在活动中取得成果较高的幼儿园发放一定的补助袁由
此引导普惠性幼儿园教师在专业发展方面努力比学
赶超遥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

展的若干意见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普惠性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体系尧办人民满意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的目
标任务袁改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资管理袁是深入尧系
统尧 全面提升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办学质量的关键所
在袁也是政府引导尧规范尧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师
资发展的职责所在遥 从政府治理视角将多元主体和多
维工具整合互动袁还有待于深入调研分析我国区域经
济尧社会和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袁从实际出发袁分阶
段尧分区域科学规划尧统筹实施袁从而建设一支高素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第 0990 号(教育类 058 号)提案答复的函[EB/OL].渊202011-02冤[2021-05 -01].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
jyta_jijiaosi/202012 /t20201207_503838援html.

[3] 王海英.试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制度设计[J].幼儿教育(教
育科学)袁2011(6):1-5.
[4] 梁慧娟.我国地方普惠性民办园教师政策分析及其启示[J].
学前教育研究,2014(6):30袁38.
[5] 谭娟.机会与质量:县域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机制研究[J].
教育现代化,2019(6):277-278.
[6] 杨柳玉,杨晓萍.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执行的社会学分析:基
于嵌入性理论视角[J].教师教育学报袁2019(5):90-95.
[7] 吴一敏.幼儿园片区内互动式帮扶机制建立的探索[J].当代
教研论丛袁2016(5)院129-130.

善保教的教师队伍袁全面提高幼儿园教师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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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新文科建设旨在从顶层设计方面指导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袁代表了一种适应时代发展尧可持续发展的发

展理念袁既可以用于指导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袁也可用于指导事业单位会计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遥 在新文科建设理念的
指导下袁本文重在思辨尧厘清新思路袁试图基于互动假说从形式和内容 2 个方面探讨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施行新思
路袁具体体现为院在形式上袁从录播模式到在线直播的转向袁从对标时代科技发展到对标科技尧重在应用服务的转向曰在内

容上袁应以野立德树人冶为顶层设计袁对标会计行业新法规精神袁对标财会管理的学科前沿袁主动更新知识结构袁规范会计
行为尧提高财会服务能力遥 文章对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尧构建学习型会计人等理念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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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1原园090原园7

能力尧决算能力尧问题解决能力以及提高会计人员市

引言

场竞争力等能力的重要保障遥
新文科建设理念于 2019 年由国家教育部尧 科技

继续教育既是现代教育制度关于终身学习理念
的产物[1]袁也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2]尧确保中

部等 13 个部门联合推出袁并于 2020 年 11 月推出叶新
文科建设宣言曳遥 新文科建设理念旨在从顶层设计方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3]袁同时还是事业单位会

面指导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遥 实际上袁新文科建设不

计人员队伍建设和人才梯队建设的必要举措[4]遥 一方

仅可用于指导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袁新文科建设更是

面袁在事业单位会计人员中进一步实施继续教育有利

代表了一种适应时代发展尧 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袁

于进一步贯彻国家层面的相关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

也可用于指导诸如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会计人员的

经济发展对会计人员的时代要求曰另一方面袁会计人

继续教育遥

员的继续教育更是精炼会计人员财务管理能力尧预算

本研究拟在新文科建设理念指导下袁 重在思辨尧
厘清新思路袁对事业单位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渊以

收稿日期院2021原02原26
基金项目院2019 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高
校外语教改科研专项冤渊JZ190089冤遥
作者简介院魏琛渊1980-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教育
语言学尧认知语言学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林文华渊1984-冤袁女袁汉族袁会计师袁主要从事会
计继续教育研究遥

下简称 野继续教育冶冤 的形式和内容 2 个方面做些探

讨遥 渊1冤在形式上袁实现 2 个转向袁即 1冤从录播模式到
在线直播的转向曰2冤 从对标时代科技发展到对标科
技尧重在应用服务的转向遥 具体体现在院会计从业人员
继续教育应借鉴其他学科的教学范式袁在学科研究理
念交叉融合的基础上从现有的互动性不足的录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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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转向更具互动性的直播模式袁促进会计从业人员与

教育形式起到了规范作用和教育作用遥 但是袁当前的

专家或资深从业人员的有效互动袁同时在提高会计从

网络在线形式无法满足基层会计从业人员在新时代尧

业人员紧跟时代科技发展尧应用科学技术服务财会管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职业发展需求袁也无法满足基层

理的能力方面提供有效的实操指导遥 渊2冤在内容上袁会

会计从业人员与培训师在有效互动中掌握知识点的

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应以野立德树人冶为首要原则袁紧

需求袁 还无法满足基层会计人员主动更新知识结构尧

跟财会管理的学科前沿袁不断学习国家关于会计行业

积极应对新时代尧新科技业态的需求遥 当前的网络在

的相关法规精神袁主动改变知识结构袁规范会计行为尧

线继续教育采用的录播形式虽然有诸多优势袁如具有

提高财会服务能力遥

继续教育培训受众面广尧易于操作等优点袁但是较为
缺乏培训师与受培者之间的有效互动袁使得在线继续

一尧新文科视域下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
的形式

教育的学习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7]遥 因此袁如何让现有
继续教育体系和课程能有效地增进培训师和受培者
之间的互动袁如何让继续教育更好地提升学习效果袁已

渊一冤当前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主要形式尧存
在的主要问题及其现有对策
当前会计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主要有各省市会
计学会或财政部分组织的网络在线学习尧财政法规培

经成为继续教育研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长期问题遥
新文科建设理念强调学科的交叉融合性尧技术人
文性和开放包容性[9]遥 在新文科建设理念指导下袁会计
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形式理应借鉴其他学科的培训

训以及学术会议等多元化形式袁这类继续教育形式具

范式袁充分利用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来弥补自身可能

有量化倾向袁采取规定学时制或学分制袁其主要表现

存在的缺陷袁以达到优势互补的叠加式效果袁进而产

在院 会计从业人员必须按照规定在线修满一定的学

生系统性的协同增效遥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借鉴相关学

时袁如 60 学时或 90 学时遥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这类继续

科的理论及假说袁 如基于互动主义认识论的互动假

教育形式具有易于量化考核等优点袁但其弊端也显而

说袁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克服现有继续教育培训形式带

易见袁比如院学习内容是否内化于学员心中以及学员

来的知识点讲解与知识巩固之间的困境袁克服互动性

的学习效果评价方式等无法直观地显示出来[5]遥 有研

不足导致的学习效果欠佳等问题遥

究人员指出袁现有的线上继续教育形式使得会计从业

基于互动主义认识论的互动假说认为袁具有更强

人员对继续教育形式的认知度降低袁也使得学员无法

理论知识体系的培训师对会计知识体系和结构的认

很好地接受专业授课教师或会计资深从业人员的理

知调整能够更好地解释输入调整在继续教育中的作

论指导和实操指导 [6]袁同时现有模式无法实现对学员

用[10]遥 培训师的理论知识体系主要由野两部分一能力冶

基于上述存在的问题袁研究人员相应地提出了解

理论知识袁后者还包括财务管理知识尧预算知识尧决算

决方案袁如优化在线学习平台尧增强动态监督手段尧完

知识等方面曰野一能力冶实际上指的是教学管理能力以

善评价体系等[5-7]遥 还有研究人员从反腐倡廉的角度提

及相应的课堂组织能力袁既包括对相关知识要点的阐

的动态监督[7]遥

构成袁野两部分冶指法律法规规定性知识和财务管理类

出相应的职业道德教育方案[8]袁以增强会计从业人员

述能力尧释疑能力以及案例扩展能力袁也包括实际课

的廉洁自律尧会计职业道德警示教育和会计规范风险

堂教学过程中互动手段的适时运用袁 如课堂问答尧组

防范教育等遥

织讨论尧师生互动以及生生互动等有效的互动手段和

渊二冤新文科视域下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形式

能力遥 本文主要关注后者袁即基于互动假说的继续教

上文所述研究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的继续

育的形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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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动假说袁我们认为培训师在继续教育的在
线培训过程中应特别关注培训的形式和互动的形式袁

表 1 工会野防暑降温费冶会计分录编制表[12]
Tab.1 Labor Union爷s accounting entry table for
野Heatstroke prevention consolation冶

如在线培训过程中注重使用解释尧重复尧关键知识点
澄清尧案例扩展等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受培者的学习
效果遥 这类的互动手段主要有 6 种形式[11]院渊1冤放慢语

言表达的速度曰渊2冤强调关键词和关键知识点曰渊3冤恰
当的停顿袁给受培者留足思考尧消化的时间曰渊4冤开启
话题袁并对话题进行评述曰渊5冤适当重复之前讲解的知
识点曰渊6冤适当重复其他研究者的观点和方法袁等遥
渊三冤基于互动假说的案例阐释与实施路径
根据上述互动的 6 种手段袁我们以野工会经费和

职工教育经费的计提和使用冶这个知识点为例袁试着

论证这 6 种互动手段在在线继续教育情境下的实际
操作及其教学效果遥

培训师在讲解野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的计提

渊1冤作为防暑降温慰问品的形式向暑期身处值班一线的员
工发放防暑降温用品一批袁成本为 1,500 元袁不含税的销售
价格为 2,000 元袁增值税为 340 元遥
借院应付职工薪酬要要
要非货币性福利
2340
贷院主营业务收入
2000
应交税费要要
要应交增值税渊销项税额冤
340
借院主营业务成本
1500
贷院库存商品
1500
渊2冤计提为工会管理人员无偿提供住房的折旧费 1,800 元遥
借院应付职工薪酬要要
要非货币性福利
1800
贷院累计折旧
1800
渊3冤按照用途对发生的非货币性福利进行分配遥
借院生产成本
2340
管理费用
1800
贷院应付职工薪酬要要
要非货币性福利
4140

初步的培训实践表明袁 基于上述 6 种互动手段袁

和使用冶[12]这个知识点时袁培训师可以有效利用上述 6

尤其是放慢语速尧重复强调计提路径尧重点指出分录

种互动手段袁其具体的实施步骤如下院首先袁培训师可

编制方式等手段可以较为有效地促进培训师与受培

以有意识地通过适当放慢语速来引起受培者注意力曰

者之间的互动遥

其次袁可通过凸显该知识点的相关关键词来进一步提
炼知识点曰再者袁可通过话题评述来引发受培者的思

新文科建设理念还认为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手段袁如 Zoom尧钉钉尧腾讯直播等直播软件来弥补之

考曰最后袁通过对相关知识点以及其他研究者的观点

前单纯采取线上培训的野录播冶模式导致的培训师和

进行重复表述尧重点澄清遥 在此过程中袁重复表述的内

受培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缺陷遥 由

容应为野应根据职工工资的一定比例计算冶袁同时应重

于线上的直播培训模式可以有效模拟线下培训的互

点澄清野计算公式冶和野计算方式冶的不同可能造成的

动模式袁进而可以有效弥补上述缺陷袁比如在线上直

分类账目方面的差异遥 培训师还应强调袁在指导受培

播培训以及直播课件中增设野停顿冶环节袁给足受培者

者按照职工工资的用途对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思考的时间袁引导受培者积极思考尧分解所学知识点袁

的计提进行正确的借记和贷记袁可以参照如以下路径
来实施计提院
借记路径院生产成本寅制造费用寅管理费用寅销

最终实现受培者通过 野重复要要
要停顿要要
要案例分析冶

等强调手段来主动建构所学知识点袁 促进学习的发
生袁增强培训的效果遥

售费用寅在建工程寅研发支出
贷记路径院应付职工薪酬寅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
此外袁培训师还可以在丰富案例的基础上进一步

二尧新文科视域下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
的内容

指出该项费用会计分录编制情况遥 如院某事业单位根
据 8 月份发生的有关工会野防暑降温冶的非货币性福
利业务的会计分录可以编制如下表 1院

渊一冤当前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尧存
在的主要问题及其现有对策
当前会计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主要是按照会计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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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不同层级将其分为初级尧 中级和高级逐级培训的

要旨袁以野培养什么人冶野怎样培养人冶野为谁培养人冶[16]

模式袁 其主要培训内容主要是为会计专业课程和会计

为核心袁在强化会计学科前沿知识尧根据时代需求调

从业人员的岗位技术之间的有机衔接服务[13]袁力图构

整会计从业人员知识结构等方面袁为国家经济的健康

建会计从业人员的理论知识体系尧 实操能力和职业道

和可持续发展培养合格的会计从业人员袁当好国家经

德规范遥 诸如此方面的理论知识体系讲解当然无可厚

济发展的参谋尧把好国家经济发展的脉络袁推动会计

非袁 它在有效提升会计从业人员的理论知识和实操能

实现更好地服务经济尧社会发展大局的关键作用[17]遥

力方面尧在规范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方面尧预防和

会计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内容应在习近平新时

防范职务犯罪等方面确实起到关键作用袁 在推动会计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引领下野育新机袁开

服务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方面功不可没遥

新局冶遥 为此袁 在巩固当前继续教育知识体系的基础

但是袁当前的培训内容也存在一些问题遥 一方面

上袁我们应加快以野立德树人冶基准尧以科技创新应用

有些培训师选择的培训教材在紧跟时代发展的需要袁

为前沿的知识体系的构建遥 换言之袁财政管理部门应

在会计知识体系的前沿性尧时代性等方面还存在诸多

高度重视新文科建设理念所倡导的科技创新发展所

不足之处[14]遥这意味着在对标新时代需求尧对标科技发

带来的发展契机袁让会计从业人员在不断强化思政教

展需求以及对标学科前沿需求等方面袁继续教育培训

育的同时袁学习会计领域的前沿知识袁掌握会计前沿

教材和培训内容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遥 另一方面袁

新动态袁做好继续教育新知识体系的布局规划曰加强尧

虽然培训师在培训过程中也常提醒受培者有关职业

优化科技领域研究方法在会计领域的应用袁采取有力

道德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案例袁 但由于某些利益的驱

措施保证继续教育的新知识体系落地见效遥 这里所强

使袁因会计职业道德的缺失以及思想层面的误导而酿

调的是袁财政管理部门要发挥宏观指导尧统筹协调和

成的职业风险也时有发生袁如会计从业人员的行为可

服务保障的作用袁充分调动会计从业人员积极尧主动

能涉嫌贪污尧不当财产侵占等职务犯罪行为[15]遥这表明

地参与到继续教育培训中去袁让会计从业人员切身体

野立德树人冶 必须成为各行各业继续教育的顶层设计

会到参加继续教育野能有所学袁亦能有所得冶袁既能了

思想遥 在其指导下袁进一步夯实会计从业人员思想政

解前沿知识袁又能掌握科技手段服务当前的财会工

治基础袁坚守野底线思维冶袁筑牢职业道德教育的铜墙

作袁进而改变之前野为单纯满足继续教育学时要求冶[18]

铁壁遥

的消极尧被动局面遥

针对上述不足之处袁研究者主要基于反腐倡廉视

为此袁应当将会计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转向野思

角提出相应的职业道德教育方案[8]袁分析相关案例袁力

政课堂冶[19]遥将野立德树人冶的课程思政理念作为会计从

德教育方案主要以理论宣导尧案例分析为主要形式[15]袁

内容与继续教育课程体系的融合袁实现思政教育与知

致力于构筑法律法规的思想之墙袁力图从培训师角度

识结构更新与技能提升的相互促进尧相互补充尧相辅

防范职业风险袁 增强会计从业人员的廉洁自律精神袁

相成遥 要充分挖掘思政育人要素袁完善育人机制袁启动

但尚未考虑受培者的接受度以及受培者的主动接受

一批野课程思政知识体系或课程建设计划冶袁重点扶持

意识遥

一批野先行先试冶的课程袁探索财会领域的课程思政建

图起到警示和威慑作用遥 实际上袁诸如此类的职业道

渊二冤新文科视域下野思政元素冶融入会计从业人
员继续教育的新思路

业人员继续教育知识体系改革的首要目标袁推动思政

设方法袁打造一批具有财会领域特色的野课程思政示
范性精品课冶遥 比如在叶会计职业道德与法规曳课程中袁

在新文科背景下袁会计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更应

培训师在传统的职业道德和法规教育的基础上袁还应

首要突出思想层面的顶层设计袁以野立德树人冶为根本

倡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本门课程的学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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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会计职业警示教育尧会计政策解读尧会计哲学观

前沿问题的探讨尧科学技术融入财会管理和工作等问

等课程模块袁通过校史校情尧政策解读尧哲学人生等课

题上发挥关键性作用遥

程模块袁将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冶贯穿继续教育教学
的全过程袁传承家国同心尧守正出新尧追求卓越的价值
观袁恪守遵纪守法尧惟真惟实尧求实服务的会计人精

渊三冤新文科视域下基于技术融合的会计从业人
员继续教育的实施路径
2018 年刊行的 叶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

神袁培养受培者的家国情怀尧服务意识袁对标国家尧社

定曳规定袁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知识体系主要包括

会尧经济发展的需求[20]遥

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 2 个方面袁前者包括会计从业人

能动性的学习个体袁其学习和接受法律法规应是一个

术信息等基本知识袁后者包括从事会计工作应当掌握

主动建构的过程遥 如果单从培训师的角度从理论和案

的财务会计尧管理会计尧财务管理尧内部控制与风险管

例分析等方面进行宣导袁则可能使受培者产生主观意

理尧会计信息化尧会计职业道德尧财税金融尧会计法律

识上的野怠慢冶情绪遥 笔者曾就这个问题以非正式访谈

法规等相关专业知识[21]遥诚然袁这一规定性知识体系已

基于上文论述袁同时考虑到受培者作为具有主观

的形式向身边从事财务管理或审计工作的同学尧同行

员应当普遍掌握的法律法规尧政策理论尧职业道德尧技

然涵盖会计知识领域遥 但是袁新文科建设理念指出袁学

咨询遥 有会计从业人员认为袁野这样纯粹的法律法规案

科的交叉融合性和技术人文性是当代学科发展的大

宣导袁理论性很强袁但距离感也很强冶野似乎偏离我们

势所趋袁只有在不断地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

的现实生活冶等遥 也有人建议袁野是否可以让案例分析

中袁在不断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的过程中袁会计

更具有现实感冶野让案例分析更贴近当地的现实冶遥 这

学科才能历久弥新尧才能保持其前沿性遥 比如袁当前以

样的建议表明袁现有的继续教育法规宣导主要以更广

大数据和云平台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手段正从根本上

的培训面为出发点袁其所做的理论宣导和案例分析与

改变着我们对信息资源的利用方式遥 在此情境下袁做

受培者的现实切合度和心理期待有一定的距离遥 笔者

好会计电算化的信息化建设袁对提升会计电算化服务

认为袁为了让继续教育的法规宣导和案例分析更具有

国家尧社会尧经济发展的能力具有重大作用遥 有鉴于

野既视感冶袁更能在心理上震撼会计从业人员袁应该优

此袁我们拟以野基于大数据和云平台的会计电算化冶为

关的违规案例遥 这不仅切合现实需求袁而且更能在心

传统的会计电算化系统主要是软件开发公司根

理层面上激起受培者的野涟漪冶袁进一步从思想根源上

据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特点量身定制的产物袁它有效

筑牢受培者防范风险尧抵御风险的能力之墙袁进而达

地提高了会计从业人员编制会计分录信息等方面的

成培训师和受培者在思想层面的共识遥 从培训师和受

效率袁 但由于其系统建设的单一性问题不能满足尧适

培者双向视角来阐述尧分析法律法规理论和案例可以

应多元化袁 且具单位异质性的会计电算化的需求袁也

说是一种野自上而下冶和野自下而上冶的双向融汇过程袁

不能有效衔接自审计部门的接口袁导致野审计一来袁财

其根本目标在于培养满足国家尧社会尧时代尧行业发展

务一忙冶现象的发生袁也直接影响了审计工作的效率遥

化现有的案例分析袁增加与受培者所在省份尧地区相

的会计从业人才袁使其成为野身正冶与野渊能冤力强冶的统
一体遥

例做如下论述遥

事业单位经营管理活动由于其运行经费来源的
复杂性与会计电算化存在的问题是财务管理工作的

上述思政元素进继续教育知识体系的尝试理应

关键所在遥 将基于大数据和云平台的计算技术引入会

成为回答 野培养什么人冶野怎样培养人冶野为谁培养人冶

计电算化中袁一方面满足了多元化收支手段带来的会

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根本保障遥 与此同时袁继续教育知

计工作复杂化的需求袁另一方面也可能直接影响了事

识结构调整还应在新文科建设理念的指导下袁在学科

业单位财会的健康运转袁甚至产生财务风险[22]遥

魏 琛袁等院新文科视域下事业单位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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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高财会工作和审计工作效率以及规避财务

发袁重在思辨尧厘清新思路袁通过对会计从业人员的继

风险的角度看袁大数据信息技术可以有效规避不规范

续教育的现有形式和内容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的讨

的会计操作行为袁 防止事业单位核心数据信息的泄

论袁 进而提出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在形式和内容 2

露袁保障事业单位与各有关单位资金往来的安全遥 为

个方面的改进思路袁即以更具互动性的在线直播形式

此袁利用大数据和云平台技术可以优化尧完善当前的

取代之前的录播形式袁实现培训师和受培者的良性互

会计电算化系统袁其可行路径可以从以下 3 个方面来

动曰以野立德树人冶为核心要旨袁应用先进的现代科学

实现院1冤制定规范操作细则曰2冤加强信息技术培训曰3冤

技术手段袁 实现会计领域继续教育的知识结构体系袁

健全内部审计系统遥 制定规范操作细则需要财政部门

对标国家尧社会尧经济发展的需求袁让会计更好地服务

会同各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相关技术人员来完成袁

于国家尧社会尧企事业单位的各项经济往来活动遥 理应

可以遵循 野调研要要
要初定要要
要试行要要
要修订要要
要完

指出的是袁这条野立德树人冶尧紧跟学科前沿尧运用先进

通过野内培要要
要外引冶的方式实现遥 我们认为袁野内培冶

路尚处于探索阶段袁野路漫漫其修远兮冶袁 诸君仍需不

善要要
要规定冶的路径来实现遥 加强信息技术培训袁可以

科学技术手段袁主动更新知识结构体系尧谋求发展之

指的是对现有会计从业人员会计电算化能力的提升

懈努力遥

和培养袁可以有 2 种实现路径院1冤将现有会计从业人
员轮番送出去参加大数据或云平台运行方面的培训曰

2冤将大数据处理专家请进来袁以讲座尧实操等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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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Accounting Practitioners
in Public Institutions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WEI Chen1袁 LIN Wenhua2

渊1.School of Humanities & Teacher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Financial Department,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aims not only for better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but a better develop鄄

ment philosophy for adapting to the new era, which might offer certain reference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w Liberal Arts, the paper aims for sorting out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two aspects: its form and content. As for its
form, two turns are strongly recommended. One is that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needs a more flexible live telecast which might trigger in鄄
teraction between the trainers and the trainees. Another is the turn for the alignmen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grated with its appli鄄

cation. For its content, it is a priority to cultivate integrated accountants for both ability and morality, and then the accountants爷 service-

oriented an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in accounting. The paper might offer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the cultivation of ever-learning accountants in the current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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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Liberal Arts;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accounta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live telecast with interactiv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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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学习社群对幼儿教师组织
沉默现象的影响
杨

佳袁 陈宗宁

渊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袁 福建 福州 350001冤

摘

要院为深入了解教师专业学习社群对幼儿教师组织沉默现象的影响袁研究者对来自某集团园的 27 位幼儿教

师组成的教师专业学习社群开展为期 4 个月的行动研究遥 研究发现袁教师专业学习社群能有效消除教师组织沉默现象曰

个人职务尧教龄尧召集人尧学习方式等因素会影响教师话轮数袁但教师专业学习社群能有效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曰个人与
他人原因也会导致教师组织沉默遥 基于研究结果袁研究者提出运用教师专业学习社群消除教师组织沉默现象袁平权可能
是教研活动中急需推行的重要举措袁关怀个体需要是撬动积极发言的支点等建议遥

关键词院 幼儿教师曰教师专业学习社群曰教师组织沉默
中图分类号院G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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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本教研是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路径袁
但在园本教研中常常存在教师不敢发言尧 不愿参与尧
敷衍了事等现象袁这将非常不利于组织沟通与深度教
研开展[1]遥 教师不愿意参与讨论或是在讨论中保留个

nity袁PLC冤 是一所学校的教师和管理者持续地寻求和
分享学习袁并开展有效的学习活动袁以达成有效提高
教师专业能力尧造福学生的目的[8]遥 它具有支持和共享

的领导尧共享价值和愿景尧集体学习与应用尧共享个人

人意见的现象被称之为组织沉默 遥 组织沉默对组织

实践尧支持性的条件等特性[9]遥 大量研究证实袁教师专

遥 有学者提

构[10-11]遥 那么袁教师专业学习社群能否成为缓解组织沉

[2]

成员的学习过程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袁包括影响学习
决策尧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与学习效率等

[3-4]

出袁 影响组织沉默的主要因素为领导与组织影响袁包

业学习社群能有效改善幼儿园组织文化袁改善组织结
默现象的有效路径钥

括高管团队特征尧组织文化尧隐式管理信念尧管理者特
质尧组织结构与制度等因素 [2]曰还有学者提出袁组织规

一尧研究问题

影响组织沉默的发生[5-7]遥 因此袁研究者提出通过提升

本研究关注幼儿园在开展园本教研活动时的组

模尧官僚体系尧组织信任尧同伴影响和个体特性等也会

组织管理能力尧改善组织结构的教师专业学习社群来

织沉默现象遥 在现有的文献中袁对教师群体的组织沉

缓解组织沉默现象的产生遥

默现象关注并不高袁 对幼儿教师群体的关注更加有

教师专业学习社群渊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鄄
收稿日期院2021-09-03
作者简介院杨佳渊1982-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学前教
育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陈宗宁渊1983-冤袁男袁汉族袁工程师袁主要从事高
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管理研究遥

限袁且主要研究方式以问卷调查法为主遥 研究者基于
前人的研究成果袁尝试运用教师专业学习社群的组织
方式优化领导与组织结构袁通过行动研究袁寻找解决
组织沉默问题的有效路径遥 并基于具体情境袁进一步
探知袁影响幼儿教师组织沉默的可能原因遥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研究问题包括院1. 教师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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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社群是否会缓解组织沉默现象的产生钥 2.哪些因素

话轮数最高与最低的各 5 位教师进行非结构式访谈袁

否能消除这些因素对组织沉默现象的影响钥

行初始编码与聚焦编码袁借以深入探知组织沉默产生

会影响组织沉默现象的产生钥 3. 教师专业学习社群能

并通过扎根理论的质性资料分析方法袁对访谈内容进
的原因遥

二尧研究对象与方法
三尧研究结果
渊一冤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参与者来自某集团幼儿园幼儿语言学
习社群的 27 位幼儿教师们遥 社群成员中袁只有 1 位为

渊一冤本行动研究符合教师专业学习社群特征
行动结束后袁研究者邀请成员完成叶教师专业学

非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袁其余成员均具有学前教育大专

习社群量表曳袁该量表为四点量表袁即各选项最高分为

或本科学历遥 从成员职务来看袁园长 2 位袁主任与年段

4 分遥描述统计结果表明渊如表 1 所示冤袁六个向度整体

从成员的任教教龄上看袁3 年以下任教的成员共 6 位袁

由此可见袁本次行动符合教师专业学习社群特征遥

长共 11 位袁普通教师 14 位袁具有一定的行政阶层性遥
4-6 年教龄的成员共 13 位袁7 到 11 年教龄的成员共 2

平均分为 3.76 分袁 所有向度的平均值均高于 3.5 分遥

位袁11 年以上教龄的成员共 6 位袁 形成老中青教师三

表 1 教师专业学习社群运作品质调查分析结果渊N=27冤

择形成绘本组尧创意组尧自主组与亲子组等 4 个学习

learning community operational quality survey (N=27)

个层级遥 成员们根据个人所关注的具体问题袁自主选
小组袁每组 5-8 人不等遥 四个社群每周各自组织一次

的社群活动袁每次时长约为 2 小时遥 为期四个月袁每个
小组开展 16 次活动袁共计 64 次活动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
1.行动研究法
研究者运用教师专业学习社群的运作模式袁围绕
幼儿早期阅读教育这一主题袁针对社群成员集体困惑

Tab.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3.81
3.81
3.86
3.79
3.85
3.76
3.81

共享与支持性领导
共享价值与愿景
集体学习与运用
共享个人实践
支持性条件-关系
支持性条件-结构
总量表分渊平均值冤

0.28
0.31
0.30
0.36
0.32
0.37
0.30

渊二冤 教师组织沉默现象随着教师专业学习社群

或感兴趣的问题展开集体学习遥 本研究采用 Hipp 和

的开展有显著下降

为行动研究的调查量表袁用以检验研究者所运作的幼

异数分析袁结果显示(如表 2 所示)袁月份与组别的交互

Huffman(2010)所拟定的叶教师专业学习社群量表曳作
儿教师专业学习社群符合社群运作标准遥 该量表的

Cronbach爷s Alpha 系数为 0.97[9]遥 研究者在行动研究结
束后袁对 27 位社群成员展开了问卷调查袁共回收有效
问卷 27 份遥

研究者对各小组四个月的话轮数进行重复测量变
作用显著袁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袁月份的主效应显著遥
表 2 各小组 1-4 月话轮数变异数分析
Tab. 2 Analysis of variations in talking rounds for
months and groups

2.文件分析法
研究者将 64 次社群活动的语音文件进行转译袁

形成文字资料遥 通过 NVIVO 12.0 软件统计每位成员
的话轮数袁 即成员发言总次数遥 同时袁 研究者通过
SPSS 20.0 软件袁对话轮数进行相关因素分析袁以此探
知影响组织沉默的可能因素遥
3.访谈法
研究者围绕野影响我发言的原因冶这一话题袁选取

组别
月份
月份 * 组别

392.707

3

6565.868

9

9000.629

3

130.902

.225

.030

729.541

3.863**

.345

3000.210 15.885*** .419

* p约. 05袁** p约. 01 袁*** p约. 001

进一步的单纯效果检验表明渊如图 1 所示冤袁四个

小组的 1-4 月话轮数均有显著提升袁其中袁亲子组和
自主组提高最多曰创意组尧绘本组尧自主组的话轮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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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尧四个月继续提高袁绘本组在第四个月达到最高
水平遥 由此可见袁随着社群活动的深入开展袁成员们的
话轮数显著提升袁组织沉默现象逐渐消失遥

图 2 第一个月各组是否召集人的话轮数事后比较
Fig. 2 Post hoc comparison in first-month talking
round for convenors or not

2.成员所在园所的职务身份显著影响成员发言频次
研究者把教师职务分为园长/副园长尧 保教主任尧
年段长和普通老师袁对不同职务教师的第一月话轮数

图 1 各组各月份话轮数比较图

Fig. 1 Comparison of talking rounds for groups and months

渊三冤随着教师专业学习社群的开展袁教师发言情

况逐步摆脱个人职务尧教龄尧召集人尧学习方式等因素

进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袁结果如表 4 所示遥
表 4 不同职务教师的第一月份话轮数的
单因子变异数分析

影响
研究者将第一个月的各小组成员在活动中的话

Tab.4 One-way ANOVA in first-month talking
rounds for different-position teachers

轮数与职务尧 教龄者尧 组织者身份进行统计分析袁发
现院
1.召集人的话轮数显著高于其它成员
研究者以组别尧是否召集人为自变量袁对话轮数
进行变异数分析袁结果显示袁组别与是否召集人之间
交互作用不显著袁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袁是否召集人
的主效应显著渊如表 3 所示冤遥 结果表明袁是否召集人
对话轮数有显著影响遥

Tab. 3 Analysis of variations in first-month talking

组别 * 是否召集人

32.92

3

23.22

3

528.66

8.00**

1>3*
2>3*
2>4*

不同职务教师的第一月份话轮数存在显著差异袁

F渊3,23冤=8.00袁p=0.01遥 多重比较渊post hoc冤结果显示袁
保教主任的话轮数最高袁 显著高于年段长和普通教

1

与普通教师之间没有显著差异遥
3.教龄高者有较高的发言权
析袁结果如表 5 所示遥

10.97

0.40

0.059

7.74

0.28

0.042

528.66 19.04**

0.501

**p<.01

表 5 不同教龄教师第一月份话轮数的
单因子变异数分析
Tab.5 One-way ANOVA in first-month talking
rounds for different teaching age teachers

事后比较结果显示渊如图 2 所示冤袁召集人的话轮

1-3 年

见袁召集人的话轮数不受话题与同伴影响袁而是其身

7-11 年

数显著高于非召集人袁MD=12.509袁p<0.001遥 由此可
份影响了她的发言频次遥

4.24
7.93
2.09
4.81

对不同教龄教师的话轮数进行单因子变异数分

round for convenor or not

是否召集人

13.00
17.30
3.75
6.50

师曰园长的话轮数显著高于年段长曰年段长的话轮数

表 3 是否召集人对 1 月话轮数影响的变异数分析

组别

园长/副园长
2
保教主任
5
年段长
6
普通老师
14
* p约. 05袁** p约. 01

6

5.58

3.03

2

2.63

0.53

4-6 年

13

11 年以上

6

6.06
18.08

** p约. 01 袁*** p约. 001

4.92
5.02

12.383***

4>1**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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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龄教师的第一月份话轮数存在显著差异袁
F渊3,23冤=12.383袁p<0.001遥 多重比较渊post hoc冤结果显

四尧讨论与建议

年尧4-6 年和 7-11 年遥 由此可见袁成员的教龄对成员

渊一冤 教师专业学习社群对教师组织沉默有很好

示袁11 年以上教龄教师的话轮数最高袁 显著高于 1-3
话轮数也有显著影响遥

的缓解效果

但是袁到第四个月时袁研究者发现袁不论是召集

教师专业学习社群野支持和共享的领导尧共享价

人尧职务尧教龄等因素都没有影响成员话轮数袁如表 6

值和愿景尧集体学习与应用尧共享个人实践尧支持性的

所示遥 以幼儿教师的职务尧组别尧教龄和是否召集人为

条件冶等核心特征有助于改善组织沉默遥 首先袁这些特

自变量对四月份话轮数进行方差分析袁结果显示各自

征会支持社群成员享有领导权尧资讯权尧言论权等权

变量的主效应均不显著袁也没有发现交互作用显著遥

力[12]袁当教师们拥有了这些权力袁他们便有了更多的发

声机会袁也有了更厚实的资讯为他们发声提供信息来
表 6 不同职务尧组别尧教龄和召集人对

源曰其次袁社群成员们有着共同的专业兴趣或相似的问

4 月话轮数影响的变异数分析

题袁这会帮助成员们产生共同的话题袁做到有话可说曰

Tab.6 Analysis of variations on fourth-month talking rounds for
different positions, groups, teaching age and convenors or not.

教龄
职务
组别
是否召集人
职务 * 组别
**p<.01

731.00
3425.03
3386.56
1572.17
21.33

3
3
3
1
1

243.67
1141.67
1128.86
1572.16
21.33

.48
2.26
2.24
3.11
.04

.712
.224
.226
.152
.847

.266
.629
.626
.438
.010

由此可见袁教师专业学习社群能有效显著缓解召

集人尧职务尧教龄等因素对组织沉默产生的影响遥
渊四冤个人与他人原因是导致组织沉默的主要原因
研究者通过对 10 位话轮数最高或最低的教师进

第三袁社群有着协作尧包容尧实践反思的社群文化[13]袁这

会让成员们感受到信任与安全感[11]袁而信任会促进成
员们积极发言[14]遥

渊二冤职务尧教龄者和组织者身份都可能影响组织

沉默的发生
职务较高者拥有领导权袁教龄高者拥有专家权袁
组织者拥有发言权袁这些都集中体现了权力在组织沉
默 现 象 中 的 重 要 影 响 遥 这 个 发 现 与 Morrison &
Milliken 的研究结果相似袁 高权力的组织更容易产生
组织沉默现象[2]遥 只有平等共享领导权尧专家权尧资讯

权等权力袁才能引发成员们更开放地表达个人观点与

行个人访谈袁对其愿意或不愿意发言的原因进行聚焦

想法遥 但是袁权力平等在实际执行中袁可能在会受领导

编码袁发现袁个人原因尧他人影响与远距互动都会影响

者的主观意识尧组织政治环境尧组织信任文化尧组织规

成员们的发言积极性遥 其中袁个人原因主要表现为讨

模的影响[15]遥 其中袁领导者对批判氛围的支持尧对反省

论时留给个人思考的时间不足袁或是每位成员所需要
思考的时间长度不同袁导致部分需要更长思考时间的
成员错失互动机会曰而思考时间长可能与个人经验储
备不足尧没有理解他人观点有关遥 此外袁个人性格与习
惯也会影响发言积极性遥 还有一些成员对社群环境的

实践行为的鼓励和对批判结果的接受都会影响权力

平等[16]遥如何在教师集体学习中弱化权力差异袁实现真
正的平权袁是幼儿园组织者要面临的重要议题遥

渊三冤同伴关系尧个人调适也是消除组织沉默的重
要面向

安全感还不够袁会担心个人回答质量低导致同伴的不

虽然改善组织的学习环境袁对消除组织沉默有着

良反应曰以及部分成员认为如果没有疑问袁就没有发

重要的影响袁但同伴关系尧成员个人调适也不容忽视遥

言的必要了遥 从他人影响的分析中袁研究者发现袁同伴

研究成果表明袁个人学习习惯尧学习能力尧学习储备袁

讨论热烈尧大家观点不一致袁以及同伴对发言者的回

以及性格特征尧对他人的关切等因素也都会潜在影响

馈都会影响发言频率遥 此外袁通过远距交流的小组还

发言意愿遥 有学者也发现袁多数同事的共同认知会影

会因为技术问题袁或是因无法相见导致情感联结不足

响少数人的表达袁个人与上级的关系尧个人经验等也

等原因袁影响互动频率遥

会影响沉默的发生[7]遥 为此袁如何提升幼儿教师个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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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力与专业自信袁也应被关注遥

六尧结语
五尧结论与建议
渊一冤幼儿园可以运用教师专业学习社群消除教
师组织沉默现象

本研究证实教师专业学习社群在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缓解组织沉默现象的产生袁但本研究以行动研究
为主袁缺少控制组进行对比分析曰同时袁本研究中的社

教师专业学习社群已被西方众多学者证实袁对促

群属于个案袁可推论性还有待提升遥 建议可进一步推

进教师专业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遥 近年来袁中国学者

动教师专业学习社群在幼儿园的实施袁以获取更大样

也开始关注教师专业学习社群对中国幼儿教师专业

本总体袁并结合实验法尧调查法袁进一步佐证学习社群

发展的促进作用遥 但是袁关于教师专业学习社群的运

对组织沉默现象的积极影响遥

用主要还是停留在理论探讨与调查研究上袁真正行动
并取得成效的研究并不多[17]遥 教师专业学习社群缺少

本土化的运作范例袁让很多想借鉴采用教师专业学习
社群来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的幼儿园管理者望而却步遥
本研究虽然通过数据袁已证实了教师专业学习社群对
缓解教师组织沉默现象有帮助袁但依旧没有办法在源
头上为幼儿园管理者提供切实有效的运作社群的解
决方案遥 这也是研究者和众多正在开展社群研究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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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on Preschool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Silence
YANG Jia, CHEN Zongning

渊Fujian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1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on preschool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silence, the researchers conducted a four -month action research on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composed of 27

preschool teachers from a group park. It is found that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silence. Personal position, teaching age, convener, learning style and other factors will affect the number of teachers' turns,

but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these factors. Personal and other reasons will also
lead to the silence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researchers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using

the operation mod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to eliminate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silence, equal rights may be an

important measure urgently needed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caring for individual needs is the fulcrum of leveraging positive
speech.

Key words: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teachers爷 organizational 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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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工作机制和现代营销
薛海燕
渊武夷学院 图书馆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全民阅读尧终身学习离不开阅读推广遥 高校图书馆应构建野组织架构尧系列活动尧全链经营尧分众实施尧品牌
凝练冶的工作机制袁导入现代营销手段袁做好阅读资源的野把关冶尧推荐导读尧内容介绍和推广袁将野静态冶资源转化为野动态冶
活动袁主动出击袁协同联动袁将文化知识转化为社会效益尧经济效益尧人才效益袁实现图书馆资源的价值最大化遥 本文以武
夷学院图书馆为例袁分析阅读推广活动工作机制和营销特点袁总结经验袁查摆不足袁为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提供
建议与对策遥

关键词院阅读推广曰高校图书馆曰现代营销
中图分类号院G252.17

文献标识码院A

阅读是人类独有的精神活动袁是一种从书籍中获
取意义尧启迪心智的脑力活动和心理过程遥 阅读推广袁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1原园103原园7
实践探索袁借助现代营销的理念和手段引导师生热爱
读书尧倡导优良学风尧促进师生成才成长遥

顾名思义袁 就是某些团体或个人为了普及文化知识尧
促进知识传承创新袁 以促进民众的全面发展为旨归袁

一尧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工作运行机制

而采用相应的途径和方式袁 提升民众的阅读兴趣袁增
强其阅读能力袁 进而通过阅读对读者的人格修养尧行

在笔者看来袁阅读推广有宏观尧中观尧微观的工作

为规范尧三观尧专业知识尧人文素养等方面实施正向影

目标和远景任务遥 从宏观而言袁是落实全民阅读袁提升

响的活动过程遥 随着国家对阅读推广的重视袁各地图

阅读能力和品味袁带动野书香校园冶的建设曰从中观来

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争奇斗艳院经典图书推荐尧读者活

看袁是营建浓厚的读书氛围袁引导优良学风袁形成勤奋

动月尧名家讲坛尧书评竞赛尧第六空间尧十佳读者评选

好学尧学业成绩普遍提高的良好局面曰从微观立足袁是

噎噎袁形式新颖尧内容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袁为读者带

丰富阅读推广活动的内容与形式袁 推荐经典书单袁引

来了与传统图书馆服务迥异的文化体验遥 2018 年初袁

导野靶向冶阅读袁改善师生知识结构尧丰富师生课余生

阅读推广作为野全民阅读冶重要举措和图书馆服务的

活遥 高校图书馆可尝试构建野组织架构尧系列活动尧全

重要内容被列入叶公共图书馆法曳并颁布实施袁为日后

链经营尧分众实施尧品牌凝练冶的工作机制遥

的工作提档升级提供了保证遥

渊一冤组织架构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教书育人和教科研服务的重

鉴于阅读推广是未来一项常态的尧 牵涉面广尧专

要组成部分袁理应加大对阅读推广工作的理论研究和

业性强的工作袁需要一个执行力强尧专业的团队组织
实施遥 因此袁从组织行为学来说袁成立图书馆的阅读推

收稿日期院2021-04-23

广工作小组非常有必要遥 这个小组袁除了有关领导和

作者简介院薛海燕渊1974-冤袁女袁汉族袁图书馆馆员袁主要从

工作人员加强业务指导外袁还应吸收图书馆学管会的

事图书情报学和阅读推广方面研究遥

大学生参加袁并充分发挥学生的野自我管理尧自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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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尧自我教育尧自我监督冶的作用袁它是一个利益型与

书馆应确立一个新的观念袁那就是院推广活动就是服

兴趣型尧技术业务型相结合的尧以活动项目为引领的

务向馆外的延伸袁就是野软性冶的营销野产品冶袁就需要

非正式团队遥 当今大学的学生组织架构袁存在野官僚

用心经营遥 现代营销管理理论认为院产品是指任何能

化冶尧野娱乐化冶尧野贵族化冶倾向袁如果完全放手让学生

用以满足人类某种需要或欲望的东西袁它提供物或问

经营管理袁不仅可能导致机构臃肿尧人浮于事尧效率低

题的解决袁其表现形式既可以是有形的野物品冶袁也可

下袁而且容易野蜕变冶为多层级的野半官僚冶机构袁引发

以是无形的野服务冶与野创意冶袁或两者兼有结合遥 因此袁

诟病遥 因此袁应本着精干尧便捷尧高效尧营销的原则袁以

可以认为产品是指能满足顾客需求的有价值的尧可供

项目为带动袁以学生为主体袁吸纳技术尧信息尧流通尧采

顾客使用和消费的袁由组织或个人生产出来的有形物

编的馆员以及图书馆学管会的主要学生骨干袁以科室

品或无形服务[1]遥从这个理论反观袁阅读推广就是野视觉

为主导袁实行扁平化管理袁形成一个高速运转尧动手能
力强尧协同创优的工作小组遥
渊二冤系列活动

化的尧有形的活动冶与野服务冶以及野创意冶的和谐统一遥
渊四冤分众实施

高校是一个专业分工很细尧读者阅读兴趣区分度

活动是阅读推广的有效载体袁 特别是在高校袁设

高尧读者综合素质相对较高的地方遥 根据野市场细分冶

计一些青年人喜闻乐见尧富有时代感尧有活力尧高逼格

原则袁市场本身可以细分袁消费者异质需求的存在袁使

的活动以切近学生尧融入学生袁显得非常重要遥 近年

得企业可以发挥自身的不同优势[2]遥 依次理论袁阅读推

来袁我校通过积极探索袁注重顶层设计袁因地制宜袁以

广的野消费者渊学生冤冶市场可以细分为院城市尧村镇尧专

学生市场为导向袁形成了主题化尧届次化的系列活动院

业尧年龄尧性别尧教育尧家庭尧国籍尧民族尧宗教尧社会阶

逸夫讲坛尧作家诗人评论家进校园系列讲座尧三行情

层尧生活方式尧阅读动机尧追求利益尧忠诚程度噎噎遥 因

书创作赛尧闽北非遗文化展尧朱子文化专题展尧书评大

此袁市场调研就显得极为重要袁要预先了解不同读者

赛尧影评大赛尧悦读者大赛尧最美读者评选尧经典诵读尧

的不同需求袁进行分众市场的推广遥 根据一份调查袁某

开幕闭幕式演出噎噎袁有效地促进了师生特别是大学

高校学生阅读书单呈现多极化尧碎片化尧生僻化的特

生好读书尧读好书的行为养成遥 此外袁还本着野不为我

征遥 所谓生僻化袁就是部分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呈现个

有袁但为我用冶的原则袁野借鸡生蛋冶袁吸收院系尧团委尧

性化的特点袁比如喜爱玄幻小说尧钟情悬疑推理尧独喜

学生社团尧创新创业团队等进馆布展袁积攒人气袁营造

盗墓笔记袁等等遥

师生爱学习尧勤实践的浓厚氛围遥 这一点类似基于市

一是做到适应用户尧读者的需要袁适时开展目标

场需求的公司经营法则袁 销售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袁从

读者野期待视野冶中的阅读推广遥 所谓野期待视野冶指的

调研到传播再到新产品推出的整个过程才叫营销遥 由

是指接受者由现在的人生阅历和阅读经验转化而来

是观之袁阅读推广从读者市场调研到活动设计尧举办

的关于阅读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定向性心理结构图式袁

再到书单推荐尧阅读体验之反馈尧阅读文化之凝练尧传

它是读者审美期待的心理基础遥 比如袁党史学习教育

播袁基本上可以构成一个闭环袁都属于营销的内容遥

活动中袁有部分师生读者对红色文学经典的野再解读冶

渊三冤全链经营

比较热切袁图书馆就应根据这种野期待视野冶有意识增

阅读推广的每一项活动袁 均应秉持精细管理尧效

加推广的强度和力度遥 当然袁接受者的野期待视野冶不

益最大化的理念袁实行全链条经营遥 所谓野全链经营冶袁

是一成不变的遥 每一次全新的阅读实践袁既要受到原

就是引进企业项目管理的理念袁从调查研究尧活动提

有的野期待视野冶的制约袁同时又都在修正拓宽着野期

出尧活动策划尧主题拟定尧人员分工尧经费管理尧流程控

待视野冶遥 汉斯窑罗伯特窑姚斯指出院野一部文学作品在

制尧现场监督尧事后总结尧绩效评估都认真仔细把控袁
实现社会效益尧读者效益尧品牌效益的统一遥 当下袁图

其出现的历史时刻袁对他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
足尧超越尧失望或反驳袁这种方法明显的提供了一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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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审美价值的尺度遥 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袁熟

需要一个引导尧提升的过程遥 而阅读推广及其书单的

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接受所需求的耶视野的变

提供尧导读性质的书评写作尧优化知识结构的讲坛等

化爷之间的距离袁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遥 冶 也就

阅读推广活动袁都为此搭建了良好的平台遥

[3]

是说袁期待视野作为一种先在的心理图式袁决定了读

渊五冤品牌凝练

者对阅读推广的接受程度遥 这就对阅读推广人构成了

应该指出袁阅读推广不仅是一项工作尧活动袁还是

野考验冶院既不能一味迁就读者的阅读兴趣尧期待视野袁

图书馆的品牌要要
要让大学生铭记于心的品牌遥 阅读推

的局面袁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遥 二是通

过持续的活动尧互动袁滋养读书市场袁最终才会在大学

过调查研究袁找到最大公约数袁开展大众都能够接受尧

校园生成野全民阅读冶的繁盛景象遥

又不能过于野拔高冶袁以致造成野曲高和寡冶且无人喝彩

广只有将图书馆当做企业袁 以服务的理念去营销袁通

认同的阅读推广活动遥 图书馆创新活动内容与形式袁

一是通过活色生香的推广活动袁确立图书馆的品

打造和巩固更多有特色尧接地气的品牌性阅读推广项

牌遥 改变过去在读者心目中袁图书馆野安静冶野古板冶野暮

目袁如短视频征集展示活动尧知识竞赛尧书山探宝等袁

气沉沉冶野坐等上门冶的野刻板印象冶遥 今天袁拥有新媒

以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贴近实际尧 形式活泼尧内

体尧互联网+尧朗读吧尧文献传递尧阅读推广尧真人图书

涵丰富的阅读推广系列活动袁带动读者对求知的热情

馆尧名人讲座等活动的现代图书馆环境舒适尧阳光明

与趣味袁提高读者对图书馆的认知度遥 读书月尧宣传月

媚尧无线乐享袁她的阅读推广活动袁凝聚了大批师生袁

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别具匠心的文艺表演 野书模

早已今非昔比袁显示了她生动活泼尧朝气蓬勃的样貌遥

会推出的野好书榜精选书目冶尧国学经典和党史系列图

依赖的尧专业的野守门人冶遥 1950 年袁 WHITE D M 将

SHOW冶袁把 野习近平书单冶尧中国图书馆阅读推广委员

二是寻找自己的定位和特色遥 即做师生读者忠实的尧

书动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袁已成为武夷学院野读者月冶

野把关人冶概念引入新闻研究领域袁明确提出新闻筛选

里的一道靓丽风景遥 该尝试已得到学习强国尧叶闽北日
报曳等新闻媒体的认可遥 三是以阅读经典为导向袁不断

过程中的把关模式[4]遥 把关人理论可为高校图书馆阅
读推广营销能力的提升提供理论支持和研究视角院在

地引领读者自觉提升读书品味尧阅读能力尧读书效果遥

信息传播过程中袁 传播者根据自己的立场和视角袁对

充分发挥图书馆阅读推广人野领读者冶和野排头兵冶的

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袁这种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的

作用袁通过书目推荐尧名人书展尧经典诵读尧书评尧沙

传播行为叫作野把关冶或野守门冶袁有这种传播行为的人

龙尧展览尧知识竞赛等方式挖掘尧推送图书馆优质阅读

叫作野把关人冶或者野守门人冶渊gatekeepers冤遥 以把关人

资源袁激发读者的求知欲和阅读兴趣袁营造爱读书尧读

理论为依据袁从图书信息搜集尧信息过滤尧信息制作尧

好书尧善读书的良好风尚遥 图书馆举办教工读书分享

信息传播等 4 个方面来看袁阅读推广实际上就隐含了

会尧书香会尧读书交流会尧读书笔记征集大赛等多种形
式袁 将图书馆资源与阅读推广活动深度结合, 促进阅

野把关冶和野筛选冶的传播行为和功用遥 高校图书馆可以
根据学科专业或图书出版袁定期推出专业性强的图书

读袁传承经典袁一方面交流学习经验袁帮助提高阅读效

排行榜袁引导读者从中野淘书冶袁实行专业性尧分众化的

率袁传播了校内良好的学习尧阅读风气曰另一方面潜移

读书领航遥 天长日久袁就成为读者须臾不可或缺的读

默化地培养广大师生将所学尧所思内化于心袁善于记

书野指南针冶野晴雨表冶遥

录的优良习惯遥
不可否认袁当今高校袁由于种种原因袁大学生的阅

二尧构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营销特色

读无论是数量和质量袁都并不令人乐观袁不少人还停
留在高中生的阅读心态和认知水平袁或者进入了野快

阅读推广需要结合高校师生特别是青年学生的

餐冶野速溶即食冶的野读图时代冶袁阅读体验和效果不佳袁

身心特点尧阅读方式尧学习方式尧工作模式等袁建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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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独到的营销工作模式袁进而形成工作特色遥

不确定感越强袁受众对大众传媒依赖越深曰社会愈复

渊一冤动静兼备

杂袁大众传媒在社会系统中担负的功能越多袁受众对

塑造图书馆别具一格的野运动冶性格和气质遥 一直

大众传媒的依赖也会越深[6]遥 这个理论揭示了两层涵

以来袁图书馆在读者的心目中袁是身处其中必须小心

义院一是袁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袁每天有海

翼翼尧大气不敢出的地方遥 在那里袁书架林立尧书海浩

量的信息诞生尧知识的推陈出新日益加快遥 根据一份

瀚袁每一个读者或专心致志袁或凝神静气袁或苦思冥

调查显示袁野按照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布的叶中国文学发

想袁显示了她野肃穆冶野宁静冶的面向袁这时的图书馆像

展状况曳报告袁目前中国每年出版和发表的长篇小说

是一个威仪庄严尧老成持重的长者遥 但是袁当代的图书

有 2000 余部遥 而据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的判断袁中国

馆不应该仅仅只是提供读者静心借阅的地方袁 她是
野书山冶野学海冶袁也可以是野运动场冶遥 比如袁他可以是动
态活动的组织者尧文化展览者尧讲坛开设者袁她应顺应
时代发展尧技术进步尧读者多样化需求而刷新其野人

现在每年诞生的长篇小说多达 8000 到 10000 部遥 这

也就意味着有每年有 6000 到 8000 部长篇 耶出版无
门爷袁被迫束之高阁遥 其严峻局面远超文艺电影冶[7]遥 这
样天文数字的信息知识袁令人感到无所适从尧难以抉

设冶袁转守势为攻势袁尝试开始以野动冶的青春形态招徕

择袁急需一个优秀尧负责任的中间人尧媒介尧推广人袁带

读者袁实现动静兼备的个性发展遥

领读者进行野海淘冶要要
要实现知识获取意义上的野聚划

在台湾袁阅读推广活动开展得较早袁积累了相对

算冶遥 某种意义上袁推广人是守门人尧传媒人袁对自身素

成熟的野运动性冶经验袁也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读者遥

质的提升要求很高袁因为推广人负有野遴选冶的责任遥

台湾野中央大学冶文学院院长李瑞腾教授在担任图书

如何选择最优秀的书单呈现给野嗷嗷待哺冶的学生袁是

馆馆长后袁将他创办文学杂志的野运动冶性格横移复制

一件使命光荣尧责任重大的事情遥 二是说袁野酒香也怕

到图书馆袁让图书馆野动冶了起来袁确立了大学图书馆

巷子深冶袁由于大学生学业繁重袁再加上专业区隔袁很

野运动冶性格的范例袁引起了很大反响遥 他说袁野像我这

难花费大量时间去主动寻找适合自己阅读的书目袁他

样的范例还不容易看到袁我有点运动性格袁所以我到

们对遨游这个野知识大海冶有强烈的野不确定感冶遥 鉴于

任何地方袁比如图书馆是个静态的地方袁我进入中央

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袁阅读推广的任务就是袁将已

大学任图书馆馆长以后袁图书馆就动了起来袁我做任

经典律化的好书尧畅销尧长销的书籍推荐给师生袁做好

何事情袁都要留下痕迹冶[5]遥

桥梁纽带工作袁并最终让野阅读推广人冶成为师生的

渊二冤主动出击

所谓野阅读推广冶袁重心落在野推广冶二字袁也就是

野依赖者冶野信赖者冶遥

与此同时袁 推广还是一种不折不扣的 野营销冶手

说袁要化主动为被动袁走出办公室尧走向教室尧宿舍尧操

段袁这就要求阅读推广工作要抓住师生心理袁用现代

场尧网络袁进行阅读营销袁将优秀的文化典籍推向读

营销理论来指导袁以提高推广的质量遥 产品供应是有

者袁送进师生手里遥

形的尧无形的利益袁阅读推广就是为了满足师生的需

野你和书之间袁缺一个推广人冶要要
要这句广告词说

求而设计的遥 它是系列活动实体尧优质服务尧创新意识

的好袁指出了野知识传播冶活动的环节缺失袁意即缺少

三者的有机结合遥 纵观目前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袁

称 职 乃 至 优 秀 的 野 中 间 媒 介 冶遥 美 国 学 者 德 弗 勒

存在日益野娱乐化冶野同质化冶的危险袁表明其野产品冶可

渊Melvin Lawrence DeFleur冤在研究媒介系统尧社会系
统与受众系统三者之间的互动尧 依存关系时发现袁受

能将过早陷入野衰退期冶[1]袁这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遥
渊三冤联动协同

众通过使用大众传媒获得特定的满足或达成一定的

阅读推广不是学校图书馆一家的事袁也不仅仅是

目标袁如果他们缺乏其他替代性方式或资源袁就会对

推广工作小组的职责遥 应该将其纳入到学校工作的总

大众传媒形成依赖曰社会的变动越剧烈袁对人造成的

体布局中去袁采取上下联动尧左右协同的方式推进遥 因

薛海燕院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工作机制和现代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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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袁无论从大背景来说袁我国全面阅读质与量都处于

养出来的袁也不是花大价钱一蹴而就引进的遥 这里的

世界下游水平遥 野2017 年我国成年人均阅读纸质图书

大师袁川流不息尧星光灿烂袁是从校内外请来开设讲

本遥 噎噎全世界每年阅读数量排名第一的是以色列袁

图书馆冶袁让大学生野脱粉冶而以亲炙文化大师尧专家学

俄罗斯和美国人均在 50 本左右曰 日本在 40 本左右曰

请华人世界著名作家金庸尧台湾诗人余光中袁哲学家

阅读量为 4.66 本袁56%的受访者年阅读总量超过 10

座尧现场答疑解惑尧提升人气的遥 也就是所谓的野真人

以每年人均阅读量超过 60 本而占据榜单的第一名曰

者为荣遥 近年来袁学校图书馆通过主办或联办袁先后延

韩国在 10 本左右遥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均阅读量

陈来尧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尧台湾政治评论家邱毅等人

较低袁全民阅读推广任重道远遥冶 [8]即使在高知成群袁文

讲学袁引发了不小的轰动袁提升了图书馆的知名度尧美

化素质较高的高校袁随着微博尧微信尧抖音尧视频号等

誉度遥 特别是近年来袁武夷学院野逸夫讲坛冶不断推出

新媒体的兴起袁人们的阅读突破了纸媒的局限袁不再

校内外的学术新锐尧文史专家的系列讲座袁非常值得

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报刊杂志和书籍袁 而以网络小

期待袁造就了学校新一轮的野文化热冶遥 又如袁读书月

说尧影视作品尧网络游戏袁甚至是音乐与广告作品形式

野书模秀冶和闭幕式晚会尧朱熹文化主题展览尧武夷山

出现袁大学师生的阅读质量也令人堪忧遥 比如袁山东大

水画展尧武夷茶文化讲座袁先后在叶闽北日报曳叶福建日

学教授郑春撰文指出袁文学院的专业学生野在古典文

报曳叶学习强国曳上报导袁拓宽了宣传面袁扩大了影响

学阅读的质和量上都存在较大差距袁简单概括袁就是

力袁让读者感受图书馆的文化氛围和人文关怀袁不断

学生们基本都在读袁但读的少袁读的浅袁与专业学习的

激发读者阅读兴趣袁浓厚了野爱读书尧读好书尧善读书冶

要求差距还是较大的遥 换句话说袁基本不读的学生并

的阅读氛围袁提高了读者入馆率和馆藏资源利用率遥

不多袁但读得较多较深的学生同样不占多数遥 在阅读

渊二冤以学风建设为重点袁书香校园建设初显成效

的深度和难度方面远远不足冶 [9]专业学生尚且如此袁遑

图书馆始终以抓学风建设为主线袁 通过生动活

论其他钥

泼尧寓教于乐的阅读推广活动袁以第二课堂为补充袁丰

因此袁要像重视野全民阅读冶一样袁将阅读推广作

富第一课堂遥 重视图书的借阅率袁有意识地面向学生

为全民工程来推进袁发动全民尧依靠全民尧造福全民遥

开列书单袁引导学生进馆借书尧读书袁提高使用率袁并

在高校袁不能单打一袁要发挥图书馆和各院系尧学生工

将各院系借阅量定期公布袁开展督促尧评比遥 近年来袁

作部门尧共青团系统协同育人尧全员育人尧全过程育人

图书馆发布的野优秀毕业生好书推荐冶野优秀毕业生借

的作用遥

阅档案冶尧各院系优秀毕业生生均借还册数尧优秀毕业
生野借阅达人冶入馆次数与借阅量统计尧优秀毕业生个

三尧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成效和不足

人借阅排行 TOP10 等几项隐含评比性质的数据袁引起
了各方面的重视袁优良校风学风逐渐形成遥

渊一冤提升图书馆的知名度尧美誉度

渊三冤发挥守门导读功能袁推广质量显著提高

作为教科研服务部门袁 图书馆始终保持低调袁默

以促进阅读尧传承经典为目标袁弘扬优秀传统文

默无闻袁甘当铺路石袁这未尝不可遥 但在新时代袁图书

化遥 结合社会热点袁围绕读书月和宣传月袁先后举办霍

馆也应改变观念袁善于营销尧敢于推销尧保持畅销遥 正

金尧洛夫尧李敖等名人书展尧习近平的书柜尧红色文化

如民国教育家梅贻琦所说野大学者袁非大楼之谓也袁大

等主题书展曰针对新生入学时常有的迷茫尧失落尧无助

师之谓也冶遥 过去袁民众普遍认为袁大学里最好的建筑

等情绪袁举办野心灵治愈系野主题书展尧野朱子文化冶读

物袁当属图书馆袁它是大学的文化地标遥 笔者认为袁在

书交流会袁普及朱熹的诗词尧语录袁交流对朱子文化的

全民阅读时代袁不仅要让图书馆有野大楼之谓冶袁也有

认识和感受袁交换学习心得曰定期邀请专家尧名师有的

野大师之谓冶要要
要当然袁这个大师袁不是图书馆自己培

放矢地面向学生推荐好书袁开列书目袁组织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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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方法袁图书交流尧读书征文尧学术讲坛尧书评

良好阅读氛围的形成遥 再次袁以构建野书香校园冶为引

大赛尧经典诵读等活动袁丰富了阅读推广的形式袁提升

领袁以闽北深厚的朱子文化为底蕴袁以朱子文化品牌

了阅读推广的层次遥

为依托袁着力通过特色鲜明的活动袁讲好朱子故事尧传

当然袁图书馆作为教辅机构袁其功能定位和先天

播朱子文化尧深化朱子文化效应袁以野全民阅读冶为切

不足袁还存在着亟待改善的方面遥 诸如袁阅读推广工作

入袁与学生专业尧兴趣相融合袁将全校碎片化的各种读

协同育人意识较差尧整合能力较弱曰营销意识比较薄

书活动变成全局统揽尧有序实施尧主题鲜明的阅读推

弱袁行销能力不足曰为活动而活动袁特色不彰显曰缺少

广活动遥

专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袁 阅读推广团队专业性欠佳曰阅

渊三冤强化团队培训袁优化人员配置

读推广活动存在重理论研究袁轻普及实践曰重实施袁轻

阅读推广的关键因素是人袁是工作团队建设的重

评估曰重过程袁轻结果曰重娱乐袁轻教育的倾向等等袁这

点遥 要强化团队整体的业务素质袁特别是阅读推广工

些是今后必须破解的工作难点遥

作方面的经验尧技巧尧案例的学习尧分析尧借鉴遥 2013

四尧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建议对策
渊一冤加强顶层设计袁构建阅读推广的全员育人尧
协同作战的工作格局

年袁国家图书馆出版了叶阅读推广院理念窑方法窑案例曳

一书袁通过分析野读遍美国冶尧美国野一城一书冶导读活
动尧野2012 澳大利亚国家阅读年冶尧 英国 野夏季阅读挑

战冶等案例袁向读者揭示了其筹备尧工作程序和活动特
点等细节袁对于国内同行来说袁很有借鉴性袁而国内各

正如前文所说袁阅读推广既然是野全民阅读冶袁就

高校也有许多尝试和创新袁值得参考遥 可以有计划委

应在学校层面袁加强顶层设计袁构建野学校领导牵头尧

派团队成员外出学习尧观摩尧挂职等遥 此外袁还应根据

图书馆组织实施尧团学部门参与尧经费场地支撑尧专家

阅读推广的工作特点袁进一步优化人员配置袁使之人

学者带动尧师生广泛参与冶的工作体制和全员育人尧协

岗相符尧各有所长袁形成合力遥

同作战的机制曰明确统领单位和责任部门袁建立督促
检查和信息反馈制度袁促进各院系尧部门的工作落实遥

渊四冤加强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袁引进质量监控袁
提升工作有效性

对阅读推广工作袁进行详细前期调研尧分众规划袁拟定

阅读推广在地方高校开展刚起步袁除外出考察学

符合读者实际尧分类实施尧可操作性的系列活动规划尧

习袁自身也应加强理论研究袁因地制宜开展尝试和创

短期计划遥

新遥 野阅读推广活动效果评价具有量化难尧滞后性的特

渊二冤凸显野阅读冶主题袁铸图书馆品牌袁建设书香校园
首先袁阅读推广袁野读书冶是贯穿始终的主线袁推广

点袁阅读推广效果评价应体现活动的周期性尧时间性
和积累性遥 冶

[10]

做好阅读推广效果的质量监控袁首先要

是手段遥 因此袁所有的活动都应该聚拢在野阅读冶这一

借助院系尧 学生助理等开展活动数据统计和积累尧监

主题的旗下袁自始至终坚持鼓励师生好读书尧读好书尧

测和比对曰其次袁要加强对各种数据数字尧调查问卷尧

读书好袁做到系列活动丰富多彩袁但是又野形散神不

借阅量尧书籍预定尧借阅排行榜等等的定量定性分析曰

散冶曰其次袁加强阅读的野主题设置冶遥 阅读推广隐含着

再次袁要将分析所得结果反馈指导下一次的活动遥 依

新闻传播学上的野议程设置冶的特征袁师生即使分布在

次循环袁经过一定时间周期袁才可能将自己从野门外

不同专业尧不同年级袁也能通过阅读推广就同一野阅读

汉冶锻炼成野推广达人冶乃至野文化大使冶遥

主题冶发表意见袁形成虚拟的公共意见平台遥 因此袁图
书馆发起各类阅读推广话题的探讨袁以积极的姿态关

五尧结语

注阅读话题渊书目冤袁及时发表正面评论袁提出有说服
力的见解袁可以增强对大学生阅读的导向作用袁促进

全民阅读离不开阅读推广袁终身学习离不开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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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海燕院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工作机制和现代营销

推广袁阅读推广可以提升学校学风尧校风袁将人类优秀
文化知识代代传承袁这就给图书馆带来很好的机遇和
挑战遥 高校图书馆只有努力做好各种文化资源的野淘
宝冶尧推荐导读尧内容推送和阅读推广袁才能将野静态冶
资源转化为野动态冶活动袁将文化知识转化为社会效
益尧经济效益尧人才效益袁真正实现图书馆资源的价值
最大化遥 高校图书馆应把阅读推广做成新功能尧名品
牌袁提升图书馆的美誉度袁扩大图书馆影响力遥 等到有
一天袁当每一届毕业生论文答辩致谢时袁他们都会深
情地说袁我的大学袁既有大师袁也有美丽难忘的尧给了
我如许知识财富的图书馆大楼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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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ading Promotion System and Modern Market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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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ationwide reading and life-reading atmosphere needs the promotion of reading. And the librar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鄄

sities need to build up such a working system, with an organized structure, various activities,chain running,diversified implementation and
brand creation. Also ,they need to introduce the modern marketing methods, and make sure to provide good reading resources, with the

service of reading introduction, content introduction and promotion included. By doing so, they can transform the silent reading resources
into dynamic reading activities. And above all, they can actively turn knowledge into social, economic and personnel benefits, maximizing

the value of librarian resources.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library of Wuy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reading promotion and
marketing system, in an effort to sum up the experience and find the drawbacks so as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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