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学院学报

目 次
武夷文化研究
元初闽北学者刻书特色初探
理解和落实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曳

李尾咕渊1冤

要
要要以朱熹野理一分殊冶方法为视角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院 ISSN 1674-2109

王志阳袁曾文娟渊6冤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院 CN 35-1293/G4
第 41 卷 总第 211 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 年 第 5 期渊月刊冤

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内容尧价值与当代表现

编辑委员会

陈

琪渊13冤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深化和发展
陈琳袁马静袁杨曼渊19冤

顾

问院 付贤智 黄汉升 兰思仁
杨江帆 李宝银

主

任院 吴承祯

副 主 任院 郑细鸣

旅游窑经济研究

编

近年来中国旅游扶贫政策效应评析
赵建昌袁王琳渊25冤
乡村振兴视阈下三明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探究
王家颖袁代荣渊32冤
公司内部治理对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影响分析
王钦祥袁彭华袁王东方渊38冤

委院 渊以姓氏笔画为序冤
卢道明 刘卫群

任宇红

许亦善 李宝银

李远华

吴承祯 陈 铎

沈慧芳

杨

张品端

张志雄

张乔根 张国林

郑细鸣

姜景莲 姚进生

赵升云

郭翠莲 梁丽萍

雷能忠

廖

语言窑文学研究

昇

斌

编 辑 部

文学文体学视角下叶摩登家庭曳中的幽默言语翻译研究

黄静雯渊47冤

死是永生之门
要
要要电影叶大鱼海棠曳和叶寻梦环游记曳的死亡主题书写
沈松钦袁刘可文渊52冤

主

编院 吴承祯

副 主 编院 郑细鸣 沈慧芳 陈 果
责任编辑院 叶丽娜 白

琳

魏 琛

聂传朋 白

晔

黄 超

英文审译院 魏景春

多维视域下中华格律诗词复兴路径探析
要
要要基于历史尧现实尧传习尧吟诵视角
彭

飞渊57冤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武夷学院学报
2022 年第 5 期 渊总第 211 期冤

艺术窑传播研究
李建建渊63冤

城市特色文化墙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基于文本挖掘的影评数据情感分析
要要
要以叶我和我的祖国曳为例

旷开金袁廖海琳袁裴文庆渊68冤
罗芳萍渊75冤

闽西客家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策略探析

思想政治与党建研究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院理论审视尧价值分析与

目
次
CONTENTS

谢建山渊79冤

实现路径

公安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实施路径探究
要要
要以叶刑法曳课程为例

杨莉艳袁陆迎松渊83冤
新时代完善福建省宣传制度的路径探析
李荣秀袁李海文渊88冤

高等教育研究
扩招背景下高职院校边缘学生群体转变教育的研究
柳燕妮渊94冤
项目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要要
要以省级金课野工程财务管理冶为例
周 琴渊100冤
素描在美育中的类别与教学改革的思考
蔡小龙渊106冤

期刊基本参数院CN35-1293/G4*1982*M*A4*109*ZH*P*预8.00*600*19*2022-05

第 41 卷 第 5 期

武夷学院学报

圆园22 年 5 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灾燥造援41 晕燥援5
May. 圆园22

元初闽北学者刻书特色初探
李尾咕
渊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系袁 福建 南平 353000冤

摘

要院元初袁熊禾尧杜本尧刘应李尧刘君佐等闽北学者心系故国袁拒仕元朝袁刻书以传绝学袁他们刻书活动场所囿

于书院和书坊袁所刻作品呈现二大文化特色院一是倡扬朱子学袁二是饱含爱国激情遥

关键词院学者曰刻书曰特色
中图分类号院K203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01-05

宋元交锋袁无数英雄志士奔走海内袁誓死抗元遥 宋

朱熹撰尧考亭诸名儒参校的叶仪礼经传通解曳遥 至元二

亡后袁饱受亡国苦难的士大夫袁或隐于山野袁拒仕元

十六年渊1289冤袁熊禾在建阳刻胡方平叶易学启蒙释曳二

朝袁或闭门立说袁聚徒授学遥 元初袁一群自认野宋之遗

卷遥 元大德年间渊1297要1307冤刻董鼎撰叶孝经大义曳遥

民冶的学者隐于野道南理窟冶要要
要闽北袁以授业尧著书尧

刻梓为业袁以下对知见的元初闽北学者刻书活动进行
研究袁并探考其特色遥

渊二冤杜本
杜本渊1276耀1350冤袁字伯原尧原父袁号清碧袁其先京
兆人袁后迁清江渊今江西樟树市冤袁文学家尧理学家袁人
称清碧先生遥 其诗文俱佳袁工于篆隶袁尤笃于义遥 杜本

一尧元初闽北刻书的主要学者

年少时喜游名山大川袁对武夷胜景和朱子棹歌余韵心
生向往袁因微言得罪了权臣,在好友詹景仁帮助下袁隐

渊一冤熊禾
熊禾渊1247要1312冤袁字去非尧位辛袁号勿轩袁晚号

于武夷平川渊今武夷山市星村镇黄村尧曹墩一带冤遥
杜本撰有 叶四经表义曳叶六书通编曳叶清江碧嶂集曳

退斋袁建阳崇泰里 渊今建阳莒口 冤 人 袁世居云谷鳌峰之

叶敖氏伤寒金镜录曳等著作袁并编辑刊刻了元代浦城诗

熹门人辅广为师袁又入浙江受业于刘敬堂袁得朱熹论

品刊于平川怀友轩遥

学要旨遥 登南宋咸淳十年渊1274冤进士袁任汀州司户参

渊三冤刘应李

军袁政绩显著遥

刘应李渊?-1324冤袁字希泌袁号省轩袁建阳崇泰里

东熊墩遥 幼年颖慧袁有志于濂尧洛尧关尧闽之学遥 曾拜朱

人杨载的叶杨仲弘集曳和金尧宋遗民诗叶谷音曳袁多数作

熊禾撰作的 叶易经讲义曳叶周易集疏曳叶易学图存曳

人遥 初名棨遥 咸淳十年渊1274冤进士袁调任建阳县主簿遥

略曳叶春秋论考曳叶大学尚书口义曳叶大学广义曳叶四书小

莒潭渊今建阳莒口冤创建化龙书院,聚众讲学遥 著有叶新

叶书说曳叶四书标题曳叶文公要语曳叶春秋通解曳叶三礼考

入元不仕袁归隐武夷袁与熊禾尧胡一桂精研理学遥 后入

学集疏曳等著作多在熊禾所创书院刻梓遥 熊禾还刻印

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曳叶传道精语曳叶易经精义曳遥 叶新编
事文类聚翰墨大全曳刊于建阳平磵伯氏书坊遥 知见的

收稿日期院2022-11-24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JAS1510950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尾咕渊1969-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闽
北地域文化研究遥

刘应李化龙书院刻本有宋刘爚 叶云庄刘文简公文集曳
十二卷尧叶外集曳十卷尧叶年谱曳一卷遥
渊四冤刘君佐刻书
刘君佐渊1250要1328冤袁字世英袁号翠岩遥 建阳麻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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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袁为麻沙刘氏始祖刘翱的第十四世孙袁宋咸淳六年
渊1270冤进士袁曾任南恩渊今广西阳江冤道判袁入元不仕遥

宋元之替袁麻沙多数刻坊毁于兵火袁此后袁刘君佐

之意遥 冶[5]熊禾在武夷书堂和鳌峰书院撰作了十余部理

学专著袁这些著作大多在其书院刊梓遥 叶熊勿轩易学启

蒙图传通义曳 七卷袁 由熊禾曾孙熊玩于至正十三年

举家从麻沙迁居十里之隔的的崇化书林 渊今建阳书

渊1353冤在鳌峰书院刻梓遥

家刻转为坊刻模式遥 刘君佐创立的翠岩精舍逐渐成为

邀请入武夷平川隐居遥 詹景仁渊1281要1348冤袁是武夷

建阳知名书坊袁叶书林清话曳载院野刘君佐翠岩精舍遥 始

学者兼刻书家詹光祖之子袁元至元二十四年渊1287冤詹

元延祐袁至明成化遥 延祐元年渊1314冤刻叶周易传义曳十

光祖刻叶杜工部诗史曳于月崖书堂袁有野至元丁亥武夷

卷袁见叶森志曳遥 泰定丁卯四年渊1327冤刻胡一桂叶朱子诗

詹光祖重刊于月厓书堂冶的牌记遥 董天工叶武夷山志曳

集传附录纂疏曳二十卷袁见叶钱日记曳叶张志曳叶瞿目曳叶陈

载院野詹天麟袁字景仁袁崇安人袁武夷山长光祖之子也遥

目曳叶莫录曳叶陆志曳叶陆集曳遥 前序末称院耶盱江揭祐民从

元延祐(1314~1320冤中以文学辟用袁历官浙江宪幕袁迁

年父书于建东阳翠岩刘氏家塾遥 爷刻王应麟叶三家诗

抚州总管袁与杜清碧尧董仲达友善袁归里筑万卷书楼于

渊1327冤刻元苏天爵叶国朝文类曳七十卷遥

院袁号为野聘君宅冶遥 由于杜本才华横溢袁周边不少青年

坊冤袁成为麻沙刘氏迁居书林的始祖袁并从刘氏传统的

考曳六卷袁见叶杨录曳遥 冶 [1] 此外袁刘君佐还于嘉定四年

二尧元初闽北学者刻书的主体场所

杜本早年在游历江湖时与人结仇袁受好友詹景仁

九曲之平川遥 冶[6]野平川怀友轩冶是詹景仁为杜本所筑书
才俊纷纷向杜本问学遥 星村镇前兰村蓝仁尧蓝智兄弟
放弃原先所习举子业袁共同受业于杜本门下袁杜本授
其盛唐诗法袁尤荐杨载诗体遥 蓝仁尧蓝智一改元季纤弱

渊一冤书院刻书

诗体袁成为元末明初福建著名诗人袁分别有叶蓝山集曳

元初对书院管制较为宽松袁官私书院林立袁元朝

和叶蓝涧集曳传世遥

廷野令江南诸路儒学及各县内设小学袁选老成之士教
之袁或自愿招师袁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袁亦从其便遥 其
他先儒过化之地袁名贤经行之所袁与好事之家袁出钱米

野平川冶之名始见于朱熹所作叶九曲棹歌曳袁该诗

云院野九曲将穷眼豁然袁桑麻雨露见平川遥 冶 [7]武夷野九
曲冶溪是逆流向上为序命名袁溪之下游称野一曲冶袁上游

赡学者袁并立为书院遥 冶[2]闽北学者不愿仕元袁又为生计

称野九曲冶遥 野九曲冶在今星村镇竹筏码头一带袁此处尚

族气节的追求袁又可著书立说袁自由无羁遥 野渊福建冤元

皆平坦开阔之地遥 自朱子叶九曲棹歌曳广为传唱之后袁

传遥 刻书较多的书院有建宁府的建安书院尧噎噎建阳

野叶平川董氏族谱源流考及自序曳噎噎乾隆廿八年岁次

所困袁多创办书院授徒讲学袁这既符合遗民学者对民
代书院刻书较前有所发展袁几乎每所书院都曾刻书流
的鳌峰书院尧化龙书院等遥 冶[3]

熊禾入元后拒不仕元袁他先入武夷山五曲晚对峰

筑洪源书堂袁野甲申岁渊1284冤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遥 冶[4]聚

有低矮群山袁但前方目之所及袁近见黄村袁远望曹墩袁
黄村尧曹墩一带遂以野平川冶为名遥 叶曹墩董氏族谱曳载院
癸未暮春望日平川十二世孙奉政大夫江南池州府同

知天工典斋氏敬撰遥 叶续增平川董氏宗谱跋曳噎噎咸丰
八年戊午渊1858冤如月十五世孙司烜映廊氏谨拜手敬

徒讲学达十二年袁期间也从事刻书活动遥 叶德辉叶书林

跋遥 叶曹墩董氏新修族谱序曳 噎噎光绪二十有一年

胡方平叶易学启蒙释曳二卷遥 冶[1]

撰遥 冶[8]文中的天工典斋即为叶武夷山志曳作者董天工袁

清话曳载院野熊禾武夷书室至元已丑二十六年渊1289冤刻
元贞间渊约 1296冤年袁熊禾回到建阳熊屯鳌峰之

渊1895冤 秋月邵武淮川甲午科副举人宗愚弟亮顿首拜

字村六袁号典斋遥 考叶曹墩董氏族谱曳不同时期的族谱

麓袁将家塾改为书院袁称野云谷书院冶遥 叶熊勿轩先生文

序对本地称谓可知院至咸丰八年渊1858冤袁曹墩尧黄村一

集曳载院野以其门对于云谷袁而又以寓文公没而道之传

带仍以野平川冶代称曰至光绪二十一年渊1895冤袁野平川冶

于是袁遂扁其家塾为云谷书院遥 冶[4]叶建阳县志曳亦云院

之名已不复使用遥

子孙肆业之所遥 宋勿轩先生改其门对云谷袁以寓仰止

杨载渊1271要1323冤袁字仲弘袁闽北浦城人袁晚年迁居杭

野鳌峰书院在建阳崇泰里樟塔袁唐熊尚书渊秘冤所建袁为

杜本于同时代诗人中最崇杨载袁 二人极为友善遥

李尾咕院 元初闽北学者刻书特色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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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袁其与虞集尧揭傒斯尧范梈并称为元诗四大家遥 杨载

山中袁手携父书袁有叶孝经大义曳者袁取而阅之袁则其家

年四十未仕袁以布衣召为国史院编修官遥 元仁宗复行

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享父所辑也遥 其书为初学设袁故其

科举之制袁杨载登延祐二年渊1315冤进士袁英宗至治三

皆明白易晓遥 熟玩之袁则其间义趣精深遥 冶[4]熊禾将叶孝

年渊1323冤袁在赴宣城理官任之途病亡袁时长子年仅八
岁遥 杜本将所能收集到的杨载诗编辑并刊于平川怀友
轩袁范梈在叶杨仲弘集窑序曳中说院野仲弘有子尚幼袁其残

稿流落未有能为辑次者袁 友人杜君伯原自武夷命仆
曰袁耶将就其平生所得诗刻诸山中遥 爷此诚知仲弘者袁而
杜君猬谓罄仲弘海内之交相好袁又莫余若也遥 冶[9]傅增

经大义曳刊刻于其族兄熊敬的书坊袁叶建阳刻书史曳载院
野熊敬袁熊禾的族兄遥 大德九年渊1305冤刻印元董鼎撰

叶孝经大义曳一卷遥 冶[14]刘应李编撰的叶新编事文类聚翰
墨全书曳共 208 卷于元大德十一年渊1307冤由建阳平磵
伯氏书坊刊行遥

入元后袁刘君佐全家迁建阳崇化书林开始从事坊

湘云院野杨仲弘诗集八卷袁元杨载撰遥 元刊本遥 十二行二

刻遥 知见的刻本有叶周易传义曳叶三家诗考曳叶国朝文类曳

十字袁黑口袁左右双栏遥 为软件字写刻遥 前右致和元年

等遥 胡一桂撰作的叶诗集传附录纂疏曳二十卷尧叶诗序附

范梈序遥 亦以手书上版遥 冶 此叶杨仲弘诗集曳八卷本即

录纂疏曳一卷尧叶诗传纲领附录纂疏曳一卷尧叶语录辑要曳

[10]

为杜本所刻版本遥

杜本所编叶谷音曳亦刻于平川怀友轩袁是书张榘
叶跋曳曰院野右诗一卷袁凡二十三人袁无名者四人袁共一百

首遥 乃宋亡元初袁节士悲愤尧幽人清咏之辞遥 京兆先生
早游江湖袁得于见闻袁悉能成诵遥 因录为一编袁题曰院
耶谷音爷遥 若曰山谷之音袁野史之类也遥 刊于平川怀友

一卷均于元泰定四年渊1327冤由建阳刘君佐翠岩精舍
刊刻出版袁牌记内刻野泰定丁卯仲冬翠岩精舍新刊冶遥
科举自南宋咸淳十年渊1274冤起停试袁到元代延祐
元年渊1314冤才恢复遥 有元一代闽北共中进士 17 人袁远

低于闽北于两宋时期 2073 名的进士数遥 元初袁或拘于
名节袁或囿于科考名额所限袁大量学者进入书院或书

轩袁以传于世遥 冶[11]杜本的好友詹景仁亦于平川刻书袁

坊刻梓校雠,推动了元代建本质量的大幅提升袁黄永年

元至正六年渊1346冤刻叶雍虞先生道园类稿曳五十卷袁方

先生曰院野南宋建本中有一些是校勘很差尧 错误特多

彦寿先生云院野天麟逝于至正八年渊1348冤袁则至正六年

的袁颇影响建本的声誉袁到元建本则声誉反而好起来袁

渊1346冤即欧阳玄撰序之年袁应为天麟此刻的年代遥 冶[12]

说元建本如何荒唐的似极少见遥 冶[15]

刘应李入元以后与熊禾尧胡一桂于武夷山洪源山

中讲学达 12 年袁至元二十四年渊1287冤六月袁刘应李入

三尧元初闽北学者刻书的文化特色

院袁在建阳县西西山之麓袁文公门人刘韬仲曾孙省轩

渊一冤倡扬朱子学

刘应李所建遥 龙门桥横其前袁化龙桥出于后遥 冶 刘应李

元初闽北学者多能恪守朱子倡导的忠尧孝尧节尧义

莒潭创建化龙书院聚徒讲学袁叶建阳县志曳载院野化龙书
[5]

在化龙书院也有刻书袁云庄书院重刊叶云庄刘文简公
文集曳 跋云院野先祖父文简公同弟炳幼从朱子之门袁在

等传统道德袁抱道自守袁并以继朱子绝学为已任遥
宋亡之后袁熊禾誓不仕元袁以传道体为已任遥 叶民

宋为名臣袁生平著述丰富遥 门人果斋李方子将草稿诗

国崇安县新志曳载院野四方来学者云集袁粝食涧饮袁日以

序编次成集袁 曾孙省轩刘棨刘应李隐于武夷洪源山

孔孟之道相磨遥 冶[16]熊禾视朱熹为孔子第二袁认为朱熹

中袁编集翰墨诸书袁及将文集点校锓枣于化龙书院袁以
为讲学之所收藏板遥 冶[13]
渊二冤书坊刻书

的学说继往圣尧继绝学袁开万世太平袁其所撰叶考亭书

院记曳云院野周东迁而夫子出袁宋南渡而文公生遥 冶[4]奠定

了朱熹在儒家道统中的崇高地位遥 熊禾高度评价了朱

建阳书坊为元代四大刻书中心之一袁元初有部分

子学袁认为其关系到国家存亡和民心向背袁但也认为

闽北学者在建阳书坊出版书籍袁有些学者还以经营书

朱熹对叶尚书曳叶春秋曳野三礼冶的研究仅开其端袁未及完

坊为业遥 元大德年间渊1297要1307冤袁董鼎的叶孝经大

成遥 熊禾曾对好友胡一桂说院野考亭夫子集其大成袁平

义曳由其子董真卿委托熊禾刻印袁熊禾为之作序袁云院

生精力在叶易曳叶诗曳叶四书曳袁噎噎三礼乃文公与门人三

野余友人新安胡庭芳袁挈其高弟鄱阳董真卿袁访余云谷

世未了之书袁君当分任此贡袁以毕吾志遥 冶[4]熊禾继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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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朱子未竞之业袁苦心收集资料袁精研儒家经典袁与好
友胡一桂尧刘应李互相切磋十余年遥 熊禾创作极丰袁有

制奉训大夫袁出至钱塘袁以病归遥 冶[18]叶元史窑杜本传曳亦

载院野本博学善属文袁 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术得其所上

叶易经讲义曳叶四书标题曳叶春秋通解曳叶三礼考略曳 等十

叶救荒策曳袁大奇之袁乃入为御史大夫袁力荐于武宗遥 尝

门人陈益方完稿遥 熊禾以毕生精力继承和发展朱子

名袁及即位袁以币征之袁不起遥 至正三年袁右丞相以隐士

学袁以书院为继往圣绝学之所袁对四方学子授以朱子

荐袁诏遣使赐以金织文币尧上尊酒袁召为翰林待制尧奉

理学袁以野六经冶野四书冶作为教材袁以经学为育人之道袁

议大夫袁兼国史院编修官遥 使者致君相意袁趣之行遥 至

推动了朱子学说的广泛传播遥 与熊禾讲论于闽北长达

杭州袁称疾固辞袁而致书于丞相曰院耶以万事合为一理袁

十七载的胡一桂撰作的叶周易本义附录纂疏曳和叶周易

以万民合为一心袁以千载合为一日袁以四海合为一家袁

启蒙翼传曳袁也为朱子叶周易本义曳和叶易学启蒙曳作了

则可言制礼作乐袁而跻五帝三王之盛矣遥 爷遂不行遥 冶[2]

二部著作传世袁并着手编纂叶仪礼曳袁未及完稿病逝袁由

创造性诠释遥

被召至京师袁未几归隐武夷山中遥 文宗在江南时袁闻其

熊禾尊崇朱子学袁 除了认同朱子的理学正道外袁

渊二冤饱含爱国激情

朱子一生以宣扬抗金复国为已任尧著述育人以挽危局

宋元之替袁闽北民众捐躯折颈袁不可胜数遥 建安雷

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是重要原因遥 熊禾所刊刻的自著或

龙济尧浦城徐梦发尧邵武龚老行等学者或阵亡尧或兵败

友人的著作均为朱子学领域袁彰显了其以朱子为范的

被执殉难遥 入元以后袁闽北遗民学者多以名节自持袁隐

爱国情怀遥 读熊禾叶探梅曳叶捣衣曲曳叶荒城步月曳叶涌翠

居不仕袁他们经历了宋元易鼎的重大变革袁亲身体验

亭梅花曳等诗作袁读者极易感受到其作品的萧瑟悲情

了社会巨变所带来的情感伤痛袁自觉将满腔爱国激情

和对亡国之后的隐逸守节之志遥

倾注于诗赋文章和对儒家经典考据注疏中袁他们著述
刊梓的作品多饱含爱国情怀遥
杜本编刊的叶谷音曳所收录的一百首诗为金尧宋遗
民所作袁以宋末遗民诗为主袁诗人或以身殉国袁或遁迹

熊禾将气节名士谢枋得引为知已遥 野叠山谢枋得

闻禾名袁远涉访之袁相抱痛哭袁不忍卒别袁相与讲学者
数月遥 冶[19]谢枋得避难入闽后袁野卖卜建阳市中袁有来卜

者袁惟取米履而已遥 委以钱袁悉谢不取遥 其后人稍稍识

山林隐居袁揽卷品读袁皆慷慨悲壮袁催人泪下遥 叶谷音窑

之袁 多延至其家袁 使为子弟论学遥 冶[20] 至元二十六年

下凡十人袁率任侠节义之士遥 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袁

大元逸民冶袁并绝食身亡遥 谢枋得隐居建阳期间袁创作

渔洋书跋曳云院野叶谷音曳两卷袁皆宋末人诗袁上卷王浍以

渊1289冤四月袁谢枋得被押送到大都袁自称野大宋遗民袁

则藏名避世之流也曰潇湘渔父以下五人袁不可得其姓

了十首书坊写景诗袁诗中有野巍巍文笔光书林冶之语袁

氏袁要之皆宋末逸民也袁其诗慷慨激烈袁古澹萧廖遥 冶[11]

在历史上首次以野书林冶代称建阳书坊袁此后建阳书坊

王士祯叶论诗绝句曳曰院野谁嗣箧中冰雪句袁叶谷音曳一卷

主们纷纷以野书林冶自称袁并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

独铮铮遥 冶[11]明代刻书家毛晋在叶谷音曳刻书跋云院野月

志士遥

在从吴门来袁携得谷音二卷袁乃伯原所辑宋末逸民诗

刘应李与熊禾是咸淳十年渊1274冤同榜进士袁他们

也遥 凡二十有九人袁各有小传袁记其大略袁共诗百篇袁诸

也是南宋最后一次科考参与者袁二年后袁元军攻入宋

体具备遥 韩昌黎云院耶其歌也有思袁其哭也有怀遥 爷凡出

都遥 入元后袁刘应李与熊禾等学者一样心念宋室袁坚持

乎口而为声者袁皆有弗平者乎遥 宋室既倾袁诗品都靡遥

民族大义袁誓不仕元袁刘应李紧随熊禾入武夷山中讲

独数子者袁心悬万里之外袁或上书袁或浮海袁或伏剑沉

学授徒并刻书以传绝学遥 其编撰的叶翰墨全书曳除日用

渊袁悲歌慷慨袁令人读其诗袁想其人遥 冶[11]

文章外袁也收录了大量宋元诗文袁文天祥尧谢枋得尧熊

杜本之父杜谦曾在文天祥幕中袁野尝毁家以佐

禾等气节之士的诗文几乎被全部收录袁避免了这些志

军遥 冶[17]早孤的杜本受到父亲爱国思想和宋末抗元斗

士诗文的散逸袁充分体现了刘应李的价值观取向遥 叶周

夷袁且买房置田袁为久远计遥 已而朝廷修三史袁蒙古尧色

说曳数段袁又有叶诗选正宗曳等编袁杂文多见叶翰墨全

目尧汉人尧南人各举一处士遥 君以南人处士征授翰林待

书曳遥 冶[21]刘应李所撰之诗不过十首袁然叶君子莲曳叶和海

争的影响袁极具民族气节袁入元后袁屡征不赴袁野南入武

易会通曳载院野渊熊禾冤今所行世者叶标题四书曳及此叶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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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韵曳叶落梅曳等诗皆以物明志袁表露了其高尚的民族

[11] 杜本.谷音[M].上海院中华书局,1958:35,37,1,36.

气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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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raving Books
by Scholars in Northern Fujian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LI Weigu

(Management Department,Minbe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Nanping, Fujian 353000)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Yuan Dynasty, Xiong He, Du Ben , Liu Yingli, Liu Junzuo and other scholars in northern Fujian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homeland. They refused to take office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carved books to spread their knowledge.Their
works have two majo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irst, advocating Zhu Xi爷s doctrine, second, full of patriotic 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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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落实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曳
要要
要以朱熹野理一分殊冶方法为视角
王志阳 1袁 曾文娟 2

渊1. 武夷学院 朱子学研究中心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野理一分殊冶是朱熹认识和处理世界普遍性与具体性的重要方法袁其中野理一冶是根本袁决定事物的发展方

向曰野分殊冶是表现形式袁决定事物具体特征及行为方式遥 这对科学理解与落实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曳具有重要

意义袁主要体现于两方面院一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掌握叶条例曳的思想袁探究各项统战工作的野分殊冶规律曰
二是要以团结合一与具体分析相结合袁立足具体情境袁科学落实叶条例曳的思想遥

关键词院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曳曰朱熹曰理一分殊曰统战思想
中图分类号院261.1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06-07

叶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条例曳渊下文简称叶条例曳冤

无分之罪袁兼爱而无义遥 分立而推理一袁以止私胜之

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战方面的最重要成

流袁仁之方也遥 无别而迷兼爱袁至于无父之极袁义之贼

果袁只是学者们更关心叶条例曳的历史地位袁尚未就如

也遥 冶[3]朱熹又通过注解周敦颐叶太极图说曳袁使野理一分

何理解和落实条例进行深入思考袁如张献生叶<中国共
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守正与创新曳 尧韩利平叶刍
[1]

殊冶上升到哲学高度遥 关于野理一冶与野分殊冶的关系与
地位袁朱熹的论证主要有三方面院

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修订曳[2]等遥 故我

渊一冤野理一冶从根本上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

们以朱熹野理一分殊冶的方法考察叶条例曳的思想内涵

野一理冶是万物的本原袁决定事物的根本特征遥 叶通

与践行准则袁 有助于从中国哲学视角来理解和践行
叶条例曳的统战思想原则袁从而为叶条例曳的施行提供有
益的参考遥

一尧朱熹野理一分殊冶方法的主要内容

书窑理性命第二十二曳载院野二气五行袁化生万物遥 五殊

二实袁二本则一遥 是万为一袁一实万分遥 万一各正袁大小
有定遥 冶朱子注曰院
此言命也遥 二气五行袁天之所以赋授万物而生之
者也遥 自其末以缘本袁则五行之异袁本二气之实袁二气

野理一分殊冶从北宋开始就是中国儒学的最重要

之实袁又本一理之极遥 是合万物而言之袁为一太极而已

方法论袁如程颐叶答杨时论西铭书曳说院野叶西铭曳明理一

也遥 自其本而之末袁则一理之实袁而万物分之以为体遥

而分殊袁墨氏则二本而无分遥 分殊之蔽袁私胜而失仁曰

故万物之中袁各有一太极袁而小大之物袁莫不各有一定
之分也遥

收稿日期院2021-07-18
基金项目院2019 年福建省委统战部 B 类人文社科项目
渊TB19059s冤遥

作者简介院王志阳渊1983-冤袁男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朱子学
研究尧经学与文学研究遥

[4]

野一理冶是万物的根本袁因为只有野一理冶才能化生野二
气冶袁转换成野五行冶袁化生万物袁故野理一冶的根本地位

在于奠定万物发展的根源遥 万物存在于同一个天地之
中袁他们都受一理的支配袁而这个野一理冶就是太极遥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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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落实于具体事物袁 各物所禀受理的方式存有差异袁

万物皆有理袁理皆同出一原袁但是具体事物受各因素

故各自呈现不同现象袁只是这些表象都是一理的客观

影响仅呈现理的某一特征遥 这就是社会环境下的位置

表现遥

不同因素袁即野所居之位不同袁则其理之用不一冶遥 正因

正是理具有根本性的力量袁 支配万物的具体表

个体所处的位置存在差异袁必须遵循不同行为规范以

现袁故一理决定事物发展方向遥 朱子说院野万物皆有此

实现不同目标袁由此构成了不同的个体诉求袁存有各

理袁理皆同出一原遥 冶 这是万物运行发展的必要基础遥

自特点袁无法相互替代遥

[5]

朱子说院

朱子说院
近而一身之中袁远而八荒之外袁微而一草一木之
众袁莫不各具此理遥 如此四人在坐袁各有这个道理袁某

理固是一理袁然其间曲折甚多袁须是把这个做样

不用假借于公袁公不用求于某袁仲思与廷秀亦不用自

子袁却从这里推去袁始得遥 且如事亲袁固当尽其事之之

相假借遥 然虽各自有一个理袁又却同出于一个理尔遥 如

道袁若得于亲时是如何袁不得于亲时又当如何遥 以此而

排数器水相似院这盂也是这样水袁那盂也是这样水袁各

推之于事君袁则知得于君时是如何袁不得于君时又当

各满足袁不待求假于外遥 然打破放里袁却也只是个水遥

如何遥 推以事长袁亦是如此遥 自此推去袁莫不皆然遥

[5]

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遥 所以谓格得多后自能贯通
者袁只为是一理遥

[5]

理是同一个袁但同样是父子关系袁却因父子关系差异袁
孝道呈现出巨大差异袁 如在父子关系良好时的孝道袁

水只有遵循水的野一理冶袁方才是水遥 反之袁则脱离了水

与父子关系恶劣时的孝道袁存在巨大差异袁因为父子

的范畴遥 从一身到八荒之外袁一草一木袁都是由野一理冶

关系的情况决定了孝道的内容遥 事君尧事长袁概莫能

所决定的遥 如果这个野一理冶被破坏了袁那么野一原冶就

外遥 故个体需要遵循原则基础上按照具体关系情况采

不存在了袁万物就失去了共性袁社会将处于混乱状态袁

取应对措施遥

正如刘述先先生所说院野现代拒绝单一义理的宰制袁流

朱子说院

行多文化主义袁这自有其一定的理由遥 然而过分强调
这一方面的倾向袁却不免误入歧途遥 耶民族自决爷其实

物理无穷袁故他说得来亦自多端遥 如读书以讲明

是一个可以造成误导乃至引致灾难效果的原则遥 如果

道义袁则是理存于书曰如论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袁

无条件地支持一切分崩离析的运动袁却又无法寻求不

则是理存于古今人物曰 如应接事物而审处起当否袁则

同立场的沟通袁建立合理仲裁的机制袁那就会发生严

是理存于应接事物遥

重的问题遥 冶[6]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袁其根源正是
失去了一理袁也就失去了正常社会秩序存在的本源遥
渊二冤野分殊冶是万物的具体表现
天下万物都具 野一理冶袁 但是万物之间还有差异

性袁这是野理一冶在具体情况中的不同表现形式遥

朱

[5]

千差万别的个体是野理一冶的具体表现形态袁这就是
野理一冶体现于万殊的事物之中袁如读书明理尧古今人
物尧应接事物等袁都不同程度体现野理一冶的内容遥 故探
究野理一冶的内涵需要通过万殊的事物方能实现袁正是
通过日积月累地探求万殊之理袁总会有贯通之处遥
渊三冤野理一冶与野分殊冶构成而不同的世界

子说院
万物皆有此理袁理皆同出一原遥 但所居之位不同袁

野理一冶决定万物的发展方向袁野分殊冶决定万物各

自特性袁两者构成和而不同的世界遥

则其理之用不一遥 如为君须仁袁为臣须敬袁为子须孝袁
为父须慈遥 物物各具此理袁而物物各异其用袁然莫非一
理之流行也遥

[5]

朱子叶太极图说曳载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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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道体之全袁浑然一致袁而精粗本末尧内外宾主之

由此呈现万物遵循一理袁又表现各自特性遥

分袁粲然于其中袁有不可以毫厘差者遥 此圣贤之言袁所

由上述可知袁野理一分殊冶兼顾野理一冶的共同状

以或离或合袁或异或同袁而乃所以为道体之全也遥 今徒

态袁还考虑到万物具体之理的关系袁由此实现和而不

知所谓浑然者之为大而乐言之袁而不知夫所谓粲然者

同之境遥

之未始相离也袁是以信同疑异袁喜合恶离袁其论每每陷
于一偏袁卒为无星之称尧无寸之尺而已袁岂不误哉浴

[7]

二 尧理一分殊院 理解 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
工作条例曳的钥匙

道体本浑然一致袁又内含精粗本末尧内外宾主之别遥 前
者属于野理一冶袁后者属于野分殊冶袁共存于道体之中遥 故

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的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

不同事物存在相同点袁也具有差异性遥 这是道体本真

伟大复兴袁中国共产党更是如此遥 习近平指出袁野中国

状态袁但是世俗社会根据自身喜好偏向某一面袁看不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袁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袁为

到事物的另一面袁从而割裂道体的完整形态遥

中华民族谋复兴冶[8]这是从党的最高理想与目标出发袁

由前述可知袁理
一呈现于各类事物之中袁故探究理一内涵袁需要立足
事物的野分殊冶状态袁正如朱子说院野这盂也是这样水袁
那盂也是这样水袁各各满足袁不待求假于外遥 然打破放
里袁却也只是个水遥 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遥 冶[5]只有通

过探究万殊形态才能获得理一内涵袁否则会陷入以偏

以通俗语言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袁即叶中国共产党
党章窑总纲曳 说院野中国共产党噎噎是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先锋队袁 噎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遥 冶[9]只有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袁中华民族才算真正

崛起袁也只有中华民族崛起了袁中国人民的幸福才有
保障遥 这就是习近平统战思想的理一内涵遥
渊一冤叶条例曳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统战政策

概全的情况袁其途径正是由格物而达穷理遥 朱子说院

的起点与归宿
穷理者袁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袁因其所已达

叶条例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一

而及其所未达遥 噎噎今日既格得一物袁明日又格得一

战线领域的最重要成果遥 这是将执政党的统一战线工

物袁工夫更不住地做遥 如左脚进得一步袁右脚又进一

作方针上升到党内法规的高度袁体现了习近平以理一

步曰右脚进得一步袁左脚又进袁接续不已袁自然贯通遥

[5]

作为方针的统战思想遥 其要有二院
在叶条

正是由格物穷理掌握一物具体之理袁再不断探究其他

例曳第一章叶总则曳第二条说院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

事物之理袁最终推及理一的贯通状态遥

凝聚人心尧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袁噎噎实
在

具体事物当中袁万物的形态各具特征袁仅呈现理一的
部分形态袁故野理一冶与野分殊冶的最佳状态就是万物呈
现和而不同状态遥 朱子说院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遥 冶[10]统一战线是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法宝袁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遥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袁
我们党需要通过统一战线为现实政治服务袁增强党的
阶级基础尧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袁巩固执政地位袁而全面

圣人所以 野穷理尽性而至于命冶袁 凡世间所有之
物袁莫不穷极其理袁所以处置得物物各得其所袁无一事

建成小康社会尧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前置条件遥 由此可知袁统一战线需要为实现

一物不得其宜遥 除是无此物袁方无此理曰既有此物袁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履行自身职责袁增强执政党的执

人无有不尽其理者遥 所谓野惟至诚赞天地之化育袁则可

政能力袁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以习近平为核心

与天地参者也遥 冶

的党中央统一战线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袁这是由

[5]

万物各得其宜袁 这是万物处于各自理一的表现形态袁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袁即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正
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之理的根本原则遥

王志阳袁等院理解和落实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曳

窑 9窑

有利于制定针对性的统战政策袁为统战工作提供着力
叶条例曳第一章叶总则曳第三条说院野新时代统一

点袁故叶条例曳在第十二类特别列出野其他需要联系和

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是院在中国共产党领

团结的人员冶袁具体工作对象是野党外人士袁重点是其

导下袁噎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尧实现中

中的代表人士遥 冶[10]这些都说明了习近平的统战思想

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袁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袁

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更详细的统战对象类别袁目的是
制定针对性更强袁效果更好的统战政策遥

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尧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

统

务袁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尧实现祖国完全统

战工作不是仅由统战部负责的工作袁而是由各级党委

一服务遥 冶[10]从指导思想及目标尧任务而言袁统一战线

负责的重要工作遥 叶条例曳第六条野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尧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袁需要通过统一战线

格局遥 冶[10]这将原来由各级统战部负责的工作袁上升到

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遥 为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尧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尧香

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尧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

中央和各级党委的主要职责遥 这种任务转换的优势体

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及与台湾实现完全统一的任务遥

现于两方面院一方面袁统战工作渗透到各级党委的日

正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制定叶条例曳袁避免

常工作袁以统战思维处理好各项工作袁服务各类群众袁

了因外界环境变化而影响统一战线的地位和功能遥 这

自然能够团结统战对象袁有利于提高统战工作的战略

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袁也决定了只有遵循

地位遥 另一方面袁转换各级统战部门由原来听尧等尧靠

理一原则才能真正理解我们党的统战原则遥

的方式袁促进各级党委扎根于本级党委的职责袁将叶条

渊二冤叶条例曳重在凝聚各方力量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

例曳与中央统战工作精神更好落地于具体省渊区冤情尧
市渊地冤情尧县情等袁提高统战工作效果遥
渊三冤叶条例曳指引野理一冶与野分殊冶相结合的统战

由前述可知袁各事物呈现的理是天理的具体表现
形式袁也就是野分殊冶的内涵袁故探究天理需要通过日
积月累地挖掘具体事物达于掌握天理的水平遥 故叶条

方法
叶条例曳根据统战工作对象袁详细规定工作对象尧

例曳以凝聚野分殊冶的各方力量来完成前述服务于中华

工作内容尧工作制度和处理原则遥 如第九章港澳台统

民族伟大复兴的理一目标袁这需要从两方面着手探究

一战线工作袁从第三十四条到第三十六条袁其中第三

野分殊冶之理遥

十四条是野港澳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冶[10]袁第三十
叶条例曳第一章第五条将统一战线工作

范围分为十二部分院野渊一冤民主党派成员曰渊二冤无党派
人士曰渊三冤党外知识分子曰渊四冤少数民族人士曰渊五冤宗

五条是野对台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冶[10]袁第三十六
条是野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袁指导相关人民团体

和社会团体袁在港澳台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作用遥 冶[10]
第十章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袁将统一战线的

教界人士曰渊六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曰渊七冤新的社会阶

海外工作具体细分为第三十七条野海外统战工作的主

层人士曰渊八冤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曰渊九冤香港同胞尧澳

要任务冶[10]和第三十八条野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冶 [10]这

门同胞曰渊十冤 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曰渊十一冤华

些囊括港尧澳尧台及海外人士尧华侨尧归侨等人士的统

侨尧 归侨及乔眷曰渊十二冤 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

一战线工作任务遥 又根据对象的情况规定具体工作任

员遥 冶[10]这已将统战对象进行了细致的划分袁正如袁绍

务袁如香港尧澳门已经回归祖国怀抱袁属于特别行政

东所说院野统战工作对象的及时拓展袁既丰富了统战工

区袁故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目标在于巩固现有的国家

作的含义袁 又最大程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政策在港澳的落实袁扩大共识袁故其任务是野全面准确

量遥 冶[10]只是纵观中共百年党史袁我们历来强调团结一

贯彻耶一国两制爷耶港人治港爷耶澳人治澳爷高度自治的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袁故叶条例曳所规定的统战对象袁其

方针袁坚持和完善耶一国两制爷制度体系袁严格依照宪

意义显然不只是拓展统战对象袁 而是细分统战对象袁

法和基本法办事袁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

窑 10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2022 年第 5 期

法施政袁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袁发展壮大爱国

行各项法律法规袁稳定社会各界的政策预期袁提升我

爱港尧爱国爱澳力量袁增强香港同胞尧澳门同胞国家意

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社会美誉度遥 另一方面袁通过严

识和爱国精神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袁维护香

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袁保证落实叶条例曳的政策连贯

港尧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袁确保耶一国两制爷实践行稳致

性遥 在统战工作中袁或因工作调动与职务变迁袁容易出

远遥 冶[10]台湾尚未与大陆实现统一袁故重要任务是两岸

现政策衔接不到位情况袁影响统战工作效果袁故依靠

统一袁即野贯彻执行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袁坚持一

各项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袁能够保障政策的制定与执

个中国原则袁广泛团结海内外台湾同胞袁发展壮大台

行的连贯性与一致性袁且通过法律法规促使统战工作

湾爱国统一力量袁反对耶台独爷分裂活动袁不断推进祖

能够有效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遥

国和平统一进程袁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遥 冶[10]细

分港澳与台湾的统战工作任务袁正体现了在实现中华

一方面袁叶条例曳是我们党根据九十多年的工作经

民族伟大复兴的理一目标下袁需要掌握港澳与台湾的

验而制定的袁着眼于全局袁这就需要各级党委通过各

不同情况的野分殊冶特征袁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

级人大与政府部门来制定符合本地情况的法律法规袁

来具体处理港澳台的具体统战问题遥

保障叶条例曳被落实到位遥 另一方面袁以法律法规作为
坚强后盾保障叶条例曳的落实工作遥 在具体工作当中袁

三 尧野理一分殊 冶院落实叶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
线工作条例曳的指南针

各地各时情况均不同袁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统战工作会
出现各种波动袁而其有效的方法就是依托国家的法律
法规袁避免因时因地因人变动而出现政策偏差情况遥

由前述可知袁野理一冶是最基本原则袁野万殊冶是野理
一冶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表现遥 这需要从野万殊冶的角
度来探究实现团结合一的实现途径遥
渊一冤叶条例曳的落实工作当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
以宪法为代表的国家法律体系袁是我们党带领各
族人民共同制定的袁正是理一的根本内容袁故推进叶体

渊二冤以叶条例曳为指引袁听其言观其行袁杜绝和稀泥
野止暴治乱

恢复秩序

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

急迫任务要要
要国务院港澳办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
共同举办香港局势座谈会冶[11]这是新华网 2019 年 8 月
7 日的新闻标题袁 由此可知香港的局势了遥 又据新华

网袁野一些人公然鼓吹耶港独爷袁悍然打出耶光复香港袁时
代革命爷的口号袁嚣张挥舞英美旗帜袁围堵中央政府驻

例曳的落实工作要以此为准绳遥

港机构袁侮辱象征国家尊严的国旗尧国徽袁严重挑战
我们各级党委与统战部门需要严格遵守
我国各项法律法规袁促进统战工作与各项事业相协调
发展的最终目标袁理由有二院一是法律尧法规是由我党
领导全国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
各项根本规范遥 这意味着我们在统一战线所执行的各

耶一国两制爷底线袁践踏国家尧民族尊严袁侮辱包括广大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遥 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

暴露出耶颜色革命爷的狰狞面目遥 冶 [12]虽有外部势力介

入袁但是发展到目前程度袁其根源正是有关部门在落
实叶条例曳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遥

项政策袁都必须服从于我们的法律法规袁否则将会危
及我们统一战线的有效性及政策的连续性袁最终损害
统战事业遥 二是法律法规是我们党为巩固实践成果而
制定的条款袁代表了已知真理袁一旦出尔反尔袁那么我

叶条例曳 规定对港统战要

野全面准确贯彻耶一国两制爷冶袁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存在
偏差袁故香港市民对其认同感仍存有巨大困境袁正如

们的统战政策就会失去既定方向袁统战效果也就消失

姚嘉洵尧 孙晓晖所说院野在一国两制的制度环境下袁依

殆尽了遥

然有部分新生代香港青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出现了
问题袁突出表现为中华民族意识离散尧家国认同理念
一方面袁严格执行各项

法律法规袁有助于提升叶条例曳的社会认可度遥 严格执

错误尧国民身份认知偏离等认同困境遥 冶[13]正是没有正
确处理好上述现象袁 问题日趋严重遥 据刘世伟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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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阳袁等院理解和落实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曳

野2016 年 6 月香港中文大学发布的调查显示袁17.4%
受访者表示支持香港 耶独立爷遥 而对于 耶香港独立爷袁
81.2%的受访者认为在可见的将来袁耶没有可能爷发生遥
负责调查的学者表示袁面对耶独立爷问题袁香港人是现

实的遥 冶[14]由此可知野港独冶势力虽是少数袁但是八成以
上的人考虑过这个问题袁只是基于现实情况而务实选

择而已遥 这表明 1997 年回归以来袁我们对港统战工作
尚未真正落实叶条例曳所规定的任务袁故我们应该在对
港统战工作中袁要大力扶持壮大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力量袁敢于将野一国冶的内涵落实到所有香港大中
小学教育和各项宣传当中遥
前述统计结果袁源于香港叶文汇报曳2016 年 7

参考文献院

[1] 张献生.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曳的守正与创新[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袁2021(3):1-6.

[2]

韩利平.刍议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曳的修订[J].实
事求是,2021(3):43-49.

[3]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609.

[4] 朱熹.通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2002:117.

[5]

黎靖德.朱子语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606,606607,606,606,598,606,599,606.

[6] 刘述先.从当代新儒家观点看世界伦理[J].中国哲学史,1999
(4):74-83.

[7] 朱熹.太极图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2002:76-77.

月 24 日的叶中大民意与政治发展调查院近 9 成不支持

[8]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

港统战工作的人员所掌握袁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深入

[9]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

野港独冶曳袁这是主流报纸的统计结果袁应该已被负责对

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34.

修改袁2017 年 10 月 24 日通过)[EB/OL].(2017-10-24)[2021-

研究其情况袁即使香港问题专家丁学良[15]学者袁也都简
单持乐观态度袁 这使我们的统战工作脱离现实情况袁
过高估计统战成绩袁存在不切实际的问题遥 正是缺少

06-30].http://www.12371.cn/special/zggcdzc/zggcdzcqw/.

[10] 新华社. 中共中央印发 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曳

[EB/OL]. (2021 -01 -05) [2021 -06 -30]http://www.zytzb.gov.

详细分析香港的情况袁不能及时采取适当措施解决问
题袁故出现了 2019 年的不良风波遥

正是上述负面例子告诉我们袁叶条例曳的落实工作

cn/xxgctztl/351033.jhtml.

[11] 新华网.止暴治乱尧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急迫
任务:国务院港澳办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举办香港

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起点和归宿袁采取实事求

局势座谈会[EB/OL].(2019-08-07)[2021-06-30]http://www.

是研究工作对象的情况袁 切实解决各项具体问题袁做

xinhuanet.com/gangao/2019-08/07/c_1124849007.htm.

好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一目标遥

四尧结语
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曳渊试行冤发布于

2015 年 5 月袁2020 年 11 月 30 日中国中央政治局会

议修订完成袁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正式发布叶条例曳袁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统战

方面的最新成果遥 而朱熹的野理一分殊冶的方法虽产生
于八百多年前的宋代袁但是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华而成的思想方法袁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叶条例曳的核心
内涵袁有助于我们在统一战线的具体工作中科学理解
和落实叶条例曳的各项内容遥

[12] 新华网.新华时评:团结一致尧止暴治乱[EB/OL].(2019-0807) [2021 -06 -30].http://www.xinhuanet.com/gangao/2019 08/07/c_1124849702.htm.

[13]

姚嘉洵,孙晓晖.香港青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困境及其增

[14]

刘世伟. 回归以来香港本土主义思潮中的分离主义研究

进策略探析[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4):46-50.
[D].深圳:深圳大学,2017:57.

[15] 丁学良. 香港本土主义与台独: 北京的两个担心.[EB/OL]
(2016-03-09)[2021-12-06].http://www.zjsgdsh.com/chamber
_center_info.php?5912.

渊责任编辑院白

晔冤

窑 12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2022 年第 5 期

The Research on Understand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United Front Work
要要
要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hu Xi爷s method of 野Reason and Difference冶
WANG Zhiyang1袁 ZENG Wenjuan2

(1. The centre for Shushigaku of Wu 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曰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e idea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Zhu Zi to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the universality and

concreteness of the world. On the one hand the university is fundamental and decides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thing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articularity is the form of expression, which determines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 of things. The idea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implement the Xi Jin-ping爷s united front ideology represented by the work of Regulations on

the Work of the United Fro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as follows: first, we must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爷s ideas on the united front, especially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work of Regulations on the Work
of the United Fro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explore the different rules of united front work which is based on the goal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econd, we should combine unity with concrete analysis, and bide by the legal system headed by
the constitution. We should observe all kinds of united front objects and carry out the thought of united front in the light of Regulations on
the Work of the United Fro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words: Regul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United Front Work; Zhu Xi; reason and difference; united front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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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内容尧
价值与当代表现
陈

琪

渊太原工业学院 思政部袁 山西 太原 030008冤

摘 要院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体现了马克思观察人类历史发展袁洞察人类命运袁处理世界问题的独特视角遥 马克思
共同体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袁深入挖掘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聚焦于人类社会袁关注现实的人的解放与引领世界发展
的美好未来等价值袁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然要求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针对 21 世纪以来国际
社会诸多矛盾和问题袁为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而提出理论思想袁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和新实践袁新发

展即新的理论支撑袁新的智慧方案与新的重要平台袁新实践即积极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袁积极开拓国际合作新模式以
及携手应对公共卫生新挑战遥

关键词院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曰内容曰价值曰当代表现
中图分类号院D64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13-06

伟大的思想家尧哲学家马克思立足于人类历史发

一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内容

展的整体进程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
法论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以及现实的人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袁马

的需要角度出发袁探索出人类社会在共同体层面上演

克思恩格斯在借鉴古希腊时期以来早期思想家的共

进的基本规律袁 开辟了研究人类历史走向的独特视

同体思想袁反思卢梭袁黑格尔等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

角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立论的基础上袁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袁形成以野真

立足于新经济全球化时代袁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指

正共同体冶为核心的共同体思想遥

导袁提出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的构思袁旨在解决世界
范围内的矛盾和冲突袁 实现人类和谐发展的美好未
来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表
现袁也是中国智慧尧中国方案的实践展开遥

渊一冤早期探索院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点的人与自
然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共同体思想的早期探
索定位于人类社会初期袁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袁人类对
于生存和繁殖的需要袁 形成了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点
的人与自然共同体袁野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

收稿日期院2021-11-03
基金项目院2021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
项目渊SYH2021-015冤曰2021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

发生的)袁是最初的社会形式袁在这种形式下袁人的生产

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冶[1]遥
在人类社会初期袁人们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氏族部

教学改革创新项目 渊思想政治理论课冤

落袁 人的依赖关系指的就是对家庭和氏族成员的依

作者简介院陈琪(1988-)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思想政治

示了氏族是原始社会公社制的基本细胞遥19 世纪下半

渊2021JGSZ037冤遥

赖遥 1877 年袁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叶古代社会曳中揭

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遥

叶袁恩格斯在叶家庭尧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曳中全面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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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探索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特征袁论证了两

一无所有袁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袁使得无产阶级本

种生产的理论袁得出由于此时活动范围有限袁生产力

身及其劳动开始异化袁最终结果是资产阶级越来越富

水平低下袁人依靠自然界生活袁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袁人

有袁无产阶级越来越贫穷袁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市民社

类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以血缘和情感为支撑的家庭

会共同体实则是一种野虚幻共同体冶遥

和氏族部落这一自然共同体形态的结论遥 随着生产力
的不断发展袁私有制尧交换和财富的日益增多袁自然共

渊三冤核心体现院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特点的自
由人的联合体

同体也遭到了瓦解遥 可见袁人与自然共同体是在一定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袁生产力高度发达袁阶级

历史阶段袁人类为了生存而适应自然法则形成的共同

剥削和压迫被消灭袁国家不复存在袁一部分人凌驾于

体遥

另一部分的野虚假共同体冶也不复存在袁代替的是自由
渊二冤中期发展院以物的依赖关系为特点的市民社

会共同体

人的联合体袁马克思称之为野真正的共同体冶袁是共同
体发展的最高阶段遥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袁人与自

人类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以后袁原始社会的社会

然的关系由最初的臣服尧 征服转变为尊重和保护袁人

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变革的需要袁以人的

与人关系也由异化变为的高度和谐曰各种矛盾都能协

依赖关系为特点的自然共同体进入以物的依赖关系

调统一曰人的劳动也真正复归于人本身袁劳动的目的

为特点的市民社会共同体袁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

不再是满足自己与家人的生存需要袁而是为了满足实

人的独立性袁是第二大形式冶 [1]袁在这里马克思所论证

现自身价值的需要袁是人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袁是向

的野物冶是相对于人在自然共同体中从自然界之中直

社会的人这一属性的真正复归遥 自由人的联合体与空

接获取生活来源的野物冶而言袁指的是由于生产力的发

想社会主义所论及的乌托邦有本质区别袁是在辩证唯

展袁社会分工而出现的以商品交换为特点的野物冶袁在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袁未来社会能够实现

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尤为突出袁其

的共同体形态曰自由人的联合体亦区别于人类社会早

背后隐藏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关系遥 正是由

期野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冶袁相对于后者而言袁在自由人

于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袁无法满足人类社会

的联合体中袁由于科学技术的极度发达袁认识能力达

的普遍需求袁由此催生了私有制与阶级对立袁出现了

到质的飞跃袁人类开始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袁人类在

国家这一阶级统治的工具遥 可见袁国家体现了人类社

自然界面前真正实现了自由袁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

会中一部分人渊少数人冤对另一部分人渊多数人冤的统

由王国的飞跃遥

治袁是人类理性和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抽

二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价值

象共同体遥
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中袁 黑格尔认为院野耶理
性爷统治世界袁同样也统治世界历史遥 冶[2]国家是绝对精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恩格

神和理念的存在袁 而市民社会则是外在的国家精神袁

斯依据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袁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

国家制约着市民社会的发展遥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观点

的剥削本质 袁 呈现出 野 人与自然共同体 冶要要
要野 虚幻的

持否定态度袁马克思认为院野有一定的市民社会袁就会
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遥 冶

[3]

共同体冶要要
要野真正的共同体冶的逻辑路线袁具有十分
重要的价值意蕴遥

不是国家制约着市民社会袁恰恰相反是市民社会决定

渊一冤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剖析

并制约着国家遥 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袁发现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共同体为视角审视整个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生产力获得极大地解放和发

类历史遥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揭露了私有制的存在是导

展袁社会物质财富超过了人类以往社会创造的财务总

致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根源袁在资本主义

和袁但是资产阶级凭借着对生产资料的所有袁剥削和

社会这一虚幻的共同体中袁生产力不断提高袁社会分

压迫无产阶级袁无产阶级虽然是自由人袁但却自由的

工也更加明确袁但是资产阶级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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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冲突也在不断加剧袁当资产阶级个人利益无法得

发展的阶段袁其中野自由人的联合体冶是对人类社会未

到满足时袁 就会联合成一个共同体去反抗共同利益袁

来发展的设想袁具有超越性和彼岸性袁是马克思共同

这就是虚幻共同体的本质所在遥 虚幻共同体伴随着资

体思想的价值追求遥 正如马克思所言野代替那存在着

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袁并且随着生产力的进一

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袁将是这样一个

步发展袁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袁虚幻共同体作为资

联合体袁在那里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袁也将不复存在遥 虽然袁在最近的

发展条件冶[4]遥 未来野自由人的联合体冶能够消除阶级剥

160 年中袁 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技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削对人的束缚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袁促进人的自

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袁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袁社会

由联合和发展袁实现野人人免于匮乏尧获得发展尧享有

阶级呈现出新的特点袁显示出在一定时间内资本主义

尊严的光明前景冶[5]遥 可见袁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已经超

社会生产关系还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袁资本主义社会

越了一国局限袁是从全人类社会的命运出发袁对人类

与社会主义社会将暂时长期共存的态势袁野虚幻共同

社会的走向做出了科学预测袁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体冶并没有退场袁野真正的共同体冶还未来到遥 但是在资

趋势袁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未来遥

本主义社会繁荣昌盛的背后袁野资本主义社会的毒瘤冶

渊四冤为后人研究国际局势奠定了理论基础

依然存在袁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袁共产主义社会必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袁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

然胜利的趋势没有改变遥
渊二冤为现实的人的解放指明了前进方向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产生于 19 世纪社会矛盾比较

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后继者对世界经济政治发
展趋势做出了新的战略性判断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袁
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垄断的产生和发展袁金融资本的

尖锐的资本主义社会袁较之以往社会袁在资本家打着

形成和统治等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袁进一步得出由于

野人权尧自由尧博爱冶思想的幌子下袁虽然个人摆脱了人

资本主义社会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袁资本主义社会必然

对商品交换的物的依赖遥 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与发展

中国成立以后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

身依附关系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和自由袁但是却陷入了

灭亡袁从而坚定了对自由人联合体的信心遥 1949 年新

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遥 马克思在肯

导集体做出关于野三个世界冶的战略分析袁提出了新中

定黑格尔强调人的意识的基础上袁反思和批判了费尔

国成立初期的和平共处袁求同存异袁永不称霸的外交

巴哈脱离实际将人的本质虚拟化袁得出野人的本质是

战略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袁邓小平同志在对国际局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冶 遥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袁由于资

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做出了野和平与发展冶时代主题

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袁人的劳动发生异化袁使现实的

的科学判断袁提出解决发展问题和矛盾的野科学发展

人脱离了人的本质遥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在虚幻共同

观冶袁主张以人为本袁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曰进入

体中的被异化的境遇出发袁剥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层

21 世纪后袁面对世界局势的大发展和大变革袁针对和

[4]

层外衣袁 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剥削虚幻的本

平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袁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构建持久

质袁继而进一步指出现实的人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必

和平袁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袁各国在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

须寄希望于无产阶级革命袁 消灭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袁

社会尧安全方面要相互信任袁相互配合袁野在国际关系

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袁消灭剥削和被剥削现象袁变革

中弘扬平等互信尧包容互鉴尧合作共赢的精神袁共同维

生产关系袁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袁变异化劳动为自

护国际公平正义冶[6]遥 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共同体思

由自觉的劳动袁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袁获得
自我解放遥
渊三冤对人类社会的走向做出了科学预测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依据人类社会的发
展规律袁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袁在叶政治
经济学批判渊1857-1858 年手稿冤曳中提出的三个社会

想的指导下袁紧密结合实际和时代发展袁对国际局势
做出了科学判断袁为野真正共同体冶这一终极目标的实
现奠定了现实基础遥

窑 16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2022 年第 5 期

三尧人类命运共同体院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
当代体现

级团结起来袁打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袁实现人类的解
放袁建立一个无阶级剥削的野真正共同体冶袁为人类历
史走向提供了理论蓝图遥 资本主义社会在过去一个多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就国际而言袁经济增长动能不

世纪的发展中袁 由于自身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袁

足袁强权政治显露袁国际冲突和矛盾不断袁全球性生态

它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袁创造了巨大的物

气候恶化袁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频发袁国际治理难

质财富袁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全球生态环境恶化袁金融

度增加袁每个国家都不自觉地共处于同一个命运共同

危机频发等全球治理难题袁如何减轻资本主义社会这

体中遥 面对复杂的世界局势袁迫切需要加强国与国之

一野虚幻共同体冶给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带来的困难袁

间的合作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紧密相依袁休戚与共袁以

成为了我们当下需要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袁为此中国

期开辟人类历史发展的美好前景曰就国内而言袁我国

共产党提出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袁力图破解阻碍人类

综合实力不断提升袁政治影响力不断加强袁成为野国际

社会发展的整体难题袁从而使人类社会朝着马克思所

主动承担国际治理的责任袁 也愿意与世界人民分享

发展遥

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冶[7]袁我国愿意

设想的野自由人的联合体冶这一野真正的共同体冶方向

野和平与发展冶主题下改革带来的红利遥 因此袁习近平

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解决全球治理危机和难

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袁 中国共产党

题提供了新的智慧方案

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一再强调院推动共建和构建人类

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命运共同体遥

过渡袁随着资本的不断积聚和生产的不断扩大袁国内

十九大报告中以及在 2019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

渊一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的新发展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袁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批判

市场不能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袁资本家开始寻求世界
市场袁资本开始向国外输出遥 当西方资本主义掌控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人类命运

国际市场以后袁 开始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袁

共同体袁是基于时代呼唤和现实需要的基础上袁对马

政治上推行霸气主义袁经济采取掠夺政策袁文化上宣

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传承的发展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传西方文明袁否定和排除非西方文明袁形成了以西方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 袁 理论内涵丰富 袁 层次多

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袁旨在维护西方国家核心利益的

样袁涉及到了经济尧政治尧文化尧安全等方面袁要求政治

全球治理模式遥 在世界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袁资

上构建相互尊重尧平等协商的政治共同体遥 经济上构

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袁以西方资产阶级为

建互惠互利袁共同发展的经济共同体曰文化上构建多

中心的治理模式试图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主导

元多样 袁兼收并蓄的文明共同体曰 安全上构建共同安

的蓝图袁形成全球单一制度体系袁其结果使得世界面

全袁共享共建的安全共同体曰生态上构建尊重自然袁可

临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袁不同文明之间的

持续发展的生态共同体遥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紧密

冲突继续袁人类生存环境继续恶化袁重大传染疾病持

结合世情国情以及时代发展的变化提出的新理念袁不

续蔓延遥 要想解决这些危机必须触动资本主社会制度

仅丰富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袁而且推动了马克思共同

本身袁彻底摧毁资本的统治遥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新

体思想的新发展遥

发展要要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袁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

体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共同体冶转向野真正共同体冶世界图景的指导下袁以负

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论证马克思野真正共同

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优良传统基础上袁在马克思野虚幻

人类社会究竟走向何处袁 不能脱离现实去考察袁

责任的担当和作为参与全球治理袁试图通过对话而不

而应从实践出发袁做到实事求是袁给出正确答案遥 马克

对抗的方式解决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重问题袁开

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揭秘其剥削本质袁得出资

启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新变革袁为解决全球治理危机和

本主义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袁号召全世界无产阶

难题提供了智慧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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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促进各国人民紧密团结

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袁积极争取睦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促进各国人民的紧密团

深化中非尧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针对国际经济政治

结提供了新的重要平台遥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动荡带来的不利影响袁现有的国际秩序不能提供有效

野虚幻共同体冶时袁明确指出野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

的解决途径袁只有通过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袁加强国与

提供了新的重要平台

安邻富邻袁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遥 我国持之以恒

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冶 袁一方面由于资产阶

国之间的合作交流袁协同发展袁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

级已经到不能养活自己的奴隶袁而让自己的奴隶养活

金融危机与难民危机袁 应对恐怖主义和公共卫生危

的地步袁另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已经成为资产阶级

机袁解决全球生态问题袁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遥

[8]

的掘墓人遥 在各个民族国家的独立问题上袁马克思明
确指出院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个国家剥削压迫另一

2.积极开拓野一带一路冶国际合作新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袁对

个国家袁 世界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需要团结起

内我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努力提高国家治理体

来袁 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遥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袁积极推进野五位一体冶总布

在全球化的浪潮的今天袁不少发展中国家积极抓住机

局和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遇发展自己袁综合实力在不断壮大袁开始拥有在国际

问题袁为实现改善现实人的生存条件袁满足现实人的

舞台上更多的话语权袁其中以中国为代表袁踊跃参与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懈努力遥 为践行人类

国际合作袁积极建言献策袁提出了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命运共同体思想袁对外我国提出了野一带一路冶的倡

体冶的倡议袁并为之付出了实际行动袁为促进各国人民

议遥 2020 年 1 月 17 日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野构建人类

的紧密团结提供了重要平台遥 各国应顺应时代发展的
趋势袁紧密团结在一起共筑一个世界袁主动参与世界

命运共同体袁首先从周边做起冶遥 野一带一路冶是从经济

基础层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遥 习近平总书记

发展共商尧共建尧共享之中袁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

强调院野一带一路冶是开放的路袁包容的路袁是许多野路冶

向迈进遥

和野带冶的相互交融与发展遥 野一带一路冶在人类命运共

渊二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的当代新实践

同体思想的指导下袁 秉承开放包容与平等互利的原
则袁坚持共商尧共建尧共享理念袁造福于所参与国家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新

地区的人民袁开辟了一条国际合作的新道路袁形成了

实践遥 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袁我国积极推动

一种国际治理的新模式遥 此外袁中国倡议并积极推动

与各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袁积极开拓野一带一路冶国际

建立亚投行以及重视并积极参与 G20 峰会袁这些举措

合作新模式袁并且提倡各国携手共同应对人类面临公

对于维护世界金融稳定袁加强区域合作袁集聚世界共

共卫生安全新挑战袁均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新

识袁搁置不同文明之间的争议袁增加国与国的理解袁共

实践遥

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1.积极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人类利益以及生活在 21 世

3.携手应对人类面临公共卫生安全新挑战

病毒没有国界袁疫情不分种族遥 在新冠肺炎疫情

纪现实人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挑战 渊如粮食安全袁资

这一风险和挑战面前袁世界各国唯有秉承野人类命运

源短缺袁环境污染尧跨国犯罪尧公共卫生危机等等冤出

共同体冶的理念和格局袁携手同进袁加强合作袁才能打

发袁要求在国际上寻找最大公约数袁加强国与国之间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当前袁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合作以形成国际治理共识袁为各国发展生产力创造和

取得阶段性胜利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体向好的形势

平的环境袁同时通过国际交流共享发展成果袁使各国

下袁 我国积极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的沟通和交流袁分

人民受益于发展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我国始终坚持和

享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的成功经验遥 在经

平发展尧永不称霸的原则袁坚持相互尊重尧互利共赢的

济全球化的今天袁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合作方针袁不断开拓多边外交战略袁在和平共处五项

体冶袁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安全事件不会是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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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袁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将继续存在和
发生袁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袁做到
守望相助袁同舟共济袁携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袁才能共
建共享人类美好的地球家园遥

四尧结语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两者
提出的历史方位和现实境遇虽然不同袁但两者之间是
源于流的关系袁目标诉求具有内在一致性遥 在新时代

新的历史方位下袁应以马克思恩格斯野真正共同体冶为
奋斗目标袁积极推进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的建设袁力求
解决世界问题袁化解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和冲突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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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Mar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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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深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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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 长治医学院 思政部袁 山西 长治 046000曰 2. 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河北 石家庄 050000冤

摘

要院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诞生标志着哲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袁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旧哲学中的合理部

分袁通过总结工人阶级革命经验袁赋予实践观新的生命力袁两位革命导师关注现实有生命人的实践性和能动性袁在实践
观的指导下探索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和规律袁提出无产阶级要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袁必须从实践出发袁敢于变革当
前的社会制度袁成立为全人类谋福利的政权组织袁并在此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和促进人的发展遥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
实际袁站在新时代前沿袁回答了一系列世界难题袁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袁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指导遥

关键词院马克思主义袁实践观袁变革
中图分类号院D231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19-06

马克思恩格斯 19 世纪 40 年代完成哲学的蜕变

合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我党政策袁分

后袁直击资本主义心脏遥 他们敢于奋战的首要条件是

析习近平总书记如何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实践观袁找到了一条用现实

观遥

人的存在说明人们意识的道路袁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
革命实践的需要袁 是指导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工具袁
在解放整个人类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遥 马克思恩格

一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萌芽尧产生与形成

斯一生创作的著作大多数都是论战性的袁虽然每本专

渊一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萌芽

著写作内容不一样袁但是在每一本著作中都离不开马

虽然马克思在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曳还带有

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遥 马克思主义者也在马克思主

旧唯物主义语言印记袁但值得关注是袁此时他已经从

义实践观的指导下袁结合本国实际袁不断丰富马克思

政治批判转向对现实野经济利益冶的批判袁开始着手研

主义实践观遥 本文通过对原著的解读袁总结前人的经

究造成工人阶级悲惨现状的深层次原因袁以资本主义

验成果袁归纳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涵袁同时结

社会现实为出发点袁初步论证了实践范畴袁阐述了在
私有制社会中 袁 人们的社会实践被异化了 袁出现了商

收稿日期院2021-01-05

品拜物教的现象遥 马克思指出院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袁

基金项目院2021 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渊一般冤项目

即劳动的产品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袁作为不依赖

渊2021YY008冤曰2021 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

于生产者的力量袁同劳动相对立遥 冶[1]马克思批判了宗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渊思想政治教育专项冤渊2021Z
SSZSX069)遥

作者简介院陈琳渊1988-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中国近
现代基本问题研究遥

教创世说袁肯定了劳动创造历史袁他指出院野整个世界
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袁是自然界

对人来说的生产过程遥 冶[1]马克思批判了自由和平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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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本主义社会代言词袁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袁建立在

社会规律之间的关系袁进一步批判了一切旧哲学的错

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基础之上遥 探讨了共产主义哲学和

误在于脱离历史现实基础去考察历史过程袁第一次在

经济学袁提出了扬弃异化的途径尧工人阶级与全人类

实践的基础上正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遥

解放的任务袁开始从劳动出发去探索世界应该怎样变

渊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发展

化遥

马克思与世长辞之后袁恩格斯积极总结马克思主
渊二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产生

义成果袁特别关注劳动实践的重要性袁提出人与动物

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曳第一次正式发表了科学

区别的标志就是劳动实践袁证明了人要通过劳动实践

实践观袁通过这篇文章袁马克思批判旧唯物哲学看不

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性袁进一步丰富了马克

到现实人具有意识能动性袁把社会发展归结于道德和

思主义实践观遥 列宁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与前

宗教袁因此又踏入了唯心主义的牢笼袁马克思从现实

途出发袁结合俄国实际袁批判了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

人和有生命具体人的实践出发袁 创立了历史唯物主

义的攻击袁促进了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俄国化遥 中国

义袁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遥 马克思指出野因此袁

共产党和中国地方共产党组织成立之后袁积极在劳动

他不了解革命的尧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遥 冶[1]人们通

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袁提高广大工人阶级和

一切德国古典哲学和旧唯物主义仅仅从抽象的人出

热潮中遥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袁就在探索适合本国

过实践去认识世界尧 提升自我和检验理论的正确性袁

人民群众的使命感袁使其积极参与到社会革命和改革

发理解社会发展袁看不到具体人的社会实践袁也就理

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袁 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袁

解不了人的创造性袁 揭示不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根源袁

是无数共产党人用实践行动总结出来了袁在经过以毛

归根到底因为他们不懂得人和实践的本质袁什么是真

泽东尧邓小平等前一辈的革命领导人物的开拓进取的

理检查的标准成为他们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遥 在这篇

时代精神袁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化袁赋予马克思

文章中马克思发表科学实践观的一系列思想野实践是

主义实践观新的生命力遥

检验人的思维的真理性的标准冶野实践是人和社会环
境相统一的基础冶野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冶野生产

二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内涵

实践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冶遥
渊三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

渊一冤唯物论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下 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这

1援实践是人对客观世界能动地物质性改造袁人的

篇论战性著作袁通过对旧哲学的批判进一步发展了马

实践劳动往往带有方案性和意志性遥 马克思认为袁野环

克思主义实践观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前提是

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袁只能被看作

肯定现实的人尧 具体的人和有生命有血肉人的价值袁

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遥 冶[1]马克思作为物质决

马克思提出 院野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

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者袁不仅认识到实践是主观世界与

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遥 冶[1]第一次正式阐述了历史唯物主

客观世界的纽带袁而且也看到了人在实践中的主观能

义袁指出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性袁马克思指出院野物质

动性遥 旧唯物主义的弊病是忽视了实践的意义袁人的

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遥 冶[1]同时指出人的

实践被看作犹太人谋取利益的方式袁无视人的实践的

本质特征就是在实践中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袁人在生

能动性袁认为人只能被动去适应世界袁反映世界袁不能

产实践中又衍生出人的需要的生产尧人的意识的生产

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遥 费尔巴哈由于看不到人的

和人自身的生产袁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遥 论述了人的

实践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袁把社会发展归因于道德和宗

解放问题袁特别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含义袁指出社会历

教袁在社会发展方面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遥

史发展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尧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之间辨证运动袁探讨了阶级压迫尧个人发展和

2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遥 社会生活是实践

的最根本表现院人是实践的主体袁人的实践通过影响

陈

琳袁等院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深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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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水平袁 进而决定了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发

人的异化状态尧探析人类解放的路径袁并指出解放的

展遥 社会是由千千万万的人构成的袁人在实践方案和

唯一方法就是无产阶级必须推翻现有的私有制和剥

目标的作用下进行实践袁 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袁马

削制度袁建立工人阶级政权袁大力发展生产力袁促进每

克思指出院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遥 凡是把

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袁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袁才能实现全

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袁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

人类解放遥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对旧哲学的扬弃和总

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遥 冶[1]人是自然

结无产阶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袁揭示了社会历史规律

界和社会存在物袁人通过实践形成各种各样的生产关

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袁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变

系袁构成了人的社会本体遥 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实践

革理论依据袁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遥 马克思主义

是物质资料生产袁人在生产过程中形成各种各样生产

实践观从一诞生就旗帜鲜明宣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

关系袁并在交往实践过程中人的意识随之产生尧变化

的袁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袁这是符合

和发展遥 因此袁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衍生出众多的形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遥

式袁共同促进社会生活的发展遥
渊二冤辩证性思维
马克思认为实践具有客观性尧 能动性和革命性遥

实践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能动改造袁 实践的主体人尧改

三尧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深化和
发展

造的对象和媒介工具都是客观存在的袁在人的需求驱
动下袁实践是人在意识指导下去改造客观对象遥 马克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的本质力量袁是马

思把实践观立足于自然界尧 人类社会及人的思维领

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内在根源袁也是我们以习近平

域袁指出全部世界是以实践为动力由低级到高级直到

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班子继往开来的时代动

实现共产主义袁人类社会实践要受规律的制约遥 实践

力遥 在回应时代关切尧解决短板问题都应该立足实践袁

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的变迁袁 劳动实践创造人类社会袁

才能解决问题袁促进发展遥 任何时期凡是无视社会实

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

践袁必将成为时代的弃儿遥 新时代有新问题袁习近平总

制约袁实践具有特定的历史烙印袁任何人的实践都受

书记敢于走在时代前列袁 科学预测世界发展趋势袁提

到特定时期的限制袁 但是人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界袁
我们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袁按照科学的实践方案和计
划去积极进行实践袁造福人类遥 马克思通过分析私有
制社会实践袁指出一切剥削社会制度中人的实践都产

出的一系列新思想 袁 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
观遥

渊一冤始终不忘初心和使命
1840 年之后袁我国开始沦为任列强宰割的悲惨地

生了异化袁人的实践活动被物化支配袁生产关系尧劳动

步袁中华儿女面对强悍的敌人袁怀着对其侵略和压迫

和人的本质受置于物的支配袁 处于片面发展状态袁只

愤慨袁开始救亡图存的自救运动遥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

出来遥 所以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革命的尧辨证的和科

工人运动袁不断尝试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适合本国发

有变革现存的私有制生产方式袁人才能从异化中解放
学的遥
渊三冤无产阶级立场

起袁无数党员投身到奋战的第一线袁积极领导和参与
展之路遥 2021 年是我党成立的 100 周年袁我党在每一

个阶段都向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袁今年在百年未有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遥 马克思

大变局中又迎来了全面脱贫攻坚的喜人成绩袁今天我

首先肯定人是现实的尧具体的和有价值的袁剖析在私

们取得一切成就都是我党革命先辈通过实践取得的遥

有制和剥削制社会中袁 人的发展是一种异化状态袁归
根到底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尧人的关系和整个
世界被异化了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注的就是要消除

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三卷指出院野我将无我袁不负人
民遥 我愿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袁为中国的发展贡献自

己遥 冶[2]为新时代中共党员树立了一面明镜袁要始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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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初心袁要把奉献群众作为

思主义实践观新的生命力遥

自己的使命和担当袁 中国共产党才会永葆初心和使

渊四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命遥

习近平总书记的野人民观冶不仅包括中国人民群
渊二冤弘扬革命实践精神

众袁更囊括了世界人民袁他指出院野不仅对中国人民有

我党从成立之时袁就积极担负起对中国革命的领

着深厚情怀袁 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袁不

导责任袁在 1840-1919 年期间袁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探

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袁 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

改良派袁 历史上中国的革命领导阶级有农民阶段尧封

观冶袁 也体现了我党领导人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为应对

建统治阶级尧资产阶级袁但均未改变中国被蹂躏被压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所

迫的命运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袁从此袁工人阶级站在历

面临问题提出的一份中国方案袁表达了中国和中国人

史舞台的中央袁 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袁中

民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美好愿望和追求遥 人

国的革命事业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和勃勃生机遥 今天袁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多彩袁层次涵盖了方方面

我们进入了新时代袁 这个时代面对新的世界难题袁迎

面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袁为未来人类的繁衍发

来了百年未有之难题袁中国共产党该如何在时代潮流

展提供了中国智慧袁是为全世界人民服务的袁立足于

索救亡图存袁中国的改革斗争有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

中引领风尚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要实现党和国家兴
旺发达尧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尧革命
斗志,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97 年的伟大社会

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

福遥 冶[2]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野人民

全人类的利益袁是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遥
渊五冤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继续闪耀着往日的

风采袁社会主义砥砺前行 500 年袁理论维度上院科学社

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努力使中国特

会主义诞生并不断发展曰空间维度上院苏联社会主义

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遥冶[2]

诞生尧实现从零到多的飞跃曰实践维度上院社会主义模

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保持自我革命性袁才能进行社会

式不断多样化袁自苏联解体以来袁全世界社会主义国

各方面的改革袁不断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进一步发展遥

家到现在有中国尧越南尧朝鲜尧古巴和老挝遥 科学社会

渊三冤敢于迎接新时代挑战

主义在中国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和朝气袁正昂首阔步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新时代要有新气象袁更要有

着既定目标不断前进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袁中国

新作为遥 冶[2]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袁中国共产党走过了

逐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尧中国风格尧中国气派的话语

将近 100 年历程袁通过艰苦卓绝斗争中才获得民族独

体系袁并且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袁也在进一步

立袁又在执政七十多年袁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中国巨变

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袁通过我国自身

的党袁并且会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努力为全世界贡献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遥

[4]

复兴遥 十九大确定了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袁第一个阶
段院2020 年-2035 年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袁第二
个阶段院2035 年-2050 年袁在奋斗十五年袁把我国建成
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遥 在总的蓝

四尧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发展的价
值和意义

图规划指导下袁我党领导人民从实际出发袁提出了行
之有效的政策和主张院野一带一路冶倡议逐渐成熟并日
益完善尧新发展理论提出尧供给侧结构改革尧党的建
设尧五位一体尧四个全面等遥

[3]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社

会实践 袁从中国实际出发 袁为我们继往开来描绘了可

行性蓝图袁敢于迎接新时代挑战袁进一步赋予了马克

现实社会实践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生
命之源袁是它的秘密所在遥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由马
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袁 它是辨证与实践的结合袁是
科学的世界观袁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遥
第一袁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革命性遥 革命性

陈

琳袁等院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深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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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践观的主要特色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对德国古

无视新时代现实袁就会走向迷误遥 最大限度调动人民

典哲学的批判继承袁把整个世界作为在人的作用下不

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袁 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断运动发展的辨证过程来看遥 马克思恩格斯剖析私有

设遥

[5]

2020 年 12 月 3 日我们已经按目标完成了脱贫攻

制社会物化现象袁 揭示了人的社会性被异化为动物
性袁无产阶级只有付诸革命的实践去变革这种异化状

坚的艰巨任务袁这为我们下一个野两个阶段冶战略目标

态袁才能成为正在的人遥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批判的

奠定了基础袁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我党的英

革命的哲学袁不断从新时代现实中吸取自我革命的养

明领导遥 回顾过往袁展望未来袁我党走过了从无到有尧

分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科学的袁其主张整个世界是

从弱到强的革命岁月袁我党带领人民群众取得的今天

实践的尧物质的和辨证运动的袁正确揭示了自然界的

的伟大成绩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值得载入史册的光

历史和现实袁 也解释了人自身和人类社会的演变过

辉历程袁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遥 无产阶级

程袁 在这种演变过程中离不开有生命个体人的实践遥

伟大导师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

因此袁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

则袁 通过对时代难题的解答进一步丰富了科学实践

观袁建设和改革要从现实生活出发袁从我国国情出发袁

观袁捍卫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遥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学好尧用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遥

记系列讲话精神对于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袁增

第二尧不断解放思想袁与时俱进遥 实践是发展的基

强识别国外社会思潮腐蚀的能力袁提高捍卫我国主流

础袁 虽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已经存在一个世纪之久袁

意识形态的自觉性具有重要意义袁我们有必要了解习

但从人类实践长河来看它还处于生长时期袁由于受时

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内涵袁从而建构坚定我党作为

代的局限性袁我们的很多方面还处于探索的必然王国

执政党的理论自信遥

中袁任何停留在原地不动的实践袁必将导致枯死袁丧失
了生的希望遥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是纯原理公式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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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Dee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View of Practice
CHEN Lin1袁2, MA Jing2, YANG Man2

(1. Department of Thought and Politics, Changzhi Medical College, Changzhi, Shanxi, 046000曰
2.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0)

Abstract院The

perfect transformation of Marx and Engel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marks a great change in the philosophy

circle. The two revolutionary mentors criticize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rational part of the old philosophy and endowed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with new vitality by summarizing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the working class. Marx and Engels pay attention to

real life practice and initiativ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actic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 law of human society,
they put forward the proletariat should truly becom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must be based on practice, daring to

change the current social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lfare of all mankinds regime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liber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based on China's reality and standing

at the preface of the new era, has answered a series of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world, further enriched the Marxist view of
practice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us.

Key words:

Marxism; view of practic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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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旅游扶贫政策效应评析
赵建昌袁 王

琳

渊宝鸡文理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袁 陕西 宝鸡 721013冤

摘 要院政府主导下的中国旅游扶贫发展近年来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效益遥 密集出台的中国旅游扶贫政策体现了
国家对旅游扶贫重视程度的提升遥 旅游扶贫政策使贫困对象在旅游扶贫中精准获益袁通过多部门联合途径实现旅游扶
贫的融合发展遥 旅游扶贫政策明确了旅游扶贫过程中不同部门的义务袁确保在旅游扶贫过程中能够对生态环境进行严
格保护遥 旅游扶贫政策高度关注在乡村振兴尧深度贫困区及革命老区发展中对旅游扶贫的运用遥 中国旅游扶贫政策将随
着旅游扶贫发展而不断完备遥 政策驱动下中国旅游扶贫开创的中国特色的旅游扶贫模式袁是对世界旅游扶贫发展的重
要贡献遥

关键词院旅游扶贫曰政策评析曰扶贫模式
中图分类号院F592.0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25-07

1999 年袁英国国际发展局渊DFID冤在可持续发展

措施院野成立基金会渊吸引来自商业尧慈善和政府的专

委员会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扶贫

项基金冤曰组建研究组织渊以明确关联性尧原则和模型

渊Pro-Poor Tourism袁PPT冤概念袁旨在通过制定战略规

的应用冤曰形成操作上的框架渊激发和提高私营企业尧

划加强与社区尧团体的合作袁最大限度地挖掘旅游潜

消费者和社区进行有益合作的实践冤曰 召开年度研讨

力来实现降低贫困的目标遥 PPT 战略主要有三种类

会渊招集公共尧私人和民间利益相关者以获得信息尧交

目 标 尧 以 扩 大 非 经 济 的 生 存 利 益 渊enhance non 原

实践袁为中国旅游扶贫发展奠定了基础遥 中国旅游扶

型院野以提高经济利益 渊increase economic benefits冤为

换意见和促销冤遥 冶[1]国际上对旅游扶贫的早期探讨和

financial livelihood impacts冤 为目标和以加强参与合

贫是政府主导尧 政策驱动下的特殊旅游扶贫发展过

2002 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提出了野消除贫困的可持

中国旅游扶贫进行总结和形成模式的必要过程遥

作 渊enhance participationand-partnership冤 为目标冶遥

续旅游冶渊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袁ST-

程遥 研究政策驱动背景下的中国旅游扶贫发展袁是对

EP冤的概念袁该战略提出野有计划地加强旅游在提高生

一尧研究背景

而扩大旅游发展袁同时指出可持续旅游将是消除贫困

中国目前所进行的扶贫开发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的强有力的工具冶遥 ST-EP 项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

划时代的全面性扶贫行为遥 在数十年扶贫探索与经验

活水平标准方面的能力以及为了提高生活水平标准

收稿日期院2020-05-07
基金项目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8YJAZH135)袁
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

总结的基础上袁中国扶贫开发先后经历了发展农村集
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尧通过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实现
大规模扶贫尧 构建和完善扶贫组织体系和有计划扶
贫尧大规模减贫攻坚尧扶贫攻坚开发的转型和深化尧扶

(2019Z002)遥

贫攻坚决胜等阶段[2]遥 现阶段袁中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

扶贫研究遥

人口全面脱贫的 2020 年目标的关键期袁 中国扶贫开

作者简介院赵建昌渊1974-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旅游

世瞩目的成就遥 特别是在新时代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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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成为国家使命遥 与其他传统产业相比袁旅游业属于

下旅游扶贫发展路径袁总结旅游扶贫的成败得失显得

典型的新兴产业遥 在扶贫开发的国家使命背景下袁旅

非常有必要遥 特别是在新的旅游扶贫发展使命下袁探

游业同样发挥着重要的扶贫作用遥 野旅游在给旅游者

索国家如何出台更加科学的旅游扶贫政策显得非常

带来美好生活享受的同时袁以其更大的规模和前所未

迫切遥 学术界目前对中国旅游扶贫政策的探讨几近空

有的责任意识袁正在帮助越来越多的人脱贫致富遥 冶[3]

白袁因此袁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遥

2017 年 8 月袁由中国国务院批准袁由中国发起成立的
第一个全球性尧综合性尧非政府尧非营利性世界旅游组

织要要
要世界旅游联盟正式成立袁其使命之一就是野旅

二尧政策效应评析

游促进减贫冶遥 截至目前袁通过精准旅游扶贫对象尧旅

渊一冤激励性政策密集出台袁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游扶贫规划引领尧旅游扶贫项目安排尧旅游扶贫分配

随着中国扶贫开发向纵深发展袁具有产业扶贫优

机制构建尧旅游精准帮扶尧旅游扶贫培训等手段袁旅游

势和良好社会综合效益的旅游扶贫被政府越来越寄

扶贫已经在全国扶贫开发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遥

予厚望遥 精准扶贫要求扶贫项目的设置要具有可持续

中国目前所开展的扶贫开发是典型的政府主导

性袁而旅游扶贫项目因为产业优势则更容易形成明显

下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策略遥 旅游业因其综

的扶贫效应遥 很多地方都将旅游扶贫项目的建设作为

合性袁更需要政府的主导和协调遥 旅游扶贫效应的充

主要的扶贫开发对策袁再加之近几年持续旺盛的旅游

分发挥袁同样离不开政府的主导遥 政府主导性政策在

需求市场袁大多数旅游扶贫项目的确发挥了显著的扶

根本上影响了旅游扶贫开发的发展走向和扶贫成就遥

贫作用遥 自 2011 年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在叶中国农村扶

因此袁研究中国旅游扶贫相关政策的制定及其对旅游
扶贫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遥

贫开发纲要 渊2011原2020 年 冤曳文件中第一次提到旅游

扶贫开始袁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袁国家层面出台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近年来社会经济文
化发展的典型现象遥 旅游业发展袁为贫困地区的扶贫

了大量涉及旅游扶贫的政策渊见表 1冤遥 国家对旅游扶

贫激励性政策的密集出台袁正是认识到旅游扶贫的优

开发带来了新活力遥 中国新时代强力推进的扶贫开发

势以及旅游扶贫进一步发展对相关政策的需求遥 激励

也为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遥 如何将旅游业发展和

性政策的密集出台袁在较短时间内进一步解放了旅游

扶贫开发科学结合并最终实现多赢袁成为国家相关政

扶贫生产力袁集中解决了旅游扶贫发展中存在的突出

策制定的关键遥 国家相关政策作为宏观引领和微观指

问题袁使旅游扶贫项目快速布局袁旅游扶贫成为很多

导的政府力量袁旨在通过政策制定和不断调适来促使

地区主要的扶贫开发方式袁旅游扶贫的效应正在进一

旅游业发展和扶贫开发共有目标的实现遥 通过研究国

步释放遥

家旅游扶贫的政策发展袁来分析政策激励与引领背景
表 1 国家出台有关旅游扶贫文件汇总
Tab.1 A summary of relevant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state
1

2011.12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渊2011原2020 年冤

国家旅游局尧国务院扶贫办

关于联合开展野旅游扶贫试验区冶工作的指导意见

3

2013.8
2014.1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

2014.8

国务院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4.1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尧国家旅游局尧环境保护部尧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尧农业部尧国家林业局尧国家扶贫办

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
通知

2015.8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2
4
5
6
7

2015.11

赵建昌袁等院近年来中国旅游扶贫政策效应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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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续表 1冤
8

2016.1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
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9

2016.5

农业部尧国家发展改革委尧财政部尧中国人民银行尧国家林
业局尧国家旅游局尧银监会尧保监会尧国务院扶贫办

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精准脱贫指导意见

10

2016.8

国家旅游局尧国家发展改革委尧国土资源部尧环境保护部尧
住房城乡建设部尧交通运输部尧水利部尧农业部尧国家林业
局尧国务院扶贫办尧国家开发银行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

11

2016.9

国家旅游局办公室

关于实施旅游万企万村帮扶专项行动的通知

国务院

2016.11

野十三五冶脱贫攻坚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尧国家旅游局

关于实施旅游休闲重大工程的通知

2016.12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
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2017.3

交通运输部尧国家旅游局 国家铁路局尧中国民用航空局尧
中国铁路总公司尧国家开发银行

关于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7.5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野十三五冶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

2018.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16.11
2016.12

2017.9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8.1

国家旅游局尧国务院扶贫办

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旅游扶贫行动方案

2018.3

国家旅游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

2018.9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渊2018原2022 年冤

2018.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尧财政部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尧自然资
源部尧生态环境部尧住房城乡建设部尧交通运输部尧农业农
村部尧文化和旅游部尧国家卫生健康委尧人民银行尧市场监
管总局尧银保监会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渊2018-2020
年冤

24

2018.11

文化和旅游部尧国家发展改革委尧工业和信息化部尧财政
部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尧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尧住房
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尧农业农村部尧国家卫生健委尧中
国人民银行尧国家体育总局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尧国家文物局尧国务院扶贫办

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

25

2018.12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
导意见

26

2019.1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野三农冶工作的若
干意见

国务院

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
力的意见

19
20
21
22
23

27
28

2019.6
2019.8

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

从 2011 年 出 台 的 叶 中 国 农 村 扶 贫 开 发 纲 要

引导的效应明显增强遥 从各地旅游扶贫开发项目进展

渊2011-2020冤曳首次提出野旅游扶贫冶开始袁历次旅游扶

来看袁政策支持给予旅游扶贫在项目资金尧用地尧人才

贫相关政策的出台袁都意味着国家层面对旅游扶贫重

等方面的扶持袁同时为进一步扩大旅游市场奠定了基

视程度的加强遥 特别是国务院专门出台的叶关于促进

础遥

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曳叶关于印发 野十三五冶旅

渊二冤精准化瞄准机制的构建

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曳叶关于印发野十三五冶脱贫攻坚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袁特别是贫困对象精准收益确

规划的通知曳等文件袁对旅游扶贫开发做出了具体部

保了精准扶贫发力的准确性遥 旅游扶贫项目推进中袁

署袁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遥 重视程度不

因为项目属于现代新型服务业袁对资金尧劳动力尧技术

断提高意味着旅游扶贫效应在不断释放袁旅游扶贫在

等要素要求较高袁如果操作不当袁旅游扶贫开发过程

国家层面得到认可遥 正是因为对旅游扶贫重视程度的

中贫困对象很难及时获得收益遥 如果贫困对象不能够

提高袁国家对旅游扶贫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袁政策

分享项目发展的利益袁 旅游扶贫很显然就违背了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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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遥 现实中一些地区的旅游发展虽然打着旅游扶贫的

量以实现旅游扶贫效应的最大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旅

旗号袁但贫困对象利益获得的确非常有限遥 有鉴于此袁

游扶贫项目的落实袁旅游扶贫效应的发挥袁需要相关

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袁进一步规范了旅游扶贫过程中

部门通力合作遥 这些政策的出台袁为不同部门的具体

贫困对象的收益机制袁制定了贫困对象在旅游扶贫过

工作做了分工袁 为不同部门设置了相应的扶贫目标袁

程中获益的具体办法袁从而保障了贫困对象的根本利

便于操作和考核袁确保了旅游扶贫任务的落实遥

益遥 从国家旅游扶贫政策出台来看袁一方面是因地制

野旅游+冶成为当前旅游产业发展的新动向遥 随着

宜尧与时俱进地促进旅游扶贫的进一步发展袁另一方

科技水平的提升和交通便捷化程度的提高袁综合性产

面则是确保贫困对象的获益袁而后者更是旅游扶贫开

业的旅游业正进一步加强与其他行业与产业的融合遥

发的宗旨遥 如国务院出台的叶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

旅游扶贫通过释放野旅游+冶效能袁将旅游扶贫与其他

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曳对开展野百万乡村旅游创客行

产业发展进行融合袁进一步实现旅游扶贫的功能遥 旅

动冶制定了具体的三年计划遥 国家旅游局出台的叶关于

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需要政府政策的引领和激

实施旅游万企万村帮扶专项行动的通知曳中袁对旅游

励[4]遥 多部门联合在旅游扶贫开发方面的投入就说明

景区尧旅行社尧旅游饭店尧旅游车船公司尧旅游规划设

旅游产业发展的综合性和融合力遥 国家政策对旅游与

计单位尧乡村旅游企业和旅游院校的旅游扶贫任务做

其他产业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袁并为具体

了具体部署遥 这种精准到时间尧单位尧人员的政策设

的融合途径指明了方向遥 野旅游+冶为旅游扶贫开发开

置袁 有效的保障了贫困对象在旅游扶贫开发中的利
益遥

辟了更加广阔的市场袁为贫困对象的融入提供了多元
化的方式袁旅游扶贫开发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市场遥 如

渊三冤多部门联合实现产业融合

农业部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出台的叶关于政策性

一方面袁旅游业的综合性特征要求其发展必须得

金融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通知曳中袁对旅

到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遥 另一方面袁扶贫开发的使命

游业在农村地区与农业资源融合性发展做出了具体

要求袁各个部门必须从自身出发投入到扶贫开发过程

要求遥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在叶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

中遥 在中共中央袁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袁文化和旅游部

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

渊原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冤尧国家发改委尧国土资

见曳中专门就深化旅游+做出了明确规定遥 在一系列政

源部尧农业部尧财政部尧中国人民银行尧国家林业局尧住

策激励下袁旅游业表现出了与农业尧水利尧工业尧林业尧

建部尧工信部尧交通部尧银监会尧商务部尧教育部等部门

文化尧交通尧体育尧康养尧养老尧金融尧休闲等产业广范

都通过旅游扶贫平台来实现对扶贫开发的参与遥 鉴于

围的深度融合发展袁为旅游扶贫开辟了新的途径遥 正

不同部门的扶贫使命以及旅游扶贫快速发展所带来

是因为旅游业的这种融合性袁使发展旅游成为各地产

的良好扶贫效果袁 部门合作促使旅游扶贫就成为可

业发展中的重头戏袁 旅游业成为新时代的网红产业袁

能遥 特别是在具体旅游扶贫项目布局和不同部门进入

旅游扶贫成为效应明显的扶贫开发手段遥

旅游扶贫的关键期袁国家政策层面的相关协调就显得

渊四冤可操作性趋强袁责任分明

尤为重要遥 从国家旅游扶贫政策出台的时间角度来

国家政策在宏观层面对旅游扶贫的引导和规范

看袁后期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多部门联合

对旅游扶贫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遥 同时袁相关

以实现旅游扶贫多赢目标的政策袁 如 2016 年国务院

政策的设置中袁充分考虑到了旅游扶贫实际操作中的

在叶关于印发野十三五冶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曳中袁对

复杂性袁许多政策明确规定了可操作性强的程序和方

旅游扶贫和旅游业发展的每一项工作的牵头单位和

法袁从而确保旅游扶贫能够沿着惠及贫困对象的路径

责任单位以及相关单位的具体职责做出了明确的规

发展能够进一步符合国家扶贫政策遥 作为扶贫特殊时

定遥 这些政策的出台袁为不同部门通过与旅游扶贫的

期的特别扶贫手段袁旅游扶贫开发过程中必须责任到

融入来实现本部门对扶贫开发的参与提供了政策保

人尧任务分工明确袁才能保证旅游扶贫的效果遥 政策出

障袁也为文化和旅游部等旅游管理部门整合多部门力

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责任袁明确了义务遥 如国家旅

赵建昌袁等院近年来中国旅游扶贫政策效应评析

游局等部门出台的 叶乡村旅游扶贫八大行动方案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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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尧旅游规划扶贫公益尧乡村

渊六冤乡村旅游尧乡村振兴与旅游扶贫结合

旅游后备箱和旅游电商推进尧万企万村帮扶尧百万乡

扶贫开发的主要区域在农村地区袁将扶贫开发与

村旅游创客尧扶贫模式创新推广尧旅游扶贫人才素质

乡村振兴相结合成为目前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

提升等具体的尧可操作性强的乡村旅游扶贫对策遥 农

重要任务遥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的抓手之

业部在叶关于推动落实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政策

一袁通过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尧长效扶贫机制的衔接袁

的通知曳中袁对旅游扶贫及乡村旅游发展在用地政策尧

将旅游扶贫与扶贫开发及乡村振兴融为一体[6]遥 中共

金融政策尧财政政策尧公共服务尧品牌创建等方面做出

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叶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

了具体规定遥 国土资源部等出台叶关于支持旅游业发

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曳尧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叶关

展用地政策的意见曳明确规定袁积极保障旅游业发展

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

用地袁加强旅游业用地服务监管袁特别是专门指出野加

知曳尧国务院叶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曳尧

大旅游扶贫用地保障冶袁这对旅游扶贫发展带来机遇遥

国家旅游局等十二部门 叶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

旅游扶贫项目往往因为土地使用性质不符合而难以
落地袁通过政策性支持袁解决旅游扶贫发展用地问题袁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旅游扶贫发展遥
渊五冤进一步强化旅游扶贫中的生态保护

案曳尧国家旅游局叶关于实施旅游万企万村帮扶专项行
动的通知曳尧 国务院 叶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 渊20162020冤曳尧国家旅游局等十二部门叶乡村旅游扶贫八大
行动方案曳尧农业部叶关于推动落实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许多贫困地区地处生态脆弱区袁旅游扶贫开发势

游发展政策的通知曳尧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叶关于落实发

必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遥 一手抓脱贫

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

致富袁一手抓生态保护袁这两手都要抓袁都要硬遥 特别

意见曳等政策的出台袁强力推进了旅游扶贫与乡村振

是近几年旅游扶贫项目的大量落地袁一些地区的确已

兴的融合袁使旅游扶贫和旅游业发展成为解决中国三

[5]

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遥 从国家政策的出台可以

农问题的重要途径遥 旅游扶贫和旅游业的介入袁为中

看出袁 前几年虽然有针对旅游扶贫中环境保护的要

国广大农村地区旅游资源尧区位和市场优势明显的地

求袁但较为宏观遥 近几年从政策内容来看袁对生态环境

区通过发展旅游业而谋求农村产业发展新局面带来

保护的规定已经从数量过渡到质量期袁对在旅游扶贫

了机遇遥 旅游业的现代性和综合性将使农村地区发生

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有了严格而具体的规定遥 以牺

革命性的变化袁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遥

牲生态环境换取旅游扶贫发展很显然是得不偿失的遥
中国的旅游扶贫必须严格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袁

渊七冤加大对深度贫困区和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
扶持力度

否则袁旅游扶贫开发将是不可持续的遥 如在三区三州

随着中国精准扶贫向纵深发展袁深度贫困区和革

典型深度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中袁当地的生态环

命老区成为精准扶贫的主要地区遥 2013 年 8 月袁国家

境本身就是难得的旅游资源袁再加之部分地区生态环

旅游局和扶贫办共同出台叶关于联合开展野旅游扶贫

境非常脆弱袁在这些地区发展旅游扶贫袁首先应当积

试验区冶工作的指导意见曳袁旨在通过创新旅游扶贫试

极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袁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旅游

验区的模式来推进旅游扶贫遥 我国第一个旅游扶贫试

扶贫吸引力袁通过旅游扶贫发展唤醒当地民众生态环

验区在深度贫困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六盘山贫困区

境保护的意识遥 对于这些地区来说袁只要是生态环境

设立袁 标志着旅游扶贫作为扶贫开发方式的真正实

质量能够保证袁 就具备了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后

施袁也意味着国家对旅游扶贫开发方式的肯定[7]遥 因为

劲遥 文化和旅游部等 17 部门出台的叶关于促进乡村旅

当时六盘山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有限袁旅游扶贫效果

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曳尧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叶关于

不理想袁试验区的效应发挥不够遥 新时期旅游扶贫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曳等政策对旅游扶贫中生态

验区的开展袁结合扶贫开发战略袁能够产生旅游扶贫

环境保护的重视袁体现了国家层面政策制定者的高瞻

的集中效应袁实现带头示范作用遥 中共中央办公厅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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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办公厅在叶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

动背景下政府主导旅游扶贫发展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施意见曳中指出袁西藏尧四省藏区尧南疆四地州和四川

旅游扶贫模式袁是对中国特色旅游扶贫道路的积极探

凉山州尧云南怒江州尧甘肃临夏州袁以及贫困发生率超

索遥 国际上对旅游扶贫的早期研究袁专家们所关注的

过 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 20%的贫困村为

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开创的旅游扶贫模式袁如英国

程度深袁是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遥 这些地区往往具有

2002 年提出的 ST-EP 计划等遥 总体来看袁西方旅游扶

深度贫困区袁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袁经济基础弱袁贫困

吸引力非常强的旅游资源遥 通过旅游扶贫发展袁为深
度贫困区谋求新的扶贫出路遥

国际发展署 1999 年提出的 PPT 模式和世界旅游组织

贫的开展袁 一方面基于西方国家发达的经济状况袁另

一方面则是依托于其特有的非政府机构机制遥 早期旅

很多革命老区依然是扶贫的主要对象遥 精准扶贫

游扶贫的开展地主要选择在非洲尧太平洋岛国等欠发

时代理应进一步加强革命老区的扶贫攻坚遥 国务院在

达地区遥 这些旅游扶贫实践属于西方社会早期对旅游

叶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

扶贫的探索袁虽然旅游扶贫对个别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导意见曳中指出袁加快实施革命老区的乡村旅游富民

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袁为旅游业发展探索了新的路

工程袁积极推进老区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遥 国务院在

径袁但因为多种因素导致其推广的难度较大袁影响有

叶关于印发野十三五冶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曳中要求袁

限遥 世界旅游组织也曾参与中国贵州的旅游扶贫袁但

积极发挥红色旅游脱贫攻坚作用袁引导革命老区群众

因为体制尧机制尧观念的不同袁旅游扶贫的效果相当有

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遥 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是永不过

限遥 近年来中国所进行的旅游扶贫发展是在政策驱动

时的旅游对象袁红色旅游扶贫显然是革命老区扶贫开

下对旅游扶贫的积极探索袁通过多方努力袁形成了典

发的理想路径[8]遥

型的中国特色的旅游扶贫模式遥 这种模式的成功袁是

三尧政策展望

对世界旅游扶贫开发作出的重要贡献遥 这种模式的推
广袁 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发挥旅游扶贫的效
用袁特别是实现经济欠发展国家的旅游扶贫发挥积极

在政策红利的不断促进下袁旅游扶贫成为旅游业

效应袁 促使更多的国家及地区实现旅游扶贫效益袁真

发展的新形式遥 旅游扶贫拓宽了扶贫开发的途径袁有

正实现世界旅游联盟提出的野旅游让世界和生活更美

效发挥了旅游业综合性和拉动性强的优势袁使扶贫开

好冶的宗旨遥

发的形式更趋现代化遥 同时袁旅游业对扶贫开发的积

由旅游扶贫政策趋动的过程可以发现袁中国旅游

极参与袁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遥 旅游

扶贫的快速发展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分

扶贫项目的落地 袁 旅游扶贫领域的进入 袁 旅游扶贫资

不开遥 扶贫开发的深度推进袁为具有产业及社会优势

养袁旅游扶贫使命的融入等袁都为旅游业发展带来了

国扶贫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遥 随着 2020 年中国扶贫

金的投入袁旅游扶贫课题的研究袁旅游扶贫人才的培
新气象遥 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袁旅游扶贫使旅游业践

的旅游扶贫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袁而旅游扶贫的确为中
开发现行标准下脱贫达标期的到来袁旅游扶贫发展也

行扶贫开发的使命 袁树立旅游业新的社会形象 袁 提升

即将进入高潮期遥 随着扶贫开发的进一步推进袁旅游

旅游业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感袁进一步发挥了旅游业的

扶贫项目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袁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

综合效应遥

头袁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遥 一些旅游扶贫项目扶

政策驱动下政府主导的旅游扶贫过程形成了独

贫效应不理想曰 一些旅游扶贫项目不顾当地的资源尧

具中国特色的旅游扶贫模式遥 这种模式的成功推广袁

市场等实际情况而盲目上马袁简单模仿袁急于求成袁导

将继续为中国扶贫开发发挥持续效应袁也将会为全世

致项目发展受挫曰有些旅游扶贫项目对生态环境破坏

界其他国家的旅游扶贫提供借鉴遥 新时代扶贫开发是

较大袁与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的生态环境保护政

中国政府主导下大规模尧全民性尧划时代的扶贫开发

策相违背曰 有些旅游扶贫项目则排斥贫困对象的融

行为袁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过程遥 同样袁政策驱

入袁违背了扶贫项目的基本要求曰一些旅游扶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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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性不够袁低水平发展曰一些乡村地区因为旅游扶
贫的发展而导致乡村文化异化严重曰有些旅游扶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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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a's Pro-poor Tourism Policy in Recent Years
ZHAO Jianchang, WANG Lin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Shanxi 72101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l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achieved good benefits.

China's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which has been introduced intensively, reflects the promotion of the state's atten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enables the poor to benefit from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precisely and realiz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multi-sector joint approach. The poli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clarifies the obligations of different sectors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and ensures tha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n be strictly protected. The policy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deep poverty are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China's
pro -poor tourism policy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olicy -driven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of tour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itiated by China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of tourism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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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or tourism; policy review;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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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摆脱贫困袁推进乡村振兴是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袁也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遥 三明作为中

国革命的摇篮之一袁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遥 在乡村振兴中融入红色文化元素袁利用好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
引领是农村创新性发展之举遥 通过分析乡村振兴视阈下三明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袁探讨乡村
振兴视阈下三明红色文化资源开发野四新冶策略袁以便更好挖掘文化软实力在乡村振兴中的经济与社会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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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野乡

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

村振兴战略冶袁按照产业兴旺尧生态宜居尧乡风文明尧治

进文化袁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

理有效尧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涵遥 [2]红色资源是以红色革命道路尧红色革命文化和红

化遥

三明作为中国革命老区尧苏区袁红色文化资源内

色革命精神为主线的集物态 尧 事件 尧 人物和精神为一

村振兴中融入红色文化元素袁对于实现老区人民共同

渊市尧区冤都属中央苏区范围袁是中央苏区反野围剿冶和

[1]

容丰富袁底蕴深厚遥 发挥三明红色文化资源优势袁在乡
富裕尧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

体的内容体系遥

三明是重点革命老区袁全市 12 个县

[3]

红军东方军作战的主战场袁 也是红军长征最远出发

远影响遥 本文试从乡村振兴视角重新审视和梳理三明

地遥 首先袁三明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遗存遥 毛泽东尧周

红色文化资源袁探讨开发利用三明红色文化资源的有

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多位开国将帅都曾在这片红土

效策略袁 以期助推新时代三明地区乡村振兴发展袁早

地上开展过革命实践活动袁 留下了一大批红色足迹遥

日实现老区人民共奔小康遥

据统计袁全市共有 353 处红色文化遗址袁列入文物保

一尧三明红色文化资源概述

护范围的共有 229 处袁包括革命领导人故居尧红军街尧
红军庙尧红军井尧红军医院尧战地指挥部尧纪念馆等革

命遗址遥 其他文化遗存如叶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曳尧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袁 由中国共产党人尧

红军标语等革命文物曰叶如梦令掖元旦业曳叶渔家傲窑反第

二次大野围剿冶曳等革命诗歌曰以及叶毛委员来了咱穷人
翻了身曳叶送郎当红军曳等革命歌曲遥 其次袁三明有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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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的红色革命传统遥 三明苏区人民参与革命斗争的意
愿强烈袁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袁无畏艰难险阻袁抛头颅袁
洒热血袁为革命胜利贏得宝贵时机遥 曾经被称为中央
苏区野乌克兰冶的宁化县袁先后有 13700 多宁化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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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袁数千名宁化籍红军参加长征袁但最终到达陕北

命担当袁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袁推动他们从野被动

的宁化籍红军仅存 58 人遥 [4]尤其是以宁化籍子弟兵为

参与冶到野主动投入冶袁自内而外迸发出为助推农村经

主的红 34 师为掩护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袁 在湘江

济社会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主观能动性曰有利于加强公

战役中全军覆没袁成就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袁也铸

民道德建设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崇尚科学尧弘扬正气袁

就了三明苏区野坚定信念尧百折不挠尧顽强拼搏尧勇于

团结友爱尧互帮互促袁共建和谐乡村社会遥 三明是苏区

奉献冶的革命精神遥

精神的重要发源地袁也是长征精神的孕育地袁为波澜

这些文化资源是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袁利用好

壮阔的中国红色革命谱写了辉煌的野三明篇章冶遥 挖掘

三明红色文化资源袁 使其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全过程袁

三明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能帮助村民树立正确

能为三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尧 动力和创造

的价值观袁并将其内化为思想认知袁指导个体实践袁营

力遥

造乡村良好的文化氛围袁进而提升文化自信遥
渊三冤推动有效治理

二尧 三明红色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中的时

唯有社会基层得到有效治理袁才能最终实现国定
邦安遥 文化是乡村治理的灵魂袁红色文化中的革命精

代价值

神是乡村治理的内生因素袁 发挥红色文化的教化尧服
渊一冤促进产业兴旺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袁产业兴旺是首位袁是实现农

务尧 引领作用是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的有效路径遥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曳进

民富裕的可靠保证遥 只有充分发展乡村产业袁帮助村

一步将乡村治理体系具体为野党委领导尧政府负责尧社

民脱贫致富袁 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遥

会协同尧公众参与尧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

叶2016-202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曳 中明确

制冶遥 三明红色文化资源包含大量政治内容袁具有鲜明

提出红色旅游应野发挥促进老区振兴尧脱贫攻坚的重

的政治性袁 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意识形态成果袁尤

要作用冶遥 发展红色旅游可促进第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其在基层党建尧法治建设袁动员群众尧反腐倡廉等领域

合袁尤其电商尧文旅尧康养等方面袁带动当地特色农副

的实践经验袁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提升乡村基

产品消费袁 促进休闲农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袁最

层组织的组织力提供了借鉴和启迪袁对于新时期加强

大限度延长产业链遥 文化产业在现代经济结构中已成

党领导农村工作尧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政治

为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袁而红色文化则是文化产业的

价值遥

重要组成部分遥

[5]

开发红色资源袁传承红色基因袁发展

渊四冤改善生态环境

红色文化产业袁实现文化尧旅游尧影视尧产业尧城镇化建

红色文化传承与绿色生态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

设野五位一体冶的融合发展袁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重

系袁以红色文化发展带动生态环境改善和生态文明建

要举措遥 三明红色文化遗址规模体量较大尧建筑风格

设袁从而带动经济发展袁形成绿色尧生态与红色的整体

独特袁遗址村落民俗文化深厚尧生态禀赋良好袁具备发

性尧系统性尧协同性遥 [6]革命战争年代袁三明是中央红军

展红色文化产业链的天然优势与基础性条件遥

的后勤供给地和兵员补充休整地遥 红军一边顽强斗

渊二冤推进乡风文明

争袁一边在保护生态环境前提下从事生产劳作尧保障

实现乡村振兴袁必须将物质野塑形冶和精神野铸魂冶

物资所需遥 这种保护与利用并举的理念为子孙后代留

相结合袁不断丰富村民精神生活袁改善村民精神面貌遥

下宝贵经验遥 和平年代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袁以红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袁以文化人尧以文育人袁在推进乡

色精神引领绿色发展袁将红色资源开发与美丽乡村建

风文明中有着不可低估的有生力量遥 充分发挥红色文

设紧密结合袁大力发展红色生态旅游袁一方面袁有利于

化资源的育人功能袁有利于增强村民的家国情怀和使

提升环境治理水平袁改善农村整体风貌袁为红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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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美丽整洁的生态资源曰另一方面袁有利于引导人

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袁现有宣传还是较为集中在

们的生态文明行为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生

报纸尧电视等传统领域袁缺乏时代气息袁尚未切实运用

活环境袁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宜居的生态家园遥

新媒体实现野指尖上的宣传冶袁导致运用红色文化资源
开展思政教育的网络阵地缺失袁对于文化振兴的助力

三尧 乡村振兴视阈下三明红色文化资源开

作用更是微乎其微遥
渊三冤组织活力发挥欠佳

发的现实困境

乡村治理是一项见效缓慢尧 过程漫长的艰巨工
渊一冤产业带动能力不足

作袁疫情下如何巩固乡村脱贫成果袁需要攻克很多关

近年来袁虽然三明老区在红色文化旧址遗迹的保

隘尧解决很多困难袁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

护尧开发尧利用方面有了初步的探索袁乡村旅游业的发

中发挥着野领头羊冶的作用遥 然而袁农村基层党组织还

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遥 但是袁红

存在组织涣散尧组织力发挥不充分尧权威下降等问题袁

色文化相关旅游产业带动能力不足袁对于乡村第三产

影响着乡村振兴的进程遥 一方面袁乡村基层党组织没

业的整体引领仍显乏力遥 首先袁三明红色旅游产品的

有将红色文化作为教育尧管理党员的重要抓手袁在野三

同质化现象仍较为严重袁不能满足游客多元化尧个性

会一课冶野主题党日活动冶等组织生活中融入三明红色

化的消费需求袁 且尚未形成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化名

文化色彩的活动较少袁当地党员干部对野三明红色精

片袁在全国的影响力与三明苏区野一片红冶的历史地位

神冶领悟不深袁理想信念淡化遥 另一方面袁农村基层党

相去甚远遥 其次袁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袁三明红色文化

员干部队伍的能力和素质参差不齐袁有的党员干部理

产业集群效益不明显袁围绕三明红色元素开发的相关

论素养不过硬袁业务水平不达标袁对外界信息的接收

文化产品缺乏明确的定位袁无法体现自身红色文化产

不全面袁对新形势新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袁与贯彻执行

品的特色主题袁没有形成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载体新模

乡村振兴重大战略部署的要求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

式遥 再次袁缺乏相关的文化资源管理人才遥 现有红色文

距遥

化资源管理人员多为事业单位编制袁年龄较高袁学历

渊四冤生态环保意识淡薄

层次偏低袁专业背景较差袁缺乏市场意识和产业意识袁

基于革命斗争需要袁 革命老区大多地处偏僻山

没能充分挖掘三明红色文化资源的商业潜能和经济

区袁经济发展较为落后遥 近年来袁在政策机遇的推动

效益袁降低了红色文化产业对乡村经济的提振作用遥

下袁 老区借由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得到发展袁人

渊二冤文化引领功能缺位

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遥 但是袁相关机构仍然存在重发

文化引领作为乡村建设的野里子冶工程袁在精神文

展尧轻保护的倾向袁对于农村的环境保护不够重视袁对

明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着种种不利因素和

环境保护的政策落实不到位袁生态环境建设也相对滞

消极影响遥 第一袁村民对红色文化的认同还存在差异遥

后袁未能与时代发展同步遥 而农民受到自身文化知识

红色文化传播不到位袁导致当地民众对红色文化一知

所限袁生态环保意识淡薄袁缺乏对破坏环境行为的必

半解袁青少年对红色文化感到陌生袁从而阻碍三明红

要认知和自我约束遥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袁仍有毁林

色文化的传承延续遥 第二袁事迹陈列馆尧博物馆尧教育

开荒尧围河造田现象的发生遥 再者袁有关部门对农民群

基地等基本文化设施建设落后袁利用率不高袁村民文

众环保理念的教育和宣传不够深入袁没有形成全民积

化生活相对单调袁红色文化精神的渗透不足袁村民参
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遥 第三袁三明
红色文化的宣教方式较为单一袁缺乏吸引力遥 调研显
示袁野宣传不到位冶野内容刻板无聊冶等原因是制约三明

极参与和支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局面遥

王家颖袁等院乡村振兴视阈下三明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探究

四尧 乡村振兴视阈下三明红色文化资源开
发的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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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动能袁 为振兴乡村经济加速提
质遥
渊二冤增强三明红色文化认同袁引领乡村振兴新风尚

渊一冤创新三明红色文化产业发展袁培育乡村振兴
新动能

在培育文明乡风和推进文化建设中袁红色文化精
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和催化作用遥 其一袁推动红

实现乡村振兴突破口在于走创新之路袁发展红色

色文化遗址保护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大局袁融入乡规民

文化产业袁打通红色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

约袁引导民间自觉参与红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遥 配齐

最后一公里袁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红色生命力遥 其一袁

配好乡镇文化保护站和农村文物协助管理员袁明确看

促进跨界融合袁打造红色旅游地标遥 围绕开发野红色旅

管责任袁让脆弱的红色文化资源有人呵护遥 建设一批

游+冶袁抓住全域旅游的契机袁将红色文化与生态文化尧

红色文化阵地袁配备必要的文娱宣传设施袁确保在基

客家文化 尧朱子文化融为一体 袁 把红色旅游产业与乡

础设施建设上满足传承红色基因的的要求遥 其二袁推

村振兴尧特色产业等结合起来袁破解红色文化资源种

送红色教育野口袋书冶袁将当地富有教育意义的红色人

类单一雷同尧吸引力不强的问题袁打造红色旅游复合

物和典型事迹袁以漫画形式编印成册袁免费发放给村

型产业体系遥 以全市 25 个野中央红军村冶为中心袁打造

民袁确保人民群众对当地红色文化了然于心遥 开展红

一批独具特色的 野红色小镇冶野初心小镇冶袁 集红色教

色文艺作品下乡活动袁以捐赠图书尧慰问演出等方式袁

育尧生态观光尧康体养生尧休闲度假及产品输出为一

使广大农民群众自觉接受红色文化熏陶遥 定期组织革

体袁产生叠加效应袁最终形成业态丰富尧利益紧密的红

命优良传统尧良好家规家训传承教育活动袁采用文化

色产业链袁推动农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遥 其二袁丰富红

墙尧公益广告尧地方戏曲尧民谣尧顺口溜等多种渠道宣

色文化产品的展现形式遥 创作红色文化精品袁在还原

传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袁提高

红色历史尧再现红色经典的基础上袁赋予其时代内涵袁

民众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养袁有力推动农村精神文明

以全新的视角推出一批知名度高尧群众喜闻乐见的红

建设遥 其三袁利用红色文化推动移风易俗袁遏制陈规陋

色歌曲尧红色题材影视剧作尧舞台演出尧红色文学作

习袁着力改变村民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袁倡导

品尧宣传片等袁来充实三明红色文化的野成果展览馆冶袁

婚事新办尧厚养薄葬和丧事简办袁引导乡村社会树立

增强红色文化产业竞争力遥 开设红色文化主题商店袁

新的价值风尚遥 以三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袁广

开发红色文化动漫尧音像尧特色邮品尧服饰尧民间工艺

泛评选野星级文明户冶野红色家庭尧最美家庭尧书香家

品尧红色主题艺术品等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袁融入深厚

庭冶野好邻居尧好媳妇尧好婆婆冶野最美乡村干部尧最美乡

的历史底蕴袁 以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最大化遥

村教师尧最美乡村医生冶等文明典型袁建立先进事迹公

其三 袁拓宽三明红色文化宣传渠道 袁 打响三明红色文

告宣传展览墙袁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争做新

化品牌袁为乡村产业振兴服务遥 一方面袁要充分利用抖

时代野三明红色精神冶的践行者袁让红色基因成为推动

音尧快手尧微博尧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袁积极宣传野凤展红

乡风文明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遥

旗如画冶野中国绿都窑最氧三明冶等品牌袁打造三明自己

渊三冤弘扬三明红色文化精神袁突显乡村振兴新价值

的红色文化野网红冶袁以碎片化的信息传递方式迅速引

三明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风清气正的正能量袁能

发年轻人对红色文化的共鸣 袁 实现红色文化传播 野 永

为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注入丰富的文化滋养遥 第一袁要

远在线冶遥 如袁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后袁通过在线直播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融入红色文化内涵袁用革命前辈的

方式向全国观众推介中央红军村的红色印记尧绿水青

感人事迹和革命精神矫正浮躁心理袁 培育优良作风袁

山尧特色农产品袁不仅能带动农民增收袁还能增强三明

激励乡村治理主体不畏艰难袁各司其职袁确保各项治

红色文化品牌的全国影响力遥 另一方面袁要加快推出

理活动有序开展袁实现乡村善治遥 第二袁建立坚强有力

更多吸引眼球的文旅项目袁通过开发野互动式冶野情景

的组织领导袁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遥

式冶 线下活动提升消费者对红色文化的感知体验袁从

一方面袁将野传承三明红色精神袁牢记初心使命冶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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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日常教育管理中袁通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尧三明

不同级别的修缮尧保护尧研究方案袁在区域红色文化旅

红色文化知识竞答尧三明红色故事主题演讲袁参观爱

游产业中合理布局袁实现资源整合和创造性开发遥 结

国主义教育基地尧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尧国防教育基地

合美丽乡村标准袁做好村落规划袁围绕红色革命遗迹

等创新党员教育的载体与形式袁加强党员干部对红色

建设公共卫生设施尧文化设施袁展现乡村特色风貌袁构

基因的感知袁使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袁提升自身治

建红色文化的中心聚集地和村民的精神高地遥 其三袁

理能力以应对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遥 另一方

打造三明红色文化生态圈袁要以红色文化擦亮乡村生

面袁以红色文化强化基层党员的纪律意识袁不断增强

态底色袁倡导村民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袁尊重自

党员干部明辨是非尧抵制诱惑的能力袁真正做到忠诚尧

然尧顺应自然尧保护自然袁激励农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

干净尧担当遥 第三袁调动村民参与野共建尧共治尧共享冶的

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袁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尧兴业富

积极性袁成立农村经济发展协会尧乡贤理事会等社会

民尧文明和谐的美丽农村新格局遥

自治组织袁组建野红色娘子军冶野红色救援队冶等村民自

总之袁文化兴则国兴袁文化强则国强遥 三明红色文

治队伍袁共同与政府一道为乡村治理发力袁构建良性

化资源是革命时期留下的宝贵财富袁在乡村振兴视角

的多元治理模式袁进而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政治保

下审势如何发挥红色文化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证遥

时代价值袁 是解答革命老区乡村未来发展的时代课
渊四冤打造三明红色文化生态圈袁开创乡村振兴新

格局

题遥 政府有责任通过红色文化创新来解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

红色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精神动力袁
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遥

[7]

矛盾袁实现乡村产业兴袁百姓富袁生态美遥

从文化生

态学视域研究乡村振兴袁要重视研究乡村建设中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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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tting rid of poverty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the inevitable logic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also the only way to common prosperity. As one of the cradl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anming

has rich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corporating red cultural elements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making good use of cultural

resources to lead the valu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actual
dilemma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anming'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discusses the "four new"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anming'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o as to better tap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value of cultural soft power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anming red cultu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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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以中国大陆沪深交易所 39 家农业上市公司 2011原2020 年数据为样本袁将代理问题区分为权益代理与核

心代理袁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袁探讨公司治理下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对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遥 研究发现袁管理
者持股比例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产生负向微弱的影响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请求权偏离程度则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遥 董监事持股质押比例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尧独立董事比率等显著影响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遥 研究还发
现袁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对高管人员的激励作用不显著遥 此外袁公司规模越大袁债务资本成本越低曰负债比率越
大袁债务资本成本越高遥

关键词院农业上市公司曰公司内部治理曰债务资本成本曰股权结构曰董事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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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业迅速尧健康尧高效发展的必然选择袁农业

资机会袁使得公司经营绩效下降遥 国内外针对公司债

上市公司的稳定性和发展对于巩固农业基本地位具

务资本成本的研究表明袁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将会影

有非常现实和长期的重要性袁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和

响其债务资本成本袁在较高的综合水平上的治理机制

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遥 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充分利用资

可以减少上市公司的债务资本成本遥 鉴于此袁本文在

本市场来解决农业发展资金短缺问题袁提高农业产业

以往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袁以公司治理结构相关变量来

化水平袁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遥 但是农业上市公

探究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债务资本成本的

司的经营基础和竞争优势相对薄弱袁制约农业上市公

影响袁探索降低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尧改善企

司的有效发展袁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农业上市公司的

业业绩的健全路径和合理战略遥

统治体制尧治理等机制相关缺陷遥 从目前我国农业上

不同于以往研究多以全行业尧国有和民营企业或

市公司财务报表中可知袁较高的债务资本成本对农业

非农业为研究样本袁或集中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权

上市公司的融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袁容易降低其融资

益资本成本的研究袁在对债务资本成本影响的研究方

程度袁造成公司因现金流不足而错失较佳的盈利和投

面袁多以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作为衡量股权结构
的代理变量遥 本文在变量的选取上袁将代理问题区分

收稿日期院2022-03-07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渊19XJL004冤遥
作者简介院王钦祥渊1993-冤袁男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农业经济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彭华渊1981-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公司
治理研究遥

为权益代理与核心代理袁探讨公司治理下股权结构和
董事会特征对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袁同
时纳入公司规模尧负债比率尧高管薪酬等控制变量袁使
得实证结果更加全面尧严谨和具有现实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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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文献回顾与假说推论

雄元等发现袁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对避税行为有积极

渊一冤权益代理问题

综上袁提出

影响袁可以显著提高绩效袁抑制控制权转移的风险[9]遥

Jensen 等发现管理者持股提高时袁 他的利润和公

司的利益密切相关袁 他的不正当行为会给公司带来损

假说 3

务资本成本显著相关袁但方向不确定遥
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

失遥 为了极大化自己的利益袁其决策行为会更加谨慎[1]遥

王怀明等以 2011-2014 年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袁考

董监事持股质押比与农业上市公司债

Philips 认为袁 机构投资者与一般投资者比较来

察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对债务融资规模影响袁结果

说袁会更为重视企业的盈利水平袁为提高公司价值袁持

表明袁高管持股能够激励高管努力工作袁降低委托代

有大量股份的机构投资者有诱因影响管理层的决策袁

理成本袁减少债权人的风险溢价袁降低债务资本成本[2]遥
综上袁提出

假说 1

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农业上市公司债务

甚至包括相关融资决策遥 [10]Attig 等发现袁机构投资者的

投资期限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遥 长期机构投资者可以
有效降低资金成本袁 提高管理水平和信息收集能力[11]遥
卢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袁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主板

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遥
渊二冤核心代理问题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现显著的先递增尧后递减的非线

Claessens 认为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现象产

性关系[12]遥 席磊研究结果表明袁当机构投资者总体的

提高控股股东伤害小股东的动机袁从而导致公司的价

机构投资者分为压力抵制型和压力敏感性两类袁研究

值降低[3]遥 Cheung 实证发现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

发现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更加注重保护自身利益袁

离现象越大时袁控股股东主动披露信息报到的诱因会

会积极监督公司的投资决策袁可以充分发挥公司治理

下降袁导致公司的财务报告可靠性降低[4]遥 叶勇等实证

的作用曰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为了最大化的短期回

大袁中小企业对上市企业的企业评价越低袁股东对中

出

生时袁 关系到控制股东和少数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袁

研究发现袁 最终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背离越
小股东的侵害月就会越大[5]遥 综上袁提出
假说 2

持股水平增加时候袁债务资本成本会增加袁同时他将

报袁使得其缺乏热情监督公司的经营决策[13]遥 综上袁提
假说 4

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程度与农业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与农业上市公司债

务资本成本显著相关袁但方向不确定遥
渊四冤董事会特征变量

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遥

1.董事会规模

渊三冤股权结构变量
1.董监事持股质押比

Hillman 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袁 董事会成员具有

Chiou 等认为袁董事及监督者持有的股份的质押袁

不同专业背景及技术袁 能提供公司更多经营上建议袁

东之间代理问题的问题袁会给公司的经营绩效带来不

研究发现袁董事会规模越大袁董事会的监督功能越高袁

会产生控制权和所有权的背离袁加深控股股东与小股
好的影响[6]遥 何娜娜以 2008-2009 年两年沪深 A

股

的上市企业作为实证研究样本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
质押对企业业绩的影响遥 研究表明袁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的股权质押与企业绩效则呈负相关[7]遥 但是也有学
者发现董监事持股质押会给企业带来积极影响袁王斌
等研究发现袁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面临着更严重
的融资约束袁其公司的主要股东采用股权质押融资更
多袁同时面临着控制权转移的风险袁所以民营企业的
主要股东对企业绩效的提高具有更强的激励性[8]遥 王

以至决策更为科学袁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14]遥 Anderson
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和透明度袁可使的
公司的债务成本降低[15]遥 综上袁提出
假说 5

董事会规模与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

成本显著负相关遥
2.独立董事比率

Bhojraj 等将董事会特征采用董事会的独立性来

表示袁研究结果表明袁公司的董事会独立性越高袁公司

的债务成本越低[16]遥 Cornett 认为外部董事比例越高袁
越能有效的对管理当局进行监督袁抑制盈余管理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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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释变量

为袁增加公司信息透明和可靠性袁使企业更容易获得
融资[17]遥 崔伟研究发现袁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特
征尧总债务资本成本以及银行贷款债务之间存在一定

解释变量为公司内部治理变量袁主要包括公司股
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两类袁具体如下院
渊1冤股权结构

关系袁董事会独立性越强袁公司的银行贷款债务成本
和总债务成本越低[18]遥 张曾莲对公司治理结构特征与

权益代理问题袁即管理者持股比例渊CEO冤以总经

银行贷款成本进行了单变量回归分析与多元回归分

理尧副总经理等负责重要决策的管理者持股合计占股

析袁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袁公司独立性越强袁银行借款成

本总数来衡量遥 核心代理问题袁即控制权与现金流量

本越低 遥 综上袁提出

权偏离程度渊CORE冤袁以控制权与所有权之间的差值

本成本显著负相关遥

股质押股数占总股数的比例来衡量遥 机构投资者持股

[19]

假说 6

独立董事比率与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

3.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来衡量遥董监事持股质押比例渊PLE冤袁以全体董监事持
比例渊INST冤袁以机构投资者所持股的股数除以总股数

Dechow 认为袁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袁将严重影响董

来衡量遥
渊2冤董事会特征

事会超然独立地位袁削弱董事会监督功能袁使得公司内
部控管欠佳袁权责无法明确划分袁助长了盈余管理 遥
[20]

董事会规模渊BSIZE冤袁以董事会总人数衡量董事

Jensen 研究发现袁 董事会兼任总经理会增加盈余管

会规模遥 独立董事比率渊IND冤袁用独立董事人数除以董

理袁无法提高公司治理结构袁无法充分发挥董事会的

事会总人数衡量遥 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渊DUAL冤袁以

功能[21]遥 张茜以广东上市公司为例袁运用实证方法证

虚拟变量来衡量袁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为 1袁否则为 0遥

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会使得债务资本成本升高[22]遥 于

3.控制变量

根据相关文献袁纳入其他重要控制变量遥 主要包

晓红等研究证实了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袁会加剧盈余管
理程度袁引起过剩投资[23]遥 综上袁提出

括院

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遥

衡量标准淤遥 负债比率渊LEV冤袁以公司总负债占公司总

假说 7

公司规模渊SIZE冤袁以公司总资产取自然对数作为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渊两职合一冤与农业

资产的比值进行衡量遥 高管薪酬渊COMP冤袁以公司高管

二尧研究设计

年薪之和取自然对数作为衡量标准于遥
渊三冤实证模型

渊一冤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以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为被解释变量袁从

我家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袁以 2011 年 1 月 1

股权结构尧董事会特征渊高管激励纳入控制变量冤这两

效性 袁剔除掉有股票存在投资风险的股票 渊ST 股 冤尧有

权偏离程度尧董监事持股质押比例尧机构投资者持股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样本期间遥 为增加样本有

个角度出发袁将管理者持股比例尧控制权与现金流量

退市风险的股票渊*ST冤尧已退市股票以及缺失或遗漏

比例尧董事会规模尧独立董事比率尧董事长是否兼任总

观测数据的样本袁 最终以 39 家农业上市公司 262 个

经理作为解释变量袁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袁具体如

年度观察值作为样本遥 样本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
库遥

下院
模型 1 代理问题与股权结构对债务资本成本的

渊二冤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以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渊COD冤作为被解释变量袁度

量办法参考李广子[24]尧魏志华[25]等袁采用财务费用与公

司总负债之比作为衡量标准袁这种方法可以反映整个
企业负债资本成本的水平遥

影响
COD =茁0 +茁1CEO +茁2CORE +茁3PLE +茁4INST +

茁5CONTROL+e

模型 2 代理问题与董事会特征对债务资本成本

的影响
COD =茁0 +茁1CEO +茁2CORE +茁3BSIZE +茁4I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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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6DUAL+茁7CONTROL+e
模型 3

上市公司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两组袁进行变量的平均值

代理问题与股权渊董事会冤结构对债务

资本成本的影响
COD =茁0 +茁1CEO +茁2CORE +茁3PLE +茁4INST +

茁5BSIZE+茁6IND+茁7DUAL+茁8CONTROL+e

差异性 T 检定遥 结果如表 2 所示遥

表 2 结果显示袁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总体

高于非农业公司袁但是结果不显著遥 平均而言袁农业上

市公司在两权分离度尧董事会规模尧公司资产规模和
高管薪酬方面显著低于非农业上市公司遥 在高管持股

四尧实证结果分析

比例尧董监持股质押比例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尧独立
董事比率方面袁农业上市公司与非农业上市公司总体

渊一冤描述性统计

差异不大袁但结果不显著遥

表 1 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 2011 年至 2020 年公

司治理变量特征描述性统计值遥 由表 1 可知院

表 2 农业与非农业上市公司治理变量
平均值差异检定结果表题

在股权结构方面袁农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普遍

较低袁两权分离程度总体不高袁机构投资者持股相对
较高袁不同农业上市公司高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差异相对较大遥

在董事会特征方面袁不同农业上市公司董事会规
模差异较大袁独立董事占比较高袁且不同的公司之间
差异不大袁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个人担任的情形并
不多遥

在控制变量方面袁 农业上市公司规模差异不大袁
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袁 且不同公司之间差异相对较

表 1 农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描述性统计值
Tab.1 Agriculture listed company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CEO

0.00

0.64

0.06

0.15

CORE
PLE

INST

BSIZE
IND

DUAL

0.00
0.00
0.00
0.00

0.13
0.33
0.24
0.80

5.00

16.00

0.00

1.00

0.31

0.60

0.03
0.03
0.00
0.39
8.38
0.38
0.22

SIZE

20.31

25.53

21.92

COMP

13.29

18.37

15.04

LEV

0.06

0.98

corporate governance variables mean differences in results
COD

0.02

0.03

-1.00

CORE

0.05

0.03

3.95***

0.39

-0.56

CEO
PLE

INST

BSIZE
IND

DUAL

大袁公司高管薪酬差异相对较大遥

COD

Tab.2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listed

0.44

0.02
0.07
0.02

0.06
0.00
0.39
8.70
0.38
0.26

0.06
0.00

-0.73
-0.01

8.38

2.71***

0.22

1.29

0.38

-1.15

SIZE

22.43

21.92

9.01***

COMP

15.35

15.04

6.50***

LEV

0.53

0.44

1.02

注院**尧*** 分别为 5%尧1% 统计显著水平渊下同冤遥

为进一步检验不同农业上市公司在债务资本成

本方面的差异袁以债务资本成本中位数为基准袁将农
业上市公司分为债务资本成本高和低两组袁进行变量

0.20

的平均值差异性 T 检定遥 结果如表 3 所示遥

0.06

高的农业上市公司袁债务资本成本较低的农业上市公

1.97
0.42

由表 3 可知袁平均而言袁相较于债务资本成本较

0.90

司两权分离度更低袁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低袁独立

0.75

本董事会规模差异不大遥 由此可见袁农业上市公司两

0.17

注院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渊兼任=1袁否则=0冤袁0 的次数 198袁有

效百分比 77.6曰1 的次数 57袁有效百分比 22.4遥

为比较农业与非农业上市公司在债务资本成本
和公司治理各变量方面的差异袁将 2011 年至 2020 年

董事比率更高袁负债比例更低袁高管薪酬更高遥 两组样
权分离度越低尧负债比例越低袁债务资本成本越小曰独
立董事比率越高尧高管薪酬水平越高袁债务资本成本
越小遥 假说 2尧假说 6 得到初步验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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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0.31 之间袁整体而言袁研究变量之间的潜在线性

表 3 债务资本成本高低两组农业上市公司
治理结构描述性统计量

相关性尚在可接受的范围遥

由表 4 可知袁总体而言袁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

Tab.3 Debt capital cost of high and low two groups of agriculture
listed company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成本与两权分离度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尧董事会规

模尧独立董事比率尧公司负债比例尧高管薪酬显著相
COD

0.04

0.01

-19.56***

关遥 其中袁债务资本成本与两权分离度尧公司负债比例

CORE

0.05

0.02

-3.54***

关袁与以往文献一致袁与表 3 结果一致袁也从单变量角

0.36

-2.19**

持股比例和公司规模负相关袁债务资本成本与董监事

CEO

0.06

PLE

0.07

0.00

INST

0.00

0.42

BSIZE

8.64

IND

0.36

DUAL

度验证了假说 2尧假说 6遥 此外袁债务资本成本与高管

0.20

-0.68

21.85

22.00

COMP

14.92

15.15

0.49

0.98

-2.49***

SIZE
LEV

显著正相关袁 与独立董事比率和高管薪酬显著负相

8.04
0.40

0.23

0.91

4.75***
1.33

0.40

-4.18***
2.45**

渊二冤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袁 先利用 Spearman 相关系

数检验模型中变量的线性相关性袁检验结果如表 4 所

示遥 结果显示袁大多数研究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介

持股质押比例和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呈正相关袁但
是不显著遥
表 4 结果还显示袁债务资本成本与机构投资者持

股比例显著正相关袁与表 3 结果一致袁说明与农业上

市公司的机构投资者可能以压力敏感型为主袁 假说 4

得到初步验证遥 债务资本成本与董事会规模显著正相
关袁与假说 5 不符袁说明在公司规模等其他条件相同

的前提下袁董事会规模越小袁债务资本成本越低袁原因
可能在于小规模的董事会能够畅通决策渠道袁提高决
策效率袁加强对高管行为的监管遥

表 4 Spearman 相关系数检定结果
Tab.4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est results
COD
CEO

1.00

-0.01

1.00

CORE

0.15**

INST

0.18***

-0.22***

IND

-0.24***

-0.09

-0.17***

SIZE

-0.06

0.21***

0.01

PLE

BSIZE
DUAL
LEV

COMP

0.03

0.17***

-0.07

0.17***

-0.09

1.00

0.08

-0.02

-0.00

0.05

0.42***

0.31***

0.00

-0.15**

1.00

0.44***

0.06

0.02

1.00

0.13**

0.01

-0.74***

-0.01

0.18***

0.20***

0.09

0.04

0.04

0.20***

-0.08

0.09

-0.04

0.07
-0.00

0.22***

1.00

1.000

-0.20***

0.14**

0.16***

-0.03

0.09

1.00

0.02

0.15**

1.00

-0.04

0.12

0.39***

0.02

0.09

1.00

-0.01

1.00

渊三冤回归分析

象袁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公司治理与公司债务

以我国 39 家农业上市公司 262 个样本为研究对

资本成本的关系袁实证结果如表 5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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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与公司

职袁增加公司收益袁提升公司价值袁公司债务资本成本

治理结构回归分析结果

降低遥 假说 3 得到验证遥 此外袁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

Tab.5 Agricultural debt capital cost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债务资本成本显著相关袁假说 4 得到验证遥 二者呈正

相关关系袁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大袁公司债务资
本成本越高袁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

CEO

CORE
PLE

INST

BSIZE

0.04渊0.60冤

0.17***渊2.70冤

-0.08*渊-1.32冤
0.14**渊2.00冤

IND

DUAL

-0.12*渊-1.56冤

COMP

-0.06渊-0.81冤

CONS
F

ADJ.R2

0.15**渊2.39冤

-0.05渊-0.65冤

0.04渊0.52冤

0.13**渊2.14冤

-0.06*渊-1.03冤
0.15**渊2.24冤

-0.05渊-0.63冤

-0.21***渊-2.72冤 -0.21***渊-2.80冤

SIZE
LEV

-0.03渊-0.41冤

0.06渊0.75冤

4.33***
0.08

4.21***
0.09

进而提升公司价值袁降低债务资本成本遥
由模型 2 和模型 3 实证结果可知袁董事会规模及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对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无显著影响袁

率袁将促使公司管理层真实披露信息袁增加对管理层

-0.06渊-0.78冤

0.09***

专业优势袁 提高其对公司控制股东和管理层的监督袁

0.18***渊2.79冤

-0.07渊-0.92冤

0.08***渊3.13冤

非借助其作为机构投资者区别于一般中小投资者的

假说 5 与假说 7 不成立遥 但独立董事比率与债务资本

-0.10*渊-1.31冤

0.21***渊3.34冤

机构投资者通过频繁买卖公司股票获取价差收益袁而

0.02渊0.31冤

-0.07渊-0.87冤

0.18***渊2.91冤

机构投资者多以压力敏感型为主袁 而非压力抵制型遥

0.10***渊3.73冤
4.08***
0.11

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袁即若能有效提升独立董事比
的监督袁降低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风险袁进而降低债务
资本成本遥 假说 6 得到验证遥

控制变量实证结果显示袁公司规模与债务资本成

本呈显著负相关袁 即公司规模越大债务资本成本越
低遥 公司负债比率与债务资本成本呈显著正相关袁即

注院Cons 为截距项袁表中的数值为回归系数值袁括号内数值

公司负债水平越高袁债务资本成本越高遥 公司高管薪

为 T 值遥 *尧**尧*** 分别为 10%尧5%尧1%统计显著水平遥 Model1尧

酬与债务资本成本呈负相关袁 符合以往研究结论袁与

factor冤值分别介于 1.016~1.546尧1.090~1.946尧1.036~1.978袁变量

显著遥

Model2 和 Model3 中袁每个模型各变量的 VIF渊variance inflation

表 3 和表 5 分析结果一致袁但是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不

之间的共线性并不明显袁研究结果不受影响遥

渊四冤稳健性检验

由表 5 可知袁3 个模型中袁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

债务资本成本均无显著相关性袁假说 1 不成立遥 主要

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普
遍较低袁平均持股率仅为 6%遥 控制权与现金流量请求

根据实证结果袁股权结构中以核心代理两权分离
度对债务资本成本影响较大袁董事会特征中以独立董
事比率对债务资本成本影响较大袁故分别以两权分离
度和独立董事比率中位数为基准袁将样本分为两权分

权偏离程度与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袁符合财

离度高与低尧 独立董事比率高与低两群各四组袁以

富侵占假说观点袁即当控制股东所掌握的控制权与现

DID

金流量请求权偏离程度越大时袁获得私有利益仅需负

法检验两权分离度和独立董事比率对债务资本

成本影响遥 设置四个分组虚拟变量袁若为两权分离度

担少量成本袁将导致控制股东有诱因剥夺小股东的财

高组样本袁CORE=1袁反之袁CORE=0曰若为独立董事比

富袁导致公司价值降低袁进而增加债务资本融资成本遥

率高组样本袁IND=1袁反之袁IND=0遥 模型如下院

假说 2 得到验证遥

由模型 1 和模型 3 实证结果可知袁董监事持股质

押比例与公司债务资本成本呈显著负相关袁即董监事

持股质押比例越高袁董监事个人资金状况与公司股价
走势产生连接袁董监事基于自利动机袁会更加勤勉履

C O D = 茁0 + 茁1 C O R E + 茁2 I N D + 茁3 C O R E * I N D+

茁4OTH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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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稳健性检验回归分析结果

者会努力降低公司债务资本成本遥 在当前条件下袁二

Tab.6 Robustness test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袁原因可能在于袁我国市
场股权激励制度起步较晚袁股权结构尚不完善袁农业

CORE

-0.00渊-0.50冤

2.07

0.01***渊2.49冤

2.56

IND

-0.01***渊-3.06冤

CEO

0.01渊0.96冤

CORE* IND
PLE

-0.07渊-1.01冤

INST

0.02***渊2.98冤

DUAL

0.00渊0.23冤

BSIZE

0.00渊0.17冤

SIZE

-0.00*渊-1.41冤

COMP

-0.00渊-1.22冤

LEV

0.02***渊2.58冤

CONS

0.09***渊3.39冤

ADJ.R2

0.12

F

2.07
1.90

2.39

量请求权偏离程度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

1.36
1.73
1.67
1.16
1.58

成本越低袁与财富侵占假说相符遥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
两权分离度总体不高袁 介于 0~0.33 之间袁 平均值为

0.03袁且低于非农业上市公司袁农业上市公司控制股东

茁0+茁1

茁0+茁1+茁2+茁3

茁2(-0.008***) 茁2+茁3(0.003***)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袁
董监事持股质押比例越高袁董监事为了自身利益会更
有效去监督公司管理层袁降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
理问题袁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袁降低债务资本成本袁从

Tab.7 DID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DID

本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袁即两权分离度越小袁债务资本

股权结构其他变量方面袁董监事持股质押比例对

表 7 DID 结果分析

茁0+茁2

核心代理方面袁实证研究表明袁控制权与现金流

侵占小股东财富的风险较小遥

值为 T 值遥 *尧**尧*** 分别为 10%尧5%尧1%统计显著水平遥

独立董事比低

今后可以适度增加农业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袁改善
股权结构遥

注院Cons 为截距项袁表中的数值为回归系数值袁括号内数

茁0

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不产生显著影响遥

1.04

4.11***

独立董事比高

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普遍偏低袁管理者持股比例

当前来看袁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董监事持股质押比例较
茁1(-0.001)

茁1+茁3(0.01)

低遥 另外袁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时袁一般而言袁会
提高其监督控制股东与管理层的诱因袁减少代理问题
产生的代理成本袁进而可能降低债务资本成本遥 但是袁
当机构投资者多为压力敏感型时袁其主要通过频繁买

注院括号内数值为系数值遥 *尧**尧*** 分别为 10%尧5%尧1%

卖公司股票获取价差收益袁不能有效起到监督和降低

由表 7 可知袁整体而言袁两权分离度较低时袁农业

果发现袁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大袁公司债务资本成

统计显著水平遥

代理成本的作用袁债务资本成本有可能增加遥 实证结

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会减少袁其中袁独立董事比较

本越高袁说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多以压力

高的公司相对于独立董事比较低者袁更能降低债务资

敏感型为主遥

本成本渊多降低 0.008冤在两权分离度较高时袁农业上
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会增加袁与文章主要结论一致遥

五尧结论与建议

董事会特征方面袁实证结果显示袁独立董事比率
越高袁董事会独立性越强袁能有效促使管理层履职尽
责袁披露真实信息袁做出公司利益最大化决策遥 我国农
业上市公司董事会中袁独立董事比率较高的袁其债务
资本成本显著低于独立董事比率较低的公司遥 董事会

权益代理方面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袁在其他条件

规模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无显著影响袁

不变的前提下袁管理者持股比例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

但需要说明的是袁董事会规模对企业运营规模的影响

债务资本成本产生负向微弱的影响遥 该结论符合利益

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作用遥 董事会的规模和结构要根

收敛假说袁即管理者持股具有自律效果袁管理者持股

据公司的具体情况来设定遥 从描述性统计和独立样本

比例越高时袁管理者利益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袁管理

T 检定结果来看袁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规模显著低于

王钦祥袁等院公司内部治理对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影响分析

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

非农业上市公司袁且董事会规模越大袁债务资本成本
越高袁 说明董事会规模越大有可能影响决策效率袁进
而影响公司经营和债务资本成本遥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
中袁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情形只有 22.4%袁董事长和
总经理由同一个人担任的情形并不多袁从实证结果来

[2]

高管薪酬方面袁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对
高管人员的激励作用不显著遥 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
现状来看袁 不同农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异相对较

[4]

本成本袁但这一机制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袁说明我
国农业上市公司所采取的高管薪酬政策存在缺陷遥 未
来建立合理尧可行的高管薪酬制度袁不仅要注意经营
者的贡献率是否符合其报酬水平袁还要注意企业是否
注重业绩志向和长期激励遥
研究结果还表明袁公司规模和负债比率显著影响

[5]

对于农业上市公司而言袁可以在适当控制负债比率的

淤

取自然对 数可以减少 资料偏态所 产生的问题

于

Albuquerque渊2013冤在其研究中定义了一个由现

渊Sloan袁1993冤遥

金薪酬和股权薪酬组成的总体薪酬袁而从现阶段
我国的情况来看袁 上市公司的工资结构还不完

整袁 现金形式的工资仍是最主要的工资形式袁股
权激励也仍处于发展阶段袁因此本文主要采用薪
金薪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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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ny Internal Governance of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Debt Capital Cost Impact Analysis
WANG Qinxiang1袁2袁 PENG Hua2袁 WANG Dongfa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igong, Sichuan 643000;
2. School of Busines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In mainland China Shenzhen 39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during 2011 -2020 data as sample, by building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the agency problem is divided into rights and core agents so as to explor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board characteristic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fluencing the company's cost of debt capital. The study found that managers'
shareholding to our country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debt has weak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st of capital, control and cash

flow right deviation degre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Targeting shareholding proportion of shareholding pledg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uch as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propor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debt capital cost.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our country agriculture th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for executives of listed companies incentive effect was not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the larger company scale is , the lower the cost of debt capital. The higher the debt ratio, the greater the
cost of debt capital.

Key words: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曰the company internal governance曰cost of debt capital曰equity structure曰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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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体学视角下叶摩登家庭曳中的
幽默言语翻译研究
黄静雯
渊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英语教研室袁 福建 泉州 362000冤

摘 要院美式情景喜剧中幽默言语十分常见袁同时幽默言语的翻译直接影响了中国观众的观影效果遥 从文学文体
学的角度对叶摩登家庭曳中的幽默言语翻译进行研究袁分析了情景喜剧幽默言语产生的机制袁同时从语言翻译尧修辞翻译
两个方面研究了幽默言语的翻译袁给出了情景喜剧幽默言语翻译的难点遥 为了更好地对幽默言语进行翻译袁必须从中国
观众的实际出发袁适当注释袁消除中西方文化的隔阂袁才能取得最佳的观影效果遥

关键词院文学文体学曰叶摩登家庭曳曰幽默言语翻译
中图分类号院H59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47-05

幽默言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袁其不仅可以

登家庭曳作为一部在国内市场具有极高收视率的美国

给人们带来快乐袁同时也可以有效拉近人与人之间的

情景喜剧袁其对幽默言语的翻译对其他语言情景喜剧

距离遥 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袁其都包含有幽默言语袁但

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借鉴性遥 本文从文学文体学的视角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使得西方幽默言语在实际的翻

出发袁对叶摩登家庭曳的幽默言语翻译进行分析袁使得

译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遥 美国情景喜剧中包含有大量

翻译的言语本土化袁更好地促进我国影视作品与国际

的幽默言语袁 大量优秀的美国情景喜剧进入我国市

接轨遥

场袁但语言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对内容的
理解遥 译者字幕翻译是受众理解情景喜剧的关键袁这

一尧文学文体学理论

使得译者字幕准确性直接影响了情景喜剧的效果遥 译
者字幕必须准确地传递幽默语言的内容尧 语言风格尧

文体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袁是某种特定的历

语言情感袁才能使得受众和剧中人物之间产生共鸣[1]遥

史内容经过长期积淀的产物袁反映了由内容到形式的

美国尧乃至全世界都有极高的收视率袁同时获得了许

特定时期的语言特点袁反映了文学作品创作者的语言

多重量级的奖项遥 影视文学的题材以及传播的媒介都

风格习惯袁对于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往往由不同的语

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幽默语言具有特定的翻译形式与

言选择习惯袁也被称之为文体风格遥 文学文体学是一

翻译特点袁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遥 文学文体

门新的学科袁是对语言学尧文学批评的继承和发展袁在

学作为语言学与文学批评基础上所产生的新学科袁对

评价翻译质量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文体学袁即

叶摩登家庭曳是美国情景喜剧袁自 2009 年开播以来袁在

影视作品幽默言语的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遥 叶摩
收稿日期院2021-10-22
作者简介院黄静雯(1985-)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英语
教育学尧翻译研究遥

整体特点遥 文体不仅是某一类体裁袁同时也是某一个

风格学袁在特定的交际领域有目的地选择表现手段和
表达形式[2]遥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中西方语言风格
差别比较大袁特别是对幽默言语更是如此遥 在进行外
语作品翻译的过程中要再现原作的文体与文体效果袁
这也是对翻译质量进行评价的重要标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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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何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袁译文都必须忠实地
传递原作品的风格和笔调袁 对原作品的信息准确表
达袁对原文的风格和精神进行传达袁通过文体学的分
析能够更好地帮助译者来分析是否如实对原作品的
内容和文体效果进行传递遥 许多的外文情景喜剧之所
以能够获得我国受众的喜爱袁获得巨大的成功袁这不
仅仅与精彩的故事情节有很大的关系袁同时也和人物

的言语效果遥 例如在 叶成长的烦恼曳 中 Mike 说野So

you see, according to my sociology professor at Hale,
uh Yarvard, at college, um, the single greatest

barrier between male female relations, is tension
about the first kiss. Now, we could just do that right

now and get it over with.冶Mike 为了吸引女大学生袁
谎称自己是名校毕业的袁结果将野Yale渊耶鲁大学冤冶说

对白的幽默尧翻译的精准定位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

成了野Hale渊哈鲁大学冤冶袁将野Harvard渊哈佛大学冤冶说成

系遥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袁在开展幽默言语翻译的过程

了野Yarvard渊耶佛大学冤冶袁十分滑稽遥

中必须把握语言的风格袁 才能做到幽默的本土化袁即

渊3冤利用双关语来创造幽默言语在世界各国语言

在不同语境下使用不同的语言特点袁试图使得个体以

中都十分常见袁谐音双关尧语义双关往往产生意想不

及社会群体更好地理解幽默遥

到的幽默言语遥 例如野东边日出西边雨袁道是无情却有

文体学是文艺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任何一门

晴冶袁利用了野晴冶和野情冶的谐音梗来达到了野言在此尧

语言都包含有不同的修辞手法袁如比喻尧双关语等袁各

意在彼冶的特定言语效果遥 许多情景喜剧中出现的幽

种语言修辞的研究都是文体学的范围遥 在实际的交际

默言语也往往是利用双关语创造的遥 在情景喜剧的特

过程中袁文体学具有自身的原则和方法袁通过对各种

定语境下袁 剧中人物打破观众的心理和思维定式袁给

修辞翻译的评价来提升幽默语言的翻译质量遥

观众意外袁产生喜剧效果遥

二尧情景喜剧幽默言语产生的机制

三尧叶摩登家庭曳幽默言语翻译

野humor冶即幽默袁通过幽默言语可以化解日常生

渊一冤语言翻译

活交流中的尴尬袁在善意的微笑中去揭露生活中的不

语言具有认知基础袁很多的幽默言语都是在特定

通情达理遥 通过幽默言语往往可以起到引人发笑的效

的认知语境下所产生的遥 英语语音包含元音和辅音袁

果袁是一种智慧和文化的交流遥 从言语实践的角度来

每一个单词至少有一个元音袁而汉语都是单音节遥 语

不同的产生机制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3]遥

用直译的方式无法达到幽默的效果 [4]袁即在进行幽默

交流中袁为了避免尴尬尧营造和谐的交流氛围袁在特殊

的本土化袁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幽默效果遥 例如院Pill

的语境下对言语中的概念模糊化袁达到曲解对方话语

说 野Oh袁What a beautiful dress! 冶Gloria 说 野Thank

讲袁幽默言语是积极的遥 不同的情景喜剧幽默言语有
渊1冤情景喜剧来源于日常生活实际袁在日常生活

意图的目的遥 如妻子和丈夫约定在餐厅吃饭袁而到了
预定的时间丈夫却迟迟没有出现遥 妻子打电话说野你
知道现在几点了嘛浴 冶丈夫回答说野八点了呀遥 冶单纯从
两个人的对话感觉合情合理袁但是从当时的情景来看
就不合理袁而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回答使得丈夫避开了

妻子的不满袁避免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升级遥 丈夫回

音上的差别导致由语音引起的幽默往往不可直译袁采
言语翻译的过程中要把握幽默言语的来源袁做到幽默

you, Phil.冶 此时袁Phil 上手去摸遥 Gloria 赶紧说野she
says 野Phil冶. Not 野feel,冶 Phil.冶很明显袁由于野Phil冶与

野feel冶 在发音上比较接近袁Phil 将 野Phil冶 误以为是
野feel冶遥 如果将 野Phil冶 翻译为 野 菲尔 冶袁 将 野feel冶 翻译为

野摸摸冶袁那么就会使得观众感觉莫名其妙袁根本无法
达到幽默的效果遥 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来讲袁发音的

答妻子的话与妻子所说的话语境不同袁不同的语境造

近似是导致幽默产生的根源袁而在翻译成汉语的过程

成了言语的错位袁达到了用幽默化解矛盾的效果遥

中无法做到对应袁原文的幽默效果在翻译之后也就无

渊2冤利用玩文字游戏的方式来创造幽默言语十分

常见袁在英语中对首音进行互换袁可以产生比较滑稽

法达到遥
同样的单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往往会产生其他的

黄静雯院文学文体学视角下叶摩登家庭曳中的幽默言语翻译研究

含义袁单词的这个特点所产生的幽默言语在美国情景
喜剧中比较常见遥 例如 Cameron 和 Mitchell 领养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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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on 说袁这是她窃取别的孩子的袁今晚的新闻就
会对她进行曝光遥 这个幽默片段产生是因为欧美国家

个女婴非常高兴袁 家族其他成员并不了解这一情况遥

十分重视知识产权袁而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讲袁对知识

为了给家族其他人一个惊喜袁Cameron 播放了比较夸

产权的重视程度不够袁 因此也无法理解此类言语幽

张的音乐袁两人之间的对话由于词组语义的变化产生

默遥

了幽默语言遥Cameron 说野Exciting浴冶Mitchell 感觉播放

渊二冤修辞手法翻译

的音乐声音太大袁 要求 Cameron 关掉音乐袁 说野Just

文学文体学对情境喜剧翻译的理论指导包含各

turn it off.冶Cameron 理解为 Mitchell 让自己停止拖着

种修辞手法袁如夸张尧双关语尧比喻等袁通过修辞手法

am.冶此时 Mitchell 认识到 Cameron 错误理解了自己说

重对修辞手法的翻译袁在众多相似的表达中选择最切

包含有大量的该类型幽默言语袁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

效果遥

女婴的夸张行为袁说野I can爷t turn it off. It爷s who I

使得表达更加生动遥 字幕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注

话的内容袁说野The music.冶在叶摩登家庭曳情景喜剧中

合中文习惯的语言表达形式袁从而达到原语境的幽默

如何合理运用中文词语去表达是有一定难度的袁这在

叶摩登家庭曳中袁为了达到预期的幽默效果袁有许

一定程度上导致幽默的传达受限遥

多幽默言语是通过刻意曲解说话人的意图达到的遥 在

幽默言语和文化之间密不可分袁中西方文化的差

日常生活中袁通过利用特殊的语境以及语言中的模糊

异性导致中西方幽默之间差距比较大遥 许多的美式幽

概念曲解对方的言语袁从而得到幽默交际的目的遥 如

默是欧美国家或者某个地区所特有的袁很难在中国的

Gloria 第一次和 Frank 见面时袁Gloria 说野You must be

文化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词语袁导致幽默言语的翻译难
度巨大 遥 如小儿子 Luke 比较掉皮袁结果脑袋被卡在
[5]

了楼梯扶手的缝隙中遥 Phil 帮助 Luke 将卡在楼梯中
的脑袋移出来袁并幽默的说这一行为像亚瑟王拔出圣
剑遥 Phil 说野Buddy. Why you keep getting stuck like

Frank.冶Frank 说 野Okay, then, you are hotter than a
Las Vegs sidewalk on the Fourth of July.冶 很明显袁

Frank 故意曲解野Frank冶这一单词袁即将自己的名字说

成是野坦白的尧说实话冶袁同时在此基础上对 Gloria 进
行夸赞遥 正是由于对单词的故意曲解袁才导致了比较

this?冶遥 Luke 说野I thought I could get out this time.冶

突出的幽默效果袁同时也使得两人之间的对话变得轻

Phil 说野There. Be free. Excalibur.冶在实际翻译的过

松尧有趣袁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近遥 在实际翻译的过

程中将野Excalibur冶翻译为野艾克思开里伯冶袁对于中国

程中袁如何直接将野Frank冶翻译为野弗兰克冶袁那么也就

的观众而言就无法感知应有的幽默遥

无法导致这种幽默效果的出现遥 如 Gloria 对 Jay 不愿

价值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袁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性导致价值观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别遥 中国的观众在观
看美国情景喜剧叶摩登家庭曳的过程中去理解不同的
价值观袁特别是和价值观有关的幽默言语时往往是比
较困难的遥 Mitchell 说野Cam. Cam, let爷s go. I just stole

a baby爷s intellectual property.冶 Cameron 说 野What?冶

意去做家务劳动指责他袁说野In my culture, men take

great pride in doing physical labor.冶为了避免彼此之
间尴尬袁 同时也为自己不做家务活找理由袁Jay 说野I
know. That爷s why I hire people from your culture.冶

Jay 对 Gloria 说的话故意转移话题袁 这使得 Gloria 啼

笑皆非袁但是也不知道如何去反驳遥 对于刻意曲解说

Mitchell 说野You爷ll see it tonight on the news.冶Mitchell

话人意图的幽默言语翻译袁字幕译者在实际的翻译过

带着领养的女孩去上亲子教育课袁其发现女孩和其他

程中要充分地考虑中国观众的言语习惯袁这样才能更

的孩子相比搭积木的进度比较慢遥 为了鼓励孩子袁受

好地传达幽默遥

到教师的表扬袁Mitchell 将身旁其他孩子搭建好的积

双关语作为一种特殊的修辞袁是幽默言语的重要

木拿到女孩面前袁对老师撒谎说是女孩搭建好的遥 老

形式袁存在于各种不同的语言中遥 由于双关语具有双

师说这对女孩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袁将拷贝一份女孩

重的意思袁这使得双关语可以制造弦外之音袁制造矛

制作过程的录像给她遥 此时袁Mitchell 听了之后袁对

盾尧产生幽默[6]遥 双关语包括谐音双关和语义双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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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袁 其中谐音双关是利用发音相同或者近似袁如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文化空缺袁原语观众

野Seven days without water makes one weak冶袁巧妙地

感觉好笑的地方对译者观众而言是丈二和尚摸不着

使用了野weak冶和野week冶的谐音曰语义双关是利用词语

头脑遥 中国观众在观看美国情景喜剧的过程中袁缺乏

的多义性来产生语言幽默袁在美国情景喜剧叶摩登家

相应的背景知识袁往往无法领悟其中的幽默点遥 最后

庭曳中也十分常见遥 如 Phil 说野Mark recently moved

是双关语的翻译是幽默言语翻译中最难的袁中文和英

into a new model.冶正是利用了野model冶的语义相关袁

文属于不同的语系袁很难在中文中找到和英文双关语

即野model冶既有野样板房冶的含义袁同时也有野模特冶的

对应的形式和意义遥 情景喜剧字幕本身的特点尧文化

含义袁Phil 说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 野Mark 最近搞了一

语境的差异性等导致幽默言语翻译面临重重困难袁同

个嫩模冶遥 双关语的翻译在实际的字幕翻译时是十分

时幽默言语的产生往往依赖于语言尧修辞等袁这使得

困难的袁 这是因为英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别袁

在情景喜剧幽默言语翻译面临更大的困难遥

很难在汉语中找到英语中的形式和意义遥 在双关语的

渊二冤情景喜剧幽默言语翻译策略

翻译实践中袁字幕译者为了达到和原文同样的幽默效

在国外火爆的情景喜剧在国内上映后存在反响

果袁可以对译文进行灵活变通遥 如 Gloria 说野Manny爷s

平平的情况袁这使得美式幽默水土不服遥 不可否认袁情

Disneyland, so we爷re gonna go to the wine country.

译遥 不同的语言体系之间存在差异性袁但是也存在许

Jay 说 野You know, we should do something like this

理解幽默提供了便利[8]遥 部分的美式幽默语句在中文

Gloria 说 野He爷s good, He keep us grounded.冶Jay 说

使得中国观众在观看美式情景喜剧的过程中加深对

father is taking him for a couple of days to

景喜剧幽默言语翻译存在一定的难度袁但是并非不可

We爷re gonna drink some wine, eat some good food.冶

多相通的地方袁这些相通的地方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a lot more often if it wasn爷t for, you know, Manny.冶

中可以找到对应的幽默语句袁 同时还可以增加注释袁

野Yeah. Like fog at an airport.冶 此处的幽默言语正是

英语的了解遥 对美式情景喜剧的字幕翻译不仅仅是对

运用了语义双关袁即野grounded冶的两层含义袁但是在翻

语言进行转换袁同时也是对文化信息的传递过程遥 译

译成汉语的过程中往往无法有效地将所表达的两层

者在字幕翻译的过程中增加合理的注释袁 注释要简

含义表现出来遥

短尧精炼袁使得中国观众了解美国的一些文学常识遥 和
书面的幽默言语翻译所不同袁情景喜剧幽默言语的翻

四尧情景喜剧幽默言语翻译难点及策略

译要多样化袁从中国观众的角度出发袁使得字幕译文
获得观众的认可和理解遥 特别是对于根植于源语文化

渊一冤情景喜剧幽默言语翻译难点

的幽默言语袁在字幕翻译的过程中更应该全面了解受

情景喜剧幽默言语翻译相对于一般的影视剧翻

众的认知能力袁在此基础上帮助大部分的观众消除中

译难度更大袁这是因为许多的幽默言语产生具有独特

西方文化的隔阂袁从而获得最佳的观看效果遥

性和多样性遥 情景喜剧幽默言语翻译的难点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的内容院首先是字幕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

五尧结语

间的转换袁同时也是从口语到译语的转换袁属于动态
的文本类型遥 考虑到观众袁字幕必须简洁尧精悍袁才能

美国情景喜剧幽默言语的字幕翻译直接影响了

够满足观众在短时间的理解遥 另外袁字幕的长短尧口型

影片的观影效果袁论文从文学文体学的视角对叶摩登

要和居中的人物保持基本一致袁否则容易产生不舒服

家庭曳中的幽默言语翻译进行研究遥 通过叶摩登家庭曳

的观感遥 其次是文化语境的差异袁根植于地方文化的

中的幽默言语分析指出情景喜剧幽默言语来源于生

幽默言语在翻译之后往往会变得无趣袁这是因为幽默

活实际袁概念模糊化尧玩文字游戏尧双关语是产生幽默

建立在发出者和接受者共同熟悉的话题基础之上 遥

言语的来源袁同时从语言翻译和修辞手法翻译角度对

[7]

美国情景喜剧是基于本土文化所拍摄的袁这使得字幕

该影视作品的幽默言语进行分析遥 对情景喜剧幽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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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翻译要注重语言之间的相通性袁同时从中国观众
的实际出发袁适当的进行注释袁从而确保中国观众获
得最佳的观影效果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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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Verbal Humor in Modern
Fam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Stylistics
HUANG Jingwen

(English Department, Quanzhou Medical College, Quanzhou,Fujian 362000)

Abstract:

Verbal humor is ubiquitous in American sitcoms. Meanwhile, the translation of verbal humor exerts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appreciation of American sitcoms for Chinese audience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translation of verbal humor
in the American sitcom Modern Fam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stylistics, the mechanism of the creation of verbal humor,
the translation of verbal humor in its language and rhetoric, and

the difficul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verbal humor. In order to

better translate verbal humor, we must start from the reality of the Chinese audience, properly annotate and eliminate the ga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so as to achieve the best view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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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stylistics; Modern Family; translation of verbal 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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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永生之门
要要
要电影叶大鱼海棠曳和叶寻梦环游记曳的死亡主题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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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电影叶大鱼海棠曳作为国产动画的一大进步之作袁与美国皮斯克动画电影叶寻梦环游记曳有着殊途同归的

联系袁两者都披着传统文化的外衣袁书写死是永生之门的生命本真袁并且都主张将存在与死亡拋之于生命之外袁强调个
体的精神超越和死亡救赎袁让观众深刻地思考存在与死亡这一复杂而永恒的哲学问题遥 在这两部以中西文化为各自背
景的影片中袁人物的心理动作机制都显示出超我的同一性袁表现出超我的人格追求和精神创造袁米格和湫都超越了本我
的快乐原则袁到达超我的至善之境遥 但是两部影片在表达形式上却略显差异袁究其原因是民族文化和审美心理的不同袁
因为每一种社会形态有其相适应的文化机制袁正是文化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区分袁才让文艺价值深入人心遥

关键词院叶大鱼海棠曳曰叶寻梦环游记曳曰死亡主题曰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院J954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52-05

中国动画电影叶大鱼海棠曳以干净唯美的画面深

探讨国产动漫的发展困境并提出有效举措曰学界对于

入人心袁电影融合了很多中国古代的神话元素袁营造

叶寻梦环游记曳的分析和论述也从影片的人物造型尧音

出浓厚热烈的中国风袁赢得了许多观众的掌声遥 2017

乐艺术尧符号意象尧民族性表达展开袁如王敏的叶<寻梦

年在中国上映的美国动画电影叶寻梦环游记曳以墨西

环游记>的叙述张力探析曳 通过对影片中二元对立冲

哥亡灵节为故事原型袁将梦想尧亲情和死亡等主题贯

突分析了影片所具有的叙事张力遥 对于两部影片的比

穿到影片的各个部分袁野深入表现墨西哥文化袁包括墨

较研究有张冉的 叶迥异的死亡之旅要要
要论<寻梦环游

西哥社会常见的家族观和生死观冶[1]遥 叶大鱼海棠曳上映

记>与<大鱼海棠>曳袁文章从制作尧构图尧人物设置尧主

以来袁对其研究和论述的文章众多袁大部分文章集中

旨内涵四个方面分析了死亡之旅的迥异袁并分析了其

从民族文化认同尧传统文化元素尧视觉审美艺术尧民族

产生差异的成因遥 在这两部电影的研究成果中袁对它

音乐艺术尧角色造型设计等问题进行探论袁如王锐在

们在死亡哲学方面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以及导演创作

叶从<大鱼海棠>看动画电影民族认同建构曳 中深入探

成因方面研究不足遥 本文将从两个民族不同的死亡哲

究了影片的民族文化袁分析国产动画电影必须遵循创

学角度来对两部影片进行比较研究袁并结合导演创作

新性和多样性袁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路径遥 还有通

背景经历来分析其成因遥

过分析动画电影叶大鱼海棠曳来整体分析中国动画电

综观两部电影袁二者的同一性表现为院当面对死

影的发展现状袁如翟敏的叶从<大鱼海棠>论当代国产

亡和选择的时候袁影片中人物的人格心理机制都表现

动漫本土化发展曳一文袁以分析电影的艺术特色入手

出超我的人格追求和精神创造袁野好的电影不仅表达
性格特质袁更呈现人格特质冶[2]遥 同时袁两部影片的故事

收稿日期院2021-05-08
作者简介院沈松钦渊1998-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文艺美学研究遥

脚本都在生与死之间游离袁让观众深刻地思考存在与

死亡这一复杂而永恒的哲学问题曰异质性则体现在导
演的风格以及影片人物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遥 同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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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生发的根源是民族文化和审美心理的差异袁每一

盾袁人格结构和冲突开始出现袁此时自我成为化解矛

种社会形态具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机制袁但也正是文

盾的链接介质袁让他去到另外一个空间追寻自己的音

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分袁才让文艺价值深入人心遥

乐梦遥 米格以去广场擦鞋的借口报名参加音乐节袁一
次偶然的机会袁他触碰到了歌神的吉他袁进入亡灵世

一尧同一性院人格的至善之境

界袁和埃克托一起追寻音乐袁揭穿了假歌神的骗局袁为
他的太爷爷洗清了冤屈遥 米格进入亡灵空间还缝合了

维克多窑弗兰克认为人真正追求的不是自我实现

因音乐产生的家庭裂痕袁进入亡灵世界是米格的音乐

而是超越自我的生活意义袁是一个人在认清自己的状

梦得以重新实现的再生之门遥 受到家庭固有思想的影

况后集中精力追求卓越境界的学习和创造过程遥 人类

响袁米格应该就此放弃他的音乐梦袁孝顺地听取长辈

在真正的觉醒之后袁积极寻求一种超越自我的生活意

的建议袁但是小男孩米格坚持自己的梦想袁使这个鞋

义袁敢于承担责任袁敢于冒风险和学习创造遥 面对死亡

匠家族的音乐梦继续传承下去袁解除了家庭成员之间

和选择袁叶大鱼海棠曳中的湫和叶寻梦环游记曳的米格在

的误会袁最终找到了本我尧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平衡袁达

精神和人格上都实现了超越遥 在这两部以中西文化为

到人格的完善之境遥 不论是湫还是米格袁他们都实现

各自背景的影片中袁人物的心理动作机制都显示出超

了个体人格的超越袁超越了本我的快乐原则袁达到了

我的同一性遥 湫的人格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袁从本我的

超我的至善原则袁二者都是自我超越的人格象征遥

角度出发袁 湫想要和椿在一起满足本我的快乐欲望袁

满足身体对于生理尧性欲尧饥饿的需求遥 所以为了获得

二尧异质性院灵魂的救赎之路

椿的喜欢袁他全力为椿逆天改命的罪行打掩护袁极力
地帮助椿和鲲避开族人的视线遥 尽管湫全心全意地付

人的灵魂来自一个完美的家园袁那里没有任何污

出袁他也只是换来了椿的一句院野你对我就像哥哥一样

秽和丑陋袁只有纯净和美丽遥 两部影片都构筑了一个

和天神的身份成全了椿和鲲袁此刻死亡对于湫来说是

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大海袁从人类世界通往另一个世

成全袁是来世能够和椿在一起的永生之门遥 湫一路都

界的连接是海天之门遥 在叶大鱼海棠曳影片开始袁就有

在付出袁他倾尽全力地化解椿的艰难处境袁并与椿一

一段独白院野所有活着的人类袁 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

起默默守护着鲲袁最后却守得个爱而不得的结果遥 湫

鱼袁从出生的时候起袁他们从海的彼岸出发袁他们的生

最后没有执着于拥有袁而是将拥有转化为守护袁他用

命就像横越大海袁有时相遇袁有时分开袁死的时候袁他

全部的生命赎回了椿的生命袁 放下了本我的执念袁启

们便到了岸袁各去各的世界遥 冶淤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

好遥 冶 湫在看清自己的处境之后袁他牺牲自己的生命
淤

动自我的平衡保护机制袁达到超我的道德境界袁进行

灵魂居住的空间袁叶大鱼海棠曳中建造了一个连接人类

一条大鱼袁大鱼是人的灵魂袁它在人间经历了生死遭

人格的自我升华 袁 成全了鲲和椿 袁 其对社会的影响远

遇之后 袁肉身化作尘土 袁灵魂就会化作大鱼回归海底

社会化的自我以追求完善和平衡的机制为目标袁

连接亡灵世界和人类世界的是万寿菊花瓣桥遥 人类世

远高于个人的快乐原则袁达到了至善的境界遥

世界遥 叶寻梦环游记曳中灵魂居住的空间是亡灵世界袁

永远存在于个体人格中遥 叶寻梦环游记曳中的墨西哥小

界和灵魂世界是各自独立但又和谐并存的袁在成人礼

到自我的跨越性成长遥 米格从小就有一个音乐梦袁但

人类世界和灵魂世界是相通的遥 叶大鱼海棠曳中海底世

男孩米格和叶大鱼海棠曳中的湫一样袁都经历了从本我

和亡灵节这一天袁 这两个世界会巧妙地连接在一起袁

是音乐是家庭的一道裂痕袁是任何时候尧任何人都不

界的野其他人冶天赋异禀袁掌握着万物自然的变化规

能提起的禁忌之词遥 即使受到家庭的约束和反对袁吉

律袁小孩子在成年那天要去人间游历七日袁以此掌握

他也被外祖母摔成两半袁但米格还是热烈地追求音乐

本族的自然规律遥 他们通过海天之门游到人类世界的

梦想遥 米格的本我以追求音乐达到快乐原则袁家庭所

大海袁并且规定不能和人类有任何接触袁因为那里潜

施加的道德束缚促使他人格中的本我和超我产生矛

藏着无尽危险遥 同样在叶寻梦环游记曳中袁在亡灵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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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袁 亡灵世界的死者会通过万寿菊花瓣桥回到人

的是旭日东升和光芒万丈遥

间遥 但是想要踏上通往人间的桥袁必须要有在人间生
活的人记住死者袁他们才能在亡灵节这一天回到人间

三尧民族文化溯源与民族精神传播

和家人团聚遥 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袁遗忘才是袁如果在
活人的世界没有能记住亡灵世界的人袁那么他的灵魂

野死亡历来是电影袁乃至整个人类文明表达的困

境袁 亲身经历死亡与死亡之旅的表达往往是个悖论袁

就会从亡灵世界消失袁这是终极死亡遥
两部影片在很多场景和取材方面都很相似袁但是
在遵循自然法则上却显露出一些区别袁究其原因是各
国文化背景的差异遥 叶大鱼海棠曳取材于叶山海经曳和

因此具有假定性尧充满想象力的动画可以说是表现死

亡的上乘之选遥 冶[4]死是最高的美学命题袁谈及死亡袁每

一个人都难免一死遥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提及死亡的

叶逍遥游曳等中国古典著作袁倡导野道生一袁一生二袁二

时候都是沉重的袁但墨西哥除外袁他们用一场巨大的

顺应自然本来的运行法则而不作过多的干扰袁如果违

获得者奥克塔维奥窑帕斯说院野对于纽约尧 巴黎或是伦

生三袁三生万物冶[3]遥 它告诫人们要恪守并且遵循野道冶袁

狂欢来纪念死亡遥 墨西哥著名文学家尧诺贝尔文学奖

背自然法则袁就要付出代价袁带来无尽的灾害遥 椿为了

敦人来说袁死亡是他们轻易不会提起的袁因为这个词

让鲲死而复生袁所以她逆天改命袁违背了自然规律袁给

会灼伤他们的嘴唇遥 然而墨西哥人却经常把死亡挂在

族人带来了连续不断的灾祸袁海水倒灌尧夏日飘雪袁全

嘴边袁他们调侃死亡尧与死亡同寝尧庆祝死亡遥 冶[5]中国

村人为了保命开始大迁徙遥 其次袁椿逆天改命的行为
也让湫陷入了困境袁他偷了法器擅自开天袁牺牲了自

人也很少提起死亡袁死亡被看成是一种带有秽念的物

质袁每次触及死亡的命题袁人们总是难以释怀遥 中国人

己的生命袁最终失去了神的身份遥 影片中灵婆的升楼

认为生死无常袁因此袁人们对于生存与死亡的态度是

屋牌匾上写着 野天行有常冶袁 表明自然的发展自有其

安然不张扬遥 在清明节或者是中元节的时候袁生者都

万物生成演化的物质基础袁 也是万物生成的普遍法

野尽管都是表达对去世之人的悼念袁但中国的清

道袁公然与天作对袁逆天而行就会受到惩罚遥 野道冶既是

会以非常严肃沉重的心态来悼念死去的亲人遥

则袁其贯穿于宇宙尧社会和人生的方方面面袁就像影片

明节则更显肃穆与哀伤之情袁娱乐方式也是户外踏青

中的灵婆所说的院野我告诉你什么事情最可悲袁你遇到

这样亲近大自然的活动遥 冶[6]中国在中元节的时候纪念

一个人袁犯了一个错袁你想弥补想还清袁到最后才发现

死亡袁中元节又称为野鬼节冶或者是野七月半冶袁和墨西

你根本无力回天遥 冶虽然椿救回了鲲的性命袁但是她却

哥的亡灵节一样袁在中元节的时候袁人间的生者会隆

始终亏欠了族人尧亲人以及湫遥 而叶寻梦环游记曳则主

重地祭奠已经死去的祖先袁 仪式和规则严谨复杂袁与

张依靠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打破常规袁 敢于冒险袁倡

热烈欢快的墨西哥相比袁中国纪念死亡的氛围和基调

导通过个体的努力来获得成功遥 家族中任何成员都禁

是沉重的遥 人们在家里的祭祀堂前摆满死者喜欢吃的

止谈及音乐袁在广场上袁米格给一位吉他歌手擦鞋袁歌

食物袁包括饭菜尧烟酒等等袁嘴里还要慢慢细数每一个

手看到了米格眼神中对音乐的渴望袁于是就鼓励他参

死去的亲人的名字袁 希望他们能保佑生者平平安安遥

加亡灵节音乐大赛遥 瞒着家里所有的长辈袁小男孩米

在屋里摆放的祭品是给生前在家里生活的亡者的袁中

格到广场上到处借吉他参加音乐节袁他喊出自己的梦

国人还会在屋外也摆上一份袁祭祀那些从家里嫁出去

想之声院野我要抓住我的机会袁死了也要去冶遥

于

就在米

格因为借不到吉他就要错过音乐节时袁广场一座雕刻

或者是在外亡故的孤魂野鬼遥 和祭祀一样袁中国人还

会在中元节那天准备一堆符包袁一并寄送烧给死去的

上的野莫失良机冶醒目地暗示米格切勿就此放弃袁后来

亲人袁 上面明确写有是给哪个逝去的亲人享用的袁还

偶然到了亡灵世界袁那里的亲戚都希望通过祝福将送

要注明一共多少包袁把它们全部捆扎在一起袁在河边

米格回到人类世界袁 前提条件是不允许他再接触音

或者是院子旁边堆砌成为塔状袁层层往上袁留一缺口袁

乐袁但是米格全力地逃脱家庭成员的束缚袁将自己的

让已故的亲人进来收受遥 身体的死亡只是存在形式的

音乐之路果敢地坚持了下去袁最后带来给他以及家庭

变化袁在祭祀的时候将美丽的东西烧给死者袁是中国

沈松钦袁等院死是永生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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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死亡的浪漫遥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的浪漫主义宣

是喜悦的袁死的时候也不必过于悲伤遥 死去的亲人仅

言院野情不知所起袁一往而深袁生亦可以死袁死亦可以

此一天可以回来袁所以人们都会以饱满兴奋的状态迎

生袁生而不可以死袁死而不可复生者袁皆非情之至也冶[7]遥

接他们的回归袁与死亡同欢遥 就如奥克塔维奥窑帕斯认

来的痛苦遥 每一个节日的意义就是让人们从内心深处

是生的补充遥 在生前没有做到的袁令人遗憾的事情袁在

虔诚地思念那些在另一个世界的人袁不让时间抹除脑

死后就尽可能地弥补袁如果生前就很好袁那么死后则

海中仅存的一点印象遥 生亦大也袁死亦大也袁在山涧河

会更好遥 墨西哥人民主张善待死亡袁在亲人的灵魂回

边给死者烧去的大房子尧交通工具等祭祀物品用竹木

家团聚的时候高高兴的袁生者才会在接下来的生活中

编扎框架袁 将多彩精致的图案色彩搭配起来糊在外

平安健康袁家庭才会丰收美满袁这是墨西哥人对死亡

层袁用纸糊出的高楼别墅辉煌敞亮袁如叶寻梦环游记曳

所持有的价值与哲学观念遥

死生无常袁只要彼此牵挂袁就能用思念来打破死亡带

为的袁死亡才显示出生命的最高意义袁是生的反面袁也

当中的亡灵世界一般袁整个建筑色彩浓烈袁结构宏伟袁

基于上述文化背景和民族精神的差异袁中国导演

万家灯火构造出一片明亮繁华的亡界景象遥 在人间给

梁旋和张春在影片人物形象设置方面根植于中国传

死者烧过去的东西越多袁死者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生

统文化袁将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形象生动地呈现了

就越明亮袁火光将生者的怀念带给死者袁将来不及说

出来遥 叶大鱼海棠曳作为一部实实在在的中国式影片袁

的话和未完成的事也一并寄托给死者遥
而墨西哥人民则在亡灵节这一天热烈欢快地纪
念死亡袁叶寻梦环游记曳中人类世界和亡灵世界的连接
之日是亡灵节袁而影片正是以墨西哥亡灵节为背景而
展开寻梦之旅遥 电影对梦想尧亲情尧生死等扣人心弦的

其创意的最初来源是导演梁旋的一场大鱼梦袁其后导

演梁旋和张春把这个梦拍演成为一个 7 分钟的短篇袁
最终电影正式上映后成为中国动画电影的一大进步
之作遥 而叶寻梦环游记曳的拍摄缘起是美国导演李窑昂

克里奇游历墨西哥时看到的宏伟盛大的庆祝死亡的

情感表达袁糅合了细腻动人的情感元素袁令人印象极

场景袁 他对墨西哥这种纪念死亡的场景感到十分震

其深刻遥 其中浓厚的墨西哥文化部分非常出彩袁观众

撼遥 因为在美国袁死亡也是不可轻易提及的话题袁它会

将这部影片称为文化与动画完美结合的标杆袁导演将

灼伤他们的嘴唇袁死亡意味着结束遥 于是导演李窑昂克

大量浓厚的墨西哥文化元素切入动画故事当中袁大街

里奇以墨西哥亡灵节为文化背景袁同时挟糅自身独有

上飘摇的剪纸尧墨西哥无毛犬都是墨西哥文化的特色

的文化风格袁宣扬家庭的价值观和个人的努力袁所以

表达遥 影片核心铺排的是墨西哥亡灵节袁万寿菊花瓣尧

叶寻梦环游记曳在美国式合家欢的外壳之下袁深深地浸

骷髅面具尧骷髅零食尧光怪陆离的亡灵世界都给人无

透着墨西哥对于家庭观和死亡观的精神实质袁是墨西

限的温暖遥 野墨西哥人独一无二的死亡崇拜文化是墨

哥传统和美国文化相融合的产物遥 虽然两个民族纪念

西哥古阿兹特克人留给世人宝贵的文化财富遥 冶[8]亡灵

死亡的方式有差异袁但是两部影片所呈现的生命与死

节是墨西哥最盛大的节日袁每当这个时候袁在从墓地

亡的哲学思考是一致的袁两者都深刻地书写死是永生

到家里的路途上撒上金亮的万寿菊花瓣袁作为指引亡

之门的精神实质遥

者回来吃饭的花路遥 在墨西哥袁万寿菊象征着太阳的
光芒袁被人们称为野亡灵之花冶袁亡灵世界的死者在这

四尧结语

一天踏着花路回到人间与亲人相聚遥 同时袁热情狂欢
的墨西哥人会在他们的祭坛上摆上亡者生前爱吃的

黑格尔说院野每种艺术品都有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

各种菜肴袁以及祭祀用的蜡烛尧骷髅状的零食水果等

族遥 冶[9]世界上的每种文化都有自身独特庆祝或是悼念的

等遥 墨西哥的亡灵节是一场全民性的巨大狂欢袁街道

方式袁这都是每个民族或者是每个国家最迷人的魅力遥野民

广场热闹非凡袁一队长达 1.5km 的巡游队伍在城中央

族的艺术是世界艺术的组成部分袁但民族艺术也要表

伤的节日袁而是一个充满色彩的节日袁人生来的时候

认同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的艺术遥 冶[10]电影

游历长达 3 小时袁对于墨西哥人来说袁这不是一个悲

达人类共通的情感袁为整个人类所共同欣赏尧接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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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面对全世界观众的袁属于全龄化的动画袁因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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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is the Gate of Eternal Life

要Death
要要
theme writing in the movies 野Big Fish and Begonia冶 and 野CoCo冶
SHEN Songqin1袁 LIU Kewen2
(1. School of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2.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院The

movie "Big Fish and Begonia", as a major improvement of domestic animation, has a connection with the

American Pisco animation film " CoCo" by different routes. Both are dressed in the cloak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riting death is
the door to eternal life. Life is true. Both films put existence and death out of life, emphasized individual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and death salvation, allowing viewers to deeply ponder the complex and eternal philosophical issue of existence and death. In

these two films wi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their respective backgrounds, the characters爷 mental action mechanisms all
show the identity of the superego, showing the pursuit of personality and spiritual creation of the superego, and both Migue and

Qiu have surpassed the happiness of the selfand reached the state of superego perfection. However, the two films have similar
expressions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The reason is the difference in national culture and aesthetic psychology, because each

social form has its own cultural mechanism, which is precisely the connection and distinction between cultures so that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and art can be deeply rooted.

Key words院"Big

Fish and Begonia"; "CoCo"; theme of death; n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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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域下中华格律诗词复兴路径探析
要要
要基于历史尧现实尧传习尧吟诵视角
彭

飞

渊南昌职业大学 人文学院袁 江西 南昌 330500冤

摘

要院基于历史视角探讨了格律诗词在唐尧宋尧元尧明尧清诸朝立国 70 年前后不断发展繁荣的历史规律袁结合现

实梳理了目前中华格律诗词的传承发展遥 鉴古知今袁预见了中华格律诗词在建国百年前后的伟大复兴遥 并从传习视角与
吟诵视角探析了促进中华格律诗词伟大复兴的路径院统一诗词格律标准尧恢复格律诗词在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应有地位尧
推出名家名作尧构建格律诗词对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呼应能力尧将格律诗词创作纳入学术考核范围尧大力推广诗词吟诵活
动尧培养中华传统文化大家遥

关键词院格律诗词曰历史规律曰现代传习曰复兴路径曰诗词吟诵
中图分类号院I22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57-0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尧也是
当代的袁既是民族的尧也是世界的遥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一 尧历史视角院 格律诗词在朝兴 70 年前后

不断发展繁荣的历史规律

义核心价值观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源
泉遥 冶格律诗词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的

格律诗是在南朝齐沈约 尧谢朓 尧 周颙 野 永明体 冶 的

基础上袁经梁尧陈尧隋发展袁于唐沈佺期尧宋之问时完成

最美乐章袁以其特有的诗行尧韵律特点及吟诵特色袁反

了五言律诗体式的定型袁中宗景龙年间完成了七言律

映了中国诗歌的美学风范袁流传千年而不衰遥 本文基

诗体式的定型遥 词于初盛唐即已在民间和部分文人中

于历史视角袁 在探析了唐宋元明清立国 70 周年前后
诗歌繁荣发展这一历史规律的基础上袁透视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目前格律诗词复兴的已具基础与现实障碍袁
并提出了复兴格律诗词袁 弘扬大学诗教的可行性路
径袁以期为中华格律诗词借助诗词吟诵更好地传承发
展提供借鉴遥

开始创作袁中唐词体基本建立袁晚唐以后袁文人化程度
加强袁艺术趋于成熟袁并在后世取得了较大发展遥

[1]

渊一冤唐兴 70 年前后诗歌的繁荣渐入佳境

格律诗于唐代最终定型遥 大唐于公元 618 年建

国袁唐兴 70 年前后渊688 年冤袁初唐四杰渊王勃尧杨炯尧卢

照邻尧骆宾王冤在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后已逐步退
出了诗歌舞台渊王勃卒于 676 年袁骆宾王卒于 684 年袁
卢照邻卒于 689 年袁杨炯最晚袁卒于 693 年冤遥 杜审言
渊40 岁左右冤尧沈佺期尧宋之问渊均 30 岁左右冤进行了大

收稿日期院2021-04-13
基金项目院2019 年江西省教改重点课题渊JXJG-19-86-1冤遥
作者简介院彭飞渊1982-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中国
古代文学尧诗学研究遥

量的诗歌创作袁主导了遵守粘对声律规则的五言律诗
的定型袁并作为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声律法则应用于

五绝尧五排袁七绝尧七律等遥 张九龄尧李邕已 10 岁袁张若
虚 28 岁袁贺知章尧陈子昂 29 岁袁诗坛名家辈出袁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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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创作高潮期袁 形成了初唐诗歌的繁盛局面袁为
盛唐诗歌的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遥 此后二三十年袁王
之涣尧孟浩然尧李颀尧王维尧李白尧崔颢尧储光羲尧萧颖士
纷纷临世袁盛唐诗歌蔚为大观的局面初具模型遥
渊二冤宋兴 70 年前后诗词的繁盛象显龙虎

了纠正袁诗歌创作也日渐繁荣遥
渊五冤清立 70 年前后诗词的复兴蔚为大观

清朝 1644 年建国袁虽大兴文字狱袁但遗民诗人尧

野虞山诗派冶野梅村体冶野阳羡词派冶 引领了清初诗词的

勃兴遥 随着曹贞吉渊1634-1698冤尧顾贞观渊1637-1714冤

宋朝公元 960 年建国袁至公元 1030 年前后袁晚唐

及野岭南三大家冶屈大均渊1630-1696冤尧陈恭尹渊1631-

退出诗坛曰杨亿卒于 1020 年袁刘筠卒于 1030 年袁钱惟

前后袁诗坛已经蔚为大观袁以朱彝尊渊1629-1709冤尧查

体诗人寇准渊卒于 1023 年冤尧林逋渊卒于 1028 年冤相继

1700冤尧梁佩兰渊1629-1705冤的离世袁在清朝立国 70 年

演卒于 1034 年袁西昆体的创作也已经落潮遥 此时范仲

慎行渊1650-1727冤为代表的野浙西词派冶弘扬醇正高雅

28 岁袁作品日渐增多袁境界日臻成熟遥 此时欧阳修 23

1711冤所开创的野神韵诗派冶以其野含蓄深蕴尧清幽淡

安石 9 岁袁此后二三十年袁苏轼尧晏几道尧苏辙尧黄庭

人冶之旨的赵执信渊1662-1744冤也进入了创作高潮期袁

坚尧秦观相继降临袁宋代诗词文的全面勃兴也渐成龙

他关注现实袁自写性情袁揭露社会黑暗袁和神韵诗冲和

虎之势遥

淡远异趣曰倡导野格调说冶的沈德潜渊1673-1769冤创作

淹 41 岁袁张先 40 岁袁晏殊 39 岁袁宋祁 32 岁袁梅尧臣

的盛世之音袁播扬上下袁绵亘康乾曰由王士禛渊1634-

岁袁苏舜钦 22 岁袁苏洵 21 岁袁曾巩尧司马光 11 岁袁王

远冶的特点受到诗界的追捧袁风靡天下曰推崇野诗中有

渊三冤元兴 70 年前后诗词曲的发展进入高潮

正炽袁浙派中期盟主厉鹗渊1692-1752冤22 岁袁郑板桥

义军推翻袁共 98 年袁国祚相对较短遥 元朝采用民族压

诗冶的袁枚渊1716-1797冤也即将临世袁清代诗歌在建国

元朝 1271 年建国至 1368 年被朱元璋领导的起

迫政策袁文人地位较低袁有野九儒十丐冶之说袁元曲是其
最重要的文学样式袁作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词则相对

渊1693-1765冤21 岁袁已崭露头角曰崇尚野性情以外本无
70 年前后呈现出蓬勃发展尧后劲十足的可喜局面遥
渊六冤中华格律诗词发展的历史规律归纳

处于低谷袁然而元诗作家作品数量相当丰富袁仅清人

纵观中华格律诗词发展历史袁在唐宋元明清各朝

顾嗣立编的叶元诗选曳及席世臣尧顾果庭续编的叶元诗

立国初期袁诗道均不昌遥 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后袁包

选院癸集曳便收录元代诗人 2600 余人袁诗作三万余首遥

括诗词在内的文化方逐渐昌隆遥 唐朝尧宋朝建国 70 年

渊1271-1323冤尧范梈渊1272-1330冤已经谢世袁但最优秀

的全面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曰 元朝国祚相对较短袁在

进行着诗歌创作曰元末诗坛上具有写实倾向的作家王

年前后诗歌创作相对较弱袁 但也孕育着可喜的新变曰

元兴 70 年 渊1341 年冤 前后 野元诗四大家冶 中杨载

的诗人虞集渊1272-1348冤及揭傒斯渊1274-1344冤仍在
冕渊1300-1359冤尧最具艺术个性的诗人暨野铁崖体冶的
创立者杨维桢 渊1296-1370冤尧 少数民族诗人萨都剌

渊1272-1355冤 也在元朝建立 70 年前后进入了创作高
潮期遥

渊四冤明兴 70 年前后诗词的传承初具规模

朱明王朝 1368 年建国后袁 加强了对文人士大夫

的政治钳制袁诗歌创作处于低潮袁小说尧戏曲等叙事文
学占主流地位袁1438 年前后诗歌创作是野台阁体冶的天

前后诗歌均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袁为以后三十年诗歌

立国 70 年前后诗词曲均处于繁荣阶段曰 明朝建国 70

清朝立国 70 周年前后袁 诗词创作则已经进入了繁盛
期袁且后劲十足遥 鉴古知今袁依据此历史规律袁中华人

民共和国已经建国 72 年袁 格律诗词会逐步迈入发展
快车道袁并将在建国 100 周年前后实现中华格律诗词
的伟大复兴遥

二尧现实视角院中华格律诗词发展的成绩与
障碍

下遥 当时的馆阁名臣杨士奇渊1365-1444冤尧杨荣渊13711440冤尧杨溥渊1375-1446冤创作了诸多风格平正典丽的

野颂圣德袁歌太平冶之作遥 此种情况在后来的野茶陵派冶
野前后七子冶野唐宋派冶野竟陵派冶 的诗歌的创作中得到

渊一冤中华格律诗词发展的可喜成绩
近百年来袁 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华格律诗词袁
虽然受到自由体新诗的冲击和野文化大革命冶的破坏袁

彭

飞院多维视域下中华格律诗词复兴路径探析

窑 59 窑

屡遭厄运袁但仍然薪火相传袁生生不息袁在坚守中有所

与革新派的持久争议袁 造成了诗词格律标准的不统

发展遥 目前格律诗词日益展现出了勃勃生机袁并展现

一遥 部分守旧派作者在诗词领域有较大影响力袁但往

出了可喜的发展和新变袁在新世纪的传统文化热潮中

往思想保守袁对用新中国语言体系创作的格律诗词不

日渐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遥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

屑一顾遥 而革新派在理论上存有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

方面院一是诗词团体的遍地开花遥 1981 年兰州诗词学

空间袁在创作上亦缺乏一呼百应的能力袁由此造成的

会成立袁1984 年中国韵文学会成立袁1987 年中华诗词

诗词格律标准的不统一袁使格律诗词研习者的莫衷一

学会成立袁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亲临大会祝

是遥 二是格律诗词在文坛整体处于边缘地位遥 主导当

贺遥 此后各地纷纷成立诗词学会袁并加入中华诗词学

今中国文坛的文学样式为小说等叙事体文学袁在诗歌

会体系遥 2010 年中华诗教学会成立袁2011 年中华诗词

层面则为自由体新诗遥 中华格律诗词野妾身未分明冶袁

研究院成立袁2016 年上海格律诗词社成立遥 除学会团

未被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体系袁在文坛整体处于边

体外袁高校社团尧民间社团尧海外诗词社团亦大量涌

缘地位袁缺乏切实有效的入史对策遥 三是当代格律诗

现遥 二是诗词创作日渐繁盛遥 新世纪以来袁格律诗词爱

词创作缺乏亮点遥 野若无新变袁不能代雄冶遥 毋庸讳言袁

好者尧诗词写作者尧诗词吟诵者大量涌现遥 全国各类诗

格律诗词发展一千余年袁想翻新出奇的确很难遥 由于

词组织已达 2000 余个袁会员有 100 多万人袁诗词爱好

唐宋两朝达到了诗词的高峰袁格律诗词自宋代之后即

者 300 多万人袁每天创作的诗词相当于全唐诗尧全宋

面临着因循多于开创袁新变乏力的困局袁但无妨元明

词的总和袁其中不乏比较好的作品遥 学会诗群尧自由结

清各朝杨维桢尧唐寅尧纳兰性德等才大力雄的诗词名

社诗群尧高校诗群尧网络诗群成为旧体诗词创作的几

家辈出袁各领风骚遥 而当代格律诗词创作的现状是因

类重要群体遥 [2]与此相关的诗词活动广泛开展袁各类诗

循多于开创袁缺乏名家名作袁新变乏力遥 四是格律诗词

词研讨会尧采风笔会尧中华诗词进校园活动尧诗词朗诵

创作未被纳入学术考量范围遥 大学是文化传承的重要

吟唱会尧征诗评奖赛事不断进行袁如近期举办的中国

阵地遥 建国后由于中华传统的格律诗词在文坛处于边

白帝城国际诗词大赛尧全国高校中华通韵诗词创作大

缘地位袁 格律诗词写作长期被排斥在教育内容之外袁

赛等遥 诗词发表渠道亦较为畅通袁相关刊物有叶扬子江

再加之科研评价体制的不完善袁格律诗词创作未被纳

诗刊曳叶诗刊曳叶心潮诗词曳叶中华诗词曳叶诗词月刊曳等

入学术考量范围袁诗词创作与教学无关袁亦与科研成

600 余种[3]袁再加上各类报刊尧网络刊物的版面及诗词

果统计无关袁能够教授并愿意教授格律诗词写作的高

选本袁当代格律诗词作品具备了足够的发表空间遥 三

校教师凤毛麟角遥 在学术研究方面袁由于中国古代文

是诗词传媒的飞速拓展遥 随着网络科技的飞速发展袁

人注重诗歌创作实践袁理论研究相对滞后袁今人则矫

格律诗词在新世纪的传统文化热潮中的传播途径日

枉过正袁片面注重诗歌理论研究袁忽视了诗歌创作实

渐拓宽遥 格律诗词借助影视尧头条尧微博尧QQ尧微信尧抖

践遥 许多中文系学生甚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不通格

音尧快手等网络传媒日渐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关注遥 尤

律诗词袁仅能纸上谈兵地进行诗歌鉴赏袁浮光掠影地

其是经过央视六季 叶中华诗词大会曳尧 河北卫视八季

学习相关诗歌理论袁 这也是造成诗道不昌的重要原

叶中华好诗词曳的有力助推袁格律诗词在背诵尧吟唱尧传

因遥

承和创作等方面初步呈现繁荣发展的景象遥 通过诸多
网络传媒袁格律诗词作品已更快捷方便地呈现到众多
读者面前遥

三尧传习视角院促进中华格律诗词伟大复兴
的路径

渊二冤阻碍中华格律诗词发展的现实障碍
毋庸讳言袁我国格律诗词的发展仍然存在着现实

面对桎梏我国格律诗词发展的一系列现实障碍袁

障碍袁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院一是诗词格律标准

延续中华诗词文脉袁推进格律诗词事业的发展需要用

的不统一遥 在中国诗坛袁格律诗词面临着自由体新诗

创造性的思维尧破旧立新的勇气与切实可行的方略进

的外部竞争袁在格律诗词创作领域袁亦存在着守旧派

行应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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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颁行并推广叶中华通韵曳

的诗歌创作为新中国格律诗词创作进行了率先垂范遥

韵书的变更有其历史必然性遥 南朝韵书有叶四声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大力倡导传统文化袁 而且身体力

切韵曳叶四声谱曳等袁隋朝有叶切韵曳袁唐代的孙愐在叶切

行袁其叶七律窑军民鱼水情曳和叶念奴娇窑追思焦裕禄曳两

韵曳和叶王韵曳的基础上袁撰写了叶唐韵曳袁宋朝叶广韵曳是

首作品袁一诗一词袁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袁使格律

官韵袁金代有野平水韵冶袁元代有叶中原音韵曳袁明代把平

诗词界倍受鼓舞和鞭策遥 针对当代格律诗词创作缺乏

水韵定为官韵袁清代有叶佩文韵府曳和叶词林正韵曳袁中

亮点这一现状袁促进格律诗词在新时期的复兴需要大

华民国于 1941 年颁行了叶中华新韵曳遥 2020 年 4 月中

力推出诸多当代格律诗词名家名作袁以作出垂范遥 可

试行的语言文字规范叶中华通韵曳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诗词作家为主袁如毛泽东尧陈毅尧聂绀弩尧叶嘉莹尧霍松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

当前学界对现当代格律诗词的研究仍以 20 世纪前期

发行遥 其以 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曳叶汉语拼音方案曳

林等遥 对蔡世平等新时期作家作品的弘扬明显不够遥

叶通用规范汉字表曳 等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

故发掘与塑造新时期格律诗词名家应成为弘扬当代

为依据袁以野知古倡今尧双轨并行冶为原则袁以诗词创作

格律诗词的重要任务袁有了更多的名家袁有了更多脍

实践为依据袁依据汉语拼音韵母表划分韵部袁具有较

炙人口的名作袁格律诗词的传播才会更有影响力和说

强的实用性与简便操作性袁为诗人词家提供了更为宽

服力遥 同时袁在新时期如何破旧立新袁用多元复杂的艺

广的用韵空间袁可以引导更多的各界人士尤其是年轻

术手段袁 构建格律诗词对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呼应能

人加入到诗词创作中来遥 同时也应看到袁叶中华通韵曳

力袁推进格律诗词的现代化袁亦值得当代格律诗词研

统一思想尧凝聚共识并最终为广大格律诗词研习者所

习者深度思考遥

[4]

接受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袁需坚持新不废旧尧求同存

渊四冤将格律诗词创作纳入学术考量范围

异袁保证野最大公约数冶袁以实现格律诗词创作标准由

学术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对学术发展取向具有重

旧向新的过渡遥

要的指引意义遥 鉴于格律诗词创作未被纳入学术考量

渊二冤格律诗词回归文学史体系

的种种弊端袁故亟需将格律诗词创作按照相应比例纳

针对格律诗词处于文学边缘地位的这一尴尬现

入学术考量范围袁并在唐宋文学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加

状袁需要站在中国文化史尧中国诗歌史的高度分析现

入格律诗词创作方面的内容遥 在大学中袁学生是流动

状袁探索自叶诗经曳以来诗歌的发展规律袁从浩如烟海

的袁教师则相对固定遥 诗人教师具有丰富而深远的文

的当代诗词作品中淘出精品袁对现当代诗词状况进行

化表征意义尧具体而细微的教育指导作用遥 进入新世

客观地尧全面地尧综合地比较研究袁围绕现当代格律诗

纪后袁以提高诗词文化修养袁培养人的诗性思维能力

词入史问题展开学术研讨袁研究对策方法遥 进而将格

和诗意生存品格袁培养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审美

律诗词回归文学史体系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做出应

情趣为目标的大学诗教渐昌遥 通过增设大学诗词写作

有的贡献遥 党和国家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古

课袁编写相应教材袁创办诗词刊物袁指导学生诗社袁举

典诗词给予了足够重视袁中华诗词被列为国家重点扶

办诗词创作或吟诵比赛袁 举办短期诗词培训学校袁高

持文学艺术品类的第一位遥 中华格律诗词入史尚需搜

校人文教育出现了格律诗词复兴的新气象袁为提升诗

集整理民国至今一百年左右的诗词史料袁并对现当代

词教育水平尧深入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尧弘扬中华

旧体诗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袁进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遥

[5]

无法涵盖大量现当代格律诗词优秀作家作品的现状

值得一提的是袁唐宋诗词的繁荣与当时诗赋取士

予以矫正袁以达成共识袁恢复格律诗词在中国现当代

的政策导向有着极大的正相关遥 在 2018 年山东大学

文坛的应有地位遥

儒学高等研究院唐宋文学博士生入学考试中袁首次在

渊三冤大力推出诸多当代格律诗词名家名作

专业课考试中加入了格律诗词写作方面的内容院以

历代文学的繁盛均离不开领导者的重视与垂范遥

野春日即事冶为题自作律诗一首遥 开创了新中国以诗赋

毛泽东尧朱德尧陈毅尧郭沫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取士的先河袁对当代中国格律诗词的复兴具有重要的

彭

飞院多维视域下中华格律诗词复兴路径探析

先导意义袁值得弘扬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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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吟诵有助于扩大诗词的应用范围袁使中华诗
词焕发崭新的生命力

四尧吟诵视角院诗词吟诵为中华诗词的腾飞
插上翅膀

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产生尧发展尧繁荣袁无不基于
其现实应用性的土壤遥 野泠泠七弦上袁静听松风寒袁古

调虽自爱袁今人多不弹冶遥 一种文体如果丧失了其应用
严格说来袁诗词吟诵教学属于传习视角袁属于促

价值袁便会无可避免地陷入衰竭遥 格律诗词在中国古

进中华格律诗词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之一遥 之所以单

代之所以长盛不衰袁是因为其肩负了抒情言志尧酬唱

列成章袁是因为吟诵教学在中华诗词伟大复兴的进程

应和尧咏物叙事尧展现才华等多方面的实用功能遥 毋庸

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院中华诗词的复兴定会带动

讳言袁中华格律诗词的尴尬现状是其实用功能不断萎

吟诵的复兴袁 吟诵的复兴也定会促进中华诗词的复

缩的现实写照遥 而古树着新花袁结合朗诵尧音乐尧舞蹈

兴袁二者相互促进袁相得益彰遥

的立体展现诗词之美的吟诵方式契合了当代社会的

渊一冤吟诵有助于立体展现诗词之美袁回归野诗尧
乐尧舞冶一体的本源

审美需求遥 再加之诗词吟诵野平长仄短尧平低仄高尧入
段韵长冶的规律明了易学尧简单实用袁韵律优美袁耳目

气之动物袁物之感人袁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遥 诗歌

一新袁能够有效应用于宴会尧送别尧酬唱尧赠答尧才艺展

的本源是野诗尧乐尧舞冶一体的袁故叶诗经曳有野诵诗三百尧

示等多种场合袁有效扩大了诗词的应用范围袁使中华

弦诗三百尧舞诗三百冶之说遥 诗词吟诵能够还原诗词固

诗词焕发了崭新的生命力袁 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接受袁

有的音乐美袁达到野熟读唐诗三百首袁不会作诗也会

为中华诗词的全面复兴插上腾飞的翅膀遥

吟冶的良好效果遥 同时诗词吟诵往往运用现代媒体手
段袁结合朗诵尧音乐尧舞蹈等形式袁便于传习者从文字尧

五尧多维透视院中华格律诗词弘扬路径总结

语言尧旋律尧动作等方面立体尧深入地体会其韵味袁完
整尧充分地展现诗词之美遥 回归了野诗尧乐尧舞冶一体的
本源遥
渊二冤吟诵教学有助于打破高校学科壁垒袁培养中
华传统文化大家
当今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专业化尧精细化遥 与
此相对应的高校学科划分亦越来越精细遥 此种现状对
理工科有其合理性遥 但不利于系统尧全面地传承中华
传统文化尧培养传统文化大家遥 中国古代士人注重礼

中华格律诗词发展自有其历史规律遥 从历史与现
实视角观察袁唐尧宋尧元尧明尧清各朝在立国初期袁诗道
均不昌遥 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后袁包括诗词在内的
文化逐渐昌隆遥 唐朝尧宋朝建国 70 年前后诗歌均有了
较大程度的发展袁为后二十年诗歌的全面繁荣打下了
坚实基础曰元朝尧明朝建国 70 年前后诗歌创作相对较
弱袁但也孕育着诗歌发展的可喜新变曰清朝立国 70 周
年前后袁诗词创作则已经进入了繁盛期曰目前我国格

乐射御书数袁往往琴棋诗书画样样精通袁全面发展其

律诗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袁诗词复兴已具备了初步的

文学尧书法尧音乐尧绘画水平袁并融会贯通袁各种技艺暗

基础遥 鉴古知今袁可以预见我国建国 100 周年前后将

中助力袁相互促进袁使之成为传统文化大家遥 而当下由
于高校学科壁垒袁文学尧书法尧音乐尧绘画尧舞蹈各专业

会迎来中华格律诗词的伟大复兴遥

毋庸讳言袁我国格律诗词的发展仍然存在着现实

往往野鸡犬之声相闻袁老死不相往来冶遥 而吟诵教学作

障碍遥 契合时代发展袁破除相关桎梏袁是中国格律诗词

为一种心尧眼尧口尧耳并用的教学形式袁融汇文学尧音

复兴的关键所在遥 从传习视角来说袁促进中华格律诗

乐尧舞蹈尧书法尧绘画等各专业袁有助于打破高校学科

词伟大复兴的路径院统一诗词格律标准尧恢复格律诗

壁垒袁为高校各专业融合发展袁培养传统文化大家提

词在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应有地位尧 推出名家名作尧构

供了可行性路径遥

建格律诗词对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呼应能力尧将格律诗
词创作纳入学术考核范围尧 大力推广诗词吟诵活动尧
培养中华传统文化大家遥 从吟诵视角来说袁吟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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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诗词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
义袁可以为中华诗词的全面复兴插上腾飞的翅膀遥 吟
诵有助于立体展现诗词之美袁回归野诗尧乐尧舞冶一体的

和国建国 100 周年时中华格律诗词佳作迭现袁吟诵名

家辈出袁达到堪比唐宋的诗尧词尧曲的全面繁盛奠定坚
实的基础遥

本源曰有助于扩大诗词的应用范围袁使中华诗词焕发
崭新的生命力曰 吟诵教学有助于打破高校学科壁垒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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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诗词的全面复兴插上腾飞的翅膀遥 为中华人民共

琳冤

Research on the Rejuvenation Path of Chinese Metrical Poem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Reality, Transmission and Recitation
PENG Fei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Nancha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5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law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metrical poetry in the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70 years. Combining

reality, it comb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trical poetry. Reflecting the past and knowing the present, it
foresees the great revival of Chinese metrical poetr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mission and recitation, it explored the path

to promote the great revival of Chinese metrical poetry: unifying the metrical standard of poetry, restoring the proper position of
metrical poetry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launching famous masterpieces, and constructing metrical
poetry to echo moder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ociety ability. The creation of metrical poetry is expected to be included into
the scope of academic assessment, so as to vigorously promote poetry recitation activities, and cultivate master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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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特色文化墙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李建建
渊武夷学院 艺术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城市不仅是人们居住的地方袁也是人们的精神领土遥 城市景观是城市发展和提升品质的重要方法和手

段遥 身处于城市当中袁我们能够看见各种各样的色彩丰富的文化墙遥 它作为城市最浅显尧最简单的包装袁在城市景观建设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遥 它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袁也是唤醒城市文化记忆的一种特殊手段遥 通过对国内城市文化墙
的现状分析袁提出建设城市特色文化墙需考虑的问题袁目的在于利用文化墙讲好中国故事袁阐释城市特色景观遥

关键词院文化墙曰城市景观曰城市特色曰文化形象
中图分类号院J59,TU984.19,TU986.1

文献标识码院A

景袁存之于物袁反应于心遥 构成城市景观的元素存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63-05

一尧文化墙的内涵及作用

在于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遥 文化墙参与到现代城市
景观塑造袁它依附于建筑之上袁活灵活现地传递着这

文化墙最早起源于西方的涂鸦艺术[3]遥 它是跟随

个城市历史文化与特色品质遥 城市因为文化墙的出现

宗教的出现而不断发展袁最开始是在墙壁上绘制各种

而更加丰富多彩袁文化也因为文化墙而有了更好的传

各样的宗教图形以及宗教图案袁用来装饰教堂等标志

承和发展 遥 每一个色彩丰富的墙面都为城市添加了
[1]

文化色彩袁而且传递的属于这个城市独特的魅力和精

性建筑和场所遥 文化墙在中国的出现袁最早可追溯到
原始社会的洞穴岩壁上利用石器的纪实性刻画袁到后

神遥 城市的文化墙是新时代视觉信号的空间使用方

来发展形成具有艺术形式的彩色壁画袁 如敦煌壁画袁

式袁一方面营造了城市共同体的含义袁另一方面提升

再到我国上世纪中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绘制在墙壁上

了城市生活群体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遥 城市文化墙是

的野大字报冶袁文化墙一直在承担着传播主流思想袁演

一种文化的特殊形式袁能够有效利用城市空间来展示

绎文化思想的职能[4]遥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袁

城市的文化和精神[2]遥 文章分析了城市文化墙的现有

文化也在不断被创新和继承遥 文化墙在城市中逐渐出

问题袁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袁旨在为凸显

现并渐渐增多遥 近年来文化墙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工作

城市独特个性袁宣扬城市文化形象提供一些参考和建

中的一个重要任务袁它与城市景观美化有效地结合起

议遥

来遥 它分散在城市的各个小道袁沉浸于城市的各个居
民民俗生活中遥

渊一冤塑造城市形象的作用
收稿日期院2020-10-19
基金项目院2020 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社科类一
般项目渊JAS20385冤曰2019 年福建省社科规划西
部扶持项目渊FJ2019X001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建建渊1986-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环境
艺术设计研究遥

城市的景观因文化墙更加丰富多彩袁让人在潜移
默化中受到文化气氛的熏陶遥 文化墙既是塑造城市景
观的新力量袁也是代表城市形象的新名片遥 这些丰富

多彩的文化墙在当地城市建设活动中得到了赞赏与
鼓励遥 在街头的小巷中袁每一个文化墙的内容都是不
同的风格袁也是独具特色的遥 它能够灵活地去传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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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的文化与文明袁并结合着城市的特点和特色进

责遥

行建设袁让城市的文化野活冶了起来遥 文化墙是展示城

渊二冤创新精神的缺乏

市的一个途径袁也是凸显城市个性化特色袁宣传城市

创新不仅应该体现在表现形式上的创新袁还应体

品牌的新颖化产物遥 文化墙成为了营建人文结构和居

现在内容尧题材等方面遥 在内容上袁应传承城市文化并

民的精神家园袁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文明的传

融合时代特色曰在表现形式上袁要善于尝试和应用多

承遥

种技法尧材料袁打破单一的思维定式袁摒弃保守呆板尧
渊二冤美化城市的作用

剽窃抄袭遥 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袁提升城市

文化墙既有美化城市的意义和作用袁同样能够提

文化艺术气息遥

升城市居民的审美能力和审美素养[5]遥 它摒弃那些没

渊三冤市场经济的干预

有规则的尧没有秩序的涂鸦以及粗糙的文字袁通过绘

城市文化墙常常因为市场经济的过分干预造成

制特别的图画和书写精细的文字袁让城市中的这些文

内容题材单一尧创新意识匮乏袁常常出现一些粗制滥

化墙各具特色尧各具特点袁让城市中的景观告别了以

造袁甚至雷同的作品遥 一方面是由于当地政府和施工

往的杂乱无章换来了现在的整洁有序袁让城市既能够

方过多关心经济利益和资金问题袁限制了创作者的思

保留它原本的文化气息袁 也能够融合新颖的艺术要

维方式和表现手法袁一些富有创新性和时代感的作品

素曰让城市凸显出自身艺术的独特美丽和感觉袁为城

被忽视遥 另一方面袁创作者过分追求艺术效果和形式

市增添活力与色彩袁成为传播城市文化的新途径遥 但

语言袁缺少对文化内涵的表达袁此类作品也是当今文

是通过对国内城市部分文化墙的调查分析袁发现文化

化墙面临的一种缺陷遥

墙建设在满足基本信息传播功能的同时袁缺乏与周边

渊四冤文化墙数量少袁分布散

环境的融合袁造成与街道景观不相适宜的现象比比皆

在城市中文化墙的分布数量比较少袁 且分布散遥

是遥 因此下面将重点探讨如何将文化墙建设与城市景

这种现象造成很多居民不容易发现袁且发现了也会无

观相互联系袁创造有特征尧有个性的城市景观文化墙遥

法仔细的尧 细致的去观察和领悟其中的内涵与文化遥
文化墙是一种宣扬城市文化与文明的手段方式袁这是

二尧城市文化墙现有问题分析

一个长期需要坚持的过程遥 但是城市管理者并没有意
识到文化墙的意义和作用袁只是为了完成表面的工作

文化墙形式一般都是统一的袁但因风格各有不同

而进行少数量的绘制和规划袁也没有让引导居民去深

分布情况也是不同的遥 我们可以发现在城市中的文化

入的分析和思考文化墙的本质和内涵袁这也就失去了

墙构建活动都被纳入了城市建设活动当中遥 文化墙各

文化墙绘制的意义和价值遥

有各的特点和特色袁是城市相关管理部门以及生活居

渊五冤缺少专业人员管理和维护

民向其他地区的朋友展示自己生活地区文明和文化

首先袁 城市当中的文化墙可能面临着被雨冲刷尧

的名片遥

被风吹刮的灾害遥 这些来自自然环境的侵蚀让文化墙

渊一冤文化内涵的缺失

的质量和艺术效果会大大地减小袁当人们看到这些破

在我国一些城市文化墙建设中袁由于缺乏对城市

旧以及内容一直没有变化的文化墙袁 也会感到厌烦袁

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建筑文化的整体规划意识 袁缺乏对

感觉城市失去活力遥 其次袁文化墙周围的野草绿地景

传统民族文化的思考认识袁缺乏对城市原有历史文化

观没有进行及时地铲除遥 城市中很多文化墙都有被故

形象的价值认识袁 而仅仅偏重与商业利益和功利目

意破坏的情况袁而且一些商贩还会在墙上张贴一些广

的袁使许多历史名城失去了原有独特历史文化与宝贵

告袁还有因为城市的开拓性建筑一些被拆除的袁但是

个性遥 城市文化墙的相似度越来越高袁与周围环境不

还没有休整的文化墙一直存在袁而且很多管理人员并

协调袁既没有考虑环境因素袁也未考虑自身艺术因素袁

没有坚守自己的工作职位袁也没有对那些破坏文化墙

不仅降低城市的文化品质袁更无法承担文化传播的职

的居民采取有效的措施遥 最后袁广大市民应该自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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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到文化墙的保护和督察中来袁让城市中的文化墙凸

管理部门以及工作人员需要学会使用可再利用的废

显它的价值和魅力遥

品来创新制成环保的文化墙遥 而且在设计过程中要依
照城市建筑中所具有的特征和特点来进行规划和设

三尧如何通过文化墙来塑造城市景观

计袁让城市的文化更加具有灵活性和趣味性遥 全新形
式的文化墙进行丰富多彩的设计会增添文化墙的趣

渊一冤依据传播内容和传播对象的不同袁挑选适宜

味性袁也会吸引城市居民的目光遥

位置建设文化墙
城市的文化墙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祈祷宣传和普
及作用袁因此地点的选择工作非常重要遥 在人口繁茂
比较密集的地区袁城市文化墙要更加丰富 袁 设计题材

更加新颖遥 而且文化墙展示内容不应局限于城市以往
的文明以及取得的细小成就中袁而是要找寻更多与当
下有着紧密联系的政治新闻尧经济文化活动等各种方
面的新闻要点遥 城市居民能够在文化墙展示的内容中

了解国家时事袁居民参与国家大事构建了积极活跃的
社会氛围和文化环境遥 老汉口最繁华的商业地段中山
大道和江汉路交汇处袁每天车水马龙袁人流如织袁一道
野汉味冶十足的文化墙悄然亮相在这里袁墙上画有龙王
庙袁 老协和医院等十幅充分体现武汉风情的老建筑袁

色调明亮袁古色古香袁每幅彩绘的边沿还辅以武汉市
的市花要要
要梅花作为点缀袁颇有些汉味情调袁不时有

行人驻足观看遥 如今在武汉的街头巷尾袁这种用艺术
美化的景观越来越多袁发现美创造美袁出门的市民可
谓是野人在美途冶遥 渊如组图 1冤

组图 2 城市楼体文化墙渊来源网络冤

Fig.2 Urban building cultural wall (Source院network)

渊三冤依据周边环境建设文化墙袁丰富城市空间
城市文化墙在进行塑造和构建的过程中袁要想符
合城市景观的协调性袁 让文化墙和城市更好地融合袁
就必须要依托周边的环境进行建设袁要依照周边文化
环境的特点来进行规划和设计袁既能够丰富城市的空
间袁也能够丰富城市文化遥 和周边环境进行融合与协
调袁更能够让文化墙凸显城市的特色和优势袁宣传城

组图 1 武汉城市墙渊来源网络冤

Fig.1 Wuhan city wall (Source院network)

市的文化内涵遥 西安地铁南段每个车站都是通过人文
景观墙和中间的天花造型个性区域来区别和识别每

渊二冤依据建筑物特点创造趣味性的文化墙

个车站袁例如将野凤栖原冶的人文景观墙命名为野凤

这是一组国外的城市楼体文化墙袁如组图 2袁设计

舞冶袁凤舞采用舞动的凤凰构成袁体现凤凰的华美色彩

师别出心裁的利用墙体特点袁巧妙地将墙面与图像联

和优美舞态袁画面和谐美丽遥 因该地段靠近秦岭袁所以

系在一起袁绘制出颇具趣味性的文化墙袁吸引不少行

属于绿色主题袁通过长安八景来表现古都的美渊如图

人驻足欣赏袁丰富了公共环境的视觉效果遥 文化墙已

3冤曰航天城站则是用飞天尧星系等元素来表现从古至

经不是单一的在墙面上进行绘制和绘画了袁当前出现
了更加新颖的尧更加绿色环保的文化墙遥 城市的相关

今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渊如图 4冤曰三爻站则将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金尧木尧水尧火尧土融入太极造型(如图 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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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求遥
渊五冤依据主题文化内容分模块展现袁促进文化墙
内容多样化
文化墙主要面向当地居民以及外来游客袁其建设
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城
图 3 秦岭八景渊来源网络冤

Fig.3 Eight sceneries of Qinling Mountains (Source院Network)

市建设的现状袁同时也是对保护生态环境和增加旅游
竞争力的一种有效手段遥 所以在进行文化墙的绘制过
程中袁 需要结合不同的宣传主题来进行内容的选择袁
在内容选择过程中尽量多样化袁使文化墙既能对相应
主题进行全面展现袁又可以凸显出地方文化特色和时
代发展特征遥 例如芜湖市首座以铁画为载体袁以科教
文化为主题内容的文化墙遥 展示野芜湖科技文化冶野芜

图 4 宇宙探索渊来源网络冤

Fig.4 Space exploration (Source院Network)

湖文化名人冶野芜湖民俗风情冶等多个主题袁野周瑜点将
台冶野烟雨墩冶野芜湖益新面粉公司大楼冶等历史悠久的
景点都将跃然于文化墙上遥 通过结合当地的科技尧文
化尧历史尧名人尧景点等在不同的文化墙上进行分区尧
分模块展示袁以写实尧夸张尧变形等多种艺术手法袁对
当地文化特色和风俗习惯进行呈现袁这样的文化墙建

图 5 太极图形渊来源网络冤

Fig.5 Tai Chi graphics (Source院Network)

渊四冤立足城市文化底蕴建设文化墙袁突出城市空
间的个性和文化价值

设袁既能够使内容展现的更加多样袁同时提升居民的
赞同力度和接受程度遥
渊六冤建设方法多样化袁丰富文化墙的表现形式
城市文化墙建设过程中袁主要的手法就是手绘的
方式袁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可以将展板悬挂尧书法渊不

文化墙是整个城市的底蕴袁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

仅仅限于使用毛笔和书写汉字袁还可以有硬笔尧电脑

特的区域个性和不同特点袁这是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

仪器尧喷枪烙具尧雕刻刀尧雕刻机尧日常用具等冤尧喷绘

的各个城市不同文化的表现形式袁同时也是在发展和

贴面和浮雕渊包括玻璃钢浮雕尧GRC 浮雕尧砂岩浮雕尧

建设文化墙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城市要素和城市名

石材浮雕尧锻铜浮雕冤尧自然陈列尧流动宣传等方式纳

片袁要依照当地城市的文化特色以及文化发展情况来

入到文化墙建设中遥 如果文化墙所宣传的内容属于定

进行构建和设计遥 文化墙应立足于城市的文化底蕴袁

期更换袁那么就可以通过手绘和书法渊毛笔尧硬笔冤尧展

显示其存在意义和代表价值遥 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不

板悬挂尧自然陈列的方式来进行曰如果不用定期更换袁

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袁它凝结着当地人民开创幸福生活

可采用喷绘贴面尧浮雕或者书法渊雕刻机尧雕刻刀尧喷

的艰辛与快乐袁记载着他们多年来形成的风俗尧习惯

枪烙具尧电脑仪器尧日常工具等冤的方式对文化墙上的

和文化遥 未来的城市空间环境不应该丢掉他们袁而是

内容进行宣传和普及曰为了想降低投入成本袁可将流

要把他们保留下来袁 便于后人能够更多地了解他们遥

动宣传方式作为文化墙的主要建设方式袁而且也能够

例如以表现当地历史的抽象画作为墙面装饰袁突出了

达到文化宣传的目的遥

城市街道空间的文化特征袁唤醒人们对城市的尘封记

渊七冤运用科技手段增加文化墙的时代色彩

忆袁体现城市的个性遥 通过立足于城市的文化积淀来

借助科技手段呈现文化墙袁实现文化宣传功能与

设计文化墙能够更加凸显城市的独特个性和魅力袁也

体现时代色彩完美融合遥 例如湖北利用科技感十足的

能够让城市文化墙的设计更加合理尧更加符合时代的

LED 屏再现武当道教文化尧汉阳归元寺尧武昌宝通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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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代表的名山古寺文化袁让游客在轻松的环境中丰

代特色遥

富知识袁开阔视野遥 还可以在文化墙上制作二维码袁让
游客通过手机扫描袁观看相关视频袁了解神秘的漆器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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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ultural Wall with Urban Characteristics
LI Jian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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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 city is not only a place where people live, but also a spiritual territory for people. Urban landscape is an

important method and means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In the city, we can see all kinds of colorful cultural
walls. As the most simple and simple packaging in the city, it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landscape. It is a

special method to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urban culture and to awaken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c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omestic urban cultural wall,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issue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rban cultural wall. The purpose is to use the cultural wall to tell the Chinese story and explain the city's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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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wall; urban landscape; urban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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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本挖掘的影评数据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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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袁各大电影平台如豆瓣电影蕴含海量在线评论文本信息袁挖掘并分析评论的

观点以及隐藏的情感具有重要商业价值遥 以影院在线评论为研究对象袁通过爬虫渊Python冤获取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评论数
据袁运用语义网络图尧LDA 模型等方法分析其中蕴含的情感信息遥 结果表明院大多数观众对电影持力荐态度袁整体评论积
极且正面曰观众对于影片中叶白昼流星曳叶前夜曳叶夺冠曳叶回归曳这四个单元短片有着更多的关注袁导演尧短片单元部分与主
体联系较为密切曰LDA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袁观众对部分单元评价存在争议遥 因此袁制片方要重视影评数据情感倾向与电
影传播之间的关系遥 最后袁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遥

关键词院文本挖掘曰情感分析曰LDA 模型曰语义网络
中图分类号院X24曰F301

文献标示码院A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不断发展袁公众逐步开始通
过网络发表书评尧影评尧酒店住宿体验或商品使用体
验袁网络成为人们沟通互动尧表达现实情绪的重要渠
道遥 通常而言袁用户发表在互联网上的评论具有简短
性尧精确性尧时效性等特点袁这些评论往往蕴含丰富的
情感信息和潜在商业价值遥 然而当前互联网信息量呈
指数级趋势增长袁决策者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取有价值
的信息袁如何从海量互联网评论文本中挖掘蕴含的情
感信息成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遥
情感分析最早由 Picard [1] 教授在 专 著叶Affective

收稿日期院2020-09-01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JT180584冤袁
福建省财政资助科研项目渊2019CZ09冤袁福建江
夏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渊JXS2020007冤袁生态与资
源统计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渊PTJH1701102冤遥

作者简介院旷开金渊1988-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数据
挖掘尧资源环境统计研究遥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68-07
Computing曳中提出袁是对文本表达的积极情绪尧消极情

绪以及不确定的判断袁已在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遥 如
Liu 等人[2]提出混合神经网络模型袁表明经过训练的混

合神经网络可以自动对句子进行分类袁文本分类准确
率达到 94.2%遥 Ghanem 等人[3]从情感的角度比较了虚
假新闻和真实新闻的语言袁表明情感在欺骗读者方面

起着关键作用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LSTM 神经网络模

型以检测虚假新闻遥 随着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袁情感
分析已在商业领域尧网络舆情尧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特
征等领域获得越来越广泛应用遥 如有学者基于记忆图
卷积神经网络渊MGCNN冤尧情感词典对商品评论进行
情感分析[4-6]袁也有学者在网络舆情用户情感分析[7]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误导信息受众情感分析[8]等领域取得
了较好的应用遥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袁近年来电影文本
研究成为热点袁而影评作为观众情绪的反映袁一定程
度上代表观众对电影的认可度袁影评成为观众选择影
片的重要依据遥 冯莎[9]基于情感词典方法对电影叶乘风
破浪曳评论数据进行打分以及词云分析袁结果表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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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情绪判断效果较好遥 王妍[10]等基于叶流浪地球曳微博
评论数据袁 运用词向量与支持向量机组合的方式袁统
计分析电影热议话题点以及观众对这些话题点的情
感倾向袁结果表明观众关于叶流浪地球曳的讨论多数集
中于野题材冶和野演技遥 2019 年 9 月 30 日袁主旋律电影
叶我和我的祖国曳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公映袁在
国内外华人中引起了热烈的爱国反响遥 关于电影叶我
和我的祖国曳分析报道主要限于主题分析[11]袁主旋律电

影传播[12-13]袁以及话语表达研究[14]袁但这类研究忽略观
众背后的情绪特征袁未能挖掘电影评论情感分析背后
的情报价值遥 为此袁利用 Python 爬取叶我和我的祖国曳

评论数据袁 通过 R 语言以及 ROSTCM 等分析工具对

评论数据进行处理及分类袁对文本数据进行词云图以
及语义网络图分析袁 构建 LDA 模型对评论数据做进
一步主题分析袁 以期通过分析了解观众的特征偏好袁

为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入了解市场特点及电影制作提
供建议遥

一尧评论数据分析方法
渊一冤词云图分析
词云图渊word cloud chart冤是通过使每个字的大小

与其出现频率成正比袁 显示不同单词在给定文本中的

出现频率袁 然后将所有的字词排在一起袁 形成云状图
案袁可以任何格式排列院水平线尧垂直列或其他形状[15]遥
R 中 的 wordcloud 包 提 供 了 绘 制 词 云 图 的 函 数 院

wordcloud 渊冤尧comparison.cloud 渊冤 和 commonality.cloud

渊冤遥 电影评论可基于 R 语言中文分词工具袁根据评论
文本的出现次数袁从而形成野词云图冶遥

图 1 语义网络结构图

Fig.1 The diagram of semantic network structure

渊三冤LDA 模型分析

潜在狄利克雷分配 渊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袁

LDA冤袁作为基于贝叶斯学习的话题模型袁是潜在语义
分析袁概率潜在语义分析的扩展袁在文本数据挖掘尧图

像处理尧生物信息处理等领域被广泛使用遥 LDA 模型
本质是一种概率图模型袁它将每篇文档的主题以概率

分布的形式给出袁从而通过分析文档主题分布袁根据
主题分布进行主题聚类或文本分类[17]遥 LDA 的文本生
成算法为[18]院

给定单词集合 W袁文本集合 D袁话题集合 Z袁狄利

克雷分布的超参数 琢 和 茁遥
渊1冤对于话题 z k (k =1,2,噎,K)院生成多项分布参数

渍k~Dir渊茁冤袁作为话题的单词分布 p渊w讦z k冤曰

渊2冤对于文本 wm(m=1,2,噎,m)院生成多项分布参

数袁渍m~Dir渊琢冤作为文本的话题分布曰

渊3冤对于文本 wm 的单词 wmn(m=1,2,噎,M;n=1,2,噎,

Nm)院渊a冤生成话题 z mn~Mult渊兹m冤袁作为单词对应的话题曰
渊b冤生成单词 wmn~Mult渊渍zmn冤遥

LDA 文本生成过程中袁假定话题个数 K 给定 袁狄

利克雷分布的超参数 琢 和 茁 通常也事先给定遥 在没有
其他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袁可以假定向量 琢 和 茁 的所有
分量均为 1遥 LDA 作为概率图模型可用图 2 表示袁图

渊二冤语义网络图分析

中结点表示随机向量 袁 实心结点是观测变量 袁 空心结

语义网络由大量常识概念汇成袁可通过构建语义

复袁数字表示重复次数遥

网络袁识别评价对象与评论观点之间的关系袁挖掘出

点是隐变量曰有向边表示概率依存关系曰矩形表示重

有价值的信息[6]遥 语义网络是一种带有标记的有向图袁

它由节点和弧线或链线组成袁 节点用于表示实体尧概
念和情况等袁弧线用于表示节点间的关系[16]遥 语义网

络结构可用图 1 表示袁 其中 A 和 B 各代表一个节点袁
R 表示 A 和 B 之间的某种语义联系遥

图 2 LDA 模型结构示意图[18]

Fig.2 The diagram of LDA mode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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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电影评论数据获取

三尧电影评论数据预处理

以叶我和我的祖国曳电影评论数据为主要研究对

由于大多数评论偏口语化袁 不能真实反映主题袁

象袁数据来源于猫眼网渊www.maoyan.com冤以及豆瓣网

原始数据分析结果与真实情况存在偏差[17]遥 由表 1 与

(www. douban. com) 电影信息网站 袁 由于这两大网站
评论经常被用户参考袁且进行评论打分的用户在互联

表 2 可知袁爬取到的评论数据有许多语气词以及停顿
词袁例如野吧冶野啊冶野哈冶等袁另外标点符号也不利于分

网中占据较大比例袁因此猫眼网以及豆瓣网数据具有

析评论数据袁易使关键词受到影响遥 因此袁第一步通过

一定代表意义遥利用 Python 中 requests 库以及 lxml 库

ROSTCM 文本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语气词以及停顿

据主要分为性别 尧 评分以及最为主要的电影评论内

和我的祖国曳评论数据去重处理袁获得有价值数据曰第

容遥 由于目前豆瓣网开启了全面限制爬虫袁因此在对

据库遥

对猫眼网以及豆瓣网进行数据爬取袁从猫眼网爬取数
容袁从豆瓣网爬取的数据主要为评分以及电影评论内
Xpath 进行分析后依然只能爬取 514 条评论袁 在猫眼

网共爬取 1515 条评论袁 一共评论数据共计 2029 条袁
部分数据见表 1 与表 2遥

表 1 豆瓣网评论数据渊部分冤

推荐
很差
推荐
推荐
较差

推荐

词过滤曰由于评论数据会出现重复现象袁第二步对叶我
三步对去重后的评论数据分词袁并将分词结果导入数

四尧基于文本挖掘的文本情感分析研究
渊一冤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评论数据基本分析
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评论数据基本信息见图 3袁由图

Tab.1The comment data of Douban.com(partial)

3 可知袁猫眼网所爬取 1515 条评论中袁男性评论人数

女排那一段喜欢袁有叶请回答 1988曳的感觉袁希望中国
也能出这么一部电视剧遥

人袁占总体比例的 29%袁未知性别占总体比例的 44%袁

昊然弟弟的打扮把我笑的啊浴 几个故事都很不错袁昊
然弟弟那个故事有点单薄
国庆去电影院看的 有几个故事感动满满 但也有莫
名其妙的 说的就是白昼流星 最后一个飞行员的我
也不太喜欢 但总的来说 挺值的

为 415 人袁占总体比例的 27%袁女性评论人数为 435
已知男女性别比例较为接近遥

男袁27%
未知袁44%

以小见大袁最喜欢黄渤和葛优的故事
如果用 55 元的票价做标尺袁根本不及格袁七个故事袁
也就 2-3 个还能言之有物遥 这种片子干脆就像学习
强国那样袁微信上免费强推吧袁国庆七天袁一天一个遥
多少人的一生只为出场这一秒袁静待这一刻遥 我爱我
的祖国袁 管虎绝对贡献出了一个压箱底的 120 分钟
长片剧本袁剧作扎实袁视听工整袁刚浴

表 2 猫眼网评论数据渊部分冤
Tab.2 The comment data of Maoyan.com (partial)
10

2

8
10
8
8
7
0

1
2
0
2
1
0

虽然没生在那个时代却被那个时代的精
神而深深的吸引了袁有好多地方看的时候
非常感动
真不错袁民心大振浴
好看袁不错袁加油中国浴
爱国题材 故事不错
真好看袁爱国心瞬间起来
主旋律电影 中规中矩遥
我爱中国哈哈哈哈哈

女袁29%

图 3 评论数据分性别饼图

Fig.3 The comment data of gender pie chart

根据豆瓣网以及猫眼网的 2029 条评论数据绘制

评分信息图袁见图 4遥 由图 4 可知袁评分为很差的人数
18 人袁占总体比例的 0.89%曰评分为较差的人数为 30

人袁占总体比例的 1.48%曰评分为还行的人数 183 人袁
占总体比例的 9.02%曰 评分为推荐的人数 446 人袁占
总体比例的 21.98%曰 评分为力荐的人数 1352 人袁占
总体比例的 66.63%袁 其中推荐与力荐的人数占总体

比例的 88.61%袁大部分观众对电影叶我和我的祖国曳
满意度较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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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冶等在评论中出现次数较其他单元多袁反映观众对
叶白昼流星曳叶前夜曳叶夺冠曳叶回归曳 四个单元短片反映
的故事更关注遥

图4

电影评分条形图

Fig.4 The bar graph of movie rating

图5

渊二冤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评论数据词云图分析
将预处理后的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评论数据保存为
CSV 格式袁利用 R 语言 wordcloud2 包实现文本词云图
分析袁通过词云图关键词可反映观众关注焦点遥由图 5

可知袁电影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评论数据中关于电影观感

电影评论词云图

Fig.5 The cloud illustration of movie review word

渊三冤叶我和我的祖国曳情感倾向性分析

通过对评论文本抽取情感词袁并使用情感词典对
评论数据进行情感倾向评分袁部分结果见表 3遥通过正

最主要的词为野好看野喜欢冶野感动冶野不错冶等积极的

负情感值对叶我和我的祖国曳电影评论进行统计袁对每

词袁但同样存在少数野无聊冶野后悔冶野尴尬冶等负面词

条文本进行情感倾向性分析袁将情感倾向评分按分类

语遥 表明从观感上看袁叶我和我的祖国曳依然是受大众

设定为-1 为消极袁0 为中性袁1 为积极袁 并进行统计袁

所推崇的电影袁从剧情上看袁野流星冶野前夜冶野夺冠冶野回

从而对情感分析做出判断遥

表 3 情感得分值和评论文本渊部分冤
Tab.3 The sentiment score and comment text (partial)

83

张一白的那一部分不喜欢袁可能因为原子弹机密比较多不好拍吧袁可惜了两个好演员袁陈凯歌的次之袁题材蛮
好的但是有点没头没尾袁其他的都很喜欢浴

-1

395

其他的简直就是拍的尴尬的要命袁最差就是张一白和陈凯歌执导袁张一白连几十分钟故事都讲不好袁陈凯歌就
更厉害袁几十分钟剧情完全拍的光怪陆离袁两个熊孩子看到飞船降落就改邪归正袁部队迎接航天英雄袁后面的
老李吐血倒下袁没有一个人去理会或者送老李去医院看病钥

-1

737

与其说是献礼的命题作文袁不如看成一场难得的野华山论剑冶袁七位导演各展绝技讲述国家发展历程中小人物
的故事袁很接地气袁由于擅长的领域和创作风格不同袁最后呈现出的效果也不尽相同袁但这种以小见大的思路
是对的遥

0

1157

剧情温馨袁感人袁从细微之处体现每个小人物和祖国之间的联系袁很不错

1

1573

7 部分集袁7 位导演袁7 个故事袁7 种心情遥

0

1846

叶相遇曳体现了一群为祖国强大奉献自己一生的无名英雄们的故事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任素汐一镜到底的
那么多台词浴

1

1967

第一次准时下班赶着去看遥 真的很好遥 在电影院哭遥 感谢为祖国奋斗的你们袁谢谢遥 我能在豆瓣有闲情逸致吐
槽都是因为有这么好的环境袁是您们给我的遥 感恩遥 开国大典的音乐一起就开始哭袁看到高远憔悴的样子真的
很难过遥 护旗手真的帅气袁直接帅哭遥 葛大爷真的很好笑袁但是为了看栏杆的小朋友也很感人袁感谢城市的建设
者遥 白昼流星也可以袁李叔真的很好遥

1

窑 72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2022 年第 5 期

根据分析结果袁电影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评论中绝大
部分表达好感或态度袁 整体表现积极且正面的评论袁
分析结果见表 4袁 由表示 4 可知 51.40%表现积极情
感袁负面情感仅占 11.43%遥

表 4 基于情感词典的情感分析结果
Tab.4 The sentiment analysis results based on
sentiment dictionary

评论数/条
评分占比/%

1043

51.40

754

37.17

232

11.43

2029

100.00

渊四冤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语义网络图构建
词语网络分析可探究现实关系网背后的关系网

图 6 评论数据语义网络图

Fig.6 The diagram of comment data semantic network

渊五冤叶我和我的祖国曳LDA 模型分析

文章 LDA 模型通过 jieba 库进行分词袁利用中文

络袁使用 ROSTCM 文本分析软件构建并绘制语义网络

的自然语言处理库 snownlp 进行情感分析袁 建立词典

系较为紧凑袁较为紧凑的语义网络图又呈现出相对分

祖国曳评价主题见表 5 及表 6袁将训练结果分为正面主

图袁结果见图 6遥由图 6 可知袁整体来看袁语义网络图关

散的特点遥 语义网络图分析可知袁野白昼冶野夺冠冶野故
事冶野北京冶处于网络图的中心位置袁通常被称为语义
网络中的 野桥冶袁 全网信息通过这四个评论对象所连

对文本数据进行训练袁最后输出主题遥 电影叶我和我的
题以及负面主题遥 根据表 5 提取的三个正面潜在主题
特征词袁主题 1 中高频词袁即好看尧祖国尧喜欢尧导演尧

陈凯歌等袁主要反映了叶我和我的祖国曳受到观众喜

通袁起到评论对象与评论观点之间连接的作用袁体现

欢袁都觉得好看袁对祖国有着强烈的情感袁以及对导演

出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评论对象及观点之间紧密关系遥 处

的关注遥 主题 2 中反映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觉得好尧电影

于边缘地带关键词袁如野感动冶野香港冶等袁这些节点处
于边缘袁 与其他关键词联系较少袁野张一白冶野陈凯歌冶
野牧野冶袁作为叶我和我的祖国曳电影单元导演袁与其他
评论对象并无较强的联系袁 形成小型网状结构形态遥

这种相对集中袁相对分散的网络结构表明观众对叶我
和我的祖国曳具有核心关注点遥 语义网络不仅能表现
出评论对象之间联系强度袁而且能体现评论对象与评
论观点之间的关系遥 由图 6 可知袁影片单元内容与各

故事感动的情感倾向遥 主题 3 反映叶我和我的祖国曳好
看以及感动袁表达出祖国强大自豪感等遥 根据表 6 提

取的三个负面潜在主题特征词袁主题 1 反映了叶我和
我的祖国曳中叶白昼流星曳故事的不喜欢袁主题 2 反映

了部分观众觉得叶我和我的祖国曳野有点冶野一般般冶野难
看冶等倾向袁主题 3 反映了叶我和我的祖国曳中部分故
事野无聊冶等情感倾向遥

位导演之间存在较强关系袁反映对于短片形式的多导

表 5 叶我和我的祖国曳正面评价潜在主题

演模式影片相较于其他影片更易受到关注和对比遥 如

Tab.5 The positively evaluated potential themes of
"My People, My Country"

评论对象之间野电影冶野祖国冶野主旋律冶之间存在联系袁
表明电影通过单元形式袁 以祖国大历史事件为节点袁
从细处着手弘扬爱国主旋律曰评论对象野故事冶野电影冶

好看

好

好看

与评论观点野好看冶以及野感动冶之间具有较强的关系袁

祖国

祖国

感人

分析探讨评论对象与评价观点之间的关系袁对制片方

喜欢

故事

强大

导演

感动

喜欢

陈凯歌

电影

祖国

分析观众情感倾向具有积极指导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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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负面评价潜在主题

材电影袁大部分从宏观角度出发袁而电影叶我和我的祖

Tab.6 The potential themes of negative reviews of

国曳从细处入手袁强调讲述把野小我冶融入野大我冶袁赋予

"My People, My Country"

了故事真实感和观众代入感遥 影评数据情感倾向与电
影传播效果密切关联袁分析表明影片故事中袁对于叶白

不

好看

不

昼流星曳单元观众认为故事不贴合实际袁因此制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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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尧结论与建议

重真实性曰另外网络语义分析表现故事野葛大爷要地
气冶的关系袁因此电影应充分挖掘演员特点和角色特
点袁精准匹配角色袁从小处细微处入手袁展现人物特
征袁反映故事表达的内涵遥 受限于反爬虫限制袁笔者收
集到的影评数据有限袁下一步研究将进一步融合多平

渊一冤结论

台影评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袁 提高情感分类准确率袁

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袁准确地从评论文本

更全面反映影评折射的情感倾向遥

中识别并提取用户情感倾向袁对观众尧制片方尧影院运
营等多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遥 电影叶我和我的祖
国曳 演绎了 7 组普通人与祖国大事件息息相关的经

历袁 文章基于影评数据挖掘影评表达的情感信息袁得
出以下结论院渊1冤 基于 wordcloud2 包对评论数据进行

词频分析袁 表明观众对于 叶白昼流星曳叶前夜曳叶夺冠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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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Analysis of Film Review Data Based on Text Mining
要要
要A case study of "MY PEOPLE, MY COUNTRY"
KUANG Kaijin1,2袁 LIAO Hailin1袁 PEI Wenqing3

(1. School of Finance,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曰

2. Key Laboratory of Fujian Universities for Ecology and Resource Statistics, Fuzhou, Fujian 350002曰
3.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院With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major movie platforms such as Douban Movies contain a large

amount of online review text information, and mining and analyzing the opinions of reviews and hidden emotions have important
commercial value. The study takes the cinema online review article as research object, obtains the review data of "MY PEOPLE,
MY COUNTRY" through the crawler, and analyzes the emotional information using methods such as semantic network diagram and

LDA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majority of the audience held a strong recommendation attitude and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was positive; 2) The audienc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four short films of The Guiding Star, The Eve, The

Champion and Going Home. The director and the short film uni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in part; 3)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LDA model show that the audience has disputes over the evaluation of some units. Therefore,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otional tendency of film review data and film communication,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Key words:

text mining; sentiment analysis; LDA model; the semantic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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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客家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策略探析
罗芳萍
渊龙岩学院 传播与设计学院袁 福建 龙岩 364012冤

摘

要院闽西客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具有独特的传播价值遥 在全球一体化和新媒体的传播环境

下袁闽西客家文化的传播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遥 为有力地贯彻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文化建设要求袁更好地提升闽西
客家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力袁分析其传播现状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利用新媒体构建地方文化传播体系的策略和方法遥

关键词院闽西客家文化曰新媒体曰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院G206.2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75-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野加强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袁讲好中

达地区遥 对于闽西客家文化的传播的方式比较有限袁
多集中于使用传统媒体遥

国故事袁展现真实尧立体尧全面的中国袁提高国家文化

渊一冤传统媒体传播力有限

软实力冶遥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之一的闽西客

电影较为人所熟知的主要有袁以闽西客家土楼为

家文化袁受过去传统媒介的传播特性及闽西偏居一隅

影片发生场景的叶大鱼海棠曳和取景地为闽西土楼永

的地理位置制约袁其文化的影响力比较有限遥

定的叶一步之遥曳遥 电视剧作品主要有以闽西客家人的

随着新媒体时代数字化传播方式的到来袁传播渠

群像写真为主要内容的叶客家红曳和以漂洋过海的客

道的增多及受众覆盖面的扩大袁闽西客家文化对外传

家人如何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的叶下南洋曳遥 这些作品

播突破瓶颈期袁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遥 通过新媒体传

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闽西客家文化遥 近些年袁利用其

播博大精深的客家文化袁传承其精髓袁发扬其精神品

他传统媒体传播袁较有影响力的还有袁中华人民共和

格袁激发海内外客家人寻根访祖尧爱国爱乡的热情等袁

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尧爱乐女乐团的音乐总监和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遥 亦有利于提升闽西客家文化软

创办人之一的郑小瑛女士指挥的交响乐作品叶土楼回

实力袁促进国内外客家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遥

响曳曰在国家大剧院尧台湾等海内外献演多次的袁永定
土楼客家艺术团编演的袁原生态土楼歌舞剧叶土楼神

一尧闽西客家文化传播的现状

韵曳等作品遥 这些歌舞剧尧音乐作品通过电视让客家文
化得到较广泛传播遥 报纸则主要是叶闽西日报曳对闽西

闽西地处山区袁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不如沿海及发

客家文化有相关报道袁但没有固定专栏遥 杂志唯一一
家袁是龙岩市以传播弘扬客家文化为宗旨的综合性正

收稿日期院2020-02-25
基金项目院福 建 省 教 育 厅 中 青 年 教 师 教 育 科 研 项 目
渊JAS170483冤遥

作者简介院罗芳萍渊1981-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广
告理论与实务研究遥

式期刊叶环球客家曳遥 另有海峡卫视叶客家人曳栏目袁每
周三晚 22:03 播出袁 介绍闽西客家的人文山水和风土
民情遥

这些作品因传统媒体传播受众范围有限袁且无法
为受众提供个性化的野窄播冶野点播冶袁互动性尧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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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弱袁造成了传播效果的弱化遥 学者何华湘指出野传统

比如闽西客家文化古迹中袁最具有代表性的永定

的传播方式很难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发展袁必须寻

客家土楼袁 是圆形大型夯土民居建筑袁2008 年 7 月被

找新的传播渠道与传播方式冶遥

[1]

正式列入叶世界遗产名录曳袁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袁土楼

渊二冤新媒体渠道有待拓展

已经成为客家文化的一张名片遥 其构造特色鲜明袁极

新媒体一般来说是与传统的电视尧广播尧报纸相

富美感袁在中国古民居建筑中一枝独秀袁但在长江以

对的袁在信息的采集尧制作尧分发等各个环节全方位运

北的地域知名度并不高袁也鲜有慕名前来观赏的遥 如

用数字技术袁通过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向受众提供信

果通过 AR尧VR 技术袁让更多的人通过虚拟情境袁多角

息服务的新兴媒体遥 闽西利用新媒体传播客家文化的

度抢先领略闽西客家文化古迹的历史风貌袁能激发其

渠道屈指可数遥 其中野客家风情网冶袁是介绍客家风情

到实地观赏的意愿遥 利用新媒体传播将闽西客家文化

及客家人文化研究的网站遥 还有野闽西新闻网冶有专门

古迹让更多的受众知晓了解袁提高受众对于信息传播

设立海峡客家频道袁宣传客家资讯尧客家文化和客家

的兴趣袁并强化产品记忆遥

旅游袁 内容较丰富详尽袁 该网在闽西有较高知名度遥

渊二冤充分利用短视频传播

叶环球客家曳期刊上线了在线阅读遥 但期刊在线阅读无

闽西客家民俗文化活动袁场面宏大尧热闹非常袁例

法实现图文音视频并茂袁 而门户网站使用比较被动袁

如连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野游大龙冶袁被誉为野天下第

受众一般不会上门户网站主动搜索闽西客家文化遥 因

一龙冶遥2012 年袁野姑田游大龙冶还成功打破最长游行花

而两者对于传播客家文化助推力度不大遥

车吉尼斯世界记录遥 其壮观尧热烈的场面袁能让受众体
验最原生态的客家传统习俗袁体现了闽西客家文化的

二尧闽西客家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策略

精髓要要
要热情尧好客遥 但有时即便身处当下袁也难以把
握全貌遥 通过利用抖音尧火山尧西瓜等短视频传播袁能

闽西是福建省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袁但是其在全

够把活动现场的盛况袁突破时空的限制袁立体尧全方

国的知名度不高遥 新媒体传播使闽西客家文化传播更

位尧多角度地呈现遥 对客家民俗文化有兴趣的受众在

具时代特性袁传播方式更接地气袁符合受众心理袁又遵

网络上集结袁可一边观看一边交流袁甚至分享传播袁上

循了受众的接触习惯袁打破了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上

传原创视频等袁成为自创内容 UGC 的发布者遥 作为展

受地域限制的劣势 袁 突破了时空和受众群体的局限

现民俗风情的短视频作品袁能够以它独有的影响力和

性袁带来的从内容生产方式到传播语境的变化袁为闽

吸引力袁成为自带传播属性的野病源体冶袁充分调动目

西客家文化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遥

标消费者参与传播的热情袁迅速形成野病毒式冶传播袁

渊一冤搭建虚拟环境袁体验尧展示闽西客家文化古迹

让传播覆盖面实现几何倍数的增长袁感染受众袁建立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派恩等人把野体验经济冶看

起闽西客家文化独特的品牌体验遥 为闽西客家民俗文

作一种经济的新形态袁因为野一方面技术的高速发展袁

化活动造势袁吸引更多的爱好者前来观看遥

增加了如此多的体验曰另一方面袁因为竞争越来越激

渊三冤打造数字娱乐袁使闽西客家文化趋向流行

烈袁驱使商家们不断追求独特卖点遥 但是最有力的原

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单向度传播袁新媒体使信息具

因在于经济价值的本身袁以及它趋向进步的本性要要
要

有双向交互的特点遥 尤其是游戏遥 通过游戏能够使特

技术袁可以使消费者亲身体验产品尧服务和品牌遥 搭建

力袁美国心理学家杰罗姆窑凯根曾经指出袁人类有 4 种

从产品到商品再到服务冶[2]遥 新媒体通过运用各种先进

定内容对一部分细分用户产生黏性遥 针对游戏心理动

虚拟环境袁让顾客身临其境般感受商品或服务袁感官

基本动机袁其中指出的野解决不确定性的动机冶可以概

性极强袁产生巨大的吸引力遥 例如袁利用 AR 增强现实

括为野好奇心冶袁野征服和把握局势的动机冶可以概括为

的展示袁让无法到达实地观看的人袁沉浸于模拟的真

这野一欲三心冶就是人们的游戏心理动力遥

技术尧VR 虚拟现实技术袁通过立体化尧动态化尧全景化
实情境中袁带给他们身临其境的体验遥

野好胜心冶袁野寻求感觉的动机冶可以概括为野体验心冶遥
[3]

基于此理

论袁人人都有游戏的心理动力袁因此传播者可开发一

罗芳萍院闽西客家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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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如学习客家方言的小程序游戏袁将客家方言的推广

时间长了容易让人感到枯燥无味袁烦不胜烦袁从而造

与游戏的功能尧道具尧情境尧场景相结合遥 让想学习客

成传播效益的递减遥

家方言的受众袁带着强烈的兴趣袁在双向沟通中学习

新媒体传播的内容虽然能够融入丰富的信息袁但

客家方言袁传承客家文化遥 甚至可以使客家文化成为

如何提升内容设计的创意能力袁 仍是亟待解决的问

一种流行文化遥

题遥 如在传播闽西客家文化时袁将该项民俗的产生发

渊四冤强曝光度袁提升闽西客家文化吸引力

展背景袁或其他地方类似的民俗活动与其做相应对比

利用富媒体广告形式袁结合音频尧视频尧动画尧交

介绍的内容袁制作成相关视频链接袁供受众进一步了

互尧三维展示等元素展示闽西客家文化袁制作闽西客

解曰现场直播民俗活动的同时袁开放有奖竞猜袁奖品是

家文化的微电影广告袁使广告更具表现力遥 同时通过

当地的旅游景区门票或文创纪念品曰将闽西客家文化

大数据分析了解用户的需求袁 精确获得用户需求信

相关的元素或文创产品有机植入受欢迎的栏目或节

息袁在特定场景下袁让宣传闽西客家文化的视频广告

目中袁通过创意内容的传播袁更有效地吸引受众遥 在新

片的投放实现有价值的需求智能匹配袁保证信息准确

媒体传播时代袁不能仅仅满足于单纯的线上互动和传

输送到真正感兴趣的受众面前遥

播产品卖点袁如何将线上线下融合渗透才是新媒体传

渊五冤互动沟通袁立体呈现闽西客家文化

播的关键遥
渊三冤须提高新媒体用户黏性

充分利用各种移动社交类媒体袁 如微信公众号尧
微博等推广闽西客家文化遥 在微信公众号上实现与公

如何使闽西客家文化的内涵特点得到全方位的

众账户粉丝的实时交流袁和关注闽西客家文化的特定

展现袁并提高用户黏性袁避免传播内容同质化的趋势钥

群体进行文字尧图片尧语音尧视频的全方位沟通尧互动遥

必须注意对新媒体传播受众关系的维护和拓展遥 在传

一般来说袁 人们对社交软件的依赖度比对 Web 的忠

播平权化的趋势下袁 要求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中袁更

诚度要高遥 借助微信拥有巨大数量用户的价值袁能够

加精准地定位受众袁 关注用户的接触点和兴趣点袁从

有效吸粉袁从而使微信公众号得到高效推广遥

而优化传播体验袁深入互动袁引发共鸣袁才能保证高质
量的推送袁 延长闽西客家文化新媒体传播的生命周

三尧 利用新媒体传播闽西客家文化应注意
的问题

期遥
渊四冤避免新媒体传播的快餐化
虽然新媒体有许多优点袁但这种方法容易受到个

但是新媒体传播也不能盲从跟风袁认为其野包治

人价值观袁主观情绪和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遥 [4]不可

百病冶遥 对新媒体的过度开发袁 也会导致新媒体的滥

否认在新媒体时代袁新媒体内容的制作者袁为了博得

用遥 正确有效地运用新媒体传播袁才能真正利用好闽

受众的欢心袁满足特定受众娱乐和审美的需求袁很容

西客家文化这一构建闽西开放机制的重要资源遥

易从个人的主观角度出发袁脱离特定传播语境袁而制

渊一冤注意形式和内容并重

作出价值尧内涵尧情感被异化的作品遥 特别是一些经过

面对越来越多样化的媒体形式袁新媒体传播要避

改编再创作的视频袁其演绎的文化传统尧特定的历史

免盲目跟风遥 新媒体只是平台袁重要的是内容本身的

背景袁都有可能扭曲传统文化的精髓遥

创新遥 高质量的内容在媒体行业价值链中的地位愈发
重要袁客家文化的内涵及形式的丰富多样性深度吸引

四尧结语

着受众的关注袁但野内容为王冶仍然是新媒体传播闽西
客家文化的不二法则遥

在传播学史上袁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曾对新媒体

渊二冤新媒体传播并非万能

与传播变迁之间的关系提出过具有认知启发价值的

新媒体传播的大量开发袁往往容易造成量多而质

论述遥 他认为袁由于新媒介产生的影响袁社会生活尧等

不精遥 新媒体传播的信息越来越芜杂袁许多缺乏新意袁

级秩序和媒介生态等都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袁并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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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出新的价值标准尧思想内涵和话语结构袁从而深
刻改变传播模式的走向遥 [5]因此袁新媒体的传播不单纯
是传播技术的革新袁它极大地更新了地域文化的传播
面貌袁取其精华尧弃其糟粕袁必将构建起一个独特的闽
西客家文化的传播场域遥 这对保护闽西客家文化袁打
造闽西客家文化产业袁促进闽西客家地区文化经济的
发展袁加强世界闽西客家人的凝聚力袁具有深远的意
义遥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院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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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kka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has a unique value in communication. However, in the

environ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the communication of Hakka culture is facing tremendous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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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院
理论审视尧价值分析与实现路径
谢建山
渊福建江夏学院 纪检监察室袁 福建 福州 350108冤

摘

要院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袁是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客观需要袁是高等教育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袁是推动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化和体系化的内在要求遥 其价值体现在文化育人价值尧实践育人价
值尧协同育人价值和个性育人价值遥 为此袁应结合国家和社会对培养人才的实际需求袁从课程目标尧课程内容尧课程实施尧
课程评价四个方面对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进行科学重构遥

关键词院新时代曰高校曰劳动教育曰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院G641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79-04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9 月全国教育大会上指

出院野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

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遥 冶 这是站在新时代尧新
方位袁对中国教育发展提出的新使命尧新要求遥 中共中
[1]

央尧国务院颁发的叶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的意见曳(以下简称叶意见曳)明确要求高校设置
劳动教育课程袁将劳动教育纳入野普通高等学校人才
培养方案袁形成具有综合性 尧 实践性 尧 开放性 尧 针对性

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冶 遥 这为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课
[2]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遥
渊一冤宏观层面院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是高校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客观需要
野马克思认为袁劳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
途径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

原则遥 冶[3]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为指导袁探索并实践通过劳
动建设社会主义袁同时不断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劳动教

育观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程体系构建指明了方向袁也为探索提升高校劳动教育

的党中央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中国化尧

教学水平袁破解劳动教育现实困境袁推动高校劳动教

时代化和大众化袁提出野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

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遥

根本力量冶[4]野当今世界袁 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

人才的竞争尧劳动者素质的竞争冶[5]等新论断遥 当前袁我

一尧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理论审视

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袁迫切需要
新型高素质劳动者大军遥 当代大学生作为野两个一百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袁直接关系到人才培

养目标的实现和人才质量的提高遥 高校劳动教育课程

体系构建袁直接影响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年 冶奋斗目标重要实践者 袁 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直接决定其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形成和劳动素养的提
高遥 科学构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对培养高素质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划时代意义遥

收稿日期院2022-03-06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重大教改项目渊FBJG20190296冤遥
作者简介院谢建山渊1967-冤袁男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高等教
育管理研究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渊二冤中观层面院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是高等教
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在叶资本论曳中指出院野生产劳动同智育和
体育相结合袁 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袁而

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遥 冶[3]劳动教育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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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兼容性袁是野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袁具有树德尧
增智尧强体尧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冶 遥 劳动是树德之基
础袁能够培养大学生劳动精神袁激励他们坚定理想信
[2]

融合上袁打造野劳动教育+专业课程冶或设置野劳动教育
模块冶等袁渗透进专业教育尧职业生涯教育活动中曰在
通识教育融合上袁找准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融合的关

念袁塑造高尚品格袁养成具有正确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

键融合点袁 把劳动教育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突出点袁

值观遥 劳动是增智之途径袁能将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袁

全面提升大学生的劳动素养遥

起到启迪智慧的作用遥 劳动是强体之根本袁可以使人

渊二冤实践性院充分发挥实践育人价值
实践是劳动教育的重要特性袁新时代高校劳动教

享受劳动乐趣尧增强体质尧健全人格尧锤炼意志袁达到

育课程体系构建要着力在实践性上下功夫遥 搭建劳动

强身健体的目的遥 劳动是美育之来源袁能够融合野真善

实践平台袁让大学生参加劳动实践活动体验袁亲历劳

将生产实践转化为价值创造袁 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袁

美冶精神和品格袁塑造大学生美好人格袁使劳动变成一
种快乐遥

动过程袁培养劳动实践能力遥 野解决有教育无劳动的问
题袁 努力克服有劳动无教育的问题冶袁 克服劳动教育

渊三冤微观层面院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是推动高
校劳动教育课程化和体系化的内在要求
教育部颁发的 叶大中小学生劳动教育指导纲要曳
是劳动教育具体实施指南袁明确其性质尧理念尧目标尧
内容尧途径尧关键环节和评价袁以及规划和实施等袁为

野非教育化冶野非专业化冶野浅层化冶倾向遥 [8]让新时代大
学生牢记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野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的袁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冶的号召袁走进社会尧走向大自
然袁融入到真实的生活世界和职业世界袁在劳动实践
活动中学会劳动尧热爱劳动尧尊重劳动遥

劳动教育课程化和体系化是新时代高校劳

渊三冤开放性院充分发挥协同育人价值
劳动教育的开放性体现为多主体协同合作遥 新时

动教育实现育人价值的有效手段袁是劳动教育因时而

代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要着力在开放性上下

进尧因势而新的生动体现遥 课程化表现为以课程的方

功夫遥 保持开放的姿态袁与各方建立协同实施机制遥 广

式和要求融合到课内教学尧课外活动尧社会实践和网

泛凝聚共识袁促使各方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袁整合劳动

络学习四大课堂中袁明确劳动教育教学目标尧内容尧实

教育资源袁补齐师资人员尧实践资源等短板袁形成助推

施环节和评价袁形成可运行的稳定的教学机制遥 它并

劳动教育健康发展的育人合力遥 打造劳动教育共同

不是单一的知识讲解袁 而是在课堂中集知识传授尧能

体袁搭建起政府统筹尧高校主导尧社会支持尧家庭助力

实习尧实训尧日常生活尧生产尧服务性等劳动教育形式

渊四冤针对性院充分发挥个性育人价值
针对性是劳动教育的生命力之所在遥 新时代高校

高校开展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指明了方向尧细化
了标准遥

[6]

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于一体遥 体系化表现为理论尧实践尧
的结合与融合袁促进学生知与行尧说与做尧情感和行动
一致与统一[7]袁表现为与德智体美育相互渗透袁互相交
织袁呈现为密不可分的整体遥

二尧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价值分析

的野四位一体冶的劳动教育多为共育的生态环境遥

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要着力在针对性上下功夫遥 既
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袁 体现新时代社会发展特
征袁更要遵照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袁结合当
今大学生群体的特点袁以学生为本袁从学生的现实需
要出发袁在满足学生差异化发展要求上气力袁坚持因

从高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出发袁紧扣新时

势而新尧因材施教尧因地制宜尧因势利导袁增强教育教

代劳动教育的新特征尧新使命尧新要求袁深刻把握劳动

学的针对性袁提高育人成效袁推动大学生个性全面和

教育的丰富内涵袁构建叶意见曳提出的具有综合性尧实

谐发展遥

践性尧开放性尧针对性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袁充分彰显
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价值遥

渊一冤综合性院充分发挥文化育人价值
劳动教育的综合性体现在其强大的兼容性上袁新

三尧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实现路径
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要借鉴美国著名课

下功夫遥 要发挥好劳动教育在全面育人上的助推器功

程理论家拉尔夫窑泰勒在叶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曳中
提出的课程编制野四段论冶袁结合国家和社会对培养人

能和途径作用遥 完善野劳动教育+冶模式袁将劳动教育与

才的实际需求袁从课程目标尧课程内容尧课程实施尧课

专业教育尧通识教育等有机融合遥 在与学科专业知识

程评价等方面进行科学重构遥

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要着力在全面性上

谢建山院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院理论审视尧价值分析与实现路径

渊一冤课程目标院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课程目标是整个课程编制的出发点袁也是课程内
[9]

容尧课程方法和课程评价的落脚点遥 新时代劳动教育
课程目标要锚定野人的全面发展冶野立德树人冶根本任
务袁野强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袁培育创造性劳动能
力和诚实守信的合法劳动意识遥 冶

1.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袁实现知识尧能
力和价值的统一遥 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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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室尧 宿舍卫生以及校园卫生包干区评比机制袁倡
导文明健康尧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袁培养大学生独立
生活能力尧良好卫生习惯和劳动意识遥

3.融入志愿服务活动袁强化服务性劳动遥依托党组
织尧共青团尧学生会尧学生社团袁组织开展学生劳动周尧
劳动月活动遥 结合暑期社会调查尧野三下乡冶以及支教尧
扶贫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袁组织学生走进
街道社区尧场矿企业尧乡村田间地头袁广泛参与社区志

确五育并举袁明晰劳动教育人才培养和立德树人的目

愿服务尧社会公益活动袁在服务中了解国情尧民情尧社

标和任务曰以价值塑造为引领袁强化马克思主义劳动

情袁实现自我社会化袁培养社会服务意识袁践行社会主

教育观袁引导学生认可劳动尧主动劳动尧热爱劳动曰以

义核心价值观袁增强社会责任感袁提升服务社会综合

能力培养为导向袁组织学生有计划尧分步骤地参加劳

能力遥

动实践袁提升劳动能力曰以知识传授为基础袁融合专业
教育尧创新创业教育等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遥

2.将劳动教育融入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袁引导
形成正确劳动观遥 以思政类课程为依托袁在思政必修

4.融入学科专业教育袁重视生产劳动锻炼遥依托校
内外专业实践基地袁通过实习实训尧跟岗实实践尧顶岗
实习尧毕业设计等袁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工农业生产尧科
技活动尧商业服务体验袁进行真实的实践操作袁将劳动

课中突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遥 在学科专业课程

嵌入到专业实训尧技能训练中去袁提高学生理论指导

中袁挖掘劳动教育元素尧价值和功能袁融合形成课程思

实践和动手能力袁实现知行合一尧学以致用袁提升运用

政遥 通过思政课和课程思政袁准确把握新时代劳动教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袁推动专业素质和

育内涵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尧劳动精神尧工匠精神等袁

劳动技能水平提高遥

让学生牢固确立劳动最光荣尧劳动最崇高尧劳动最伟
大尧劳动最美丽的劳动价值观袁进而做到辛勤劳动尧诚
实劳动尧创造性劳动遥

[10]

渊二冤课程内容院实现野四个融入冶
课程内容是实现课程目标的基本手段袁是对教什

渊三冤课程实施院做好关键环节保障工作
课程实施是授者通过一定的方法策略引导学生
对知识理解尧领会尧探究的过程遥 其中以师资队伍尧教
学环境和教学平台建设为关键保障遥

么尧学什么的具体阐述遥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课程

1.劳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遥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
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袁当前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化的

内容应融入创新创业教育袁 体现为日常生活劳动尧生

实施袁迫切需要野内培外引冶搭建一支专兼结合的劳动

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遥

教育野双师队伍冶遥 内培方面袁组建劳动教育教研室或

1.融入创新创业教育袁培养正确择业观和创业观遥
组织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袁 举办 野互联网+冶野挑战

虚拟教研室袁组织教师开展集体备课尧教学研究袁积极
探索教学规律袁及时总结交流教学经验曰选送教师到

杯冶等科创大赛和学科技能竞赛袁让学校年年有大赛袁

企业尧基层挂职锻炼袁提升劳动实践能力遥 外引方面袁

学院季季有中赛袁班级月月有小赛遥 开展校企合作野工

将能工巧匠尧劳动模范尧大国工匠等请进学校尧请入课

学结合冶教育模式袁使劳动教育与企业生产接轨袁引导

堂袁丰富师资队伍结构遥

学生野体验职业尧发现自己尧规划未来冶袁促进学生形成

2.劳动教育教学环境和平台建设遥 依托校内外资
源同步构建多元化劳动教育教学平台系统遥 校内方

书制度袁开展各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袁积累职业

面袁借助实验室等教学设施尧学生社团等组织以及各

经验袁提高学生职场竞争力袁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类媒体宣传矩阵袁构造劳动教学情境袁搭建劳动实践

创业遥

平台袁弘扬劳动文化精神袁形成校园劳动文化遥 校外方

正确的职业意识和就业观念遥贯彻落实教育部 1+X 证

2.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袁养成良好劳动习惯遥推动劳
动教育的生活化尧常态化袁将宿舍卫生清理尧教室实验

面袁利用公共资源共建志愿服务基地袁如到社区尧福利
院等袁开展志愿劳动活动曰利用校企合作等袁与企业共

室卫生清扫尧食堂垃圾清空作为大学生日常生活劳动

建产教融合项目袁 结合业界前沿知识开展创新性劳

的任务遥 设立校园环境野卫生责任区冶袁开展爱国卫生

动遥 通过真实化尧生活化尧具体化的劳动情境和教学平

运动尧校园环境卫生整治尧垃圾分类养成训练遥 建立文

台袁让大学生在学到劳动技能的同时袁也能感受到劳

窑 82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2022 年第 5 期

动的精神价值遥
渊四冤课程评价院提高劳动教育实效性
课程评价用来确定课程目标的达到程度袁并据此
作出改进课程的决策遥 劳动教育课程评价应兼顾大学
生个性发展袁开展科学评价遥

1.坚持因材施教袁与个性发展相结合遥在互联网环
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大学生袁他们思维活跃尧个性
多元袁有着更高的自我学习的内在需求遥 劳动教育课
程的目标设置尧内容确定尧时间安排尧管理组织以及考
核评价等袁都要遵循高等教育的内外部规律袁符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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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袁塑造最好的自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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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heoretical Review,
Value Analysis and Realization Path
XIE Jianshan

(Disciplinary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fice,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jian, Fuzhou 350108)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 bor e 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is the

objective need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the only way for higher education to

achiev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to promote the curriculum and systematization of college labor
education. Its value is reflected in the value of cultural education, pract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reconstructed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 curriculum content,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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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r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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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实施路径探究
要要
要以叶刑法曳课程为例
杨莉艳袁 陆迎松

渊安徽省公安教育研究院 基础研究室袁 安徽 合肥 230061冤

摘

要院公安院校立德树人袁要坚持为党育人尧为公安育才的初心和使命不动摇遥 公安院校法律课程的设置是培

养高质量公安人才的重要保证袁法律课程教学应融入立德树人理念袁重视野课程思政冶独有的育人功能遥 加强法律课教师
与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素质融合袁充分挖掘法律课程教学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袁在教学尧实战等各环节融入思政教育袁引
导预备警官筑牢以法治思维捍卫国家政权尧保障群众权益尧维护公平正义的职业追求遥

关键词院公安院校曰法律课程曰野课程思政冶
中图分类号院G641曰D631.15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83-05

公安院校学生既是大学生袁也是预备警官袁既要

需要建设一支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公安专门性和复合

学习专业知识袁更要重视德育培养遥 作为源源不断为

型人才队伍遥 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袁公安教育是基础和

社会输送公安执法人才的公安院校袁必须用好课堂教

保证遥 作为公安教育主阵地的公安院校袁既要遵循普

诚警魂教育袁培养学生具备更高的道德标准和更强的

职业教育的特殊性要求开展野课程思政冶建设[1]遥

学主阵地袁在强化法律素养的同时袁加强理想信念尧忠

明辨是非的能力袁充分发挥法律课在公安院校基础课

通高等教育规律袁又要遵循公安工作规律袁公安院校
抓好公安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建设袁探索新时

的课程优势袁挖掘野课程思政冶元素袁实现价值塑造尧知

代公安教育立德树人新的发展方向尧 新的实施路径尧

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尧整体推进遥

新的培养目标袁既是落实中央政策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一尧公安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建设现状

公安队伍建设的客观要求尧更是遵循公安人才培养规
律的必然选择遥 从目前公安院校法律课教学效果来
看袁还存在重知识传授尧轻品德培养袁重应试教育尧轻

叶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曳的出台袁为野课

素质教育的错误倾向袁与新时代公安人才培养目标仍

安工作具有的政治性尧武装性尧司法性尧实战性尧风险

院校入警联考袁 导致法律课教学更重视教学显性效

性尧挑战性尧复杂性尧艰巨性尧专业性等鲜明特点袁迫切

果袁将教学重点放在解读法律条文尧灌输理论知识等

程思政冶正规化常态化科学化建设提供了文件依据遥 公

收稿日期院2021-01-23
基金项目院安徽省教育厅质量工程课程思政建设研究项目
渊2020kcszyjxm036冤曰 安徽省省级教学示范课项
目渊2020SJJXSFK0455冤遥

作者简介院杨莉艳渊1987-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法学尧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不相适应遥 一方面袁由于公安专业毕业生需参加公安

应试教学 袁对 野课程思政 冶 的重要性尧 必要性和紧迫性

认识不足遥 另一方面袁由于公安院校法律课教学内容
繁多与课时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袁导致授课教师主观
上推进野课程思政冶积极性尧主动性不高袁客观上呈现
出野课程思政冶建设体系不强袁效果不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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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尧公安院校法律课 野课程思政冶 建设基本
原则

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视角下[6]袁充分挖掘法律课程中
蕴含的思政元素遥

以叶刑法曳课程为例袁我国刑法以维护社会主义国
公安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建设的基本方向袁是

家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袁充分反映了

在教学过程中自觉对标公安队伍野对党忠诚尧服务人

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袁对比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剥削阶

民尧执法公正尧纪律严明冶总要求袁严格遵循野三个坚

级国家袁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遥 在

持冶袁 教育引导公安大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事

讲解刑法的任务是保护人民时袁 指出刑法的历次修

渊一冤坚持党的领导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2]

基本原则的部分袁可以用王力军收购玉米案尧赵春华

坚持党的领导袁是公安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建

气枪摆摊案等案件的改判袁 反映我国法治的进步袁教

设的根本原则遥 党的领导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尧增强我国法治道路

教育方针全面贯彻到野课程思政冶建设的各环节遥 叶刑

国家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袁教育引导学生强化纪律意

业观遥

改袁是在不断补齐维护人民群众安全的短板遥 在刑法

主义教育事业不断前进的最大政治优势[3]袁要把党的

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遥 在刑法属人管辖权中涉及到的对

法曳野课程思政冶建设目标袁是要把坚持为中国特色社

识袁树立纪律严明的职业操守遥 在讲解正当防卫内容

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和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安全和治

时袁可以参考两高一部印发的叶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

安秩序作为职责使命袁始终坚持为党育人尧为公安育

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曳袁 并引用人民微评就于海明正当

才的初心和使命遥

防卫行为的观点袁教育引导学生在处理正当防卫案件

渊二冤坚持育人为先袁努力培养新时代公安事业的
可靠接班人

时袁要坚持法理情统一袁维护公平正义遥 在讲解紧急避
险的内容时袁可以用人民警察尧消防官兵遇危险而不

坚持育人为先袁是公安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建

惧的案例袁强化学生对党忠诚尧服务人民的价值观遥 在

设的内在属性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人才培养一定是

对刑法分则罪名进行讲解时袁通过罪名关于刑罚的规

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袁而育人是本遥 人无德不立袁

定袁深刻认识刑法的权威性与严酷性袁教育学生不仅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遥 冶[4]叶刑法曳野课程思政冶建设要重

要学法知法守法执法袁更要做身体力行尧品德高尚的

视学生的获得感 尧 参与感和认同感 袁 要把课程中蕴含

楷模袁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遥

的爱国情怀尧法治自信等思政元素融入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的各环节袁让学生有所得尧所获尧所感尧所思袁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袁培养公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遥
渊三冤坚持教师为本袁着力建设高素质过硬师资队伍
坚持教师为本袁是公安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建
设的根本保障遥 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
匠袁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尧品行尧品味的野大先生冶[5]遥
叶刑法曳课程的授课教师既要掌握专业的法律知识袁也

要参加思想政治教育 尧野 课程思政 冶 专题学习等培训
班袁提升育德能力遥

四尧公安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教学方法
野课程思政冶建设要深入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课

堂教学方法改革 袁 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 尧 说服力和

感染力[7]遥 在教学方法上袁叶刑法曳的课堂教学主要从案
例分析尧知识点导入等方面展开遥
渊一冤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是刑法学研究及学习的重要方法袁在

叶刑法曳野课程思政冶的教学改革中袁案例分析法依然是
主流教学方法袁通过案例引入问题尧思考问题尧解决问

三尧挖掘法律课程在公安教育中的思政元素

题袁再传授理论知识并进行野课程思政冶教育遥 比如袁在
讲授袭警罪时袁通过全国公安机关民警尧辅警因公牺

野课程思政冶建设袁应当将专业知识的传授放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体系尧 法治文化尧道

牲袁因公负伤的数据袁表明袭警罪的增设体现了党和
国家对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公安队伍的亲切关

杨莉艳袁等院公安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实施路径探究

窑 85 窑

怀遥 教师开展野课程思政冶的方向袁指出袭警罪的入刑袁

要厉行法治袁公正执法袁要充分发挥执法主体在构建

向社会揭露袭警行为的违法性和严重危害性袁在全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遥

会树立野敬畏法律尧尊重执法者冶的良好法治环境袁捍

渊二冤知识点导入法

卫国家的法律尊严遥 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袁人民警察

深入推进野课程思政冶袁要不断挖掘课程中蕴含的

应当规范执法袁要认识到公权力违法对法治权威的损

思政元素袁 同时将思政元素和专业元素有机融合袁形

害将会更大遥 引导学生袁在未来从事执法工作的时候袁

成野员垣员跃圆冶的叠加效应[8]袁如表 1遥

表 1 叶刑法曳野课程思政冶设计节选
Tab.1 An excerpt from design of 野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冶 in Criminal Law Course

刑法的性质和任务

由刑法的阶级性以及保护人民的任务袁引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袁引出学生对党忠诚尧服
务人民的信念袁培养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刑法的解释

由刑法的解释需要遵循良善与公平的内在要求袁 引申到十九大报告强调的 野以良法促进发展尧 保障善
治冶袁引导学生维护法治权威袁树立严格执法的理念

刑法的基本原则

由罪刑法定原则尧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尧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含义与核心价值袁引申到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以及法治中国的建设袁树立学生的法治自信

刑法的效力范围

由刑法的空间效力袁引申到国家主权原则袁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正当防卫

引用 2020 年 9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7 起涉正当防卫典型案例袁引申到正当防卫案件办理要实现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袁传达社会公平正义观念

赦免制度

引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袁习近平总书记签署发布特赦令袁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和人道
主义精神

非法拘禁罪
诬告陷害罪

根据刑法规定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非法拘禁罪尧诬告陷害罪等袁从重处罚袁教育学生要知法尧守法袁对走
上公安工作岗位后的自己要严格要求

高空抛物罪

高空抛物入刑体现了国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野头顶上的安全冶的决心袁教育引导学生既要提高个人道德
修养袁也要为和谐社区尧和谐社会而努力

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
受贿罪

贪污罪尧挪用公款罪尧受贿罪等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袁通过不同的案例袁树立学生的纪律意识袁教育
引导学生在未来的公安工作岗位上要做到廉洁自律袁纪律严明

动性和创造性袁以教师间的野互通有无冶为桥梁袁以野立

五尧公安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实施路径

德树人冶为方向袁以野面向实战冶为指引袁从备课机制的
改变尧到教学内容的创新尧直至应用实战的需求袁形成

公安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应紧紧把握野培养什
么人尧怎样培养人尧为谁培养人冶这个根本问题袁把思
政教育融入全过程教学袁 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尧主

一个具有公安特色的教学模式袁如图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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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尧为公安育才的初心和使命为根本袁以培养警察

公安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实施路径

职业精神为主线袁塑造学生野守护国家安宁尧保护人民

野课冶要怎么备
组建教学团队院法律教师主导尧思政教师助力

互通有无 群策群力

挖掘思政要素院分课程有侧重尧避免同质化

利益尧维护法律尊严冶的职业追求遥 野课程思政冶融入设

计是通过多个主题和多种教学方式袁启发教师把每个
章节挖掘的思政元素做出来尧传下去遥 针对不同的思
政元素袁选取不同的典型案例融入教学袁如在讲解罪

野学冶要怎么教

刑法定原则的时候袁以许霆盗窃案为例袁组织学生参

展现公安特色院明确育人理念

围绕学生 培养人才

构建教学体系院定位不同课程诉求

与案例讨论袁理解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意义袁并引导
学生进一步思考袁在日后工作中袁尤其是面对刑事案

有机融入课程院寻找契合点尧拒绝浮于表面

件时袁如何适用罪刑法定原则袁确保执法公正尧结果合
野会冶后怎么战

理遥 在课程结束后袁对野课程思政冶教学效果进行反思袁
也可以在后续的作业和考试中对野课程思政冶的教学

对党忠诚院做国家政权的捍卫者
服务人民院做群众权益的保障者

服务公安 面向实战

效果进行设计遥

执法公正院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渊三冤坚持服务公安尧面向实战的教育信仰不动摇

纪律严明院做公安铁军的践行者

实战化是公安工作的鲜明特征袁也是公安教育的

图 1 公安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实施路径

重要导向遥 公安院校的法律课程应立足野服务公安尧面

Politics冶 of Law Courses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紧密地结合起来袁在实战中应用尧在实战中检验袁构建

Fig. 1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野Curriculum Ideology and

向实战冶袁把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教育与公安实战更加

渊一冤坚持互通有无尧群策群力的合作理念不动摇

公安教育与实战需求有效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遥 公安

野课程思政冶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尧系统性工程袁仅

院校法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建设袁要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树

靠一人一时之力难以取得良好教学效果遥 在教学团队

立正确的国家观尧民族观袁增强学生爱党尧爱国情感袁

方面袁可以组建以法律课教师主导袁思政课教师助力

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的忠实拥护者和坚决捍

的教学团队袁 形成法律知识与思政元素的互通互融曰

卫者曰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尧专业观袁

在课程资源的整合方面袁法律课融入思政元素袁要注

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走上公安岗位后开展一切工作

意合理的衔接和自然的切入袁否则生硬的政治说教会

的出发点尧落脚点曰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公

带来相反的效果 遥 由法律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挖掘

平观尧正义观袁恪守法治精神尧提升执法素质袁用法律

思政元素袁思政课教师协助审核曰在思政元素融入教

武器守护公平和正义曰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

学方面 袁 要注意各门课程融入思政的侧重点 袁 避免不

人生观尧价值观袁着眼于适应全面依法治国尧从严治警

[9]

同的法律课都千篇一律尧千人一面袁从而出现教师野无

的新形势袁不断自我完善袁严格遵规守纪尧护规执纪遥

趣冶尧学生野无心冶尧教学野无益冶的消极教学情形遥 如叶刑
法曳课程应注重强化学生的政治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情

六尧结语

怀曰叶民法曳课程应注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曰叶诉
讼法曳课程应注重塑造学生的思辨精神遥

应当说袁对标野对党忠诚尧服务人民尧执法公正尧纪

渊二冤坚持围绕学生尧培养人才的中心地位不动摇

律严明冶的新时代公安队伍建设总要求袁公安院校法

公安院校要紧扣人才培养主旋律袁不断创新育人

律课野课程思政冶建设仍然任重道远袁还有待进一步挖

方式袁持续改进教学方法袁做好各门课程的教学设计遥
课程设计的内容主要包括 野 课程思政 冶 教学目标 尧野 课
程思政冶融入设计尧典型案例教学尧教学反思等 遥 公
[10]

安院校叶刑法曳野课程思政冶的教学目标应以坚持为党

掘尧改进尧完善袁应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尧强化师资队伍尧
加强统筹谋划尧坚持服务实战遥 大力推进野课程思政冶
是公安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袁是构建野三全育人冶
格局的内在要求袁正当其时尧十分必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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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Implementation Path of 野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冶 of Law Courses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要Exemplified by the Course of Criminal Law
要要
YANG Liyan, LU Yingsong

(Basic Research Office, Anhui Public Security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Hefei, Anhui 230061)

Abstra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morality and talents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mission of educating personnel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ublic Secur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law courses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police talents. The teaching of law courses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concept of morality education,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uniqu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野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冶.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ers of law cours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exploi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teaching of law courses,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eaching techniques, and guide the reserve police officers to enhance their career pursuit of safeguarding state,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and maintain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under legal thinking.

Key words: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law courses; 野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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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完善福建省宣传制度的路径探析
李荣秀袁 李海文

渊1.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产业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3曰 2. 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袁 福建 厦门 361005冤

摘

要院依法治国袁依法治省袁皆须不断推进制度建设遥 作为党政事务重要组成部分袁福建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袁

不仅具有自身领域野软冶的共性特点袁也有海西地域的优缺点袁更需要制度规范与指导遥 在新时代袁为完善宣传制度袁必须
做到野四个要冶袁即一要高举旗帜袁明确宣传制度建设的基本遵循曰二要健全组织机构袁加强宣传人才力量曰三要制度内容
守正创新袁体现福建特色曰四要完善制度体系结构袁加强根本保证遥

关键词院福建省曰宣传制度曰优势曰困境曰路径
中图分类号院D67曰G241

文献标识码院A

古语有言院经国序民袁正其制度遥 宣传思想文化制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88-06

一尧完善省宣传制度的环境优势

度渊以下简称野宣传制度冶冤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袁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袁事关中华民族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我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逐步推

伟大复兴遥 同时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袁作为上层建

进袁 制度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遥 在地方法规方面袁有

筑的制度也应与时俱进袁适时创新完善遥 就福建省而

叶福建省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曳渊2013 年冤尧叶福建省社

言袁目前我省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野四梁八柱冶已基本
建立袁研究的问题主要不在于野有没有冶袁重点在于野好
不好冶袁如何推动制度体系从 1.0 转向 2.0袁是当下学术
界应有之识尧应有之义遥

何为宣传钥 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教授对宣传颇有

会科学普及条例曳渊2014 年冤尧叶福建省风景名胜区条

例曳渊2015 年冤尧叶福建省电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曳
渊2015 年冤曰叶福建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曳渊2017 年冤尧
叶福建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条

例曳渊2017 年冤尧叶福建省教育督导条例曳渊2017 年冤曰叶福

研究袁认为它是院野宣传者有意图地操纵象征符号袁塑造

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曳渊2019 年冤等遥 在政府规章

群体的认知方式和现实的认知袁 进而影响其态度和行

方面袁有叶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重点扶持项

为的信息传播体制遥 冶 何为制度钥 叶辞海曳解释有三袁在
[1]

目管理暂行办法曳渊2015 年冤尧叶福建省数字档案共享管

本文语境下袁 应是院野要求大家共同遵守认同的办事规

理办法曳渊2017 年冤尧叶福建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曳渊2018

程和行动准则遥 冶[2]因此袁宣传制度是对宣传信息传播体

年冤尧叶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

制直接或间接地起着制约尧控制作用的社会规范袁包括

法曳渊试行冤渊2019 年冤等遥 在规划通知方面袁有叶省委宣

法律法规尧政策意见尧纪律要求等遥 制度塑造野行为模

传部尧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式冶袁是宣传阵地规范尧有序尧高效运行的保证遥

的第七个五年规划渊2016原2020 年冤曳渊2016 年冤尧叶客家
文化渊闽西冤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曳渊2019 年冤尧叶福建省

收稿日期院2021-04-06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渊19BXW056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荣秀渊1966-冤袁女袁汉族袁副研究员袁主要从事
学生工作与党建尧教育管理研究遥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渊2018要2025 年冤曳渊2019 年冤尧
叶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加强舆情管理工作的通

知曳渊2019 年冤等遥经调研发现袁我省完善宣传制度的环
境优势主要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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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经济较为发达袁资源较为丰富

认识愈渐清晰袁制度建设之心迫切袁先后提出野福建将

任何一项制度有其生命周期袁包括立项尧起草尧审

根据叶条例曳袁加快推动宣传领域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定

核尧审议尧颁布尧实施尧修订尧报废环节遥 每个环节都需

修订袁研究配套出台一批有实践需求尧有工作基础的

要人力尧物力和财力三大资源的支撑袁而我省经济实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袁推动宣传领域各方面法规制

力位居全国中上游袁2019 年经济总量上首次超过台

度更加协调完善冶[7]曰野大力推进制度创新袁把坚持和完

湾袁人均 GDP 超过 1.5 万美元遥

[3]

同时袁省内自然人文

资源较为充足袁宣传历史经验较为丰富袁为此制度建
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遥 在明代袁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在
寿宁担任知县时用白话文撰写的叶禁溺女告示曳袁成为

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落到实处冶 [8]曰
野强化刚性约束袁补齐制度短板冶[9]等遥 省委宣传部对宣

传制度有了较为充分的认知袁为完善制度提供了有利
支撑遥

法律宣传的佳作遥 在改革开放初期袁省委书记项南提
出了野让世界了解福建袁让福建了解世界冶的宣传方
针袁成为工作原则之一遥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袁叶福州

二尧完善省宣传制度的突出困境

晚报曳进行扩版袁确定了野党报性质袁晚报特色冶的办报

我省宣传制度建设虽然存在良好的外部优势袁但

方针袁成为当时全国晚报家族中独具一格遥 [4]宁德地区

内部也存在困境与不足遥 宣传制度之所以产生袁主要

宣传教育中心的创办实践袁曾被中宣部概括为野宁德

是保证和提升宣传效果遥 但宣传效果又与宣传内容尧

经验冶袁在全省尧全国推广遥 [5]习近平同志曾在福建工作

宣传方式尧宣传主体等息息相关 袁 因此宣传制度建设

十七年多袁更是留下了许多宝贵精神财富袁如叶摆脱贫
困曳和叶习近平在厦门曳叶习近平在宁德曳叶习近平在福

的困境不能局限于就制度内容来探讨袁还包括制度的
产生尧实施尧评估等方面遥

州曳系列采访实录袁对全省上下积极学习袁提升认识袁

渊一冤从产生而言袁制度确立的机制有待优化

促进制度建设袁仍有较大的指导意义遥

第一袁制度如何产生袁事关制度自然禀赋袁事关制

渊二冤思想高度重视袁工作积极推进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袁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遥 福建省
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宣传工作袁较高频率召开全省
宣传会议渊如全省宣传部长/网信办主任/文明办主任/
讲师团团长会议尧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等冤遥2020 年
7 月袁 省委书记于伟国在省委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指出要 野健全制度机制冶袁野扎扎实实做好新形势
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冶[6]遥 同时袁积极学习贯彻中央精神袁

相关制度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遥 例如袁2018 年修
改了 叶福建省无线电管理条例曳袁2020 年 3 月修改了
叶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曳袁叶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

度效用发挥遥 经调查发现袁我省一些落实中央精神的
制度同比兄弟省份滞后袁 例如袁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

印发了叶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曳袁浙江省等已经在
2020 年 3 月颁布了相应的实施办法袁 而截至 2021 年
2 月我省尚未出台曰2019 年 11 月中办印发了叶2019要

2023 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曳袁 山东省等已经

在 2020 年 2 月颁布了相应的实施办法袁 而截至 2021
年 2 月我省也尚未出台遥 对此问题必须全面诊断袁把

脉各大因素如各级党委的推进力度尧省域内外的资源
统筹尧制定程序等遥

第二袁一些制度的制定流于形式袁以致操作性不

例曳也在修改之中遥 在常规活动机制方面袁每年开展

强遥 本地实施意见或办法理应承上启下袁但在制定时

野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冶 课题

流于形式袁上下一般粗袁以致操作性不强袁更遑论发挥

队员冶等袁下拨野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冶袁这些常规活

不够袁直接简单野套红冶袁如何有效调动群众的主动性

动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机制遥

和创造性袁制管用有机结合袁提升规章制度的效果袁成

立项袁定期评选和表彰野美德少年冶野福建省十佳少先

渊三冤认知较为到位袁制度建设迫切

的作用遥 尤其在县市级层面袁事前调查不足袁事中讨论

为一大关键难题遥

俗话说院知耻近乎勇袁知不足而后进遥 党的十九届

第三袁未及时将好的经验做法制度化遥 在宣传实

四中全会以来袁省委尤其是宣传部对宣传现状与不足

际工作中袁 有许多地方创造和积累不少好的经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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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袁然而并未提炼为规律性的认识袁上升为普遍性的

善遥

政策举措遥 例如袁三明市对其地域文化的宣传袁采用

渊三冤从实施而言袁制度执行野人事冶作用明显

野好山好水好风情袁数一数二数三明冶标语在交通极其

明朝政治家张居正曾言院野天下大事袁 不难于立

设施渊如动车尧高速公路服务站冤进行诗性传播袁令人

印象深刻袁其它地级市并未有类似话语遥 漳州芗城区
[10]

的野楼栋党员联谊会冶 基层宣传经验袁有待升级推广遥

法袁而难于法之必行遥 冶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袁然而

制度作为一种静态的规范袁 必由动态的人去实施袁难
免受到野人事冶影响遥 我省宣传制度的实施也不例外遥

渊二冤从内容而言袁制度体系有待建立健全

一是袁一些制度的确立与实施呈现出野两张皮冶现象袁

凡属体系袁必有结构遥 目前我省宣传制度大体框

管用分离遥 由于在制定机制上袁起草缺乏与基层的有

架已经树立袁但结构并不紧密袁系统性尧协调性和有机

效互动袁加上基层的一些客观困难袁以致上有政策袁下

性有待加强遥

有对策遥 二是袁制度实施过程管理弱化袁监督不够袁野人

第一袁制度内容有待加强本地化意识遥 首先袁福建

事冶作用明显遥 宣传工作往往周期长袁见效慢袁制度实

地处东南袁有其独特的自然尧文化区位特征袁各级各部

施过程有意无意遭到忽视遥 例如袁我省独立学院的高

门的制度有待凸显野侨尧海尧特尧台尧山尧少冶的特点遥 其

校宣传思想工作野言语冶多于野实干冶袁遇事应付解决袁

次袁县级层面的制度直关基层袁更要体现区域特色遥 所

治理机制残缺不全遥

谓野郡县治袁天下安遥 冶例如袁我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已全

部挂牌袁 如何进一步发展缺乏省市县三级的规划指
导遥

[11]

渊四冤从评估而言袁制度缺乏有效反馈
制度的内容尧执行往往受到重视袁而实施效果反
馈却不足袁 以致制度评估缺乏广泛而深厚的实证支

第二袁制度内容有待向野好不好冶升级遥 意识形态

持袁 影响下一环节或类似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遥 例如袁

是野头脑冶里搞建设袁但要从野手脚冶出发袁通过实际活

叶福建省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曳在 2011 年修订过程

动来落实袁野软任务冶有待变为野硬操作冶遥 例如袁关于

中袁起草时主要通过各地广播电视稽查队尧省人大教

野学习强国冶 学习的积分与质量关系如何理顺袁 毕竟

科文卫工委尧专家等提供建议袁缺乏广大普通听众尧观

野大学习冶是一个常态化的问题曰舆情管控事关意识形

众的有效参与袁以致百姓的获得感不强袁行政管理部

态网络阵地袁影响重大袁相应规范应该从当前野通知冶

门的服务未有明显改善遥 在实施之后袁出现了一些问

层面升级到更高层面曰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考核机

题袁也未有征求反馈意见袁相应补充条例或解释遥 就评

制袁有待精准确立曰有实践需求尧有工作基础的党内法

估制度渊条款冤方面有待制度化袁指标考核体系尧检查

规和规范性文件有待出台遥 为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周期等有待完善袁反馈链条才能衔接遥

需要袁诸如叶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曳等也
必须加快制定遥

三尧完善省宣传制度的路径

第三袁一些制度已跟不上形势袁有待更新修订遥 随
着信息化发展和社会深刻变革袁 宣传思想工作的环

上述四大困境的产生袁 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袁

境尧对象尧范围和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袁然而有

一是客观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袁 环境与需求发生巨

些制度停留在当时遥 例如袁在叶福建省广播电视设施

变曰二是主观上问题意识不足袁缺乏创新动能遥 宣传制

保护条例曳渊2011 年修订冤中袁尚未提及微波天线的保

度是为宣传活动而服务袁因此破解我省宣传制度建设

护尧障碍物的管理袁惩罚力度不能与当下消费水平匹

的突出困境袁完善宣传制度袁必须围绕其基本要素院宣

配曰在叶省委宣传部尧省国资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传什么尧怎么宣传尧谁来宣传尧实现什么宣传目标等来

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曳

展开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袁 以实现构建一套系统完

渊2011 年制定冤中袁尚未提及野福建精神冶袁有待补充马

备尧科学规范尧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的制度目标遥 制度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等遥 国有企业的野重业务尧

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袁涉及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和社会多

轻宣传冶的现象没有突破性改善袁有关制度更有待完

个方面袁不能头痛医头尧脚痛医脚袁必须综合诊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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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高举旗帜袁明确宣传制度建设的基本遵循

那么宣传者必先受教育遥 坚持和完善党委渊党组冤理论

开展宣传制度建设袁莫不以明确指导思想尧根本

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袁狠抓野关键少数冶的理论学习袁

任务尧使命任务为先遥 在新时代袁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

通过野关键少数冶带动野普遍多数冶袁形成学习党的创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遥 它坚持和发

理论的热潮遥 健全完善党委渊党组冤学习对标制度袁着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力提升党委渊党组冤中心组理论学习质量袁全面推行巡

新成果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尧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袁

听旁听等制度遥

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遥 用

渊三冤制度内容守正创新袁体现福建特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尧指导

贯彻依法治国战略的精神袁必先有法可依尧有章

实践尧推动工作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遥

可循袁内容是制度建设根本袁也是制度价值所在遥 习近

坚持野一个高举尧两个巩固尧三个建设冶的根本任

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制度不在多袁而在于精袁在于务实管

务遥 叶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曳规定了党的宣传工作

用袁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遥 冶[13]因此制度内容要守正创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

一是袁野上接天线袁下接地气冶袁守正创新遥 中央的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袁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

设计是全国一盘棋袁站位高远袁地方省市毫无疑问要

的共同思想基础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

绝对贯彻执行遥 制定地方版本袁必须坚决对标袁而且对

会主义意识形态袁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

标必须到位袁进而才能执行到底遥 实践出真知遥 知常明

会主义精神文明袁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

变者赢袁守正创新者进遥 必须结合外部环境袁进一步梳

华文化软实力遥

理总结长期以来我省宣传工作的好做法尧 好经验袁将

的根本任务院野一个高举尧两个巩固尧三个建设冶袁即高

担负起举旗帜尧聚民心尧育新人尧兴文化尧展形象

新袁体现福建特色袁提升福建文化影响力遥

其提炼为规律性的认识袁上升为普遍性的政策举措遥

的使命任务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二是袁优越的制度不是野飞来峰冶袁有效的治理源

上的重要讲话袁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

于文化滋养遥 提炼地域文化袁宣传地域文化袁尤其是朱

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尧聚民心尧育新人尧兴文化尧

子文化尧船政文化尧三坊七巷文化尧闽南文化尧泉州东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袁为新福建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障

亚文化之都尧海丝文化尧华侨文化等遥 文化在历史中产

和有力精神支撑遥

生袁必须尊重历史袁保护遗产遥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

渊二冤健全组织机构袁加强宣传人才力量

近平曾表示野评价一个制度尧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

制度建设根本在于人才建设遥 宣传制度要建立完

动袁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尧文化的态度遥 冶[14]

善袁一切都有赖于人才遥 在机关事业国企宣传机构要

渊四冤完善制度体系结构袁加强根本保证

巩固设立袁配齐或增加人员袁设立专职宣传员袁在其它

体系的完善袁需要有问题意识袁一要追问野有没

企业鼓励设立宣传机构渊宣传部/处/科/室冤袁配上专兼

有冶袁二要追问野好不好冶遥 按照野固根基尧扬优势尧补短

职宣传人员遥 人才学科背景多样化袁重点招纳新闻传

板尧强弱项冶要求袁在坚持和巩固的前提下袁不断做好

播尧政治法律等方面的人才遥 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袁

完善和发展的文章袁 加快建立健全宣传急需的制度尧

要坚持重心下移尧力量下沉袁支持基层改革创新袁加强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遥 既要健全完

基层宣传干部培训袁积极把先进的基层经验上升为制

善推动宣传工作落实的制度袁也要健全完善推动宣传

度遥

制度执行的制度遥
坚持和发展党委渊党组冤中心组学习遥 以身作则袁

一视同仁袁不仅是我党的优良领导传统袁也是现实客

1援宣传制度内容院点线面有机结合

制度要全面覆盖袁点线面有机结合袁构建大宣传

观要求遥 若要完善宣传制度体系袁领导班子必先昭昭遥

格局遥 重点抓好理论武装尧新闻出版尧广播电视尧网信

马克思曾经指出:野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 而教育者本

工作尧文化文艺尧思想道德教育尧精神文明创建尧对外

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遥 冶[12]如果说宣传是一种教育的话袁

宣传八大方面袁相应条文日渐完备遥 除了对应八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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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党政部门外袁其它相关的如卫生尧粮食和物资储
备等也要协同治理袁做到宣传制度既要阳光普照式覆
盖袁也要探照灯式的重点照亮遥
2援宣传制度形式院轻重缓急科学得当

统治者同意袁都无法长久存在遥 冶[15]另外袁制度建设不
是为了制度而制度袁它为的是完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

理能力袁从而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政府治理效能袁让百
姓具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遥

作为一种规范袁制度可分为具有正式约束力的党

纪国法类型和非正式约束力的社会道德类型遥 对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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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Path to Improve the Publicity Institution
of Fujian Province in the New Era
LI Rongxiu, LI Haiwen

(1. School of Digital Industry, Fujian Polytechnic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uzhou, Fujian 350003曰
2.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antly promote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the governance of both the country and provinces

according to law.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affairs, the publicity,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work in Fujian

Province not only ha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soft" in its own field, but also ha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region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straits which needs more institutional norms and guidance.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four
requirement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ublicity institution in the new era, that is, first, to hold high the banner and make

clear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ity institution; second, to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strengthen the strength of publicity talents; third, to keep the content of the system upright and innovate to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jian; fourth, to improve the system structure for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Key words:

Fujian Province; publicity institution; advantages; difficulties;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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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招背景下高职院校边缘学生群体
转变教育的研究
柳燕妮
渊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信息与智慧交通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7冤

摘

要院野百万扩招冶政策间接性地扩大了处在学业尧思想和心理边缘状态的学生群体规模袁这一现象对边缘学生

的综合素质提升尧边缘学生家庭的健康运转尧高职院校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提出了全面性的挑战遥 调

查发现袁边缘学生群体存在结构成分复杂尧学业兴趣缺乏尧学习动机低落尧心理问题突显尧家庭关注不足等问题袁致使高
职院校管理工作难度增大遥 为改善这一困境袁研究者基于自我效能感理论袁创建了边缘学生群体野333冶的教育管理模式袁
并通过野人才成长阶梯式冶培养方案的改革和学生管理机制的多元化尧野互联网+冶模式袁全方位多层次地推动边缘学生群
体的正向转变袁促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遥

关键词院高职扩招曰边缘学生曰转变教育曰自我效能感理论
中图分类号院G715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094-06

2019 年和 2020 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连续提出了

环境压力下袁高职院校大学生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边

万人袁2020 年尧2021 年两年扩招 200 万人遥 国家高职

知偏差尧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以及性格和行为倾向差

野高职院校百万扩招冶袁 其中 2019 年大规模扩招 100

缘学生袁该群体主要表现为存在学习成绩差尧思想认

百万扩招的重大战略决策袁充分体现了政府对职业教

异等方面问题遥 因此袁高职院校必须高度重视边缘学

育的高度重视并给予了重大政策支持袁这为高职教育

生群体袁采取有效对策和措施做好边缘学生群体的管

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遥 扩招使高职院校的

理与教育遥

办学规模快速扩大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源质量下
降袁给高职教育的学生管理尧学生就业带来巨大的挑
战与难题遥

一尧 高职扩招背景下边缘学生转变教育研
究的意义

当前在社会尧学校尧家庭和个人学习生活的内外
加强高职院校边缘学生群体的教育和转变工作袁
能使后进学生群体得到改善和提升袁必将对提高学生
收稿日期院2021-11-30

综合素质尧推进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以及和谐社会

基金项目院2021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
目(21JDSZ3036)曰福建省教育科学野十四五冶规

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遥 探索适应新形式下高职院校边缘

划 2021 年度课题渊FJJKGZ21-067冤曰福建省职

途径与方法袁 真正实现边缘学生群体的有效转变尧发

业技术教育学会 2021 年立项课题 渊FZJX21B001冤遥

作者简介院柳燕妮渊1982-冤袁女袁汉族袁副研究员袁主要从事
高等职业教育管理尧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遥

学生群体的教育管理方式袁寻求改进职业教育的有效
展和成才袁最终让这些野边缘学生群体冶不再特殊袁能
够使校园和社会更加和谐稳定遥 本文基于美国心理学

家尤里窑布朗芬布伦纳渊Urie Bronfenbrenner冤所提出

柳燕妮院扩招背景下高职院校边缘学生群体转变教育的研究

人的发展的生物生态学模型 [1]袁运用生态层次分析技

术论述边缘学生转变教育研究对边缘学生个人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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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 高职院校边缘学生群体的情况调查和
原因分析

庭尧学校以及国家社会系统的重要意义遥
渊一冤边缘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内在要求

为深入调查高职院校边缘学生群体的情况袁有效

通过对边缘学生的学习尧行为尧心理等方面开展
深入研究和教育引导袁能够进一步促进学生学习成绩

引导边缘学生实现正向转变袁 笔者通过对福建省 21
所高职院校的招生情况尧学生管理措施以及学生评价

的提高尧思想认知偏差的引导尧心理问题的解决以及

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尧访谈袁在此基础上对边缘学生

性格和行为倾向的纠偏袁全面提升该类学生实现目标

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及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袁为加强高职

的能力袁帮助学生促成野四个自我冶转变袁即自我教育尧

院校边缘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依据遥

自我管理尧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袁助力他们健康成长

渊一冤调查基本情况

成才遥

1.调查对象遥本次调查对象选取福建省 21 所高职

渊二冤边缘学生家庭健康运转的必然需求
边缘学生的问题袁大多是边缘学生家庭产生的问
题遥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单元而言袁边缘学生通常难以
在情感和社会发展上反哺原生家庭袁相反原生家庭还
将因此陷入一定程度的代际情感困境与社会提升困
境遥 教育引导好一名边缘学生袁对于形成美满家庭而

院校的学生及学生管理教职工 6300 人遥 其中男性学

生 4745 人尧女性学生 1135 人袁教职工 420 人遥 其中袁
问卷调查的边缘学生群体主要为院学习成绩差尧心理

A 类亚健康尧家庭经济困难等具有特殊群体特征的学
生遥

2.调查方式遥本调查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方法袁共发

放了 6300 份问卷袁收回 5916 份袁收回率为 93.9%曰其

言至关重要遥
渊三冤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证
人才培养质量是高职院校的生命线袁 关系着我国
教育强国和制造强国的建设袁意义十分重大遥 边缘学生
群体是高职院校大学生重要组成部分袁如何正确教育
好边缘学生群体是对现代职业教育提出的新挑战遥 高

中袁 有效问卷 5439 份袁 无效问卷 477 份袁 有效率为

91.9%遥 本次问卷主要针对边缘学生的主要问题尧分布
情况以及教育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尧学生的自我感受等
方面进行调查渊见表 1冤遥

职院校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生如退役军人尧

表 1 问卷调查主要情况

二元制学生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袁深化教育教学

Tab.1 The main situa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变革袁才能提高学生总体素质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袁顺
利推进班风学风建设袁深化现代职业教育改革进程遥

[2]

学生

渊四冤推动国家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

是否存在心理问题
与家人关系是否融洽

由于高职院校边缘学生群体人数和比例的不断
增多袁 将对学校的和谐与稳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袁
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健康尧稳定和发展遥 边缘学生
群体的问题袁 不仅仅是边缘学生本身或其家庭的问
题袁更是关系社会的全局性问题遥 研究边缘学生群体袁
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袁关系到社会的
安定团结袁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素质的提高遥 教育培
养好边缘学生群体袁能够有利于大学生顺利就业实现
出彩人生袁切实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袁为我国制造强国
建设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大国工匠遥

是否存在学习压力

教师

学生管理是否存在困难
认为家长是否关心学生成长

是 62.3%
是 39.1%
否 70.8%
是 82.3%
否 53.7%

3.数据处理遥采用 SPSS 数据处理软件对问卷调查

的信效度进行检验袁 检验结果显示袁 各变量的
Cronbach爷s 系数均大于 0.7袁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遥 与

此同时袁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出各变量的 KMO
值均大于 0.5袁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遥
渊二冤调查结果

1.生源多样性遥调查结果显示袁目前高职院校生源

已出现多样性现象袁生源分布情况为院普通高考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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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袁春季高考生占 35.9%袁五年专考生占 2.5%袁二

在校生中 39.1%学生认为自身存在心理问题袁 其中

2.学业压力普遍化与多元化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专业

他人倾诉减压袁7.0%的学生愿意向家长尧 辅导员寻求

元制考生占 1.6%袁退役军人占 12.8%遥

53.1%的学生选择将问题内化处理袁35.6%学生尝试向

课程每学期的平均挂科率为 4.8%袁 其中普通高考班尧

帮助袁仅 4.3%的学生接受过正规的心理咨询遥

绩水平存在差异遥 退役军人尧二元制学生平均学习成

生管理工作者认为学生管理难度不断增加袁普招学生

绩低于普招学生的平均水平遥 有 62.3%的学生表示存

和五年专接轨班尧二元制学生班在日常管理上存在差

力渊见图 1冤遥 在压力感知中袁78.5%的学生认为期末考

5.家庭教育的介入不深遥调查结果显示袁高职院校

春季高职招考班尧五年专接轨班及二元制考生班的成

4.学生管理难度增大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82.3%的学

在学习压力袁其中 36.0%的学生表示长期存在学习压

异袁后者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管理遥

试前压力最大曰12.6%的学生认为专业学习与学校活

学生管理工作者认为 53.7%的家庭教育在高职教育

动相冲突时压力最大曰6.8%的学生认为没有明确学习
目标时压力最大曰2.1%的学生认为其他因素 渊见图
2冤遥 不同专业的高职大学生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袁有
45.9%的学生认为掌握专业技能学习存在一定难度遥

B

C

D

中的介入不深袁家长对学生教育关心度和实际教育效
果无法达成正比遥 其中 70.8%的学生存在与家长沟通
不畅的问题遥

渊三冤原因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院第一袁由于生源类别的不同尧学生
数量的增加袁出现了学生群体文化基础尧生活背景差

A

异化较大的情况袁使得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已不能满
足新形势下学生对课程学习的需求 [2]袁给学生管理工
作带来新的挑战曰第二袁学生的学习压力除了来自于
学习难度外袁还有学生自身文化基础不均衡袁学习规
划不系统尧完成进度没有落实等原因曰第三袁学生对课
程学习的兴趣不高袁 主要源于学生的自我认识不清
晰尧职业生涯规划模糊尧专业学习目标不明确等问题曰

图 1 学生学习态度占比

Fig.1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第四袁 高职院校学生对自身心理状态了解不够专业袁
需加强对学生的专业心理健康指导尧 咨询工作力度袁
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曰第五袁在高职教育中家校
联合信息沟通不频繁袁家校教育配合度不够袁家校联

B

C D

系有待进一步加强遥
鉴于当前野百万扩招冶的新形势下边缘学生群体
A

的发展趋势较快袁高职院校必须变革原有的学生管理
模式袁创新学生管理方式和方法袁实施因材施教分类
管理[3]袁才能满足各类生源的不同需求袁从而提高边缘
学生群体实现自我目标的能力袁才能培养出高质量技
术技能人才遥

图 2 学生压力来源占比

Fig.2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 stress sources

3.心理问题日益突显遥调查结果显示袁学生对自身

心理信息来源主要通过学校心理健康课或网络信息遥

三尧 基于自我效能感下边缘学生群体的转
变教育研究
美国著名的心理教育学家班杜拉提出了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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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理论袁 即对自身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某一活

思想袁 明确个人的学习目标规划和职业生涯规划曰推

动目标所具有的主体把握以及能力判断[4]遥 自我效能感

进野三举措冶培养学生袁助力边缘学生制定个人发展中

对人的影响体现在情感尧行为尧动力以及认知等方面遥

长期规划袁建立野1+X冶帮扶机制和评选野进步之星冶袁促

由于边缘学生群体普遍存在一系列问题袁 比如存在一

进边缘学生的专业学习曰着力野三素质冶提升袁帮助学

些心理亚健康尧对学习缺乏信心等问题袁边缘学生群体

习困难的边缘学生提高学习能力和心理素质袁进而提

对学习和生活的主导能力较弱袁 对自身行动的主导和

升边缘学生群体的综合素质遥 以学校为依托袁联合家

控制较差袁其自我效能感较低遥 因此袁基于自我效能感

庭层面袁加强家校联动和信息沟通袁在对边缘学生群

理论袁 深入分析边缘学生群体的现状特点以及存在的

体的培育方面双向配合袁对家庭经济困难及心理亚健

问题袁探索构建边缘学生群体转变教育模式尤为重要遥

康学生群体开展关怀教育袁家校共同助力边缘学生成

渊一冤高职院校边缘学生群体野333冶教育管理模式

长成才遥 同时袁引入社会力量袁促进校企协同袁对边缘

为实现边缘学生群体的教育转变袁高职院校可以

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尧综合评价等袁帮助边缘学生群体

运用自我效能感理论袁创建基于自我效能感的高职院

提高就业能力袁 总体实现边缘学生群体成长共同化尧

校边缘学生群体野333冶教育管理模式渊见图 3冤袁以学校

活动社会化尧评价多元化的管理模式遥 通过学校内部

为主体袁充分联合家庭尧社会的作用袁实现边缘学生群

培育尧外部协同家庭和社会的力量袁创新边缘学生群

体野四个自我冶成长工程遥 其中袁以学校为边缘学生群

体综合管理体系袁帮助边缘学生确立自我目标袁改善

体的重点培育中心袁构建野三维度冶人才培养模式袁即

边缘学生的学习行为习惯袁逐步引导边缘学生不断提

建立野三导师冶队伍袁加强边缘学生的思政引导尧专业

升自己袁实现自主学习尧自我成长袁提升边缘学生对自

指导和职业规划指导袁帮助边缘学生树立主动学习的

身发展规划的能力遥

基 于 自 我 效 能 感 的 边 缘 学 生 群 体 野333冶 教 育 管 理 模 式
家

庭

学

社

校

家校联动

三导师

三举措

三素质

信息沟通
双向配合
亲友关爱

思政导师
专业导师
职业导师

学生中长期规划
1+X 帮扶机制
进步之星评选

心理素质
专业素质
综合素质

会

校企协同
行业企业
参与管理
社会实践
第三方评价

银

实
现
边
缘
学
生
钻
四
个
自
我
纂
转

心理健康向上
自我目标明确
专业进步明显
综合素质提升

变

边缘学生群体院心理亚健康尧家庭经济困难尧学业困难噎噎
贯穿边缘学生群体管理全过程袁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
野互联网+冶边缘学生群体管理院建设边缘学生群体大数据库曰并形成每月尧每学期尧每学年学情报告袁包括学生学习成绩尧
心理评估尧参与各类活动的方面的信息数据遥
图 3 基于自我效能感的边缘学生群体野333冶教育管理模式

Fig.3 The "333" education management model for the marginal studen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lf-efficacy

渊二冤探索野人才成长阶梯式冶的培养模式改革

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遥 根据高职教

在百万扩招的背景下袁高职院校学生呈现生源类

育学制为期三年的情况袁为学生构建阶段性的成长目

型差异尧学习程度参差不齐尧性格差异较大等特点袁探

标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究袁探索创新野0.5+1+0.5+1冶

索寻求适合新时代高职院校边缘学生的育人模式是

的人才成长阶梯式培养模式遥 针对边缘学生不同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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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情况袁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遥 第一学期袁从新生入

朋辈咨询员尧班级心理委员和学生家长组成六级网格

学开始加强思政教育和学习习惯培养袁引导学生认识

化心理育人网络袁建立高职院校边缘学生群体心理问

行业企业尧职业岗位情况袁观察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

题的预防和疏导机制遥 加强边缘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

及能力发展倾向袁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学习规划及引导

教育和关注袁结合学生实际需求开展个体心理咨询服

方式遥 有效结合自我效能感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积

务尧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尧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等袁逐步引

极作用袁从思想上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袁为后期

导学生自主成长袁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袁为国家建设输

的学习规划铺垫基础[5]遥 第二学期至第三学期袁开始细

送德技并修尧身心健康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遥

化专业方向袁融入理论尧实践相结合的野双螺旋冶培养

渊四冤推动野互联网+冶边缘学生群体管理改革

方式袁利用一年的时间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袁不断调

借助野互联网+冶最新信息技术手段袁创新学生管

整学习进度及方式袁加强行为引导遥 第四学期袁逐步深

理技术和方法袁把互联网信息技术运用到边缘学生群

化专业难度袁引入项目化尧模块化教学课程袁并结合第

体管理中袁并贯穿到学生培养全过程遥 建立边缘学生

三方教育机构评价情况袁提升学生专业理论知识和实

群体大数据库袁对边缘学生群体的学习尧实训尧心理尧

践技能动手水平[6]遥 在最后一年学习时间里袁拓宽学生

社会活动等方面信息进行收集整理袁 并开展专项分

实践培养渠道袁加强创新创业创造引导袁增强行业企

析遥 同时袁采用第三方教育评价机制袁对学生学情进行

业教育管理的参与度袁进一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遥

考核评价遥 形成特色鲜明的定制化的野学情报告冶袁密

渊三冤构建多元化的学生管理机制

切关注学生发展动态袁适时引导和干预袁调整个性化

1.建立健全思政育人引领机制

育人计划袁并及时加强家校联合袁共同促进青年大学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

生的成长成才成人遥

的重要论述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突出思政育

四尧 高职院校边缘学生群体转变教育的关

人主渠道袁创新野三全育人冶新模式袁推进野课程思政冶
和野思政课程冶深度融合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键点

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地进教材尧生动地进课堂尧扎实地
进头脑遥 以日常思政教育为主导袁重点关注边缘学生

高职院校应高度重视边缘学生群体的问题袁深入

群体思想动态变化袁坚持苗头抓小抓细抓早遥 建立健

研究分析边缘学生群体存在的突出问题袁全方位提高

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机制袁为党建育人提供坚实的思

该群体实现自我目标的能力袁才能有效应对学生大规

想保障遥 同时袁强化思政教育的影响力袁培养爱国至

模扩招带来的挑战遥 同时袁加强边缘学生群体管理袁才

上尧德技并修的新时代工匠人才遥

能推动人才培养高质量提升遥

2.创建定制化的学情报告评价机制

渊一冤积极采用野心理和行为分类指导冶的方法

完善野三导师冶机制袁充分发挥思政导师尧专业导师

通过构建六级网格化心理育人网络袁时刻关注学

和职业导师的作用袁从思想政治尧专业学习和职业成长

生心理动态并及时给予心理疏导袁密切留意学生心理

等方面密切留意边缘学生群体的成绩变化尧学习情况袁

健康曰利用志愿者服务尧社团活动等形式多样的实践

深入探究其成绩影响因素袁 形成学生专属的学情报告

活动袁提升学生的体能素质遥 充分运用心理疏导和实

及学习评价袁并将学生情况反馈给学生和家长袁督促其

践活动的育人功能袁达到野双管齐下冶袁保证特殊群体

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改提升遥 同时袁学校应制定符合学生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袁帮助边缘学生实现野四个自我冶转

个人发展的学习方案袁 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提

变遥

升袁切实形成保障教学质量的有效闭环管理遥
3.构建心理育人六级网格化管理机制

渊二冤探索构建野集中和个体专项帮扶冶的机制
建立野三导师冶教育引导和朋辈帮扶机制遥 野三导

以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的工作为引导袁结合系部心

师冶能够野点对点冶对接学生个人袁从思想尧专业尧职业

理咨询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袁并与辅导员尧学生

上教育引导学生成才成长遥 同时袁 开展朋辈帮扶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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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先进冶帮助野后进冶袁以野优秀冶带动野边缘冶袁力争边缘
学生野一个都不能少冶袁为实现边缘学生的自我转变增

提升袁培育新时代工匠人才袁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建
设和行业转型升级遥

添新动力遥
渊三冤创新运用野目标和激励同步实施冶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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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Education of Marginal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rollment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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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袁 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The "Millions of Enrollment Expansion" policy indirectly expands the scale of marginal students who are at the

behindhand state of study, ideology and psychology. This phenomenon poses new challeng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marginal students, the healthy operation of marginal students' families,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group of marginal

students has complex sources, and lacks of academic interest,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family concern, which results in prominent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makes the manage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ore difficult. In order to improve this
predicament, the researcher creates the "333" education management model for the marginal studen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lfefficacy, and proposes to reform the "Talent Growth Ladder" training program, diversify the student management system, and push

the student management system to "Internet +". These measures will help promote the positive transformation of marginal students
in an all-round and multi-level way, and also ca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improvement of talent trai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Enrollment Expansion; Marginal Students; Transformation education; Self-efficac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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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要要
要以省级金课野工程财务管理冶为例
周

琴

渊莆田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袁 福建 莆田 35100冤

摘

要院在野金课冶野一流课程冶野一流专业冶背景下袁如何更好地提升课程教学质量袁培养适应企业需求的应用型尧

创新型人才是目前应用型高校普遍关注的问题遥 项目式教学法以野项目冶为导向袁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袁引导学生在完成项
目的同时袁自主实现知识的建构和能力的提升遥 基于野项目式教学法冶重设野工程财务管理冶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袁构建了
教学性质尧教学策略尧教学目标三维模型遥 而后从教学设计尧教学实施和效果分析方面袁论证了野项目式教学法冶的实行有
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探索能力,使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袁技能和素养得到进一步提高遥

关键词院项目式教学曰教学设计曰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院G633.8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100-06

2018 年教育部印发了叶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

工程财务管理课程是工程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

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曳渊教高函

基础必修课袁在整个工程管理专业培养方案中袁属于

也2018页8 号冤[1]袁提出野各高校要全面梳理各门课程的教

工程经济系列的三大主课之一袁是工程经济学尧工程

学内容袁淘汰耶水课爷尧打造耶金课爷袁合理提升学业挑战

项目融资等课程的先导课程遥 学好基础课程袁有利于

度尧增加课程难度尧拓展课程深度袁切实提高课程教学

工程项目投融资决策服务遥 但在多年教学实践中发

质量冶 遥 而后印发叶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

现袁学生在课堂上都听得懂袁一旦离开课堂或者离开

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曳等文件袁实施逐项计划袁

课本袁对知识的运用能力较弱袁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袁特

落实野金课冶建设[3]遥 各大高校积极响应袁纷纷出台各类

别是当还原出现实场景时袁 学生们往往无从下手袁导

升本科人才质量而不断努力遥 应用型为主的地方高

鉴于此袁 笔者在尝试了多种教学方法的基础上袁

[2]

举措积极推进野金课冶建设袁为提高本科教学质量袁提

校袁如何在野金课冶建设的背景下袁培养出满足地方需

致野学冶野用冶分离袁更别提适应企业的需求和创新性遥
发现项目式教学法能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遥

求的应用型人才袁是近年来高校改革持续关注和探讨

一尧项目教学法概述

的方向遥

收稿日期院2021-04-14
基金项目院福 建 省 教 育 厅 中 青 年 教 师 教 育 科 研 项 目
渊FBJG20200102冤曰 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 2020

年度课题渊FJJKCG20-029冤曰莆田学院教育教学
改革项目渊JG202069冤遥
作者简介院周琴渊1985-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工程经
济和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遥

项目教学法打破了传统的野老师讲学生听冶的满
堂灌模式袁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袁具体指的
是教师设计或者选择实践中的项目袁学生按要求组队
完成此项目遥 为完成项目袁学生需要自主获取项目所
需的知识尧资源等遥 完成项目的同时袁知识尧能力尧素养
均得到提升遥 理论来源最早可追溯到杜威的 野做中

学冶曰此外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也为其提供了扎实的理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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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据[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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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项目带动校企协同育人

国内外对野项目式学习冶在高校教育中的运用研

课堂的子任务尧子项目均来源于工程实践遥 如何

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遥在地球科学和生物学课程中,

把一个完整的项目或工程实践问题设计成一个个符

Huysken 等人设计了基于项目的协作学习模型袁 结果

合教学内容尧 教学目标和教学能力要求的小任务袁是

Kingston 在分析了 20 篇项目式教学文献的基础中,总

作袁不断研究探讨袁共同设计袁达到校企合作育人袁为

表明袁项目式学习利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5]曰

需要任课教师和企业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遥 通过校企合

结出基于项目式教学的应用主要在自然科学尧社会科

企业输送需求人才的目的遥

学和语言艺术类等方面 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对项
[6]

目式教学法做了专门研究的基础上袁要求在日常本科
教学中采用项目式教学法 曰

三尧项目教学法课程构建与实施

[7]

在我国袁也有不少学者在教学当中尝试项目式教

学遥 许多高校在探索新型实践培养模式中袁野理论+实

渊一冤学情分析
野工程财务管理冶课程面向的本科二年级的工程

践冶项目式教学应用较广 遥 张安富从培养工程型人才

管理专业的学生袁前期已修野工程管理导论冶及野工程

人从多层次闭环反馈的角度来进行项目式教学模式

财务知识较弱曰相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袁团队协作较

[8]

的角度来论述项目式教学法的运用优势 曰张执南等
[9]

剖析袁 认为项目式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尧解
决问题的能力[8]曰北京大学工学院谢广明教授在竞赛
团队中应用项目式教学法的经验袁对于项目式教学团
队建设具有较好的参考作用 遥
[7]

二尧项目教学法的主要特点

会计学冶等课程袁初步具备工程及会计的基础知识袁但
少袁实践能力不足袁三观还处于塑形阶段袁但个性鲜
明袁爱探索袁乐实践遥 结合这一系列学情袁设计以下教
学内容遥

渊二冤教学内容设计
1.教材分析

教材选用土木建筑类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规划

教材袁共有十三章内容遥 包括工程财务管理概论尧工程
社会的发展袁决定了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袁同时

财务报表分析尧工程资本成本与资金结构尧工程项目

也决定了培养人才专业体系的变化遥 培养出的人才袁

投资决策尧工程营运资本管理尧工程成本费用管理尧利

是否适应地方需求袁 直接为社会输出可用的人才袁也

润分配及财务预算等一系列内容遥 在课时有限的基础

成了各应用型为主的院校首要关注的问题遥 项目式教

上袁让学生理解并应用这些知识袁同时具备分析尧评价

学法的运用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遥

及创造能力袁在野传统教学冶中难度极大袁因此袁亟需对

渊一冤项目驱动学生自主探索

如何变学生野被动学习冶为野主动学习冶袁一直是教
改所关注的重点遥 野项目式学习冶是典型的野做中学冶模

课程进行改革重组遥

2.重设教学内容

结合最新工程前沿技术及项目实际情况袁以布鲁

式遥 它通过一个个小任务袁激发学生发现问题尧分析问

姆教学目标为理论支撑 袁 结合 野 两性一度 冶袁 把教学内

握了知识袁其自主学习袁自主探索能力也得以提升遥

理技能和方法及在实践中的应用遥 从教学目标尧教学

题尧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在完成项目的同时袁学生不仅掌
渊二冤项目促进学生团队协作
在现实生活中袁往往一个工程或者一个项目的完
成袁是需要一个乃至更多的团队协作完成的遥 而野项目
式冶需要团队分工来完成一个个任务袁在团队分工协
作的过程中袁队员的合作尧沟通尧表达能力得以提升袁
这也和工程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相吻合遥

容分为三部分院工程财务管理基础知识尧工程财务管
性质尧教学策略角度构建三维模型遥
渊1冤教学目标维度

据 野布鲁姆的认知理论冶 把教学目标分为以下 6

个层次袁见下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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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 1 基于布鲁姆认知模型的课程知识体系分层

Fig.2 3D model of curriculum design

Fig.1 The stratification of curriculum knowledge system based
on Bloom's cognitive model

其中 1尧2 层次是最简单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袁3尧4

课程设计三维模型

渊3冤教学策略维度

教学策略指为达到教学目标而设计使用的多种

层次是中等程度要求 袁而 5尧6 层次 袁 是中国发展当下

手段及方法袁本文基于项目式教学法袁结合这个年纪

局的主要路径之一就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10]遥 因此结

学冶野玩中练冶野玩中用冶遥

最急需的素质要求遥 野十四五冶时期推动形成新发展格
合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的教学内容袁分层次制定教学
目标袁为社会输送所需人才是大势所趋遥
渊2冤教学性质维度

结合野工程财务管理冶的课程特点袁结合学校办学

定位和野三位一体冶教学理念袁教学性质维度由三部分
构成院基础知识尧技能和方法以及综合实践应用类袁具
体教学内容可见表 1遥

通过重构的教学内容袁 结合教学目标和教学性

质袁制定教学策略袁从而构建了课程设计三维框架图袁
见图 2遥

的学生特点袁以野项目冶为主线袁将教学策略分为野玩中
一是玩中学遥 野玩中学冶对应的教学性质是基础知

识层面的袁主要以记忆尧理解为主遥 这部分知识相对比
较简单袁学生可以通过观看野小视频冶袁查阅野小资料冶
的形式袁在野玩冶中把知识理解记忆遥

二是玩中练遥 野玩中练冶 对应的是技能和方法层

面袁这部分更强调应用和分析袁主要集中在财务评价

指标与方法方面遥 课程教学中袁以野小项目冶+野小游戏冶
的形式散点布置袁让学生在野玩冶的过程中掌握技能和
方法遥
三是玩中用遥 野玩中用冶对应的综合实践层面袁是

对前面知识的整体串联及实践创新袁 结合前面 野学冶

表 1 重组叶工程财务管理曳课程内容表
Tab.1 Engineer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reorganized
course content

野练冶的知识袁完成一个野大项目冶袁并作出决策遥
渊三冤教学实施
1.团队组建

团队组建方式一般有三种袁自由组队尧老师分组

和兴趣组队袁这几种方式各有优缺点遥 在多轮实践的
工程财务管理概论尧证券投资管理
记忆尧
理解

应用尧
分析

基础知识

技能和方法

工程固定资产和其他资产管理尧
工程营运资本管理尧

综合实践

创造

应用

趣分工+随机组队冶的方式进行袁即学生先按兴趣选择

工程成本费用管理尧利润分配管理

项目的角色袁再根据各项目角色随机抽选组成项目团

工程财务报表分析尧 资金时间价值

队袁如图 3 所示遥

与风险分析尧
工程资本成本与资金结构

评价尧

基础上袁本课程以贴合工程实践为主袁组队方式为野兴

筹资决策尧投资决策尧发展决策和
利润分配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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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协作能力也得以锻炼袁教师起的仅是引导尧答疑
的作用遥
再次袁成果展示遥 这个阶段需要团队把完成的小
任务在课堂上展示出来袁 一般是以 PPT 汇报的形式袁
也有的是以情景剧尧舞台剧的形式或录制音视频的形

式展现袁 具体结合每次任务要求完成相应的成果展
示遥

图 3 团队构建图

最后袁总结提升遥 由野学生自我总结+教师总结冶两

Fig.3 Team building diagram

部分构成遥

2.项目选择

这部分工作需要教师前期就设计并编撰好完整

的工程项目案例集遥 项目均来源于工程实践或者教师
的课题袁并结合课程特点袁分解成符合教学内容和学
生学习规律的一个个小任务袁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的
热情袁进而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创新袁实现自我价值遥
3.项目实施

前几轮工作都完成后袁 进入正式的项目实施阶

段袁主要包括下发任务尧项目研讨尧成果展示和总结提
升袁如图 4 示院

学生总结院学生归纳总结每次任务重难点袁分工
的明细袁遇到的问题及解决过程袁并内化知识技能遥
教师总结院教师查看学生的成果报告袁结合学生
上课展示内容袁解析共性和个别问题袁概括总结每次
任务主要知识点袁重难点袁并突出知识经验和技能经
验袁同时进行拓展延伸遥 从而使学有余力的团队袁进入
拓展提升阶段袁一般团队形成阶段性的教学闭环遥
在每学期期末袁学生还需提交一份完整的项目报
告袁把每次阶段性任务汇总成一个完整的项目袁形成
教学闭环遥
4.项目评价

项目式教学法是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及创新能

图 4 项目教学法之实施步骤

力为主的一种教学模式 [7],因此评价由野过程性评价+

Fig.4 PBL Implementation steps

成果评价冶构成遥 其中又以过程评价为主袁强调了学习

具体来说涵盖以下过程院

首先袁教师结合教学内容袁把一个完整的项目划
分成符合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要求的子模块遥
其次袁团队领回任务后袁小组进行项目探讨袁制定

的发展性和持续性遥
野过程性评价+成果评价冶 均以多元主体评价为

主袁包括了野学生自评+他评+教师评价+专家评价冶遥

方案袁分工协作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需要学生调研尧网络

学生自评主要以考核团队协作能力及在每次任

查找资料或者深入工程实地走访和收集资料袁并且对

务中的贡献度为主遥 而小组互评+教师评价+专家评

资料进行验证和二次加工袁 最终形成项目成果报告遥

价袁更多的是结合每次任务要求及考核重点袁依次建

整个过程袁都需要学生自主探讨袁自主学习遥 学生锻炼
了发现问题尧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袁同时袁团队
表2

构遥 例表 2 即为在工程财务报表分析展示中袁教师的
考核评价指标遥
评定成绩表

Tab.2 Evaluation index

学习态度

15

学习态度认真袁科学
作风严谨袁严格规定
时间并按任务书中
规定的进度开展各
项工作

学习态度比较认
真袁 科学作风良
好袁 能按期圆满
完成任务书规定
的任务

学习态度尚好袁
遵守组织纪律袁
基本保证设计
时间袁按期完成
各项工作

学习态度尚可袁
能遵守组织纪
律袁能按期完成
任务

学习马虎袁 纪律涣
散袁 工作作风不严
谨袁 不能保证设计
时间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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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续表 2冤

35

数据准确袁 资料完
整袁 信息查阅能力
强尧引用合理尧理论
分析非常合理尧可信

数据比较 准 确袁
资料比较 完 成袁
理论分析比较合
理尧可信

数据不太准确袁
资料欠完整袁理
论分析比较合
理尧可信

数据不太准确尧
能遵守组织纪
律袁能按期完成
任务

学习马虎袁 纪律涣
散袁 工作作风不严
谨袁 不能保证设计
时间和进度

创新

10

有独特见解袁有一定
实用价值

有较新颖的见
解袁实用性尚可

有一定改进或
新的见解

有一定见解

观念陈旧

PPT 质量

40

内容丰富袁 逻辑清
晰袁形式丰富袁排版
清晰

内容完整袁 逻辑
完整袁 排版比较
清晰

内容不大完整袁
逻辑不太清晰袁
排版比较清晰

内容不太完整袁
逻辑不太清晰袁
排版有点乱

内容杂论袁 逻辑不
清袁排版混乱

技术水平与
实际能力

四尧效果评价
经过几轮运行袁整体效果良好袁最直观的体现在
学生成绩的提升上遥 同一学期袁同一个授课教师袁两个
班级渊实验班和对照班冤袁同一份考核试卷袁采用不同
的教学模式袁得出不同的结果袁见图 5遥 其中实验班为

采取项目式教学的班级袁 对照班为传统教学的班级遥
从图中可看出袁 各个等级的学生数量都发生了变化袁
不及格率从 5%降低为 0袁 及格率为 10%下降为 5%袁
中等的学生数量从 45%降为 37%袁良好及以上从 40%
提升到了 58%遥

此外袁通过对照班和实验班的课前问卷调查和课

图5

对照实施效果图

Fig.5 Implementation effect comparison

程结束后的问卷调查评价中袁结果都体现了野项目式
教学冶 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学习积极性和热情袁

五尧结论

提升了团队协作能力袁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袁且通过
选择工程实践项目袁增加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归属
感等遥

在学生融入到工程项目的学习和研讨过程中袁团
队协作能力袁综合工程素养袁发现问题尧分析问题尧解
决问题等能力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袁满足了新时代
背景下应用型大学和工程管理专业培养的要求袁提升
了课程教学质量袁实现了金课要求的野两性一度冶遥
通过野项目式教学法冶在叶工程财务管理曳课程中
的设计和实施袁有助于学生从野被动学习冶转为野主动
学习冶袁能够让学生在自主完成项目的同时袁实现教学
知识的构建曰通过实践项目的分解应用及整合袁学生
实现了从单任务单个人模式袁到多任务团队协作模式
的转变曰评价方法侧重于多元多主体式评价遥
在今后的改革中袁将继续优化课程案例集袁分组
分层次实施袁并且侧重于多轮数据的应用效力及效果
评估袁为同行提供更多更直观的数据参考遥

周

参考文献:

[1] 陈宝生.坚持以本为本袁推进四个回归袁建设中国特色尧世界
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J].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8,

[4]

[5]

[6] KINGSTON S.Project Based Learning & Student Achieve-

ment:What Does the Research Tell Us [J].PBL Eviidence
Matters,2018(1):1-11.

7(5):18-30.

[7] 陈巍,陈国军,郁汉琪.建构主义理论的项目式教学体系构建

教育部发力本科建设尧打造野金专冶野金课冶[EB/OL].渊2019-

[8] 张执南,诸葛洵,王丽伟.多层次闭环反馈项目式教学模式探

[2] 吴岩.建设中国野金课冶[J].中国大学教学,2018,40(12):4-9.
[3]

窑 105 窑

琴院项目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04 -30冤 [2020 -12 -20].http://www.moe.gov.cn/fbh/live/2019/
50601/mtbd/201904/t20190430_380194.html.

单美贤,董艳,洪荣昭.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同伴在线协作学

习活动设计与应用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1):94100.

HUYSKEN K,OLIVEY H,MCELMURRY K,etc.Assessing

[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8,37(2):183-187,206.

索院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卓越计划 2.0 为
例[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38(4):107-111.

[9] 张安富.项目化教学是提高工程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之
法[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37(3):166-169.

[10]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尧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管
理世界,2020,36(12):1-13.

Collaborative,Project-based Learning Models in Introductory

science Courses [J].Journal of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渊责任编辑院聂传朋冤

and Learning,2019(1):6-28.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
要Based
要要
on teaching model
ZHOU Qi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袁 Putian University袁 Putian袁 Fujian 35100)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olden courses", "first-class courses" and "first-class majors", how to bett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urse teaching and cultivate applied and innovative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enterprises is a general concern of appli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roject -based teaching method is guided by "projects"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guide
students to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abilities while completing the project. Based on the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course system and content of "engineer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It
constructs a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of teaching natur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eaching goals.

Then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analysis,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based

teaching method" helps to enhanc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the ability to explore independently. While acquiring
knowledge,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skills and accomplishments further.

Keywords院

project-based teaching model; instructional design;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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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在美育中的类别与教学改革的思考
蔡小龙
渊武夷学院 艺术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美术教育一直以来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素描又是造型艺术的基础袁从素描的表现技法上进行分类介
绍袁并从教学目标尧教师水平尧素描教室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思考袁希望在美术教育教学中有新的发现袁从而建立起合理
完善的教学体系袁培养符合新时期要求的美术专业人才遥

关键词院素描曰美育曰改革曰艺术
中图分类号院J206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4-2109(2022)05-0106-04

野为贯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洋为中用袁

开拓创新袁做到中西合璧尧融合贯通袁更好繁荣发展我
国文艺的重要指示精神袁深刻揭示学习借鉴各国优秀
文艺和坚持与弘扬中国精神的密切联系袁为探索艺术
创作袁美术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借鉴与启迪遥 习
近平曾强调袁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对塑
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遥 做好美育工作袁要坚持立
德树人袁扎根时代生活袁遵循美育特点袁弘扬中华美育
精神袁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遥 冶[1]审美教育

图1

展览现场渊自拍冤

图2

展览现场渊自拍冤

Fig.1 Exhibition site (self portrait)

不仅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袁更重要的是帮助学

生完善人格袁拥有欣赏美的能力袁形成高尚的情操与
良好的人品袁成就美好人生遥
为提高美育认知和鉴赏及提高我校师生对基础
教学的思考袁学校主办了野风华正茂冶中央美术学院造
型学院院藏百张素描作品展渊图 1尧图 2冤袁并邀请了中

Fig.2 Exhibition site (self portrait)

央美院专家和省内外各高校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
坐和学术研讨交流渊图 3冤袁为如何提高基础教学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探讨袁主要从生源尧教学设计尧师资和为
谁培养人以及培养目标等进行了研讨遥

收稿日期院2021-04-12
作者简介院蔡小龙渊1986-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美术
理论与创作研究遥

图3

研讨会现场渊自拍冤

Fig.3 Seminar scene (self portrait)

蔡小龙院素描在美育中的类别与教学改革的思考

下面根据本次研讨内容和个人教学经验将素描
进行分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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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生死斗争袁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土改运
动的历史功绩袁描绘了农民群众向地主阶级猛烈进攻
的战斗姿态袁显示出亿万觉醒了的奴隶不可阻挡地向

一尧素描的分类

解放路上迅跑的钢铁意志袁是反映中国农民政治觉醒
的作品遥

素描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袁题材广泛袁一幅好的

渊三冤全因素素描和线性素描

素描作品是不受技法约束的袁更多的是在情感和内容

全因素素描就是依靠不同深浅层次和色调的块

上取胜遥 下面就素描的分类进行介绍渊从技法尧题材尧

面塑造形体,反映光照射在物体上所呈现的光影效果袁

功能方面进行分类冤院

由于该素描要注意表现物象的形体结构尧 光影明暗尧

渊一冤草图性素描

空间透视尧色相深浅尧质感量感和立体感等全面的造

草图性素描也是最普遍的素描袁任何性质的大型

型因素袁故亦称全因素素描遥

创作都要绘制草图袁素描早期本身就是作为草图的形

线性素描则是利用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袁 又称

式出现的袁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袁绘有各

野结构素描冶袁这种素描的特点是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手

种机械尧动物尧人物解剖的草图遥 再如米开朗基罗的素

段袁不施明暗袁没有光影变化袁而强调突出物体的结构

描也是为雕塑或绘画创作而绘制的草图袁中西方大师

特征遥 尤其是在画工笔人物画之前袁都是以精微的线

在绘制大型的主题性创作时袁 都先从素描草图开始袁

性结构表现人物体积和画面空间的袁 利用线条的疏

所以草图性素描是一幅作品的开始遥 运用生动简单的

密尧穿插尧质感表达人物特征和画面空间效果袁这种素

手法袁把作品处理的有虚实尧有氛围袁同时注重个人情

描多为工笔人物画稿袁有助于工笔人物画形体结构的

感的真实呈现袁从而产生了不同风格和技法丰富的素

准确表达遥

描作品袁使素描多样化袁又如挪威画家蒙克的作品弱

渊四冤功利性素描和非功利性素描

化了对型本身的准确性袁假借人物造型进行个性化的

功利性素描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要求内完成的内

语言进行符号性创作袁型只是一个相对的形体袁这种

容袁一般为课堂作业或短期的小幅素描作业袁或为了

素描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袁 因为情感丰富并且真实袁表

一定的教学目的而绘制的草图尧范画等遥 非功利性素

达自由袁抒情性强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遥 所以草图

描则是以研究为目的袁 在没有时间范围的前提下袁进

性素描也是记录灵感和尝试不同想法的最好手段遥

行长时间深入的尧大尺幅的临摹尧写生尧创作的作品袁

渊二冤革命性素描

并融合了创作者主观的思想和对技法的探索袁作品有

革命性素描以表现历史题材和表现社会现状为

着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学术内涵遥

内容袁通过亲身感受和对历史故事尧人物尧风情的历史
再现进行主观的创作遥 野以珂勒惠支的素描为例袁她的

二尧素描在美术教学中的作用

困苦和悲痛袁 作品主要以表现母子和战争两个系列袁

野素描冶是每位学习绘画的同学必学的科目袁因我

作品是当时德国最伟大的诗歌袁它照出穷人与平民的

通过素描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袁 触动读者的心灵袁以

国高考制度的设置袁把素描列为绘画的开始和必考的

尖锐的形式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悲惨命

内容袁也是一切造型的基础袁从教学到创作袁从兴趣爱

运和勇于斗争的精神传达出来遥 冶 再如中国画家王式

好到专业袁 都是如何让素描从造型和品质上有所提

斗地主的场景袁画面抓住一位悲痛欲绝的妇女袁正举

了法国素描浪漫的艺术效果袁德国素描的理性和意大

[2]

廓的素描作品叶血衣曳袁该作品取材于中国国土地革命

升袁最后形成有特色的野中国素描冶遥 野中国素描冶融合

起血衣的瞬间遥 描绘了激愤的人海与起伏的山峦遥 在

利素描的科学性袁及前苏联素描扎实的造型袁进行了

沉郁浑厚的黑白色调中汇成了震撼人心的控诉遥 该画

中国化遥 素描教学传入到中国袁基础上是西风东渐袁从

作深刻地反映了民主革命时期袁中国北方农村发生的

野五四运动冶以后才开始形成潮流遥 主要以徐悲鸿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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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一批留学英法的画家袁将素描基础造型训练的方

向袁在教学中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尧革命文化尧社会

法从西方引入中国袁 素描作为一种基础训练的手段袁

主义先进文化教育袁 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尧民

就是想告诉我们袁在新时代审美下袁绘画必须要求造

族观尧国家观尧文化观袁陶冶高尚情操袁塑造美好心灵袁

型准确袁并注重明暗和光影的变化袁最后达到立体的

增强文化自信冶遥

三维空间的视觉作品遥 素描是用单色工具描绘对象的

而是需要教师在课程中提供具体的图片尧 影像资料袁

内外轮廓尧体积尧结构尧空间尧光线尧质感等基本造型要

结合具体知识尧真实事件尧科学原理等详尽的跨学科

素的绘画方法袁是绘画学习尧创作的基础袁也可以作为

内容袁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引导袁来启发学生对相关文

独立的艺术进行创作袁对各专业的发展和创作有着举

化背景下的学科领域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思考袁并转换

足轻重的作用遥

成艺术造型在头脑中组织尧记忆尧加工袁从而用艺术语

[4]

这些内容不是简单的口号和教条袁

言表现出来遥 美育背后主导的审美观尧价值观尧世界

三尧对素描教学改革的思考

观袁是通过课题的选择尧备课的资料尧参考的经典作
品尧拓展的知识尧课堂中的讨论尧课后的展评等途径实

渊1冤坚守初心使命袁围绕立德树人袁扎根闽北大地

现的袁因此要加强美术教师对美术历史尧人类历史尧哲

办教育尧坚持人民之心出精品尧立足文化自信育新人尧

学思辨尧审美鉴赏的培训深造袁才能落实以美育树人

砥砺东方精神铸高峰遥 让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有明显

的正确方向遥

提高袁学生满意度尧社会美誉度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

其次袁美术教师应该坚持面向全体受教育者广泛

升袁同时要明确素描课的教学目标袁以培养什么样的

传播美育思想遥 我国提倡要健全面向人人的学校美育

人和怎样培养人为出发点袁制定计划袁根据实际情况 袁

育人机制袁缩小城乡差距和校际差距袁让所有学生都

安排教学任务遥 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享有接受美育的机会袁整体推进各级各类学校美育发

的尧人格健全的尧高层次的艺术人才袁同时有着扎实的

展袁加强分类指导袁鼓励特色发展遥 因此袁无论在校美

美术功底和创造能力遥

术老师袁还是校外机构辅导员袁都应该把美育的理念

渊2冤叶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

和知识点通过学生感兴趣尧符合学生年龄接受度的美

的意见曳中指出院野美术教师应该在教学中进一步强化

术知识尧美术技能尧美术思想在教学过程中传播出去袁

美育的育人功能遥 要想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

使并非具有美术特长和兴趣的学生同样获得美的熏

育体系袁就要从全面加强教师的素养开始袁从而改进

陶和启迪袁 使审美的种子从小扎根在每个孩子的心

新时代校内外美育工作向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袁以社

中袁使审美能力和美术常识成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基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袁以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

本素养遥

养为目标的美术教育不断深化袁从而弘扬中华民族的

再次袁美术教师应该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美术教

美育精神袁以美育人尧以美化人袁把美育纳入各级各类

学模式遥 美术课程是尊重个性发展的学科体系袁教师

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中袁 贯穿校内外教育各学段袁培

在课程中主要的职责是传播学科相关知识袁提供相关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素材袁介绍相关方法袁但是不能代替学生整合艺术创

人遥 冶[3]

作的结果尧思路和样式袁否则袁学生会失去创作的能动

要不断的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袁教师的教学水平

性和参与度袁 也会养成依赖美术教师照搬抄袭的毛

要与时俱进袁不断的自我学习和外出学习袁学习国内

病袁从而失去了美术教学的意义和价值遥 以学生为中

外先进的教学方法与观念袁从认识和绘画技法上有所

心的美术教学会更加严格的考察每个美术教师的修

提高袁才能提高教学袁从而高质量的指导学生创作遥 教

养尧能力尧思辨尧技术和包容心袁要切实站在理解学生

师正确的指导方法袁严格的要求袁再加上学生自身的

的心态上在教学中以讨论和建议的方式袁给予学生多

勤学苦练袁通过时间的打磨袁必定会有好的作品出现遥

种建议和选择袁来完善艺术作品的深入性尧生动性和

首先袁野美术教师应该坚持以美育立德树人为方

个性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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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袁美术教师应该坚持改革创新的教学科研能

理袁 合理地安排班级到素描教室进行教学尧 临摹尧创

力遥 全面深化美育综合改革袁加强美术和其他各学科

作袁并有高清电子屏幕可观看讲解经典作品袁教学结

有机融合袁整合社会各界多方美育资源袁补齐美术课

束后进行教学成果小结尧交流尧展览尧和优秀作品收

堂中的发展短板袁 强化学生参与度高的实践体验袁完

藏遥

善学习后的艺术作品评价机制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
人袁形成充满活力尧多方协作尧开放高效的美育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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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ies of Sketch i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oughts on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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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sketch is the basis of plastic ar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erformance techniques of sketch, and thinks about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ers' leve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ketch classroom, hoping to make new discoveries in ar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hich will help to establish a
reasonable and perfect teaching system, and cultivate art professionals wh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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