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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岩唤醒主人公袁把手经行禁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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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武夷山吴屯瑞岩寺是由佛教古宿大德扣冰古佛所创立遥 瑞岩扣冰古佛所留下的唤醒主人公的野惺惺冶禅在

佛教中引发了绵延不断的研习与探讨袁也引起了理学家们的重视和讨论遥 朱子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袁并对其进行了吸
收与拓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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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智慧遥

一尧瑞岩扣冰古佛的野惺惺冶禅法

应当说袁十分重视向外学习的华严宗思想在当时
佛教界已经非常流行袁扣冰藻光禅师早年的师父行全

武夷山瑞岩扣冰古佛袁法号藻光袁但是又常被称

和尚或许就曾一再对藻光禅师强调了类似的思想遥 因

为辟支古佛遥 所谓辟支袁是独觉尧自悟成佛的意思遥 其

此袁早年的藻光禅师曾自嘲野徒守一坞白云冶的自己可

中袁以自问自答作为其主要形式的野惺惺冶禅法袁就是

能会变成见识浅陋的野恋瓮酰鸡冶袁更立下了野周览大

扣冰辟支古佛独自领悟到的与众不同的禅法遥 所谓

千世界袁以收千江明月冶[1]的志向袁并开始云游四方袁参

野惺惺冶袁野惺冶是野醒悟冶野清醒冶的意思遥 瑞岩扣冰藻光

访大德袁希望通过增加见识的途径袁从而真正地领悟

禅师每日都会自问野惺惺否冶袁即扣问自己的内在的主

到佛法遥 然而袁在跋涉四方的过程中袁瑞岩扣冰禅师忽

人翁是否处于清醒的状态遥 得证悟后袁扣冰藻光禅师

然又领悟到野云遏千山静袁月明到处通冶野欲会千江明

则会自答野惺惺冶遥 这其实是一种对内观照和内省的工

月袁只在一轮光处袁何用捕形捉影于千岩万壑袁以踏破

夫袁 与佛教华严宗强调向外学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遥
佛教华严宗常用野月印万川冶比喻的佛法与现实的关
系遥 佛法智慧如同人们所能看到的天上皎洁无暇的月

芒履耶钥 冶[1]也就是说袁向外学习其实还是野捕形捉影冶袁

野内证冶才是领悟最高佛法的最终途径遥 于是袁瑞岩扣
冰禅师停止了云游袁开启了长久的野惺惺冶内证修行遥

亮遥 然而若佛法智慧只能是高悬飘渺空中袁又当如何

可是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袁禅师们对此形式

让现实中人去习得呢钥 对此袁华严宗强调野一月普现一

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攻击遥 比如袁风穴延沼就认为野自拈

切水袁一切水月一月摄冶袁佛教的最高智慧可以印照在

自弄有什么难?冶 [2] 大慧宗杲认为,野瑞岩家风袁呼主人

现实之中袁人们可以其实可以通过探究现实从而领悟

公袁昨夜南山袁虎咬大虫遥 冶[2]无门评唱院野瑞岩老子袁自
买自卖袁弄出许多神头鬼面袁何故聻钥 一个唤底袁一个

收稿日期院2021-04-29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人才计划项目渊闽教科
[2016]23 号冤遥

作者简介院黎晓铃渊1982-冤袁女袁汉族袁助理研究员袁主要从
事理学与佛学互动研究遥

应底遥 一个惺惺底袁一个不受人瞒底遥 认著依前还不
是袁若亦效他袁总是野狐见解遥 冶[3]回观后代禅师们对藻

光的批评袁我们发现他们都是对扣冰藻光脱离现实而
自问自答的方式颇为不满遥 但是袁联系瑞岩扣冰藻光
禅师更多的话头和事迹袁我们会发现扣冰藻光的野惺

窑2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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惺冶禅袁并不是表面形式上的如此简单遥 我们可以从扣
冰藻光禅师年轻时参谒雪峰义存禅师说起遥
扣冰古佛早年参谒的第一位大德就是当时名震
四方的雪峰义存禅师遥 唐咸通十年渊公元 869 年冤雪峰
义存 48 岁袁已经游方求道袁遍历名山袁北游吴尧楚尧梁尧

雪峰不语袁良久又问曰院汝自舟来钥 陆来钥 师曰院顺
流鼓袁不假跋涉遥 雪峰曰院千里而来不亦劳乎钥 师曰院既
不假涉雪又渊何冤劳之有钥 雪峰曰院地僻山林袁四畔风
雪袁何自而入钥 师曰院荆榛既辟袁自无不入遥

[1]

宋尧燕尧秦等地袁曾参拜过莆田的庆玄律师尧福州的宏

紧接着袁雪峰又以藻光如何到来为引袁导向了如

照禅师尧安徽的大同禅师尧浙江的洞山良价禅师尧湖南

何运用客观条件达成目标的讨论遥 千里而来袁长途跋

的德山宣鉴禅师袁最后回到福州遥 而扣冰藻光那时才

涉会非常疲劳遥 但是藻光却没有选择跋涉山林的费力

26 岁袁主要在武夷地区活动遥

方法袁而是选择乘舟顺流而下袁轻松抵达遥 这其实代表

雪峰义存见到扣冰藻光的第一眼就对他大喝一

着只有充分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合理运用客观

声院野汝进一步则死袁退一步则亡浴 冶在此袁雪峰义存其

条件轻松达成目标遥 而野地僻山林袁四畔风雪袁何自而

实是模拟人们在现实中陷入世俗惯性逻辑而进入进

入钥 荆榛既辟袁自无不入冶则代表着人们是不可能通过

退两难的境地遥 对此袁人们常常烦乱不堪尧不知所措袁

躲入偏僻的深山老林的方式躲过世俗风雪的侵扰遥 如

甚至陷入抑郁和精神障碍遥 但是扣冰藻光却不慌不忙

此可以看出袁扣冰藻光禅师所主张的野惺惺禅冶并没有

地回答院野横行几步有何妨钥 冶扣冰藻光的野横行几步冶

主张逃避现实袁反而袁我们能够看到藻光禅师所努力

指的是袁人们其实可以暂时从外在越绷越紧的惯性逻

的方向其实是探索如何挖掘内在的潜力和智慧袁超越

辑中抽离出来袁反观内在袁从而使自己能够有更广阔

现实把握现实遥

的视角和智慧控制眼前的局面遥 而从野几步冶我们也能

此外袁扣冰古佛之所以得名野扣冰冶袁是因其持之

够看出袁 扣冰藻光并不是要求人们永久地逃离现实袁

以恒且坚强的意志力遥 武夷山的冬天异常湿冷袁寒风

而是指示人们可以从自己的内在挖掘应对现实的力

刺骨袁一般人穿着厚厚的棉衣袁烤着火炉都难以抵挡

量遥 此外袁雪峰义存还以藻光带来的凫茈与米酱做为

严寒袁而夏季常常酷暑难耐遥 可是藻光禅师回武夷山

话题追问藻光关于内在的修行遥

后袁冬天再也不用火炉袁夏天也不用扇子袁一年四季穿
着厚厚的破棉袄袁唯独通过控制呼吸砥砺内行遥 后在

师时携凫茈一包尧米酱一瓿为话头遥 雪峰见曰院包

藻光四十岁左右袁更在寒冷的冬天修炼到野扣坚冰而

中何物钥 师曰院凫茈遥 雪峰曰院何处得来钥 师曰院泥中得

浴袁略无寒色冶因此袁被人们称为野扣冰和尚冶遥 有句俗

来遥 雪峰曰院泥深多少钥 师曰院无丈数遥 雪峰曰院还更有

语叫野心静自然凉冶袁同样袁通过心境的把握也同样能

麽钥 师曰院转深转有遥 又问院瓿中何物钥 师曰院酱遥 雪峰

够抵御寒冷遥 而扣冰藻光禅师正是通过对心的把握克

曰院何处得来钥师曰院自合得遥雪峰曰院还熟也未钥 师曰院

服外界对内在自我的影响袁 从而达到内在潜力的深度

不较多熟遥

[1]

凫茈即荸荠袁雪峰将话题由荸荠引向泥土袁意在

挖掘遥

二尧朱子惺惺法之来源

问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滋润培养出香甜可口的荸荠袁其
实是紧接着藻光刚刚回答的野横行几步冶问藻光向内

朱子也曾探访过瑞岩寺袁并写下了叶题瑞岩曳的诗

挖掘可达的深度袁 也就是人们内在的潜力遥 野转深转

句院野踏破千林黄叶堆袁林间台殿郁崔巍遥 谷泉喷薄秋

合得冶的米酱野不较多熟冶其实又指示着虽然人们内在

曾来遥 解衣正作留连计袁未许山灵便却回遥 冶[1]其中野解

有冶的答案则意味着人们内在的潜力是无限的遥 而野自
潜力无限袁但是又需要符合客观条件才能在现实中运
筹帷幄遥

愈响袁山翠空蒙画不开遥 一壑只今藏胜概袁一生畴昔记
衣正作留连计袁未许山灵便却回冶展示的是朱子差点
就沉迷于佛教宁静而空灵的世界袁但是现实中的使命
感使他转过身来袁积极面对现实的世界遥 但是袁朱子为

黎晓铃院瑞岩唤醒主人公袁把手经行禁纲中

面对现实而创立的理学工夫体系中却给野惺惺法冶留
有了重要的位置遥 朱子在阐述野心冶之内涵时说院野心只

窑3窑

践遥 野云遏千山静袁月明到处通冶袁其中野云遏冶并不代表
月亮不存在袁而是月亮被云朵遮蔽曰而野月明冶则代表

是一个心袁非是以一心治一个心遥 所谓存袁所谓收袁只

月光发挥了作用穿透了遮蔽的云朵袁也就是孟子学说

是唤醒冶 遥 很显然袁朱子理学的野唤醒冶吸收了瑞岩扣

中良心发挥了能动性扫除了来自外界的影响遥 因此瑞

而朱子理学工夫中惺惺法的直接来源是刘子翚

挥作用遥 野惺惺否冶的扣问袁代表着内在的良心并不是

[4]

冰古佛的野惺惺冶禅法遥

所极力推崇的野不远复冶遥 野不远复冶是刘子翚向朱熹传

授复卦的野入德之门冶袁是身心修养的野三字符冶遥 刘子

岩扣冰古佛看重的是如何使人内在的良心主动地发
被动地等待外界侵扰的消退袁而是能够唤醒袁并主动
积极地发挥作用袁以摒弃来自外界的侵扰遥

翚在临终前对朱子说院野吾少未闻道袁官莆田时袁以疾

而宋明理学家的出现袁继承和拓展了野惺惺冶法袁

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袁 闻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而心悦之袁

使之逐渐演变为理学家修养工夫的重要内容遥 二程特

以为道在是矣遥 比归袁读吾书而有契焉袁然后知吾道之

别推崇野敬冶的涵养工夫袁提出了关于身的野整齐严肃冶

大袁其体用之全乃如此袁抑吾于叶易曳得入德之门焉遥 所

和关于心的野主一无适冶遥 其中野主一无适冶就是指内心

谓耶不远复爷者袁则吾之三字符也遥 佩服周旋袁罔敢失

的专一尧无杂念袁所继承的正是孟子的不被外物杂念

坠遥 冶 可见袁刘子翚是以野不远复冶融合儒佛袁并将此交

打扰的野夜气冶说遥 而二程的弟子谢良佐则直接用瑞岩

复袁无袛悔袁元吉遥 冶叶小象辞曳曰院野不远之复袁以修身

说院野敬是常惺惺法袁心斋是事事放下袁其理不同遥 冶[7]谢

回头看冶袁其内涵是自我反省袁及时纠正偏差袁才不会

无袁反而是要求十分清醒地面对现实遥

[5]

代给了朱子遥 野不远复冶源自叶易经曳卦二十四院野不远之

禅师的野惺惺冶内涵创造性地阐释了二程野敬冶遥 谢良佐

也冶遥 野不远复冶从字面上理解是野没走多远就要停下来

良佐明白袁瑞岩禅师的野惺惺冶并不是事事放下的空

在前行的道路上迷失方向袁与瑞岩扣冰古佛的野惺惺冶
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遥

三尧朱子工夫体系中的惺惺法

若再往前推袁我们会发现袁野惺惺冶禅的源头其实
是孟子的思想遥 孟子主张野性善论冶袁他更多地并不是

朱熹对谢良佐就野惺惺冶法的阐释并不十分满意遥

在讲人野性冶如何袁而是在讲人野心冶若何[6]遥 孟子强调袁

他说院野但不免有便以惺惺为仁之意遥 冶[5]这里的野仁冶指

然显现出本然良善的一面袁但是如果受到外界的干扰

为袁谢良佐的野常惺惺冶是在已发上做的工夫袁并无涵

人的良心如同自然界的植物袁若没有外界的破坏会自
和破坏而没有及时存养袁良心就会被蒙蔽袁从而使人
沦为禽兽的状态遥 因此袁如何存养良心就成为了孟子
学说中最大的命题遥 儒家对人的要求不仅仅是野独善
其身冶袁更要面对现实野开万世之太平冶遥 外界的侵扰若

的朱子理学体系中属于野已发冶的知觉和意识遥 朱子认
养心内尧涵养未发之意[4]遥 对此袁朱汉民教授指出袁野朱
熹所提的问题又基于他自身理论建构的需要袁因此他

对谢氏耶常惺惺法爷的评价未免失之偏颇遥 冶[8]那么袁惺
惺法在朱子理学工夫的建构中又处于怎样的地位呢钥

会蒙蔽内在良心袁又当如何在外界的野枪林弹雨冶中存

应当说袁朱子对瑞岩野惺惺冶禅法的解读是有自己

养良心呢钥 孟子要求在夜晚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野存夜

创造性的构建的遥 朱子将心之状态分析为野未发冶野已

气冶袁刘子翚所提倡的野不远复冶要求的是面对外在不

发冶以及野未发冶至野已发冶的三个阶段袁野惺惺冶法也有

久就需要回到内在涵养遥 但是袁其中的良心一直处于

相对应的三个阶段遥 所谓野未发冶是指思虑未萌尧心下

被动的状态遥

无事之时袁也就是谢良佐所说的野心斋冶之时袁此时野敬

在孟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袁对于内在野良心冶
思考并没有在儒学中继续展开袁反而是中国佛教哲学
对此进行了更积极的探讨遥 如何使内在的良心发挥作
用抵御外界的干扰就是瑞岩扣冰古佛紧接着孟子的
存养良心以及野不远复冶之命题的继续探讨和深入实

只是常惺惺法袁所谓静中有个觉处袁只是常惺惺在这
里袁静不是睡着了冶[4]曰野未发冶至野已发冶时袁野自著力把
持袁常惺惺袁不要放倒冶[4]曰已发时野须是常惺惺省察袁不
要放过冶[4]遥 就此袁我们可以看出朱子思想与谢良佐尧瑞

岩扣冰以及孟子的不同遥 孟子要求从野夜气冶也就是无

窑4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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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打扰尧即朱子所谓的野未发冶的时候去感受完好无损

转化的意向遥 其实袁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使佛教

的良心袁并加以存养袁使之在有事之时也能够如无事

面对现实尧构建现实的过程遥 儒佛的争论袁本质上是方

打扰的状态一样心平气和地处理恰当遥 瑞岩扣冰和谢

法论的争论遥 所以袁当我们谈论佛教中国化或者理学

良佐重视用唤醒的方式使野良心冶在应对事物之时能

家野以禅证儒冶时袁或许不应当过度纠结其中的概念和

够以清醒的状态应对得当遥

思想究竟属于哪一家哪一派遥 正如宋释绍昙在叶瑞岩

而朱子的细分袁其实构建了孟子的野良心冶以及瑞

唤醒主人公曳的偈颂中所唱野瑞岩唤醒主人公袁把手经

岩扣冰和谢良佐的野常惺惺冶遥 孟子的野无事之时冶袁才

行禁纲中冶袁其中野把手冶是拉起手的意思袁经行是指动

是不被打扰的野心平气和冶的野清醒冶之时袁而朱子的

中修定慧袁野禁纲冶指的是世俗中的纲常伦理遥 唤醒内

野无事之时冶却有可能是睡着了袁需要野惺惺冶的提醒袁

在的主人公袁拉起他的手袁一起在现实中建构完善的现

使之保持觉悟遥 野未发冶至野已发冶袁孟子尧瑞岩扣冰尧谢

实世界遥 这应当是中国佛学与儒学共同努力的方向遥

心平气和的状态存养好袁使其能够运用到应对事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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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地展示了朱子学者对野惺惺冶禅法向现实合理化

Kou Bing Ancient Buddha and Zhu Xi爷s Philosophy
LI Xiaoling

(Research Center for Zhu Xi Studie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e temple of Ruiyan in Wutun, Wuyishan, was founded by the ancient Buddha Dade Kou Bing. The awakening of the

hero's "Xing Xing" Zen, which is left by the ancient Buddha of Ruiyan Kou Bing, has aroused continuous studies and discussions in Bud鄄
dhism, and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of Neo-Confucianism. Zhu Xi took a great interest and expanded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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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野理一分殊冶是朱熹哲学思想体系架构的基石遥 近世以来袁学人对此命题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热情袁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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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理一分殊冶命题在宋明理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

三百余篇袁其中不乏当代儒学研究名家袁如冯友兰尧陈

地位遥 朱熹对此命题尤为看重袁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构

来尧张立文尧乐爱国尧束景南等等遥 现从对朱熹野理一分

建可以说主要建基于这一命题遥 朱熹在自己宏大的思

殊冶命题的源起尧内涵实质尧命题在朱熹哲学思想体系

想体系里袁对宇宙论尧人性论尧工夫论尧社会道德实践

中的理论意义以及此命题具有的现实价值意义等几

论等阐释时都关涉了野理一分殊冶命题袁这样赋予了此

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作管窥式探究遥

命题不仅仅具有本体论意义袁还有认识论尧方法论尧实
践论等理论意义袁野理一分殊冶完全可以说是朱熹思想

一尧 朱熹野理一分殊冶命题思想的源起研究

理论的最高纲领遥 学者束景南就指出院野从普遍的耶理
一分殊爷本体论模式到一般的耶分殊爷体认的方法论袁

一般认为野理一分殊冶是张载叶西铭曳文的内涵旨

到具体的敬知双修的认识论袁构成了朱熹的一种独特

趣所在袁其实张载在叶西铭曳文中没有直接提出野理一

的东方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遥 这种思维模式除具有德

分殊冶命题袁而是程颐在回答学生杨时对叶西铭曳内涵

知合一尧修养与认识合一的基本特点外袁还具有有机直

意义的质疑时首次提出来的野叶西铭曳名理一而分殊袁

觉体认尧系统整体把握和主客一体这样几个特点遥 冶 由
[1]

此可见此命题自从提出就包纳着广泛的内涵袁同时也

决定了此命题在后世的学术研究中经常被争论的野命
运冶遥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袁学人对朱熹此命题的
研究更给予了极大热情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截至 2020 年
底袁在知网上检索袁学者发表与此命题有关的论文达

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冶[2]遥 后经朱熹的发挥袁野叶西铭曳是要

句句见理一分殊冶[3]袁野叶西铭曳通体是一个理一分殊袁一
句是一个理一分殊冶 [3]袁认为赋予了野理一分殊冶是叶西
铭曳的本义指向袁更成为朱熹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核
心理论遥 这一点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遥
但对朱熹野理一分殊冶命题思想的源起却存在着
不同的看法遥 普遍的认识是袁朱熹此命题思想渊源为

收稿日期院2020-12-26
基金项目院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力提升暨野三全育
人 冶 综 合 改 革 试 点 省 建 设 奖 补 项 目 渊 szt鄄

佛教的华严宗与禅宗遥 因为朱熹非常推崇华严宗认为
野理冶是全遍袁不是分遍以及禅宗野月映万川冶的思想遥

朱熹明确有野释氏云院耶一月普现一切水袁一切水月一

sjh2019-3-10冤遥

月摄爷遥 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冶[4]遥 这就使今人

政治教育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遥

主要是受到了佛教影响袁张立文就认为袁野程朱理学家

作者简介院尤志成渊1993-冤袁男袁汉族袁硕士袁主要从事思想

认为袁浸润佛老多年的朱熹在阐发野理一分殊冶时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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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华严宗尧禅宗的上述思想袁提出了耶理一分殊爷
命题遥 冶 杨荣国更以肯定口气说院野噎噎这就是理一分
[5]

理解遥
完整把握和阐释朱熹野理一分殊冶的内涵袁刘会齐

殊袁即是佛教华严宗所谓一多相摄的观点遥 冶[6]但也有

提出了较为客观的见解和思路袁他认为应从这几方面

不同的声音袁 孔令宏认为朱熹此命题主要与道家尧道

来进行院要明确什么是野理冶野理一冶尧明确什么是野分

教有着至密的渊源袁而不是主要来自佛教的影响遥 他

殊冶以及野理一冶与野分殊冶的关系[7]遥 这样对野理一分殊冶

认为朱熹曾明确指出野理冶的意义为野文路子尧条理冶袁
野理冶范畴的这个意义明显来自叶庄子窑养生主曳中的庖

命题进行解析袁可以野尽精微冶理解此命题的内涵[8]遥

关于朱熹野理一分殊冶中野理冶的含义目前一般有

丁解牛的寓言曰其次他认为朱熹野理冶需要搭挂的那个

三种观点袁一种观点是把野理冶解释为野天理冶袁也就是

野气冶概念更是道家的专利语言曰还有朱熹对此命题进

朱熹经常使用的野理冶的含义袁它相当于包纳野仁尧义尧

行阐释时所表现的哲理样式与庄子野道通为一冶来野齐

礼尧智冶的野道尧太极冶袁是一种形上的规定袁这种规定主

是非冶是同一思维进路遥 以此孔令宏断认朱熹是在吸

要是对封建道德纲常的抽象化和客观化袁一般伦理学

收道家尧道教形上之野体冶并加以改造后使之与儒家形

渊史冤 著作大都这样认为的袁 比如朱贻庭在其主编的

下的野用冶相结合袁从而才有野理一分殊冶命题的思想遥

[7]

刘会齐也提出朱熹此命题多是来自道家思想遥 他认为

叶中国伦理思想史曳中就持这样的看法[11]遥 另一种观点

把野理冶看作是形下的规定袁冯友兰就是这样认为的遥

朱熹明确承认野理冶的得名是渊源于叶庄子曳遥 既然朱熹

他通过对朱熹注解叶西铭曳文的考察得出袁朱熹说野理

是一直把野理冶的观念贯彻到自己的思想里,因此会是

一分殊冶时里所谓的野理冶袁与其在别处专讲野理冶时含

自觉地从道家文化中寻找可资启发的东西, 而不会舍

义有所不同袁这里的野理冶是从形下方面来说的袁是对于

近求远去佛家文化里寻找 遥

实际的肯定袁 表明各个实际事物之间内部的关联性[12]遥

想的袁所以朱熹此命题与儒家原典的野亲源冶关系也越

也是其建构野新理学冶体系的努力反映遥 还有一种观

来越被关注遥 高建立认为其实先秦儒家典籍中早就有

点袁认为此命题在不同境遇中野理冶应有不同含义袁陈

野理一分殊冶思想的因子袁叶论语窑里仁曳载野参乎袁吾道

来就是这样认为的遥 他认为野理冶的含义应分为野性理冶

语说叶中庸曳一书袁野始言一理袁中散为万事袁末复合为

野仁尧义尧礼尧智冶之性袁野分理冶是指具体事物的规律尧本

[8]

朱熹毕竟是在原始儒家思想基础上展延自己思

冯友兰的解释很明显是其野接着说冶治学精神的体现袁

一以贯之冶[10]遥而朱熹在叶中庸章句曳开首就引用二程话

和野分理冶两种袁野性理冶指事物内部所禀得的天理袁即

一理遥 冶 这其实就是野一以贯之冶的注解遥 高建立认为

质遥 所以他认为当朱熹此命题指代人生界即伦理学意

[9]

以上这些反映了以儒家正统自居的朱熹在 野理一分

义的时候袁野理冶是指物事的野性理冶袁即万物禀受于天

殊冶中正是汲取了先秦儒家典籍野一以贯之冶的思想 遥

而成就的野性冶袁而在广延意义上指代宇宙界生成来使

客观地评论袁朱熹把野理一分殊冶作为一个形上哲

用野理一分殊冶时袁野理冶是野分理冶袁指万物的具体规律遥

学命题提出来袁命题本身包纳着复杂的内涵袁其缘起

陈来又指出正是朱熹把野理冶的含义扩大了袁才反映出

也应是极其复杂的袁任何单一维度厘定命题缘起的做

朱熹对这一命题的贡献[13]遥 陈来的观点相对来说比较

[10]

法都欠稳妥遥 朱熹毕竟是集理学之大成者袁其哲学思想

客观尧全面地解释了野理冶的含义遥

综罗百代袁 此命题的缘起应从多种语境和综合文化意

对野理一冶的理解一般没多大争议袁野一冶指野同一尧

义上来讨论袁也即是应从朱熹思想是野融会诸家学说尧

统一冶袁与野殊冶相对袁野一冶反映了这个天地间存在的

儒释道混一冶 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来思考此命题缘起的

野理冶的唯一性和不可分割性遥 但是对野分殊冶中野分冶的

复杂原因袁这样才能更清晰地发现此命题发展的脉络遥

二尧朱熹野理一分殊冶命题的内涵实质研究
野理一分殊冶是一个内涵和实质颇有争议的命题袁

学人的阐述可以说表现出了各自对此命题的解读和

理解却很少给与关注遥 学人现在大都已经习惯于野分冶
在意义上常做动词野分有冶使用[14]遥其实袁这种解读恰是
导致此命题存在理解分歧的重要原因遥 因为把野分冶理
解为野秉有冶袁明显使命题本身存有逻辑上的矛盾遥 我
们知道袁野理一分殊冶中的野理冶是唯一的具有自身不能
变化的性质袁如果把野分殊冶之野分冶理解为动词的话袁

尤志成院朱熹野理一分殊冶命题思想研究之管窥

那样这个野理冶就是可以分化的了遥 既然野理冶是一个不
可分的实体袁又怎么能分化为野万理冶呢钥 如果野理冶可
以分化野万理冶袁野理冶之野一冶的特性不复存在袁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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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个别的理而是个别的事物[19]遥可以这样说袁陈来
把朱熹野理一分殊冶命题的实质基本上用理论语言概
括出来了遥

这种解释使这一命题在逻辑上存在着矛盾遥 其实王夫
之很早就认识到了这样解释的矛盾袁 他说院野耶分爷云
者袁理之分也遥 迨其分殊袁而理岂复一哉浴 夫不复一袁则
成乎殊乎浴 冶[15]为解决野分冶解释上的困难袁研究朱熹思
想的大家陈荣捷就提出袁应该改换野分冶的读音来解决

三尧野理一分殊冶命题在朱熹哲学体系中的
理论意义研究
野理一分殊冶 是朱熹构建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最

这种矛盾袁所以他说院野理一分殊一语始见于程颐的书

高指导纲领袁其理论位置类似于西方康德的野先天综

信袁这里的野分冶并非按其平声意指分开袁实际上这里

合判断冶的基础理论命题袁学人对此命题具体在朱熹

应该读去声袁指义务尧所得份尧赋受遥冶[16]很明显袁陈荣捷

哲学体系中的理论意义可以归纳为三大点袁认为它主

的这种解释是把朱熹野理一分殊冶作为伦理学命题看

要具有本体论尧认识论以及方法论上的意义遥

待的遥 前述学者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袁但最有解释

在本体论意义上袁马序认为朱熹在对世界万事万

力的观点袁应属蒙培元等提出的用野体用说冶来解释的

物的发生发展尧 世间纲常伦理规定描叙时认为都是

观点遥 蒙先生认为朱熹有时把野分殊冶说成是野万理冶袁
有时又将分殊说成野万物冶袁其实要认识到朱熹的意味
是理在物中袁物各有理袁理和物的野分殊冶袁应从野体用冶
关系上来理解袁野既可以讲一理与万理的关系袁也可以

野一理冶野分殊冶的结果袁野宇宙之间袁一理而已遥 天得之
而为天袁地得之而为地袁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袁各得之
以为性遥 冶因此袁朱熹野理一分殊冶命题在本体论上规定
了三层意义袁野一尧万物的本原曰二尧宇宙的主宰曰三尧人

讲一理与万事的关系袁万物是无限多样的袁万理也是

类社会的纲常遥冶[20]束景南也认为野理一分殊冶是朱熹最

无限多样的袁物各不同袁物之理也不同遥冶[17]这样野分冶的

高本体论哲学原则袁更是一种本体论模式袁但这种模

含义就容易理解了遥

式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尧智的认识论与德的

在对野理一分殊冶从整体结构上理解袁朱义禄认为

修养论相统一的模式遥 束景南又具体把这种本体论所

朱熹与二程有较大的差异袁二程常把野理一冶放在野分

规定的多元思想逻辑层次在朱熹哲学体系构成中的

殊冶位置之上讨论袁侧重野理一冶的论述袁也即是看重

表现分为九个方面院从道与理的关系层次说袁野理一分

野天理冶规范的重要性遥 而朱熹则在注重野理一冶与野分

殊冶即野道一理殊冶曰从理与气的关系层次说袁野理一分

殊冶统一的基础上袁更侧重于野分殊冶袁野分殊冶不仅仅表

殊冶即野理一气殊冶曰从理与物的关系层次说袁野理一分

明了自然界不同事物即使遵循相同的理袁也是有差别

殊冶即野理一物殊冶曰从体与用的关系层次说袁野理一分

的袁在人生界更是这样袁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袁决

殊冶即野体一用殊冶曰从性与气的关系层次说袁野理一分

定了他们行为规范的差别袁也就是应有不同的责任义

殊冶即野性一气殊冶曰从天地之心与人物之心关系层次

务 遥 朱义禄认为朱熹野理一分殊冶的命题最终极目的

说袁野理一分殊冶即野心一分殊冶曰从仁与义的关系层次

是为封建等级制度与现存伦常秩序的合理性寻求理

说袁野理一分殊冶即野仁一义殊冶曰从乐与礼的关系层次

论上的依据袁这点现在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遥 陈来的

说袁野理一分殊冶即野乐一礼殊冶曰从忠与恕的关系层次

[18]

观点基本也是这样袁他认为朱熹野理一分殊冶实质首先
包含了伦理学上的一般伦理原则和具体道德规范的
关系袁每个人根据对不同对象所处的相对地位确定其
义务而采取不同的道德行为袁而各种道德行为中又包
含着统一的道德原则袁换言之袁基本原则体现为具体

说袁野理一分殊冶即野忠一恕殊冶[1]遥 束景南的论说不仅概
括出了朱熹野理一分殊冶命题的天理观和伦理观表象

含义袁更着实把捉了命题的丰富本体论内蕴袁厘清了
野理一分殊冶 命题在朱熹缜密完善的哲学体系中所起
的奠基作用遥

不同的行为规范袁就是野理一分殊冶遥 其次袁朱熹讲的

今人研究认为朱熹野理一分殊冶命题也有方法论

野理一分殊冶 在宇宙界上还指不同事物都有相同的理

和认识论上的意义遥 卢子震认为程颐在提出野理一分

或受共同的理所支配袁在此时袁朱熹用以与理一相对

殊冶时袁主要属于道德领域命题袁但其中也明显地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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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方法论意义遥 朱熹更将其中的方法论提缀出来袁

熹野理一分殊冶命题深蕴的智慧价值可以为当代社会

在理论上予以明确发挥袁并将这一理论推广运用到本

发展提供启示研究成为近世学者关注的热点遥

体论尧认识论等其他哲学领域袁从而使之成为理学的

野理一分殊冶在原初意义上是立于伦理角度来讨

一个基本原理 遥 高建立则认为朱熹的野理一分殊 冶首

论的袁它试图表达的主题就是基本的道德原则在现实

先扮演着重要的方法论角色遥 主要是因为朱熹利用

中表现为不同具体规范的意义遥 对野理一分殊冶具有的

野理一分殊冶 解决了世界万物如何产生以及世界万物

伦理指导意义理应成为当下研究的重心遥 刘会齐就提

统一于什么的问题袁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朱熹理学的哲

出野理一分殊冶对人类伦理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遥 刘

学性质和发展方向遥 因为野理一分殊冶这一方法的运

先生认为朱熹的野理冶既是世界万物的根源,也是人类

用袁使得朱熹理学大大超越了先秦儒学尧道家哲学和

道德的根源,这个野理冶更是人类仁爱之心尧仁德之心的

佛家哲学关于宇宙生成和万物一统的论述袁而成为学

根源袁或者说是人性道德至善的根本[8]遥 然而现实中的

[21]

术史上更为形上尧思辨的哲学思想体系[22]遥从认识论上

人,野由于生存的需要和欲望的牵制, 使得理在至善伦

看袁乐爱国认为朱熹所讲的野理一冶只是认识的最终目

理上的发挥被抑制或蒙蔽住了, 使得人们背离善而去

的袁是认识的一个设定袁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袁首先必

作恶的行为冶[13]遥 也可以说野分殊冶使人性出现了差异

须认识野分殊冶袁而不是直接去认识野理一冶遥 所以朱熹

性遥 但朱熹又提出通过野格物致知尧持敬冶等修养工夫

野理一分殊冶 是建立在由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认识程序

的持加袁人人可以恢复到善的本源遥 因此袁朱熹野理一

上的袁具有十分深刻的认识论意义 遥高建立认为朱熹

分殊冶命题对人们认识人人都可以具有和谐德性实现

在认识论上还不止于此袁 虽然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思

提供了理论证说遥

想袁主张野格物穷理冶袁他又苦心专门为叶大学曳格物章

伦理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遥 李少波认为袁朱熹

补传袁并认为格物日久袁则必然会豁然贯通袁了然一切

野理一分殊冶 命题主要是回答如何解决仁爱万物与利

[23]

之理遥 这是种由个别达到一般的认识袁也即是由野分

[8]

李少波则提出野理一分殊冶在生态

用万物袁 利用万物与繁荣万物的内在紧张与矛盾问

殊冶到野理一冶的认识过程遥 但朱熹更有野今以十事言

题遥 因为儒学本身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有生命的自然

之袁若理会得七尧八件袁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冶 袁这又

万物袁提倡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遥 而在朱熹野理一

使认识由一般而达到个别袁所以朱熹野理一分殊冶又呈

分殊冶思想里更包含着世界万物平等尧万物一体袁人类

现出动态圆融的认识论过程遥

对世界万物都应怀尊重尧敬畏之心的思想袁这为当下

[4]

四尧朱熹野理一分殊冶命题的现代价值意义

人们认识人与自然万物关系指明了很好的路向 [26]遥

野耶理一分殊爷把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提高到天理的高
度袁为生态伦理提供了终极的本体论的支撑袁对人类

研究

的特殊性的强调袁则明确了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及适
朱熹野理一分殊冶命题的提出是以对复杂的人间
世界认识为基础袁追求的最高境界则是作为野理一冶的

宜与否的道德评判主体冶[26]袁正是基于此袁李少波认为
这些思想对当下生态伦理建设具有价值遥

价值理念在形态各异的社会现实境遇渊所谓野分殊冶冤

乐爱国认为朱熹野理一分殊冶命题对指导现代自

中的恰当运用袁正如王健所说的那样袁朱熹野理一分

然科学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遥 他指出现代科学发展趋

殊冶发展并充实了此命题原有的作为儒家文化理念建

势是从分化越来越走向综合袁朱熹野理一分殊冶命题强

构合理社会秩序的价值指向袁更把此命题的价值命脉

调野分殊冶袁提倡由野万殊冶到野理一冶认知序程袁这与现

始终紧伏在深切的社会关怀上 遥 张立文在对当今社

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始于分门别类并进而发展到整体

物联网尧大数据尧云计算构成联通世界以至太空的人

不仅把整个自然界综合成一个有机体袁而且在更高层

[24]

会发展状况深思后也提出野在信息智能时代袁互联网尧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一袁又存在各国尧各民族尧各种族尧
各宗教和平尧发展尧合作尧共赢的分殊冶[25]袁朱熹野理一分

殊冶思想具有广泛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遥 对朱

综合研究的过程有相似之处[23]遥 更为主要的是袁野朱熹
次上袁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融为一体遥 冶[23]乐爱国

指出袁朱熹此命题提供的指导意义在于袁它可以使我
们能够清醒认识到近代自然科学分门别类研究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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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朱熹野理一分殊冶中认识野分殊冶的阶段袁而分门别类
的研究最终走向应是对野统一体冶的把握袁回归到对
野统一体冶的研究中去[23]遥

质言之袁今人研究野理一分殊冶的现代价值袁都是

试图从形上层面来野活化冶此命题的积极内涵袁希冀给
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历史资源的指导袁这也和朱熹
提出野理一分殊冶命题包含的野经世济用冶初衷有着吻
合之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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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Proposition of 野The Principle is On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s Divided into Multiplicity冶
YOU Zhicheng, YOU Jinlia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fei, Anhui 230032)

Abstract:

野The principle is on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s divided into multiplicity冶 is the cornerstone of Zhu Xi爷s philosophical ide鄄

ological framework. Since modern times, many experts gave great enthusiasm to the proposition, and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some
aspects: its original relationship with 野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冶, this proposition爷s real meaning, the function of the proposi鄄

tion on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and the reality value of proposition.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Zhu Xi爷s proposition thought of 野The principle is on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s divided into multiplicity冶.

Key words:

Zhu Xi; the principle is on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s divided into multiplicity; pro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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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批判杜林永恒道德观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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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在叶反杜林论曳中袁恩格斯对杜林的野永恒道德观冶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批判袁并且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道

德的起源尧本质以及不同时期尧不同集团的道德的内容进行分析袁最终得出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袁更没有超越历史尧超越
民族尧超越阶级的道德袁任何道德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的结论遥 新时期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袁必须做到以马克思主义
道德观为指导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紧抓社会公德建设袁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曰弘扬本来借鉴
外来袁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社会主义道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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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

下了叶反杜林论曳袁深刻揭露了杜林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袁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进程

家的立场以及其伪科学尧 伪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质袁并

也不断加快袁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削弱了马克思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遥 就叶反杜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袁人们道德观念的多

林论曳中的道德话题而言袁恩格斯并不是专门针对这一

元化袁导致了贪污腐败尧诚信缺失尧金钱崇拜等道德问

点才著书论作的袁 因当时杜林的思想对群众的荼毒太

题频发遥 十八大以来袁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道德

深袁牵涉过广袁恩格斯不得不就人们的思想道德方面进

建设袁开展了野社会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

行剖析袁 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院 为了维护科学社会主

治理冶运动袁着力提升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的道德素

义袁恩格斯就野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啃这一酸果冶[1]遥

养遥 因此袁重温恩格斯的道德思想袁对当前我们正确把
握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袁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袁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渊一冤道德的来源

因杜林所持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观袁认为万事万
物皆可从思维观念推导得出袁恩格斯因此对杜林理论
做出批判遥 针对杜林所提出的现实是可以从观念尧人

一尧从道德的起源批判杜林永恒真理的错误

脑中推导出的观点袁恩格斯指出杜林的结论带有典型
的唯心主义色彩袁因为现实需要从现实本身出发才能

1875 年袁自诩为社会主义野行家冶和野改革家冶的德

推导出来袁同时袁恩格斯还指出杜林不承认马克思的

国思想家杜林袁宣称自己完成了对哲学尧政治经济学

唯物史观袁不承认群众的力量对社会历史的巨大推动

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面变革袁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了

作用遥 杜林还认为道德是可以超越历史袁超越阶级并

猛烈冲击遥 为了捍卫马克思科学的世界观袁恩格斯写

且是永恒不变的袁是可以脱离现实尧脱离社会袁任何时
代尧任何时期或者任何地区和任何民族都可以有共同

收稿日期院2020-11-10

且唯一不变的袁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永恒的道德遥 恩格

作者简介院徐圆圆渊1994-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斯对此进一步指出袁存在决定思维袁思维与意识是自

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遥

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袁道德作为意识范畴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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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不能脱离自然界袁脱离经济活动而生存遥 道德

在从事物质生产的过程中袁必然会与他人袁与社会形

作为意识形态袁产生于社会实践袁并受物质生产状况

成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遥 在人们的交往活动中袁必然

所影响遥 单薄弱小的人类在肆虐无情的大自然面前袁

会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利益矛盾或冲突遥 为了解决这

只有与他人尧社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袁才能更好

些矛盾或冲突袁必然要调节社会关系袁这便形成了一

地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袁而在与他人或集体合作的过

些大家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和观念袁也就是野道德归

程中袁道德作为规范行为的准则应运而生遥

根结底是人们物质生产和交换关系的产物, 受经济发

渊二冤道德是一般的尧非永恒的
杜林认为袁道德的原则是永恒的袁它凌驾于野历史

展水平所影响冶[5]遥 经济利益与道德实际上就是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袁

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冶[2]袁如同人们对数

两者相互作用遥 一方面袁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的选择

不仅如此袁他还否认道德的一般的尧非永恒的原则遥 这

在也可以为经济利益的发展而服务遥

学原理和方法的认识一样是永久适用和普遍有效的遥

决定了道德意识的形成 ,而另一方面袁道德标准的存

在恩格斯看来是真正的虚无袁甚至是比单纯虚无还要

道德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袁它是属于上层

更坏的东西袁这是大错特错的遥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永

建筑范畴的袁无论哪一时期的道德都是由人们所进行

恒道德观的错误时明确指出袁 道德是社会关系的产

的物质生产活动所决定的袁并对这样的经济关系产生

物袁受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影响袁是经济发展的产

能动的反作用遥 杜林认为袁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袁可以准

物遥 社会经济关系是道德的根源袁对道德具有决定但

确的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袁并由此认为因普

并不是唯一的作用遥 经济关系对道德决定作用总是会

遍公平的原则袁社会主义便可以得到实现袁这是典型

通过利益表现出来袁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人

的野道德决定论冶袁他认为道德可以颠覆一切遥 显然袁杜

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袁 构成了全部社会道德生活的本

林的野道德决定论冶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彻

质遥 一方面袁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益袁

底颠倒袁更是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颠倒遥 从

直接决定着道德的起源尧特点和内容遥 另一方面袁利益

恩格斯的叶反杜林论曳中不难看出袁要想找到资本主义

决定着道德体系的性质和发展变化遥 当旧的社会经济

灭亡的规律袁必须到人们的物质生活中袁必须到经济

关系日益腐朽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袁新的

领域当中才能找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根源袁不能从

社会经济关系便会日益形成袁那么与之相适应的新的

道德的角度出发去寻找这一灭亡的根源遥 与此同时袁

道德会再次形成袁简言之袁杜林的永恒道德观从某种

道德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袁它总是为统治阶级的利

程度上来说有些痴人说梦袁只能遭人耻笑遥

益服务袁总是能够帮助统治阶级变得异常强大袁这不
仅仅体现的是新旧社会形态的交替袁而是一整套新的

二尧从道德的本质批判杜林永恒真理的错误

野善恶冶观念在人们心中的重建遥 统治阶级的利益想要

稳固袁 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专门用来维护体制的利益的
关于如何定义道德袁伦理学对此达成了这样的共
识袁他们认为院野以善恶作为评价的标准袁依靠社会舆

道德规范尧道德准则袁以期规范社会各成员内心中信念
和行为习惯袁继续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遥

论尧传统习惯尧内心信仰的力量来调整个人与自身尧个
人与他人尧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和

三尧从阶级性角度批判杜林永恒真理的错误

规范的总和, 而道德观则是一门规范系统性的学术科
学袁是关于道德准则尧规范和道德实践的学术观点或

道德自产生以后袁便与阶级同在遥 社会发展规律

者学术主张冶[3]遥

也会证明袁阶级是不会永远存在的袁所谓的与阶级同

对此袁恩格斯也曾明确地指出过院野道德作为一种

存的道德袁 自然也会在阶级消失的那一天不复存在遥

行为规范袁能够自觉地调节人们的外在行为遥 冶[4]道德

那么袁 杜林的永恒道德观念之永恒便会不攻而破袁所

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袁特别是经济关系的产物遥 人们

谓的野善冶与野恶冶听起来也会变得荒谬可笑袁他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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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切勿偷盗冶此时便显得不合时宜了遥 恩格斯精辟地指

因为人们利益是相互一致的袁正如叶共产党宣言曳所强

出袁每个社会集团袁都有自己独特的道德观来为这个

调的院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

集团的利益的获得而服务遥 不同的时代袁不同的阶级袁

社会的袁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袁在那里袁每个人的自由

不同的统治集团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特有的道德观尧伦

发展是一切自由发展的条件冶[6]遥 社会平等是社会主义

理观尧善恶观遥

和资本主义在道德观方面的一个最大的分歧遥 马克思

原始社会时期袁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袁人类在

认为平等总是和一定的阶级相挂钩袁而资产阶级社会

荒野中艰难求生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野兽侵袭袁人

里的平等总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袁这个所谓的平等

们只好抱团生存袁 以此来谋求个人与氏族的生存与延

总还是被限制在资产阶级里的框框里遥 所谓的平等只

续遥 共同打猎尧共同劳动尧一致对外尧平均分配尧互帮互

是口号袁从一开始作为衡量平等的劳动的尺度就有问

助等成了原始社会时期道德的最重要的内容袁 而这也

题袁因为这里所谓的平等始终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

是当时最高的道德准则遥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袁权利与

上遥 平等一直以来便是资产阶级最喜欢炫耀的口号之

义务也在此刻产生袁虽不致清晰袁但一切以维护部落的

一袁但资产阶级的平等只能跟以前封建社会等级相比

核心利益便是义务袁部落间的平均分配便是权利遥

较袁否则它并不具有任何进步性遥 在马克思看来袁平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袁奴隶社会尧封建社

问题本身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袁而真正的平等就只有

会尧资本主义社会接续出现遥 不同历史背景产生了不

共产主义才能实现遥 共产主义道德的主要特点之一袁

同的阶级道德观念袁但除了共产主义社会袁所有时期

那就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遥 所谓两者的统一袁那就是

的道德都逃不过私有制的枷锁袁都被牢牢地锁在了私

指权力与义务是相互依存袁相互贯通袁社会中的每个

有制的牢笼里遥 奴隶社会时期道德的最高准则便是以

成员都有要为社会所做的义务袁同时也有权行使社会

维护奴隶主利益为核心袁凡是违背奴隶主利益的都是

所给予的权利遥 权利与义务是具体的尧历史的袁而且是

不道德的遥 这个时期的道德标准也并不像原始社会那

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遥 但是无论在任何时候袁

样被人们认同袁奴隶主更多的是采用野棍棒与枷锁冶的

两者的野统一冶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遥

形式来维护道德标准袁而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奴隶与

四尧恩格斯叶反杜林论曳道德观对我国道德

奴隶主之间道德观念的分歧袁社会矛盾也日益变得不
可调和遥 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从根本上说是与封建地

建设的启示

主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袁民众为了生存只能被迫服从
于以地主阶级为核心的社会道德标准遥 商品经济和大

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袁生产力水平是其决定性因

工业的快速发展袁 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得以确立袁

素袁具体来讲就是经济水平的发展程度决定道德标准

相应地袁社会道德方面也起了变化袁资本主义道德标

的变化和转变遥 随着我国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视

准建立在掌握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遥 金钱至上尧唯利是

程度的提高袁我国也由建国初的一穷二白成为现在世

图尧个人利益永远大于集体利益尧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界上第二大发展经济体袁但是经济水平的提高并不意

等观念便是资本主义社会最鲜明的特征袁同时也是资

味着道德观念的及时转换和适应遥 当前袁经济的迅猛

本主义社会最高的价值准则遥 也正是因为存在着维护

发展引发了不少道德问题袁 如何解决社会道德问题袁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道德观念袁资本主义也才能快速发

推动我国道德建设已经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首

展和得以延续遥

要问题袁 恩格斯的道德思想虽只是以理论的形式呈

资产阶级社会虽然与以往的旧道德相比有了实
质性的进步袁但是并未带给广大劳苦群众解放袁反而

现袁但是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道德现状袁推进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引导作用遥
渊一冤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指导袁坚持社会主义

给穷苦大众锁上了厚厚的枷锁遥 真正的能将人的世界
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类自身的袁 只能依靠无产阶级遥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不会出现任何利益上的冲突袁

方向
恩格斯对杜林道德观的批判启示我们袁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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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确把握道德问题的唯一方法袁是马克思主义道德

模范的对标中深刻自我反省袁自觉提升道德素养遥 最

观的重要理论基础遥 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袁道德

后袁要扎笼子袁扎紧制度的笼子袁关键在于完善落实社

的本质是经济基础的产物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意

会诚信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遥 要通过完善个人和企业

识形态领域的表现袁这就决定了道德本身必然具有阶

信用记录袁加强社会征信系统建设袁提高失信行为惩

级性袁杜林所宣扬的超越阶级尧永恒存在的道德必然

罚力度袁在全社会上形成守信光荣尧失信可耻的舆论

是不可能存在的遥 所谓的普世价值尧普世道德归根到

氛围袁为提倡诚实守信行为提供制度保障遥

底只是唯心主义的道德观罢了遥 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体
制决定了我国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袁同时我们也

渊三冤弘扬本来借鉴外来袁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社
会主义道德

要看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状也为西方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袁道德标准相应的也会

普世道德观念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袁

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遥 如何确保社会主义道德始终符

社会上利己主义尧金钱至上尧贪图享乐的道德问题时

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袁就成了党加强社会主义道德

有发生遥 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遥 因此我们必

建设的首要任务袁对此袁我们应该着重做到弘扬本来

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袁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袁强化

借鉴外来袁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遥 其中袁特别要强化马克思主义道

德遥 一方面袁新的道德观念往往是对旧的道德观念的

德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中的指导作用袁要努力

继承与发展遥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历经千年而传承至

做到野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尧社会主义道德观袁倡导

今袁 对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遥

共产主义道德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袁以集体主义为

我们应该着眼于现实发展所需袁采用野扬弃冶的科学态

原则袁以爱祖国尧爱人民尧爱劳动尧爱科学尧爱社会主义

度去看待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袁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院

为基本要求冶 遥

野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

设袁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

德观袁在去粗取精尧去伪存真的基础上袁坚持古为今

[7]

渊二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紧抓社会公德建

传统美德袁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尧坚持社会主义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袁

用尧推陈出新袁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尧

对一个民族尧一个国家来说袁最持久尧最深层的力量是

创新性发展冶[9]遥 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我们要坚持

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遥 冶[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袁从中汲取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合

观共 24 个字袁 分别从三个维度阐释了社会主义发展

理因素袁摒弃腐朽落后的消极因素袁最大程度上丰富

进程中未来国家尧社会尧个人发展的道德规范和价值

和发展社会主义新道德遥 另一方面袁在相同时代背景

理念袁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下袁不同阶级的道德观念也会具有某些相同的道德因

观是在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当

素袁这些相同的道德因素在各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可

前我国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袁相较于外来道德观念更

以相互借鉴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外来思潮的涌入使得西

加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袁更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方的道德观念在我国广泛传播开来袁不少国内民众深

根本利益遥 当前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受影响袁甚至将其作为自身的价值标准遥 我们在进行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袁首先袁要重宣传遥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正视这种情况的存

突出主题袁创新载体是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在袁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的过程中袁不能无视

观的重要举措袁 开展宣传教育要着重创新宣传方式袁

西方道德观念对我们造成的影响遥 相反袁我们要从观

充分发挥网络传播的便捷性尧即时性尧互动性优点来

念的冲突中找到自身道德建设存在的不足袁着重吸收

增强宣传教育的生动性尧直观性袁让民众在潜移默化

西方道德观念中的合理因素袁创造出既符合中国国情

中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遥 其次袁要抓典型遥

又顺应世界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观遥

通过大力宣传道德模范尧评选先进典型等形式袁积极
营造良好社会风气袁使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在与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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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怀玉,李春燕.论叶反杜林论要要
要哲学编曳的现代意义要要
要

五尧结语

浅谈恩格斯叶反杜林论曳中的道德观及现代意义[J].科教文

恩格斯在叶反杜林论曳中阐述的道德是建立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真正的道德袁是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补充和发展遥 当前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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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挑战袁道德建设作为指导和规范人民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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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遥 我们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出发袁科

汇(上旬刊),2009(1):211-212.
[4] 罗来文.道德的批判与建构要要
要基于恩格斯叶反杜林论曳的
原典解读[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3):55-61.

[5] 庄福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4.
[6]

(2019-10-27)[2020-07-01].http://www.gov.cn/zhengce/2019-

[8]

参考文献院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M].北京:人民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

出版社,2012:344-355.

[7] 中共中央国务院.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EB/OL].

学把握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实质袁不断推动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跃上新高度遥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

[9]

10/27,content_5445556,htm.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

京:学习出版社尧人民出版社,2016:18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161-162.

出版社,2009:90.

渊责任编辑院魏 琛冤

出版社,2012:422.

Engels Criticizes D俟hring爷s Eternal Morality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XU Yuanyuan

(School of Marxism,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

In anti-D俟hring, Engels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criticized D俟hring爷s 野eternal morality冶, and analyzed the origin

and essence of morality and the content of morality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inally,

h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no eternal morality, let alone morality beyond history, nation and class. Another conclusion is that
any morality is the product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to carry out socialist moral construction, we must take Marxist moral outlook

as the guidance and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orality and cultivate a good social atmosphere,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s, lear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develop socialist morality i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Engels; D俟hring; moral origin; moral essence; mo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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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研究
齐艳霞袁 车立红
渊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辽宁 沈阳 110136冤

摘 要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阐释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
制度冶袁是一项里程碑式的论述遥 这不仅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石袁又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前提和基础遥 要真正坚持和贯彻好这项新的根本制度袁 不仅要正确把握这项新根本制度的科学内
涵袁同时要勇于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困境遥 因此袁必须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来巩固和完善指导地位制度化
这一重要举措袁同时采取野硬性的冶态度对高校及网络空间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予以纠正袁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贯
彻落实遥

关键词院马克思主义曰意识形态领域曰根本制度曰指导地位
中图分类号院D641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0原园015原园5

近年来袁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困难与挑战日益
凸显袁对于步入新时代的中国来说袁坚持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及前所未有的制度建设新
高度尧新视野遥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袁是党和国家的理论主旨和实
践原则袁但以往大部分还停留在野理论层面或思想务
虚层面的号召和呼吁冶 遥 因此袁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正
[1]

一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
地位根本制度的科学内涵

确的措施是克服困难与挑战尧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
提条件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叶决定曳系统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会议通过了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势袁提出了要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

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现代化的进程遥 坚持这项新的根本制度是党坚持和完

重大问题的决定曳渊以下简称叶决定曳冤遥 在叶决定曳中袁首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做出的重要举措遥

次阐释院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因而袁厘清这一制度的科学内涵袁是贯彻落实该举措

的根本制度冶[2]这一论述袁并作出系统部署袁既充分彰

的前提和基础袁需重点把握以下三组关系遥

显了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具体工作的重要性袁又体现了
收稿日期院2020-12-23
基金项目院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
研团队建设项目渊重点选题冤渊18JDSZK014冤遥
作者简介院齐艳霞渊1976-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思
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车立红渊1995-冤袁女袁满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遥

渊一冤要处理好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尧重要制度之
间的关系
叶决定曳第一次完整论述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须重点把握根本制度尧基本制度尧重要

制度三者间的内在逻辑袁同时进一步指明完善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袁共同构成了彰显社
会主义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遥 坚持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党中央

窑 16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 年第 10 期

通过深刻总结而提出的一项新根本制度袁具有前瞻性
和全局性等特点袁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还具有统领性遥

渊三冤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的野一元冶指导与文化
野多样冶发展之间的关系
主流意识形态实质上是指在所有意识形态中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核心思想始终是

主导作用的袁同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袁具有一元

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来开展的遥 因而袁坚持马克思主义

性遥 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丰富了中国特色

态袁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与我国大不相同袁因而从未

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内在架构遥 坚持这项新的根本制

停止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淬炼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

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统领作用袁不仅

出院野当前袁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在理论层面上影响着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建设袁还

大斗争袁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袁耶颜色革命爷暗

在实践层面上指导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建设袁二者

流涌动冶[5]遥 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多媒体等手段宣传西方

必须符合根本制度的价值立场和实践准则遥 就我国处

文化袁企图对我国国民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遥 更

在并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讲袁始

有甚者袁一些打着野自由尧民主冶旗号的与我国主流意

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其实质上就

识形态相冲突的社会思潮来争夺发言权袁企图撼动马

是坚持这项新的根本制度的价值立场和实践准则的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地位遥 因此袁在这复杂的背

最好回应遥

景下袁要坚持一元指导袁理性包容地对待与中国不同

渊二冤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
统一

的思想文化袁不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袁实现
其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遥

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始终随着时代的变幻而作
相应的调整袁在社会主义革命尧建设以及改革实践中
不断发展和创新遥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袁中国

二尧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制度化的原因

共产党人就将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终生信条袁并在建
设实践中验证了其科学性和指导性遥 马克思主义理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

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袁将其与我国基本国情结合

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伟大中国梦的重要

起来袁逐步上升为党和人民共识的意识形态遥 因而袁重

制度指导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意识形态工作极其重

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鲜明特征

要袁事关党的前途命运袁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袁事关民族

和独特优势袁将其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了野意识形态

凝聚力尧向心力冶[5]遥 不论是步履维艰的过去还是前途

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冶[3]遥 这一价值定位在

光明的未来袁意识形态工作始终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

意识形态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袁既彰显了我们党对

的工作袁特别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中还面临着很多现

意识形态工作的认真负责袁又凸显了意识形态工作自

实困境遥
渊一冤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身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遥
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视为
一项根本制度袁即坚持野党管宣传袁党管意识形态冶 遥
[4]

的根本制度的必要性
这项新的根本制度是巩固党团结统一的必然要

通过大力开展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活动袁确保

求遥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刻在中

党内外思想领域的团结稳定遥 从毛泽东思想尧邓小平

国旗帜上袁经过长期探索与考验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

理论尧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尧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

主义在中国建设尧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袁完成了将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马克思主义从未缺席袁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伟大创举袁创新出

始终坚持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结合的状态伴随在中

新的理论成果袁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的发展历程之中袁从而促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

思想遥 这项新的理论成果不仅为先进文化和制度建设

域指导地位上升为根本制度层面遥

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袁还展现出党不断进行时代性

齐艳霞袁等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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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创新的决心遥 将指导地位制度化的这项举措袁

人民的精神支撑袁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顺利推进起到了

是新时代党总结制度建设经验教训后的一次大胆跨

有效制度保障的作用遥
渊三冤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越遥
这一根本制度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次会议上

新时代标志着国家正式进入了改革开放攻克艰难的

提及 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冶[3]遥

关键时期袁在这艰难的背景和复杂的环境中积极推进

这一论述充分显示了党对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重视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袁马克思主义在

态度袁同时对隐藏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复杂难题和挑

思想领域发挥团结民众的作用不容小觑遥 新中国成立

战作了隐藏性阐述遥 具体表现为国内各种社会思潮的

70 年以来袁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袁克服

相互交织尧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不断拼搏尧团结一心开

首先袁受到国内各种外来思潮的淬炼遥 国内错误

创了新局面袁 最终实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遥

的社会思潮其本质上指的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尧否定

历史经验证明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国走向富强之路

了党领导的一种或多种社会思潮遥 例如袁野普世价值冶

提供了根本制度遵循袁必须牢牢把握遥

野新自由主义冶野历史虚无主义冶野个人主义冶 等错误思

艰难险阻取得辉煌成就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

渊二冤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的肆意传播以及西方社会思潮的共同影响遥

潮袁它们披着装饰过的学术外表袁以舆论自由和文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

多元为借口袁试图抨击马克思主义遥 除此之外袁否认我

议系统阐释了指导地位制度化的重要论断袁既推进了

们党的正确领导袁甚至肆意妄为地公开反对和全盘否

我国制度建设工作达到一个新高度尧新境界袁还为党

定正确的言论袁意图打破人民心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

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价值遵循遥 这

形态思想遥 这些错误的的社会思潮不仅在日常生活中

项新的重要阐释袁是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野生根发芽冶袁甚至阻碍了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进度遥

度高度自信的集合袁也是历史和现实推动下做的最佳

其次袁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普及袁意识形态的

选择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传播工作逐步面临了新的难题和挑战遥 当前袁电子产

领导集体认真且科学地汲取了党以往意识形态工作的

品成为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经验教训袁积极地将意识形态建设向规范性推进遥

分袁网络用语笔笔皆是袁像野富二代冶野官二代冶等相关

从理论上袁习近平总书记汲取了意识形态领域制

言论袁在高校很是常见遥 正是由于这些错误的尧消极的

定各项具体制度的经验袁取其精华尧弃其糟粕袁不断在

言论袁导致一些野仇富冶野仇官冶等社会现象的出现遥 他

新领域尧新空间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具

们借助 APP尧 各种浏览器等新媒体发表偏激的言论袁

体实际的相互融合进行探索遥 指导地位制度化的重要

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自身的影响力袁使得大量非主

举措袁系统地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若干难题

流意识形态错误社会思潮快速发展袁企图损坏主流意

与挑战进行了探究与阐述袁同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开

识形态在全体人民心中的形象袁由此造成全国各族人

拓新领域尧新空间尧新境界的显著标志遥

民思想的混乱袁从而将网络空间顺理成章地变成各种

从实践上袁人类历史的变化往往伴随着制度的变

社会思潮的栖息地遥

化遥 五百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袁克服复杂的

最后袁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建设依然潜藏着若干

困难与挑战袁对理论进行着符合时代的创新袁而每一

难题袁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创新进程缓

次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变化都潜藏着内外联动的反应遥

慢遥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袁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

对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来说袁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

进行了漫长的理论创新袁 取得了一次次优秀的成果袁

了转变袁提出的指导地位制度化袁既凝聚了全党和全

但同时自身发展和创新也在不断的面临挑战遥 西方社

体各族人民的热切希望袁又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工

会思潮野作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矛盾和发展

作的任务进程遥 坚持这项新的根本制度袁汇集了党和

趋势的精神折射冶[6]袁实质上是企图通过错误思潮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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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领域的混乱袁从而破坏中国长期以来具有统

民生尧环境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题进行合理规

一性意识形态工作的推进袁企图达到撼动马克思主义

范的探讨袁 同时充分发挥有影响力的网站和手机软

在人民心中稳固的地位和威胁党的正确领导的目的遥

件袁例如使用野新华网冶野学习强国冶等软件来引导人民

因此袁要始终坚信党的领导袁跟随党的步伐袁通过指导

群众袁促使他们对网站上发布的新闻产生兴趣袁并进

地位制度化的举措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提供强

行关注和讨论遥 就政府方面来说袁要发挥政府的力度袁

有力的学理支撑遥

灵活运用新媒体技术发布正规的尧具有引导性的意识
形态新闻消息袁促使人民群众了解更多关于国家和社

三尧巩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重要举措

会的消息袁激发全体人民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兴
趣袁从而推进网络空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遥
渊三冤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中国进入新时代袁党中央领导集体将意识形态建

学校是学生树立正确政治方向的主要阵地遥 尤其

设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遥 这就必须不断完善意识

是在高校袁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出现边缘化或是态度松

形态领域的各项具体制度袁充分将其制度优势发挥出

懈时袁极易被错误的思想侵入袁最终给高校以及社会

来遥 因此袁必须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袁同时采

带来不良后果遥 因此袁新时代为维护高校的意识形态

取野硬性的冶态度对网络空间中各种错误思潮予以纠

安全袁既要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

正尧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

体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部署袁还要求高校要认真贯

贯彻落实遥

彻落实意识形态的安全工作袁将意识形态安全提升到

渊一冤全面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高校党委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心上来遥 同时定期召开以

把思想建设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始终是党中央领

意识形态工作为主题的研讨会袁深入研究校园意识形

导集体最正确的选择袁所以我们要从始至终的对其进

势袁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袁配齐且

行贯彻和落实袁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配强专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袁贯彻落实党中

优越性遥 意识形态工作的贯彻落实关键在于人遥 牢牢

央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部署要求袁以高校意识形

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党既要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袁

态安全来确保高校正确的政治方向遥

努力野打理好所负责的土地冶袁还要经受住对各级领导

渊四冤贯彻实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人野硬性标准冶约束遥 同时要时刻紧跟以习近平同志为

贯彻实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质上是对责任

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步伐袁团结全国人民砥砺奋

进行细化分工袁明确责任的归属遥 首先袁不论职位高

进袁共同创造出文明和谐尧互帮互助的社会大环境遥 因

低尧大小袁各级的责任主体要始终坚定政治立场袁严格

此袁要求必须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袁加强对马克

恪守党纪党规遥 通过解决现实问题来破解马克思主义

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遥 因为只有将意识形态工作的

标签化尧意识形态工作软指标等问题遥 其次袁要明确各

主导权放在党的手中袁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级主体的权责与分工袁细化政治与工作责任袁采取零

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细水长流袁一路向前遥

容忍的态度与决心袁对工作中失责尧失范的领导人进

渊二冤纠正网络空间中各种错误思潮

行严肃的责任追究遥 最后袁对于网络中的错误社会思

当今社会纷繁复杂袁进入新时代也代表着正式进

潮袁领导干部要勇于直面问题袁发挥带头作用袁用钉钉

入了改革开放攻克艰难的关键时期遥 在这艰难的背景

子的精神来强化监管学校与网络袁不走马观花袁切实

和复杂的环境中袁网络空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

守住斗争的主要阵地遥

传的主要阵地遥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与实践工作始

无数的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袁坚持马克思主义袁

终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部分遥 在网络空间

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曰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中袁马克思主义在其领域发挥团结民众的作用不容小

态袁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抉择曰坚持马克思主

觑遥 通过代表性的野领袖人物冶引导袁围绕经济尧政治尧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袁是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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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报,2019-11-06(001).

产党正确领导下的尧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利
前进的制度屏障遥 因此袁坚持这项新的根本制度是创
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局面的基石袁是保证我国意识
形态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继续前进的学
理支撑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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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

On the Fundamental System of Adhering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QI Yanxia, CHE Lihong

(School of Marxism,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136)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scored that 野It is a funda鄄

mental system to abide by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冶袁 which is a mileston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guiding position is not only the embodiment of the Party's extreme emphasis on ideological work,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consolidating the Party爷s unity and realizing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mission of the new era.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uiding position was the Party's experience in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past. It not only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鄄

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lays an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doing ideological work well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ideological work to consolidate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guiding po鄄

si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 野hard冶 attitude to correct all kinds of wrong ideological trends in cyberspace to ensure
the smooth advancement of the ideological work responsibil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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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m; ideological field; fundamental system; guiding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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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榜样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秦雪阳袁 廖志诚
渊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17冤

摘 要院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榜样教育史遥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中袁榜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袁榜
样教育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袁主要体现在榜样教育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尧围绕中心工作展开尧坚持以人为本曰
此外榜样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袁如榜样选树唯美化倾向尧宣传形式化倾向尧教育官僚化倾向遥 百年榜样教育
的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在新时代要坚持榜样选树大众化尧宣传常态化尧教育生活化袁从而更好发挥榜样的育人功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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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袁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1]遥

育以集体主义为主题曰在改革开放初期袁榜样教育以

在中国革命尧社会主义建设尧改革开放尧新时代的进程

改革创新精神为主题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中袁榜样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学有目标袁行有方向袁发挥

代袁榜样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遥

了巨大的育人优势袁为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遥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榜样教育的征程袁从中
学习宝贵经验袁汲取深刻教训袁为当下开展榜样教育
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启示遥

渊一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院榜样教育以革命英雄
主义为主题
1921 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袁就立志于推翻压在

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遥 与
这样的时代背景相呼应袁这一时期的榜样教育以野舍

一尧中国共产党榜样教育的百年征程回顾

生忘死尧投身革命冶的革命英雄主义为主题袁在全社会
大力弘扬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了革命利益和革命理想袁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袁榜样以其自身高尚的道德

坚守信仰尧敢于斗争尧不惧牺牲的英勇气概遥 在早期工

品质尧先进的行为事迹潜移默化地鼓励和引导人民群

农运动中袁我们有野头可断尧血可流尧工不可复冶的林祥

众见贤思齐尧择善而从遥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榜

谦曰在大革命运动中袁我们有野砍头不要紧尧只要主义

样的作用袁在各个发展阶段结合不同实际大力开展榜

真冶的夏明翰曰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袁我们有野努力到

样教育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袁榜样教育以革命英

死袁奋斗到死冶的方志敏曰在抗日战争时期袁我们有野打

雄主义为主题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袁榜样教

倒日本帝国主义袁中国共产党万岁冶的赵一曼曰在解放

收稿日期院2021-07-05

战争时期袁我们有年仅 15 岁野生的伟大尧死的光荣冶的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渊FJ2020MJDZ022冤遥
作者简介院秦雪阳渊1998-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廖志诚渊1972-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思想
政治教育理论研究遥

刘胡兰遥 除此之外袁这一时期还塑造了一大批我们耳

熟能详的革命英雄形象袁 如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尧含
着热泪绣红旗的江姐尧狼牙山五壮士尧白求恩等遥 可以
说袁正是这样一位位忠于人民忠于党尧坚贞不屈尧英勇
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袁才有了新中国的成立遥

秦雪阳袁等院中国共产党百年榜样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渊二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院榜样教育以集体
主义为主题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袁面临两大历史重任院一方面

要打破外部封锁袁巩固新生政权曰另一方面恢复和发
展国民经济袁建设新政权遥 与这样的时代背景相呼应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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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尧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陈景润尧当代保尔张海迪等袁
他们的榜样形象体现了进取向上尧拼搏奋进的时代特
征袁引领了一代人的成长遥
渊四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院榜样教育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

这一时期的榜样教育以野投身建设尧公而忘私冶的集体

经过长期发展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袁

主义为主题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集体利益至上尧个人

我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进而全面建设

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遥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袁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遥 响应时代的号召袁这一时期榜

决定跨过鸭绿江袁抗美援朝遥 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袁涌

样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主题袁呈现多元

现了野舍身堵枪眼冶的黄继光尧野任凭火烧尧坚忍潜伏冶

化特征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榜样英雄的重要性袁

的邱少云尧野用生命保住小高岭阵地袁与敌人同归于

强调要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尧崇尚英雄尧争做先进

尽冶的杨根思等革命英雄遥 正是这样一位位以身许国

的良好风尚遥 目前袁涌现了无数牢记初心尧扎根基层的

的人民志愿军袁戳穿了美帝国野纸老虎冶的真面目袁捍

脱贫工作者袁 如尽心尽责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

卫了新中国的安全袁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袁

波尧义务植树绿荒山的扬善洲尧一心为民的最美驻村

他们无愧于野最可爱的人冶这一称号遥 为了建设新生政

书记黄文秀等曰还涌现了无数刻苦钻研尧攻克难关的

权袁中国共产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

科技工作者袁如中国天眼建造者南仁东院士尧守住中

建设和改造中遥 在这一时期袁涌现了野亲民爱民尧迎难

国人饭碗的袁隆平院士尧填补野巡天探地潜海冶技术的

而上冶的县委书记焦裕禄袁野宁愿少活五十年袁拼命也

黄大年教授等曰疫情面前袁还涌现了无数冲锋陷阵的

要拿下大油田冶的铁人王进喜袁野排除万难尧回国效力冶

医务工作者袁如临危受命最美逆行钟南山院士尧身患

的两弹元勋邓稼先袁野不计报酬尧争做贡献冶的人民榜

渐冻症依旧坚守岗位的张定宇院长尧跑在病毒前面的

样雷锋等爱国爱民志士遥 除此之外袁还有许许多多奋

张文宏医生等遥 不胜枚举的榜样英雄袁用自己的切身

斗在不同岗位袁为新中国的建设甘于奉献尧发光发热

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普通人遥 正是无数人的苦干实干尧无私奉献尧舍己为

凝聚了磅礴力量遥

人尧大公忘私袁才让一穷二白尧积贫积弱的新中国确立
了社会主义制度袁建设了新生政权袁为当代中国的一
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政治前提和物质基础遥

二尧中国共产党百年榜样教育的经验与教
训总结

渊三冤改革开放初期院榜样教育以改革创新精神为
主题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过程中袁榜样教育取得了

1978 年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

不少骄人的成绩袁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袁如榜样教育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袁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上

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尧坚持以人为本尧围绕中心

来遥 为了响应这一时代主题袁榜样教育以野开拓创新尧

工作展开遥 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袁积累了一些深刻教

拼搏奋进冶的改革创新精神为主题袁营造解放思想尧尊

训袁主要有榜样选树唯美化倾向袁认可度不高曰榜样宣

重创新尧艰苦奋斗的良好社会氛围遥 在这一时期袁一方

传形式化袁发展动力不足曰榜样教育官僚化袁吸引力不

面涌现了许多敢于创新的改革先锋袁如农村改革的重

高遥 汲取教训尧克服不足袁榜样教育才能走得更远遥

要推动者杜润生尧城市改革的先行者步鑫生尧民营企

渊一冤百年榜样教育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业家代表刘永好等袁无数勇力时代潮头尧敢为人先的

1. 榜样教育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开拓者袁奋力推进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遥 另一方面袁

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榜样教育取得成效的根本保

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大批振奋人心尧激发广大群众拼

障遥 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丰富袁其中人的本质尧人的全

搏奋进意识的先进代表袁如国际赛场五连冠的中国女

面发展尧实践论等观点都为榜样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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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遥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遥 榜样教育也围绕这一主题

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袁在其现

开展袁强调爱国奉献尧开拓创新尧敬业实干等袁鼓励人

实性上袁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遥 冶[2]人的本质理论

民群众为社会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添砖加瓦遥 由此可

提醒我们榜样是现实的人袁在选树尧宣传榜样的过程

见袁无论在哪个时期袁榜样教育都是围绕党的中心工

中要注重榜样的社会现实性袁结合社会发展要求和群

作而展开袁顺应时代要求袁服务于大局袁为中心工作的

众成长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袁从而激发群众

完成提供强大精神动力遥

自觉学思践行遥 野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袁也就是说袁作
为一个完整的人袁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遥 冶 人的全面
[3]

3. 榜样教育坚持以人为本
榜样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袁想要感

发展理论告诉我们个体渴望自由且全面的发展袁但是

化人尧引导人尧教育人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遥 中国共

其思想素质水平是存在差异性的遥 榜样作为群众之间

产党百年榜样教育始终坚守这一原则袁做到从群众中

的优秀代表袁响应时代号召袁反映发展要求袁是大众学

来到群众中去尧做到权益保障与精神鼓励相统一遥

习的楷模与方向袁他们用自身的言行诠释先进袁调动

毛泽东认为院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袁而我们则往往

群众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内生动力袁促进群众自我教

是幼稚可笑的袁不了解这一点袁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

育和自我完善袁搭建了全面发展的桥梁遥 野全部社会生

识遥 冶[5]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榜样教育的过程中始终高度

秘东西袁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

再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道的形式宣传榜样事迹袁动员

得到合理的解决遥 冶 实践论的观点提醒我们必须将理

人民群众向其学习遥 这样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袁在开展榜样教育的过程中

教育方法袁广大人民群众更容易接受袁是因为教育的

不仅需要理论诠释袁更需要行动践行袁引导受教育者

内容具有真实性与可学性袁榜样是群众看得见尧摸得

将理论学习的内容自觉转换为自己的道德要求与行

着的真实存在袁且通过努力学习可以达到的高度遥 这

为规范袁在做中学尧在学中做袁实现知行统一袁从而真

样的榜样扎根群众袁受到群众认可与喜爱袁与群众打

正实现榜样教育的目的遥

成一片袁才能在群众中发芽袁真正发挥榜样教育的实

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遥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
[4]

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袁坚持从群众中选出先进典范袁

2. 榜样教育围绕中心工作展开

效遥 此外袁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榜样教育的过程中也高

借助榜样教育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中国共

度重视榜样权益的保障袁做到权益保障与精神鼓励相

产党的优良传统遥 通过榜样的力量进行政治动员袁引

统一遥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野不重视物质利益袁对少数先

导广大人民充分认识到我党近期的中心工作袁号召社

分子可以袁对广大群众不行袁一段时间可以袁长期不

会群众积极投身于实践中袁凝心聚力更好地完成时代

行遥 冶[6]榜样不是无欲无求的野圣人冶袁也是有需求有欲

任务遥

望的普通人袁倡导学习榜样袁就不能使榜样处于野出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袁我党的中心工作是推翻

不讨好冶尴尬局面袁要重视榜样的实际困难和切身利

帝国主义尧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袁成立

益袁保护其物质与情感需要袁做到权益保障与精神鼓

新中国袁这一阶段榜样教育的主题就是动员群众学习

励相统一袁真正践行以人为本遥

马克思主义理论尧积极投身革命尧追求解放遥 在社会主

渊二冤百年榜样教育所留下的深刻教训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袁我党的中心工作是恢复国民经

1. 榜样选树唯美化倾向袁认可度不高

济尧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尧巩固和发展新生政权袁这一阶

只有当榜样被广大群众接受和认可时袁榜样教育

段的榜样教育就围绕着投身建设尧弘扬集体主义精神

才会发挥效用遥 但是受到榜样选树标准不明确袁榜样

而展开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

形象过度野神化冶等因素影响袁榜样教育的认可度有所

设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袁这一阶段的榜样教育

弱化遥

呈现多元化特征袁但仍以激励群众艰苦奋斗尧锐意进

一方面袁榜样选树标准不明确遥 一千个人心中有

取为主旋律遥 进入新时代袁我党的中心任务是实现中

一千个哈默雷特遥 目前袁我们没有关于榜样的明确标

秦雪阳袁等院中国共产党百年榜样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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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袁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之为榜样袁大家看法各

样教育看作政治任务袁敷衍了事袁并未发自将榜样精

不相同遥 且大部分情况下袁我们宣传的榜样是由官方

神内化于心尧外化于行遥

权威机构选出袁集体讨论和批评监督的力度不够袁不

3. 榜样教育官僚化倾向袁吸引力不够

公开透明的选举就难免出现依靠领导个人喜好和远

教育是为了不教遥 榜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培

近关系所选树出的榜样遥 在这种情境下袁到底什么样

养出更多榜样袁让每个人身边学有榜样袁行有示范袁最

的人才称之为榜样袁这个榜样又是否值得推广学习引

终形成人人争当先进的理想局面遥 但是受到权威化倾

人深思遥 长而往之榜样的认可度遭人质疑袁榜样教育

向的影响袁榜样教育的吸引力有所淡化遥

的实效性就会有所弱化遥 另一方面袁在榜样形象的塑

榜样教育吸引力不够袁一方面是因为榜样选树权

造过程中袁为了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袁往往会把榜样

威化袁呈现指向趋势遥 回顾我们的榜样教育袁不难发现

形象树立的更为完美无暇袁甚至十全十美袁导致真实

无论是榜样的选拔树立袁还是榜样的宣传培养都是以

性有所欠缺遥 榜样留给大众的印象常常就是只顾奉

政府力量为主导遥 为了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的目的袁政

献袁不求回报曰忙于工作袁无心照顾家庭曰即使重病也

府所树立和推行的榜样都是从大局出发袁反映一定的

要坚守岗位等遥 这样趋于野神化冶的榜样形象会让广大

时代要求袁体现主流的价值选择袁这就使得榜样不可

群众产生距离感袁觉得很难学习袁更无法践行看齐袁使

避免地指向固定群体遥 这样的榜样教育在革命建设时

得榜样的可学性降低袁失去榜样教育的本意遥

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袁但是在强调个性化发展的今

2. 榜样宣传形式化倾向袁发展动力不足

天袁似乎有些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袁进而淡化了榜样

建国初期所树立的榜样袁如雷锋尧白求恩等袁他们

教育的吸引力遥 野在高度提倡英雄主义国家里袁占统治

的精神可以说是经久不衰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袁即
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袁我们依旧记忆犹新遥 但是改
革开放以来袁受到宣传形式等因素影响袁所树立榜样

地位的不是信仰袁也不是世界观袁而是个人对命运和
上级指示所表现出来的不偏不倚和冷漠遥 冶[7]榜样教育
吸引力不够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学习方式权威化袁呈

却难以产生这么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袁榜样教育的周期

现僵化趋势遥 常规的榜样教育中袁受教育者往往是被

明显缩短袁发展动力不足遥

动的袁他们无法选择所学习的榜样袁也不能够自主选

榜样教育生命力变弱袁一方面是因为榜样更新换

择学习的方法袁也就无法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袁这就

代加速遥 二十一世纪以来袁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袁榜样

使得受教育者对待榜样教育态度冷漠袁提不起兴趣遥

宣传的渠道被有效扩大袁榜样宣传的速度也随之加

尤其是在传统的课堂教育过程中袁受教育者被机械地

快袁榜样层出不穷尧新旧榜样交替极为迅速遥 日常生活

灌输理想的道德规范尧空洞的学习口号袁这种单向度

中袁常常这个榜样我们还没有了解深入尧未能透彻领

的榜样教育方式很难发挥作用遥

悟其精神内涵袁就有新的榜样被推送袁榜样很难长久
的存在和发挥作用遥 榜样教育缺乏持久性袁另一方面
是因为榜样宣传呈现形式化倾向遥 野三月的雷锋袁四月

走遥 冶这句俗语形象地说明了当前榜样教育的一个尴

三尧中国共产党百年榜样教育的重要启示
过去百年榜样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袁新时

尬局面院为了教育而教育袁流于形式遥 每当有形式需要

代开展榜样教育要坚持榜样选树大众化袁提升认可

或者任务下达时候袁各大单位就会如火如荼开展榜样

度曰坚持榜样宣传常态化袁增强持续性曰坚持榜样教育

教育袁当风头过去袁榜样教育就人走茶凉袁不见踪迹遥

生活化袁提高吸引力遥 回顾百年历程袁总结经验与教

周而复始袁虽然榜样教育活动多次开展袁但是榜样依

训袁都是为了当下更好地开展榜样教育袁为中华民族

旧没能深入人心袁榜样真正的价值也无法体现遥 此外袁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遥

在开展榜样教育活动时形式较为单一枯燥袁往往都是

渊一冤坚持榜样选树大众化袁提升认可度

常规的听讲座尧看宣传片尧发表感言等袁缺少趣味性的

国家所大力倡导的榜样必定是符合社会社会主

学习形式无法调动广大群众的学习积极性袁反而将榜

流价值方向袁必定是能被广大群众接受和认可的遥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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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袁榜样教育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步伐袁关注群众的需

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尧革命纪念馆尧青少年活动中心

要袁引导榜样教育从符号化尧神圣化走向真实化尧亲民

等袁充实展陈内容袁提升基地教育能力袁结合各自功能

化遥

开展特色榜样教育活动遥 另一方面袁充分发挥礼仪礼
一方面袁选树的榜样要符合社会发展需要袁反映

节的教化功能袁规范开展入党入团宣誓尧升国旗奏国

时代呼声遥 榜样作为社会号召的先进袁反映着时代发

歌等形式袁强化群众的参与感与认同感袁利用重大纪

展对个人的要求袁具有极强的时代性袁不同时代发展

念日尧 传统节假日等开展丰富多样的榜样教育活动袁

需求不同袁榜样形象也各有侧重遥 因此袁选树榜样的过

深化群众对榜样的道德情感遥 此外袁开展榜样教育也

程中要注重时代性袁推选这个阶段最能反映社会发展

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资源遥 借助现代传媒快速直观

需要的典范袁在榜样的积极引导下带动每个社会成员

的优势袁拓宽榜样宣传渠道袁加快榜样宣传速度袁创新

自觉改正自身不良的行为习惯袁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

榜样教育形式袁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字尧生

平尧提升综合素质袁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袁

动活泼的视频动画开展榜样宣传袁吸引群众的关注袁

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营造

激发群众的学习热情袁最大限度地发挥榜样的感染力

良好氛围遥 另一方面袁选树的榜样要符合人民对美好

和影响力遥

生活的需要袁倾听群众心声遥 榜样来自于群众袁是群众

渊三冤坚持榜样教育生活化袁提高吸引力

学习的对象遥 推选榜样的过程中必须倾听群众心声袁

新时期袁人们的思维理念尧行为观点都发生了巨大

满足群众需要袁了解群众眼中的先进袁只要这样推选

的改变袁传统的榜样教育方式收效甚微遥 因此袁榜样教

的榜样才能得到群众认可与尊崇袁引导群众自觉学习

育也要紧跟时代潮流袁大胆创新教育方法袁坚持榜样教

看齐遥 因此袁要确保榜样选树过程的公开透明与民主

育生活化袁提高榜样教育吸引力袁在潜移默化中陶冶受

化袁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推举身边的模

教育者的道德情操袁启发受教育者的价值选择遥

范袁欢迎人民群众监督榜样的所言所行袁通过这个参

一方面袁强调自下而上的教育袁注重榜样教育过

与过程加强群众对榜样的认知袁让榜样的形象更加立

程的生活化遥 发现榜样尧树立榜样尧宣传榜样本身就是

体真实遥 此外袁人无完人尧金无足赤遥 因此袁在榜样选树

一种榜样教育遥 自下而上的选择榜样袁在这个过程中

过程中也要注重榜样形象的真实性袁既要承认榜样的

既动员了人民群众充分发挥自主意识袁克服榜样教育

奉献与成就尧大力夸赞其优点和品质袁也要能认识到

的官方色彩袁又鼓励了人民群众主动了解榜样袁增添

榜样的不完美尧正视其缺点和不足袁塑造真实的榜样

榜样教育的亲和力遥 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

形象尧宣传如实的榜样事迹袁让群众在客观理性的认

合袁接受群众投票推选袁在广泛了解民意的基础上袁运

识基础上袁心悦诚服地向榜样看齐遥

用国家机构强大的宣传手段袁再进一步扩大榜样的影

渊二冤坚持榜样宣传常态化袁增强持续性

响力袁进而充分发挥榜样教育的最大优势遥 另一方面袁

树立的榜样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袁不仅取决于榜样

强调身边榜样力量袁注重榜样教育方式的生活化遥 野三

自身精神品质的震撼力袁还取决于宣传的手段是否有
效袁榜样是否被更多人认识了解遥 增强榜样教育的持

人行袁必有我师焉遥 冶人人身边都有值得学习的对象袁

要充分挖掘受教育者身边的先进典范袁全方位尧多层

续性袁强化榜样认可度袁坚持榜样宣传常态化袁要充分

次地开展榜样教育袁注重师风建设尧发挥朋辈力量尧重

利用多种渠道大力开展榜样宣传活动袁扩大榜样的影

视家庭熏陶袁让受教育者时时受感染尧处处可学习遥 随

响力遥

风潜入夜袁润物细无声遥 通过生活化的榜样教育方式袁

野人创造环境袁同时环境也在创造人遥 冶[8]任何一个

人思想观念尧行为举止的形成都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和

深化教育对象心理上的认同袁引导教育对象积极地付
诸于实践袁最终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遥

熏陶袁开展榜样教育要充分发挥环境的作用袁用向上
向善的社会风气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学习榜样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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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of the Example Edu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One Hundred Years
QIN Xueyang, LIAO Zhicheng

渊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冤

Abstract院 The century-long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history of example education. In the century-long journe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ole model has played a huge role, and the role model education has also accumulated a lot of valu鄄

able experience,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role model educatio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theory, revolving
around the central work, and insisting on people-oriented mentality;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鄄

el education, such as the tendency of beautification of model selection, formalization of propaganda and bureaucrat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model education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have inspired us to insist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model selection,
the normalization of public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life in the new era, so as to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鄄
tion of the model.

Key words: centennial journey; model education; experience;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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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廖俊波践行优秀品质
做新时代的好党员干部
余清辉
渊中共浦城县委党校 教研室袁 福建 南平 353400冤

摘 要院廖俊波同志是时代楷模袁是全党学习的榜样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廖俊波同志对党忠诚尧心系群众尧忘
我工作尧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遥 廖俊波同志用生命践行新时代党的野好干部冶标准袁他奋斗的一生为我们党加强干部队伍
建设的提供了生动教材袁具有新时代价值遥 他的时代价值不仅是时代楷模尧时代丰碑袁更是当代共产党人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标杆和典范袁党和人民的事业需要更多廖俊波
式的好干部遥 我们学习廖俊波践行优秀品质袁做新时代的好党员干部遥

关键词院廖俊波曰时代楷模曰时代价值曰榜样
中图分类号院D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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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俊波同志是新时代的楷模袁 是全党学习的榜

还在部署工作遥

样遥 习近平总书记对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

1. 对党忠诚体现在他对党的理想信念的忠诚

示强调院野廖俊波同志任职期间袁牢记党的嘱托袁尽心

廖俊波同志常说野人有信念袁就不会觉得累了浴 冶

尽责袁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扑下身子尧苦干实干袁以实际
行动体现了对党忠诚尧心系群众尧忘我工作尧无私奉献
的优秀品质袁无愧于耶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爷的称号袁广
大党员尧干部要向廖俊波同志学习袁不忘初心尧扎实工
作尧廉洁奉公袁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
和群众中去袁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冶[1]遥 学习廖俊波践

行优秀品质袁做新时代的好党员干部袁就是对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遥

野如果你的信念确确实实就是想为一个地方的百姓干

活袁确确实实想为更多的人做点事袁你所有的工作袁都
是值得的冶[2]遥 1998 年 6 月袁邵武拿口镇遭遇百年不遇
洪灾袁廖俊波作为镇长袁仅用了 6 个月袁在春节前让房

屋被冲毁的 500 户搬进了新村遥 在政和县委书记任
上袁廖俊波立下 野一切为了政和的光荣与梦想冶[1]的誓
言遥 政和发生巨变袁财政总收入从 2010 年的 1.6 亿元
增加到 2016 年的 4.5 亿元袁2013要2015 年县域经济

蝉联全省发展十佳遥 廖俊波同志真实做到了理想与实

一尧廖俊波践行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践的融合袁信念与工作的一致遥
2. 对党忠诚体现在他对党组织的忠诚

渊一冤对党忠诚

不论是临危受命担任拿口镇镇长袁是拓荒荣华山

廖俊波同志对党忠诚尧信念坚定袁把对党的忠诚

赴任产业组团管委会主任袁还是担任贫困县的县委书

融入到血液中袁付诸行动上袁不论在哪个工作岗位坚

记袁都无条件服从党组织安排遥 廖俊波接任政和县委

守共产党人的职责袁 他生命中挂出的最后一个电话袁

书记时表示野组织把我放在哪里都是信任袁让我做更

收稿日期院2021-02-27

园区时袁有人提出质疑遥 面对质疑袁他掷地有声地说袁

作者简介院余清辉渊1975-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党建
研究遥

多的事就是重用[2]遥 冶廖俊波准备在政和建设省级工业
野认准的事袁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浴 冶[2]他由衷地对政和
的干部群众说袁野让 23 万政和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袁

余清辉院学习廖俊波践行优秀品质做新时代的好党员干部

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冶[1]遥 正是他对组织的忠诚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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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系群众体现在他情为民所系

安排到哪里袁他就在哪里勤政务实尧履职尽责遥

廖俊波常说袁野群众遇到困难来找我们的时候袁一

3. 对党忠诚体现在他鞠躬尽瘁尧终生为党

定要换位思考袁想想如果我们站在他们的位置上该怎

廖俊波在获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曾说野这个荣

么办袁 这时候你就一定会尽心尽力帮他们去办事冶[4]遥

誉太重了袁我生怕辜负了党袁辜负了老百姓袁今后只有

家住政和渡头洋的张承富和周边居民想建一条步行

更加努力的工作袁才能对得起这份荣誉浴 冶 在廖俊波

栈道方便出行袁但资金没有着落遥 张承富试着给廖俊

外出招商袁3 天跑 4 个省袁去了 6 家公司拜访噎噎生命

一年后袁一条 280 米长的水泥栈道建成了遥 张承福老

研究会议内容并落实方案袁17 点 30 分接着开会袁18

民心国家强冶对联袁横批是野俊波您好冶贴在自家门口遥

[2]

生命的最后 45 天袁 有 22 个晚上在开会袁14 个晚上在

波发了一条求助短信袁 廖俊波立即回复并作出安排遥

的最后 1 天院上午 8 点袁廖俊波参加会议袁15 点主持

人难掩感激之情写了一副野当官能为 民着想 凝聚

点在市里开完会廖俊波回家吃饭,18 点 30 分拎起包

廖俊波就是这样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放在心上袁帮助他

要回武夷新区主持开会遥 临别前袁妻子劝阻院野雨下这

们解决了一件件的野小事冶袁也一步步的走进了群众的

么大袁这个会又是你召集的袁就不能推一推钥 冶廖俊波

心里遥

道别院野会议已经安排好了袁不能改啊浴 冶这一别袁竟成
永别遥 廖俊波就是这样鞠躬尽瘁袁把个人生命的终止
符画在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上遥

渊三冤忘我工作
廖俊波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担当尧 与困难拼
搏袁夙夜在公尧与时间赛跑遥

渊二冤心系群众

1. 忘我工作体现在他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廖俊波同志初心不忘袁使命在肩袁不忘从哪里来尧

2007 年廖俊波担任南平市荣华山产业组团管委

要到哪儿去袁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群众之中袁甘做人

会主任袁面对是一片荒岭野地遥 园区一开工袁廖俊波恨

民的野樵夫冶遥

不得吃住都在工地上遥 同事称廖俊波没有固定的办公

1. 心系群众体现在他利为民所谋

场所袁在车里尧饭桌上尧宿舍里尧工地上都可办公袁野能在

廖俊波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袁 深入群众袁

现场就不在会场冶[1]是廖俊波常讲的话遥 廖俊波践行着

倾听民声袁为民谋利遥 石圳村曾经是一个出名的野垃圾

共产党人开拓进取袁勤政务实的敬业精神袁把荒山打造

村冶遥 县委书记廖俊波专程到村里走访袁说道野基础设

成了闽北新兴工业平台袁变成了金山袁变成了财富遥

施由政府来做袁赚钱的项目让你们村民来做遥 冶 在廖
[3]

俊波的指导帮助下袁石圳村成为政和县首批野国家 3A

2. 忘我工作体现在他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
廖俊波就像一头孺子牛袁一辈子不断耕耘袁一直

旅游景区冶和远近闻名的野白茶小圳冶遥2016 年袁石圳村

到生命最后的一刻遥 廖俊波嘴边常挂一句话野周末不

旅游收入突破 100 万元袁 仅这一项每户村民增收近

周末袁关键看有没有事袁有事就没有周末冶[5]遥 在当地也

8000 元袁全村整体脱贫遥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野俊波不是在基层袁就是在去往基

2. 心系群众体现在他权为民所用

层的路上冶遥 他是大家公认的野铁人冶野工作狂冶袁他却说

廖俊波的一生无论在哪个岗位袁都始终践行为人

每天工作都很有成就感尧很快乐遥 司机林军记得廖市

民服务的宗旨袁权为民所用遥 1998 年廖俊波担任镇长

长在每一个地方都很忙袁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袁一天

廖俊波微笑着回答院野不袁爸爸是全镇最小的人袁因为

36 万公里袁车上常备有野四件套冶要要
要衣服尧雨鞋尧雨伞

时袁年幼的女儿问他院野爸爸袁你是镇上最大的人吗钥 冶

24 小时不够用袁 最好是有 48 小时遥 他的车四年跑了

爸爸是为全镇人服务的遥 冶[1] 这一句野最小的人冶彰显

和被子袁就是为了随时投入工作遥

了廖俊波民为重尧官为轻袁执政为民的理念袁诠释了他

渊四冤无私奉献

甘为人民的公仆袁当成野最小的人冶袁为百姓谋福祉袁终

廖俊波自觉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袁从不利用权利

成人民心中的野最大冶遥

和地位为自己和亲人谋取私利袁却心系百姓袁为民排
忧解难袁树立起了新时代共产党人不朽的丰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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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私奉献体现在他克己奉公尧不谋私利

仰尧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野谁要是打着我的旗号搞工程袁你们要马上拒绝袁

想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遥 习近

我没有这样的亲戚冶[1]袁廖俊波每到一地总是这样事先

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尧 没有理想袁

声明遥 廖俊波的一位挚友说袁这么多年袁从邵武尧荣华

或信仰尧理想不坚定袁精神上就会耶缺钙爷袁就会得耶软

山尧政和再到武夷新区袁他一直主抓工业园区袁同事们

骨病爷袁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尧经济上贪婪尧道德上

都说袁他在领导岗位工作多年袁经手无数项目袁从来没

堕落尧生活上腐化遥 冶[7]回望改革开放 40 多年中国经济

有听说他在哪个项目谋过私利遥 廖俊波就是这样一个
清正廉洁袁襟怀坦荡的好干部遥
2. 无私奉献体现在他野清冶野亲冶政商关系
廖俊波常说袁经济发展需要企业家袁商人逐利无
可厚非袁但公务人员与客商交往接触要有尺度袁底线

社会发展的所取得巨大成就袁可比肩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 400 多年的发展历史遥 如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

野中国之治冶与野西方之乱冶形成鲜明对比袁所谓的资本

主义野制度优势冶荡然无存遥 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性袁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遥

踩不得袁红线碰不得袁为官要恪守廉政底线袁做事实实

2. 忠诚必须体现到对党组织的忠诚上

在在袁做官清清白白遥 曾有一个很熟的客商提着礼品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遥 党员干部都要强化党的意识

来找廖俊波袁 廖俊波还给客商袁野我收了你的东西袁再

和组织观念袁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尧政治上依靠

给你办事袁那咱们还是朋友吗钥 你这样做是看轻了我袁

组织尧工作上服从组织尧感情上信赖组织遥 做到对党组

也看轻了你自己呀浴 冶 只要野朋友关系冶袁不要野利益关

织忠诚袁坚定自觉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

系冶是他交友原则遥 正因为廖俊波就是这样始终坚守

齐遥 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是每个党员的最根本的党性要

廉洁自律的底线袁很多企业家都说袁廖俊波这个人就

求袁是根本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袁是对党忠诚最根本

是引资的野软环境冶遥

表现遥 廖俊波野组织把我放到哪里都是信任冶 [2]的话语袁

[2]

值得我们深切感悟遥 我们必须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

二尧党员干部要像廖俊波那样践行共产党
人的优秀品质

自己尧要求自己尧检查自己袁对一切偏离野两个维护冶的
错误言行与之作坚决的斗争遥
3. 忠诚必须体现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迈进新征程袁奋进新时代袁需要拥有一支高素质

的忠诚上

的干部队伍遥 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对党忠诚尧心系群众尧

忠诚必须体现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

忘我工作尧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袁是新时代共产党人

忠诚上袁这是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遥 习近平总书记

争当野好干部冶的榜样袁他奋斗的一生为我们党加强干

这样评价廖俊波野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

部队伍建设提供了生动教材, 党和人民的事业需要更

层和群众中去袁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冶 [1]遥 我们学习廖

多廖俊波式的好干部袁这就是廖俊波同志优秀品质的

俊波袁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袁特别是要深入学习

新时代价值遥 他的时代价值不仅是时代楷模尧时代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不断培植我们

碑袁更是当代共产党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的精神家园遥 我们必须要读原著尧学原文尧悟原理袁着

主义思想为指导袁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袁结合自己思想和工作实

事业的标杆和典范遥

际袁把职责摆进去尧把工作摆进去袁把学习成果落实到

渊一冤像廖俊波同志那样对党忠诚终生为党忠于党

做好本职工作遥 如果连本职工作都没做好袁把党组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野忠诚必须体现到对党的信

交给的野责任田冶[6]撂荒了袁甚至弄丢了袁那就根本谈不

仰的忠诚上袁体现到对党组织的忠诚上袁体现到对党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遥 冶[6]

1. 忠诚必须体现到对党的信仰的忠诚上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袁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

上对党忠诚遥
渊二冤像廖俊波同志那样心系群众袁为百姓谋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院野要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尧
赞成不赞成尧高兴不高兴尧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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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遥 冶[6]

要自觉以廖俊波为榜样袁 为人民干事创业中挺身而

1. 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

出袁干在前头遥

人民的利益是党的最高利益遥 我们学习廖俊波始
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袁时刻用一桩桩尧一件
件为民服务的实事证明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遥 我们党

渊四冤像廖俊波同志那样无私奉献坚守清廉本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野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袁秉
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冶

遥

[10]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袁要对手

1. 党员干部要吃苦在前袁享受在后

里的权力保持敬畏之心袁时刻铭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

野吃苦在前袁享受在后冶袁是党章的规定遥 正是靠无

给的袁忠诚地为人民办事袁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数共产党员坚持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人民利益袁才树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遥

立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形象遥 我们学习廖俊波始终

2. 做群众的贴心人

坚持权为民所用袁坚持廉洁从政袁甘于野吃苦在前尧享

天地间有杆秤袁秤砣就是老百姓遥 干部干得好不

受在后冶遥 他推动一个又一个地方取得发展新成就袁带

好袁称不称职袁在老百姓心里能称出来的遥 我们党员干

领一户又一户老百姓走上脱贫致富路袁却始终没有为

部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袁 从思想深处解决我是

自己尧亲友谋取过任何私利袁他把野肝胆干事尧干净做

谁尧为了谁尧依靠谁的问题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

人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遥

在心上袁热心为群众办事遥 其次在工作中,始终把为人

2. 党员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袁廉洁从政

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工作始终, 要真切地了解基层群众

心中有戒袁既是为官底线袁也是基本要求遥 做到心

的意见需求袁 聚焦解决人民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

中有戒袁要像廖俊波那样袁始终保持一颗敬畏心尧律己

题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尧幸福感尧安全感遥 最

心袁真正筑起思想上的野防火墙冶遥 党员干部要牢固树

后是要真实地转变一些不良作风,切实反对形式主义尧

立正确的义利观袁时刻绷紧廉洁从政这根弦袁清清白

官僚主义袁树立为民服务的新形象袁筑牢执政之基遥

白做人袁堂堂正正做官袁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之气遥 像

渊三冤 像廖俊波同志那样忘我工作袁履职担当尽责

廖俊波同志那样心中有党尧心中有民尧心中有责尧心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野看一个领导干部袁很重要的

有戒袁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袁才能在奋进新

是看有没有责任感袁有没有担当精神冶 遥
[8]

时代的新征程中走野正道冶袁修野正果冶遥

1. 党员干部要有不畏艰难勇于担当的魄力
廖俊波同志对工作从来都不畏艰难袁在任邵武市

三尧结语

副市长期间袁接到了化解原国有企业不良债务的艰巨
任务袁他义无反顾的接受并完成了任务遥 他勇于创新袁

俊波生逢其时袁他的初心起程于南平的绿水青

敢于担当袁首创野并审联批冶制度曰对项目实行野容缺预

山袁守望在广袤的闽北山川袁传扬在无垠的华夏大地曰

审冶制度曰推出野派单综合审批包冶制度等遥 我们党员干

俊波人生无憾袁 他的使命发轫于福建的红色沃土袁闪

部要把完成好每一项任务当作提升担当能力的阶梯

耀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袁冲刺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

和展示担当作为的平台袁增强创新本领尧提升服务效

银山的征途上曰俊波后继有人袁他的梦想生长在宏大

能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献力遥

的野中国梦冶中袁接过时代楷模廖俊波的接力棒袁点燃

2. 党员干部为民干事创业要干在前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野干部干部袁 干是当头的袁既
要想干愿干积极干袁又要能干会干善于干袁其中积极
性又是首要的遥 冶 廖俊波所在的政和县曾长期居福建
[9]

发展的末尾遥 面对一个个难题袁他干在前头袁以背着石
头上山也要干的韧劲袁在 4 年时间里袁政和从野省末

位冶跨入增长速度野省十佳冶遥 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袁都

野俊波速度冶的引擎袁中华儿女又踏上新征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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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from Liao Junbo to Practice His Excellent Qualities and
Become a Good Party Member Cadre in the New Era
YU Qinghui

(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CPC Pucheng County Party School, Nanping, Fujian 353400)

Abstract:

Comrade Liao Junbo is a model of the times. The whole Party should learn from his exampl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poke highly of Liao Junbo's excellent qualities of loyalty to the Party, devotion to the people, dedication to work and selfless dedication.

Comrade Liao Junbo practiced the Party's standard of "good cadres" in the new era with his life, and his life of struggle provided a vivid

teaching material for our Part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dre team, which has the value in the new era. His value of the times
is not only a model and a monument of the times, but also a benchmark and model for the contemporary communists to push forward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need more good cadres like Liao Junbo. We should learn from Liao
Junbo to practice his excellent qualities and become a good Party member cadr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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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 junbo; model of the times; value of the times;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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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生态有机茶产区茶农生产技术
自主创新意愿研究
柯文静袁 周林毅
渊武夷学院 商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基于福建生态有机茶产区 450 户茶农个体调查数据分析袁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计量方法对影响茶

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意愿的因素进行机构分析袁结果显示院茶农文化水平尧家庭总收入尧生产方式尧技术指导尧农村合作社
参与度尧生产时间尧生产技术瓶颈尧是否有驻村科技特派员尧是否有专利支持袁以及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意愿影响显著袁
且影响方向为正遥 茶农的年龄尧运输情况尧是否有资金支持与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意愿影响显著袁且影响方向为负遥 土
地面积尧家庭劳动力数尧茶叶机械使用情况尧土地质量尧经营种类与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意愿影响不显著遥

关键词院茶农曰生产技术曰自主创新意愿
中图分类号院TS272.5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0原园031原园8
来武装农业生产发展袁强化创新链袁支撑产业链袁激活

引言

人才链袁提升价值链袁分享利益链袁努力推动园区成为
农业创新驱动发展先行区遥

随着城镇化尧工业化脚步的进一步推进袁农村劳

福建素有野八山一水一分田冶之说袁地形为山脉丘

动力进一步向非农生产转移袁造成野虹吸现象冶袁引发

陵袁且气候温和湿润袁加上土壤多为酸性土壤袁非常适

了村庄空心化尧务农老龄化尧农民离农尧农业生产弱化

宜茶树的栽植袁故宋元以来袁福建一直都以国内重要

及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遥 农民是农业发展的主体袁生

产茶区而名誉天下遥 有清一代袁茶叶的种植遍及福建

产技术的自主创新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遥 现在

各府县袁茶叶成为福建许多县市的主要物产袁茶业也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托现代农业物质条件袁运用

已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支柱遥 有机茶属于生态茶的一

现代化技术手段为武装袁 构建现代化管理组织体系袁

种袁生态茶除了有机茶袁还包括无公害茶和绿色茶遥 福

运用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袁 倡导现代农业发展理念袁

建生态有机茶产区袁就是通过构建与生物共生的环境

打造一支文化型尧技能型尧科技型农民队伍遥

来维持茶园生态平衡袁 从而真正做到不施农药化肥尧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落实袁需要提升农业科技园
区建设水平袁添加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袁着力推广农

万物共生尧相互抑制尧相互促进的一种生态环境模式袁
进而全面提高福建生态有机茶产区科技创新水平遥

村创新科技袁 深化农技成果转化推广和农民技能培

茶农作为茶叶生产经营的客观主体袁是生产技术

训遥 打造中国特色农业自主创新的示范区用现代科技

自主创新的执行人和终端受益人遥 生产技术自主创新
激励效果主要依托于生产技术自主创新意愿行为袁及

收稿日期院2019-12-19

依靠茶农对生产技术的改良与内化遥 总体来说袁茶农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类项目渊JAS20382冤遥

生产技术创新意愿主要涵盖了新品种的培育尧新品种

作者简介院柯文静渊1988-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农业

的嫁接和生产秘方的改良遥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袁

经济发展研究遥

我们发现茶农在生产技术自主创新方面的意愿甚弱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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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茶农是依靠引进外来技术来改善生产条件的遥

系列论证袁农机职业培训和农业新技术受益性与农户

从要素禀赋的视角来看袁速水佑次郎和拉旦 [1]认

采取新技术行为均有显著影响遥 笔者对已有的研究结

为袁要素禀赋会影响农产品价格高低及农户技术行为

果做出了总结与分析袁结合福建省地区福建生态有机

[2]

选择袁从而影响农户意愿的关键因素遥 Atanu尧Saha 等

茶产区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意愿调查数据进行分

要素禀赋论中强调新技术资源的稀缺性袁导致农户更

析袁 以探究其生产技术自主创新意愿行为影响因素袁

易于将丰富的要素取代稀缺资源袁以推动农业科技的

有效地制定现代化茶产业经济发展的奠定理论依据遥

创新遥 常向阳等[3]在可变生产要素的角度上认为院农业

为此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总结主要选取了茶农的

生产技术的采纳可以抵消在稀缺资源对农业经济发

年龄尧文化程度尧土地面积尧家庭特征尧收入情况尧生产

展制约遥 从提高农业新科技的影响因素视角来看院

经营情况尧茶农自身认知水平等作为文章的调查分析

Rogers 认为农户户主的文化水平尧个人的认知度是影

研究变量袁并且逐一检验分析是否与原研究结论相一

[4]

响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关键因素遥 张成宝等[5]农户的年

致遥

龄尧文化水平尧家庭总收入袁灌溉方式袁农村合作社情
况尧交通条件尧贷款难易度对农户新技术意愿都有显著

一尧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6]

影响遥 聂英等 调查发现经营规模是影响农户采用新
技术关键因素袁规模越大袁越能保证节水充分利用袁得

从理性经理人的研究假设来看袁茶农生产技术自

到的规模报酬就越大袁同时越能提高农户的生产参与

主创新时袁必定会考虑到生产技术创新后获得更大的

性遥 此外农户的年龄尧性别尧经营方式尧家庭劳动力对

利润袁只有生产技术愿意自主创新预期利润高于不愿

采用新技术都有显著影响遥 郑旭芸尧庄丽娟[7]认为劳动

自主创新的利润时袁才会主动创新生产技术遥 茶农生

力要素越高袁农户选择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大袁大多
数农户更易于选择节约物质的要素的生产技术袁而农
户的个人禀赋对生产技术的选择影响存在差异性遥 陈

产技术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为院A i=f 渊Ci冤+着i 其中袁A i
表示茶农 i 是否愿意自主创新生产技术 渊A=1 表示采

用曰A i 表示不采用冤袁Ci 包含生产资料投入尧 茶农个人

艳艳等[8]通过对灵山县茶叶生产调查研究发现院认为

及家庭特征尧技术创新信息获得等影响茶农生产技术

茶农的年龄尧文化程度尧家庭收入情况尧科技获取途

自主创新的因素袁着1 为随机扰动项遥 由于技术选择函

径尧对生产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遥

数因变量属于离散变量袁因此采用二元连续函数模型

赖正南 [9]通过对茶农需求视角出发袁分析茶叶创
新技术的采用主要受到茶农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尧经
营条件尧文化尧生产管理尧行销经验等因素影响显著遥
苏宝财[10]认为茶农的生产性投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主
要受到茶农的生产加工时间尧 茶农受教育年限等因素
影响遥 李海涛[11]通过苏州洞庭湖碧螺春产区茶农的生
产选择行为发现院主要受到文化程度尧专用设施投入尧
生产规模和茶农的认识水平影响遥
从建立机制和保障作用视角来看院陈国帅等[12]认
为成立茶叶创新科学研究和建立技术开发的长效机

渊Binary discrete choice model冤袁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

分析生产技术自主创新意愿的影响因素遥 如果 F渊字袁茁冤
为 Logistic 分布的连续函数袁则
P渊y=1/字冤=F渊字袁茁冤=

exp渊字p冤
1+exp渊字'茁冤

渊1冤

其中袁字 为解释变量向量袁茁 为系数向量遥 y=1 表示农户
采用某项技术袁y=0 表示农户没有采用某项技术袁P 表
示概率遥 记 P渊y=1/字冤袁则 1-p以P渊y=1/字冤遥
式中袁P=

exp渊字'茁冤
1
,1-P
因此袁
1+exp渊字'茁冤
1+exp渊字'茁冤

P
=exp渊字'茁冤
1-P

渊2冤

认为竹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政府的帮扶下袁当竹农

ln渊

渊3冤

或科研机构对自身的收益率达到最大概率时袁竹农或

式中袁

制袁调整产业发展方式袁推动绿色循环经济发展袁形成
实用集成技术遥 石德金等[13]通过对竹子市场调查分析

科研机构就愿意参与技术创新遥 苟露峰和高强[14]通过

P
冤=字'茁
1-P

P
表示概率比渊Odds ratio冤或相对风险
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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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Relative risk冤遥 假设概率比为 2袁则 y=1渊有生产技术

自主创新意愿冤的概率是 y=0渊没有生产技术自主创新
意愿冤几率的 2 倍遥将渊1冤取对数后袁茁赞 表示解释变量增
i

加 1 单位引起对数几率比的边际变化遥

从而改变茶叶的种类渊如矮脚乌龙尧斜背水仙冤曰调配
出新的有机肥料及新的播种方式间伐技术是指在原
有的茶树上砍伐掉那些密集的树种袁以改善茶园通风
透光条件袁达到合理密植的目的曰套种技术是指原有

渊一冤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生产品种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土地空间种植其他作物

假设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信息可有效供给袁茶农根

一种新型的种植方式袁可以充分利用好生态链之间相

据个人人力资本资源要素进行生产以实现预期利润

互的影响和制约袁调动物种自身的生长优势袁互惠互

的最大化遥 笔者从生产要素尧茶农人力资本和技术创

补遥 促进原有品种和改良品种的质量的提升遥 生产要

新信息获取来源 3 个层次分析茶农对培育新品种尧嫁

素包括本包括家庭劳动力数和生产资料等袁茶农自身

接新品种和制茶秘方改良 3 项生产技术自主创新的

人力资本包括年龄尧文化程度尧家庭总收入等袁产技术

选择行为遥 其中袁培育新品种是在原来没有茶叶品种

创新信获取来源包括技术指导尧 农村合作社参与度尧

的基础上重新研发新品种渊如武夷岩茶金骏眉尧银骏

是否有驻村科技特派员等遥 具体变量含义及数值特征

眉的创新冤曰嫁接新品种是借助原有的茶叶品种袁进行

如表 1 所示遥

有机环境的改变土壤结构及茶叶自由基的重新组合
表 1 实证模型解释变量说明
Tab.1 Explanation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of empirical mode

茶农年纪 字1

1=30 岁以下曰2=31~50 岁曰3=51~59 岁曰4= 60 岁以上

2.25

1.032

文化水平 字2

1=文盲曰2=小学曰3=初中曰4=高中曰5=大学及以上

2.57

0.554

土地面积 字3

1=0尧5 亩以下曰2=0.5~1 亩曰3=1~2 亩曰4=2 亩以上

2.21

0.451

家庭劳动人数 字5

1=3 人曰2=4~6 人曰3=6 人以上

1.53

0.970

2.52

1.211

1=20%以下曰2=21%~40%曰3=41%~60%曰4=61%~80%曰5=81%以上

2.57

1.433

生产方式 字7

1=传统种植曰2=半机械化生产曰3=全机械化生产

1.56

0.632

是否技术指导 字8

1=是曰2=否

0.56

0.435

农村合作社参与度 字9

1=参与曰2=不参与

0.58

0.354

生产时间 字10

1=3 年以下曰2=4-10 年曰3=10 年以上

1.54

0.643

0.53

0.459

家庭渊年冤总收入 字6
务工收入 字7

1=10000 元以 下 曰2 =10001~20000 元曰3 =20001 ~30000 元 曰4 =30001~
40000 元曰5=40001 元以上

是否有驻村科技特派员 字11 1=是曰2=否
交通情况 字12

1=完全现代化曰2=基本现代化曰3=交通落后

1.53

0.719

是否有资金支持 字13

1=是曰2=否

0.56

0.365

土地质量 字14

1=盐碱化曰2=板结化曰3=土地沙化曰4=其他

2.24

0.976

经营种类 字15

1=单一曰2=混合曰3=套种

1.54

0.775

要
+
+
+/+
+
+
要
要
要
+
+
+
+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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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为福建生态有机茶产区调查

愿嫁接新品种技术创新的比重最高袁达 53.12%袁而宁

德地区茶农有意愿嫁接新品种技术创新的非常少袁仅

团队 2019 年 5~9 月安溪县尧平和县尧政和县尧武夷山

占 1.15%曰 闽南地区采用生产秘方改良的比重最高袁

及屏南县 10 个渊县冤市茶农的调研袁采用抽样分层的

新方面袁南平地区茶农意愿最强袁达 66.32%袁而宁德

市尧龙岩市尧福安市尧拓荣县尧寿宁县尧周宁县尧霞浦市
方法有效的选取茶叶种植户袁主要采用入户聊天的方

高达 53.68%袁而宁德地区的比重最低曰嫁接新品种创

地区有嫁接新品种的意愿比重最低遥 福建生态有机茶

式袁内容更为真实有效袁共发放问卷 550 份袁收回有效

产区中不同渊县冤市茶农对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有

23.36%曰漳州平和 78 份袁占总比例的 15.44%曰政和县

技术自主创新需进行比较袁 种茶技术覆盖相对全面曰

问卷 505 份袁 其中包括安溪县 118 份袁 占总比例的

显著差异遥 总体上袁福建生态有机茶产区对 3 项生产

54 份袁占总比例的 16.9%曰武夷山市 143 份袁占总比例

南平地区对培育新品种技术创新需求相对较高袁嫁接

12 份袁占总比例的 2.37%曰拓荣县 15 份袁占总比例的

改良袁其他 2 项生产技术创新意愿较弱袁尤其是培育

份袁 占总比例的 1.38%曰 霞浦市 11 份占总比例的

关袁 由于其自然环境与闽南和闽北有很大的不同袁导

的 28.31%曰龙岩市 65 份袁占总比例的 12.87%曰福安市

新品种技术需求较弱曰闽南地区更为倾向于生产秘方

2.97%曰 寿宁县 13 份袁 占总比例的 2.57%曰 周宁县 7

新品种技术创新袁这个主要与闽南地区的区域位置相

2.17%曰屏南县 34 份袁占总比例的 6.73%遥
渊三冤统计分析

运用 Stata 15.0 对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意愿的

致茶叶种植品种单一袁安溪濒临泉州地区袁主要海鲜
出口袁因此培育新品种技术创新意愿较低袁详见图 1遥

影响因素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遥

二尧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渊一冤自主创新技术意愿描述性分析
福建省是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袁生态文
明建设基础较好遥 福建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战略
定位涵盖四个方面院国土空间科学开发先导区尧绿色
循环低碳发展先行区尧 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示范区尧生
态文明制度创新实验区遥 适宜生态有机茶的生产袁文
章选取的茶农是享受生产生态有机产品补贴的茶农
为研究对象袁为了方便研究将福建生态茶叶产区归纳
为 6 大产区袁分别是宁德地区渊白琳功夫红茶尧坦洋工

夫红茶尧福鼎白茶冤袁南平地区渊政和白茶尧政和功夫尧
金骏眉尧正山小种尧闽北乌龙冤袁三明地区渊红茶乌龙茶
绿茶白茶均有做冤袁闽南地区渊白芽奇兰袁铁观音冤袁龙
岩地区渊漳平水仙袁做的茶也比较杂袁铁观音绿茶红茶
都有相对的会做点冤袁福州地区渊茉莉花茶冤遥
如表 2 所示袁在走访的 505 户茶农样本中袁有意

愿培育新品种技术创新的茶农数占比最高袁达
82.9%袁 有意愿制茶秘方改良技术的占比最低袁 仅占

19.23%遥 在调查的 10 个渊县冤市中袁南平地区茶农有意

图 1 生产技术自主创新意愿分布情况

Fig.1 Distribution of willingness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production technology

如表 3 所示袁渊1冤在生产要素方面袁大部分茶农家

庭收入均在 10001~20000 元之间遥 渊2冤茶农人力资本

方面袁茶农年纪主要集中在 31~50 岁之间袁属青壮年袁
该年龄层次占总比例的 57.7%袁30 岁以下的比例最
低袁占样本总比例的 8.34%袁表明当前福建省生态有

机茶产区种植户为中老年人曰 茶农总体文化水平较
低袁 主要集中在初中文化水平袁 占样本总比例

53.70%袁 为此茶农文化水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曰务

工 收 入 占 收 入 比 重 的 20% 以 下 占 样 本 总 比 例 的

57.7%袁表明绝大多数茶农务工收入较少遥 从调查结果
来看袁茶叶种植是大部分茶农的重要经济来源曰生产
种植时间在 10 年以上的茶农占比最高袁占总数比例

54.4%遥 渊3冤在技术信息获取来源方面袁是否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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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大部分茶农都有参加过技术培训曰茶农通过农村
合作社参与度参与的比重高袁绝大多数茶农对农村合

表 3 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选择因素的回归结果

作社参与度尧满意度及认知度较高遥 此外袁从是否有驻

Tab.3 Regression results of demand selection factors for

村科技特派员方面来看袁有驻村科技特派员的比重较
高为 45.76%袁 驻村科技特派员对茶农技术指导与生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tea farmers' production technology

产技术创新都有很大帮助可以有效提高茶农对新事

常数项

物的接受度及认知度遥

茶农的
基本特征

Tab.2 Comparison of sel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ea farmers'

是否有
资金支持

20.5

14.6

土地质量

7.7

土地面积

30001要40000 元

5.0

7.4

54.6

41%要60%

14.3

16.2

15.2

21%要40%
61%要80%
81%以上
是
否

13.7
8.3
6.0

42.7
57.3

15.3
5.1
7.9

44.7
55.3

12.5
13.5
4.2

40.7
59.3

30 岁以下

13.3

14.2

23.4

51要59 岁

23.1

20.2

6.6

31要50 岁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3 年以下
4-10 年

10 年以上

是否技术
指导

是

农村合作
社参与度

参与

有驻村科
技特派员

15,6
55.5

小学

技术信息
获取来源

2.9

57.7

文盲

生产时间

23.7

否
不参与
是
否

57.7
5.9

45.3

59.4

20.3

10.6

15.3

14.4

11.2

13.3

11.2

14.2

2.3

53.7
15.4
18.2
34.5
47.3

3.8

58.3
12.3
22.3
28.9
48.8

4.5

25.6

32.4

42.2

2.443

0.665

农户农 农村合作
1.342**
技水平 社参与度
是否技术
1.114**
指导
是否有驻村
1.543*
科技特派员
资金获 是否有资
-1.243*
得情况 金支持
原2Log
likeli鄄
134.651
hood

Nagelk鄄
erke
RSquare

Cox &
Snell R
Square

0.664
0.764
0.186
0.523

3.443 1 0.654 2.432
1.543 1 0.554 1.432
4.053 1 0.006 5.324
2.221 1 0.031 1.745
5.011 1 0.434 3.143
7.778 1 0.005 1.432

0. 154
0.117

p=0.000

注院*尧**尧*** 分别表示达到 5%尧1%显著水平

1.茶农年纪是影响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的
关键因素遥 茶农年纪与其呈 10%显著的负相关袁与假设
创新遥 主要有三个原因院一是茶农年纪越年迈的茶农越

65.6

57.8

0.776

3.116 1 0.014 2.342

40.2

62.4

67.6

2.543

渊一冤茶农的基本特征

34.2

58.0

37.6

0.165

14.9

65.3

42.0

1.542*

三尧实证分析

62.2
37.8

原1.321

55.2

65.4
34.6

生产时间

56.9

20%以下

60 岁以上

文化水平

4.322 1 0.005 3.342

16.4

茶农自身
人力资本

年纪

交通情况 原1.153** 0.543

20001要30000 元

54.3

5.324 1 0.005 0.547

0.214 1 0.432 1.767

10000 元以下

45.4

0.336

3.122 1 0.063 1.335

1.095

生产方式

生产秘方
改良
13.4

40001 元以上

务工收入

生产
特征

嫁接
新品种
4.6

10001要20000 元

0.211

6.224 1 0.001 0.011

家庭劳动
原0.117 -0.132 1.635 1 0.132 -0.342
力数
务工收入
0.232*** 0.145 8.776 1 0.001 1.731
比重

培育新
品种
11.6

生产要素

家庭
总收入

茶农年纪 原0.225*
文化水平 0.321**

表 2 茶农生产技术创新需求选择特征比较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mand

-3.541*** 1.887

34.7

相同袁 说明茶农年纪越轻越倾向于对生产技术的自主
易于偏向于祖传的生产方式袁 年轻的茶农更倾向于尝

34.4

试新事物遥 二是在全国普及义务教育袁年轻的茶农的文

36.4

三是袁年轻的茶农对新事物有较强的创新性遥

63.6

化水平普遍高于年纪大的茶农袁且更易于接受新事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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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茶农文化水平对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有
显著的影响遥 茶农文化水平与其呈 5%影响显著关系

森林覆盖率高袁未发现土地质量下降问题袁能满足茶
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提供物质基础遥

为正与假设一致袁说明茶农的文化水平越高越偏向于

渊三冤茶农组织化程度

生产技术自主创新行为遥 从以往来看袁茶农文化水平

1.茶农对农村合作社参与度对茶农生产技术自主

越高袁自学能力和认知水平就越强袁有益于自己从查

创新需求有显著的影响遥 茶农对农村合作社参与度

阅相关知识为创新生产技术做准备最新的技术袁所以

与其呈 5%显著影响显著关系为负袁与假设一致遥 表明

生产技术自主创新的可能性越大遥

茶农对农村合作社参与度有倾向于生产技术自主创

3.茶农的家庭劳动力数对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

新遥 第一是因为农村合作社会组织茶农参加技能培

需求影响不显著遥 茶农的家庭劳动力数没有影响袁说明

训曰第二袁参与农村合作社的茶农往往文化素质比较

茶农的家庭劳动力数与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无影

高袁偏向于向老一辈技术传承者学习袁故参加农村合

响遥 可能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进一步推进袁农村的剩

作社有益于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遥

余劳动力大部分选择外出就业增加收入遥 家庭劳动力
多少对于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完全没有影响遥

2.经营种类对茶农的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无关遥 经
营种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袁说明茶农的经营种类与茶

4.茶农务工收入是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的

农的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没有影响遥 主要是因为目

重要因素遥 茶农务工收入与其呈 1%显著影响显著关系

前该区域茶农文化水平已有了显著的提升袁农业技能

为正与假设不一致袁 说明茶农务工收入越高越易于生

技术信息渠道拓宽袁经营种类不同不会影响茶农对生

产技术的自主创新遥 对于茶农来讲袁通常情况下袁茶农

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遥

家中如果其务工收入比较高袁意味着家庭总收入增加袁

渊四冤茶农技能培训

手中持有资金就越多袁更偏向于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遥

1.茶农是否技术指导是影响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

渊二冤生产特征

新需求的重要因素遥 茶农技术指导与茶农生产技术自

1.交通情况是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的重要

主创新需求的影响关系为显著的 5%正相关袁 与预期

因素遥 交通情况与其呈 5%显著影响显著关系为负与

研究结果一致遥 研究结果说明袁茶农获得技术指导更

假设一致袁说明交通情况越发达茶农越易于生产技术

倾向于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遥 与上述的茶农参与农村合

自主创新袁否则袁茶农就不愿意自主创新生产技术遥 交

作社参与度的研究结果相似遥

通越发达有益于信息技术的交流袁同时也有利于传导

2.驻村科技特派员对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有显

新技术的开发袁因此袁交通越发达有利于茶农生产技

著的影响遥 驻村科技特派员与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

术自主创新遥

需求的影响关系为显著的 10%正相关袁与预期研究结

2.生产时间是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的重要

果一致遥 表明有驻村科技特派员有益于茶农生产技术

因素遥 生产时间与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呈 10%

自主创新遥 这首先是因为驻村科技特派员普遍拥有较

显著影响显著关系为正与假设一致袁表明生产时间越

高技术认知水平和纯熟的生产技巧更能直接有效的

长茶农越易于生产技术自主创新袁主要是因为自主创

技术传递曰其次袁驻村科技特派员往往来自科技发达

新生产技术需要长期积累经验启发遥 生产时间越长有

地区袁讯息渠道较广较新袁能给茶农带来第一手资料袁

益于茶农对生产技术启发引导袁因此袁生产时间越长

故驻村科技特派员有益于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遥

有利于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遥

渊五冤资金支持

3.土地质量对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无显著

茶农的资金支持对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有显

影响遥 土地质量未达到显著水平要求袁主要是由于茶

著的影响遥 资金支持与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的

农需求偏好尧家庭经济情况尧思想观念等主观意识形

影响关系为显著的 10%正相关袁 与预期研究结果一

态对土地质量的标准不一致遥 土地质量未达到显著水
平要求袁 说明福建生态有机茶产区土地质量较为好袁

致遥 表明茶农资金支持越多袁茶农获得资金越多越能
支持茶农来生产创新遥 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要资金支

柯文静袁等院福建生态有机茶产区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新意愿研究

持袁特别是机械的购买所需要的资金更大袁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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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茶实验基地应对重要技术展示及时发布交流遥
第三尧建立专业生产技术自主创新 APP袁拓宽信

决定了茶农是否会有生产技术自主创新需求遥

息接收渠道袁 能够加大茶农自主创新的资金的几率

四尧建议

性遥 为此福建省生态有机茶种植团队可继续通过相关
公众号定期为茶农发布技术生产创新信息袁通过互联

以福建省生态有机茶产区的安溪县尧平和县尧政

网及媒体等多种渠道袁 为不同生产基地内不同产业

和县尧武夷山市尧龙岩市尧福安市尧拓荣县尧寿宁县尧周

间尧茶农与生产技术推者建立有效沟通平台袁加强管

宁县尧霞浦市及屏南县 10 个渊县冤市 505 个茶农的调

理技术直播版块的开发及应用袁提高生产技术宣传力

查数据为研究基础袁分析了影响茶农生产技术自主创

度袁扩大技术辐射范围遥 荔农也可通过微信尧微博尧QQ

新的各种因素遥 结果表明院茶农的文化水平尧茶农务工

交流平台进行信息沟通交流袁并在录制生产技术视频

收入尧生产时间尧茶农农村合作社参与度尧茶农参与培

便于有效的沟通与交流遥

训情况尧是否技术指导尧驻村科技特派员和茶农生产
技术自主创新需求影响水平为显著性正向影响袁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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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Innovate Their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Fujian Ecological Organic Tea Production Area
KE Wenjing, ZHOU Li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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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450 individual tea farmers in Fujian ecological organic tea producing areas, this paper use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ea farmers' willingness to innovate independently in production technol鄄

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a farmers' cultural level, total household income, production mode, technical guidanc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cooperatives, production time, bottleneck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presence of resid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s, patent
support and tea farmers' willingness to innovate independently in production technology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and positive direction. The
age of tea farmers, transportation situation,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 willingnes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tea farmers' production tech鄄

nology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and the impact direction is negative. Land area, household labor force, tea machinery usage, land quality,
business types and farmers' willingness to innovate independently in tea production technology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Key words: tea farmers;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dependent innovation 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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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基于任务的团队学习模式研究
要要
要以成人教育中茶艺创编课程的教改实践为例
周

霞

渊福建开放大学袁 福建 福州 350003冤

摘 要院网络环境下基于任务的团队学习模式袁以野任务驱动尧网络为辅曰教师引导尧学生自主冶为基本特点袁要想有
效推行这一教学模式袁对课程教学的各方面都有特殊的要求遥 笔者结合自己在茶艺创编这类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课
程的教学改革中的探索与实践经验袁基于对成人学生基本学情的分析袁提出了在教学目标尧教学内容尧教学实践尧教学方
法和手段尧考核与评价方式等方面的教学一体化创新设计袁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遥 希望此探索能对成人教育相关专业的
实践性创新性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些许借鉴遥

关键词: 成人教育曰茶艺曰茶艺创编曰团队学习曰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院G728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0原园039原园6

茶艺创编是在茶艺基础课程之上的延伸尧拓展课

程袁确保实践性创新性课程实现百分百实践教学遥 它

程袁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袁重在培养创意水平尧

将课程每一个教学模块的抽象化的教学要求渊见附表

创新能力遥 为实现成人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尧提高人才

1 第 3 列冤转化成一个个具体任务 [2] 渊见附表 1 第 4

培养质量袁茶艺创编课程在教学实践中推行网络环境
下基于任务的团队学习模式袁为此袁笔者紧紧围绕以
[1]

列冤袁以任务为驱动袁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袁自主学习与
团队分工协作相结合袁在实践中不断遇到问题尧解决

茶艺师岗位职业标准 为依据袁对课程的教学目标尧教

问题袁共同完成一个茶艺实践任务袁并最终呈现作品

学内容尧实践教学尧教学模式尧教学方法尧考核方式等

的学习方式遥 要成功实施该教学模式袁必须把握好以

方面进行了积极的一体化教学改革探索袁形成了野以

下四个关键要素院

能力为本位袁以项目为主体尧以任务为驱动袁以团队学

渊一冤 充分依托互联网

习为形式尧以实践教学为载体冶的课程总体设计思路

如成人教育网络平台尧微信群尧QQ 群等袁这些是

(附表 1)袁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袁野学尧训尧演尧赛冶相结

开展教学活动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袁不论课前知识铺

合袁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遥

一尧什么是网络环境下基于任务的团队学

垫环节尧课中实践环节袁还是课后延伸环节都离不开
互联网络环境[4]遥

渊二冤 组建有效的团队学习小组
发挥团队学习模式的关键就在于有效分组袁尽可

习模式

能做到组间均衡尧组内异质袁保证组内各成员间的差
网络环境下基于任务的团队学习袁是一种完全体

异性尧互补性袁以及各小组间合理竞争的公平性袁尤其

现能力本位思想的教学模式袁它贯穿于课程教学全过

要注意组内不同成员合理的角色分工袁以充分调动每

收稿日期院2020-01-16

位组员的能动性遥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社科项目渊JAS160850冤遥

渊三冤 引入团队导师制

作者简介院周霞渊1976-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茶文化

为保证任务顺利完成及进行有效评价袁引入团队

产业发展研究遥

导师制至为重要袁 导师团队既有相关课程的任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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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袁又有按需及时外聘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家袁从而提

主题袁各组领取主题茶席卡和学习任务书袁然后自行

升教师团队的总体教学水平遥

选用茶艺实训室提供的茶席构成要素袁 进行茶席设

渊四冤科学评价任务成果汇报

计遥 在这一阶段教师要注意两点袁一是指导各组学生

评价和考核是检测学生是否实现学习目标的手

先讨论分析再动手实践袁 切忌急着讲解或直接动手曰

段袁 要有可靠的评价标准和科学的评价方法来衡量袁

二是遇到学生求助袁不要直接告知答案袁而是提供方

根据高级茶艺师技能考试要求结合本项任务细分来

向袁以引导启发为主遥 例如袁教师在学生分组讨论过程

制定野任务评价表冶袁具可操作性遥 同时为体现以学生

中引导他们首先分析尧理解本组主题的内涵袁然后围

发展为本的理念袁以肯定评价为主袁创新评价机制袁除

绕主题确定茶席要素袁接着选定合适的器物袁最后进

教师评价外袁还有学生评价渊包括自评尧互评冤遥

行席面的布置袁填写学习任务书渊表 1冤遥
表 1 学习任务书

二尧网络环境下基于任务团队学习模式的

Tab. 1 Learning task table

实施案例
网络环境下基于任务的团队学习模式的具体实施
环节包括院渊1冤课前布置任务尧课前自学曰渊2冤课中实践
学习尧点评示范尧巩固提高尧总结评价曰渊3冤课后延伸 遥
[3]

下面以野创意茶席设计冶实训课为例袁呈现这一教学模

组别

主题

所选物品
设计说明
任务分工
注意事项

式的整体教学实施过程遥

1. 设计紧扣主题袁有创意遥
2. 各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完成工作任务遥
3. 合作过程中学会多沟通袁解决分歧遥

渊一冤课前知识铺垫环节

渊四冤作品点评完善环节

教师在课前一周布置任务袁精心创设情景袁将野创

请每个小组的汇报员袁用手机拍下席面传输到多

意茶席设计冶这一教学内容袁设计成一个对学生有吸
引力的工作任务袁例如院福州茶产业博览会即将举行袁

媒体教学一体机上展示袁并上台按野表 1 学习任务书冶
的内容分别介绍各个主题的席面设计遥 汇报完袁教师

我校茶文化艺术表演队将受邀参加会上的展演袁如果

暂不点评袁而是鼓励学生进行互评遥 小组通过互评袁初

你负责其中茶席设计的展演袁 你该怎么准备呢? 该任

步发现各个茶席设计存在的问题袁教师引导学生进一

务以及相应的自学提示均通过课程微信群发送给班

步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袁 这就自然引出下一个知识点

级每位学生遥
然后袁学生通过对学校野学习在线冶本课程平台上

野茶席设计的要素组合原则冶遥 通过 PPT 展示袁教师就
每一个原则均以正误两组茶席设计作品进行对比性

叶茶席也创意曳这讲微课的学习袁辅以搜索互联网尧查

解释袁从而令学生对抽象原则有非常直观的印象遥 在

阅教材等形式袁 完成该任务相关知识的课前预习袁并

此基础上袁教师再请学生对刚才四组的茶席作品重新

完成以该讲微课思考题方式预设的前置作业遥

点评袁包括小组自评和互评袁并且根据设计原则袁提出

渊二冤课堂入境环节
伴随悠扬的音乐学生们分组入座遥 每组 5 名成

完善茶席的建议渊各组分发表 2冤遥在这个教学环节中袁
采用了野学中做尧做中学冶的野学做结合冶的教学方法袁

员袁指定一名有茶艺从业经验及较强组织才能者担任

充分体现野以学生为主体冶的教学特征袁教师只起引导

组长遥 接下来袁教师检验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的效果袁以

作用袁甚至有时可以让学生走点弯路而后再找到正确

课堂小游戏野考眼力冶形式袁要求学生从一组优秀茶席

的解决办法遥

设计图片中寻找茶席中都有哪些物品袁并试着归纳茶
席设计的构成要素袁导出本次课的第一项学习内容遥

继续分组实践时袁每组以野表 2 评价分析表冶为

参考袁完善茶席设计袁教师则在旁巡视袁并随时用手机

渊三冤实践学习环节

拍下各组仍不符合原则的设计袁通过多媒体教学一体

明确学习内容后袁抽签决定各个小组茶席设计的

机展示袁由学生互评袁教师再次强调相应设计原则袁然

周 霞院网络环境下基于任务的团队学习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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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六冤课后延伸环节

后学生各组再继续袁直至完善设计遥

通过课程微信群方式发布课后延伸作业袁让学生
表 2 评价分析表

通过在线网络作业来巩固学习效果尧增强理性认识到

Tab. 2 Evaluation analysis table

感性认识的升华袁并为下一次教学实践的新野任务冶做
好准备遥
1.各组整理野表 3 任务总结表冶袁上传到学校在线

课程的互动社区野任务 1 创意茶席设计冶专题讨论帖

自我
评价
1组
小 2组
组
3组
互
评 4组

下遥

2.观看全国茶席设计大赛的优秀作品袁结合今天

的课堂实践袁进一步思考院什么样的茶席设计才算得
上美遥

5组
综合
评价
具体
评价
完善
建议

3.各学习小组围绕课上各自设计的茶席袁创作解

说词和茶艺流程袁为承接新的野任务冶提前做好准备遥
要求院渊1冤解说词表述清晰袁紧扣主题袁有创意曰渊2冤泡
茶程序合理尧完整袁手法有新意遥

渊五冤总结评价环节
教师多媒体教学一体机上展示各组最终完善的茶

席设计作品袁请各组学生进行自评和互评袁最后由教师
进行总结评价遥 并下发野表 3 任务总结表冶袁让学生根据
表 2 的八项指标自主总结本次任务的内容及评价遥

三尧基于任务的团队学习模式下的总体教
学设计
要想成功推行基于任务的团队学习模式的上述

教师的课堂即时总结评价袁在野基于任务的团队

各教学实施环节袁除了要把握上文提到的四个关键要

学习冶教学中非常重要遥 评价是为了促进学生进一步

素之外袁还需要事先从教学目标尧教学内容尧实践教

积极有效的学习袁因此教师评价要有根有据袁要以鼓

学尧教学方法和手段尧考核和评价机制等多方面对课

励为主遥 同时袁教师评价要避免没有方向和流于形式袁

程进行总体教学设计[5]遥

要注意新旧知识的衔接袁使之成为下一项野任务冶的起
点尧动力和向导遥 例如袁本次教学是为下一项任务野茶
艺创编冶的学习打下基础遥

渊一冤基于学习者分析的分层次递进式教学目标
成人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复合型尧应用型

和创造型人才的整合上袁具体说来就是要培养素质较
高尧能力较强的创新性应用型的专业人才遥 作为成人

组别
理论知识
所选物品
设计说明
任务分工
作品呈现
自我评价
小组互评
教师评价

表 3 任务总结表

教育茶文化专业必修课袁茶艺创编课程具有很强的应

Tab. 3 Task summary table

用性和实践性袁 以培养学生的创意水平以及观察尧分
析尧解决茶席设计与茶艺创编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教

综合评分

学目标遥
考虑到不同学生从业背景尧知识储备尧技能水准
的差异袁将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拆分成分层次尧递进式
的三个小目标渊见附表第 1 列冤袁这一安排符合学生循

附图
评语院
评语院
评语院

评分院
评分院
评分院

序渐进的认知过程袁 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成就感袁
增强学习积极性遥 具体教学目标细分如下遥
1.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院具备基础的茶室空间布
置与设施配置的能力袁 具备基础茶席席面设计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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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袁以及传统茶艺基础上创编茶艺的鉴赏能力遥 这对

1. 以用促学院 即以校内茶艺实训室为第一实训基

于普遍具备茶叶职业背景的成人在职学生或已有叶茶

地袁从任务布置尧情境设置开始袁教师引导袁教学实施一

艺基础曳 理论和技能知识储备的茶学二年级学生而

环扣一环袁多次实践袁使学生的意识由野要我学冶上升为

言袁是基本的教学目标遥

野我要学冶遥 再利用学校资源袁开展茶席设计交流会尧承

2.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院具有茶艺空间设计的综
合素质袁有一定的茶艺美学素养袁对挂轴尧插花尧香道尧

担学校的茶事接待服务等袁逐步提高职业能力[5]遥

2. 校企联动院实行野走出去尧迎进来冶遥 签约福州尧

音乐尧服饰等技艺均有所了解遥 这是针对有兴趣进一

武夷山尧 建阳等地多家茶企为茶学校外实践基地袁针

步提升的学生的教学目标遥

对课程的实际需要袁带领学生到实地考察实践遥 同时袁

3.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院具备茶席创意设计与茶
艺创编的能力袁善于沟通与合作袁成为能适应茶艺尧茶
业发展需要的技术性应用型人才遥 这是高层次的教学
目标袁适用于少数优秀学生遥
渊二冤 依据教学目标细分的教学项目体系
叶茶艺创编曳是在茶艺基础课程之上的进一步延

还聘请企业管理者尧业界专家等走进实训课堂袁为学
生进行现场指导遥
3. 以演代训尧以赛促创院在学生中组建茶文化艺
术表演队袁通过专门训练 , 承担学校各种接待活动中

的茶事服务袁开展野茶香进社区冶等一系列社会服务活
动袁参加各种涉茶比赛袁获得很好的社会评价遥

伸尧拓展袁以茶室概说尧茶席设计尧茶艺挂轴尧茶艺插

(四)多种教学方法综合应用以支撑教学模式推行

花尧茶艺香道尧茶艺音乐尧茶艺服饰尧茶艺创编原理尧仿

野基于任务的团队学习冶教学模式的推行袁离不开

古茶艺的创编尧民族茶艺的创编尧民俗茶艺的创编尧时

教学方法尧教学手段的创新应用遥

尚茶艺的创编尧经典茶艺的创编尧综合性大型活动的

1. 课前知识铺垫环节袁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法

茶艺表演等为具体教学内容遥

课前教师创建相关微课教学视频袁上传到学校在

教学内容极其丰富袁而成人教育的面授时数又极
其有限遥 为解决这一矛盾袁以课程三个层次的教学目

线课程平台袁预设明确的思考题袁引发学生思考袁让学
生带着问题进入后续的实践课堂遥

标为依据袁优化调整课程教学内容袁科学重构课程教

2. 课堂入境环节袁采用趣味导入法

学体系袁将学生应掌握的知识尧能力从易到难整合成

教师在实践课堂开始的前几分钟袁为活跃课堂气

五个教学项目体系渊见附表的第 2 列冤遥 该课程体系由

氛和激发学生的兴趣袁 使用导入新课的情感控制方

实践能力尧综合素质尧创新能力组成袁突出体现了茶艺

法遥 例如袁播放与授课主题相应的背景音乐尧设置有趣

师职业能力的本位遥 同时紧紧围绕完成工作任务的需

的话题尧进行轻松活泼的课堂小游戏等遥

要来选择课程教学体系袁使学习过程成为培养学生动
手能力袁打破传统的知识传授方式袁以野任务冶为主线袁
创设相应的工作情景袁将高级茶艺师职业技能考证的
相关内容融入课程教学内容中遥
渊三冤以用促学尧校企联动尧以演代训尧以赛促创的
实践教学方式

3. 实践学习环节袁采用任务驱动法尧启发式教学
法尧团队分工学习法
任务驱动法袁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遥 通
过将教学项目模块具体化尧任务化袁创设任务情境袁以
野先实践尧后讲解尧再巩固冶的方式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学习积极主动性遥

基于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袁茶艺创编课程坚

启发式教学法袁即在学生实践渊讨论/操作冤过程

持野以用促学尧校企联动尧以演代训尧以赛促创冶的实践

中袁教师不要直接告诉学生解决某问题的答案袁而要

教学渊见附表第 5 列冤遥 学生通过一系列校内外实践活

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有关线索遥 例如在创意茶席设计课

动袁提高综合素质袁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遥 该实践

上袁某组根据主题确定茶品为冻顶乌龙袁可是在茶具

教学体系袁加大了实践教学力度 , 强化实践教学和技

选用上却出现分歧袁 教师看似无意地提了个问题院冻

比重的可能性提高到了 100%遥

产地在台湾袁 台式泡法最大的特点是使用闻香杯袁问

能训练 , 以校内实训室为最基础的保障袁将实践教学

顶乌龙的产地在哪里钥 顺着这个思路袁学生立刻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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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了遥

识和沟通能力袁增进了学生间的相互了解袁提高了班

团队分工学习法袁是基于具体角色分工的小组讨

级的凝聚力曰积极务实的考核评价机制袁令学生更能

论演示法遥 每个组员都担任不同的角色袁承担不同的

感知自己的点滴进步袁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3]遥 历年

细分任务袁从而避免了野组长忙尧组员闲冶的野伪小组学
习冶袁真正调动每一个组员的主动性袁发挥出不同层次
学生的作用袁 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体会到成功的喜
悦遥 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团队意识和集体观念遥

来袁该课程考核通过率均达百分百袁并且绝大多数学
生考取得了各级茶艺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遥
尤其野以演代训尧以赛促创冶实践教学成果喜人遥
在野基于任务的团队学习冶教学实训之下袁学生们勇于

渊五冤100%形考与课证融通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承接现实任务袁积极参演参赛袁发挥团队学习的分工

课程考核采用 100%形考方式袁 即不再安排专门

合作精神并敢于创新袁 先后在历次省茶艺团体大赛尧

的期末考试袁将以往的转变为对学生阶段性学习过程

省茶艺师职业技能竞赛上获得佳绩袁还获得福建省五

学习效果的检测遥 教师根据教学进度布置 2 次客观题

四青年奖章渊团体冤遥 真正实现了野学尧训尧演尧赛 冶的良

作业和 1 次实践操作作业袁客观题作业考察学生对茶

性循环遥

艺创编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袁实践操作作业考察学生
创新意识尧茶艺技能尧协作能力袁实现了理论考核与实

附表 1 茶艺创编课程一体化教学设计

践技能考核相结合遥 其中袁实践操作随堂进行袁以小组

Attached Tab. 1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design
of the course of Tea Art Creation

为单位袁自定主题袁组员之间优势互补合理分工袁共同
完成一个茶艺创编作品的展示遥 教师从仪容姿态尧动
作的娴熟度和优美度尧茶艺流程设计的合理性尧茶汤
质量尧解说词等方面综合考量袁在野茶艺实践操作成绩

培养
实践
能力

如果你在西
湖边上有一
家茶艺居袁你
准备如何设
计钥

校内
实训
校外
实践

基 础 茶 掌握茶席设计 茶 产 业 博 览
席 席 面 的基本原理曰茶 会 上 你 将 负
设计
席设计的技巧曰 责 一 台 茶 席
茶 席 创 意 的 鉴 设计袁你该怎
赏
么准备呢?

校内
实训
校外
实践

了解传统茶艺
(如古代茶艺尧
民族茶艺尧民俗
茶艺)尧 时尚 茶
艺的特点曰掌握
基础茶艺的冲
泡技巧曰掌握创
编茶艺的赏析
方法

叶茶道曳 全球
茶友迎春茶
会上你将是
席主之一袁请
做好相关准
备遥

校内
实训
校外
实践

提高
综合
素质

茶 艺 空 掌握以茶艺为
间设计 中心的挂轴尧插
花尧香道尧音乐尧
服饰等技艺

40 周 年 校 庆
庆典上你所在
的团队将负责
一台 叶茶海启
航曳 主题茶艺
表演袁 请围绕
该主题进行茶
艺空间设计钥

以演
代训

培育
创新
能力

茶 席 设 熟练掌握茶席
计 与 茶 创意展示的技
艺创编 能曰各类茶艺创
编的原理和技
巧

全国茶艺师
职业技能竞
赛团体赛在
即袁作为团队
负责你应如
何分工协作
完成这项任
务钥

以赛
促学

评定表冶上逐项打分遥
课证融通是当前实现职业教育就业导向的关键袁
将茶艺课程引向课证融通试点袁对学校尧对学生都有
着积极的意义遥 以自愿的原则袁鼓励有能力的学生参
加国家茶艺师职业技能培训与证书考核袁考取证书的

传统
艺基
上创
茶艺
鉴赏

学生可申请一门茶艺类课程的免修免考袁直接获得相
应学分遥 课证融通这一做法既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袁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岗位职业能力袁为其从事
茶艺服务工作打下良好基础遥

四尧网络环境下基于任务的团队学习模式
的实施效果

茶 室 空 了解当代茶室
间 布 置 与茶艺馆的关
与 设 施 系曰当代不同类
配置
型茶室的风格
及要求曰不同风
格茶室的特色

茶
础
编
的

通过课程一体化的教学设计袁野以能力为本位袁以
项目为主体尧以任务为驱动袁以团队学习为形式尧以实
践教学为载体冶的课程总体设计思路的实施袁茶艺创
编课程的教学特色凸显袁教学效果明显遥
学生的主体意识增强袁实际操作技能得以扎实掌
握袁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锻炼曰团队
学习的分工与合作袁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尧责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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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based Team Learning Mode in Network Environment
要要
要Taking the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Tea Art Creation
in adult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ZHOU Xia

(Fujian Open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3)

Abstract:

The task-based team learning mode in network environment adopts 野task-driven, network-assisted; teacher guidance, stu鄄

dent independent冶 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is teaching mode effectively, there are special requirements on all
aspects of course teaching. The author combined her ow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ea Art Creation,
which is a kind of cultivating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on ability courses.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learning sit鄄
uation of adult students,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integrated curriculum teaching, in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鄄
ing content, teaching practice,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thods, etc, and then achieved good teaching re鄄

sults. It is hoped that this exploration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courses in all adult education majors.

Key words: adult education; tea art; tea art creation; team learning;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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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认知视阈融合的生态话语分析
林宝珠
渊福建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12冤

摘 要院基于斯提布的野生活浴 冶生态哲学观袁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隐喻为理论基础袁对 Pinehurst Inn 酒店英文

简介进行生态功能视角的及物性过程和态度资源分析与认知生态视角的隐喻构建遥 研究发现院第一袁酒店简介为了宣传

介绍酒店各种环保努力给旅客带来的即时焕发青春活力的感受袁 频繁使用共存于同一句子的物质过程和心理过程曰第
二袁简介中表示价值和反应的鉴赏资源双管齐下袁展现了非人类生物兴盛的场面曰第三袁简介构建的婚姻尧家园尧旅程隐喻
旨在传达人类与非人类永续互蕴共荣的生态思想遥 研究证明袁生态语言学尧系统功能尧认知隐喻视阈融合的多层面模式为
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一条新路径遥 Pinehurst Inn 酒店简介属于生态保护型语篇袁其语言模式值得推广遥

关键词院生态语言学曰系统功能语言学曰概念隐喻曰生态哲学观曰生态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院H030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0原园045原园6

生态语言学渊Ecolinguistics冤是由生态学与语言学

态和环境问题上的作用袁 从语言入手研究生态问题袁

融合而成的新兴交叉学科袁它基于生态学原理探讨语

注重话语和行为的生态审视和批评遥 韩礼德范式的生

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遥 1972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尧

态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进路是生态话语分析渊Ecological

学曳的著作袁标志着生态语言学的正式诞生遥 1990 年袁

2015 年由英国著名生态语言学家阿伦窑斯提布

美籍挪威学者豪根 [1]渊Haugen冤出版了题为叶语言生态

Discourse Analysis, EDA冤袁 即话语的生态取向分析遥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 [2]渊Halliday冤在第九届国际

ran Stibbe冤教授撰写的叶生态语言学院语言尧生态与我

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做了题为 野意义表达的新方式院对

渊Ar鄄

[3]

们赖以生存的故事曳著作代表了韩礼德范式下的生态

应用语言学的挑战冶的发言袁号召语言学家肩负起用

语言学领域的最新进展遥 基于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之渊

语言学研究应对生态问题的责任袁因此开辟了生态语

源袁国内外的生态语言学应用研究主要是在系统功能

言学的另一研究路径要要
要野批评生态语言学冶渊Critical

视角下进行的袁 如卡瓦豪

式院一是豪根范式袁关注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袁从环

赵蕊华[8]袁何伟和张瑞杰[9]袁黄国文和陈旸[10]袁杨阳[11]等遥

[ 4]

渊Carvalho冤, 穆拉 塔 [5]

Ecolinguistics冤遥 至此袁生态语言学主要有两个研究范

渊Murata冤袁亚历山大 [6] 渊Alexanda冤袁辛志英和黄文国 [7]袁

境入手研究语言的生态渊包括语言的多样性袁语言的

也有一些学者尝试从认知视角对话语进行生态属性

生存尧发展尧消亡等冤曰二是韩礼德范式袁聚焦语言在生

的研究袁如斯蒂芬申和菲尔[12]渊Steffensen & Fill冤袁朱长
河[13]袁王寅[14]等遥 但鲜有从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认知语言

收稿日期院2021-03-20
基金项目院2020 年福建商学院校级一流本科课程培育项
目渊2020YXK01冤遥
作者简介院林宝珠渊1968-冤袁女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语言
学尧语篇分析和跨文化交际研究遥

学结合的角度对话语中的生态因素进行研究遥 鉴于
此袁本文拟以生态话语分析为出发点袁运用系统功能
语言学和认知隐喻等相关理论袁以 Pinehurst Inn 酒店
英文简介淤为研究对象袁尝试对其隐喻认知机制尧及物
性和评价系统等进行多视角尧多层面解读遥 一方面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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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该简介所表达的生态思想袁另一方面希冀为生态话

反映了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说话人对某个领域内

语分析提供一个视阈融合的多层面研究模式遥

经验的统一的理解袁因此是一种社会认知遥
在认知隐喻理论的指导下袁本文将考察语言模式

一尧理论基础

与深层认知的交互关系渊隐喻表达是概念隐喻的实例
化冤袁揭示意义建构的概念本质袁最后依据生态哲学思

渊一冤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及物性过程和态度资

想判断隐喻的生态类型遥
渊三冤生态哲学观与生态语言学

源概念
在对语篇语言特征进行描述时袁有必要对及物性
[15]

亚历山大与斯提布把生态语言学定义为野研究语

系统和态度资源进行分析遥 根据韩礼德 的系统功能

言对生命可持续关系的影响袁其中包括人与人的生命

语法袁 及物性系统是概念功能的一个基本语义系统袁

可持续关系尧人与其他非人类有机体的生命可持续关

把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经验表述为若干个过程袁每个

系尧人与自然环境的生命可持续关系冶[18]遥 这个定义展

过程又有相关的参与者角色遥 物质过程表示做某事的

示了一种生态可持续的伦理观院我们要的是人类与自

过程袁其参与者有动作者和目标遥 心理过程涉及情感尧

然世界之间的可持续关系袁而不是要建立一个缺少人

认知和感觉这三种心理活动袁其参与者有感知者和被

类参与的可持续生态关系袁对很多人来说后者意味着

感知的现象遥 关系过程是指反映实体或事物之间处于

失败遥 在这些关系中袁语言起着向内影响人们的思想尧

归属型关系或识别性关系的过程院前者描述事物的属

向外调控人们行为的作用遥 对话语的生态语言学分析

性袁其参与者有载体和属性曰后者识别事物的身份袁参

要基于一定的生态哲学思想袁它是生态话语分析者从

与者包括被识别者和识别者遥 及物性过程还包括言语

事话语分析的生态性标准袁是有关生态和谐的哲学思

过程袁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遥

想袁并随着分析者接触新观点尧发现新证据以及获得

对酒店的介绍必然涉及到情感反应尧行为判断和
事物评价袁其语言模式需要用 Martin & White [16] 评价
理论的态度子系统情感尧判断和鉴赏来阐释遥 情感属

于心理学范畴袁有+/-快乐尧+/-安全和+/-满意之分袁表
达人们的情绪反应遥 判断属于社会伦理学范畴袁是对
人们行为举止进行评价袁有常规尧能力尧韧性和正当性
之分遥 鉴赏属于美学范畴袁是对自然现象尧事物状态和
人的评价袁包括反应尧构成和价值遥

新体验而不断变化尧不断演化遥 斯提布[3]用一个带感叹
号的词野生活浴 冶渊Living! 冤来概括他的生态哲学观院野生
活浴 冶表示要重视尧赞美尧尊重尧肯定所有的物种渊包括

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冤袁由重视生活渊valuing living冤尧
福祉渊well-being冤尧现在和未来渊now and the future冤尧
关爱渊care冤尧环境极限渊environmental limits冤尧社会公正
渊social justice冤和复原性渊resilience冤七个要素组成袁旨

在促进人们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尧生命赖以持续存在的

本文对及物性过程和态度资源的分析袁将有助于

生态系统遥 本文以斯提布的生态哲学观为指导袁对

揭示简介的信息尧宣传和劝导功能遥 在此基础上袁以生

Pinehurst Inn 酒店英文简介进行生态话语分析袁 判断

态哲学思想为指导对语篇理念进行评价遥

该语篇的生态类型袁倡导生态有益性话语袁完善生态

渊二冤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

模糊性话语袁抵制生态破坏性话语遥
[17]

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之一莱考夫渊Lakoff冤 认为隐
喻是人类将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领

二尧语料分析

域的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遥 概念隐喻就是以约定俗成
的方式将结构相对容易理解的源域映射到结构较难

Pinehurst Inn 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贝菲尔德县的一

理解的目标域之上袁 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结构映射遥

家提供早餐和住宿的酒店袁离苏必利尔湖很近遥 下面

在隐喻映射中袁理想化认知模型也从源域映射到目标

从生态功能视角和认知生态视角对酒店英文简介的

域袁目标域也因此获得了与源域相类似的推论遥 理想

语言特征进行描述袁在此基础上阐释语言模式如何反

化认知模型是从认知域构建出来的认知结构完形袁它

映深层的生态思想和提高旅客的生态意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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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生态功能视角的及物性过程和态度资源分析

面也可野徜徉冶渊stroll 物质过程冤于酒店四周的自然环

分析发现袁简介的最显著特点是频繁出现物质过

境中袁野欣赏冶渊enjoy 心理过程冤美丽的花园尧野花尧溪

程与心理过程共存于同一句子遥 另一个特点是鉴赏资

边的岩石袁或者简单地野躺冶渊lounge 物质过程冤在外面

源丰富袁反应资源与价值资源双管齐下袁共同打造酒

的游廊上野领会冶渊take in 心理过程冤四周壮丽的风景

店的生态特色遥 具体如下院
渊1冤We strive to be eco-friendly while providing a

渊例 4 第一句冤遥 总之袁旅客野沉浸冶渊bask 物质过程冤在

酒店野提供冶渊provide 物质过程冤的宁静和独处中袁稍后

magnificent lodging experience.

就会野感觉冶渊feel 心理过程冤神清气爽尧精神焕发渊例 4

breakfast to enjoy the comfort and tranquility it pro鄄

酒店参与的所有物质过程无需额外花钱尧无需通过物

渊2冤Settle down in our gorgeous 8 -room bed and

第二句冤遥 野Simply渊简单地冤冶一词渊例 4冤体现了旅客在

vides.

质手段袁只需简简单单地回归自然尧返璞归真就可以

fire, lounging on a deck overlooking Pike爷s Creek and

joy冤 寅 领会/摄入渊take in冤 寅 感觉精神焕发渊feel re鄄

渊4冤Take a stroll around the property and enjoy the

程获得了野丰富冶的精神生活袁陶冶了情操遥 简介提倡

渊3冤You can choose between curling up by a cozy

soaking in a whirlpool or claw-foot tub.

获得幸福感曰他们的心理过程因此经历了野欣赏渊en鄄
juvenated冤冶的情感升华袁旅客经历了野简单冶的物质过

beautiful gardens, wild flowers and the creek-side rock

的野手段简朴尧目的丰富冶的生活方式与斯提布的野福

es and take in the magnificent surroundings. You爷re

段寻求幸福冶的故事遥 总之袁物质过程与心理过程频繁

ty and seclusion that the Pinehurst Inn Bed & Breakfast

面影响袁尽量保护原生态自然环境袁做了各种环保努

garden, or simply lounge on one of the charming porch鄄

祉冶生态价值观一致袁揭示了野人们可以通过非物质手

bound to feel rejuvenated after basking in the tranquili鄄

共存于同一句子袁是为了展示酒店为了减少对环境负

provides.

力袁让旅客亲密接触大自然袁同时旅客在接受绿色居

例渊1冤体现了简介的信息功能院心理过程野争取

渊strive冤冶通过连词野while 渊同时冤冶与物质过程野提供

住的服务中感觉幸福安康遥
例 4 第一句被感知的现象是野花园渊garden冤冶野野

渊provide冤冶连接袁表达了酒店经营的目标院努力成为环

花 渊wild flower冤冶野溪水 渊creek冤冶野岩石 渊rock冤冶野游廊

野while冶一词虽然本身并非评价资源袁但在这样的语境

一个生机盎然尧孕育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和存在物的地

境友好型酒店与提供令人难忘的住宿体验并举遥

渊porches冤冶和野环境渊surroundings冤冶袁突显了酒店处于

中却表达了一定的评价意义院它突显旅店对环境保护

方遥 在这里袁非人类存在物和人类享有同等的生存和

的高度重视遥 例渊2冤通过两个物质过程野入住渊Settle

繁荣的权力遥 句中鉴赏资源的使用展现了非人类生物

down冤冶和野提供渊provide冤冶与心理过程野享受渊enjoy冤冶

兴盛的场面遥 其中袁反应资源野美丽的渊beautiful冤冶野迷

突显了简介的劝导功能院邀请旅客入住并享受场所提

人的渊charming冤冶野壮丽的渊magnificent冤冶和价值资源

供的舒适和宁静遥 传达感知者旅客积极情感意义的情

野野性的渊wild冤冶彰显了非人类存在物的野性魅力和欣

感态度资源野享受渊enjoy冤冶尧表达鉴赏的价值资源野宁

欣向荣的活力遥 这些鉴赏资源的使用肯定了自然的内

静渊tranquility冤冶和反应资源野极好的渊gorgeous冤冶与野舒

在价值袁重视尧赞美尧尊重所有的物种遥 这是一种价值

适渊comfort冤冶在同一句子中三管齐下袁揭示了深层的

取向袁是基于世间万物都要珍惜生命尧都想方设法来

生态意义要要
要酒店的宁静环境让旅客乐在其中并获

延续自己的生命的理念袁这体现了斯提布的野重视生

能院一方面客人可利用酒店房间设施野选择渊Choose冤冶

亲自感受那些如诗般的自然环境尧多样的物种以及与

得舒适的幸福感遥 例渊3冤和例渊4冤表达了简介的宣传功
渊心理过程冤三种活动渊三个物质过程冤院野蜷缩冶渊curling

up冤在舒适的火炉旁尧懒洋洋地野躺冶渊lounging冤在阳台

上俯瞰溪水或野泡冶渊soaking冤在浴缸中渊例 3冤曰另一方

活冶生态哲学观[3]遥 鉴赏资源的使用旨在劝诱潜在旅客
自然融为一体的惬意生活遥
渊二冤认知生态视角的隐喻构建
本文对简介的最后两个部分即管家生平和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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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方式进行认知生态视角的话语分析袁首先运用认
知工具阐释话语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生成和理解的认
知机制袁以表层隐喻表达分析话语的生态意蕴遥 接着
从认知理解和社会语境的角度来阐释话语中由深层

资源的使用渊例 7冤遥

贝克夫妇和酒店是怎么守护家园袁促进家园的健

康发展呢钥
野lead the way, sustainability, balance冶触发野平衡

概念隐喻激活的生态价值观袁最后以斯提布的生态哲

是旅程冶概念隐喻袁源域旅客映射目标域的人类和其

学思想为指导袁判定话语的生态类型遥

他生物群落渊the human and other biological communi鄄

酒店管家是麦克和贝琪夫妇袁在照顾患有老年痴
呆症的贝琪父母和患有唐氏综合症的贝琪弟弟度过

ties冤袁道路映射酒店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要要
要
环境健康尧经济和社会公正三者之间的平衡袁旅程的

余生之后袁他们想要开始人生的新阶段遥于是袁从 2012

理想认知模式映射目的域中人类和其他生物群落结

年起他们开始断断续续地寻找提供住宿和早餐的旅

伴而行尧平等相待尧和睦相处尧相互鼓励尧共同克难尧最

店遥 2014 年他们第一次见到 Pinehurst Inn 酒店时就立

终到达人类和其他生物群落可以永远共同繁荣的世

因为他们不确定是否想呆在冬季严寒的中西部遥 于是

地位袁 都知道彼此的存在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部

刻产生了一种直接的情感联结遥 但是他们有点犹豫袁

界渊例 8冤遥在这个世界里袁生物群落享受与人类平等的

继续寻找袁 但是没有找到遥 他们发现自己一直对

分袁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袁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互蕴

Pinehurst Inn 念念不忘袁 因为这家酒店拥有的许多特

共荣袁实现自我内在价值遥

色让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心中理想的酒店遥2016 初他

认知隐喻视角的酒店简介话语分析发现袁旅程隐

们成了这个酒店的所有者和管家遥 野噎the next phase

喻蕴含婚姻隐喻和家园隐喻袁因为寻找伴侣是一种旅

connection, it just felt right冶建构了野寻找酒店是寻找

喻构成语篇的宏观结构院 麦克夫妇的酒店经营是旅

of their lives, searching for, first seen, felt an immediate

程袁守护家园尧促进家园的发展也是一种旅程袁旅程隐

婚姻的伴侣冶概念隐喻遥 在两域映射中袁源域的一见钟

程遥 为了到达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永续互蕴共荣的目的

情映射贝克夫妇对酒店的情感联结袁恋爱关系中不如

地袁鉴于酒店靠近苏必利尔湖袁贝菲尔德家园的生态

意的地方映射酒店的寒冷冬季袁恋爱对象的优秀品质

系统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袁酒店的当家人麦克夫妇和

映射酒店的特色袁野梦中情人冶的感觉映射酒店给贝克

旅客结伴而行袁他们选择的道路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夫妇留下野就是它渊it just felt right冤冶的感觉袁婚后的关

经济模式遥 这种商业经营模式强调环境健康尧经济和

系映射麦克和贝琪成了酒店的管家/当家人遥麦克和贝

社会公正的平衡袁环境健康是出发点袁经济发展是途

琪很享受他们婚后的角色袁也很高兴成为贝菲尔德社

径袁最终目的是社会公正遥 为了环境健康袁保护原生态

区的一员渊例 5冤遥 婚姻隐喻把酒店和周围的环境看作

自然环境袁酒店推出了各种环保举措袁鼓励旅客亲密

是一个具有自我内在价值尧享有平等权利的人袁因此

接触大自然袁探索贝菲尔德家园的自然美袁旅客通过

给植物尧森林和自然存在的理由袁表达了生命的平等

绿色环保的非物质途径获得了身心的放松和各种精

和对生命的尊重遥

神享受渊例 9冤遥 这解释了为什么物质过程尧心理过程尧

根据理想认知模式袁 婚后夫妻双方共同守护家

鉴赏资源在简介中高频出现遥 通过婚姻隐喻酒店简介

园袁创造美好的未来遥 野preserving渊保护冤冶和野promoting

把营业场所及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拟人化袁使其享

property and the [Bayfield, Wisconsin] area冤是家 园概

弟弟度过余生体现了野关爱冶的生态哲学思想遥 旅途的

渊 促进冤冶 建构 酒店经营 场 所 和 贝 菲 尔 德 社 区 渊our

有与人类平等的内在价值袁贝克夫妇照看贝琪父母和

念隐喻袁以家庭成员对家的共同守护映射麦克夫妇对

目的地是社会公正袁在这个世界里袁人与人尧人与其他

酒店的经营和管理袁这个家园因靠近苏必利尔湖具有

非人类有机体尧 人与自然环境维持着生命可持续关

野独一无二的历史特色和环境敏感性冶特质袁换句话说

系袁人与其他存在物都有生存尧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

隐喻认识到环境极限问题袁敦促人们尽量减少对自然

念基于真正关照人类和人类以外其他生命形式的福

这个家园的生态系统比较脆弱袁需要保护渊例 6冤遥家园

自身特性的权利遥 旅程隐喻彰显了酒店的商业经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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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的生态思想袁与斯提布的生活浴 生态思想一致袁这则

所做的各种环保努力会给旅客立刻带来神清气爽尧精

酒店简介属于生态有益性语篇袁值得推广遥

神焕发的感受遥 表示价值的鉴赏资源与表示反应的鉴

渊5冤Mike and Becky are enjoying their roles as

赏资源双管齐下袁展现酒店的独特自然风光以及非人

innkeepers and are pleased to be part of the Bayfield

类生物兴盛的场面袁 揭示酒店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袁

渊6冤 噎 while preserving and promoting the unique

酒店简介传递的 野人们可以通过非物质手段获得幸

community.

劝诱潜在旅客前来感受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惬意生活遥

historical and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nature of our

福冶的生态思想是值得赞美尧提倡和传播的遥 婚姻隐

property and the area.

喻尧家园隐喻和旅程隐喻是酒店管家长期或短期业务

sources.

之间的平衡冶的酒店经营模式给应对当前的全球生态

many variations, it is usually described as the balance

生态价值观与斯提布的叶生活浴 曳生态价值观一致袁酒店

justice – a balance that will lead the way to a world

的生态经济模式为生态有益性话语建构提供了借鉴遥

thrive together indefinitely.

视阈融合的多层面模式可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一条

渊7冤Our goal is to minimize our use of natural re鄄

决策的指导思想袁立足于野环境健康尧经济和社会公正

渊8冤Although the definition of sustainability has

危机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遥 酒店的

between environmental health, economics, and social

简介属于生态有益性语篇袁 其语言特征和可持续发展

where the human and other biological communities can
渊9冤They are incorporating their own style of

本项研究表明袁生态语言学尧系统功能尧认知隐喻
新路径遥

innkeeping with eco-friendly initiatives to provide their
guests with an exceptional place to unwind and discover
the beauty of the Bayfield, Wisconsin area.

三尧结语
本项研究对 Pinehurst Inn 酒店英文简介进行功

能认知视角的生态取向分析袁功能生态视角运用及物
性过程和态度资源概念对简介的语言特征进行描述袁
对语言使用中反映的生态思想进行阐释遥 认知生态视
角在描述语言特征时以隐喻表达激活的概念隐喻分
析话语的生态意蕴袁然后从认知理解和社会语境的角
度阐释话语中由深层的概念隐喻激活的生态价值观遥
认知视角阐释话语在文化语境中生成和理解的认知

注释院
淤 本例案详见 https://pinehurstinn.com/about-pinehurst-inn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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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rom Systemic
Functional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s
LIN Baozhu

渊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2冤

Abstract:

Based on Stibbe爷s Living! ecosophy an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linguis鄄

tic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itivity process and attitudinal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 of Pinehurst Inn爷s Eng鄄

lish profil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logical function and ecological cognition respectively. The study reveals: firstly, the hotel profile
frequently uses material and mental processes coexisting in the same sentence in order to convey the idea that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ho鄄

tel in protecting environment bring tourists the instant feeling of rejuvenation; secondly, the combination of two appreciative resources, i.e.
reaction and valuation, in the profile depicts the flourishing scenes of non-human organisms; and thirdly, the metaphors of marriage, home
and journey are used to convey the ecological thought that the human and other biological communities can thrive together indefinitely.

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multi-stratal pattern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ecolinguistic, systemic functional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s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profile of Pinehurst Inn is a beneficial discourse, the
linguistic patterns of which are worth spreading.

Key words: ecolinguistic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onceptual metaphor; ecosophy;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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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隐喻下华为企业形象的建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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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企业形象是社会大众和企业职工对企业的整体印象尧评估和认知袁能够展现一个企业的综合实力和影响

力遥 从认知视角下隐喻的四大认知功能袁结合任正非回答国内媒体针对华为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名单的采访袁分析华
为企业形象的隐喻建构遥 研究得出华为建构的企业形象是充满智慧和底气尧毅力和勇气尧沉稳有远谋尧以开放互惠共赢的
姿态拥抱美国供应商的国际化企业形象遥

关键词院概念隐喻曰认知曰HUAWEI曰企业形象
中图分类号院H030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0原园051原园5

1987 年创立于深圳袁从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的销

售代理公司到如今成为世界 500 强中排名第 72 名袁
全球第二大手机厂商的华为科技有限公司袁 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被 BIS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列入

HUAWEI 企业形象的隐喻运用袁 了解 HUAWEI 企业

形象的塑造袁这对于中国很多正在崛起的民办企业有
借鉴作用遥

野实体名单冶袁意味着 HUAWEI(华为)不能在未经 BIS

一尧理论基础

提倡技术上合作共赢的 HUAWEI 是个重击遥 在中美

1986 年 Sperber 和 Wilson 在 野Relevance: Com鄄

批准的情况下向美国公司购买零件遥 这对于一直以来
贸易战打响的大背景下袁HUAWEI 该如何应对 BIS 的

munication and Cognition冶一书中首次提出野关联论冶袁

HUAWEI 海思总裁何庭波发布叶致员工的一封信曳袁表

语用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遥 认知语用学是在野认

打压成为了公众的舆论焦点呢钥 2019 年 5 月 17 日
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袁HUAWEI 始终奋力前行[1]遥

同年 5 月 21 日 HUAWEI 创始人 RZF(任正非)首

次接受国内媒体长达 2 个半小时的采访袁多处运用隐
喻来回答记者关于 HUAWEI 企业形象尧 管理理念等

问题袁映射了其对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意见遥 企业形
象是社会大众和企业职工对企业的整体印象尧评估和
认知袁能够展现一个企业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遥 良好
的企业形象的树立袁与公众对于企业所想要塑造的形
象的认知息息相关遥从认知视角分析 RZF 回答中关于
收稿日期院2019-08-27
作者简介院颜珍妮渊1995-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二级教
师袁主要从事语用学研究遥

这一理论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探讨了人类交际袁为认知
知冶的框架内进行野语用学冶研究的语言学科袁以心智

过程来说明语言运用过程作为自己学科的理论取向
的语言学研究袁野语言运用冶在这里包括了话语的生成
和话语的理解[3]遥 以语言的具体使用来研究人的认知

过程尧认知规律尧认知特点尧认知结果等遥 从认知语用
学角度袁分析华为员工内部信和 RZF 回答媒体采访的

语言使用袁 通过对其中隐喻话语的理解来探究
HUAWEI 企业形象的认知建构遥

历史上第一位对隐喻进行系统论述的是亚里士

多德袁他将隐喻看成是词语层面上的修辞方式遥 从词
源角度看袁隐喻(metaphor)一词源于古希腊语 metapho鄄

ra/meraphorin袁野meta冶含有野across冶的意思袁意为野从一
边到另一边冶曰野-phora冶或野-phorin冶表达野carry冶袁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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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传达袁送达冶袁所以从字面上野metaphor冶是野由此彼此冶

比较不自然的袁是衍生物[11]遥认知隐喻学透过语言表层

野明喻冶和野隐喻冶的著作是 12 世纪南宋陈骙的叶文

分析 HUAWEI 企业形象建构中的隐喻运用袁 在已知

望道在叶修辞学发凡曳中将譬喻分为明喻尧暗喻尧隐喻

性袁从而推理出说话者运用隐喻的目的袁探究对塑造

三类并做精确的定义 遥 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袁隐喻的本

HUAWEI 企业形象的影响遥

之意[4]遥 汉语中隐喻的运用极为广泛袁第一部明确区别

则曳袁隐喻隶属于譬喻 遥 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创始人陈
[5]

[6]

体和喻体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和同一性遥 隐喻的本质是

现象来解释其想要表达的思维与行为遥 从认知角度袁
本体含义的情况下袁认知理解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

通过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另一类事物[7]遥

二尧文献综述

新论冶野互动论冶野映射论冶野合成论冶等发展历程[8-9]遥 直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之一遥 近几年来由

对于隐喻的研究经历了从野替换论冶野对比论冶野创

到 1980 年 Lakoff 和 Johnson 合 作 出 版 了 野Metaphor

于中美关系愈加紧张袁外媒对于中国形象的隐喻建构

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4]遥 该书最先从认知角度观察和

analysis袁CDA)和修辞学都认为语言具有建构作用袁对

W e Live By冶袁隐喻才纳入认知语言学研究领域袁如今
研究隐喻袁对日常语言中的隐喻进行研究袁突破了传
统的野隐喻的修辞观冶袁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野隐喻的认

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遥 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受众思维进行建构袁CDA 还对强调了这一建构对受众
看待世界方式的影响袁由此带来社会现实的建构和变

知观冶[10]袁 隐喻认知观强调认知主体的心智加工过程袁

迁[12]遥 媒体话语作为公众了解国际局势的主要媒介之

换为喻体意象的加工过程遥 关乎建构 HUAWEI 企业

中国形象的隐喻建构遥例如袁梁婧玉[13]以 2016 年叶经济

仔帽冶野备胎冶等等遥 喻体与本体之间的关联性构建离

进行分析袁 发现英媒对于中国形象普遍持消极性评

不开受众的认知加工袁通过推理袁形成关联性遥

价袁甚至有失实报道曰汪徽等 [14] 以美媒在野美国退出

隐喻的建构离不开本体意象在认知主体的心智中转

形象的隐喻话语中袁很多都是来自于日常语言袁如野牛

一袁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中获取语料袁分析研究外媒对
学人曳中国专栏作为语料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架构隐喻

Lakoff 等[7]研究认为院隐喻无处不在袁不仅仅是存

TPP冶的报道为例袁发现美媒误读和扭曲中国形象袁隐

的思维和行为所遵循的一般概念系统袁从根本上都是

企业形象是一个企业在人们心中的总体印象和

建立在隐喻之上的遥 隐喻的本质是概念的袁他们把体

评价袁是其对于一个企业的整体认知和印象的抽象表

现在思想和行动中的语言隐喻称之为 野概念隐喻冶

现遥 在中国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袁企业形象

concept)袁基于个体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差异袁概念

易合作尧投资等各类经济活动下袁企业形象更是向世

在于语言中袁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遥 我们

喻建构负面的中国形象遥

(conceptual metaphor)袁又可称为野隐喻概念冶(metaphor

成为了中国形象塑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遥 跨国贸

隐喻可以衍生出多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遥 根据不同

界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遥 梁晓波[15]在其论文

的分类标准袁概念隐喻可分为不同类型遥 如袁按照语

中总结归纳出了概念隐喻作为建构形象的重要手段

义尧语用差异袁可分为野常规隐喻冶和野非常规隐喻冶遥 常

的特点曰 目前针对于企业形象的隐喻建构研究较少袁

规隐喻袁也可称为日常隐喻袁或野死冶喻袁是孤立存在

本文尝试着从认知角度袁结合束定芳[16]所归纳的隐喻

的袁主要起替代的作用遥 非常规隐喻袁就是文本要讨论

的四点认知功能院(1)隐喻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基

的文体学隐喻遥 非常规隐喻是一种野活冶喻袁其创新目

础曰(2)隐喻是人类组织经验的工具曰(3)隐喻作为认识

的比替代作用更重要袁能够产生新的表达用途[9]遥

事物的新视角曰(4)隐喻作为类推说理的手段[16]袁分析国

定语境中代替另一个概念行使指称或命名功能时袁它

企业形象建构进行研究袁 旨在通过研究解读 HUAWEI

词汇隐喻叫做野概念隐喻冶袁只有当一个概念在特

才是隐喻遥 隐喻基于本体和喻体的相似性袁本体和喻
体中总有一个是比较自然的袁是参照系袁而另一个是

内媒体采访 RZF 的采访稿中的隐喻运用袁对 HUAWEI
企业形象的隐喻建构袁 为其他企业形象的塑造提供借
鉴遥

颜珍妮院认知隐喻下华为企业形象的建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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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便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袁开始走上科技自主

三尧HUAWEI 企业形象的隐喻建构分析

研发之路遥 如今备胎转正袁HUAWEI 能够不受产品供
应问题的影响袁保证业务连续性袁继续服务广大客户遥

渊一冤隐喻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基础

面对挑战袁HUAWEI 展现出来的企业形象是充满底气

概念隐喻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袁影响着我们的

和勇气袁充满智慧和毅力的遥

日常思维和语言表达袁例如袁我们经常用到的野time is

例 2院野当时准备卖给美国公司袁我们的想法是袁一

money冶(时间是金钱)和野life is a journey冶(生命是一场

群中国人戴着一顶美国耶牛仔帽爷打遍全世界遥 冶(央视

够容易被理解袁隐喻的运用也使得表达更加鲜活有形

最早牛仔帽的出现是因美国中西部的气候袁人们

旅行)袁隐喻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使得蕴含的概念关系能

采访 RZF 实录)

象遥 隐喻成为我们日常沟通交流和思维表达的重要方

多用毛毡制作袁用以御风挡雨袁以功能性为主遥 如今牛

式之一遥

仔帽不仅仅是美国盛行的装饰品袁更是美国的一种象

概念隐喻涉及两个认知域袁 分别是源域(source
domain)和目标域(target domain)遥 两个认知域之间的映

射就是用源域来感知目标域的过程 遥 在回答国内媒
[17]

体提出的问题时袁RZF 用到野备胎冶野烂飞机冶野牛仔帽冶

野山顶冶野冷水澡冶野临时执照冶野雷锋精神冶 等等作为隐

征袁代表着美国西部开拓尧冒险尧吃苦耐劳的精神遥RZF
在采访中提到 HUAWEI 在 2000 年初曾准备卖给美
国公司袁一群中国人戴顶野牛仔帽冶打遍世界遥 牛仔帽

作为源域映射出了美国公司收购 HUAWEI 这一目标

域袁让本是难以理解的企业跨国收购问题袁变得直观尧

喻的源域袁而这些源域所映射的目标域则无需多加解

有画面感遥 通过美国公司的收购袁HUAWEI 能够克服

释便能够被受众所理解袁这便是隐喻作为人类组织概

政治阻力袁光明正大地戴着这顶野牛仔帽冶从战略上打

念的基础的表现遥 这有利于在建构企业形象过程中袁

入美国市场遥 野牛仔帽冶这一隐喻使用形象生动袁展现出

激发起受众的认知共识袁引起受众的共鸣袁达到目标
效果遥

HUAWEI 在企业战略布局上的全球化视野袁 结合 野备
胎冶一事袁让公众认识到一个稳重有远谋的企业形象遥

渊二冤隐喻是人类组织经验的工具

例 3院野首先袁90 天临时执照对我们没有多大意

人们通过使用相对熟悉或容易把握的某一领域

义袁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遥 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能

的经验袁 来认知相对不熟悉或不容易把握的另一领

做的事情做好袁 美国政府做的事不是我们能左右

域袁这一过程便是隐喻发挥作为人类组织经验的工具

的遥 冶 (央视采访 RZF 实录)

的作用 遥 那些抽象的和繁杂的情况通常要通过隐喻
[13]

来理解袁事实上袁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运用无处不在的
隐喻系统来理解复杂和抽象的事情 遥
[18]

例 1院野今天袁是历史的选择袁所以我们曾经打造的

备胎袁一夜之间全部转耶正爷浴 冶(叶海思总裁致员工的一
封信曳)

面对 BIS 阻止 HUAWEI 购买美国芯片的决定袁

HUAWEI 发表内部信袁 提到 HUAWEI 早已掌握生产
先进芯片的技术袁而这些压在保险柜里的野备胎冶将一

野执照冶是主管机关颁发的准许某项工作或活动

进行的资格证明遥 BIS 在公布完将 HUAWEI 列入实体

名单后袁还给 HUAWEI90 天野临时通用许可冶的延迟

禁令期袁 旨在推迟交易禁令遥 由于美国科技公司与
HUAWEI 合作密切袁产业链配合完善袁突然中止是不

可能的袁延迟禁令期就犹如一个缓冲器遥 对于没有关
注政治的受众来说袁延迟禁令期的意思和意义相对不
容易理解遥 而野临时执照冶作为源域映射 90 天的延迟

禁令期这个目标域袁用我们熟悉的执照概念隐喻政府

夜转野正冶遥 备胎指的是备用轮胎袁汽车行驶途中轮胎

发文袁 发挥了隐喻作为人类组织经验的工具这一作

若出现问题袁备胎便可取而代之袁恢复正常的行驶遥 备

用遥 延迟禁令期期间美国供应商为 HUAWEI 努力备

胎作为源域映射出 HUAWEI 的科技储备这一目标

域袁通过隐喻将本是不好理解的科技问题袁变为受众
所熟悉的野备胎冶遥 HUAWEI 面对危机处事不惊袁早在

货袁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 HUAWEI 在美国供

应商眼中的企业形象塑造遥 野得道多助袁 失道寡助冶袁
HUAWEI 企业开放合作袁互惠共赢的经营战略袁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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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遥

中袁使受话者在接受认知隐喻的同时不知不觉被说话

渊三冤隐喻作为认识事物的新视角

者说服了袁例如野朽木不可雕也袁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冶

隐喻是通过一个领域的经验来谈论另一个领域

野玉不琢不成器袁人不学不知义冶遥

的认知过程 遥美国语言学家麦克窑雷迪对于人们在交
[16]

例 6院野世界上最大的备胎就是原子弹袁 原子弹有

际中使用隐喻对我们的认知思维的影响袁提出了管道

什么用钥 二战后一次也没有用过遥 但是中国升官的官

隐喻(conduit metaphor) 遥 管道隐喻的内容是指语言袁

员基本都有两弹背景袁一是做两弹有能力袁二是忠诚

体)嵌入词汇(容器)中袁然后沿着管道传达到受话者袁

者省长遥 冶(央视采访 RZF 实录)

[19]

语言的功能如同一个管道袁 说话者的思想或情感 (物

于国家的事业袁技术可靠又有能力袁就当一个部长或

受话者再从中提取信息[19]遥 隐喻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

面对提问 野如果备胎好用袁 何必等到胎破了再

的视角来认识事物遥

例 4院野为什么不洗一个耶冷水澡爷呢钥我认为袁我们

最重要的是要冷静尧沉着遥 热血沸腾尧口号满天飞袁最

用钥 冶时袁RZF 先是回答了野备胎尧备胎袁胎不坏袁为什么

要用钥 冶遥 在有备胎的情况下袁HUAWEI 还是继续与供

应商合作袁而不去伤害朋友尧破坏原有的产业链遥 紧接

后打仗时不行也没用袁最终要能打赢才是真的遥冶(央视

着他又用了一个源域野原子弹冶袁他说到世界上最大的

采访 RZF 实录)

备胎是原子弹袁 原子弹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核武器遥

经的兴奋功能袁 使人头脑清醒冷静遥 记者提到

也没被用过遥 RZF 利用隐喻的类推说理功能袁一步步

的爱国热情遥 RZF 回复到为什么不洗一个 野冷水澡冶

如有原子弹这个武器备胎袁但不是只要有战争就要用

没打赢也没用遥 通过隐喻一个我们熟悉的日常行为来

合作商考虑在内的亲民形象遥

野洗冷水澡冶我们并不陌生袁冷水洗澡可以加强神

即使当今全球仍有战乱袁但是原子弹在二战之后一次

HUAWEI 海思内部信的内容振奋人心袁引起广大民众

地说服受众袁 有备胎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用备胎袁正

呢钥 他认为现在更应该沉着冷静袁热血沸腾但最终仗

谈论当今局势下袁 无论是 HUAWEI 职工还是社会公

众袁都应该保持冷静袁客观地看待这件事遥 在受众认知

到它遥 HUAWEI 建构起为人民服务袁时刻将消费者和

四尧结语

过程中袁建构起一个稳健沉着的企业形象遥
例 5院野从那时起袁就考虑到美国和我们在野山顶冶

企业形象是社会公众和企业职工对企业的整体

相遇的问题袁做了一些准备遥 但最终袁我们还是要在山

印象袁 建构积极正面的企业形象能够促进企业的发

顶上拥抱袁一起为人类社会作贡献的遥冶(央视采访 RZF

展袁宏观角度上袁能够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遥 笔者对认

上文提到了 HUAWEI 被美国公司收购失败袁RZF

度袁 结合 RZF 在采访中的回答和隐喻的四点认知功

做好准备之后与美国在野山顶冶上进行交锋遥 野山顶冶是

第一尧 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的 HUAWEI 技术有限公

科技遥 HUAWEI 要做到的是和美国在山顶上拥抱袁一

HUAWEI 隐喻建构起一个充满底气和勇气尧智慧和毅

构的是一个野海乃百川袁有容乃大冶的国际化企业形

应商的国际化企业形象遥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分

实录)

在采访中说到当时他们就知道迟早会和美国相遇袁要

山的最高部分袁而在这要隐喻的内容是研发最高端的
起为人类的发展做贡献遥 由此可见袁HUAWEI 所要建
象遥
渊四冤隐喻作为类推说理的手段
隐喻除了可以用来通过一个领域认知另一个领
域外袁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达到说理说服的目的遥 古代
说理性的文学作品中就经常用到隐喻袁将道理蕴涵其

知隐喻学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概述袁 从认知语用学角
能袁对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科技公司袁通信业务全球

司的企业形象隐喻建构进行分析研究遥 研究得出

力尧沉稳有远谋尧以开放互惠共赢的姿态拥抱美国供
析了 HUAWEI 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名单后袁RZF
面对国内媒体采访的回答中所使用的隐喻表达袁语料
收集得不够多遥 HUAWEI 企业形象建构是一个很成功

的范式袁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院一是为其他企业形
象建构提供思路袁二是为将来更多研究企业形象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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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uawei's Corporate
Image under Cognitive Metaphor
YAN Zhenni1,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1;
2.Quanzhou NO.5 Middle School,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Corporate image is the overall impression, evalu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the public and employees of enterprises, which can

reflect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nd influence of an enterpris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 of Huawei's corporate
image from the four cognitive functions of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combined with Ren Zhengfei's answers to the inter鄄

views of domestic media which was about Huawei being listed into the Entity List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 It is concluded
that Huawei's corporate image is full of wisdom and spirit, perseverance and courage, steadiness and far-sightedness, and embracing the
American suppliers in an open and win-win attitude.

Key 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cognition; Huawei; corporat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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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动词体验用法的对比分析
要要
要以动词 concern 和动词 endure 为例
周影星
渊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袁 江苏 苏州 215000冤

摘

要院基于 Cook 的格语法框架袁对比分析了动词 concern 和动词 endure 在 COCA 语料库和 CLEC 语料库中的

体验用法遥 通过对比体验动词 concern 和 endure 在语法型式和语义格框架的使用频率袁 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更容易习

得+[E, O]格框架袁而对+[O, E]格框架的习得却较为困难遥 据此发现袁从汉语词汇迁移和句法迁移的角度解释此种现象袁并
试图从格语法的角度为动词的教学提供可行的建议袁指出在今后的动词教学中袁教师除了向中国英语学习者强化野动词
及物性冶概念外袁还可以借助格语法的语义格框架袁明确各个语义格的角色内容及其内部位置顺序遥

关键词院格语法曰concern曰endure
中图分类号院H03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0原园056原园7

近年来袁语料库语言学快速发展袁改变了传统的
研究方法遥 众多的研究依据语料库中大量真实的语
料袁描写真实的语料袁揭示语言背后的规律遥 其中袁语

语法(Case Grammar)冶理论袁该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

段遥 Fillmore 认为语言理论野似乎应该提供某种方法以
区分名词短语对应于它们的谓词所具有的语义角色和

料库驱动下的动词格语法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1-4]遥

它们在深层或表层句法结构中的位置冶[5-6]遥 因此袁格语

多将焦点放在谓语动词的用法袁对动词的非谓语形式

冯志伟指出袁Fillmore 在 1966 年至 1977 年间先

但是以往的研究未能全面描写动词的用法袁如研究者

关注不足遥 另外袁以往的研究对象多是一个动词或是
几个不关联的动词遥 本文意在探讨动词的体验用法袁
选取的两个动词分别是动词 concern 和动词 endure

渊这两个动词来自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汪兴富副教授
整理的 COCA 最常用 1000 动词表袁 动词 concern 和
endure 分别位列 719 位袁754 位冤遥 通过对比分析这两

个动词的体验用法袁本文意在揭示中国英语学习者对
动词体验用法的掌握情况袁并试图从格语法角度对动
词教学提出可行的建议遥

一尧格语法理论框架
20 世纪 60 年代末袁Charles J. Fillmore 提出的野格

法理论对我们研究语义和句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遥

后提出了 13 种格袁包括施事格 Agent尧工具格 Instru鄄
ment尧处所格 Locative尧受事格 Object尧受益格 Benefac鄄
tive尧 来源格 Source尧 目标格 Goal尧 感受者格 Experi鄄

encer尧时间格 Time 等[7]遥 格语法提出后袁格语法家们研

究出了多种格语法模式袁其中包括 Fillmore 最初模式袁
Fillmore 修正模式袁Chafe 动词中心模式以及 Cook 语
法真值表模式[1]遥 本篇文章采用了 Cook 的格语法模式遥

在 Cook 的格语法模式中袁 决定动词类别的格称作命
题格袁包括施事格渊Agent冤尧宾格渊Object冤尧经历格渊Ex鄄

periencer冤尧施益格渊Benefactive冤尧位置格渊Locative冤遥 除
这五个命题格外袁 还有一些情态格袁 包括时间格
渊Time冤尧方式格渊Manner冤尧工具格渊Instrument冤尧原因格

渊Cause冤尧结果格渊Result冤尧目的格渊Goal冤等曰情态格不

收稿日期院2020-03-09

决定动词类别袁是随意的遥 本文聚焦命题格袁不考虑情

作者简介院周影星渊1998-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态格遥

事形式语言学尧认知语言学研究遥

依据命题格袁动词类别主要有以下 12 种渊见表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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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级学生和英语专业 3~4 年级学生袁 分别标记为
ST2尧ST3尧ST4尧ST5尧ST6冤袁每一类型的学习者的语料为

表 1 Cook 格框架真值表

[8]

20 万词遥 CLEC 语料库中的语料采样不仅包括考试的

Tab.1 Truth-value of Case by Cook
状态动词
过程动词
行为动词

+[Os]
+[Os, Os]

+[E, Os]
+[Os, E]

+[B, Os]
+[Os, B]

+[Os, L]
+[L, Os]

+[A, O]
+[A, O, O]

+[A, E, O]
+[A, O, E]

+[A, B, O]
+[A, O, B]

+[A, O, L]
+[A, L, O]

+[O]
+[O, O]

+[E, O]
+[O, E]

+[B, O]
+[O, B]

+[O, L]
+[L, O]

试卷袁还包括学生的课内外作业遥

AntConc 是日本早稻田大学 Laurence Anthony 设

计的语料库分析工具袁 也是本篇论文用来提取 CLEC
语料库中语料的重要软件遥 在 AntConc 中袁打开 CLEC
语料库文本文件袁 在下方输入框输入正则表达式 \bV

(s|ing|ed)\b袁如 \bconcern(s|ed|ing)\b袁点击 start 开始按
钮袁CLEC 语料库中所有动词 concern 的用法袁 都会在

对话框显示渊见图 2冤袁选择保存按钮袁便可以得到动词

二尧研究方法
本节袁我们将介绍 COCA 语料库袁CLEC 语料库介

绍及其语料提取方法遥

渊一冤COCA 语料库及语料提取
美国当代语料库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鄄

can English袁简称 COCA 语料库)是目前最大的免费英

语语料库遥 COCA 语料库由包含 5.2 亿词的文本构成袁
这些文本由口语尧小说尧流行杂志尧报纸以及学术文章

concern 在 CLEC 语料库中的所有用法遥

由于每一个动词袁我们仅抽取 50 条语料遥 所以袁

我们将利用 conc_sampler 小程序进行随机抽样遥 在
conc_sampler 中袁打开在 AntConc 保存的文本文件袁在
Numbers of lines wanted 后的对话框中输入袁点击 Get
random sample渊见图 3冤袁即可得到随机抽取的 50 条语
料渊此处仍以动词 concern 为例冤遥

五种不同文体构成遥 从 1990 年至今袁语料库以每年增

加两千万词的速度进行扩充袁以保证语料库内容的时
效性遥 语料库的地址是 http://corpus.byu.edu/coca/遥

考虑到 COCA 语料库的容量及实时性袁本篇文章

决定从其中抽取语料遥 语料提取的过程如下院打开网
页版 COCA 语料库袁在输入框内袁输入检索式[v].[v*]袁

图 1 COCA 语料库
Fig.1 COCA corpus

如输入[concern].[v*]渊见图 1冤袁就可以得到 concern 动

词在 COCA 语料库中的所有用法袁然后按照随机抽取
的方式袁抽取动词的 50 例用法遥 我们记录的语料信息

包括袁含有研究动词的例句及其上下文袁以此保证能
正确理解动词的意义及其用法遥
渊二冤CLEC 语料库及语料提取

图 2 AntConc 软件截图

Fig.2 Screenshot of AntConc

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 (Chinese Learners爷 Eng鄄

lish Corpus袁简称 CLEC 语料库)袁是国内较有影响的学
习者语料库遥 CLEC 语料库是国家社科基金野九五冶规
划项目 野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学习者英语失误分析冶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由桂诗春和杨惠中编著袁在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遥 整个语料库有 100 万词袁包含
[9]

五种类型的学习者渊高中生尧大学 1~2 年级非英语专

业学生尧大学 3~4 年级非英语专业学生尧英语专业 1~

图 3 conc_sampler 截图

Fig.3 Screenshot of conc_sampler

按照以上介绍的语料抽取方式袁我们即可得到动
词 concern 和 endure 在 COCA 语料库和 CLEC 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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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各 50 条例句渊注明院动词 endure 在 CLEC 语料库
中仅有 20 条动词用法冤遥

和+[A, E, O](6%)遥 其中袁 动词 concern 做体验动词时
渊包括状态体验动词和行为体验动词冤袁共占总体比例
的 38%曰 其中涉及的语法型式有 NP V NP(animate)

(28%)袁NP be V-ed by NP(2%)袁Have NP be V-ed(2%)

三尧动词分析

和 NP V oneself with NP(6%)袁见例句[1]-[4]遥

渊一冤动词 concern
依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渊第 8 版冤袁动词 con鄄

cern 共有以下五种释义院渊1冤to affect sb/sth; to involve

[1]And it concerns me that...(COCA)
[2]...we should all be concerned by the increase in

sb/sth野影响曰涉及曰牵涉冶曰渊2冤to be about sth 野与噎有

violence... (ibid)

an interest in sth 野对... 感兴趣曰渊用于~oneself with/

ple be concerned it's terrorism. (ibid)

渊做某事冤重要袁渊用于 be concerned to do sth冤冶遥 参照

ular assumption. (ibid)

关曰涉及冶曰渊3冤to worry sb野让渊某人冤担忧冶曰渊4冤to take

about sth冤冶曰渊5冤to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do sth 野认为
Cook 的语义真值表袁我们认为院渊1冤当动词 concern 适

用第一尧 二种释义时袁 此时 concern 隶属基本状态动
词袁语义格为+[O, O]曰渊2冤当动词 concern 适用野使担

心冶义时袁动词 concern 隶属状态体验动词袁语义格为+

[3]And so rather than frighten people or have peo鄄
[4]We need not concern ourselves with this partic鄄

2.动词 concern 在 CLEC 语料库中语法型式及语
义格使用情况

[O, E]曰渊3冤当动词 concern 适用野对噎感兴趣冶时袁动词

表 3 动词 concern 在 CLEC 语料库中

来袁 我们将分别描述动词 concern 在 COCA 语料库和

Tab.3 The grammatical pattern and semantic

concern 隶属行为体验动词袁语义格为+[A, E, O]遥 接下
CLEC 语料库中的语法型式和语义格框架的使用情
况遥

1. 动词 concern 在 COCA 语料库中语法型式及
语义格使用情况
表 2 动词 concern 在 COCA 语料库中
语法型式及语义格使用情况
the verb concern in COCA

38%

1

2%

11

22%

NP V NP(animate) +[O, E]

14

28%

Have NP be V-ed +[O, E]

1

2%

体验状态 NP (animate) be
V-ed by NP
动词
行为体验
动词

19

NP V oneself
with NP

+[O, E]

+[A, E, O]

1
3

case of the verb concern in CLEC

NP V NP
(inanimate)
NP(animate)
V-ed 渊后置冤
NP(animate)
基本状态
be V-ed
动词
NP (inanimate)
be V-ed

+[O, O]

3

6%

+[O-Del, O]

12

24%

2

4%

+[E, O]

5

10%

+[E, O]

12

24%

+[E, O](T)

1

2%

+[E-Del, O](M)

1

2%

+[O/O-Del, O]
+[O-Del, O]

NP V-ing with
NP (inanimate) +[O, O]
渊错误冤

Tab.2 The grammatical pattern and semantic case of

NP V NP(inanimate) +[O, O]
基本状态
NP V NP(animate) +[O, O]
动词
NP V CP
+[O, O]

语法型式及语义格使用情况

62%

2%

32%

6%

6%

由表 2袁我们还可以看到袁动词 concern 所涉及的

语义格框架有三种袁分别是+[O, O](62%)尧+[O ,E](32%)

NP (animate)
V NP 渊错误冤
NP (animate)
V with/about/
体验状态 to NP渊错误冤
动词 NP (animate)
V about NP
PP渊错误冤
NP-Del V
NP渊错误冤

3

11

6%

22%

62%

38%

由表 3袁我们可以看到袁在 CLEC 语料库中袁动词

concern 做基本动词和体验动词的比例与 COCA 中的

用法基本相当遥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袁CLEC 语料库中的
体验动词 concern 仅有体验状态动词袁 而没有行为体

验动词曰并且袁所有的体验动词用法都是错误的遥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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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袁本文重点关注体验动词的用法袁接下来我们将重

是因为这种名词接介词的用法袁影响了中国英语学习

点讨论 CLEC 中的体验动词的错误用法遥

者对动词 concern 的及物性判断遥 这也提醒袁教师在向

料袁我们发现袁错误用法主要有两类遥

动词和名词袁强化学生对动词及物性的掌握遥

根据我们收集的动词 concern 做体验动词的语

渊1冤混淆动词 concern 的及物性袁见例句[5][6]遥
[5] Following the teaching, there are always 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with the context for you to an鄄
swer. (CLEC)
[6] He reads to his students a short passage con鄄
cerning about the topic for three times. (ibid)
在[5]和[6]中袁动词现在分词短语 concerning with/

about...做后置定语曰但是袁此时中国英语学习者把动
词 concern 误用成了不及物动词遥 正确的用法应是
there are always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context for

学生教授这种动词名词形式一样的词时袁应明确区分
另外袁在 CLEC 语料库中袁语义格大量误用为+[E,

O]遥由于动词 concern 和动词 worry 在语义上有相似之

处袁尤其当动词 worry 表示 to make sb/yourself anxious
about sb/sth袁此时动词 worry 隶属体验状态动词袁语义
格框架为+[O, E]遥 所以袁我们试图通过 CLEC 语料库

中袁动词 worry 的用法袁来试图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在
体验状态动词上的一些特点遥

在大致检索了 CLEC 语料库中袁 动词 worry 的用

法后袁我们发现也有类似动词 concern 的错误用法袁如
下例句[9][10]遥

[9] I worried my English because of the low result.

you to answer 和 he reads to his students a short pas鄄

(CLEC)

不必有任何的介词遥

street, to worry being attacked by other hooligans. (ibid)

sage concerning the topic for three times袁concerning 后

[8]遥

渊2冤 对动词 concern 语义掌握不准确袁 见例句[7]

[10] ...protect them from being exposed on the

尽管类似的错误例子出现比例较低袁但是我们依
旧可以发现袁 中国英语学习者很容易受汉语的影响遥

[7] To sum up, I think if we can concern this soci鄄
ety and sold the problem, that will improving our living
quality. (CLEC)
[8]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concerning about
their life expectancy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ibid)

在汉语中袁动词 concern/worry 表示野使担心冶时袁汉语

中没有单字/单词可以表达短语野使担心冶的含义袁因此
中国英语学习者往往将野使担心冶用作野担心冶袁对动词
语义的掌握仅停留在翻译层面袁 没有深刻理解语义袁
造成误用遥
3. 体验动词 concern 在 COCA 语料库和 CLEC

动词 concern 相当于 to worry sb 渊某事使某人担

心冤袁然而在[7]和[8]中袁中国英语学习者误将动词 con鄄

语料库中使用情况对比
通 过以上讨 论袁 我们 发现在 COCA 语 料 库 和

cern 用作 pay attention to渊某人关心/担心某事冤遥 中国

CLEC 语料库中袁动词 concern 在基本动词和体验动词

中袁 中国英语学习者还将动词 concern 误用成不及物

致掌握基本动词的用法曰但是袁当动词 concern 做体验

物性错误时常交错在一起遥

到 100%遥 通过在 BCC 语料库文学类中检索野n 担心冶袁

英语学习者完全颠倒了主语和宾语的位置袁 当然[4]
动词遥 我们注意到袁在 CLEC 语料库中袁语义错误和及

中国英语学习者混淆动词 concern 及物性的原因

可能是受名词 concern 用法的影响遥 根据牛津高阶英

汉双解词典袁 当 concern 用作名词时袁 后常接介词
about/for/over sb/sth袁表示野对...的担心尧忧虑冶遥 或许正

的使用分布比例上相当遥 经对比袁中国英语学习者大

动词时袁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使用错误率很高袁几乎达
我们发现袁野NP 担心 NP/CP冶或者野NP 为 NP 担心 NP冶
的句式使用比例大致是野NP/VP 使 NP 担心冶句式的两

倍渊前者出现频次为 241袁后者的频次为 123冤遥 因此袁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学习动词 concern 简单地等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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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担心冶袁套用中文的句式袁即野某人担心某事冶遥 除此之

imate)V NP 和 NP-Del V NP遥 前两种语法型式区分主

还缺乏动词及物性的认识袁 往往将动词 concern 误用

语是无灵的袁见例句[12]曰60%的例句主语名词短语是

外袁除了受中文句式的表达习惯外袁中国英语学习者
为不及物动词遥

渊二冤动词 endure

语名词短语的有灵性袁即有 8%的例句中袁主语名词短
有灵的袁见例句[13]遥 最后一种语法型式 NP-Del V NP
意指在句子中袁由于主语的泛指性袁主语往往会省略

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渊第 8 版冤袁动词 en鄄

dure 共 有 以 下 两 种 释 义 院 渊1冤to experience and deal

with sth that is painful or unpleasant, especially without
complaining野忍耐袁忍受冶曰渊2冤to continue to exist for a

或从上下文可推知袁此类语法型式多见于动词不定式
中或非有灵主语句中袁见例句[14][15]遥
[12]But as artistic styles and languages came and

long time野持续袁持久冶遥参照 Cook 的语义真值表袁我们

went, the storm god's temple endured. (COCA)

隶属体验状态动词袁 语义格为+[E, O]曰 而当动词 en鄄

manners of tourists...(ibid)

词袁语义格为+[O]遥 接下来袁我们将分别描述动词 en鄄

baggies....(ibid)

和语义格的使用情况遥

just be prepared to endure steeper drops along the way.

认为院当动词 endure 适用第一种释义时袁此时 endure

dure 适用第二种释义时袁此时 endure 隶属基本状态动
dure 在 COCA 语料库和 CLEC 语料库中的语法型式
1.动词 endure 在 COCA 语料库中语法型式及语

[13]As we sat in Florian's we endured the bad
[14]There's no need to endure stiff, uncomfortable
[15]...more risk generally means greater rewards (ibid)

义格使用情况
依据讨论的语法型式袁其对应的语义格使用情况
也较为清晰曰动词 endure 做基本状态动词时袁语义格

表 4 动词 endure 在 COCA 语料库中

为+[O]曰当动词 endure 用作体验状态动词时袁语义格

语法型式及语义格使用情况

有两种情况袁即+[E, O]和+[E-Del, O]袁且前一种语义

Tab.4 The grammatical pattern and semantic case of
the verb endure in COCA

NP(inanimate)
+[E, O]
V NP
体验状态 NP (animate)
+[E, O]
动词
V NP

NP-Del V NP +[E-Del, O]

基本状态
动词

NP V

+[O]

格占多数情况遥

4

8%

30

60%

5

10%

11

22%

2. 动词 endure 在 CLEC 语料库中语法型式及语
义格使用情况
78%

22%

由表 4袁我们可以看出袁动词 endure 在 COCA 语

料库中袁 有 78%的情况下动词 endure 做体验状态动

词袁其余情况下做基本状态动词遥 作为基本状态动词袁
endure 的语法型式较为单一袁即 NP V袁见例句[11]
[11]With continued care, that attitude will endure.
(COCA)
但当动词 endure 用作体验状态动词时袁其语法型

式较为复杂袁有以下三种 NP(inanimate) V NP尧NP (an鄄

表 5 动词 endure 在 CLEC 语料库中
语法型式及语义格使用情况
Tab.5 The grammatical pattern and semantic case of
the verb endure in CLEC

NP
(animate) +[E, O]
体验状态 V NP
动词
NP V 渊错
+[O/E]
误冤
基本状态
动词

NP V

+[O]

15

75%

2

10%

3

15%

85%

15%

由表 5袁 我们可以发现袁 与 COCA 语料库类似的

是袁在 CLEC 语料库中袁动词 endure 用作体验状态动

词的比例高于基本状态动词袁但是 CLEC 语料库中体

周影星院基于语料库的动词体验用法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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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状态动词的使用比例略高于 COCA 语料库中的使

缺乏清晰的认识曰渊2冤 对二价体验动词的体验格/经历

较为单一袁为 NP V袁见例句[16]遥

英语学习者往往将经历格置于宾格之前遥

用比例遥 当动词 endure 做基本状态动词时袁语法型式

[16]I wish our friendship will endure as the uni鄄
verse. (CLEC)

格(E)和宾格(O)的位置认识不明袁如动词 concern袁中国
汉语动词的格关系及涉及的语义角色在中国英
语学习者的心理中根深蒂固遥 当英汉动词的格框架不
完全对应时袁就会产生负迁移袁造成一些误用遥 在体验
动词的使用中袁这类负迁移主要体现在词汇迁移和句

当动词 endure 用作体验状态动词时袁语法型式依

法迁移两个方面遥 及物性是词汇知识的重要方面曰然

语袁见例句[17]曰另外袁我们注意到袁在 CLEC 语料库

中没有及物性这一概念袁因此会将二价动词 endure 误

物动词 endure 用作不及物动词袁见例句[18][19]遥

也会引起句法负迁移遥 在汉语主动句中袁句子的主语

旧单一袁均为 NP V NP袁且主语名词短语均为有灵主

而在汉语动词中袁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心理存储和表征

中袁有两处使用错误的情况袁中国英语学习者误将及

用为一价动词遥 当然袁词汇层面的负迁移一定程度上

[17]I used to endure to recite all the cet 6 words in
a week. (CLEC)
[18]Grandma's dream came true after enduring for
over 20 years. (ibid)

都是动词所表示动作的主体曰在汉语的体验动词野担
心冶的格框架中袁主语位置通常是体验格(E)曰然而在对
应的英语动词 concern 的格框架中袁在主动句中袁主语
通常是宾格(O)遥句法位置和语义角色顺序的不同造成
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误用遥

[19]Each time when he couldn't endure, he cried
out painfully. (ibid)
通过分析语料袁 我们发现在 CLEC 语料库中袁在

四尧结语
本篇文章聚焦动词 concern 和动词 endure 的体

正确使用情况下袁动词 endure 语义格框架仅有两种情

验动词用法袁对比分析其在 COCA 语料库和 CLEC 语

3.体验动词 endure 在 COCA 语料库和 CLEC 语

语学习者对语义格+[E, O] 的掌握好于对语义格+[O,

况袁分别是+[E, O]和+[O]遥
料库中使用情况对比

通过对比分析袁我们发现动词 endure 在 COCA 语

料库和 CLEC 语料库中在基本动词和体验动词的使

料库中的用法表现遥 通过对比分析袁我们发现中国英
E]的掌握袁而且在 concern 和 endure 的使用过程中出

现了较多的误用遥 格语法理论围绕动词的语义角色成
分这一静态稳定的特征袁从认知角度研究动词的参与

用分布比例上相当袁均呈现体验动词使用比例大于基

者袁揭示深层结构中各语义角色的匹配关系遥 教师可

本动词比例遥 但是袁我们也发现袁中国英语学习中未能

以通过格语法理论进行语际对比袁预测和解释动词格

完全掌握 endure 的体验状态动词用法袁错误类型主要

体现在动词 endure 后未接任何宾语成分袁在语义格的

的使用曰 并在在教学中可以尝试引入一些格框架尧语
义角色等概念袁明确各个动词涉及的角色内容及其内

使用上出现偏误遥 中国英语学习者误将二价的体验动

部位置顺序袁如此一来袁学生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掌

词误用为一价动词遥

握动词的语义成分和与汉语的区别性特点遥

渊三冤小结
本结通过对比分析动词 concern 和动词 en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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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us-based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tial Usage of Verbs
要要
要With the verb 野concern冶 and 野endure冶 as examples
ZHOU Yingx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Case Grammar Model by Cook, this article makes a contrastive study on the experiential usage of the verb

concern and the verb endure by both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and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Comparing the linguistic patterns and the case
frames of each verb, this paper finds that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have more difficulty in acquiring the case frame +[E, O] than the case

frame +[O, E]. Linguistic transfer, both on the lexical level and the syntactic level, can account for such difficulty.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verb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se grammar, and points out that in the future verb

teaching, teachers can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concept of "verb transitivity" to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but also clarify the role content
and internal position order of each semantic case with the help of the semantic case framework of case grammar.

Key words: case grammar; concern; en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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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寓与离散院20 世纪中叶台湾女性小说叙事转型
钟希明
渊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教育部袁 福建 福州 350108冤

摘 要院身份认同尧差异理论和承认的政治等研究在当今学术界仍然是一个热点问题遥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
女性小说关于民族叙事与文化身份认同的书写主要有两个重要面向院一是 1950 年代重塑家园图景的野怀乡文学冶书写曰

二是 1960 年代转向无根尧漂泊审美主题的野留学生文学冶创作遥 这些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袁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折
射出急剧动荡的国族命运袁为家国叙事论题延伸出性别思考与文化认同的面向袁不仅揭示了战后台湾知识分子集体性的
身份认同危机袁更推动了中华民族主义思想在台湾乃至世界的传播遥

关键词院台湾女性小说曰流寓与离散书写曰中华民族叙事曰文化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院I059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0原园063原园6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及其全球化时代的来

的文化表征形式袁其叙事语言尧表现形式尧精神内核和

临袁 身份认同一度成为人文社科领域关注的重要议

历史记忆都呈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基因遥 冶[2]在百年台

题袁特别在文化研究中备受理论家和批评者青睐遥 近

湾文学之中华民族叙事发展脉络中袁二十世纪五六十

年来由于受到后殖民理论的影响袁 关于身份认同尧差

年代台湾女性小说叙事的演变轨迹无疑是关键时段

异理论和承认的政治等研究在当今学术界仍然是一

中的重要一脉袁值得重点关注和探讨遥 因此袁关于 20

个热点问题遥 究其根源袁与其说缘于现代人的困惑袁不

世纪中叶台湾女性小说的叙事研究袁中华民族叙事与

如说是因其外部世界的急剧动荡要要
要战争尧冲突尧漂

文化身份认同的关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遥

中叶大陆迁台女作家的流寓与离散书写袁即是个体生

性主义文学冶或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野边缘写作冶中探

命欲求野遭遇冶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现实语境所催生

讨袁而忽视了这些女作家主体意识中潜在的尧对于国族

的宏大历史叙事文本遥 因此袁从中华民族叙事与文化

命运的关怀尧对于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遥 因此袁本文拟

身份认同关系视角来考察这一时期台湾女性小说的

在野百年台湾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叙事研究冶视阈中袁从

流寓与离散创作现象袁无疑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价

民族叙事与文化身份认同的视角来考察尧 揭示这一转

值和意义遥

型时期台湾女性小说的流寓与离散创作现象遥

泊等使之处于危机之中而产生的一种欲求[1]遥 20 世纪

然而袁此前的研究者多把它放置在野闺秀文学冶野女

当我们从中华民族命运叙事与文化身份认同书

一尧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
野台湾文学作为台湾人心理尧 思想和认同最重要
收稿日期院2021-08-12
基金项目院201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

写视阈来考察 20 世纪中叶台湾女性小说袁 发现主要
有两个面向的关怀院 一是 1950 年代重塑乡土历史想

像的野怀乡文学冶书写要要
要通过描述离乱时代里一代
人流离迁徙的人生遭遇与漂泊命运袁呈现野家园丧失冶

的焦虑和野失根伤怀冶的痛苦袁隐喻地表达了对于个人

19ZDA279)遥

或集体身份意识缺失的反思与追寻曰 二是 1960 年代

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遥

述中西方文化冲突影响下台湾留美学生的处境与困

作者简介院钟希明渊1962-冤袁女袁畲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台港

转向呈现漂泊主题的野留学生文学冶书写要要
要通过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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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袁 探讨他们在国族身份认同问题上的焦虑与迷茫遥

为背景的思乡怀旧书写中袁 代表性作品有林海音的

野去国怀乡冶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典型情结袁以

叶城南旧事曳尧孟瑶的叶心园曳叶黎明前曳尧张漱菡的叶意难

上二者共同指向尧呈现了强烈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意
识遥

忘曳等小说遥

林海音袁1918 年生于日本大阪袁1921 年随父母返
回台湾袁1923 年其父渊林焕文袁台湾苗栗人袁祖籍广东

二尧流寓书写院重塑家园图景的野怀乡文学冶

蕉岭冤 因不愿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遥

在人类文化史中袁野流亡冶与野认同冶是两种重要的

返回台湾袁时间跨度长达 25 年遥 因此袁她视北京为第

文化现象袁在文学创作中袁二者往往构成一种同构关

林海音在北京度过了童年与青年时期袁 直到 1948 年

二故乡袁其创作也呈现出北京要台湾野两地冶书写特

系遥 流亡现象的描写尧对家园丧失的焦虑和重构的冲

征遥 林海音的代表作叶城南旧事曳渊光启出版社袁1960冤

动往往包含了对个人或集体身份意识的反思与缺失

创作于 1950 年代袁是一部自传性短篇小说集袁以深挚

的追寻遥 1949 年国民党因溃败退踞台湾袁造成两岸隔

绝对峙的局面袁台湾社会笼罩在政治权力高压尧时局
动荡尧特别是 200 多万跟随国民党迁台人员被困孤岛

所造成的失败主义情绪与心理氛围中遥 在这特定的政

的情感和怀旧的笔调追忆了苍凉遥远的北平生活袁因
其浓重的乡愁意味而被视为这一时期怀乡文学的代
表作遥 小说描写 20 世纪 20-30 年代北平城南胡同里

的平民生活袁通过小女孩英子童稚的眼睛来看形形色

治生态环境与社会心理背景共同作用下袁一部分历经

色的人事袁展示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遥 每段故事的结

烽火流离尧沧桑巨变的大陆迁台女作家袁迥异于那些

局都以小说中的人物离英子而去告终袁 从疯子秀贞尧

追随尧迎合官方意识形态而不断虚构野政治神话冶的主

妞儿尧小偷尧宋妈直到最后爸爸因病离世袁英子意识到

流创作袁而是疏离官方主流论述袁从原乡情感和文化

野我的童年结束了冶遥 这一富有悲剧意蕴的书写袁不仅

记忆出发袁从女性视角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袁通过重

反映了当时北平的社会历史面貌袁展现了那个时代的

塑家园历史文化想像图景的野怀乡冶书写袁建构有别于

风云变幻和动荡不安袁小说主人公的最后野离去冶特别

官方意识形态的野家国叙事冶遥 林海音的叶城南旧事曳

是父亲的死袁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离乱和分崩离析袁

叶春酒曳尧孟瑶的叶心园曳叶黎明前曳尧张漱菡的叶意难忘曳尧
聂华苓的叶台湾轶事曳尧琦君的叶菁姐曳叶百合羹曳等作品
即呈现了这一时期家国命运隐喻书写的创作现象遥
渊一冤野失乐园冶的原乡书写
在 1949 年前后跟随国民党当局仓皇逃到台湾的

200 多万大陆人士袁由于遭遇两岸隔绝尧返乡遥遥无期
的困境袁普遍感到内心空虚袁从而滋生蔓延出怀乡思

旧的情绪 遥 具有清醒意识与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
[3]

更隐喻了野乐园的丧失冶和一个父权时代的结束浴
孟瑶和张漱菡都是 1949 年赴台袁 她们也有不少

以大陆为背景尧流露出怀乡忆旧情愫的小说遥 叶心园曳
渊畅流出版社袁1953冤和叶黎明前曳渊明华书局袁1959冤是

孟瑶这一怀乡题材的代表作遥 叶心园曳的背景在重庆某
中学袁 小说描写了校长田耕野与三位女性的感情纠

葛袁赞扬了护士胡曰娟奉献自我尧田家养女丁亚玫贴
近自然的纯美灵魂袁批判了王文秀式的功利主义婚恋

子尤为显著袁他们更多地承受着自我与家园割裂的强

观袁表达了对于纯净自然之爱的向往和人性精神之美

烈失落尧与新环境的疏离尧重构生活的迷惘袁以及记忆

的期待遥 长篇小说叶黎明前曳描写赵氏家族近半个世纪

与遗忘之间的纠缠[4]遥 对于战后迁台并于 1950 年代开

以来在风雨飘摇中摇摇欲坠的现状袁 以一家窥一国袁

始活跃于文坛的女作家们来说袁空间的阻隔与流离迁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贯穿其中袁引发读者思考中

徙的人生际遇使她们产生浓重的野失乡冶之感遥 因此袁

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尧日寇侵略等一连串磨

原乡集体记忆的召唤袁怀乡思旧的乡愁书写成为她们

难袁可能命若悬丝尧后继无力的现实遥 张漱菡的叶意难

重温记忆的重要方式袁 而年复一年重返大陆的渴望袁

忘曳渊畅流出版社袁1953冤 是张漱菡听家族中的长辈叙

使得这种乡愁渐渐净化为一代作家的集体记忆而郁

述而写下的中日战争背景下一个大家庭里的真实故

集于不同风格的各种创作之中 遥 在这一时期以大陆
[5]

事袁小说围绕自强不息的知识女性李明珊情感故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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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袁也是大陆题材袁书写思旧之情[5]遥

老大的她带着母亲和弟妹一家五口亡命到台湾遥 此时

以上创作皆以原乡为背景袁从原乡情感和文化记

国民党当局颁布戒严令袁禁止台湾和大陆来往袁外省

忆出发袁书写的人和事物流露出了对故国家园的思念

人再也回不到大陆袁因此他们全都感到自己成了野流

之情遥 正如洛夫在叶时间之伤曳野自序冶中所表述的院野我

亡者冶遥 聂华苓的短篇小说集叶台湾轶事曳[6]写于 1949-

的伤是个人的伤袁也是时代的伤袁故总其名为叶时间之
伤曳遥 冶野这种乡愁袁已远远超出某省某县某村的具体地

1964 年间袁她在小说前言中写道院野他们全是失掉根的

人曰他们全患有耶思乡病爷曰他们全渴望有一天能回老

域概念袁而升华为文化上的情感寄托遥 冶[5]由此可见袁这

家遥 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袁和他们一样想耶家爷袁一样空

们袁普遍怀着客居台湾的流寓心态袁她们视台湾为异

乌效鹏等人在得知奖券又未得奖时便将它撕得粉碎袁

些战后迁台并于 1950 年代开始活跃于文坛的女作家

虚和绝望要要
要这辈子回不去啦浴 冶 [6]在叶爱国奖券曳里

乡的异域化书写袁 强调故园的美善和重返乐土的向

券面上的古松图案被撕裂破碎袁只留下光秃秃的枝桠

往袁这种通过重塑乡土历史想像的怀乡书写袁实际蕴

和半截枝干袁 而接近泥土盘根错节的根部丢失了袁作

含着对于个人或集体身份意识缺失的追寻遥

者以此象征外省第一代人的根的丧失袁也是返回大陆

渊二冤野失根伤怀冶的异乡书写
有别于身居异地怀着流寓心态回望家园的原乡

梦想再次破灭的隐喻书写遥 叶姗姗袁你在哪儿曳中主人

公李鑫到台北出差袁本想去寻找在大陆时期他心里女

书写袁很多女作家在回望原乡与融入野此在冶的矛盾心

神般的女孩姗姗袁在乘坐公交车时他一路幻想着过往

态中袁把笔触伸向现实生活袁以台湾为背景叙写着离

的青春岁月和姗姗的音容笑貌袁岂料公交车上那个说

乱时代里一代人的困顿尧遭逢与流寓命运遥

话语无伦次尧 声音如绿头苍蝇般的怀着孕的女人袁居

返乡的渴望尧思乡的伤痛袁是琦君小说重点关注

然就是他要寻找的姗姗遥 小说通过姗姗外貌形态和主

的命题遥 琦君袁1917 年生袁原籍浙江永嘉袁之江大学中

人公的回忆形成的鲜明对比袁凸显了物是人非的沧桑

文系毕业袁1949 年 5 月随单位赴台遥 琦君的短篇小说

之感袁 寄寓着对大陆往昔生活和逝去青春的回忆袁也

收入叶百合羹曳渊开明书店袁1958冤的短篇小说叶钟曳写于

丁一燕两位老同学逃难来到台湾后袁虽经历生活的磨

集叶菁姐曳和叶百合羹曳写了不少失家伤怀的知识分子遥

象征着对现实境遇的失望遥 叶一朵小白花曳中谭心辉和

1956 年前后袁以一位尽忠职守的老公务员金推事为主

难但友情没变袁在两人的对话中袁他们在大陆的欢快

角袁故事从头到尾写他晚年在台湾埋首公务尧和疾病

日子袁以歌声的形式两次重复出现袁在野记起当时年纪

贫困奋斗的孤苦生活袁对妻子和家乡的思念使他无法

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袁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

成眠袁最后因接到老妻的噩耗袁在思家伤怀中服安眠

梢袁鸟儿在叫冶 这样的歌词中袁寄寓了对青春岁月的

药自杀遥

怀念袁亦是对大陆故乡的思念[7]遥以聂华苓为代表的 50

1950 年代初期袁台湾在很多人心目中仍是一个暂

居地袁很多来台人士怀着过客心态袁而不作落地生根
之思遥 重返家园的宣传鼓动与真心期待使他们多把台
湾当作政治避难的跳板袁时常流露出返乡的期待 遥 林
[5]

年代迁台女作家的流亡状态直接影响其文本建构袁
叶珊珊袁你在哪儿曳中主人公逃难流亡的场景与作家自
己的流亡经历是一致的遥 叶台湾轶事曳中这几个短篇隐

喻书写了外省第一代人的野根的丧失冶袁及其重返大陆

海音 1953 年 3 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叶春酒曳即截取一群

梦想的破灭遥

场春节家宴的所见所闻袁实写一场豪门的春酒袁虚写

的异乡书写袁1950 年代大陆迁台女作家的叙事袁 依附

整批来台大陆人的过客心态袁严词批判迁台人士一切

于女性命运的故事背景延展推衍遥 野去国怀乡冶是中华

野来台大陆人冶的生活片断袁通过一位家庭主妇参加一

不切实际的幻想遥

综上所述袁从野失乐园冶的原乡书写到野失根伤怀冶

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情结袁是家国认同情感表达的一

聂华苓的小说则揭示了根的丧失及其重返大陆

种特殊方式袁 也是文学书写中普遍应用的修辞策略遥

梦想的破灭遥 生于 1925 年的聂华苓在抗日战争爆发

以林海音尧聂华苓尧琦君等一代女作家迁徙流离的人

时便作为野流亡学生冶开始逃难生涯袁1949 年作为家里

生际遇构筑出野两地冶情结的空间论述袁展现了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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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50 年代迁台女性的流寓经验袁 呈现出强烈的中华

叶又见棕榈袁又见棕榈曳渊皇冠出版社袁1967冤主要

民族基因袁 为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小说中的家国叙事

讲述留美归台博士牟天磊在美国度过了十年艰辛生

论题袁延伸出了性别思考与文化身份认同的面向袁从而

活袁饱尝心灵苦闷和经济拮据袁支付了全部青春活力

增加了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化遥

终于换来博士学位袁以及令许多台湾人羡慕的美国绿

三尧离散书写院呈现认同焦虑的野留学生文学冶
在当代文化研究中,英文 identity 一词具有野身份冶

和野认同冶双重含义遥 身份认同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

题袁它往往涉及到文化认同尧国族认同尧阶级认同尧性
别认同诸多方面遥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大
规模移民潮袁这些跨越疆界尧国家尧民族和地区的流
动尧放逐和迁徙袁形成了 20 世纪以来全球性独特的流
散现象袁并带来空前突出的文化冲突与认同危机[8]遥 伴

卡袁然而他的内心却充满受挫感与失落感遥 美国生活
的艰辛不仅来自物质生活上的辛苦要要
要他曾端过盘
子尧刷过厕所甚至捡过垃圾袁更来自心灵上的空虚与

寂寞要要
要他始终感觉自己是个野外人冶袁无法真正融入

西方的社会生活袁这种野融入的困难冶引发出强烈的
野他者感冶遥 在北美社会的现实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
中袁这种野他者冶生存和野边际人冶状态袁使他的内心始
终处于激烈的冲突中袁从而一再体验到受挫感和分裂
感[9]遥 但在回国之后袁牟天磊也感到种种失落袁这时他

面对的是东方文化的野另一种压迫冶袁过于具有野人情

随这一流散现象而来的另一文化现象即流散文学的

味冶的交际生活让他疲于应付袁台湾社会的野崇美冶心

崛起以及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遥

态已经发展到一种畸形的地步遥 因此袁他不敢将自己

1960 年代台湾社会也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二

次留学和移民潮袁因此野留学生文学冶盛极一时遥 1960

在美国的真实境况告诉家人袁 内心的孤寂便愈发强
烈遥 至此袁他悲哀地发现袁过去十年他难于融入美国社

年代台湾女性小说创作的实绩袁主要体现在留学生题

会袁现在台湾也同样的陌生和疏离袁而当他站在金门

材的文化冲突描写袁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聚焦国族认同

遥望厦门时袁祖国就在对岸袁想望而不敢回去遥 牟天磊

与文化身份书写袁即呈现出一种无根尧漂泊的审美主

这一形象深刻诠释了漂泊与失根的一代台湾知识份

题内涵袁 同时也表达了国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迷茫遥

子所遭遇的精神困境与认同危机遥 因此袁叶又见棕榈袁

在这一时期野留学生文学冶创作群体中袁影响比较深远

又见棕榈曳被视为野留学生文学冶的代表作袁而主人公

的女作家主要有於梨华尧聂华苓尧吉铮尧丛甦尧欧阳子尧

牟天磊则是野无根一代冶的典型代表遥

陈若曦等人袁 其创作一方面关注东西方文化差异袁另

吉铮和於梨华同是台湾 1960 年代野留学生文学冶

一方面对留学生的选择与困惑进行反思与再探讨袁深

的代表作家袁 她一生共创作三部小说袁叶孤云曳叶拾乡曳

刻再现了在东西方文化冲突影响下台湾留学生的生

和叶海那边曳都是留学生题材袁其创作一个最重要的特

存困境与认同焦虑遥

色是对野无根情结冶的情感渲染袁对归家不得心态的着

於梨华袁1931 年生于上海袁1947 年举家迁往台
湾袁1953 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袁1954 年到美国加州

力刻画遥 叶拾乡曳渊皇冠出版社袁1967冤是吉铮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袁小说主人公荣之怡是一个充满出国留学热

大学新闻系留学袁并开始长期定居美国袁是当代野留学

望到异国漂泊袁经历了从梦想之美到现实之寒尧从憧

生文学冶书写的开创者袁野无根的一代冶代言人袁被誉为

憬爱情到失落婚姻的女留学生形象遥 当荣之怡经历

野留学生文学的鼻祖冶遥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袁她创
作了一系列留学生题材的小说袁为野留学生文学冶做出

野从爱情的憧憬到婚姻的失落冶袁逐渐意识到他们婚姻

的空洞而决定返乡时袁却不料丈夫出车祸袁致使她不

了突出贡献遥 如短篇小说集叶归曳反映的是五六十年代

得已再次离乡遥 吉铮的叶拾乡曳不仅仅是对婚姻实质及

台湾旅美留学生的生存境遇及心态曰中篇小说集叶也

内涵的阐释袁更是在民族心态上表达了异乡人对家国

是秋天曳 叙述了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家庭悲

的无限眷恋袁以及追寻与失落的情感波动遥 而丛甦的

剧曰叶又见棕榈袁又见棕榈曳则展示了无根一代内心的

早期作品充斥着青春期的迷惘和存在主义的孤绝气

迷惘和孤寂袁成为当代留学生文学的滥觞遥

息袁她以细腻的笔触凝重而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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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与留学生的生存困境袁其小说叶盲猎曳以寓言形式
写出了现代人的焦虑和惶恐遥

实同构遥 从詹明信渊Fredric Jameson冤关于野国族文学冶

书写的理论角度审视袁无疑这些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

聂华苓 1964 年旅居美国袁是野留学生文学冶创作

力的文本袁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折射出了急剧动荡的国

要书写留学生在西方的困境袁那么聂华苓在其代表作

了时代与个人命运流转历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和

群中另一位重要的作家遥 如果说於梨华尧吉铮等人主

族命运[12]遥作为具有敏锐社会触觉的女作家袁她们记录

叶桑青与桃红曳渊香港友联出版社袁1976冤 中则是对 20

记忆袁为家国叙事论题延伸出了性别思考与文化认同

创作于 1960 年代末袁 作家把自己前半生的漂泊体验

对于家园丧失的焦虑和重构的冲动袁对于个人或集体

世纪中国人野何处是归程冶的持续追问遥 叶桑青与桃红曳

的面向遥 与此同时袁也描述了流亡尧漂泊与失根的一代

投射在女主人公身上袁桑青在日记中所记载的从一个

身份认同危机意识的反思与缺失的追寻袁不仅揭示了

困境向另一个困境的不断迁徙经历袁 困于长江三峡尧

战后台湾知识分子的流亡心态和集体性的身份认同

困于围城北平尧困于台北阁楼袁正是作者抗战时期颠

危机袁 也呈现出他们强烈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意识袁

沛流离尧1949 年流亡台湾尧1960 年代因叶自由中国曳事

更推动了中华民族主义思想在台湾乃至世界的传播遥

件被迫赴美的真实写照袁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受
外族入侵尧政治力量纷争和独裁统治苦难命运史的隐
喻书写 遥 如果说牟天磊是受挫感的典型代表袁那么桑
[9]

青与桃红则是分裂感的典型代表遥 桑青逃离台湾化作
桃红来到美国之后袁由于没有合法身份袁在美国移民
局对她身份如影相随的一再盘查下袁最终产生了人格
分裂遥 小说女主角桑青与桃红的分裂人格袁具有强烈
的政治隐喻功能袁白先勇认为野这篇小说以个人的解
体袁 比喻政治方面国家的瓦解冶袁 而不少研究者认为
叶桑青与桃红曳叙说了 20 世纪野流浪的中国人冶的故
事袁作品中个人的流离命运与人格分裂隐喻或表现了
民族国家政治的历史性悲剧 遥
[10]

由此可见袁 留学生题材的创作是 1960 年代特有

的一道风景袁留学生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与国族认同之

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遥 这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
野无根的一代冶袁对于他们而言院大陆袁是回不去的家曰
台湾袁也是回不去的家曰而留下来袁美国终究也不是自

己的家遥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处于野留也不是袁不留也不
是冶的徘徊状态袁内心充满浪迹天涯的无限痛苦和惆
怅袁而这种无根漂泊的痛苦根源袁一方面缘于东西方
文化的冲突袁另一方面主要来自于精神上失去国族身
份认同的焦虑与迷茫[1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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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and Separation: The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Female Novels in the Mid-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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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identity, difference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s still a hot issue in today爷s academia. The writing

about national narrative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aiwan female novel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has two important aspects: one is the 野nos鄄
talgic literature冶 writing that reshaped the homeland in the 1950s; the other is the rootless and wandering writing in the 1960s. The cre鄄
ation of 野students爷 literature冶 on the aesthetic theme. These texts about individuals and libido爷s forces reflect the turbulent fate of the na鄄

tion in the form of national fables, extend gender thinking and cultural identity to the narrative topic of the family and country, and reveal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crisis of the scholars in post-war Taiwan and further promoted the spread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aiwan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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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从诞生之初袁到明代经过舞台剧本的不断

行赏袁却有一将领张世贵前来夺功袁朝廷命二人辕门

演绎和文人的润色加工袁 其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

比射袁真相大白遥 薛仁贵被加官进爵并赐婚袁返回乡

化袁从最初一个版本衍生出多个版本遥 叶薛仁贵衣锦还

里袁薛家一门尽得朝廷封赏袁阖家欢乐遥 在主要剧情袁

乡曳一剧流传下来有两个版本袁一个版本是出自叶元刊

如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尧张世贵争功尧辕门比射尧薛仁贵

杂剧三十种曳渊简称元刊本冤[1]袁另一个是出自明代臧懋

还乡尧朝廷封赏上袁两个版本差异不大遥 但是在一些角

循编订的叶元曲选曳渊简称明刊本冤 袁这两个版本故事
[2]

色和情节安排上颇有出入院

基本一致袁但是在情节安排尧脚色体制尧宾白曲词尧曲

渊一冤皇帝一角从有到无

牌应用和人物形象塑造上却有若干差异袁下面就对这

元刊本中有唐太宗一角袁脚色为驾袁在第一折中

几个方面加以说明遥

从头至尾都在场袁是整个争功戏的最高裁断者袁唐太
宗命宰相杜如晦来定夺功劳遥 而在明刊本中袁皇帝一

一尧情节安排

角没有了袁代之以徐茂功一角来裁断袁而杜如晦也只
作为一个现场证人走个过场遥 根据史实记载袁从元入

叶薛仁贵曳一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院唐太宗年间

明之后袁驾头戏渊即皇帝戏冤就被限制甚至禁止了袁明

中用三箭射死了高丽将领袁定了天山遥 朝廷待要论功

人搬做杂剧戏文袁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尧忠臣烈士尧

高丽国举兵犯境袁薛仁贵起身农户袁应募投军遥 在战争

朝一开国就加强了文化控制袁叶明律窑礼律曳 载院野凡乐
先圣先贤神像遥 违者杖一百遥 官民之家袁容与装扮者与

收稿日期院2019-12-31
作者简介院王淑苹渊1990-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古代
戏曲尧影视编导的理论与创作研究遥

同罪遥 其神仙道扮袁及义夫节妇袁孝子顺孙袁劝人为善袁
不在禁限遥 冶[3]在其它元杂剧版本对比中袁也可发现类
似现象袁如在曲词出现的野皇帝冶野圣旨冶等字都以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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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圈代之袁强化了野为尊者讳冶的儒家正统伦理思想遥

师徐茂功的乘龙快婿袁 显然远不及驸马爷这个官位

渊二冤增加柳氏媳妇一角

高遥 这个改动有两方面原因遥 一是公主属于皇室袁明律

元刊本中薛仁贵去投军时还未曾娶妻袁到了明刊

禁止伶人扮演遥 二是薛仁贵本是个草莽小民袁如今因

本袁 薛大伯已有 野嫡亲的四口儿家属噎噎媳妇儿柳

战功赫赫一步登天袁成了皇帝的女婿袁阶层跨越太大袁

氏冶袁柳氏扮演了一位尽心服侍公婆尧等候丈夫归来的

与明朝统治者强化等级秩序的文化政策相悖遥 元刊中

传统节妇角色袁即使丈夫衣锦还乡还带来了一位王侯

宰相杜如晦的戏份袁 在明刊中改由军师徐茂功承担袁

之女也不卑不亢袁从容接纳遥 柳氏一角的用处在改本

因为明朝废除了自秦汉以来施行了 1500 多年的宰相

中有两个作用院 一是鼓励和宣扬了封建纲常伦理思

制度袁皇权高度集中遥 而徐茂功是唐代一员开国大将袁

想曰二是作为大团圆结局的一个组成部分袁增添薛仁

先后辅佐唐高祖尧唐太宗尧唐高宗三位皇帝袁出将入

贵为国立功的荣耀遥 明初有一部南戏作品倍受统治者

相袁是忠臣良将的典范袁因此在明刊本中袁极力渲染徐

亲睐袁即高明的叶琵琶记曳遥 叶琵琶记曳最成功的地方就

茂功秉公执法尧明断秋毫尧施恩薛家的形象袁为皇家代

柳氏一角或许就借鉴了赵五娘这个角色遥 至于柳氏是

通过这三个角色的分析可以发现袁明代统治者强

从民间演戏衍生出来的袁还是出于臧懋循作为一个统

化了对戏曲装扮角色的管控遥 朱元璋这种强化等级观

治阶层的文人士大夫对剧本的篡改袁不得而知遥 明刊

念和封建伦理秩序的做法袁显然是为了使朝廷尊严免

本给薛仁贵设置了两个老婆袁在古代重视秩序的社会

遭亵渎袁强化儒家正统思想袁从而加强皇权的控制遥

在于塑造了一个在农村任劳任怨的善良的孝妇形象遥

言遥

中袁剧本就需要解决一个位次尊卑的问题遥 在古代一

二尧脚色体制

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中袁 妾的地位远远不及正妻袁
而显然一个大官之女不可能为妾袁则柳氏极有可能在
实际生活中掉到妾的地位上袁这便使守贞尽孝没有了

在元刊本中袁总共有八个人物角色袁分为六个脚

意义袁故而明刊本直接回避掉这个矛盾袁薛大伯说两

色袁分别是驾尧正末尧净尧外末尧老旦和禾旦遥 正末在楔

个媳妇不分妻妾袁地位相当袁一心渲染出一个鱼和熊

子尧第二尧第四折由薛大伯担当袁在第一折由杜如晦担

掌兼得的太平盛世遥

当袁在第三折由拔禾渊即薛仁贵的童年好友冤担当遥 而

渊三冤由驸马爷到军师女婿

到了明刊本中袁多了柳氏尧徐茂功尧徐茂功之女尧高丽

元刊本中薛仁贵被封官进爵后袁 唐太宗赐婚袁将

王尧摩利支渊高丽王手下一员大将冤五个角色袁而少了

公主嫁给了他袁薛仁贵成了驸马爷袁在回乡后袁薛大伯

皇帝一角遥 在脚色上袁则有正末尧卜儿渊老旦冤尧大旦尧冲

对着公主这尊野菩萨冶袁只觉得自己穷身份实在消受不

末尧净尧丑尧小旦尧外八个脚色袁正末在各折的角色担当

起袁尽显滑稽之态遥 而在明刊本中袁薛仁贵则是做了军

与元刊无异遥 具体如表 1 所示院

表 1 元杂剧叶薛仁贵衣锦还乡曳元刊尧明刊角色与脚色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roles and characters in the Yuan and Ming editions of the drama Xue Rengui's Return to Hometown

元刊本

薛大伯尧
杜如晦尧
拔禾

明刊本

薛大伯尧
杜如晦尧
拔禾

张士贵

薛仁贵

张士贵尧
高丽王

徐茂功

唐太宗

薛母

薛仁贵

薛母

伴姑儿

柳氏

徐茂功之女

摩利支尧
禾旦

王淑苹院元杂剧叶薛仁贵衣锦还乡曳元刊本与明刊本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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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丑脚的增加

色分工更为细致袁体制也更为成熟遥 然而虽然增加了很

明刊本增加了野丑冶这个脚色遥 追溯丑脚的来源袁

多脚色袁 明刊本的喜剧戏谑成分较之元刊本仍有显著

最早从南戏中诞生袁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叶张协状元曳

的削弱袁这仍然是基于明代严厉的戏曲管制政策遥

中有野丑冶这个角色遥 钱南扬在叶戏文概论曳中对丑行的
表演功能下的定义是院野插科打诨袁滑稽表演遥 冶在元杂

三尧宾白与曲词

于唐代参军戏中的苍鹘袁刘大杰叶中国文学发展史曳第

从叶古本戏曲丛刊曳中摘出来的叶新刊的本薛仁贵

二十一章下篇一院野所谓参军袁便是戏中的正角袁苍鹘

衣锦还乡关目全曳渊即影印元刊本冤是没有楔子也不分

便是丑角一类的配角袁两者相互问答袁其作用则调谑

折的袁后来叶元刊杂剧三十种曳在编辑整理时给划分了

讽刺袁兼而有之遥 冶到了宋代的宋杂剧也有大量滑稽短

楔子和折遥 在宾白和曲词上袁明刊本对元刊本的改动

剧里袁由野副净冶这个脚色承担部分戏谑的功能袁它源

剧遥 至于丑脚为何没有在元杂剧中成为一个专门的脚

更大袁以下分点说明院

色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遥 北杂剧在元代十分兴盛袁是

渊一冤宾白的增加与丰富

官方戏曲袁而从元代末年开始衰落袁到了明代袁南戏的

元刊本的宾白极少袁基本用野某某云了冶将宾白略

发展势头就高过了北杂剧袁 这一方面是统治者的鼓

过遥 仅有的两处较完整的宾白院一处是楔子中薛大伯

励袁一方面是它自身发源于民间的强大的生命力遥 明

上场的自我介绍袁 勾勒了薛仁贵这一出戏的事件起

代的戏曲创作者便吸收了南戏中丑脚这个行当袁并开

因袁如唐太宗跨海征辽尧薛仁贵应募投军等遥 另一处是

始创作篇幅很长的传奇遥

第一折杜如晦上场介绍了事件的一个转折袁即张士贵

增加了野丑冶脚是否意味着明刊本更为粗俗滑稽

与薛仁贵争功尧皇帝要他来定夺功劳遥 这两处宾白大

呢钥 事实上正好相反遥 明刊本中袁两个丑脚高丽王的大

致勾勒了整个薛仁贵故事的起因和转折袁但仍太过简

将摩利支和拔禾的婆娘禾旦在剧中都只出现了很短

略遥 其它在曲牌之间夹杂的一两句短宾白基本位于

的时间袁摩利支由于是外国人而被标签化为野丑冶袁其
实这个角色本身并不好笑遥 拔禾则是彻头彻尾的不正
经的村姑袁她的唱曲粗俗不堪袁令人捧腹袁然而对比元
刊本袁明刊已经做了程度上的削弱袁进行了雅化遥
渊二冤脚色行当的细分
从上表可以看出袁 明刊本在脚色行当上更加细
分袁旦脚有老旦尧大旦尧小旦尧禾旦等遥 叶元曲选曳在脚色

野渊正末冤唱冶之前袁用以提示乐师奏曲遥 而在曲子演唱
中间夹杂的宾白野带云冶则是作为一首曲子的固定成

分被记录下来袁如第二折揖梧叶儿铱揖挂金索铱两曲遥 野元

刊本为掌记之用袁元代艺人借以保存并学习剧中的曲
词袁而具体的表演方式袁则是凭借师徒传授和舞台上
的现场发挥袁没有用文字完整记录的必要遥 冶[5]从宾白

的简略也可以推测元刊本很可能是元末书商刊刻的

行当的末行增加了冲末尧副末袁薛仁贵就从元刊本的

流行曲本袁相对曲词的重要性而言袁宾白为野宾冶袁也容

外末变成冲末遥 冲末袁王国维在叶古剧角色考曳中认为院

易临场发挥袁因此无需多作记录遥

末行野曰冲尧日外尧曰贴袁均系一义袁谓出于正色之外袁

相反袁在明刊本中袁宾白部分大为增加和丰富袁甚

又有加某色以充之也冶[4]袁黄天骥在叶元剧冲末尧外末辨

至超过曲词本身遥 其中最长的三处宾白院一是楔子的

释曳一文中也论证了冲末就是外末的观点袁只不过冲

开头薛仁贵与父母的对话袁表现了薛仁贵在忠孝不能

末总是在开场出现袁之后便以本名代之袁如叶薛仁贵荣

两全之下对忠尧孝何者为大的选择袁其形象较之元刊

归故里曳一剧也是如此袁冲末即冲场之末袁是为了镇定

本更为大义凛然袁 完全彰显了一个忠臣孝子的风范遥

舞台气氛袁集中现众注意力袁故野冲末冶乃是野外末冶开

第二处是在第一折开头袁元刊本没有介绍战争背景就

场时特定的名号遥

直接进入争功的情节袁显得突兀袁而明刊本情节衔接

在叶元刊杂剧三十种曳刊录的其它杂剧中如叶楚昭

较为紧密袁交代了战争的起因袁凸显了高丽国的嚣张

王疏下船曳叶冤报冤赵氏孤儿曳叶关张双赴西蜀梦曳等中袁

气焰袁然后简单交代薛仁贵出征的战况袁就进入战胜

甚至部分角色都只有唱词袁没有脚色名遥 可知明杂剧脚

后张士贵与薛仁贵争功的重场戏遥 二人你一言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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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袁争吵不休袁情节生动有趣遥 第三处是在二人辕门比

渊三冤曲牌上的减少和改换

射袁张士贵三箭射空袁被徐茂功打为庶民遥 这一段情节

对于杂剧袁曲子是最重要的袁不同的曲子属于不

在元刊本中只用一曲揖醉扶归铱交代袁而在明刊本被生

同的宫调袁有不同的曲情遥 由于明刊本在宾白上的增

动地演绎出来袁戏剧冲突更强遥 另外袁在第二折的末尾

加袁相应地在曲子数量上就有所减少遥 叶薛仁贵曳这个

描写了薛仁贵做梦醒来袁 对徐茂功表白思念双亲之
情袁情辞恳切袁令人动容遥 宾白的增加在第四折体现得
最为鲜明袁这一折描绘了薛仁贵与父母团圆尧徐茂功
前来封官进爵的欢乐场面袁 尤其突出徐茂功的恩情袁
侧面显示皇恩浩荡袁如全剧末句诗所说野若不是徐茂
功辕门比射袁怎显得薛仁贵衣锦还乡冶遥 明刊本对大团
圆结局的渲染袁是对朝廷的一次歌功颂德袁继承了戏
曲创作中古已有之的野颂圣冶传统遥
总之袁元刊本剧情的发展缺少宾白的说明袁剧情
的衔接不够连贯袁较为松散袁而明刊本宾白较丰富袁唱
词与宾白并重袁场次与宾白衔接紧密袁在情节完整性
上要胜元刊本一筹遥 因为叶元曲选曳为明代文人尧书商
整理刊印的精选本袁主要供市民阅读使用袁是案头文
本袁因此更讲究完整性和文学性遥
渊二冤曲词的雅化
明刊本在曲词上对元刊本的改动是使得曲词更
为优雅和规整遥 在元刊本中用了许多的口语和乡野俗
话袁有些还甚为鄙俗遥 如第三折开头拔禾和伴姑儿在
扫墓祭祖间的醉酒打闹袁元刊本用了揖粉蝶儿铱揖醉春
风铱揖朝天子铱揖十二月铱揖尧民歌铱五支曲子呈现了禾旦
醉酒东倒西歪尧衣衫不整尧到处呕吐的画面袁而在明刊
本中只缩为揖醉春风铱一支曲子袁而且在曲词上减少了
这种粗俗度遥 又如元刊本第四折末尾薛大伯面对像菩
萨一样的公主媳妇儿神魂颠倒所唱的四支曲子袁都十
分粗俗遥 另外袁元刊本的曲词中有许多过时的用语和
物象袁 如 野铁头人冶野人口冶野威纠纠冶野儿堂堂冶野碌轴冶
野铁锅冶等袁在明刊本中都改成了时下的用语遥 曲词的
雅化还表现用喻尧用典上的差别袁明刊本改换了元刊

本中一些粗俗的比喻和典故袁没有了野平地上放雕去
拿獐兔冶袁而增加了韩信尧诸葛亮等名士文人的典故遥
另外袁明刊本在曲词风格上也比较舒缓温和袁增加了
野也冶等虚词袁而元刊则更为急切直白袁例如元刊本薛
大伯自述自己 野每日家少精无神冶袁 而明刊本则改为
野每日家少精也那无神冶袁语气更为迂缓遥

剧元明两个版本的曲牌分布情况见表 2遥

表 2 元杂剧叶薛仁贵衣锦还乡曳元刊尧
明刊本曲牌与曲词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tune names and words in the Yuan and

Ming editions of the drama Xue Rengui's Return to Hometown

楔子 仙吕窑端正好 渊1 支冤 仙吕窑端正好 渊1 支冤
仙吕窑点绛唇 渊12 支冤 仙吕窑点绛唇渊9 支冤
混江龙
混江龙
油葫芦
油葫芦
天下乐
天下乐
金盏儿袁醉扶归袁忆王
孙袁醉扶归袁那 吒 令袁
第一折
鹊踏枝
那吒令
鹊踏枝
寄生草
金盏儿
金盏儿
赚煞尾
赚煞尾
商调窑集贤宾 渊10 支冤 商调窑集贤宾 渊8 支冤
逍遥乐
逍遥乐
梧叶儿
梧叶儿
挂金索
后庭花
后庭花
第二折 柳叶儿
双雁儿
醋葫芦
幺篇
醋葫芦
幺篇
幺篇
浪里来煞
浪里来煞
双调窑豆叶黄 渊13 支冤
中吕窑粉蝶儿 渊18 支冤 中吕窑粉蝶儿
醉春风
醉春风
朝天子
十二月
十二月
尧民歌
尧民歌
上小楼
上小楼
幺篇
第三折 满庭芳
满庭芳
快活三
快活三
红芍药
迓鼓儿
鲍老儿
鲍老儿
哨遍
耍孩儿
耍孩儿
五煞袁四煞袁三煞
一煞
二煞
煞尾
煞尾
双调窑新水令 渊15 支冤
阵阵赢袁 豆叶黄袁庆
东原袁庆宣和袁川拔
棹袁七弟兄袁络丝娘袁
第四折
雁儿落袁 捣练子袁梅
花酒袁收江南袁太平
令袁得胜令袁殿前欢

高
较高
较高
高
较高

较高
低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低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低
低
高
高
较高
高
低
高
较高
较高

双调窑新水令 渊7 支冤

较高

殿前欢
甜水令
折桂令
喜江南
沽美酒
太平令

低

王淑苹院元杂剧叶薛仁贵衣锦还乡曳元刊本与明刊本之比较

从曲牌数量上看袁元刊本共有曲牌 56 支袁而明刊

本只有 38 支袁减少了 18 支曲子袁尤以第一折和第四

折删减最多袁在删减的同时袁明刊本另外增加了 8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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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尧民歌铱四支曲子在明刊本中缩减为揖醉春风铱一曲袁

将两农民粗俗不堪的举止略写袁也是明代人求雅的趣
味要求遥

新曲子遥

此外袁在第三折中还出现了一个现象袁即某些曲

从曲牌内容上看袁元刊本和明刊本也颇有出入院

牌名相同袁但内容被置换了袁如上文揖十二月铱揖尧民

楔子揖仙吕窑端正好铱曲词大抵相同袁只是明刊本

歌铱两个曲牌在明刊本中则用于书写拔禾见到薛仁贵

第一折删去了揖金盏儿铱到揖鹊踏枝铱六只曲子袁这

间俗谣曲吸收来袁 对于所要表现的内容是合适的袁并

六支描述了整个比射过程中张士贵和薛仁贵的不同

且这两支曲子本就是紧跟在揖醉春风铱后的野带过曲冶袁

情态及比射的结果袁对张士贵的丑态披露毕尽袁明刊

照顾了曲调上衔接的流畅遥 这种野换药不换汤冶的手法

增加了揖那吒令铱揖鹊踏枝铱揖寄生草铱三支曲子袁引经据

在随后揖鲍老儿铱揖哨遍铱两曲也有体现袁在元刊本中拔

典反驳了张士贵狭隘的出身论袁 为草根英雄代言袁其

禾讲述薛仁贵投义军尧战沙场之事的揖鲍老儿铱被改为

实也是为最高统治者代言袁曲词的辩论色彩更浓烈遥

拔禾对薛仁贵不孝的舆论指责渊即元刊本揖哨遍铱一曲

较为简省遥

一伙人高头大马的紧张心理遥 这两支曲子本就是从民

第二折少了揖挂金索铱一支袁这一支描写了薛大伯

内容冤袁在曲词上比元刊本文雅得多遥 两个版本在揖上

参加村里人的婚礼袁因儿子远游而被乡里人嘲笑的事

小楼铱一曲之后曲牌内容上再次合拍了遥 揖上小楼铱之

件遥 明刊本删除了这一支有损薛仁贵忠孝形象的曲

后曲调重复的揖幺篇铱被切除了袁这一支曲抒发的是拔

子袁将薛仁贵未能尽孝的事实加以回避和消解遥 还有

禾面对大官问话不敢实言相告唯恐祸从口出的胆怯

揖柳叶儿铱揖醋葫芦铱两支曲表达薛大伯思子心切之情袁

心情袁对于官威的畏惧自然要将之弱化和回避遥 揖红芍

曲揖双雁儿铱袁削弱了对不孝的谴责遥 揖柳叶儿铱后面紧

调上更抑扬顿挫袁表演性也会更强遥 此外袁第三折的末

跟揖醋葫芦铱一支也是薛大伯孤苦生活的自况袁在明刊

尾五曲揖五煞铱揖四煞铱揖三煞铱揖二煞铱揖煞尾铱被缩减为

本中也被删除了遥 这些曲词的改动袁反映了明代统治

揖一煞铱揖煞尾铱两支袁将拔禾描述薛大伯夫妇在村子里

情辞激烈袁甚至有责备儿子的味道袁明刊本换成了单

者强化忠孝节义观念袁追求野全忠全孝冶的统治理念遥

药铱一曲被改用仙吕宫的揖迓鼓儿铱渊揖村里迓鼓铱冤袁曲

饥寒交迫的一个长套变为短套袁再次回避了对薛仁贵

第三折首先增加了由禾旦来唱的 揖双调窑豆叶

全忠却不孝的批判袁塑造了一个完全正面的薛仁贵形

元杂剧中袁一折都是由一个脚色独唱或主唱袁比如正

第四折在曲牌上减少了 8 支遥 这一折由于没有宾

黄铱袁这使得该折出现了两个角色演唱的情况遥 一般在

象遥

末主唱袁 并且每折限用由同一宫调组成的一套曲子袁

白袁在剧情上是比较难以把握的袁前四支曲子是薛大

而明刊本则出现了揖双调铱和揖中吕宫铱两个宫调遥 前文

伯抒发对儿子的想念袁 之后薛仁贵骑马来到家门前袁

已经提过袁北杂剧在发展过程中袁不断吸收了南戏的

向薛大伯要些草料喂马袁 薛大伯起先没认出儿子袁从

优点袁而南戏就不像杂剧那般单一袁它在一折中可以

揖庆宣和铱到揖捣练子铱的六支曲子一直诉说自己生活

多人主唱袁可以合唱尧独唱袁形式更为灵活遥 明刊本为

如何贫寒穷困袁等到认出来袁又听见儿子说娶了大唐

何增加禾旦的唱功戏袁一方面弥补了元刊本在禾旦上

公主袁自己野和大唐天子做对门冶袁觉得难以置信遥 而当

场交代不清的问题袁更重要的是打破了这种男声独霸

薛仁贵夫妇和众兵卒向薛大伯叩头时袁老人家更觉得

全场的局面袁调和了清脆的女声袁使得歌曲更为动听遥

消受不起袁野若官司见呵敢交咱受刑罚冶袁 对着公主这

燕南芝庵叶论曲曳中认为野双调宜健捷激袅冶野中吕宫宜

尊如同村里迎神赛社上的野普贤菩萨冶袁薛大伯表现出

高下闪赚冶袁第三折拔禾始终处于惊讶状态袁用中吕宫

了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老农民的惶恐和滑稽之态遥 而

恰能表现他心情的跌宕起伏袁 而禾旦则是快乐的袁用

在明刊本中袁从揖殿前欢铱到结尾揖太平令铱六支曲子都

双调恰能表现她作为年轻村妇的泼辣遥 在第三折中表

是异常欢快之曲袁 薛大伯在接二连三的喜事中感到

现两个农民醉酒打闹的 揖醉春风铱揖朝天子铱揖十二月铱

野这十年光景成虚话冶袁 如今一家人得朝廷封官加爵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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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门楣袁这十年辛苦也值得了袁农民的粗俗再次被

完善袁剧情更为完整袁艺术性也更强遥 另外袁元刊本作

雅遥 最后一曲揖太平令铱薛大伯表达了对恩人徐茂功不

为流行曲本袁记录较多唱词袁省略宾白袁而明代刊印业

尽感激之情遥 总之袁明刊本打造了一个更为完美的大

发达袁官刻尧私刻都十分繁荣袁明刊的剧本大都是供市

团圆结局袁塑造了明君贤相尧孝子贤孙和义夫节妇的

民阅读的案头文本袁因此科白俱全袁剧本更讲究剧情

光辉形象遥

情节的完整性和可读性遥

明刊本在曲牌数量上的减少袁一方面是杂剧在发

虽然元刊本由于宾白的省略袁 情节较为松散袁许

展过程中舞台表演性和动作性不断加强尧宾白大量增

多宾白曲词较为粗俗鄙陋袁且刊印质量较差袁有较多

加的结果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元杂剧一人主唱的形制

的脱字尧错字等遥 但是元刊本保留了元杂剧的原始面

使得某个角色在一部剧中可能前后要连唱两三套套

貌袁更为朴实无华尧自然本色袁是了解元代作家及其作

曲袁对于一些年迈的演唱者来说根本吃不消袁所以叶薛

品特色的最可靠的文献资料袁拥有很高的戏曲史料价

仁贵荣归故里曳 杂剧中薛大伯的唱功戏明显减少袁这

值遥

也反映了元杂剧在固有体制上急需寻求改革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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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恩浩荡的主题遥 其次袁基于戏曲发展本身的规律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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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本在元刊本的原有文本上进行完善袁脚色体制更为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Yuan and Ming Editions of the
Yuan Drama Xue Rengui's Return to Hometown
WANG Shupi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Fujian 350202)

Abstract院The story of "Xue Rengui" is well-known in the folk. The drama "Xue Rengui's Return to Hometown" has two different edi鄄

tions: Yuan and Ming.In general, compared with the plain nature of the Yuan edition, the Ming edition is more rigorous and elegant. In the
content of the plot, influenced by the Ming Dynasty theatre ban policy,the elements of singing and chanting virtues increased, strengthen鄄
ing the ethics of loyal ministers and filial sons. In terms of character, influenced by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opera, the Ming edition
adds the clown role, in which the roles are more detailed, and the role system is more mature. As a stage text, the spoken parts in the
Yuan edition are largely omitted, while the Ming edition is used as a desk text, mainly for the public to read and appreciate, Therefore, the
tune names are reduced, the words are refined, and the spoken parts are expanded greatly. At the same time, the plot is more complete,
with twists and turns, and the script is more artistic.

Key words院Xue Rengui爷s Return to Hometown; plot; character; the spoken parts;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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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互联网+体育冶驱动下县域体育
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构建
谢永力
渊合肥师范学院 体育科学学院袁 安徽 合肥 230601冤

摘

要院采用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构建我国县域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进行解析袁找出其供给主

体单一尧服务效率低下尧服务平台混乱等现实问题曰指出野互联网+体育冶驱动主要表现在院精准把握居民服务需求尧搭建赛
事场馆平台尧优化公共服务体系尧推动公共服务转型升级曰提出建立独立式信息平台尧组建专业服务团队尧拓宽信息传播
渠道尧加快政策法规建设尧建立体医融合共享平台等措施遥

关键词院互联网+体育曰体育公共信息平台曰群众体育
中图分类号院G8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10原园075原园4

国务院于 2014 年尧2015 年分别将 野全民健身冶事

施供需矛盾突出遥 互联网技术不但能够快速尧高效地

10 月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叶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

县域有限体育资源的共享与集约遥 因此袁体育公共信

业与 野互联网+冶 行动计划上升为国家战略曰2016 年

储存数据袁还能进行人工搜索和智能分析袁这有助于

要曳 中指出科技创新将为提高健康水平提供有力支

息服务平台的构建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提供强有力

持曰2017 年 10 月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要求

的支持袁也为改善供需矛盾袁提升县域体育公共服务

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曰2019 年 8 月袁国务院办

供给能力带来契机遥

公厅印发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中提出推进全民健身
智慧化发展遥 由居民健身意识转变和信息化技术变革

一尧县域体育公共信息服务的困境

给公众带来的是智能化尧信息化特色的新体育生活方
式 [1]遥 基于此袁以野互联网+体育冶为驱动袁构建惠民便
民尧优质丰富的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成为新时代实
施野健康中国冶战略尧满足人们野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冶的
必然要求遥 我国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县域地区广袤辽
阔尧经济落后尧人口众多袁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袁县
域地区的体育公共服务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袁场地设

渊一冤供给主体单一袁服务产品单薄
现阶段袁县域政府的主体作用因其公平性尧群体
性尧非盈利性等特点不可替代袁依然在体育公共服务
供给中发挥主导作用遥 在这种近乎单一的供给体制
下袁适应时代发展的尧符合地区特点的体育公共信息
服务产品的设计与研发数量不足且功能较少遥 在安徽
部分地区实地调查时发现袁县域体育公共信息平台大

收稿日期院2020-02-16

多只是通过行政部门网站面向公众袁产品服务覆盖面

基金项目院2021 年安徽省高校优秀拔尖人才培育资助项

较低袁也显得不够多元和丰富袁难以吸引人们的关注遥

目成果渊gxgwfx2021003冤遥
作者简介院谢永力渊1984-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体
育社会学研究遥

渊二冤服务效率低下袁受众主体模糊
公共体育信息服务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袁居民
对于服务平台的功能性要求不明确袁大多是被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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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信息袁信息双向流动较少[2]遥 走访调查发现袁

升体育赛事的社会效益遥

安徽省县域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大多是围绕本部门工

体育场馆利用与居民消费需求的信息不对称是

作展开袁而不是面向广大县域居民袁未能搞清信息服

造成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盲目的重要原因遥 公共服务信

务供给的真正受众主体遥 而县域居民受体育设施不

息平台能够发挥互联网优势袁设置全民健身电子地

足尧健身意识落后等因素影响袁在运用信息化手段方

图袁公布体育场馆服务信息袁引导居民在合适的时间尧

面比较被动袁不能享受信息化带来的便捷体育生活方

合适的地点进行体育锻炼袁有效提高体育场馆的利用

式遥 这样造成体育公共信息服务效率和质量低下袁也

率和居民锻炼的满意度遥

难以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遥
渊三冤服务平台混乱袁建设标准不一

渊三冤优化体育公共服务体系
通过野互联网+体育冶获取的海量数据信息袁深入

公共体育信息服务平台是以政府为依托袁通过资

探寻数据背后的信息价值袁能够优化县域体育公共服

源门户网站实现公共体育服务信息的资源供给袁满

务的资源配置袁并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和服务流程遥

足居民体育信息需求 遥 调查显示袁安徽省部分县域体

例如服务部门利用大数据技术袁能够精准定位迅速找

育行政部门的官方网站设置了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平

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盲区与不足之处袁客观反映

台袁但大多有名无实袁长久无人更新袁几乎处于停顿状

该地区体育参与特点尧体育信息获取情况尧体育产品

态遥 在当今野互联网+冶时代袁这样的服务平台不但不能

受欢迎程度等袁从而优化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袁进而推

满足县域居民的健身需要袁还给民众造成行政部门只

动县域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程遥

重形式不重内容的野官僚主义作风冶印象袁后患无穷遥

渊四冤推动公共服务转型升级

因此袁建立科学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标准迫在眉

构建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不仅能够将大量的

睫袁只有这样才能使服务平台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信息

居民在线数据进行统一的搜集尧加工尧整合与梳理袁还

化优势袁满足县域居民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遥

能通过信息挖掘与数理统计的方式分析体育公共服

[3]

务产品的功效或偏差袁并借助综合图文尧影像尧推送尧

二尧野互联网+体育冶 对构建县域体育公共
信息服务平台的驱动
渊一冤精准把握居民服务需求
互联网的诞生及普及袁实现了体育活动的数据
化袁为居民个性化的服务需求创造了坚固有力的平

虚拟现实等多媒体方式袁在手机或电脑客户端向居民
呈现多元化的产品袁实现便民惠民的体育公共创新服
务袁推动公共服务转型升级[4]遥

三尧构建野互联网+体育冶驱动下县域体育
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策略

台遥 居民在网上浏览或搜索的历史记录包含了许多规
律性的信息和丰富的内涵袁能够间接反映居民对体育

渊一冤建立独立式的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公共服务的诉求和社会舆情遥 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

独立式信息服务平台是指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

说袁体育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前提是必须掌握这些决

的信息服务平台遥 首先袁服务平台可以与政府通过购

策支撑的数据信息袁特别是要精准把握县域居民对于

买服务的方式实现互联互通尧信息共享曰其次袁可以联

公共服务种类尧方式尧效果等方面的需求袁能够切实提

合其他社会服务组织等社会力量构建一个资源共享

升公共服务质量袁获得广大居民的认可遥

式的公共信息数据库曰同时袁面向广大县域居民承担

渊二冤搭建赛事场馆利用平台

信息需求的梳理尧信息服务的筛选和最终信息服务效

利用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的宣传和推广功能袁能够

果的反馈等任务遥 独立式的公共体育信息服务平台受

极大提高体育赛事的关注度与知名度遥 有的平台还开

市场机制调节主观能动性强袁既能给政府减轻负担袁

辟了球迷互动尧网络购票尧热点讨论等模块袁丰富了体

又能发挥其智能化尧便捷化的特点袁能够更好地实现

育赛事的内容袁提高了体育活动的吸引力袁有利于提

服务信息的有效传递和资源共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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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组建专业的信息服务工作团队

可以将体育与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尧

组建专业的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工作团队袁

分析尧共享袁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袁提升服务质

人才是关键遥 首先袁信息服务人员既要懂体育袁又要有

量遥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平台掌握县域居民的健康水

强大的事业心遥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是当今社会的共

平袁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曰县域居民可以通过平

识袁只有对体育事业充满感情袁才能把群众体育工作

台了解关于体育运动和医学保健的相关知识袁并可利

做牢做实遥 其次袁工作团队人员要兼备信息化技术能

用国民体质监测等手段袁获得针对个人的运动处方袁

力袁保证信息技术工作的良好运行和创新发展遥 第三袁

提高锻炼效果遥

团队人员还要具备沟通交流能力袁信息服务工作面向
的是广大民众袁只有多沟通尧多交流尧倾听民众心声袁

四尧结语

才能避免闭门造车袁创造出受民众欢迎的信息服务产
品袁满足居民公共体育服务的真实信息需求遥

在线化尧平民化尧透明化的野互联网冶时代为广大

渊三冤拓宽体育公共信息服务的传播渠道

县域居民提高生活质量带来了机遇袁也为体育公共服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袁很多地区突出惠民便

务供给体系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遥 体育公共信息服务

民打造野全民健身冶网络服务平台遥 然而袁据走访调查

平台的构建既是手段袁又是纽带遥 构建安全尧高效尧可

发现袁县域居民目前健身仍然偏向于就近选择健身地

持续的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能够精准把握居民的

点进行锻炼袁对于体质健康监测尧网络服务信息尧健身

服务需求袁提供优质的体育公共服务袁加快公共服务

电子地图等信息化产品关注较少袁认识不够遥 体育公

的智能化升级袁进一步优化体育公共服务体系遥 同时袁

共信息服务工作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展信息服务的传

体育公共服务的智能化和信息化也把野互联网+冶行动

播渠道袁对网站功能尧手机应用尧广播电视等新媒体渠

和全民健身事业这两个涉及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紧

道进行开发与建设袁为县域居民提供多元的公共体育

密联系起来袁能够为居民提供便捷多元的体育生活方

信息服务曰另一方面袁应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袁加强民

式袁促进自身健康水平不断提升袁助力社会主义和谐

众对全民健身工作的认识袁提升他们的参与体育锻炼

社会建设遥

的意识袁助力野健康中国冶理念深入人心遥
渊四冤加快体育公共信息服务的政策法规建设
在体育公共信息供给体系升级过程中袁规范化尧
标准化管理是必选之路遥 构建高效的体育公共信息服
务平台袁需要学习并吸取西方先进的立法经验袁建立
健全适合我国国情和县域特点的法律法规或地方制
度袁对信息公开尧信息开发尧信息监督尧信息反馈等方
面的工作袁进行明确细致地规定和约束袁确保体育公
共信息服务的科学规范袁才能使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平
台的研发与建设拥有一个安全纯净的信息环境袁更好
地为满足县域居民的健身需求提供保障 遥
[5]

渊五冤建立野体医融合冶公共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袁野体医融合冶成为当今

的一个社会热点遥 建立县域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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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orts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s
in Counties Driven by 野Internet + Sports冶
XIE Yongli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orts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s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survey. As there are some realistic problems such as unitary suppliers, low efficiency and chaotic
managemen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nternet + sports" driving force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service demand of resi鄄

dents, building the platform of sports venues, optimizing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ublic
servic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such as establishing independent information platforms, forming professional service

teams, broadening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nnels,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ing a shared
platform for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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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 sports; sports public information platform; mass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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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民健康是体育界和医疗界的共同目标遥 2016 年国务院印发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提出要进一步

加强野体医融合冶和非医疗健康干预在促进全面健康和预防慢性病的积极作用袁野武医融合冶是实现野体医融合冶的重要方

式袁是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尧提升国民健康的有效手段遥 本文从健康中国视域下分析了武术锻炼在促进健康尧辅助慢性
病治疗和增进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曰剖析野武医融合冶目前面临缺乏顶层设计支撑和亦武亦医相关人才匮乏的双重困境曰
提出通过建立野武医融合冶大健康观尧强化武医技术融合尧优化武医资源融合尧开发武医创新融合等来实现健康中国视域
下野武医融合冶的深度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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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的首选项目袁野武医融合冶是实现野体医融合冶的

告曳,同年野健康中国冶首次出现在官方政府工作报告

重要方式袁是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袁提升国民健康

中曰2014 年习近平总书提出打造野健康中国冶曰2015 年

的重要方式遥 本文从健康中国视域下分析武术锻炼的

野健康中国冶被正式列入国家战略曰2016 年习近平总书

积极作用袁探索野武医融合冶的内涵及其面临的困境袁

记在全国卫生健康大会中提出野全民健康是全民小康
的基础冶袁同年国务院印发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
要曳袁该纲要提出要进一步加强野体医融合冶和非医疗

并对野武医融合冶发展路径进行了分析遥

一尧武术锻炼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健康干预袁发挥全民健身在促进尧预防慢性病和康复
方面的积极作用[1]袁2019 年袁由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叶促
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渊2019-2022冤曳再一

次提出要深入推动野体医融合冶遥 在国家高度重视的大

预防是目前医疗界和体育界公认的最有效健康
手段[2]袁各项研究表明袁武术锻炼在促进健康尧辅助治
疗慢性病和增进心理健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背景下袁 国民健康成为体育界和医疗界共同的目标袁

渊一冤武术锻炼促进健康

野体医融合冶是大势所趋遥 武术是体育健身的重要组成

研究表明袁武术套路尧太极拳尧健身气功和养生功

部分袁不仅在促进人健康发展尧慢性病治疗和促进心

十二法等对促进人体身体健康具有积极意义遥 张艳通

理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袁且武术具备场地器材简

过实验证明定期的武术套路锻炼对学龄男童身体功

单尧练习难度相对小尧受众人群广袁是强身健体和防范

能改善效果显著袁对力量尧耐力尧柔韧和平衡方面身体
素质的提高也有积极的作用[3]曰陈会鹏通过实验证明

收稿日期院2020-02-13

武术套路八极拳可以增强学生的呼吸机能尧吸氧量尧

作者简介院林玉平渊1990-冤袁男袁汉族袁助教袁主要从事民族

肺活量袁提高学生的柔韧耐力和力量等身体素质袁降

传统体育研究遥

低中学生的体重尧安静心率袁但对身高增长无明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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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曰李梅等通过实验发现武术可提高课堂维吾尔族

医结合冶是构建社区居民健康屏障的最佳组合[16], 野武

制能力的效果优于前后控制能力[5]曰段廷进等通过实

合的重要方式遥 冯振伟等从历史起源性角度出发依据

验证明传统武术桩功浑圆桩的系统训练有助于提高

武术和中医起源的同根性尧执法的互利性尧目的的同

人体的姿势稳定能力和平衡能力[6]遥

一性和传承的融通性分析了野武医融合冶的可行性[17]遥

小学生平衡能力袁且干预对动态平衡效果中的左右控

渊二冤 武术锻炼辅助治疗慢性病

医融合冶是野体医融合冶的一部分袁是实现体医深度融

本文中的野武冶是广义上的武术袁包括太极拳尧气功尧长

武术套路尧八段锦尧太极拳尧易筋经等对慢性病的

拳尧易筋经尧套路演练以及对抗搏斗等一系列的养生

防治需要积极作用遥 王新等通过实验证明单纯的运用

功法的锻炼方式尧武术相关的运动处方尧武术保健尧体

康复疗法的治疗效果差于运用康复疗法结合八段锦

质检测尧武术康复以及武术实体部门尧院校和武术相

的治疗袁八段锦在提高老年患者腰腹肌功能上有一定

关的体育产业等遥 本文中的野医冶也是指广义上的医

遥 李静雅等通过实验证明太极拳锻炼减轻了

学袁包括医学诊断尧治疗尧评价以及社区医院和卫生部

KOA 老人运动能力但不能减轻其症状[8]遥 于雅洁等通

知识体系对武术的锻炼项目尧方法和手段进行选择尧

效果

[7]

KOA 老人症状,提高其运动能力袁抗阻训练可以提高

门等实体遥 野武医融合冶是指用医学提供的思维方式和

过实验证明太极拳运动对 COPD-OSAHS 重叠综合征

归纳尧总结和指导袁使其武术锻炼更加科学和处方化袁

患者的认知及肺功能具有良好的干预效果, 可在呼吸
系统疾病的社区及家庭康复中推广 [9]曰仲卫红等通过
实验证明经筋推拿配合易筋经训练能更有效治疗通
过实验证明患者[10]遥

两者结合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效益达到最大化遥

三尧健康中国视域下野武医融合冶和协同发
展面临困境

渊三冤武术锻炼增进心理健康
武术对降低人的焦虑和抑郁水平尧 缓解消极情

绪尧 提高幸福指数和自尊水平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遥
王涛等人通过实验证明健身气功能有效改善老年人
的心境状态 遥 程香等通过实验证明发现练习健身气
[11]

功五禽戏对大学的前额叶和海马代谢指标 NAA/Cr尧
Cho/Cr 等有一定改善作用 遥 肖留根等通过实验证明
[12]

练习健身气功对老年人的焦虑现象有所缓解袁且练习

时间越长袁老年人的焦虑状态改善效果越好 遥张美云
[13]

渊一冤 缺乏顶层设计支撑
国家出台了很多关于 野体医融合冶 的相关政策遥

2014 年 9 月袁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推动体育尧医疗尧文化

等的融合发展袁2016 年 8 月袁习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上提出要深入推动野全民健身冶和野全民健

康冶的有效融合袁2016 年袁国务院印发叶野健康中国冶
2030 规划纲要曳等袁同时地方也在根据中央政策进行

积极的落实袁如全国首家野体育医学院冶在重庆创设袁

等通过实验证明参与健身气功锻炼时间越长袁老年人

国家体育总局成立野体医融合创新研究中心冶等袁野体

幸福指数改善效果越明显袁它是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

医融合冶正处于全面开始阶段袁野武医融合冶作为实现

有效方法之一 遥 郑云峰通过实验证明健身气功可以
[14]

进一步改善留守中学生的身心健康袁对学生的自尊水
平尧抑郁和焦虑水平具有积极的预测和缓解作用 遥
[15]

野体医融合冶的实现方式之一袁却鲜有相关部门和学者
提出要加强野武医融合冶的顶层设计和研究袁 武术中

的太极拳尧气功尧易筋经等养生功法和传统中医和现
代医学进行有效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是具有科学

二尧野武医融合冶的内涵

支撑和可行性的袁野武医融合冶的发展不仅需要借助健
康中国和野体医融合冶契机进行发展袁还需要更多的政

野体医融合冶一词最早由宣海德提出袁他认为野体

府的统筹和顶层设计政策的支持袁构建社区医疗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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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健康管理和服务等的相关组织袁让野武医融合冶真正

得彰袁野武医融合冶是实现野体医融合冶重要实现方式之

落地生根遥

一袁建立野武医融合冶大健康观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院

渊二冤 亦武亦医相关人才匮乏

一尧加强宣传袁使民众了解武术的锻炼方式尧武术的价

亦武亦医相关人才匮乏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院

值尧野武医融合冶的内涵尧作用机制和实施方式曰二尧政

一尧无论是体育类高校还是医学类高校培养方案都未

府部门尧武术协会尧医疗机构合力建构武术各项目野治

设置野武医融合冶相关专业袁体育类高校经常将培养目

未病冶的实施计划和具体操作方式曰三尧从大健康观和

标设定在运动技术的培养袁医疗类将目标培养在从事

大卫生观的角度出发袁加强武术学科和临床医学的理

医疗和医学研究上袁两者交叉融合部分非常欠缺袁野武

念融合尧武术监测技术和临床监测相结合袁武术运动

医融合冶人才培养任重而道远曰二尧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

处方和医学治疗相结合遥

规划纲要曳提出要培养健康教育师资力量袁但目前健

渊二冤 强化武医技术融合

康教育的师资力量还是相对薄弱袁亦武亦医指导者也

武术和医疗技术融合主要是指为完成促进健康

相对匮乏遥 师资力量方面袁在设有武术和医学专业的

的大目标采用的武术手段和医疗手段袁武医技术融合

综合院校袁大部分武术教师和医学教师是分离的袁武

主要包括武术健身指导和医生临床治疗技术的融合尧

术教师懂武术但不懂医学袁医学教师懂医学但不懂武

武术健身方法和医学治疗方法的融合以及武术健身

术袁两者无法有效进行融合曰武医结合专业的教师主

理念和医疗治理思路的融合遥 以上三者的融合都可表

要任职在体育部门袁一部分武术教师对武术各项目和

现在运动处方门诊技术的融合袁医疗门诊部门可以通

锻炼方法非常熟知且运用很好袁但结合临床医学和中

过了解患者生活方式初步了解患者的基本健康信息袁

医指导又捉襟见肘袁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袁部分

借助医学检查和运动评估诊断患者问题所在袁综合以

教师可以进行理论指导袁但因缺乏实践经验无法进行

上基本信息和问题开具武术运动处方袁在治疗期间袁

实践指导等袁师资力量薄弱是制约野武医融合冶发展的

武术指导员和临床医生需要共同跟踪患者实施尧反馈

一个重要因素曰三尧亦武亦医人才就业困难袁由于群众

情况以及生活和运动习惯的保持袁及时进行阶段性评

对武术的健身效果和野治未病冶了解不够深入袁所以他

估袁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更改武术运动处方袁如此

们对亦武亦医人才的需要也不够强烈袁导致高校培养

良性循环袁将武术和临床治疗进行有机的结合遥

的亦武亦医人才毕业后只能去从事单一的武术指导袁

渊三冤优化武医资源融合

无法进行武术和医疗的相关指导袁人才就业无法保

武医资源融合主要指武术和医学可以互相借鉴

障袁培养方案就需要再修订袁如此恶性循环袁亦武亦医

彼此资源相互配合共同促进生命健康袁发挥资源利用

人才也越来越匮乏遥

多样性和最大化效应遥 主要表现在医疗器械和健身器
材的融合尧武术健身器材场地和医疗设备场地的融合

四尧健康中国视域下野武医融合冶发展路径
分析

以及武术人才和医疗人才的融合遥 医疗器械和健身器
材的融合方面袁主要在于两者功能的结合和机构之间
合作模式的建立曰场地融合方面袁2019 年袁叶武术产业

渊一冤建立野武医融合冶大健康观
野新医改冶提出健康的保持主要以预防为主袁大健

发展规划 2019-2025曳 提出要通过增加群众练习武术
的场所袁武术练习地日益增多和公共资源的覆盖面不

康观是根据时代发展尧社会需求与疾病谱的改变袁提

断拓宽袁可以为开具医疗运动处方的医生和患者提供

出的一种全局的理念袁是健康中国的战略核心所在遥

实施和治疗的场所曰人才融合方面袁可通过建立第三

在这种全局观念下袁体育与医疗融合袁互相弥补袁相宜

方武医专业资格证书评估平台袁使设有武术专业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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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院校毕业人员和医学院毕业的人员可以通过认证
并持证上岗袁其中体育院校毕业武术人员可以进行普
通人群的健身指导和运动康复袁医学院毕业的人员可
以进行慢性病患者的运动康复和运动处方的制定和
修改遥
渊四冤 开发武医创新融合
武医创新融合主要在于充分开发武术项目的防
病和治病功能服务于医疗器械治疗袁利用医疗防病治
病原则指导开发武术项目的健身和治病功能遥 武医创
新融合还要注意武医话语权的融合袁武医融合服务于
群众最好的状态是野武中有医袁医中有武冶袁两者相互
合作尧相互渗透尧相互依赖袁在武术锻炼强度尧密度尧锻
炼方法尧器械的使用中融入医学指导思想和理念袁在
慢性病康复尧运动医学指导尧体质监测尧医务监督中加
入武术的锻炼方案袁创新性的服务于防病尧治病和康
复中遥

五尧 结语
野体医融合冶是未来国家体育事业和医疗服务融合

发展的潮流和趋势袁野武医融合冶是实现野体医融合冶的

重要方式袁野武医融合冶的发展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尧医疗
部门尧社会和高等院校等多方的通力合作袁以保障野健
康中国 2030冶的实现袁但目前野武医融合冶还处于起步

阶段袁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都需要不断地探
索袁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分析野武医融合冶袁具体实践需
要进一步研究袁以更好实现和发展好野武医融合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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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Martial Arts and Medical Trea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y China
LIN Yuping

渊Department of Sports, Fujian Health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101冤

Abstract:

National health is the common goal of sports and medical circles. In 2016,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utline of "Healthy

China 2030" plan, which propos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role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and non-medical health

intervention in promoting overall health and preventing chronic diseases. Martial arts exerci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hysical fitnes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human health development, chronic disease treatment and mental health. 野Integration of martial arts

and medicine冶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and an effective way to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our country and improve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y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鄄

itive role of martial arts exercise,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of 野integration of martial arts and medicine冶, faces difficulti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野integration of martial arts and medicine冶.

Key words: healthy China; martial arts and medic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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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学城群体特征的高校学生安全教育
野聚能-靶向冶体系构建
林建华
渊福建江夏学院 保卫处袁 福建 福州 350108冤

摘 要院党的十九大提出袁要加快一流大学全方位建设袁办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遥 中国各大城市进一步拓展
大学城办学内涵袁在实现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的建设基础上袁更加强化协同管理与野城市-大学冶渊City-University冤教育和
科研综合体袁打造学习型城市和知识型社会野群体-聚落冶渊Community-settlement冤日益成为大学城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目
标遥 作为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袁以野一元多维尧多方主体尧复杂客体冶为群体特征高校学生的安全教育问题体系必须进行重
新构建袁紧密围绕大学城内在功能性主体袁整合各方面公共安全资源向心聚环靶向形成合力袁创新大学城社会治理体制袁
推进构建系统治理尧依法治理尧源头治理尧综合施策的高校学生安全教育野聚能-靶向冶体系遥

关键词院大学城曰群体特征曰高校学生安全教育曰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院G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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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袁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结合部尧 抵靠在大学城周边鱼龙混杂经营消费实体袁

设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1]遥

成为大学城社会治理与治安的野灰空间冶遥 大学生的社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

会治理与高校学生安全教育体系必须适应当前大学

来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基数尧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学

城可持续发展的新一轮建设目标袁确保高校的安全稳

习型社会的日新月异袁 中国高等教育逐渐地向精英-

定与社会和谐稳定遥

大众化和普及-社会化方向进行外延发展与内涵建
设遥 中国各大城市进一步拓展大学城办学内涵袁在实
现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的建设基础上袁更加强化协同

一尧大学城群体特征及其加强大学生安全
教育的必要性

管理与野城市-大学冶渊City-University冤教育和科研综合
体袁 打造学习型城市和知识型社会 野群体-聚落冶
渊Community-settlement冤 日益成为大学城可持续发展
的新一轮建设目标遥 但往往由疏解高校规模拓展的
野高知群体聚落冶大学城与城市肌理缺乏有机融合袁社
会伺服承载与服务功能尚不完善袁城市气息与文化乏

善可陈袁高校学生消费需求又催生了一大批身处城乡

渊一冤大学城群体的内涵与特征
1. 大学城群体的内涵
群体是个体的共同体袁是与个体相对的遥 个体通
常可以通过参加一些群体活动袁来实现其成为群体成
员的目的袁并在群体中获得支持尧关心尧责任感尧安全
感和友情等遥 不同个体经过相互交往和共同活动袁按

收稿日期院2020-07-07

照某种特征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群体遥 大学城作为大

作者简介院林建华渊1967-冤袁男袁汉族袁福建江夏学院保卫

学的集合体遥 将若干所大学在相同区地区内连成一

处处长袁主要从事高校安全管理工作研究遥

片袁形成比较集中的城市社区袁并积极建设大学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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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袁为大学提供服务袁以大学为主导袁推动高科技

渊二冤加强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产业发展袁充分发挥大学城优势作用遥 [2]作为当今现代

1. 群体性相互干扰与共震

城市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发展的核心功能区袁将产学

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角度看袁大学城的多角色扮

研融为一体袁是城市乃至国家人才培养摇篮与高科技

演有助于城乡结合部尽快完成城市功能化与肌理完

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遥 但同时袁大学城的建设与升

善曰但另一方面袁城市功能化与肌理的完善是建立在

级过程中也伴随着一系列或明或暗尧冰山一角野暗流

多元人口群体聚合居住袁构建城市供应链的基础之上

涌动冶的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隐患与治安问题遥 笔者所

的曰 大学不可能像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一样自给自

提大学城群体的概念是指一组自主独立的大学以获

足尧独孤求败地脱离社会生活而孤立存在的袁而大学

取竞争优势为目标尧以实现创新为路径尧以拓展办学

城的发展也离不开第一产业尧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遥

功能为本位袁按照内在关联因素在特定领域或某一区

第三产业作为大学城发展的生活基础袁需要大量的商

域联系在一起袁同时能够与周边环境整合一体化的空

业尧服务业尧信息业尧房地产业尧物流业的专业从业者

间群体遥

群体伺服曰诚然袁任何现代城市均客观存着城市群体

2. 大学城群体的特征

知识学历尧整体素质参差不齐而野卯榫共生冶野和而不

分析大学城群体的特征不仅可以协助判断大学

同冶的情况与现实曰但大学城的群体居民相关情况的

城群体的发展潜力袁而且还能够了解大学城群体存在

综合性落差与比值更高袁在人口密集野共生冶的情况下

的问题遥 大学城群体的特征可以从野一元多维尧多方主

接触与摩擦会更加频繁与多发袁知识群体秉持的社会

体尧复杂客体冶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遥 首先是一元多维袁

价值观与观察社会的视角[3]袁经常性自觉或不自觉地

在大学城群体中袁作为独立办学的主体袁各所大学依

与存在于大学城同一城市空间的其他群体的相互干

法自主办学尧实行独立核算袁保持着各自的隶属关系

扰与共振袁国内大学城高校师生与当地居民间的小规

和所有制曰但由于资源的同构性尧市场的雷同性尧产品

模群体性摩擦事件近年来有所增多遥 此外袁大学城人

的同质性尧 技术的相似性以及基于内在的关联因素袁

口频繁流动性亟待解决要要
要除大学城建设过程中遗

按照自愿互利原则袁各大学为相互之间的合作利益和

存的一部分野城中村冶中的野原住民冶以外袁无论高校师

彼此的优势所驱动而联结在一起曰同时大学城群体是

生还是其他社会产业伺服力量袁频繁流动性就是大学

一个整合系统袁可以形成多维网络袁辐射或吸聚着一

城城市群体的野共同身份符号冶遥 频繁流动性导致的群

批相关的组织和机构遥 其次是多方主体袁大学在办学

体之间很难构建基于群体信任的社会心理契约与行

效益与办学质量方面的竞争压力增加袁 为了力求创

为守范袁无论哪一个城市参与者均不愿意对暂居地投

新尧不囿于现状袁大学城群体开始将社区的野教育服

入太多的责任心与用心经营跨社会群体的社会和

务-文化建设服务-智力服务冶尧区域的野产业-科技-教

谐要要
要群体之间信任的集体缺失与频繁流动性的心

育冶尧大学的野服务-教学-科研冶整合为一个动态多方

理急躁袁客观导致大学城社会综合治理领域经常性出

主体袁从而拓展大学城群体功能袁促进运行机制尧内部

现偶发性尧突发性尧随机性的社会治安野黑天鹅冶野灰犀

结构和办学模式的变化遥 最后是复杂客体袁这是大学

牛冶事件遥

城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别的显著标志袁原来各处一方的

2. 忽视学生安全教育体系的创新构建

大学现在联结在一起袁 汇聚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教师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重

学生尧教育管理专家和科研人员袁体量增大尧规模扩

要讲话中强调袁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袁努

大袁高密度的知识群体形成了知识的社区袁出现了一

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遥

批创新发展的教育文化服务中心尧思想库尧知识库和

城社会综合治理的重心与着力点仍是聚焦高校学生袁

人才库等复杂客体遥

野培养人冶 这是建设大学城永恒不变的重要目标与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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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旨袁如果没有野培养人冶的高等院校云集袁大学城

到高校教育教学的各环节和全过程袁 形成全链条尧规

没有任何城市特征与社会发展存在的必要袁大学城多

范化尧野闭环冶 无缝对接学生大学学习生涯各阶段曰在

种居民群体人数与权重野一超多强冶的正态分布的聚

高校云集的大学城就形成了校园安全教育尧防控稳控

焦与优势群体就是高校学生曰但大学城的城市功能除

野多圆闭环冶的整体态势曰另一方面袁同时在教育主管

高等院校教学研究以外又禀赋了要充分利用与系统
集成高校人才与科学技术优势袁推动所在经济区域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遥 区域性的城市功能的聚落系统集成

部门的组织下袁成立了高教保卫学会袁一定程度上发
挥了矩阵式合力要要
要这有利于遏制高校重特大安全
事故与刑事案件发生尧威慑侵犯高校和谐稳定的不法

导致除高校学生以外袁大学城还有多个复合型的强势

分子与敌对势力袁共同营造了良好的大学城周边安全

群体曰如高新小微企业尧互联网文化传播自由人工作

环境遥 日趋完善尧渐成体系的学生安全教育虽然不断

室尧数据库挖掘与整合综合数据中心尧艺术与传媒培

提升了学生安全素养袁但很大程度上安全教育还停留

训教育基地从业人员等曰大学城群体野一超多强冶的正

在教育与传授学生抵制不法侵害的野技冶与防止利益

态分布决定大学城社会综合治理往往过多聚焦于野涉

受损的野术冶方面袁对于学生整体公民公共安全意识的

生案件冶中群体性内外部矛盾处理袁许多大学城公安

养成亟待教育体系的进一步整合提高与凝炼升华曰同

机关与综治部门包括野涉生案件冶中的高校安全保卫

时袁各高校要基于自身学科特色袁将大学城各高校优

部门在处理案件过程中袁基本以野学生群体社会弱势冶

势安全教育资源野聚能冶袁进一步明确安全教育野靶向冶

作为案件处理的先入为主的处理与侦办意识袁通过矛

能量精准投送与能力实质禀赋遥

盾调处协商因事而化尧因势利导以袁野一事一议尧一案

二尧构建大学生安全教育野聚能-靶向冶体系

一议冶的野软着陆尧冷处理冶统筹解决遥 而对于大学城高
校学生安全教育袁往往成为高校安全保卫部门一己之

渊一冤构建大学生安全教育野聚能-靶向冶体系的紧

事袁 主要围绕提高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防范意
识袁 以及走进社会后可能面临的安全问题等内容展

迫性

开袁往往忽视学生野设身处地冶的大学城区域性安全教

溯及世界大学城形成历史与发展路径袁中西方迥

育接触式感知与区域其他群体的和谐相处袁大学城区

然不同袁却殊路同归曰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大学城许多

域高校学生安全教育仍停留在为完全保全自身而对

是依托自然乡村城镇生成袁如美国波士顿袁英国的牛

野域内外未知的一切冶 未置可否的应激反应与消极防

津尧剑桥袁俄罗斯的喀山等袁它们都经过百年以上的历

御袁失焦于学生安全教育体系的创新构建遥

史自然形成曰二战后在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发

3. 安全教育停滞不前

展尧科技贡献的背景下袁西方国家也主动规划建设一

长期以来袁我国的大学城社会综治与治安工作总

批大学城袁如美国的夏洛茨威尔尧麦迪逊尧日本筑波

体的执行体系是由所在地党委政府统一部署领导袁各

等曰中国的大学城概念由海外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首

高等院校同时在各省尧 市级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监督

倡袁是一种强大办学势力与资金渊也有部分家乡宗亲

下袁与大学城所在地党委政府的公安尧综治等部门密

血缘关系潜移默化起作用冤通过改造与植入中国传统

切合作袁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态势遥 一方面袁各高等院

城镇村落而逐渐发展壮大袁如集美学村尧岭南大学怡

校秉持野安全不保袁何谈教育钥 冶安全发展理念袁把确保

乐村等[4]曰时至今日袁国内外大学城均保持了与所在城

广大师生安全放在高校各项事业发展的首位袁而高校

市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与肌理融入袁 在社会综治方

行政管理部门也在组织构架中设置了专职安全保卫

面袁学生尧教师尧市民野群防群治冶的治安防控总体形成

部门遥 把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工作摆在教育强国尧立德

了良好的体系要要
要学生安全教育不但内化于心袁且影

树人的更突出的政治位置袁同时把安全发展理念落实

响了整个学村的市民的整体守范形成清流袁成为野首

林建华院基于大学城群体特征的高校学生安全教育野聚能-靶向冶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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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之区冶遥 党的十九大提出袁要加快一流大学全方位建

技感袁富有创造感尧彰显人文感袁促进大学城区域高校

设袁办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遥 中国各大城市进

学生安全教育发展完善遥

一步拓展大学城办学内涵袁在实现资源共享与协同创
新的建设基础上袁建设野城市-大学冶渊City-University冤
教育和科研综合体袁 打造学习型城市和知识型社会
野群体-聚落冶渊Community-settlement冤日益成为大学城

三尧实施大学生安全教育野聚能-靶向冶体
系的对策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遥 安全建设的提出是提升安全素

渊一冤完善安全教育顶层架构

质袁安全教育作为人们安全素质提升的重要渠道遥 作

与依托自然城镇自然生成的大学城相比袁野群体-

为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袁以野一元多维尧多方主体尧复

聚落冶渊Community-settlement冤型大学城建设理念更侧

杂客体冶为群体特征高校学生的安全教育问题体系必

重于从政府组织模式尧综治体系变革尧安全保卫资源

须进行重新构建袁 紧密围绕大学城内在功能性主体袁

配置机制等全新的视角引领大学城治理模式的全方

整合各方面公共安全资源向心聚环靶向形成合力袁创

位创新发展遥 一是顶层设计规划先行遥 政府与教育主

新大学城社会治理体制袁推进构建系统治理尧依法治

管部门充分协商袁 在指导思想方面要有长远目标袁把

理尧源头治理 尧综合施策的高校学生安全教育野聚能-

握大局观袁做好统筹规划袁才能未雨绸缪[3]遥 出台大学

渊二冤构建大学生安全教育野聚能-靶向冶体系的理念

画平安城市的宏伟蓝图遥 二是发挥政府尧高校尧高新企

野群体-聚落冶渊Community-settlement冤型大学城建

业尧社区四方形成整体合力袁树立野区域综治一盘棋冶

设理念是构建野聚能-靶向冶高校学生安全教育体系的

思维袁按照野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袁

基本前提遥 一是要不忘初心遥 野聚能-靶向冶高校学生安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冶的工作职责袁明确责任分工袁

全教育体系的初心袁就是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要

形成统一目标中有职能分工尧统分结合野一核四维冶的

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6]袁就是在

大学生网格化安全治理格局遥 三是入驻大学城要相互

办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征程中贯彻野办人

协调尧整体推进遥 主动适应大学城区域转型发展升级

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尧以学生为中心尧立德树人冶的办学

趋势袁构建野群体-聚落冶渊Community-settlement冤型大

目标遥 这既是野聚能-靶向冶高校学生安全教育体系的

学城建设理念相适应的联动联防安全教育与治理的

逻辑起点袁也是体系建设的最终归宿遥 二是要秉承综

组织构架体系尧数据管理体系尧标准规范体系尧业务发

合治理施策的理念遥 野聚能-靶向冶高校学生安全教育

展体系和政策法规体系[6]遥

[5]

靶向冶体系遥

体系袁一头是政府与高校袁一头是社会和群众要要
要任

城整体安全与社会治理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袁科学擘

渊二冤推进安全教育数字化教学

何社会群体的教育体系的构建都不能缺少此群体以

全面更新大学城综治数据基础设施袁实现从各管

外的群体的参与遥 通过野聚能-靶向冶高校学生安全教

理主体野背靠背冶工作到数据链互联互通遥 推进建设

育体系培育野群体-聚落冶渊Community-settlement冤的公

野城市大脑冶与野智慧城市冶袁加强大学城区域高速带

民公共社会精神袁弥补群体间信息鸿沟袁畅通群体参

宽尧移动互联尧安全可控尧泛在智能的数字基础设施袁

袁丰

[6]

与渠道袁优化公民共生参与的区域综治环境遥 三是以

提升跨部门信息交互和协同治理的效率和水平

高校学生安全知识迭代的需求为靶向袁各高等院校与

富学生安全教育素材遥 一是加快 5G 部署和应用速度遥

政府综治部门尧公检法机关深入研究符合现代大学城
环境的安全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袁精心设计尧丰富内
容尧服务增效袁实现大学城区域高校学生安全教育的
润物无声尧肌理交融尧顶天立地袁体现时代感尧增强科

进一步开创野场景式冶虚拟现实与应用遥 4K 直播与 VR
渊虚拟现实冤尧IPV6尧NB要IoT渊窄带物联网冤等下一代网

络技术与数字管理相向演进袁统筹建设高校安全教育
云平台尧教学资源云存储尧课程实践区块链等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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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袁提升跨层级尧跨地域尧跨系统尧跨部门尧跨业务的安

础遥 实现办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袁进一步拓展

全协同教育和课程效果遥 借助国家社会管理网络野天

大学城办学内涵袁高校安全教育也要遵循大学城发展

眼冶 实现城市特定区域与城乡结合部的科技管理尧服

特征袁与时俱进袁意识到安全教育的时代性袁并结合新

务尧监管的应用支撑体系袁形成上下联动尧纵横协作尧

趋势尧新矛盾尧新问题袁必须强化协同管理与可持续发

共享顺畅的一体化教育支撑伺服格局袁加快高校学生

展的建设目标袁 紧密围绕大学城内在功能性主体袁整

安全教育课程渊含实践冤数字化中枢体系建设袁汇聚海

合各方面公共安全资源向心聚环靶向形成教育合力遥

量高校学生安全有关数据袁形成以安全案例数据为核

本文首先从群体性相互干扰与共震尧忽视学生安全教

心尧课程体系为牵引尧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教育目标

育体系的创新构建尧安全教育停滞不前等三个方面对

课程野数据湖冶尧整合数据和样式标准化尧实现野云端虚

大学城社会治理与治安的问题进行了梳理袁然后提出

拟冶课程教育教学实践 遥

完善安全教育顶层架构尧 重塑安全教育发展理念尧推

[7]

渊三冤深化教育体系技术吸纳

进安全教育数字化教学尧深化教育体系技术吸纳等安

当前袁新一代数字科技已经成为引领高校教育教学

全教育体系构建实施路径袁望能为系统推进构建系统

建设的新引擎遥 如果说数字技术前期更加凸显工具理性

治理尧依法治理尧源头治理尧综合施策的高校学生安全

与技术迭代优势袁那么现在和将来则彰显出浓郁[6]尧鲜明

教育野聚能-靶向冶体系袁创新大学城社会治理体制提

的野聚能-靶向冶赋能作用要要
要毕竟教育的终极目标是

供理论参考遥

能够在未来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人遥 互联网与信息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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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lyloop-Targeting System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versity City Group for the
Safety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LIN Jianhua

(Security Department,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院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proposed to speed up the all-round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build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a's major cities further expand the university educa鄄

tion connot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management and City University (City -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Building the learning city and knowledge-based so鄄

ciety - settlement (Community - settlement)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tow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As a

system engineering of social governance, one multidimensional complex object for various main group characteristics problem of university
students' safety education system must be rebuilt, closely around the main university internal functions. All aspects of public safety re鄄

sources should be integrated to focus on the ring and target to form a joint force.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of university town should
be innovate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energy gathering and target"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safety education with systematic
governance, legal governance, source governance and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town; group characteristics; safe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system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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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高校教育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袁高校顶层设计落到实处袁广大干部是关键袁要靠他们去闯尧去拼遥 但在
现实中袁一些高校党政干部不做事尧少做事尧不干不错的消极心态袁严重阻挡了高校教育改革的步伐遥 建立科学的高校党
政干部容错纠错制度袁宽容高校党政干部在教育改革创新中的失误和错误袁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遥 制定科学的高
校党政干部容错纠错机制要从逻辑指向尧可容的范围尧容错的标准以及坚决追究责任尧不予容错方面等四方面加强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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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袁高等学校的教育改革如火如荼遥 教

时代需要大量富有创新意识袁 掌握先进文化知识袁敢

育改革袁充满机遇与风险袁充满很多未知因素袁急需高

闯敢拼的新青年遥 新青年不仅知识丰富袁更重要是爱

校党政领导干部敢想尧敢干尧敢担当袁想做尧能做尧能做

党爱国袁拥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袁为党的发展献计

成遥 教育工作者必须放下包袱袁屡起袖子加油干袁全面

献策袁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遥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遥 教育改革过程中袁难免出现

办好高等教育袁必须坚持党对高等教育工作的全

问题和错误袁为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袁党中央提出

面领导袁党和国家必须牢牢掌握高校领导权[1]遥 高校必

建立容错纠错机制袁为能做事尧会做事尧做成事的干部
保驾护航遥

须成为党的领导的坚强堡垒袁必须为党发展壮大提供
高质量人才遥

然而袁容错纠错机制不是野火锅冶袁无论任何错误

从古至今袁历朝历代袁无论是学堂还是学府都是

都可以放入里面袁哪些错误可以容袁哪些必须坚决制

按照国家的需要发展培养人[2]遥 近现代以来袁西方大学

止杜绝袁必须清清楚楚袁容不得丝毫马虎遥 高校容错纠

都是按照国家需求培养人才袁 跟随着国家发展而发

错制度建设袁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袁依循党纪

展袁都是在建设国家尧服务国家的过程中不断前行遥 社

国法袁切实可行又符合高校工作特点遥

会主义国家袁社会主义高校袁培养的人才必须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建设者遥 全面从严治

一尧建立高校领导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逻

党袁严格贯彻落实是确保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指导思
想一丝不苟尧不折不扣尧原原本本地落到实处的必要

辑指向
渊一冤坚持党的领导袁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
导权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袁人才是胜败的关键遥 新

保证遥
全面从严治党在高校的推进程度袁直接关系着
野立德树人冶根本任务的成败袁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实现遥 关系着世界一流高校一流学科的建
设成败袁是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

收稿日期院2020-07-15

础保证遥 从严治党袁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始终贯穿于

作者简介院宋大伟渊1981-冤袁男袁汉族袁副研究员袁主要从事

高等学校治理科学化尧现代化的全过程遥 坚持贯彻落

传统文化教育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实党的路线尧方针尧政策袁保障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袁

宋大伟院高校党政干部容错纠错制度研究

确保教育方向始终保持不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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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工作主动性尧积极性和创造性遥 创造良好的教书

在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尧全面展开尧高规范严

育人环境袁包容其在理论创新尧科学创造尧人才培养尧

要求的情况下袁党内政治生活得到全面规范袁政治生

学生管理和社会实践等过程中错误失误袁为其野撑腰

态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袁 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式胜

鼓劲冶野呐喊助威冶遥 面对科学难题敢于迎难而上尧面对

利遥 但是在现实生活工作中袁个别高校党政干部不思

学生危险敢于挺身而出尧 面对无理取闹敢于坚持原

进取袁不求上进袁偏安一方袁担心做错事尧使错力尧说错

则尧面对失误敢于担当遥 只有这样的教师多了袁高校教

话袁无为而治遥 工作中袁不思进取袁转发文件视为工作

育改革才能不断前行袁人才培养才能开花结果袁高校

到位遥 野不做事就不会犯错冶成为高校部分党政领导干

教书育人环境才能河清海晏袁人才辈出遥

部的一种政治现象遥 应该需要承认袁高校党政干部一

渊三冤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袁依法治校

旦做错事袁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袁一言一行都会成为

建立高校领导干部容错纠错制度袁就是要强化依

社会舆论的关注点袁很容易背负野骂名冶遥
全面从严治党袁建立健全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容错

法治国袁依法治校袁要求领导干部依法办学尧依法管
理尧依规办事尧有法可依尧有法必依遥

纠错制度袁建立符合高校特色的党政领导干部容错纠

高校改革发展袁高校管理者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

错制度机制袁是解决高校党政领导干部改革创新中出

法治方式管理高校[4]遥 高校教育改革尧教材编著尧人才

现的错误问题的有效手段遥 容错纠错制度袁让干部想

培养尧人才引进尧校园文化活动袁都必须在法律法规的

做事尧愿做事尧能做事尧做成事袁进一步激发广大领导

框架中袁必须有底线思维袁在原则框架中改革创新遥 教

干部做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遥

育创新袁不是胡乱创新袁而以思想大讨论扭曲尧歪曲尧

渊二冤适应教育改革袁营造良好教书育人环境

诋毁国家政策的教育改革袁必须坚决抵制遥 人才培养袁

教书育人环境的好坏袁决定着教育的成败袁决定

人才引进袁师德为先袁师德有问题的人员袁无论如何都

着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袁道德水平袁也影响党组织的聚

必须赶出教师队伍遥

合力和整合力遥 当前袁正值高校全面深改的新时期袁创

依法治校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之一袁 贯穿

新新的学术体系袁摆脱西方学术评价模式袁建立符合

于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容错纠错制度全程遥 依法治校是

新时代的科学成果评价体系遥 高校校园文化创建方

推进依法治国在高校层面的具体体现袁 依法治校是建

面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尧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设现代化高校的重要措施之一遥 高校领导干部容错纠

值观等都在不断推陈出新遥

错制度袁要求高校依法依规管理干部袁无论是提拔袁还

国家崛起袁民族复兴袁需要更高素质的建设者遥 目
前的教育模式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袁都无法满足国
家高速发展对高质量的人才需要遥 野天命不足畏袁祖宗

是处理违纪领导干部袁都需要依规办理遥 防止因领导干
部个人喜好袁随意提拔或因小事上纲上线袁打击报复遥
高校领导干部袁尤其是基层领导袁他们面对学生

不足法冶袁 高校需要改革创新袁 改革创新需要不断革

群体较多袁面对形势复杂多变袁任务重尧压力大尧考核

新袁改革的本质就是创新袁调整高校教育过程中不适

严尧晋升难遥 因此袁部分领导干部持有一种野学生不出

合的理论和知识袁在这个过程中出现适度的错误或失

事就是成绩冶野不创新就是平安冶和野学生不活动就是

误是在所难免遥

好事冶等消极态度遥 建立健全高校领导干部容错纠错

高校改革急需一批政治素质过硬尧思想道德素养

机制袁遵循依法治国的重要原则和科学框架遥 有利于

高尧知识渊博尧学识丰富尧教学能力突出尧管理能力卓

高校领导干部在遵守法律法规袁 党纪党规的前提下袁

越尧为人师表袁具有高度责任意识尧前瞻的创新意识尧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

吃苦耐劳的担当意识尧不怕险阻的改革意识尧服务学

化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袁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

生的人民意识的高校党政领导干部遥

者和可靠接班人[5]遥

建立健全高校领导干部容错纠错制度袁是建设一
流高校一流学科的要求遥 有利于发挥广大高校党政领

窑 92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 年第 10 期

二尧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容错纠错中可容的

突发事件的特点袁就是时态紧急尧时间短尧事态
急袁需要在现场的领导干部立刻拿出解决方案袁有时

界限

候很难保证十全十美袁 出现一定失误或引发一些矛
宽容不是纵容袁保护不是庇护 遥 科学划清野可容冶
[6]

与野不容冶的明确界限袁该容的大胆容袁激励干部在遵
规守纪前提下敢闯敢试尧开拓创新尧攻坚克难尧加快发
展曰不该容的坚决不容袁让那些心存侥幸袁视国法制度
如无物的人无处可逃遥

盾袁在所难免袁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予容错尧给予理解遥
渊三冤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袁因情况特殊复杂袁
造成一定损失或者影响的
既然是历史遗留问题袁说明以往的做法想法都没
有办法解决袁这个时候就需要转变思路袁改革创新遥 突

渊一冤在落实党中央关于高校和省市委重要工作

破原有的体制袁在政策法规容许的框架内袁寻找合适

部署袁推进人才培养引进及其他重点工作作尧重大项

的解决办法遥 新方法尧新做法尧新想法袁都是第一次出

目中袁出现一定偏差或者失误的

现袁仅仅存在理论过程中袁没有经过时间检验遥 执行过

在全面深化改革尧 推进高校体制机制创新中袁先

程中难免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袁造成一定损失或者引发

行先试尧突破常规过程中袁总会出现各种问题袁出现各

一些不好的影响遥 但是只要有利于化解矛盾袁有利于

种偏差遥 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袁难免出现湿脚现象袁

维护校园的安全稳定袁维护师生生命安全袁有助于解

这个时候需要给予容错遥

决历史遗留问题袁小小瑕疵在所难免袁这个时候容错

在创造性开展工作中袁因国家政策调整尧上级决

制度应适当考虑遥

策部署发生变化袁或者政策界限不明确袁受客观条件
限制造成的错误袁容错纠错制度应给予考虑遥

三尧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容错纠错的判定标准

在人才培养尧招才引智尧服务师生尧服务群众工作
中袁因着眼提高效率袁实施服务机制和模式创新过程
中出现错误袁容错纠错制度应给予考虑遥

高校领导干部容错纠错制度的制定袁是为了解放
思想袁鼓励能干事会做事的同志袁屡起袖子加油干遥 但

在高校科研转化尧服务地方尧提升师生安全项目尧

是容错纠错制度不能成为领导干部犯错的野避难所冶袁

高校重大项目中等重点工作中袁敢于决策尧敢于创新尧

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理由和借口遥 领导干部出现问

攻坚克难方面袁容错纠错制度也应给予考虑遥

题袁出现错误袁引发不良后果袁启动容错制度袁需要多

渊二冤在学校突发情况中袁因事态突然袁缺乏经验
出现的失误错误

方面考察遥
(一)考察动机态度

高校突发情况袁主要是指突发自然灾害尧事故灾

高校领导干部做事时候袁 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袁

害尧公共安全卫生事件尧学生群体事件尧学生安全事

要全面考察遥 错误发生以后袁高校党政干部袁主动认错

件尧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以及教育考试安全事件遥 上

悔改袁还是相关部门多次谈话查证才认错曰错误发生

述校园突发事件袁有时候是单独发生袁有时是相互交

以后袁领导干部是及时改正错误袁控制事态进一步恶

叉和关联遥 某类突发事件有可能是其他突发事件的同

化袁还是执迷不悟袁坚持错误到底遥

时发生袁或引发次生尧衍生事校园突发事件发生时候遥

渊二冤考察客观条件

高校党政领导干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袁主动站出来处

高校领导干部处理事情时候袁是突发情况袁是特

理问题袁不推卸责任尧不甩锅尧不扯皮遥 处理过程中能

殊复杂袁还是执行日常常规工作任务曰情况发生时候袁

够始终把维护安全稳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袁 坚持原

是客观难以解决的袁时间紧袁条件不允许袁时态变化难

则袁依法依规办事遥 把师生健康和生活财产安全作为

以预见导致出现错误判断曰还是无视科学规律尧无视

首位袁尽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事件继续扩大袁减轻事

人民财产安全尧无视师生利益尧好大喜功尧急功近利造

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袁切实把不安定因素消灭在

成的错误后果遥

萌芽状态遥

宋大伟院高校党政干部容错纠错制度研究

渊三冤考察程序方法
高校领导干部办事过程中袁严格按照从严治党的
要求袁按照规定的权限尧程序和方式袁采取民主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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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之一的袁不予容错院
渊一冤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袁违反国法党纪
党规的

制袁依法治校袁采取措施袁处理师生问题遥 考察高校领

违反野八项规定冶袁违反党纪国法袁懂法犯法袁视党

导干部处理事情过程中袁程序是否违规袁是否是因无

纪国法为无物袁视师生生命如草芥袁这些人一旦发现袁

视党纪国法袁违反民主集中制袁滥用职权尧失职渎职造

必须严肃处理袁坚决不予容错遥

成的严重后果遥 考察程序方法袁重点考察高校领导干
部是否经过民主决策程序袁是否属于情况紧急临机决
断遥

渊二冤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袁无论是
否有错袁一旦发现袁严肃处理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福利袁高校

渊四冤考察性质程度

党政领导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师生幸福袁师生利益遥 习

高校领导干部错误属于明知故犯袁 屡禁不止袁还

近平总书记说过袁做事需要做到野我将无我袁不负人

是无法可依曰错误严重程度袁是属于轻微或一般性错

民冶袁共产党员做事不能存私心袁谋私利袁这是一个共

误袁还是违反国法党规造成的重大原则性错误遥 高校

产党员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要求遥 谋取不正当利益袁谋

领导干部犯错属于师德问题袁还是学术问题袁还是一

取私人利益袁既违反党纪袁又违反国法袁忘记了身为共

般错误遥 错误属于一票否决的错误袁还是性质轻微袁可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袁坚决严肃处理遥

以挽回的错误遥
渊五冤考察后果影响

渊三冤 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尧 造成师生生命受到伤
害袁引发死亡袁不予容错

高校领导干部的错误袁 是促进高校转型发展袁还

在党和政府心中袁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遥 习总书

是因私人利益受损袁阻碍破坏决策实施遥 问题发生以

记说过院野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袁共命运袁心连心袁

后袁对学校声誉袁师生安全造成的损失影响如何袁损失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冶[7]遥 习

影响较小还是已经造成重大事故尧严重损失或者恶劣

近平书记的话反映了党中央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袁党

影响曰 高校领导干部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制定的政策袁

珍惜每一位中国公民的生命尧安全和尊严遥 师生生命

是被广大师生认可袁学生欢迎袁还是被师生唾弃袁否定

受到伤害袁引发死亡的错误坚决不能容袁也不可以容遥

批评袁强烈抗议遥
渊六冤考察挽回损失情况

渊四冤屡禁不止袁明知故犯袁事后不积极整改纠错
的袁不予容错

高校领导干部在错误发生以后袁 是通过各种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野三个区分开来冶中明确提

法袁解决问题袁解决困难袁及时挽回损失遥 通过走访谈

出袁野乱作为冶野明知故犯冶野目无规矩冶这三种都是不能

心袁主动承担错误袁消除不良影响袁有效地阻止事件进

容遥 明知故犯和屡禁不止袁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袁

一步恶化袁还是放任事情进一步恶化袁造成人民和财

坚决不能容曰不积极整改纠错袁甚至捣乱抵制有关部

产安全继续受损遥

门的调查袁这些都是坚决不能容遥

错误事实发生以后袁 在学校有关部门介入之前袁
师生利益受到损害以后袁已经有效挽回损失还是造成

五尧结语

重大损失无法挽回袁甚至出现师生死亡事件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干事业总是有风险的袁不能

四尧 制定高校领导干部容错纠错制度袁必
须坚持底线思维

期望每一项工作只成功不失败冶[7]遥 若是不分青红皂

白袁搞野一刀切冶袁轻着做事者寒心袁畏手畏脚袁重着无
为而治袁乱吃等死袁长久以往袁科研创新尧科技发明尧教

高校领导干部容错纠错制度是为领导干部保驾
护航袁不能成为野保护伞冶袁因此需要严守不容底线遥 有

育改革都会成为空谈遥
制定科学的高校党政干部容错纠错制度袁对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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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在高校改革创新中出现的失误合理野容错冶袁
保护干部改革创新的积极性袁有利于增强高校师生干
事创业尧改革创新的信心和勇气遥 制定科学的高校党
政干部容错纠错制度袁严守不容底线袁避免容错纠错
制度成为高校不法分子的野丹书铁券冶和野保护伞冶遥 制
定科学的高校党政干部容错纠错制度袁对不做事乱做
事的领导干部强化问责追责袁对做实事的干部予以鼓
励保护袁为高校领导干部开展教育改革搭建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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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ault Tolerance and Correction System for Party and
Government Cadres in Higher Education
SONG Da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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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t present, college education reform has entered a critical period and deep water area. To put the top-level designs of col鄄

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to practice, the majority of cadres are the backbones to count on. However, in reality, some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o not want to get their work done, or just finish part of it. They hold a negative mindset that they can't go wrong by doing
nothing, which seriously blocked the pace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We shoul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fault tolerance and correction sys鄄

tem for Party and administrative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be tolerant of their mistakes in education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so as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 those cadres who have the courag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To establish such a scientific system,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from four aspects: logical direction, tolerable scope, fault-tolerant standards, and firm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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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and administrative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ult tolerance and corr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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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在影视课堂
教学中的应用与反思
顾志庆
渊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202冤

摘 要院随着 MOOC 在中国大规模开展袁现已经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遥 但是在 MOOC 实施的这几年虽然取

得了很好的成果袁但是也逐渐暴露了一些弊端遥 笔者以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课程教学为研究样本袁对

MOOC尧SPOC 以及翻转课堂这三种教学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袁提出野后 MOOC 时代冶的 SPOC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在教学
中的应用优势与前景袁也探讨了 SPOC 翻转课堂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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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引入课堂已然成为教育教学
发展的一个趋势遥 2017 年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职

一尧从 MOOC 到 SPOC 翻转课堂

提升职业教育的创新能力袁在教育教学中积极引入最

渊一冤MOOC 模式的思考

新的技术袁加快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遥 而这两年随之

由于 MOOC 长时间缺乏创新袁 问题开始逐渐显

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曳文件中指出袁要全面

兴起的 MOOC尧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尧SPOC 翻转课堂袁

现袁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对 MOOC 课程的学习效果提

下最热门的教学模式袁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袁国内

右袁通过率很低袁这其中包括大量的中途弃课的学员袁

无疑就是这一指导意见的响应及实施遥 MOOC 成为当

同样也是如此袁在国家教育部门的政策支持下袁各个
高校制作 MOOC 的热情空前高涨袁MOOC 的时代真的
来了袁这种现象对当下单一的教学模式来讲袁确实是
一次卓有成效的改革及拓展遥但是有了 MOOC 是不是

出质疑遥 目前中国 MOOC 课程的整体通过率在 6%左
已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遥

MOOC 的缺点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院 第一袁

MOOC 为大规模开放性在线课程袁 学习者数量比较
多袁因此教师不可能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袁学生在学习

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显然不是袁MOOC 经过几年的发

过程当中袁无法及时得到教师的指导袁不可避免的有

展开始暴露一些缺点袁 逐渐引起教育界的关注和讨

学生中途退出袁导致通过率比较低曰第二袁部分课程为

论袁MOOC 急需改革和创新遥

了完成课程指标袁发动学生盲目注册袁导致 MOOC 出

现虚假的数据袁 影响 MOOC 课程的良性发展曰 第三袁
收稿日期院2019-11-25
基金项目院福 州外 语 外 贸 学 院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项 目
渊JF2020013冤遥

作者简介院顾志庆渊1985-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影视
艺术研究遥

MOOC 课程视频教学多为灌输式的授课方式袁缺乏新
意袁单调乏味袁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袁学习效果

差曰第四袁MOOC 平台的学习监管机制不完善袁无法保
证学生学习的持续性与真实性遥
针对这些问题袁美国的大学教师在 MOOC 课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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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尝试结合传统课堂教学袁形成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模式遥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曼多窑福克

斯称这种模式为 SPOC袁这种模式主要特点是规模小袁

挥 SPOC 本身的优势袁 老师只是在课堂上又重复了
SPOC 的内容袁或者说复习了 SPOC 课程的内容袁既浪

费时间袁学习效果也不是很理想遥 针对这些问题袁一些

但是高效遥 野清华大学在 2013 年引入了加州大学伯克

教育工作者创造性地将线上 SPOC 模式与线下的翻转

教学模式试点袁 该课程向 30 位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的

式袁并进行教学实践袁实际效果很理想袁受到各个高校

利分校的叶云计算与软件工程曳课程袁开展 SPOC 混合

课堂进行结合袁逐渐发展成 SPOC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

学生开放遥 冶[1] 野华东师范大学祝智庭教授将 SPOC 这

的青睐遥

野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冶袁其继承了 MOOC 的一些优

伦窑萨姆斯最早提出翻转课堂的概念袁 其基本教学方

些准入条件袁保证了整体的出勤率与学习效果袁使得

在课堂上袁教师和学生一起完成课程作业袁并且进行

讲授和学习更有针对性和效率遥 MOOC 强调在线学习

课堂讨论和解惑袁学生与教师的角色互换遥 翻转课堂

强调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导性与学习效果遥 SPOC 被哈

过视频教学内容进行自学袁 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

种在线课程称为耶私播课爷遥 冶 SPOC 翻译成中文是指
[2]

点袁相比 MOOC 人数少了很多袁而且对学习者提出一

2006 年美国高中的科学教师乔纳森窑伯格曼和亚

式是袁 学生先自己在家中学习教师布置的课程内容袁

以及学习的便捷性袁 而 SPOC 更加注重混合式学习袁

的教学形式与传统教学过程正好相反遥 野学生课前通

佛学者称为野后 MOOC 时代冶袁笔者认为野后 MOOC 时

务袁课中在教师的引导下参与项目化案例教学袁达到

代冶下一个十年袁SPOC 及其相似的课程形式将会是下

对知识的内化吸收袁课后回看视频课程袁巩固知识达

一个流行的课程教学模式袁 推动新的教育变革及发

到对知识的升华袁 这是 SPOC 翻转课堂最简单的方

展遥 MOOC 与 SPOC 有哪些不同具体如表 1MOOC 课
程与 SPOC 课程对比所示遥

表 1 MOOC 课程与 SPOC 课程对比
Tab.1 Comparison between MOOC courses and SPOC courses
录制视频

录 制 视 频 +线 上 线
下讨论

教学效率

教师投入的时间少袁效率高

教师投入时间多袁
效率低

互动性

学生数量多袁互动少

学生数量少袁互动多

教学方式

能够通过线下课堂
课 程 出 勤 无法管理和监督学生学习袁 及线上互动对学生
及 学 习 情 学生出勤率低袁学习进度跟 的 学 习 进 行 监 督 遥
况
不上袁弃课率高
学生出勤率高袁学
习进度完成较好
生源

对学生无准入条件袁生源差 有准入条件袁 能够
异性袁无法进行针对性的辅 有针对性地进行教
导
学辅导

式遥 冶[3] SPOC 翻转课堂很适合倡导自学为主导的大学
课堂袁 能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与问题解决能

力遥 野教师会通过 SPOC 平台布置学习任务袁发布教学
视频袁学生通过登录该平台在线学习课堂内容袁完成

课程任务遥 然后袁在课堂上通过小组活动尧协作学习尧
课堂成果展示的形式来完成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尧吸
收尧内化和应用袁由之前知识的消费者转变成了知识
的生产者遥 冶[4] 教师则变成了学生学习的组织者袁学生
课上阐述自己学习任务完成情况袁教师检查并总结学
生在完成学习任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袁 提出解决方
案遥 教师不再是直接灌输知识的主导者袁而更多的是
倾听者袁 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袁 教师和学生一起成长遥
SPOC 翻转课堂学习模式如下图 1 所示遥

渊二冤SPOC 与翻转课堂的融合与创新
从在线课程的教学方式来分析袁SPOC 模式相比
MOOC 模式袁确实有很多改进与创新袁但是仍然存在
一些问题袁SPOC 模式无法保证学生学习的真实性袁教
师无法一对一跟学生当面交流袁更不可能兼顾到所有
的学生遥 SPOC 模式与传统课堂教学相结合虽然能一
定程度上弥补 SPOC 在线课程的缺陷袁但是又无法发

图 1 Spoc 翻转课堂教学过程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POC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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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叶非线性
编辑技术曳这门课为例袁因为该门课的 SPOC 平台还

二尧如何提升 SPOC 翻转课堂的学习效果

课堂的教学模式袁来验证其教学效果遥 以其中的一次

从实施的几轮的 SPOC 翻转课堂学习情况来看袁

未搭建完成袁教师通过其他在线方式模拟 SPOC 翻转
课为例袁大致教学过程是院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要制作
一个片头特效袁并展示其具体效果袁并要求学生通过
观看教师制作的视频教程学习其制作方法袁教师通过
微信群组建学习小组袁方便课下答疑与交流袁学生分
组完成项目任务遥 课堂上学生展示其项目的制作效
果袁并讲解其制作方法袁教师根据制作情况提问检查
其学习情况袁通过布置相似的项目案例现场测试学生

虽然效果好于传统课堂袁 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遥
SPOC 翻转课堂解决了 MOOC 课堂的一些问题袁 也融

合了传统课堂的一些优点遥 但是由于国内学生学习习
惯的特殊性袁导致其在 SPOC 翻转课堂课程的学习问
题越来越明显遥 国内学生普遍自学能力不是很强或者

说是没有自主学习的习惯袁而 SPOC 翻转课堂要求学
习要有很强的自学能力袁这种现实的矛盾导致其问题

对制作技巧的掌握情况遥 从实际的学习效果来看袁

比较突出遥 国内学生从小到大都是被动接受的学习方

SPOC 翻转课堂的学习效果要更好遥 参与叶非线性编辑

式袁突然变成以自主学习为主袁不适应也无可厚非遥

技术曳 课程学习的研究样本的班级为 17 级广播电视
编导 4 班和 17 级广播电视编导 5 班袁 两个班人数分

渊一冤SPOC 翻转课堂的反思
首先袁学生课前自学阶段积极性并不是很高遥 从

别为 45 人及 46 人遥 17 级广播电视编导 4 班模拟

针对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施 SPOC

统的教学方式遥 从课堂布置的项目任务完成情况以及

上课前一天才开始进入自主学习的袁课程学习比较匆

课堂任务测验两个方面考查学生的学习情况袁具体数

忙袁导致学习效果不是很理想遥 现在的学生并没有很

据统计如下表 2 所示遥

好地自主学习习惯袁客观上跟国内被动学习的氛围有

表 2 SPOC 翻转课堂与传统教学方式学习效果对比

种考试袁学业压力很重袁学校为了帮助学生完成课业

Tab.2 Comparison of learning effect between SPOC flipped

任务一般都会进行严格管理与监督袁久而久之袁大部

SPOC 翻转课堂袁而 17 级广播电视编导 5 班则采用传

翻转课堂教学的学生问卷结果来看袁大部分学生都是

关袁国内教育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袁学生每天应付各

classroom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分孩子都养成了被动的学习习惯遥 进入大学课堂袁马
上进行这种自主学习为主的翻转课堂袁一时间可能还

17 级广播电视编导 4 班
渊模拟 SPOC 翻转课堂冤
17 级广播电视编导 5 班
渊传统教学方式冤

45

92%

46

73%

85
75

从本次实验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袁SPOC 翻转课

无法适应遥 因此袁对于 SPOC 翻转课堂的这种形式袁很
多学生并没有准备好遥 教育学家布鲁姆曾经提出院野对
于特定知识点的学习袁学生的认知准备状态和情感准
备状态决定着学习的效果遥 冶[5]短时间改变学生的学习
习惯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袁需要老师和学生共同

堂的学生在课前通过观看视频教程袁绝大多数学生就

努力袁转变学习观念袁改变之前的被动学习的习惯遥 教

已经完成项目袁 课堂只是知识的内化与加深的过程袁

师也需要积极做出调整袁提高学习内容的科学性及趣

学习更加高效袁而传统课堂的学生依赖于教师课堂讲

味性袁吸引学生主动学习遥 此外袁SPOC 翻转课堂的线上

解再进行案例制作袁 学习滞后而且项目完成率低袁相

交流整体上表现也不是很积极袁只有少数几个性格活泼

反教师还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袁课堂测试也证明

的学生会表现积极遥 除了交流内容可能不是学生感兴趣

SPOC 翻转课堂的学生知识掌握情况更好遥 如果想要

的原因外袁 主要还是学生并不太习惯这种在线交流方

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袁教师也需要参与到学生课下的

式袁不愿意网上交流袁他们更习惯面对面交流袁还有一部

讨论与学习袁并监督学生课下的学习情况遥 事实上袁学

分学生性格内向袁不愿意网络上公开发表言论遥

生课下的学习才是 SPOC 翻转课堂模式的核心环节遥

其次袁课中讨论学生参与度不是很高遥 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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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SPOC 翻转课堂最突出的问题袁以学生为主导的课

必须思路清晰袁简洁明了袁重难点突出袁视频形式多

堂袁很多学生还不是很适应袁基本每次课堂讨论袁能够

样袁积极在画质尧声音尧动画效果等方面进行优化遥 与

主动积极发言的都是固定的几个学生袁大部分学生选

此同时袁多听取学生的建议袁不断提升视频质量遥 福州

择听别的同学说袁或者被动发言遥 这样的状况对于主

外语外贸学院叶非线性编辑技术曳这门课实施 SPOC 翻

动发言和不发言的学生来讲袁 都不是很好的现象袁主

转课堂袁第一轮课程之后袁采纳学生建议袁加强了视频

动发言的学生虽然有更多的发言机会袁但是如果一直

制作袁把视频长度剪短遥 加强突出重难点袁增加了动画

得不到其他同学的回应袁 久而久之也会失去学习兴

演示部分遥 第二轮学习后做问卷调查袁75%的学生对

趣遥 此外袁没有交流的碰撞袁也很难有很好的学习效

视频效果满意袁相比之前的 50%提升了不少遥

果遥 不爱发言的同学袁因为被动接受袁渐渐也会更加厌

其次袁教师要加强课程设计能力遥 虽然相比传统

恶这种上课方式遥 因此袁教师如何做好课堂的组织是

课堂袁SPOC 翻转课堂教师的主导作用降低遥 但是仍然

关键袁教学任务设计地要更加科学袁适合大部分学生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 教师需要组织整个学习过程袁

的学习需求袁与此同时袁提升教学任务的趣味性袁也很

需要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遥 教师需要录制或者收集

关键袁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讨论袁才能发挥 SPOC 翻

学生自主学习的视频袁制定相应的学习任务单袁线上

最后袁SPOC 翻转课堂模式使学生学习负担偏重遥

辅导遥 教师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比传统课堂少袁因

SPOC 翻转课堂要求学生课下观看已经录制好的视

此要发挥 SPOC 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袁课程设计一定

视频普遍比较长袁观看视频需要的时间较长遥 除此之

师首先必须要有清晰的教学目标袁根据教学目标设计

外袁学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自主学习袁而对于缺

课程袁并且分阶段检验目标是否完成曰第二袁可以尝试

乏自主学习习惯的学生来讲袁 甚至需要更多的时间袁

因材施教袁分层教学袁经过测试了解学生知识水平袁制

是其他科目的几倍袁这也导致部分学生对 SPOC 翻转

作学生学习情况表袁再制定教学方案曰第三袁教师需要

课堂长期的学习效果遥

除了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袁还注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转课堂最大的优势遥

频袁因为课程要求学生以自学为主袁所以 SPOC 课程

课堂并不是很喜欢袁甚至厌恶袁难以维持 SPOC 翻转

和课中要跟学生进行互动交流袁课后还要对学生进行

要科学有效遥 课程设计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院第一袁教

转变观念袁多角度发现学生的闪光点袁SPOC 翻转课堂

渊二冤SPOC 翻转课堂的对策

质袁如独立思考能力尧口头表达能力尧动手实践能力

针对 SPOC 翻转课堂的一些问题袁笔者分析几所

等遥 野不能把分数作为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考核标准袁

重点高校开展的 SPOC 翻转课堂袁认为可以从几个方

教师应该转变观念袁多给学生鼓励袁提升学生课程学

面着手袁尽可能提升 SPOC 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遥

习的信心与动力遥 冶[6]

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学生必须课下通过观看视频进行

最大的区别袁MOOC 因为学生人数太多袁 无法做到过

自主学习袁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第一步袁也是很关键

多的互动袁但是 SPOC 从设计之初就避免了这个问题袁

首先袁优化课程视频遥 SPOC 翻转课堂的模式一个

的一步遥 学生需要在课前把新的知识点进行系统学

最后袁提升互动的有效性遥互动是 SPOC 与 MOOC

若是加上翻转课堂袁互动性的频率就更高了遥 有效的

习曰课中对视频的内容进行实战或者思考袁加强记忆

互动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信心袁让学生更快地进入学

新知识点袁也省去教师反复讲解的繁琐曰课后需要回

习状态袁收获更多的知识遥 在教学过程当中袁并不是所

看视频袁对知识进行复习和巩固遥 视频的功能贯穿整

有互动都是有效的或者说有质量的袁无效的互动会分

个学习过程当中袁优质的视频课程资源对 SPOC 翻转

散教师的精力袁 学生也未必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袁浪

课堂的学习至关重要遥 经过对比优秀的 SPOC 课程视

费宝贵的学习资源遥 那么袁什么才是有效的互动钥 有效

频袁得出的结论是院第一袁视频课程必须带有趣味性袁

的互动能让学生有所启发袁提升学习的兴趣遥 教师在

能够吸引学生持续的学习袁知识点分布合理袁视频时

上课时袁应该强调学生在学习时应该目标明确袁带着

间不易过长袁一般在 6-10 分钟左右曰第二袁视频课程

问题学习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袁应该自己先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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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袁能够形成自己的观点袁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跟教

应用等方面做出调整袁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教学效

师互动袁收获才能更大遥 而不是一遇到问题不经思考

果的提升遥 同样也要求学生能够改变之前的学习观

就直接问袁这样的学习只能是浅层次的遥 另外袁教师应

念袁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袁训练独立思考及解决问题

该围绕着课程进行全方面而深入学习和研究袁吃透课

的能力遥 只有在教师与学生共同努力下袁才能让 SPOC

程知识点袁既要有广度袁也要有深度袁如此才能在学生

翻转课堂发挥出更大的优势遥

提问时袁能够给予多角度解答和启发遥 教师在与学生
互动时袁应该积极引导学生思考袁让学生自己得出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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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Reflection of SPOC-based Flipped Classroom
in Film and TV Classroom Teaching
GU Zhiqi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Fujian 350202)

Abstract:

MOOC was applied in China on a large scale, and it has now entered a relatively mature stage of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he past few year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OC, although good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some drawbacks were also gradually ex鄄

posed . Taking the course teaching of radio and TV choreographer specialty of 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 as a

research sample,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teaching modes of MOOC, SPOC and flipped classroom, and puts forward
the advantages and prospect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SPOC flipped classroom in the "Post-MOOC Era" in teaching.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SPOC Flip classroom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SPOC; MOOC; SPOC flipped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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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借力地方文化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徐水群
渊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26冤

摘

要院在我国袁新时代高职院校进入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袁文化育人是提升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袁

也是培养品学兼优尧德才兼备高素质人才的要求遥 地方文化更具有认同感和感染力袁本文以闽都文化为例袁结合日常教学
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袁实践证明因地制宜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袁有机融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袁对于推
进思政课由野课堂课程冶向野实践课程冶延伸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助推作用遥

关键词院地方文化曰育人功能曰路径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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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袁新时代高职院校进入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进程中袁文化育人是提升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

成的地理尧人文尧社会环境[1]遥 地方文化贴近学生实际袁

有较强的直观性尧亲和力尧感召力等特点袁既可以增强

择袁也是新时代高职院校实施野以技立身袁以文化人冶

学生对课本理论知识的理解袁同时又能达到情感升华

目标导向袁培养品学兼优尧德才兼备高素质人才的要

的目的袁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起引领作用遥 笔者

求遥 地方文化具有地域特色袁蕴含着一个地方深厚的

从教于福建省会城市福州渊又称闽都冤袁由于有其悠久

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袁学生置身其中更具有认同感和

的历史尧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和作为省会城市的人文社

感染力袁 因地制宜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

会环境的影响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闽都文化袁它融合

能袁可为高职院校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独

了古闽文化尧越文化尧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袁内涵丰

特的 野精神之钙冶袁 本文以福建地方文化中的典型代

富袁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尧和合儒雅的精神气质以及丰

价值袁将其融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袁并通过开辟野行

文化蕴涵的育人功能遥

表要要
要闽都文化为例袁探索如何挖掘地方文化的育人

富的文化育人价值遥 下面袁以闽都文化为例袁剖析地方

走课堂冶尧深化实践探究袁实现文化育人目标袁助推高

渊一冤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

职院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遥

长期以来袁有些学校不够重视思政课教学袁有些
教师把教材作为唯一的课程资源袁照本宣科袁导致思

一尧地方文化蕴涵的育人功能

政课缺乏时代感袁缺乏吸引力袁而丰富的地方文化资

地方文化是一个区域的标志符号袁具有多元性和

源可有效弥补校内课程资源的不足[2]遥 福州的悠久历

差异化特征袁是在一定地域内经过历史发展演变而形
收稿日期院2021-04-11
作者简介院徐水群渊1973-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思
想政治理论与文化育人研究遥

史孕育了历代的英才袁涌现出了严复尧林则徐尧林觉
民尧萨镇冰尧林祥谦等一批爱国志士袁福州的内河文
化尧三山两塔文化等老少皆知袁民间工艺久负盛名袁有
福州三宝尧榕城三绝等袁这些都彰显了闽都文化的独
特魅力袁成为思政课程资源的璀璨宝库遥 在教学中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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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拓展尧合理应用袁寓空洞的说教于生动活泼的人和事

神遥 又如袁福州传统野拗九节冶袁彰显野百善孝为先袁拗九

之中袁讲好地方文化中的乡土故事袁让学生感到文化就

送真情冶的孝文化主题遥 其时袁每家每户用红枣尧花生尧

在身边袁 避免枯燥无味的说教袁 大大激发了学习兴

糯米等原料袁煮成香甜的野拗九粥冶孝敬父母袁由此引

趣遥

发学生内心深处的共鸣袁激发秉承忠孝之道遥
渊二冤蕴涵强大的德育功能

二尧高职院校地方文化育人的路径探索

德育功能是高职院校思政课的重要教学目标遥 地
方文化往往蕴涵丰富的德育题材袁 闽都文化也是如
此袁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院一是爱国主义

结合教学实践袁笔者认为在教学中要充分挖掘闽

精神袁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高度评价三坊七巷文

都文化资源袁立足课堂教学主阵地袁发挥思政课程与

化袁盛赞野一片三坊七巷袁半部中国近现代史冶袁闽都文

课程思政协同效应袁开拓野行走课堂冶袁通过实践探究尧

化的首要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遥 福州地灵

校园文化建设等举措袁使高职院校学生身临其境感悟

人杰袁 爱国志士辈出袁 有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尧

地方文化袁激发其对地方文化的价值认同袁从而产生

野苟利国家生死以尧岂因祸福避趋之冶的民族英雄林则

共鸣袁达到地方文化育人效果遥

徐尧船政之父海防建设奠基人沈葆桢尧野黄花岗七十二

渊一冤发挥思政课主阵地作用袁强化育人引领

烈士冶之一林觉民尧军事外交家陈宝琛等曰二是工匠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野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神袁如享誉世界的脱胎漆器尧寿山石雕尧软木画等民间

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冶遥 思政课理论性相对较强袁内容相

工艺充分体现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曰 三是开放包

对枯燥袁因此在教学中需要教师不断创新袁采用多种

容尧改革创新精神袁闽都人深受海洋文化的熏陶袁海纳

方式袁激发学生兴趣尧激活课堂气氛袁如观看视频尧学

百川袁易于接受西洋文化袁敢于接受新事物遥 如福建船

生宣讲当地红色人物故事尧小组辩论尧小组合作尧问题

政学堂在创办之初聘请优秀外籍教师任教袁派学生出

竞答尧小品表演尧时政评论尧实物展示等多种方式袁让

国留学袁引进西方造船技术等袁达到人才培养和科技

学生在愉悦中接受知识尧接受教育遥 如在讲解叶思想道

引进的双重目的遥 因此袁在思政课堂教学中融入闽都

德与法治曳中的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曳时袁可通过展

文化的育人元素袁能激起学生的共鸣袁从内心深处去

示享誉世界的福州脱胎漆器实物袁讲解脱胎漆器从制

认同闽都尧追随乡贤尧涵养道德袁树立正确野三观冶袁使

胎模型到成品袁需经过几十道工序袁每一道工序都需

其行稳致远遥

要精心打磨才能制作成功袁其工艺独特袁具有野三山艺

渊三冤传承文化的重要途径

巧尧四海独绝冶的美誉袁因此与北京的景泰蓝尧江西景

文化自信袁要依靠一代代年轻人对优秀传统文化

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品的野三宝冶遥 同时袁通

的传承遥 在思政课教学中融入地方优秀文化袁使思政

过讲解软木雕尧寿山石雕等精湛工艺品袁充分体现艺

课更接地气袁不仅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袁更是传

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袁以此

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绝好途径遥 学生对当地的传统美

引发学生共鸣袁达到地方文化资源育人效果遥
渊二冤注重课程思政的协同效应袁落实野三全育人冶

食尧传统习俗尧传统建筑尧传统思想尧传统艺术等有较
深刻的了解袁对地方文化具有亲切感和认同感袁因此

要求

有更强的说服力遥 例如袁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技艺尧福州

课程思政强调的是思政课之外的其它课程也应

同利肉燕制作技艺尧闽剧尧十番音乐尧福州评话等非物

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遥 野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质文化遗产袁黛瓦相连庄重含蓄的三坊七巷古建筑群

同向同行袁 要扩大铸魂育人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袁优

等袁能够唤起学生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袁特别是脱胎漆

化铸魂育人的教育资源配置袁 给受教育者提供更多尧

器尧寿山石雕尧软木画充分体现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更好的教育选择冶[3]遥 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袁满足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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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多元化需求袁在教学中结合专业课特点精准选

建筑物的命名袁校园路标尧宣传栏设计等方面融入船

材尧有机融入袁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4]遥 比如在福建船

政文化元素袁增强宣传实效遥 学生置身其中袁这些元素

政交通职业学院航海学院授课时袁可充分利用船政文

润物无声袁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价值追求袁增强文化

化这一独特的地方文化袁结合专业讲述左宗棠缔造中

自信袁达到文化育人的目的遥 在动态方面袁围绕弘扬优

国海军摇篮要要
要福建船政学堂袁建船厂尧造兵舰尧引人

秀闽都文化袁通过群团组织举办演讲比赛尧知识竞赛尧

才等系列野富国强兵冶举措袁以及严复尧詹天佑尧邓世

红色经典诵读等活动袁传承优秀文化曰依托学院官网尧

昌尧沈葆桢等民族脊梁的英雄事迹袁谱写了民族自强尧

校园管理微信平台尧电子屏幕尧电子报刊等载体袁宣扬

崇尚科学尧改革创新尧追求卓越尧爱国忘我等船政精

闽都文化袁并与时俱进袁及时更新鲜活内容袁增强吸引

神袁让船政学子增强民族自豪感袁坚定文化自信遥 这不

力曰利用升旗仪式尧开学典礼尧毕业典礼以及中秋国庆

仅是专业知识的注入袁 同时也是对船政文化的弘扬遥

等重大节庆袁福州野八一七冶解放纪念日等袁增强仪式

又如袁在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机械与智能制造学院

感袁厚植家国情怀[6]遥 此外袁还可通过邀请三坊七巷爱

授课时袁可以通过介绍位于福州长乐区的福建雪人股
份有限公司袁在讲解其制冷专业知识的同时袁挖掘公

国志士后裔尧寿山石雕刻大师尧脱胎漆器传承人开讲
座等方式袁以文化人遥

司从一家普通民营企业成长为全球制冷领域知名企
业袁离不开团队协作尧技术创新等企业文化精神袁从而

三尧高职院校地方文化育人的实践启示

让学生植根干一行尧爱一行尧精一行的创业精神遥
渊三冤开辟野行走课堂冶袁推进思政课由野课堂课程冶
向野实践课程冶延伸

实践证明袁充分挖掘闽都文化育人因素袁有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袁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袁坚定文

结合我院实际袁利用闽都文化的丰富资源袁组织

化自信袁增强爱国尧爱家的深厚感情袁也有利于传承和

学生参观福州三坊七巷尧船政文化博物馆尧昙石山文

弘扬闽都文化遥 因此袁如何因地制宜挖掘和利用地方

化遗址博物馆袁深入福州三宝渊脱胎漆器尧油纸伞尧角

文化资源袁对于高职院校育人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梳冤工艺聚集地和生产地调研等方式袁从野行走课堂冶

用遥 从近年的实践探索中得出以下几点启示遥

中真切地感受地方文化的魅力遥 如袁通过讲解员的解

渊一冤精选地方文化袁形成模块化教学资源

说尧VR 技术展示历史画卷袁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野一

地方文化资源种类繁多尧丰富多彩袁但良莠不齐袁

片三坊七巷尧半部中国近代史冶袁充分体悟严复的启蒙

在思政课教学中融入地方文化要取其精华尧 去其糟

思想尧林则徐的爱国情怀尧林觉民的革命精神尧陈宝琛

粕尧有机融入袁才能达到育人的目的遥 因此袁如何精选

的维新变革等崇高精神袁将优秀传统文化尧革命文化

地方文化袁进行梳理和筛选袁形成模块化教学资源袁是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遥 又如袁组织交通轨道学院学生到

有效利用地方文化育人的重要举措遥 如我们在实践

福州地铁集团调研尧施工现场参观学习尧开展校企文

中袁对闽都文化进行合理分类袁整理成爱国教育篇尧工

化交流等方式袁一方面理论联系实际袁加深对专业知

匠精神篇尧改革开放篇尧创新创业篇尧闽都英烈篇等篇

识的理解袁另一方面领略企业攻坚克难尧开拓创新尧团

目袁形成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校本教材遥 通过对地方

结协作的职业精神[5]遥

文化的模块化整合袁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中袁各科

渊四冤野动静结合冶袁提升闽都文化育人功能

任老师结合教学目标尧教学内容尧专业特点袁各取所

在静态方面袁结合办学理念袁将船政文化元素融

需袁实现教学过程价值性和知识性的统一遥

入校园公共建筑中遥 如袁船政文化的人物雕塑尧人生格

渊二冤注重方式方法袁实现教学效果最大化

言尧理想追求尧传奇故事袁闽都文化的优秀诗词尧书法尧

地方文化作为文化育人教学资源的有益补充袁在

美术等建成文化墙曰还可以从教学楼尧宿舍尧图书馆等

课堂教学中如何有机融入袁 要注重方式方法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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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袁这就要求进行教学手段和教学评价机制的改革与

式深入实践袁有效发挥地方文化育人功能袁达到理论

创新遥 在教学手段方面袁重点创新课堂教学模式袁可利

与实践相结合袁提升知行合一育人效果遥

用野互联网+冶手段袁实现线上尧线下袁课前尧课中尧课后
等多种环节贯通袁打破时空局限袁达到多维化尧立体化

四尧结语

的学习模式遥 如利用超星学习通信息平台袁建立地方
文化学习资源库袁包括爱国教育篇尧工匠精神篇尧改革

地方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在提供

开放篇尧创新创业篇尧闽都英烈篇等校本教材的文本

课程资源尧发挥育人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遥 高职

资料尧视频尧图片等供学生选择遥 课前袁学生通过资源

院校要因地制宜袁结合学校特点尧专业特色袁精选地方

库了解地方文化曰课中袁通过教师讲授重难点袁并利用

文化资源袁运用多种方式袁在思政课程尧课程思政尧实

抢答尧主题讨论尧随堂练习等功能袁提高学生兴趣和专

践课堂尧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充分融入地方优秀文化

注力袁培养学生人文素养袁认同地方文化曰课后袁通过

元素袁有利于学生认知尧认同地方优秀文化袁并通过组

作业库检测学习效果袁同时可激励学生开展地方文化

织研学尧做义务讲解员尧开设讲座尧社团活动等载体袁

研学尧做义务讲解员等活动袁并将活动的视频尧图片上

挖掘尧利用尧传承尧弘扬地方优秀文化袁达到以文化人尧

传平台袁既分享成果袁又激励学生袁达到主导性和主体

以文育人的目的袁促进野五育并举冶袁培养德智体美劳

性相统一遥 在教学评价机制方面袁采用过程性评价和

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新青年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遥 如在过程性评价方面袁我们实行

力量遥

价渊闭卷考试冤占 40%遥 实践证明袁这种评价机制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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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Vocational Colleges爷
Education with Local Culture
XU Shuiqun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26)

Abstract:

In China,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upgrading to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ubstance in the new era. Cultural

education turns out to be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bring out its full potential, and also the requirement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excellent character and learning, integrity and ability. Local culture, owing to people爷s sense of identity, is naturally more appealing.
Taking Mindu cultur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makes an explor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daily teaching practice. It爷s proved that exca鄄

vating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local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resources and organically integrating them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ll help to exte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rom 野classroom courses冶 to
野practical courses冶, enhance their effectiveness and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Key words:

local culture; educational function; approach;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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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籍档案电子化安全管理实践探究
施秀平
(宁德师范学院袁 福建 宁德 352100)

摘 要院学籍档案是高校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与学生就业及发展息息相关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袁高校学籍档案
逐步改变原有的管理方式袁以教学管理系统为依托袁有效整合各种信息数据袁实现电子化管理袁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遥 然
而袁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给学籍档案电子化管理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问题遥 文章分析了影响学籍档案电子化安全管理的因
素袁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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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院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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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籍档案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袁它是高校在

一尧高校学籍档案电子化管理的必要性

录取入学尧学习考核尧毕业审查和学位授予等活动中
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尧图表尧声像尧光盘等

电子文件是指国家机构尧社会组织或个人在履行

不同载体的历史记录袁 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规律性遥

其法定职责或处理事务过程中袁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

学籍档案对学生的人生历程具有记录和证明作用袁与

备形成尧办理尧传输和存储的数字格式的各种信息记

学生的就业和发展等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袁是人才招聘

录[1]袁其具有真实性尧可靠性尧完整性尧可用性和安全性

的必备条件之一袁是学校和社会的宝贵财富遥 学籍档

等特点遥 电子文件依赖于特定的生成环境袁在目标体

案管理经历了三个阶段院 传统纸质学籍档案管理阶

系尧流程体系和技术方法体系等方面必须实行各项管

段尧纸质学籍档案数字化管理阶段尧学籍档案电子化

理流程的无缝对接遥 学籍档案实体管理的侧重点是承

管理阶段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袁电子档案的管理技

载学生信息的物质材料袁在管理方法上具有稳固性和

术日趋成熟袁借助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有效运用对

单一性遥 将承载信息的物质材料进行整理尧归档袁这种

学籍档案进行电子化管理已成为主流趋势遥 就电子学

原始单一的方式导致信息资源反馈滞后袁且远不能满

籍档案而言袁 高校教学管理系统能够准确地收集尧快

足社会利用者对档案的需求遥 大学生的学籍材料以高

速反馈并有效地管理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各种信息数

考招生录取为节点袁借助高校教学管理系统通过电子

据袁拓展信息覆盖的范围遥 但电子档案安全的风险因

化形式进行管理遥 构建科学的学籍档案管理模式袁将

素众多袁学籍信息安全关系到民生问题袁因此袁必须统

学生在校期间各项情况进行汇总袁建立学生学籍档案

筹规划袁利用可靠的安全防护技术袁采用系统尧灵活尧

数据库袁运用现代化技术和设备对信息进行智能化处

持续改进的体系建设来保障电子学籍档案的安全遥

理袁从而实现档案资源的共享和有效利用袁这是学籍
档案电子化管理的必然趋势[2]遥

收稿日期院2020-09-26

二尧高校学籍档案电子化管理安全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院施秀平渊1974-冤袁女袁汉族袁研究馆员袁主要从事
档案管理研究遥

学籍档案的电子化管理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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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袁 使广大利用者体会到信息共享与交流的便捷性袁

2. 预防控制与恢复控制并举原则

管理软件的开发尧系统的更新给利用者带来了更多的

高校教务管理系统软件具有针对性较强的优势袁

实惠遥 与纸质档案管理不同的是袁档案电子化管理是

学籍信息管理是其子模块袁专业性强遥 在安全管理中袁

科技发展的产物袁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存在高度依赖

应当以预防为主袁树立预防控制思想袁通过有效的管

性袁也给予学籍档案电子化安全管理新的挑战遥 一般

理和技术手段袁避免人为因素和其他风险带来的不安

来说袁档案信息的价值越高袁所面临的风险就越大袁安

全状况袁做到防患于未然遥 预防控制是事前工作袁一方

全隐患也就越突出遥 信息安全是核心问题遥 影响学籍

面要重视经验的积累袁另一方面要进行科学的安全分

档案电子化安全管理的因素有许多袁首先是网络环境

析尧评价技术袁对不安全因素做出准确判断遥 但为了以

因素遥 学籍电子档案信息的保存尧处理尧传输和利用都

防万一袁应设计系统和数据恢复方案袁对信息管理系

离不开网络技术遥 许多高校计算机网络缺乏相应的安

统和数据文件实施恢复控制遥 安全管理应采取预防控

全保障制度袁时常面临病毒入侵尧黑客攻击等潜在威

制与恢复控制并存的科学方法袁前者是心理活动的经

胁袁学籍信息极有可能遭到破坏尧篡改和窃取袁其保密

验部分袁后者包含实践活动的技术含量袁在整个管理

性尧真实性尧完整性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遥 其次是技术因

活动中袁两者的作用互不取代袁但互相影响遥 应遵循两

素遥 软硬件系统存在漏洞袁防护能力比较薄弱袁不能有

者并存的原则袁预防系统的瘫痪和数据损坏袁将学籍

效抵御和防止内部隐患和外来危险遥 再次是人员因

信息的安全隐患降到最低遥

素遥 与管理人员的知识层次和管理方法有直接的关

3. 动态控制原则

系遥 档案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袁安全意识较薄弱袁没有

运动和变化是电子信息管理本身具有的属性遥 随

深刻认识到学籍档案电子化管理的重要性袁对突发的

着时间的推移袁原有的安全防护措施和实施方案面临

紧急情况应变能力不足曰软件研发者没有持续跟踪软

挑战袁因此袁应对电子文件信息安全应实行动态控制袁

件的使用情况尧及时查找存在的问题并进行针对性的

从制度尧管理尧技术等角度不断完善信息安全方案遥 动

修改设计以提高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本身的安全性能遥

态管理是对电子文件实施全程控制袁以动态适应性管
理措施实时应对电子文件在生成尧运转尧利用等过程

三尧加强高校学籍档案电子化安全管理的
对策思考

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以及对管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袁
从而保证管理目标得以实现遥 安全的管理措施应与社
会发展尧科技进步相匹配袁在管理规划中袁将法律尧环

档案安全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命题遥 高校学籍档
案作为学生野大学生身份冶的客观记录袁具有凭证性尧

境尧技术手段与自身管理特点相结合袁以推动信息安
全的持续发展遥

唯一性的特点袁它的损坏是致命的且不可恢复遥 因此袁

4. 全员参与原则

要树立野安全第一冶的思想袁建立起可靠尧牢固的档案

大学生的学籍信息管理袁不只是系统管理人员和

安全体系遥

档案管理部门的事袁它与学籍信息形成过程所有人员

渊一冤学籍档案电子化安全管理应遵循的原则

密切相关遥 就横向而言袁无论是教务管理部门还是教

1. 超前控制原则

学单位都应参与学籍信息的安全管理曰学籍管理又形

学籍信息安全是保护大学生自身隐私和财产安

成一个纵向的管理条链袁从学籍信息的总体管理到每

全的需要遥 在教学管理系统建设开发的前期设计分析

个操作人员都应关注信息采集尧 管理和利用的安全袁

阶段就应充分考虑系统数据库的安全性袁实施超前控

他们是全员参与的活跃细胞袁在各自的岗位上承担起

制袁依据实际工作需求及软件系统的应用环境制定出

一定的职责遥

详尽的安全策略并贯彻于学籍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

渊二冤学籍档案电子化安全管理应采取的有效措施

和研制全过程遥 同时袁要建立长效机制并依据发展情

学籍信息的安全是一个复杂概念遥 总的来讲袁学

况及时进行调整和逐步完善遥

籍信息电子化管理的实践要求可概括为院 进不来尧看
不到尧改不了尧读得出尧可恢复遥 学籍档案电子化安全

施秀平院高校学籍档案电子化安全管理实践探究

管理的有效措施必须涉及到系统的开发和电子文件

窑 107 窑

丢失袁确保电子档案基础原件的真实有效遥

的形成尧收集尧鉴定尧归档尧保管和利用等全过程袁从而

造成学籍信息不可读的原因主要包

实现学籍信息管理全程安全尧全方位安全遥 具体可从

括系统不兼容尧软硬件更新或升级尧秘钥丢失尧病毒破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院

坏尧载体过时或损坏等情形遥 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

1.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手段使学籍信息经过传输尧存储尧压缩尧加密与媒体转

学籍信息所承载的个人信息袁是自身人格权中的

换等处理后袁保障用户可真实地识读遥

一项重要权利袁信息技术的普及给学籍档案电子化管

学籍信息安全性维护包含完整的保

理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遥 一般情况下袁高校学籍管理系

障袁完整性受到破坏袁其真实性自然会受到质疑袁凭证

统是教学管理系统的子模块袁教学管理人员尧教师尧学

性也就大打折扣遥 完整性有两方面的含义院一是电子

生在不同的权限范围都可登录系统袁由于计算机系统

学籍信息的内容尧结构尧过程信息与背景信息等无缺

功能的增多尧系统自身的安全漏洞以及人为操作等因

损曰二是具有有机联系的学籍电子信息和其他形式的

素袁使得学籍信息包含的个人信息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相关文件数量齐全遥 管理过程中袁注重元数据和学籍

患遥 依据国家尧地方政府尧专业主管机构制定的相关法

信息本身的管理袁防止人为因素和技术因素对学籍信

律法规袁结合工作实际袁建立完善尧切实可行的系统安

息完整性的破坏遥 同时全面加强对各种数据的有效控

全管理制度是基础保障遥 办公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袁赋

制与检索袁实现共建和共享遥

予学籍管理两方面的工作内容袁即人工操作和计算机

为确保学籍档案信息资源的安全袁达到野真实性尧

管理遥 新生入学后袁进行学籍信息的初步管理袁对学生

可靠性尧完整性尧可用性尧安全性冶的要求袁必须制定完

的学籍信息进行人工处理并录入或导入学籍管理系

整的尧闭环式的技术方案遥

统遥 进入系统管理阶段袁主要采用以计算机等现代信
息技术为主的技术手段遥 因此袁在学籍信息采集尧元数

大数据时代袁由于受到多元化网络病毒和黑客入

据收集和存储方法尧归档尧移交尧登记尧迁移等方面应

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袁高校学籍档案电子文件数据信

建立一套科学尧合理尧严密的管理制度以规范采集方

息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隐患遥 首先要严格按照相关规

式袁统一存储设备和数据格式袁规定管理权限遥 建立长

定配齐自动报警系统尧 安全监控设备等基础设施袁使

效机制并不断完善袁在电子文件的目标体系尧流程体

档案管理人员能实时监测库房安全遥 其次袁应进一步

系尧技术方法体系等方面提供全程安全的制度保障遥

加固网络和系统的安全性袁 采用下一代智慧防火墙尧

2. 制定可行性技术方案

入侵防御系统尧WEB 应用防护系统等动态识别来自

高校学籍档案管理人员应根据叶高等学校档案管

网络应用层的攻击袁设置障碍袁阻断各种非法入侵访

理办法曳和学籍管理相关规定并结合实际制定出具体

问袁同时也可阻止档案信息的非法输出袁从进尧出两个

可行性技术方案袁以维护学籍信息的真实性尧可读性

方向上进行有效控制袁建立起高校网络信息系统的第

和完整性遥

一道屏障袁确保电子档案信息平台的安全运行遥
叶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曳中规定袁

真实性主要指按规定对电子文件的内容尧 逻辑结构和

高校学籍档案在师生中的利用率极高袁具有用户

形成背景进行鉴定后袁 确认与形成时的原始状况相一

数量庞大尧身份多样尧需求不一等特点遥 目前袁很多高

致[3]遥 野只有内容真实可信袁才可以充分尧准确地反映其

校早已开发了学籍档案系统平台袁建成了一整套根据

所证明的事实袁 在后续的事务或活动过程中以其为依

档案公开级别和访问人员类别来划分的网络查询尧查

据 遥 冶维护学籍信息真实性就是要防止修改尧防止删

阅系统袁包括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在内遥 但这些学籍

除尧防止错漏袁通过制定完整的技术方案袁以防授权用

信息系统的功能性和安全性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遥 系统

户的非法修改尧误操作尧不正确的信息处理方式以及

的开发一定要符合安全技术规范遥 首先袁采取预先主

病毒侵蚀尧系统故障等因素对信息内容和元数据的损

动的方式袁对客户端和网络的各层进行全面有效的自

害袁防止载体过时或者质变造成信息内容和元数据的

动安全监测曰其次袁运用防伪控制技术袁加强对信息查

[4]

窑 108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1 年第 10 期

询者的检验和身份鉴别袁 对用户权限进行划分等级袁

备份袁以增强可靠性遥 此外袁还可借助云存储技术袁改

并分门别类设定授权用户的访问权限袁限制非授权用

变以往将电子文件数据存储在明确存储位置上的传

户的访问和操作相关的学籍信息资源袁有效实施用户

统方式袁转而到虚化的载体上袁避免出现计算机或服

的身份管理和安全认证遥 通过入网访问控制渊用户账

务器中的电子文件数据损毁尧丢失尧病毒尧黑客入侵等

号尧密码认证冤尧网络权限控制尧客户端安全防护等策

数据安全问题[7]遥

略袁防止非法用户进入系统或合法用户对系统资源的
非法使用袁保证档案信息资源在安全保密的前提下最
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利用需求遥

首先袁要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网络技术安全管理意
识和保密意识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袁激发重视做好
档案信息安全防范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遥 其次袁应

高校学籍档案涵盖学生的基本信息袁包括学籍变

实现基于岗位胜任为目标的素质能力评估和人员培

动尧奖惩记录等情况袁涉及了学生许多保密信息和隐

训袁定期开展软件管理尧系统维护等信息化技术操作

私数据遥 但是袁在档案信息的生命周期全过程中袁各个

技能培训袁使管理人员能熟练掌握与岗位相匹配的信

环节都有可能存在信息泄露尧 丢失和被篡改的情况遥

息化技术知识袁在日常监测管理中能及时发现问题并

高校应建立健全风险管控与预警机制袁安全管理的有

随机应变做出正确处理袁不断提升信息化技术专业水

效措施必须涵盖电子文件的全过程袁而档案数据导入

平袁增强全方面管理能力袁为档案信息资源安全管理

和利用环节是容易泄密的重点环节袁因此袁要加强前

提供坚实保障遥

端控制和过程控制袁在收集和数据导入过程要做到齐

3. 进行有效的安全检测

全尧完整袁不丢失尧不损坏 遥 针对学籍信息包含个人隐

学籍信息管理部门和档案管理部门有必要对学

[5]

私这一特点袁应加强对密码尧口令尧授权等方面的管

籍档案电子化管理进行安全检测袁这是保证电子文件

理袁强化管理软件尧数据库的维护工作袁禁止使用非法

真实性尧可靠性尧完整性尧可用性和安全性的必要手

软件袁严禁非授权拷贝遥 涉密信息要采用野双密钥码冶

段遥 具体来说袁可分为院日常检测尧定期检测和移交检

等安全技术对源文件进行加密处理袁使其成为不可直

测遥

接读取的代码或编码袁也可将区块链技术中的智能合
约尧保密算法尧时间戳等技术运用在电子文件的创建尧

日常检测工作主要由学籍信息管理部门来负责遥

存储和利用阶段袁进行有效的防伪保密袁全方位保障

学籍信息的系统管理有两个层面院一是学籍信息直接

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的安全 遥

形成的教学单位袁二是学籍信息统筹管理的教务管理

[6]

单位袁它们有着不同的管理权限遥 学生的学籍信息以

严格贯彻落实新叶档案法曳和网络安全法的相关

结构化数据的形式存储于教务管理系统中袁系统具有

规定和要求袁结合高校自身实际袁健全学籍档案信息

开放性袁对电子信息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遥 在学

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保障机制袁 完善安全运维体系袁

籍信息的收集过程中袁应对数据录入的时间节点实施

做好应急预案尧数据备份和灾难恢复等相关工作遥 数

监控曰在学籍信息管理中袁可采取多种防伪手段袁强化

据备份与恢复是保障档案信息资源安全至关重要的

双重加密制度袁防止成绩篡改等行为发生曰在传输学

一环袁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应用级的灾备系统袁使用备

籍信息资源时袁预防非法截获袁即便是学籍信息资源

份服务器和相关的软件技术对系统数据进行实时备

的脱机存储介质袁也要注重保管袁防止丢失尧被盗曰在

份遥 利用一些高校多校区办学的优势袁将学籍档案电

学籍信息利用环节袁应严格限定操作人员访问数据范

子文件数据进行异地备份遥 当系统遇到故障或遭到破

围袁细化权限袁对关键业务环节严格落实审批制度袁确

坏时袁备份系统迅速启动袁恢复正常运行袁保障学籍档

保学籍信息的真实可靠遥

案信息持续利用的需要遥 除对学籍档案信息的系统数
据进行备份外袁可采用具有容量大尧体积小尧易保存等

保障学籍信息安全的首要问题是信息管理系统

优点的光盘储存或硬盘备份等方式对数据进行双重

自身性能的安全可靠袁因此要对系统的安全性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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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监测和管理袁 对客户端和网络也应进行定

节遥 随着各单位组织对相关人力资源的有效运用袁学

期尧全面有效的安全检测袁以避免系统遭受攻击而受

籍信息的原始性尧 真实性逐步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袁

到伤害遥 系统管理人员对主机的工作状态和网络的安

因此袁 学籍信息安全是高校学籍档案管理的重中之

全问题进行实时监控袁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袁通过

重遥 新形势下袁高校档案管理人员应进一步增强档案

记录证据等手段袁跟踪和恢复断开网络的连接遥

保护意识袁提升技术素养袁积极探索安全有效的方法
防治风险袁努力开拓高校学籍档案管理与开发利用的

学籍信息是运用数字技术将原始离散或连续的

新局面遥

信息转化为二进制数字编码后存储于管理系统之中袁
所有需要移交的学籍数据必须在系统内进行安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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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是关注民生尧 保障民生必不可少的重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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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actice of Electronic Safety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 Records
SHI Xiuping

(Ningde Normal University, Ningde, Fujian 352100)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university archives, student record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tudents爷 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 of university student records is gradually changed into
the new one that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data ar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to realize electronic management and resource sharing, based on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However, some hidden security problems happen because of use of computer and network technolog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lectronic safety management of school record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manage鄄
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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