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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谋先生说院野柳永是宋代第一个专力于为词

的人袁对宋词也有最多开创之功遥 冶[1]木斋先生叶宋词体

演变史曳 总结了柳词的贡献院野柳永体将词为艳科尧诗

雅词俗的词本体两大基本属性都推向了极致袁意味着

词体从诗本体分离出来之后的历程已经基本完成袁词

本体耶别是一家爷的诗史地位已经稳固确立遥 冶[2]两位先

生从文体史角度道出了柳永词的价值院柳永专力于为

词袁将词为艳科尧诗雅词俗之文体特性加以巩固和升

华袁使词渊有别于诗冤的文体特性彰显袁确立了词体的

独立地位遥

一尧柳词将花间词的艳科推向极致

词为应歌之具袁 用于女性筵席上歌唱以佐欢袁至

花间词以来袁基本确立了词的主体风格为侧艳袁内容

主要写男欢女爱尧离愁别恨遥 从柳永现存词题材内容

分析袁柳词基本继承了花间艳科题材遥 唐圭璋叶全宋

词曳渊中华书局 1965年版冤收集柳永词 213首袁按题材淤

辑类得院咏物词 5首袁女性-歌妓-言情词 121首袁咏怀

词 15首袁都市-投献词 9首袁颂圣词 13首袁羁旅词 27

首袁怀古-咏史词 3首袁游仙词 5首袁悼亡词 2首袁节序

词 10首遥 其中袁女性-歌妓-言情词直写男欢女爱尧离

愁别恨袁为典型的艳科题类遥 这类词最多袁占了柳永词

的 56.81%遥 咏怀词尧羁旅词尧咏物词尧悼亡词尧怀古咏

史词等题类中袁 也有相当部分的词作描摹男欢女爱尧

离愁别恨袁也可归入艳科遥 节序词尧颂圣词尧游仙词尧都

市词等题类袁 用艳丽或清艳之语歌咏了游宴场面尧皇

宫场景尧都市风情尧仙境等野艳色冶袁属于宽泛定义的艳

科于遥大体而言袁柳词超过九成是写渊广义的冤艳科内容的遥

大体考察袁 柳永柳词基本继承了花间艳科传统遥

具体考究袁柳永词曲野鲜艳冶尧歌妓描摹野丰艳冶袁巩固并

升华了花间艳科传统袁将词之艳科的特性推向极致遥

渊一冤柳永词曲野鲜艳冶

柳永专力于作词袁大力创作新调和慢词袁强化了

收稿日期院2021-12-13

基金项目院江西省教育科学野十四五冶规划项目渊21YB95冤遥

作者简介院陈力士渊1981-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古

代文论尧宋词与叙事学研究遥

试论柳永词的文体史价值

陈力士

渊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袁 江西 上饶 334001冤

摘 要院柳永是宋代第一个专业词人袁对宋词有开创之功遥 将花间词的艳科推向极致袁使词体独立地位得以确定袁

是柳词的文体史价值所在遥柳永词在音乐上袁通过因旧创新尧自度新曲袁造就了听觉上的野鲜艳冶袁促成了柳词的流行遥柳永

歌妓词野丰艳冶袁内容上写歌妓的容艳才美尧性之色艳肉欲袁呈现了女色的香艳曰情感上写歌妓生活袁道歌妓心声袁呈恋情之

真袁塑造真艳情曰语言上用俚俗语尧口语袁通过直白的表述袁呈现了词之艳俗遥 柳永词的歌妓词袁大胆地呈现了丰美尧直观尧

真实的艳情袁将词之艳科要要要男女恋情和性欲内容发展到了极致遥当柳词广为流传尧柳词将艳科发展到极致时袁便产生了

野物极必反冶的接受心理及效应袁由此形成了宋人对诗庄雅尧词媚俗的词体特征的普遍认识遥 这样袁宋人在文体观念上袁明

确地区分了词与诗两种文体袁词脱离于诗独立成体袁词体的独立地位得到了确定遥

关键词院柳永曰艳词曰文体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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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之新鲜尧丰美袁促成了柳词的流传遥 柳永作品常通过

增曲乐尧添字数袁将唐五代词的小令改为慢词袁吴熊和

叶唐宋词通论曳里考柳永改旧曲为慢词院

渊柳词冤二百多首袁凡十六宫调袁一百五十曲渊曲名

同而宫调异者袁仍别作以曲冤袁所赠新盛绝大多数是长

调慢曲遥 其曲名在教坊曲渊有四十多曲冤尧敦煌曲渊有十

六曲冤本为小令者袁柳永亦大都衍为长调遥 叶长相思曳本

双调三十六字袁 柳永度为双调一百零三字曰叶浪淘沙曳

本双调五十四字袁柳永度为三迭一百四十四字遥 [3]

徐安琪考柳永新创的慢词院

柳永的 100首慢词中噎噎32调 47首可视为他创

制的新调袁兹录如下院

黄莺儿渊96 字冤尧玉女摇仙佩渊139 字冤尧雪梅花

渊105字冤尧昼夜乐渊89字冤二首尧尾犯渊98尧94字冤二首尧

早梅芳慢渊105字冤尧倾杯乐渊116尧106尧108尧110尧104字冤

八首袁笛家弄渊102 字冤尧满朝欢渊101字冤尧漫卷渊111

字冤尧尉迟杯渊105 字冤尧归朝欢渊104 字冤尧西平乐渊101

字冤尧一寸金渊108 字冤尧永遇乐渊104 字冤尧夏云峰渊91

字冤尧双声子渊103字冤尧阳台路渊97字冤尧醉蓬莱渊97字冤尧

宣清渊115字冤尧锦堂春渊100字冤尧合欢带渊105字冤尧驻马

听渊93字冤尧戚氏渊212字冤尧引驾行渊125尧106字冤二首尧

彩云归渊100字冤尧击梧桐渊108字冤尧望海潮渊107字冤尧如

鱼水渊97尧93字冤二首尧满江红渊93尧93尧97尧91字冤四首尧

竹马子渊103字冤遥 [4]

从以上两则材料可知袁 柳永创作了许多新的词

曲遥 不管是因旧创新还是自度新曲袁柳永作为专业词

人袁在音乐上重视词曲的鲜美袁满足读者求新求妙的

心理袁使其词广为传播尧大为流行遥

渊二冤柳永歌妓词野丰艳冶

柳永大力创作歌妓词袁 其歌妓词内容表达 野香

艳冶尧恋情表达野真挚冶尧语言描摹 野艳俗冶袁呈显出野丰

艳冶的特点遥

首先袁 柳永歌妓词在内容上多写歌妓之容艳才

美尧性爱之色艳肉欲袁充分体现了艳情词之野香艳冶的

文体特性遥

柳永擅写歌妓之 野容艳冶遥 柳词善于描摹歌妓的

脸尧眼尧眉尧身材尧肌肤袁突显色泽与情态袁将歌妓的香

艳之美呈现出来遥 如:叶昔春郎曳中野玉肌琼艳新妆饰冶[5]

写出了歌妓的美妆遥 叶荔枝香曳野拟回首袁又伫立尧帘帏

畔遥 素脸红眉袁时揭盖头微见遥 笑整金翘袁一点芳心在

娇眼冶[5]要要要素脸红眉尧巧笑娇眼袁写出了歌妓的美色遥

叶合欢带曳野身材儿尧早是妖娆遥算风措尧实难描遥一个肌

肤浑似玉袁更都来尧占了千娇遥 妍歌艳舞袁莺惭巧舌袁柳

妒纤腰冶[5]要要要纤腰尧身材妖娆尧肌肤似玉尧写出了歌妓

的媚态遥 叶少年游曳野层波潋滟远山横遥一笑一倾城遥酒

容红嫩袁歌喉清丽袁百媚坐中生冶[5]要要要 野层波潋滟远

山横冶的眼与眉尧野酒容红嫩冶的脸尧野百媚坐中生冶的姿

态袁写出了歌妓的倾城美感遥 叶小镇西曳野意中有个人袁

芳颜二八遥 天然俏尧自来奸黠遥 最奇绝遥 是笑时尧媚靥

深深袁百态千娇袁再三偎著袁再三香滑冶[5]要要要野媚靥深

深袁百态千娇冶的姿态尧野偎著香滑冶的触觉嗅觉感袁写

出了歌妓的香艳遥 叶少年游曳野世间尤物意中人遥轻细好

腰身遥 香帏睡起袁发妆酒酽袁红脸杏花春遥 娇多爱把齐

纨扇袁和笑掩朱唇遥心性温柔袁品流详雅袁不称在风尘冶[5]

要要要细腰尧红脸尧朱唇袁写出了歌妓的色美性柔遥

柳永擅呈歌妓之 野才美冶遥 柳词充分调动感官知

觉袁通过联类比较袁写了歌妓能歌善舞尧技艺惊艳动

人遥如院叶木兰花曳野酥娘一搦腰肢袅遥回雪萦尘皆尽妙遥

几多狎客看无厌袁 一辈舞童功不到冶[5]要要要视觉描写袁

通过比较袁称道了腰细能舞的酥娘遥 叶木兰花曳野心娘自

小能歌舞遥举意动容皆济楚遥解教天上念奴羞袁不怕掌

中飞燕妒冶[5]要要要通过联类比较袁称赞举意动容尧善舞

的心娘遥 叶木兰花曳野虫娘举措皆温润遥 每到婆娑偏恃

俊遥香檀敲缓玉纤迟袁画鼓声催莲步紧冶[5]要要要视听觉尧

通觉描写袁描摹了舞姿娇美虫娘遥 叶柳腰轻曳野英英妙舞

腰肢软遥章台柳尧昭阳燕遥锦衣冠盖袁绮堂筵会袁是处千

金争选遥顾香砌尧丝管初调袁倚轻风尧佩环微颤遥乍入霓

裳促遍遥逞盈盈尧渐催檀板遥慢垂霞袖袁急趋莲步袁进退

奇容千变遥 算何止尧倾国倾城袁暂回眸尧万人断肠冶[5]

要要要视听觉描写袁描摹了形体好尧舞姿美尧情态娇滴

2窑 窑



滴遥 叶木兰花曳野佳娘捧板花钿簇遥唱出新声群艳伏遥金

鹅扇掩调累累袁文杏梁高尘簌簌遥鸾吟凤啸清相续遥管

裂弦焦争可逐遥 何当夜召入连昌袁 飞上九天歌一曲冶[5]

要要要视听觉描写袁称赞了歌技惊艳的佳娘遥 叶少年游曳

野淡黄衫子郁金裙遥长忆个人人遥文谈闲雅袁歌喉清丽袁

举措好精神冶[5]要要要通觉描写袁 写出了歌妓的歌丽人

佳遥

柳词直描性之色艳肉欲袁赤裸裸地呈显艳情遥 如院

叶凤栖梧曳野旋暖熏炉温斗帐遥 玉树琼枝袁迤逦相偎傍遥

酒力渐浓春思荡遥鸳鸯绣被翻红浪冶[5]要要要情境描摹袁写

出性爱的缠绵遥 叶宣清曳野至更阑尧疏狂转甚遥更相将尧凤

帏鸳寝遥 玉钗乱横袁任散尽高阳袁这欢娱尧甚时重恁冶[5]

要要要细节特写袁写出了性爱的难忘遥 叶少年游曳野佳人巧

笑值千金遥 当日偶情深遥 几回饮散袁灯残香暖袁好事尽

鸳衾冶[5]要要要声色描摹袁写出性爱的欢愉遥 叶菊花新曳野欲

掩香帏论缱绻遥 先敛双蛾愁夜短遥 催促少年郎袁先去

睡尧鸳衾图暖遥须臾放了残针线遥脱罗裳尧恣情无限遥留

取帐前灯袁时时待尧看伊娇面遥 冶[5]要要要情态描摹袁写出

了女性的娇羞与恣情遥 叶驻马听曳野凤枕鸾帏遥 二三载袁

如鱼似水相知遥 良天好景袁深怜多爱袁无非尽意依随遥

奈何伊遥恣性灵袁忒煞些儿遥无事孜煎袁万回千度袁怎忍

分离冶[5]要要要感觉的描摹袁写出了两性的缠绵与眷恋遥

其次袁柳永歌妓词恋情表述野真挚冶遥 柳永擅长描

摹歌妓生活袁直道歌妓心声袁直呈恋情之真遥 如院叶迷仙

引曳野才过笄年袁初绾云鬟袁便学歌舞遥 席上尊前袁王孙

随分相许遥算等闲尧酬一笑袁便千金慵觑遥常只恐尧容易

蕣华偷换袁光阴虚度遥 已受君恩顾袁好与花为主遥 万里

丹霄袁何妨携手同归去遥 永弃却尧烟花伴侣遥 免教人见

妾袁朝云暮雨[5]遥 要要要一雏妓的真实生活描摹袁写出了

歌妓的心声真情遥 叶定风波曳野早知恁么袁悔当初尧不把

雕鞍锁遥 向鸡窗袁只与蛮笺象管袁拘束教吟课遥 镇相随尧

莫抛躲袁针线闲拈伴伊坐遥和我袁免使年少袁光阴虚过冶[5]

要要要用歌妓的口吻袁大胆表露恋情尧意愿遥

再者袁柳永用俚俗语尧口语尧通过直白的表述袁促使

歌妓词朝着艳俗方向发展遥 如袁叶西江月曳野师师生得艳

冶袁香香於我情多遥 安安那更久比和遥 四个打成一个[5]遥

要要要诙谐语袁表述了与歌妓的亲昵遥 叶昔春郎曳野属和新

词多俊格遥 敢共我勍敌遥 恨少年尧枉费疏狂袁不早与伊

相识冶[5]要要要大胆直露 语俗情真遥 叶击梧桐曳野香靥深

深袁姿姿媚媚袁雅格奇容天与遥 自识伊来袁便好看承袁会

得妖娆心素遥 临歧再约同欢袁定是都把尧平生相许遥 又

恐恩情袁易破难成袁未免千般思虑冶[5]要要要野深深冶野姿姿

媚媚冶野自识伊来冶野会得冶等口语化表述袁直露情感袁写

出歌妓的艳美尧幽恋遥

总之袁柳永词在音乐上袁通过因旧创新尧自度新

曲袁造就了听觉上的野鲜艳冶遥 柳永歌妓描摹野丰艳冶袁内

容上写歌妓的容艳才美尧性之色艳肉欲袁呈现了女色

的香艳曰情感上写歌妓生活袁道歌妓的心声袁呈恋情之

真袁塑造真艳情曰语言上用俚俗语尧口语袁通过直白的

表述袁呈现了词之艳俗遥 柳永的歌妓词袁大胆地呈显了

丰美尧直观尧真实的艳情袁将词之艳科要要要男女恋情和

性欲内容发展到了极致遥

二尧柳词使词体的独立地位得以确定

唐末五代袁词体观念已基本形成遥 沈松勤说院野歌

妓歌舞侑酒与文士填词听曲为一体的宴乐之风袁至唐

唐末五代则成了社会风俗的一大特点和文人士大夫

日常生活的一种固定行为模式袁即欧阳炯在叶花间词

序曳中所说的院耶有绮筵公子袁绣幌佳人袁递叶叶之花

笺袁文抽丽锦曰举纤纤之玉指袁拍按香檀遥 不无清绝之

词袁用助娇娆之态袁噎噎用姿羽盖之欢爷冶[6]遥 结合花间

词作可知袁唐末五代词体用于娱宾遣兴尧以艳科渊男女

恋情冤为主的创作观念已基本形成遥 花间词的恋情多

发生在闺阁尧宴席袁也偶尔写到了边塞遥 如野温庭筠的

叶定西番曳耶汉使昔年别离爷耶细雨晓莺春晚爷袁叶遐方怨曳

耶凭绣槛爷袁叶蕃女怨曳耶万枝香雪开已遍爷耶碛南沙上惊

雁起爷袁叶诉衷情曳耶莺语花舞爷袁韦庄叶木兰花曳耶独上小

楼春欲暮爷袁牛峤叶定西番曳耶紫塞月明千里爷袁毛文锡

叶甘州遍曳耶秋风紧爷袁叶河满子曳耶红粉楼前月照爷袁 顾夐

叶遐方怨曳耶帘影细爷袁孙光宪叶酒泉子曳耶空碛无边爷袁叶定

西番曳耶鸡鹿山前游骑爷耶帝子枕前秋夜爷袁毛文锡叶醉花

间曳耶休相问爷等十五首作品袁属于边塞词性质冶[7]遥在宋

代袁柳永之前的词袁也偶有反映边塞内容的袁如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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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渔家傲窑秋思曳野塞下秋来风景异冶遥

概而言之袁在宋代袁柳永之前袁词体以艳科为主袁

用于娱宾遣兴的观念已形成遥 宋代以前词体的艳科内

容明显尧但极艳内容不多袁如牛峤叶菩萨蛮曳渊玉楼冰

簟冤野须作一生拚袁尽君今日欢冶[8]尧李煜叶菩萨蛮曳渊花明

月暗笼轻雾冤野奴为出来难袁教君恣意怜冶[9]等直写床笫

欢爱的词作极少遥 而柳永将词体艳科朝着极致发展袁

柳词广为流传袁产生了野物极必反冶的效应袁由此形成

了宋人对诗庄雅尧词媚俗的词体特征的普遍认识遥

渊一冤柳词的传播及评论

如上所述袁柳永在词乐之鲜艳尧歌妓描摹之野丰

艳冶两个层面继承了词为艳科的特征袁并将其发展到

极致袁虽被认为是野淫冶讴歌之曲冶袁但大受乐工和普

通百姓的喜爱袁 广为流传袁野凡有井水处袁 即能歌柳

词冶遥 据叶梦得叶避暑录话曳记载院

柳永袁字耆卿袁为举子时多游狭邪袁善为歌辞遥 教

坊乐工每得新腔袁必求永为辞袁始行于世遥 于是声传一

时遥 噎噎余适丹徒袁尝见一西夏归朝明官云院野凡有井

水处袁即能歌柳词遥 冶言其传之广也遥 [10]

柳词之艳俗之极袁野骫骰从俗袁天下咏之冶袁不但普

通百姓喜欢袁皇帝同样也喜好遥 然而袁基于儒雅教化袁

仁宗对柳词既喜又嫌遥 胡仔叶苕溪渔隐词话曳记载院

叶后山词话曳云院野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袁作新乐

府袁骫骰从俗袁天下咏之袁遂传禁中袁仁宗颇好其词袁每

对酒袁必使侍妓歌之再三遥 三变闻之袁作宫词号醉蓬

莱袁因内官达后宫袁且求其助遥 后仁宗闻而觉之袁自是

不复歌此词矣遥 会改京官袁乃以无形黜之遥 后改名永袁

仕至屯田员外遥 冶[11]

私底下袁仁宗对柳词喜好到野每对酒袁必使侍妓歌之再

三冶的程度袁可谓听之不厌尧玩味再三曰然而袁在公开场

合袁仁宗却持排斥尧嫌弃柳词的态度遥 吴增叶能改斋词

话曳里记载院

仁宗留意儒雅袁 务本理道袁 深斥浮艳虚薄之文遥

初袁进士柳三变袁好为淫冶讴歌之曲袁传播四方遥 尝有

叶鹤冲天曳词云院野忍把浮名袁换了浅斟低唱遥 冶及临轩放

榜袁特落之曰院野且去浅斟低唱袁何要浮名遥 冶景祐元年

方及第遥 后改名永袁方得磨勘转官遥 [12]

从个人喜好尧感性层面上袁仁宗喜好柳永的艳词遥

然而袁作为统治者袁基于理性层面和统治立场袁野仁宗

留意儒雅袁务本理道袁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冶袁在公开场

合是极力排斥柳永的艳词袁并特意让柳永落榜遥

同样作词袁为何柳永作艳词就落榜呢钥 传闻柳永

跑去质问晏殊袁晏殊道出原因院

晏公(殊)曰院野贤俊作曲子么?冶三变曰院野只如相公

亦作曲子遥 冶公曰院野殊虽作曲子袁不曾道耶针线闲拈伴

伊坐爷遥 柳遂退遥 [13]

野针线闲拈伴伊坐冶用语低俗袁柳词词有伤风化袁与统

治阶层的政治立场不符遥 叶艺苑雌黄曳也总结了原因院

柳三变字景庄袁一名永袁字耆卿袁喜作小词袁然薄

于操行遥 当时有荐其才者袁上曰院野得非填词柳三变乎钥

曰院耶然爷遥 冶上曰院野且去填词遥 冶由是不得志袁日与狷子

纵游娼馆酒楼间袁无复检约袁自称云野奉圣旨填词柳三

变冶遥 呜呼袁小有才而无德以将之袁亦士君子之所宜戒

也遥 柳之乐章袁人多称之遥 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袁则

闺门淫媟之语遥 [11]

由野闺门淫媟之语冶野薄于操行冶野有才而无德冶野亦士君

子之所宜戒也冶等表述可知袁柳永词将艳词发展到了

极致袁物极必反袁其艳俗之词伤风败俗尧有损教化袁仁

宗不让柳永上榜尧罢弃柳永袁是其对野有才无德冶之惩

戒尧对野留意儒雅尧务本理道冶的强调遥

承平时期的士大夫阶层袁对柳词的态度基本与仁

宗一致袁持既喜又嫌要要要内心喜好尧表面厌恶的矛盾

态度袁他们私底下谙熟柳永词袁公开场合批评模仿尧接

受柳词者遥 野介甫渊王安石字冤诗窃柳词冶一例袁很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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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了都下士大夫们对柳词的态度遥 叶西清诗话曳云院

野仁庙嘉祐中袁开赏花钓鱼宴袁介甫以知制诰预末

坐遥 帝出诗示群臣袁次第属和袁末至介甫袁日将夕矣袁亟

欲奏御袁得彼香殿字袁未有对袁时郑毅夫獬接席袁顾介

甫曰院耶宜对太液池遥 爷故其诗有云院耶披香殿上留朱辇袁

太液池边送玉环遥 爷翌日都下盛传王舍人窃柳词耶太液

翻波袁披香帘卷爷遥 介甫颇衔之遥 冶渊按院此为柳永叶醉蓬

莱曳词句遥 冤[14]

王安石在赏花钓鱼宴中和诗 野披香殿上留朱辇袁

太液池边送玉环冶袁第二天便被都下盛传窃柳永词野太

液翻波袁披香帘卷冶袁王安石为此耿耿于怀尧颇为懊恼遥

野介甫诗窃柳词冶一事袁反映了时人对柳词甚为熟悉尧

文人士大夫对习柳词尤为鄙视遥

渊二冤野物极必反冶与野诗庄词媚冶

所谓野物极必反冶袁柳永词艳词朝着媚俗方向发挥

到极致袁自然产生这种爱之恶之的接受现象袁正如刘

扬忠先生所说的院野北宋著名词人袁差不多都是这种态

度院在感性上尧在潜在意识里非常喜欢耶小词爷袁但在理

念上尧在正经场合则贬低和装模作样地排斥它袁做出

一副不足珍惜和不屑一顾的姿态遥 冶[15]

吴曾叶能改斋词话曳为王安石翻案袁认为王安石

野太液冶一词不是习用柳永词之词语为诗袁而是以沿用

了上官仪诗尧庾信赋之词语为诗院

叶西清诗话曳记荆公叶赏花钓鱼曳诗院野披香殿上留

珠辇袁太液池边送玉杯遥 冶都下翌日竟以公用柳耆卿词

野太液波翻袁披香帘卷冶之语遥 余读唐上官仪叶初春曳诗院

野步辇出披香袁清歌临太液遥 冶乃知上官仪已尝对之袁岂

始耆卿耶钥 隋庾信赋院野宜春苑中春已归袁披香殿里作

春衣遥 冶长安有宜春宫袁此又以宜春对披香矣遥 [16]

同样是习用袁 为什么习用柳永词就受人攻击袁而

习用诗赋就被接受呢钥 因为诗赋是庄雅的袁而词是媚

俗的袁习诗表达向雅正靠拢袁习词则表达向鄙俗看齐遥

野诗庄词媚冶 的文体观在柳词的接受与评价中清楚地

呈现了出来遥

再看时人野诗庄雅冶的文体观院

诗之旨远矣袁诗之用大矣袁先王所以通政教尧察风

俗袁故有采诗之官尧陈诗之职袁物情上达袁王泽下流遥 [17]

渊徐铉叶成氏诗集序曳冤

文章之兴袁惟深于诗者袁古所难哉浴 以其不沿行事

之迹袁酌行事之得失袁疏通物理袁宣导下情袁直而婉袁微

而显袁一联一句袁感悟人心袁使仁者劝而不仁者懼袁彰

是救过袁抑又何多袁可谓擅造化之心目袁发典籍之英华

者也遥 [18]渊张咏叶陶副车求荐见忌曳冤

噫浴 诗之为意也袁范围乎一气噎噎羽翰乎教化之

声袁献酬乎仁义之醇遥 上以德于君袁下以风于民遥 不然

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浴 而诗家者流袁厥情非一院失志

之人其辞苦袁得意之人其辞逸袁乐天之人其辞达袁覯闵

之人其辞怒遥 如孟东野之清苦袁薛许昌之英逸袁白乐天

之明达袁罗江东之愤怒遥此皆与时消息袁不失其正也浴[19]

渊范仲淹叶唐异诗序曳冤

思讽论者隐其诚而靡宣袁 局声律者艳其言而罕

实袁不足以上裨睿览袁下达民情袁效明良喜起之音袁继

雅颂轻微之范遥 [20]渊晏殊叶晏元献遗文曳冤

理论主张方面袁柳永时代的文人多持庄严尧典雅

的诗教观袁如徐铉提出野通政教尧察风俗冶尧张咏提出

野感悟人心冶野发典籍之英华冶的主张袁范仲淹野上以德

于君袁下以风于民冶野不失其正冶袁晏殊提出的野上裨睿

览袁下达民情冶野继雅颂冶袁皆为重教化尧倡雅正的诗歌

文体观的体现遥

叶冯氏家集曳者故江南常州观察使始平冯公之诗

也遥 噎噎三复而阅之袁见其词丽而不冶袁气直而不讦袁

意远而不诡袁有讽喻袁有感伤袁有闲适袁落落焉袁铿铿

焉袁真一家之作也袁惜乎公之文不可得而见矣袁公之诗

幸可得而传矣袁公之志从可得而知矣袁匪独藏于家袁亦

将行于世遥 [21]渊王禹偁叶冯氏家集序曳冤

诗者袁文之精气袁古圣人持之摄天下邪心袁噎噎太

原王公袁文故天与之精气袁又能诗也遥 造意发辞袁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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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外袁戞击金石袁飘杂天籁袁閟邃淳浑袁幽与玄会袁其为

美也袁无娇媚之志以形于内袁其为刺也袁无狠戾之气以

奋于外袁所谓婉而成章者袁岂惟叶春秋曳用之袁盖王公之

诗亦然矣遥 [22]渊赵湘叶王彖支使甬上诗集序曳冤

诗歌评论方面袁柳永时代的文人多持中正尧美刺

的诗教观袁如王禹偁野词丽而不冶袁气直而不讦袁意远

而不诡冶的评诗袁赵湘美刺尧野婉而成章冶的诗论袁包含

着中正尧诗以言志袁以诗论人等雅正的诗歌文体观念遥

柳永时代袁诗之庄严的文体思想和诗体观念是深

入人心的遥 柳永时代袁柳词一家大为盛行袁在某种程度

上代表了是时词体的特点与特色曰时人对柳词的接受

和评价袁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时人的词体观念遥 柳

永将词之艳科发挥到极致袁这种极致的媚俗袁与时人

诗庄雅的观念区分明显袁乃至对立起来遥 这样袁宋人在

接受和评价柳词的同时袁明确地区分了词与诗两种文

体袁形成了野诗庄词媚冶的文体观念遥

三尧结语

综上所述袁柳永词的歌妓词袁大胆地呈现了丰美尧

直观尧真实的艳情袁将词之艳科要要要男女恋情和性欲

内容发展到了极致遥 在音乐上袁柳词通过因旧创新尧自

度新曲袁造就了听觉上的野鲜艳冶尧促成了柳词的流行曰

内容方面袁柳词写歌妓的容艳才美尧性之色艳肉欲袁呈

现了女色的香艳曰情感方面袁柳词写歌妓生活袁道歌妓

心声袁呈恋情之真袁塑造真艳情曰语言上袁柳词多用俚

俗语尧口语袁通过直白的表述袁呈现了词之艳俗遥 当柳

词广为流传尧柳词将艳科发展到极致时袁便产生了野物

极必反冶的接受心理及效应袁由此形成了宋人对诗庄

雅尧词媚俗的词体特征的普遍认识遥

这样袁柳词的书写与传播袁使宋人形成了清晰的

野诗庄词媚冶的文体观念袁明确区分了词与诗两种文

体遥 柳永词的文体史价值由此呈显出来院柳词促成了

词艳科特性的极致化发展袁进一步强化了词体特性袁

导致了诗词文体观念的分离袁 使词体独立地位得以

确定遥

注释院

淤 一首词的题材往往不是单一的袁可以同时呈现两种或两种

以上的题材袁为避免重叠和交叉计算袁本论文一首词只计

最能呈现主旨或最能表现主要内容的那一题材遥这样的辑

类虽有偏主观之嫌袁但不影响读者对柳永词大体内容和整

体风貌的认识遥

于 陶尔夫和诸葛忆兵的叶北宋词史曳里说院野耶词为艳科爷遥 最

初袁 词是为了配合歌舞酒宴间流行音乐之演唱而创作的遥

由耶十七八女孩儿爷袁执耶红牙板爷袁柔声歌唱遥题材集中在伤

春悲秋尧离愁别绪尧风花雪月尧男欢女爱等方面袁与耶艳情爷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遥 冶渊陶尔夫袁 诸葛忆兵. 北宋词史

[M]. 哈尔滨院北方文艺出版社袁2014院17.冤笔者的理解是袁狭

义的艳科袁指词描写两性的恋情与性欲内容曰广义的艳科

也包括了华丽绮艳场面的描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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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ylistic Historical Value of Liu Yong's Ci

CHEN Lish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袁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袁Shangrao袁Jiangxi 334001)

Abstract: Liu Yong was the first professional ci poet in the Song dynasty, who made a pioneering contribution to ci. The stylistic his鄄

torical value of Liu Yong爷s ci is attributed to its push of the romance described in Huajian Ci to the peak, which helped to establish the

independent position of ci. Liu Yong爷s ci created "vividness" in music appreciation through innovating and composing,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popularity of Liu Ci. Liu Yong爷s ci about geisha was erotic that was demonstrated in its content about the beauty of geisha爷s ap鄄

pearance and sexuality, showing the feminine charm, in its emotion for geisha爷s life and inner voice, showing the true love and shaping the

true erotic feelings and in its words like slang, colloquial language, and the straightforward expression, showing the vulgarity of Ci. The Ci

about geisha written by Liu Yong boldly presents the rich, intuitive and true erotic feelings, and develops the eroticism of Ci, namely men

and women's love and their sexuality to the extreme. When Liu Ci was widely spread and developed eroticism to the extreme, there was an

acceptance psychology and effect of "extremes meet", which led to the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people in Song dynasty that poem was el鄄

egant while ci was vulgar. In this way, people in Song dynasty clearly distinguished the two styles of ci and poetry, thus ci was indepen鄄

dent of poetry and its independent status was con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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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孔丘袁南宋朱熹袁北有泰岳袁南有武夷遥 武夷

山不仅风景秀丽袁还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遥 理学南传

后袁武夷山为第一站袁到南宋时期成为我国东南文化

的中心袁被誉为野道南理窟冶袁即武夷山乃理学荟萃之

宝地遥程颢在家乡河南颖川送别得意门徒杨时学成南

归福建时说院野吾道南矣浴 冶此为野道南冶理学之渊源遥

宋代野道南冶理学家们与武夷山渊源深厚袁对武夷

风景名胜极富情感袁武夷山的自然风光为理学发展提

供场景要素袁野道南冶理学家们的学术氛围为武夷山注

入了深厚文化历史底蕴袁理学家们借诗喻理尧歌咏抒

情袁 为武夷山的文脉塑造和传承提供了宝库般的素

材袁取之用之袁为武夷山的新发展开掘出更多动因遥

一尧野道南冶先贤的武夷情结

杨时尧游酢尧吕大临尧谢良佐为野程门四大弟子冶袁

上接濂洛学的传统袁下开罗从彦尧李侗尧朱熹的理学源

头袁是道学南传者中的重要成员遥 还有刘子翚袁他既是

爱国志士袁又是理学先贤和南宋知名的诗人遥 他们游

览或旅居武夷袁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尧石刻袁与武夷结下

了不解之情遥

渊一冤游酢尧杨时要要要武夷山中的八闽理学先河

杨时尧游酢是野程门立雪冶的二程高足袁二人不负

程颢袁在武夷山开辟八闽理学先河遥

游酢渊1053-1123冤袁程门四大弟子之首袁作为二程

的一传弟子袁自河南颖川南归后袁选择武夷山为终老

讲学之地袁住在水云寮袁读书著文袁致力于传道教授遥

野道南首豸山袁学共龟山同立雪曰理窟从洛水袁本归濂

水引道源遥 冶这是朱熹称道游酢所撰的一副对联袁肯定

了道南一脉袁游氏居首遥 朱熹对游酢推崇备至袁称他

野清德重望袁皎如日星遥 冶在武夷山云窝筑野水云寮冶于

收稿日期院2021-11-26

基金项目院贵州省南部民族旅游与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项

目渊省社科通[2017]27号冤曰贵州省黔南景区溶

洞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中

心项目渊黔教合 KY字[2017]025冤遥

作者简介院逄礼文渊1983-冤袁女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文化

遗产与旅游开发遥

解析宋代野道南冶理学家的武夷山水观

逄礼文

渊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袁 贵州 都匀 558000冤

摘 要院以宋代野道南冶理学的传承法脉为线索袁野道南冶源于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颢袁二程一脉的野道南冶先贤游酢尧杨

时尧刘子翚在武夷山发扬理学袁刘子翚的学术思想曾给少年时期的朱熹深刻的影响曰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设帐授徒袁

使之成为我国东南文化的中心袁被誉为野道南理窟冶曰朱熹理学之后传蔡元定尧蔡沈尧欧阳祖光等袁理学得以继续发扬光大遥

野道南冶理学家们在武夷山求学问道尧著书立说尧传道授业袁饱含武夷情结袁借诗喻理尧歌咏抒情袁为武夷山注入了深厚的历

史文化内涵遥

关键词院濂洛学曰理学南传曰朱熹曰武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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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曲接麓袁聚徒讲学袁这是武夷山兴学创办最早的书

院袁在中国理学发展过程中袁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

用遥 古遗迹有游酢居处野水云寮冶的摩崖石刻和游酢舂

米岩臼遗物以及根据原物重修的野水月亭冶遥 水云寮的

石门坊至今仍保存完好遥

杨时(1053-1135)袁晚年常客寓武夷山袁把武夷山

作为传播理学之地遥 杨时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重要

接引人袁他与游酢野载道南归冶袁三传而至朱熹袁成为

野道南冶源头活水的一部分遥 康熙野程氏正宗冶匾赐悬杨

时祠堂遥 杨时在武夷讲学期间曾授徒胡寅尧胡宏等理

学先辈遥 杨时叶游武夷曳一诗的诗句院野自怜病骨挂尘

网袁幔亭高会何由逢遥 解衣归卧钓矶畔袁仰看明月穿疏

篷遥 冶足可证明他晚年曾归隐求学于云窝钓矶畔袁简陋

的篷筚之居正是他所筑的读书室遥 他坐卧其间袁野仰看

明月穿疏篷冶袁室虽简陋袁但明月映照袁篷筚生辉遥 杨时

还在叶妆镜台曳诗中赞美武夷胜景院野浓淡烟鬟半雨晴袁

溪光初借晚霞明遥 鳌头涌出三峰秀袁天汉融成一鉴清遥

枌社有谁藏上牒袁宾云无处问遗声遥 幔亭寂寞仙何在袁

勾漏丹砂早晚成遥 冶开天辟地以后袁有了秀丽的玉女峰

和如镜的檀香潭袁如果想要知道神仙的族谱袁如果想

要寻觅玉女的仙踪袁这只有到葛洪的叶枕中书曳中去找

答案了遥

渊二冤刘子翚要要要野武夷转作武陵源冶

理学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袁 即刘子翚 渊1101-

1147冤遥 他既是爱国志士袁又是理学先贤和南宋知名的

诗人遥 他在武夷山冲佑观精研理学袁教授门人袁讲学传

道达 17年之久袁朱熹曾拜他为师遥 他诲人不倦袁用自

己的 野三字佩冶要要要野不远复冶渊指迷途不远而自知返

回冤袁教育朱熹做学问要走正道袁一朝发现错了袁就要

立即改正遥 他的学术思想曾给少年时期的朱熹深刻的

影响遥 刘子翚作叶重修三清殿疏曳叶游武夷山曳叶问明仲

游武夷日曳叶致中招原仲游武夷却寄曳叶武夷山中次韵

赵清献阴宇诗曳叶致中相拉游武夷袁 有六耳不同谋之

语遥 原仲和章意似未平也袁因次原韵曳叶同詹明诚尧传茂

元游晞真馆袁有诗袁因次其韵曳叶小桃源曳等遥 其中叶同詹

明诚尧传茂元游晞真馆袁有诗袁因次其韵曳曰院野橘柚垂

红古观秋遥归途邂逅得寻幽遥晴莎散策随山远袁夜月回

船信水流遥胜处无诗端可恨袁他时有酒更来游遥相陪二

妙平生友袁老矣襟期共一丘遥冶咱1暂叶病中追赋游武夷曳曰院

野建水日夜浅袁清滩自迢迢遥 渔舠愕已无袁忽点净练遥遥

老身寄其上袁兀若栖危苕遥 松风知我狂袁随舷助倾摇遥

探幽神益新袁得快意自消遥 长林翠洞口袁微云粉山腰遥

那知碧虚远袁一苇卧可超遥 不须换吾骸袁吾慵登焦峣遥

病中追馀观袁所得绝富饶遥 冶咱2暂

最著名的是有关桃源洞的描写了袁叶小桃源曳 曰院

野桃花深处蜜蜂喧袁 山近前峰鸡犬村遥 若有胡麻泛流

水袁武夷转作武陵源遥冶咱3暂因其境极似陶渊明名著叶桃花

源记曳中的武陵源袁故名桃源洞袁位武夷山六曲北岸松

鼠涧尽头袁苍屏峰与北廊岩之间遥 东临玉版峰袁南连苍

屏峰尧西依天壶峰尧北接三仰峰遥 四面环山袁恬静幽雅袁

景色殊异袁以风光近武陵桃源而得名遥

二尧朱熹对武夷的眷恋

北宋理学家都是重道轻文的袁 但是程度并不一

样遥 周敦颐只说野文以载道冶袁未尝废文曰程颢强调野修

辞立其诚冶袁亦未弃文于不顾曰至程颢则野作文害道冶袁

走到了极端遥 朱熹综合各方面的观点袁提出野道者文之

根本袁文者道之枝叶冶的观点袁这一主张给以文学一定

地位袁较之前贤此种观点更具合理性遥 但是对于吟咏

山水之乐袁朱熹还是欲罢不能遥 叶鹤林玉露曳曰院野胡澹

庵上章荐诗人十人袁朱文公与焉遥 文公不乐袁誓不复作

诗遥 迄不能不作也遥 尝同张宣公游南岳袁唱酬至百余

篇袁忽矍然曰院耶吾二人得无荒於诗乎钥 爷冶朱熹既热爱

吟咏山水袁又恐野玩物丧志冶袁这种矛盾心理跃然纸上遥

渊一冤朱熹与野道南理窟冶的形成

朱熹渊1130-1200冤袁作为宋代理学思想的集大成

者袁 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武夷山创书院尧 讲学尧著

书袁前后长达 50余载遥 朱熹集北宋濂渊周敦颐冤尧洛渊二

程冤尧关渊张载冤学之大成袁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袁融佛尧

道袁集关尧濂袁创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遥 在他的影

响下袁众多的儒学名流相继在武夷山九曲溪两岸构建

逄礼文院解析宋代野道南冶理学家的武夷山水观 9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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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书院尧书堂尧学馆和山房袁一时武夷山声名远播袁

武夷山被后世称之为 野道南理窟冶袁 成为华夏文化名

山遥

朱熹喜欢作诗袁一生作诗一千三百余首袁是个多

产的诗人遥 在朱熹的诗歌中袁山水诗是最多的袁为武夷

山写下大量的诗尧赋尧歌尧记等袁其醉心于自然景色的

作品袁极见灵动风姿袁可谓朱熹诗中最杰出的部分袁华

章至今脍炙人口遥

渊二冤朱熹歌咏武夷精舍的诗篇

朱熹写下了叶精舍杂咏十二首曳咱4暂及序袁记叙武夷

精舍落成时的盛况遥 叶精舍曳曰院野琴书四十年袁几作山

中客遥 一日茅栋成袁居然我石泉遥 冶叶石门坞曳曰院野朝开

云气拥袁暮掩薜萝深遥 自笑晨门者袁那知孔氏心遥 冶叶仁

智堂曳曰院野我惭仁智心袁偶自爱山水遥 苍崖无古今袁碧

涧日千里遥 冶叶观善斋曳曰院野负笈何方来袁今朝此同席遥

日用无余功袁相看俱努力遥 冶叶隐求室曳曰院野晨窗林影

开袁夜枕山泉响遥隐去复何求袁无有道心长遥 冶叶寒栖馆曳

曰院野竹间彼何人袁抱翁靡遗力遥 遥夜更不眠袁焚香坐看

壁遥 冶叶止宿寮曳曰院野故人肯相寻袁共寄一茅宇遥 山水为

留行袁无劳具鸡黍遥 冶叶晚对亭曳曰院野倚筇南山巅袁却立

有晚对遥苍峭矗寒空遥落日明幽翠遥 冶叶铁笛亭曳曰院野何

人轰铁笛袁喷薄两崖开遥 千载留余响袁犹疑笙鹤来遥 冶

叶茶灶曳曰院野仙翁遗石灶袁宛在水中央遥 饮罢方舟去袁茶

烟袅细香遥 冶叶钓矶曳曰院野削成苍石棱袁倒影寒潭碧遥 永

日静垂竿袁兹心竟谁识遥 冶叶渔艇曳曰院野出载长烟直袁归

装片月轻遥 千岩猿鹤友袁愁绝棹歌声遥 冶详述了武夷山

山水深幽娴雅之美袁游人深入其境的感觉及精舍的规

模结构袁称得上是散文名篇遥 学者门人都纷纷赋诗歌

咏袁陆游寄来贺诗四首袁宾主唱和袁足称一时之盛遥

有关精舍的诗袁朱熹还作叶次公济精舍韵曳曰院野一

室空山里袁纤尘迥莫侵遥 若非同臭味袁谁肯远过临遥 健

策凌丹壑袁清诗动玉琴遥溪边一回首袁平地足崎嵚遥 冶咱4暂

作叶行视武夷精舍曳曰院野神山九折溪袁沿溯此中半遥 水

深波浪阔袁浮绿春涣涣遥 上有苍石屏袁百仞耸雄观遥 崭

岩露垠谔袁突兀倚霄汉遥 浅麓下萦回袁深林久丛灌遥 胡

然閟千载袁逮此开一旦遥 我乘星村舫渊刀冤袁辍棹青草

岸遥 榛莽喜诛锄袁面势穷考按遥 居然一环堵袁妙处岂轮

奂遥 左右矗奇峰袁踌躇极佳玩遥 是时芳节阑袁红绿纷有

烂遥 好鸟时一鸣袁王孙远相唤遥 暂游意已惬袁独往身犹

绊遥 珍重舍瑟人袁重来足幽伴遥 冶咱4暂

渊三冤朱熹与叶武夷九曲棹歌曳

淳熙十年袁朱子率门人学友畅游武夷时袁写下极

富地方民歌特色的叶武夷九曲棹歌曳遥 此曲叶棹歌曳充满

了田园气息袁在其诗中袁全景式地展示了九曲溪的风

光袁能见出朱熹浓烈真切的山水雅兴和喜爱情怀遥 野武

夷山上有仙灵袁山下寒流曲曲清遥 欲识个中奇绝处袁棹

歌闲听两三声遥一曲溪边上钓船袁幔亭峰影蘸晴川遥虹

桥一断无消息袁万壑千岩锁翠烟遥 二曲亭亭玉女峰袁插

花临水为谁容?道人不作阳台梦袁兴入前山翠几重遥 三

曲君看架壑船袁不知停棹几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许袁泡

沫风灯敢自怜遥四曲东西两石岩袁岩花垂露碧毵遥金鸡

叫罢无人见袁月满空山水满潭遥 五曲山高云气深袁长时

烟雨暗平林遥林间有客无人识袁矣乃声中万古心遥六曲

苍屏绕碧湾袁茆茨终日掩柴关遥 客来倚棹岩花落袁猿鸟

不惊春意闲遥七曲移舟上碧滩袁隐屏仙掌更回看遥却怜

昨夜峰头雨袁添得飞泉几道寒遥 八曲风烟势欲开袁鼓楼

岩下水萦回遥莫言此地无佳景袁自是游人不上来遥九曲

将穷眼豁然袁桑麻雨露见平川遥 渔郎更觅桃源路袁除是

人间别有天遥 冶

三尧理学后学的武夷缘

朱熹理学后学颇多袁理学得以继续发扬遥

渊一冤朱熹门生要要要结缘武夷山

蔡元定绍兴二十九年渊1159冤他遵父遗命袁到武夷山

拜朱熹为师遥 当朱熹考察他的学问时袁大为惊奇袁感叹地

说院野此吾老友也袁不当在弟子之列浴 冶故朱熹以同辈对待

他袁对他的学问极为赞许袁与他野终日语不厌也冶遥

李方子是朱熹的得意门生之一袁他对朱熹理学的

继承和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袁被学者称为是野独采其奥袁

尤精其萃冶遥 元代著名学者虞集袁谈李方子对朱子的学

说能野致知力行袁殆终身然也冶遥 他终身弘扬朱熹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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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袁为朱熹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遥

詹体仁师从朱熹袁传真德秀遥 刘爚在朱熹理学被

斥为野伪学冶时袁他因推崇朱熹袁被弄权者排挤袁他就回

到闽北袁在武夷山五曲溪畔建起云庄山房袁收徒讲学袁

著书立说遥

廖德明从小学佛学袁未知其要袁后读杨时著作袁受

到启发袁求教育朱熹遥他对理学的研究较深袁并且重在

实用遥他十分重视教育袁重点传授朱熹理学袁特别难能

可贵的是袁当朱熹理学被斥为野伪学冶时袁他仍坚持他

认为的真理袁授业不辍遥

真德秀师从朱熹弟子詹体仁袁 为朱熹二传弟子袁

因而自称是朱熹的 野私淑弟子冶遥 在朱熹学说被斥为

野伪学冶时袁他仍加以提倡袁对恢复朱熹学说起了重大

作用袁并确立了理学正宗的地位袁为后世封建统治者

所推崇遥 真德秀与武夷山结缘很深袁曾建居于武夷山

之麓渊今九曲平川冤遥

渊二冤朱门父子要要要蔡元定和蔡沈

蔡元定和蔡沈父子两人袁求学于朱熹门下遥 这如

同孔门第一高足颜回与其父颜路同在孔子门下袁遂成

为美谈遥

蔡元定渊1135-1198冤袁曾写叶寓居武夷曳等诗渊见艺

文冤武夷山六曲岩留有他偕同朱熹尧吕祖谦等八人的

纪游石刻遥 叶寓居武夷曳曰院野数间茅屋环流水袁布被黎

羹饱暖余遥不向利中生计较袁肯于名上着工夫遥窗前野

马闲来往袁天际浮云自卷舒遥 穷达始知皆有命,不妨随

分老樵渔遥冶咱1暂他不计名利袁但心怀天下遥诗中充满了儒

家野穷则独善其身尧达则兼济天下冶的精神遥

蔡沈渊1167-1230冤袁字仲默袁建阳人袁南宋理学家尧

教育家袁蔡元定次子袁与其父蔡元定尧其兄蔡渊一并师

从朱熹袁 同为朱熹晚年在考亭沧州精舍最得意的门

生遥 蔡沈幼承家学袁常从师朱熹袁博览群书袁弃功名利

禄袁刻苦钻研理学袁是朱熹晚年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袁

作叶题诗岩曳曰院野四曲游人欸乃歌袁旧机千古老渔蓑遥

题诗岩下人来往袁春雨年年长绿莎遥 冶咱5暂对野大隐屏冶尧

野天柱峰冶等风景以诗歌赞之遥 叶大隐屏四首曳曰院野昔余

隐屏东袁扁舟夹双龙遥 浩歌碧云间袁万壑生清风遥 群仙

幔亭宴袁玉女双鬓蓬遥 夕景落寒岩袁照耀金芙蓉遥 昔余

隐屏西袁乘闲卧幽栖遥 岩花云端发袁野鸟林际啼遥 仙掌

神所刓袁石崖天与齐遥 月华结清梦袁啁哳闻金鸡遥 昔余

隐屏南袁春风驻征骖遥 开门傍水曲袁结屋依山岚遥 千崖

互纡郁袁万象中浑涵遥 居然岁月深袁寒花露毵毵遥 昔余

隐屏北袁飘然度岩侧遥 谁知神仙居袁自与尘世隔遥 瑶草

霜更青袁琪花雪争白遥横玉吹寒云袁万里天一色遥冶咱6暂叶天

柱峰曳曰院野才既非时用袁性本爱岑寂遥 决策名山游袁幽

隐遂成癖遥 春风百花红袁秋月千嶂碧遥 烟霞结绸缪袁猿

鸟自畴昔遥 乘闲抚深旷袁喷薄鸣铁笛遥 笑挹天柱峰袁高

寒几千尺遥 冶咱6暂寄托了他虽隐没山林之中袁但却愿把才

华显露出来的才情袁可又那么爱惜山林美景袁如同孔

子的高足曾点那样袁沐享春秋之色遥 这里还透露了他

的佛道思想袁一句野才既非时用袁性本爱岑寂冶表明了

儒家系寄于佛道的恬静情怀遥

渊三冤理学后学要要要欧阳祖光

欧阳光祖也是一个重要的理学后学遥 武夷山籍人

士袁字庆嗣袁从小即追随刘子翚尧朱熹游学于五夫里遥刘

子翚赞美他说:野志同道合,未有若庆嗣者遥 冶咱7暂朱熹曾请

他教诲儿子朱在遥 欧阳光祖作叶天鉴池曳院野一曲峰头天

鉴池袁池边草木与云齐遥 金龙玉简无寻处袁花自春风鸟

自啼遥冶咱8暂作叶陷石堂曳院野七曲溪边古寺基袁石塘春水绿漪

漪遥澄波不见招提影袁只有山光似旧时遥冶欧阳光祖还作

长诗叶和朱元晦九曲櫂歌曳与朱熹的叶九曲棹歌曳多有相

似之处,景为九曲袁情归九湾袁表达存有求学问道之心袁

学业未成袁景有寒意袁情有失落之意袁与朱熹的诗充满

了儒者隐遁于山林所表露的闲情逸致还是有共鸣之处

的遥 两人互表情意袁名为师徒袁亦为友朋遥

结语

宋代大批理学家相继在武夷山择地建书院袁读书

著述袁授徒讲学袁继志传道袁培养理学人才遥 武夷山水

陶冶了理学家们既仁且智袁并从观想武夷山水的动静

中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遥 可以说袁武夷山水

促进了他们理学思想的形成袁而野道南理窟冶的形成又

逄礼文院解析宋代野道南冶理学家的武夷山水观 11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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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ong 野Dao in the South冶

Neo-Confucianism and Wuyi Mountain

PANG Liwen

(School of Tourism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Duyun, Guizhou 558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of 野Dao in the south冶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which originated from Cheng Hao who

was the founder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is disciples You Zuo, Yang Shi and Liu Zihui carried forward his

thoughts in Wuyishan. Liu Zihui爷s academic thought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Zhu Xi in his youth; Zhu Xi, a Neo-Confucianism schola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et up schools to teach in Wuyi Mountain, making it the center of culture in southeast China. Zhu Xi爷s

Neo-Confucianism later spread to Cai Yuanding, Cai Shen, Ouyang Zuguang, who carried forward his thoughts. The 野Dao in the south冶

Neo-Confucians studied and asked questions, wrote books, preached and taught students in Wuyi Mountain, to which they felt much at鄄

tached. By means of writing poems and expressing emotions, they injected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to Wuyi Moun鄄

tain.

Key words: studies of Zhou Dunyi; Cheng Hao and Cheng Yi; southward movement of Neo-Confucianism; Zhu Xi; Wuyishan

增添了武夷山水的文化内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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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西方政治哲学体系当中市民社会这个

概念就已经出现过袁但是以往的市民社会理论的解释

大多是停留在对于政治国家的探讨之上袁很少有人去

做系统化和全面化的研究遥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

的集大成者袁他在后期著作叶法哲学原理曳中袁把野市民

社会冶这个概念又赋予了新的诠释遥 黑格尔通过发现

人在市民社会中的主观自由意志袁并通过自由意志的

现实化运动将其融入到市民社会的构建之中袁以逻辑

化和体系化的形式丰富地展现出市民社会袁于是市民

社会概念就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最大的完善袁至少在

当时的德国历史水平之下是符合现实的遥因此黑格尔

市民社会理论对于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研究是必

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遥 本文从什么是黑格尔的市民社

会尧马克思为什么要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批判

以及对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后的最终走向三个方面

展开论述遥

一尧黑格尔所阐述的野市民社会冶

渊一冤市民社会是原始伦理精神的解体

对于市民社会的概念一直存在多种解释袁一种是

广义上的理解袁即市民社会类似于资产阶级的现代社

会曰另一种是狭义上的理解袁即市民社会是特殊历史

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曰而野在表象化的意义

上袁市民社会首先指涉的是一种社会生活类型和生活

方式冶[1]遥与之对应的传统社会则是以血缘和土地为媒

介形成的一种社会形态袁如古典古代尧亚细亚尧日耳曼

式的遥 这种传统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是十分紧密的袁

这也是伦理共同体产生的源头遥 在伦理共同体内部的

伦理性是十分明显和突出的袁个体与个体的交往仅限

于共同体之内袁不会形成超出个体以外的共同体与共

同体之间的交往袁这一特点无疑加深了共同体的凝聚

力袁伴随着的影响是伦理精神的加深遥 而黑格尔与传

统市民社会不同的地方袁就在于他认为院野市民社会表

示直接或原始伦理精神的解体遥 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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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伦理性的考察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袁他

认为院野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可能院或者从实体出

发袁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袁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

逐渐地提高遥 冶[2]黑格尔伦理性的发展经历了家庭尧市

民社会和国家三个阶段院在家庭中袁伦理性表现的最

为强烈袁作为家庭而言袁它是人类最初的共同体袁这种

最初的共同体是以血缘为媒介将家庭成员紧紧地捆

绑在一起遥 在家庭共同体内部袁个体从出生就已经被

赋予了伦理性的实体袁在邻里朋友之间都以叔伯兄弟

进行称呼袁原始社会被赋予了家庭伦理化的形态遥 这

时袁个体之间是以爱来维系着共同体的存在袁不会涉

及到太多的利益性的往来袁这种特殊的利益关系在家

庭内部还未扩散开来遥 而到了黑格尔的野市民社会冶这

个阶段袁以家庭为逻辑起点的原始社会内部的伦理性

开始逐渐消失袁取而代之的是个体之间的利益的特殊

性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则是出于对自身利益而言的目

的性的定在遥

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现代的象征性存在遥

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院野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

中形成的袁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

所遥 冶[2]这也就表明袁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以家庭为基

础的原始社会的决裂袁间接地展现出现代市民社会是

摆脱了原始伦理精神性的现代性定在遥 在以家庭为单

位的原始社会内部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

也是截然不同的袁 原始社会家庭内部的生活是单一

的尧有规律性的袁生活作息以及每天的劳动内容也是

重复性的循环袁这样对于原始性的伦理精神的稳固有

着强大的作用遥 而在现代性的市民社会中袁个体的生

活方式则是显现出无规律和多样化的袁不再受限于家

庭遥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袁他们的劳动内容也比原始社

会下的劳动选择性更多袁由于市场的原因袁人与人的

交往不再停留在原始伦理社会内的交往袁他们更多的

是以个体独立于家庭之外的不同于原始社会家庭内

部的新型交往形式遥 这边原始伦理精神在黑格尔市民

社会下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遥

渊二冤野需要体系冶是市民社会建立的基础

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在德语语境下有两种意思袁第

一种是和法文词公民渊citoycn冤相同的意思袁第二种是

指政治国家的公民或表示为法文词有产者渊bourgcios冤袁

而黑格尔市民社会中的市民指代的是后者袁 即有产

者遥 以有产者而存在的市民不可能是原子式的孤立存

在袁个人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以及进行物质方面的往

来遥 黑格尔的野市民社会冶就成了个体之间进行以野为

他冶为目的容器袁在这里面袁个体的利益需要借助他者

才能得以实现袁因此在市民社会里的市民则是具有为

他的目的性的存在遥 随着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袁市民

需求的层次也从低级转变成了高级袁由起初的生存需

求变成了生活需求袁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特殊物质利益

纽带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袁在物质交

换的过程中袁这种特殊利益使得以目的存在的为他者

之间密切地融合在了一起遥

另外袁市民社会内部的等级分化是构成需要体系

的关键遥 随着劳动和分工的发展袁市民社会内部的等

级也逐渐显现出来袁黑格尔将由劳动和分工带来的等

级差距分为三个层次袁分别是农民等级尧工业等级和

商业等级遥 在这三个等级之间由于共处于一个市民共

同体内部袁必然会受着市民社会的约束袁他们不同等

级之间的交往并不会摆脱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性遥 各

等级的自然差异化导致了他们本身所固有的等级的

缺陷需要在市民社会这样的共同体内部得到互相补

足遥 因此等级的分化带来了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需

求袁与此同时等级与等级之间的需求袁等级内部的需

求也同样适用遥

黑格尔正是看到了市民社会是以野原子式冶的个体

之间的需要为基础才得以建立袁 他指出院野市民社会是

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袁 因而也就是在形

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袁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遥 冶[2]因

此需要体系的建立对于市民社会的存在已经变成了

一种定在遥

渊三冤市民社会理论特征

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袁在他的哲

学体系中袁市民社会理论占据着一定的地位袁它不同

于以往其他哲学家们的市民社会理论袁黑格尔野市民

社会冶理论具有鲜明的特征袁以下是黑格尔野市民社

会冶理论的主要特征遥

第一尧赋予人以主观自由的特征遥 主观自由在一

般意义上讲是指个人通过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决定自

己的行为袁这与康德的野道德律令冶形成了鲜明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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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袁 康德认为人的行为是来自于先验的道德律令袁道

德律令在人的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遥 而黑格尔对于

人的行为则是另一条路径袁认为人的行为来源于主观

意志袁人的行为是主观意志的再现袁这一特征在黑格

尔的野市民社会冶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遥 黑格尔的市

民社会是不同于近代以来的霍布斯尧洛克尧卢梭尧康德

和费希特等人的理解袁他们通过契约的方式把主观自

由直接赋予了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袁野把市民社会直

接看成是由个人让渡出的自然权利而建立起来的政

治组织冶遥 [3]而在黑格尔野市民社会冶理论中的主观自由

已经实现了与政治层面的划分袁在市民社会中个体的

自由可以出于对自己的意志的能动而直接作用于自

身的行动当中袁并且能够全身心的享受这种被市民社

会所带来的野特殊权利冶遥 野任性冶和野主观偏好冶在以往

的市民社会中是找寻不到的,唯有在黑格尔的野市民社

会冶理论里才有所体现遥 但这种主观自由在市民社会

里也不是全能的袁任何自由的存在都要受到必然的限

制袁黑格尔市民社会内的个体野主观自由冶需要符合一

定的理性规定遥

第二尧私人的特殊性遥 与以往传统的市民社会相

比袁黑格尔市民社会具备了私人的特殊性袁不再是以

伦理道德为捆绑约束着共同体中的人袁黑格尔市民社

会内部的个体脱离了传统共同体的束缚袁成为了野自

由冶的人遥 一方面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内部分成三个等

级袁各等级内部的状况也不是以伦理为纽带进行连接

而是以人与人的需求的野为他性冶进行交往袁等级外部

也是一样的情况袁换句话说袁只要生活在以市民社会

为共同体的环境下袁必然受到这种特殊的需求性的影

响遥 另一方面袁正是由于市民社会具备了这种私人特

殊性的特征袁从而加深了其私人性的特点袁个体财产

的所有权的占据成了私人性的主要表现袁这种私人性

不再以人身依附为主要特征袁他们的私有财产成为了

他们在市民社会中的主要象征遥 这种私人的特殊性被

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商品经济关系所突显袁因此私人

的特殊性成为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特征遥

第三尧法的契约的形式成了市民社会的普遍约束

性遥 司法作为市民社会的第二个环节来说袁在市民社

会的运行模式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遥 因为市民社会包

含着经济性的成分袁即私有财产遥 那么如何保护私有

财产的不受侵犯袁就需要借助于法律以契约的形式表

现出来遥 同时袁作为有产者的个人来说袁在经济活动交

往过程中袁是需要以法的约定来保障市民社会内部经

济交往的稳定性袁换个角度来讲袁正因为有法的存在

才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遥 这样法就将市民社会内部

的特殊性变成了一种普遍性袁然而当司法还未出现时

候袁 付诸犯罪行为还算不上是对于社会公共的危害袁

但当法的契约的形式出现以后袁犯罪不再表征着个体

之间的行为侵害袁而是对于社会公共的危害遥 此外袁市

民社会中法的公开性袁促使了市民能更好地通过司法

来保护自己的经济权利以及财产权袁 法作为了一种

野普遍性冶的原则给予了个人野特殊性冶的保护遥

二尧马克思对黑格尔野市民社会冶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是从多

个角度进行的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院

渊一冤未能从现实的经济性出发解释市民社会的

利己性

黑格尔在叶法哲学原理曳中指出院野市民社会是个

人私利的战场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遥 冶[2]这是

因为在市民社会中袁一切人是以为他而存在的袁那么

必然是以个体之间的利益需求为准则遥 在利益的面

前袁原始性的家庭伦理精神就会显得微乎其微袁利益

成为了一切市民社会中人的行动动力遥 野利益把市民

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冶[4]袁在这种情况下袁个体性

的全面发展会被受到严重的限制袁功利性成为了市民

社会中的主要标志遥 在市民社会各等级追求利益最大

化的阶段袁人失去了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袁市民社会下

的环境限制了个体的发展袁而自由全面的发展在市民

社会内部成了一种奢望袁这样对于个体而言袁就成为

了牟利的工具袁人与人之间交往更多是以利益为主导

的工具间的利用遥 市民社会的私人经济性袁即以物的

占有为基础的性质袁使得市民社会成为了一切人对一

切人斗争的私人战场遥 虽然黑格尔发现了市民社会下

的市民具有着利己性的一面袁但黑格尔并未从市民社

会的现实的经济性出发解释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袁而

把这种现象归为抽象性和神秘性袁他认为这种利己的

一面来源于个体对他人的需求的特殊性袁却忽视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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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性的产生正是由于私人财产的占有袁表现的是一种

经济的形式袁而不是政治的神秘化遥

渊二冤未能发现市民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

劳动是人的本质袁而劳动也是区分人和动物的标

准袁动物是本能的活动袁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则是

建立在对象性活动之上的袁作为物质生产的劳动从一

开始就和人密切相关袁 而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袁

劳动在这种市民社会下出现了异化现象袁黑格尔虽然

发现了市民社会中的野需要的体系冶袁以及野在这个范

围内袁有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冶遥 [2]这边黑格尔已经看到

了分工的存在袁但并未进行深入地探究袁未去思考私

有制正是由分工而产生的袁也未思考在私有制条件下

分工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劳动现象袁在其著作叶法哲学

原理曳中也并未给出详细说明袁这是因为黑格尔对于

市民社会的考察还是停留在抽象的精神实体层面遥 而

马克思则在黑格尔市民社会的基础上袁深入地考察和

研究了市民社会下人的生存状态袁并在叶巴黎手稿曳中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袁深刻批判了市民社会下的

劳动异化遥 并对劳动异化做出了四重规定袁分别是劳

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尧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

异化尧劳动者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尧人与人相异化遥 由

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袁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人的

考察是十分重视的袁体现出了人本主义关怀袁与黑格

尔从客观唯心主义的角度出发考察人的活动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遥 在黑格尔那里人是被抽象了的存在袁并

没有把人的第一性看成是物质生产劳动袁这也是马克

思所批判的地方遥

渊三冤忽视了真正的活动主体

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中袁无法体现出真正的

活动主体袁因为黑格尔把国家理念作为最高的抽象主

体来规定着社会的一切活动袁国家成了一种普遍性的

力量给予了市民社会的世俗约定遥 而黑格尔的理念国

家却不具备给予市民社会权利的能力袁正如马克思所

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主体性的那样院野他不让社会成

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本原袁 因为这就需要现实的主

体袁而他却只利用抽象的想像的主体遥 冶[5]黑格尔在这

边就完完全全地忽视了市民社会是活动的主体袁而把

国家当成了理念的抽象的主体袁国家在这边被黑格尔

赋予了唯心主义的精神实体遥 同时袁黑格尔把稳定的

社会秩序归为社会自我完善的精神实体不断运动的

结果袁而马克思却不这么认为袁因为马克思把社会秩

序的形成原因归为市民社会中人们不断活动的结果遥

渊四冤颠倒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分离袁从

而使得市民社会从国家的政治性中摆脱了出来袁这一

点是以往古典野市民社会冶所没有完成的事情袁在黑格

尔这里却有了新的突破遥 然而他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

关系颠倒了袁他认为是国家决定了市民社会袁市民社

会是受国家的支配和控制袁市民社会与家庭是国家的

必要组成部分遥 这种倒因为果袁倒果为因的关系袁正是

历史唯心主义者的狭隘之处遥 马克思看出了这种头足

颠倒的关系袁从而指出院野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

变成国家遥 它们才是原动力遥 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

好相反袁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噎噎政治国家没

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

存在遥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遥 冶[5]同时袁马克思也给出

了市民社会为什么决定国家袁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

会的原因袁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不是从属于国

家的附属品袁而是一切真正历史的发源地袁正如人活

在市民社会之中袁物质生活和物质交往离不开市民社

会一样袁同时也伴随着经济关系遥 从唯物史观出发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袁亦可以看出马克思是认为市民

社会才是国家的真正决定因素遥 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

会与国家关系的批判袁马克思重新认识了黑格尔市民

社会理论袁并指出了这一关系的颠倒之处袁从而丰富

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遥

三尧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后的最终走向

马克思在其代表作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原理曳中袁

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袁根据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袁我们可以挖掘出马克思

批判黑格尔野市民社会冶理论后的最终走向遥

渊一冤由抽象的人走向现实的人

黑格尔在理解和阐述市民社会理论时的逻辑起

点是抽象的人袁 而产生这种抽象的思维原因在于院德

国的理论远离实践遥 德国在马克思写叶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曳的时候还处在封建割据状态袁直到 1871年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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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战争袁德国才完成了统一袁在这之前的所有思想都

是严重脱离实践的袁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缺乏对资本主

义社会下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所处生活环境的考察和

研究袁以至于他们无法去真正了解什么是现实的人遥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之前袁三大空想社会主

义者尝试以自己的想法去探索社会主义的新路径袁但

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落脚点不是现

实的人袁他们对于人的理解是空洞的尧狭隘的袁是脱离

资本主义社会环境背景并缺少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规

律的考察才导致停留在乌托邦式的美好社会主义愿

景中遥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对于人的抽象性理解并结

合三大乌托邦理论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遥

与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中抽象的人不同的是袁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人遥 马克思认为

现实的人包含两个方面袁一个是人的自然属性袁现实

的个人是有生命的存在遥 生存性是人的第一属性袁也

是现实的人在自然中所要面对的第一问题袁人需要获

取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袁 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袁无

产阶级需要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才能继续进行工

作遥 另一个方面是社会性袁现实的人是具有社会属性

的袁人的社会属性体现在人的实践方面袁包括物质生

产实践尧 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三个方面袁其

中最重要的是物质生产实践袁物质生产实践是推动社

会不断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遥 任何时期的生产关系的产

生都离不开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遥 如在西欧封建社

会下袁以土地为纽带的封建私有制袁农奴被封建主剥

削和奴役从事农田的耕种袁此时的生产关系表现为农

奴制或者庄园制遥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下袁无产阶

级被资本家雇佣袁在工厂中从事物质生产袁这时候资

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就是雇佣劳动关系遥 因此袁对

于现实的人的把握离不开其所处的物质生产环境袁只

有当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时袁才能体现出他的现实属

性遥

渊二冤由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

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袁即从

社会的低级阶段迈向社会的高级阶段遥人类解放是共

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袁而政治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

提遥 以德国为例袁政治解放是指国家从中世纪的宗教

中分离出来袁同时也使得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

出来遥 但是袁政治解放无法使人真正获得自由袁无产阶

级并没有因此摆脱私有制对他们带来的剥削和压迫袁

这种政治解放并不彻底遥 虽然在政治层面规定了人在

政治上面的平等袁但是人在市民社会中的解放依然没

能够实现袁并未得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遥 马克思认识

到了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和政治解放本身的弊端袁在

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时袁马克思抓住要害想要消

灭市民社会下的私有制袁他认为袁首先要做的就是消

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和根基袁即私有财产制度袁这样才

能为人类的解放创造有利的条件遥 政治解放是向人类

解放过渡的一个阶段袁它是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

过程袁而迈向人类解放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袁必然

是充满荆棘的袁要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还是需要依靠

无产阶级的力量袁无产阶级是市民社会下的新生力量

代表袁他们有能力摆脱资本所带来的社会权力袁从而

消灭市民社会下的私有制以及旧式分工袁使人类获得

真正的解放遥

渊三冤由私人利益走向共同利益

由于存在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市民社会袁少部分

人占据了生产资料袁并积聚了大量的货币袁这些货币

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袁从而形成资本的力量遥 在黑格

尔市民社会下少部分人占有了资本袁他们便拥有了真

正意义上的社会权力袁这种社会权力具有支配绝大部

分人的能力袁没有社会权力的绝大部分人唯一能够出

卖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力袁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把自己

的利益让渡给具有支配性的社会权力袁失去了利益的

绝大多数人则成为了无产阶级袁他们是普遍利益最显

著的代表遥 而共同利益的建立是以普遍利益的真正实

现为基础袁普遍利益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慢慢成为可

能遥 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袁资本主义必然灭

亡袁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袁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运动

的必然结果袁因此私人利益占据一定历史时期的状况

只是暂时的袁借助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因素并通

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市民社会下的私有制和旧式分

工袁实现普遍利益过后袁阶级也会随之消亡袁那么共同

利益也会随之而来袁此时的阶段被马克思称之为真正

的共同体袁也可被称为共产主义社会遥 在共产主义社

会下袁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是相互依存袁共同体离不开

个体袁个体的发展以共同体为前提遥 同时袁这时候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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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利益才真正代表着共同体的利益袁而不是代表着

私人利益遥 真正的共同体成为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

面发展的象征袁他是超越市民社会更高的社会阶段的

体现袁个体之间不再受市民社会下野需求体系冶的控

制袁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是以自私的利益为前提袁

而是共同的利益遥

四尧结语

学界关于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很少有从黑格尔

市民社会理论入手展开袁通过分析黑格尔市民社会理

论袁从而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有了一个合

理路径袁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思

想对于创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袁对中国未

来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遥 和谐社会的推

动不仅要从物质层面入手袁 同时也要从精神层面入

手袁用理论指导实践遥 从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出发袁探

寻社会中存在的现有矛盾袁 在了解社会现象的同时袁

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去解决社会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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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Criticism and Final Direction of Hegel's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ZHANG Fei, HE Zhengling

(School of Marxism,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zhou, Liaoning 121001)

Abstract: Marx's thought of civil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philosophy, while Hegel's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is the object

of Marx's criticism.There are some points criticized by Marx in Hegel's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such as the phenomenon of alienated labor

in Hegel's civil society, Hegel's reversa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and his failure to grasp the real subject of

activity in civil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followed by criticizing Hegel's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Marx made the final trend, towards people

of the reality, towards human liberation, towards the common good.

Key words: Hegel; civil society; final direction; need system; human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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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 4月袁列宁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

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潮撰写了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野左

派冶幼稚病曳一书袁并于 1920年 6月在俄国正式出版遥

列宁在书中通过总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袁批判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产生的野左冶倾思潮袁并结合具体实际阐述了无产阶

级及其政党在革命运动中应当采取的正确策略袁提出

了加强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遥 新时代袁尽管世情

国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袁但列宁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

上的建党思想袁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依然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遥

一尧列宁建党思想的生成机理

理论来源于实践袁列宁建党思想的产生与俄国无

产阶级革命实践是分不开的遥 列宁通过分析与总结俄

国自身无产阶级革命历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

验教训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袁结合国际国内的

现实状况袁深刻揭露了野左冶倾思想的理论与物质根

源袁并指出了野左冶倾思想的巨大危害性袁从而形成关

于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新思想遥

渊一冤俄国无产阶级的顽强斗争及取得的胜利成果

俄国无产阶级的顽强斗争是列宁建党思想产生

的客观条件袁尤其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实践及所取得

的胜利成果为列宁建党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经验

与理论准备遥 从 19世纪 40年代到 90年代袁俄国无产

阶级革命家经过空前的毅力和牺牲袁通过艰苦探索和

实践检验袁借鉴了欧洲经验袁最终找到了唯一正确的

革命理论要要要马克思主义遥 在此基础上袁1903年俄国

成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袁承担起了领导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伟大使命遥 布尔什维主义的

发展经历了革命准备尧低潮尧高潮尧胜利四个阶段袁历

经长期艰苦的斗争袁 最终赢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

利袁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遥 在这个艰辛的奋斗历程中袁革命之激烈尧方式之多

样袁为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及袁这不仅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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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袁也是列宁建党思想

的直接现实来源遥 正如列宁所说院野在这个坚如磐石的

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袁 有了 15 年

渊1903要1917年冤实践的历史袁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

是举世无比的遥 冶[1]

渊二冤俄国国内现状与国际共产主义野左冶倾思潮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袁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

危险遥 新生的俄国要要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袁显示了

无产阶级的力量袁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

恐慌遥 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袁

包括武装的尧经济的尧思想文化的以及国际国内的任

何可以想到的手段袁无所不用其极地遏制甚至消灭俄

国苏维埃政权袁俄国处于国际帝国主义与本国反动势

力的包围中遥1920年前后袁在思想理论上袁俄国内部的

野左冶 派甚至叫嚣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是向资产阶级

及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走卒投降遥 为了防止 野耶左

派爷以自己的动摇帮助帝国主义者诱使俄罗斯苏维埃

共和国去投入对自己显然不利的战斗袁帮助帝国主义

者把我们拖下陷阱冶[2]袁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袁列宁

认为有必要总结尧吸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与野左派冶

斗争的经验教训袁澄清革命与策略尧反左与反右的联

系与界限袁指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建设与正确运

用政策策略遥

除此之外袁经过长期艰苦斗争袁年轻的苏维埃共

和国得到了进一步巩固遥 当时在国际上袁一方面袁无产

阶级革命形势走向高潮袁许多国家成立了新兴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袁掀起了革命的热潮曰另一方面袁年轻的革

命政党缺乏理论修养与革命斗争经验袁不善于结合本

国实际袁往往受到 野左冶和右倾思想的影响袁尤其是

野左派冶幼稚病袁当时已经是各国共产党争取群众尧建

立政治大军所面临的主要阻碍袁对各国革命运动造成

了巨大损失遥 为了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正确建党和开展

革命斗争袁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野左冶倾主

义袁列宁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布尔什维克党的战略

和战术的基本经验介绍给各国年轻的共产党遥 在此过

程中袁最终形成了列宁的建党思想理论遥

二尧列宁建党思想的主要内涵

列宁十分重视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袁提出了

一系列建党理论遥 列宁认为袁只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

的共产党袁才能团结尧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和全体劳

动群众袁才能抵制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无可避免的动摇

性和无产阶级中存在的狭隘性或偏见遥 他指出袁共产

党要野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袁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

导全体劳动群众冶袁只有这样袁才能够实现无产阶级专

政[3]遥 在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野左派冶幼稚病曳一书中袁列宁

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建党思想遥

渊一冤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和思想理论建设

铁的纪律与坚定的尧正确的革命理论是布尔什维

克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遥 列宁指出院野俄国无产阶级专

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

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袁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

中和极严格的纪律袁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

一遥 冶[1]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因为具有极严格的集中和铁

的纪律才能够建立起来袁 并在 1917要1920年异常艰

难的处境下取得胜利遥 列宁结合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实

践经验进一步说明袁这种铁的纪律不仅指党的组织纪

律的约束性袁更是党员自觉的纪律性遥 建立和巩固严

肃的纪律不仅取决于共产党自身的觉悟和对革命事

业的忠诚袁依靠它坚忍不拔尧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袁而

且还取决于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相联系袁以及

这个党所实行的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策略遥 没有这些条

件袁纪律建设就是空谈遥 而这些条件的实现袁则需要经

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袁要有与真正群众性的革

命实践密切联系的正确革命理论来指导遥 列宁认为布

尔什维克党之所以有力量袁正是因为它具有最坚固

的尧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袁而且善于将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遥 野布尔什维主义是

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遥而

这个要要要也只有这个要要要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袁不仅为

整个 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袁 尤其为俄国革命

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尧错误和失望所证实遥 冶[3]正是由

于具有了铁的纪律和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布

尔什维主义的正确指导袁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最终

取得革命的胜利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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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坚决反对党内野左冶和右倾机会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与工人运动内部两条错误倾

向的坚决斗争中成长尧壮大袁并得到锻炼与发展的遥

左倾与右倾是事物的两个极端袁 都是错误的思潮袁它

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遥 列宁强调袁我们既要反右

又要防野左冶遥在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野左派冶幼稚病曳一

书中袁列宁系统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的经验教

训袁科学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规律遥 他明确指

出袁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同两种错误倾向的持续斗争中

逐渐成长尧壮大和成熟的遥 野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

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遥 机会主义在 1914年变成社会沙

文主义袁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遥 这自

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遥 现在

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主要的敌人遥 对于这个

敌人袁 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地注意遥

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活动袁现在就是国外也知道得

很清楚遥 冶[4]显然袁右倾思想的危害性是比较清楚的袁而

这一思想的阶级根源就是工人贵族遥 以列宁为首的俄

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反对这一错误思想曾经同第二

国际机会主义尧孟什维克尧社会沙文主义等进行了长

期的斗争袁并最终获得了胜利遥 新出现的左倾思潮则

更具有蛊惑性尧欺骗性遥 列宁认为院野关于布尔什维主

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另一个敌人袁就不能这样说了遥 国

外很少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斗

争中成长尧成熟和得到锻炼的遥 冶[4]基于此袁列宁全面揭

露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特点以及产生的阶级根源和思

想根源遥 他指出袁小资产者是左倾思想产生的阶级基

础袁而脱离实事求是的主观唯心主义则是左倾与右倾

错误思想的思想根源遥 同时袁他指出左倾在组织上鼓

吹无政府主义尧无组织无纪律曰在政治上搞盲动主义袁

认为单凭革命热情和先锋力量就能夺取胜利袁脱离群

众曰 在策略上不懂得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区别袁

不善于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袁

不善于将合法与不合法尧公开与秘密等斗争方式相结

合遥

渊三冤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

加强建设无产阶级政党袁必须坚持正确的无产阶

级革命战略策略袁科学对待妥协问题遥 在俄国袁自建党

之日起袁列宁就十分重视党的战略策略研究袁认为没

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袁党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领导遥 在革

命胜利前后袁针对不同的革命或建设环境袁列宁总是

及时地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袁指导俄国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胜利前行遥 在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野左派冶幼稚

病曳中袁列宁结合俄国布尔什维克同党内左倾斗争的

经验袁围绕野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否应该在反动工会从

事工作冶野要不要参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冶野 任何妥协都

不作吗冶等问题袁揭露了左派不能正确区分原则性与

策略的灵活性袁不能有效利用合法与不合法等一切形

式做斗争袁更不能区分野两种妥协冶即革命的妥协和叛

卖的妥协袁 批判他们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袁在

某种程度上更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遥 列宁强调袁真

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野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

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遥 应当学习区分两种人院

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袁为的是减少强盗所能加

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尧枪毙强盗曰另一种人把钱

和武器交给强盗袁为的是要分赃入伙遥 冶[4]是否妥协尧怎

样妥协袁要根据具体的条件与环境袁区分两种不同性

质的妥协来决定遥 共产党人要善于利用尧改造和驾驭

一切形式袁无论旧的尧新的形式袁使自己的策略保持最

大的灵活性袁既要敢于直接进攻袁又要善于迂回包围袁

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取得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遥 同时袁

列宁指出斗争策略的准则不应该是千篇一律尧死板划

一的袁只要世界各国与各民族之间存在差异性袁那么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就是多样性的遥 各国的共产

党人要将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与本国的具体国

情结合起来袁制定适宜的策略袁推动本国革命事业胜

利前进遥

三尧列宁建党思想的重要意义

列宁建党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袁重读

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野左派冶幼稚病曳袁对于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遥

当前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国内依然薄

弱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建设

等方面更是缺乏袁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与党的斗争历

史袁运用中国化的语言深入研究尧解读列宁建设无产

阶级政党的思想袁对于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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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遥

渊一冤列宁建党思想的理论意义

在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野左派冶幼稚病曳这本书中袁

列宁结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袁通过

分析和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

内部存在的错误思想袁阐明了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必须要坚持的组织原则尧政治方略尧思想路线等袁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袁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遥 列宁提出的许多新观

点尧新思想不仅澄清了当时人们思想上普遍存在的左

倾与右倾思想尧原则性与策略性等混乱概念袁增进了

人们的认识袁 为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提供了理论指引遥

同时袁也为后人正确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

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袁为建设郑重的无产阶级政党提供

了科学指导遥 从而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

完善和发展袁开拓社会主义建设新境界遥

列宁的建党思想不仅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提供

了理论指导袁也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提供了理

论支持遥 中国共产党对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野左派冶幼

稚病曳这本书十分重视袁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中袁对

有关党的建设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遥 毛泽东在

延安时期曾多次号召全体干部研读该书袁在中国共产

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将此书列为干部必读

的五种书目之一袁后来袁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袁毛泽东又

将其列为干部必读的十二本书之一遥 中国共产党人的

许多建党思想都受到了该书的启示遥 毛泽东在 1933

年致彭德怀信中说院野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渊指列

宁的叶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曳冤袁叫做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曰你看了叶耶左派爷幼稚病曳才会知道

耶左爷与右同样有危害性遥 冶[5]毛泽东左倾与右倾同样有

危害性的论断就是来源于此遥刘少奇也曾在 1941年 7

月叶论党内斗争曳一文中说院野十月革命后袁俄国党内产

生了左派共产主义袁他们噎噎以为革命可以不经过迂

回道路袁一个早晨就可以胜利遥 这种情绪袁中国党内也

发生过袁在某些时期内并且占了统治地位遥 犯这种错

误的人们完全不注意列宁论耶左派爷 幼稚病一书的重

要性袁在政治上反对迂回袁反对等待袁提倡少数先锋队

可以不顾广大群众还没有跟上来的事实袁就实行冒险

的进攻袁反而骂其他的人为耶右倾机会主义爷遥 冶[6] 1948

年袁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袁中国共产党开始进入城

市袁夺取全国政权胜利在即遥 这种情况下袁针对工作上

出现的问题袁党中央尧毛泽东同志再次提出学习列宁

的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野左派冶幼稚病曳袁指出院野请同志

们看此书的第二章袁使同志们懂得院必须消灭现在我们

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袁或无政府状态遥 冶[7]除

此之外袁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尧毛泽东的政策策略思想尧

邓小平的野有左反左袁有右反右冶思想等无不彰显着列

宁建党思想的智慧与影响袁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总结

历史经验袁从理论上弄清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尧建设时

期所犯的错误袁摆正党的前进方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支撑袁从而使党在新的时期脚步更实袁走的更远遥

新时期需要新思想袁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更需要

与时俱进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中国面临着不同的国内

外环境袁在新形势下袁党中央做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

总部署袁提出了党要管党袁全面从严治党遥 全面从严治

党的核心在严袁关键在治遥 在党的十九大上袁习近平总

书记进一步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袁结合变化

了的世情国情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自身

建设的新思想尧新理论袁比如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党

的工作的核心位置袁注重党的政治方向尧政治立场曰重

视党的组织建设袁强调党员严以律己尧严以修身曰加强

党的作风建设与思想建设袁把两者放在关系党的生死

存亡大事上来遥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既有坚

持野老思想冶的基本原则和创造性运用袁也有结合新情

况新经验的思想创造遥 新时代袁重读叶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野左派冶幼稚病曳袁研究列宁建党思想袁不仅有利于中

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理论探根溯源袁 扎实理论建设袁更

能够为新时期推进建党思想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启

发遥 正如毛泽东所说院野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袁必须

读袁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袁这是第一遥 但是袁任何

国家的共产党袁任何国家的思想界袁都要创造新的理

论袁产生自己的理论家袁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袁单靠老

祖宗不行遥 冶[8]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袁一定的实践都是由一定的理

论来引领的遥 当前袁中国处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袁世界

局势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袁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与挑

战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袁实现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袁加强党的自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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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尤为重要遥 在理论上强党尧思想上建党不仅是建设

一个慎重的党所必需的袁 更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遥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以来袁历经艰辛袁却仍在不

断发展壮大袁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坚持强基固本袁

注重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遥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

年袁 回顾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要要叶共产主义运

动中的野左派冶幼稚病曳袁深入研究列宁建党思想袁结合

新的实际袁作出新解读袁提出新内容袁这不仅能够丰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党理论袁 创新建党思想袁

夯实党的理论基础建设袁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与战斗能

力袁 而且有助于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袁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注入澎湃的精神动力遥 理

论建设是一个体系袁既包括历史纵向的袁又包括横向

的各个方面遥 党的建设史袁就是党的理论发展史袁是一

个结合中国国情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尧总结经验

教训的过程遥 回顾党的百年建党史袁研读马列著作袁深

究列宁建党思想袁是加强党的理论建设袁建设一个完

备的党袁 做好党组织的承前启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遥 同时袁也能够为党员教育提供充分的理论学习教

材袁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思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遥 现阶

段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仍旧薄弱袁党员中仍

存在脱离群众尧思想不纯尧贪污腐化等问题袁我们必须

加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宝库袁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遥

渊二冤列宁建党思想的实践价值

理论指导实践袁实践是理论最终的归宿遥 在整个

中国革命历程中袁列宁的建党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

的建设过程袁或隐或显地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发

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遥 尤其是列宁叶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野左派冶幼稚病曳一书中的建党思想袁指引着党的建

设实践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袁推动着中国的革命

事业胜利前行遥 无论过去和现在袁列宁的建党思想都

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价值遥

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尧壮大

和成熟的遥 当前袁在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下袁建设一个先

进的党依然要防止左倾主义袁警惕右倾思想遥 毛泽东

得到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野左派冶幼稚病曳这本书时袁党

的第三次野左冶倾路线袁即王明野左冶倾机会主义在党内

正处于统治地位遥 与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相比袁 这次

野左冶倾理论更野左冶袁具有更加完备的理论袁更具有迷

惑性遥 它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曰主

张野一切斗争袁否认联合冶袁把中间势力当作野最危险的

敌人冶曰在组织上袁推行宗派主义袁进行残酷斗争曰在军

事上袁推行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袁使中国革命几乎走

向失败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袁毛泽东研读了叶共产主

义运动中的野左派冶幼稚病曳这本书袁并推荐给党员干

部长期阅读袁 将它作为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借鉴读物袁

提出了左倾与右倾都具有危害性的论断袁在革命最危

险的时候袁及时纠正了党内野左冶的错误袁拯救了中国

革命遥 针对一二窑九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向袁刘少奇以

极大的努力肃清了华北党组织内的左倾错误的影响袁

从根本上扭转了党的工作路线遥 之后袁为了进一步肃

清党内错误思想袁1942年和 1943年袁党中央先后组织

进行了全党整风和冬学运动袁再次学习党史上对两条

路线的斗争遥 改革开放时期袁邓小平结合中国共产党

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忽左忽右的历史教训袁吸收

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野左派冶幼稚病曳的思想观点袁提出

野有左反左尧有右反右冶的思想袁并强调实事求是袁将党

内两个错误思想的斗争约束在思想内容上袁不再讲路

线斗争袁从而加强了党的团结袁促进了党的建设遥 新时

期袁党员干部依然存在着或左或右的错误倾向袁比如

为追求政途的左的政绩观尧搞宗派主义的小团体等现

象袁 甚至一些人因为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过度自

信袁认为中国坚持野以党治国冶袁党说了算袁党都是对

的袁不容反对遥 宣称在党的领导下袁实现民族的复兴伟

业袁实现中国的统一事业唾手可得遥 这些是十分危险

的袁是野左冶的和隐蔽的右的错误思想所造成的恶果遥

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袁野必须看到袁实现共产主义是个

漫长的历史过程遥 冶[9]决不能走向资本主义国家所期望

我们走入的陷阱袁断送一代代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才取

得的光辉前景遥

严格的纪律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保

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袁 进行持久革命的必要条件遥

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与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袁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遥 冶[10]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袁 受到中国老百姓的普遍爱戴袁

除了因为它真正为人民着想袁还因为中国共产党有着

严明的纪律和铁一般的革命意志遥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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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袁毛泽东等人就为组成的工农红军建立了三

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走

到哪里人民就欢迎到哪里遥 1942年整风时期袁毛泽东

号召学习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野左派冶幼稚病曳的第二

章袁也意在清除党内存在的无纪律尧无政府主义袁加强

党的纪律遥 邓小平也强调政党的严肃性袁克服党内的

无政府无纪律状态袁 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起

来袁推进革命的胜利遥 同时袁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

学习与研究袁注重培养和提高党员干部素养遥 延安时

期袁毛泽东十分注重教育袁呼吁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遥 改革开放初期袁邓小平又创造

性地提出了根据中国实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主张遥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袁根据国内外新形势袁党中央

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袁把党的建设提高到 野新的伟

大工程冶 建设的高度袁提出党的政治尧组织尧思想尧纪

律尧作风建设遥 整党风尧办党校袁党组织通过倡导读经

典著作尧学革命理论袁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体

教育袁宣扬红色精神等一系列活动袁充分发扬党的批

评与自我批评传统袁整肃党的纪律袁提高党的理论修

养遥 当前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袁国际国内形势进

行着深刻的变革遥回顾过去袁展望未来遥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计划和 2035年长期目标袁 党依然面临着巨大

考验遥 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袁坚持不懈地推进全

面建党尧严格治党袁将 野严冶贯穿于党员入党尧建党尧退

党的全过程袁灌注于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法治等社会的

各个方面袁加强党的纪律性袁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袁将党

的创造性尧凝聚性提量提质袁提升自我战斗力袁使党的

执政能力尧领导水平迈入更高水准遥

建设党的过程就是制定和运用正确的无产阶级

革命战略尧策略的过程遥 野政治是一门科学袁是一种艺

术遥 冶[4]在中国革命时期袁根据不同的情况袁共产党采取

了灵活的策略遥 这在建设党的革命统一战线上是表现

得极为明显的袁也是必要的遥 正如毛泽东所说院野我们

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袁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

的一切许可的和必要的灵活性遥冶[11]吸取党在第一次大

革命后期与土地革命后期的野一切联合冶或野一切斗

争冶的极端政策袁 1940年袁在反共高潮的形势下袁中国

共产党制定了野既联合尧又斗争冶的抗日统一战线政

策遥 随着抗日战争逐步走向胜利袁在中共七届人大袁毛

泽东致开幕词时说院野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策略遥 这个

策略的基本点袁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袁壮大人民力量袁在

我们党的领导下袁打败侵略者袁建设新中国遥冶[10]在第三

次革命战争时期袁党中央又提出要围绕野有利于团结

或中立一切可能团结尧中立的社会力量袁彻底消灭国

民党反动势力冶这一原则袁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遥 就如

邓小平强调院野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

略来保证遥冶[12]改革开放时期袁邓小平根据中国实际袁极

为创造性地提出了 野一国两制冶袁 其原则就是一个中

国袁灵活性就是 野两种制度冶遥 新时代袁党的任务仍然

很艰巨袁面临的工作十分繁杂袁这就要求党更加正确

地运用政策策略遥 党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尧融通

性相结合袁正确地制定和运用政策策略遥 当前袁我国党

员干部中依然存在对党中央政策理解不深袁不能创造

性地尧灵活地运用政策袁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袁从而出

现违背党的政策初衷和损伤人民利益的行为袁最终导

致人民怨声载道袁影响了党的声誉袁使人民对党产生

不信任遥 我们要注重加强党的政策策略的运用袁发展

民主袁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袁丰富党员政治经验袁避免

工作上一刀切式的做法遥 只有如此袁党组织才能始终

保持生机活力袁实现祖国复兴大业遥

四尧结语

野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尧实践和科学的发展

而不断发展袁不可能一成不变袁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

开拓中前进的遥冶[13]列宁的建党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不

断丰富袁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也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

程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

心袁是新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设的伟大工

程遥 当今袁世界局势持续变化袁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发

展袁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尧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加袁世界经

济逆全球化泛起袁霸权主义尧强权政治甚嚣尘上曰我国

正迈进新发展阶段袁进入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战略目

标的关键期遥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内外环境袁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袁要求

全国全党组织学理论尧强信念尧讲纪律尧懂策略尧严治

党袁做好新时代建设党的伟大工程袁领导人民进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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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Lenin's Party Building Thought and Its Significance

要要要Rereading "The Infantile "Left"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YANG Junli

(School of Marxism,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63)

Abstract: The key to managing China's affairs is the party; the key to overcom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on the road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is also the party. "The "Left" Childish Disease in the Communism Movement" is an im鄄

portant guiding classic written by Lenin in response to the "Left" opportunism that emerg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鄄

mong them, the theory of building proletarian political par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enin's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ystem for party

building,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party building in communist movements in other countries. In summary, it mainly in鄄

cludes three aspects of theories: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鄄

tion, resolutely opposing Left and Right opportunism within the party, and formulating correct strategic strategie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nearly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reading "The Infantile "Left"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Lenin; party building thought; the communist movement; leftist infantilism

会革命走向胜利遥 野像土改要有正确政策一样袁整党也

要有正确方法遥 冶[12]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袁我们要

汲取人类历史上一切有益的成果袁 从中国的国情出

发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尧巩固的尧善始善

终的尧能够经得起风浪考验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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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渊1888冤是由清末英国

传教士卓威廉用罗马字编写的袁 所用注音方案是当时

英国长老会通行的拼音方案袁全文没有一个汉字遥根据

张晓山的叶新潮汕字典曳渊1913冤[1]以及周长楫叶闽南方言

大词典曳[2]共整理出韵母 72个袁其中阳声韵及其入声

韵有[-n/t]尧[-m/p]尧[-耷/k]三套保留完整袁且该书扉页明

确注明 野魬K-TS魹 T魴E-CHIU P魬H-簪E冶渊译作潮州白

话冤遥 叶潮声十五音曳[3]由广东澄海张世珍编写袁马重奇

先生[4]根据现代潮汕六个方言点的方言给叶潮声十五

音曳做了拟音袁发现叶潮声十五音曳的阳声韵及其入声

韵只剩[-耷/k]韵尾字遥 本文根据声尧韵尧调特点分别给

以上两个文本所收字建立数据表袁 并进行对比查询袁

比较其韵母系统遥

一尧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叶潮声十

五音曳数据表构建

本文以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ACCESS 2010 为

运行平台[5]遥首先利用 Excel工作簿制作野潮州白话叶旧

约创世纪全书曳数据表.exc冶及野叶潮声十五音曳数据表.

exc冶袁然后利用外部数据源导入 Access 2010袁两个数

据表通过公共字段建立关系袁创建查询设计并生成新

的综合数据库袁再进行对比查询遥

制作 Excel工作簿之前袁对野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

纪全书曳数据表冶及野叶潮声十五音曳数据表冶功能需求

进行分析袁对文本进行处理袁创建表字段袁并说明数据

表中的属性名称尧数据类型尧取值范围等遥 对潮州白话

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进行穷尽式归纳统计袁提取所有用

字袁并根据传教士罗马记音结构上的特点袁分离出每

个用字的声尧韵尧调系统袁如遇一字多音则根据多音分

列多项遥 叶潮声十五音曳的表设计也是根据正文中所收

字的声韵调系统创建野字头尧声尧韵尧调冶表字段遥 所得

字表字段如下院

表 1 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数据表设计

Tab.1 Teochew Old Testament Book of Genesis data sheet design

清末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与

叶潮声十五音曳韵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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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根据 1888年英国长老会卓威廉编写的清末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以及清末张世珍的叶潮声十五音曳

渊1913冤所反映的韵母系统袁借助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袁创建数据表并进行对比查询遥 发现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收

[-n]韵尾字在叶潮声十五音曳全部混入[-浊]尾字袁收[-m]尾字部分混入[-浊]尾字袁且口元音韵母与鼻化韵母偶有相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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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学研究遥

创 tsh a耷 上去

世 s i 上去

纪 k i 上上

第 41卷 第 4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41 晕燥援4

圆园22年 4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Apr. 圆园22



叫乃

表 2 叶潮声十五音曳数据表设计

Tab.2 Chao Sheng Shi Wu Yin data sheet design

通过两者的共同字段野字头冶创建关系后袁生成关

联数据表遥 再根据所生成的野综合字表冶查询出潮州白

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所有用字在叶潮声十五音曳中的

语音地位袁如院

表 3 综合字表设计

Tab.3 Integrated data sheet design

二尧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与叶潮声

十五音曳韵母系统

渊一冤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韵母系统

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72个韵母如下院

阴声韵母 单元音院a尧o尧e尧u尧i尧扪

复元音院ai尧oi尧au尧ou尧ia尧ie尧iu尧iau尧ua尧ue尧ui尧

uai

阳声韵母 单元音院觔尧觛尧觗尧l
社

复元音院觔i尧觛i尧i觔尧i觗尧i觛尧u觔尧u觗尧u社i

声化韵母院m尧耷

鼻尾韵母院[-m] am尧iam尧im尧uam

[-耷] a耷尧o耷尧e耷尧ia耷尧io耷尧ua耷

[-n] an尧un尧in尧un尧ien尧uan

入声韵母院[-揲] a揲尧o揲尧e揲尧i揲尧au揲尧oi揲尧ia揲尧ie揲尧

ua揲尧ue揲

[-p] ap尧iap尧ip尧uap

[-k] ak尧ok尧ek尧iak尧iok尧

[-t] at尧ut尧ut尧it尧iet尧uat

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一书中袁用野耷冶表示

鼻化韵袁用野h冶表示喉塞音遥

渊二冤叶潮声十五音曳韵母系统

叶潮声十五音曳书前附有四十字母目录院君家高金

鸡公姑兼基坚京官皆恭君钧居歌光归庚鸠瓜江胶娇

乖肩扛弓龟柑佳甘瓜薑 啰哖烧袁其中野 与皆字同

韵冶野啰字与皆同韵冶野哖字与基字同韵冶袁 共 40韵袁实

际只有 37韵遥 马重奇先生把该书韵字与汕头尧潮州尧

澄海尧潮阳尧揭阳尧海丰六个方言点进行历史比较袁各

部拟音如下院

1.君[u耷/uk] 2. 家[e/e] 3. 高[au] 4. 金[im/ip] 5. 鸡

[oi/oi] 6.公[o耷/ok] 7.姑[ou/ou] 8. 兼[iam/iap] 9. 基[i/

i] 10. 坚[ia耷/iak] 11. 京[i觔] 12. 官[u觔] 13. 皆[ai/ai]

14. 恭[io耷/iok] 15.君 [i耷/ik] 16. 钧[酌耷/酌k] 17. 居[扪/

扪] 18. 歌[o/o] 19. 光[ua耷/uak] 20.归[ui/ui] 21. 庚[觗/

觗] 22. 鸠[iu/iu] 23. 瓜 [ua/ua] 24. 江[a耷/ak] 25. 胶

[a/a] 26. 娇[iau/iau] 27. 乖[uai/uai] 28.肩[觛i] 29. 扛

[耷] 30. 弓 [e耷/ek] 31. 龟 [u/u] 32. 柑 [觔] 33.佳 [ia/ia]

34. 甘[am/ap] 35. 瓜[ue/ue] 36. 薑[i觛] 37. 烧[io/io]

创 出 江 上去

世 时 基 上去

纪 求 基 上上

创 创 tsh 出 a耷 江 上去 上去

世 世 s 时 i 基 上去 上去

纪 纪 k 求 i 基 上上 上上

表 4 韵母对照表

Tab.4 Comparison table of finals

潮声十五音 君 家 高 金 鸡 公 姑 兼

旧约创世纪 un/ut e/eh au im oi o耷/ok ou iam/iap

潮声十五音 基 坚 京 官 皆 恭 君 钧

旧约创世纪 i/ih尧 l
社 ien/iet尧ia耷/iak i觔 u觔 ai io耷/iok in/it 扪n/扪t

潮声十五音 居 歌 光 归 庚 鸠 瓜 江

旧约创世纪 扪 o/o揲尧觛 ua揲/uak尧uan/uat尧 uam/uap ui尧u社i 觗 iu尧 iu社 ua/ua揲 an/at尧a耷/ak

潮声十五音 胶 娇 乖 肩 扛 弓 龟 柑

旧约创世纪 a/a揲 iau uai 觛i 耷 e耷/ek u 觔

潮声十五音 佳 甘 瓜 薑 烧

旧约创世纪 ia/ia揲 am/ap ue尧u觗 i觗 ie/ie揲

叫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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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 清末潮州白话 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与

叶潮声十五音曳的韵母比较

通过整理袁 清末潮州白话 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与

叶潮声十五音曳的韵母比较结果如下院

如上袁除了清末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中收

字不全袁有些韵未见之外袁与叶潮声十五音曳的 37个韵

基本相对遥 其中袁值得讨论的有院

渊一冤[-n/t]归入[-耷/k]部

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的[-n/t]韵尾字全部

归入叶潮声十五音曳的[-耷/k]袁[-m/p]韵尾部分归入[-耷/

k]院 [an/at]尧 [un/ut]尧 [in/it]尧 [扪n/扪t]尧 [ien/iet]尧 [uan/uat]分

别归入野江冶部[a耷/ak]尧野君冶部[u耷/uk]尧野君冶 部[i耷/ik]尧

野钧冶部[酌耷/酌k]尧野坚冶部[ia耷/iak]尧野光冶部[ua耷/uak]遥

如上可见袁 清末潮州白话 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

渊1888冤[-n]韵尾尧[-耷]韵尾到张世珍的叶潮声十五音曳

渊1913冤产生了[-n]韵尾与[-耷]韵尾合流的现象袁仅保留

[-m]与[-耷]两种韵尾的新形式遥 李仲民[6]利用潮汕方言

文献以及现代潮汕方言的鼻音韵尾合并现象袁来推算

潮汕方言鼻音韵尾的演变速度袁认为鼻音韵尾[-n]与

[-耷]混同的现象应该在十六世纪就已出现遥 同时根据

参考柳田男的方言周圈原则袁对粤东闽方言鼻音韵尾

变化与地理分布的关系进行讨论袁认为都市渊潮州市

区冤 周边的广大农村地区可能受韩江下游的影响袁早

已接受了仅保留[-m]和[-耷]两种韵尾的新形式袁而潮

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记录的[-m]尧[-n]尧[-耷]三种

形式鼻音韵尾可能只是旧形式在人口聚集处的残留遥

渊二冤阴声韵尧鼻化韵相混

清末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中有口元音韵

母与其相对应的鼻化韵母同时归入 叶潮声十五音曳的

阴声韵部的情况袁如野[ai]/[觔i]冶归入野皆冶部[ai]袁野[o]/[觛]冶

归入野歌冶部[o]袁野[ui]/[u社i]冶归入野归冶部袁野[iu]/[iu社]冶归入

野鸠冶部[iu]袁野[ue]/[u觗]冶归入野薑冶部[ue]袁野[ie]/[i觗]冶归入

野烧冶部[ie]曰也有清末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读为

口元音韵的字归入叶潮声十五音曳的鼻化韵袁如表 5袁仅

见读为[ua]韵的野寡麻冶归入野官冶部[u觔]遥

由此可见袁在叶潮声十五音曳中袁口元音及其对应

的鼻化韵袁如[ai]/[觔i]尧[o]/[觛]尧[ui]/[u社i]尧[iu]/[iu社]尧[ue]/[u觗]尧

[ie]/[i觗]等已经被一些人混淆袁这些先一步成为自由变

体袁二者没有了区别意义袁当鼻化标记成为冗余可能

只剩下口元音一套记音符号遥

表 5 野麻寡冶字条

Tab.5 Notes of Ma Gua

麻

寡

麻

寡

m

k

文

求

ua

ua

官

官

下平

上上

下平

上上

表 6 野跪毁冶字条

Tab.6 Notes of Gui Hui

跪

毁

跪

毁

k

h

求

喜

u社i

u社i

归

归

下上

上上

下上

上上

清末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与叶潮声十五

音曳中韵母主元音相同的袁有口元音韵归入鼻化韵现

象袁如野麻寡冶读为[ua]韵母归入野官冶部[u觔]曰也有鼻化

韵归入口元音韵的现象袁如上野跪毁冶读为[u社i]韵母归

入野归冶部[ui]遥 罗常培[7]认为鼻音声母可能影响口元音

韵母使之听起来像鼻化韵母袁也就是说当口元音韵母

与[m]尧[n]尧[耷]声母拼合时袁可能听起来像鼻化韵袁所以

认为野麻冶[mua]=[mu觔]袁如此看来袁与叶潮声十五音曳中

归入野官冶部是一致遥黄淑芬[8]认为袁这种受鼻音声母或

阳声韵尾弱化影响带上鼻音色彩的现象袁任何语言都

是如此袁鼻化标记成了冗余袁这不是演变的结果是音

系处理的问题遥 但是袁叶潮声十五音曳把野寡冶[kua]归入

野官冶部袁这种与鼻音无关的也归入鼻化韵的现象袁潘

家懿[9]解释袁应是音理上或发音机制的类化作用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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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潮声十五音曳中有一类韵母在清末潮州白话叶旧

约创世纪全书曳中未出现袁即野鼻化韵+喉塞韵尾冶遥 据

上叶潮声十五音曳的拟音袁野庚冶部有[觗揲]一类韵字袁查看

具体归字袁发现全部重出于野家[e揲]冶部入声遥仔细查看

所有重出字袁发现此类鼻化韵属中古入声韵袁且其声

母不单单有鼻音声母一类袁所以认为此类鼻化韵的出

现并非是鼻音韵尾弱化脱落或受声母影响的原因袁而

是整个语音系统鼻化韵发达袁由于类化作用袁把中古

一部分阴声韵字读成鼻化韵遥

表 8 野家庚冶部入声重出字

Tab.8 The repeated entering tone words of Jia Geng

四尧总结

综上所述袁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收[-n]尾

字在叶潮声十五音曳中全部混入[-耷]尾字袁由于潮州白

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的收字不全袁[-m/p]尾字只见读

为[uam/uap]韵的字袁混入野光[ua耷/uak]冶部袁其他保留完

整遥 清末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曳无野鼻化音+喉塞韵

尾冶袁该情况只出现在叶潮声十五音曳内部袁与野口元音+

喉塞韵尾冶一类相混遥 由此可见袁叶潮声十五音曳中内部

鼻化韵与口元音韵关系复杂遥 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

全书曳与叶潮声十五音曳的口元音韵与其相对的鼻化韵

都有相混的现象袁在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中读为鼻化韵

的字多数从中古鼻尾韵演变而来袁到了叶潮声十五音曳

有的弱化为口元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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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青 tsh 出 觗 庚 上平 上平

猛 猛 m 文 觗 家 上上 上上

柄 柄 p 边 觗 家庚 上去 上去

耕 耕 k 求 觗 庚 上平 上平

表 7 [e]尧[觗]对比举例

Tab.7 e, 觗 Example of comparison

昃 增 家庚 上入 脉 文 家庚 下入

雳 柳 家庚 上入 责 增 家庚 上入

百 边 家庚 上入 绩 增 家庚 上入

柏 边 家庚 上入 厄 英 家庚 上入

伯 边 家庚 上入 策 出 家庚 上入

仄 增 家庚 上入 宅 他 家庚 下入

格 求 家庚 上入 册 出 家庚 上入

隔 求 家庚 上入 历 柳 家庚 下入

客 去 家庚 上入 沥 柳 家庚 下入

压 地 家庚 上入 白 边 家庚 下入

职 增 家庚 上入 帛 边 家庚 下入

的袁这也是闽语有别于其他方言的一个语音特点遥

渊三冤鼻化音+喉塞韵尾

清末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曳全书中未记录野鼻化

韵+喉塞韵尾冶的字袁如有[ua]与[u觔]相对袁无[ua揲]与[u觔揲]

相对遥 叶潮声十五音曳的鼻化韵基本上也不配有入声袁

只是野庚冶部有读为[觗揲]的韵字袁所有归字重出野家冶部

入声[e揲]遥

清末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中韵母野[觗]冶在

叶潮声十五音曳归入野庚[觗]冶部袁或重见于野家[e]冶部遥 读

为[觗]的韵字来自中古阳声韵袁阳声韵尾弱化为鼻化

韵袁到了叶潮声十五音曳直接混入口元音韵遥

郑剑茹院清末潮州白话叶旧约创世纪全书曳与叶潮声十五音曳韵母比较 29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2年第 4期

Comparison of the Finals Between Teochew Vernacular Book of

Genesis and Chaosheng Shiwu Yin

ZHENG Jianru

(School of Pre-primary Education, Quanzhou Kindergarten Teacher Vocational School,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nals system reflected in the Teochew Old Testament Book of Genesis written by British Presbyterian W.Duf鄄

fus in 1888 and Chaosheng Shiwu Yin (1913) written by Zhang Shizhe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inals system

with the help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ology. After the search and comparison, it was found that Teochew Old Testament

Book of Genesis accepts the words with terminal sound [-n] on Chaosheng Shiwu Yin into the words with terminal sound [-ng], accepts

partial words with terminal sound [-m] into the words with terminal sound [-ng] , and oral vowels are mixed with na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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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袁强

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袁面

对新形势新要求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袁增强文化自

觉袁坚持创新驱动遥 文章以韩愈文化形象进行创意思

考袁透过其生平事迹﹑文化背景﹑代表作品等袁探讨其

韩愈叶师说曳的鲜明具像﹑精神寓意﹑艺术表现与现代

价值等方面袁挖掘文化底蕴袁提练文化元素袁再将韩愈

文化溶入创意袁以创意表现文化袁发挥韩愈文化价值遥

二尧生平概述

韩愈渊768-824冤袁字退之袁唐河南河阳渊今河南省

孟州市冤人遥 谥号文袁世称韩文公曰因昌黎渊今河北省通

县冤是韩氏郡望袁其撰文常自称野昌黎韩愈冶袁故世又称

之为韩昌黎遥 [1]三岁成孤袁由兄嫂抚育成人遥 德宗贞元

八年渊公元 792年冤登进士第袁历任国子监祭酒尧京兆

尹尧吏部侍郎等职遥 其间由于正直敢言袁曾两度遭到贬

谪院一次在监察御史任内为关中灾民请命袁得罪权贵袁

被贬为阳山渊今广东省阳山县冤令曰一次在刑部侍郎任

内上表谏阻唐宪宗迎奉佛骨袁遭贬为潮州渊今广东省

潮州市冤刺史遥

渊一冤幼年孤苦流离时期

韩愈祖父睿素袁曾任桂州都督府长史曰父亲仲卿袁

官至秘书郎遥 他自幼命途多舛袁三岁时丧父袁从此依靠

兄嫂的扶养遥 他曾在家乡过了一段童年遥 后来韩会受

荐入朝任职袁才随着哥哥游宦在外遥 韩会官至起居舍

人曰代宗大历十二年袁因坐宰相元载事被贬袁过了二年

又贬为韶州渊今广东韶关冤刺史遥 到了韶州不久袁竟病

死于任所袁年仅四十二岁遥 孤儿寡妇号哭北归袁路人见

了也为之掩泣遥 德宗建中二年袁魏博尧淄青尧成德等节

度使叛乱袁中原沸腾袁人民流离失所袁韩愈一家人又离

开了家乡袁流寓到宣州遥

渊二冤青年长安应试时期

韩愈十九岁时袁中原稍安袁他为了求取功名袁乃到

京师应试遥 当时他一人独往京师袁生活十分窘困袁穷到

不能自存遥 幸得北平王的救助袁 可是在贞元四年尧五

年尧七年的礼部考试都没有及第遥 他个性很刚强袁意志

坚定袁虽连遭挫败袁却始终不曾沮丧袁终于贞元八年袁

收稿日期院2021-04-17

基金项目院武夷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渊YX201907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雪香渊1973-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文

化创意产业研究遥

韩愈叶师说曳的文创思考

李雪香

渊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韩愈平生以弘扬儒家道统自任袁极力排拒佛尧老思想遥在散文创作上语言精炼尧气势雄健袁在诗歌创作上擅

长野以文为诗冶袁树立奇崛险怪的风格袁被推崇为野唐宋八大家冶之首遥其一生行谊秉持忠君爱国尧秉性正直尧崇文兴教袁乃为

众人所崇拜遥冀透过韩愈创发立说典范为创意思考袁明其韩文公一生行止袁资可以人文精神袁倡议韩文公昌黎祠的祭祀意

义袁以通过对韩文公的祭祀袁使后人瞻仰与效法袁继而萃取其精彩亮点因子袁择其荦荦大者袁运用文化创意发想袁延伸与发

挥韩愈的时代价值袁并可资开发文创产品遥

关键词: 韩愈曰唐宋八大家曰昌黎祠曰文化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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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举而后有成袁中了进士第十四名遥

依唐代考试制度袁礼部考试中了进士以后袁还要

再经过吏部的考选袁而后才授给官职袁否则只得等待

藩镇的聘用遥 而韩愈在吏部的甄试 渊每年举行一次冤

中袁却又连遭三振遥 吏部的考试既不成袁只好决定自我

推荐袁所谓韩愈三上宰相书袁就是他当时三次上书给

宰相贾躭尧赵璟尧卢迈袁希望宰相垂怜袁给予任用遥 可是

一直未得覆音曰他进一步登门求见袁结果又不得其门

而入遥 贞元十一年五月袁韩愈郁郁然离开长安袁东归河

阳遥

渊三冤成年幕僚历练时期

贞元十三年袁韩愈得人推荐袁始获得宣武节度使

董晋请任汴州任观察推官遥 时年三十袁是他仕宦的开

始遥 当时原来的宣武节度使李万荣新丧袁汴州人心浮

动袁部将邓惟恭企图乘机作乱遥 董晋带着韩愈等人以

果敢的行动袁迅速入汴袁使之措手不及袁谋不得逞遥 韩

愈因扈从有功袁试授秘书省校书郎遥 董晋死后袁韩愈复

任徐州节度推官遥 惟徐州节度使张建封沉迷于驰马击

球袁韩愈屡作规劝袁终为张建封所不悦而免去了职位遥

渊四冤中年仕途坎坷时期

贞元十六年袁韩愈赴长安参加吏部的铨选袁顺利

地入选授国子监四门博士遥 贞元十九年袁韩愈与柳宗

元尧刘禹锡袁同擢为监察御史袁负责纠举百官尧巡按州

县遥 他的为人操行坚贞袁梗言无忌袁终因上书言宫市之

弊袁并驳斥李实野禾苗甚美冶之不实而为李实所谗袁遭

贬为连州阳山令遥

在阳山度过了一年多的窜逐生活袁终因大赦改调

为江陵法曹参军遥 阳山令时期袁政绩斐然袁口碑载道袁

阳山子弟或取名念韩尧慕韩袁以示对他的怀念遥 元和十

年袁淮西吴元济叛乱袁官兵久攻不克遥 十二年袁裴度宣

慰淮西袁奏请韩愈为行军司马袁平定吴元济遥 韩愈定乱

有功袁迁刑部侍郎袁时年五十袁政海浮沉二十载遥

渊五冤晚年稍感得意时期

韩愈回到京师后袁任国子祭酒遥 长庆元年袁转兵部

侍郎遥 当时镇州王廷凑叛乱袁与朝廷顽固相抗袁穆宗乃

派韩愈前往宣抚遥 担任宣慰使犹如深入虎穴袁十分危

险袁工部侍郎元稹上奏道院野韩愈可惜冶袁穆宗也事后懊

悔袁便诏令韩愈到镇州边境后袁观看情势袁不要贸然进

入遥 但韩愈不避艰险袁毅然奔驰而往遥 进了镇州袁王廷

凑率部众拔刀张弓迎接袁场面森严曰但韩愈正气凛然袁

说以大义遥 王廷凑终于折服袁答应解围袁并设宴请韩

愈遥 由于他义勇的表现袁穆宗大为嘉许袁遂晋升为吏部

侍郎遥长庆三年袁擢御史大夫兼京兆尹遥十月改为兵部

侍郎袁不久又为吏部侍郎遥 此三年来袁正是他在仕途上

最显达的时期袁可惜却于再任吏部侍郎即罹病袁病情

日重袁乃于长庆四年五月告病请假袁到长安城南的韩

庄休养遥

韩愈年三十六袁便已自谓院野吾年未四十袁而视茫

茫袁而发苍苍袁而齿牙动摇遥 冶[2]不独如此袁据叶答李翊

书曳亦知其有腹病袁据叶与孟东野书曳又知其有眼疾遥 晚

年时期袁身体健康每况愈下遥 穆宗长庆四年渊公元八二

四年冤袁竟一病百余日袁始终未见好转遥 自感余年无多袁遂

回到靖安里第遥 是年十二月袁溘然辞世袁年寿五十有七遥

综观韩愈生平事迹, 将韩愈的历史典故﹑故事传

说﹑生活点滴等[3]袁带入文化创意发想袁挖掘文化与创意

的关联性袁将为后续文创商品研发具一定的背景故事遥

三尧韩愈叶师说曳内容择述

渊一冤缘起

1.魏晋门阀制度的遗毒

叶师说曳大概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袁韩愈时三十

五岁袁在长安任国子监四门博士遥 国子学馆的学生是

三品以上文武官员的子孙或县公尧京官四品带三品勋

封之子曰太学馆的学生是三品以上官员子孙曰四门学

馆的学生则来自七品以上官员之子袁韩愈的学生家长

官位都比韩愈高遥此等子弟不但不肯从师学习袁亦耻于

从师学习之人袁至唐朝中期袁此种不良风气依旧存在遥

2.撰文赞誉李蟠袁意在批驳时风

当时韩愈为了推展古文运动袁曾经公开收招后学

传授古文袁然而这种做法竟然受到野士大夫之族冶的讥

讽袁且野群聚而笑之冶袁称他是好为人师的狂人袁韩愈因

而落得个野狂妄冶之名遥 韩愈为了纠正当时这种不良的

风气袁刚强而力抗流俗袁既广收学生袁传授儒学与古

文袁重新树立师道的标竿袁于是撰作叶师说曳以正视听袁

是以文本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遥 表面上叶师说曳虽

是为李蟠而作袁 但内心却是为批驳那些耻于从师的

野士大夫之族冶袁并借机大力宣传从师学习的重要遥

3.力倡个人治学理念

韩愈在叶师说曳所谈的一些主要观念袁并非始自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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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向他问学之时遥经考证早在德宗贞元十四年韩愈为

汴州渊今河南开封冤试官袁所撰叶进士策问十三首曳[4]中袁

其十二已有与叶师说曳大致相同的理念遥韩愈对于师道

衰微的恶劣风气袁长久以来已经积累了满怀的痛恨和

气愤袁如今在叶师说曳中一股气迸发出来袁非仅要针砭

当时的野士大夫之族冶袁还希望对年轻人的教育有改善

的指标作用遥

韩愈自己在文章里提到袁师道衰微的社会现象由

来已久袁要想扭转乾坤袁谈何容易钥 柳宗元就有多篇的

文章谈到类似的现象袁可见当时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

社会袁野士大夫之族冶的子弟不用从师学习袁却轻易占

有高高在上的地位袁至于寒门子弟袁不管如何努力从

师学习袁都是被压抑和讥笑的对象遥故韩愈写叶师说曳袁

显现了他的胆识尧魄力袁具有一种奋不顾流俗的大无

畏精神袁甚至此篇文章可说是韩愈戮力要组织古文写

作团队的正式宣言遥

渊二冤类别要义

叶师说曳的野说冶袁就如同叶讳辩曳的野辩冶尧叶原道曳的

野原冶尧叶进学解曳的野解冶尧叶争臣论曳的野论冶尧叶改葬服议曳

的野议冶袁都是文体名袁也都是论辩体古文中的一种遥

野说冶也称野杂说冶袁原指策士进谋献策的游说之辞袁从

现今文体分类的角度看袁野说冶比较接近说明文袁而与

议论文也有所交叉袁无法截然划分遥如上所述袁本来师

说的文体属性极其清楚尧确定袁但由于文章末段冒出

一句野作叶师说曳以贻之冶贻者赠也袁有人便据此认定

叶师说曳应划归赠序类遥 而叶师说曳非属赠序袁理由有五院

第一袁分类编纂的叶韩愈文集曳袁叶师说曳在野杂著冶卷袁而

不在野赠序冶卷遥 第二袁韩愈赠序文的篇名格式固定作

野送伊伊伊渊人名冤序冶袁如叶送孟东野序曳曰少数则于人名下

加动词再加地名袁如叶送李愿归盘谷序曳遥 第三袁赠序的

内容一定是临别赠言袁题中的野送冶即指送别遥 叶师说曳

虽可算赠人以言袁但并非野送别冶之言遥 第四袁后世赠序

篇名用野说冶袁源于苏轼因家讳而避野序冶字袁如叶稼说送

张琥曳袁但仍保留野送冶字遥何况在韩愈后袁更不足为据袁

不可类推作野叶师说曳送李蟠冶遥 第五袁姚鼐叶古文辞类

纂曳列有论辩尧赠序二类袁叶师说曳收入论辩类遥

渊三冤撰作目的

旨在阐明从师学习之重要袁以导正时之士者耻于

从师的不良流俗遥韩愈尝自道院野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

观袁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遥 冶其文学观盖是野文以载道冶袁

教师能传释先圣仁义之道袁解答学生疑惑袁指引学者

智学与个人修为方向袁为道统之所系袁故应特别尊师

重道遥 再者袁魏晋文风袁多流于清谈华丽袁不述先圣之

道袁若此道将不存袁遂力倡古文遥 是以袁叶师说曳乃藉李

蟠野好古文袁六艺经传袁皆通习之曰不拘于时袁请学于

余遥 冶而野余嘉其能行古道冶袁故作此文袁其理明矣遥

综上所述袁韩愈之文语言练达袁辞锋骏利遥 叶师说曳

一文主以野说冶为古文体名之一种袁以说明为主袁议论

为辅袁 非赠序也遥 作用在于阐明事理或倡导思想尧理

念遥 韩愈乃文学家尧思想家尧哲学家袁政治家,其思想影

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遥 近年来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特点为结合野文化+冶的概念,将文化创意产品的文化构

成进行了阐述, 在产品的设计要求也必需要有文化的

内涵,因此,文章着重叶师说曳文本内容,为后续进行文化

创意产品的构建与设计遥

四尧韩愈叶师说曳的鲜明具像

透过叶师说曳的鲜明具像,提炼出代表叶师说曳多元

性的特征魅力袁此特征形成了以下六点的特色鲜明文

化氛围遥

渊1冤坚苦卓绝袁秉性正直遥

渊2冤忠君爱国袁勤政爱民遥

渊3冤机智权变袁颖悟绝伦遥

渊4冤崇文兴教袁开启民智遥

渊5冤一代儒宗袁力倡古文遥

渊6冤师说论述袁形塑典范遥

叶师说曳最大的贡献在于韩愈能够冒社会之流弊袁

破六朝骈文华而不实之文风袁表现不凡的勇气和卓越

的见识袁因此袁若能以韩愈的文化艺术特点融入事业

化发展袁建立在文化消费基础上的文化产品袁具有较

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遥

五尧韩愈叶师说曳的精神寓意

文创最大价值在于如何将文化转换为商品, 商品

透过文化来包装,突显及加值商品的精神寓意与内涵遥

故叶师说曳所体现的精神寓意有以下四项特点遥

渊1冤忠君尚义精神院彰显忠君忧国袁当仁不让袁不

计毁誉袁为所当为和刚果决烈之儒家学者风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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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冤读书报国楷模院引领文风袁移风易俗;黎民感

念袁建祠奉祀;遂成文昌神祉袁主掌科考功名遥

渊3冤勤政爱民标竿院虽遭谪贬蛮荒袁穷苦至极袁然

到任后即探求民瘼袁为民除害兴利遥

渊4冤创发立说典范院师者界说与标准尧见解卓越不

趋俗尧论述严谨尧层次分明尧引证兼具抽象和具体尧发

所当发无而所畏惧遥

六尧韩愈叶师说曳的艺术表现与现代价值

渊一冤何为艺术

艺术是人类生活历程的证据袁它是从人们所有活

动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遥 野艺术冶一词对我们的感觉是

既亲近却又陌生遥 为了说明本文所揭的艺术表现及创

思活动袁首先宜须厘清艺术的定义袁始能辟出一条明

晰的路径袁俾利文创思路的萌生遥

艺术袁英文野Art冶袁源自古希腊的拉丁文野Ars冶袁原

本的涵意与野技术冶有关袁泛指人们经过长期训练而能

掌握的某些技巧袁而能掌握这些比较纯熟纪术的人及

可称之为野艺术家冶遥 因此袁早期举凡各种生产尧制造的

野技术冶活动袁皆可称之为野艺术冶遥 古希腊时期将艺术

活动区分为院通俗艺术与自由艺术遥 前者系指技术性

较高的劳力活动袁如耕作尧织衣或酿酒曰后者指的是涉

及心灵层次较高的理性思维活动袁如文学尧音乐尧天文

科学等遥 迄至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渊Renaissance冤袁

主张以野人冶为本的思考出发点袁才突破上述的藩篱遥

而今袁所谓野艺术冶一词的主要意涵袁则在十八世纪时袁

经由一些艺术家和学者的提倡袁开始强调系以审美为

目的的艺术创作活动遥

美国学院辞典对野艺术冶定义为院野艺术是美的尧令

人心动的尧具不平凡意义的表现尧产物与质量遥 艺术品

是观念和经验的美感表现袁透过人类的技术袁用素材

表现出一定的形式遥 当那些素材或媒介物在我们的生

活中提供理解或乐趣时袁我们便能经验到艺术品了遥 冶

俄国哲学家兼文学家 野列夫窑托尔斯泰冶渊Leo Tolstoy冤

认为院野艺术是一种人的活动遥 一个人有意识的藉由某

种外在符号渊External Signs冤袁将他亲身经历的感情传

达给别人袁使他人受到感染袁并且也经验到这些情感遥

原换言之袁艺术是感情移转的传达方法袁唤醒了人们可

以经验的情感袁 为了转述相同的情感袁 便用线条尧色

彩尧音乐或文字等形式袁这便是艺术活动遥 唯物主义论

者则主张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袁乃野实际存在之社会

生活的反应遥 冶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袁艺术则是野兼具

象征意涵与审美价值的活动遥 冶因此袁文学阅读与欣赏

音乐尧绘画尧戏剧等艺术作品同然袁是一种属于人类高

层次的思维作用遥能够持续性与正面健康的审美活动袁

可以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袁达到净化人的灵魂遥能够鉴

赏艺术袁追求美感袁自我的灵魂也得以熏陶而愈美遥

综上各家所述袁吾人对于野艺术冶一词之定义袁可以

归纳为院艺术是一种人为的活动袁它可以人类心灵和精

神上的需求与满足遥 其表现方式包涵了线条尧色彩尧音

乐或文字等形式袁期能传达创作者的情感袁且具有象征

和审美的意涵袁能够唤醒与感动他人并引起共鸣遥

渊二冤韩愈叶师说曳的艺术表现

韩愈的散文有许多出于真情袁又刻意追求艺术性

的作品遥 尤特于强调野文以明道冶[5]袁提倡古文运动袁撰

文屡能提出己见袁深入浅出袁引人共鸣袁可谓言人所为

严袁独术风格袁对后世文章体材尧议论说理的发展袁产

生深远的影响遥其艺术表现可以归纳为三方面院1.创新

词汇而鲜活曰2.章句设计有层次曰3.论述跌宕有特色遥

渊三冤韩愈对中国古代散文的主要贡献与现代价值

1.对中国古代散文的主要贡献院渊1冤将散文之应用

性转向文学性曰渊2冤创造富有个性而多彩的艺术风格曰

渊3冤对传统的应用文体进行改造曰渊4冤对散文的辞章和

结构进行革新遥

2.韩愈叶师说曳的现代价值院渊1冤坚持正道为人处

世曰渊2冤主张儒家仁政爱民政治理念曰渊3冤力倡秦汉古

文运动曰渊4冤要求撰文要有新意渊创意冤遥

七尧韩愈叶师说曳的文化创意思考

文创产品的研发服务必需兼顾于教育的功能袁以

文化信息为主体袁设计具有历史背景袁以文化融入创

意袁将创意带入商品袁提取最能体现韩愈精神价值元

素袁重新组合袁运用现代语言对旧文物进行重新诠释遥

渊一冤感觉与印象

透过创意思考运用心灵能力的独特性与新奇性袁

创造出具有价值性的商品遥 [6]在韩愈叶师说曳的感觉与

印象思考袁可着重韩愈个人之精神寓意来诠释袁例如院

以韩愈对崇文兴教袁开启民智方向袁可思考以崇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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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Thinking of Han Yu Cultural and Teacher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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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Han Yu used his life to promote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ried his best to reject Buddhism and old ideas. In prose creation,

the language is refined and vigorous, and he is good at "using prose as poetry" in poetry creation. Establishing a strange and dangerous

style, he is praised as the top of the "Eight Great Master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is lifelong friendship upholds loyalty to the em鄄

peror, patriotism, integrity, and respect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which are worshiped by everyone. This research aims to use Han Yu to

develop a model for creative thinking. It is clear that Han Wengong has lived in his life, and his capital can be humanistic spirit. Propos鄄

ing the sacrificial meaning of Han Wengong Changli Temple, so as to pass the sacrifice to Han Wengong, make future generations look

forward to and imitate, and then extract its brilliant highlights. Choosing the big ones, using cultural creativity to develop ideas, extend and

play Han Yu's value of the times can inv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Key words: Han Yu; Eight Great Master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hangli Temple; cultural creativity

教开发可资创意之题材遥

渊二冤激发创意思考亮点

韩愈是众人所崇拜之文人袁 资可以人文精神袁倡

议韩文公昌黎祠的祭祀意义袁 以通过对韩文公的祭

祀袁使后人瞻仰与效法袁使学子明礼知义袁使后生学子

效法其道德文章袁以求业精行成袁道明德立袁承接中国

文化与道统的本源遥

渊三冤可资开发文创商品

以韩愈为主角的创意产品袁乃可着重在祭祀商品

之开发袁例如,金榜题名符尧文昌公笔尧昌黎祠图腾服

饰尧饰品尧吊饰尧护身符尧金币﹑Q版公仔等商品遥

文创产品也可称为文化衍生品袁是以某种特定的

文化背景或文化形态及文化内涵为基础袁运用创造性

思维袁将文化元素与物品结合所研发的产品遥 因此,若

能根据消费行态设计与韩愈关联性的产品袁例如,历史

文化爱好者尧 研学群体等就需更深层次挖掘文物特

色袁设计个性化的品牌袁让文创产品兼具实用性与观

赏性遥

八尧结语

随着时代的变迁袁人们对文创商品的要求越来越

高袁要满足大众的新需求袁需打破常规袁加入丰富思

维袁开发具有活跃性﹑新潮性﹑酷乐性﹑潮萌性等流行

元素遥 中国文学远源流长而博大精深袁积淀了十分深

厚的文化底蕴遥 我中华文化的优良与丰沛袁正是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最为宝贵核心资源与发展利基遥 是

以袁从中国文学经典名著中提炼出创意元素袁将文化

透过创意思考而转化成为一种创新产业袁再佐以管理

而产出价值遥

韩愈是中华文化当中辉煌灿烂的一颗明星袁绾合

三不朽于一身的儒家刚果决烈之士袁有谓野世上若无

昌黎出袁 夙昔典型少一人袁 文学浩浩犹如幽冥难光

明冶遥 韩愈力主野文以载道冶袁为野唐宋八大家冶之首遥 从

其刻苦成学尧盖世文章尧出仕政绩尧力倡古文尧忠君爱

国等毕生行谊袁莫不有赫赫之特出者而令人赞叹者遥

文章透过对韩愈及其叶师说曳的探究,明其韩文公

一生行止袁对当世及后世之影响袁继而萃取其精彩亮

点因子袁择其荦荦大者袁尝试发想为文化创意思考袁进

而可资开发文创商品袁延伸与发挥韩愈叶师说曳的时代

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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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一经外域传入中国袁就与文人士子的心理产

生呼应袁随即冥合遥 魏晋南北朝之间袁禅院森布已颇为

多见袁到李唐一代袁佛教益显炽盛袁较前朝实有过之遥

佛教在中国由微到著袁 是与本土哲学相互吸收扬抑袁

两相交涉发展来的袁野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有某

些相似之处袁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袁产生了禅

宗遥 冶[1]佛教流布中土袁它与中国传统思想袁尤与道家哲

学接触紧密袁诞生禅宗袁其所包揽袁宏罗万象遥 它虽与

本土儒尧道两家分归不同支属袁实已杂糅互包袁渐成合

流之势遥 古人在接受传统教育时袁除受到儒尧道思想之

启蒙发覆外袁不可避免地袁还会接纳释教之长期涵濡遥

白居易生活在佛教传布流行的唐朝袁意识里既尊

儒爱君袁胸有济世拯民的野兼济冶之志袁又不免崇佛重

道袁怀藏清虚无为的野独善冶之心遥 进而察之可发现袁他

既有市井百姓的俗调袁又具文人士大夫的雅志遥 说其

俗袁是因他谨奉儒家野中庸冶之道为准绳袁素心庸常袁绝

少越规矩而行事遥 白居易有意避开当政者之锋芒袁即

使身为谏官时袁也是采取野诗谏冶这一敦厚的方式袁隐

曲表达政见袁可知他立身处事但求平安无危袁因此难

免不落入庸俗遥 说其雅袁是因他身居封建士大夫阶位袁

月领官俸袁结交名贵袁属典型的儒士雅人袁且又擅吟诗

赋对袁作诗联句自有主张袁因此不可谓不雅遥 正因俗与

雅并集一身袁白居易的处世情怀袁往往随时而迁袁居天

子之侧则庄雅袁处市井之陋则庸俗袁后来他更在二者

之间袁觅得野中隐冶之法遥 这与其个人思想深有关系遥

白居易的思想袁可说是三教互济袁糅合而成一体袁

至于孰主孰宾袁则因时境尧心境之移易袁各有消长遥 官

场平顺时袁他就奉公守职袁不惜趋前踵后袁奉守野达则

兼济天下冶的一套曰宦途遭降黜时袁他就保身自爱袁远

离是非地袁固守野穷则独善其身冶的原则遥 野他糅合儒家

的耶乐天安命爷尧道家的耶知足不辱爷和佛家的耶四大皆

空爷来作为耶明哲保身爷的法宝冶[2]袁将儒尧释尧道三家融

通一心袁内主儒学袁外奉释道袁佛禅已然成为他安身立

命尧治身接物的处世哲学遥 甚至可说袁佛禅思想深刻影

响了白居易的文学写作袁将其诗作引向与前期判然两

殊的轨道遥

收稿日期院2020-11-15

作者简介院刘国伟渊1990-冤袁男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唐宋文学研究遥

白居易佛禅诗的成因与风格体现

刘国伟

渊延安大学 文学院袁 陕西 延安 716000冤

摘 要院白居易的处世哲学里袁儒尧释尧道三者相济并存遥 早年初登宦途袁他胸怀儒家入仕精神袁以忠君爱民为己之

官守袁到后来宦场失意袁排挤遭贬袁潜藏于心的佛禅思想溢出胸臆袁不可休止遥佛禅思想启发了诗人的野中隐冶观袁这些对其

诗作影响颇深袁是以产生佛禅诗遥 他的佛禅诗多具禅意袁诗采与禅理交映成趣袁可以说袁佛禅思想深刻影响了白居易的文

学写作袁将其诗风引向与前期判然两殊的轨道遥研究白居易的佛禅诗不难发现袁官场上环境险恶并屡遭排挤袁诗人夙结佛

缘又喜交僧侣袁这构成他由野儒冶转野佛冶的外因与内因遥

关键词院白居易曰佛禅诗曰独善曰中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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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由奉野儒冶到倾野佛冶之转变

初野登玉陛冶时袁诗人从渐濡已久的儒家立场出

发袁将忠君爱民之道尧惠利天下之任袁奉为始终袁力主

野丈夫贵兼济袁岂独善一身冶渊叶新制布裘曳冤遥 他当时身

为谏官袁履行规谏之职袁而对于时政之弊尧黎庶之苦袁

有不便冒着犯龙颜的大险出口直言的袁 便想到一法袁

就是借诗歌吟咏而出遥 此期他所作篇什袁多属反映民

病的野讽喻诗冶袁诗人往往秉笔直言袁依借歌诗记录庶

民的真人真事袁揭发恶政袁以图等待时机野稍稍递进闻

於上冶遥 从可得知袁儒家野兼济冶精神塑造了白居易前期

从政生涯的人格内涵袁 诗人的为政之心尚属积极进

取袁所写率多劝谏苦诤之言袁所做多是为民请命之事袁

绝少借诗体禅遥

元和六年四月袁诗人家母背世袁他去职回乡居忧袁

一直待到元和九年冬袁才重回朝班遥 事有不巧袁没过多

久袁元和十年六月某日袁当朝宰相武元衡被藩镇势力

刺死在长安街上遥 白居易遂进言其事袁请求缉凶袁不料

反被他人诬陷构罪袁说他身非谏官而擅自干政袁并有

人诬说他守丧期间袁作诗伤俗袁诗人因此贬为江州司

马遥 此次遭贬袁白居易感慨宦场风波难料袁身世飘零转

徙袁旋陷入莫大失意当中遥 他视口笔为伐性之祸根袁因

此钳口少语袁一改向前以诗为谏的作风袁转而倾佛奉

佛袁 视佛理为纾解痛苦之药剂袁野目昏思寝即安眠袁足

软妨行便坐禅遥 身作医王心是药袁 不劳和扁到门前冶

渊叶病中五绝句曳冤遥 贬居江州的白居易袁宦情已然开始

减退袁他领悟到袁身处官场风波袁世路倚伏不定袁君恩

又反复无常袁荣辱也只是须臾遥 是以诗人心性大改袁而

后他野兼济天下冶之心稍歇袁取而代之者袁则是一副和

光同尘尧与世浮沉的消极处世态度袁显与彼时野广宸

听冶野复吾志冶的宏旨袁远不相侔遥

江州之贬袁 是白居易佛禅思想由隐到显的关键

点袁也是其诗风因以巨变的转折点遥

此后他虽仍身履官职袁但无非都是例行公事袁与先

前趋趋忙忙尧心系民苦的情状袁已差之径庭袁他把大部

分精力从官绩和社会活动中抽离出来袁 转而投注到对

自我主体意识和个人生存状态的关注上遥 诗人创作大

量与佛理有涉的野闲适诗冶袁借以陶冶心性袁纾解心结袁

其中不乏感慨时短命促袁极言人生虚幻缥缈的诗章袁颇

富禅趣遥野宦途自此心长别袁世事从今口不言遥岂止形骸

同土木袁兼将寿夭任乾坤冶渊叶重题窑其四曳冤袁经历宦运下

坠之劫后袁诗人蓦然而懂袁多言是祸胎袁唯有钳口少语袁

忘记世事累身袁遗弃寿夭之苦袁方聊可卒此一生遥

于是退公之余袁诗人或翻阅佛卷袁消闲解闷袁或登

寺临水袁怡悦性情遥 他一面保持中正平和的文人心态袁

结识各色僧侣袁屡造玄门净地曰一面开始经营可隐可

吏尧似忙似闲的野中隐冶生活袁保和自适遥 野借问空门子袁

何法易修行遥 使我忘得心袁不教烦恼生冶渊叶客路感秋寄

明准上人曳冤袁世间烦恼无不由心引生袁想要烦恼逝袁必

然心有所寄袁他认为得消世俗之烦恼袁唯有寄心空门

才可遥 自此以后袁诗人时时参习佛经袁除职守外袁罕去

关心朝事袁下笔落言即是闭关安禅尧烧药焚香之事遥

看得出白居易早年野兼济冶之志已退居次要袁佛家

无为清净观反而逞意大彰袁他深谙时趋袁所以专意寄心

佛禅袁以避忌讳遥 野在叶与杨虞卿书曳中渊白居易冤更明白

地把贬谪的主因归之于耶不识时之忌讳爷的讽喻诗冶[3]袁

因此在嗣后篇什中袁绝少能搜检到有关野讽喻诗冶的影

子袁诗人开始涉笔写作野佛禅诗冶袁拾佛理入句袁凭此方

法纾忧消闲遥 可能是离京邑越近袁野忌讳冶就越难周全

应付袁那种宦途险恶的危机感就越强袁长庆二年袁他自

请调任南方袁选择在偏离京畿的杭州担任刺史遥 离别

长安之际袁诗人写下一首叶初出城留别曳遥

这次离京去远袁到外任职袁乃是诗人自请袁诗中并

未流露出感伤情绪袁反觉心安自适遥 从最后两句野我生

本无乡袁心安是归处冶可察袁他这几年对佛禅之所悟袁

已颇显精进遥 以往种种拘执袁仿佛都已割舍掉了袁取而

代之的袁是乐天知命尧随缘任运的处世思想院人生本无

根蒂袁不必眷念旧土袁倘能否极泰来袁心安即是归处遥

生命漂泊转徙本属感伤袁诗人不独能平抚它袁还能超

越它袁进而摆脱这种感伤情绪的牵绊袁如此折衷调和

以达自适的心境袁显然是获益于佛禅思想遥 诗人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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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来实现对官宦生涯的超越袁所以袁他对离开长安时

的身世浮沉之感尧蓬飘梗泛之戚袁全然不以为意袁而是

委心顺从其变化袁以求心安意适遥 为了让这颗如同野惊

弓之鸟冶的心袁安于其所袁他甚至愿意敞开怀抱袁接受

他乡是故乡的现实生活遥 从可言之袁诗人此去杭州外

任袁是别无他求的袁唯求野致身吉且安冶遥

二尧从夙结佛缘到自成一格的野中隐冶观

请求外放袁担任杭州刺史袁白居易一旦踏入名川

胜地袁就遍游寺宇古迹袁与众比丘研讨炼丹烧药之技袁

从此开启了抛舍不去的佛缘生涯遥 叶五灯会元曳卷四载

有他野牧杭州袁访鸟窠法师袁有问答语句冶的故实袁登寺

宇袁访名师袁向被好佛者引为嘉趣袁白居易也无例外遥

他借机游历古刹袁与名僧相坐谈禅袁阐幽发玄袁他们往

来素密袁诗人澹泊洒脱的个性袁更与僧侣们意气相投遥

他野耶与凑尧满尧朗尧晦四禅师袁追永尧远尧宗尧雷之迹袁为

人外之交爷遥 后 耶久参佛光得心法袁 兼秉大乘金刚宝

戒爷袁耶并钩深索引袁 通幽洞微爷袁耶凡守任处多访祖道袁

学无常师爷冶[4]袁凡此种种与佛门打交道的经验袁都为他

晚年经卷在手尧心室虚白的坐禅生涯袁积累了基础遥

诗人每每焚香默坐袁心观禅趣袁便无不醉心空门袁

野自从苦学空门法袁销尽平生种种心冶渊叶闲吟曳冤遥 他自

曰苦学袁不是说苦修禅学费神耗思袁实是言自己尘心

太重袁难以泯除袁反受其苦袁唯有投诚空门袁姑能藉以

销苦遥 此时他渐入暮年袁当形骸枯朽袁年华衰迟袁当人

事如潮袁尘务恼心袁他更醉心于玄门净地袁寻找解脱之

法袁野我闻浮屠教袁中有解脱门遥 置心为止水袁视身如浮

云冶渊叶自觉二首曳冤遥 他通过对内心的静默观照袁对周身

之物的审察袁来体认人生哲理袁消释重重心结袁佛禅思

想在他的诗篇中留下了深深印迹遥 野照佛学的说法袁宇

宙的一切现象袁或者更确切地说袁一个有情物的宇宙

的一切现象袁都是他的心的表现遥 冶[1]白居易在诗歌中

留下的关于佛禅的痕迹袁 可视为其心灵世界的外现袁

心有所感袁则笔有所述袁佛禅诗即是其心绪纠结萦回袁

而后形之笔端的结果遥 照此线索按图索骥便可察知袁

诗人倾佛之心实早已有之袁且端倪彰彰可见遥

他自号野香山居士冶袁野居士冶本来指称隐居不出尧

未肯做官的人袁是古之隐士的别称遥 他以此自居袁足见

是确有隐居致仕之意的袁只是官阶缚身袁衣食所累袁不

得实现遥 然而白氏奉佛之心却由来已久袁诗人尝自叙

道袁野余早栖心释梵袁 浪迹老庄冶渊叶病中诗十五首并

序曳冤袁野官秩三回分洛下袁 交游一半在僧中冶渊叶喜照密

闲实四上人见过曳冤遥 他自云早寄心释迦佛袁数与僧人

交往袁可见其佛缘由来匪浅袁至于早到何时袁难以确

知袁但至少可追至入仕前遥 所以后来标举野中隐冶之路

的种种表现袁 应是他久隐于心的的佛禅观的自然外

显袁却不是一时兴来遥

入仕前袁白居易与佛交接甚笃袁并结夙缘遥 初期袁

他只是偶涉佛理袁耽迷有限袁还未萌生委身空门的念

头袁他与僧徒交往袁率多是为旁求学问袁而不为苦行头

陀做打算遥 诗人被佛学妙理所吸引袁期间有感芍药花

之禅趣袁曾写下叶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曳诗遥 此诗写于

登第前袁可诗中对幻空尧色相等佛理的认识袁已颇见力

道袁这一点上袁诗人似有慧根遥 而后他崇佛之心愈见笃

诚袁夙日所结佛缘开始彰明起来袁积微而著遥 随着觉悟

日增袁他甚至有过前生就是一位诗僧的念想袁野坐倚绳

床闲自念袁前生应是一诗僧冶渊叶爱咏诗曳冤遥 这种生自内

心的特定现象的外在表现袁实则是一连串因果所造成

的自然归属袁是野前因冶历经播培后袁在诗人心田结出

的袁芟除不掉的野后果冶遥

这就解释了袁缘何白居易经历宦途起伏跌落后袁能

速与佛禅结下深缘遥原来其心早有所归袁只是碍于官员

之身份袁不便彰显袁后来野兼济天下冶的襟抱被宦途风波

所湮没袁诗人反而得偿所愿遥 于是留杭期间袁他以野中

隐冶身份自居袁游览招贤寺尧灵隐寺尧天竺寺等各大庙

宇袁与当时高僧鸟窠道林禅师尧韬光禅师尧道标法师袁彼

此深交不浅遥 他们论禅研道袁谈经说理袁乐似无穷遥

白居易之隐居袁不类苦修遥与大多数隐士绝世弃俗尧

安贫乐道尧老死岩壑的隐居方式不同袁白居易更像是在

野诗意地栖居冶着袁他自标野中隐冶袁也自成风格遥 所谓野中

隐冶袁就是既不荣登廊庙袁也不屈居草莽袁而是身揽闲职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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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地方闲小官员袁以达心隐而身不隐的目的遥

诗人闭户掩关袁参借佛禅调伏妄心袁其目的不在

追求心中之野道冶袁而是为身心自适袁使心与环境两相

合和遥 他身处宦海而不汲汲营营袁心往隐居而不弃世

抛俗袁他能在野用世冶与野忘世冶之间袁悠游应对袁而不陷

入患失患得当中袁颇得野诗意冶遥 野贱即苦冻馁袁贵则多

忧患遥 唯此中隐士袁致身吉且安冶渊叶中隐曳冤袁诗人隐居

参佛袁确是为远离政治迫害袁摒弃世俗忧虞遥 因为身居

高位则伴君如虎袁要务累心曰身处下贱则衣食无保袁饥

寒相侵曰唯隐身在不高不下的野中冶位袁方能元亨平顺遥

所以他甘心不辞地过着野中隐冶生活袁身履闲职袁薄守

微俸袁以求得保物质所需袁不至受冻馁之虞院野三年请

禄俸袁颇有余衣食遥 乃至僮仆间袁皆无冻馁色冶渊叶自余

杭归宿淮口曳冤曰如此还可远离中央政治环境袁忘弃恩

宠荣辱袁寄身在无关是非之地而陶然忘机院野进退者谁

非我事袁世间宠辱常纷纷遥 我心与世两相忘袁时事虽闻

如不闻冶渊叶诏下曳冤遥

与其他好佛者隐居不同袁白居易是野食饱拂枕卧袁

睡足起闲吟遥 浅酌一杯酒袁缓弹数弄琴冶渊叶食饱曳冤遥 饮

酒本是僧徒之忌讳袁而他在寝食之余袁竟不忘酌酒弄

琴袁聊供雅趣袁全将戒律抛在一边袁足显与一般沙门有

不同处遥 西安外国语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妍君阐道袁野白

居易创作谈禅之作的目的并非强烈宣扬佛法无边或

道行玄妙袁 而是用来调适自己心灵的痛苦冶袁野白居易

的谈禅诗更多表现的是一个文人的见解袁而不是佛教

徒的体悟遥 冶[4]洵然袁白居易是站在儒生视角袁来反躬省

察自身与周遭环境袁将所感所念诉诸佛禅诗遥 当儒家

思想无法抚慰宦场受创的心灵时袁他不得不被迫搬出

一套佛学理论袁以疗痛养心遥 诗人奉佛不是佞佛袁他是

用佛理疗心袁并依借诗字袁诉之以个人的耳观与心悟遥

他喜在字句中糅入个人体悟袁把情志融会其中袁表现私

己的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袁野蜗牛角上争何事袁 石火光

中寄此身遥 随富随贫且欢乐袁不开口笑是痴人冶渊叶对酒

五首窑其二曳冤袁这更与王维诗中借山溪下自荣自枯的芙

蓉花袁所表达出的空灵澄净尧幽寂索寞之感袁判然两途遥

三尧佛禅思想在诗歌创作上的体现

翁方纲叶石洲诗话曳卷二载院野诗至元白袁针线钩

贯袁无乎不到遥所以不及前人者袁太露太尽耳遥 冶翁氏所

言袁前人已有察觉袁对此也颇多微词袁但如换一角度袁

在摹情状物这一艺术层面上审视白诗袁 评价则又迥

殊遥 清史学家赵翼就对翁方纲所论袁持以异说袁他在

叶瓯北诗话曳卷四中云院野渊其笔冤无不达之隐袁无稍晦之

词遥工夫又锻炼至洁袁看是平易袁其实精纯遥 冶诚如赵氏

所言袁白居易的诗歌看似平易通俗袁往往浅易中立见

精妙袁通俗中蕴以深意袁在状物传情处用笔袁颇见锻字

炼句之工遥 如叶留题天竺灵隐两寺曳院

黄纸除书到袁青宫诏命催遥 僧徒多怅望袁宾从亦裴

回遥寺闇烟埋竹袁林香雨落梅遥别桥怜白石袁辞洞恋青苔遥

渐出松间路袁犹飞马上杯遥 谁教冷泉水袁送我下山来遥

诗中所蓄之感情袁直露无藏袁没有迂回隐笔袁更不

存艰涩难懂的弊病遥 全诗似口出笔随袁浅直而流畅袁读

来却有深情蕴藉的情味充溢其间遥 诗中借寺桥幽情透

露出的禅机逸趣袁 诗人与僧徒间互为相惜的友谊袁都

不待外人细言袁因为如烟竹雨梅尧白石青苔尧松路冷泉

等袁凡此意象袁都被诗人直截点明袁一一呈于眉睫之

下袁更连诗句背后所表达的幽冷襟怀尧静净心境袁以及

对僧侣山寺的留恋之意袁俱一察无余遥 总体上袁这首诗

摹情与写景融为一体袁禅趣与诗采彼此辉映袁直切通

俗中极富坦夷豁朗之美袁这也是白诗的惯常风格遥

这是其佛禅思想与文学风貌体现在诗作上袁与别

家相悬之处遥

诗人的佛禅思想与诗歌创作间的关涉性袁前有学

者归结为院野首先袁 是他对佛法的理解及与僧侣的交

游冶袁野其次袁 白居易在经历世事无常及对人生疾苦的

感悟后袁 低落的情绪常常在闲适诗中流露出来冶袁野再

次袁是他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遥 冶[5]上述几则重在着眼于

诗人的生活经历袁就诗歌本身而言袁其佛禅诗还惯于

铺景写意袁细细阐发傍于物景之外的重重意旨遥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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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身置于天地大块之下袁借眼观耳闻袁去省察周围

一切袁仿佛物我融为一体袁情高韵远之处袁读来无不令

人气闲神怡袁生出无限禅机逸趣遥 又叶清夜琴兴曳院

月出鸟栖尽袁寂然坐空林遥 是时心境闲袁可以弹素

琴遥清泠由木性袁恬澹随人心遥心积和平气袁木应正始音遥

响馀群动息袁曲罢秋夜深遥 正声感元化袁天地清沉沉遥

诗人借四周环境的寂然深杳袁引出闲适心境遥 他

援琴正坐袁弄弦发音袁琴音与周遭静穆之色产生对比袁

恰好衬出心室的中正平和与清寂澹荡遥 诗中对物景和

声色的摹刻细致而微袁意象层层铺来袁读之如在耳目袁

句中对安禅冥想未著一字袁却满溢禅机袁迭生逸趣遥 可

见他对佛法妙义已完全贯通于心袁达到心神合一的境

界遥 他寄情空林袁在月出鸟归后弹琴自娱袁享受此番澹

然安闲的逸趣遥 由此可曰袁历经人生起伏跌落后袁诗人

终于在出处进退之间袁 找到了折中两用的最佳方法遥

再如叶题玉泉寺曳院

湛湛玉泉色袁悠悠浮云身遥 闲心对定水袁清净两无

尘遥手把青筇杖袁头戴白纶巾遥兴尽下山去袁知我是谁人遥

玉泉尧浮云尧定水袁这些习见的景物袁经白居易用

慧心观照后袁显得高情雅韵袁超凡不俗遥 玉泉澄湛袁正

如诗人一片事佛之热忱袁流动不滞曰浮云闲淡袁它舒卷

开合不留行迹袁如似诗人多年出入官邸袁却能进退自

由袁无事绊身曰定水似闲袁鉴出天地间一颗凡心袁纤尘

不染遥 这些诗总是情景交融袁清新蕴藉袁处处洋溢着他

嗜禅礼佛的情怀袁寄托他知足自适尧清淡安闲的生活

情味遥 更如院

行藏事两失袁忧恼心交斗遥 化作憔悴翁袁抛身在荒

陋遥 坐看老病逼袁须得医王救遥 唯有不二门袁其间无夭

寿遥 渊叶不二门曳冤

长年渐省睡袁夜半起端坐遥 不学坐忘心袁寂莫安可

过遥 渊叶冬夜曳冤

空王百法学未得袁姹女丹砂烧即飞遥 事事无成身

老也袁醉乡不去欲何归钥 渊叶醉吟二首窑其一曳冤

人生时短命促尧年华易逝是普遍的袁而其中太多

的无可奈何也在所难免袁这些情感困惑在白居易的佛

禅诗中表露无遗遥 诗人眼见身老病侵袁日加枯朽憔悴袁

可深心忧恼又如之奈何钥 或许唯有遁入空门袁才能舍

掉俗身袁忘却生死烦恼曰年高睡少袁寂寞无涯袁或许只

有掩关坐禅尧苦吟佛卷袁才能捱过长世之寂寞袁泯去虚

妄之前心曰日日炼丹烧药袁纵然求得空王百法袁即便佛

法如何精进袁可一旦身填丘壑袁便赤条条悉归虚无遥 种

种无可奈何的悲悯情感袁 看似在佛禅中得到化解袁实

则只是被诗人埋在了内心最深处遥

四尧结语

丈夫处世一生袁兼济与独善实难两全袁在历经人

生升沉起伏后袁当诗人清楚认识到这一点时袁他选择

倾佛一路袁借佛禅克服苦闷袁保持内心平顺遥 白居易晚

岁尤嗜佛道袁暮年隐居香山袁几乎杜门不出袁只贪焚香

坐忘袁自号野香山居士冶袁直到归土时袁还嘱令身边亲人

殓其于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冶[6]遥 白居易的佛禅思想对

后世亦沾溉不浅袁宋代苏轼能儒尧释尧道三家会悟于

心袁周流无碍袁其禅学观与白居易关系颇深袁野宋人周

必大指出院耶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袁 独敬爱乐天袁

噎噎谪居黄州袁始号东坡袁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

也遥 爷冶[7]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上袁曾于城东垦辟一块坡

地种花养草袁后苏轼自号野东坡居士冶袁显然是受白居

易启发遥 苏轼晚年谪处黄州袁能够身陷窘迫而泰然处

之袁更颇多受益于白居易袁由此一端即可察知白居易

的佛禅思想对后人影响之远遥 虽然禅学改变了白居易

的诗歌创作风貌袁 但诗人也通过他万事必达的诗笔袁

细细去摹刻状写袁在禅诗领地袁结出一朵朵素净光洁

的智慧花遥 不问最后是否功德圆满袁他随缘任运尧委命

顺化的处世情怀袁加之闲旷澹远的人生态度袁足留给

后人颇多启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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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 and Style Embodiment of Bai Juyi's Buddhist Poems

LIU Guowei

渊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Yan'an University,Yan'an, Shanxi 716000冤

Abstract: In Bai Juyi's thought of life,Confucianism,Buddhism and Taoism coexisted together.At the beginning of his early official ca鄄

reer,he took the Confucian spirit of becoming an official,and made it his responsibility to be loyal to the king and people.Later,the official鄄

dom was not satisfactory and he was pushed out and demoted,the thought of Buddhism and Zen hidden in his heart then rushed out un鄄

stoppably. The thought of Buddhism and Zen triggered his view of "hiding in the middle", both of which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his

poems and also produced his Buddhist poetry.Most of his Buddhist poems had Zen meanings. Poetic grace and Zen theory complemented

each other.It could be said that the thought of Buddhism and Zen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Bai Juyi's literary writing,and also led the

style of his poetry creation 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track from that of his earlier period.Through studying Bai Juyi's Buddhist poems,we

can find easily the darkness of official circles. He is marginalized repeatedly, and he likes Buddhism, likes to make friends with monks,

which make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reasons of his transformation from "Confucianism" to "Buddhism".

Key words: Bai Juyi; Buddhist poetry; own moral uplift; hiding in the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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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电影巨制叶长津湖曳是近期最受关注的主旋

律影片之一遥 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惨烈

的一场战役袁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唯一一次全歼美军

加强团的战役遥 电影叶长津湖曳以文献记录式的历史叙

事袁将宏大的历史与微观的个人视角相结合袁从野个

体要集体要国家冶的三个维度书写和建构民族的共同

记忆袁并以壮丽的史诗气质和震撼的战争场景袁书写

了一部壮丽的民族精神史诗[1]袁将中国主旋律影片热

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袁也让表现抗美援朝的创作热

情持续高涨遥

叶长津湖曳巧妙地将个人的成长和历史事件尧全民

族记忆融合在一起遥 影片描绘了一个个鲜活的人民志

愿军形象袁不管是沉稳内敛的连长伍千里尧大智若愚

的排长雷公袁 还是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余从戎尧

斯文温柔的指导员梅生袁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袁即

战争记忆的亲历者与讲述者遥 叶长津湖曳以 20世纪朝

鲜半岛重大历史事件的特定野时间冶野地点冶作为民族

历史的野记忆场冶袁书写了特定的个体记忆尧集体记忆

和国家记忆袁推动了国家尧集体尧民族认同的记忆建

构袁弘扬了新时代主流价值观和民族精神[2]遥但影片在

记忆书写的过程中难免存在待完善之处袁这给当前集

大成式整体效应的中式大片创作袁留下新的启迪和记

忆责任遥

一尧个体记忆的唤醒与保留

叶长津湖曳是第一部关于长津湖战役的战争片遥 战

争历史电影是主流意识形态表现的重要载体袁它通过

重大的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的宏大叙事参与国家认

同的建构[3]遥 在叶长津湖曳历史记忆叙事的背后表征了

深刻的历史逻辑和鲜活生动的个人命运袁并把破碎而

模糊的个体成长记忆从统一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唤醒

出来遥

叶长津湖曳从个体记忆的微观视角进入袁以伍氏兄

弟及七连战士为主要的叙事视角袁沉浸式地将观者带

回到那个血腥的战争时代袁以建构新的集体记忆要要要

显示我国坚决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遥 叶长津湖曳紧

紧抓住了野长津湖战役冶和野战士的成长冶这两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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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遥 该片首先可以看成一部懵懂少年成长为英雄的影

片遥 伍万里是在浙江湖州江边长大的顽劣少年袁参军

的目的只是想让哥哥千里看得起自己袁而他从军后面

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在残酷的战争中活下去遥 一开

始他还是一个多次不服从军令贸然行动袁被欺负只会

喊野哥袁他们欺负我冶袁在石堆抱着死尸瑟瑟发抖的野问

题新兵冶袁再到经历身边战友的一个个倒下袁最终成长

为一个懂得野有些枪必须开袁有些枪可以不开冶的成熟

军人遥 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袁展现了一个少

年从顽劣尧任性到成熟尧冷静的成长过程遥 叶长津湖曳从

平民化的角度展现人物的亲情战友情和人格品质袁改

变了以往把国家和民族利益与个人和家庭幸福完全

对立的叙事模式遥

叶长津湖曳个体记忆叙事蕴含的人性和人情更容

易引起认同和共鸣袁并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更为自由的

空间[4]遥作为一部反映野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

东方的宣言书袁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

碑冶[5]的主旋律电影袁该片在全方位的宏观历史视角之

下袁将野朝鲜半岛七连穿插连冶野朝鲜大渝洞冶野北京会

议中心冶和野美国北极熊团冶几个跨空间的战场穿插在

一起袁没有明显的章节结构袁只是用时间连接整部电

影袁以内在情感引导叙事遥 如雷公在影片中无疑是野父

亲冶和野导师冶的角色袁他冷酷果断袁七连所有人都尊敬

他尧敬畏他遥 但与此同时袁雷公还有另一层身份要要要

野老兵冶袁经历了残酷战争中的生生死死袁除了表面的

五大三粗袁更多的是骨子里的善良心细尧纯良天真遥 所

以雷公装傻充愣不给万里子弹头的动机才顺理成章袁

只是想尽可能地保护这个孩子袁不想让他过早地接触

到战争的残忍遥

然而记忆在传播过程中有时也有失真之处遥 首

先袁 记忆在产生过程中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遥

记忆是一种不经意的选择和筛选机制遥 如影片中有一

幕是袁 中国人民志愿军向防守水门桥的美军发出进

攻袁这一情节的源头来自纪录片叶冰血长津湖曳对志愿

军老兵的采访遥 但围绕野水门桥大战冶出现不同的声

音袁有学者认为在原始的档案叶20军长津湖阵中日记曳

和叶20军咸镜南道战役初步总结曳中都没有出现野水门

桥冶的身影袁并且野水门桥冶三个字是后来翻译外国著

作引进来的词汇遥 所以袁当战争成为过去时袁老兵回忆

和讲述的观点和态度可能已经改变袁但他们对事件的

感知和理解完全属于现在遥

其次袁由于电影艺术处理的需要袁影片并非完全

按照故事自身的发展逻辑进行袁而是经过了人为的把

控和筛选袁按照设定方向发展袁目的是正能量的输出遥

如叶长津湖曳以一个连为切入点袁以小见大描绘抗美援

朝这一壮丽的民族精神史诗袁 将重点放在了 11月 27

日东线对北极熊团发起的总攻袁而真正的长津湖战役

超过一大半的兵力都放在了西线遥 除此之外袁提到长

津湖战役就不得不提到野冰雕连冶袁在零下 40多度的

低温环境下志愿军 81师 242团 5连的战士们身上只

有一层薄薄的单衣袁趴在雪地里三天三夜袁没有一个

人撤出阵地袁最终只有一个通信兵幸存袁但电影中关

于这一情节的描述只有不到 1分钟的镜头遥

再者袁社会记忆本身对英雄人物的私人记忆塑造

更多遥 英雄既是单独的个体袁又代表着某个群体袁同时

他们的英勇的私人记忆与社会公共生活重叠得比较

多遥 这种认同意味着他们更难表现出越出社会记忆框

架外的复杂情感袁于是主旋律影片强化了集体记忆的

正向发展遥 但正如影片中谈子为所说的袁野没有冻不死

的英雄袁没有打不死的英雄袁只有军人的荣光冶袁除了

社会记忆正向的输出袁英雄同样也是有血有肉的遥

因此袁什么样的记忆可以保留钥决定记忆结构的力

量是什么钥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体记忆只有通过倾听尧记

录尧被看到和传播才能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袁否则它

只是个体记忆遥 只有将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的一

部分袁对集体记忆进行补充尧修复尧纠正和保存袁集体记

忆才能多方位地反映历史袁更接近历史真相[6]遥

二尧集体记忆的共鸣和传承

与个体记忆不同袁 社会共同体没有一个共同的大

脑袁集体记忆只是一个隐喻袁但这个隐喻却具有巨大的

野重量冶袁 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家国意识与国际观念[7]遥

法国学者莫里斯窑哈布瓦赫认为袁野有一个所谓的集体

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袁 我们的个人思想将自身置于

这些框架之中袁并将它们整合到可以回忆的记忆中冶[8]遥

当然袁这种记忆框架不是先验的存在袁而是后天建立

的袁它与集体记忆的共鸣密切相关[9]遥

第一袁从历史纬度上来看袁集体记忆不等同于历

史袁它被内化为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尧思想尧价值的集

廖小婵院论电影叶长津湖曳宏大历史叙事下的记忆与责任书写 43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2年第 4期

合袁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会被重构遥 对于抗美

援朝袁各当事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院它是朝鲜人民

付出惨痛代价的内战袁是美国不愿去回忆和传播的一

场失败的战争袁而对新中国而言是野成功抵制帝国主

义侵略袁捍卫新中国的安全袁保卫世界和平冶的正义之

战遥 从叶英雄儿女曳叶集结号曳到纪录片叶跨过鸭绿江曳尧

戏剧叶奇袭白虎团曳袁我国抗美援朝类战争影片始终深

切地表达了浓烈的爱国主义尧 激昂的革命英雄主义袁

而这与韩版叶太极旗飘飘曳叶共同警备区曳重在表达朝

鲜人民的决心殊死搏斗和高涨的战争情绪袁美版叶决

不撤退浴 曳叶战俘曳中对历史悲剧尧混乱政局尧人性幽暗

的反思和批判形成了强烈反差遥 因此袁集体记忆是一

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共享过去记忆的过程和结果袁是一

个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

的记忆袁是共鸣感和认同感的来源遥 而社会之所以需

要渊集体冤记忆袁是因为记忆赋予社会的野过去冶一种历

史的魅力[10]遥

第二袁从家庭记忆角度来看袁会发现家族的传承

观念也是影片叶长津湖曳想要传达的共鸣遥 对于中国人

而言袁家庭是社会的核心袁是伦理道德基本的起源遥 影

片中一直贯穿主线的正是父子情袁开头哥哥湖面上一

叶船袁弟弟岸上肆意奔跑袁浙江普通的渔村家庭呈现

出一片和谐与安宁遥 同时第一部叶长津湖曳的开头野千

里送百里骨灰回老家浙江湖州冶袁与第二部叶水门桥曳

野万里抱着千里骨灰归乡冶的结尾袁普通家庭香火的延

续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遥 而家庭也并非是一个封闭尧

孤立的社会群体袁军队组织打破了家庭的边界袁七连

之间也是类似家族的关系袁 雷公被大家尊称为 野雷

爹冶袁战友之间则是深厚的兄弟之情遥

显然袁叶长津湖曳的创作团队很有野心袁试图构建

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遥 然而袁在高票房成绩的背后袁当

下集体记忆正面临着被淡忘尧 被模糊和被歪曲的危

险遥 首先袁从集体记忆共鸣的角度来看袁过分强调了大

众与精英记忆的分野遥 集体记忆是精英从现实出发重

塑的袁 一个人的记忆甚至可以构造成为集体的记忆遥

而历史记忆在野大众冶的理解上引发分歧袁一方面袁大

众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袁建构的集体记忆是为

了更好地与当下的语境接轨袁 亦是牵连着 野人民冶与

野民主冶的理想袁又亦是牵连着野民族冶与野团结冶的认

同曰但另一方面袁大众回忆又是由野再现形式冶的不断

制作而得以持续袁于是出现大量的野二手记忆冶袁某些

历史故事和纪录片在被重新制作的过程中袁会受到新

的野二手记忆冶的挑战和质疑遥 抗美援朝是一场野被美

国集体遗忘的战争冶袁 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签

订叶停战协议曳后的演讲更是美化了出兵理由袁试图用

冷战来冲淡朝鲜战争的影响遥 仅存的几部相关题材的

影片要么是被拍成 野决不撤退袁 我们只是以退为进冶

叶决不撤退浴 曳袁要么关注的是空军上校赫斯在战火纷

飞中照料朝鲜孤儿的人性光辉渊叶沙场壮士赤子心曳冤袁

要么拍的是克莱门斯中尉在战争的最后一刻都没有

投降渊叶猪排山曳冤遥 由于美国媒体话语权的强势输出袁

新生代在没有真实优秀的历史作品的正面引导之下袁

容易受舆论的引导袁被操控集体记忆遥

此外袁在集体记忆传承的方面还存在人物群像失

焦尧模糊的问题遥 这是因为影片过于重视群体形象的

塑造袁忽视了人物塑造的个性特征遥 长津湖战役中袁原

本是杨根思尧冰雕连等英雄事迹广为流传袁但电影却

以虚构的七连为核心袁将真实事件拼凑在虚构的人物

身上遥 伍万里这个人物形象虽然有一定的弧度转变袁

但除了提供叙事的视角以外袁很难从光辉的人物群像

中显现出来袁并且在叙事后半部分湮灭在激烈的战斗

戏之中遥 人物视角的混乱袁直接导致的是影片的割裂院

一方面袁影片希望通过第七穿插连的人物塑造袁展现

长津湖战役的全过程曰但另一方面袁又希望通过战争

社会背景的勾勒来展示这场战役的重要历史地位遥 于

是袁愈来愈多的人物被穿插其中袁这大大弱化了原本

突出的七连戏份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一部好的影片应该

有包罗万象的视角袁真实的态度袁精湛别致的技术和

收放自如的结构遥

三尧国家记忆的认同和建构

集体记忆建构下共同体想象的进一步延伸袁是更

深沉尧更持久的民族大义与国家记忆认同遥 在叶长津

湖曳结尾处袁已经成长为英雄的万里归途中再次看到

了余晖下闪耀的中国长城袁野长城还在袁 连队还在袁家

还在冶袁此时野个体要集体要国家冶的深刻主题再次完

美统一遥

第一袁增强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袁是抗美援朝战

争影片最核心的功能之一遥 区别于解放战争题材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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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革命叙事袁 抗美援朝电影首先是一种国族叙事袁构

建的是自身的国族意识和文化语境遥 叶长津湖曳展现的

正是这种家国同构关系遥文化认同是社会属性的表现

形式袁是构成国家认同的中介形式[11]遥其核心是对国家

基本价值的认同袁是凝聚一个国家的精神纽带袁是延

续国家生命的精神基础遥 影片中象征中国文化的长

城袁在夕阳下绵延致远尧金碧辉煌袁令人心生敬畏袁而

同时它也是人民志愿军战士用自己的生命筑成的血

肉长城遥 因此袁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二位一体的尧相

辅相成的关系遥文化认同是国家团结的根脉袁是国家认

同的基础曰而基于文化认同的文化自觉袁是建构国家认

同的保障袁国家认同的巩固离不开文化认同的加强遥

第二袁国家记忆的定格尧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

的延续和加深袁 离不开革命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弘

扬遥 这种理念不仅与毛泽东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曳以来野人民冶叙述的伟大传统遥相呼应袁同样也

是对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野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冶的又一次实践遥 即使是在瞬息

万变的互联网时代袁影视的人民性仍具有时代的闪光

点遥 一贯以来主旋律影视天然承载着传递核心价值观

的重任袁 但真正好的作品必须根植于人民的现实生

活袁 无声地传递出朴素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遥 叶长津

湖曳不仅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悲壮尧残酷袁更多的是

塑造了一个个不惧强敌尧 不怕牺牲的鲜活的英雄人

物遥 通过展现中华民族在民族危亡之际书写的家国情

怀袁铸牢极具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遥 同时袁这

种共同体意识又被记录到革命历史的记忆长河之中袁

成为一种民族团结之本尧精神力量之魂遥

但是袁叶长津湖曳影片的爱国教育意义多过于一部

严谨的战争片遥 在国家记忆书写方面的缺憾袁体现在

国家记忆现代认同和合法性的危机遥 首先袁叶长津湖曳

的重心放在了对民间记忆的打捞袁而野打捞冶二字直接

预设了官方与民间的对立袁也就是大意识形态对个体

的压抑遥 在大众记忆书写时代袁分别有野官方记忆场冶

与野民间记忆场冶两个概念袁前者是依托官方媒体的主

流媒体记忆实践[12]袁后者民间自传式书写能补充前者

书写的不足遥对国家记忆的探索是一场跨时空的对话

和反思袁 历史记忆有助于人们对国家同一性的认知遥

原先袁影片试图用性格各异的志愿战士共同编织野大

逆转冶的个人叙事传奇袁但主人公伍万里强烈的个人

英雄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电影叙事的现实主义

原则遥 因此袁野非虚构冶的名义让历史的厚重感尧战争的

悲壮感都大打折扣袁并且大意识形态的扩大迫使人们

压抑个人记忆的主观色彩袁使得正在建构的国家记忆

陷入了多元话语竞争的怪圈遥

第三袁 国家记忆作为社会强制力量的黏结记忆袁

需要利用记忆政治将国家记忆转译为大众媒体等多

种形态遥 然而在记忆建构层面袁三位导演的合拍不可

避免导致了情节设置的突兀遥 叶长津湖曳最大的问题就

是拼盘电影袁该片采用联合执导的模式来拍摄袁这是

因为主旋律影片故事性复杂尧 场面拍摄难以把控尧演

员阵容庞大的特点遥 陈凯歌文学素养深厚袁 重视对

野人冶的塑造曰徐克想象力丰富袁战争戏点子多曰林超贤

擅长拍大场面大调度袁这是优势袁也是缺点遥 由于导演

拍摄风格和擅长领域的差异袁导致摄影尧美术尧叙事风

格难以高度统一袁 最突出的是电影叙事整体性的缺

失袁尤其是影片中后段叙事的游离和散乱袁大量的战

斗戏也冲淡文戏的共情遥 如关于毛泽东之子毛岸英袁

只交代了他受父亲以及伍千里等士兵的影响成为了

野第一位志愿军战士冶袁以及在危机关头为了抢救地图

而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炸死遥 较少的叙事篇幅大大削

弱了毛岸英英勇无畏的人物形象袁 也让毛岸英的出

场尧离场过于突兀遥 还有美军山间飞行巡逻拍摄的照

片尧张小山的吊坠尧火车站女孩的红围巾等等铺垫的

细节袁 也并没有在影片后半部分得到相应的呼应袁反

而影响了叙事的流畅度遥 另外袁长津湖之战是著名的袁

但却没有上甘岭之战尧云山之战那么深入人心袁导演

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科普上面袁 把基础史实交代清

楚袁把故事线理清袁才能让观者重返那段悲壮的历史

现场产生共鸣遥 一场 176分钟的电影袁战争戏占了巨

大的篇幅袁 但密度过高的战斗戏份会让观众疲于应

对袁过犹不及遥 而且叶长津湖曳并没有全面反映出东线

紧张激烈的战役袁又因为时长原因也让战役中真正的

命门要要要水门桥之战留下遗憾遥 概而言之袁国族叙事

伦理的整体缺失不可避免会导致国家记忆的危机遥

四尧结语

叶长津湖曳是一部具有鲜明政治属性的主旋律影

片袁这要求作品在政治影响力尧商业诉求和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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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and Responsibility Writing under the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Film <The Battle at Lake Changjin>

LIAO Xiaoch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Abstract: Under the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Battle at Lake Changjin realized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memory. Under the grand epic historical narrative, this film selects the perspective of several ordinary soldiers, con鄄

denses the war process with individual memory, and transforms individual memory into a part of collective memory, which reproduces the

war memory, carries forward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constructs the identity mechanism of national memor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ersonal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under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help people to recognize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t the same time, this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is recorded in the long mem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become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the soul of spiritual power. Behind the beautiful box office performance of the

film lies the enlightenment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in melody film: "respect the differences of personal memory", "guard against the

danger of collective amnesia" and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memory identity and legitimacy".

Key words: The Battle at Lake Changjin;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personal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na鄄

tional memory; memory defect

之间找到平衡遥 因此袁在宏大的史诗性历史叙事之下

选取了几名普通战士的视角袁以个体记忆浓缩抗美援

朝两年零九个月尧24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抗战征程袁

从普通战士的成长入手袁把作为个体的野我冶与新中国

生生相息尧荣辱与共的关系进行具象化的表达袁最终

形成 14亿中国人对那段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不同的重

现和再造遥 在记忆书写方面该片难免存在不足袁例如

野个人记忆在传播过程中有时也有失真之处冶野集体记

忆正面临着被淡忘尧 被模糊和被歪曲的危险冶袁 以及

野国家记忆面临现代认同和合法性的危机冶遥

针对记忆书写者的责任袁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曾

在访谈中提到两点院 一是尊重他者袁 二是尊重差异遥

野高档的文学务必包容袁一流的文学应有多义性冶[13]遥面

对极具政治献礼功能的影视作品袁 不仅要政治的合

流袁更要关心受众的合流遥 叶长津湖曳就构建了符合观

众普遍接受心理的主流电影认同机制袁它是抗美援朝

题材纪录片创作的一次有益尝试袁 是一场 1950年的

年轻人与当下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隔空对话曰也是

用影像铭记历史袁向野最可爱的人冶致敬的最好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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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隈研吾野负建筑冶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渊一冤文化渊源

1.日本本土文化

著名日本建筑师隈研吾的建筑思想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袁他的建筑作品呈现出一种对

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遥丰富的自然环境和宜人的风

景袁激发了他对自然环境由衷的热爱袁也造就他独特

的自然生态观念[1]遥 日本人独特的生态观在其建筑态

度和行为都得到很好的体现袁他们认为建筑是自然景

观的一部分袁应与自然和谐相处遥此外袁日本建筑传统

文化的精髓是内外界限的模糊界定袁不执着于用墙体

生硬将建筑空间和室内环境进行分割袁更倾向两者的

有机联系袁追求建筑投入自然的怀抱袁争取建筑最大

限度的开放和包容遥 传统建筑追求内外空间通透的做

法对隈研吾野负建筑冶思想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遥

对自然由衷的热爱袁也使得日本人在设计建筑时

运用如木板尧竹和石材等当地自然材料的思想植根于

他们内心深处袁 为建筑创造了一种回归自然的亲切

感遥 深受日本追求当地材料的影响袁隈研吾也对自然

材料情有独钟袁逐渐形成从当地素材中寻找灵感和启

发的良好习惯遥 他认为就地取材的好处不仅仅是快捷

方便和节约能源袁 也使建筑更容易融入当地文脉中袁

赋予建筑更多的文化内涵遥 隈研吾曾说过院野我希望我

的建筑谦逊地矗立在它所在的环境冶袁 可以明显看出

他对日本传统文化追求建筑融入自然的思想有很深

的认同感遥

隈研吾的两个著名作品爱知县糕点店以及中川

町马头广茂艺术馆袁都是运用大屋顶袁糕点店更是被

称为笼罩在大屋顶下的建筑渊如图 1,图 2冤遥 这一表现

手法在著名的竹屋和根津美术馆等多个项目都得到

很好的运用袁隈研吾这一特别的想法也与日本传统建

筑偏爱大屋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遥

收稿日期院2021-04-09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JAT190784冤曰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渊202110397011冤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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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KC202113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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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爱知县糕点店的大屋顶

Fig.1 Great roof of Aichi Pastry shop

图 2 中川町马头广茂艺术馆的大屋顶

Fig.2 Great roof of Matou Hiroshi Art Museum, Nakagawa

2.中国文化

隈研吾在建筑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文化和内涵袁不

仅仅是日本传统文化袁还充满了东方建筑特有的文化

气息和空间意境遥 禅宗在传入日本后与当地文化得到

很好的融合袁形成独有的追求自然袁简约素雅和宁静

空寂的传统审美观袁 日本建筑的性格也潜移默化袁渐

渐趋向于淡雅简朴袁低调小巧袁却意境十足袁并蕴含一

种与自然和谐的美遥 研究者不难联想到隈研吾的建筑

特点袁 他把禅宗的空灵与平和作为他心灵的归宿袁因

此他的建筑大多充满禅意袁造型低矮灵巧袁以谦虚的

态度贴近自然尧融入自然[2]遥竹屋作为他在中国的第一

个作品袁低矮的建筑恬静隐居在山林中袁享受山林的

寂静美袁宛如一个隐士隐居在这山林袁与山林结合袁独

自享受这山林的安逸渊如图 3冤遥

图 3 长城脚下竹屋公社隐于山林中

Fig.3 Bamboo House Commune by the Great Wall hidden

in the mountains and woods

渊二冤成长经历

每位建筑师的建筑思想的形成与他的成长背景

也是密不可分的袁隈研吾也不例外袁他有趣和丰富的

童年经历对其建筑理念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3]遥

隈研吾认为好的建筑师也应该具备良好的植物

学素养遥 隈研吾是在长满花草的院子中长大袁祖父从

小的耳濡目染让隈研吾对花草树木情有独钟袁也为他

以后成为一名出色的植物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遥 隈

研吾从小就对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建筑很有好感袁认为

自然可以赋予建筑特定的感觉遥 此外袁小隈研吾热爱

制作盆景袁立志成为建筑师的他在制作盆景的过程感

受到与在建筑的设计过程同样的感觉和兴奋遥

作为一名热爱建筑的发烧友袁隈研吾的父亲对他

后来的成长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遥 特别是在 1964年

的东京奥运会期间袁父亲带领隈研吾前往东京袁让他

有机会参观很多著名的现代建筑遥 尤其与赖特设计的

东京帝国饭店完美的邂逅袁使隈研吾产生强烈的心灵

碰撞袁 隈研吾一下子被赖特及其建筑的力量所打动袁

激发了隈研吾想成为建筑师的渴望遥

渊三冤前辈建筑师熏陶

著名现代建筑大师赖特致力于东方传统美学研

究并将其巧妙运用在他的建筑作品袁给隈研吾带来了

积极影响遥 隈研吾利用美国学习的机会参观了赖特几

乎所有的建筑遥 赖特的自然建筑风格袁深深地影响了

隈研吾袁 他在赖特及其建筑中尽情汲取设计的养分袁

而赖特也成为隈研吾建筑设计真正的引路人遥

赖特的建筑讲究与环境的巧妙融合袁流水别墅就

是其中最为成功的案例袁隈研吾的野负建筑冶与其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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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曲同工之处遥 隈研吾的设计也不断地追求建筑与自

然环境协调共生袁尤其是竹屋的设计遥 在该设计中袁隈

研吾顺应长城连绵起伏的走势袁在倾斜的坡地上建起

了竹屋袁使竹屋和长城周围的风景巧妙结合遥

与此同时袁隈研吾在空间营造和组织的方式上也多

有借鉴赖特的创作手法遥 他多次在自己的设计中熟练的

运用织理和层次感来营造简洁和空宁的氛围袁石材美术

馆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渊如图 4冤遥 赖特对隈研吾的影响很

大袁隈研吾在多个场合都表达过对赖特的崇拜遥 隈研吾

的建筑创作之路是对赖特风格的传承袁在继承中坚持

自己的原则并对现代建筑进行重新的诠释遥

图 4 石材美术馆的层次感

Fig.4 The layering of Stone Art Museum

二尧隈研吾思想的大成要要要野负建筑冶

渊一冤野负建筑冶思想

野负建筑冶袁顾名思义即野消失的建筑冶袁强调对建

筑造型的弱化袁 使建筑最大限度的消融于环境当中袁

与人和谐相处遥 隈研吾心中的野负建筑冶袁不注重对象

征意义尧 视觉需求和占有私欲的满足的刻意追求袁而

是以简洁干净的外观和低矮灵巧的造型谦虚地俯于

地面之上袁不对场地内部和周边环境和因素产生对抗

和冲突袁坦然从容的面对和承受着各种外力遥

野负建筑冶的理念来源于东方袁兼有道家和禅宗的

韵味袁其建筑充满对简素和自然的追求袁与其周边环

境和平共处遥 野负建筑冶打破建筑和环境之间的割裂袁

是对人类友好的建筑袁强调以人为主体袁而不是以建

筑为中心的场景遥

隈研吾对西方建筑持批判态度袁野负建筑冶思想也

秉承对西方建筑的理论性颠覆袁颠覆了欧洲建筑从希

腊罗马时期延续下来的割裂手法[4]遥 让建筑与大地连

接起来袁这种连接并不局限于表象上的融合袁而是让

建筑作为存在袁真正植根于场所并与场所紧密相连遥

渊二冤野负建筑冶的创作历程

1.初期的建筑探索

在野负建筑冶思想的早期探索中袁隈研吾设计了位

于东京名为野M2冶的建筑遥隈研吾在建筑中央顶部放置

了一个硕大而怪诞的爱奥尼柱头袁并将各历史主义建

筑的片段附加其中袁使该建筑看起来更像一个巨型几

何堆砌物渊如图 5冤遥

图 5 野M2冶建筑怪诞的造型

Fig.5 The eerie shape of M2 building

野M2冶建筑让隈研吾经历了一把过山车般的感受

体验袁野M2冶建筑在建成之初让隈研吾一度享受着野后

现代旗手冶的赞誉袁然而随着泡沫经济的崩解袁铺天盖

地的谩骂声随之而来袁隈研吾摇身一变成了野建筑罪

恶集权化冶的始作俑者袁野M2冶在后来成了殡葬厂遥

野M2冶项目的设计袁隈研吾试图通过运用超常尺度

让无秩序的建筑消失在东京杂乱的都市环境中袁最终

发现冲突对抗的关系和奇异怪诞的造型非但不能让

建筑消融于环境中袁反而显得更加突兀遥

2.创造思想发展阶段

随着东京泡沫经济的崩解袁日本建筑行业也进入

大萧条时期袁 建筑师开始重新思考今后的发展道路遥

隈研吾就在这一过程中摸索到了自己的前进方向遥 他

将工作重心转到东京以外的偏远郊区袁开始有更多的

机会思索建筑和环境的关系遥 这一时期正是隈研吾

野负建筑冶创作思想的发展时期袁在这一时期袁有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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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M2冶因强烈的造型所招致的反弹袁隈研吾在龟老山展

望台这一项目设计中则有了想让展望台消失的念头遥

龟老山展望台在一个岛屿的最顶端袁有别于在山顶上

建造一座塔一样的展望台的寻常的做法[5]遥 隈研吾别

出心裁袁他在岛屿的顶端开了一个洞袁使展望台仿佛

镶嵌在岛上的一般遥 经历了一段时间后袁展望台四周

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袁展望台彻底和岛屿野长冶在了一

起袁建筑成功地野消失冶在了周围的环境中渊如图 6冤遥

图 6 龟老山展望台从岛屿中长出来

Fig.6 Kuroyama Observation Deck grows from the island

3.创造思想的转折阶段

1995年野水玻璃冶的设计是隈研吾建筑创造思想

的一个重大的转折袁从此他开始意识到野消解建筑冶的

真正含义遥 隈研吾将所有的设计特色融汇到 野水玻

璃冶袁对自然的开放尧独特材料运用和建筑内部让人愉

快的气氛遥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袁野水玻璃冶的设计袁隈研

吾吸收了附近日向邸的设计者陶特的建筑哲学思想遥

野水建筑冶的野水屋顶冶将建筑边缘巧妙的掩盖起来袁使

得从海上瞭望时袁建筑物外形和悬崖很好的融合在一

起遥 此外袁从室内眺望远处的海景袁则会发现水天一

色袁美不胜收渊如图 7冤遥

图 7 水玻璃消解于悬崖

Fig.7 Water glass dissolved in the cliff

4.创作思想的成熟阶段

2000年对隈研吾来说是个重要年份袁可以说隈研

吾的野负建筑冶的创作思想也是从这个时期走向成熟遥

以石材美术馆为转机袁隈研吾开始思考运用木袁竹袁石

和砖等各种自然材料来体现他的粒子思想遥 他通过对

材料的思考来完成对材料粒子性的探索袁将建材转化

为粒子袁以此为媒介袁建筑与环境相互融合在一起遥 隈

研吾的那须历史博物馆袁是他的粒子建筑中的一个代

表作渊如图 8,图 9冤遥那须博物馆用轻型铝板作为粒子袁

用简单的歇山形式与周围的环境相融合袁从而达到让

建筑消隐的目的遥

图 8 那须历史博物馆的歇山屋顶

Fig.8 The Xieshan roof of Nasu History Museum

图 9 那须历史博物馆采用粒子材料

Fig.9 Nasu History Museum uses particle materials

三尧野负建筑冶表现特征要要要丰富空间关系

从早期旨在营造更贴近自然环境的 野自然的建

筑冶 再到后来对自然材料微粒性思考的 野微粒的建

筑冶袁 到最后从哲学角度探讨建筑表层与实体间关系

的野负建筑冶袁隈研吾的在野负建筑冶创作理念形成的道

路上作品中的表现是多样的袁为了更详细了解隈研吾

创作思想与手法袁利用隈研吾的竹屋这一典型代表作

来把握野负建筑冶中丰富空间关系这一表现特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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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长城脚下的公社野竹屋冶的设计中袁隈研吾

选用中国文化中的典型符号要要要竹子作为建筑的材

料遥 隈研吾以它作为主要材料袁不仅体现竹在中国文

化中的重要意义袁还充分运用竹来塑造建筑的空间形

象袁创造出空间精神的可能性遥 为了表现出纯净的建

筑空间意境袁通透空间中的十字钢柱外面裹上一层竹

皮袁钢筋混凝土等构件被隐藏了起来遥 隈研吾最用心

之处就是茶室的设计袁 它作为整个建筑的中心位置袁

赋予它最高灵魂寂静袁简素遥 竹子尧珠帘和竹壁等交相

辉映袁交错的光影巧妙地运用在茶室内部空间袁使室

内外空间浑然天成袁同时让人产生一种置身于竹林的

错觉遥独特的处理方式不仅使人切身感受到四时的变

化袁也将美景尽收眼底遥 渊如图 10袁图 11冤

竹在空间流动性的塑造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遥

竹隔断和竹栏杆起到很好的分割和引导空间的作用袁

巧妙运用不同地形的高差袁既保证在视线上有密切的

联系袁又将空间有序地分隔[6]遥隈研吾在竹屋的围合没

有拘泥于厚实的墙体袁而是利用疏密有致的竹子排列

成竹墙袁形成层次丰富的空间遥

图 10 竹屋层次丰富的空间

Fig.10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pace of Bamboo House is

sufficient in levels

图 11 竹子与玻璃的结合

Fig.11 The combination of bamboo and glass

四尧对中国建筑行业的启示

隈研吾与中国有着较深的渊源袁他在长城脚下的

竹屋设计被中国人认知袁随后又在中国主持了多个项

目遥 在隈研吾看来袁中国的设计工作是他建筑创作中

很重要的部分遥 由此隈研吾十分关注当今的中国建

筑袁在为中国的建筑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袁也为中国

的建筑行业留下启示和思考遥

隈研吾乐于将禅宗与建筑融合在一起袁他对不同

文化的吸收与包容以及并把它们和本土文化融会贯

通的手法和态度都值得中国建筑师们的借鉴和学习袁

应吸取传统文化的智慧并不断发展创造遥

隈研吾为了追求自然材料使用袁 极力贴近自然袁

常常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自然材料袁克服自

然材料的天然脆弱性和缺陷性袁探索自然材料的各种

潜能遥 然而中国在建设中袁总是以量为追求目标袁为建

筑而建筑袁 很少像隈研吾这类建筑大师去静心做研

究袁静心感受建筑和自然的关系袁这一点值得中国建

筑从业者的学习遥

中国本土的建筑师应该逐渐摆脱浮躁的心态和

建筑观袁 清醒的意识到中国的传统建筑精髓的重要

性袁传承和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袁去其糟粕袁而不

是一味地抛弃自己的智慧袁 盲目地复制西方建筑袁单

纯地追求建筑造型的标新立异与震撼人心遥 中国的建

筑行业和建筑师应该做到如隈研吾所说的袁建筑设计

应该体现对自身文化的思考遥 抛开自身的文化去探索

建筑创作之路袁是不可能创造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一

无二的建筑道路遥 单纯的模仿和学习如无根之水袁永

远无法超越别人遥 只有坚定走自己的路袁才能开辟新

的潮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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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土楼申遗成功袁至今 12载遥对照世界文化

遗产评估标准袁南江土楼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的 I尧芋尧

郁尧V尧遇条遥为加强湖坑土楼的保护和利用袁湖坑镇制

定了叶湖坑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定曳袁并设立土楼文

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尧举办了民宿设计比赛袁吸引众

人袁为特色土楼民宿提升助力遥

一尧南江村土楼现状

渊一冤南江村的基本情况

湖坑镇南江村地处永定区尧 平和县两县交界处袁

风景秀丽袁环境优美袁气候舒适宜人袁是全国文明村袁

也是湖坑旅游的重点村遥 村内有 23座土楼袁 种类繁

多袁建筑形态有方形楼尧圆形楼尧五凤楼尧一字楼等数

十种[1]遥 这些土楼大多建于明清时期袁依山就势袁布局

合理袁错落有致袁体现了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袁吸引八

方来客[2]遥

渊二冤南江村的旅游情况

南江村旅游资源丰富袁 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院

青山绿水袁清风扫过竹林摇曳袁层层叠叠的大片梯田

等遥 还有特色的人文景观袁除了享誉盛名的土楼之外

还有野作大福冶尧楹联尧客家山歌尧服装习俗等遥 但前来

南江休闲度假的游客基本是来自周边城市袁以半日游

或一日游的形式为主遥 走马观花看看土楼袁无法体验

客家人的纯朴和热情袁无法探寻土楼群的深刻文化内

涵遥 土楼是用来住的袁而不是看的袁只有住下来袁才能

深度体验遥

渊三冤改造民宿的基础条件

野民宿冶分开解释袁野民冶是人民的生活袁野宿冶是住

宿的空间遥 民宿是适应新旅游形势下的一种住宿特色

的产品袁无论给民宿赋予任何的意义和美好袁终归还

是要体现在野住冶这个基本需求上遥

永定区计划投资建设一批民宿袁并颁布了叶关于

大力发展土楼民宿产业的实施方案曳遥 土楼民宿产业

随着土楼旅游的火热应运而生遥 南江村大力扶持土楼

民宿尧特色餐饮等旅游业态袁借助野福建土楼冶旅游品

牌的宣传效应促使旅游产业发展遥 一家具有在地特色

的民宿甚至可以带动湖坑土楼群的旅游业态袁民宿和

旅游行业不只是联动效应袁更具有共生关系遥 民宿是

全域旅游的抓手袁乡村振兴的催化剂遥

收稿日期院20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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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计方向研究遥

旅游民宿改造设计
要要要以闽西南江客家土楼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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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与旅游学院袁 福建 龙岩 364000冤

摘 要院我国旅游消费进入休闲时代和度假时代袁民宿是旅游文化住宿新业态袁政府大力培育特色旅游民宿袁推动

乡村可持续发展袁推进当地旅游高质量发展遥以南江村客家土楼民宿改造为例袁通过对朝阳楼改造设计进行分析袁提炼土

楼民宿改造的要点袁保护传统建筑遥 以民宿为载体袁会让更多的文化遗产活化起来袁从而发扬和传承客家文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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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江村年接待游客 30万人次以上袁 周边的中高

端酒店屈指可数袁随着游客量不断增长已经无法满足

住宿需求遥 当前土楼民宿基本是村民自家运营袁良莠

不均袁急需人性化设计的精品民宿遥 南江现存土楼不

仅数量繁多袁而且规模宏大尧结构奇巧遥 土楼大多是木

结构袁存在安全隐患袁加上年久失修袁很多已经破旧不

堪土楼袁濒临倒塌袁必须采取保护措施遥 而依托土楼

群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袁用于民宿改造最合适不过了遥

有了民宿这个载体袁很多旅游由原先的一日游尧短途

游会变成深度游尧体验游袁民宿也转变为住宿的体验

形式遥使在地文化体验感加强袁同时留住乡愁遥对村内

的土楼进行统一租赁规划旅游项目袁野民宿+旅游冶激

发乡村旅游新形式袁大力推进乡村旅游业发展遥

二尧以朝阳楼土楼民宿改造为例

对于传统酒店来说袁民宿是一种生活方式袁是为

游客实现乡愁梦想的尧 一种符合在地特色文化内涵

的尧充满个性化的生活方式遥

读旅品牌打造的土楼民宿袁是南江村的一座百年

土楼要要要朝阳楼袁 它最大化地保留土楼的原汁原味袁

设计以尊重历史袁修旧如旧袁建新如旧为理念[3]遥

渊一冤朝阳楼改造前的情况

朝阳楼建造于清代袁楼高三层袁如图 1遥 面积不大

约 650平方米袁但建筑形制奇特遥 墙体由黏土砌筑而

成袁二楼正面悬挑出约半米宽的木墙袁其上的雕花窗

较为精细曰屋顶采用歇山顶袁在南江村土楼算特别的遥

虽然还有少数人居住袁但保存状况一般遥

图 1 朝阳楼

Fig.1 Chaoyang building

古代土楼是结合中国传统建筑风水理念袁适应聚

族而居的防御要求而建[4]袁朝阳楼原来的房间都很小袁

朝阳楼的空间功能分为一楼厨房和祖堂袁二楼储粮和

少量住房袁三楼住房遥 一户人家拥有整栋三楼或者多

楼袁大多没有厕所和洗浴间遥

渊二冤朝阳楼的改造设计

1.朝阳楼的改造方式

在改造过程中袁结合现代人体工程学袁最大化地

把土楼的功能性保留了下来袁同时改变房间格局遥 根

据需求把墙体打通袁一楼用来做茶舍袁餐厅袁酒水吧等

公共区功能袁让公共区更加宽敞明亮曰二楼到三楼为

独立复式客房袁这样既解决了客人的隐私问题袁同时

也解决土木结构的隔音问题遥 原来的夯土墙面袁老花

窗及门板都保留修复袁如图 2遥同时以美学空间布局的

概念和土楼空间相互呼应[5]遥

图 2 民宿外观改造前后

Fig.2 Before and after the facelift of the Hakkas[5]

朝阳楼的楼前就是南江的河流袁楼内天井中的浅

水池与之呼应遥 长方形的水池与屋檐围合而成的形

状袁天地相呼应遥 池里散落的石头与餐厅的石头造型

吊灯袁古朴与现代相呼应遥 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与建

筑的静相呼应遥 这一处水景是整座土楼建筑内的中心

景观袁为民宿增添了不少生机和活力遥

一楼公共区都是开放式的设计袁保留原有的承重

柱袁与通道只利用不同的地面材质进行分割袁提升空

间整体的自然采光遥 祖堂的区域设计为民宿前台袁游

客一进门就一眼就能看见遥 开放式的设计也有利于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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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没有在民宿住宿的游客来此休息尧用餐遥 所有的墙

体都用木材饰面或设计成木质的柜子袁作为装饰遥 客

房区的房间扩大后袁每间房都应功能齐全袁特别是置

入了独立的卫生间袁实现干湿分离袁给人以整洁舒适

的感觉遥 墙面部分保留了原来的夯土墙面袁有的用木

材饰面遥 天花板采用了现代的石膏板袁三种材质的碰

撞袁加上旧式家具和现代家具并用的对比遥 整个土楼

旧貌换新颜袁让整体没有违和感袁形成相互共存共融

共享袁这是一种完美且和谐的新旧关系遥

2.融入客家文化

最好的融入就是保留袁寻找具有在地特色的建筑

载体袁如民宿改造后保留了黏土砌筑而成的袁经过风

吹日晒开裂的墙体袁充满历史的怀旧感曰保留了门口

对仗工整的楹联袁联承载着客家文化内涵曰保留了建

筑内部的木质结构袁加固了二楼正面悬挑出约半米宽

的木墙和花窗袁 展现了高超的技艺与精美的技术曰保

留了木头加青瓦的歇山顶袁 给人一种古色古香的感

觉曰保留了两个木质楼梯袁保障日常使用和安全疏散曰

保留了土楼原有的窗户袁 修复了窗户外部的轮廓装

饰袁使建筑外观统一噎噎建筑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精神

形态袁更具有乡愁遥

新旧相容碰撞出新的感觉遥 窗户和大门的材质更

换成玻璃曰灯具使用了现代吊灯及射灯曰各界面在保

留修复的基础上使用了新的材质曰家具选用了现代造

型的木质尧皮革材质的家具袁与旧家具共存曰增添了各

式各样的软装产品袁点亮整个空间噎噎既有民间的生

活气息袁又结合创意与美学袁形成具有特色的土楼民

宿袁如图 3遥

图 3 民宿改造内部

Fig.3 Interior renovation of the Hakkas[5]

融入当地最好的方式就是和当地人一起体验和

参与遥 走进这一方空间袁无需多言袁通过感官体验进行

一种文化传达民宿生活着重融入在地袁让游客自发地

参与到当地的生活方式遥 民宿的从业者大多就是本地

人袁通过带客人体验生活袁如陶艺体验袁民俗体验等遥

可以和当地人一起去山林中挖笋尧摘红柿袁从繁忙的

日常工作中放松心情袁亲近大自然体验采摘的乐趣和

丰收的喜悦曰可以跟当地人学习几句客家话袁唱几首

客家山歌袁融入当地感受客家语言的魅力袁更好的传

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曰还可以到景区观看十番音

乐尧吹牛皮等民俗表演袁潜移默化中感觉客家文化的

熏陶袁这些都深受游客喜爱遥 如遇上农历十月份举办

野作大福冶袁每晚都有戏看袁热闹非凡袁充满浓郁的地方

特色袁感受古老的风俗遥 拒绝走马观花式的旅行袁要进

行深度游袁民宿发挥在地优势遥

民宿是旅客的家袁更可以是两岸的家遥 台湾民宿

的发展具有很长的历史袁打造了许多融入当地文化的

特色民宿袁这些成功经验都是值得借鉴遥 经常举办两

岸的民宿文化交流活动袁优势互补尧互利共赢遥 同时也

给予很多青年台胞到大陆民宿实习就业的机会袁这样

才能更好地深度交流袁在民宿的空间里袁我们像对待

家人一样对待来大陆旅游或者就业的台胞[5]遥

三尧土楼民宿的改造设计要点

渊一冤保留建筑形式袁合理布局

先保护后创新袁去繁从简遥 尊重生态环境袁就地取

材袁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袁尽可能的保护传统建筑历

史遗存遥 室内规划布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设计符合现

代人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的民宿空间袁功能齐全袁提升

旅游住宿品质遥 传承就是延续袁创新就是赋予新的使

命与意义袁达成一种平衡的方式遥

渊二冤突出地方特色袁植入文化内涵

网红民宿的生命周期很短袁文化民宿的生命周期

持久性强遥 土楼民宿建筑载体的唯一性袁能让未来的

经营保持独特的优势袁 设计和审美可能会过时和疲

劳袁但文化永远不会褪色遥 改造过程中探寻客家文化袁

倪 蕾院旅游民宿改造设计 55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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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袁如语言尧戏剧尧音乐尧工

艺尧民俗尧建筑尧饮食等方面[6]袁将其转换为元素尧符号袁

应用在土楼民宿设计中遥打造成网红特色而不失人文

底蕴的土楼民宿袁同时让游客从原来的被动接受转向

主动了解袁实现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发扬遥

渊三冤结合现代旅游袁增强体验感

现代旅游为什么游客更愿意选择民宿钥相对于酒

店的大同小异袁民宿有情调且更加多样化袁能进一步

地感受当地的文化风俗袁带来不同的体验遥告别野上车

睡觉尧下车拍照尧回家后什么都不知道冶的传统旅游模

式袁满足现代人休闲旅游度假的放松方式遥 土楼民宿

把厚重感留给体验袁减少解说式旅游袁偏向寓游于乐袁

空间状态和体验感符合现代人的消费习惯袁能够吸引

游客院观赏清新自然的环境尧聆听风雨声和鸟啼声尧呼

吸大自然新鲜的空气尧 享用地道客家美食的美味尧体

验当地生活的趣味尧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等遥

渊四冤活化土楼袁牵手世遗

无论是物质遗产还是非物质遗产袁 需要跨界袁可

以与旅游尧文创等融合袁最重要的还是要以接地气的

形式袁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遥土楼是文化遗产袁改造设

计主旨是保护传统建筑并注入新的血液袁把握好整体

改造的尺度袁突出土楼的野土冶袁让游客欣赏到其魅力袁

提升旅游住宿的品质遥 成功的土楼改造设计为世遗项

目提供了参考袁也为更好的保护世遗项目遥

四尧结语

民宿是一个有情怀的行业袁旅游特色民宿改造设

计中袁不能一味求新袁活化并利用文化遗产袁坚持保护

传统尧保留当地特色袁注重文化传承与发扬袁再考虑创

新融合与美学原理袁功能设施完善袁符合人性化设计

的原则遥 笔者也曾指导学生参与过南江村的土楼民宿

设计大赛袁整个过程笔者受益颇丰遥 未来的旅游行业

和民宿将会结合得更加紧密袁 同时相互成长和促进袁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尧主客共建共享的新型旅游发展

空间遥

参考文献院

[1] 郭亦斌.永定区湖坑镇南江村客家土楼[N].闽西日报,2019-

04-02(002).

[2] 龙岩网.永定区湖坑镇尧下洋镇初溪村入选中国美丽宜居

[EB/OL].(2019-08-22)[2020-05-19].http://www.fjlcnews.com/

lyxw/2706.html.

[3] 蒋国梁.修缮古村建筑[N].湖州日报,2014-11-20(003).

[4] 国家文物局尧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30

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5] 张迪.设计会过时袁审美疲劳袁但文化永远不会褪色[EB/OL].

(2020-05-04)[2020-05-19].https://mp.weixin.qq.com/s/wGYo

SVXbcVgo-7ViWnFrrQ.

[6] 蔡国芹,钟小春.客都民意警务实践与探索[M].北京:群众出

版社,2017.

渊责任编辑院魏 琛冤

Research on Tourism B & B Renovation Design
要要要Taking Hakka Tulou in Nanjiang Village as an Example

NI Lei
(Schoo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Minxi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Longyan, Fujian 364000)

Abstract: China's tourism consumption has entered the era of leisure and vacation. B & B is a new business form of tourism and cul鄄

tural accommodation. The government vigorously cultivates characteristic B & B, facilita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ocal tourism. Taking Nanjiang village Hakka B & B renov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鄄

lyzes the renovation design of Chaoyang building, and refines the key points of Tulou B & B transformation, so as to better protect the tra鄄

ditional architecture. With B & B as the carrier, more cultural heritage will be activated and Hakka culture will be developed and inherit鄄

ed.

Key words: tourism; Hakka; Nanjiang Village; B & B renovation; Tu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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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首次提出要野讲好中国故事冶袁此后他经常在调研尧

会议尧 出国访问等重要场合身体力行地讲好中国故

事遥 野讲好中国故事冶成为时代最强音袁各行各业都需

要讲好中国故事袁传播好中国声音遥 讲好中国故事是

新时代高校应有的责任和担当遥

一尧新时代高校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历

史性成就袁发生了深层次变革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遥 新时代高校要更好地发挥教书育人的功

能尧更好地发挥文化传承的职能尧更好地坚守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阵地袁需要讲好中国故事遥

渊一冤发挥教书育人的功能袁要讲好中国故事

唐代韩愈曾说院野师者袁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遥 冶高

校教师不仅要做到野授业冶野解惑冶袁还要野传道冶袁即不

仅要教书还要育人遥 高校要充分发挥教书育人的功

能袁培育能够适应新时代要求袁担任民族伟大复兴重

任的时代新人袁要讲好中国故事遥 因为中国故事不仅

承载着广博的知识袁往往还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遥 例

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袁既包含着中国人不屈不挠

进行革命的历史史实袁又蕴含着中国人为实现民族独

立尧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的革命精神遥 对大学生进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育袁 必不可少地要进行革命故事

的讲述袁不仅让学生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史实袁

同时还要培植学生爱国主义尧不畏困难尧坚持奋斗的精

神袁而这精神正是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所要具备的遥

渊二冤发挥文化传承的职能袁要讲好中国故事

文化是民族的根袁文化是民族的魂袁文化软实力

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遥 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密切袁两者相互作用遥 教育具有筛选尧保存尧传播文化

的作用袁文化的传承必须依赖于人来推动遥 大学是野以

文化人冶之所袁培养的人才不仅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的

人袁而是一个有思想尧有文化的人遥 学生走向社会袁带

入社会的不仅有他们在大学里所学习的科学技术袁还

有他们在大学里所传承的思想文化袁而这些思想文化

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遥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

新时代高校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考

徐春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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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袁 把文化传承创新作为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袁

明确提出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袁必须大力推进文

化传承创新遥 冶[1]高校要思考如何在新时代有效地传承

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袁培养有文化的时代新人遥 中华

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袁谱写

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遥 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化的一部

分袁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遥 能否讲好中国故事袁直

接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得到有效的传承遥 因

此讲好中国故事袁有助于发挥高校文化传承的作用遥

渊三冤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袁要讲好中国

故事

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袁 我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

就袁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层次的尧根本性的历史性

变革袁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依然比较严

峻遥 各种思想多样杂陈,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成为常态遥

一些错误的思想例如历史虚无主义尧 宪政民主等抬

头遥 十九大报告指出袁新时代实现伟大梦想袁必须进行

伟大斗争遥高校是学术的殿堂袁允许学术的争鸣遥大学

生思想比较活跃袁但思想又不完全成熟袁价值观尚未

完全确立袁在网络上广泛接触各种信息包括错误的信

息袁容易受各种意识形态甚至是错误思想的影响遥 因

此袁新时代高校成为意识形态斗争较为激烈和复杂的

前沿阵地遥 高校意识形态的安全关系到党的教育方针

能否得以落实袁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袁关系到

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野党校尧干部学院尧社会

科学院尧高校尧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

作为必修课袁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尧研究尧宣传的重要

阵地遥 冶[2]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来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人

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尧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必然性以及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袁增强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尧理论自信尧制度自信尧文化自信遥

只有在高校这一重要阵地讲好中国故事尧唱响社会主

旋律尧传播好中国声音袁才能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

权尧管理权和话语权袁才能更好地坚守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阵地遥

二尧新时代高校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容定位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

会尧2018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等场合对讲好中国故事

的内容进行阐述遥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

事内容方面的论述袁笔者认为新时代高校重点要讲好

以下几个方面的故事遥

渊一冤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

文化是民族的根袁是民族的魂遥 习近平总书记曾

指出院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尧一个民族传承和发

展的根本袁如果丢掉了袁就割断了精神命脉遥冶[3]2017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在叶关于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曳中强调野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等各领域冶遥 高

校要讲好中华优秀文化淤的故事袁 对学生进行中华优

秀文化的教育袁 能够帮助大学生理解中华优秀文化袁

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遥 中华优秀文化博大精深袁高校

要讲好蕴含野崇仁爱尧重民本尧守诚信尧尚和合尧求大

同冶等思想的故事曰要讲好体现野自强不息尧敬业乐群尧

扶正扬善尧扶危济困尧见义勇为尧孝老爱亲冶等传统美

德的故事遥

渊二冤中国梦的故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

伟大的梦想袁也是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总任务遥 高校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袁能够提升大学生

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袁能够激发大学生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遥 高校可以从历史

层面来讲中国梦的故事袁让大学生明白野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都在不断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

懈努力冶遥 例如讲述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

亡而艰辛探索的历史故事曰讲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无数先锋为民族独立而英勇牺牲的历史故事曰讲述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为国家富强尧人民幸福而努力

奋斗的的历史故事遥 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袁不仅要让大

学生明白中国梦的内涵袁同时还要让大学生明白实现

中国梦的路径袁即要走中国道路尧弘扬中国精神尧凝聚

中国力量遥 例如可以讲近代以来爱国英雄的故事曰可

以讲长征尧两弹一星尧改革创新等体现时代精神的故

事曰可以讲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应对灾难的故事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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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普通老百姓为实现个人梦想而努力奋斗的故事遥

渊三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袁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适合中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遥 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

事袁 不仅可以让大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

治尧经济尧文化尧社会尧生态等方面的制度袁能进一步增

强大学生的道路自信尧理论自信尧制度自信和文化自

信袁也能帮助大学生明白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

任遥 高校可以讲述如何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

事袁可以讲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经历的

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的故事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

取得的成就以及我们如何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遥 要讲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袁就要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

故事袁例如改革开放的故事尧精准扶贫的故事尧依法治

国的故事尧从严治党的故事遥

三尧新时代高校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

新时代高校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袁单

个部门的单打独斗是很难讲好中国故事的袁需要多个

部门的协同合作遥 教师可以在课程教学中讲好中国故

事或者开发中国故事课程曰高校党委尧团委尧学生处等

部门可以开展与中国故事有关的校园文化活动曰高校

还应该创设蕴含中国故事的校园文化环境袁 让环境

野发声冶袁让环境来讲好中国故事遥 正如习近平曾经指

出野要动员各方面一起做思想舆论工作袁加强统筹协

调袁整合各类资源袁推动内宣外宣一体发展袁奏响交响

乐尧大合唱袁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袁让中国声音

愈来愈洪亮遥 冶[3]

渊一冤在课程教学中讲好中国故事

课程教学是高校教书育人的主渠道袁 具有全面

性尧系统性特点遥 在课程教学中讲好中国故事是高校

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路径遥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袁讲好中国故事

是其应有的职责遥 一方面是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

学目标与讲好中国故事相契合遥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的目标在于要帮助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袁确立

正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

中国近代的历史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袁培养大学生成

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遥 讲好中国故

事是为了总结社会发展经验袁 让国人坚定道路自信尧

理论自信尧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曰是为了让世界更加

全面尧客观地看待中国曰是为了建立一套中国话语体

系袁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遥 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前

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特征突出尧理论性强尧政治

术语多袁难以得到大学生的青睐袁而中国故事恰恰因

其语言叙述性尧情节连贯性尧立场中立性等特点弥补

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足遥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讲好

中国故事能提高该课程的亲和力和感染力遥 我们可以

在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中引入 野中国故

事冶的内容遥 例如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治曳课可以讲爱

国英雄的故事尧践行优秀道德传统的故事尧严格守法

执法的故事遥 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曳课可以讲中国共产

党的故事尧近代中国革命的故事遥 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曳课可以讲改革开放的故

事尧中国梦的故事以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故事遥 叶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曳课可以讲中国在实践中探索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遥 叶形势与政策曳课可以结合国内

国际形势来讲好中国故事袁例如野一带一路冶的故事尧

上海合作组织的故事尧中非合作的故事尧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阅兵的故事尧 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

情的故事遥

不仅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育人的职责袁高校各门

课程都具有育人的职责袁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实现价值引领袁达到野课程育

人冶的目标遥高校各门课程同样也要讲好中国故事遥专

业课程教学中可以结合各自专业讲该专业历史发展

的故事尧专业领域的先进工作者们的故事遥 例如医学

专业课程教学可以讲中药学家屠呦呦尧医学病毒学家

侯云德的故事曰 物理学课程中可以讲物理学家黄昆尧

谢家麟尧张存浩等人的故事曰体育课程教学中可以讲

讲奥运选手的故事曰建筑类专业的课程可以讲讲武汉

长江大桥尧港珠澳跨海大桥等各类建筑的故事遥

此外袁高校还可以依托各个学院的教师尧课程资

源袁来开发有关中国故事的课程遥 这类课程可以通过

某个学院的教师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有关中国故事的

选修课的方式来进行遥 例如文学院的教师可开设关于

徐春妹院新时代高校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考 59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2年第 4期

戏曲戏剧的课程袁 讲述中国戏曲戏剧所反映的故事曰

经济学院的老师可以开设经济与社会方面的课程袁讲

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故事遥也可以是多个学院的教师

联合起来一起开设关于中国的经济尧政治尧文化等某

一方面的课程袁该课程内容涉及中国的故事遥 例如上

海大学的叶大国方略曳尧上海体育学院的叶体育强国曳尧

东华大学的叶锦绣中国曳等课程遥

渊二冤开展以野讲好中国故事冶为主题的校园文化

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对大学生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的

作用袁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尧塑造大学生的价

值观念遥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通过课程教学来进行袁

还可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来进行袁让大

学生在参加校园文化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故

事的熏陶袁感受中国故事的魅力遥

校园文化活动的主题可以是与讲好中国故事有

关的袁例如成立野中国故事冶读书社袁依托此读书社来

开展沙龙尧交流等活动袁让读书社的社员发挥引领其

他同学阅读中国故事尧聆听中国故事的作用遥 可以在

大学新生军训时开展野红色故事我来讲冶演讲比赛尧在

新生入学第一学期开展野家乡故事我来讲冶演讲比赛袁

让学生在大学伊始就感受到中国故事的魅力袁这对他

们今后主动地讲好中国故事尧谱写中国故事有着积极

的促进作用遥 在开展校园文化活动讲好中国故事袁该

活动也可以是渗透着中国故事的主题活动袁例如结合

传统节日等来讲好中国故事遥辅导员在逢中国传统节

日例如清明节尧端午节尧中秋节等开展主题班会活动袁

让学生了解节日的由来袁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遥结合特定的事件来讲好中国故事袁例如 2021年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遥 在这特殊的年份里袁可以

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袁 可以讲新中国成立的故

事遥 还可开展与中国故事有关舞台剧演出袁让学生通

过舞台表演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遥这种方式能提高

大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尧增强他们对中国故事的理

解力尧也提高了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的效果遥

渊三冤创设蕴含中国故事的校园环境

校园环境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袁影响着大

学生的健康成长遥 通过创设良好的校园环境袁让学生

生活在一个充满中国故事的校园环境中袁有助于高校

讲好中国故事遥 校园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件遥 就

硬环境方面来看袁高校可以巧用图书馆尧教室尧广场等

场所来讲好中国故事遥例如图书馆应该购买一些关于

中国故事的书籍袁为学生阅读中国故事尧讲好中国故

事提供丰富的资料来源遥 在教室尧走廊可以挂为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的前辈们的画像或者语录曰同样在广场

上可以树立这些前辈们的雕塑遥 让这无声的画像尧语

录和雕塑来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袁达到无声胜有声的

效果遥

就软环境方面来看袁高校可充分利用学校电台来

讲好中国故事遥 精选一些社会热点新闻尧学生普遍关

注的话题尧校园的好人好事来讲好中国故事遥 在食堂

可以播放一些与中国故事有关的电视节目袁例如叶感

动中国曳叶朗读者曳叶开讲啦曳叶这就是中国曳叶中国正在

说曳叶故事里的中国曳叶中国故事大会曳等袁让大学学生

耳边常常萦绕着中国故事遥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袁新兴媒体不断涌现遥当前大学生思想活跃袁接受新

事物的能力比较强袁是使用新媒体的主力军遥 新时代

高校讲好中国故事应该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的作用袁

唱响网络主旋律袁传播网络好声音遥 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曾指出袁野要运用

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信

息技术相结合袁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遥 冶[4]高校可以在

校园网站开辟专栏来讲好中国故事袁诸如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尧人类命运共同体尧中国抗疫精神以及

北京 2022年冬奥会等专题袁 在专栏里上传有关中国

故事的文字尧图片尧视频等等遥基于高校大部分大学生

都在使用微信袁高校宣传部门可以借助于微信公众号

来讲好中国故事袁例如在微信公众号上推送短小精炼

的中国故事遥 辅导员尧班主任也可以在班级微信群里

推送中国故事的文章尧视频等遥在网络尧微信等新媒体

推送中国故事时袁 一方面既要遵循故事本身的特点袁

例如连续性等袁不能有头没尾或者有尾没头的袁要顾

及当前大学生阅读碎片化尧动画等特点遥 推送的故事

避免鸿篇巨著袁应该短小见长袁又必须是完整的故事遥

总之袁新时代高校要让中国故事充满校园尧时时

萦绕耳边遥 高校各部门应奏响讲好中国故事的交响

乐尧把中国故事讲精彩袁让中国声音越来越嘹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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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院

淤 此处使用中华优秀文化的原因在于袁 习近平总书记当时

说院野讲好中国故事之一就是中华优秀文化故事冶遥 笔者认

为袁中华优秀文化的内涵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广袁习总

书记的考量应该是强调我们既要讲传统袁也要注重中华优

秀文化的当代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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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XU Chunmei

(Jinshan Colleg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

Abstract: For putting the function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in practice,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sticking to Marxist ideological posi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new era are required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as well as promote Chinese

good virtues. In the new er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ell the stories about Chinese excellent culture, Chinese dream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ulti-faceted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which includes Chinese- story classes lectur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ers, some Chinese-story related campus culture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Party and Youth League Committees and

campus culture environment creation with Chinese stories, is supposed to be made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new er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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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社会形势的复杂性变化以及我国经济

实力的大幅度提升袁国家对人才的要求发生了根本性

改变袁从野会做事冶变为野会做人冶遥 陶行知先生曾说野千

教万教教人求真冶袁就对教与学的根本提出了标准遥 近

年来国务院尧教育部等多部门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高

度关注袁发布多项政策进行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

开展遥因此如何有效的制定政策才能确保学校思想政

治教育质量的提高是政府必须关注的热点遥

一尧研究现状

国内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成

熟遥 如王春华等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袁对 1949

年以来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三大阶

段以及政策变迁的结构性因素尧变革的直接动因进行

了详细研究[1]遥 胡孝红等就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在政策发展尧课程方案尧教学理念以及教学

目标四个维度的创新发展进行了阐述[2]遥 黄崴等采取

内容分析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教育政策价值变迁

的恢复期尧改革期尧建立期以及新时期四大阶段性特

征进行了研究袁揭示了我国教师教育政策的价值变迁

的阶段性特征及未来走向[3]遥 王袆祺基于内容分析法

对我国教学政策的目标尧教学理念尧教材尧课程尧教师

等内容进行纵向分析袁对教学政策发展的轨迹进行了

详述[4]遥代保平等袁马闯从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

存在学生学习状态不佳尧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单一以

及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出发袁提出了更新教学

理念尧创新教学方法尧改革评价方式以及打造师资力

量等策略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5-6]遥

潘莉等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代表性的 100部爱国

主义教育制度为样本进行综合分析袁作者从制度文本

内容尧教育对象尧教育主体以及发展趋势等多方面进

行综合阐述[7]遥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

年尧教师教育政策尧教学政策以及高校政治课程的改

革实施等方面袁整体缺乏对近几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

文本量化分析与政策建议遥 为此袁作者以近十多年关

于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袁 采用内容分析法袁

收稿日期院2021-01-12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

(JAS21249)曰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 2020年度课

题渊FJJKCG20-029冤曰莆田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渊JG202069冤遥

作者简介院单翠渊1988-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工程管

理教学改革与发展研究尧 建筑经济与管理尧建

筑工业化方向研究遥

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单 翠 1 袁 周 琴 1袁 高文超 2

渊1.莆田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袁 福建 莆田 351100曰 2.中核华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袁 福建 莆田 351100冤

摘 要院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渊2004要2020年冤为研究对象袁采用内容分析法袁从政策对象尧政策类型尧政

策目的三个维度进行量化分析袁得出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注重高等教育对象的学习与贯彻尧鼓励与引导袁缺乏对全员

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检验与巩固方面的政策袁同时发现政府在政策文本发布的连续性上得到了改善遥 鉴于此袁提出多类型

政策协同发布袁达到政策共振作用袁注重政策发布常态化与连续性的政策建议遥

关键词院思想政治教育曰政策文本曰内容分析法曰量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院G416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2雪04原园062原园5

第 41卷 第 4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41 晕燥援4

圆园22年 4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Apr. 圆园22



剖析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上的变化与引导方

向袁为政策优化以及教育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

活动提供指导遥

渊一冤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具备系统性尧客观性尧定量性

的研究方法袁其实质是对研究对象所包含的信息量及

其变化的剖析袁符合推理逻辑的一种研究过程遥 该方

法在建筑政策[8]尧人工智能产业政策[9]尧环境政策 [10]等

多方面的政策分析研究中应用遥 由此说明袁内容分析

法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面具备独特的优势与适用

性袁因此袁研究方法采取内容分析法袁针对中央层面的

思想政治教育政策袁进行政策分析研究袁对我国思想

政治教育方面的政策进行客观尧 系统的研究与评价袁

并提出政策发布的相关建议遥

渊二冤 研究对象

以思想政治教育国家层面政策为研究对象袁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进行政策文本的统计袁最

终确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尧宣传部尧教育部尧共

青团中央等 5大部门发布的政策文本作为我国思想

政治教育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的客观依据遥 通过搜集袁

截止到 2020年 11月份与本文研究对象相符以及关

联度较大的政策文本有 32份袁详见表 1遥

表 1 政策文本样本列表

Tab.1 Sample list of policy texts

二尧研究框架

为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政

策体系袁构建基于政策类型尧政策对象尧政策目标三维

研究框架遥

渊一冤X维度院政策对象维度

在我国学校教育根据教育对象的年龄阶段与培

养目的分为学前教育尧初等教育尧中等教育尧高等教育

等教育层次结构遥 而思想政治教育并不仅仅在学校教

育中展开袁而是全过程尧全员的教育遥 为详细分析政策

文本在覆盖面上的分布情况袁 将政策对象划分为 I

类尧域类尧芋类遥 I类对象包括接受学前尧初等以及中等

教育的人员袁域类对象是指高等教育人员袁芋类对象

指全体党员遥

渊二冤Y维度院政策类型维度

按照政策纵向结构进行政策分类袁具体分为元政

策尧基本政策尧具体政策遥 元政策也称为总政策袁起到

统领全局的作用曰 基本政策是元政策的进一步细化袁

且服从于元政策曰具体政策是针对基本政策制定的实

施策略遥

渊三冤Z维度院政策目的维度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才培育的基础教育袁时刻贯

穿在育人过程中袁根据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

来看可以总结为三个主要目的院一是学习贯彻新时代

新精神曰 二是进一步加强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曰三

是鼓励引导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与实施遥 通过构

建政策目的维度为后期校验政策实施的效果提供参

考依据遥

综上所述袁构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量化

研究框架袁详见图 1遥

图 1 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量化研究框架

Fig. 1 Quantitative research frame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olicy text

1 2004 中共中央国务院
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曳

2 2004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教育部党组

叶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教育
理论学习纲要曳

3 2010 中共中央国务院
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渊2010要2020年冤曳

30 2020 中共中央国务院
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曳

31 2020 中共中央国务院
叶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

若干意见曳

32 2020 教育部
叶关于进一步做好野一省一策
思政课冶集体行动工作的

通知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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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渊一冤 总体概述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从始至终都是教学与育人的根本袁

任何一个时期我国中央政府都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

激励与引导遥 从政策文本时间要数量分布情况看袁

2020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发布数量达新高袁中央

机构参与发文的数量以及多部门联合发文数量较为

可观袁详见图 2尧图 3尧图 4遥 侧面验证我国政府对新时

代的教育对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尤为重视遥

图 2 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发布时间分布情况

Fig.2 Distribution of release tim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olicy texts

图 3 各机构参与发文数量分布表

Fig.3 Distribution of contributions by agencies

图 4 联合发文数量分布表

Fig.4 Distribution of joint publications

渊二冤X维度要要要政策对象维度分析

根据政策文本统计袁政策制定针对 I类人员的有

16条袁域类人员的有 23条袁芋类人员的有 6条袁所占

比例依次为 35.56%尧51.11%尧13.33%遥 在整个政策对

象维度中袁域类高等教育对象政策文本最多袁导致政

策在政策对象维度失衡袁这表明我国中央政府更加注

重高等教育人群的思想政治教育袁注重培养高文化水

平人员的爱国主义思想袁为该类人员踏入社会更好的

选择为祖国做贡献奠定思想基础遥 近三年以来我国针

对三类人员发布政策文本数量分别为 12条尧13条尧2

条袁 分别占总政策文本的比例是 26.67%尧28.89%尧

4.44%遥 该组数据表明我国从过度注重域类高等教育

人群的思想政治教育袁逐步转化为关注 I类和域类教

育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袁该结论可从政策文本关键词

的分布加强验证袁 政策文本关键词分布具体如下图 5

所示遥 进一步表明我国中央政府清晰的指导爱国思想

教育应该从小培养袁应在整个教育体系全过程中进行

学习与贯彻袁 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敏锐与睿智遥 政策

文本关键词分布情况见图 5遥

图 5 政策文本关键词分布情况

Fig.5 Distribution of keywords in policy texts

渊三冤Y维度要要要政策类型维度分析

政策类型维度统计分析表如下图 6所示遥 从政策

类型维度来看袁 基本政策与具体政策分布较为均衡袁

在元政策颁布数量上稍有匮乏遥 但从侧面验证了我国

坚持走理论指导实践的教育路线袁政策文本的实施性

与可操作性较高袁政策侧重于实施层面袁宏观指导层

面制定正确指引方向即可遥

图 6 政策类型统计分布图

Fig.6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policy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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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 X-Y二维数据分析

从整个社会系统的政策文本分布情况来看院I类

教育偏重具体政策曰域类教育在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

的颁布数量基本持平曰 在元政策颁布的数量相对较

少袁芋类教育在元政策尧基本政策尧具体政策三方面的

颁布数量均衡性最好遥数据分布显示我国中央政府注

重教育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与实施遥 详见图 7遥

图 7 X-Y二维数据统计分布情况

Fig.7 X-Y two-dimensional data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渊五冤X-Z二维数据分析

从统计数据分析可知院玉尧域尧芋类教育中学习贯

彻与鼓励引导目的的政策文本数量远超加强改进类袁

进一步说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较为侧重学习

贯彻与鼓励引导两方面袁在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检测尧

以及成效的加强与巩固方面的文本匮乏遥 详见图 8遥

图 8 X-Z二维数据统计分布情况

Fig.8 X-Y two-dimensional data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四尧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与目前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际情况袁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院

渊一冤注重多类型政策协同发布袁达到共振作用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多角度尧 全方位考量袁在

注重鼓励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的同时袁关注政策

引导与实施的效果检测与巩固遥根据目前政策体系失

衡的现状袁一是整体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加强与

改进类的政策文本数量袁适当增加对全员思想政治教

育方面的政策袁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曰二是注

重政策文本的关联性袁不同政策对象与不同政策目的

的文本形成递进与加强关系袁 实现多政策协同引导袁

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共振作用遥

渊二冤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发布的常态化与连

续性

从政策文本发布时间上看袁政策文本数量集中在

2017年以后尤其是 2020年袁2016年以前的思想政治

教育政策发布不具备连续性袁这是由我国社会发展重

心倾注在国家经济发展上的原因导致的遥 思想政治教

育常态化发展与形成袁需要相关政策的持续引导与管

制遥 基于此袁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的发布应保

持连续性尧常态化袁为思想政治教育完全融入知识教

育袁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奠定政策基础遥

五尧结语

以国内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袁采用

内容分析法袁从政策对象尧政策类型尧政策目的三个维

度进行了量化分析袁得出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注重

高等教育对象的学习与贯彻尧鼓励与引导袁缺乏对全

员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检验与巩固方面的政策袁同时政

府在政策文本发布时间的连续性上得到了改善遥 值得

关注的是袁 目前人才知识技能教育已达到一定水准袁

全球一体化且形势复杂袁 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引起重

视遥 由此袁对中央政府层面的政策文本进行的分析袁侧

重从政策类型与政策目的两个角度出发袁研究的角度

还不够广泛遥 在今后的研究中袁作者会更加全面地分

析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文本袁并扩充研究样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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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袁土地革命时期党在闽

北苏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袁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

普遍提高袁农民对党的认识不断加深袁革命热情高涨袁

农民阶级成为闽北革命力量的基础遥

一尧闽北苏区党组织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历史动因

大革命失败后袁中共中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

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将目光转向农村袁闽北苏区农民展开思想教育工作赢

得农民的支持袁这是由诸多因素合力推进的遥

渊一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决定

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决定中国革命的任

务是反帝反封建袁 所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主旋律袁历

代仁人志士领导中国革命失败的事实使得领导中国

革命的任务落在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身上遥1927年大革命失败袁以及之后开展的南昌起义尧

秋收起义尧 广州起义等以城市为中心革命的失败袁迫

使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袁 党在各地开展武装起义袁

在农村中建立红色政权遥 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中国是

野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袁 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

豪绅阶级的统治袁对外投降帝国主义袁对内以新军阀

代替旧军阀袁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

比从前更加厉害冶[1]遥 而这一时期福建军阀混战尧民不

聊生袁统治福建的主要是豪绅尧地主尧买办尧军阀尧官僚

等特权阶级袁 这些势力又是帝国主义在福建的代理

人袁但是他们各自内部又有冲突袁尤其是以张贞为代

表的蒋系尧以陈绍宽为代表的桂系以及一些海军势力

在财力尧人力等方面的相互争夺尧兼并使得福建地区

经济处于崩溃的境地袁闽北地瘠民贫袁农民生活更为

困苦袁农民生活极为艰苦袁民族尧阶级矛盾突出袁反帝

反封建的任务十分迫切遥

此外袁闽北地处闽浙赣交界袁土地革命时期属于

中央苏区的一部分袁地理位置重要袁如何组织闽北农

民尧 如何武装闽北农民成为闽北革命的中心工作袁这

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遥

渊二冤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使然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闽北也有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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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屡遭失败袁归根到底是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遥 野我

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袁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

农民遥 他们若是不解放袁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曰他

们的苦痛袁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曰他们的黑暗袁就

是我们国民全体的黑暗曰他们生活的利病袁就是我们

政治全体的利病遥 冶[2]为人民谋幸福袁为国家谋复兴成

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初心和使命袁闽北在党中央的领

导下袁开始了早期的党团活动遥 1926年成立闽北第一

个党的组织要要要建瓯支部袁闽北共产主义运动由此展

开遥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指示福建成立临时省委野组

织宣传工农暴动袁没收土地尧推翻反动统治尧建设工农

贫民的民权政治冶[3]遥 在闽北党组织的带领下袁闽北农

民掀起了野打倒耶帝国主义爷推翻耶豪绅资产阶级之统

治爷袁建立耶代表会爷政权尧谋劳苦民众之利益为宗旨冶[3]

的革命运动遥 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

者袁方志敏尧徐履俊尧黄道等闽北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

不惜付出生命袁闽北农民阶层也亲身体验到了中国共

产党为国尧为民的初心使命袁进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

才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遥

渊三冤克服农民阶级历史局限性的需要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袁在闽北日趋崩溃的农业

经济面前闽北统治阶级已无法稳定其业已动摇的地

位袁闽北农民革命斗争意志坚决袁而且己经爆发过革

命的斗争袁但是由于农民野囿于眼前小利害袁缺乏政治

常识冶[4]袁农民思想觉悟的提高是农民参与革命的重要

保证袁故野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袁帮助他们

摆脱背上的包袱袁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袁使他们

能够大踏步地前进遥 冶[5]遥 1928年 9月中共福建临时省

委特别指出党在农民运动中要注意野纠正农民落后意

识遥 在革命的进程中袁农民常含有落后的反动意识袁如

不认清阶级意识袁笼统的反对城市袁噎噎若不把这些

落后意识消灭下去袁农民运动就不会走上土地革命的

正轨冶袁为此袁要求党的工作今后要野对农民加紧教育

工作袁使他了解土地革命及夺取政权建设苏维埃的真

意义冶[3]遥 通过对农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袁帮助农民克

服自身的缺点和错误袁从而取得对党的方针尧路线尧政

策的认同袁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袁进而成为使农

民支持革命的后备力量遥

二尧闽北苏区党组织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探索实践

思想建设是党领导一切工作的野生命线冶袁土地革

命时期闽北苏区以思想建设为抓手袁对闽北农民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遥

渊一冤加强党对农民的领导袁巩固革命基础

闽北苏区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工作上袁很重视党组

织的领导工作袁1927年中共中央指示闽北党组织的工

作指出院野我们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农民袁如何

武装农民冶袁野农民运动一定要在无产阶级及 C窑P淤领

导之下冶[3]袁野应当从现在就坚决组织地方暴动袁建立并

扩大红军遥 在战术上应该发动群众反捐税抗租债斗

争袁建立农民协会袁发展党的组织袁培养群众领袖袁扩

大游击队噎噎冶[3] 在党的工作中非常注重对农民尤其

是贫民的斗争工作袁1926年闽北第一个党组织一成立

就着手宣传党的革命思想袁组织群众起来革命袁为即

将开展的北伐战争做组织上尧思想上的准备遥 闽北党

组织建立之后袁遵照中央和福建各县临委指示袁结合

闽北实际情况袁闽北各地的党组织在农村中建立党的

基层组织袁直接领导各地的农民运动遥 1927年 2月闽

北第一个乡级农民协会由徐履俊在崇安兴田成立袁依

托农民协会开展政治教育袁 动员广大农民投身革命袁

积极发动农民群众开展野五抗冶及打土豪尧分田地的斗

争遥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袁闽北于 1927和 1928年先后

发动了两次著名的上梅暴动袁成为新民主主革命时期

福建三大农民暴动之一遥

渊二冤加强政治宣传袁唤醒农民革命意识

土地命初期袁毛泽东就指出野红军不是单纯地打

仗的袁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袁还要负担

宣传群众尧组织群众尧武装群众尧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

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遥 冶[1]近代闽

北农民生活困苦袁尽管阶级分化严重袁但大多数农民

阶级意识薄弱袁宗族观念尧封建迷信思想浓厚袁革命工

作难以开展遥 为此闽北党组织深入农民当中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袁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袁培养

农民的阶级意识袁唤醒农民的革命信念遥 通过采取各

种形式的思想教育袁农民认清了军阀尧封建地主及官

僚集团的本质袁革命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袁进而更好

的支援革命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遥 闽北农民在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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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袁英勇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之中袁闽北

革命根据地成为被毛泽东称赞为有战略地位的野方志

敏式冶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渊三冤注重农民利益袁培养农民革命情怀

党中央指示闽北党组织领导农民斗争应野从经济

斗争袁进为政治斗争袁扩大成暴动冶[3]的方式进行革命袁

野抗捐抗税冶成为组织农民的重要手段遥 在闽北农村斗

争中袁在充分认识农民斗争重要性的基础上袁福建省

委指示闽北党组织要做好调查工作遥 为切实了解农民

生活袁调查并统计农村情形袁鼓励农民运动工作人员

到贫农家中袁多了解农民需求袁进而更加有效的开展

农运工作遥 闽北党组织从实际出发袁提出代表农民利

益尧通俗易懂的斗争口号袁将宣传革命和抗租抗税相

结合袁把经济斗争逐步发展为政治斗争遥 贫雇农是闽

北农村最底层的阶级袁革命性最强袁在闽北苏维埃政

府和革命中处于领导地位袁所以闽北的农民工作优先

保障贫雇农野对于土地革命的利益冶袁政府没收地主土

地袁按照野劳动力和人口混合为标准冶[3]平分土地袁废除

一切债务遥 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袁闽北贫苦农民积极

拥护尧领导革命袁为闽北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遥

三尧闽北苏区党组织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要方式

闽北党组织通过创新宣传方式在农民中开展通

俗易懂的思想政治教育袁农民热情高涨袁积极投身革

命袁宣传动员任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遥

渊一冤创办革命报刊袁设立壁报尧读报制度袁传播革

命思想遥

为了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袁加强苏区的宣传

工作袁闽北分区委尧闽北苏维埃政府创办党报尧党刊等

红色读物遥 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尧方

法和原则等袁古田会议后各种红色报刊如雨后春笋般

破土而出袁1931年至 1932年闽北党组织及各分支机

关主办的刊物达十多种袁1933 年闽北党政群团合办

叶红色闽北曳作为闽北苏区公开发行的党的机关刊物袁

成为革命思想在闽北的主要宣传阵地遥 1933年叶红色

闽北曳发表叶红色闽北社论曳讲到野我们要扩大民族革

命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噎噎英勇的尧光荣的

已获得了胜利的闽北劳苦群众浴 为着战争袁大家一致

到红军去袁到七军团去袁实现扩大红军一百万的号召

噎噎冶[6]遥 叶红色闽北曳对于革命思想在闽北的传播起了

重要的作用袁 是闽北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遥

除了正规的党报党刊之外袁出版灵活尧成本低尧贴近生

活的壁报也是闽北苏区传播革命思想的又一重要渠

道遥 闽浙赣省苏文化部对于壁报的作用尧如何创办壁

报包括壁报的材质尧内容尧形式都做了详细的规划袁在

内容方面 野主要是能够紧捉住目前最中心的政治问

题冶[7]遥 在近代新闻消息十分缺失的闽北农村袁壁报无

疑是党的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遥 为了适应农民识字率

不高的情况袁闽北党中央设立了野读报冶制度袁并将读

报工作作为党的通讯工作的重要内容袁使得报刊成为

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媒介遥

渊二冤创办各类红色学校袁进行各种政治教育遥

旧社会闽北人民生活困苦袁 受教育的权利被剥

夺袁为了传播革命思想袁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水平袁培

养革命人才袁闽北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苏区的文化教

育袁创立了许多红色学校袁红色学校除了普及文化知

识外袁还进行各种政治学习遥 普及小学教育是闽北党

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袁闽北各地设立列宁学校开展成

人教育袁数万工农群众在成人学校接受文化和政治教

育遥1933年崇安下梅按照上级苏维埃指示要求各村普

遍设立补习夜校袁补习夜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开办

识字班袁野每一个从事识字运动的人袁他必定是一个识

字运动的宣传者袁他们一定经常不断的把不识字的苦

处袁识字的好处袁识字运动的政治意义噎噎袁深入到群

众中去遥 冶[7]遥 闽北苏维埃将文化普及与政治教育相结

合袁领导人黄道亲自编写通俗易懂尧联系实际的识字课

本第一册第一课野革命袁革命袁向前进袁向前进浴 冶第十一

课野工人和农民袁是世界上最苦的人民袁要想不苦袁就要

革命遥 冶第十二课野土地革命袁解放穷人袁没收土豪天地袁

分给贫困农民冶等等遥 这些语言生动道理浅显的课文袁

对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尧阶级觉悟和思想政治水平袁激

发群众的革命热情袁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遥

渊三冤深入农民群体袁将政治宣传寄予各种场合之中遥

闽北苏区组织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袁为了宣传革

命思想尧凝聚革命力量袁在各苏区成立群众性的文艺

机构要要要俱乐部袁俱乐部由各级苏维埃政府文化部负

责遥 俱乐部下设文化委员会尧体育委员会尧墙报委员

会尧艺术委员会尧晚会委员会遥 俱乐部平时组织群众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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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尧读报尧壁报尧举办新戏运动尧开晚会尧开展体育运

动袁每逢节假日或有党的中心工作与政治运动袁俱乐

部则运用各种宣传工具袁 给予农民积极政治教育袁鼓

舞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遥 在宣传工作中野俱乐部

列宁室袁是党教育群众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平袁扩大

党的政治影响的重要工具之一冶[7]遥 俱乐部是野群众的

教育机关袁是宣传部的主要工作袁群众的文化水平的

提高袁党的策略路线的传达袁组织部的工作的推动与

群众的动员袁在俱乐部是有效力的进行噎噎冶[8]以俱乐

部为载体袁党苏的一些重要决议和中心工作得到了很

好的传达遥

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袁宣传工作是将党

的理论路线传播出去袁争取群众使党的工作更好推进

的有效途径遥闽北苏区党组织利用各种纪念日进行党

的宣传工作遥1933年一年闽北分区委专门发文要隆重

举行的纪念活动有 7场袁分别为 1月份的纪念野列李

卢冶工作决议袁3 月野团分区委耶三一八爷告劳苦青年

书冶袁4月野闽北分区委宣传部耶五一爷纪念报告大纲冶袁5

月野中国共产青年团闽北分区委会为耶五卅爷纪念告劳

苦青年书冶袁5月野中共闽北分区委为耶五卅爷纪念告苏

区劳苦群众书冶袁7月 野红色闽北社论要要要创造七军团

与纪念耶八一爷冶袁11月野中共闽北分区委广暴纪念与拥

护省苏大会宣传大纲冶袁此外袁闽北苏区党组织不断创

新群众心理易于接受的工作方法袁例如院利用木排尧放

河灯或者放风筝的方式发放传单传播革命思想袁创作

朴实尧明快的革命歌曲在农民群众中传唱袁还有各种

文艺演出尧演讲等方式传播革命思想遥 这些方式方法

适合群众心理袁群众易于接受袁进而认同共产党的革

命思想遥

四尧闽北苏区党组织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价值意蕴

土地革命时期闽北党组织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

育效果明显袁农民的思想觉悟尧革命热情得到提高袁极

大地推动了闽北苏区革命形式的发展袁这对于全国革

命形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渊一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基本着力点袁引

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政治观

中国国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

党袁闽北苏区对于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遥 野农民到处都是人口尧生产和

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9]遥 野农民们在这样可怕的

压迫之下受着折磨袁 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

易遥 他们散居各地袁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遥

农民世代相传袁习于顺从曰在许多地区袁已经戒绝使用

武器曰剥削的重担随主人之不同而或轻或重曰所有这

些情况袁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遥冶[10]袁所以土地革命

时期闽北党组织通过阶级斗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融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袁运用通俗易懂的方

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尧方法论尧人生观袁同时运

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使农民群众认识到只有推翻剥削

阶级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袁通过一系列打土豪尧分田

地尧民主选举尧土地改革等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

热情袁进而使农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贫

民的利益袁为贫民谋幸福的政党袁以此将广大劳动人

民团结起来拥护革命遥 正是有了广大农民支持革命尧

忠于革命袁闽北才能成为野红旗不倒冶的革命圣地遥

渊二冤野人民性冶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袁走群众路线

是根本保障

近代福建处于封建的农业社会袁纯买办性的商业

资本使全省经济陷于崩溃袁福建的大量工农贫民手工

业者失业尧破产袁生活在死亡线的边缘袁野在这种全省

农村经济大崩溃之下袁牺牲最巨损失最大的自然是工

农贫民群众噎噎袁工农贫民群众处在这种不堪忍受的

地位噎噎冶[3]遥 军阀统治下的闽北人民深刻认识到野所

谓国民党的革命袁是不能解除他们的痛苦袁他们都普

遍的感觉到只有自己干起来是靠得住的遥 他们对于中

国共产党袁再也不太害怕了曰而且热烈的欢迎我们去

领导他们冶[3]遥 为人民谋幸福袁代表人民的利益是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所在袁人民当然也包括占中国人口大多

数的农民袁闽北党组织在领导农民运动中袁在政治权

利上和物质上给予农民最大的保障袁为此闽北党组织

领导组建农民群众参与的苏维埃政府袁积极组建贫民

团尧刺少队尧妇女团等基层群众团体行使权利袁使得闽

北千百年来农民第一次破天荒地享受到了当家做主

的权利遥 再者袁闽北各地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进行

抗捐抗税尧打土豪尧分田地斗争袁给予农民物质上的保

障袁使得农民真正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尧红军才是穷

人利益的代表者遥 在 1933年 9月红军攻下洋口之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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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easants in the Soviet Area of Northern Fujian

DAI Rong1,2 , YE Qiying1,2

(1.School of Marxism,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Research Center of Red Culture,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After the defeat of the Revol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rried out various for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鄄

tion for the peasants in the Soviet area of northern Fujian, based on the land revolution,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fulfil the task of anti-im鄄

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carry out its original mission of seeking revival for the country and happiness for the

people, and to overcome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the peasant class. The peasants in northern Fujian became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revolution, which wa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opening,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in northern Fujian.

Key words: Chinese Soviet Area of Northern Fujian; peasa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受到当地工农群众的拥护袁野在五天内就有将近五百

名的群众自动报名加入了红军袁因为他们认识清楚了

只有红军才是为了工农劳苦群众争解放的军队呢冶[3]遥

渊三冤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要灵活多样袁贴近受教育

者特点

闽北属于山区袁农民成为闽北苏区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要对象袁农民群体文化程度较低袁小农思想比较

严重袁 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难于接受袁闽

北苏区之所以能赢得野红旗不倒冶的声誉袁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袁创新思想政治教

育方式方法袁在闽北苏区开展了一系列适合农民文化

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遥 在教育内容上创办各种适

合农民实际的夜校尧补习班等袁在教育方法上采取农

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袁寓教于乐中遥 对于提高农民

文化素养袁坚定革命斗争的意志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遥 可以说正是由于前期对农民群众开展多样化

的尧易接受的教育方式袁使得闽北苏区的农民革命性

强尧政治觉悟高袁为闽北乃至整个闽浙赣地区坚持革

命袁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

争中能坚持斗争的重要队伍袁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遥

五尧结语

闽北苏区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袁是中国

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

一个缩影袁对于闽北苏区革命力量的壮大袁为后来支

援抗战以及闽北苏区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独立开展

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袁成为福建新民主主革命

的不竭动力遥

注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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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诸多理念袁契合当代

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袁也是新时

代开展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宝贵资源遥 而其中的野农

业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根柢袁 它以伦理意识为中

心袁是理解和领悟我国传统文化顽强生命力的一把重

要钥匙遥 因此袁了解农业文化才能真正把握我国传统

文化冶[1],才能真正将其融入学校思政工作袁帮助大学生

树立文化自信遥 本文的野农业文化冶指的是野农业生产

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文字文化和精

神文化的总和冶[2]袁包括三个方面院一是指农业文化的

社会价值袁为建设新时代下祖国的和谐稳定做出一定

的贡献曰二是指农业文化的经济价值袁在继承传统农

业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向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迈进曰

三是指农业文化的生态价值袁 强调天人合一的理念袁

遵循大自然的发展规律袁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合理利用

农业文化资源遥

2018年 1月 30日袁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袁野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袁要

把这盘大棋走好冶遥 3月 8日袁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时袁他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尧人才振兴尧文化

振兴尧生态振兴尧组织振兴五个方面袁系统阐述了乡村

振兴的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遥 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袁

对高校人才培养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的启

发意义遥 高校是学生成长成才的摇篮袁理应将乡村文

化振兴纳入人才培养袁并与服务社会尧科学研究等统

筹起来袁大力开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特别是野乡村

文化冶传承与创新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袁让高校在

与家庭尧社会尧国家协同育人方面承担好应有的责任袁

野在传授知识和能力培养的同时给学生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导向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冶[3]遥 中国是一个

传统的农业大国袁几千年来孕育了底蕴深厚的农业文

化袁加强对大学生野农业文化冶的教育与传承袁有助于

野后扶贫攻坚时代冶的乡村全面振兴遥 有学者指出院野中

国的乡村特有的民俗文化尧自然风光尧历史文化资源

等都可以被纳入到乡村产业体系中来袁 培育观光农

业尧 特色文化旅游文化创意产品等文化产业和衍生

收稿日期院2021-04-19

作者简介院叶蓓渊1995-冤袁女袁汉族袁助教袁主要从事农村发

展规划研究遥

农业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要要要以武夷学院为例

叶 蓓

渊武夷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农业文化是当前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短板袁农业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既紧迫又势在必行袁农业文化融

入思政教育难点如下院高校对农业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袁缺乏系统的农业文化资源库曰大学生对农业文化缺乏感兴趣曰思

政教育的内容和手段的单一曰外来文化入侵等等遥 融入的路径在于院培养大学生兴趣尧创新教育教学内容与形式尧纳入学

校文化建设尧抵御外来糟粕文化等袁通过以上策略加强大学生对农业文化的认同感袁进而在科学研究尧服务地方尧文化传

承与创新上有所作为袁增强下一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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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袁进而以文化振兴为契机助力乡村经济发展遥 冶[4]

作为一名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袁笔者提倡将农业

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袁引导学生以

野强农兴农冶为己任袁促进高校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遥

一尧农业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

要性

渊一冤农业文化继承与创新的需要

21世纪以来袁2004年至 2020年我国已经连续 17

年发布了以野三农冶即野农业尧农村尧农民冶为主体的中

央一号文件袁特别强调了野三农冶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时期野重中之重冶的地位遥 显然袁野三农冶问

题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袁但在推进野三农冶工作

的同时袁我们不应忽略了为乡村野铸魂冶袁因为文化是

乡村的野里子冶袁是农民得以安居乐业的定锚袁是凝结

野共同体冶和情感认同的最重要心理结构遥 恰如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院野农耕文化是我

国农业的宝贵财富袁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不

仅不能丢袁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遥 冶[5]传统农业文化具

有深厚的审美性袁农家庭院视觉尧味道和声音,自然延伸

的篱笆尧条块分割的庄稼等凸现了乡村特征遥稍加暗示

与引导,传统农业景观是很容易识辨并得到认可[6]遥 习

总书记在 2015年也指出野渊农村要冤留得住绿水青山袁

系得住乡愁冶遥 由此可见袁 乡愁也是农业文化的一部

分袁它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中袁具有较强的召唤感与厚

重感袁但是在当下加速推进城镇化尧工业化背景下袁人

们终日游荡在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袁 乡愁无处依托袁

优秀的传统农业文化面临着凋零乃至消亡的危险遥 比

如袁闻名于世的武夷岩茶袁其传统的制作技艺是国家

级非遗文化袁但随着大工业机械化生产袁这项珍贵的

手工制作技艺逐渐被机械化生产替代遥 由此观之袁全

国广袤的农村袁无数农业制作技艺纷纷湮灭袁乡村社

会徒具其表遥 因此袁全面加强对优秀传统农业文化的

传承势在必行遥

农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尧以及人

才资源给予支撑遥 在地方高校袁储备着丰富的人才资

源袁 集聚了众多具有渊博农业文化知识的科技人员袁

因此将农业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去不仅

必要袁而且完全可行遥 可以借助高校这一个平台袁将农

业文化结合时代背景袁推陈出新袁开设相关理论和社

会实践课袁增强大学生对学习农业文化的兴趣袁这为

农业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现实基础曰学

校可以深入挖掘特色农业专业和特色学科在教学中

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袁借助课堂给学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袁使学生真正认识农业文化袁热爱农业文化袁进

而传承和发扬好农业文化遥

渊二冤高校开展科研尧服务地方发展的需要

高校办学必须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袁结

合学校发展的定位以及人才培养目标袁为地方发展提

供智力支撑与科技帮扶遥 比如袁武夷学院所处地理位

置优越袁 坐落于 野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冶要要要武夷

山袁武夷山市隶属南平市遥 南平市是传统的农业大市袁

截止 2019年底袁南平全市户籍人数 318.26万袁其中农

业人口 204.34万人袁占比 64.1%遥 2017年以来袁南平

市大力推广七大绿色产业袁其中的现代绿色农业更是

致力于将农业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尧可推广的绿色发展

模式袁实现农业更强尧农村更美尧农民更富袁创建南方

山地丘陵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示范市遥 作为南平唯一

的综合性尧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袁武夷学院围绕地方

所需开设了茶学尧生物技术尧旅游等与农业渊文化冤强

关联的专业袁学校就应当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中适当倾

斜袁着重培养热爱农业渊文化冤尧服务当地绿色产业袁实

践创新能力强的高素质农业人才遥 目前袁学校建设有

野福建省生态产业绿色技术重点实验室冶野福建省竹材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冶野福建省武夷茶资源创新利用重

点实验室冶等农业产业科研平台袁承接了大量的闽北

农业科研项目遥 学校的野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

心冶荣获福建省高校优秀社科研究基地袁校地携手建

成了野福建省生态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冶野省级农业科技

园区创新平台冶野闽北科技研究院竹产业研究分院冶等

创新平台袁为闽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绿色农业发展源源

不断的输送科研成果和应用人才遥 近年来袁学校还成

立闽北乡村振兴研究院袁组织选派 180余名科技特派

员为政和白茶尧武夷岩茶产业尧乡村建筑尧茶叶病虫害

防治及闽北乡村振兴服务袁每年还选派干部到省市重

点扶贫村担任村第一支部书记尧流通助理袁为乡村脱

贫尧农产品流通服务遥 但尽管如此袁学校服务地方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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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农业文化传播及研究袁仍然有很大的空间遥

渊三冤90后尧00后大学生健康成长及开展劳育美

育的需要

野农业文化植根于民族和历史袁经历漫长时间沉

淀而形成袁蕴含着巨大的教育价值袁是当代思想政治

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教育资源遥 冶[7]随着全球化尧现代化

的推进袁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袁中外文化相互渗透袁城

镇化进程加快袁90后尧00后大学生大多出生成长于城

市袁基本野脱域冶于农业及其文化的传承袁其文化人格

型塑于现代文化尧工业文化尧互联网文化乃至西方文

化袁铸就了残缺不健全的野边际文化人格冶遥 此外袁当下

的大学教育还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袁重知识文化传授

轻劳动技能培养的倾向袁 大学生还比较欠缺美育尧劳

育袁而美育尧劳育是社会主义建设者野五育冶渊德智体美

劳冤并举不可或缺的一环袁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组成部分袁是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

是农业文化的重要载体袁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重要举措遥 农业文化教育隐含着五育特别是劳动教育

的强烈基因袁而引导大学生了解农业文化中的乡村审

美因子袁比如乡风民俗尧手工艺品及其制作尧农耕器

具尧山水景观等袁实际上就是一种野不忘祖先农业初

心冶的审美教育袁劳育美育二者并存于农业文化教育

之中遥 因此袁切实加强高校美育尧劳育建设袁充分发挥

学生在五育教学中的主体作用袁加强美育劳育课程体

系的顶层设计袁可以通过与农业文化的无缝对接和深

度融合袁设立诸如野闽北农业文化概论冶野武夷岩茶制

作冶等美育劳育课程或者研究项目袁完善基于农业文

化教与学的美育劳育教学评价机制袁丰富其实践活动

等手段袁不断提高农业文化教育的实效遥

总之袁作为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者袁笔者认为袁在

低年级开设的大学生思政课程应融入农业文化专题袁

引导学生认识农业尧农村之美袁帮助坚定其文化自信袁

增强大学生对农业文化的价值认同袁让农业文化得到

更好的传承与发展遥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指出院野与

工业的狂热相对照袁 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院

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袁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

静美满尧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梦幻遥 冶[8]

因此袁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惟有充分发挥学校及

周边的农业文化资源袁扎实推进农业文化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袁才能把现代文化尧农业文化熔于一炉袁健

全大学生文化人格袁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奠定坚实的

基础遥

二尧农业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的难点

渊一冤高校对农业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袁缺乏系统

的农业文化资源库

从武夷学院科研领域看袁对农业文化如何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相对较少袁尚未形成一套完整

的研究体系尧实践路径袁没有从农业文化本身的视角

代入袁 农业文化的价值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袁缺

乏系统的信息资源用于教学或者研究遥 比如袁武夷学

院的机电工程学院袁教师的科研成果更多体现的是本

专业袁学生对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更加投入袁对农业

文化知识的了解则微乎及微袁对农业文化产生不了太

大兴趣遥 武夷学院地处世界红茶与乌龙茶的发源地袁

武夷山享有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美誉袁丰富的农业文

化本应是推动学校传播农业文化的绝佳资源袁但是除

了茶学尧园艺学与农业文化有若干联系之外袁其他专

业在人才培养方案尧课程体系设计上基本忽略了农业

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尧健全人格型塑方面的作用遥 此

外袁部分思政课教师没有与时俱进袁普遍将目光聚焦

于国际政治外交尧军事尧科技尧国防等的野高大上冶项目

的突飞猛进尧凯歌高奏袁农业文化讯息在思政课程内

容中阙如袁 导致课堂上所传授的信息无法与乡村社

会尧农业文化较好地衔接遥

渊二冤大学生对农业文化缺乏感兴趣

大学生袁特别是一些理工类的学生袁他们认为农

业文化应该是农学类学科的学生才需要学习的袁跟他

们并没有太多的关系遥 他们的兴趣点在城市与科学构

建出来的消费文化尧科技文化尧网络文化袁对于农业文

化所代表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袁 都被视作了 野保守冶

野落伍冶野老土冶而遭唾弃袁简而言之袁学生对于农业文

化的理解尧学习过于局限与狭隘袁以工具理性尧应用价

值取代了人文价值尧终极关怀遥 众所周知袁随着如今生

活水平的提高袁 人们更加崇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袁在

追求效率和经济效益的道路上袁学生更加重视高效率

便捷的现代化农业技术尧产出尧应用袁从而忽略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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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现实关怀尧育人价值和生态意义袁阻碍了农业

文化在高校课堂上的弘扬与发展遥

渊三冤思政教育的内容和手段的单一影响对农业

文化的接受

一是农业文化融入高校课堂过于枯燥单一袁不够

新颖袁无法引起大学生的共鸣袁缺乏创新袁因而效果一

般遥 比如茶与食品学院的叶茶文化概论曳在将农业文化

融入到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袁讲授的内容偏向于历史

事件袁抽象且枯燥袁很难引起学生听课的积极性曰在教

学方式上袁更多的是以老师说教为主袁灌输式的野填

鸭冶导致师生之间缺乏互动曰教师使用的课件文字偏

多袁学生容易走神袁学生对老师到底传授了些什么袁没

有深刻的印象袁认知层面单薄袁而且课堂代入的思想

教育内容因为野两张皮冶而无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袁

难以对农业文化产生认同感遥 二是农业文化融入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教学深度不够遥 平心而论袁大学

生对农业文化传承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实践教学环节

渊劳育冤遥 因为袁只有通过切身实践来理解课堂理论袁才

有助于增强学生的体验感尧获得感袁有利于大学生们

对农业文化的情感升华遥 目前袁武夷学院的学生各种

社会实践活动中袁农业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偏少袁教师

指导不够到位袁大多数学生对于农业文化衍生出来的

农业产业链尧生产制作等现实环节知之甚少遥 校团委

组织以农业文化为主体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袁虽然

部分师生开展以茶传递温暖袁宣讲茶文化知识袁但有

的学生只为获得野素质拓展冶学分袁对活动所承载的内

容没有入脑入心袁有的走马光花袁有的浮光掠影袁有的

敷衍应付袁心理隔膜和代际鸿沟加大了农业文化在校

园和社会推广的难度遥

渊四冤外来文化入侵导致农业文化面临较大冲击

近年来袁随着中国社会日益与世界接轨袁现代化尧

后现代思潮涌入袁韩日文化尧欧美文化等具有野侵蚀

性冶 的娱乐文化及其携带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大量输

入袁获得部分大学生的青睐遥 比如袁部分大学生热衷追

星袁崇尚流行文化袁课余时间不是在追偶像剧就是打

游戏尧网购袁他们热衷于野哈韩冶野哈日冶袁不知疲倦地追

逐这些异质文化袁 而将祖先留下的优秀传统文化袁特

别是农业文化当做野陈旧冶野落后冶的历史垃圾而弃如

敝屣袁中国传统农业文化推广受到较大阻碍袁这就导

致农业文化很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上扎根遥

三尧农业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的策略

渊一冤培养学生兴趣

一是创新内容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加

强服务学生成长成才袁构建野三全冶育人机制袁把野农业

文化冶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袁开启野新文科冶的

尝试遥 野新文科冶指的是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袁把人文

教育尧交叉学科与文科相融合遥 学校要学会把握课程

提质尧专业优化尧模式创新野三大重要抓手冶袁通过将农

业文化与专业课程尧思政课程交叉融合袁强化人文素

质教育袁把农业文化传播全过程尧全方位贯穿到大学

四年专业学习尧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遥 比如袁就武夷

学院的茶与食品学院来说袁茶学专业在大一就开设茶

文化学尧茶树栽培育种学尧茶艺学等基础课程袁大二设

置制茶实习袁大三开设茶企业经营管理课程袁大四注

重茶品牌管理与茶文化营销教育等袁每年应开展茶艺

大赛袁茶席设计大赛尧茶会活动袁各类型的文艺晚会

等袁重点突出专业特色要要要农业及其文化袁把茶学专

业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袁为社会和茶企业输送应

用型人才遥 这些人才走上社会袁有的从事茶叶种植与

加工袁有的开展茶叶审评与检验袁有的投身茶文化培

训等等袁比较完美地呈现了学以致用尧服务地方袁将所

学的农业知识及其文化能够很好的输出尧传播尧应用遥

二是创新教学形式遥 充分发挥新媒体课堂的魅力袁这

为农业文化得以以图文并茂等更加轻松的方式进行

传播尧推广提供了新鲜活泼的途径遥 比如袁通过加强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及优质在线农业文化教学资源的引

进与利用袁引导师生充分认识网络课程教学的优势及

效益袁 吸引师生积极使用在线教育网络课程等资源袁

提高在线教育网络课程等资源的使用效率遥 通过新媒

体和野翻转课堂冶野慕课冶乃至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冶以

及线上教学方式袁进一步优化尧深化学习效果遥 如此袁

学生们可以通过教学视频和活色生香的虚拟仿真以

及老师上传的辅导课件进行学习袁 学习时间相对自

由袁形式更加放松袁学习质量更加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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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纳入高校文化建设

武夷学院作为闽北第一高等学府袁 理应担起大

任袁在高校的文化建设中融入农业文化遥如院可在学院

的图书馆或者是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成立学习室袁内容

可涵盖大武夷的农业文化及资讯袁方便学生了解当地

的风土人情尧乡村文化曰凸显农业文化主题袁将收集来

的有关书籍或者是报刊专门设立一个展馆袁可以按照

时间轴进行归档袁 方便学院的学子可以自由借阅袁丰

富他们在农业文化知识进而进行美育教育曰在学校建

成的野茶种子资源圃冶的基础上袁建立野农业文化冶为主

题的特藏馆袁开展农业文化主题的新生入学教育等活

动曰邀请农业科研高端人才进校开设学术讲座尧文化

普及论坛等以此丰富校园文化曰定期在各年级开展关

于农业文化的主题团日活动袁提升班级同学的参与度

和劳动教育实效曰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有意识营造良好

的学习农业文化的氛围袁加深大学生对于农业文化的

认识袁激发同学们对农业文化的兴趣袁从而吸引更多

的大学生投身野三农冶工作袁振兴乡村遥

渊三冤创新教育教学模式

一是创新教学方式遥如何提升大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尧有效性一直是困扰着高校教师开展教育的一个重

要因素遥 学校可以引进优质精品课程尧优秀的教育教

学人才袁借助抖音尧快手等新媒体袁改变传统的教育教

学模式遥例如茶与食品学院于 2020年 12月在公众号

推出了关于武夷岩茶初制及关键工序虚拟仿真实验袁

独特的音画尧惟妙惟肖的仿真效果让学生在家也能身

临其境地学习武夷岩茶的制作工序袁提升了学生对农

业文化的进一步认知袁感受农业文化的独特魅力遥 其

他专业可结合各学院的专业特色袁把农业文化与各学

院的课程实践活动相结合袁通过贴近自然袁走出校园袁

使得学生切身感受农业文化的魅力所在遥二是创新考

核机制遥 打破传统的考核机制袁根据农业文化课程的

难易度将课堂的内容分为重点内容和基础内容袁针对

重点内容要求学生要对其概念尧 意义做到熟记于心袁

针对基础内容要求学生对其内容知晓了解袁根据学生

的课堂表现尧课后作业尧实践学习情况进行综合评分遥

实践分数是实施农业文化劳动教育的重要构成袁其占

比要略高袁 以此考察学生在实践中学以致用的能力袁

锻炼学生劳动技能袁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袁推动农业

文化更好的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去遥

渊四冤抵御外来糟粕文化

一是提升高校大学生对于文化的辨识能力遥 文化

具有两面性袁要学会取其精华袁去除糟粕袁作为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袁应该时刻帮助和引导大学生正确

认识外来文化遥 要将外来文化好的一方面和值得借鉴

学习的方面融入到高校的讲堂中去袁自觉抵御外来糟

粕文化袁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优秀农业文化袁

促进大学生们的健康成长遥 二是高校是青年学生学习

知识文化的主战场尧主阵地袁大学时代是青年学生野三

观冶塑造的重要时期遥 学校可以通过易班尧青年大学

习尧团课尧农业文化节等第二课堂系列活动袁以农业文

化的推广传播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袁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取向袁 加强高校对农业文化教育的氛围营

造袁进而提高学生文化判断力袁强化中国优秀文化的

高度认同和自信力遥

四尧结语

野农业文化冶 是当代大学生课程思政教育中必不

可少的内容遥 高校应该重视思政课程对农业文化的传

播袁目前的情况来看袁农业文化依旧是高校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中的一个短板袁不仅学校课程传授少袁家庭

社会教育也少袁实践上更是微乎其微袁正因此袁我们要

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农业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必要性尧紧迫性袁以时不我待的政治领悟力尧执行

力袁切实将农业文化深度融汇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袁为培养服务乡村振兴尧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尧

接地气的合格大学生而努力奋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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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Agricultural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要要要Taking Wuyi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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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院Agricultural culture is the shortcom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both urgent and imperative.The difficulties of integrating agricultural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as follow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agricultural culture, lack of a systematic agricultural cultural

resource library, college students lacking interest in agricultural culture, single content and mea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eign cultural invasion, etc. The path to integration is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interest袁 innovating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ntent

and form, incorporating it into school cultural construction, resisting foreign dross culture, etc. Strengthening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i鄄

dentity with agricultural culture through the above strategies will make a differenc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serving the place, cultural inher鄄

itance and innovation, enhancing the recognition and confidenc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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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办好学前教育袁要强化教师

的基础作用袁不断提高学前教育保教质量遥 野学前教师

专业性是决定学前教育质量的主要变数冶[1]遥 为此袁国

际上提出了野以未来指向性的教育改革和以核心素养

为中心袁强化教师专业性的研究与实践方案冶[2]遥 OECD

基于野关键能力的界定与选择冶的研究袁倡导野核心素

养冶或野关键能力冶渊Key Competency冤的概念[3]遥野美国有

80%以上的州开发了学前教师和保育教师的核心素

养冶[4]袁为学前教师专业性发展提供方向遥加拿大尧英国

和新加坡等国以学前教师专业性发展为标准开发了

阶段性学前教师核心素养体系遥 韩国也为野强化学前

教育质量袁提高教师专业性袁构建了学前教师核心素

养领域和内容要素冶[5]遥 由此可见袁学前教师核心素养

在提高学前教师专业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遥

当前袁我国教师核心素养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小学

教师袁对学前教师核心素养研究非常薄弱袁而专门对

于学前教师核心素养概念的研究则更是寥寥无几遥 概

念研究是展开学前教师核心素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袁

是进行学前教师核心素养建设的逻辑起点袁主要解决

野质冶的问题袁反映学前教师核心素养是什么钥 因此袁对

学前教师核心素养概念研究则非常必要遥 以野教师尧核

心素养冶为关键词进行 RISS数据库检索袁除去与研究

主题无关的论文袁共收集到 57篇论文袁并以此为研究

对象遥 通过文献分析袁在考察韩国学前教师核心素养

概念研究的基础上袁探讨学前教师核心素养概念袁以

此对我国学前教师核心素养概念的确立及内容体系

建设等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遥

收稿日期院2021-11-16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社科

类冤渊JAS19373冤遥

作者简介院黄超渊1987-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教育学尧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遥

韩国学前教师核心素养概念的递进式研究路径

黄 超

渊武夷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韩国学前教师核心素养研究袁以未来指向性和强化教师专业性为研究基调遥在概念上遵循野素养要核心素

养要学前教师核心素养冶递进式研究路径遥 在强调素养个体内在特性和行动特性相统一的基础上袁为应对学前教育特定

境脉中的要求袁基于未来指向性袁提出了以野幼儿要教师冶二元结构为基础袁以提高教育质量袁强化专业性为目的的学前教

师核心素养综合能力体系概念遥 基于此袁我国学前教师核心素养研究袁首先应明晰以未来指向性和强化教师专业性为目

的的学前教师核心素养概念和内涵曰其次培养具备能够出色尧有效地完成学前教师教育教学任务所具备的知识尧技能尧态

度和价值观等个人内在特性曰再次培养具备能够以有效方法整合和组织知识尧技能尧态度袁体现学前教师特性和资质袁发

挥学前教师作用袁并成功履行学前教师任务的行动特性曰最后袁在幼儿教育特定境脉中实现内在特性和行动特性的统一袁

提升学前教师核心素养与专业能力遥

关键词院核心素养概念曰未来指向性曰专业性曰递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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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韩国学前教师核心素养概念研究路径

渊一冤研究基调院未来指向性和强化教师专业性

基于逐渐不稳定尧 巨变且难以预测的未来时代袁

为了更好地应对 21世纪社会变迁袁增强国家竞争力袁

支持幼儿成功生活袁韩国学前教育界认为需要摆脱现

有的教育框架袁进行面向未来的教育变化遥 这一切需

要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前提袁 以教育改革为最终环节袁

而 野教师作为教育改革中的核心因素则尤为重要冶[6]遥

以 SUNG和 BOO 等[7]为代表的学者首次开展了关于

教育共同体对教师核心素养的认识调查袁确定了学前

教师核心素养的领域和标准遥 此后袁韩国教育部发布

叶学前教师培养及任用体制改善方案曳袁在查明学前教

师核心素养的基础上袁开发了叶学前教师核心素养渊案冤曳袁

通过对在职教师进行教育袁培养具备规定核心素养的

学前教师袁以强化学前教师专业性遥 因此袁基于时代的

未来指向性袁以提高教师质量袁强化教师专业性为目的

的要求袁奠定了韩国学前教师核心素养的研究基调遥

渊二冤研究路径院递进式概念研究

关于韩国学前教师核心素养概念的研究袁基本遵

循野素养要核心素养要学前教师核心素养冶递进式研

究路径遥

1.素养院内在特性和行动特性的统一

大部分研究者基于 NAVER词典的释义认为素养

是劳动者能够胜任某项工作的力量袁从事特定工作所

需的技能袁能够有效率地完成某项工作的能力遥 也就

是说袁素养是有关成功完成想要熟悉的职务或工作的

概念袁是以组织或个人拥有的能力为基础袁为达成目

标而采取的行动能力遥 它不仅包括个人非常深刻且持

续时间较长的内在特性袁 还包括由内在特性引发的袁

在组织环境中能够有效执行任务的组织成员的行动

特性遥 但无论是内在特性或行动特性袁都关注到了个

人深层动机和个人特质遥 因为野人类的行为是根据对

行为结果的期待和重要性或价值形成的袁行为者的认

识可能会成为影响行动的因素冶[8]遥 LYLE和 SIGNE将

素养结构展示为冰山模型[9]袁根据可开发的程度分为

特质尧动机尧自我概念渊态度尧价值观冤尧知识尧技能 5种

类型遥 其中特质尧动机隐藏在冰山下袁是很难被破解或

开发的要素曰知识和技能是可视性袁在教育训练等方

面相对容易开发曰自我概念介于两者之间袁态度和价

值观可以通过培养或积极的发展经历来改变遥 基于素

质冰山模型中可视和可改变的部分袁最终将素养定义

为野在组织环境下能够出色袁有效地执行任务的组织

成员的内在特性或行动特性袁 是他们所具备的知

识尧技能尧态度和价值观冶[10]袁其内涵既包括深刻且持久

的个人内在特性袁又包括在各种实际情况中袁以有效

的方法整合袁组织知识尧技能和态度袁并持续实践以完

成任务的行动特性遥

2.核心素养院认知与非认知的综合体

关于野核心冶的认识袁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

解遥 基于素养内涵的行动特性袁核心素养被定义为野个

人为了在未来社会成功生活而必须具备的核心资质

或行动特性冶[11]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核心素养注重未来指

向性和结果指向性袁即指向于未来社会成功生活和完

成特定社会领域的重要要求或挑战遥 除了从行动特性

角度定义核心素养外袁核心素养概念的主要观点分为

两派院

其一袁野核心素养是在素养中更加强调的素养冶[12]遥

基于素养的内在特性袁核心素养被定义为野组织内部

成员拥有的总体技能尧知识尧文化等构成组织核心的

能力冶或野在特定领域具有卓越能力的能力袁以及为解

决急剧变化的社会袁迫切需要解决问题而必须具备的

倾向冶[4]遥 也就是说袁核心素养是更加强调成功履行特

定职务或业务的相关知识和行动袁是素养中具有竞争

优势袁更加强调的素养遥

其二袁野核心素养是分散素养的集合冶[12]袁或是野素

养的整体结合体冶[13-16]遥 核心素养作为野持续时间较长

的个人行动或思考方式袁包括个人的动机尧特质尧自我

概念等更根本的层面冶[14]袁它不指某一单一能力袁而是

各种分散素养的整体结合体袁 更强调素养的整体性遥

基于此袁提出了核心素养是野能够有效尧优质地履行教

师职责所要求的知识尧技能尧态度冶[13]袁是野教育机构组

织中应履行所有职务的全面范围的能力冶[17]遥

基于以上观点袁核心素养概念无论是基于行动特

性袁或是基于素养中更加强调的素养袁还是基于素养

的整体结合体袁其核心所强调的不仅是野单纯的知识

技能袁而且包括了运用知识尧技能尧态度在内的心理的

社会的资源袁来应对特定境脉中复杂课题渊要求冤的能

力冶[3]袁是集野认知层面渊知识尧思考尧学习等冤和非认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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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渊态度尧价值观尧情感尧动机冤冶[18]为一体的综合素养遥

3.学前教师核心素养院强化专业性为目的综合能

力体系

基于素养和核心素养概念袁为应对学前教育特定

境脉中的要求袁以野职业基础能力冶和野提高教师专业

性冶为代表的学前教师核心素养概念应运而生遥

以野职业基础能力冶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袁学前教师

核心素养就是职业基础能力遥 作为职业基础能力的核

心素养袁野与其说是局限于学前教师这一特殊职业而

形成的履职能力袁不如说是无论何种职业和职位袁在

各种工作岗位上成功履行各种职务共同需要的职业

基础能力冶[19]遥野现代社会每个职业都需要不同的素养袁

既需要能熟悉某一特定职务的技能人才袁更需要能灵

活适应任何职务的人才冶[20]遥 因为野在知识和信息泛滥

的现代社会袁单凭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无法维持一生

的职业生活袁需要具备适应急剧发展的能力袁并不断

加强培养冶[20]遥由此可以看出袁无论什么专业袁为了适应

不断变化的环境和要求袁都必须具备符合各种职业基

础能力的核心素养遥 并且袁这种核心素养是超越教职

的特殊性素养而作为普适性职业基础能力存在遥

以野职业基础能力冶为代表的观点将学前教师核

心素养普适化袁认为无论选择何种职业袁核心素养与

特定职业无关袁而是所有职业都所需要具备的野泛核

心素养冶袁即职业基础能力遥 野职业是伴随收入袁完成一

项社会分工的连续性活动袁其本质在于重复某一行业

的基本操作袁不需要过多的心智劳动遥 冶[21]学前教育是

育人的实践活动袁教育对象复杂多变袁需要一定的专

业能力袁并且教育专业能力也需要不断地改进尧完善

和创造遥 学前教师虽然也属于职业的一种袁但如果不

强调职业特殊性袁直接将学前教师职业特征普适化袁

既不利于教师专业性的发展袁又会大大削弱学前教育

质量和教育功能遥 Hwang和 Kim等人也认为野除人际

关系和沟通素养尧信息化素养之外袁其余诸如教职品

德及专业性发展尧对学习者的理解尧教育课程运营尧班

级运营等素养袁只能通过学前教师这一特殊职务进行

体现遥 即使同样是学前教师袁根据初任教师尧有经验教

师尧首席教师职务的不同袁也很难将学前教师核心素

养看作是具有普适性的核心素养冶[22]遥 基于此袁核心素

养与其说是具备在任何职业和职务上都能适用的普

适性素养袁还不如说是只适用于反映教师职业专业性

这一专门职务的核心素养遥以 OECD国家为中心进行

的 DeSeCo项目也提出了核心素养内容不仅是单纯的

知识技能袁而是包括了运用知识尧技能尧态度在内的心

理的社会的资源袁来应对特定境脉中复杂课题渊要求冤

的能力遥 由此可见袁素养会因职业的变化而不同袁只要

情况发生了变化袁所要求的素养也会随之改变遥 因此袁

为了应对特定境脉中的要求袁 又提出了以强化教师专

业性发展为代表的学前教师核心素养概念遥

以野教师专业性冶为代表的观点将学前教师核心

素养分为教学素养渊teaching competency冤和教师素养

(teacher competency)遥 野教学素养是成功实施学科教育

所需的理论性教学素养和实践性素养的总和遥 教师素

养与教师的作用尧职务尧应具备的能力和资质的教师

专业性标准相关冶[23]遥 学前教师核心素养野不是实际教

学素养的狭小概念袁而是超越了单纯教学袁包含教师

所要履行所有职务相关的更全面范围的能力冶[24]或野成

功完成所有业务的总括性能力冶[25]遥为了将全面范围或

总括性能力具体化袁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学前教师核心

素养含义袁即包含野学前教师特性袁作为学前教师应具

备的专业性袁学前教师作用袁学前教师资质等在内的

一种核心履职能力冶[26]遥它是成功履行教师在生活中所

扮演的角色而使用或拥有的个人特性袁是教师必须具

备的袁形成教师资质必不可少的成分袁也是教师专业

性的体现遥 除此之外袁还提出了学前教师核心素养包

含野教职品德及专业性发展尧对学习者的理解尧教育课

程运营尧人际关系及沟通尧信息化素养尧班级运营冶等

内容[5]袁让全面范围和总括性能力具有了明确的指向遥

学前教师核心素养可以说是野为了有效履行学前教育

机构中要求的教师职务的行动特性尧知识尧态度和技

能的综合体系冶[15]遥

在强化专业性发展的综合能力体系基础上袁学前

教师核心素养概念内涵又作了进一步升华袁不但关注

了教师专业性的提高袁而且还关注了教育活动中幼儿

的地位袁提出学前教师核心素养应建立在野学前教育

现场袁为了人类幸福和社会的发展袁为了满足幼儿发

展要求袁为幼儿提供有质量的环境尧经验尧关系冶[16]的基

础之上袁使学前教师核心素养概念从教师的一元维度

转向了野教师-幼儿冶的二元维度袁完善和丰富了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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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核心素养的内涵遥

综上袁基于素养内在特性和行动特性袁核心素养

认知与非认知的综合体系袁以及以强化学前教师专业

性为目的的职业特性将学前教师核心素养界定为以

强化教师专业性发展为目的的综合能力体系袁是在学

前教育现场袁为满足幼儿发展尧人类幸福和社会发展袁

根据特定境脉袁 为幼儿提供有质量的环境尧 经验尧关

系袁并具备成功履行与其职务相关的认知与非认知层

面的教师素养和教学素养遥

三尧结语

正如野教育质量不超过教师质量冶 [22]命题所暗示

的那样袁学前教育质量也不会超过学前教师的质量遥

因此袁我国在培养具备应对特定境脉的要求袁以未来

指向性尧强化教师专业性为目的的学前教师核心素养

的过程中袁首先应明晰以未来指向性和强化教师专业

性为目的的学前教师核心素养概念和内涵袁只有明晰

概念和内涵袁才能保证学前教师核心素养研究的基调

和方向遥 其次袁以野幼儿-教师冶二元结构为基础袁立足

幼儿教育特定境脉袁培养具备能够出色尧有效地完成

学前教师教育教学任务所具备的知识尧技能尧态度和

价值观等个人内在特性遥第三袁基于未来指向性袁培养

具备能够以有效方法整合和组织知识尧技能尧态度袁体

现学前教师特性和资质袁发挥学前教师作用袁并成功

履行学前教师任务的行动特性遥 最后袁在幼儿教育特

定境脉中实现内在特性和行动特性的统一袁通过内在

特性的提升袁将知识尧技能尧态度和价值观运用于成功

履行学前教师职责和完成学前教师任务的过程中袁通

过将内在特性的认知转化为外在行动特性袁有效地提

升学前教师核心素养袁促进学前教师专业发展遥同时袁

基于本研究基础之上袁今后可以进一步开展以学前教

师核心素养为中心的核心素养内容体系构建袁学前教

育师范生培养方案完善袁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尧教师聘

用尧优秀教师培养以及教师评价等体系化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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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gressive Approach to the Concept of Core Competency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South Korea

HUANG Chao
(School of Overseas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core competency of preschool teacher in South Korea is based on future-orient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eacher. The concept research follows the progressive research approach of 耶competency要core competency要core

competency of preschool teacher爷. The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ability system of the core competency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 is on

the basis of emphasizing the unity of the inner characteristics and a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 competency, which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based on the future directivity and the dual structure of 耶child要

teacher爷, and with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fessionalism. So, the research on the core

competency of preschool teacher in China should be carried out. Firstly,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preschool teachers' core

competency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for the purpose of future-oriented and strengthen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Secondly, outstanding

and effective completion of preschool teache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asks with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and values and other personal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cultivated. Thirdly, effective methods should be adopted to integrate and organize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qualifications of preschool teacher, play the role of preschool teacher, and successfully perform the

task of preschool teacher action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the unity of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ction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realized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ency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preschool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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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学习支持下本科高校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培养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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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新媒体时代促进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袁移动学习成为了新型的学习方式遥 文章分析了移动学习支持下本

科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培养的价值意义以及移动学习在培养学生中出现的问题袁从意识观念尧移动学习策略尧资源建

设尧师资素养及网络平台五个方面探讨了构建移动学习支持下本科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培养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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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袁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袁不仅为

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变化袁也为学习方式带来了新的变

革遥 2012年 9月 13日袁教育部正式公布叶幼儿园教师

专业标准(试行)曳要求幼儿教师具有一定的现代信息技

术知识遥 2018年袁国务院颁布了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曳要求野教师

主动适应信息化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袁积极有效开

展教育教学遥 冶[1]2021年教育部工作要点中指出要野积

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冶野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高质

量发展袁积极发展耶互联网+教育爷冶野深入实施教育信息

化 2.0行动计划袁加快推进教育专网建设袁普及数字校

园建设与应用冶[2]遥 这意味着未来入职的教师需要具备

一定的信息化技术处理及人工智能应用的信息素养袁

才能应对科学技术对教育的挑战袁 这就要求高校在培

养教师人才中袁需要借助科学技术袁改变教育方式袁探

寻信息化技术与教学的创新融合袁 培养出时代需要的

创新型人才遥

近些年来袁我国高校已有意识地寻求野互联网+教

育冶的契合点遥 教师们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袁积极主动地

将课堂与现代技术手段进行融合袁寻找更为适合袁能

够提高学生课堂主动性的教学组织形式遥 一些高校通

过信息资源平台袁利用慕课尧微课等学习资源扩宽尧丰

富学生的知识面曰在技术平台方面袁采取 VR虚拟技

术尧录播教室尧数字实验室或智慧教室等媒介手段增

加学生的情境体验感曰在教学形式上袁创建移动课堂尧

翻转课堂等袁用以提升学生自主思考和创新创造能力

的教学课堂形式遥 然而袁在信息化大背景下袁野学生对

知识的需求已不仅限于课堂所获袁传统学习方式已无

法满足学生的需求袁由此衍生的移动学习渊Mobile Learn鄄

ing冤开始成为学生学习的有效方式冶 [3]遥

一尧移动学习的概念与内涵

关于移动学习渊Mobile Learning)的概念袁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渊UNESCO冤定义为野基于互联网袁通过移动

终端设备进行现实世界中各种思想尧形象尧信息和主

张的形成尧转化袁分享和讨论的新方式遥 冶[4]我国全国高

等学校教育技术协会委员会也对移动学习概念做了

相关界定袁认为野移动学习是指依托目前比较成熟的

无线移动网络尧国际互联网袁以及多媒体技术袁学生和

老师通过利用目前较为普遍使用的无线设备 渊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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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尧PDA尧笔记本电脑等冤来更为方便灵活地实现交互

式教学活动袁以及教育尧科技方面的信息交流遥 冶[5]从以

上概念可以看出袁 移动学习是移动技术与信息化尧数

字化学习发展的产物袁 是以移动终端设备为载体袁依

托网络技术袁不局限于时间尧地点袁即可实现资源信息

的传输袁是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遥 对移动学习的理解

需要包括两个方面袁 一是移动设备与移动技术的使

用曰二是移动学习资源的获取遥相比其他的学习形式袁

移动学习能够帮助学习者充分地利用好碎片化的学

习时间袁在移动状态中接受教育信息袁不受限制随时

随地的学习袁从而提高学习效率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学习者个性化自主学习的诉求遥

二尧移动学习支持下学前教育学生培养的

价值意义

渊一冤满足学生个性化尧灵活性的学习需求

移动学习创造了一个随时随地学习的环境袁它能

够帮助学生们克服学习任务和个人时间尧 精力之间的

矛盾遥学生们通过移动终端学习设备袁可以不再拘泥于

固定化的学习模式袁打破场地限制袁在任何时间段和任

何地点袁 有效地把各种碎片化的时间集中起来加以利

用袁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学习资源内容袁从而实现个性化

和灵活性的学习需求袁完成自我专业能力的提升遥

渊二冤成为未来的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信息素养提

高的有力推手

未来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袁这是学前教

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之路和主动选择遥 一方面袁从

学习工具的性能来说袁它最大程度上为学生使用提供

了便利曰另一方面袁从应用的效果来说袁它让学生学会

应用移动学习获取相应资源的同时袁也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他们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袁这种素养将会在未

来的入职中得到应用和发挥袁成为未来教师提升自我

专业发展和信息素养提高的有力推手遥

三尧学前专业学生移动学习现状

渊一冤学生移动学习认识不足袁移动学习动机娱乐化

在多数大学生群体中袁几乎人人都有手机这个最

基本的移动工具袁还有部分学生带有掌上电脑袁这些

移动设备中除了安装了聊天尧视频尧游戏等软件之外袁

还装有不少学习软件袁 如驾校考试 app尧 英语学习软

件尧公务员过关软件等袁但他们并非都能够明确清晰

地认识到自己正在历经野移动学习冶的过程遥 虽然学生

们移动学习设备持有率高袁但有关于移动学习的意识

不足袁学习动机往往只是应对考试尧过级袁其兴趣集中

于娱乐尧休闲等方面遥

渊二冤专业学习资源平台限制较多袁缺乏吸引力

首先袁学习时长较长袁内容的互动性和吸引力缺

乏遥 以爱课程和网易云课堂共同打造的中国大学

MOOC渊慕课冤为例袁搜索了该网站的野学前教育冶学科

资源入口袁发现课程以专业核心课尧专业基础课为主袁

每门课程参加的学习者人数有几百人至几千人不等袁

但需要根据课程的设置规划学习进度遥 其次袁针对性

的免费优质课程资源太少袁 限制学生资源获取的途

径袁不能满足学习者针对性的学习需求遥 然而袁在百

度尧各大视频网站搜索相关学前教学视频袁发现质量

较好的移动课程资源在知识导入阶段是免费的袁但之

后就会收取一定费用遥 完全免费的课程要么专业性尧

针对性不强曰要么缺乏科学设计曰要么画面质量清晰

度不高袁视频整体质量差遥

渊三冤教师自身信息素养不够袁引导监管能力不足

由于移动学习在教育和培训中的应用研究并不

成熟袁因此袁部分教师对此领域的了解相当有限袁特别

是许多教师往往不愿意接受新生事物袁认为传统的学

习方式同样能够授业解惑袁对传统学习的效果评判也

有成熟的评价和反馈袁而学生携带手机尧平板进入课

堂袁本身就违反学校的学习纪律袁可能还会有部分学

生假借学习名义实则上网娱乐遥 因此袁不仅教师无法

在移动学习上给予学生有效地指导袁在移动学习设备

的使用上袁更是无法做到引导和监管遥

渊四冤学校网络设施不够全面袁网络速度有待加强

无线网络覆盖是高校应对教育信息化的必要条

件袁但许多学校无线网络覆盖率不高尧信号弱或接入

不了遥 校园无线网络使用不了袁意味着学生将负担超

额的移动流量袁产生资费袁从而影响学生移动学习的

积极性遥 另一方面袁网络的速度是影响学生使用移动

设备的重大因素袁如果在使用移动学习中袁常出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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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尧信号链接不上袁将会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打折扣遥

四尧实现移动学习支持下培养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的路径分析

渊一冤加强学生移动学习意识的宣传与引导

2020年袁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袁野停课不停学冶应

运而生袁幼儿园教师们为了保持与孩子们的联络袁发

挥专业优势袁线上互动尧查找资源尧微信推送尧活动剪

辑尧制作美篇尧录制微课和微视频尧抖音直播等成了疫

情期间幼儿园教师每日生活和工作的常态曰云见面

会尧云教研尧云培训尧云校园尧云资源尧云空间等一系列

云端应用袁给幼儿园教师提供了专业成长的新平台[6]遥

可见袁这些信息技术和移动设备的应用袁对教师专业

水平提出了挑战袁从而也对未来入职的教师信息素养

提出了新的要求遥 然而袁使用者对移动学习的态度和

接受程度决定着使用者是否能够体验到移动学习的

便利与优势袁最终影响移动学习的使用效果遥 因此袁加

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移动学习意识的宣传与引导袁是

促进学生接受和采纳移动学习的首要条件遥 首先袁学

校可运用校园广播尧校刊尧校园网等媒介宣传和普及

移动学习的理念袁引导学生认识到移动学习对专业能

力提升和发展的促进作用遥 其次袁通过开展一系列基

于移动学习的校园活动袁如移动学习的功能尧移动学

习应用尧移动学习和教师技能如何结合等方面的讲座

等袁让更多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了解移动学习尧愿意

采用移动学习并提高移动学习效率遥 通过这些引导袁

让学生正确分析自身的移动学习需求和动机袁并且能

够依托移动终端设备袁利用信息处理技术袁有效地把

各种碎片化的时间集中起来加以利用袁合理安排移动

学习时间袁在学习活动中监控自己的学习进度袁随时

随地实现个性化和灵活性的学习需求遥

渊二冤优化学生移动学习策略袁建立学习共同体

移动学习作为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袁其学习资源

借助设备功能强大的多媒体技术尧形式多样的触摸方

式尧简单易学的操作习惯而体现出很强的交互性和趣

味性遥 为了更好地让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利用移动学习

设备袁可根据不同的学科要求尧学生个性化需求袁优化

移动学习课堂教学尧课后练习应用的策略遥 首先袁利用

移动学习设备作为课堂教学的学习应用工具遥 移动终

端为野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袁让学生有了更便捷的

沟通交流工具袁学生们可以方便快捷地从外界获得学

习支持冶 [7]遥 当学生们在某课程中遇到新的情景问题

时袁他们可以利用平板尧移动手机等移动设备进行资

源检索袁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从外界获取学习支

持的能力遥 同时袁基于网络资源的获取袁引导学生结合

已有知识在学习团体内进行信息共享尧批判性评估袁

做出决策袁解决问题袁形成师生之间尧生生之间有效的

协作与交流遥 其次袁将移动学习设备作为课后练习的

辅助和补充遥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需要具备手工制作尧

口语表达尧弹尧唱尧跳尧画尧演等基本技能以及良好的教

育教学实践水平袁这需要学生利用课后不断地进行磨

练才能得到进步袁而建立一个有效的反馈机制可以更

好地促进其专业水平的提升遥 移动学习则提供了这样

一个监督尧反馈的功能遥 学生们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袁使

用移动学习设备对自己的学习状态和水平进行拍摄尧

保存袁然后上传展示袁或者展示自己能够利用在学习

过程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完成的实际工作袁在自我评

析的同时袁可邀请专业教师和学习同伴共同进行评

议袁从而更加综合地反映学习成果袁这样的移动学习

策略能够让学习者利用反馈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知

识技能水平袁促进其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遥

渊三冤开发与更新适宜的专业优质学习资源平台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移动网络时代的到来袁也

推动着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遥 面临着瞬息万变的信息社

会袁人们必须更新自身原有的知识储备尧提高自身的

综合素质才能应对这一挑战遥 现如今袁互联网上大量

的资源为学生学习提供了野资源尧个性化的选择与使

用尧多样化学习的支撑冶[8]袁许多高校搭建校园内的网

络专业课程平台袁拥有着各大高校支持的课程资源袁

提供学生学习资源获取的便捷袁这些资源领域涉及广

泛袁是线下课堂的有益辅助遥 许多学生将此作为知识

更新尧自我成长的途径遥 然而袁资源平台也出现了许多

短缺袁而如何结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袁开发尧更新适宜

性的优质学习资源尤为重要遥 第一袁整合学校资源平

台上的现有资源袁搭建以开放尧融合尧互动尧交流为主

要形式的教育服务平台袁开发优质学前师资培训资源

库遥 例如袁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尧超星尔雅云课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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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尧智慧树网或各高校内的校园网资源都有很好的移

动学习资源遥 第二袁重点做好新建学习资源的微型化

以及优质教学设计方面的学习资源袁打造微课堂袁如

翻转课堂尧慕课渊MOOC冤尧教学微渊课冤视频等开放性教

学资源袁满足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袁实现随

时随地有效学习袁解决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繁重学业任

务和移动学习时长消耗的矛盾遥 第三袁针对学生对移

动学习的资源需求袁资源内容上突出实用性尧应用性遥

一方面袁增加优质的教学活动观摩视频资源袁另一方

面袁增加以问题导向为主的学习内容袁如幼儿园主题

活动设计尧区域环境创设尧游戏活动开展尧幼儿发展问

题指导尧幼儿家庭教育等重要话题袁将其为切入点并

指向实际问题的解决遥 最后袁扩充学习资源的深度和

广度袁增设有关幼儿园常会应用到的教育信息技术尧

软件处理技巧的学习视频来提高学前教育学生的信

息处理水平袁为将来的教学做好准备遥 最后袁经常性地

维护资源平台袁加强讨论交流模块的互动性袁不断提

高课程内容的丰富度袁以吸引学生的关注遥

渊四冤加强教师队伍移动学习的培训和指导

传统的学习方式离不开教师的指导袁新兴的学习

方式同样也需要教师的推动袁这就要求教授学生的教

师必须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水平袁才能够与学生形成

良好的教与学的有效氛围遥 今天的学生是主动的学习

者袁而不是旁观者袁他们可以被描述为数字原生代袁他

们出生在数字时代袁从小就与数字技术互动袁他们的

生活沉浸在技术中袁使用电脑尧手机和其他相关的设

备进行他们的日常活动袁因此袁信息化社会带来的教

育和教学方式的改变袁要求学前教育教师必然要学会

新时代挑战的应对袁而只有对移动学习深入了解袁才

能够更好地了解当下现代教育发展趋向和学生需求袁

野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冶袁才能与学生形成有效的交

互式探讨袁推动学生移动学习的可能性袁引导和监管

学生科学合理的移动学习遥 因此袁要加强教师队伍移

动学习的培训和指导院第一袁学校加强学前教育教师

对移动学习的观念意识袁评估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采用

移动学习的意愿袁因地制宜地制定鼓励政策袁引入一

定的晋升奖励制度遥 第二袁加大移动学习的专项培训

经费的投入遥 学校选派专门培训人员袁引导广大学前

专业教师 野了解移动通信技术在幼教领域的应用袁熟

悉移动学习平台的功能设置袁掌握移动学习资源的访

问策略袁提升信息的搜索与选择尧知识的整合与转化

应用尧实际问题的分析与解决等方面的能力袁提高移

动学习的绩效遥 冶[9]第三袁搭建优质的移动学习平台袁加

强移动学习资源的建设遥 同样袁面对教育信息化的挑

战袁学前教师也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来获取知识更新

才能应对遥 通过移动网络技术袁满足个性化自主学习袁

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袁提升移动学习课堂教学的

专业技能袁积极融入野教育+互联网冶时代袁更好地为学

生服务遥

渊五冤升级改造网络平台袁提高覆盖率和网络速度

当下袁我国 4G 支持下的云服务尧云计算飞跃发

展袁推动了视听终端的融合遥 野语音尧视频尧音乐尧游戏尧

和现场直播都融合在同一终端设备上运行尧存储尧传

输袁移动电话是主要载体与设备遥 冶[10]根据目前移动数

据资费情况袁通讯公司通常是按月或按流量收费袁如

果没有合适的无线网络环境做支撑袁高校开展移动学

习的普及根本无从谈起袁加强校园无线网络覆盖率袁

提升网络使用速度则十分有必要遥 首先袁学校组织相

关网络技术人员对现有的网络平台进行升级改造袁方

便学前教育学生能够及时尧便捷地获取所需的资源信

息遥 其次袁做到无线网络的全面覆盖和保障网络速度

平稳运行袁为学前教育专业师生乃至全校师生创造出

良好的外部网络环境袁提高移动学习的使用率遥 最后袁

重点推进数字化管理平台和资源平台两个平台的建

设袁实现线上资源和线下资源有效使用袁推进信息技

术与学科课堂融合的建设袁从而实现智慧化服务和管

理的校园模式袁推动移动学习技术的广泛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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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pported by Mobil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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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ra of new media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and mobile learning has become a new way

of lear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rai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under the

support of mobile learning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and discusses the cultivation mode from five aspects of consciousness, mobile

learning strategy, resource construction, teacher quality and network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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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袁野核心竞争力冶 成为人才培养的关键词袁

要想在激烈的院校竞争中成为高等教育领域培养人

才的新兴主力军袁必然要凸显出人才培养的优势遥 即

在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上不断强化核心竞争力袁形

成野以知识传授为基础袁以能力培育为重点袁注重人才

知识尧能力尧素质的协调发展袁使人才具有较强的实

践尧创新能力和职业技能冶的人才培养基调遥 学前教育

专业是一个应用性尧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袁更应着重培

养学生成为野强实操尧懂应用尧有创新冶的人才遥 而受硬

件尧软件等诸多条件的限制袁一些需要实训的专业课

程依然停留在课堂讲授的模式中袁 即以教师讲解为

主袁适当辅有案例分析尧讨论的模式遥 但这种学习模式

未能与幼儿园教育实践紧密结合袁较少从幼儿园一线

用人的角度考虑袁容易导致学生毕业进入工作岗位后

野空有理论尧手足无措冶袁幼儿园也常有反馈仍需花大

力气对新教师进行野二次培训冶遥 那么要培养野理论扎

实袁能力胜任冶尧契合幼儿园一线岗位要求的应用型人

才袁就需要改革专业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袁从野讲授

型课堂冶向野实践型课堂冶转变袁突破教学软硬件上的

薄弱袁与多方合作袁以提高学生的理论应用于实践的

能力袁缩短学生毕业后进入就业岗位的磨合时间遥

本研究以叶幼儿游戏与指导曳为试验课程袁该课程

是学前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袁研究者于多届学生中开

展叶幼儿游戏与指导曳课程的理实一体化教学袁获得了

一定的教学效果袁以此提出该课程野院园合作冶野理实

一体化冶的改革思路遥

收稿日期院2021-04-14

基金项目院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教学改革项目渊CJ18005冤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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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基于野院园合作冶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

式的特点

渊一冤从分割式走向一体式

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是缺一不可的

整体遥 而基于院校的软硬件条件袁诸多课程在教学中

还无法达到理实一体化袁采取的多为分割式教学遥 有

两种分割方式袁一种为课程以传统理论讲授尧案例分

析方式进行袁寄实践于课程外的见习和实习中曰另一

种为课程以理论讲授为主袁后期再开展实训室实践或

者入园实践袁实践占比较低遥 两种分割式教学模式存

在较明显的问题院一方面袁见习和实习与课程的对接

程度低袁每学期见习仅为 1周袁实习多在课程学完的

大四进行袁 无法针对课程具体内容进行针对性的实

践袁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或实践后缺乏反馈袁实践的效

果得不到保证遥 而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倡导理论和实践

的无缝对接袁即践行野教学做合一冶野做中学冶[1]的教学

理念袁力求学生理论学后能即刻应用于实践袁在实践

中对理论继续深入思考袁再反馈于课堂袁通过集体分

享和讨论巩固所学袁 即通过 野理论要要要实践要要要理

论要要要实践冶[2] 的不断认知与实践过程确保学生能更

有效尧更及时地掌握知识和技能遥

渊二冤从被动型转向主动型

传统的教学方式居多借助 野课件+教师的讲授冶袁

仅仅调动了学生的视听觉袁通过消化文字语言进行内

化学习袁趣味性不足袁容易变成灌输式的教育袁学生较

少主动关注知识的应用与迁移遥 这种被动型的教学方

式可能导致百分之四十的学生一知半解袁百分之四十

的学生游离课堂遥 理实一体化教学强调边学边做袁有

利于调动学生的自主性袁变被动为主动袁正好符合学

生动手能力较强尧好奇好动等特点遥 学生在行动中袁有

思考了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内化遥

渊三冤从仿真场域到真教学场域

一方面袁理实一体化对场域有一定要求遥 用于教

学的固定教室袁固定了桌椅尧讲台袁也就固定了整个教

室的功能袁讲台周围的剩余空间也仅够教师演示或者

极少部分学生操作袁 无法达到理实一体化的场域要

求遥 而仿真模拟实训室是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常用的一

种替代方式袁 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的实训需求遥

本研究基于野院园合作冶背景袁将实训场域从仿真模拟

空间转移到学生未来工作需直接接触的一线幼儿园袁

弥补了仿真模拟实训室的不足遥 另一方面袁独立学院

为非师范类院校袁 开办学前教育专业年限居多不长袁

在硬件设施上无法顾全专业需求袁存在实践场所供应

不足等问题袁那么袁解决这一问题袁必然要求助于有条

件且便捷的幼儿园袁野院园合作冶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提

出袁从而达成学生的实训操作能从仿真场域到真教学

场域袁更满足未来就业需求遥

渊四冤资源互补袁双师协同指导

野院园合作冶的理实一体化模式袁是以高校为野第

一课堂冶袁幼儿园共建基地为野第二课堂冶袁野第一课堂冶

扎实理论袁野第二课堂冶提升能力袁双课堂协调形成理

实一体化的良性循环袁但二者又非截然分开袁第一课

堂与第二课堂的理论与实践是交融的袁如下图 1遥

图 1 野院园合作冶的双师协同简易模式

Fig.1 Simple mode of two-teachers synergy in

" College-kindergarten Cooperation"

同时袁 也实现了院校资源和幼儿园资源的共享袁

一方面幼儿园场地尧设备尧幼儿园一线师资弥补了高

校在这方面上的不足袁在幼儿园实践现场袁学生不仅

接受本校教师的指导袁 同时还接受幼儿园教师的指

导袁野双师协同指导冶能更好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素

养遥 另一方面袁高校的师生进入一线袁有助于提升幼儿

园教师的指导能力袁同时师生将自己现场实操的理解

再通过讨论形式反馈给幼儿园教师袁有助于教师从他

人视角了解本班幼儿及自身教学情况袁实现共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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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基于野院园合作冶的理实一体化的教学

模式初探要要要以叶幼儿游戏与指导曳课程为例

结合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特点袁 本研究针对

叶幼儿游戏与指导曳这门课程展开教学改革袁从课程的

目标尧内容尧组织方式尧评价四方面进行初步的野院园

合作冶探索遥

渊一冤野院园合议冶课程目标袁对接职业需求

教学目标是课程的总纲领袁 对课程的教学方式尧

组织等都起着重要作用遥 高校教师缺乏足够的一线经

验袁势必会影响教学决策遥 尤其是对于教学经验不够

丰富的青年教师来说袁容易依据教材内容尧传统教学

模式来制定教学目标遥 本研究打破原本课程的结构袁

以 叶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曳叶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曳叶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渊试行冤曳等学前领域重要文

件为纲袁院校教学团队与幼儿园园长尧教师共同商讨袁

按照幼儿园的人才需求标准重新整合课程知识尧能

力尧教学观等方面的学习比重袁力求学生所学有所用遥

经商议后的课程目标更加全面袁将认知尧能力尧情感这

三维目标对接得更加紧密遥 课程体系上从游戏理论学

习尧游戏计划制定尧到游戏组织渊包含游戏条件尧游戏

环境尧游戏观察尧游戏介入等方面冤袁再到游戏评价袁贯

穿一线幼儿教师组织活动的前后袁并要求在实践中形

成正确的游戏观和指导观袁契合幼儿园一线教师的教

学要求袁也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渊二冤野院园共商冶教学内容袁落实教学效果

教学内容是教学过程中同师生发生交互作用尧服

务于教学目的达成的动态生成的素材及信息袁是课程

实施的载体遥 在传统教学中容易出现两种教学内容上

的问题袁 一种是部分教师将教材和教学内容等同起

来袁认为课程标准要求什么教师就教什么袁照本宣科曰

另外一种是教师不按课程标准袁 完全按照个人意愿袁

野会什么教什么袁有什么教什么冶遥 这两种脱离实际尧脱

离学生需求的教学内容袁容易造成学生在未来的工作

岗位上野学难致用冶尧幼儿园需对学生进行二次培训的

尴尬局面袁进而社会也会对院校的人才培养水平产生

质疑遥 本研究在教学内容上进行改革袁力求从学生尧幼

儿园尧课程标准三方视角出发制定教学内容袁课程前

询问学生的学习需求尧与幼儿园的资深教师探讨教学

内容的适切性袁综合课程标准进行合理化调整袁以期

望学生在学习了课程之后能学以致用遥 因此本课程在

教学内容上削减了部分非核心的理论教学内容袁实践

教学内容渊如表 1冤由原来的 8课时加大到了 16课时

渊全课程为 32课时冤袁 并且通过向学生提供网络电子

资源尧 布置任务等方式促进其自主学习理论知识袁以

最大化丰富教学内容遥

表 1 野理实一体化冶教学模式下的实践教学内容

Tab.1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s under the teaching mode of

"Integr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渊三冤野院园协同冶组织袁促进野教学做合一冶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核心是体现野教学做合为

一体冶的教学过程袁将学生作为实践主体看待袁让其在

实践过程中通过观摩尧操作尧体验尧分享尧反思尧总结尧

运用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来将其内在的知识转化为个

体的实践智慧袁又在实践中内化对知识的理解袁提高

其教育教学的实践应用能力遥 本研究中从野院园合作冶

视角袁基于野双课堂冶野双师协同冶的理念袁强调野学练结

实践一 角

色游戏活动

观摩尧汇报

以角色游戏为切入点袁

掌握游戏的活动内容尧

活动组织及指导的方

法

开展游戏观察袁并

进行记录尧分析与

汇报

4

实践二 建

构游戏材料

实操

了解幼儿园建构游戏

的材料尧 掌握建构技

能遥

能用不同建构材

料创造性建构物

体袁并说明建构物

的特点尧所应用的

建构方法等

4

实践三 表

演游戏活动

设计与组织

掌握儿童故事表演的

基本技巧以及合理布

置表演游戏场地袁掌握

幼儿表演游戏的组织

和指导要点

面向幼儿开展故

事表演袁设计并组

织幼儿的表演游

戏

4

实践四 规

则游戏设计

与组织实施

掌握规则游戏设计和

组织实施的要点

设计规则游戏袁分

组面向幼儿开展

规则游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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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冶尧野做中学冶袁进行教学组织过程的改革袁以叶幼儿游

戏与指导曳的第四章内容叶角色游戏曳为例袁教学组织

过程如图 2遥

图 2 角色游戏的教学组织过程

Fig.2 Teaching organization process of role games

由图 2可以看出袁 学生在学习章节内容时就有开

展多方面多层次的操作练习袁 理论内容和实践内容来

回验证袁以达成课程内容的真正内化遥 而非旧模式下袁

学生需等理论内容全部学习完袁 再进入幼儿园进行一

周的见习实习遥这样的见习实习的针对性不强袁学生容

易走马观花袁理论和实践的依然还是处于半脱离状态遥

渊四冤课程考评野理实参半冶袁培育学生综合能力

课程考评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效的重要方式袁也是

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有效手段遥 一方面袁野理实一体

化冶教学模式着重野做中学冶袁强调做的过程袁那么考评

自然侧重过程性评价袁 这是教学过程改革必然的结

果遥 另一方面袁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袁评价方式

上必须着力克服野考试分数独尊冶的传统评价模式的

弊端袁 教学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理论掌握程度袁而

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能力袁 诸如操作能力尧反

思能力尧合作能力等袁从而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遥 [3]本

研究中叶幼儿游戏与指导曳学期成绩由原来的两部分

成绩构成院其中平时成绩 30%尧期末考试成绩 70%袁变

革为五部分构成院 其中课堂考勤占 7%尧 课堂表现占

8%尧阶段性实践项目占 15% 尧项目成果占 20%尧理论

考试占 50%袁以平衡的理论和实践成绩的占比袁促进

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袁从而培养具有先进的游戏教育

观尧扎实的幼儿游戏指导能力尧游戏活动实践经验较

为丰富的幼儿园准教师遥

四尧基于野院园合作冶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

式组织实施过程中的困境

渊一冤师生比例不协调

当前学前教育专业发展势头正好袁因此各高校也

在不断扩招学生数袁这是市场所需袁但是当师生比例

不协调时袁就容易出现教学难题袁教学质量得不到保

证遥 以本院学前教育专业为例袁目前每个年级人数约

为 120人左右袁有四个自然班袁因师生比问题袁大部分

专业课程为四个班合班开展袁部分课程为两个班合班

开展遥 四个班合班开展课程袁学生的课堂积极性不仅

会降低袁教师也无法较好地开展实践教学袁对实践基

地幼儿园来说袁较难实施一次性容纳 120多人的实践

活动遥

渊二冤教学改革支持不到位

传统侧重讲授的教学模式对于大部分教师来说

是一种野保险尧简单尧成本低冶的教学模式袁但对于新时

代的学生而言袁面对各种新异刺激袁很难在以教师讲

授为主的课堂中全心投入学习遥 而有些教师面对这样

的困境袁却没有改变的想法和动力袁一方面可能由于

长期以来的观念和习惯已经养成曰另一方面袁高校在

教师考评机制上重科研尧弱教学袁致使教师不愿意在

教学上多花精力进行变革遥 而野理实一体化冶教学对师

资配备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要求更高袁要求教

师对教材和理论体系大胆取舍袁对课程内容有很强的

驾驭能力袁 能将各个教学环节的内容和顺序设计精

当袁促进效果提升[4]遥

渊三冤实训基地合作机制不完善

野理实一体化冶教学对合作的幼儿园实训基地要

求较高袁常规的以见习尧实习方式合作的幼儿园若没

有达成紧密合作袁在协同教学上效果不佳遥 在本研究

中袁选择了和学校一街之隔的幼儿园袁开展实训教学

十分便捷袁且与幼儿园已有多次合作经验袁幼儿园的

园长尧教师对实践项目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袁但也存在

一定问题袁例如未能形成长效合作机制袁面对突发状

况时袁难以满足实训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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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教学管理制度拖后腿

若校方的教学管理制度无法同步跟进时代要求袁

教师在开展教学改革时就会面临有心改革袁但被制度

拖后腿的状况遥 以校外教学中师生安全问题为例袁校

方与校外机构开展实训教学袁势必面临学生需要离开

学校的情形遥 而路途中或在合作机构中袁学生的安全

是各方较为担忧的事情袁若未有明确规定袁部分机构

有可能拒绝合作遥 而校方没有相关保障制度袁教学部

门在考量学生安全的情况下袁可能要求教师需负责学

生的安全或教师尽量减少组织校外课程遥 这容易让开

展实训课程的教师产生较大的压力袁瞻前顾后无法较

好实施合作实训遥

五尧基于野院园合作冶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

式的组织实施优化策略

渊一冤小班化教学袁师生配比合理化

为顺利开展理实一体化教学袁 确保教学效果袁院

方有必要增加师资袁并配套相关资源袁实现小班化教

学袁让师生的配比合理化袁从而有效指导学生实践袁那

么开展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效果才能更好地凸显遥

渊二冤革新教学理念袁强化师资培训

校方有必要加快构建一支专兼结合尧素质优良的

高水平师资队伍袁可从几方面落实院渊1冤校方多组织教

学改革培训与校际交流学习袁将专家野引进来冶与教师

野走出去冶相结合袁提升教师教学观念和教学改革的能

力曰渊2冤加强适应野理实一体化冶教学的野双师型冶[5]师资

队伍建设袁鼓励有条件的教师到对口企业尧单位尧机构

兼职袁就学前教学专业而言袁可减少教师校内工作量袁

安排教师到一线幼儿园顶岗工作袁 定期积累一线经

验曰渊3冤引进教学经验丰富的幼儿园园长尧骨干教师作

为客座教师袁进行双师合作袁共同指导或管理学生实

训[6]曰渊4冤在教学考评和教学奖励机制上平衡科研与教

学袁鼓励教师不断优化教学方式袁进行教学创新遥

渊三冤分级建立实训合作基地

高校与各基地之间应本着平等合作尧优势互补尧双

方共赢的原则建立长效互助的合作机制袁 根据实践需

求袁投入适宜的经费袁建立分级实践基地袁一类为合作

紧密型实践基地袁供课程开展全实践项目袁校方与基地

签订合作协议袁明确合作要点袁以保证课程在需要进入

实践基地开展实训时能得到人力尧物力的支持曰另一类

为普通实践基地袁作为常规见习尧实习基地[7]遥

渊四冤制定野理实一体化冶教学的管理制度

保障野理实一体化冶教学的顺利实施袁需要多方的

配合和支持袁 后勤管理也是教学改革的重要保障之

一袁只有野前冶野后冶通力合作袁才能更好地推进野理实一

体化冶教学袁校方若能从各部门的管理制度上为教师

的教学改革铺设垫脚石袁也将鼓舞教师的教学改革热

情遥 如校方可组织教师们商讨并制定出合理校外课程

管理制度袁解除任课教师的后顾之忧袁让师生们大胆

到一线中开展教学袁推进课程革新遥

六尧结语

构建适合应用型本科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教学

模式袁实现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袁对本专业

的应用型尧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重大意义遥 从野院园合

作冶视角构建野理实一体化冶教学模式袁契合野产教融

合尧校企合作冶的新时期教育发展思路遥 本研究中袁该

教学模式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已取得了一定成效袁但基

于教育观念及教学条件等多方因素影响袁还存在诸多

困境遥 学校需从师生观念尧教学管理制度尧师资培养及

引进尧校内外合作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和提升袁推动野理

实一体化冶教学模式的深入实施袁以契合当下高校教

育的转型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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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调研背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袁 教育部于 2020年 1月 27

日正式下发了 叶教育部关于 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

学的通知曳渊以下简称叶通知曳冤袁叶通知曳要求高等学校

等各类院校适当延迟 2020年春季开学时间袁 在常态

化防控局势下袁2021年各省市相继延迟开学并发布线

上教学通知遥各高等职业院校以网络课程资源库为基

础袁通过信息化教育教学手段袁在严格落实野停教不停

学冶要求袁实施野互联网垣教育冶授课模式袁线上教育教

学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遥

为深入研究疫情常态化防控下高等职业院校学

生线上学习状况袁针对高职学生群体组织实施了线上

学习状况调查袁聚焦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袁提出应对

措施袁保障疫情环境下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1]遥

二尧调研概况

渊一冤组织形式

调研开展时间段为 2021年 2月至 3月袁时值春节

假期疫情防控严峻阶段袁采用电子问卷进行采样袁规避

了传统纸质问卷调查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2]遥

渊二冤问卷设计

本次调研由安徽省内 3所高职院校共同发起袁由

辅导员尧班主任以及一线任课教师等专家学者共同设

计制作 叶疫情期间高职学生线上学习状态调查问卷曳

渊以下简称野问卷冶冤袁问卷分别从线上教学平台尧教师

课堂管理尧家庭学习环境尧自我学习管理以及思政教

育等 5个维度共 35题进行组卷遥 问卷通过网络平台

野问卷星冶面向高职学生群体发放袁涵盖了机械电气尧

收稿日期院2021-03-12

基金项目院2020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研究项目

渊2020jyxm0636冤曰2019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

量工程研究项目渊2019xfzx03冤遥

作者简介院张旭渊1990-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学生管

理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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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生对于软件安装的态度统计

Fig.1 Statistics of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software installation

生物医药尧园林园艺尧经济管理尧人文旅游尧公共管理

等专业大类的各年级学生遥

渊三冤基础数据

问卷回收 1282份袁利用 SPSS 20.0分析软件对回

收问卷信度渊Cronbach 琢系数冤进行分析袁问卷的整体

信度为 0.803袁问卷设计及样本回答可靠性好遥 填写问

卷的男生数量为 1002人袁占比 78.16%曰年龄在 19~21

岁的学生数量为 951人袁占比 74.18%曰大一学生数量

为 542人袁 大二学生的数量为 565人袁 占比分别为

42.28%尧44.07%袁大三年级为毕业班袁处于顶岗实习阶

段袁因此填表人员占比较少袁具体数据如表 1所示遥

表 1 调查样本基本数据一览表

Tab.1 Basic data of survey samples

从以上调查样本基本数据一览表

可以看出袁样本的整体质量较好袁再结

合上述信度分析结果可知袁本次调研具

备分析价值遥

三尧调研结果与分析

渊一冤线上教学平台

1.线上-线下教学形式倾向

线上尧 线下教学在课堂组织形式尧

教学方法尧师生互动形式等诸多方面存

在很大差异[3]袁学生能否适应线上教学方式对教学质

量影响很大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有 349人渊27.22%冤认为

线上学习效果好袁有 933人渊72.78%冤认为线下渊教室冤

学习效果好袁如表 2所示遥 相较于传统教室教学形式袁

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高职学生对于线上学习形式的

接纳程度并不高袁更多的学生对于网络化尧信息化的

课堂教学效果信心不足袁绝大多数学生依然倾向线下

教学方式遥

表 2 线上-线下教学形式倾向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teaching style tendency

2.对软件安装的态度

为保证线上教学顺利实施袁不同院校相继配套了

多种类的线上教学软件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目前面向学

生的各类手机教学软件多达 10余种袁 而实施线上教

学时袁 学生需要根据学校或老师选用的教学软件袁进

行 APP安装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 有 36.90%的学生对多种教学

APP的安装并不反感袁持野比较支持冶和野支持冶态度的

人数占比共达到了 20.12%袁而持有野比较反感冶和野非

常反感冶态度的人数占比达到了 42.98%袁这一比例已

将近样本人数的一半袁如图 1所示遥 学生对不同种类

线上教学软件进行安装时袁很容易对线上教学产生反

感情绪袁不利于线上教学的实施[4]遥

性别
男 1002 78.16

女 280 21.84

年龄

18 85 6.63

19 207 16.15

20 452 35.26

21 292 22.78

22 160 12.48

其他年龄 86 6.70

年级

大一 542 42.28

大二 565 44.07

大三 175 13.65

专业

机械电气 224 17.47

生物医药 172 13.42

园林园艺 150 11.70

经济管理 201 15.68

人文旅游 183 14.27

公共管理 215 16.77

其他专业 137 10.69

合计 1282 100

线上学习 349 27.22

线下学习 933 72.78

总计 12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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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调研数据进一步分析年级与软件安装态度

的关系袁运用 SPSS20软件进行卡方分析袁结果如下表

3所示遥

表 3 年级与安装软件态度的卡方检验

Tab.3 Chi-square test of grade and installation of software attitude

从表格中分析可得袁经过卡方检验卡方值分别为

11.089袁且对应的 P值为 0.0025 小于 0.05袁说明不同

年级对软件安装的态度是不同袁 尽管 42.98%的学生

反感软件的安装袁但是可以区别不同的年级查看各年

级对软件安装的不同态度遥

3.线上学习软件选择倾向

目前主流的线上教学软件包含学习通尧 蓝墨云

班尧智慧职教尧雨课堂尧易智教尧学呗课堂等遥 软件的功

能大同小异袁统计结果显示喜欢使用学习通渊超星学

习通冤尧 蓝墨云班尧 智慧职教的学生分别占比为

32.59%尧19.98%尧24.43%袁如图 3所示遥 相当一部分学

生反馈袁 选择软件的首要标准是软件运行的稳定性袁

一些软件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 野闪退冶野卡顿冶野死屏冶

野网络连接不稳定冶等问题饱受学生诟病袁其次是软件

平台学习资源是否科学丰富袁海量的学习资源是吸引

学生使用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4.直播平台选择倾向

线上教学直播平台同样是学生线上课堂教学的

重要方式袁不同平台之间的直播功能和直播质量存在

着一定的差距袁学生们必定会倾向于选择直播质量好

的平台渊前提是授课教师使用相同的直播平台冤袁调查

显示袁倾向 QQ直播形式的学生占 47.07%袁远远超过

其他直播平台袁 倾向腾讯直播平台的学生占比为

20.83%袁倾向钉钉平台的学生占比为 9.21%袁倾向腾

讯会议平台的学生占比为 6.86%袁倾向抖音平台的学

生占比为 3.71%袁倾向其他各种直播方式的学生人数

占比为 12.32%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腾讯的直播软件以专

业尧快速尧便捷的直播功能和优质的直播质量赢得了

广大学生的认可[5]遥

渊二冤教师课堂管理

1.对线上课堂管理的信心

不论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教学袁课堂始终是人才

培养的野第一线冶袁教师对课堂的组织管理水平的高低

直接影响教学质量袁在教师课堂管理上袁有 35.18%的

学生认为课堂管理的好坏主要看学生的自觉性袁这体

现了一定比例的学生能够意识到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是课堂有效管理的前提曰 有 24.18%的学生认为课堂

管理取决于教师的管理能力和水平袁这对教师的线上

教学组织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曰有

27.69%的学生认为教师不能够对线

上课堂进行有效管理袁折射出高职学

生线上课堂组织纪律的管理难度较

大遥此外袁仅有 12.95%的学生对教师

线上教学管理持肯定态度袁这一数据

和班级成绩优秀学生的比例基本吻

合袁这部分学生在学习自觉性上要好

于班级平均水平袁此数据也从侧面支

撑了整个调研的信度指标遥

为了研究不同年级学生对课堂

管理观点的分布特点袁通过交叉分析

的方法研究各年级学生的观点袁具体

数据如图 3所示遥

Pearson 11.089 .0025

连续校正 9.335 .002

似然比 11.218 .001

Fisher 的精确检验

线性和线性结合 10.924 .001

有效案例中的 N 1282

图 2 线上学习软件选择倾向

Fig.2 Online learning software selection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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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袁 大三学生中有 40.88%的

学生更看重学习自觉性袁 大一和大二学生中分别是

34.31%和 35.22%袁 随着年级的增加学生能够逐步意

识到自主学习的重要性遥 在野不能有效管理冶的选项

中袁大二年级学生所占比为 21.06%袁大一年级比例为

33.03%袁 表明大一学生对线上教学管理的信心低袁图

3中显示出来的各年级对野能有效管理冶的支持态度普

遍较低袁 分别为大一 10.70%尧 大二 16.81%尧 大三

8.03%遥

2.教师授课质量

由于线上教学资源的更新完善及信息化教学形

式的不断发展普及袁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只是小范围尧

小规模地使用线上教学形式袁但是在疫情常态化防控

下需要大规模实施线上教学袁不论对教师还是学生来

说都是巨大的挑战遥 教师授课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学生的学习效果遥

分析发现袁大部分学生渊60.45%冤对教师的授课质

量持肯定态度袁仅有极少部分学生渊6.94%冤对教师的

授课质量不满意袁认为代课教师线上授课质量都一般

的学生超过了 25%渊调查数据为 26.99%冤袁 这一数据

应从两方面分析院一方面是的确有部分教师袁尤其是

年长的教师袁对于线上教学不适应袁教学质量会有所

下降袁另一方面袁结合上述分析袁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不

强袁在一定程度上会认为教师教学质量差遥

为了深入分析不同专业与教师授课质量态度的

关系袁运用 SPSS20软件进行卡方分析袁结果如下表 4

所示遥

从表格分析袁 经过卡方检验卡方值为 14.918袁且

对应的 P值为 0.000小于 0.05袁 说明不同专业对教师

授课态度是不同的袁 有 39.55%的学生对教师的授课

质量持非肯定态度袁通过区别不同的专业可以查看各

专业对教师网上授课的认可度遥

表 4 专业与教师授课质量态度的卡方检验

Tab.4 Chi-square test on the attitude of specialty and

teacher to the teaching quality

Pearson 14.918 .000

连续校正 14.001 .000

似然比 15.195 .000

Fisher 的精确检验

线性和线性结合 14.881 .000

有效案例中的 N 1282

图 3 各年级学生对教师课堂能否有效管理的观点统计

Fig.3 Statistics of students on whether teachers can effectively manage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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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家庭学习环境

学生居家线上学习需要良好的网络信号和环境袁

分析显示袁学生居家线上学习能够得到有效网络保障

的人数仅有 32.22%袁 表示网络信号不稳定的学生占

比高达 60.06% 袁 表示网络信号差的学生占比为

7.72%遥整体看来袁学生居家线上学习的网络条件相对

较差袁对线上教学质量产生了消极影响袁相关部门或

单位应予以重视袁做好网上学习通信保障工作遥

而对于家庭学习环境方面袁39%的参与调研学生

表示家庭能够营造良好的线上学习环境袁46%的学生

表示偶尔会被打扰袁11%的学生认为是自身的原因导

致不能踏实学习袁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学生的居家学

习环境较好袁家庭环境方面对线上教学并不构成消极

影响因素遥

渊四冤自我学习管理

1.线上学习态度

本次研究显示袁在学生相互评价中学生个体对同

学的学习态度评价并不高袁认为少数学生能够认真学

习的人数有 27.46%渊352人冤袁仅有 32.76%渊420人冤的

学生认为多数学生能够线上认真学习袁认为不能认真

学习的学生有 39.78%渊510人冤袁这说明学生群体对线

上学习的效果持保守态度遥 进一步调查发现袁认为自

己认真上网课的人数有 54.60%渊700人冤袁仅有 6.24%

渊80人冤的学生认为自己不会认真上网课袁两组数据数

据对比发现袁学生对自己网上学习的态度评价高于对

他人态度评价的袁反映出疫情期间学生个体的学习意

愿较强遥调查中发现仍有 39.16%渊502人冤认为自己的

学习状态决定着学习动力袁这部分学生需要更多的积

极的鼓励和引导袁培养他们线上学习信心遥

另一项涉及线上学习自律性的调查统计结果显

示袁能够在线上学习中做到自律尧不能做到自律的和

认为与自律无关的人数比例分别为 56.71%尧6.55%尧

36.74%袁 和上述学生相互评价数据的结果 54.6%尧

6.24%尧39.16%相对应袁这充分说明了绝大部分学生能

够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袁但缺乏自我约束管理的意识

和能力袁而极少部分学生渊占比为 6.55%冤需要持续加

强学习意识的培养遥

2. 返校期望

新冠疫情影响下袁各省市的院校 2020年尧2021年

春季学期开学时间均有所推迟袁线上教学组织实施以

来袁学生对于线下课堂教学的渴望度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应学生线上学习态度遥 此次调研结果显示袁95.47%

的学生期待尽快开学袁 远超不期待开学学生的比例

4.53%遥期待开学的原因各不相同袁以野家人耶嫌弃爷冶为

理由的学生比例为 24.45%袁 说明家庭环境对学生开

学心理有一定程度的影响[6]遥

渊五冤思政教育

1.对学习和生活的思考

自 2019年末疫情发生以来袁 党和国家全力积聚

社会资源袁集中人力财力抗击疫情袁取得了重大成果袁

作为当代大学生从本次疫情中受到何种启示教育是

值得探究的内容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72.31%的学生渊927人冤在疫情期

间有较多思考和感悟袁主要集中在国家荣誉尧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尧生命健康尧学习进取尧团结互爱尧热爱生

活等方面遥 回答问卷学生中 27.69%渊355人冤 选择了

野无感悟思考冶袁由此可以看出袁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工作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袁后期高校思政教

育工作还要进一步加强遥

2.对大学认知度

调查疫情背景下学生对大学认知度主要从三个

方面考虑袁一是对大学的功能定义袁二是对专业知识

认可的程度袁三是对待求学的态度遥 此三方面的调查

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渊97.82%冤对于大学有清晰

的认识袁能够把专业知识学习和做人做事的目标作为

大学学习生活的重心曰极少数的学生渊2.18%冤对大学

目标比较迷茫袁 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重视程度很高袁

52.03%的学生认为专业知识野很重要冶袁34.17%的学生

认为专业知识野重要冶袁两项数据之和高达 86.2%曰认

为专业知识野一般冶重要的占 12.32%曰仅有 1.48%的学

生认为专业知识不重要遥 上述结果反映出受疫情影

响袁学生对于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的重视和认可程度

得到进一步提升遥

此外袁调研结果显示袁学生整体求学心态较好袁有

学习目标的人数占 94.31%袁 但此数据中有 43.92%的

学生表示心态浮躁曰求学目的野为拿毕业证冶的学生只

有 5.15%袁说明大部分学生具有学习意识袁如图 4 所

示遥 这部分学生从野想学习冶的思想转化为野要学习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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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学生求学心态情况统计

Fig.4 Statistics of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study

动力方面仍然缺乏引导教育袁 导致大学期间心态浮

躁袁无法踏实学习遥

综上袁学生群体对大学学习生活有较为正确的认

知袁学习意识较好袁但仍然需要学校尧教师持续不断引

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遥

四尧结语与建议

渊1冤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袁高职院校学生能够对

学习和生活有全新的感悟和认知袁对于开展线上学习

能够保持较好的心态袁但相当部分学生对线上学习的

信心不足曰多数学生对专业学习有正确的认知袁但学

习主动性较为欠缺遥

渊2冤在线上教学实施过程中袁学生注重学习平台

的质量袁包括平台运行稳定性便捷性尧学习资源的丰

富性等因素袁 对教师线上教学水平和能力较满意袁且

不同专业学生对教师授课质量有着不同的认识遥居家

环境能基本保障正常线上学习袁而家庭的网络速度会

影响学生学习效果遥

渊3冤 教师线上教学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有待提

升遥课堂教学的创新永无止境袁当教师缺乏线上课堂的

组织能力尧管理能力时袁育人质量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袁

教师作为课堂的管理者袁尤其是网络课堂的管理者袁需

要良好的课堂掌控能力才能适应线上教学情境遥

因此袁 就高职院校学生线上学习的调查结果袁结

合线上网络教育实践袁 提出以下三方

面的建议院

渊1冤要持续夯实线上学习平台功

能尧做优线上教育资源遥要不断优化线

上学习平台功能袁 让学生在平台使用

上无后顾之忧袁 要加大线上学习资源

的开发利用袁 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共享

功能袁不断开发优质学习资源袁构建学

科健全尧 资源丰富的线上职业教育生

态袁 为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线上教学

做好充分准备遥

渊2冤要加强教师队伍线上教育教

学能力建设遥 主要可从一下三方面考

虑院 首先要提升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线

上学习客户端使用技能袁教师必须娴熟掌握线上教育

终端的使用方法和技巧袁才能在线上教学组织实施上

游刃有余曰其次是强化线上教育教学管理方法袁教师

必须掌握系统的尧科学的尧有效的线上教学管理方法袁

才能对线上教学进行有效管理袁 保障线上教学质量曰

三是积极开展一线教师与企业尧 行业在网络教材开

发尧网络课程资源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袁让职业教育在

线上保持类型教育的本色遥

渊3冤要更加突出地抓思政教育工作遥 与课堂教学

相比袁线上学习的组织实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袁此时

更需要把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首位袁要积极

引导学生树立线上学习信心袁 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袁

构筑学生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积极乐观的世界观尧价

值观尧人生观袁深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袁努

力培养政治优秀尧专技能力过硬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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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online learning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normaliz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a sample of 1282 student groups from 4 vocational colleges in Anhui Province was sampled and

analyzed using online questionnaires. Based on the sampling results, the online learning situation of vocational students is analyzed and

researched from five dimensions: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self -learning

managemen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students have a better online learning attitude in the epi鄄

demic environment. However, problems such as lagg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s and teaching resources, low teach鄄

er classroom management levels, and insuffici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prominent.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con鄄

solidate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capacity of teachers in online education and the pragmat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better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online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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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袁是实现国家战略与

奋斗目标的重要支撑遥 党的十九大以来袁中国区域发

展战略的指向性和精准化越来越明确和全面袁正在推

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遥培养大量的高素质创新创业型

人才是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求遥 同时袁

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又为创新创业实践提供了广

阔的产业平台袁还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环境遥 因此袁在此背景下袁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野最强

大脑冶野技术源泉冶袁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要以

服务本区域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袁结合自身所处的市

场环境以及教学的实际发展情况袁有效的利用校内外

资源袁坚守本地区域经济特色优势袁对自身的创业教

育课程体系进行不断的完善袁充分发挥其在专业创新

体系中的带动与引领作用袁为国家和地区创新人才的

培养走出一条有特色尧高质量尧强内涵的当地路径袁使

之更好地适应区域经济对高校创业型人才不断更新尧

日益复合的需求遥

因此袁国内各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也必须要顺应区

域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进行改革遥 各高校需要在立足

于对创业教育重视的基础上袁充分参考区域经济的发

展情况袁对自身的教育课程实际内容和目标进一步明

确与细化袁通过相关服务保障措施的制定袁确保本校

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具有更加科学的严谨性和严格

的规范性袁 使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走上可持续尧

高水平尧接地气的发展轨道遥

近几年来袁地处东部沿海的福建省袁不断深化对

外开放水平袁推动本地经济社会不断高质量发展遥 进

入新时期袁 福建省区域产业结构创新转型速度加快袁

社会市场对在闽高校的创新创业型人才需求量日益

增大遥 在此背景下袁在闽高校的创新创业基础课程应

找准自身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和新业态中的供

给定位袁立足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袁结合课程教学

的实际情况袁提升创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水平袁提高服

务区域经济的能力遥

一尧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视角下的创新创业

基础课程现状及存在问题

渊一冤创新创业基础课程现状遥

叶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曳是面向在校大学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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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课程袁是一门通识教育必修课

程遥 课程以教授创业知识为基础袁以锻炼创业能力为

关键袁以培养创业精神为核心袁使学生掌握创业的基

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袁 熟悉创业的基本流程和基本方

法袁了解创业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袁激发学生的创

业意识袁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尧创新精神和创业能

力袁促进学生就业创业和全面发展遥 [1]叶大学生创新创

业基础曳是一门兼具极强理论性尧政策性尧科学性和实

践性的课程袁要本着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

律的原则袁倡导模块化尧项目化和参与式教学袁拓展有

效的实践途径袁培育创新创业型人才遥

渊二冤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视角下创新创业基础课

程存在的问题遥

叶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曳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下袁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袁但从服务区

域经济发展的视角下审视之袁笔者认为其仍存在以下

问题院

1.教学目标定位不明确遥

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目标和价值定位应涵盖个

人与社会双重层面遥 因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迭进与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袁存在相对滞后的现象遥 当前高

校创新创业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缺乏对学生面向当

地尧服务社会的价值引导袁从而教学目标定位在社会

层面上出现模糊尧失焦遥

2.教学内容急需充实具有当地特色的教学素材遥

目前袁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普遍存在地方特色不

浓袁忽视结合区域资源袁缺乏实效性和可操作性遥 全国

各地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教学想法相似袁教学内容

相近袁课程内容与当地经济发展需求脱节袁导致大学

生的创新创意尧创业项目雷同袁多聚焦于全国性的热

点问题袁一些区域性的痛点问题反而无人关注遥

3.偏重理论教学袁实践不足遥

创新创业教育旨在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尧 创业意

识尧创新创业能力尧勇于投身实践的创新创业人才遥 该

课程本应是极具实践操作特色袁但目前很多高校的创

新创业基础仍停留在纯理论教学的层面袁存在教学与

社会脱节尧实践性不强的问题遥

二尧高校创业基础课程在服务区域经济发

展视角下的改革方向

渊一冤优化课程体系袁强调课程实用性遥

课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专业知识

结构和知识体系袁直接关系到学生后继能力结构的形

成与全面素质的提升遥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及教学方

式是大学教学得以发生的基础袁也是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和必要载体遥 [2]因此袁优化创新

创业基础课程体系袁是课程改革的核心和先导遥 首先袁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袁坚持野德育为先尧德学兼修冶

的全面育人观袁把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全面融入创新创

业课程体系遥 创新创业型人才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

主要力量和最直接的智力源泉遥 区域经济持续尧快速尧

协调尧健康发展需要有激情尧有素质尧有情怀的高校创

新创业型人才遥 因此厚植家国情怀尧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应深刻融入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袁例如强化地

域特色文化熏陶袁提升地方文化自信袁引导学生将创

新创业梦融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浪潮中遥

其次袁构建紧扣地方需求尧分级依次递进尧开放多

元精准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袁由创新创业基础理论课

程+野专创融合冶课程+创新创业实践课程组成遥 [3](如图

1)一是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创新创业理论基础课袁课程

目标定位于塑造创新创业人格袁培养创新思维袁提升

基本创业能力遥 课程内容涵盖地方经济特色及双创政

策法规袁其中特别突出介绍当地的创业先锋及双创成

功案例袁以期培养学生扎根当地尧在当地创业的意识

与认知;二是以当地社会需求为导向尧聚焦专创融合袁

面向专业开设专业双创融合课袁授课教师在讲解专业

理论的同时袁注重挖掘创业机会尧培育创业项目尧提升

创新创业能力袁让学生基于自身的专业素养尧聚焦当

地经济发展形势袁以创新引领创业;三是分类教学袁精

准实施袁面向已在创业的学生或创业处于孵化阶段的

学生袁从具体项目实践的角度开设具有专业特色的双

创实践课程袁具体教学形式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

及实际情况开设袁如创业训练营尧导师指导项目孵化

等遥 学生创业项目经由学校平台与资源科学孵化后顺

利实现社会移植袁 拓展项目的区域社会经济服务价

值袁使得理论与实践的无缝衔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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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因地制宜袁丰富地域特色教学资源遥

注重创新创业课程教学资源与当地社会经济产

业资源禀赋融合贯通袁打造野三融冶创新创业课堂要要要

创业文化与地域传统文化相融合曰教学环境与当地社

会经济环境相融合曰创新创业课程教学内容与当地特

色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相融合遥首先,当地传统文化是学

生成长成才尧扎根地方的文化根基遥 充分挖掘优秀文

化中的现代因素袁使其顺应时代特征袁符合当前创新

创业精神的需要袁有利于增强地域文化自信袁为学生

传承与创新开辟新渠道遥例如福建茶文化尧泉州野东方

第一大港冶尧闽南文化尧朱熹理学文化等文化资源均可

与福建地区高校创新创业课程深度融合遥福建师范大

学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野统筹做好茶文化尧茶产业尧茶科

技这篇大文章冶的重要讲话精神袁开展野三茶融合冶双

创实践教学袁并成立了茶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所袁不仅

开展了教学与科研工作袁 还将服务范围辐射到了社

区尧行业以及企业等多方面遥 [4]其次袁为学生创设生动

的尧与当地的经济尧社会就业创业资源紧密对接的教

学环境袁 从而提升创新创业人才与当地社会匹配度遥

例如通过布置校园野双创冶文化环境营造创业氛围袁带

领学生外出参观当地创业孵化园丰富创业思维袁并在

教学考核环节采取过程式考核方式提升创业素养袁与

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促进产教融合等遥 再次袁紧盯

区域经济特色优势袁不断优化教学内容袁满足地方经

济建设和人才素质的需要遥 例如在野专创融合冶课程改

革实践中袁聚焦以地方创业政策为基础的创业法律意

识教育尧教学案例的本土化袁从而提升野服务经济社

会冶的功能适应性遥

渊三冤完善课程实践体系的设置袁夯实实战能力遥

创新创业课程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两个特色袁课

程除了传授创新创业领域理论知识外袁更重要的是引

导学生掌握与之相应的创新创业实践技能袁促进野双

创冶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遥 而在教学开展中袁很多高校

往往因实践支持系统的缺少或不够重视实践环节等

图 1 高校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结构图

Fig.1 Structure char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system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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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袁导致创新创业课程仍主要采取概念性的教授方

式野纸上谈兵冶袁降低了学生对地方经济整体的实际认

知遥 这就需要完善课程实践体系的设置袁充分发挥产

业资源的育人作用袁把知识传授尧思想碰撞和实践体

验有机统一起来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尧主动

性和创造性遥 例如在寻找并把握商机的教学内容中袁

可通过对当地的市场调查的形式加强学生对市场的

体会曰在熟悉创业基本流程的教学内容中袁可运用沙

盘模拟等仿真情境练习的方式袁进行实践的分析和操

作曰运用项目化教学模式袁以当地社会需求为导向袁与

当地的经济尧社会就业创业资源对接袁采取真实情境

联系的方式袁采取过程性考核方式袁在更为具体尧深入

的实践水平开发学习者的创业知识和技能遥

三尧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创新创

业课程改革思考

渊一冤将野爱国爱乡尧海纳百川尧乐善好施尧敢拼会

赢冶的福建精神与创业精神有机融合遥

福建省第九次党代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野爱国爱

乡尧海纳百川尧乐善好施尧敢拼会赢冶的福建精神遥 [5]16

个字内涵丰富袁 从福建省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中提

炼袁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创业精神元素袁例如袁福建华侨

心系祖国尧归国创业尧回报家乡袁可作为创新创业青春

梦融入野中国梦冶的典型思政案例遥再例如福建客家人

的迁徙历史尧团队精神尧敢拼会赢的创业文化更是创

业精神的完美诠释遥以野爱国爱乡冶的价值观贯穿创业

教育课堂袁为教学活动指引方向曰以野海纳百川冶的宽

阔胸襟拓展开放包容尧兼收并蓄尧博采众长的创业思

维曰以野乐善好施冶的高尚情操塑造乐于助人尧服务公

众的企业家形象曰以野敢拼会赢冶的进取精神和自强个

性培养不惧风险尧敢于拼搏的创业典型性格遥 二者精

神元素的有机融合袁极大提升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精神

理论的感性认知袁增强了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曰丰富了

地方文化融入创新创业教育课堂的实践路径内涵袁营

造投身区域经济建设的文化实践氛围遥

渊二冤开展野区域化+项目化冶教学实践遥

紧紧围绕福建省社会经济政策导向袁发挥大学生

专业优势尧政策优势和校园资源优势袁引导学生主动

顺应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开展创新创业项目袁切

实提升学生开展区域化创新创业的实践应用能力袁培

养创新思维袁有效提升区域创业的成功率袁为福建省

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遥

1.走符合福建特色的乡村创新创业之路遥

双创课程可立足福建省的生态优势袁聚焦乡村振

兴袁因地制宜袁从生态化农业品牌拓展的角度袁培育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袁走好乡村振兴道路遥 例如袁挖掘福建

茶文化袁打造茶叶产品尧茶艺尧茶馆尧茶主题游尧茶文化

民宿等项目遥 再如袁紧抓福建海洋渔业强省建设机遇袁

依托福建省渔业资源禀赋优势袁围绕渔业野资源节约尧

绿色生态尧质量安全冶发展目标袁从水产养殖尧海产品

贸易尧海洋生态保护技术支持等角度打造生态渔业品

牌遥 如福建外经贸学院聚焦福建省特有禽类的养殖袁

对毕业生创业项目进行技术扶持尧 商业模式指导袁整

合当地的零散农户资源袁建立起野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农户冶的产业链模式袁还建设了野农产品展示中心冶

和野健康生活体验中心冶袁逐步形成了福建省特色农产

品协同创新中心遥 [6]

2.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的双创融汇契合点遥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道路袁是中共中央深刻

把握两岸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构想遥 与台湾一衣带水

的福建省袁是两岸经贸合作最紧密的区域之一遥 双创

课程可在野你中有我尧我中有你冶的融合发展格局中寻

找双创机遇袁培育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遥 例如袁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袁吸收台湾地区文化产业特色亮点袁发挥大

学生强大的创造力袁从设计服务尧动漫游戏尧原创艺术

等角度袁打造特色鲜明的福建文化符号曰借力闽台乡

建乡创合作袁 借鉴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有益经验袁提

炼出福建传统村落尧历史文化街区的特色袁丰富福建

旅游内涵袁提升福建形象袁助力乡村振兴遥

3.用数字为双创赋能遥

福建省把数字福建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性先导性工程遥 在数字福建建设的新征程上袁双

创课程可乘借福建数字经济发展的东风袁培育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遥 比如袁创造数字化消费新形态袁如数字学

习尧数字医疗尧数字传媒尧智能家居尧智能交通出行等遥

再如袁发展农村数字经济袁完善农村物流体系袁发展农

产品电商遥 如厦门大学学生创业项目野数字乡建冶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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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e curriculu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ed with new reform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on the aspect of serving the regional economy , sorts out the reform direction and

deliberates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Fujian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reform. Focusing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is conducive to

grasping the curriculum value accurately, promoting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for local society as well as training high-quality en鄄

trepreneurial talen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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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的技术优势袁运用创新技术袁全面整合乡村

信息袁为乡村保护与建设提供专业化尧集中化尧低成

本尧高效率的乡村数据服务袁提升乡村振兴项目的对

接效率袁助力实现实现乡村跨越式尧可持续发展遥 [7]

四尧结语

新时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改革方向袁 与福

建省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袁 充分利用地区资源优势政

策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袁 进一步提高当前大学生创

新创业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实效性, 使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更好地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和福建省区域社会经济

发展需要袁实现高校双创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共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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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院野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袁要用好

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袁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

待袁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袁形成

协同效应遥 冶[1]专业课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袁推

进专业课程与思政融合袁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的重要路径[2]遥 高等教育阶

段是大学生思想和价值取向形成的重要阶段袁如何挖

掘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袁充分利用课堂来加强大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袁是对高校和教师的新要求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 叶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曳均指出袁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袁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思政建设[3]遥

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具有培

养学生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袁茶艺是茶文化的载

体袁是茶文化的直接表现形式遥 如何深入挖掘茶文化

的底蕴袁探索茶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教育功能袁在茶艺

学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袁 既是课程形式的创新袁

也能丰富教学内容遥 分析茶艺学课程思政教育的现

状尧探讨思政教育的路径袁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借鉴

与参考遥

一尧茶艺学课程特色及思政教育目标

地方应用型高校要实现专业课的思政育人目标袁

首要任务就是要深入挖掘和提炼课程中蕴含的德育

元素遥 茶艺学作为地方高校的必修课袁是培养茶艺师

职业技能的核心课程袁因其承载着诸多优秀的中国传

统文化袁使得课程具有文化功能尧教育功能和审美功

能遥 茶艺学是一门应用技能型的学科袁还是一门关联

学科门类多尧综合性强尧与社会实践联系紧密的课程袁

非常利于加强学生生态文明和思想教育袁培养学生专

业认同感和职业素养尧弘扬工匠精神尧提升学生人文

素养袁丰富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尧增强文化自信和

民族自豪感曰同时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尧精益

求精的职业道德袁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创新精神袁

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遥 结合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宗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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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特点袁在课程思政教学中袁围绕茶道精神中野和静

怡真冶野精行俭德冶的育人元素袁树立野文化自信尧职业

素养尧创新精神尧家国情怀冶四个维度的教学目标袁使

学生的职业能力与职业道德得到有机统一遥

二尧地方应用型高校茶艺学课程思政现状

应用型高校的专业课程教育不同于思想政治教

育袁在长期惯性的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为主的教学模

式下袁 茶艺学在课程教学中存在以培养学生技能为

主袁而忽略思想政治教育袁出现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

分离的现象遥 在推进课程思政教育过程中存在思政元

素挖掘力度和深度不够尧 部分教师思政教育能力不

足尧教学中思政元素融入不自然等情况遥

渊一冤茶艺学课程目标野重能力袁轻德育冶

地方本科院校为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力

量袁 培养人才的目的在于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遥

茶艺在设置课程目标时袁以就业为导向袁注重学生茶

艺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和茶艺实践技能的培养袁而通

过课程对学生家国情怀尧思政教育等的价值塑造设置

内容较少遥 茶艺课程思政建设和教学关联度不够袁二

者仍处在一个独立的关系袁在贴合上缺乏相应完善的

制度和顶层设计曰加上教育理念的缺失尧教学模式的

固化尧教师思政意识的缺失袁难以实现以德育人的目

标遥 茶艺与茶道密切关联袁本是个人修养塑造即德育

的过程袁若野轻冶德育袁茶艺学课程的教学成为只是表

面形式上的教学袁显然与教学目标背道而驰遥

渊二冤思政元素挖掘不充分尧融入不自然

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的

核心袁 如果在教育资源挖掘和开发设计方面存在不

足袁最终就无法有效的开展教学[4]遥课程和思政不是简

单的拼接袁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是有效的教学资源利

用袁要做到茶艺课程与思政内容的有机融合袁在导入

思政内容的时机尧方法尧比例等方面都要专业教师进

行精心的设计和思考遥 采用野润物细无声冶的方式将思

政元素巧妙地融入课程内容当中袁 做到自然衔接尧潜

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袁使学生思想与情感产生共鸣与升

华遥 但由于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袁在课程思政教育

中存在把握不足尧缺乏课程思政意识袁对于茶艺和茶

文化等的相关思政元素挖掘不深入袁甚至不知道在课

程中如何开展思政教育遥 加上思政元素的挖掘对教师

的政治敏锐性以及文化底蕴和生活体验等均有较高

的要求袁使得教师不能很好地找准专业知识和思政元

素之间的关联点曰 有的即便做到了思政元素的挖掘袁

但在授课过程中存在融入不自然袁缺乏应有的设计和

过渡袁给人以突兀尧生硬和牵强的感觉遥

渊三冤课程思政教学形式单一

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的融合袁 是以专业知识教育

为载体的互通互融袁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袁感

悟人生哲理袁实现价值目标的内化遥茶艺课程中蕴含着

丰富的德育元素袁在实际的课程教学中袁传统教条式的

说教容易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袁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

模式已不能满足课程思政教学的需要遥 特别是在互联

网发达的今天袁 茶艺课程思政教育形式主要还是以课

堂教学为主袁采用案例尧故事等形式进行袁借助网络开

展课程思政的教育形式相对较为单一袁 这就要求教师

在教学模式尧教学设计和教法方法上提出更高的要求遥

三尧地方应用型高校茶艺学课程思政的建

设途径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依据地方特色和经济发展需

要袁构建以野应用冶为目标尧以野创新冶为特征的人才培养

模式遥 在茶艺实践教学中袁根据课程特点袁寻找思政切

入点袁通过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尧修订教学大纲尧创新教

学方法和改革评价方式等措施来推进专业课程和思政

教育的融合袁实现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和育人目标遥

渊一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袁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能力

课程思政的主旨在于野立德树人冶袁建设的关键在

于教师遥 教师思想政治状况具有很强的示范性袁要坚

持教育者先受教育袁让教师更好地担当起学生健康成

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遥 [5]教师对课程思政理念的

认识深度尧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和对重点与难点的把握

程度尧以及将思政元素与课程知识点相融合的能力决

定了教学和育人效果遥 [6]因此建设一支具有德育意识

和德育能力的教师队伍袁是确保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

保障遥 首先袁教师是野传道授业解惑冶的领路人袁除了完

成课程教学内容的显性专业知识内涵与外延的挖掘

王 丽袁等院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茶艺学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107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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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袁还应回归教师的本性袁加强思政理论的学习袁提高

政治站位和敏感性袁 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价值引领袁将

野教书冶与野育人冶统一起来遥 其次袁教师应加强定期培

训袁接受优秀的文化感染熏陶袁明确自己的使命和责

任袁增强专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遥 组织茶文化教研室的

相关任课老师袁定期召开教学研讨会袁促进学科间的

协同教育袁提升课程思政的效果遥 最后袁学校也应完善

相应的激励机制袁遴选出一批科研和教学能力突出的

党员教师袁进行思政教育的培训尧访学袁鼓励党员教师

将思政教育贯穿课程教学的始终遥

渊二冤修订教学大纲袁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教师应依据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袁深度挖掘并

提炼茶艺课程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袁并将思

政教育相关内容融入到课堂知识的讲授中袁制定服务

于人才培养目标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遥 将知识目标尧

能力目标与价值目标相结合袁使野立德树人冶的教育目

标得以落实袁使学生的职业能力与职业道德得到有效

地统一和融合遥 组织编写相应的叶茶艺学曳校本教材袁

并在设计茶艺学课程教学方案时袁 针对教学内容袁归

纳尧总结相对应的思政元素指向渊详见表 1冤遥修订教学

大纲袁设立每章节的思政教育内容分布袁在教学过程

中采用滴灌式尧引导式的方法渗入思政教育袁引导学

生树立传统文化意识袁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尧创新意识袁

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遥

1.茶道与茶艺概论
1.1野和静怡真冶的茶道精神内涵曰
1.2历代茶文化与茶道类型和特点曰
1.3茶艺传承与社会和谐建设

淤培养爱国情怀尧精行俭德的品格
于树立传统文化意识尧增强文化自信
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2.茶艺要素
2.1茶艺的美学思想曰
2.2茶艺要素的美学表现曰
2.3茶艺师的职业素养与服务礼仪

淤提升审美意识
于增强美学鉴赏能力
盂培养职业道德和职业认同感

3.茶艺冲泡技巧
3.1茶园生态环境与品质形成曰
3.2茶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曰
3.3茶叶分类与冲泡技艺的分组训练

淤树立学生生态环境意识
于培养精益求精的野工匠冶精神尧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盂增强专业认同感和职业素养袁提升学生团队协作精神

4. 茶艺创新实践
训练

4.1茶席和茶艺的创新设计练习曰
4.2团体尧个人创新茶艺设计赛项评分政策的解读

淤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尧探究与创新能力
于树立学生团队协作的精神

5.茶会组织
5.1茶会的策划尧组织与筹办曰
5.2茶艺馆场景的模拟训练

淤专业知识的融合练习
于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爱和社会责任感

表 1 思政元素在课程教学内容中的分布

Tab.1 The distribu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渊三冤创新教学方法袁促进教学模式与时俱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野要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

气一样无所不在尧无时不有[7]冶遥 茶艺学课程思政资源

丰富袁要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活动各个环节袁将思政

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袁加强思政内容的渲染

和引导袁教学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遥 茶艺学课程分理

论授课和实践授课袁 其中理论课注重理论知识的讲

解袁在教学过程中融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袁借助线上

丰富的课程资源尧教学案例尧视频等教学资源袁结合线

下体验式的教学模式开展野理论-实践一体化冶的课程

思政教育遥 根据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与内容袁突出以

学生为中心袁开展课程实践尧主题讨论尧混合式教学尧

翻转课堂等多元化教学模式遥 实践是理论教学的延

伸袁在实践的操作下袁实现思政教育的渗透遥 传统的大

班上课不利于学生的实践锻炼和技能的提升袁在教学

上采用分组上课尧小班教学的方式进行袁全班分两大

组袁2人一小组遥 课前通过推送茶艺视频袁让学生提前

熟悉茶艺流程和操作动作的艺术性袁培养学生的审美

意识曰课中教师针对学生的预习情况进行分析尧点评尧

演示冲泡流程袁 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认同感曰分

组练习后上台操作演示袁采取生生互评尧教师点评的

方式突出重难点袁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和精益求精

的品质曰课后再让学生提交一份学习心得和茶艺视频

的拍摄袁上交学习通平台袁了解每个学生对知识点的

掌握情况袁锻炼学生的创新意识遥 通过线上线下尧课前

课后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袁给予学生上台展示成果的同时还能巩固实践

教学成果袁让思政课不仅野有意思冶还更野有意义冶遥

渊四冤改革考核评价方式袁增加过程考核

在考试上采取理论闭卷考试和实践技能考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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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方式袁注重过程考核袁综合评价思政内容是否

真正内化于心尧外化于行遥 在理论考试上袁除了考核茶

艺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外袁 增加灵活性的题目类型袁如

辨析题尧论述题尧材料分析题等开放性的题目袁旨在考

查学生分析问题尧处理问题的思辨能力遥 在茶艺实践

考核方式上袁综合运用口试尧创新设计尧模拟训练等多

种形式袁 并根据各部分内容制定科学合理的分数权

重袁同时增加过程考核袁通过学生日常基础茶艺的训

练情况袁考核学生的基本技能曰期末考试内容参考叶茶

艺师职业技能竞赛规程团体标准曳袁 增加团体创新茶

艺尧生活茶艺的考核袁要求学生结合中国茶文化的内

涵和时代背景袁设计茶席和创新茶艺作品袁模拟茶艺

馆进行场景化品饮茶艺的考核项目袁提升学生的思想

品德尧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袁培养学生的思维发散

能力尧创新意识尧团队协作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袁实

现课程育人和实践育人的全过程遥

四尧结语

课程思政是落实野立德树人冶根本任务尧培养高素

质人才的新模式袁围绕课程内涵挖掘思政元素袁通过

课程潜移默化地将思政元素同专业知识尧职业技能与

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相结合袁是应用型高校

为地方尧企业和社会输送职业道德全面发展的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的有效途径遥 茶艺学课程拥有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鲜明的思政元素袁 能够实现德育教学的目的袁

帮助大学生树立传统文化意识袁增强文化自信遥 应积

极推进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袁做好课程与思政的有效

融合袁潜移默化茶艺的德育功能与价值袁不断完善课

程思政体系袁增强高校思政教育的时效性袁为新时代

培养一批思想素质过硬尧技能水平精湛的先进复合型

茶艺专业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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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n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Tea Art

Course in the Local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WANG Li, HOU Dawei, ZHANG Bo
渊School of Tea and Food Science袁Wuyi University,Wuyishan袁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 As a specialized course of tea science major in local universities, tea art course has rich moral education elements.However,

with the normalization and maturity of tea art cours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such as

emphasizing practice over moral education, insufficient explo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unnatural integra鄄

tion and so on. On the basis of the excav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lements such as moral education elements, craftsman

spirit, humanistic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鄄

struction by revising the teaching syllabus, chang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bility of teachers,

innovat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practice.

Key words: tea ar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design; loca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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