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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中袁野存天理袁 灭人欲冶是
其伦理思想的核心袁围绕这一思想袁长期以来学者与
哲人们进行了褒贬不一的论争和探索遥 朱熹认为袁野天

一尧朱熹野存天理袁灭人欲冶思想的儒家哲
学渊源

地之间袁有理有气遥 理也者袁形而上之道也袁生物之本
也遥 气也者袁形而下之器也袁生物之具也冶[1]遥 在朱熹那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关于理欲问题都各有论述袁

里袁野天理冶具有了合乎规律的自然法则的意义遥 野欲冶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袁义利之辨是其中的重

看袁天理和人欲的关系可以理解为自然发展的普遍规

野天理冶野人欲冶 关系成为理学家们探讨的一个至关重

则可以理解为人类集体或个体的欲望遥 从这个角度

要论题袁 并成为宋明时期理欲之争的源头遥 至两宋袁

律与人类各种欲望之间的关系遥 当前袁人类的活动越

要的问题遥 朱熹集以往思想家野理冶野欲冶论争之大成袁

来越多地触及生态环境的边界和底线袁全面加快生态

提出了野明天理袁灭人欲冶的主张袁并使之成为其伦理

文明建设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袁正确理解野天

思想的核心遥

理冶和野人欲冶的含义袁从生态伦理的视角袁重新审视朱

在野理冶野欲野问题上袁孔子尧孟子和荀子都提出过

熹野存天理袁灭人欲冶思想的生态伦理价值袁具有十分

各具特色的看法袁是先秦儒家理欲观的典型代表遥 孔

重要而普遍的意义遥

子理欲观中并没有一个野理冶字袁他主要通过仁尧义尧礼
等概念来阐发与野欲冶相对立的野理冶遥 孔子说院野富与

收稿日期院2021-06-12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野朱熹自然观与当代生
态道德建设研究冶渊17XZX004冤遥
作者简介院陈文渊1969-冤袁女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中国传
统文化和生态伦理研究遥

贵袁是人之所欲也遥 不以其道得之袁不处也曰贫与贱袁是
人之所恶也遥 不以其道得之袁不去也遥 冶[2]他对个体追求

正当的物质欲望是肯定的袁并不反对野食不厌精袁脍不
厌细冶[2]的生活遥 但是他认为欲望的获得要野以其道得
之冶袁主张节欲袁人们对欲望要有节制袁要求人们野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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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贪遥 冶[2]他提出野克已复礼为仁冶[2]袁也就是要克制自身

的袁因此袁不能去欲尧寡欲袁而应该野养人之欲袁给人以

达到仁的理想境界遥 要求用仁尧义尧礼等社会规范制约

反对不加节制的纵欲袁认为野天下害生纵欲遥 冶[3]应当

不正当的私欲袁使之符合礼所要求的社会规范袁从而
放纵的野欲冶袁要见利思义袁认为礼义是在物质生活欲

望之上更高的价值追求袁如其所曰野不义而富且贵袁于
[2]

我如浮云冶

求遥 冶荀子虽然肯定了欲的先天性尧正当性袁但是他也
野以道制欲袁则乐而不乱曰以欲忘道袁则惑而不乐遥 冶[3]从
而使人的欲望得到合理的满足袁以维护社会的稳定遥

先秦儒家的理欲观具有明显的理欲和义利相融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袁提出了野理义冶这一概
念遥 他说院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袁谓理也尧义也袁圣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袁故理义之悦我心袁犹刍豢之悦我

合的特点袁理欲问题主要表现为义利问题遥 野义者袁天

理之所宜遥 利者袁人情之所欲遥 冶[4]他们虽然谈到了理尧
义尧欲的关系袁但都没有提出野天理冶和野人欲冶的范畴遥

口遥 冶 在野欲冶的问题上袁孟子也肯定人的基本欲望的

朱熹继承了先秦儒家义利观袁并在构建和完善其理欲

心遥 冶 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和保

汉代儒学家董仲舒袁在野理冶野欲冶问题上袁不否定

[2]

正当性袁他说院野富袁人之所欲也冶[2]野与富贵者袁人之同

观的过程中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遥

障袁是治国安邦的基础袁主张野制民之产冶袁创造更多的

欲望袁提出野极理以尽情性之宜袁则天容遂矣冶[5]的理欲

财富袁使百姓野仰足以事父母袁俯足以畜妻子袁乐岁终

观袁即人的情感欲望在合理的状态之中袁就能达到天

身饱袁凶年免于死亡遥 冶[2]对待理欲关系袁从个人修养的

行顺遂遥 认为野天之生人也袁使之生义与利遥 利以养其

欲袁其为人也寡欲袁虽有不存焉者寡矣遥 其为人也多

的条件袁野故圣人之治民袁使之有欲袁不得过节曰使之敦

[2]

角度袁孟子明确提出野寡欲观冶遥 他说院野养心莫善于寡

体袁义以养其心冶 [5]袁物质利益和欲望是保证生存发展

欲袁虽有存焉者寡矣遥 冶[2]认为人的欲望太多就会丢失

朴袁不能无欲遥 无欲有欲袁各得以足袁而君道得矣冶[5]袁统

为袁无欲其所不欲袁如此而已矣遥 冶[2]他强调精神生活的

制袁扼杀他们的欲望遥

高尚性袁认为野人之有道也袁饱食暖衣尧逸居而无教袁则

至两宋袁野天理冶野人欲冶关系成为理学家们共同关

近于禽兽遥 冶[2]在义欲关系上袁指出野鱼袁我所欲也袁熊

注的问题遥 野宋代道学中天理人欲之辨袁发端于张子袁

生袁亦我所欲也袁义袁亦我所欲也袁二者不可得兼袁舍生

宋时期关于野天理冶野人欲冶问题的讨论源于张载袁最早

善良的本性袁所以要减少物质欲望袁做到野无为其所不

掌袁亦我所欲也袁二者不可得兼袁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曰

治者应该保障百姓追求一定的物质欲望袁不能过于节

成立于二程子袁至朱子而大成遥 冶[6]张岱年先生认为袁北

而取义者也遥 冶 强调野舍生取义冶袁突出了对道德精神

主张野天理人欲说冶并明确区分了野天理冶和野人欲冶遥 张

荀子在孔尧孟重野理冶轻野欲冶的基础上袁将礼义与

人欲者与浴 冶野所谓天理也者袁能悦诸心袁能通天下之志

[2]

生活的追求遥

理统一起来袁提出野义者袁循理冶[3]对理欲关系做了更为
深入的阐述遥 他认为人的欲望与生俱来袁具有合理性尧
正当性袁野人生而有欲袁欲而不得袁则不能无求袁求而无
度量分界袁则不能不争遥 争则乱袁乱则穷遥 先王恶其乱

载在其叶正蒙窑诚明篇曳中指出院野上达反天理袁下达徇

之理也冶[7]遥 他认为野天理冶是能使人心喜悦袁贯通众人
意志的道理遥 因此袁野天理者袁时义而已遥 君子教人袁举
天理以示之而已遥 其行已也袁述天理而时措之也遥 冶[7]天

理是随时适应的义理袁君子必须以野天理冶来教化人

也袁故制礼义以分之袁以养人之欲袁给人之求遥 使欲必

民遥 同时袁他还说院野只为天理常在袁身与物均见袁则自

不穷乎物袁物必不屈于欲袁两者相持而长袁是礼之所起

不私袁已亦是一物袁人常脱去已身则自明冶[7]遥 天理是常

也遥 冶[3]在这里袁荀子指出了礼义道德的作用在于调节

在的袁人们要用天理照见自身袁就能去私欲遥 张载明确

人们的欲望要求袁而不是用来压制人的欲望袁具有野理

将野天理冶和野人欲冶相对起来袁提出野烛天理如向明袁万

存于欲冶思想的萌芽遥 野饥而欲食袁寒而欲暖袁劳而欲

象无所隐曰穷人欲如专顾影间袁区区于一物之中尔遥 冶[7]

野夫贵为天子袁富有天下袁是人情之所同欲也遥 冶 人们

学者便立天理袁孔孟而后袁其心不传袁如荀扬皆不能

息冶野好荣恶辱袁好利恶害袁是君子尧小人之所同也遥 冶[3]
[3]

对物质欲望的追求袁 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是一样

认为野今之人灭天理而穷人欲袁今复反归其天理遥 古之
知冶[7]遥 要求人们追求天理袁反对人欲遥 但是张载并不是

陈 文院朱熹野存理灭欲冶思想的生态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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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反对人欲袁对于那些合理的需求袁他并不反对袁

一词最早见于叶庄子窑养生主曳袁曰院野依乎天理袁批大

认为野饮食男女皆性也袁是乌可灭钥 然则有无皆性也袁

郤袁导大窾袁因其固然冶遥 这里的野天理冶指的是解牛的

是岂无对钥 庄尧老尧浮屠为此说久矣袁果畅真理乎钥 冶[7]也

道理袁也没有后来的伦理道德的含义遥 作为伦理道德

肯定了人的自然需求的合理性遥 总体上看袁张载的理

生而静袁天之性也曰感于物而动袁性之欲也遥 物至知知袁

就是说吃饭穿衣男女之欲这是人的本性袁 不能灭除袁
欲观表现为野尊崇理性袁反对私欲遥 冶

[8]

范畴的野天理冶野人欲冶首先出现在叶礼记窑乐记曳中院野人

然后好恶行焉袁好恶无节于内袁知诱于外袁不能反躬袁

二程承袭了张载的理欲观袁 并将其进一步展开遥

天理灭矣遥 人化物也者袁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遥 于是有

二程指出院野人心私欲袁故危殆遥 道心天理袁故精微袁灭

悖逆诈伪之心袁有淫佚作乱之事遥 冶它对程朱野存天理袁

私欲则天理明矣冶[9]袁并且认为院野人心袁私欲也袁危而不

灭人欲冶思想的形成具有启迪作用遥 朱熹总结前代儒

安曰道心袁天理也袁危而难得遥 惟其如是袁所以贵于精一

学家关于野理冶野欲冶的论争袁归纳儒家典籍的野理冶野欲冶

也遥 精之一之袁然后能执其中袁中者极至之谓也冶[9]遥 野天

问题袁将其理欲观集中概括为野存天理袁灭人欲冶遥 叶朱

理道德原则和理想境界遥 在二程学说中袁野天理冶和野人

所谓耶致中和爷耶尊德性爷耶道问学爷袁叶大学曳所谓耶明明

欲冶是完全对立的袁程颐明确指出袁人欲就是私欲袁与

德爷袁叶书曳曰耶人心惟危袁道心惟微袁惟精惟一袁允执厥

天理相对遥 他指出院野视听言动袁非理不为袁即是礼袁礼

中爷袁圣人千言万语袁只是教人明天理袁灭人欲冶[12]遥

理冶是二程哲学的形而上本体袁也是最高的社会的伦

即是理也遥 不是天理袁便是私欲遥 人虽有意于为善袁亦
是非礼遥 无人欲即皆天理冶 遥 这里所说的野人欲冶就是
[9]

子语类曳卷十二记载院野孔子所谓耶克己复礼爷袁叶中庸曳

渊一冤何谓野天理冶野人欲冶钥

朱熹在二程提出的野道心冶野人心冶就是野天理冶野人

私欲尧物欲袁野人之为不善袁欲诱之也遥 诱之而弗知袁则

欲冶的思想的基础上袁对二者的同异进行了修正和发

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冶 袁因此野明天理冶就要野去私

展袁他从野性心说冶出发袁对野天理冶野人欲冶概念进行了

对立袁显然有失偏颇袁因为人的欲望中包含了维持生

人生所禀之天理也冶 [4]袁因此野性即天理冶袁野性冶是包括

[9]

欲冶遥 二程将野人欲冶一概斥之于野私欲冶袁并与野天理冶相
命存续的物质需要和自然属性袁截然对立则有禁欲主

深入的阐发遥 他认为袁野性者袁人所受之天理遥 冶[4]野性者袁
草尧木尧禽尧兽和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野天理冶遥 朱熹

义倾向遥 如何野去私欲冶野明天理冶袁二程提出野损人欲袁

继承张载尧二程野性两分冶说袁认为野性冶分为野天命之

以复天理冶[9]袁并深入阐发了野居敬集义冶和野克已复礼冶

性冶和野气质之性冶遥 野天命之性冶是纯粹至善的野天理冶袁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袁二程理欲观是朱熹野存天

至善而已袁所谓天地之性也遥 冶[13]而野论天地之性袁则专

的修养功夫论 遥
[10]

理袁灭人欲冶思想直接的理论来源袁但朱熹对二程野人
心冶野人欲冶概念做了修正和补充袁认为野人心冶不完全
是野人欲冶遥 他以性心说为基础袁把理欲观和天理论联
系在一起袁更为明确细微地分析了野天理冶和野人欲冶的
道德伦理关系袁整体建构了野存天理袁灭人欲冶思想袁并

野性即天理袁未有不善者也遥 冶[4]野然其本然之理袁则纯粹
指理言曰论气质之性袁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冶[12]袁决定了

野气质之性冶具有善恶两重性袁朱熹说院野天地之间只是
一个道理袁性便是理袁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袁只缘气质

之禀袁各有清浊冶[12]遥根据野性两分冶的逻辑袁朱熹认为人
具有野两心冶袁也即野道心冶和野人心冶袁野知觉从耳目之欲
上去袁便是人心曰知觉从义理上去袁便是道心冶[12]袁野人心

使之成为其理学思想的核心遥

便是饥而思食尧寒而思衣底心遥 饥而思食后袁思量当食

二尧朱熹对野天理冶野人欲冶的阐发

与不当食曰寒而思衣后袁思量当着与不当着袁这便是道

野理冶野欲冶问题袁在理学思想家那里是伦理道德规

两重性相一致袁道心是善的袁而人心则有善有恶遥 由

范和物质欲望的关系问题遥 叶说文解字曳对野理冶的最初
[11]

含义做了说明院野理袁治玉也袁从王里声遥冶 主要指玉石
的纹理或者治理玉石袁没有道德规范的意思遥 野天理冶

心冶[12]遥因此袁与野天命之性冶纯粹至善尧气质之性有善恶
此袁朱熹认为不能把野人心冶简单地等同于野人欲冶袁他
指出院野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袁故不言凶咎袁只言危冶[12]遥
野盖人心不全是人欲袁若全是人欲袁则直是丧乱袁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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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而已哉! 冶[12]野耶人心袁人欲也爷袁此语有病冶[12]遥 在这里袁

所以袁野人欲冶就是被物质欲望迷惑产生的恶欲遥 可见袁

朱熹不仅对野道心冶野人心冶做了细致的区分袁而且修正

朱熹的野人欲冶是那些违反野天理冶的不正当的私欲尧恶

了二程笼统地将野人心冶看做野人欲冶的问题遥 指出院野此

欲袁并不包括人生的一切欲望遥 他肯定人们正常的物

[12]

心之灵袁其觉于理者袁道心也遥 其觉于欲者袁人心也遥 冶

质欲望袁说野若是饥而欲食袁渴而欲饮袁则此欲亦岂能

野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袁感于物而动遥 冶[12]野道心

则是义理之心袁可以为人心之主宰遥冶[12]野然此又非有两

无遥 冶二程说院野人心袁人欲曰道心袁天理冶[9]遥 朱熹认可野道
心冶即野天理冶袁但却不赞同把野人心冶简单地归为野人

心也袁只是义理与人欲之辨尔遥 冶[12]野只是一心袁合道理

欲冶袁认为野耶人心袁人欲也爷袁此语有病遥 冶叶朱子语类曳记

那么袁究竟什么是野天理冶钥 在朱熹那里袁野天理冶蕴

人欲遥曰院耶人欲也未便是不好遥爷冶[12]那些符合天理的人

含了自然尧社会尧人类思维的规律和法则遥 可以从三个

欲应当肯定袁不符合天理袁超出正当要求的私欲才要

方面进行考察院其一袁于自然而言袁野天理冶是合乎规律

去除遥 因此认为院野饮食者袁天理也曰要求美味袁人欲

的自然法则遥 它是万物的本源袁野未有天地之先袁毕竟

也遥 冶[12]野如口鼻耳目四肢欲袁虽人之所不能无袁然多而

底是天理袁循情欲底是人欲遥 冶

[12]

也只是理遥 有此理袁便有此天地曰若无此理袁便亦无天
地袁无人无物袁都无该载了浴 有理袁便有气流行袁发育万

载院野问:耶人心惟危爷袁程子曰耶人心袁人欲也遥爷恐未便是

无节袁未有不其本心者遥 冶[4]他反对的是沉溺于人的欲
望之中袁认为野如耶口之于味袁目之于色袁耳之于声袁鼻

物冶[12]遥天地万物都由理承载袁没有理袁则天地万物都无

之于臭袁四肢之于安佚爷袁圣人与常人皆如此袁是同行

思想袁将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袁具有生态伦理意义遥 其

之危者袁危险袁欲堕未堕之间袁若无道心以御之袁则一

挂搭袁都无承载遥 这是朱熹野天理冶概念中的自然哲学

也遥 然圣人之情不溺于此袁所以与常人异耳遥 冶并说野谓

二袁于社会关系而言袁野天理冶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

向入于邪恶袁又不止于危也遥冶[12]认为只要有野道心以御

的伦理道德原则袁即野三纲五常冶遥 朱熹专门论及院野所

之冶袁人欲就野未便是不好冶[12]遥 此外袁朱熹反对佛教的禁

谓天理袁复是何物钥 仁尧义尧礼尧智岂不是天理钥 君臣尧父

欲主义袁说野佛氏只是空豁豁然袁和有都无了袁所谓耶终

子尧兄弟尧夫妇尧朋友岂不是天理钥 冶 野父子兄弟夫妇袁

日吃饭袁 不曾咬破一粒米曰 终日著衣袁 不曾挂著一条

然是义合冶[12]遥 其三袁野天理冶是思维规律遥 朱熹认为:野盖

是违背了人的延续生存的正当物质需求遥 由此可见袁

[1]

皆是天理自然遥 人皆莫不自知家敬遥 君臣虽亦是天理袁

丝爷冶[12]袁野此寡欲袁则是合不当如此者袁如私欲之类遥 冶[12]

天理者袁心之本然袁循之其心则公而且正遥 冶[1]什么是

朱熹提倡以理节欲袁他所讲的野灭人欲冶实际上指的是

欲隔塞袁故其广大有亏曰本自高明袁但为物欲所累袁故

私邪恶的欲望袁并不是如批评者们认为的野灭人欲冶就

野心之本然冶钥 朱熹说院野盖此心本自如此广大袁但为物

野灭私欲冶野灭恶欲冶袁即灭除人们心中不合野天理冶的自

于高明有亏遥 冶 也就是说要保持理性思维袁不为物欲

是灭绝人的一切欲望遥

[12]

阻隔袁不为感性蒙蔽袁才能做到格物穷理袁认清事物的

渊二冤野天理冶野人欲冶的关系

本质或规律遥 如此袁就是遵循野天理冶了遥

在野天理冶野人欲冶关系上袁朱熹认为野天理冶与野人

朱熹认为野天理冶是野心之本然冶袁是野善冶袁然而野天
理有未纯袁是以为善常不能充其量袁人欲有未尽袁是以
除恶常不能去根遥 冶[1]所以要野天理纯冶袁野人欲尽冶遥 那么

欲冶既相互对立袁又相互联系袁野从人的道德修养来说袁
则是耶去人欲爷袁以耶天理爷去克服耶人欲爷冶[14]
野天理冶与野人欲冶是对立的遥 朱熹认为院野人之一

什么是野人欲冶钥 朱熹对野人欲冶是这样论证的院首先袁

心袁天理存袁则人欲亡曰人欲胜袁则天理灭遥 未有天理人

野人欲冶是私欲遥 朱熹说院野人欲者袁此心之疾疚袁循之则

欲夹杂者冶[12]袁野天理人欲袁 不容并立冶[4]袁野天理人欲之

天下者袁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曰纵欲而私于一己者袁众

野天理冶和野人欲冶又是相互安顿的遥 朱熹说院野有个

其心私而且邪遥 冶[1]野天理人欲袁同行异情遥 循理而公于

间袁每相反而已矣遥 冶[4]

人之所以灭其天也冶[4]遥 其次袁野人欲冶是恶欲遥 他指出院

天理袁便有个人欲遥 盖缘这个天理袁须有个安顿处袁才

然天理矣冶[12]袁野只为嗜欲所迷袁利害所逐袁一齐昏了冶[12]袁

就是野天理冶和野人欲冶的相互依存袁野天理人欲有多少袁

野众人物欲昏蔽袁便是恶底心冶 袁野不为物欲所昏袁则浑
[12]

安顿得不恰好袁便有人欲出来冶[12]遥 这里的野安顿冶指的

陈 文院朱熹野存理灭欲冶思想的生态伦理价值

天理本多袁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冶[12]遥因此袁两者
不可分离袁相互包涵遥 野天理人欲袁几微之间遥 冶野虽是人
欲袁人欲中自有天理冶[12]遥

窑5窑

自然的和谐遥
2.人与自然万物同源的生态平等观遥
人与自然万物同源于天地之野气冶袁他说:野人尧物之

由于野天理冶和野人欲冶既相互联系又尖锐对立袁因

生袁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袁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冶 [4]他

此从道德伦理视角袁朱熹特别强调要野遏人欲而存天

认为袁人与天地其实一直都是一体的袁野天即人袁人即

理冶袁只有野革尽人欲冶袁才能野复尽天理冶遥 也就是野克已

天遥 人之始生袁得于天也曰即生此人袁则天又在人矣遥 凡

复礼冶遥 他指出院野克得那一分人欲去袁便复得这一分天

语言尧动作尧视听袁皆天也遥 只今说话袁天便在这里遥 冶[12]

理来曰克得那二分己去袁便复得这二分礼来冶[12]遥如果人
欲上多了一分袁那么天理上便克去一分遥 所以袁野去人
欲存天理冶就和野克己复礼冶一样袁需要不断提高自我

朱熹认为袁天底下自然万物与天地都是一体的遥 野天地
便是大底万物袁万物便是小底天地遥冶[12]野盖天地万物本
吾一体冶 [4]袁 自然万物与人都有来自天理的 野性冶和
野道冶袁 人与自然万物既有差异又相互平等遥 叶朱子语

道德修养袁从而达到自我道德完善遥
渊三冤如何野存理灭欲冶钥
关于如何落实野存天理袁灭人欲冶这一思想袁在叶朱
子语类曳卷十三中袁朱熹有过专门而详尽的阐述遥 他认
为首先要明天理遥 要野认取那个是天理袁那个是人欲冶袁
野天理人欲袁几微之间冶[12]并说院野自一念之微袁以至事事

物物袁若静若动袁凡居处饮食言语袁无不是事袁无不各

类曳卷六十四中记载院野耶赞天地之化育遥 爷人在天地中
间袁虽只是一理袁然天人所为袁各自有分袁人做得底袁却
有天做不得底遥 噎噎裁成辅相袁须是人做袁非赞助而

何钥冶[12]袁由此可见朱熹认为袁人与天地在职能上是有着
不同的分工的袁只有天尧地尧人三者各司其职袁分工合
作袁密切配合袁才能实现世界的和谐发展遥

有个天理人欲袁须是逐一验过遥 虽在静处坐袁亦须验个

3.野仁民爱物冶的生态保护观遥

敬尧肆遥敬便是天理袁肆便是人欲冶 遥可见袁朱熹认为要

朱熹对孟子野仁民而爱物冶这一思想进行重新解

[12]

野存理灭欲冶袁就要先区分天理和人欲袁只有明天理袁才

读袁提出对于自然之物应野取之有时袁用之有节冶袁合理

能灭除私欲遥 其次袁要学会存养遥 野未知学问袁此心浑为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原则遥 先秦儒家的野爱

人欲遥 既知学问袁则天理自然发见袁而人欲渐渐消去

物冶袁是从人的需要出发袁而不是根据物的需要袁造成

者袁固是好矣遥 然克得一层袁又有一层袁大者固不可有袁

了人与物之间的不平等遥 朱熹认为袁人与物之间气禀

而纤微尤要密察遥 冶[12]

有异袁但皆得野天命之性冶袁在价值上是完全平等的遥 朱
熹在叶孟子集注曳注野仁民而爱物冶中指出院野物袁谓禽兽
草木曰爱袁谓取之有时袁用之有节遥 冶[4]因此袁人与自然万

三尧朱熹野天理冶野人欲冶范畴的生态内涵

物相处袁必须依照自然万物各自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规
朱熹构建了以理为核心的思想理论体系袁其在天
人关系上进行的深入探索袁蕴含了丰富的以人与自然

律袁而不是依据人的主观想象袁更不是违背自然万物
各自的存在方式和规律袁造成对自然的破坏遥
渊二冤野天理冶野人欲冶的生态内涵

和谐为中心的生态伦理思想遥

野理冶在朱熹哲学中是运用最普遍和最高的概念袁

渊一冤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1.野天人合一冶的生态和谐观遥

其含义相当广泛袁涉及哲学尧政治尧经济尧自然尧天文等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袁野天冶 主要指自然之天袁他

各个方面遥 在相对于野人欲冶这个概念时袁朱熹称野理冶

通过对天人一源尧天人一理尧天人一心来阐发野天人合

为野天理冶遥 如前所述袁朱熹对野天理冶做了充分的解释袁

一冶这个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本概念袁从生态学的

阐述了野天理冶的多种含义袁包括野本然之理冶野自然之

角度看袁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内涵遥 在人与自然

理冶野生生之理渊性理冤冶等等袁其中野自然之理冶中的自

的关系上袁 朱熹认为人是万物之灵袁野盖人为万物之

然就是天袁天是自然的代名词遥 因此袁自然之理即野天

灵袁自是与物异遥 若迷其灵而昏之袁则与禽兽何别钥 冶

[12]

要尊重自然万物袁野至诚冶野尽性冶野致中和冶袁 实现人与

理冶袁它是自然界的秩序和法则遥 朱熹说野熹窃谓天地
生物本乎一源曰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袁莫不具有此理冶[1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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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袁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袁

实的批判与揭露遥 从生态伦理视角看袁这一哲学命题

造化流行的法则袁 它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基本规

价值和现实意义遥 野存天理袁灭人欲冶倡导人类应抑制

而万物各得其所也冶[4]遥 野天理冶是自然万物发育尧生命

蕴含有更深刻的哲理袁其合理内核在当今仍具有理论

则袁对此袁朱熹曾说院野道者袁天理之当然袁中而已矣冶 遥

物欲袁修心节欲袁以减少对资源的过度消耗袁减轻对生

[4]

野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袁 乃事物所以当然之

态环境的破坏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遥 这一思想

宰者亦是天袁各随他所说遥虽说不同袁又却只是一个冶[12]袁

德原则袁是生态伦理观的初步体现袁具有重要的生态

理冶则是对野自然之理冶义涵的进一步阐释遥 野生生之

的人们提供深厚的价值支持资源遥

的有机整体袁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袁如此一来袁作为

观袁有利于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故冶 遥 还说院野天固是理袁但苍苍者亦是天袁在上而有主

深刻地反映了朱熹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秉持平等的道

从生态的角度袁野天理冶 包含了整个自然界遥 野生生之

伦理价值袁其精神可以为现代处在生态危机严重困扰

理冶说明自然界是一个不断创造生命袁充满生命活力

渊一冤确立了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

[4]

野生生之理冶的野天理冶袁就包含了天人关系问题袁充满

人与自然的关系袁是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

了生态学意蕴袁在人与自然之间确立了一种内在的价

本关系袁朱熹的野存天理袁灭人欲冶思想从生态视野审

值关系遥 人在与自然相处时袁应遵循作为自然法则的

视袁它观照的是当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遥 在朱熹那

野天理冶袁 在向自然界索取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曰

里袁野天理冶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袁野人欲冶是野嗜欲所

对待自然应秉承尊重尧顺应和保护袁而不是高高在上

迷冶袁是被过度的物欲蒙蔽而产生的恶欲遥 当代社会的

的征服和统治袁以悲悯之心对待天地万物遥

发展袁要求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袁明确人与自

朱熹言 野圣贤千言万语袁 只是教人明天理袁 灭人

然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袁追求野理冶与野欲冶的和

则袁野欲冶是人类的欲望袁因此袁野天理冶与野人欲冶的关系袁

人与自然平等是当代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袁这一

就是自然界发展规律与人类欲望的关系遥 朱熹在叶中庸

理念将道德对象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自然界袁人的

章句曳中指出院野天下至诚袁谓圣人之德之实袁天下莫能

利益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袁它将自然和人一起放在协同

加也遥 尽其性者德无不实袁故无人欲之私袁而天命之在

进化与发展的共同体内袁认为自然与人在存在与发展

我者袁察之由之袁巨细精粗袁无毫发之不尽也冶[4]遥 朱熹认

的权利上是平等的袁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袁赋予

为袁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袁野圣人冶起主导作用袁而只有

自然应有的地位遥 包括人在内的任何生物袁为了使自

具备野至诚冶之德尧能够野尽其性冶从而野无人欲之私冶的

己的物种能够生存与延续袁都会选择自我中心袁这种

人才能成为野圣人冶袁才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袁则可以与

利己性是生命存续的内在要求遥 人与一般动物不同在

地参矣遥 冶人类须灭掉多余的尧过分的私欲袁关爱万物袁

于袁野人类中心冶意识是人的基本价值观袁这种价值观

做到人和自然和谐共处遥 朱熹将野至诚冶野尽其性冶野无

的产生是自觉的遥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袁人是大自然中

人欲之私冶与天地自然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袁蕴含着我

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袁 把人的利益置于首要地

们今天的生态思想袁具有生态学意义遥

位袁只以人类利益作为处理人类自身与外部生态环境

欲冶袁野天理冶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自然发展的规律和规

谐袁以生态文明新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遥

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袁这种观点鼓励了人类对自然的

四尧朱熹野存天理袁灭人欲冶思想的生态伦
理价值

剥夺和榨取袁 从而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平衡的破坏袁
最终会造成自然界的退化和毁灭遥 为了防止全球性的
生态灾难袁人类必须转向一种新的文明袁即人与自然

过去袁人们对朱熹的野存天理袁灭人欲冶的主张大

和谐相处尧共同进化的生态文明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袁

都持反对意见袁但是袁从时代背景看袁朱熹存理灭欲观

确立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袁构建人与

点的提出袁与他所处的南宋统治阶层醉生梦死尧苟且

自然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遥 朱熹的观点还启示了我

偷安尧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分不开袁是对当时社会现

们袁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袁建立起人与自

陈 文院朱熹野存理灭欲冶思想的生态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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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平等和谐的观念袁 需要人类自身有更大的自觉性袁

圾过剩袁超出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袁使得自然

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袁改变过去盲目征服自然

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物质消费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

的经济模式袁正确认识和对待自然袁因为相对于人类

矛盾加剧袁从而导致当今地球严重的生态危机遥

对自然改造和创造的巨大力量袁自然是被迫的尧无奈
的遥

绿色生活是当前大力倡导的一种生态主义生活
方式袁是实现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必由之路遥 近年来袁

渊二冤对当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袁有利于实
现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叶人民日报曳发文多次推荐的野极简主义冶的生活方式袁
可以说是主流媒体对绿色生活方式在人们精神层面

朱熹的野存天理袁灭人欲冶思想袁还是对当前存在

的引领遥 这一生活方式目前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

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袁有利于实现

群体接受与认可袁反映了人们对商品经济下物欲横流

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遥 野饮食之间袁 孰为天理孰为人

的消费主义的厌倦与抵制遥 国际公益组织野生救援

渴饮...这是天教我如此袁饥便食袁渴便饮袁只得顺他袁穷

害冶袁这一环保组织通过国际政商领袖尧名人明星的影

欲钥 冶曰院野饮食者袁天理也曰要求美味袁人欲也遥 冶野饥食袁

渊WildAid冤 的一个著名口号是 野没有买卖就没有伤

口腹之欲袁便不是冶[12]遥朱熹认为穷口腹之欲袁过分追求

响力袁宣传拒绝购买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袁鼓励公众选

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内在关系袁特别是深刻反思物质

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曳中指出院野到

美味就是须要扼制的人欲遥 这一思想袁对当前探讨生
主义尧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生态影响袁从而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袁推进绿色生活袁具有现实的价值和参考意
义遥

择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遥 2015 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叶关
2020 年袁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在全社会得到推行袁全民
生活方式绿色化的理念明显加强袁生活方式绿色化的
政策法规体系初步建立袁公众践行绿色生活的内在动

生活方式是人的存在方式袁它与生态环境息息相

力不断增强袁社会绿色产品服务快捷便利袁公众绿色

关袁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遥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

生活方式的习惯基本养成袁最终全社会实现生活方式

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遥 19 世纪中叶以来袁工业文

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尧绿色低碳尧文明健康的方向

明催生了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袁它通过对物欲的无限度

转变袁形成人人尧事事尧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

追求来达到感官的满足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袁 符号化尧

尚遥 冶[18]

标签化消费行为袁使人的生活方式异化遥 当前袁中国正

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日渐深入人心袁生活方式的革

在由传统的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袁社会的消

命性变革已然到来袁绿色生活尧生态主义消费模式是

费水平显著提升袁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袁2018 年社会

生态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袁朱熹野存理灭欲冶思想从生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0%袁2019 年增长 8.0%袁

态伦理尧消费伦理的角度袁超出了历史的局限性袁为我

元袁比上年下降 3.9豫袁但全国网上零售额 117601 亿

方式袁提供了理论的借鉴和价值的参考遥

方式在社会上也不断扩大袁具体表现为院过度性消费袁

型尧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2020 年受疫情影响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1981 亿

们构建野勤俭节约尧绿色低碳尧文明健康冶的绿色生活

元袁比上年增长了 10.9% [16]曰与此同时袁消费主义生活

渊三冤确立生态道德规范袁有利于推动资源节约

消费剩余严重袁如餐桌浪费现象曰奢侈性消费袁把消费

在资源和环境的严峻挑战面前袁 建设资源节约

作为身份的象征遥 麦肯锡 2019 中国奢侈品报告表明袁

型尧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袁2012 年至 2018 年间袁全球奢

育袁将人伦道德扩展到生态道德遥 朱熹认为理生万物袁

2018 年袁中国人在境内外的奢侈品消费额占全球奢侈

和目标袁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大力倡导生态道德教

侈品市场超过一半的增幅来自于中国 曰攀比性消费袁

天地生物本乎一源袁 人与天地万物共生于自然之中袁

将消费作为追赶潮流和互相攀比的手段遥 这些畸形的

要遵循自然固有的规律遥 在朱熹的生态哲学思想中袁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造成自然资源巨大消耗尧环境污

他主张野革尽人欲袁复尽天理冶袁摒弃不合理尧无节制的

染严重的重要推手袁而由于大量废弃物产生引起的垃

欲望袁遵循宇宙自然之理袁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遥 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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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在其野存理灭欲冶观点中所显现的尊重自然尧爱物惜

主张袁强调道德自律袁完善道德品格袁重视生态道德修

物的生态思想袁可以为我们当下构建人与自然之间健

养袁培养生态道德情感袁自觉履行生态道德义务袁将人

康的生态伦理关系提供理论基础袁在生态伦理层面拓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道德观树立在每一个人心中袁

展人与自然的关系袁从道德修养的意义看袁这一思想

并贯穿于人与自然相处的每一个环节袁 从制度上尧法

对当前我们加强生态道德教育袁 确立生态道德规范袁

律上确立生态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和权威性袁对那些不

增强全民环保意识袁以理节欲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自

符合生态道德的行为予以禁止和矫正袁使环境保护的

然尧顺应自然尧保护自然尧节用爱物的生态道德观念袁

各项法律规章得以有效贯彻落实袁实现人与自然的共

具有积极的合理因素遥

生共荣遥 这可以说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袁

渊四冤倡导绿色低炭生活袁推动实现碳达峰尧碳中

也是朱熹野存天理袁灭人欲冶思想的理性价值光芒遥

和目标
野十四五冶时期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袁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袁重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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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cological Ethical Value of Zhu Xi's Thought of Keeping
Natural Principles and Eliminating Human Desires
CHEN Wen

渊School of Marxism,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冤

Abstract:

The core content of Zhu Xi's ethical thought is preserving natural principles and destroying human desires, which has it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and historical origins, and its significance and value have been debated for a long time.From the per鄄
spective of ecological ethic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beings reflected by natural principles and human desires has im鄄

portant ecological ethical value.Zhu Xi's thought of preserving natural principles and eliminating human desires establishes an ecological
view centered on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life communi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It is a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consumerism lifestyle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lifestyle;
Helping people to establish ecological ethic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鄄
ciety; Advocating green and low-carbon life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goals.

Key words:

Zhu Xi; existence of natural justice and elimination of human desires; ecological ethical valu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green lif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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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武夷山景区现存摩崖石刻四百多方袁它们是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通过对武夷山摩崖石

刻现存状况尧文献资料尧研究现状的分析袁探讨武夷山摩崖石刻未来的研究方向遥

关键词院武夷山摩崖石刻曰现存状况曰文献资料曰研究现状曰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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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摩崖石刻上起东晋袁下至民国袁纵跨一千
五百多年袁现存四百多方袁近四万字袁是武夷山世界文
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是武夷山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的重要文化景观遥 本文全面梳理武夷山摩崖石刻的
时空分布尧作者概况尧内容体裁袁介绍摩崖石刻为古籍
文献所收录的情况袁 分析武夷山摩崖石刻的研究成
果袁提出武夷山摩崖石刻未来的研究方向袁以期更好

表 1 武夷山摩崖石刻时代分布
Tab.1 Age distribution of Wuyishan cliff carving
宋
元
明
清
民国
当代
待考

29
11
141
60
14
59
124

6.6
2.5
32.1
13.7
3.2
13.4
28.3

地保护尧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袁丰富武夷山世界非物质

2.空间分布

文化遗产内涵遥

武夷山的摩崖石刻覆盖了武夷山景区及周边地
区袁主要集中在九曲溪景区尧云窝要要
要天游景区尧武夷

宫要要
要大王峰景区和一线天要要
要虎啸岩景区遥 呈现出

一尧武夷山摩崖石刻现存概况

分散与集中相统一的特点遥 分散指的是石刻分布面积
据武夷山地方志编委会叶武夷山摩崖石刻曳渊2007
年冤的统计袁武夷山现存摩崖石刻 438 方遥

[1]

这些摩崖

石刻时间悠久尧分布广泛尧内容丰富遥

渊一冤武夷山摩崖石刻的时空分布
1.时间分布
武夷山现存摩崖石刻始于宋代袁明清两代数量最
多遥 渊见表 1冤

之广袁遍布于武夷山景区各景点曰集中则见石刻分布
地点之妙袁即凸显出了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点
和主要线路袁特别是以美景著称的九曲溪景区和云窝
天游景区遥 渊见表 2冤
表 2 武夷山摩崖石刻空间分布
Tab.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uyishan cliff carving
九曲溪景区

收稿日期院2021-02-28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渊FJJKCG219-299冤曰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
研究专项渊重点研究项目冤渊MGC201906Z冤遥
作者简介院龚敏芳渊1980-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传统文化研究遥

武夷宫要大王峰景区

云窝要天游景区
一线天要虎啸岩景区

水帘洞景区
大红袍景区
莲花峰景区
其他景区

137

31.3

110

25.1

56
44
28
23
13
27

12.8
10

6.4
5.3
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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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作者概况
作者是摩崖石刻的一个重要内容袁是制约石刻质

纪游尧纪事尧抒怀等类遥渊见表 6冤不管以哪种标准分类袁
武夷山摩崖石刻的类型都很丰富遥

量的决定性因素遥 在武夷山 438 方摩崖石刻中袁除去

风化磨损以及作者重复的石刻袁共有 230 位作者遥 这

表 5 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体裁类型
Tab.5 Type of Wuyishan cliff carving

些作者的籍贯地分布特点是以福建为中心袁将其影响
力辐射到邻近的省份袁另外袁中国台湾地区尧日本两地

也有游客前来刻石遥 渊见表 3冤作者的身份则主要有在

题字

表 4冤

题词

职官员尧罢辞官员尧讲学者尧隐居者尧文人尧僧道等遥 渊见

44

河南

1

宁夏

5

广东
广西

山西

5

江苏

山东

1

湖北

台湾

3

湖南

日本

2

四川

33

8

17

Tab.6 Content classification of Wuyishan cliff carving

1

赞景题刻

1

纪游题刻

2

抒怀题刻

1

赞茶题刻

1

景名题刻

1

纪事题刻

3

佛语题刻

129

待考

1

上海

2

辽宁

12

浙江

1

吉林

5

安徽

0,4

表 6 武夷山摩崖石刻的内容分类

河北

9

江西

1

22

72

要记事

Tab.3 Author home of Wuyishan cliff carving
福建

54

95

题诗
题记要记游

表 3 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作者来源

237

吉语题刻

134

标语题刻

66

禁令告示

21

乡规勒石

9

纪念先贤

112

崇道题刻

26

抒志题刻

17

纪实勒石

6

不详

3
2
7
1
1
1
1

31

渊四冤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丰富内涵

表 4 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作者身份

武夷山摩崖石刻内涵丰富袁野几乎涉及了武夷文

Tab.4 Authorship of Wuyishan cliff carving

化的方方面面袁如武夷山的图腾文化尧山水文化尧茶文

45

19.6

化尧神话传说尧历史文化尧书院文化尧帝王文化尧生态文

6

2.6

在职官员
罢辞官员
讲学者
隐居者
文人雅士
商人
僧侣
待考

33
5

30

14.3
2.2
13

1

0.4

87

37.8

23

10

化尧理学文化尧佛教文化尧道教文化尧民俗文化尧旅游文
化尧养生文化尧文学艺术和书法艺术等遥 冶[2]本文仅举几
例说明遥

1.朱子理学
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袁是世界研究朱子理学
乃至东方文化的基地遥 朱子从 14 岁到武夷山直到 71

岁去逝袁在武夷山从学尧著书立说尧办学授徒袁生活达

渊三冤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体裁内容

五十余年遥 朱子理学在这里孕育尧形成尧传播尧发展袁使

摩崖石刻是一种多元性文化袁可按照多个标准进

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遥

行分类遥 其中体裁和内容是两种最常用的分类标准遥

在武夷山研究或参访朱子文化需要一定的载体袁

笔者以武夷山市地方志编委会的 叶武夷山摩崖石刻曳

比如武夷精舍尧五夫的紫阳楼及其门前相传朱子手植

照石刻体裁标准袁可分为题字尧题诗尧题词尧题记四类曰

石的袁应该是朱子留在武夷山间的摩崖石刻遥

为依据袁将武夷山现存的 438 方摩崖石刻分类院若按

的大樟树尧朱子走过的小巷等袁但其中能称得上活化

渊见表 5冤若按照石刻内容标准袁则可分为赞景尧景名尧

武夷山摩崖石刻中有大量反映朱子理学的石刻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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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于碧水丹山之间遥 这些摩崖石刻以生动尧直观尧形

文化是文人学者的高雅追求袁宋朝的范仲淹曾写诗赞

象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朱子理学的博大精深袁具有深

道院野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自古栽遥 冶到了清朝康

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袁 是朱子理学的遗
迹袁是我们研究朱子理学的活化石袁弥足珍贵袁具有极
高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开发前景遥
2.名人轶事
武夷山摩崖石刻中所记人物数量庞大袁一是石刻

熙年间袁武夷山茶文化更是远播海外遥

文化是武夷山茶的灵魂袁而武夷山摩崖石刻内容
则大量涉及武夷山茶文化袁这些摩崖石刻是研究武夷
山茶生产尧发展等茶文化的珍贵资料遥
5.传说典故

的作者袁二是石刻内容所涉及的人遥 武夷山摩崖石刻

武夷山是三教名山袁自秦汉以来袁就为羽流禅家

的作者有二百三十多位袁 石刻内容中的人名数量更

栖息之地袁更是儒家学者倡道讲学之所遥 因此武夷山

多袁有纪功尧记事石刻中的人名袁也有纪游石刻中的同

的大多数摩崖石刻都有各自的传说故事袁这些传说的

游人名袁还有刻工人名等遥 例如位于六曲溪南响声岩

类型很丰富袁 有因历代与武夷山有关的高人雅士尧文

的朱子题刻野何叔京尧朱仲晦尧连嵩卿尧蔡季通尧徐文

臣武将尧羽流禅家而产生的人物传说渊包括神仙传说尧

臣尧吕伯共尧潘叔昌尧范伯崇尧张元善袁淳熙乙未五月廿

文人传说尧政治人物传说等冤和历史事件传说曰有因武

一日冶袁涉及 9 个人名遥

夷山独特自然地理环境而产生的大量风物传说渊包括

武夷山摩崖石刻人物的年代时间跨度长袁上起东

动植物尧习俗尧物产传说等冤遥 武夷山摩崖石刻传说塑

晋袁下至民国曰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袁身份包括文武官

造了许多典型的物象和意象袁它们共同讲述着武夷山

员尧诗人学者尧高僧处士等遥 每个人物都是一个故事袁

的历史袁传承着武夷山的文化命脉遥

他们如何与武夷山结下因缘袁也是一段故事遥 数量如

6.文学作品

此庞大的人物及其身上的故事袁是武夷山摩崖石刻丰

武夷山摩崖石刻中的文学作品数量庞大袁 涉及

富内涵的重要体现遥
3.历史资料
史书是人们了解历史原貌的主要来源之一袁但书
中所记载的史实也存在着不完整的情况袁因为史书在

诗尧词尧赋尧散文袁其中绝大部分是题诗类作品袁达 95
首遥 这些题诗石刻的内容主要是赞颂武夷山美丽景色

和抒发作者的情怀遥 从体裁上看袁大都属于近体诗袁以
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居多遥

编撰的过程中袁出于体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袁对于某

武夷山摩崖石刻诗歌中最著名的当属朱子的叶九

些历史事件或人物往往载而不详袁甚至缺而不载遥 摩

曲棹歌曳遥 淳熙十一年袁朱子于武夷山创作了叶九曲棹

崖石刻作为镌刻在天然石壁上的史书袁其重要之处不

歌曳十首袁之后这组诗便受到了历代文人的关注遥 自南

仅在于它是题刻者即兴有感的创作袁真实地记录了作

宋至清代共有 30 位文人对朱子的叶九曲棹歌曳进行了

者的所思所行袁具有较强的可靠性袁还在于它涉及了
各方面的内容袁大到记录家喻户晓的重大历史袁小到
讲述了默默无闻的文人生平遥

唱和尧仿作袁多达 300 首遥 叶九曲棹歌曳还于 13 世纪传

入朝鲜袁影响朝鲜数百年袁乃至形成全世界独一无二
的九曲文化遥

武夷山每一方摩崖石刻也都记录着一段历史袁涉
及了武夷山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袁 包括武夷山历史尧

二尧武夷山摩崖石刻文献资料概况

文化尧政治尧经济尧人物尧宗教等袁是极其重要的历史资
料遥 这些史料袁有的在相关史书中已有记载袁是史书珍

武夷山摩崖石刻 为历代相 关文献所 重视并收

贵的佐证资料曰有的则是史书中没有记载的袁是史书

录袁这些文献类型丰富袁数量众多袁包括武夷山历代

的重要补充遥

方志尧金石类书尧诗文类尧风土笔记尧石刻作者的文集

4.茶叶文化

等古籍文献遥 虽然收录比较零散袁但若全面收集袁则

野千载儒释道袁万古山水茶冶是对武夷山茶文化最

数量庞大袁 是研究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不可或缺的重

精辟的概括遥 武夷山茶历史悠久袁唐宋的建安北苑茶

要资料遥

龚敏芳袁等院武夷山摩崖石刻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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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方志类史料

卷既以诗文分入叶山水曳袁而后卷又列叶艺文曳一门袁体

1.武夷山志

例颇杂遥 又附录己作袁连篇累牍袁是竟以山经为家集

武夷山秀丽独特的风光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为

矣遥 冶[3]

之驻足袁并留下大量的诗赋文章遥 因此袁从宋代开始就
不断有明贤为武夷山作志遥 叶四库全书提要窑武夷山九
[3]

曲志曳记载院野宋刘道元初为作志噎噎冶 后明清两代袁
作武夷山志者更是大有人在遥 兹举例介绍之遥

王复礼叶武夷九曲志曳全书详细讲述了三十六峰

说尧九曲溪说尧各曲图说等袁收录武夷山摩崖石刻甚
多袁共有 111 方遥
董天工渊1703-1771 年冤袁字村六袁号典斋袁清学者袁

明万历四十七年渊1619 年冤成书袁是现存较早袁保

武夷山曹墩人袁雍正元年拔贡生遥 董天工自幼生长在

存较为完好的关于武夷山的方志之一袁作者明代徐表

武夷山中袁 性爱山水袁 工于诗文袁68 岁因病卒于武夷

然袁字德望袁崇安人遥 叶武夷志略窑序曳院野渊徐表然冤生寓

山袁墓葬于幔亭峰下今野大王阁冶后山遥 董天工在山东

山中最久袁得山水最真袁自谱自画神与山会笔共水流袁

观城任知县时袁因其母去世袁弃官返回武夷山守孝袁为

武夷真艳千态古不磨耳遥 冶[4]因而做叶武夷志略曳袁分为

静心养性袁居住在他的父亲构筑于武夷山九曲溪畔的

行集尧忠集尧文集尧信集四集遥 该志书为叶四库全书窑史

留云书屋内袁因深爱故乡的山水草木袁他遍览武夷山

部曳 所收录院野嘉靖中尝结漱艺山房於武夷第三曲袁因

水袁收集旧志诗文袁终于在乾隆十六年渊1751 年冤完成

撰次是书袁分为四集遥 绘山之全图袁及武夷宫左各景袁

了叶武夷山志曳全书的编写遥 该志书将明代衷仲儒尧徐

宫右九曲诸胜袁悉以题咏附於后遥 凡名胜尧古迹袁皆分

表然和清代王梓尧王复礼修撰的四种版本的叶武夷山

附於叶山川曳遥 较他地志尤便省览袁此变例之可取者遥 至

志曳进行考证尧订正袁重修叶武夷山志曳袁集历代叶武夷山

於叶寓贤曳及叶仙真曳之类袁人绘一图袁则不免近儿戏矣遥

志曳之大成袁是目前保存最完整尧记述最全面的一部武

其名叶志略曳者袁谓兹山已有全志也遥 冶[5]

夷山志遥

景胜袁每卷都附上游者的诗文和名胜古迹袁共收入武

胜袁介绍了历代到过武夷山的诸多名臣尧隐士袁以及山

夷山摩崖石刻 35 方遥

中的古迹尧物产等遥 该书在目前可见志书中是收录武

叶武夷志略曳描绘九曲的全景图袁以及武夷宫周边

明崇祯十六年渊1643 年冤修撰而成袁作者明末衷仲
儒袁崇安人渊现福建省武夷山市冤遥 野字穉生袁崇安人遥 洪

董天工 叶武夷山志曳 详细记录了武夷的山水尧形

夷山摩崖石刻数量最多的袁有 161 方遥
2.其它方志

武初袁荐授平远县知县遥 其书凡十一篇袁首叶名胜曳袁次

刘超然修尧郑丰稔所撰袁成书于民国三十年渊1941

叶云构曳袁次叶题刻曳袁次叶仙真曳袁次叶羽流曳袁次叶存疑曳袁次

年冤遥 全书分为三十一卷袁记录了崇安县的山川地理尧

叶物产曳袁次叶游寓曳袁次叶祀典曳袁次叶掞藻曳袁次叶馀韵曳遥 末
一卷为叶词订曳袁则诗文之续得者也遥 体例庞杂袁殊不足
观遥 叶掞藻曳一篇袁几及全书之半袁尤乖裁制也遥 冶[5]

衷仲儒叶武夷山志曳全书十一卷袁详细记录武夷山

名胜尧题刻等袁其中收录了武夷山摩崖石刻 42 方遥
康熙五十七年渊1718 年冤成书袁作者为清代王复
礼袁浙江人袁字需人袁号草堂遥 清康熙尧雍正年间寄居崇

政治制度等内容遥 该志收录武夷山摩崖石刻 30 方遥
清代最后一部省志袁 陈寿祺总撰袁 于同治十年
渊1871 年冤刊印成籍遥 全书共两百七十八卷袁叙述了福
建的山川地理尧水利尧古迹尧田赋尧物产尧风俗等袁根据
府地划分袁内容丰富尧分类明确遥 该志收录武夷山摩崖
石刻 36 方遥

渊二冤金石类史料

安袁在武夷山大王峰下筑武夷山庄袁撰叶武夷九曲志曳遥

为防止金石文字年久失传尧金石铭刻因自然风化

叶四库全书提要窑武夷九曲志曳院野武夷山在福建崇安县

等侵蚀损坏袁 产生了记录金石文字的金石著作录文遥

南三十里袁其溪九曲遥 噎噎是书成於康熙五十七年袁前

赵明诚叶金石录窑金石录原序曳说院野自三代以来袁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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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遥 盖其风雨侵蚀袁与夫樵夫牧童
毁伤沦弃之余袁幸而存者袁止此尔遥 是金石之固袁犹不
足恃袁然则所谓两千卷者袁终归于磨灭遥 而余之是书袁
有时而或传也遥 噎噎是书之成袁其贤于无所用心袁岂特
博奕之比乎钥 辄录而传诸后世袁好古博雅之士袁其必有
补焉遥 冶[6] 武夷山不少摩崖石刻也为各种金石类古籍所
收录遥

溪时所作的七排诗袁共 10 首袁据民国叶福建通志曳记
载袁原全部镌刻于九曲溪各曲岩壁袁至今只存一曲尧二
曲尧四曲尧五曲尧六曲尧八曲 6 方石刻遥

叶九曲棹歌曳十

[9]

首也见于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曳袁其中文字与石刻文
字有不少差异遥

[10]

三尧武夷山摩崖石刻研究现状

1.叶闽中金石志曳
叶闽中金石志曳十四卷六册袁嘉兴冯登府辑袁是福

近二十年来袁 学者在武夷山摩崖石刻的收集尧保

建省出土或遗存的钟鼎尧碑石刻文的专志遥 卷一至卷

护以及思想内容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袁取得了

十三袁按各朝代的金石文字先后编排袁卷十四为野旧刻

不少成果遥

本未详年代尧姓氏尧以地分系冶[7]的金石文字遥 该志共收
录武夷山摩崖石刻 43 方遥
2.叶闽中金石略曳

叶闽中金石略曳十五卷八册袁考证五卷二册袁内多

渊一冤收集尧整理与保护研究
武夷山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 叶武夷山摩崖石刻曳

渊2006冤全面收集武夷山摩崖石刻袁测量尧记录尧拍照袁

介绍了它们的作者尧所处地点尧题刻时间尧题刻类别和

摹刻文字及金石器图袁是陈棨仁渊1837要1903 年冤倾注

大意等基本信息袁工程甚巨袁贡献尤大曰汤众等叶武夷

毕生心血之力作遥 陈棨仁经历二十余年袁行遍八闽名

山摩崖石刻现状实录技术研究曳渊2010冤对武夷山摩崖

山胜迹袁访拓唐尧宋尧元碑刻袁收录自古至元代福建境

石刻现状实录技术及描绘材料技术尧历史描字材料类

内的碑铭崖刻袁并著录清末保存在福建的钟鼎尧牺尊尧

型及其颜色进行研究袁其科学保护贡献不小曰胡静等

镜脰尧印信等商尧周尧秦尧汉古物袁皆募其形状袁附以考
订袁记述赅博袁为福建金石学权威著作遥 该书共收录武
夷山摩崖石刻 50 方遥

叶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摩崖石刻时空分布特征研究曳

渊2014冤 介绍了武夷山景区内摩崖石刻的时空分布特
征袁并提出关于如何保护摩崖石刻的建议遥

3.叶福建金石志曳

渊二冤思想内容尧文化艺术研究

叶福建金石志曳三十卷袁为民国期间福建通纪局编

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有院朱平安叶武夷山摩崖石刻

撰袁该书援引并考证相关旧志所记录的金石文字袁野冯

与武夷文化研究曳渊2008冤深入尧系统地研究了武夷山

登府叶闽中金石志曳袁陈棨仁叶闽中金石略曳袁叶大庄叶闽

摩崖石刻所蕴含的山水文化尧茶文化尧道教文化尧理学

中金石记曳叶金石存目考证曳多可采袁今引诸书噎噎冶[8]遥

文化尧 神话传说等曰 陆永健等 叶武夷山书法大观曳

这些金石类史料又汇编于叶石刻史料新编曳袁为台

为典型的石刻为例分析摩崖石刻的书法艺术曰孙迎春

叶福建金石志曳共收录武夷山摩崖石刻 36 方遥

渊2008冤在按朝代介绍武夷山摩崖石刻的基础上袁以较

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印行的金石类古籍汇编袁共有三

等叶写意武夷人文自然体到和谐生态美曳渊2009冤研究

辑袁每辑收入一般类尧地方类尧目录题跋类的金石古

了武夷山摩崖石刻所蕴含的人文自然和谐生态美学

籍袁共有 90 册袁1017 种金石古籍袁数量庞大袁对于研究
金石有着极大的帮助遥

渊三冤诗文作品类史料

思想曰梁继武等的叶摩崖荟萃曳渊1993冤选取了 100 方武
夷山摩崖石刻袁介绍它们的基本信息并注释其中的部
分词语遥

武夷山摩崖石刻中有不少是文人的诗赋文章袁这

也有不少论文探讨摩崖石刻内容院黄胜科叶朱子

些石刻作品又往往为该作者的作品集所收录遥 这类文

与武夷山摩崖石刻曳渊2005冤分析了朱子武夷山摩崖石

献资料数量不少袁但很分散袁只能从摩崖石刻的作者

刻的特点及历史贡献袁邹全荣叶陈省与武夷山摩崖石

入手袁一一查找遥 例如院

刻曳渊2007冤探讨了隐者的修身养心与隐逸情结在石刻

叶九曲棹歌曳是南宋理学家朱子携友人同游九曲

中的体现袁郭伟峰等叶基于生态视角的道教文化旅游院

龚敏芳袁等院武夷山摩崖石刻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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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夷山胡麻涧摩崖石刻群为例曳渊2011冤分析了道教

出校勘记曰辨清石刻异文的致异原因尧形式类型以及

摩崖文化与宗教旅游的教化功能袁黄丽娟叶从武夷山

异对应字词之间关系等各方面情况遥

摩崖石刻看明代旅游现象及其特征曳渊2014冤从石刻看

渊三冤武夷山摩崖石刻考释

明代旅游现象及其特征袁巩志等叶武夷山摩崖石刻上

武夷山摩崖石刻内涵丰富却语言简洁袁 比如人

的官府茶禁事曳渊1999冤尧黄贤庚叶武夷摩崖石刻中的岩

名袁武夷山摩崖石刻所记人名数量很多袁然而石刻上

茶佳话曳渊2001冤均研究石刻所记载的武夷山茶叶种植

往往只有人的名字袁人物信息很少或完全没有曰又比

发展情况袁黄培兴叶武夷山历代摩崖题刻中的生态保

如文字袁武夷山摩崖石刻误刻的文字不少袁有字形上

护意识曳渊2016冤分析了石刻所体现的古人的生态文明

的讹误袁也有文字的增衍尧脱漏现象曰还有传说袁武夷

意识袁陈平尧方磊叶武夷山摩崖石刻传说研究曳渊2019冤

山的大多数摩崖石刻都有各自的传说故事袁或在当地

分析武夷山摩崖石刻传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尧蕴含的

民间口耳相传袁或散见于相关古籍文献中遥 因此需要

社会风俗尧自然观袁陈平尧洪婉艺叶论九曲溪摩崖石刻

从文字尧词汇尧典故尧人名尧传说尧史事尧背景等方面对

的补史价值院补官员政务资料曳渊2019冤考证了武夷山

武夷山摩崖石刻文字做全面的考释遥

九曲溪一线摩崖石刻对古代福建任职官员政务活动

渊四冤武夷山摩崖石刻的史料价值研究

的补充价值遥

武夷山摩崖石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袁其内容极

武夷山摩崖石刻研究在收集尧保护和文化解读方

其丰富袁 几乎涉及了武夷山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取得一定成果袁但对石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

面袁包括武夷山历史尧文化尧政治尧经济尧人物尧宗教等遥

不够遥 在内容上只涉及文化方面袁对现有石刻的作者尧

应全面挖掘袁并探讨这些石刻史料在研究武夷山古代

传说尧异文尧脱落尧讹误尧佚文等都几乎没研究曰在对象

茶叶生产尧理学传播尧书院教育尧佛教尧道教尧旅游尧生

上主要以景区现存石刻为主袁叶武夷山志曳中所记石刻

态尧艺术等问题上的价值遥

文略有提及袁但对金石类书尧文学作品集等其它古籍

渊五冤武夷山摩崖石刻的旅游开发

所记石刻文的收集未见曰视角上多从文化尧艺术角度

武夷山是世界双遗产地袁是国家 5A 旅游景区袁不

研究袁但取语言尧文献尧史料角度者少袁且不够深入遥

断提升武夷山的文化品位是武夷山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袁而武夷山摩崖石刻是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

四尧武夷山摩崖石刻研究展望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武夷文化的活化石和直观体现袁
其本身大多又是历代旅游活动的产物遥 深入研究这些

针对以上所述武夷山摩崖石刻的存在状况以及
学界的研究现状袁未来可以从以下方面对武夷山摩崖

石刻的旅游价值袁开发石刻旅游产品袁以实现武夷山
的国际旅游文化品位的提升遥

石刻作进一步的研究遥
渊一冤武夷山摩崖石刻辑佚
因为岩石磨损风化或地理环境变化等原因袁造成
武夷山部分摩崖石刻亡佚袁或者某些石刻的部分文字
磨损尧亡佚遥 好在历代武夷山方志尧金石类书尧诗文类尧
风土笔记尧石刻作者的文集等古籍中往往都有或多或
少地收录武夷山摩崖石刻袁可全面收集尧比较尧考证
之袁以尽可能弥补武夷山摩崖石刻的磨损残缺文字以
及遗失的石刻遥
渊二冤武夷山摩崖石刻异文辨析
武夷山景区石刻文字与文献石刻文字之间存在
大量的异文袁需要全面收集尧整理尧辨析袁勘正讹误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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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ituation of Researches on Cliff Stone Carvings
in Wuyi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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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yi Mountain

scenic spot has more than 400 cliff stone carvings, which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Wuyi Mountain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situation,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status of Wuyi Mountain cliff stone carving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Wuyi Mountain cliff stone car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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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周建伦袁 郭

理

渊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安徽 芜湖 241000冤

摘 要院土地是农民生活发展的根基所在袁土地制度的变革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遥 中国共产党领导土
地制度改革历经了百年之久袁产生了四个阶段袁从萌芽尧曲折探索尧逐渐成熟到继续拓展的百年演变袁这很大程度上为当
今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提供一系列启示袁为当今乡村振兴的推行提供经验参考遥 新时代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依旧需要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尧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工作方法尧坚持与时代背景相契合的工作方式袁只有将历史经验与时代发
展背景结合起来袁实事求是袁才能够真正的推动其发展遥

关键词院中国共产党曰土地制度改革曰领导曰历史经验曰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院D251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08原园017原园6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百年奋斗过
程中袁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占据着极其重要的
比重遥 农村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而土地问题又是农村发展的重中之重遥 农民的需

年要1978 年的曲折探索尧1978 年要2012 年的逐步成
熟以及 2012 年以来的继续拓展四个阶段遥 从不同的
历史分期出发袁各时期的土地制度既有他们的时代特
色袁又在不断地完善与发展遥

求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需求袁即实现野耕者有其田冶袁
中国共产党则对农民的这一需求保持着从一而终的
肯定态度袁并充担着引领者与支持者的角色遥 我国是

一尧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制度改革的百年
历程

一个农业大国袁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有其各自的体现形式遥 中国共产党作为土地制度改革

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满足农民的基本需求作为自

的领导主体袁自成立至今的一百年间袁在农村土地制

己奋斗向前的重任袁也一直在此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

度改革方面发挥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引导作用曰在中

领导作用袁 为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与建设不遗余力尧

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农村土地制度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尧

尽心尽力遥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时间内袁在

与时俱进袁得到了平定稳步的进步与发展遥 在中国共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袁农村的土地制度在不同的历史

产党的视阈下袁从时间的维度出发袁农村土地制度的

时期不尽相同袁但始终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袁站在人

改革大致可以分为院1921 年要1949 年的萌芽尧1949

民的立场上袁并不断地发展与完善遥
渊一冤萌芽阶段渊1921 年 7 月-1949 年 10 月冤

收稿日期院2021-07-07
基金项目院2020 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渊AHSKY2020D59冤遥

作者简介院周建伦渊1993-冤袁男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郭理渊1979-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遥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开始重视社会发展的

主体之一要要
要农民遥 农民问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占据

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袁农村的土地问题又是农民发展过

程中极为重要的部分遥 野党的一大结束不久党领导的
农民运动开始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的
地区逐步兴起遥 冶[1]此时开始袁中国共产党便领导农民
在不同地区组建农民协会袁以期实现打倒地主获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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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最初愿景遥

造遥 其中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便对农业土地等问题

但这仅仅是一种初步的探索袁直到土地革命时期

进行了针对性解决袁野从农业合作化在经济效益上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了叶井冈山土地法曳袁这也是中国

重要作用出发袁毛泽东得出了合作经济在巩固土地改

第一部成文土地法遥野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
义部队来到井冈山袁领导井冈山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土地革命运动遥 冶[2]正是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袁叶井

冈山土地法曳正式颁布并实施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合理性与时效性袁也在一定

革的经济成果及其在生产效率尧工农业互哺尧所有制
变革等方面的优越性遥 冶[3]互助组尧合作社的初步形成
为土地公有制的推行及土地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奠定

了基础袁1954 年 叶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决议曳的推出掀起了农村合作社的热潮遥

程度上改变了数千年来农民与地主间的封建剥削关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袁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农村

系袁为保障农民的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袁同时也为兴

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的完善和发展袁但由于各方面因素

国叶土地法曳的确立提供了经验与借鉴遥 兴国叶土地法曳
是毛泽东在 1929 年中共六大会议精神以及赣南土地

的影响袁仍产生了一些发展问题遥 野大跃进冶运动的发
动在农业发展方面主要表现为院严重夸大了农作物的

革命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制定的袁这一叶土地法曳的制定

产量指标袁使得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制度的深入改

与颁布在大量保留叶井冈山土地法曳合理部分的基础

革受到了阻碍遥 在此种情形下袁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

上对个别条例进行了调整与修改袁更大程度上调动了

党的领导下自发自觉地参与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袁野人

农民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与热情遥

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袁不是我们

此外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租佃制度基本形成袁减
租减息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制度改革
的基本政策袁并在此基础上颁布了叶关于抗日根据地

提出来的冶野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
来的人民公社袁不是空想的冶 [1]袁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

了野大跃进冶带来的负面影响袁使得农村经济和土地制

土地政策的决定曳和叶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

度改革得以在曲折中发展袁也使得土地制度的改革得

指示曳袁进一步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了建设与发展遥 而

到进一步的发展遥

在 1947 年 10 月颁布的 叶中国土地法大纲曳袁野是抗日
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土地

渊三冤逐步成熟阶段渊1978 年 12 月-2012 年 11 月冤

野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袁实现了新

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冶 袁它明确规定了彻底平分土

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袁

地的基本原则袁是对以往土地制度改革中的正确部分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冶[4] 改革开

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总结与结合袁这也是农村土地制

放为新中国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这在农村

度改革的一大重要进步遥

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袁改革也在农村率先取得突

[1]

渊二冤曲折探索阶段渊1949 年 10 月-1978 年 12 月冤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遥 新中

破遥 改革在农村则具体表现为土地制度的改革袁即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遥 这一制度首先在安徽小岗村进行

国的成立不仅仅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袁更使

试点袁历史证明它是正确的袁野包干到户冶等措施突破

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袁中国人民的权利不仅体现在政

了旧体制的限制袁充分调动了当地农民的生产方面的

治上袁还体现在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上遥 为进一步维

积极性袁同时也为农村改革拉开了序幕袁为农村土地

护农民的权益促进农村的发展袁1950 年 6 月 30 日叶中

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典范遥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曳正式颁布袁正是由于它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贯彻落实与实施袁 进一步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的残

不断发展袁野民工潮冶逐渐兴起袁农村土地发展的形式

余袁 最终为 1952 年底新中国土地改革的完成与胜利
提供了政策引领遥

开始发生转变袁土地流转与兼并的优势逐步显现遥 土
地流转制度的出现与发展袁弥补了在市场经济发展情

虽然土地改革的完成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

况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野分散冶带来的不足袁加强

发展袁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袁但土地发展仍有诸多问

了农村土地生产的发展袁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土地制度

题亟待肃清遥 为进一步解决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土地问

的改革袁使之逐步趋于成熟遥

题袁1953 年我国推行野一化三改冶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改

周建伦袁等院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渊四冤继续拓展阶段渊2012 年 11 月以来冤
新时代以来土地制度改革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生产关系变化出现新的趋势袁

野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农民家庭越来越多袁 土地承包权
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发生分离冶 遥 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
[5]

窑 19 窑

党才能带领中国袁创新一条属于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
之路遥 1928 年叶井冈山土地法曳由边区政府的名义颁
布袁它包含了没收尧分配土地的主要方法尧对象等袁成

为处理农村问题的关键法令遥 这也是党推行的第一款
关于土地问题的成文法律袁保障了贫困人民的合法权

巨大的转变袁一方面是农村空心化日趋严重袁人口外

益袁打击了地主恶霸的压迫袁党的领导毋庸置疑成为

流袁导致农村土地制度必须发生变革袁以适应现有的

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遥

市场环境曰另一方面袁由于工业尧服务业的日益完善袁

中国共产党最为明显的领导优势是在解放战争

农业处于了三大工业的末流袁大部分农民不再以二三

之后袁即新中国成立后遥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国整

亩耕田为生袁而民工潮则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写

体处于一个百废俱兴的历史阶段袁屋子还没有打扫干

照遥 因此袁2012 年以来的土地制度则呈现出多样化的

净袁地主尧恶霸尧特务分子等盘踞在乡村腹地遥 如何变

趋势袁不在以传统的耕作方式为主导袁呈现的内容也

革维系千年的地主阶层领导下的封建土地制度袁则成

越加科技化遥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袁农村社会尧经济尧文化等

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遥 党中央推行的 野三治融合冶体
系袁也意在表明农村正处于大的变革中袁农村经济大
发展的背后袁将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遥 从 2010 年以
来农村土地的 野三权分置冶 就成为土改的主流趋势遥

野三权分置冶即宅基地所有权尧资格权尧使用权分置袁加

为党夺得胜利的关键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曳
渊以下称之为叶土改法曳冤则应运而生袁在土地改革运动
即将兴起之时袁叶土改法曳成为土地改革运动的精神指

导遥 叶土改法曳明确表明要打击封建势力袁保护农民的
利益袁变革传统土地制度袁为处于还未稳定的中国提
供了一剂镇定剂遥
新时代以来袁党的领导则呈现出新的趋势袁不再

速了农村土地经营尧流转尧承包袁土地流转袁使相对单

充当全能型政党袁而转变为服务型政党遥 即党领导下

一的农村耕作模式向大农场主经营模式转变袁规模效

的土地制度改革袁以多元主体参与治理为主袁即在社

应开始凸显遥 在农村没有外出的中农阶层袁则成为农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袁 通过市场这一无形的手去调控袁

村土地整合的主体遥 中农阶层不仅参与基层政治袁而

以服务于社会遥 多元主体能够自发地参与乡村土地制

且成为了农村土地资源流转的最大受益者遥 因此袁农

度改革袁以使土地制度适应时代发展遥 习近平总书记

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院以土地资源整合为主的科技

就指出院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件大事袁 涉及的主体袁

化经营袁附加农副产品的发展袁这也成为新时代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的主流趋势遥

包括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袁必须审慎稳妥推进冶[5]遥 因
此袁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袁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土地制度改革道路遥

二尧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
经验
中国土地制度的百年演变袁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遥 从打地主尧分田地尧给农民耕地袁到新时代以来

渊二冤要以人民利益为核心
土地制度改革袁是以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为核

心的遥 1927 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诞生袁标志着当开

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袁野三农冶问题则成为党
工作的重点遥 在井冈山时期袁毛泽东说过院野不拿老百

野三权分置冶改革袁无一不显示党的领导是中国土地制

姓一个红薯冶遥 则充分说明党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

度改革的最大优势遥 在改革的过程中袁结合时代发展

系上是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核心的遥 在土地制度变革上

背景袁维护了人民利益袁给当今土地改革提供了诸多

更是如此袁在相关土地法律推行中袁我们会发现党始

历史经验遥
渊一冤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终在维护人民的利益遥 叶井冈山土改法曳在向兴国叶土

地法曳的改变袁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到没收一切

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制度改革已过百年之久袁百

公有土地与地主阶层的土地袁表明了党是重视农民阶

年的历史演变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离不开党的正确带

层利益的遥 在政策推行过程中袁发现损害了农民的利

领遥 从历史中发现土地制度的变革袁就已经表明只有

益也会及时修改袁表明中国共产党也是一支会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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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遥
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的利益袁还需要农民积极参

叶土改法曳颁布后袁土改工作队下乡破除封建势力的阻

碍袁让农民从封建愚昧中解放出来袁成为了国家的主

与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农村土地制度迎来了一次重大的

人和土地的拥有者袁实现了国家大背景下对于人民领

变革袁传统的人民公社制的土地制度袁严重阻碍了人

导方向的正确需求遥

民群众的积极性袁农民游手好闲者居多袁导致人民公

除了传统时代背景的需求促使农村土地制度变

社的生产力一直没有得到大的突破遥 家庭联产承包责

革外袁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遥 改革开放

任制的诞生袁有效地提高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袁在改

以前袁土地制度的变革都是政府主导下的全能型政党

革的年代袁赋予了农民重拾信心的机会遥 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是对以往模式的摒弃袁将田地分到每一户即

野包产到户冶袁自负盈亏袁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遥 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袁很快地解决了人民群众的

发挥主导作用遥 但随着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确立袁历史的车轮则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遥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在接近 30 年的时间中袁显示出了强大的优势袁
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科技化的日益完善袁大部分得

温饱问题袁也相应地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遥 随着外

益于市场经济遥 新时代以来随着政府尧市场经济两手

向型经济的发展袁农村人口大量的流失袁政府则采取

驱动袁 农村土地制度则日益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袁表

了相应的补救措施遥 如许昌市采取大力建设社会主义

现出强大的动力遥

新农村尧减少农业税尧对农业实行野四大补贴冶等政策袁

三尧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制度改革的当代

推动农民向着现代化农村建设发展袁给予了农民诸多
[6]

的福利遥 再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行袁所涉及的
野三农冶问题袁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农业尧农民尧农村之

启示

间的关系并付诸于行动袁 打造服务型基层党组织袁服
务于农民袁使土地制度最适合于农民需求遥
渊三冤要与时代背景相契合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军阀混战尧帝国主义压榨袁广大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土地制度的百年演变袁 给当
代中国推进农村改革尧 提高农村经济提供了充足的经
验与策略遥 如何习得其百年历程中的经验教训袁为当代
中国乡村振兴提供必要的指导是关键遥 百年的土地制

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袁到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完成袁

度变革史袁 也指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为人民服务的

乡村社会迈向振兴道路遥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随着

政党袁在实践中一直以服务人民为宗旨袁并长期坚持遥
渊一冤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

时代大背景变化着的袁不是一成不变尧毫无进取的遥 恩
格斯认为院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尧发展尧灭亡的历史袁这
[7]

优势

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遥 土地制度也不例外袁随着社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会制度与国内外情境的变化袁 土地制度要适合时代背

最大优势袁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经验总结遥 从破

景的大要求袁 才能建设一条符合农民需求的土地制度

碎的年代到站起来袁从基本的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到富

改革之路袁符合市场尧国家体制框架的需求遥

起来袁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到强起来袁党的百

中国共产党新建立不久袁党组织还很弱小袁此时

年奋斗史袁谱写了党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遥 今天袁依旧

在农村的党组织活动则以帮助农民夺得农村主导权

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

为主袁但这一定势必会触及到农村的土地问题袁维系

想而奋斗袁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院

千年的男耕女织制度袁在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族社会以

首先袁需要坚持党的政策不动摇遥 从改革开放以

及以地缘为核心乡村社会袁则很难从根本上转变农民

来袁 党关于在土地制度上的政策就已经颁布了诸多

的封建固化思想遥 这是历史大背景下的阻力袁同样延
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袁 封建思想依旧占据广大农村社
会遥 因此袁在国内已经解放尧国内环境稳定的大背景

条袁如 1993 年颁布的叶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的若干政策曳与 1998 年通过的叶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

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曳等袁都是对土地现行

下袁变革农民的野根冶则尤为重要遥 土地一直是农民所

制度的完善与稳定袁有序地推进了土地制度的改革遥 [8]

不能忽视的关键核心袁是农民从出生到死都在乎的袁

其次袁则需要继续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遥 作

因此袁在土地上给农民便利袁则易于改变旧的中国遥

为百年大党袁党员干部则显得十分重要袁在社会中袁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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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伦袁等院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员干部的一举一动都代表党自身袁且党员是分散在群

农民协会袁下派土改工作队袁访村入户袁真实了解农民

众之间袁因此袁推动党员干部带头工作是推进农村改

群众的所需所求袁通过野诉苦冶的方式袁与农民沟通曰再

革最有效的过程遥 党员干部带头牵引人民参与土地制

到新时代以来的脱贫攻坚所推行的驻村干部尧扶贫工

度改革袁了解基层社会所涉及的相关信息袁能够有效

作队等袁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袁

的及时解决农民所需遥 最后袁则需要继续维系中国共

从基层出发袁变革土地制度遥

产党的土地制度改革的绝对领导的地位遥 中国共产党

当前袁后脱贫攻坚时代已经到来袁土地制度又面

一路走来袁一直都秉承着服务人民的宗旨袁土地问题

临着新的挑战袁如何把握乡村振兴所带来的农村的全

作为农村问题的根本袁始终处于农村待解决问题的关

面发展袁是检验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又一次挑战遥 农村

键点上袁随着时代变更袁依旧处于核心环节遥 当今时代

土地制度是向着土地流转尧 兼并还是传统的小农耕

国内外环境变化无常袁坚持党的领导尧相信党的决策袁

作袁则是未来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遥

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遥
坚持党的领导袁不仅是理论袁更是实践袁这体现为

渊三冤必须搭建信息交流尧共享平台袁建设一体化
治理体系

当今社会服务型党组织尧政府单位的建设和国家治理

随着野国家治理冶理论的提出袁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理论的提出遥 社会组织等相关群体成为社会建设的主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成为当今乡村建设的主流方

力袁因此袁他们的方向正确与否袁关系到社会的变革袁

向遥 因此袁如何搭建土地制度改革的交流服务平台袁则

关系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进一步走向遥 加强党的领

成为乡村土地制度信息化建设的关键遥 近年来袁随着

导是发挥社会组织尧群团组织作用的基础遥

信息化技术的快速腾飞袁网络服务平台建设则成为乡

渊二冤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袁深入基层服务于农
民大众

村建设的一方面袁搭建网络服务平台有助于信息的快
速分享尧交流尧互鉴袁以提高农民群众对农村土地政策

土地制度改革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袁符合农村社

的了解遥 例如山东省济南市搭建的农村产权交易尧农

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袁才能服务于农民群众遥 中国共产

业融资担保尧产权信息管理三大平台袁野通过完善农村

党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袁在社会背景的大前提下袁

产权制度袁推进农村要素市场配置冶袁探索出一条符合

改变已经不适合农村社会需求的土地制度袁始终做到

农村要求的产权改革模式遥

土地制度与时代发展相匹配遥

[10]

网络平台的搭建袁需要建立在一体化治理机制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制度改革已走过百年之久袁

系中遥 随着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构建袁农

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也历经长久袁推动了

村土地改革也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袁融入了一

农村社会的繁荣富强遥1978 年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

体化建设中遥 如何建设一套符合社会发展的乡村社会

全会提出院野坚持实事求是尧一切从实际出发尧理论联

治理机制袁是农民获取高质量生活的关键环节遥 随着

系实际的原则冶 袁 成为党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与导
[9]

脱贫攻坚战的完成袁中国解决了野绝对贫困冶问题袁并

向袁 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土地制度问题的指导思

向解决野相对贫困冶问题的过程中迈进袁因此袁农村土

想遥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相关思想袁毛泽东在叶反对本

地制度要适应现阶段国家政策的需求遥 农村土地制度

本主义曳中就已经提出了野没有调查袁就没有发言权冶

改革要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袁完善野三权分置冶制

的主张遥 任何关于农村问题的相关政策与法律的执

度袁打造一条法律完善的土地流转体系遥 随着党大力

行袁都应该坚持从实际出发袁从实际问题中寻得农民

推进农村发展袁以及把握国内经济的内循环袁农村经

的真实所需遥 土地制度牵引着百姓的心袁作为百姓的

济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之举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随

野根冶袁更应该有所重视遥

着农村改革而产生新的变化遥

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工作方法袁那么深入基层服

建设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体化治理体系袁改变了过

务群众袁则是党一直坚持的工作态度遥 中国共产党成

去全能型政党的一核治理袁转变成为多元型协调参与

立早期就下派党员干部带领农民打地主尧 分田地袁让

治理遥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袁则要符合社会多元主体

农民有田能耕袁成为乡村实际的主人曰新中国成立初

参与的现实要求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遥 改

期中国共产党则在广大农村社会推行土地改革袁建立

变过去农村经济的单一化形式袁发展农副产品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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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Reform of the Land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Centennial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ZHOU Jianlun, GUO Li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Land is the foundation of peasant life and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the land system have deeply influenced peasant

production and life. The reform of the land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lasted for a century and pro鄄

duced four stages of evolution from germination, tortuous exploration, gradual maturation to continued expans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which largely provides a series of inspirations for the change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today and provides experience reference for the im鄄

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day. In the new era,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still needs to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working method with people's interests as the core, and the working method that fit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Only by combin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can we truly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nd system reform; leadership; historical experience;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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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建立之时起袁 就一直将马

渊一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

克思主义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与行动指南遥 在领导中

马克思主义首次成功实现中国化袁是党将马克思

国人民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的光辉历程中袁坚持马

主义与中国当时社会情况相结合袁为中国革命找到了

克思主义的同时袁始终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袁随具

道路袁取得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硕大果实遥

体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袁促进理论创新袁使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袁

不断实现中国化遥 值此党成立百年之际袁回顾党的百

一直秉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遥 但是袁当时党内部分同

年峥嵘岁月袁深刻认识取得的丰硕成果袁准确把握其

志不顾中国国情袁一味以马克思主义为教条袁不加以

鲜明特征袁认真总结其历史经验袁对继续推进马克思

与具体实际结合袁盲目照搬袁产生了影响中国革命进

主义中国化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袁具有非常重大

程的错误决断遥 而毛泽东思想很好地结合了当时中国

意义遥

的实际国情袁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袁不断面临着共产国
际与党内部分同志的阻挠遥 究其原因袁就是没有看到

一尧建党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中国实际国情袁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袁并以此领导
中国革命遥 共产党成立初期曾出现过把苏联经验与共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袁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

产国际指导神圣化的情况袁给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

合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袁取得了重大理论成

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遥 面对这些阻挠力量袁毛泽

果袁实现了从站起来尧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次飞跃遥

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袁但不一味教条式
运用马克思主义袁提出要分清楚创造性地运用和教条

收稿日期院2021-07-09
基金项目院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渊GD18XMK12冤遥
作者简介院黄坤渊1997-冤袁男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遥

式地照搬[1]袁不断促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我国袁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遥

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袁采用
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袁这与马克思主义不同遥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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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列宁都强调城市比农村重要, 因为当时的无产阶级

邓小平理论也应运而生遥 其后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主要在城市袁夺取政权需要从城市开始遥 依据马克思

心的领导下袁提出了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袁充分满足

主义的观点袁中国理应武装夺取城市袁然后带动农村袁

了当时社会需要曰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领导下袁

否则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袁 甚至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遥

依据当时社会发展现状袁精准提出野科学发展观冶遥 领

但当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袁资本主义发

导集体所构建的领导思想袁 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袁

展畸形袁列强压迫严重袁工人力量较少袁且并不具备反

成功完成了第二次伟大飞跃遥 在这次伟大飞跃中袁市

抗力量袁 而农民阶级长期处于被压迫剥削的最终端遥

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顺利运行袁取得的成果令人

根据当时中国国情袁 如果能动员广大被压迫的农民袁

瞩目袁意义重大遥 中国共产党经过充分总结以往经验袁

便会形成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袁于是提出了农村包围城

深刻认识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情

市的战略思想遥 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逐渐与中国国情

况袁改变以往的所有制结构袁使其更加适应我国现实

相结合袁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找到了新的道路遥

情况袁形成了野以公有制为主体尧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第一个
硕大成果袁标志着党开始更加科学地独立领导中国革

发展的所有制结构[4]冶袁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了强大动
力遥 市场经济中袁政府开始逐渐淡出主导地位袁对生产

命袁造就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袁使新中国屹立于

力发展起到了强大推动作用遥 党的十四大袁把发展社

世界东方遥

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了大会报告袁正式确立了市场经

渊二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

济的地位遥

马克思主义成功实现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飞跃袁
通常认为以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袁 从形

渊三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
十八大之后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袁为

成邓小平理论开始袁经历了几次探索袁先后形成了野三

了中国各项事业快速发展袁 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袁立

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袁共同构成了中国特

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袁围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遥 由于在苏共二十大上袁苏联展

绕野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冶野如何建设新时

开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严厉批判袁中国也开始自省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冶两大时代命题袁创建性地提出

社会主义该如何建设袁是继续采用苏联模式袁还是开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这一思想捍

创一条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遥 中国对苏联社会主

卫并成功发展了马列主义尧毛泽东思想尧中国特色社

义道路经验的质疑袁为第二次飞跃埋下了伏笔袁注定

会主义理论体系遥 在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有新的理论诞生遥

同时袁 一直保持将其与我国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袁为

马克思认为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体制采用计

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指明了方向袁为中国实现强起来找

划经济制度模式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经济制度采

到了道路遥 经过努力袁我国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袁步入

用市场经济制度模式袁所以我国应该采用计划经济制

了新时代袁社会有了新形势袁产生了实现民族复兴的

度模式遥 然而袁根据中国当时经济发展落后袁生产力落

新使命袁实现了第三次飞跃袁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

后的实际国情袁邓小平指出院野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

主义遥

政治 遥 冶他强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袁要解放思
[2]

想遥 邓小平认为院野计划多一点袁还是市场多一点袁不是
野社冶与野资冶的本质区别袁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冶遥

二尧建党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

[3]

1978 年三中全会之后袁 中国共产党逐步理清思路袁明

建党百年以来袁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确要求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袁 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袁

程之中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尧实践性尧科学性

在摸索中找到了符合我国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发展

三大特征遥

道路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袁坚定了野走自己

渊一冤人民性

的道路[3]冶的理想信念袁中国自此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袁

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的先进理论袁引领无产阶级

黄 坤院建党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尧特征及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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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解放袁带领全人类得到解放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

强起来遥 无论何时何地袁我们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

主要体现在人民性上遥 马克思主义始终持有人民群众

一科学理论袁不能机械地搬运袁要应灵活运用袁要根据

是人类历史主体的观点袁 对社会变革发挥着重要作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袁切忌犯经验主义错误遥

用遥 毛泽东的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曳等大量著作袁都对
如何做好群众组织工作提出了诸多策略方法[5]遥 中国
共产党一直坚持走无产阶级政党群众路线袁一直把中

三尧建党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历
史经验

国广大人民的利益置于首要位置袁给人民切实的物质
福利[6]袁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遥 中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百年袁也是我们党推动马克思

共产党始终秉承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袁 坚定走群众路

主义不断中国化的百年遥 在这一百年的不断摸索前进

线袁把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遥 党

中袁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遥 认真总结这些经验袁能够

的努力拼搏就是为了实现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盼望袁维

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袁正确运用中国化的马克

护人民的切身利益袁这充分展现出共产党的人民性遥

思主义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稳步向前发展遥

[7]

渊二冤实践性

渊一冤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作为正确的科学的理论袁 始终指引着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正确的科学的理论袁要以

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在现实中开展实践活动遥 哲学家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8]遥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持运

多是利用各种理论来诠释现实世界袁 而改变整个世界

用这一原理袁让它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遥 在现实中不

的关键却是实践遥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以来袁始终坚

能机械照搬袁需要看清实际国情袁让马克思主义符合

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袁通过

社会实际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

实践检验真理袁 且发展真理袁 指出理论要和实践相结

面院第一袁辩证唯物主义和蕴含人类社会通常情况下

合袁要与中国具体实情相结合袁防止和抵制教条主义遥

发展普遍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袁以及这两个重要理论

抛开中国具体实践去运用马克思主义袁 容易犯经验主

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袁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根本特

义和教条主义错误遥 因而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袁要

点曰第二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非常明确袁即马克思

坚持实践原则袁经得起实践检验袁要符合中国社会实际

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与长期的奋斗目标袁都是把人民

发展袁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难题遥

当成主体袁充分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袁并以此为

百年以来袁 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道路与社会主

努力方向曰第三袁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关键品质袁即始

义建设实际袁理论上不断进行探索袁创立了带领国家进

终把现实情况作为前提袁 通过理论应用于现实情况袁

步发展的伟大理论成果遥 这些丰硕成果既从实践中来袁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袁对真理进行检验袁促进其向前

也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袁 科学引领着中国特

发展曰第四袁把共产主义变成现实社会袁到那时袁每个

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袁成就新的辉煌遥

人拥有充分的财富与物质袁 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

渊三冤科学性

们袁思想境界与精神生活都得到很大程度地提升遥 毛

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物质世界的核心本质以及

泽东曾指出袁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9]袁要与中国

发展的内在规律袁科学地总结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

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袁这里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蕴含的逻辑袁为整个人类解放和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

的思想本质遥 实事求是指引我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袁

义提供了科学引领遥 秉承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袁

毛泽东也说袁只有实事求是袁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10]袁这

通过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与艰苦奋斗袁完成了新民主主

从一定程度上讲袁抓住了实事求是袁就抓住了马克思

义革命袁取得了巨大成功袁使中国劳苦大众从剥削压

主义中国化形成的伟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袁就坚持

迫中解放出来并翻身做主遥 总结历史经验袁有助于认

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遥

识历史错误袁更好地把握当下与将来袁促使整个民族

渊二冤精准了解中国实情

能够站起来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富起来袁再到新时代

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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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是要对中国具体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袁一切从实

在平时工作中采用集体领导制袁每个成员均属于领导

际出发遥 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袁曾提出野没有调查袁没

集体的重要一份子遥 领导集体中各成员依据分工不

有发言权冶 袁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 遥

同袁 都在各自的工作领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袁在

毛泽东说袁我们讨论问题袁应当从实际出发袁不是从定

工作中不断进行总结袁聚集各种经验袁通过集体会议

义出发[13]遥一切以实际为出发点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的方式袁讨论出许多重要思想成果遥 正是因为有了领

权袁 需要深入贯彻落实到共产党人的思想与行动之

导集体袁才形成了统一思想袁达成了共同认识袁为制定

中遥 要想准确了解中国实情袁野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

大政方针政策提供依据遥

[11]

[12]

[11]

情况袁冶 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袁这需要做到以

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

下几点院第一袁立足于我国客观事实情况袁准确识别人

晶袁在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袁需要解决的

为编造的虚假情况袁保证所研究问题的准确性曰第二袁

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袁毛泽东思想

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袁从实践中寻找思路袁始终采用

这个概念刚提出时袁毛泽东就特别指出这是党和人民

实践的观点了解我国实情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

集体智慧的结晶[15]遥邓小平也曾讲过袁这是中国人民革

引中国实践袁通过总结中国特色实践经验袁丰富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与理解方式曰第三袁立足于中国国

命斗争经验的结晶[2]遥 在改革开放中袁许多经验成果都
是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发现的袁都是群众在实践中

情袁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袁关键在于能够

得出的袁个人功劳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之中袁这些经

充分了解我国社会现实情况遥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验智慧绝不是一个人能够想出来的遥 党的核心领导人

历史双向互动进程之中袁通过研究和领悟马克思主义

需要吸取群众经验袁总结集体思想袁将适应时代发展

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袁通过调查袁准确研究中国实

要求的正确思想加以提炼袁 升华成党的指导理论袁为

情袁认识问题的本质遥 正是缘于认清了中国国情袁而后

党和人民贡献集体智慧遥

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袁所以才有了改革开放以来

渊四冤批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飞速发展袁让马克思主义焕发出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袁共产党人不

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遥

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袁还对民族

渊三冤提炼升华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优秀文化进行批判继承袁这种批判继承对中国产生了

在马克思主义成功实现中国化的道路中袁党的领袖

深刻且持久的影响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袁为

人物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袁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遥 因

当时中国的经济尧政治等带来先进理念的同时袁与中

而袁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而产生的新成果袁以当

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剧烈碰撞遥 继承弘扬我国优秀

时党的领袖名字命名也就顺理成章袁例如野毛泽东思

传统文化袁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袁要不

想冶野邓小平理论冶袁以及在党的十九大上袁以习近平总

断开拓创新袁对我国传统文化去糟取精遥 马克思主义

书记命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遥 然而袁我们

在中国的传播袁逐步实现了解放思想袁反抗压迫袁争取

需要明白一个事实袁这些理论成果虽然是以时任国家

独立袁获得自由遥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袁就不会有五四

领导人的名字命名袁 但并不代表是一个人创造的成

运动遥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最彻底的反帝反

果袁而是整个集体的成果袁凝聚了全党的集体经验与

封建的革命运动袁它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

智慧遥

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遥

[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袁以人民群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袁与中国传统文化

众的实践为基础袁人民群众的实践建立于党的领导基

形成了互动联系遥 毛泽东指出袁要与中国文化结合起

础之上袁党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袁人民群众是党的力

来[6]袁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作学习袁又要批判

量来源遥 党始终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袁如果党的实践

继承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文化遥 新文化运动初期袁一部

脱离人民群众袁党的谋利益不是为了人民群众袁那么

分文人主张完全废除传统文化袁视一切传统文化为糟

党的一切理论成果与所做工作便不再有任何意义遥 党

粕袁在历史发展中袁这一观点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的遥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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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后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实现了中国化袁且不断
推进袁很重要的因素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遥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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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袁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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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chievem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Century-Old Founding of the Party
HUANG Kun

(Graduate Department,Party School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袁Guangzhou,Guangdong 510053)

Abstract:

Si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1921, combined with China's actual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onstant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hina has undergone earth-shaking changes. Since one hundred years ago, from MAO Zedong thought as the ma鄄
jor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leap forwar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ystem of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results
of the second leap, to the idea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XI Jinping new era for the results of the third leap, which em鄄
body the brigh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being popular, practical, and scientific, and summarize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such as ad鄄
her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the facts of China, refining and sublimating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criticizing and inheriting th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bsorbing the fine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centenary founding of the Part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the third leap; distinctive featur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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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红色文化在大学生党史
学习教育中的作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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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地方红色文化为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供给袁充分利用好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袁能够极大

地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说服力尧感染力和实效性遥 当前袁地方性红色文化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着认识不足尧整合不
够尧形式单一等问题遥 高校要引导大学生主动学好地方红色文化知识袁把地方红色文化融入课堂和社会实践中袁不断丰富
教育方式方法袁最大程度释放地方红色文化育人潜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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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1 年 2 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袁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尧学
[1]

波澜壮阔的斗争袁先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尧长征精神尧
延安精神尧西柏坡精神等具有全国意义的红色文化精

史增信尧学史崇德尧学史力行遥 这同样也是对当代大学

神袁这些红色精神历久弥新袁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共产

生党史学习教育提出的要求遥 科学理性的认识来源于

党人不断奋斗前行袁在当前开展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

大量感性认识和不断思索袁 广泛分布于中国大地各个

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然而袁这些全国性的红色文

地区的红色文化为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丰富的

化在数量上毕竟有限袁 从增强党史学习教育吸引力尧

资源供给袁充分利用好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袁能够极大地

感染力尧说服力和实效性的角度来看袁充分挖掘和阐

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说服力尧感染力和实效性遥

释地方红色文化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遥

[2]

渊一冤有助于学史明理

一尧地方红色文化在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
中的作用

学史要能解惑袁才能真正使人明理遥 开展大学生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在于讲清楚中国革命道路的历
史渊源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遥 当前袁大学生在党

红色文化是指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中华人民共

史学习中普遍存在兴趣不足尧学识基础薄弱尧方式单

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袁由中国共产党尧先进分子和

一等问题遥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通过各种方式对大学

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袁蕴含

生思想观念进行渗透袁给许多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造成

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遥 在中国革

了混乱和冲击遥 传统的党史学习方式弊端日益显现袁

命事业发展进程中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

因此袁进一步丰富完善党史学习教育资源供给尧创新
教育方式方法袁 充分激发大学生学习党史的积极性尧

收稿日期院2021-07-09

主动性对于解惑尧明理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遥 我们要

基金项目院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渊S202110397059冤遥

充分利用好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袁以多样化尧形象化尧地

作者简介院林衍盛渊1987-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思想

域化的方式袁引导青年学生真切理解野中国共产党为

政治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研究遥

什么能冶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冶以及野中国特色社会

林衍盛院地方红色文化在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作用与实践

主义为什么好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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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他人和集体袁缺乏奉献精神遥 因此袁在大学生中开展

渊二冤有助于学史增信

党史学习教育袁要着重培养他们的吃苦精神和奉献品

中国共产党从刚开始成立时的几十人到今天的

格遥 地方红色文化蕴含了大量的教育资源袁尤其是土

九千多万人袁成为全世界人数最多袁规模最大的政党遥

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袁我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

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袁实现了

下开展斗争袁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革命斗争故事袁把这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袁再到强起来的不断飞跃袁一步步

些斗争故事有效融入教育教学活动中袁引导青年大学

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不断前行遥 这其中的奥

生充分认识到革命斗争的艰辛袁感怀革命先烈敢于牺

秘就在于千千万万个党员前赴后继和接续奋斗袁在于

牲尧无私奉献的伟大革命精神袁进而更加珍惜今天来

无数仁人志士的无悔付出和艰辛求索遥 地方性红色文

之不易的和平生活袁更加自觉地锤炼吃苦精神袁不断

化场馆尧革命遗址尧纪念馆等坐落于大学生学习尧生活

提升思想政治觉悟水平袁逐步树立服务意识袁塑造勤

的附近区域袁通过实地参观走访等形式袁聆听地方红

俭奉献品格遥

色故事袁瞻仰地方革命先烈袁汲取地方红色智慧袁让其

渊四冤有助于学史力行

更加充分地领悟到院革命的胜利袁除了党中央的审时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袁我们要着重培育

度势和运筹帷幄之外袁是无数的革命先烈尧无名英雄

大学生的斗争意识和本领袁才能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

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的袁正是有着无数怀着坚定

境和竞争中把握主动袁赢得优势袁才能培育出社会主

共产主义信念和崇高使命担当的革命战士袁才能使我

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遥 学史力行袁

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重在知行合一袁以知促行袁以行求知袁重在引导大学生

流砥柱遥当前袁大学生群体以野00 后冶为主袁他们虽然在

在党史学习过程中不断加强思索袁不断感悟红色真理

上大学之前接受过党史方面的教育袁但大体都是通过

力量袁把所学所思运用到实践之中袁运用到为集体尧为

课本和课堂上获取相关知识袁对于党史更多是知其然

社会的服务之中遥 地方红色文化本质上也是革命实践

而不知其所以然袁进而导致他们对于党的理论尧路线尧

的产物袁是无数革命先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救

方针尧政策和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决策部署往往

国救民探索的真实写照遥 我们要着重引导青年学生传

理解的不够透彻遥 因此袁开展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袁要

承和弘扬百折不挠的革命实践精神袁勇于实践袁勇于

更加注重讲授党史背后的前后逻辑袁更加注重党史教

探索袁在实践中增知识尧长才干尧强本领遥

育的系统性尧连贯性遥 地方红色文化能够为大学生更
加准确尧真实地了解党史提供支撑遥 通过有效学习地
方革命文化历史袁参观地方红色文化场馆等袁能够更

二尧地方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史学习教
育存在的问题

加有效地把党史讲透尧讲彻底袁更加入脑入心袁让大学
生更加明白我们是野从哪里走出来的冶野我们为什么要

当前袁全国上下各级党组织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

走这条路冶袁 才能真正树立起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信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袁各个地方的政府尧高校和社会团

念和共产主义理想遥

体也比以往更加重视利用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党

渊三冤有助于学史崇德

史学习教育遥 如何充分尧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好地方性

当代大学生普遍生长在生活条件较为优越的环

红色文化资源袁进一步提升育人成效袁变得更加迫切

境之中袁不愁吃穿袁较少参与生产劳动袁缺乏吃苦精

和重要遥

神遥 在面对学习尧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时袁拼劲尧冲劲

大学生对于地方红色文化学习了解不充分遥 习近

和韧性不足遥 野佛系冶 理念在大学生中还有不少的市

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院野党员尧干

场遥 另一方面袁当代大学生群体普遍生长于少子化家

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袁都要全身心投入袁静下

庭之中袁很多是作为家庭中的野中心成员冶长大的袁使

心来袁认真学习尧深入思考袁做到学有所思尧学有所悟尧

得他们自小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袁较少考

学有所得遥 冶[3]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同样适用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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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群体遥 当前袁大学生对于党史知识普遍了解的不够

间的辩证关系袁 把握革命史实与革命趋势之间的关

充分袁对于地方红色文化更是知之不多遥 缺乏必要的

系袁把握不同地区尧不同时期红色革命斗争的重点任

知识储备袁党史教育就很难深入地开展下去袁容易流

务等遥 在这过程中袁要做到以生为本袁精准识别大学生

于形式遥 因此袁如何有效引导大学生开展学习袁让大学

不同专业尧学科背景等特征袁分层分类开展学习引导袁

生对地方红色文化能够有相对全面尧系统的了解是开

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遥 一般来说袁文史类的学生有较

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遥

好的学识基础袁可以引导他们更加广泛地阅读党史文

参与到地方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进行现场学习的

献资料袁 做到对地方红色文化乃至全国红色文化和

大学生人数尧次数偏少遥 革命遗址尧革命博物馆尧纪念

野四史冶等都有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把握遥 理工类尧艺

馆集中展现了许多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尧文件袁集中

术类学生党史基础相对比较薄弱袁可以引导他们重点

展现了大量鲜活的地方革命斗争故事袁在开展党史学

学习党史类学习教材袁在此基础上袁拓展延伸学习地

习教育方面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和优势遥 然

方红色文化知识遥

而袁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袁真正有机会参与红色教育场

引导大学生透过纷繁多样的地方红色文化把握

馆尧场地进行现场学习的大学生并不多袁参与的次数

历史发展规律遥 以福建闽北为例袁中国共产党在闽北

也非常有限袁限制了地方红色文化在大学生党史学习

的革命斗争历程袁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红色文化尧红

教育中应有功能的发挥遥

色故事尧红色遗迹袁包括闽北红色首府大安村尧中共福

学习教育形式较为单一袁吸引力不足遥 发挥好地

建省委旧址尧赤石暴动遗址等袁反映了革命战争时期

方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袁需要引导大学生自觉学习地

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尧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遥 在大学生

方红色文化知识袁在学思践悟之中汲取红色智慧和力

学习闽北红色文化时袁 要着重引导其透过现象看本

量袁传承红色基因袁坚定红色信仰遥 当前袁大学生主要

质袁使其明白为什么在极其艰苦尧险恶的环境下袁共产

是通过观看书籍和影视作品获取地方红色文化知识袁

党人始终能够坚持不懈地斗争袁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最

学习途径过于单一袁学习形式吸引力不足遥 高校课堂尧

终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遥 通过有效学习地方红色文

党团组织和社会实践等多种途径和载体的教育功能

化袁让大学生在占有大量感性材料基础上自主地思考

没有充分挖掘和利用起来遥

和总结袁才能真正做到明理尧增信尧崇德尧力行遥
引导大学生在把握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树立正确

三尧地方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史学习教
育的实践路径

的政治意识袁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遥 有效的学习地
方红色文化袁让大学生更加真切地感知中国共产党是
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袁更加真切感知和

充分利用好尧发挥好地方红色文化的育人作用和

平稳定生活的来之不易袁更加真切感知共产党人钢铁

功能袁切实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力尧说服力尧感染

般意志和信念袁进而更好地传承好尧发扬好红色基因遥

力和实效性袁一是要以生为本袁引导大学生主动学好

有效地学习好地方红色文化袁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党

地方红色文化知识曰二是要加强组织袁把地方红色文

的发展历程袁学会分清主次袁辨别真伪袁更好的破除历

化融入课堂和社会实践中曰三是创新形式袁丰富教育

史虚无主义的蛊惑和误导袁 在思想上变得更为成熟袁

方式方法袁最大程度释放地方红色文化育人潜力遥

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袁 赓续红色精神血

渊一冤以生为本袁引导大学生主动学好地方红色文
化知识
有效的学习是开展党史教育的前提和基础遥 具体

脉遥
渊二冤加强组织袁把地方红色文化融入课堂和社会
实践之中

而言袁要引导大学生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尧方法来开

当前袁大部分学生通过查阅书籍或观看影视作品

展学习实践袁学会从现象与本质尧整体与局部尧偶然与

获得地方革命知识袁而比对党史学习教育所要达到的

必然等范畴中把握地方红色文化与全国红色文化之

目标和要求袁 还需要大力拓展党史知识获取渠道袁更

林衍盛院地方红色文化在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作用与实践

加广泛尧更加深入地开展系列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遥

等方式袁催促其深入开展思考和研究袁把感性认识升

把地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活动中遥 思想政
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袁把地
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中袁关键举
措之一便是融入到思政课的教育教学活动之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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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

华到理性认识层面袁 最大程度提升党史学习教育效
果遥
渊三冤创新方式袁最大程度释放地方红色文化的育
人潜力

体而言袁就是把地方性的革命历史文化有机融入到马

良好的教育效果离不开富有吸引力的教育教学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尧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形式遥 要增强地方红色文化育人成效袁需要不断创新

理论体系概论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之中袁在丰

教育教学方法袁以贴近大学生学习生活和思想实际的

富课程内容的同时袁提升课程吸引力尧感染力袁进一步

形式展现出来袁进而最大程度释放其育人潜力遥

传播和弘扬地方红色文化遥 把地方红色文化融入到课

充分利用好网络技术和资源袁打造网络学习教育

程思政教学中遥 各门专业课尧公共基础课都承担着立

平台和基地等遥 当前袁网络是大学生学习尧生活尧交往

德树人的重要使命袁承担着思政工作职责袁在当前庆

的重要载体和途径遥 开展好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系列

祝建党 100 周年之际袁各专业课教师应把握好这一重

活动袁必然要借助网络的力量遥 通过打造网络红色文

要契机袁积极寻找尧创设课程内容与地方红色文化的

化展览平台袁把丰富多样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搬到网

融合点尧契合点袁把地方红色故事尧革命英雄事迹等有

络平台上尧手机屏幕上袁借助数字技术袁让人们能够不

机融入教育教学当中袁用精彩的课程思政教学激发大

用到现场依然有野身临其境冶之感袁这样就可以有效解

学生爱党爱国情感遥 把地方红色文化文化融入到高校

决参观时间短尧讲解不充分尧参观人数受限等问题遥 借

各类党团培训课程之中遥 [5]在高校里面袁有着为数众多

助新兴的移动网络技术袁能够让大学生精读细看不同

的各类党团培训袁如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尧发展对象培

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袁 也便于开展学习研讨交流袁提

训尧预备党员培训遥 这些党团培训覆盖面广袁学习强度

升学习效果遥

[6]

大袁培训效果较为显著遥 在当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

依托班团组织开展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遥 班

动之际袁 把地方红色文化有机融入各类党团课之中袁

级和社团是高校数量最为广泛的组织形式袁是大学生

既是时政所需袁 也是传播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途径遥

开展组织生活和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袁把地

把地方革命历史尧英雄人物事迹作为培训课程的重要

方红色文化与班团活动相结合袁是有效释放地方红色

内容袁引导青年大学生学习革命先烈的奉献精神和拼

文化育人潜力的重要途径遥 通过组织开展地方红色文

搏意志袁积极向党团组织靠拢袁自觉提升思想政治觉

化研读报告会尧分享会袁举办地方红色文化微视频尧微

悟袁自觉做到知史爱党尧知史爱国遥

党课比赛尧主题党日尧团日和班会活动等袁在潜移默化

红色教育基地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具有独特的价

之中把红色精神内化于心尧外化于行遥

值和功能袁集中展现了地方红色文化的史料和人物故

通过组织开展多样化的服务实践活动袁引导大学

事袁最大程度还原了革命斗争历史场景袁让参观学习

生在知行合一中弘扬红色文化精神遥 地方红色文化本

者产生强烈的野代入感冶袁通过近距离感受波澜壮阔的

质上都是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尧为中国人民谋

革命斗争场面袁在思想上得到升华袁产生持久的教育

幸福过程中在中华大地不同地区留下的光辉足迹遥 把

效果遥 然而袁如果只是走马观花似的匆匆而过袁则其效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中袁关键要把

果将会大打折扣遥 因此袁应当组织大学生采用适当的

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融入进去袁通

形式开展实地走访尧探访和游学等实践活动袁带着问

过组织开展多样化的公益活动尧 志愿服务活动等袁引

题去袁做到学有所思尧学有所悟尧学有所成遥 同时袁要把

导大学生袁尤其是党员尧团员群体袁积极利用所学专业

参观学习与大学生的课程实践相结合袁把实地走访作

和个人特长袁为校院班级尧为同学朋友尧为社会他人提

为课程的内容之一袁 进一步调动大学生学习的主动

供帮助袁解决困难袁把学史明理尧学史增信尧学史崇德尧

性尧积极性遥 通过指导大学生撰写观后感和心得体会

学史力行落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之中袁让地方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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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and Practice of Local Red Culture in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y History
LIN Yan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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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Local red culture provides abundant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y history. Making full use

of local red culture resources can greatly enhance the persuasiveness, appeal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ocal red cultural resources, such a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single form and so 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guide students to learn the local red culture actively, inte鄄
grate the local red culture into the classroom and social practice, constantly enrich the education methods, and release the educational po鄄
tential of the local red cultur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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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red culture;reform in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 study and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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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地处闽北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借助当地红色文化资源与绿色文化资源袁就地就近深入开展野红色文化

引领绿色发展冶实践研学袁为闽北高校在丰富思政课内容尧革新思政课教学方法尧拓展思政资源和优化思政课评价等方面
注入新鲜活力袁提供新机遇与新路径袁探索出精准定位袁凸显立德树人的核心诉求曰明确方向袁实现思政课程与研学耦合曰
尊重学生袁发挥实践育人的主体作用曰协同育人袁合力构建全员育人共同体等野红+绿冶实践研学的实现路径袁促进思政课
创新发展遥

关键词院红+绿曰闽北高校曰实践研学曰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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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红色文化资源与绿色文化资源都十分丰富袁

正创新尧内涵式发展遥

是地处闽北的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十分有利的宝贵

渊一冤闽北红色文化资源优势

资源遥 闽北高校应充分发挥就地就近资源优势袁将思

闽北在抗日战争尧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福建省

政课教育教学与以闽北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内涵尧时

委尧闽浙赣区党委所在地袁有上梅暴动旧址尧王台八角

代价值袁以及当地绿色发展中丰富多样的绿色文化与

楼红军会址尧大洲谈判旧址尧赤石暴动遗址尧上溪整编

生态文明教育为内容的野红+绿冶研学相融合袁是对传

旧址等革命旧址袁有四渡桥阻击战纪念碑亭等地袁还

统思政课教育模式的超越与创新袁是新时代高校实践

有革命时期发行的报刊尧歌谣尧货币尧证章等遥 许多革

育人的必然要求袁为闽北高校思政课创新发展提供了

命事件尧活动旧址尧馆藏文物默默地讲述着闽北人民

新机遇与新路径遥

催人泪下的战斗故事遥 这些散落在青山绿水间的众多
红色文化遗迹袁 不仅记录着闽北革命的光荣历史袁而

一尧野红+绿冶实践研学的资源优势

且还是弘扬红色文化引领闽北绿色发展的重要教育
基地遥

闽北是福建革命策源地之一袁下辖 10 个县渊市尧

区冤均是原中央苏区县遥 同时袁南平素有野绿色金库尧绿
色屏障尧绿色宝地冶之美誉袁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文化
资源均十分丰富袁有助于闽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守

收稿日期院2021-07-01

渊二冤闽北绿色文化资源优势
南平全市森林覆盖率高达 78.85%袁主要水系玉-

芋类水质比例 100%袁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常年位

居全省尧全国前列遥 [1]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情
系老区苏区袁先后 17 次到闽北调研指导袁对南平生态
文明建设尧绿色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袁并多次

基金项目院中国林业政研会 2021 年林业行业职工思想政

强调院野南平要把生态优势尧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作者简介院郭先根渊1963-冤袁男袁汉族袁副研究员袁主要从事

通了野两山冶转化的野最后一公里冶袁在全国首创的野武

治工作研究课题立项项目 (lzy21190)阶段性成果遥

势尧产业优势遥 冶[2]南平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袁打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遥

夷品牌冶野生态银行冶野水美经济冶等创新袁体现了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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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展创新之路的示范袁展示百姓在绿水青山和文化生

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标准遥

历史遗存尧精神印记尧示

活中享有的获得感尧幸福感尧自豪感袁让野好山水产出

范基地等蕴含着丰富的流动思政课堂的内在价值袁在

好产品冶袁改变了南平农产品质优价低尧有口碑无名牌

传承红色基因推进新发展理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的状况袁同时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袁也为闽北农产

作用遥 大学生通过野红+绿冶实践研学袁在自主参与和亲

品更精准地把握消费需求遥 南平人民还认真贯彻习总

身体验中所看到的场景更为直观尧听到的故事更为精

书记当年野闽江是我们的母亲河袁母亲河的上游要综

彩尧体察到的感悟更为深刻袁这种实践研学取向打破

合治理好冶的重要指示袁全面推行河长制袁拆除生猪养

了传统思政课堂满堂灌的模式袁使大学生将书本理论

殖场 1.2 万家袁削减生猪 402 万头袁首创野水美城市冶建

知识与现实生活在真实的情境中有效衔接袁有利于培

设袁以水补山尧以山带水袁打造全域水美袁发展水美经

育爱党爱国尧服务人民尧与人为善尧自强不息尧保护环

济袁让城市因水而美尧因水而富尧因水而文明袁绿色发

境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优秀品质和理念袁有利于大

展的美好前景已呈现在远山近水中遥

学生形成知行合一的品质遥

[6]

渊三冤红色文化引领绿色发展

渊二冤植入耦合袁推动内在教育价值的转化

过去闽北老区苏区人民浴血奋战尧 前仆后继袁为

红色文化饱含着为民精神袁绿色文化蕴含着民生

共和国作出了无私贡献袁 如今闽北老区苏区立足现

情怀遥 未经革命烽火岁月和社会生产实践的当代大学

实袁 凭借鲜红的革命印迹和优美的绿色自然环境袁以

生袁对过去辉煌的苦难和今天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缺

野红冶富野绿冶开发一大批红色旅游文化商品遥 在红色文

乏深切感受遥 通过就地就近野红+绿冶研学袁植入红色文

化传承尧文旅产业发展尧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袁深入挖

化基因与绿色发展理念袁打通野第一课堂冶与野第二课

掘闽北红色资源袁 不断提升闽北红色旅游知名度袁全

堂冶尧校园内与校园外尧理论与现实的脉络联系袁将闽

面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袁使生态产品功能得到延伸

北红色历史与当代绿色发展更加紧密地有机联系起

拓展袁价值得到增值袁带动农户增收袁让红色文化引领

来袁促进实现就地野红+绿冶研学与闽北高校思政课耦

绿色发展带来的红利惠及当地更多人民群众遥 据不完

合袁有力地推动思政课内在教育价值的转化遥

全统计袁2019 年度南平市红色旅游景区渊点冤接待人数

渊三冤身临其境袁以红色文化培育绿色理念

506.33 万人次袁实现红色旅游收入 29.62 亿元袁红色旅

培育绿色发展理念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遥

游景区渊点冤直接带动就业人数 1278 人袁间接带动就
业人数 9268 人遥

[3]

[7]

在

开展野红+绿冶研学过程中袁大学生身临其境瞻仰革命
圣地袁沿着红色足迹缅怀革命先烈袁心灵上的震撼会
更加强烈袁 倍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和革命历史之辉

二尧野红+绿冶实践研学的育人价值

煌袁进而激励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袁继承伟大建党精
神袁培养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情感遥 置身于祖国大好

红色文化是思政课的重要资源袁绿色文化是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遥 野红+绿冶研学的育人价
[4]

山河的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中袁亲身领略可观尧可感尧
可触摸的绿水青山袁视觉上的冲击见证绿色发展之成

值是全方位的尧多维度的遥 从宏观层面上看袁它是实施

就袁切身体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袁有利于大学生

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袁 有力推进政府尧

形成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和生态价值观袁自觉地投身于

社会尧学校协同挖掘和编制野教育资源图谱冶袁合力构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洪流之中遥

建野三全育人冶共同体曰从中观层面上看袁它是高校实
践育人服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曰从微观
层面上看袁它是促进高校转变教育方式尧提升教育实

三尧野红+绿冶 实践研学为高校思政课注入
了新鲜活力

效性的有效途径遥
渊一冤实践取向袁促进形成知行合一的品质
知行合一是衡量高校思政教育实效性和检验大

闽北红色文化资源为闽北绿色发展提供精神支
持袁 绿色文化资源丰富了闽北红色文化资源时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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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袁为闽北的高校思政课提供了就地就近野红+绿冶研

诉求袁进一步拓展了思政课资源的渠道遥

学的新优势袁在丰富思政课内容尧革新思政课教学方

渊四冤优化了思政课评价的模式

法尧拓展思政资源和优化思政课评价等方面注入新鲜

大学生思政教育是一个涉及知尧情尧意尧行等因素

活力袁从而提高思政课教育教学实际效果遥
渊一冤丰富了高校思政课教育的内容
高校思政课的内容是育人目标的实现载体袁并随

的复杂系统工程袁其教育评价也就不宜采取一张考卷
决定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水平高低遥 野红+绿冶研学的

交互性特性使大学生在研学实践体验中潜移默化地

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袁其内容还将不断丰富遥 [8]闽北红色

促进知尧情尧意尧行等各方面发展袁随之而来的思政课

文化资源以及绿色发展理念教育是当地高校思政课

教育评价也将由课堂考卷评分法转向通过深入观察

教育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遥 野红+绿冶实践研学的

和深度交流中作出准确诊断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袁这

开放性和多样性能够很好地满足高校思政课教学内

为多主体尧全方位尧组合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提供

容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袁将红色文化和绿色文化资源

了难得机遇袁有利于变革相对单一的传统评价模式遥

融入到教学环境当中袁使大学生更直观地了解思想政
治理论教育知识点的深层次内涵袁进而不断地提升大

四尧野红+绿冶实践研学的实现路径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成效袁也有利于大学生在亲
身实践体验中更加深刻地领会和理解上好思政课的

就地野红+绿冶实践研学的价值转化不可能自然而
然地与闽北高校思政课程教育性价值目标达成有机

重要性遥
渊二冤转变了思政课教学的方法

融合遥 要将闽北野红+绿冶研学为高校思政课创新带来

绿色发展的广阔天地是个大课堂袁红色文化的资

的潜在机遇转化为现实力量袁还必须科学统筹尧精心

源宝库是本教科书遥

[9]

野红+绿冶研学让大学生在研中

学尧学中思袁这种润物无声尧育人无痕的独特思政教育
方法对学生情感陶冶尧道德实践尧理想激励的效果更

谋划尧多措并举遥
渊一冤精准定位袁凸显立德树人的核心诉求
野红+绿冶实践研学是闽北高校以思政课程教育教

为持久曰野红+绿冶研学的体验性袁让大学生在特定的时

学为目的袁 以闽北红色文化引领绿色发展为内容袁以

空场景中袁其现场感染的爱国主义尧理想主义的教育

就地就近为原则袁组织开展研究性学习和体验式教学

效果比课堂上讲解更好曰野红+绿冶研学的实践性袁让大
学生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袁感受野两山冶发展理念的意
义袁这为教师引导学生野知山知水冶尧培养山水情怀的
教育方法创造了有利条件曰野红+绿冶 研学的体验性和
实践性袁让教师可以根据研学中历史人物感人事迹尧重
大事件实际情境尧绿色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袁以及学生
在野红+绿冶研学表现出来的特点袁对思政教育方法进行
优化组合和灵活运用袁从而增强思政教育的生命力遥

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遥 野红+绿冶实践研学是闽北高
校思政课课堂从校内延伸至社会的大课堂袁是一种思

政课程创新教育形式袁是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遥 野红+
绿冶实践研学的核心是研究性学习袁是一个集思政课
程尧教育基地尧研学线路尧导师以及配套服务要素为一
体的体系遥 因而袁野红+绿冶 研学本质上就是 野行走课

堂冶袁 与思政课堂二者之间在学理与政策上都具有很
强的契合性袁其目的指向一致尧内容相互渗透尧功能相

渊三冤拓展了思政课资源的渠道

互支撑遥 当地高校的思政课程借助闽北优势资源袁就

野红+绿冶是内涵袁研学是形式遥 野红+绿冶实践研学

地就近开展野红+绿冶实践研学袁其教育性与高校思政

形式与思政课内涵耦合突破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

课本质属性是一致的袁都是为培养有道德尧有理想尧有

源局限于校园尧课堂尧书本的渠道袁最大限度地推动实

担当尧有本领尧守纪律的新一代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袁

现思政课教育供给侧与需求侧资源在校园内外良性

其核心诉求是共同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遥 [11] 在

互动袁促进研学成果价值转化遥

野红+绿冶研学的协同

[10]

性和整合性还在多层次尧多形态尧多类型的资源整合袁

打破了传统思维袁凸显学生本位袁满足学生成长发展

野红+绿冶实践研学过程中不断地丰富闽北高校思政课内

容的同时袁而思政课也为闽北弘扬红色文化引领绿色发
展品牌宣传提供了优质平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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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明确方向袁实现思政课程与研学耦合

大复兴中国梦的要求袁也是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热切期

野红+绿冶研学作为增强高校思政课程教育教学的

盼遥 然而袁期盼要成为现实并非一蹴而就袁需要全社会

时代性尧科学性和实效性的重要举措袁不仅要在宏观

共同行动起来袁将绿色发展理念渗透内化到社会生活

层面上必须符合高校思政课的指导思想尧 基本原则尧

的方方面面遥 野红+绿冶研学推动践行红色文化引领绿

教育目标尧根本任务尧教育内容尧实施途径和组织实施

色发展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袁 这就要求政府尧学

等方面要求袁野红+绿冶研学目标尧内容体现的层次性和

校尧家庭尧社会在实施野红+绿冶研学过程中的安全保

序列化的体系也要与高校思政课的总体目标和具体

障尧资源共享和基地建设等方面通力合作袁辅导员尧研

目标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袁彼此关联尧相互衔接袁还要求

学导师尧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讲解员尧绿色发展示范点

在微观层面上与思政课多方位保持野不谋而合冶遥 就地

解说员尧后勤保障服务人员等所有相关主体人员都是

就近野红+绿冶研学既不是红色旅游袁也不是森林生态

思想政治工作者袁形成协同育人合力遥

旅游袁 它是由闽北高校组织开展的校外实践育人袁应

五尧结语

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袁内容包括组织机构尧导师队伍尧专
项经费尧学时学分尧研学报告尧考核评价等袁做到研学
前计划周全袁 契合新时代大学生特点和成长成才诉

综上所述袁闽北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与绿色文化

求曰研学时目标清晰袁全过程跟踪尧反馈与不断修正袁

资源具有着很强的教育价值袁与当地高校思政课教育

避免研学与思政课野两张皮冶袁确保思政课教育性目标

性契合度极高遥 地处闽北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借助

要求不偏离曰研学期间袁高校应为全体研学学生购买

当地红色文化资源与绿色文化资源袁就地就近深入开

平安保险袁确保学生安全研学经费以高校专项资助为

展野红+绿冶实践研学袁在精准定位尧明确方向尧尊重学

主尧个人承担为辅袁凸显研学的公益性尧教育性特征曰

生尧协同育人等方面下功夫袁可以有效地将野红+绿冶研

研学后汇报交流袁全面考核评价袁展示和表彰研学成

学为闽北高校思政课创新带来的潜在机遇转化为现

果袁并与思政课程实现耦合袁形成研学成果文件融入

实力量袁促进闽北高校思政课创新发展袁对其他高校

野三全育人冶之中遥

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新路径也有一定的借鉴价

渊三冤尊重学生袁发挥实践育人的主体作用

值遥

实践性与体验性的视角来看袁为了充分实现闽北
野红+绿冶研学的教育性价值袁有效发挥其独特优势袁闽
北的高校应当尊重学生的自主性袁充分发挥实践育人

的主体性袁鼓励学生自行组建团队袁尊重学生民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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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Value and Path of
Practice Research of "Red and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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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Marxism,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袁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local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green cultural resourc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northern Fujian Provinc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carry out in-depth
practical researches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of "red culture leading green developmen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Red + Gree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order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novate the teaching method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northern Fujian Province to exp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鄄

sources and optimize the evaluation, we should inject fresh vitality, provide new opportunities and new paths,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Key words: red and green; universities in northern Fujian; practice resear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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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红色文化资源是优质教育资源袁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党性教育的优质教材袁将其融入高校野思政课程冶

教育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闽西地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袁把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野思政课程冶教育阵地袁要坚持德
育为先尧弘扬先进典型尧回应学生需求尧创新教育方式尧整合教育资源袁形成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野思政课程冶教育的合力遥

关键词院红色文化资源曰高校曰野思政课程冶教育曰路径曰闽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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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院 A

我国学术界一贯重视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袁围绕
其价值尧开发尧利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袁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遥 对红色文化资源概念表述袁学术界围绕
其时间外延产生了三种代表性的观点院第一种观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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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思政课程冶指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课程,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对大学生全面尧系统地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要方式[3]遥 野思政课程冶为高校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尧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尧形成科学

为红色文化资源时间概念仅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袁

的思想体系提供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袁为人们能动

即 1921 至 1949 年遥 第二种观点认为红色资源的时间

地改造世界提供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撑遥 红色文化资源

概念应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前袁即

既是优质教育资源袁又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质教

1921 至 1978 年(或 20 世纪 80 年代初)遥 第三种观点

材袁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教学资源之一袁是高

认为红色文化资源的时间概念应包括新民主主义革

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的有效载体遥 以闽西地区为例袁将

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尧建设尧改革时期袁即 1921 年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袁有助于优秀

至今[1]遥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袁认同张颢 野红色资源是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袁有助于增强红色文化的影响

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袁中国各族人民在争取民族独

力尧凝聚力尧感召力袁为高校开展党性教育提供鲜活的

立和解放的长期革命实践中袁 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尧

史实袁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遥

建设尧改革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精神及其载体冶 的观
点[2]遥 红色文化资源包括物质层面的革命遗址尧历史遗
迹尧博物馆尧纪念馆尧展览馆尧烈士公墓尧文艺作品等曰

一尧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
育的现状

精神层面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艰苦奋斗尧 维护统
一尧追求和平尧勤俭节约尧自强不息等伟大民族精神遥

渊一冤内容与需求偏离
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是红色文化教育的主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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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袁希望通过红色文化教育对学生进行政治性尧理论
性尧 历史性知识的传授来解决学生成长中的困惑袁从

渊FJJKCG20 -389冤曰 福 建 省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学

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袁其主要内容包含理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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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教材比较依赖于野通用教材冶袁

2021 年度课题渊FZJX21B-007冤遥

念教育尧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遥 但实际上袁当

党建尧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育管理研究遥

教材内容高度同一袁 缺乏反映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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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行业尧专业特色的内容曰过多提炼家喻户晓和野高尧

师袁对闽西红色文化资源知之甚少袁更谈不上灵活利用

大尧全冶的典型人物袁学生很难用野凡人冶的眼光去理解

红色文化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尧创新课堂思政袁面对

看待他们袁有可能脱离生活实际袁以致于给人以可望

部分大学生出现的价值迷失尧精神虚无尧缺乏理想与高

而不可及的感觉遥 比如袁在一项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

层次精神追求的价值危机袁教育者显得能力不足尧办法

心价值观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袁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

不多袁红色文化资源的守正创新功能难以充分发挥遥

价值 观表 示 很 了 解 的 仅 占 19.4% 袁 基 本 了 解 的 占

48.3%袁了解一点的占 28.8%袁不了解的占 3.5% [4]遥 为
此袁 高校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二尧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
育的重要性

育袁要将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红色文化资源融
入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袁让教材内容可感尧立体袁以实

渊一冤把握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的方向

现教学内容与大学生内心需求的一致遥

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是使受教育者拥有爱党尧爱

渊二冤形式与效果偏离

国尧爱社会主义的政治情感遥 高校是国家建设发展的

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的形式袁采取合理的形式

人才高地袁 为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供重要支撑袁

把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袁达到坚定

是各种文化尧思想尧意识围绕野培养什么人冶野为谁培养

大学生理想信念尧引导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

人冶的交流交锋前沿阵地遥 红色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

想尧肩负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尧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

红色特征袁是特定历史时期与历史环境的产物袁蕴含

态的渗透是高校野思政课程冶的重要目标之一遥 然而袁

着革命理论尧经验尧精神袁表现为政治理想尧信仰尧追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野思政课程冶教育的主要手段

求袁带有深刻的社会意识形态烙印袁在广大人民群众

仍是课堂讲述尧讲座式授课尧满堂灌等形式袁忽视了学

中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尧感召力袁对青少年学生的价值

生的体验感袁割裂了受教育者野知尧情尧意尧行冶的成长

取向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遥 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

规律尧学习规律袁造成教育形式与教育效果的偏离遥 面

野思政课程冶教育中袁有助于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

对 野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袁世

化的历程袁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尧建设和改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冶 袁野敌对势力一直把我

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袁接受中国共产党执政

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

地位形成的历史必然曰有助于发挥红色文化资源在学

噎噎想方设法攻击抹黑中国道路尧理论尧制度尧文化袁

生思想政治教育野举旗帜尧指方向尧明是非冶作用袁坚定

[5]

加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冶 [6]遥 高校要加强野思政课程冶教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袁扣紧学生理想信念的纽扣袁

育方法的探讨袁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思政教学袁帮助大

锤炼大学生党员的党性修养曰 有助于通过红色基因的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袁实现教育形

传承接过革命先辈的接力棒袁把握好世界观尧人生观尧

式与教育效果的契合遥

价值观这个野总开关冶袁 夯实野听党话袁跟党走冶的理想

渊三冤能力与目标偏离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袁实现大

信念遥
渊二冤丰富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的内涵

学生发挥思想意识在行动中的导向作用袁指导大学生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和建

在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坚定立场袁自觉运用马

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 体现了共产党人对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立言立行尧守正创新袁积极投身中

民族尧国家尧人民的深厚感情袁丰富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潮的目标遥 当前袁高校存在思

育的内涵遥 闽西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袁在册烈士

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尧 经费投入有待提高尧

2.4 万余名尧革命基点村 1163 个尧开国将军 71 位[7]曰全

考核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袁以致有些思想政治教师缺
乏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和学生成长实际需求的能力遥
有些青年思想政治教师或者外地引进的思想政治教

市共有革命遗址 410 处袁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 处尧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7 处尧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02 处[8]袁著名的有古田会议旧址群尧才溪乡调查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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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尧长汀红色旧址群尧松毛岭战地遗址等革命遗址遥 在

在野思政课程冶教育中增强红色文化的权重袁发挥红色

闽西袁毛泽东形成了叶星星之火袁可以燎原曳叶古田会议

文化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袁积极推动红色文化资

决议曳叶才溪乡调查曳等光辉著作袁提出了野建立农村根

源进教材尧进课堂尧进头脑袁引导大学生朝着德智体美

据地袁农村包围城市袁武装夺取政权冶野没有调查袁没有

劳全面发展的方向努力遥 一是加强课堂教学主渠道对

发言权冶等重要论断袁闽西是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红色文化资源的运用遥 高校要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蕴含

地遥 比如袁中共闽西野一大冶叶土地法曳和叶富农问题曳决

的革命理想尧斗争哲学尧艰苦朴素等精神加强思想政

议案确定的野抽多补少冶野抽肥补瘦冶的分田原则袁体现

治教育袁让大学生在思想层面与灵魂深处产生同鸣共

了共产党领导人民的法制探索遥 在才溪乡袁毛泽东提

振袁形成一致的思维方式尧价值观念尧精神面貌袁达到

出工作中要注意调查的方式方法袁 营造调查在平等尧

引领学生思想尧规范学生行为举止的目的遥 二是发挥

互敬的环境中进行袁坚持野将心比心冶等民主思想袁蕴

专业教师野课程思政冶功能遥 高校把苏维埃历史及苏维

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个层面的内容袁 与高校

埃时期对社会政治经济探索产生的社会治理理念尧民

野思政课程冶教育的价值需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袁成为

主法治思维尧 革命创新等精神融入高校专业课教学袁

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的特殊载体和文化内核遥
渊三冤创新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的方式

开发 叶红色金融曳叶红色建筑曳叶红色军医曳叶红色军工曳

等野课程思政冶教材袁实现野思政课程冶与冶课程思政冶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袁 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袁

协同发展尧课堂教学红色文化资源的全覆盖遥 三是开

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遥 野互联网+冶时代为高校

展红色研学实践教育遥 高校组织大学生深入红色圣地

[6]

野思政课程冶教育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遥 随着国家改革

开展研学活动袁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浸染作用和红色

开放的深入袁社会尧经济尧利益格局面临深刻变革与调

研学的双向教育功能袁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红色文化资

整袁学生成长的社会环境尧家庭条件发生重大改变袁面

源支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诠释过去尧 现在和未来袁

对社会多元思想文化的交融交锋袁野思政课程冶教育面

弥合价值认同与价值转化的缝隙袁淬炼新时代大学生

临的挑战依然严峻遥 将野互联网+冶技术与传统的野思政

的价值体系遥

课程冶教育模式相融合产生的新型教学模式袁可以为
大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参与空间袁也可以自主进行信
息技术操作完成学习袁大大增强教学效果[9]遥 因此袁野思

(二)弘扬先进典型袁借助红色文化资源袁社会正能
量弘扬共产主义价值导向
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遥 在革命与建设中涌现出无

政课程冶教育方式的创新袁既是革命的尧创新的红色文

数的英雄模范人物袁是大学生成长路上的标杆遥 在野思

化的本质要求袁也是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学生成长成才

政课程冶教育中袁高校要借助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和

的需要遥 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学中涌现出挖掘红色文化

革命建设中形成的地方红色资源进行正能量的传播袁

资源的现代元素尧突破传统满堂灌的说教尧采用新技

传递鲜明正确的价值导向遥 一是要旗帜鲜明地宣扬榜

术创新传播渠道尧因时因势创新话语表达方式等多种

样作用袁用好闽西英雄模范人物的红色文化资源遥 比

教育方式袁生动呈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袁贴近大学

如袁邀请闽西籍野北斗将星冶王飞雪尧全国人大代表等

生的实际袁促进学生接纳尧升华袁并付诸行动遥

先进人物走进高校袁现身进行榜样说教袁形成学习宣
传典型人物先进事迹的浓厚氛围袁激励大学生向榜样

三尧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
育的实施路径

看齐尧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遥 二是要加强师德示范引
领袁发挥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精神和为人师表的
楷模力量遥 教师在野课程思政冶中应加强红色文化学

(一)坚持德育为先袁把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袁是高校人才培养工
作的目标袁也是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的立足点遥 高校

习袁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专业思想尧职业精神袁在
日常工作中展现 野四有冶教师的理想信念尧道德情操尧

扎实知识尧仁爱之心的师德风范曰在带领学生理论学
习尧专业实践尧科研攻关尧服务师生中立身示范袁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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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生活上的导师尧职业上的榜样遥 三是要善于发

的支撑袁提高思政课程教育的认可度遥 一是要创新高

现先进典型袁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遥 高校要及时树立

校野思政课程冶话语体系遥 高校要用学生愿意听尧能听

自强不息尧为民服务尧助人为乐尧见义勇为尧诚实守信

懂的话讲述闽西革命的杰出人物尧典型事件袁缩小高

等方面的先进典型袁利用报纸尧电视尧广播尧微博尧微信

校野思政课程冶话语体系与学生话语体系的缝隙袁实现

等媒体大力宣传先进典型袁 让大学生投身学习先进尧

政治化野思政课程冶话语体系朝生活化野思政课程冶话

塑造典型尧传播正能量的行列袁使先进典型和先进事

语体系的转变袁增强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迹在学生群体不断涌现袁推动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

的认同感遥 二是要推动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内容的与

心价值观尧弘扬社会主旋律遥

时俱进遥 红色文化与红色资源共生共存于革命建设过

(三)回应学生现实需求袁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蕴含
的真理增强野思政课程冶教育的理论自信

程袁在革命中继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袁形成了革命时
期的井冈山精神尧长征精神尧延安精神尧抗战精神袁社

高校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袁承担为党和

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尧野两弹一星冶精神尧抗洪

国家培养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德才兼备人才

精神尧载人航天精神尧抗疫精神等红色文化资源袁为高

的使命遥 因此袁高校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意识形态教

校依托群团组织开展红色故事宣讲尧知识竞赛尧作品

育体系袁要把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真理讲深讲透遥 一

创作袁参观革命遗址尧纪念场馆尧建设成就展等红色文

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遥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化校园主题活动和发展党员开展的各项培训提供丰

基本原理诠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谋翻身尧 求解

富的素材袁寓革命理想信念尧民主法制道德等抽象尧宏

放尧搞建设尧追幸福尧图复兴过程中的伟大贡献袁讲清

观的理论于具体尧通俗尧生动的活动袁学生认可尧乐于

过去的苦难尧今天的幸福尧明天的光明之间的逻辑关

接受袁实现 野思政课程冶内容的具体化遥 三是要占领网

系袁以雄辩的事实回应和系统反击西方对我国意识形

络阵地遥 高校把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打造成红色短视

态的渗透遥 二是要用事实说话遥 把红色文化资源融入

频尧红色游戏尧红色动漫尧红色主播等大众化的传播载

野四史冶教育袁围绕闽西野二十年红旗不倒冶的重大事

体遥 借助数字技术和媒介平台袁利用微信尧微博尧APP

件尧重要会议尧重要人物的历史脉络和闽西改革开放

等推送红色文化资源袁 形成多频互动的传播方式袁点

的重大成果袁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闽西革命斗争把握

亮野红色文化资源冶关键词袁扩大红色文化资源的知晓

正确方向尧 探索革命道路和取得巨大胜利的历史事

面袁激发大学生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遥
(五)实施全员育人袁形成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的

件袁让学生在艰苦卓绝的历史事实和改革开放的实践
中寻找答案尧树立自信尧坚定方向袁增强对中国共产党

合力

执政能力和水平的信心遥 三是要回应大学生关切的热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野思政课程冶教育工作袁是

点尧焦点尧难点遥 野思政课程冶必须关注学生热点尧聚焦

高校野思政课程冶建设的长期任务遥 高校各级党委尧职

学生生活尧解决学生困惑尧坚定学生信念袁主动回应新

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尧齐心协力袁形成保证高校野思政课

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袁把握

程冶方向和推动野思政课程冶教育的合力遥 一是要从巩

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尧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尧赢取民

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重视野思政课程冶遥 深刻认识

心民意的伟大抗疫精神袁消解异质意识形态对主旋律

野思政课程冶 对高校自身发展和大学生成长的重要意

的冲击袁让受教育者获得对社会主流意识的亲近和认
同袁实现理论自信遥
(四)创新教育方式袁依托红色文化资源的科学知
识提高野思政课程冶教育的认可度

义袁把野思政课程冶做成凝聚党心民心的政治工作遥 比
如袁借电视剧叶绝密使命曳热播的机会袁组织师生观看
再现闽西战斗历史的电视剧 叶绝命后卫师曳叶绝境铸

剑曳袁展示红色题材催人向上尧报效祖国的精神力量袁

红色文化资源蕴含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袁集

形成凝聚师生奋进新时代的合力遥 二是要加强野思政

实践性尧革命性尧知识性和党性教育的特性袁具有经世

课程冶教师队伍的建设遥 高校要配齐配强党政管理干

致用的作用袁为高校野思政课程冶常态化教育提供重要

部尧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和政治辅导员队伍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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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思想政治教师教学尧科研等核心能力袁鼓励教师开
展红色文化资源研究袁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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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遥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Education
PENG Fusheng

(Personnel Office, Min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Longyan, Fujian 364000)

Abstract: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goo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education of patriotism

and Party spiri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tegrate them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鄄
sities. Western Fujian is rich in red cultural resources. To integrate th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duca鄄
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moral education, carry forward advanced examples,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students, innovate educa鄄
tional methods and integrate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finally form the joint force.

Key word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path; western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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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质量对农民工生活幸福感的影响
要要
要基于泉州的调查数据
林

晔袁 周毕芬

渊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运用有序 probit 模型袁基于泉州地区取得的调查数据袁研究就业质量对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的影响遥 研究

结果表明院首先袁收入对农民工生活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袁此影响与农民工对工资收入的主观评价息息相关曰其次袁工作

稳定性未影响农民工生活幸福感袁且在社会保障维度中仅医疗保险能提升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曰最后袁工作负面影响维
度中仅工作歧视对生活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遥

关键词院农民工曰就业质量曰生活幸福感曰有序 probit
中图分类号院C971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08原园043原园6

由于改革开放袁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袁同时农业科
技的发展使农业的必需劳动人口数量下降袁使得许多

城市的野本地人冶渊较上年提升 2 个百分点冤袁超过 80%

的进城农民工适应所在城市的生活袁但相比规模更小

无法在出生地获得工作机会的劳动人口发生转移袁前

的城市袁生活在规模更大的城市的进城农民工的城市

往拥有更多工作机会的地区就业遥2019 年农民工群体

归属感更弱遥

总人数为 29,077 万人袁比 2018 年的 28,836 万人增加

农民工群体作为外来人口参与城市建设与发展

了 184 万人袁增长率也相较 2018 年高出 0.2% 袁增速

的同时袁也在逐步融入务工所在城市袁成为城市居民

开始呈上升趋势遥 相较以往数据袁2019 年的进城农民

的一员袁此外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开始出现家庭化迁移

工群体具有以下特点院一是居住条件更优袁进城农民

的趋势袁进城农民工群体不断膨胀袁因此对农民工群

工的人均居住面积比上年有所增加袁大型城市渊500 万

体与所在城市的适应性与社会融合程度的研究成为

人以上城市冤的人均居住面积增长较多袁此外进城农

了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中的热门袁而生活幸福感也

民工居家设施也更为完善袁不仅有更多的家庭拥有供

是衡量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合水平与市民化程度袁以及

[1]

暖设备渊较上年增长 1.5 个百分点冤袁拥有洗浴尧上网尧

农民工群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袁但农民工群体生活

洗衣机等家用设备的户数较去年也有增长遥 二是社会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也是千差万别遥 本文从就业质量视

融合状况变好袁更多的进城农民工将自我定位为所在

角出发袁 研究就业质量对农民工生活幸福感的影响袁
并从就业方面提升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袁促进农民工

收稿时间院2020-10-21

更好地适应离乡务工生活提出政策建议遥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软科学项目(2019R0033)曰福建省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
研究重点项目(FJ2018MGCA042)曰福建省高校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闽教科 2016
也23页)遥

作者简介院林晔渊1995-冤袁女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
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周毕芬渊1971-冤袁男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劳动
就业与社会保障尧城乡社区治理研究遥

一尧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渊一冤文献综述
生活幸福感是衡量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合水平与
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袁主观幸福感与生活幸福感属
于词义相同的不同表达袁许多学者也将生活满意度与
主观幸福感划为等同[2-3]袁研究中两者可以互为替代变

量[4]袁本文中提及的生活幸福感尧主观幸福感尧生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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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为同一概念遥 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考虑了农民工生
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袁包括未来预期收入 尧收入与工
[5]

作时间 尧社会资本
[6]

[7-8]

[9]

的收入来源袁但农民工的学历普遍不高袁因此大多数
农民工会选择体力劳动的工作袁此类工作一般需要大

等遥 吴奇峰等 的研究表明随着

量的体力与工作时间袁农民工的平均工作时间远远超

市场化的深入袁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生活幸福感的积极

过国家叶劳动合同法曳规定的标准袁而业余生活比较单

影响没有改变遥 此外生活幸福感也是衡量农民工心理
健康的一项标准袁卢海阳等[10]总结了 2006 年至 2016

调[16]遥农民工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工作状态中袁工作带给
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的感受也是最强烈的袁较多的工

年国内外关于城乡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研究情况袁发

作时间和单调的业余生活表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

现国内外对农民工健康研究的主要方向为农民工健

就业环境并不乐观遥 农民工需要工作所获得的收入维

康状况的现状以及测度农民工健康状况的指标体系尧

持个人或家庭的开支袁收入水平会直接影响农民工个

影响因素与健康后果袁其中生活满意度是国内学者衡

人或家庭的生活质量袁因此收入水平会显著影响农民

[11]

量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主要指标遥 程菲等 从消极情绪

工对生活的主观评价遥

和包含生活满意度在内的积极情绪两个维度评估了

2.工作稳定性会正向影响农民工生活幸福感

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袁并分析了其决定因素袁包括

需要能维持生计并且长久的收入袁就需要一份稳

人口因素袁移民因素袁经济因素袁社会因素和文化因

定的工作袁而签订劳动合同则保证了农民工在合同期

素袁此外还发现经济状况和文化适应的改善对农民工

内的劳动权益袁帮助农民工与雇佣单位建立长期劳动

[12]

生活幸福感无负向影响遥龚晶等 认为袁社会保障制度

关系遥 卿石松等[17]的研究发现劳务派遣和零散工就业

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作用并不明显袁 相反袁由

人员的幸福感低于受雇于固定雇主的就业人员, 但也

于费用种类的增加袁农民工经济负担增加遥

有研究表明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具

在就业质量的研究方面袁主要以工作满意度尧工资
水平尧单位福利等作为衡量指标遥 王琼等[13]认为袁自欧
盟发布叶2001 年欧洲就业报告曳并提出就业质量概念
后袁学界对就业质量的测量指标达成了以下共识院第一
个维度是收入是否充足袁 即就业者的收入是否能满足
其基本生活需要曰第二个维度则是工作稳定性袁稳定的

有负面影响[18]遥 国内外有学者认为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
动合同代表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稳定的劳动关系袁

以及长期的合同期限保证了劳动者收入的稳定[13袁19]袁保

障了农民工的劳动权利袁 使农民工获得了稳定的工作
与收入来源袁减轻了失业的焦虑袁因此本文使用野近 2

年内是否签订过新的劳动合同冶 作为工作稳定性的指

工作才能带来稳定的收入袁 而与用人单位是否签订劳

标袁并假设工作稳定性对生活幸福感应有正向影响遥

动合同以及劳动期限可视作是否拥有稳定工作的一项

3.社会保障会负向影响农民工生活幸福感

指标曰第三个维度是工作相关的社会保障袁即单位代缴

除了支付薪水袁用人单位还需依法为农民工缴纳

的各种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曰 第四个维度则是工作

各种社会保险袁使外来务工者能拥有与城镇本地职工

对人心理上的影响袁 比如超时工作会给劳动者身心带

相当的社会保障福利袁包括医疗保险尧养老保险等袁但

来巨大的伤害遥 但就业质量的衡量也不仅限于以上维

各项社会保险的缴纳金额会占用一部分个人所得收

度袁陈万明等[14]认为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可以包含工

入袁而农民工群体往往对社会保险的作用缺少准确的

作环境尧工作条件尧工作激励尧劳动关系与个人情感遥 如

认识袁 认为多种社会保险的缴纳占用了太多的收入袁

何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也是学界的热门研究袁 有从社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院社会保障会负向影响农民工

会资本尧人力资本等角度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研究袁

生活幸福感遥

[15]

邓睿 研究了工会身份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袁结
果表明袁 成为工会的一员有助于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收
入袁增加签订长期固定劳动合同的可能性袁并对其参加
城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产生积极影响遥
渊二冤研究假设
1.收入水平会正向影响农民工生活幸福感
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稳定

4.负面的工作体验会对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产生
负面影响
负面的工作体验包括会给农民工在工作中遇到
的带来心理压力的事件袁例如长时间工作尧拖欠工资
以及在工作或是日常生活场合遇到的歧视遥 工资与整

体工作满意度是正相关关系[20]袁而拖欠工资会使农民

工面临经济困难袁虽然中等收入与高收入者之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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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的差异并不明显[21]袁但农民工阶层的收入效益

的针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与市民化调研遥 通过随机抽

还未达到递减的水平袁且低收入者生活幸福感明显较

样的方法袁对福建地区的农民工群体发放问卷遥 泉州

低遥 此外近年来出现了农民工家庭化迁移趋势袁家庭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城市之一袁全市范围内中小企

主要劳动力的收入是家庭经济状况的最重要的支撑袁

业居多袁民营企业占有较大份额是其产业特点袁从而

工资拖欠会加重农民工的生活负担袁尤其是缺少存款

吸引了很多省内外的劳动者前来务工袁农民工群体数

的外来务工者将会难以为继遥 同时强制加班相当于延

量庞大袁研究泉州地区农民工群体的调研数据具有一

长了工作时间袁长时间的工作容易使人产生厌倦与疲

定的现实意义和代表性遥 因此本研究选用在泉州地区

惫情绪袁这种情绪容易被带入日常生活中袁潜移默化
成为心理压力遥 工作歧视也会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带
来严重压力袁 被歧视个体会因此降低对自我的评价袁
失去信心袁甚至降低定居意愿袁因此本文假设院工资拖
欠尧强制加班与工作歧视这类负面工作体验会对农民

回收的 382 份有效问卷数据遥
渊二冤模型构建

因被解释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袁 采用有序 probit

回归进行估计袁遂建立数学模型院

happyi=茁0+茁1income i+茁2stab i+茁3sociali+茁4nagai+姿X i+着i (1)

其中 happyi 代表被解释变量生活幸福感袁i 代表

工的生活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遥

个体样本袁income i 为个体样本的收入水平变量袁stab i

二尧数据来源尧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为个体样本的工作稳定性变量袁sociali 为个体样本的
社会保障变量袁nagai 为个体样本的工作负面影响变

渊一冤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课题组于 2017 年在福建地区开展

量袁X i 为个体样本的各项控制变量袁茁0尧茁1尧茁2尧茁3尧茁4 为
系数袁着i 为误差项遥

表 1 变量设定与描述统计
Tab.1 Variable setting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被解释变量
收入水平
工作稳定性

生活幸福感
月收入对数
工资收入满意度
劳动合同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社会保障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住房补贴
工资拖欠

工作负面影响

强迫加班
工作歧视
性别
年龄

控制变量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1=非常不幸福袁2=不幸福袁3=一般袁4=幸福袁
5=非常幸福
取月均收入对数
1=非常不满意袁2=不满意袁3=一般袁4=满意袁
5=非常满意
0=没有签订袁1=近 2 年内有签订过新的劳动
合同
0=单位没有为其办理袁
1=单位有为其办理
0=单位没有为其办理袁
1=单位有为其办理

0=单位没有为其办理袁
1=单位有为其办理
0=单位没有为其办理袁
1=单位有为其办理
0=单位没有为其办理袁
1=单位有为其办理
0=单位没有为其办理袁
1=单位有为其办理

0=不存在此现象袁
1=存在此现象
0=不存在此现象袁
1=存在此现象
0=不存在此现象袁
1=存在此现象
0=女性袁1=男性

_岁
1=小学及其以下袁2=初中袁3=高中渊中专冤袁
4=大专袁5=本科及以上
0=未婚袁1=已婚

3.643

0.043

3.225

0.041

8.274
0.362
0.439
0.332
0.353
0.293
0.293
0.358
0.099
0.170

1

5

0.445

6.684

10.308

0.025

0

1

0.025
0.024
0.024
0.023
0.023
0.024
0.015
0.019

1
0
0
0
0
0
0
0
0

5
1
1
1
1
1
1
1
1

0.125

0.016

0

1

32.345

0.588

17

65

0.025

0

1

0.426
2.785
0.602

0.025
0.055

0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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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变量设定

本文的变量设定如表 1 所示袁被解释变量为生活

幸福感袁生活幸福感评价由 1-5 个等级组成袁分别为
非常不幸福尧不幸福尧一般尧幸福尧非常幸福袁受访者根
据自身情况对照调查问卷对自己的生活幸福感进行
自评袁其中野1冶为野非常不幸福冶袁野2冶为野不幸福冶袁野3冶
为野一般冶袁野4冶为野幸福冶袁野5冶为野非常幸福冶遥
就业质量的指标分为四个维度院收入水平尧工作

消费水平相比农村必然有所提高袁但由于个体收入分
配到生活各方面支出的差异袁收入的多少并不能简单
影响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袁反而是农民工对工资收入
评价的影响更为显著遥 相对收入对农民工生活幸福感

的影响也非常显著袁但系数较小[22]遥农民工进城的主要
目的袁首先是就业机会的获得袁其次才是绝对收入的
追求[23]遥但是袁随着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袁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偏向于高技能劳动

稳定性尧社会保障与工作负面影响遥 收入水平的代表

力袁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出现了一些挑战遥 中国的产业

变量为月均收入以及工资收入的自评满意度袁月均收

升级已经领先于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袁但是目前的劳动

入取对数纳入模型袁而工资收入满意度与生活幸福感

力结构表明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仍然在劳动密集型

变量为 野近 2 年内是否签订过新的劳动合同冶袁野0冶为

动力也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袁例

的分级相同袁同样分为 5 个等级遥 工作稳定性的代表

野没有签订冶袁野1冶 为 野近 2 年内有签订过新的劳动合
同冶遥 社会保障维度包含 6 个变量院医疗保险尧养老保
险尧工伤保险尧失业保险尧生育保险尧住房补贴袁均为 0-

1 变量袁野0冶代表野单位没有为其办理冶袁野1冶代表野单位

有为其办理冶遥 工作负面影响包含工资拖欠尧 强迫加
班尧工作歧视袁均用 0-1 变量表达袁野0冶为野不存在此现

象冶袁野1冶为野存在此现象冶遥 控制变量为性别尧年龄尧文

产业[24]遥而城市发展不仅需要高技能劳动力袁低技能劳
如作为第三产业逐步发展壮大的服务业袁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袁二者具有互补性[25]遥 如果城市只偏向高技能劳

动力而抑制低技能劳动力袁 将不利于消费性服务业的
供给袁影响城市竞争力遥 因此袁城市在推进产业升级的
同时袁更应该考虑现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袁对低技能劳
动力群体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有更多的保障措施遥

工作稳定性的代表变量在模型 2 与模型 5 中均

化程度尧婚姻状况袁性别为 0-1 变量袁野0冶表示野女性冶袁

未显著袁工作稳定性对农民工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的假

等级袁从低到高分别是院野小学及其以下冶野初中冶野高中

选择的余地袁并且缺少劳动合同对自身权益保障的认

婚冶袁野1冶为野已婚冶遥

动合同袁而在更换工作的过程中往往没有签订新的劳

野1冶表示野男性冶袁年龄为连续变量袁文化程度分为 5 个
渊中专冤冶野大专冶野本科及以上冶袁婚姻状况野0冶为野未

设没能通过检验遥 农民工因自身条件限制对工作缺乏
识袁在样本中仅 54%的受访对象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
动合同袁因此工作稳定性并未对其主观幸福感造成影

三尧实证结果分析

响遥 对农民工基本权利的保障袁以及普及劳动合同对
劳动者的重要性依然任重道远遥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袁模型 1 到模型 4 分别

根据模型 3 与模型 5 的结果袁社会保障维度中的

单独检验了收入水平尧工作稳定性尧社会保障尧工作负

医疗保险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袁在 1%的水平上显著袁

在同一模型中就业质量的 4 个维度对生活幸福感的

负袁而其他社会保险包括住房补贴的检验结果并不显

面影响四个维度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袁模型 5 检验了
影响袁5 个模型均加入了控制变量遥

工伤保险在模型 3 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袁 但系数为

著袁甚至多数出现系数为负的结果遥 医疗保险和工伤

回归结果表明袁工资收入满意度无论在模型 1 还

保险减轻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医负担袁使得疾病与

系数为正 渊已进行过多重共线性检验袁vif 值低于 2冤袁

工伤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障在模型 5 中系数多为负

活幸福感的正向影响的假设得到了证实袁但此影响与

发挥为农民工提供生活保障的作用袁但种类繁多的社

农民工对工资收入的主观评价息息相关遥 农民工的收

会保障反而令农民工感到生活上的负担袁并不能提升

入直接与其生活质量挂钩袁因此收入是否充足对农民

生活幸福感袁侧面印证了龚晶等[12]的研究结论院社会保

工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袁但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其

障种类的增多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提升作用不大袁反

是模型 5 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袁在 1%的水平上显著袁

伤痛不会成为压垮拥有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的重担袁但

但月收入对数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遥 收入对农民工生

数袁且显著性结果均未通过袁说明社会保障虽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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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会因为费用种类繁多而造成农民工的经济负担产

四尧结论及政策含义

生更大的压力遥
工作负面影响维度中袁强迫加班与拖欠工资均未

通过检验袁 只有工作歧视在模型 4 与模型 5 中在 1%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院首先袁收入水

水平上显著袁其系数为负遥 在工作与生活中遇到的职

平会正向影响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袁相比具体的工资

业歧视会严重打击农民工的自尊袁影响对其的自我评

数目袁对工资收入的满意度是影响农民工生活幸福感

价遥 工作负面影响的假设在实验中未得到完全支持袁

的关键因素曰其次袁工作稳定性并不影响农民工生活

仅工作歧视一项在结果中表示显著影响袁结果表明相

幸福感袁而社会保障维度中袁仅医疗保险能提升农民

比工资拖欠与强迫加班袁工作歧视对农民工生活幸福

工的生活幸福感曰最后袁工作负面影响维度中仅工作

感自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遥 工作干扰家庭与工作绩效

歧视对生活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遥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离职倾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袁
[26]

根据研究结论袁本文认为袁政府应该着力做好为

强迫加班相当于延长工时袁减少了工作者的非工作生

各技能水平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袁继续保障和

活时间袁 使其难以通过休息恢复工作时消耗的体力袁

提高低技能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遥 同劳动合同一样袁社

并且减少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的参与袁但农民工群体工

会保障也是政府必须保护的农民工基本权利袁目前农

作时间过长是普遍现象袁或许在主观意识上已接受过

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依然不甚理想袁政府必须保

长的工作时间为一种常态而不是异常袁因此未影响其

护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权利袁用人

生活幸福感自评遥 拖欠工资的不显著结果其原因可能

单位代缴的各类社会保险也不能随意停缴袁因此政府

是农民工家庭中的收入来源不唯一袁家庭中存在复数

需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袁坚决禁止用人单位强迫

的工作人口渊例如配偶尧子女冤袁虽然工资拖欠会对家

加班和拖欠工资以及其他违反叶劳动合同法曳的行为袁

庭收入产生影响袁 但因为不是只有一人参与工作袁收

并更多地向农民工群体宣传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障在

入来源不至于断绝袁因此拖欠工资对生活幸福感的影

就业与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袁提高农民工群体对此类

响并不显著遥

权益的重视程度遥 而对于农民工在工作与生活中遇到
的歧视袁 建议政府积极宣传农民工对城市的贡献袁减
表 2 有序 probit 回归结果

Tab.2 Ordered probit regression results
性别
-0.198* -0.183 -0.246** -0.155 -0.237**
年龄
-0.008 -0.005
-0.009
-0.002
-0.008
文化程度 0.114* 0.099*
0.080
0.126** 0.123**
婚姻状况 0.250*
0.222
0.232
0.247*
0.281*
月收入对数 0.188
0.141
工资收入
0.514***
0.487***
满意度
劳动合同
0.080
0.214
医疗保险
0.560**
0.564**
养老保险
0.071
-0.005
工伤保险
-0.409*
-0.295
失业保险
-0.205
-0.118
生育保险
0.343
0.183
住房补贴
-0.026
0.009
工资拖欠
-0.072
-0.117
强迫加班
-0.244
-0.080
工作歧视
-0.751*** -0.686***
Pseudo R2 0.0650 0.0109
0.0269
0.0382
0.0982
注院***尧**尧* 分别表示 1豫尧5豫和 10豫的显著性水平遥

少农民工在就业与生活中受到的职业歧视袁提升农民
工生活幸福感袁使其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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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Employment Quality on the
Migrant Workers' Life Happiness
要要
要Based on the data in Quanzhou
LIN Ye袁 ZHOU Bifen

渊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冤

Abstract: Life well-being is an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for better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o working cities. Using the or鄄

dered probit mode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employment quality on the life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in Quanzhou.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ypothesis of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come on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is confirmed, but the
effec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age income. Job stability does not affect the life happiness of mi鄄
grant workers, and in the social security dimension, only medical insurance can improve the life happiness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di鄄
mension of negative effects of work, only work discrimination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life happines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life well-being; ordered pro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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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IKW 的外刊阅读微信平台设计研究院
从信息共享到智慧共生
郑锦菁
渊福建农林大学 金山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2冤

摘 要院随着互联网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发展袁越来越多的移动平台被用于辅助外语阅读的学习遥 但是不少平台
的实然状态是过度倚重碎片化信息的浅层化呈现袁而忽视了阅读理解应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遥 因此本课题组以低水平
阅读者为受众群体袁通过 DIKW 模型指导微信平台设计袁在简洁尧精准尧交互的三大原则下试图调动情景尧语言尧文化三大
语境的角色功能袁为他们提供可理解外刊的愉悦场域袁推动他们从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逐步发展遥

关键词院DIKW 模型曰情景语境曰语言语境曰文化语境曰微信平台
中图分类号院H319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08原园049原园5

一尧研究缘起

二尧DIKW 模型的理论张力

在新文科背景下袁如何有效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

DIKW 模型即野知识金字塔冶 [1] 渊见图 1冤袁关涉数

进一步提升英语水平成为当下不可规避的议题遥 随着

据尧信息尧知识和智慧发展与演变遥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智能化技术的推广普及袁人
类的学习方式从纸质媒介向电子媒介大幅迁移遥 各大
外语平台为广大英语学习者讲述着各自如何学习英
语的故事袁在变革第一课堂的同时活跃了第二课堂甚
至延伸了第三课堂遥 那么伴随广大数字原住民应用需
求层次的提升袁 平台的设计该如何进行调整与应对
呢钥 对此本课题组立足独立学院袁基于低水平阅读者
对外刊阅读的迫切需求袁尝试在 DIKW 模型指导下设
计研究学习平台的构建遥

图 1 DIKW 模型

Fig.1 DIKW model

这一模型的最初构想源自英国诗人艾略特渊T. S.

Eliot冤的诗遥 在 1934 年题为叶岩石曳的诗中袁他写道袁
收稿日期院2019-12-01
基金项目院福 建 省 中 青 年 教 师 教 育 科 研 项 目 渊 福 建 省
高校外语教改科研专项冤渊JZ190050冤遥

作者简介院郑锦菁渊1986-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英语
教育尧英美文学研究遥

野我们在哪里丢失了知识中的智慧钥 又在哪里丢失了

信息中的知识钥 冶[2] 1982 年袁美国教育家哈兰窑克利夫

兰渊Harlan Cleveland冤在叶信息作为一种资源曳一文中
将数据引入该体系遥 管理思想家罗素窑艾可夫渊Russel

Ackoff冤1989 年所写的 叶从数据到智慧曳 一文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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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KW 模型的奠基之作遥 文中指出袁 数据是原始的素

动学习平台具有便捷尧高效尧碎片化等特征遥 基于此袁

材曰信息是加工处理后有逻辑的数据曰知识是提炼信

本课题组在设计外刊阅读微信平台时试图遵循以下

息之间的联系袁完成当下任务曰智慧关心未来袁具有预

三方面的原则遥

测的能力遥 以上金字塔形式结构暗示着一种自下而上

渊一冤简洁原则

的依赖关系院信息建立在数据之上袁知识建立在信息

在泛在学习环境中袁微信学习平台广大受众是典

之上袁智慧建立在知识之上遥 在此基础上后来学者渊如

型的数字原住民遥 借助移动学习端袁他们的注意力持

Gene Bellinger, Durval Castro冤对四者对立而又统一的

续时间有限袁因此推送的内容在保留意思相对完整的

存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渊见图 2冤遥

前提下袁力求短小精悍遥
渊二冤精准原则
本平台的受众主要是独立学院的非英语专业学
生遥 他们中不少英语基础薄弱袁属于低水平阅读者袁但
又需要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遥 因此在甄选报刊内容方
面多换位思考袁 充分考量他们的兴趣点和关注点袁不
增加过度的认知负荷袁以明晰的逻辑结构呈现文本遥
渊三冤交互原则
不同于纯报刊阅读袁平台上的新闻微阅读是经过

图 2 DIKW 知识体系的转化机制

Fig.2 The DIKW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从上图可知袁从数据尧信息尧知识到智慧的逐步转
化是语境持续参与尧理解不断增强的过程遥 鉴于语境

搭建者精心设计加工完成的袁为提升平台的温度和深
度袁交互原则不容忽视遥 因此需优化资源袁以文本尧图
像尧音频尧短视频等多模态交互设计袁调动受众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遥

是一个使用甚广尧内涵丰富的语词袁本文借鉴国内著
名语言学家胡壮麟先生三位一体的语境观袁将语境分

四尧基于 DIKW 的外刊阅读微信平台设计

为语言语境尧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遥 其中情景语境指
野语篇产生时的周围情况袁 事件的性质袁 参与者的关

鉴于 DIKW 模型与外刊阅读的理解目标有高度

系尧时间尧地点尧方式等冶 曰语言语境指的是野语篇内部

契合性袁本文以此模型为概念结构和理念引导袁尝试

史文化和风俗人情冶 遥 这三种情境协同合作有助于对

掘新闻数据的信息价值袁 内化信息中的知识意义袁进

[3]

的环境冶 曰文化语境指野说话人所在的言语社团的历
[3]

[3]

语篇意义的深化理解遥 此外因理解对象的不同袁数据尧

探索面向低水平阅读者的微新平台设计 渊见图 3冤院发
而建构知识化的智慧功能遥

信息尧知识尧智慧四者的转化中蕴含着理解关系尧理解
模式和理解规则这三步转化机制遥 其中袁数据到信息
的转化需要理解野数据间的相互联系冶袁信息到知识的
转化需要理解野信息间的表达尧传递尧加工和更新等信
息模式冶袁知识到智慧的转化需要理解知识的规则遥 因
此在四者的相互转化中 野关键是如何获取数据关系尧
信息模式和知识法则渊规则冤的理解冶[4]遥

三尧设计原则
图 3 微信平台设计思路总览

作为远程教育网络平台的必要补充袁微信这一移

Fig.3 An overview of WeChat platform design

郑锦菁院基于 DIKW 的外刊阅读微信平台设计研究院从信息共享到智慧共生

渊一冤学前设计院从数据到信息的转变
最新的叶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曳渊2016冤在阅读理解

窑 51 窑

效果冶[6]袁从而自然尧妥帖地走进平台构建的英语阅读
世界遥

能力的基础尧提高和发展目标中都将对英语学习者阅

渊二冤学中设计院从信息到知识的建构

读英语报刊文章的要求列在首项遥 在此背景下袁阅读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袁学习是由学习者自己建构

英文报刊新闻既是学习者检测英语阅读水平的标杆袁

知识的过程遥 基于此袁在野新闻正文冶板块暂缓词汇等

也成为提高英语阅读水平的一种有效途径遥 随着传媒

知识点的讲解袁而是回归原文袁以多维方式创造一个

业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变革袁英文报刊拥有便利

学习者可以沉浸的上下文语境袁 帮助他们挖掘信息袁

的获取渠道尧丰富的时事内容尧浓郁的生活气息袁可以

尝试理解新闻背后的思维模式与语言模式遥

为学生提供最生动尧最切实可得的语言环境遥 然而对

吕叔湘先生曾说袁野语言实际上是紧紧地附着在

低水平阅读者而言袁 全英新闻不啻为语言符号的集

思维这个无限纵深基础上的结构体冶[7]遥 从野低级思维

合袁他们难以理解使其成为有用的信息遥

向高级思维发展的过程冶袁即野思辨能力的发展冶亦成

在 DIKW 体系下袁 数据经过分析具有结构化特

为现今外语教育改革的重心[8]遥 因此平台建设的初心

因此本平台尝试从两方面构建数据之间的有效连接遥

他们理解目的语的思维模式袁进而深入语言表层结构

从宏观着眼袁力求把握受众的期盼和需求袁在推文内

获得有价值的信息遥具而言之袁在正文阅读前设置 2-3

征袁且展现了数据内部隐藏的关系袁方能形成信息[1] 遥

容上兼顾与写作任务的对接袁以八大话题框架和话题

在考虑到低水平阅读者认知水平的前提下袁竭力帮助

个问题袁包括考察总体理解与局部理解的问题袁旨在

词簇为纽带袁 以构建适应独立学院学生的推文主题

引发学习者的问题意识袁为接下来学习者与文本信息

渊见表 1冤遥

的互动创造条件遥 有研究表明袁低水平阅读者在野阅读
有标记文章时对内容信息和结构信息的保持成绩均
表 1 话题框架和话题词簇
Tab.1 Topic frames and clusters

高于对应的无标记文章保持成绩冶 [9]遥 英语属形合语

言袁野以形相连袁因而重衔接冶[10]遥 基于此在野新闻正文冶
部分袁以加粗的方式标记主题句的同时袁也标记关联

社会 低头时代尧外卖尧老龄化尧高铁尧实体书店尧创业
经济 零工经济尧网红经济尧共享经济尧移动支付
科技 人工智能尧智能家居尧无人驾驶尧区块链尧语音助理

衔接词 渊如代词回指和名词回指冤袁 让学习者行动起
来袁关注诸如野主题句-发展句-结尾句冶的直线型逻辑

环境 海洋塑料垃圾尧森林砍伐尧气候变化尧垃圾分类

思维与客体思维模式袁这些程序性知识目的是让学习

健康 医疗保健尧植物人尧网络与心理健康尧社交焦虑

者的阅读理解过程更具逻辑性与经济性遥

人物 贝聿铭尧香奈儿艺术总监尧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窑艾伦

思维模式决定语篇结构袁语篇结构是思维模式的

食物 中餐渊火锅冤尧食品安全尧肉类消费

表达形式遥 如果说对思维模式的理解是鼓励学习者自

教育 高等教育尧大学招生尧终身学习尧海外留学尧私立教育

上而下的阅读袁那么对语言模式的理解是鼓励学习者

从微观着手袁 鉴于移动学习者短平快的学习特

自下而上的阅读遥 针对低水平阅读者袁推送文本具有

质袁注重阅读文本的微型化问题袁即阅读篇幅适当节

如下特征院正文阅读后增添了野重点词汇冶和野亮点句

选袁控制长度为 300-350 词袁整合内容信息袁以野图片+
中文导读冶 的复调情景语境在平台中呈现阅读文本遥

不少研究表明袁阅读的动机会对阅读的行为和水平产
生影响 遥 在用户界面图片野开门见山冶的展现方式目
[5]

的在于减缓低水平阅读者直面英语的焦虑袁调动他们

型冶两个板块袁并在正文以加粗形式予以标记遥 其中
野重点词汇冶板块侧重词汇知识袁以音标-词性-词义的

先后顺序呈现词汇袁潜移默化告知学习者理解词汇的
应有模式是先掌握拼读袁并且数量控制在 10 个以内袁
减少英语薄弱者认知过载的可能曰亮点句型板块侧重

的参与期待曰以亲和尧浓缩的语言组织导读袁使读者快

句法知识袁精准解剖若干个长难句袁并提炼助益写作

速尧准确地识别话语归属遥 图文相互促进袁让读者在

的句型袁如解释概念尧阐释因果尧列举典例尧论述弊端尧

野话语理解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语境

采取措施的句型遥 在此词汇知识和句法知识构成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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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袁与思维模式侧重的篇章知识袁共同构成了叶中国

推动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发展遥

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曳渊2018袁CSE冤语言知识描述框架所

五尧结论

言的组构知识遥
渊三冤学后设计院从知识到智慧的延伸
阅读理解的制约因素除了词汇尧句法尧篇章结构

随着互联网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发展袁移动平台

外袁亦有文化因素遥 不少学者对语言理解与文化之间

辅助外语阅读学习的普及范围越来越广遥 为了克服诸

的密切关系均有所论述遥 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人爱德

多平台对碎片化信息的浅层化思考倾向袁本课题组对

华窑霍尔渊Edward Hall冤曾指出袁野文化乃无声之语言袁
为同一社会成员共有及理解之内涵冶 遥 维特根斯坦
[11]

渊2004冤 曾断言袁野理解一种语言就是理解一种文化冶 遥
[12]

胡壮麟不无严谨地提出语篇的真正理解野在某些情况
下还得联系最高层次的语境袁即历史文化语境冶 遥 在
[3]

接低水平阅读者的需求袁以 DIKW 金字塔模型来指导

微信平台的设计袁试图在保证学习者持续学习行为的
同时促进其思维发展院在文本学前阶段袁甄选适合学
习者的硬新闻文本袁以图文导读的情景语境袁让学习
者理解内容关系袁高效捕捉文本的话语归属袁实现从

此指引下袁紧随野重点词汇冶和野亮点句型冶板块袁微信

数据到信息的转变曰在学中阶段袁选择适合资源的呈

平台设置了野拓展内容冶板块袁图文并茂补充外刊文本

现方式袁以问题导向尧文中标注尧文后注解的语言语

的文化语境遥 这种互文语境的结合试图在和而不同尧

境袁协同助力学习者理解思维与语言模式袁实现从信

美美与共的多元文化视野下袁帮助低水平阅读者与文

息到知识的建构曰在学后阶段袁增设文化模块袁以贴合

本野视域融合冶渊伽达默尔语冤袁深化对词汇内涵渊如隐

外刊的文化语境袁 让学习者理解文化与语用规则袁进

喻意义冤尧篇章衔接渊如回指断裂冤的理解袁锐化文化规

而实现从知识到智慧的展望遥

则的敏感度袁以克服阅读外刊的可读性障碍遥

不可否认的是袁智慧的生发不是一蹴而就的遥 正

作为 DIKW 模型中的最高层次袁智慧的核心是思

如 DIKW 模型所呈现的袁只有在信息尧知识发展到相

助自我的觉醒遥 也就是说袁推送的内容不能仅为静态

高离不开学习主体的持续努力袁需在阅读积累上下功

文本袁需要拓宽媒介空间让学习者参与实践遥 鉴于此袁

夫袁方能博观而约取袁厚积而薄发遥 希冀低水平阅读者

在每篇文末的留言区按钮是悦读新闻外刊的标配袁在

能在平台的辅助下持之以恒地学习袁 培养阅读自信袁

提高平台黏性的同时袁 也旨在构建微型的学习共同

这也是本课题组创立平台的初心所在遥

维品质的发展袁而思维是无法通过识记获得袁惟有借

体袁为学习者野带来交互社群化的良好体验冶[13]遥在交互

当成熟的阶段智慧才有可能出现遥 自主阅读能力的提

虚拟空间袁同伴可以分享学习笔记尧共享学习心得尧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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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KW Design of WeChat Platform for News Reading:
from Information Sharing to Wisdom Creating
ZHENG Ji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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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院As Internet and education blends in a deep way, an increasing body of mobile platforms are deployed to assist foreign lan鄄

guage reading. But most of these platforms rely heavily on the shallow presentation of fragmented information and ignore the fact that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essentially a complicated cognitive activity. Therefore, given the needs of unskilled readers, the present group
used DIKW model to guide the design of a WeChat learning platform. Under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being concise, precise and interactive,

such three contexts as situational,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ones are utilized to provide an enjoyable space for these readers, and further their
transition from being knowledge-based to ability-oriented.

Key words院DIKW model; situational context; linguistic context; cultural context; WeCha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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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高校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架构设计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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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师范大学 资产管理处袁 福建 福州 350117曰

2.福建师范大学 湿润亚热带生态地理-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袁 福建 福州 350117曰

3.福建师范大学 湿润亚热带山地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基地袁 福建 福州 350117曰
4.北京普诺迪信息系统技术研发有限责任公司袁 北京 朝阳区 100029 )

摘

要院固定资产是高校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高校履行教学尧科研等职能的重要物质基础遥 长期以来袁高校国

有资产实物管理与资产价值管理分离导致了账实不符尧资产使用效益低尧资产使用监管缺位等问题遥 以福建 F 高校资产

管理工作实践为例袁架构设计了一套高效的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遥 通过分析当前学校资产管理系统现状与存在的
问题袁运用 SQL Server 数据库接口技术对接资产管理系统与财务系统袁实现了资产实物管理与资产价值管理深度融合袁
为国内其他高校提升资产管理的规范化尧精细化与科学化提供借鉴遥

关键词院高校曰资产管理系统曰系统对接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08原园054原园5

近年来袁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袁高校

务系统之间存在业务信息交叉重叠袁例如院资产名称尧

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袁 对资产管理的要求也显著提高遥

资产编号尧经费科目尧数量尧单价尧金额等字段袁实现对

资产管理系统有助于提升高校资产管理能力遥2013 年

接后既可以避免同一笔资产登记尧财务报账信息的重

以来袁财政部持续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建立科学规范的

复登记袁又能提高部门间数据信息的准确性袁为系统

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袁以期建立既相互衔接又有效制

对接提供了现实意义遥 综上所述袁实现资产管理系统

衡的工作机制和业务流程袁实现资产管理的动态化和

和财务系统对接大势所趋袁有利于确保资产归口管理

网络化袁实现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有效对接遥 虽然应

部门固定资产账与财务部门固定资产账袁账账相符[2]遥

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参与国有资产的管理已经成
为各高校资产管理者的共识袁但高校资产管理信息系
统与财务系统的对接工作亟需继续深入推进[1]遥 2017
年袁叶政府会计制度要要
要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
表曳渊简称新制度冤颁布袁要求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
实施新制度袁鼓励行政事业单位提前执行遥 要求对固

本文针对目前高校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现象袁以

福建省 F 高校为例袁 运用 SQL Server 数据库接口技术
架构设计并实践资产管理系统与财务管理系统对接袁

从技术与管理两个层面解决了资产实物管理与价值管
理分离导致的问题袁优化了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3]遥

一尧当前高校资产管理系统现状及存在的

定资产计提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袁 财务账面价值真
实尧准确体现资产实物价值遥 同时袁资产管理系统与财
收稿日期院2021-03-27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科技厅重点实验室尧平台尧中心建设项
目渊2017L3008冤遥
作者简介院黄鑫云渊1987-冤袁男袁汉族袁助理研究员袁主要从
事高校资产管理研究遥

问题
渊一冤系统版本陈旧袁无法满足新野政府会计制度冶
要求
F 高校资产管理系统建设始于 2006 年袁采购北京

P 公司的野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冶单机版软件曰2013 年在

黄鑫云袁等院省属高校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架构设计与实践

原单机版系统基础上升级为野资产综合信息平台管理
系统冶网络版渊简称 2013 版野资产管理系统冶冤袁包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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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供数据信息有效性检验袁存在 SQL 注入尧跨站脚
本等漏洞遥

产概况尧贵重精密仪器管理尧资产调剂管理尧设备管理

渊三冤系统相互独立袁无法实现数据信息集成与共享

渊包含通用设备尧专用设备冤尧家具管理尧图书管理尧无

当前袁 多数高校资产管理现状为归口管理部门

形资产管理渊含软件冤尧房屋土地构筑物管理尧低值耐
用品管理尧资产调剂管理尧维修管理等模块遥 其中袁设

野各自为政冶袁形成数据信息孤岛遥 资产管理处为学校

国有资产一级管理机构统管全校国有资产管理和数

备尧无形资产尧土地房屋及构筑物可实现单台件管理袁

据上报工作袁财务处负责账务尧流动资产和对外投资

家具尧图书尧低值耐用品可以实现批量管理曰具备资产

等管理曰图书馆负责图书资料管理袁实验室与设备管

登记渊入账冤尧资产变动尧资产处置渊报废尧报损尧捐赠

理处负责仪器设备及车辆等管理曰各归口管理部门按

等冤审批等功能遥

照各自职能管理学校各类资产遥

随着市面上浏览器的快速更新袁现有 2013 版野资

高校资产管理涉及部门众多袁 管理方式及侧重点

产管理系统冶无法兼容最新的浏览器渊仅支持 IE 浏览

各不相同遥 同时袁部门之间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且系统

用冤遥 同时袁野新制度冶实施袁对高校资产管理工作提出

部门与财务部门只能依靠人工完成 野账账核对冶[4]遥 例

器且最高支持 IE9 版本袁 导致操作困难或者无法使

相互独立袁缺乏信息的集成与共享袁导致资产归口管理

了更高的要求袁2013 版野资产管理系统冶现有模块及功

如院F 高校资产管理部门与财务部门使用纸质凭证线

能无法满足资产管理部门与财务部门野账账冶实时核

下手工完成对账工作遥 一是资产购置单位在资产管理

对及每月按时计提折旧/摊销等要求遥

系统登记固定资产后袁 打印纸质 野固定资产进账单冶

渊二冤系统架构缺陷袁无法满足校园网络安全要求
2017 年袁 我国网络安全领域的首部法律要要
要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曳颁布实施袁将网络安全建
设视为重中之重遥2018 年袁公安部向社会公开征求叶网

渊三联单冤袁经领用人尧资产管理员尧单位资产管理分管
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袁送至归口管理部门审核遥 二

是归口管理部门将有关登记材料与 野资产管理平台冶
上登记信息进行审核袁审核无误后予以入账袁并在纸

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渊征求意见稿冤曳意见和建议袁意

质野固定资产进账单冶渊三联单冤加盖野审核专用章冶遥 三

味着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2.0 时代即将来临遥而 2013 版

是资产购置单位将纸质 野固定资产进账单冶渊三联单冤

asp袁微软已经停止此开发语言的维护更新袁导致该软

理财务报销手续袁财务部门进行审核遥 若审核通过袁财

根据 F 高校网络与数据中心对 2013 版 野资产管

产管理部门留存冶和第二联野财务部门留存冶遥 若发现

理系统冶安全漏洞测评袁结果显示存在诸多安全漏洞

固定资产登记信息与佐证材料不符袁当场退回办理单

亟需整改遥 一是管理员权限过大袁且无法对管理员的

位袁并通知归口管理部门予以更正袁经更正后再进行

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尧制约遥 二是系统未严格控制用户

财务报销程序遥 四是月末或年终由财务部门将留存纸

访问权限袁存在被恶意用户利用进行非授权操作的风

质野资产进账单冶渊三联单冤的第一联野资产部门留存冶

险遥 三是系统登录口令强度策略不够完善袁仅启用野强

返还给资产管理部门袁资产管理部门根据野资产部门

制实施密码策略冶尧未启用野强制密码过期冶袁口令可能

留存冶联在野资产管理系统冶确认财务已入账遥 这种人

被恶意用户猜测获得袁合法用户身份被仿冒袁导致数

工对账的模式袁不但降低了账账核对的时效性袁还容

据库被非授权访问遥 四是系统提供了安全审计功能袁

易导致野账账不符冶现象发生遥

野资产管理系统冶采用 B/S 架构设计开发袁开发语言为
件无法满足现有网络环境的安全要求遥

连同其他财务报销需要提供的材料袁送至财务部门办
务部门留存纸质野资产进账单冶渊三联单冤的第一联野资

但没有对系统内自主访问控制的所有操作记录渊如用
业务帐号操作的增删改查等冤尧重要用户行为渊如用超
级用户创建删除用户帐号尧给用户分配权限尧更改系
统配置等冤事件进行记录遥 五是系统部分模块功能无

二尧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架构设计与实践
F 高校 2013 版野资产管理系统冶的全面升级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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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资产管理系统与财务系统对接奠定基础条件遥 新版

渊三冤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架构实践

野资产管理系统冶采用 Java 语言开发袁易移植袁支持跨

基于 SQL Server 构建同步对接资产管理系统和

平台部署袁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尧易维护性遥 能实现通

财务系统中间库袁对仪器设备尧家具装具尧图书等资产

过浏览器进行各项系统业务处理曰同时提供 C/S 架构

购置尧登记渊入账冤尧资产价格增减调整尧资产报废报

方式袁为具有相应权限的管理部门提供利用客户端程

损尧资产调拨尧资产退库尧资产折旧摊销尧月末对账等

序在线下载尧离线备份尧数据处理的方案遥 通过学校网

业务数据进行同步存储遥 定时和增量同步的方法袁将

络将归口管理部门尧使用部门尧管理人员尧使用人员都

中间库的数据同步到资产管理系统和财务系统袁同时

参与到固定资产管理中来袁实现资产全生命周期有效

采用接口请求的方式袁实现两系统业务数据的打通[5]遥

管理袁具体架构及实践由以下几部分完成遥
渊一冤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架构目标
系统架构最终目标是实现数据信息的实时共享袁
具体可分为四个方面目标遥 一是实现资产管理系统与
财务系统的数据实时核对曰二是实现资产管理系统和

1.概况

以 JSON 数据格式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R2 环境下建立中间库袁 实现资产管理系统与财务系
统对接渊见图 1冤遥对接的原则是院以资产管理系统中传
递的单据号渊财务系统中称业务单号冤为单位袁以资产

财务系统资产报增渊含增值冤尧变更渊减值冤及处置的数

内容分组袁以支出项目划分明细遥 资产管理系统将报

据同步曰三是实现资产管理系统与财务系统数据核对

增渊含增值冤尧变更渊减值冤及处置资产实时反映到财务

时异常数据提醒曰四是确保资产管理系统入账价值与

系统袁财务系统将资产变动渊增减值冤信息的处理结果

财务系统报销价值完全一致并可相互追溯袁确保野账

实时通过中间库反馈给资产管理系统遥 在数据传输的

账相符冶遥 以上目标的具体实现方式是院首先袁资产管

过程中袁依靠系统后台自动实现袁无须人为操作遥 并且

理系统中的数据信息按照财务部门资产入账标准进

通过扫描单据条码的方式袁降低人工错误率袁提高工

行设置曰其次袁传送至中间库曰最后袁将数据按照财务

作效率袁避免了资产与财务系统中数据信息不一致的

入账需求进行整理尧规划和校验生成财务系统可接收

情况袁实现账账相符的管理目的遥

的数据信息遥 本架构采取建立中间库中转数据的方式

2.业务详细说明

进行系统对接袁具有两方面优势院一方面有利于数据

渊1冤资产管理系统发起资产审核遥 一是调用 Get鄄

信息安全袁在互不影响对方数据的情况下袁可以追溯
双方权责曰另一方面可避免因一方程序关闭袁导致在
关闭这段时间内无法传输数据的问题袁达到任何时间
都不影响对方正常办理业务遥
渊二冤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架构设计

Project 获取当前验收发起人有哪些项目可以用于报
销曰 二是根据验收发起人选择项目调用 GetProject鄄

Blance 获取项目余额袁检查余额充足曰三是根据验收

发起人 选择项目 调用 GetProjectQuotas 获取项 目 额

度袁检查额度是否充足袁不设额度的项目跳过此步骤曰

本方案采用中间数据库的模式袁主要提供三个业

四是条件全部符合则允许发起请求袁将生成的资产数

务功能袁资产日常报账尧核对数据信息交互情况和资

据推送至中间库等待审查曰 五是扫描中间库审核结

产计提折旧遥 一是资产日常报账采用中间库方案对

果袁将发生改变的数据提取回资产管理系统遥

接袁需要跳转预约报账系统袁可由第三方公司参考预

渊2冤财务审核资产制单遥 一是资产制单通过资产

约接口进行实施曰 二是双方可以通过对中间库的查

接口提取业务单数据和支出信息袁制单结果通过资产

询袁核对数据交互情况渊资产管理系统的单据号即为

接口以覆盖方式回写中间库曰二是资产删单通过资产

财务系统的单据号冤袁保证每月账物相符曰三是资产计

接口恢复业务单初始状态袁删除审核结果遥

提折旧采用中间库方案对接袁采取资产管理部门完成
折旧计提工作袁将资产折旧分类汇总数据推送给财务
管理部门袁最终实现资产管理系统和财务系统对于资
产日常报账和资产折旧业务的数据交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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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信息安全保密协议袁 坚决防止有关数据信息外露袁
要求负责资产管理系统升级技术人员必须严格按照
保密制度袁确保学校数据信息的安全曰同时袁系统供应
商要配合学校完成等级保护定级尧备案尧定期测评尧整
改等环节的网络安全要求遥

三尧小结
随着野新政府会计制度冶实施袁对高校资产管理信
图 1 架构设计流程图

Fig.1 Architecture design flow chart

渊四冤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架构保障措施

息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学校借以数字化校园的
建设为契机袁加强顶层设计袁统筹校内教学尧科研尧财
务尧资产等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集成与共享袁实现决

随着高校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和网络安全等级保

策更加准确尧管理更加透明尧使用更加便利尧效率更加

护要求不断提高袁如何确保数据信息安全和业务系统

高效的高质量的智慧校园遥 资产管理的信息化不仅能

的稳定运行是系统对接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遥 为确保数

提高工作效率尧降低管理成本袁还能实现国有资产实

据信息安全袁 应从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两方面着手袁

物管理和价值管理的有机结合袁对切实加强行政事业

切实做好数据信息安全防护工作遥

单位国有资产监督与管理将产生积极的影响遥

1.技术层面
以资产管理系统升级为契机袁要求资产管理系统
供应商严格按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曳尧公安
部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渊征求意见稿冤曳及学校信
息化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与规范袁定制开发一套符
合校园网络安全信息化建设的技术标准和安全保障
体系袁确保学校资产数据信息不泄露尧不损毁尧不丢
失尧不被篡改 遥 同时袁资产管理系统必须具备数据自
[6]

动备份及操作日志功能袁数据备份功能是指资产管理

系统具有对系统数据进行自动备份的功能袁即使计算
机发生故障也能使数据信息恢复到最近状态袁目的是
防止故障发生时以及人为误操作时造成数据信息损
毁及丢失袁原则上应对当天发生的执行的全部数据信
息进行备份曰操作日志功能是指资产管理系统可以自
动记录所有用户的系统操作流程及操作时间遥
2.管理层面
一是强化网络信息安全意识遥 系统开展网络安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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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pital asset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university assets, which are the important material basis for university to perform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other functions. For a long time, the separation of physical and value management of state -owned

properties in universities has led to the phenomenon of inconsistency between accounts and reality, low efficiency of asset use, absence of
supervision on asset use and so on. This paper takes the practice of asset management in Fujian F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nd designs a

set of efficien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for state-owned asset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uses interface technology of SQL Server database to connect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and financial

system, and realiz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sset physical and value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domestic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refinement and schematization of asset management.

Key words: universities;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system d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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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基于生态文明的视域袁通过分析目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形势和问题袁

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其紧迫性袁通过加强建设美丽和谐的新乡村袁实现广大的乡村更美尧环
境更好尧村民更快脱贫致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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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经济发展野新常态冶袁不再盲目追求发展

巨大的改变袁无论是村民的价值导向尧人文环境还是

的高速度袁 更注重经济发展的结构与质量遥 农业尧农

人际道德等袁各类新的矛盾尧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遥 要

村尧农民的野三农冶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应对新阶段的新挑战袁就必须要加快构建新型和谐的

工作任务袁全国各地创新方法解决野三农冶问题袁农村

中国特色社会新农村袁 在各类新矛盾中寻找途径袁在

人居环境治理是新农村建设的需要袁也是统筹城乡发

各种新问题中谋求方案袁不断促进我国农村社会的稳

展的重要内容之一遥 2005 年袁中央制定的第十一个五

定发展袁农民生活的有序提高遥

年规划建设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袁明确野生产

渊二冤巩固党在农村执政领导地位的需要

发展尧生活宽裕尧乡风文明尧村容整洁尧管理民主冶的新

加强新农村先进思想和文化宣传阵地的建设袁引

农村建设 20 字方针要求遥[1]2014 年袁国务院出台的叶关

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学习和崇尚先进思想科学[2]袁自觉

2020 年袁全国农村居民住房尧饮水和出行等基本条件

想尧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思想袁这些既是有效推动新农

明显改善袁人居环境基本实现干净尧整洁尧便捷袁建成

村建设的有利保障袁又是促进农民生活质量改善的有

一批各具特色的美丽宜居村庄遥 冶

效助力袁 更是保障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能够深入基层袁

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曳 中明确提出院野到

一尧推进我国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抵制各种封建理念尧迷信思想遥 通过宣传普及先进思

走实走深的必要手段袁推动乡村的现代化建设袁是巩
固党在农村中执政领导地位的必然需要与有效载体遥
渊三冤贯彻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渊一冤加快构建新型和谐农村社会的需要

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袁正

随着生态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袁乡村振兴战略的

确处理好农村与城乡的关系袁加快推进农村和城乡经

不断持续推进袁当前我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已然发生了

济社会的发展袁是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基
本原则和要求遥 当前袁农村的落后不仅主要体现在经

收稿日期院2020-09-25

济上袁更突出的是体现在农村教育尧卫生尧文化等各项

作者简介院陈锦芳渊1987-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政府

社会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上遥 只有不断加强对新农村

行政管理尧区域生态发展尧行政机制体制改革

的建设袁才能真正把以人为本的农村发展要求落到实

研究遥

处袁改变和提高农村人民群众现代化生产的条件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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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生活的质量遥

特色袁因地制宜袁突出差异化的地方特色袁传承传统文

渊四冤加快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化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遥 因此生态文明对乡村现

与过去几年相比袁农村的社会集体经济也得到了

代化建设也提出了必须深入挖掘不同区域的农业可

一定的巩固和发展袁农业集体经济的结构也得到了一

创意的文化元素袁进一步丰富当地农业的发展内涵以

定的优化和调整袁农民收入也实现较快的增长遥 但是

及可发展的未来空间袁不断通过提升本地农产品的竞

也更应该认识到袁当前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尧农业

争实力袁提升农业发展的产业层次袁真正改变农业的

的现代化水平尧农民的现代化理念与先进的发达国家

相对滞后地位袁让农民的腰包不断鼓起来袁有效促进

相比还有较明显的差距袁而要实现我国农村的现代化

农业的增收发展袁在提升农民物质生活的同时袁加快

水平依然还有较多的努力空间遥 只有不断推进农村的

广大农民的文化需求遥

现代化建设袁以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袁推动农村经济的

渊三冤要立足产业发展

快速发展尧生产力水平的稳定提升尧农民生活品质的

乡村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推动农业产业的现代化

不断改善遥

发展袁通过科技手段袁实现资源的永续发展袁实现农业
的规模化发展袁通过创新性的发展理念袁不断拓展农

二尧生态文明对乡村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新

业产业的功能范畴袁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遥 因此生态
文明对乡村现代化建设也提出了必须要立足本地农

要求

村的产业发展袁通过转变升级资源的优化配置袁实现
渊一冤要依托生态资源

农产品实现绿色尧健康的精细化发展袁让乡村的农味

一个地方社会的发展其必不可少的潜在要素之

和乡味更浓更香遥

一就是良好的生态资源遥 改革开发四十多年袁我国的

渊四冤要依靠城乡统筹

经济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袁但同时袁付出的生

乡村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城乡各方面资源的整

态环境代价也是巨大的袁要建设现代化的乡村袁首要

合发展袁包括经济尧自然尧文化尧政治尧社会等袁通过实

目标就是如何解决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

现各资源要素的统筹袁有效促进协调发展遥 因此生态

矛盾袁其中利用生态环境的倒逼机制袁促进传统农村

文明对乡村现代化建设也提出了必须依靠城乡统筹袁

中粗放式产业的转型升级袁真正提升相对滞后的农村

通过城乡间相关资源的配套改革袁推动各资源要素实

基础设施建设袁进一步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袁从而建

现优化升级袁让城乡间的产业集聚形成集成式的发展

设更加和谐的美丽乡村遥 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

模式袁从而真正有利于乡村的现代化建设和现代化的

通过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袁则对促进广大农村地区

农业新发展模式和新型的城镇化发展进一步有效融

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型升级有重要意义袁因此

合遥

生态文明对乡村现代化建设也提出了必须实现人与

渊五冤要依靠全民参与

自然和谐发展袁以较少的资源环境消耗支撑农村经济

乡村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与袁在过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袁建设农村人口聚集尧基础设施配

程中应该要充分遵循广大农民意愿袁避免毫无效益的

套尧公共服务完善尧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家园遥

[3]

渊二冤要重视文化传承

野面子工程冶遥 在现代社会中要提升农民的主人翁意
识袁 就必须由当地政府发挥相应的政策保障功能袁通

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袁是乡村建设的内涵体

过建立相关符合农民意愿的体制和制度袁真正让农民

现遥 乡村文化包括乡村山水风貌尧乡村聚落尧乡村建

获得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参与权和监督权遥 因此生态文

设尧风俗礼仪尧饮食服饰尧民间工艺尧宗教等遥 它是群众

明对乡村现代化建设也提出了必须通过依靠广大农

的精神家园袁是人们乡土情感的依托和凭借袁具有很

民的积极参与袁调动农民在乡村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

强的亲和力尧凝聚力和生命力遥 可以说建设现代化乡

性袁通过尊重引导机制袁实现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长效

村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可参考袁而应该根据各地的

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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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作遥 比如袁在乡村保洁队伍的建设方面遥 一是近年

三尧当前我国乡村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

来袁 虽然社会各界对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更加关
心袁也更加的关注袁较多的村有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
构与管理人员袁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管理上

渊一冤广大乡村的文化硬件建设还有待完善

还不是很到位袁存在有为应付上级部门检查才加强管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袁老百姓的需求层

理的情况遥 二是保洁队伍运转不规范遥 比如按照有关

次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袁从曾经的物质需求转为对精

规定袁农村每五百人左右配备一名保洁员袁但在实际

神需求的不断增强袁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袁广大乡村

的工作开展过程中有些村的配备工作还是较为缓慢袁

的文化硬件措施与城市地区相比袁 还有较大的差距袁

无法发挥保洁作用遥

无论是在文化硬件措施的投入还是维护方面都相对

渊四冤乡村建设的规划不够科学完善

滞后袁许多地区还未建成专门的文化宣传场所袁仅仅

在当前推进乡村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袁对于乡村

依靠农村的宣传栏尧广播站等袁不能很好的起到广泛

历史的挖掘不够科学尧 特色产业的规划不够完善袁没

的宣传教育效果袁也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

有充分结合当地的生态自然环境袁使得乡村建设的规

活需求遥

划依然呈现野千村一面冶的现象遥 主要是体现在三个重

渊二冤部分农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有待提高

要的方面院第一袁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当地的实际情

首先由于长期的生活习惯问题袁导致村民对改善

况袁没有制定适合实际实情的政策袁项目不具有特殊

生活方式的接受度不高曰另外也由于农村生活环境保

性袁容易造成野一刀切冶的情况曰第二袁本区域内的政府

护的政策落实不够具体袁使得在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

理念也不尽相同袁理解不同也容易造成政策的推进不

理工作中农民的支持力度不够袁在推进农村现代化建

同袁对于项目的时间把控也要求不同袁容易造成野脱

设过程中袁加强生态环境的治理是必要要求袁而当前

节冶的情况曰第三袁由于项目的设计以及推进时长都较

部分农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还有待提高袁比如随着农

短袁使得项目的规划定位不够明确袁各村的主题也不

村新建住房数量越来越多袁但是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却

够突显袁并且不能与周边形成有效的聚集作用袁容易

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袁堆放的建筑垃圾也对农村环境

造成野孤岛冶的情况遥

卫生造成了影响遥 而且有的农村地区袁农民的房屋与

四尧推进乡村现代化建设困境的原因分析

家禽牲畜的住所是连在一起的袁有的牛栏尧鸡舍之类
的就建在自家房屋前后袁 有的就建在村庄的周围袁产
生的粪便污水没有合理处理袁 就排到露天的排水沟

渊一冤传统乡村发展理念的局限性影响

渠袁使得臭气熏天遥 虽然有的采用规模化的畜禽养殖

我国乡村发展的传统理念以政府为主导袁采用规

方式袁但也存在布局不合理袁偷排粪便污水的情况袁造

章等行政手段袁结合各级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袁注重

成了环境的污染遥

基层管理遥 然而袁在管理基层层面袁由于各种资源时空

渊三冤乡村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够充足

分配不均衡袁还要考虑社会经济效益的协调袁有时为

当前袁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的资金主要是依靠本区

了经济的发展袁容易走野先发展后治理冶的治理道路遥

域的政府财政袁而其他的渠道比较缺乏袁使得整体的

此外袁 传统的乡村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袁使

资金投入不够充足遥 在现有的资金投入中袁公共基础

得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遥 尤其是在乡村的环境污染

设施的建设占了绝大多数袁而相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

中袁由于经过基层治理后袁治理成本相对较高袁难度较

的资金更是略显不足袁但是对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这

大遥

一公益性的项目工作袁则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袁无论

渊二冤乡村建设的社会力量不够

是治理设备尧治理人员等袁资金投入的不足袁则会限制

目前袁乡村发展模式是野政府直接控制冶的治理模

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袁也会阻碍农村的现代化建

式政府袁占据主导地位的都是政府的职能部门袁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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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指导下实施建设对策遥 尤其是在乡村的环境治理

正体现村民意识的村组织袁真正的为民办事尧为民说

中袁非政府组织等参与环境治理模式尚不成熟遥 此外袁

话遥

由于非政府组织末端的发展是不成熟尧不完整的志愿

渊二冤加强基层干部的队伍建设

者袁企业参与生态环境改善的积极性不高袁整体环境

在推动乡村的现代化建设中袁基层的干部起到了

治理的社会力量还不够遥

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袁长期以来因为农村大批青年外

渊三冤对乡村建设的投入不足

出务工袁 农村干部队伍老龄化现象一直都比较突出遥

农村环境管理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环节遥 近年来袁

对此政府可以颁布相应的政策袁积极鼓励外出务工的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袁按

优秀青年人才尧大学生尧退伍军人尧乡村企业经营者等

照落实农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下袁我国广大农村地

人才回村竞选村干部遥 打破制度尧年龄尧行业等限制袁

区坚持优先保护袁减少农业面源污染遥 但在实践中袁由

多渠道尧 多方面选拔优秀青年人员担任农村干部袁优

于环境建设作为一种公益事业袁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

化农村干部队伍遥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输

和物力资源遥 由于政府的财政资源有限袁在农村生态

送绵绵不断的优秀人才袁成为振兴乡村战略实施的坚

环境管理中仅依赖政府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遥

定奠基石遥
培养和建设村级后备基层干部人才队伍的具体

五尧坚持生态文明思想袁推动乡村建设的
对策

措施包括院可以培养和选拔这些退伍军人中的年轻的
一些具有经济能力及脱贫致富的能手来直接投入后
备的人才库遥 现阶段这些退伍军人的综合素质和政治

渊一冤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思想意识都很高袁在他们队伍中的许多退伍军人都已

1.提升村民的参与度

经是在现役军队中立功获奖袁也有的一些人加入了军

提高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意识袁首先需要帮助村

队各级党组织袁 还有的一些人还曾经担任过班长袁他

民减小在具体公共事务管理中所产生的消极情绪袁同

们更加具有一定的熟悉基层组织和领导的能力袁更加

时袁发挥乡村党员尧退休干部等人的模范作用遥 此外袁

容易能很好的胜任一些基层干部的工作和岗位曰村干

增强村委会的自治权袁认真划分村委会的具体职能以

部培训的工作必须要以村民自治理论联系工作实际袁

及具体义务袁明确权利和职责袁明确界限袁提高村委会

而且要注重实效袁 千万不能单纯搞系统化和形式主

的服务能力和水平遥 此外袁村委会需要实现一定程度

义遥 村干部培训的对象主要包括有参与村民选举的领

的经济独立性袁以便村委会有能力组织更多不同的活

导骨干尧政府的选举有关工作人员遥

动尧承担村民参与乡村活动的各项费用等袁使村民在

渊三冤完善和健全乡村发展的财政保障

参与乡村事务中获得一定的满足感袁树立乡村的主人

1.多方统筹资金保民生

翁意识遥

按照国务院野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袁推进财政资金

2.保障选举的公平公正

统筹使用冶的有关部署袁切实提高在乡村建设中的财

推行野组合竞选制冶袁真正实观冶村官民选冶袁好的

政资金使用的精准度袁 重点用于保障基本民生的需

村民选举管理制度必须能够保证村民意志的表达尧低

要遥 一是大力盘活存量资金遥 在本地区范围组织开展

干预尧高效率的参与以及能够使村民选举的行为与村

存量资金清理统计和核查工作袁摸清底数曰细化相关

民意愿和利益直接建立联系遥 而从目前的实际乡村政

政策措施袁严格执行结余资金收回政策袁分类推进盘

治情况和角度来看袁村民的自治制度作为目前我国的

活存量工作袁 盘活资金主要安排用于重大民生支出遥

乡村社会基层民主的一种基本的形式袁尽管地方政府

二是加大资金整合力度遥 强力推进跨部门重大财政项

的经济主导作用非常重要袁但是经济的根本原因是始

目资金整合袁建立目录清单袁对清单内专项资金实行

终只能是一个基础性的制约经济因素遥 因此袁村民的

动态管理遥 同时袁创新管理机制袁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

参与制度想要高质量地发展和运行袁必须要有一个真

合机制袁有效减少制度障碍袁为盘活存量和统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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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松绑冶遥 三是推进资金统筹使用遥 资金实行统筹使用袁

偿债减债机制袁对已确认的债务进行清理袁分清性质尧

并建立正面清单引导尧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袁采取切块

界限和责任袁有序减轻基层债务遥 同时袁建议进一步加

方式下达各类资金袁 增强县级政府自主统筹能力袁解

大支农投资整合力度袁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经费纳入

决多渠道资金的重复交叉和部门间难以协调问题袁最

转移支付的主要项目袁为加快基层公益事业的发展注

大程度发挥财政资金整体效益遥

入强劲动力遥

2.优化支出结构保民生

2.统筹乡村党建促进协调发展

按照野尽力而为尧量力而行冶的支出原则袁不断压

统筹好城乡党建之间的协调发展袁是解决党建发

减一般性支出和非刚性非急性项目支出袁投入更多财

展不平衡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遥 现阶段袁由于存在着

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遥 一是全力保障民生支出占比

城乡党建工作的统筹内在动力相对缺乏尧联动效应不

保持高位遥 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

够明显尧辐射范围较窄等方面的问题袁对城乡党组织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袁通过加大资金调度力度尧高质量

的协调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遥 所以袁需要在推动乡

争取上级补助等多项举措筹集资金袁持续增加对民生

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融入基础的党建工作袁并制定具体

重点领域的财政投入遥 二是严格落实中央财政资金直

的规划与明确的方案袁 让乡村基础党建发挥积极作

达民生遥 贯彻落实财政部直达资金管理相关工作要

用袁不断推动公共行政资源尧经济发展资源尧人才资源

求袁进一步规范管理袁加强部门协调联动袁压实压紧责

以及党建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袁以实现农村资源的优

任袁加快支出进度袁推动惠企利民政策落地见效袁确保

化整合遥 通过统筹城乡党建袁激活各类党建要素袁不断

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遥 三是及时准确拨付群众个人

推动农村党建工作发展袁努力实现党建工作城乡资源

补贴资金遥 严格审核各部门资金拨付袁切实保证补贴

共享遥

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群众手中袁有效保障群众生产和

3.促进乡村党建工作的信息化

生活需求遥

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袁乡村建设中信

3.财力下沉基层保民生

息化与以往相比更加具有冲击力与穿透力袁极大的转

制定实施差异化财税扶持政策袁 对贫困山区县袁

变了社会的生产与人际间的交往方式遥 现今时代已经

实施地方税收全留的野不取冶政策袁并有针对性地对特

是互联网的时代袁网络上的虚拟社会已经逐渐的融入

色产业尧绿色产业尧民族产业实施野多予冶政策遥 同时袁

到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来袁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

建立沿海对口帮扶山区的野山海协作冶袁真正实现野大

可或缺的一部分遥 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袁就需要

手拉小手袁一齐向前走冶遥

将信息化手段运用到党的自身建设中来袁信息化的发

渊四冤以党建助推乡村建设的科学规划

展给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尧新的挑战袁同时也对

1.给予农村基层党组织必要的经费保障

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在思想观念尧手段方法等方面提出

要发挥乡村党组织的作用袁本地区的政府首先必

了新的要求遥 不断增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对网络社会的

须确保必要的财政经费保障袁处理好农村基层组织运

监管是新阶段的新挑战袁更是新任务袁农村基层党组

转经费保障机制新时代农村发展形势还不相适应的

织必须要学习好尧 掌握好并利用好信息化的手段袁不

问题遥 要确保每个支部都能够有一个好的领头人尧好

断推动基层的党建工作水平袁不断实现乡村基层党建

的发展思路尧好的活动阵地尧好的工作制度以及好的

与各类信息技术的有效交流袁可以开设本村的微信公

保障机制遥 然而当前由于多方面因素袁乡村两级负债

众号尧特色产品的商城袁运用多媒体助推乡村振兴袁更

情况仍然存在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袁基层党

好的实现野走出去与请进来冶相结合的方式袁让村民有

建的投入仍显不足遥 所以袁必须要统筹规划好乡村基

更多的认识外界的渠道袁也让外界有更多的认识乡村

层的发展袁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袁财政对基层转移支

的方式遥

付比例与最低数额袁适当向农村基层特别是贫困地区

总之袁 乡村建设是事关广大农民生活水平的大

倾斜袁有效促进基层组织稳定和正常运转遥 建立健全

事袁也是提升广大农民幸福生活的途径袁在野十三五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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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袁 我国的乡村建设工作已经取到了良好的成效袁
在野十四五冶阶段袁乡村建设的现代化已经成为提升我
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袁抓住新机
遇袁应对新挑战袁不断扎实推进我国的乡村现代化建
设进程意义重大袁需要全社会协同共治遥

[2]
[3]

2012渊10冤.

陈存根.践行生态文明思想袁促进乡村绿色发展[J].中国生

态文明袁2019渊12冤:25-26.
休闲农业课题组.亲近自然山水袁共享生态文明[J].中国乡
镇企业袁2011渊12冤: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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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ion and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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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主体产业发展缓慢尧冰雪用品制造业初步形成竞争力是福建省冰雪体育产业发展主要现状遥 拥有较为完备的冰雪发展
政策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是福建省冰雪产业发展主要优势遥 优化路径在于院 坚持政府在冰雪产业发展过程中宏观调控作
用袁发挥市场在冰雪产业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袁增加冰雪场馆供给和加大冰雪产业主体核心产品开发力度等遥 通过对
福建省冰雪产业发展优化路径研究袁对探讨当下全国冰雪产业大发展的这一历史契机袁具有一定的实践与探索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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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承办 2022 冬奥会袁为我国冰雪产业发展提

五条指导意见袁[2]为福建省冰雪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遥

供了新的引擎和动力袁冰雪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

因此袁抢抓机遇袁立足福建实际袁加强福建省冰雪产业

发展期遥 位于东南沿海的江苏尧浙江尧福建等省份袁经

发展研究袁有针对性提出福建省冰雪产业发展优化路

济发达袁人均消费能力强袁是实现我国冰雪产业跨越

径就显得非常迫切和任务艰巨遥 同时袁研究也为同在

式发展重要区域遥 福建省作为体育产业强省袁2017 年

东南沿海的浙江尧江苏尧台湾等省份冰雪产业发展路

体育产业总产值达到 3801 亿元袁 占全国体育产业总

径选择提供参考遥

产值近五分之一袁位居全国前列遥 [1]但冰雪产业对福建
省体育产业总产值贡献有限袁一直是福建省体育产业
发展的短板遥 为贯彻落实 2019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尧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叶关于以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曳 精神袁2019 年
8 月袁福建省体育局印发叶关于抢抓机遇发展冰雪运动

的若干措施曳袁 其中对扶持福建省冰雪产业发展提出
收稿日期院2020-11-27
基金项目院安 徽省 哲 学 社会 科 学规 划 项目 渊青 年 项 目冤

(AHSKQ2017D43)曰 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渊SK2017A0256冤遥

作者简介院孙滔渊1994-冤袁男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刘利渊1985-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体育
人文社会学研究遥

一尧福建省冰雪产业发展现状
渊一冤冰雪运动场地不足袁制约着冰雪产业链延伸
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袁属于亚热带季风气
候袁气候温暖袁一年之中袁只有北部与江西交界的武夷
山山区会有几天降雪袁多是一过性的袁存留时间很短遥
在这样的气候环境中袁 开展室外滑雪和滑冰成本高袁
故福建省没有室外滑冰滑雪场地遥 室内冰雪场馆资源
也比较稀缺袁室内真冰场地仅厦门 1 座袁福州 2 座袁规
模小袁且消费高遥 无滑雪场地袁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机

会少尧氛围差遥 另有 2 座在建室内冰雪场馆袁分别为
野泉州海丝冰雪大世界冶和野莆田冰雪小镇冶遥 冰雪场地
设施的不足袁必然会制约冰雪产业的主体产业渊大众
冰雪休闲健身业尧冰雪竞赛表演业冤尧外围产业渊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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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服务业尧冰雪运动用品制造业尧冰雪运动设备制
造业冤袁以及相关衍生业渊冰雪运动教育与培训业尧冰
雪运动保险业冰尧冰雪运动赞助业尧冰雪运动中介业冤

2013 年袁361毅与北欧著名运动品牌 One Way Sport 签

署合作协议共同成立合资公司袁共同开拓大中华区市
场遥 One Way Sport 在冬季运动领域较有竞争力袁其品
牌 One Way 是 2015 年瑞典法伦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

等产业链的延伸遥
渊二冤冰雪主体产业发展缓慢
全省真冰场馆少袁且规模较小尧无滑雪场地尧无冰

和 2017 年芬兰拉赫蒂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的国际主
要赞助商和官方供应商遥

[7]

福建省服装用品制造业依

雪特色小镇袁 多数民众无法就近开展冰雪休闲健身袁

靠我国纺织工业和服装加工业方面的扎实基础袁在滑

对本地消费拉动有限遥 2018 年尧2019 年连续两年袁福

雪服的生产袁设计和品牌方面俱备后发优势袁形成在

建省体育局在福州开展 野万人上冰冶活动袁陆续引导

国内领先袁在国际初步形成竞争优势格局遥

部分青少年参与冰雪冬夏令营袁对于推广冰雪运动取

福建省冰雪运动装备器材制造业起步较晚袁产品

得初步成效遥 福建民众整体收入较高袁拥有较强的消

多停留在滑雪板等低端入门级产品生产袁产品技术含

费能力袁对冰雪休闲健身充满向往和热情遥 根据叶2017

量不高袁竞争力不强遥 为补强短板袁2019 年 3 月袁安踏

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曳 公布的 2017 年南方省市民众

有限公司收购芬兰亚玛芬体育公司袁而亚玛芬拥有始

跨省或出国进行冰雪项目人数达到 650 万 的数字测

祖鸟渊Arcteryx冤尧 威尔逊渊Wilson冤尧阿托米克渊Atomic冤

[3]

算袁福建每年最少有 30 万民众跨省或出国渊主要是日

等世界顶级运动品牌袁其中阿托米克渊Atomic冤滑雪板尧

本冤进行冰雪休闲健身袁随着福建经济快速发展袁这一

滑雪鞋尧雪杖等滑雪用品是世界高端品牌袁是多位奥

数字还在成逐年上升趋势遥 冰雪场地的稀缺袁同样限

运滑雪冠军的首选品牌遥 而造雪车尧压雪车尧冰刀尧雪

制了福建省大众冰雪休闲和冰雪竞赛表演产业发展袁

橇制造等产业领域还是空白遥 随着冰雪产业的兴起袁

至今全省没有举办过一场正规冰雪比赛袁没有省冰雪

这些装备的需求也不断增大袁冰雪运动装备器材产业

专业运动队袁冰雪竞赛表演产业几乎是零遥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遥

渊三冤 冰雪用品制造业初步形成竞争力
福建省冰雪运动服装用品制造业依托雄厚的体

二尧福建省冰雪产业发展优势

育用品产业基础领跑全国袁 其中主要以安踏尧361毅为
代表遥 2017 年 9 月袁福建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与北

京冬奥会组委会签约袁 成为官方体育服装合作伙伴袁

渊一冤政策优势
北京承办 2022 年冬奥会袁 将全面推动我国冰雪

并陆续推多款冰雪服装产品遥2018 年 12 月袁为了进一

运动和冰雪产业的蓬勃发展遥 为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

经验袁安踏集团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冬季运动专业装备

产业发展有关的政策和长期规划就有 6 项之多 渊表

步提升国家队的服装保障水平袁借鉴冰雪强国的成功

设计中心日本办事处袁研发具备最新科技含量的专业
冰雪运动服装袁 服务中国运动员备战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遥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希望以北京冬奥会契

机袁通过几年运作把安踏打造成国内大众冰雪运动的
领导品牌袁 预期销售份额将占整个产品线的 8%10%遥 2018 年袁安踏营收 241 亿元袁 预计未来几年安
[4]

[5]

期袁2016 年以来袁 国家层面制定的与冰雪运动与冰雪
1冤袁其中在叶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曳明确提出袁力争到 2022 年袁
冰雪产业总规模超过 8000 亿元袁推动实现野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冶目标遥 体育总局从 2016 年开始袁已经连

续 3 年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全国群众冬季运动普及活
动的通知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冰雪产业发展做出指

踏在冰雪产品销售方面将有每年约有 24 亿的营收遥

示袁并参与冰雪运动相关活动袁如总书记曾指出院野冰

为国家冰壶队官方合作伙伴遥 2011 年袁361毅成为世界

义袁不是得几块金牌而已遥 冶[8] 2018 年 6 月 8 日袁国家

为 2011 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主要官方合作伙伴遥

年冰球友谊赛袁与冰球小队员们亲切交谈尧合影袁并共

早在 2009 年袁361毅就与中国国家冰壶队联姻袁成

雪运动不仅是全民健身运动袁还有冰雪产业方面的意

冰壶联合会和瑞典冰壶队的官方合作伙伴袁同时也成

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天津观看中俄青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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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冰球比赛开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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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发达袁民间资本异常活跃袁政府稍微加以政
策杠杆撬动袁 就会有很多民间资本进入冰雪产业领

表 1 国家颁布与冰雪产业发展有关的政策统计表
Tab.1 Statistical table of national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域袁发挥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袁按市场要求
兴建足够数量的冰雪场地和提供优质冰雪服务遥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industry

三尧福建省冰雪产业发展优化路径
1

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
2016.11.02 体育总局等部门
计划渊2016-2020 年冤

2

全国冰雪运动发展规划
2016.11.02
渊2016-2025 年冤

体育总局

3

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
2016.11.02
规划渊2016-2022冤

体育总局

5

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
行 动 计 划 渊2019 -2020 2019.01.04
年冤
关 于 以 2022 年 北 京 奥
运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 2019.03.31
雪运动的意见

6

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
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 2019.09.17
质量发展的意见

4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
代表团审议时袁在听取了全国人大代表尧安踏渊中国冤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的发言后袁 指出院野现在南方
也可以滑雪袁而且冰上运动每个城市都可以搞遥 冰雪运

体育总局尧
发改委

动必然推动冰雪产业袁要抓住这个机遇遥 冶[8]习近平总书
记这句话共表达三个层次的意思袁一是袁南方城市都

中央办公厅等

开展冰雪运动是可行的曰二是袁通过发展南方冰雪运
动来推动我国冰雪产业发展与升级曰三是袁一定要通

国务院办公厅

体育产业是福建省的支柱产业袁各级地方政府历
来把完善体育产业政策作为发展体育产业主要抓手袁
仅在近 2 年先后发布了叶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实施意见曳叶福建省关于促

过抢抓 2022 北京冬奥会机遇期来发展壮大我国冰雪

产业遥 这对福建省发展冰雪产业具有导向的现实意义遥
结合实地调研的情况袁 针对当前福建省冰雪产业发展
存在的不足袁应尽快实施相应的优化路径遥
渊一冤坚持政府在冰雪产业发展过程中宏观调控
作用

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曳和叶福建省体育

坚持政府在冰雪产业发展过程中宏观调控作用袁

局抢抓机遇发展冰雪运动的若干措施曳 等地方性文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监督职能遥 当务之急是组织省

件遥 这些国家和地方文件的密集出台袁为福建省冰雪

内外专家编制福建省冰雪产业发展整体科学规划袁进

产业发展供了重要政策支撑袁为福建立足实际袁抢抓

行冰雪产业发展整体布局袁 依据各地市发展情况袁把

机遇袁恶补冰雪运动发展短板袁有针对性尧有步骤发展

冰雪场地建设纳入城市发展统一规划袁并列入招商项

福建冰雪运动提供方向指引袁引导福建冰雪产业健康

目名单袁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投资遥 鼓励和支持条件成

有序发展遥

熟的市尧县渊市尧区冤以及社会力量按照有关标准和要

渊二冤经济优势
2019 年福建省 GDP 为 42395.00 亿元袁比上年增

长 7.6%袁 GDP 总量全国第 8 位遥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9]

107139 元袁 排在全国第 5 位袁 总体达到中等以上发
[10]

[11]

达国家水平遥 发达的经济为福建省冬季体育项目开展
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物质基础遥 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院

求建设冰雪运动场馆袁在体育产业引导资金补助上给
予倾斜袁对符合条件的场馆给予资金补助遥 政府可设
立冰雪产业发展专项引导基金袁对投资尧经营冰雪产
业的企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尧土地尧税收尧用水等扶
持政策袁创新投资模式袁如 PPP 模式袁鼓励社会资本投
资冰雪场地建设和运营遥

一是发达的经济可以建造更多的室内冰雪场馆袁带动

渊二冤发挥市场在冰雪产业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大众休闲和竞赛表演产业发展曰二是人均地区生产总

福建省民营经济发达袁在全省经济总量中野三分

值排在全国第 5袁意味着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袁富裕起来

有其二冶袁民间资本异常活跃袁完全可依靠社会力量实

城乡居民有更多的精神需求袁这些都是潜在冰雪消费

现北冰南移遥 冰雪产业发展应坚持政府引导袁市场主

人群袁更有利于冰雪高端体育服务推广曰三是福建省

导袁通过财政尧土地尧税收尧人才等政策支撑袁营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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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袁创新融资渠道袁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袁充分

动曰加快群众冰雪组织建设袁分批成立省尧市尧县级冰雪

发挥市场配置冰雪资源的决定作用袁撬动社会资本投

运动协会袁 对符合条件的冰雪类社会组织予以资金资

资冰雪产业的热情袁逐步实现北冰南移遥 抓好滑雪产

助倾斜袁 充分发挥冰雪运动社会组织在组织群众参与

业项目谋划尧项目招商和项目落地袁着力提升冰雪企

大众冰雪健身和休闲中的作用曰 按扶持体育社会组织

业效益袁培育大众冰雪消费习惯养成袁努力使滑雪产

的有关政策文件规定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冰雪运动培训

业成为福建 GDP 新的增长点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尧高

机构曰鼓励闽北地区依托当地自然和人文资源禀赋袁开

品质生活的重要力量遥

渊三冤增加冰雪场馆场地供给

展形式多样尧群众喜闻乐见的冰雪嘉年华活动遥
充分挖掘冰雪资源袁 大力发展冰雪竞赛表演市

冰雪场馆不足是福建省冰雪产业发展的瓶颈袁制

场袁积极申办和承办各类冰雪赛事袁促进办赛主体逐

约了福建省冰雪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延伸遥 应加快冰雪

渐多元化袁推进冰雪竞赛表演市场化运作遥 采取向社

场馆建成速度袁近期要扶持野泉州海丝冰雪大世界冶和

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方式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举办各类

野莆田冰雪小镇冶两个在建项目袁加快工程进度袁争取

冰雪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袁 着力打造冰雪精品赛事袁

早日营业遥 科学规划滑冰馆尧滑雪馆建设袁力争沿海发

对符合条件的品牌赛事给予经费补助曰鼓励支持举办

达地市城市最少建有 1 座滑冰馆袁有条件的地市建设

冰雪运动高水平专业赛事和商业表演项目袁通过赛事

滑雪馆遥 厦门尧福州作为福建省两个重要城市袁一个是

联动袁吸引大众观赏比赛袁进而产生参与冰雪运动的

经济特区袁一个是省会城市袁考虑到人口和消费能力袁

兴趣和健身休闲习惯遥

也要尽快把冰雪场馆建设升级提上日程袁争取项目尽

渊五冤扩大青少年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袁培养参与兴趣

快落地遥 龙岩尧三明和南平内陆地市根据发展情况袁适

努力扩大青少年参加冰上项目的人数袁培养他们

时启动冰雪场馆建设遥 在闽西北与江西交界的高海拔

参与冰雪运动兴趣遥 推动冰雪运动项目进校园袁启动

山区袁利用山地海拔高气温低地理优势袁建设室外滑

校园冰雪运动项目专职或兼职教师的培训曰做好青少

雪场袁在冬季开展室外冰雪运动袁从而实现较低成本

年冰雪运动基本知识尧基本技能普及袁扩大冰雪活动

的运营模式遥 场馆场地建设与实施冰雪产业精品工程

宣传曰不具备开展冰雪运动条件的学校可优先发展与

相结合袁通过三到五年努力袁分批引导建成国家级冰

滑冰相近的轮滑项目袁开展以在校为主的青少年轮滑

雪综合体 2-3 个袁冰雪特色小镇 2-5 个袁省级冰雪特

比赛袁适时启动野轮转冰冶曰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开设冰

色小镇若干个袁 逐步打造一批优秀冰雪运动示范场

雪运动课程袁建设一批冰雪项目特色校曰鼓励引导社

馆尧俱乐部和有一定影响力冰雪品牌赛事遥 培育冰雪

会力量举办各类青少年冰雪运动俱乐部和各类型体

休闲产业新业态袁拉动冰雪产业消费遥

育冬令营活动曰各地市每年至少举办 1 期跨省青少年

渊四冤加大冰雪产业主体核心产品开发力度

冬季项目训练营活动曰创造条件尽快把冰上项目及冰

冰雪竞赛表演和大众冰雪健身休闲是冰雪产业

类项目列入福建省青少年年度赛尧 中小学生体育联

主体核心产品袁而冰雪服装尧冰雪场馆尧冰雪设施和冰

赛尧阳光体育大赛尧福建省大学生运动会等学生赛事

雪器材等则属于冰雪服务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衍生品袁

竞赛内容遥

或称之为资源投入品遥 因此袁冰雪产业健康发展关键

渊六冤做强冰雪装备制造业袁完备产业链

在于冰雪竞赛表演和大众冰雪健身休闲市场的开发遥

利用福建省在运动服装尧运动鞋帽研发尧制造方

应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推进大众冰雪健身休闲产业发

面的优势袁重点推动安踏尧特步尧361毅尧匹克等本土知

展袁如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冰雪场馆袁纳入免费或低收

名体育制造企业加大冰雪服饰尧装备的研发袁生产适

费开放补助资金支持范围袁分时段向公众免费或低收

合中国人审美要求和价位的大众冰雪服饰装备袁促进

费开放曰以发放冰雪消费券的方式支持鼓励群众参加

冰雪消费升级遥 鼓励安踏尧特步尧361毅尧匹克等这些本

冰雪运动袁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尧进机关尧进企业尧进

土知名企业通过联合开发尧合资合作和海外并购等方

社区尧进家庭袁力争全省每年有百万人次参与冰雪运

式袁引进国外高端冰雪装备制造企业袁向冰雪服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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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滔袁等院北京冬奥背景下福建省冰雪产业发展优化路径研究
[J]袁体育文化导刊袁2019渊4冤:94-99.

备高端市场继续拓展遥 继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袁扶
持具有自主品牌的冰雪装备企业来闽发展袁引导本土

[4] 新华网. 安踏发力冰雪产品袁 国内运动品牌洋气起来了钥
[EB/OL].(2017-10-16)咱2019 -10 -09暂. http//www.xinhuanet.

企业进军冰雪装备制造领域袁支持冰雪装备制造企业
与冰雪场地等单位联合开发冰雪装备等遥

com/fashion/2017-10/16/c_1121797737.htm.

[5] 天下网商.中国民企走向世界院安踏花 400 亿收购世界体育

巨头袁这盘棋下得有点大咱EB/OL暂.(2019-3-13)咱2019-10-

四尧结语
北京承办 2022 年冬奥会袁为福建省冰雪产业提供

[6]

了一个难得发展机遇期袁但同时又面临诸多挑战遥 福建

省冰雪产业发展应立足福建实际袁 抢抓机遇袁 夯实基
础袁恶补冰雪产业发展短板袁拉长长板袁不断优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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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Path of Ice and Snow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Fujian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UN Tao1, SUN Rong爷ai2, LIU li1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0;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

Abstract: 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ce and snow industry in Fujian Province using field research, expert interviews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sports industry in Fujian is that there
are not enough ice and snow sports venues, the main industry of ice and snow develops slowly, and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ice and
snow supplies initially forms competitiveness. Having a complete ice and snow development policy and strong economic strength are the
main 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industry in Fujian Province. The optimization path lies in: adhering to the macro-control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resource allo鄄
cation of ice and snow industry,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ice and snow venues and increas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core products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etc.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Fujian ice and snow industry development, it has a certain
practical and exploration value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the current national ice and snow indu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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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 and snow industry; optimal path;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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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
罗青琴 1袁 郭惠杰 2袁 方代龙 3袁 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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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武夷学院 公共体育教学部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曰 2.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7曰
3.福建警察学院 警察体育教学训练部袁 福建 福州 35007曰 4.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7曰冤

摘 要院运用文献资料法尧逻辑分析法袁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袁对我国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问题与改
革优化路径进行研究遥 结果表明袁由于生源结构复杂尧招生方式多元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在培养对象尧教育过程
及就业择业等方面均具有特殊性遥 研究认为袁立足社会需求导向袁在高等教育供给端增强内涵建设尧夯实专业实践尧重视
就业服务尧优化师资结构及增进合作交流袁有利于推动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遥

关键词院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曰人才培养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院G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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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 随着体育产业与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

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办学定位袁明

略袁体育相关行业急需大量专业人才遥 体育职业技术

确办学特色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袁探索野体教融合冶改

学院是体育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遥 然而袁由

革路径袁显得刻不容缓遥 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冶理论一

于长期以来的教育供给端结构性问题袁导致我国体育
职业技术学院的人才培养出现了培养过程的学训矛
盾尧就业出口的供需错位等问题遥 实际上袁高等体育职
业技术教育在特定历史阶段袁曾培养出一大批符合竞

经提出袁随即引发大量专家尧学者的关注袁成为研究的
焦点遥 野供给侧改革冶侧重尧偏重于供给方的改革袁通过

结构性改革优化供给体系[1]袁增强精准供给袁解决供需

错配问题袁为研究新时代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

技体育发展需求的运动员袁同时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

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动力遥 因此袁对我国

体育专业人才遥 当前袁伴随着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袁对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竞技体育人才的认识与需求发生了巨大转变袁无论是

探索袁一方面袁有利于提升体育人才培养质量曰另一方

体育系统独立办学袁还是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相结合

面袁有利于不断丰富拓展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冶的内涵

的办学新模式都遇到了新挑战袁出现了新问题遥 因此袁

外延遥

收稿日期院2020-12-14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野中国高等院校体育专
业人才培养研究冶渊15AZD056冤曰2015 年度福建
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渊2015
年 7 月 27 日冤遥

作者简介院罗青琴渊1977-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高
等体育教育尧体育社会学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郭惠杰渊1977-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高
等体育教育尧体育社会学研究遥

一尧现状研析院我国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人才
培养的野特殊性冶
渊一冤培养对象的特殊性
目前袁 我国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方式不一袁
生源结构复杂袁培养对象特殊遥 主要生源对象系通过
单独招生考试吸纳的各地市体校学生尧专业运动队运
动员及具有一定体育特长的初高中毕业生遥 因此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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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体育职业院校学生的首要身份往往是专业运动员袁

学院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抓手遥 因此袁如何加强职业发

其次才是学生袁教育部门对这类群体也缺少制度约束

展规划尧突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结合尧搭建高学

和教育责任遥 近年来袁尽管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在野竞教

历培养层次继续教育的对接路径尧提供创业就业保障

结合冶 的发展理念指导下进行了一些尝试与探索袁但

条件袁构建科学合理的高等体育职业技术教育就业保

由于办学转型时间较短袁无论在发展定位尧办学思路

障体系袁这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三遥

等方向性问题袁还是生源招收尧分类管理等具体管理
层面尚未达成共识袁院校之间各自摸索袁差异较大遥 因
此袁如何针对生源结构的复杂化尧培养对象的特殊化袁

二尧路径探析院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构想

探索具有多元化尧差异化发展路径袁推动教学尧训练尧科
研野三位一体冶集约化管理袁这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遥
渊二冤培养过程的特殊性

渊一冤强化内涵建设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第一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遥 专业体育人才培养结

竞技体育依托职业教育发展袁这是我国体育职业

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提升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遥 体

技术学院的办学特色遥 重视竞技尧忽视文化教育是我

育职业技术学院必须通过整合优化体育尧教育及区域

国运动员学生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遥 体育职业

等各种资源要素和改革结构布局来强化内涵建设袁提

技术学院人才的培养由于兼具体育和教育双重背景

升体育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尧 社会需要的匹配度尧契

与双向功能袁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尧竞技性尧文化性特

合度遥 第二袁协同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遥 体育职业技术

征遥 因此袁如何厘清培养过程中应用性尧竞技性尧文化

学院人才培养内涵与现代学徒制精神具有相当的关

性三者的发展关系袁形成辩证的有机统一袁寻找体育

联性与耦合性遥2014 年教育部在全国职业教育现代学

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的最佳结合点袁是改革优化体

徒制试点工作推进会上明确提出野逐步建立起政府引

育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深入探究的领域遥

导尧行业参与尧社会支持尧企业和职业院校双主体育人

此外袁目前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过程中野学训矛盾冶较

的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冶遥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

为突出袁院校往往重视野竞技能力冶袁忽视文化学习和

教学具有体育学自身特定规律袁许多项目需要手把手

道德品质的教育遥 同时袁我国体育职业技术院校大多

传授技艺技能袁也需要民间武术家等的参与袁适合推

由中专升级转型袁校园文化沉淀不够袁需要大力推进

行项目导师制遥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建立长效机制袁

课程体系改革袁加强基础文化课程教学袁拓宽学生综

野形成贯穿整个教育过程与学生结合的体系袁 保证每

合知识和能力[2]遥 因此袁如何廓清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尧特殊问题袁设计契合实际的
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袁这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二遥

位学生在技术技能训练尧职业成长中有专门化的导师

指导冶[3]遥 事实上袁现代学徒制的推进袁不但将教学实践
空间由校内拓展至校外袁还把教学主体由单一为主转

渊三冤培养出口的特殊性

为学校尧行业和社会等多元参与遥 云南体职院已经开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高职教育改革袁高职毕业生以

始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袁该校马术运动与服

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袁较高的综合应用素质袁逐渐在

务管理专业联手中信嘉丽泽渊国际冤马术俱乐部联合

就业市场凸显优势遥 但是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由于培

培养袁获得不错的人才培养效果和社会反响遥 第三袁塑

养对象与办学主体的特殊性袁就业问题较为复杂遥 尤

造校园文化遥 文化传承创新是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的

其是运动员学生群体的就业方向大多局限于体育系

关键环节遥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充分重视校园文化建

统内的教练等相关岗位袁就业结构相对单一袁就业形

设袁提升文化软实力袁主动挖掘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培

势不容乐观遥 显然袁培养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体育专

养的孙杨尧江嘉良等一批世界级优秀体育明星的榜样

业人才需要依托高质量的就业保障体系袁体育职业技

示范作用袁将人文精神的培养内涵有机融入专业课程

术学院毕业生就业问题因其自身特殊性日益引发关

教学体系与校园文化建设袁挖掘深层竞技文化与体育

注袁野退役运动员的再就业冶也成为我国体育职业技术

内涵袁打造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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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夯实基地建设袁培育学生职业能力

引聘外部人才遥 通过引聘具备较强的科研教学尧体育

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尧实践能力是体育职业技术

管理尧产业实践能力尧具有引领职业体育专业建设前

学院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遥 产业实践基地发挥着培育

瞻意识和发展规划能力的外部人才作为专业带头人尧

学生实践能力尧职业能力与应用能力的载体作用遥 近

骨干教师袁优化师资结构袁提升综合教学水平遥 当然袁

年来袁体育产业已经贯穿于国民经济各领域袁呈现出

在外部人才的引进中应注意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自身

多向交互融合发展态势袁 并且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袁

的特殊性与办学定位袁应全盘统筹尧全面考虑专业带

成为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尧新兴产业遥 当前袁全国各地

头人尧创业创新型人才尧双师双能型人才与高学历学

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有亮点尧有潜力尧有特色的体育相

术人才等各种类型的人才引进比例遥 第二袁培育自有

关公司企业袁正在成为大众创业尧万众创新的重要阵

师资遥 其一袁培养青年骨干教师袁培育其提升专业技能

地遥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加强校内校外体育产业基地建

和实践教学能力袁鼓励主持核心课程尧在线课程及精

设袁有利于缩短学生从理论到实践的适应距离袁培养

品课程建设遥 其二袁培养专业学术带头人和各核心课

学生对于体育产业链各环节的认识和理解袁激发学生

程负责人袁完善学术梯队袁提高师资队伍的综合素质

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袁从而积极投身产业实践袁为体育

和能力袁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遥 第三袁灵活兼职制

产业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条件保障遥

度遥 可根据教学实际需求袁灵活聘用制度袁增强师资有

渊三冤重视就业服务袁对接体育相关行业

效供给袁比如从行业中选聘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与管理

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体育专业人才袁 改善就业结

者尧从民间选聘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组成兼

构袁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是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首

职师资资源库袁形成一支既掌握扎实教学理论和熟悉

要目标与重要使命遥 纵观国际袁发展较为成熟的德国

职业体育教育发展前沿动态袁且具有较强专业能力的

体育职业教育极为重视市场需求导向袁其将培养目标

专兼结合的野双师双能冶结构师资队伍遥

融入社会实际需求袁他们一般每 5 年进行一次毕业生

渊五冤推动交流合作袁拓宽人才培养视野

择业调查袁针对实际情况再做专业调整遥 德国体育职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可以从三个层面推动对外合

业教育往往主动寻求与社会俱乐部的联系袁教学活动

作办学袁拓宽办学视野遥 一是校际合作袁通过增强院系

紧扣社会尧市场实际需求 遥 高等体育人才培养过程

之间合作交流袁经验互鉴袁在竞争合作中不断提高学

中袁招生尧培养与就业几个要素构成了一个衔接紧密

校的教学科研水平曰二是校企合作袁立足区域特色袁加

的培养链条袁学生就业服务工作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

强与地方体育相关企业的联系袁积极参与地方体育产

个重要环节遥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充分重视就业信息

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曰三是海外合作袁进一步加强

化建设袁应用新媒体技术袁不断提高毕业生就业工作

与我国港澳台地区尧欧美国家等职业体育教育发展成

服务水平遥 与此同时袁还需促进体育职业教育需求侧

熟的海外高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袁共同开发推广优质

和供给侧的有效对接袁促进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与体育

职业体育教育项目袁促进多种类型的培训与考察袁形

相关产业合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野利益共同体冶野价值共

成常态化的教学科研交流活动遥 还可定期选派教师到

同体冶袁 为体育行业尤其是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 野精

休闲体育专业发展较为成熟的我国台湾地区进行观

[4]

准冶人才供给遥 总的看来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明晰人

摩考察尧学习访问袁增进师资合作交流遥

才培养的应用性特点袁必须充分重视社会行业需求袁
以市场为导向袁对接体育相关行业袁提升体育人才培
养质量对地方产业发展的支撑度遥

三尧个案剖析院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人
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

渊四冤优化师资结构袁提升教育供给质量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师资结构优化袁必须完善制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位于福建省省会城市福

度供给袁通过引才育才多措并举袁大力改革传统教师

州袁前身系福建省体育工作大队袁学院于 2005 年经福

聘任制度与管理体制遥 具体可从以下层面展开遥 第一袁

建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袁 由福建省体育局举办袁

罗青琴袁等院我国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

窑 73 窑

福建省教育厅主管袁是福建唯一一所省属公办体育高

线冶的教学方式遥 这种培养模式既区别于较注重理论

等职业院校遥 近年来袁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秉承野立

教学的体育学本科尧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袁又差异于

足体育尧服务行业尧工学结合尧实践育人冶的办学定位袁

传统职业教育过于注重实训锻炼的实践技能型人才

重视行业与社会需求袁主动探索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

培养模式遥 此外袁为破除学历野瓶颈冶袁福建体育职业技

构性改革袁力图为福建区域体育相关产业培养体育高

术学院与集美大学签署体育产业经营与管理专业专

端技能型人才 遥

升本衔接项目袁为学生获得本科学历学位提供学习平

[5]

渊一冤突出创新驱动院以理念创新尧模式创新为导向

台遥

1.发展理念创新

渊二冤突出精确供给院以实践教学与社会服务为抓手

第一袁明晰发展定位遥 理念创新是推动高校发展

第一袁重视实践教学遥 当前袁体育相关产业的迅速

的重要引擎遥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以理念创新为导

发展和海峡经济区建设的快速推进袁急需大量实践能

向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袁不断推进体育人才培养供给

力强尧综合素质高尧创新意识强的职业体育人才遥 但在

侧结构性改革袁逐步形成了一个紧密对接体育相关产

现实情况中袁 往往因为毕业生的实践环节的缺乏袁导

业链的专业课程体系尧一套高职体育特色鲜明的人才

致体育相关企业难以快速找到实践性强尧 能迅速融

培养方案尧一个与体育相关行业深度融合的实训教学

入尧适应工作的体育产业人才遥 针对这种情况袁福建体

综合平台尧一支专兼结合的野双师双能冶型师资队伍的

育职业技术学院以实践教学为抓手袁将实践教学纳入

野四个一冶发展理念与培养定位遥 第二袁重视文化驱动遥

整个职业体育人才培养计划袁 并拓展延伸至各个环

思想文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软实力与内驱力袁传统的

节袁建立多层次尧模块化尧课程化尧开放化的实验教学

职业体育人才培养大多存在野重技能轻人文冶野重金牌

模式,既满足了学生校外实训尧实习袁也为专业教师深

轻德育冶现象袁大学文化建设工作往往被边缘化袁校园

入行业尧企业挂职实践及拓展校企合作袁提供了重要

文化缺乏凝练与升华袁导致缺乏对社会的体育精神文

平台遥 第二袁强化社会服务遥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作

化供给 遥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以校园文化建设为

为福建省体育行业特有职业培训鉴定重要基地袁承担

驱动力袁确立了野尚德尧尚勇尧尚能冶校训袁提出职业体

了健美操尧跆拳道尧武术尧网球尧乒乓球尧健身教练尧体

育人才培养思想上要求崇尚德行袁注重修养曰专业技

育舞蹈尧体育场地等多项行业特有职业培训工作与职

能上要求精益求精曰培养方向上要求符合社会行业需

业技能鉴定袁承办了首届两岸高职院校师生羽毛球邀

求袁具有较强职业能力的体育专门人才曰精神作风上

请赛遥 通过职业培训工作袁为国家培育尧遴选了大批符

要求勇于拼搏袁积极进取袁奋发向上遥 总之袁福建体育

合职业标准资质的体育相关从业人员遥 此外袁福建体

职业技术学院的校训从品格修养尧教育理念尧时代精

育职业技术学院还积极参与了福州市鼓楼区青少年

神尧体育精神几个层面形成精神合力袁高度契合了学

校外体育活动中心的管理工作袁 提供专业技术力量袁

院发展定位尧办学思想与办学宗旨遥

指导校外体育活动开展袁培养青少年形成良好运动习

[6]

2.培养模式创新
课程体系与实践教学是体育职业技术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的基础遥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不断探索符

惯袁服务青少年体育锻炼需求遥
渊三冤突出协同发展院以资源共享尧课程群建设尧专
业群探索为路径

合竞技规律和运动员个性特点的不同类型尧不同层次

第一袁形成资源共享遥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积

的运动员学生的人才培养模式遥 在课程教学方面袁形

极融入野智慧福州冶发展战略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尧

成了野以体育职业素质发展为重心尧以专业能力提升

数媒技术效应袁提升大数据应用水平袁推动信息技术

为核心尧以学生为中心冶的课程体系曰在实践教学方

与职业体育教育发展的深度融合曰积极建设开发体育

面袁搭建了集教学尧训练尧培训尧体育职业技术鉴定和

教育资源袁正在逐步建立完善以专业教学内容为主的

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教学实训平台袁形成了实践能

大容量尧开放式尧交互性强并适应在大数据时代互联

力尧创业创新能力尧职业技能尧人文素养全面提升为主

网教学服务系统的体育专业教学资源库遥 第二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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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群建设遥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以课程群建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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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寻找乡村资源优势融合发展的路径是寻找乡村发展之道的根本遥 基于产业融合理论为切入点袁运用文献
调研尧实地考察等研究方法袁本着乡村发展的落地性和实操性原则袁深植 野党建引领的古傩大源美丽乡村冶的个案考察袁
厘析大源村客家民俗体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路径遥 研究发现袁大源村的乡村建设袁坚持以野政府为主导袁村民为主体

的共享共建共治冶为发展理念袁打造野傩文化冶特色民俗体育资源品牌特色袁与其他资源共同发展袁形成民俗体育文化与旅
游融合发展路径实践个案模式遥 为丰富民俗体育与文旅产业融合路径和为实行乃至实现野乡村振兴战略冶发展的长效机
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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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体育是人们历经岁月传承的

展的思想遥 民俗体育文化和旅游产业两者的融合不仅

身体展演文化袁 在各村落几乎都有其独具特色的体育

能满足不同游客的多元化需求袁还能使市场空间成倍

事项袁记录了当地人们生产生活等独特的地域文化遥 客
家民俗体育文化是客家文化的一个缩影, 与客家文化
有着不可分割和互为作用的密切联系遥 文化产业的本
质是一种经济行为, 在客观上能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

次的文化需求,促进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1]遥 文化是

放大袁是促进旅游产业与体育融合的主要因素 [2]遥 国内
外学者从产业融合理论的角度出发, 对文旅产业融合

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相关研究袁对局部产业的融合现象

描述上进行了研究袁尤其是野三网冶融合 [3]遥 从宏观上
对区域性的文旅融合机制尧驱动力尧模式等提出参考

旅游的内核袁旅游是文化的平台和载体袁文旅融合的

性意见袁但因其区域特点不同和实证性研究有其局限

乡村产业化路径袁是人们为乡村野留住人冶而寻找出路

性袁同时乡村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袁所以探讨

的生存之道遥 旅游是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动

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背景下所涉及的行

力袁已成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平台和载体袁是促

业及门类众多,产业链复杂,发展路径的选择和理论模

使乡村文化得以传承和创新发展的有效驱动力遥 国家

式众多遥 在实践指导的基础上袁特别是当今国家对乡

叶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曳提出野文

村扶贫攻坚袁振兴乡村重点扶持的举措上袁如何保证

化是旅游的灵魂袁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冶遥2018 年文

其发挥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和长效机制等成为乡村

体和旅游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叶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

建设的主要问题遥 针对以上问题袁对大源村民俗体育

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曳袁 提出文化和旅游融合贯彻发

资源利用和发展与建设乡村关系问题展开探讨遥

收稿日期院2020-09-25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渊FJ2018B108冤曰

一尧泰宁大源村的地理区域特点和客家民
俗体育资源特色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渊JAS180462冤曰三明学院
校级项目(A201822)遥
作者简介院吴莲花渊1982-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民
间体育方向研究遥

大源村山清水秀袁是泰宁北溪之源袁也是石乳甘
泉的水源源头袁隶属于拥有世界地质公园尧世界自然
遗产尧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和野水上丹霞冶地貌的泰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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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闽赣交界之地袁东邻邵武袁西毗建宁袁北倚江西黎

川袁在五代末期就已经成为闽赣间的 野仕宦商旅袁络

有利政策袁按照野科学规划尧统一管理尧严格保护尧永续
利用冶的基本方针袁泰宁县委县政府以及全县人民大

绎不绝冶 重要通商孔道遥 其经济在清朝康尧乾尧嘉三朝

力支持旅游事业袁把旅游业提高到支柱产业乃至主导

时发展迅速袁明清时期是中央红军往来闽赣的必经之

产业的地位上来遥 根据泰宁地理优势区域特点袁实施

地袁作为泰宁县唯一的关隘袁是抵御外部侵略的重要
阵地袁如今还可见驻兵袁营寨的断墙残垒遥 大源村秀才
戴天垣袁在耿精忠反叛时袁就曾奉命守过茶花隘要要
要
野聚乡勇袁勤捍卫袁附近村落赖以粗安冶遥 隘口险峻袁武

野以旅游振兴县城尧以项目招商带动经济发展冶的旅游

兴县之路袁旅游业成为了泰宁县经济主体中最具活力
和潜力的新兴支柱产业遥 随着人们对体育运动健康需
求和生活品质追求的提高袁对旅游品位的要求也不断

术防御必不可少袁大源村的习武之风盛行遥 大源村共

提升袁传统低层次的野看山看水冶观光型旅游开始转向

有严尧戴尧林三姓呈现明显的宗族聚居形态分布袁严姓

复合型品质旅游袁 如健康型的体验旅游和文化型旅

于唐代迁入袁戴姓于宋代迁入袁林姓客家人最迟迁入

游袁人们同时关注旅游过程的独特性尧融入性尧趣味

大源遥 所以大源的体育事项尧民间文艺和习俗仍保留

性尧参与性尧冒险性等参与体验型深度旅游产品遥 大源

着早期迁徙的客家民俗文化特点遥 法国劳格文博士在

具有独特的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资源恰好迎合了游

深入闽尧粤尧赣客家地区多次田野调查后袁 认为这里

客的潜在需求袁成为倍受青睐的新型旅游产品遥 如人

的客家文化积淀比别的地方更深厚 遥 大源村代表性
[4]

们通过大源村傩舞的由来故事袁了解大源严尧戴氏家

客家民俗体育大源傩舞袁先后被评为福建省非物质文

族从哪里来和如何融入当地的历史文化曰傩舞仪式举

化遗产遥 大源傩舞表演以古扑悍猛的动作为主袁有弓

行的地点是在宗族古祠里袁游客通过观看傩舞的同时

步尧跳跃尧马步尧摆拳袁依照不同的情况有时还会在这

也参观了解了司马第袁严氏宗祠等古建筑文化曰傩舞

些动作中穿插其他动作袁例如叠罗汉尧翻滚等典型身

游行的路线是大源村曾经的古驿道袁人们重温了大源

体动作袁呈现出原生态武舞类巫术尧体育渊特别是武术

先祖的足迹袁 有了大源村举办傩舞节庆狂欢的体验袁

套路冤与艺术表演的同源萌生遥 因汉字的显著特点是

游客能够亲自经历和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世界遥 因此袁

音形义关系密切袁学术界也普遍认为袁野巫舞武冶三字

根据大源村所处的地理区域具备旅游产业优势特点和

同源遥 身体运动的原始遗存融和了宗教尧艺术尧教育尧

民俗体育与旅游业高度的关联性特点促使大源村民俗

体育等诸成分 遥 如今客家习武之人愈少袁但野尚武冶作
[5]

为一种野基因冶已经融进当地的民俗活动中袁在傩仪舞

蹈形态中得以显现 [6]遥 大源村人从武术招式中发展了
野伏魔降妖冶的舞蹈动作袁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7]遥 通过访谈也验证了大源傩舞呈现野武冶的体育特

征野大源傩舞的特点是武傩袁以武功招式动作为主遥 因

体育傩文化与旅游产生融合的驱动力遥 基于乡村发展
的内在需要袁 大源村开启民俗体育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之路遥 2017 年大源村被评为全省乡村旅游特色村遥

二尧大源村民俗体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
路径

为以前我们是交界的地方袁 大部分村民都会一些武

功冶遥 (访谈傩舞传承人袁YJH)遥 大源村的傩舞代代相

大源村的发展阶段特点和市场的供求变化袁共同

传袁是典型的用野身体活动冶记录当地人们生活的野活

决定了大源村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脉络很难以标志

着冶的民俗体育文化遥 浓缩客家文化尧历史文化尧地域

性时间节点来具体地划分其融合发展路径过程遥 但是

文化的内涵精髓袁是人与自然尧社会相处的智慧结晶遥

在村落的建设发展脉络中袁村落基层组织始终发挥了

根据调查显示袁2005 年大源客家民俗体育项目大

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遥 农村基层组织涉及到三农是否

源傩被列入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袁赴

能够平稳解决以及中国现代化能否有一个稳定的农

京参加野中国十佳魅力名镇展示冶和野中国魅力名镇展

村根基遥 村落基层正式组织是基层党组织袁村党支部袁

示颁奖庆典冶 节目录制演出袁2010 年大源被评为第五

党建最重要的部分是农村发展建设问题遥 虽然民俗体

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袁2012 年大源村荣膺三明市首批

育组织是非正式组织袁 但涉及到村落社会的各个方

野中央红军村冶袁同年袁大源村列入中国首批传统村落

目录遥 为发展地方经济袁国家出台了第三产业发展的

面遥 因此袁党建和经济发展建设合为一体袁则促使大源
村民俗体育组织发展管理与村落发展建设过程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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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袁在发展实践过程形成了野党建引领的古傩大源美

傩舞传承人袁YJH)从抱有野要保护冶的模糊概念袁通过

丽乡村冶的融合发展理念路径遥 在市场经济作用下袁村

村民内部自我的规约和管理袁已上升到野我要保护冶的

落本身的内生发展动力决定了村落能否长效持续和

人人有责的境界遥 政府企业则通过野政府搭台尧企业运

稳定发展遥 唯有效利用村落的发展资源优势特点袁树

作冶的方式发挥了野大源节庆日子多袁活动形式多袁吸

立村落自身的独特品牌优势袁村落才能真正走向长效

引游客冶的牵线搭桥作用遥 大源村在民俗体育发展实

内生发展之路遥 文化尧体育尧旅游产业具有空间依赖

践过程中野为了大源傩舞更好地继承和发展袁为了村

性袁资源在一定地理空间集聚共享袁能够实现有限资
源效用的最大化[8]遥 产业融合的核心是通过产业链的

里能留住人袁谋一份生计冶的初衷袁经过协商袁由 17 名

傩舞队员集资成立野傩舞农家乐合作社冶袁以傩舞表演

交叉尧渗透尧重组袁获取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袁形成融合

和民宿餐饮为经营内容袁打造以傩舞为特色袁集非遗

型的新型价值链遥 文体旅资源相互利用效率越高袁获

表演尧农耕体验尧休闲度假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模式遥

得的溢出效应更多袁较单一产业更具竞争优势遥 因此

为了傩舞继承和发展袁促使乡村留下人袁政府和村民

大源村开始逐渐迈入以野打造傩文化品牌冶为提升旅

共享共建共治袁积极寻找生存之道遥 大源走出了一条

游产品的内涵袁野集聚资源袁形成产业集群优势袁振兴

以野政府为主导袁村民为主体的共享共建共治冶大源的

乡村经济冶的文旅融合之路遥 结合大源村实地调研结

民俗体育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理念之路遥

果袁故总结了以下三条大源村民俗体育文化与旅游产

渊二冤以傩舞资源为特色袁打造大源村野傩文化冶品
牌的乡村旅游发展之路

业发展融合路径遥
渊一冤以政府引领为主导袁村民为主体袁实行共建
共享共治的融合发展理念

乡村是因人的生产生活渊自然尧历史尧文化尧社会冤
具备其独特的人文特色文化资源遥 能够激活乡村市场

观念是无形的但又能产生巨大的效应袁它是行动

经济袁形成的就业机会增加人才尧资金涌入遥 这些有利

的先导遥树立全新的产业融合发展意识,才能更好把握

因素又会进一步促进乡村的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遥 大

产业融合发展的方向 遥 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袁因产业
[3]

源代表性特色是大源傩舞遥 通过村里长者对傩舞来源

的保障体系有限袁 产业融合生态链较脆弱和有限袁也

故事的叙述袁讲述严尧戴宗族先祖的迁徙由来的问题袁

不一定能发挥其经济效应袁关键因素是取决于产业链

大源村后人知晓其野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冶遥 通过每年定

的衔接和利益相关者的匹配遥 发展需要社会条件支

期的体育仪式性活动的举行袁参与者能够直观体验和

撑袁政府参与规划为领袁充分利用其在资金尧市场尧技

追忆其先祖迁徙的辉煌历史且怀着对宗祠祖先的信

术尧人才等方面优势袁全面参与乡村规划建设工作如

仰与敬畏之情袁村落社会也因举行傩舞活动袁维续共

投入资金完善乡村建设规划的配套设施等能够改善

同血缘关系而更加团结和稳定遥 举办的活动的戴氏和

乡村人们生活水平遥 除了需要政府的有力支持袁更需

严氏宗祠建筑即使是在文革时期也未被破坏袁 存在

要建立起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野责任到人冶的机制来推

动各项政策意图的落实 遥 需要村落建设者的有效实
[9]

施和协调配合遥 乡村要发展离不开最关键的主体

野人冶袁乡村振兴发展离不开人的团结协作与配合遥 大

280 余年的历史屹立不倒遥 仪式活动绕村游行时需从
野吃水坑冶这处神水发源地出发袁人们沿着前人经过古
驿道袁古道街巷遥 可以想象当旅客参与这项活动时袁定
能够感同身受袁融入当地前人们生活的过往袁并留下

源村民从组建野傩舞队冶到野大源傩农家乐合作社冶都

深刻历史记忆遥 当地人们通过诸多节庆活动举行袁通

能体现大源傩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村民主动参与的自

过傩舞的媒介作用直观呈现出大源村的历史文脉袁得

治过程袁比如队员默守对野傩舞队冶的规定遥 野比方我是

以保存其文化独特性袁村落历史文化内涵得以保护与

队员袁但如果我老了袁没办法继续跳这个舞蹈了袁那我

传承遥 大源村逐渐走向打造野傩文化冶民俗体育资源特

一定要教会一个人遥 这个是我们代代相传的袁没有断

色品牌之路遥 这也是政府和村民为傩舞特色与村落发

续的原因就在这里遥 你退出队伍一定要教会一个人袁
接上去袁你才能退遥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活动形式多袁
活动的节庆日子多袁 留在村里的人基本都会跳傩舞袁

我们表演时袁村里小孩在旁边看袁也会跟着跳遥 冶渊访谈

展关系中寻找生存之道共同努力的结果遥 1995 年袁三

明文体部门考察发现大源古傩是野独具特色冶的历史
活化石袁 政府部门就希望大源村里能够恢复傩舞表
演袁傩舞传承人严建华开始整理资料尧找来村里的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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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通告袁村民自发出资制作傩舞面具袁按照原来的
乐谱舞步和队形袁重新组队遥 通过参加大型的演出大

渊三冤齐聚客家民俗体育与其他资源袁形成产业集
群优势袁振兴乡村经济遥

源古傩逐渐成名遥2005 年野傩舞冶被列入福建省首批非

旅游产业从野追求量的增长冶向野追求质的提升冶

物质文化遗产遥 通过挖掘大源傩文化特色袁大源村也

的转变是大势所趋袁发挥产业集聚优势袁提高产业创

因此被列入泰宁县四大特色文化要傩文化村遥 大源也

新发展袁既必要又紧迫遥 体育融合产业的野促就业冶能

因傩舞尧古建筑驿道古迹和地域性历史文化特色被评

力强袁对经济的拉动率高袁体育对康养产业的弥补优

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遥 当地政府一直为助推大源傩作

势作用明显

为泰宁代表性文化村落的名片做了积极规划宣传袁因

的情绪与疲惫的身体袁带动康养实效和食宿消费的最

为没有文化创意活动的营销袁就不会有源源不断的游

佳保障遥 客家民俗体育的观赏结合体验型和福建泰宁

客遥 所以政府引入企业积极推动野政府补助尧企业招

地区旅游大环境优势袁政府和大源村民共同努力使大

商冶资金筹集机制袁野政府搭台尧企业运作冶的市场化运

源傩舞由原先的非遗项目传承走向结合文旅融合发

作模式举办了野古傩大源冶闹元宵袁野大源傩冶农场品商

展之路遥 满足野养眼冶的同时袁通过精心策划傩舞演艺

标注册袁 委托专业公司策划与广泛深入的品牌推广遥

节目市场化运作袁如制作傩舞面具等内容的体验性环

此后袁当地政府将大源古村落保护纳入村落经济发展

节袁 增强了游客对大源傩舞文化深入了解的兴趣袁延

和城乡建设内容遥 成立大源村文物古迹保护小组袁叶大

长了游客停留时间袁带动游客的吃尧住尧游尧购袁体现大

源村历史文物保护办法曳叶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泰宁县

源村围绕特色资源发展而产生的经济价值遥 为延续历

新桥乡大源村保护规划曳规划引领土地利用和住建要

史文脉袁保存文化基因和产业融合趋势的发展袁国家

求遥 2014 年投入 2000 万最大限度保护还原古建筑原

貌遥 改善村落建设的配套设施和旅游的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遥 围绕大源傩文化及生态文化环境是旅游产业赖
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遥 大源村民和当地政府共同努

遥 民俗体育节庆文化和运动体验后高昂

[10]

旅游局发布了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导则曳遥 作为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袁 三明旅游的龙

头要要
要泰宁县一直在进行全面的实践探索袁致力于产
业升级转型遥 打造文化旅游品牌袁推出文化旅游精品

力袁对大源村的重要作用日益凸现袁加强旅游宣传袁吸

线路袁形成特色鲜明尧类型多样尧可满足不同群体需求

引游客遥 如举办傩文化节庆袁吸引各种媒体的宣传推

的文化旅游产品体系袁 需要助推产业融合和转型升

动袁加强大源旅游景区整体形象的宣传袁政府官网宣

级袁进一步提高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度袁从而

传和媒体报道袁如举办大源首届野大源傩冶民俗文化

衍生新业态袁拓宽产业面袁拉长产业链袁构建现代文旅

节袁由福建日报助村栏目尧泰宁县新桥乡人民政府尧福

产业体系袁谋求多元化发展遥 如以举行傩舞活动为基

州滋农游学公司携手合作袁由乡村政府尧业界和媒体

础举办的首届民俗文化节袁其发挥了农业尧旅游业尧文

联合参与推出袁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和扩大大源历史文

化等产业集聚优势袁多层次尧全方位展示泰宁县新桥

化名村的影响力遥 成功跻身福建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乡形象袁促进民俗尧文化尧旅游融合发展袁扩大大源的

名录遥 大源村本着继承村落传统文化特色为本袁2015

知名度尧美誉度和影响力袁助力于当地旅游向深层次

年袁大源村成立野大源傩农家乐合作社冶遥2016 年袁在村

发展遥 如在大源的宣传介绍片中提到野旅游业作为龙

的空旷处辟出野非物质文化遗产冶公园袁用于承办村文

头先导乃至生命产业冶袁 聘请台湾专业设计团队将大

化活动袁大源村在 2017 以后每年定期举办野大源傩冶

源村独有的民俗文化与新桥乡域内峨嵋峰岭下红色

民俗文化节袁野古傩大源冶闹元宵尧野静心泰宁袁多彩新

基地相结合袁推出大源精品一日游袁以傩舞为特色省

桥冶摄影大赛尧野农民丰收节冶等系列常态化传统民俗

旅游创客示范遥 借助举行傩舞活动节庆袁举办野静心泰

活动袁大源村被评为全省乡村旅游特色村遥 大源村民

宁袁多彩新桥冶摄影大赛尧农民野丰收节冶等活动袁游客

和当地政府共同努力逐渐打造出的一条以傩舞为品

除了观看和体验傩舞袁可以现摘新鲜山地西瓜解渴消

牌特色的集餐饮袁住宿袁观赏体验等为一体的旅游发

暑袁有高山莲田的新鲜莲子可尝袁还可以亲自下稻田

展之路遥 大源传统文化品牌渐渐打响袁吸引了众多游

摸鱼袁可以在莲田里摸泥鳅和田螺袁丰富了游客的休

客前来探访袁每年接收游客 2 万余人遥

闲文化生活袁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遥 以民俗体育
发展为媒介袁结合乡村农耕文化优势袁带动大源餐饮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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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尧交通尧教育尧文化等多元化产业齐聚发展袁努力

国现代化有一个稳定的农村根基作出有益的贡献遥

走向产业齐聚共同发展的村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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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效的产业发展融合路径和适合乡村自身发展
的生存之道袁能为三农问题是否能够平稳解决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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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 to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Hakka Folk Sports 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要A
要要 field study on the 野Nuo Culture 冶 of Dayuan Village
WU Lianhua1袁 LIN Lifang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袁Sanming University袁Sanming袁 Fujian 365004曰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袁Longyan University袁Longyan袁 Fujian 364012)

Abstract:

It is essential to find the methods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sources. Using text analysis 袁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industrial convergence theory, the research discusses the strategies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de鄄
velopment to make sure the approaches are implementable and practical. Combined with 野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s to build beauti鄄
ful 野 the nuo culture 冶 countryside冶 to research the integration approach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 the important
strategy in the village of rural construction adheres to th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野government as the leading factor , the villagers as the
main builder of the sharing to build work冶 to create the village brand identity which has distinctive 野nuo冶 folk sports culture, to form the
advantage of industrial cluster development. It is conducive to enriching integration path of the folk sports and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
to establishing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rural development , and to providing some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野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冶 .

Key words: Hakka; folk sports; tourism; integration;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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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体育产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
王

榕袁 钟春杰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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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本文首先回顾和探讨了思政教育尧核心素养培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关系袁得出三者无论是在教育目

标尧教育内容还是价值取向上均具有一致性遥 其次袁从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野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冶的总体框架出发袁
以体育产业为落脚点袁阐述了体育产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袁回答了创新创业教育野培养什么的人冶的问题遥 最后袁初步
探讨该目标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应用袁解决野如何培养人冶的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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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一批价值观正确尧能力突出尧思维开阔的创新创业

一尧问题的提出

人才袁既是人才培养面向市场的需要袁也是促进大学

2019 年 9 月袁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叶体育强国建

生就业的重要途径遥
2017 年教育部思政司发布了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设纲要曳袁提出院将体育强国建设全面融入我国经济社

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曳不但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会发展的总格局袁加快发展体育产业袁培育经济发展

值观的思想引领作用袁还重点提到了发挥创新创业教

新动能成为重要经济任务之一遥

[1]

近年来袁体育产业

增速一直保持高位袁2014 年至 2017 年袁我国体育产业
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 24.6%袁预计到 2035 年袁我国体

育产业总产值占 GDP 比重将达到 4%左右遥 分析其原

育的实践育人功能[3]遥 因此袁思政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
二者相辅相成院一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需要正确的思

想价值引领袁以保证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曰二是
创新创业的实践性袁丰富了思政教育的形式和现实意

因袁关键在于体育产业创业遥 体育创业无论是在促进

义遥 二者的结合既能解决学生生存就业等实际问题袁

投资尧刺激消费袁还是促进国际贸易均发挥了重要作

又能发挥价值取向的引领作用曰既能提升大学生的社

用遥 它既是体育产业新的增长引擎袁也是体育产业创

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感袁又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遥

新的实践平台遥 2018 年国务院下发叶关于推动创新创
业高质量发展打造野双创冶升级版的意见曳袁明确要求

高校要加速创新创业人才的培育[2]遥 因此袁体育高校培

体育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怎样才能符合时代赋予
的要求钥 本文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学生全面发
展的思路袁从野学生核心素养冶的视角出发袁探究体育
类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规格和实施途径袁以期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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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教育实践活动的行动指南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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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主导的价值观念袁思政教
育从宏观上把握了创新创业教育的方向性袁 回答了
野培养什么人冶这一关键问题袁同时也是时代的使命和
要求遥 中观层面袁核心素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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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回答了野教育应该培养出怎样的人钥 冶这一关
键问题遥 核心素养对应的英文词语是 野Key Compe鄄

tences冶袁欧盟在二十世纪末建立了创业的关键能力框

架袁 开始推广通过创业教育改变个体创业思维的理

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化袁针对创新创业袁明确学生应

念袁由此也提出了野核心素养冶这一概念遥 欧盟将创业

该具备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袁用于指导人才培养实

教育塑造创业思维的目标具体化袁实现了将创业教育

践遥 体育产业是当前创新创业的热门领域之一袁从体

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的理论构建遥 因此袁核心素养与创

育产业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出发阐述野如何培养人冶袁是

新创业教育实践袁在诞生之初便密不可分遥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的微观层面遥 本文将从以上创新创

在国内对于核心素养的研究中袁获得较为广泛认

业的宏观尧中观尧微观三个层面回顾其研究现状遥

可的研究成果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的林崇德教授团队

渊一冤思政融合下的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提出的野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冶框架遥 该框架根植于社会

思政教育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与当前主导的野大思

主义核心价值观袁是连接党的基本教育方针尧教育目

政冶格局相统一遥 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育袁是为了更

标与具体教学实践的中介环节袁其意义在于明确学生

好地促进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袁为实现中华民族

能够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和自我终身发展所需要具备

伟大复兴培养全面发展尧德才兼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的品格和关键能力 [8]遥 基于核心素养的创新创业人才

义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遥 现在普遍认为袁创新创

培养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创业课程建设和创新创业

业教育并不是让野人人创业冶袁而是通过这类教育袁培

能力结构方面遥 例如袁袁泉从核心素养的视域出发袁讨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尧创新思维和能力袁同时具备一定

论了创新创业与核心素养的内部结构袁以及两者之间

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知识遥 创新创业教育的最终目标是

的关系袁并提出基于核心素养框架的创新创业人才质

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袁其野实践育人冶功能的发挥也与

量评价体系[9] 曰成希[10]尧李一枝[11]提出基于核心素养理

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领作用密不可分遥

念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思路遥 于晓艳基于核心素

思政教育融合的创新创业研究近年来逐渐增多袁

养框架袁 提出大学生创新能力主要包括思维能力尧非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院一是审视思政教育对

智力因素和创新实践能力 [12]遥 目前基于核心素养的创

创新创业教育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袁阐明其重要性 [4-5]曰

新创业研究并不多见袁且对于如何将核心素养与创新

二是野实施途径冶方面的研究袁即从当前创新创业教育

创业能力要求进行有机结合袁 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曰

中的不足出发袁阐述师资培养尧教学内容更新尧加强实

就如何基于核心素养重构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的

践等思路

遥 现有研究对于在创新创业教育野融入哪

[6-7]

些思政元素钥 冶野如何有效融入钥 冶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

目标和培养路径袁缺乏实践性的研究结果遥
林崇德教授团队研究认为袁核心素养的培育是通

性的研究成果遥 在共性的结论中袁学者们都十分强调

过一定的学习方式皆可获得袁核心素养的具体要求应

在创新创业教育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袁有

在各个学段尧不同学科中进行贯彻袁最终体现在学生

利于把握创新创业教育的本质袁保证创新创业教育发

的品格和能力培养上遥 核心素养所体现的发展性目标

展的方向性遥 因此袁思政教育融合下的创新教育袁应考

与创新创业所强调的成长性思维尧创造性实践尧持续

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袁继而

学习以及在不确定的发展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要

思考如何将其转化为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遥

求是一致的遥 可以说袁核心素养所提及的要素正是创

渊二冤核心素养与创新创业相关的研究

新创业能力的内核遥 基于核心素养构建创新创业教育

野素养冶 是指在教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知识尧能

培育目标尧学业质量标准尧课程体系袁提升师资力量以

力尧态度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袁其对应的主体是野人冶或

及创设教育环境是在高等教育学段贯彻核心素养的

野学生冶袁 是相对于教育教学中的学科本位提出的袁强

关键路径遥

调学生素养发展的跨学科性和整合性遥 [8]从根本上说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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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体育创业的研究
根据李克敏 [13] 的体育创业研究 1991-2015 的知

识图谱分析得知袁 关于体育创业的研究从 2009 年开

三尧基于核心素养的体育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的探讨

始逐渐出现遥 其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体育及相关专业的
大学生就业和创业的发展方向而展开遥 在 2011 年袁体

育创业的研究关键词主要围绕 野培养模式冶野创业素

质冶和野创业者心理素质冶几个方面遥自 2012 年至 2015

渊一冤野培养什么人冶要要
要基于核心素养的体育创
新创业人才规格的描述
1.体育创新创业人才规格界定的理论基础

年袁研究热点则是体育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教育工

创新创业的基本定义袁是指在创业主体在开拓性尧

作袁主要关注野课程体系冶野培养路径冶等关键词袁近三

原创性或技术性等方面实现了突破袁 进而通过成立企

年的相关研究多进行创业的 野影响因素调查冶遥 2010

业或社会组织以实际行动谋求价值创造的过程[14]遥 由

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曳 明确提出创新创业教育

的落地执行袁二是企业持续的运营管理袁创新创业人

野面向全体学生袁结合专业教育袁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才应培养能够应对这两个阶段的关键能力遥

落实到体育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袁也是当前的研究热

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冶遥 该成果提出野核心素

年教育部叶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

的教育价值定位冶遥

[14]

因此袁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如何

点之一遥

此可以看出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环节袁一是创业机会

2016 年袁 林崇德教授团队发布其课题研究成果

养冶分为文化基础尧自主发展尧社会参与三大方面袁同

当前对创新创业素质主要围绕着创业机会尧资源

时又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尧科学精神尧学会学习尧健康

整合尧 运营管理等创业领域的核心内容展开讨论袁体

生活尧责任担当尧实践创新等六个要素[8]遥 在具体的人

育行业创业者的一般创业技能与其他行业的创业者

才培养中袁还应该把总体框架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

大体上是一样的遥 但是袁体育的特殊性和以体育为基

学科领域相结合袁与教学实践相结合遥

础的创业特质对创业能力有很大的影响 袁而现有的

2.体育创新创业人才规格的确定

[15]

研究中对于体育行业的特殊性较少有明显的体现遥 由

在前人的研究中袁从核心素养角度探讨体育产业

于体育创新的复杂性袁往往需要运用管理技能发现跨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规格的研究未有多见遥 袁泉探讨了

体育部门的协同效应遥 除此之外袁从体育产品的性质

两者的内部结构袁将学会学习尧实践创新归为创新创

出发袁对于运动风险的防范尧创业者本身所具备的体

业能力袁科学精神归为创业意识袁健康生活尧人文底蕴

育精神品质尧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以及适应

和责任担当归为创新思维遥 而本文认为核心素养的几

不同运动项目所处的多元环境渊大众尧专业尧非政府组

大方面在社会责任感尧创业意识尧创业精神和创业能

织等冤袁 在体育创新创业教育的设计中袁 都应综合考

力四个方面彼此有交叉袁并不能单一归类遥 因此本文

虑遥 从能力素质培养的角度袁针对体育类高校学生如

基于创新创业的两个关键环节袁分别以核心素养总体

何进行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创业教育研

框架中三大要素为支撑袁并具体定位于体育产业创新

究则是空白遥

创业领域对其人才规格进行探讨渊图 1冤遥 为更加契合

综上所述袁野核心素养的培养冶野思政教育冶野创新
创业教育冶三者无论是在教育目标尧教育内容和价值
取向上均具有一致性袁关注的重点都是野育人问题冶和

体育产业的需要袁邀请 2 名位管理专业教师尧1 名创业

课程教师尧1 名思政教师以及 2 名企业高管袁通过专家
讨论法对各个基本要点的具体表述遥 课题组整理了前

野人的全面发展冶遥 笔者认为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对野创新创业素质冶的相关能力素质描述共 195 条

进而指导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目标的构建袁再将其渗

进行整理和归纳袁最终确定 47 个袁如表 1 所示院

为立足点袁 明确体育创业者应具备怎样的核心素养袁
透和落实到创新创业的系统化的教育过程中袁从而培
养出体育产业合格的创新创业人才遥

提供专家进行筛选和讨论[16-20]遥 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王 榕袁等院基于核心素养的体育产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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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核心素养的体育创新创业人才规格描述
Tab.1 Standards of sport industry innovation personnel based on key competences

文化基础

初
创
机
会
落
地

1.理解体育管理学的核心思想袁掌握管理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
2.知人善用袁构建和谐的团队工作关系
人文底蕴
3.对他人给予理解和尊重袁愿意听取别人的建议和意见
4.具有发现尧感知美的意识和鉴赏尧评价美的基本能力

5.理解和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6.能够统筹兼顾多方的想法和诉求袁就合作的远景与利益达成共识
科学精神 7.敢于突破常规袁大胆实施自己的设想
8.能对现有技术尧方案提出质疑袁并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
9.有敏锐市场洞察力袁看到新事物袁新现象时主动去思考其原因
10.有强烈地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的愿望
学会学习 11.具有对自己当前状态进行审视的意识和习惯
12.能主动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体育产业经济的动态

自主发展

13.掌握体育运动方法和技能
14.具有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健康生活 15.作决策时袁能够冷静做出判断和分析
16.能够承受不确定性和由此带来的风险
17.做事有计划袁执行力强

18.有助力全民健身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袁以为社会创造福利为根本追求
19.了解国情历史袁积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责任担当
20.理解尧接受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尧信念和行动袁
希望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

社会参与
体育
创新
创业
人才
素养

文化基础

持
续
运
营
管
理

21.创业之前能深入行业一线实际操作袁熟悉本行业核心技术尧客户需求等
22.具有通过诚实合法劳动创造成功生活的意识和行动等
实践创新 23.创业前积极了解和学习企业的运营流程渊如创建过程尧日常运作尧工作流程尧常见困难尧产品和
服务尧人员分配等冤
24.具有将技术和创业转化成商品的思维能力
25.理解和内化体育人文精神袁将体育精神融入企业文化中
人文底蕴 26.以人为本袁关注团队成员的成长和发展
27.能在体育商业活动中积极追求和创造更美好的服务和产品

28.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尧解决问题尧指导行为等
29.善于通过实践积累经验袁反思并提升认知
科学精神
30.能多角度尧辩证地分析问题
31.不畏困难袁大胆尝试袁通过合理试错的实践解决办法

32.能坚持不懈地学习和更新知识袁拓宽相关的知识领域
33.能够找到自身适合的学习方法和途径
学会学习 34.能够总结经验袁根据不同环境调整思路
35.清楚了解互联网的发展现状袁能够主动适应体育互联网+发展趋势
36.具有网络伦理道德与信息安全意识
自主发展
37.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38.有坚忍不拔的体育精神袁具有抗挫折能力袁持续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健康生活
39.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40.在创业过程中具有持续达成目标的行动力
41.恪守法律和行业规范袁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
42.能够按照协议履行权利和义务袁具有良好的信用意识
责任担当
43.具备广阔的合作视野袁向本行业国际先进水平看齐
44.尊重文化的多元化袁主动进行跨文化交流
社会参与
45.有提高工作效率和为客户改进服务的意识
实践创新 46.对寻找新办法来改进产品和服务充满兴趣和热情
47.关注可以转化为商品的市场需求袁并对寻找新的途径去满足这种需求充满兴趣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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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机制遥 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袁在专业实训尧实习过程
中袁让学生到创业成功的企业参观尧调研尧实训尧实习
等袁实际参与企业的运营过程袁增强学生的创业技能
储备和行业实战经验遥 在课外袁积极开设校内创新创
业竞赛尧营销技能模拟尧企业家讲座等活动袁将创新创
业教育进行延伸袁激发学生参与创业实践的兴趣和热
情遥
3.建立创新创业人才跟踪评价机制
图 1 体育创新创业人才素养结构

Fig. 1 Talent quality structure of spor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渊二冤野如何培养人冶要要
要体育高职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的初步探讨
1.明确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

对人才培养质量进行评价是保证教育实践有效
性的重要手段袁其目的在于客观反映学生创新创业素
质的状况袁反思和规范学校创新创业教育行为遥 为了
更好地诊断和修正教学过程袁引导和激励学生明确自
己的努力方向袁应当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袁优化评价
方法遥 从评价指标来说袁学界没有统一权威的论断遥 本
文基于较权威的核心素养框架建立的指标体系可作

当前体育类高校的创新创业课程由于缺乏指导

为参考遥 在评价方法上袁应该是动态的袁也就是说不能

性的思路袁课程教学目标不够明确袁对学生创新创业

只在某个阶段对学生进行一次性的评价袁而是要进行

能力的提升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遥 授课教师往往从所

野跟踪冶评价遥 从学生未接触创新创业教育尧接受创新

选教材中提炼知识点和学习目标袁与创新创业实践的

创业教育尧毕业袁再到实施个人的创业等多个时间节

需求难免有出入遥 另外袁野双师型冶教师在该门课程中

点进行跟踪袁建立学生的能力发展的成长档案遥 跟踪

较为缺乏袁没有体育行业实践经验的教师也很难正确

信息数据能够为学校更好地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提供

把握课程的培养目标遥 因此袁本文认为可以基于前文

有效的反馈信息袁 为创新创业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

构建的人才培养规格袁开发体育创新创业人才评价量

据遥

表袁对体育产业创业者开展广泛调研袁研究影响体育
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或关键因子遥 在此研究结果的基

四尧研究结论

础上进行课程目标的设计袁 进而结合课程培养目标袁
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的知识体系袁并组织和设计一定的
教学实践环节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遥
2.多元化课程体系的建设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袁以核心素养为桥
梁袁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实践载体袁是为体育产业发展
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时代要求遥 在培养过程中袁应首

课程体系是高校进行人才培养的主要支撑袁野核

先明确体育产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袁才能

心素养冶的培养和形成需要在教学实践环节中得以落

更好地指导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尧 质量标准设置尧

实遥 以体育类高职为例袁将创新创业列为独立的一门

提升师资力量以及创设教育环境等方面的教育实践

公共基础课程袁以此支撑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显

活动遥 体育创新创业教育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袁针

然是不够充分的遥 面向体育产业的创新创业课程实际

对体育产业特色真正培养出一批野懂体育尧善经营冶尧

上是由多学科共同支撑的课程网络袁 不仅包括体育

有创新精神尧有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遥

学尧管理学袁还包括经济学尧心理学等等袁涉及面非常
广泛袁 在一门独立的课程中很难完全实现培养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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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Sports Industry Innov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Based on Key Competences
WANG Rong袁ZHONG Chunjie

渊Fujian Sport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chnical College袁Fuzhou, Fujian 350003冤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of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袁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key

competences. It concludes that the three are consistent in educational objectives, educational contents and value orientation. Secondly,
combined with the framework of 野key competences of Chinese students冶,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industr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tandards of sport industry innovation personnel. Finall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oal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is discuss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to train this kind of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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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of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key competences; sports indust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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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身式跳远技术微课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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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挺身式跳远技术是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田径教学主要项目之一袁 传统的体育课堂教学已难以满足学生

的学习需求遥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等袁对挺身式跳远技术的微课设计进行研究袁结果发现院挺身式跳远技术
微课教学有动作技术特点尧教师因素尧学生因素尧社会环境因素等方面的优势曰挺身式跳远微课模型构建袁可分为助跑尧起
跳尧腾空尧落地尧完整技术动作的内容选取尧脚本设计尧视频形成三大部分曰挺身式技术微课教学流程为搭建微信学习平
台尧有效课前预习尧常规课堂教学及课后反馈尧复习遥

关键词院挺身式跳远曰微课曰设计
中国分类号院G807.0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08原园086原园4

2010 年教育部出台的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足师生的教学需求袁提高教学质量遥

展规划纲要渊2010-2020 年冤曳中明确强调袁信息技术对

于教育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袁各个层级的教育部
门都要足够的重视[1]遥随着叶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曳
的推进袁到 2022 年基本实现野三全两高一大冶的发展

一尧微课设计前期分析
微课是利用精心的信息化教学内容的设计袁通过

目标袁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尧学习应用覆盖全体

先进多媒体的方式来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机会袁其

适龄学生尧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袁信息化应用

是一种更加简短但不是完整性的教学活动[3]遥 微课的

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袁建成野互联网+教育冶
大平台 遥 加上袁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袁挺身式跳远微
[2]

内容精简尧存储量小袁凸显学习内容的重难点袁所以非
常适合师生移动学习尧碎片化学习遥 微课应用于挺身

课的野短小精简尧凸显重难点冶特点更适合师生的教学

式跳远技术教学可行性因素有以下几点院一尧技术动

需求袁这一方面可提升学生对于技术动作学习的主动

作特点院挺身式跳远技术包括助跑尧起跳尧空中挺身尧

性和积极性袁从而提升课堂的教学成效曰另一方面袁可

落地缓冲四个技术结构袁其中袁起跳尧空中挺身尧落地

丰富田径的教学资源袁也响应了数字体育的号召遥 由

缓冲的技术环节空中停留时间短暂袁教师动作示范难

此袁高校体育教学应寻求教育信息技术途径袁与时俱

于满足学生的课内外学习需求曰二尧教师方面因素院随

进袁不断进行教学创新袁从而顺应社会的发展袁提升师

着教师年龄的增大袁 难于胜任高难度动作的示范袁尤

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袁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遥 本文以

其是女教师存在孕期尧例假尧受伤等生理因素袁不方便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普修课中的 野挺身式跳远技

进行动作示范曰三尧学生方面因素院大学生作为教学活

术冶教学为例袁提出挺身式跳远技术的微课教学设计袁

动的学习者袁拥有较好的认知和思维能力袁对挺身式

旨在解决传统体育教学方式中所存在的问题袁从而满

跳远的技能动作要点有实质性的需求袁课后复习过程

收稿日期院2021-01-19
基金项目院2018 年 福 建 省 中 青 年 教 师 教 育 科 研 项 目
渊JAS180338冤遥

作者简介院吴燕丽渊1988-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体育
教育训练学研究遥

中缺乏专业性指导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练习的积极
性曰四尧社会环境因素院基于野互联网+冶时代背景袁智能
环境已然深入影响到教育的理念袁改变了师生的教与
学的方式袁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袁野互联网垣教
育冶一度成为主要的教学平台袁如钉钉 APP尧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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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尧微信 APP尧QQ 软件等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野宽带网

渊二冤微课教学视频脚本设计

络校校通冶为师生提供了信息化教学环境袁大学生可

脚本主要是按照特定的教学流程以及教学内容

以利用微信群尧QQ 群尧微信公众号等进行移动自主的

顺序袁依次传达各个知识点袁它也是制作微课视频基

微课学习遥

本依据遥 脚本涉及到三个方面内容院以文本的形式编
写微课视频袁制作微课视频脚本的整体框架袁细化脚
本内容的制作[7]遥 如表 2 所示院挺身式跳远微课视频内

二尧微课设计模型构建

容脚本设计情况袁包括模块编号尧模块内容尧教学知识
渊一冤微课设计媒体素材内容选取

点尧主界面设计及画面布局意图说明等部分遥 其中袁根

灵魂在于它的教学设计袁 优秀的微课教学设计是
在信息化技术支持下对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创新 遥 挺
[4]

据教学需要袁将挺身式跳远技术分为助跑起跳尧腾空
动作尧落地缓冲尧完整技术四大模块袁并对各模块的教

身式跳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袁 为了便于分析袁一

学知识点进行主界面和布局意图设计袁旨在利用微课

般把完整技术分为助跑尧起跳尧腾空尧落地四个部分遥

中的动画尧慢动作尧重放尧定格等呈现形式袁让学生清

由于跳远技术复杂袁采用分解教学法所占比重较大 遥
[5]

本研究根据体育院校田径普修课 16 学时的教学进度

安排袁根据一般教学顺序和教学需要袁将挺身式跳远

楚地展现动作的细节袁通过反复观看快速形成正确的
动作表象以及用力顺序袁从而满足教学需要[8]遥

的微课视频内容设计为助跑起跳尧腾空动作尧落地缓

表 2 挺身式跳远微课视频内容脚本设计

冲尧完整技术四个模块袁每个模块包含教学知识点尧教

Tab.2 Script design of video content of micro lessons of tall long jump

学作用尧教学目的尧运用时段等因素渊详见表 1冤遥其中袁

挺身式跳远技术微课媒体素材选取主要有现场动作
拍摄和网络视频下载渊优酷冤两部分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0 主题介绍 无

美国著名的认知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认为袁教师应
该在遵循教育心理学原理的基础上袁加强对学生已掌
握动作技术的了解与判断袁并根据学生原有的知识状

1

助跑起跳

展示微课主题

动画尧文字尧
配音

助跑起跳相
动画尧视频尧
助跑起跳技术演示
结合
配音
腾空步

腾空步技术演示袁
动作要点标注

动画尧视频尧
配音尧文字

况袁更新且合理运用教学方法去进行教学[6]遥 故应根据

2 腾空动作

摆动腿下放袁 腾空动作演示袁
展髋挺身
多次慢动作回放

的比重有所不同袁旨在满足学生的实质学习需求遥

3 落地缓冲

收举大腿袁
前伸小腿

落地缓冲袁强调收腿 动画尧视频尧
前举小腿动作迅速 配音尧文字

4 完整技术

助跑尧起跳尧
腾空尧落地

完整技术动作演示袁 动画尧视频尧
总结知识要点
配音

课堂上学生的学习情况袁对模块内容的素材选取所占

表 1 挺身式跳远微课视频内容模块情况
Tab. 1 The video content module of the micro lessons of tall long jump

动画尧视频尧
配音尧文字

渊三冤微课教学视频最终形成
挺身式跳远技术微课袁是以传授体育运动基本技

1

助 跑 起 跳 慢动作示范袁 了 解 动 作 课前预习尧课
助跑 相结合
呈现过程袁进 要 领 及 练 堂视频讲授尧
起跳
行思辨
习重点
课后练习
腾空步

2

摆 动 腿 下 动作暂停尧回 理 解 动 作 课前预习尧课
腾空
放袁展髋挺 放袁讲解动作 技 术原 理 尧 堂视频讲授尧
动作
身
细节
重难点
课后练习

3
4

慢动作示范袁
落地 收举大腿袁
暂停尧讲解动
缓冲 前伸小腿
作细节
助跑
完整动作示
完整 起跳
范袁构建动作
技术 腾空
表象
落地

理 解 动 作 课前预习尧课
技 术原 理 尧 堂视频讲授尧
重难点
课后练习
注 意 动 作 课前预习尧课
连 贯尧 完整 堂视频讲授尧
性
课后练习

术袁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为主的教学方法[9]遥 根据挺身式
跳远技术微课设计的前期分析袁确定微课内容四大模

块的基础上袁分别收集助跑起跳尧腾空步尧腾空动作尧
落地缓冲技术动作的相关素材遥 通过爱剪辑视频编辑
软件袁对挺身式跳远技术动作相关的动画尧视频尧画面
进行剪辑尧编排袁并编辑相应的文字尧语音袁完成挺身
式跳远微课教学视频脚本设计遥 最后袁对微课视频的
画面间衔接进行字幕特效尧叠加素材尧转场特效尧画面
风格等进行野润色冶袁形成技术类的微课教学视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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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基于微信平台的挺身式跳远技术微课

QQ 群袁甚至推送到微信公众号袁让学生进行课前自主
的预习袁要求学生对预习中所遇到的问题在群里进行

反馈袁使得教师获悉学生的学习疑难点所在袁及时调

教学流程设计

整课堂教学重难点和教学方法遥
体育术科教学具有本身的特点袁体育院校传统的

渊三冤常规课堂教学

术科教学大多数只限于教师的讲解示范袁教学方法单

体育课堂常规教学包括准备部分尧 学习提高部

一袁影响学生学习效率和自主学习兴趣袁无法满足信

分尧结束部分三大方面遥 其中袁教师可在准备部分中的

息化时代学生对知识建构的渴求 遥 故挺身式跳远技

导入环节袁对课前预习情况进行点评尧总结袁引出本次

术微课视频制作完成后袁需要设计一系列的微课教学

课的学习内容尧学习目标尧学习重难点遥 在学习提高部

流程工作袁打破传统的田径技能教学方式袁从而提高

分的体育教学中袁学生的技能水平参差不齐袁往往存

学生的学习效率遥 如图 1 所示院搭建学习平台尧组建学

在着野教师讲解听不清尧示范动作看不到冶的现象袁导

[10]

习群体尧课堂教学计划尧课后反馈等遥

致教学效果不佳遥 甚至袁由于教师年龄尧身体等原因造
成动作示范力不从心的情况下袁体育微课可以有效地
克服这些问题遥 故在这一环节袁教师可以通过 ipad 电

子产品播放技术动作袁清楚地展现动作的细节袁结合
动作讲解袁帮助学生掌握技术动作遥 除此之外袁教师可
以建立野挺身式跳远案例库冶袁包括学生的正确动作和
图 1 挺身式跳远技术微课教学流程方案

错误动作的典型案例收集袁选择在恰当的时机作为教

vertical long jump technology

免错误动作的形成遥 在结束部分袁除了放松动作外袁教

Fig. 1 The teaching process scheme of the micro lessons of

学补充袁让学生进一步明白正确动作的构成袁提前避

渊一冤建立微信学习平台

师可以针对本次课的体育教学进行点评尧总结袁并布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和野互联网+教育冶的推进袁

置学生课后练习作业遥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袁使得教育体系不断

渊四冤课后反馈尧复习

网络化尧数字化尧智能化尧个性化尧终身化遥 传统的学习

运动技能的学习过程分为泛化尧分化尧巩固和自

形式朝着野人人皆学尧处处能学尧时时可学冶方向发展袁

动化四个阶段[11]遥体育教学不同于其他学科袁课后需要

体现了更为开放尧更加人本尧更加平等尧更加可持续的
教育理念遥 在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的普及下袁 微信尧
QQ尧微信公众号等是大学生的主要社交软件袁经调查

得知研究的对象班级学生皆安装微信软件尧QQ 软件
等袁故选取微信 APP 建立微信学习平台袁组建微课教
学群渊XX 级 XX 组田径普修微信群冤袁以便开展挺身
式跳远技术微课教学遥

学生到相应的场地进行技能练习遥 在体育教学中袁往
往存在着 野学生课后不练习袁 把课堂当做复习课冶问

题袁造成教师难于把控教学进度遥 且传统的田径课程
教学中袁课后学生只能自己练习袁没有教师的指导袁有
时一直重复错误动作的练习袁造成过后难于改正错误
动作遥 经调查袁学生认为课后自主练习无人指导动作
是阻碍课后练习的主要原因遥 教师在结束一堂技能课

渊二冤有效课前预习

后袁有针对性的给学生分组袁并布置课后练习内容尧练

运动技能掌握的开始阶段就是要有良好的认知袁

习组数尧练习方法等袁并借助微课视频资源的反复播

对技能建立正确的动作表象袁微课视频的动画尧慢动

放尧暂停等功能袁更为直观化尧形象化的向学生展示技

作尧重放尧定格等呈现形式迎合了学生课前的学习需

术动作袁有效地帮助学生进行课后练习袁起到拾遗补

求袁 从而引导学生全方位地了解运动技能形成规律袁

缺的作用遥 除此之外袁要求学生将练习中所遇到的问

降低技术动作的学习难度袁提高学生的学习信心遥 课

题反馈至微信群中袁并引导讨论袁以便调整下次课的

前将课堂教学内容所对应的微课视频上传至微信群尧

教学方案袁从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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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课内外教学联系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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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Long Jump Micro Lessons
WU Yanl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The long jump technique is one of the main items in the track and field teaching of the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data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study the micro-class design of the long jump techniques. The re鄄
sults reveal that the micro -class teaching of the long jump techniques has such advantages as characteristics of movement techniques,
teacher factors, student factors, social environment factors, etc.;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nd-up long jump micro-class model can be di鄄
vided into three parts: approach, take-off, flight, landing, complete content selection of technical actions , script design, and video forma鄄
tion; the stand -up technical micro -class teaching process is to build a WeChat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pre -class preview, regular
classroom teaching, after-class feedback and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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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up long jump; micro lesson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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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媒体数字化教材建设中辩证关系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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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2

渊1. 福建开放大学袁 福建 福州 350013曰 2.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08冤

摘

要院国家开放大学野地域文化冶通识课全媒体数字化教材叶闽文化通论曳要完成新的提升袁必须处理好动与静的

关系尧深与浅的关系尧繁与简的关系袁才能增进野教冶与野学冶的互动袁进一步挖掘教材内容袁准确表现教材文字内容袁为学习
者解惑袁引起学习者的进一步思考袁吸引学习者注意力袁加深学习者的印象袁以精益求精的方式创新全媒体数字化教材遥
只有心存野没有最好袁只有更好冶的理念袁通过不断追踪尧不断总结尧不断摸索尧不断探究袁才能不断改进尧不断提升袁最终打
造出名符其实的精品遥

关键词院全媒体数字化曰教材建设曰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院G127-4曰G423.3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08原园090原园6

国家开放大学野地域文化冶通识课全媒体数字化

场面动起来袁就要有野问题意识冶遥 学习者在阅读过程

教材叶闽文化通论曳建设完成后袁自 2017 年由野福建云

中袁往往会产生各种疑问袁要认真收集尧研究尧分析尧综

课冶在线推出及华中科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以

合尧推估那些可能提出的问题袁并进行精准地设计袁以

来袁已经运行使用了四个学期袁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

各种形式提出袁同时设计好答案遥 此外袁在教学过程

影响遥 笔者因参与此课程渊原先称叶闽文化概论曳冤的早

中袁也可根据教学内容和要求袁由老师提出问题袁由学

期多媒体课件尧网络课程尧课程一体化等阶段性建设袁

习者回答遥 其问答形式有三种院第一种学习者与老师

故一直关注此课程建设后的使用情况袁并曾发表文章

一对一的对答曰 第二种组织一个讨论场所袁 由学习者

对其特点进行过总结遥 现仅就其如何进一步处理好三

渊或老师冤逐个提出问题袁由老师渊或学习者冤逐一解答曰

对辩证关系提出一些看法袁旨在为其质量的提升提供
参考意见遥

第三种不出现老师和学生袁而是将问题由字配音提出袁
再由字配音回答袁提问者可以从老师的角度袁也可以从
学习者角度遥 通过提出问答形式袁不仅活跃气氛袁激发

一尧处理好动与静的关系

思维袁还可为学习者解惑袁吸引学习者注意力袁起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遥 以有问有答这种形式产生互动袁使学习

纵观教材袁其采用的是一种平铺直叙式的铺陈式
介绍袁无论文字介绍袁或视频尧图片袁似乎是一位老师
在课堂作按部就班的讲述袁 这仅是一种静态的表述袁

者的学习过程有静有动袁动静结合袁相得益彰遥
这种动静结合的效果和具体设计袁可从以下 8 个

方面考量院

看不到学习者的反映袁也看不到野教冶与野学冶的互动袁

渊一冤加深学习者的印象

这就在无形中减弱了对学习者的吸引力遥 因此袁要让

教材中袁开头就设计了野叶闽文化通论曳文字教材

收稿日期院2019-09-26
作者简介院边建军渊1970-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教
育技术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严明渊1971-冤袁男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电子
信息研究遥

写作过程冶的背景介绍袁并以文字形式谈写作文字教
材叶闽文化通论曳的初衷尧过程尧体会和出版的前因后
果袁 自然有利于学习者进一步了解文字教材的内容遥
但能否设计一些学习者希望知晓的问题袁由学习者提
出袁作者现场回答遥 如提出院野作者写作此书感到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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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是什么冶野书中最有价值是哪些部份冶野书中哪些

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内容并未展开袁可借提问题对教材

方面是作者自己最满意尧 最不满意的冶野作者有无遗

内容进行延伸性补足遥 以第一章为例袁在论及闽文化

憾钥 如有袁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冶野作者认为今后此书的

各阶段历史时袁在一些可彰显闽文化特点的重要问题

提升空间有哪此方面冶遥

上语焉不详袁可通过提问对此进行深化和补充遥 如宋

渊二冤便于学习者知晓作者设计的初衷

代福建袁可提出院野结合武夷山上的对联耶东周出孔子袁

作者设计了野叶闽文化通论曳全媒体数字化课程的

南宋出朱子爷袁 谈谈为何南宋偏僻的武夷山会孕育出

三个层次定位原则冶袁 以文字的形式介绍了将文字教

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冶曰如明代福建袁可提出院野明代后期

材内容分为最重要尧重要尧次重要三个层次的依据袁有

福建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袁为何在清代不能得到继续

利于学习者掌握重点[1]遥 但如静态的文字介绍改为动

发展而崛起于东南冶曰如近代福建袁可提出院野结合耶晚清

态的方式予以提问袁再由作者回答这三个层次定位的

风流出侯官冶之说袁谈谈远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弹丸

依据分别为院野最重要的内容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之地的福建侯官袁 为何会在极短的时间里崛起一大批

列入各种名录的世界级闽文化冶野重要的内容为被国

诸如林则徐尧严复等举世公认的杰出人物冶等遥

家各有关部门列入各种名录的国家级闽文化冶野次重

渊六冤引起学习者的进一步思考

要的内容为被福建省各有关部门列入各种名录的省

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启发学习者进一步思考袁 教材

级闽文化冶袁并对这三个层次分别进行解读和介绍袁使

中一些章节仅点到为止袁并没有做进一步立时阐述袁如

学习者的印象更为深刻遥

进一步挖掘袁无疑可开拓出较大的思考空间遥 以文学为

渊三冤将一些容易含混不清的内容予以廓清

例袁可提出问题院野为什么福建从未获得过全国小说奖袁

教材中部分内容易为学习者所忽略或混淆袁可用

但在散文创作方面却多次得奖冶曰以艺术为例袁可提出

提问的方法予以明示和区分遥 如第一章在论及闽文化

的问题院野福建以剧种之多而成为公认的戏剧大省袁但

的源流时袁作者指出闽文化的形成与野古越文化的遗

为什么没有一个剧种能代表福建袁 为什么没有一种或

风冶尧野中原文化的传入冶野宗教文化的传播冶野海外文化

几种为全省人民普遍接受的戏剧种渊如北京的京剧尧浙

的冲击冶野台湾文化的交融冶野邻域文化的渗透冶这六个

江的越剧尧安徽的黄梅戏尧河南的豫剧尧四川的川剧尧云

方面有关 袁但学习者容易将其不同的作用和影响混

南的滇剧尧西藏的藏剧尧甘肃的陇剧等冤冶等遥

[2]

淆袁如设计成问题袁这六个方面可提出院野古越文化的

渊七冤引起学习者的兴趣

遗存在当下表现在哪些方面冶野中原文化是怎样传入

如在第一章谈到闽文化的特点延伸袁可提问院野为

福建的冶野福建的宗教在传播中有何特点冶野为何福建

什么福建有向海外移民的传统冶野为什么福建向海外

会成为我国第二大侨乡冶野为何说台湾 80%的左右的

移民过去集中在东南亚袁而当代主要集中在美国冶遥

人祖籍福建是因地理尧历史等因素自然形成的冶野现在

渊八冤引导学习者对教材的评判

常说的耶海西爷为何不仅仅指福建冶等遥

学习此课程后袁 如能对教材能谈出几点总体感

渊四冤对教材重点进行再次强调

受袁对学习者和作者袁都是有帮助的遥 可提的如院野在学

闽文化的野多元性冶野延伸性冶是教材的重点袁在教

习过程中袁教材在哪些方面对你帮助最大袁你认为哪

材中做了多方面论述袁 但尚有诸多可拓展的空间袁可

些方面还可进一步完善冶野在学习过程中袁你最感到满

考虑将学习者都熟悉的却又不经意的内容进行问题

意和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冶遥

设计袁如可提出院野结合你的见闻袁谈谈你对闽文化的

必须提到的是袁所有提出的问题都应有必须启发

多元性的理解冶野从闽文化延伸性角度袁谈谈为什么东

意义袁都要能有助于教学袁不仅是活跃学习气氛袁归根

南亚是传统福建人聚居的集中区袁美国是当前最多福

结底袁是要引起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兴趣袁调动学习

建人旅居的地区冶 等遥

者的积极性袁引起学习者的兴趣和探究遥 所以不能为

渊五冤弥补教材中的不足

提问而提问袁更不能流于形式遥 因此袁如何发现和设计

教材中有许多方面论述不全面袁如福建文化史上

问题是关键袁 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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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一些启发性的问题遥 此外袁如何设计答案也是不

有着积极意义袁作者曾通过多家媒体的访谈袁从不同

可忽视的袁要回答得精准明确袁让学习者确有所获遥

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袁最有代表性的为发表在叶教
育评论曳袁后为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叶文化研究曳1997 年
6 期全文复印的叶何绵山与闽文化研究曳袁此文通过相

二尧处理好深与浅的关系

关人士的专业性提问访谈袁让被访者从四个方面论述
全媒体数字化教材中的二次链接袁是对原有教材

了研究尧学习闽文化的独特意义袁这是在提问者的启

的内容上进一步拓展遥 如果说教材内容是一览无余的

发下回答袁视角独特袁见解新颖袁便于学习者对学习本

展示袁链接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度开掘袁可满足进一

教材重要性的认识遥 故可将此文做教材野课程简介冶中

步探索的要求遥 通观教材袁在二次链接方面尚有极大

二级链接内容袁有助于燃起学习者的学习愿望遥

空间可拓展遥 二次链接有两种袁一是链接相关网站袁二

渊二冤链接作者已有的研究成果

是链接现有文本遥 链接相关网站袁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袁

作者发表的一些与闽文化相关的成果袁 在不同程

此不赘述袁仅以链接现成的文本为例袁就其具体做法

度尧不同角度上是对叶闽文化通论曳的延伸和补充袁而这

和价值探讨如下院

些成果都在作者手中袁 链接时可谓驾轻就熟袁 并非难

渊一冤链接有关媒体对作者访谈的成果

事遥 据教材野作者发表相关成果简介冶所列举的作者独

有一些内容教材虽然没有涉及袁但对学好此课程

撰著作中袁可得知作者独撰有叶闽文化概论曳叶闽文化续

表 1 教材相关章节链接一览表
Tab.1 List of links to relevant chapters of teaching materials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闽文化 叶闽越文化初探曳渊叶漳州师院学报曳2002 年 2 期冤尧叶闽文化的源流和特点曳渊台湾 叶淡江史学曳1998 年总第 9 期冤尧
的源流 叶试谈闽文化的特点曳渊叶人民日报曳 海外版 1997 年 9 月 22 日冤尧叶闽文化的历程曳渊叶华人之声曳1998 年 4 期冤尧叶美
和特点 国最大的福州人教会――试论纽约闽恩教会的崛起与发展曳渊叶世界宗教文化曳2012 年 1 期冤等九篇
哲学
史学
文学

第五章

艺术

第六章

工艺

叶浅谈闽学曳渊叶朱子研究曳1996 年 1 期冤尧叶论闽学曳渊台湾叶鹅湖月刊曳1997 年 2 期冤

叶漫述福建历代文献曳渊叶福建图书馆学刊曳1997 年第 1 期冤曰第四章文学袁可链接院叶五代闽国文学曳渊叶文史哲曳1997
年 6 期冤尧叶福建民间歌谣与福建社会文化曳渊叶福建省委党校学报曳2002 年 6 期冤等七篇

叶五代闽国文学曳渊叶文史哲曳1997 年 6 期冤尧叶论林昌彝及<射鹰楼诗话>曳渊叶苏州大学学报曳1992 年 3 期冤尧叶福建民
间歌谣与福建社会文化曳渊叶福建省委党校学报曳2002 年 6 期冤等七篇

叶根与叶院 源于福建的台湾舞蹈曳渊叶福州大学学报曳2007 年 4 期冤尧叶论福建民间音乐曳渊叶中国音乐教育曳1996 年 3
期冤尧叶娓娓乡音两岸唱――试论福建音乐对台湾音乐的影响曳渊叶福建文史曳2007 年 2 期冤尧叶福建书画的发展和特
点曳渊叶中国文化月刊曳1999 年总第 232 期冤等八篇
叶福建民间美术摭谈曳渊叶浙江工艺美术曳1996 年 1 期冤
1.佛教院

第七章

宗教

叶试论伊斯兰教在福建的传播和特点曳渊叶回族研究曳1996 年 2 期冤尧叶福建伊斯兰教述略曳渊台湾 叶政
2.伊斯兰教院 治大学民族学学报曳1996 年总第 22 期冤尧叶论伊斯兰教在福建的传播曳渊叶中国文化月刊曳2000 年总
第 239 期冤等五篇
叶天主教在福建曳渊台湾叶恒毅月刊曳1994 年 5 期冤尧叶论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播曳渊叶海交史研究曳1997 年
3.天主教院
2 期冤
4.道教院

5.基督教院
第八章

民俗

第九章

教育

第十章

建筑

第十一章

经济

第十二章

科技

叶弘一大师与近代闽南佛教曳渊叶近代史研究曳1996 年 1 期冤尧叶近代四大高僧与福建佛教曳渊叶法音曳
2000 年 1 期冤尧叶试论日据时期闽台僧人的交往与互动曳渊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曳2011 年 4 期冤尧叶福州
西禅寺尧福清万福寺与台湾关系初探曳渊叶佛学研究曳2012 年年刊冤等八篇

叶浅谈道教对福建文化的影响曳渊叶中国道教曳1995 年 2 期冤
叶1949 年之前的福建基督教曳渊叶宗教曳1998 年第 3要4 期冤

叶福建民间三神曳渊叶人民日报曳海外版 1992 年 10 月 12 日冤尧叶福建饮茶文化曳渊叶民俗曳1993 年 1 期冤
叶福建教育兴盛及原因曳渊叶教育评论曳1994 年 6 期冤

叶福州古城浅谈曳渊叶人民日报曳 海外版 1992 年 10 月 12 日冤尧叶福建寺庙建筑艺术探微曳渊叶民族艺术曳1995 年 3
期冤尧叶福建匠师对台湾建筑的影响曳渊叶两岸关系曳2008 年 2 期冤等四篇

叶影响深远的海上丝绸之路曳渊台湾叶历史月刊曳2000 年 2 期冤尧叶多元文化中的福建商人曳渊美国叶世界日报曳2001 年
7 月 14 日要要
要17 日冤等三篇
还未从 904 篇中找出相应的论文

边建军袁等院论全媒体数字化教材建设中辩证关系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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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曳叶八闽文化曳叶闽文化曳渊中英文对照袁独撰中文冤等二

是在网上搜索不到的内容袁独此一家袁渊如本节前三点

十余部与闽文化有关的著作袁 且作者独撰文章篇名共

所述的链接的内容即为唯一性冤遥

904 篇[4]遥 阅读这些文章对进一步理解教材当然大有益

4.尽可能利用作者现有的文献和资料遥 这样可减

处袁虽然每篇都标明了出处袁但由于没有链接原文袁学

少工作量袁不必再另辟蹊径袁渊如本节前三点所述的链

习者去专门查找多有不便袁 故可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

接的内容即为作者现有冤袁以避免再起炉灶遥

原文袁与教材中的相关章节链接,见表 1 所示遥
渊三冤链接与教材内容相关的评论文章

教材中野叶闽文化通论曳课程相关书评冶列有相关
书评 60 余篇袁这些书评均为业内人士有感而发而写袁

5.对链接的内容要精选遥不要野捥到篮里就是菜冶袁
要认真审核遥
渊五冤链接与知识产权的保护
制作全媒体数字教材工程中袁链接了有关媒体对

对理解教材内容有一定的启发袁 但只列篇名和出处袁

作者访谈和作者已有的研究成果袁这些的知识产权均

未见原文遥 可选择其有代表性书评原文与教材相关内

归属于作者本人遥 当然教材中还链接了相关的评论文

容链接袁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遥 以对闽

章和其他文本袁这里的知识产权并非都属于作者遥 根

文化的总体论述为例袁可链接院李少明叶璀璨的闽文

据我国叶著作权法曳第 32 条规定院野作品刊登后袁除著

化要要
要读<闽文化概论>曳渊叶福建日报曳1996 年 12 月 5

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尧摘编外袁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

日冤尧张子开叶评何绵山著<闽文化概论>曳渊国务院古籍

者作为文摘尧资料刊登袁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

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叶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曳1998 年

支付报酬冶遥 因此需尊重著作权人的署名权 ,在著作权

何绵山著约闽文化通论跃评介曳渊叶福建文史曳2018 年 2

使用本教材时还应当通过协商向其支付相应的费用遥

5 期冤尧林启瑞叶深入探讨和高度概括的理性构建――
期冤等十余篇遥

尚未过期的情况下袁 倘若著作权人不同意无偿使用袁
全媒体数字化教材做为一套完整的教材, 凝聚着

渊四冤链接与教材内容相关的其他文本

制作者的辛勤劳动和智慧袁具有原创性遥 根据叶著作权

教材各章节都二次链接了大量的其他相关文本袁

法曳 第 14 条规定:野编辑作品由编辑人享有著作权袁但

虽然对教材起了深化作用袁 拓展了学习者的视野袁但
这些被链接的文本还存在质量参差不齐尧有的非最佳
文本尧格式不够统一尧内容不够精准等缺憾袁有待全面
检查后进行修改遥
二次链接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和特点袁通过对教材

行使著作权时袁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遥 冶因此袁本
教材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袁在进行传播时,必须征得作
者许可并按规定支付费用[3]遥

三尧处理好繁与简的关系

内容进一步挖掘袁避免了一览无余的浅白袁由此给学
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带来诸多方便和不断惊喜遥 但如二

高质量的全媒体数字化教材袁可以称之为完美的

次链接过多袁则给学习者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遥 怎样

艺术品遥 除了内容外袁仅其设计袁就涉及造型艺术尧艺

处理好深与浅的关系呢钥

术设计尧交互设计尧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尧计算机语言尧

1.让学习者有选择性遥 二次链接仅适合列为便于

计算机图形学尧信息与通信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遥 其表

理解教材的拓展内容袁不必硬性定为必须掌握袁不要

现手法形式多样袁有的侧重视觉效果渊如图片冤袁有的

由此增加学习者的负担遥 是否点击袁可根据学习者的

侧重听觉效果渊如音频冤袁有的同时具有视觉效果渊如

兴趣和需要袁不要使学习者望而生畏遥 即院有余暇者则
点击袁无暇者则不必勉强遥
2.让学习者通过点击感到确有帮助遥 不要为链接

视频冤遥 作者以文字 30 余万字为基础袁充分利用动画

渊12 个冤尧音频渊40 个冤尧视频渊154 个冤与图片渊1985 张冤
等多种素材来表现文字内容袁 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遥

而链接袁要对学习者起理解教材有所启发袁因此要认

但在如何把握这些媒体和素材的繁与简方面袁还有较

真研究教材的难点和疑点袁防止无的放矢遥

大的提升空间遥 如果太多会给学习者一种眼花瞭乱尧

3.所链接内容尽可能为独特性遥 即链接的尽可能

目不暇接的感觉曰太少又不能充分发挥各种媒体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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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功能袁减弱了学习者的学习兴趣遥 怎样才能处理

全部以音频方式与文字同时播出袁 这样有利于学习者

好繁与简的关系呢钥

在开车尧外出等不方便野读冶时袁可以野听冶的方式学习曰

渊一冤 以能否准确表现教材文字内容为取舍最主
要考量
无论用任何表现方式袁最主要目的是为表现教材
文字内容服务袁这一点需得到明确遥 如果与教材内容
无关袁即使是再优秀尧再吸引人的素材袁也要坚决不选

3.练习部分也可设计为问答方式袁同时以音频形

式播出曰再如可选极具福建地方特色的音乐作为教材
的片题渊背景冤音乐袁以激励提振学习者的情绪[5]曰如能
在每章都配上与本章内容相匹对的背景音乐袁应该效
果更佳遥

用遥 教材中所用视频中袁有的只有其一段与教材内容

渊四冤避免不分轻重的重复和低质量的凑数

有关袁应该毫不犹豫地将其无关的内容删去袁以免喧

如果以挑剔的眼光审视袁教材中所引用的各种媒

宾夺主遥 教材中所用图片中袁有的并不能准确表达文

体素材袁尚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复和凑数的现象遥 要纠

字内容袁有时甚至容易造成歧义袁也应予以调换遥 总

正这种现象袁就必需规定选用原则袁一是要在数量上

之袁无论是表现手法尧表现方式和选用素材袁只要不能

统筹安排袁不可有的章节多袁有的章节少袁不要厚此薄

准确表现教材文字内容袁都不予选入遥 虽然全媒体数

彼袁在选用数量上要有统一标准遥 二是面对多种可选

字化教材的功能可容纳这些素材袁但也要在数量上进

的媒体和素材时袁要把好选用质量关袁要经过反复比

行严格控制遥

较袁优中选优遥 三是如果一时缺乏适合的可选用的素

渊二冤对具有唯一性特点的素材取舍要从宽

材袁要认真制作袁投入力量袁宁缺勿滥袁不可凑数袁更不

所谓唯一性袁指在其他地方看不到尧网上也搜索

可轻率地弄些质量不高的替代品遥

不到袁但又很重要的素材遥 有的虽然制作的效果不理

多媒体数字化教材建设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袁没有

想袁但由于是唯一性袁有奇货可居的价值袁所以在取舍

成功的范本可供参考袁但只要心存野没有最好袁只有更

上要从宽处理遥 如福建有许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袁在

好冶的理念袁通过不断追踪袁不断总结袁不断摸索袁不断

国内无法见到遥 作者根据教材内容袁收集并制作了一

探究袁就能不断改进袁不断提升袁最终打造出名符其实

批藏于美国尧日本尧澳大利亚等国博物馆的福建珍贵

的精品遥

文物的图片袁特别是一些陶瓷尧工艺尧绘画的图片精准
地为文字内容作了形象展示袁实为难得袁所以虽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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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rasp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Whole Media
BIAN Jianjun1, YAN Ming2

(1援The Open University of Fujian, Fuzhou, Fujian 350013; 2. Fuzhou Polythchnic,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院 In order for the whole media digital textbook of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野Regional Culture冶 general course 野Min General
Culture冶 to complete the new promotion, it must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vement and static, deep and shallow, complexity
and simplicity, thus improving teaching-studying interaction, delving into the textbook, solving doubts for learners, arousing learners to

think further, attracting learners' attention, deepening learners' impression, and innovating the whole media digital textbook for excellence.

Only by the idea of 野no best, only better冶, through continuous tracking, summarization, and exploration, can we constantly improve, and
ultimately create a veritable boutique.

Key words院digital whole media; teaching materials construction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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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实践教学模式探析
要要
要以学前教育专业为例
石慧艳袁 毛

菊袁 马玉林

渊新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袁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冤

摘 要院现实中大多数学前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缺乏对野实践反思能力冶的重视遥 课题组借助叶幼儿园游戏理论与实
践曳课程进行试验袁为野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冶的建构提供了实践基础与理论前提遥 通
过研究袁课题得出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模式袁该模式通过高校渊U冤与幼儿园渊K冤之间与学

生渊S冤形成教学共同体袁围绕课程核心经验渊C冤协同指导实践反思能力形成的过程要素袁以野聚焦课程核心经验冶为实施内
容曰以野凸显学生实践反思能力的自我建构冶为实施方式曰以野借鉴耶档案袋爷的形式冶为评价方式曰以野实现时空保障冶为实
施保障条件袁不断促进学生实践反思能力的发展遥

关键词院实践反思能力曰C-USK 实践教学模式曰实施路径
中图分类号院G612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08原园096原园5

在教师专业发展的浪潮下袁野实践反思能力冶成为

教师教育及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取向之一遥 伴随 XX

践冶重视不足的现象袁主要体现在实践课时所占比重
小袁并且实践能力培养仅囿于初级经验的获得遥

大学学前教育专业获批为国家级首批一流本科专业袁

1.实践课时所占比重小

本论文基于高校叶幼儿园游戏理论与实践曳课程改革

目前学前教育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中袁实践教学

与实践项目袁借助野叶幼儿园游戏理论与实践曳课程冶袁

以见习尧实习为主遥 见习安排周数较少或是在课程教

积极探索培养作为 野幼儿园教师的职前培养阶段冶

要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实践反思能力的路径遥
要要

一尧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培养中 野实践冶
野反思冶审视
渊一冤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培养中野实践冶重视不足
目前学前教育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中存在着野实
收稿日期院2020-02-03
基金项目院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渊18BJY098冤曰新疆师范大学教学研究和改革项

学过程中穿插几次教学观摩曰实习大多安排在八周左
右袁 时间的不足使得学生只能获得对实践的感性认
识袁不能很好地把控实践的动态性尧复杂性袁进而影响
到基于实践进行反思遥 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具有四个特
征院经验性尧情境性尧发展性和价值性遥 [1]其中情境性这
一特点决定了实践能力的培养需要紧密联系幼儿园
实践袁 而充足时间的实践参与能够使学生识别情境袁
合理的调动已有经验作用于情境遥
2.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囿于初级经验的获得
已有的实践能力培养中袁 见习主要以观摩为主袁
缺少参与袁是看中学袁而非做中学袁获得的实践体验有

目渊SDJG2020-32冤曰新疆师范大学科研平台校

限曰实习主要是在专业学习基本完成的基础上进行保

级招标课题渊XJNURWJD2019B03冤遥

教实践袁通过对野师傅冶教师的观察和模仿学习为主袁

作者简介院石慧艳渊1982-冤女袁蒙古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学

获取的是具有一般性的教育教学原则袁 并不是一种

前教育课程研究和学前儿童游戏研究遥
通讯作者院毛菊渊1981-冤女袁汉族袁教授袁主要从事教师教
育研究遥

野有深度的学习冶遥 [2]实践能力是野保证个体顺利运用已

有知识尧技能去解决实际问题所必须具备的生理和心

理特征遥 冶[3]可见袁实践能力的培养强调对通过学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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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参与而达至解决问题的关注袁需要通过学生亲身实

础袁并与理论相联系袁如何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是模

践袁面临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袁创

式建构要考虑的首要问题遥 第二袁实践能力的培养需

造性的调动已有经验运用于实践遥

要关注学生主动参与遥 个体实践能力包含野实践动机冶

渊二冤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培养中野反思冶欠缺

野一般实践能力冶野专项实践能力冶野情境实践能力冶四

[4]

激发学生的实践动机袁 使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与实践尧

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了 野经验+反思=成长冶

的教师专业化发展公式遥

目前即使在学前教育本科

个维度 [6]袁实践反思能力培养以实践动机为始袁如何

层次重视实践能力培养的情形下袁通常还存在野反思冶

反思实践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遥 第三袁基于

欠缺的现象袁主要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使得学生

实践反思能力培养连续性的要求考虑能力培养得以

对实践的野反思冶有限袁欠缺对实践能力培养连续性的

实现的保障条件遥
渊一冤 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

重视影响野反思冶的实现遥
1.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使得学生基于实践进行野反

业实践教学模式内涵
以反思能力培养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业

思冶受限
目前的培养模式中普遍存在理论与实践分离的现
象袁学生基于实践进行反思受限遥 在见习中袁学生单纯
以熟悉保育为主袁 或在专业理论学习中观摩有限的活
动袁没有亲身感受实践袁理论与实践没有实现相融曰而
实习则体现了理论在先尧实践在后袁由于理论的宽泛和
实践中现象的纷繁复杂袁 学生联系理论与实践比较困

实践教学模式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反思能力袁高校
渊The univercity, 简 写 为 野U冶冤 与 幼 儿 园 渊The kinder鄄

garten,简写为野K冶冤之间与学生渊The student袁简写为
野S冶冤形成教学共同体袁围绕课程核心经验渊The core of

the course袁简写为野C冶冤协同指导实践反思能力的过程
要素渊即知识尧能力尧表现尧行动尧反思冤遥 模式如下图院

难遥 这两种方式突出的问题聚焦在理论与实践未能实
现很好的融合袁从而影响学生实践反思能力的形成遥
2.学生实践反思能力的培养缺乏连续性
专业实践能力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发展

的连续体袁而非有或无的二元对立[5]遥 幼儿教师实践反
思能力的实现要在实践-反思的连续中培养袁 基于实
践进行反思袁在实践中检验反思袁同时生成新的反思
点袁如此循环递进遥 以往的教育见习是在课程进行过
程中野偶尔冶的实践观摩袁或是较短时间的保育袁反思
与实践脱节袁并且没有连续性遥 教育实习较见习时间
稍长袁 但是其评价机制是对学生实践能力的结果性评

图 1 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业

价遥 教育实习通常以完成实习报告册袁进行实习汇报的
形式作为评价方式袁体现的只是实习过程的一些片段袁
并不能很好的反映学生实践反思能力的发展过程遥

二尧 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

实践教学模式图

Fig.1 The picture of C - USK pre-school education normal
students爷practice teaching mode

渊二冤 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
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具体阐释
实践反思能力培养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

育专业实践教学模式阐释

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院

1.强调野提取课程核心经验冶实现理论与实践的

针对现实中大多数模式在培养学生实践反思能
力上存在的问题袁课题组试图寻找一种能够突破以上

衔接
20 世纪以来袁野知识型实践冶正逐步超越和取代物

问题的实践教学模式遥 通过实践袁课题组获得了以反

思能力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建
立的思路遥 第一袁实践反思能力的培养要以经验为基

质生产实践袁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方
式遥

野知识型冶实践能力提出对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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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忽视势必造成学生思维发展和操作技能训练的隔

践教学模式冶的参与者包括高校专业教师尧幼儿园教

离袁导致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低效遥 因此袁以反思能力

师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遥 高校尧幼儿园协作袁以野与学

培养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强
调理论与实践的衔接遥

生建立教学共同体的关系冶 培养学生的实践反思能
力遥 在这一模式中袁学生兼有野学习者冶和野助手冶双重

幼儿园教育在实践中体现出综合性袁职前培养也

身份遥 强调学生是学习者是因为学生参与实践的过程

是以综合的形式培养袁 其综合性包含着丰富的内涵袁

中仍需要有一定理论与实践的指导袁即获得相关领域

因此以统整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实践反思能力具有一

的重要信息遥 在逐渐掌握的前提下袁学生进入实践领

定的难度遥 通过在具体专业课程中以系统的结构化的

域袁面对野伟大事物冶本身袁即幼儿教育实践袁成为教师

知识引领学生的实践反思能力的培养更具有现实可

助手袁与高校教师尧幼儿教师之间形成协助关系袁与教

行性遥 那么在一门课程中袁如何选取知识点以衔接理

师享有平等对话的权利袁发挥群体智慧以促进教育活

论与实践钥 帕克窑帕尔默指出教学是把学生引进那个

领域的实践圆圈里袁呈现少量关于这个领域的重要信
息袁即学科的核心格式塔袁帮助学生了解这个领域的
从业者如何生成信息袁检查并修正数据袁思考数据袁使
用并应用资料袁并与其他人分享遥

[8]

动有效展开袁实现学生自身意义建构袁促进实践反思
能力的发展遥
3.模式注重从实践反思能力的培养要素出发培养
学生的实践反思能力
教师的反思性实践能力培养的要素包含知识尧能

基于以上分析袁此模式强调提取具体专业课程中

力尧表现尧行动以及反思等五个要素遥 知识指有效履行

的核心经验渊C冤袁即学科的野核心格式塔冶以引领实践袁

专业职能所应掌握的知识曰能力即个体的所知以及在

与实践保持常态化的衔接遥 理论到实践尧实践返回理

理想的情境下个体能做什么曰表现指个体在虚拟的测

论的不断循环的过程都是在课程核心经验引领下进

试情境中面对服务对象时的表现袁既表明个体所拥有

行的袁实现理论与实践相融合遥

的知识和能力袁也展示了个体如何做的过程遥 行动表

2.关注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教学共同体

明个体在环境中实际做了什么遥 反思表明个体基于已

教学共同体是指由教师和学生共同构成的团体袁

有经验和知识来理解情境尧确定问题并寻找适切的解

彼此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沟通尧交流尧分享各种学习资
源袁共同完成一定的任务袁在成员之间形成了相互影
响尧相互促进的人际关系袁最终促进个体的成长遥

[9]

决策略遥

[12]

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

教

教学模式在实现这一能力培养的过程要素中袁高校承

学共同体具有平等合作尧和谐共生尧交往生成等特点遥

担知识尧能力和反思的环节袁幼儿园承担表现尧行动和

影响教学共同体形成的因素是野障碍波冶袁即在客体和

反思的环节遥 高校与幼儿园协作袁理论实践结为一体遥

专家之间以及在专家与外行之间的传输点要要
要让客
[8]

在高校课堂内围绕课程核心经验为学生奠定知识基

观知识向下游动袁同时阻止主观性从下向上回流遥 因

础曰 通过任务型教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相应的能力曰学

此袁教学共同体强调通过持续地维持和建构教育中的

生进入幼儿园中袁了解幼儿园真实情境袁掌握面临的

对话关系袁从而寻找一种可能的方式去将非个人意义

教育对象的特点袁实现由能力向表现的递进曰通过成

的客观化知识转化为个人意义的主观知识遥

[10]

对话教

为幼儿园教师助手袁参与真实的幼儿园教育活动实现

学理论强调最有价值的教学是通过对话使个体形成

由表现向行动的转化曰在参与实践过程中袁面对参与

建设性的批判思维袁获得被操作的野活动的知识冶遥

实践遇到的困难或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袁此环节的参

实现教学共同体的建立需要有一个野伟大事物冶袁
即求知者永远聚集其周围的主体遥

野伟大事物冶所指

[8]

代的不是学科尧不是课本尧不是理论袁就是原原本本的
事物本身遥

[11]

这个野伟大事物冶存在于这个领域的实践

与者同时还有高校教师及幼儿园教师袁通过获取必要
的知识和信息资源袁重新制定行动方案参与到幼儿园
实践中遥 在此模式中袁实践能力诸要素的发展过程粘
合了幼儿园与高校袁培养了学生的实践反思能力遥

圆圈中袁教师要把学生引进实践圆圈袁才能进入真正

4.凸显学生实践反思能力培养的连续性

的共同体遥

实践能力发展的连续性既是能力发展本身的要

野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业实

求袁也是反思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遥 此模式通过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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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慧艳袁等院 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实践教学模式探析

课程核心经验发展袁高校与幼儿园始终参与能力培养
过程的诸要素中的方式实现能力发展的连续性遥

收集的野收集物冶要要
要作品与工作案例遥

[15]

野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专业实践教

学模式冶由于在实践中任务的延续性袁强调学生全方

三尧野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

位的参与袁空间既有高校的课堂内袁也有幼儿园的活
动中遥 在这一模式中袁学生通过观摩幼儿园实践袁参与

育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冶的实施路径

幼儿园教师的教研袁协助教师参与活动过程的组织与
指导袁进行评价与反思袁聚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展开

渊一冤模式以野聚焦课程核心经验冶为实施内容

野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业实

研究袁 学生围绕课程核心经验完成一系列的任务袁对

践教学模式冶强调专业课程的指引袁强调野实践反思能

于实践反思能力的培养充分体现在过程之中袁通过为

力冶培养中对于知识的实际运用遥 通过提取具体课程

学生建立野档案袋冶收集过程中的表现袁结合课程引领

的核心经验袁编制进度袁衔接与课程核心经验相关的

下实践反思能力培养所要达成的培养目标分析与解

幼儿园实践袁通过设置野真实的任务冶为方式规定学生

释学生的表现袁从而反映学生的努力及达成目标的程

进入幼儿园的职责袁任务既包括根据课程核心经验进

度袁确保学生能力的不断发展遥

度设置的任务袁也包括幼儿园在核心经验引领下的实

渊四冤以野实现时空保障冶为实施保障条件

践任务和困境袁使学生能够有的放矢袁在理论的指导

1.高校与幼儿园紧密合作为空间保障

下洞察实践袁在实践实施的过程中反思理论遥

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情境性在于实践是情境依

渊二冤以野凸显学生实践反思能力的自我建构冶为

赖的袁教师所处情境的具体性尧复杂性和即时性决定
了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不是对理论知识的硬性照搬袁

实施方式
建构主义所形成的教学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袁
教师成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尧促进者遥 建构

亦不可诉诸跨越情境的一般性技巧尧策略遥

[16]

以上原

因对能力培养的另一个场所 野幼儿园真实的教育环

主义教学模式重视问题情境的创设袁重视学生具体经

境冶提出了迫切要求袁在客观上需要高校与幼儿园实

验的获得袁重视学生的认知失调尧体验尧反馈等的过

现空间上的一体化遥

程袁强调互动合作学习遥

[13]

在 野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业

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水平的有效实践需要满足两个

实践教学模式冶中袁专业教学突破课堂的界限袁与幼儿

条件遥 其一袁实践活动是否包含需要学生解决的问题曰

园连接为一体袁实现了开放的教学环境的创设袁使得

其二袁活动问题水平的设置是否与个体经验有关联遥

[14]

野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

模式冶强调学生主体的自我建构袁与学生的个体经验相
联系遥 在课程中围绕梳理出的关键经验袁为学生创设开

学生能够面对真实的幼儿群体袁 接触真实的教学实
践袁活化知识的运用遥
2.充分利用学生的课余零碎时间为时间保障
野以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业实

放的学习环境袁学生以助教身份进入实践袁在与高校教

践教学模式冶客观上需要根据课程进度和幼儿园与专

师尧 幼儿园教师以及同学之间的协作中分解关键经验

业课程相关的实践要求保持下园的延续性袁以实现学

至实践操作层面袁 获得理论反映在实践层面的具体经

生获得全面深入的专业能力遥 由于课程学时有限袁野以

验袁洞察理论与实践存在的差距袁在反思的基础上通过
观察要要
要设计要要
要实施的过程获得融合理论与实践的

反思能力为导向的 C-USK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模

式冶充分利用学生的零碎时间袁在学生的课余时间内袁

操作性经验袁在解决复杂的真实问题中建构新知识袁最

通过任务设置袁要求时间结点袁由幼儿园记录考勤袁学

终达到从自身建构专业实践的能力遥

生组内做延续性的下园记录等方式进行袁学生可根据

渊三冤 以野借鉴耶档案袋爷的形式冶为评价方式

档案袋评价是美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广泛

推行的评价方式袁 其旨在把握每一个儿童学习的评

实际情况着眼于任务的完成灵活安排自己的时间遥

四尧结语

价遥 这里所谓的野档案袋冶是指针对学生从事的学习活
动,旨在用于其评价尧信息与表彰以及回顾学习过程而

在通过以叶幼儿园游戏理论与实践曳课程为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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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这一模式的过程中袁有效地提升了学生支持和引导
幼儿游戏的实践反思能力遥 但在课题实施过程中也引
发了一些反思院第一袁模式的有效实施需要幼儿园与
高校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遥 野以反思能力为导向

的 C-USK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冶 基于空间保
障的要求需要密切联系高校与幼儿园袁实现学生实践

反思能力培养的连续性和有效性遥 因此高校与幼儿园
形成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尤为重要曰第二袁高校和幼
儿园需要形成计划要要
要行动要要
要反思的良效机制遥 由
于在实施过程中有从专业课程进度出发为学生设置
的实践任务袁 有根据幼儿园实际情况提出的实践需
求袁两条线如何着眼于提高学生实践反思能力实现更
好的融合袁需要通过设计严密的计划要要
要行动要要
要反
思机制以形成系统的体系曰第三袁可考虑改变固有的

考核方式袁加大实践部分考核比重袁并将其放在幼儿
园的真实情境中袁在双方指导老师的参与下进行遥

[5] 戚万学,王夫艳.教师专业实践能力院内涵与特征[J].教育研
究,2012(2):95-102.

[6] 傅维利,刘磊.个体实践能力要素构成的质性研究及其教育
启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1):1-13.

[7] 张琼,陈洁清.野知识型实践能力冶及其教育意蕴和培养策略
[8]

[J].教育发展研究袁2010(24):43.

帕克窑帕尔默.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M].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4:116,94,99.

[9] 王彦明.教学共同体:一种社会学的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袁
[10]

2012(11):13-16,22.

米婧.论基于对话理念的教学关系[J].课程窑教材窑教法袁

2005(3):21.

[11] 陈修梅.帕尔默叶教学勇气曳的国际学术影响力院基于 WoS
渊1998要2018冤施引文献的计量分析[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

[12]

(社会科学版),2019(12):103-110.

MESSICK,S.The Psychology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1984,(3):1-55.

[13] 刘万伦.建构主义教学思想及其在我国的本土化问题[J].
比较教育研究,2005,26(7):7-11.

[14] 吴志华,王思漪.最近发展区理论下的学生实践能力发展

参考文献院

及活动教学模式构建[J].教育理论与实践袁2018(8):44-46.

[1] 戚万学,王夫艳.教师专业实践能力院内涵与特征[J].教育研

[15]

[2] 郑肈桢.教师教育咱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76.

[16] 雷湘竹.让幼儿园成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成长的野教学场冶

究袁2012(2):95-102.

[3]

刘磊,傅维利.实践能力院含义尧结构及培养对策[J].教育科
学,2005,21(2):1-5.

钟启泉.建构主义野学习观冶与野档案袋评价冶[J].课程窑教

材窑教法,2004(10):20.

[J].学前教育研究袁2009(6):55.

[4] PONER G J. Field Experience: Methods of Reflective Teach鄄
ing (2nd ed)咱M暂. New York: Longman, 1989:22.

渊责任编辑院张文静冤

An Exploration of Reflection Ability Oriented
C-USK Practice Teaching Mode
要要
要Taking pre-school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SHI Huiyan, MAO Ju, MA Yuli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17)

Abstract:

In reality, most training models of pre-school teachers爷education is short of paying attention to 野the practical reflection a鄄
bility冶. The project team took the curriculum of 野pre-school children爷s game冶 as experimental object which provides a pract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premis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野C - USK Pre-school Education Normal Students爷Practice Teaching Mode which is Reflection
ability-oriented 冶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subject, we concluded 野C - USK Pre-school Education Normal Students爷Practice Teaching
Mode which is reflection ability-oriented 冶. This model implements by forming a teaching community which includes the university, the
kindergarten and the student. The university and the kindergarten guide the process factors which shaped practical reflection ability, taking
野focus on core experience of the curriculum 冶 as implementation content;taking 野to highlight self-construction of student爷s practical re鄄
flection ability冶as implementation way,taking 野learning a form of 耶portfolio assessment爷冶as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taking "provide
space-time protection" as security conditions of the implementation袁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ractical re鄄
flection ability.

Key words: practical reflection ability; C - USK teaching mode; implement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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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AC 认证的工业设计系所核心能力构建
陈 静
渊三明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袁 福建 三明 365004 冤

摘

要院为了满足新工科建设的需要袁在工业设计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探索过程中袁以专业认证三大基本理念为切

入点袁提出在设计认证渊DAC冤驱动下支持培养目标达成的工业设计系所核心能力构建遥 通过课程地图的实施重构工业设
计系所课程框架袁并引入系统架构的方法以清晰的指导专业课程规划路径袁整合完善课程体系遥 藉由 DAC 认证机制促进
设计教育的改革袁保障专业教育质量和专业活力袁培养学生在工业设计专业应用领域里的核心能力和竞争力遥

关键词院专业认证曰系统架构曰QFD
中图分类号院G642.0

文献标志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1雪08原园101原园5

一尧专业核心能力构建的背景与意义
为了满足新工科建设的需要袁在工业设计专业课

以产出为导向理念尧持续改进理念冤为基础[2]遥 提出在

专业认证之设计教育认证渊DAC冤驱动下支持培养目
标达成的工业设计专业课程体系的重构袁 藉由 DAC

认证机制进一步促进设计教育改革袁 保障专业教育质

程体系改革探索过程中袁学者们不断在新方法尧新模

量和专业活力袁 使优异的教育质量得到国际的正式认

式尧新理念上进行尝试遥 而各大设计院校因各自的办

可袁培养学生在工业设计专业应用领域里的核心能力遥

学特色尧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侧重点不同需具体问题

专业认证的核心就是一系列的认证标准袁即为既

具体分析袁要因校尧因专业发展找到各自适合的人才

定的教育质量规范遥 它是一种以培养目标和毕业出口

培养模式和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路径 遥 其中不乏有借
[1]

助专业认证规范做出课程体系改革并收到较好成效
的例子遥 数据显示袁参与台湾 IEET 认证的境内外高校

共 628 所袁 其中通过 EAC 认证系所 474 个袁 占总比
75.7遥 通过 DAC 认证系所 29 个袁占总比 4.6遥 至 2018

年度参与 IEET 认证的大陆高校共 48 所袁其中福建省
通过 IEET 认证的院校共 22 所袁 占据一定的比例优

势袁但是通过 DAC 认证的院校较为缺乏遥 基于此袁本
研究以专业认证三大基本理念 渊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尧
收稿日期院2020-03-19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高校教改项目渊FBJG20180167冤曰三明学
院教改 项 目渊J1910234冤曰三 明学 院 教改 项 目

要求为导向的合格性评价[3]袁它可以在培养制度尧培养

目标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形成院校特色遥 专业认证要
求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尧师资队伍配备尧办学条件配置
等都围绕学生毕业能力达成这一核心任务展开袁并强
调建立专业持续改进机制和文化以保证专业教育质
量和专业教育活力[4]遥 本研究在设计专业认证渊DAC冤
理念指导下袁在人才培养体系层面对问题展开多层次
的思考袁 以产出为导向袁 从社会需求着手经由需
求要要
要培 养 目 标要要
要学 生 能 力 指 标要要
要课 程 体

系要要
要课程地图等过程确定课程体系规划路径[5]遥 为
了适应职场和社会的需求袁要注重以下几项教育特
征袁如跨学科思维的能力袁全球化的思维方式袁强调学

渊J1910233冤遥

生创新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袁培养非结构化问

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遥

掌握的能力为目标袁灵活设置课程并突出课程的实用

作者简介院陈静渊1986-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工业设

题的解决能力袁并具有强大的服务意识袁以学生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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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遥 面对新工科建设需求袁专业认证能充分发挥积极

结构转变为核心要素袁加快发展新工科遥 通过实施工

作用袁提升教育品质袁提升学生的就业从业能力袁促使

程教育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袁建立完善特色工程教育的

高校院系找到本专业的明确定位袁建立起基于成果导

新体系袁推动设计学科的跨界融合遥 工程教育认证之

向的人才培养体系遥 建立健全教学管理体系袁促进高

设计教育认证渊DAC冤适用于设计相关学程袁以培养设

校教育教学改革与转型发展袁 加快高校与国际接轨袁

计专业人才为目的袁各学程可依据教育目标尧学生核

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遥

心能力尧 定位及特色并参考 IEET 认证规范进行专业

二尧工业设计系所核心能力构建的根本任务

课程体系改革与规划遥 渊如图 1冤

工业设计系所核心能力构建的根本任务是整合
和完善设计教育的基础课程体系以及内容袁确保教育
质量曰强化培养学生核心能力的设计教育核心课程体
系袁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遥 2017 年在野复旦共识冶达成

中提出了新工科的建设与发展路径[6]遥 为响应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尧 中国制造 2025 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需

求袁则需培养新兴的工程科技人才遥 而设计学是实践
应用型学科袁其范式的形成依赖于产业环境袁设计范
式也取决于产业范式[7]遥

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以设计专业认证渊DAC冤为依

图 1 专业认证机制

Fig.1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mechanism

三尧工业设计系所核心能力构建的举措

托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袁以产出成果为导向遥 持续改进
教与学的理念 渊学生主动的学替代教师被动的教袁能

构建全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以适应产业需求的

力课堂替代知识课堂冤曰改进教与学的方式渊体验式的

设计教育总整课程体系遥 首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袁打

教与研究性的学袁学思结合冤曰优化教学管理与评价体

通专业课程设置袁 科学重组和有效整合课程资源袁加

系渊结果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尧主体评价与客体评价尧

强专业认知教育遥 其次袁从知识导向转变为产出导向袁

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尧多元评价与全面评价冤遥 第一袁

构建新的课程体系以及实践教学环节遥 铺设整合基础

认证标准应以学生为中心袁 提出具体的培养要求袁明

课程袁培养学生积极学习的习惯袁保持专业知识技能

确培养目标遥 用学生的满意度和适应度来解释教育质

的更新并能融会贯通曰设置专业核心课程袁培养学生

量水平遥 课程设置也应以学生经验为中心袁注重学生

主导调研的能力以及规划产品的能力曰 设立总整课

实用技能的培养袁使其在本专业的学习中扎实掌握专

程袁以复杂专业问题为主线袁覆盖人文尧社会尧美学尧科

业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并具有一定的研究与分析的

学尧管理等知识袁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遥 最后进入

能力遥 第二袁以产出为导向袁关注产出成果袁保证学生

周期性评价环节袁 并实施有效的持续改进机制袁 按照

在学习过程中能有效的收获知识袁培养自主学习的兴

野计划要执行要检查要处理冶的 PDCA 循环袁确保教学

趣袁提升创造性思维与综合创造力遥 加快教学由知识
目标导向转化为能力目标导向的进程遥 第三袁在整个

质量管理形成一个闭合循环的体系袁以持续改进教学遥

在专业核心能力构建过程中引入 SBC 系统架构袁

教学过程中持续性的改进袁合理安排教学计划袁提高

借此能更为直观的展现课程体系中的行为与构件遥 并

教与学的效率不断发现错误袁 寻求改进机会及时反

能更清楚的指导专业课程规划渊如图 2冤遥 架构阶层图

馈遥

中展现了一个系统的多层分解与组合袁将原本复杂的
为了实现新工科背景下设计专业的转型要以调

体系透过分解与组合变得简单明了遥 在工业设计专业

整专业教育结构尧发展新兴学科专业尧推动人力资本

课程体系规划路径中袁借由自上而下的阶层将整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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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分为三个部分院应用层级尧数据层级尧技术层级遥 专

渊一冤完善人才培养方案袁明确核心能力与培养目标

业课程体系的认证也正是通过这三大层级完成遥 在应

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袁从专业定位及培养目标

用层级中又包括展示层和逻辑层两个小分支袁在工业

出发袁根据目标和核心能力的要求袁以实现培养具有

设计课程体系认证的应用层中展示了专业课程体系

创新型人才为目标袁工业设计专业应该从以下几个方

金字塔遥 构建全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以适应产业需求

面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院 积极创意思考的能力尧创新

的设计教育总整课程体系遥 核心在于基础课程尧核心

和实践工业设计概念的能力尧善用工业设计语言的能

课程尧总整课程三类课程的实施遥 在数据资料层中依

力尧综合多元领域能力尧洞察工业设计价值的能力袁据

托设计专业认证的相关标准与要求袁 明确教育目标袁

此构建能力需求和课程矩阵遥 将工业设计的核心能力

将相关专业课程按照层级划分遥 在技术层级中袁运用

与就业结合起来袁以课程地图的方式让学生更了解本

了原为企业管理方法中的 QFD 质量屋作为教学成效

专业以及相对应就业方向[8]遥 以适合学生的职业发展

消费者需求转化为高品质的商品的一种方法袁在转化

课业提供多元选择袁以符合未来的职业需求遥 渊如图 3冤

的评量工具遥 QFD袁即品质机能展开遥 原本是企业中将
过程中袁可以通过市场营销尧产品开发尧生产制造等环

为目标袁更好的为学生的职业选择提供导向袁为学生的

节的协调整合袁提升跨部门的沟通与共享遥 在教学改
革与课程体系规划中引入 QFD 这一评价方法袁 其实
质就是将师生教与学的需求转化为合适的技术需求

或者是可视化的数据袁借此提升专业核心能力与专业
竞争力遥 运用 QFD 评量教学的首要步骤就是用户访
谈袁问卷调查袁明确学生需求遥 其次确定教学质量要素

的重要度袁形成评价矩阵遥 提取质量要素袁制作质量要
素渊如对于知识的掌握情况尧应用情况等冤展开表遥 构
建要求质量与质量要素的关系矩阵遥 最后根据演算法
求得数据袁确定目标值遥

图 3 核心能力与教育目标评估框架图

Fig.3 Core competence and education goal evaluation framework

渊二冤加强集群式课程体系建设袁改革教学内容

以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为改革核心袁引入成果导向
理念袁通过课程地图规划重构课程框架遥 强调基础课
程的思维和方法袁加强课程之间的互相渗透和有机结
合遥 渊如图 4冤

图 2 基于 DAC 认证的工业设计课程体系规划路径阶层图
Fig.2 Path hierarchy of industrial design curriculum system
planning based on DAC certification

图 4 工业设计专业课程体系规划框架图

Fig.4 Curriculum system planning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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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业设计专业定位适当减少纯理论内容袁增
设实践环节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

评机制遥 通过专业自评报告和支撑材料尧专家意见反
馈等环节不断优化教学评价体系遥

问题的能力袁真正做到知行合一遥 在设计专业核心课

四尧结论

程上强化工程实践和方法的应用袁提升学生分析人本
问题的能力遥 在总整课程阶段加强对市场和文化因素
的考量袁统整与深化大学所学遥 提升学生在实际需求

随着新课程的实施袁教师能力的优势不能得以顺

的制约下创造性的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袁同时也满

利发挥袁并且在新方法和措施上也会遇到瓶颈曰整合

足专业认证对学生在社会尧环境尧和人文素养方面的

之后的专业基础课程和总整课程袁可能会面临配套资

要求遥 在专业课程结构调整下袁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

源配置不均的问题曰此外袁教育评价体系是一个统一

心强调其综合能力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袁加强培养学

的整体袁而专业认证驱动下的课程体系评价需是发展

生的实践能力遥 并通过课程地图的实施袁帮助教学管

的尧动态的尧持续的曰根据不同的整改阶段进行追踪式

理者审视专业的课程分布与时序袁 准确把握专业发

的评价以及注重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会耗费巨大精力遥

展袁并促进教师改进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 遥
[9]

针对上述改革难点袁尝试提出可以系统的培训教师一

构建课程矩阵和能力需求雷达图袁并以课程地图

体化教学能力的方案袁在教学实践和研究中可以互相

的方式形成系所核心能力及相对应就业方向的空间

吸取经验和方法袁从知识教育转向能力培养遥 强调教

联系遥 在课程内容上注重选择性袁建设集群式尧分类式

学中素质尧能力和实践的锻炼袁注重在专业体系中适

课程体系遥 根据不同的学程分化延后实施总整课程袁

应性尧可塑性以及创造性的培养遥 使学生达到适应力

并采用直接评量和间接评量检视学习成果遥 在教授内

强尧创造力强尧综合素养强遥
以 DAC 专业认证的视域来评量和重新建构工业

容选择上更为灵活袁特别是交叉性比较强的工业设计
专业课程涉及到科学尧艺术尧心理尧医学尧环境尧技术尧

设计专业课程体系袁可以保证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和完

管理等多元层面遥 教学内容可以按照重要度以及层次

整性遥 专业认证中以成果为导向能真正做到以学生为

面向不同接受力的学生遥 此外可以尝试借助相关技术

中心袁实现教学范式由野内容为本冶向野学生为本冶的根

软件建立课程资源数据库袁以保证课程的有序有效进

本转变[11]遥 坚持育人为本袁建立完善的教学管理体系袁

行遥

在专业体系建设过程中先建人再建物袁找准人才培养
渊三冤优化教学评价监测体系袁注重持续改进

定位遥 以符合社会的需求为改革诉求袁基于设计教育

在改革中融入教学测评和管理机制袁优化教学供

质量工程构建创新设计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

给结构遥 通过教学过程性和结果性对比评价以及同行

体系遥

评价形成各项毕业要求达成评价项目袁保证每个具体
教学环节实现相应毕业要求[10]曰在评价过程中要考虑

到学生的个体化差异袁 使评价的时间呈阶段性展开袁
使评价的项目通俗化袁使评价的主体多元化袁以此形
成连续的动态化评价监测体系遥 在教学计划层面袁通
过师生的反馈与调查促进教学计划实现培养目标曰在
专业层面袁 可以根据 QFD 等数据化的评量管理方法

制定质化与量化评价表格袁根据大数据的反馈来改进
相应教学环节遥 在评估环节采用 FAQ 以及 QFD 质量

机能展开的评量方法袁并在多种真实性的评估任务中
借助科学的软件和模型进行量化评价袁精准到点确保
学习目标的达成遥 另外袁借鉴专业认证可建立校内自

参考文献院
[1]

高林,鲍洁.点击核心: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课程开发
[M].北京院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6):1.

[2] 李小芳.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实证研究[D].哈尔滨院哈
尔滨理工大学,2016:9-11.

[3] 孙渝.专业认证背景下高校教学管理工作新要求[J].企业导
报,2015(17):33-34.

[4] 李慧玲,张立敏.基于工程教育认证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的实践教学模式研究[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渊电子
刊冤,2018(4):434.
[5] 陈小琼.课程地图在会计专业教学中的实践及反思[J].商业
会计,2018(20):121-124.

窑 105 窑

陈 静院基于 DAC 认证的工业设计系所核心能力构建
[6] 卢晓梅,喻雯,梁瑾,等.全球化语境下的新工科人才核心素

[10] 王金旭,朱正伟,李茂国,等.成果导向院从认证理念到教学

[7] 王国胜.设计范式的突破[J].设计,2015(18):69-73.

[11] 李琦,武睿,武一,等.基于 ICT 认证的通信网络课程群建设

养研究[J].科教导刊,2018(15):16-31.

[8] 李铁英,郑兴我.台湾艺术专业课程地图借鉴研究[J].大众文

模式[J].中国大学教学,2017(6):79-80.

与改革[J].高教学刊,2018(11):47.

艺,2013(20):245.

[9] 杨燕,马永强,唐慧佳,等.提高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质量的

渊责任编辑院张文静冤

几个关键问题[J],计算机教育,2017(6):17.

Construction of Core Competence of Industrial Design
Departments Based on DAC Certification
CHEN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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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form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ur鄄
riculum system of industrial design, three basic concepts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re take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propose the con鄄

struction of the core competence of industrial design department driven by the design certification (DAC) to support the cultivation goal.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map, the curriculum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design department is reconstructed, and the method

of system architecture is introduced to guide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planning path clearly and integrate and improve the curriculum
system. Through the DAC certification mechanism, we can promote the reform of design education, guarantee the quality and vitality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the core compet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design application.

Key words: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system architecture; Q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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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视角下大学生价值观的涵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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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网络直播作为新兴媒体袁以其自身独特性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尧学习习惯和思想意识袁无形中

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选择遥 通过深入剖析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袁提出网络直播媒介下大学生价值观的涵养路
径院底线思维袁净化网络直播环境曰创新思维袁抢占网络思想教育阵地曰系统思维袁密织网络直播管理体系;内容为王袁注重
价值引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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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移动终端的快速

1.互动性与实时性

普及袁未来社会的网络综合化越来越强袁网络直播新

网络直播是一个双向互动性极强的过程袁直播者

媒体更是以更为直观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吸引

发布信息和观众接收信息是同时进行的袁 不同于微

了众多用户袁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遥 据 CNNIC

发布第 45 次 叶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曳显
示袁截止 2020 年 3 月袁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5.60

亿袁占整体网民 62.0%遥 野95 后冶大学生是互联网的原
[1]

博尧微信及时交流的方式袁网络直播的实时交流更为
具体性和立体性遥 直播者以视频尧声音等形式传递内
容信息袁观众通过弹幕尧礼物尧表情尧点赞等形式相互
交流袁实现随时随地表达意见和交流思想观念遥 网络

住民袁 是网络直播中最活跃的群体之一, 网络直播已

直播的互动性让受者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袁而是

经闯入大学生的视野袁无形中改变了大学生传统信息

可以实时发表自己的意见袁并将自己的意见实时反馈

接收模式袁影响着大学生正在塑造的价值观遥 因此袁深

给直播者和直播观看者遥 这为观众与观众尧观众与直

入了解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袁有的放矢地

播者尧 直播者与直播者之间互动提供极为方便平台袁

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袁做到因事而化尧因时而进尧

实现用户资源共享尧用户自我表达袁满足自由发声和

因势而新开展思想教育袁有助于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

期望回应的要求袁这使得用户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参

教育的和谐发展袁塑造正确的价值观遥

与感得到良好的用户体验袁 用户参与讨论热点问题尧
发表意见的热情大大提高遥

一尧网络直播的特点

2. 低门槛与高裂变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改变了信

网络直播作为新媒体的一种新兴形式袁2016 年开

息流动的途径袁为大学生的信息传播开辟了新的实现

始出现井喷态势发展袁直至今日袁网络直播已渗透到

途径遥 相较与传统媒介而言袁网络直播的准入门槛较

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袁 并闯入大学生的生活中袁深

低袁 实现了人人都是信息缔造者和接收者的媒体格

受高校大学生的喜爱和追棒遥 其主要特点如下院

局袁满足野草根艺人冶野平民主持冶的心理需求袁从而出
现全民直播社会现象袁远程会议尧成果展示尧在线教学

收稿日期院2020-04-06

和聊天沟通等诸多方面被大力应用遥 传统媒体在传播

基金项目院泉州 师 范 学 院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 专

信息时受限于时空因素袁信息传播速度和容量非常有

项课题渊2019SK05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小国渊1989-冤袁男袁汉族袁助教袁主要从事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遥

限袁网络直播中袁用户们可以通过点赞打赏尧弹幕尧转
载评论等方式袁集结成庞大的信息圈袁加速推动信息
的扩散速度袁形成舆论漩涡袁信息的传播变成蜂窝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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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制袁引发高裂变式的放大能力遥

[2]

片学习替代系统学习袁获取信息替代知识汲取袁浅尝

3.多样化与个性化

辄止替代刨根问底袁使大学生的价值观趋于庸俗甚至

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导致参与直播的群体数量

扭曲袁思维模式受到束缚遥

逐年攀升袁加速野全民直播冶的时代到来袁直播 APP 更

[3]

2.行为约束与行为失范

是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袁 使得直播更加日常化袁内

在网络直播平台上袁大学生用户表现出伦理道德

容更加泛生活化尧多样化袁如游戏竞技尧产品发布尧教

相符的思维特点袁他们以理服人袁追求公平袁也暴露了

育教学尧新闻时政尧新奇事件尧购物导购等都可以成为

盲目转发尧发表过激言论的失范行为袁出现交流主体

直播的内容袁 甚至是传统媒介直播的内容如大型赛

在行为约束与行为失范的双重性遥 一方面作为成年

事尧重要晚会等袁也成为网络移动直播的关注点遥 对于

人袁大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袁对现实中的社会规则

观众而言袁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袁从直播内容的

和伦理道德能自觉的遵守袁对社会不公事件尧热点时

野爆炸式供应冶 情境下袁 选择满足自己个性需求的内

政能够及时发声遥 另一方面袁网络平台的虚拟性为用

容袁对其他不感兴趣的直播类型可以选择屏蔽袁观众

户搭建了野隐姓埋名冶的环境袁既给大学生追求公平交

自由选择权得到保障袁个性体验在逐渐增强袁自我的

流尧随时发表意见的创造了条件袁也削弱了大学生的

价值引领尧认知尧选择袁会得到极大的主体性支持遥

网络行为约束袁网络失范行为尧网络骂战时有发生遥 在

4.虚拟性和真实性

直播平台上袁大学生用户根据价值观尧兴趣尧爱好等几

网络直播是基于互联网的发展应运而生袁为广大

个因素袁选择进入不同的直播圈袁形成野圈层社交冶袁网

用户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袁用户们可以超

络直播社交圈层往往带有封闭性尧 自主性和防护性袁

越时空限制袁隔着野屏冶与他人野面对面冶交流袁发表意

一旦在直播中看到不符合圈层价值观的意见袁就会受

见袁足不出户就能参与天下事袁说到底袁网络直播是属

到圈层社群的攻击袁引发网络骂战遥 在观看直播中袁广

于虚拟世界的社交活动遥 在微博尧微信尧QQ 等网络社

大用户通过弹幕的形式袁毫无顾忌的讨论话题尧发表

交平台发布的文字尧图片信息袁需要通过筛选尧审核才

言论袁即便是有用语失范行为也不必忧虑其是否与道

能发布袁往往带来信息的不完整和滞后遥 而网络直播

德相悖袁容易让大学生产生野网络直播无约束冶的错

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实时性袁 审核是和直播同时进行

觉遥 这也是大学生网络直播失范行为发生频繁的因素

的袁在传递直播信息上袁主播可以及时传递此时正在

之一遥

发生的事袁 实时与观众形成互动交流袁 为用户提供

野所播即所见冶的真实性袁同时袁用户们可以进行实时

[4]

3.舆论漩涡与监管真空
近年来袁网络舆情舆论已成为影响主流意识形态

的屏对屏的交流袁 这也增强了用户们的真实体验袁提

的关键因素遥 一方面网络直播的弹幕实时发送且瞬间

高信息交流效率遥

刷屏袁容易引起用户情绪的释放和共振遥 基于网络直
播媒介袁许多热点事件尧热点话题尧突发事件等社会时

二尧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事在大学生中以蜂窝式的速度传播开来袁引起学生的
广泛热议袁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舆

1.聚集效应与思维限制

论漩涡遥 另一方面袁网络直播发展势态快袁网络主播准

网络直播让有共同的爱好的大学生聚集在某一

入门槛低尧直播内容良莠不齐袁监管的内容与权限涉

直播间内袁直播间内的大学生用户如同野室友冶一般袁

及多个部门袁网络直播的预防尧审核尧纠错机制还不完

共同创造网络作品尧讨论热点话题尧交流思想袁表现出

善袁容易出现网络监管真空地带遥 如有些野网红冶为了

了极强感染力和聚集效应遥 与此同时袁便捷的信息获

吸引粉丝眼球袁肆意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袁不惜炮制

取方式和海量的信息内容也导致大学生养成的网络

虚假新闻袁追求新奇热点袁传递了错误价值观袁以致于

媒介依赖袁使大学生创造力受到挑战遥 越来越多有相

出现直播内容只有你想不到袁没有你看不到的遥 网络

同爱好的大学生用户聚集袁犹如野蚕蛹冶般袁宅在野茧

直播不是法外之地袁不能成为网络监管空地袁大学生

房冶内袁长期沉浸于集体狂欢的氛围中袁容易使大学生

的价值观不能一直被网络直播亚文化误导袁必须加以

的价值观产生了负面影响袁对观点和事物缺乏深度的

引导遥

[5]

思考袁对问题和困难缺乏深层次研究袁影响价值判断遥

4.多元性价值共存与利已性的价值取向

当他们遇到困惑难题袁 以搜索答案替代动脑思考袁碎

网络直播的多样性满足了在校大学生的多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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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袁共存着各种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和思潮袁对大学

的思想观念和生活实际袁 了解并运用新媒体教育袁抢

生的思想观念尧 行为标准等产生深刻而深远的影响袁

占网络思想教育阵地袁提升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

价值取向容易受到影响遥 从现实情况来看袁大学生对

有效性遥 一是要增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时代感遥 网

直播的选择标准往往在于能否满足自我需求尧是否符

络直播背景下袁大学生在网络直播中的言行举止具有

合自我喜好袁过分强调自我袁表现出精致利己的价值

一定的现实基础袁 是现实生中大学生自身问题的发

选择遥 由于这些选择是大学生根据个人标准而选择

酵袁如学习困难尧生活挫折尧情感创伤等遥 当前媒介形

的袁对于有些偏离主流价值观的思想袁往往被大学生

式的不断革新袁已经倒逼高校教育工作要主动了解网

误认为积极的尧向上的遥 因此袁在这样价值评判标准

络直播尧体验网络直播袁我们要通过调研尧访谈等形

下袁野利己主义冶成为大学生评判选择的标准袁社会主

式袁了解大学生在网络直播的所思所想所求袁了解网

义核心价值观遭到前所未有的权威挑战袁主流价值思

络直播的技术优势和管控难度遥 思想教育工作者要立

想弱化遥 长时间下来袁大学生的价值观也会潜移默化

足大学生价值观教育这一主题袁 掌握媒介新方法袁使

地发生改变袁势必导致其价值取向的扭曲遥

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更加贴近实际和时代潮流袁更有时
代感遥 二是要增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精准度遥 我们

三尧网络直播媒介下大学生价值观的涵养
路径

要利用大数据管理优势袁对大学生在网络直播中的信
息进行梳理尧分类袁如大学生关注的专业知识领域尧政
治经济文化尧兴趣爱好等因素袁个性化的协助大学生

1.底线思维袁净化网络直播环境

规划网络直播观看指南尧有效推荐观看内容尧合理建

马克思指出院野人创造环境袁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冶遥

议观看时间袁减少网络直播消极面的影响袁提高大学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直播环境至关重要遥 一是要敬畏

生价值观教育的精准度遥 三是增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

法律遥 网络直播作为新兴的媒介袁凭借其独特性具有

的新鲜度遥 依托媒介力量的新型窗口袁以大学生喜闻

了一定的优势和良好的发展袁 网络直播生态环境复

乐见的方式对大学生群体进行价值观教育袁要把网络

杂袁但不能成为野法外之地冶袁它是有法律底线的遥 法律

直播当作是纽带桥梁袁 拒绝高深晦涩的理论讲解袁实

要明确网络直播在内容上 野倡导什么尧禁止什么冶袁在

现与学生实际生活贴近相符的思想政治教育袁拉近价

形式上野怎么播冶袁给网络直播平台管理者和使用者的

值观教育与大学生之间的距离袁实现理想和信仰最快

心中立一竿标尺袁要彻底改变网络直播多于满足感官

捷尧最及时尧最新鲜的直观呈现遥

刺激尧娱乐消遣的低层次追求袁用法律强制野屏蔽冶网

3.系统思维袁密织网络直播管理体系

络直播中的违纪行为袁净化网络直播环境袁创建一个

网络直播过程中的舆情舆论往往是用户在参与

既绿色尧健康袁又涵养尧价值的网络直播生态圈遥 将网

网络事件或公共事件所表现的非理智态度和情绪袁再

络直播作为提高大学生思想和审美维度的重要载体袁

加上网络监管空白袁 为舆论漩涡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袁

陶冶大学生的高尚情操袁培育良好的价值观遥 二是要

这一过程中带有显著的盲目尧冲动尧无理的行为特点袁

敬畏道德遥 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
范袁建立网络直播道德规范对大学生价值观培育意义

需要构筑野疏通要要
要监管要要
要引导冶的系统管理体系遥
一是要畅通大学生网络舆情舆论的有效表达渠道遥 要

重大遥 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引导袁用时下热点

充分发挥网络媒体野互动性冶和野实时性冶袁创新网络直

直播事件和发生在本校或兄弟院校的真实案例袁警醒

播过程中的沟通对话机制袁实现大学生与网络舆情舆

教育引导大学生袁在日常的网络直播中树立高尚的道

论引导者的双向互动袁变野堵冶为野疏冶袁运用多种有效

德信念遥 同时要联合正能量野网红冶袁宣传网络道德规

手段消除还在酝酿期的舆论舆情袁从源头遏制舆论漩

范袁深化大学生用户道德认知袁主动思考袁形成野网络

涡的产生遥 二是完善监管机制遥 把握网络直播关口袁有

道德冶专题热点话题袁抢占网络直播阵地袁建立道德防

效管控直播信息袁利用过滤技术袁及时甄别尧追踪和阻

护墙袁让大学生从心理上和行动上就坚守底线袁主动

截不良舆论信息曰提高直播准入门槛袁用实名注册规

抵制网络失范行为袁塑造良好的价值观遥

范主播言行袁建立积极向上的弹幕文化袁过滤野只博眼

2.创新思维袁抢占网络思想教育阵地

球冶野混水摸鱼冶的有心人袁强化对主播审查和监督力

教育工作者在进行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时袁要野低

度袁提高对网络直播空间的治理能力袁并实行主播考

下头冶野弯下腰冶野沉下身子冶,接地气地贴近在校大学生

核反馈制度和直播用户信用制度袁对不合格用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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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国院网络直播视角下大学生价值观的涵养路径

野回炉冶再深造曰建立网络主播野黑名单冶袁联合网络全

方面袁内容丰富袁必须对直播内容进行全面了解和重

直播平台袁对触犯法律和背弃道德规范的主播和用户

点把握遥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直播文化建设过程

进行封号处罚袁 加强各个直播平台间的协同作用袁而

中的指导思想袁始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网

不是只局限在单一平台袁提高网络直播违法成本遥 三

络教育工作的始终袁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袁将网络直

是要加强网络舆情舆论引导遥 面对网络直播中形成的

播内容加以规范尧引导袁产生积极有益的文化场域和

焦点和热点问题袁要敢于亮剑袁主动出击袁特别是主流

文化氛围袁在精神层面与思想层面对大学生产生价值

媒体袁关键时候要体现自身的媒体品格和社会责任,及

引领袁学会辨别网络直播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是

时抓住网络直播舆论舆情引导切入点袁 精准打击袁用

与非袁使大学生在网络直播中加深对主流思想的认同

官方媒体的影响力引导尧监督舆论走向袁用社会主义

感,筑牢值得坚守的思想阵地遥

主流意识规范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袁营造风清
气正的网络生态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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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

4.内容为王袁注重价值引领
网络直播的发展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几何式

度融合袁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遥 冶[6]网络直播的风靡袁为

促进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尧改进教育工作方法提供新渠

增长态势袁适应并利用网络直播新媒体是开展大学生

道袁我们要种好责任田袁引入源水泉袁满足学生成长发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遥 一是要坚持野内容为

展需求和期待袁 将现实情境与网络语境充分结合袁使

王冶思政教育遥 新媒体带来的信息过载袁让受众获取信

思政教育滴灌心田袁润物无声遥

息的时间尧精力急剧收缩遥 大学生价值观教育要杜绝
片面追求形式创新袁要以内容为主体袁持续增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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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iding Route of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Broadcast
LI Xiaoguo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e,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

Abstract: As a new media, network broadcast deeply affects the lifestyle, learning habits and ideolog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virtually

affects college students' value choices depending on its uniquen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of network webcasts on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guiding route for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broadcast: baseline
thinking to purify the webcasting environment, innovation thinking to occupy the position of network ideological education, system thinking
to dense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ntent quality to focus on value leadership.

Key words: network broadcast; college students曰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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