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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第 ３３ 卷　 第 ９ 期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教育科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ｔ.ꎬ２０１７
Ｖｏｌꎬ３３　 Ｎｏ.９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音教学策略研究述评
∗

潘　 文１　 刘晓青２

(１.江苏第二师范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ꎻ
２.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音教学策略主要包括教学原则、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课堂组织、教学材

料及教学效果等方面的内容ꎮ 教学重点和难点多通过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得出ꎬ针对性强ꎮ 课堂教学重视趣味

性以提高教学效果ꎮ 教学过程中多媒体使用日益广泛ꎮ 教学研究越来越多地运用实验的方法ꎮ 研究仍然存在比

较严重的不平衡现象ꎬ且部分教学策略创新性不足、缺乏实践性ꎮ
[关键词] 　 汉语ꎻ　 第二语言ꎻ　 语音ꎻ　 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 　 Ｈ１９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０１－０５

　 　 汉语虽然早在秦汉时期就开始向外传播ꎬ但
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

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得以发展ꎮ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教学既包括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ꎬ又包括对我国

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ꎮ 经多年发展ꎬ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的语音教学策略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ꎮ
本文针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分析ꎬ并在此基础上对

今后的教学方向提出若干建议ꎮ

　 　 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音教学策略

研究的内容
教学策略是为了达成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

务ꎬ是在对教学活动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对教学活

动进行调节和控制的一系列执行过程ꎬ具有指向

性、操作性、整体综合性、调控性、灵活性和层次性

的特点ꎮ[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音教学策略研

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教学原则

刘珣(２０００)认为对外汉语语音教学应当遵循

７ 条基本原则:(１)短期集中教学与长期严格要求

相结合ꎻ(２)音素教学和语流教学相结合ꎻ(３)通过

语音对比突出重点和难点ꎻ(４)声韵调结合教学ꎬ
循序渐进ꎻ(５)听说结合ꎬ先听后说ꎻ(６)以模仿和

练习为主ꎬ语音知识讲解为辅ꎻ(７)机械性练习和

有意义练习相结合ꎮ[２](ＰＰ.３５６－３５９)周小兵(２００９)提出

了语音教学的七大原则:科学性原则ꎬ实践性原

则ꎬ对比性原则ꎬ直观性原则ꎬ趣味性原则ꎬ持续性

原则和情感激励原则ꎮ[３](ＰＰ.５８－６０)

２.教学目标

合理的教学目标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ꎬ积极地促进教学活动朝产生最大成

效的方向发展ꎬ教学目标的表述应全面、适度、明
确、具体ꎮ[４]«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２０１４)
将语音教学目标分成六级ꎬ对每一级目标都做了

具体描述ꎮ[５](ＰＰ.２ꎬ７ꎬ１３ꎬ１９ꎬ２５ꎬ３１) 在实际教学中ꎬ每一阶

段、每一节课的教学内容不同ꎬ每个学习者的学习

情况、学习能力和学习目的也存在差异ꎬ所以在制

定具体的语音教学目标时应以学习者的需求和特

点为依据ꎬ以利于推动教学活动的有效进行ꎬ取得

—１—

∗[基金项目] 国家语委 ２０１５ 年度科研项目“哈萨克族人普通话等级特征和教学研究策略”(项目编号:ＹＢ１２５－１５１)ꎮ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７－１６
[作者简介] 潘　 文ꎬ男ꎬ江苏泗洪人ꎬ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校长ꎬ教授ꎬ硕士研究生导师ꎮ

刘晓青ꎬ女ꎬ河南新密人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ꎮ



良好的教学效果ꎮ 毛悦(２０１５)认为ꎬ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的语音教学目标是让学习者掌握汉语语音

的基本知识和汉语普通话正确、流利的发音ꎬ为用

口语进行交际打下基础ꎮ 在不同的教学阶段ꎬ语
音教学的目标也应有所不同:在语音学习的开始

阶段ꎬ音素教学不宜过细ꎬ也不应要求过高ꎬ应力

求把语音系统最简单、最基本的内容教给学生ꎬ使
其掌握ꎻ中高级阶段则要侧重让学生体会和掌握

汉语的韵律ꎬ正确理解和把握汉语不同语气与语

调在表达上的微妙差异ꎬ并学会运用ꎮ[６](ＰＰ.５２－５３)

３.教学方法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音教学有两种基本思

路ꎬ即音素教学法和语流教学法ꎮ 音素教学法是

从汉语声、韵、调的单项练习开始ꎬ先教好每一个

音素和声调的发音ꎬ然后再教词、短语和句子ꎮ 语

流教学法则强调从会话入手ꎬ先教句子ꎬ让学生在

会话的练习过程中学习汉语声、韵、调的发音ꎮ 音

素教学法和语流教学法各有利弊:音素教学法便

于学习者打好基础ꎬ掌握汉语语音系统ꎬ但较枯

燥ꎬ不利于学习者掌握语流音变和提高学习积极

性ꎻ语流教学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习的趣

味性ꎬ帮助学习者掌握语流发音ꎬ提高交际能力ꎬ
但不利于学习者系统掌握汉语语音ꎮ

针对音素教学法和语流教学法的优缺点ꎬ有
学者提倡音素教学法和语流教学法配合使用ꎬ即
从短句、会话入手ꎬ但是兼顾汉语语音的系统性ꎬ
在选词造句时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ꎬ尽量保证声

母、韵母按发音成套出现ꎬ让学习者在感知语流音

节变化的同时ꎬ也能正确地掌握每一个声母、韵母

和声调的发音ꎮ
顾筝、吴中伟(２００５)提出了新的途径:音节教

学法ꎬ即从音节切入ꎬ由音节再到音素ꎬ让学习者

辨析每个音素的发音ꎻ由音节再到语流ꎬ让学生体

会语音在语流中的价值和变异ꎮ 他们认为音节是

语音教学最佳的切入点ꎬ音节教学法避免了语流

教学法和音素教学法的弊病ꎬ符合汉语语音和语

音学习的特点ꎮ[７]

音素教学法、语流教学法、音素语流结合教学

法、音节教学法是根据教学思路的不同而分出的

教学方法ꎬ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ꎮ 在课堂教学中ꎬ
还有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ꎮ 刘珣(２０００)总结了语

音教学的具体方法:教具演示、夸张发音、手势模

拟、对比听辨、以旧带新、声调组合ꎮ[２](ＰＰ.３５９－３６０) 赵

金铭(２００４)介绍了九种方法:演示法、对比法、夸
张法、手势法、拖音法、带音法、分辨法、固定法、模
仿法ꎮ[８](ＰＰ.３６７－３６８)此外ꎬ教师也常采用游戏、朗诵、
讲故事等多种方法进行训练ꎮ

４.课堂组织

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ꎮ 有

学者提出在语音课堂教学中教师讲解时间不宜过

长ꎬ应尽可能多地让学生练习ꎮ 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的语音教学往往以小组活动为主ꎬ所以不少学

者认为传统的秧田形座位安排方式不太适用ꎬ建
议使用方形、圆形等便于学生交流讨论的座位排

列方式ꎮ 同时ꎬ也要充分利用教室空间ꎬ摆放布置

一些教学材料ꎬ比如汉语拼音表等ꎮ
黄晓颖(２００５)对课堂组织管理艺术进行了探

讨ꎬ认为要达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应该做到:
(１)科学分配授课时间ꎬ详略得当ꎻ(２)合理调控教

学节奏ꎬ张弛有致ꎻ(３)潜心营造课堂氛围ꎬ寓教于

乐ꎻ(４)精心设计各个环节ꎬ整体优化ꎮ[９] 这些原则

同样适用于语音教学ꎮ 为了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ꎬ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ꎬ教师应该保持教学

热情ꎬ诚恳对待学生ꎬ尊重学生ꎬ善于激励学生ꎬ并
适时表现幽默感ꎮ

５.教学材料

教学材料承载着教学内容ꎬ教学材料的选用

直接影响教学策略的效果ꎮ 在语音教学策略研究

中ꎬ教学材料主要包括直观教具(模型、图表等)、
视频资 料、 文 字 资 料 和 教 学 用 书 等ꎮ 沈 庶 英

(２０１２)提出选择教材的 ８ 个原则:求实、求新、求
全、求美、求趣、求丰、求简、求高ꎬ并将教师对教材

的具体使用分为四个层次:首先是解读教材ꎬ其次

是对教材的再创造ꎬ再次是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ꎬ
最后是超越教材ꎮ[１０](ＰＰ.１７３－１８０)

６.教学效果

教师采用的教学策略是否适用需要通过对教

学效果的评价来判断ꎮ 教师一般通过语音测试检

查教学效果ꎮ 如马文瑾(２０１１)以泰国学生为对象

在教学策略实施的 ４ 个月后进行语音测试检查成

效ꎮ 从测试结果来看ꎬ针对性教学策略的运用取

得了比较大的成效ꎬ学生在测试中表现出很明显

的自我纠错能力ꎮ 他还根据教学策略的实施效果

评估了实际教学中的成败ꎮ[１１] 邢星星(２０１２)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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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生在声母、韵母和声调学习中出现的偏误

提出教学策略ꎬ在 ６ 个月的教学后进行测试ꎬ发现

效果明显ꎬ学生进步较大ꎬ同时ꎬ她通过对教学效

果的评价也发现了自己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ꎮ[１２]

　 　 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音教学策略

研究的特点

１.重视对比和偏误分析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音教学中ꎬ对比和

偏误分析颇受青睐ꎮ 不少学者将汉语和学习者母

语进行对比ꎬ根据学习者的汉语语音偏误来确定

语音教学的重难点ꎮ 顾英华(２００３)以偏误理论为

依据ꎬ以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口语语音偏误为研究

对象ꎬ分析他们在韵母和声母方面的偏误ꎬ并提出

减少偏误产生的教学对策ꎮ[１３] 何山燕(２０１０)从声

母、韵母与声调三个层面对汉语、泰语语音系统加

以对 比、 分 析ꎬ 探 讨 对 泰 语 语 音 教 学 的 微 观

策略ꎮ[１４]

２.研究的针对性强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音教学策略研究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ꎬ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从教学内容上来说汉语语音教学策略研

究不仅着眼于声母、韵母、声调、还关注音变、韵律

等内容

黎翠云(２００７)详细全面地分析了越南人汉语

习得过程中出现的语音偏误ꎬ并针对每一类声母、
韵母和声调偏误提出具体的教学对策ꎮ[１５] 孙婵娟

(２０１２)对初级阶段留学生语调学习和掌握的情况

做了详细的调查ꎬ讨论因语调问题给初级阶段留

学生造成的语音表达和语义理解障碍ꎬ多角度分

析造成障碍的原因并提出语调教学策略ꎮ[１６] 王添

淼(２０１３)分析不同国别汉语学习者汉语拼音的使

用情况ꎬ针对留学生汉语拼音存在的问题提出教

学策略ꎮ[１７] 章婷、鹤谷千春(２０１３)通过对德国学

生汉语发音的听辨实验发现ꎬ除了音高ꎬ与节奏感

相关的音长也对汉语二语发音的自然度有重要影

响ꎬ认为在语音教学中ꎬ为了纠正洋腔洋调ꎬ汉语

教师需要重视多音节词的发音训练、重视音位教

学与语流教学的结合ꎬ在连字成词、连词成句的过

程中掌握汉语的韵律结构特点ꎮ[１８]

(２)从教学对象上来说ꎬ有针对外国学习者和

少数民族学习者的语音教学策略研究

针对外国学习者的语音教学策略研究ꎬ如朱

继美(２０１３)对韩国全罗南道地区的小学汉语语音

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描写ꎬ并提出针对韩

国小学生的汉语语音教学策略ꎮ[１９] 胡玉敏(２０１５)
以泰国加拉信比特亚山中学为例ꎬ结合当地学生

的实际学习状况ꎬ对语音教学的目标、重点以及策

略进行研究分析ꎬ提出教学策略ꎮ[２０] 王燕(２０１６)
选取中高级汉语水平的韩国、日本及美国汉语学

习者ꎬ录制单音节及双音节词语作为实验语料ꎬ采
用听辨实验与语音实验相结合的方法ꎬ对其声调

偏误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ꎬ并提出具体的教学

策略ꎮ[２１]

针对少数民族学习者的语音教学策略研究ꎬ
如覃如冰(２００８)详尽描写壮族普通话在初级、中
级和高级各阶段的语音面貌特征ꎬ指出壮族人在

不同学习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ꎬ并提出解决的对

策ꎮ[２２]梁艳(２０１６)分析藏族学生汉语语音学习效

果不佳的主要原因ꎬ提出提高汉语语音教学效果

的教学策略ꎮ[２３]

学者们将教学对象划分得很细:不同国家、不
同民族的学习者ꎬ同一国家或同一民族不同地区

的学习者ꎬ不同年龄和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ꎮ
他们的母语背景、生活环境、知识储备、学习能力、
年龄等都是能够影响其汉语语音学习的因素ꎬ所
以学习者不同ꎬ教学策略必然也需要适当调整ꎮ

３.重视教学的趣味性

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ꎬ教学策

略的趣味化很受重视ꎮ 汉语教师增强语音教学趣

味性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 ３ 个方面:(１)选用有

趣的教学内容 (贴近实际、通俗易懂、轻松诙谐

等)ꎻ(２)采用有趣的练习方式(角色表演、讲故事、
朗诵比赛、游戏、绕口令等)ꎻ(３)教师个人得体幽

默的语言、动作、表情等ꎮ 赵贤州、陆有仪(１９９８)
提出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和方法保证课堂教学

的趣味性:充分运用体态语ꎬ适度的节奏ꎬ风趣幽

默的语言风格ꎬ变换上课形式ꎮ[２４](ＰＰ.２４８－２４９) 刘亚琪

(２００９)认为课堂游戏是激发学生的汉语学习兴趣

的重要方法ꎮ[２５]程若娟(２０１５)结合自己的教学经

验讨论了趣味性原则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举例

贴近生活实际ꎬ创设趣味语境ꎻ导入中国文化因

素ꎬ提高学习热情ꎻ开展丰富的趣味活动(角色表

演、抢答竞赛、军棋游戏、猜拳游戏、击鼓传花等)ꎬ
活跃学习气氛ꎮ[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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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技术手段的使用日益增多

受实验语音学的影响ꎬ学者在分析偏误和确

定教学内容重难点时越来越多地使用声学实验的

方法ꎮ 蔡整莹、曹文(２００２)通过对 ２２ 位泰国学生

录音样本的听辨判断和部分样本的声学分析ꎬ发
现了泰国学生汉语语音学习中存在的难点ꎬ分析

偏误原因ꎬ并对如何纠正偏误提出了教学对策ꎮ[２７]

刘岩、李玲、倪娜、范丽君、陈华琴(２００６)运用语音

实验和量化统计的方法ꎬ对“民考民”的维吾尔族

学生汉语声调偏误的性质、类型、声学表现、难易

顺序等进行考察ꎬ最后提出相应的教学对策ꎮ[２８]

另外ꎬ多媒体在汉语语音教学中的作用也越

来越重要ꎮ 不少教学方法都需要通过多媒体才能

实现ꎮ 周国鹃(２００４)认为运用多媒体课件辅助中

级汉语教学能为学习者提供良好的语言载体、轻
松的学习环境ꎬ使多媒体提供的感性材料与学生

的形象思维能力有机结合ꎬ极大地调动了学习者

学习汉语的兴趣和主动性ꎬ获得不错的教学效

果ꎮ[２９]魏玮(２００６)阐述了多媒体技术在少数民族

成人汉语语音教学中的优势ꎬ指出多媒体技术可

以运用于语音课的声母、韵母的发音过程演示、声
调教学、语调教学和课后练习环节ꎮ[３０]

　 　 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音教学策略

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１.研究不平衡现象比较严重

笔者在知网以“汉语语音教学”为主题词ꎬ设
置时间范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ꎬ筛选出 ４９６ 篇有关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音教学策略的论文ꎮ 其

中ꎬ以外国学习者为对象的论文有 ４６５ 篇ꎬ以少数

民族学习者为对象的论文有 ２６ 篇ꎬ以所有汉语学

习者为对象的论文有 ５ 篇ꎻ有关声母教学策略的论

文有 ３１９ 篇ꎬ有关韵母教学策略的论文有 ２９２ 篇ꎬ
有关声调教学策略的论文有 ３５２ 篇ꎬ有关音变教学

策略的论文有 ６０ 篇ꎬ有关韵律教学策略的论文有

３０ 篇ꎻ针对初级阶段汉语学习者的论文有 ９８ 篇ꎬ
针对中级阶段汉语学习者的论文有 １９ 篇ꎬ针对高

级阶段学习者的论文有 ９ 篇ꎮ 这些数据说明汉语

语音教学策略研究存在比较严重的不平衡现象ꎮ
(１)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声母、韵母、声调ꎬ其

次是音变ꎬ韵律最少

声、韵、调的练习是基础ꎬ需要重视ꎬ但仅熟悉

这三项内容、不了解汉语语音音变和韵律的规则ꎬ

就无法说出流利地道的汉语ꎮ 所以ꎬ今后应加强

对音变和韵律教学策略的研究ꎬ为汉语学习者提

供更加全面的指导ꎮ
(２)研究的对象多是外国学习者ꎬ针对少数民

族学习者的研究较少

　 　 在面向外国学习者的语音教学策略研究中ꎬ
针对美、俄、韩、日、泰、印尼、越南、蒙古等国家学

习者的较多ꎬ针对其他国家学习者和少数民族学

习者的研究较少ꎮ 若想使汉语得到更广泛的推

广ꎬ就必须尽可能全面地考虑不同学习者之间的

差异ꎬ提出符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学习者特点的

教学策略ꎬ做到因材施教ꎮ
(３)研究多停留在初级阶段ꎬ对中高阶段学习

者的关注度不够

　 　 语音教学具有长期性ꎬ不能期望依靠初级阶

段几周时间的集中训练就能说得一口流利地道的

汉语ꎮ 语音教学应该贯穿于汉语学习者的整个学

习过程ꎬ在不同的教学阶段ꎬ教师要明确教学内

容ꎬ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制定不同的教学策略ꎮ

２.创新性不足

很多教学策略是老生常谈ꎬ缺乏创新性ꎮ 有

些论文在分析偏误之后ꎬ提出的教学策略千篇一

律ꎮ 不论教学对象如何ꎬ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以
旧带新法、夸张法、手势法、游戏法”等ꎮ 虽然汉语

语音教学存在很多的共性ꎬ比如很多汉语学习者

都会遇到前后鼻音不分、发不准 ｒ、读不好儿化音、
不会连读变调等问题ꎬ但是他们错误的原因以及

错误的频率等是不一样的ꎮ 所以不同的教学目

标、不同的教学内容和不同的教学对象需要不同

的教学策略ꎮ
目前ꎬ很多学者和教师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

手段在汉语语音教学中的重要性ꎬ我们在运用多

媒体等科技手段丰富汉语语音教学内容、改变汉

语语音教学形式等方面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

步ꎮ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音教学策略要与时俱

进ꎬ要及时吸收与之相关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

果ꎬ切实提高语音教学效率ꎮ 比如说编订合理科

学的多媒体汉语语音教材ꎬ在汉语语音教学中应

用虚拟现实技术ꎬ等等ꎮ

３.部分教学策略缺乏实践性

有些汉语语音教学策略的提出并没有经过实

践的检验ꎮ 这些教学策略或是泛泛而谈ꎬ或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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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他人经验ꎬ限于纸上谈兵ꎬ缺乏实践性ꎮ 如有些

论文在教学策略部分认识到汉语语音分阶段教学

的重要性ꎬ可是过于笼统ꎬ并没有说明每一个阶段

应该采取什么具体的教学形式ꎬ对教师在每个阶

段应该怎么做没有提出较明确的建议ꎮ 研究教学

策略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ꎮ 我们

需要明确地知道教学策略的实践效果如何ꎬ只有

这样才能查漏补缺ꎬ才能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ꎮ
教学策略需具备很强的操作性ꎬ没有实际应用价

值的教学策略是没有生命力的ꎮ
另外ꎬ如何通过教师的教学策略来影响学生

选择合适的学习策略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研究的一

个问题ꎮ 我们要加强教师教学策略和学生学习策

略的联系ꎬ在制定教学策略的时候ꎬ要把对学生学

习策略的影响考虑在内ꎬ实现教与学的最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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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视域下的来华留学生课堂教学研究

何 沙 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１００)

　 　 [摘　 要] 　 教师在跨文化交际视域下组织课堂教学ꎬ需尊重个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ꎬ发挥学习个体的主动

性和自主性ꎬ开展研究型教学ꎬ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ꎬ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批评精神和创新意识ꎮ 教师应

用低语境文化交际的技能ꎬ拉近与学生的心理距离ꎬ与学生平等对话ꎬ最大限度地用语言信息来传授知识ꎬ注重讲

课的清晰度和逻辑性ꎬ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活动ꎬ踊跃发言ꎬ以提高学生的课堂关注度ꎬ让学生愉快地接受知识

和建构知识ꎬ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ꎮ
　 　 [关键词] 　 来华留学生ꎻ　 课堂教学ꎻ　 文化差异ꎻ　 个体主义文化ꎻ　 低语境文化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８.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０６－０４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接

受留学生规模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ꎬ吸收的

留学生数量居世界前列” [１]ꎮ 高校接收来华留学

生不仅能推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ꎬ
提高学校的国际知名度ꎬ增加高校的办学活力ꎬ而
且还能为高校带来多元的校园文化ꎮ 近年来ꎬ来
华留学的国际学生主要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
洲等国家ꎮ 他们带着自己的种族背景、文化背景、
教育理念、价值观念走进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

国大学学习专业知识ꎬ培养专业技能ꎬ开展学术研

究ꎬ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ꎬ这是一种典型的跨

文化交际活动ꎮ 这种多元文化在中国大学课堂上

的碰撞ꎬ对教师开展课堂教学、进行人才培养是一

种新的挑战ꎮ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实践者ꎬ面对

有着文化多样性、价值体系多元化的学生ꎬ注重他

们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学习方法、课堂表现的

不同ꎬ发展其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ꎬ用跨文化交

际的视域去组织课堂教学ꎬ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

的方法ꎮ
一、留学生中的文化差异
据资料统计ꎬ２０１６ 年共有来自 ２０５ 个国家和

地区的 ４４２ ７７３ 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我国高等

学校及科研院所(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学习ꎮ[２] 其

中亚、欧、非三大洲的人数比例分别为 ５９. ８４％、
１６.１１％、１３.９１％ꎮ 来华留学人数前四位的国家分别

为:韩国、美国、泰国、巴基斯坦ꎮ
来华留学生一部分来自亚洲ꎬ他们有着亚洲

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ꎮ 在亚洲众多国家中ꎬ来自

东亚及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由于本国文化受儒家

文化的影响ꎬ与中国学生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ꎮ
这些国家包括韩国、日本、泰国、印尼等ꎮ 来自这

些国家的学生在课堂上非常尊重老师、善于记忆

和模仿ꎬ接受和理解能力强ꎮ 在其他亚洲国家中ꎬ
以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ꎬ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地区ꎬ伊朗、约旦、巴勒斯坦、
叙利亚等西亚国家的学生居多ꎮ 来自这些国家的

学生身上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特征ꎮ 伊斯兰国

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埃及、叙利亚、伊朗、哈萨克斯

坦、巴基斯坦等国家ꎮ 在多民族的交往中ꎬ形成了

鲜明的包容性的伊斯兰文化特征ꎮ 同时ꎬ他们在

融合并吸收不同文化精髓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

的求知欲ꎮ 伊斯兰世界有着“人最美的装饰品是

知识” [３](Ｐ.２３５０)的人生格言ꎮ 有着伊斯兰文化背景

的学生在课堂上通常善于思考ꎬ喜欢群体学习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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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与同学和老师讨论ꎮ
另一个较大群体的留学生则是来自西半球和

北半球的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等国ꎮ 这些国

家在地域上被称为西方ꎬ来自这些国家的学生有

着明显的西方文化背景ꎮ 西方文化在其历史发展

过程中表现出了相对稳定的、普遍的本质精神ꎮ
他们崇尚进取性、个体性和开放性ꎮ 进取性是一

种昂扬精神、进取精神、开拓精神ꎬ具体表现在对

英雄的崇拜ꎬ对骑士精神的讴歌ꎬ对冒险行为的赞

扬ꎬ对常规的变化ꎬ对传统的革新ꎮ 个体性强调对

个人的人格、价值、尊严的肯定ꎬ对个人独立性的

宣扬ꎮ 开放性则是突出表现在对他人宽容的博爱

精神ꎮ 他们在与外界的交流中不断更新和增宏自

己ꎬ以巨大的需求来接纳其他文化ꎬ并保证自己文

化机体的成长ꎮ 有着西方文化背景的来华留学生

在课堂上往往喜爱发言ꎬ积极参与讨论ꎬ自由表达

个人意见ꎬ发表个性化的评论ꎬ甚至提出批评性

意见ꎮ
这里单独讨论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来自印度文

化圈国家的留学生ꎮ 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泊尔、
斯里兰卡ꎮ 这三个国家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同处

南亚ꎮ 由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为伊斯兰国家ꎬ故
归为伊斯兰世界ꎮ 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主要受

印度文化的影响ꎮ 产生了佛教等一系列宗教的古

印度文化以冥想、忍让、与自然和谐相处著称ꎮ 印

度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深受伊斯兰文化和欧洲近代

文明的影响ꎮ 因此来自印度的留学生在保留自身

文化特性的基础上ꎬ兼具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

的特征ꎮ 这些留学生性情温和、善于思考、也敢于

发表自己的观点ꎮ
还有一类较大群体留学生来自撒哈拉以南非

洲ꎬ本文将其简称为非洲ꎮ 非洲历史文化的发展ꎬ
可谓悠远漫长ꎬ在世界闻名的古国中ꎬ位于东非的

埃塞俄比亚和西非的马里在古代产生了辉煌灿烂

的文明ꎮ 非洲人憨厚朴实、乐观开朗ꎬ喜爱强悍粗

犷的音乐ꎬ热爱多姿多彩的舞蹈ꎬ由于他们长期受

殖民主义的压迫和种族主义的歧视ꎬ有着较强的

自尊心ꎮ 非洲留学生偏好使用肢体语言ꎬ想象力

丰富ꎬ不受常规思维约束ꎬ一些具有强烈感官刺激

的教学内容往往能引起他们的注意ꎮ
二、个体主义价值观中的研究型教学
来自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来华留学生

显然有着西方文化背景ꎬ来自伊斯兰国家和来自

亚洲国家的留学生ꎬ他们长期以来也都受到西方

文化的影响ꎮ 这些带着西方文化背景的来华留学

生在学习上有一种共同表现ꎬ即个体性和自主意

识强ꎮ 他们不崇尚权威ꎬ课堂上不盲目接受老师

所讲ꎬ不一味地埋头做笔记ꎬ爱自由发言ꎬ爱提批

评性意见ꎬ善于自主学习和主动学习ꎮ 这种学习

上的个体性和自主性来自于他们所奉行的文化层

面上的个体主义价值观ꎬ或者是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过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影响ꎮ
个体主义是荷兰文化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

德(Ｇｅｅｒｔ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提出来的ꎮ
在文化研究中ꎬ霍夫斯泰德在欧洲 ＩＢＭ 公司对各

个分公司的来自 ５０ 多个国家的 １０ 万多名员工的

文化价值观做了调查ꎬ通过采访和问卷调查的方

式收集了大量的数据ꎮ 霍福斯泰德对数据做了深

入细致的分析后发现ꎬ种种差异的出现在很大程

度上与员工所在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有着密切联

系ꎮ 据此ꎬ霍福斯泰德提出了衡量文化差异的“文
化维度”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理论ꎬ１９８０ 年出版了

他的研究成果«文化的效应»(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一书ꎮ 基于他的“文化维度”理论ꎬ他将不同国家

的文化维度分成五类ꎬ即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 权 力 距 离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不确定性规避 (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
ｖｏｉｄａｎｃｅ)、阴柔气质与阳刚气质(Ｆｅｍｉｎｉｎｉ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 )、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 (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ｈｏｒｔ － ｔｅｒ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ꎮ 霍夫斯泰德认为

这五类文化维度上的差异造成了来自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上各有不同ꎬ同时这

五类文化维度也是人们解决由于差异性引起的交

际障碍、行为冲突的依据ꎮ 就个体主义与集体主

义文化维度来说ꎬ霍夫斯泰德认为:“个体主义价

值观把个人看作独立的存在ꎬ突出自己的与众不

同ꎬ强调个人的权利、独立性、自我实现、首创性和

隐私ꎮ 而集体主义价值观则把个人看成集体的成

员ꎬ强调个人对集体的归属、融合与忠诚ꎬ以及集

体对个人的保护和支持ꎮ” [４](Ｐ.５８) 个体主义崇尚个

人权利和自由ꎬ主张人应该具有独立思维和判断

的能力ꎬ不要盲目崇拜权威ꎬ要尊重自己的大脑ꎬ
要有自主性ꎬ要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ꎬ依靠个人

的努力来为自己获取价值ꎮ 这种文化维度下的学

生“尊重个人的意见ꎬ爱独立思考ꎬ善于创新求

真” [５](Ｐ.７８)ꎬ他们善于学习ꎬ动手能力强ꎬ愿意参与

课堂活动ꎬ爱提问题ꎬ并善于提出批评性的意见ꎮ
面对总体上有着个体主义价值倾向的来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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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ꎬ实施研究型教学能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学生

的个体主动性ꎬ更充分地体现以学生为本的价值

追求ꎮ 研究型教学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知

识传授为目标的教学模式不同ꎬ它强调学生个性

化的发挥ꎬ注重学生的自由发展ꎬ希望学生把知识

学习、研究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ꎬ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ꎬ要求学生主动发现问题ꎬ分析问题ꎬ
解决问题ꎬ积极地建构知识ꎬ培养能力ꎬ养成科学

精神ꎬ提高创新意识ꎮ 首先ꎬ教师在研究型教学

中ꎬ需要侧重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ꎬ设计研究

方案和项目ꎬ让学生以个体或者小组承担与课程

学习有关的研究小项目ꎬ关注他们的研究过程ꎬ引
导他们以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为导向ꎬ注重寻求有

效的方法去解决问题ꎮ 教师要力求避免传统意义

上的“一言堂” “填鸭式”的课堂教学ꎬ形成“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氛围ꎬ让学生独立自主地进行探

究式学习ꎬ从而获得亲身的情感体验ꎬ养成浓厚的

学习兴趣和独立的研究精神ꎬ在乐于研究、勤于探

索的氛围中学习知识、建构知识、固化知识、培养

能力ꎮ 其次ꎬ教师在课堂上宜多采用案例教学法ꎮ
案例教学能提供一种虚拟的但却是具体的教学情

境ꎬ让学生能身临案例之中ꎬ体验知识学习的过

程ꎮ 案例可以个人或者分小组做ꎬ学生可以独立

完成ꎬ也可以小组合作完成ꎮ 需小组合作完成的

案例ꎬ要做好分工ꎬ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ꎮ 学生在

亲身体验中ꎬ在分析、推理、综合中学习知识ꎬ培养

能力ꎮ
尊重学习者的个体主义文化倾向ꎬ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还应该注重对学生批评精神的培养ꎮ 批

判在学术界一般被认为与争鸣、怀疑、民主等科学

精神有关ꎬ批判就是“自由讨论理论以发现其弱点

并加以改善” [６](Ｐ.７２)的做法ꎮ 批判精神就是不要盲

目信奉ꎬ用怀疑的态度面对既定的事实、甚至权

威ꎬ用一种新的方法对事物进行甄别和审视ꎬ以期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ꎮ 批判精神在个体主义为主

导的西方社会极为盛行ꎬ成为西方人科学进步的

一种强大的驱动力ꎮ
批评精神的培养离不开怀疑的态度ꎮ 怀疑是

批评精神不可或缺的条件ꎬ是发现问题和创新事

物的前提ꎮ 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说:“要想追求

真理ꎬ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一切可能地把所有的

事物都来怀疑一次”ꎮ[７](Ｐ.１) 怀疑态度、创新精神在

崇尚新知识、创造新知识的高等教育中是值得大

力提倡的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世

界高等教育大会”的宣言«２１ 世纪的高等教育:展
望和行动»中指出:“必须教育大学生成为学识渊

博且有远大抱负的公民ꎬ能够以批判精神思考和

分析社会问题ꎬ寻求解决的办法提倡利用新

的教育教学方法ꎬ帮助学生获得技能、才干和交往

的能力ꎬ学会创造性和批判性的分析以及独立思

考和协同工作ꎮ” [８] 课堂教学中ꎬ学生的批评精神

和怀疑态度的培养要从问题意识培养开始ꎮ 教师

要鼓励学生多思考问题ꎬ对既定的事实、观点、假
设要敢于提出问题ꎬ敢于进行评判ꎬ同时用新的角

度对问题进行思考ꎬ力求找到新的解决途径ꎮ
三、低语境下的课堂语言表达
跨文化交际中另一个有影响的价值模式是美

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Ｔ.霍尔(Ｅｄｗａｒｄ Ｔ.Ｈａｌｌ)
提出的高语境文化(Ｈｉｇｈ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与低语

境文化(Ｌｏｗ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ꎮ 霍尔在 ｌ９７６ 年出版

的«超越文化»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一书中ꎬ颇有见地

地提出文化具有语境性ꎬ并将语境分为高语境与

低语境ꎮ 文化交际语境就是人们在交际时所依赖

的环境ꎬ它可以是语言的ꎬ也可以是非语言(肢体

语言、副语言、空间利用、物理环境等)的ꎮ 霍尔认

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取决于听话人在多

大程度上对交流的话题有所了解ꎮ 在低语境文化

交际中ꎬ听话人对话题知之甚少ꎬ需要明确地被告

知所有的信息ꎮ 而在高语境文化交际中ꎬ听话人

在特定的语境中对所交际的内容已经有所期待ꎬ
并不需要提供更多背景信息来进行交际ꎮ” [９](Ｐ.２０)

根据霍尔的区分ꎬ高语境文化中的人们交际传达

信息时并不完全依赖语言本身ꎬ更多的是依赖存

储在非语言中的语义和语境ꎬ人们通常通过手势、
空间的使用甚至沉默来提供信息ꎬ对周围的事物

和环境更加敏感ꎬ认为不通过语言也能传达他们

的感情ꎬ主张意会胜于言传ꎬ喜爱暗示ꎬ喜爱模棱

两可的语言ꎮ 而在低语境文化中ꎬ人们更为看重

语言所承载的意义ꎬ语言传达了大多数信息ꎬ人们

对语境的依赖性较小ꎬ倾向于使用直接的语言交

际风格ꎬ不特别强调情景或语境ꎬ善于自我表达ꎬ
有话直说ꎬ不兜圈子ꎬ提倡细节越详尽越好ꎬ擅长

言辞ꎬ喜爱用流利的言语和雄辩的技巧ꎮ 高语境

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在文件交际中形成了“一种连

续体ꎬ其中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倾向于高

语境文化ꎬ而德国、美国、瑞士等国家倾向于低语

境文化” [１０](Ｐ.５０)ꎮ
因此在对欧美国家的来华留学生进行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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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ꎬ教师应有意识地在低语境文化的框架下进

行交流ꎬ营造低语境文化的课堂教学氛围ꎮ 首先ꎬ
教师要使用符合低语境文化要求的语言ꎬ授课的

语言要精心准备ꎬ清楚明了ꎬ直截了当ꎬ具有专业

化ꎬ逻辑性要强ꎮ 教师在支撑自己论点、解释难点

时ꎬ举例要恰当ꎬ不要转弯抹角地举些与论点、难
点关联性小的例子ꎮ 其次ꎬ要开展互动性教学ꎮ
针对教学中的重点、难点ꎬ教师要预先设计相关的

问题ꎬ提出问题ꎬ引发学生思考ꎬ结合教学内容ꎬ设
计些小项目(Ｐｒｏｊｅｃｔ)让学生课外完成ꎬ并在课堂

上做展示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ꎮ 规定学生做展示的时

间ꎬ要求学生在 １０ 分钟内做完展示ꎬ不能拖延ꎬ同
时要求主题明确ꎬ条理清楚ꎬ资料翔实ꎬ论述充分ꎮ
第三ꎬ教师在课堂上应注意体现低语境文化的语

言ꎮ 应适时地去表扬并鼓励积极在课堂上发言、
做展示的学生ꎮ 同时也不要言过其实地去讲赞美

的话ꎬ应及时得体地指出学生的不足ꎬ做到直言不

讳ꎮ 第四ꎬ鼓励学生多提问ꎮ 学生在课堂上多提

问ꎬ与教师和同学进行讨论ꎬ是低语境文化在课堂

中的突出表现ꎮ 高语境文化背景中的亚洲学生ꎬ
尤其是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爱沉默ꎬ不爱发言ꎬ更不

愿意向教师提问ꎮ 他们坚信沉默是金ꎬ认为含蓄

和谦虚是美德ꎬ课堂上过于表现是出风头ꎮ 而在

低语境文化氛围的课堂中ꎬ教师要预先设计好问

题ꎬ不断地提出问题ꎬ引起学生的思考ꎬ让学生发

表自己的意见ꎬ甚至在同学之间展开争论ꎬ让学生

在讨论和争论中受到启发ꎬ学到知识ꎬ掌握技能ꎮ
教师要适时地记录下学生课堂参与活动的表现ꎬ
作为平时成绩计入课程考试(考查)成绩ꎮ

四、结论
来华留学生走进中国大学校园是一项中国高

等教育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事业ꎬ在大学课堂上对

来华留学生进行教学是一项实实在在的跨文化交

际活动ꎬ教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增强ꎬ交际能力

的提高ꎬ对有效开展课堂教学至关重要ꎮ
体现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研究型教学注重强

调学生个性化的发挥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ꎬ让学生在研究和学习中掌握学习方法ꎬ主动发

现问题ꎬ分析问题ꎬ解决问题ꎬ积极建构知识和培

养能力ꎮ 研究型教学培养学生的批评精神ꎬ尊重

学习者的个体价值ꎬ提倡独立思考ꎬ让他们对已有

知识、对权威不盲目接受ꎬ而是用怀疑的态度、用
新的视角去甄别真伪ꎬ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ꎬ从
而养成科学精神ꎬ提高创新意识ꎮ 体现低语境文

化交际下的课堂教学要求教师在授课中用足够的

语言信息传授知识ꎬ做到讲解清楚ꎬ逻辑性强ꎬ不
绕圈子ꎬ不跑题ꎬ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ꎬ踊跃发

言ꎬ不要沉默ꎮ
用跨文化交际技能来组织课堂教学ꎬ必定能

让文化背景迥异、价值观不同的来华留学生很好

地克服异国教育文化带来的文化“休克”ꎬ更快地

适应中国大学课堂文化ꎬ顺利地完成在中国高校

的学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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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文教育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机制研究

李 莹 莹１　 李 守 培２

(１.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山东曲阜　 ２７３１００ꎻ
２.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８)

　 　 [摘　 要] 　 文化传承机制保障着文化的传承ꎬ赓续着民族的生命ꎮ 研究东南亚华文教育的中华传统文化传

承机制ꎬ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均有重要意义ꎮ 通过以文化涵化为终极追求从内部因素及其相互作

用、外部因素及其影响效果的角度ꎬ深入研究东南亚华文教育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机制ꎬ并以此为基础ꎬ进一步架

构了东南亚华文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运行机制ꎮ
　 　 [关键词] 　 华文教育ꎻ　 中华传统文化ꎻ　 东南亚ꎻ　 传承机制

　 　 [中图分类号] 　 Ｇ７４９.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１０－０５

　 　 文化具有民族性与国度性ꎮ 中华传统文化蕴

含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思
维模式和伦理道德ꎬ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与核心ꎮ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ꎬ是海外华人追本溯源的精神

诉求、秉承民族特性的社会需求以及沟通多元文

化的责任追求ꎮ 华文教育是海外华人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的重要途径ꎬ华文教育中有关文化的议题

也一直深受学界关注ꎮ 已有研究多从文化教学与

传承的某些具体内容展开ꎬ而较少从宏观视野出

发ꎬ将多重因素结合起来ꎬ探寻各因素间的内在联

系并架构起运行机制ꎮ 机制的构建对于文化传承

具有明晰目的性、凸显整体性、强化耦合性、保障

协同性的重要作用ꎬ有助于华文教育的深入发展、
东南亚国家的文化繁荣以及中外文化沟通的顺畅

与高效ꎮ 因此ꎬ本文拟就东南亚华文教育的中华

传统文化传承机制进行研究ꎬ主要探讨其各种影

响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方式、运行目标及整体

架构ꎮ
　 　 一、东南亚华文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的内部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所谓内外部因素的界定是以华文学校为空间

界限ꎬ内部因素即华文学校内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的各种因素ꎬ外部因素即华文学校外影响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的各种因素ꎮ 各内部因素的关系总体

来讲是:终极追求贯穿整个机制ꎬ并且具象为传承

目的ꎮ 传承主体在传承目的的指导下运用各项传

承手段对传承内容加以选取、二次加工、传播以及

反馈ꎮ
１.一以贯之的终极追求

当不同文化发生接触时ꎬ往往存在三种形式

的反应:文化抗拒、文化涵化和文化同化ꎮ 三种形

式在不同人群、不同阶段会呈现单一或杂糅的状

态ꎮ 华人的文化抗拒往往与所在国的排斥政策、
华人自身的族群封闭以及国际关系等因素有关ꎮ
文化抗拒易引起文化冲突ꎬ不利于华人的生存发

展ꎬ也不利于其同当地人的交流融合ꎮ 文化同化

指华人的自我语言、风俗习惯、价值体系完全被当

地文化形态所取代ꎮ 虽然表面上看ꎬ文化同化有

利于华人融入当地社会ꎬ但其实ꎬ不论从自我还是

当地人看来ꎬ华人作为当地社会少数民族的外貌

特征和身份感都依然存在ꎬ因此当遭遇民族歧视

时ꎬ被同化的华人由于丧失族群凝聚力而难以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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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自我权益、保障自我安全ꎮ 而所在国强制性的

同化则会给华人带来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巨大毁

灭ꎮ 文化涵化指“有着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同体进

入集中的直接接触后ꎬ造成原来的文化形式发生

变迁” (哈维兰)ꎬ其结果是“使两者变得日益相

似”(克屡伯)ꎮ[１]文化涵化介于文化抗拒与文化同

化之间ꎬ是以一种温和渐进的形式达到多文化共

存与融和的状态ꎮ
文化抗拒与文化同化两者皆不可取ꎬ唯有保

持自我特性的文化涵化才是海外华人的终极追

求ꎮ 该终极追求是华人维持身份表征、形成身份

认同、促进文化凝聚的必然要求ꎬ可以使华人有效

融入当地社会而不失自我ꎮ 同时ꎬ该终极追求的

实现ꎬ也有助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繁荣与社会和

谐ꎬ有助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沟通与交流ꎮ
因此ꎬ该终极追求也理应是整个东南亚华文教育

和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机制的核心和根本驱动ꎬ其
最终决定了东南亚华文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

目的、内容及方式ꎬ对于整个传承机制具有统领

作用ꎮ
２.二元相接的传承主体

传承活动的主体分为传递者和承接者ꎮ 华文

教育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传递者包括教师、组织机

构以及国家主体ꎮ 其中教师是课堂教学以及组织

活动的直接传递者ꎮ 教师自身的文化素质、语言

形态以及情感态度对于文化传承效果具有首要、
直接的影响作用ꎮ 在当前教师培训中应当着重注

意教师中华传统文化内容的学习与理解ꎮ 目前东

南亚华文教育师资主要包括中国国家公派教师、
本土教师以及兼职教师等ꎮ 本土教师“主要通过

培训和培养的方式来实现ꎮ 培训的对象主要是所

在国年龄不太大的在职汉语教师ꎬ培养是利用东

南亚地区高校普遍开设的汉语专业培养当地教

师” [２]ꎮ 另外ꎬ远程教育师资培训手段也为教师本

土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ꎮ 组织机构作为传递者在

组织文化活动、开展合作等方面发挥作用ꎬ例如华

人社团等各组织ꎮ 国家机构在开展合作办学等宏

观制定教育政策、决策等方面起到主导作用ꎮ
承接者则主要指接受华文教育的华族后裔和

非华族后裔的学生ꎮ 华族后裔大多数是第三代ꎬ
其对汉语的掌握水平已经下降了很多ꎬ中华文化

的特质已经渐渐消弭ꎬ因此中华文化的传承问题

亟待解决ꎮ 另一方面ꎬ华文教育已经呈现与当地

主流语言教学相融合的趋势ꎬ学习汉语的非华族

学生越来越多ꎬ这正是文化涵化趋势的表现ꎬ中华

文化与当地文化相融合ꎬ共同繁荣发展ꎮ 这些学

生毕业之后又从承接者转化为传递者ꎬ运用华文

语言、中华传统文化为华文教育师资培养、国际政

治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延续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ꎮ
３.三位一体的传承目的

华文教育的目的是由其性质决定的ꎮ 如今ꎬ
华文教育的性质与目的需伴随着华人对国家和自

身身份认同的转变而发生变化ꎮ 冷战后ꎬ华人心

态由“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ꎮ 决定华文教

育的性质已成为居住国对本国少数民族的教育ꎮ
近年有学者提出ꎬ海外华文教育实质为“继承语”
教学ꎬ即与学习者有着某种特殊家庭联系的非居

住国语的语言ꎮ[３]

华文教育性质之转变决定其目的之转变ꎮ 中

华传统文化传承目的可以从华人族群、居住国以

及中国三个维度阐释ꎮ 对于华人来讲ꎬ其目的是

“使华裔下一代兼具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优势ꎬ增
强其竞争力ꎬ使之能够在当地更好地生存与发

展” [４]ꎻ对于居住国来说ꎬ目的是培养具有中华文

化气质的本国公民ꎬ使之成为与中国沟通的桥梁ꎻ
对于中国来说ꎬ目的在于“培养海外华人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感及对祖籍国的亲和力ꎬ使之成为海外

华人社会的栋梁ꎬ同时也将是致力于中外亲善的

桥梁式人物” [５]ꎮ 这三种角度的目的具有同一性ꎬ
共同指向为提高华人的汉语语言水平ꎬ构建沟通

东南亚与中国的桥梁ꎬ促进中华文化的本土化ꎬ使
之在居住国的政治、教育制度的框架内结合本国

实际进行扬弃与创新ꎮ

４.四层结构的传承内容

依据文化四分法ꎬ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
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ꎮ 中华传统文化的

物质文化基础是“农业文化”ꎬ包括中华传统饮食、
服饰、建筑、交通、生产工具以及乡村、城市等ꎬ是
文化要素或者文化景观在物质方面的表现ꎮ 中华

传统制度文化则是“宗法文化”ꎬ包括中华传统社

会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

间的各种关系准则等ꎬ其主要内容是宗法制度、家
国同构ꎮ 中华传统行为文化是“礼仪文化”ꎬ涵盖

众多民俗民风、习俗礼仪、行为模式等ꎬ其主要内

容以“礼”为核心ꎻ中华传统心态文化类型为“伦理

文化”ꎬ涵盖价值观、思维方式、伦理道德等深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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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ꎬ以天人合一、伦理纲常为重ꎮ 四层结构由“器”
到“象”再到“道”ꎬ互相区别又互相融通ꎬ共同构成

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ꎮ
伴随华文教育性质的转变以及目的的重新定

义ꎬ其文化传承在内容选取方面应当注意:结合所

在国的实际ꎬ选取适合且有利于所在国的内容ꎬ在
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存中华文化特性ꎮ 华文教

育所要做的是将中华文化呈现出来ꎬ并找到与本

土文化的契合点ꎬ使中华文化在异地获得生存空

间ꎬ进而与不同文化相融合最终到达涵化ꎮ
５.五项互助的传承方式

(１)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

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是华文教育中传承文化

的先决条件ꎬ其决定着课堂教学的内容ꎬ课堂教学

则需依据课程设置和教材而进行ꎮ 依据文化四分

法划分出的四个层次的文化在课程设置和教材中

都有所体现ꎮ 例如新加坡政府有关部门专门编写

一本«华人礼俗节日手册»作为华族小学生的辅助

读物ꎬ[６]便是对行为文化的传承ꎻ马来西亚的华文

教材通过介绍民族节日、文化活动、民间艺术、本
国风土民情等方式传递中华传统文化ꎬ例如年红

的«开斋节»通过讲解开斋节来弘扬克己复礼、提
高自我修为的精神ꎮ[７] 这便是通过行为文化来传

承心态文化ꎮ 此外ꎬ艺术课(音乐、武术、书法等)
对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至关重要ꎮ 很多学生因为

喜爱中华艺术而愿意学习汉语ꎮ
教材设置应当根据受众的实际情况而具有针

对性和调适性ꎮ 应当关注教材使用国家的国情、
文化习俗、社会生活ꎬ关注教材使用国家青少年的

心理、情感取向及学习特点ꎮ[８] 东南亚地区华人祖

籍多为广东、福建ꎬ因此教材中少数民族文化、粤
闽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内容应适当增多ꎮ 从促进文

化涵化的终极追求出发ꎬ还应当促进教材本土化ꎬ
努力开发国别教材、校本教材ꎮ

(２)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华文教育的中心环节ꎬ也是影响

文化传承效果的重要因素ꎮ 课堂中的文化导入方

式主要有文化渗透、文化表演和文化专题课等ꎮ[９]

文化渗透就是在华文教育的各方面带入文化因

素ꎬ使文化潜移默化地发生影响ꎮ 文化表演则是

指课堂教学中的角色扮演ꎬ让学生扮演中国人用

汉语来交际ꎬ这样可以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真实的交际情景ꎬ锻炼学生的汉语思维从而影响

其文化气质ꎮ 文化专题课则是指专门讲授文化内

容的课程ꎬ这种方式比较有利于学生系统地了解

中华文化ꎮ 总之ꎬ课堂教学本无定法ꎬ不论采取何

种方式ꎬ均是为了更为有效地传承、传播中国文

化ꎮ 所以ꎬ课堂教学应围绕着传播中华文化的目

的ꎬ采取灵活多变的具体教学方式ꎮ
(３)团体活动

团体活动是指由学校组织的文化实践活动ꎬ
这种传承方式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ꎬ极大地提高

了学生的兴趣ꎬ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

华文化的魅力ꎮ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教学做

合一”ꎬ文化教学应当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ꎬ
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联系ꎮ 学校可以定期组织

一些朗诵、书法、中文歌曲等比赛ꎬ让学生积极参

与ꎬ既能形成浓厚的中华文化氛围ꎬ又能激发学生

的兴趣ꎻ还可以成立一些中华才艺兴趣小组、表演

团体等ꎻ也可以走出校园ꎬ走进华人社区或与社团

联合组织一些活动ꎮ 让学生与华人社会相联系ꎬ
使他们受到真实的文化生活的熏陶ꎮ

(４)环境氤氲

由于广义的文化涵盖较广ꎬ包含物质、制度、
行为、心态等多种层面ꎬ所以华文教育中的中华文

化传承也不仅限于课堂教学、团体活动等ꎮ 甚至

可以说ꎬ一味囿于课堂教学和团体活动的文化传

承是不可能取得良好效果的ꎬ因为它们的受众面

较小ꎮ 从此意义上讲ꎬ营造合适的华文教育氛围ꎬ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良性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将产

生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ꎮ 比如ꎬ可以从多种角度

积极争取学校同意ꎬ在校园内设置多种中华文化

标识ꎬ可在指示牌上添加中文指示语或者采用一

些脸谱、山水画、剪纸等做指示标志ꎮ 团体活动的

举办也应尽可能地选择合理的时间和地点ꎬ通过

举办活动在一段时间内营造出浓厚的中华传统文

化氛围ꎮ
(５)新媒体教育

远程教育打破了教育的封闭模式ꎬ具有跨时

空优势ꎮ 远程教育有效地缓解了华文教育师资紧

缺问题ꎬ使教师资源得以共享ꎬ节省了人力物力ꎬ
降低了教学资本ꎮ 远程教育能够最大范围地整合

教学资源ꎬ为学习者提供多种学习服务ꎬ真正实现

了学习者、学习资源和学习环境的整合ꎮ 除技术

优势外ꎬ最重要的原因是“教师被团队化和虚拟化

了ꎬ教师成为一个整体共同完成教学” [１０]ꎮ 同时ꎬ
师生、生生的双向互动使教学过程不再只是传统

的灌输ꎬ而是调动了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ꎮ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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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远程教育平台还可以创造虚拟的语言文化生

活环境ꎬ以达到在现实中需花费巨大财力方能实

现的文化环境的建设ꎬ使学生置身其中ꎮ 例如ꎬ
“中国华文教育网”涵盖了华文教材、网上课堂、中
华文化等学习资源ꎬ其中中华文化专栏提供了丰

富的文化素材ꎬ包括三常知识、魅力城市、区域文

化、艺海泛舟、民风民俗、锦绣河山、中华美食以及

文物典藏等板块ꎬ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ꎬ使
文化传承更加便捷ꎻ２０１５ 年创立的“华文慕课”整
合名校师资和课程资源ꎬ为华文学习者提供免费

课程ꎬ为合格的学习者颁发证书ꎮ 该课程还设置

了供讨论与交流的课程社区以增强学习互动性ꎮ
虽然远程教育还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教育形式ꎬ仍
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自制力和学习动机ꎬ而且还

存在一些譬如学习资源不足、管理制度不完善等

问题ꎬ但其确是传统教育必要的补充和辅助方式ꎮ
　 　 二、东南亚华文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的外部因素及其影响效果
外部因素即华文教育的外部环境因素ꎬ包括

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ꎬ现提炼

几点主要的外部因素加以阐释ꎮ
　 　 １.各国教育政策实现了对本国华文教育

的有效规约

东南亚各国的教育政策可以说从根本上决定

了华文教育的兴衰ꎮ 历史上同化时期对华文教育

打压得十分严重ꎬ导致形成了五六十年的历史断

层ꎬ几乎摧毁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命脉ꎮ 今天的东

南亚各国意识到了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并放松了对

华文教育的控制才使得华文教育得以复苏ꎮ 泰

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国都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ꎻ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国的汉语教学虽没

有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但一直受到积极提倡、推
广汉语教学、保存和发扬本民族特色文化ꎻ新加坡

实行“双语”多种源流的语言政策ꎬ形成了各民族

文化共同繁荣的局面ꎻ马来西亚虽然实行“一种语

文、一种源流”的教育政策ꎬ但其对语言文化的宽

容态度使得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保持着良好的发

展势头ꎮ
　 　 ２.华人社团与华文媒体对华文教育的实

施具有原动力及舆论效用

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和华文媒体一直被称为

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ꎮ 华人社团起到了加强

族群互助、为华人争取政治权益、弘扬中华文化、

开展慈善事业、增强华族凝聚力、保障华人的生存

和发展的作用ꎬ为促进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做出了

巨大贡献ꎮ 例如ꎬ印尼的华人社团为了弘扬中华

文化建立了印尼华人文化公园ꎬ专题介绍中华文

化ꎮ 华人社团还为华文教育发展做出了实践性的

努力:例如开办华文学校与补习班ꎬ培训培养本土

汉语师资ꎬ提供奖学金ꎬ鼓励华人学习汉语ꎮ[１１] 尤

其是在最艰难的同化时期ꎬ正是由于华人社团的

顽强抗争才使得中华文化没有完全绝迹ꎬ才使得

中华文化于今天有复兴的可能ꎮ 华人社团在今天

的和平时期仍不断地为华人族群谋福利ꎬ为华人

族群发声ꎬ正是因为华人社团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与自觉付诸实践的不断抗争ꎬ中华文化传承才得

以赓续ꎬ中华文化命脉才得以保全ꎮ 因此华人社

团是华文教育得以发展和中华文化得以传承的原

动力ꎮ
东南亚是海外华文传媒的发祥地ꎮ 现在东南

亚华文媒体已经形成了以华文报纸为首ꎬ华文电

视、华文广播及华文网站为辅的传播网络ꎬ形成了

强大的华文传播力量ꎮ[１２] 华文媒体是联系华人与

祖国的桥梁ꎬ是增强华族凝聚力、弘扬中华文化的

重要媒介ꎮ 其中华文报刊如李其荣所说以“润物

细无声”的姿态悄然传达着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民

族精神ꎮ[１２]例如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报刊坚持

举办“华族文化节”ꎬ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

断增加ꎮ

　 　 ３.中国对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支持具

有多重保障意义

中国是海外华文教育的坚强后盾ꎬ对海外华

文教育的开展具有坚实的保障作用ꎮ 海外华族是

中华文化在世界传播的重要载体ꎬ因此支持开展

华文教育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ꎮ 中国多方面支持

华文办学ꎬ例如国务院侨办打造施教体系、教材体

系、培训体系、帮扶体系、支撑体系和体验体系六

大体系ꎬ全面提升华文教育发展水平ꎻ在国内中小

学、大学设立华文教育基地ꎬ促进师资培训交流、
开展各项文化活动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也开展了

多种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ꎮ 例如举办了多

届“华人少年作文比赛”ꎬ吸引了海外近万名华裔

中小学生参加ꎮ 又如“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

夏令营”ꎬ为海外华裔青少年提供寻根访祖、旅游

探亲、学习中华文化等假期学习形式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ꎬ为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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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华文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ꎮ 中国积

极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办学ꎬ不断扩大留学生

规模ꎬ积极举行国家间文化年、艺术节等文化活

动ꎬ合作开展影视剧创作及翻译工作ꎬ共同开展世

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ꎮ 这些政策为东南亚华人

学习华文、传承中华文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便

利的途径ꎮ 中国对华文教育的一贯支持为中华传

统文化在海外的延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ꎮ
　 　 三、东南亚华文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运行机制的整体架构
东南亚华文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运行机

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东南亚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统文化运行机制图

终极追求指引着华文教育的文化传承方向ꎬ
决定了三位一体的华文教育传承目的———即促进

中华传统文化的本土化ꎮ 华文教育传承中华传统

文化的内部要素是实现华文教育传承目的的充分

条件ꎬ外部要素是实现华文教育传承目的的必要

条件ꎬ内外部要素的共同作用保障着中华传统文

化的顺利传承ꎮ 其中ꎬ内部要素包括传承主体、目
的、内容和方式ꎬ这些要素的功能不同ꎬ但都是充

分条件ꎬ缺一不可ꎻ外部要素不是华文教育活动的

必备条件ꎬ但却从多方面支撑着华文教育的发展ꎬ
影响着华文教育的兴衰ꎮ 总之ꎬ东南亚华文教育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运行机制是多种因素互动的

结果ꎬ鉴于这些因素的多样性和可变性ꎬ如何更好

地处理机制中各种因素的自身作用及相互关系ꎬ
是华文教育需要积极面对的问题ꎮ

四、结语

在历史地理环境、社会政治结构以及文化根

植的经济基础的共同作用下ꎬ不同地区的文化传

承往往呈现不同的格局与气象ꎬ并内隐着一种“无
所在又无所不在”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稳定性和

模式化、特色化的文化传承机制ꎮ 这种机制保障

了中华文化的传承ꎬ赓续着中华民族的生命ꎮ 研

究东南亚华文教育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机制ꎬ对
于密切东南亚与中国的文化交流ꎬ繁荣东南亚文

化ꎬ促进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发展以及推动文化

中国的构建ꎬ均具有重要意义ꎮ 希冀本研究所做

努力ꎬ可以增进人们对于东南亚华文教育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机制的认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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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之“核心”:创造力与民族精神

郑　 昀　 徐 林 祥

(扬州大学文学院ꎬ 江苏扬州　 ２２５００２)

　 　 [摘　 要] 　 “创造力”与“民族精神”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之“核心”ꎬ体现了“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ꎮ
创造力是全球主要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人才培养框架普遍重视的能力ꎬ应当渗透于“核心素养体系”的“科学精

神”“学会学习”“实践创新”等素养之中ꎮ 这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更深层次的要求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这一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中华民族精神ꎬ应当渗透于“核心素养体系”的“人文底蕴” “健康生活” “责任担

当”等素养之中ꎮ 这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确立的重要前提ꎮ 核心素养之“核心”的确定ꎬ对学科核心素

养的实践意义重大ꎮ
[关键词] 　 核心素养ꎻ　 创造力ꎻ　 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１５－０４

　 　 学生发展的素养可分为“核心素养”和“非核

心素养”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ꎬ教育部印发«关于全

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以下简称为“«意见»”)ꎬ提出研究制订“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体系”ꎬ并指出“核心素养”的内涵ꎬ即
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１]ꎮ 据此ꎬ“非核心素养”似
可理解为“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

品格和关键能力”之外的品格和能力ꎮ 如: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提倡“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

生、讲秩序、讲道德ꎬ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

美ꎬ其中有些即可列为非核心素养ꎮ
“核心素养体系”中各方面、各大素养、各基本

要点并非并列关系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ꎬ«中国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在北京师范大学正式

发布ꎬ其沿用了«意见»对“核心素养体系”的表述ꎬ
在总体框架方面则是对«意见»的拓展:将“全面发

展的人”的核心素养ꎬ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
会参与三个方面ꎬ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

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

素养ꎬ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十八个基本要点ꎮ[２]

这三个方面、六大素养、十八个基本要点共同构成

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ꎬ但这三个方面、六大

素养、十八个基本要点各有其内涵与要求ꎬ且有先

后顺序ꎬ并非平分秋色ꎬ不可等量齐观ꎮ 比如ꎬ文
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中ꎬ文化基

础即是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素养形成和发展的前

提ꎬ学生的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应建立在其人文

底蕴和科学精神的基础之上ꎮ
我们认为:“创造力”与“民族精神”是中国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之“核心”ꎮ “创造力”促使中国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共同趋势ꎬ
“民族精神”促使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植根中华

民族文化历史的土壤之中ꎮ 既立足本土、植根民

族ꎬ又放眼世界、面向未来ꎬ体现了“立德树人”的

根本要求ꎮ
所谓“创造力”ꎬ是人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出来

的各种创新能力的统称ꎮ 它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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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ꎬ开展积极的思维活动ꎬ进而产生新认识ꎬ创造

新事物的能力ꎮ 广义的创造力包括创造性思维能

力、创造性想象能力以及创造性操作能力等ꎻ狭义

的创造力即创造性思维能力ꎮ 创造性思维能力的

主要内容是发散性思维ꎬ即无定性的、无范围地由

已知探知未来的思维方式ꎬ其质量高低可以用流

畅性(发散的数量)、变通性(灵活应变的特性)和
独特性(思维成果的新颖独到的程度)这三个维度

来衡量ꎮ 发散性思维与聚合性思维两者有机结

合ꎬ构成各种水平的创造性思维ꎮ 创造力包含观

察力、记忆力、注意力、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形象思维能力、思维洞察力、想象力等智力因

素ꎮ 创造力与非智力心理品质ꎬ如意志、情感、动
机、兴趣、气质等也有密切关系ꎮ 创造力的强弱决

定着创造活动的成果和水平ꎮ 富有创造力的人具

有如下人格(个性)特征:兴趣广泛、敏于观察、好
学好问、自信自强、不易从众、坚韧不拔等ꎮ

考察主要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的人才培养的

框架ꎬ无不体现了对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追求ꎮ
正如张华教授所指出:当前ꎬ世界共同追求的核心

素 养 即 协 作 (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 交 往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批判性思维(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与创造性(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ꎬ即“４Ｃｓ”ꎮ[３]

早在 １９９７ 年ꎬ ＯＥＣＤ 开展了 “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研究项目ꎬ２００１ 年发布专

门报告———«核心素养的界定与选择:执行纲要»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ꎮ 报告对“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是这样

解释的:“Ａ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ｊｕｓ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ｍｅｅ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ｄｅ￣
ｍａｎｄｓ.”大意是ꎬ“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不局限于知识与技

能ꎬ但绝不意味着提倡去知识化、去技能化ꎬ它更

侧重表达应对复杂需求的“能力”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是更

高级的能力ꎮ 报告在首页还将“核心素养”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与 ＯＥＣＤ 成员国在 １９９７ 年实行的

“ＰＩＳＡ”考试模式进行对比ꎬ指出“ＰＩＳＡ”仅能考察

高中生在特定学科的表现ꎬ而该项目的研究是为

了让学生“通达新的能力领域”ꎬ以应对未来社会

的需求ꎮ[４]

欧盟为促进成员国在教育、培训领域的合作ꎬ
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发布«针对终身学习的核心素养:
欧洲参考框架(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ꎮ 欧盟委员

会教育、培训、文化与青少年问题的负责人强调ꎬ

有助于“让自己成功地应对不断革新的工作形态”
“让终身学习变为事实”的能力ꎬ是当下最为需要

的ꎮ 报告公布的八项“核心素养”其中之一即为

“创新与创业意识” (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
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ꎮ[５]

美国于 ２００２ 年成立“２１ 世纪技能合作组织”
(以下简称为“Ｐ２１”)ꎬ制订“２１ 世纪素养”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ｋｉｌｌｓ)框架ꎮ ２００７ 年ꎬ“Ｐ２１”发布了该框

架的更新版本ꎬ鲜明提出该框架的目的是“为 ２１
世纪的学生在新的全球经济下取得成功”ꎮ 该框

架由两大板块内容组成:一为“２１ 世纪学生表现”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系统ꎬ涵盖四大素

养范畴ꎬ分别为:“核心科目与 ２１ 世纪议题”(Ｃｏ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ｍｅｓ) “学习与创新素

养”(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信息、媒介与

科技 素 养 ”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ｋｉｌｌｓ)“生活与工作素养”(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ｒ Ｓｋｉｌｌｓ)ꎮ
二是为帮助学生掌握“２１ 世纪需要的多维度的素

养 ” (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 －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ｏｆ Ｔｈ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而设置的“２１
世纪支持系统”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包
含“２１ 世纪课程标准”(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２１
世纪技能评价”(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ｋｉｌｌｓ)
“２１ 世纪课程与教学”(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２１ 世纪专业发展”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ｒｏ￣
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２１ 世纪学习环境” (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ꎮ[６]

２００８ 年ꎬ澳大利亚在课程研究中也提出为年

轻的澳大利亚人在 ２１ 世纪成功地生存、发展确立

“核心素养”(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ꎮ 与美国“２１ 世

纪素养”类似ꎬ澳大利亚确立的核心素养是一个体

系ꎬ包括七个部分ꎬ分别为“读写能力”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计算能力”(Ｎｕｍｅｒａｃｙ) “信息ꎬ通讯和技术能力”
(ＩＣ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批判与创造性思考”(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个人与社会能力”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道德理解”(Ｅｔｈ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和 “跨文化理解” (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ꎮ 这些素养都指向培养“成功的学习者ꎬ
有自信力、创造力的个体ꎬ以及积极的、掌握信息

的公民”(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Ｌｅａｎｅｒꎬ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ꎬ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 [７]ꎮ 从

这一点出发ꎬ如果说该体系同样存在核心中的核

心ꎬ应当是“批判与创造性思考”能力ꎮ
创新能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级能力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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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未来社会对人的素养的要求ꎮ 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创新能力ꎬ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民

族的前途和命运ꎮ 这一为主要国际组织和主要国

家人才培养框架普遍重视的能力ꎬ应当渗透于“核
心素养体系”的“科学精神” “学会学习” “实践创

新”等素养之中ꎮ 这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

系更深层次的要求ꎮ
所谓“民族精神”ꎬ是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社会

实践中创造的反映本民族整体利益和基本价值趋

势或目标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意识ꎮ 它集中地表现

了一个民族在一定环境下建构自己生活的独特方

式和该民族共同的价值观ꎬ是上升到思想体系的

民族共同心理ꎬ是该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内聚

力的思想核心ꎮ
考察主要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的人才培养框

架ꎬ无论是 ＯＥＣＤ、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ꎬ还是

美国、澳大利亚ꎬ其设计均指向应对未来社会的复

杂需求ꎮ 不同的是ꎬＯＥＣＤ、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提出的核心素养体系着眼于多个国家甚至全

球ꎬ建构的核心素养包含若干宽泛的范畴ꎬ培养的

是较为基础的能力ꎬ且有待进入课程后细化ꎮ 相

比之下ꎬ美国、澳大利亚提出的核心素养所涵盖的

内容相对具体且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能力ꎬ开发出

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话语空间ꎮ 例如ꎬ美国作为超

级大国与世界经济强国ꎬ其核心素养框架中“商
业”“经济”“信息”等富含新时代气息的单词或短

语占据中心ꎬ而澳大利亚作为多民族国家ꎬ核心素

养框架更突出“跨文化理解”能力的重要性ꎮ
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落实到课程建设

过程中ꎬ也应立足本土实际ꎮ 尽管“核心素养”是

一个新概念ꎬ但“素养”一词古已有之ꎮ 现代汉语

中的“素养”指“平日的修养”ꎮ[８](Ｐ.１２４１)在古代汉语

中ꎬ它是松散的副词性结构ꎮ “素”是副词ꎬ指“一
向” [９](Ｐ.６８０)ꎮ 如«汉书李寻传»:“马不伏历ꎬ不
可以趋道ꎻ士不素养ꎬ不可以重国ꎮ” [１０](Ｐ.１８７３) 意思

是说马不伏在槽枥边驯养ꎬ就不能很好地驱赶使

用ꎻ士人不在平时集聚养护ꎬ就不能让他们以国为

重ꎮ 宋代诗人陆游在«上殿札子»中强调“养气”的
重要ꎬ认为有才能的人虽多ꎬ但有“任重道远之气”
的人却难得ꎬ认为战场上臣子即便能力笃实ꎬ但如

果“气不素养”ꎬ也会“临事惶遽”ꎬ建议皇帝重视平

时士气的养成ꎮ[１１](Ｐ.９６) 金末刘祁在«归潜志»卷七

中写道:“士气不可不素养ꎮ 如明昌、泰和间ꎬ崇文

养士ꎬ故一时士大夫ꎬ争以敢说敢为相尚ꎮ” [１２](Ｐ.７３)

此处的“素养”也同样强调士气应当在平时就注意

修习涵养ꎮ 可见ꎬ“素养”在逐渐凝固为一个名词

之前ꎬ是一个带有过程性色彩的副词性结构ꎬ描述

对象有针对性ꎬ侧重描述平时士气的培养ꎬ也就是

较实用性能力更高级别的心理品质、精神境界的

提升ꎮ 虽然古代汉语中“素养”的内涵已不见于现

代汉语的“素养”中ꎬ但今天的“素养”仍强调平日

的积累和培养ꎬ传达着过程性ꎮ 并且ꎬ即便在现代

汉语中ꎬ“素养”与“能力”仍然有差别ꎮ “他有深

厚的文学素养”相比“他有深厚的文学能力”ꎬ“素
养”为整个语境带来的褒扬的感情色彩更为浓郁ꎬ
隐含着主体对文学的理解与运用有独特之处的意

思ꎮ 从“素养”一词由副词性结构转变为名词的过

程来看ꎬ汉语词“素养”代表的是超越纯粹实用技

巧的更高层次的能力ꎬ且要求经过一定过程积淀

方可养成ꎮ “素养”一词的词义发展演变过程中ꎬ
积淀了超越实用技能的更高层次的精神品质ꎬ这
些精神品质承载的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

神ꎮ 当代中国ꎬ中华民族精神最集中地体现为“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ꎬ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这

一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中华民族精神ꎬ应当渗透

于“核心素养体系”的“人文底蕴”“健康生活”“责
任担当”等素养之中ꎮ 这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体系确立的重要前提ꎮ
中国学生的“２１ 世纪核心素养”应当是与汉语

中的“素养”词义渊源遥相呼应的体现中华民族精

神的“高层次的素养”ꎬ又应是与国际组织、国家或

地区强调的创造力相一致的“关键素养”ꎮ 确立

“创造力”与“民族精神”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之“核心”ꎬ符合当前正有序进行的课标修订与课

程改革持续深化的实际需求ꎮ 以语文学科为例ꎬ
语文课程就是教学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课程ꎮ 既

包含祖国语言形式的教学ꎬ又包含祖国语言内容

的教学ꎻ既包含祖国语言知识系统的教学ꎬ又包含

祖国语言实际运用的教学ꎮ 中国基础教育阶段语

文课程ꎬ是在遵循汉语言教育、母语教育规律的基

础上ꎬ使中小学生获得语文核心素养ꎬ为其全面发

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的课程ꎮ 语文核心素养四

种关键能力的培养ꎬ应充分体现“语文” “语文课

程”的特异性ꎮ 培养“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ꎬ就是

培养祖国语言的建构与运用能力ꎬ也即“汉语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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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运用”能力ꎬ这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根基ꎮ
语文课的“思维发展与提升”ꎬ是“汉语言思维发展

与提升”ꎻ语文课的“审美鉴赏与创造”ꎬ是“汉语言

审美鉴赏与创造”ꎻ语文课的 “文化的传承与理

解”ꎬ是“汉语言文化传承与理解”ꎮ
民族精神落实到语文课程的实施ꎬ体现的是

对祖国语言文字运用规律的关注ꎮ 正如上文所

说ꎬ创造力是由多种思维能力有机组合形成的整

体ꎮ 因不同课程具备不同的性质与特点ꎬ对创造

力不同构成的侧重ꎬ也应有所不同ꎮ 创造力之于

语文核心素养培养实践ꎬ更强调想象能力的培养ꎮ
李泽厚认为ꎬ审美注意作为审美活动起始阶段的

关键一环ꎬ与科学家、植物学家对对象的注意都不

同ꎬ区别在于“审美注意并不直接联结ꎬ也不很快

过渡到逻辑思考ꎬ概念意义ꎬ而是更长久地停留在

对象的形式结构本身ꎬ并从而发展其他心理功能

如情感、想象的渗入活动” [１３](ＰＰ.３２３－３２４)ꎮ 而接下来

的审美感知过程ꎬ是超越感性知觉的ꎬ是溶解了

“认识、理解”的ꎮ 李泽厚特别重视的“内在和深

层”审美理解因素ꎬ是“渗透在感知、想象、情感诸

因素并与它们融为一体的某种非确定性的认识ꎮ
它往往如此朦胧多义ꎬ以致很难甚至不能用确定

的一般概念语言去限定、规范或解释”ꎮ[１３](Ｐ.３３３) 想

象在审美过程起到关键性的作用ꎬ在审美欣赏中ꎬ
对内在意义的理解不是靠概念而正是靠想象来联

系的ꎬ例如高尔基的«海燕»ꎬ该诗没有明确地讲革

命ꎬ却给人以革命的启示ꎮ 正是通过想象ꎬ即由想

象来负载审美理解ꎮ 想象不仅对审美理解至关重

要ꎬ同时也是审美创造所必备的思维能力ꎮ
总之ꎬ应明确创造力与民族精神是核心素养

之“核心”ꎬ并且将核心素养之“核心”明确表述为

创造力与民族精神ꎬ将会间接对课标修订、课程建

设、教材编制、教学实施与评价等众多事项产生重

要影响ꎮ 创造力与民族精神如何在不同学科的核

心素养实践中落地生根ꎬ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重要

课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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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视野: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的内涵与关系分析
∗

姜淑慧１　 张舒予２　 薛　 琨３

(１.南京审计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党政办公室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８１５ꎻ
２.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技术系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ꎻ
３.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信息管理中心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摘　 要] 　 通过分析和借鉴恩斯特卡西尔形式哲学和苏珊朗格的美学哲学研究思路ꎬ可以确立视觉素

养与媒介素养内涵研究的基本逻辑:将视觉艺术研究作为一个整体ꎬ以视觉符号为基本切入点ꎮ 从恩斯特卡西

尔的符号论、罗兰巴特的视觉解构学、纳尔逊古德曼的分析哲学三个角度分析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内涵ꎬ可
最终确立其新内涵ꎮ 从新内涵出发ꎬ又可以从媒介引发观看革命、媒介创作、媒介信息解读三个维度探讨视觉素

养与媒介素养的新关系ꎬ并阐述其在教育方面应用的实际价值ꎮ
[关键词] 　 国际教育视野ꎻ　 视觉素养ꎻ　 媒介素养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３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１９－０５

　 　 杰姆逊文化新景观揭示的主要文化现象是:
文化进入后现代主义ꎬ它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

“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ꎬ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ꎬ
成为消费品ꎮ[１](ＰＰ.１４７－１４８) 在这种新的文化景观中ꎬ
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ꎬ不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

活ꎬ视觉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ꎬ各种视觉艺术

不断受到人们的重视ꎬ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海德格

尔认为:“从本质上看来ꎬ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

关于世界的图像ꎬ 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

了ꎬ” [８](Ｐ.８９９)即世界越来越倚重通过图像来理解和

解释世界ꎮ 由此引发了人们的视觉习惯与思维范

式的转变ꎬ正如美国学者米歇尔强调“种种看的状

态(观看、注视、瞥见、发现的实践、监视和视觉快

感)ꎬ也许是一个和种种阅读形式(解读、解码、解
释等)一样深刻的问题”ꎮ[３](Ｐ.１６) 文化的转型促使

视觉文化的兴起和发展ꎬ视觉艺术的研究开始成

为热点ꎬ尤其面对从小在媒介中长大的当代大学

生ꎬ教育管理者更需要深刻理解视觉素养与媒介

素养的内涵和关系ꎬ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的发

展ꎮ “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是什么呢? 它最初

作为视觉艺术中的核心词汇开始受到关注ꎮ 笔者

试图从多个角度分析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的内

涵ꎬ并阐释二者的关系ꎮ

　 　 一、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分析的基本

思路
“德国视觉哲学的发现之父之一” “符号学领

域的拓荒者和奠基者”恩斯特卡西尔(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
ｓｉｒｅｒꎬ１８７４—１９４５)的哲学观更多的是以“文化事实

作为基点ꎬ并将人类文化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

总体” [４](Ｐ.１５２)ꎮ 他认为 “人基本是 ‘ 符号的动

物’”ꎬ[４](Ｐ.１５２)这是他形式哲学的逻辑起点ꎮ 基于

此ꎬ这种符号宇宙构成了在人们自身与世界之间

的符号系统或者表现系统ꎬ在各种各样的差异性

和丰富性里边ꎬ卡西尔的哲学主旨就在于阐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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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事实”相匹配的各种可能性条件ꎬ所有的

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ꎮ[５](Ｐ.３３) 恩斯特卡西

尔形式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总体的观点出

发ꎬ以研究文化事实为基本切入点研究人类文化

的历史ꎬ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形式哲学ꎮ
卡西尔符号论的继承者、学生、著名的女性哲

学家和美学家苏珊朗格 ( Ｓｕｓａｎｎｅ Ｋ. Ｌａｎｇｅｒꎬ
１８９５—１９８５)认为 “作为符号的艺术”与“艺术中

的符号”ꎬ前者是不可离析的整体ꎬ后者则可被零

散应用ꎮ 她还强调ꎬ在任何例证中ꎬ作为符号的艺

术都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品ꎬ而非指某一件

艺术品的功能ꎮ[４](Ｐ.１６５) 在对艺术的整体性把握里

面ꎬ“艺术直觉”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也被凸现出

来ꎬ她在这里定义的直觉与盖姆伯(Ｃａｍｂｌｅ)所说

“感觉是以特定方式的选择、理解和转译感觉数据

(Ｓｅｎｓｏｕｙ Ｄａｔｅ)的过程ꎬ这种方式能使我们理解世

界的意义” [６](Ｐ.２３８)具有相似之处ꎮ 事实上ꎬ苏珊
朗格的美学哲学研究思路是:强调将艺术研究作

为一个整体ꎬ以艺术直觉为基本切入点ꎬ从而形成

了著名的美学哲学ꎮ
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笔者借鉴恩斯特卡西尔和苏珊朗格的哲学研

究思路ꎬ找到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两个概念的整

体概念ꎬ以整体的观点确立研究的基本切入点ꎮ
同时ꎬ苏珊朗格在研究“艺术知觉”过程中ꎬ提出

了艺术符号是被创作出来并需要被理解的直觉活

动ꎬ她认为“艺术知觉”就是一种“直觉”(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或者“一种直觉活动”(ａｎ 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ꎬ这种直

觉是“一种理解活动(ａｎ Ａｃｔ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ꎬ并
以一种个别符号(Ｓｉｎｇｌｅ Ｓｙｍｂｏｌ)作为媒介ꎬ这种符

号是被创作出来的视觉的、诗歌的、音乐的或者其

他的审美印象(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４](Ｐ.１６５)ꎮ 视

觉素养和媒介素养作为视觉艺术中的重要词汇ꎬ
视觉符号又作为一种可以被“直觉” (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的

符号ꎮ 因此ꎬ可以将“视觉艺术”作为视觉素养和

媒介素养二者的整体概念寻找突破口ꎬ将“视觉符

号”作为研究的基本元素ꎬ即强调将视觉艺术研究

作为一个整体ꎬ以视觉符号为基本切入点ꎬ探讨视

觉素养和媒介素养的关系ꎮ
那么ꎬ什么是视觉符号呢? 有不少研究者将

与表达对象相像或接近相像的符号形式定义为视

觉符号ꎬ笔者认为ꎬ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与
表达对象相像或接近相像的符号形式肯定属于视

觉符号范畴ꎬ但视觉符号并不仅限于肖似性符号ꎮ

比如ꎬ皮尔斯提出的另外两类符号———指引符号

和象征符号ꎬ也都属于视觉符号ꎬ但却并不具备与

表达对象的肖似性ꎮ 可见肖似性并不是所有视觉

符号的本质属性ꎬ可以被人通过视知觉、可以直接

认知才是视觉符号的共同属性ꎮ 因此ꎬ我们应用

关系定义法将视觉符号定义为可以被人通过视知

觉直接认知的符号ꎮ
　 　 二、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的内涵分析

“视觉符号”作为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研究的

切入点ꎬ它给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又注入了哪些

新的内涵呢? 教育管理者该如何理解和应用这些

内涵呢?
　 　 １.恩斯特卡西尔的符号论下视觉素养

与媒介素养内涵

卡西尔的符号论主要凸现了两个意义ꎬ“一方

面必定是具有某种形式‘符号’ꎬ另一方面还是要

与某种‘意义’相关ꎬ当然意义是‘知觉’所揭示的ꎮ
一切在某种形式或其他方面都能为知觉揭示出意

义的现象都是符号” [７](Ｐ.１０９)ꎮ 他指出符号的两种

意义:表现的意义(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和再现符号的意义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Ｍｅａｎｉｎｇ)ꎮ 表现的意义所

对应的是“表现功能”ꎬ即日常生活围绕人们而形

成的经验就是情感性的意味ꎻ[４](Ｐ.１５２) 再现符号的

意义所对应的是“再现功能”ꎬ帮助人们更好地区

分表象与现实ꎮ 卡西尔把握了艺术作为符号的两

面性:一面是符号的“形式”ꎬ一面是符号的 “情

感”ꎮ
无疑ꎬ苏珊朗格在继承和发展卡西尔这一

观念的基础上ꎬ凭借其艺术直觉ꎬ构建了庞大的

“情感美学”体系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视觉符号作

为符号的一个子范畴ꎬ满足符号的共性ꎬ即视觉符

号是视觉形式的“符号”ꎬ并与某种意义相关ꎬ且意

义是由“视觉”所揭示的ꎮ
基于符号形式哲学ꎬ视觉素养指的是对“视觉

符号”及“隐含意义”的解读ꎬ解读的核心是理解

“符号的形式”及“情感”ꎮ 媒介素养指的是对符号

意义的加工和创作ꎬ加工和创作的核心是“表象”
与“事实”之间的联系ꎮ
　 　 ２.罗兰巴特的视觉解构学下视觉素养

与媒介素养内涵

法国著名的文学与社会批评家罗兰巴特从视

觉解构学角度探讨视觉美学的众多问题ꎮ 罗兰巴

特针对“凝视”有自己的见解ꎬ他认为“科学以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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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解释凝视:以信息(凝视的信息)的术语ꎬ以
关系(交换着的凝视)的术语ꎬ以拥有(通过凝视ꎬ接
触、获得、把握、被把握)的术语ꎮ 三种功能:视觉功

能、语言学功能和触觉功能ꎮ 然而ꎬ凝视一直是在找

寻:某物、某人” [８](Ｐ.２３８)ꎮ 那么ꎬ作为信息的术语便

是视觉的过程ꎬ也是观看的过程ꎮ
在这种对视觉的基本理解和看法之上ꎬ罗兰

巴特是如何“凝视”图像的呢? 在他的论文«第三种

意义»中采用符号学相关内容详细阐释了图像所能

传达的三层意义:(１)信息层(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ꎻ
(２)象征层(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Ｌｅｖｅｌ)ꎻ(３)意旨层(Ｌｅｖｅｌ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ｙｉｎｇ)ꎮ[９]

基于罗兰巴特视觉解构学ꎬ视觉素养是理解

图像信息的一种能力ꎬ能够从信息层(如人物及关

系、服饰、布景等能够直接展现给受众的信息)、象
征层(包括指代的象征、趣味的象征、历史象征)和
意旨层(符号进入话语并与其他符号相互组合的

动态过程)三个维度全面理解图像信息的内涵ꎮ
媒介素养则是实现“凝视”效果的主要工具ꎬ在图

像三层意义之间传达ꎬ尤其是象征层和意旨层起

着重要的作用ꎮ

　 　 ３.纳尔逊古德曼的分析哲学下视觉素

养与媒介素养内涵

２０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美学家ꎬ被普特南称

为“二战之后最伟大的两三个分析哲学家”的纳尔

逊古德曼ꎬ他认为一切艺术都无非是符号ꎬ各种

各样的艺术形式也都有自己的艺术标志ꎮ 他 １９６８
年出版了美学专著«艺术的语言:一种通向符号理

论的方法»ꎬ该书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ꎬ从分析哲

学的角度阐释了“艺术符号论”ꎮ 他认为«艺术的

语言»的重要部分ꎬ就是“致力于语言的、图像的与

其他符号体系之间的关系考证” [４](Ｐ.１８１)ꎮ “我们必

须‘读’(Ｒｅａｄ)图像———也就是说解释图像而非单

纯的记录图像ꎮ” [１０](Ｐ.１０) 同样ꎬ纳尔逊古德曼在

美学研究中也沿袭了传统美学观念———审美ꎬ他
认为“审美的价值优势是在任何符号运作过程里

面的ꎬ它通过个别属性的群落ꎬ成了审美的品质通

过艺术我们所知的ꎬ在我们的骨头、神经和机体内

产生感觉ꎬ并被我们的心灵所把握ꎻ有机体的所有

感觉和反应都参与到符号的发明和解释里面去

了” [１１](Ｐ.２５９)ꎮ
基于分析哲学ꎬ视觉素养则是对视觉符号的

解读能力ꎬ解读能力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

语言、图像与其他符号体系间关系的把握ꎻ二是形

成审美品质ꎮ 媒介素养则是处理语言、图像与其

他信号间关系、组织各种艺术形式的艺术标志ꎬ形
成具有审美属性的艺术作品ꎮ

总之ꎬ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理解为对视觉符号形式的解读和创造ꎬ具体表

现为对视觉符号的感知和应用能力ꎬ它包含了三

个要素:视觉符号的形式、视觉符号的情感(感知

和应用的过程中体现)及视觉符号的审美品质ꎮ
因此ꎬ教育管理者可以根据这一内涵ꎬ创造性

地将其应用于教学中ꎬ可以将生动的视觉符号融

入 ＰＰＴ 中ꎬ让人能够一眼看到 ＰＰＴ 的内容重点ꎬ同
时能够看到视觉符号背后所隐藏的深刻内涵ꎮ 也

可以选取时下流行的图片素材ꎬ从视觉符号的角

度解读ꎬ坚持“看不等于看见ꎬ看见不等于看懂ꎬ看
懂不等于看好”的引导原则ꎬ让学习者能够从眼睛

直达心灵ꎬ看到图片背后的意义ꎮ 这样ꎬ可以更好

地提高学习者的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ꎬ从而更好

地适应鱼龙混杂的媒介时代、铺天盖地的视觉信

息ꎬ不至于受图像信息的蛊惑ꎮ

　 　 三、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关系辩证过程
　 　 从视觉符号学角度寻找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

的关系ꎬ关键在理清视觉符号的内涵的基础上ꎬ从
视觉(观看)与媒介的关系分析视觉素养与媒介素

养的关系ꎮ 视觉(观看)与媒介的关系可以从以下

三个角度阐释:
　 　 １. 从媒介引发观看革命角度:媒介素养

是视觉素养的子范畴

著名画家约翰鲁斯金(Ｊｏｈｎ Ｒｕｓｋｉｎ)说:“人
类灵魂所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睁眼看世界
能够看清这个世界ꎬ既是一种诗意ꎬ也是一种预言ꎬ
同时还是一种宗教ꎮ” [１２](Ｐ.２) 由此可见ꎬ观看对于了

解客观世界的重要性ꎮ 那么什么是观看? 阿尔多斯
赫胥黎(Ａｌｄｏｕｓ Ｈｕｘｌｅｙ)在其«观看的艺术»中提

出:“感觉＋选择＋理解 ＝观看 ”ꎮ 阿尔多斯赫胥

黎观点的核心是强调 “看”到“看到”到“看懂”的
过程ꎮ 这种观看观ꎬ侧重的是对观看传统意义的

解释ꎮ 在媒介时代ꎬ观看具有新的内涵ꎬ如何由

看、看到、看懂上升为看好的层次ꎬ这体现了视觉

素养的重要性ꎮ[１２]

媒介时代观看的显著特征是什么呢? 沃尔特
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提到ꎬ在大众传播极

为发达的现代社会ꎬ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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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ꎻ二是传播媒介

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 (即拟

态环境)ꎻ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

界的图像”ꎬ即“主观现实”ꎮ 人们的“主观现实”
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ꎬ而
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
征性现实”的中介ꎮ 所谓“拟态环境”是“传播媒介

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

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ꎮ 也就是说ꎬ
读图时代ꎬ媒介无处不在ꎬ它引发了新的观看革

命ꎬ观看的含义已经扩展ꎬ即在“拟态环境”中ꎬ观
看的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

映ꎬ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ꎬ成了一种“拟态”的

现实ꎮ
在这一视觉(观看)过程中ꎬ媒介仅作为一种

观看工具成为观看的一个组成部分ꎬ视觉素养发

挥的是一种基础性的作用ꎬ媒介素养则是必要的

考虑因素ꎬ它实现的是一种信息的表现功能ꎮ 此

时ꎬ媒介素养是视觉素养的一个子范畴ꎮ
２.从媒介创作角度:视觉素养是媒介素

养的子范畴

苏珊朗格将艺术的符号学总体定义为“艺
术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形式创造” [４](Ｐ.１６２)ꎬ从整体

看ꎬ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对一种符号创作的过

程ꎬ而在这一创作过程中需要使用各种媒介构造

艺术形式、艺术话语和符号意义ꎬ以更好地表达情

感ꎬ实现符号创作的“表现功能”和“再现功能”ꎮ
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的引言

中阐述:“即便是具体的ꎬ有时也是极其复杂难懂

的ꎮ 正因为如此ꎬ我才一直谋略尽可能以简单的

方式去阐述ꎬ所谓简单的方式并不是我们使用的

都是简单的字眼和简单的句子ꎮ” [１３](Ｐ.１) 鲁道夫
阿恩海姆的观点形象地阐释了简单的文字和简单

的句子并不一定是表述艺术或者事情的简单方

式ꎬ事实上ꎬ当不能用文本简单的表达意义时ꎬ可
以采用更加有效的方式阐释内涵ꎮ 在信息时代ꎬ
媒介行业空前繁荣ꎬ形式多样、简单适用的媒介使

得艺术创作如虎添翼ꎬ人们对媒介的使用爱不释

手ꎬ利用各种媒介开展艺术创作ꎬ以期采用更简单

的方式更有效、更简洁地表达意义ꎮ
媒介创作的实质是对媒介符号的组织和整

合ꎬ即对艺术基本构成要素(线条、光线、色彩、强

力、表现、平衡、形式等符号要素所构成的用以传

达各种信息的媒介载体)的加工、组织ꎬ并生成作

品ꎮ 作品的优良取决于是否在形式与意义相统一

的基础上融入艺术美感和情感ꎮ “美感”指的是对

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性ꎬ而这些生命力

只有靠我们自身的一种相应的动态过程才可能

把握ꎮ[５](Ｐ.２１２)

显然ꎬ整体分析媒介创作过程ꎬ媒介作为创作

工具ꎬ媒介素养的作用是基础性的ꎬ视觉(观看)作
为一种“直觉”ꎬ视觉素养的作用是为作品锦上添

花ꎮ 因此ꎬ此时视觉素养是媒介素养的子范畴ꎮ
　 　 ３.从媒介信息解读角度:媒介素养和视

觉素养相互交叉ꎬ又有不同

我国著名的传播学者邵培仁教授在论及传播

的文化功能时ꎬ认为传播可以承接和传播文化ꎬ选
择和创造文化ꎬ积淀和享用文化ꎮ 即传播的过程

是文化信息传承、积淀和再生的过程ꎬ可以通过分

析传播过程解读文化信息ꎮ 那么解读过程中ꎬ视
觉素养和媒介素养充当了何种角色呢?[１４]

德国学者马莱克兹提出的大众传播模式考虑

了传者与受众的自我形象、个性结构、生长环境等

多种因素ꎮ 基于此ꎬ在媒介信息解读的过程中ꎬ需
要结合媒介特性ꎬ从传者和受者两个角度考虑信

息的内涵ꎬ通过分析传播内容(视觉符号)ꎬ看到信

息背后隐藏的意义ꎬ在这一过程中视觉素养主要

用于感知信息内容ꎬ媒介素养则体现在对传者传

播意图、媒介工具的特性等的分析和使用能力ꎮ
从整体上看ꎬ这一过程中ꎬ媒介素养和视觉素养又

是相互影响的ꎮ[１５]

日本学者伊藤阳一提出了大众媒介、政府、公
众的三极传播模式ꎮ 拉斯韦尔在«社会的传播与

功能»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的五个基本构

成要 素ꎬ 即: 谁 ( Ｗｈｏ )、 说 什 么 ( Ｗｈａｔ )、 对 谁

(Ｗｈｏｍ)说通过什么渠道(Ｗｈａ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取得什

么效果(Ｗｈ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ꎮ 其中通过什么渠道ꎬ指的就

是媒介ꎮ 即我们在解读信息的过程中ꎬ除了看到

“谁、说什么、对谁”这一显性要素外ꎬ还要观看到

“通过什么渠道”这一媒介要素ꎬ最终分析出“取得

什么效果”ꎮ[１６]这一过程中ꎬ在单独分析媒介素养

和视觉素养的独立作用的同时ꎬ还需要综合考虑

视觉与媒介的相互影响ꎮ

四、结论

通过分析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的内涵和关系

—２２—



可以发现:媒介素养与视觉素养相互独立、相互依

存ꎮ 媒介时代ꎬ媒介素养和视觉素养在同一个过

程中发挥着各自独立的作用ꎬ有其独立存在的价

值ꎮ 但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又不是完全不相干的

两个要素ꎬ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ꎬ媒介素养在

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视觉感知信息内容ꎬ同理ꎬ视觉

素养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媒介传播和表达ꎮ 其

应用于教育的实际价值存在于:
１.学习者观看能力的培养

如果教师想要提高学习者的观看能力ꎬ则主

要培养学习者的视觉素养能力ꎬ那么在提供观看

图像或者视频的同时ꎬ引导学习者理解影响观看

的因素[１７]ꎬ包括创作者因素(创作风格、创作意图

等作者自身因素)、观看者自身因素(观看者喜好、
文化背景等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社会引导

力量、周围人的价值观等外界因素)ꎮ 此时ꎬ媒介

因素(消息来源的媒介渠道、宣传力度等媒介本身

因素)则是其中必须分析的一个客观因素ꎮ
２.学习者媒介创作能力的培养

如果教师想要提高学习者的媒介创作能力ꎬ
则可以重点为学习者提供用于学习和加工的媒介

素材及媒介工具ꎬ引导学习者了解媒介工具的类

别和形式、媒介工具的优势和不足、媒介工具的使

用方法等ꎮ 例如ꎬ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适用于课件制作、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适用于图像处理、Ｐｒｅｍｉｅｒｅ 适用于视频

编辑ꎬ等等ꎮ 学生在了解工具基本功能的情况下ꎬ
利用媒介素材ꎬ反复操作ꎮ 此时ꎬ视觉素养则是作

为一种欣赏的能力进行培养ꎮ
３.学习者媒介信息解读能力的培养

媒介信息解读能力的培养显然是最难的ꎬ是
观看能力与创作能力相整合的综合能力ꎬ是对各

种媒介符号解读的过程ꎮ 正如ꎬ法国哲学家伯德

里亚认为的那样ꎬ文化的发展经历了符号反映现

实、符号掩盖现实、符号掩盖了现实的缺失和符号

与任何现实无关四个阶段ꎬ而目前的社会本质上

处于第四阶段ꎮ[１８] 因此ꎬ学习者需要深刻理解“媒
介现实”ꎬ包括夸大的媒介现实、客观的媒介现实、
缩小的媒介现实ꎮ 此时ꎬ则需要学习者利用合适

的媒介进行合适的信息解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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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基本概念之研究
∗

李 阳 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ꎬ 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摘　 要] 　 当前我国连续出台了几部关于治理校园欺凌的文件ꎬ社会对校园欺凌的关注度逐渐升高ꎮ 但民

众对校园欺凌的认知还较为模糊ꎬ存在对校园欺凌放任不管或者通过修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其加以规制的两

种不理性的观点ꎮ 学界对校园欺凌基本概念的研究亦不足ꎬ对事件发生后的归因与对策分析也没有较好的指导ꎮ
因此ꎬ加强对校园欺凌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ꎬ并将其与校园暴力进行辨析ꎬ不仅在学术上具有价值ꎬ对澄清民众关

于校园欺凌的误读和贯彻治理校园欺凌的政策方针也十分必要ꎮ
　 　 [关键词] 　 校园欺凌ꎻ　 校园暴力ꎻ　 基本概念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２４－０５

　 　 校园欺凌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ꎬ早在 １９７８ 年ꎬ
挪威卑尔根大学的心理学家 Ｄａｎ Ｏｌｗｅｕｓ 就对其展

开了研究ꎬ并首次将“校园欺凌”定义为“一名学生

长时间并且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

负面行为之下” [１]ꎮ 挪威、英国、加拿大、德国、美
国、比利时、西班牙和瑞士等国也早已在本国内实

施了校园欺凌治理项目ꎮ 近年来ꎬ我国逐渐意识

到校园欺凌的普遍性、危害性以及治理校园欺凌

的迫切性ꎬ在 ２０１６ 年连续出台了几部关于防止校

园欺凌的文件: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ꎬ国务院教育督

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

治理的通知»ꎻ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教育部联合中

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

联合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

导意见»ꎮ 国家层面治理校园欺凌的决心由此可

见一斑ꎬ但贯彻实施这些方针政策的前提是需要

对校园欺凌的基本概念具有正确、全面且深入的

认识和理解ꎮ

一、研究校园欺凌基本概念之必要性

１.补充学术研究之不足

２０００ 年之前ꎬ我国对校园欺凌的研究几乎处

于空白状态ꎬ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国内研究者对校园欺凌

的问题开始有所涉及ꎬ如王玉香教授对农村留守

青少年的校园欺凌问题的类型、原因与对策进行

了论述ꎬ[２]范国睿教授在社会领域视角下分析校

园欺凌的发生原因ꎬ[３] 刘长海副教授则运用马斯

洛的匮乏理论对欺凌者的心理进行了剖析ꎬ[４] 杨

立新研究员从民法中的侵权责任出发探讨校园欺

凌的民事责任ꎬ[５] 等等ꎮ 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总

结可以发现ꎬ学者一般是按照校园欺凌的概念、发
生原因和治理措施的逻辑进行论述ꎮ 对校园欺凌

的概念研究大都是直接使用国外学者或者官方的

定义ꎬ但在对其原因和对策分析上则沿用了从国

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四个方面对青少年犯罪归因

与措施的研究的惯用套路ꎬ而且许多措施并不具

有可操作性ꎮ 这样的研究“套路”说明了两个问

题:第一ꎬ我国对校园欺凌基本概念的研究较少ꎬ
缺乏深度ꎬ对校园欺凌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对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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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心理作用机制并没有展开充分的研究与论

述ꎬ甚至在有些研究中将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青
少年犯罪等概念混为一谈ꎻ第二ꎬ对校园欺凌概念

的研究与对校园欺凌发生的原因和对策研究严重

脱节ꎬ前者对后者并没有起到指导作用ꎮ 学界有

关校园欺凌的研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终将落脚于

对校园欺凌的治理ꎬ但如果作为首要环节的概念

研究不能够得到充分、深入地展开ꎬ提出的治理建

议也不过是适用于任何青少年越轨行为的泛泛而

谈ꎬ将最终导致对校园欺凌的治理毫无针对性ꎮ
国家政策对校园欺凌关注度的升高必然带来相应

研究的大幅增加(上述许多研究成果都是在 ２０１６
年后产生的)ꎬ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处于学术界关注

相对盲区的问题ꎬ期待在短时间内研究水平的大

幅度提升是不现实的ꎬ而相应理论研究向系统成

熟的对策性成果的转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ꎬ我国

学术界对校园欺凌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ꎬ其中第一步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便是对校

园欺凌基本概念的研究ꎮ
２.澄清民众对校园欺凌之误读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笔者所在团队根据 Ｏｌｗｕｅｓ 设计

的量表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ꎬ对武汉地区的 １０８０
名调查对象发放问卷进行研究ꎮ 该调查问卷主要

设计了八种发生在校园里的情况ꎬ然后让调查对

象回答“该种情况是否属于校园欺凌行为ꎬ属于哪

一程度的校园欺凌”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大部分调查

对象对校园欺凌这一概念的认知们比较模糊ꎬ调
查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有关校园欺凌的认知调查情况统计表

序号
回

答
问 题

恶劣欺凌

行为

中度欺凌

行为

轻微欺凌

行为

不是欺凌

行为
不确定

１
小 Ａ 成绩优异深受老师喜爱ꎬ引起部分同学

嫉妒ꎬ长期被殴打和被强制帮他人打扫卫生ꎮ
４８％ ３％ １５％ １％ ５％

２
小 Ｂ 和小 Ｃ 因小事发生口角ꎬ随后二人各纠

集同学朋友数人互殴ꎮ
３６％ ２４％ １４％ １２％ １４％

３
小 Ｄ 天生残疾ꎬ家庭贫困ꎬ班上丢了东西ꎬ大
家都说是他偷的ꎮ

３４％ ３２％ ２３％ ３％ ８％

４
小 Ｅ 长期被一群高年级同学要求每月交 １０
元钱ꎮ

３３％ ４３％ ２１％ １％ ２％

５
小 Ｆ 不小心打翻了小 Ｇ 的墨水ꎬ小 Ｇ 对小 Ｆ
拳打脚踢ꎮ

２５％ ３５％ ２５％ ８％ ７％

６
小 Ｈ(男生)因喜欢小 Ｉ(女生)ꎬ经常纠缠小

Ｉꎬ说小 Ｉ 是自己的老婆ꎮ
１６％ ２５％ ２９％ １８％ １２％

７
小 Ｊ 从农村中学转到城市中学ꎬ班上同学长

期不理他ꎬ小 Ｊ 总是形单影只ꎮ
６％ ２７％ ３５％ １６％ １６％

８
小 Ｋ 天生少发ꎬ班上同学和老师都叫他“光头

强”ꎮ
１３％ ３１％ ３６％ １１％ ９％

　 　 从校园欺凌的经典定义可知ꎬ校园欺凌具有

力量不均衡性、长期性、故意性等特征ꎬ而且包括

身体、语言和心理等欺凌方式ꎮ 据此分析ꎬ第一、
三、四、七、八题是属于典型的校园欺凌ꎬ大多数人

对第一、三、四题的判断都是正确的ꎬ只有极少数

人认为其不属于校园欺凌ꎻ与此相对ꎬ认为第七、
八题的情况不属于校园欺凌的比例则大幅度提

高ꎻ第七题是同学们对小 Ｊ 实施的社会排斥ꎬ属于

心理欺凌或者间接欺凌ꎻ第八题则是同学们对小 Ｋ
起具有侮辱性的外号ꎬ属于语言欺凌ꎻ第二、五、六
题不属于校园欺凌ꎬ这三种情况均不具有力量不

均衡这一特征ꎬ且第五题和第六题中的情况仅仅

是偶发性的ꎬ而不具有重复性ꎻ但大多数调查对象

对这三题选择了属于校园欺凌这一类项ꎬ尤其是

第五题和第六题ꎮ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知ꎬ调查对

象对较为明显的欺凌如长期被殴打和收保护费等

一般都能够做出正确判断ꎬ但诸如第五、六、七、八
这四题中的情况ꎬ需要结合校园欺凌的特征和方

式去判断时ꎬ调查对象便容易出现认知模糊ꎬ尤其

是对语言欺凌和心理欺凌经常会产生错误或者不

确定的判断ꎬ而且调查对象在界定“是否是校园欺

凌行为”时大多以“是否涉及武力”这一不正确的

准则为选择标准ꎮ
除了直接对校园欺凌概念产生认知模糊以

外ꎬ笔者发现当前社会对欺凌事件的处理或者对

欺凌者的处置存在两种较为“感性”的观点: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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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校园欺凌不过是学生之间的小打小闹ꎬ对其

采取“无为而治”或者放任不管的态度即可ꎬ这种

观点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 Ｓｃａｒｐａｃｉ 在 ２００６ 年总结的人们

对校园欺凌存在的典型误解非常相像[６]ꎻ另一种

则认为欺凌者罪大恶极ꎬ并一度呼吁修改刑法ꎬ降
低刑事责任年龄ꎬ使欺凌者承担刑事制裁ꎬ这一观

点与媒体不够客观的报道和网络上肆意流传的关

于校园欺凌的视频密切相关ꎮ 仔细推敲ꎬ这两种

观点都是建立在对校园欺凌感性认识的基础上ꎬ
并没有正确、深刻地理解校园欺凌的概念、特征、
欺凌方式、主体的特殊性及其不同于一般校园事

件的危害ꎮ 因此ꎬ对校园欺凌的基本概念进行澄

清与解读十分必要ꎬ因为 “如果人们对于一个概念

的理解歧异过大ꎬ就会导致‘同名异义 ’式的自说

自话ꎬ从而会影响有效的讨论和沟通” [７]ꎮ

二、校园欺凌基本概念之解读

１.校园欺凌的基本特征
国外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ꎬ对于校园欺

凌的基本表现形式和核心特征均有较准确地认

识ꎬ并对其做出了概念性界定ꎮ 除了挪威学者 Ｄａｎ
Ｏｌｗｅｕｓ 对校园欺凌做出了经典定义外ꎬ伦敦大学

教授史密斯认为:“欺凌是力量较强的一方对较弱

的一方实施攻击ꎬ通常表现为大欺小、强凌弱、众
欺寡ꎬ具有故意性、重复性、力量不均衡性ꎮ” [８] 美

国有学者认为校园欺凌不只是对受欺凌者身体产

生的伤害ꎬ还包括通过强制手段对其在心理上产

生的痛苦ꎮ 随着学界对校园欺凌研究的深入ꎬ一
些国家开始在国家层面上对校园欺凌进行定义ꎮ
英国政府教育与技能部(ＤＦＥＳ)在 ２００７ 年对校园

欺凌做出的官方界定认为ꎬ校园欺凌是指个人或

群体施加的反复地、有意地或持续地意在导致伤

害的行为ꎬ且力量的失衡使得被欺凌的个体感觉

失去抵抗ꎮ[９]日本文部科学省在 ２００６ 年重新定义

了“欺凌”ꎬ指出“欺凌是指学生因受到与其具有一

定人际关系的人对其在心理上 /物理上施加的攻

击ꎬ而感到精神痛苦的行为”ꎮ 根据最新定义ꎬ定
义的角度由“欺凌者”变成了“被欺凌者”ꎬ学校在

判定欺凌行为时ꎬ以“被欺凌者”的身心感受为依

据ꎬ且其发生地点不区分校内、校外ꎮ[１０]

尽管各个学者和国家对校园欺凌的定义不

同ꎬ但从上述定义中可以总结出目前国内外的研

究成果对校园欺凌达成了以下基本共识:第一ꎬ欺
凌主体之间的力量明显不均衡ꎻ第二ꎬ该欺凌行为

具有持续性与反复性ꎬ而不是偶发性的ꎻ第三ꎬ校
园欺凌行为是欺凌者故意引起的ꎬ而不是过失行

为或者意外事件ꎻ第四ꎬ校园欺凌行为具有攻击

性ꎬ给被欺凌者的身心造成损害或创伤ꎮ 同时ꎬ根
据欺凌的手段与方式ꎬ我们可以将校园欺凌分为

身体欺凌、语言欺凌和心理欺凌ꎮ 身体欺凌ꎬ是指

欺凌者利用身体动作直接对被欺凌者实施的造成

身体伤害和财产损失的攻击ꎻ言语欺凌ꎬ是指欺凌

者通过口头言语形式对被欺凌者实施的诸如骂

人、讽刺、起侮辱性外号等形式的攻击ꎻ心理欺凌

也可以称为间接欺凌ꎬ是指欺凌者借助第三方对

被欺凌者实施的攻击ꎬ如造谣离间、社会排斥等ꎮ
２.校园欺凌的危害后果
如上所述ꎬ当前存在认为校园欺凌对欺凌主

体的影响会自然而然消失ꎬ因此可以对其放任不

管的观点ꎬ这种观点归根结底是没有认识校园欺

凌对欺凌者与被欺凌者的心理作用机制ꎬ这也是

校园欺凌在我国长期得不到关注与重视的重要原

因ꎮ 然而ꎬ国外多年的研究表明ꎬ校园欺凌对欺凌

者和被欺凌者的健康成长均会产生严重危害ꎬ尤
其是对两方心理造成即时的或者深远的影响ꎮ

首先ꎬ校园欺凌会严重危害被欺凌者的身心

健康ꎬ尤其是心理健康ꎮ 持续的具有压迫性的校

园欺凌会使被欺凌者对上学产生恐惧心理ꎬ他们

害怕面对校园里的欺凌者ꎬ因此会选择逃学ꎬ而且

校园欺凌会削弱被欺凌者的自信ꎬ使其在正常的

社会交往中无法顺利进行ꎬ被欺凌者会产生极度

的不安全感和不愉快感ꎬ严重的自我压抑的心理

状况会使被欺凌者产生轻生念头甚至实施自杀行

为ꎮ 据统计ꎬ英国每年至少有 １６ 名儿童是由于欺

凌直接导致自杀ꎮ[１１] 严重的心理问题亦会危害身

体健康ꎬ英国教育与技能部指出ꎬ欺凌更有可能给

小学生带来诸如睡眠烦躁、尿床、情绪低落和胃痛

等症状ꎮ[１２]

其次ꎬ校园欺凌对欺凌者和被欺凌者有更为

深远且严重的危害———同时增加欺凌者与被欺凌

者的反社会性ꎬ抑或“犯罪性”ꎮ 其本质可以概括

为适应社会不能ꎬ即行为人由于缺乏社会化的基

本能力或意识ꎬ导致无法以一种为社会所能接受

的方式主张与实现其利益ꎬ最终形成高度自我中

心和损人利己的行事风格ꎬ其直接后果往往是严

重侵害他人或者社会的重要利益ꎮ 简而言之ꎬ“犯
罪性”可以使人成为“潜在犯罪人”ꎮ 具体到校园

欺凌ꎬ欺凌者由于在少年儿童时期经常实施欺凌

行为ꎬ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矫正ꎬ这种欺凌行为常

常会延续到成年之后ꎻ而且ꎬ长期实施欺凌行为会

加剧欺凌者偏颇的价值观和消极的人生观ꎬ[１３]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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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其自我控制能力ꎬ使其更加以自我为中心ꎬ
从而增加其犯罪可能性ꎮ 而对于被欺凌者来说ꎬ
持续地和重复地被欺凌ꎬ会使被欺凌者在身心受

到创伤的同时ꎬ选择逃避回到自己经常被欺凌的

校园中ꎬ害怕与他人正常交往ꎬ难以融入社会ꎬ从
而使其无法在社会的逻辑框架内构建自己的人生

观与价值观ꎬ增强其反社会意识ꎬ进而增加其“犯
罪性”ꎮ

３.校园欺凌的主体具有特殊性
从上述有关校园欺凌的定义可知ꎬ校园欺凌

的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一般都是在校学生ꎬ而且校

园欺凌多发于中小学阶段ꎬ因此ꎬ这些学生大都是

未成年人ꎮ 正因如此ꎬ民众在看到极度恶劣的校

园欺凌事件时ꎬ才会呼吁我国«刑法»降低刑事责

任年龄ꎬ使欺凌者受到刑事惩罚ꎮ 对于民众愤慨

的情绪ꎬ可以理解ꎬ但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以下两

点:第一ꎬ从法律层面讲ꎬ大多数欺凌事件并不涉

嫌犯罪ꎬ仅仅只是达到违法程度ꎬ有些则只是违反

了校纪校规或者一般道德ꎻ第二ꎬ校园欺凌的涉事

主体一般是未成年人ꎬ对其行为的规制不能只寄

希望于法律ꎮ 之所以强调校园欺凌的主体大都是

未成年人ꎬ是因为未成年人在生理、心理方面与成

年人相比均具有特殊性ꎬ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国外

治理校园欺凌的措施ꎬ如建立反校园欺凌委员会ꎬ
收集校园欺凌发生的有关数据ꎬ为学校工作人员

提供反欺凌的培训ꎬ邀请家长参加反欺凌会议ꎬ开
设有关欺凌的教育课程ꎬ建立反欺凌的班级规则ꎬ
对一小组同伴帮助者进行欺凌干预技能的培训ꎬ
参加类似欺凌法庭这样一种以学校为基础的法律

程序等ꎬ[１４]从中便会发现ꎬ这些措施是建立在考虑

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基础之上的ꎬ其至少反映了

标签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这两个关于未成年人越

轨行为的经典理论ꎮ
标签理论认为个人的原发越轨如果遭到社会

成员ꎬ尤其是社会权威的强烈反应并被贴上偏见

性的社会符号(标签)ꎬ且行为人无力拒绝这一标

签的话ꎬ其行为将逐步固化为符合该标签的行为

预期ꎬ从而实施具有惯发性和重复趋势的继发性

越轨行为ꎮ 对于实施校园欺凌的未成年人ꎬ如果

在对其进行矫治的过程中ꎬ介入权威机关ꎬ或者随

意给他们贴上霸道、坏学生等带有偏见的标签ꎬ极
易使这些学生按照这样的标签行事ꎬ以致与矫治

校园欺凌的目标背道而驰ꎬ这也是国外在治理校

园欺凌时很少有国家机关或者社会组织介入的重

要原因ꎮ 标签理论提示我们在治理校园欺凌的过

程中务必掌握一个合适的“度”ꎮ 社会控制理论认

为ꎬ未成年人对父母、学校还有同辈朋友的依恋程

度越高ꎬ其实施越轨行为的概率就越低ꎮ 对学校

教师进行反欺凌技能的培训ꎬ加强学校与家长的

沟通ꎬ让双方都更加了解学生的情况ꎬ同时在大人

的领导下由同学组成陪审团对欺凌者进行审判ꎬ
不仅可以及时发现校园欺凌的存在ꎬ而且可以增

强欺凌主体对教师、家长和同学的信任与依恋ꎬ以
更有针对性地矫正欺凌者ꎬ同时使被欺凌者敞开

心扉ꎬ在教师、家长帮助下治疗心理创伤ꎮ
４.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之辨析
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是两个非常相近且容易

混淆的概念ꎬ对两者进行辨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理解校园欺凌的内涵与外延ꎮ 关于校园欺凌与

校园暴力两者之间的关系ꎬ上海政法学院姚建龙

教授认为校园暴力包括外侵型校园暴力、师源型

校园暴力、伤师型校园暴力以及校园欺凌四种ꎬ因
此ꎬ校园欺凌属于校园暴力的一种类型ꎮ 这四种

类型校园暴力的主要区别在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

差异性ꎮ[１５]除此之外ꎬ华中师范大学的向敏在其硕

士论文中认为校园欺凌是校园暴力范畴内一种特

别的暴力形式ꎬ二者为包含关系ꎮ 不是所有的校

园暴力都叫校园欺凌ꎬ但校园欺凌一定是校园暴

力ꎬ它主要研究的是学生之间的、力量不均的、具
有持续性与反复性的校园暴力ꎮ[１６]

上述研究之所以得出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是

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ꎬ是因为其在界定“暴力”这

一概念时ꎬ是从广义的立场出发ꎮ 对“暴力”的狭

义定义与广义定义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要将非武

力行为如语言暴力等纳入“暴力”行为的范围内ꎮ
１９９９ 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暴力”的定义即采用的狭

义的立场:“对自我、他人、某个群体或者某个社会

有意地威胁使用或实际使用体力或武力ꎬ其结果

是造成ꎬ或很可能造成伤害、死亡、心理创伤、畸形

或者剥夺ꎬ” [１７]即强调对他人的武力攻击ꎮ 对“暴
力”的广义定义则比如有些犯罪心理学家认为暴

力是意图制造他人身体上或心理上伤害的攻击行

为ꎬ这样的定义就可以容纳非武力行为ꎮ 姚建龙

教授就是采取的广义上的定义ꎮ 如果采取狭义上

的“暴力”概念ꎬ则显然无法将校园欺凌包含在校

园暴力的范畴内ꎬ但即使对“暴力”的定义采取广

义的立场ꎬ笔者认为也不可将校园欺凌归为校园

暴力的类型之一ꎮ 因为ꎬ尽管我们可以对一个现

象从广义上对其进行定义ꎬ但不能将其外延无限

制地扩大ꎬ否则将会偏离其核心内涵ꎮ 如姚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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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一方面同意对“暴力”进行广义界定ꎬ另一方

面又认为“这种对暴力的广义界定不能过分扩充ꎮ
作为一种折中性的立场ꎬ 我主张将在校园内发生

频率较高的语言暴力纳入校园暴力的范畴” [１８]ꎮ
因此ꎬ广义上的校园暴力也只能涵盖身体欺凌和

语言欺凌两种欺凌类型ꎬ而无法将诸如社会排斥

的心理欺凌包含进去ꎮ
退一步讲ꎬ如果校园欺凌是校园暴力的一种ꎬ

那么多年来对校园暴力的研究与治理应当同样适

用于校园欺凌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ꎬ否则学界不会

专门研究校园欺凌这一现象ꎬ国家也不会出台文

件专项治理校园欺凌ꎮ 因此ꎬ将校园欺凌从校园

暴力中剥离出来ꎬ是因为校园欺凌有其特殊性ꎮ
具有力量不均衡性与长期性的校园欺凌ꎬ与那些

偶发的和双方力量不相上下的校园暴力事件相

比ꎬ对被欺凌者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是有很大区别

的ꎬ这也是日本对校园欺凌的最新定义的角度由

欺凌者转换为被欺凌者的根本原因ꎬ即判断某一

事件是否属于校园欺凌ꎬ是以被害人的心理感受

为依据ꎮ 因此ꎬ与治理校园暴力不同的是ꎬ对校园

欺凌的治理不仅要关注行为人ꎬ对其进行惩罚或

者矫治ꎬ同时还要考虑受害人遭受的心理创伤ꎬ介
入心理辅导或治疗ꎬ使受害人得到及时有效的心

理救助ꎮ 如此ꎬ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全

面的保护ꎮ

三、结语

综上所述ꎬ校园欺凌的主体是学生ꎬ一般是未

成年人ꎬ其具有双方力量不均衡性、长期性或者重

复性、故意性等特点ꎬ欺凌的方式包括身体欺凌、
语言欺凌和心理欺凌ꎬ校园欺凌不仅会对被欺凌

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ꎬ而且对欺凌双方更

为潜在或者深远的影响是增加其犯罪性或者反社

会性ꎮ 校园欺凌的上述特性使得我们有必要将其

与校园暴力区分开来ꎬ并对其加以重视ꎬ一方面要

加强对欺凌者的社会控制ꎬ对其行为矫治ꎬ但另一

方面要切忌随意介入权威机关或者给欺凌者贴上

具有偏见性的标签ꎬ防止其按照特定标签的预期

行事ꎮ 同时ꎬ对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要及时给予心

理救助ꎬ保障其合法权益ꎮ 总之ꎬ对校园欺凌基本

概念的研究必须作为整个校园欺凌研究中的先行

研究ꎬ对后期研究须有指导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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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外群体对象及身体自尊水平对聋生元刻板印象的影响
∗

陈 友 庆　 胡 婷 婷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摘　 要] 　 设定了 ４ 种外群体对象ꎬ考察不同的外群体对象对聋生元刻板印象的影响ꎻ通过身体自我描述

问卷(ＰＳＤＱ)将聋生分成身体自尊高、中、低组ꎬ考察身体自尊对聋生元刻板印象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父母为听力

正常人的聋生比父母为聋人的聋生元刻板印象更积极ꎻ聋生对外群体为盲人比外群体为听力正常学生的元刻板

印象更积极ꎻ聋生对外群体为老师比外群体对象为听力正常学生的元刻板印象更积极ꎻ身体自尊中、高水平的聋

生的元刻板印象比身体自尊低水平的聋生元刻板印象更积极ꎮ 结论:外群体对象不同ꎬ聋生的元刻板印象也不

同ꎻ身体自尊低的聋生元刻板印象比较消极ꎮ
[关键词] 　 聋生ꎻ　 元刻板印象ꎻ　 外群体ꎻ　 身体自尊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４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２９－０７

一、引言

元刻板印象是指个体关于外群体成员对其所

属群体(内群体)所持刻板印象的信念ꎮ[１] 元刻板

印象是群际水平的ꎬ因此ꎬ元刻板印象可以理解为

个体关于外群体对内群体共有的看法和信念ꎮ 个

体的元刻板印象会因外群体对象的变化而变化ꎬ
这尤其在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身份群体间表现明

显ꎮ[２]此外ꎬ对于同一个外群体对象而言ꎬ不同情

境下的元刻板印象也有差异ꎮ
关于不同群体的元刻板印象有过很多研究ꎮ

例如ꎬ对高地位和优势群体[１]、生理上相互吸引的

男性和女性[３]、少数民族群体[４]、是否有宗教信仰

群体间[５] 和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国家群体

间[６]的元刻板印象都有过相应的研究ꎮ 但是ꎬ目
前对特殊人群元刻板印象的研究几乎为空白ꎮ

元刻板印象与自我概念或自尊有很强的联

系ꎮ 当内群体成员预测到被外群体积极评价时ꎬ

可以提高内群体成员的自尊ꎻ若是预测到消极评

价ꎬ则对其自尊产生消极影响ꎮ[１] 低自尊者由于对

接纳的长期需要ꎬ更倾向于主观猜测他人对自己

的态度ꎬ且认为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是消极的ꎮ[７] 身

体自尊是自尊的一个具体方面ꎬ包括身体自我价

值感和身体各方面的满意感ꎬ涉及个体的认知过

程、情感过程和评价过程ꎮ[８]

聋生虽然听力丧失ꎬ但他们身体的各项机能

发展与正常人无异ꎮ 对聋中学生的研究发现ꎬ在
身体整体、矮、瘦、胖、相貌等维度上ꎬ聋生的满意

度均显著低于正常学生ꎮ[９] 聋中学生负面身体自

我与自我价值感总分在整体、相貌维度呈显著负

相关ꎮ[１０]聋中学生的身体自尊在健康、胖瘦、整体

自尊维度上明显低于普通中学生ꎮ[１１]由此可见ꎬ聋
生的“聋”在身体自我上有一定泛化ꎮ 那么ꎬ聋生

的自尊水平与元刻板印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本研究的对象为寄宿聋校的聋高中生ꎬ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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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而言ꎬ典型的外群体对象是听力正常学生(年龄

相仿ꎬ生理心理发育状况接近)ꎬ其他特殊群体(如
盲人ꎬ也有一定生理缺陷)ꎬ老师(寄宿聋生的重要

交流对象)ꎬ父母(重要他人)等ꎮ 为此ꎬ本研究选

取上述 ４ 种群体作为聋生的外群体对象ꎬ以考察面

对不同的外群体对象时聋生元刻板印象的差异ꎮ

二、方法

１.元刻板印象问卷的编制

(１) 理论基础

刻板内容模型认为ꎬ人们依据热情维度(容

忍、温暖、和蔼、真诚等)和能力维度(能力、信心、
独立、竞争力、智商等) 对群体成员进行整体评

估ꎮ[１２]本研究的元刻板印象问卷编制将依据这一

刻板内容模型进行ꎮ
(２) 词汇来源

分为 ３ 种渠道:一是采用半开放式问卷ꎬ要求

听力正常学生被试(为安徽省某中学高一学生 ８０
名ꎬ其中男生 ３６ 名ꎬ女生 ４４ 名)和聋初中生(为江

苏省某聋人学校初二学生 ２７ 名ꎬ其中男生 １３ 名ꎬ
女生 １４ 名)进行书面描述:１５—１８ 岁青少年具有

哪些特征(主要依照人的心理品质方面ꎬ即思维方

式、认知特点、情绪、能力、性格、人际交往、行动力

等内容)ꎬ１５—１８ 岁聋生具有哪些特征ꎻ二是采用

半开放式问卷ꎬ请上述普通中学和聋校的 ６ 位班主

任老师分别描述 １５—１８ 岁青少年和聋生的特征ꎻ
三是根据«１６ｐｆ 人格评定量表»及已有的人格特质

研究ꎬ选用其中的相关词汇ꎮ
(３)选词标准

首先ꎬ合并收集来的词汇ꎬ将意义相近或相同

的词汇合并ꎬ并记录出现的次数ꎻ其次ꎬ删除“还
好”“不了解”等非元刻板印象描述词汇ꎻ最后ꎬ将
选中的词汇分成积极、消极两类ꎬ并根据词汇意义

组合成互为反义词的积极—消极词对ꎬ分别挑选

出出现次数在前 ２０ 位的能力维度的积极—消极词

对和热情维度的积极—消极词对ꎮ 选出出现次数

排在前 ２０ 位的词对ꎬ一是根据前人的研究经验ꎻ二
是本研究收集到的词汇ꎬ在合并及删除部分不合

格词汇后ꎬ剩余的词对就在 ２０ 个左右了ꎮ 为了尽

量利用词对ꎬ本研究就选取了最接近上限的前 ２０
对词汇来开展研究ꎮ

(４) 词汇评定

邀请 ３０ 名心理学研究生对上述 ４０ 个积极—
消极词对进行 １—４ 分等级评定ꎮ 打 １ 分表示此词

对完全不适合用来评判聋青少年ꎬ打 ２ 分表示部分

不适合ꎬ打 ３ 分表示部分适合ꎬ打 ４ 分表示此词对

完全适合用来评判聋青少年ꎬ由此可见ꎬ打分大于

等于 ３ 表示评定者认为此词对(部分)适合用来评

判聋青少年ꎮ 根据评定结果ꎬ选出平均分在 ３ 分

(即“部分适合”)以上的词对作为元刻板印象词

汇ꎬ共 １９ 个词对ꎬ其中 １１ 对能力维度词对ꎬ８ 对热

情维度词对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１９ 个元刻板印象词对平均数与标准差(Ｍ±ＳＤ)

元刻板印象词对 Ｍ±ＳＤ 元刻板印象词对 Ｍ±ＳＤ

冷静—冲动 ３.２３±０.６７ 外向—内向 ３.１７±０.４６

自信—自卑 ３.６０±０.５６ 热情—冷漠 ３.３０±０.５９

乐群—孤僻 ３.５３±０.６２ 坚强—软弱 ３.４０±０.６７

能干—无能 ３.４０±０.６８ 积极—消极 ３.３３±０.５５

友好—敌对 ３.３３±０.７１ 灵活—呆板 ３.２７±０.７４

主动—被动 ３.３０±０.７５ 聪明—愚笨 ３.４３±０.５０

勤劳—懒惰 ３.１７±０.８７ 勇敢—胆怯 ３.４７±０.５１

真诚—伪善 ３.４０±０.５６ 漂亮—丑陋 ３.２７±０.５８

进取—退缩 ３.３３±０.７１ 善良—邪恶 ３.４０±０.６７

团结—松散 ３.４０±０.７７

—０３—



　 　 (５)元刻板印象问卷形成

将 １９ 个词对编制成语义差别量表形式的元

刻板印象问卷ꎬ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各放在两边ꎬ
中间设置了 １—７ 的等级ꎮ

(６)信、效度分析

对上述 １９ 对形容词词对进行一致性信度检

验ꎬ３０ 名心理学研究生对元刻板印象形容词词对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０.７１ꎬ表明元刻板印象问

卷的信度水平可接受ꎮ
效度一般分为内容效度、构想效度和校标关

联效度ꎮ 内容效度是指测验在测验目标所界定的

内容或行为范围内取样的代表性或适当性ꎮ[１３] 内

容效度难以量化ꎬ其确定主要依赖两个方面:是否

有明确的内容范围ꎬ是否具有代表性的取样ꎮ 本

研究编制的元刻板印象问卷适用于考察其内容效

度ꎮ 由于元刻板印象问卷的理论来源是刻板印象

内容模型ꎬ有明确的维度与实证验证ꎬ元刻板印象

问卷中的评定词汇ꎬ有部分来源于人格特质问卷

１６ｐｆ(该问卷有较高的信效度并被广泛运用)ꎬ有
部分来自开放问卷ꎬ因此ꎬ取样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ꎮ 同时ꎬ最终的问卷是由 ３０ 名专业人士进行等

级评定后确定的ꎮ 因此ꎬ元刻板印象问卷的内容

效度较高ꎮ

２.被试

被试为南京市一所聋人学校的聋高中生ꎮ 发

放问卷 １６１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４９ 份ꎬ回收率 ９３％ꎮ
１４９ 人中ꎬ男生 ８８ 人ꎬ女生 ６１ 人ꎻ父母为听力正常

人(即正常人家庭)的聋生 ３５ 人ꎬ父母至少有一人

为聋人(聋人家庭)的聋生 １１４ 人ꎻ高一 ７６ 人ꎬ高
三 ７３ 人ꎻ平均年龄 １８.７ 岁ꎮ 被试均为自愿参加本

实验且之前没有参加过类似实验ꎬ实验后可获得

小礼物ꎮ

３. 实验材料

(１)身体自我描述问卷(ＰＳＤＱ)
该问卷是由 Ｍａｒｓｈ 和 Ｓｈａｖｅｌｓｏｎ 依据自尊模

型中身体自尊的表现编制的ꎮ[１４]该问卷分为 １１ 个

分量表ꎬ包括力量、活动性、耐力、运动能力、协调

性、健康、相貌、胖瘦、柔韧性及身体自尊、整体自

尊等ꎬ共 ７０ 个项目ꎬ本研究采用 １—５ 记分ꎬ得分越

高表示身体自尊水平越高ꎮ 该问卷各个分量表及

总量表的 α 系数均在 ０.６５ 以上ꎮ 有研究表明该问

卷对聋高中生有一定适用性ꎮ[１１]

(２)４ 种外群体对象的特征描述及评价情境

参考 Ｇｏｒｄｉｊｎ 的研究范式[１５]ꎬ编制了聋生的 ４
种外群体对象(盲人、听力正常学生、父母、老师)
的特征及图片ꎬ并假设他们将对聋生填答身体自

我描述问卷后会利用元刻板印象问卷来对聋生进

行评价(注:４ 种外群体对象的元刻板印象问卷是

相同的)ꎮ
(３) 自编的元刻板印象问卷

测量聋生对 ４ 种外群体成员的元刻板印象ꎮ
在具体施测时ꎬ为防止被试回答的顺序效应ꎬ半数

被试拿到的问卷将积极词汇放在左侧ꎬ消极词汇

放在右侧ꎻ另半数被试拿到的问卷两类词汇的位

置则相反ꎮ 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之间分为 ７ 级ꎬ要
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判断在由左到右 １—７ 的数字上

勾选一个数字ꎮ
(４) 实验设计

４(外群体对象:听力正常学生、盲人、老师、父
母)×３(身体自尊:高、中、低)的二因素组间实验设

计ꎮ 外群体对象和身体自尊均为组间变量ꎬ因变

量为元刻板印象问卷得分ꎮ 实验时ꎬ由聋校老师

手语指导学生理解问卷内容ꎮ
(５)统计分析

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ꎮ
在统计分析时ꎬ将消极词汇排在右侧的元刻板

印象问卷反向计分ꎬ这样ꎬ元刻板印象问卷的得

分 １ 为最消极ꎬ７ 为最积极ꎬ皆是得分越高ꎬ表示

越积极ꎮ

三、结果

　 　 １. 来自不同家庭的聋生元刻板印象

差异

来自聋人家庭聋生(ｎ ＝ ３５)的元刻板印象均

分为 ４.２４±０.６９ꎬ来自正常人家庭聋生(ｎ ＝ １１４)的
元刻板印象均分为 ４.８８±０.７７ꎬ两者的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为:ｔ＝ ４.４０ꎬｐ<０.０１ꎬ效果量 ｄ ＝ ０.９２ꎬ表明

变量间关系较强ꎮ 可见ꎬ来自正常人家庭的聋生

的元刻板印象(即认为外群体对他们的印象)显著

好于来自聋人家庭的聋生ꎮ

　 　 ２.不同外群体对象组聋生的元刻板印象

差异

聋生针对不同外群体的元刻板印象得分情况

及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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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外群体对象组聋生的元刻板印象得分及差异

(Ｍ±ＳＤ)

外群体对象 元刻板印象得分 Ｆ(３ꎬ１４８)

盲人(ｎ＝ ３６) ４.８３±０.７８

听力正常学生

(ｎ＝ ３８)
４.４４±０.７１

３.４２∗

(ηｐ
２ ＝ ０.０７)

老师(ｎ＝ ４０) ４.９８±０.７２

父母(ｎ＝ ３５) ４.６６±０.９２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ꎬ后同

　 　 由表 ２ 可见ꎬ聋生针对不同外群体元刻板印象

得分皆大于中间值 ４ꎬ但小于 ５ꎬ这表明聋生认为外

群体对他们的看法是比较积极的ꎮ
方差分析表明ꎬ不同外群体得分的主效应显

著ꎮ 事后比较(ＬＳＤ 法)发现ꎬ外群体为盲人显著

高于听力正常学生(ｐ<０.０５)ꎬ外群体为老师显著

高于听力正常学生(ｐ<０.０１)ꎮ 对元刻板印象问卷

各个条目的分析得知ꎬ聋生认为听力正常学生认

为聋生在冲动—冷静、内向—外向、自卑—自信这

３ 个条目上的得分小于中间值 ４ 分ꎬ即聋生认为听

力正常学生认为他们比较冲动、内向、自卑ꎮ

　 　 ３. 不同外群体对象组聋人的身体自尊

差异

不同外群体对象组聋生的身体自尊得分情况

及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外群体对象下聋生身体自尊得分(Ｍ±ＳＤ)

外群体对象 身体自尊得分 Ｆ(３ꎬ１４８)

盲人(ｎ＝ ３６) ３.０７±０.５１

听力正常学生

(ｎ＝ ３８)
３.１２±０.４５

０.２２

(ω２ ＝ ０.０２)

老师(ｎ＝ ４０) ３.１０±０.３２

父母(ｎ＝ ３５) ３.１５±０.４１

总计(ｎ＝ １４９) ３.１１±０.４２

　 　 由表 ３ 可见ꎬ聋生身体自尊平均分为 ３ 分左右

(注:身体自尊问卷采用 １—５ 计分)ꎬ但小于 ４ 分ꎬ
表明聋生身体自尊处于一般水平ꎻ不同外群体对

象组的身体自尊得分差异不显著ꎬｐ>０.０５ꎮ

　 　 ４.身体自尊对不同外群体下聋生元刻板

印象的影响

根据聋生填答身体自我描述问卷的情况ꎬ将
其分为 ３ 组:低身体自尊组(得分由小到大排前

２７％ꎻｎ＝ ４０ꎻ身体自尊均值为 ２.６１±０.１７)、中身体

自尊组(得分排名居中ꎻｎ ＝ ６９ꎻ身体自尊均值为

３.０８±０.１４)和高身体自尊组(得分排后 ２７％ꎻｎ ＝

４０ꎻ身体自尊均值为 ３.６６±０.２５)ꎮ
以 ４(外群体对象:盲人ꎬ听力正常学生ꎬ老

师ꎬ父母)×３(身体自尊组:高ꎬ中ꎬ低)为自变量ꎬ以
元刻板印象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不同外群体对象主效应显著ꎬＦ(３ꎬ１３７)＝

３.４８ꎬｐ<０.０５ꎬηｐ
２ ＝ ０.０７ꎻ身体自尊主效应显著ꎬＦ

(２ꎬ１３７)＝ １０.２２ꎬｐ<０.００１ꎬηｐ
２ ＝ ０.１３ꎻ外群体对象

与身体自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ꎬＦ(６ꎬ１３７)＝ １.０４ꎬ
ｐ>０.０５ꎮ

有关不同外群体对象的事后比较已在前文进

行了分析ꎬ此处不再赘述ꎮ
有关身体自尊的事后比较(ＬＳＤ)发现ꎬ低自

尊组的元刻板印象均分(４.３１±０.１２)分别显著低于

中等自尊组(４.７８±０.０９)和高自尊组均分(５.０５±
０.１２)ꎬｐ<０.０１ꎬ后两组之间差异不显著ꎮ 即身体自

尊低的聋生ꎬ其元刻板印象也差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身体自尊低组聋生在以下

词对的元刻板印象得分皆显著低于身体自尊中组

和高组ꎮ 这些词对是:自卑—自信ꎬＦ(２ꎬ１４８)＝ ７.０２ꎬ
ｐ<０.０１ꎬηｐ

２ ＝ ０.０９ꎻ软弱—坚强ꎬＦ(２ꎬ１４８) ＝ ７.５８ꎬ

ｐ<０.０１ꎬηｐ
２ ＝ ０.０９ꎻ消极—积极ꎬＦ(２ꎬ１４８) ＝ ６.１８ꎬ

ｐ<０.０１ꎬηｐ
２ ＝ ０.０８ꎻ愚笨—聪明ꎬＦ(２ꎬ１４８) ＝ ７.７０ꎬ

ｐ<０.０１ꎬηｐ
２ ＝ ０.０９ꎻ胆怯—勇敢ꎬＦ(２ꎬ１４８) ＝ ７.７０ꎬ

ｐ<０.０１ꎬηｐ
２ ＝ ０.０９ꎻ伪善—真诚ꎬＦ(２ꎬ１４８) ＝ ６.９０ꎬ

ｐ<０.０１ꎬηｐ
２ ＝ ０.０９ꎻ松散—团结ꎬＦ(２ꎬ１４８) ＝ ５.２６ꎬ

ｐ<０.０１ꎬηｐ
２ ＝ ０.０７ꎮ

四、 讨论

　 　 １. 父母听力状况对聋生元刻板印象的

影响

本研究发现ꎬ父母为听力正常者的聋生所形

成的元刻板印象显著好于父母为聋人的聋生ꎮ 在

聋生的成长过程中ꎬ父母是最主要的重要他人ꎬ对
聋生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ꎮ 关于父母听力状况

与聋生心理发展的关系有众多研究ꎬ例如 Ｔｅｒｅｓａ
认为ꎬ父母为聋人的聋生的自尊发展水平要显著

高于父母是听力正常者ꎮ 因为出生于聋人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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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孩子从小就熟悉聋人世界ꎬ在聋人社会中行为

思想自如ꎬ他们的聋人父母不仅仅与他们沟通自

如ꎬ而且会成为他们认同的榜样ꎬ能比较完整传达

文化、社会的知识和规则ꎬ对聋文化的内容通常持

有正面的积极的态度ꎬ促使他们更好地社会化ꎮ[１６]

但也有观点认为ꎬ聋人家长难以确保他们对聋人

文化有积极的态度ꎮ 对于本研究的结果ꎬ我们认

为ꎬ元刻板印象是聋生对外群体如何看待他们的

一种猜测ꎮ 对父母为聋人的聋生来说ꎬ他们从小

熟悉聋人世界ꎬ聋人父母也会给予他们或正确或

片面的社会、文化、规则、态度教育ꎬ他们有更多的

聋人身份认同ꎬ在群体内就可以满足一定的社会

需求ꎮ 群际接触理论认为ꎬ群际接触为获得新信

息和澄清群际错误信息提供机会ꎮ[１７] 这意味着父

母为聋人的聋生在社会行为中较少与外界接触ꎬ
也较少获得外界的接触反馈ꎬ可能更倾向于消极

猜测外群体对他们的看法ꎮ 对父母为听力正常者

的聋生来说ꎬ其父母有两种外群体身份:父母ꎬ听
力正常者群体ꎮ 因此ꎬ聋生与父母的交流过程不

仅是一种亲子交流ꎬ也开启了聋生与外界听力正

常群体交流的大门ꎮ 在这种较多交流与反馈中ꎬ
聋生不断形成对外界的印象ꎬ也能够更准确积极

地预测外界对他们的看法ꎮ

　 　 ２.不同外群体对象对聋生元刻板印象的

影响

本研究发现ꎬ聋生认为外群体对他们的元刻

板印象是比较积极的ꎮ 这与前人关于元刻板印象

大多是消极的观点不一致ꎮ[１８]有研究者认为ꎬ元刻

板印象的积极性取决于两个群体之间以往的关

系ꎬ如果两个群体之间存在长期的竞争ꎬ或历史上

有过冲突ꎬ那么元刻板印象主要是消极的ꎮ[１９]在我

国ꎬ聋生以弱者的身份存在于社会ꎬ家长、学校和

其他外群体会给予他们更多鼓励、支持、包容与关

爱ꎬ引导他们更加积极、自信ꎬ这使得聋生感受到

外群体对他们的好感ꎮ 此外ꎬ聋中学生长时间寄

宿在学校里ꎬ家长、老师都致力于给他们建造安全

的堡垒ꎬ聋生没有太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ꎬ也较少

了解外界的争议与评判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针对不同的外群体对象ꎬ聋生

的元刻板印象也不同ꎮ 聋生认为盲人及老师对他

们的元刻板印象显著好于听力正常学生对他们的

元刻板印象ꎮ 这验证了前人关于元刻板印象因外

群体对象而变化的观点ꎮ[１] 盲人与聋人有一定相

似之处ꎬ两者在生理上都有缺陷ꎬ无法完整地感知

世界和他人ꎮ 人际吸引相似性原则认为ꎬ陌生人

与群体之间的相似性越大ꎬ相互喜欢的可能性越

大ꎮ 此外ꎬ从“聋”的角度来看ꎬ“盲”是另一个“同
病相怜”的群体ꎻ从“残疾”的角度出发ꎬ他们是同

一个群体ꎬ都尽量抵抗生理的缺陷ꎬ尽最大能力认

识世界并适应社会ꎮ 二者的群际接触满足最佳群

际接触的关键条件ꎬ即平等的地位、共同的目标

(尽量抵抗生理的缺陷ꎬ尽最大能力认识世界并适

应社会)ꎬ甚至在社会生存中有一定依存关系ꎬ这
就导致聋生认为盲人对他们的元刻板印象相对

较好ꎮ
对寄宿聋生来说ꎬ老师与聋生的关系不仅是

普通的师生关系ꎬ更是除同伴外聋生最多的交流

对象ꎮ 聋生跟着老师学习ꎬ对知识的汲取提高了

其成就感和自信心ꎬ他们逐渐获得问题解决能力

和创造力ꎬ满足了其自我实现的需要ꎮ 老师尊重

聋生的人格ꎬ接纳他们独特的个性ꎬ还创造良好的

环境和条件让他们充分发展自己ꎬ这有效地满足

了聋生的尊重需要ꎮ 聋生由于其生理特性和言语

缺陷ꎬ使得其对老师产生更多依赖感和信任感ꎬ这
也满足了聋生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以及情感和

归属的需要ꎮ 基于此ꎬ老师在与聋生的互动中满

足了聋生的各种需要ꎬ这使得聋生更倾向于积极

地知觉老师ꎮ
听力正常中学生与聋中学生处于相同的心理

发展阶段ꎮ 客观不能抗拒的原因却将此青少年群

体划分成多数群体(听力正常学生)与少数群体

(聋生)ꎮ 对多数、少数群体的研究发现ꎬ在群际接

触中ꎬ双方对来自外群体的评价有不同预期ꎮ[２０]多

数群体成员认为自身处于较高位置ꎬ为了体现社

会公平ꎬ会考虑避免表现出对少数群体成员的歧

视ꎻ相反ꎬ少数群体成员由于对自身地位的敏感性

可能更关注和反抗来自多数群体成员的歧视ꎬ因
为被歧视意味着低地位ꎮ 多数群体成员基于自身

的信念和价值体系形成群际态度ꎬ少数群体成员

则基于来自多数群体偏见的预期形成群际态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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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属于少数群体的聋生来说ꎬ言语交流的障碍、非
正常学校就读、自身的闭塞及对安全的考虑ꎬ使他

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听力正常学生交流的机会极

少ꎮ 在较少的交流中ꎬ聋生对来自多数群体(听力

正常学生)的消极反馈也更敏感ꎬ影响他们对外群

体的信息加工ꎬ并产生注意偏向ꎬ激活对消极信息

的关注并消极刻板化ꎬ从而也相对消极地预期多

数群体对内群体的元刻板印象ꎮ

　 　 ３.身体自尊对聋生元刻板印象的影响

本研究中ꎬ聋生身体自尊处于一般水平ꎬ表明

聋生对自我身体的各方面感知一般ꎬ对身体的满

意度不高ꎮ 自尊的符号互动论认为ꎬ个体观察社

会中主要人物的观点、态度和行为ꎬ内化为自己的

态度并表达出来ꎬ自尊主要来源于个体与社会融

合过程中他人的评价ꎮ[２１] 聋生在成长、发展过程

中ꎬ难免会因交流障碍而沮丧、失落ꎬ也难免会感

受到他人因交流不畅带来的消极情绪ꎮ 聋高中生

因处于特定的年龄阶段ꎬ身体迅速发育、自我意识

及性意识的觉醒ꎬ都让他们对身体更加关注ꎬ对身

体有更多的不满意感ꎮ
本研究分析ꎬ不同身体自尊水平的聋生元刻

板印象也不同ꎬ低身体自尊聋生的元刻板印象显

著低于中等身体自尊和高身体自尊聋生ꎮ 有研究

者认为ꎬ自尊结构包含 ４ 个主要因素ꎬ其一是权力ꎬ
即个体影响和控制自己与他人生活的程度ꎮ[２２] 身

体自尊低的聋生认为自己不如他人ꎬ看不到自身

价值ꎬ也无法掌控自己和他人ꎬ他们的权力感较

低ꎬ因此更倾向于预测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所在群

体ꎬ[２３]也更容易激活对他人的元刻板印象ꎮ 同时ꎬ
身体自尊低的个体ꎬ对自己身体各项机能的满意

度也相对较低ꎬ有较多的消极情绪ꎬ他们更容易关

注事情的消极后果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ꎬ往往假定

自己不被他人所接受ꎮ 有关注意偏向的研究发

现ꎬ低自尊的人更容易知觉到外部的拒绝性信息ꎬ
也更倾向于将别人的行为知觉为拒绝ꎮ[２４] 身体自

尊较低的聋生的行为反应、认知态度相对消极ꎬ他
们也会对自我刻板印象的正确性与元刻板的关系

产生质疑ꎬ他们较难确定是否确实存在某些元刻

板印象ꎬ抑或是那些特质是外群体加给他们的ꎬ这
对他们来说是个威胁ꎬ也更倾向于消极预测他人

对自己的元刻板印象ꎮ 而对身体自尊较高的聋生

来说ꎬ他们对身体有更强的自信ꎬ对身体的感知更

积极ꎬ能看到自身的价值ꎬ在群际中也更能相信自

己能够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ꎬ倾向于对信息进行

积极加工ꎮ 在预测他人对自身的元刻板印象时ꎬ
也更倾向于看到自身的优点ꎬ有极大的信心认为

他人也这样看待ꎮ
本研究发现ꎬ身体自尊低的聋生认为外群体

对他们的元刻板印象在自卑—自信、软弱—坚强、
消极—积极、愚笨—聪明、胆怯—勇敢等能力维度

以及伪善—真诚、松散—团结等热情维度上评价

消极ꎮ 这表明聋生因为听觉障碍ꎬ认为外界会更

多关注他们的能力ꎬ对此的评判更消极ꎮ

五、 结论

本研究发现ꎬ来自正常人家庭的聋生比来自

聋人家庭的聋生的元刻板印象更积极ꎻ外群体对

象不同ꎬ聋生形成的元刻板印象也不同ꎻ身体自尊

低的聋生的元刻板印象也消极ꎮ

[ 参 考 文 献 ]

[１]ＶＯＲＡＵＥＲ Ｊ Ｄꎬ ＭＡＩＮ Ｋ Ｊꎬ Ｏ’ ＣＯＮＮＥＬＬ Ｇ Ｂ.

Ｈｏｗ ｄ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ｏ ｂｅ ｖｉｅｗｅｄ ｂ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

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８ꎬ ７５(４): ９１７－９３７.

[２] ＧＯＲＤＩＪＮ Ｅꎬ ＦＩＮＣＨＩＬＥＳＣＵ Ｇꎬ ＢＲＩＸ Ｌ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ａｎｔｉｃｉ￣

ｐａｔｅｄ ａｆｆｅｃｔ: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 Ｊ ].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０８ꎬ ３８(４):

５８９－６０１.

[３] ＭＡＲＣＵＳ Ｄ Ｋꎬ ＭＩＬＬＥＲ Ｒ Ｓ. Ｓｅ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９(３): ３２５－３３５.

[４]ＫＬＥＩＮ Ｏꎬ ＰＯＨＬ Ｓꎬ ＮＤＡＧＩＪＩＭＡＮＡ Ｃ.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ｉｎｔｅｌ￣

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ｅｓ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４１(５): ４５３－ ４６８.

[５] ＳＡＲＯＧＬＯＵ Ｖꎬ ＹＺＥＲＢＹＴ Ｖꎬ ＫＡＳＣＨＴＥＮ Ｃ.

Ｍｅｔ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Ｖｉｅｗ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Ｂｅｌｉｅｖｅ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４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１

(６): ４８４－４９８.

[６] ＹＺＥＲＢＹＴ Ｖ Ｙꎬ ＰＲＯＶＯＳＴ Ｖꎬ ＣＯＲＮＥＩＬＬＥ Ｏ.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 ｂｕｔ ｗａｒｍ... Ｒｅ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 Ｊ ].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０５ꎬ ８

(３): ２９１－３０８.

[７] ＭＵＲＲＡＹ Ｓ Ｌꎬ ＲＯＳＥ Ｐꎬ ＢＥＬＬＶＩＡ Ｇ Ｍꎬ ｅｔ ａｌ.

Ｗｈｅｎ 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ｉｎｇｓ: Ｈｏｗ ｓｅｌｆ－ ｅｓｔｅ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２ꎬ ８３(３):

５５６－５７３.

[８]白雪苹. 身体自尊的研究回顾与展望[Ｊ]. 山西

财经大学学报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４(３): ２５３－２５５.

[９]邵义萍ꎬ 陈红. 聋哑中学生 ３２４ 名负面身体自我

状况调查[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１(８): ９９１－９９４.

[１０]邵义萍. 聋哑中学生自我价值感特点及其与负

面身体自我的关系 [ Ｊ].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５(４): ７８－８２.

[１１]王志鹏. 聋哑青少年学生身体自尊的调查研究

[Ｊ].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ꎬ ２００８ꎬ ３１(１０): １４１１－１４１５.

[１２]ＦＩＳＫＥ Ｓ Ｔꎬ ＣＵＤＤＹ Ａ Ｊ Ｃꎬ ＧＬＩＣＫ Ｐꎬ ｅｔ ａｌ.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ｆｔｅｎ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

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ｍ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２ꎬ ８２(６): ８７８－９０２.

[１３]阴国恩. 心理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Ｍ].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１６８－１６９.

[１４]ＭＡＲＳＨ Ｈ Ｗꎬ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Ｇ Ｅꎬ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Ｓ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Ｄｅｓｃｉｐ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Ｐｓｙｃｈｏ￣

ｍｅｔｒ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 Ｍｕｌｔｉｔｒａｉｔ －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ｈｏｄ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ｘｓｉ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 ＆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４ꎬ １６

(３): ２７０－３０５.

[１５] ＧＯＲＤＩＪＮ Ｅ Ｈ. Ｗｈｅ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ａｒｅ ｆ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ｙｏｕ ｆｅｌｌ ｗｏｒｔｈｌｅｓ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ｗｈｅｎ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Ｊ].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８(１): ２０－３９.

[１６] ＴＥＲＥＳＡ Ｖ Ｃ. Ｓｅｌｆ － Ｅｓｔｅｅｍ Ｓｃｏｒ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ｅａ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ａ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ａ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３ꎬ

８(２): ３５－４６.

[１７]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 Ｔ Ｆꎬ ＴＲＯＰＰ Ｌ Ｒ.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ｔｅｓ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６ꎬ ９０(５):

７５１－７８３.

[１８]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 Ｊ Ｈꎬ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Ｎꎬ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Ｒ Ｍ.Ｍｅｔ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ｓｅｅ￣

ｋｉｎｇ: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ｅｔａ －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ｈｅｌｐ －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３(５): ３６３－３７２.

[１９]贺雯. 元刻板印象及其作用:基于不同社会阶层

的分析[Ｄ].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ꎬ２００９.

[２０] ＳＨＥＬＴＯＮ Ｊ Ｎ.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Ｊ].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０３ꎬ ６(２): １７１－１８５.

[２１]ＭＥＡＤ Ｇ Ｈ. Ｍｉｎｄꎬ ｓｅｌｆ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４:１３５－２２６.

[２２]ＣＯＯＰＥＲＳＭＩＴＨ Ｓ.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Ｍ].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Ｆｒｅｅｍａｎꎬ １９６７:４－５.

[２３]ＧＡＬＩＮＳＫＹ Ａ Ｄꎬ ＭＡＧＥＥ Ｊ Ｃꎬ ＩＮＥＳＩ Ｍ Ｅꎬ ｅｔ 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ｎｏｔ ｔａｋｅｎ[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６ꎬ １７(１２): １０６８－１０７４.

[２４]ＤＡＮＤＥＮＥＡＵ Ｓ Ｄꎬ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Ｍ Ｗ. Ｔｈｅ ｂ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ｕｌ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９ꎬ ３４

(１): ４２－５０.

(责任编辑　 师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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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疗模式整合的基础与趋势

姚　 峰１ꎬ２

(１.同济大学人文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ꎻ
２.安徽警官职业学院警察系ꎬ 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摘　 要] 　 家庭治疗产生以后ꎬ形成了策略模型、结构模型、代际模型等多种治疗模型ꎮ 为了分析家庭治疗

模式整合的基础和发展趋势ꎬ将家庭治疗各个模式共同的认识论基础、理论和实践基础以及面对的挑战做一个分

析ꎬ并结合家庭治疗模式整合的必要性和趋势的分析ꎬ得出结论:家庭治疗各个模式尽管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技

术方法ꎬ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ꎻ从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来看ꎬ家庭治疗的整合模式在临床和本土化研究中也更

加具有优势ꎮ
　 　 [关键词] 　 家庭治疗ꎻ　 整合ꎻ　 认识论ꎻ　 理论基础ꎻ　 整合趋势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５.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３６－０５

　 　 传 统 的 家 庭 治 疗 模 型 主 要 有 哈 利 ( Ｊａｙ
Ｈａｌｅｙ)、贝特森(ＢａｔｅｓｏｎꎬＧ.)及杰克森(Ｊａｃｋｓｏｎ)等
的策略模型ꎬ鲍温(ＢｏｗｅｎꎬＭ.)的代际模型ꎬ米纽庆

(ＭｉｎｕｃｈｉｎꎬＳ.)的结构模型等ꎮ[１] 经过几十年的发

展ꎬ这些模型趋于整合ꎮ 本文对家庭治疗模式整

合的基础做一个分析ꎬ主要是共同的哲学认识论、
共同的理论和技术等ꎬ并对整合的趋势做一个

分析ꎮ
　 　 一、家庭治疗模式整合的认识论基础

认识论的转变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不同的世

界ꎬ透过不同的认识论的框架来观察世界ꎬ一个另

类世界终将显现ꎮ 应该说ꎬ家庭治疗的真正发展

还得益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理论等认识论方

面的发展ꎮ[２]１９７８ 年ꎬ斯卢兹科(Ｓｌｕｚｋｉ)就曾指出ꎬ
家 庭 治 疗 是 行 为 科 学 上 主 要 的 认 识 论 革

命ꎮ[３](Ｐ.３６６)积极心理治疗大师佩塞施基安也认为ꎬ
家庭治疗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方法ꎬ而不仅仅是治

疗手段ꎮ[４](Ｐ.７)

　 　 １.系统论及其对家庭治疗的影响
(１)系统论的提出ꎮ 系统论最早由生物学家

贝特朗菲(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提出ꎮ 他认为ꎬ系统大于部

分的总和、系统内部有互动、人类系统是个生态有

机体、信念和价值的生态重要性等观念影响着家

庭治疗ꎮ[５](ＰＰ.３８８－４０４) 贝特朗菲认为ꎬ有机体的不同

的部分必须在整个系统的功能中才能被理解ꎬ系
统是自律的整体ꎬ系统内各部分会整合为一个整

体ꎬ若系统内有不良因素存在ꎬ此系统会自己朝着

更完善的方向努力ꎬ 使不良因素减除其影响

力ꎮ[６](Ｐ.１５８)因此ꎬ与其说系统论是一种理论ꎬ不如

说它是一种思考方式ꎮ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ꎬ
系统论的思维模式很快被家庭治疗的创立者所吸

收ꎬ并产生了很多对家庭治疗有重要影响的概念ꎮ
(２)对家庭治疗的影响ꎮ 其一ꎬ关注家庭整

体ꎮ 家庭治疗学家贝特森(ＢａｔｅｓｏｎꎬＧ.)和他的同

事们将系统论应用于家庭ꎬ他们认为家庭不仅是

个人的相加而是一个关系网络ꎬ如果要理解孩子

的行为ꎬ就必须理解他的家庭ꎮ[５](ＰＰ.３８８－４０４) 贝特森

(ＢａｔｅｓｏｎꎬＧ.)认为家庭应该被看成一个有机体ꎬ家
庭治疗师应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家庭成员的相互关

系而非个人身上ꎬ家庭系统内的关系模式比各组

成部分的本质更加重要ꎮ 分析家庭问题时应从家

庭整体入手ꎬ对家庭整体的各部分互动而产生的

关系进行研究ꎬ家庭治疗如果只做部分的分析是

没有意义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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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ꎬ家庭是开放的系统ꎮ 虽然系统论认为

整体是有界限的ꎬ但也认为系统是开放的ꎬ由此家

庭是一个开放的有机体ꎬ它的开放性不仅反映在

它不停地从环境中接受新的信息ꎬ以适当调整家

庭内部行为ꎬ还反映在家庭内部各次系统之间的

界限也是开放的ꎬ各次系统间也会进行物质和能

量的输入与输出ꎮ 家庭系统或家庭次系统越是允

许其他系统的输入ꎬ它的边界越是具有弹性ꎬ则越

可能做出适当的调整以协助家庭成员获得必要的

成长所需要的资源ꎬ也就越有利于家庭成员的健

康成长ꎮ
其三ꎬ循环因果ꎮ 传统的心理治疗大多建立

在线性模式之上ꎬ他们认为是过去的事件ꎬ例如冲

突、疾病和历史造成了现在的症状ꎮ[７] 而系统论者

认为大部分的人类行为是非线性的ꎬ是多种因素

相互作用的结果ꎬ行为之间互为因果ꎬ每个变量可

能是原因也可能是结果ꎮ 系统论创见性地将家庭

治疗的视角从个人的线性序列行为转移到了家庭

成员之间的互动行为ꎮ 因此ꎬ在系统论看来ꎬ家庭

治疗中探究人际关系事件的最终原因是没有意义

的ꎬ因为某些问题往往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互作

用的结果ꎮ 循环因果思维不会费力去寻找症状的

原因ꎬ只是对当前症状加以清晰的描述ꎮ 并且ꎬ系
统论认为ꎬ家庭系统各部分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

互作用的ꎬ改变一部分便可能导致整个家庭系统

的改变ꎮ
　 　 ２.控制论及其对家庭治疗的影响

(１)控制论的提出ꎮ 控制论者的不同之处是

对个体的认识ꎬ 到对个体之间关系模式的认

识ꎮ[８](ＰＰ.４８－５１)控制论基本上是将我们理解的观点

由物质转变为模式ꎬ而非由部分到整体ꎮ 因此ꎬ不
论是部分或整体ꎬ控制论要探究的都是其中的组

织模式ꎮ[９](Ｐ.１４５) 控制论由数学家维纳(Ｗｉｅｎｅｒ)首

创ꎬ其核心理论是反馈圈ꎬ也就是系统获得信息以

维持稳定的过程ꎮ
反馈包括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

的信息传递ꎮ 反馈圈可以是正向或者是负向的ꎮ
区别在于对稳定状态作用的方向不同ꎬ而无好坏

之分ꎮ 负向的反馈表明系统的整体性受到威胁ꎬ
需要做出调整以维持现有状态ꎮ 正向的反馈表示

需要改变这个系统ꎮ[５](ＰＰ.３８８－４０４) 控制论的核心概念

就是正反馈和负反馈ꎬ分为初级控制论和次级控

制论ꎮ 初级控制论即第一控制论ꎬ即系统由自我

调节的反馈回路所控制ꎬ使得系统恢复到稳定的

基准状态ꎮ 初级控制论认为ꎬ系统有一种寻求稳

定和平衡的倾向ꎬ叫内稳态ꎮ 在系统中ꎬ进入系统

中的新信息可能会威胁系统的稳定性ꎬ系统试图

维持稳定ꎬ靠的就是系统中的反馈ꎮ 正反馈是指

由系统输出的信息回归到系统中ꎬ而因此导致系

统的不稳定和变化ꎮ 负反馈是指系统外的矫正信

息回到系统中ꎬ为减少偏离程度ꎬ维持系统在限定

的范围内运作ꎮ 家庭治疗学家贝特森( Ｂａｔｅｓｏｎꎬ
Ｇ.)最早将控制论运用到家庭ꎬ他注意到了系统中

自我修正的反馈机制ꎬ提出了稳定与改变不可分

离的关系ꎬ他认为“所有的改变都可以理解为维持

某种恒久性的努力ꎬ而所有的恒久性则借着改变

而维持” [１０](Ｐ.３８１)ꎮ 后期发展的次级控制论即第二

控制论ꎬ主要认为系统是自主的、自我组织、自我

生产的过程ꎮ
(２)对家庭治疗的影响ꎮ 其一ꎬ初级控制论

的影响ꎮ 贝特森(ＢａｔｅｓｏｎꎬＧ.)认为家庭与其他控

制论系统的共同特征是通过信息交换来保持家庭

的稳定性ꎮ 比如一个年轻人的父母本来不同意他

的婚事ꎬ但是通过调整自己过去的规则ꎬ接受孩子

的婚姻事实这就是正反馈ꎻ如果他们为了维持现

有的家庭的稳定坚守一成不变的规则ꎬ坚持不同

意孩子的婚事就是负反馈ꎮ 为了保持家庭的稳定

性与灵活性ꎬ家庭既要对正向的、也要对负向的反

馈做出反应ꎮ[５](ＰＰ.３８８－４０４) 在控制论中ꎬ稳定与改变

是不可分的———两者具有一体两面的互补关系ꎮ
控制论主张ꎬ没有稳定ꎬ就不可能有改变产生ꎻ同
样ꎬ唯有在改变的基础上ꎬ才能产生稳定ꎮ 只要我

们持续了解系统反馈过程的递回性ꎬ稳定与改变

之间的互补关系就会更为突显ꎮ[９](Ｐ.７０)

其二ꎬ次级控制论的影响ꎮ 受次级控制论影

响的家庭系统理论认为ꎬ家庭不仅仅是一个社会

系统ꎬ同时又是一个有着自己运作规律的有组织

的生命系统ꎬ即它是自我组织的和相对独立的组

织ꎮ 次级控制论影响下的家庭治疗和初级控制论

影响下的家庭治疗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将治疗师也

纳入了系统ꎬ治疗师不是一个在系统外孤立于这

个系统的观察者ꎬ而是作为被观察系统的一部分

与其他成员共同合作建构新系统ꎮ 观察者的任务

不是控制这个系统ꎬ而是在被观察系统自我组织

的过程中相伴、合作、促进其朝向建设性的“自我

建构”的方向发展ꎮ[１１]

　 　 ３.信息理论对家庭治疗的影响
之后产生的信息理论认为ꎬ造成差异的就是

信息ꎬ另外ꎬ操作行为受其作用结果的反馈性调

节ꎮ[１２] 受信息理论的影响ꎬ家庭治疗学家贝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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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ｔｅｓｏｎꎬＧ.)于 １９５４ 年就提出了著名的“双重束

缚假说”ꎮ 他认为人们在相互交流时ꎬ如果一方向

另一方发出沟通的信息ꎬ而该信息表面的意义和

所隐含的意义是相互矛盾的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ꎬ
接受信息的人就会陷入“双重束缚”ꎬ如果长期暴

露于双重束缚之中ꎬ甚至最终形成某种习惯性期

待ꎬ就会导致恐惧、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ꎮ
按照“双重悖论”假说ꎬ精神分裂症也是一种

人际的、关系性的现象ꎬ而不是一种内在障碍ꎮ 因

为双重束缚导致悖论式行为ꎬ这种行为反过来也

会对施加双重束缚的人进行双重束缚ꎮ 为此ꎬ关
于双重束缚致病机制问题不能用线性因果关系来

解答ꎬ双重束缚不会导致精神分裂症ꎬ从信息理论

来看ꎬ当双重束缚成为主导性沟通模式且诊断关

注点被限定在紊乱情况最明显的个体身上时ꎬ该
个体的行为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ꎮ 根据这

种观点ꎬ双重束缚才是成因ꎬ是它导致了疾病的产

生ꎮ 矛盾式命令和束缚式命令最重要的区别在

于:面对矛盾式命令时ꎬ人们有能力选择其中一个

而放弃另一个ꎮ 当面对束缚式命令时ꎬ从逻辑上

看ꎬ做出选择是不可能的ꎮ 同矛盾式命令不同ꎬ束
缚式命令把选择本身完全摧毁ꎬ凡事皆不可能ꎬ从
而 启 动 了 永 无 休 止 的 摇 摆 不 定 和 犹 豫

不决ꎮ[１３](ＰＰ.１２４－１２６)

　 　 二、家庭治疗整合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基于共同的哲学认识论基础ꎬ经典的家庭治

疗模式的理论和技术有很多共同点ꎬ例如:
１.治疗的目标一致
治疗目标都为力求恢复正常的家庭功能ꎮ 正

常的家庭功能应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ꎬ要
拥有适当的“家庭结构”、适当的权威分布ꎬ没有权

力独揽ꎬ成员间的角色清楚、适当、明确ꎬ没有畸形

的联盟关系ꎻ其次ꎬ家庭成员间有良好的沟通和交

流ꎬ相互提供情感上的支持ꎬ同时能团结一致应对

各种可能出现的困难ꎻ再次ꎬ家庭成员对内有共同

的“家庭认同感”ꎬ有适当的家庭仪式与规范ꎬ有共

同的生活方向ꎬ对外有适度的“家庭界限”ꎮ
２.都将家庭看作一个系统
通过分析家庭结构、改善沟通方式、调整人际

关系、明确角色定位、矫正行为模式等手段来营造

家庭良好的心理氛围ꎬ促进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ꎮ
策略模型最早提出了“家庭是一个系统”的说法ꎬ
之后又提出了家庭是一个“开放系统”的概念ꎻ代

际模型也认为家庭是一个系统ꎬ同时还强调了扩

展家庭对核心家庭的影响ꎻ结构模型也强调家庭

是一个开放的系统ꎮ
家庭治疗师都认为家庭的周期发展和外部事

件的发生可能导致家庭问题ꎬ症状是家庭成员相

互作用的结果ꎬ是对家庭转变适应不良的表现ꎻ认
为应把治疗焦点放在个体外在的表现上ꎬ特别是

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关系上ꎻ认为个体之所以产生

困扰ꎬ实际上是个体所在的家庭系统和家庭关系

出现了问题ꎬ治疗师在整个治疗进程中主要任务

是和家庭接触ꎬ直接面对家庭的全体成员ꎬ借以观

察他们相互间的关系ꎬ从而找到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办法ꎮ[１４](ＰＰ.４９－５０)

３.治疗思路一致
几种家庭治疗模式相信ꎬ治疗的目标都是在

治疗师的帮助下ꎬ打破问题家庭旧有的不良互动

关系ꎬ从而建立新的循环的过程ꎻ治疗师都利用问

题家庭显示出来的矛盾和冲突作为理解其内部关

系和结构的材料ꎬ并通过让家庭成员增加对这些

内容的认识来促进家庭关系、家庭沟通模式发生

改变ꎻ在治疗的过程中都强调系统的重构ꎬ都重视

运用重新定义的方式来促使对方发生信念和行为

方式的改变①ꎮ
４.共同面对的挑战
几种传统家庭治疗模式之后也共同面对了一

些挑战ꎬ主要是女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发展对家

庭治疗的挑战ꎮ
(１)女性主义的挑战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

后ꎬ女性主义思潮开始对家庭治疗产生影响ꎬ她们

批判传统家庭治疗的理论基础———控制论和系统

论ꎬ认为正是控制论和系统论使家庭治疗走入了

歧途ꎮ
其一ꎬ对控制论的批评ꎮ 倡导女性主义的治

疗师认为这一控制论概念诸如“循环因果关系”
(指的是一种在家庭关系中重复的、相互强化的行

为模式)是不正确的ꎮ 他们坚持认为这种基于系

统的概念暗示了每个参与者在交互作用中拥有相

等的权力和控制力———对这一点她们并不同意ꎮ
尤其在家庭暴力的案例中ꎬ他们拒绝控制论的观

念ꎬ即双方都参与了一个共同的因果模式ꎬ而且正

是这种他们应共同负责的相继行为序列ꎬ导致了

暴力事件的发生ꎮ 女性主义者对这种无人因此受

到谴责的隐含意义持批判态度ꎬ她们强调男性在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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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关系中有更多的权力ꎬ男性有优越的体力ꎬ相
应而来的是女性的脆弱ꎮ 她们主张:控制认识论

可能会谴责受害者ꎬ因为按照控制论的观点ꎬ受害

者也是共谋ꎮ[１５](ＰＰ.３９－４６)

女性主义者艾维斯(ＡｖｉｓꎬＪ.Ｍ.)指出ꎬ按照控

制论的观点ꎬ所谓家庭只是一种根据自己所独有

的系统规则来运行的特殊结构ꎬ但是这种看法把

家庭和它所处的历史文化脉络及其更大的社会背

景分割开来ꎮ 由于家庭与背景的分离ꎬ传统家庭

治疗师们往往错误地将家庭功能的失调完全归结

为家庭内的结构和关系ꎬ而忽视了那些与家庭有

着密切关联的背景因素ꎮ 因此ꎬ女性主义者认为ꎬ
控制论限制了人们的视野ꎬ使人们看不到文化冲

突ꎮ 女性主义家庭治疗师反对在治疗过程中将家

庭问题与这个家庭所处的具体背景相分离ꎬ她们

主张要重视社会文化情境和历史传统对行为的影

响ꎬ认为离开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就不可能真正

地理解人的行为ꎬ 也不可能理解家庭冲突的

实质ꎮ[１６]

其二ꎬ对系统论的批评ꎮ 女性主义者认为家

庭治疗的系统论认为类似于家庭暴力的行为并没

有真正的罪魁祸首ꎬ这意味着男女伴侣之间存在

着不平等的关系ꎬ而且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家

庭伦理才使得夫妻关系更加稳固ꎬ比如说大家都

接受的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规则ꎬ才能使家庭

系统维持一种平衡状态ꎬ而这忽略了女性在社会

中事实上处于劣势地位这个事实ꎮ 因此ꎬ女性主

义家庭治疗师认为治疗师保持中立实际上是助长

了这种不平等ꎬ特别是当家庭中存在严重的暴力

行为或者性别歧视时ꎬ如果家庭治疗师还继续保

持中立就是对这种行为的默认和宽恕ꎮ[１７]

(２) 建构主义的挑战ꎮ 建构主义的观点认

为ꎬ个人的世界是用其头脑创造的ꎬ没有一个所谓

真实的世界ꎬ不可能存在唯一的真实或客观的实

在ꎮ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想象外部世界ꎬ因个

体的独特经验以及对这些经验的信念不同而不

同ꎮ 这种反客观主义、反绝对主义的相对论观点

是所有建构主义思想的核心观念所在ꎮ
建构主义对家庭治疗的影响主要是导致人们

对心理疾病或心理问题产生根源的理解发生了革

命性的转变ꎮ 建构主义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

话语的“精神实在”ꎬ所谓心理现象是建构出来的ꎬ
心理治疗的过程是意义的重新建构过程ꎮ 个体的

意义建构往往受到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价

值因素的制约ꎬ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对话过程ꎬ

就是双方的共同合作、探讨新话语、建立新思维的

建构过程ꎮ 建构主义认为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关系

是共同合作的关系ꎮ 建构主义家庭治疗中ꎬ治疗

师在处理家庭问题时的态度很谦卑ꎬ他们不再认

为自己是绝对的权威ꎮ
　 　 三、家庭治疗模式整合的趋势

尽管传统的家庭治疗模式之间有着很多共同

的基础ꎬ但是由于侧重点不同ꎬ技术方法不同ꎬ它
们都各自形成了理论和技术ꎬ以至于在家庭治疗

领域内部分裂成了几个主要治疗模式ꎬ所有模式

都强调自己的不同ꎬ而整合模式已经成为目前家

庭治疗的一个发展趋势ꎮ
　 　 １.家庭治疗模式整合的必要性和层次

(１)整合的必要性ꎮ 正如休(Ｄ.Ｗ.Ｓｕｅ)所说

的ꎬ这些不同的治疗模式的一个弱点就在于:它们

都只看到了人类情况的一个方面而已ꎮ[１８] 目前的

很多研究也证明ꎬ如果治疗者灵活使用了多种模

式的治疗方法ꎬ所确定的治疗目标又与患者的生

活经历和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话ꎬ治疗的效果将

会提高ꎮ[１９](Ｐ.６７)因此ꎬ今天的家庭治疗的整合模式

已经成为家庭治疗的发展趋势ꎬ[２０](Ｐ.４７６) 家庭治疗

的文化契合性研究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ꎮ 家庭治

疗模式的整合可以用更加广泛的理论来解释家庭

和个体行为的复杂情况ꎬ也可以为个人和家庭的

改变提供更多可能的空间ꎬ有助于提高治疗的有

效性ꎻ可以给予治疗师更多的理论和技术的选择ꎬ
还 可 以 有 更 广 泛 的 来 访 者 群 体 和 问 题

家庭ꎮ[２１](ＰＰ.１９３－２２３)

(２)整合的层次ꎮ 就目前家庭治疗模式整合

的趋势而言ꎬ整合可以分为 ３ 个层次:第一个层次

是理论的整合ꎬ主要构建能包容和指导各个治疗

模式的整合性理论ꎻ第二个层次ꎬ通常称之为“技
巧综合派”ꎬ主要希望构建能综合使用各个模式的

治疗技巧ꎻ第 ３ 个层次是寻找不同模式的共同因

素ꎬ通过对不同模式中有疗效的某些共同因素的

研究ꎬ构建新的治疗模型ꎮ[２１](ＰＰ.６１－７３) 笔者认为ꎬ这
３ 个层次的整合都是需要的ꎬ但是目前主要处在对

家庭治疗技术文化契合性进行研究的阶段ꎬ首先

应该关注的是技术层面的综合ꎬ对适合本土文化

资源的治疗技术均可以进行综合运用ꎬ最终在本

土文化脉络下对家庭治疗技术进行调整ꎬ再进行

理论层面的整合ꎬ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整合

性的理论和治疗模式ꎮ
　 　 ２.家庭治疗模式整合的趋势

家庭治疗模式趋势整合后ꎬ将会更加注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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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特点ꎬ并且有能力整合不同模式ꎬ迎接不同的

挑战ꎮ
(１)将会更加注重治疗师对自身文化和价值

观的反思ꎮ 家庭治疗师如果仅仅在技术层面对问

题家庭进行治疗是不够的ꎬ对有些家庭采取中立

态度也是不可能的ꎬ正如女性主义对家庭治疗的

批判ꎮ 因此ꎬ治疗师本人对自己所持的价值观和

文化背景等个人信念的反省和自我批判是非常有

必要的ꎬ治疗师应当根据来访家庭所处的具体的

环境来选择自己的治疗策略ꎬ同时还需要不断对

自 己 的 基 本 信 念 做 出 仔 细 检 查 和 深 刻 的

反省ꎮ[２１](ＰＰ.１９３－２２３)

(２)将更加强调对家庭外更大系统的研究ꎮ
家庭治疗整合模式不会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理

论和技术去治疗所有家庭ꎬ而是会更加重视对多

元文化下的特定家庭问题的研究ꎬ关注特定文化

情境下进行什么样的治疗才是最有效的ꎬ并发展

出针对这些特定家庭问题的家庭治疗技术ꎮ 它还

将特别强调在不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应看到家

庭的发展与变化ꎬ并顺应这一发展与变化ꎮ 这一

模式还会随时代的变化了解社会与家庭的特点ꎬ
理解时代与文化的建构对家庭的影响ꎬ并发展出

不同的应对策略ꎬ使治疗更加具有针对性ꎮ[２２]

(３)整合建构主义对家庭治疗的影响ꎮ 受建

构主义影响的家庭治疗认为ꎬ首先ꎬ每个人的思想

是受社会环境控制的ꎬ所有的真理都是社会建构

的产物ꎮ 其次ꎬ“问题”主要是特定的关系情境建

构出来的ꎬ治疗过程就是帮助来访者探索和认清

这些情境对问题的建构过程ꎬ从而找到问题的根

源ꎮ 再次ꎬ治疗是一种语言活动ꎬ因此ꎬ治疗师在

治疗过程中要引导来访者对问题进行重新建构ꎬ
创造一种适合的、可以导致变化的关系性、对话性

情境ꎬ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治疗”ꎮ 最后ꎬ治疗是

合作性的ꎬ治疗师应当承认并向来访者公开自己

的信仰、价值观、偏见等ꎬ与来访者共同探讨可能

的解决方案ꎬ帮助来访者创造一种新的、更有用的

建构模式ꎬ完成治疗过程ꎮ[２１](ＰＰ.１９３－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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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症类心理问题在高校心理咨询中的识别和处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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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烟台大学党委组织部ꎬ 山东烟台　 ２６４００５ꎻ
２.烟台大学法学院ꎬ 山东烟台　 ２６４００５)

　 　 [摘　 要] 　 大学阶段是人格成长的黄金阶段ꎮ 在高校心理咨询过程中ꎬ神经症类心理问题难以识别ꎬ严重

影响了大学生的成长、成才ꎮ 结合凯伦霍妮关于文化神经症的理论和许又新关于神经症判别的三标准理论正

确识别此类问题ꎬ并依据霍妮和森田正马的神经症治疗理论ꎬ结合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体会探讨可行的处置方案ꎮ
帮助来访者了解神经症的内核ꎬ去自我中心ꎬ重获安全感ꎻ建立完全接纳的咨访关系ꎬ给来访者提供建设性思维方

案ꎻ引导来访者顺其自然ꎬ不批判自我ꎬ用“现实自我”替代“理想自我”建构ꎻ引导来访者面对现实ꎬ为所当为ꎬ不
逃避ꎬ建立真实自信ꎮ

[关键词] 　 神经症ꎻ　 霍妮ꎻ　 高校心理咨询ꎻ　 森田疗法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４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４１－０５

　 　 一、神经症类心理问题的界定和识别
１.关于神经症的理论界定

对于神经症(Ｎｅｕｅｏｓｕｓ)的界定ꎬ临床心理治

疗有排除器质性病变的生物依据ꎬ对其处置结合

住院与药物治疗ꎮ 本文主要借鉴凯伦霍妮关于

文化神经症的理论和许又新关于神经症判别的三

标准理论来识别此类问题ꎮ
凯伦霍妮(Ｋａｒｅｎ Ｈｏｒｎｅｙꎬ１８８５—１９５２)是一

位杰出的德裔美籍女心理学家和精神医学家ꎮ 她

曾经在传统的精神分析工作室工作过ꎬ在工作中

对神经症理论产生了不同的见解ꎬ领导了新的精

神分析运动ꎬ成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领袖

人物ꎮ 以她为代表的文化神经症研究者认为神经

症的驱动力量不是先天的本能ꎬ而是后天的人际

关系失调所形成的ꎬ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时代的

文化ꎬ都把符合自己标准的心理行为看作是人性

的正常表现ꎬ神经症就是对该文化或该时代文化

通行的心理行为模式的偏离ꎮ 神经症会表现出泛

化的焦虑反应ꎬ即不是由现实的问题所引发的弥

漫性的焦虑ꎬ为了不断对抗焦虑会建立起心理防

御机制ꎬ神经症的表现各有不同ꎬ但都具备两个基

本特征:一是僵化的反应方式ꎬ二是潜能和现实的

脱节ꎮ 这类人格的形成与其早期成长经历有关ꎬ
童年期的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ꎬ若父母在孩

子面前的情绪、情感表现不稳定ꎬ对孩子需求的应

对也不够及时有效ꎬ会影响儿童安全感的形成儿

童对此产生焦虑以及对抗焦虑的基本敌意ꎬ影响

了成年后的社会生活ꎮ[１](ＰＰ.５５－１１０)

另外ꎬ许又新认为神经症指的是持久的心理

冲突ꎬ当事人能觉察到这种冲突ꎬ并感到痛苦ꎬ影
响其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ꎬ但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做基础ꎮ 他关于神经症判定的三标准评分原则在

临床心理咨询中得到广泛认可和运用ꎬ更具操作

性ꎮ 关于神经症的解释有几种ꎮ 其一ꎬ时间持久ꎬ
常以年计算ꎬ最少不少于 ３ 个月(焦虑性神经症)ꎮ
其二ꎬ心理冲突ꎬ也叫矛盾ꎬ两种观念(比如欲望、

—１４—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自媒体视角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体系研究”(项目编

号:１４ＣＸＷＪ１１)ꎮ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７－１０
[作者简介] 王泽光ꎬ男ꎬ山东莱州人ꎬ烟台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ꎬ法学硕士ꎮ

薛红霞ꎬ女ꎬ山东海阳人ꎬ烟台大学法学院教师ꎬ教育学硕士ꎮ



行为、情感、价值观等)相互对立ꎬ当事人无法使其

统一协调ꎮ 冲突的常形表现为大家能够理解ꎬ现
实中存在ꎬ并且往往是冲突的一方和另一方有道

德的区别ꎻ另外一种冲突表现为引发冲突的原因

不太容易被理解ꎬ而且冲突的双方没有明显的道

德倾向上的对与错ꎬ需要透过冲突的表象去发现

深层次的问题ꎬ这个问题是具有现实性的ꎮ 神经

症可以表现为常形ꎬ亦可以表现为变形ꎮ 其三ꎬ当
事人能觉察冲突并感觉很痛苦(精神分裂症无冲

突ꎬ不痛苦ꎬ不主动求医ꎬ无症状自知力)ꎮ 其四ꎬ
影响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ꎬ如记忆力不好ꎬ注意力

不集中ꎬ紧张ꎬ学习成绩下降ꎬ工作水平降低ꎬ人际

交往出现问题ꎮ 神经症的评定(诊断)有几个方

面ꎮ 其一ꎬ病程:不到 ３ 个月为短程ꎬ评分为 １ꎻ３ 个

月到一年为中程ꎬ评分为 ２ꎻ一年以上为长程ꎬ评分

为 ３ꎮ 其二ꎬ精神痛苦程度:轻度者———当事人可

以主动设法摆脱ꎬ评分为 １ꎻ中度者———当事人自

己摆脱不了ꎬ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或处镜的改变

来摆脱ꎬ评分为 ２ꎻ重度者———当事人几乎完全无

法摆脱ꎬ即使别人安慰或休养娱乐也无济于事ꎬ评
分为 ３ꎮ 其三ꎬ社会功能:轻度者———能照常工作

以及人际交往轻微妨碍ꎬ评分为 １ꎻ中度者———社

会功能受损ꎬ工作学习或人际交往明显下降ꎬ不得

不减轻工作或改变工作ꎬ或只能部分工作ꎬ或不得

不尽量避免某些社交场合ꎬ评分为 ２ꎻ重度者———
社会功能受损ꎬ完全不能工作、学习ꎬ不得不休病

假甚至退学ꎬ或完全回避某些必要的社会交往ꎬ评
分为 ３ꎮ 如果总分为 ３ꎬ还不能诊断为神经症ꎬ如果

总分大于 ６ꎬ神经症的确诊就可以成立ꎮ ４—５ 分为

可疑病例ꎬ必须进一步观察确诊ꎮ[２](ＰＰ.３３－１４０)

２.基本识别方式

神经症类心理问题对当事人影响深远ꎬ在人

群中存在广泛ꎬ但是因为其外在表现具有很大的

隐藏性ꎬ目前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医学

心理治疗领域ꎬ心理咨询师对此的接触和研究相

对较少ꎬ所以较难识别ꎮ 青年学生住集体宿舍ꎬ神
经症类心理问题发生率高ꎬ在高校心理咨询过程

中ꎬ咨询师只要了解了其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冲

突ꎬ掌握了识别方式和处置方法ꎬ会使很多默默沉

浸在痛苦中的神经症类心理问题学生的症状得到

真正的缓解ꎮ
神经症类心理问题具有隐藏性ꎬ因为此类症

候人群会刻意地保持低调ꎬ应对世界和他人的方

式被动消极ꎬ霍妮所倡导的人生而具有建设性力

量的主张在他们身上似乎得不到体现ꎬ因为他们

的全部精力都在关注自己的内心体验ꎬ努力去获

取安全感ꎬ而非应对周围环境ꎬ进而提升自己的应

对能力ꎮ 自幼安全感的缺失让他们成年后在生活

中疲于应付ꎬ主要表现为顺从型、逆反型和独立型

３ 种形态ꎬ但他们具有共性特征:常常像“影子人”
一样存在ꎬ不轻易发表观点ꎬ对事情没有倾向性选

择ꎬ对他人缺乏客观认识ꎬ每天在经历着事情却缺

乏必要的对生活经验的积累ꎬ以至于别人经常忽

略他们的存在ꎬ也不能理解他们频犯不改的低级

错误ꎬ因为他们获取安全感的努力集中在自己的

内心世界ꎬ他们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ꎬ周围发

生的一切似乎与他们无关ꎮ 这类学生走在校园里

常常目不斜视或者对熟人“视而不见”ꎬ对时事很

淡漠ꎬ生活圈子和人际交往圈子非常狭小ꎬ像一个

生活的旁观者ꎬ跟身边的人也是若即若离ꎬ因为缺

乏安全感的他们需要“安全距离”ꎬ其实ꎬ他们非常

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和认同ꎬ希望被重视ꎬ希望所

有人的世界都围绕自己转ꎬ所以敏感多疑ꎬ容易受

挫ꎬ反应僵化ꎮ 概括地说ꎬ他们对人对己要求完

美ꎬ想法丰富但行动力弱ꎬ这类人与自己的关系很

糟糕ꎬ所以无暇他顾ꎬ看似每天没做什么事ꎬ却会

感觉很累ꎬ注意力涣散ꎬ神经衰弱ꎬ具有一定的强

迫性思维ꎬ痛苦不堪ꎬ无力改变ꎮ 他们经常被视为

性格内向ꎬ但是与内向的正常人相比ꎬ他们内心焦

虑ꎬ人格冲突ꎬ缺乏自我认同ꎮ
综上所述ꎬ有神经症心理问题的这类人较少

惹人注目ꎬ常常被忽略ꎬ症状反应具有隐蔽性ꎬ所
以识别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ꎮ 他们并不清楚自己

内心冲突的由来ꎬ预约咨询大部分是因其他问题ꎬ
他们在生活中向别人诉说内心痛苦时ꎬ常被视为

“无病呻吟”ꎬ因为所述说的多为琐碎小事和内心

体验ꎬ心理健康的常人无法理解他们的想法和内

心痛苦ꎬ所以他们往往主动向心理中心求助ꎬ高校

咨询师要了解神经症的内核ꎬ善于识别此类问题ꎬ
也可在咨询过程中借助 ＭＭＰＩ 等性格测量工具和

ＳＣＬ－９０ 症状自评量表以及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 等

测评手段帮助识别ꎬ但应注意对测试结果的合理

解释和运用ꎮ
　 　 二、神经症类心理问题在高校心理咨询

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敏ꎬ女ꎬ某高校大二学生ꎬ因感情问题预约咨

询ꎬ前后共咨询 ３ 次ꎮ 主诉和男友分手一年了ꎬ但
总是放不下ꎬ只要自己独处或者学习时就满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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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他ꎬ并且控制不了ꎬ学习效率低下ꎮ 她觉得室

友都比自己优秀ꎬ自卑ꎬ独来独往ꎬ她也想摆脱这

种困境ꎬ于是把对方手机号码和 ＱＱ 都删了ꎬ但是

心里空落落的非常难过ꎬ于是预约了咨询ꎮ
第一次咨询时ꎬ咨询师了解到ꎬ敏和前男友浩

是异地恋ꎬ她对男友很依恋ꎬ对方对她也非常好ꎬ
很迁就ꎬ直到大二刚开学时ꎬ敏察觉到男友异样ꎬ
询问后得知男友浩被其同班女生慧追求ꎬ内心摇

摆ꎮ 敏不假思索就提出了分手ꎬ浩也被动接受了ꎮ
之后ꎬ浩和慧在一起ꎬ敏无比失落ꎬ成绩下滑ꎬ信心

下降ꎬ只要独处就想象浩和慧在一起的画面ꎮ 她

还通过之前两人共同开通和维护的 ＱＱ 空间看到

了慧的长相ꎬ一有空就看他们的相互留言ꎮ 敏一

遍遍地问浩“你们在一起好不好”ꎬ浩回答“还行”ꎬ
不肯定也不否定ꎬ这让她更加放不下ꎮ 敏觉得自

己很失败ꎬ越来越不认识自己ꎬ也越来越不认可自

己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ꎬ认为付出了很多努力ꎬ表
现还是不尽如人意ꎬ有时觉得浩当初选择慧是对

的ꎬ但她又不甘心ꎮ 不堪重负的敏终于决定放手ꎬ
但是陷入前所未有的深深的失落中不能自拔ꎮ

咨询师在初次判断时ꎬ容易以为是一例因失

恋引起的一般心理问题的案例ꎬ但是敏这一状况

持续一年ꎬ泛化到学习、生活中ꎬ无法解决的痛苦

的内心冲突和矛盾引起了咨询师的重视ꎮ 咨询师

继续运用咨询手段了解敏困惑的内核ꎮ 在适当的

时机问她:假设没有这段感情ꎬ平日学习会不会十

分投入? 原本是不是一个自信的人ꎬ没有那么多

烦恼? 敏若有所思ꎬ说如果没有这段插曲ꎬ自己和

浩还谈着ꎬ仍然可能会遇到学习方面的困难ꎬ因为

以前自己也不够专心ꎮ 她一直都缺乏自信ꎬ这件

事之后更加缺乏了ꎮ 如果没有这段恋情ꎬ她也会

有很多烦恼ꎬ一直就是想事想得特别多的人ꎮ 咨

询师接着启发:如果浩此时回头ꎬ敏还愿不愿意接

纳? 敏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ꎮ 咨询师询问敏一直

想着这段恋情难以释怀的原因是什么ꎬ接着启发

她:是不是想浩时都是自己内心深处不愿做什么

事情ꎬ或者想逃避时ꎬ就把这事拿出来当说辞? 敏

起初很吃惊这个假设ꎬ思考一阵后表示认同ꎮ 她

承认自己认真做事或者自我感觉很好时的确很少

想起这件事ꎬ在无聊时或者有任务不愿去做时就

会想起这段感情ꎬ特别伤感ꎬ最后发展到什么也做

不了ꎮ 敏恍然大悟ꎬ意识到自己看似对这段感情

执着ꎬ其实它只是自己寻得的一个逃避生活和学

习压力的借口ꎮ 当她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后ꎬ对这

段感情终于看开了ꎮ
咨询师分析ꎬ敏缺乏安全感ꎬ寻找救命稻草ꎬ

和浩分手之后的心理纠缠有可能是把浩当作救命

稻草ꎬ不见得是对他爱得多深ꎬ在浩自己没做出决

定之前她毫不犹豫主动提出分手ꎬ从这一点上可

以看出她不想被抛弃的自尊心胜过对爱情的

珍惜ꎮ
从敏的成长中咨询师了解到ꎬ敏初中时父亲

有外遇ꎬ母亲想尽办法挽回ꎬ无计可施时就让敏去

叫爸爸回家ꎬ隐约懂事的她不想管父母的事ꎬ但是

妈妈会骂她ꎬ把爸爸不回家的原因归结为敏不懂

得使用手段拉回爸爸ꎮ 敏鼓足勇气去找爸爸又被

他赶走ꎮ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ꎮ 后来爸爸还

是回归了家庭ꎬ举家从银川迁回老家菏泽ꎬ从此爸

爸在家少言寡语ꎬ只是挣钱养家ꎬ也谈不上爱这个

家和家人ꎮ 这件事对敏的影响很大ꎬ之后ꎬ她特别

缺乏安全感ꎬ担心身边关系很好的人不知道什么

时候会离开她或者嫌弃她ꎮ 所以一听说男友在慧

和她之间摇摆她就主动放弃ꎬ她感觉和所有人都

有隔膜ꎬ包括前男友浩ꎬ深入不进去ꎬ也无法做到

坦诚相待ꎮ 她想法很多ꎬ自己有时也知道有些想

法无意义却控制不了不去想ꎬ长此以往ꎬ心力交

瘁ꎮ 至此ꎬ咨询师已经可以基本判定敏身上的问

题属于回避型神经症类心理问题ꎬ只是还需要继

续观察ꎮ
　 　 三、神经症类心理问题在大学阶段的特

殊性
神经症类心理问题一般起因于童年ꎬ发展于

青少年ꎬ稳定于青年后期至以后的人生过程ꎮ 由

于每个人的人生阶段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不同ꎬ又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ꎮ 高中阶段的整体

氛围就是学习压倒一切ꎬ很多有神经症类心理问

题倾向的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下ꎬ为了实现上大学

这个明确而极具励志性的目标全身心投入学习ꎬ
无暇顾及其他ꎬ内在的冲突要相对减少很多ꎬ生活

紧张有序ꎬ一定程度上隐藏了神经症类人格的特

征ꎬ但是敏感、多疑、多愁善感、优柔寡断、追求完

美、喜欢竞争和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等心理特征会

稳定存在ꎮ 到了大学阶段ꎬ神经症类心理问题具

有以下特殊性ꎮ
　 　 １.具有发展神经症类心理问题的客观

条件

和中学阶段的学习与生活相比ꎬ大学的生活、
学习缺乏明确而具体的长远目标ꎬ学生接受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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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ꎬ大学阶段学习和生活

安排的自主性很强ꎬ课余时间很多ꎬ也缺乏相应的

监督机制ꎬ所以这类学生有了更多的时间独处、内
省ꎮ 另外ꎬ大学阶段同伴间的比较具有了更多元

的价值标准ꎬ不再是单一的学习成绩ꎬ这也容易使

神经症类心理问题得以在大学爆发ꎮ 在大学ꎬ人
际关系和恋爱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ꎬ当
事人长期形成的与周围人、与自己不和谐的人际

关系也加重了他们的痛苦感受ꎬ他们对人际关系

的敏感度和重视度远远高于常人ꎬ但是他们表现

僵化ꎬ不能变通ꎬ满脑子是绝对化和真善美的教条

指导ꎬ无法发挥潜能ꎬ苦于无力改变现状ꎮ 大学阶

段相对宽松的学习特点也为他们逃课、逃避社会

生活提供了客观条件ꎬ旷课、沉溺网络和经常窝在

宿舍就是重要的症状表现ꎮ
　 　 ２.具备解决神经症类心理问题的最佳

时机
大学阶段所暴露出的神经症类心理问题短期

内可能会使当事人精神萎靡ꎬ人际关系淡漠ꎬ学习

效率低下ꎬ个别严重者甚至会自我放弃ꎬ自我贬

低ꎬ承受巨大的痛苦ꎮ 同时ꎬ大学阶段具备很多条

件ꎬ使这一时期成为解决神经症类心理问题的最

佳时机ꎮ 首先ꎬ许多大学设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ꎬ为新生心理普测、筛查ꎬ提供心理咨询

服务ꎬ面向大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活动ꎻ
其次ꎬ自 ２０１２ 年起ꎬ教育部规定把大学生心理健康

成长课程设置为必修课程ꎬ对大学生的自我探索、
自我觉察和自我成长起到积极作用ꎻ再次ꎬ大学阶

段的学生可塑性强ꎬ知识素养会逐步提高ꎬ学习能

力大幅度增强ꎬ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求帮助ꎬ获得一

种建设性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ꎬ用以替代旧有

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ꎬ发展出更加积极健康的人

格ꎬ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ꎮ
　 　 四、缓解大学阶段神经症类心理问题的
建议

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咨询经验ꎬ遵从霍妮关

于“人类自身具有建设性的发展力量”这一基本观

念和森田疗法“顺其自然ꎬ为所当为”的咨询理念ꎬ
提供相关处置建议ꎮ
　 　 １.帮助来访者了解神经症的内核ꎬ去自

我中心ꎬ重获安全感
每例神经症类心理问题的形成原因和表现都

具有一定的差异性ꎮ 如敏的案例中ꎬ当事人敏的

症状起因于少年时期父母不恰当的教养方式导致

其安全感缺失ꎬ发展为之后她无论是探索周边环

境还是和人相处都有不安全感ꎮ 所以ꎬ神经症类

心理问题人群为了弥补内心如无底洞一样深邃的

不安ꎬ总是会做出种种神经症式的努力ꎬ比如画地

为牢ꎬ缩小自己的生活范围ꎬ不轻易尝试新的环境

和生活方式等ꎻ再比如和他人保持距离ꎬ以免太近

了受伤害ꎬ时刻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ꎬ以免别人

不认可、不喜欢自己ꎬ想的问题多ꎬ付出的行为少ꎬ
他们或顺从ꎬ或逆反ꎬ或逃避ꎬ不能正常地关注身

边的人和事ꎬ经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和痛苦之中ꎬ
以自我为中心ꎬ对身边人、事、物漠不关心ꎮ 咨询

师可以尝试鼓励引导他们探索产生不安的根源ꎬ
了解成因ꎬ以成年人的能力和处世方式重新看待

引起自己不安的人和事ꎬ给他们布置具体可行的

家庭作业ꎬ主要是求证类ꎬ比如直接问别人对自己

的评价ꎬ或者在引起不安的场合观察别人对自己

的关注是否像自己认为的那么多ꎮ 他们会逐渐发

现别人真的不如自己所想的那样关注自己ꎬ有些

曾经做出的自欺欺人的行为很可笑且无效ꎬ比如

关注自己的发型和服饰ꎬ一遍遍整理ꎬ却发现没有

预想的那么多人注意自己的细微变化ꎮ 这个发现

过程是一个逐渐关注外界反应的过程ꎬ也是一个

“去自我中心”的过程ꎬ有助于来访者通过与外界

互动获取真实的安全感ꎮ
　 　 ２.建立完全接纳的咨访关系ꎬ给来访者

提供建设性思维方案

在建立了良好的咨访关系之后ꎬ咨询师在咨

询的全程都要无条件接纳来访者所提到的种种不

合理思维ꎬ并引导来访者全盘接纳目前的自己ꎬ不
评价ꎬ不批判ꎬ并且引发来访者自我探索、自我成

长ꎮ 有神经症类心理问题的人经常面临“良心的

考验”ꎬ他们非常单纯ꎬ从来没想过会去伤害别人ꎬ
却会因为基本焦虑引发基本敌意ꎬ由基本敌意的

对抗而产生深深的内疚ꎬ怕失去别人的爱和安全

感而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厌弃ꎬ从而建立虚假的自

信ꎮ 咨询师真诚的接纳和稳定的对待会使他们营

造一种安全的自我探索氛围ꎬ并且在生活中可以

迁移运用ꎮ
　 　 ３.引导来访者顺其自然ꎬ不批判自我ꎬ用
“现实自我”替代“理想自我”建构

有神经症类心理问题的大学生ꎬ每天所从事

的最多的工作就是自我批判ꎬ自我批判已经变成

一件“万能防护衣”ꎬ这类学生不想做事情时就去

批判自己ꎬ缺乏勇气或者缺少某方面的能力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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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批判自己ꎬ相比努力做某事但是失败了的结果ꎬ
他们更加愿意接受自己没有付出努力而失败ꎬ因
为后者能维持自己的“完美形象”ꎬ因此ꎬ有神经症

类人格的人常常“想得多、做得少”ꎬ因为害怕面对

失败ꎬ所以很少尝试ꎮ 所以自我批判也是一种变

态的自我防御机制ꎬ用来保护他们脆弱虚假的自

信ꎬ似乎自我批判完了ꎬ他们就重新完美了ꎬ又拥

有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ꎮ 神经症类心理问题

患者与自我的关系失调ꎬ他们把精力都用来构建

一个虚幻的理想自我ꎬ时间越久ꎬ越对渺小的现实

自我不屑一顾ꎬ现实自我长期得不到正常发展越

发卑微、笨拙、胆怯ꎮ 正常人也有理想自我和现实

自我ꎬ但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差ꎬ理想自我是现实

自我努力的方向ꎬ而不像神经症心理问题患者那

样ꎬ二者是完全矛盾冲突的双方ꎮ 咨询师应对的

方案是引导来访者顺其自然ꎬ不批判自我ꎬ不管现

实自我多么渺小都应认认真真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情ꎬ现实自我会因为多次真实的锻炼而不断发展ꎬ
理想自我会回归到合适的位置ꎬ现实自我与理想

自我不再是自我内耗的双方ꎮ
　 　 ４.引导来访者面对现实ꎬ为所当为ꎬ不逃

避ꎬ建立真实自信
神经症类心理问题患者最擅长的是自我批

判ꎬ其次就是逃避ꎬ不论哪一种表现类型ꎬ顺从、逆
反和逃避型都是如此ꎬ逃避稍微复杂的任务ꎬ逃避

可能带来失败的尝试ꎬ逃避可能给自己带来压力

的场景ꎬ逃避令自己缺乏安全感的人(比如权威和

领导或者一个精明的人)ꎬ但是到了退无可退之

时ꎬ他们也会汇集起所有的精力和能量去应对任

务ꎬ往往也能取得成功ꎮ 因为习惯性远离各种尝

试ꎬ这类人就远离了发展自我的机会ꎬ所以他们自

卑ꎬ也不给自己机会去证实自己的能力ꎬ构建真实

的自信ꎮ 咨询师可尝试引导来访者面对现实ꎬ为
所当为ꎬ不逃避ꎬ比如每次咨询后和来访者一起商

定家庭作业ꎬ这类作业要具体ꎬ可实施ꎬ成效可测

量ꎬ能极大地提升他们尝试建设性生活方式的兴

趣和决心ꎬ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ꎬ这种新的生活方

式散发的魅力会敌过他们原来所固守的能获得安

全感的生活方式而逐渐发挥作用ꎮ
前文提到的敏的案例ꎬ咨询师主要运用了认

知疗法和森田疗法ꎬ经过 ３ 次咨询ꎮ 在敏第一次咨

询时ꎬ咨询师主要是全盘接纳和共情ꎬ与其建立了

良好的咨访关系ꎬ了解到事情的发展经过ꎬ用认知

疗法使敏自己领悟到失恋事件与她持续一年之久

的社会适应不良反应之间无必然联系ꎬ起决定作

用的是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ꎮ 咨询师布置了

课后作业ꎬ需要敏大胆求证别人是否像她想象中

那样关注自己ꎮ 第二次咨询时ꎬ咨询师首先和敏

一起回顾了第一次咨询时给她留的家庭作业的完

成情况ꎬ敏很受启发ꎬ发现原来别人不像想象中那

样关注她ꎬ她的焦虑程度有所减轻ꎬ开始正视自己

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ꎬ不再把失恋当作逃避的

借口ꎬ也不再凡事要求完美ꎬ只是还是出现强迫性

思维和回避性行为ꎮ 本次咨询中ꎬ咨询师通过放

松训练让她感觉轻松ꎮ 敏聊到成长经历时泣不成

声ꎬ哭过之后ꎬ她感受到自己的力量ꎬ发现自己不

再是童年那个弱小的自己ꎮ 之后ꎬ咨询师给她介

绍了森田正马的故事ꎬ引导她为所当为ꎬ带着所有

的不适坚持做好应该做的事情ꎮ 布置的家庭作业

是让她保证一周有规律地作息ꎬ不逃课ꎬ坚持每天

复习和预习ꎬ无论多晚都要完成当天的任务才能

入睡ꎬ自习时间是以是否完成学习任务为标准ꎬ而
非以时长为标准ꎬ自我督促ꎬ提高学习效率ꎬ一旦

发现自己走神ꎬ应及时拉回注意力ꎬ不自我批判ꎮ
咨询师将以上内容签订成协议ꎬ双方签字ꎬ由来访

者自己保存ꎮ 敏第三次咨询时状态较好ꎬ自述自

我感觉不错ꎬ每天生活很充实ꎬ不再充满负罪感ꎬ
不再总是自我批判ꎬ做的事情多了ꎬ也不觉得累ꎬ
试着做了一些建设性的尝试ꎬ发现效果还不错ꎬ获
得了新的应对方式ꎬ巩固了之前的成果ꎮ 咨询师

鼓励她继续自我探索ꎬ她已经能够投入期末复习

考试了ꎮ[３]

神经症类心理问题虽然干预后会在一定程度

上得以解决ꎬ但是也会出现反复ꎬ来访者会呈现螺

旋式的成长过程ꎮ 通过认知疗法和森田疗法ꎬ来
访者一般会获得一种全新的建设性的思维方式去

替代旧有的思维方式ꎬ从容应对未来生活的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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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认知对受助大学生感恩心理的影响
∗

过　 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处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以往对高校受助大学生的感恩研究普遍认为受助大学生感恩意识淡薄ꎬ高校感恩教育重视不

够ꎮ 研究者提出从外显和内隐两个方面理解受助大学生的感恩表现ꎬ围绕受助大学生对所获资助的归因方式、对
所获资助的价值判断、对资助者行为代价的认知以及对资助动机的知觉 ４ 个方面ꎬ深度阐述了受助大学生感恩不

足的深层心理原因ꎬ期待公众对受助大学生的感恩心理有新的理解ꎬ希望高校的感恩教育活动能够更加有针对性

地实施并富有成效ꎬ同时给国家资助政策的不断完善提供建议ꎮ
[关键词] 　 受助大学生 ꎻ　 资助认知ꎻ　 感恩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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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现教育公平ꎬ提高育人质量ꎬ近年来国

家秉持“不让一名大学生因家庭贫困而辍学”的目

标ꎬ不断持续加大对高校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资助

力度ꎬ陆续出台各类资助政策ꎬ坚持完善多元混合

资助体系ꎬ期望能够达成“助困、扶志、强能”的基

本任务ꎮ 在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寒门学子因为

资助政策而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ꎬ学者们不

禁要关注高校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实施情况及成效

和问题所在ꎮ 然而ꎬ令人遗憾的是ꎬ调查发现:有
的受助大学生对所接受的资助反馈一般ꎮ[１] 一旦

获得资助ꎬ他们非但感恩意识淡薄甚至缺失ꎬ而且

对资助政策和资助环节也有诸多不满ꎮ 一时间ꎬ
大学生“受助不感恩”的话题甚嚣尘上ꎬ受助方和

资助方就该话题也都是各执一词ꎮ 资助方认为受

助大学生连最基本的感谢都没有ꎬ情感冷漠ꎮ 当

他们发现大学生存在受助不感恩的情况时ꎬ部分

资助方采取了中途取消资助、索回善款等措施ꎮ
而受助大学生认为感恩的方式有多种ꎬ不一定通

过口头感谢或者手写感恩信等方式去表达ꎻ他们

反倒认为频繁被强制感恩及签订协议等行为令他

们对资助方的意图倍感压力ꎮ
于是ꎬ关于受助大学生感恩缺失的分析及高

校如何开展感恩教育工作的研究层出不穷ꎮ 诸多

学者大多是从受助大学生的原生家庭探析他们感

恩情怀缺失的原因ꎬ具有普遍性而缺乏特殊性解

释ꎻ高校感恩教育也只是停留于形式ꎬ缺乏对受助

大学生受资助前后思想状况变化的深入探析ꎬ如
此这般ꎬ感恩教育工作终将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短板ꎮ
近年来有研究者从内隐社会认知视角对大学

生的感恩心理进行了探讨ꎬ得出了与传统研究不

一样的结论ꎮ 感恩心理存在内隐和外显两个独立

的维度ꎮ 虽然大学生的外显感恩倾向并不明显ꎬ
但大学生具有积极的内隐感恩倾向ꎮ[２] 因而在对

受助大学生的感恩行为评价中ꎬ单一地从受助大

学生的外显感恩去评价是失之偏颇的ꎮ
是何原因导致受助大学生在外显和内隐两个

感恩维度产生分离的呢? 本研究将从资助认知的

视角探讨受助大学生对所获资助的归因方式、对
资助内容的价值判断、对资助者行为代价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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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资助动机的知觉这 ４ 个方面对其感恩心理

及行为的影响ꎮ
　 　 一、从感恩的双重维度解释受助大学生

的感恩心理和行为
越来越多的社会认知研究ꎬ尤其是基于内隐

视角的研究表明ꎬ感恩并不是一个单维的个体特

征ꎬ它可分为外显感恩和内隐感恩两个相对独立

的部分ꎮ 外显感恩主要体现在个体有意识地对社

会、自然及他人恩惠的感知和体验、表达和回报几

个方面ꎮ 正是基于此ꎬ舆论总是倾向于从受助大

学生的外显行为来判断受助大学生是否感恩ꎮ 这

些外显行为如资助后受助大学生有没有主动和资

助者联系过ꎬ表达感谢之情等ꎮ 若没有这些外显

的行为ꎬ舆论则倾向于认为受助大学生冷漠ꎬ没有

感恩之心ꎮ 从积极心理学角度而言ꎬ感恩是一种

对外界(他人、社会、自然等) 给予自己的恩惠产

生认知并伴随积极情绪的复合社会认知过程ꎬ即
包括感恩意识、感恩情绪和感恩行为的社会认知

过程ꎮ[３]也就是说ꎬ判断个体是否具有感恩之心是

有双重维度、多个内容的ꎬ其中包含外显性能观察

到的感恩行为ꎬ也有内隐的他人观察不到的只有

个体能自我觉知的感恩意识和感恩情绪等ꎮ
内隐感恩在理论上是指个体在认识到施恩者

所给予自己的恩惠或帮助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无意

识或者自动化的感激并力图有所回报的情感特

质ꎮ[２]有研究表明ꎬ大学生普遍具有积极的内隐感

恩ꎬ并且大学生的内隐感恩与外显感恩相关不显

著ꎮ[２]本文认为ꎬ对于接受资助的困难大学生而

言ꎬ感恩的内隐效应同样有所体现ꎮ 该结论在某

种角度上正好解释了在某些“结对资助”引发的事

端中ꎬ面对舆论质疑缺乏感恩之心时ꎬ受助大学生

回应“并不是我冷漠ꎬ只是不习惯以这样的方式”
“一直存有感恩之心ꎬ但并不认同写信或打电话向

资助者汇报情况的做法”等话语和心境ꎮ 所以ꎬ对
于有些受助大学生而言ꎬ他们在认知层面上是认

识到资助者对他们的帮助和恩惠的ꎬ情感上是心

怀感激之情的ꎬ只是没有落实到外显的感恩行

为上ꎮ
　 　 二、资助认知影响受助大学生的感恩心

理及行为

　 　 １.受助大学生对所获资助的归因方式影

响其感恩

当前ꎬ各高校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主要依

据的是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财

[２００７]８ 号)ꎬ这主要是对认定流程的指导与规

范ꎬ但是对具体认定条件的量化标准没有涉及ꎮ
以申请国家助学金为例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如果

申请该类资助需要完成以下流程:个人申请ꎬ提供

民政部门(镇或街道以上)出具的困难证明———以

班主任辅导员、学生干部、班级部分同学为主体的

班级评议———院系、职能部门审核等ꎮ
在这些申请环节中ꎬ困难大学生要多次将自

己的家庭情况公之于众ꎬ在强烈的自尊心影响下ꎬ
困难大学生即使如愿获得资助ꎬ申请过程的坎坷、
个人隐私的充分暴露都将触及他们自卑的内心ꎮ
笔者亲见在班级评议环节ꎬ受助大学生羞于启齿

的徘徊和纠结ꎬ与会学生或同情、或感慨、或质疑

的发问和评论ꎮ
Ｗｅｉｎｅｒ 认为归因方式对个体的感恩有很重要

的影响因素ꎬ可能决定一个人的感恩倾向(Ｗｅｉｎｅｒꎬ
１９８５)ꎮ 感恩的认知机制也表明ꎬ受助大学生作为

受惠者ꎬ其感恩心理包含感恩意识———感恩情

绪———感恩行为的一系列动态过程ꎮ[４] 受助大学

生只有意识到获得他人的帮助或恩惠ꎬ并且将所

受恩惠归因于外部因素ꎬ才能产生进一步的感恩

情绪ꎮ 然而在现有这种单一的困难认定模式以及

无量化标准的认定条件影响下ꎬ对困难大学生来

说ꎬ本应是雪中送炭的资助恩情ꎬ换化成了难以承

受之重ꎮ 经历了如此“沉重”的受助环节后ꎬ有些

受助大学生会将获得资助归因为自身内部因素ꎬ
是个人牺牲尊严所得ꎮ 归因的差异ꎬ直接导致了

受助大学生对自己所受恩惠的来源和对象产生认

识偏差ꎬ其感恩倾向必然受到影响ꎮ

　 　 ２.受助大学生对资助内容的价值判断影

响其感恩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我国高校已经基本形成“奖、
贷、助、补、减、免”的多元混合资助体系ꎮ 具体的

资助模式包括:国家奖助学金、生源地助学贷款、
助困类学金、勤工助学等ꎮ 杨阳(２００９)将众多资

助模式分为 ３ 大类:无偿赠予型资助、即时付费型

资助、延迟付费型资助ꎮ[５] 其中ꎬ无偿赠予型资助

按照学生的贫困程度不同而发放ꎬ 学生无须偿还ꎬ
是基本没有成本的资助ꎬ如助学金、困难补助等ꎮ
即时付费型资助是指需要大学生在求学期间付出

相应的劳动的资助ꎬ如勤工助学、奖学金、助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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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等ꎮ 延迟付费型资助是指需要大学生在未

来偿还资助本金与利息的资助ꎬ如生源地助学贷

款等ꎮ
这种资助模式的分类对资助措施的适用性具

有较好的指导意见ꎮ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

言ꎬ因为家庭致贫致困原因不同ꎬ他们对资助的需

求也不同ꎮ 有些学生需要物质生活保障类的资

助ꎬ无偿赠予型资助是较合适的选择ꎻ有些学生需

要能力发展型的资助ꎬ即时付费型资助更有针对

性ꎻ有些学生需要心理情感类的资助ꎬ目前这类需

求在当前的资助体系中未有体现ꎬ只能辅以心理

咨询等途径加以满足ꎮ
很明显ꎬ现今的资助模式是单向给予ꎬ忽视了

困难大学生本身的资助需求ꎬ资助供给缺乏针对

性和匹配性ꎬ帮扶不够精准ꎮ[６] 困难大学生更多是

一种“被动” 地全盘接受资助ꎮ 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等人

(２００１)提出个体在以下情况中更容易体验到感

恩:其一ꎬ获得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收益时ꎻ其二ꎬ通
过付出大量努力和成本得到收益时ꎻ其三ꎬ通过有

意图的努力付出获得收益ꎬ非偶然获得时ꎮ 受助

大学生 “被动”接受资助过程中ꎬ个人需求和其最

终所得资助(收益)的不一致ꎬ导致其对所受资助

产生个人的价值判断ꎮ 当所获得的资助对受助大

学生的生存和发展都有重要影响的时候ꎬ受助大

学生会将所受资助判断为是有价值的ꎬ从而产生

强烈的感恩之情ꎻ反之ꎬ当所获得的资助对受助大

学生毫无意义或价值不大ꎬ即便这样的资助在别

人看来应该感恩戴德ꎬ但是从受助大学生这一角

度来说是不会产生或只会产生较弱的感恩之

情的ꎮ

　 　 ３.受助大学生对资助者行为代价的认知

影响其感恩

根据 Ｌａｚａｒｕｓ 等人(２００１) 的观点ꎬ感恩情绪

的产生要求个体有移情于他人的能力ꎬ 只有当人

们意识到并且欣赏资助者为了给予他们恩惠已做

出努力时ꎬ受助者才能体验到感激心情ꎻ Ｍｃ－Ｃｕｌ￣
ｌｏｎｇｈ 等人(２００１) 也认为ꎬ资助者为了受助者已经

花费了很大的努力和代价时ꎬ受助者更易体验到

感激心情ꎮ 以上两位学者共同认为ꎬ受助者产生

感恩的前提是对资助者提供资助行为的代价及代

价的高低有清晰的认知ꎮ 反思高校感恩教育的不

足之处ꎬ问题也存在于此ꎮ 受助大学生在“被动”
接受资助过程中ꎬ对资助者行为代价知之甚少ꎮ

很多受助大学生将自己界定为弱者的角色ꎬ理所

当然地接受他们眼里的“强者”所给予的援助ꎮ 很

少有受助大学生会真正去了解他们眼里的“强者”
为了提供资助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ꎮ

受助大学生不仅缺乏对资助者行为代价的认

知ꎬ就连最基本的感恩对象———资助者ꎬ受助大学

生也缺乏必要的了解ꎮ 感恩的对象ꎬ可以是他人ꎬ
是社会ꎬ甚至是自然等ꎮ 在高校资助体系中ꎬ对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施加援助的是国家、社会和学校ꎮ
相对于个人资助者ꎬ这类资助者对象属性太过抽

象ꎮ 感恩对象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ꎬ容易让

受助者在后续的感恩行为中有所迷失ꎮ 因而向

“谁”表达感恩之情也是影响受助大学生开展感恩

行为的一大影响因素ꎮ 在今后的感恩教育中ꎬ高
校资助中心或思政工作若能向受助大学生明晰具

体的资助者ꎬ同时引导受助大学生适当介入资助

者的体系ꎬ让其体会资助者为资助行为所付出的

代价ꎬ那么ꎬ受助大学生在共情影响下ꎬ必然会对

资助者产生强烈的感恩之情ꎮ

　 　 ４.受助大学生对资助动机的知觉影响其

感恩

通常ꎬ当个体接受他人的帮助时ꎬ往往会对其

帮助的动机产生知觉和评价ꎬ而这种认知评价决

定个体是否产生感恩之情ꎮ[７] 也就是说ꎬ如果受助

大学生知觉到资助者的动机是无私的ꎬ不带有功

利性的ꎬ而是单纯出于善意去帮助自己ꎬ受助大学

生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恩惠从而产生感恩情

绪ꎮ 如今高校的有些资助ꎬ特别是涉及个人及企

业等捐助者的资助ꎬ由于多少带有个人荣誉炫耀

或者企业形象宣传等色彩ꎬ会令受助大学生对他

们的资助动机和资助意图产生怀疑ꎮ 诚然ꎬ资助

者的资助行为能够缓解受助大学生的燃眉之急ꎬ
但是受助大学生一旦知觉到资助者的资助动机带

有功利性ꎬ他对自己所获得资助有可能会产生另

外一种认知和解释:这种资助是双方各取所需ꎮ
感恩一说也就变得不那么明显ꎮ

此外ꎬ无论是资助者ꎬ还是学校感恩教育ꎬ都
会对受助大学生强调ꎬ接受资助后就要按照他们

所期待的行为作为感恩回报ꎮ 殊不知资助后的感

谢成本同样决定了受助大学生是否选择受助、选
择何种资助以及是否感恩等ꎮ 有学者做过以下研

究:当受助大学生被要求受到资助后必须向捐助

方(单位或个人)表达谢意ꎬ 感谢方式可选择“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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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当面拜访” “信件” “短信”等途径时ꎬ结果

显示ꎬ如果受到资助后感谢的成本越高ꎬ受助大学

生倾向于选择感谢成本较低的资助模式ꎮ[５] 显然ꎬ
受助大学生的受助动机ꎬ对感恩成本的比较ꎬ都会

影响其感恩行为ꎮ 同样ꎬ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对受

助大学生的感恩行为采取的主要做法是事后的动

态监控ꎬ以学生在校学习表现、对受助内容支配方

式以及生活节俭程度等侧面考察受助大学生的感

恩表现ꎮ 当受助大学生意识到接受资助意味着要

将自己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暴露于聚光灯下时ꎬ
其内心必然对受助成本有所掂量ꎬ最终影响其对

资助者的感恩表现ꎮ
　 　 三、回归有效感恩教育ꎬ健全精准资助

体系
以上分析表面看来是从受助大学生的角度阐

述在整个资助过程中ꎬ对资助环节、资助结果、资
助者及受助成本的认知评价是影响其感恩的主要

影响因素ꎬ实质反映的仍然是 ３ 个核心问题ꎬ即高

校教育工作者必须了解受助大学生的群体思想特

点ꎬ高校感恩教育的途径有待创新ꎬ资助体制仍需

要完善ꎮ
解决受助大学生的感恩问题ꎬ高校思想教育

责无旁贷ꎮ 高校一方面要做到尽可能全面地了解

受助大学生的思想动态ꎬ保护其隐私和高自尊ꎻ另
一方面ꎬ创新感恩教育途径ꎬ加强受助大学生的感

恩认知教育ꎬ借鉴国外感恩教育的干预计划ꎬ引导

受助大学生从“他助”走向“自助”ꎬ切实加强受助

大学生能力的培养ꎬ对其进行心理层面的援助ꎮ
此外ꎬ建立感恩的奖惩机制ꎬ促使受助大学生不断

调整自己的行为表现ꎬ进而将感恩内化为自觉的

行为ꎮ
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仍然有待完善ꎮ 例

如ꎬ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掌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实际情况ꎬ根据困难程度归类细化资

助对象ꎬ根据学生需求针对性提供资助模式ꎬ逐渐

从物质帮扶过渡为精神资助ꎬ着眼于受助大学生

长远的身心发展ꎬ将培养受助大学生的感恩能力

作为资助工作的终极目标ꎮ
对受助大学生个人或者家庭而言ꎬ受助不感

恩的不良现象的确存在ꎬ受助大学生要正视并自

我警醒ꎮ 一方面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理落差ꎬ加强

对资助行为的全方位认识ꎬ以积极的态度受助ꎻ另
一方面ꎬ要将感恩心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ꎬ以自

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表达谢意ꎬ努力培养积极的

人格品质和美德ꎮ
对受助大学生的感恩教育任重道远ꎬ这是一

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性工程ꎬ它需要国家、社会、
学校、家庭、学生多方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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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通过对目前有关自我价值感的文献进行梳理ꎬ从自我价值感的概念、理论架构以及实证研究等

方面分别进行分析与总结ꎬ提出自我价值感研究的方向: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宽自我价值感的研究范围ꎬ为后

续自我价值感的研究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 　 自我价值感ꎻ　 自尊ꎻ　 领域权变性ꎻ　 述评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４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５０－０４

一、自我价值感的概念

提到自我价值感就不得不提自尊ꎬ由于 ｓｅｌｆ－
ｗｏｒｔｈ 和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的含义基本相同ꎬ二者有相同

的心理过程ꎬ因此国外的许多研究并不严格区分

它们ꎮ 在我国ꎬ黄希庭教授也没有将自尊和自我

价值感做严格的区分ꎬ他将自我价值感定义为个

体在社会生活中ꎬ认知和评价作为客体的自我对

社会主体包括群体和他人以及对作为主体的自我

的正向的自我情感体验ꎮ 持久的自我价值感是一

种较稳定的人格倾向ꎬ它是一个多维度(社会取向

和个人取向)、多层次(总体、一般和特殊)的系统ꎬ
包括总体自我价值感、一般自我价值感和特殊自

我价值感ꎮ[１]

有些学者在一般和特殊领域对自我价值的情

感体验区分自尊和自我价值感ꎮ Ｈａｒｔｅｒ 把自尊看

成是一般自我价值感ꎬ具有相对稳定性ꎬ而将自我

价值感看作是在特定领域的自我价值感ꎬ根据个

体涉及的不同领域ꎬ其自我价值感会有所不同ꎮ
国内学者方平认为ꎬ自我价值感是特定评价性事

件所引起的自我感受ꎬ由行为或事件结果所决定ꎬ
伴随事件结果(成功或失败)的产生而开始ꎬ并随

着影响的减弱而逐渐消退ꎬ故而具有暂时性的特

征ꎬ这也是自我价值感与自尊最为本质的不同ꎮ[２]

他认为ꎬ如果个体对自我的评价不受外界事件或

环境的影响ꎬ即自我评价趋于稳定不变ꎬ自我价值

感才会转化为自尊ꎬ故自我价值感又被称为状态

自尊ꎮ 有些研究者将自我价值感看作是自尊的重

要内容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Ｂｒａｎｄｅｎ 对自

尊给予了新解释ꎬ他认为自尊是一种相信自己有

能力生存下去和值得生存下去的信念ꎬ并明确地

把能力和价值感作为自尊中同等重要的成分ꎮ 在

我国ꎬ张林(２０１０)在研究自尊的结构模型时ꎬ综合

国内外关于自尊的结构提出了自尊结构的新观

点ꎬ即自尊的双重两因素模型ꎮ[３] 他认为个体的自

尊包含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双重结构ꎬ同时二者

均具有能力感和价值感两个基本成分ꎬ自尊的能

力感和价值感两个维度正是自我价值感的重要

内容ꎮ
虽然国外关于自尊和自我价值感没有明确进

行区分ꎬ但细究二者的概念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ꎮ
本文认为ꎬ自尊和自我价值感都是个体自我评价

的结果ꎬ二者的区别在于自尊是个体对自我能力

和自身价值的整体评价和情感体验ꎬ具有相对的

稳定性ꎬ同时还是个体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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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ꎬ高自尊的个体更加倾向于努力实现自己既

定的目标ꎮ 而自我价值感受事件和行为的影响较

大ꎬ具有情境性ꎬ因而不稳定ꎬ短期内可能并容易

干预ꎮ

二、自我价值感的理论研究

自我价值感和英文中的自尊(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含
义相近ꎬ外文文献中的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被我国有些学

者翻译成自我价值感ꎬ本文采用此翻译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１８９０)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ꎬ将自尊用一

个公式来表示ꎬ即自尊等于成功与抱负之比ꎮ 成

功表示的是现实的自我成就ꎬ是能力的外在表现ꎬ
抱负是个体对理想自我的憧憬ꎬ是个体希望通过

努力实现的目标价值ꎮ 詹姆斯认为通过放弃抱负

和努力获得成功即降低分母和增大分子都能使人

愉快ꎮ 所以个体要想获得高的价值感就需要将现

实的自我转化为理想的自我ꎬ通过降低抱负或者

通过努力获得成功ꎬ获得成功的外在条件就是能

力ꎬ因此ꎬ能力是个体提高自我价值感或者提高自

尊的重要方面ꎮ
Ｃｏｏｌｅｙ(１９０２)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

中提出ꎬ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

识ꎬ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及

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与态度等形成的ꎬ它是反映自

我的一面“镜子”ꎬ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自己、
感受自己ꎬ获得自我应该的影像ꎬ并形成与之相联

系的、带有情感与评价性质的体验ꎮ 因此ꎬ在美国

社会心理学家库利看来ꎬ人的自我是通过与他人

的相互作用形成的ꎬ同样ꎬ个体也在与他人的相互

作用中体验着自己的价值ꎮ 这种通过他人眼中的

自己对自我价值进行评价获得的情感体验就是自

我价值感ꎮ Ｍｅａｄ(１９３４)认为心理或意识活动的心

灵与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ꎬ自我是社会的自我ꎬ
个体对自己的认识只能在社会群体中发展ꎬ自我

评价的标准是个体所在的社会中的重要人物所采

用的评价准则的反映ꎮ[４](Ｐ.９４) Ｃｏｏｌｅｙ 和 Ｍｅａｄ 从社

会学的视角对有关自我的内容的探试ꎬ也为自我

价值感来源于他人的评价这一标准提供了理论

依据ꎮ
Ｃｏｏｐｅｒ ｓｍｉｔｈ(１９６７)认为ꎬ自我价值感是在一

个人对待自己的态度中表现出来的对自我价值的

判断ꎬ将“自我价值感”定义为“由个体做出并保持

的对自己肯定的评价ꎬ个体在多大程度认为自己

能干、重要、成功和有价值”ꎬ自我价值感由重要

性、能力、品质和权力 ４ 个因素构成ꎮ[５](Ｐ.７６) 重要性

是指个体是否感到自己受到生活中重要人物的喜

爱和赞赏ꎬ能力是指个体是否具有完成他人认为

很重要的任务的能力ꎬ品德是指个体是否达到伦

理标准和道德标准的程度ꎬ权力是指个体影响和

控制自己生活与他人生活的程度ꎮ
Ｓｈａｖｅｌｓｏｎ(１９７６)从自我概念的组织层次结构

探讨了自我价值感的结构ꎬ他认为自我概念是按

照一定层次组织而成的范畴系统ꎬ自我评价是基

于具体范畴所产生的对于自身属性、能力、特质的

主观认识ꎬ具有明确的领域特异性ꎬ因而有研究者

将个体在特定领域的自我价值感称为领域自我价

值感ꎮ Ｓｈａｖｅｌｓｏｎ 的自我价值感结构模型是一个多

层次多维度的系统ꎬ一般自我价值感由身体、学
业、社会、情绪 ４ 个领域自我价值感组成ꎬ每个领域

中的自我价值感又细分为不同的来源ꎬ比如ꎬ学业

自我价值感包括英语、数学、历史、科学 ４ 个维度的

自我价值感ꎬ身体自我价值感包括个体在体能、外
貌两个维度获得的自我价值感ꎮ[６]

杨烨(２００８)在其博士论文中ꎬ针对以往国内

外关于自我价值感结构模型中自我评价领域也就

是自我价值感的来源领域ꎬ和自我评价过程划分

模糊不清的问题ꎬ根据詹姆士的自我理论和自我

评价模型初步提出自我价值感的二维结构模

型ꎮ[７](ＰＰ.６７－６８)该理论假设自我价值感的作用机制

是二维的ꎬ即自我评价领域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

评价过程的自我价值感ꎮ 自我评价领域的自我价

值感即是自我价值感的领域来源ꎬ如学业能力和

外表等ꎬ自我评价过程的自我价值感则是个体进

行自我评价的标准ꎮ 根据自我评价的影响因素ꎬ
他将这个标准概括为三方面ꎮ 一是“镜中自我”ꎮ
库利认为ꎬ人的自我意识是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

中通过想象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获得的ꎮ 在与他

人的交往中ꎬ人们首先想象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

象如何ꎬ其次想象他人对自己的形象如何评价ꎬ最
后根据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形成自我价值感ꎮ 二是

自我知觉ꎮ 自我评价的内部标准ꎬ个体通过自己

内在的评价标准来评价自己的价值ꎬ这种内在的

标准通常来源于个体的过去经验ꎮ 三是社会比

较ꎮ 个体通过将自己的能力知识、行为表现、权力

地位、外貌等领域表现出来的价值与社会上他人

进行比较ꎬ从而获得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或否定性

的评价体验ꎮ 杨烨的自我价值感二维模型考虑了

自我价值感的不同来源领域ꎬ同时又兼顾自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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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标准ꎬ他根据这个模型编制的大学生自我价

值感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ꎬ为后期研究者

编制自我价值感权变领域量表提供了较为科学的

理论依据ꎮ

三、自我价值感的实证研究

在自我价值感的实证研究方面ꎬ研究者普遍

采用问卷的方式获得相关群体自我价值感高低的

资料进行相关分析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国外研究者开始关注

自我价值感的领域研究ꎮ Ｈａｒｔｅｒ 等人在对青年学

生自我价值感的一系列研究之后发现与青少年的

自我价值感关联最密切的领域是学业能力、体育

运动能力、社会认可、容貌外表以及行为举止ꎬ并
且重要领域的能力与自我价值感的相关远远超过

了不重要领域的能力与自我价值感之间的相关ꎮ
Ｃｒｏｃｋｅｒ (２００１)最早提出自我价值感的领域

权变性构想ꎮ 所谓自我价值感的领域权变性是指

个体将自我价值感建立在某一领域的程度ꎬ即自

我价值感受该领域所发生事件的影响程度ꎮ[８] 他

的自我价值感的权变成分包括 ７ 个方面:他人赞

扬、外表、竞争获胜、学业能力、家庭支持、美德、上
帝之爱ꎮ 由于个体并不是对与其相关的每一领域

都同样关注ꎬ所以不同领域的事件对个体自我评

价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ꎬ比如ꎬ对一名教师而言ꎬ
他的自我价值感更多建立在职业领域ꎬ职业生涯

中的积极事件对他自我价值感的影响较大ꎻ对于

一个学生而言ꎬ他的自我价值感更多建立在学业

领域ꎬ学业成绩的高低对他的影响较大ꎬ学习好的

学生往往对自己的评价较高ꎬ相比学习差的学生

具有较高的自我价值感ꎮ 自我价值感的权变性理

论构想认为个体的自我价值感不是一个稳定的心

理成分ꎮ
我国最早采用自编问卷对青年学生的自我价

值感调查研究的是黄希庭教授ꎮ １９９７ 年ꎬ他结合

西方国家以往研究和中国人的自我观念特点对自

我价值感的概念进行本土化架构ꎬ并参照国外关

于自尊的量表及杰出人物对自我价值的看法等ꎬ
编制出青年学生自我价值感量表ꎮ 正式的量表包

含 ５６ 条题项ꎬ包含 ３ 个分量表ꎬ分别是总体自我价

值感量表ꎬ共有 ６ 条题项ꎬ一般自我价值感量表ꎬ共
有 １０ 条题项ꎬ特殊自我价值感量表ꎬ共有 ４０ 条题

项ꎮ 其中特殊自我价值感分量表又分别区分为社

会取向和个人取向ꎬ所谓社会取向是指个体希望

为社会做出贡献并且得到社会认可的心理倾向ꎬ
个人取向即个体追求内心充实并且充分发挥个人

潜能的心理倾向ꎮ 每个分量表都包含 ５ 个方面的

内容ꎬ分别涉及人际、道德、心理和家庭方面的自

我价值感ꎮ[１]通过测试ꎬ各分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和效度ꎬ为了使量表更方便后续研究ꎬ黄希庭教授

使用自编的青少年自我价值感量表建立了青少年

学生自我价值感全国常模ꎮ
王磊等(２００６)通过开放式问卷筛选出影响大

学生自我价值感的主要领域ꎬ分别是人际接纳、个
人目标、道德原则ꎬ编制了大学生自我价值感领域

权变性量表ꎬ用以测量生活事件发生的时候个体

自我价值感所受影响和潜在受影响的程度ꎮ[９] 自

我价值感是个体对自身价值和作用的评价和感

受ꎬ他人的评价和接纳是自我价值感重要的来源ꎬ
个体往往通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以及他人接纳自

己的态度来评价自己的重要性ꎮ 个人目标是否达

成ꎬ以及目标达成的质量和速度都是个体对自身

价值评价的重要依据ꎮ 自我价值感是个体的主观

感受ꎬ易受到现实事件的影响ꎮ 根据詹姆斯的自

我价值感(自尊)公式自尊 ＝成功 /抱负ꎬ抱负在不

变的情况下ꎬ成就越大ꎬ自我价值感越强ꎮ 道德原

则是自我价值感的更高一级的来源ꎬ遵从道德的

人倾向于将自己判断成一个好的、有道德的和有

价值的人ꎮ 王磊将这 ３ 个领域设定为大学生自我

价值感的重要来源领域ꎬ虽然有一定的局限ꎬ但是

也涵盖了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内容ꎬ根据这 ３
个领域编制的大学生自我价值感领域权变性量表

有较好的信效度ꎬ可供特定研究参考ꎮ
胡军生、王登峰(２０１３)等人ꎬ根据 Ｃｒｏｃｋｅｒ 等

人的自我价值感领域权变性构想以及杨烨的自我

价值感二维结构模型编制了中国青少年学生领域

自我价值感量表ꎮ 通过对青少年自我价值感的领

域依赖性构想编制的青少年学生自我价值感领域

权变性量表包括 ５ 个因子ꎬ分别是能力知识、人际

行为、体型外表、家庭条件和家庭关系ꎮ[１０] 每个因

子包含 ３ 个项目ꎬ如能力知识因子中包括能力、知
识、成绩 ３ 个项目ꎬ人际行为因子中包括性格、脾
气、人际关系等ꎬ每个项目分别从镜中自我、自我

知觉和社会比较 ３ 个角度设置ꎬ分析表明初始量表

４５ 个项目都得以保留ꎬ信效度较好ꎮ 一般来说ꎬ总
体自我价值感对幸福感等总体适应指标的预测性

较高ꎬ但是在具体行为上ꎬ比如学业成绩ꎬ在具体

领域ꎬ比如学业自我价值感的预测效应会更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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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领域自我价值感具有权变性ꎬ不同领域的事

件对个体自我价值感的影响是不同的ꎬ通常情况

下ꎬ个体的自我价值感易受自己认为重要的领域

的事件的影响ꎮ
黄远(２０１１)在其硕士论文中将自我价值感的

研究具体到大学生的学业领域ꎬ对学业自我价值

感的权变性进行初步探索ꎬ学业自我价值感权变

性是个体将自我价值感基于学业领域的程度ꎬ它
反映了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受学业领域事件的影响

程度ꎮ[１１](ＰＰ.１３－１４)他将学业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分为

学业能力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学业成就自我价值

感权变性和学业态度自我价值感权变性 ３ 个维度ꎬ
分别代表着个体将自我价值感基于学业能力、学
业成就以及学业态度的程度ꎬ编题角度从主观感

知(如对勤奋、聪明等自我概念的感知)、与他人比

较(如成绩比别人好)和他人赞扬(如老师表扬、同
学夸奖等)３ 个标准进行句子设定ꎬ这也与杨烨的

二维自我价值感结构模型相符ꎮ

四、结论

综合近几年的相关研究来看ꎬ我国学者对自

我价值感的研究大概起步于黄希庭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编制的青少年学生自我价值感量表的编制ꎬ
并且以中小学生、大学生及职校学生为主要研究

对象ꎬ关于成人自我价值感的相关研究并不多ꎬ尤
其是以特定职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更是寥寥无

几ꎮ 笔者查阅并整理出关于教师群体自我价值感

的研究文献大概 １０ 篇ꎬ其中有 ５ 篇是有关高校基

层管理人员自我价值感偏低的现象及对策研究ꎮ
自我价值感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趋于稳定ꎬ
但是并非是绝对不变的ꎬ它受现实事件的影响ꎬ对
个体来说ꎬ事件越重要ꎬ他(她)对事件所抱有的期

望越大ꎬ那么事件的成败对其自我价值感的影响

就越大ꎮ 成年人处于身体和心理各方面都相对稳

定的发展阶段ꎬ但是也处在职业生涯的创立期与

维持期ꎬ面对激烈的职场竞争环境ꎬ他们的自我价

值感更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ꎮ 所以ꎬ本文认为ꎬ针
对目前有关自我价值感的研究集中在青少年阶段

的现状ꎬ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宽自我价值感的

研究对象ꎬ比如乡村教师、医护人员等特定职业人

员ꎬ并且需要丰富研究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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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教化比较研究

陶　 磊

(南京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分别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种统治手段ꎬ两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

系ꎮ 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共同之处在于政治性ꎬ从社会目的、社会功能以及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对其进

行讨论是对两者之间差异性进行论证的前提性条件ꎮ 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社会形态、社会

组织与社会评价三个方面ꎮ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ꎬ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

发展明确了目标ꎬ指明了方向ꎮ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ꎻ　 教化ꎻ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５４－０６

　 　 思想来源于实践ꎬ离开实践的思想就成了无

源之水与无本之木ꎮ 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传

统教化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实践中ꎬ离开与其相

对应的社会ꎬ思想不能凭空创造ꎮ 虽然思想政治

教育与传统教化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ꎬ前
者产生于现代社会ꎬ后者产生于传统封建社会ꎬ但
是两者之间也有相似之处ꎮ 对思想政治教育与传

统教化进行比较研究是对传统教化认识的进一步

深化ꎬ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发展的题中之义ꎮ
　 　 一、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本

质属性
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本质属性ꎮ

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在本质上的相同点ꎬ这
一点也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两者进行比较研

究的前提性条件与可能性条件ꎮ 对思想政治教育

与教化的本质属性是政治性这一论断进行论证的

视角有许多ꎬ本文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

社会目的、社会功能以及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三个

方面对其进行论述说明ꎮ
　 　 １.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社会目的是维

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现状

这一点从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产生、发展的

历史轨迹可以看出ꎮ 思想政治教育是随着无产阶

级及其政党的出现而出现的ꎬ中国共产党及其事

业的发展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与发展的根本

动力ꎮ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ꎬ思想政治教育虽

然经过了“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思
想政治教育” [１](ＰＰ.７－８) 等多种发展形态ꎬ但是思想

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没有变ꎬ就是通过宣传党的

革命思想、说明党的革命政策、解释党的革命行为

等方式ꎬ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合法

领导者ꎬ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ꎻ就是通

过宣传党与政府的各种策略法规ꎬ说服全国人民

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使中国共产党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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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合法领

导者ꎬ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ꎮ 教化是中国封建

社会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统治的根本手段ꎮ 中国

传统教化萌芽于周ꎬ发展于春秋ꎬ确立于汉ꎬ活跃

于隋唐宋元ꎬ加强于明清ꎬ可以说教化伴随着中国

整个传统社会发展过程ꎮ 考察教化的发展史ꎬ不
难发现ꎬ教化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手段ꎬ经
过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ꎬ教化的重点在于统治

阶级ꎬ即教导统治阶级怎样成为教化的主体ꎬ如西

周时期教化强调“以德配天” “敬德保民”ꎬ春秋战

国时期教化提出的“为政以德” “以德服人” “以
善养人” “一正君而国定矣”的“身教”ꎻ第二阶段ꎬ
教化虽然仍关注统治阶级的教化功能ꎬ但是各级

官吏执行教化的过程与老百姓受教化的结果也成

为其关注的重点ꎬ汉朝时期的学者提出“吏为民之

师帅”ꎬ衡量地方官吏业绩所持的重要标准即应是

其社会教化效果的好坏ꎬ[２](ＰＰ.４９－５０) 除此之外ꎬ统治

阶级还通过设立官学与乡学、发展私学、重用三

老、设置察举制等多项措施提高教化的实际效果ꎮ
　 　 ２.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社会功能是解

决人民大众的思想问题ꎬ缓和与解决社会矛

盾ꎬ维护社会的稳定

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皆是统治阶级常用的统

治方式与手段ꎬ统治阶级之所以选择这两种方式

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具有的社会功能ꎮ 对于

思想政治教育来说ꎬ人是它的前提与核心要素ꎮ
“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ꎬ是为了人的

思想的工作ꎮ” [３](Ｐ.１４９)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

唤醒人们内在沉睡的思想ꎬ激发出奋发向前的精

神力量ꎬ获得正确且明确的方向奋勇前行” [４](Ｐ.２)ꎮ
不难看出ꎬ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与统治阶级

的社会愿望可以说是不谋而合ꎮ 思想政治教育能

成为统治阶级常用的统治方式也是一种必然ꎮ 教

化之所以能够受到传统社会统治阶级的青睐还要

从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来说ꎮ 中国封建社会是政治

与教化高度统一的社会ꎬ可以说政治就是教化ꎬ而
教化也是政治ꎮ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奴隶主

阶级还是地主阶级在朝代不断更替的历史中ꎬ通
过对前朝覆灭的历史原因的总结ꎬ统治阶级更提

倡礼与教ꎬ而不主张刑与法ꎻ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思想中ꎬ怎样合理解决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人与

自我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是

其核心部分ꎬ即伦理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问题ꎬ在这种文化气质的推动下ꎬ我国传统社会呈

现出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特征ꎬ并且这一

特征成为我国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统治模式的显

著特点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教化就是统治阶级用来

安抚民心、赢得民意、汇聚民力的根本手段ꎮ 因

此ꎬ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教化都是统治阶级

用来解决人民的思想问题、缓和与解决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ꎮ
　 　 ３.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化与政治的关系是

内在统一的

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与社会政治环境的宽松

是紧密联系的ꎬ无论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

争鸣”、唐朝时期文化的鼎盛发展ꎬ还是西方国家

由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带来社会思想的发展与科

学技术的进步ꎬ这些都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紧密

相连ꎮ 教化与政治的内在统一性是不言而喻的ꎬ
我国传统社会是高度的“政教合一”的社会ꎬ可以

说政治就是教化ꎬ教化即是政治ꎬ两者之间的关系

密不可分ꎮ 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内在统一性的论

证相对曲折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以改革开放为

界ꎬ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分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ꎮ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随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产生的ꎮ 具体来说ꎬ传统思想

政治教育就是思想政治工作ꎬ是党的政治宣传工

作ꎬ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社会主义过渡

时期的建设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宣传

促进人民大众对现实社会状况的认识ꎬ承认中国

共产党合法的社会领导地位ꎮ 改革开放以后ꎬ经
过“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
大解放ꎬ我国的发展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指导思想ꎬ成功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

展模式ꎮ 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ꎬ虽然思想政治

教育不在如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具有较高的

契合性ꎬ但是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依然在其社会活

动中承担解释现有社会制度、说明政治执行过程

中的问题、讨论国家的制度的使命ꎮ 通过分别对

思想政治教育两个阶段的论述ꎬ不难看出ꎬ思想政

治教育与政治的内在统一性也是合情合理的ꎮ
　 　 二、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差

异性比较
社会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基本属性之

一ꎬ但不能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与教化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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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相同ꎮ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所产生的历

史语境不同ꎬ两者的社会性在微观层面上具有很

大的差异性ꎮ 以社会性为载体ꎬ对思想政治教育

与教化两者差异性进行研究的内涵颇为丰富ꎬ具
体来说应该包括社会形态、社会组织形式、社会评

价机制等方面ꎮ
　 　 １.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社会形态不同

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产生与发展的不同

历史语境ꎬ本文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社会形

态分为单一型与复合型ꎮ 具体来说ꎬ这样划分的

标准有两个:一是内容不同ꎬ教化的内容要比思想

政治教育的内容宽泛得多ꎮ 具体来说ꎬ教化的内

容包括道德规范、礼仪规范、政治要求、法律法规

等多项内容ꎬ[５]除了以上基本内容之外ꎬ教化还包

括对人的精神培育和精神自我的创造ꎮ[６](Ｐ.８) 由此

可以看出ꎬ教化的内容不仅提出了人们日常行为

的规范ꎬ而且还包括了内在精神追求的培育ꎬ所以

教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或全方位的ꎬ而不是某一

方面ꎮ 与教化的内容相比ꎬ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的范围相对狭窄的多ꎮ 从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
展的历史语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考察ꎬ政
治性的内容ꎬ如政治思想、政治观点、政治意识与

道德规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内容ꎬ这也是

学界较为普遍认可的一种观点ꎮ 虽然学界对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研究的成果颇为丰富ꎬ但是这些研

究成果也较为庞杂ꎬ众说纷纭ꎬ莫衷一是ꎮ 二是实

施方式不同ꎬ教化是传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一

种统治手段ꎬ这种统治术的实施不仅依靠当时的

政治ꎬ还与当时社会的经济、道德伦理、日常礼仪

规范、教育、宗教等相结合ꎬ通过对各种性质的社

会活动进行渗透ꎬ最大程度上对被统治阶级进行

训导ꎬ进而提高教化的效果ꎮ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

的发展基本上是受政治发展的推动ꎬ如国家重要

领导人的讲话思想、党政机关领导部门的相关文

件、领导者的顶层设计等ꎬ与经济、文化、宗教等社

会其他方面发展的关系不大ꎬ甚至可以说现代思

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文化、宗
教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发展是割裂的ꎮ 思想政治教

育的发展缺乏与除政治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之间

的互动ꎮ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是孤独的ꎮ 通

过对教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呈现形态的差

异比较ꎬ不难看出ꎬ教化的实施过程不是孤立的ꎬ
而是与经济、文化、宗教等相互结合ꎮ 教化渗透到

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一环节ꎬ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每

一环节皆具有教化的功能ꎬ使生活其中的人民大

众时时刻刻都在接受教化ꎮ 思想政治教育只与政

治产生互动ꎬ当受教育者离开一定的政治场所或

环境ꎬ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用就会消失ꎮ 因此ꎬ整体

来说ꎬ教化的实施是全方位的、对被教化者的影响

是持续的ꎬ教化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常态ꎬ成为

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常态ꎻ而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施环境是单一的、对受教主体的影响也是一时

的ꎬ同时ꎬ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文化、宗教、
教育等各方面的割裂使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够很好

地在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ꎬ所
以对受教主体来说并不认可思想政治教育在其日

常生活中的合法地位ꎮ

　 　 ２.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社会组织形式

不同

组织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得以实施的重要

载体ꎬ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与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

的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与教

化的组织化现状ꎬ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社会

组织形式分为:平面型与立体型ꎮ 教化的组织形

式是立体的ꎬ具体来说ꎬ这里包括两层含义:一是

从横向维度来看ꎬ教化实施的组织具有多样性ꎬ包
括统治阶级、各级官吏、学校、家庭、宗族、民间组

织等ꎬ这些不同的组织在教化的实施过程中所起

的作用也截然不同ꎬ统治者的行为是人民效法的

榜样ꎬ“统治者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地影响着民众的

行为ꎬ关系着社会风俗的走向” [７](Ｐ.５８)ꎻ各级官吏是

教化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者与管理者ꎬ其职责顺利

执行的基本要求是要做人民教化过程中的示范

者ꎬ做到“夫吏者ꎬ民之师也”ꎻ学校既是教化的场

所又是教化人力资源的来源地ꎬ根据传统教化实

施过程中不同层次的需要ꎬ传统社会的学校分为

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私学三个层次ꎬ每一层次的

学校都具有培养教化官吏与服务于民众教化的使

命ꎻ家庭与宗族是教化的最基层组织ꎬ也是教化的

最重要的组织ꎬ家庭与宗族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场

所ꎬ是人们情感的归属地ꎬ人们在这两种场所中的

状态是最放松的ꎬ也是教化最容易被接受的场所ꎬ
家庭教化载体一般是家规、家诫与家训ꎬ宗族教化

载体则是族规、乡约、祠堂、族谱等ꎻ除了以上组织

外ꎬ传统社会教化的实施还有民间组织ꎬ如汉朝时

期的“三老”ꎮ 二是从纵向的维度来看ꎬ教化实施

过程中虽组织众多ꎬ但各组织之间是有联系的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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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相互孤立的ꎮ 把教化各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中

间因素有两个:一是学校制度与选士制度ꎬ学校是

传统社会中教化实施的重要场所与载体ꎬ根据教

化实施过程中不同层次的需要ꎬ传统社会的学校

分为中央官学(主要指太学)、地方官学、私学(到
元、明、清时期成为社学)三个层次ꎬ每一层次学校

培养出来的士者通过选拔制度(如察举制、九品中

正制、科举制等)的筛选ꎬ优秀者成为教化实施管

理的官员ꎬ其他则成为基层教化的具体实施者与

引导者ꎮ 二是榜样ꎬ榜样可以说是传统教化过程

中最为重要的因素ꎬ榜样引导是决定传统教化能

否顺利进行的重要途径ꎮ 榜样与榜样引导贯穿整

个教化过程ꎬ对于统治者来说ꎬ其一举一动都影响

民众的行为ꎬ关系社会风俗的走向ꎬ“其身正ꎬ不令

而行ꎻ其身不正ꎬ虽令不从”ꎻ负责教化具体实施的

各级官吏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ꎬ“夫吏者ꎬ
民之师也”ꎻ在家庭教育与宗族教育的过程中ꎬ家
长与族长的示范作用也是保障教化在这两个场所

中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ꎮ 由此可见ꎬ传统教化的

实施过程虽然有很多组织类型ꎬ但是这些组织通

过学校制度、选士制度与榜样等因素相互之间建

立联系ꎬ进而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组织模

式ꎮ 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模式与教化比较起来相

差甚远ꎬ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思想政治教育在

发展市场经济与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劲呼吁声中逐

渐式微ꎬ被迫退出一些社会场域ꎬ如企业、社区等ꎬ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仅仅局限于高校这一场

域中ꎬ从横向的维度来说ꎬ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场域

的缺陷导致其组织的缺失ꎬ从纵向的维度来说ꎬ思
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需要的互动较

少ꎬ思想政治教育还不能够做到及时合理地应对

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ꎮ 因此ꎬ思
想政治教育社会呈现形态是平面型的ꎮ 思想政治

教育由于实施场域的割裂ꎬ实施组织的单一ꎬ导致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微弱ꎬ社会合法地位遭受挑战ꎮ

　 　 ３.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社会评价机制

不同

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分别作为不同社会形态

下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ꎬ对疏通人民大众思想、
缓和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ꎬ因此ꎬ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效果如何ꎬ
怎样对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实践成果进行评价ꎬ
进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发展自然成为统

治阶层关注的焦点ꎮ 教化作为传统社会统治阶级

一种常规统治术ꎬ教化的实施过程与结果必然成

为其评价的主要对象ꎮ 教化的评价机制包括对执

行教化任务的官员与对在日常教化过程中有突出

表现的人两部分评价内容ꎮ 首先ꎬ对执行教化任

务官员的评价ꎬ评价的依据是社会的教化成果ꎬ
“民之治乱在于吏”ꎬ“故民之不善也ꎬ失之者吏也ꎬ
故民之善者ꎬ吏之功也”ꎻ[９](Ｐ.３４２) 评价方式是统治

者派遣官吏巡视ꎬ“分遣侍者ꎬ皆微服单行ꎬ各至州

县ꎬ观察风谣”ꎻ[８]评价成果ꎬ对在教化过程中有突

出政绩的官员ꎬ统治阶级通过提升官位、奖励金

银、增加俸禄、给予鼓励ꎮ 其次ꎬ传统教化的评价

机制与当时社会的人才选拔机制相勾连ꎬ即在教

化的过程中ꎬ除了对体制内表现突出者进行评价

奖励ꎬ对于体制外表现优异者也进行评价与鼓励ꎬ
特别是在教化过程中那些在道德修养方面有突出

表现的士人经过官方认定后ꎬ就会授予一定的官

职ꎬ进而从一名普通的人民大众变成体制内的人ꎬ
如汉朝时期的“察举制”ꎮ 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机

制尚不健全ꎬ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思想政治教育

评估理论研究不足ꎬ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核心内

容是对教育效果的评估ꎬ但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

效果表现形态非常复杂ꎬ“它既表现为显性效果ꎬ
又表现为隐性效果ꎬ既表现为直接效果ꎬ又表现为

间接效果ꎬ既表现为近期效果ꎬ又表现为远期效

果”ꎬ[１０](Ｐ.３４６)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评估很

难建立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ꎻ二是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还不独立ꎬ仍然依附于党政部门的宣传工作

与高校的党团工作ꎬ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只

是对宣传工作与党团工作的一个因子的评价ꎬ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依附性极大地阻碍了思想政治

教育评价机制的建立ꎮ

　 　 三、发展性: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比较

研究的意义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的差异性进行比

较研究ꎬ不难发现ꎬ虽然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皆是

统治阶级常用的统治手段ꎬ但是两者之间存在本

质上的区别ꎮ 如果教化是一种统治模式ꎬ那么思

想政治教育仅是一种统治方式ꎻ如果教化是一种

统治思想ꎬ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仅是一种统治思维ꎮ
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之间的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解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地位的合法性、正
当性颇受质疑的原因ꎮ 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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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ꎬ通过对这种差异进行研究ꎬ进而找到思

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创新之处ꎬ正是现代思想政治

教育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窠臼的一条重要途径ꎮ
　 　 １.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更具有社会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ꎬ思想政治

教育来源于社会ꎮ 因此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应

该是扎根于社会ꎬ服务于社会ꎮ 然而ꎬ现在思想政

治教育的发展却是浮于社会发展的表面之上ꎬ与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脱节的或不一致的ꎮ 具体来

说ꎬ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ꎬ思想政治教

育占有的社会空间单一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化ꎬ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ꎬ思想政治教育再也

不是改革开放以前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ꎬ而是

被逐渐从社会各个领域剥离出来ꎬ最终蜷缩在高

校这一仅有社会空间内的单一形态的思想政治教

育ꎮ 其他社会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ꎬ如农村思想

政治教育、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企业思想政治教育

等仅仅存在于理论研究中ꎮ 第二ꎬ思想政治教育

实施方式单一ꎬ多元、多样、自主、互动是现代社会

精神生活的基本理念ꎬ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

施手段仍然是灌输、说教ꎬ而对应该有的经济手

段、教育手段、文化艺术手段等却弃之不用ꎮ 思想

政治教育与教化的社会功能一样ꎬ就是解决全体

民众的思想问题ꎬ而不是解决其中某一部分或某

一阶层民众的思想问题ꎮ 另一方面ꎬ现代思想政

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之所以能够为社会所接

受ꎬ根本原因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能够促

进社会的整体发展ꎬ而促进社会某一领域的发展

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ꎬ应该是思想政

治教育某一分支学科具有的基本功能ꎮ 因此ꎬ思
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要想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的窠

臼ꎬ必须克服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ꎮ 具体来说ꎬ应
该做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ꎬ思想政治教育

必须成为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推手ꎬ而不是某一

领域、某一行业、某一阶层发展的推手ꎮ 思想政治

教育的未来发展不仅仅要巩固在高校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ꎬ而且要成农村、社区、企业、工厂等社会组

织发展的直接的、显性的或间接的、隐性的推手ꎬ
同时ꎬ推动各社会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互动ꎬ
形成“大思想政治教育”ꎮ 第二ꎬ思想政治教育要

解决的是社会大众的思想问题ꎬ而人民思想问题

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某一种社会原因ꎬ而是由各种

社会原因共同造成的ꎮ 因此ꎬ思想政治教育实施

过程中ꎬ在解决人民思想矛盾时所采用的手段应

该具有多样性ꎬ把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教育手段、
文化艺术手段等相结合起来使用ꎬ这样才有可能

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大众的思想问题ꎮ
　 　 ２. 思想政治教育 “共同体” 建设成为

必然

思想政治教育如要达到教化在疏导人民大众

思想、缓和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所具有的

功效ꎬ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建设一个犹如教化一样

内部各元素相互协调的有机组织ꎮ 思想政治教育

共同体“是由众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包括思

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实际工作者)在长期专业实践

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宏观组织形态的有机体” [１１]ꎮ
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从宏观上来说包括理论与实

践两大部分ꎬ根据具体的社会领域不同ꎬ思想政治

教育又被分成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家庭思想政治

教育、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
关思想政治教育、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等多种形态ꎮ
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建立就是要求各社会领域

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互动交流ꎬ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的“大思想政治教育”ꎮ 具体来说ꎬ这里包括两层

含义: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受教主体无论是在学校、
家庭还是在社会的某一场域都能接受思想政治教

育ꎬ并且每一场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

内容、基本原则等价值取向应该是一致的ꎬ即要做

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性ꎬ避免由于思想政治教

育实施过程的断裂或缺失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减弱甚至发生反作用的结果出现ꎻ二是思想政治

教育共同体中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思想政治

教育组织之间衔接与协调要紧密ꎬ“做到统一指

导、统一部署、统一实施、统一考评” [１２]ꎮ 思想政治

教育共同体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经

之路ꎮ
　 　 ３.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建设

教化之所以能成为传统社会统治阶级的常规

统治手段ꎬ主要原因在于其有一套严密的制度ꎬ如
保障教化实施过程顺利进行的学校制度、为教化

提供人力资源的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

制、科举制等)、为保障教化效果的监督机制与评

价机制等ꎮ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其社会地位

的合法性还颇受争议ꎬ除了其还不能够很好地扎

根于社会发展中之外ꎬ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

自身发展的规范性不够ꎮ 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现

状ꎬ不难发现ꎬ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制度基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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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ꎬ思想政治教育缺乏领导体制、监督制度、评价

制度、人才的培养制度等各种制度ꎮ 这些基本制

度的缺失进一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基本规

范模糊ꎮ 因此ꎬ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发展面临着

一系列的问题ꎬ如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缺乏一个

强有力的统一领导ꎬ思想政治教育依然依附于各

级党政机关的宣传部门ꎬ作为其工作的一部分ꎬ思
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与规律性没有受到

应有的重视ꎻ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缺乏统一的指

导与部署ꎬ这使得原有的“大政工”格局悄然分崩

离析ꎬ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只是蜷缩在高校这一社

会领域ꎻ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缺乏一定的评价机

制ꎬ思想政治教育既然是一门科学ꎬ那么它的发展

状况如何就应该进行评价ꎬ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是

否达到其岗位的职责要求应该进行评价ꎻ思想政

治教育的发展缺乏健全的人才培养制度ꎬ通过三

十多年的发展ꎬ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培养本科生、研
究生、博士生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ꎬ然而这只是人

才培养的第一步ꎬ人才培养出来之后怎么办呢?
这些高素质人才应该何去何从呢? 思想政治教育

的发展缺乏明确的准入制度ꎬ思想政治教育虽然

是一个年轻的学科ꎬ但这并不能代表它是一块“公
共地”ꎮ 当然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除了以上所提

到的基本制度以外还需要其他一系列制度的建立

与发展ꎮ 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现代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能否取得辉煌成果的关键性因

素ꎮ 因此ꎬ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理应

成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人关注的焦点ꎮ
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化分别是两种不同社会形

态的统治方式ꎬ两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巨大

的差别ꎮ 教化能够成为我国传统社会的常规统治

方式ꎬ其在梳理人民思想、缓和解决社会矛盾、维

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ꎮ 把思想政治

教育与教化进行比较研究ꎬ一方面探究思想政治

教育现代发展过程中自身的问题ꎬ另一方面为思

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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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德育的出场路径探究
∗

邹　 学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ꎬ 江苏苏州　 ２１５０００)

　 　 [摘　 要] 　 当前ꎬ高职院校的德育呈现出多元化的出场路径ꎬ主要包括贯彻论、趋同论、管理论、边缘论、协
同论、维稳论等ꎮ 通过对高职院校德育的价值取向之追问ꎬ揭示出高职院校德育的应然出场路径:在个人价值层

面ꎬ关注学生主体性发展ꎬ使其拥有幸福完整的高职教育生活ꎻ在教育发展层面ꎬ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德育工作ꎬ
推进高职教育的发展与繁荣ꎻ在社会进步层面ꎬ培育合格职业人ꎬ全力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ꎮ

[关键词] 　 德育ꎻ　 出场路径ꎻ　 高职院校ꎻ　 主体性发展ꎻ　 合格职业人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６０－０４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

分ꎬ担负着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

岗位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端技能型

专门人才的重要任务ꎬ高职院校德育状况直接影

响着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ꎮ 高职院校积极开展德

育工作ꎬ在德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各有侧重、
各具特色ꎬ高职德育不断涌现出新进展、新突破、
新成果ꎮ 然而ꎬ高职德育向纵深发展的同时ꎬ也日

益显现出德育理念模糊化、德育宣传标语化、德育

模式同质化、德育环境失范化、德育规格低俗化、
德育评价简单化、德育工作低效化等态势ꎬ在高职

德育价值求索和使命探寻中呈现出多元化的出场

路径ꎬ主要包括贯彻论、趋同论、管理论、边缘论、
协同论、维稳论等ꎮ
　 　 一、高职院校德育的多元化出场路径

１.贯彻论

这种观念认为高职院校德育工作目的在于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德育工作方面的相关方针、政策

或是会议精神ꎬ诸如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ꎬ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ꎬ教育部制定的

«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指
出ꎬ“高等职业院校要坚持育人为本ꎬ德育为先ꎬ把
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ꎬ等等ꎮ 贯彻论普遍认为

中央的政策确立了高职院校德育的目标与方向ꎬ
高职德育是党的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ꎬ高职

院校负有推进德育工作ꎬ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的使命和重任ꎮ 贯彻教育方针ꎬ加强德育工作ꎬ是
推进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ꎬ但这是基于尊重人、关
怀人、发展人的育人立场ꎬ抑或是迎合外部压力而

流俗于德育形式主义? 是基于本校特色与实际开

展德育活动ꎬ抑或是普适性德育理念和要求的照

单全收? 这是高职院校德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前

置性问题ꎮ

２.趋同论

此观点认为当前专门的高职德育大纲还未出

台ꎬ高职院校德育工作应以我国学校德育的普遍

性和共性为前提ꎬ普适性的德育模式成为高职院

校德育范式的滥觞ꎮ 趋同论下的高职院校德育工

作也坚持“育人为本ꎬ德育为先”的德育理念ꎬ在德

育内容上也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

教育ꎬ但不论其德育理念、德育内容还是德育课程

—０６—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立项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五年制高职学生职业精神的

途径研究”(项目编号:ＸＨＤＹ２０１５０３９)ꎮ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７－１０
[作者简介] 邹　 学ꎬ男ꎬ江苏常熟人ꎬ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讲师ꎬ硕士ꎮ



设置、德育工作方式、德育的管理与评价等方面并

没有显现出高职德育的特色性、针对性、实效性ꎮ
趋同论下的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目标模糊不清ꎬ
模式难以界定ꎬ或仿效本科德育的思路ꎬ成了本科

德育的压缩版ꎻ或承袭中职德育的做法ꎬ成了中职

德育的翻版ꎮ 这种德育观没有在德育一般理论的

指导下探索高职院校德育的内在发展规律ꎬ忽视

了高职德育实践的特色性、高职院校德育主体的

特殊性ꎬ没能从理论和实践上整体构建德育工作

模式ꎬ也就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高职院校的德育

困境ꎮ

３.管理论

德育管理论认为高职院校的德育就是“根据

一定的德育目标ꎬ通过决策、计划、组织、指导和控

制ꎬ有效地利用各种德育要素” [１]ꎬ不断提升德育

工作的有序性、制度化、组织化ꎬ进而实现培养学

生良好品行和规范学校秩序的管理活动ꎮ 这种德

育观凸显了高职德育管理方式的规范性、科学性ꎬ
为当前的高职德育工作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范

式ꎮ 但这种技术化的德育观过于强调德育的方法

论要求ꎬ属于工具理性的思维范畴ꎬ带有明显的他

律倾向ꎬ人本理念的缺失ꎬ导致高职德育缺乏人文

关怀ꎮ 诚然ꎬ德育具有规范与管理之功能ꎬ但德育

绝不能以规范人为目的ꎬ规范而忽略关怀与发展ꎬ
必然使德育缺乏以人为目的建构教育制度及活动

方式的基本价值ꎬ[２] 道德教育总是蕴含着人的价

值观导向和思想道德追求ꎮ 管理论者关注的只是

如何使高职生成为道德律令制约下的学校人ꎬ而
忽视了作为个体的人自身的一种精神成长ꎬ学生

处于“失真”与“无我”的德育场域中ꎬ导致高职德

育的“人学空场”ꎮ

４.边缘论

这种德育观在某些高职院校尚有一定的市

场ꎮ 此观点认为高职院校教育要以就业为导向ꎬ
以特色培养为抓手ꎬ德育工作始终处于一种目标

辅助的地位ꎮ 这种技能培养代替人格塑造ꎬ职业

技术等同职业素养的“能力本位”教育模式ꎬ使德

育在高职教育中的边缘化现象日益严重:德育安

排比重偏小ꎬ内容浅显ꎬ形式单一ꎬ目标降低ꎬ逐渐

呈现出“重知识灌输ꎬ轻品德培养ꎻ重课堂教学ꎬ轻
社会实践ꎻ重理论说教ꎬ轻行为养成”的趋势ꎮ 道

德教育化、教学技能化倾向令人担忧ꎬ正如爱因斯

坦所说“我们切莫忘记ꎬ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

人类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ꎮ 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

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

发现者之上” [３](Ｐ.３９４)ꎮ 道德教育化倾向致使高职

德育陷入“说起来重要ꎬ做起来次要ꎬ忙起来不要”
的尴尬境地ꎮ 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弥漫下的德育

“边缘化” 势态导致当前高职德育实效性日渐

低下ꎮ
除上述 ４ 种外ꎬ高职院校德育的出场路径还

有协同论(主张德育工作部门与学校其他工作部

门相互协作ꎬ共同完成学校的发展目标)、维稳论

(德育工作者把学生看作是消极被动的管理对象ꎬ
德育目标矮化为学生遵守规章制度ꎬ不违纪不出

事)ꎬ等等ꎮ 这些德育诸多价值取向让人不免思

考: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的逻辑起点在哪里? 是

否有一个明确的出场路径?
　 　 二、高职院校德育工作的价值取向之

追问
我们在追问高职院校德育的出场路径时必然

要思考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高职院校开展德

育工作的价值在哪里? 不能很好地澄清高职德育

价值取向这一问题ꎬ高职德育工作势必会出现偏

向ꎮ 德育价值取向就是“在同时存在若干种教育

价值方案和意向时ꎬ教育主体从自己的需求及利

益出发ꎬ选择或倾向于某一方案和意向ꎬ以实现自

己的德育价值目标” [４]ꎮ 高职德育价值取向作为

一个统揽全局的要素ꎬ对其反思是整体性考察高

职德育问题ꎬ有效开展德育工作的重要路径ꎮ
　 　 １.高职德育的人本价值取向追问

高职德育价值取向的确立需要考虑诸多因

素ꎬ但人的因素是必须考虑的ꎬ毕竟教育是培养人

的活动ꎬ“成人”是其第一要务ꎮ[５]高等职业“教育”
作为一种教育类型ꎬ也必须回答“面对的是怎样的

人ꎬ如何使其成人”的问题ꎮ 高职生是高职教育最

根本的、最现实的主体ꎬ思想道德素质主流是好

的ꎬ健康向上ꎬ可塑性强ꎮ 但高职生生源复杂多

元ꎬ文化基础参差不齐ꎻ部分学生学习目标模糊ꎬ
学习动力不足ꎻ缺乏自信及积极进取精神ꎻ心理承

受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不佳ꎮ 自我认知的偏差ꎬ社
会对其认识的偏见ꎬ学校德育工作的失当ꎬ使得某

些高职生迷茫、困惑与失落ꎬ这种心理又严重阻碍

了他们自身的进步ꎮ 高职教育如何“按照某种超

越于现实的道德理想去塑造人与培养人ꎬ促使人

去追求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与行为方式ꎬ以此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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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现实的否定” [６]ꎬ如何引领学生进行关于人生

和社会的思考ꎬ探索生命的意义ꎬ从“现实世界”中
找回远离的“意义世界”ꎬ实现人生的价值ꎬ是高职

德育面临的首要问题ꎮ 因此ꎬ尊重和遵循人的本

质规定性ꎬ关注人的主体性发展构成了高职德育

价值取向的基本旨归ꎮ

　 　 ２.高职德育的教育本体价值追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

大力扶持ꎬ高等职业教育呈高速发展态势ꎮ 中国

职业技术教育网显示ꎬ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我国共有独立

设置的高职学校 １３４１ 所ꎬ高职招生 ３４８ 万人ꎬ毕业

生 ３２２ 万人ꎬ在校生达 １０４８ 万人ꎮ 高职院校办学

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ꎬ高职教育面临由规模化向

内涵化发展的转向ꎬ对高职院校办学质量提出了

更高要求ꎬ德育工作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和灵魂ꎬ
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出来ꎮ 高职教育作为为生

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的教育ꎬ其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育管理、课程教

学、服务导向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ꎮ 正确

认识和把握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态势和显

著特征ꎬ紧紧围绕高职教育“职业性、应用性、实践

性”的特质开展德育工作ꎬ是加强和改进高职德育

工作的关键ꎬ是高职德育的生机和活力所在ꎮ 科

学合理的德育价值取向有利于高职教育整体的优

化协调ꎬ是现代高职教育自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要

求ꎬ这是高职德育最基础的存在价值ꎮ

　 　 ３.高职德育的社会本位价值追问

关于教育的价值ꎬ从古至今ꎬ有两种不同的观

点和流派ꎮ 一种认为ꎬ人类教育的价值在于个人

能够成功地适应社会ꎬ个人成长要满足社会需求ꎬ
谓之“社会本位说”ꎻ另一种观点认为ꎬ教育应当顺

应个人的发展与完善来制定相应的目标以实现人

的价值ꎬ是为“个人本位说”ꎮ 马克思主义认为ꎬ个
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互为条件和目的ꎬ教育的价

值在于追求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的统

一ꎮ 高等职业教育具有强烈的职业性和社会服务

性ꎬ高职教育要存在与发展ꎬ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ꎬ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各种应用型人才ꎮ 另一

方面ꎬ高职生只有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ꎬ才能够生

存和发展ꎬ这也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ꎬ是学生不断

成人、成才的过程ꎮ 因此ꎬ高职学生作为联结高职

教育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ꎬ高职院校能否培养具

有现代职业精神与职业能力的职教人才是高职教

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ꎮ 积极发挥德育在高等

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ꎬ培育“德技双馨”的合格

职业人ꎬ为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

力支持和人才保障ꎬ是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迫切需要ꎮ
　 　 三、高职院校德育的三维出场路径

通过对高职德育的价值取向分析我们可知ꎬ
高职德育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三重维度:在个人价

值层面ꎬ就是要关注学生主体性发展ꎻ在教育发展

层面ꎬ就是要推进高职教育的发展与繁荣ꎻ在社会

进步层面ꎬ就是要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ꎮ 因此ꎬ当前高职院校德育的出场路径就必然

地内源于这 ３ 个维度ꎬ具体体现在以下 ３ 个方面:
　 　 １.高职院校德育的第一个出场路径就是

要关注学生主体性发展ꎬ使高职生过一种幸

福完整的高职教育生活ꎬ这是高职德育工作

的根本出发点ꎬ也是最终归宿

德育在本质上是有关人格的、生命的、完整生

活过程的教育ꎮ 当前德育工作应当充分关注人的

需要ꎬ着力发掘人的潜能ꎬ发扬人的个性ꎬ发现人

的价值ꎮ 高职教育要培养学生“学会做事”ꎬ更要

培养学生“学会做人”ꎬ这是高职学生的立身之本ꎮ
高职院校开展德育工作时要深刻反思我国当前发

展高职教育的目的ꎬ在关注学生“学习性质量”的

同时ꎬ更要重视“发展性质量”和“生命性质量”ꎬ[７]

关切教育生活中学生的完整和幸福ꎮ 高职德育工

作应把学生的发展本身作为目的和本体ꎬ确立学

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ꎬ积极发挥其能动性、自主

性和创造性ꎬ要通过诸如开展校园文化艺术节、营
造书香校园、组织社会公益服务、创建学生活动社

团、举办学术沙龙或论坛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ꎬ
真正做到“活动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ꎬ让高

职生悦纳自己ꎬ过一种幸福完整的高职教育生活ꎮ
　 　 ２.高职院校德育的第二个出场路径就是

要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德育工作ꎬ推进高职

教育的发展与繁荣ꎬ这是高职教育自身发展

的内在要求

德育是学校教育的生命线ꎬ贯穿教育的全过

程ꎬ渗透到学校的教学科研、学生管理、社会实践、
校园文化建设、学校党团工作、学生社团活动、心
理健康教育、扶贫助学、就业指导服务等各个方

面ꎮ 德育作为教育之魂ꎬ孕育着学校气氛、领导作

风、师生之间等人际关系诸多“社会系统变数”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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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生着校园诸人的信念系统、价值观念、认知结

构、意义向度等“文化变数”ꎮ[８](ＰＰ.３３０－３３９) 因而ꎬ高职

院校应努力拓宽德育途径ꎬ创新德育形式ꎬ通过诸

如加快高职德育学科构建ꎬ加强德育师资队伍建

设ꎬ优化高职德育资源供给ꎬ培育以组织文化为核

心的德育环境等一系列德育专业化建设ꎬ构建科

学性、特色化、可操作的高职德育体系ꎬ切实提高

德育工作的质量和规格ꎬ充分发挥德育对学校工

作的重要导向、动力、保证作用ꎬ从而加快高职院

校内涵建设ꎬ推动高职教育的发展与繁荣ꎮ
　 　 ３.高职院校德育的第三个出场路径就是

要培育合格职业人ꎬ全力服务于我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ꎬ这是高职教育存在和发展的

根本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

整ꎬ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ꎬ能否

为社会培养大批市场急需的合格职业人才ꎬ实现

高等职业教育应有的满足市场需要、促进社会发

展的社会价值ꎬ拷问着当前的高职教育ꎮ 作为高

职灵魂的德育ꎬ当前工作的重点在于提高学生职

业道德素养ꎬ实现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

精神的高度融合ꎬ培育出不仅能够满足企业和社

会的现实需要ꎬ更能推动和引领企业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合格职业人ꎮ 高职院校应通过开展职业生

涯规划ꎬ提升高职生的职业意识ꎬ强化其职业认

知ꎻ举办职业技能竞赛、创新创业大赛磨炼职业技

术ꎬ培育职业精神ꎻ通过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协

同育人机制养成职业规范ꎬ促成职业素养ꎻ开展

“劳模进职校”、优秀校友事迹展等活动ꎬ提高职业

道德ꎬ树立职业理想ꎮ 通过搭建这些平台来营造

有利于高技能人才成长的良好氛围ꎬ为企业培养

大量“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ꎮ

四、结语

在当前高职院校德育的三维出场路径中ꎬ个
人价值维度是高职德育工作的立足点和最终归

宿ꎬ教育发展维度是高职德育自身存在和发展的

价值追求ꎬ社会进步维度是高职德育发展的根本

动力ꎮ
高职院校德育工作的 ３ 个出场路径相互联

系、不可分割ꎮ 高职德育工作如果还像传统教育

那样把人当作工具来培养ꎬ关注的只是如何使高

职生成为道德律令制约下的“学校人”ꎬ或者只关

注社会需求而塑造技能本位的“职业人”ꎬ忽视学

生自身成长ꎬ忽视学生个性的发展ꎬ高职教育就无

法实现 “让学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高职教育生

活”ꎮ 另一方面ꎬ高职德育如果不关注社会ꎬ不面

向市场ꎬ培养的学生职业技能不硬ꎬ职业素养不

高ꎬ就很难被企业接纳ꎬ被社会认可ꎬ也就不可能

很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ꎮ 高职德

育工作偏离了人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ꎬ自身发展

也会举步维艰ꎬ难以推进“高职教育的发展与繁

荣”ꎮ 只有系统有机地整合高职德育三维出场路

径ꎬ更大地发挥高职院校德育的价值ꎬ才能更好地

实现个人的成长、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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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潘　 艳

(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ꎬ 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重要渠道ꎬ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ꎬ面对新形势下的研究生群体ꎬ我们应探索行之有

效的教育方法ꎬ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ꎮ
　 　 [关键词] 　 研究生ꎻ　 思想政治教育ꎻ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３.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６４－０４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道德规范教育、素质教育等内容ꎬ是大

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教育

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ꎬ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习近平

总书记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８ 日召开的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也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

人作为中心环节ꎬ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ꎬ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ꎬ努力开创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ꎮ”随着研究生规模的

不断扩大ꎬ高校研究生群体呈现许多新的特点ꎬ高
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

题与挑战ꎮ 因此我们既要重视对研究生的专业培

养ꎬ也要探索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

效方法ꎬ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ꎮ

一、当前高校研究生的思想、学习、生活

现状与存在问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前研究生的思想、学习、生

活情况ꎬ课题组在三年制工科研究生中进行了一

次调查ꎬ主要通过调查问卷与个别访谈等方式进

行ꎬ问卷调查的内容涉及研究生的思想水平、政治

觉悟、生活态度、学习能力、竞争意识、就业观念、
师生关系等方面ꎮ 本次调查总共发放问卷 ３００ 份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２８７ 份ꎬ回收率为 ９６％ꎬ调查结果表

明ꎬ研究生的政治觉悟、人生态度、竞争意识等与

时代变革的步伐基本吻合ꎬ呈现出理智务实、积极

进取、开放宽容的特点和变化ꎮ

１.现状分析

(１)对导师的认可度较高ꎬ认为导师在研究

生的学习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将导师对你的教育影响因素进行排序”
时ꎬ８２％的同学将“治学态度和道德修养”排在第

一位ꎬ其次是科研水平ꎬ然后是专业知识ꎮ 在对

“要做好科研工作ꎬ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一问做出

选择时ꎬ６５.３％的研究生选择“导师在课题和研究

方法上的细致指导”ꎬ２４.２％的研究生选择“很好的

课程学习”ꎬ然后是“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与师兄师

姐的传帮带”ꎮ 由此可见ꎬ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ꎬ
导师的言传身教对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起着关键的作用ꎮ

(２)对就业问题较为关注ꎬ感觉到就业的压

力ꎬ也能够积极应对挑战

调查显示ꎬ当前研究生比较关注就业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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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研究生阶段后ꎬ他们普遍感觉到就业的压

力与学习的紧迫感ꎮ 在对“除了专业学习外ꎬ你们

与导师讨论较多的话题是什么”一问做出选择时ꎬ
５７ ６％的研究生最关心就业问题ꎬ２６.１％的研究生

选择的是日常学习与生活问题ꎬ然后是经济问题

与恋爱问题ꎮ 在对“读研后ꎬ你感觉最紧迫的问题

是什么”一问做出选择时ꎬ４８％的学生选择了“就
业竞争太激烈”ꎬ其次才是学业问题以及经济困难

问题ꎮ
调查中我们发现ꎬ研究生在竞争日趋激烈的

社会中能够正视现实ꎬ锻炼自我ꎬ敢于面对挑战ꎮ
在被问及“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你准备

怎样做”时ꎬ４３％的研究生选择“如何按社会需求

设计自己”ꎬ３６％的研究生选择“钻研专业知识”ꎻ
在“你认为就业时ꎬ什么最重要”做出选择时ꎬ５６％
的学生认可“个人能力”ꎬ１１. ３％的学生认可“专

业”ꎬ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只有 ３％ꎮ 由此可见ꎬ研
究生们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能够紧跟时代ꎬ敢于迎

接社会挑战ꎬ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正视现实ꎬ务
实肯干ꎬ渴望锻炼自己ꎬ发展自我ꎮ

(３)追求自身的素质的提高ꎬ以实现全面发

展的综合型人才为目标

在对“你最想在研究生阶段学到什么”一问

做出选择时ꎬ选择“精通本专业的知识”“良好的社

会活动能力”“感兴趣的其他专业知识”的研究生

人数居多ꎬ三者比例分别为 ３５％、３８％、２６％ꎻ在对

“你读研的目的”做出选择时ꎬ选择“获得更多的知

识能力”的占 ４５％居第一位ꎬ其次是“谋求一份稳

定并且收入高的工作”占 ３０％ꎮ 这说明ꎬ面对竞争

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和就业形势ꎬ当前研究生注

重自我发展、全面发展ꎬ在追求学识的同时也在向

经济、地位等实惠性硬件方面转变ꎮ
２.存在的问题

调查中也发现研究生思想上出现的一些新问

题:研究生个体差异性较大ꎬ道德取向趋于多元

化ꎬ部分研究生存在理想信念模糊、集体观念淡

薄、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参与热情不高等问题ꎮ
(１)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参与热情不太高ꎬ

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淡漠情绪

对于“你对学校组织的大型集体活动的态

度”一问ꎬ３１％的学生选择“积极参加党团及学校

组织的各类活动”ꎬ５０％的研究生选择“感兴趣就

参加ꎬ反之就不参加”ꎬ还有近 １９％的学生对参加

集体活动持消极态度“无所谓”ꎻ在回答“你参加学

生社团的主要目的”这一问题时ꎬ有 ５６％的学生选

择“学习技能以利于就业”ꎬ２６％的学生选择“展示

才华ꎬ锻炼自我”ꎬ尚有少数同学认为耽误学习而

“不参加”ꎮ 由此可见学生思想更加现实ꎬ功利性

更加明显ꎮ 在“你周围大多数同学的兴趣在于”这
一问题中也显现出来同样的趋势:６７％的学生更关

心自己的切身问题ꎬ１３.８％的研究生关心国家和社

会问题ꎮ 研究生阶段ꎬ学生的主要精力以学习和

科研为主ꎬ他们的思想更成熟ꎬ关注点更集中ꎬ基
本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ꎬ对
未来人生道路往往都有了初步的规划ꎬ价值取向

更趋于现实ꎮ 这就导致研究生对集体活动ꎬ尤其

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积极性不高ꎬ甚至出现逃避

现象ꎮ 虽然这种思想倾向只在少数研究生身上存

在ꎬ但这一消极因素不容忽视ꎬ研究生德育工作任

重道远ꎮ
(２)研究生个体差异性较大ꎬ生活形态多样ꎬ

学习时间与空间的限制ꎬ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难度

研究生群体年龄跨度大、来源广泛、背景多

样、思想相对成熟ꎬ这造成每个研究生个体的差异

性较大ꎮ 研究生作为科研工作的重要参与者ꎬ绝
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各项科研工作及相关活动中ꎮ
随着学习研究的逐渐深入ꎬ科研项目的参与程度

逐渐加大ꎬ一大批研究生已经作为科研工作的主

体力量ꎬ担负起重大科研项目的具体实施和推进ꎻ
除了科研工作外ꎬ课程、论文、毕业、就业等方面的

压力ꎬ使他们投入了部分精力在这些方面ꎮ 还有

导师交代的类似于财务报销、会务接待、差旅任务

等其他相关业务也占据了学生们一定的业余时

间ꎮ 他们经济生活相对独立ꎬ多数研究生已经不

再依赖家庭对其进行经济支持ꎬ而是以勤工俭学、
助教助管助研的方式赚取学费、生活费等相关费

用ꎬ学习之余的各种兼职工作占用了他们的部分

时间ꎮ 他们的生活形态也是复杂多样ꎬ许多研究

生处于已婚成家或谈恋爱阶段ꎬ没有充足的时间

参加集体生活ꎮ “工作任务重ꎬ学习压力大ꎬ没有

时间参加党组织生活”成为研究生党员的普遍感

受ꎮ 与科研工作冲突ꎬ没有时间参加党组织生活

是影响党组织活动正常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当

前的研究生管理实行导师负责制ꎬ研究生往往分

布在不同导师的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ꎬ除了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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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项目组成员外与其他同学的交流机会较少ꎬ造
成了同学间关系淡漠ꎬ班级干部的号召力与影响

力下降ꎮ 学习时间与空间的限制ꎬ增加了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难度ꎮ

二、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对策
如何针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际ꎬ积

极探索新形势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

方法ꎬ已成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

重点和难点ꎮ 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中也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ꎬ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ꎮ 办好我们的高校ꎬ必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ꎮ 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ꎬ抓好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ꎬ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

的思想基础ꎮ 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ꎮ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以学生需求为导

向ꎬ以面向学生、服务学生为宗旨ꎬ创新思路ꎬ拓宽

渠道ꎬ搭建多元化与多样化平台与载体ꎬ提升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ꎮ

１.搭建研究生党建工作平台ꎬ加强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１)加强研究生党员骨干队伍建设ꎬ为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研究生党员骨干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ꎬ直接

影响到研究生基础党支部建设的生机与活力ꎮ 党

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

出:“建设高素质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ꎬ按照守

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要求ꎬ加强基层党

组织书记队伍建设”ꎬ这一指示对新时期党的基层

组织骨干队伍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我

们可以定期举行党员骨干专业技能培训ꎬ提高研

究生党员骨干的思想素质与实际工作能力ꎻ举行

党支部风采展示ꎬ提升支部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

斗力ꎬ强化研究生党员骨干的历史责任与党员意

识ꎻ建立党员骨干队伍考核评价体系ꎬ强化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意识ꎬ全面打造研究生党员骨干的领

导力与政治素质ꎬ让他们更加明确自己的责任与

担当ꎬ使党员骨干真正成为“一粒种子、一面旗帜、

一道脊梁”ꎮ
(２)拓宽研究生组织生活形式ꎬ以有效的方

式增强研究生党员素质

应严格党员发展程序ꎬ提高党员发展质量ꎬ注
重研究生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与发展工作ꎬ重视

对研究生党员的继续培训与教育工作ꎬ全面提高

研究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广大研究生的整体

素质ꎮ 可在党校课堂学习的基础上ꎬ开辟党校第

二课堂ꎬ进行持续的教育培养ꎻ可进行入党宣誓教

育、学风与学术道德等各种主题的教育活动ꎬ丰富

研究生组织生活ꎬ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亲

和力ꎮ
(３)创新研究生党建工作手段ꎬ增强党建活

动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可以利用论坛、微信平台等广大学生喜闻乐

见的新媒体手段向研究生介绍党员先进事迹ꎬ加
强日常党建工作ꎻ通过讲座和网络视频的方式向

研究生传播正面的思想教育ꎬ启发他们对社会的

责任心以及面对生活和工作应有的良好态度ꎮ 教

育内容应紧抓社会热点ꎬ积极引导研究生进行探

讨分析ꎬ使他们“心忧天下、放眼世界”ꎬ增强他们

对国家、社会、人民的责任感ꎮ
２.营造良好的氛围ꎬ增强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渗透力

(１)加强人文素质教育ꎬ提高研究生的历史

使命感

可以利用党史、校史蕴含丰富人文历史文化

的特点ꎬ广泛宣传各种先进思想、优秀校友事迹ꎬ
为广大学生树立榜样ꎬ传播正能量ꎻ可以组织研究

生观看红色电影ꎬ采取参观或社会实践的方式来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ꎬ让他们了解党和国家的历史

与现实ꎬ使其明确自己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ꎮ
(２)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研究生自身专业

特性紧密结合

利用研究生身边榜样的示范效应增强思想政

治教育的效果ꎬ可以邀请在学习、科研、服务等各

方面比较优秀的学生做报告或进行座谈等方式ꎬ
进行专业性、学术性的交流ꎬ一方面可以促进大家

学习专业知识ꎬ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榜样的表率作

用ꎬ进而激励研究生奋发努力ꎮ 可以充分发挥优

秀导师在研究生学术科研方面的指导作用ꎬ用优

秀导师的高尚人格魅力教育和感染研究生党员ꎬ
提升研究生党员的整体素质ꎮ 通过邀请优秀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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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生党员代表开展座谈交流会、上特色党课

等形式ꎬ营造良好的氛围教育影响研究生成人

成才ꎮ
(３)加强研究生学风与科学道德建设活动ꎬ

注重研究生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的培养

可以邀请知名学者做专题报告ꎬ从学术前沿、
科研动态、专业学习、创新精神培养等各方面进行

专业思想教育ꎬ营造刻苦勤奋、勇于进取的学术氛

围ꎬ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创新热情ꎬ培养他

们认真踏实、诚信守纪的优秀学术品质ꎻ搭建各种

学术科技竞赛平台ꎬ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ꎬ支持研

究生学以致用ꎬ让学生在竞赛中感受到拼搏进取

的快乐ꎬ增强他们树立远大理想的信心ꎬ勇做走在

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ꎮ
(４)营造和谐校园文化ꎬ潜移默化地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

良好校园文化的熏陶必须从学生入校之初就

开始有的放矢地进行ꎬ重视入学教育ꎬ在新生入学

教育环节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

校史校训教育ꎬ在日常工作中加强班级、寝室、实
验室文化建设ꎮ 总之ꎬ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融专业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校园文化活动ꎬ吸引

广大研究生踊跃参与ꎬ实现校园文化活动的强烈

感召力ꎬ展现当代青年学生积极向上、勇于进取的

大学精神ꎬ培养他们爱国爱校的情感ꎮ
３.创新组织教育模式ꎬ形成教育合力ꎬ

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影响力

(１)强化导师指导责任ꎬ提升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效果

研究生学习阶段ꎬ导师是和研究生接触最多

的人ꎬ导师的引导和教育ꎬ对于研究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有非常大的意义ꎮ 可以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部分任务由导师来承担ꎬ导师定期组织研究

生进行相关的教育与讨论ꎬ全面掌握研究生思想

学习状况的第一手资料ꎬ及时调整教育方法ꎬ做到

因材施教ꎮ 加强导师在新生入学教育、心理健康、
安全稳定、就业指导工作方面的参与力度ꎬ在日常

的学习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教育引导研究生形成良

好的思想品质和学术素养ꎬ深入贯彻导师全方位、
全过程育人要求ꎮ

(２)立足实践ꎬ在各项实践活动中加强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说教ꎬ更
应该与实践相结合ꎬ在实践中教育ꎬ才能使思想教

育工作更深刻、更有效果ꎮ 认真组织研究生参加

社会实践ꎬ在活动中培养能力ꎬ提高认识ꎬ锻炼意

志ꎬ指导学生用知性的眼光看问题ꎬ在实践中感受

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发

展阶段和国际形势ꎬ树立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信

念和信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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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育人工作体系建构的几点思考

张　 祎　 胡龙华

(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江西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育人工作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一环ꎬ关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实现ꎮ 从目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式来看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涉及教书育人、文化育人、管理育人、实践育人等多

个维度ꎮ 各维度的实际效能各有侧重ꎬ教书育人是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的主要路径ꎬ文化育人是思想政治育人工作

的有效载体ꎬ管理育人是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的重要保障ꎬ实践育人是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的关键抓手ꎮ 高校思想政

治育人工作体系的建构ꎬ需教书育人一体化、文化育人多元化、管理育人系统化、实践育人常态化等体制、机制共

同推进ꎬ真正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ꎮ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育人工作ꎻ　 工作体系ꎻ　 体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６８－０５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ꎬ系统阐述

了我国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

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ꎮ[１] 这次会议以办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和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

建设者、优秀接班人为基点ꎬ明确指出了高校思想

政治育人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ꎬ提出“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的重要观点ꎬ提出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

标要求ꎮ 在时代条件深刻变化的客观环境下ꎬ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也面临一系列复杂形势ꎮ 在复杂

形势下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ꎬ必须从多维

路径出发ꎬ建立多角度体制机制ꎬ推进高校思想政

治育人工作体系的建构ꎮ
　 　 一、高校思想政治育人工作体系建构的

边界廓清
高校思想政治育人工作体系的建构ꎬ需要一

定的框架作为支撑ꎬ这种支撑是筑起思想政治育

人工作体系的内在结构ꎮ 此结构是由教书育人、
文化育人、管理育人、实践育人等支撑力合力建构

的ꎬ理解各支撑力的实质内涵ꎬ是开展思想政治育

人工作的前提ꎬ是做好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的准备ꎮ

第一ꎬ教书育人

课堂教学是教师教书育人的主渠道ꎮ 一方

面ꎬ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ꎬ
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发挥着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
道德品质、政治觉悟、文化素养的引领性作用ꎮ 因

此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充分借助课堂这一教

学平台ꎬ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原则ꎬ努力传播国

家先进思想文化、党的大政方针政策ꎬ用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引领课堂ꎬ助力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ꎮ 另一方面ꎬ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外

的其他各类课程教学ꎬ虽然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

时量不同ꎬ学分制存在区别ꎬ但其教学理念具有一

致性ꎬ即致力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发展ꎮ 因此ꎬ
其他各类课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仅要教授基本

理论知识ꎬ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ꎬ还要构建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发展思维ꎬ使各类课程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ꎬ最大限度发挥课堂教学

的主渠道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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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文化育人

高校文化育人主要体现在校园文化隐性育人

方面ꎮ 校园文化是以校园为空间ꎬ以学生、教师为

参与主体ꎬ以精神文化为核心的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行为文化相统一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一种群体

文化ꎮ[２](Ｐ.２８)校园精神文化是高校在校园文化发展

进程中积淀、提炼出来的全校师生员工的精神信

念、文化传统和共同理想目标ꎬ校训、校风是校园

精神文化的具体体现ꎬ对于坚定学生理想信念ꎬ提
升学生品德修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ꎮ 校园物质文

化是高校校园的硬件环境ꎬ如教学楼、校园雕塑等

实体景观ꎬ这些富有文化韵味的校园物质文化景

观能够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ꎬ熏陶学生的内

在精神素养ꎮ 校园制度文化即学校一系列规章制

度ꎬ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顺利进行的保障ꎬ是规范

校园文化活动、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指示器ꎮ
校园行为文化是高校师生员工在校园精神文化、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内化思

想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的文化ꎬ正面的校园行

为文化有利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行为作风ꎮ
第三ꎬ管理育人

管理育人是指学校管理部门及其管理者在

“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ꎬ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

学校管理之中ꎬ把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思

想品德作为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ꎬ凭借一

定的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的手段和措施ꎬ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ꎮ
一方面ꎬ高校管理和育人具有内在联动性ꎬ二者紧

密相连、不可分割ꎮ 就高校管理工作而言ꎬ主要包

括教务管理、学生工作管理、后勤管理等大方向管

理内容ꎬ这些管理内容都围绕一个根本点而展开ꎬ
即培养出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

才ꎬ而优秀人才的养成离不开学校内部各管理系

统的协调运转ꎮ 另一方面ꎬ教职工的管理育人能

力关系到育人目标能否实现ꎬ因此ꎬ教职工要树立

管理育人意识、提升管理育人水平ꎬ自觉监督、矫
正自身言行举止ꎬ以身作则ꎬ为人师表ꎬ做到正确

教育和引导学生ꎮ
第四ꎬ实践育人

“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ꎬ它不仅是提

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ꎬ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

人的唯一方法ꎮ” [３](Ｐ.２１２)高校实践育人是指通过有

目的的实践活动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ꎬ使大

学生把所学专业理论知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ꎬ获
得实践经验以及操作技能ꎬ从而提高自身知识水

平、思想道德素质的一种教育活动ꎮ 实践育人是

对理论教学的延伸和补充ꎬ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实践育人过程必须明晰高

校人才培养目标ꎬ围绕目标定位来设计ꎬ力求最大

限度地践行实践活动的育人本义ꎮ 高校实践育人

主要体现在实践教学、志愿服务、实践调研、科技

创新、勤工助学、毕业实习等方面ꎬ“纸上得来终觉

浅ꎬ绝知此事要躬行”ꎬ大学生通过深入实际ꎬ亲自

操作ꎬ切身感悟ꎬ不仅有利于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的实现ꎬ还能尽早履行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职责使命ꎬ担负起国家和社会的重任ꎮ
　 　 二、高校思想政治育人工作体系建构的

实际效能
教书育人、文化育人、管理育人、实践育人在

高校思想政治育人工作体系中ꎬ发挥的作用各有

侧重ꎬ其中ꎬ教书育人是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的主要

路径ꎬ文化育人是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的有效载体ꎬ
管理育人是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的重要保障ꎬ实践

育人是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的关键抓手ꎮ
　 　 第一ꎬ教书育人是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的

主要路径

在高校思想政治育人工作中ꎬ教书育人是首

要的、基本的育人路径ꎬ课堂教学是教书育人的主

要平台和场所ꎬ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以课堂教学

为起点ꎬ课堂教学贯穿思想政治育人工作过程的

始终ꎮ 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ꎬ教学的主要实施

者是教师ꎬ实施对象是学生ꎮ 邓小平同志认为:
“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

才ꎬ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

化的劳动者ꎬ关键在教师ꎮ” [４](Ｐ.１０８) “教书育人”必

先“读书育己”ꎬ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主

体ꎬ自身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娴熟的教学技

能ꎬ在课堂教学中才能更有效地把知识传播给学

生ꎬ同时教师要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ꎬ做到既

教书又育人ꎬ将教书与育人相统一ꎮ 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作为学生德育导向的引路人ꎬ在高校思

想政治育人工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毋庸置疑ꎮ 中

国革命精神、中国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国梦”“中国道路”“四个自信”等中国特色

思想理念和中国声音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

课堂教学中所要讲授的内容ꎬ通过讲授使学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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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所处的伟大时代和担负的历史使命ꎬ引导学生

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相结合ꎬ努力成就个人梦想的

同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ꎮ
　 　 第二ꎬ文化育人是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的

有效载体

校园文化是高校文化育人的“无形课堂”ꎬ具
有滋润学生心灵、涵养学生精神气质的隐形作用ꎮ
其育人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ꎬ就校园环

境中的自然环境和硬件设施而言ꎬ优美的校园自

然环境给人以美的感受ꎬ使人心情舒畅、享在其

中ꎬ为学生融入校园、快乐学习打下良好的心理基

础ꎻ完善的硬件设施是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物质

条件ꎬ为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ꎮ
其二ꎬ校园各类活动ꎬ比如大学生自发组织成团体

举办的社团活动ꎬ学校主持的各种宣讲教育活动、
校园文化娱乐活动以及校园竞赛等ꎬ这些活动不

仅涉及专业学习、专业实践、社会服务等ꎬ并且有

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兴趣爱好而聚集起来的非正式

群体之间的互动交流ꎬ丰富学生学习生活的同时ꎬ
还凝聚出一股向上、向善的力量ꎬ给人以真善美的

启示ꎮ 其三ꎬ校园风气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方面ꎬ
代表着一个学校的文化气质和精神内涵ꎬ对学生

的生理、心理有着一定的影响和塑造作用ꎬ健康的

校园风气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行为

作风ꎮ 所有这些方面ꎬ都是文化育人在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中的具体表现ꎬ其育人功能对高校思想

政治育人工作具有一定的协调辅助作用ꎬ是思想

政治育人工作的有效载体ꎮ
　 　 第三ꎬ管理育人是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的

重要保障

学校的管理看似为各部门的各项工作ꎬ实质

是各部门同心协力保障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正常运

转的管理育人活动ꎮ 高校管理育人活动的具体表

现及功能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ꎮ 其一ꎬ教务管理

育人ꎮ 教学质量是教务管理的重点ꎬ教务管理者

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及管理举措端正学生学习态

度、纠正学生错误思想、监督引导学生行为、增强

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ꎬ保证教学质量的同

时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ꎬ实现管理与育人有机统

一ꎮ 其二ꎬ学生工作管理育人ꎮ 学生工作处(部)
和团委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主要承担者ꎮ 学校

管理部门制定的管理制度需要学生工作处(部)和
团委管理者的宣传和执行才能落到实处ꎬ通过学

生管理者细致到位的工作ꎬ才能把制度这些外部

因素转化成学生的内在思想ꎬ使学生主观认同ꎬ依
制度而行ꎮ 其三ꎬ后勤管理育人ꎮ 后勤管理是日

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ꎮ 后勤管理部门要切

实贯彻执行后勤管理制度ꎬ比如卫生制度、文明寝

室制度、安全用水用电制度等ꎬ约束、规范学生的

日常行为ꎬ培养学生的纪律意识ꎬ使学生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ꎮ 同时ꎬ后勤管理是创建文明健康校

园环境的保障ꎬ后勤管理部门通过提供方便齐全

的生活设施和教学条件ꎬ陶冶学生生活情操ꎬ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ꎬ实现环境育人ꎮ
第四ꎬ实践育人是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的

关键抓手

实践育人并非思想政治育人工作过程的某一

环节ꎬ而是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自始至终贯穿整个

教育教学过程ꎬ是高校育人的基本途径之一ꎮ 实

践育人ꎬ主要是社会实践育人ꎬ是思想政治育人工

作的关键抓手ꎬ与其他育人途径和方式相比具有

质的区别ꎬ在育人功能上体现出独特性和不可替

代性ꎮ 其一ꎬ实践育人有利于大学生客观认识自

己ꎮ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检验自身专业知识能力的

重要尺度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ꎬ大学生通过亲自调

研、动手操作ꎬ可以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ꎮ
实践让大学生明白自己还有许多知识需要巩固和

学习ꎬ使大学生客观认识自己ꎬ懂得刻苦学习的重

要性ꎮ 其二ꎬ实践育人有利于大学生养成良好的

道德品质ꎮ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社

区乡镇亲身体察民情民意的过程ꎬ在这个过程中

大学生与他人交流、与社会互动ꎬ公仆心、社会责

任感和人文情怀随之增强ꎬ促进大学生精神品质

的升华ꎬ有利于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ꎮ 其三ꎬ实践

育人有利于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平稳运行ꎮ 大学生

通过社会实践客观认识自己、养成良好的道德品

质ꎬ不仅减少了学校思想政治育人工作的难度ꎬ而
且加强了育人工作的效度ꎬ使育人工作顺利开展

并取得积极成效ꎮ
　 　 三、高校思想政治育人工作体系建构的

体制机制
高校思想政治育人工作体系的建构离不开一

定的体制机制ꎬ遵循这种体制机制是思想政治育

人工作取得最大化效益的保障ꎮ 教书育人需要

“教书”“育人”一体化ꎬ文化育人要从各层面保障

文化育人的多元化ꎬ管理育人系统化才能整合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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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合力ꎬ把实践育人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才能

有效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

人才ꎮ

　 　 第一ꎬ教书育人一体化体制机制

“教书”“育人”是一个整体ꎬ育人是教书的实

质意义ꎬ因此ꎬ为了更好地遵循教书育人一体化原

则ꎬ有必要建立教书育人一体化体制机制ꎮ 教书

育人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建立ꎬ需要教师和学校协

力配合ꎬ同向同行ꎮ 其一ꎬ教师要始终秉持“教书

育人”的理念ꎮ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业道德和神

圣职责ꎬ教师不能把自身看作是单纯的教学工作

者ꎬ把育人看作是分外工作ꎬ而“要时刻铭记教书

育人的使命ꎬ甘当人梯ꎬ甘当铺路石ꎬ以人格魅力

引导学生心灵ꎬ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

门” [５](Ｐ.１７５)ꎬ真正做到在教书中育人ꎬ在育人中教

书ꎮ 其二ꎬ教师要注重培养教书育人的能力ꎮ 教

师在课堂上不能只是抱着“上课”的心理ꎬ而要和

学生沟通交流ꎬ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ꎬ了解学生不

懂什么、需要什么、适合什么ꎬ并为之做出合理的

教学改变ꎬ在教学相长中提升自身的育人能力ꎮ
其三ꎬ学校要与时俱进ꎬ转变教育教学模式ꎮ 对于

“灌输式”“填鸭式”的教育教学方法ꎬ学校应根据

时代发展趋势、学生特点渐次做出调整与改变ꎬ不
仅要改变课堂教学结构和教师课堂教学方法ꎬ还
要认真研究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ꎬ坚
持“以生为本”ꎬ从学生实际需求出发制定适用学

生各阶段、各层次的教育教学模式ꎬ为教师教书育

人实效性打下基础ꎬ从而提高教学质量ꎬ端正学

风ꎬ振奋学生精神面貌ꎮ

　 　 第二ꎬ文化育人多元化体制机制

高校文化育人不能仅限于课堂书本层面的文

化育人ꎬ要利用校园文化包含的各类性质的文化

进行育人活动ꎬ形成文化育人多元化格局ꎬ加强文

化育人多元化体制机制的建立ꎮ 其一ꎬ注重校园

文化环境育人ꎮ 校园文化环境育人主要依托校园

精神文化和校园物质文化ꎮ 学风、校风、精神面

貌、学术气氛等校园精神文化对学生思想行为有

一定的导向作用ꎬ有助于学生的品行朝着学校期

许的方向发展ꎻ校园景观、校园建筑等校园物质文

化给学生创设良好的“硬”环境ꎬ给予学生求知路

上的物质文化的熏陶和支持ꎬ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ꎮ 其二ꎬ注重校园制度文化育人ꎮ 校园制度文

化育人首先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校园制度ꎬ以制度

规范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ꎮ 校园制度文化

要通过实行奖惩激励机制实现育人效果ꎬ使学生

自觉规范自身行为ꎬ增强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ꎮ
其三ꎬ注重校园文化活动育人ꎮ 举办丰富多彩的

校园文化活动ꎬ比如名师讲座、报告会、座谈会、论
坛等宣讲教育活动ꎬ辩论赛、专题演讲比赛、知识

技能大赛等校园竞赛活动ꎬ志愿者协会、读书协

会、书法协会等校园社团类活动ꎬ学雷锋活动、主
题班会、党团日活动等校园主题活动等ꎮ 各类校

园文化活动不仅让学生学到知识、锻炼能力ꎬ还能

达到提高学生思想、陶冶学生情操的目的ꎮ

　 　 第三ꎬ管理育人系统化体制机制

高校管理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点工

作ꎬ在各司其职中整合管理育人合力ꎬ加强对教育

主体、教育客体、教育环境三方面的管理ꎬ形成管

理育人系统化体制机制ꎬ实现最佳的育人效果ꎮ
在教育主体方面ꎬ加强教师管理ꎬ加强辅导员队伍

建设ꎬ提升行政人员服务育人工作水平ꎬ使所有教

职员工参与到管理育人工作中来ꎬ积极发挥其育

人作用ꎬ共同做好思想政治育人工作ꎮ 在教育客

体方面ꎬ加强对学生的日常管理ꎮ 学校要制定严

格的管理制度ꎬ做到对学生的日常管理有据可依ꎬ
每一项制度都要有针对性与合理性ꎬ以制度规范

约束学生的行为ꎬ使学生有所为、有所不为ꎻ学校

要进行严格的考核工作ꎬ比如日常出勤、宿舍卫

生、集体活动等考核工作ꎮ 这些考核工作能够充

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ꎬ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责

任心和自律意识ꎬ帮助学生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ꎮ
在教育环境方面ꎬ加强对学生学习环境的管理ꎮ
高校要充分利用大学潜在课堂为思想政治育人工

作服务ꎬ比如ꎬ创建学生活动平台ꎬ使每个同学都

参与其中ꎬ在活动中发挥自身的长处和优势ꎬ锻炼

自己的能力ꎬ培养集体意识和合作精神ꎻ创建优美

的校园环境ꎬ环境影响人的气质ꎬ优美的校园环境

对学生的习性、品德、行为能够产生教化作用ꎬ为
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优良土壤ꎮ

　 　 第四ꎬ实践育人常态化体制机制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

意见»指出ꎬ“坚持理论学习、创新思维与社会实践

相统一ꎬ坚持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ꎬ是大

学生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 [６](Ｐ.４９６)ꎮ 这一论述为

高校实践育人工作指明了方向ꎬ强调了实践在大

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作用ꎮ 高校实践育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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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阶段性的短期育人ꎬ比如大学生毕业实习

等短时间的锻炼学习ꎬ而要贯穿大学的全过程ꎬ实
现实践育人常态化ꎬ在日积月累中获得真正的育

人效果ꎮ 因此ꎬ高校实践育人工作需从深度和广

度两方面着手ꎬ切实发挥实践的教育意义ꎮ 从深

度上讲ꎬ首先ꎬ以教学为基础ꎬ由实践把教育和教

学结合在一起ꎬ比如在大学一年级就可开设专业

学习融入现实社会的实践课堂ꎬ确保学生早接触

社会ꎻ其次ꎬ以实践为载体ꎬ将学科知识与社会实

践活动相结合ꎬ提高学生进入社会的频率ꎬ确保学

生多接触社会ꎻ第三ꎬ以基地为依托ꎬ固定的实践

基地是高校开展实践活动长期的、稳定的场所ꎬ为
学生进行深入实践活动提供了条件ꎬ确保学生深

层次走进社会ꎮ 从广度上讲ꎬ首先ꎬ组织开展与学

生专业相关的实践教学、学科竞赛等活动ꎬ巩固并

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ꎻ其次ꎬ组织开展与学生职业

发展相关的创新创业、社会实训等活动ꎬ为学生提

供广阔的社会实践平台ꎬ提升其社会化程度ꎻ第
三ꎬ组织开展与学生成长发展相关的志愿服务、扶
贫接力等活动ꎬ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心和奉献

精神ꎮ
总之ꎬ高校思想政治育人工作是一项系统性、

综合性、复杂性工程ꎬ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

的必要和重要工作ꎬ对于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具有现实意义ꎮ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

成功召开ꎬ既指明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

容和价值取向ꎬ也从德育层面明确了高校思想政

治育人工作的重要使命ꎮ 因此ꎬ高校思想政治育

人工作体系的建构要从全局出发ꎬ树立“大思政”
工作理念ꎬ不能仅限于单向教书育人工作ꎬ而应该

是教书育人、文化育人、管理育人、实践育人等多

向协调一致、齐头并进ꎬ朝着立德树人目标迈进ꎬ
为真正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保驾护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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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大学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实践课程述评及启示
∗

郑　 洁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教育实践课程是佛罗里达大学小学教育专业课程的核心构成ꎮ 其基本特点为:用清晰的实践标

准指导和评价核心课程与临床体验ꎻ实践情境多样化ꎬ支持观念和实践同步呈现ꎻ基于课程结构和学校结构开展

深度合作ꎻ珍视学生资源ꎬ采用同伴互助实践教学组织形式ꎻ以表现性任务和电子档案评价结果为依据ꎬ推行准入

和补救机制ꎬ为我国教育实践课程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ꎮ
　 　 [关键词] 　 佛罗里达大学小学教育专业ꎻ　 ＵＥＳＥＰ 项目ꎻ　 教育实践课程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５９.７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７３－０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誉有“公立常春藤”的佛罗

里达大学教育学院启动了小学教育和特殊教育融

合教学 (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ｉｔｏｎ
Ｐｒｏｔｅａ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ꎬ简称 ＵＥＳＥＰ)项目ꎮ 经过 ２０ 余

年的实践和研究ꎬ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结构化体系ꎮ
在最近十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 Ｕ. Ｓ. Ｎｅｗｓ＆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发布的小学教育专业排名体系中ꎬ佛
罗里达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均居全美前 ２０ 名ꎮ 教育

实践课程作为核心要素ꎬ在整个项目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ꎮ

　 　 一、ＵＥＳＥＰ 项目核心课程基本框架
ＵＥＳＥＰ 项目属于“４＋１”制硕士培养项目ꎬ其

教育实践课程以不同形式贯穿全程ꎬ从观察儿童

到课堂教学ꎬ从一对一辅导到全面介入ꎬ逐级推进

(如图 １ 所示) [１]ꎮ 具体言之ꎬ在大一、大二学年ꎬ
学生需完成数学与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艺
术科学共 ６０ 个学分课程ꎬ从而打下坚实学科基础ꎮ
同时设置 ３ 门教育基础课程ꎬ学生通过通识教育测

验后ꎬ方有资格申请 ＵＥＳＥＰ 项目ꎮ 该阶段教育实

践以观摩和体验为主ꎬ内嵌在 ３ 门教育课程中ꎬ学

生通过接触儿童ꎬ初步判断自身个性特点、能力基

础是否适合小学教师职业ꎮ 大三、大四学年学生

开始接触项目核心课程ꎬ并参加小学教育学科测

试ꎮ 第 ５、６、７ 学期教育实践采取嵌入式体验ꎬ与核

心课程交织ꎬ每一门核心课程都需完成基于实践

的表现性任务ꎮ 第 ８ 学期是每周 １６ 个小时ꎬ持续

１５—１６ 周的预备实习ꎮ 准教师以 ２ 人小组形式进

入教师专业发展学校ꎬ学习如何开发、实施综合课

程ꎮ 学生通过预备实习考核后进入研究生阶段ꎬ
进一步学习高级水平学科课程和教育课程ꎬ并参

与一学年的正式实习ꎬ锤炼高级专业能力ꎮ 通过

专业教育测试后ꎬ学生可以选择申请两种资格证

书:小学教育(Ｋ－６)和特殊教育(Ｋ－１２)双资格证

书ꎬ或单轨小学教育教师资格证书(Ｋ－６)ꎮ

二、ＵＥＳＥＰ 项目实践课程特点分析

　 　 １.用界定清晰的实践标准指导和评价核

心课程与临床实践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美国教师教育开始走向“标
准本位”ꎮ 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关于教师认

证、鉴定系列标准ꎮ 在此背景下ꎬＵＥＳＥＰ 项目以佛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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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ＥＤＦ３１１５ 全纳视野下的儿童发展 ＥＥＸ３２５７ 核心教学策略

ＥＥＸ３０７０ 全纳学校中的教师和学生 ＥＥＸ３２５７ 核心课堂管理策略

ＳＤＳ３４３０ 家庭、社区参与学校教育 ＥＥＣ３７０６ 小学低年级阅读教学

ＬＡＥ３００５ 儿童文学
ＬＡＥ４３１４ 面向全体儿童的语言艺术

ＭＡＥ３３１２ 数学教学的内容和方法

持续 １０—１２ 周ꎬ每周 ２ 天ꎬ每次 １ 小时课外项目

指导

持续 １０—１２ 周ꎬ每周 ３ 天ꎬ每次 １ 小时阅读障碍干预ꎬ及
其他核心课程嵌入式实践体验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ＲＥＤ４３２４ 小学中高年级阅读教学 ＥＤＥ４９４２ 小学综合课程教学

ＭＡＥ４３１０ 全纳课堂中的小学数学教育 ＥＥＸ４９０５ 综合课程教学研讨

ＥＭＥ４４０６ 课程与技术的整合 ＳＳＥ４３１２ 面向全体儿童的社会研究教育

ＥＤＧ４９３０ 科学基础 ＳＣＥ４３１ 全纳课堂中的小学科学教育

ＴＳＬ３５２６ ＥＳＯＬ:语言与文化 ＴＳＬ４１００ ＥＳＯＬ 课程

１０—１２ 周ꎬ每周 １ 天 ＥＳＯＬ 教学ꎬ及其他核心课程

嵌入式实践体验
每周 １６ 个小时ꎬ１５—１６ 周预备实习

研究生学年

ＥＤＥ ６９４８ 一学年实习 ＬＡＥ ６６１６ 基于内容的阅读研讨

ＲＥＤ６５２０ 阅读评价与教学 ＥＭＥ ６９４５ 教育媒体与技术实践

ＭＡＥ ６３１３ 基于问题解决的数学教学 ＳＣＥ ５３１６ 基于探究的科学教学

ＥＤＧ ６４１５ 基于不同文化的课堂管理 ＥＤＧ ６９３１ 数学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价技术

ＥＥＸ ６１２５ 语言和学习障碍干预

图 １　 ＵＥＳＥＰ 项目核心课程框架图(以申请单轨小学教育教师资格证书为例)

罗里达州教育委员会研制的教育实践标准[２] 为依

据(如图 ２ 所示)ꎬ对教育实践课程进行规约ꎮ 这

一标准是 ＵＥＳＥＰ 项目制定课程大纲、开发课程的

基本准绳ꎬ每一门课程大纲都要求明确叙述该课

程预期实现的标准指标ꎬ并作为学业评价的重要

维度ꎮ 从准教师进入项目第一年ꎬ就需要根据标

准在电子档案袋中记录其成长证据ꎮ 每项标准需

要提供 ２ 项证据ꎬ准教师共要完成一个包括至少

２４ 份代表性作品的电子档案ꎮ 为确保标准内涵的

具象化和可操作化ꎬＵＥＳＥＰ 还邀请国家教育考试

服务中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简称 ＥＴＳ)的
专家ꎬ结合 ＥＴＳ 研制的 Ｐａｔｈｗｉｓｅ 课堂观察系统ꎬ对
ＦＥＡＰＳ 进行矩阵匹配分析ꎬ[３](Ｐ.５９) 这也成为大学

督导教师、小学合作教师及同伴进行课堂观察的

主要参照标准ꎮ “基于标准”的教师教育理念ꎬ 使

得教育实践课程具备了明确的发展方向ꎮ
　 　 ２.以多样化实践情境为基础ꎬ支持观念

和实践同步呈现

鉴于教学的多元性、共发性、不可预测性ꎬ

ＵＥＳＥＰ 项目采用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互交叉、
相互促进的组织方式(如图 １ 所示)ꎬ理论学习以

核心概念及嵌入式体验为基础ꎬ支持观念和实践

同步呈现ꎮ 当学生学习重要观点时ꎬ要求同时通

过课堂观察和探究来选择理论在特定场景中的操

作证据ꎮ 临床经验辅之以研讨课程ꎬ每周五都会

安排研讨时间[１]给准教师提供个体和集体反思平

台ꎮ 此外ꎬ项目选择了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公立小

学、课外项目、博物馆、自然科学中心、日托中心等

多种类型实践情境ꎬ实践空间无限延展ꎮ 以第 ５ 学

期为例ꎬ４ 门核心课程重点关注儿童发展与学习、
多样性、公平 ３ 个主题ꎬ以邻近社区为场所ꎬ以光明

未来(Ｂｒｉｇｈｔ Ｆｕｔｕｒｅｓ)项目[４] 和读书(ＢＯＯＫＴＡＬＫ)
项目[５]为载体ꎮ Ｂｒｉｇｈｔ Ｆｕｔｕｒｅｓ 项目和“全纳学校

中的教师和学生”课程配套ꎬ帮助准教师体验多元

性及对学习的影响ꎬ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和服务

弱势儿童的责任感ꎮ 同时每位准教师担任一名

６—１５ 岁儿童的导师ꎬ地点在日托中心和两所小

学的课后项目(Ａｆ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ꎮ准教师和儿童每周见

—４７—



１.评价:能用各种评价技术收集资料ꎬ诊断学生需

求ꎬ评价学习结果ꎬ改进教学ꎮ
２.交流:能用恰当的书面和口头语言沟通技巧与学生

交往ꎮ

３.专业发展:积极参与持续、高质量的专业发展ꎬ
进行自我反思和同伴合作ꎮ

４. 批判性思维:设计基于现实情境的学习项目和问题解

决活动促进批判性、创造性思维ꎬ用表现性评价技术检

测高级思维能力ꎮ

５.多样性:根据不同个体的文化背景、学习风格、
社会经济背景和特殊需要制定匹配的方案ꎮ

６.专业道德:恪守佛州教育职业专业道德操守和行为

准则ꎮ

７.个体发展和学习理论应用:能根据个体发展和

学习的相关理论提供支持性学习环境ꎮ
８.学科知识:掌握学科基础知识ꎬ并能在学科之间及学科

和生活世界间建立联系ꎮ

９.环境创设:运用各种方法创设有效学习环境ꎬ促
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过程、社会互动和合

作学习ꎮ

１０.计划、实施教学:识别不同个体知识差距ꎻ根据学习者

前概念调整教学ꎻ运用高水平提问技术和多样化教学策

略ꎬ为理解而教ꎻ根据对不同个体需求和认知水平评价ꎬ
实行个别化教学ꎻ提供即时且具体反馈ꎻ利用学生反馈

调整教学ꎮ

１１.教师角色:能和家庭、社区、专业同伴进行有效

合作ꎮ
１２.技术:能根据学校和学生实际灵活运用技术手段ꎮ 能

用技术管理、评价、改进教学ꎮ

图 ２　 佛罗里达州教育实践标准

面两次ꎬ每次一个小时ꎬ活动持续 １０ 周ꎬ要求准教

师运用基本概念解释观察结果ꎮ 配套“家庭、社会

参与学校教育”课程ꎬ准教师重点关注家庭及社

区ꎬ完成与儿童监护人访谈ꎬ并将自身成长经历与

结对儿童资料比较ꎮ ＢＯＯＫＴＡＬＫ 项目和“儿童文

学”课程相配套ꎮ 准教师以个体或二人小组形式

和贫困家庭签订契约ꎬ每周在日托中心运用讲解、
歌舞、木偶剧等给孩子讲述儿童读物ꎬ近距离观察

儿童反应ꎮ 活动持续 １０ 周ꎬ在学期结束时ꎬ准教师

需呈现活动收获ꎬ并以书面形式告知家长孩子对

不同种类书籍的反应ꎬ提出阅读建议ꎮ

　 　 ３.基于课程结构和学校结构的深度合作

ＵＥＳＥＰ 项目认为ꎬ要克服小学教师教育“条
块分割”式的沉疴ꎬ确保项目一致性和连贯性ꎬ多
向度合作关系是前提ꎬ包括课程结构和学校结构

层面的合作[３](Ｐ.１６０)ꎮ 如图 １ 所示ꎬ其核心课程遵

循学科联系和融合原则ꎬ采用课程群形式编排ꎬ即
相关课程串联开发ꎬ安排在同一个时段ꎬ如“管理

策略”“教学策略”课程组块ꎬ促使相关课程建立关

联ꎮ 在学习某一门课程时ꎬ教师也会鼓励准教师

探索群组内不同课程间联系ꎮ 实地课程和理论课

程协同编排ꎬ更是课程合作理念的集中体现ꎮ
学校层面合作包括跨校合作小队、跨系合作

小队、同伴互助ꎮ 跨校合作小队由大学教授、研究

生和兼职教授(小学教师或管理人员)构成ꎬ共同

开发、实施“课堂管理策略” “教学策略”等实践品

格鲜明的课程ꎮ 课程由大学教师主讲ꎬ小学教师

演示策略ꎬ再由准教师面向个体或者小组学生实

施策略ꎬ研究生负责实地指导ꎮ 为确保合作教师

的指导更具针对性ꎬ大学教师会邀请合作教师参

加主题工作坊活动ꎬ定期开展例会ꎬ重点介绍该门

课程学习主题ꎬ向合作教师征求建议ꎬ讨论临床课

程监管与指导ꎮ 跨系合作小队ꎬ由来自普通教育

和特殊教育专业教师组成ꎬ双方从各自学科视角

出发ꎬ合作设计课程提纲ꎬ确定目标、内容ꎬ实现普

通教育和特殊教育横向融合ꎬ帮助准教师可以胜

任全纳课堂ꎮ
由于时空限制ꎬ大学教师不能频频亲临基地

为准教师提供及时反馈ꎬ小学合作教师也因事务

繁忙ꎬ无法时刻关注教学与管理活动ꎮ 为此ꎬ项目

采用同伴互助形式ꎬ即由 ２ 名学生组成小队ꎬ共同

开发、实施课程ꎬ执教师范生提前告知同伴教学目

标及需重点观察的问题ꎬ负责观察的师范生提供

反馈ꎮ 同伴互助为准教师实践营造了一个及时反

馈、相互支持的生态ꎮ 研究表明ꎬ当观察主体是同

伴而非作为权威的督导教师时ꎬ准教师能获得更

多的安全感ꎬ有利于促进合作ꎬ增进反思ꎬ为准教

师适应合作性教师文化奠定基础ꎮ[６](ＰＰ.１１－１２)

　 　 ４.以表现性任务评价和电子档案评价结

果为依据ꎬ推行补救和准入机制

融课堂任务和教学评估于一体ꎬ视评价为教

学的有力工具是 ＵＥＳＥＰ 项目基本评价理念ꎮ 就结

—５７—



构而言ꎬＵＥＳＥＰ 项目表现性评价体系由三部分构

成:基于核心课程的表现性评价、第 ８ 学期预实习

评价和研究生学年正式实习评价ꎮ 各门核心课程

任务都基于标准ꎬ并根植于实践体验ꎮ 比如依托

“光明未来项目” “全纳视野下的儿童发展” 课程

要求准教师完成一项持续 １０ 小时的儿童观察任务

和一篇分析报告ꎬ描述运用儿童发展理论促进儿

童认知(内容如图 ３ 所示) [７]、情绪和社会性发展

的过程ꎬ评价师范生应用儿童发展理论的能力ꎬ实
现教学和评价一体化ꎮ

１.评估某个来自低收入家庭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

２.描述一个应用认知冲突理论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教学事件

３.描述问题性质ꎬ及如何运用认知冲突理论促进儿童对某个问题的思考ꎮ
４.例举学生某些特定的反应作为证据ꎬ评价皮亚杰和维果斯基认知发展阶段论优缺点

图 ３　 儿童认知发展内容图

　 　 此外ꎬ准教师还需结合课程任务ꎬ对照佛州标

准收集成长证据ꎬ建构电子档案ꎮ 如教育理念的

书面陈述、学生作业样本、与家长、指导教师的交

流文本、典型案例分析报告、操作任务与教学表现

视频等ꎮ 研究生学年结束时ꎬ每位准教师都要向

合作教师、大学教员、同伴展示成长历程ꎮ 电子档

案不仅是评价工具ꎬ也是学生审视自我、展示自我

的工具ꎮ 第 ８ 学期预实习在实践课程体系中起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ꎬ既是先前学习成果的展示ꎬ又为

正式实习奠定基础ꎮ 预实习评价基准以 ＥＳＴ 开发

的 Ｐａｔｈｗｉｓｅ 课堂观察系统为模板ꎬ由教育学院教师

和小学合作教师结合标准对 Ｐａｔｈｗｉｓｅ 系统进行校

本化改造ꎬ为师范生专业发展提供了脚手架ꎬ也促

进了大学督导教师和小学合作教师的沟通ꎮ 在完

成预备实习经历时ꎬ准教师需达到标准关键指标ꎮ
反之ꎬ项目将会将其纳入矫正计划ꎬ进行补救ꎬ直
到达到规定级别ꎬ才允许进入研究生阶段ꎮ 在完

成正式实习后ꎬ小学合作教师和大学督导会根据

标准的全部指标对学生进行四分制等级评定ꎬ作
为最终评价结果ꎮ

三、启示与思考

近年来ꎬ我国教育实践课程改革已取得长足

进展ꎬ但仍存在很多问题ꎬ首先表现为预期实现哪

些目标、目标是否实现的基准常常“若有若无、各
执己见”ꎬ导致各类投入因目标不清大打折扣ꎮ 根

据泰勒(Ｔｙｌｅｒ)课程编制原理ꎬ从“课程”视角对教

育实践课程进行重构ꎬ明确目标是第一步也是最

关键的一步ꎮ 因此ꎬ当务之急便是确立全国性教

育实践课程标准ꎬ实现“标准”的目标引领和评价

基准作用ꎬ使多方力量基于不同角度形成合力ꎮ
鉴于教师专业的终身学习特质ꎬ标准制定需考虑

专业发展阶段性问题ꎬ明确职前教育实践课程应

达成目标ꎬ及其与职后专业发展的关系ꎬ并秉持全

员参与的态度ꎬ吸纳各方力量ꎬ如学科专业协会、
高校教师教育机构、中小学ꎬ保证来自不同方面的

合理建议纳入方案ꎬ最大限度体现不同主体需求ꎮ
标准在统一框架的基础上还应体现弹性化ꎬ支持

各教师教育机构ꎬ结合本地区、本校特点和优势ꎬ
通过细化课程标准ꎬ对实践课程内容、实施方式和

评价技术进行校本开发ꎮ
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统整ꎬ还需坚持动态的思

维方式ꎬ跳出过去将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安排在

两个不同阶段的历时态模式ꎬ或虽安排在同一时

段ꎬ却仍各自为政的共时态模式ꎬ在功能构成上使

各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促进ꎮ 研究表明ꎬ有一

些教学经验的新手学习理论课程时会对观念、概
念更有敏感性ꎮ[８](Ｐ.１５０)实现“反思与体验的循环往

复”是消除理论与实践隔阂的关键ꎬ倡导自传分

析、生活史研究、案例学习、操作任务等教学策略ꎬ
把“知识”引向更为深入的形式ꎮ 同样ꎬ实践课程

也需融入理论要素ꎬ使教师指导下的个体与集体

反思贯穿实践全程ꎮ 教师职业的复杂性还要求延

展准教师获取实践体验的空间ꎬ尽可能使学生熟

悉不同教育情境ꎬ安排和不同阶层、文化、年段学

生交流的机会ꎮ 各类课外活动指导、支教、服务学

习等非正式教育机构实践体验应成为小学外不容

忽视的资源ꎮ 在广阔的社会情境中ꎬ教育作为最

上层建筑的特性将进一步彰显ꎬ有利于准教师体

认教师职业的复杂性和自我澄清的必要性ꎮ
当然ꎬ教师教育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合作是实

现融合的先决条件ꎮ 教师教育立场、理念和目标

应为所有教师教育者共有共享ꎮ ＵＥＳＥＰ 项目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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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ꎬ尽管学术自治和理论研究至上的大学文化

根深蒂固ꎬ但高校教师教育组织体制的改革仍有

可为空间ꎬ 在合作实践中教师观念将得以转

变ꎮ[３](Ｐ.９２)教师教育机构需在不同学科教师群体间

营造合作文化ꎬ以学科整合视野开发和实施课程ꎬ
并改变高校教师教育机构是唯一教师教育主体的

传统观念ꎬ吸纳优质小学及教师群体成为主体之

一ꎬ从政策制度、资源互惠、资金支持等角度全方

位保障、推进“大学—小学”共生模式ꎮ 此外ꎬ准教

师自身资源的开发也是一个亟须关注的领域ꎬ应
开展生生合作ꎬ探索同伴互助实践教学组织形式ꎬ
充分发挥团体动力的正向作用ꎮ

在设计评价体系时ꎬ要坚持目标基准ꎬ突出阶

段性、综合性和发展性ꎮ 以支持准教师持续专业

发展为宗旨ꎬ以实践课程标准为参照ꎬ综合运用多

种评价技术ꎬ对准教师教学行为进行诊断ꎬ挖掘深

层次原因ꎬ并制定个体化矫正补救方案ꎬ严把准入

关ꎮ 评价基准要明确准教师所处阶段ꎬ既要客观

看待准教师的“未完备”状态ꎬ不有意拔高ꎬ又要秉

持可持续发展理念ꎬ关注教师教学技能之外的自

主学习、教育研究和自我反思意识和能力ꎮ 实践

课程评价结果应成为未来教师资格认证和选拔的

重要依据ꎬ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ꎬ一课定天下”的
选拔机制ꎬ为我国教师人才储备提供科学合理的

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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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经典细读”课程教学实践与反思
∗

马　 炜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在高校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之下ꎬ对作品文本进行细读、注重学生文学审美能力训练的经典细读

课程在很多高校开设ꎮ 经典细读的课堂以学生的阅读、发言和讨论为主ꎬ教师进行适当点评、讲解和总结ꎬ主要起

一个引导的作用ꎮ 通过“现代文学经典细读”教学过程的具体呈现ꎬ结合教学实践总结出文学经典细读的具体方

法和途径ꎮ 在此基础上ꎬ对“现代文学经典细读”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教师引导作用、课程论文与毕业论文的关系、
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细读课程组合建设等问题提出思考和建议ꎮ

[关键词] 　 现代文学ꎻ　 经典细读ꎻ　 教学ꎻ　 反思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７８－０６

　 　 伴随着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ꎬ
传统的教师讲解学生被动接受、偏重理论知识传

授的教学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时代人才培养机

制ꎮ 不少学者提出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

方法ꎬ从总体上研究探索更为合理的课程体系ꎮ
作为基础学科的中文系课程体系如何调整适应社

会需求ꎬ更好地完成中文学科人才培养的目标ꎬ更
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ꎮ 在高校教学改革的大背

景之下ꎬ经典文本的细读不仅在文学研究和文学

批评界引起重视①ꎬ也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

受重视ꎮ 针对文学史课程偏重宏观史的梳理和知

识点的灌输等特点ꎬ很多高校开设着重对作品文

本进行精读细读的课程ꎮ 文本细读原是英美新批

评理论中阅读经典文本的方法ꎬ也是一种文本批

评策略ꎬ强调“文本中心”的立场ꎬ将文本从作者的

生平与心理因素、社会历史中孤立出来“细读”ꎮ

文本细读的相关方法和术语对文学批评以及文学

教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这里所说的“文本细

读”指的是一种作者、文本、读者进行“对话”的细

读方法ꎮ 经典细读课程强调从作品的语言、结构、
叙事、文体等方面进行细读分析ꎬ联系作者的生平

与作品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ꎬ分析鉴赏作品内在

深层的意蕴ꎮ
以现当代文学的课程体系为例ꎬ“中国现代文

学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ꎬ是对

１９１７—１９４９ 年这段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
学社团流派、文艺论争、作家作品等的系统梳理和

知识性介绍ꎮ 而“现代文学经典细读”课程则以现

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为中心ꎬ进行文本细读ꎬ注
重的是学生文学审美能力的训练ꎮ 对经典文本的

深层次的意义解读和审美把握要在文学史的框架

中进行ꎮ 而文学文本的细读是对作品价值和内涵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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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的基础ꎬ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学史的编

纂ꎮ 陈思和把文学史的教学分为三大类ꎬ“其中最

基本的教学类型应该是从细读文本出发ꎬ通过文

学作品的解读ꎬ在提升艺术审美能力的同时认识

文学史的过程和意义” [１]ꎮ 因此ꎬ从课程设置上来

说ꎬ经典细读课程的开设是对文学史课程的补充

与拓展ꎮ 笔者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第二学期开设了

“现代文学经典细读”课程ꎬ并结合多年上“中国现

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的经验ꎬ谈谈“现代文学

经典细读”课程的教学实践和思考ꎮ

　 　 一、“现代文学经典细读”课程教学过程

呈现
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ꎬ高等学校教育的

核心价值追求ꎬ由原先强调系统理论知识扩展到

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经典细读课程的教学模式可采用引导探究法ꎮ 以

引导探究为主的教学方法是指“教师组织和引导

学生通过独立的探究或研究活动而学习知识、形
成技能和发展能力的方法ꎮ 其主要特点在于ꎬ在
探索解决学习任务中ꎬ使学生的独立性得到高度

发挥ꎬ进而学习和巩固知识ꎬ培养技能技巧ꎬ发展

探索和创新的意识与能力” [２](Ｐ.３０６)ꎮ 学生应该是

课堂的主角ꎬ给学生最大限度的自主权ꎬ以学生的

发言和讨论来推进教学过程ꎮ 教师主要起一个引

导的作用ꎬ通过专题问题的设置ꎬ以及对学生发言

和讨论的点评ꎬ引导学生通过独立阅读、小组合作

讨论、查阅资料等方式ꎬ对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解

读ꎬ在此过程中训练学生鉴赏文本、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ꎮ 具体的课堂教学过程可分为以下

几步:

　 　 １.布置细读书目及问题ꎬ成立阅读小组

教师在学期第一堂课公布本学期的细读书

目ꎮ 经典细读课程以学生自主阅读和课堂讨论为

主ꎬ细读的书目不宜过多ꎮ 以“现代文学经典细

读”课程为例ꎬ笔者共挑选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十部

经典作品:鲁迅«狂人日记»、周作人«乌篷船»、郁
达夫«沉沦»、茅盾«子夜»、老舍«骆驼祥子»、曹禺

«雷雨»、沈从文«边城»、萧红«生死场»、张爱玲

«倾城之恋»、钱锺书«围城»ꎮ 分为十个专题ꎬ每个

专题设置相应的具体问题ꎮ 一部作品为一个阅读

小组ꎬ选课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分组ꎬ围绕相

应的作品和问题进行重点阅读和发言讨论ꎮ 当

然ꎬ学生除了各自重点阅读的篇目ꎬ其余作品也都

必须认真细读ꎮ
要求学生围绕这些具体的问题ꎬ紧密结合原

文描写ꎬ进入文本的细读ꎮ 教师问题的设置很重

要ꎬ不能设置大而空泛的问题ꎮ 如:分析作品的写

作风格、文学史价值等ꎮ 这些比较抽象的问题学

生要么无法回答ꎬ要么就是答非所问ꎮ 因此问题

设置一定要细化ꎬ要将大问题分解成能让学生易

于回答的小问题ꎮ 要紧贴文本ꎬ使学生从文本阅

读中能做出基于自己阅读体悟的判断ꎮ 比如:
“«狂人日记»中狂人为什么说‘怕得有理’ ‘知道

不妙’? 结合原文谈谈狂人因为什么感到‘怕’、感
到恐惧ꎮ”“你如何看待郁达夫«沉沦»集中的情欲

描写?”“«雷雨»中你最喜欢哪个人物? 结合原文

描写说出理由ꎮ” “你认为«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

范柳原之间有爱情吗? 结合原文描写说出理由ꎮ”

　 　 ２.各组在组员阅读基础上提炼整理专题

成果汇报并组织课堂讨论

每个阅读小组根据自主选择将阅读任务切分

到个人分别进行细读ꎬ将每个成员细读的观点和

见解汇总提炼ꎬ形成小组阅读成果ꎬ在课堂上通过

ＰＰＴ 的形式展示汇报ꎮ 各小组可以将细读过程中

觉得有趣或认为有价值的话题提出来供全班讨

论ꎮ 其余学生也可以结合自己细读的感受ꎬ就汇

报内容进行提问ꎬ重点阅读的小组成员或其余学

生都可以就问题做出回答ꎬ形成课堂讨论的氛围ꎮ
通过小组合作和课堂讨论ꎬ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

和主动性ꎬ培养学生合作交流意识ꎬ锻炼学生口头

表达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课堂以学生的

发言和讨论为主ꎬ教师进行适当的点评和引导ꎮ
教师可以介绍一些名家编写的经典细读方面的著

作供学生参考ꎬ使学生细读过程中有范可依ꎬ从中

学习和借鉴名家细读文本的方法和路径ꎮ 如:钱
理群的 «名作重读» ( ２００６)、孙绍振的 «名作细

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 (２００９)、陈思和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 (２０１３)、王先霈的«文
学文本细读讲演录»(２００６)ꎮ 其中ꎬ陈思和和王先

霈的著作是从课堂教学实录改编而来的ꎬ具有鲜

活的教学指导和借鉴意义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学生所有的发言和讨论要紧

扣文本本身ꎬ做到言之有据ꎮ 因为涉及的鲁迅、茅
盾、老舍、曹禺、沈从文、萧红、张爱玲等都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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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ꎬ很多作家的作品片段在中

学语文课本或课外拓展阅读中出现过ꎮ 学生对一

些经典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理解和判断

都曾受过教学参考书的标准统一范式的影响ꎬ真
正读过原作品的很少ꎬ经典作品本身丰富的内涵

被遮蔽ꎮ 因此ꎬ学生在对文本进行仔细研读时要

抛弃头脑中先入为主的对作品概念化的理解ꎬ直
面作品本身ꎬ紧密结合文本ꎬ得出自己的阅读

见解ꎮ

　 　 ３.教师对每个专题进行系统的讲解和

总结

学生发言和讨论结束后ꎬ教师要进行总结点

评ꎬ指出各专题文本细读中值得关注的要点ꎬ提供

给学生进行拓展性的思考ꎮ 这些要点也是深入解

读作品独特风格形成ꎬ进而正确认识和评价作品

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的关键ꎮ 学生根据教师的讲解

点评和提供的思路ꎬ进一步查阅资料ꎬ拓展深化文

本解读ꎮ 比如萧红的«生死场»要注意作品蕴含着

启蒙和民间两种立场ꎮ 萧红一方面受新文学影

响ꎬ用“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精神剖析她的家乡生

活ꎻ另一方面ꎬ她自身带有的家乡民间文化、个人

丰富的感情和生活经验ꎬ抵消了理性上对自己家

乡和生活方式的批判ꎬ两者之间产生巨大的张力ꎮ
萧红坚持启蒙立场ꎬ批判了民间的愚昧野蛮落后ꎬ
同时又秉持民间立场ꎬ展示了民间生的坚强、死的

挣扎ꎮ 学生理解了这些ꎬ才能深入体会«生死场»
的丰富性和深刻性ꎬ以及这一经典作品的独特文

学史价值和意义ꎮ
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把作品放回“文学史”

中进行比较阅读ꎬ比如不同时代相类作品的比较ꎬ
同一时代相类作品的比较ꎬ同一作家不同时代作

品的比较等ꎬ在“文学史”的视野中拓展深化对文

本的理解ꎬ挖掘作品独特的文学价值ꎮ 具体论题

如:沈从文和汪曾祺作品风格的对比ꎬ张爱玲和鲁

迅爱情题材小说的对比ꎬ曹禺前后期戏剧风格的

变化等ꎮ 教师可以开些研究性阅读的参考书目ꎬ
供学有余力的学生深入研读ꎬ如温儒敏、赵祖谟主

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２０１３)ꎬ每个专

题都列出学界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书目ꎬ引导学生

用不同研究角度与方法对作家作品、现象思潮进

行分析ꎬ拓展鉴赏和批评的眼界ꎬ学习作家作品与

文学现象评论的研究方法ꎮ 学生通过对某一课题

的深入研读ꎬ从中可以找到毕业论文的选题ꎮ 这

也能使部分要继续深造的学生尽早进入专业的学

术氛围ꎬ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ꎮ

　 　 ４.采取课堂发言内容、讨论参与度和课

程论文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要打破传统一张试卷的模式ꎬ采取

课堂发言内容、讨论参与度和课程论文相结合的

形式ꎬ对学生修读课程的态度、参与度和效果进行

全方位的考核评价ꎮ 要求学生的课程小论文要在

重点细读文本的基础上ꎬ结合小组研讨和课堂讨

论的成果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点进行深入研究ꎮ
可以是对单篇作品中的形象塑造、文体风格、语言

特色等做出自己新的阐释ꎬ也可以将细读作品与

相同题材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ꎬ还可以将细读作

品放入文学史中评价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意义ꎮ
钱理群认为要“提倡一种‘主体性的阅读’ꎮ 阅读

本质上还是一种‘感受’ꎬ即是要通过阅读、欣赏ꎬ
将外在的作品中的文学因素内化为阅读者自己的

主体感受ꎬ激发与培育起自身的想象力、感知力、
创造力在这个意义上ꎬ可以说对文学作品的

阅读、欣赏最终要归结为阅读者的自我发现与自

我开发ꎮ” [３](Ｐ.２)因此ꎬ教师要鼓励学生从自己的真

实阅读感受出发ꎬ对细读文本提出新观点和新

见解ꎮ
这种对学生进行全面考察的综合考核方式ꎬ

同时也是对教师的考验ꎬ因为学生参与课程的积

极性和讨论效果ꎬ与教师对课堂的组织、引导有很

大的关系ꎮ 它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ꎬ促使教师

要非常全面认真地备课ꎬ充分吸收文学研究领域

的新成果ꎬ能够对学生的发言和讨论进行有效的

引导、提升和总结ꎮ 这对教师和学生来说是一个

教学相长良性互动的过程ꎬ就如作家王小妮所说

“一堂好课像一部作品ꎬ有不可操纵性ꎬ它在进行

中自我定位ꎬ自动选择脉络走向ꎬ参与者互相启发

互相映照” [４](Ｐ.１１７)ꎮ

　 　 二、现代文学经典细读的具体方法和

途径
“文本细读是一个探究的过程ꎬ是一个解剖作

品、发现问题、表达创见、凸显理论的接受过程ꎬ是
读者用自己独特的话语形式ꎬ把自我的见解、感受

反馈给创作者和其他读者的互动过程ꎮ” [５] 经典文

本细读最基本的途径与要求ꎬ就是要认真细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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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作品ꎬ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ꎬ本质就是“对话”ꎬ
打破时空的界限ꎬ进入到作品中去感受语言、人
物、情节、风格等ꎬ与作者进行精神的对话、心灵的

交流碰撞ꎮ 细读方法没有一定之规ꎬ每个人都有

各自的阅读习惯和方式ꎮ 笔者根据经典细读课程

的教学实践ꎬ尝试总结几点切实可行的文本细读

方法ꎮ

　 　 １.注意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词句ꎬ从文本

细微处寻找突破口

文本细读要紧扣文本本身ꎬ培养学生养成

“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ꎬ在文本阅读过程中

随时对反复出现的或自己感兴趣的词句或段落

做出标记ꎬ也可以随手把阅读感想简单记录下

来ꎮ 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词句或表达ꎬ就是提供

读者进入文本深层的重要线索ꎬ作家的写作诉

求、人物的形象特征、作品的思想内涵就隐藏在

这些关键字词中ꎮ 如周作人的散文«乌篷船» ꎬ
我们在细读时会发现讲述者差不多每介绍到一

处ꎬ都要重复使用“有趣” “风趣” “趣味”这样的

词ꎮ 短短一千多字的文章ꎬ出现六次类似 “有

趣”的字眼ꎮ 那么ꎬ这些就是解读文本的题眼ꎮ
从作者反复使用“有趣”的字眼ꎬ可以看出作者

是在咀嚼故乡的各类乡土风物中寄托对故乡的

情思ꎮ
如果是人物形象众多的小说或戏剧ꎬ细读可

以从主要人物形象特征的概括为出发点ꎮ 当然ꎬ
特征的概括要紧扣文本ꎬ且要尝试从正反两方面

对一个人物进行评价ꎮ 也就是说ꎬ找出人物形象

的积极面和消极面ꎮ 比如ꎬ老舍«骆驼祥子»中的

虎妞ꎬ从作者的刻画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丑陋粗

野、蛮横懒惰、好逸恶劳的女人ꎮ 祥子走向堕落的

道路上ꎬ虎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ꎮ 但虎妞是否一

无是处呢? 我们带着这样的思考回到文本会发

现ꎬ虎妞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面形象ꎬ在粗鄙

的行为之外有她自身的可爱之处ꎮ 虎妞精明能

干ꎬ协助父亲把车行管理得井井有条ꎮ 她敢于追

求个人自由爱情ꎬ对祥子真心实意ꎮ 而小说的正

面主人公祥子也有很多缺点ꎬ如小农意识、自私、
不合群ꎬ和虎妞在一起时ꎬ显得虚伪和冷酷ꎮ 这样

分析ꎬ人物就立体丰富很多ꎮ 建立在人物形象的

全面评价基础之上ꎬ作品的丰富意蕴也容易被发

掘出来ꎮ

　 　 ２.选择自己最感兴趣也最能把握的点切

入ꎬ细读文本

经典文学作品往往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ꎬ
具有多层的意义阐释空间ꎮ 面对同一个细读的文

本ꎬ选择的切入点不同ꎬ对文本的阐释也就不同ꎮ
“面对同一细读对象ꎬ选点不同ꎬ结论也就不同ꎮ
细读实践的展开ꎬ不能走马观花ꎬ面面俱到ꎬ泛泛

而谈ꎮ 选点切入是最基本的细读策略ꎮ 细读作品

切入点不同ꎬ便有不同的感受ꎬ呈现不同的情境、
韵味ꎮ” [５]在具体的细读实践中ꎬ要根据小说、诗
歌、散文、戏剧等不同的文学体裁ꎬ选择合适的细

读方式ꎮ 比如诗歌和散文的细读可以采取反复诵

读的方式ꎬ从诵读中品味作品的情感与韵味ꎮ 小

说可关注的信息点很多ꎬ阅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阅

读兴趣ꎬ选择最能把握的点切入文本ꎮ 可以从人

物形象入手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ꎬ可以从情节结

构入手分析作品的艺术风格ꎬ也可以从叙述语言

和人物语言层面分析作品的文体特色等ꎮ 如阅读

沈从文的«边城»时ꎬ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感

受ꎮ 有读者会被小说中散文化的情节、抒情性的

叙述语言、田园牧歌的情调所吸引ꎬ就可以此入手

分析小说的文体特征以及沈从文诗化小说的独特

文学史价值ꎮ 有读者会从小说营造的人情美、人
性美的氛围中读出一些不和谐因素ꎬ人的天性受

到一些压抑ꎮ 比如在孙女婚事上ꎬ老船夫犹犹豫

豫举棋不定ꎬ翠翠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ꎬ最
终导致爱情悲剧的发生ꎮ 因此ꎬ沈从文在翠翠的

爱情悲剧中蕴含了怎样的写作意图将是文本细读

的切入点ꎮ 要带着问题意识进行文本的细读ꎬ这
样ꎬ作品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多元的艺术风格才能

被全方位揭示ꎬ文本细读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得到

体现ꎮ

　 　 ３.紧扣文本ꎬ合理“误读”ꎬ探究作品的

多层意蕴空间

美国解构主义理论家、耶鲁学派主要代表人

物哈罗德布鲁姆提出“阅读总是误读”的观点ꎬ
“他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异延行为ꎬ文学文本的意义

是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能指之间无止境的意义转

换、播撒、异延而不断产生与消失的ꎬ所以ꎬ寻找文

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根本不存在ꎬ也不可能存在ꎮ
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ꎬ 就是创造意

义ꎮ” [６](ＰＰ.３１５－３１６)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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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丰富复杂的ꎬ提供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ꎮ 细读

过程中要摆脱头脑里的定论和先见的束缚ꎬ以文

本为最基本的依据ꎮ 因阅读经验、审美趣味和阅

读情境不同ꎬ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解读必然有

差异ꎬ甚至同一读者在不同的解读背景下也会有

不同的理解ꎮ 文本一旦生成ꎬ就是一个完整的艺

术品ꎬ具有独特的形式和结构ꎬ也表现出相对独立

存在的独特的文本意义ꎮ 作家也不再是最权威的

阐释者ꎬ作品的意义由文本本身和阅读行为决定ꎮ
作家的本来意图和文本实际蕴含的意义往往不是

完全一致的ꎬ这就给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一个再创

造再阐释的“误读”空间ꎮ 当然ꎬ这种“误读”应是

合理而有限度的ꎬ“是指接受者对作品含义富有创

造性的理解与发挥ꎬ它既不完全受作品本身的束

缚ꎬ又在原文的基础上提出某种有节制的异见与

新解” [７](Ｐ.５４１)ꎮ 应鼓励学生结合自身的人生经历、
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对作品进行合理有限度的

“误读”ꎬ这样才能发掘出学生内在的文学素养与

鉴赏能力ꎬ探究作品丰富多元的意蕴空间ꎮ

　 　 三、“现代文学经典细读”课程教学实践

的反思

　 　 １.应彰显课堂中教师的引导作用

经典细读课程以学生为主体ꎬ以学生阅读、发
言和讨论来推进教学进程ꎮ 但教师的引导作用要

贯穿每个专题课程的始终ꎮ 教师“应当在学生‘细
读’文本的基础上ꎬ将课堂设计并运作成一种‘对
话场’:其间的每一个体ꎬ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ꎬ是
‘对话场’中享有充分话语权的平等主体ꎻ应该充

分尊重每一个体的‘细读’所得ꎬ允许不同个体间

的认知差异ꎻ应当让每一平等主体自由表达自己

对文学经典的‘细读’感受ꎬ并使不同的个性化认

知形成意见交锋与交流ꎬ从而形成宽松而合理的

课堂‘对话情境’” [８]ꎮ 每个专题由专门的阅读小

组进行主讲ꎬ小组成员上台发言并提出细读过程

中的问题ꎬ其余学生围绕他们的发言或问题进行

讨论ꎬ也可以提出阅读过程中的疑问ꎮ 教师要全

程参与进来ꎬ及时发现、点评学生发言和讨论中值

得深入探讨的关键点ꎬ引导话题讨论向纵深处

拓展ꎮ
经典细读课程选修人数一般是在 ３０ 人左右ꎬ

因课时有限ꎬ如果教师不加引导ꎬ那么很容易将每

节课变成主讲学生的阅读汇报课以及这组学生的

小范围讨论课ꎬ其余学生可能因为没有深入阅读

文本ꎬ很难加入讨论ꎮ 因此ꎬ教师的引导和调控作

用就显得非常重要ꎮ 教师可采取随机点其他学生

向重点阅读学生提问的方式ꎬ一方面ꎬ能检验其他

学生有没有仔细阅读文本ꎻ另一方面ꎬ其他学生的

观点对重点阅读小组的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参考和

补充ꎮ 教师应尽可能引导班级学生都参与到每个

专题的讨论中ꎮ 每个专题结束ꎬ教师要做必要的

讲解和总结ꎮ 可通过介绍相关课题研究著作和学

术成果的方式ꎬ引导学生做更深入的研究ꎮ 在课

程实施过程中ꎬ教师若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ꎬ引
导探究式的经典细读教学模式的优越性才能充分

彰显ꎮ

　 　 ２.贯穿文本细读、课程讨论和毕业论文

几个环节

开设现代文学经典细读课程ꎬ主要目的在于

促进学生系统学习文学史ꎬ培养学生的文学阅读

审美趣味ꎬ提高学生的作品分析鉴赏能力ꎮ 这些

能力培养的最终目标要落实到论文写作的综合能

力训练上ꎮ 因此ꎬ学期论文是课程考核的一个重

要环节ꎮ 学生期末提交的小论文要求学生紧密结

合自己所选定的细读文本ꎬ将平时细读的感悟以

及课堂讨论的成果反映出来ꎮ 扎实的文本细读是

论文写作的基础ꎬ只有对文本进行了真正充分扎

实的细读分析ꎬ在此基础上运用文学理论对其进

行批评和观照ꎬ才能挖掘和探究出作品丰富复杂

的意蕴ꎮ
对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也是毕业论文特别是

文学类毕业论文选题最基础的阅读积累以及论文

写作能力的初步训练ꎮ 温儒敏认为要“把平时上

课的小论文、学年论文以及毕业论文这几个环节

尽量贯穿起来” [９]ꎮ 所以说ꎬ文学经典细读课程的

一个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古今中外的经典文本细

读ꎬ提高学生的鉴赏和审美趣味ꎬ锻炼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的能力ꎬ为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和撰

写提供基础性的学术训练ꎮ
此外ꎬ对学期论文完成得比较好的学生ꎬ教师

要鼓励他们进一步研读相关前人研究成果ꎬ引导

他们对论题进行深化拓展ꎬ指导修改学期论文并

推荐到学术刊物公开发表ꎮ 这将是文学经典细读

课程的实绩展示ꎮ 对于一些有志于进一步深造的

学生来说ꎬ这也是他们学术研究的起点ꎮ 因此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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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细读课程的教学设计和考核要求要紧密结合ꎬ
把文本细读、课堂讨论、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几个

环节贯穿起来ꎬ使学生在经典细读课程中得到更

系统的鉴赏和写作训练ꎮ

　 　 ３.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细读课程的组合建

设问题

经典细读课程是对基础文学史课程内容的拓

展与深化ꎬ在内容上更灵活ꎬ既与教师的学术积累

紧密相连ꎬ又要充分注意到学生的需求与个性化

发展ꎮ 经典细读在具体的课程开设和教学内容选

择上要注意与文学史课程的衔接ꎮ 经典细读课程

需要给予学生充分的个人阅读和课堂讨论的时

间ꎬ所以选取文本不宜过多ꎬ要优中选优ꎮ 以现代

文学为例ꎬ现代文学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多年ꎬ但
在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方面都涌现出很多大家

和经典文学作品ꎮ 教学内容可以有以下几种

选择:
其一ꎬ从现代文学各个阶段中选取小说、散

文、诗歌、戏剧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细

读ꎮ 这样能比较全面覆盖到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

文本ꎬ且能和文学史课程的教学紧密贴合ꎮ 其二ꎬ
对一个作家的作品进行专题性研读ꎮ 比如鲁迅作

品细读、沈从文作品细读、张爱玲作品细读ꎮ 当

然ꎬ也要选取这些作家较具代表性的作品ꎮ 其三ꎬ
对属于同一文学流派或社团的不同作家作品进行

细读ꎮ 如京派小说细读、新月派诗歌细读ꎮ 课程

设置上ꎬ现代文学经典细读课程最好是在现代文

学史课程之前开设ꎬ在学生头脑还没有被系统化

的文学史知识填充ꎬ没有对文学作品形成概念化

的理解之前ꎬ让学生直面经典文学文本ꎬ发掘自身

对经典作品最直观的阅读感受ꎮ 当学生有了一些

对经典文本的阅读体验和个性化理解之后ꎬ再进

入文学史课程的学习ꎬ学生对教材中融汇前人研

究成果的作家作品的概括和评价会有更深入的理

解和判断ꎬ而不仅仅局限于对教学知识点的识记ꎮ
教师一般根据自身阅读和科研兴趣选择经典

细读的文本ꎮ 由于因人设课ꎬ课程的内容未必能

充分考虑本科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的需要ꎬ
所以学院在课程内容上要做好把关ꎮ 避免因教师

的研究过于专业和冷僻而使课程内容过于艰深ꎬ
也要避免因经典文本选取的偏颇起不到培养学生

文学审美能力的作用ꎮ 另外ꎬ经典细读课程的设

置上也要统筹安排和协调ꎬ使经典细读课程与基

础文学史课程紧密衔接起来ꎬ切实做到对文学史

教学的补充和拓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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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消费视角下的大学社会捐赠现象研究

王　 俊１ꎬ２

(１.南京大学发展委员会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ꎻ
２.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 　 大学社会捐赠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慈善消费现象ꎬ大学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对大学捐赠产品的“购

买”ꎬ实现自身意愿ꎬ同时满足多元诉求ꎮ 大学捐赠产品由以捐赠项目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产品和以产权转化、信
息服务、品牌分享和资源互动等管理服务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周边产品构成ꎮ 大学捐赠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对接慈

善消费供需双方意愿ꎬ促成慈善消费最终形成的关键ꎮ 大学从慈善消费的供给侧入手ꎬ改善捐赠产品的质量ꎬ调
整捐赠产品的营销策略ꎬ坚守捐赠消费的法律和伦理底线是应对捐赠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ꎬ促进大学获取更

多社会捐赠资源的有效路径ꎮ
[关键词] 　 大学ꎻ　 慈善消费ꎻ　 捐赠产品ꎻ　 供给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８４－０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通过社会捐赠获取办学

资金成为不少大学弥补财政经费不足、支撑特色

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ꎮ 与此同时ꎬ大学的社会捐

赠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近年

来ꎬ大学社会捐赠的总数和单笔捐赠额不断攀升ꎬ
大学社会捐赠现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公益焦点ꎮ
分析和探究大学社会捐赠现象背后的机理ꎬ特别

是促成捐赠行为的动因ꎬ不仅对支持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完善教育成本的分摊机制ꎬ而且对整个社

会的慈善事业发展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一、捐赠行为的基础:捐赠人的“慈善消

费”动机
按照我国«慈善法» «公益事业捐赠法»等相

关法律规定ꎬ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个人或组织捐

赠行为均属于慈善活动ꎮ 慈善事业的基础是私人

自愿的无偿捐赠ꎮ 捐赠人的动机和意愿是促成捐

赠行为ꎬ乃至推动整个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础

性前提ꎮ 按照西方慈善理论ꎬ特别是近年来实验

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ꎬ学者将人们进行捐赠的

行为的动机归结为以下几种:
１.纯粹利他动机

早期学者认为慈善行为是纯粹的利他主义ꎬ
捐赠人关注的是慈善所带来的公共产品ꎬ慈善的

效用是公共性的ꎬ由此提出了“慈善公共产品”理

论ꎮ[１]纯粹利他即捐赠人完全出于无条件的自愿

捐赠ꎬ不带有任何私人获益目的ꎬ能够看到其他社

会成员状况的改善是捐赠人内心的真实愿望ꎮ 现

实中“纯粹利他”的现象是存在的ꎬ比如匿名捐赠ꎬ
奉行的是“你改善我快乐”原则ꎮ

２.非纯粹利他动机

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捐赠人可以从捐赠行为本

身获得效用ꎬ他们先提出“光热效应”(或称“温暖

理论”)ꎬ即捐赠人通过无偿资助别人获得某种心

理效用ꎬ如满足感、成就感或自我价值的实现

等ꎬ[２]奉行“我捐赠我快乐”原则ꎮ 此后ꎬ学者继续

提出“信号驱动”理论ꎬ即捐赠人通过捐赠行为证

明自己的财富水平和社会地位ꎬ是一种“理性炫

富”方式ꎬ优于那些非理性的奢侈消费ꎻ或者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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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捐赠获得社会声望、地位、尊重ꎮ 可以说ꎬ慈
善捐赠行为对捐赠人的效用不仅源自无偿供给的

公共产品ꎬ更源于捐赠人一种私人性的心理效用

或“收益”ꎬ这种效用一般不能与他人分享ꎮ[１]

３.社会规范与偏好动机

学者认为人们不仅关注自身ꎬ也关注他人ꎬ关
注社会ꎬ人们愿意表现得合乎社会规范ꎻ无论社会

规范的价值涉及利他、互惠、效率或公平等ꎬ都可

能成为捐赠人行为选择的参考标准ꎮ 人们会感到

他人的期待ꎬ考虑到“自身形象”而被某些社会道

德规范的压力所驱使ꎬ以获得内心的安宁或社会

的认同ꎮ[３]

４.合作—收益动机

慈善捐赠的本质是人类的合作行为ꎬ合作的

前提是取得收益ꎮ 捐赠可以视为一种长期的合

作ꎬ是一种间接的“社会投资行为”ꎬ通过捐赠方、
受赠方及相关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ꎬ建立牢固的

信任关系ꎬ取得长期合作的机会ꎬ以此为基础取得

更多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收益ꎬ如对企业来说ꎬ通
过社会捐赠改善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ꎻ对个人来

说ꎬ通过捐赠积累社会资本ꎬ获得社会荣誉或官方

认可等ꎮ
实际上ꎬ个人或组织在选择捐赠行为时ꎬ存在

以上两种或多种动机ꎻ同时ꎬ动机也会随着时间、
空间、外部环境条件而变化ꎬ很难清晰界定是哪一

种动机在独立发挥作用ꎮ[４] 人们内在的需求和外

部的环境(募捐方式、交易费用、捐赠激励、免税政

策等)共同激发了捐赠行为动机ꎮ 动机反映着需

求ꎬ无偿捐赠并不意味着捐赠人没有任何“收益”
期待ꎬ复杂的动机对应着多元的“收益”需求ꎮ 此

处的“收益”作广义理解ꎬ意指所有因捐赠行为产

生的捐赠人的正向效用ꎬ这些效用可包括显性的、
隐性的ꎬ物质的、精神的ꎬ私人的、公共的好处ꎮ

由此ꎬ我们可将捐赠行为视为慈善消费ꎬ一种

为了获得捐赠收益而进行的慈善投资或支付ꎮ 捐

赠方无偿投入资金、物件、时间、精力等资源ꎬ购买

捐赠产品获得广义收益ꎮ 受赠方生产和销售相关

的捐赠产品ꎬ捐赠产品衔接捐赠方和受赠方双重

需求ꎬ表现为公益慈善项目或相关服务载体(见表

１)ꎮ 西方学者关于慈善动机的研究对我们考察大

学社会捐赠现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ꎮ

表 １　 捐赠行为的消费关系

捐赠双方
成　 本

(支付或消耗的资源)
收　 益

(直接的或间接的)
角色行为

捐赠方
资金、物品、时间、智力等资源

(生产性成本、交易性成本)

社会公共效用心理满足感、成就感、自
我实现、社会声望、定位、荣誉、尊重合

作机会、长期加报

消费者:购买

受赠方
捐赠产品

(捐赠项目、配套服务)
无偿获得资金、物品、时间、智力等

资源
销售者:生产和提供

　 　 二、大学社会捐赠的基础:捐赠人的“收
益需求”

由于自身的功能定位和组织特点ꎬ大学与社

会存有多种多样的关联ꎮ 同样ꎬ作为受赠方的大

学也与捐赠人之间保持着复杂的互动ꎮ 根据大学

社会捐赠的实际情况ꎬ对照西方对慈善捐赠动机

的研究ꎬ我们认为当下大学捐赠行为大致基于以

下动机或诉求:
１.基于慈善情怀

捐赠人单纯地投入慈善事业ꎬ没有明确的捐

赠指向和特定的捐赠目的ꎮ 大学作为一种存续生

命周期较长的组织形态ꎬ集中了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创新等多种社会职能ꎬ承载着

人类文明传承的使命ꎮ 大学的组织特点、社会影

响力和公信力使其最有可能成为捐赠人首选的资

助对象ꎮ 将私人资本注入这样具有永恒性的组

织ꎬ发挥资本的公共作用ꎬ取得广泛持久的公共收

益是很多捐赠人选择大学作为自己财富归属的重

要原因ꎮ 与此同时ꎬ某一所大学能获得这种动机

之下的捐赠也是机遇、缘分和自身实力综合作用

的结果ꎮ[５] 基于慈善情怀的“捐赠需求”是希望大

学不断供给出更加优质的教育产品ꎬ让社会乃至

全人类获益ꎮ[６]

２.基于感恩回报

捐赠人与学校有着一定渊源和感情基础ꎬ较
典型的是在学校学习、工作或生活过的校友群体ꎬ
以及那些在校学习期间曾经得到学校帮助的社会

人士或企业家ꎮ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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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ꎬ校友与母校之间关系日渐紧密ꎮ 校友认为

母校是与自己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共同体ꎬ是自

己一块重要的情感归属地ꎮ 他们心存感激地回报

母校ꎬ认为捐赠母校就是投资自己生命的一部分ꎬ
为一份宝贵的情感关系找到延续的载体或永恒的

归宿ꎮ[７]基于感恩回报的“捐赠需求”是看到自己

曾经付出生命时光、与之共同成长的大学发展得

越来越好ꎮ
３.基于品牌分享

现代社会中的大学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ꎬ
顶尖大学对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具有显著影响

力ꎬ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世界名校所能带来

的品牌效应ꎬ是一般社会机构或公益组织不能比

拟的ꎮ 任何组织或个人与一所知名高等学府的声

誉和品牌捆绑在一起ꎬ有助于提升自身形象ꎬ扩大

社会影响ꎮ 基于品牌分享的捐赠人不一定是受赠

大学的校友ꎬ但认可其品牌价值ꎬ他们的“捐赠需

求” 是分享大学的品牌资源、社会资本和无形

资产ꎮ
４.基于资源互动

大学所供给的是一种混合公共产品ꎬ既有纯

公共产品ꎬ如人才培养、教育教学任务、基础研究

等ꎬ也有准公共产品ꎬ如社会服务、应用成果转化、
特色文化产品等ꎬ还有私人产品ꎬ如师生后勤保

障、个性化教育培训等ꎮ 大学具有多重功能ꎬ占有

多样资源ꎬ供给多样元产品ꎬ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国

家财政的支持ꎬ这使得大学与企业、社会、个人等

开展合作成为必然ꎮ 捐赠人同时带着慈善目的和

物质经济收益的双重诉求ꎬ注入慈善资金ꎬ以此为

基础推动与大学开展产学研、社会服务、人才培

养、文化生产等各领域的合作ꎬ由此获得大学的科

技、人才、智力、品牌等综合性资源ꎬ实现其战略发

展诉求ꎮ[５]基于资源互动的“捐赠需求”是通过“投
资”间接分享大学所供给的非纯粹公共产品的部

分收益ꎮ
综上ꎬ不同的捐赠主体ꎬ如校友、慈善家、企

业、社会组织、政府等ꎬ体现不同的捐赠需求或者

几类需求的结合ꎮ[８]

　 　 三、大学捐赠产品种类和功能:对多元

捐赠需求的回应
以上所述的大学社会捐赠动机中包含着捐赠

人的多元需求或期待ꎮ 对捐赠人来说ꎬ大学社会

捐赠可类比为一种通过购买捐赠产品的慈善消费

过程ꎻ对受赠大学来说ꎬ它是一种通过供给捐赠产

品获得社会资金的慈善销售过程ꎮ “买方”和“卖
方”的供需对接是促成慈善消费或销售的关键ꎮ
慈善消费或销售的载体即大学捐赠产品ꎬ在这里

是指由大学及其基金会为获得社会捐赠ꎬ精心设

计、策划、生产、提供的一系列捐赠项目或服务项

目ꎮ[９]捐赠产品一方面连接着捐赠人的需求ꎬ帮助

捐赠人实现意愿ꎬ获得捐赠收益ꎻ另一方面服务于

大学的发展需求ꎬ是大学利用捐赠资源实施具体

项目、开展具体活动的平台或载体ꎮ
在现阶段的中国ꎬ一方面ꎬ促进社会捐赠的相

关法律制度和政策在操作层面有待进一步完善ꎬ
因此ꎬ普遍自觉的捐赠文化、具有规模性的捐赠行

为尚未成型ꎻ[１０] 另一方面ꎬ现有社会捐赠资金(包
括其他资源ꎬ如人力、物力、智力等)相较于社会公

益事业发展需求ꎬ特别是高校办学资金需求始终

处于稀缺状态ꎬ因而大学社会捐赠现象将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呈现为一种捐赠产品供大于求的“捐
赠人市场”ꎬ也即捐赠消费的“买方市场”状态ꎮ 因

此ꎬ大学以捐赠人“买方”为中心ꎬ从产品“供给侧”
开展质量建设ꎬ改良营销策略是促成并持久维系

社会捐赠的基本选择ꎮ
捐赠动机的复杂性导致收益期待的多样性和

综合性ꎮ 能够带来收益的捐赠产品并非总是唯一

形态ꎬ而会呈现出多样性、组合性的外观ꎮ 我们将

大学捐赠产品分为核心产品和周边产品两类ꎮ 它

们互补配合组合为一套完整的产品体系ꎬ满足捐

赠人的多元诉求ꎬ促成大学社会捐赠的行为(见表

２、表 ３)ꎮ
表 ２　 大学捐赠产品

捐赠动机 慈善消费需求

慈善情怀 教育发展、人类社会进步

感恩回报 大学的持续发展

品牌分享 社会影响力、地位、声誉等

资源互动 分享大学资源、长期合作机会

表 ３　 大学捐赠产品的效用分析

产品 效用:需求回应

核心

产品
捐赠项目:营销、使用、实施的载体

周边

产品

产权转化机制:资金运行保障

信息服务机制:交易费用压缩

品牌分享资源互动机制:用户消费体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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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核心捐赠产品———捐赠项目

从捐赠人的角度ꎬ完成捐赠消费至少需要支

付两类成本:一是生产性成本ꎬ二是交易性成本ꎮ
前者指捐赠人直接支持公益项目开展所付出的资

金、时间、社会关系等直接投入ꎻ后者指为实现捐

赠行为或达成慈善合作所支付的间接投入ꎬ如信

息搜寻、合作沟通、需求传递、确定产品ꎬ以及谈

判、缔约、监督、风险防范等费用ꎮ[１１]捐赠人支付的

生产性成本和交易性成本交错地支撑着大学捐赠

的核心产品和周边产品的供给ꎮ
大学捐赠产品的最核心的部分是捐赠项目ꎬ

捐赠项目是对捐赠消费进行营销和实施的重要载

体ꎬ指大学根据自身发展需求ꎬ事先设定用途或资

金使用方向ꎬ用以向潜在捐赠人劝募资金的事项ꎮ
推出捐赠项目是大学促成捐赠产品消费的关键环

节ꎬ一般由大学基金会和学校主管发展工作部门

联合供给ꎬ围绕高校的宗旨使命和阶段性目标ꎬ紧
密结合学校自身特色优势ꎬ以支持学校的教学、科
研、人才培养活动为目的ꎬ吸引社会公众或潜在捐

赠人的关注和支持ꎬ促使捐赠人根据自己意愿进

行无偿的财产转移ꎮ 这一过程的核心环节是高校

捐赠项目的设计和策划ꎮ 大学基金会和相关部门

通过鉴别、筛选、凝练学校发展问题和显著需求ꎬ
与相关部门或院系携手形成初步的解决方法或路

径ꎬ将这些需求和思路诉诸文字、图像、视频、报告

等形式形成项目描述ꎮ
大学捐赠项目的诞生有赖于一套对接捐赠供

需的特殊生产机制ꎮ 一是发现大学发展需求ꎬ凝
练发展问题ꎬ初步生成解决构想ꎬ类似于公共政策

中的“问题形成”环节ꎬ形成捐赠劝募或资源动员

的备选项ꎮ 二是发现社会捐赠需求ꎬ特别是潜在

捐赠人群体的特别需求ꎬ以此作为项目筛选和优

化的标准ꎮ 通过校内外捐赠供需的有效对接ꎬ使
捐赠产品更加精准化、个性化ꎬ贴合捐赠人需求ꎮ
三是以合理恰当的显示、吸引大众的方式进行发

布传播ꎬ有效覆盖相关人群(如校友)ꎬ充分接触特

定人群(如校董、企业家)ꎬ发现潜在捐赠群体并实

施精准劝募ꎬ争取定向关注和支持ꎮ 发掘并生产

出优秀的、富有潜力的捐赠项目是促成捐赠消费

的关键ꎬ需要大学基金会和学校密切配合ꎮ 好的

捐赠项目既可向学校传递社会需求ꎬ帮助学校根

据社会状况调整发展规划ꎬ又可成功地向社会宣

传推介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发展项目ꎬ从而获得社

会认同和资源支持ꎮ

２.周边捐赠产品

(１)公益产权转化机制———捐赠消费的资金

运行保障ꎮ 关于捐赠消费资金的管理是一套关于

产权转化、运作、存续的制度框架产品ꎮ 第一ꎬ大
学接受的捐赠资金需要经过产权转化才可以投入

教育公益领域使用ꎮ 大学通过设立基金会组织对

所接受的私人产权财富(如个人捐赠)、公有产权

资金(如国有企业捐赠)ꎬ以及其他公益财产(如基

金会、非营利组织捐赠)进行加工、过滤和虚化ꎬ转
变为大学的公益财产ꎮ 此外ꎬ对所接受实物、房
产、有价证券等非资金捐赠也进行相应财权转化ꎮ
第二ꎬ大学依靠基金会组织提供一套关于公益财

产存续、保值、增值的有效制度安排ꎮ 通过运用金

融技术、财务管理等方式对所持公益财产进行加

工ꎬ提升原有财产价值ꎬ创造出新的价值ꎮ 公益财

产的增值来源于基金会的市场行为ꎬ降低风险、提
升利润是基金会资金运作的基本法则ꎮ 基金会通

过各种投资组合ꎬ对本金进行保值和增值ꎬ并将增

值部分持续投入公益项目ꎬ以形成永续发展的运

作态势ꎮ 在这一过程中遵循两大原则:一是“非分

配约束”原则ꎮ 基金通过市场方式所获利润和捐

赠款一样不能用于组织内成员的分配ꎬ仅能用于

组织进一步发展和投入社会公益事业ꎮ 二是“投
资谨慎性”原则ꎮ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

“合法、安全、有效地实现基金会财产的保值增值”
要求ꎬ利用公益财产进行投资运作时避免高风险

品种ꎮ 第三ꎬ大学针对具体受赠方的使用需求ꎬ按
计划、分批次拨入捐赠资金ꎬ同时对已投入捐赠财

产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ꎬ确保捐资使用精准到

位ꎬ确保捐赠消费意愿达到预期成效ꎮ 总之ꎬ大学

及其基金会通过明晰的契约和制度机制产品使投

入捐赠消费过程的资金有效运行ꎮ
(２)信息服务机制———捐赠消费的交易成本

压缩ꎮ 大学通过供给一系列信息服务和沟通机

制ꎬ减少捐赠消费中所支付的交易性成本ꎮ 第一ꎬ
搭建捐赠供需对接平台ꎮ 现代慈善捐赠人和受助

人处于分离状态ꎬ由此涉及供需对接问题ꎮ 无论

是捐赠者为实现公共目标对公益需求的发现、筛
选和评估ꎬ还是弱势群体的求助都需要参与者支

付大量的信息成本ꎬ此外ꎬ双方协商谈判ꎬ形成项

目方案也需要沟通成本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大学基

金会扮演着重要的枢纽角色ꎬ它有效衔接资源需

求ꎬ降低各方参与慈善合作的成本ꎮ 如推出网络

捐赠(特别是移动终端捐赠平台)ꎬ使师生重症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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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志愿服务、院系发展项目等需求瞬间送达潜在

捐赠人ꎬ通过信息的及时发布、有效对接、瞬时反

馈ꎬ利用便捷的支付方式提升捐赠效率ꎬ扩大捐赠

规模ꎮ 第二ꎬ及时反馈项目运行成效ꎮ 捐赠项目

启动后ꎬ运行情况如何是捐赠消费体验的重要部

分ꎮ 大学基金会通过自成体系的项目执行反馈机

制ꎬ以项目跟踪、年度汇报、结项报告等形式监督

资金流向和使用ꎬ及时向捐赠人汇报ꎬ向整个社会

展示ꎮ 一方面ꎬ确保捐赠使用的精准高效ꎬ另一方

面ꎬ使捐赠人以最低成本获得捐赠消费体验ꎮ
(３)品牌分享与资源互动机制———捐赠消费

的用户体验升级ꎮ 大学通过一套生产、管理和激

励机制实现捐赠人对大学品牌分享需求ꎬ助力其

提升社会声誉和影响力ꎮ 第一是公益文化产品的

生产供给ꎮ 公益项目策划、实施、运行的全过程伴

随着公益价值传播和文化产品的创造性再生产ꎮ
大学对捐赠事件、捐赠人、捐赠项目及其运行成效

成果、捐赠细节等内容进行宣传策划ꎬ针对大学与

捐赠方的品牌合并展开精巧设计ꎬ形成高质量的

公益文化产品ꎬ以文字、报道、图像、视频、微电影

等形式在官网、微信平台、纸媒等宣传载体上有效

呈现和集中推广ꎬ提升捐赠人和社会公众良好的

文化体验ꎬ增值捐赠人的品牌收益ꎮ 第二是捐赠

项目的冠名、特定身份和荣誉的赋予ꎮ 对捐赠方

所支持的捐赠项目进行冠名ꎬ如奖助学金、楼宇建

筑、科研基金等ꎬ扩大捐赠方在校内外的知名度ꎻ
对捐赠善举予以正式的肯定ꎬ授予捐赠个人或组

织校内荣誉身份ꎬ如学校董事、基金会理事、教育

杰出贡献者称号、第二课堂导师等ꎬ并通过官方媒

介推广ꎬ提升捐赠消费的品牌体验ꎬ促成捐赠人与

其他社会主体的有效互动ꎬ助力捐赠人社会资本

的积累ꎮ 第三是校内外资源的互动对接ꎮ 邀请捐

赠方在校内开设讲座或座谈会ꎬ针对人才、科技、
服务等合作需求进行沟通和接洽ꎬ增进大学成员

对捐赠方的认同ꎬ促进校内资源与捐赠资源的持

续互动ꎬ为捐赠方合理分享大学其他资源铺路

搭桥ꎮ
　 　 四、捐赠消费的“供给侧”改革路径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ꎬ各高

校愈加重视自身发展筹资工作ꎬ不断强化基金会、
校友会、筹资联络部门的建设ꎬ并出台各类激励政

策、创新举措ꎬ促进大学社会捐赠的改革ꎮ 大学社

会捐赠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ꎬ同时面临来自 ３ 个方

向的挑战ꎮ 一是社会慈善组织占据资源ꎮ 具有社

会影响力的公募慈善组织ꎬ尤其是官办基金会仍

然是社会公信力较强、最具竞争力的大学捐赠竞

争对手ꎬ每年吸纳大量的社会捐赠资源ꎮ[１２]二是境

内兄弟高校分享资源ꎮ 国家“双一流”统筹建设方

案颁布后ꎬ各高校尤其是顶尖高校在大额捐赠、资
源拓展、校友发动、资金运作等方面相互赶超ꎬ不
断分享业已稀缺的社会捐赠资源ꎮ 三是境外高校

争夺资源ꎮ 一方面基于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欧

美顶尖大学的社会影响力ꎬ中国捐赠者将私人资

产投入境外高等教育ꎬ以获得高额的捐赠消费回

报ꎮ 另一方面ꎬ基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ꎬ不少国

际知名高校基金会将捐赠工作延伸至中国及华人

地区ꎬ最大限度地吸纳华人圈的捐赠资源ꎮ
大学捐赠行为的形成是基于捐赠方和受赠方

的相互信任ꎬ既有捐赠人对大学价值使命的认同ꎬ
又有大学对捐赠人合理需求的尊重ꎮ 介于大学捐

赠市场的竞争态势ꎬ更需要高校以产品供给者的

身份从供给侧开发优质的捐赠产品ꎬ挖掘潜在的

捐赠需求ꎬ同时坚守大学捐赠的边界和底线ꎮ
１.丰富产品种类ꎬ提升产品质量ꎬ增强

产品吸引力和竞争力

一是形成以捐赠项目为内核ꎬ以周边产品为

外围的一套产品组合体系ꎮ 对核心产品———捐赠

项目采取个性化配置思路ꎬ面向捐赠人需求调整

设计思路和实施方案ꎬ以获得产品量身定制效应ꎮ
对周边产品采取标准化配置思路ꎬ实施比较统一

化的实施方案ꎬ旨在压缩捐赠人交易费用ꎬ实现捐

赠资金保值增值ꎬ提升捐赠消费的文化体验ꎬ以取

得规模化的生产效应ꎮ 周边产品与核心产品同样

重要ꎬ它们从不同方向回应捐赠人的多重需求ꎬ共
同促成捐赠消费行为的发生ꎮ 二是找准高校自身

的捐赠产品定位ꎬ发掘特色捐赠产品ꎮ 不同高校

具有不同的办学特色和专业行业特征ꎬ也拥有独

特的校友群体和合作对象ꎮ 开发出专属于自己的

捐赠资源是在捐赠市场中获得战略性优势、占得

竞争先机的有效路径ꎮ 总之ꎬ提升大学自身的办

学实力和社会声誉是促进捐赠消费的根本ꎮ[１３]

２.开拓捐赠消费市场ꎬ挖掘捐赠消费

潜力

一是参考非营利组织的营销策略ꎬ结合大学

自身特点ꎬ跨越单一的产品导向阶段(专注于项

目ꎬ不太关注捐赠者)ꎬ以产品质量建设为基础ꎬ实
现产品推销阶段(主动出击寻找捐赠者)与顾客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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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阶段(关注捐赠者需求ꎬ引导消费)的压缩和融

合ꎮ[１４](Ｐ.２０３)将捐赠产品的供给侧改革创新与捐赠

消费侧的有序开发紧密配合ꎮ 二是通过掌握捐赠

人信息、捐赠市场行情动态ꎬ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

细分捐赠市场ꎬ将捐赠人按捐赠需求进行分类ꎬ作
为量身定制捐赠产品的标准依据ꎬ引导新老捐赠

群体对高等教育事业定向消费、反复消费ꎮ
３.把握捐赠消费的合法合理边界

以慈善消费的观点分析大学社会捐赠现象ꎬ
不等于完全以市场商业逻辑指导大学捐赠事务ꎮ
在具体的大学捐赠事务中必须严格依照«慈善法»
«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慈善领域法律法规ꎬ严格遵

守«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领域法律法规ꎬ
以及所在学校的章程规定ꎬ严把捐赠消费的法律

边界和伦理底线ꎮ 坚决杜绝非法的捐赠消费、违
背道德伦理的捐赠需求ꎬ以及与大学精神、使命、
文化、师生利益等相冲突的捐赠行为ꎻ合理选择针

对捐赠方的致谢和反馈方式ꎬ[１５] 保持大学发展的

学术性、独立性、公益性ꎬ谨防社会上的慈善异化

现象侵扰高等教育的圣地ꎮ
大学社会捐赠的主体和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

其具有不同于一般慈善活动的互惠性特征ꎮ 以慈

善消费视角分析大学社会捐赠现象ꎬ有助于从一

种较为现实的角度认识大学与社会的多元互动关

系ꎬ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将社会上丰富、零散、闲
置的教育资源引入高等教育领域ꎬ更好地促进大

学的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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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宣传格局下高校宣传媒体整合发展研究
∗

练 建 斌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医学技术系ꎬ 福建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摘　 要] 　 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ꎬ高校以传统校园媒体主导的宣传时代已发生了深刻的改变ꎮ 高校宣

传媒体存在传统媒体的影响日渐式微ꎬ新媒体的深度把握不足ꎬ宣传媒体的碎片化管理等问题ꎮ 大宣传格局下高

校宣传媒体整合是解决困境的重要途径ꎬＳＷＯＴ 分析发现高校宣传媒体整合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ꎮ 从组织整合、
资源整合、保障体系三方面入手ꎬ探索大宣传格局下高校宣传媒体整合的实施路径ꎬ进而促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

的发展ꎮ
[关键词] 　 高校宣传媒体ꎻ　 媒体整合ꎻ　 大宣传格局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９０－０５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ꎬ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ꎬ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ꎮ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ꎬ对高校的教育教学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新时期ꎬ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ꎬ以微博、微信

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凭借无可比拟的开放性和交互

性的优势ꎬ广受青年大学生的欢迎ꎬ传统校园媒体

主导的宣传时代已发生了深刻的改变ꎮ 聚焦机遇

和挑战ꎬ构建大宣传格局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

核心理念和发展方向ꎮ[１]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的“要
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ꎬ推动思想政治

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ꎬ增强时代感

和吸引力” [２]ꎮ 如何在大宣传格局下做好高校宣

传媒体整合发展ꎬ对改革和创新高校宣传思想工

作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ꎮ

一、高校宣传媒体存在的问题

高校宣传媒体主要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组

成ꎮ 传统媒体主要为校园报刊、广播、电视台、校
园网和校园橱窗等ꎬ新媒体主要以微博微信为代

表ꎮ 笔者选取集美大学、闽南师范大学、漳州卫生

职业学院 ３ 所高校 ６００ 名学生为调查对象ꎬ通过发

放问卷的形式ꎬ对高校宣传媒体运行现状进行抽

样调研ꎮ 分析发现ꎬ高校宣传媒体对在校大学生

影响力较为薄弱ꎬ不能形成合力ꎬ尚未能发挥高校

宣传主阵地的作用ꎮ 总的来说ꎬ存在以下几个

问题:
首先ꎬ传统媒体的影响日渐式微ꎮ 传统媒体

资源受限于时间、空间ꎬ相较新媒体ꎬ不受学生欢

迎ꎮ 具体表现为:校园报刊更新慢ꎬ新闻时效性

弱ꎬ互动性不强ꎬ学生主动阅读率低ꎻ学生读校园

橱窗的时间稍长ꎬ但关注更多的是考研、专升本等

考试和兼职等广告信息ꎻ校园广播时间有限ꎬ一天

一般仅为 １—２ 个小时ꎬ发挥校园宣传主阵地的作

用有限ꎻ校园电视台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ꎬ节目大

多质量不高ꎬ形式单一ꎬ影响力有限ꎻ学生上校园

网主要为查询成绩及选课等事务性需要ꎬ其他内

容点击率低ꎮ
其次ꎬ新媒体的深度把握不足ꎮ 毋庸置疑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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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通过丰富的形式和手段ꎬ极大地扩展了新闻

宣传工作的平台ꎬ它能够加强宣传内容的传播和

渗透ꎬ使受众对获取的信息也有了更大的接受度

和认可度ꎮ 调查的 ３ 所高校均设立了微信公众号

和官方微博ꎬ并且有专人负责运营ꎬ体现了高校对

新媒体的重视ꎮ 然而ꎬ笔者发现ꎬ高校还缺乏对新

媒体的深度把握ꎬ没有形成对新媒体的完整认识

链条ꎬ对新媒体的特征特别是负面作用认识不足ꎻ
在宣传质量上存在一定缺陷ꎬ甚至出现迎合学生

审美情趣ꎬ忽视理想信念教育ꎬ忽视政治追求宣传

的倾向ꎮ
再次ꎬ宣传媒体的碎片化管理ꎮ 调查中的集

美大学和闽南师范大学的新媒体由党委宣传部统

一领导管理ꎬ传统媒体为多部门共管ꎮ 漳州卫生

职业学院的新媒体则为党委领导下党委工作部、
团委、现代教育中心共同管理ꎬ这与不同院校类别

的机构设置有关ꎮ 具体到不同媒体ꎬ各高校则处

在碎片化管理的状态ꎬ不同媒体都拥有一套自己

的运行机制ꎬ在组织上相对独立ꎬ自成一派ꎬ缺乏

良性互动与有效整合ꎬ这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ꎬ影
响整体优势的发挥ꎬ而且不利于对高校宣传媒体

品牌信度和美誉度的评价ꎮ

　 　 二、高校宣传媒体整合的 ＳＷＯＴ 分析
高校宣传媒体存在的问题ꎬ制约了高校宣传

工作的可持续发展ꎮ 笔者认为ꎬ在大宣传格局下ꎬ
媒体整合是解决高校宣传媒体现存问题的重要途

径ꎮ 媒体整合即不同类型的高校宣传媒体ꎬ坚持

优势互补、一体发展ꎬ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
理等方面进行深度整合ꎬ形成宣传合力ꎮ[３](Ｐ.２７) 笔

者将运用 ＳＷＯＴ 分析法ꎬ分析高校宣传媒体整合

的必要性与可行性ꎮ

１.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１)受众对象优质稳定

由于受众的广泛性和混杂性ꎬ大众传媒的受

众对象的需求也体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ꎬ甚至有

时候不同受众对象的需求呈现出天壤之别ꎬ这就

导致大众传媒对受众的需求难以应对ꎮ 而高校宣

传媒体的对象主要为在校大学生和学校教职员

工ꎬ相对大众传媒ꎬ受众对象更为优质稳定ꎮ 一方

面ꎬ高校师生有着相近的教育背景、共同的生活习

惯及生活经历ꎬ他们乐于接受新信息和新事物ꎬ作
为受众对象ꎬ他们各方面表现出同质的特征ꎮ 高

校师生文化素养高ꎬ是非常优质的受众对象ꎮ 另

一方面ꎬ大学生在校 ３ 年或 ４ 年ꎬ尽管每届都有毕

业生和新生ꎬ但流动人员只是其中的少部分ꎻ高校

教职工工作安定ꎬ职业变动率相对较低ꎬ这就使高

校宣传媒体的受众对象范围相对稳定ꎮ 因此ꎬ高
校宣传媒体不必去研究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水

平、年龄结构、个性需求等方面的差异ꎬ破解了大

众传媒在运营管理上的问题ꎬ有助于高校宣传媒

体的准确定位ꎬ使高校宣传媒体具备整合的基础

条件ꎮ
(２)传播渠道畅通

调查显示ꎬ３ 所高校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在

新媒体上ꎬ都有覆盖ꎮ 每种媒体都有专门的主管

部门和指导老师ꎬ有的还有专项经费ꎮ 可以说ꎬ在
传播渠道上ꎬ高校宣传媒体是能做到畅通的ꎮ 不

同高校宣传媒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性ꎬ互有长处ꎬ
可以做到优势互补ꎬ相得益彰ꎬ这就使整合具备较

强的可行性ꎮ 比如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方式影响

虽然日渐式微ꎬ但校报、校园广播、电视台等依然

是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ꎮ 以“两微”为代

表的新媒体ꎬ凭借着双向互动传播的优势ꎬ在及时

性、友好度、信息量上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ꎬ新
媒体已成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ꎬ
但它又有“一阵风” “娱乐化”的劣势ꎮ 因此ꎬ通过

整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优势ꎬ高校宣传思想工

作才能发出最强音ꎮ
２.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１)队伍建设参差不齐

要想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ꎬ队伍建设十分

重要ꎮ 宣传思想工作者不仅要具有崇高的思想觉

悟ꎬ更要有较强的新闻从业技能ꎮ 然而ꎬ目前大多

数高校没有宣传媒体专职管理人员ꎬ几乎都是兼

任ꎬ更多依靠学生完成工作ꎮ 一方面ꎬ兼职师生由

于工作和学业的压力ꎬ很难全身心去研究新闻传

播的规律ꎬ提升新闻质量ꎬ被动应付ꎬ新闻产品无

法引起受众群体共鸣也是自然的事了ꎻ另一方面ꎬ
兼职学生快成长起来的时候ꎬ马上又面临毕业ꎬ不
得不离开学校宣传媒体队伍ꎬ人员年年变化ꎬ影响

了队伍的稳定性ꎮ 业务水平不高和队伍的不稳

定ꎬ导致宣传媒体整合工作存在一定的困难ꎮ
(２)新闻内容同质严重

大众传媒要想生存ꎬ就必须具备自己的特色

品牌ꎬ如果千报一面、百台一腔ꎬ品质雷同ꎬ无疑会

成为受众群体摈弃的首选ꎮ 高校宣传媒体相对大

众传媒较为封闭ꎬ更易于出现新闻同质化的现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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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高校无视媒体类型之间的区别ꎬ甚至直接将

传统媒体内容移植到新媒体中ꎬ出现“换汤不换

药”的现象ꎮ 同质化的问题破坏了高校宣传思想

工作的权威性和影响力ꎮ
３.机遇(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１)大众传媒成功整合

面对竞争ꎬ大众传媒的整合是潮流ꎬ“传媒集

团”已然是现今中国传媒领域里最热门的话题ꎮ
«广州日报»作为中国最早自办发行的报纸之一ꎬ
于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 ꎬ经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

署批准ꎬ以«广州日报»作为主报的中国第一家报

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组建成立ꎮ 经

过发展ꎬ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目前已是全国版面规

模最大、经济规模最大、经济效益最好的报业集

团ꎮ 从此ꎬ一大批报业集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

现ꎮ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也在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正

式挂牌ꎬ标志着福建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进入了一

个新阶段ꎮ 传媒集团化有利于资源整合ꎬ实现优

化配置ꎬ是媒体在经济上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ꎮ
大众传媒的成功整合对高校宣传媒体的整合具有

参考和借鉴意义ꎮ
(２)校媒联盟发展迅速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在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指

导下ꎬ由中国青年报社携手国内 ６３ 所重点高校共

同发起成立了中国高校传媒联盟ꎬ至今校媒联盟

已签约理事高校 ５５９ 所ꎬ入驻会员媒体 ５６２７ 家ꎬ覆
盖 ５９６ 所高校ꎮ[４]此外ꎬ２２ 个省、市、自治区分别建

立了区域联盟ꎬ如福建高校传媒联盟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自成立起ꎬ与其他区域联盟一样ꎬ它以崭

新的作风ꎬ展现着高校传媒人的风采ꎬ成为高校学

生记者的一个崇尚真实、敢于表达的新群体ꎮ 可

见ꎬ校媒联盟的发展反映了高校宣传媒体校际之

间合作与交流的强烈意愿ꎬ也体现了高校对媒体

整合的敏感性和迫切性ꎮ

４.挑战(Ｔｈｒｅａｔｓ)
(１)大众传媒冲击巨大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据显示ꎬ我国的

媒体总数量约为 ５００ 万个ꎬ位居世界首位ꎬ是绝对

的媒体大国ꎮ 形形色色的大众媒体凭借着新闻传

媒专业的优势ꎬ通过娱乐性强、信息量大、个性化

定制等方式ꎬ吸引了大学生的眼球ꎬ大学生更愿意

选择在交互网站和社交媒体上获取信息、发表观

点ꎬ高校宣传媒体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越来越

弱ꎬ甚至影响到高校宣传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

功能ꎮ
(２)某些大学校园文化出现庸俗倾向

当前全球化、网络化的大背景ꎬ给大学文化带

来了巨大冲击ꎬ知识就是经济的功利化理念深深

根植于大学生心中ꎬ某些大学校园文化的浮躁功

利之风日趋明显ꎬ如以“美女师姐”为排头兵的大

学招生宣传ꎬ就是对大学精神理解跑偏的典型ꎮ
很多大学生关注活动的形式ꎬ很少反思活动的内

涵ꎬ他们会跳舞ꎬ不懂舞蹈ꎻ会乐器ꎬ不懂音乐ꎻ会
画画ꎬ不懂艺术ꎮ 他们急功近利ꎬ不愿意花费时间

深入了解或做有意义的思考ꎮ[５] 这种倾向与高校

宣传媒体的舆论导向、宣传教育的定位是背道而

驰的ꎬ容易造成受众对象与高校宣传媒体之间的

疏离ꎮ

　 　 三、高校宣传媒体整合的实施路径

　 　 １.高校宣传媒体的组织整合

高校宣传媒体的整合不是简单叠加各类媒

体ꎬ而是在大宣传格局的引导下ꎬ发挥各类媒体优

势ꎬ产生化学反应的真融合ꎮ 组织整合是高校宣

传媒体整合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ꎮ 组织结构的整

合需要打破原有的多部门共同管理的乱局ꎬ建立

一家集校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新闻中心ꎬ实行

管办分离的体制ꎮ 新闻中心与党委宣传部(或党

委工作部)合署办公ꎬ党委宣传部(或党委工作部)
负责把方向、定目标ꎬ负责整合宣传媒体ꎬ新闻中

心具体负责多种媒体的联动传播ꎬ是媒体资源的

“中央厨房” [６]ꎮ 新闻中心主任可由党委宣传部

(或者党委工作部)副部长兼任ꎮ 调查的 ３ 所学校

中ꎬ除漳州卫生职业学院外ꎬ集美大学与闽南师范

大学均设置了新闻中心ꎬ集美大学的新闻中心相

对最成规模ꎬ为党委宣传部的二级科室ꎬ有 ７ 名专

职工作人员ꎬ但其新闻中心只负责新闻网、“两微

一端”ꎬ与广播台、电视台等是平行机构ꎬ闽南师范

大学的新闻中心则为宣传部管理的学生组织ꎮ 这

都与真正新闻中心的定位相去甚远ꎮ
新闻中心需要明确下设部门之间的权利和责

任ꎬ确保工作明晰、流程畅通ꎮ 从操作层面上看ꎬ
新闻中心的运行需要拥有一个新闻策划与联动发

布的核心平台ꎬ即新闻网ꎮ 新闻中心下设策划部、
采访部、影音部、编辑部、网络部等ꎬ策划部是总指

挥ꎬ负责活动报道策划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ꎬ采访

部、影音部将第一时间收集到的新闻素材发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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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ꎬ编辑部根据不同媒体的特点和需求将新

闻素材编辑成不同类型的新闻内容ꎬ由网络部上

传至新闻网进行集中展示ꎬ各宣传媒体从新闻网

上提取素材进行取舍、加工ꎬ根据传播特点ꎬ实现

传播内容的多样化ꎬ如校报可侧重深度评论ꎬ“两
微一端”偏向篇幅短小精悍、立意明确的文章ꎬ电
视台重在宣传的画面感等ꎮ 新闻中心立足“一次

采集、多次使用”的原则ꎬ全面协调校园新闻的采

写、发布、受众反馈、互动等传播活动ꎬ能够充分发

挥不同媒体的传播优势ꎬ整合不同媒介形态ꎬ组合

文字、图像、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ꎬ形
成多种媒体的联动传播ꎬ既有利于统一宣传口径ꎬ
又能实现各部门有效运转、信息传播效用最大化ꎬ
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具立体优势ꎮ

２.高校宣传媒体的资源整合

(１)内容资源的整合

“内容为王”的理念已成为传媒界普遍适用

的法则ꎬ高品质的内容是获得受众欢迎的关键ꎮ[７]

内容同样在校园宣传媒体传播过程中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ꎮ 高校宣传媒体在内容资源的整合上ꎬ
一是要树立“受者本位”的意识ꎬ深入分析受众对

象对信息传播的本质需求ꎬ改变以往“会议多、领
导讲话多、领导活动多”的“三多局面”ꎬ将镜头对

准师生ꎬ将版面留给学术ꎬ关注受众体验ꎬ增强友

好度ꎬ完善服务性ꎮ 内容既要弘扬主旋律ꎬ又要挖

掘关系师生如衣食住行及校园独特性内容等的热

点小话题ꎬ提高宣传媒体的影响力ꎮ 二是内容要

避免同质化ꎮ 同质化会破坏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

权威性和影响力ꎮ 各类宣传媒体要在新闻中心的

统一指挥和协调下ꎬ形成发挥各自优势、满足受众

需求的特色产品ꎬ如重大新闻形成各媒体联动立

体化报道ꎬ其他新闻择优选择最合适的发布媒体ꎬ
形成“一种声音、多渠道发布”的深度融合ꎬ达到

“大珠小珠落玉盘” 的效果ꎬ优化受众的品牌体

验ꎮ[８]三是建立品牌栏目ꎮ 各高校应结合自身办

学特色ꎬ开设类似麻省理工学院主页“ ｔｏｄａｙ.５ｓ Ｐｏｔ￣
ｈｇｈｔ”等特色栏目ꎬ增强宣传媒体的吸引力和影

响力ꎮ
(２)时间资源的整合

时间是宣传媒体所有资源中有限而不可再生

的资源ꎬ合理有效地统筹各媒体的发行、播出时

间ꎬ一方面ꎬ可使各宣传媒体优势互补ꎬ各就各位ꎬ
展开错位竞争ꎻ另一方面ꎬ有利于高校在时间和空

间上形成滚动循环的宣传报道氛围ꎮ 高校宣传媒

体要注重时间资源的整合ꎬ即在新闻中心的统筹

安排下ꎬ各宣传媒体在发布时间上错位竞争、互为

协调ꎬ尽可能将最新信息传递给受众ꎬ形成互补式

传播ꎮ 新媒体追求的是时效性ꎬ因此“两微一端”
必须做到迅速准确、第一时间传播ꎮ 校园广播、校
园电视一般有固定的收听、收看时间ꎬ可选择中午

或者晚上学生集中就餐或者上午、下午最后一节

课下课的时段从事宣传报道ꎬ校园广播、校园电视

同时还可以借助网络实现网上点播ꎬ时间更为灵

活ꎮ 校报、校园橱窗等宣传媒体可支配时间较强ꎬ
师生可机动选择阅读时间ꎮ

(３)渠道资源的整合

不同类型的宣传媒体结合自身特色ꎬ可以为

受众提供既完整又独特的信息ꎮ 新闻网突出的是

信息的海量性ꎬ要在“全”上花力气ꎻ“两微一端”关
注的是快速、及时ꎬ要在“快”上想办法ꎻ校报、校园

橱窗阅读灵活机动ꎬ可以进行事件、观点的深入报

道ꎬ要在“深”上下功夫ꎻ校园广播、电视台突出画

面感、现场感ꎬ语言生动ꎬ要在“活”上做文章ꎮ[９] 要

做好渠道资源的整合ꎬ各宣传媒体之间还要加强

互动ꎬ如新闻网和校报之间的互动ꎬ校报对新闻网

上的重大新闻进行专题深入报道ꎬ新闻网可将校

报的电子版上传ꎻ新闻网和校园广播、电视台之间

也可以相互取长补短ꎬ校园广播、电视台传播固

定ꎬ受众无法自主选择ꎬ新闻网上的“网络电台”
“网络电视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ꎮ
　 　 ３.高校宣传媒体整合的保障体系

(１)资金保障

运营经费是否充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校宣

传媒体的整合ꎬ资金支持是最需要的资源ꎮ 高校

宣传媒体由于其特殊性ꎬ兼具信息传播和思想教

育的重要职能ꎬ无法像大众传媒一样实行企业化

运营ꎬ因此最大的资金保障来源于高校的经费支

持ꎮ 高校要加大对宣传媒体运营的专项拨款ꎬ而
且资金支出范围除了保障基本的运营设备、场地

等物质条件外ꎬ更多地应该用于工作团队的培训、
交流、劳务费用ꎬ还要保证一定的比例用于优秀节

目的奖励ꎬ激发积极性ꎮ 此外ꎬ高校宣传媒体在营

销策略上要下功夫ꎬ提高品牌知名度ꎬ通过社会广

告赞助、对外服务等形式获得部分经费ꎬ作为运营

资金的补充ꎮ
(２)政治保障

高校宣传媒体是党的喉舌ꎬ要旗帜鲜明地坚

持正确的舆论导向ꎬ它又是师生联系的纽带ꎬ要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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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传播校园文化的“好声音”ꎮ 因此ꎬ高校党委在

宏观上对宣传媒体要进行引领和指导ꎬ强化宣传

媒体的党性ꎬ定期开展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思想教

育工作ꎬ使宣传思想工作者能够永葆思想的先进

性ꎬ在新闻产品的生产中坚持党性原则ꎮ 同时赋

予宣传媒体一定自主采写的权利ꎬ倾听来自各方

不同的声音ꎬ只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ꎬ宣传

媒体都可以自由传播、广泛报道ꎬ做到“政治正确、
思想解放”ꎬ让宣传媒体更贴近校园生活ꎬ符合师

生实际ꎮ[１０]

(３)人才保障

习总书记强调“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ꎮ
造就一支思想觉悟高、新闻专业化水平高、政治水

平高的高素质的宣传队伍是做好高校宣传媒体工

作的坚强保障ꎮ 一是要建设好新闻中心宣传队

伍ꎮ 高校通过政策支持、人事制度改革、职称职数

单列等措施打破专职人员晋升空间的限制ꎬ解决

他们的顾虑ꎮ 同时吸纳一些有热情、干练、办事高

效的师生作为新闻中心的兼职人员ꎬ弥补专职人

员的不足ꎮ 二是加强宣传队伍的培训和考核ꎮ 对

从业人员进行分类培训ꎬ定期到其他兄弟院校和

大众传媒进行参观交流ꎬ学习先进经验ꎮ 建立考

核激励机制ꎬ对从业人员进行严格细化的考核ꎬ激
发竞争意识ꎮ 通过加强人才队伍的战斗力ꎬ提高

高校宣传媒体整合发展的新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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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域下幼师生民族精神教育实效性探究
∗

丁 爱 梅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ꎬ 江苏徐州　 ２２１００４)

　 　 [摘　 要] 　 弘扬民族精神的根本宗旨是增强文化自信ꎮ 由于受到世界各领域全球化影响ꎬ幼师生民族精神

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ꎮ 只有坚定文化自信、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阵地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民族精

神ꎻ以社会实践教学为延伸ꎬ巩固提升幼师生的民族精神ꎻ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ꎬ滋养幼师生的民族精

神ꎻ建立学校、家庭、社会联合教育机制ꎬ形成民族精神教育合力ꎬ才能取得最佳教育效果ꎮ
　 　 [关键词] 　 文化自信ꎻ　 幼师生ꎻ　 民族精神教育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９５－０６

　 　 弘扬民族精神的根本宗旨是增强文化自信ꎮ
当前ꎬ由于受到世界各领域全球化的影响ꎬ西方国

家利用其在全球化中的强势地位对我国进行意识

形态的渗透ꎬ使许多幼师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认

同发生了偏离ꎬ民族认同弱化、国家意识淡化ꎬ甚
至对本国的民族精神产生了动摇ꎬ缺乏文化自信ꎮ
因此ꎬ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承担起培育学

生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的责任ꎮ 只有引导学

生弄清楚文化自信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ꎬ
追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ꎬ汲取思想精华ꎬ滋养精

神品格ꎬ增强人文素质ꎬ才能使幼师生真正继承和

发扬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ꎬ坚定和弘扬文化自信ꎮ
　 　 一、弘扬民族精神的根本宗旨是增强文

化自信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

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ꎬ为民族大多

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

德规范ꎬ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

情感等的综合反映ꎮ[１] 它属于各民族的精神共性

和人类特定的文化现象ꎬ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

重要力量ꎮ 一个民族ꎬ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

品格ꎬ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ꎮ 党的十八大

报告指出: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ꎬ深入

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ꎬ丰富人

民精神世界ꎬ增强人民精神力量ꎮ 因此ꎬ弘扬和培

育幼师生的民族精神是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ꎮ 当前ꎬ对幼师生进行民

族精神教育的根本宗旨在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

的优秀品质和精神ꎬ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自信

心、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ꎬ从而坚定其文化自信ꎮ
　 　 二、幼师生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
当前ꎬ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ꎬ世界上大

国之间综合国力ꎬ特别是软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ꎬ民
族精神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地位日益凸显ꎮ
同时ꎬ世界各领域全球化趋势带来的社会变革ꎬ为幼

师生了解和吸收各国文明成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ꎬ
也为幼师生民族精神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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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幼师生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的机遇

(１)全球化进程唤醒了幼师生的民族忧患意

识ꎬ为幼师生民族精神教育创造了最佳时机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世界各领域的全球化进程加

强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ꎬ特别是教

育之间的交流与合作ꎬ这有利于幼师生吸收和借

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ꎬ有利于幼师生了解、认识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文明差异ꎮ 同

时ꎬ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崛

起ꎬ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联合遏

制ꎬ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制造了恶劣的周边环境ꎬ
直接干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ꎮ 在意识形态

领域ꎬ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悄然展开、愈演愈烈ꎬ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新闻媒体、网络媒介大肆攻

击中国民族文化、诋毁中国民族英雄ꎬ意图削弱

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与自信ꎬ瓦解中国人的民族信

仰ꎮ 让学生了解当前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以及

面临的国际形势ꎬ可以唤醒他们的民族忧患意

识ꎬ也为幼师生的民族精神教育创造了最佳

时机ꎮ
(２)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精神教育ꎬ大力

倡导文化自信ꎬ为幼师生民族精神教育提供了强

大的动力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精神

教育ꎬ先后颁发了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１９９４ 年)、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 ２００１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 ２００４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 ２００４ 年)、教育部印发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 ２０１４
年)等重要文件ꎬ将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

大民族精神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ꎬ并将

弘扬民族精神视为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本

工程ꎬ提升到民族振兴的高度ꎮ[２]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

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ꎬ就要坚持 “四个自信”ꎬ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ꎮ “文化自信ꎬ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ꎮ”此后ꎬ党和国家将“文化自信”提
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层面ꎬ并

且大力宣扬和倡导ꎬ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植

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ꎬ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

生命力滋养ꎮ 由于文化是民族精神上的血脉、基
因与家园ꎬ是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根基ꎬ
也是强化民族认同、维系民族团结、树立民族自

尊的灵魂ꎮ[３]而文化自信来自于民族“精神基因”
的最深处ꎬ是人们源自心底地对文化价值及其生

命力的认同和坚守ꎬ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更为持久与强劲的动力ꎮ[４] 因此ꎬ党和国家高度

重视民族精神教育ꎬ大力倡导文化自信ꎬ为幼师

生民族精神教育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泉ꎮ
(３)互联网的快速发展ꎬ为幼师生民族精神

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新的教育平台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ꎬ引发了人们工

作、生活及学习方式的伟大变革ꎬ也打破了原有的

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地域界限ꎬ且信息量大、传播速

度快ꎮ 幼师生这一青年群体容易接受新鲜事物ꎬ
网络媒介作为一种高科技应用形式最先也是最多

为他们所认识和接受ꎬ因此ꎬ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

育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传播优势ꎬ构建网络教育

平台ꎬ大力弘扬主旋律ꎬ传播正能量ꎬ不断加强青

年学生的民族精神教育ꎮ 另外ꎬ由于网络文化内

容丰富ꎬ集报纸、广播和电视的优势于一体ꎬ而且

可以更主动、更便捷和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ꎬ并且

网络文化没有国界ꎬ可以为青年学生展现不同国

家、不同种族的多元文化ꎬ有利于他们吸收、借鉴

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ꎬ因此ꎬ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ꎬ为幼师生民族精神教育提供了丰

富的教育资源和新的教育平台ꎮ

　 　 ２.幼师生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的挑战

(１)全球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弱化了幼师生对

民族精神的认同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文化的交流

与传播ꎬ一些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

的优势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强势地位ꎬ不遗余

力地进行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ꎬ[５] 试图通过推行

西方价值观演变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国家ꎮ 他

们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

式ꎬ宣扬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ꎬ片面强

调个人利益和个人人权ꎬ从而弱化了我国青年学

生的民族责任意识ꎻ同时ꎬ西方国家还竭力推行

所谓的“普世价值”ꎬ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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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保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的实

现ꎬ建立所谓的没有文化差异的新世界文明ꎮ 这

种做法ꎬ其本质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
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否定公有制为基础的社

会主义制度ꎮ 这当然要受到我们的全力抵制ꎮ
有些人不明事情的本质与真相ꎬ只从民主、自由、
平等、人权等抽象概念和文字表面出发ꎬ认同和

宣扬西方“普世价值”ꎮ[６]许多青年学生往往也被

其表象所迷惑ꎬ从而产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民

族精神的信仰危机ꎮ 另外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ꎬ
随着国际之间教育的交流与合作ꎬ不同国家、不
同种族、不同文化信仰的人在一起共同接受教育

的机会越来越多ꎬ多元文化相互交流与碰撞ꎬ使
青年学生在提升自身文化认知的同时ꎬ不可避免

地受到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

和蛊惑ꎬ从而弱化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及价值观

念的认同ꎮ 这些情况都不利于幼师生民族精神

的认同和教育ꎮ
(２)社会上存在的崇洋媚外现象影响了幼师

生民族精神教育的效果

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沉睡在天朝上国迷蒙

中的中国人ꎬ国内相继掀起了救亡图存、学习“洋
人”的运动ꎬ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
文化运动等ꎮ 同时ꎬ随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

被炮火轰开ꎬ西方商品随之不断涌入ꎬ并在与中国

商品的较量中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ꎬ得到许多国

人的认可ꎬ并以拥有“洋货”为荣ꎮ 这时ꎬ国人在中

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的现实面前认识到

“洋人”“洋货”的厉害ꎬ再加上清政府的软弱无能、
趋炎附势、苟且偷生ꎬ于是“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并

影响至今ꎮ
今天的中国ꎬ“崇洋媚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

的社会现象ꎮ 在有些人眼中ꎬ只有“进口产品”才

是好的ꎮ 社会上ꎬ“哈韩”族、“哈日”族不计其数ꎬ
人们热衷于过圣诞节、万圣节、感恩节等洋节日ꎬ
而忽视了中国的传统节日ꎮ 近年来ꎬ国人又从出

国买特产、 名牌服饰ꎬ 逐渐发展到买马桶、 大

米这些现象的背后ꎬ反映出的是民众对祖国

文化的不尊重ꎬ对民族产品的歧视ꎬ是国家意识、
民族精神的严重缺失ꎮ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ꎬ
高等院校对青年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就缺少了

底气ꎮ 虽然经过多年的教育与熏陶ꎬ绝大多数学

生对祖国怀有爱国之情、报国之志ꎬ对中华民族五

千多年的文明成果感到振奋和钦佩ꎬ对新中国成

立以来取得的伟大建设成就感到自豪和骄傲ꎬ但
是ꎬ对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逐步确立的

幼师生来说ꎬ社会上存在的崇洋媚外现象将会直

接影响其接受民族精神教育的效果ꎮ
(３)网络空间的不清朗成为幼师生民族精神

教育的严峻挑战

互联网就像一把双刃剑ꎬ一方面凭借其独

特的传播优势———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的有

效整合ꎬ给幼师生的学习、生活、交往、娱乐创设

了新的学习平台ꎬ成为他们获取知识的最大数

据库和最有效的媒介ꎮ 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

虚拟性、开放性以及发展机制不健全、网络法规

不完善、网民素质良莠不齐ꎬ造成网络垃圾信息

泛滥、网络色情及低俗恶搞流行ꎬ网络游戏充斥

凶杀暴力ꎬ等等ꎬ这些情况造成了幼师生在错综

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不知所措ꎬ甚至部分学生

在网络空间中放纵自己ꎬ导致不文明、违法行为

时有发生ꎮ 另外ꎬ西方国家还利用互联网的传

播优势ꎬ大肆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念ꎬ鼓吹

资产阶级的多党制、议会制ꎬ否定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对中国的青

年群体进行意识领域的渗透ꎬ瓦解他们的国家

意识、民族意识ꎮ 一些非法组织ꎬ也利用互联网传

播歪理邪说ꎬ迷惑青年学生对事物的正确判断能力ꎮ
这些情况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及幼师生民族精神教

育带来了严峻挑战ꎮ 因此ꎬ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时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

任务ꎬ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ꎬ运用网络传播规律ꎬ弘
扬主旋律ꎬ激发正能量ꎬ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ꎬ使网络

空间清朗起来ꎮ[７]

　 　 三、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实现幼师生民族

精神教育的有效路径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入的背景下ꎬ高等院校

的思想政治教育受到西方不良思潮的渗透和干

扰ꎬ导致部分青年学生的国家意识、民族精神严重

缺失ꎮ 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

教育重任ꎬ以高度的文化自信ꎬ采取有效的教育措

施ꎬ培育幼师生的民族精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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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阵地ꎬ大力弘

扬中华优秀民族精神

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青年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ꎬ也是对幼师

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途径ꎮ 因此ꎬ教师要

充分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课程如“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ꎬ设置相

关专题教学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民族精神ꎮ
(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ꎬ着力培养幼师生的

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效国之行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ꎬ是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支柱ꎬ是推动中华民族

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ꎮ 教师可借助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众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历
史事件ꎬ设计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系列专题教学ꎬ激
发幼师生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ꎬ增强幼师生的

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ꎬ树立其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和自豪感ꎮ
(２)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重点ꎬ着力

增强幼师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精神追求ꎬ滋养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ꎬ团结统一、
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ꎮ
教师可结合教学内容设计相关案例教学ꎬ引导学

生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引人魅

力ꎬ理解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诸多志士仁人的

报国之志及爱国情怀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对

中华民族成员的信念支撑、力量凝聚、人生价值引

领和激励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ꎬ从而增强幼师生

的民族文化认同感ꎬ坚定幼师生的民族信念ꎮ
(３)以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为导向ꎬ培

养幼师生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ꎬ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２５６５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

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指出:优秀传统文化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ꎬ如果丢

掉了ꎬ就割断了精神命脉ꎮ 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ꎬ紧密

结合起来ꎬ在继承中发展ꎬ在发展中继承ꎮ 因此ꎬ
教师结合课程内容向学生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时ꎬ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ꎬ取其精华ꎬ去其糟粕ꎬ转化创新ꎬ使之与当代

文化相适应ꎬ与学生的认知水平相协调ꎬ让学生真

正地认识和接受它ꎬ从而树立起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ꎬ同时增强学生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的自觉

意识ꎮ 另外ꎬ教师还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ꎬ倡导学

生以开放包容的学习态度ꎬ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

明成果ꎬ取长补短、择善而从ꎬ从而不断地丰富和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同时ꎬ还要把学生培养成

为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ꎬ
促进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ꎮ

　 　 ２.以社会实践教学为延伸ꎬ巩固提升幼

师生的民族精神

由于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占课时

比例不多ꎬ又安排在公共教室上大课ꎬ学生人数

多、学习积极性不高ꎬ因此ꎬ课堂教学效果得不到

保障ꎬ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很不理想ꎬ需要课

外的社会实践教学对课堂教育加以延伸和补充ꎬ
将民族精神教育渗透到多种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

中ꎬ进一步巩固提升幼师生的民族精神ꎮ
(１)利用社会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直观形象

的国史、国情教育ꎬ激发幼师生的国家意识及民族

责任感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中ꎬ对学生

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ꎻ选择一

些革命根据地开展假期“红色之旅”活动ꎬ对学生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ꎻ选择一些典型经济开发区、文
明幸福社区、大学生创业园等开展活动ꎬ对学生进

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ꎮ 这些活动

可以进一步增强幼师生振兴中华的社会责任感和

使命感ꎮ
(２)组织形式多样的志愿者服务活动ꎬ将民

族精神教育渗透其中

如利用幼师生能歌善舞、能写绘画的专业特

点开展文化下乡ꎬ文化下社区、福利院、养老院等

活动ꎬ通过他们的文艺演出、板报和资料宣传以及

给予儿童、老人的爱心传递等形式ꎬ将党的政策方

针、社会文明风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渗

透其中ꎬ使他们在展示才华、回报社会、传播正能

量的同时ꎬ进一步了解基层社会情况ꎬ促进幼师生

关心社会、服务人民的良好素养的形成ꎮ 另外ꎬ也
可组织志愿者从事各种公益活动ꎬ包括校内的美

化校园义务劳动、植树节义务劳动、拒绝白色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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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光盘行动义务服务活动等ꎻ校外的交通法规宣

传、世界环境日宣传、重大节庆日义务服务宣传

等ꎬ这些活动有利于幼师生热爱劳动、热爱学校、
关心集体、关心社会的良好风气的形成ꎮ

(３)结合国家重大纪念日、重大成就和重大

事件开展民族精神教育活动

如利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烈士纪念日等组织学

生开展悼念活动ꎬ让学生牢记历史ꎬ认清日本侵华

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ꎬ并要求他们继

承先烈们的光荣传统ꎬ拥有“国家兴亡ꎬ匹夫有责”
的历史责任担当ꎬ从而激发幼师生的民族忧患意

识和社会责任意识ꎻ利用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和

残奥会、神舟七号载人飞船首次发射成功、神舟八

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实现首次交会对

接、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成功完成实验任务、第一

艘航母“辽宁舰”交接入列等重大成就ꎬ让学生感

受到中国国力的强盛和中国科技在“高、精、尖”领
域取得的重大进展ꎬ从而极大激发幼师生的爱国

热情ꎬ增强幼师生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ꎻ利
用举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中国、１９９８ 年爆发

特大洪水、２００３ 年出现“非典”疫情、２００８ 年发生

汶川特大地震ꎬ这些重大事件给中国造成了巨大

灾难ꎬ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ꎬ中国人民众志

成城ꎬ克服了种种困难ꎬ使国民经济稳步向前发

展ꎮ 由此ꎬ中华民族不畏困难、勇于拼搏、万众一

心、团结奋进的伟大精神将会激励每一位青年学

生ꎬ使学生对祖国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ꎮ

　 　 ３.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ꎬ滋养

幼师生的民族精神

幼师生民族精神的培养离不开校园文化的熏

陶ꎬ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ꎬ营造积极健康

的校园文化氛围ꎬ可以增强幼师生民族精神教育

的效果ꎮ
(１)加强校园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和网络文

化环境的建设ꎬ发挥环境育人作用

学校领导要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工作ꎬ加
大资金预算的力度ꎬ完善校园文化环境的设计、布
置ꎬ营造文明、健康、高雅的人文氛围和自然环境

氛围ꎮ 另外ꎬ还要加强校园网、校报、广播站、电视

台和大学生活动中心的建设ꎬ净化校园文化空间ꎬ
打造幼师生民族精神教育的理想家园ꎮ

(２)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ꎬ发挥活

动育人作用

如结合三月“文明礼貌月”、清明节、“五四青

年节”、国庆节、“一二九”等具有特殊意义的日

子开展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主题的班会、知识竞赛、
辩论赛、演讲比赛、手抄报比赛、ＰＰＴ 制作比赛等

活动ꎬ还可以结合国家重大纪念日开展主题鲜明

的“民族魂”系列讲座活动ꎬ使幼师生的民族精神

在生动的活动中不知不觉得到滋养和升华ꎮ
(３)加强学生社团文化建设ꎬ发挥其自我教

育作用

社团文化是校园文化的主要构件之一ꎬ是构

成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ꎮ[８] 加

强学生社团文化建设ꎬ有利于培养幼师生的民族

精神ꎮ 首先ꎬ可以建立导师制ꎬ发挥教师的正确引

领作用ꎬ促进社团活动健康发展ꎮ 因为幼师生正

处于价值观念、精神品格养成的关键时期ꎬ他们思

想活跃、乐于接受新鲜事物ꎬ面对世界多元文化的

价值选择趋势ꎬ容易被西方自由化思想的假象所

蒙蔽做出错误选择ꎬ这时ꎬ需要指导教师对学生进

行思想教育和引导ꎬ从而确保社团文化活动的正

确方向ꎮ 其次ꎬ应建立完善社团管理机制ꎬ营造积

极向上的社团文化发展氛围ꎮ 要在团委的统筹管

理下ꎬ制定科学合理的社团工作方案ꎬ建立健全社

团管理制度ꎬ成立“学生社团联合会”专门从事学

生社团的审核、注册、考核等具体工作ꎮ 在社团管

理中引入竞争激励机制ꎬ开展社团活动期末大评

比ꎬ对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ꎬ做出突出成绩的

社团和指导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ꎬ从而营造积极

向上的社团文化发展氛围ꎮ 此外ꎬ还要研究高校

社团文化发展趋势ꎬ为学校社团发展提供科学理

论指导ꎬ促进学生社团健康发展ꎮ 总之ꎬ学生社团

文化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幼师生良好思想品格

的养成以及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ꎬ有利于幼师生

的民族精神教育和培养ꎮ

　 　 ４.建立学校、家庭、社会联合教育机制ꎬ
形成民族精神教育合力

幼师生的民族精神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ꎬ需
要学校、家庭、社会的紧密配合ꎬ共同促进ꎮ 首先ꎬ
学校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民族精神教育的主阵地作

用ꎮ 学校要将幼师生的民族精神教育纳入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计划中ꎬ明确要求各学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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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己的学科教学内容ꎬ将民族精神教育贯穿

其中ꎬ发挥课程育人的作用ꎻ要求管理部门、服务

部门将民族精神教育与幼师生的日常教育管理有

机结合起来ꎬ发挥其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功能ꎮ
从而使学校的民族精神教育形成齐抓共管、全员

参与、共同推进的良好局面ꎮ 其次ꎬ学校要加强与

家长的联系与沟通ꎬ充分发挥家庭的教育作用ꎮ
学校应建立与家长的联系机制ꎬ如每学期一次家

长见面会、ＱＱ 群、微信群等ꎬ保障辅导员及任课教

师与家长的沟通交流ꎬ[９] 促进家长紧密配合学校

加强对子女的正确引导ꎬ充分发挥家庭的教育作

用ꎮ 再次ꎬ学校应与社区、相关实践教学基地建立

交流机制ꎬ为幼师生的民族精神教育提供社会保

障ꎮ 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是幼师生民族精神教育

的重要渠道ꎬ学生通过主动参与社会活动ꎬ可以提

高社会适应能力ꎬ增强其关心社会、服务社会的公

民意识ꎬ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意

识ꎬ因此ꎬ学校团委要加强与社区和实践教学基地

的沟通与联系ꎬ建立定期交流机制ꎬ对学生社团的

活动情况做好随访记录ꎬ并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通

报和整改ꎬ从而确保学生社团活动的开展成效ꎮ
总之ꎬ幼师生民族精神教育需要学校、家庭、社会

的有机配合并形成教育合力ꎬ共同促进幼师生健

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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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教师教学反思的现状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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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宿迁学院教育系ꎬ 江苏宿迁　 ２２３８００ꎻ
２.宿迁高等师范学校社会服务系ꎬ 江苏宿迁　 ２２３８００)

　 　 [摘　 要] 　 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ꎬ选取 ６ 名实习教师为研究对象ꎬ对其教学反思进行考察ꎮ 结果发现ꎬ实习

教师教学反思内容丰富多样ꎬ基于教育理论ꎬ聚焦课堂控制和教学过程ꎬ最早最多的内容为个人专业素养ꎻ教学反

思动机强ꎬ反思时机开始以教学前反思和教学后反思为主ꎬ后期在富有智慧性的教学中亦出现反思ꎻ教学反思层

次以技术性反思为主ꎬ兼有理论性反思和批判性反思ꎻ教学反思的形式较为单一ꎬ以个体独立反思为主ꎬ女教师和

他人交流多ꎮ 提高职前教师教学反思能力ꎬ需要明确将反思能力的提升列为教育实习目标ꎬ选择提升反思能力的

合适路径ꎬ下达饱满的实习任务ꎬ为职前教师提供教学反思框架ꎬ高度重视教师教育者的反思能力ꎮ
[关键词] 　 实习教师ꎻ　 教学反思ꎻ　 反思框架ꎻ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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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和实践表明ꎬ培养职前教师的反思能力

是可行的ꎮ 舍恩认为ꎬ反思是专业人员表现出来

的一种普遍的素质ꎬ强调在反思性实践课程中培

养学生行动中反思能力和专业技能的重要意义ꎬ
并提出了新的方法和思路ꎮ[１](ＰＰ.１－３) 教育实习是职

前教师最为重要的专业实践课程ꎬ是教师专业发

展的开端ꎬ也是培养职前教师反思能力的契机ꎮ
与在职教师相比ꎬ教育实习中的职前教师具有特

殊性ꎬ兼具教师和学生的双重身份ꎮ 那么ꎬ实习教

师教学反思的内容有何不同? 实习教师如何进行

教学反思? 如何促进其教学反思? 为此ꎬ我们展

开了探究ꎮ
反思只有以自我实践中所暴露的问题为基础

和前提ꎬ才是有力量的和有效果的ꎮ[２] 由于初涉教

学ꎬ职前教师反思内容往往与其关注的问题或所

遭遇的难题、困扰有关ꎬ故而本研究以“教育实习

中教育教学方面遇到的困扰”为主题追踪调查实

习教师在教育实习中的教学反思ꎮ 采用目的性抽

样ꎬ选择了 ６ 名小学教育专业实习生(ＰＴ１－６ꎬ其中

ＰＴ５ 和 ＰＴ６ 为男生)进行为期 １２ 周的跟踪研究ꎬ
对实习日记和反思记录进行文本研究ꎻ借助 ＱＱ 群

和微信群进行讨论ꎮ 通过对职前教师教学反思的

深入考察ꎬ试图了解实习教师教学反思的真实状

况ꎬ并对其反思能力的养成提出一定的建议ꎮ

一、实习教师教学反思的现状

　 　 １.教学反思基于教育理论ꎬ反思最早最

多的内容为个人专业素养

　 　 与在职教师基于经验的反思不同ꎬ实习教师

反思的依据是大学期间学习的系统的教育理论ꎮ
当他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遭遇问题的时候ꎬ习惯

从自己所学的理论中寻找判断、分析的依据ꎬ并归

因到个人专业素养上ꎬ所以ꎬ个人专业素养是职前

教师教学反思最多的内容ꎮ 这与已有的定量研究

的结论是一致的ꎮ[３]

师范生带着不切实际的乐观进入教学实践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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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ꎬ迅速从蜜月期进入了危机期乃至动荡期ꎬ美好

的愿 望 遭 遇 到 现 实ꎬ 发 生 了 冲 突ꎬ 遭 遇 到 挫

折ꎮ[４](Ｐ.１０４)他们首先是从自身查找问题的原因ꎬ发
现自身的实践经验、专业知识、科研水平以及课件

制作能力等方面的问题ꎮ 他们很快发现ꎬ与成熟

的小学教师相比ꎬ他们有明显的差距ꎬ这种落差带

来的震撼引发了一系列的反思ꎬ故而成为职前教

师反思最早的内容ꎬ而且颇为主动、深入ꎮ
　 　 在学校里虽然学习了教育小学生的相关

理论ꎬ但是通过亲身体验发现自己的教学经

验很不足ꎮ (ＰＴ４)
一直认为小学数学完全在我的能力范

围内ꎬ通过实习ꎬ我发现我个人的专业知识还

有待加强ꎮ (ＰＴ１)
由于我制作课件的技术不是很熟练ꎬ我

总是要花费很长时间ꎬ而且所制作出来的课

件效果也不佳ꎮ (ＰＴ６)
我虽然在发展心理学课上学过这些知

识ꎬ但是将这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时候才

发现真的不是那么简单ꎮ (ＰＴ３)
学校每周一都会组织一次学科教研活

动ꎬ教研活动中不会大谈特谈什么教育家的

思想ꎬ而是交流根据实际的教学总结出的对

教育教学深层次的理解ꎬ我明显感到自己的

理论水平跟不上ꎮ (ＰＴ５)
　 　 ２.教学反思内容丰富多样ꎬ聚焦课堂控

制和教学过程
研究发现ꎬ实习教师教学反思的内容丰富多

样ꎬ涉及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ꎬ除了最初的个人素

养外ꎬ主要聚焦于教学管理、课堂教学过程以及学

生的理解和教育等多个方面ꎮ 这与在职教师教学

反思的内容颇为一致ꎬ[５] 但是先后顺序不尽相同ꎮ
与富勒和布朗提出的教师发展阶段理论ꎬ新教师

处于关注生存阶段的内容也不尽一致ꎮ 另外ꎬ职
前教师还对教育实习的管理ꎬ诸如实习时间的安

排、指导教师的聘请以及实习要求等都进行了一

定的反思ꎮ
几乎所有的实习教师都有课堂控制问题的困

扰ꎮ 处于关注生存发展阶段的新教师试图成为一

个良好的课堂管理者ꎬ特别期望与学生搞好个人

关系ꎬ有些新教师想方设法控制学生ꎮ 同时在这

个问题上他们再次发现ꎬ所学理论无法直接迁移

到课堂中发挥作用ꎮ
　 　 我是以新教师的身份进入课堂的ꎬ在学

生当中也没有形成一定的威信力ꎬ所以学生

总是不遵守课堂纪律ꎬ不听我的讲课ꎮ 这给

教学进度带来很大的影响ꎬ我为找不到更好

的管理方法发愁ꎮ (ＰＴ４)
在没有老师和领导听课的情况下ꎬ我还

是需 要 花 费 一 定 的 时 间 去 管 理 课 堂 的ꎮ
(ＰＴ５)

我尝试过课后增加交流、课上认真完成

教学等方法ꎬ但是学生对我的态度ꎬ没能有更

进一步的改变ꎬ可能是我们相处时间短的原

因ꎮ (ＰＴ２)
课堂教学是职前教师最为重要的工作ꎬ因此

对教学各个环节、教学设计、课堂教学以及课外辅

导的反思是实习教师反思最为集中之处ꎬ且随着

实习的深入ꎬ反思的内容越来越深入到教学内容

的安排、教学重点难点的处理等方面ꎮ
　 　 接手班级语文课时ꎬ我对一篇课文要讲

几个课时、课后练习的评讲等问题毫无头绪ꎮ
(ＰＴ１)

在讲授过程中ꎬ很容易因为课堂突发事

件影响教学进度ꎮ (ＰＴ３)
由于对教科书以及学生的情况缺少认

识ꎬ我在备课时对教学目标、重难点的把握不

是很到位ꎬ只能参考教师用书ꎮ (ＰＴ２)
在环节与环节如何连接这一问题上也

有困惑ꎮ (ＰＴ６)
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特征差异、学生的个别

差异以及教育问题引发了实习教师的思考ꎮ
　 　 我分别在二、六年级上过课ꎬ在课间和六

年级学生交流的时候发现ꎬ现在的小学生比

我们想象得要成熟ꎬ但是低年级学生又很幼

稚ꎮ 他们的最近发展区在哪里? 我感到很困

惑ꎮ (ＰＴ５)
某某同学有些内向ꎬ爸妈离婚ꎬ妈妈做

生意很忙ꎮ 有一次ꎬ她的嘴被别的小朋友碰

流血了ꎬ我抱了抱她ꎬ孩子眼泪直流ꎮ 我很心

疼她ꎬ应该怎样做呢? (ＰＴ３)
有研究认为ꎬ教师的反思内容有性别差异ꎬ女

性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取向性ꎬ女性更愿意反思

她们与学生的关系ꎮ[６] 可能由于被试人数过少的

缘故ꎬ本研究并未呈现上述结果ꎮ 在师生关系方

面困扰最多的两位实习教师(一男一女)都是在寄

宿制学校进行顶岗实习ꎬ与其他 ４ 位相比ꎬ他们的

实习要求明确ꎬ实习任务繁重ꎬ与学生深入接触的

机会大大增多ꎮ 在本研究中ꎬ实习教师反思的内

容首先是与实习任务、要求相关ꎬ而非性别ꎬ实习

—２０１—



任务、要求不同ꎬ引发反思的内容亦有差异ꎮ
　 　 ３.教学反思动机强ꎬ教学后反思和前反

思较为频繁ꎬ教学中反思也有出现
从反思时机上看ꎬ反思有教学前反思、教学中

反思和教学后反思之分ꎮ 教学后反思也叫追溯型

反思ꎬ最为常见ꎮ 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一样ꎬ教学

后反思占绝对的比重ꎮ 在每节课后ꎬ实习教师都

会对自己的教学进行评价和反思ꎮ
与在职教师不同的是ꎬ职前教师的教学反思

积极性较高ꎬ这是教育实习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

的ꎮ 教师反思后必须有行为跟进ꎬ没有行为跟进

的反思常常是无效的反思ꎮ 对中学骨干教师的调

查显示ꎬ４５％的教师反思后常能结合反思改进教学

行为ꎮ[７]本研究发现ꎬ职前教师的反思源自教育教

学实践中的真实问题ꎬ这些问题必须解决的迫切

性激发了反思ꎬ继而采取行动ꎬ而改进后的教学效

果又会进一步强化他们解决问题的动机ꎬ “问

题———反思———行动”形成了良性循环ꎬ这是职前

教师对教学反思保持较高的积极性的重要原因ꎮ
　 　 开始上课文时ꎬ第一课不知道讲什么ꎬ只
知道是解决生字词ꎬ一节课上不到最后ꎬ空余

时间很多ꎮ 通过实习ꎬ我发现高、低年级要求

不同ꎬ低年级的字词是重点ꎬ第一节课所讲的

字词对孩子阅读课文有很大帮助ꎬ读字词方

面可以让学生齐读、跟读、领读、分小组比赛

等ꎬ形式多样ꎬ学生更容易接受ꎮ 这样下来ꎬ
一节课不会空余很多时间ꎬ学生还能快乐轻

松地学习字词ꎮ 高年级的课文理解是重点ꎬ
但字词也不能忽略ꎮ (ＰＴ３)
与在职教师相比ꎬ职前教师的教学前反思更

为频繁ꎬ结构和序列更为严密ꎮ 表现在备课过程

中ꎬ他们能够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ꎬ选择、整合教

学材料ꎬ设计教学活动ꎬ撰写教案ꎬ斟酌再三ꎬ每一

个环节都主动与指导教师探讨ꎬ不断完善ꎮ
　 　 每次都十分认真地备课ꎬ最大限度地避

免错误的再次发生ꎬ但依旧被批评ꎮ 这种批

评也激励我去不断改进ꎬ努力提高自己ꎬ每次

上课都有或多或少的进步ꎮ (ＰＴ１)
教学过程中的反思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既是

充满智慧的ꎬ又是未加思索的机智行动ꎬ是在特定

的教育情境中的个人反应或智慧性行动ꎮ 在这

里ꎬ似乎看不见反思的踪影ꎬ其实反思的过程已经

被 融 入 一 种 更 加 隐 含 或 直 觉 的 能 力 中 去

了ꎮ[８](ＰＰ.１４０－１５３)这种直觉能力或智慧性的机智行动

不是所有的初来乍到的实习教师都能拥有的ꎮ 但

是ꎬ随着教学实践的增多ꎬ在指导教师的充分指导

下ꎬ职前教师在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环节的把

握、教学内容的取舍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ꎬ个别教

师开始出现教学过程中的反思ꎬ表现为在课堂教

学中的灵动ꎮ
　 　 起初ꎬ我连一篇文章到底要上几课时都

把握不准ꎬ往往根据课文难易程度和学生接

受知识的情况来最终确定课时ꎮ 现在发现ꎬ
不能把备课的所有内容都硬生生地照搬到课

堂上ꎬ在课堂上要随机应变ꎬ才能取得不错的

课堂效果ꎮ (ＰＴ３)
　 　 ４.教学反思多为技术性反思ꎬ偶有理论

性反思和批判性反思
教学反思具有不同的层次ꎬ根据凯米斯、范梅

南等人提出的分类ꎬ我们把实习教师的教学反思

分为技术性反思、理论性反思和批判性反思 ３ 个层

面ꎮ 在职教师的反思中ꎬ这 ３ 个层面是在成长过程

中先后出现的ꎮ 一般认为ꎬ实习教师的反思处于

技术性阶段ꎬ批判性反思由于涉及更广泛的伦理、
社会和政治问题ꎬ依照麦克因泰的看法ꎬ即使富有

经验的教师也很少能够进入这一阶段ꎮ[９](Ｐ.１００)

研究发现ꎬ实习教师的反思大多集中在技术

性层面ꎬ比如学生课堂注意力的维持、教学内容的

筛选、教学方法的改进等ꎮ 但是ꎬ研究也发现ꎬ实
习教师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ꎬ其反思教育问题背

后的理论以及相关的社会、政治、伦理等问题也会

有所涉及ꎮ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ꎬ这个年龄

孩子的需要是爱和尊重ꎮ 但是我发现ꎬ对于

爱闹腾的男孩子ꎬ关爱和尊重的态度、方法没

有任何效果ꎮ 德育中要求爱、尊重与严格相

结合ꎬ三者的度该如何把握? (ＰＴ５)
学校是私立学校ꎬ是面向市场的ꎬ校领

导要求教师有一个很好的服务态度ꎬ做好稳

生工作ꎮ 教师是绝对不能惩罚学生的ꎬ其中

一个学生被学校劝退了 ９ 次ꎬ还是留了下来ꎬ
问题学生真的很是棘手ꎮ 教育尤其是义务教

育应该是公共产品ꎬ非市场化的ꎮ 但是这里

的管理令人困惑ꎮ (ＰＴ５)
同时ꎬ职前教师在与指导教师、同学的沟通

中ꎬ对个人行为背后的深层次的、内隐的价值观和

态度也会有所触碰ꎮ
　 　 我会不自觉地多关注某某同学ꎬ是因为

我有一个观念:只有父母双全的孩子才会幸

福ꎬ单亲家庭的孩子是缺乏爱的ꎬ是可怜的ꎮ
—３０１—



通过 与 家 长 沟 通 交 流 后 发 现 并 非 如 此ꎮ
(ＰＴ３)

我们刚实习时心高气傲ꎬ受到批评时认

为是别人故意刁难ꎮ 后来逐步认识到我们实

习就是来学习的ꎬ如果总是受到夸奖ꎬ而没有

所 谓 的 建 议 和 批 评ꎬ 我 们 又 何 来 成 长ꎮ
(ＰＴ１)

　 　 ５.教学反思方式颇为单一ꎬ女教师和他

人交流更多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ꎬ可以有个体独自反思、师
生交往反思和同行交流反思之别ꎮ 研究发现ꎬ职
前教师反思的方式相对单一ꎬ多为个体独自反思ꎮ
基于师生交往的反思较少ꎬ这与多数实习教师尚

未进入到关注学生阶段是一致的ꎮ 由于实习教师

身份的特殊性ꎬ同行间的交流引发的反思是有的ꎬ
大多是与指导教师之间交流引发的反思ꎬ与其他

教师交往相对较少ꎬ和同为实习教师的同学交流

也不多ꎮ
有研究表明ꎬ在实习过程中ꎬ女性对评价过程

中的反馈比男性更为敏感ꎬ女性实习教师更倾向

于接受外部的指导ꎮ 本研究也发现ꎬ女性实习教

师与指导教师的交流更多ꎬ男性实习教师更多的

是独立观察、思考ꎮ
　 　 我第一次上课时ꎬ才讲了几分钟就被指

导老师赶下台ꎬ当时很难堪ꎬ恨不得钻进地

缝ꎮ 但是指导老师对我仔细点评后ꎬ我重新

备课ꎬ真的不一样了ꎮ (ＰＴ２)
实习期间ꎬ几乎每次上课都会被“骂”ꎬ

种种不足暴露出来ꎮ 我逐渐意识到当初自我

评价过高ꎬ现在ꎬ我不得不谦虚求教ꎮ (ＰＴ１)
学校组织了多次公开课ꎬ每次都会组织

该学科的所有教师评课ꎬ我跟着一位特级教

师学习ꎬ收获很多ꎮ (ＰＴ５)
　 　 二、实习教师教学反思的研究结论和相

关建议

１.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ꎬ实习教师的教学反思有效改善了

教育教学ꎬ尤其是主动积极的反思ꎬ极大地提升了

其专业水平ꎻ实习教师的教学反思内容丰富ꎬ层
次、时机、形式多样ꎬ差异性较大ꎮ 如果适当指导ꎬ
实习教师教学反思的质量可以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ꎮ 具体来说ꎬ本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ꎬ实习教师教学反思内容丰富多样ꎬ基于

教育理论ꎬ聚焦课堂控制和教学过程ꎬ反思最早最

多的内容为个人专业素养ꎮ 实习教师反思的内容

涉及个人、教学、学生以及教学管理等各个方面ꎬ
实习任务、要求不同ꎬ反思的内容亦有差异ꎮ

第二ꎬ实习教师教学反思动机强ꎬ教学后反思

和教学前反思较为频繁ꎬ教学中反思也有出现ꎮ
在实习早期ꎬ教学前反思和教学后反思颇多ꎬ在实

习后期ꎬ随着经验的增多ꎬ部分实习教师也会出现

富有智慧性的教学过程中的反思ꎮ 实习教师对教

学反思保持较高的积极性ꎬ源自教学反思后行动

的及时跟进ꎬ“问题———反思———行动”形成了良

性循环ꎮ
第三ꎬ实习教师教学反思以技术性反思为主ꎬ

兼有理论性反思和批判性反思ꎮ
第四ꎬ实习教师教学反思的形式较为单一ꎮ

以个人独自反思为主ꎬ基于师生交往和同事间交

流的反思相对较少ꎬ且有性别差异ꎬ女教师和他人

的交流更多ꎮ
２.促进职前教师教学反思的建议
第一ꎬ明确将反思能力的提升列为教育实习

目标ꎮ 教育实习目标是教师教育培养目标的子目

标ꎬ是教师教育培养目标的具体化ꎮ 教师为“反思

性实践者”ꎬ反思能力的养成理应成为教育实习的

目标之一ꎮ 反思能力是彰显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

标志ꎬ也是促进专业发展的路径ꎬ越来越重要ꎬ不
可忽视ꎮ 在教育实习中ꎬ职前教师的教学反思能

力的培养目标需要基于已有的基础ꎬ选择反思意

识、反思技术和方法、反思习惯、反思人格等不同

层面上的某一内容ꎬ将其作为重点ꎬ兼顾其他ꎮ
第二ꎬ选择提升反思能力的合适路径ꎬ实习任

务饱满ꎮ 根据目标的不同和师范生学习方式的变

化ꎬ选择提升反思能力的合适路径ꎬ具体的方式方

法可以从撰写实习反思日记、分析教学视频、讲述

教育故事等多种方式中选择ꎬ对实习教师提出明

确具体化的要求ꎮ 比如ꎬ写反思日记可以基于理

论、学生、实践等方面ꎬ反思自己或他人的课例ꎬ对
案例的结构、语言表述和数量等提出具体要求ꎮ
需要提醒的是ꎬ在互联网时代ꎬ被称为“数字原住

民”的“９０ 后”大学生的学习方式有了巨大变化ꎬ
基于网络技术的视频分析、基于网络的各类平台

的互动可以有效地提升师范生的反思质量ꎮ[１０] 研

究还发现ꎬ职前教师由于参与的活动多ꎬ与学生、
教师接触的频率增加ꎬ获得的信息量大ꎬ实习工作

量饱满ꎬ他们的教学反思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均

领先于其他人ꎮ
第三ꎬ为职前教师提供教学反思框架ꎮ 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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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没有教学反思的内容、方式等经验ꎬ若无指导ꎬ
即便反思ꎬ也是处于自发状态ꎬ水平不高ꎬ作用有

限ꎮ 建构教学反思结构系统ꎬ为实习教师提供反

思框架和建议ꎬ可以有效地促进其教学反思ꎬ提高

其专业发展水平ꎮ
教学反思可以从 ４ 个维度来把握ꎬ每个领域

有不同的分项ꎬ针对不同的实践问题ꎬ职前教师可

以从若干维度中选择项目来建构具体的反思框

架ꎬ与泛化的反思相比ꎬ这样的反思更有提升专业

能力的价值ꎮ 具体如下:一为领域维度ꎬ教学反思

的内容来自不同的领域ꎬ包括学生、教学、教师及

其他ꎬ每一领域分解成若干个视角ꎬ每一视角分解

成若干个可供选择的反思点ꎮ[１１]二为层次维度ꎬ教
学反思可以包括技术性层次、理论性层次和批判

性层次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高校应加强理论课程教

学中的实践性ꎬ采用问题解决模式或案例教学加

强理论和实践的联系ꎬ提升实习教师的关联意识ꎬ
从而引领其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多做理论上和

批判层次上的反思ꎮ 三为过程维度ꎬ来自真实情

景中的真问题是实习教师反思的原动力ꎬ没有跟

进行为的反思是无效的ꎬ “问题———反思———行

动”的良性循环是反思持续发展的保证ꎮ 四是主

体维度ꎬ与指导教师(中小学和高校的双导师)、同
事、同学、学生的交流与对话都是实习教师反思的

基本方式ꎬ比起个人的独自反思ꎬ这些方式有利于

提升反思质量和效果ꎮ 应该鼓励实习教师建立实

习小组(专业学习共同体)ꎬ有计划地活动、交流ꎻ
积极参与实习学校的教研活动ꎬ主动与同事研讨ꎬ
勤学多问ꎻ通过与学生交往ꎬ借助学生的各种反馈

进行教学反思ꎮ
第四ꎬ高度重视教师教育者的反思能力ꎮ 教

师教育者是推动职前教师教学反思能力发展的核

心ꎬ可以引导实习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中所获取

的直接经验进行反思并形成相应的行动ꎬ从而培

养其反思意识ꎬ掌握反思方法ꎬ养成反思习惯ꎬ为
形成反思人格奠定基础ꎮ[１２] 因此ꎬ在指导教师(包
括高校教师和中小学教师)选聘、培养、评价制度

中ꎬ明确指导教师对促进师范生反思的要求ꎮ 教

师教育者最好具有批判意识ꎬ成为职前教师反思

的楷模ꎻ还要开展反思性教学ꎬ不仅做好反思的表

率ꎬ教会职前教师反思的方法ꎬ还要激发其反思的

兴趣ꎮ

从长远来看ꎬ职前教师反思能力的培养、反思

人格的养成是一个系统工程ꎬ需要建构一个从教

学计划、培养模式到反思环境的支持系统ꎮ 既需

要教师教育专业进行相应的改革ꎬ包括人才培养

方案中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的调整ꎬ理
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目标、内容、方法的改革ꎬ建构

培养反思能力渗透教学模式ꎻ同时ꎬ教师教育者在

教育教学中要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ꎬ显现出自身

的反思过程和反思能力ꎻ另外ꎬ还要有良好的校园

文化和班级文化的支撑ꎬ让师范生在融洽、和谐、
合作的气氛中愉快、安全地相互学习ꎬ相互沟通ꎬ
相互评判ꎬ在合作中培养反思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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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专业自我发展中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学习生态圈的支持策略

贾 昊 宇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 　 幼儿教师是一种专业化的职业ꎬ有着专业发展的相应要求ꎮ 专业发展中的专业自我发展是其中

很重要的一面ꎮ 在专业自我发展的过程中ꎬ幼儿教师会因专业自我角色定位混乱ꎬ专业自我能力缺失以及与家长

理念的矛盾等方面的困境ꎬ影响总体专业水平的提升ꎮ 要以幼儿教师为核心建构起学习生态圈的支持系统ꎬ帮助

幼儿教师突破专业自我发展中的困境ꎮ
[关键词] 　 幼儿教师ꎻ　 专业自我发展ꎻ　 专业自我角色ꎻ　 专业自我能力ꎻ　 学习生态圈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１０６－０４

一、问题提出

教师职业是一种需要经过专门的师范教育训

练ꎬ有着专门的技术和知识技能的专业性职业ꎮ
教师的专业化是教师的专业地位和专业能力的体

现ꎬ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是培养高素质教师的先决

条件ꎮ 幼儿教师要想成长为优秀的教师ꎬ就必须

立足于自身的专业发展ꎮ
在现实中ꎬ幼儿教师往往会片面地把专业发

展理解为专业知识的增长和专业教育教学能力的

提升ꎬ但对教育价值理念的理解、教师自我角色定

位等方面重视程度不够ꎬ忽视了教师专业发展中

专业自我的养成ꎮ 幼儿教师的专业自我指的是

“幼儿教师在职业生活中创造并体现符合自己志

趣、能力与个性的独特的教育教学生活方式以及

个体自身在职业生活中形成的知识、观念、价值体

系与教学风格的总和” [１](Ｐ.１２６)ꎮ 专业自我的发展

是一个动态过程ꎬ幼儿教师的专业自我形成的过

程是在教师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中不断发展的ꎬ
是其职业生活个性化的过程ꎬ也是良好教师形象

形成的过程ꎮ 一旦专业自我发展得到了提升ꎬ它
不仅影响教师的工作态度和教育行为方式ꎬ而且

直接影响教育教学效果ꎮ 取得了教师资格证乃至

当了一辈子教师也并不意味着专业性都得到了发

展ꎬ专业性内涵的体现ꎬ更多的是表现在教师专业

自我的建构水平上ꎮ 幼儿教师专业自我发展并不

是一帆风顺的ꎬ而是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和困境ꎬ若
得不到改善ꎬ将直接影响到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

和教师总体专业化进程的发展ꎮ 基于此ꎬ帮助幼

儿教师走出专业自我发展困境ꎬ实现专业自我成

长ꎬ已成为幼儿教师专业发展领域亟待解决的

问题ꎮ

　 　 二、幼儿教师专业自我发展的困境

幼儿教师专业自我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

在内在专业自我的建构中产生的相关问题ꎬ以及

在这个建构过程中与外界所产生的冲突与矛盾

上ꎮ 从内在自我建构角度来看ꎬ主要表现在专业

自我角色的定位问题以及专业能力这两个方面ꎮ
与幼儿教师接触频率很高的家长ꎬ容易和幼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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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教育理念上产生冲突ꎬ是幼儿教师专业自我

发展中所需要面对的外部矛盾ꎮ

　 　 １.幼儿教师专业自我角色定位的混乱

拥有合适的角色定位是实现教师专业自我发

展的先决条件ꎮ 在幼儿教师专业自我发展中ꎬ首
先面临的就是专业自我角色定位混乱的问题ꎮ 幼

儿教师在幼儿园中具有多重角色身份ꎮ 面对幼儿

时ꎬ幼儿教师是幼儿游戏的观察者ꎬ是幼儿成长的

支持者ꎬ是环境创设的提供者与合作者ꎬ更是幼儿

园管理的参与者ꎮ 在这些角色中ꎬ要求幼儿教师

既要拥有较高的姿态从宏观目标上把握ꎬ以导师

的身份促进儿童个性化的发展ꎬ丰富儿童的精神

世界和情感生活ꎬ[２] 又要求幼儿教师从微观教学

入手ꎬ深入儿童游戏的情境中ꎬ适时提供材料和情

感的支撑ꎮ 这些要求是时常交织在一起的ꎬ往往

需要幼儿教师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适时的调整ꎮ
在这种多重而又细致的要求下ꎬ幼儿教师常常处

于忙碌的状态ꎬ这种工作状况对教师的自我角色

调整提出了较高的要求ꎮ 其次ꎬ除了面对幼儿ꎬ幼
儿教师在其他维度上也具有多重身份ꎮ 在幼儿园

中ꎬ教师之间有着同事的合作伙伴关系ꎬ园长和教

师之间有着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角色定位关

系ꎮ 在和家长的关系中ꎬ家长往往会向幼儿教师

了解孩子在园中的表现ꎬ这时教师又充当着沟通

者和引导者的角色ꎮ 幼儿教师在家庭生活中ꎬ又
要扮演起妻子、丈夫ꎬ或者母亲、父亲等多重角色

身份ꎮ 在这样一个多维度的复杂关系网络中ꎬ幼
儿教师游走于各个角色圈子之中ꎬ而这些不同圈

子里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相矛盾和抵触

的ꎬ这时就容易产生角色定位的混乱ꎬ甚至导致角

色的失衡ꎬ从而对幼儿教师的专业自我成长造成

不良影响ꎮ

　 　 ２.幼儿教师专业自我能力的缺失

专业自我能力是专业自我发展的基础ꎬ幼儿

教师专业自我发展离不开专业自我能力的支持和

引导ꎮ 专业理论性知识该如何学ꎬ该怎样运用到

教学中等问题一直是很多幼儿教师所面临的困

境ꎮ 教师专业性知识可分为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

知识ꎮ[３]学前阶段的教育细致而多样ꎬ往往需要幼

儿教师参与到每一步的教学之中ꎬ其间ꎬ幼儿教师

会逐步总结出一套基于自身经验和个性特征的实

践性教学系统ꎬ从而形成较强的专业实践性知识ꎮ
但是在专业理论性知识层面ꎬ幼儿教师相比于其

他教育阶段的教师而言学历偏低ꎬ在专业理论性

知识方面的储存较为欠缺ꎬ加上幼儿教师平日的

教学工作非常琐碎ꎬ很难抽出大量的时间对其工

作经验进行专业理论的总结ꎬ给专业自我能力的

提升造成了很多困难ꎮ 在国培、省培等相关职后

培训项目中ꎬ存在着专家讲座的内容与教师在教

育实践中真正缺失渴望弥补的理论不一致等多重

矛盾ꎮ 学前教育阶段具有和其他教育阶段不同的

特殊性ꎬ往往需要培训中贯穿更多的实践机会ꎬ而
这些职后培训常常以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为准ꎬ
较少顾及幼儿教师的特殊需求ꎬ讲座过多ꎬ实地观

摩学习不够等现实问题ꎬ让幼儿教师感到这类培

训无法满足专业自我发展的需要ꎬ他们无法通过

职后培训解决自我能力提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ꎮ

　 　 ３.幼儿教师专业自我发展中与家长教育

理念的冲突

幼儿教师在专业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渐形

成自身的育儿观以及相应教育教学的理念ꎬ但在

与家长沟通与交流过程中ꎬ幼儿教师发现ꎬ他们所

持有的教育教学理念和家长的教育理念矛盾ꎬ双
方沟通不畅ꎬ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ꎮ 首先ꎬ在对幼

儿教师专业身份的认知上ꎬ有一部分家长还是只

把幼儿教师看作是带孩子玩的高级保姆ꎬ并没有

认识到这一职业是需要经过严格师范教育和职业

培训的专业性职业ꎮ 这种对幼儿教师专业性的误

解可能会造成家长对幼儿教师的相关专业教育建

议重视度不够ꎬ从而导致沟通的失效ꎮ 其次ꎬ在具

体的教育活动方面ꎬ有部分家长不能很好地理解

学前教育阶段对孩子的重要意义ꎬ只是单纯地把

幼儿园看作是让孩子和同伴做游戏、玩耍的地方ꎬ
忽视了幼儿园所承载的教育意义ꎮ 有一些家长把

幼儿园阶段误解为进入小学阶段的准备ꎬ要求幼

儿教师把很多不适合幼儿现今发展阶段的知识传

授给他们ꎬ甚至把教师组织幼儿做游戏视为浪费

时间ꎮ 除此之外ꎬ我国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幼儿是

由其祖辈抚养ꎬ相较于父母辈ꎬ幼儿教师与祖辈家

长在教养观念和幼儿成长认知上的差异悬殊ꎬ[４]

—７０１—



在教育理念沟通上的问题更为明显ꎮ 在这种情况

下ꎬ往往就易出现祖辈家长不太接受幼儿教师的

建议ꎬ甚至误解幼儿教师的相应付出ꎬ二者之间产

生观念上的冲突ꎮ 在这种与家长理念的矛盾冲突

中ꎬ教师若处理不当容易造成家园沟通的失衡和

无效化ꎬ就会因此对自身的教育观念和价值体系

产生怀疑乃至产生职业无力感ꎬ从而直接影响到

专业自我的发展ꎮ

　 　 三、幼儿教师专业自我发展的支持策略

幼儿教师专业自我发展在指向自身内部的同

时ꎬ也受到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ꎮ 根据心理学家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可以得知ꎬ个体

都是嵌套于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之中的ꎬ
系统与个体之间相互作用ꎬ最终影响个体的发展ꎮ
幼儿教师的专业自我发展ꎬ是不能脱离教师所处

的环境而独自达成的ꎮ
幼儿教师需要在一定的支持环境下共同学

习ꎬ与身边的重要他人进行对话、沟通ꎬ积极寻求

解决问题的途径ꎬ促进专业自我的发展ꎮ 这种围

绕幼儿教师所形成的支持环境构成了一种由不同

维度组成的学习生态圈ꎮ 生态圈原本是生物之间

及它们与各层次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系统ꎬ
学习生态圈借用了这个生物学上的概念ꎬ指在多

重维度下的不同层级的学习圈层的建立与连接ꎮ
运用到教师专业自我发展上ꎬ就是以幼儿教师为

中心ꎬ以幼儿教师身边的各层次环境为依托ꎬ建构

起一个围绕其专业自我发展的学习圈层ꎮ 在学习

生态圈中的核心是幼儿教师所处的不同维度的关

系系统ꎬ这一关系系统紧紧围绕幼儿教师的专业

自我发展和所处环境而展开ꎬ幼儿教师在与这一

生态圈中的其他个体和环境的交互中相互影响ꎬ
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互动机制ꎬ使这一系统形成了

稳态性和交互性的相应特征ꎮ 这一学习生态圈关

系系统中有多种层次ꎬ各层次中的个体与相关环

境系统都会对幼儿教师专业自我发展产生影响ꎮ
宏观方面ꎬ以社会环境和系统中的文化为依托ꎬ搭
建起一个适合幼儿教师专业自我发展的学习氛围

来促进其成长ꎻ微观方面ꎬ以幼儿教师身边的重要

他人和直接环境为保障ꎬ幼儿教师在直接参与的

环境中构筑与他人的交互ꎬ并在其中探索专业自

我发展的可行路径ꎬ解决幼儿教师在专业自我发

展方面存在的困境ꎮ

　 　 １.在学习生态圈下重新定位幼儿教师

角色

幼儿教师在专业成长中的自我角色定位混乱

源于幼儿教师在工作、生活的多重维度下ꎬ各个角

色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ꎬ而幼儿教师缺乏对相

应角色的管理与引导ꎬ从而造成了不同角色间的

混乱与失衡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就需要幼儿教师立

足不同维度ꎬ寻求正确的角色定位ꎮ 在教学方面ꎬ
面对幼儿时ꎬ幼儿教师常会不自觉地以权威的教

育者角色进入幼儿的场域ꎬ而幼儿具有其自身的

文化和天性等特点ꎬ教师的这种权威角色容易和

幼儿产生冲突ꎬ从而达不到幼儿教师理想中的教

学效果ꎬ教师也会因此对自身角色产生怀疑和不

自信ꎮ 基于此ꎬ幼儿教师要在保证自身专业教育者

身份的前提下ꎬ做到以儿童的视角来理解儿童的

世界ꎬ要以观察者、记录者、参与者的角色进入教

学情境之中ꎬ减少因变换多重角色而带来的混乱ꎬ
使他们在教学中的角色能达到统一和融合ꎮ 在幼

儿园人际氛围建构方面ꎬ园方要建构起教师之间

的和谐氛围ꎮ 教师在刚入职时难免会产生适应不

良的问题ꎬ也会因缺乏经验易产生角色定位失衡ꎬ
园方可在园内选择有经验的优秀老教师ꎬ作为新

任幼儿教师的高级榜样ꎬ在生活、工作、学习等各

个维度上为新任教师提供指导和帮助ꎬ带领新任

教师尽快适应幼儿园的工作环境ꎮ 打破严格的上

下级关系ꎬ创设良好的人际氛围ꎬ老教师、园长与

新任幼儿教师之间做到既是良师更是益友ꎬ共同

成长ꎮ 在和谐的学习生态圈下ꎬ教师自然会减少

因角色的调换和摩擦而产生的角色定位混乱ꎬ形
成较为一致的专业自我定位ꎮ

　 　 ２.在学习生态圈下提升幼儿教师专业

能力

每位幼儿教师在专业自我提升中ꎬ都有着对

个人知识管理的不同解读ꎬ有一部分教师会采取

教学反思、教学笔记、教师博客等方式进行知识的

反思ꎬ还有很大一部分教师虽然有学习的意识ꎬ但
是对个人知识管理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ꎮ 园方要

定期组织教师交流ꎬ促使其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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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ꎬ说出自己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交流应对的方

法ꎮ 幼儿教师要认识到这种交流是对等的信息沟

通ꎬ要以平和的心态ꎬ交流和表达出自己在学习、
生活中遇到的困境和自身在面临这种困境时的思

考与尝试ꎮ 积极发挥老教师的力量ꎬ让有经验的

老教师传授更具科学性的个人知识管理方法ꎬ从
而建构起一个共同学习、相互促进的学习共同体ꎬ
使新任幼儿教师能够在这样一个共同体的文化中

得到专业自我能力的提升ꎮ 在教师专业化培训方

面ꎬ要把学习生态圈扩展到更高的维度上面ꎮ 从

宏观层面上ꎬ国家相关部门应专门为幼儿教师设

立相关的国培和省培项目ꎬ重视培训中存在的问

题ꎬ让培训真正落到幼儿教师需要解决的问题上ꎬ
培训应该回归到教师的现实困境中ꎬ回到教师的

关注点上ꎬ适当提高ꎬ帮助教师加强管理论学习ꎬ
用最先进的幼儿教育理论引领教师专业自我发

展ꎮ 在培训中做到提供多样化课程ꎬ灵活运用授

课式、讨论式、考察式等多种培训模式ꎬ发挥各自

的优势ꎬ达到交互渗透的作用ꎬ[５](Ｐ.４１) 从而使幼儿

教师的专业理论知识得到提升ꎮ

　 　 ３.在学习生态圈下幼儿教师与家长化解

冲突ꎬ共同成长

幼儿教师要认识到在教师与家长这一学习生

态圈下ꎬ教师肩负着教育家长、向家长传授正确育

儿观的职责ꎬ家长也能为教师提供相应的资源ꎬ从
而促进教师的专业自我发展ꎮ 面对现实中的教师

与家长在教育理念上的矛盾冲突ꎬ首先ꎬ幼儿教师

要倾听家长的心声ꎬ了解家长持有何种教育观ꎬ不
能对家长进行硬性灌输和教育ꎬ减少家长产生不

配合的情绪ꎬ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作的开展ꎮ 其次ꎬ
幼儿教师要和家长对话ꎬ采取曲线教育的方式ꎬ以

间接、温和的态度ꎬ逐步让家长进入教师的话语体

系之中ꎮ 例如ꎬ幼儿教师可以通过家长开放日的

活动ꎬ让家长实地进入幼儿一日活动中ꎬ真切感受

当代幼儿教育的专业性ꎻ还可以让家长参与到相

关的主题活动之中ꎬ让不同职业的家长发挥其专

业优势ꎬ参与到课程以及园所文化的建构中来ꎬ提
供相应的支持与指导ꎮ 幼儿教师在这种和谐的氛

围中ꎬ向家长传递专业的育儿知识ꎬ拉近家长与幼

儿教师之间的距离ꎬ实现家园共育ꎮ 在面对祖辈

群体时ꎬ幼儿教师要以真诚的态度ꎬ取得祖辈家长

的信任和支持ꎬ引导祖辈家长慢慢关注到孩子成

长的各个方面ꎮ 幼儿教师可尝试变换一些沟通方

式ꎬ通过对祖辈家长进行赏识教育ꎬ向他们学习人

生经验等方式ꎬ[４]拉近与祖辈家长的距离ꎬ也可以

学习老一辈家长传统的教育智慧ꎬ从而丰富自身

的经验ꎮ 总之ꎬ幼儿教师应与家长通过各种途径

结为伙伴ꎬ共同促进儿童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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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是否应该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之辩
∗

———基于国际教育视野的我国学前教育走向分析

陈 立 武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教育系ꎬ 安徽滁州　 ２３９０００)

　 　 [摘　 要] 　 面对幼儿入园难、费用高等问题ꎬ很多社会人士提议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ꎮ 世界义务

教育年限总体呈缓慢延长趋势ꎬ但将学前教育完全纳入义务教育的几乎没有ꎬ发达国家也多是将其归为“免费教

育”ꎬ由政府和社会承担或分担费用ꎮ 在国际教育视野下ꎬ通过对义务教育的特征和学前教育性质任务的分析ꎬ
可以初步厘清我国学前教育的未来走向———宜对其实施免费教育ꎬ不宜将其纳入义务教育体系ꎮ

[关键词] 　 学前教育ꎻ　 义务教育ꎻ　 免费教育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１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１１０－０４

　 　 ２０１７ 年全国“两会”期间ꎬ“将学前三年教育

纳入义务教育”成为政协 １ 号提案ꎮ 众多政协委

员和人大代表也提出ꎬ推动学前教育立法可以解

决学前教育的根本性发展难题ꎮ 对此ꎬ教育部陈

宝生部长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十二届人大五次会

议记者会上对此做出回应:九年义务教育有其内

在科学性ꎬ某些地方实行的 １２ 年或 １５ 年教育是

“免费教育”ꎬ不是义务教育ꎬ教育部不倡导ꎮ[１] 那

么ꎬ面对迫切需要解决的费用高、入园难困境ꎬ为
什么不宜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是否只

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具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和共

识? 本文将学前教育置于国际教育视野下ꎬ从义

务教育特征和学前教育的性质任务两方面对以上

问题做一些分析探讨ꎮ

一、义务教育的特征

义务教育是各国普遍实施的教育法律制度ꎬ
是适龄儿童和少年都必须接受ꎬ国家、社会、家庭

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ꎮ 义务教育的实质是国

家对适龄儿童和少年实施的一定年限的强迫、强

制教育ꎮ 义务教育具有普及、免费、均衡、强制的

特征ꎮ
１.普及

义务教育覆盖我国所有的适龄儿童、少年ꎮ
义务教育法规定ꎬ年满 ６—７ 周岁儿童为适龄入学

时间ꎬ需接受九年义务教育ꎮ 适龄儿童、少年既包

括生理正常的儿童、少年ꎬ也包括具有接受义务教

育能力的盲、聋、哑等残疾儿童、少年ꎮ 因身体状

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ꎬ由其法定监护人提

出申请ꎬ经批准可推迟接受义务教育ꎮ
２.免费

在义务教育阶段ꎬ对学生免收费用ꎮ 我国义

务教育阶段的费用分为学费和杂费ꎬ原«义务教育

法»明确规定了“免收学费”ꎬ修订后的«义务教育

法»又实施“杂费免收”ꎮ 国家“十三五”教育事业

规划提出ꎬ大力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费ꎮ 可见ꎬ我
们的免费教育制度已经拓展到需要扶持的非义务

教育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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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均衡

均衡意味着各地区、各学校的教育资源、师资

配备、教育水平应当基本持平ꎮ 那为什么义务教

育普及以后还有择校热ꎬ还要划片区入学? 就是

因为义务教育的资源配置还不均衡ꎬ地区之间、城
乡之间、区域内部还存在较大差距ꎬ需要下大力气

解决ꎮ 这也是我国未提高义务教育年限的原因

之一ꎮ
４.强制

义务教育是国家实施的公益性事业ꎬ由国家

强制力保证其推行和实现ꎮ 强制性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必要的文化知识

学习ꎬ为其将来继续受教育及参与社会生活打好

基础ꎬ错过时机很难挽回ꎻ二是国家以法律形式予

以各种保障ꎬ任何阻碍或者破坏义务教育实施的

违法行为ꎬ都要受到法律制裁ꎮ 目前ꎬ针对一些

“私塾”“读经班”等社会培训机构与国家争生源ꎬ
扰乱国家义务教育秩序的问题ꎬ教育部已明令禁

止———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

义务教育ꎮ[２]

三、义务教育的年限与分布

世界上第一个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是德国ꎮ
德国于 １６１９ 年颁布世界上第一项义务教育法令ꎬ
距今已有近四百年历史ꎮ 我国于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

通过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ꎬ正式

以法律形式确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ꎬ依然

实行九年义务教育ꎮ ２０１６ 年我国义务教育毛入学

率达到 ９９.９％以上ꎬ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ꎮ
这对于一个经济尚不够发达又人口众多的大国来

说ꎬ无疑是举世瞩目的成就ꎮ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ꎬ在有据可查

实行义务教育的 １８０ 多个国家中ꎬ义务教育年限从

４ 年到 １３ 年不等ꎬ平均义务教育年限为 ８.８ 年ꎬ九
年义务教育是主流年限[３]ꎻ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

国家约占 ４０％ꎮ 实行 １２ 年义务教育ꎬ发展中国家

难以实现ꎬ发达国家又强调高中教育的自主、开
放ꎬ学习内容没有强制要求ꎬ学生有多样性选择ꎬ
所以实行 １２ 年义务教育的国家只是少数ꎬ全球实

行 １２ 年及以上义务教育的国家只有 ８％ꎮ
我国“十三五”教育事业规划将“普及高中阶

段”教育作为主要目标ꎬ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高中阶段

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９０％ꎮ 最近颁布的«高中阶段

教育普及攻坚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进一步明确

了高中阶段是“选择性教育”ꎬ是“承上启下、进行

分流的重要环节ꎬ在人的发展中地位特殊ꎬ是学生

从未成年人走向成年、个性形成和自主发展的关

键时期”ꎮ 因为是“选择性教育”ꎬ所以要求达到

９０％的普及ꎬ并没有将其纳入强制的义务教育ꎮ
我们可以理解为ꎬ１５—１６ 岁的初中毕业生还

未成年ꎬ心智还不完全成熟ꎬ需要继续选择不同形

式的高中阶段学习ꎬ１８ 岁以后才能步入社会生活ꎬ
或者继续深造ꎮ

在美国ꎬ１６—１８ 岁之前必须在学校就读ꎮ 美

国的义务教育情况各个州有所不同ꎬ但主流也是

九年ꎮ 少数州的 １２ 年义务教育ꎬ也只在小学、初中

和高中 ３ 个学段实施ꎬ[４] 并没有将学前教育纳入

其中ꎮ
“十三五”教育事业规划要求提高学前教育

儿童入园率ꎬ由 ２０１６ 年的 ７５％提高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８５％ꎬ没有强制普及ꎮ 显然ꎬ国家更希望优先普及

高中教育ꎬ让学生年满 １８ 岁真正成年后再正式步

入社会ꎮ

四、学前教育的性质和任务

１.学前教育的性质

１９９６ 年颁发的«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ꎬ幼儿

园是对 ３ 岁以上学龄前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机

构ꎬ属于学校教育的预备阶段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试行

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ꎬ幼儿园教

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我国学校教育

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ꎮ 各类幼儿园应从实际出

发ꎬ因地制宜地实施教育ꎬ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

基础ꎮ 显然ꎬ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

分ꎬ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ꎬ保教性和福利性

是它的双重属性ꎬ公益、普惠是它的基本特征ꎮ 世

界各国也均是如此给学前教育定性的ꎮ
２.学前教育的目标任务

我国学前教育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幼儿身体

正常发育和机能的协调发展ꎬ增强体质ꎬ培养良好

的生活习惯和体育活动的兴趣ꎻ发展幼儿智力ꎬ培
养有益的兴趣和求知欲望ꎬ培养初步的动手能力ꎻ
激发美好情感ꎬ培养良好品德以及一定的感受美

和表现美的情趣和能力ꎮ 目标的突出特点ꎬ是把

人素质发展的顺序依次列为“体、智、德、美”ꎬ将
“体”放在首位ꎬ充分考虑了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的

年龄特点ꎮ
—１１１—



我国幼儿园的基本任务是:第一ꎬ实行保育与

教育相结合的原则ꎬ对幼儿实施体、智、德、美诸方

面全面发展的教育ꎬ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ꎮ 第二ꎬ
为幼儿家长安心参加社会建设提供便利条件ꎮ

世界各国的学前教育任务也是如此ꎮ 在美

国ꎬ是为使儿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ꎬ使其在身体、
社会性、情感和认知等几方面都获得成长ꎮ 在日

本ꎬ是为保育儿童ꎬ提供适当的环境ꎬ促进儿童的

身心发展ꎮ 在俄罗斯ꎬ是为帮助家庭对学龄前儿

童进行教育ꎬ保护并增强他们的身心健康ꎬ开发其

智力ꎬ使他们做好入学准备ꎬ顺利过渡到学校教育

阶段ꎮ 这些任务都有 ３ 个显著特点:一是重视幼儿

的身体健康、身心发展ꎻ二要为幼儿进入学校学习

做好准备ꎻ三则强调幼儿园教育是对家庭幼儿教

育的一种补充ꎮ

五、学前教育的定位走向

１.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

“幼儿园”是德国人的发明ꎬ本意是“孩子们

的花园”ꎮ 在德国ꎬ幼儿园多不是政府出资设立

的ꎬ绝大部分 ３—６ 岁儿童在非官办的社区或者教

会幼儿园接受教育ꎮ 因为地域不同ꎬ德国幼儿园

的费用差别很大ꎬ从免费到每年数千欧元不等ꎮ
德国人认为ꎬ幼儿园作为社会教育机构是对家庭

幼儿教育的补充和支持ꎬ应促进幼儿群体生活能

力的提高和幼儿人格的发展ꎻ孩子在幼儿园的“唯
一的任务”就是快乐成长ꎮ 他们对孩子进行的“教
育”ꎬ着重于让儿童模拟学习礼貌举止、社会公德、
交通规则、生活常识ꎬ培养自理能力、动手能力、良
好习惯ꎬ且所有学习只能在游戏活动如角色的模

仿扮演中自然进行ꎬ而不是书本的刻意学习或单

纯讲授ꎮ[５]匈牙利则立法规定:严格禁止对幼儿园

孩子教授写作、阅读、计算等课程ꎮ 显然ꎬ这些做

法和要求ꎬ只属于非义务教育ꎬ完全不在义务教育

的范畴之内ꎮ
美国的学前教育和幼儿看护方面ꎬ几乎没有

固定的框架和体系ꎬ每个州也难以清楚描述他们

的幼儿教育机构ꎮ 由于私立幼儿园收费较高ꎬ有
的每年收费在 ２ 万美元以上ꎬ近年由州及以下政府

建立的接收 ３ 岁儿童的免费学前教育机构数量迅

速增长ꎬ但是它们并没有明确的规范性ꎬ各州的教

学目标、质量和合格程度都相差很大ꎮ
日本的学前教育系统非常发达ꎮ 超过 ８０％的

儿童在正规幼儿园或者儿童看护中心需要学习两

年时间ꎮ 国家和地方政府会资助公立幼儿园ꎬ父
母只需承担部分学费ꎮ 不过仍有很多家庭愿意选

择私立幼儿园ꎬ其中一部分幼儿园与教会组织

有关ꎮ[６]

以法律形式将学前教育完全纳入义务教育体

系ꎬ国际少有先例ꎮ 一些国家将义务教育向下延

伸ꎬ也只是一年ꎻ如丹麦、芬兰等国为 ５—６ 岁幼儿

提供一年的免费学前教育ꎬ前提还要家长自愿接

受(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义务教育)ꎮ 这相当于

我们的学前班或大大班ꎮ
　 　 ２.学前教育不宜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１)学前教育不仅包括社会学前教育ꎬ也包

括家庭学前教育ꎬ不能忽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积

极影响

家庭是孩子的摇篮ꎬ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ꎬ孩子年龄越小受家庭教育影响越大ꎻ家庭教育

是随机的ꎬ家长可随时、随地、随情境不同对孩子

进行恰当的引导教育ꎮ 父母的教育始终带有丰富

的感情色彩和很强的针对性ꎬ了解自己的孩子ꎬ尊
重呵护孩子ꎬ对教育孩子无疑是一大优势ꎮ

３—６ 岁的学龄前儿童处于人生发展的起步

阶段ꎬ需要家长的呵护与陪伴ꎬ家长是他们最好的

监护者、教育者ꎮ 是否进入幼儿园学习ꎬ完全可以

因人而异ꎬ有条件的家庭ꎬ可以晚些入学ꎬ多一些

父母的陪伴呵护ꎬ对孩子的成长或许更有利ꎮ 如

果强制要求幼儿离开父母ꎬ这不仅存在剥夺家长

陪伴孩子权利的嫌疑ꎬ更会对幼儿的身心健康造

成伤害ꎮ
(２)学前教育并非系统有规律的学习ꎬ只是

为孩子做入学准备ꎬ不宜纳入强制的义务教育

６ 岁以后的初等教育才是正式的学校教育阶

段ꎬ是有规律、有方向的学习ꎬ并要在一定时间内

使学生学习掌握规定的教育内容ꎬ需要通过相应

的考试和检测ꎮ 而 ３—６ 岁的幼儿ꎬ并非以学习为

主ꎬ而是以游戏和玩耍为主ꎬ是在自主游戏和娱乐

活动中逐步成长的ꎬ不宜用规范的统一标准来要

求ꎮ 学前教育一旦纳入义务教育ꎬ就要具有强制

规范性ꎬ可能就会违背人的天性ꎬ不利于这个年龄

段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不能只看到义务教育

的免费特性ꎬ而忽视了它的强制规范性ꎮ[７]

(３)学前教育以“体”为首ꎬ而幼儿体质、身心

发展不能用统一尺度和标准还衡量

３—６ 岁是儿童成长的关键时期ꎬ身体、心理、
情感快速发展ꎬ身体发展呈现差异ꎬ个性心理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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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ꎮ 从人的科学发展认识出发ꎬ学前教育把

“体”放在首位ꎬ要求体、智、德、美诸方面协调发

展ꎬ这充分考虑了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的年龄特

点———当以长身体、促心智为目标ꎮ 因此ꎬ保护孩

子身心成长和健康安全当为幼儿园的第一要务ꎮ
如果按义务教育的强制规范性去要求儿童的体质

和身心ꎬ用统一的标准和尺度去衡量ꎬ则违背儿童

发展的个性差异ꎬ不利于其身心发展ꎮ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ꎬ发达国家大都没有在学

前教育阶段普及实施义务教育ꎮ ２００６ 年ꎬ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曾就是否让所有 ４ 岁的孩子接受学前

义务教育进行全民投票ꎬ结果被民众否决ꎮ[８]

人们希望把义务教育往下延伸到学前教育阶

段ꎬ这种愿望更多是出于经济动机ꎬ希望减轻家庭

在学前教育方面的消费负担ꎮ 十多年来ꎬ将学前

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不断成为“两会”提案ꎬ反
映了社会解决“入园难”和减轻家庭负担的迫切诉

求ꎮ 但教育专家指出ꎬ义务教育年限过分延长不

切实际ꎬ也违背人的成长和发展规律ꎮ 正因如此ꎬ
日本曾经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若干年后又不得不缩

短义务教育年限ꎮ[８] 美国各州的义务教育年限不

同ꎬ也以 ９ 年为最普遍ꎬ９ 年是世界义务教育的主

流ꎮ 这绝不是偶然ꎬ是由于人的成长发展的阶段

性以及自主选择与规范标准之间的限定性ꎬ决定

着义务教育不能想当然地延长ꎮ 对于将学前教育

纳入义务教育的想法ꎬ可以理解但不宜实行ꎮ 我

们可以尝试的做法是效法部分国家ꎬ将义务教育

向下延伸一年ꎬ而不宜扩展到 ３ 年学前教育整个

学段ꎮ
　 　 ３.推进教育立法ꎬ逐步实现学前教育免

费制

我国学前教育起步晚ꎬ基础弱ꎬ虽然国家推进

了两个“学前教育 ３ 年行动计划”ꎬ仍难以满足不

断增长的社会需求ꎮ 解决当下学前教育发展难

题ꎬ需要通过立法ꎬ明确学前教育的法律地位、政
府责任、经费的投入和保障机制ꎮ 目前在«教育

法»所规定的 ４ 个独立学段(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高等教育) 中ꎬ唯有学前教育没有立

法[９]ꎬ难以建立有效的学前教育管理秩序ꎮ 所以ꎬ
适应国家新形势、新战略ꎬ推进学前教育立法进

程ꎬ出台«学前教育法»迫在眉睫ꎮ 当然ꎬ实施免费

学前教育不等于义务教育ꎬ普及学前教育也不等

于义务教育ꎮ
实现学前教育免费制度ꎬ当下已有较好的社

会基础和共识ꎬ各地可在巩固义务教育成果、促进

义务教育均衡的前提下ꎬ根据经济发展和民众需

求予以稳步推进ꎮ 但并不是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

教育ꎬ尤其不能对 ５ 岁以下孩子实施强制教育ꎬ不
能用一个标准强迫实施ꎬ而要留给家长、孩子多样

化自主选择的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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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幼儿科学教育网络资源的利用研究
∗

刘　 蕙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ꎬ 江苏徐州　 ２２１００４)

　 　 [摘　 要] 　 随着网络的普及ꎬ利用幼儿科学教育网络资源已经成为提高我国幼儿科学教育的重要方法之

一ꎮ 通过调查我国幼儿科学教育网络资源的现状ꎬ对幼儿教师和家长的利用情况进行调查和访谈ꎬ了解目前幼儿

科学教育网络资源的利用现状ꎬ分析出现低效利用的现象和原因ꎬ提出幼儿园整合资源、更新教育者幼儿科学教

育理念、幼儿教师先设计后利用和家长先利用后联系等高效利用的策略ꎮ
　 　 [关键词] 　 幼儿科学教育ꎻ　 网络资源ꎻ　 低效利用ꎻ　 高效利用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１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１１４－０６

　 　 ２００１ 年ꎬ我国颁布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将“科学” “社会” “语言” “健康”与“艺
术”列为幼儿园教育的五大领域ꎬ２００６ 年国务院发

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ꎬ标志着我国幼儿科学教育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重视ꎮ[１]然而ꎬ仅就目前我国学前教育专业的

学生学科知识体系来看ꎬ大部分学生的科学素养

相对偏弱ꎮ 作为幼儿教育者的另一方———家长ꎬ
也同样在科学素养上存在千差万别的状况ꎮ 幼儿

科学教育网络资源已经成为幼儿教师和幼儿家长

获取科学类知识和技能、提高科学教育能力的重

要渠道ꎮ 鉴于此ꎬ如何高效地利用现在的幼儿科

学教育网络资源是幼儿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重

要问题ꎮ

一、 研究方法

１. 资料收集分析法

网络资源存在碎片化网络资源和整合型网络

资源两类ꎮ 碎片化网络资源分散于各个网络平

台ꎬ具有信息量小、分布分散、无系统性、专业性参

差不齐、易搜索的特点ꎬ整合型网络资源则是面向

科学或幼儿科学相对整合的资源ꎬ具有信息量大、
专业性强、便于使用的特点ꎮ

由于碎片化网络资源对于幼儿科学教育的有

效性偏弱ꎬ因此本文的资料收集对象主要为整合

型资源ꎮ 使用“幼儿科学教育”和“幼儿科学”为主

要搜索词进行百度搜索ꎬ共 ７６ 个页面ꎬ对所有搜索

到的页面中的整合型网络资源进行分类ꎬ并总结

出其特点ꎮ

２.问卷调查法

面向幼儿园教师和 ３—６ 岁幼儿的家长发放调

查问卷ꎬ调查内容为资源的利用原因、获取渠道、
利用频次、收集资源的内容、利用方式和评价等 ５
个方面ꎮ 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 １０００ 份ꎬ其中面向

幼儿教师的问卷 ２５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２３１ 份ꎬ有
效率 ９２.４％ꎻ面向幼儿家长的问卷 ７５０ 份ꎬ回收有

效问卷 ７２５ 份ꎬ有效率 ９６.６７％ꎮ

３.现场访谈法

选取参加问卷的幼儿教师和家长各 ２０ 人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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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某些答案的原因” “获取资源后如何和孩子

进行交流” “和孩子交流会后ꎬ孩子的反应如何”
“有没有对孩子就这个方面的问题继续关注”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ꎬ以发现利用效果背后的原

因和更好的利用方法ꎮ 通过分析某些数据的普遍

性和特殊性ꎬ对问卷调查进行有益的补充ꎮ

　 　 二、幼儿科学教育网络资源的种类及特点
幼儿科学教育网络资源包括与幼儿科学教育

直接相关的网络资源、与科学相关的网络资源两

种类型ꎮ

　 　 １.与幼儿科学教育直接相关的网络资源

按照资源展示的渠道不同ꎬ可以将其分为视

频类、网站类、博客类和微信类四种类型ꎮ
不同的资源又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ꎬ同时也

有不同的特点和它的适用人群(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与幼儿科学教育直接相关的网络资源分类图

２.与科学相关的网络资源

与科学相关的网络资源包括了科学类视频ꎬ
如冰冻星球ꎻ科学类综艺节目ꎬ如“未来科学家”ꎻ
科学类网站ꎬ如“科学松鼠会”ꎻ科学类博客ꎬ如“科
学探索”ꎻ科学类微信公众号ꎬ如“科学大院”等多

种类型ꎮ 科学类网络资源专业性强ꎬ知识型强ꎬ其
制作人或者博主一般为专业人士ꎬ即使是在科学

类综艺节目中ꎬ负责科学原理讲解的也是来自于

某个领域的专家ꎮ 科学类视频围绕某个专题进行

制作ꎬ通过科学探究或者实地考察逐步深入讲述ꎬ
有着较强的系统性ꎮ 同时科学类网络资源更新速

度较快ꎬ尤其是网站和微信公众号ꎬ会及时地将最

新国内外科学类的信息带到平台ꎬ因此具有极强

的时代感ꎮ

　 　 三、幼儿科学教育网络资源利用的调查
和数据分析

１.利用频次

调查中发现ꎬ幼儿教师比家长的利用频次更

多ꎮ ７３.１６％的幼儿教师“经常收集和科学有关的

资源”ꎬ而 ６２.８８％的幼儿家长只是“偶尔收集一些

和科学有关的资源”ꎬ尽管 ７６.８％的家长表示孩子

在家中“经常问‘为什么’等科学类的问题” (如表

１ 所示)ꎮ
幼儿教师收集科学类资源的主要原因是“丰

富自 己 的 科 学 知 识 和 科 学 教 育 能 力 ”ꎬ 占 比

５８.０１％ꎬ同时也有 ３９.３９％的幼儿教师单纯是因为

“教学使用”(如表 ２ 所示)ꎮ
幼儿家长收集科学资源的原因却不是如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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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的幼儿家长是为了“搜索孩子问题的答案”ꎬ
虽然有 ４３.６８％家长的目的是为了“知道使用何种

方法给孩子进行科学方面的交流”ꎬ当知道答案

后ꎬ有 ６０％的家长会“直接给孩子解释”“和孩子一

起寻找答案”的幼儿家长仅占 １８.５６％ꎮ

表 １　 科学类网络资源的利用频次

调查内容 选项 幼儿教师 幼儿家长

是否经常使用

网络收集科学

类资源

经常 ７３.１６％ ３７.１２％

偶尔 ２６.８４％ ６２.８８％

(数据来自本次课题调查)

表 ２　 收集科学类网络资源的原因分析列表

调查内容 幼儿教师

收集科学类网

络资源的原因

选项 比重

丰富自己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能力 ５８.０１％
喜欢科学 ２.６０％
教学使用 ３９.３９％

调查内容 幼儿家长

收集科学类网

络资源的原因

选项 比重

搜索孩子问题的答案 ４２.４０％
积累一些科学知识 １３.９２％

知道使用何种方法和孩子进行科学方面的交流 ４３.６８％

　 　 　 (数据来自本次课题调查)

　 　 在访谈幼儿家长的过程中ꎬ就“既然想知道何

种方法和孩子进行科学方面的交流ꎬ为何当知道答

案时ꎬ还是会选择直接给孩子解释”的时候ꎬ大部

分家长解释说:“在网络中找到答案比找到方法更

方便ꎮ”“我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很快收集到孩子

问题的答案ꎬ却很难找到和孩子问题很符合的教育

过程或者实验过程ꎮ” “有时候虽然我们可以找到

一些视频资料ꎬ也因为没有适合的材料ꎬ也没有时

间和孩子一起去了解具体的过程ꎮ”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ꎬ“科学”作为幼儿园五大

教学领域之一已经受到了一定的重视ꎬ幼儿园课程

体系中也在逐步增加科学方面的内容ꎮ 但是幼儿

教师自身的科学素养不足的现状成为其承担幼儿

园科学课程内最大障碍ꎮ 幼儿科学教育网络资源

已经成为弥补幼儿教师科学知识和科学教学能力

重要的渠道ꎮ
对于家长来说ꎬ对幼儿在“科学”方面启蒙的

重要性也同样有了一定的认识ꎬ仅有 １.９２％的家长

面对孩子关于科学问题的提问会采取“转移话题”
的做法ꎬ大部分家长会和孩子之间就科学问题有所

交流ꎬ给予孩子一定的回应ꎮ 这样的做法对孩子继

续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和提问、思考的习惯有很大的

帮助ꎮ 幼儿科学网络资源的内容多样性给家长保

持回应或者提高自己对科学的认知都有着很大的

帮助ꎮ 但是ꎬ幼儿家长对“科学的本质”的理解还

有待进一步提高ꎮ
表 ３　 获取科学类网络资源的方式

调查内容 选　 项 幼儿教师 幼儿家长

获取科学类网

络资源的方式

搜索引擎 ６０.１７％ ６９.２８％
幼儿科学类网站 ５.６３％ ６.４０％
幼儿教育类网站 ２０.３５％ ７.０４％

自己所在幼儿园的网站资源 ３.４６％ ３.６８％
科学微信公众号 ９.０９％ １０.７２％

其　 他 １.３０％ ２.８８％

　 　 　 　 (数据来自本次课题调查)

２.获取方式及评价

无论幼儿教师还是幼儿家长ꎬ都主要是通过

使用“搜索引擎”来获取科学网络资源ꎬ占比分别

达到了 ６０.１７％和 ６９.２８％ꎮ “搜索引擎”的方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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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内容广泛是教师和家长选择的主要原因ꎮ 另

外值得关注的是“科学微信公众号”在双方获取渠

道中的比重ꎮ ９.０９％的教师和 １０.７２％的家长选择

使用它来获取资源(如表 ３ 所示)ꎮ 这主要是因为

近两年来“科学微信公众号”在数量上的快速发展

以及内容上的信息整合性和专业性的特点ꎮ 另外

在调查中还可以发现 ２０.３５％的幼儿教师选择了

“幼儿教育类网站”ꎬ说明教师在使用时更加重视

资源的整合性ꎬ而这种整合性也更有利于使用者

获取他们想获得的资源ꎮ 由于大部分教师和家长

通过“搜索引擎”来获取资源ꎬ因此 ４８.４８％的教师

和 ５５.５２％的家长认为“很方便收集到自己想要的

科学类资源”ꎮ 但是也有 ４６.７５％的教师和 ３６.８％
的家长认为“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收集到自己

想要的科学类资源”ꎮ 这一方面说明了幼儿科学

教育网络资源的丰富性ꎬ但是也说明了资源分布

松散ꎬ资源专业度差异大ꎬ筛选难度加大的现状ꎮ

３.利用内容及评价

在对幼儿科学教育网络资源的内容调查中发现

家长和教师的选择有较大的区别ꎮ 家长以“科学知

识”为主ꎬ占比达到 ３６.１１％ꎬ而其他类型的内容相对

较为均衡ꎬ大多在 １５％左右ꎮ 但是幼儿教师的选择

却比较均衡地分布在“科学知识” “幼儿科学活动教

案” “幼儿科学课视频” “科学小实验”等内容ꎮ 这

说明了教师对于“幼儿科学教育”内涵的理解较之

家长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ꎬ幼儿科学教育网络资源

成为幼儿教师进行科学教育的辅助力量ꎬ而不应完

全对此形成依赖(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收集科学类网络资源的类型

调查内容 选项 幼儿教师 幼儿家长

在网络上收集

科学类资源的

类型

科学知识 ２２.５０％ ３６.１１％

幼儿科学活动教案 ２４.９６％ １３.７０％

幼儿科学课视频 １９.８８％ １９.３５％

科学视频 １４.３７％ １４.１７％

科学小实验 １７.８５％ １５.９３％

其他 ０.４４％ ０.７４％

　 　 　 (数据来自本次课题调查)

　 　 尽管幼儿教师和家长认识到了幼儿科学教育网

络资源对于幼儿科学教育的重要性ꎬ但是在使用过

程中ꎬ他们对资源的评价都不是非常满意ꎮ ８０.９５％
的教师和 ８３.２％的家长对自己收集到的资源表示

“还可以ꎬ能有一定的帮助”ꎮ 这种状况的产生说明

幼儿科学教育网络资源仍然存在需要不断完善的空

间ꎬ也说明幼儿教师和家长在重视幼儿科学教育的

同时ꎬ缺少如何高效利用网络资源的方法上的指导ꎮ

四、低效利用的现象及原因

１.低效利用

在访谈过程中ꎬ我们通过和访谈者就“获取网

络资源后如何使用” “您使用后ꎬ孩子(们)的反应

是怎样的”“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询问或者有没有明

确的自己的答案”“孩子(们)对此类问题有没有反

复性的询问? 如果有的话ꎬ您又是如何和孩子交流

的”等几个问题进行了交流ꎬ发现很多被访谈者在

使用网络资源时存在低效的状况ꎮ 所谓“低效利

用”是指使用者在缺少对网络资源进行正误确定ꎬ

设计方式分析ꎬ使用效果比较和评价的基础上ꎬ直
接使用网络资源的现象ꎮ

(１) 直接把资源当作答案反馈给幼儿

一个幼儿的科学活动往往是从幼儿的提问开

始ꎬ以幼儿获得了新的科学概念和经验作为阶段性

的结束ꎮ 当幼儿教师和家长直接将收集到的网络

资源当作答案告诉幼儿时ꎬ意味着教育者将科学活

动看作为“提问—回答”的模式ꎮ 这种模式忽略了

“探究过程”的科学学习环节ꎮ 在«３—６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科学学习的核心是激

发探巧兴趣ꎬ体验探巧过程ꎬ发展初步的探究能

力ꎮ” [２](Ｐ.２１)“具有初步的探究能力是幼儿科学教育

的重要目标或关键性目标ꎮ” [３]可以说“探究过程”
是幼儿认识科学、培养科学思维、学习科学方法的

主要手段ꎬ没有科学探究ꎬ就没有科学的真正学习ꎮ
(２) 网络资源的完全模仿

教案、教学活动设计和教学视频实录是幼儿科

学教育网络资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ꎬ这些资源具有

和幼儿园课程相关性强、完整、易于被模仿的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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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教师会在收集到此类资源时ꎬ直接拿到自己的

课堂上使用ꎮ
这种做法忽视了幼儿的前科学概念、课程设置

的连贯性、幼儿园本身的资源和对活动目标的深入

思考ꎮ 这些资源的利用一方面无法将网络资源的

丰富性、可借鉴性、易于横向比较等特点充分发挥

出来ꎬ另一方面也无法将科学的理念深入地贯彻下

去ꎬ往往会因为教育对象的不同和突发情况而造成

利用的不顺畅ꎮ
２.低效利用的原因分析

(１)缺乏对幼儿科学教育理念的深入理解

研究人员发现ꎬ不同的学历层次、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性别和年龄等多种因素会影响幼儿教师科

学素养的状况ꎮ 比如ꎬ由于上海市开展了“上海市

未成年人科学素质行动———‘做中学’”项目试点ꎬ
被选中的试点幼儿园教师在幼儿科学教育的意义、
目标、内容、实施方式 、活动评价等理念的认识比

普通幼儿园的教师更加深入ꎮ[４]对科学教育理念的

认知从根本上决定了教育者采取的教育手段和对

教育结果的评价ꎮ 当笔者在进行的访谈中问及:
“当孩子问一些科学问题时ꎬ你为何会选择直接告

诉她答案呢”时ꎬ有部分幼儿教师或家长的回答

是:“孩子问问题不就是想知道答案吗!” “这样快

呀ꎬ也方便ꎮ” “他的问题和我们的课程主题无关ꎬ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ꎬ我需要完成教学任务ꎮ”从这

些回答中ꎬ可以看到这些教育者认为科学就是科学

知识本身ꎬ知道某个问题的结果就是科学学习ꎬ而
忽略了幼儿科学教育不是知道用文字堆砌的科学

结论ꎬ而是“培养幼儿的科学兴趣ꎬ开发潜在的创

新能力ꎬ形成科学的方法与态度” [１]ꎮ
(２) 缺少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能的存量

科学知识和技能的存量同样也影响着教育者

的选择ꎮ 由于不知道或模糊地知道某些科学知识ꎬ
害怕给幼儿带来不正确的信息ꎬ因此部分教育者会

选择直接使用网络获取答案或者教学方法进行科

学内容的交流ꎮ
在访谈过程中ꎬ大部分的家长表示“自己不知

道答案ꎬ我说错了怎么办” “网络上容易收集到正

确的答案ꎬ这样避免错误”ꎮ 也有幼儿教师表示

“上科学课本来就很害怕ꎬ总担心出现科学性的错

误”ꎮ “其他教师的科学素养比我好ꎬ按照他们设

计的思路上课ꎬ会好一些ꎮ”但是当被问及“那在解

释和教学过程中ꎬ会比较顺利吗”的时候ꎬ部分人

会有些迟疑ꎬ表示“如果不顺利ꎬ就让孩子直接记

住好了”ꎮ “不顺利呀ꎬ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

问出一些我没有设计的内容ꎮ 我只好忽略它ꎬ按照

原来的方案走完就好ꎮ”这种现象让幼儿教师和家

长错失了科学教育的良好契机ꎬ低估了幼儿在科学

学习过程中的发现ꎬ也打击了幼儿探索世界的

兴趣ꎮ

五、高效利用的策略

　 　 １.提高对幼儿科学教育理念内涵的理解
国内外对幼儿科学教育理念内涵的研究不断

在发展中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布鲁纳提出发现学

习、施瓦布提倡探究式学习改变了人们对教育方式

的传统认知ꎮ 美国科学家勒德曼教授提出的

“Ｈａｎｄｓ－ｏｎ”科学学习模式使 ２０ 世纪初幼儿科学

教育进入到“动手做”的改革过程ꎮ[６] ＳＴＥＭ 教育理

念的出现和争论将实践、跨学科、科学大概念等理

念带入了科学教育ꎮ 每一次教育理念研究的进展

都会给科学教育的内容、方式和评价带来极大的变

化ꎬ也在不断提升人们对科学教育的认识ꎮ 因此加

强幼儿教师对科学教育理念的学习ꎬ提高对科学教

育内涵的理解是高效使用海量网络资源的前提ꎮ
　 　 ２.建立以幼儿园网站为平台的整合型科

学资源库
幼儿园是幼儿教师和 ３—６ 岁幼儿的家长最亲

密接触的教育机构ꎮ 幼儿园可以根据自己的园所

所处的区域以及特色定位来确定自己的教育理念、
教材选择、课程设置和教学过程ꎮ 因此由幼儿园根

据自己的课程设置在自己的网络平台中配套的整

合幼儿科学网络资源会给幼儿教师和家长带来极

大的引导作用ꎮ
(１)主题式整合已有的科学网络资源

虽然各园都有自己的特色选择ꎬ但幼儿园课程

大多是以主题式展开ꎬ包含了科学、语言、音乐、美
术、运动等多种学科知识的综合性课程ꎬ这样的课

程设置对幼儿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职业要求ꎮ 但是ꎬ
大部分幼儿园的网络平台资源虽然很丰富ꎬ但是和

科学相关的资源却不多ꎮ 在问卷调查中ꎬ４８.０５％
的幼儿教师表示“自己所在的幼儿园的网站平台上

只有数量不多的科学类资源”ꎬ２９.８７％的幼儿教师

表示 “几乎没有”ꎮ 这种情况不利于幼儿科学教育

网络资源的应用ꎮ
以自己园所课程所设置的主题为基础ꎬ创设“知

识、教案、活动设计、教学反思、科学小实验”等菜单

栏ꎬ将分散在互联网中的科学资源分门别类的集中

于自己的幼儿园网站平台中ꎬ既可以帮助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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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长弥补自身科学知识和对科学教育理解的不

足ꎬ也便于进行网络资源的横向比较ꎬ找到资源的优

缺点ꎬ提高幼儿科学教育网络资源的利用效率ꎮ
(２)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在网站平台中设置开放的讨论交流区和文件上

传按钮ꎮ 幼儿教师和家长可以就科学本身进行知

识、方法、活动设计和效果评价方面的交流ꎬ利用双

方的信息资源交流提高科学教育能力ꎮ 同时可以将

本园所幼儿教师和家长开发或收集的优质的科学教

学活动、科学小实验等资源进行上传ꎬ更新和丰富幼

儿园的网络资源ꎬ提高幼儿园资源的可持续发展ꎮ
　 　 ３.培养幼儿教师先设计再利用的教学

能力
在幼儿园中ꎬ科学的探究有可能来自于幼儿的

一个问题引发了教师的课程ꎬ也有可能是教师的课

程设置引导了幼儿的思考ꎮ 无论是哪一种ꎬ承担科

学探究的主动发起者更倾向于幼儿教师ꎮ 在这种

情况下(如图 ２ 所示)ꎬ幼儿教师可先设计出自己

的思路ꎬ然后利用科学类网络资源补充在和教学主

题相关的知识、技能方面的不足ꎬ加深对相关知识

的理解ꎬ通过幼儿科学教育网络资源查找同类型的

教学视频或者活动设计ꎬ比较其不同ꎬ结合自己的

思考进行教学设计的完善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可以看

到幼儿教师两次使用了和科学相关的网络资源ꎬ但
每一次都是目的性很明确ꎬ第一次使用目的是为了

补充自己对某些知识的理解ꎬ第二次使用目的是为

了“拿来主义”ꎬ就是比较网络上已有的类似主题

的教学设计ꎬ取其精华ꎬ然后结合自己的想法来完

善自己的教学设计ꎬ从而达到高效利用ꎮ
　 　 ４.引导家长先利用后联系的亲子学习

能力
在家庭教育中ꎬ科学教育往往来自孩子的提

问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承担教育者的家长并没有充分

的准备ꎮ 和孩子一起探究ꎬ是家长采用的最佳方

式ꎮ 其方法如图 ３ 所示:先了解幼儿问题的来源和

想法ꎬ然后利用网络和孩子一起寻找相关的资源ꎬ
并根据找到的资源和孩子进行继续的探讨ꎬ帮助孩

子更好地拓宽对自己所提出问题的想法ꎮ 如果并

不能够解决孩子的疑问ꎬ可以和他一起寻找其他的

解决方案ꎮ
从图 ３ 中可以看出ꎬ家长两次使用了科学类网

络资源ꎬ一次目的是为了寻找和问题相关的资源ꎬ
以能够和孩子一起对最初的问题进行探讨ꎬ第二次

是为了深化对问题本身的理解ꎬ联系和问题相关的

图 ２　 幼儿教师利用网络资源流程

图 ３　 幼儿家长利用网络资源流程

资源ꎬ帮助孩子更进一步的思考ꎮ 这里的“解决”
是指通过和孩子一起探讨之后ꎬ孩子对问题有了进

一步认识ꎬ也有了自己的答案ꎬ无论这个答案是否

是正确的ꎬ当孩子确定形成了自己的概念时ꎬ都可

以作为“解决”处理ꎮ 但同时会在今后的时间里ꎬ
寻找契机ꎬ帮助孩子对这个问题进行再一次的思

考ꎮ 在这里环节中ꎬ查找、判断、思考网络资源都提

高了其资源的利用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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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幼儿园户外活动的考察与审思

———以西安市某民办幼儿园为例

王明明　 尚云丽

(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ꎬ 安徽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

　 　 [摘　 要] 　 采用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ꎬ深入西安某民办幼儿园 ６ 个月ꎬ通过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收集资料ꎬ
描述和阐释了该园幼儿的户外活动状况ꎬ以此透视民办教师在幼儿园的整个教育生活ꎮ 结果发现ꎬ在民办幼儿园

户外活动的背后是“知识为主导”的学习内容ꎻ民办幼儿园教育呈现出教学与户外活动、教育为“现实”与“未来”
准备二元区隔的现象ꎻ民办幼儿园处在传统教育因素与现代教育因素的相互抗衡和妥协之中ꎮ

[关键词] 　 民办幼儿园ꎻ　 民办幼儿园教育ꎻ　 户外活动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１３.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７)０９－０１２０－０４

　 　 «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幼儿园每日户外活

动时间不得少于两小时ꎬ寄宿制幼儿园不得少于

三小时”ꎬ这一幼儿园户外活动纲领已经为幼儿园

办园者、管理者、教师们所熟知ꎮ 了解幼儿户外活

动重要性的教师会努力寻找和提供一些材料ꎬ开
拓空间ꎬ合理安排时间ꎬ将幼儿户外活动的作用引

导到发展体能、教育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轨道上去ꎬ
并在教学活动中积极通过户外活动使幼儿掌握经

验与知识ꎬ发展技能ꎬ达成教学活动目标ꎮ
虽然有理论的倡导ꎬ但有些幼儿园的户外活

动呈现“盲目性”的状态ꎮ[１] 民办幼儿园户外活动
是什么样的面貌呢? 它与幼儿的教育与生活具有

何种生态关系呢? 为呈现民办幼儿园幼儿户外活

动的开展状况ꎬ笔者采用田野研究方法ꎬ选择西安

一所民办幼儿园(以下简称 Ａ 园)为考察对象ꎬ进
行了为期半年的调查ꎬ并以班级配班教师的身份

积极参加该园这一段时间的所有活动ꎬ收集了该

园户外活动的一些直观性的资料和具体开展的相

关经验ꎮ

一、Ａ 园游戏活动现状考察

Ａ 园是西安市某小区幼儿园ꎬ该园现有大中小

班 ３ 个年级ꎬ其中ꎬ大班有 ８ 个班级ꎬ平均每班有

３５ 名幼儿ꎻ中班有 １０ 个班级ꎬ平均每班有 ３３ 名幼

儿ꎻ小班有 ９ 个班级ꎬ平均每班有 ３０ 名幼儿ꎮ 该园

有 １２０ 多位教师ꎬ教师资格证持有率为 ７６％ꎬ有接

受过学前教育专业职前培训的ꎬ其中一大部分为

职后培训上岗教师ꎬ保育老师一般是刚走上工作

岗位的教师毕业生或者来自城中村的中年人ꎮ Ａ
园建筑面积 ５８４８.４８ 平方米ꎬ户外活动面积 ３２００
平方米ꎬ有专门的活动室、篮球场、大型玩具区、动
物园、植物园等ꎮ
　 　 １.户外活动时间
　 　 幼儿园的户外活动时间有明确的规定ꎬ但相

对来说更为自由ꎮ Ａ 园虽规定了幼儿的入园时间ꎬ
但由于幼儿或家长的特殊原因ꎬ有的幼儿入园较

早ꎬ有的幼儿入园较晚ꎬ大多数幼儿会在规定时间

内入园ꎮ 入园之后为晨间锻炼时间ꎬ一般为 ２０ 分

钟左右ꎬ但由于幼儿入园早晚不一ꎬ每个人锻炼时

间长短不一ꎮ
之后吃早饭ꎬ在室内开展两节活动课ꎬ１０ 点钟

左右安排幼儿进行户外活动ꎬ１１ 点结束ꎮ 夏天天气

较热ꎬ户外活动时间调整为上午 ９ 点到 １０ 点ꎮ 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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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为幼儿在园户外活动的主要时间ꎬ是进行户

外活动的主体时间ꎮ 中午吃饭后的 １０ 分钟左右的

餐后散步时间为户外活动的一个重要补充ꎬ属于比

较安静的一类活动ꎮ 下午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活动的

班级ꎬ只有个别小班班级有户外活动的时间ꎬ因为一

天的活动安排已经将时间占满ꎬ下午时间教师用来

帮助幼儿复习一天所学知识以及教师总结ꎮ 天气不

好时ꎬ教师实施室内活动方案ꎬ是一种室内的“户外

活动”ꎮ 总体上ꎬ该民办幼儿园一日户外活动时间

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ꎮ
２.活动空间
由于幼儿园规模较大ꎬ幼儿人数较多ꎬ户外活

动时空间显得有些拥挤ꎮ 笔者查阅有关建筑面积

要求的文件ꎬ测量实际面积之后ꎬ发现该园总体户

外活动空间平均面积又符合标准ꎮ 幼儿园是封闭

的ꎬ幼儿入园后仅限在园内活动ꎬ幼儿的户外活动

空间为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整个幼儿园的空间ꎬ包
括室内的教室、楼道ꎬ室外的植物园、动物园、大型

器械区域、楼顶平台、操场、篮球场等区域ꎮ 考虑

到遵守活动规则的能力、自我保护水平的不同ꎬ中
班、大班幼儿的自由度较小班幼儿来说高一些ꎮ

３.活动特征
Ａ 园的户外活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ꎮ 第一ꎬ

户外活动自发程度高ꎮ Ａ 园各活动之间有较为明

晰的界限ꎬ教师一般以钢琴曲目弹奏来结束与开

展下一个活动ꎮ 在户外活动中ꎬ只要不发生同伴

冲突ꎬ不出现不安全因素ꎬ再加上每个班级 １ 周有

１ 节户外活动课由专门负责该活动的教师负责ꎬ本
班教师一般不太干预幼儿的户外活动ꎮ 本班教师

组织的户外活动主要在天气不好时ꎬ带领幼儿在

室内活动ꎬ这类活动是为幼儿认知发展服务的ꎬ目
的是提高幼儿学习兴趣或解决场地受限问题ꎮ 第

二ꎬ以群体性活动为主ꎮ 幼儿园的户外活动一般

具有群体性活动的特点ꎬ “一般需要至少 ２—３ 名

以上的儿童共同合作方能行” [２]ꎬ比如说民间游戏

中的“抬花轿”活动ꎮ 笔者在幼儿园观察时发现ꎬ
户外活动多属群体活动ꎬ较少看到幼儿单独活动ꎮ
这种群体性活动在户外活动中出现高频率的原因

主要是教师出于安全的考虑ꎬ不敢也不能让幼儿

单独在户外活动ꎬ空间的受限导致群体游戏的发

生概率极大ꎮ 单独活动主要发生在室内活动时的

区域或者进行桌面游戏时ꎬ幼儿单独活动这一形

式有时是因为个体发展的差异ꎬ有时也是幼儿出

于对教师约束的一种消极躲避或者反抗ꎮ 第三ꎬ
户外活动形式多样ꎮ 幼儿有的在跳呼啦圈ꎬ有的

在跳绳ꎬ有的跟着老师在探索楼梯的构造与“秘
密”ꎬ有的和动物园的动物说悄悄话ꎬ有的在学习

手语ꎬ有的在玩游戏ꎮ 单是跳呼啦圈这一种活动ꎬ
就可以通过改变呼啦圈的摆放形式与摆放形状提

高一定的难度来区分不同幼儿的运动水平ꎬ中班、
大班的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几个呼啦圈的组合来

开展户外活动ꎮ 第四ꎬ户外活动偏重于消耗精力ꎮ
Ａ 园户外活动时间段分得较散ꎬ户外活动对幼儿的

约束少ꎬ教师不太干预幼儿户外活动ꎬ幼儿在安全

的前提下可以尽情玩耍ꎬ户外活动看似混乱无序ꎬ
幼儿却乐在其中ꎬ是一种真正的幼儿自发的、以他

们为中心的活动ꎮ 笔者起初曾这样记述幼儿活动

中的一个场景:“教师提供几个呼啦圈ꎬ然后就在

一旁玩手机去了ꎬ留给幼儿的是跳呼啦圈这个最

初的游戏ꎮ 幼儿在一阵探索之后ꎬ逐步改变了呼

啦圈摆放的形状ꎬ直到将其立起来ꎬ从跳变成钻ꎬ
发展了其他部位的肌肉练习ꎮ 幼儿从简单的规则

游戏玩耍到逐步复杂的自主游戏ꎬ其间ꎬ很难说教

师起到了作用ꎬ也不能回避教师所起到的一定的

作用ꎮ 然而ꎬ从幼儿的角度而言ꎬ这才是真正的以

儿童为中心的游戏ꎮ”
４.活动材料
Ａ 园有为幼儿户外活动的材料ꎬ却没有专门为

户外活动所购置的材料ꎮ 幼儿户外活动所凭借的

材料主要有 ４ 种ꎮ 第一ꎬ自然材料ꎮ 如幼儿户外散

步时所使用的石头、土、树叶、花草等ꎮ 来自大自

然的材料一般是幼儿在进行一些较为自由的户外

活动时使用ꎮ 第二ꎬ大型玩具ꎮ 这是幼儿最喜欢

的玩具ꎬ每当教师将孩子们带到这片区域ꎬ他们的

积极性就会高涨ꎬ兴趣浓厚ꎮ 但由于数量有限ꎬ出
于安全考虑ꎬ教师一般很少开展此类户外活动ꎮ
第三ꎬ跳绳之类直接购买的材料ꎮ 考虑到幼儿身

体发育的特点ꎬ幼儿园规定在中班下学期到大班

上学期这一段时间使用这类活动材料ꎮ 第四ꎬ教
师组织与探索出来的玩具ꎮ 如呼啦圈ꎬ该类活动

材料起初是用于幼儿舞蹈ꎬ之后ꎬ经过老师们的探

索ꎬ幼儿之间创造性的运用ꎬ出现了跳圈游戏ꎬ如
双脚跳、单脚跳、单双数圈跳ꎬ也可以摆成各种造

型跳ꎬ如“之” “中”等形状ꎮ 这类材料是幼儿户外

活动使用最多的材料ꎬ每个班都有相似的材料ꎬ个
别班级会对材料进行合理的使用与开发ꎬ成为幼

儿户外活动的主要使用材料ꎮ 第五ꎬ无须借助材

料ꎬ教师也可组织幼儿开展户外活动ꎮ 如民间的

一些游戏活动ꎮ[３]两个男生合作ꎬ一只手抓住自己

的手腕一只手抓住对方的手腕ꎬ呈现一个“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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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ꎬ女生双脚从男生靠近胸口的位置放进去ꎬ坐
在“口”的上面ꎬ男生抬着女生走ꎬ这就是抬花轿游

戏ꎮ 教师按照男生的体质和女生的体质进行搭

配ꎬ开展小组比赛ꎮ 此类活动只能在大班开展ꎬ有
一定的局限性ꎮ 这种活动对教师的组织要求较

高ꎬ对班级幼儿的体能也有要求ꎬ在幼儿户外活动

中存在ꎬ但使用率不高ꎮ
　 　 ５.教师角色

Ａ 园教师在园中所扮演的是“传道、授业、解
惑”的传统的教师角色ꎮ 教师的积极性主要表现

在对教育活动的关注ꎬ对开展户外活动中的精力

投入明显较少ꎮ 教师的工作有:写教案ꎬ做教具ꎬ
布置主题墙ꎬ做活动记录、区域观察记录、幼儿成

长记录ꎬ处理幼儿突发状况等ꎮ 工作烦琐、量大ꎬ
这就使得教师在户外活动这一环节消极应付ꎮ Ａ
园幼儿户外活动中ꎬ绝大多数教师参与度不高ꎬ只
是简单地完成这一活动环节ꎮ 重复单一的户外活

动使幼儿产生厌倦情绪ꎬ户外活动的质量大打折扣ꎮ

二、讨论

文化人类学发展到今天ꎬ在方法论上一个很

大的转变就是要求研究者不断反思是否存有人类

中心、欧洲中心等各种潜在的中心意识ꎮ[４](Ｐ.３４) 本

研究中ꎬ笔者采用深入现场并以“配班”教师的身

份ꎬ与幼儿共同生活ꎬ与教师共同工作半年之久ꎬ
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以一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标

准ꎬ试图以一种“局内人”和 “局外人”的双重身份

与视角ꎬ与教师、幼儿进行沟通与对话ꎮ 本研究

中ꎬ我们既看到了幼儿户外活动的真实状况ꎬ也以

此透视 Ａ 幼儿园的教育生态ꎬ这使我们要得出一

个清晰的不偏不倚的结论变得十分艰难ꎬ不过这

样的思考有可能会使我们产生一些独特的看法ꎮ
　 　 １.自发的户外活动:匮乏抑或丰富

“儿童是独特的文化群体ꎮ” [５] 尽管我们对以

“儿童为主体”的活动方式持赞赏和尊重的态度ꎬ
但以现代化的幼儿园标准来看ꎬ尽管 Ａ 园有较好

的外部设施ꎬ但其无疑也是一个户外活动资源匮

乏的幼儿园ꎮ 因为它没有为孩子户外活动提供较

多的“支架性”活动策略ꎬ幼儿的户外活动也没有

得到教师足够的关注与支持ꎬ甚至有些教师对幼

儿户外活动目标的设置仅停留在关注幼儿的人身

安全上ꎮ
不过ꎬ这也并不意味着民办幼儿园的幼儿没

有户外活动ꎮ 从总体上来看ꎬＡ 园幼儿拥有比其他

园所的幼儿更为丰富的户外活动ꎬ这是一种自主

的体验ꎬ幼儿对户外活动有着积极的情绪体验ꎮ

虽然 Ａ 园处于城市某小区内ꎬ但我们在这里看到

的是一种有别于城市与农村幼儿园一般特征的户

外活动ꎮ 幼儿在户外活动时间上没有选择的余

地ꎬ却能够自由支配活动ꎻ在空间上没有多大的选

择ꎬ却有着丰富的活动场地ꎬ有的活动是幼儿与教

师自己探索与创造出来的ꎬ且游戏具有较高的同

伴合作度ꎮ 经常开展这种自主与自发的户外活

动ꎬ使得 Ａ 园幼儿更早地养成较为独立的品质ꎮ
比如ꎬ中班、大班幼儿上厕所后一般都是自己回教

室ꎬ很少有教师带领或者帮助幼儿完成该生活环

节ꎻ幼儿自己吃饭ꎬ很少有教师喂饭ꎻ有的幼儿甚

至成为教师的好帮手ꎬ摆放餐具ꎬ收拾桌子ꎬ清扫

地面ꎬ整理区域玩具及材料ꎮ
令人困惑的是ꎬ幼儿这一切自主自发的活动

恰恰是建立在某些教师现代教育理念匮乏、因无

知而无为的基础之上的ꎬ是一种相对原始的自发

活动状态ꎮ 这种户外活动形式是一种基于幼儿年

龄段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ꎬ然而ꎬ它又是脆弱的、
盲目的ꎬ一旦遭遇来自成人社会的影响与控制ꎬ立
刻就会以另一种形式顺从成人ꎮ 相对于高度组织

化和制度化的户外活动ꎬＡ 园的户外活动状况提醒

我们的是ꎬ并非是教师重视了户外活动ꎬ幼儿就能

进行户外活动ꎻ并非教师组织了户外活动ꎬ幼儿就

能真正地从事户外活动ꎬ重要的是要让幼儿有户

外活动的时间、空间和互相交流的机会ꎬ让他们拥

有自由ꎮ
２.二元的教育世界:区隔抑或依存
与城市幼儿园和乡村幼儿园相比ꎬＡ 园既没有

城市幼儿园中一切皆为教育、一切内容皆可纳入

活动和课程范围的教学理念ꎬ也没有乡村幼儿园

中一切以幼儿“自主”发展的基础的探索与求知的

教学理念ꎮ 与都市化的幼儿园教育理念相比ꎬＡ 园

教师除了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对幼儿进行一些必要

的生活照料、处理幼儿冲突ꎬ教师和幼儿大多数情

况下处于两个世界之中ꎮ 这并非是 Ａ 园教师对教

师角色和责任不明ꎬ而是因为 Ａ 园教师秉持一种

观点ꎬ即幼儿学习知识和教师有关ꎬ其他的事情是

幼儿自己的事情ꎬ教师没必要过多干预ꎮ 因此ꎬＡ
园幼儿室内以认知为主的活动与户外活动被清晰

地区隔在互不相干的时间和空间里ꎮ
Ａ 园的户外活动生动有趣ꎬ室内教学忽视幼儿

身心和思维发展特点ꎬ对幼儿思维特点与意愿的

研究与关注少之又少ꎬ至于有针对性地去设计和

实施课程则是几近于无ꎮ 教师仅仅是按照所属教

育集团提供的教材进行教学ꎬ其中不方便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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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较难操作的、没有材料的或者要制作复杂材

料的都可以略去ꎮ 一部分教师的想法是“幼儿园

的教育主要为小学阶段的学习打基础”ꎬ英语、读
写、算术才是核心课程ꎮ 与此想法相对应的是“揠
苗助长”式的教学方法的使用ꎮ 如在中班第二学

期与大班阶段ꎬ“小学化”倾向已非常明显ꎮ 在中

班第二学期ꎬ教师必须教会幼儿“１００ 以内的正数

与倒数”ꎮ 这些做法正迎合了许多家长“只有好好

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现在不学个技能以后可怎么

在社会上立足”的观点ꎮ
松田道雄指出:“在过去的年代ꎬ能够实行严

格的教育就是因为有这种叫作自由空间的弹

性ꎮ” [６](Ｐ.５７７)尽管 Ａ 园户外活动与教育活动之间存

在着一定的隔阂与区别ꎬ但正是由于这两种严肃

与轻松的方式ꎬ使得幼儿在户外活动与教育活动

之间找到一种看似和谐的互补关系ꎮ 在紧张的学

习之后ꎬ才会有那么多的发泄精力的户外活动ꎻ存
在那么多自由的户外活动ꎬ幼儿才能承受“高控”
的教学ꎮ 一张一弛为幼儿提供了不同的生活方

式ꎬ户外活动与教学活动之间的互补关系与互相

作用比单一模式的教育更加有利于幼儿的自主与

认知的发展ꎮ
３.模糊的现代生活:建构抑或形成

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 [７](Ｐ.７０)ꎮ 在现代

化进程中传统社会逐渐解体ꎬ特别是处于社会发

展时期ꎬ会呈现一定过渡性的特点ꎮ Ａ 园设有园

长、副园长、保教主任等管理层岗位ꎬ也有主班、配
班、保育教师等教育层ꎮ 因为各岗位之间职责不

同ꎬ不同教师之间关系远近不同ꎮ Ａ 园提供教师宿

舍ꎬ合住教师与单住教师之间关系也有不同ꎻ来自

不同地域的教师的关系也有差异ꎮ 这种类似于

“熟人社会”团体之间并未对管理产生影响ꎬ而是

以更高效的消息传递方式进行“私底下”交流ꎬ对
处理管理问题产生了一种近似“荒谬的和谐”的

作用ꎮ
城镇幼儿园的服务半径宜为 ３００ 米—５００

米ꎮ[８]Ａ 园所在小区的幼儿与周围小区的幼儿及

少数城中村子女是构成该园幼儿的主体ꎮ 这种在

居住地上存在的差异ꎬ使得幼儿在离园后家长之

间交流的内容也有所不同ꎬ有自己的社区文化ꎮ
隔辈教育的存在对现代教育有一定的影响ꎬ祖辈

的教育信念与理想加上住宅区域的不同ꎬ会出现

类似于传统社会的一些理念来影响幼儿教育的

现象ꎮ
幼儿园是大工业背景下的产物ꎬ随着对儿童

的不断发现与教育观、教师观的逐渐转变ꎬ幼儿园

成为一个现代教育机构ꎬ幼儿所学的课程不仅涵

盖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ꎬ而且渗透了

现代价值理念ꎮ[９] 这种现代化教育理念对传统的

生活方式是一种残酷的抛弃与掠夺ꎬ为了更高效

地融入现代社会ꎬ不得不有意识地放弃传统社会

的特征ꎮ “韭菜小麦分不清”ꎬ“土豆萝卜不认识”ꎬ
这种作为“人”所具有的基本的素养的丧失ꎬ或许

就是现代社会的悲哀之一ꎮ 在 Ａ 园的活动中ꎬ有
现代化的教室、玩具ꎬ也有乡土社会中的元素ꎬ这
是在不知如何选择时的两种呈现方式ꎬ对幼儿来

说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ꎮ
现代社会与传统生活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二者之间以何种方式并存? 二者的价值究竟如

何? 在建设现代社会的过程中ꎬ传统的活动与形

式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我们对此的判断不能

简单地非此即彼ꎮ 民办幼儿园在户外活动中有了

一定的自我构建与创造的活动ꎬ这可能不是学前

教育现代化的初衷ꎬ也不是现代化的目的ꎮ 我们

对此困惑ꎬ无可逃避ꎬ也无处逃避ꎬ并且有责任提

醒每一个幼教工作者去关注和思考民办幼儿园的

现有状态ꎬ构建出一种高品质的教育ꎬ而不是以一

种简单的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或标榜某种模式ꎬ将
唯一标准作为民办幼儿园的某一出路与实现

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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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ｈｅｓ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ꎬ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ｓｅｖｅｒ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ｌａｃｋ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ꎻ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ꎻ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ꎻ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ＺＨＥＮＧ Ｙｕｎ　 ＸＵ Ｌｉｎ－ｘｉ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ꎬ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２２５００２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ｖｉ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ｖａｌｕ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 ｉｎ ｓｏｍ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ｅｒｍｅ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ꎬ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ｄｅｅｐｅ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ａ ｄｉａ￣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ｉｒｉｔꎬ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ꎬ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ｒ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ꎻ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ｕｔ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ｏｎＤｅａ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Ｍｅｔ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ＣＨＥＮ Ｙｏｕ－ｑｉｎｇ　 ＨＵ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２１００９８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ｏｕｒ ｓｏｒｔｓ ｏｆ ｏｕｔ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ｔｕｐ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ｕｔ－ｇｒｏｕｐｓ ｏｎ ｄｅａ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ｍｅｔ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Ｉｎ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ＰＳＤＱ)ꎬ ｄｅａ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ｈｉｇｈꎬ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ｏｗ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ｏｎ ｄｅａ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ｍｅｔ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ｄｅａ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ａ ｍｏ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ｄｅａ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ꎻ ｄｅａ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ｈａｖｅ ａ ｍｏ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 ａｂｏｕｔｔｈｅ ｂｌｉｎｄ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ｅａｒｉｎｇꎻ ｄｅａ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ｈａｖｅ ａ ｍｏ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ｅａｒｉｎｇꎻ ｄｅａ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ｈａｖｅ ａ ｍｏ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ａ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ｄｒａｗｎ ｔｈａｔ ｄｅａ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ａ￣
ｂｏ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ｕｔ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ｅａ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ａｒ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ａ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ꎻ ｍｅｔ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ꎻｏｕｔｇｒｏｕｐꎻ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 ｏｒ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ＡＯ Ｌ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２１００２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ｓｅｔ ａ ｃｌｅａｒ ｇｏ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ꎻ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Ｊｕｎ
(１.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２１００９３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２１００９３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ｅｔ ｔｈｅｉ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ｂｙ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Ｄｏｎ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ｏｆｃｏ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ｌｉｋｅ ｆｕｎｄ－ｒａｉｓ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ｂｒ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ｄｏｎ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ｐｌａｙｓ ａ ｖｉ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ｅｒ.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ｉｄ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ｏｎ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ｄｏｎ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ａｎｄ ｓ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ｓ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ｆｉｅｒ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ｇｅｔ ｍｏｒ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ꎻ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ꎻｄｏｎ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ꎻ ｓｕｐｐ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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