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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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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ｇ.ꎬ２０１８
Ｖｏｌꎬ３４　 Ｎｏ.４

关于«后西游记»研究的几点思考

赵 兴 勤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江苏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　 要] 　 «后西游记»是«西游记»后较有影响的一部神魔小说ꎬ一般认为其产生于“明末清初”ꎮ 然而ꎬ根
据该书的最早刊本、题款、内容以及«在园杂志»«书隐丛说»等文献透露的信息ꎬ这部小说的成书ꎬ不会早于康熙

初年ꎬ不会晚于康熙中叶ꎮ «后西游记»将«西游记»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故事ꎬ改为唐大颠带领孙小圣诸人往西天

取真解ꎬ且多次叙及真经在而无真解之事ꎬ看似随意杜撰ꎬ其实包蕴进一段明清之际学术思想演变的丰富内容ꎮ
首先ꎬ取法程朱、表章六经ꎬ乃元代以来的学术指向ꎮ 其次ꎬ思想界纷争时起ꎬ莫衷一是ꎬ学术发展亟须寻找新的出

路ꎮ 三是学风浮躁ꎬ辄相模仿ꎬ而不能相互发明ꎬ激使学人“寻流泝源ꎬ推求古经本旨”ꎬ以“真解”廓清“异说”ꎮ
«后西游记»中虚构出的阴阳二气山与“造化小儿”ꎬ所透现的乃是生当明清之际的读书人对现实人生的感喟与困

惑ꎬ具有深刻的寓言性ꎮ
[关键词] 　 «后西游记»ꎻ　 年代ꎻ　 哲学ꎻ　 寓言小说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４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０１－０７

　 　 «后西游记»是«西游记»后较有影响的一部神

魔小说ꎬ以其思想意蕴丰富、情节构思巧妙、语言

轻俏活泼ꎬ为人们所喜爱ꎮ 然而ꎬ这样一部作品ꎬ
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ꎬ即使专门的断代

小说史ꎬ也很少对其做专题论述ꎬ这难免令人有些

遗憾ꎮ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者刘晓廉曾称:“«后
西游记»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寓言小说之一ꎬ它的

重大意义一直被原作«西游记»的巨大成功所遮

掩ꎮ 自问世三百多年来ꎬ批评家从来没有看重它ꎬ
只是囿于成见ꎬ把它当作二三流作家的劣质仿制

品ꎮ «后西游记»在象征文学上成功地讲述了

一个意味深长而重大的故事ꎬ在文字表达上也体

现了饶有兴趣和美味十足的艺术水平ꎮ” [１] 笔者亦

深有同感ꎬ现拟就有关«后西游记»研究的一些问

题ꎬ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后西游记»产生的年代

说起作者佚名、天花才子点评的«后西游记»ꎬ
一般认为其产生于“明末清初”ꎮ 然而ꎬ据我们所

知ꎬ这部小说的最早刊本ꎬ似是乾隆四十八年

(１７８３)金阊书业堂«新刻批评绣像后西游记»本ꎮ
此后ꎬ又有道光元年刻«新镌批评绣像后西游记»、
务本堂刻«后西游记»、上海申报馆铅印«后西游

记»、光绪二十一年上海书局石印«后西游记»ꎮ 孝

文堂、会元堂、上海锦章书局、上海章福记书局等ꎬ
均曾刊印此书ꎮ 但是ꎬ无论哪种刊本ꎬ均据“明末

清初”相去甚远ꎬ时间落差较大ꎬ易令人生疑ꎮ
然而ꎬ尽管我们没有看到早于金阊书业堂的

«后西游记»刊本ꎬ但是ꎬ并不是说此前无刊本ꎮ 清

康熙末年成书的«在园杂志»(刘廷玑著)卷三列有

“续书”一目ꎬ中谓:
　 　 近来词客裨官家ꎬ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

世ꎬ即袭其名ꎬ著为后书副之ꎬ取其易行ꎬ竟成

习套ꎮ 有后以续前者ꎬ有后以证前者ꎬ甚有后

与前绝不相类者ꎬ亦有狗尾续貂者ꎮ “四大奇

书”ꎬ如«西游记» 乃有«后西游记» «续西游

记»ꎬ«后西游»虽不能媲美于前ꎬ然嬉笑怒骂

皆成文章ꎬ若«续西游»则诚狗尾矣ꎮ[２]１２４－１２５

首先ꎬ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记录者刘廷玑的生

—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５－２０
[作者简介] 赵兴勤ꎬ男ꎬ江苏沛县人ꎬ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ꎬ硕士生导师ꎮ



平ꎮ 刘廷玑其人ꎬ«八旗通志»卷二三九“人物志”
有传ꎬ谓其曾任处州知府ꎬ“累升至江西按察使ꎬ缘
事降淮扬道” [３]４３９５ꎮ 但未载其生卒年ꎮ 张慧剑«明
清江苏文人年表»ꎬ谓刘廷玑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曾
与“常熟钱良择(玉友)读书北京无倦轩” [４]８０３ꎮ 昆

山人吕熊(文兆)ꎬ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游幕北京ꎬ
“与刘廷玑定交” [４]８２７ꎮ 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ꎬ廷
玑为官于浙江台州ꎬ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出任处州知

府ꎮ 至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ꎬ始改官江西学使ꎮ[２]１９１

船至龙游ꎬ吕熊前来相会ꎬ述及拟作«女仙外史»之
事ꎬ得到刘廷玑的大力支持ꎬ并承诺待书成ꎬ“当为

付诸梓” [２]１９１ꎮ 次年ꎬ 吕至南昌ꎬ 刘 “为适馆授

餐” [２]１９１ꎬ以使其专门著书ꎮ 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
冬ꎬ刘缘事削职北归ꎬ旅居清江浦ꎮ 次年秋ꎬ吕到

访ꎬ并以小说«女仙外史»稿本见示ꎬ廷玑建议其删

除“淫亵语” [２]１９１ꎬ并为作品题语ꎮ 康熙四十九年

(１７１０)ꎬ“廷玑以公务至徐州ꎬ作«彭城纪事» 及

«督赈»诗ꎬ述徐州此年灾况” ４[９６５]ꎮ 康熙五十四年

(１７１５)ꎬ«在园杂志»刊成ꎬ刘氏在该书自序中谓:
“今值河工久庆安澜ꎬ得于退食余闲ꎬ焚香静坐ꎬ或
与二三宾友ꎬ煮茗清谈ꎬ偶有记忆ꎬ辄书一纸投箧

中ꎬ积渐成帙ꎮ” [２]１ 廷玑的“任事苏北河务” [４]９５４ꎬ
是在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ꎮ 也就是说ꎬ他接触«后
西游记»这部小说ꎬ当在康熙中叶前后ꎮ 而该小说

的成书ꎬ不会早于康熙初年ꎮ
其次ꎬ«后西游记» 题曰:“天花才子点评”ꎮ

“天花藏主人”“天花才子”“素政堂主人”“天花主

人”ꎬ在明清之际的小说题署中屡见ꎮ 杨力生«关
于烟水散人、天花藏主人及其他»一文ꎬ曾根据相

关书录ꎬ梳理出各小说题有“天花藏主人” (或“素
政堂主人”)字样者达十六种ꎬ其中«人间乐»ꎬ题
“天花藏主人著”ꎻ«梁武帝西来演义»ꎬ题“天花藏

主人新编”ꎻ«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ꎬ题“天花藏主

人编次”ꎻ«玉支玑小传»ꎬ题“天花藏主人述”ꎬ余
皆有“天花藏主人”(或“素政堂主人”)所题之序ꎮ
题“天花主人编次”的有两种ꎬ即«惊梦啼» «云仙

啸»ꎮ 而题曰 “天花才子编辑” 的则为 « 快心

编» [５]３２６－３２７ꎮ
“天花藏主人”“天花主人”“天花才子”等ꎬ是

否为一人ꎬ学界有争议ꎮ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

目»于«锦疑团»后谓:“天花藏主人不知何人ꎬ观
«玉娇梨»序ꎬ似即«玉娇梨»作者ꎮ 其序«平山冷

燕»在顺治十五年ꎬ则明末清初人也ꎮ” [６]１５６所论距

事实不远ꎮ 戴不凡在«天花藏主人即嘉兴徐震»一

文中ꎬ则认定这位热心小说创作的文士ꎬ“先以‘天
花主人’‘天花才子’ꎬ后以‘天花藏主人’为号ꎬ也
是很自然的” [７]２３２ꎮ 且此人即嘉兴徐震ꎮ 检索杨

廷福等编«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ꎬ嘉兴人徐震ꎬ
“字秋涛ꎬ号烟水照人、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复
驾说斋” [８]４５８ꎮ 若«索引»不谬ꎬ那么ꎬ«女才子书»
(又名«闺秀佳话» «美人书» «情史续传»)自叙所

题“鸳湖烟水散人” 乃徐震ꎬ当无疑ꎮ 又与钟斐

«序»中所指称 “徐子秋涛” “秋涛子之 «女才子

集»”相呼应ꎮ 戴不凡之推论ꎬ还是有道理的ꎮ 如

此看来ꎬ“天花藏主人” “天花主人” “天花才子”
“烟水散人” “素政堂主人”乃一人之化名ꎬ并非无

案可稽ꎮ 徐震其人ꎬ«两浙輶轩录» «两浙輶轩续

录»等ꎬ皆无载述ꎮ 但他生活于明末清初ꎬ既是小

说家ꎬ又是小说营销的重要推手ꎮ 其小说大都刊

刻于顺、康之时ꎮ «后西游记»当然也应在这一时

段成书ꎮ 刘廷玑所看到的«后西游记»ꎬ当不会晚

于康熙中叶ꎮ
再次ꎬ«后西游记»第二十四回叙及文字狱相

关之内容ꎮ 所写之文明天王ꎬ握有“害人之笔”ꎬ惯
以文字压人ꎮ 那支笔ꎬ“摸着便小ꎬ及要拿起他来ꎬ
就是生根一般ꎬ莫想动得一动” [９]２６１ꎬ“到了头上ꎬ
就压得骨软筋酥ꎬ莫想撑支得起” [９]２６０ꎮ 用金锭压

人ꎬ “ 文 笔 压 在 金 锭 之 上ꎬ 就 像 砌 宝 塔 的 一

般” [９]２５９ꎮ 皆似有所喻指ꎮ 清初ꎬ榷关滥设官吏ꎬ
敲诈过往客商ꎬ“每官一出ꎬ必市马数十匹ꎬ招募书

吏数十人ꎮ 绍兴棍徒ꎬ谋充书吏ꎬ争竞钻营ꎬ未出

都门ꎬ先行纳贿ꎮ 户部又填给粮单ꎬ沿途骚扰ꎬ鞭
打驿官ꎬ奴使村民ꎬ恶迹不可枚举ꎮ 包揽经纪ꎬ任
意需索ꎬ量船盘货ꎬ假公行私ꎮ 沿河一带公然与劫

夺无异ꎬ商贾恐惧不前ꎬ百物腾贵” [１０]９５５ꎮ 地方官

吏中满族亲贵ꎬ多“不识文义”ꎬ“文移招详ꎬ全凭幕

友代笔ꎬ转换上下ꎬ与吏役通同作弊ꎬ贻害百姓ꎮ
督抚不行纠参ꎬ大乖法纪” [１０]９５６－９５７ꎮ 所谓“文笔”
“金锭”压人ꎬ当影射此等现实ꎮ 当然ꎬ言下所指ꎬ
还不仅仅于此ꎬ作者还借此生发感慨道:“久知未

造诗书孽ꎬ何得牵缠文字冤ꎮ” [９]２６０很显然ꎬ又是在

影射清代文字狱ꎮ
据史载ꎬ清代文字狱最早者ꎬ当为庄廷鑨«明

史»案ꎮ 庄廷鑨乃浙江湖州富豪ꎬ知晓内阁大学士

朱国桢著有«明史»ꎬ然«列朝诸臣传»尚未及付梓ꎬ
遂花千金购得原稿ꎬ窜名己作刻之ꎬ“补崇祯一朝

事ꎬ中多指斥清代语” [１１]１８１ꎬ被人告发ꎮ “时廷鑨已

死ꎬ戮其尸ꎬ诛其弟廷钺” [１１]１８１ꎮ “江楚诸名士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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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书中者皆死ꎮ 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 [１１]１８２ꎮ “是
狱死者七十余人ꎬ妇女并给边” [１１]１８２ꎬ“虽有冤者ꎬ
不敢奏雪也” [１１]１８２ꎮ 此狱结案于康熙癸卯(二年ꎬ
１６６３)五月ꎬ在当时形成很大影响ꎮ «后西游记»
“何得牵缠文字冤”云云ꎬ当是有感而发ꎮ 由此可以

推定ꎬ该小说的创作时限ꎬ当在此案审结后的康熙中

前叶ꎮ 或与«麟儿报»等小说的创作时间相去不远ꎮ
还有ꎬ«后西游记»一书ꎬ在雍正初即已被戏曲

家改编为剧作传世ꎮ 戏曲研究家卢前ꎬ在其«读曲

小识»中著录曰:“«阴阳二气山»ꎬ一名«后西游

记»ꎬ一册ꎮ 都四十七叶ꎬ叶十八行ꎬ行二十字ꎬ附
注板眼ꎮ 雍正二年甲辰ꎬ咏风堂沈氏精钞ꎮ 不著

撰人姓氏ꎬ共十二出ꎮ” [１２]１０５并加按语曰:“此盖神

仙教化剧也ꎮ 以阴阳二气名山ꎬ以好胜名圈ꎻ虽隐

寓点化ꎬ终伤庸腐ꎬ且结构平常ꎬ文词亦多不可取ꎬ
聊足供场头热闹博噱笑之资而已ꎮ” [１２]１０８该小说卢

前或未尝寓目ꎬ故未言此剧是由小说改编而来ꎮ
然而ꎬ戏曲家既然有意将其搬上氍毹ꎬ恰说明«后
西游记»在当时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由问世而广为

流播自然需要一定的时间ꎬ再次证明«后西游记»
小说的产生ꎬ不会晚于康熙中叶ꎮ

清人袁栋(１６９７—１７６１)ꎬ字国柱ꎬ号漫恬ꎬ别
署玉田仙史ꎬ江苏吴江人ꎬ乾隆间监生ꎬ著有杂剧

«陶朱公»«郑虎臣»«鹅笼书生»等ꎮ 其所撰«书隐

丛说»卷五“胡僧呪术”条谓:
　 　 汉武帝信越巫ꎬ董仲舒数以为言ꎮ 武帝

欲验其道ꎬ令巫诅仲舒ꎮ 仲舒朝服南面ꎬ诵咏

经论ꎬ不能伤害ꎬ而巫者忽死ꎮ 唐贞观中ꎬ西

域胡僧有呪术ꎬ能生死人ꎮ 傅奕曰:“此邪法

也! 臣闻邪不干正ꎬ若使呪臣ꎬ必不能行ꎮ”呪

之ꎬ而奕不动ꎬ僧反自毙ꎮ 推其理ꎬ呪术可驱

恶气为厉ꎬ令人阻闭而死ꎮ □正不敌ꎬ其气必

有所归ꎬ所以反而自毙耳! «后西游记»中用

此事ꎬ亦甚明晓ꎮ[１２]卷五

同书卷十八“罗刹夜叉”条亦谓:
　 　 «路史»曰:罗刹国在婆利东ꎬ与林邑为

市ꎮ 市必夜至ꎬ常掩其面ꎬ畏人见之ꎮ 夜叉国

在北海ꎮ 李文公问药山禅师:“如何是黑风吹

船舫ꎬ漂堕罗刹鬼国?” «后西游» 鬼国夜市

本此ꎮ[１２]卷十八

该书有乾隆初年写刻本ꎬ亦可证«后西游记»
之成书下限及在清代之流播影响ꎮ

二、“求真解”情节建构的学术背景
«后西游记»小说ꎬ由«西游记»唐僧师徒西天

取经故事改为唐大颠带领孙小圣诸人往西天取真

解ꎬ且多次叙及真经在而无真解之事ꎮ 第五回ꎬ借
如来之口说:“我这三藏真经ꎬ义理微妙ꎬ一时愚蒙

不识ꎬ必得真解ꎬ方有会悟ꎬ得免冤愆ꎮ 可惜昔年

传经时ꎬ因合藏数ꎬ时日迫促ꎬ不及令汝将真解一

并流传ꎬ故以讹传讹ꎬ渐渐失真ꎮ” [９]５２又一再称ꎬ唐
天子“打点要出榜ꎬ招求真解之人” [９]７３ꎬ“必要遣人

求得真解来ꎬ方许解真经ꎮ” [９]８７当别人问及讲经是

否可以废止时ꎬ唐半偈径称:“讲经何可废ꎬ不得其

解而讲则可废ꎮ” [９]１００强调“真解”在理解经典本文

中的重要性ꎮ 当小行者述及自利和尚“借佛田名

色ꎬ骗人布施”一事时ꎬ唐半偈又说:“佛教本自慈

悲ꎬ被这些恶僧败坏ꎬ竟弄成一个坑人的法门了ꎬ
此真解不可不速求也ꎮ” [９]１２３ 这则是从现实的角

度ꎬ强调“求真解”的必要性ꎮ 乍看起来ꎬ«后西游

记»小说之情节是以“西游”为话题而随意杜撰“取
真解”之情节ꎮ 其实不然ꎬ它包蕴了一段明清之际

学术思想演变的丰富内容ꎮ
首先ꎬ取法程朱、表章六经ꎬ乃元代以来的学

术指向ꎮ 当时ꎬ为学“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ꎬ
定为国是ꎬ而曲学异说ꎬ悉罢黜之” [１４]７４ꎮ 入明ꎬ朝
廷开科取士ꎬ“专取四子书及«易» «书» «诗» «春
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ꎬ“其文略仿宋经义ꎬ然
代古人语气为之ꎬ体用排偶ꎬ谓之八股ꎬ通谓之制

义” [１５]１６９３ꎮ “初场试 «四书» 义三道、经义四道ꎮ
«四书»主朱子«集注»ꎬ«易»主程«传»、朱子«本
义»ꎬ«书» 主蔡氏传及古注疏ꎬ«诗» 主朱子 «集

传»ꎬ«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
洽传ꎬ«礼记»主古注疏ꎮ 永乐间ꎬ颁«四书五经大

全»ꎬ废注疏不用ꎮ 其后ꎬ春秋亦不用张洽传ꎬ«礼
记»止用陈澔«集说»ꎮ 二场试论一道ꎬ判五道ꎬ诏、
诰、 表、 内 科 一 道ꎮ 三 场 试 经 史 时 务 策 五

道” [１５]１６９４ꎮ “如此一来ꎬ朱熹的«四书集注» «诗集

传»«易本义»ꎬ程颐的«伊川易传» (又称«程氏易

传»«周易程氏传»)ꎬ胡安国的«春秋传»等ꎬ被法

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 [１６]１３－１４ꎮ 认为“«四书集

注»«章句» «或问»ꎬ皆朱子萃群贤之言ꎬ议而折

衷ꎮ 以义理之权衡ꎬ至广至大ꎬ至精至密ꎬ发挥先

圣贤之心ꎬ殆无余蕴ꎮ 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ꎬ熟读

循序渐进之法ꎬ 潜心体认ꎬ 而力行之ꎬ 自有所

得” [１７]卷一ꎬ以致形成“非朱子之传义ꎬ弗敢道也ꎻ以
言«礼»ꎬ非朱子之家礼ꎬ弗敢行也” [１８]卷三的一统局

面ꎮ “他书一切不观” [１９]５８４ꎬ将人们的思想ꎬ控制在

一个极为狭小的范畴之内ꎮ “欲通旁经而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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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１９]５８４ꎬ则被视作歪门邪道ꎬ遭父兄训斥ꎮ 缘利

禄诱引之故ꎬ谁还有心思刻苦读书? 所涉猎“不过

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ꎬ窃取他人之文

记之ꎬ入场之日ꎬ抄誊一过ꎬ便可侥幸中式ꎬ而本经

之全文有不读者矣ꎮ 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

子” [１９]５８９ꎬ所造成的恶果可想而知ꎮ
“天下士子竞怀侥幸ꎬ不务实学” [１９]５７７ꎬ这自然

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不满ꎮ 他们不无愤慨地感

叹:“学问由此而衰ꎬ心术由此而坏ꎮ” [１９]５８９在不少

人看来ꎬ“学术坏而风俗随之ꎮ 其弊也ꎬ至于荡轶

礼法ꎬ蔑视伦常ꎮ 天下之人ꎬ恣睢横肆ꎬ不复自安

于规矩绳墨之内ꎬ而百病交作” (陆陇其:«学术辨

上») [２０]４６９ꎮ 并由此推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ꎬ
不亡于朋党ꎬ而亡于学术! 学术之坏ꎬ所以酿成寇

盗、朋党之祸也ꎮ” (陆陇其:«学术辨上») [２０]４６９ 思

想家纷纷欲起而改变这一现状ꎬ直接从孔、孟经典

著作中寻取思想武器ꎬ以救“末学之弊”ꎬ努力做到

踵迹前贤、践行仁义ꎬ而不能灭裂大道ꎬ使学、行脱

节ꎮ 此是其一ꎮ
其次ꎬ思想界纷争时起ꎬ莫衷一是ꎬ学术发展

亟须寻找新的出路ꎮ 明清之交ꎬ随着市民阶层追

求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ꎬ王学左派思想的迅即扩

展ꎬ使程、朱之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斥朱

以附王”者有之ꎬ“攻王以卫朱”者亦不乏见ꎬ纷纷

角异ꎬ以致肆口谩骂ꎬ互相攻击ꎮ 一些鼓吹禅学

者ꎬ也“依托阳明”ꎬ乘势而起ꎬ人人引经据典、振振

有词ꎬ四处讲学ꎬ指画东西ꎬ局面有些嘈杂而混乱ꎬ
故有人感叹:“天下无讲学之人ꎬ此世道之衰ꎻ天下

皆讲学之人ꎬ亦世道之衰也ꎮ” (陆世仪«思辨录辑

要») [２０]１４６ 为了压倒对方ꎬ“于是乎逐事物ꎬ溯源

流ꎬ求同异ꎬ解愈繁而经愈晦”(邵廷采:«答蠡吾李

恕谷书») [２０]１２７ꎮ “为词章ꎬ为训诂ꎬ为功名ꎬ为禅

玄ꎬ种种不一ꎬ而‘学’之一字ꎬ败坏分歧极矣ꎮ 且

不特异学一途有以坏正学ꎬ即正学一途ꎬ又有无限

分争树帜ꎬ阳顺阴违ꎬ为正学之蠹者ꎮ ‘学’之一

字ꎬ至今日而遂不可复问ꎮ 举世读圣贤书ꎬ不知圣

贤之学为何物矣!”(陆世仪«思辨录辑要») [２０]１４６ꎮ
为学“止于诵读训诂” (邵廷采:«答蠡吾李恕

谷书») [２０]１２７ꎮ 尽管“«六经»之学ꎬ非训诂不明”ꎬ
然而ꎬ“有训诂不能无异同ꎬ有异同不能无踳駮ꎬ他
经皆然”(朱鹤龄«尚书埤传序») [２０]３３８ꎮ 古经书如

«尚书»“洪范”之类ꎬ本已难懂ꎬ“九数相乘ꎬ迷如

辨雾ꎬ此以攻经书章句ꎬ犹隔重山” (朱鹤龄«尚书

埤传序») [２０]３３９ꎮ 若诠释有误ꎬ后学尽管“白首穷

经ꎬ仍讹踵陋读” (朱鹤龄«尚书埤传序») [２０]３３９ꎬ
“义解一讹”(朱鹤龄«尚书埤传序») [２０]３３８ꎬ贻害非

浅ꎮ 何况有的训诂ꎬ是“以臆测度ꎬ趋入荒杳ꎬ堕二

氏之郛郭而不自知” (王夫之 «中庸衍») [２０]３７６ꎮ
“窃佛老之土苴ꎬ以相附会ꎬ则害愈烈ꎬ而人心之

坏ꎬ世 道 之 否ꎬ 莫 不 由 之 矣 ” ( 王 夫 之 « 中 庸

衍») [２０]３７６ꎮ 他们往往不在读原典上下功夫ꎬ而是

“厌故喜新ꎬ作聪明以乱之ꎬ弃雅训而登俗诠ꎬ援叔

世以证先古ꎬ为说弥巧ꎬ与经益离源也” (陈启源

«毛诗稽古编叙例») [２０]３５７－３５８ꎮ “字训既伪ꎬ篇旨或

因以舛”(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叙例») [２０]３５８ꎮ 即使

影响颇大的前贤训诂ꎬ亦不可盲从ꎬ“郑康成以«三
礼»之学笺«诗»ꎬ或牵经以配«序»ꎬ或泥«序»以传

经ꎬ或赘词曲说ꎬ以增乎经与«序»所未有ꎬ支离胶

固ꎬ举诗人言前之指ꎬ言外之意ꎬ而尽汩乱之ꎮ 孔

仲达«疏»义ꎬ又依回两家ꎬ无以辨其得失”(朱鹤龄

«毛诗通义序») [２０]３４２ꎮ 即使程门诸子ꎬ也往往“背
其师说ꎬ而淫于佛老” (王夫之«中庸衍») [２０]３７５ꎮ
朱熹“学宗程氏”ꎬ在对«易»经的诠解方面ꎬ却“尽
废王弼以来引伸之理ꎬ而专言象占”ꎬ亦与“孔子

«系传»穷理尽性之言显相牴牾” (王夫之«周易内

传发例») [２０]３８３ꎮ 由王弼而至程子ꎬ是“矫枉而过

正”ꎬ而由程至朱ꎬ则属于“矫正而枉”ꎬ皆未得先圣

思想之精髓ꎮ 如此看来ꎬ“参伍众说ꎬ寻流泝源ꎬ推
求古经本旨ꎬ以挽其弊”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叙

例») [２０]３５８ꎬ就显得特别重要ꎮ “求真解”之说的提

出ꎬ是以此为背景依据的ꎮ
三是学风浮躁ꎬ辄相模仿ꎬ而不能相互发明ꎬ

激使学人“寻流泝源ꎬ推求古经本旨”ꎬ以“真解”廓
清“异说”ꎮ 自中晚明以来ꎬ讲学风气甚盛ꎬ派别林

立ꎬ各竖旗帜ꎬ分占山头ꎬ不相上下ꎮ 双方互为激

荡、摩擦ꎬ使得思想界呈现出空前的活跃ꎬ也催生

出许多骇人听闻的思想、观点ꎬ一定程度地打破了

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冷寂局面ꎮ 对思想解放运动

的兴起ꎬ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但从另一层面讲ꎬ
有些读书人ꎬ或将经书研习视作钓取利禄之具ꎬ
“士大夫习其业者ꎬ非孔孟之书不观ꎬ非程朱之说

不用ꎬ国无异学ꎬ学无他师ꎬ真所谓一道德以同风

俗者矣ꎮ 然学者自就傅而后ꎬ粗涉章句ꎬ即从事于

应举之文ꎬ父师所讲授ꎬ无过庸软骫骳之词ꎬ得其

形似ꎬ便可以致功名ꎬ转不如诗赋策论之难工ꎮ 由

是六经诸史ꎬ束之高阁ꎬ即四书之义ꎬ亦可勿深求ꎬ
譬犹苾刍诵经礼忏ꎬ志在乞食ꎬ而不在修行”(钱大

昕«处士陈先生墓表») [２１]１７７４ꎮ 讲学之士ꎬ不少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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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气相高ꎬ为打口水仗而疲于奔命ꎬ动辄侈言

“心性”ꎬ无暇沉潜学术ꎮ 正如顾炎武所说:今之君

子ꎬ“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ꎬ譬诸草木ꎬ区以

别矣ꎬ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ꎮ 舍多学而识ꎬ以求一

贯之方ꎬ置四海之困穷不言ꎬ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

说ꎮ”(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 [２０]３１１这些人看上

去似满腹经纶ꎬ其实大多“茫乎不得其解”(顾炎武

«与友人论学书») [２０]３１１ꎮ 即使那些以理学相标榜

者ꎬ也不过是坠入“禅学”外道ꎮ 他们“不取之五经

而但资之语录ꎬ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ꎮ 又曰:
‘论语ꎬ圣人之语录也ꎮ’舍圣人之语录ꎬ而从事于

后儒ꎬ此之谓不知本矣” [２２]卷３ꎮ 并直斥当代学人ꎬ
为学“必求诸语录”ꎬ“今之语录ꎬ几于充栋矣ꎬ而淫

于禅学者实多ꎬ然其说盖出于程门”(顾炎武«下学

指南序») [２０]３０９ꎮ 其结果则是 “以明心见性之空

言ꎬ代修己治人之实学ꎮ 股肱惰而万事荒ꎬ爪牙亡

而四国乱ꎬ神州荡覆ꎬ宗社丘墟” [１９]２４０ꎮ «明史儒

林传»也曾对这一现象有过精辟的概括ꎬ谓:
　 　 嘉、隆而后ꎬ笃信程、朱ꎬ不迁异说者ꎬ无

复几人矣ꎮ 要之ꎬ有明诸儒ꎬ衍伊、雒之绪言ꎬ
探性命之奥旨ꎬ锱铢或爽ꎬ遂启岐趋ꎬ袭谬承

讹ꎬ指归弥远ꎮ 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ꎬ则二百

七十余年间ꎬ未闻以此名家者ꎮ 经学非汉、唐
之精专ꎬ性理袭宋、元之糟粕ꎬ论者谓科举盛

而儒术微ꎬ殆其然乎ꎮ[１５]７２２２

既然经学研究远逊于汉、唐之“精专”ꎬ“性理”
之研讨ꎬ又是承袭“宋、元之糟粕”ꎬ“经训授受源

流”又无意涉猎ꎬ其著述自然难以自具面目ꎬ在理

论创新上打了折扣ꎬ难怪有人慨叹:
　 　 凡作书者ꎬ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

为自作也ꎮ 班孟坚之改«史记»ꎬ必不如«史

记»也ꎮ 宋景文之改«旧唐书»ꎬ必不如«旧唐

书»也ꎮ 朱子之改«通鉴»ꎬ必不如«通鉴»也ꎮ
至于今代ꎬ而著书之人ꎬ几满天下ꎬ则有盗前

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ꎮ 故得明人书百卷ꎬ不

若 得 宋 人 书 一 卷 也ꎮ ( 顾 炎 武 « 钞 书 自

序») [２０]３１０

称“凡今人之学ꎬ必不及古人”“今人所见之书

之博ꎬ必不及古人”(顾炎武«钞书自序») [２０]３１０ꎬ虽
出语有些偏激ꎬ但毕竟道出学者改窜前人之书而

冒充己作之积弊ꎬ当头棒喝ꎬ令人警醒ꎮ 再说ꎬ“心
性”之类ꎬ孔夫子很少述及ꎬ当今学人却喋喋不休ꎬ
终日挂在唇吻之间ꎻ而出处大节、处世方略、应接

礼仪、利禄取舍等最能体现一个人道德品质高下

的关键节点ꎬ孔夫子常常述及ꎬ今人反而弃之不

讲ꎬ这不是空言诳骗又是什么? 所以ꎬ顾炎武强

调ꎬ“士而不先言耻ꎬ则为无本之人ꎻ非好古而多

闻ꎬ则为空虚之学ꎮ 以无本之人ꎬ而讲空虚之学ꎬ
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顾炎武«与
友人论学书») [２０]３１２基于此ꎬ他积极倡导学人应“采
铜于山”ꎬ“事关民生国命者ꎬ必穷源溯本ꎬ讨论其

所以然”(潘耒«日知录序») [２０]３３１ꎮ “有一疑义ꎬ反
复参考ꎬ必归于至当ꎮ 有一独见ꎬ援古证今ꎬ必畅

其说而后止” (潘耒«日知录序») [２０]３３１ꎮ “凡经义

史学ꎬ官方吏治ꎬ财赋典礼ꎬ舆地艺文之属ꎬ一一疏

通其源流ꎬ考正其谬误”(潘耒«日知录序») [２０]３３１ꎬ
以资用于当下ꎮ 如此看来ꎬ“穷源溯本”ꎬ以求“真
解”ꎬ乃是当时问学之趋向ꎮ “求真解”之说ꎬ看起

来是游戏之笔ꎬ其实ꎬ它却透露出明清之际问学之

风貌ꎬ箇中大有意味可供咀嚼ꎮ
三、“气”与“造化小儿”———现实人生

的困惑

在«后西游记»中ꎬ虚构出一阴阳二气山ꎮ “阳
山上有个阳大王ꎬ为人甚是春风和气ꎮ 阴山上有

个阴大王ꎬ为人最是冷落无情ꎮ 他二人每和一处ꎬ
在天地间游行ꎮ 若遇着他喜时ꎬ便能生人ꎻ撞着他

怒时ꎬ便能杀人ꎮ” [９]３１６ “气”的概念ꎬ起源甚早ꎬ甲
骨文、金文即有此字ꎮ 较早述及阴、阳二气的ꎬ当
为«国语»ꎬ中谓:“夫天地之气ꎬ不失其序ꎻ若过其

序ꎬ民乱之也ꎮ 阳伏而不能出ꎬ阴迫而不能烝ꎬ于
是有地震ꎮ 今三川实震ꎬ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ꎮ
阳失而在阴ꎬ川源必塞ꎻ源塞ꎬ国必亡ꎮ” [２３]７是说天

地阴阳之气按照一定的规律在运行ꎬ若秩序有失ꎬ
则天下大乱ꎬ阳气被掩压而不能散发ꎬ阴气受阻而

不能蒸发ꎬ就会发生地震ꎮ 阴阳二气互依互存、相
互作用ꎮ 至后世思想家如张载、程颐、程颢、朱熹、
许衡等人ꎬ更经常论及阴、阳二气这一哲学命题ꎮ
尤其是生活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ꎬ继承了前贤的

朴素辩证法思想ꎬ认为世间万物ꎬ皆是由气而化

生ꎬ“天地之化ꎬ人物之生ꎬ皆具阴阳二气” [２４]卷１、
“二 气 之 动ꎬ 交 感 而 生ꎬ 凝 滞 而 成 物 我 之 万

象” [２４]卷１ꎮ «后西游记»将阴、阳二气具象化为占

据阴、阳二山的阴、阳二大王ꎬ并赋予其人格化ꎬ这
自然是情节构筑的需要ꎬ但也映射出思想家的论

争在作者内心深处所留下的抹之不去的印痕ꎮ 最

起码说明ꎬ小说作者对这一学术背景是比较熟悉

的ꎬ或亲聆讲学家之高论ꎬ或师从某派哲人ꎬ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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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的ꎮ 作品所写小行者将阴、阳二气山泽凿

通ꎬ“致使二气混为一气ꎬ寒不成寒ꎬ热不成热”ꎬ
“阴阳无准ꎬ祸福皆差” [９]３４１ꎬ亦是与古人对气运行

规律的认识是一脉相通的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作者还塑造出一个与“气”相

关的 “造化小儿”ꎮ 此儿 “有百般圈套ꎬ惯会弄

人” [９]３４１ꎬ即所谓“名圈、利圈、富圈、贵圈、贪圈、嗔
圈、痴圈、爱圈、酒圈、色圈、财圈、气圈ꎬ还有妄想

圈、骄傲圈、好胜圈、昧心圈ꎬ种种圈儿ꎬ一时也说

不了 ” [９]３４４ꎮ “ 圈 儿 节 目 虽 小ꎬ 却 一 时 跳 不

出” [９]３４４ꎮ 其圈儿“当头罩下ꎬ受闷气不啻蒸笼ꎻ失
足其中ꎬ被拘挛浑如铁桶ꎮ 非千仞高墙ꎬ孰敢逾而

出走ꎻ仅一层薄壁ꎬ谁能凿而偷光ꎮ 虽木不囊头ꎬ
只觉头上无路ꎻ纵缧非械足ꎬ也如画地为牢” [９]３４５ꎮ
小行者变化多端ꎬ武艺高强ꎬ“酒色财气无侵ꎬ贪嗔

痴爱不染” [９]３４７ꎬ故起初造化小儿圈他不住ꎬ他可

以随心所欲地跳来跳去ꎬ出入自由ꎮ 但因其争强

好胜心切ꎬ终究被其套住ꎬ“跳进跳出ꎬ跳得满身是

水” [９]３４９ꎬ仍难以脱身ꎬ后为李老君所救ꎬ始得以摆

脱“圈”之束缚ꎮ 当小行者不得其解ꎬ向李老君求

教时ꎬ老君径称:“造化小儿那有甚么圈儿套你?
都是你自家的圈儿自套自ꎮ” [９]３４９ 并进一步解

释说:
　 　 圈儿虽是他的ꎬ被套的却不是他ꎮ 他把

名利圈套你ꎬ你不是名利之人ꎬ自然套你不

住ꎻ他把酒、色、财、气圈儿套你ꎬ你无酒、色、
财、气之累ꎬ自然轻轻跳出ꎻ他把贪、嗔、痴、爱

圈儿套你ꎬ你无贪、嗔、痴、爱之心ꎬ所以一跳

即出ꎮ 如今这个圈儿我仔细看来ꎬ却是个好

胜圈儿ꎬ你这泼猴子拿着铁棒ꎬ上不知有天ꎬ
下不知有地ꎬ自道是个人物ꎬ一味好胜ꎮ 今套

入这个好胜圈儿ꎬ真是如胶似漆ꎬ莫说你会

跳ꎬ就跳遍了三十三天也不能跳出ꎮ 不是你

自套ꎬ却是那个套你?[９]３４９－３５０

小行者至此始明白ꎬ“我只道好胜人方能胜于

人ꎬ今未必胜于人ꎬ转受此好胜之累” [９]３５０ꎮ
这一近乎寓言的故事ꎬ所透现的乃是生当明

清之际的读书人对现实人生的感喟与困惑ꎮ 作品

第二十九回ꎬ借助沙弥之口说:“我听人说ꎬ文武百

官ꎬ俱称皇帝是主公ꎮ 难道文武百官ꎬ 都是奴

才?” [９]３３４所影射的乃是清代之事ꎮ 鲁迅在«隔膜»
一文中曾谓:“满洲人自己ꎬ就严分着主奴ꎬ大臣奏

事ꎬ必称‘奴才’ꎬ而汉人却称‘臣’就好ꎮ 这并非因

为是‘炎黄之胄’ꎬ特地优待ꎬ锡以嘉名的ꎬ其实是

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ꎬ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
等ꎮ” [２５]３３从龙勋旧、满清贵族ꎬ在皇上面前才能以

“奴才”自称ꎬ而称皇上为“主子”ꎮ 据«清代文字

狱档»ꎬ如贵州巡抚开泰ꎬ就自称“满洲奴才” [２６]７２５ꎮ
布政使温福、户部侍郎兆惠等ꎬ亦以奴才自称ꎮ 至

于所起用的汉人ꎬ则只有称“臣”的份ꎬ其地位的确

“下于‘奴才’数等”ꎮ 所谓“文武百官ꎬ都是奴才”
之议论ꎬ显然是有感而发ꎬ意有所指ꎬ是汉族读书

人不满于视臣下为奴才这一现状才抒发感慨的ꎮ
明清之交ꎬ历史上称之为“天崩地解”的时代ꎮ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之后ꎬ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

打、拉并用的两手政策ꎬ一方面频抛橄榄枝ꎬ每以

功名利禄相引诱ꎻ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ꎬ文士著

述中稍有违碍字句ꎬ则斥为“肆口游谈ꎬ倒置是非ꎬ
语多狂悖ꎬ逞一时之私见ꎬ为不经之乱道” [２６]９５２ꎬ进
而大加挞伐ꎬ甚或刀斧相加ꎬ且株连多人ꎮ 在当

时ꎬ种种利害关系相纠葛ꎬ不能不影响读书人之心

志ꎮ 清人陈瑚(１６１３—１６７５ꎬ字言夏ꎬ号确庵ꎬ又号

无闷道人、七十二泽渔父ꎬ江苏太仓人)«得全堂夜

燕后记»ꎬ记述与诸友观赏汤显祖«邯郸梦»一剧之

演出ꎬ而后感叹道:
　 　 诸君子知临川先生作此之意乎? 临川当

朝廷苟安之运、值执政揽权之时ꎬ一时士大夫

皆好功名、嗜富贵如青蝇、如鸷鸟ꎬ汲汲营营ꎬ
与邯郸生何异? 其作此也ꎬ义形于外ꎬ情发于

中ꎬ冀欲改末俗之颓风、消斯人之鄙吝ꎬ一歌

之中ꎬ三致意焉ꎮ 呜呼ꎬ临川意念辽矣! 岂惟

临川ꎬ古之人皆然ꎮ 鹑首之剪、翟犬之赐ꎬ亦

当时君子睠念宗周ꎬ兴怀故国ꎮ 怪夫强暴如

秦ꎬ何以一天下ꎻ悖逆如赵ꎬ何以享晋国ꎮ 涕

之无从ꎬ不得已而呼天ꎬ笑曰:此必醉天为之ꎬ
此必梦天为之ꎮ 史臣不察ꎬ载之册简ꎬ后人信

之ꎬ遂为美谈ꎮ 千百年仁人志士之苦心ꎬ湮灭

尽矣ꎮ 甚至借昔人之寓言ꎬ助二氏梦幻、泡影

之说ꎬ将使天地间有形有迹之物、大丈夫远大

之任ꎬ一切付之云飞烟散、酒阑梦觉间ꎮ 呜

呼ꎬ有是理耶?[２７]６７

“千百年仁人志士之苦心ꎬ湮灭尽矣”ꎬ所反映

的恰是当时人们之心态ꎮ
无独有偶ꎬ远在安徽望江的龙燮ꎬ目睹家乡

“恒产日贱ꎬ比屋多贫ꎬ往往殚地竭庐不能为输供

计ꎬ而又重之以十年一克之粮里ꎬ破家产、徙箸鬻

子而日不给者ꎬ又数十年于此也”(龙燮«邑令吴美

秀裁粮里杂派记») [２８]卷１２ꎬ亦多愤然难平语ꎮ 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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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发奋读书ꎬ欲一展怀抱ꎬ“习占毕ꎬ抱铅椠ꎬ几不

知马之几足ꎮ 而半生壮气ꎬ既不获吐为功名ꎬ又不

尽寄于泉石ꎬ往往借读史发之ꎬ谈忠孝则扼腕兴

怀ꎬ论奸谀则裂眦抵几” (龙燮 «望江县原志后

序») [２８]卷１２ꎬ也颇多郁勃感慨之气ꎮ
南陵盛于斯ꎬ“其少事诗书时ꎬ一事不知ꎬ以为

深耻ꎬ有如陶弘景ꎻ闻有异书ꎬ必往祈借ꎬ有如崔慰

祖所为书淫者ꎮ 时东事沓起ꎬ乃长歌烈士、击碎唾

壶ꎬ不欲区区笔砚间ꎬ端坐作老博士ꎬ有如来护儿ꎮ
读书至‘击鼓其镗ꎬ踊跃用兵’ꎬ遂辍而叹ꎬ作丈夫

为国灭贼以竖功名之想ꎮ 既而不利ꎬ归卧湖干ꎬ家
计壁立ꎬ环堵萧然ꎬ晏如也” (梁非一 «休庵影语

序») [２９]卷４３ꎮ 并在«泪史自序»中借题发挥道:“况
夫古今来气化不齐ꎬ升沉异路ꎬ孤臣孽子ꎬ迁客逃

奴ꎬ与夫烈妇情娈以及羇囚剑客ꎬ几多饮恨ꎬ不少

吞声ꎬ其欲出不得出之气ꎬ欲了不得了之情ꎬ欲完

不得完之事ꎬ欲高不得高、欲低不得低之地位ꎬ欲
歌不得歌、欲哭不得哭之凭吊欷歔ꎬ后人为之设身

处地ꎬ凡有心男子ꎬ未有不放声长嚎痛哭流涕

者ꎮ” [２９]卷４３藉此抒发国破家亡的遗恨ꎮ
在动荡多故的年代ꎬ人们依着个人品性、处世

态度、价值观念的不同ꎬ也在当时社会的不同层面

扮演着色彩各异的角色ꎬ或归隐山林ꎬ或遁入空

门ꎬ或应声而出ꎬ谋取高位ꎬ或拼命抗争ꎬ终罹灾

难ꎬ有着各不相同的生活遭际和难以表述的复杂

心境ꎮ 这其间ꎬ有饱受折磨的苦痛、道义担当的快

慰ꎬ也有富贵利禄的满足、淹蹇不遇的愤慨ꎮ 这就

是小说所陈述的名、利、富、贵、贪、嗔、痴、爱等

“圈”ꎮ “圈”是无形的ꎬ是富有寓意的ꎬ但对人的拘

钳与制约ꎬ却是有迹可循的ꎮ 作品之所以强调跳

出种种“圈”ꎬ无疑是希望人们摆脱利、禄、名、位、
财、色、爱、贪的羁绊ꎬ达到“酒色财气无侵ꎬ贪嗔痴

爱不染” [９]３４７的率性而为、自由自在的境界ꎮ 李老

君劝小行者自我解套的一番话语ꎬ无疑是给深陷

其中者一剂自我解脱之良方ꎮ 如此看来ꎬ“跳圈”
云云ꎬ盖有所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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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古代小说七缀

杜 贵 晨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山东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 　 古代小说中除专写孔子者之外ꎬ模拟孔子出身言行以塑造人物ꎬ构思情节、细节者ꎬ如孔子出身

之于«野叟曝言»写文素臣ꎬ“仁”“义”“礼”“智”“信”等于«三国演义»诸书描写等七事ꎬ一经缀述ꎬ即可以看出孔

子儒学影响中国古代小说ꎬ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ꎬ都是一个深刻而显著的存在ꎬ治儒学与古代小说者都应该予

以重视ꎮ
[关键词] 　 孔子ꎻ　 古代小说ꎻ　 七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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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时代ꎬ小说还没有产生ꎮ 但儒为显学ꎬ
特别是汉代以后ꎬ两千年封建社会中ꎬ孔子有大到

吓人的头衔、神圣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ꎬ以记载孔

子言语行事为主要内容的«论语»也成为中国人的

“圣经”ꎬ凡有阅读能力的人无不曾朝诵暮习ꎮ 明

清时期的小说家ꎬ至少早年也概莫能外ꎮ 从而孔

子的形象及其言语行事ꎬ往往为小说家创作所取

材ꎬ留下许多足以代表孔子对中国古代小说影响

的印记ꎬ兹就读书所见ꎬ于«孔子项託相问书» «孔
圣宗师出身全传»一类专写孔子的小说之外ꎬ主要

就«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载孔子出身及言语

行事影响于小说人物塑造ꎬ情节、细节构思者七事

缀述如下ꎬ以见孔子儒学与古代小说关系之一面ꎮ
第一ꎬ拟«史记» «论语»所载孔子形象塑造圣

贤理想人物者ꎬ最突出是清代夏敬渠«野叟曝言»
的主人公文素臣ꎬ就是参照诸书载孔子事迹创造

出来的ꎮ 文素臣的父亲“道昌ꎬ名继洙”ꎬ“洙”即洙

水ꎬ流经曲阜孔林的一条小河ꎬ与同是流经曲阜的

泗水合称“洙泗”ꎬ在古代常被用作“孔学”的代称ꎮ
作者以此表现主人公家学渊源ꎬ乃“圣教”一脉ꎮ
书中写文素臣出生时ꎬ他的父亲“文公梦至圣亲手

捧一轮赤日ꎬ赐与文公”ꎻ孔子排行第二ꎬ素臣也是

“仲子”ꎻ进而ꎬ孔子被封为 “文宣王”ꎬ又称 “素

王”ꎬ“文素臣”之名即从孔子的这两个封号脱化出

来ꎮ 有关文素臣的情节也有自«论语»化出的ꎮ 如

«论语先进»“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ꎬ
写孔子依次问弟子之志ꎮ «野叟曝言»第一回«三
首诗写书门大意ꎬ十觥酒贺圣教功臣»写诸人为文

素臣远游送行一节文字ꎬ就摹写这一“各言其志”
的场面ꎮ «论语»本章记孔子的弟子为四人ꎬ本书

为文素臣送行的初为七人ꎮ 刚好“七人”ꎬ也是照

着«论语宪问» “子曰:‘作者七人矣ꎮ’”的话设

定ꎮ 同时ꎬ«论语»本章问志ꎬ以“夫子喟然叹曰:
‘吾与点也ꎮ’”结束ꎬ«野叟曝言»也以文素臣自道

“渊明无功”之志收尾ꎮ 只是为了引出全书情节ꎬ
才有文素臣接下来所说“本不可以言志”的“梦

想”ꎮ 另外ꎬ文素臣还有一个族叔“名点ꎬ字何如”ꎬ
也从«论语»本章孔子问“点ꎬ尔何如”的话化出ꎮ
总之ꎬ除却人名不同ꎬ这段描写几乎把«论语»本章

生吞活剥了ꎮ
第二ꎬ «论语» 中 “仁” 字出现一百零九次ꎬ

“义”字出现二十四次ꎬ“礼”字出现七十四次ꎬ“知
(智)”字出现二十五次ꎬ“信”字出现三十八次ꎬ都
是孔子多方阐释、反复提倡的原则ꎮ 这五个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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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世封建伦理道德最重要的范畴ꎬ对中国人生

活的影响深远ꎮ 如同许多其他儒家的教义ꎬ这也

成为小说写理想人物的依据ꎮ «三国演义»就是从

这五个方面美化刘备的ꎮ[１] 但最突出的当属才子

佳人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好逑传»ꎮ 它写女主人公

水冰心ꎬ紧扣这五个字作文章ꎮ 事繁不便详述ꎬ书
末作者对人物性格有一个概括说:“始知水冰心冒

嫌疑而不讳ꎬ为义女子也ꎻ出奇计而不测ꎬ为智女

子也ꎻ任医药而不辞ꎬ为仁女子也ꎻ分内外而不苟ꎬ
为礼女子也ꎻ言始终而不负ꎬ为信女子也ꎮ”此诚所

谓文学为思想图解的“概念化”ꎮ
第三ꎬ«论语泰伯»:“子曰:‘泰伯ꎬ其可谓至

德也已矣ꎮ 三以天下让ꎬ民无得而称焉ꎮ’”又ꎬ«里
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 何有? 不能以礼

让为国ꎬ如礼何?’”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ꎬ罗
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三«陶恭祖三让徐

州»ꎬ在道德意蕴和情节形式上ꎬ都应该是从«论
语»的这些记载脱化出来ꎮ 清代吴敬梓«儒林外

史»把吴泰伯称作“古今第一个贤人”ꎬ把祭泰伯祠

作为全书的高潮ꎬ有吴敬梓家世生平的特殊原因ꎬ
然而主要还是由于«论语»奠定了泰伯“三以天下

让”的“至德”形象ꎬ才使吴敬梓创作中对这个人物

能有这么大的热情ꎮ
第四ꎬ«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ꎬ乘桴

浮于海ꎮ 从我者ꎬ其由与?’ 子路闻之喜ꎮ 子曰:
‘子路好勇过我ꎬ无所取材ꎮ’”孔子一生热心救世ꎬ
“乘桴浮于海”只是偶尔发一下牢骚而已ꎮ 但是ꎬ
孔子的时代ꎬ“溥天之下ꎬ莫非王土ꎻ率土之滨ꎬ莫
非王臣”ꎬ为了理想而出离其国ꎬ浮海远游ꎬ是很大

胆的想法ꎬ也是很冒险的事ꎬ以致他认为只有“好
勇过我”的子路才可能随从ꎮ 此则也为后世小说

家所一再取材ꎮ 唐人小说«虬髯客传»写虬髯客有

图王之志ꎬ后知事不可为ꎬ乃浮海而去ꎬ入扶余国ꎬ
杀其主自立ꎮ 这个情节应即从孔子“乘桴浮于海”
的话启发而来ꎮ 而鲁迅论«水浒后传» “李俊遂率

众浮海ꎬ王于暹罗ꎬ结末颇似杜光庭之 «虬髯客

传»” [２]１２５ꎬ其实它直接的来源是«水浒传»写李俊

等人“尽将家私打造船只ꎬ从太仓港乘驾出海ꎬ自
投化外国去了ꎬ后来为暹罗国之主ꎮ 童威、费保等

都做了化外官职ꎬ自取其乐ꎬ另霸海滨”一段话ꎬ几
经转化ꎬ仍是孔子“浮于海”思想影响的流变ꎮ

第五ꎬ«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ꎬ郁

郁乎文哉ꎬ吾从周ꎮ’”这个思想深刻影响了«醒世

姻缘传»的总体构思ꎮ «醒世姻缘传»的整体思想

框架是佛教教轮回报应ꎬ但是作者取孔子“吾从

周”的话ꎬ写故事的中心地点明水镇ꎬ说“这明水镇

地方ꎬ若依了数十年先ꎬ或者不敢比得唐虞ꎬ断亦

不亚西周的光景”ꎮ 作者当为此地人ꎬ从而也就化

名西周生ꎮ 并且书中写一个代表晁家未来的人物

晁梁ꎬ要出家做和尚ꎬ他的妻子姜氏劝阻说:“
你读了孔孟的书ꎬ做了孔孟的徒弟ꎬ这孔孟就是你

的先生ꎮ 你相从了四五十年的先生ꎬ一旦背了他ꎬ
另去拜那神佛为师ꎬ这也不是你的好处ꎮ”晁梁因

此就没有出家ꎬ仍做他祖宗的孝子和孔孟的徒弟ꎮ
第六ꎬ«论语乡党»:“迅雷风烈必变ꎮ” «三

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写曹操说破“今天下英雄唯使

君与操耳”ꎬ当时正行韬晦之计的刘备闻言“吃了

一惊ꎬ手中所执匙筯ꎬ不觉落于地下ꎮ 时正值大雨

将至ꎬ雷声大作ꎮ 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筯曰:‘一震

之威ꎬ乃至于此ꎮ’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

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ꎬ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筯

缘故轻轻掩饰过了ꎮ 操遂不疑玄德ꎮ”这里ꎬ孔子

的话成了刘备的救命稻草ꎮ 又ꎬ«论语述而»:
“不义而且富且贵ꎬ于我如浮云ꎮ” «三国演义»写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ꎬ后来关羽遇害ꎬ第八十一

回刘备兴兵复仇ꎬ诸人劝阻ꎮ 刘备曰:“朕不为二

弟报仇ꎬ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
第七ꎬ«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侧ꎬ有妇

人哭于墓者而哀ꎮ 夫子式而听之ꎮ 使子路问之

曰:‘子之哭也ꎬ一似有重忧者ꎮ’而曰:‘然ꎮ 昔者

吾舅死于虎ꎬ吾夫又死焉ꎮ 今吾子又死焉ꎮ’夫子

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ꎮ’夫子曰:‘小子

识之ꎬ苛政猛于虎也ꎮ’”这个故事为后世许多小说

所祖构ꎮ «述异记封邵»:“汉宣城太守封邵ꎬ一
日忽化为虎ꎬ食郡民ꎮ 民呼曰:‘封使君!’因去ꎬ不
复来ꎮ 故时人语曰:‘无作封使君ꎬ生不治民死食

民ꎮ’”这个故事是否受了«礼记檀弓»的影响ꎬ不
能肯定ꎮ 但是ꎬ«聊斋志异梦狼»写白甲为县令ꎬ
贪婪无比ꎬ自己是一头“牙齿巉巉”的老虎ꎬ衙门前

“巨狼当道”ꎬ门里“堂上、堂下ꎬ坐者、卧者ꎬ皆狼

也ꎮ 又视墀中ꎬ白骨如山”ꎬ衙中以死人“聊充庖

厨”ꎮ 整个故事分明演义“苛政猛于虎”之说ꎮ 篇

末“异史氏曰”又进一步发挥说:“窃叹天下之官虎

而吏狼者ꎬ比比也ꎮ 即官不为虎ꎬ(下转第 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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俚语入文　 雅俗兼容∗

———试论清代扬州方言小说«飞跎全传»的修辞特色

邵 天 松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清代扬州方言小说«飞跎全传»情节荒诞不经ꎬ语言诙谐滑稽ꎬ富有浓郁的扬州方言色彩ꎮ 其中

返源、偏取等修辞格的使用以及俚俗土语的运用ꎬ使小说获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ꎮ
[关键词] 　 «飞跎全传»ꎻ　 扬州方言ꎻ　 修辞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４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１０－０４

　 　 以宋元话本为开端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ꎬ至
明清已蔚为大观ꎮ 在明清白话小说中ꎬ以方言俚

语入文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特点ꎮ “由于白话小说

与生俱来的口语化特点ꎬ使得它与方言之间呈现

出一种异常密切的关系ꎬ因为就具体的作品而言ꎬ
其作者必然从属于一定的方言区ꎬ这就使作品不

可避免地带上了方言的痕迹ꎮ” [１] 因此ꎬ明清之际

出现了大量的方言小说ꎬ如张南庄«何典»、张春帆

«九尾龟»、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刘省三«跻春

台»、李绿园«歧路灯»等等ꎮ 这些方言小说不仅在

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ꎬ对于汉语史研究来说ꎬ
同样也价值非凡ꎮ 这些方言小说不仅保留了明清

之际不同地区的方言词语ꎬ有利于我们了解近代

汉语中的方言分布ꎮ 同时ꎬ有些方言词语沿用至

今ꎬ有的使用范围从原先限于某一地而扩大至其

他方言区域ꎬ甚至进入到共同语中ꎮ 在这种方言

词语演变的过程中ꎬ方言小说的传播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ꎮ
在众多的明清方言小说中ꎬ有一部用扬州方

言撰写的小说 «飞跎全传» 引起了笔者的注意ꎮ

«飞跎全传»ꎬ又名«飞跎子传» «扬州语绣像三教

三蛮维扬佳话传奇»«飞跎子书»ꎬ是一部成书于清

代的白话小说ꎮ 全书四卷ꎬ共三十二回ꎬ约四万余

字ꎬ不署撰人ꎮ 据考证ꎬ此书原由清乾隆年间扬州

著名说书艺人邹必显演说ꎬ后整理成书[２]１ꎮ 从区

域文学的角度来看ꎬ«飞跎全传»还可以视作“扬州

小说”之一种①ꎬ该书是用扬州土语写成的讽刺性

滑稽小说ꎬ借一个背跎腿跛、人呼为“跳跎子”的际

遇ꎬ于嬉笑调侃中ꎬ针对清中叶腐朽黑暗的社会现

象ꎬ进行了讽刺揭露ꎮ 情节荒诞不经ꎬ语言诙谐滑

稽ꎬ且富有浓郁的扬州方言色彩ꎮ 如本书书名“飞
跎”即扬州土语ꎬ焦循«易餘籥录»卷十八云:“凡人

以虚语欺人者ꎬ谓之跳驼子ꎮ 其巧甚虚甚者ꎬ谓之

飞驼ꎮ” [３]３９０作为一部方言小说ꎬ该书乃是源于说

书艺人的底本或说书表演的记录本润色改编而

成ꎮ 潘建国先生曾指出古代白话小说中的方言有

四个层面的来源ꎬ其中之一就是源于对说书表演

的方言记录ꎮ “古代白话小说中有若干作品ꎬ乃据

说书表演的记录本或说书艺人的底本润色改编而

成ꎻ而说书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性ꎬ其听众也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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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下层市民为主ꎬ故艺人表演时多夹杂方言ꎬ这
些方言俗语通过记音方式ꎬ最终进入了小说文

本ꎮ” [４]该书以方言俚语入文ꎬ亦庄亦谐ꎬ行文生

动ꎬ别有风味ꎮ 尤其是小说中一些特殊的修辞格

的运用以及方言俗语的运用ꎬ使小说平添了几分

幽默滑稽ꎮ 本文不揣浅陋ꎬ试论述之ꎬ敬请方家

指正ꎮ
本文所引«飞跎全传»均以清嘉庆二十二年

(１８１７)一笑轩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

成»ꎬ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为底本ꎬ以哈佛

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清嘉庆戊寅年(１８１８)一笑轩刊

本为参校ꎬ标点则参考了华夏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排印

本(王道瑞点校)ꎮ
一、返源格的运用
返源ꎬ指的是故意偏离词语的通行意义ꎬ返回

到词语的构成语素的意义ꎬ 或词语的原始意

义[５]３３５ꎮ 这种修辞格的使用往往会带来一种幽默

风趣的色彩ꎮ 如:
(１)又有邻居家爬过来一只癞蛤蟆ꎬ原是想天

鹅肉吃的ꎬ却被跎子捉住垫床脚ꎬ如今躲在床底下

死撑哩ꎮ (第二回)
“撑”本义为抵住某个东西ꎬ有“支撑”之义ꎮ

后来引申有“支持”之义ꎬ“死撑”通常表示“勉强

支持”ꎮ 但文中“死撑”恰恰用的是本义ꎬ表示癞蛤

蟆用力抵住床脚ꎮ
(２)哈元帅大喜ꎬ慌令取一只冷箭与他ꎮ (第

十三回)
“冷箭”通常用来比喻暗地里害人的手段ꎮ 但

文中使用的亦是“箭”之“弓箭”的本义ꎮ
(３)那赛小伙骑的是母老虎ꎮ (第十六回)
“母老虎”通常是形容凶悍的妇女ꎬ但在文中

亦仅仅表示母的老虎ꎮ
(４)过了数日ꎬ大家离了混帐与泼头营ꎬ一同

来到交关ꎮ (第二十九回)
“混帐”本是一句詈词ꎮ 但在文中却用了“帐”

的本义ꎬ表示营帐或军帐ꎮ
(５)本王赴宴处ꎬ须要准备酒囊饭袋ꎬ打饭榔

头ꎬ如有一点不到ꎬ弄得汤汤水水ꎬ定行严责ꎮ (第

三十回)
“酒囊饭袋”通常是讥讽无能的人ꎬ只会吃喝ꎬ

不会做事ꎮ 但在文中却使用了其本义ꎬ即指盛酒

和装饭的皮囊布袋ꎮ
以上数例中的这些词语ꎬ均有本义及常用的

引申义或比喻义ꎮ 一般人正常理解都是选择常用

的引申义或比喻义ꎮ 但«飞跎全传»却反其意而用

之ꎬ舍常用义而不用ꎬ故意让人选择本义去理解ꎮ
这也使得为人所熟知的语言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

效果ꎬ造就了独特的语言魅力ꎬ使人读罢忍俊不

禁ꎮ 这样 的 修 辞 手 法 在 小 说 当 中 并 不 少 见ꎮ
又如:

(６)门堂里摆了一张冷板凳ꎬ坐了两个皮包骨

头人ꎮ (第二回)
(７)二媳妇现在怀着鬼胎ꎬ在后边鬼推磨去

了ꎮ (第五回)
(８)那邪火跟在后面ꎬ把南无僧屁股上的无名

火都引着了ꎮ (第十五回)
同样文中的“冷板凳” “怀着鬼胎” “无名火”

并非人们通常使用的“受人冷遇、不被人重视”“打
坏主意”和“怒火”之意ꎬ而是分别表示“冷的板

凳”“怀着鬼的胎儿”和“大火”之意ꎮ
此外ꎬ由于«飞跎全传»是一部方言小说ꎬ其中

包含了许多扬州方言词语ꎮ 有时在这些方言词语

中也运用了“返源”这一修辞手法ꎮ 如:
(９)门内摆了两张烂板凳ꎬ挂了一张紫不摆灯

六扇挡人碑的屏门ꎮ (第二回)
“烂板凳”在扬州方言中通常表示作客久坐不

走的人ꎮ 如“这个小伙有的个烂板凳哩ꎬ老不走ꎬ
把人急死了ꎮ”“他真是个烂板凳ꎬ坐下来就忘了时

间了ꎮ” [６]２３６但在文中ꎬ“烂板凳”使用的却是其本

义ꎬ表示破烂的板凳ꎮ
(１０)跎子答应一声ꎬ领了令箭ꎬ带了鸡毛鹿足

文书ꎬ将两翅一展ꎬ飞到半空ꎮ (第十二回)
“鸡毛鹿足”ꎬ扬州话中又说成“鸡毛六畜”ꎬ在

扬州话中“鹿”与“六”音同ꎬ“足”与“畜”音近ꎬ这
两个词可以看成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记音形式ꎮ 通

常形容人心绪不宁而烦躁不安ꎮ 但在文中“鸡毛

鹿足文书”却似用其本义ꎬ表示“插了鸡毛”的紧急

文书ꎮ
二、偏取格的运用
偏取ꎬ是对词的完整性的一种偏离ꎮ 只抽取

词语中的某个语素ꎬ舍弃其他语素ꎬ不理会词语固

有的意义ꎮ 这是构成一种诡谐风格的手法[５]３４０ꎮ
在«飞跎全传»中经常会用到这样的修辞手法ꎬ往
往是截取一个固定词语或熟语的最后一个语素ꎬ
作为一个句法成分ꎬ构成一句完整的话ꎮ 这种修

辞手法的运用也是造成语言陌生化的一种手

段ꎮ 如:
(１１)只见腊君:头戴一顶怒发冲冠ꎬ身穿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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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龙袍ꎮ (第一回)
本句中“头戴一顶怒发冲冠”显然是一个不合

语法的语言片段ꎮ 但此处正是使用了偏取的修辞

手法ꎬ截取的只是“怒发冲冠”中的“冠”ꎮ “怒发

冲”则舍弃了ꎬ也全然不顾“怒发冲冠”的真正含

义ꎮ 因此读者阅读时应理解为“头戴一顶(怒发

冲)冠”ꎬ括号中的语素应当视作无效语言片段ꎬ应
当舍弃ꎮ 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追求语言的变

异ꎬ达到一种常规语言形式下所不具备的幽默效

果ꎮ 又如:
(１２)这石信生来是一个钱虫ꎬ没窟窿钻蛆ꎮ

忽然得了一个牙疼不是病
∙∙∙∙∙∙∙∙∙

ꎬ请了一个好好先生ꎬ叫
做贾大方脉ꎬ来家医治ꎮ (第一回)

(１３)到得二门口ꎬ二门上也有一副遥遥相对
∙∙∙∙∙∙∙∙∙∙∙

ꎬ
上写道:各家门儿各家户ꎬ一分行货一分钱ꎮ (第

二回)
(１４)满园果品到是真的摘不掉ꎬ假的安不牢ꎮ

周围总是移花接木
∙∙∙∙∙∙∙∙

ꎬ家花不如野花香ꎮ (第三回)
(１５)忽然大路旁来了几匹双头马ꎬ马下挂满

∙∙∙∙
了掩耳盗铃
∙∙∙∙∙

ꎮ (第六回)
(１６)于是上帝叫开了宝藏库ꎬ赐跎子一口大

马金刀ꎬ一匹心猿意马
∙∙∙∙∙∙

ꎬ又好又巧又不吃草ꎮ (第

二十三回)
(１７)上帝慌取出一根单丝不成线

∙∙∙∙∙∙∙∙∙
ꎬ抛在半空ꎮ

(第二十七回)
以上数例中的加点字部分从语法角度看都是

不能成立的ꎮ 但从修辞角度看ꎬ这些语言片段却

无疑都使用了“偏取”的修辞手法ꎮ 而那些有违语

法规则的部分恰恰是需要我们理解句意时舍弃

的ꎮ 如“得了个(牙疼不是)病” “二门上也有一副

(遥遥相)对”“周围总是(移)花(接)木” “马下挂

满了(掩耳盗)铃” “一匹(心猿意)马” “取出一根

(单丝不成)线”括号中的部分均是运用偏取修辞

手法时而舍弃的部分ꎮ
在«飞跎全传»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偏取修辞

句ꎮ 即利用的谐音手法改造一个熟语ꎬ然后再使

用偏取的修辞格ꎬ截取经过改造后的熟语中一个

语素ꎬ我们亦可称之为谐音偏取ꎮ 如:
(１８)上首放了一张安分守几ꎬ几上摆了一只

找金瓶ꎬ瓶内插了几枝眼前花ꎮ (第二回)
本句中“安分守几”是“安分守己”的谐音ꎮ 因

“几”“己”音同ꎬ故将“安分守己”改造成“安分守

几”ꎮ 再将后者中“安分守”舍弃掉ꎬ只保留“几”
这个字ꎬ义为茶几ꎮ 经过这一番变化ꎬ再来看原

文ꎬ我们当理解为“上首放了一张(安分守)几”ꎮ

这样的谐音偏取在小说中还有很多用例ꎮ 又如:
(１９)当中一张打急桌ꎬ两旁十二张不得而椅

∙∙∙∙
ꎮ

(第二回)
(２０)跎子别了猛一冲ꎬ非止一日ꎬ但见水阻去

路ꎬ却是没奈河
∙∙∙

ꎮ (第五回)
(２１)远远有一农夫ꎬ头戴一顶旧毡帽ꎬ身穿一

件短罗里罗蓑
∙∙∙∙

ꎮ (第六回)
(２２)跎子便与闲和尚见了礼ꎬ又到后边看看ꎬ

半截观音旁边摆了一只爱富嫌瓶
∙∙∙∙

ꎮ (第八回)
(２３)不一时ꎬ非非想来到大发雷亭

∙∙∙∙
ꎮ (第十九

回)
以上数例中加点字部分均是最后一个字取其

谐音ꎬ而前面的部分则应舍弃ꎮ 如“(不得而)已 /
椅”“(没奈)何 /河”“(罗里罗)嗦 /蓑”“(爱富嫌)
贫 /瓶”“(大发雷)霆 /亭”ꎮ

此外ꎬ同样书中还有一些方言词语使用了偏

取或谐音偏取的修辞手法ꎬ一般读者理解起来稍

有难度ꎬ略加说明如下:
(２４)那穷文的班中有一位不上相ꎬ名唤古怪ꎮ

(第一回)
“不上相”是扬州的一个俗语ꎬ表示晚辈在长

辈面前不守规矩ꎬ没有礼貌ꎻ不像样ꎮ 本句中“不
上相”只截取了“相”字ꎬ取其“丞相”之义ꎬ并不理

会“不上相”的词义ꎮ 从信息论角度去看ꎬ“偏取”
中那些被舍弃的语言片段表面看来是多余的信

息ꎬ在表层结构上被舍弃了ꎬ然而在深层意义上ꎬ
这些被舍弃的语言片段并未完全消失ꎬ有时还是

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读者的理解ꎮ 如真正了解

“不上相”词义的读者在阅读时还是会想起该词的

含义ꎬ并进而联想到这位丞相其实是一个“不上

相”的丞相ꎬ作者的讽刺嘲弄之意则尽显其中ꎮ
(２５)贾斯文道:“前面是二番江ꎬ江上有座拿

桥ꎮ”跎子道:“我最喜拿桥ꎮ”(第七回)
文中“拿桥”用了谐音偏取的手法ꎮ “拿桥”是

“拿乔”的谐音ꎮ 而在扬州话中“拿乔”表示装模作

样或故意表示为难以抬高自己的身价ꎮ 此处舍弃

了“拿”ꎬ只抽取了“桥”ꎮ 因此当如是理解“江上

有座(拿)桥”ꎮ 后句中“跎子道:‘我最喜拿桥ꎮ’”
则似有双关义在其中ꎮ 也寄寓作者的讽刺调侃

之意ꎮ
(２６)忽见妈虎子、秋瓠子被信邪羊风刮去ꎬ大

吃一惊ꎬ收兵回阵ꎮ (第二十三回)
“信邪羊风”也是扬州的一句俗语ꎬ其中“羊

风”当是“羊儿风”的缩写ꎮ “羊儿风”在扬州话中

即为癫痫之义ꎮ “信邪羊风”形容一个人像得了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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痫一样非常反常ꎬ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ꎮ 文中舍

弃了“信邪羊”ꎬ只保留了“风”ꎮ 因此本句当理解

为“被(信邪羊)风刮去”ꎮ
三、俗语的运用
俗语作为汉语语汇里为群众所创造ꎬ并在群

众口语中流传ꎬ具有口语性和通俗性的一种语言

单位ꎬ在诸如«飞跎全传»一类的通俗小说中随处

可见ꎮ 也正是这些诙谐生动的俗语的运用ꎬ使小

说增加了许多滑稽幽默的色彩ꎮ 如:
(２７)早见哈元帅与尽盘将军、抓守备大队人

马坐在帐内嚼大头蛆ꎮ (第十二回)
“嚼大头蛆”本是一个詈词ꎬ也是一个民间俗

语ꎬ往往形容一个人信口胡说ꎮ 文中将哈元帅与

尽盘将军、抓守备等人在军中议事说成“嚼大头

蛆”ꎬ在幽默诙谐之余ꎬ也寄予了作者的嘲讽之意ꎮ
(２８)当下腊君坐在上面但见许多宝货

是真正银子是白的ꎬ眼睛是黑的ꎬ将腊君都饶

花了ꎮ 肚脐上长菌子心花儿都开了ꎮ (第一回)
“肚脐上长菌子心花儿都开了”其实是一则歇

后语ꎬ华夏出版社排印本标点有误ꎬ当作“肚脐上

长菌子———心花儿都开了”ꎮ 这是小说在讲到腊

君收到海外天子进贡的众多金银珠宝之后的情形

时引用的一个歇后语“菌子”也就是蘑菇一类的菌

类食物ꎬ常见于朽木之上ꎬ像开了一朵花一样ꎮ 这

一则歇后语生动形象地描绘出腊君收到宝物后的

高兴得意之情ꎬ也讽刺了其见钱眼开的贪婪之状ꎮ
也正是因为如此ꎬ才有了后来两国的兵戎相见ꎮ

(２９)却说跎子过了逼上梁山ꎬ走了一日ꎬ远远

望见机关ꎮ 但见关门紧闭ꎬ无人来往ꎮ 跎子此时

大马指头巴耳朵ꎬ不得入门ꎮ (第九回)
“大马指头巴耳朵ꎬ不得入门”同样也是一则

歇后语ꎮ “大马指头”也就是“大拇指”ꎬ«扬州方

言词典» 收 “大麻则”ꎬ即表示大拇指ꎮ “大马指

(头)”和“大麻则”在扬州方言中音同ꎬ均是“大拇

指”在方言中的音变ꎮ “巴”也是一个扬州方言词ꎬ
有刨、挖之义ꎬ«扬州方言词典»中作“扒”ꎮ 人的耳

朵眼小ꎬ用大拇指去挖耳朵ꎬ当然不行ꎮ 这一则歇

后语将跎子无法入门用一个通俗易懂的比喻展现

出来ꎮ
(３０)且说哈元帅要会赛小伙ꎬ真正是一个月下

了二十九天雨ꎬ也是该阴ꎮ (第十七回)
“一个月下了二十九天雨ꎬ也是该阴”是一则

谐音式的歇后语ꎮ “该阴”即“该应”ꎬ“该应”也是

一个扬州方言词ꎬ表示“活该如此”ꎮ 小说中叙述

了哈元帅不顾众人劝阻ꎬ与赛小伙交战ꎬ最后被活

捉一事ꎮ 对此叙述者用第三者的口吻对此事进行

评论ꎬ用了这一则歇后语嘲讽哈元帅被捉乃是自

作自受ꎮ
例句(２９)(３０)中的歇后语因使用了扬州方言

词语ꎬ因此与一般歇后语相比ꎬ更具有鲜明的地域

色彩ꎬ浓郁的生活气息ꎮ 除了上述歇后语ꎬ小说中

还多处使用了惯用语ꎮ 有文中直接引用的ꎬ也有

在文中化用的ꎬ即将惯用语化用在情节的展开当

中ꎮ 如:
(３１)又有邻居家爬过来一只癞蛤蟆ꎬ原是想

天鹅肉吃的ꎬ却被跎子捉住垫床脚ꎬ如今躲在床底

下死撑哩(第二回)
小说中作者描述因为家里的床不平ꎬ跎子捉

住从邻居家爬过来的癞蛤蟆来垫床脚ꎮ 这一荒谬

滑稽的情节本身以令人忍俊不禁ꎮ 作者此处还化

用了一个民间耳熟能详的惯用语“癞蛤蟆想吃天

鹅肉”ꎬ说这只不幸的癞蛤蟆 “原是想天鹅肉吃

的”ꎮ 癞蛤蟆远大的理想———吃天鹅肉和卑微的

现实———被捉住垫床脚此处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

对比ꎬ读罢令人捧腹大笑ꎮ
«飞跎全传»一书的修辞特色ꎬ除了上述几个

方面ꎬ还有其他一些诸如双关、夸张等修辞手法的

运用ꎮ 这些手法的运用ꎬ均显示出作者高明的语

言创造力和幽默技巧ꎮ 当然ꎬ作为一部方言小说ꎬ
«飞跎全传»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扬州地区方言的运

用ꎮ 小说幽默诙谐、嘲讽戏谑等特点也大多是通

过方言俗语得以展现ꎬ我们在上文的分析也时时

涉及对这部分方言俗语的理解ꎮ 因此«飞跎全传»
也可以看作一部近代扬州方言俗语大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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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研究∗

李 嘉 美　 贾 飞 霞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辽宁沈阳　 １１０１３６)

　 　 [摘　 要] 　 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ꎬ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等方面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ꎬ对社会治理亦提出了

新的要求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ꎬ对社会治理有着价值导向、意识整合、共识凝聚

的重要作用ꎬ因此ꎬ可以把它融入创新社会治理中ꎬ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贡献精神力量ꎬ为积极推

动社会和谐有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ꎮ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ꎻ　 社会治理ꎻ　 价值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１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１４－０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ꎬ要不断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ꎬ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ꎬ并提

出了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以
发挥其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等引领作用ꎬ积
极促进其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ꎮ[１]

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ꎬ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ꎬ人民对精神方面的要求日益增

长ꎬ因此有必要积极倡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来引领当下社会的发展ꎬ并将其中的价值理念通

过实践转化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ꎬ进而为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贡献智慧和精神

力量ꎬ积极推动社会发展的和谐有序进行ꎮ
一、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需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１.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需要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ꎬ必须加强社会治理的

制度建设ꎬ积极推动建设多元共治的治理体制ꎬ积
极堆进从传统的单一型向多样型治理模式的转

变ꎬ形成多元共治的新格局ꎮ

首先ꎬ管理主体由政府机构的一元化ꎬ到政

府、社会组织及公众等多元化主体共同治理的转

变是我国管理模式质的飞跃ꎮ 在传统的管理格局

中ꎬ其模式是管制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性模式ꎬ而
在现代化的治理格局中ꎬ其模式是开放的、自下而

上的互动性模式ꎬ由此则必然带来了社会利益的

多元化ꎮ 尤其是随着我国改革的全面深化ꎬ产生

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ꎬ这些阶层通常喜欢用他们

各自的声音来表达利益诉求ꎬ提出见解ꎬ反映不

满ꎬ加之新时期下ꎬ经济高速发展ꎬ各种社会矛盾

错综复杂ꎬ人们的利益诉求异质多样性、表达方式

动态复杂性的特点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分化ꎬ这
时就迫切需要一个能代表全体人民共同理想追求

的核心价值体系ꎮ
其次ꎬ新时代公民个体思想素质的提高ꎬ使得

其政治意识大大增强ꎬ公民对权力不再是过去的

无条件服从ꎬ更多的是有了自己的看法ꎬ并期望可

以积极地进行表达ꎬ而一旦不能达到他们自己的

利益诉求或其想法得不到相应的反馈ꎬ他们就很

可能大肆发泄自己的不满ꎬ宣传一些不利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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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言论ꎬ进而产生恶劣的影响ꎮ 尤其随着新媒

体时代的到来ꎬ公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与方式不断

增加的同时ꎬ也给创新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大的难

题ꎮ 这种形势下ꎬ就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引领指导ꎬ从而让各主体能够积极转变思想

观念达成共识ꎬ形成各阶层凝心聚力促发展的新

格局ꎮ

２.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ꎬ要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ꎬ因此也必然要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ꎮ 而作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衡量

标准ꎬ善治是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的ꎬ国家与公

民、社会之间维持特定的合作关系的一种最佳状

态ꎬ它不仅强调依法治国ꎬ更强调其与以德治国相

辅相成ꎬ在强调重视法制等制度建设的同时ꎬ也强

调对非制度性要素的积极培育ꎮ[２] 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凝结了全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共同价值追

求ꎬ具有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和指引力ꎬ它不仅可以

把全体人民在思想观念方面紧紧团结在一起ꎬ更
可以融入社会治理当中ꎬ潜移默化地促进人们思

想和行为的转变ꎮ
一方面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很强的正

能量ꎮ 因此ꎬ我国在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过程中ꎬ可以充分利用其正向引导的作用ꎬ对人的

思想观念进行教化指导ꎬ从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

的观念ꎬ进而促进全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ꎬ凝
聚发展共识ꎬ提升治理效能ꎮ 尤其是在社会经济

高速发展的今天ꎬ充分发挥核心价值观的正向引

导作用ꎬ为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ꎬ已势在

必行ꎮ
另一方面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是抽象

的观念ꎬ但是可以作为重要的治理的力量ꎬ可以融

入制度中去ꎬ形成具体的规范ꎬ引导并约束人的行

为选择ꎮ 而制度规范又分为以法律、法规等为内

容的正式制度规范和以伦理道德、村规民约等为

内容的非正式性制度规范ꎮ 因此当下ꎬ我国不仅

要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ꎬ也应加强对非制度性要

素的积极培育ꎬ积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

关要求融入各项规章制度中去ꎬ充分发挥其对人

的行为选择的引导作用ꎮ

３.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ꎬ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

互动ꎮ 因此ꎬ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完善多元共治的

治理体制ꎬ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ꎬ以
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ꎬ积极预防和化解社会矛

盾ꎬ积极树立安全发展的新理念ꎬ促进社会和谐有

序发展ꎬ促进人民安居乐业ꎮ 这就迫切需要有一

个统筹各阶级发展的基本的价值观ꎮ 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从三个层面对“国家之人”“社会之人”
以及“个体之人”给出了与之相对应的价值目标ꎬ
反映了人们在当下现实社会奋斗的目标追求ꎮ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一直都是华夏儿女共同

的理想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则是近现代以来

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ꎻ“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是所有华夏儿女共同尊崇的传统美德ꎬ
这三个倡导从不同的层面契合了现代社会治理格

局的要求ꎬ成为凝聚各阶层共识的总坐标ꎮ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治理

功能

１.价值引导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三个不同的层面为社

会治理指明了方向ꎮ 国家层面的目标ꎬ为我国的

社会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ꎬ以期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成而奋斗ꎻ社会层

面的价值取向ꎬ则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价值的选

择ꎬ积极促进全社会在此基础上ꎬ逐步实现城乡、
区域以及各阶层之间的协调有序发展ꎻ我国公民

层面的价值准则ꎬ则规范了公民个人的价值取向ꎬ
作为社会公民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ꎬ它正确

地诠释了公民与国家、社会和他人间的关系ꎬ有助

于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ꎮ[３] 总之ꎬ这三个不同的

层面为当下我国创新社会治理明确了具体目标与

方向ꎬ为如何正确处理各阶级间的利益关系ꎬ缓和

社会矛盾ꎬ推动全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ꎬ提供了价

值导向ꎮ

２.意识整合功能

首先ꎬ当今世界飞速发展ꎬ各种文化相互激

荡ꎬ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较量也日渐呈现出了新

的发展态势ꎮ 我国大变革大发展形势下的社会意

识的日益多元ꎬ致使我国价值观也日益多元ꎮ 价

值观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社会活力ꎬ
但是如若过于多元化ꎬ甚至“碎片化”ꎬ则必然会给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很多不稳定的因素ꎬ给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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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治理带来难题ꎮ[４] 其次ꎬ随着我国进入新时

代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ꎬ发展的不平衡不

充分性的问题更加突出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严峻ꎮ 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网络型社会的形成ꎬ更
使得各种价值观念纷繁复杂ꎬ为社会治理带来难

题ꎮ 此外ꎬ当今创新社会治理倡导各主体间的平

等参与ꎬ各主体由于思想观念等不同ꎬ必然会引起

分歧ꎬ引发各种利益冲突ꎬ激化矛盾ꎬ带来治理困

难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兼容并蓄ꎬ尊重差异ꎬ反
映了我国特有的价值体系ꎬ明确了当前国内最大

多数人民群众的最终期望和理想目标ꎬ可以有效

整合各种思想文化ꎬ整合不同主体之间的思想观

念ꎬ汇聚成一种全社会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观ꎬ进
而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ꎬ为社会

发展提精神动力ꎬ引导创新社会治理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下稳步发展ꎮ
３.凝聚共识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三个不同的层面为各

阶层的发展提供了方向ꎬ并以最大的限度来保持

各阶层共同的理想追求ꎬ促使其价值理念达到一

致ꎬ凝心聚力共同推动社会发展ꎮ 一方面ꎬ它能增

强各阶层的归属感ꎬ引导公民正确处理与各阶层

间的关系ꎬ让个人、团体、部门之间做到和平相处ꎬ
使社会群体与组织之间ꎬ以及公民与国家、社会和

他人之间形成最佳的协作状态ꎬ为创新社会治理

营造良好的环境ꎻ另一方面ꎬ它还能增强各阶层的

向心力ꎬ它为社会各阶层建立共同的理想目标ꎬ有
助于提升各阶层的认同感ꎬ从而为创新社会治理

凝心聚力ꎬ形成治理共识ꎬ进而调动各阶层的积极

性和能动性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为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ꎮ

三、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

会治理中

１.融入重塑社会治理理念中

我国传统模式下ꎬ政府部门作为唯一管理主

体ꎬ总揽一切公共事务ꎮ 从西方政府职能转变的

历程来看ꎬ单一化的社会管理并不是社会发展的

最佳模式ꎬ而需要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其

中ꎬ形成合作治理的新模式ꎮ 因此ꎬ我们要改变过

去的旧思维ꎬ积极转变ꎬ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新理

念ꎮ 然而由于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等不同ꎬ各社会

主体极易引发观念分歧和利益冲突ꎮ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从三个不同的层面为推进社会治理提供

了思想基础和价值导向ꎬ尤其是其中的公正、法治

理念ꎬ更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方向ꎬ可以

有效地整合各治理主体的思想观念ꎬ凝聚思想共

识ꎬ进而引领社会层面的发展ꎮ 因此ꎬ要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引导各治理主体观念的转变ꎬ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ꎬ进而引导社

会的新发展ꎮ

２.融入激活社会治理主体中

新时代ꎬ创新社会治理提倡要完善党委领导ꎬ
政府负责ꎬ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其中ꎬ打造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格局ꎮ 因此ꎬ要
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激活各主体中ꎬ
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ꎬ从而形成全

社会都积极参与并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格局ꎮ 第

一ꎬ党委、政府要担任领导主体ꎬ通过出台相关的

方针政策从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到具体

的制度中去ꎬ引导规范各主体的行为选择ꎬ形成良

好的政策环境ꎮ 第二ꎬ积极推动其融入学校教育

发展中ꎮ 学校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ꎬ可
以利用其培育人才的独特作用ꎬ积极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进入教材里ꎬ展现在课堂上ꎬ内化于

头脑里ꎬ从内心深处引导学生自觉遵纪守法ꎬ自觉

积极践行ꎬ做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接班人ꎮ
第三ꎬ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ꎮ 基层社会组织

来源于民间ꎬ与群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ꎬ作为政

府和人民的中介可以有效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ꎬ
充分反映群众的问题ꎬ促使党和政府出台的相关

的方针政策得到更好的执行ꎮ[５]１４３因此要充分发挥

基层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ꎬ尤其要大力发挥社区

组织等基层组织的作用ꎬ使我国的核心价值观融

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ꎮ 还可以通过开展与之相

关的主题活动ꎬ传播其中的价值观念ꎬ并邀请群众

积极参与其中ꎬ在参与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

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选择ꎬ真正地推动公众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参与到治理中来ꎮ

３.融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中

当下创新社会治理ꎬ必须促进治理方式向多

样化转变ꎮ 首先ꎬ坚持系统治理ꎬ充分发挥党的领

导核心作用、政府的关键作用ꎬ调动各社会主体的

热情ꎬ使其积极参与其中ꎮ 尤其要大力鼓励社会

组织加入其中ꎬ要发挥群众的伟大力量ꎬ并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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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引导ꎬ不断整合观念ꎬ凝聚力

量ꎬ引导各主体的积极参与ꎮ 其次ꎬ坚持依法治

理ꎬ积极践行法治观念ꎬ培养法治思维ꎮ[６] 要加强

宣传教育ꎬ切实将其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ꎬ促
进形成用法解决问题ꎬ用法维护权力ꎬ用法化解纠

纷的良好氛围ꎬ从而实现治理方式向法制保障的

积极转变ꎮ 再次ꎬ坚持综合治理ꎬ促进社会和谐ꎬ
用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教化、思想引导ꎬ用柔性的

规范来约束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ꎬ协调各阶

级的利益关系ꎬ为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ꎮ 最

后ꎬ坚持源头治理ꎮ 要把核心价值观融入街道、社
区中ꎬ以宣传教育的方式让人们从内心深处自觉

去认识、理解和接受这一观念ꎬ并在日常生活和学

习中积极践行ꎬ形成常态化ꎬ从而整合人们的观

念ꎬ引导人们和谐相处ꎬ形成有序的发展环境ꎬ从
根源解决问题ꎮ

４.融入创新社会治理载体中

随着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ꎬ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实现不再仅囿于现实世界的治理ꎬ还要加强对

网络虚拟世界管控ꎮ 尤其是网络信息时代的到

来ꎬ各种思潮迅速传播ꎬ如何占领网络 “虚拟世

界”ꎬ引导我国社会治理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ꎬ成
为当下值得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ꎮ 因此ꎬ一要

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一载体建立起网络宣传阵地ꎬ
使核心价值观能够通过网络手段进入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去ꎮ 可以建立微博、微信等平台ꎬ发布一些

好人好报、恶人遭罚的正义事件ꎬ或者举办一些与

核心价值观相关的有奖竞猜等活动ꎬ吸引广大网

民的积极参与ꎬ在活动中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的热

情ꎬ拓宽群众的监督渠道的同时也使核心价值观

融入人的生活中ꎬ积极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ꎮ 二

要充分调动现实活动载体ꎬ尤其要充分激发社会

组织的活力ꎬ通过社会组织这一与人民群众密切

联系的载体ꎬ将核心价值观融入群众中去ꎮ 可以

大力开展与之相关的文化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ꎬ
并邀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ꎬ通过各种贴近人们生

活的活动从而去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ꎬ使其转

化为自己思想和行为习惯ꎮ

５.融入完善社会治理机制中

一要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ꎮ 建立善举奖励

机制ꎬ引导并激励人们多做好事ꎬ形成全社会积极

追求社会公正、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良好局面ꎮ 二要建立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共同理想目标ꎬ使其可以对人们进行利益协调ꎬ促
使人们正确合理地去处理各种矛盾冲突ꎬ为社会

的快速发展创造一个安定有序的环境ꎮ 三要完善

法律法规和道德约束机制ꎮ 创新社会治理过程

中ꎬ不仅需要由上而下的法治对社会公共事务进

行规范ꎬ更需要由内而外的道德教化对人们的思

想、行为进行引导ꎮ 因此ꎬ不仅要积极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法治观ꎬ为社会治理提供法制

保障ꎬ还要建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的道

德约束机制ꎬ进而形成自上而下的法治与由内而

外的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机制ꎬ促进社会治理的现

代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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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表述的时代意义∗

胡　 婵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经济与法政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ꎬ它决定着社会的变化发展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ꎬ
我国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跟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一致ꎬ仍然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看成是我国的基本矛盾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

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ꎬ这既是对以往表述的继承和延续ꎬ又
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加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ꎮ 正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ꎬ深刻剖析其内涵ꎬ是发

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ꎮ
[关键词] 　 社会基本矛盾ꎻ　 习近平ꎻ　 社会主要矛盾

[中图分类号] 　 Ｄ０－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１８－０５

　 　 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ꎮ
能否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ꎬ是能否解决社会问题

的关键ꎮ 我党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ꎬ都非常重

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大报告中将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从“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发展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１]１１ꎬ这既是基于对

我国当前社会现状的深刻认识ꎬ又是马克思主义

关于基本矛盾理论上的继承和创新ꎮ 全面认识社

会矛盾ꎬ深刻领会习近平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思

想ꎬ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现实价值ꎮ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

的论述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ꎬ社会基本矛

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ꎬ人类社

会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ꎬ
其中ꎬ起决定作用的是第一对矛盾ꎬ矛盾的主要方

面是生产力ꎮ 因此ꎬ归根结底ꎬ生产力是推动人类

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

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ꎬ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２]１１５ꎮ 随后在

«‹政治经济学›序言»中ꎬ马克思又强调“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
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ꎬ即同他们的物质生

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ꎮ 这些生

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ꎬ即有法律的

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

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ꎮ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

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过程ꎮ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ꎬ相反ꎬ是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３]３２ꎮ 这两段话

表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

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ꎬ而其中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根本矛盾ꎬ起着根本的决

定作用ꎮ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

会表现为“以生产的社会性、生产过程的日益社会

化为一方ꎬ而以社会产品的私人占有形式为另一

方这两者之间的矛盾”ꎬ也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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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 [３]３１１ꎮ 是生产的社会化

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ꎬ这是

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ꎬ其实

质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ꎮ
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界定是基于对资

本主义本质的全面了解和把握基础之上ꎬ揭露了

资本主义灭亡的深层次原因ꎬ这些论述为我们看

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提供

了方法论的指导ꎮ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

党人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

认知
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大前提下ꎬ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各自具有

不同的矛盾ꎬ这样的矛盾同样也影响着社会的发

展ꎬ而其中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尤

为重要ꎮ 社会主要矛盾不是社会基本矛盾之外的

矛盾ꎬ而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ꎬ是社会基本

矛盾的反映和表现ꎮ 这一矛盾解决得好坏直接影

响和决定着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解决ꎮ
关于事物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问题ꎬ早在 １９３７

年ꎬ毛泽东在其著名的«矛盾论»中对于矛盾在推

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就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事
物发展的根本原因ꎬ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

物的内部ꎬ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ꎮ 任何事物内

部都有这种矛盾性ꎬ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

发展ꎮ” [４]３０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ꎬ我国关于社会基

本矛盾的阐述ꎬ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ꎮ 总的来说ꎬ
虽然伴随着社会物质经济条件的变化和发展ꎬ其
内涵和外延早已超出原初的语境ꎬ但其中的基本

内容很长时间没有改变ꎮ
１９５６ 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ꎬ在

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ꎬ正确寻找当时社

会的主要矛盾是制定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正确方

针政策的首要前提ꎬ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的重大事件ꎮ 只有在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正确认

识的基础上ꎬ才能集中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ꎬ加快

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ꎮ 在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召开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ꎬ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处

理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十个问题

也就是十大关系ꎮ 十大关系本质上是当时社会的

十大矛盾ꎬ这十大矛盾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发

展ꎮ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把

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５]２８８ꎮ
随后在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明

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ꎬ已经是人民对于建

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

间的矛盾ꎬ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

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

间的矛盾ꎮ 这一矛盾的实质ꎬ在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ꎬ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

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ꎮ 党和全国人

民当前的主要任务ꎬ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

矛盾ꎬ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

工业国ꎮ”这一基本矛盾的界定主要是基于两个原

因: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的发展现

状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ꎬ经过了 １４ 年抗日战

争和 ４ 年国内战争ꎬ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经济封锁ꎬ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蓄意

破坏ꎬ使本就落后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ꎬ接近崩

溃ꎮ 战区中饱经重创的人民以及旧政权遗留下来

的各类人员与城市中的失业大军ꎬ急等救济ꎮ 为

了树立新中国的新形象ꎬ当时主管经济的陈云说

“照老规矩ꎬ开国的时候ꎬ对老百姓总是应该好一

点ꎮ 我们现在是开特别的国ꎬ这一个国不同于大

清帝国ꎬ也不同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那个国ꎬ对人

民当然更应该好一些”ꎮ 其后ꎬ又经历了三次大的

事件:通货膨胀、银圆之战和米棉之战ꎮ 三次大的

风波ꎬ都由于中共中央及时出手ꎬ取得了阶段性胜

利ꎮ 在 １９４９ 到 １９５２ 的几年间ꎬ新中国的国民经济

得到基本恢复ꎬ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ꎮ 因此ꎬ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了“一化三改造”ꎬ正式转

向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ꎮ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ꎬ针对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正确判断ꎬ
党的工作重心由如何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迅速转变为如何建设一个满足人民需求的新中国

上面来ꎮ 也就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如何加强社

会主义建设ꎬ大力发展生产力ꎬ尽快改变我国贫穷

落后的面貌ꎮ １９５７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更进一步提出“所谓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

力发展的性质ꎬ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

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ꎬ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

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 [５]３７３ꎮ
虽然随后在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上ꎬ毛泽东

又回到了“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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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使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暂时停滞甚至倒退ꎬ但是其最初对社会基本矛盾

的界定是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ꎬ与中国国情

相适应的ꎮ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ꎬ改革开放之初ꎬ邓小

平同志也明确指出:“我们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ꎬ
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ꎬ这就是我们目

前时期的主要矛盾ꎬ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

的中心任务” [６]１８２ꎮ １９８１ 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更是进一步强调:“在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ꎬ我国所需要解决的主

要矛盾ꎬ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ꎮ 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

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ꎬ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ꎬ并在这个基础上逐

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ꎮ 基于对当时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ꎬ邓小平还进一步得出了“发
展是硬道理”的基本结论ꎬ由此掀开了中国改革开

放、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序幕ꎮ 自此之后ꎬ发展成为

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主题ꎬ同时也成为我

国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法ꎮ
在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ꎬ也明确表

述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ꎬ指出:“我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ꎮ 其他矛盾应当

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加以解决”ꎮ 这一论

述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ꎬ进
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八大有关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

判断ꎬ这是在我国经过长期的社会政治动荡之后

做出的正确抉择ꎮ
至此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被基本固定

下来ꎬ长期没有发生改变ꎮ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ꎬ
其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丰富ꎮ 这就需要在新的

历史时期ꎬ结合我国当前实际ꎬ做出新的理论概括

和总结ꎬ为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理论基础ꎮ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ꎬ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重新

做出科学论断ꎬ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ꎮ 这表明正是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ꎬ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ꎮ
三、习近平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表

述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ꎬ这个

科学论断是对 １９５６ 年毛泽东在八大所做的“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ꎬ是我国当代面临的主要矛盾”界定的继承

与发展ꎬ是对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基本阶段的准

确把握ꎮ 其核心仍然是人民需要与社会发展之间

的矛盾ꎬ其根基仍然扎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辩证发展的土壤之中ꎮ
当前距离毛泽东同志最初界定社会基本矛盾

时间已经过去了 ６０ 年ꎬ习近平领导的新一届中央

集体ꎬ正是基于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以及落后的生产力的新变化进行深入分析ꎬ准确

界定了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ꎬ从而确定

党的工作重点的再次转移ꎬ不断推动社会向前

发展ꎮ
首先ꎬ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表述正是

基于对原有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继承ꎮ
毛泽东第一次提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间

是 １９５６ 年ꎬ那时我国刚刚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ꎻ刚刚从新民主主义道路走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ꎻ刚刚实现了发展国

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ꎮ 那时的中国社会ꎬ处
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时期ꎬ“一五”时期的国民

生产总值比 １９５２ 年增长 ５７.３％ꎬ年均增长 ９.５％ꎬ但由

于基数低ꎬ虽然说人均 ＧＤＰ 已经从 １９５２ 年的 ２５
美元涨到 ４３ 美元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处于贫

困线以下ꎮ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ꎬ仅仅

停留在温饱问题的解决ꎬ也就是最基本的生活保

障ꎮ 随后尽管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和

推进ꎬ但是ꎬ这一矛盾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ꎬ其
基本内容没有改变ꎮ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内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ꎬ其低下的显著表现是

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ꎬ而正是这样的物

质文化需要ꎬ不断提出发展生产力的要求ꎻ二是人

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ꎬ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ꎬ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是不同的ꎮ 总体上来说ꎬ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ꎬ人
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不断提升和丰富的ꎬ要求也

更高ꎬ并且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断调整、不断

适应的过程相一致ꎻ三是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社

会主要矛盾的关键ꎮ 从根本上来说ꎬ落后的社会

生产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ꎬ而
动态发展的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又不断推动着生产

力向前发展ꎮ 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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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ꎬ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宗旨ꎬ发
展理念、发展速度是以人民是否满意为衡量尺度ꎮ
因此ꎬ从 １９５６ 年毛泽东最初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ꎬ经过 １９７８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十八届

五中全会ꎬ有关我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表

述ꎬ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ꎮ 就是针对我国相对落

后的生产力的状况ꎬ提出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

需要的要求ꎮ 它从根本上是要解决人民的需要与

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ꎬ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以人

为本的思想ꎮ 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

都是围绕这一主要矛盾ꎬ并体现了这一矛盾的内

在要求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定

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与这个时

代相对应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随即发生改变ꎬ
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ꎮ “美好生活需要”明确了

我国社会的发展已经从温饱正在逐步迈向小康ꎬ
人民对物质文化有了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追求ꎻ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说明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与原来片面发展理念之间的矛盾凸显ꎬ
因此ꎬ平衡、充分的发展理念已成为新时代、新阶

段的新思想ꎮ 但它从根本上来说ꎬ仍然解决的是

人民的需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ꎬ同样体现了

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思想ꎮ
其次ꎬ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表述正是

基于对原有社会主要矛盾外延的不断发展ꎮ
自改革开放以来ꎬ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持

续快速发展ꎬ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高ꎬ
中国已经迈入了发展的新台阶ꎬ进入了中等收入

国家行列ꎮ 根据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ꎬ十九

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又提出了

新的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从 ２０２０ 年到 ２０３５ 年ꎬ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ꎻ从 ２０３５ 年到 ２１ 世纪中

叶ꎬ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ꎮ 而在 １９８７ 年ꎬ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分三步走ꎬ即:第一步ꎬ实现

国民生产总值比 １９８０ 年翻一番ꎬ解决人民的温饱

问题ꎮ 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完成ꎮ 第二步ꎬ到 ２０ 世

纪末ꎬ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ꎬ人民生活达到

小康水平ꎮ 第三步ꎬ到 ２１ 世纪中叶ꎬ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ꎬ人民生活比较富裕ꎬ
基本实现现代化ꎮ 目前前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ꎬ
后一个目标也正在接近ꎮ 这表明我国社会发展的

方向明确、势头很猛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我国的

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的思考和判断ꎮ 十九大报告

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ꎬ正是对这一变

化的准确把握ꎮ
从我国关于社会建设的战略思路的不断调整

可以看出ꎬ这些变化正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ꎮ 从十六大的物质文明、精
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三位一体ꎬ关注人们的基本

物质文化需要ꎻ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社

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 文 明、 精 神 文 明 与 和 谐 社 会 的 四 位 一

体” [７]８５０ꎬ把人们对社会和谐的价值追求与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ꎬ关注人们

对社会和谐的迫切愿望ꎻ到十八大报告的新提法

“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ꎬ科学回答实现

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ꎻ再到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夺
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ꎬ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ꎮ 这些战略思想的变

化ꎬ是对群众因长期发展所导致的生态恶化问题

的直接回应ꎬ体现了发展的价值追求ꎮ 从“三位一

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以及统筹、协
调等词汇的高频率出现ꎬ这些变化均反映了人民

物质文化需要方面外延的不断拓展ꎬ体现了政府

对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

及社会生活更高水平的追求和需要的满足ꎬ是我

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长期全面发展的结果和

必然要求ꎮ
第三ꎬ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ꎬ将

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ꎮ
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变化ꎬ直接体现的是社

会生产力的提升和发展ꎮ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

社会发展几个关键阶段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人均

ＧＤＰ 的数据的变化进行系统分析ꎬ以更好地说明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民需求向更高水平发

展的根本动力ꎮ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ꎬ当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产值只有 １２３ 亿多美元ꎬ人均

国民生产总产值只有 ２３ 美元ꎬ全球倒数ꎮ 这个阶

段的人民ꎬ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得到很好

的满足ꎬ其精神需求更是无从谈起ꎮ １９５６ 年ꎬ“三
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ꎬ中国经济得到全面恢复ꎬ
当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１ ２５２ 亿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１６５ 美元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温饱需

求ꎬ人民开始有了进一步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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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毛泽东同志准确地把握到了这个变化ꎬ明确我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经济文化发展的落后ꎬ不能

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之间的矛盾ꎬ只有不断推动

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ꎮ
对这个主要矛盾的界定是毛泽东对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伟大贡献ꎬ是后来改革开放一系列理论的

奠基石ꎮ 如果没有后来的“大跃进”ꎬ以及十年浩

劫ꎬ中国的经济沿着这条发展思路一直向前发展ꎬ
那么ꎬ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ꎮ

１９７８ 年ꎬ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ꎬ当
年 ＧＤＰ 总值 ２６８３ 亿美元ꎬ跃居世界第 １５ 位ꎬ人均

１６０ 美元ꎮ 从人均看ꎬ还低于 １９５６ 年的 １６５ 美元ꎬ
正是因为“大跃进”、十年“文化大革命”迟滞了中

国的发展进程ꎬ人民迫切要求物质发展、政治稳

定ꎮ 邓小平才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ꎬ
用发展来解决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系列的问

题ꎬ他还同时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

抓、两手都要硬”ꎬ防止因为片面重视生产力的发

展ꎬ而影响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ꎮ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 ３７ 个

年ꎬ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ꎬ中国人正迈

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ꎮ 这年中国

以 １０.８ 万亿美元的 ＧＤＰ 总量ꎬ占世界第二ꎬ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８ ２８０ 美元ꎬ排名 ７３ 位ꎻ２０１６ 年人均 ８ １６７ 美元ꎬ
排名 ７７ 位ꎮ

在十九大胜利召开的 ２０１７ 年ꎬ中国社会发展

更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ꎮ 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ꎬ
我国将不再明确提出 ＧＤＰ 发展目标ꎬ这意味着我

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阶

段ꎮ 我们不光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ꎬ更要看质量、
效率、动力ꎬ着重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ꎬ
更有利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ꎮ 而快

速发展的经济ꎬ带动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更高

水平的追求ꎬ人们参与政治、关注社会和谐稳定、
对生态文明有了更高的展望ꎬ这些需求的变化ꎬ促
使党中央对发展理念进行了相匹配的调整ꎬ由“三
大发展理念”的“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 “五位

一体”ꎬ到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ꎬ正是为了转变过去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ꎬ正是为了适应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ꎬ从而实现发展理念与人

民需求之间的动态匹配ꎬ不断改善人民生活ꎬ建设

和谐社会ꎬ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ꎬ充分体

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ꎮ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初步阐

述到中国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基本矛盾和主

要矛盾的清晰的界定ꎬ已经经历了 １７０ 年左右的时

间ꎮ 实践无数次证明了ꎬ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

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ꎬ社会各个不

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隶属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宏

观体系之中ꎬ它为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保

障ꎬ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ꎮ 毛泽东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

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ꎬ正是这一奠基性的

伟大思想ꎬ使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不断根据中国

的发展实际ꎬ根据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发展要

求ꎬ调整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思路ꎬ带领着 １３ 亿

中国人民走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ꎮ
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上ꎬ从“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ꎬ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ꎬ这表明了我们的目标更明确、任务更具体ꎬ反
映出我党在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提出了社会

发展的更高要求ꎬ这是从我国当前的社会实际出

发做出的重大理论调整和创新ꎮ 这就需要我们共

同努力ꎬ集中精力搞好改革和发展ꎬ争取早日实现

我们的伟大战略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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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术视野下的中国改革开放及其评析

陆 嘉 铌　 杨 龙 波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 　 今年是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ꎬ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点ꎬ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也

在不断深入:在内容上ꎬ从宏观探索到具体研究ꎬ从仅局限于汉学的考察到研究内容趋于多元化ꎻ在形式上ꎬ则更

加关注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ꎬ对改革开放的内在成因与外部动力都做了详细的论述ꎮ 仔细研读国外学者的著作

和文章ꎬ反思他们的研究立场和视角ꎬ对研究我国自身改革开放大有裨益ꎮ
[关键词] 　 中国改革开放ꎻ　 国外学术视野ꎻ　 国外学者ꎻ　 评析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１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２３－０６

　 　 ２０１８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ꎬ回顾 ４０ 年

来的光辉历程ꎬ中国的发展可谓是不断向前ꎬ中国

的成就举世瞩目ꎮ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

然之路ꎬ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

义、发展马克思主义ꎮ[１]９７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关键节点ꎬ中国能否在下一个阶段继续再创辉

煌ꎬ必须对这一阶段所取得的经验、成就和教训进

行回顾与梳理ꎬ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

研究ꎬ对进一步拓宽视野大有裨益ꎮ

一、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四

个阶段

通过相关的梳理和总揽式的研究ꎬ并结合中

国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相关的时间节点ꎬ笔者认

为ꎬ可以将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分为

四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研究从汉学转向中国改革开放ꎮ

早期ꎬ国外对中国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国汉学展开ꎮ
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ꎬ国外学者纷纷将研究视野

转向中国现实问题:改革开放ꎮ 在美国ꎬ这一时期

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费正清和傅高义ꎮ 费正清

引领并实现了传统汉学向当代中国研究的转型ꎬ

而傅高义(Ｅｚｒａｔ Ｆ.Ｖｏｇｅｌ)则因培养了怀默霆、戴慧

思和赵文词等诸多学者而蜚声国际当代中国研究

学界ꎮ[２]这一阶段不仅采取了实证主义研究的理

论范式ꎬ在方法上有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

合的创新ꎬ更在资料的收集手段上从局限于资料

翻译转为实地访谈与考察ꎮ
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还有韩国和法国学者ꎮ

韩国国内的中国学研究并不缺少相关的优秀中国

学研究专著和论文ꎬ只不过他们大部分的研究并

不都是依靠一手资料ꎬ更多程度上是根据国外的

二手资料ꎬ包括期刊或著作的整理和修改ꎮ 同时

法国出现了一些研究当代中国的机构ꎬ如东亚语

言研究所(１９７０ 年)、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中

国研究中心(１９７５ 年)ꎮ 其代表人物有谢诺和阿

兰佩雷菲特、阿兰胡(鲁林)ꎮ[３]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后期ꎬ研究队伍逐渐开始向高水平和规模

化发展ꎮ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逐渐成为

研究主流ꎮ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

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普遍关注ꎮ 关注中国改革开放

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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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ꎮ 这一时期研究的成果更为丰富ꎬ且大量内容

聚焦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改革、中国农民的政治

参与情况、市场经济的前景与转型、社会的层级分

化与分工现象等ꎮ[４] ８７

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傅高义ꎮ １９８７ 年ꎬ当时

走在改革开放领先地位的中国广东省政府诚邀傅

高义前往ꎮ 傅高义用了 ８ 个月的时间ꎬ访问并考察

了广东省 １４ 个地级市、３ 个经济特区、７０ 个县和大

量的企业ꎬ并在此基础上ꎬ撰写了 «广东先行一

步»ꎮ[５]傅高义有关广东的新著作体现出此时国外

当代中国研究的新趋势ꎬ即研究者开始将自己的

视野指向“过渡中的社会”的成长过程ꎮ[６] 他不仅

分析了广东经济成功的原因ꎬ而且预测“如果政治

环境能够给予广东人民更多的机会ꎬ那么在今后

的岁月中ꎬ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ꎮ” [７]

法国学者也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ꎬ研究

的领域触及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

个方面ꎬ研究成果丰硕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ꎮ
法国著名的中国农民问题专家毕昂高、法国著名

的中国学大师白吉尔夫人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人物ꎮ
第三阶段: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趋势ꎮ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初ꎬ改革全面推进ꎬ国外学者的研究从更

为强调跨空间、跨行业转向对问题进行综合研究ꎬ
从这个角度系统地考察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

构的各种关系的变化ꎮ 研究的主要特点包括注重

跨学科的研究ꎬ以及与其他学科的联系ꎻ注重对中

国行业、单位的细化研究ꎻ重新评价、研究邓小平

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的思想等一系列问题ꎮ
俄罗斯的学者开始积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ꎮ

其实ꎬ在叶利钦时期ꎬ俄学者以及领导人对中国的

改革开放并不重视ꎬ俄前总理盖达尔当时说ꎬ“中
国的经验对俄罗斯不适用”ꎮ[８] 但是随着苏东欧剧

变ꎬ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俄罗斯学者不断

克服苏联史学中的极端意识形态化的表现ꎬ使研

究工作不断向正常化方向发展ꎬ研究的重点逐渐

转向中俄关系史、邓小平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等ꎮ
拉伊希勒撰写的«十九世纪中叶至 ２０ 世纪初期中

国移民史»ꎬ阿卡托娃、伊柳申契金、库兹撰写的

«１９－２０ 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就 １９ 至 ２０
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成、特点等相关问题做了

深入研究ꎮ[９]

法国左翼学者此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热

情高涨ꎮ 著名学者阿兰佩雷菲特于 １９９０ 年发表

了«中国悲剧»ꎬ在书中ꎬ他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需

要面临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及人口、地理等复

杂问题ꎬ也率直地批评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改革的

偏见ꎮ １９９６ 年ꎬ佩雷菲特又在对中国各阶层进行

千人次的访谈调研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国已经觉

醒»ꎬ用大量事实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近 ２０ 年来

的成就ꎬ同时也探讨了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一系

列问题ꎮ[１０]

第四阶段:全面研究阶段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许多

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论文开始出现ꎬ当代中国研

究逐渐成为显学ꎮ 这一阶段ꎬ美国关于中国的当

代中国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ꎬ以基辛格为代表的

研究中国问题的老一辈专家ꎬ渐为政治领域的新

一代精英们所取代ꎬ其中不少专家既研究中国学ꎬ
同时又是亲自为美国制订对华政策的设计者ꎮ 如

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兹别格涅夫布

热津斯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哈理哈丁、密歇

根大学李侃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戴维兰普

顿等ꎮ[１１]

在俄罗斯ꎬ此阶段中俄关系仍然是俄罗斯学

者讨论的热点ꎮ ２００５ 年ꎬ莫斯科出版了斯米尔诺

夫撰写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ꎮ
在书中ꎬ斯米尔诺夫主要围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

起步、过程以及中国国家领袖在此过程中扮演的

重要角色进行研究ꎮ 俄罗斯经济学博士、中国经

济问题专家鲍妮教授在其所著«中国农村的市场

化道路»一书中也极度关注中国市场机制是否可

以融入农村、新的经济模式是否可以在中国农村

中生产与发展以及能否在农村市场模式下发挥国

家调控作用等问题ꎮ[９]

总体来说ꎬ进入 ２１ 世纪ꎬ国外对中国的研究总

体呈现以下 ４ 个特点:首先是研究条件不断改进ꎬ
研究日趋直接与成熟ꎻ其次是研究范围不断扩大ꎬ
包括研究时段、地域、专题等方面的扩大与深入ꎻ
再次是研究的观点趋向务实ꎻ最后是研究的方法

更趋多元化ꎮ
二、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

内容及主要观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国外学者讨论的热点

话题ꎮ 国外学者认为ꎬ在当今世界背景下ꎬ大国之

间的竞争在深层意义上ꎬ是关于改革的竞争ꎮ[１２]中

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功ꎬ不仅对中国ꎬ而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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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也有借鉴意义ꎮ 概括起来ꎬ这些研究主要聚

焦在以下几个问题:
１.中国改革开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

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强

有力的政治保证ꎮ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强调ꎬ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

导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ꎮ 很多事实都可以

表明ꎬ一个国家能够在大局上展现强有力的态度

和作风ꎬ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利于调控市场经济带

来的盲目自发性ꎬ解决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冲突的

一系列问题ꎮ 季塔连科还认为ꎬ敢于创新的勇气

与意志能够促进党和政府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不断开展持续深入的变革ꎬ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

创新是党和政府发展的活力与源泉ꎮ[１３]

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则对

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给予高度的肯

定ꎮ 他说ꎬ“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ꎬ更大程度上是

因为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ꎮ 而四项基本原则不是

每一条独立存在的ꎬ它们之间相互关联ꎬ互为一个

紧密的体系ꎮ 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是根本的ꎮ
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条十分重要ꎬ苏共没有这样

做ꎬ教训惨痛ꎬ希望中共可以以此为戒ꎬ进一步加

强领导” [１４] ２８ꎮ
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ꎬ是因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在政治制度上不断改革创

新ꎬ这才使得改革开放能够在各个领域内得以不

断深化ꎮ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指出ꎬ中
国共产党在体制建设上遵循以下几种制度:差额

选举制、重大人事和问题采用无记名投票制、任期

制、退休年龄限制、选拔任用地方最高领导干部遵

守“回避”制ꎮ 而郑永年则认为ꎬ１９７８ 年以来ꎬ中国

放弃了西方式的民主道路ꎬ通过“摸着石头过河”ꎬ
创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内部组织架构制

度ꎮ[１３]哥伦比亚民族团结社会党的加夫列尔戈

麦斯认为ꎬ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这个组织结构ꎬ是一

个有能力经营管理并运转 １３ 亿人口的组织结构ꎬ
在一定程度上ꎬ中国共产党所做决策的出发点以

及所服务对象ꎬ也体现出其人民中心的理念ꎮ[１５]在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眼中ꎬ中国共产党拥有着

极高的能力ꎬ并且能够不断进行自我体制的突破

与改革ꎬ不断调整社会治理模式ꎬ不断顺应人民大

众的最根本的需要ꎬ建设使得人民更加幸福与满

意的社会ꎮ
２.中国改革开放促成中国模式的形成

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在绝大程度上持肯

定态度ꎬ他们普遍认为ꎬ改革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

模式ꎮ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扭转了过去计划经济体

制下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局势ꎬ而且也使得数以

万计的百姓跳出了贫困的圈子ꎬ人民生活不断富

有安康、医疗保障也不断完善ꎮ 无论是农村还是

城市ꎬ１９７８ 年以前ꎬ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还仍处

缺衣少食的状态ꎬ而在 ２０１８ 年的今天ꎬ人们的社会

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ꎮ 对于这种变化ꎬ季
塔连科说:“数千年来ꎬ吃、穿、住一直是中国民众

操心的大问题ꎮ 但在改革开放 １０ 年后ꎬ这些问题

就基本得到解决ꎮ 可以说ꎬ改革开放成就了这一

历史性的功绩” [８]ꎮ
郑永年则认为ꎬ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国际最优

经验和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的产物ꎬ它既有世界

性ꎬ也有中国性ꎬ它不是一种单独自立的模式ꎬ而
是一种混合模式ꎻ它也没有效仿苏联ꎬ更不是一种

延伸后的西方模式ꎻ它在一定意义上摒弃了苏联

过去完全公有化的模式ꎬ同时也对西方极端私有

化模式予以驳斥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公有制控

股、允许私有制并存的前提下ꎬ整合社会各方面的

动力机制ꎬ激发生产要素的潜能ꎬ为中国经济生活

等各层面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皮沃

瓦罗娃认为ꎬ中国模式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导

向、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ꎬ这一模式与世界

潮流相一致”ꎮ[１６]国外绝大多数学者开始认同中国

模式更大意义上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看得见的

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结合而产生的结果ꎮ 它克

服了苏联旧社会主义的缺点ꎬ同时又摒除了西方

自由主义的弊病ꎬ是将两种制度的合理成分创造

性地结合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ꎬ中国改革开放的

事实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中国模式ꎬ但中国模式并

不是向外输出的模式ꎬ而是现阶段中国成就的一

种范式ꎮ
３.中国改革开放是外激内应的产物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何种动力的推动下不

断向前发展的ꎬ这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ꎮ
国外学者大体上将改革开放的动力分为内、外两

种ꎮ 至于这两种动力是如何推动中国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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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哪一种占主导地位的ꎬ国外学者也没有形成

共识ꎮ
不少学者认为ꎬ改革开放是在现代化浪潮的

不断刺激下而形成的一种开放模式ꎮ 费正清认

为ꎬ中国是在其土地上发生一场别样的现代化运

动ꎮ 中国这场现代化运动ꎬ其最基本的特征是ꎬ中
国决定放弃过去所有的传统和制度ꎬ并将西方的

文明和制度以及语言不断纳入自己的范围来ꎮ 他

认为中国所有的变革是在西方文明不断冲击下而

做出的被动反应ꎬ而且在很长的时间范围内ꎬ西方

学者对中国的现代化的共识便是这个冲击反应

模式ꎮ[１７]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内在动

力源的不断助推下前进发展的ꎮ 著名财经作家、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吴晓波认为ꎬ“中国的现代化是

由自身发展的动力和内在需求决定的ꎬ西方的影

响是有限的ꎬ中国经济改革拥有制度创新、容忍非

均衡、巨国效应和技术破壁四个动力源ꎮ[ １８ ] 而傅

高义则认为ꎬ有着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邓小平理论

“推动中国改革开放” [ １９ ]６９３－６９７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费
正清在经过长期观察后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发

展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ꎬ而是自身内在的基

因变革和发展冲动的结果ꎮ 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

道路具有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ꎮ[１７]可以说ꎬ从近

期的研究来看ꎬ国外学者已经摒弃了以往的研究

思路ꎬ更多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

自身努力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因素ꎮ
４.改革就是开放

中国从 １９７８ 年开始ꎬ改革与开放便紧密相连、
不可分割ꎮ 改革就是开放ꎬ开放便是改革ꎮ 尤其

是对广东等沿海省份来说ꎬ改革就是从开放开始

的ꎬ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ꎮ 当然如果没有改革的

话ꎬ开放的进程也很难发展ꎬ也很难持续下去ꎮ[ ２０ ]

开放与改革相辅相成ꎬ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典

型的“开放式改革”ꎮ 卡塔尔«祖国报»地方新闻部

副主任巴哈里认为ꎬ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得益

于不断深入的改革和开放ꎬ相信无论国际形势如

何变化ꎬ中国改革开放将不断迈出新步伐ꎮ “中国

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ꎬ积极与国际接轨ꎬ反映出中

国在国际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美国

圣托马斯大学休斯敦分校教授乔恩泰勒认为ꎬ
中国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向世界发出明确信

号:中国不仅自身要发展ꎬ还希望与世界分享改革

开放带来的红利ꎮ[ ２１ ]

“改革开放应该是开放改革” [２２ ] 可谓高瞻远

瞩ꎮ 就改革与开放两者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以

及是否有利于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来说ꎬ开放ꎬ
在某种程度上地位是要重于改革的ꎮ 这是鉴于中

国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始的背景———开放的国际大环

境ꎮ 改革在哪改、向哪改、怎么改、如何改等各个

问题、各个层面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着开放世界

的影响ꎮ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原因ꎬ很大程

度上要归因于中国能够科学地处理改革与开放二

者之间的辩证关系ꎬ 把它们有机地系统地统一起

来ꎬ使得改革与开放彼此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ꎮ 所以说一定程度上ꎬ开放左右着改革ꎮ
三、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局

限性
由于地域环境、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思想文

化等因素的差异ꎬ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局限ꎮ
１.研究大多立足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

西方中心主义体现在西方在全球学术界的话

语霸权ꎮ 具体而言就是以 １９７８ 年为分界线ꎬ就改

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而言ꎬ海外学术界为

此也存在着一些代表性的错误观点ꎮ[２３]

一是将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

简单归因于是自由市场体制带来的成效ꎬ却将计

划经济扣上停滞和落后的帽子ꎻ二是将西方资本

主义式的民主化进程视为当代中国政治向前发展

的模板样式ꎻ三是将“实事求是”视为一种功利性

的实用主义原则ꎮ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张勇进指

出ꎬ当代中国正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ꎬ但
“中国政府与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之间存在

着本质上的不匹配” [２３]ꎮ 而美国学者鲍瑞嘉则认

为ꎬ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实用主义”ꎬ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为新时期的中国提供有价值

的引导ꎮ[２３]之所以出现上述观点ꎬ归根结底在于这

些学者始终站在西方主义的立场上ꎬ并以西方主

义的视角审视中国改革开放ꎬ同时也是过分自信

西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ꎬ未能深入了解计划经

济在必要年代的价值与意义ꎬ曲解了改革开放的

性质、方向ꎬ并以形而上学地方式理解与解释马克

思主义ꎬ没有真正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ꎮ
除此之外ꎬ出于国家安全角度的考虑ꎬ国外学

者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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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利益和当局政治的影响ꎮ 比如有些国外媒

体和学者炮制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 “中国改

变论”ꎬ将中国改革开放、“一带一路”政策等视为

洪水猛兽ꎮ 这与国外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密不可

分ꎮ 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近期接受媒体采访谈

到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十分聪明ꎬ没有咄

咄逼人ꎬ而是提议参与到所有邻国的建设当中ꎮ
亚洲较小的国家稍加犹豫后接受了提议ꎬ而欧洲

的反应相对负面甚至是公开拒绝ꎮ 实际上ꎬ习近

平总书记也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强

调ꎬ“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共同发展的追

求ꎬ将帮助各国打破发展瓶颈ꎬ缩小发展差距ꎬ共
享发展成果ꎬ打造甘苦与共、命运相连的发展共同

体ꎮ[２４] １３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不看到这些事实ꎬ
恰好暴露了他们长期在学术研究上的西方霸权主

义心态和立场ꎬ值得警惕ꎮ
２.研究领域多局限在经济方面

在大多数国外学者看来ꎬ改革开放政策使得

中国 ４０ 年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ꎬ改革开放的

主要成就在于经济发展ꎬ而在政治和文化发展方

面取得的成就不如经济方面明显ꎮ 特别是关系到

中国人民吃、穿、住层面的问题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往往更能吸引国外学者深入探究ꎬ以图找寻出中

国成功的秘诀ꎮ
英国广播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分别对 ２１

个国家开展相关的调研ꎬ结果显示ꎬ５０％的被调查

者认为ꎬ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是积极的ꎮ 同

时ꎬ英国广播公司从 ５０％的被调查者中又抽取

１０％进行深入的访谈ꎬ主要是围绕什么使得中国在

国际社会拥有积极影响力ꎮ 调查显示ꎬ这其中

５１％的被调查者认为ꎬ中国对世界的积极影响主要

是由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造就的ꎮ[２５ ] ５５４而美国皮

优中心 ２０１２ 年的调查报告则显示ꎬ国外对于中国

实力的评估主要是从经济发展层面与美国进行比

较ꎬ相反没有用政治、文化作为比较指标ꎮ[２６ ]显然ꎬ
中国在经济层面的发展ꎬ美国还是予以肯定的ꎬ但
在文化、政治等其他层面ꎬ美国的评价较低ꎮ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

的工作时说ꎬ过去五年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ꎬ党和国家事业

全面开创新局面ꎮ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ꎬ生态文明

建设成效显著ꎬ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ꎬ港澳台工作

取得新进展ꎬ全方位外交深入展开ꎬ等等ꎮ[２７ ] ５－７因

此ꎬ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在经济上取得成就ꎬ在社

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也取得了重大成就ꎮ
通过对比国外学者的观点ꎬ我们不难得知ꎬ中

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特有的社会背景、文化条

件中进行的ꎮ 市场经济也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

开展的ꎬ中国的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特质也是中

华传统文化所赋予的ꎮ 但国外学者往往忽视藏在

市场经济背后的政府这把“隐形的手”ꎬ同时也忽

视了对中国宏观领域调控作用的研究ꎬ更忽视了

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考量改革开放的

现状与将来ꎮ 所以ꎬ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文化兴国运兴ꎬ文化强民族强ꎮ 没有高度的文化

自信ꎬ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ꎬ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ꎮ[２７ ] ４０－４１

３.满足于学术理论研究

很多西方学者一改实证研究的传统ꎬ满足纸

上谈兵ꎬ将理论研究与现实探索割裂开来ꎮ 他们

未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既是一种理论ꎬ更是一种

现实的运动ꎮ 在研究中ꎬ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理解与研究过于侧重资料文献的分析ꎬ实
地考察的经验相对较少ꎻ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

研究仅限于阅读相关的二手或三手文献资料ꎬ能
够真正以实地考察探索的方式来研究中国问题的

并不多见ꎮ
在欧洲ꎬ受僵化的选举体制的影响ꎬ因为害怕

选民流失ꎬ政治家们变得更为保守ꎮ 激进政党和

右翼政党为了维持其在国家中的地位ꎬ普遍存在

着反开放、反一体化的倾向ꎮ 受这种思维的束缚ꎬ
西方国家远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与经验ꎬ也
不了解国外改革的进程ꎮ 他们更不愿意派遣学者

到国外考察ꎬ仅凭理论研究ꎬ这就难以准确把握中

国改革开放的精髓ꎮ
但近几年ꎬ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ꎬ国外一些专

家由于工作的原因ꎬ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来到中

国进行实地考察ꎮ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当代

中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邓肯弗里曼表示ꎬ由于

学术交流ꎬ近几年他经常来到中国ꎬ不仅在大城市

考察过ꎬ在中国的乡镇和农村也考察过ꎮ 韩国外

国语大学全球安全合作中心所长、国际研究学部

教授黄载皓表示ꎬ由于工作原因ꎬ他也经常往返韩

中两国ꎮ 他也有幸观看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国

庆大阅兵ꎮ[２８ ]

快速的交通与便捷的通信、频繁的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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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术交流给予国内外学者更多交流的机会ꎮ 但

很多国外学者缺乏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体验与考

察ꎬ未能形成全面系统的认知ꎮ 同时ꎬ他们在中国

的见闻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部缩影ꎮ 若不从历

史源头进行考察ꎬ就很难深入理解中国的改革

开放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形成

并发展的ꎬ如果国外学者没有对中国进行深入的

实地考察ꎬ就难以正确把握中国的国情ꎬ很难对中

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了解ꎮ 仅凭理

论研究ꎬ无论是对资本主义ꎬ还是对社会主义的理

解ꎬ都是僵化、呆板的ꎮ
总之ꎬ我们要理性地看待国外学者、媒体、政

要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ꎮ 同时ꎬ国内学者要不

断加强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ꎬ讲好中国自己的

故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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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理性与权利∗

———试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精神动力与社会影响

戴 韶 华１ꎬ２

(１.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ꎬ 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ꎻ
２.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　 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ꎬ领导者、党员以及广大民众的觉悟问题决定着革命胜利和社会发展

的方向ꎬ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议题之一ꎬ也是国家建设逐步完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ꎮ 随着社会的进步ꎬ特
别是社会的理性发展ꎬ不同阶层、群体的觉悟被纳入现代国家发展的轨道上来ꎬ社会力量和民众的权利意识、自主

性决定了国家的完善和进步ꎮ
[关键词] 　 觉悟ꎻ　 社会理性ꎻ　 人民的主体性ꎻ　 权利ꎻ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２９－０７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常常把觉悟作为一个起点

或者是一个目的ꎬ从理论和实际的要求来看ꎬ觉悟

包括政治觉悟、道德觉悟以及更高的对历史发展

规律、发展方向的远见、预测等内容ꎮ 为什么觉悟

这个在佛教中的一个词语会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发

展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术语ꎬ这需要从整个运动的

发展历程对人的要求、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对

人的培养质量、目标的要求来理解ꎮ 随着社会的

变化ꎬ意识形态对觉悟的要求以及这个词出现的

频率都有了一定的变化ꎬ这个变化反映了社会现

代性的发展ꎬ更体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入以

及对人的要求也更贴合实际、更有利于人的全面

发展ꎮ
一、觉悟的产生和要求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ꎬ“觉悟”的一个含义是

动词ꎬ内容是:“由迷惑而明白ꎻ由模糊而认清ꎻ醒
悟”ꎮ 另一个含义是名词ꎬ内容是:“一定的政治认

识:阶级认识或思想认识” [１]７４６ꎮ 在日常应用中除

了思想政治的宣传教育中经常提到这个词ꎬ另外

一个就是在宗教的话语中经常出现ꎮ 这两者之间

在意识形态中有很大的区别ꎬ但在思想理论的发

生和作用机理中还是有一定的相似性ꎮ “从词源

学意义上看ꎬ学就是悟ꎮ 学就是去觉悟ꎻ教就是去

启发觉悟ꎮ” [２]３５８ 这里面首先有一个自觉ꎬ有认识

和学习的动力ꎬ取得一定的理论精神成果ꎬ然后去

引导他人ꎮ 只是宗教的目的是自我精神境界的提

升ꎬ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思想理论教育

中的觉悟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ꎮ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ꎬ总是取决于理

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ꎮ” [３]１２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诞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ꎬ表现出了一种理

论自觉和强烈的道德情怀ꎬ是时代主题与救世情

怀的统一ꎮ 他通过对时代和社会的体察ꎬ对前人

精神成果的继承ꎬ逐步地去把握、提炼社会的需

要、精神实质和发展趋向ꎬ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ꎮ
在这样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必然符合社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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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ꎬ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ꎬ能够产生社会共鸣ꎬ从
而对社会的改造起到指导作用ꎮ １８９０ 年ꎬ恩格斯

在给左尔格的信中明确表示ꎬ革命运动发展最快

的地方ꎬ“当然是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并

且受过理论教育的地方” [４]３４８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这
种理论觉悟虽然是心灵、思想、精神活动ꎬ但最重

要的是对自身、社会、时代的体察和醒悟以及其后

所产生的实际行动和社会影响ꎮ 在这方面由于每

个人的境况的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思想ꎬ在思

想的觉悟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差别ꎬ同时个体与时

代的统一性与差异性也是基础性的因素ꎬ因而ꎬ也
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坚持普遍性与先进性的

统一ꎮ 特别是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之间的辩证

统一、先进性、自觉性与普遍性的关系ꎮ 其中首先

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ꎬ其次是领袖、政党的先

锋队作用ꎬ通过教育灌输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

中去ꎬ使他们从“自在阶级”转变到“自为阶级”ꎬ使
人民群众的自发运动提高到自觉的程度ꎮ 也就是

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ꎬ现实本身应

当力求趋向思想” [３]１３ꎮ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以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都是在全新的创造中发展ꎬ从整

个人类文明来说ꎬ是打破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新

的选择和新的起点ꎮ 如何让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

阶级地位和最根本的社会矛盾ꎬ如何解决资本主

义遇到的问题、危机ꎬ如何实现更高阶段的社会发

展阶段和更长远的理想ꎬ需要让人理解、认同和参

与ꎮ 在探索和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ꎬ常常会面

临不同的理论、行动等方面的争论和设想ꎬ如何解

决这些问题ꎬ说服、教育、动员去引导人们走上正

确的道路ꎬ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工作ꎮ 特别是对

于列宁开创的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来

看ꎬ首先面临着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和跨越ꎬ能否

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ꎻ其次是阶级的“超
越”ꎬ能否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实现无

产阶级专政ꎬ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ꎻ再次是思想文

化的发展ꎬ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文化动力和

基础ꎻ最后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与各国

的实际情况相融合ꎮ 只有完成这些工作才能真正

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目标落到实处ꎮ
对于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来说ꎬ落后的生产

方式下大量的小农存在决定了发动动员民众的觉

悟ꎬ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现代意识和对革命的目

标、进程、规律等的认识是进行革命是基础性的、

根本性的工作ꎮ “小农人数众多ꎬ他们的生活条件

相同ꎬ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ꎮ
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ꎬ而是使他

们互相隔离ꎮ 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

自己的阶级利益ꎬ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

会ꎮ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ꎬ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ꎮ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ꎬ是高高站

在他们上面的权威ꎬ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ꎬ这种

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ꎬ并从上面赐给

他们雨水和阳光ꎮ” [５]５６６－５６７马克思在谈到东方农村

供水和宗法制的社会组织瓦解时指出:“我们不应

该忘记ꎬ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

样祥和无害ꎬ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ꎬ
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ꎬ成为迷信

的驯服工具ꎬ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ꎬ表现不出任何

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ꎮ 我们不应该忘记那

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ꎬ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

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ꎬ静静地看着整

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

市居民的被屠杀ꎬ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

衷ꎻ至于他们自己ꎬ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

一下ꎬ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

虏” [６]１４２－１４３ꎮ 恩格斯谈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人
民静观其变ꎬ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ꎮ 失

败之后ꎬ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

暴力” [７]１４５ꎮ
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是在理论上和从西方国

家认识到群众阶级基础的落后对社会发展的制

约ꎬ而在社会主义的运动中ꎬ真实面临现实问题的

是列宁、毛泽东等领导人ꎮ 列宁创立了在帝国主

义统治薄弱的条件下ꎬ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或几

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ꎮ 俄国的生产力发展

水平、阶级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等方面

都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西欧国家有很大的差

距ꎮ 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文明的新纪

元ꎬ世界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ꎮ 苏俄

成立后ꎬ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发展ꎬ
如何稳固政权ꎬ如何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

越性ꎬ从而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ꎬ关系到这个

新生事物的前途和影响ꎮ 因此ꎬ在革命和建设中

常常面临着如何动员、发动人们理解这个革命ꎬ面
临着现实的工作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宗旨的根

本问题ꎮ 正是在这种探索中ꎬ更加迫切要求人们

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使人们更坚定的理解、
—０３—



拥护苏维埃领导的革命和建设ꎮ 根据十月革命胜

利后的现实需要ꎬ列宁说:“提高群众的觉悟ꎬ现在

也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ꎬ仍然是我们全部工作的

基础和主要内容” [８]５２８ꎮ 而且“提高群众的政治觉

悟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 [９]１０８ꎮ 这是因为ꎬ“无产

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ꎬ即教育任务这

个任务在俄国应当提到首位ꎬ因为我们要为社会

主义建设训练群众” [１０]２３９ꎮ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之前ꎬ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主要是提高人们推翻

封建统治和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斗争觉悟ꎻ无产

阶级专政之后的思想政治教育ꎬ“就是帮助培养和

教育劳动群众ꎬ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

习惯、旧风气ꎬ那些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

惯和风气” [１１]３０９ꎬ同时进行经济建设教育“以便使

他们能够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集中在自己

手中” [１２]３０２ꎮ 新中国成立前后很长时期中国也面

临着同样的问题ꎮ
在革命和建设中ꎬ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

的思想、行动中要求集中和统一ꎬ这是革命取得胜

利的关键ꎬ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行动一致ꎬ形成团

结和凝聚的力量ꎮ 同时ꎬ在道德上和思想境界上

要有更高的要求ꎬ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和长远

利益ꎬ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要求ꎮ
一方面这是道德要求ꎬ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经

济不发达的基础ꎬ也的确需要人们有更多的付出

和奉献ꎮ 另外ꎬ在觉悟的要求上还要认识到历史

发展的规律、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情的结合

而产生的新的理论及其对人的要求ꎮ 因而ꎬ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长期强调觉悟的重要性ꎬ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设想

与现实有很大差距ꎬ这体现出理论与实际的差距、
国家的目标与人的素质等之间的差距ꎬ共产主义

道德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实际之间的差距ꎬ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差距等等ꎬ觉悟就是弥补

这些差距的桥梁ꎮ
以上是客观的外在的要求ꎬ从个人的主观方

面来讲ꎬ由于中国这样的东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

家没有经过现代国家的充分发展ꎬ没有如西方那

样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发展ꎬ即使有些短暂和

少数地对个体自由的强调也是服从和服务于救国

的需要ꎬ因而是“救亡压倒启蒙”ꎮ 因为我们面临

的问题是ꎬ在强敌面前ꎬ个人的思想、利益与国家

的发展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ꎬ没有形成现代民族

国家ꎬ无论是民族解放运动还是国家建设都面临

着民众觉悟的启发和思想整合ꎮ 毛泽东新中国成

立后所讲的某些话语是对抗日战争中民众动员的

反思的结果ꎬ如今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还是

凝聚、团结民众的中心问题ꎮ 但毕竟时代有了很

大的变化ꎬ随着社会的进步ꎬ人的发展也有一个不

断上升的层次ꎬ会产生从物质到精神进而提高自

身的全面发展的需求ꎬ特别是个人主体性的发挥ꎮ
然而ꎬ当前社会在容纳理性发挥的政治、法律、思
想等社会现实条件还不足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ꎮ
但另一方面ꎬ西方国家理性主义历程中对人的主

体性的强调也走向了极端ꎬ出现了世界大战、环境

的破坏等全球性问题ꎬ因此也需要对理性进行审

慎的批判和反思ꎮ 在社会主义国家ꎬ在某种程度

上讲ꎬ觉悟也是一种理性ꎬ不过这种理性是建立在

领导、启发和灌输的基础上的ꎬ这种理性的发挥必

然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和发展阶段ꎬ是社会发展阶段和民族国家、个人思

想观念的统一ꎮ 因此ꎬ要认识到中西在发展阶段、
时代主题等方面的区别ꎮ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中ꎬ始终面临

着与资本主义的侵略、斗争和竞争的压力ꎮ 因此ꎬ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和社会主义道路ꎬ并且接受了苏联的指导和帮助ꎮ
但中国的国情与苏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ꎬ在革命

和建设道路的选择上也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

程ꎮ 经过了这个过程ꎬ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路径

上的觉悟也就有了更大的提升ꎮ 东欧剧变和苏联

解体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巨大压力和

艰巨的任务ꎬ因此ꎬ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ꎬ在摸索、
探索中前进ꎬ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自身对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和规律的认识ꎬ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

就使得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了很大的自信ꎮ 对于理

论和发展道路、历史发展规律的觉悟ꎬ不仅要求领

导者、知识分子、党员等的觉悟ꎬ更需要把这种觉

悟所产生的理论、规律、方法宣传、灌输到更广大

的群众中去ꎬ让更多的人领会到党的意图和社会

主义发展中的政策、措施ꎮ 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

的产生、发展乃至到现在仍在高度重视的原因ꎮ
具体来说ꎬ我们经常强调的需要觉悟的方面主要

包括:道德要求———如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

系、大公无私等ꎬ对党和国家在某个时期的中心任

务的理解和认识ꎻ爱国的要求ꎻ还包括对历史发展

规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的认识ꎬ对马克思主义

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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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觉悟的历史分析及其社会功能
在革命过程中ꎬ觉悟的作用最主要在于对广

大人民群众的启发、动员、团结ꎬ党内、组织内部的

思想统一ꎬ同敌人的论战和斗争等ꎮ 从革命和建

设的整体发展来看ꎬ觉悟主要的目的在于理解发

展阶段、路线和政策策略、革命理论、发展规律与

前景ꎮ 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ꎬ实质上就是农

民问题” [１３]６１ꎮ 在革命战争年代ꎬ国家的不统一、
人们对国家认识的不足ꎬ使得在当时还不能从统

一的民族国家中获得整体的力量ꎬ因此ꎬ必须从思

想和精神的支持上获得认同ꎬ只有这样才能产生

对革命运动的推动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中ꎬ从对觉

悟的提及的频率和作用来看ꎬ主要是在革命战争

年代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 ８０ 年代末期ꎮ 从

大的背景来看ꎬ主要基于意识形态中革命观念和

阶级斗争因素的淡化ꎬ整个社会的发展从“政治挂

帅”“阶级斗争为纲”过渡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逐
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ꎬ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

更多地依靠制度、法治等明确的规则来治理ꎮ 即

使在某些方面和某些时候需要表达类似意思的时

候ꎬ也有了更加符合时代的话语ꎬ也就是说ꎬ这个

词的逐渐隐退代表了时代的转变ꎬ也符合从革命

党到执政党这个大的发展趋势ꎮ
从革命战争年代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前三十年

在觉悟的表达中ꎬ有一些固定的搭配ꎬ也可以说是

觉悟的内容ꎬ比如:阶级觉悟、革命觉悟、政治觉

悟、斗争觉悟、思想觉悟或思想政治觉悟、社会主

义觉悟、共产主义觉悟、无产阶级觉悟、爱国主义

觉悟等ꎮ 革命战争年代ꎬ觉悟的提高主要的是从

阶级的角度来提高ꎬ对军队来说ꎬ通过诉苦增加对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仇恨ꎬ可以产生无穷的精神

力量ꎬ从而提高战斗力ꎮ 对广大的农民阶级来说ꎬ
通过诉苦可以让其认识到其受剥削压迫的本质、
根源、改变的途径ꎬ认识到翻身当家做主的可能

性ꎬ并通过土地改革得到土地ꎬ因此会形成积极支

持革命的群众基础ꎮ 新中国建立后前三十年仍然

在延续革命观念ꎬ直到 ９０ 年代以后才逐渐淡化ꎮ
从受教育者的对象和来看ꎬ有提高“人的觉

悟”“学生的觉悟”“共产党员的觉悟”等ꎮ 从觉悟

的程度来讲ꎬ有“高度的觉悟”等ꎮ １９７９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四化需要强有力的思想

政治工作»ꎬ社论说ꎬ“我们共产党人做任何事情ꎬ
都坚持一条ꎬ就是重视思想教育ꎬ提高人的觉

悟” [１４]３８７ꎮ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 ８ 日ꎬ«人民日报»报道:南
开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狠抓活学活用“老三

篇”、阶级教育和革命大批判ꎬ不断提高革命师生

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ꎮ[１４]２６３

从提高觉悟、启发觉悟的主体来看ꎬ主要是领

导人、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下的相关宣传教育部门、
人员ꎮ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ꎬ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大革命和

大发展»ꎬ提出我们的教育工作ꎬ必须贯彻执行党

的教育方针ꎬ“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

面都得到发展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

劳动者” [１４]１４５ꎮ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ꎬ华国锋在党的

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强调ꎬ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教育

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ꎬ必须同生产

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

面都得到发展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

劳动者”的教育方针ꎮ[１４]３５０另有在某些标准、资格、
条件中觉悟也是其中的一条ꎮ １９７９ 年的高校招生

工作中要求:“考生所在单位应该认真地、实事求

是地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做

出全面的鉴定” [１４]３９０ꎮ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人民日

报»发表社论«当前学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ꎬ提出

“当前ꎬ青年学生的任务ꎬ就是要刻苦学习ꎬ把自己

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专业知识和管理

才能的又红又专的人才ꎬ在将来走上社会以后ꎬ能
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ꎮ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ꎬ
江泽民同志指出ꎬ学生只学业务、技术不行ꎬ还必

须要有信念和觉悟ꎬ这就要求他们掌握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邓小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ꎮ[１４]７０９

从提高觉悟的方法和途径来看ꎬ主要通过理

论学习和思想工作、个人自觉ꎮ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ꎬ陈毅指出:思想改造主要靠个人的觉悟ꎬ不能

用强 制 的 办 法 和 群 众 的 压 力 区 解 决 思 想 问

题ꎮ[１４]１６２１９６３ 年 ８ 月 ８ 日ꎬ周恩来在关于应届毕业

生工作的指示中ꎬ要求在工作中要注意方法ꎬ真正

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ꎮ 要树立“公而忘私、大公无

私”的同时ꎬ也要注意“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的精

神ꎮ[１４]２３５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２ 日ꎬ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共同发出«关于加强爱国主义

宣传教育的意见»ꎬ指出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ꎬ经常进行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教育ꎬ培
养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ꎬ提高他

们的爱国主义觉悟ꎬ是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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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任务ꎬ是宣传

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ꎮ
综合以上因素ꎬ从根本上说ꎬ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的觉悟问题是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理解和灵活运用的问题ꎮ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ꎬ
领导者、知识分子(两者常常合为一体)最重要的

是要动员、发动、团结绝大多数的民众理解、相信、
参与社会主义运动ꎮ 对革命者来说主要的是个人

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以及对民众的宣传教育ꎮ
这个过程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ꎬ
需要在外部需求与内部反思、反省之间的不断互

动ꎮ 最根本的完成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

众、国家的传统文化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ꎬ只有这

样ꎬ民众才能够真正被说服和信服ꎮ 抗战时期艾

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就是通过

«大众哲学»这本书唤起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爱

国热情和革命热情ꎬ就连败退到中国台湾以后的

蒋介石也认为“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

的思想防线” [１５]ꎮ 理论唤起人们的革命觉悟的作

用可见一斑ꎮ ９０ 年代以后觉悟的提法锐减ꎬ主要

从政治的统合变为规则、制度、决议等精神文明、
道德建设、社会舆论氛围的塑造等方面ꎬ而且也更

加真正强调人的自觉和素质的提高ꎮ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

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ꎬ是该时代政

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及基础ꎮ” [５]１４因

此ꎬ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ꎬ只有通过灌输才能有

效地进行阶级动员ꎬ使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

为自为的阶级ꎬ对具有广大的小农阶级和文化水

平较低的国情来讲ꎬ这个任务更为必要ꎮ 当然ꎬ灌
输的理论和方法随着时代的进步也需要进行调

整ꎬ用更灵活的方式方法让人们去接受ꎬ通过增加

理论的吸引力、凝聚力来让人们信服和信任ꎮ 把

灌输从单向性、强制性转变为平等的、以人为本

的ꎬ合理而令人信服的解释ꎬ令人心悦诚服、自觉

自愿地认可、接受和运用这套解释体系ꎮ[１６]在新媒

体时代和信息高度发达、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化的

条件下ꎬ需要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及灵活多样的形

式进行沟通和交流ꎬ特别是思想解放和进一步深

化改革来巩固民众的支持ꎬ在继续坚持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主导社会价值的前提下ꎬ通过推动国家

的发展对人民真正带来益处赢得人民的信任ꎬ同
时通过完善国家建设来推动社会进步ꎬ在此基础

上的宣传、动员才能起到精神上的推动作用ꎬ这与

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之初主要基于阶级观

念基础上的美好未来的承诺有了根本上的转变ꎮ
因此ꎬ当下启发群众的觉悟不仅仅靠思想理

论的宣传和动员ꎬ更主要的是靠行动赢得民众的

信任ꎬ这要靠利益和榜样等来引导ꎬ特别是使人民

真正体会到当家做主不是一句空话ꎮ 对党员来说

则是从党性修养和先进性的表现来看应该成为社

会的示范ꎬ对全社会起到引领作用ꎮ 从思想价值

发展的规律来看ꎬ整个现代化发展的不足ꎬ使得人

们的价值观念还停留在个体和地方的私人性ꎬ因
此ꎬ不利于形成社会共识ꎬ只有在作为公民思想的

基础上逐步形成公共的思想和行为才能有更大的

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ꎬ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入人心并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ꎮ
三、权利、人民的主体性与社会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产

阶级 的 灭 亡 和 无 产 阶 级 的 胜 利 同 样 不 可 避

免” [５]４３ꎮ 后来ꎬ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中又提出了“两个决不会”ꎬ即“无论哪一个社

会形态ꎬ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

前ꎬ是决不会灭亡的ꎻ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ꎬ在
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ꎬ
是决不会出现的” [５]５９２ꎮ 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ꎬ是
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ꎮ 但由于社会主义的理

论、制度、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与社会主

义国家的生产力、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发展阶段

有很大的差别ꎬ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ꎬ常常出

现急躁冒进的倾向ꎬ因为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ꎬ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ꎮ
这样的思想觉悟、政治觉悟、阶级觉悟似乎很高ꎬ
也很有吸引力ꎬ能够显示出其积极革命的一面ꎬ但
脱离实际的非理性、超越现实的问题很难避免ꎮ
尽管在工作中也很注意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ꎬ但
因为觉悟的正确与否、觉悟的程度并没有确定的

标准ꎬ有时也很难判断ꎮ 因此ꎬ觉悟作为一种积极

的革命精神、对革命理论、发展道路的理解对革命

和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ꎬ但有时却适得其反ꎮ
一般来说ꎬ觉悟对领导者和党、政府来说ꎬ需

要理性的分析和判断ꎬ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理解和运用ꎬ对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和选择ꎬ采
取的政策和策略ꎬ直接决定着革命和建设的成败ꎮ
但领袖、政党和政府毕竟也有局限性ꎬ而且领导方

式、理论和认识是随着社会形势而不断变化的ꎮ
因此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ꎬ最重要的是基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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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基础上根据国情而作

的调整ꎮ 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

论ꎬ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

条” [１７]６８１ꎮ
人民的知识水平、社会地位和利益局限常常

决定着其思想和行动ꎮ 对民众来说ꎬ对国家的忠

诚和热爱是第一位的ꎬ但社会规则的改变ꎬ使得民

众对这个问题认识和表达的途径、方法上会发生

一定的变化ꎬ在社会效果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ꎮ
总之ꎬ既要认清国家的中心任务和自身的职责ꎬ同
时也要兼顾个人利益ꎮ 为了启发、动员整个社会

在思想认识和行动上的一致、团结和凝聚ꎬ我党在

思想政治工作中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原则ꎮ 如“政
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

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ꎮ 无论是领导者、政府机

构还是普通民众ꎬ在知识、理论、思想的问题解决

之后ꎬ更重要的是如何采取行动ꎮ 从原则上来讲ꎬ
作为领导者、党员ꎬ应该有积极的示范和榜样作用

才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积极行动ꎮ
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

者ꎬ其领导要通过无产阶级政党来进行ꎬ最终实现

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ꎮ 在无产阶级

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远大目标的过程

中ꎬ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和实际究竟是什么ꎬ如何

去解释这种实际并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去推动社

会的进步ꎬ这种解释必须符合实际才能长久ꎬ要通

过实际的检验ꎬ这是一个过程ꎮ 人民群众自身的

感受和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最终标准ꎮ
我们以往所犯的很多错误在于忽视了现实和

人民群众真正的需要和感受ꎮ 在这样的情况下ꎬ
人民群众的觉悟经常是建立在违反他们意志或歪

曲的理论基础上的ꎮ 因此ꎬ只有当理论和政策真

正符合群众的意志和现实需要ꎬ符合社会主义的

本质ꎬ才会越来越产生积极的动力ꎮ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把人的基本的利益追求的动力发挥出来ꎬ
使得社会有了活力ꎮ 当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思想

文化的提高是建立在政府和民众互动基础上ꎬ在
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觉悟并不需要政府过多的号

召ꎬ而更多的需要一种引导和规范ꎮ 这时社会运

行的规则不再是身份、成分这些政治基点ꎬ而是权

力、义务这些法律基点ꎮ 觉悟在社会上逐步表现

为在物质需要不断满足的基础上的一种个人的自

我需求、精神上的需求和人性的光辉ꎮ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觉醒、自觉、行动ꎬ与国家

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一起ꎬ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实

现这种联系、实现什么样的联系ꎮ 中华民族独立

后ꎬ经过对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ꎬ改革开放ꎬ逐步

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理论、制度和道

路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国家建设要从总体上按照现

代社会、现代文明的规律进行发展ꎬ在精神上使人

的思想、精神和价值能够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

下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积淀和提升ꎮ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来源于理论的科

学性、来源于对客观规律的把握、更来源于实践所

取得的成就ꎮ 恩格斯说:“历史有它自己的步伐ꎬ
不管它的进程归根到底是多么辩证的ꎬ辩证法往

往还是要等待历史很久” [１８]４５０ꎮ 因此ꎬ对于历史发

展规律的把握ꎬ需要掌握好知行合一的关系ꎮ 毛

泽东的实践哲学思想是对革命行动的总结和理论

指导ꎮ 它启示我们“对知行关系辩证本性的领悟ꎬ
作为一种反思ꎬ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知行关系的形

式上的描述ꎬ它本身就内在地作为人的知性关系

的一个变量ꎬ体现出‘度’的特点ꎮ 而且这种‘度’
的掌握恰恰就是这种辩证法的奥妙所在” [１９]１９５ꎮ
对“度”的把握ꎬ需要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ꎬ对
经验教训总结和反思ꎮ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

思考、对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思考体现了这一点ꎮ
尽管黑格尔认为人类很难从历史中获得真正的教

训ꎬ但毕竟人们在认识上取得了点滴进步ꎮ 恩格

斯说ꎬ“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

进步为补偿的” [２０]６６５ꎮ 邓小平指出:“一些国家出

现严重曲折ꎬ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ꎬ但人民经受

锻炼ꎬ从中吸取教训ꎬ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

康的方向发展”“不坚持社会主义ꎬ不改革开放ꎬ不
发展 经 济ꎬ 不 改 善 人 民 生 活ꎬ 只 能 是 死 路 一

条” [２１]３７０ꎮ 对于斯大林的错误ꎬ毛泽东有所反思ꎬ
但是并没有完全吸取他的教训ꎬ“文革”的发动造

成了国家的灾难ꎮ “文革”后ꎬ邓小平重视法治建

设、进行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的转变ꎬ但教训的改

变需要体制、机制改变和完善ꎮ 邓小平通过对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就特别是失误的反思的最大成

果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进步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ꎻ江泽民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对党的

执政问题的认识ꎻ胡锦涛则在发展的问题上提出

了科学发展观ꎬ以人为本ꎻ习近平则通过提出“中
国梦”ꎬ展现了中国发展的未来前景和目标ꎮ 这些

进步既是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ꎬ又是对社会发展

规律、趋势的把握ꎬ也是吸取了国内外发展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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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的结果ꎮ
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其在新

中国建立后长期以来具有统治合法性的基础ꎬ当
这种革命背景失去魅力而转变为靠实绩赢得民众

时ꎬ个人的权利、利益、社会需求等必须成为理论

和政策的焦点ꎮ 因此ꎬ中国信仰的重构和核心价

值的确立不但是精神文明提高的需要ꎬ也是政治

合法性重新建构的过程ꎮ 整个社会的精神动力和

价值建构应该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源泉和国家的

精神支柱、核心价值ꎮ 现代教育的普及和经济、交
通、传媒通信等方面的全球化影响ꎬ使得人们的思

想观念有了更开阔的思路和比较ꎬ人们不再满足

于被启发觉悟ꎬ而是具有了更积极的思想和行动ꎮ
因此ꎬ政府往往要引导和顺应、满足民众的要求ꎮ
把自上而下的教化、启发和自下而上的推动政府、
推动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ꎮ 这可以从马克思对什

么是“真实的集体”的解释中得到启示ꎮ 马克思

说:“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ꎬ各个人在自己的联

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在这个共同体中

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ꎮ 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

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ꎬ
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

们的控制之下” [２２]１１９ꎬ１２１ꎮ
从我们当前的现实来看ꎬ民众在社会交往、科

技、经济发展中感受到社会变化的现实ꎬ民众的觉

悟不可能再是被动的ꎬ而是从自身的生存、境遇中

来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ꎮ 民众的觉悟往往

真正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ꎬ国家的发展必须建立

在民众基于现实变化而产生的思想认识的基础

上ꎬ特别是基于他们在利益、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

需要的基础上ꎬ才能制定出更加符合国家发展的

战略和策略ꎮ 但是民众的选择往往具有很大的自

发性、不确定性ꎬ带有消极的一面ꎬ这就需要把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文化不断的融合ꎬ作为理论

和价值观进行社会引导ꎬ并从外在的宣传、灌输转

变为民众精神、信仰上自觉的个人追求、素质的提

高等基本的要求ꎬ从根本上来讲ꎬ这是人的全面发

展———马克思主义最终的追求目标在现实发展趋

向中的体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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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Ｏ 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 Ａ 股市场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

刘 泽 海

(江苏省再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医疗事业部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 　 ＩＰＯ 是现代企业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ꎬＩＰＯ 审计直接关乎企业能否上市ꎬ其收费是影响审计质量

的重要因素ꎮ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我国 Ａ 股市场 ８３ 家 ＩＰＯ 审计收费数据ꎬ借鉴国内外有关审计收费特

别是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研究成果ꎬ参照 Ｓｉｍｕｎｉｃ 的模型ꎬ对影响我国 Ａ 股市场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

究ꎬ得出企业资产总额和计划发行股票金额与 ＩＰＯ 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ꎬＩＰＯ 上市公司所在交易所对其审计收费

具有显著影响、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中 ＣＰＡ 所占比重对 ＩＰＯ 审计收费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ꎮ
[关键词] 　 ＩＰＯꎻ　 ＩＰＯ 审计ꎻ　 ＩＰＯ 审计收费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３９.４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３６－１０

一、引言

在现代社会ꎬ ＩＰＯ 即首次公开募股的英文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简称ꎬ作为企业融资的一种

重要手段ꎬ不仅企业高度青睐和重视ꎬ政府及社会

各界也愈益关注和重视ꎮ 由于上市公司的质量与

ＩＰＯ 审计有着极为密切关系ꎬ从一定程度上讲ꎬＩＰＯ
审计直接关乎企业能否上市ꎮ 正因如此ꎬ审计收

费一直是审计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ꎬ特别是

近年来ꎬ随着我国 ＩＰＯ 发行进入常态化ꎬ①学界对

于 ＩＰＯ 审计收费研究的关注度正在日益上升ꎮ 有

研究表明ꎬ会计师事务所对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多少

是影响 ＩＰＯ 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ꎬ审计收费过低

或过高都可能影响招股说明书中财务数据披露的

真实性ꎬ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ꎮ 事实上ꎬ随着审

计市场竞争日益加剧ꎬ低价揽客或审计折扣等可

能损害审计师独立性以及降低审计质量的现象时

有所闻ꎮ 审计收费过低ꎬ从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ꎬ
会计师事务所可能会尽量减少审计人员及投入精

力ꎬ甚至省略必要的审计程序ꎬ而审计收费过高ꎬ
也可能会影响审计人员的独立性ꎬ导致造假现象

发生ꎮ 应该说ꎬ对这一公认的影响因素去加以研

究不仅是炒冷饭ꎬ也毫无意义和价值ꎮ 相对于国

外 ＩＰＯ 审计收费而言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

中国的特色ꎬ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ꎬ但照抄照搬必

然水土不服ꎮ 有鉴于此ꎬ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我国 Ａ 股市场的数据ꎬ借鉴国内外有关审

计收费特别是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研究成果ꎬ提出有

关影响我国 Ａ 股市场 ＩＰＯ 审计收费因素的假设ꎬ
然后运用实证分析法对 ＩＰＯ 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

假设进行验证ꎬ在此基础上ꎬ从会计师事务所与首

发股票企业两个角度ꎬ参考国内外学者关于年报

审计的模型ꎬ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方法研究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审计收费的因素ꎬ有针对性地提出有

关我国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对策建议ꎬ以完善 ＩＰＯ 审

计的收费制度ꎬ规范 ＩＰＯ 审计的收费行为ꎬ促进

ＩＰＯ 审计收费市场的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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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１.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ꎬ经文献检索ꎬ笔者

发现ꎬ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国外就有学者进行了研

究ꎮ 广受推崇的经典文献是 Ｓｉｍｕｎｉｃ[１] (１９８０)的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ｏｆ ａｕｄｉ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
这篇文献也是美国最早研究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

文献ꎮ 比较而言ꎬ我国有关审计收费研究相对较

晚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６ 号———支付会计师

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以前ꎬ关于审计收费的研究

虽有一些ꎬ但数量明显不多且主要是规范研究ꎬ缺
少实证研究ꎮ 自 ２００１ 年年报开始ꎬ随着上市公司

审计收费信息得以披露ꎬ我国有关审计收费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有了明显进展ꎬ有关 ＩＰＯ 审计收费

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ꎮ 综合来看ꎬ
国内外学者关于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ꎬ主要

围绕如下几个方面进行ꎮ
一是被审计单位的自身特征ꎮ 被审计单位自

身特征显然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因

素ꎮ 关于被审计单位自身特征的研究ꎬ如前所述ꎬ
最经典的当推 Ｓｉｍｕｎｉｃ 的研究ꎮ Ｓｉｍｕｎｉｃ 运用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ꎬ设置了被审计单位的规

模、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数量、存货及应收

账款占总资产的比率、所处行业类型、是否被出具

过非标审计意见、近三年来是否发生过亏损、与会

计师事务所合作的年限等一系列度量参数进行实

证研究ꎮ 结果显示ꎬ公司规模是影响审计收费最

显著的因素ꎬ被审计单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

公司数量、被审计单位存货及应收账款占总资产

的比率、被审计单位所处行业类型、是否被出具过

非标审计意见、近三年来是否发生过亏损等因素

对审计收费也有显著影响ꎬ但会计师事务所与被

审计单位的合作年限对审计收费并无显著影响ꎮ
在 Ｓｉｍｕｎｉｃ 研究的基础上ꎬ国内外众多学者围绕被

审计单位的自身特征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ꎮ 如

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９８４) [２]以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进行研究表明ꎬ反映上市公司的规模变量(即控股

子公 司 个 数 ) 与 审 计 收 费 显 著 相 关ꎮ Ｆｉｒｔｈ[３]

(１９８５)则对新西兰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

究ꎬ通过资产负债表中的净资产、总资产和流动资

产以及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来衡量被审计

单位规模ꎬ发现净资产、总资产、流动资产、营业收

入和利润这 ５ 个变量都与审计收费正相关且显著ꎬ
流动资产的平方根与审计收费相关性最大ꎬ其次

是总资产的平方根ꎮ 迪拜学者 Ｋａｍａｌ Ｎａｓｅｒ[４]等人

对迪拜金融市场的外部审计费用影响因素进行了

分析ꎬ通过研究 ２０１１ 年迪拜金融市场企业的年度

报告ꎬ提出审计收费与各企业规模和审计委员会

的独立变量之间以及外部审计收费与业务复杂度

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ꎮ 调查结果还显

示ꎬ审计费用与公司的盈利能力显著相关ꎮ 我国

学者刘斌、叶建中、廖莹毅[５] (２００１)利用 Ｓｉｍｕｎｉｃ
模型ꎬ对可能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相关

因素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ꎬ然后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方法ꎬ对 ５９０ 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相关

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ꎬ得出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

主要与公司规模、业务复杂程度以及上市公司所

在地等有关ꎬ而与存货与资产总额的比率、长期负

债与资产总额的比率、盈亏状况、审计任期和事务

所规模等因素关系不大的结论ꎮ 毛钟红[６](２００８)
对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 年我国 ８７８６ 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收

费数据进行分析ꎬ运用调整后的 Ｓｉｍｕｎｉｃ 回归模

型ꎬ发现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比率以及是否受到监管部门处

罚或谴责等对审计收费有一定影响ꎮ 但影响审计

收费的主要因素还是与公司规模、审计意见类型、
存货占总资产比重以及是否为 Ｔ 类公司等有关ꎮ

二是会计师事务所的自身特征ꎮ 级差理论认

为ꎬ由于不同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行业专长或特

殊技术、地域分布、对客户需求的回应质量以及提

供非审计服务的能力不同ꎬ其所提供的服务是存

在差异的ꎬ换言之ꎬ就是不同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

产品是有级差的ꎮ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ꎬ会计师事

务所的自身特征主要包括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
声誉以及能否提供除审计服务以外的其他非审计

服务等ꎮ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大小与审计质量和

自身声誉关系密切ꎮ 如 Ｆｒａｎｃｉｓ[２] (１９８４) 在修正

Ｓｉｍｕｎｉｃ 审计收费回归模型后ꎬ研究了澳大利亚的

审计市场ꎬ结果表明由“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 ７１ 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远高于 ７９ 家“非八

大”的审计收费ꎬ无论被审计单位的规模大小ꎬ会
计师事务所作为盈利企业ꎬ声誉越高ꎬ其议价能力

越高ꎮ Ｓｉｍｕｎｉｃ[１](１９８０)、Ｆｉｒｔｈ[３](１９９７)等研究发

现ꎬ向会计师事务所购买审计服务所支付的审计

费用ꎬ要远远低于购买除审计服务外的其他非审

计服务支付的审计费用ꎮ 但也有例外ꎬ Ａｂｄ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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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ａｉｌｋ(１９９０)、Ｂａｒｋｅｒｓ 和 Ｓｉｍｎｅｔｔ(１９９２)等人[３] 的

研究发现ꎬ是否提供非审计服务与审计费用之间

没有显著的相关性ꎮ 在 ＩＰＯ 审计方面ꎬＢｅａｔｔｙ 和

Ｂａｌｖｅｒｓ 等人[７]提出ꎬ首次发行股票折价即 ＩＰＯ 的

发行价与首日收盘价的差额ꎬ是该发行价值的事

前不确定性的函数ꎬ通过聘请有声誉的事务所可

以减少这一不确定性ꎮ Ｂｅａｔｔｙ 还发现ꎬＩＰＯ 在一级

市场的回报是ꎬ非世界“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客

户高于“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ꎮ
三是传统审计收费模型的适用性ꎮ 关于传统

审计收费模型的适用性问题ꎬ也是审计收费影响

因素研究的一个热点ꎮ 这方面的研究以王振林和

孙娜等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ꎮ 王振林[８](２００２)的
博士论文«审计收费的决定与审计质量———中国

上市公司的证据»ꎬ从一定意义上讲ꎬ是我国最先

系统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上市公司审计收费问题的

文献ꎮ 该文通过对 １７ 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ꎬ讨
论了影响我国审计市场审计收费的因素问题ꎬ发
现对审计收费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有 １１ 个ꎬ包括

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客户的审计风险、是否受到

过保留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上市公司的流通

股比例、被审计单位所涉及的行业等ꎬ但最主要的

影响因素有两个ꎬ即被审计单位的规模和客户审

计的复杂性ꎮ 美中不足的是ꎬ他所使用的审计收

费信息ꎬ主要是来自证监会的调查问卷而非公开

披露的数据ꎮ 孙娜等人[９] 基于 ２００６ 年之前的相

关研究ꎬ提出我国的 ＩＰＯ 审计收费仍然受到客户

资产规模、审计师规模的影响ꎬ进一步证明了传统

审计收费模型的适用性ꎮ 以 ２００１ 年为界ꎬ之前的

ＩＰＯ 审计收费明显偏低ꎬ这也说明 ＩＰＯ 审计收费水

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ꎮ 研究还发现ꎬ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 ＩＰＯ 审计收费ꎬ要显著高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 ＩＰＯ 审计收费ꎮ
四是影响审计收费因素的复杂性ꎮ 国内外学

者关于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往往不是单一维度而

是基于多因素、多维度进行综合研究ꎮ 如法国学

者 Ｐａｕｌ Ａｎｄｒé 等人[１０]对欧洲不同国家上市的公司

进行研究后ꎬ发现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越强ꎬ
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地区企业的审计收费越高ꎬ提
出了审计费用与国家对投资者保护力度的强弱有

关ꎮ 我国学者张凤丽[１１](２０１４)以 ２０１１ 年披露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ꎬ对内部控制

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方式进行了研究ꎮ 结

果表明ꎬ上市公司规模、上市公司所在地的经济发

展水平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ꎬ与内部控制审

计费用有显著正相关ꎬ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复

杂程度虽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呈正相关ꎬ但结果

并不显著ꎮ 陈峻等人[１２](２０１６)以每股社会贡献值

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代理变量ꎬ研究在环境不

确定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与审计收费的关系ꎮ 结

果表明ꎬ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与审计收费有显著

正相关ꎬ原因是企业可能通过良好的社会责任表

现以转移利益相关者视线从而掩饰其盈余管理等

行为ꎬ而审计师也会有针对性地实施更多的审计

程序并提高风险估价ꎬ进而导致审计收费提高ꎮ
耿建新、杨鸿[１３](２０００)认为ꎬ注册会计师向被审计

单位提供审计服务所收取的审计收费ꎬ除用来补

偿提供服务的成本外ꎬ同时也赚取一定的利润ꎮ
作为一种价格体系ꎬ审计收费有自己的收费模式ꎬ
主要包括审计收费决策的主体和审计收费的方

式ꎮ 同时ꎬ鉴于我国现行收费制度与西方国家存

在差异ꎬ他们认为在我国影响审计收费的要素与

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不同ꎮ
五是关于国内外审计收费研究文献的比较ꎮ

除上述实证研究之外ꎬ还有一些综述性的比较研

究ꎮ 如南开大学商学院张继勋、刘成立撰写的«审
计收费研究综述及启示» [１４]一文ꎬ不仅对国外的审

计收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行了文献研究ꎬ而且

提出了国外审计收费研究对我国审计收费研究的

启示ꎬ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ꎬ即进一步完善审计

收费模型ꎬ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ꎻ寻找合适的审计

质量的衡量标准ꎻ考虑股权结构、内部控制、公司

治理、上市公司不同时期对不同审计质量的需求

等因素ꎮ 再如ꎬ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廢尉的«审
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研究综述» [１５]一文ꎬ则以

上市公司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为研究对

象ꎬ从关于审计收费的研究、关于审计质量的研

究、关于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的研究 ３ 个方

面ꎬ梳理和归纳了国内外的研究进展ꎮ 文章指出ꎬ
从国内外研究成果可以看出ꎬ对审计收费的界定

基本没有异议ꎬ关于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也

有很多ꎬ得到的结论也大体一致ꎮ 而关于审计质

量研究ꎬ虽然表述方式不尽相同ꎬ但主要还是从注

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两个方面来展

开的ꎮ 至于有关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研究

上ꎬ目前国外学者研究较多ꎬ但分歧也较大ꎬ争议

的焦点是会计师事务所在初次接受审计聘约时的

低价揽客是否会使审计质量受到影响ꎮ 而国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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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多ꎬ
实证研究则更少ꎮ

２.文献述评与研究创新

(１)文献述评

从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ꎬ从 Ｓｉｍｕｎｉｃ 第

一次提出审计收费回归模型以来ꎬ以此为基础ꎬ国
内外学者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国家的审计收费进行

了多角度的探索和研究ꎮ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ꎬ从
结论上看ꎬ既有一致之处也有分歧ꎮ 大多数国内

外学者研究结论表明ꎬ审计收费与被审计单位的

规模显著相关ꎬ规模越大收费越高ꎬ由于审计收费

主要是按工作量收费ꎬ公司的规模越大ꎬ收费也越

高ꎮ 同时ꎬ国内外学者对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是影

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的研究结论也较为一致ꎬ
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越高ꎬ议价能力越高ꎬ其审计收

费也越高ꎮ 而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健全程度、盈
亏状况、审计任期等因素方面ꎬ国内学者与国外学

者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ꎬ究其原因ꎬ可能与我国的

国情特别是现行审计收费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有

关ꎬ因此ꎬ本研究希望借鉴西方较为成熟的研究理

论和方式ꎬ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审计收费模型ꎮ
再者ꎬ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一般审计

收费的影响因素ꎬ多以一般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

来研究 ＩＰＯ 审计收费ꎬ而从 ＩＰＯ 审计特殊性的角

度提出不同于一般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较

少ꎬ本研究希望据此进行研究ꎬ为 ＩＰＯ 审计收费研

究拓展新的视角ꎮ
总体而言ꎬ国内研究主要是描述研究ꎬ对于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ꎬ并且数据也偏

陈旧ꎬ据笔者目力所及ꎬ几乎没有学者对 ２０１４ 年以

后的数据进行研究ꎬ而 ２０１４ 年正是我国股市第八

次暂停 ＩＰＯ 开闸后的第一年ꎬ对 ２０１４ 年及其后数

据进行研究ꎬ显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

值ꎮ 国外尽管有不少研究且取得颇丰成果ꎬ但其

结论很难简单适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环

境也是显而易见的ꎮ 正因如此ꎬ笔者认为需要针

对影响我国资本市场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因素进行研

究ꎬ比如ꎬ影响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因素到底有哪些ꎬ
在 ＩＰＯ 审计业务上普通年报审计的一些通用影响

因素是否适用ꎬ还有哪些特殊的因素会影响 ＩＰＯ
审计收费等等ꎬ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用理论探讨

与实证研究来分析回答ꎮ 可见ꎬ研究适合我国审

计市场的 ＩＰＯ 审计收费影响因素ꎬ不仅有助于证

券市场各参与者对于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理解ꎬ而且

有助于监管部门完善审计收费制度体系建设ꎬ加
强对证券市场和会计师行业的监督和管理ꎮ

(２)研究创新

创新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活动ꎬ也是课题研

究的价值所在ꎮ 基于这样的认识ꎬ笔者认为ꎬ本研

究具有一定的创新ꎬ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研究视角新ꎬ即研究的角度较为新颖ꎮ

目前ꎬ国内外有关审计收费的研究大多数是从普

通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视角进行研究的ꎬ而针对

ＩＰＯ 上市审计的研究不多ꎮ 本研究围绕“ＩＰＯ 中审

计收费影响因素研究”这一主题ꎬ尝试通过构建实

证回归模型ꎬ选取我国 Ａ 股市场 ＩＰＯ 的相关财务

数据ꎬ通过实证分析ꎬ对影响我国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

因素进行分析ꎬ得出相关的结论ꎮ
二是研究数据新ꎬ即数据选取具有独特性ꎮ

根据文献研究ꎬ笔者发现ꎬ以往有关审计收费研究

的数据选取大都在 ２０１０ 年之前ꎬ鲜有 ２０１０ 年之后

的数据ꎮ 自 ２０１２ 年之后ꎬ出于救市的考虑ꎬ我国的

ＩＰＯ 暂停了一年多ꎬ直至 ２０１４ 年才再度启动ꎬ因
此ꎬ研究 ２０１４ 年及之后的样本应该更能反映目前

我国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特性ꎬ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和意义ꎮ

三、实证研究

１.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ꎬ本实证研

究拟从被审计单位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

专业能力、ＩＰＯ 上市公司所在交易所、计划发行股

票金额 ４ 个方面提出可能影响 ＩＰＯ 审计收费因素

的理论假设ꎮ
(１) ＩＰＯ 审计收费与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模

一般而言ꎬ审计收费与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

模显著相关ꎬ规模越大ꎬ会计师事务所投入的人

力、物力越多ꎬ其审计收费也越高ꎮ 这不仅是常

识ꎬ更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所证明ꎮ
在我国ꎬ由地方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审计收费标

准ꎬ最主要的考量标准也是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

模ꎮ 可见ꎬＩＰＯ 企业作为被审计单位ꎬ其资产规模

无疑是影响 ＩＰＯ 审计收费不可或缺的因素ꎮ 基于

此ꎬ本研究提出假设 １ꎮ
假设 １:ＩＰＯ 审计收费与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

呈正相关ꎬ规模越大收费越高ꎮ
本研究衡量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模选用了被

审计单位上市前最后一期期末资产总额取自然

—９３—



对数ꎮ
ＩｎＡｓｓｅｔ ＝被审计单位上市前最后一期期末资

产总额取自然对数

(２) ＩＰＯ 审计收费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

应该说ꎬ国内外学者对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是

否影响审计收费的研究结论是较为一致的ꎬ即无

论被审计单位的规模大小ꎬ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越

高ꎬ审计收费越高ꎮ 在国外ꎬ“四大”的知名度与品

牌效应远高于在中国ꎮ 在我国的审计市场ꎬ随着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ꎬ审计市场的更加开放ꎬ具有成

熟管理、雄厚人力与物质资本的国际知名会计师

事务所先后涌入ꎬ国内本土大所为了应对激烈的

竞争ꎬ掀起了一系列的合并浪潮ꎬ出现了国内著名

的本土“八大”ꎬ这也是我国本土事务所走向规模

化经营道路的重大举措ꎮ 而国际“四大”为了避免

过度竞争ꎬ改变经营策略ꎬ主要经营对象转变为拟

在香港上市的国内企业ꎬ而我国主板 ＩＰＯ 大多还

是由国内本土所承接ꎮ 因此ꎬ沿用国外学者的是

否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衡量中国的 ＩＰＯ 会

计师事务所竞争力与声誉的标准并不合适ꎮ
衡量会计师事务所竞争力与声誉的另一个标

准是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ꎮ 在实际

审计过程中ꎬ需要审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判断

能力ꎬ而这种能力显然不是天生的ꎬ主要来自审计

实践过程中的经验积累ꎮ 一般而言ꎬ规模较大的

会师事务所ꎬ其内部分工相对更为详细ꎬ这种分工

便于审计人员更迅速地获取专业方面的经验ꎮ 为

降低诉讼风险ꎬ提高审计质量ꎬ规模较大的事务所

一般都拥有较多的专业审计师和高素质的法律人

才ꎬ同时注重员工的继续教育ꎬ比较注重员工之间

的经验交流和专业素质培养ꎬ注意完善从业人员

的职业守则和操作指南ꎮ 可见ꎬ会计师事务所从

业人员的专业能力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会计师事

务所的声誉ꎬ是影响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一个重要

因素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提出假设 ２ꎬ选取会计师事务

所从业人员中 ＣＰＡ 所占比重(以 ２０１５ 年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发布的«２０１５ 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

价前百家信息»正式稿中的人均业务收入除以师

均业务收入)作为衡量事务所从业人员专业能力

的标准ꎬ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中 ＣＰＡ 所占比重

越高ꎬ从业人员专业能力越强ꎮ
假设 ２:ＩＰＯ 审计收费与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

员专业能力有关ꎬ从业人员越专业收费越高ꎮ
Ｔａｌｅｎｔ ＝事务所从业人员中 ＣＰＡ 所占比重

(３) ＩＰＯ 审计收费与上市交易所的选择

众所周知ꎬ为明确沪、深交易所的定位及职

能ꎬ合理统筹上市资源ꎬ２０１０ 年中国证监会监管层

曾在连续多个会议上对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股本

划分标准予以明确ꎬ强调应该按照 ＩＰＯ 发行规模

选择发行地点ꎬ即“发行 ５０００ 万股(含)以下的企

业在深交所上市ꎬ发行 ８０００ 万股(含)以上的企业

在上交所上市ꎬ发行 ５０００ 万股以上 ８０００ 万股以下

的企业可自主选择上市地点”ꎬ并明确提出“从 １１
月 １ 日起刊登招股说明书预披露的拟上市公司应

执行该规定ꎮ” [１６]值得注意的是ꎬ上述划分标准并

未对上市企业所属行业进行具体规定ꎮ 对此ꎬ业
内人士认为ꎬ如果严格按照这个规定ꎬ所有的上市

企业都必须执行该股本标准ꎮ 但按照投行圈内对

该规定的理解ꎬ金融企业上市可以例外ꎬ即金融企

业可以自由选择上市地点ꎮ 事实上ꎬ对于金融类

企业而言ꎬ发行数量以 ４ 亿股为界限ꎬ４ 亿股以上

去上交所ꎬ４ 亿股以下去深交所ꎮ 虽然目前已没有

这样的规定ꎬ①企业可自主选择上市地ꎬ但笔者认

为ꎬ上市交易所的选择可能是影响 ＩＰＯ 审计收费

的一个因素ꎮ 基于此ꎬ提出研究假设 ３ꎮ
假设 ３:ＩＰＯ 审计收费与 ＩＰＯ 企业所在交易所

有关ꎮ
本研究假设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 １ꎬ为企业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ꎻ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 ０ꎬ为企业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ꎮ
(４) ＩＰＯ 审计收费与计划发行股票的金额

对于 ＩＰＯ 审计的收费来说ꎬ笔者除研究上述

影响一般审计收费的因素在 ＩＰＯ 审计中是否仍然

适用外ꎬ还关注了由于 ＩＰＯ 审计特殊性导致的影

响因素ꎮ 根据前文所述 ＩＰＯ 审计的特殊性ꎬ本研

究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新的假设ꎬ即计划发行股票

金额影响 ＩＰＯ 审计收费ꎮ 与普通年报审计的目的

不同ꎬＩＰＯ 审计的审计报告是呈交券商ꎬ并根据审

—０４—

①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证监会发布«发行监管问答—首发企业上市地选择和申报时间把握等»ꎮ 证监会在问答中称ꎬ证监会审核部门

将按照沪深交易所均衡的原则开展首发审核工作ꎮ 企业应当在预先披露材料时确定上市地ꎬ并在招股书等申报文件中披露ꎮ 问答发布前

已申报的企业可本着自愿原则ꎬ重新确认上市地并更新申报文件ꎮ ＩＰＯ 上市地选择不与发行股数挂钩ꎬ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企业可自主选择

上市地ꎮ



计报告撰写招股说明书财务部分ꎬ交给企业老板

和证监会作为申报材料ꎬ并从预披露开始就要对

社会公众进行公开披露ꎬ目的是公开发行股票以

募集资金扩大生产和知名度ꎬ而普通年报审计的

目的是公允地反映已上市公司当年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ꎮ 因此ꎬ企业计划首次发行的股票金额

很可能影响审计收费ꎬ一般而言ꎬ企业计划发行股

票金额越多ꎬ需要付出更高的审计成本ꎮ 显然ꎬ企
业计划发行股票金额的大小也是影响 ＩＰＯ 审计收

费不可忽略的因素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提出假设 ４ꎮ
假设 ４:ＩＰＯ 审计收费与计划发行股票金额有

关ꎬ计划发行股票金额越多收费越高ꎮ
该数据在公开发行股票当年的招股说明书中

收集ꎮ

ＩｎＳｔｏｃｋ＝计划发行股票金额取自然对数

２.变量定义

变量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常见概念ꎮ 一般来

说ꎬ当一个问题与多个因素有关时ꎬ探寻该问题与

其中某个因素的关系时ꎬ大多采用控制变量法ꎮ
在本研究中ꎬ不同年份(控制变量)的审计收费(因
变量)显然与被审计单位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从业

人员专业能力(解释变量)等诸多影响因素有关ꎮ
由于本研究的样本从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度成功在

我国主板上市的企业中选取的ꎬ因此ꎬ本研究设置

控制变量为 Ｙｅａｒꎬ控制变量 Ｙｅａｒ ＝ ０ꎬ意指于 ２０１４
年上市的被审计单位ꎻ控制变量 Ｙｅａｒ ＝ １ꎬ意指于

２０１５ 年上市的被审计单位ꎮ 具体变量设置ꎬ详见

表 １ꎮ

表 １　 变量设置

号 描述 衡量标准

因变量 ＩｎＦｅｅ 审计收费 ＩＰＯ 审计收费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ＩｎＡｓｓｅｔ 被审计单位规模
被审计单位上市前最后一期期末资产总

额取自然对数

Ｔａｌｅｎｔ 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专业能力 事务所从业人员中 ＣＰＡ 所占比重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ＰＯ 上市公司所在交易所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１ 为上市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ꎻ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 ０ 为上市公司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ＩｎＳｔｏｃｋ 计划发行股票金额 计划发行股票金额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Ｙｅａｒ 上市年份
Ｙｅａｒ＝ ０ 为 ２０１４ 年上市ꎻ
Ｙｅａｒ＝ １ 为 ２０１５ 年上市

　 　 ３.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说明
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开始正式停审

ＩＰＯꎬ随后对拟上市公司造假问题开始清查ꎬ彻查

了几十家企业ꎬ结果发现ꎬ这几十家企业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ꎮ 因此 ２０１４ 年 ＩＰＯ
再度开闸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ꎬ重启 ＩＰＯ 后上市

的公司数据具有最新的研究价值ꎮ 本研究选取

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５ 年度成功在我国主板上市的企业为

研究样本ꎬ搜集并整理了相关数据ꎬ企业的数据是

根据上交所和深交所网站上公布的招股说明书ꎬ
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则是根据 ２０１５ 年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发布的«２０１５ 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

前百家信息»正式稿中的信息ꎮ 随后笔者对样本

进行了筛选ꎬ主要筛选方法如下:
首先ꎬ剔除 ＩＰＯ 审计收费信息披露不规范、不

完整的上市公司ꎮ 由于 ＩＰＯ 招股说明书中审计收

费的披露没有固定格式ꎬ部分上市公司的审计费

用不是没有披露就是隐含在其他发行费用如评估

费、律师费等中ꎬ由于数据缺失和披露信息不完

整ꎬ故予以剔除ꎮ
其次ꎬ剔除由于财务数据造假、资产总额不真

实导致目前已退市的上市公司ꎮ 如欣泰电气

(３００３７２)、博元投资(６００６５６)等ꎮ
再次ꎬ剔除金融类的上市公司ꎮ 由于金融类

上市公司在经营业务和会计核算方面与普通企业

差异较大ꎬ因此在选取样本数据时予以剔除ꎮ 如

国信证券(００２７３６)、东吴证券(６０１５５５)等ꎮ
笔者最终选取了 ８３ 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ꎬ其

中上海证券交易所 ４１ 家ꎬ深圳证券交易所 ４２ 家ꎮ
本研究数据均为笔者自己搜集和整理得出ꎮ

—１４—



４.检验模型设定

本研究参照 Ｓｉｍｕｎｉｃ 的模型ꎬ结合我国审计收

费现状及 ＩＰＯ 特性ꎬ建立以下 ＩＰＯ 审计收费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
ＩｎＦｅｅ＝ｂ０＋ｂ１∗ＩｎＡｓｓｅｔ＋ｂ２∗Ｔａｌｅｎｔ＋ｂ３∗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ｂ４∗ＩｎＳｔｏｃｋ＋ｂ５∗Ｙｅａｒ＋ε
５.实证结果分析

(１)简单的描述统计与分析

根据笔者对我国 Ａ 股市场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统

计ꎬ笔者将搜集的 ８３ 个样本的观察值分为 ２００ 万

元以下、２００ 万元至 ３００ 万元、３００ 万元至 ４００ 万

元、４００ 万元至 ５００ 万元、５００ 万元至 ６００ 万元、６００

万元至 ７００ 万元以及 ７００ 万元以上 ７ 个区间ꎬ每个

区间包括下限不包括上限ꎬ其对应样本数分别为

６ 个、１７ 个、２４ 个、１６ 个、１０ 个、６ 个、４ 个ꎬ占比分

别为 ７. ２３％、２０.４８％、２８. ９２％、１９. ２８％、１２. ０５％、
７.２３％、４.８１％ꎮ 由此不难看出ꎬ我国 ＩＰＯ 审计收费

最多的是 ３００ 万元至 ４００ 万元这一区间ꎬ占样本总

数的 ２８.９２％ꎻ２００ 万元至 ３００ 万元和 ４００ 万元至

５００ 万元这两个区间也占有一定的比例ꎬ分别占样

本总数的２０.４８％和 １９.２８％ꎮ 可见ꎬ我国 ＩＰＯ 审计

收费主要集中在 ２００ 万元至 ５００ 万元这一区间ꎬ合
计占样本总数的 ６８.６８％ꎮ

表 ２　 ＩＰＯ 审计收费描述性统计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审计收费(元) １ꎬ４００ꎬ０００.００ １０ꎬ７００ꎬ０００.００ ４ꎬ０２０ꎬ６１２.０５ １ꎬ６７２ꎬ６５６.０２

资产总额(元) １９２ꎬ５３５ꎬ５６３.０１ ４ꎬ８９７ꎬ５９８ꎬ７５７.３５ １ꎬ２８９ꎬ１４９ꎬ８９２.１８ ４２０ꎬ９１２ꎬ１９３.５６

事务所从业人员中 ＣＰＡ所占比重 ０.１６２８３４ ０.５２７２８２ ０.３２４２６１ ０.０６７６８２

ＩＰＯ 上市公司所在交易所 ０ １ ０.４９３９７６ ０.４９９９６４

计划发行股票金额(元) １６１ꎬ８５０ꎬ０００.００ ２ꎬ８３６ꎬ０６２ꎬ５００.００ ５４６ꎬ６１８ꎬ３５９.０４ ４２０ꎬ９１２ꎬ１９３.５６

　 　 从表 ２ 的描述性统计ꎬ可以看出:
第一ꎬＩＰＯ 审计收费随意性很大ꎮ 首先ꎬ从 ８３

家 ＩＰＯ 审计收费金额来看ꎬ存在少量极端值ꎬ最小

值为溢多利(３００３８１)的 ＩＰＯ 审计费用ꎬ仅 １４０ 万

元ꎻ最大值为应流股份(６０３３０８)的 ＩＰＯ 审计费用ꎬ
约 １０７０ 万元ꎬ是溢多利的 ７ 倍多ꎮ 可见ꎬ会计师事

务所 ＩＰＯ 收费随意性很大ꎬ这显然与前文所分析

的我国 ＩＰＯ 审计收费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关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ꎬ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在信息

披露中只简单地披露了审计费用ꎬ并没有披露其

具体内容ꎬ因此信息使用者缺乏对审计收费决策

程序的相关信息ꎮ 其次ꎬ从均值可以看出ꎬＩＰＯ 审

计收费远大于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收费ꎮ
根据统计ꎬ２０１４ 年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收

费均值 １４４ 万元ꎬ远小于样本均值的 ４０２ 万元ꎮ[１７]

第二ꎬ资产总额大小不等ꎮ «公司法»对于企

业上市资产总额并没有具体的限制ꎬ根据搜集的

样本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ＩＰＯ 成功上市的

企业中ꎬ既有赢时胜(３００３７７)这样的中小型民企ꎬ
也有海天味业(６０３２８８)这样的大型企业ꎮ

第三ꎬ事务所从业人员中 ＣＰＡ 所占比重不均

衡ꎮ 各事务所从业人员中 ＣＰＡ 所占比重不一ꎬ最
高的注册会计师占比达到半数以上ꎬ最低的注册

会计师占比只有 １６％ꎬ这与各事务所的规模和招

收人才方案有关ꎮ
第四ꎬＩＰＯ 上市公司所在交易所不固定ꎮ 对于

虚拟变量来说ꎬ描述性统计没有具体意义ꎬ只能说

明该变量某种性质占样本总数的比例大小ꎬ对其

实证研究见下文回归结果分析ꎮ
第五ꎬ计划发行股票金额均值较大ꎮ 该数据

由计划发行股票数量和发行价格相乘得来ꎬ发行

的数量根据公司的股本结构来确定ꎬ牵涉到公司

股东、资本构成、经营情况等ꎬ而价格是由承销股

票的证券公司对机构用户进行询问、议价确定ꎮ
研究表明ꎬ８３ 家样本均值为 ５.８ 亿多ꎬ这个均值规

模对一个公司来说显然有利于公司的发展ꎬ这也

是公司竞相 ＩＰＯ 的重要原因所在ꎮ
(２)回归结果与分析

综合相关数据ꎬ运用软件 ＥＶｉｅｗｓ７.２ꎬ多元回归

分析整理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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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多元回归分析表

变量名称 参数估计 ｔ 标准误差 Ｔ 值检验 Ｐ 值检验 ＶＩＦ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２２０７３８ ０.０６３２８５ ３.４８７９６７ ０.０００８ １.９６２３０９
ＴＡＬＥＮＴ －０.６１５５０５ ０.５４２８４９ －１.１３３８４ ０.２６０４ １.２０５９５５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０.１９２４３ ０.０８００６６ ２.４０３４ ０.０１８６ １.４３１５１１
ＬＮＳＴＯＣＫ ０.１５１１６２ ０.０６７２４６ ２.２４７８８２ ０.０２７４ １.４０６１４２
ＹＥＡＲ －０.１１４１１３ ０.０７７５６７ －１.４７１１５９ ０.１４５３ １.３４１９７９

Ｃ ７.７２０５１４ １.３３７３８６ ５.７７２８３９ ０
Ｆ＝ １３.３６６４８ 因变量＝ Ｉｎｆｅｅ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６４６５５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２９８９２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ＩＰＯ 审计收费与拟上市公司

的资产总额、上市所在交易所和计划发行股票数

量都呈显著相关ꎬ且均为正相关ꎬ这与假设相吻

合ꎬ而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素质对 ＩＰＯ 审计收

费的影响不显著ꎬＰ 值为 ０.５３３０ꎮ 因此笔者拒绝了

本研究的假设 ３ꎮ 同时ꎬ年份的控制变量影响因素

的 Ｐ 值为 ０.１４５３ꎬ对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影响也不显

著ꎬ删除自变量 Ｔａｌｅｎｔ(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素

质)这一变量和 Ｙｅａｒ(上市年份)这一控制变量后

重新进行回归分析ꎬ得到表 ４ꎬ即 ＩＰＯ 审计收费影

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ꎮ

表 ４　 ＩＰＯ 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参数估计 标准误差 Ｔ 值检验 Ｐ 值检验 ＶＩＦ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２０７６４５ ０.０６０８７２ ３.４１１１７８ ０.００１ １.８０２６６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０.１６９６０９ ０.０７８９３４ ２.１４８７５ ０.０３４７ １.３８１４８５
ＬＮＳＴＯＣＫ ０.１５６８７３ ０.０６７１０５ ２.３３７７２７ ０.０２１９ １.３９０３４２

Ｃ ７.６３３７３５ １.３０２８６１ ５.８５９２１１ ０
Ｆ＝ ２１.２７１８９ 因变量＝ Ｉｎｆｅｅ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４６８３９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２５８３３
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 ｓｔａｔ ＝ １.６８５７９２

　 　 根据表 ４ꎬ笔者得出如下回归方程:
ｌｎＦｅｅ ＝ ７.６３３７３５＋０.２０７６４５∗ｌｎＡｓｓｅｔ＋０.１６９６０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０.１５６８７３∗ｌｎＳｔｏｃｋ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ꎬＰ 值小于 ０.０１ꎬ通

过了 ０.０１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ꎬ说明模型总体显著ꎮ
模型 Ｆ 值为 ２１.２７１８９ꎬ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ꎬ模型

整体通过了 Ｆ 值检验ꎮ 多重共线性的诊断表明ꎬ
所有自变量的 ＶＩＦ 值均小于 ２ꎬ说明各自变量之间

不存在显著影响系数估计值的多重共线性问题ꎮ
模型的 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 检验值为 １.６８５７９２ꎬ表明残

差序列具有较高的独立性ꎬ满足线性回归模型统

计检验关于误差项独立的假设ꎮ 模型调整后的 Ｒ
平方为 ０.４２５８３３ꎬ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ꎬ具有

较强的解释力ꎬ 自变量对应变量的解释度为

４２.５８％ꎬ这个一结果比较理想ꎬ王振林(２００２)研究

的审计收费 决 定 模 型 的 调 整 后 的 Ｒ 平 方 为

３０.７０％ꎬ伍丽娜[１８](２００３)研究的审计收费决定模

型调整后的 Ｒ 平方为 ３５.６０％ꎬ本文 ＩＰＯ 审计收费

的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解释力都要高于

以上两个模型ꎮ

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ꎬ本文分别用收入( ｌｎ￣
Ｓａｌｅｓ)代替资产总额( ｌｎＡｓｓｅｔ)ꎬ采用最小二乘估计

法和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稳健回归ꎬ以及把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数据加入样本来重复上述分析ꎬ结果

均不改变本研究的基本结论ꎮ
四、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结论

ＩＰＯ 审计收费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ꎬ也影

响公司上市的成本ꎻ是联系会计师事务所和被审

计单位之间的重要经济纽带ꎬ也是资本市场正常

运转的重要保障ꎮ 本研究借鉴国内外关于审计收

费的相关理论ꎬ参照 Ｓｉｍｕｎｉｃ 的模型ꎬ搜集整理了

我国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沪深两市 Ａ 股市场上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 ８３ 家样本ꎬ建立了适合我国 ＩＰＯ 审计

收费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ꎬ对其进行实证研究ꎬ得
出以下结论:

第一ꎬ企业资产总额与企业 ＩＰＯ 审计收费显

著正相关ꎮ 这与我国大多数研究上市公司年报审

计收费的影响因素的结果一致ꎬ说明我国 ＩＰＯ 审

计收费与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收费都受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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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产规模大小的影响ꎬ在拟上市企业与会计师

事务所约定 ＩＰＯ 审计收费时ꎬ主要的考量标准即

拟上市企业的资产总额大小ꎮ
第二ꎬ事务所从业人员中 ＣＰＡ 所占比重对

ＩＰＯ 审计收费并没有显著影响ꎮ 根据现有的证据

来看ꎬ会计师事务所人员的专业水平并不能影响

ＩＰＯ 审计收费ꎬ这说明会计师事务所不会因为拥有

更高的 ＣＰＡ 人数占比而提高收费ꎬ可见从业人员

素质并不是 ＩＰＯ 审计收费的考量标准之一ꎮ
第三ꎬＩＰＯ 上市公司所在交易所对 ＩＰＯ 审计收

费具有显著影响ꎮ 与假设 ３ 所分析的一致ꎬ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首发股票的规定ꎬ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ＩＰＯ 的条件是高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及创业板 ＩＰＯ 的条件的ꎬ因此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审计收费较高ꎮ
第四ꎬ计划发行股票金额与企业 ＩＰＯ 审计收

费显著正相关ꎮ 计划发行股票金额是本研究根据

ＩＰＯ 审计的特殊性提出的富有创新性的一个影响

因素ꎬ实证分析结果也证实计划发行股票金额越

高ꎬ审计收费越高ꎮ 事实也是如此ꎬ在会计师事务

所与拟上市企业约定 ＩＰＯ 审计收费时ꎬ大多会考

虑到发行股票的金额ꎬ通常来说ꎬ计划发行股票金

额越高ꎬＩＰＯ 审计的收费就越高ꎮ
２.对策建议

由于 ＩＰＯ 审计收费缺乏固定标准、审计委托

人与被审计人边界模糊、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完善

等原因ꎬ导致我国 ＩＰＯ 审计收费存随意性大、价格

普遍偏低ꎬ信息披露不够详实规范ꎬ审计服务违规

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的存在ꎬ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和重视ꎬ并采取措施切实加以防范和解决ꎮ
(１)国家层面

一是科学制定 ＩＰＯ 审计收费标准ꎮ 可以参照

发达国家的标准ꎬ以成本作为出发点找出行业成

本规律ꎬ从人力资源资源投入的角度来制定行业

成本标准ꎮ 具体而言ꎬ可以根据不同级别人员的

每小时收费标准ꎬ来决定审计费用ꎮ 当然ꎬ标准制

定应兼顾拟 ＩＰＯ 公司的销售收入、财务状况、公司

治理情况、所处行业特征ꎬ特别是 ＩＰＯ 审计的特殊

性等因素ꎮ 标准的制定和出台ꎬ对国家来说ꎬ因有

标准可依、有规章可循ꎬ有利于行业的监督和管

理ꎻ对会计师事务所来说ꎬ有利于规范行业价格体

系ꎬ避免恶性竞争ꎻ对拟上市企业来说ꎬ有利于其

上市成本的考量和确定ꎮ 鉴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

不平衡的特殊国情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水平的

差异ꎬ在制定 ＩＰＯ 审计收费标准时ꎬ应该有一个上

下浮动的空间ꎬ允许全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此标

准限制幅度内自行决定具体的 ＩＰＯ 审计收费金

额ꎮ 为了有效防止事务所之间的恶性竞争ꎬ同时

规定ꎬ其实际收费不得低于标准的下限ꎮ
二是完善监管方式ꎬ加大监管力度ꎮ ＩＰＯ 审计

的主要监管部门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中国证

监会ꎬ尽管其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ꎬ如每年都会对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抽查ꎬ但是由于受时间和人力

所限ꎬ即便对抽查到的企业也无法做到全面检查ꎮ
同时ꎬ被抽查到的会计师事务所往往也会提前知

晓被抽到的信息ꎬ于是就会举全所之力加班加点

完善各种材料尤其是底稿ꎮ 这种抽查尽管也很有

必要ꎬ但显然是不够的ꎬ这样的抽查也很难真正达

到监管的目的ꎮ 因此ꎬ建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和中国证监会充分发挥监管和协调作用ꎬ组织会

计师事务所之间进行相互监督检查ꎬ这样做ꎬ不仅

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可以相互学习、相互监督ꎬ更节

省了相关监管部门的人力资源ꎮ 从行业内部加强

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监管ꎮ
(２)企业层面

一是理清审计需求ꎮ 审计需求指的是审计机

关在审计期间为从被审计单位获取的必要审计资

料而提出的书面或口头要求ꎬ包括强制性审计需

求和自愿性审计需求两大类ꎮ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

论可知ꎬＩＰＯ 企业的审计需求其实就是企业利益相

关者审计需求的有机合成ꎬ因此 ＩＰＯ 企业的审计

需求主要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审计需求偏好和利

益相关者的审计需求表达能力两大因素ꎮ 我国当

前的 ＩＰＯ 制度是核准制ꎬ证监会对上市申请不但

要进行形式审查还要进行实质性审查ꎬ面对千差

万别数以百计的待上市公司ꎬ证监会确需高质量

审计的帮助以鉴别申请资料的可信度ꎮ 但是作为

ＩＰＯ 上市企业ꎬ自身必须理清自己的审计需求ꎮ
二是公开招标审计单位ꎮ 对企业而言ꎬ公开

招标审计单位通过多家投标人开展真正意义上的

竞争ꎬ不仅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原则ꎬ防止

垄断ꎬ而且有助于增强委托审计项目的透明度ꎬ有
效利用社会审计资源ꎬ降低审计成本ꎬ提高审计质

量ꎬ创造最合理的利益回报ꎮ 当然ꎬ在选择会计师

事务所时ꎬ应本着质量第一、价格合理的方针ꎬ对
各投标会计师事务所资质状况、技术力量、审计实

施方案、审计质量保证体系、审计收费和 ＩＰＯ 审计

业绩等进行综合评审ꎬ最终确定审计机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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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会计师事务所层面

一是科学合理报价ꎮ 注册会计师在 ＩＰＯ 审计

业务初步承接阶段ꎬ对于考察项目是否承接问题ꎬ
一般都应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对被审计单位的

整体情况进行全面了解ꎮ 从外部环境来看ꎬ注册

会计师应从其所处行业的总体情况进行了解ꎬ评
价其所处的细分市场、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上下游

供应商议价能力等ꎬ横向比较同细分行业其他已

上市企业ꎬ了解其拟发行股票金额及用途ꎬ在此基

础上ꎬ再考察企业内部环境ꎬ初步了解其内控制度

及执行情况ꎬ审计存在的风险ꎬ最后建立起企业评

价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报价ꎮ
二是建立专业小组机制ꎮ 根据调查ꎬ目前我

国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都没有相对固定的人员配

备ꎬ常常是哪里有项目了ꎬ项目负责人便抽调手头

没有项目的助理到那里去ꎮ 这样做ꎬ对普通审计

或许还能应付ꎬ但对 ＩＰＯ 审计则勉为其难ꎮ 因为

对于 ＩＰＯ 审计来说ꎬＩＰＯ 审计的客户涉及各行各

业ꎬ所需要的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较强ꎬ每一个行

业都需要从业人员具备大量的该行业知识ꎬ为此ꎬ
会计师事务所可以考虑建立专业小组机制ꎬ即以

小组为单位ꎬ一个小组专门负责一个专门行业及

其相关上下游行业的 ＩＰＯ 上市审计ꎮ 这样ꎬ不仅

能够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效率ꎬ节约会计师

事务所的成本ꎬ而且有利于在特定行业内提升知

名度和美誉度ꎬ从而吸引潜在拟上市客户ꎮ
三是注重员工素质提升ꎮ 审计市场的竞争其

实质是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素质的竞争ꎮ 众所

周知ꎬＩＰＯ 审计不仅周期长而复杂ꎬ而且时间紧、要
求高ꎮ 注册会计师由于工作繁忙ꎬ很难有时间静

下心来学习ꎬ因此ꎬ作为会计师事务所ꎬ要高度重

视员工特别是刚入职不久的年轻员工专业素养和

道德水准的提升ꎬ可以利用业务相对较少的时间

段ꎬ及时开展相关培训ꎬ丰富员工的知识储备ꎬ提
高员工的审计风险意识ꎮ 培训时应尽可能多地邀

请具有深厚行业背景且经验丰富的学者、专家来

授课ꎬ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ꎮ
(本文得到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刘晓玲教

授悉心指导ꎬ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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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管理的价值链分析

———以格兰仕公司为例

孙　 凡　 李 爱 琴

(西藏民族大学财经学院ꎬ 陕西西安　 ７１２０００)

　 　 [摘　 要]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及社会环境的改变ꎬ促使企业价值链管理活动越来越得到重视ꎮ 企业运行

过程中的各个价值链的环节ꎬ不仅是成本的耗费过程ꎬ还是价值的形成过程ꎮ 要想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ꎬ获得

更好的投资回报ꎬ就不得不深入研究价值链各个环节对企业的影响ꎮ 对于本土企业而言ꎬ想要研究价值链各个环

节对企业的影响就需要企业认真剖析其根本ꎬ求得解决方法ꎬ并且在价值链的基础上分析企业战略ꎮ
[关键词] 　 战略管理ꎻ　 成本领先ꎻ　 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４６－０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战略管理从国外引进我

国ꎬ自引进之后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ꎮ 随着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ꎬ我国的企业面临市场经济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ꎬ使得企业不得不着眼于长远

利益ꎬ不断调整策略ꎬ以便主动预见未来的机会和

威胁ꎮ 经济的发展把世界贸易连为一体ꎬ在利益

的驱动下使得市场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ꎬ企业不

得不通过制订严格的战略ꎬ通过对战略的实施进

行管理ꎬ以便认清企业的现状和预见未来的机会

和威胁ꎮ 格兰仕在中国企业战略管理中ꎬ是做得

较出色的企业之一ꎮ 格兰仕运用独特的角度和思

路将战略管理和价值链进行了巧妙的结合ꎬ成就

了企业的辉煌ꎮ
一、战略管理和价值链相关理论

１.战略管理概述

(１)战略管理的内涵

战略管理是指企业根据自身的内在和外在的

条件分析制订一个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目标ꎬ同
时为了确保这个目标的顺利实现要不断地调整方

案ꎬ达到最优策划ꎮ 企业自身的能力是企业实现

这个目标的最主要条件ꎬ这就需要企业不断进行

自我改进与完善ꎬ调整战略达到理想的状态ꎮ
战略管理的应用促成了战略联盟的出现ꎮ 战

略联盟指的是多个企业为了共同的利益ꎬ策划出

一个共同的战略方案ꎬ为了达成方案ꎬ采取互相协

作、共同承担风险的一种行为ꎮ 这种战略联盟适

合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企业进行相互的合作ꎮ
战略联盟与价值链的结合就形成了价值链联盟ꎬ
如“战略伙伴”“战略提携”“强强联合”等[１]ꎮ

(２)战略管理的特点

战略管理的特点不是简单指某一个环节ꎬ它
指的是企业战略从制订、实施到完善的一个全方

位的过程ꎬ但是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环节就是制

订与实施ꎮ 战略管理需要企业熟悉自身的情况的

同时ꎬ结合外在环境ꎬ然后制订一个适用于自身的

方案ꎬ最终督促其顺利完成[２]ꎮ 战略管理的具体

特点是:第一ꎬ战略管理是一个全面的过程ꎬ它不

仅仅是要制订方案ꎬ更重要的是把理论变为实践ꎬ
推动其有效地实施ꎮ 第二ꎬ战略管理是一个循环

往复的动态管理系统ꎬ随着自身条件与环境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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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变化ꎬ作为一种指导思想的理论也应该不断的

改进ꎬ以至于更加完善ꎬ更好推动企业的发展[３]１３ꎮ
(３)战略管理的意义

第一ꎬ战略管理可以根据企业现有的内外部

环境制定明确的目标规划ꎮ 其制定者必须要树立

一个长远的目标ꎬ依据这个目标再制定其策略ꎬ在
实施该战术计划和相应策略的同时ꎬ不能脱离目

标方向ꎮ 第二ꎬ就我国企业而言ꎬ在国家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后ꎬ外部环境的改变使得我们遭遇到巨

大的挑战ꎬ但是同时又创造了无限的机遇ꎮ 而战

略管理可以为企业分析目前的市场环境和预测未

来的发展趋势ꎬ为企业降低不必要的风险系数ꎬ创
造更多的市场机遇ꎮ 第三ꎬ运用战略管理思想制

定的决策更具科学性、规律性、时效性ꎮ 在现有的

市场分析和未来的市场预测的基础上ꎬ战略管理

站在一个更高、更远的层面上制定决策ꎬ决策更加

符合现时的实际情况ꎬ也更具有科学性ꎬ在未来相

似的情况下ꎬ也可以制定类似的决策ꎬ会更好地提

高决策效率[４]ꎮ
２.价值链综述

(１)价值链的定义

波特提出市场中的企业都是由采购、生产、销
售、运输和辅助其产品的一系列活动构成的集合

体ꎬ所有的这些活动就形成了一个链条ꎮ 这一系

列的环节中包括了企业一些必需的活动即基本活

动[５]ꎮ 它主要指的是生产到销售再到售后服务等

活动ꎻ支持性活动即辅助企业日常经营活动能够

正常有序地进行ꎬ包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

开发、采购ꎬ基础设施等活动ꎮ
企业运用这一系列的生产活动最终创造出产

品ꎬ产品的诞生体现了这所有活动的价值所在ꎮ
这也是产品的组成成本ꎮ 当通过销售渠道把产品

成功出售给消费者之后取得的那部分就是收入ꎬ
如果最终产品获得的收入高于之前为了这生产而

发生的这一系列成本ꎬ那么企业就是盈利ꎬ即有利

润价值ꎻ如果相反ꎬ那么就没有利润ꎬ对企业而言

就是亏损[５]ꎮ
(２)价值链的特性

第一ꎬ价值及价值活动是价值链的基础ꎮ 如

果产品能够以理想的价格销售出去ꎬ那么价值链

的价值就得到了体现ꎮ 这是一个双向满足过程ꎬ
只有真正达到消费者想要的理想产品ꎬ消费者才

会愿意花钱购买ꎮ 这就需要保证价值活动能够满

足顾客的需要ꎬ因而也就需要从价值链的各个环

节入手去实现这一目标ꎮ 这些价值和价值活动共

同构成了价值链分析的基础ꎮ 第二ꎬ价值链不是

一个孤立的个体ꎬ它具有全面性ꎮ 它的作用主要

是为企业的总的价值的创造服务ꎮ 企业将完工的

产品通过供应商售卖给消费者ꎬ产品到达顾客手

中才算完成了价值链的活动ꎮ 因而ꎬ它不仅只是

考虑某一环节ꎬ价值链管理考虑的是包括企业在

内的整个产业链的价值系统ꎮ 第三ꎬ价值链具有

异质性ꎮ 每个企业自身的情况和面临的外在环境

是不同的ꎬ这就决定了价值链的不同性ꎬ不只是不

同产业的价值链存在差异ꎬ即使是相同的产业ꎬ价
值链所体现的性质也是不同的ꎮ 考虑价值链对企

业的价值时ꎬ每个企业首先关注的是对本企业的

影响ꎬ其次才会从别的方面考虑ꎬ从而创造更多方

面的价值[６]ꎮ
(３)价值链的作用

第一ꎬ以往对企业的着重点凸显在如何利用

管理使企业发展ꎬ现在随着经济的进步ꎬ单方面的

运用管理达到效果已经不显著了ꎮ 重要的是要从

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中去节约成本ꎬ提高效益ꎮ 同

时ꎬ在成本管理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信息和数据

资料的分析ꎮ 价值链管理在价值链以及价值链联

盟的基础上对其所创造的价值进行分析ꎬ包括企

业内部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和外部乃至整个行业的

价值链ꎬ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ꎬ更好控制成本支

出ꎬ进一步完善成本管理体系ꎮ 第二ꎬ价值链有利

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显现和增强ꎮ 想要制订一个有

效的价值链体系就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企业自身

的优缺点ꎬ所谓“知己知彼ꎬ百战不殆”ꎮ 价值链的

分析可以使企业完整地、具体地展现出企业的优

劣势ꎮ 第三ꎬ价值链有利于增强企业从全局考虑

和部署的能力ꎬ使各方面资源得到有效利用ꎮ 战

略管理所追求的目标是站在一个更高、更远的目

标去制定战略ꎬ而价值链就是一个全局的概念ꎬ这
就促使企业管理者必须站在企业的整个价值链去

制定战略方案ꎮ
３.价值链与企业战略管理的关系分析

第一ꎬ价值链与战略管理是不能分割的ꎬ好的

战略管理可以促进价值链的实施ꎬ而价值链有效

性也能作用于战略管理ꎬ促使战略管理更好的作

用于企业ꎮ 价值链是由一个企业各个环节组成

的ꎬ而这些环节在价值链中是不可或缺的ꎮ 这些

环节对企业而言ꎬ它是一个企业整体的运作之源ꎻ
这些环节对价值链来说ꎬ这些构成环节是一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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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协作、相互促进的过程ꎮ 而买方市场和卖方市

场也都有其不同的价值链系统ꎬ这是一个循环的

链条[７]ꎮ 第二ꎬ企业要依赖价值链管理理论来制

定未来的战略发展规划ꎮ 一个发展好的企业ꎬ不
只是要面对目前的状况做出判断和采取解决措

施ꎬ必定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及目标有一个准确的

预见力及判断力ꎬ能够预测出未来所要面临的挑

战ꎬ才能更好地预防和规避风险ꎮ 价值链的特点

及理论能够帮助企业制定战略规划ꎬ它能够更详

细更准确地分析客观存在的各个方面ꎬ辅助战略

管理的完善ꎮ 因此ꎬ价值链理论的运用可以使企

业更准确地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ꎮ
二、格兰仕公司的战略分析
格兰仕全称为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ꎬ成立于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ꎬ主要生产和经营家用电器ꎬ如微波

炉、烤箱、电饭煲、空调、冰箱、加湿器、洗衣机等ꎮ
除此之外还包括玻璃和塑料器皿、五金配件、电子

元件、塑胶配件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ꎮ
１.格兰仕在不同阶段的战略选择

(１)格兰仕初期的战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国内的微波炉行业属于新

兴行业ꎬ这个时期很多家电产业都没有涉足这一

领域ꎮ 此时微波炉市场的未来前景不确定ꎬ市场

呈现的产品能否更好地迎合消费者的需求ꎬ现有

产品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等等ꎬ有很多的不定

数ꎮ 格兰仕属于比较早生产微波炉这一产品的ꎬ
企业规模和实力都有限ꎬ想要更好地规避未来存

在的风险ꎬ必须要找到一个有异于其他企业的管

理的策略ꎬ从而形成了自身明显的特色[７]ꎮ 格兰

仕是跨行业转变过来的ꎬ因而内部环境中的诸多

劣势明显大于其相对的优势ꎮ 所以ꎬ就不得不利

用自身有限的优势克服其不足ꎮ
首先ꎬ招聘培养高素质人才ꎬ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ꎮ 格兰仕没有采取单方面的聘用外来优秀人

员ꎬ而是对企业内部人员进行全面专业培训ꎬ提升

企业员工的综合能力ꎮ 储备高素质的技术骨干人

才以及相应的管理人才ꎬ以适应市场的需求ꎮ 另

外ꎬ格兰仕积极通过各个途径获得资源与人才与

其进行合作ꎬ不断研究与改进产品ꎮ 对于那些有

较大难度的技术则采用与外资企业进行合作ꎬ建
立战略联盟ꎬ进行优势互补、优化资源ꎮ

其次ꎬ实施符合现有实际的市场营销战略ꎮ
通过广告、杂志和别的途径增强产品的知名度ꎬ从
而实施品牌战略ꎬ这样可以使自己的品牌让更多

的消费者知道甚至信赖ꎮ 积极建设自己的营销渠

道ꎬ扩展国内市场ꎮ 这段时期由于竞争实力及资

源都比较欠缺ꎬ格兰仕将经营重点逐渐转移到家

电行业ꎬ且以微波炉为主要核心产品ꎬ这种战略也

体现了格兰仕在这一阶段的集中化战略ꎬ并且在

集中战略的基础上采用成本领先战略ꎬ符合格兰

仕现有的实际情况ꎮ
再次ꎬ这一时期ꎬ很多企业为了增加自己的竞

争能力和提高市场占有率ꎬ采用研发、渠道、销售

等一体化的产业链ꎬ但这也同时浪费了很多资源ꎬ
分散了企业的资金ꎮ 而格兰仕则仅仅关注于产品

的制造ꎬ降低研发费用ꎬ砍掉其他环节ꎬ并且通过

集中制造ꎬ在该行业走集中、规模化的路线ꎮ 另

外ꎬ格兰仕公司所制定的“世界名牌家电制造中

心”战略充分地迎合了当时国际化的分工潮流ꎮ
当时世界各国的大型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或公司

将生产制造环节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

和地区ꎬ其中也包括中国ꎮ 格兰仕本身所在的地

区给其提供了很多便利性ꎬ这为其提供了很多国

外企业所没有的资源和优势[８]ꎮ 在坚持优势资源

的道路上ꎬ格兰仕一直坚持在执行ꎬ毫不犹豫地把

格兰仕经营的轻纺行业剔除掉ꎬ把更多的资源和

精力投入到微波炉行业中ꎬ使其在短短的几年内

就以惊人的速度创造了销售量的迅速增长ꎮ
最后ꎬ集中化战略造就规模优势ꎬ规模优势成

就成本领先ꎮ 坚持实施成本领先战略ꎬ在经营的

任何环节都要考虑到成本ꎮ 格兰仕在采用集中化

战略后ꎬ逐渐聚集了规模优势ꎬ因此降低了企业生

产制造、研发等多环节的成本ꎬ在技术上采用与优

势企业合作的方式ꎬ既保持了成本优势ꎬ又可以弥

补制造以外的劣势环节ꎬ使企业产供销达到平衡ꎮ
(２)格兰仕中期至今的战略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格兰仕的发展逐渐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ꎬ在战略上采取以微波炉为核心的

相关多元化战略ꎬ但是最主要战略核心依旧是采

用成本领先来作为发展的支柱ꎮ 该阶段所实施和

执行的战略具有鲜明的特点ꎮ
其一ꎬ随着微波炉产业绝对优势的初步降低ꎬ

格兰仕以微波炉为核心辐射其他产品ꎬ例如空调ꎮ
格兰仕在前期对微波炉产业的投入使其获得了丰

厚的回报ꎬ在微波炉产业中一直处于领先者地位ꎬ
甚至在国外都有着相当高的评价ꎮ 格兰仕以此为

契机ꎬ趁势进入空调产业ꎬ进入该产业后积极致力

于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一体化的产业链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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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ꎬ借助之前的微波炉相似发展的经验ꎬ空调产业

也迅速崛起ꎮ
其二ꎬ自始至终格兰仕都实施和执行总成本

领先战略ꎮ 在中国ꎬ廉价的劳动力为格兰仕降低

成本提供了保障ꎮ 并且定位在制造企业的格兰仕

正是凭借这种优势成就了它的成本优势和规模经

济ꎮ 不仅在刚开始的微波炉产业如此ꎬ在之后进

入的产业也依然秉承着这种理念ꎬ使其产品价格

在市场上以较大的优势迅速占领市场ꎬ目前格兰

仕的产品价格在市场上依然保持着优势ꎮ 这不仅

为其经营节约了巨大成本ꎬ而且使其在市场上也

产生了极大的积极效应ꎮ
其三ꎬ格兰仕在进入各个领域采取的战略是

不同的ꎬ涉及空调领域时采用较为进取的战略和

措施ꎬ刚开始就想积极进入国内外一线品牌或者

知名品牌行列ꎮ 格兰仕采取的总体战略为先难后

易ꎬ例如先进入国外发达国家ꎬ站稳市场后再进入

国内市场ꎬ先占领世界知名的零售界ꎬ后取得全球

市场ꎮ
２.格兰仕成本领先战略分析

(１)格兰仕成本领先战略的应用

第一ꎬ成本领先战略的经济学原理ꎮ 企业的

利润包括两方面ꎬ即收入和成本ꎬ而要想增加企业

的利润ꎬ就要增加收入和降低成本ꎮ 从经济逻辑

看ꎬ企业的利润来源可表示为:Ｇ＝Ｒ↑－Ｃ↓ꎮ 其中

Ｇ 指代毛利ꎻＲ 指代总收入ꎻＣ 指代总成本ꎮ 而企

业实施成本领先战略ꎬ则侧重于通过降低企业成

本、薄利多销来提高企业利润ꎬ其经济逻辑可表示

为:Ｇ↑＝Ｒ↑－Ｃ↓↓＝Ｐ↓×Ｑ↑↑－Ｃ↓↓ꎮ 其中

Ｐ 指代产品 /服务单价ꎻＱ 指代产量ꎮ 成本降低可

能会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ꎬ其一ꎬ成本降低意

味着产品的质量或者多样性欠缺ꎬ容易对消费者

形成理解误区ꎬ会使得消费者理解为质量不如之

前ꎬ从而降低了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ꎬ影响产

品的销量[９]ꎮ 其二ꎬ成本降低会形成交易价格相

对较低的优势ꎬ获得更多消费者的喜爱ꎬ从而使得

产品的销量增加ꎬ企业的利润增加ꎮ
第二ꎬ成本领先战略的经济效益曲线ꎮ 成本

的多少很大程度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效益甚至企业

的整体效益ꎬ从逻辑思维和经济学思维看ꎬ重视成

本、管制成本、成本领先的企业所得的经济效益明

显高于其他企业的经济效益ꎮ 在当代经济交易

中ꎬ决定产品价格的是消费者的需求和产品的质

量ꎬ并不是由某个企业所决定的ꎮ 假如市场上产

品差异化没有太大ꎬ就没有垄断型企业ꎮ 用曲线

进行分析的话ꎬ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相等所对应

的产品数量和价格能使企业获得最大利润[１０]９ꎮ

图 １　 成本领先战略的经济效益曲线

图 １ 是分析企业利润的说明图ꎬ图中ꎬＰ∗指市

场决定价格ꎬＡＴＣ 指平均总成陈ꎬＭＣ 指边际成本ꎬ
Ｑ 指数量ꎮ 图中有两条边际成本曲线ꎬ两条平均总

成本曲线ꎬ图中所示例子中低成本企业的经济利

润相比较高成本曲线的企业经济利润为零而言要

高出很多ꎮ 从其他情况分析:如果成本领先企业

取得经济利润ꎬ而别的企业发生亏损ꎻ那么成本领

先企业取得的经济利润就会高出很多其他的企

业ꎬ并且成本领先战略发生的亏损往往低于其他

企业ꎮ 通过分析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成本领先战略

的优势ꎮ
(２)格兰仕基于价值链的成本领先战略分析

其一ꎬ规模经济ꎮ 当格兰仕取得较大水平销

量的突破后ꎬ为了更快速地实现较大程度的成本

优势ꎬ公司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并提升产品的生产

数量ꎬ使得产品的性价比更高ꎮ 格兰仕开始生产

微波炉的时间并不是很长ꎬ最开始的发展速度也

不是很快ꎮ 但是从 １９９４ 以后就发展迅速ꎬ销量呈

不断上升趋势ꎬ具体销售量趋势如图 ２ꎮ 在格兰仕

销售量不断攀升的过程中ꎬ其生产成本和产品出

厂价也在不断降低ꎮ

图 ２　 格兰仕微波炉销售量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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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仕为了提高生产效率ꎬ不断地扩大生产

规模ꎬ把生产规模和产品的出厂价相联系ꎬ生产规

模的扩大也就使得每个产品的成本降低ꎬ然后产

品整体的产量提高ꎬ这样产品的出厂价也就降

低了ꎮ

图 ３　 ２０１４年中国微波炉市场主流品牌单品关注率对比

据本次 ＺＤＣ 统计数据显示ꎬ在 １４ 年中国微波

炉市场的主要品牌中单品关注度对比图中ꎬ其他

品牌跟格兰仕相比差太多ꎬ就连人们所熟悉的美

的跟格兰仕相比也几乎差一半ꎮ 相比较而言ꎬ合
资品牌并不存在优势ꎮ 由此看来ꎬ格兰仕在人们

心中有较高的地位ꎬ人们对格兰仕的信任与依赖

较强ꎮ
其二ꎬ全面质量管理ꎮ 首先ꎬ产品质量保证ꎮ

一个企业要想生产一批产品需要经过很多工序ꎬ
要想保证产品的质量就必须要保证每个生产环节

的质量ꎬ格兰仕恰好注意到这一要点ꎮ 严格把控

各个环节的监管ꎬ做到从最基础的方面保证产品

的质量ꎮ 不光企业内部做到各种有效的监管措

施ꎬ还不断进行调研听取消费者的建议ꎬ回去进行

讨论研究ꎬ采取合理的建议对产品进行改进ꎬ使生

产的产品更接近消费者的需要ꎬ这样也就更有利

于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ꎮ 其次ꎬ全员质量管理ꎮ
格兰仕动员全体员工进行质量管理培训和相关技

能培训ꎬ使大家的整体能力得到提升ꎮ 这样既可

以提升员工的操作技能ꎬ同时也可以增强员工的

质量管理意识ꎬ实现产品质量人人有责的管理制

度ꎮ 格兰仕在培训的同时也以产品质量为核心ꎬ
制定了相应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ꎬ赏罚分明ꎬ使得

全体员工更愿意为这个团体的利益而努力ꎮ 这样

既有利于企业进步ꎬ也有利于为企业培养大量的

相关方面的技术人才ꎬ从而推动企业前进ꎮ

　 　 其三ꎬ制订合理的生产方案ꎮ 很多企业在生

产方面都会出现盲区ꎬ可能由于产品生产过量导

致积压ꎬ也可能由于少生产导致产品供不应求ꎬ这
两种现象对企业来说都是不利的ꎮ 格兰仕为了规

避这种现象的发生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制订生产计

划ꎬ使得生产能够按照计划来进行ꎬ从而保证了企

业只需保存较少的库存ꎬ更好地投入到生产经营

中ꎬ并且在市场需求增加的情况下也能够保证产

品不会出现过大的短缺现象ꎬ使得市场总体不会

出现商品的滞销或者短缺ꎮ 这种模式是大多数企

业想要追求的一种生产的理想状态ꎬ既解决了因

过量生产导致的产品积压问题ꎬ又节约库房的费

用ꎬ进而实现了企业材料库存成本以及渠道资金

占用成本的有效降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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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Ｐ２Ｐ 网络信贷作为一种最有活力、最有代表性的互联网金融模式ꎬ其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

挑战ꎮ 本文结合 Ｐ２Ｐ 网贷公司竞争力所涉及宏观经济背景、风险控制能力和运营能力三个方面的特点ꎬ构建了

一种基于粗糙集属性约简和组合赋权理论的 Ｐ２Ｐ 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ꎬ丰富了 Ｐ２Ｐ 网贷公司竞争力研

究内涵ꎮ
[关键词] 　 Ｐ２Ｐ 网络信贷公司ꎻ　 竞争力ꎻ　 粗糙集属性约简ꎻ　 组合赋权ꎻ　 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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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２Ｐ 网络信贷作为一种最有活力、最有代表

性的互联网金融模式ꎬ正积极地改变整个金融生

态ꎮ 但是由于资金监管缺乏、成立门槛较低ꎬ不少

不法分子利用网贷公司的“高收益陷阱”使得许多

投资者血本无归ꎬ不利于整体互联网金融行业的

发展ꎮ 同时ꎬ现有针对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的研

究较少ꎬ更多是从公司模式、监管对策等定性角度

进行研究ꎮ 本文结合网贷公司竞争力所涉及宏观

经济背景、风险控制能力和运营能力三个方面的

特点ꎬ构建了一种基于属性约简和组合赋权理论

的 Ｐ２Ｐ 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ꎬ具有一定

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ꎮ

一、粗糙集属性约简原理

粗糙 集 ( Ｒｏｕｇｈ Ｓｅｔ ) 理 论 是 波 兰 数 学 家

Ｐａｗｌａｋ Ｚ提出的一种分析数据的数学理论ꎬ该理论

在分类的意义下定义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概

念ꎬ导出问题的决策或分类准则ꎬ其包含了以下四

个方面内容:

１.知识库

设 Ｕ≠∅ 是我们感兴趣的对象组成的有限集

合ꎬ称为论域ꎮ 任何子集 Ｘ ⊆ Ｕ ꎬ称为 Ｕ 中的一个

概念或范畴ꎮ 为规范化起见ꎬ我们认为空集也是

一个概念ꎮ Ｕ 中的任何概念组称为关于 Ｕ 的抽象

知识ꎬ简称知识ꎮ Ｕ 上的一族划分称为关于 Ｕ 的一

个知识库ꎮ

设 Ｒ 是 Ｕ 上的一个等价关系ꎬ Ｕ / Ｐ 表示 Ｕ 的

所有等价类(或者 Ｕ 上的分类)构成的集合ꎮ ｘ[ ] Ｒ

表示包含 ｘ ∈ Ｕ 的 Ｒ 等价类ꎮ 一个知识库就是一

个关系系统 Ｋ ＝ ＵꎬＲ( ) ꎬ其中 Ｕ 为非空有限集ꎬ称

为论域ꎬ Ｒ 是 Ｕ 上的一族等价关系ꎮ

２.不可分辨关系

若 Ｐ⊆ Ｒ ꎬ且 Ｐ≠∅ ꎬ则 ∩ Ｐ ( Ｐ 中所有等价

关系的交集)也是一个等价关系ꎬ称为 Ｐ 上的不可

分辨关系 ( Ｉｎｄｉｓｃｅｒｎｉｂ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ꎬ记为 ｉｎｄ Ｐ( ) ꎮ

且有 [ｘ] ｉｎｄ(ｐ) ＝∩
Ｒ∈Ｐ

[ｘ] Ｒ ꎮ 这样ꎬ Ｕ / ｉｎｄ(Ｐ) 表示与

等价关系族 Ｐ 相关的知识ꎬ称为 Ｋ 中关于 Ｕ 的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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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知识ꎮ 为简化起见ꎬ用 Ｕ / Ｐ 代替 Ｕ / ｉｎｄ(Ｐ) ꎮ

３.核
设 Ｕ 是一个论域ꎬ Ｐ 、 Ｑ 为定义在 Ｕ 上的两个

等价关系ꎬ且 Ｑ⊆Ｐ ꎬ如果 ｉｎｄ(Ｑ)＝ ｉｎｄ(Ｐ) 并且 Ｑ

是独立的ꎬ则称 Ｑ 是 Ｐ 的一个约简ꎮ 在 Ｐ 中所有

不可省的关系的集合称为 Ｐ 的核ꎬ用 ｃｏｒｅ(Ｐ) 来

表示ꎮ

４.知识表达系统

知识表达系统也称为信息系统ꎬ形式上四元

组 Ｓ ＝ {ＵꎬＡꎬＶꎬｆ} 表示一个知识表达系统ꎮ 其中ꎬ

Ｕ 样本的非空有限集合ꎬ称为论域ꎻ Ａ 为有限的评

价属性非空集合ꎻ Ｖ ＝∪Ｐ∈ＡＶＰ ꎬ ＶＰ 即为属性 Ｐ∈ Ａ

的属性值的范围ꎬ也就是属性 Ｐ的值域ꎻ ｆ:Ｕ × Ａ→

Ｖ 被称作信息函数ꎬ它为每个对象的每个属性赋予

一个信息值ꎬ 即对任意的 ｑ ∈ Ａ 和 ｘ ∈ Ｕ ꎬ

ｆ ｘｉꎬｑ( ) ∈ Ｖｑ ꎮ

粗糙集理论认为ꎬ信息系统 Ｓ 可表示为有序四

元组:

Ｓ ＝ {ＵꎬＡꎬＶꎬｆ} 　 　 　 　 (１)

其中ꎬ Ｕ ＝ {ｘ１ꎬｘ２ꎬ...ꎬｘｎ} 为样本集ꎬ即有限的

评价样本非空集合ꎻ Ａ ＝ ａ１ꎬａ２ꎬ...ꎬａｍ{ } 为有限的

评价属性非空集合ꎬ即 Ａ ＝ Ｃ ∪ Ｄ ꎬ Ｃ 为体现评价

对象特征的条件属性集ꎬ Ｄ 为体现评价对象类别

的决策属性集ꎻ Ｖ ＝∪Ｐ∈ＡＶＰ ꎬ ＶＰ 即为属性 Ｐ∈Ａ的

属性值的范围ꎬ也就是属性 Ｐ 的值域ꎻ ｆ:Ｕ × Ａ→ Ｖ

被称作信息函数ꎬ它可以使 Ｕ中任意一个对象 ｘ的

属性值得到确定ꎬ即对任意的 ｑ ∈ Ａ 和 ｘ ∈ Ｕ ꎬ

ｆ ｘｉꎬｑ( ) ∈ Ｖｑ ꎻ∀Ｂ∈ Ａ ꎬ Ｒ Ｂ( ) 称为不可分辨关系

(即等价关系)ꎮ

Ｒ Ｂ( ) ＝ ｘｉꎬｘ ｊ( ){ ∈ Ｕ × Ｕ ｜ ∀ａ∈ Ｂꎬｆ ｘｉꎬａ( ) ＝

ｆ ｘ ｊꎬａ( ) } (２)

总样本集 Ｕ 被属性子集 Ｂ 划分为若干等价

类ꎬ Ｂ 被称作基本元素ꎮ 基于属性子集 Ｂ 的角度ꎬ

对等价关系组 Ｒ ꎬ存在 ｒ ∈ Ｒ ꎬ如果 ｉｎｄ Ｒ( ) ＝

ｉｎｄ Ｒ － { ｒ}( ) ꎬ则称 ｒ 在 Ｒ 中可被略去ꎬ否则称 ｒ

在 Ｒ 中不可被略去ꎮ 其中ꎬ ｉｎｄ(Ｒ) 的含义是集合

中元素关于 Ｒ 的不可分辨关系ꎮ 对属性子集 Ｐ ⊆

Ｒ 而言ꎬ若有 Ｑ ＝ Ｐ － ｒ ꎬ Ｑ ⊆ Ｐ ꎬ使得 ｉｎｄ(Ｑ) ＝

ｉｎｄ(Ｐ) ꎬ且最小子集是 Ｑ ꎬ则称 Ｑ 是 Ｐ 的简化ꎬ记

为 ｒｅｄ(Ｐ) ꎬ Ｐ 中所有简化属性集中包含的不可省

略关系的集合ꎬ即简化集 ｒｅｄ(Ｐ) 的集合称为 Ｐ 的

核ꎬ ｃｏｒｅ(Ｐ) ＝∩ ｒｅｄ(Ｐ) ꎬ记为 ｃｏｒｅ(Ｐ) ꎮ

令 Ｐ 和 Ｓ 为 Ｕ 中的两个等价关系ꎬ Ｕ / Ｓ ＝

Ｘ１ꎬＸ２ꎬ...ꎬＸｎ{ } ꎬ Ｓ 的正域 Ｐ 记为 ｐｏｓｐ(Ｓ) ꎬ 即

ｐｏｓｐ(Ｓ) ＝∪
ｎ

ｉ ＝ １
Ｐ － (Ｘ ｉ) ꎮ 若存在 ｒ∈Ｒ ꎬ有 ｐｏｓｐ(Ｓ)＝

ｐｏｓｐ－( ｒ)(Ｓ) ꎬ则称 ｒ 为 Ｐ 中可省略的ꎬ Ｐ － { ｒ} 为 Ｐ

的 Ｓ 相对简化ꎮ

ａ(Ｘ) 表示 ｘ 在属性 ａ 上的数值ꎬ差别矩阵 Ｍ

的维度是 ｎ × ｎ ꎬ其中的 ｎ代表评价对象的个数ꎬ矩

阵中的单元则表示所有能够被识别的集合 [ｘ] ｉ 与

[ｘ] ｊ 属性的集合ꎮ 当决

策属性和条件属性都不相同时ꎬ各元素内的

属性组合互不相同ꎻ当决策属性相同时ꎬ元素值

为 ∅ ꎻ

Ｃ ＝
ａ ∈ Ａꎬａ(ｘｉ) ≠ ａ(ｘ ｊ)Ｄ(ｘｉ) ≠ Ｄ(ｘ ｊ)

∅　 其他{ (３)

而

ｆ(ｘ) ＝ ∑
ｒ

ｉ ＝ １
∑

ｒ

ｊ ＝ １

λ ｉｊ

ｍｉｊ
(４)

其中ꎬ λ ｉｊ ＝
１　 ｘ ∉ ｍｉｊ

０　 ｘ ∈ ｍｉｊ
{ ꎬ ｍｉｊ 表示 ｍｉｊ 包含

指标的个数ꎮ

二、Ｐ２Ｐ 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的初步构建

Ｐ２Ｐ 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是由宏观背景、风

险控制能力及运营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ꎮ 初步构

建的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１ 所示ꎬ然

后通过基于粗糙集的属性约简模型进行指标筛

选ꎬ最终得到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ꎮ 其

具体的指标筛选步骤归纳如下:步骤 １:确定属性

集 Ａ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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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Ｐ２Ｐ 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指标初步构建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Ｐ２Ｐ 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

宏观经济背景 Ｍ１

风险控制能力 Ｍ２

运营能力 Ｍ３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对竞争力影响程 Ｍ１ａ

ＧＤＰ 增长率 Ｍ１ｂ 对竞争力影响程度

贷款基准利率对竞争力影响程度 Ｍ１ｃ

存款基准利率对竞争力影响程度 Ｍ１ｄ

累计待还金额比率 Ｍ２ａ

风险收益比 Ｍ２ｂ

保障模式 Ｍ２ｃ

资金托管 Ｍ２ｄ

高管团队平均从业年限 Ｍ２ｅ

待收杠杆 Ｍ２ｆ

９０ 天以上标的占比 Ｍ２ｇ

１００ 万以下标的占比 Ｍ２ｈ

借款集中度 Ｍ２ｉ

人均投资金额 Ｍ２ｊ

人均借款余额 Ｍ２ｋ

运行时间 Ｍ３ａ

公司背景 Ｍ３ｂ

充值费率 Ｍ３ｃ

提现费率 Ｍ３ｄ

投资人数 Ｍ３ｅ

借款人数 Ｍ３ｆ

债权转让难易程度 Ｍ３ｇ

综合收益率 Ｍ３ｈ

注册资金 Ｍ３ｉ

时间加权成交量 Ｍ３ｊ

　 　 步骤 ２:数据收集ꎮ
步骤 ３:属性值语义界定ꎮ
步骤 ４:构建属性约简决策表ꎮ
步骤 ５:属性约简ꎮ
步骤 ６:构建差别矩阵 Ｍ ꎮ 按照公式(３)确定

差别矩阵中的每一个元素的取值ꎮ
步骤 ７:指标筛选ꎮ 根据公式(４)计算各指标

的重要性和累计百分比ꎮ
三、案例分析———以构建 ３０ 家 Ｐ２Ｐ 网

贷公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为例

１.样本及评价公司选择

考虑到数据的真实性和时效性ꎬ本文根据国

内较有影响力的第三方机构“网贷之家”的统计数

据ꎬ选取成交量前 ３０ 家的 Ｐ２Ｐ 网贷公司进行竞争

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ꎮ
２.指标数据处理方法

(１)定性指标量化方法

三角模糊数法[１]是将模糊不确定的语言变量

转化为确定数值的一种方法ꎬ可用 ( ｌꎬｍꎬｒ) 表示ꎬ
其中 ｌ ꎬ ｍ ꎬ ｒ 皆为实数ꎬ且 ０ £ｌ £ｍ £ｒ ꎬ ｍ 称为三角

模糊数的主值ꎬ ｌ ꎬ ｒ 称为三角模糊数的下界和上

界ꎬ ｍ － ｌ 和 ｒ － ｍ 称为三角模糊数的下限和上限ꎮ
ｍ － ｌ 越大ꎬ则三角模糊数越模糊ꎮ 根据 ＭａｃＣｒｉｍ￣
ｍｏｎ 提出的两极比例法对三角模糊数进行修正ꎬ得
出定性指标对应的量化表ꎬ如表 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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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三角模糊数两极比例量化表

属性 最高 很高 高 一般 低 很低 最低

收益型 (９ꎬ１０ꎬ１０) (７ꎬ８ꎬ９) (６ꎬ７ꎬ８) (４ꎬ５ꎬ６) (２ꎬ３ꎬ４) (１ꎬ２ꎬ３) (０ꎬ０ꎬ１)

成本型 (０ꎬ０ꎬ１) (１ꎬ２ꎬ３) (２ꎬ３ꎬ４) (４ꎬ５ꎬ６) (６ꎬ７ꎬ８) (７ꎬ８ꎬ９) (９ꎬ１０ꎬ１０)

　 　 设模糊指标为 ｘ
~

ｉｊ ＝ (ａｉｊꎬｂｉｊꎬｃｉｊ) ꎬ ｉ ＝ １ꎬ２ꎬ...ꎬ
ｎꎬｊ ＝ １ꎬ２ꎬ...ꎬｍ ꎬ ｉ 代表样本ꎬ ｊ 代表指标ꎮ 归一化

的模糊指标值为 ｒ
~

ｉｊ ꎮ
收益型模糊指标的归一化:

ｒ
~

ｉｊ ＝
ａｉｊ

ｍａｘ(ｃｉ)
æ

è
ç ꎬ

ｂｉｊ

ｍａｘ(ｂｉ)
ꎬ

ｃｉｊ
ｍａｘ(ａｉ)

＾１
ö

ø
÷ (５)

成本型模糊指标的归一化:

ｒ
~

ｉｊ ＝
ｍｉｎ(ａｉｊ)

ｃｉｊ
æ

è
ç ꎬ

ｍｉｎ(ｂｉｊ)
ｂｉｊ

ꎬ
ｍｉｎ(ｃｉｊ)

ａｉｊ
＾１

ö

ø
÷ (６)

(２)定量指标归一化方法

设评价集为 Ｘ ＝ ｘ∗
１ ꎬｘ∗

２ ꎬꎬｘ∗
ｎ{ } ꎬ其中

ｘ∗
ｉ ＝ ｘ∗

ｉ１ ꎬｘ∗
ｉ２ ꎬꎬｘ∗

ｉｍ{ }

ｘ∗
ｉｊ

ｉ ＝ １ꎬ２ꎬꎬｎꎻｊ ＝ １ꎬ２ꎬｍ( ) 为第 ｉ 个公司第 ｊ
个指标值ꎬ ｎ 为评价公司的个数ꎬ ｍ 为指标的个

数ꎬ对于正向指标(样本值越大对应的评价值也越

大):　 ｘｉｊ ＝
ｘ∗

ｉｊ
－ ｘｍｉｎｊ

ｘｍａｘｊ － ｘｍｉｎｊ
(７)

对于负指标(样本值越大对应的评价值

也越小):

ｘｉｊ ＝
ｘｍａｘｊ － ｘ∗

ｉｊ

ｘｍａｘｊ － ｘｍｉｎｊ
(８)

其中ꎬ ｘｍａｘｊ ꎬ ｘｍｉｎｊ 分别为第 ｊ 个指标值的最大

值和最小值ꎬ ｘｉｊ 为指标特征值归一化后的值ꎮ
３.基于属性约简的网贷公司竞争力评

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步骤 １:确定属性集 Ａ ꎮ
步骤 ２:属性值语义界定ꎮ
步骤 ３:构建属性约简决策表ꎮ 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属性约简决策表

属性集 Ａ
样本集 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Ｍ１ａ ４ ４ ４ ３ ４ ４ ３ ４ ３ ３

ＧＤＰ 增长率 Ｍ１ｂ ３ ３ ２ ３ ２ ３ ３ ３ ３ ２
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Ｍ１ｃ ２ ２ ３ ２ ２ ２ ３ ４ ２ ３
银行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Ｍ１ｄ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累计待还金额比率 Ｍ２ａ ３ １ ２ ４ ４ ３ ４ ４ ３ ４
风险收益比 Ｍ２ｂ ２ ２ １ ４ １ ２ ４ ４ ４ ４
保障模式 Ｍ２ｃ ４ ３ ３ ２ ３ ３ ４ ３ ４ ４
资金托管 Ｍ２ｄ ２ ４ ４ ２ ２ ２ ４ ２ ４ ２

高管团队平均从业年限 Ｍ２ｅ ３ ２ ３ ３ ３ ３ ２ ３ ３ ３
待收杠杆 Ｍ２ｆ ３ ２ １ ３ １ １ ３ ２ ３ ４

９０ 天以上标的占比 Ｍ２ｇ ４ ４ ４ ４ １ ４ ２ ３ ４ ２
１００ 万以下标的占比 Ｍ２ｈ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２ ４ ２ ４

借款集中度 Ｍ２ｉ ４ ４ ４ ４ ２ ３ １ ４ １ １
人均投资金额 Ｍ２ｊ １ ４ ４ ４ ３ ３ ３ ３ １ ４
人均借款余额 Ｍ２ｋ ４ ３ ３ ４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运行时间 Ｍ３ａ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２ ３ ３ ４
公司背景 Ｍ３ｂ ４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３ １
充值费率 Ｍ３ｃ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３ ４
提现费率 Ｍ３ｄ ４ ４ ４ ４ ２ ４ ３ ４ ４ ４
投资人数 Ｍ３ｅ ２ ４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２ ３
借款人数 Ｍ３ｆ ４ ２ ４ ４ ３ ４ １ ２ １ １

债权平均转让时间 Ｍ３ｇ ４ ２ ２ ３ ４ ４ ４ ４ ３ ４
综合收益率 Ｍ３ｈ ２ ３ ４ ４ ３ ４ ２ ４ ２ ４
注册资金 Ｍ３ｉ ４ ３ １ ３ ２ ３ ２ １ ３ ３

时间加权成交量 Ｍ３ｊ ４ ３ ４ ３ ４ ４ ２ ２ ３ ２
竞争力评价结果 ４ ３ ３ ２ ３ ３ ２ ３ ３ ３

—４５—



　 　 步骤 ４:利用差别矩阵原理ꎬ应用公式(３)构建 差别矩阵 Ｍ ꎬ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差别矩阵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 ∅

２ Ｇ２１ ∅

３ Ｇ３１ ∅ ∅

４ Ｇ４１ Ｇ４２ Ｇ４３ ∅

５ Ｇ５１ ∅ ∅ Ｇ５４ ∅

６ Ｇ６１ ∅ ∅ Ｇ６４ ∅ ∅

７ Ｇ７１ Ｇ７２ Ｇ７３ ∅ Ｇ７５ Ｇ７６ ∅

８ Ｇ８１ ∅ ∅ Ｇ８４ ∅ ∅ Ｇ８７ ∅

９ Ｇ９１ ∅ ∅ Ｇ９４ ∅ ∅ Ｇ９７ ∅ ∅

１０ Ｇ１０１ ∅ ∅ Ｇ１０４ ∅ ∅ Ｇ１０７ ∅ ∅ ∅

注: Ｇ２１ ＝ {Ｍ２ａꎬＭ２ｃꎬＭ２ｄꎬＭ２ｅꎬＭ２ｆꎬＭ２ｊꎬＭ２ｋꎬＭ３ｂꎬＭ３ｅꎬＭ３ｆꎬＭ３ｇꎬＭ３ｈꎬＭ３ｉꎬＭ３ｊ}

Ｇ３１ ＝ {Ｍ１ｂꎬＭ１ｃꎬＭ２ａꎬＭ２ｂꎬＭ２ｃꎬＭ２ｄꎬＭ２ｆꎬＭ２ｊꎬＭ２ｋꎬＭ３ｂꎬＭ３ｅꎬＭ３ｇꎬＭ３ｈꎬＭ３ｉ}

Ｇ４１ ＝ {Ｍ１ａꎬＭ２ａꎬＭ２ｂꎬＭ２ｃꎬＭ２ｊꎬＭ３ｂꎬＭ３ｅꎬＭ３ｇꎬＭ３ｈꎬＭ３ｉꎬＭ３ｊ}

Ｇ４２ ＝ {Ｍ１ａꎬＭ２ａꎬＭ２ｂꎬＭ２ｃꎬＭ２ｃꎬＭ２ｄꎬＭ２ｅꎬＭ２ｆꎬＭ２ｋꎬＭ３ｆꎬＭ３ｇꎬＭ３ｈ}

Ｇ４３ ＝ {Ｍ１ａꎬＭ１ｂꎬＭ１ｃꎬＭ２ａꎬＭ２ｂꎬＭ２ｃꎬＭ２ｄꎬＭ２ｆꎬＭ２ｋꎬＭ３ｇꎬＭ３ｉꎬＭ３ｊ}

Ｇ５１ ＝ {Ｍ１ｂꎬＭ２ａꎬＭ２ｂꎬＭ２ｃꎬＭ２ｆꎬＭ２ｇꎬＭ２ｉꎬＭ２ｊꎬＭ２ｋꎬＭ３ｂꎬＭ３ｅꎬＭ３ｆꎬＭ３ｈꎬＭ３ｉ}

Ｇ５４ ＝ {Ｍ１ａꎬＭ１ｂꎬＭ２ｂꎬＭ２ｃꎬＭ２ｆꎬＭ２ｇꎬＭ２ｉꎬＭ２ｊꎬＭ２ｋꎬＭ３ｄꎬＭ３ｆꎬＭ３ｇꎬＭ３ｈꎬＭ３ｉ}

Ｇ６１ ＝ {Ｍ２ｃꎬＭ２ｆꎬＭ２ｉꎬＭ２ｊꎬＭ２ｋꎬＭ３ｂꎬＭ３ｅꎬＭ３ｈꎬＭ３ｉ}

Ｇ６４ ＝ {Ｍ１ａꎬＭ２ａꎬＭ２ｂꎬＭ２ｃꎬＭ２ｆꎬＭ２ｉꎬＭ２ｊꎬＭ２ｋꎬＭ３ｂꎬＭ３ｇꎬＭ３ｊ}

Ｇ７１ ＝ {Ｍ１ａꎬＭ１ｃꎬＭ２ａꎬＭ２ｂꎬＭ２ｄꎬＭ２ｅꎬＭ２ｇꎬＭ２ｈꎬＭ２ｉꎬＭ２ｊꎬＭ２ｋꎬＭ３ａꎬＭ３ｂꎬＭ３ｄꎬＭ３ｅꎬＭ３ｆꎬＭ３ｉꎬＭ３ｊ} Ｇ７２ ＝ {Ｍ１ａꎬＭ１ｃꎬＭ２ａꎬＭ２ｂꎬ

Ｍ２ｃꎬＭ２ｆꎬＭ２ｇꎬＭ２ｈꎬＭ２ｉꎬＭ２ｊꎬＭ２ｋꎬＭ３ａꎬＭ３ｄꎬＭ３ｅꎬＭ３ｆꎬＭ３ｇꎬＭ３ｈꎬＭ３ｉꎬＭ３ｊ} Ｇ７３ ＝ {Ｍ１ａꎬＭ１ｂꎬＭ２ａꎬＭ２ｂꎬＭ２ｃꎬＭ２ｅꎬＭ２ｆꎬＭ２ｇꎬＭ２ｈꎬＭ２ｉꎬ

Ｍ２ｊꎬＭ２ｋꎬＭ３ａꎬＭ３ｄꎬＭ３ｅꎬＭ３ｆꎬＭ３ｇꎬＭ３ｈꎬＭ３ｉꎬＭ３ｊ}

Ｇ７５ ＝ {Ｍ１ａꎬＭ１ｂꎬＭ１ｃꎬＭ２ｂꎬＭ２ｃꎬＭ２ｄꎬＭ２ｅꎬＭ２ｆꎬＭ２ｇꎬＭ２ｈꎬＭ２ｉꎬＭ３ａꎬＭ３ｄꎬＭ３ｅꎬＭ３ｆꎬＭ３ｈꎬＭ３ｉ}

Ｇ７６ ＝ {Ｍ１ａꎬＭ１ｃꎬＭ２ａꎬＭ２ｂꎬＭ２ｃꎬＭ２ｄꎬＭ２ｅꎬＭ２ｆꎬＭ２ｇꎬＭ２ｈꎬＭ２ｉꎬＭ２ｋꎬＭ３ａꎬＭ３ｂꎬＭ３ｄꎬＭ３ｅꎬＭ３ｆꎬＭ３ｈＭ３ｉꎬＭ３ｊ} Ｇ８１ ＝ {Ｍ１ｃꎬＭ２ａꎬ

Ｍ２ｂꎬＭ２ｃꎬＭ２ｄꎬＭ２ｆꎬＭ２ｇꎬＭ２ｊꎬＭ２ｋꎬＭ３ａꎬＭ２ｂꎬＭ３ｅꎬＭ３ｆꎬＭ３ｈꎬＭ３ｉꎬＭ３ｊ} Ｇ８４ ＝ {Ｍ１ａꎬＭ１ｃꎬＭ２ｃꎬＭ２ｆꎬＭ２ｇꎬＭ２ｊꎬＭ２ｋꎬＭ３ａꎬＭ３ｅꎬＭ３ｆꎬＭ３ｇꎬ

Ｍ３ｉꎬＭ３ｊ}

Ｇ８７ ＝ {Ｍ１ａꎬＭ１ｃꎬＭ２ｃꎬＭ２ｄꎬＭ２ｅꎬＭ２ｆꎬＭ２ｇꎬＭ２ｈꎬＭ２ｉꎬＭ３ａꎬＭ３ｄꎬＭ３ｆꎬＭ３ｈꎬＭ３ｉ}

Ｇ９１ ＝ {Ｍ１ａꎬＭ２ｂꎬＭ２ｄꎬＭ２ｈꎬＭ２ｉꎬＭ２ｋꎬＭ３ａꎬＭ３ｂꎬＭ３ｃꎬＭ３ｆꎬＭ３ｇꎬＭ３ｉꎬＭ３ｊ}

Ｇ９４ ＝ {Ｍ２ａꎬＭ２ｃꎬＭ２ｄꎬＭ２ｈꎬＭ２ｉꎬＭ２ｊꎬＭ２ｋꎬＭ３ａꎬＭ３ｂꎬＭ３ｃꎬＭ３ｅꎬＭ３ｆꎬＭ３ｈ}

Ｇ９７ ＝ {Ｍ１ｃꎬＭ２ａꎬＭ２ｅꎬＭ２ｇꎬＭ２ｊꎬＭ３ａꎬＭ３ｂꎬＭ３ｃꎬＭ３ｄꎬＭ３ｅꎬＭ３ｇꎬＭ３ｈꎬＭ３ｉꎬＭ３ｊ}

Ｇ１０１ ＝ {Ｍ１ａꎬＭ１ｂꎬＭ１ｃꎬＭ１ｄꎬＭ２ａꎬＭ２ｂꎬＭ２ｆꎬＭ２ｇꎬＭ２ｉꎬＭ２ｊꎬＭ２ｋꎬＭ３ｂꎬＭ３ｅꎬＭ３ｆꎬＭ３ｈꎬＭ３ｉꎬＭ３ｊ} Ｇ１０４ ＝ {Ｍ１ｂꎬＭ１ｃꎬＭ１ｄꎬＭ２ｃꎬＭ２ｆꎬ

Ｍ２ｇꎬＭ２ｉꎬＭ２ｋꎬＭ３ｅꎬＭ３ｆꎬＭ３ｇꎬＭ３ｊ}

Ｇ１０７ ＝ {Ｍ１ｂꎬＭ１ｄꎬＭ２ｄꎬＭ２ｅꎬＭ２ｆꎬＭ２ｈꎬＭ２ｊꎬＭ３ａꎬＭ３ｄꎬＭ３ｈꎬＭ３ｉ}

步骤 ５:指标筛选ꎮ

—５５—



表 ５　 各指标重要性及累计百分比

指标 重要性 修正重要性 累计百分比

人均借款余额 Ｍ２ｋ １.３３３３ ０.０５９２ ５.９２％
待收杠杆 Ｍ２ｆ １.２４０５ ０.０５５０ １１.４２％
保障模式 Ｍ２ｃ １.２２４５ ０.０５４３ １６.８５％

综合收益率 Ｍ３ｈ １.２２２２ ０.０５４２ ２２.２８％
注册资金 Ｍ３ｉ １.２２２２ ０.０５４２ ２７.７０％

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Ｍ１ｃ １.１７４４ ０.０５２１ ３２.９１％
投资人数 Ｍ３ｅ １.１１１１ ０.０４９３ ３７.８４％

风险收益比 Ｍ２ｂ １.０３５５ ０.０４５９ ４２.４３％
借款集中度 Ｍ２ｉ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４４４ ４６.８７％
公司背景 Ｍ３ｂ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４４４ ５１.３１％
借款人数 Ｍ３ｆ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４４４ ５５.７５％

时间加权成交量 Ｍ３ｊ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４４４ ６０.１８％
累计待还金额比率 Ｍ２ａ ０.９９６３ ０.０４４３ ６４.６１％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Ｍ１ａ ０.９７８４ ０.０４３４ ６８.９５％
债权平均转让时间 Ｍ３ｇ ０.８８８９ ０.０３９４ ７２.８９％
９０ 天以上标的占比 Ｍ２ｇ ０.８３３３ ０.０３７０ ７４.９３％

ＧＤＰ 增长率 Ｍ１ｂ ０.８０４０ ０.０３５７ ８０.１５％
资金托管 Ｍ２ｄ ０.８０００ ０.０３５５ ８３.７０％
运行时间 Ｍ３ａ ０.７９４１ ０.０３５２ ８７.２３％

人均投资金额 Ｍ２ｊ ０.６５４７ ０.０２９０ ９０.１３％
高管团队平均从业年限 Ｍ２ｅ ０.６１０５ ０.０２７１ ９２.８４％
１００ 万以下标的占比 Ｍ２ｈ ０.５８３３ ０.０２５９ ９５.４３％

提现费率 Ｍ３ｄ ０.５７１４ ０.０２５４ ９７.９６％
银行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Ｍ１ｄ ０.２３３３ ０.０１０４ ９８.９９％

充值费率 Ｍ３ｃ ０.２２５４ 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文根据表 ５ 及相关专家经验ꎬ将累计百分比

达到 ７５％以上的指标筛选掉ꎬ选取剩余的 １６ 个指

标构建我国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的最终指标体

系ꎬ如表 ６ 所示ꎮ
表 ６　 我国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初选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Ｐ２Ｐ 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

宏观经济背景 Ｍ１

风险控制能力 Ｍ２

运营能力 Ｍ３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Ｍ１ａ

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Ｍ１ｂ

累计待还金额比率 Ｍ２ａ

风险收益比 Ｍ２ｂ

保障模式 Ｍ２ｃ

待收杠杆 Ｍ２ｄ

９０ 天以上标的占比 Ｍ２ｅ

借款集中度 Ｍ２ｆ

人均借款余额 Ｍ２ｇ

公司背景 Ｍ３ａ

投资人数 Ｍ３ｂ

借款人数 Ｍ３ｃ

债权平均转让时间 Ｍ３ｄ

综合收益率 Ｍ３ｅ

注册资金 Ｍ３ｆ

时间加权成交量 Ｍ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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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基于组合赋权理论的指标体系权重

确定

１.熵权法

设竞争力评价公司数为 ｎ ꎬ评价指标的个数

为 ｍ ꎬ则各指标的原始判断矩阵为 Ｘ ＝ (ｘｉｊ) ｎ×ｍꎬ( ｉ
＝ １ꎬ２ꎬꎬｎꎻｊ ＝ １ꎬ２ꎬꎬｍ) ꎬ表示第 ｉ个公司第 ｊ个
指标的特征值ꎮ 熵权法计算步骤如下:

(１)对判断矩阵 Ｘ 进行归一化处理ꎬ得到归一

化矩阵 Ｘ ' ＝ ｘ'
ｉｊ( ) ｎ×ｍ

ｘ'
ｉｊ ＝

ｘｉｊ － 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９)

式中ꎬ ｘｍｉｎ、ｘｍａｘ 分别表示同指标不同样本中最

不满意或最满意者ꎮ
(２)确定各指标的熵值

根据熵的定义ꎬ确定第 ｊ 个指标的熵 Ｈ ｊ

Ｈ ｊ ＝ －
∑

ｎ

ｉ ＝ １
ｆｉｊ ｌｎｆｉｊ

ｌｎｎ
(１０)

式中: ｆｉｊ ＝ ｘ'
ｉｊ /∑

ｎ

ｉ ＝ １
ｘ'
ｉｊ ꎬ假设 ｆｉｊ ＝ ０ 时ꎬ ｆｉｊ ｌｎｆｉｊ ＝ ０ꎮ

(３)计算第 ｊ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ｇ ｊ

ｇ ｊ ＝ １ － Ｈ ｊ (１１)
(４)计算各评价指标的熵权 ω ｊ

ω ｊ ＝
ｇ ｊ

∑
ｍ

ｉ ＝ １
ｇ ｊ

(１２)

式中ꎬ ０ £ω ｊ £１ꎬ∑
ｍ

ｊ ＝ １
ω ｊ ＝ １ꎮ

表 ７　 基于熵权法的我国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权重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０７６

指标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Ｘ１２ Ｘ１３ Ｘ１４ Ｘ１５ Ｘ１６

权重 ０.２９５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７８７ ０.１２５３ ０.０４７７ ０.１１４０ ０.１１７３ ０.０１８９

　 　 ２.网络分析法

网络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ＡＮＰ)
是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的基础上的典型 ＡＮＰ 层

次结构ꎬ见图 １ꎮ

图 １　 网络分析法典型结构

网络分析法的基本步骤如下:
(１)建立加权矩阵

在 Ｓｕｐ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软件中ꎬ采用 １ ~ ９ 标度法

分别比较各元素组 Ｃ ｊ 对准则 Ｓｋ 的互相影响重要

度ꎬ得到归一化的排序向量 (ａ１ｊꎬａ２ｊꎬａ３ｊꎬꎬａｎｊ) Ｔ ꎬ
ｊ ＝ １ꎬ２ꎬ３ꎬꎬｎ ꎮ 若元素组 Ｃｘ 与准则 Ｓｋ 无相互作

用关系ꎬ则其相应的向量特征值均等于零ꎮ 由此

可得加权矩阵

ａ ＝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１ｎ

ａ２１ ａ２２  ａ２ｎ

⋮ ⋮ ⋮ ⋮
ａｎ１ ａｎ２  ａｎｎ

é

ë

ê
ê
ê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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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构造初始 ＡＮＰ 超矩阵

以准则 Ｓｋ 为主准则ꎬ元素组 Ｃ ｊ 中各个元素

ｃｊ１ꎬｃｊ２ꎬｃｊ３ꎬ...ꎬｃｊｎ 分别为次准则ꎬ进行与其余各个元

素的相对重要性比较ꎮ

Ｗ ＝

Ｗ１１ Ｗ１２  Ｗ１ｎ

Ｗ２１ Ｗ２２  Ｗ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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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ｎ１ Ｗｎ２  Ｗ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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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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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Ｃｘ 中某元素不受次准则影响ꎬ则其相应的

Ｗ ＝ ０ꎮ
(３)计算加权超矩阵

根据加权矩阵 ａ 和初始超矩阵 Ｗ 可以得到加

权超矩阵 Ｗ'

Ｗ' ＝

ａ１１Ｗ１１ ａ１２Ｗ１２  ａ１ｎＷ１ｎ

ａ２１Ｗ２１ ａ２２Ｗ２２  ａ２ｎＷ２ｎ

⋮ ⋮ ⋮ ⋮
ａｎ１Ｗｎ１ ａｎ２Ｗｎ２  ａｎｎＷ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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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计算极限超矩阵ꎬ得到各元素的权重值ꎬ
计算求出的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各指标权重值

ω ＝ αω１ ＋ １ － α( ) ω２ 　 　 　 　 (１３)
其中: ω ———组合权重值ꎻ ω１———熵权法权重

值ꎻ ω２———网络分析法权重值ꎻα———待定系数ꎬ０

α  １ꎮ 当 决 策 者 倾 向 于 主 观 数 据 时ꎬ α ∈
０ꎬ０.５[ ] ꎻ当决策者更倾向于客观经验时ꎬ α ∈
０.５ꎬ１[ ] ꎮ 本文选取中间值 ０.５ 作为组合权重的

待定系数ꎬ计算出的最终指标权重值如表 ９ 所示ꎮ

表 ８　 基于 ＡＮＰ 法的我国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权重 ０.０５２３ ０.１２０６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７７７ ０.０５８７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６２７ ０.０７５８

指标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Ｘ１２ Ｘ１３ Ｘ１４ Ｘ１５ Ｘ１６

权重 ０.０８８１ ０.０６３１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９３２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２２３ ０.１０４１

表 ９　 我国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的组合指标权重值

指标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权重 ０.０４５２ ０.０８７５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５６１ ０.０４１７

指标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Ｘ１２ Ｘ１３ Ｘ１４ Ｘ１５ Ｘ１６

权重 ０.１９２０ ０.０３２２ ０.０５７１ ０.１０９３ ０.０４７８ ０.０９５４ ０.０６９８ ０.０６１５

　 　 本文结合 Ｐ２Ｐ 网贷公司的特点ꎬ参考已有研

究成果ꎬ从系统工程角度出发初步构建了由宏观

背景、风险控制能力及运营能力三个子系统构成

的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体系ꎬ并且基于粗糙集属

性约简进行了指标筛选ꎬ最后ꎬ运用组合赋权法进

行了相应指标权重值的计算ꎬ对于将来开展 Ｐ２Ｐ
网贷公司竞争力评价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ꎮ

[ 参 考 文 献 ]
[１]周晓辉.基于成本的两级供应链利益的共享模型

[Ｊ].统计与决策ꎬ２０１３(２３):４１－４３.

(责任编辑　 光　 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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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研发支出对营业利润影响的实证分析

仲 杨 梅　 高 梦 博

(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ꎬ 安徽蚌埠　 ２３３０００)

　 　 [摘　 要] 　 创新是一个企业持续良好经营的动力ꎬ尤其是在一些技术领域要求较高的行业中体现更加明

显ꎬ如医药行业ꎮ 在医药行业中ꎬ无形资产的占比较大ꎬ其中为研究创造无形资产而支出的研发支出对于医药行

业的营业利润变化十分明显ꎮ 本文选取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沪深两市医药行业的全部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中研

发支出、营业利润、企业总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以及营业收入增长率等数据指标分析ꎬ运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 软件对于

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并且建立回归线性分析ꎬ得出结论:企业研发支出对于营业利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ꎮ
[关键词] 　 医药行业ꎻ　 研发支出ꎻ　 企业利润ꎻ　 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Ｆ４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５９－０６

　 　 在 ２１ 世纪的知识时代中ꎬ随着市场经济的不

断发展ꎬ创新对于企业的作用愈发显得重要起来ꎬ
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基石力量和重要推动力ꎬ也
逐渐被企业所重视ꎮ 而在医药这样的高新技术行

业中ꎬ创新的地位更加明显ꎮ 一旦某家医药企业

研发出一种新的药品ꎬ就极大地增大了企业在市

场上的核心竞争力ꎬ当把新产品投入市场取得成

功后ꎬ对于企业来说便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占据额

和源源不断的利润收入ꎬ并且可以对企业的利润

起到长期的促进作用ꎮ 因而ꎬ越来越多的医药上

市公司越来越关注研发支出ꎬ投入的费用也在逐

年增长ꎮ 那么相应的企业营业利润是否和研发支

出的增长趋势相同?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沪深

两市的全部医药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中的研发

支出数额与营业利润ꎬ观察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正

相关关系ꎮ

一、相关文献综述

在我国 ２００７ 年的会计准则变化后ꎬ以前将研

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的规定现更改为可以选

择性地的资本化ꎬ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研发

支出与企业盈利等方面的关系ꎮ 郭玉梅(２０１２)通

过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６２ 家高新技术企

业ꎬ运用回归分析模型研究ꎬ证实了研发支出与企

业盈利能力及企业成长能力正相关ꎻ[１]２１－４５辛云峰

(２０１２)的研究认为研发支出中资本化支出和费用

化支出与企业绩效并无一致的相关关系ꎻ[２]４３－６３王

蕾(２０１３)的文章中选取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Ａ 股上

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数据ꎬ结果表明当年的研

发支出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ꎬ费用化的研发支

出也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ꎻ[３]２５－３９林宇佳、谷玉飒

等人以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沪深股市 ３５０ 个医药生物行

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ꎬ实证分析发现ꎬ研发资金

投入与专利产出显著正相关[４]ꎻ田云龙(２０１５)认

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中选取的 ３３ 家上市医药企业做

实证分析ꎬ结果表明研发支出具有累积效应ꎬ且在

第四年时累积效应最为显著ꎮ[５]２７－４８

由以上文献我们可以看出ꎬ学者普遍认为研

发支出对于企业的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ꎬ但对于

当期的研发支出对于当期的企业营业利润是否存

在正相关关系的研究较少ꎮ 由于以上文章中的数

据大都集中在 ２０１２ 年左右ꎬ医药行业最新的数据

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做过实证研究ꎮ 本文选取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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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最新数据再次研究研发支出对于企

业营业利润的影响ꎬ最终得出结论ꎮ
二、医药行业研发支出的发展现状
医药行业与民生息息相关ꎬ该行业的发展一

直关乎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走势ꎮ 我国沪深 ２ 市上

市的医药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有 １７２ 家ꎬ２０１５ 年有 １９１
家ꎬ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ꎬ全部上市的医药公司达到 ２０４
家ꎬ从上市公司数量来看呈直线增长模式ꎮ

其中 ２０１６ 年全部企业研发支出占营业利润的

平均数为 ４. ６８１％ꎬ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为 １８.
１８４％ꎬ其中通化金马、九芝堂、国农科技、广誉远分

别以 ３３０.２９４％、２０６.８００％、１３８.８２０６％、１１８.７０１％
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而位居前四ꎮ 如下图所示ꎬ我
们给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度的平均营业利润(亿元)
趋势图和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的走势图:

图 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度上市医药公司

平均营业利润趋势图

图 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度上市医药公司

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趋势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ꎬ我国医药行业正处于快

速发展的良好阶段ꎬ研发支出占比也在连年增加ꎮ
三、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的构建

１.变量的选取

(１)解释变量 Ｘ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研发支出对于企业

利润的影响ꎬ为了排除企业利润绝对值大小对于

研究的不利性ꎬ选取了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作为解释变量ꎮ 且由于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

中仅显示了研发支出的总费用ꎬ并没有标明出费

用化和资本化的区别ꎬ因此本文选取全部的研发

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以下简称研发占比)作为

自变量ꎮ
(２)被解释变量 Ｙ
由于企业的利润总额受多种因素的影响ꎬ如

营业外收支、投资收益等等ꎬ但研发支出对于企业

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ꎬ研
发成功后对于企业最明显的是降低主营业务成本

或者提高主营业务收入两方面ꎬ因此本文选取的

是上市企业年度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ꎮ
(３)控制变量

其一ꎬ企业规模 Ｚ１ꎮ
企业规模＝Ｌｎ(企业平均总资产)ꎮ
不同的企业规模意味着企业不同的盈利能力

和风险承担能力ꎬ当企业的总资产规模较大时ꎬ企
业可以轻易拿出较多的一笔资金来支持研发支

出ꎬ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取得研发成功ꎬ为企

业带来更多营业利润ꎮ 而当企业规模较小时ꎬ在
研发方面ꎬ相较于规模大的企业不太能保持研发

方面的资金链ꎬ且研发支出具有一定投入风险性ꎬ
不总是能为公司带来利润ꎬ因此研发方面也相对

较弱ꎮ
为了去除一定程度上企业规模对于研究的影

响ꎬ我国大多数学者选用企业平均总资产规模的

对数ꎬ本文也同样选取这个指标ꎮ
其二ꎬ资产负债率 Ｚ２ꎮ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 /总资产ꎮ
资产负债率是我们评价一家企业财务经营状

况的一项重要指标ꎬ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的获利能

力ꎮ 偏高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企业的经营状况不

佳ꎬ存在经营风险和偿债能力不足的问题ꎻ偏低的

资产负债率又表明企业没有充分利用负债能为企

业带来的正向促进作用ꎮ 由于资产负债率的大小

对企业的营业利润存在影响ꎬ故将其作为其中一

项控制变量ꎮ
其三ꎬ营业收入增长率 Ｚ３ꎮ
营业收入增长率＝ (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

收入) /本年营业收入ꎮ
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选取的指标为营业利

润ꎬ而营业利润等于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之后

的数额ꎮ 当营业利润逐年增长ꎬ营业利润也存在

较大可能会出现同比增长的趋势ꎮ 为了在下面的

实证分析中ꎬ着重研究研发支出对于营业利润的

影响ꎬ选取营业收入增长率为一项控制变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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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被解释变量 营业利润 Ｙ

解释变量 研发占比 Ｘ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Ｚ１

资产负债率 Ｚ２

营业收入增长率 Ｚ３

　 　 四、样本与研究数据的来源
因为本文想要研究研发支出与企业营业利润

之间的关系ꎬ上市公司的年度报表按照相关规定

是必须要进行注册会计师审计并且在规定时间内

进行披露的ꎬ而非上市公司对于是否选择披露是

自愿进行的ꎬ因此为了方便数据的获取ꎬ在本文的

实证分析中ꎬ选取沪深两市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全部上

市医药行业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ꎬ并从其年度财

务报表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中选择研发支出、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ꎬ计算出

营业利润、研发占比、总资产取对数、资产负债率

以及营业收入增长率ꎮ
表 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上市医药公司数量统计

年份 上市公司数量

２０１４ １７２

２０１５ １９１

２０１６ ２０４

　 　 五、研究假设

其一ꎬ研发占比对于企业获得营业利润存在

正相关关系ꎮ
其二ꎬ企业规模与营业利润存在正向促进

作用ꎮ
其三ꎬ企业资产负债率与营业利润之间存在

负相关关系ꎮ
其四ꎬ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与营业利润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ꎮ
六、研究方法和模型假设

通过运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 软件ꎬ将选取的数据首先

进行描述性统计ꎬ随后运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来分析变量间

两两的线性相关关系ꎬ最后将数据之间的关系进

行如下的模型构建:
Ｙ ＝ α ＋ β１Ｘ ＋ β２Ｚ１ ＋ β３Ｚ２ ＋ β４Ｚ３ ＋ ｕ
其中ꎬＸ 为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研发

占比)ꎬＹ 为营业利润ꎬＺ１ 为企业规模ꎬＺ２ 为企业

资产负债率ꎬＺ３ 为营业收入增长率ꎬ α 为截距项ꎬ
βｉ ꎬｉ ＝ １ꎬ２ꎬ３ꎬ４ 为回归系数ꎬ ｕ 为随机误差项ꎬ根据

公司和年份变化ꎮ
七、研发支出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实证

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变量进行统计描述ꎬ观察变量的范围ꎬ
平均水平ꎬ及波动情况ꎮ 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各家医

疗企业的营业利润、研发占比、企业规模、资产负

债率、营业收入增长率做描述性统计ꎬ得到各个变

量的最小最大值、均值和标准差ꎮ 由 ＳＰＳＳ２０.０ 软

件输出结果如下表所示ꎮ

表 ３　 描述统计量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Ｙ ５６７ －８.９８ ４２.０７ ４.０９８１ ６.３９３０３

Ｘ ５６７ .００ ５２.６１ ３.９００２ ４.２４５５２

Ｚ１ ５６７ ９.８１ １５.９３ １２.７００１ １.０１７７１

Ｚ２ ５６７ ２.６１ ９４.３３ ３３.８４６７ １９.６３９５８

Ｚ３ ５６７ －６８.５１ ３３４.８１ １６.０６１５ ３３.５７７７３

有效的 Ｎ(列表状态) ５６７

　 　 由上表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间ꎬ各家医疗

企业的营业利润的最小值为－８.９８ 亿元ꎬ最大值为

４２.０７ 亿元ꎬ极差较大ꎬ各家医疗企业营业利润的

平均水平为 ４.０９８１ 亿元ꎬ标准差为 ６.３９３０ꎬ说明各

家医疗企业营业利润差异不大ꎮ 各家医疗企业的

研发占比的最小值为 ０.００％ꎬ最大值为 ５２.６１％ꎬ极

差不大ꎬ各家医疗企业研发占比的平均水平为

３.９００２％ꎬ标准差为 ４.２４５５ꎬ说明各家医疗企业研

发占比差异不大ꎮ 各家医疗企业的企业规模ꎬ即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的最小值为 ９. ８１ꎬ最大值为

１５.９３ꎬ各家医疗企业规模的平均水平为 １２.７００１ꎬ
标准差为 １.０１７７ꎬ说明各家医疗企业的企业规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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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不大ꎮ 各家医疗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的最小值为

２.６１％ꎬ最大值为 ９４.３３％ꎬ极差较大ꎬ各家医疗企

业资产负债率的平均水平为 ３３.８４６７％ꎬ标准差为

１９.６３９５ꎬ说明各家医疗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差异较

大ꎮ 各家医疗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的最小值

为－６８.５１％ꎬ最大值为 ３３４.８１％ꎬ极差较大ꎬ各家医

疗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为 １６.０６１５％ꎬ
标准差为 ３３.５７７７ꎬ说明各家医疗企业的营业收入

增长率差异较大ꎮ
２.相关分析

为了分析变量间两两的线性相关关系ꎬ对营

业利润、研发占比、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营业收

入增长率做相关分析ꎬ得到各变量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

系数及系数的显著性ꎮ 由 ＳＰＳＳ２０.０ 输出结果如下

表所示ꎮ

表 ４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Ｙ Ｘ Ｚ１ Ｚ２ Ｚ３

Ｙ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１ ０.０８４∗ ０.６５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６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５ ０.７０６

Ｎ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Ｘ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０８４∗ １ －０.０６７ －０.２５６∗∗ －０.０４９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４６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４８

Ｎ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Ｚ１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６５５∗∗ －０.０６７ １ ０.２７１∗∗ ０.０１８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６７７

Ｎ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Ｚ２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０１９ －０.２５６∗∗ ０.２７１∗∗ １ －０.０３１

显著性(双侧) ０.６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６８

Ｎ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Ｚ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１ １

显著性(双侧) ０.７０６ ０.２４８ ０.６７７ ０.４６８

Ｎ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５６７

　 　 ∗.在 ０.０５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ꎮ
∗∗.在.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ꎮ

　 　 由上表可知ꎬＸ 和 Ｙ 的相关系数为 ０.０８４ꎬ且
在 ５％水平上显著ꎬ说明研发占比和营业利润间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ꎮ Ｚ１ 和 Ｙ 的相关系数为

０.６５５ꎬ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ꎬ说明企业规模和营业

利润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ꎮ Ｚ２、Ｚ３ 的相关系

数分别为－０.０１９、０.０１６ꎬ且均在 ５％水平下不显著ꎬ
说明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增长率和营业利润间

无显著的相关关系ꎮ
３.共线性检测
本文用容差和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来检验各解

释变量之间ꎬ即研发占比、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多重共线性ꎬ结果如下表ꎮ

表 ５　 各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结果

变量
共线性统计量

容差 ＶＩＦ

Ｘ ０.９３１ １.０７４

Ｚ１ ０.９２６ １.０８０

Ｚ２ ０.８６８ １.１５２

Ｚ３ ０.９９５ １.００５

　 　 如果存在 ＶＩＦ 大于 １０ 的变量ꎬ或容差小于 ０.１
的变量ꎬ说明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ꎮ 由表中结

果可以看出ꎬ各解释变量的 ＶＩＦ 均大于 １ꎬ小于 １０ꎬ
容差均大于 ０.１ꎬ说明模型的解释变量间不存在严

重的多重共线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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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回归分析

为了分析医药行业研发支出对于企业利润影

响ꎬ建立回归模型:
Ｙ ＝ α ＋ β１Ｘ ＋ β２Ｚ１ ＋ β３Ｚ２ ＋ β４Ｚ３ ＋ ｕ 　
其中ꎬ α 为截距项ꎬ βｉ ꎬｉ ＝ １ꎬ２ꎬ３ꎬ４ 为回归系

数ꎬ ｕ 为随机误差项ꎬ根据公司和年份变化ꎮ
采用最小二乘估计(ＯＬＳ)对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ꎬ由 ＳＰＳＳ２０.０ 输出结果如下表所示ꎮ
表 ６　 回归模型汇总

模型 Ｒ Ｒ 方 调整 Ｒ 方 标准估计的误差

１ ０.６９２ａ ０.４７９ ０.４７６ ４.６２９７９

ａ.预测变量:(常量)ꎬＺ３ꎬＺ１ꎬＸꎬＺ２ꎮ

表 ７　 Ａｎｏｖａａ

模型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Ｓｉｇ.

１

回归 １１０８６.４４８ ４ ２７７１.６１２ １２９.３０３ .０００ｂ

残差 １２０４６.４３３ ５６２ ２１.４３５

总计 ２３１３２.８８１ ５６６

　 　 ａ.因变量:Ｙ
ｂ.预测变量:(常量)ꎬＺ３ꎬＺ１ꎬＸꎬＺ２ꎮ

表 ８　 回归系数ａ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Ｂ 标准误差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

(常量) －４９.５４５ ２.４７４ －２０.０２４ .０００

Ｘ .１４７ .０４７ －.０９７ ３.０９１ .００２

Ｚ１ ４.４７７ .１９９ .７１３ ２２.５３０ .０００

Ｚ２ －.０７７ .０１１ －.２３８ －７.２７６ .０００

Ｚ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９ －.２８１ .７７９

　 　 ａ.因变量:Ｙ

　 　 由上述结果可知ꎬＦ 值为 １２９.３０３ꎬ且在 １％水

平显著ꎬ即回归结果联合显著ꎮ 拟合优度 Ｒ２和调

整 Ｒ２达到 ０.４７９、０.４７６ꎬ说明由模型能解释营业利

润变化的 ４７.６％ꎬ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ꎮ
Ｘ 的系数为 ０.１４７ꎬｐ 值为 ０.００２ꎬ小于 ０.０１ꎬ说

明 Ｘ 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ꎬ即研发占比对营业利

润有显著正影响ꎬ研发占比的提高会增加企业的

营业利润ꎬ且研发占比提高 １％ꎬ营业利润增长

０.１４７亿元ꎮ
Ｚ１ 的系数为 ４.４７７ꎬｐ 值为 ０.０００ꎬ小于 ０.０１ꎬ

说明 Ｚ１ 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ꎬ即企业规模对营

业利润有显著正影响ꎬ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增加企

业的营业利润ꎬ且企业规模提高 １ 单位ꎬ营业利润

增长 ４.４７７ 亿元ꎮ
Ｚ２ 的系数为－０.０７７ꎬｐ 值为 ０.０００ꎬ小于 ０.０１ꎬ

说明 Ｚ２ 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ꎬ即资产负债率对

营业利润有显著负影响ꎬ资产负债率的提高会减

少企业的营业利润ꎬ且资产负债率提高 １％ꎬ营业

利润减少 ０.０７７ 亿元ꎮ
Ｚ３ 系数为－０.００２ꎬ且 ｐ 值均大于 ０.１ꎬ说明在

１０％水平上ꎬ营业收入增长率对营业利润无显著

影响ꎮ

八、结果分析

假设一:研发占比对于企业获得营业利润存

在正相关关系ꎮ
实证研究结果成立ꎮ 结果表明ꎬ研发占比对

于企业的营业利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ꎬ这意味

着一定比例的研发占比确实有利于企业营业利润

的增加ꎬ原因可能为企业通过研发ꎬ制造出新产品

或者降低制造成本ꎬ从而在市场上占据份额加大ꎬ
进而使得产品销售量增多ꎬ企业营业利润增加ꎮ

假设二:企业规模与营业利润存在正向促进

作用ꎮ
实证研究结果成立ꎮ 企业规模越大ꎬ意味着

企业拥有丰富的资金ꎬ即企业可能会花费更多的

金额在研发支出方面ꎬ所以研发支出中资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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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也就越高ꎬ对于企业营业利润的影响也就越

大ꎬ且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研发失败对于

企业的影响ꎮ
假设三:企业资产负债率与营业利润之间存

在负相关关系ꎮ
实证研究结果成立ꎮ 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

高时ꎬ企业需要承担相应的财务费用越高ꎬ运用资

金的成本也就越高ꎮ 所以ꎬ当企业负债较多ꎬ企业

可能不会选择将借来的资金投入到研发支出这一

高风险的项目中ꎬ因为一旦研发失败对于企业当

期损益来讲影响较大ꎮ
假设四: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与营业利润之

间存在正相关关系ꎮ
实证研究结果不成立ꎮ 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营

业收入增长率与营业利润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ꎮ
因此ꎬ当营业收入增长时ꎬ营业成本也在同比增

长ꎬ甚至增幅超过营业收入ꎬ最终导致营业利润没

有出现于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趋势ꎮ
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ꎬ得出研发支出确实对

医药企业利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ꎮ 因此ꎬ在不

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条件下ꎬ医药类的高新技术

企业应当保证一定的研发支出强度ꎬ以使得企业

在营业利润方面有进一步的增长ꎮ 但企业应该认

识到研发支出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投入ꎬ极大

可能性下研发支出是不能资本化的ꎬ而是直接计

入当期损益ꎮ 因此企业不能无节制地进行研发支

出ꎬ不考虑企业内部的实际情况ꎬ而是应该在年度

初始ꎬ进行研发支出相关方面的预算计划ꎬ合理

支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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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

———以辽宁对外经贸学院为例

吕 红 军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ꎬ 辽宁大连　 １１６０５２)

　 　 [摘　 要] 　 根据所服务区域、行业的发展需求ꎬ新建本科高校要实现转型发展应以“整合资源是转型发展的

基础ꎬ优化结构是转型发展的动力ꎬ凝练特色是转型发展的核心ꎬ依法治校是转型发展的保障ꎬ科学管理是转型发

展的基石”作为理论基础ꎬ探寻转型发展的八大创新途径ꎬ即升华办学理念、调整办学定位、优化办学结构、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人才培养计划、合理构建师资队伍、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服务社会能力ꎮ
[关键词] 　 新建本科高校ꎻ　 转型发展ꎻ　 办学定位ꎻ　 师资队伍ꎻ　 应用型高校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６５－０６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了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

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ꎬ明确

了转型的主体是学校ꎬ转型的责任在地方ꎬ并要求

有条件、有意愿的试点高校率先探索应用型发展

模式ꎮ 随着三部委具体意见的出台ꎬ各省也相继

出台措施ꎬ推动高校向应用型转变ꎮ 新建本科高

校作为本科高校队伍中的新生力量ꎬ如何转型发

展ꎬ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是值得探讨的课题ꎮ
一、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思考

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基本思路ꎬ就是主

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ꎬ主动对接国家“四大

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需求ꎬ主动融入产

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ꎬ坚持服务导向ꎬ以
“转型发展”促结构优化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ꎬ实现

内涵发展ꎬ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ꎮ
１.整合资源是转型发展的基础

新建本科高校要谋求转型发展ꎬ前提就是整

合教育资源ꎮ 这里所说的教育资源是指高校一切

服务于教育活动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ꎬ一般

包括办学思想、结构布局、课程专业、校园文化、人
力资源、硬件保障等ꎮ 新建本科高校的资源整合

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办学理念与办

学定位的整合ꎬ是无形的资源整合ꎬ把创新创业教

育融入高等教育教学始终的思想基础ꎻ二是专业

设置与人才培养计划的整合ꎬ以人才需求为导向ꎬ
根据地方产业结构动态调整学校现有专业ꎬ形成

满足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计划ꎻ
三是学科与专业布局的整合ꎬ考察现有学科与专

业的社会适应度、发展空间、期望值ꎬ考量学科与

学科之间的关系、专业与专业之间的要求ꎬ拓展培

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职能ꎻ四是队伍建

设与发展机制的整合ꎬ通过构建合理的发展机制ꎬ
加强队伍建设ꎬ提高教师的能力与素养ꎬ进而提高

教育教学水平与层次ꎮ

２.优化结构是转型发展的动力

要实现内涵式发展ꎬ势必注重结构优化ꎬ这是

新建本科高校提高质量、增强实力和转型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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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动力ꎮ 优化结构ꎬ为转型发展提供动力ꎬ首先

在于办学结构的优化ꎮ 要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
教学结构、学科结构、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ꎬ加强

内涵建设ꎬ打造特色ꎻ其次ꎬ要推进师资队伍的结

构优化ꎮ 积极引进“双师双能型”人才ꎬ改革教学

评价、绩效考核、职务(职称)评聘、薪酬激励、校企

交流等制度ꎬ充分调动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ꎬ不
断提高其实践能力ꎮ 完善教师定期到企业接受培

训、挂职工作、实践锻炼ꎬ行业、企业人员到学校承

担教学任务的双向交流、互聘的联合培养机制ꎻ再
次ꎬ要实现资产结构的优化ꎮ 长期以来ꎬ我国高校

的资产结构存在资产运作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ꎬ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ꎬ市场机制将在高

等教育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ꎬ盘活学校

资产ꎬ优化资产结构刻不容缓ꎮ 要提高管理水平ꎬ
提升资产运作效率ꎬ实现资金成本最小化、效益最

大化ꎮ 为此ꎬ要确保合理稳定的办学资金来源渠

道ꎬ同时增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投入与管理ꎮ
３.凝练特色是转型发展的核心

新建本科高校要结合办学实际ꎬ找准办学定

位ꎬ凝练办学特色ꎬ走差异化发展和地方化办学之

路ꎬ确立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计

划ꎬ培养兼具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能力的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ꎮ 具体来说ꎬ一是树立特色化办学理

念ꎬ营造特色校园文化ꎬ从办学理念和育人实践等

多个层面进行特色化建设ꎬ并通过校规校训、实践

活动、环境建设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普及ꎬ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效果ꎻ二是围绕特色化办学定位ꎬ
寻求特色发展目标ꎬ从服务区域经济、服务地方社

会发展、服务人民需求、服务市场需要等多个层次

入手ꎬ建立目标体系ꎬ找准自身特色发展的目标与

方向ꎻ三是发挥学科、专业优势与特色ꎬ培养创新

型人才ꎬ依托优势学科、专业群ꎬ对接社会发展需

求ꎬ打造创新创业实践基地ꎬ产学研相结合ꎬ打造

产业平台ꎬ实现文化传播与成果转化等功能ꎬ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ꎬ满足其个性化发展

需求ꎻ四是注重培训ꎬ汇聚力量ꎬ加大培训力度ꎬ组
建特色化的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ꎬ提升自主研发

能力ꎬ开发独具本校特色的精品项目ꎬ立足当前ꎬ
瞄准长远ꎬ汇聚全校力量ꎬ不断形成成果的集群

效应ꎮ
４.依法治校是转型发展的保障

对新建本科高校而言ꎬ依法治校是办学治校

的基本方式ꎬ更是转型发展的重要保障ꎮ 全面推

进落实依法治校ꎬ一是要转变观念ꎬ要通过多种途

径有计划、有重点地宣传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和学

校的各项规章制度ꎬ营造法治氛围ꎬ广大教职员工

要加强学习ꎬ不断提高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ꎬ成为

遵纪守法的表率ꎬ自觉运用法律方式来解决工作

中的问题ꎻ二是要形成系统全面的制度体系ꎬ依法

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校章程ꎬ以章程为基础ꎬ以
促进改革、增强学校自主权为导向ꎬ实现自主办

学ꎬ保障学术自由ꎬ同时ꎬ充分反映广大教职员工、
学生的意愿ꎬ凝练共同的理念与价值认同ꎬ体现学

校的办学特色和发展目标ꎬ突出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ꎬ加强办学行为的自我约束ꎻ三是进一步完善内

部治理结构ꎬ明确学校党委、校长、校务委员会、学
术委员会等各种机构的职责权限和建立健全校董

会、理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的议事规则ꎬ规范决

策程序ꎮ 做到相互配合ꎬ权责统一ꎬ依法办事ꎮ 保

证学校的发展规划、章程和各项管理制度、对外签

订的民事合同等符合法律的规定ꎮ
５.科学管理是转型发展的基石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背景下ꎬ落实科学管

理是新建本科院校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ꎬ是
转型发展的基石ꎮ 一是要构建运行机制ꎬ结合办

学实践ꎬ理顺各方关系ꎬ构建与学校相适应的高效

运行机制ꎬ明确各方职责ꎻ二是要健全管理制度ꎬ
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ꎬ推进体系化建设ꎬ做到各

项管理工作有制度依托ꎬ有规则保障ꎬ实现管理的

科学化和规范化ꎬ形成现代学校管理制度ꎻ三是要

打造管理队伍ꎬ加强领导ꎬ从管理的主体着手ꎬ建
设一支专业化水平较高的管理队伍ꎮ 采取培训、
研讨、考察、参观、交流等多种形式提高干部素质ꎬ
使他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从严管理的思想意识ꎬ
并付诸日常管理工作中ꎻ四是要强化管理措施ꎬ转
变管理思维ꎬ坚持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理念ꎬ不断

创新管理措施ꎬ变单纯的管理控制为对学校资源

的优化和利用ꎬ协调人际关系ꎬ凝聚人心ꎬ强化对

人、财、物的管理ꎬ在流程上严格把关ꎬ提高学校管

理水平与效益ꎮ
二、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实践与

创新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

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ꎬ是关系我国发

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ꎮ “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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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ꎬ是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内涵的丰富和提升ꎬ也是

指导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思想灵魂ꎮ 辽宁对

外经贸学院在办学实践中ꎬ坚持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发展的理念ꎬ整合资源ꎬ调整结构ꎬ凝练

特色ꎬ依法治校ꎬ科学管理ꎬ从多角度全方位创设

转型发展的路径ꎮ
１.升华办学理念

原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高校要依据区域

性、行业性需求ꎬ加快发展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
技术发展的新专业ꎬ拓展传统学科专业内涵ꎮ 创

新人才培养机制ꎬ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ꎬ更多

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ꎮ” [１] 由此可见ꎬ新建

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必须对办学理念进行升华ꎬ要
转变思维定式ꎬ认真学习并深刻理解各项高等教

育法规政策ꎬ紧随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形势ꎬ
发挥自身优势ꎬ探索内涵发展途径ꎮ

多年来ꎬ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坚持办学的公益

性ꎬ坚持办人民满意的大学ꎬ通过异地造学、艰苦

创业、滚动发展ꎬ以教学为中心ꎬ以育人为根本ꎬ立
足辽宁ꎬ服务全国ꎬ面向世界ꎬ培养了大批高级外

经贸人才ꎬ他们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国际化

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ꎬ能够适应我国对外开放、
经济建设的需要ꎬ特别适应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ꎮ 而面对转型

期的机遇与挑战ꎬ学校在建设应用型高校的办学

经验基础上ꎬ进一步升华了办学理念ꎬ将其动态调

整为建设高水平应用型本科大学ꎬ培养高素质的

应用型人才ꎬ学校在转型发展中进一步做到“四个

坚持”ꎬ即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的公益性、
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依法治校ꎮ “十三五”时期ꎬ学
校将按照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辽宁“五个

必须”时代要求ꎬ主动适应经济转型发展、产业升

级要求和市场需求ꎬ以“对接式”思维ꎬ着眼于学生

的就业前景与职业发展ꎬ全面推进学校向应用型

转型ꎮ 在转型发展中ꎬ以育人为根本ꎬ以人才强

校ꎬ质量立校ꎬ管理与特色兴校ꎻ始终突出强调专

门性、针对性、实践性和行业性ꎬ坚持定向在行业ꎬ
定性在专业ꎬ定型在应用ꎬ定位在教学ꎬ定格在实

践ꎻ始终坚持“人人有才ꎬ人无全才ꎬ扬长避短ꎬ皆
能成才”的人才培养观ꎬ培养学生“成人、成才、成功”ꎮ

２.调整办学定位

办学定位与办学理念密切相关ꎬ体现着高校

具有时代特征的价值追求ꎮ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作

为新建本科高校ꎬ在先进办学理念的指引下ꎬ与时

俱进ꎬ对办学定位进行适时调整ꎬ科学合理地选择

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办学定位ꎮ 在发展目标上ꎬ
学校“十三五”规划确立了建设“辽宁领先ꎬ国家一

流的民办应用型本科大学”ꎻ在发展类型上ꎬ坚持

强调“地方性”(以服务为导向ꎬ围绕地方经济与社

会发展需要办学)ꎬ“应用型” (专业设置、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都注重应用ꎬ服务地方产业升级与结

构调整ꎬ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ꎬ促进技术转化与协

同创新)ꎬ“特色化” [２](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ꎬ构建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外经贸类应用型学

科专业体系ꎬ建设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等围绕地

方支柱产业、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要

的特色专业、优势专业)ꎻ在学科发展上ꎬ以经济学

为主ꎬ文学、管理学、艺术学协调发展ꎻ在办学层次

上ꎬ动态调整为以本科教育为主ꎬ积极发展研究生

教育ꎬ积极开展培训教育ꎬ培养区域经济社会急需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ꎻ在服务面向上ꎬ明确了以辽

宁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调

整为服务面向定位ꎬ注重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

接ꎬ培养标准与从业要求对接ꎬ加强现有专业群对

辽宁省和大连市支柱产业的服务能力ꎮ 在人才培

养目标上ꎬ培养面向行业、面向产业、面向地方就

业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ꎮ
３.优化办学结构

当前ꎬ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逐渐显露ꎬ突出表现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与

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ꎮ 新建本科高校要实现转

型发展ꎬ必须加快转变思想观念ꎬ以深化改革为动

力ꎬ实现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发展ꎮ 从以往拼规

模、拼数量转向拼质量、拼内涵ꎬ从而实现“以质图

强”的转型发展战略ꎮ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在优化办学结构上重点加

强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治理结构建

设ꎬ实施并完善了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的管理结构ꎮ
此外ꎬ在学科结构上ꎬ根据应用转型发展的需要将

原来的 ５ 个学科减到 ４ 个学科ꎻ在专业结构上ꎬ学
校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停招了知识产权、视觉传达等专

业ꎮ 其目的是整合各种资源ꎬ集中优势兵力把其

他相应专业办好ꎻ在教学结构上ꎬ审时度势ꎬ转变

过去“以本科教育为主ꎬ兼顾高职专科教育ꎬ适当

时候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战略ꎬ进而将其调整

为“以本科教育为主ꎬ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ꎬ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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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培训教育”的发展战略ꎬ将限招专业停招ꎬ将
就业面小的专业暂停ꎬ将师资力量放在现有专业

的建设上ꎬ并集中力量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ꎮ
以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为突破口ꎬ进一步提高办

学层次和人才培养水平ꎻ在课程结构上ꎬ结合构建

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ꎬ在储备人才、准备条

件、夯实基础的同时ꎬ积极鼓励教师走向社会ꎬ为
政府、企业培训ꎬ做好培训教育ꎮ 总之ꎬ为应对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形势要求ꎬ要做出相应战略

性调整ꎬ在使学科专业结构紧密衔接区域经济发

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的同时ꎬ承担大学使

命ꎬ发挥大学职能ꎬ服务社会发展ꎮ
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综合体现了学校的办学理念与

特色ꎮ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

体作用ꎬ大力培养和强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ꎮ 不

断推进教学改革ꎬ推出适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

培养模式ꎬ促进内涵发展ꎮ 重视在人才培养理论

与培养实践上进行创新ꎬ探寻全新的基础够用、口
径适当、强能力、重实用、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ꎮ 在基础理论与专业口径培养方

面ꎬ坚持以专业为主体ꎬ以计算机和外语为两翼ꎻ
在强化能力培养上ꎬ坚持以学校、学生、企业共同

实现人才培养目标ꎬ通过校企共建、校企合作和产

教融合ꎬ优化实践教学体系ꎬ重点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ꎬ实现“三元共育”ꎻ在重实用和高素质培

养方面ꎬ坚持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

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

接、学习目标与岗位任务目标对接的“四个对接”
培养途径ꎬ并推行企业文化进校园、企业人员进校

园、职业环境进课堂、岗位任务进教材、工作流程

进课堂ꎬ实现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双师”融
合、专业能力与职业技能融合、教学内容与岗位任

务融合、教学方法与工作流程融合ꎬ达成“五进五

融”的培养模式ꎮ 简言之ꎬ可以归纳为“一体两翼、
三元共育、四个对接、五进五融”的“一二三四五”
人才培养模式ꎮ 通过人才培养模式的再创新ꎬ培
养学生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ꎬ提升专业为地方经

济发展服务的能力ꎮ
５.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新建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既要体现行业产业

发展趋势和技术进步ꎬ也要面向社会需求ꎬ更要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ꎮ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结合人才

培养模式ꎬ形成了具有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ꎮ
在教学课时设置方面ꎬ采取减少课内学时、必修学

时、理论学时和总学时ꎻ增加课外学时、选修和实

践学时ꎻ在基础技能方面ꎬ加强外语和计算机教

学ꎻ在综合实践能力方面ꎬ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

整个大学教育ꎮ 即“四减、三增、两加强、一贯穿”
的基本原则ꎬ并结合本专业特点ꎬ确立了“一个目

标”ꎬ即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ꎻ“两个体系”ꎬ即构

建好理论课程教学体系和实践课程教学体系ꎻ“三
条路径”ꎬ即课堂学、平台练、企业干ꎻ“四阶递进”ꎬ
即基础知识、岗位技能、专业技能、综合能力的四

阶递进ꎻ“五个证书”ꎬ即学生获得毕业证书、外语

证书、计算机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和素质拓展证书

的“一二三四五”特色人才培养方案ꎮ 将其体现在

每个专业中ꎬ打造专业特色ꎬ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３]ꎮ 该方案一方面遵循可操作性原则ꎬ充分体

现专业应达到的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所具有的知

识、能力、素质要求ꎬ另一方面遵循时代性原则ꎬ利
用数字化学习门户、在线课程、网络课程、翻转课

堂等ꎬ大力推动信息化教学的广泛应用ꎮ
与此同时ꎬ为确保人才培养计划真正适合于

高校转型发展和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要ꎬ
学校高度重视实践教学ꎮ 在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上ꎬ强化课内实践项目ꎬ以专业核心应用能力培养

为主线ꎬ服务产业ꎬ面向行业ꎬ聚焦岗位ꎬ突出应

用ꎮ 在创新素质教育上ꎬ通过开设实践小学期等

途径ꎬ重点加强学生职业能力、书面表达能力、沟
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动手实践能力等培

养ꎬ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ꎮ 在突出“三元共

育”上ꎬ一是各专业加强与企业的深度合作ꎬ将企

业的实际案例和项目引入课程内容ꎬ对学生进行

实际项目开发、项目规范流程和创新能力培养ꎻ二
是根据行业和职业岗位需求ꎬ有针对性地将企业

认证课程纳入课程体系ꎻ三是通过与企业共建校

内外实践基地ꎬ建设真实或仿真实践环境ꎬ将企业

实习、实训、顶岗等实践环节列入培养方案的教育

教学环节[４]ꎮ 最后ꎬ在加强平台建设上ꎬ充分利用

虚拟现实、数字仿真、在线知识支持、在线监测等

现代信息技术ꎬ加强实验室、实训平台、基地建设ꎬ
优化实践教学条件、改善实践教学效果ꎮ

６.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大学之大ꎬ在于大师ꎮ 新建本科高校要实现

创新发展ꎬ教师是主体ꎬ师资队伍的再规划是首要

—８６—



问题ꎮ 在转型期ꎬ要培养应用型人才ꎬ教师就不仅

仅要能够讲授专业知识和理论ꎬ更为重要的是ꎬ还
要具备指导学生学会运用专业技能和理论知识去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本着“德高学广、立德树

人”的理念ꎬ不断强化“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

设ꎬ完善培养培训体系ꎮ 在强化教师结构方面ꎬ积
极培养和引进“双师双能型”人才ꎬ让大多数教师

具有“讲给学生听、做给学生看、领着学生干、带着

学生赚”的实践技能教学能力ꎮ 为更好地强化“双
师双能型”教师结构ꎬ坚持人才强校战略ꎬ制定好

“十三五”教师队伍发展规划ꎬ将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理念作为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和发展

的指导思想ꎬ通过“外引内升”打造“双师双能型”
教师队伍ꎻ在提升教师能力方面ꎬ坚持问题导向ꎬ
把握好师资队伍建设的现实基础ꎬ以新思维推进

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发展ꎮ 做好各级各类培训ꎬ大
力提升教师素质ꎬ实施青年教师素养提升计划、青
年教师卓越教学能力培养计划、教师教学发展专

题研修计划、构建校、院、系三级管理机制ꎬ加强

“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ꎬ进校内实体ꎬ进校外

企业ꎬ全面提高教师的师德、师术、思想、胸怀和眼

界ꎮ 学校坚持重点突破ꎬ解决好制约教师和师资

队伍发展的主要问题ꎮ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ꎬ完善

岗位薪酬体系ꎬ优化人事管理流程ꎬ并改革教学评

价、绩效考核、职务(职称)评聘、薪酬激励、校企交

流等制度ꎬ打造让家长信任、学生满意的优秀教学

团队ꎮ
７.提高管理水平

为更好地实现转型ꎬ新建本科高校还要正确

把握大学管理规律ꎬ实现科学化管理ꎬ以促进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发展ꎬ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ꎬ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ꎮ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学教育的新要求ꎬ辽

宁对外经贸学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ꎬ应对实际问题ꎬ总结办学经验ꎬ不断提高管理

水平ꎬ完善制度管理ꎬ实现文化管理ꎬ真正把“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提高到崭新的高度ꎮ 在管理机

构设置和机制设计方面ꎬ学校先后组建了质量管

理办公室ꎬ成立了质量管理委员会ꎬ并根据相关章

程ꎬ设立教学质量保障机构ꎬ完善教学质量监控手

段ꎬ强化教学质量信息反馈机制ꎬ开展质量年度报

告发布工作ꎬ从而构建起一套完整科学的质量保

障体系ꎻ在完善制度管理方面ꎬ学校先后颁布了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纲要» «辽
宁对外经贸学院教学质量标准一览表»«辽宁对外

经贸学院教学质量保障项目执行与监控一览表»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质量保障体系实施方案» «辽
宁对外经贸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辽宁

对外经贸学院教师评学管理办法(试行)»«辽宁对

外经贸学院学生评教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教学规

章制度及质量监控保障体系文件ꎬ为管理水平的

全面提升做好铺垫和保障ꎬ全力贯彻落实好向应

用转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ꎻ在推动

实现文化管理方面ꎬ学校以“团结、进步、改革、奉
献”为校园精神ꎬ以“求真、明德、至善、超越”为校

训ꎬ秉承“人才强校ꎬ质量立校ꎬ管理与特色兴校”
的发展战略ꎬ构筑了优秀的校园文化ꎬ凝心聚力ꎬ
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员工身体力行并主动参与管理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ꎮ 通过加强统筹规划ꎬ提高管

理水平ꎬ使学校人、财、物的资源分配和人才培养

产出以更加科学高效的方式组合起来ꎬ从而进一

步提高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ꎮ
８.提升服务社会能力

“学校在发展过程中ꎬ逐步认识到要开放、要
和地方建立紧密的联系ꎬ靠自己技术上的优势寻

求合作ꎬ这就是一所现代大学的成功道路ꎮ” [２] 新

建本科高校要适应社会需求ꎬ就必须面向市场ꎬ服
务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ꎬ这是新建本科院校拓

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基本策略ꎮ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专业对

口、上手快、适应能力强的高级专门人才ꎬ他们在

外经贸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ꎬ为当地乃至全

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ꎻ在提供科

研服务方面ꎬ打造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特

色智库ꎬ发挥科研主渠道作用ꎬ推进科学知识、科
研成果转化ꎬ集中开展创新、创业研究ꎬ推进机制

改革ꎬ以应用为导向ꎬ建立服务于区域和行业经

济、服务于人才培养的科研评价体系ꎻ在推动资源

共享方面ꎬ加强产学研合作ꎬ区校一体ꎬ实现资源

开放与共享ꎮ 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ꎬ重点实验室、
研究基地等相互开放、共享ꎬ实现科研资源优化共

享和优势互补ꎮ 建立、完善学术咨询和成果推介

平台ꎬ鼓励以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等方式与企业深度合作ꎬ面向小微企业开展

新技术推广应用服务ꎬ加强对成果转化的组织、协
调和管理ꎮ 从服务定位、服务内容、服务形式和服

务领域等多个维度切实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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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ꎮ
学校在服务社会平台的再建设上紧密围绕地

方产业转型升级ꎬ积极全力打造好具备区域特色

的技术开发与服务社会的三类平台ꎮ 一是基地类

平台ꎬ立足产业发展需要ꎬ做好省级服务外包基

地、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基地、电子商务人才

培训基地等基地的建设工作ꎬ创新培训模式ꎬ提高

培训质量ꎻ二是校企合作类平台ꎬ加强校企合作ꎬ
做好大连旅顺旅游集团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

地、大连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学校三星级

酒店、华谊公司、兴泰公司、生源超市、辽润公司等

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工作ꎻ三是科研类平台ꎬ
创新科研工作ꎬ加强以国际商品交易分析与模拟

实验室、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所为代表的重点实

验室、研究基地、研究机构建设ꎻ四是协会与团体

类平台ꎬ依托社会团体ꎬ广泛加强与外贸企协、学
习型组织理论研究会等社会团体的交流与合作ꎬ
辅助科研成果的推广和转化ꎬ促进产学研合作的

内外衔接ꎮ
综上所述ꎬ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前提是

要加强顶层设计ꎬ明确转型发展为改革方向ꎬ立德

树人为根本任务ꎬ提高质量为中心工作ꎬ创新创业

为战略重点ꎮ 转型发展的关键在于办学思路、办
学定位和办学模式的调整ꎬ真正转向服务于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ꎬ转向应用型人才培养ꎬ转向创新创

业能力提高ꎬ转向产教融合校企合作ꎬ进而形成科

学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ꎮ 坚

持整合资源、优化结构、凝练特色、依法治校、科学

管理的发展原则ꎬ从升华办学理念、调整办学定

位、优化办学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人才

培养方案、强化师资队伍、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服

务社会能力等八大方面科学而全面地探寻转型发

展的创新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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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９ 页)而吏且将为狼ꎬ况有猛于虎者耶!”
这些模拟或取材孔子言行的小说文例ꎬ于各

自所在书中ꎬ都程度不同地关系创作的主旨和血

脉ꎬ专家或一望可知ꎬ不必说了ꎮ 笔者读书少ꎬ更
未能深思ꎬ所取资料大都为读者所熟知ꎬ但是往往

不暇把这种种情况联系起来考察ꎮ 今一经罗列ꎬ
就可以看出孔子影响中国古代小说ꎬ无论在思想

还是艺术上ꎬ都是一个显著的存在ꎬ不容忽视的ꎮ
但是长期以来ꎬ治儒学、思想史的人ꎬ注重“经”籍

而忽视“子”书ꎻ治小说学的人虽然不乏注意到古

代思想影响的ꎬ但多所谈论佛、道对古代小说影

响ꎬ而较少及于儒学ꎬ更少论及孔子本人言语行事

被小说摹写、演义的情况ꎬ故笔记于此ꎬ以抛砖

引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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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质量管理视域下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微探

刘 业 峰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处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分析了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形势ꎬ介绍了全面质量管理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思想ꎬ阐述

了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中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的可行性和具体应用ꎬ在此基础上ꎬ提出了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具

体对策: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ꎬ以质量提升为目标ꎬ以内涵发展为共识ꎬ实行全面的、全过程的、全员参

与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ꎮ
[关键词] 　 全面质量管理ꎻ　 研究生教育ꎻ　 质量提升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７１－０５

　 　 研究生教育位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ꎬ担负

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任ꎮ 当前ꎬ我国已经基本

形成完整的研究生教育体系ꎬ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研究

生总人数已达 ２５０ 万余人[１]ꎬ成了名副其实的研

究生教育大国ꎮ 但是在培养质量方面ꎬ我国与国

际高水平研究生教育相比还有较大差距ꎮ 提高研

究生教育质量ꎬ实现从研究生教育大国向研究生

教育强国的跨越式发展ꎬ走研究生教育内涵发展

道路ꎬ已成研究我国研究生教育领域学者们的新

共识ꎮ

一、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ꎬ提升研究生教

育质量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

于 ２０１３ 年联合制定发布了«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

改革的意见» [２]ꎬ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步入了以

“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的内涵发展新阶段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于 ２０１４ 年发布了

«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

系建设的意见»ꎬ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研究生教育

改革精神ꎬ树立科学的质量观ꎬ强化学位授予单位

的质量保障主体地位ꎬ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３]ꎮ

该文件的出台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建设提供了

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和行动纲领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２０１７ 年发布了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ꎬ强调我

国“十三五”时期ꎬ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要继续秉持

“服务需求、提高质量”的发展主线ꎬ进一步调整和

优化结构ꎬ持续创新各类型研究生培养模式ꎬ努力

完善质量评价和监督体系ꎬ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

水平和学位授予质量[４]ꎮ 国家“十三五”规划将“提
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体系ꎮ

二、全面质量管理概述及其在研究生教

育质量提升中的应用

１.全面质量管理概述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美国管理专家费根鲍姆等

人提出了全面质量管理的新思想ꎮ 全面质量管理

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企业或其他组织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根基是满足其服务对象的需求ꎻ二是产

品质量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控ꎻ三是质量管理以预

防为主ꎬ高质量的产品是经过紧密的生产过程生

产出来的ꎻ四是质量管理要科学化ꎬ必须按照专业

化生产的客观规律进行管理ꎬ运用科学的方法对

质量加以保障ꎻ五是通过组织落实实现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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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５]３６６－３６７ꎮ
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内容包括:全面的质量

管理ꎻ全过程的质量管理ꎻ全员参与的质量管

理ꎮ[６]１７全面的质量管理要求监督和把控所有可能

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和环节ꎻ全过程的质量管理

即产品质量的形成是连续进行的全部生产活动的

结果ꎬ必须用科学的方法监督和控制每一环节ꎻ全
员参与的质量管理需要让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参与

进来ꎬ方能实现质量目标要求ꎮ

２.全面质量管理在研究生教育提升中

的应用

(１)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中引入全面质量管

理的可行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许多工业体系中

的新管理程序ꎬ都可以实际应用于教育ꎬ不仅在全

国范围可以这样做ꎬ而且在一个教育机构内部也

可以这样做ꎮ” [７] 近年来ꎬ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不

断扩大ꎬ研究生教育质量却不能令人满意ꎬ教育质

量的提高成了研究生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关注的

热点ꎮ 通过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ꎬ提高研究

生教育管理水平ꎬ有利于加快研究生教育的内涵

建设ꎮ
其一ꎬ全面质量管理的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ꎮ

从发展历程看ꎬ全面质量管理观念一开始应用于

制造业和服务业ꎬ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于日本

工业界ꎬ８０ 年代初被引入美欧企业界并被广泛运

用ꎮ 全面质量管理不仅广泛适用于企业管理ꎬ也
应将适用范围拓展至教育领域特别是研究生教育

领域ꎬ因为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与企业的生产过程

具有较高的相似性ꎮ
其二ꎬ服务需求是贯穿全过程的共同理念ꎮ

全面质量管理强调用户至上ꎬ以顾客为导向ꎬ满足

顾客的需求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目的ꎮ 将全面质

量管理引入研究生教育领域ꎬ服务需求则要求研

究生教育一方面需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ꎬ
另一方面也需要满足研究生自身学习与发展的要

求ꎮ 因此ꎬ服务需求既是全面质量管理理念在企

业发展中的体现ꎬ也是研究生教育内在发展的

要求ꎮ
其三ꎬ不断提高质量是共同目标ꎮ 产品质量

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ꎬ而高质量的研究生教

育也是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ꎮ 全面质量管

理是对质量进行有效管理的科学方法ꎬ这无论对

于企业还是高校都是适用的ꎮ 不断提高“质量”是
企业和高校共同追求的目标ꎮ

(２)全面质量管理在研究生教育提升中的具

体应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ꎬ将全面质量管理引入研

究生教育领域是可行且十分必要的ꎮ 全面质量管

理在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中的具体应用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其一ꎬ树立新时期研究生教育质量观ꎮ 全面

质量管理的核心之一是全面的质量管理ꎮ 这里的

“质量”不是一个狭义的概念ꎬ不能仅局限于课堂

教学、科研水平、考试成绩等方面ꎮ «中国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２００２—２０１０)»认为ꎬ研
究生教育质量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ꎬ其内

涵是多维和动态的ꎮ 新时期研究生教育质量应包

括三个层面的含义:满足研究生自身成长成才需

要ꎻ满足科研和学术的需要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求ꎮ[８]因此ꎬ我们应该用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提高

教育质量的问题ꎬ树立科学全面的质量观ꎮ
其二ꎬ对研究生教育质量实施全过程管理ꎮ

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之二是全过程的质量管理ꎮ
质量形成于生产整个过程ꎬ过程一般包括输入环

节、输出环节和中间转化环节ꎮ 同理ꎬ研究生教育

质量的保障和提升也贯穿和形成于研究生教育的

全过程ꎮ 实施全过程管理要求做好研究生的招

生、培养、学位授予等各环节的管理ꎬ确保研究生

教育质量有明显提升ꎮ
其三ꎬ实施全员参与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

管理ꎮ 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之三是全员参与的质

量管理ꎮ 全面质量管理理念要求全部员工ꎬ无论

高层领导和管理者还是普通工作人员或基层工

人ꎬ都要参与质量改进活动ꎮ 具体到研究生教育

领域ꎬ即要求所有与研究生教育相关的人员包括

教育行政部门、有关学术组织和行业企业、学校、
研究生导师、研究生管理人员以及研究生个体等

都参与到研究生质量提升的实践中来ꎬ共同达成

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目标ꎮ

三、引入全面质量管理提升研究生教育

质量的具体对策

在全面加强和深化研究生教育内涵建设的新

形势下ꎬ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理念ꎬ着力提升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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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ꎬ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ꎮ

１.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ꎬ实

行全面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

(１)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

从高校层面来说ꎬ各高校应统筹好学校内部

学科结构和研究生培养层次结构ꎬ讲求特色发展ꎮ
从区域层面来说ꎬ各地方各区域要统筹规划好本

地区高校的类型结构ꎮ 从国家层面来说ꎬ国家要

优化学科结构ꎬ保持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协

调发展ꎬ协调一流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合理布局和

发展ꎮ 具体到研究生教育结构ꎬ可从两个方面进

行结构优化:一方面在博士研究生层面ꎬ保持并适

当增加招生数量ꎬ优先扩大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规模ꎮ 另一方面是在硕士研究生层面ꎬ保持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稳定发展的同时ꎬ积
极建立和发展以职业需求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教育新机制[４]ꎮ
(２)建立和健全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督保障体系

保证质量是研究生内涵发展的内在要求ꎮ 政

府层面ꎬ应以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学位论文抽检

为抓手ꎬ加强督促警示ꎬ完善退出机制ꎮ 高校层

面ꎬ切实履行质量保障主体地位和主体责任ꎬ认真

总结参与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和合格评估的经验

与不足ꎬ尝试建立高校内部研究生质量定期评估

机制ꎮ 社会组织层面ꎬ发挥和强化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各学科评议组、全国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监督作用和职责ꎬ积极

引导有关行业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到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评估和培养工作中ꎮ
(３)深化境外合作与交流

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ꎬ全方位、深层次开

展研究生教育的境外交流与合作ꎮ 鼓励并支持国

内高校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开展联合培养、学分置

换、学位互认等方面的合作ꎬ鼓励并支持研究生导

师和研究生的国际流动ꎬ进一步提高与国外高校

交流、访学的导师和研究生比例ꎬ并提高对研究生

国外学习和学术交流的资助力度ꎮ
(４)建立健全保障机制

一是要不断增加教育投入ꎮ 逐步建立和不断

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ꎬ以各级政府投入为主

体ꎬ受教育者适当分担教育成本ꎬ各研究生培养单

位多方位、多渠道筹集培养经费ꎻ二是要保证和提

高培养条件ꎮ 国家应在高等教育的各方面建设

中ꎬ加强和突出对研究生教育的支持和建设力度ꎮ
当前可以“双一流”建设为抓手ꎬ努力办好新时期

研究生教育ꎮ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应高度重视研究

生培养的软件、硬件条件建设ꎬ如师资队伍建设、
课程改革和建设、培养经费投入、教学设施配备和

更新等方面ꎬ全面加强研究生教育的高地建设ꎮ

２.以质量提升为目标ꎬ实施全过程的研

究生教育质量管理

(１)把好研究生教育入口关

首先ꎬ改革和完善研究生招生制度ꎮ 根据社

会发展需要和教育部政策规定ꎬ实行全日制和非

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计划统筹管理ꎬ科学合理地确

定研究生招生规模ꎻ其次ꎬ建立健全招生选拔机

制ꎮ 以保障生源质量为导向ꎬ有针对性地进行招

生改革ꎬ建立并完善有利于真正选拔优秀人才的

研究生招生制度ꎻ再次ꎬ探索科学合理的招生选拔

方法ꎮ 确立和进一步完善博士研究生招生 “申

请—审核”制度ꎬ突出对学生学术创新能力和专业

学术潜力的考核ꎮ 在硕士研究生层面ꎬ推进学术

学位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分类考试制度ꎬ学术

学位研究生招生选拔侧重考察学术研究和创新能

力ꎬ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选拔侧重考察实践创新

能力ꎮ
(２)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

一是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训练ꎮ 依

据各职业领域的需求ꎬ根据各专业学位类别的培

养特点ꎬ分类改革课程体系、教学方式ꎬ建立以提

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ꎮ
引导和鼓励行业、企业参与研究生培养ꎬ建立联合

培养基地共同攻关科研难题ꎬ实现双赢效果ꎻ二是

提升学术学位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力ꎮ 确立

并完善博士研究生课程训练和学术研究并举的培

养新机制ꎬ进一步促进博士研究生原创能力的提

高ꎮ 加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术训练ꎬ激发他

们的学术研究潜力ꎻ三是加强研究生培养制度和

课程体系建设ꎮ 研究生培养方案是研究生教学的

基本依据ꎬ对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ꎮ 因此ꎬ首先应根据博士研究生、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类型特点ꎬ分
别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ꎬ其内容应包括培养

目标、课程体系、培养环节设置等方面ꎮ 其次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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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培养方案ꎬ统筹规划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ꎬ突出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内容的专业性和理论深度ꎬ
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内容的职业能力训练ꎮ

(３)完善研究生教育输出机制

一是建立并强化分类毕业考核制度ꎮ 学术学

位研究生毕业考核的主要依据为学位论文ꎬ其中

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要求具有更高的学术创新

性和理论深度ꎮ 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实行毕业实践

作品和学位论文并举的毕业考核制度ꎮ 因为专业

学位研究生是以职业需求为导向ꎬ以实践能力培

养为重点ꎬ因此ꎬ在毕业考核环节应要求学位申请

人同时提交与其专业或职业相关的实践作品和具

有较高应用价值的学位论文ꎬ方可参加答辩ꎻ二是

建立健全学位论文过程管理机制和学位授予制

度ꎮ 建立健全学位论文的开题、中期检查、盲审、
系统检测、答辩等环节的管理机制ꎬ规范学位论文

管理过程ꎮ 答辩委员会、学校内各学科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要严格依据国家和

学校的学位授予有关规定ꎬ严格履行职责ꎬ确保学

位授予质量ꎻ三是建立并完善研究生分流退出制

度ꎮ 规范研究生培养和毕业各环节的管理ꎬ根据

研究生学习的各阶段、各环节考核情况ꎬ探索建立

分流退出学习机制ꎮ 可尝试建立超规定培养年限

的在校研究生定期清理制度ꎬ把好人才培养出口

质量ꎮ

３.以内涵发展为共识ꎬ强化全员参与的

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

(１)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的质量监管

一方面ꎬ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应做好研究生教

育质量保障和提升的顶层设计ꎬ建立和完善全方

位的质量保障体制ꎮ 充分利用全国研究生教育质

量信息平台提供的各项数据和资料ꎬ积极探索建

立研究生教育质量统计、分析和评价体系ꎬ加强博

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力度ꎮ 建立健全学位授权

点评估制度ꎬ推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工作的全

面展开ꎻ另一方面ꎬ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对本

地区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监督力度ꎬ积极配合国家

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本地区研究生教育的各项监督

及评估工作ꎬ并探索推动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督区

域协作制度建设ꎮ
(２)发挥第三方机构的监督作用

一是充分发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各学科评议

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等组织

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制订等方面的监督

评价作用ꎻ二是鼓励并支持有关行业、企业组织参

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评估工作ꎻ三是重视用人单

位关于职业需求的反馈意见ꎬ保证研究生教育与

社会需求和用人单位意向的有效对接ꎮ
(３)强化高校的教育质量保障主体地位

首先ꎬ要确立高校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主

体地位ꎬ强化其主体责任ꎬ探索建立与本校研究生

培养相适合的质量保障机制ꎻ其次ꎬ高校应充分发

挥学位评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校内组织在教

育质量保障方面的作用ꎬ如参与制定培养方案、学
位授予标准、课程建设、教学质量评价等ꎻ再次ꎬ建
立并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自我评估机制ꎬ定期发

布本单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和质量报告ꎻ最后ꎬ应建

立健全学校、二级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体系ꎬ明确

各自职责ꎬ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ꎻ建立研究生教育

管理人员定期培训制度ꎬ培训内容可包括研究生

教育管理政策知识和研究生教育管理业务知识

等ꎮ 此外ꎬ应鼓励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积极参加

国内外有关研究生教育的学术会议及论坛ꎬ便于

其及时了解研究生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最新

动向ꎮ
(４)完善导师负责制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ꎬ因此ꎬ要进

一步完善导师负责制ꎮ 首先ꎬ改革导师评聘评价

制度ꎮ 将导师资格的评聘和其研究生培养的情况

相关联ꎮ 将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导师评聘和考核分开ꎬ制定强化科研导向的学术

学位导师评聘、考核制度ꎬ明确实践成果导向的专

业学位导师评聘、考核制度ꎻ其次ꎬ提升导师的指

导能力ꎮ 确立并完善新任导师培训制度ꎬ支持校

内导师参与学术交流、访学和参与行业、企业实

践ꎮ 聘任校外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实践经验丰富

的行业、企业专家参与研究生培养ꎬ从而优化导师

队伍结构ꎮ
(５)激发研究生的主人翁精神

全面质量管理强调用户至上ꎬ以顾客为导向ꎬ
满足顾客的需求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目的ꎮ 具体

到研究生教育领域中ꎬ从宏观层面上来说ꎬ要求研

究生教育需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ꎬ从微观个

人层面上来说ꎬ需满足研究生自身发展的需求ꎮ
—４７—



因此ꎬ作为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最终受益者和

主体ꎬ广大研究生应主动融入研究生教育质量提

升氛围中来ꎬ利用当前研究生教育内涵发展的良

好平台ꎬ加强课程学习ꎬ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实

践ꎬ全面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ꎮ
当前ꎬ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的研究

生教育各项改革正在全面实施ꎬ走内涵式发展道

路已经成了研究生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新共

识ꎮ 在此新形势下ꎬ将全面质量管理引入研究生

教育领域ꎬ通过实施全面的、全过程的和全员参与

的核心质量管理方法ꎬ全面保障和提升研究生教

育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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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是国外高等教育效益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ꎬ广泛运用于分析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欧美、亚洲国家的高等教育、跨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研究ꎮ 建议我国借鉴国外研究范式ꎬ
在研究对象方面开展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的多重研究与分类研究ꎬ并将地方区域高校、非重点高校、高职院校、
民办高校办学效益纳入研究视野ꎻ研究方法方面ꎬ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探索相关重要影响变量ꎬ避免效率评价结果

的描述性分析局限ꎻ研究结果解析方面ꎬ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ꎬ以质性思维审视 ＤＥＡ 数据的信度与效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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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ＤＥＡ 模型简介

数据包络分析(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简
称 ＤＥＡ)是比较典型的非参数方法[１]ꎬ不受总体分

布的限制ꎬ对于总体分布的具体形式不做假定ꎬ尽
量从数据或样本本身获得所需要的信息ꎬ通过估

计而获得分布的结构ꎬ并逐步建立对事物的数学

描述和统计模型ꎮ ＤＥＡ 运用多维输入、输出指标

对一系列决策单元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ꎬ 即

ＤＭＵｓ)效率进行测量ꎬ包含多种模型:传统 ＤＥＡ 模

型包括 ＣＣＲ 模型和 ＢＣＣ 模型ꎬ基于投入角度( Ｉｎ￣
ｐｕｔ)或产出角度(Ｏｕｔｐｕｔ)进行测量[２]ꎻＳＢＭ(Ｓｌａｃｋｓ
－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ＤＥＡ)模型[３] 则将投入、产出的松

弛变量直接纳入目标函数中作为优化对象ꎬ比较

准确地评估 ＤＭＵｓ 效率值ꎻ借鉴超效率 ＤＥＡ(ＳＥ－

ＤＥＡ)模型的基本原理[４]ꎬＴｏｎｅ 基于修正松弛变量

提出了 Ｓｕｐｅｒ－ＳＢＭ 模型ꎬ能够对有效 ＤＭＵｓ(效率

值为 １)做出进一步的评价和排序[５]ꎮ
效率动态评价方面ꎬ与 ＤＥＡ 方法结合较为广

泛的是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分解方法ꎮ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

反映的是决策单元前后两个时期生产效率变动的

情况ꎬ包括效率变动(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ꎬ即 ＥＣ)和

技术变化(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即 ＴＣ)ꎬ表示为:以时

期 ｔ 和时期 ｔ＋１ 的技术效率为参照的前后两个时

期距离函数的比值ꎮ 所谓距离函数ꎬ是指某一生

产点与生产前沿面的距离ꎮ 考虑到实际的经济系

统大多是在规模收益可变(ＶＲＳ)的条件下运行

的ꎬＥＣ 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ＰＴＥ)和
规模效率(ＳＥ)两个部分ꎮ 这样ꎬ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最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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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可分解为综合效率( ＥＣ) 的变化、纯技术效率

(ＰＴＥ)变化、规模效率(ＳＥ)变化和技术变化(ＴＣ)
４ 个部分ꎮ 该方法通过对决策单元不同时期效率

演进的分解ꎬ帮助决策者找到效率变化的主要原

因ꎬ同时也为决策单元如何提高效率指明方向[６]ꎮ

二、国外高等教育效益研究

在高等教育效益研究领域ꎬ数据包络分析

(ＤＥＡ)方法既考虑了高等院校教育投入对其产出

的综合影响ꎬ又可避免对投入与产出评价指标的

权重进行主观赋值ꎬ相对来说是一个较优的评价

方法ꎮ 目前ꎬＤＥＡ 方法已经比较广泛地应用于高

等教育效益研究领域ꎬ成了国外学者分析判断教

育效益的重要方法ꎮ
１.美国高等教育效益

如前所述ꎬ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由 １９７８ 年美国

学者 Ｃｈａｒｎｅｓ 等提出ꎬ并较早运用于美国教育效率

评价ꎮ 较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ꎬ对美国高等教育

的办学效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 ＤＥＡ 有效性分析ꎮ
在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比较研究方面ꎬＡｈｎ

等运用 ＣＣＲ 模型和 ＢＣＣ 模型ꎬ选择人员经费、资
本支出和经常性支出作为输入指标ꎬ本科毕业生

人数、研究生毕业人数和科研收入作为输出指标ꎬ
分析了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年美国 １６１ 所具有博士授予

权的公立学校(１０８ 所)、私立学校(５３ 所)的办学

效益ꎬ包括这些学校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ꎬ还分

析了内设医学院对于效益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ꎬ公
立大学的整体效益比私立大学高ꎬ设有医学院的

大学效益高于没有设立医学院的大学[７]ꎮ 但是ꎬ
Ｓａｖ 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ꎬ使用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年美

国两年制教育机构的面板数据ꎬ考察营利性私立

高校与公立院校的办学效益差异ꎬ得出了与 Ａｈｎ
等相反的结论ꎬ即私立高校效益超过公立院校ꎬ这
反映了 ２０ 多年来私立高校效益提升程度更加显

著ꎮ Ｓａｖ 进一步应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进行分析ꎬ结
果表明ꎬ两类院校的管理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有所

提高ꎬ但是由于技术效率滞后导致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学

年效益显著下滑[８]ꎮ 另外ꎬＳａｖ 使用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３３ 个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研究型大学面板

数据ꎬ重点分析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主要驱动力

与大学全要素生产率变化ꎬ结果表明ꎬ美国的大学

经历了平均生产力的衰退过程ꎬ并先于全球经济

危机发生ꎬ管理效率往往会阻碍生产率的提高ꎮ[９]

在绩效拨款体制研究方面ꎬ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通过对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高等教育系统的 １４ 所大学现行

绩效拨款模式进行分析ꎬ他认为ꎬ现行模式基于 ８
项指标绩效拨款ꎬ包括学位授予率、持续就读率、
毕业率、教师工作效率、员工多样性、人员比例、教
学成本和教师最高学历ꎬ但是缺乏任何明确的研

究为基础算法ꎬ削弱了模式的公正性与可信度ꎮ
因此ꎬ他应用 ＤＥＡ 模型对于上述指标进行了有效

性分析与权重排序[１０]ꎮ 同样ꎬＢｌａｋｅ 对美国阿肯色

州所实施的基于绩效的拨款计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指标进行研究ꎮ 不同的是ꎬ他择

取了该计划中的重要指标之一“学士学位授予数

量”ꎬ针对阿肯色州四年制公立大学的绩效进行分

析ꎮ 研究发现ꎬ阿肯色州亨德森州立大学、南部阿

肯色大学、阿肯色大学蒙蒂塞洛学院、阿肯色州立

大学、阿肯色理工大学和阿肯色中央大学这 ６ 所高

等教育机构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学年的学士学位培养处

于低效率状态[１１]ꎮ
在高校规模效益研究方面ꎬＬｉｕ 使用美国教育

部公布的数据ꎬ使用输出和输入型 ＣＲＳ 模型ꎬ对于

分布在美国南部地区 ８ 个州的 ７６ 个小型民办高校

进行效率分析ꎮ 首先对输入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

析ꎬ然后选择具有最强的预测效果的输入变量(生
活成本、录取率、全职教师人数、获得贷款学生百

分比、学费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和总招生人数)ꎮ 他

发现 ＤＥＡ 模型能够成功识别那些运行有效的高

校ꎬ而且更适用于规模较小的学生群体(即 １ ０００
至 １ ９９９ 名学生) [１２]ꎮ Ｓａｖ 基于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年面

板数据ꎬ对于美国具有副学士学位授予权的 ６９８ 所

公立院校效益进行 ＤＥＡ 有效性评价和随机前沿分

析(ＳＦＡ)ꎬ结果表明ꎬ１３％的学校完全有效ꎬＳＦＡ 贡

献率只有 １.７％ꎬ规模效益不显著ꎻ但是ꎬ尽管全球

金融危机爆发ꎬ高校效益仍然显著提高ꎬ在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学年 ＤＥＡ 效率均值增加约 ６０％[１３]ꎮ

在高校内部单位效益等其他方面ꎬＴａｕｅｒ 等应

用 ＤＥＡ 方法ꎬ对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与生命科

学学院的 ２６ 个独立部门的教学效率和研究效率进

行评价ꎮ 研究发现ꎬ效率评价结果受到数据本身、
部门或单元选择的限制ꎬ而且输入和输出的数目

和类型也会影响分析结果ꎮ 因此ꎬ为了更全面地

分析部门绩效ꎬＴａｕｅｒ 等建议结合各种定性因素进

一步分析 ＤＥＡ 结果[１４]ꎮ Ｃｏｌｂｅｒｔ 等运用 ＢＣＣ 模

型ꎬ分析了 １９９７ 年美国排名前 ２４ 位的大学 ＭＢＡ
研究机构课程规划的相对效率ꎬ研究结果发现被

考察对象的相对效率都比较高ꎬ所有院校效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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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０. ９０[１５]ꎮ Ｌｉｍ 和 Ｚｈｕ 则进一步提出了新的

ＤＥＡ 模型ꎬ开发了 ３ 种效率测算方法ꎬ并应用于美

国 ３６ 所大学的效率评价[１６]ꎮ
２.英国高等教育效益

在总体评价方面ꎬＪｏｈｎｅｓ 使用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学

年、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学年的相关数据ꎬ对英国 １１２ 所

高等教育机构的效率和生产率进行比较研究ꎮ
Ｊｏｈｎｅｓ 选择 ３ 个输出指标(本科学位授予数、硕士

学位授予数和研究收入)和 ５ 个输入指标(全职学

术人员、行政经费支出、学术支出、本科招生人数

和研究生招生人数)ꎬ结果发现ꎬ整体技术效率很

高ꎬ不同模型中平均得分在 ８８％ ~ ９５％之间波动ꎮ
Ｊｏｈｎｅｓ 进一步采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进行全要素生产

率变化分析ꎬ结果表明ꎬ各类别在整体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技术变化分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１７]ꎮ
Ｊｏｈｎｅｓ 还分析了英国 １００ 所高等院校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学年的办学效益ꎬ得出同样的结论ꎬ即英国大学具

有非常高的办学效益ꎬ平均效率范围为 ９３％ ~
９５％[１８]ꎮ Ｔｈａｎａｓｓｏｕｌｉｓ 等通过评估英国高等教育机

构的成本结构、效率和生产力ꎬ发现通过加强管

理、提高规模效率、调整学生构成等方式ꎬ英国高

校的在校生人数可以在现有规模基础上以年均

２０％~２７％的幅度增加ꎮ 根据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分析

结果ꎬＴｈａｎａｓｓｏｕｌｉｓ 等却发现ꎬ英国大多数高等教育

机构的生产力实际上呈下降趋势[１９]ꎮ
同时ꎬ有学者进行了分类评价与院系评价ꎮ

Ａｔｈａｎａｓｓｏｐｏｕｌｏｓ 和 Ｓｈａｌｅ 将英国 ４５ 所高校分成科

学、科学人文和人文三类进行效率分析ꎬ结果显

示ꎬ学校学科特征对效率值无明显影响ꎬ同时证实

了运用 ＤＥＡ 方法对高校整体效率进行分析的合理

性[２０]ꎮ Ｊｏｈｎｅｓ 以教学科研型教工人数和专职科研

人员数作为输入ꎬ以期刊论文、期刊专稿、专著、编
著等作为输出ꎬ 以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发布的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 年统计数据为基础ꎬ综合运用 ＤＥＡ 评

价技术和 Ｊａｒｑｕｂ－Ｂｅｒａ 均值聚类技术对英国各大

学经济系的科研绩效进行了评价ꎬ研究发现 ＤＥＡ
评价结果与英国大学基金委员会发布的大学分级

情况显著一致[２１]ꎮ Ｊｏｈｎｅｓ 进一步基于 １９９３ 年英

国 ２ ５４７ 名经济系毕业生的数据ꎬ测算了不同高校

经济系的教学效率ꎬ从学生主体性角度进行了有

益尝试[２２]ꎮ
此外ꎬＳａｒｒｉｃｏ 等从学生择校的角度ꎬ应用投入

导向 ＣＣＲ 模型ꎬ对时报联盟发布的英国排名前 ９０
所学校进行评价ꎬ并基于此分别为优等生、后进

生、当地生、海外优等生、海外后进生等不同类别

的学生提供了相应的择校建议名单以供参考[２３]ꎮ

３.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效益

Ａｖｋｉｒａｎ 分别运用 ＣＣＲ 模型和 ＢＣＣ 模型ꎬ实
证分析了 １９９５ 年澳大利亚的 ３６ 所高校的整体绩

效和效益ꎮ 其中ꎬ整体绩效包括教育服务绩效和

注册绩效ꎮ 它所选择的输入指标是教师人数和行

政管理人数ꎬ但输出指标有所差别ꎮ 教育服务绩

效的输出指标是研究收入ꎬ注册绩效的输出指标

是大学注册人数ꎬ效益的输出指标是学生留级比

例、学生通过比例和研究生就业比例ꎮ 分析结果

显示ꎬ各大学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比较理想ꎬ
但注册绩效有待改善[２４]ꎮ

Ｗｏｒｔｈｉｎｇｔｏｎ 和 Ｌｅｅ 应用输出为导向的 ＤＥＡ 模

型ꎬ研究了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年澳大利亚 ３５ 所高校的

办学效益ꎮ 选用 ５ 个输入指标(学术职员、非学术

职员、非劳动投入支出、本科学生实际支出和研究

生实际支出)和 ６ 个输出指标(本科毕业率、研究

生毕业率、博士毕业率、国家竞争性拨款数额、工
业和其他捐赠以及出版物)ꎮ 通过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

分析ꎬ发现ꎬ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年上述高校全要素生产

率年平均增长 ３.３％ꎬ其中研究型教育机构生产率

平均增长 ６. ３％ꎬ而教学机构生产率平均增长

２.９％ꎮ 这种改善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

的提高[２５]ꎮ
此 外ꎬ Ａｂｂｏｔｔ 和 Ｄｏｕｅｏｕｌｉａｇｏｓ 运 用 ＤＥＡ －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ꎬ以 ３１ 所澳大利亚高等专科学院

１９８４—１９８７ 年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ꎬ研究这些

学院在与大学合并前后的生产率、技术效率以及

规模效率的变化[２６]ꎮ Ｌｅｉｔｎｅｒ 等使用 ＣＣＲ 和 ＢＣＣ
模型ꎬ对澳洲大学理科院系进行分析ꎬ发现有一半

的院系评估结果为有效ꎬ院系规模直接影响效益ꎬ
相对于中等规模的院系ꎬ规模较小或者较大的院

系显得更加有效率ꎮ 分析结果表明ꎬ教学和科研

绩效直接相关[２７]ꎮ

４.其他国家高等教育效益

就欧洲国家高等教育而言ꎬＳａｌｅｒｎｏ 基于荷兰

高等教育机构样本ꎬ对高校学生教育成本进行评

价ꎬ并将评价结果与传统方法(ＰＳＣｓ)进行比较ꎬ发
现 ＤＥＡ 有效性评价结果更具现实可能性[２８]ꎮ
Ｃｈｅｒｅｈｙｅ 和 Ａｂｅｅｌｅ 对荷兰 ８ 所大学的科研投入产

出效率进行了研究[２９]ꎮ Ａｂｒａｍｏ 等以文献计量学

方法为基础ꎬ采用 ＤＥＡ 方法评估了意大利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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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高校的科研效率[３０]ꎮ Ａｇａｓｉｓｔｉ 和 Ｂｉａｎｃｏ 对意大

利 ５８ 所 高 校 进 行 了 ＤＥＡ 有 效 性 分 析[３１]ꎮ
Ｋｏｒｈｏｎｅｎ 等基于 ＤＥＡ 提出了大学或研究机构学术

研究绩效的系统化评价方法ꎬ并以芬兰赫尔辛基

商学院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３２]ꎮ Ｋｏｕｎｅｔａｓ 等对希

腊某大学的学术部门研究效益进行评估ꎬ发现基

础设施、学校人事等是影响效益的重要因素[３３]ꎮ
Ｒｏｃｈａ 和 Ｃｕｎｈａ 对葡萄牙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公立

大学、公立理工学院以及波尔图大学的几个学院)
的相对有效性进行评估ꎮ 结果表明ꎬ很大一部分

机构工作效率较低ꎬ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３４]ꎮ
就美洲国家高等教育而言ꎬ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和 Ｄａｔｔａ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对 ４５ 所加拿大高校进行相对效

率评估ꎬ发现大多数高校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分

值[３５]ꎮ Ａｒｃｅｌｕｓ 和 Ｃｏｌｅｍａｎ 采用 ＣＣＲ 模型评价了

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
ｗｉｃｋ)的 ３２ 个系的效率[３６]ꎮ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等应用数据

包络分析法评价了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 ３７
个图书馆的绩效情况[３７]ꎮ

就亚洲国家高等教育而言ꎬ除了日本[３８]、菲律

宾[３９]、马来西亚[４０]等国家外ꎬ有学者对部分西亚、
南亚国家进行了分析ꎬ主要从院系与部门角度进

行研 究ꎮ 例 如ꎬ Ａｌ － Ｓｈａｙｅ 和 Ｂａｔｔａｌ 等 研 究 了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学年巴基斯坦卡西姆大学(Ｑａｓｉｍ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 １８ 个学院的办学效益[４１]ꎮ Ｒａｄ 等运

用 ＤＥＡ 方法评估伊朗沙希德巴霍纳尔(Ｓｈａｈｉｄ Ｂａ￣
ｈｏｎａｒ)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的 ３ 个教学系ꎬ即会计

系、工 商 管 理 系 和 经 济 学 系 的 办 学 效 益[４２]ꎮ
Ｒａｙｅｎｉ 和 Ｓａｌｊｏｏｇｈｉ 评估了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学年伊朗

伊斯兰自由大学扎黑丹分部的办学效益[４３]ꎮ Ａｂａ￣
ｄｉａｎ 和 Ｙｏｕｓｅｆｎｅｊａｄ 则运用 ＤＥＡ 方法ꎬ在教育质

量、教育数量以及研究活动 ３ 个方面ꎬ对伊朗的伊

斯兰阿扎德大学的管理部门绩效进行分析[４４]ꎮ
５.高等教育效益的比较研究

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ꎬ跨国比较研究

成了 数 据 包 络 分 析 方 法 应 用 的 重 要 领 域ꎮ
Ｗｏｌｓｚｃｚａｋ－Ｄｅｒｌａｃｚ 和 Ｐａｒｔｅｋａ 运用两阶段 ＤＥＡ 分

析方法ꎬ研究了奥地利、芬兰、德国、意大利、波兰、
瑞士和英国等 ７ 个欧洲国家的 ２５９ 所高等教育机

构的办学效益[４５]ꎮ 进一步应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方

法ꎬ分析来自上述国家的 ２６６ 个公立高等教育机构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年的生产率ꎮ 结果表明ꎬ上述机构全

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 ４.５％ꎬ主要归因于技术效率

的提高[４６]ꎮ 相类似的ꎬＪｏｈｎｅｓ 针对 ５７ 所意大利高

校与 １２７ 所英国高校ꎬ应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

方法ꎬ分别评价了在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学年和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学年的高校办学绩效ꎮ 结果表明:意大利高

校整体业绩持续增长ꎬ而英国高校绩效相对稳

定[４７]ꎮ Ｂｒｅｕ 采用基于输入导向的 ＣＣＲ 模型ꎬ以具

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例、师生比、生
均教育经费、学生平均入学成绩、生均学费等为输

入指标ꎬ毕业率和新生就学率为输出指标ꎬ分析了

１９９２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上排

名前 ２５ 位的大学效益ꎬ并将评估结果与当年的排

名进行了比较ꎮ 结果发现ꎬ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

的差别ꎬ同时证明 ＤＥＡ 方法在评价高等院校效益

方面是有效可行的[４８]ꎮ
此外ꎬ有学者对高校内部机构效益进行了研

究ꎮ 例如 Ｒｅｉｃｈｍａｎｎ 和 Ｓｏｍｍｅｒｓｇｕｔｅｒ 应用数据包

络分析方法ꎬ对于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德
国、瑞士和美国的 １１８ 个大学图书馆的技术效率进

行评估ꎬ分析了高校图书馆的绩效差异ꎮ 结果显

示ꎬ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大学图书馆在技术上是有

效的ꎬ欧洲和非欧洲大学图书馆之间的技术效率具

有相当大的差异[４９]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Ｒｏｓｅｎｍａｙｅｒ 通

过考察在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８ 年发表的有关加拿大、澳大

利亚、英国、德国和西班牙高校效益 ＤＥＡ 分析方法

的 ５ 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ꎬ认为高校效率评价是一

种社会建构ꎬ它始终是一个与特定利益者的目标

相关的主观问题ꎮ 因此ꎬ有必要建立一个给定的

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函数ꎬ以分析大学管理的效

率[５０]ꎮ Ｒｏｓｅｎｍａｙｅｒ 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值得

借鉴ꎮ
三、总结与展望
我们不难发现ꎬ在高等教育效益领域ꎬ国外学

者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ꎬ
研究视野涵盖全球高等教育、跨国高等教育、国别

高等教育ꎬ多元化研究方式获得新的拓展ꎬ高质量

学术成果不断涌现ꎬ已经形成了多学科的 ＤＥＡ 模

型研究域群体ꎮ 随着 ＭａｘＤＥＡ、ＤＥＡ Ｅｘｃｅｌ Ｓｏｌｖｅｒ、
ＤＥＡＰ 等 ＤＥＡ 模型软件的进一步完善ꎬ高等教育

数据包络分析势必呈现更加广阔的研究前景ꎮ 我

们认为ꎬ我国高等教育效益 ＤＥＡ 模型分析领域ꎬ需
要借鉴国外研究范式ꎬ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ꎬ
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探索ꎮ

在研究对象方面ꎬ应开展不同范围的分类研

究ꎬ以及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的多重研究ꎮ 除了

教育部直属高校、“９８５ 工程”高校等研究型高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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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点高校外ꎬ应当将地

方区域高校、非重点高校、高职院校、民办高校效

益纳入研究视野ꎮ 同时ꎬＤＥＡ 模型要求对象同质

化ꎬ可以开展同类、同质高校的国际高等教育效益

比较研究ꎬ且不局限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在世

界排名居前的国内一流高校ꎮ 建议对国内外具有

可比性的地方高校、特定类型高校ꎬ以及具有相似

办学背景、办学条件以及办学成果的若干内设教

学单位、部门、教辅单位(例如图书馆)等进行有效

性比较分析ꎮ 如果从超微观视角ꎬ我们甚至可以

将个体意义上的学生视为高校“效益元”ꎬ因为越

来越多的高校学生和毕业生正在演绎着“行走中

的知识迁移” [５１]２１ꎬ学生状态(数量、质量、趋势)是
高校效益的集中体现ꎬ通过设定合理的投入—产

出指标体系ꎬ对“效益元”进行有效性评测ꎬ相信是

非常有意义的ꎮ
在研究方法方面ꎬ应当突破效率评价结果的

描述性分析局限ꎬ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探索相关重

要变量对高等教育效益的影响ꎬ例如办学基本条

件、地域因素、学科类型等ꎬ也可以通过考察某个

单位(高校、或内设机构)对于整体效益的影响程

度ꎬ遴选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作为进一步分析

的切入点ꎮ 同时ꎬ可以尝试运用交叉效率模型

(Ｃｒｏｓ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ｏｄｅｌ)、网络 ＤＥＡ 模型(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Ａ)、并行模型(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Ｍｏｄｅｌ)、动态 ＤＥＡ 模型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Ａ)等其他 ＤＥＡ 拓展模型ꎬ并将有效

性分析结果进行比较研究ꎮ
在研究结果的解析方面ꎬ“高等学校是以人和

知识为主要作用对象的特殊生产单位ꎬ存在大量

的模糊因素ꎬ目前的(ＤＥＡ)评价方法大都采取了

确定性的简化处理方法” [５２]ꎮ 然而ꎬ不管如何“精
致地”设计 ＤＥＡ 指标体系ꎬ都无法真正体现效益

“质的规定性”ꎬ这是由教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

决定的ꎬ归根结底就是人(学生)的价值评价标准

的不确定性ꎮ 为了避免机械套用效率分值排序结

果ꎬ我们认为ꎬ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ꎬ以质性

的“目光”审视 ＤＥＡ 有效性分析数据ꎬ也许是规避

ＤＥＡ 模型内在缺陷的基本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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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Ａｖｋｉｒ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Ｓｏｃｉ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１
(３５):５７－８０.

[２５] Ｃ. Ｗｏｒｔ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Ｂ. Ｌ. Ｌｅ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ꎬ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３ [ 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０８(２７):２８５－２９８.

[ ２６ ] Ａｂｂｏｔｔ Ｍ.ꎬ Ｄｏｕｅｏｕｌｉａｇｏｓ Ｃ .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ꎬ２００３(１):８９－９７.

[２７] Ｌｅｉｔｎｅｒꎬ Ｋ.ꎬ Ｐｒｉｋｏｓｚｏｖｉｔｓꎬ Ｊ.ꎬ Ｓｃｈａｆｆｈａｕｓｅｒ－Ｌｉｎｚａｔｔｉꎬ

Ｍ.ꎬ Ｓｔｏｗａｓｓｅｒꎬ Ｒ.ꎬ ＆ Ｗａｇｎｅｒꎬ Ｋ.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ａ ＤＥ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Ｊ].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７(５３):５１７－５３８.

[２８] Ｓａｌｅｒｎｏꎬ Ｃａｒｌｏ ｃ.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２００６
(３):２８１－２９５.

[２９]ＣｈｅｒｅｈｙｅꎬＬ.＆ ＡｂｅｅｌｅꎬＰ.Ｖ.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 ｍｉｃｒｏ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ｕｔ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ꎬ２００５(４):４９５－５１６.

[３０]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Ａｂｒａｍｏꎬ Ｃｉｒｉａｃｏ Ａｎｄｒｅａ Ｄ'ａｎｇｅｌｏꎬ Ｆａｂｉｏ
Ｐｕｇｉｎｉ.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ｙ ａ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Ｊ].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ꎬ２００８(２):２２５－２２４.

[３１]Ａｇａｓｉｓｔｉ Ｔｏｍｍａｓｏꎬ Ｂｉａｎｃ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ａｌ.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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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Ｋｏｕｎｅｔａｓ Ｋｏｓｔａｓꎬ 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ｏｕ Ａｔｈａｎａｓｉｏｓꎬ Ｍｉｔ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ｉｓꎬ Ｍｉｔ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Ｉｏａｎｎｉ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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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２０１１(５):５４５－５５９.

[３４] Ｒｏｃｈａ Ｖꎬ Ｃｕｎｈａ Ｍ.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
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 Ｊ]. Ｆｅ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ꎬ ２０１２ ( ５９):
４６８－４９５.

[３５]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Ｌꎬ Ｄａｔｔａꎬ Ｄｅｂａｓｉｓ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 ＤＥ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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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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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ｚｉｌ: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ＤＥＡ ｔｏ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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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Ｍ.Ｃ. Ｃａｓｔａｎｏ ＆ Ｅ. Ｃａｂａｎｄ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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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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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Ｃｏｖｅｎ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ｒｗｉｃｋ (Ｕｎ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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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Ａ: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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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ｒａｎ Ｉｓ￣
ｌａｍｉｃ Ａｚａ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Ａ (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ｆ Ｉｒａｎ ) [ Ｊ ]. Ｋｕｗａｉｔ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２０１４(３):７５－８４.

[４５]Ｗｏｌｓｚｃｚａｋ－Ｄｅｒｌａｃｚꎬ Ｊ.ꎬ ＆ Ｐａｒｔｅｋａꎬ Ａ.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 ｍｕｌｔｉ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ꎬ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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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基层教学管理人员素质与能力提升路径的思考∗

于　 泽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ꎬ 江苏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　 要] 　 高校基层教学管理人员在高校教学运行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ꎬ其素质与能力高低影响

着高校教学管理水平高低ꎮ 结合对江苏省部分高校的调查ꎬ概括高校基层教学管理人员的能力现状并分析原因ꎬ
从学校、教学管理人员自身以及教师和学生几个层面分别提出了基层教学管理人员素质与能力提升的路径对策ꎬ
以期促进高校教学管理水平不断提高ꎮ

[关键词] 　 高校ꎻ　 基层教学管理人员ꎻ　 素质与能力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８３－０４

　 　 高校教学管理的目的是靠高效有序的教学管

理促进教学运行ꎬ向管理要教学质量的提高ꎮ 教

学管理是服务于全校师生教与学的活动ꎬ以维系

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行ꎻ教学管理又是对教学工作

进行监管和评价的活动ꎬ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ꎮ
教学管理是高校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这些工作需要教学管理人员制定详细的计划

并具体落实执行ꎮ 教学管理人员分为高层、中层、
基层三个层次ꎬ高层是指从事宏观教学管理工作

的领导者和决策者ꎬ一般指分管教学的校长ꎻ中层

是指教务处处长和各学院教学院长ꎻ基层是指校

教务处各科室和院系本科教学办公室从事具体教

学管理工作的人员ꎬ即我们所熟知的教学秘书、教
务员等ꎮ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高校基层教学管理人

员ꎬ基层教学管理人员是高校教学具体工作的执

行者ꎬ这些人员能力如何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

校教学管理水平的高低ꎮ
一、高校基层教学管理人员素质与能力

现状
本文采用问卷和访谈形式对部分高校基层教

学管理人员现状进行了调查ꎬ问卷调查采用线上

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ꎬ向 ２０ 余所高校基层教学管

理人员发出线上调查问卷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４ 份ꎬ线
下发出问卷 ２０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９ 份ꎬ利用电话

及相关会议期间进行交流与访谈 ３０ 人次左右ꎮ 综

合调查结果显示ꎬ从事基层教学管理的人员以女

性为主ꎬ占比约 ６２％ꎬ有 ６０％以上的人在这一岗位

工作达十年以上ꎬ几乎全是中级职称及以下ꎮ 结

合调查和笔者长期从事本职工作情况ꎬ将基层教

学管理人员所表现出来的素质与能力现状概述如

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基层教学管理人员素质与能力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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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层教学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与能

力状况
图 １ 是根据调查数据整理得出的结果ꎬ基层教

学管理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与能力按照其重要程

度得分高低进行统计ꎬ最终按重要层次分类ꎮ
第一层次包括责任心、抗压能力、事务应急处

理能力ꎮ 作为教学管理人员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

心ꎬ才能完成事无巨细的繁杂工作ꎻ教学管理岗位

工作强度比较大ꎬ这要求其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一

定的抗压能力ꎻ本科教学随时会出现非常规状况ꎬ
必须具备对事务应急处理的能力ꎮ 这三种能力是

基层教学管理人员首先需要具备的ꎮ
第二层次包括服务能力、创新能力、材料管理

能力、协调能力ꎮ 基层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是服

务师生ꎬ所以具备服务意识十分重要ꎻ随着时代的

发展ꎬ“双一流大学”的建设ꎬ要求高校工作人员必

须具有创新能力ꎬ才能胜任现有工作ꎻ为适应学校

的评估、国际认证以及日常管理的需要ꎬ工作人员

必须具备条理清晰的材料管理能力ꎻ本科教学工

作异常繁杂ꎬ这要求基层教学管理人员必须具备

协调错综复杂工作的能力ꎮ
第三层次包括专业能力、社交能力、管理育人

能力ꎮ 作为教学管理人员ꎬ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

素养ꎬ掌握一定的教学活动规律ꎻ教学管理部门需

要和教务处各科室、学工办、各兄弟学院、学校其

他部门等发生工作联系ꎬ这就要求其必须具备一

定的社交沟通能力ꎻ教学管理人员每天面对大量

的学生ꎬ在管理工作中必须做到管理育人ꎬ以身

示范ꎮ
第四层次包括心理素质、文书能力、预见能

力ꎮ 基层教学管理人员服务对象多、事情头绪多ꎬ
难免会遇到师生不理解的情况或是上级领导对其

工作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ꎬ加之工作本身任务的

繁重ꎬ这就需要管理者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ꎻ教学

管理的有序运行离不开各项管理制度的保障ꎬ这
需要管理人员要具备一定的文书能力ꎬ起草各项

教学管理制度ꎻ按部就班工作是一种基本工作能

力ꎬ同时还要做好超前计划与准备工作ꎬ要求其必

须具备一定的工作预见能力ꎮ
２.基层教学管理人员能力现状
结合笔者访谈ꎬ目前基层教学管理人员能力

缺乏的主要表现是:
(１)缺乏创新意识ꎮ 部分管理人员安于按部

就班完成日常的工作ꎬ甚至主观认识上认为教学管

理人员不需要创新ꎬ不需要搞研究ꎬ缺乏创新意识ꎮ

(２)缺乏责任心ꎮ 部分管理人员只满足于完

成手头工作ꎬ目标是不出问题就行ꎬ对待工作缺乏

责任心ꎬ没有认真思考工作的附加价值ꎮ
(３)缺乏工作规范性和系统性ꎮ 部分管理人

员对基本的材料整理能力还比较欠缺ꎬ整理材料

不够规范ꎬ工作缺乏系统性和长期性ꎬ平时不注重

对材料的收集与归类ꎮ
(４)缺乏预见能力ꎮ 工作主动性差ꎬ上级部门

或是领导安排下来的工作就做ꎬ很少主动超前做

好一些准备工作ꎬ对工作没有预见性ꎮ
(５)缺乏服务意识ꎮ 部分管理人员工作态度

不端正ꎬ达不到管理育人、以身示范的要求ꎮ
二、导致基层教学管理人员能力缺乏现

状的原因分析

１.本科教学管理工作强度大
教学管理工作本身事无巨细ꎬ尤其现在随着

“双一流大学”的建设ꎬ学校改革的不断深入ꎬ教学

管理工作需要不断加快工作节奏ꎬ工作人员工作

强度较大ꎮ 在调查中发现ꎬ有 ８６％的被调查者认

为基层教学管理工作强度非常大ꎬ各学校都不同

程度实现了网络办公系统ꎬ但由于师生人数多ꎬ系
统陆续开发ꎬ使用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ꎬ这也给教

学管理人员增加了一定的工作负担ꎮ
２.工作成就感不强ꎬ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与重视
在问卷中问及“贵校有否专门针对教学管理

人员提供的发展政策、提供完善的福利待遇、为教

学管理人员提供进修学习培训机会、为教学管理

人员提供个人发展平台、认可教学管理人员的工

作、为教学管理人员提供晋升职称路径、对教学管

理人员给予绩效奖励、教学管理人员在工作中能

获得成就感、设有‘优秀教学管理人员’奖项、有为

教学管理人员设立的教改项目”等问题时ꎬ有 ６４％
以上被调查者认为学校并不重视这些问题ꎬ还有

３５％的工作人员基本认可学校在这几方面的做法ꎬ
其中只有 ５％的工作人员认可学校在这几方面的

工作ꎮ
３.教学管理工作发展空间小ꎬ针对性激

励措施少
教学管理人员晋升空间有限ꎬ调查数据显示

５７％的被调查者认为根本没有晋升机会ꎬ２１％的人

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晋升空间ꎬ但实际晋升机会并

不大ꎻ从在本岗位工作的年限就可以看出ꎬ有 ６０％
的人在该岗位工作十年以上ꎮ 在此岗位工作的人

员女性偏多ꎬ因女性要承担更多照顾家庭的工作ꎬ
—４８—



因此如其想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学管理研究ꎬ必
须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ꎬ这也为女性管理者带来

更大的压力ꎮ 同时学校针对教学管理人员的激励

措施有限ꎬ“优秀教学管理人员”的评优奖项很少

有学校设置ꎬ这降低了基层教学管理人员从事本

职工作的积极性ꎬ也限制了该部分人员向更高层

次发展ꎮ
４.教学管理人员队伍不稳定ꎬ部分人员

工作热情不高
高校基层教学管理人员中人事代理和临时工

作人员身份较多ꎬ一般教务员为临时身份的较多ꎬ
这部分人员承担的工作量与正式员工一样ꎬ但是

却无法享受与在编人员一样的薪资福利ꎬ加之学

校缺乏相应的激励政策ꎬ身份的差异、福利的迥异

造成这部分工作人员容易产生辞职、换岗等工作

变动的想法ꎬ工作热情不高ꎮ
５.培训学习交流机会少
基层教学管理人员外出学习、培训与交流的

机会较少ꎬ缺少与其他学校同行沟通和学习的机

会ꎬ也缺少学习先进管理知识、管理手段的机会ꎬ
这也成了严重限制教学管理人员工作创新的一个

重要原因ꎮ
三、提升基层教学管理人员素质与能力

的路径对策
针对高校基层教学管理人员的素质与能力现

状和原因分析结果ꎬ分别从两个主要层面(学校和

教学管理人员自身层面)和一个次要层面(师生层

面)提出提高基层教学管理人员素质与能力的具

体路径对策(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基层教学管理人员能力提升路径简图

１.学校层面
(１)重视教学管理队伍建设ꎬ形成可持续发展

的教学管理团队ꎮ 学校应根据教学管理岗位实际

需要招聘合适的人员ꎬ合适的人员是指符合相应

的学历要求ꎬ有从事教学管理服务工作的强烈意

愿ꎬ也有胜任教学管理工作的能力且实际管理能

力较强的人员ꎮ 由于受高校编制限制ꎬ有些高校

管理人员招聘的博士毕业生有编制ꎬ招聘的硕士

毕业生、本科生只能是人事代理编制ꎬ还有部分人

员是随从人才引进而需要安置的临时工ꎬ教学管

理队伍人员编制层次差异较大ꎬ工作动力不一ꎬ高
学历有编制的人员和低学历无编制的人员都很难

全心投入工作ꎬ这不利于管理队伍的稳定与工作

的协调开展ꎮ 学校要高度重视基层教学管理人员

队伍建设ꎬ避免唯学历选聘ꎬ要视能力优先ꎬ责任

担当为重ꎬ实行教学管理人员轮岗制ꎬ使教学管理

人员能全面熟悉教学管理工作ꎬ便于其工作顺利

开展与有效配合ꎬ从而更好地为师生提供高效优

质的服务ꎬ为“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更高层次发展

提供一流的智能化管理与服务ꎮ
(２)建立激励机制ꎬ提高教学管理人员工作的

积极性和服务能力ꎮ 建立教学管理人员的激励机

制ꎬ一是可以正确引导教学管理人员工作的方向ꎬ
工作有目标性ꎬ二是可以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ꎬ三
是优胜劣汰ꎬ提高整体管理队伍素质ꎬ四是体现学

校对教学管理人员的重视ꎮ 所以ꎬ学校应建立并

完善针对教学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ꎬ如各项评优、
绩效考核、岗位考核等机制ꎬ通过不同的评优考核

标准来激励教学管理人员更好地工作ꎬ通过一些

标准的设定引导教学管理人员在各方面工作中树

立创新意识、担当意识、责任意识ꎬ从而提高其工

作质量与服务能力ꎮ 完善的激励机制不仅是对其

基层教学管理工作的认可与肯定ꎬ也能为他们将

来向更高层次发展、练就更强的工作能力打下

基础ꎮ
(３)加强对基层教学管理人员的培训交流ꎬ提

升其创新能力ꎮ 为基层教学管理人员创造学习提

升的条件ꎬ组织基层教学管理人员进行参观学习ꎬ
定期从教学管理人员中选拔优秀人员进行轮岗培

训学习ꎬ学校也可以利用假期或其他时间ꎬ组织本

校各学院教学管理人员进行教学管理研讨ꎬ通过

研讨会的形式ꎬ让大家彼此就某一个工作专题进

行深入探讨ꎬ将平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解决的办

法、存在的困惑等进行交流和探讨ꎬ彼此促进ꎬ共
同提高ꎬ以此途径激发大家创新性地开展工作ꎮ
在组织教学管理研讨会和培训学习方面ꎬ学校还

需要切实为基层教学管理人员能够在工作中跟上

时代的步伐、工作上有创新性提供必要的学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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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与机会ꎮ
(４)建立基层教学管理人员评价与反馈机制ꎬ

促进其整体素质与能力提升ꎮ 建立适当的基层教

学管理队伍评价机制是促进基层教学管理人员能

力提升、人员素质和工作效能提高的有效方式之

一ꎬ学校应对教务处、各学院的教学管理队伍进行

定期评估ꎮ 总体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包括:教学管

理定位、目标规划、管理组织机构、教学管理人员

配备、人员分工、教学管理制度建设、业务管理流

程及标准(规范)、材料管理(纸质与电子材料)、教
学管理网站建设、教学管理人员自身成果、特色项

目建设等几个指标ꎬ采用全方位的评价方式ꎬ评价

者包括领导、同行、教师、学生、管理者自身ꎬ指标

应根据评价者不同再做细化设计ꎬ注意发挥评价

的激励和导向作用ꎮ 评价结果必须及时反馈并加

强对评价结果在一定范围的正确使用ꎬ对评价结

果要奖惩分明ꎬ评价好的给予奖励、树立榜样ꎬ评
价差的要给予惩罚并进行整改、帮助其提高ꎻ同时

要求每个教学管理人员与教学管理组织单位对照

评价结果写出改进与提高的总结ꎬ以促进教学管

理队伍整体素质与能力提升ꎬ进而提高教学管理

服务水平[１]ꎮ
２.教学管理人员自身层面
(１)准确定位自己的工作岗位ꎬ甘心付出ꎬ勇

于担当ꎮ 作为基层教学管理人员ꎬ自己要准确定

位ꎬ既然选择或被选择了这个岗位ꎬ就要有高度的

责任心和热情来对待自己的工作ꎬ要有担当和奉

献精神ꎮ
(２)不断提高自身素质ꎬ与时俱进ꎮ 在这个飞

速发展的时代ꎬ不能停止学习的脚步ꎬ基层教学管

理人员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和学校改革需要以及自

身的专长ꎬ为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不断学习

与探索ꎬ结合工作实际开展相关课题研究ꎬ教学管

理人员也要有研究意识、问题意识ꎬ以提高自身管

理水平ꎮ
(３)双创时代背景下ꎬ工作要有创新意识ꎮ 在

国家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

下ꎬ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已成为高校的基本

教育目标ꎬ为了配合高校教育目标的实现ꎬ作为基

层教学管理人员ꎬ一定要有主动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的意识ꎬ要跟上时代的发展ꎬ利用先进的管理手

段ꎬ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便捷功能ꎬ创新高效地为师

生提供教学管理服务ꎮ
３.师生层面
(１)尊重和理解基层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ꎬ以

提升其工作信心和服务意识ꎮ 教学秩序正常运转

的背后是每个基层教学管理人员有条不紊地工作

作为保障ꎬ师生应充分尊重和理解教学管理人员

的工作ꎬ才能使他们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下更有信

心地为师生提供更便捷优质的管理服务ꎮ
(２)配合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要求ꎬ共同提高

教学管理质量ꎮ 随着教务系统的普及使用ꎬ教学

管理的多项工作都实现了网上办公ꎬ但是ꎬ网上办

公存在一个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工作的要求ꎬ
所以师生必须配合教学管理人员ꎬ严格按照通知

要求的时间节点完成工作ꎬ这样ꎬ才能提高工作效

率ꎬ促进教学管理质量的提高ꎮ
四、结语
高校的教学质量提高离不开基层教学管理人

员这样一支队伍ꎬ一支好的基层教学管理队伍可

以为教学发展提供方向指引[２]ꎮ 教学管理人员应

正确对待自己的工作ꎬ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

素养和工作能力ꎬ将繁杂的工作标准化、规范化、
流程化ꎬ要有在平凡的岗位做出不平凡业绩的信

心和决心ꎻ作为学校高层管理部门ꎬ要重视基层岗

位ꎬ为基层教学管理人员的职业发展提供条件和

政策保障ꎬ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ꎬ完善评价体系ꎬ
更好地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ꎮ
只有实现自我和学校双轮驱动ꎬ不断提升基层教

学管理人员素质与能力ꎬ才能使其为师生提供更

好的教学服务ꎬ使其工作得到师生的认可ꎬ进而促

进教学管理工作水平不断提高ꎬ为高校建设做好基

础性的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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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标导向的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的模式构建研究∗

叶 苗 苗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系ꎬ 安徽芜湖　 ２４１００２)

　 　 [摘　 要] 　 新时期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创新人才培养体系ꎬ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ꎬ满足国家对人

才的需求ꎬ是高等院校的重大使命之一ꎮ 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ꎬ需要从根本上整体优化人才培养体系ꎮ 通过对目

标导向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的主要特征分析ꎬ阐述了目标导向的高等院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主要原

则、关键点和基本模式ꎮ 按照“目标导向”的理念ꎬ系统构建了“基于目标导向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ꎬ该体系凸

显了“目标导向—行为养成—目标达成”的基本逻辑ꎬ一定程度上优化了高等院校现有的人才培养体系ꎮ
[关键词] 　 目标导向ꎻ　 高校ꎻ　 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ꎻ　 模式构建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８７－０５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很快ꎬ目前有近 １.８ 亿

人接受过高等教育ꎮ ２０１７ 年教育事业统计公报发

布的数据显示ꎬ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全国共有普通高等

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２ ８８０ 所ꎬ在学总规模 ３ ６９９
万人ꎬ毛入学率达 ４２.７％[１]ꎮ 从上述数据看ꎬ我国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众多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

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较快且教育公平得到一定的改

善ꎮ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ꎬ也应当看到ꎬ新时期社会

主要矛盾的转化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首要需要是

教育ꎬ需要更好质量、更高层次的教育ꎬ而高等教

育在质量和层次提升方面与人们的需求还存在较

大的差距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ꎬ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新

要求ꎬ将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

发展ꎮ 随着新时期社会对人才要求的进一步提

高ꎬ高等院校内涵式发展的关键ꎬ就是全面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ꎬ积极响应社会的需求ꎬ而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的关键ꎬ是系统优化高校现有的人才培养

体系ꎮ 围绕这一热点问题ꎬ国内学者从目标导向

的具体课程建设[２－３]、教学质量评估体系[４]、研究

生培养模式[５]、人才培养体系改革[６－７]等方面展开

了相关研究ꎮ 但相关的研究多是针对具体的课程

或某一方面突出问题展开的对策研究ꎬ较少从全

面优化的角度ꎬ对高等院校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整

体性的研究ꎮ 因此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ꎬ针对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对高质量人才的实际需求ꎬ本文

从目标导向切入ꎬ提出了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

系优化的路径ꎮ
一、目标导向下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

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１.系统论

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ꎬ要解决好人才培

养质量的问题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ꎬ需要

系统性的思维ꎬ对高校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一体化

的改革ꎬ从学校层面对人才培养体系存在的问题

进行全面的梳理ꎬ对相关的要素、资源进行系统整

合ꎬ构建适应当前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ꎮ 因此目

标导向下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理论基

础之一就是系统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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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论是由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的ꎮ 我国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系统”进行过这样的描述: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而又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

分结合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ꎮ” [８]７８－８４系统

论的核心观点可以表达为:系统是由两个以上的

要素构成ꎬ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ꎬ进而输

出特定的功能ꎮ 系统不是各个要素简单的相加ꎬ
而是强调要素有机组合后ꎬ系统要素之间的联系

与相互作用ꎬ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了要素个

体所不具备的功能或效能ꎬ即实现“１＋１>２”的效

果ꎬ系统本身是一个整体ꎬ同时也是高一级系统的

子系统ꎮ 具体的系统性思维应用到高校一体化人

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方面ꎬ主要可以理解为:高校人

才培养体系的要素构成多元ꎬ有教师、学生、管理

者等人的因素ꎻ有软件、硬件等物的因素ꎻ有管理

制度、文化等环境因素ꎻ有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等社

会因素ꎬ等等ꎬ如何将相关的要素有机整合ꎬ实现

人才培养体系的最优化ꎬ需要用系统性的思维去

构建相对最优化的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ꎮ
２.目标导向理论

人才培养体系涵盖了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定

位、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的条件、人才培养过

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人才培养相关制度等相关

方面ꎬ是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支撑ꎮ 高

校人才培养的关键ꎬ首先要解决目标问题ꎬ先有目

标明确ꎬ定位清晰ꎬ然后才有如何具体实现ꎮ 人才

培养目标定位是高校最基础的顶层设计ꎬ也是高

校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ꎬ是构建一体

化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ꎮ
目标导向理论是由豪斯提出来的激励理论的

分支ꎬ多用于企业管理中的员工激励ꎮ 核心观点

认为ꎬ人的行为既是人的有机体对于刺激的反应ꎬ
又是通过一连串的动作实行预定目标的过程ꎮ 通

常任何行为都有其动机和目标ꎮ 动机是激发和维

持个体进行活动并导致该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心

理倾向或动力[９]ꎮ 目标是指人期望在行动中达到

的结果和成绩ꎮ 其应用于高校一体化的人才培养

体系的构建ꎬ表现为一种逆向的人才培养体系设

计理念ꎬ要求目标清晰具体ꎬ不同于传统的正向的

问题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设计理念ꎬ是一种将管

理理论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创新之举ꎮ
二、目标导向下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

系的主要特征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ꎬ信息和

知识的获取变得容易ꎬ这与传统的高校学生主要

依靠教师的传授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情况已经不

同ꎬ同时ꎬ随着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ꎬ社会对高质

量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大ꎬ高等院校按照传统的

人才培养体系培养的学生很难满足当今社会的需

求ꎮ 但目前国内有些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中仍存

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ꎬ如:在学生培养目标制定

的过程中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广泛和深入的调研ꎬ
缺乏系统性的论证ꎻ人才培养的基本的知识结构

体系和能力素质等方面的达成度要求较为模糊ꎻ
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与学生的培养目标关联度较

弱ꎻ微观的课程教学目标与宏观的人才培养目标

不太匹配ꎻ部分课程的教学方法仍以教师“填鸭

式”的讲解为主ꎬ学生处于被动的听的位置ꎬ课堂

的参与度非常有限ꎻ人才培养的过程管理没有完

全理顺ꎻ人才培养的后期评价不当等ꎮ 针对传统

人才培养体系存在的弊端ꎬ２０１４ 年«中国工程质量

报告»首次提出ꎬ“制定培养目标达成度的标准ꎬ以
前瞻性理念来培养人才”ꎬ将培养目标达成度这一

新的思维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有机地关联起来ꎮ
结合相关研究ꎬ概括出目标导向下高校一体化人

才培养体系的主要特征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１.理念层———突出“目标导向”的思维

人才培养目标是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根本目

标ꎬ所有教育教学工作都应围绕人才培养目标的

达成进行ꎮ “目标管理”强调主体行为的“自我控

制”ꎬ自下而上地保证目标实现ꎮ 其后ꎬ德国学者

结合本国国内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ꎬ在具体应用

方面ꎬ提出目标导向教学法ꎬ核心观点是:从具体

的做中学ꎬ从学习者亲身经验中学ꎬ强调学生个体

是学习过程的中心ꎬ是知识的主动探究者ꎬ而不是

被动的接受者ꎻ教师是学习过程的协调者ꎬ而不是

传统的简单的知识传授者ꎮ 人才培养首要问题是

理念问题ꎬ“目标导向—行为养成—目标达成”是

一种新的思维和人才培养理念ꎬ不同于传统的问

题导向的理念ꎬ突出了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以学

生发展为中心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ꎬ强调了人才培

养体系的系统性和过程性ꎬ突出了“以人为本”的

“教”与“学”ꎬ强调了充分调动高等院校中教师和

学生两大主体的能动性ꎮ
２.学习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推进“目标导向的学生学业生涯管理”ꎬ解决

学生学习目标、学习动力和个性化发展问题ꎬ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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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学生的主体性ꎬ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投入度ꎮ
高等院校教学中ꎬ学生是学习的主体ꎬ人才培养目

标的制定、教学内容的安排、教材的编制、课程的

设计等都应突出学生的主体特征ꎬ调动学生的参

与积极性ꎮ 通过目标导向的学业生涯管理ꎬ使学

生从外在被动的“要我学”转变为内在主动的“我
要学”ꎬ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目的性ꎬ充分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ꎬ增加学生持续的、有效的学

习投入度ꎮ “基于目标导向的学生学业生涯管理”
可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充分发挥学生自

我约束、自我管理的主体性ꎬ使学生能够根据预先

设定的学业生涯目标ꎬ一方面完成知识储备ꎬ另一

方面完成能力养成ꎬ大幅度提高学生的核心竞争

力ꎬ满足学生自我发展的需求和社会对高质量人

才的需求ꎮ
３.教学端———充分调动老师的主动性

推进“目标导向的教师一体化教学体系”ꎬ全
面提升高等院校教师教学投入的有效性ꎮ 教师是

目标导向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执行、运用的关

键行动者ꎮ 通过目标导向的一体化教学体系改

革ꎬ使教师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这一较为单一固

化的角色ꎬ转变为学生学习目标的管理者、过程的

组织者、问题的解答者和效果的检验者ꎬ从而引导

学生实现知识的快速获取、有效转化和综合思维

能力等的全面发展ꎮ 大学生具备相对独立的思

考、判断和分析能力ꎬ教师如何科学设计教学环

节ꎬ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ꎬ启发学生的创

新精神等ꎬ都需要教师的教学投入度做保证ꎮ 此

外ꎬ教师还应在不同的年级阶段、不同的教学环节

中使用不同的教学理念和方法ꎬ时刻关注社会需

求和行业变化ꎬ将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导入教学中ꎬ
推进学生全面的自我发展ꎮ

４. 管 理 端———注 重 人 才 培 养 的 质 量

控制

建立以“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为核心的教育

质量观和保障制度ꎬ如:制定覆盖教师管理、日常

教学管理与教学激励等相关制度ꎮ 建立以高等院

校二级院系的党委副书记、教学副院长、专业负责

人、系主任和教学督导等构成的学生学业生涯质

量管理队伍ꎮ 围绕人才培养和教学持续改进ꎬ建
立质量评价与改进体系ꎮ 形成覆盖学生学习、教
师教学、专业建设、学生工作等分层、分类质量评

价改进体系ꎮ 形成课程教学水平评价、教学效果

评价和课程目标对培养目标支撑度评价体系ꎮ 最

终ꎬ通过目标导向式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ꎬ
建立以“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为核心的教育质量

观ꎬ打破传统的知识传授与能力素质培养割裂的

局面ꎬ进而实现学生知识与能力的全面提升ꎬ提高

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ꎬ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

培养质量ꎬ使其适应社会的需求ꎬ实现与社会对人

才评价标准的对接ꎮ
三、目标导向下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

系的构建原则
第一ꎬ系统性原则ꎬ强调目标导向的高校一体

化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性ꎬ不同于传统的碎片化

问题导向ꎻ第二ꎬ统一性原则ꎬ强调高校人才培养

体系与目标与学生个体需求、社会需求的匹配与

统一ꎻ第三ꎬ主体性原则ꎬ强调目标导向下的高校

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中教师和学生两大主体的有

机互动ꎻ第四ꎬ过程性原则ꎬ强调高校人才培养体

系贯穿大学期间的全过程ꎬ有总目标ꎬ有具体的阶

段目标ꎬ有对应的工作重点ꎻ第五ꎬ全面性原则ꎬ强
调人才培养理念与目标、阶段过程、质量与评价标

准等全面优化ꎬ各个原则的主要内容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目标导向下的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原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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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目标导向下的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

体系的构建模式

１.目标导向下的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

体系的构建

目标导向下的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的构

建ꎬ主要包括 ４ 个部分(如图 ２ 所示)ꎮ 其中ꎬ目标

端是引领ꎬ教学端和学习端是核心ꎬ支撑端是基础

保障ꎮ
第一部分:目标端ꎬ也是输出端ꎬ表现为双目

标的学生学习与发展ꎬ其中内在的发展如“知识＋
能力＋素质”ꎬ外在部分“就业＋创业＋深造”ꎮ

第二部分:教学端ꎬ该体系将教学过程建立在

与培养目标一致的基础上ꎬ形成可检测、可控制、
自洽的闭环教学体系ꎮ

第三部分:学习端ꎬ该体系将学习行为建立在

学业和学习目标的基础上ꎬ通过清晰的、阶段性目

标来激发、引导、评估和调整学生的学习行为ꎬ形
成可计划、可评估和可控制的 “自我学习管理”
模式ꎮ

第四部分:支撑端ꎬ也是投入端ꎬ教学资源投

入ꎬ教学环境保障ꎬ宏观概括为文化和制度建设ꎬ
具体涵盖人员、经费、设施、基地等方面的配套与

保障ꎮ

图 ２　 目标导向下的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模式

　 　 ２.目标导向下的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

系构建的关键

目标导向下的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的关键ꎬ需要有具体对应的细化的关键支撑条件ꎮ
具体如下:

关键点一:针对教学端ꎬ构建“基于目标导向

的一体化教学体系”ꎮ 需要以下 ７ 个方面互相配

合:第一ꎬ高等院校的每个专业有清晰的人才培养

定位和具体目标ꎻ第二ꎬ每个课程目标都要支撑两

个以上培养目标ꎬ形成课程地图和关系图ꎻ第三ꎬ
基于课程地图设计课程大纲ꎻ第四ꎬ采用学生自我

收获评价与学习考核相结合的教学效果评价ꎻ第
五ꎬ基于课程目标达成情况ꎬ形成教师、课程团队、
专业 ３ 个层次的闭环改进体系ꎻ第六ꎬ实施“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和“过程化”的考核ꎻ第七ꎬ建立

保障过程管理的文化和制度ꎮ

关键点二:针对学习端ꎬ构建“基于目标导向

的学业生涯管理体系”ꎬ需要以下两个方面互相支

撑:第一ꎬ多渠道帮助学生了解专业、行业和职业ꎬ
认识自我ꎬ建立“职业—学业—学期”的目标链ꎬ并
进行动态评估和调整ꎬ除了主要依托教师和学工

两条主线外ꎬ积极开展协同人才培养ꎮ 通过辅导

员和教师帮助学生进行专业学习和自我认知ꎻ通
过企业参观、与业界专家和校友进行讲座交流ꎬ帮
助学生提高其对行业和职业认知ꎻ通过高年级同

学朋辈教育ꎬ对其进行学业和学习规划ꎮ 第二ꎬ构
建支撑“厚基础、宽口径”和“分类发展”的培养体

系ꎮ 为此ꎬ需要设计“低年级:学科基础＋专业基

础ꎬ高年级:模块化分类选修课程＋实践教学”的培

养体系ꎮ
关键点三:实施保障端ꎬ构建“基于目标导向

的教学＋学业控制体系”ꎮ 需要以下两个方面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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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第一ꎬ是围绕教学过程ꎬ建立分类、分层人

才培养和教学质量标准体系ꎮ 在高等院校校级层

面质量标准的基础上ꎬ形成覆盖适合各个二级院

系的专业定位、基本素质、专业知识能力、实践能

力、创新创业能力和学习能力 ６ 个方面的人才培养

质量标准ꎬ形成覆盖课程目标、授课方案、考核方

案和评价 ４ 个方面的教学质量标准ꎮ 第二ꎬ是围绕

人才培养和教学全过程ꎬ建立质量监控体系ꎮ 在

高等院校总体的有关质量监控指标的基础上ꎬ形
成适合各个二级院系的且覆盖学生端、教师端和

学院端的系统的质量监控指标ꎬ形成覆盖整个教

学过程的教学质量监控指标ꎮ
五、结论
构建目标导向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ꎬ确立

人才培养中心地位ꎬ切实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ꎬ
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ꎬ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重大举

措的具体表现ꎬ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保障ꎬ也是高等院校提升核心发展能力的当务

之急ꎮ
在目标导向理念指导下ꎬ按照“目标导向—行

为养成—目标达成”这一基本逻辑ꎬ通过在高等院

校中构建目标导向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ꎬ有利

于增强高校教师教学的投入度ꎬ优化人才培养的

过程管理ꎬ保障教学的效率ꎻ同时ꎬ有利于增强学

生学习的投入度ꎬ优化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和主动

性ꎬ促进学生学业目标的达成ꎬ助推其全面发展ꎮ
除此之外ꎬ构建一个完整的目标导向的高校一体

化人才培养体系ꎬ需要关注目标、教师、学生以及

配套支持等多方面因素ꎬ这样才能更好地达成目

标ꎬ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ꎬ满足学生自我发展和

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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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政策”下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及心理影响个案研究∗

崔 元 慧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ꎬ 吉林四平　 １３６０００)

　 　 [摘　 要] 　 父母的教育和引导是儿童性格和人格形成的基础ꎮ 随着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ꎬ家长对孩

子的教育问题得到高度重视ꎬ家庭教育逐渐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ꎮ 近年来ꎬ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出台ꎬ非
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心理学界关注的重点ꎬ父母教养方式直接影响着这类儿童的心理健康ꎮ 从个案入

手ꎬ采用文献研究法、非结构访谈及观察法ꎬ系统地对儿童人际关系、处事能力等方面进行非结构观察研究ꎬ对父

母教养方式等方面进行非参与观察研究ꎬ探究非独生子女家庭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ꎬ提出相应的

对策ꎮ
[关键词] 　 非独生子女ꎻ　 教养方式ꎻ　 心理影响ꎻ　 个案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Ｇ７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９２－０５

　 　 一、父母教养方式及对儿童的影响

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子女时所认为、感
受和表现出来的特定方式ꎬ以及与子女互动时带

有情感的一系列行为[１]ꎮ 美国教育学家雷克特

(Ｈ.Ｊ.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曾指出ꎬ“不仅语言、民族习俗、社
会经济、个性品德、技能技巧ꎬ甚至是知识大部分

均来源于家庭ꎬ许多教育和学习的事实都发生在

家庭之中” [２]２９ꎮ 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摇篮ꎬ父
母的教育方式对子女的个性发展及行为养成具有

深远的影响ꎮ
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  鲍姆林德 ( Ｄｉａｎａ

Ｂａｕｍｒｉｎｄ)通过“响应程度”和“要求程度”两个维

度把家庭教育模式分为 ４ 类———权威型、独裁型、
放任型(即溺爱型)、不作为型(也称忽略型)ꎮ 响

应程度即父母给予孩子爱、接纳、支持及对孩子的

需要的敏感的程度ꎮ 响应程度高的父母会接纳、
表扬和鼓励孩子ꎬ与孩子交流他们喜欢和欣赏的

事物ꎻ响应程度低的父母容易忽视孩子的情感ꎬ拒

绝孩子的要求ꎬ经常批评、否定孩子ꎮ 要求程度即

父母对孩子的行为实施严格控制的程度ꎬ指父母

是否对孩子的行为建立适当的标准ꎬ并督促其达

到这些标准ꎮ
权威型教养方式是一种温情支持、积极反馈、

合理限制并期待儿童做出适当的、成熟的行为反

应的方式(Ｐａｒｋｅ ＆ Ｃｌａｒｋｅ－Ｓｔｅｗａｒｔꎬ２０１１)ꎬ家庭中

的每个成员彼此尊重ꎬ平等对待ꎬ营造良好的家庭

氛围ꎬ有利于儿童自尊自信品质的养成ꎮ 独裁型

教养方式是一种父母对子女绝对控制ꎬ要求子女

必须服从ꎬ缺乏情感关怀的粗暴的方式(Ｐａｐａｌｉａꎬ
Ｏｌｄｓ ＆ Ｆｅｌｄｍａｎꎬ２０１３)ꎮ 在这种教养方式的影响

下ꎬ儿童不仅不能获得情感的满足ꎬ而且父母的冷

漠、缺乏温情使其容易形成孤僻、多疑、缺乏安全

感的人格特点[３]ꎮ 放任型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对子

女采用一种忽视并任其自由发展的方式ꎬ或者是

对子女极端溺爱ꎬ管理过于宽松ꎬ惩罚前后不一

致ꎬ通常会造成儿童不受控制、不合作、易攻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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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行为等行为特征 ( Ｐａｒｋｅ＆Ｃｌａｒｋｅ － Ｓｔｅｗａｒｔꎬ
２０１１)ꎮ 在这种教养方式的影响下ꎬ儿童容易养成

缺乏抗挫折能力、自控能力较差、任性、叛逆等性

格和行为特点ꎮ 不作为型教养方式下ꎬ父母对子

女低要求低反应ꎬ他们既缺乏爱的情感和积极反

应ꎬ又缺少对儿童行为上的要求和控制的方式ꎬ父
母与子女很少沟通ꎬ缺乏互动ꎬ对孩子漠不关心ꎬ
任其自由发展ꎬ易使儿童形成自卑、不求进取、内
向、性格孤僻等心理和行为问题ꎮ

研究表明ꎬ权威型教养方式与儿童各种积极

的发展相关ꎬ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家长明白儿

童身心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关爱还需要适当的限

制ꎬ他们能耐心地给孩子讲道理ꎬ与孩子一起商

讨、制定规则并共同遵守ꎬ促进孩子健康成长ꎮ 相

反ꎬ父母采用不恰当的教养方式易使儿童在性格

和行为养成过程中偏离正常的轨道ꎮ 儿童的社会

化还未完成ꎬ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ꎬ如果采用一定

的方法适当调整父母对子女的教养能减少对儿童

造成的不良心理及行为影响ꎬ那么ꎬ我们就可以帮

助非独生子女儿童顺利完成社会化ꎮ[４]１４４－１４５

二、非独生子女家庭父母教养方式对儿

童性格和行为影响的研究现状

１.教养方式对儿童性格特征影响的研

究现状

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人格形成的影响不仅

是直接的而且是长期的ꎮ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Ｋ(２０１４)研究表

明ꎬ父母对儿童长期溺爱ꎬ过度保护ꎬ会导致儿童

在生活中缺乏主动性ꎬ容易形成任性、娇气的性

格ꎬ不利于独立人格的发展[５]ꎮ 学者山下俊郎指

出ꎬ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ꎬ有诸多的“特异

性”ꎬ一方面ꎬ与双亲教养方式与教养态度有关ꎻ另
一方面ꎬ源于家庭中特定的教育因素———兄弟姐

妹[６]７４－７５ꎮ 杨碧秀(２０１５)等的研究表明父亲和母

亲教养方式的不一致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有影响ꎬ
其中激励—惩罚因子的差异对儿童心理健康影响

相对较大[７]ꎮ 一项有关此方面的研究显示ꎬ在惩

罚性教养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ꎬ普遍比较内向ꎬ
不善于和他人交流感情和想法ꎬ并且比较悲观ꎮ
在精神质及情绪稳定性上ꎬ在家庭气氛和谐、充满

温情、互相理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情绪比

较稳定ꎻ相反ꎬ经常遭受父母惩罚、被严厉管教的

孩子ꎬ情绪稳定性较差ꎮ 惩罚、干涉和拒绝亲近孩

子等教养方式对孩子的精神质发展都有不利的影

响ꎬ这样的孩子容易不合群、偏激、调皮并富有攻

击性ꎮ 日本的一项有关早期育儿风格对儿童心理

健康影响的研究表明ꎬ父母双方都采用权威型教

养方式对儿童乃至其成人后的心理健康有促进作

用ꎬ并且这些影响不随受试者的性别不同而存在

差异[７]ꎮ

２.教养方式对儿童行为特征影响的研

究现状

张喜转(２０１４)发现ꎬ相比非独生子女家庭中

的父亲ꎬ独生子女家庭中的父亲对孩子更加重视ꎬ
更有耐心ꎬ表现出较多的温情与理解[８]ꎮ 日本一

项有关带养者与儿童行为关系的研究发现ꎬ通过

研究儿童在 ７.５ 岁时的行为可以预测其到 ９ 岁时

的行为ꎬ儿童 ７.５ 岁时的问题行为触发养育者在其

９ 岁时采取过度反应的教养方式ꎬ这种教养方式会

增加儿童的问题行为ꎬ减少儿童的亲社会行为[９]ꎮ
Ｐａｌｏｍａ Ｂｒａｚａ(２０１５)研究发现专制型教养方式不

利于儿童正确的道德价值观的内化ꎬ容易导致儿

童在成长的过程中产生社会退缩的心理和行为ꎬ
一个家庭中ꎬ若父亲和母亲采用不同的教养方式ꎬ
比如ꎬ一个采用专制型教养方式ꎬ另一个采用宽松

型教养方式ꎬ儿童更容易出现攻击性行为[１０]ꎮ

三、个案资料及心理问题呈现

１.性格特征

在妈妈眼里ꎬ欣欣是个聪明的小女孩ꎬ很听

话ꎬ会听从父母的安排完成各项活动ꎬ但有时妈妈

觉得欣欣不像同龄的孩子那样天真活泼ꎬ显得稳

重老实ꎬ有时甚至觉得她“不开心”ꎮ 班主任认为

欣欣学习成绩优秀ꎬ兴趣爱好广泛ꎬ聪明ꎬ听话ꎬ做
事认真、仔细ꎬ性格内向ꎬ胆小ꎬ不敢表达自己ꎬ不
喜欢比自己差的同学ꎬ不喜欢分享ꎬ不喜欢帮助同

学ꎮ 笔者观察到欣欣有选择困难ꎬ遇事不敢做决

定ꎬ小心翼翼ꎮ 欣欣非常讲卫生ꎬ甚至有点洁癖ꎮ
与同龄的孩子相比ꎬ欣欣不仅严格要求自己ꎬ而且

对同学严格要求甚至苛刻ꎬ有极强的上进心ꎬ但不

自信ꎬ自我评价不客观ꎬ消极思想偏多ꎬ非常在意

他人的评价ꎬ尤其想获得妈妈的认可ꎮ

２.社会行为特征

欣欣小时候好奇心特别强ꎬ经常拆卸玩具ꎬ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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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妈妈的批评ꎮ 欣欣的父母高中文化ꎬ经商ꎬ创业

时无暇顾及大女儿ꎬ事业稳定后有了欣欣ꎬ他们把

对老大的亏欠都弥补到了二女儿欣欣身上ꎬ非常

重视对她的教育ꎮ 欣欣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差ꎬ妈
妈为其包办一切生活事务ꎬ精心照顾她的生活ꎮ
欣欣的课外生活被母亲给她报的各种辅导班充

塞ꎮ 欣欣平时学习成绩很好ꎬ但考试时会紧张ꎮ
当身处除学校和家庭之外的环境时ꎬ欣欣会表现

得很拘谨、胆小ꎬ不敢独立完成一些简单的社会事

务ꎬ甚至不敢一个人过马路ꎮ 她不善于表达自我ꎬ
更不会拒绝妈妈给她安排的她不喜欢的事情ꎮ 欣

欣在班上是学习委员ꎬ工作很负责ꎬ但对同学很严

厉ꎬ有时不近人情ꎬ尤其是当她对待班里学习成绩

差的男同学时ꎬ态度简单粗暴ꎮ

３.父母的教养方式

妈妈十分强势ꎬ说一不二ꎬ对欣欣采取的是独

裁型教养方式ꎬ经常批评欣欣ꎬ会为欣欣的成长做

周密的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ꎬ不经欣欣同意替她

做选择ꎬ一味地把她认为好的意愿强加给欣欣ꎬ欣
欣内心十分抗拒但敢怒而不敢言ꎮ 妈妈每一个有

关学习方面的安排ꎬ欣欣都认真执行ꎮ 爸爸是一

个性格温和的人ꎬ对欣欣的行为一贯采取放任态

度ꎬ把对欣欣教育的权限几乎让给妈妈ꎬ对欣欣采

用的是溺爱型教养方式ꎬ父母对欣欣的教育方式

和态度严重不一致ꎮ

四、个案分析

１.样本儿童家庭教养方式分析———问

题形成的原因

(１)性格特征形成原因

欣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受他们自身的成

长环境、接受教育的程度、所处社会地位、家庭经

济情况等因素的影响ꎮ 欣欣的父母都是高中学

历ꎬ经商多年ꎬ社会阅历丰富ꎬ善于待人接物ꎮ 家

长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第一任老师ꎬ父母的言传

身教使得欣欣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乖巧懂事的一

面ꎮ 家境逐步富裕后ꎬ父母把对第一个孩子的亏

欠过度补偿在第二个孩子身上ꎬ虽然给欣欣提供

了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ꎬ却也使欣欣的性

格发展逐步偏离正常的轨道ꎬ父母不一致的教养

方式尤其是母亲对孩子过高的要求使欣欣形成胆

小、逃避、退缩等性格特征ꎮ

(２)社会行为特征形成原因

笔者在观察和访谈中发现欣欣的母亲对欣欣

的教养属于独裁型教养方式ꎬ欣欣父亲对孩子采

用的是溺爱放纵型教养方式ꎬ欣欣的父母在对孩

子的教养方式上存在严重的不一致[１１]ꎮ 母亲对欣

欣非常严厉ꎬ这源于母亲自身的成长经历ꎮ 欣欣

的母亲是家里众多孩子中受关注较少的一个ꎬ１６
岁起赚钱养家ꎬ工作中雷厉风行ꎬ由于丈夫经常出

差ꎬ她不得不独自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ꎬ在
对子女的教育这一方面说一不二ꎬ把自己曾经因

为经济困难失去的求学成才梦无意识中强加在孩

子身上ꎬ对欣欣各方面要求严格ꎮ 欣欣的父亲是

家中最受宠爱的孩子ꎬ是在家人的溺爱和呵护下

长大的ꎬ他对待自己的孩子也采取了同样的教养

态度ꎬ面对孩子提出的要求全盘满足ꎬ很少管教ꎮ
父母间教养方式的差异导致欣欣对社会规范认识

的模糊性ꎬ使得欣欣在一个不平衡的教养环境下

成长ꎬ影响了欣欣正常的社会化进程[１２]３１－３５ꎮ

２.解决问题的方案

针对欣欣的情况ꎬ我们需要让欣欣的妈妈明

白问题所在ꎬ并尝试通过帮助欣欣的父母改变家

庭教养方式ꎬ和欣欣共同努力ꎬ解决问题ꎮ
解决方案分为 ３ 个步骤ꎬ即沟通、分析、治疗ꎮ
(１)沟通

家长应该把对孩子的期望、要求及时与孩子

平等地进行沟通ꎬ而非将主观意愿强加于人ꎬ哪怕

是良好的愿望ꎮ 心平气和地和孩子就学习、生活

中遇到的问题一起分析、讨论ꎬ尝试让孩子自己做

决定ꎬ解决问题ꎬ而不是全盘包办ꎮ 欣欣已经到了

能够管理自我、分担家庭内务的年纪ꎬ有必要让她

做力所能及的事情ꎬ培养责任感ꎮ 家长不能仅仅

是孩子的“衣食父母”ꎬ应努力成为孩子成长道路

上的知心朋友ꎬ走进孩子的内心ꎬ主动参与孩子的

生理及心理成长ꎬ与孩子进行心与心的沟通ꎬ适时

适当地满足孩子合理的心理需求ꎬ尤其是对像欣

欣这些即将步入青春期的孩子来说ꎬ当孩子遇事

流露胆怯情绪时ꎬ母亲应及时发现ꎬ和孩子分析困

难ꎬ挖掘孩子自身具备的优势ꎬ探讨解决问题的方

法ꎬ鼓励其迎难而上ꎬ而不是简单蛮横地对其训

斥、批评ꎮ 母亲应转换关注孩子的视角ꎬ尊重孩子

的想法ꎬ保证孩子的心理健康ꎮ 父母要做到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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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百接纳孩子ꎬ不仅要善于发现、欣赏孩子的优

点ꎬ也要接纳、包容孩子的缺点ꎬ家长对孩子的绝

对接纳是与孩子进行沟通交流的基础ꎮ 面对孩

子ꎬ父母应给予孩子更多的鼓励和赞美ꎬ少一些否

定和训斥ꎮ 皮格马利翁效应启发我们ꎬ期待的价

值是无限的ꎬ家长尊重、鼓励和赞美孩子会增强孩

子的自尊和自信ꎬ同时也能教会孩子欣赏和赞美

他人ꎬ当一个人的优势因不断得到肯定而发挥到

最佳状态时ꎬ劣势自然会被削弱[１３]１２－１５ꎮ
(２)分析

面对欣欣家庭的这种情况ꎬ笔者尝试帮助其

父母反省对子女的教育方式ꎬ走出对孩子期望过

高的误区ꎬ清楚认识孩子的优缺点ꎬ并且不要把对

第一个孩子的遗憾全部补偿到第二个孩子身上ꎬ
对两个孩子均要关爱ꎬ在教育过程中制定一系列

的目标ꎬ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相结合ꎬ对孩子提出

合理的要求ꎬ近期目标的制定要切实可行ꎬ以孩子

“跳一跳就能够得到”为基准ꎬ使影响程度和要求

程度达到平衡ꎬ一个个近期目标实现了ꎬ长远目标

最终就可以达成ꎮ 当欣欣实现了一个个近期目标

后ꎬ内心愉悦ꎬ自然就能克服胆怯、不自信的心理ꎬ
家长也能收获成就感ꎬ每个家庭成员的幸福指数

上升ꎬ家庭氛围自然温馨轻松ꎬ在家长与子女之间

能做到相互尊重与欣赏后ꎬ欣欣在学校、在社会上

也会逐渐悦纳他人ꎮ 父母只有抛弃独裁型教养方

式、放任型教养方式、不作为型教养方式ꎬ对子女

采用权威型教育方式ꎬ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指

明灯ꎬ才能引导孩子逐步实现目标、达成愿望ꎬ不
断激发孩子的潜能ꎬ促进孩子健康成长ꎮ

(３)治疗

谢雅雅在青少年强迫症与不良家庭教养方式

研究中提出了家庭疗法ꎬ本研究借鉴此疗法ꎬ针对

欣欣的情况进行干预[１４]ꎮ 家庭疗法是集体心理治

疗中的一种方法ꎬ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ꎮ 家庭

是社会成员生存的基本单位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

系和相处模式不仅影响着各成员的身心健康ꎬ而
且影响着他们学习、工作及作为社会人为人处世

的态度ꎮ
家庭疗法分 ３ 个步骤进行:第一步ꎬ访谈者与

欣欣进行交谈ꎬ要求爸爸妈妈在旁边静听ꎬ反思自

己教育孩子的态度和方式ꎬ从而认识到自己作为

家长的问题所在ꎻ第二步ꎬ访谈者组织家庭成员沟

通交流ꎬ敞开心扉ꎬ使欣欣了解到家人的做法有一

定的道理ꎬ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ꎬ引导欣欣尝试反

思自己应对母亲的态度和方式ꎻ第三步ꎬ在访谈者

的主持下ꎬ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对话ꎬ反思过去ꎬ但
不追究谁是谁非ꎬ重点是展望未来ꎬ共同商讨如何

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气氛ꎬ爸爸妈妈应该采取什

么样的态度对待女儿ꎬ女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

度回应ꎬ如何使家庭氛围变得和谐、温馨、充满欢

乐ꎮ 根据问题严重程度ꎬ通常举行 １－５ 次讨论就

会达到预期的效果[１５]１２８－１３０ꎮ
(４)效果分析

经过 ４ 个月有效干预ꎬ欣欣的父母认识到了自

己教育方式存在的问题ꎬ承认不当的教育方式对

孩子造成的危害ꎬ及时做出了调整ꎬ不再以自己的

评判标准要求孩子ꎬ给欣欣表达内心想法和提出

要求的机会ꎬ在日常生活中给予欣欣更多的鼓励ꎬ
尝试在乎孩子的内心感受ꎮ 在父母改变态度后ꎬ
欣欣逐步改变了对他人的态度ꎬ在学校与同学相

处时态度温和了ꎬ在社会上不再害怕、躲避陌

生人ꎮ
欣欣逐渐改变了自己错误的思维方式ꎬ面对

家人的和颜悦色ꎬ她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时ꎬ能够

主动和家人沟通ꎬ一起分析ꎬ努力克服ꎬ收获了很

大的进步ꎮ 欣欣的自信心有所提升ꎬ敢于尝试独

立解决学习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ꎬ生活自理能力

有所提高ꎬ对父母多了一些理解ꎬ不再向爸爸提出

无理要求ꎬ主动帮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ꎬ有
了一定的家庭责任感ꎮ 在学校ꎬ她能够主动交友ꎬ
善待同学ꎬ助人为乐ꎮ 面对母亲安排的课后辅导ꎬ
欣欣敢于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ꎬ在和家人出去

购物时ꎬ欣欣不再像以前那样有选择障碍ꎬ敢于自

己做决定了ꎮ 这些进步ꎬ令人欣慰ꎮ

五、研究结论

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千差万别ꎬ影响教养

方式的因素众多ꎬ如父母原生家庭的教养方式、父
母自身的人生经历、受教育程度、人格特点ꎬ等等ꎮ
非独生子女家庭中ꎬ儿童除接受父母的教育ꎬ还会

受到兄弟姐妹行为的影响ꎮ 与独生子女家庭相

比ꎬ父母的教育任务加重ꎬ需要教育两个甚至更多

孩子ꎬ在教育一个孩子时ꎬ还要考虑对其他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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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ꎮ 父母要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ꎬ教育

孩子时应严格而不严厉、关注而不过度干涉、关爱

而不溺爱ꎬ我们鼓励父母多采用民主沟通、温情支

持、合理控制、有效指导等积极的教养方式ꎬ不要

采用专制、命令、惩罚、不理睬、纵容等消极的教养

方式ꎬ将孩子视为独立的个体ꎬ尊重、赏识孩子的

想法与社会行为ꎬ让孩子感知到自己是被尊重的、
被重视的ꎬ理解孩子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并与他

们共同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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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态度与父亲教养参与关系研究∗

许　 颖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ꎬ 福建泉州　 ３６２０００)

　 　 [摘　 要] 　 以 ９ 对 ０—６ 岁儿童的父母为对象进行访谈ꎬ通过质的分析探究母亲对父亲角色的态度及其与父

亲教养参与之间的关联ꎮ 结果发现:母亲认可父亲的教养价值ꎬ但认为父亲的教养天性不足ꎬ且对父亲的教养动

机、教养技能评价相对较低ꎮ 母亲态度与父亲教养参与之间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关联ꎮ 母亲态度的类型及其在父

亲教养参与中的作用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ꎮ
[关键词] 　 母亲态度ꎻ　 父亲教养参与ꎻ　 父亲角色态度ꎻ　 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Ｇ７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９７－０５

一、问题提出

目前ꎬ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ꎬ在儿童的

早期教养过程中ꎬ高水平的父亲教养参与有利于

儿童的体格发育和认知发展ꎬ能促进儿童性别角

色意识以及自我意识的形成ꎬ还对儿童的学业成

就及社会技能有积极的影响ꎮ 反之ꎬ低水平的父

亲教养参与或父亲教养的缺失ꎬ往往会导致儿童

的内、外化问题行为ꎬ不利于其身心发展ꎬ甚至还

会对家庭教养儿童的整体功能带来消极影响ꎮ 毋

庸置疑ꎬ父亲参与儿童早期教养有着他人不可取

代的作用ꎮ 因此ꎬ关注影响父亲教养参与的因素

显得尤为重要ꎮ
Ｂｅｌｓｋｙ(１９８４)提出了影响父母教养参与的父

母特征、儿童特征及压力或支持社会来源等 ３ 个方

面的因素ꎮ Ｌａｍｂ 等人(１９８５)提出决定父亲教养

参与的因素主要有父亲的教养动机、教养技能和

教养自信等ꎮ Ｄｏｈｅｒｔｙ 等人(１９９８)提出影响父亲

教养参与涉及儿童、父亲、母亲、父母协同教养及

社会文化背景等五大因素ꎮ 综合以上观点ꎬ可以

判断父亲因素是其中最为近端的关键因素[１]ꎮ 近

年来ꎬ父亲角色态度这一因素受到了广泛关注ꎮ
父亲角色态度主要包含教养天性(是否具备教养

天赋)、教养价值(参与教养的重要性)、教养动机

(参与教养的意愿)和教养技能(具备的教养能力)
４ 个方面[２]ꎮ 研究已证实ꎬ父亲对自身角色态度的

各维度既独立又相互作用ꎬ影响着父亲的教养参

与ꎬ教养动机、教养技能是其中的核心要素[３]ꎮ
父亲角色态度不仅包括父亲本身的态度ꎬ也

包括与父亲紧密关联的其他人的态度ꎬ其中以儿

童母亲的态度尤为值得关注ꎮ Ｍｉｎｕｃｈｉｎ 家庭系统

理论指出家庭成员之间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存在

相互影响的作用ꎬ因此ꎬ父亲的教养参与会受到家

庭系统中其他人的影响[４]４７ꎮ Ｂｅｌｓｋｙ 等人也提到

家庭是一个多成分的概念ꎬ这些成分相互关联ꎬ构
成了家庭整体的各个子系统[５]ꎮ 因此ꎬ若从生态

学的视角关注这一问题ꎬ就应该关注母亲这一影

响父亲教养参与的因素ꎮ 另外ꎬ父亲职能的社会

建构主义观点认为ꎬ在父亲形成教养职责的过程

中ꎬ虽然其自身占据核心地位ꎬ但是所有与儿童有

关的其他角色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６－７]ꎮ 大

—７９—

∗[基金项目]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计划(社科)“双亲的父亲角色态度与父亲教养参与之间关系的质性研

究”(项目编号:ＪＡＳ１５１０６６)ꎬ泉州市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专业)带头人培养计划(项目编号:泉教高

[２０１８]１ 号)ꎮ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４－１５
[作者简介] 许　 颖ꎬ女ꎬ福建泉州人ꎬ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讲师ꎮ  



量研究表明ꎬ母亲在儿童教养中有着固定的地位、
角色、权利和责任ꎬ父亲的教养角色则充满着变

数[８]ꎮ 通常情况下ꎬ母亲是儿童的主要照料者ꎬ是
传统意义上教养的权威ꎬ承担着分配、监督、指导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使命ꎮ 母亲的支持能让父亲

更好地参与到对儿童的照顾和教育中ꎬ母亲的限

制则可能令父亲职能难以得到发挥ꎮ 已有研究发

现母亲对父亲教养价值、教养技能的评价会直接

预测父亲的教养参与[９－１０]ꎻ也有研究发现当母亲

认可父亲教养价值时ꎬ父亲对自身教养价值的态

度能预测其教养参与[１１]ꎮ 显然ꎬ母亲对父亲角色

的态度与父亲教养参与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ꎮ
为此ꎬ本研究将把父亲角色态度的各维度纳

入考虑范围ꎬ以儿童的父母双方为研究对象ꎬ采用

访谈法收集相关资料ꎬ通过质的分析探讨母亲对

父亲角色的态度ꎬ同时关注母亲态度对父亲教养

参与的影响ꎬ以丰富有关父亲教养参与影响因素

的研究ꎬ为促进父亲教养参与提供相应的指导ꎮ

二、研究方法

１.访谈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和目的抽样方式ꎬ访谈对象为 ９
对来自完整家庭的 ０—６ 岁儿童的父母ꎬ他们均具

有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ꎮ
２.访谈提纲

结合文献综述ꎬ参考已有的父亲教养参与和

父亲角色态度的概念模型ꎬ设计半结构性的访谈

提纲ꎬ分为母亲版和父亲版ꎮ 母亲版的访谈提纲

主要包括:开场白和过渡ꎬ访谈对象和儿童的基本

情况ꎬ母亲态度与父亲教养参与ꎬ这包括母亲对父

亲角色的态度及其与父亲教养参与的关联ꎮ 父亲

版访谈提纲主要包括:开场白和过渡ꎬ母亲态度对

父亲教养参与的影响ꎮ
３.访谈过程

访谈通过面对面或网络视频的形式进行ꎮ 所

有访谈员均为接受过访谈培训的教育学、心理学

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ꎮ 首先ꎬ访谈员向访谈对象

介绍访谈目的ꎬ强调保密原则ꎬ征得对方同意后对

访谈进行录音ꎻ之后ꎬ访谈员围绕提纲进行访谈ꎬ
其间ꎬ灵活调整、补充或追问相关问题ꎮ 所有的访

谈录音均转录为文本资料并确保转录的准确性ꎮ
完成转录的原始访谈录音资料共 １８ 个ꎬ每次访谈

用时 ３２—５７ 分钟ꎬ转录的文本资料共计 １５.５２ 万

余字ꎮ 以下引号内的内容均出自访谈文本资料ꎮ

４.访谈分析

采用情境分析和类属分析结合的方式[１２]１２ꎬ对
访谈的文本资料进行自下而上的归纳和总结ꎮ

三、研究结果

１.母亲对父亲角色的态度

根据母亲的访谈资料ꎬ探究母亲对父亲角色

各方面的态度ꎮ
(１)教养天性

受访母亲普遍认为父亲缺乏教养天性ꎬ尤其

是在照料儿童生活方面ꎬ如“天赋ꎬ确实有点弱ꎬ好
像总是差那么一点ꎬ可能男的比较大条吧ꎬ穿个衣

服都能把孩子卡住ꎬ也可能是做得少ꎬ没经验ꎬ很
难说”ꎬ“这些就不是他们能干的事ꎬ怎么都做不

好ꎬ他们自己也泄气”ꎮ 仅一位母亲表示对子女的

教养没有天性之说ꎬ父母双方都需要后天学习和

积累经验:“谁也不是天生会做父母的ꎬ都一样ꎬ从
头开始学ꎬ无非都觉得妈妈应该多承担些ꎮ”

(２)教养价值

４ 位母亲肯定父亲参与照顾儿童生活能带来

不一样的价值ꎬ有利于儿童规则的养成、性格的塑

造以及亲子关系的培养等ꎬ如“父亲多照顾孩子ꎬ
也能多了解孩子嘛ꎬ感情也更好ꎬ有时候男人做法

跟我们不一样ꎬ他就比我讲原则ꎬ立的规矩就一定

得坚持”ꎬ“爸爸多和孩子接触ꎬ对孩子性格培养也

好ꎬ孩子会更勇敢、开朗”ꎮ 同时ꎬ多数母亲认为父

亲发挥所长参与儿童教育ꎬ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发

展、性别意识和兴趣的培养、性格塑造等ꎮ 如“有
的爸爸知识面更广ꎬ为人处世也在行ꎬ相信能教孩

子很多东西ꎬ而且ꎬ孩子多跟爸爸在一起也会更开

朗、活泼”ꎮ
有两位母亲虽然认可父亲参与儿童教养具有

一定价值ꎬ但要视父亲的教养观念和教养方式而

定ꎬ认为父亲不当的教养参与可能存在扰乱孩子

的生活习惯、造成安全隐忧、给孩子带来不舒适感

等不利影响ꎮ 如“重要啊但可能没什么经验ꎬ
有时候会破坏孩子的一些生活习惯ꎬ他一带ꎬ孩子

就会睡得晚ꎬ早饭也不好好吃了”ꎬ“是很重要ꎬ就
是不放心ꎬ不止一次了ꎬ不是弄哭就是弄伤孩子ꎬ
有时就一会儿工夫ꎬ搞得孩子不舒服”ꎮ 还有一位

母亲反对父亲参与儿童教养ꎬ尤其是在照顾儿童

生活方面ꎬ认为父亲带来的积极影响甚少ꎮ
(３)教养动机

６７％的受访母亲认为父亲参与照顾儿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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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不强ꎬ缺乏动机ꎬ“意愿不强ꎬ推一下动一

下ꎬ不提醒他ꎬ他也就不管了ꎬ很多事情还是我和

我妈操心”ꎮ 有两位母亲表示父亲有一定的动机

照顾儿童日常生活ꎬ“对比其他人ꎬ他的意愿还是

比较强的ꎬ不像有些爸爸回家就玩手机ꎬ他能主动

承担一些事务ꎬ陪孩子玩ꎬ喂饭ꎬ洗澡ꎬ哄睡”ꎮ
受访母亲中有占比 ５６％的母亲认可父亲愿意

承担儿童教育责任的动机ꎬ“他觉得男孩子要多跟

爸接触ꎬ多培养兴趣ꎬ学习生存能力ꎬ不能太娇惯

孩子ꎮ 我们会一起商量ꎬ一起探讨在什么情况下

要怎么教育ꎬ挺积极的”ꎮ 但也有占比 ３４％的受访

母亲表示父亲参与儿童教育的动机不强ꎬ“感觉他

不太上心ꎬ每次和他探讨孩子的教育ꎬ他总是说以

后再说”ꎮ
(４)教养技能

受访母亲整体对父亲照顾儿童生活方面的教

养技能的评价偏低ꎬ有的母亲不认可父亲在这方

面的能力ꎬ“几乎不会吧ꎬ以前就不会给宝宝换尿

布、洗澡ꎮ 现在ꎬ孩子上幼儿园ꎬ让他准备东西也

是乱七八糟的ꎬ别说其他了”ꎻ有的母亲认为父亲

的照顾能力明显弱于母亲ꎬ“还可以ꎬ肯定不如当

妈的ꎬ可能也是做得少ꎬ泡奶粉没问题ꎬ换尿布就

不太行”ꎮ
受访母亲对父亲教育儿童的能力相对持肯定

的态度ꎮ 受访中占比 ５６％的母亲表示父亲能够胜

任儿童教育ꎬ如“我想他没问题ꎬ做事很认真ꎬ感兴

趣的东西多ꎬ也爱钻研ꎬ这点就能引导孩子ꎬ他能

做好的ꎮ 我们也商量过ꎬ让他多培养孩子兴趣”ꎮ
占比 ４４％的母亲认为父亲在儿童教育上的能力不

足或因父亲缺乏参与的意愿对其教育能力持怀疑

态度ꎬ如“跟他探讨孩子教育的问题ꎬ他心不在焉ꎬ
我觉得他很难做得好”ꎬ“他不像我ꎬ会去学习一些

教育观念、教养方式ꎬ谈不上有能力吧”ꎮ
２.母亲的态度与父亲的教养参与

根据双亲访谈资料的质性分析ꎬ笔者梳理出

母亲的态度与父亲教养参与之间的关联ꎮ
(１)母亲的角度

在教养天性上ꎬ受访中占比 ６７％的母亲认为

尽管对孩子父亲的评价低ꎬ但并不影响父亲对孩

子实际的教养参与ꎮ 如“不会影响吧ꎬ他也觉得自

己没天赋ꎮ 没关系ꎬ都得学着照顾和教育孩子ꎬ还
说妈妈也是要一点点学的”ꎮ 占比 ３３％的母亲表

示自己对丈夫教养孩子问题上的态度会影响他对

自身教养技能的态度和教养动机ꎬ进而影响他实

际的教养参与ꎬ尤其是在照顾孩子生活方面ꎬ如
“我觉得他没什么天赋ꎬ他也会觉得自己不行、不
会ꎬ就做得很少ꎬ(在照顾孩子方面)很能打太极”ꎬ
“我这么想ꎬ他自己也觉得好像天生做不来ꎬ就不

太愿意做了ꎬ好在不是完全不管”ꎮ
在教养价值上ꎬ多数母亲认为对孩子父亲的

认可会影响其教养参与ꎮ 一方面ꎬ这种影响是直

接的ꎬ如“不断肯定他的价值ꎬ他就会做得多ꎬ也做

得更好ꎬ至少现在他整理孩子的东西比我好”ꎻ另
一方面ꎬ这种影响会通过父亲对自身角色的态度

(如教养价值或动机)产生间接的影响ꎬ如“你认可

他ꎬ他也觉得自己重要ꎬ所以积极与你分担照顾和

教育孩子的责任ꎬ意愿很强ꎬ给宝宝换尿布、穿衣

服ꎬ经常都是他”ꎮ 另外ꎬ在儿童教育方面ꎬ受访中

有占比 ３４％的母亲认为她们对父亲教养价值的态

度并不重要ꎬ关键还在于父亲自身的态度ꎬ如“其
实我觉得怎么样不重要ꎬ要他自己怎么想ꎮ 他认

为在培养孩子兴趣方面ꎬ父亲的作用很关键ꎬ所以

他会带孩子去接触很多东西ꎬ不需要我的认可”ꎮ
在教养动机上ꎬ占比 ５６％的母亲认为自己的

态度不会影响父亲对子女实际的教养参与ꎬ或认

为关键在于父亲自身的意愿ꎬ如“我说他意愿不

强ꎬ他也没什么改变ꎬ还是那样ꎬ孩子的吃喝拉撒

不怎么管ꎬ就是陪孩子玩”ꎬ“关键是他自己愿不愿

意ꎬ他要是重视ꎬ自然会花心思ꎬ我怎么看不重

要”ꎮ 受访中占比 ４４％的母亲认为自己的这一态

度对父亲教养行为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ꎮ 当母亲

对父亲的教养动机持肯定评价时ꎬ父亲容易产生

积极态度ꎬ“我夸他愿意付出ꎬ他乐得伺候他女儿ꎬ
洗澡现在都是他ꎬ也帮忙收拾书包ꎬ准备点心”ꎻ当
父亲受到消极评价时ꎬ他容易产生消极态度ꎬ“你
要是说他不积极ꎬ像‘不管孩子生活’‘不指望你教

孩子’之类的话ꎬ好像挺打击他的ꎮ 他会怒的ꎬ反
而不做了”ꎮ

在教养技能上ꎬ无论是对孩子的生活照顾还

是教育ꎬ９ 位受访母亲中有 ５ 位认为自己的评价会

通过父亲对自身角色的态度(教养技能或教养动

机)间接影响父亲实际的教养参与行为ꎮ 如“经常

夸他做得好ꎬ有能力ꎬ他得意ꎬ动力也足了ꎬ有时候

甚至抢着做ꎬ现在给女儿洗澡、讲故事、玩乐高的

活基本轮不上我”ꎮ 但也有占比 ４４％的母亲认为

她的态度对父亲教养参与行为不存在影响ꎬ如“你
说他做得好ꎬ他也就笑笑ꎬ说他哪里做得不好ꎬ他
嘴上说知道了ꎬ也不会有什么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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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父亲的角度

在教养天性上ꎬ多数父亲认为母亲的评价不

影响自己的教养参与ꎬ如“天性缺乏也是事实ꎬ虽
然会退缩ꎬ但有时候也去做ꎬ当爸的嘛ꎮ 洗澡、喂
奶、穿衣服基本会ꎬ对孩子的教育也很注意ꎬ其实

我觉得妈妈对孩子的教养也都是后来学起来的ꎬ
只能说她们更细心些”ꎮ 另外ꎬ受访者中占比 ３４％
的父亲认为母亲的消极评价会挫伤他对子女教养

参与的积极性ꎬ“多少会有影响吧ꎬ天生不是这块

料ꎬ做时也不顺ꎬ总是会不那么主动”ꎮ
在教养价值上ꎬ与母亲的看法相类似ꎬ父亲普

遍认为母亲的认可会促进他们对子女的教养参

与ꎬ如“她经常给我灌输爸爸的角色对孩子的兴

趣、性格培养有多么重要ꎬ确实也是ꎬ所以乐意去

照顾孩子ꎬ教育更不用说了ꎬ都是为了孩子”ꎮ 反

之ꎬ母亲消极的评价会给父亲带来消极的影响ꎬ
“如果是你ꎬ被认死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ꎬ你怎么

想ꎬ反正我不行ꎬ都你来好了ꎬ我乐得轻松”ꎮ 仅一

位父亲认为母亲的看法不重要ꎬ“她的看法是其

次ꎬ我真心觉得父亲参与教养对孩子的成长很重

要ꎬ我就会尽力参与ꎬ不想错过”ꎮ
在教养动机上ꎬ受访父亲中占比 ６７％的父亲

表示母亲的态度容易影响他对子女的教养动机ꎬ
对他实际的教养参与行为影响甚大ꎬ如“你做了ꎬ
她还说你不情不愿ꎬ很打击人啊ꎬ你做时她看不

到ꎬ她看到了ꎬ还总是挑剔ꎬ还是不做得了”ꎮ 还有

占比 ３３％的受访父亲觉得母亲态度的影响是次要

的ꎬ关键看自己的意愿和能力ꎬ如“要看当爸的自

己愿不愿意ꎬ孩子的生活、教育ꎬ我都看重ꎬ都会花

心思照顾、陪伴ꎬ老婆说什么对我影响不大”ꎮ
在教养技能上ꎬ受访父亲多数认为妻子的积

极或消极评价会影响他对教养技能和教养动机的

态度ꎬ进而促进或抑制他实际的教养参与ꎮ “她肯

定我做得好ꎬ我做什么都乐意了ꎬ再难也得试试ꎬ
像给孩子洗澡ꎬ跟打仗一样ꎮ 我在教育孩子方面

也操心ꎬ经常要请教其他人”ꎬ“说实话ꎬ要是能多

夸我一下ꎬ我也有信心ꎮ 已经主动照顾孩子了ꎬ还
被她指手画脚ꎬ既然我做不来ꎬ还是她来吧”ꎮ 受

访父亲中只有两位认为他自己对子女教养的态度

比来自妻子的评价更重要ꎬ“不管她说我做得好还

是不好ꎬ有时候我真是自己感觉做不好ꎬ工作上一

把手ꎬ怎么到孩子这就老是受挫呢? 没信心ꎬ容易

退缩”ꎮ

四、结果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母亲对父亲角色的态度主要表

现为:认为父亲的教养天性不如母亲ꎬ但认可父亲

的教养价值ꎬ对父亲的教养动机、教养技能评价相

对较低ꎮ 对比之前的研究ꎬ母亲对父亲角色的态

度相较于父亲对自身角色的态度略显消极ꎬ尤其

在教养动机和教养技能方面[３]ꎮ 一方面ꎬ随着时

代的变迁和观念的更新ꎬ越来越多的母亲认识到

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重要性ꎮ 但由于传统的家庭

角色分工观念根深蒂固ꎬ大部分母亲仍抱有父亲

不擅长对子女的教养、主动参与儿童教养的意识

不强的看法ꎬ因而在父亲参与儿童教养过程中ꎬ作
为教养“内行”的母亲ꎬ容易扮演指导者、监督者甚

至裁判者的角色ꎬ低估父亲的教养动机和能力ꎮ
另一方面ꎬ母亲往往需要从儿童教养中获得身份

认同和家庭影响力ꎬ而父亲的参与可能让母亲产

生危机感[９][１３]ꎬ因而ꎬ母亲潜意识里对父亲参与教

养的动机和技能持有高的期待或标准ꎮ
整体上ꎬ母亲态度与父亲教养参与之间存在

直接和间接的关联ꎮ 首先ꎬ母亲对父亲角色态度

各维度的评价彼此独立地影响父亲的教养参与ꎬ
即母亲对父亲教养参与的价值、动机、技能越是认

可ꎬ父亲提升参与子女教养水平的可能性就越高ꎬ
反之则不然ꎮ 笔者从访谈结果分析可以归纳出ꎬ
父亲感知到的母亲对其态度的直接影响略高于母

亲所认为的影响ꎬ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教养

参与过程中ꎬ父亲对母亲态度的重视ꎮ
其次ꎬ母亲态度间接的影响体现在父亲并不

是机械而被动接受母亲的态度去改变自己的教养

行为ꎬ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ꎮ 父亲自身的态度是

影响其教养参与最直接的驱动因素ꎮ 其一ꎬ计划

行为理论和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ꎬ重要他人的评

价会通过影响个体行为意图或对行为能力的评价

而促进或阻碍个体行为[１４]ꎮ 因此ꎬ母亲态度可能

经由父亲对自身态度的中介作用对父亲教养参与

产生影响ꎮ 其二ꎬ根据身份认同理论的观点ꎬ当父

亲根据他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做出相应行为时ꎬ会
得到其他人的反馈ꎮ 当他人反馈与父亲的自我身

份认同一致时ꎬ会强化父亲的身份认同ꎬ父亲进而

继续表现出与身份认同相一致的行为ꎮ 反之ꎬ父
亲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ꎬ或者调整自己的看法ꎬ以
获得合理的身份认同[１５]ꎮ 这意味着母亲态度可能

存在不同的类型ꎬ不同类型情况下ꎬ父亲自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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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对教养参与的能动性影响会有所不同ꎮ
综合以上论证ꎬ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

面着手提升父亲的教养参与ꎮ 一是母亲应接纳、
支持、协同父亲参与儿童教养ꎬ既要给父亲创造参

与教养的机会ꎬ以积极的态度支持父亲与子女的

互动ꎬ调动父亲教养参与的积极性ꎻ还要与父亲一

起探讨子女教养问题ꎬ共同提升教养能力ꎮ 二是

父亲应以积极的身份认同参与儿童教养ꎬ为自己

设定“父亲”身份的合理行为标准ꎬ与母亲一起照

料儿童的生活、关心儿童的教育ꎻ同时ꎬ通过多种

渠道更新科学教养理念ꎬ强化教养动机ꎬ提升教养

技能ꎮ
本研究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ꎮ

首先ꎬ在访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量化研究ꎬ深入揭

示母亲态度在父亲教养参与中的作用机制和影响

效应ꎻ其次ꎬ探究母亲协同父亲教养参与的限制性

和支持性行为ꎬ以及它们与父亲教养参与的具体

关联ꎻ最后ꎬ访谈对象的数量和同质性限制了研究

结果的外部效度ꎬ有待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改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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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亲子共读是开展幼儿家庭早期阅读的基本方式ꎬ也是提高幼儿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ꎮ 为了解

３—６ 岁幼儿家庭亲子共读的现状ꎬ对重庆市 ２２１ 名幼儿家长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表明:大多数幼儿家长十分重

视亲子共读ꎬ但过分关注幼儿知识的获得ꎮ 在共读策略的运用、共读作品的选择和共读环境的创设上存在不足ꎮ
通过对不同类别家庭亲子共读的差异比较发现ꎬ家庭月收入越高、家长学历越高、家庭所在区域越佳的家庭在亲

子共读情况上表现越好ꎮ 应帮助家长提高亲子共读认识水平ꎻ根据幼儿心理发展的特点ꎬ选择合适的阅读作品ꎻ
提高共读策略运用能力ꎻ创设良好的亲子共读环境ꎻ加强家园合作ꎬ推动亲子共读活动的开展ꎮ

[关键词] 　 ３—６ 岁ꎻ　 幼儿家庭ꎻ　 亲子共读ꎻ　 现状调查

[中图分类号] 　 Ｇ７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０２－０６

　 　 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ꎬ社会变化日新月异ꎬ
一个人要想适应社会的发展ꎬ就必须具备终身学

习的意识和能力ꎮ 阅读是人接收信息的重要途

径ꎬ也是开展终身学习实践活动所必备的能力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３—８ 岁是获得基本阅读能力的关

键期ꎬ并且幼儿的早期阅读能力对其未来的学业

成就有着很高的相关性[１]ꎮ 早期阅读对一个人阅

读能力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ꎬ尤其是对 ３—６ 岁儿

童而言ꎮ 但是 ３—６ 岁儿童在这个时期发展还不成

熟ꎬ对家长具有很强的依赖性ꎬ其阅读能力的培养

是以父母的指导为主的ꎬ所以ꎬ开展早期阅读必须

以发展家庭亲子共读为起始点ꎮ 目前亲子共读的

情况并不理想ꎮ 本文对亲子共读的现状进行调

查ꎬ了解亲子共读开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ꎬ提出

相应的解决措施ꎮ
一、研究方法

１.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ꎬ选择重庆市 ３—６ 岁

幼儿家长作为调查对象ꎬ共发放问卷 ２２１ 份ꎬ回收

有效问卷 ２０４ 份ꎬ该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９２.３１％ꎮ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孩子年龄、家长文

化程度、家庭月收入情况和家庭居住地等情况ꎮ
其中ꎬ男性 １０１ 人ꎬ女性 １０３ 人ꎻ３ 岁幼儿的家长 ５５
人ꎬ４ 岁幼儿的家长 ５２ 人ꎬ５ 岁幼儿的家长 ４６ 人ꎬ６
岁幼儿的家长 ５１ 人ꎻ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２９
人ꎬ中专及高中文化 ３４ 人ꎬ大学(包括专科、本科)
文化 １０７ 人ꎬ硕士及以上 ３４ 人ꎻ家庭月收入２ ０００
元以下 ２８ 人ꎬ月收入 ２ ０００—４ ９９９ 元 ３３ 人ꎬ月收

入 ５ ０００—９ ９９９ 元有 ５９ 人ꎬ月收入 １ 万元及以上

８４ 人ꎻ城市家庭 １１９ 人ꎬ镇城家庭 ４６ 人ꎬ农村家庭

３９ 人ꎮ
２.研究工具
本研究借鉴相关问卷并进行改编ꎬ编制成 ３—

６ 岁幼儿家庭亲子共读现状调查的初始问卷ꎮ 通

过进行小范围预测以及对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

行检验ꎬ最终形成 ２５ 个题目的正式问卷ꎮ 该问卷

含 ４ 个维度ꎬ分别为亲子共读态度、共读作品、共读

环境和共读策略ꎬ即家长对亲子共读的认识与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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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家长对共读作品的选择、家长对共读环境的创

设和家长对亲子共读指导策略的运用ꎮ
３.问卷信度、效度分析

(１)信度分析

信度是量表的可靠性或稳定性ꎮ 本研究运用

内部一致性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对问卷的信度进行

检验ꎮ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ꎮ 经分

析ꎬ«３—６ 岁幼儿亲子共读调查问卷»总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８１８ꎬ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均位于 ０.５４２—０.７４７ 之间ꎮ 其中ꎬ共读态度为

０.６２２ꎬ共读作品为 ０.５７９ꎬ共读环境为 ０.５４２ꎬ共读

策略为 ０.７４４ꎬ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都在 ０.５
以上ꎮ 可以看出ꎬ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高ꎬ表
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ꎮ

(２)效度分析

研究在问卷编制过程中ꎬ专门请学前教育专

业的高校教师、幼儿园教师、家长等针对问卷内容

提出相关建议并做出修改ꎬ请 ３ 位专家对问卷题目

进行审核ꎬ因此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ꎮ 此外ꎬ为检

验问卷的结构效度ꎬ本研究还运用因素分析的方

法来进行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幼儿亲子共读 ４ 个维度

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０.２３７—０.４６６ 之间ꎬ各因子与

总分的相关系数在 ０.６０１—０.７６６ 之间ꎬ各维度与

总的量表的相关系数都大于各维度间的相关系

数ꎬ且相关程度达到了中等相关ꎮ 可以看出ꎬ各个

维度既存在一定的相对独立性ꎬ又存在一定的相

关ꎮ 这表明问卷的 ４ 个维度能较好地反映所要测

量的内容ꎬ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ꎮ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１.３—６ 岁幼儿家庭亲子共读的总体

状况

为了解幼儿家庭亲子共读的总体状况ꎬ本研

究运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分析ꎬ如表 １
所示ꎮ
表１　 ３—６岁幼儿家庭亲子共读总体状况的基本统计一览表

维度 Ｍ ＳＤ

共读态度 ３.７９ ０.５０

共读作品 ３.８９ ０.５０

共读环境 ３.７２ ０.４６

共读策略 ３.８８ ０.５６

总体水平 ３.８２ ０.３７

　 　 由表 １ 可知ꎬ幼儿家庭亲子共读总体水平的平

均数为 ３.８２ꎬ高于中值 ３ꎮ 可见当前幼儿家庭亲子

共读状况处于中等水平以上ꎬ但仅高出了 ０.８２ꎬ亲
子共读的水平有待提高ꎮ 在各个维度上ꎬ平均分

最高的是共读作品ꎬ其次是共读策略、共读态度ꎮ
共读环境的平均分最低ꎮ 由此可见ꎬ大多数幼儿

家长已经认识到了亲子共读对幼儿成长的重要

性ꎬ在阅读过程中也注重阅读策略的运用ꎬ为幼儿

创设有利的阅读环境这一方面做得相对弱了

一些ꎮ
为进一步了解幼儿家庭亲子共读的现状ꎬ笔

者对各个题目选项进行了频数和百分比统计ꎮ 根

据统计分析的结果可知ꎬ在对亲子共读态度方面ꎬ
有近 ３３.４５％的家长认为幼儿借助看电视和 ＶＣＤ
等方式获取信息比图书阅读更重要ꎬ并没有意识

到阅读对幼儿发展的作用ꎮ 有 ４８.１１％的家长认为

与孩子共同阅读时ꎬ阅读内容的选择权主要取决

于家长ꎮ 可见这部分家长对亲子共读态度的认识

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ꎬ没有认识到阅读对幼儿发

展有着独特的作用ꎬ没有意识到幼儿对阅读内容

有选择权ꎬ这很容易让幼儿失去阅读的兴趣ꎮ
在共读作品方面ꎬ有 ２１.０１％的家长会为幼儿

选择纯文本的图画书ꎮ 有研究者指出:早期阅读

是 ０—６ 岁学前儿童根据图像、色彩、文字及成人的

讲读ꎬ来理解以图为主的儿童读物内容的活动过

程ꎬ它是将观察、记忆、思维和表达等多种认知融

为一体的综合过程[２]２２４－２２５ꎮ 可见ꎬ家长对亲子共

读作品的选择存在一定的误区ꎮ
在共读环境方面ꎬ有 ８３.７３％的家长会专门为

幼儿读物选择一个存放地点(如书架)ꎬ有 ７３.１２％
的家长会根据孩子的心情为其选择幼儿读物ꎬ可
见大多数家长会为孩子准备一个良好的阅读物质

环境和心理环境ꎮ 但是ꎬ有 ６０.５７％的家长没有为

孩子提供一个固定的阅读场所ꎬ时常变化的外部

环境会分散幼儿注意力ꎬ不利于幼儿阅读习惯的

养成ꎮ
在共读策略方面ꎬ有 ６０.６３％的家长会改变语

气、语速、语调以引起孩子的注意ꎬ有 ７２.１５％的家

长会经常模仿故事中的角色ꎬ生动形象地给孩子

讲故事ꎬ有 ８０.７７％的家长会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孩

子表现图画书中的情节ꎮ 但是ꎬ有 ７４.３４％的家长

会在阅读过程中停下来询问孩子知识性的问题ꎬ
追求阅读的功利性ꎮ 由此可见ꎬ大多数家长会在

亲子共读过程中重视共读策略的运用ꎬ但阅读的

功利性太强ꎬ没有意识到早期阅读主要是培养孩

子的阅读兴趣ꎬ这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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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不同类别幼儿家庭亲子共读的差异

(１)家庭亲子共读的性别差异

为了研究家庭亲子共读中不同性别幼儿是否

存在差异ꎬ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对不同性

别幼儿家庭亲子共读的状况进行分析ꎬ研究结果

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家庭亲子共读的性别差异一览表

维度 男(Ｍ / ＳＤ) 女(Ｍ / ＳＤ) Ｔ

共读态度 ３.７２ / ０.５０ ３.８６ / ０.４９ －１.４４

共读作品 ３.８７ / ０.４４ ３.９１ / ０.５６ －０.４２

共读环境 ３.７０ / ０.４１ ３.７４ / ０.５０ －０.５３

共读策略 ３.７７ / ０.６０ ３.９９ / ０.５１ －２.０９∗

总体表现 ３.７６ / ０.３２ ３.８８ / ０.４０ －１.６１

注:∗ｐ<０.０５ꎬ表示显著差异ꎻ∗∗ｐ<０.０１ꎬ表示非常显著差

异ꎻ∗∗∗ｐ<０.００１ꎬ表示极其显著差异ꎮ 下同ꎮ

由表 ２ 可知ꎬ性别因素在家庭亲子共读态度、
共读作品和共读策略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ꎬ只在

幼儿共读策略这一维度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ｐ<
０.０５)ꎬ女性幼儿的家长得分(Ｍ ＝ ３.９９)ꎬ显著高于

男性幼儿家长(Ｍ＝ ３.７７)ꎮ 由调查研究可知ꎬ这是

因为女性幼儿的家长更愿意变换语音、语调ꎬ经常

会模仿故事中的角色给孩子讲故事ꎬ以此来吸引

幼儿注意ꎮ 幼儿的性别因素没有给家长在家庭亲

子共读态度、共读作品、共读环境 ３ 个方面造成影

响ꎮ 总体上来看ꎬ家庭亲子共读情况并没有因幼

儿不同的性别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ꎮ
(２)家庭亲子共读的幼儿年龄差异

为了研究不同年龄幼儿的家长在家庭亲子共

读方面是否存在差异ꎬ本研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ꎬ对不同年龄幼儿家庭亲子阅读的状况进行了

分析ꎬ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家庭亲子共读的幼儿年龄差异一览表

维度
３ 岁

(Ｍ / ＳＤ)
４ 岁

(Ｍ / ＳＤ)
５ 岁

(Ｍ / ＳＤ)
６ 岁

(Ｍ / ＳＤ)
Ｆ

共读态度 ３.８５ / ０.４８ ３.６２ / ０.５２ ３.７３ / ０.５４ ３.９６ / ０.４３ ２.３１

共读作品 ３.８４ / ０.５７ ３.９９ / ０.４１ ３.９１ / ０.５２ ３.８１ / ０.４９ ０.６９

共读环境 ３.６６ / ０.５４ ３.９９ / ０.４１ ３.７８ / ０.４６ ３.８１ / ０.４９ ０.３４

共读策略 ３.９２ / ０.７１ ３.８２ / ０.５１ ４.０２ / ０.４０ ３.８８ / ０.５６ ０.８４

总体表现 ３.８２ / ０.４２ ３.７８ / ０.３６ ３.８５ / ０.４０ ３.８３ / ０.２８ ０.１４

　 　 由表 ３ 可知ꎬ不同年龄幼儿的家庭亲子共读情

况在各个维度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ꎬ可
以看出在各个维度的得分上ꎬ不同年龄幼儿的家

庭亲子共读的差异不是很明显ꎮ 幼儿年龄这一因

素没有对家庭亲子的共读态度、共读作品、共读环

境和共读策略这 ４ 个方面造成显著影响ꎮ 从总体

上来看ꎬ家庭亲子共读并没有因为幼儿年龄的不

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ꎮ
(３)家庭亲子共读在家庭月收入变量上的差

异

为研究不同家庭月收入在家庭亲子共读方面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ꎬ本研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ꎬ
对幼儿家庭亲子阅读的状况进行分析ꎬ并在此基

础上进行了 ＬＳＤ 多重比较ꎬ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幼儿家庭亲子共读的家庭月收入差异一览表

维度
２ ０００ 元以下(ａ)

(Ｍ / ＳＤ)
２ ０００－４ ９９９元(ｂ)

(Ｍ / ＳＤ)
５ ０００－９ ９９９元(ｃ)

(Ｍ / ＳＤ)
１０ ０００ 元以上(ｄ)

(Ｍ / ＳＤ)
Ｆ Ｐｏｓｔ Ｈｏｃ

共读态度 ３.２９ / ０.６２ ３.８０ / ０.５２ ３.７１ / ０.５６ ３.８７ / ０.４４ １.８６

共读作品 ２.５６ / ０.３８ ３.２９ / ０.４６ ３.９２ / ０.４０ ４.０１ / ０.４１ １８.０８∗∗∗ ａ<ｂꎬａ<ｃꎬａ<ｄꎬｂ<ｃꎬｂ<ｄ

共读环境 ３.２２ / ０.２５ ３.４６ / ０.４９ ３.７４ / ０.４６ ３.７７ / ０.４４ ２.４１

共读策略 ３.２２ / ０.５１ ３.６９ / ０.６７ ３.８５ / ０.５６ ３.９６ / ０.５４ ２.１６

总体表现 ３.０８ / ０.２８ ３.５７ / ０.３６ ３.８０ / ０.３７ ３.９０ / ０.３２ ７.４１∗∗∗ ａ<ｂꎬａ<ｃꎬａ<ｄꎬｂ<ｄ

　 　 表 ４ 中的数据表明ꎬ从整体来看ꎬ不同家庭月

收入在家庭亲子共读情况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

异ꎮ 从各个维度来看ꎬ在共读作品上存在非常显

著差异ꎬ而在共读态度、共读环境和共读策略 ３ 个

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ꎮ 家庭月收入在 ２ ０００ 元

以下的家长在总体表现和共读作品维度上的平均

分显著低于其他家庭月收入的家长ꎬ家庭月收入

越高ꎬ家庭亲子共读情况越好ꎮ
在共读作品的选择上ꎬ家庭月收入在 ２ ０００ 元

以下的家长在总体表现和共读作品维度上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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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显著低于其他家庭月收入的家长ꎬ这可能是由

于家长收入过低ꎬ受衣食住行各种花费的束缚ꎬ没
有充足的钱为孩子选择优秀的阅读作品ꎮ 在幼儿

家庭亲子共读总体表现上ꎬ家庭月收入越高ꎬ家庭

亲子共读情况越好ꎮ 这可能是因为收入较高的家

庭在经济上较为富余ꎬ在满足了日常物质需求之

外ꎬ会追求更多精神方面的需求ꎬ家庭亲子共读作

为家庭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自然会受到重

视ꎮ 因此ꎬ月收入较高的家庭亲子共读的各个方

面都显著高于月收入相对较低的家庭ꎮ
(４)家庭亲子共读在家长学历变量上的差异

为了研究家长不同的学历对家庭亲子共读是

否造成影响ꎬ本研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ꎬ对不同

学历家长幼儿家庭亲子共读的状况进行分析ꎬ如
表 ５ 所示ꎮ

表 ５　 家庭亲子共读的家长学历差异一览表

维度
初中及初中以下(ａ)

(Ｍ / ＳＤ)
中专及高中(ｂ)

(Ｍ / ＳＤ)
大学(专科、本科)(ｃ)

(Ｍ / ＳＤ)
硕士或硕士以上(ｄ)

(Ｍ / ＳＤ)
Ｆ Ｐｏｓｔ Ｈｏｃ

共读态度 ３.４４ / ０.５９ ３.５２ / ０.６９ ３.７９ / ０.４７ ３.９８ / ０.４０ １.６７

共读作品 ３.３９ / ０.４８ ３.４２ / ０.７４ ３.９３ / ０.４５ ３.９４ / ０.５１ ３.０３∗ ａ<ｂꎬａ<ｃꎬａ<ｄꎬ
ｂ<ｃꎬｂ<ｄꎬｃ<ｄ

共读环境 ３.３０ / ０.４９ ３.３９ / ０.５２ ３.５０ / ０.４４ ３.５２ / ０.３９ ３.３１∗ ａ<ｂꎬａ<ｃꎬａ<ｄꎬ
ｂ<ｃꎬｂ<ｄ

共读策略 ３.３９ / １.０７ ３.４８ / ０.３６ ３.９２ / ０.５５ ３.９４ / ０.５２ １.７８

总体 ３.４０ / ０.３４ ３.４６ / ０.３８ ３.８６ / ０.３６ ３.８７ / ０.３３ ３.４３∗ ａ<ｂꎬａ<ｃꎬａ<ｄꎬ
ｂ<ｃꎬｂ<ｄꎬｃ<ｄ

　 　 由表 ５ 可知ꎬ从整体来看ꎬ家长的学历状况对

家庭亲子共读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ꎮ 从各个维

度来看ꎬ在共读作品和共读环境上存在显著差异ꎬ
在共读态度和共读策略上不存在显著差异ꎮ 学历

在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家长在共读作品和共读环境

维度上的平均分低于其他学历家长ꎬ家长学历越

高ꎬ家庭亲子共读状况越好ꎮ
学历在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家长在共读整体水

平和共读作品及共读环境维度上不如其他学历家

长的原因可能是:低学历家长对待幼儿的教育问

题没有高学历家长理性ꎬ不懂得如何根据幼儿的

身心发展特点来为孩子选择合适的阅读作品ꎬ不
能为幼儿创设适宜的阅读环境ꎬ低学历家长大部

分不喜欢阅读ꎬ家里藏书量也不足ꎮ 高学历家庭

中的幼儿更可能拥有图书及更多的学习资源ꎬ且
家长的学历与家庭藏书数量呈正相关[３]ꎮ 因此ꎬ

文化程度低的家长在共读作品和共读环境维度上

低于其他学历的家长ꎮ 家长学历越高ꎬ家庭亲子

共读状况越好ꎮ 这可能是因为学历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一个人的知识水平ꎬ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家

长由于自身的知识水平较高ꎬ他们认识到家庭亲

子共读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ꎬ因此会更加重视家

庭亲子共读活动ꎮ 研究发现ꎬ低学历家长闲暇时ꎬ
经常玩电子产品或邀请朋友打麻将ꎬ自身并没有

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ꎬ没有创设良好的阅读氛围ꎬ
十分不利于家庭亲子共读活动的开展ꎮ

(５)家庭亲子共读在家庭区域变量上的差异

不同家庭区域在亲子共读上的表现不尽相

同ꎬ为了研究家庭所在区域对家庭亲子共读造成

的影响ꎬ本研究调查了处于城市、县城和农村这些

不同区域的家庭ꎬ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ꎬ对家庭亲

子共读的状况进行了分析ꎬ如表 ６ 所示ꎮ

表 ６　 家庭亲子共读的家庭区域差异一览表

维度 城市(ａ)(Ｍ / ＳＤ) 县城(ｂ)(Ｍ / ＳＤ) 农村(ｃ)(Ｍ / ＳＤ) Ｆ Ｐｏｓｔ Ｈｏｃ

共读态度 ３.８４ / ０.４８ ３.５２ / ０.５０ ３.６２ / ０.５５ ２.８２

共读作品 ３.９４ / ０.４７ ３.７２ / ０.５０ ３.３７ / ０.７４ ４.１７∗ ａ>ｃ

共读环境 ３.７９ / ０.４４ ３.４３ / ０.４４ ３.３８ / ０.２２ ５.９５∗∗ ａ>ｃ

共读策略 ３.９１ / ０.５７ ３.９２ / ０.４４ ３.３７ / ０.６３ ２.２６

总体 ３.８７ / ０.３６ ３.６３ / ０.２６ ３.４６ / ０.３６ ５.３２５∗∗ ａ>ｂꎬａ>ｃ

　 　 表 ６ 中的数据表明ꎬ从整体上看ꎬ不同区域家

庭在亲子共读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ꎮ 家在城市

的亲子共读情况最好ꎬ显著高于县城和农村地区

的家庭ꎮ 从各维度来看ꎬ家庭亲子共读在共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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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上存在显著差异ꎬ在共读环境上存在非常显著

差异ꎬ在共读态度和共读策略上不存在显著差异ꎮ
农村地区的家长在共读作品和共读环境维度上的

平均分低于其他地区的家长ꎮ 相比而言ꎬ城市地

区家庭亲子共读状况最好ꎬ县城地区的家庭亲子

共读情况较好ꎬ农村地区家庭亲子共读状况相对

较差ꎮ
农村地区家庭的亲子共读水平显著低于城市

和县城地区ꎬ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和教育发达程度远低于城市和县城ꎮ 经济是

影响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ꎬ影响和制约着一个

地区的教育发展和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４]ꎮ 城

市实体书店多ꎬ网络、物流相对发达ꎬ为城市家庭

挑选共读作品提供了便利ꎮ 与此同时ꎬ由于农村

家庭受经济条件的限制ꎬ家长无力为儿童提供适

宜的阅读环境ꎮ 城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

高ꎬ较高的待遇也会吸引大批有才能的人聚集到

城市ꎬ他们大部分非常清楚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ꎬ
因此ꎬ无论是在亲子共读作品的选择还是共读环

境的创设上都非常重视ꎮ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１.研究结论

从整体上看ꎬ大多数幼儿家长已认识到亲子

共读对幼儿成长所起到的重要作用ꎬ在阅读过程

中能注重阅读策略的运用ꎬ达到了一定的亲子共

读的效果ꎮ 但目前家庭亲子共读也存在一定的问

题ꎬ例如ꎬ家长过分关注孩子知识的习得ꎬ过分关

注借助阅读帮助幼儿认字ꎬ忽视了对孩子阅读兴

趣的培养ꎮ 在亲子共读指导策略的运用上也存在

一定的不足ꎬ尤其是在亲子共读作品的选择和亲

子共读环境的创设方面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一是不同性别幼儿家庭亲子

共读不存在显著差异ꎬ但在阅读策略上存在显著

差异ꎬ即女性幼儿的家庭比男性幼儿的家庭更注

重亲子共读策略ꎮ 二是３—６岁年龄段不同年龄的

幼儿在家庭亲子共读状况各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

异ꎮ 三是家庭月收入的不同引起幼儿家庭亲子共

读的差异ꎬ月收入为２ ０００元以下的家庭显著低于

其他月收入的家庭ꎮ 四是家长的学历不同会导致

家庭亲子共读状况的差异ꎬ硕士或硕士以上家长

的表现明显高于其他学历的家长ꎮ 五是处于不同

区域的家庭在亲子共读上的表现不同ꎬ处于城市

地区的家庭亲子共读水平显著高于县城和农村地

区的家庭亲子共读水平ꎮ
２.对策建议

(１)提高家长关于亲子共读的认识水平

家长应正确认识到家庭亲子共读的真正价

值ꎬ注重幼儿阅读兴趣的培养ꎮ 目前很多家长误

认为与幼儿共读就是为了帮助孩子获得知识ꎬ因
此很多家长都根据幼儿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来对阅

读的效果进行评价ꎬ这必然会降低孩子的阅读兴

趣ꎮ 家长帮助幼儿阅读有文字的书籍是阅读ꎬ幼
儿通过看绘本ꎬ对图画的欣赏、色彩的理解等都可

称为阅读ꎬ父母的语言讲述也可称为阅读ꎮ 家长

应摈弃功利化价值取向ꎬ正确认识亲子共读的主

要目的和意义ꎬ应该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良好的

阅读行为习惯ꎬ提高孩子自主阅读的意识和能力ꎬ
发展良好的情感ꎮ 过分关注文字的习得和知识的

获取ꎬ会大大降低幼儿的阅读兴趣ꎬ且不利于家庭

亲子共读的长期开展ꎬ更会影响到家庭亲子共读

的效果ꎮ 因此ꎬ家长要在阅读的过程中注重对孩

子阅读兴趣的培养ꎬ关注幼儿在阅读中是否能体

会到快乐ꎬ这样才能让孩子逐渐提高阅读的兴趣ꎬ
有助于形成长期阅读的习惯[５]ꎮ

(２)根据幼儿的心理发展特点选择合适的阅

读作品

研究表明ꎬ家长在选择共读作品方面存在不

足ꎬ很多家长仅凭自身的喜好和判断选择读物ꎬ并
未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及心理需求ꎮ 家长应阅读

相关书籍ꎬ深入学习幼儿心理发展的特点ꎬ选择合

适的共读作品ꎮ 一方面ꎬ种类要多样ꎬ作品的选择

不要拘泥于童话故事、知识获得和生活习惯养成

类书籍ꎬ历史故事、百科全书等书籍都可尝试亲子

共读[６]ꎻ另一方面ꎬ要依据幼儿的心理规律和阅读

兴趣提供阅读材料ꎮ 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的理

论ꎬ２—７ 岁儿童的思维主要处于前运算阶段ꎬ他们

的认知活动特点是他们通过语言、模仿、想象等来

发展符号化的表征图式ꎬ他们获得知识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自身的知觉ꎬ还不能进行抽象思维ꎮ 对

该年龄段的孩子ꎬ应选择图文并茂、颜色鲜明、布
局简单、形象突出、故事情节简单的书ꎮ 具体而

言ꎬ３ 岁、４ 岁幼儿由于比较偏爱情节相对简单、页
数不多的阅读材料ꎬ并且对日常生活中的直观材

料比较感兴趣ꎬ可为他们选择无字图画书或字数

较少的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故事ꎬ如食物、玩
具、衣服等可作为阅读材料ꎮ ５ 岁、６ 岁的幼儿由

于认知和语言能力有一定的发展ꎬ可为他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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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起伏、字数逐渐增多、与社会生活相关的作

品ꎬ如生活中的广告、图片、新闻等ꎻ同时ꎬ这个年

龄段的孩子偏爱与自然现象有关的阅读作品ꎬ例
如可选择«好饿的毛毛虫» «一片叶子落下来»等

读物[７]ꎮ
(３)创设良好的亲子共读环境

家长应在卧室、客厅沙发旁和孩子经常逗留

的地方设置书架ꎬ幼儿书架上的书都应放在幼儿

伸手可及、取放自如的地方ꎬ书架旁应放置漂亮、
舒适的垫子或小沙发等ꎬ同时保证光照充足ꎮ 开

放、舒适的阅读环境能让孩子更愿意接触书籍ꎬ欣
赏优秀作品ꎬ培养阅读兴趣ꎮ 除了创设良好的阅

读物质环境ꎬ还应该为幼儿创建一个良好的阅读

心理环境ꎬ亲子共读的情感温暖与动机能提高幼

儿阅读技能ꎬ在阅读过程中ꎬ父母需要不断地与孩

子互动ꎬ激励孩子ꎬ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看法[８]ꎮ
家长是孩子学习的榜样ꎬ要以身作则ꎬ建立良好的

阅读习惯ꎬ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ꎬ让孩子真切地感

受到家庭浓郁的阅读氛围ꎮ 如利用假期带孩子去

书店、图书馆ꎬ鼓励幼儿自己选择喜欢的图书ꎻ通
过持续学习ꎬ合理规划ꎬ不断改进亲子共读的方式

和方法ꎬ以激发孩子对阅读的热情ꎬ从而促进孩子

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ꎮ
(４)加强家园合作ꎬ推动亲子共读活动的开展

幼儿园应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关注ꎬ为家长提

供系统而科学的亲子共读策略ꎮ 一是通过家长沙

龙、家长会等形式ꎬ向家长讲授亲子共读的方法和

技巧ꎮ 例如ꎬ家长在讲述的过程中不要仅仅朗读

文字ꎬ而要关注那些与文字相匹配的画面ꎬ要解答

孩子在阅读过程中提出来的问题ꎮ 在亲子共读过

程中ꎬ幼儿不是被动地接受ꎬ而是需要和成人进行

互动ꎬ进行语言和思想的交流ꎮ 家长在阅读过程

中可适当留白ꎬ充分发挥孩子的主动性ꎬ在讲故事

过程中适当留一些内容不讲ꎬ让孩子自己思考ꎬ孩
子可以根据书本上的图画在家长的启发下ꎬ展开

丰富的想象ꎬ将故事补充完整ꎬ这能促进孩子的语

言能力和想象能力的发展ꎮ 二是邀请家长参加亲

子共读活动ꎬ活动中交流阅读的经验和技巧ꎮ 家

长间相互介绍怎样开展亲子共读ꎬ在阅读的过程

中如何编织情节ꎬ如何联系生活实际进行讲解等ꎮ
可设立“亲子共读奖”ꎬ定期举行评比ꎬ以此来激发

亲子共读兴趣ꎮ 三是利用微信等网络平台促进家

园共育ꎬ园方向家长推荐合适的共读作品、科学的

亲子共读策略ꎬ并解答家长的疑惑ꎬ推动亲子共读

活动的顺利开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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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两国小学数学教科书“统计与概率”内容的比较
∗

———以 ＰＥＰ 版与 ＭＣ 版为分析对象

孙　 露

(黄山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ꎬ 安徽黄山　 ２４５０４１)

　 　 [摘　 要]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统计逐步成为许多国家主流学校数学课程的一部分ꎮ 以我国人教版和新加

坡 ＭＣ 版小学数学教科书中“统计与概率”内容为研究对象ꎬ从内容主题、展开方式、统计思维、栏目设置以及与其

他领域的融合方式等方面对其进行考察、比较与分析ꎬ获得如下启示:增大象形统计图在低学段中的比重ꎬ鼓励家

长参与到统计学习活动中ꎬ加强信息技术与统计概率课程的整合ꎬ沟通统计、概率以及其他领域内容的联系ꎮ
[关键词] 　 小学数学ꎻ　 教科书ꎻ　 统计与概率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２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０８－０７

　 　 基于对现代社会中数据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

公民统计素素的需求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一些

发达国家在所有教育水平上都进行了关于统计教

育的课程改革ꎬ统计成为许多国家主流学校数学

课程的一部分ꎮ 我国也在 ２００１ 年首次将“统计与

概率”作为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学中的四大学习

领域之一ꎬ并在 «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 年版)» (简写为“«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
进一步提出了“数据分析观念”这一核心词ꎬ凸显

出对于统计教育目标的转变———不仅要强调统计

知识ꎬ更要凸显与解决实际生活中有关调查与数

据等问题所需数据意识以及数据分析能力的重要

性ꎮ 同样新加坡在 ２０００ 年的«数学教学大纲»中

将统计作为其主要内容之一ꎬ并且在 ２００７ 年新颁

布的«小学数学教学大纲»(简写为“«大纲»”)“五
边形”框架中将统计、概率作为其重要的两大概

念ꎬ并把数据分析作为需要学生掌握的七大技能

之一ꎮ
鉴于新加坡多次在 ＴＩＭＳＳ 等国际大型数学测

试中名列前茅ꎬ其极具特色的数学课程体系被世

界多个国家所认可ꎬ且文化背景与我国极为相似ꎬ
这使得通过对我国和新加坡的教科书进行比较ꎬ
能起到相互借鉴的作用ꎮ 考虑到教科书作为课程

实施的重要载体ꎬ本文从教科书层面出发ꎬ希望通

过基于“统计与概率”这一新的内容板块的比较ꎬ
寻找新加坡教科书在此内容的课程设计上所表现

出的优点与特色ꎬ以期对我国小学数学课程的建

设与研究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ꎮ 本文分别选取了

两国小学阶段使用较为广泛的主流教科书:我国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编写的«义务数学

教科书数学» (以下简称“ＰＥＰ 版”)以及新加坡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出版

«Ｍｙ Ｐａｌｓ ａｒｅ Ｈｅｒｅ! Ｍａｔｈｓ(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ＭＣ 版”)ꎬ对其中“统计与概率”部分的内容主

题、内容展开、统计思维维度、栏目设置以及统计

与其他领域内容融合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与

分析ꎮ

一、内容主题的比较

在对我国«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新加坡«大纲»
以及两版教科书内容框架(见表 １)进行梳理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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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ꎬ两国在“统计与概率”内容设计中都强调“条形

统计图”“统计表” “折线统计图” “平均数” “扇形

统计图”的学习ꎮ 不同于人教版在五年级设置了

有关概率知识的“可能性”内容ꎬ新加坡小学阶段

数学教材中并没有涉及概率的内容ꎬ而是将相关

概率的思想融入统计内容之中[１]ꎬ如一年级的“象
形统计图”ꎬ在学习栏目中就设置了根据学生掷骰

子的结果绘制象形图ꎬ以及在«动手活动»栏目中

通过组织学生从包中多次有放回地取出一个带颜

色教具绘制象形统计图并回答问题ꎻ同时ꎬ对于分

类知识的安排ꎬ也不同于我国将其放在“统计与概

率”部分ꎬ而是在一年级上学期引导学生认识基本

图形的基础上对图形进行分类ꎻ而对于我国本轮

新课程较为强调的统计过程方面ꎬ通过对新加坡

数学教学大纲以及教科书分析可以发现ꎬ在一、二
年级图像统计图的教学目标中ꎬ强调学生对于数

据的收集和组织ꎬ但之后重点则放在对统计图的

阅读和解释ꎬ以及能根据图中的信息解决问题ꎮ

表 １　 两版教科书统计内容一览表

年级 ＰＥＰ 版　 　 　 　 　 ＭＣ 版　 　 　 　 　

一年级下 第 ３ 章　 分类与整理 第 １３ 章　 象形统计图

二年级下 第 １ 章　 数据收集整理 第 １６ 章　 象形统计图

三年级下 第 ３ 章　 复式统计表 第 １１ 章　 条形统计图

四年级上 第 ７ 章　 条形统计图 第 ４ 章　 统计表和折线统计图

四年级下 第 ８ 章　 平均数与条形统计图 /

五年级上 第 ４ 章　 可能性 /

五年级下 第 ７ 章　 折线统计图 第 ９ 章　 平均数

六年级上 第 ７ 章　 扇形统计图 /

六年级下 / 第 ９ 章　 扇形统计图

１.内容展开的比较

介于新加坡小学阶段对概率相关内容没有做

出要求ꎬ本文仅对两版教科书中的统计内容的展

开进行比较ꎮ 通过对教科书相关内容的梳理ꎬ我
们绘出了两版教科书的展开主线ꎮ

ＰＥＰ 版教科书对于统计相关内容展开的主线

为:分类与整理———数据收集与整理———数据的

表示与解释(统计表———条形统计图)———组织和

简化数据(平均数)———数据的表示与解释(折线

统计图———扇形统计图)ꎮ
ＭＣ 版教科书对于统计相关内容展开的主线

为:数据的表示与解释(象形统计图———条形统计

图———统计表———折线统计图)———组织和简化

数据(平均数)———数据的表示与解释(扇形统计

图)ꎮ
我们可以看到两版教科书在内容的展开上存

在一定的相似之处ꎬ也有一些不同点ꎮ 例如ꎬ小学

阶段统计内容的重点部分———有关统计图的学习

方面ꎬ两版教科书对于象形统计图(ＰＥＰ 版为表格

和象形图等)、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扇形统计

图的展开顺序是一致的ꎬ均是基于对学生熟悉的

象形图等自我呈现的形式出发ꎬ依次进行条形统

计图、折线统计图和扇形统计图的学习ꎮ 但不同

的是 ＭＣ 版教科书非常重视象形图的教学ꎬ将其作

为数据分析学习的开始ꎬ并在一年级、二年级进行

了连续的学习ꎮ 其中一年级主要介绍了一个符号

代表 １ 个单位的简单象形统计图ꎬ二年级则将重点

放在了一个符号代表多个单位的象形统计图ꎮ 通

过对象形统计图的学习ꎬ引导学生在此过程中认

识到收集数据、记录数据、表示数据、阅读和解释

数据以及根据图中信息解决问题这一数据分析的

过程ꎬ并初步感知随机的思想ꎮ 虽然我国«标准

(２０１１ 年版)»在第一学段中也指出“能用自己的

方式(文字、图画、表格等) 呈现整理数据的结

果” [２]１９ꎬ但在对 ＰＥＰ 版教科书的梳理中ꎬ我们发

现提供给学生这种学习机会的习题却很少ꎬ只有

一年级“分类与整理”中设计了相关的问题ꎬ并且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ꎬ在题目中已经为学生提供了

分类使用的表格雏形ꎬ而并非真正地让学生用自

己的方式进行整理呈现ꎮ 同时ꎬ对于象形图的表

示以及解释方面的习题ꎬＰＥＰ 版教科书也仅出现

了 ７ 次ꎮ 基于此ꎬ我们可以看到 ＰＥＰ 版在第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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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有关用自己方式呈现整理数据的结果ꎬ以及对

于数据的表示与解释大多是以表格的形式出现ꎮ
这一点与 ＭＣ 版教科书的设置安排存在较大的区

别ꎬＭＣ 版教科书不同于 ＰＥＰ 版在一年级“分类与

整理”中就将表格作为数据分类整理的工具引入ꎬ
而是将运用表格对数据进行整理以及对其解读放

在了条形统计图之后ꎬ并将其作为折线统计图学

习的基础ꎬ引导学生学会从横向、纵向阅读和解释

折线统计图ꎮ 这种内容展开的差异可能与新加坡

«大纲»中对统计图表的阅读和解释的重视是相关

的ꎬ他们更侧重于对于统计图表的解读而对于统

计图的绘制技能要求较少ꎮ
平均数是两版教科书在设置上存在差异的另

一个主要内容ꎮ 虽然新加坡«大纲»将其化归在数

据分析部分ꎬ但是通过对教科书的内容分析ꎬ我们

可以发现其内容主要涉及平均数概念的理解、平
均数的计算以及解有关应用题ꎬ更多的还是以算

法的角度描述平均数的概念ꎬ强调对于算法的应

用并解决有关问题ꎬ而并没有从一种统计学的角

度来理解这个概念ꎬ没有谈及平均数作为数据的

代表ꎬ没有将其作为组织和简化数据的重要工具ꎬ
也很少有在统计背景下对均值概念进行合理应用

和解释的问题ꎮ 我国«标准(２０１１ 版)»同样也将

平均数作为统计与概率板块的内容之一ꎬＰＥＰ 版

教科书虽然对于平均数概念的引入仍采用新课程

改革前所使用的传统“均分”方法来阐述平均数的

含义和找到平均数的过程ꎮ 但在设计上可以发

现ꎬ不仅在概念引入时以象形统计图为背景ꎬ而且

所设计的习题ꎬ如对于两组不同人数学生踢毽比

赛成绩比较问题等ꎬ都体现出对于平均数概念的

统计学角度理解ꎬ而不仅仅是一种计算平均数的

算法ꎮ 诸如“如果按照旅客的平均身高来订购这

批新床ꎬ这样做合理吗? 为什么?”等练习题也体

现出引导“学生能够体会平均数的作用ꎬ能计算平

均数ꎬ能用自己的语言解释其实际意义” [２]ꎮ
２.统计思维各维度的比较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ꎬ“数据已经渗透到

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ꎬ成为重要的生

产因素” [３]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Ｍｏｏｒｅ 等统计

学家强烈呼吁学生要学会“统计地思考”ꎬ发展学

生 的 统 计 思 维ꎮ ２１ 世 纪 初ꎬ Ｊｏｎｅｓ 等 人 以

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 提出的描述数据ꎬ组织和简化数据ꎬ表
示数据ꎬ分析和解释数据四个维度对小学生统计

思维的认知发展进行了探究ꎮ ２００７ 年ꎬ美国统计

协会所颁布的 ＧＡＩＳＥ Ｐｒｅ－Ｋ－１２ 文件———发展学

生统计思维为其核心主题———对统计思维的维度

做了进一步扩展ꎬ把“提出问题———收集数据———
分析数据———解释数据” 作为其评估框架的主

线[４]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ꎬ笔者开发了包含:提出

问题ꎬ收集数据ꎬ描述数据ꎬ组织和简化数据ꎬ表示

数据ꎬ分析和解释数据(包括数据间阅读和超出数

据阅读)六个维度的统计思维分析框架ꎬ以题为分

析单位对两版教科书的统计板块内容进行了

统计ꎮ
ＰＥＰ 版和 ＭＣ 版教科书在统计部分分别有

１３７ 个和 １０７ 个题ꎮ 其中 ＰＥＰ 版统计思维各维度

编码共 ４８４ 项ꎬＭＣ 版共编码 ３７９ 个统计思维类

别ꎮ 各类别的次数及百分比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统计思维各类别的次数分配及百分比

版本 收集数据 描述数据
组织和简化

数据
表示数据

分析和解释数据

数据间阅读 超出数据阅读
提出问题

ＰＥＰ 版 ３３(６.８％) ６５(１３.４％) ６４(１３.２％) ９０(１８.６％) １５６(３２.２％) ４８(９.９％) ２８(５.９％)

ＭＣ 版 １８(４.７％) ８１(２１.４％) ３４(９.０％) ２５(６.６％) ２１３(５６.２％) ３(０.８％) ５(１.３％)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新加坡非常注重对于统计图

表的“阅读和解释”ꎬ即描述数据和数据间阅读ꎬ其
所占百分比分别为 ２１.４％和 ５６.２％ꎬ约占总体的

３ / ４ꎮ 相对而言ꎬＭＣ 版教科书在其他几个维度上

提供给学生较少的学习机会ꎬ特别是超出数据阅

读和提出问题这两个方面ꎬ其比重分别仅有 ０.８％
和 １.３％ꎬ与处于首位的数据间阅读相差甚远ꎮ 这

可能是与他们大纲中所提出的要求有关ꎬ在新加

坡数学教学大纲中针对数据分析提出了 ２１ 条要

求ꎬ其中有 ６ 条明确提出了需要对统计图表进行

“阅读和解释”ꎬ同时诸如“利用图像图中呈现的信

息解决问题”等 ５ 条要求虽然字面上没有明确提

及阅读和解释两词ꎬ但其含义却是需要建立在对

数据的阅读和解释基础上ꎬ通过获取统计图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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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对问题进行解决ꎮ 总体来看ꎬＭＣ 版教材在

统计思维各维度分布上差异较大ꎬ虽然强调对统

计图表的“阅读和解释”ꎬ但忽视了对学生诸如提

出问题、超出数据阅读等维度的培养ꎮ
从统计思维各维度所占百分比来看ꎬＰＥＰ 版

相对于 ＭＣ 版教科书在各维度的分布上要显得更

为平均ꎮ 虽然“数据间阅读”在各维度中所占分量

最重ꎬ但与其他各维度的差异均不是太大ꎮ 与 ＭＣ
版教科书相同的是 ＰＥＰ 版也非常重视数据的阅读

和解释ꎬ从所占百分比来看ꎬ描述数据与数据间阅

读共占 ４５％左右ꎮ 可见ꎬ两版教科书都非常注重

培养学生能够读取数据、比较数据ꎬ并对数据进行

整合的操作ꎮ 但不同的是ꎬＰＥＰ 版对根据数据进

行预测和推断等超出数据的阅读较 ＭＣ 版教科书

更为重视ꎬ从比重上来看ꎬ要明显高于 ＭＣ 版教科

书ꎮ 通过对两版教科书各维度的比较可以发现ꎬ
除了描述数据和数据间阅读两个维度ꎬＭＣ 版教科

书要高于 ＰＥＰ 版ꎬ其他各维度上 ＰＥＰ 版都略高于

ＭＣ 版ꎮ 但总体来看ꎬ在统计思维所有维度中ꎬ两
版教科书对于收集数据、提出问题上都稍显不足ꎬ
忽视了提出问题是统计过程的首要环节ꎬ而收集

数据是统计过程的基础ꎮ 在提出问题并根据问题

收集数据的过程中ꎬ不仅能有助于学生在问题解

决背景中感知统计与生活的联系ꎬ同时在收集数

据过程中了解数据收集的简单方法ꎬ感知数据的

来源ꎬ并体验不同方法对于数据分析所带来的影

响ꎬ感知统计的意义ꎮ 正如 Ｎｅｗｔｏｎ 等人所说的:
“学校过分地强调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ꎬ仅仅

是基于显示的数据做出决定ꎬ这种方法绝对扼杀

了数学统计思维的发展” [５]９－１４ꎮ
３.栏目设置的比较

相对于 ＰＥＰ 版教科书中«做一做»«练习»«成
长小档案»这 ３ 个固定栏目ꎬＭＣ 版的栏目设置非

常丰富ꎬ并且在每册书的前言部分都对相关栏目

进行了说明ꎮ 其中有针对教师教学使用所设置的

«章头»«学习»«动手活动»«思考»«复习»等栏目ꎬ
有针对家长在家庭教育中使用的«家庭数学»栏

目ꎬ也有为了方便学生进行学习设计的«探究»«游
戏»«技术链接» «数学分享(数学之旅)» «指导练

习»«ＡＰＰ 活动»«试一试»等栏目ꎮ
在统计板块中有下面几个栏目让人印象深

刻ꎮ 首先是«章头»栏目ꎬＭＣ 版教科书在每章的章

头采用了歌谣、故事和常见的场景为即将开始的

主题学习提供一个引人入胜的介绍ꎬ以此来抓住

学生的兴趣点ꎮ 例如ꎬ在一年级下册的图像统计

图学习开始ꎬ教科书以学生非常熟悉的幼儿歌

曲———«老麦克唐纳有个农场»创设情境ꎬ同时在

以农场卡通图片为背景中一位农民叔叔拿着一张

有关农场动物种类的图像统计图ꎬ以此向学生展

示出本章的重点内容———图像统计图是可以用来

表示数据的ꎮ 第二是«学习»栏目ꎬ通过一个结合

使用教具和其他具体材料完成的简短任务引入概

念ꎮ 并在每个任务的结束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

题ꎬ以帮助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能力ꎮ
例如ꎬ前面所提及的为了帮助学生绘制图像统计

图ꎬ在学习栏目中设置了投掷一个骰子的任务ꎬ并
通过“你得到了哪些数字” “你怎样将其表示在一

个图像统计图中”这两个问题ꎬ引导学生在此过程

中对收集数据、组织和简化数据以及表示数据获

取初步的了解ꎮ 第三是«家庭数学»栏目ꎬ这是新

加坡教科书中专门针对家长参与学生数学学习所

设置的栏目ꎬ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能将学校学习

中所学习的数学概念应用到家庭和周边的日常生

活中ꎬ让数学变得更鲜活ꎮ 例如ꎬ在四年级折线统

计图学习过程中ꎬ«家庭数学»栏目设计了下面的

问题:“给你的孩子从杂志和报纸中指出出现不同

类型的统计图ꎬ让他对统计图进行解释”ꎮ 在这样

一个家庭任务中ꎬ不仅让学生学会从报纸杂志等

媒体中有意识地获取一些信息ꎬ并将所学的知识

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ꎬ同时也让家长参与到学生

的学习中去ꎬ通过这样的数学任务促进家长与学

生的数学交流ꎮ 最后一个极具特色的栏目是«数
学分享(数学之旅)»ꎬ即通过这个栏目引导学生与

老师分享自己的想法ꎬ创造自己的数学问题ꎬ并意

识到自己的数学思考ꎮ 例如ꎬ在四年级折线统计

图的«数学之旅»栏目就让学生针对本章的具体内

容ꎬ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部分以及自己感到困难的

内容ꎬ以便让自己和老师能清楚地认识自己的

想法ꎮ
４.与其他领域内容融合方式的比较

«标准(２０１１ 版)»在“教材编写建议”部分明

确提出“教材的整体设计要呈现不同数学知识之

间的关联” [２]６１ꎬ同时肯定了代数、几何与统计间存

在着一定的实质性联系ꎮ 通过梳理发现ꎬ两版教

科书均呈现出不同的融合方式ꎮ 其中ꎬＰＥＰ 版教

科书统计与其他领域内容的联系很少发生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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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概率”版块之中ꎬ而更多地存在于其他版块

中ꎬ其中以“数与代数”板块最多ꎬ“实践与综合”次
之ꎬ“空间与图形”最少ꎮ 从涉及知识点来看ꎬ主要

集中在“数的运算”和“数的认识”这两部分ꎬ这主

要是由于在对数据进行描述与分析时ꎬ在“描述数

据”和“理解数据之间的阅读”两阶段均需要在对

数认识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比较并且通过简单的

加、减、乘、除等运算进行组合ꎮ
不同于 ＰＥＰ 版在其他版块中呈现融合ꎬＭＣ 版

教科书中“统计”与“数与代数” “空间与图形”部

分内容的联系则主要出现在统计内容部分之中ꎮ
其主要涉及的知识点不仅有“数的运算”ꎬ还有“常
见的量” “图形的认识”和“测量”等内容ꎮ 例如ꎬ
在四年级表格的学习中ꎬ有关“表格呈现了五位同

学在一次慈善活动的第一个小时中所筹集的 １０ 美

分和 ２０ 美分数量情况”的习题ꎬ不仅实现了大纲

所要求的“从给定数据中完成表格”ꎬ也通过“拉珠

共筹集了多少美元”这一小问题渗透出对于“常见

的量”美分、美元间关系的认识ꎻ而对于“图形的认

识”ꎬ主要集中在扇形统计图部分ꎬ在习题设计时ꎬ
ＭＣ 版本巧妙地将圆周角、直角、平角等知识融入

扇形统计图的阅读和解释之中ꎬ例如图 １ 这样的问

题在扇形统计图中就有 ８ 个ꎮ 而对于“测量”部分

的融合ꎬ则体现在有关提及度量单位的认识与换

算ꎬ以及对于实际物体的测量ꎮ 例如ꎬ在五年级

“平均数”这章的«开展活动»栏目中ꎬ就要求学生

六人一小组ꎬ使用卷尺测量每个人的手臂和他的

身高ꎮ 通过在表格中记录下所测量的数据ꎬ并根

据数据回答相关问题:谁的手臂最长? 谁的手臂

最短? 谁的个子最高? 谁的个子最矮? 大家的平

均手臂长是多少厘米? 大家的平均身高是多少?
个子最高的人手臂最长是正确的吗?

三、思考与启示

　 　 １.增大象形统计图在低学段中的比重

象形统计图是用象形图像表示数据的一种数

据显示形式ꎮ 它是统计图中最为生动活泼、直观

形象、通俗易懂的图形ꎬ能够非常容易地引起读者

的兴趣ꎮ 以真实图、图像统计图、符号图为代表的

象形统计图作为收集和呈现资料的第一种方式ꎬ
特别是在幼稚园至三年级[６]７６６－７６９ꎮ 斯特沃尔斯也

曾给出早期儿童对图表进行构建与理解的发展三

阶段ꎬ 分别为: 真实图表、 图像图表和方格图

表[７]２００－２０８ꎮ 这都说明了低学段儿童在进行早期统

图 １　 与“图形的认识”相联系的例题

计学习时需要基于这种以实物、图画、符号等生动

活泼的象形图ꎮ 对此ꎬ笔者也在一所小学进行了

简单的调查———让学生判别表示相同数据的象形

图和条形统计图在表示数据时哪个更清楚ꎬ其结

果也同样印证了此结论ꎬ８３ 位一、二年级学生中有

４９ 位给出了象形统计图这一答案ꎬ并认为用×这样

的符号表示数据更为清楚明白ꎮ 虽然我国课标在

第一学段也提出了“让学生用自己的方式(文字、
图画、表格等) 呈现整理数据的结果” [２]１９ꎬ但从

ＰＥＰ 版教科书的设计来看ꎬ仅是在一年级的分类

单元给出了一些象形图的学习机会引导学生进行

分类、表示与分析ꎬ而在二年级真正接触数据收集

整理时却很少提及ꎬ且其中没有任何题目提供给

学生用自己方式呈现所整理结果的学习机会ꎮ 反

观 ＭＣ 版本教科书在低学段的设计思路则更适合

早期阶段儿童的认知发展特点ꎬ以掷骰子、有回放

地从包中取教具、调查同学喜欢的科目或水果等

具体学习活动为主线ꎬ通过动手操作、小组合作等

学习方式依次引导学生使用各种颜色的教具、实
物图像、符号等学习构建与解释 １ 格表示 １ 个或多

个单位的象形图表ꎬ并将数据收集、整理、表示、阅
读以及解决问题的数据分析全过程与随机思想进

行有效融入ꎬ帮助学生在有趣的象形图学习中获

得统计的初步知识与活动体验ꎮ 因而在低学段统

计课程的设计上我们不妨借他山之石ꎬ充分考虑

到儿童的认知发展特点ꎬ更多地为学生提供诸如

实物、图画、符号等象形统计图的学习机会ꎬ设计

调查、掷骰子、测量等多种体现统计特点的学习活

动ꎬ引导他们在思考与解决问题过程中ꎬ体验数据

分析的全过程以及随机性ꎬ并在收集、整理数据的

基础上制作出他们有感觉、并能传达出信息的

图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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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鼓励家长参与到统计学习活动中

家庭一直被看作是教育改革的基础ꎮ 研究表

明ꎬ父母的参与对孩子的数学熟练程度和学业水

平ꎬ以及数学学习的态度都有着积极的作用ꎮ 一

直以来我国的家长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学习ꎬ
并且很多家长还扮演着鼓励者、资源者、监控者、
数学内容指导者、数学学习咨询者等角色[８]２３３－２３５ꎮ
但是在阅读«标准(２０１１ 版)»和 ＰＥＰ 版教科书中ꎬ
我们均没有发现其中有对家长在数学教育中所起

的作用、责任等论述ꎬ也没有设计任何相关的栏目

与活动对家长如何参与孩子数学学习进行有目的

性的指导ꎮ 然而ꎬ«家庭数学»作为学校数学的有

益补充ꎬ美国、新加坡等国家都在课程设计时将其

纳入其中ꎮ 统计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有力工具ꎬ
在当今社会中统计活动无处不在ꎬ如何在这个信

息泛滥的年代具有解读真实定量信息的能力ꎬ基
于所得到的信息做出批判性的思考和良好的判

断ꎬ并利用它们探索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成为一个

好的统计公民的重要标准ꎮ 因而为了实现“学会

统计地思考”这一目标ꎬ在课程设计时可以借助教

科书这一沟通父母与学生学习的有效桥梁和直接

载体ꎬ设计便于家长操作的«家庭数学»栏目ꎬ为家

长搭建参与孩子数学学习的平台ꎬ通过结合所学

的重点内容提供诸如“较多、较少、最多、最少”等

关键词的学习指导语ꎬ或是诸如“让你的孩子在家

里的阅读材料中寻找统计图ꎬ允许他把图剪出来

贴在纸上ꎬ并与他一起讨论每幅图上的信息”等具

体统计活动ꎬ科学有效地指导家长如何在课后与

孩子进行交流帮助他们的数学学习ꎬ并结合学生

所熟悉的生活或社会情境中的问题ꎬ通过共同收

集、整理、表示以及分析数据对其进行思考与解

决ꎬ在相互交流中帮助学生形成数据分析的意识ꎬ
获得统计活动体验ꎬ同时激发他们数学学习的兴

趣与自信心ꎮ
　 　 ３.加强信息技术与统计概率课程的整合

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进步ꎬ将技术与统计课

程进行有效整合成为近年来统计教育的一个热

点ꎮ 新加坡«大纲»在“前言”部分明确提出“计算

器和其他技术是学习和做数学的工具” [９]ꎬ通过对

ＭＣ 版教材的梳理ꎬ可以发现教科书在“统计与概

率”部分有多处涉及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ꎬ如在二

年级图像图的学习中要求学生运用互联网收集数

据ꎬ或是在四年级表格学习中让学生使用适当的

计算机软件画出表格表示他们所收集到的数据ꎬ
以及五年级平均数、六年级扇形统计图的学习中

允许使用计算器等ꎮ 这些都较好地反映出 ＭＣ 版

教科书在“统计与概率”内容课程设计上ꎬ考虑到

技术对统计教学所带来的机会与改变ꎬ试图运用

信息技术促进统计教与学的潜能ꎮ 虽然我国«标
准(２０１１ 版)»也在“前言”和“实施建议”部分中提

出“要充分考虑信息技术对数学学习内容和方式

的影响” [２]２ꎬ但通过对 ＰＥＰ 版教科书的梳理发现ꎬ
我们并没有看到在“统计与概率”部分的 ８ 个章节

中有任何信息技术的融入ꎮ 可见ꎬ在我国小学数

学课程中现代信息技术虽在“数与代数” “图形与

几何”领域中有了较为广泛的运用ꎬ但在统计领域

却几乎没有应用ꎮ 因而ꎬ在课程设计时我们不妨

参考 ＭＣ 版本的做法ꎬ将计算器、计算机、网络等信

息技术引入小学数学课程的统计部分中ꎬ引导学

生在对统计图的分析时使用计算器完成一些较为

烦琐的计算ꎬ从而更好地将精力聚焦于统计图各

部分内涵及其关系和问题解决的过程的思考ꎬ进
而提高教和学的效率ꎻ了解信息社会中人们日常

生活及工作中常用的计算机软件ꎬ如 Ｅｘｃｅｌ 等ꎬ帮
助小学生能够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处

理ꎬ并绘制统计图用于演示与汇报ꎬ或是在 Ｆｌａｓｈ
等技术的支持下ꎬ通过观察抛硬币等模拟活动获

得对“可能性”概念形象直观的感受ꎻ同时可以借

助互联网这一有效的信息平台ꎬ收集大量的真实

数据ꎬ这不仅能让学生真实地参与到统计活动中ꎬ
去寻找自己有兴趣的问题ꎬ并能够依据所收集的

数据回答自己所提出的问题ꎬ从而提高学习的兴

趣ꎬ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对现实数据的分析与批

判能力ꎬ进一步了解统计的深层意涵ꎮ
　 　 ４.沟通统计、概率以及其他领域内容的

联系

统计与概率内容为学生提供了将各个领域内

容联系起来的机会ꎬ不仅为发展和运用比、分数、
百分数、度量、图像等内容提供问题或活动背景ꎬ
同时在解决统计与概率问题时能自然、灵活地使

用其他数学内容领域的知识与方法ꎬ为培养学生

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提供有利的平台[１０]ꎮ 弗赖

登塔尔在其论著«作为教育任务的数学»一书中就

对概率与其他部分内容的联系给出了如下的论

述:“在学生刚刚了解分数以后ꎬ就把概率渗透到

所有的数学中去ꎮ 这样安排的概率不是一门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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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定理和公式的枯燥学问ꎬ它充满着大量的具体

问题ꎬ这时概率被学生当作生活的一部分来体

验” [１１]ꎮ 可见ꎬ正如«标准(２０１１ 版)»所说的ꎬ代
数与几何、统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实质性联系ꎮ
但从 ＰＥＰ 版教科书来看ꎬ这种联系并没有很好地

体现在“统计与概率”领域中ꎬ仅是围绕统计所需

的“数的运算”ꎬ而没有像 ＭＣ 版教科书一样将其

扩展到“常见的量” “图形的认识” “测量”等多个

方面的内容ꎮ 同时分别从统计与概率的定义来

看ꎬ它们虽然有着各自的研究重点与方法ꎬ但都聚

焦于随机性ꎬ这使得它们成为具有密切联系的同

类学科ꎮ «标准(２０１１ 版)»在“数据分析观念”内

涵的论述中也体现出这种联系ꎬ即运用数据分析

来帮助学生体验随机性ꎮ 因而ꎬ在“统计与概率”
领域课程内容设计上需要合理、有效地加强各知

识领域间的联系以及统计与概率间的融合ꎬ通过

设计诸如 ＭＣ 版教科书中的测量身高与臂长、阅读

并解释融入圆周角、直角、平角等知识的扇形统计

图、记录一组同学掷骰子或摸球的结果并分析等

学习活动ꎬ向学生展现数学知识的整体性和全貌ꎬ
帮助他们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了解其中的实质性联

系ꎬ对知识结构获得较为系统性的认识与理解ꎬ并
在具体的统计活动中既能感受到数据中蕴含着大

量的信息ꎬ还能通过对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体

会其中的随机思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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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教学在会计人才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汪　 利　 姚 美 娟

(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摘　 要] 　 新世纪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ꎬ研究性教学已成为会计教育的必然选择ꎮ 在总

结美国大学研究性教学经验的基础上ꎬ从构建新生基础、建立研究性教学实施体系两个方面提出了我国会计人才

培养中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构想ꎬ并建议从理念确立、教师激励、可操作的实施方案等 ３ 个方面构建研究性教学实

施的制度环境ꎮ
[关键词] 　 会计人才培养ꎻ　 研究性教学ꎻ　 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１５－０５

　 　 研究性教学是一种在教师主导下学生自主学

习、自主实践的教学ꎬ它既是一种教育思想观念ꎬ
又是一种教育教学方式ꎬ是体现教师指导和组织、
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实践的教学[１]ꎮ 研究性教学

中ꎬ学生由知识的旁观者、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

探究和建构者ꎬ对知识的获取由静态转变为以能

力培养为导向ꎬ师生之间从权威与依从关系转变

为平等的合作与交流关系ꎬ从而最大限度地培养

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独立人格ꎬ提高学习能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为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判断能力、信息分析

能力的会计人才ꎬ大学会计教育应强调对终生学

习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ꎬ让学生学会学习ꎬ学
会思考(杨政等ꎬ２０１２) [１]ꎬ这已经成为本科会计人

才培养的共识ꎮ 为此ꎬ大学会计教育方法应当从

程序性和技术性的教学方法向概念性和问题式方

法转变(李晓慧ꎬ２００９) [２]ꎬ从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

式的教学方法向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性教学方法

转变ꎮ

一、美国大学研究性教学经验及其借鉴

意义

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的美国博耶研究型大学本科教

育委员会ꎬ在推动美国本科研究性教学发展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ꎮ １９９８ 年ꎬ博耶委员会发布了«重建

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蓝图»ꎬ倡导研究型

大学要建立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模式ꎬ认为教学

应与研究相结合ꎬ学生的学习应基于研究ꎮ ２００１
年ꎬ博耶委员会对美国研究型大学为期 ３ 年的本科

教育改革情况进行了调查ꎬ发布了«重建本科教

育———博耶报告三年回顾»ꎬ对本科研究性教学开

展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总结ꎮ

１.本科生参与研究

本科生参与研究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两种形

式:一是学校设立专项经费ꎬ学生自主申请ꎬ择优

录取ꎻ二是学生参与教师的研究课题ꎮ 如哈佛大

学的“独立研究项目”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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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会计划”ꎮ 被调查学校全都为本科生提供

了科研或创造性活动的机会ꎬ成立本科生科研的

组织管理机构ꎬ其中ꎬ２１％为“强力指导中心”ꎬ３８％
是松散的指导中心ꎬ负责本科生研究与创新活动

的经费与政策支持ꎬ帮助寻找合作研究机构ꎬ对成

果进行奖励等[４]ꎮ 大多数学校开始认识到本科生

是大学的宝贵财富ꎬ越来越多的教师愿意参与到

指导本科生研究活动中去ꎮ
２.开展研究性教学

在«回顾报告»中ꎬ参与调查和访谈的教师、管
理人员一致认为ꎬ他们正在探讨探究式学习ꎬ其中

６５％的被调查者反映所在大学积极倡导探究式学

习ꎬ并建立了相关组织机构帮助教师掌握探究式

教学的方法与技巧[５]ꎮ 以培养批判性思维为目的

的研究性教学主要有研讨课(ｓｅｍｉｎａｒ)、案例研究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和基于问题的学习(ＰＢＬ)等形式ꎮ 斯

坦福大学 ２００４ 年开设了 ２０４ 门面向大一和大二学

生的研讨课[６]ꎮ 调查发现ꎬ导论课程更易于开展

探究式教学ꎮ
３.强化新生研究体验

博耶委员会倡议大学应为新生提供充足的研

究性教学训练ꎬ使其参与研究ꎬ进行探究式学习和

合作学习ꎬ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ꎬ为后期开展以探

索为主的学习打下基础ꎬ最终为培养学习能力、批
判性思维服务ꎮ 具体形式有:第一ꎬ举办学术性的

研讨班ꎮ 由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教授ꎬ意在开阔学

生视野ꎬ激发科研兴趣ꎬ了解科研意义ꎬ为后续学

术活动打下基础ꎮ 被调查的大学中有 ８０％的学校

为新生开设了学术性研讨班ꎬ如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新生讨论课项目”ꎬ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导

读”等[５]ꎮ 第二ꎬ学习团体计划ꎮ 学习团体由老师

主持ꎬ使新生在 ２—３ 门的课程学习中有固定的学

习伙伴ꎬ意在帮助新生顺利适应大学学习生活ꎬ提
供支持性环境ꎮ 调查发现ꎬ３１.７％的被调查学校中

主持团体的教师在指导学生过程中都会开展持续

而广泛的合作ꎮ 第三ꎬ构建新生基础ꎮ 为新生提

供研究和创新活动机会ꎬ开展探究式学习ꎬ组织学

习团体计划ꎬ开展合作学习ꎬ并使新生有充分的机

会发展书面与口头表达能力ꎮ 这些深刻的体验将

为后续的研究性教学、持续发展学生发现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４.美国研究性教学的借鉴意义

纵观美国大学研究性教学经验ꎬ有两点值得

借鉴ꎮ 其一ꎬ研究性教学的实质在于研究性ꎬ把科

学研究引入了教学过程ꎬ教学与研究相结合ꎬ是以

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模式ꎬ一切有利于促进会计专

业的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究的教学方法、活动和训

练都可以纳入研究性教学的范畴ꎮ 因此ꎬ要打破

把研究性教学当成是会计课堂教学的一种实施方

法的狭隘观念ꎬ要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拓展研究

性教学的方法、形式和手段ꎮ 其二ꎬ研究性教学作

为一种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ꎬ具有系统性和内在

规律性ꎬ需要会计教师对研究性教学理念有深刻

认识ꎬ并具备相应的实施能力ꎻ而对于会计专业的

学生ꎬ研究性教学既是手段也是目的ꎬ研究性教学

实施需要学生具有主动思考的习惯和探究能力ꎬ
而学生主动探究的意识、习惯和能力也需要在一

个相对较长时间、循序渐进的训练过程中逐步养

成ꎬ因此要重视会计专业新生的研究体验和基础

的构建ꎮ
二、我国大学会计人才培养中研究性教

学构想

１.构建会计专业新生探究式学习的习

惯和能力基础

人才培养活动和人的学习活动是一个连续

体ꎬ前期的学习和训练方法以及学生自身养成的

学习习惯、思维方式对后续学习活动有巨大影响ꎮ
大学生经过中学高强度、持续的应试教育ꎬ已经习

惯了被动式的学习ꎮ 有调查显示ꎬ表达流畅、条理

性强、讲解生动的教学风格最受学生欢迎ꎬ而需要

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参与的教学往往受到学生的

排斥ꎮ 前者的教学是已经将知识进行了分类、整
理ꎬ学生只要理解记忆即可ꎬ后者却需要学生自己

发现、建构ꎮ 对于长期接受应试教育ꎬ不知从何处

入手、如何思考的大学新生来说ꎬ这是一个十分痛

苦的过程ꎮ 另外ꎬ以标准答案、一切看成绩为标识

的应试教育ꎬ造就了“对则优秀、错则差生”的错误

观念ꎬ使得学生既不敢也不愿表达自我ꎮ 有会计

专业教师感叹ꎬ教学方法改革实行不下去ꎬ学生不

配合啊ꎮ 如何打破这个僵局、怪圈ꎬ必须首先从大

学新生开始ꎮ
第一ꎬ开设学术性的会计专业新生研讨课ꎮ

面向大一学生开设学术性研讨课是可行的ꎮ 根据

布鲁纳“螺旋式课程”理论ꎬ同一知识理论可以在

不同的抽象水平上反复出现ꎬ从而呈现一种螺旋

式上升趋势ꎮ 很多科学文化知识都是通过这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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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呈现的ꎮ 科普作品正是根据

这一原理ꎬ把许多复杂高深的科学技术知识按照

一般民众所能接受的水平普及给大众的ꎮ 如«生
活中的会计学»«投资理财中的财务管理»等课程ꎬ
通过对现实问题解决方法的探究和对现象内在规

律的研究ꎬ对会计专业的新生进行学术训练ꎬ开阔

学生视野ꎬ激发对会计学科的兴趣ꎬ培养认知能力

和思维ꎬ建立重在参与、主动思考的意识和习惯ꎬ
为后续的学术活动打基础ꎮ 学术训练应由高水

平、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ꎮ 师生共同围绕一个由

教师事先精心设计的主题ꎬ进行开放式的思想交

流与碰撞ꎬ可想而知ꎬ这一过程对学生和教师都将

会产生新的启迪ꎮ 这也正是本科生是宝贵财富这

句话的意义所在[６]ꎮ
第二ꎬ实行会计专业新生学习团体计划ꎮ 调

查表明ꎬ进入大学后的大一新生ꎬ大都在学习动

机、学习目标、学习方法上有一段相当长的迷茫

期ꎮ 为会计新生组建由教师指导的学习团体ꎬ使
新生在课程或项目学习中固定学习伙伴ꎬ是十分

必要的ꎮ 学习团体可以由会计专业的研究生、高
年级本科生、新生共同组成ꎮ 研究生、高年级本科

生既可以是学习伙伴ꎬ又可以充当教师助手ꎬ为新

生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生活提供指导和陪伴ꎮ 师生

应围绕课程或项目学习ꎬ共同为学习团体设定明

确的学习任务ꎬ如课程拓展阅读、研究性学习任务

等ꎬ把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和探究式学习能力的训

练作为重要目标ꎮ
第三ꎬ构建会计专业新生研究基础ꎮ 充分利

用各级各类研究项目、竞赛活动等ꎬ为会计专业新

生提供研究和创新活动机会ꎮ 结合经济学类、管
理类、会计类课程和项目学习组织合作学习ꎬ开展

经典导读计划ꎬ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合作

研究ꎬ组织会计专业新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ꎬ如会

计案例大赛、财务决策大赛、创新创意创业大赛ꎬ
促进新生参与ꎬ促成高年级学生与新生的合作ꎬ进
行研究性教学和探究式学习ꎬ培养新生探究的意

识、习惯和能力ꎬ组织演讲比赛等ꎬ使新生有充分

的机会训练和发展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ꎬ为后续

的学术活动做准备ꎮ
２.建立系统的研究性教学实施体系

实施研究性教学ꎬ培养人才发现、分析和解决

问题能力ꎬ应成为会计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ꎮ 以

此思想为指导ꎬ在会计人才培养方案中建立内在

有联系的系统化的研究性教学实施体系ꎮ

第一ꎬ制定明确、具体、细化的能力培养目标

体系ꎮ 不仅要明确会计人才培养总的目标ꎬ还要

针对各年级分别制订具体的能力培养目标ꎮ 培养

目标应既相互联系又有差异ꎬ循序渐进ꎬ逐步深

入ꎬ不仅有会计专业知识的要求ꎬ还应有一般能力

的要求ꎮ 会计专业知识传授和学习是基础ꎬ但学

习能力、知识的转换和迁移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

能力、交流和沟通能力ꎬ不是专业教学的附加价

值ꎬ而是学生必须获取的高层次的“运用技巧” [２]ꎬ
是会计人才培养必须实现的最终目标ꎮ 高层次的

会计专业能力就是对具体情境下的会计问题的分

析和解决ꎬ是会计知识的迁移和运用ꎬ对新的会计

规律的发现和总结ꎮ 所以ꎬ会计专业能力培养绝

不是现有会计知识的呈现、习得ꎬ也不是现有会计

问题解决方案的简单模拟ꎬ必须是依托会计知识

的一般能力的培养ꎬ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会计

专业能力的培养ꎮ
第二ꎬ课程教学采用研究性教学方法ꎮ 不论

是新生研讨课ꎬ经济、管理等专业基础课ꎬ还是会

计专业导论课、专业课ꎬ均采用研究性教学方法ꎬ
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ꎬ各课程教学彼此印证ꎬ
相互促进ꎬ培养学生的一般能力ꎮ 在会计专业课

教学中广泛开展研讨课、案例教学和基于问题的

学习ꎬ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小组讨论、文献阅读等

进行自主学习ꎬ把程序性、技术性的会计知识学习

留给课后ꎬ把课堂宝贵的时间留给教授学生理解、
辨别、运用和评价的教学ꎬ实现从程序性和技术性

的教学方法向概念性和问题式方法转变ꎮ
第三ꎬ把本科生科研、学科竞赛活动纳入会计

人才培养方案ꎮ 目前ꎬ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是本科生参与科研的重要载体和途径ꎮ 高教

司在«关于做好 ２００８ 年度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中已明确ꎬ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以下简称“大创”)
意在“促进高校探索并建立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

的教学模式ꎬ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本科人才培养

和研究性教学改革ꎬ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

性和创造性ꎬ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ꎬ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一般高校均建立了省级、校级、院级“大创”项目的

申报和管理制度ꎬ但学生的组织仍处于自发状态ꎬ
重申报、轻研究ꎬ学院和教师仍处于被动状态ꎬ疏
于指导和管理ꎬ没有从人才培养的高度把“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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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培养方案中ꎬ更没有从组织、制度等层面进行

系统设计ꎮ 应该看到ꎬ“大创”既是本科生参与科

研的重要途径ꎬ又是组建新生学习团体、促进多年

级学生合作的很好机会ꎬ也是教师开展研究性教

学培养学生能力的难得契机ꎮ 学院应充分抓住这

一项目ꎬ系统设计ꎬ严格管理ꎬ以实现自身专业人

才培养的目的ꎮ 管理决策模拟大赛、会计案例大

赛、沙盘模拟大赛、财务决策模拟大赛等学科竞赛

也同样如此ꎬ应有计划、有组织ꎬ有制度、有管理ꎮ

三、研究性教学实施的制度环境

囿于传统观念和习惯的束缚ꎬ实施主体教师

内在动机的不足、方法的缺失以及制度环境和条

件的限制ꎬ研究性教学在我国高校会计人才培养

中的践行依然困难重重ꎮ 为推进研究性教学ꎬ建
立配套制度是根本保证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

研究性教学实施的制度环境ꎮ

１.在制度层面上确立研究性教学理念

应充分认识研究性教学在人才培养和本科教

学改革中的关键作用ꎬ并用制度形式确立研究性

教学理念和推进研究性教学的决心ꎬ消除人们思

想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回避ꎮ
洪堡时代科学研究第一次成为大学职能ꎮ 教

学和科研都是高校的基本职能ꎬ大学发展的历史

表明两者有内在的联系ꎬ并通过教师的工作展现

出来ꎮ 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ꎬ两者又存在

着一些冲突ꎮ 有学者认为ꎬ我国研究型大学需要

在发展知识和传播知识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ꎬ唯
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科研与教学结合ꎬ以科研带动

教学ꎬ以教学促进科研ꎬ而开展本科生科研和推广

研究性教学是实现这一和谐关系的“阿基米德支

点”(张红霞ꎬ２００６) [６]ꎮ
作为传播知识的场所ꎬ普通院校也同样需要

大力开展学生科研和研究性教学ꎮ 人们大多认为

普通院校主要是传播知识的场所ꎬ以培养人才为

主要任务ꎬ教学是第一要务ꎮ 但是ꎬ在经济社会急

剧变化、知识爆炸、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ꎬ人
才培养和教学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ꎮ 学科

的知识体系不再是教学的唯一依据ꎬ必须根据社

会和学生的需求来确定教学标准ꎮ 学习能力培养

已成为学生的最根本需求ꎬ知识的学习已经远远

不能满足学生生存和发展的需要ꎬ而学习能力培

养离不开研究性教学ꎮ
国外发达国家研究型大学进行以本科教学为

中心的教学改革ꎬ不是取代科研的地位ꎬ而是将教

学进行了重新定义ꎬ实行以研究为核心的教学ꎮ
波伊尔(Ｅ.Ｌ. Ｂｏｙｅｒ)在«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

点领域»中ꎬ通过回顾美国高等教育学术活动经历

的 ３ 个不同而又重叠的阶段后指出ꎬ高等学校要保

持活力、回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ꎬ“高等教育使命

必须重新明确ꎬ学术水平的内涵必须创造性地重

新加以考虑” [７]１６－３６ꎬ由此他提出教授的学术应包

含相互区分又彼此联系的四个内容ꎬ即探究的学

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ꎮ 他认

为ꎬ“教学是一个能动的过程”ꎬ需要教师培养学生

积极的学习态度ꎬ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和创造性

思维ꎬ培养后续的学习能力ꎬ“最好的教学不仅是

传授知识ꎬ同时也改造和扩展知识”ꎬ“启发性的教

学使学术之火常旺”ꎬ“没有教学ꎬ知识的连续性就

将中断ꎬ 人类知识的积累就将面临削弱的危

险” [７]１６－３６ꎮ 教学学术概念的提出使人们认识到ꎬ
教学不应当被看作是传递知识的简单技艺ꎬ而是

教师通过对教学实践的持续性的反思与探究ꎬ构
建学科教学知识体系ꎬ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学术

性活动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

普通院校ꎬ教师都需要进行基于研究的教学ꎬ研究

性教学是与人的认识活动规律、知识体系建构规

律相吻合的ꎮ

２.建立研究性教学的教师激励制度

波伊尔认为ꎬ高校学术水平的质量取决于每

位教授的活力ꎬ而一所发展势头良好的大学会帮

助教师增强和保持自身的创造性活力ꎬ那种用发

表论文和出版专著作为衡量教师工作唯一标准的

做法会把教师的热情泯灭或导向停滞不前ꎬ他引

用了美国精神病学家、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精

神分析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Ｅｒｉｋ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关
于成人的中年阶段“生存活力”与“消极停滞”相互

竞争的观点ꎬ生存活力火花常由新的重心、更大意

义上的关注和达到、分享和占有的愿望引出ꎬ消极

停滞则来自孤独的情感、对自身工作无多大意义

的自我评判ꎬ他呼吁高校要保护和激发教师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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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必须在对学术水平新的理解基础上建立新的

教师学术工作评价制度[７]１６－３６ꎮ
如何建立一种模式和教师激励机制ꎬ吸引教

师参与到本科生科研指导中来ꎬ也曾是美国研究

型大学需要破解的命题ꎮ 目前ꎬ在教师晋升职称

和聘任终身教授中考虑教学因素ꎬ通过制度激励

教师积极进行优质本科教学ꎬ建立促进优质本科

教育的教师奖励机制ꎬ已经成为美国研究型高校

的普遍做法ꎮ 为了鼓励教师指导本科生科研ꎬ不
少研究型大学在经费资助、工作评价上向参与本

科生科研指导工作的教师倾斜ꎮ 在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ꎬ教师指导一名本科生ꎬ将获得 ５００ 美元的

研究经费资助ꎻ麻省理工学院为了使所有的本科

生都能在学习期间有机会参加研究ꎬ把教师指导

本科生和新生科研看作是必须完成的教学任务的

一部分ꎬ在教师聘任和晋升过程中予以考虑ꎬ要求

各系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这些活动[５]ꎮ
反观我国高校ꎬ尽管从教育管理部门到高校

管理者均倡导以教学为中心ꎬ鼓励教师进行教学

改革ꎬ但仍停留于理念层面ꎬ尚未落实到制度层

面ꎬ有一些零星、随机的做法ꎬ却未形成规范性的

约束ꎬ科研成果依然是教师评价的唯一硬性标准ꎬ
教师在高校中的地位仍取决于科研ꎬ教学水平和

业绩是软性的参考ꎮ 只要这种教师评价制度存

在ꎬ教师的主要精力就不可能转移到教学中来ꎬ探
索和实施研究性教学就只能是一句空话ꎮ

３.以制度形式确立研究性教学实施

方案

推进研究性教学ꎬ高校需要遵循办学规律和

人才成长规律ꎬ调查和研究需要进入会计人才培

养方案的课程、项目、活动ꎬ以及它们的内容、目标

和开展形式ꎻ明确需要对这些课程、项目和活动负

责的部门、人员及其责任和权利ꎻ确立不同年级学

生开展研究性教学的项目、内容和目标ꎻ研究和整

理科学、可行的研究性教学的一般做法ꎻ对教师研

究性教学培训、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实行制度化ꎻ明
确研究性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权利和责任ꎻ探索

如何进行研究性教学评价ꎻ制订教师和学生研究

性教学成果展示和奖励的方案ꎻ等等ꎮ 唯有在实

践层面上进行系统设计并加以制度化ꎬ才有可能

把研究性教学真正落到实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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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目标引领下的“综合与实践”教学

杭 正 弘１ꎬ２　 章　 飞２∗

(１.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ꎻ
２.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所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课程标准提出了“四能”的目标要求ꎮ 因此ꎬ“综合与实践”教学中务必强调“四能”目标的引领ꎮ
具体地ꎬ可在“综合与实践”问题的解决与反思过程中ꎬ引领学生不断经历发现与提出问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多

次循环ꎬ促使学生在循环过程中增强“四能”ꎬ养成受益终生的能力与素养ꎮ
[关键词] 　 数学教学ꎻ　 提出问题ꎻ　 解决问题ꎻ　 综合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４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２０－０４

　 　 随着新课改的进行ꎬ培养和增强学生发现和

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下简

称“四能”)越来越受到数学教育工作者的重视ꎮ
如何增强学生的“四能”ꎬ已经成为教学的重要课

题ꎮ 通过学习与教学实践ꎬ笔者逐渐认识到“综合

与实践”活动是培养学生“四能”的有效抓手ꎮ

一、“四能”之价值认识

１.“四能”———学生学习的新目标

“两能”到“四能”的变化ꎬ是新世纪数学课程

改革的重大变化之一ꎬ体现了新数学课程的育人

理念ꎮ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版)» [１]８(下

文简称“«课标»”)中ꎬ将“运用数学的思维方式进

行思考ꎬ增强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ꎬ作为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

习的总目标之一ꎬ可见培育学生“四能”的重要性ꎮ
«课标» [１]７认为ꎬ“四能”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的基石ꎬ其中发现和提出问题是创新过程之首ꎬ思
考和分析问题是创新的核心ꎬ分析和解决问题是

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将“四能”的运用贯穿创新

过程的始终ꎬ“四能”的价值可见一斑ꎮ

２.“综合与实践”———实现“四能”的有

效载体

“综合与实践”是以问题为实施载体ꎬ用问题

引领 课 堂ꎬ 学 生 全 程 参 与 的 学 习 活 动ꎮ « 课

标» [１]４－５指出ꎬ“综合与实践”内容设置的目的在于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有关的知识与方法解决实际问

题ꎬ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ꎬ
积累学生的活动经验ꎬ提高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

能力ꎬ全面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和综合素质ꎬ立意

高远ꎬ意义重大ꎮ “综合与实践”的设立ꎬ是实现上

述目标的重要保证ꎮ
笔者认为ꎬ“综合与实践”是锻炼学生“四能”

的有效抓手ꎮ 因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ꎬ综合实践

活动是很好的载体ꎬ“四能”是重要的保证ꎮ 通过

综合实践活动的有效实施ꎬ不断提高学生发现问

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ꎬ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ꎮ

二、“四能”之培养认识

教学中如何达成“四能”目标呢? 下面结合北

师大版初中数学九年级上册“综合与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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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证明与拓广» [２]１６６－１７０加以说明ꎮ
１.案例———«猜想、证明与拓广»
(１)初始问题与解决

问题是培养“四能”的核心载体ꎬ也是“综合与

实践”教学的灵魂ꎮ 好问题如同一颗火星ꎬ能点燃

学生的思维ꎬ并且持续燃烧ꎮ 所以ꎬ选择好的问题

是有效开展“综合与实践”活动ꎬ提升“四能”的关

键ꎮ 那什么是好的问题呢? 笔者认为ꎬ能使学生

有兴趣ꎬ能体现数学的魅力ꎬ能让教学有活力的问

题就是好问题ꎮ 对学生而言ꎬ好的问题易于理解

且有新意ꎬ比如探讨周长和面积的数量关系ꎮ 这

两个大家都熟悉的伙伴之间究竟能擦出怎样的火

花ꎬ值得拭目以待ꎻ从学科角度说ꎬ只有闪烁着数

学魅力的问题ꎬ才能激起学生的探究欲望ꎬ提升学

生的思维品质ꎬ让学生在研究中喜欢数学课ꎬ喜欢

数学ꎻ从教学角度看ꎬ能使教学充满活力的问题ꎬ
绝不停留于解决即停止的目标ꎬ而是解决这个问

题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ꎬ走完了教学过程的第一

步ꎮ 通过对问题本身及其分析过程、解决方法的

观察与思考ꎬ引导学生自觉地再次发现和提出新

问题ꎬ然后再分析和解决ꎬ循环上升ꎮ
【问题 １】
任意给定一个正方形ꎬ是否存在另一个正方

形ꎬ它的周长和面积分别是已知正方形周长和面

积的 ２ 倍? (下文简称“倍增图形”)你是怎么做

的? 你有哪些解决方法?
【设计说明】
问题 １ 是本综合实践活动的起点ꎮ 常规解法

有二:ａ.先确定周长ꎬ再计算面积关系ꎻｂ.先确定面

积ꎬ再计算周长关系ꎮ 此外ꎬ还有思路 ｃꎬ即正方形

只有一个约束条件(边长)ꎬ显然无法同时满足周

长和面积是已知图形的 ２ 倍这么多要求ꎮ 因此ꎬ不
存在这样的正方形ꎮ

上述问题的解法 ａ 和 ｂꎬ学生能想到ꎬ也容易

接受ꎮ 思路 ｃ 的思考角度新颖独特ꎬ有些学生可能

一下子难以理解ꎮ 教师应看到其中蕴含的教育价

值ꎬ通过反复讲授、举例说明等方法ꎬ让学生逐渐

理解ꎬ提升学生的数学直觉ꎮ
(２)发现和提出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不存在ꎬ是不是类似正方

形的图形也不存在? 是不是所有的图形都不存在

“倍增”图形了呢? 有没有图形存在? 随着问题 １
的结束ꎬ这一连串的问题在解后反思中都冒出

来了ꎮ

综合实践活动的教学ꎬ关键在于实践ꎮ «课

标» [１]４１要求ꎬ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ꎬ尝试发现

和提出问题ꎮ 例如ꎬ在解决问题 １ 的过程中ꎬ让学

生感觉到周长与面积的关系很有意思ꎬ意犹未尽ꎬ
还有很多未知的情况可以去研究ꎮ 在此基础之上

将课堂转入“发现和提出问题”的重要环节ꎮ 学生

通过改变问题的研究对象、数量关系ꎬ对其进行变

式与拓广ꎬ进而发现和提出丰富有趣的问题ꎮ
【问题 ２】
是不是还有类似正方形的图形ꎬ也不能同时

满足周长和面积是已知图形的 ２ 倍呢? 有没有图

形可以做到周长和面积同时是已知图形的 ２ 倍呢?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分析和解决ꎬ你能发现和

提出新的猜想或者问题吗?
【设计说明】
学生随着对问题 １ 思路 ｃ 的理解ꎬ不难想到ꎬ

圆、正三角形、正五边形、正六边形这一类只

有一个约束条件(半径 /边长)的图形ꎬ都不可能使

面积和周长同时是已知图形的 ２ 倍(因为这些图

形的面积之比是周长之比的平方)ꎮ 要想存在“倍
增”图形ꎬ也许图形不那么“正”就行了ꎬ也就是一

般图形ꎬ比如一般的矩形、三角形应该有可能

找到满足这样条件的图形ꎮ
问题 ２ 重在培养学生的数学直觉ꎬ在教学中应

允许学生口语化表达ꎬ意思到位即可ꎬ例如“不那

么‘正’”等ꎬ让学生感受到数学严密但不严肃ꎮ
其中ꎬ问题 ｃ 是本综合实践活动的难点ꎮ 要想

让平时不习惯提问的学生ꎬ按照预设提出问题实

属不易ꎬ这是因为问题 ｃ 的指向过于宽泛ꎬ学生不

好把握方向ꎮ 这也正是本综合实践活动的教育价

值之一ꎬ因为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类似的困境ꎬ所以

要让学生在数学课堂中“多出汗”ꎬ才能在生活中

“少流泪”ꎮ
由于学生的差异和任务的特点ꎬ教师在此环

节需要给予学生充足的思考时间与空间ꎬ不必急

于生成ꎮ 发现和提出问题可以培养学生对数学的

自信心与成就感ꎮ 只要学生提出的问题与问题 １
有关ꎬ且有一定的数学意义ꎬ教师都应予以肯定ꎮ
对于一些值得推敲的问题ꎬ教师可以延迟评价ꎬ让
学生在后续学习中自我完善ꎬ也可以课下与学生

交流探讨ꎮ
(３)分析和解决问题

学生在问题 ２ 中提出了许多有数学意义ꎬ有研

究价值的问题ꎮ 由于课堂时间的限制ꎬ教师在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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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鼓励学生的同时ꎬ也要引导学生对所提问题进

行比较和梳理ꎬ选择合适的研究问题ꎮ 明确了研

究问题ꎬ即统一了努力方向ꎬ接下来就是思考如何

解决了ꎮ
在学生自主梳理后ꎬ将课堂转入“解决问题”

的环节ꎮ 分析和解决一般化问题ꎬ可以将问题具

体化、特殊化ꎬ使问题“看得见ꎬ摸得着”ꎬ为后续建

立数学模型解决问题做好准备ꎮ 此环节依旧将课

堂前进方向的选择权交给学生ꎬ并于无声处贯彻

“特殊化”的数学方法ꎮ
【问题 ３】
根据同学们的想法ꎬ我们来研究这样一个猜

想:对于一个矩形ꎬ是否存在另一个矩形ꎬ它的周

长和面积分别是已知矩形周长和面积的 ２ 倍?
(以下简称“倍增”矩形)你想怎么来研究这个问

题呢?
【设计说明】
矩形有那么多ꎬ如果一个一个研究是研究不

完的ꎬ所以学生会提议从特殊的矩形开始研究ꎮ
矩形的长宽比可以为 ２ ∶ １ꎬ３ ∶ １ꎬ４ ∶ １ｍ ∶ １ꎬ
慢慢地会有学生想到直接研究最一般的矩形ꎬ即
长宽比为 ｍ ∶ ｎ 的矩形ꎮ 虽然长宽比不同ꎬ但是分

析和解决的方法是相同的ꎮ 因此ꎬ教师顺势引导ꎬ
肯定学生的想法ꎮ 教师可以让不同小组分别研究

不同长宽比的矩形ꎬ然后选择有代表性的解答予

以展示交流ꎮ
本题主要研究存在性问题ꎮ 常规代数解答方

法有三ꎬ分别为先固定所求矩形的周长ꎬ或者先固

定面积ꎬ或者设矩形两边长为未知量ꎬ通过列方

程ꎬ计算相应边是否存在ꎬ从而判断“倍增”矩形的

存在性ꎮ
此外ꎬ还可以从“形”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ꎬ引

导学生从问题 １ 得到启发ꎮ 既然所求矩形的周长

是已知矩形周长的 ２ 倍ꎬ那么一定可以找到长和宽

分别是已知矩形长和宽 ２ 倍的大矩形ꎬ这个大矩形

的面积是已知矩形面积的 ４ 倍ꎮ 然后将这个大矩

形慢慢地“压扁”ꎮ 在这个大矩形不断被“压扁”直
至面积接近于 ０ 的过程中ꎬ一定能找到一个矩形ꎬ
它的面积是已知矩形面积的 ２ 倍ꎮ 这样就直观简

捷地得到了问题的存在性ꎬ在发展学生“四能”的

同时ꎬ也丰富了学生的几何直观和空间想象能力ꎮ
(４)再次发现和提出问题

经历了完整的分析和解决问题ꎬ再从反思中

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过程ꎬ学生已经基本熟悉了相

应的研究方式和思维模式ꎮ 教师应及时趁热打

铁ꎬ充分把握学生解决了之前问题的有利心理ꎬ继
续挖掘“综合与实践”素材的教学价值ꎬ让学生在

新一轮训练中锻炼“四能”ꎮ
【问题 ４】
结合之前的学习经验ꎬ你还能提出其他问

题吗?
【设计说明】
通过之前的学习和思考ꎬ学生的思维更加宽

阔ꎬ联想更加丰富了ꎮ 通过问题 ３ 的解决ꎬ学生已

经知道了ꎬ是否存在“倍增”矩形ꎬ与矩形的长宽比

无关ꎮ 所以ꎬ学生的好奇心就会转移他处ꎬ比如研

究不同的图形ꎬ或者研究周长和面积之间不同的

倍数关系等ꎮ 其中ꎬ由于矩形的“规规矩矩”ꎬ学生

最容易想到的是ꎬ可以对矩形的周长和面积之间

的倍数关系进行变化ꎮ 比如ꎬ任意给定一个矩形ꎬ
是否存在另一个矩形ꎬ它的周长和面积分别是已

知矩形周长和面积的 ３ 倍、４ 倍、ｋ 倍ꎬ或者是
１
２

倍、 １
３
倍、 １

４
倍、 １

ｋ
倍ꎮ

(５)再次分析和解决问题

课堂进行到此处ꎬ学生已本能地想到要分析

和解决问题 ４ 了ꎮ 仿照问题 ３ 的步骤和方法ꎬ分别

从“数”和“形”两个方向进行思考ꎬ将这个一般化

的问题具体化、特殊化ꎬ然后计算ꎻ或者通过几何

直观与想象ꎬ尽力思考问题的存在性ꎮ
【问题 ５】
根据同学们的想法ꎬ我们来研究这样一个猜

想:对于一个矩形ꎬ是否存在另一个矩形ꎬ它的周

长和面积分别是已知矩形周长和面积的 ｋ 倍或者

１
ｋ
倍? ( ｋ ＝ ２ꎬ３ꎬ４ꎬ) 你想怎么来研究这个问

题呢?
【设计说明】
让学生碰真钉子ꎬ才能动真脑子ꎮ 虽然整数

倍关系与分数倍关系的情况有很大区别ꎬ在让学

生自己尝试解决问题 ５ 前ꎬ教师不必帮助学生将问

题分为两类ꎬ可以让学生自己选择倍数关系进行

解决ꎮ 在解决过程中ꎬ有的学生能找到相应图形ꎬ
有的学生找不到ꎬ从而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ꎬ再次

思考解决问题的良方ꎮ 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ꎮ 面

对复杂问题ꎬ如何思考ꎬ如何解决ꎬ如何分类ꎬ很少

有人能告诉你ꎮ 所以ꎬ数学解题过程中遭遇的困

—２２１—



难也是类似ꎬ此时正是培养学生耐挫能力的契机ꎮ
当遇到不顺时ꎬ及时调整ꎬ积极面对ꎬ才是最好的

良药ꎬ数学的育人价值于此显现ꎮ
２.“综合与实践”教学中培养“四能”的

策略思考

(１)取创新之势

“势”是方向ꎮ 创新的时代ꎬ给数学教育吹来

了东风ꎬ也对“四能”的培养提出了要求ꎮ 对国家

来说ꎬ“四能”引领创新ꎻ对个人而言ꎬ“四能”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未来发展的高度ꎮ 面对时代

潮流ꎬ数学教育者应顺势而为ꎬ将“综合与实践”活
动作为发展学生“四能”的有效载体ꎬ将发展学生

“四能”作为提升数学素养ꎬ培养创新意识的有效

途径ꎮ 同时ꎬ“四能”的培养离不开教材的创新与

教师教学的创新ꎮ 只有创新的教材ꎬ才能让学生

的数学学习紧跟时代ꎬ与时俱进ꎬ将“四能”内化为

适应未来竞争的本领ꎻ只有创新的教学ꎬ才能让教

师在新时代的教学中游刃有余ꎬ事半功倍ꎬ更好地

培养学生的“四能”ꎮ 本案例中的五个问题ꎬ充分

体现了教师主导ꎬ学生主体的新课程理念ꎬ教师的

寥寥数语ꎬ往往蕴含着巨大的能量ꎮ
(２)明提问之道

“道”是规律ꎮ 让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的教学

规律也值得重视ꎮ 本综合实践活动中ꎬ提出问题

是教学行进的主线ꎬ是教学继续发生的源头ꎮ 通

过提问ꎬ让学生更有劲头ꎬ让教学更有奔头ꎮ
解题后的反思往往更能发现问题的存疑处ꎬ

更能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本质ꎬ因此ꎬ在反思中提

出问题是培养学生“四能”的好方法ꎮ 如图 １ 所

示ꎬ在解决“倍增”矩形问题的基础上ꎬ启发学生不

断思考和提问ꎬ将矩形的长宽比从 ２ ∶ １ 逐渐拓展

至 ｍ ∶ ｎꎬ从 ２ 倍至 ｋ 倍ꎬ这个过程ꎬ靠的是反思ꎬ变
的是数量关系ꎬ不变的是学生思维的生长ꎮ 这其

中ꎬ学生所提问题的正确与否ꎬ能否解决并不是最

重要的ꎮ

图 １　 提出问题线路图

要保证提问教学的思考时间与空间ꎬ让学生

能够尽情地想ꎬ让教师能够有节奏地教ꎮ 陶维林

老师认为ꎬ把课堂的时间还给学生ꎬ把机会让给学

生ꎬ促使学生主动思考ꎬ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

果ꎮ 教师只要在恰当时机ꎬ适时介入即可[３]ꎮ 教

师在教学中要有阶段性培养的意识ꎬ“四能”的培

养任重道远ꎬ绝非一蹴而就ꎬ需要循序渐进ꎬ久久

为功ꎮ
(３)优解题之术

“术”是方法ꎮ 虽然千题千法ꎬ不同的数学问

题有不同的解决思路和方法ꎬ但是题与题解法之

间的相通之处值得我们去研究ꎬ“做好一题ꎬ少做

千题”ꎬ就是这个道理ꎮ
数学直觉以及“形”的运用ꎬ是本案例中解决

方法的亮点ꎮ 在问题 １ 的解决中ꎬ数学直觉将问题

的实质一针见血地暴露出来ꎬ体现了数学直觉的

魅力ꎮ 在问题 ３、５ 的存在性判断中ꎬ“形”的思考

让问题更直观ꎬ让学生更理解ꎮ
研究的是一般化问题ꎬ而解决的是具体化问

题ꎮ 在解决一般化的问题中ꎬ将问题向具体化、特
殊化转化ꎬ再分别从“数”与“形”的角度考虑ꎬ互补

优势ꎬ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策略(如图 ２ 所示)ꎮ 在

问题 ３ 和问题 ５ 的解决中ꎬ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ꎬ
从具体情形入手ꎬ让不同思维层次的学生都能得

到不同的发展ꎮ

图 ２　 解决问题方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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