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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本之“文”解读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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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文学院ꎬ 江苏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摘　 要] 　 “新课改”已进行多年ꎬ很多教师对文本解读和课堂教学目标的制订仍存在疑问ꎮ 既然“１７ 课

标”已经问世ꎬ就应该基于“１７ 课标”中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ꎬ从文本语言形式出发考虑这个问题ꎮ 解读文

本的语言形式应该从三个维度出发ꎬ即谋篇布局、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ꎮ 文本的谋篇布局与文体密不可分ꎬ文本

的形式对于文本内容的表达也意义重大ꎻ不同的表达方式其特点与表达效果大相径庭ꎬ在教学中又有互通之处ꎻ
关注语言特色ꎬ助力学生的语言积累ꎬ语言表达主要涉及语言风格、修辞和辞格运用ꎮ 如此ꎬ就能正确制订教学目

标ꎬ为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提高添砖加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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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改”已实施多年ꎬ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

中ꎬ很多语文教师还不会制订课堂教学目标ꎮ 有

一堂课制订五六个教学目标者ꎬ有从“三维目标”
出发ꎬ凑成“三个目标”者ꎬ有将主体教学目标的价

值取向指向“人文精神”者ꎬ等等不一ꎮ «普通高中

语文课程标准 ( ２０１７ 版)» (以下简称为 “ １７ 课

标”)从四个维度提出了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ꎬ并
着重指出:“语言建构与运用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的基础ꎬ在语文课程中ꎬ学生的思维发展与提升、
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ꎬ都是以语言的

建构与运用为基础ꎬ并在学生个体言语经验发展

过程中得以实现的ꎮ” [１] 可见ꎬ我们解读教学文本、
制订教学目标ꎬ主要应该指向文本的语言形式ꎬ而
我们认为ꎬ指向文本的语言形式ꎬ可从以下三个维

度出发ꎮ①

一、指向文本的谋篇布局

谋篇布局指的是文本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

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外部形式的统一ꎻ文本的谋

篇布局是运用材料反映中心的载体ꎮ 文本的谋篇

布局ꎬ实际上就是作者的思路ꎮ “部编本”初中语

文教材“七上”第四单元的“单元提示”为“理清作

者思路”ꎬ其作文要求是“思路要清晰”ꎬ其实质指

向甚为清晰ꎮ 理清文本的谋篇布局是解读文本的

必要条件ꎮ
１.对文本谋篇布局的认知

常见的文本谋篇布局方式有四种:并列式、总
分式、对照式、递进式ꎮ “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

的选文谋篇布局的设置总体偏向常规ꎬ大部分文

章采用总分总的形式ꎮ 如«雨的四季» (七上) 一

文ꎬ在开头和结尾总说雨的特点ꎬ在中间部分则采

用并列式的结构ꎬ分别写了雨在四季的特点ꎮ 就

论述类文本而言ꎬ«谈骨气» (冀教版八下)和«六

国论»(必修二)也是典型的总分式结构ꎮ 分析文

本的谋篇布局ꎬ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文章的

层次ꎬ体会作者谋篇布局的妙处ꎮ
实际上ꎬ不同的文体都有自己特殊的谋篇布

局方式ꎮ
就如叙述类文本ꎬ«我的老师» (人教版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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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祝福»(必修二)等的叙述人称与被叙述人称的

转换ꎻ«背影»(八上)的倒叙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七上)和«杨修之死» (人教版九上)的插叙ꎬ
«同志的信任» (人教社 １９８７ 版初一上)中的倒叙

和插叙结合ꎻ«背影»通过形象特征表现人物ꎬ«社

戏»(八下)通过典型事例表现人物ꎻ«药» (人教社

１９８３ 版高中第一册)«柏林之围»(人教社 １９８３ 版

高中第四册)等的双线平行ꎻ«林黛玉进贾府» (必

修二)等的“千呼万唤始出来”ꎻ再如«植树的牧羊

人»(七上)中ꎬ作者通过直接描写与间接描写相结

合的手法ꎬ把牧羊人的慷慨无私、忠厚踏实、坚定

不移从多个角度呈现出来ꎬ等等ꎮ
如论述类文本ꎬ有«师说» (必修一) 和«拿来

主义»(必修三)的立驳结合ꎬ当然ꎬ另有分别从论

点、论据、论证进行驳斥的典型的驳论文ꎬ如«中国

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九上) 和«季氏将伐颛臾»
(必修四)ꎬ等等ꎮ

写景类文本中ꎬ«春» (七上)等通过几幅画面

表现景物ꎬ通过不同的感官写景ꎬ等等ꎮ
另外ꎬ各类说明性文本和实用性文本都有着

自己特有的谋篇布局方式ꎮ

２.指向文本谋篇布局的积极作用

认知文本谋篇布局对帮助学生掌握文本内容

有很重要的作用ꎮ 从整体来看ꎬ在教学过程中ꎬ学
生通过分析文本谋篇布局能够更好地把握文章的

中心ꎬ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ꎬ即服务于对

“道”的认知ꎮ 例如常见的总分总结构ꎬ首尾呼应

起到了深化中心的作用ꎬ学生通过分析文本的谋

篇布局ꎬ仔细揣摩开头结尾重点句ꎬ能够更快地把

握文章的中心ꎬ这在说明类文本和叙述类文本中

表现得尤为突出ꎬ以经典议论文«劝学» (必修一)
为例ꎬ文章总体采用了总分的结构ꎬ开篇“君子曰:
学不可以已”直接亮出观点ꎬ在二、三、四自然段中

分别阐释三个分论点ꎬ学生通过对文本谋篇布局

的把握可以准确地把握文章的中心意思ꎬ这对学

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大有助益ꎮ
另外ꎬ分析文本谋篇布局ꎬ帮助学生树立文章

的结构意识ꎬ也是使学生作文写作更富有逻辑性ꎬ
甚至是“出彩”的关键ꎮ

３.分析文本谋篇布局的要点

分析文本谋篇布局首先要理清思路ꎬ可从三

个方面考虑ꎬ分别是标题、关键句、关键词ꎮ

首先ꎬ标题可作为分析文本谋篇布局的重要

参考依据ꎬ文章的关键词、句子和标题有很大的关

联ꎮ 如«谈骨气»«劝学»«师说»等ꎬ从标题就可看

出是论述类文本ꎬ那么ꎬ分析时可以首先从论述类

文本的特点出发ꎮ 如«春» «济南的冬天» (七上)
和«醉翁亭记»(九上)等从标题便可知是写景类文

本ꎬ那么ꎬ分析文本时就应该首先从写景类文本的

特点考虑ꎮ
其次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捕捉关键句ꎮ 从内

容上来说主旨句、情感句、概括句、观点句都可作

为划分文本谋篇布局的重要参考依据ꎻ从结构上

来说ꎬ总领句、总结句、过渡句ꎬ置于文首、文尾或

段前、段后的句子ꎬ都应该受到格外的关注ꎬ这些

句子对分析文本谋篇布局、理清文章思路起着关

键作用ꎮ 例如«老王» (必修三)一文中ꎬ最后一个

自然段从内容上来说是情感句ꎬ从结构上来说是

文尾的句子ꎬ对于全文所要表达的情感起着总结

和升华的作用ꎬ表现了作者对老王的同情和愧怍ꎮ
除了标题和关键句以外ꎬ关键词也对分析文

本谋篇布局大有帮助ꎮ 具体来说ꎬ关键词从结构

上可分为两类ꎬ一类是关联词ꎬ一类是顺序词ꎮ
关联词又可细分为表并列的词语如“和” “以

及”“另一方面”“同时”ꎻ表递进的词语如“不仅如

此ꎬ而且” “甚至” “更进一步讲”ꎻ表转折的词语

“然而”“不过”“其实”“与其相反”ꎻ表因果的词语

“因此”“所以”“总而言之”“由此可见”ꎬ等等ꎮ
顺序词能表明语言材料的主次轻重或问题的

几个方面ꎬ如“首先”“其次”“第一”“第二”等ꎮ 此

类关键词在说明类文本和叙述类文本中更为常

见ꎮ 从内容上来说ꎬ关键词则常常与一些细微的

动作、不易察觉的情感有关ꎬ读者借助关键词能够

更好地把握文本的内容ꎮ «背影»中“这时我看见

他的背影ꎬ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ꎮ 我赶紧拭干

了泪ꎬ怕他看见ꎬ也怕别人看见”ꎮ 这句话中“赶

紧”“怕”两词都是关键词ꎬ透过这两个词读者更能

体会作者既感动又害怕被父亲看见的复杂情绪ꎬ
这句话也成了作者情绪的转折点ꎬ作者从对父亲

有些许厌烦转为了感动ꎮ

二、指向表达方式

“部编本”教材九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明确提出

了“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的写作要求ꎬ由此可见

表达方式对文本的解读尤为重要ꎮ 相对谋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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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ꎬ表达方式比较“微观”ꎮ

１.不同表达方式在文本中的作用

表达方式可从不同的标准分类ꎬ下文择要分

析几种ꎮ
其一ꎬ描写ꎮ 作为记叙类文本尤其是文学创

作的主要表达方式之一ꎬ描写应该受到重视ꎮ
从人物描写来看ꎬ肖像描写、神态描写、动作

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等都值得研究ꎮ «叶圣

陶先生二三事» (七下)中就有一段典型的人物描

写:“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ꎬ有事ꎬ或无事ꎬ
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ꎬ告辞ꎬ拦住他远送ꎬ无论

怎样说ꎬ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ꎬ四道台阶ꎬ送到

大门外才告别ꎬ他鞠躬ꎬ口说谢谢ꎬ看着来人上路

才转身离开ꎮ”这样的描写表现了叶圣陶先生在日

常生活中的宽厚待人ꎮ 此例中“三道门ꎬ四道台

阶”作为环境描写从侧面烘托出了叶圣陶先生的

可贵精神ꎬ一连串的副词如“无论” “一定” “才”也

对塑造人物形象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ꎮ 再如«回

忆鲁迅先生»(七下)中ꎬ开头作者就运用了直接描

写的手法ꎬ把鲁迅先生的笑声明朗、走路敏捷写得

生动有趣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ꎮ
以景物描写来说ꎬ“部编本”教材七上第一单

元的三篇现代文«春» «济南的冬天» «雨的四季»
都是以景物描写为主的典型例子ꎬ教师应在课堂

教学目标的制订中把“学习景物描写的表现手法”
作为重点ꎮ «社戏»中的景物描写极具特色ꎬ作者

采用了多种感官相结合的方法ꎬ从视觉(月色朦

胧、连山起伏、多种色彩)、听觉(横笛宛转、悠扬)、
嗅觉(夹杂着水气的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

散出来的清香)等方面ꎬ描绘了月夜行船的画面ꎬ
情景交融ꎬ充满江南水乡的灵秀ꎬ表现了作者去途

中的迫切ꎬ看社戏时的兴奋ꎬ兴尽而返的喜悦ꎬ表
达了作者对水乡之景的热爱之情ꎮ

其二ꎬ抒情ꎮ 记叙文中运用抒情的手法ꎬ能够

增强文章的感染力ꎬ深化文章主旨ꎬ使得文章韵味

无穷ꎮ “部编本”教材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作文教

学中ꎬ集中介绍了抒情手法ꎬ具体阐释了直接抒情

与间接抒情的意义及其作用ꎬ并指导学生运用抒

情手法进行写作ꎮ
«雨的四季»中ꎬ最后两个自然段作者采用第

二被叙述人称直接抒情ꎬ表达了作者对雨的赞美

和依恋ꎻ«土地的誓言» (七下)中采用了直接抒情

的手法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强烈的热爱之情ꎮ «黄

河颂»(七下)中ꎬ作者采用了直接抒情与间接抒情

相结合的方法ꎬ表达了作者对黄河的热爱与依恋

之情ꎮ 上述三文虽然内容不同ꎬ但都是抒情美文ꎬ
教师应指导学生通过已学内容理解抒情手法的运

用ꎬ并指导学生把抒情手法运用到写作中ꎬ学习

“文为道服务”ꎮ
其三ꎬ议论ꎮ 这里指的是议论这一表达方式ꎮ

叙述类文本中采用议论的手法能够赋予人物、事
件、环境更深层的蕴意ꎬ深化文章的内涵ꎬ拓宽读

者的思维ꎬ加深认识和体验ꎬ起到画龙点睛的作

用ꎮ “部编本”教材七下第五单元以“生活哲学”为

主题ꎬ在几篇叙述类文本中或夹叙夹议ꎬ或议论抒

情ꎬ把作者对事物的见解和态度都透过议论的手

法表现出来ꎬ使得文章鲜明、深刻ꎬ具有较强的哲

理性和理论深度ꎮ
«紫藤萝瀑布»(七下)文末采用了议论的表现

手法ꎬ“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ꎬ但是生

命的长河是没有止境的ꎬ”这样一句话点明了中心

又升华了主旨ꎬ引发读者深思ꎬ使文章有了启迪灵

魂的力量ꎮ «一棵小桃树»(七下)同样也在文末采

用了抒情与议论相结合的手法ꎬ既总结了文章的

中心ꎬ又表达了作者对小桃树的喜爱之情ꎬ把作者

的志情与小桃树融为一体ꎬ以小见大ꎬ从细微处展

现生活哲学ꎮ
其四ꎬ说明ꎮ 这里主要就说明类文本而言ꎮ

说明是用简明扼要的文字ꎬ把事物的形状、性质、
特征、成因、关系、功用等解说清楚的表达方式ꎮ
“部编本”教材(八上)第五单元的“单元提示”为

“学习说明方法ꎬ揣摩说明语言ꎬ把握说明对象的

特征”ꎬ其作文要求是“抓住特征说明事物”ꎬ其实

质指向甚为清晰ꎮ
“八上” 的四篇课文«中国石拱桥» «苏州园

林»«梦回繁华» «蝉» 都是说明文ꎬ以«中国石拱

桥»为例ꎬ全文采用了多种说明方法ꎬ“石拱桥的桥

洞成弧形ꎬ就像虹” 一句采用了打比方的说明方

法ꎬ形象生动地说明了石拱桥的外形特点ꎻ“赵州

桥非常雄伟ꎬ全长 ５０.８２ 米”ꎬ用列数字的手法准确

地说明了桥的长度ꎻ“唐朝的张嘉贞说它‘制造奇

行ꎬ人不知其所以为’”以引用的手法ꎬ准确说明了

赵州桥的制造技艺高超ꎻ“由于各拱相联ꎬ所以这

种桥叫做联拱石桥”ꎬ则运用了下定义的说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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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ꎬ明确指出说明对象的根本特征ꎮ 其他的说明

方法还有做比较、举例子、分类别等ꎬ在此不再一

一赘述ꎮ
２.分析表达方式的具体方法

分析表达方式是学生阅读能力检测的重要途

径ꎬ培养学生分析表达方式的能力对提高学生的

阅读素养有重要意义ꎮ
分析表达方式要求学生分步递进掌握三项技

能ꎮ 首先ꎬ教师应引导学生对表达方式的种类及

意义有清晰的认知ꎬ并在此基础上对具体课例的

表达方式形成准确的判断ꎮ 就如«老王»和«藤野

先生»(八上)通过人物语言和动作描写表现人物ꎬ
«紫藤萝瀑布»中的议论手法深化文章主旨引人遐

想ꎬ抒情的手法在诗歌中最为常见ꎬ«我爱这土地»
和«乡愁»(九上)都是典型的例子ꎮ 说明方法在说

明文中广泛运用ꎬ上文已举多例ꎬ此处不再赘述ꎮ
文章中各种表达方式亦可穿插使用ꎬ以其一为主ꎬ
其他为辅ꎬ共同提升文章的审美意趣ꎮ 如鲁迅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故乡» (九上)ꎬ在记叙

中倾注作者真挚的情感ꎬ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

演讲»(八下)则在叙述中加入铿锵的议论与澎湃

的情感ꎬ余音绕梁ꎬ激奋人心ꎮ
其次ꎬ学生应针对表达方式结合文本对文章

进行具体的词句段的分析ꎬ加强对表达方式的理

解ꎮ «老王»中ꎬ杨绛先生细致入微的肖像刻画和

细腻的心理描写使老王的形象鲜活了起来ꎮ 文中

第三部分对老王的外貌、神态、动作都做了极为精

细的描写ꎬ如外貌描写:“面如死灰打上一棍

就会散成一堆白骨”ꎻ动作、神态描写:来的时候是

“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 “直着脚往里走”ꎬ走的

时候是“滞笨地转过身子” “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

去”ꎬ一个垂死的病人憔悴的面容、枯瘦的身躯和

僵直的动作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ꎮ
最后ꎬ结合上述分析体味表达方式对助益文

本谋篇布局ꎬ深化文章情感ꎬ丰富文本内容的作

用ꎮ 同样以«老王»为例ꎬ“我”听到老王死讯后的

一段心理描写集中地表现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

对不幸的劳动者的真挚情感和复杂的心理活动ꎬ
例如:“我”“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我不

能想象他是怎样回家的”ꎮ 字里行间透露出“我”
对老王既关心又担心和愧疚的复杂心情ꎮ 又如最

后一段ꎬ“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

完的鸡蛋几年过去了ꎬ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

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ꎬ更是真实地表现

了“我”当时复杂的心态:自省、愧怍、不安、悲伤、
痛楚

三、指向语言特色

相对前两个维度ꎬ文本的 “语言特色” 更为

微观ꎮ
２０１１ 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

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ꎬ注重基本

技能的训练ꎬ给学生打下扎实的基础” [２] ꎮ 而语言

的积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ꎮ 相较于良莠不齐、
浩如烟海的课外读物(尤其是网络读物)ꎬ精挑细

选、文质兼美的文本教材更适合作为学生言语积

累的素材和典范ꎮ

１.文本语言和学生的言语积累

“１７ 课标”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引导学生

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ꎬ通过自主的语言实践

活动ꎬ积累言语经验ꎬ把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

运用规律同时ꎬ发展思辨能力ꎬ提升思维品

质ꎬ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培养高尚的审美情

趣ꎬ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ꎬ理解文化多样性ꎮ” [１] 显

然ꎬ学生要想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架构ꎬ必须从文

本语言中汲取精华ꎬ对于文本语言的把握能力是

学生进行语文学习的基础ꎬ因此ꎬ巧用文本语言助

力学生的言语积累成了教师教学的关键环节ꎮ

２.认知文本特色语言对文本内容的积

极作用

«台阶»(七下)是一篇典型的记叙文ꎬ如果一

个课时教学这篇文章ꎬ可以设定两个教学目标:其
一是品味文本语言ꎬ掌握本文通过细节描写展现

父亲复杂心理的手法ꎻ其二是体会父亲勤劳肯干、
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谦卑的秉性ꎮ 通过这两个教学

目标ꎬ学生就能重点掌握“细节描写” 这一手法ꎮ
深入解读这一手法ꎬ就必须对一些关键语句进行

品味ꎮ 如:第 ２１ 自然段中ꎬ“许多纸筒落在父亲的

头上肩膀上ꎬ父亲的两手没处放似的ꎬ抄着也不

是ꎬ贴在胯骨上也不是ꎮ 他仿佛觉得有许多目光

在望他ꎬ就尽力把胸挺得高些ꎬ无奈ꎬ他的背是驼

惯了的ꎬ胸无法挺得高ꎮ 因而ꎬ父亲明明该高兴ꎬ
却露出了些尴尬的笑”ꎮ 对父亲进行了细致的描

写ꎬ形象生动地表现了父亲身上具有的中国农民

特有的谦卑ꎬ当新台阶造好后ꎬ他反而处处感到不

对劲ꎬ不自在ꎻ从“驼惯了的背”可以读出父亲的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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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坚韧的品性ꎮ 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对文本

之“文”进行解读ꎬ能让学生在品味文本语言的同

时自然而然地领会文本之“道”ꎬ“道”的解读不应

成为“我只要最高层”式的凭空架构ꎬ应该是基于

对“文”的扎实品味中自然流露的情感升华ꎮ
３.指向语言特色的主要涉及点

这里的“语言特色”从较为微观的具体表达层

面来说ꎬ主要指语言风格和修辞ꎮ
其一ꎬ语言风格ꎮ 语言风格涉及两个方面ꎬ一

是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风格ꎬ二是不同的作者语

言风格也有所不同ꎮ 了解风格是掌握文本内容的

必要因素ꎬ所以ꎬ在引导学生品味语言的过程中ꎬ
让学生品味语言风格颇为重要ꎮ

首先ꎬ不同体裁的文章有与之相称的语言风

格ꎮ 曹丕«典论论文»有言:“夫文本同而末异ꎬ
盖 奏 议 宜 雅ꎬ 书 论 宜 理ꎬ 铭 诔 尚 实ꎬ 诗 赋

欲丽ꎮ” [３]７２０

具体来说ꎬ“生动形象ꎬ富有表现力”是记叙类

文本的语言特色ꎬ比如ꎬ通过具体生动的语言使记

叙文中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ꎬ给人呼之欲出之感ꎮ
说明文的语言特色总体上来讲有准确、简洁、富有

表现力的特点ꎬ无论是事物说明还是事理说明ꎬ抑
或是科学小品文都不能例外ꎮ 说明类文本总体的

语言风格较容易把握ꎬ个性化的语言特点则需要

立足文本ꎬ通过分析文本语言来进行把握ꎮ 而议

论文的语言特色则是严谨而逻辑性强ꎮ
其次ꎬ文章的语言风格和作者有关ꎮ 不同的

作家由于所处时代、自身经历、社会环境的不同ꎬ
其语言风格也大相径庭ꎮ 如冰心的柔美隽丽ꎬ朱
自清的绵密醇厚ꎬ叶圣陶的清淡平实ꎬ徐志摩的繁

复浓丽ꎬ巴金的热情坦诚ꎬ汪曾祺的奇崛平淡ꎬ余
光中的雅致端丽ꎬ等等ꎮ 同一个作家随着个人的

成长ꎬ阅历的增加ꎬ语言风格也会有所不同ꎬ如李

白诗歌青年时期无比自信豪迈ꎬ壮年时期有所失

望又犹存希望ꎬ等等ꎬ了解写作背景和作者的生活

经历可对作者语言的理解把握提供思路ꎮ
其二ꎬ修辞ꎮ 所谓“修辞”指的是在使用语言

的过程中ꎬ利用多种手段以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

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ꎮ 这里ꎬ主要从遣词造句和

辞格两个维度进行阐述ꎮ
“部编本”教材中不乏优质的文本ꎬ文本中的

语言锤炼颇值得分析研究ꎮ «老王»中“他简直像

棺材里倒出来的”中的“倒”用得十分精妙ꎬ“倒”
是个被动的词ꎬ更能体现老王被病痛折磨得已毫

无生气的身体状况ꎬ表现了作者对老王的同情与

痛惜ꎬ而用“爬”之类的词则没有这样的表达效果ꎮ
很多情况下ꎬ修辞由具体的辞格表现ꎮ 高考

«考试说明»提出的修辞格有比喻、比拟、借代、夸
张、对偶、排比、设问、反问、反复等ꎮ 就如«紫藤萝

瀑布»中的比喻、比拟手法使用尤为典型ꎬ«白杨礼

赞»(八下)中的排比手法使用历来为人所称赞ꎬ三
个“难道”语音上朗朗上口ꎬ过耳不忘ꎻ内容上层层

深入ꎬ气势恢宏ꎬ表现了守边战士的勇敢、顽强、坚
韧不屈ꎮ 至于其他一些辞格的具体作用ꎬ此处不

再赘述ꎮ 当然ꎬ我们的教学不能唯高考马首是瞻ꎬ
如«荷塘月色» (必修二)中的通感ꎬ古代文学作品

中常见的互文等修辞格ꎬ都可作为教学的目标ꎮ
将修辞作为课堂教学的目标ꎬ带领学生从文

本中学习修辞ꎬ对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

的作用不言而喻ꎮ
在这里ꎬ必须强调的是ꎬ我们提倡解读文本与

制订教学目标主要应从文本的语言形式考虑ꎬ并
不等于否定教学文本所负载的思想内容ꎻ我们认

为ꎬ通过“工具”渗透“人文” [４] 是语文教学的基本

途径ꎬ这就是“１７ 课标”所谓的“语言的建构与运

用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ꎮ 同时ꎬ解读文本

的语言形式从三个维度考虑ꎬ并不是说每个文本

的教学都必须从这三个维度出发ꎻ我们认为ꎬ“一

课一得” (“文” “道”各一)是必须遵循的原则ꎬ这
就是所谓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ꎮ 具体而

言ꎬ每一节课究竟从哪个“点”出发ꎬ必须考虑两个

“最”ꎬ即文本的最主要特色和学生的最近发展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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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群文阅读教学策略探析

张 坚 作　 赵 永 明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安徽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

　 　 [摘　 要]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过程是学习者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ꎬ积极建构新知识的过程ꎬ
主张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ꎬ加强学习中的合作交流ꎮ 这些观点对群文阅读教学议题的选择、文本的组合、教师主

导作用的发挥以及课堂结构的优化有极大启示ꎮ 在教学实践中ꎬ实施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群文阅读教学策

略可以更有效地实现群文阅读的价值ꎮ
[关键词] 　 建构主义ꎻ　 群文阅读ꎻ　 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３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０６－０５

　 　 群文阅读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阅读教学实践

形式ꎬ即根据议题选择一组呈结构性的文本ꎬ师生

在单位时间的课堂教学中围绕议题展开阅读和集

体建构ꎬ进而达成共识的阅读过程[１] ꎬ 其主要特征

是在议题的引领下进行多文本的教学ꎮ “议题”
“多文本”“集体建构”“达成共识”是群文阅读教学

的四大关键性因素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群文阅读并不

仅仅是多文本阅读ꎬ其议题的选择、文本的确定、师
生的共同建构都必须依托教育学、心理学、阅读学

等理论的支持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ꎬ吸收了人类认知发展、人类学习、能力迁移等

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ꎮ 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应用到群文阅读教学中去ꎬ能为群文阅读教学提供

强有力的理论支持ꎮ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内容

建构主义也叫结构主义ꎬ源自儿童的认知发展

理论ꎬ主要代表人物有皮亚杰与维果斯基ꎮ 由于个

体的认知发展与学习过程紧密相关ꎬ该理论能比较

好地说明人类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规律ꎬ即能很好地

说明学习是如何发生的ꎬ意义如何建构的ꎬ知识如

何形成的等ꎮ 总之ꎬ建构主义给教学带来一套新颖

且有效的认知学习理论ꎮ
建构主义者们认为学习过程不是学习者被动

地接受知识ꎬ而是在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上积极地

建构知识的过程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奠基人皮

亚杰在其研究生涯后期认为:“知识只是历史的瞬

间ꎬ其变化与过去知识的变化一样迅速ꎬ并且在多

数情况下比过去还要快ꎮ 而科学观点不是瞬时性

的ꎬ亦非静止的ꎬ它是一个过程ꎮ 更特别的是ꎬ它是

一个不断构造和重新组织的过程ꎮ” [２]３３在他看来ꎬ
知识不是客观的东西ꎬ它具有社会情境性ꎬ在不同

的条件下ꎬ知识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ꎬ机械地死记

硬背无法真正掌握与运用知识ꎮ 为此他进一步提

出ꎬ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ꎬ
包含同化与顺应两种情况ꎬ同化是指新的知识与原

有个体认知结构相整合的过程ꎮ 顺应则是指个体

的原有认知无法同化外界给的新刺激时ꎬ个体重新

根据外部新刺激整合自己的认知结构的过程ꎮ[３]２２２

换句话说ꎬ知识的本质是个人根据自己的认知结构

建构的ꎬ它来源于真实情境的互动中ꎬ教学中要积

极创设情境ꎬ促进学生认知结构与外部刺激不断

“顺应”与“同化”ꎬ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ꎮ
在皮亚杰的理论基础上ꎬ建构主义受到维果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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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语言习得理论的影响ꎬ发展出社会建构主义ꎮ 社

会建构主义认为ꎬ知识与学习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

文化背景中ꎬ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知识的来源ꎮ
同时知识不仅是在个体与物理环境的相互作用中

建构起来的ꎬ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知识

的建构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ꎮ[４]７０因为每个人的生

活环境、人生阅历都有所不同ꎬ对于同一事物会有

不同的看法ꎬ可以在交往中相互碰撞产生火花ꎬ促
进双方认知结构的转变ꎬ因此合作学习相应而生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内容丰富ꎬ在教学中其核心

观点有: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ꎬ而是学习

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ꎬ借助学习过程

中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其他伙伴)的帮助ꎬ利用必

要的学习资料ꎬ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ꎮ 其

中“情境”“协作” “交流” “意义建构”是建构主义

学习理论的四大要素ꎮ[４]６８－６９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群文阅读教学

的契合性

作为一种突破传统单篇阅读教学的新型阅读

教学形态ꎬ群文阅读教学的特性保证了群文阅读教

学的有效性:其中包括议题的可议论性、多文本的

结构性、师生的集体建构、达成共识四个特性ꎬ这四

个特性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有着诸多的契合之处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ꎬ知识虽有客观实在的

物质承载ꎬ但知识具有主观性ꎮ 人类的知识是每个

人利用自己的已有经验与新事物相互碰撞而形成

的表征ꎮ 因此不同的人对于同一知识会存在不同

的看法ꎬ即知识的个体具有特定情境性ꎮ 与之契合

的是ꎬ群文阅读教学议题具有可议论性ꎬ这便给了

学生一个开放的“空间”ꎬ让学生在这个“空间”中

自由发表意见ꎬ在思维的碰撞中进行知识的构建ꎬ
获得能力的提升ꎮ 同时ꎬ群文阅读是多文本阅读教

学模式ꎬ结构性的多文本尽可能从多个侧面来解答

某个知识点ꎬ创设学习情境ꎬ促进学生全方位掌握

知识ꎮ
建构主义者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ꎬ倡导在教

师的帮助下使学生可以进行自主学习和意义的主

动建构ꎮ 因此教师不再是直接填鸭式地把知识灌

输给学生ꎬ而是要求教师由传统的权威形象转变为

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ꎬ成为学生学习的高级

伙伴ꎮ 同样ꎬ群文阅读教学把教学视为师生集体建

构的过程ꎬ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由“主演” 变成“导

演”ꎬ改变了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定式ꎮ 其

次群文阅读教学倡导在集体建构中达成共识ꎮ 这

里的共识并不是追求标准的统一答案ꎬ而是以教师

尊重学生的个性化解读为前提ꎬ然后对学生的多元

差异进行倾听、理解、协商ꎬ最后达成共识的过程ꎮ

三、群文阅读教学现状

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视角出发ꎬ发现因理论与

实践经验的不足ꎬ群文阅读教学在教学实践中也出

现了诸多问题:
１.议题选择随意化

“议题”是一组可以供师生议论的话题文本ꎬ
其主要的特点是具有可议论性ꎮ 在开展群文阅读

课时ꎬ要利用议题的可议论性ꎬ为学生提供一个思

考和讨论的空间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议题”的选择

要充分考虑教师与学生的认知水平、兴趣爱好等ꎮ
但很多一线教师在选择议题时ꎬ过于随意ꎮ 部分教

师认为群文阅读教学相对于传统的单篇教学而言ꎬ
只是在课上带领学生多读几篇文章ꎬ在进行群文阅

读教学时ꎬ只是把几篇文章放到一起即可ꎬ在议题

设置方面就是简单地根据专家说的议题特点进行

设置ꎬ如将议题简单地根据一组文章的主题来设

置ꎬ或简单地从教材中选取某个点进行扩展ꎬ或更

随意地按照教师本身的兴趣爱好来安排ꎮ 当然ꎬ有
些议题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ꎬ但这些由教师整理出

来的议题ꎬ很大程度上是站在成人的角度确定的ꎬ
这便导致议题脱离了学生的实际需求ꎮ

２.文本组合缺乏生活情境

文本是群文阅读课上学生获取知识的媒介ꎬ而
构建知识的最佳情境不是简单抽象的ꎬ因为世界是

复杂多变的ꎬ只有把学习放到具体的情境中来ꎬ学
习才会行之有效ꎮ 目前学习主要是在课堂ꎬ要让学

习在情境当中进行ꎬ最好的办法是在文本的组合上

下功夫ꎮ 文本组合的生活情境是指每个文本从不

同的侧面揭示议题ꎬ使议题不是单一的某个抽象知

识点ꎬ而赋予其全面的社会复杂性ꎮ
群文阅读课拿什么来读ꎬ目前主要的做法是直

接由教师安排ꎬ专家型的教师对于文本的组合有自

己的见解ꎬ能很好地构建群文ꎬ但目前很多一线教

师对文本组合还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ꎬ认为群文阅

读教学只是让学生在课上多读几篇文章ꎬ在文本的

组合上只是随意的累加ꎬ不能对文本进行结构化的

整理ꎮ 如某一线教师的群文阅读“不能说谎”ꎬ其
选文都是一些说谎害人害己的事实材料ꎬ这样学生

共同建构下来的主题就是“说谎害人害己ꎬ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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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ꎮ 然而ꎬ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中ꎬ大部分的

情境下是不应该说谎ꎬ但在特殊的情境中ꎬ善意的

谎言也是必要的ꎮ 很显然ꎬ假若文本组合缺乏真实

多样的生活情境ꎬ将不利于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

知识ꎮ
３.教师引导作用的缺失

群文阅读教学作为一种有别于单篇阅读教学

的阅读教学形式ꎬ其理念是反对传统单篇阅读教学

时教师的满堂灌ꎬ倡导“让学于生” 的课堂教学ꎮ
同时ꎬ群文阅读课堂上学生自读自悟时间的增加ꎬ
意味着教师条分缕析地进行阅读指导时间的减少ꎬ
这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挑战ꎮ 基于此ꎬ有些教师在

课堂上为改变满堂灌的教学形式而对学生开始放

任不管ꎬ把课堂全盘交给学生ꎬ这就导致了课堂教

师引导作用的缺失ꎬ出现了“放羊式教学”ꎮ 学生

虽然是学习的主体ꎬ但教师作为课堂的重要指导

者ꎬ在课堂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要想群文阅读

课达到预期的效果ꎬ教师需及时适应课堂角色的

转变ꎮ
４.课堂结构单一

群文阅读是新课改要求下出现的新的语文教

学现象ꎬ它体现了目前阅读教学新思想、新理念ꎬ如
“学生是学习主人” “能力为重” “自主、合作、探究

的学习方式”等ꎮ 然而当下的群文阅读课堂ꎬ除了

看到“一篇带多篇”和课中有一段学生阅读文本材

料的过程ꎬ余下的还是师问生答ꎬ将教师预设的思

想、内容讲解或呈现给学生[５] ꎬ少有新意ꎬ结构单

一ꎬ格局依旧ꎬ旧瓶子里装新酒ꎬ换汤不换药ꎮ 这样

的群文阅读教学自然效果欠佳ꎮ
四、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群文阅读

教学策略
基于建构主义与群文阅读的契合性ꎬ群文阅读

教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ꎮ
１.以学生为本ꎬ构建议题

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学生的学习就是根据自己

所知道的东西构造出一个内在的结构或图式ꎬ用以

吸收、接纳和解释新信息ꎬ主动地选择一些信息ꎬ忽
视一些信息ꎬ并从中得出推论的过程[６] ꎮ 换句话

说ꎬ学习是学生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ꎬ自主构建知

识体系的过程ꎮ 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ꎬ有不同的认

知情况ꎬ对不同的事物将产生不同的看法ꎮ 议题是

可供学生讨论的话题ꎬ是统摄群文阅读教学的灵

魂ꎬ在开展群文阅读教学时ꎬ在选择议题上教师要

充分尊重学生的心理认知发展水平、充分尊重学生

的兴趣ꎬ选择与之年龄段相适应的议题ꎬ让学生有

话可说、有“点”可议ꎮ
根据学生的生活实际需要ꎬ在一年级教师可以

将议题设置为“要不要听大人的话”群文课ꎬ二年

级设置“如何避免上当受骗”ꎬ三年级设置“什么样

的朋友称之为朋友”ꎬ等等ꎬ这样的议题设置都非常

符合学生在那一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ꎮ 但同样ꎬ即
使同一个“议题”ꎬ在面对不同的学生时ꎬ教学的侧

重点也应不同ꎬ同样是“父母之爱”的群文课ꎬ一般

我们设置的议题为“文章中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怎样

的”ꎮ 但把“父母之爱”的群文课放到大部分是留

守儿童的班级上时ꎬ我们就可以加入«团圆»和«我

的爸爸叫焦尼»两个文本ꎬ并把“议题”调整为“父

母表达爱的方式有哪些ꎬ你能接受这样的表达方式

吗? 你的父母是怎样表达爱的ꎬ说说你的理解”ꎮ
这样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调整议题的做法ꎬ是对“学

生个体关注缺席”的积极回应ꎬ切实关注了学生真

实的生活ꎬ关注了学生个体的心理感受ꎮ
当然切切实实能以学生为本设计“议题”的教

师ꎬ不仅是充分了解学生的教师ꎬ还应是具备以下

两个能力的教师ꎮ
首先教师的教学能力要强ꎬ能廓清语文学科教

学序列ꎮ 我们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是完全把考

纲、语文知识体系丢掉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考试大纲、
中小学的语文知识体系都是教育专家根据学生认

知发展特点来编写的ꎮ 把语文知识体系考虑进去ꎬ
既能缓解教师现实的升学压力ꎬ也能让学生系统地

掌握语文知识ꎬ不至于产生“议题”的选择随意化

的问题ꎮ 在小学低年级阶段ꎬ主要是要培养学生对

于阅读的乐趣ꎬ教师可以以“儿歌中的故事”为议

题ꎬ来推开孩子的群文阅读之门ꎬ儿歌是孩子们最

早接触、也是接触最多的儿童文学形式ꎬ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通过读儿歌、表演儿歌等形式ꎬ感受儿歌

带来的乐趣ꎮ 而在小学高年级ꎬ学生学习的目标主

要是多积累ꎬ多阅读ꎬ注重语言文字的运用实践ꎬ因
此我们可以选择“井然有序”作为议题ꎬ在这个议

题中选取具有明确写作顺序的文章ꎬ学习完这组文

章后ꎬ让学生对写作顺序有较为明确的认识ꎮ
其次教师文本解读能力要强ꎮ 在群文阅读中ꎬ

“先选择文本ꎬ还是先确定‘议题’”是很多教师困

惑的问题ꎮ 其实二者没有一定的先后顺序ꎬ只要

“议题”的议点与文本核心相符即可ꎮ 在这个过程

中ꎬ关键还是文本的解读能力ꎮ 具体来说ꎬ建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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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从三个方面来解读文本:以普通读者的视角来解

读文本要表达什么ꎻ以学生的学情为基础思量文本

的内容是否适合学生学习ꎬ放在哪个阶段学习ꎻ从
教师教学的角度思考这个文本是否能够提炼出具

体的议题供学生学习[７] ꎮ 能做到从以上三个方面

解读文本ꎬ提炼出来的议题会是比较合适的议题ꎮ
如果教师自我衡量这两个能力不足ꎬ在践行群

文阅读教学时ꎬ先不要大刀阔斧地去实践ꎬ而应先

参照专家的优秀课例ꎬ基于教材ꎬ慢慢摸索ꎮ
２.结构化的组合文本ꎬ构建生活化情境

教学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离开具体情

境抽象存在的ꎬ而需在一定的情境中由学生主动建

构ꎬ要想让学生学习更高效ꎬ需要用文本材料构建

一定的统一的生活化情境[８] ꎮ 具体到群文阅读中ꎬ
需把零碎的概念、文本按照一定的结构整合起来ꎬ
构建一定的情境ꎬ在实际的情境中促成知识的全面

理解与把握ꎮ
按照一定的结构ꎬ就是文本组合按照互文性的

标准来构建ꎬ即是指文本之间具有相关性ꎬ围绕一

个主题ꎬ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阐释ꎮ 一般一篇文章

往往只能呈现一个观点ꎬ不符合现实的复杂状态ꎬ
则很难引发学生真正的思考ꎮ 所以群文阅读利用

多文本的优势ꎬ从议题的多个角度来选择文本ꎬ有
意构建多元的情境ꎮ

前文列举的“不能说谎”的文本组合缺乏生活

情境ꎬ教师只是把说谎导致的不良后果的事实材料

堆积在一起ꎬ这样师生建构出来的结论就是无论在

什么条件下都不能说谎ꎬ但知识的应用ꎬ并不是在

各种各样问题情况下的简单套用ꎬ具体问题情境下

总有自己的特异性ꎬ如医生为隐瞒病人的病情而说

谎ꎬ这样的谎言也就变成了善意的举动ꎮ 如果在其

组成的文本中再加入主题为说“善意谎言” 的文

本ꎬ这组群文文本的组合就更加具有生活情境性ꎬ
学生在学习完这组文本后ꎬ能更全面了解“谎言”ꎬ
会根据不同的情境对谎言进行不同的解释ꎮ

在特级教师蒋军晶主编的群文阅读五年级读

本中ꎬ有议题为“故事里的冲突”的一组文本选取

得非常成功ꎬ他选择了«奇特的和平使者» «月桃

花»«痴鸡»«小刺猬»四个文本ꎮ[９]５７在«新华字典»
的释义里ꎬ“冲突”是指“有矛盾”ꎮ 如果单单看这

个释义ꎬ学生是无法了解“冲突”的具体意思ꎮ 这

四篇文章ꎬ各有侧重点ꎬ其选取的内容组合起来ꎬ可

以从多个侧面诠释“冲突”的含义ꎮ 教师跟学生一

起学习这四篇文章的过程中ꎬ师生都处于在复杂的

冲突情境中ꎬ学习完这四篇课文ꎬ学生会明白“冲

突”有时候存在于人与人之间ꎬ有时候存在于人和

环境之间ꎬ还有时候是人物内心矛盾的激化ꎮ 有了

这些具体的、多方面的文本ꎬ创造出生活化的“冲

突”情境ꎬ会使学生对“冲突”的理解更加全面ꎮ
３.合理设计教学问题ꎬ促进教师引导作

用发挥

建构主义者从建筑行业借用了“脚手架”这一

术语ꎬ以表明在学生需要时ꎬ教师可通过为其搭建

“脚手架”来支持他们的学习ꎮ 这个理论为教师在

开展群文阅读教学时应该怎么体现自己的引导作

用提供了理论依据ꎮ 群文阅读课上ꎬ在有限的时间

内ꎬ学生需要读多篇文章ꎬ这样给教师讲的时间就

很少ꎬ为发挥好教师的引导作用ꎬ需要教师设置恰

到好处的问题ꎬ用问题来搭建“脚手架”ꎬ适时给学

生提供阅读反馈ꎬ引导学生发现问题ꎬ解决问题ꎮ
目前也有教师充分关注到了问题设计的重要

性ꎬ但是ꎬ教师提的问题更多关注的是“这个字好在

哪里”“这个词好在哪里”等局部细节ꎬ没有注意全

局的整合ꎮ 那么教师应该如何提出有效的问题ꎬ来
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呢?

一是对多篇文章共同发问ꎮ 用问题把几个文

本串联起来ꎬ启发学生去阅读ꎮ 在阅读时ꎬ可以要

求学生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建构ꎬ这样既引导了学生

自主探索ꎬ又把握住了课堂目标与节奏ꎬ有利于教

师主导作用的发挥ꎮ 如在开展“狗”为议题的群文

阅读时ꎬ想要学生了解狗的“优点”ꎬ教师可设置问

题:“小红家养了一只狗ꎬ但是小红的爷爷嫌狗太

吵、又太脏ꎬ你能帮助小红说服她的爷爷吗?”在这

个问题抛出后ꎬ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几篇关于狗的

文章来搜集狗的优点ꎬ利用这些优点来进行说服活

动ꎮ 教师利用问题串联文本ꎬ引导学生去抓住本节

课的重点ꎬ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并没有直接把答案说

出来ꎬ而是让学生自己去建构ꎬ很好地体现了教师

在课堂上的引导作用ꎮ
二是基于学生最近发展区进行提问ꎮ 维果斯

基认为ꎬ儿童在成人的指导与帮助下可能的问题解

决水准与自主活动可能的问题解决水准之间的落

差ꎬ可以界定为“最近发展区” [１０]１８ꎮ 教学中ꎬ教师

对学生的现有水平做到心中有数ꎬ给学生提供一些

具有挑战性的任务ꎬ引发学生的思考ꎬ经过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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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追问ꎬ学生再进行探索的这一循环的过程ꎬ使
问题得到解决ꎮ 如教师可在学生在表达完自己的

观点之后追问:“文中哪些观点让你有这样的想

法”ꎬ让学生认识到文本的重要性ꎬ进行深一步的

思考ꎬ最终问题得以真正解决ꎬ学生的认知得以

重组ꎮ
基于以上两点来设置问题ꎬ为学生搭建学习的

“脚手架”ꎬ既能引导学生自己有效地进行知识建

构ꎬ又能促进教师引导作用的发挥ꎬ让师生在集体

建构的过程中最终达成共识ꎮ
４.开展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ꎬ优

化群文课堂教学

建构主义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

式ꎮ 每个人在学校学习时间非常有限ꎬ学生必须具

备自主学习能力ꎬ同时还需要积极与他人合作ꎬ
«学记»中说:“独学而无友ꎬ则孤陋而寡闻ꎮ”这里

强调的是不同生活背景的人对事物会有不同的看

法ꎬ学生在与他人合作、探讨期间ꎬ能扩大自己的知

识面ꎬ提高问题解决的效率ꎮ 在课堂上积极开展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ꎬ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能

力ꎬ也能优化群文阅读教学ꎮ
开展群文阅读教学时ꎬ教师可以利用议题的议

论性ꎬ文本的多样性ꎬ让学生自主阅读ꎮ 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ꎬ一起合作阅读一组文本ꎬ并就自

己阅读的文本与大家一起探讨ꎬ在这个探讨的过程

中ꎬ学生思维相互碰撞ꎬ可以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认

知结构ꎮ 因此ꎬ群文阅读教学的结构一般可以定

为:首先要学生根据喜好自主阅读文本ꎬ接着以小

组的形式讨论交流ꎬ发挥小组讨论的纠正与补充的

作用ꎬ最后在班级内汇报交流ꎬ汇报时学生主要以

聆听记录为主ꎬ集体建构对“议题”的认识ꎮ
当然ꎬ群文阅读课应该不是“教懂”型的而是

“教能”型的ꎮ 在群文阅读课上ꎬ教师不应为追求

多样的教学方式ꎬ而缩短学生的阅读时间ꎬ让学生

在没有真正读懂课文时ꎬ就要求学生展示、交流、共
享ꎮ 这样的展示只会是教师与几个优等生的讨论ꎬ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也就无法真正落实到

位ꎬ学生能力也无法得到切实提高ꎮ 在这种情况

下ꎬ翻转课堂的理念与做法就非常值得借鉴ꎮ 在开

展群文阅读课前时ꎬ要求学生在课前做好阅读展示

的准备ꎬ而在课堂上更多给予学生精彩展现的机

会ꎮ 这样群文阅读课堂将不再是教师单人的“表

演”课ꎬ而成为学生与教师共同建构的课堂ꎮ

五、小结

群文阅读教学是语文阅读教学的新突破ꎬ如何

有效开展群文阅读教学是目前语文界不断探索和

思考的问题ꎮ 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运

用到群文阅读教学中ꎬ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确定议

题ꎬ结构化组合文本、构建生活化情境教育ꎬ合理设

计教学问题、促进教师引导作用的发挥ꎬ开展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ꎬ优化群文教学课堂来实现

群文阅读教学的价值ꎬ可以达到改善目前阅读教学

“少、慢、差、费”的阅读现状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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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英语语法教学回顾与认知语法教学观展望∗

郜 丽 娜１　 王 小 翠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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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前的语法教学体系主要是建立在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ꎬ简单地把一些语法现象

解释为习惯用法ꎬ给学生理解和掌握语法体系带来了困难ꎮ 认知语法主张句法和语义不可分割ꎬ语法结构在本质

上是象征性的ꎬ它存在于对语义结构约定俗成的象征化ꎮ 首先总结英语语法教学法的历史及现状ꎬ然后理清认知

语法的本质ꎬ最后指出基于认知语法的语法教学方法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ꎬ更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语法

知识ꎮ
[关键词] 　 英语语法ꎻ　 教学ꎻ　 认知语法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３３.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１１－０４

一、引言

语法是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更是语言的

基础ꎮ 本文所探讨的语法主要指语言结构的一个

层面ꎬ可独立于音系学和语义学进行研究ꎬ通常包

含句法学和形态学两个分支ꎬ即狭义上的语法ꎮ
英语语法是针对英语语言进行研究后ꎬ系统地总

结归纳出来的一系列语言规则ꎮ 任何人学习英语

语法的最终目标都在于掌握语言的使用ꎮ 在英语

学习过程中ꎬ以语法知识为基础有助于培养学习

者可持续发展的语言学习能力ꎮ 英语语法教学旨

在帮助学生掌握系统的英语语法知识和核心英语

语法项目ꎬ提高学生在上下文中恰当运用英语语

法的能力和运用英语的准确性ꎬ提高学生连词成

篇的能力ꎬ最终让学生学会运用语法规则指导语

言实践ꎮ 目前的英语教学不论是中学阶段还是大

学阶段主要涉及语法项目如下:名词(属格)、形容

词、冠词、限定词、代词、副词、介词、动词的分类、
动词的时、体、态及式、非谓语动词、虚拟语气、句
子的种类及类型、“ ｉｔ”的用法及词序、倒装、省略、
倒装、分割等英语语法的基本结构与规律ꎮ

二、英语语法教学法回顾及现状
近两百年以来ꎬ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的

不断深入ꎬ外语教学模式(尤其是语法教学)也随

之改变ꎮ 从 １８ 世纪末到 １９ 世纪中叶ꎬ在历史比较

语言学的影响下ꎬ语法翻译法诞生并开始盛行ꎮ
语法翻译法以传统语法作为教授外语的基础ꎬ认
为语法是语言的核心ꎬ是外语学习的主要内容ꎮ
在 ２０ 世纪中叶ꎬ语言学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ꎬ诞生

了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为代表人物的结构主义

语言学ꎮ 在结构学派语言研究与外语教学模式创

新的互动中ꎬ整合了直接法和听说法的视听教学

法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诞生于欧洲ꎮ 视听法过于强调

语言的整体结构ꎬ忽视语言内部结构的分析、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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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训练ꎬ忽视书面语的作用ꎬ不利于理解和运用语

言ꎮ 从实质上来说ꎬ视听法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语

法教学的地位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ꎬ在美国语

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下ꎬ外语

教学领域先后盛行了交际教学法和任务型教学

法ꎮ 交际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ꎬ主张

在特定情境中通过句型训练学习语言ꎬ坚持教学

过程交际化并以话语为教学的基本单位ꎮ 任务型

教学法是一种主张“在做中学”的语言教学方法ꎬ
要求教师通过引导语言学习者在课堂上完成任务

进行教学ꎬ是交际教学法的发展[１] ꎮ 经过 ３０ 年的

运用和发展ꎬ虽然交际语言教学法和任务型教学

法在中国的大部分外语课堂依然发挥着主导作

用ꎬ但都没有给中国外语教学带来理想的效果ꎮ
这两种语言教学方法把语法教学降到了非常次要

的地位ꎬ采取简单归纳概括的方法进行语法讲解

或者坚持隐性语法教学ꎬ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交

际能力ꎬ不重视语言的内在结构和规律ꎬ导致相当

一部分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语法知识贫乏和语法能

力薄弱ꎮ
近 ３０ 年来ꎬ语法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都

不够显著ꎬ曾一度被淡化ꎮ 令人欣慰的是ꎬ近年来

语法教学的地位有所提升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理

性回归ꎮ 另外ꎬ在中学和大学阶段ꎬ教师和学生普

遍对现有语法的教学效果不满意ꎬ学界在语法教

学的内容(教什么样的语法)和方法(怎样教)方面

也一直存在争议ꎮ 目前的语法教学体系主要是建

立在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ꎬ语法教

学过于强调语言形式及语法结构的特点ꎮ 相当一

部分英语语法课堂教学简单地把一些语法现象解

释为习惯用法ꎬ给学生理解和掌握语法体系带来

了困难ꎮ 即使学生掌握了基本的语法规则ꎬ也很

难真正了解语法现象背后的理据ꎬ学生只知道是

什么ꎬ而不理解为什么ꎮ 也就是说ꎬ学生只是有意

识地学到了语法结构ꎬ却无法转变为无意识的语

言能力ꎮ 鉴于语法在外语学习中的重要性和令人

难以满意的语法教学效果ꎬ语法教学模式的改革

与创新是势在必行的ꎮ
三、认知语法简介
认知语言学是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一个

新的语言学学派或思潮ꎬ代表当前的主流语言研

究范式ꎬ其特点是阐释语言和其他认知能力之间

的密切关系ꎮ 认知语法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本文所讨论的认知语法主要指认知语言学

框架内所有关于语法研究的理论ꎮ 从总体上来

说ꎬ认知语法研究通过寻找语法结构形成的理据

和揭示语法规则背后的认知方式ꎬ尝试给语法范

畴和语法构式作出系统和一致的解释ꎬ最终为语

法解释寻找经验和概念上的理据ꎮ 认知语法的兴

起及迅速发展给英语语法教学带来了新的启示ꎬ
语法教学必须注入新的语法观念和注重培养语法

应用能力ꎮ 理清语法的本质和更新语法教学理念

是提高语法教学效果的前提条件ꎮ 认知语法主张

句法和语义不可分割ꎬ语法结构在本质上是象征

性的ꎬ它存在于对语义结构约定俗成的象征化ꎬ它
与词库构成一个连续统ꎮ 认知语法强调语法及语

法特征本身具有一定的意义ꎮ 语法描写不只是对

固定规则的描写ꎬ也是对人类认知机制的描写[２] ꎮ
新生的认知语法深刻地揭示语法的来源与本质ꎬ
注重探究语法现象背后的理据ꎬ有利于加强学生

对语法现象的理解和语法知识的运用ꎬ同时也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ꎮ
四、认知语法理论指导下的语法教学研

究现状

语言教学是认知语法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ꎬ
尤其是语法教学ꎮ ２００７ 年ꎬ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出版了

由 Ｇüｎｔｅｒ Ｒａｄｄｅｎ 和 Ｒｅｎé Ｄｉｒｖｅｎ 联合编撰的«认知

英语语法» [３] ꎮ 该书是针对英语语言学专业学生

而专门设计的教材ꎮ 它系统全面地将认知语言学

的理论观念与传统语法中的概念与规则有机地结

合起来ꎬ对传统语法中所涉及的各项内容通过认

知语法的理念逐一进行了梳理和重构ꎮ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ｃｈａｒｄ[４]研究发现ꎬ认知语法理论的基本原理(语

言符号观、语法结构的象征性、意义概念化)对语

法教学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ꎮ 一些学者积极尝试

从认知语法角度进行英语语态、时态、情态、部分

所有格结构等语法项目的教学探究或者通过实证

研究验证了认知语法理念和方法在具体的语法教

学中的有效性[５－８] ꎮ Ｄａｖｉｄ Ｎｅｗｂｙ[９] 在探讨认知语

言学和交际语言教学对语法的启示的基础上提出

了教学语法的新理论模型———认知＋交际语法ꎬ并
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语法教学框架ꎬ包括目标

设置、规则构想、练习和活动设计等方面ꎮ 但总体

来说ꎬ认知语法在语法教学领域的应用研究相对

薄弱ꎬ数量和质量均有待加强ꎮ
国内认知语法应用研究在学界的努力下获得

了蓬勃发展ꎬ其中包括在英语语法教学方面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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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ꎮ 国内期刊论文和硕博士论文能较好地反映该

领域的研究现状ꎬ因此以“认知语法” “英语语法”
“语法教学” 等几个关键词多次组合在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的期刊库中进行检索ꎮ 检索发现:２１ 世纪

以来ꎬ国内积极涌现了一批把认知语法的研究成

果应用于英语语法教学的语言研究者和英语教

师ꎮ 黄和斌[１０]通过英语语法教学实践提出了认知

法ꎬ主张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认知心理出发实施

语法教学ꎮ 葛维德[１１]阐释了认知策略运用于语法

教学的理论依据及其意义ꎬ剖析了若干认知策略

在语法教学中的重要功能ꎮ 张人[１２] 结合我国当前

英语语法教学所存在的问题ꎬ揭示了内隐认知机

制在语法习得中的重要作用ꎬ鼓励学习者去体验

和感悟英语ꎮ 戴炜栋和陈莉萍[１３]对外语语法教学

理论进行了综述ꎬ并指出语法与意义形成有机的

统一ꎬ语法是变化的、语篇的ꎬ语法教学能够加速

学习者对语言形式的掌握ꎮ 曾欣悦和刘正光[１４] 在

综述认知语法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ꎬ探讨了认知

语法教学的基本原则、方式和重点ꎮ 东北师范大

学的林正军教授对英语语法教学改革的方向和路

径进行了深入研究ꎬ倡导以语言运用为基础的语

法教学基本原则ꎬ提倡开展基于认知语法的自上

而下的语法教学改革ꎬ建议英语教师更新语法知

识体系和积极运用认知语法知识解决英语语法教

学中的问题[１５－１６] ꎮ 高扬[１７] 运用语法相似性和语

法模糊性解释被动句和倒装句等语法现象ꎬ试图

从认知层面对语言结构作出系统、严格的合理解

释ꎮ 王姝燕[１８]结合英语学习者切实遇到的困难ꎬ
从认知语法视角分析汉英被动语态差异ꎬ为英语

语态教学提供了新思路ꎮ 刘玉梅[１９] 对认知语法入

门的主要内容及章节结构进行了详细介绍ꎬ高度

评价了认知语法理论在词、词法、句法、语篇层面

的强大解释力ꎬ同时指出了该理论应用研究的巨

大发展空间ꎮ 尚国文[２０]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用法基

础论ꎬ提出用法决定语法的观点ꎬ认为以用法为基

础的理论可以为语言系统及其表征提供充分的解

释ꎮ 伍旻[２１]提出了基于认知语法观的大学英语语

法课程教学模式ꎮ 余涛[２２] 、 牛保义[２３] 和黄金

金[２４]以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 的认知语法理论为指导ꎬ结合教

学实践ꎬ指出认知语法理论具有系统全面的解释

力并提出一些英语语法教学的基本策略和原则ꎮ
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ꎬ我们发现ꎬ认

知语法理论和英语语法教学的结合尚处于发展阶

段ꎮ 只有少数学者开始着手系统构建二者结合的

操作模式ꎬ但相关研究大多只是涉及理论构想、小
范围课堂教学试验和教材设计层面ꎮ 相比之下ꎬ
国内研究仍处于理论启示和评介阶段ꎬ存在“多理

论阐述、少实践验证”的现象ꎮ 虽然学者们提供了

一些研究论文ꎬ但是如何理论联系实际ꎬ把研究成

果转换成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习和研究有帮助的

教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他们基本上都是从

理论层面论证或者通过个案研究探讨认知语法理

论在英语语法教学中的可行性ꎬ很少有人理论联

系实际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系统的具体教学实践中

帮助学生提高语法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ꎬ也很少

进行实证研究探索该方法的具体效果(在多大程

度上能提高学生的英语语法知识水平和运用能

力)ꎮ 此外ꎬ西方认知语法教学研究成果虽然比较

丰硕ꎬ但是他们关注的是母语教学或西方教育背

景ꎬ其结论、方法以及数据不一定适用于我国的外

语教学ꎮ 因此ꎬ我们十分有必要在借鉴西方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ꎬ有机地结合我国英语教学(尤其是

语法教学)的背景和现状ꎬ积极开展基于认知语法

的英语语法教学理论与实证研究ꎮ
五、认知语法理论指导下的语法教学

展望

语言学习过程本来就是隐性和显性的结合ꎬ
语法教学中也必须遵循语言学习的规律ꎮ 认知语

法教学观倡导整合传统的显性语法教学和隐性语

法教学ꎬ通过隐性培养语言使用能力ꎬ通过显性增

强语法意识ꎮ 目前ꎬ国内语言学界已经清醒地认

识到认知语法理论应用于语法教学中的可行性和

有效性ꎬ并积极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ꎮ 但是ꎬ众多

的一线中学和大学英语教师并没有了解或掌握认

知语法理论和认知语法教学方法ꎮ 英语教师在实

施认知语法观指导下的语法教学的过程中ꎬ应该

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ꎬ即把内化的语法

知识灵活运用到真实的语言交流中ꎬ在注重语言

使用的流利性和得体性的同时ꎬ重视语言的准确

性ꎮ 英语教师要与时俱进ꎬ学习新的语言学和语

言教学理论知识ꎬ认清语法的本质ꎬ尽快树立认知

语法观ꎬ构建新的认知语法知识体系ꎮ 语法理论

是语法教学实践的基础ꎬ英语教师要界定清楚语

法理论和语法教学实践的关系ꎬ实施新的认知语

法教学方法ꎮ 目前ꎬ学界大多是从理论层面探讨

认知语法观指导下的语法教学ꎬ有关如何系统地

构建认知语法教学体系和开展认知语法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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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比较少见ꎮ 然而ꎬ这正是创新语法教学方

法和提高语法教学效果的关键ꎮ 国内有一批专家

学者致力于英语语法研究和英语教材编撰ꎬ并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ꎮ 但是ꎬ当今语法研究中仍然存

在一些混乱现象ꎬ权威语法书中也有一些不够准

确的定义和解释ꎮ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ꎬ国内缺乏

基于认知语法观的英语语法教材ꎮ 所以ꎬ即使部

分教师已经构建了科学合理的认知语法观和掌握

了认知语法体系ꎬ由于缺少合适的教材ꎬ也很难有

效地实施认知语法观指导下的英语语法教学实

践ꎮ 可见ꎬ相关教育教学管理部门还应做好教材

开发应用和英语教师师资培训方面的工作ꎬ以期

为认知语法观指导的英语语法教学改革和创新提

供有力的保障ꎮ 认知语法教学法的引入不仅能丰

富中国的外语教学理论ꎬ而且能改变英语学习者

对语法的看法ꎬ提高语法学习效果ꎬ增强语言应用

能力ꎮ 另外ꎬ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以及经济发展不

均衡ꎬ英语教育教学发展程度不等ꎬ使用定性研究

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具备充分的普遍性和代表

性ꎮ 在不断推进和深化英语语法教学改革的环境

下ꎬ基于认知语法理论的教学方法是非常值得深

入探讨和研究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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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元认知策略的口译教学研究∗

胡 叶 婷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基础教学部ꎬ 安徽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ꎬ中国的对外合作交流变得越来越多ꎬ社会对翻译人才ꎬ尤其是对口译人才的需

求也变得日益迫切ꎮ 当今ꎬ大多数本科院校的外语专业都开设了口译课ꎬ然而在学习过程中ꎬ学生普遍反映课程

较难ꎬ学习有挫折感ꎮ 基于此ꎬ主要阐释了如何将元认知策略引入口译教学ꎬ并提出了培养学生元认知策略的途

径ꎬ最后通过实验例证了合理运用元认知策略可以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ꎬ提高口译学习效率ꎬ培养其自主学习

意识ꎮ
[关键词] 　 口译教学ꎻ　 元认知策略ꎻ　 元认知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１５－０４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ꎬ我国对外贸易活

动越来越多ꎬ急需能够进行外事口译的人才ꎮ 口

译是英语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ꎬ口译能力也逐

步成为英语专业学生需要掌握的技能ꎮ
口译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使用不同语言

的人之间充当同步或者接续的口头或手势交际中

介的活动” [１]１５ꎮ 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梅德明认

为:“口译是一种在紧张环境下实施的一种同步的

语言符号的解码活动ꎮ” [２]３我国自 １９７９ 年在北京

外国语学院开设第一届联合国译训班到 ２００８ 年翻

译硕士专业学位(ＭＴＩ)的设立ꎬ口译教学已经发展

了 ３０ 余年ꎬ事实上ꎬ口译作为一种英语的综合能力

的体现ꎬ学生都反映其难度是不可小觑的ꎬ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语言能力ꎮ 口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源

语与目标语之间信息交换处理的过程ꎬ包括听、
译、理解及信息输出ꎮ 要求学生具备较扎实的语

言基本功ꎮ
第二ꎬ时效性ꎮ 为了让口译的双方可以自如

交流ꎬ译者往往需要在无事先准备的前提下准确、

及时地进行信息交换ꎮ
第三ꎬ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ꎮ 一

般情况下ꎬ译者需要翻译的内容包罗万象:会议报

告、商务洽谈、旅游导游、新闻发布会ꎬ等等ꎮ 相应

地ꎬ译员翻译的对象的背景往往也是各式各样的ꎬ
从行业的专家到生活中的普通人ꎬ他们中有的人

说话逻辑清晰ꎬ有的人说话却相对模糊ꎮ
第四ꎬ信息处理能力ꎮ 口语的即时性意味着

译者必须要具备高效地处理信息的能力ꎮ 这个信

息处理过程可归结如下:输入信息———处理信

息———输出处理的信息ꎬ即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１→ｍｅａｎ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２[３]５ꎮ 一般来说ꎬ口头语不如书面语精

确ꎬ但是与其他的因素一起ꎬ如面部表情ꎬ手势ꎬ或
者流利度ꎬ口头语所表达的信息量也是需要译者

准确表达的ꎮ
第五ꎬ口译焦虑ꎮ 蒋勇南首次从外语学习焦

虑中单独分出了口译焦虑ꎬ他认为口译焦虑是一

种“特殊的情景语言技能焦虑” [４] ꎬ并提出口译课

堂焦虑主要表现为“口译课堂恐惧和消极评估”
“认知处理焦虑”以及“低自信” [４] ꎬ而这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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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于口译课堂中ꎮ

　 　 一、元认知策略在口译教学中的应用

　 　 １.唤醒学生在口译学习中的元认知策略

使用意识

元认知属于认知心理学的范畴ꎬ是美国心理

学家 Ｊ.Ｈ.弗拉维尔提出的概念ꎬ指的是“关于个人

自己认知过程的认识和调节这些过程的能力:即
对思维和学习活动的认识和控制” [５] ꎮ 他认为元

认知即为对认知的认知ꎮ 元认知理论的结构包括

三个方面: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策

略ꎮ 元认知策略指的是通过认知过程获得知识ꎬ
通过确立学习目标计划、监控学习过程等手段来

调整语言行为ꎮ 它是学习策略中一项高层次的执

行技能ꎬ是学习者为了成功学习一门外语而采取

的管理步骤ꎮ 作为一种学习策略同时亦是思维结

构中最高能的因素ꎬ元认知策略对学生整个学习

过程能够起到控制和监督作用ꎮ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就曾指

出“使用元认知策略可以激发学习者的思维ꎬ改善

学习效率和提高学习成绩” [６] ꎮ 而“具备元认知知

识可以使学习者能有效地思考、评估并指导认知

活动ꎬ它影响到个体确立并监控他们学习需求的

时间和方式” [７] ꎮ 作为一种翻译形式ꎬ口译是一项

具有独特心理活动ꎬ包括理解、记忆和表达三个环

节ꎬ同时又是需要较强的心理素质的高级思维活

动ꎮ 基于此ꎬ学生必须对口译学习过程有着较好

的学习认知才能促进口译能力的提高ꎬ而没有掌

握元认知策略将会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方向ꎬ也
没有办法评估自己的学习能力以及调整未来学习

的方向ꎮ 因此ꎬ在口译学习的过程中ꎬ教师首先需

要培养学生的元认知意识和元认知策略ꎬ让学生

成为学习的主导者ꎬ以提升其管理学习的能力ꎮ
就口译学习而言ꎬ教师首先需要帮助学生反省在

口译课堂中存在的学习问题ꎮ 学生在口译学习过

程中很少运用认知策略ꎬ缺乏或没有元认知ꎮ 主

要表现在学生对于口译特点缺乏认知、对于口译

材料认知不全、对自己语言能力认知不准确ꎬ或者

对于自身心理调节认知不全等ꎮ 对于这些学习

者ꎬ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根据口译课程大纲的要求ꎬ
并结合自身情况ꎬ分析需要使用何种合适的语言

学习策略或者情感策略ꎮ 其中语言技能学习策略

主要指的是词汇策略、听力策略、语法策略等ꎻ在
口译的学习过程中ꎬ最常见的学习障碍就是听不

懂源语言ꎮ 在遇到这种听力障碍的时候ꎬ教师需

要帮助学生判断是哪种原因导致无法听懂:单词

连读或者爆破? 明明听到了单词却想不起来它的

意思? 听到后面忘记前面? 对背景知识不了解影

响了理解? 能听懂单词但听不懂句子等ꎮ 在明确

了问题的根源ꎬ教师应指导学生采取相应的学习

策略来改善问题ꎮ 情感策略指的是学习者在学习

过程中培养、调整、控制自己情况的策略[８]１０５－１１０ꎮ
一般在口译的学习过程中ꎬ焦虑是最大的情感障

碍ꎬ它能产生害怕、紧张、懊恼等一系列负面情绪ꎬ
比如在听力即将开始前会感到莫名的紧张ꎮ 口译

过程中的负面情绪主要来自主观与客观方面:即
一方面来自自己施加的压力ꎻ另一方面来自对客

观环境的情绪认知ꎮ 因此在克服紧张情绪方面ꎬ
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让学生通过采用情感策略

的方法缓解紧张:如加强自我控制力、改变认知策

略ꎬ培养良好的情绪等一系列措施进行心理调适ꎮ

２.指导学生确定学习目标ꎬ制定合理

计划

元认知策略可分为三种:“计划策略”“监视策

略”和“评估策略”ꎮ 计划策略包括目标确定、结果

预测、决策分析、时间分配、评估有效性、制定细则

等ꎮ 制定学习计划、确定学习目标是一种元认知

策略ꎮ Ｏ’ Ｍａｌｌｅｙ 和 Ｃｈａｍｏｔ 在所列的元认知策略

的分类中指出计划为:预习待处理任务的概念或

原则(先行组织原则)ꎻ提出解决待处理任务的策

略ꎻ提出待处理任务所需要使用的计划的顺序、主
要理念等(组织规划) [９] ꎮ 简单来说ꎬ计划指的是

理解任务的难度和需求、选择学习策略和材料、事
先设置目标及如何调整学习过程ꎮ 在明确的时间

范围内制定现实、清晰的目标可以帮助学生看到

自己的进步ꎬ而意识到了进步可以更好地促进学

生学习的动机ꎬ激发学习热情ꎮ 在口译教学中ꎬ教
师应该让学生认识到掌握学习方法及策略的重要

性ꎬ引导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学习目标ꎬ最后按

照学生整体情况来确定学习目标ꎬ同时帮助学生

确立短期和长期学习计划ꎮ 在协助学生制定学习

计划前ꎬ教师可采取问卷调查、测试、访谈法等了

解学生在学习口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ꎬ并
针对个体不同的情况ꎬ帮助学生做出适合自己的

学习计划ꎮ 这里的计划既可指长期任务ꎬ如制定

学期计划ꎻ也可指为某一特殊的任务设立的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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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ꎬ比如计划译出一篇短文以及完成该任务所

需要采用的策略ꎮ 针对口译教学ꎬ教师可以在学

期初根据学生情况调整教学内容和比例ꎬ如基础

知识、口译理论、口译技巧、口译操练的课时分配ꎬ
口译材料的内容、长度、难度、偏向、题材及数量的

确定ꎬ以及教学方法的采用ꎬ如专项训练、情景操

练、模拟实战、自主学习等ꎮ 而学生应该根据自身

情况制定学期计划ꎬ如每周的口译学习的内容与

练习时间ꎻ需要掌握的口译类型:对话口译、陪同

口译、展会口译等ꎻ瞬间记忆时间长度、翻译效力

以及记笔记能力ꎮ 而对自我要求较高的同学可设

定更高层次的学习计划ꎬ如获得相应的口译资质

证书等ꎮ

３.引导学生监控学习过程

“监控策略”是元认知策略之一ꎬ指在认知过

程中ꎬ学生根据认知目标及时检查评价认识过程

中的结果与不足ꎬ监控策略具体包括对材料的自

我提问ꎬ学习和考试过程中监控自己的时间和速

度ꎮ 调整策略是基于监控策略的元认知策略ꎬ调
整策略指的是学生根据监控结果调整或修正目标

的策略ꎬ与监控策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ꎮ 在整个

的学习过程中ꎬ学生能否采用监控策略对自己的

学习策略进行适当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ꎮ 在制定

学习计划后ꎬ学生应该严格执行学习计划ꎬ而在此

过程中ꎬ教师应该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监督者

与指导者ꎬ引导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学习计划、
学习策略等调整ꎮ 作为自我监控的主体ꎬ学生需

要定期检查任务执行情况、是否合理利用时间资

源以及学习进展情况ꎬ及时分析与评价自己的认

知活动ꎮ 监控的目的主要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

现问题ꎬ及时调整思路ꎬ改变不良学习方法ꎮ 在口

译的学习过程中ꎬ有意识地使用监控策略ꎬ学生可

以在口译活动中注意到词汇、语法或者发音错误ꎬ
在意识到问题之后ꎬ可以进行策略调整ꎬ弥补不

足ꎮ 此外ꎬ在口译学习中ꎬ学生往往会出现听懂源

语言但是翻译不出目标语的情况ꎬ并在练习了很

长时间之后ꎬ情况也并没有得到改善ꎬ那么这个时

候可以调整学习策略ꎬ比如先进行一段时间视译

的练习ꎬ再进行听译训练ꎮ 在进行听译训练的过

程中ꎬ可将自己翻译的过程录制下来再回放ꎬ并将

音频文件保存在一个文件夹内ꎬ以观察学习成效ꎮ
而教师可以通过检查学生的学习计划执行情况、

学习笔记、训练内容来评估学生自我监控的效果ꎮ
同时ꎬ在口译课堂学习过程中ꎬ应以学生为中心ꎬ
通过增加课堂互动监控学生笔记记录情况、源语

言信息接收情况以及目标语翻译质量ꎬ及时地修

正调整课堂内容以帮助学生及时调整学习策略ꎮ
在学习口译的过程中ꎬ监控策略可以让学生更有

自主学习意识ꎬ并在得到有效帮助之后增加学生

学习的兴趣和热情ꎮ

４.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估

学习评估是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ꎬ它
以内外双向评价为主要特征ꎬ即教育者代表社会

对受教育者的学习动机、策略和能力等评价与受

教育者内部自我监控评价相结合[８] ꎮ 自我评估在

整个元认知策略的培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ꎬ
其目的是让学生随时掌握学习进展和效果ꎬ做到

有的放矢ꎮ 学生在完成某项口译学习任务之后ꎬ
教师应该给予充分时间反思学习过程ꎬ认真评估

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所采用的学习策略情况以及目

标完成情况ꎮ 学生的反思和总结能力是元认知策

略最重要的一环ꎬ学会反思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ꎬ能够认识自己的不

足ꎬ帮助自己重新调整学习计划和目标ꎮ 为了帮

助学生进行有效的自我评估ꎬ在口译学习任务完

成之后ꎬ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学后小结ꎬ通过小组讨

论、撰写学后报告、举行座谈等方法鼓励学生进行

学后反思ꎬ回顾学习内容、学习过程及学习结果ꎬ
同时分析自己所采用的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ꎬ帮
助学生总结并推广学习经验ꎮ 为了达到更好的评

估效果ꎬ教师可以通过设计评估维度帮助学生具

象口译自我评估标准:如信息漏译量、信息错译

量、信息准确度、信息连贯度、发音准确度、反应时

间以及不同来源材料翻译质量等级等ꎮ 通过分析

这些维度ꎬ学生可以更好地发现自己的薄弱点ꎬ并
对自己的学习进度有更好的认知ꎬ以便更有针对

性地做好调整ꎮ 自我评估策略的使用有助于培养

学生对学习负责的态度ꎬ完成由外部知识向认知

结构内化的过程ꎮ

二、元认知策略使用实验研究

为观测元认知策略使用情况对口译教学效果

的影响ꎬ笔者特地将本校 ２０１６ 级 ２ 个英语自然班

作为研究对象ꎬ其中 １ 班 ３８ 人ꎬ为实验班ꎬ在口译

实验课堂中融入元认知策略训练ꎻ２ 班 ４０ 人ꎬ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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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教学班ꎬ不接受元认知策略训练ꎮ 研究时间为

１６ 周ꎬ一周两课时口译ꎬ两个班级均由同一位老师

上课ꎬ采用相同的教材与教学内容ꎮ 经过 １６ 周的

教学实验ꎬ利用调查问卷调查元认知策略使用情

况ꎬ并对他们进行口译测试ꎬ所得数据用 ＳＰＳＳ 统

计软件即兴描述统计及独立样本 ｔ 检测等相关分

析ꎬ得出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实验班与正常教学班的口译教学比较

均值(Ｍ) 标准差(ＳＤ) ｔ 值 ｐ 值

实验班 ６０.０３８ １１.１５２

正常教学班 ４４.１９６ ８.４５７
２.８５９

０.０１０

　 　 　 　 注:ｐ<０.０５

　 　 通过对学生测试成绩进行样本检验ꎬ发现接

受元认知策略培训的学生其测试成绩高于正常教

学班ꎬ存在较大差异ꎬ说明元认知策略对口译教学

效果有促进作用ꎮ

三、总结

在英语学习的专项技能里ꎬ口译是一门综合

了多种能力的难度较高的技能ꎬ口译进行过程中

包含了很多条件和内容ꎬ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可

以帮助学学生提高学习效率ꎬ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ꎬ因此ꎬ教师应该摈弃旧的教学思路ꎬ采用

现代教学理念ꎬ将元认知策略积极融入口译教学

中ꎬ让学生逐渐学会并惯用认知策略来指导、监

控、评估学习过程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ꎬ
以提高学习兴趣ꎬ发挥学习潜能ꎬ由“要我学”变成

“我要学”ꎬ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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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音变体的可理解性实证研究

———通用语背景下中国英语口语教学的启示

徐 程 炜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 　 结合问卷测试和访谈的形式ꎬ考察了 ３０ 名英语专业学生对英国英语ꎬ印度英语和中国英语的可

理解性及态度ꎮ 结果发现ꎬ听者认为说话人的语音容易理解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正确转录所有信息ꎻ中国英语专业

大学生对英语语音变体的态度依然保守ꎬ肯定英美标准英语的一元论ꎮ 基于研究结果ꎬ对国内英语口语教学提供

了参考建议ꎮ
[关键词] 　 英语专业学生ꎻ　 英语语音变体ꎻ　 可理解性ꎻ　 态度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１９－０５

一、引言

由于历史的发展及其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现

代地位ꎬ英语在语用、词汇、语法、形态和语音学等

方面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ꎮ 英语的语音变体可以

说是英语语言多样性最突出和最普遍的方面ꎬ因
为英语使用者在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媒体以及各

种流行元素更多接触到的是语音变体ꎮ 英语在许

多国家被用作额外的语言或者作为第二语言

(ＥＳＬ) [１] ꎮ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ꎬ英语成为国际

交流的主要工具ꎬ由于英语在有些国家并没有历

史根源ꎬ因此被称为外语( ＥＦＬ) [２] ꎮ 越来越多的

人选择学习英语作为外语ꎬＥＳＬ 和 ＥＦＬ 人群比例

逐渐超过英语母语者[３] ꎬ而这种趋势在未来也可

能继续持续下去ꎮ 作为世界英语研究的领导人

物ꎬＫａｃｈｒｕ 提出了三个同心圆理论:“内圈”是英语

为母语的国家ꎻ“外圈”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国

家ꎻ“扩展圈”是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国家[２] ꎮ 通

过提出同心圆理论ꎬＫａｃｈｒｕ 试图强调的不仅仅是

对内圈国家英语的接受ꎬ更重要的是对外圈和扩

展圈英语的重视ꎮ
尽管英语语音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差异ꎬ

英语在语言教学中的发音还主要以标准英式发音

(ＲＰ)和标准美式发音( ＧＡ)为代表ꎬ这对于英语

学习者来说ꎬ可能存在三个问题ꎮ 首先ꎬ鉴于上述

英语使用者的全球比例ꎬ学习者在学习环境之外

遇到不同的发音时ꎬ熟悉英语单一语言种类可能

会导致沟通问题ꎬ因为他们可能会发现陌生的发

音难以理解ꎮ 其次ꎬ向以英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

提供单一的英语发音标准可能会对语言有一个有

限制的、不现实的和整体的观点ꎬ这可能会促使他

们对其他英语变体的消极态度ꎮ 最后ꎬ将英语发

音与其标准发音相提并论也使学习者的发音目标

不切实际ꎬ 从而阻止英语学习者发展语言所

有权[４] ꎮ
可理解性和态度研究一直是国际语境下应用

语言学研究的主题ꎮ Ｓｍｉｔｈ 和 Ｎｅｌｓｏｎ 将可理解性

定义为对说话人试图想要表达的信息的理解[５] ꎮ
Ｍｕｎｒｏ 和 Ｄｅｒｗｉｎｇ 提供了一个非常相似的定义ꎬ母
语者多大程度上能理解说话者传达的信息[６] ꎮ 这

种可理解性的概念与 Ｓｍｉｔｈ 可理解性第一层概念

相当接近ꎬ它强调了词和话语的识别[７] ꎮ 我国学

者高超和文秋芳研究中国语境中本土化英语的可

理解性时提出“可理解度是多层次、受多种因素影

响的、个体差异很明显的动态概念” [８] ꎮ 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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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理解取决于双方ꎬ可以通过再解释加以实现ꎬ
这也就要求双方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可理解性的问

题ꎮ 英语语音的可理解性也在某些特定语言环境

下进行研究ꎬ比如亚洲英语使用者ꎬ研究表明英语

语音变体的可理解性可能取决于听众的母语背

景[９]或者更广泛的语言环境ꎬ比如句法的ꎬ词汇的

和语音的环境[１０] ꎮ 张伶俐对中国英语的可理解性

的研究表明ꎬ中国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可理解性

是很高的[１１] ꎬ这也与本土化英语在国内具有相对

较高的可理解性相吻合[１２] ꎮ 那么ꎬ英语专业学生

对中国英语的可理解性是否高于其他变体ꎬ比如

印度英语甚至美国英语ꎬ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问题ꎮ
ＥＦＬ 说话者对英语语音变体的态度也被广泛

研究ꎬ 其重点是对英语发音的态度[１３] ꎮ 根据

Ｅａｇｌｙ＆Ｃｈａｉｋｅｎ 的定义ꎬ态度是一种通过评价一个

特定实体ꎬ表达某种程度的赞成或不满的心理倾

向ꎬ这种评价是指所有类别的评价反应ꎬ无论是公

开的还是隐蔽的ꎬ认知ꎬ情感或行为的[１４] ꎮ 研究结

果表明ꎬ与 ＥＳＬ 或 ＥＦＬ 英语发音相比ꎬＥＦＬ 学习者

普遍倾向于标准的英语发音ꎬ表现出以标准英语

为中心的态度[１５] ꎮ 然而ꎬ根据英语在特定社会中

的作用以及英语语言教育的方法ꎬ这些态度可能

会因语境而异[１６] ꎮ 以往在研究英音和美音的偏好

时ꎬ中国学生对美音的评价更高ꎬ识别能力更强并

更愿意模仿[１７] ꎮ 因此ꎬ在中国英语的语境下ꎬ学生

对中国英语或者其他非标准英语语音变体的态度

如何这是值得思考的ꎮ
基于上述原因ꎬ本研究通过问卷与访谈的形

式来考察中国英语专业学生对分别来自内圈的英

国英语、外圈的印度英语和扩展圈的中国英语的

可理解性和态度ꎬ进而希望能够提高英语专业学

生对英语语音变体的认识ꎬ同时为英语教学提供

参考意见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的 ３ 段语音材料 ( 表 １) 取自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ｃ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１８] ꎬ该网站提供了大量的各

种语言背景的录音ꎬ并附有每个样本的详细个人

资料ꎮ 此外ꎬ所有英语母语者和非母语者都朗读

了同一篇引文ꎬ文章内容如下:
Ｐｌｅａｓｅ ｃａｌｌ Ｓｔｅｌｌａ. / Ａｓｋ ｈｅｒ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ｅ / Ｓｉｘ ｓｐｏ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ｅｓｈ ｓｎｏｗ
ｐｅａｓ / ｆｉｖｅ ｔｈｉｃｋ ｓｌａｂｓ ｏｆ ｂｌｕｅ ｃｈｅｅｓｅ / ａｎｄ ｍａｙｂｅ ａ
ｓｎａｃｋ ｆｏｒ ｈ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Ｂｏｂ. / Ｗｅ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 ａ ｓｍａｌ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ｓｎａｋｅ / ａｎｄ ａ ｂｉｇ ｔｏｙ ｆｒｏ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ｋｉｄｓ. / Ｓｈｅ
ｃａｎ ｓｃｏｏｐ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ｄ ｂａｇｓ / ａｎｄ ｗｅ
ｗｉｌｌ ｇｏ ｍｅｅｔ ｈｅｒ 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 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ｃ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 ２０１５ 

表 １　 录音材料具体情况

国籍 地区 性别 年龄 时长(ｓ)

说话者 １ 英国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ｓｈｉｒｅ 女 ３５ ２１

说话者 ２ 印度 Ｈｙｄｅｒａｂａｄ 女 ３８ ２７

说话者 ３ 中国 南京 女 ３８ ３７

　 　 研究选取了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学生 ３０ 人

为研究对象ꎬ英语水平均为专业八级ꎮ 研究分三

组ꎬ每组 １０ 人ꎬ在统一安排的安静的教室进行ꎮ 听

力录音分两次播放ꎬ第一遍录音为事先处理过的

按照意群划分的短语或句子ꎬ如上文所示ꎬ每句间

隔 １０ 秒钟ꎮ 学生听完每小句后立即转录(标准正

字法)每个言语样本ꎬ听写按照正确单词数计数ꎮ
第二遍录音为完整的语篇ꎬ学生补充完整听写内

容ꎬ然后他们对语音样本进行可理解性(１ ＝非常容

易理解ꎬ５ ＝完全不能理解)的评价ꎮ 同时ꎬ他们被

要求圈出他们听到的演讲者来自哪个国家:英国ꎬ
美国ꎬ印度ꎬ俄罗斯ꎬ法国ꎬ中国ꎬ日本还是新加坡ꎮ
结束后ꎬ每组选取 ３ 名学生进行访谈ꎬ了解他们对

该语音样本的感受或态度如何ꎮ 研究的所有数据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分析ꎮ

三、结果与讨论

１.可理解性情况分析

本研究中ꎬ可理解性的测量可分为两个部分ꎬ
首先是所有学生正确听写录音内容的情况ꎬ这是

在单词层面ꎻ其次采用五级量表对录音内容理解

程度进行评价ꎬ即可理解性评级ꎬ这是在信息层

面ꎮ 研究显示ꎬ学生对这三种英语语音变体的理

解度是不同的ꎮ
表 ２ 是听写成绩与可理解性评级这两项的具

体情况ꎮ 从该表可见ꎬ中国英语在听写得分上最

高(Ｍ ＝ ４９.６７)ꎬ其次是英国英语和印度英语ꎮ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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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ꎬ可理解性评级并没有完全与听写成绩的高低

相匹配ꎮ 中国英语在听写成绩上显示具有较高的

可理解性ꎬ但是在可理解性评级上(Ｍ ＝ ３.３３)却为

不大容易理解ꎮ 在可理解性评级中最容易理解的

是英国英语ꎬ其次是中国英语和印度英语ꎮ 从相

关性的结果来看ꎬ只有印度英语的听写成绩与可

理解性评级呈显著相关ꎮ
从听写分数与可理解性评级之间的关　 　 　

系来看ꎬ尽管听写分数表明学生可以正确地拼写

出单词ꎬ但是他们却感觉到一些语音样本有些难

以理解ꎬ比如中国英语ꎮ 有趣的是ꎬ中国英语在可

理解性评级中被评为几乎中立ꎬ但是在听写中的

可理解性最高ꎮ 由此可知ꎬ听写分数与主观的可

理解性评级并不一定有密切的关系ꎮ 事实上ꎬ中
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听写分数和可理解性评级上

并不相关ꎮ 这些结果表明ꎬ听写分数不能总是预

测他们对英语语音的理解程度ꎮ 也就是说ꎬ即使

从分数上看学生可以理解说话者ꎬ也不一定意味

着从实际上他们可以准确地了解所说的内容ꎮ 这

种不一致性在其他研究中也有所发现ꎮ Ｍａｔｓｕｕｒａ
ｅｔ ａｌ.就发现ꎬ日本人认为美国英语和爱尔兰英语

很容易理解ꎬ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正确地转录

信息[１９] ꎮ Ｍｕｎｒｏ ｅｔ ａｌ.发现受试者听写 ４ 种英语语

音变体的成绩相当ꎬ但是在可理解性的评价上却

参差不齐[２０] ꎮ

表 ２　 听写成绩与可理解性评级

听写

Ｍ Ｓ

可理解性

Ｍ Ｓ ｒ

英国英语 ４２.６７ ８.０２ ２.８３ ０.７５ ０.０４

印度英语 ３１.３３ １７.０８ ４.３３ ０.８２ ０.３５∗∗

中国英语 ４９.６７ ３.８８ ３.３３ ０.８２ ０.３１

　 　 注:∗∗ｐ<０.０１
　 　 对英语专业学生能否正确识别说话者国家进

行统计ꎬ结果表明ꎬ英语专业学生对英语语音变体

的识别能力有限ꎮ 定量测试中对三种变体的识别

正确率排序为: 中国英语 ( １００％) > 英国英语

(８３％)>印度英语(３３％)ꎮ 中国英语的识别率为

１００％ꎬ这一结论与受试者识别本族语者的正确率

较低相矛盾[２１] ꎮ
２.访谈内容分析

访谈显示ꎬ在以往的学习和生活中学生能接

触到英语语音变体有限ꎬ对听不懂的语音变体有

消极情绪ꎮ 经过分析ꎬ英语专业学生对语音变体

的态度可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ꎬ对发音及语音

语调的不准确性很敏感ꎬ以英美音为标准ꎬ其他均

为非标准英语ꎮ 比如在问及对印度英语的感受

时ꎬ学生指出很多语音上存在与标准英语不符的

例子:“感觉不是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ꎬ因为读文章时没能

第一时间正确划出部分意群ꎬ导致中间有停顿ꎮ
发 / ｒ / 音时与 / ｌ / 音混淆ꎮ 我猜测说话人的第二语

言是英语ꎬ因为语调挺正确的ꎮ”(ＨＪＪ)
“我感觉是俄国或伊朗人ꎬ第一部分是带口音

的ꎬ而且口语很重ꎬ不是标准英语ꎮ 把 / ｒ / 发成 / ｌ / ꎬ
/ ｔ / 发成 / ｄ / ꎬ语调多为升调ꎬ大舌颤音多ꎬ感觉把母

语的发音方式应用在了英语发音上ꎮ”(ＪＣＬ)

对中国英语的评价也同样如此: “ 我认为ꎬ
ｓｐｅａｋｅｒ 不清楚一些单词的正确发音ꎬ感觉是在读

的过程中自己拼读出来的ꎬ并且对语料非常不熟

悉ꎬ断句不对ꎬ口音很重ꎮ 量词后面的名词没太听

清ꎬ语篇最后与前端没有很强的连贯性ꎮ 有些词

听起来不太像英语词ꎮ”(ＺＬ)
相反ꎬ对英国英语英语的评价则更加正面:

“感觉挺标准的ꎬ有连读现象ꎬ就是说话者语速太

快了ꎮ”(ＧＭＴ)
“感觉像英国人ꎬ语调比较平ꎬ语速比较快ꎬ挺

标准的就是没听懂意思ꎮ”(ＺＺＷ)
其次ꎬ绝大多数访谈者表示接近标准语音而

不是可理解性应该是语音学习的目标ꎬ语音标准

了ꎬ理解也就容易了ꎮ 比如:“跟英语为母语的国

家的人交流起来比较轻松ꎬ几乎都能听得懂ꎻ我有

时候看美剧ꎬ比如印度口音ꎬ波兰口音ꎬ如果不看

翻译的话真的听不懂ꎬ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发音不

够标准ꎬ比如大舌音之类的ꎬ在一句话中就显得很

突兀ꎮ”(ＨＪＪ)
“我是师范类的ꎬ虽然理论上发音的原则应该

是可理解性ꎬ但是我不同意ꎮ 总感觉如果不标准

就会听不懂ꎬ造成误解ꎮ 也有可能是我们接触的

不够ꎬ不过我猜测可能中国人听中国英语ꎬ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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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印度英语可能理解度会比较高ꎮ”(ＺＬ)
访谈结果也发现ꎬ部分英语专业学生似乎对

中国英语与中式表达的概念混淆ꎮ 比如:“中

国英语的发音很容易辨认ꎬ有些特殊的语音特色ꎬ
周围听到的也比较多了ꎮ 当然我们要避免这种中

国式英语ꎬ以前总会听到不要说 Ｃｈｉｎｇｌｉｓｈ 了ꎬ很

怪”(ＣＣ)
由此可见ꎬ在中国ꎬ英语专业学生对英语语音

变体的认识还不够ꎬ虽然意识到世界范围内英语

变体的重要性ꎬ但是不能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这

些变体ꎬ他们的基本态度还是对标准英语的肯定

与认同ꎬ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一致ꎬ不仅在中国

甚至在其他 ＥＦＬ 国家同样如此ꎮ 可见ꎬ即使英语

作为通用语言其标准应该是由全世界英语使用者

共同决定的ꎬ对英美标准英语的认同是根深蒂固

的ꎬ也从侧面证明高一虹与林梦茜的论述ꎬ英语变

体的平等地位是难以人为创造的[２２] ꎮ

四、对国内英语口语教学的建议

如前文所述ꎬ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对国内英

语口语教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ꎬ如何在新形

势下做到沟通无障碍ꎬ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口语教

学ꎬ为培养符合多元化ꎬ国际型人才做好准备ꎮ
首先ꎬ英语教师应该将“可理解性”作为英语

口语的教学目标ꎮ 英语教师在不断提升自身英语

核心素质的同时应站在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角

度重新审视传统语音教学的内容ꎬ在坚持以英式

英语和美式英语为代表的本族语语音规范为标准

的基础上ꎬ对属于通用语核心语音给予适当倾斜ꎬ
增加适应性能力训练ꎬ使学生熟悉多种英语变体ꎮ
同时ꎬ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个人发音特征ꎬ找出最有

可能影响相互理解的语音问题ꎬ从而有针对性地

进行重点分析ꎬ使学生对此类发音有意识ꎬ适当避

免ꎮ 崔晓红指出“对因母语或方言影响造成的语

音问题给予更多的宽容ꎬ不过分挑剔学生的发音

错误ꎬ努力减少学生的挫败感ꎬ帮助学生摆脱发音

不佳带来的尴尬ꎬ 成为充满自信的英语学习

者” [２３] ꎮ 在以可理解性为目标的教学下ꎬ学生不会

因为害怕自己的口音而不敢表达ꎬ甚至放弃尝试

相互沟通的机会ꎬ所谓“哑巴英语” 的现象将会

改善ꎮ
另外ꎬ在教材的编排ꎬ外教的选择上注重多元

化ꎮ 口语和听力材料应该涉及更加真实的语境ꎬ
涵盖多种英语语音变体ꎬ多注重跨文化之间的对

话ꎬ真实的语料也更加有利于学生理解真实的交

际意图ꎬ构建个人的认知框架ꎮ 做到口语与听力

相结合ꎬ利用音频ꎬ视频等媒体形式呈现最真实的

国际舞台上的不同声音ꎬ比如属于外圈国家的印

度英语、新加坡英语和扩展圈内的日本英语ꎬ法国

英语等ꎬ并加大对这些内容的讲解ꎬ试图分析和比

较ꎬ找出显著特点ꎮ 同样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ꎬ
外教的选择不局限于传统的英语本族语者ꎬ平等

地对待有知识ꎬ有能力胜任外语教学的ꎬ语言表达

规范ꎬ但略带口音的非本族语使用者ꎮ 在多元环

境的渗透下ꎬ英语学习者会逐步树立通用语意识ꎬ
为未来国际交流中的相互理解打下基础ꎮ

当然ꎬ语音评估与测试也需要向可理解性转

变ꎮ 田朝霞和金檀探讨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语音评

估与测试相关实证研究的新趋势并总结出评估与

测试研究的第一大趋势为教学目标将不再是纯正

口音ꎬ而是交际中信息传递的有效性ꎬ即清晰度和

可理解度[２４] ꎮ 因此ꎬ语音测试要逐步做出相应改

革ꎬ不再以达到或接近英音或美音为标准ꎮ 研究

表明影响中国英语可理解性的语音问题主要集中

在节奏和语调问题上ꎬ对此ꎬ我们应该将考查重点

放在影响可理解性的核心语音上ꎬ比如重点考查

学生对音节计时节奏模式、句重音、调核重音或语

调的掌握等ꎬ对不影响相互理解的语音问题可以

减少分值ꎬ比如单音ꎮ 另外ꎬ还要重视在交际语境

中的相互可理解性和流利度的考查ꎬ因为语音教

学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各项语音技能的提高达到成

功交际的目的[２３] ꎮ

五、结论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ꎬ我们发现正确听写的

得分与可理解性评级是不一致的ꎬ学生认为能够

理解的英国英语在正确转录的得分中不是最高

的ꎬ同样的ꎬ在正确听写得分中最高的中国英语却

被认为不是最容易理解的ꎮ 此外ꎬ中国英语的识

别正确率很高ꎬ从访谈中可以大体了解到学生是

熟悉中国英语语音的特点的ꎬ比如该录音材料中

说话人的语音特点为:在辅音方面ꎬ最后有明显的

消音ꎬ变齿间摩擦音为阻塞音ꎻ元音有缩短和语调

升高的现象ꎮ 而对于阻碍印度英语的可理解性和

识别能力来说ꎬ其语音特点的陌生是主要原因之

一ꎬ比如辅音最后明显的消音ꎬ变齿间摩擦音 / θ /
为阻塞音 / ｄ / ꎬ / ｗ / 发成浊唇齿擦音 / ｖ / ꎬ / ｒ / 发颤音

以及没有 / ｐ / ꎬ / ｋ / 等送气音ꎮ
—２２—



对英语语音变体的态度依旧为认同标准语

音ꎬ对其他英语语音变体的认识不够ꎬ在语音学习

上依旧以标准英语为目标ꎮ 因此ꎬ为了进一步探

讨英语语音变体的可理解性以及语音学习的标准

问题ꎬ需要进一步在国际层面上讨论ꎬ范围可以涉

及留学生以及外籍在华人士ꎬ可以通过日常言语

的交互来进一步探究ꎮ 同时ꎬ英语学习者需要对

英语语音变体有充分的认识ꎬ对其他主流英语之

外的英语语音变体有更多的宽容ꎬ对非标准英语

语音变体的接触也需要纳入英语教学中来ꎬ从而

满足国际型人才的培养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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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教师内地培训课程实施系统研究

陈　 萍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处ꎬ 江苏徐州　 ２２１００４)

　 　 [摘　 要] 　 西藏教师需要着重解决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问题ꎮ 以小学教师培训为例ꎬ阐述构建基于共同

发展理念的提升西藏教师专业实践力的支持性课程体系ꎮ 培训课程设计必须契合受训教师的提升诉求ꎬ明确培

养教师学者型人才的终极目标定位ꎬ按照问题引领、体验过程、持续长效的整体设计思路ꎬ科学规划培训课程方

案ꎬ提高培训的实效性ꎮ
[关键词] 　 西藏教师ꎻ　 内地培训ꎻ　 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５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２４－０４

　 　 西部教师内地培训是促进西部教师专业化发

展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随着内地教育发达省份援藏

计划的实施ꎬ旨在“发挥内地教育资源优势ꎬ建立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机制的西藏教师赴内地培训

日趋常态化ꎮ 笔者依据培训工作的实证调研ꎬ发
现西藏教师内地培训需要着力解决教育实践中的

具体问题ꎬ相关课程设计与实施必须以此为核心ꎬ
方能增强培训的实效性ꎮ 本文就提升教师专业实

践力的支持性课程体系构建提出一些基本设想ꎮ
一、受训教师的能力短板与提升诉求
为准确了解参训教师的教学能力状况ꎬ笔者

对 ２０１６ 年到徐州某高校参加培训的全体小学教师

开展了实证调研ꎮ 结果显示ꎬ赴内地培训的西藏

小学教师对课程内容的需求表现出很大差异ꎬ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ꎮ 一是同一位授课教师就同一

个专题在不同的培训班上课ꎬ学员反馈满意度迥

异ꎮ 学员的专业准备状态决定了他们对授课培训

教师的专业期许ꎬ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ꎬ需要

得到的理论及实践指导就不同ꎬ对培训方所提供

的课程满意度也就不同ꎮ 例如我们开设的课程

“中外教育名著导读”ꎬ在 ２０１６ 西藏自治区拉萨管

理干部及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学前组的反馈意见

中ꎬ１０ 人“非常满意”ꎬ５ 人“满意”ꎬ１ 人认为“一

般”ꎻ而在该班小学组的反馈意见中ꎬ１５ 人全部反

馈“非常满意”ꎮ 二是就培训课程内容的理论知识

和实践知识而言ꎬ传授相关教学实践更受到欢迎ꎮ
例如ꎬ学员对“课堂教学设计与课例分析”“教学研

讨课观摩与评析”“语文教学怎样务本求真”“网络

资源与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基于

常态课的教学研究”“某某思想在课堂教学中的落

实”等课程的满意度始终居高ꎮ
以上两种现象说明ꎬ受训教师已经意识到ꎬ他

们的教学基本知识及对小学课程内容的理解固然

需要在培训中进一步加强ꎬ但是他们更渴望解决

教学实践中遇到的诸如教学设计、信息获取、教学

技巧、教学研究等具体问题ꎬ这些正是高水平教师

应具备的专业实践力的核心ꎮ 高水平教师的专业

实践力一般表现为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不迷信权威

人物的权威观点ꎬ始终以宽广的视野和柔性的态

度审视、推敲它们的合理性ꎮ 第二ꎬ将理论加以具

象化的实践力ꎮ 理论知识不是用来记忆的ꎬ而是

用来指导实践的ꎬ用理论解释教育教学行为的合

理性ꎮ 第三ꎬ“研究—实践”力ꎮ 这是创造性的实

践ꎬ是保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动态关联ꎮ 例如ꎬ通
过对教学的临床研究对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印证

研究ꎬ以达到对理论的深入理解ꎬ或者拓宽乃至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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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论的目的ꎬ再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对实践的指

导ꎮ 第四ꎬ高水平的协调力ꎮ 综合、灵活地应用多

样化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来协调教育教学中的各个

群体的各种关系ꎬ解决问题ꎬ推进教育活动[１] ꎮ 从

这个要求来说ꎬ西藏教师内地培训应着力促使学

员了解教育前沿信息ꎬ更新教育教学理念ꎬ提高他

们的教育理论水平、实践能力、反思能力和创新能

力ꎬ帮助其掌握有关优质教育的行动策略ꎬ在培训

中更好地发挥受训教师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ꎬ
使他们今后能够承担和推进所在地区师资培训和

指导工作ꎬ切实加强西藏地区小学教师队伍的建

设ꎬ促进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ꎬ全面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ꎮ
二、基于共同发展理念的培训课程设计

１.培训课程的终极目标定位:培养教师

学者型人才

“教师学者”的提法ꎬ最早始于美国教育家巴

格莱ꎮ 巴格莱针对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美国教师

教育课程的现状及问题ꎬ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ꎮ
其一ꎬ强调“任教学科内容专业化”ꎻ其二ꎬ主张未

来教师应成为“教师学者”型的人才ꎮ 他对“研究

学者”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ｃｈｏｌａｒ) 和 “教师学者” 做了区

分:前者旨在通过对新的真理的探索来发掘其学

科领域的深度ꎬ后者旨在扩展其学科领域的广度ꎬ
从而使这门学科最重要的真理为更多有能力学习

的人所掌握[２] ꎮ
西藏教师内地培训的终极目标定位在培养教

师学者型人才ꎬ这是由西藏教师教学对象的特殊

性决定的ꎮ 面对母语为藏语的学生ꎬ一方面ꎬ西藏

教师必须使用双语教学ꎻ另一方面ꎬ他们必须承载

促进民族文化融合的任务ꎬ这两方面因素融入具

体的教育情境之后ꎬ必然带来教育现象在典型性

的基础上的个性化呈现ꎬ使他们在实践中要面对

更加复杂的问题ꎬ对他们来说ꎬ提高专业实践力显

得更加重要ꎮ 我们在将受训教师培养成为教师学

者的过程中ꎬ就需要将培训内容与受训教师的地

域教学特点有机结合起来ꎬ使其在今后的教育教

学过程中能依据这些知识解决问题ꎬ从而确立其

专业性ꎮ 直观地说ꎬ培训不是灌输知识ꎬ而是要使

教师学到的知识具有专业知识的特点ꎬ今后可以

解决相应的问题ꎮ 教师越多占有这样的专业知

识ꎬ越有可能提高自身的专业实践力ꎬ也越有可能

成为教师学者型人才ꎮ

２.培训课程方案的整体设计思路:问题

引领、过程体验、持续长效

教师学者与一般教师的区别在于ꎬ他们更多

地占有教师专业知识ꎬ更善于解决教育教学当中

出现的问题ꎬ更善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ꎬ更善于

教育学生ꎮ 教育问题随时会发生ꎬ面对问题、研究

问题、解决问题贯穿教师工作的始终ꎮ 换言之ꎬ他
们的工作是与问题伴生同行的ꎮ 教师培训工作必

须密切关注到这一特点ꎮ
第一ꎬ开展多渠道的培训需求调研工作ꎬ确保

课程方案的饱满精准

准确的培训需求分析是保证培训效果的前

提ꎮ 制订计划时ꎬ我们必须通过充分的先期调研ꎬ
分析教育工作发展趋势、受训教师群体需求和教

师核心素养的个体特质ꎮ 调研工作拟通过问卷和

访谈多种形式进行ꎬ除了涵盖一般的信息调查ꎬ还
要大量采集受训教师提出的问题ꎬ例如ꎬ西藏双语

教学区的汉语朗读指导问题ꎬ西藏农牧区的汉字

书写指导问题ꎬ西藏农牧区汉语语文分层教学问

题ꎬ等等ꎬ将这些问题梳理归类ꎬ按照解决类问题

的思路来安排课程ꎮ 有了这些指向性明确的类问

题ꎬ在此基础上安排的课程一定少不了“文本解读

与朗读指导” “书法艺术与写字教学”等ꎮ 这些课

程能实实在在地解决受训教师教学中遇到的问

题ꎮ 同时ꎬ要想使调研的问题指向性明确ꎬ为受训

教师提供最需要的培训内容ꎬ培训之前给他们布

置先导性作业ꎬ例如ꎬ“请写下你的研究方向或正

在思考的问题”ꎬ“围绕自己的困惑提出一个基于

实践的具体问题”ꎬ“请写下最近困扰你的一个教

育问题”ꎬ一方面ꎬ有利于培训专家备课ꎻ另一方

面ꎬ专家可以将回答这些问题作为授课当中的一

个个小环节ꎬ抑或作为互动的话题ꎬ引起学员共

鸣ꎬ引导其深入研究ꎬ从而帮助学员收到更多效

果ꎮ 设计课程方案时ꎬ采用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穿

插进行ꎬ以利于学员在开展教育研究时ꎬ在理论、
策略以及教育情境之间往返ꎬ提升理论水平ꎬ练就

研究的视角、反思的习惯ꎬ提高以文本的形式呈现

研究成果的水平ꎮ
第二ꎬ培训中丰富受训教师参与互动的方式ꎬ

增强他们的临境体验

目前ꎬ西藏教师培训较多采用“专题讲座＋跟

岗实践＋导师制”的培训模式ꎮ 专题讲座由授课专

家围绕一个主题深入系统地阐述、分析ꎻ跟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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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指定一些内地小学教师作为指导教师ꎬ学员

全天候跟岗观摩、体验ꎮ 跟岗实践模式的加入ꎬ使
接受跟岗实践任务的小学的优秀学校文化和先进

教育理念得以传播ꎬ学员跟岗过程中与指导教师

的交流ꎬ也反过来促进了指导教师对某些教育教

学问题的深入思考ꎮ 因此ꎬ跟岗实践极大地提高

了西藏教师接受培训的热情ꎬ也受到接受培训任

务的内地小学的欢迎ꎮ
西藏教师赴内地接受培训ꎬ不仅能接受内地

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ꎬ扩大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视

野ꎬ还能很好地将不同区域文化有机地加以融合ꎮ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ꎬ我们创设了一组学员配备一

名导师的培训模式ꎮ 导师由高校专家或小学一线

专家担任ꎬ他们需要了解项目的理念、策划思路ꎬ
知晓学员需要完成的学习任务ꎮ 导师主要负责与

学员随时交流学习中出现的问题ꎬ也可以与学员

就生活中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ꎬ如读书讨

论、论文写作指导、课题方案指导、观摩课研讨等ꎮ
师徒组合自行约定每周固定的讨论时间ꎬ或者建

立移动媒体讨论群ꎬ随时交流ꎬ将课堂上难以实现

的多重互动搬到课外更自由地完成ꎮ 这种指导具

有针对性和实效性ꎬ其间ꎬ学员们可以感受到专家

的治学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思路ꎬ体验属于教师个

人的“发现问题———探究问题———生成策略———
解决问题” 的过程ꎬ这更利于受训教师的专业成

长ꎬ因为不仅情感需要体验ꎬ知识也需要体验ꎬ掌
握实践性知识更需要体验ꎮ 教师专业实践力中的

诸如对权威的质疑ꎬ以及“研究—实践”力等能力ꎬ
也在这种学习经历中得到提升ꎮ 为了保持培训的

长效机制ꎬ笔者建议学员与导师长期保持这种师

徒关系ꎮ 来自西藏的这些一线教师与导师一旦建

立起长期联系ꎬ不断提供新的问题ꎬ就可成为双方

共同研究的课题ꎻ内地教师的研究新成果也可以

在特定的环境中得到印证ꎬ以此达到合作共生ꎮ
以笔者所在学校开设的最近一期西藏小学专

任教师及管理人员培训项目第二阶段集中研修的

课程安排为例ꎬ课程方案主要分为六个模块:师德

修养、教育前沿、教育科研、教育技术、学科教学、
学校文化ꎮ 该课程方案兼顾了专任教师及管理人

员两个群体ꎻ关注教育的前沿信息ꎬ同时立足教师

解决现实问题的实际需要ꎻ讲座、考察、观摩、研

讨、自修、跟岗实践以及导师个别辅导等形式穿插

进行ꎮ 从调研开始到课程方案的制订ꎬ基本按照

上文的思路展开工作ꎮ 该方案的实施效果也使上

述思路得到了充分印证ꎮ
第三ꎬ采用多视角的导向激励评价ꎬ强化受训

教师持续运用所学知识的意识

培训结束时的评价一般分为两个方面ꎬ一是

针对学员学习效果的ꎬ一是针对主办方的ꎮ 笔者

认为ꎬ对受训学员的评价应体现几种评价源ꎮ 其

一ꎬ受训教师自主评价ꎬ即反思评价自己的学习态

度、效果ꎮ 其二ꎬ任务型评价ꎬ即评价受训教师的

汇报课、考核论文写作及提交的课题方案等ꎮ 任

务型评价在这里属于成果性评价ꎬ即学员完成了

学习任务(作业)也就形成了自己的成果ꎬ论文、课
题研究方案、案例文本ꎬ无论哪种形式ꎬ都是学员

在专家的悉心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成果ꎬ都可以

增加学员的专业自信和成就感ꎮ 其三ꎬ第三方评

价ꎬ即跟踪评价ꎬ由西藏当地教育管理部门对受训

教师的专业实践力提升情况进行评价ꎮ 这种评价

有利于督促教师积极运用培训中所学到的本领提

醒教师进入“研究性实践—研究性学习”的良性循

环ꎬ尽可能地发挥培训效果的辐射作用ꎮ 对主办

方的评价ꎬ主要由学员来完成ꎬ评价培训的课程及

课程外的各种管理ꎬ比如“我此次参加培训的预期

目标的达成度分析” “我带来的问题解决的程度”
“我形成了新的思考ꎬ提出了新的问题” “印象(或

感受)最深的一个知识点(或一种理念、一句教育

名言)”“我最信服的专家印象记”ꎬ等等ꎮ 这种形

式的反思性评价ꎬ利于受训教师“关于自我的知

识”的形成ꎬ表面看是受训教师对自我学习过程的

评价ꎬ实际上达到了对培训项目的综合评价和理

解性评价ꎮ
例如ꎬ有一位学员写道:“我曾经参加过多次

很高级别的培训ꎬ大都市的师范大学的培训我也

参加过ꎬ但是经常是听时充满激情ꎬ却不能解决实

际问题ꎬ结果是回到单位该怎么教还怎么教ꎮ 这

次我提交的问题ꎬ有的专家直接解答了ꎬ有的可以

运用专家讲的知识尝试解决ꎬ我盼着回去试试ꎮ”
有的学员表达了对导师的感激之情:“一直以为专

家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吧ꎬ没想到我们这组的导师

真是很有亲和力ꎬ他把我的论文改了很多稿ꎮ 我

一开始连文中引用的案例都不会写ꎬ在教授的悉

心指导下ꎬ我竟然完成了 ６０００ 字的论文ꎬ有点激

动ꎮ 回去准备投稿试试ꎮ”这种评价方式比在“特

别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四个选项中打钩

—６２—



更具有参考价值ꎮ
三、着力于实践行进取向的培训课程

组织

教师培训是个体主动吸收实践经验ꎬ重新建

构教学实践知识的过程ꎮ 受训者的知识获取和能

力提升来源于自身学习的意愿ꎬ也与培训导师的

指导策略有关ꎮ 为促进受训教师主动参与培训中

安排的教学经验的交流与讨论ꎬ培训者必须根据

受训者的需求创造一个适宜的交互环境ꎬ组织受

训教师实际参与到指导教师的课堂教学、课后答

疑和作业批改等具体活动中ꎮ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这个话题已经提了很多年ꎬ但是往往以“理论＋实

践”的形式存在ꎮ “实践取向”是指在理论的指导

下创造性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ꎬ改变了理论与实

践之间的二元存在关系ꎬ是有机融合的ꎮ 这种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ꎬ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之间

走几个来回ꎮ 授课专家在讲授学科专业知识、教
师教学知识的同时ꎬ更应该教给学员“每一次来回

走的方法”ꎬ即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如何开展ꎬ如何

在实践中创生理论ꎬ必要时甚至可以建立思维模

型ꎬ帮助受训教师养成将理论与实践自动关联的

习惯ꎮ
笔者举一个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研究的例子ꎮ

首先ꎬ提供给受训教师一个便于操作的思维模型ꎻ
然后ꎬ以案例的形式展示如何开展教学临床研究ꎬ
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走几个来回ꎮ

思维模型如下:

教师观察前应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准备ꎬ一是

把握文章体裁ꎬ二是了解学生学情ꎮ 根据文章体

裁确定教学目标ꎬ根据学生学情确定教学重点难

点ꎬ选择教学手段ꎮ 很多小学教师做的学情分析

比较笼统ꎬ如“小学生活泼好动ꎬ好奇心强ꎬ富于幻

想ꎬ逻辑思维能力不强”ꎬ此类学情分析的内容显

然没有针对性ꎬ不利于一门学科、一节课的学情和

教学手段的预设ꎮ 真正有价值的学情分析应该是

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学生什么地方自己能读懂?
什么地方自己读不懂? 读不懂的原因是什么? 怎

么读就能读懂了?
教师在观察过程中应抓住细节进行分析判

断ꎬ要不断地印证和调整前期对文本的分析和备

课时的预设ꎮ 一方面ꎬ对这些教学环节以及细节

进行理论归因ꎻ另一方面ꎬ要实时分析判断认知目

标及一般性发展目标的达成度ꎮ
教师在观察后要进行反思提炼ꎮ 可以围绕以

下问题进行思考:学生是在什么情景下学习的?
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学习困难的? 为什么? 应该怎

么做? 这里需要注意ꎬ在反思提炼“在什么情况下

产生学习困难”后ꎬ进而研究“为什么”和“应该怎

么做”的时候ꎬ教师依靠原有的知识背景已经不能

准确做出分析和判断了ꎬ此时ꎬ教师需要开展补偿

性学习ꎬ即以解决当前问题为目的的学习ꎮ
教师使用这种阅读教学临床研究和补偿性学

习的最终目的是指向下一次的观察和思考教学研

究的问题:学生通过这节课学到了什么?
然后ꎬ以案例的形式展示如何开展教学临床

研究ꎬ通过案例来说明这个思维模型的应用ꎬ进一

步展现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走几个来回ꎬ提升

教育教学能力ꎮ
基于教学的临床研究ꎬ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

观察分析ꎬ还可能提炼出其他的思维模型ꎬ教师无

论是采用哪种模型ꎬ在进行教学临床研究时都需

要尊重学生的发展需求ꎬ尊重教材内容ꎬ尊重教师

自身的教学选择ꎮ 西藏教师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工

作中积累了经由教育反思提炼出来的问题ꎬ这些

问题形成了他们参加培训的发展期待ꎮ 依据受训

者的基础和需要来设计课程ꎬ提供支持性课程管

理系统ꎬ是当下较为科学有效的培训课程设计

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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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

周 海 林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ꎬ 福建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 　 为研究师范生学习责任心情况ꎬ选取福建省 ６ 所高校的 １１３３ 名师范生作为研究对象ꎬ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 进行数据分析ꎬ结果显示:师范生学习责任心在性别、生源、年级、是否免费师范生、是否第一志愿报考、
是否今后从事教师工作的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ꎮ 高校应关注师范生学习状况ꎬ积极构建符合师范生特点

的培养体系ꎮ
[关键词] 　 师范生ꎻ　 学习责任心ꎻ　 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４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２８－０５

　 　 当前就业竞争激烈ꎬ学生所学专业与其未来

就业去向、工作岗位越发密切ꎮ 大学生对所学专

业的认同程度与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择业意向、对
未来可能从事工作的态度存在紧密关联ꎮ 当前中

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师资缺口大ꎬ师范生仍是满足

教师缺口的最佳来源ꎮ 师范生专业责任教育、专
业认同引导和专业理想树立都将影响师范生对专

业学习的投入程度ꎬ影响师范生的学习收获ꎮ 师

范生学习责任心作为学习心理研究的一项重要指

标ꎬ师范生学习责任心水平的研究显得意义重大ꎮ
一、研究方法

１.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福建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
武夷学院、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闽江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６ 所高

校的师范专业学生ꎬ共发放问卷 １２００ 份ꎬ回收问卷

１１９０ 份ꎬ问卷回收率 ９９.２％ꎬ有效问卷 １１３３ 份ꎬ问
卷有效率 ９５.２％ꎮ

表 １　 被试基本情况分布表

变量 组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３５７ ３１.５１

女 ７７６ ６８.４９

学历
专科 ５３８ ４７.４８

本科 ５９５ ５２.５２

年级

大一 ２７１ ２３.９２

大二 ４４６ ３９.３６

大三 ３１０ ２７.３６

大四 １０６ ９.３６

专业
文科 ４５２ ３９.８９

理科 ６８１ ６０.１１

生源
城市 ３１３ ２７.６３

农村 ８２０ ７２.３７

是否为免费师范生
是 ２３８ ２１.０１

否 ８９５ ７８.９９

师范专业是否为高

考第一志愿

是 ９０６ ７９.９６

否 ２２７ ２０.０４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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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研究工具

通过研究相关文献ꎬ并从现有研究中选取与

大学生学习责任心有关的项目ꎮ 如:选用杨晓

(２０１０)、贺文均(２０１３)和冯喜珍(２０１５)编制的问

卷和量表中的有关项目ꎬ并对一些项目进行修改

以适合师范生自身情况ꎮ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以及

在对师范生访谈的基础上ꎬ探讨师范生学习责任

心的维度以及问卷的项目ꎬ并构建初始版«师范生

学习责任心问卷»ꎮ 通过项目分析ꎬ探索性因素分

析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ꎬ构建正式版«师范生学习

责任心问卷»ꎮ
调查采用自编的师范生学习责任心问卷ꎬ问

卷共包含 ３２ 个题目、６ 个因素ꎬ分别为:学习责任

认知、学习责任行为、学习责任情感、学习责任态

度、学习责任意志和学习责任动机ꎮ 问卷采用 ５ 级

评分方式ꎬ“完全不符合” 到“完全符合” 计为“１
分”到“５ 分”ꎬ得分越高说明学习责任心越强ꎮ 问

卷信度为 ０. ９４３ꎬ各维度的信度分别为: ０. ８３８、
０.７８１、０.８７、０.７７７、０.７８５、０.７５９ꎮ

３.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 进行问卷录入和统计分析ꎮ
二、结果与分析

１.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一般情况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出ꎬ师范生学习责任心题项均

分为 ３.９１８ꎬ各维度题项均分在 ３.７６９ ~ ４.０４１ 之间ꎬ
得分顺序依次为学习责任情感、学习责任认知、学
习责任动机、学习责任行为、学习责任态度、学习

责任意志ꎮ

表 ２　 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描述统计

学习责任认知 学习责任动机 学习责任情感 学习责任行为 学习责任意志 学习责任态度 学习责任心

Ｍ ４.０３３ ４.０２１ ４.０４１ ３.８０７ ３.７６９ ３.７８５ ３.９１８

ＳＤ ０.６７８ ０.６２７ ０.６７３ ０.６４２ ０.６６４ ０.６９１ ０.５７３

　 　 ２.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性别差异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ꎬ女生在学习责任认知、学
习责任动机、学习责任行为、学习责任意志、学习

责任态度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ꎬ在学习

责任情感维度与男生差异不显著ꎮ

表 ３　 师范生学习责任心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性别 学习责任认知 学习责任动机 学习责任情感 学习责任行为 学习责任意志 学习责任态度 学习责任心

男 ２３.５１２±４.６８２ １９.５９６±３.５０５ ２３.５２１±４.４７２ ２２.４６２±４.３９１ １８.６８６±３.７２３ １４.６５８±３.１５３ １２２.４４０±２１.２１５

女 ２４.５１０±３.７１３ ２０.３３７±２.９２１ ２４.５８７±３.７７７ ２３.０１２±３.５６２ １８.９２１±３.１１９ １５.３６２±２.５３８ １２６.０００±１６.６６６

ｔ(ｐ) －３.５４６(０.０００) －３.４７６(０.００６) －４.１６０(０.０６５) －２.０７６(０.００１) －１.０３７(０.００２) －３.０７１(０.０００) －３.３７６(０.００２)

　 　 ３.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生源差异

从表 ４ 中可以看出ꎬ来自农村的师范生在学习

责任认知、学习责任动机、学习责任行为、学习责

任意志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来自城市的师范

生ꎬ在学习责任情感和学习责任态度维度上的差

异不显著ꎮ

表 ４　 师范生学习责任心在生源上的差异比较

生源 学习责任认知 学习责任动机 学习责任情感 学习责任行为 学习责任意志 学习责任态度 学习责任心

城市 ２３.８０５±４.４２５ １９.９０１±３.４８７ ２３.８４７±４.３８５ ２２.６０７±４.２５２ １８.７３８±３.７０３ １５.０８３±２.９５０ １２３.９８０±２０.２４５

农村 ２４.３４５±３.９１６ ２０.１８２±２.９８８ ２４.４０６±３.８８９ ２２.９２８±３.６８３ １８.８８９±３.１６６ １５.１６２±２.６９３ １２５.９１０±１７.５１６

ｔ(ｐ) －１.８９４ (０.０３３) －１.２５９ (０.０１６) －２.０８８ (０.０９９) －１.１７８ (０.００５) －０.６３８ (０.００５) －０.６８４ (０.０５８) －１.４８８ (０.０１０)

　 　 ４.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年级差异

从表 ５ 中可以看出ꎬ不同年级师范生的学习责

任心呈现出差异性ꎮ 在学习责任行为、学习责任

意志和学习责任态度四个维度上ꎬ不同年级师范

生差异显著ꎮ 通过多重比较发现ꎬ大三师范生学

习责任行为具有执行力强、学习责任意志坚定和

学习责任态度端正等特点ꎮ

—９２—



表 ５　 师范生学习责任心在年级上的差异比较

年级 学习责任认知 学习责任动机 学习责任情感 学习责任行为 学习责任意志 学习责任态度 学习责任心

大一 ２４.１３７±３.６９３ ２０.０１９±３.１１４ ２４.２６２±３.８４３ ２３.０２６±３.６６０ １８.７４５±３.２６１ １４.８８６±２.７５０ １２５.０７０±１７.２６２

大二 ２４.１４１±４.３８８ １９.９６９±３.３３２ ２４.０７０±４.２７５ ２２.３６６±４.０８７ １８.５５４±３.４１８ １４.９６２±２.９７４ １２４.０６０±１９.３３７

大三 ２４.５０３±３.７３８ ２０.４８７±２.８０５ ２４.６３６±３.８７４ ２３.３４２±３.６０７ １９.２４８±３.０６３ １５.５５２±２.４２９ １２７.７７０±１６.９７０

大四 ２３.６７９±４.４８０ １９.７７４±３.１８７ ２３.８６８±３.９２８ ２２.８８７±３.８０３ １９.１７０±３.６７６ １５.３４０±２.７０４ １２４.７２０±１９.８９６

Ｆ(ｐ) １.２０６ (０.３０６) ２.２８８ (０.０７７) １.５５８ (０.１９８) ４.２６８ (０.００５) ３.１０２ (０.０２６) ３.８８４ (０.００９) ２.６０９ (０.０５０)

　 　 ５.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免费师范生差异

从表 ６ 中可以看出ꎬ非免费师范生在学习责任

认识、学习责任动机、学习责任情感、学习责任行

为、学习责任意志和学习责任态度 ６ 个维度上的得

分均显著高于免费师范生ꎮ

表 ６　 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免费师范生差异

是否免费

师范生

学习责任

认知

学习责任

动机

学习责任

情感

学习责任

行为

学习责任

意志

学习责任

态度

学习

责任心

是 ２３.７４±５.０１９ １９.５１３±３.８５９ ２３.６６８±４.８４０ ２２.４９６±４.７８３ １８.７１９±３.９４３ １４.７５２±３.３１１ １２２.８９０±２３.３６２

否 ２４.３１７±３.７７０ ２０.２６２±２.８９５ ２４.４０７±３.７８４ ２２.９３１±３.５５８ １８.８８２±３.１３８ １５.２４４±２.５９３ １２６.０４０±１６.６８２

Ｆ(ｐ) －１.６５６ (０.０００) －２.７９２ (０.０００) －２.１８３ (０.０２２) －１.３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９０ (０.００１) －２.１２３ (０.０００) －２.３６６ (０.０００)

　 　 ６.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第一志愿报考

差异

从表 ７ 中可以看出ꎬ第一志愿报考师范专业的

学生在学习责任认识、学习责任动机、学习责任情

感和学习责任态度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第

一志愿报考的学生ꎮ 在学习责任行为和学习责任

意志两个维度上的差异不显著ꎮ

表 ７　 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第一志愿报考差异

是否第一

志愿报考
学习责任认知 学习责任动机 学习责任情感 学习责任行为 学习责任意志 学习责任态度 学习责任心

是 ２４.４３５±３.８９６ ２０.２２３±３.０７０ ２４.４１５±３.９１３ ２２.９０４±３.８２１ １８.８９０±３.３４６ １５.２３５±２.７０２ １２６.１００±１８.０２１

否 ２３.２４２±４.５８１ １９.６３０±３.３４８ ２３.５９９±４.４５３ ２２.５８２±３.９６０ １８.６７８±３.２２６ １４.７６２±２.９８２ １２２.４９０±１９.２５１

ｔ(ｐ) ３.６０９ (０.００２) ２.４２５ (０.０１４) ２.５２７ (０.００１) １.１２９ (０.１９３) ０.８５７ (０.６８９) ２.１７７ (０.０１０) ２.６６０ (０.０９４)

三、讨论

１.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一般特点分析

本研究发现ꎬ师范生学习责任心总问卷题项

均分为 ３. ９１８１ꎬ各维度的题项均分在 ３. ７６５９ ~
４.０４１９之间ꎬ处于中上水平ꎮ

２.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ꎬ师范生学习责任心存在显著的

性别差异ꎬ女生在学习责任心各维度上的得分均

高于男生ꎬ特别是在学习责任认知、学习责任动

机、学习责任行为、学习责任意志、学习责任态度

维度差异显著ꎮ 这一结论与杨晓(２０１０)对西南地

区高职生学习责任心的研究结论一致[１] ꎬ与范英

(２０１３)和李惠敏(２０１３)对大学生学习责任心的研

究结论也一致[２－３] ꎮ 这与男女生的个性特征差异

紧密相关ꎮ 女生性格沉静、循规蹈矩、按部就班ꎻ
男生更活跃ꎬ更不受规矩的约束ꎮ 当前大学更强

调的是学生的自主管理ꎬ相对女生来说ꎬ男生对学

习的投入更少ꎬ学习责任心就显得更弱ꎮ

３.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生源差异

本研究发现ꎬ在学习责任认知、学习责任动

机、学习责任行为、学习责任意志维度ꎬ来自农村

的师范生与来自城市的师范生存在显著差异ꎮ 农

村师范生学习责任心显著高于城市师范生ꎮ 在师

范教育通向教师教育改革的进程中ꎬ教师社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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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进一步提高、福利待遇显著改善ꎬ相对于城市

学生来说ꎬ教师这项职业的吸引力对农村学生显

然更大ꎮ 因此ꎬ相对于来自城市的师范生ꎬ来自农

村的师范生对师范专业的学习认知更清晰、学习

动机更强烈、有更大的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进一步

贯彻学习理念的执行力ꎮ

４.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年级差异

本研究发现ꎬ学习责任动机、学习责任行为、
学习责任意志和学习责任态度存在显著的年级差

异ꎬ差异情况体现为大三>大一、大三>大二、大三>
大四ꎮ 这与贺文均(２０１３)对大学生学习责任心的

研究结论ꎬ低年级大学生学习责任心高于高年级

学生不相一致[４] ꎮ 这一差异与师范专业学生和普

通大学生的学习差异是相关的ꎮ 这一差异与师范

生专业学习的长期性是一致的和高年级师范生面

临人生的第二次“高考”ꎬ即教师招聘考试是相关

的ꎮ 师范专业学生对师范生技能的学习ꎬ对教师

职业特点的认知只有在经过长时间的内化才能体

现在实际的师范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中ꎮ 经过

两年时间的学习ꎬ师范生对教师的职业特点有较

清晰的认知ꎬ同时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ꎬ对自我能

力、兴趣、性格特点也有较全面的认识ꎬ大三、大四

是师范专业学生冲刺教师招聘考试的重要阶段ꎬ
按理是师范生学习责任心最强的阶段ꎮ 在大四出

现一定程度的下降ꎬ这与当前高校大四学生外出

顶岗实习和较宽松的管理存在一定的关系ꎮ

５.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免费师范生

差异

本研究发现ꎬ非免费师范生在学习责任心各

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免费师范生ꎮ 这一结论

与钟贞明(２０１０)的结论较一致ꎬ在理科生中非免

费师范生的学习动机显著高于免费师范生[５] ꎮ 免

费师范生需要与当地教育部门签订毕业后回生源

地任教的长期服务协议ꎬ毕业后可直接上岗ꎬ担任

教师ꎮ 非免费师范生则需通过激烈教师招聘考

试ꎬ付出大量的努力ꎬ才有机会上岗ꎮ

６.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第一志愿报考

差异

本研究发现ꎬ第一志愿报考师范专业的学生

在学习责任认识、学习责任动机、学习责任情感、
学习责任态度均显著高于非第一志愿报考学生ꎮ

相对非第一志愿报考师范专业学生ꎬ第一志愿的

选择意味着更多的自主性ꎬ体现在学习中则是学

生更加自觉主动地学习ꎬ把学习当成自己应该要

完成的任务ꎬ不需要老师过多的督促ꎮ

四、结论及建议

１.师范生学习责任心处于中上水平ꎬ有
待进一步提升

学习责任心作为评价大学生学习状况的一个

重要指标ꎬ在不同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生对专业的

认同和学习投入的程度ꎮ 作为未来基础教育的教

师ꎬ在校师范生的学习责任心水平将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师范生的专业承诺和学习投入水平ꎬ影响

师范生的学习成效ꎮ 因此ꎬ高校应高度重视师范

生学习状况ꎬ在综合评价师范生的学习责任心水

平的基础上ꎬ针对性地制定策略ꎮ

２.师范生学习责任心的培养要根据性

别、年级生源和志愿报考的差异ꎬ采用不同

的策略

女生学习责任心水平高于男生ꎻ学习责任心

水平的年级差异体现为大三>大一、大三>大二、大
三>大四ꎻ来自农村的师范生学习责任心水平显著

高于城市学生ꎮ 高校对于男生学习责任心的培养

应结合个性特征ꎬ不能一味地让其遵守规矩ꎬ更多

的应让其专业学习中感受到性别优势ꎬ从当前教

师队伍的性别差异中发现优势ꎬ激发其学习责任

感ꎬ提高学习责任心水平ꎮ 不同年级责任心水平

的差异ꎬ决定了不同策略的制定ꎮ 针对大一新生ꎬ
应充分发挥师范专业导航和师范专业适应教育的

作用ꎬ通过专业教师对专业课程的介绍、所学能力

的阐述和就业前景的描绘ꎬ让大一新生在刚入校

时就能对所学专业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ꎬ以便为

后续稳定的专业学习奠定基础ꎮ 对于渡过了新鲜

期的大二学生来说ꎬ师范专业的认同教育就显得

异常重要ꎮ 学生只有在认同所学专业的基础上ꎬ
才会努力投入学习ꎬ才能提高学习成效ꎮ 高校教

师可结合二年级学生专业课程相对密集ꎬ专业学

习任务相对繁重的特点ꎬ在课堂内外进行有效的

认同教育ꎬ提升学生专业认同感ꎮ 大学三年级和

四年级的师范生是冲刺教师招聘考试和面向就业

的重要两年ꎬ是师范生学习责任心最强的两年ꎬ学
校更多的应是给予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方向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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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ꎮ 高校应加强非第一志愿报考师范专业学生的

专业认同感教育ꎬ提高学习责任心ꎮ 不管是否第

一志愿报考ꎬ师范生毕业后都将可能在教书育人

岗位上发挥作用ꎮ 高校可结合报考学生的心理特

点ꎬ在学生入学时就对不同意愿学生进行分类、分
层次的专业认同教育ꎬ特别对不是第一志愿报考

的学生建立专业认同教育效果跟踪反馈机制ꎬ及
时了解ꎬ有效提升不是第一志愿报考师范生的学

习责任心水平ꎮ

３.学校要高度重视免费师范生在校学

习责任心弱于非免费师范生的问题

学校与生源地教育部门可以联合制定培养方

案ꎬ提高免费师范生学习责任心ꎮ 免费师范生的

培养是当前国家师范生培养的一项重要政策ꎬ但
是免费师范生选拔和退出机制不够完善ꎬ出现免

费师范生不想学、不愿意从事教师职业现象ꎮ 同

时ꎬ免费师范生在入学时就与生源地教育部门签

订了就业合同ꎬ就业压力显著小于非免费师范生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免费师范生的学习责任

心ꎬ影响免费师范生的学习投入程度ꎮ 因此ꎬ生源

地教育部门在选拔师范生时就可以和高校联合制

定培养方案ꎬ实现选拔出来的学生是愿意学ꎬ同时

符合师范专业培养要求ꎻ免费师范生在校的学习

情况ꎬ学校也应给予持续的关注和跟踪ꎬ确保免费

师范生的培养能实现国家方针ꎻ对于在学习过程

中不愿意继续学习的免费师范生也应有相应的退

出机制ꎬ确保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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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学习动机的途径与方法∗

孙 刚 成　 贺　 媛

(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ꎬ 陕西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学生的学习动机不仅对其学习行为起着激发、定向和维持的作用ꎬ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学生的

学习效果ꎮ 对当前教育中不利于培养学生学习动机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ꎬ在此基础上ꎬ从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两

大方面ꎬ分层分类提出培养学生学习动机的具体途径和方法ꎬ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更好地认识学生学习动机的价

值和运用方法ꎬ继而促进教师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培养ꎮ
[关键词] 　 学习动机ꎻ　 不利因素ꎻ　 外部动机ꎻ　 内部动机ꎻ　 学习效果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４１ [文献大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３３－０５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ꎬ教育工作者需要

关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掌握学习的原理与学习

的方法ꎬ二是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能力ꎮ
学习能力是学生自己内在能力的体现ꎬ学习动机

则需要借助教育教学工作者的帮助与引导ꎮ 对教

师教学效果的评价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学生的学

习ꎬ在相同外力作用下ꎬ学生的学习成绩体现在各

自的主观能动性上ꎬ而主观能动性又恰恰是学生

学习动机的表现ꎮ 因此ꎬ对学生学习动机的研究

被列为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且迫切的

任务ꎮ
关于动机的广义解释ꎬ就是指在个体活动中ꎬ

能够引起并维持活动进行且给该活动指明具体的

目标方向的一种倾向ꎮ 由此引申出学习动机的概

念ꎬ就是在教育教学活动中ꎬ能够引起并维持学生

的学习活动ꎬ最终将学习活动往教育目的的方向

倾斜ꎬ或者往小了说是教师因材施教为每个学生

所设的学习目标的心理倾向[１]２５６ꎮ 在日常教育教

学活动中ꎬ学生的学习动机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ꎬ
一旦学生的学习动机产生了ꎬ那就必定会对学生

的学习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ꎮ 只有学生拥有了学

习动机ꎬ才会对其学习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ꎻ如果

学生由于对自身的不恰当归因导致习得性无助ꎬ
将会逐渐失去对学习活动的兴趣和好奇心ꎬ也就

失去了其主动学习的学习动机ꎮ 心理学“耶克斯－
多德森定律”又称“倒 Ｕ 型曲线”ꎬ它直接反映了学

生的动机水平与学习效率之间的关系ꎬ认为学生

学习动机的最佳水平会随着其学习任务性质的不

同而不同[１]２６０ꎮ 在比较容易的任务中ꎬ工作效率随

动机的提高而上升ꎬ而随着任务难度的逐渐增加ꎬ
动机的最佳水平有下降的趋势ꎮ 一般来讲ꎬ学生

学习的最佳水平应配有中等强度的学习动机ꎬ只
有这样ꎬ学生的学习效率才会达到最优化ꎮ

一、当前教育中不利于培养学生学习动

机的因素

在实际的教育教学情境中ꎬ教师面对的群体

是学生ꎬ实施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全体学生的全面

发展ꎬ因此ꎬ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科学知识ꎬ更要

教会学生学会学习ꎮ 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ꎬ
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ꎬ引导学生进行积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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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学习活动ꎬ是教育教学工作的重点ꎮ 在目前

的教育教学工作中ꎬ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两种不

利于培养学生学习动机的因素ꎮ
１.关注学生的成绩多于关注学生本人

虽然我国早已提出实施素质教育ꎬ关注学生

的全面发展ꎮ 可事实上ꎬ现在社会过分强调“升学

率”ꎬ以“升学率”作为评判学校优秀与否的唯一标

准ꎬ很多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将教学重点倾向

于升学科目的知识性教学ꎬ而对学生的实践活动

和全面发展有所忽略ꎮ 有些学校甚至直接剥夺了

学生全面发展的机会ꎬ一切以提高学生的成绩为

重点ꎬ对学生实施军事化的高压管理ꎮ 在这样的

教学环境中ꎬ学生不再是主动去探究知识内在的

本质价值ꎬ而是机械性地、灌输性地学习ꎮ 这种教

育模式不仅不利于学生的生理或心理的发展ꎬ更
不利于学生学习动机的培养[２] ꎮ

２.一体化整齐的学习进程

我国的教育目的是在教育方针的指导背景下

确立的ꎬ其教学进程是统一设定的ꎬ采取整齐划一

的原则ꎬ限制了学校具体的开学和放假日期ꎬ上课

时间以及上课进程ꎬ不但如此ꎬ对学校教学内容、
教学进度甚至考试评分方式等都有明确而又具体

的划分与规定ꎮ 这样的规定对于处在发展中的学

生来说是不利的ꎮ 因为每个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

以及接受学习的能力各不相同ꎬ对他们进行整齐

划一的学习教程ꎬ学生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

差距ꎮ 由于不能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ꎬ就会

阻碍或者抑制学生的学习动机ꎬ学生的发展自然

会受到相应的影响ꎮ
二、培养学生学习动机的途径

在学校教育教学情境中ꎬ培养学生学习动机

的途径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去考虑ꎬ客观

方面指的是一所学校的硬件设备和课程教材等ꎬ
主观方面则指的是教师和学生的心理ꎮ 客观条件

不可避免ꎬ但主观条件却可以作为教师培养学生

学习动机的出发点ꎮ 因此ꎬ如果教师在教育教学

中能合理有效地把握并利用好教师在师生互动中

的作用ꎬ那么学生的学习动机就有了突破点ꎬ可以

被有效地引导和培养起来ꎮ 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工

作中ꎬ一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学

习动机ꎮ
１.外在动机转化为内在动机

学生学习动机的形成具有内在和外在两种形

式ꎬ外在的学习动机可以通过外在的诱因去引导ꎬ
而内在的学习动机则出于个体的内在需要ꎮ 在日

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ꎬ一些知识性学科需要靠其

自身所特有的特征作为诱因去引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ꎬ而不仅仅依靠外在的排名或者其他人的奖励

去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ꎮ 这就对教育工作者提出

较高的要求ꎬ不仅要求他们在教材的设计和教法

方面寻求创新ꎬ还要求他们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富

有活力和吸引力ꎮ 借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ꎬ
让学生对学习充满了期待与希望ꎬ从而喜欢上学

习ꎬ这是在实际的教育教学情境中培养学生学习

动机的第一要义[３] ꎮ 在学生的外在学习动机得到

了适度的满足之后ꎬ其学习的内部动机就有可能

被激发与带动ꎬ因此ꎬ培养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可

以借助学生的外部动机去引导与强化ꎬ也可以说

培养学生的外部学习动机是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

的内部学习动机ꎮ
２.从基本的需要提升到成长的需要

教育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的需要进行了研

究ꎬ并提出了“金字塔”式的“需要层次理论”ꎬ其中

处在最高层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１]２６３ꎮ 根据该理

论可知ꎬ学生只有在前面四个基本的需要获得满

足的基础之上ꎬ自我实现的需要才可能持续增强ꎬ
也就是说在学生学习过程中ꎬ只有当学生的基本

需要获得一定的满足之后ꎬ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

才会稳定下来并持续发力ꎮ 因此ꎬ想要增强学生

的内在学习动机ꎬ就要设法满足学生的需要ꎬ让学

生不再为生理、安全、归属和被尊重这些需要而担

忧ꎬ然后才有机会去发展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和好

奇心ꎬ即培养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ꎮ
３.从需要满足发展到价值追求

教育的目的有很多ꎬ其中一个就是了解人性ꎬ
然后再去改变人性ꎮ 在实际教育教学中ꎬ我们不

仅要教会学生如何使用知识和工具ꎬ还要让他们

了解人性ꎬ看懂人性ꎬ培养正确的价值观ꎻ在充分

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的基础上ꎬ给予学生适

度的需要满足ꎬ进一步使其产生价值感ꎬ最后可以

使学生自发地去追求其价值[４] ꎮ 从满足学生的需

要让其产生价值感ꎬ然后引导其对价值的追寻ꎬ这
才是教育真正的目的之一ꎮ

４.进行恰当的归因训练

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ꎬ学生对自己学习成绩

归因具有强烈的主观性ꎬ并且一旦归因结束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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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的学习活动有很大的影响ꎮ 如果学生将其考

试失败归因于可控因素ꎬ比如努力ꎬ则后续他会更

加努力学习ꎬ但倘若学生将考试失败归因于不可

控因素ꎬ比如运气、环境ꎬ那么他会逐渐产生习得

性无助ꎬ也很难再产生稳定的学习动机ꎮ 所以ꎬ基
于此现象ꎬ教育教学工作者应该注意引导学生对

自己学习成绩进行恰当的归因ꎬ然后根据归因让

学生做合理的反省与归因解释以此来培养学生的

学习动机ꎮ
三、培养学习动机的方法

在实际的教育教学情境中ꎬ学习动机对学生

的学习活动具有很大的影响ꎮ 因此ꎬ关于学生学

习动机的激发与培养是教育家和教育心理学家研

究的热点ꎬ并且不停地探索出新思路和新方法ꎮ
依据目前的研究成果ꎬ主要是从学生的内部动机

和外部动机两大方面着手激发与培养学生的学习

动机[１]２７６ꎮ

１.内部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

对学生内部学习动机的激发与培养主要可以

从四个方面来进行ꎬ通过这些方法可以使大多数

学生的学习动机从无到有ꎬ从弱小到强烈ꎬ进而不

断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好奇心ꎬ以此来达到教

育的目标ꎮ
(１)激发兴趣ꎬ维持好奇心

好奇心和兴趣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关键所

在ꎬ只有当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感兴趣ꎬ有好奇心

时ꎬ他才愿意为之付出努力ꎬ并且乐此不疲ꎮ 因此

可以说ꎬ好奇心和兴趣是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过

程中内部动机的基础ꎮ 教育工作者应该使学生坚

信自己所学的知识是有趣且有益的ꎬ然后尽可能

地创设情景让学生自己动手实践操作ꎬ这样不仅

可以让学生体会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与区

别ꎬ还能让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与认识ꎬ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大大地激发学生的

好奇心和兴趣ꎬ相比于只教给学生枯燥乏味的理

论知识而不让学生亲自动手实践来说效果要好得

多ꎮ[５]因此ꎬ在实际教育教学情境中ꎬ教育工作者

可以多创设一些可以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求知欲的

问题情境ꎬ尽量使自己的课堂充满乐趣ꎬ使学生产

生疑问ꎬ让他们在学习活动中积极主动地寻求问

题的答案及规律ꎬ自主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与

难题ꎮ 最后ꎬ在教育教学活动中ꎬ是否能够有效地

激发并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还在于教师是否能够

在课堂上使学生形成一种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

状态ꎬ让学生不断产生似懂非懂又想懂的感觉ꎬ从
而引起他们一系列的心理活动ꎬ如矛盾、疑惑等ꎬ
而这些心理活动都能够引起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

兴趣ꎬ此时教师再适时适度地去启发、引导学生得

出正确的答案ꎬ从而使学生产生学习的愿望和意

向ꎬ并享受到学习的挑战和成就感ꎮ 在此基础上ꎬ
教师可以进一步向学生抛出问题ꎬ最好是抛出他

们现有水平无法解答的问题ꎬ挑战他们现有的认

知水平和理解能力ꎬ创造出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

区”理论中的过渡阶段ꎬ引导学生ꎬ激发和维持学

生的好奇心和兴趣ꎬ这就不失为促进学生内部学

习动机产生的一个有利因素了[６]１０６－１１０ꎮ
(２)设置合适的目标

关于动机有一个重要的规律ꎬ就是当个体目

标由个体自身所设定时ꎬ个体付出的努力便会比

别人为他设定的目标时更多ꎮ 这是因为个体的主

观能动性往往比外部诱因更加具有原动力[７] ꎮ 若

一位老师想让全班学生在期末考试的时候个个都

能够达到优秀ꎬ那么他直接要求学生考试优秀的

效果要远远低于在他进行恰当的引导或启发下让

学生自己设定目标后取得的成绩ꎮ 这种目标设定

可以通过主题班会分析讨论每个学生在过去设定

的目标及其实现情况ꎬ然后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前

一次的成功与失败ꎬ并为下一个阶段设定新的更

加合理的目标做铺垫ꎬ最后用适当的表扬和奖励

来强化学生对目标的设定及其实现ꎮ 在分析过程

中ꎬ教师可以引导或者帮助学生设定一个既具有

挑战性ꎬ同时又根据学生现有水平可以实现的目

标ꎬ对学生目标的设定及其实现给予充分的肯定ꎬ
这种由学生自主规划ꎬ教师施于肯定的策略ꎬ可以

大大激发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ꎬ提高学生学习成

绩ꎬ增强自我效能感ꎮ
(３)培养恰当的自我效能感

学生如果能在学习活动中拥有明确或强烈的

自我效能感ꎬ对其学习行为将会起到很大的决定

性作用ꎮ 但有些后进生对其学习和其他方面的能

力持自我怀疑的态度ꎬ以致他们对学习缺少应有

的积极性与自主性ꎮ 这就要求教师做到以下两

点:一是在分配任务时因材施教ꎬ为每个学生选择

难度适宜的任务ꎬ并且能够尽量发现学生的最近

发展区ꎬ然后通过创设情景引导学生不断获得成

功的体验ꎬ慢慢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ꎻ二是利用

班杜拉的替代强化理论中的榜样示范法ꎬ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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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并讨论自己周围的同学在学习活动中的进步

与成功ꎬ通过获得替代性强化和经验来增强他们

进行学习活动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ꎬ以此提升

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认同感[６]１０６－１１０ꎮ
(４)训练归因

每个学生都会对自己的学习结果进行归因ꎬ
根据维纳的三维度六因素归因理论可以得出ꎬ如
果一些学生对自己学习状态和结果的归因不恰

当ꎬ就会相应地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乃至影响该

学生的学习成绩ꎮ 所以ꎬ教会学生如何进行正确

的归因就成了教育者应该解决的问题[１]２７０ꎮ 首先

是要教会学生进行努力归因ꎬ即尽量引导学生将

自己的学习结果归因于努力ꎬ无论成功与失败ꎬ只
要学生将其归因于自己可控的努力因素ꎬ就会提

高其进行学习活动的积极性ꎬ即使偶尔遇到学习

困难或者成绩不佳时ꎬ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失意而

丧失学习的兴趣ꎬ更不会因为一两次的失败而降

低对未来某一天取得成功的期望ꎻ其次是要教会

学生进行现实归因ꎬ前面说过要引导学生将失败

归因于努力ꎬ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因

于努力ꎬ除了努力之外ꎬ还有其他的因素ꎬ如学生

智力、学习方法、家庭环境、还有教师等均可以影

响到学生的学习成绩[１]２７６ꎮ 教师要做的就是要帮

助学生对自己的问题进行恰当又正确的归因ꎬ并
且分析每个因素所占的比率ꎬ然后尽最大可能去

避免或者消除一些不利因素ꎬ找到能解决问题的

方法ꎬ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自我反省能力和分析能

力ꎬ提高学生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自信ꎮ
这样的归因训练的优势在于能够使学生在归因时

既灵活又恰当ꎬ既强调努力又能够联系实际ꎬ逐渐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ꎮ
２.外部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

(１)表达明确的期望

在平时的学习中许多学生并不确切地知道自

己每天去学校的任务是什么ꎬ他们笼统地认为自

己去学校是为了学习ꎮ 至于学什么、学到什么、有
什么用ꎬ他们并不清楚ꎬ就觉得自己该来学校学

习ꎬ然后认真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ꎮ 这就要求教

育工作者能够帮助学生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责任与

任务ꎬ了解自己来学校学习是为了什么或者说让

学生了解到自己所学的知识有什么用处ꎮ 教师最

好能够让学生为自我设定一个目标[８]１３１ꎮ 例如ꎬ在
语文习作课上ꎬ教师不能只说个方向让学生自己

去写ꎬ应该告知学生习作的具体要求ꎬ比如字数要

求、篇幅长短、写作文体等ꎮ 教师应该向学生表达

明确的要求与期望ꎬ让学生有方向有目标地进行

学习活动ꎮ
(２)提供明确的、及时的、经常性的反馈

反馈是学习活动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ꎮ 无论

是客观的成绩表现还是主观的他人评价ꎬ对于学

生来说ꎬ都可以作为一种诱因或者动力ꎬ起到强化

或者督促学生学习的作用ꎮ 只有通过反馈环节ꎬ
学生才能及时地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ꎮ 解决问题

所需时间的长短、作业的正确率、考试的成绩、教
师的评价等都可以成为学生学习结果的反馈ꎮ 反

馈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一定的激励或阻碍作用ꎮ
倘若学生看到的是自己的进步与成功ꎬ就会增加

其学习动机、自信心和学习兴趣ꎬ主动找寻自己的

缺点和不足ꎬ进而正确地面对与改正ꎬ努力达到完

善[８]１３２ꎮ 因此ꎬ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ꎬ教育工

作者在进行反馈的时候要注意反馈必须具体而又

明确ꎬ尤其是对低年级的学生ꎬ如果教师给的仅仅

是一个抽象的、模糊的评价反馈ꎬ对学生的学习活

动就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激励作用ꎮ 一个完整的反

馈应该是具有激发性和信息性的ꎬ它可以确切地

告知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各个环节的表现和不足ꎬ
以便学生进行恰当而准确的归因ꎬ并在以后的学

习活动中得到改善ꎮ 其次ꎬ对于学生的反馈要具

有及时性ꎬ要紧随着学生的学习活动做出合理恰

当的评价ꎮ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继续深

入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ꎮ 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出现了问题或者方法有误而未得到及时有效的

反馈ꎬ有可能导致学生会顺着错误一直走下去ꎬ时
间越长习惯就越难纠正ꎮ 但是ꎬ如果能在学生刚

开始有偏差的时候给予及时性的更正反馈ꎬ就可

以阻止错误的延续ꎮ 所以说ꎬ在学生进行学习的

过程中ꎬ教师反馈与学生作业相隔过久ꎬ将不利于

学生的成长ꎬ导致反馈也失去了其本来的动机和

信息价值ꎮ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应该经常性地实施

反馈ꎬ不断强化学生良好的学习行为ꎬ直到学生的

学习动机不再需要外力支持ꎬ由外部动机转化为

内部动机为止[９] ꎮ
(３)合理运用外部奖赏

外部奖赏在此是指物质上的奖励ꎮ 在教育教

学情境中ꎬ学生进行学习活动时的动机不仅包含

认知内驱力和自我提高内驱力ꎬ还有附属内驱力ꎬ
仅仅依靠前两者是不够维持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的ꎮ 因此ꎬ在实际教学中ꎬ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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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学习结果应该给予适当的外部奖励ꎬ以促使

其好好学习ꎬ但又不能用力过猛ꎬ因为不恰当的外

部奖励将会导致学生产生不可避免的消极影

响[９] ꎮ 学生在进行学习活动过程中ꎬ希望自己能

够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肯定ꎬ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学

习动机ꎬ如果教师对于学生在学习情境中的某一

行为从外部进行奖励并且多次强化ꎬ学生进行此

项活动的行为频率就会增加ꎬ并不断产生对该行

为的兴趣和动机ꎮ 但是ꎬ教师在给予学生适当的

外部奖励的时候ꎬ应该持一种谨慎的态度ꎬ一旦奖

励没用好就会适得其反ꎮ 对于那些已经有了内部

动机的学生ꎬ在进行学习活动的时候最好不要轻

易使用外部奖励ꎬ只有那些习得性无助ꎬ或缺乏自

我认识和自信的ꎬ或缺乏内部学习动机的学生才

可以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ꎬ以确保其学习行为顺

利进行ꎮ
(４)有效地运用表扬

在教育教学情境中ꎬ学生需要通过教师的肯

定与表扬来强化自己的学习行为ꎬ希望自己能够

达到老师的期望并且得到老师的积极反馈ꎮ 如果

教师给予学生的是正面积极的反馈ꎬ对学生进行

一定的表扬ꎬ鼓励学生努力产生向上的力量ꎬ学生

就会产生积极主动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ꎮ 因

此ꎬ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应该具有正面性和向上性ꎬ
对学生应该进行肯定、表扬和赞赏ꎮ 如果教师只

是一味地责备、批评和惩罚学生ꎬ不仅起不到激励

作用ꎬ还会产生负面的影响ꎬ这种影响有可能会伴

随孩子的一生ꎬ尤其是在面对低年级的学生ꎬ还有

一些后进生而言更甚ꎮ 著名的教育学家赫洛克曾

提出一个理论ꎬ即教师表扬学生的方式比对该生

表扬的次数更为重要ꎮ 这句话得到了后来许多人

的论证ꎬ表扬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它的具体性和

可靠性ꎬ 更取决于学生学习行为结果的依随

性[８](Ｐ.１３３) ꎮ 这就要求教育教学工作者在恰当运用

表扬与批评时ꎬ能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以及学生

的身心发展规律行事ꎬ保证因材施教时的客观公

正以及全面ꎬ并能恰到好处地进行评价和表扬ꎬ既
要做到赏罚分明又要合理可靠地进行表扬ꎬ只有

做到这点ꎬ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ꎬ才能更

好地激发与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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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职前英语教师从教动机的变化与特点∗

李　 敏

(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ꎬ 海南海口　 ５７１１５８)

　 　 [摘　 要] 　 从教动机对于职前英语教师入职以及将来的教师专业发展至关重要ꎮ 对一所师范大学 ７２ 名职

前英语教师的从教动机进行跟踪调查ꎬ分析其从教动机从学习教师教育课程之初到实习结束后的变化与特点以

及影响他们从教动机变化的主要因素ꎮ 基于本研究结果ꎬ提出了培养和提高职前英语教师从教动机的建议ꎮ
[关键词] 　 职前英语教师ꎻ　 从教动机ꎻ　 内在动机ꎻ　 外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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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ꎬ教师动机(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已逐渐

成为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一个新议题[１] ꎮ 教师的

择业动机或从教动机(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ｓ ａ
ｃａｒｅｅｒ)是教师动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教师的

从教动机是指由多种需要所引发的ꎬ使个体做出

选择教师职业的内部心理过程或动力ꎮ 它不仅决

定了个体愿不愿、会不会选择教师职业ꎬ同时也折

射了个体对教师职业的认同与评价[２] ꎮ
国外研究者对教师从教动机的关注源于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ꎬ当时许多国家面临师资匮乏的问题ꎮ
不少研究者采用问卷的方式调查职前教师的从教

动机ꎬ得出了相似的结果ꎬ即职前教师选择教师职

业的主要动机是热爱教学、喜欢与孩子在一起、为
社会作贡献等内部动机[３－６] ꎮ 然而ꎬ津巴布韦、牙
买加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研究者的调查发现ꎬ职
前教师的从教动机主要涉及工资、工作稳定性以

及教师职业的社会地位等外部动机[７] ꎮ 由此可

见ꎬ教师的从教动机会因社会文化背景、经济环境

的不同而有所差异[８] ꎮ
在国内ꎬ教师的从教动机并未引起研究者的

足够重视ꎮ 从知网的检索发现ꎬ庞宗芬(１９９８)较

早关注教师的从教动机ꎬ她将从教动机分成奉献

型、生活型、性格型、受劝型、无奈型、其他型等六

种类型ꎬ并对新上岗的教师进行问卷调查ꎬ结果显

示调查对象的从教动机以性格型(３１.０％)和无奈

型(２６.８％)为主ꎬ奉献型(１３.０％)较少[９] ꎮ 薛磐洪

(２０１４)采用庞宗芬的动机分类研究英语教育硕士

的从教动机ꎬ结果发现奉献型动机所占比例仍然

较少(４.３％) [１０] ꎮ 马莹和赵志纯(２００７)对农村在

职中小学教师的从教动机进行研究ꎬ发现最主要

的从教动机是内部动机ꎬ源于他们对职业本身的

热爱与兴趣[１１] ꎮ 蒙宏洁(２０１６) 对不同年级的英

语师范生的从教动机进行调查ꎬ结果显示调查对

象的从教动机水平较高ꎬ从教动机水平依次为:有
利于家庭、贡献社会、工作环境、内在价值[１２] ꎮ

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ꎬ虽然取得

了一些开拓性的成果ꎬ但基本是对师范生或在职

教师在某一阶段的从教动机的静态研究ꎬ并没有

涉及对研究对象的历时研究ꎮ 职前教师教育阶段

是职前教师建构从教理想的重要时期ꎮ 此阶段的

从教动机ꎬ不仅会影响他们的专业学习以及教育

实践活动的投入程度ꎬ而且会决定他们将来是否

选择教师职业甚至是入职后对教师职业的热情和

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性ꎮ 因此ꎬ本研究拟调查职

前英语教师从学习教师教育课程之初到实习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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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从教动机的变化与特点ꎬ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１)在学习教师教育课程之初ꎬ职前英语教师

从教动机的水平如何?
(２)实习结束后ꎬ职前英语教师的从教动机发

生了怎样的变化? 有何特点?
(３)影响职前英语教师从教动机变化的主要

因素有哪些?

二、研究设计

１.调查工具
本项调查的工具包括职前英语教师从教动机

调查问卷 １ 和调查问卷 ２ꎮ 两份问卷都采取匿名

方式进行ꎮ
调查问卷 １ 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调查职前英

语教师的个人简况ꎬ包括籍贯、年龄、性别、邮箱地

址ꎮ 第二部分是职前教师从教动机量表ꎬ参考付

宇(２００８)的中学教师择业动机量表ꎬ并结合职前

英语教师的情况编制而成ꎮ 从教动机分为内在动

机和外在动机ꎬ前者包括职业兴趣、自我评价、职
业评价、职业期望与规划四个子动机ꎻ后者包括职

业待遇、职业声誉、他人影响、师范教育四个子动

机ꎮ 本部分共 ２８ 小题ꎬ每题有 ５ 个选项ꎬ分别是

５—非常符合ꎬ４—比较符合ꎬ３—不确定ꎬ２—不太

符合ꎬ１—非常不符合ꎮ 第三部分是 １ 个开放性问

题ꎬ你想毕业后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吗? 为什么?
调查问卷 ２ 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调查职前英

语教师的基本信息ꎬ包括性别、是否通过英语专业

四级考试、是否取得教师资格证、实习类型(顶岗

支教、自主实习)ꎮ 第二部是职前教师从教动机量

表ꎬ与调查问卷 １ 相同ꎮ 第三部分是 １ 个开放性问

题:你想毕业后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吗? 哪些因素

对你选择教师职业产生重要影响?
问卷量表内部一致性分析显示问卷的第二部

分内容ꎬ即职前教师从教动机量表具有较高的可

信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 ＝ ０.８８７ꎮ
２.研究过程
调查对象在第五学期开始学习英语课程与教

学论、中学英语教材分析等课程ꎮ 研究者是他们

的任课教师ꎬ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的第一周实施第一次

调查ꎬ通过电子邮件给他们发送调查问卷 １ꎬ回收

问卷 ８３ 份ꎮ 研究者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中旬对相同的

调查对象实施第二次调查ꎬ即在调查对象毕业离

校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给他们发送调查问卷 ２ꎬ回
收问卷 ７２ 份ꎮ 由于本研究是一项历时研究ꎬ因此

本研究最终只选择参与两次调查的 ７２ 名学生作为

调查对象ꎮ 研究者回收问卷 １、问卷 ２ 后ꎬ对问卷

进行编号ꎬ把第一、第二部分的数据统一输入 ＳＰＳＳ
进行统计分析ꎬ对第三部分的开放式问题的数据

进行归类分析ꎮ
３.调查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属于师范英语方向 ２０１３ 级

２ 个班的 ７２ 名学生ꎬ其中男生 １０ 人ꎬ女生 ６２ 人ꎮ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性别 英语专业四级考试 教师资格证考试 实习方式

男 女 通过 未通过 通过 未通过 顶岗支教 自主实习

人数 １０ ６２ ５４ １８ ５５ １７ ３５ ３７

百分比(％) １３.９ ８６.１ ７５.０ ２５.０ ７６.４ ２３.６ ４８.６ ５１.４

三、结果与讨论

１.不同阶段职前英语教师从教动机的总体水平
表 ２　 不同阶段从教动机的均值和标准差

从教动机
课程之初(三年级)
均值 标准差

总体均值
实习后(毕业)
均值 标准差

总体均值

内在

动机

职业兴趣 ４.００ ０.５２８
自我评价 ３.７７ ０.４６７
职业评价 ３.８９ ０.３９５

职业期望与规划 ４.０１ ０.４６３

３.９２

３.７９ ０.７１５
３.７５ ０.５４７
３.６２ ０.５３２
４.０４ ０.５５５

３.７８

外在

动机

职业待遇 ４.０５ ０.５１５
职业声誉 ４.０３ ０.６４４
他人影响 ３.６５ ０.５９２
师范教育 ３.９１ ０.５４１

３.９６

４.０４ ０.６２５
４.０５ ０.６６３
３.４４ ０.７１１
３.９９ ０.６３７

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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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２ 可以看出调查对象在三年级学习教师

教育课程之初内在从教动机和外在从教动机的均

值分别为 ３.９２ 和 ３.９６ꎬ表明他们具有强烈的从教

动机ꎮ 职业兴趣、职业期望与规划、职业待遇、职
业声誉等四个子动机的均值都高于 ４ꎬ说明它们是

调查对象在学习教师教育课程之初选择从事教师

职业的主要动机ꎮ 经过教育实习之后ꎬ调查对象

的内在从教动机和外在从教动机强度反而有所下

降ꎮ 这与蒙宏洁(２０１６)的调查结果相似ꎬ她的研

究发现三年级的调查对象从教动机强度最大ꎬ四
年级的调查对象从教动机强度最低ꎮ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ꎬ本研究的调查对象经过实

习之后内在从教动机和职业兴趣、职业评价、他人

影响等三个子动机的均值均显著低于三年级的

水平ꎮ
２.实习后不同从教意愿群体的从教动

机差异比较

为了进一步探究调查对象实习结束后从教动

机下降的问题ꎬ研究者统计了调查 ２ 的开放性问题

“你想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吗?” 的人数ꎬ把回答

“很想、比较想、想”毕业后从教的调查对象作为高

从教意愿组ꎬ把回答“不想、不太想”或“不确定”毕

业后是否从教的调查对象作为低从教意愿组ꎮ 结

果显示ꎬ经过教育实习之后ꎬ调查对象的从教意愿

出现两极分化ꎬ只有 ５８.３％的调查对象属于高从教

意愿组ꎬ４１.７％的调查对象属于低从教意愿组ꎮ 这

意味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当初很想或想当英语

教师转变成不太想或不想当英语教师ꎮ
表 ３ 的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显示ꎬ实习结束后

高从教意愿组在内在动机和职业兴趣、自我评价、
职业期望与规划、师范教育等子动机的均值显著

高于低从教意愿组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高从教意愿组在 １３ 题“坚定

守候在教师行业”的均值为 ４.２５ꎬ而低从教意愿组

的均值只有 ２.８７ꎬ说明从教意愿高的调查对象具

有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职业规划ꎬ相反从教意愿

低的调查对象即使从教也很可能把教师职业作为

备选职业ꎬ或者把教师职业作为职业发展的跳板ꎮ

表 ３　 实习后不同从教意愿组从教动机的显著性差异检验

从教动机
高从教意愿组 低从教意愿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ｔ 值

内在动机 ３.８８ ０.４５３ ３.６３ ０.３８４ ２.５３０

职业兴趣 ４.０１ ０.７０２ ３.４９ ０.６２５ ３.２４１

自我评价 ３.８８ ０.５８４ ３.５７ ０.４３９ ２.４８８

职业期望与规划 ４.２３ ０.５６３ ３.７７ ０.４２１ ３.８０９

师范教育 ４.２３ ０.５５３ ３.６４ ０.５９３ ４.２８１

　 　 　 　 注:ｐ<０.０５

　 　 ３.影响职前英语教师从教动机的主要

因素

本研究通过对两次调查问卷的开放性问题的

答案进行统计归类ꎬ进而分析影响职前英语教师

在不同阶段从教动机的主要因素ꎮ
表 ４ 统计了在学习教师教育课程之初ꎬ影响

６４ 名具有较高从教意愿的调查对象选择教师职业

的主要因素(８ 名调查对象不想从教ꎬ在此不作分

析)ꎮ 排在第一位的影响因素是专业方向ꎮ 调查

对象在大学第四学期末自主选择师范英语方向进

行学习ꎬ其中 ６４ 人以从事中小学英语教学工作作

为职业目标ꎬ因此ꎬ专业方向自然成为影响他们从

教动机的首要因素ꎬ“当前自己所选择的专业就是

英语师范ꎬ将来成为一名英语老师能够运用自己

所学的专业知识ꎬ把未来的工作同自己的专业挂

钩”(１３４Ｇ４－３)ꎮ
排在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是教师职业的意义ꎮ

这与 Ｙｏｕｎｇ(１９９５)、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２００６)等国外研究

者对职前教师的调查结果相似ꎮ “这个职业很有

意义ꎬ能把自己的知识授业解惑给同学们ꎬ觉得很

充实ꎮ”(１３４Ｇ５－３)
从表 ４ 可以判断影响职前英语教师选择教师

职业的关键因素是他们对教师职业的兴趣ꎬ包括

从教理想、喜欢学生、热爱教学ꎮ “我希望能成为

英语老师ꎬ这是我从初中就定下的梦想” (１３３Ｇ３－
１)ꎻ“我喜欢和学生们交流的过程还有就是把

自己所懂的东西教给他们ꎬ然后他们理解和认同

了ꎬ就会特别开心ꎮ”(１３４Ｇ４－１)

—０４—



表 ４　 课程之初影响职前英语教师从教动机的主要因素

因素类别 影响因素 次序

内部因素

教师职业对社会作贡献ꎬ有意义的工作 ２

教学使我有成就感ꎬ使我快乐 ３

我喜欢学生ꎬ喜欢与他们交流 ４

我的梦想就是当老师 ５

我喜欢教师这份职业 ６

外部因素

我的专业是英语师范ꎬ当教师才能学以致用 １

受到以前教过自己的老师的影响 ７

教师有寒暑假 ８

教师的工资待遇不错 ９

教师职业光荣ꎬ受人尊敬 １０

　 　 从表 ５ 可以判断ꎬ经过教育实习之后ꎬ外部因

素对具有较高从教意愿的调查对象选择教师职业

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ꎮ 与学习教师教育课程之初

相似ꎬ师范教育仍然成为影响他们选择教师职业

的首要因素ꎬ尤其是“经过教育实习ꎬ教学技能得

到提高”ꎮ 经过实习之后ꎬ高从教意愿组选择教师

职业时变得更实际ꎬ更看重教师职业的待遇ꎬ如教

师工作的稳定性和假期ꎮ 这可能与调查对象以女

性为主有关ꎮ
经过教育实习之后ꎬ“职业兴趣”这一内部因

素仍然是影响高从教动机组从事教师职业的重要

因素ꎬ但是“教学使我有成就感”的影响地位有所

下降ꎮ 这很可能与他们的实习经历有关ꎮ 他们原

本对教师职业的理想化认知与实习期间教学的复

杂情况产生冲突ꎬ教学没有产生预期的成就感ꎮ

表 ５　 实习后影响高从教意愿组从教动机的主要因素

因素类别 影响因素 次序

内部因素

我喜欢学生ꎬ喜欢与他们交流 ３

我喜欢教师这份职业 ４

教师是自己的梦想、目标 ７

教学使我有成就感 ８

教师职业对社会做贡献ꎬ有意义 ９

外部因素

经过实习ꎬ自己的教学技能得到提高 １

从事教师行业才能专业对口ꎬ学以致用 ２

教师职业比较稳定 ５

教师有寒暑假ꎬ能有更多时间照顾家庭 ６

教师职业光荣ꎬ受人尊敬ꎬ社会地位比较高 １０

　 　 研究者统计了低从教意愿组回答开放性问题

的答案ꎮ 他们不选择或不确定是否选择教师职业

的主要因素包括班主任工作挑战太大、缺乏课堂

管理技巧、未取得教师资格证、想从事其他行业ꎮ
“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班主任的工作ꎬ班主任

工作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ꎮ”(１３３Ｇ３－４)
“我缺乏管理课堂的技巧ꎮ 实习的时候面对

课堂上吵闹的学生ꎬ我总感觉束手无策ꎮ 学生们

的吵闹也让我反复质疑自己的能力ꎮ”(１３４Ｇ５－１)

由此可见ꎬ一部分调查对象由于缺乏班级管

理和课堂管理的方法和技巧造成实习期间不太成

功的体验ꎬ从而降低了他们对教师职业的兴趣和

热情ꎻ一部分调查对象由于未能考取教师资格证ꎬ
缺失从业资格ꎬ对自己的从教目标产生迷茫ꎬ从教

动机强度也有所下降ꎮ

四、结论与启示

本调查的结果可归纳如下:
(１)学习教师教育课程之初ꎬ调查对象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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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烈的内在从教动机和外在从教动机ꎮ
(２)经过教育实习之后ꎬ调查对象的从教动机

有所下降ꎬ而且内在从教动机与多个子动机的均

值显著低于三年级的水平ꎮ
(３)经过教育实习之后ꎬ调查对象的从教意愿

出现两极分化ꎮ 高从教意愿组和低从教意愿组在

内在动机与多个子动机的均值均存在显著性

差异ꎮ
(４)学习教师教育课程之初ꎬ调查对象选择教

师职业时首要考虑专业方向ꎬ但他们的从教动机

更多地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ꎬ如教师职业的意义

和个人的职业兴趣ꎮ 经过教育实习之后ꎬ外部因

素对具有较高从教意愿的调查对象选择教师职业

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ꎻ影响从教意愿不高的调查

对象不选择教师职业的因素主要来自缺乏成就感

的实习体验以及未能考取教师资格证ꎮ
本研究由于样本较小ꎬ研究方法单一ꎬ研究结

论难免偏颇ꎮ 不过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教师教育课

程、教育实习对职前教师的从教动机产生极其重

要的影响ꎬ这对于职前英语教师的培养具有一定

的启示ꎮ 教师教育者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和提

高职前英语教师的从教动机:
第一ꎬ教师教育者要善于培养职前英语教师

的教师专业情意ꎮ 教师的专业情意是指“教师在

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所形成和沉淀的一种情感倾

向ꎬ它包括教师对待教育的意识、态度和专业精

神” [１３] ꎮ 教师教育者要善于在课堂教学中利用或

创设“关键性事件”ꎬ从而影响、感召职前英语教师

立志从教ꎮ 职前英语教师一旦形成“教育情结”ꎬ
其教师专业情意就能得以建构和发展ꎬ逐渐形成

坚定的从教理想ꎮ
第二ꎬ教师教育者在课程教学和教育见习中

要引导职前英语教师立体化地认知真实、复杂的

中学英语课堂ꎬ增强他们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的适

应性ꎮ 否则ꎬ当他们进入到农村中小学的课堂进

行顶岗教育实习ꎬ就会面临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

的冲突ꎬ从而改变从教意愿ꎬ降低从教动机ꎮ
第三ꎬ教师教育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

活动提高职前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ꎮ
职前英语教师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和教

师素养ꎬ考取教师资格证ꎬ才能实现从教理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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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师校本课程开发能力现状的调查研究∗

———基于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的调查分析

钟 丽 萍

(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４)

　 　 [摘　 要] 　 教师的校本课程开发能力影响校本课程建设ꎮ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ꎬ教师校本课程开发意识淡

薄、相关理论欠缺、原动力不足及缺少合作是教师校本课程开发能力不足的原因ꎬ学校应从引导教师角色转换、提
高课程意识、增强校本课程开发相关知识的学习及开展团体行动研究几方面提升教师的校本课程开发能力ꎬ进一

步推进校本课程建设ꎮ
[关键词] 　 中学教师ꎻ　 校本课程开发能力ꎻ　 调研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５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４３－０４

　 　 课程开发运动的首创者斯滕豪斯宣称:“没有

教师的发展就没有课程的发展ꎮ” [１]２０ 在课程改革

不断深入的过程中ꎬ随着校本课程建设越来越受

重视ꎬ教师校本课程能力在校本课程建设中的关

键性作用也日益凸显ꎮ
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以下简称“分校”)提出

构建彰显学校特色、利于学生发展的课程体系ꎬ目
的是提高课程教学整体质量ꎬ向更高目标迈进ꎮ
打造一支具有较强校本课程开发能力的高素质教

师队伍成为进一步推进分校校本课程建设不可或

缺的条件支撑ꎮ 为此ꎬ笔者对分校教师现有的校本

课程开发能力进行调查分析ꎬ以便发现问题ꎬ对症下

药ꎬ寻求提高教师校本课程开发能力的有效措施ꎮ
一、调查目的、设计与实施
在对校本课程相关的开发理论和实践成果进

行梳理的基础上ꎬ笔者从对校本课程的认识与校

本课程开发实践这两个方面对分校教师进行了教

师校本课程开发现状调查ꎬ目的在于了解教师校

本课程开发能力现状ꎬ找出目前存在的问题ꎬ分析

原因ꎬ以便有效提高教师校本课程开发能力ꎬ推动

学校校本课程建设ꎮ

调查问卷由封闭题和开放题构成ꎬ调查内容

包括教师对校本课程的相关知识、校本课程开发

的价值、条件等方面知识的了解ꎬ教师的校本课程

开发意识及校本课程开发技能等方面的相关信

息ꎮ 封闭题主要分为单选和多选两种ꎬ开放题为

多选题的开放式选项与问答题ꎬ以便全面深入地

了解校本课程开发实践过程中已取得的一些经验

与存在的问题ꎮ
本次调查主要以笔者所在分校教师为调查对

象ꎮ 调查者在讲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及注意事项

后ꎬ将问卷发放给调查对象ꎬ不记名填写后交回ꎮ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９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８９ 份ꎮ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１.校本课程开发认识层面的调查结果
(１)教师关于校本课程的熟悉度与内涵了解

当问及“是否听说过校本课程”时ꎬ被调查的

教师都选择了“听说过”ꎬ说明时至今日ꎬ教师对校

本课程已不再陌生ꎮ
目前ꎬ大部分教师对校本课程的内涵已非常

清楚ꎬ有 ６３％的教师选择“非常清楚”ꎬ占比 ２８％的

教师表示知道一点ꎬ仅有 １％的人选择了“不太清楚”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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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教师对校本课程开发的了解

对校本课程开发选择“非常了解”的教师比例

超过了三分之一ꎬ选择“比较了解”的人数占一半

以上ꎬ选择“一般性了解”的教师只有 ４％ꎬ“不太了

解”和“非常不了解”的一共占 ５％ꎮ
当问及“您是通过哪些渠道了解校本课程开

发的”ꎬ绝大多数教师选择主要借助“学校提供信

息”和“参加培训”两个渠道了解校本课程ꎮ 选择

“通过相关专业杂志、书籍了解”的仅有 １７ 人次ꎬ
借助“广播、电视媒体的相关报道”的有 １１ 人ꎬ“听
他人讲述的”有 １１ 人(见图 １)ꎮ

图 １　 教师了解校本课程开发的渠道

２.教师参与校本课程开发意愿与结果的

统计

(１)参与校本课程开发的意愿与信心(见表

１、表 ２)
表 １　 “是否愿意参加校本课程开发”一览表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非常愿意 １１ １２％

愿意 ５７ ６４％

一般 １８ ２０％

不太愿意 ３ ４％

非常不愿 ０ ０％

表 ２　 “校本课程开发自我能力认同”一览表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完全有能力 １２ １３％

比较有能力 ２７ ３０％

一般 ４０ ４５％

不太有能力 １０ １２％

完全没能力 ０ ０％

　 　 如表 １、表 ２ 所示ꎬ大多数教师愿意参加校本

课程开发ꎬ仅有 ４％的教师选择了“不太愿意”ꎮ 但

在校本课程开发自我能力认同上ꎬ有 １２％的教师

认为自己不太有能力开发校本课程ꎬ仅有 １３％的

教师对自己的校本课程开发能力完全有信心ꎬ认
为“比较有能力”或“一般”的教师占了 ７５％ꎮ

(２)校本课程开发对教师自身的影响

第一ꎬ校本课程开发对教师自身的价值

大多数教师认为参与校本课程建设有助于自

己的专业发展ꎮ 调查中ꎬ９２％的教师认为参与校本

课程开发提升了自己的课程开发能力ꎮ 同时ꎬ很
多被调查者在“学校校本课程实施对您专业发展

有何提高”这一问题的回答中表示ꎬ学校校本课程

的实施使教师更新了教学观念ꎬ开阔了教学视野ꎬ
扩展了知识面ꎬ加深了专业深度ꎬ更深入地理解了

新课改的理念与目标ꎬ增强了学科间的联系ꎬ树立

了学科综合化意识ꎬ训练了创新思维能力ꎬ有助于

自己的专业发展ꎮ
第二ꎬ校本课程开发带给教师自身的工作压

力与负担

在回答“校本课程开发是否对教师造成工作

压力和负担”这一问题上ꎬ高达 ９４％的教师认为校

本课程开发增加了他们的工作压力和负担ꎮ 但也

有 ６％的教师认为校本课程开发没有增加工作压

力和负担ꎮ
３.教师在校本课程开发中遇到的困难
就参与校本课程开发面临的困难ꎬ选择“缺少

专业指导”的教师人次高居首位ꎬ占 ６１％ꎻ选择“缺

少使用的教材”的人次位居第二ꎬ占 ５１％ꎻ选择“缺

少课程资源”的占比 ４２％ꎻ选择“受课程开发水平

限制”的占比 ３７％ꎻ有 ４７％ 的人次选择 “缺少时

间”ꎻ３６％的人次选择“缺少经费”ꎬ都超过了三分

之一人次ꎻ选择“家长不接受”和“学生不愿学”的

分别为 １ 人次、３ 人次ꎻ选择其他困难的为 １ 人次ꎮ
４.关于校本课程开发的操作性建议
(１)关于校本课程开发资源

占比 ９２％的教师认为学校有校本课程开发的

资源ꎮ 当问到校本课程开发的依据时ꎬ教师做出

了相应的选择(见图 ２)ꎮ

图 ２　 “校本课程开发的依据”统计图

由图 ２ 可知ꎬ在校本课程开发依据的选择上ꎬ
按选择人次从多到少的排列顺序依次为“依据学

生需要”“依据学校实际情况”“依据教师专业发展

需要”“依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ꎮ
在校本课程开发中内容的侧重点方面ꎬ按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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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人次从多到少依次为“学生需要” “反映学校

特色”“遵从学校办学目标”“家长需要”(见图 ３)ꎮ

图 ３　 “校本课程内容的侧重点”统计图

(２)有关校本课程开发形式(见图 ４)

图 ４　 “校本课程开发形式”统计图

由图 ４ 可知ꎬ在校本课程开发形式的调查中ꎬ
被调查教师多将“教研组集体开发”设为首选ꎬ以
下依次为“学校指定人员开发”“备课组集体开发”
和“教师自主开发”ꎮ

(３)关于校本课程教材的选择和设计

关于校本课程教材的选择和设计ꎬ６２％的教师

选择了“按照学生兴趣选材、设计”ꎬ１０％的教师选

择“按自己的想法选材、设计”ꎬ也有近三分之一的

教师选择了“按知识点的逻辑顺序选材、设计”ꎮ
(４)关于学校校本课程开发的需求

在“学校校本课程开发中目前最需要的”这一

问题回答中ꎬ“提高教师开发意识与能力”与“得到

专家指导”排在了前两位ꎮ 教师们认为“更新现代

教育思想与观念ꎬ拓宽知识面ꎬ加强专业知识的吸

收ꎬ深入理解校本课程ꎬ了解学生需要与兴趣能

力ꎬ提高资源整合能力、研究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创新能力”等都是教师作为校本课程开发主体需

要具备的能力ꎮ 同时ꎬ９０％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教

师需要参加校本课程方面的培训指导ꎮ 在培训途

径上ꎬ被调查者提出了“专家指导” “外出研讨”
“自主学习” “学校提供平台” “制度保障”等诸多

建议ꎮ
整体来看ꎬ以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为代表ꎬ中

学大多数教师认同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并有参与

校本课程开发的愿望ꎮ 在学校提供信息和培训

后ꎬ教师对校本课程开发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ꎬ但
多数教师在理解上尚不够深入ꎮ 在校本课程的具

体实施上ꎬ多数教师在校本课程开发资源、开发形

式、教材建设上有自己的看法ꎮ 他们认识到了教

师校本课程开发能力的重要性ꎬ但自我肯定度不

高ꎬ有提升的需求ꎮ 因校本课程开发带来的工作

压力和负担又成为教师积极参与校本课程建设的

阻碍ꎮ 因此ꎬ提升教师校本课程开发能力ꎬ是当前

中学进一步提高校本课程质量必须解决的难题ꎮ

三、问题与原因分析

基于以上调查结果ꎬ结合分校的校本课程建

设实际情况ꎬ笔者总结出中学教师校本课程开发

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ꎮ
１.教师校本课程开发意识淡薄

长期以来ꎬ“课程即教材”已成为一种根深蒂

固的课程价值观ꎮ 目前ꎬ教师在校本课程建设中

对教材的依赖性仍然较强ꎮ 新课程改革实行的三

级课程管理体制ꎬ要求教师由课程的执行者、实施

者转换为课程的开发者ꎬ这种角色的转换不是一

朝一夕就能实现的ꎬ需要广大教师在思想上和行

动上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ꎮ 如果教师未能顺利地

转换角色ꎬ就难具备较强的校本课程开发意识ꎬ也
就难以顺利地开发校本课程ꎮ

２.教师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欠缺

准确把握校本课程及其开发的相关知识是教

师有效开发校本课程的条件之一ꎮ 但在传统的教

师职前培养中ꎬ很多师范生将教育学、心理学作为

公共课程来学习ꎬ态度上不够重视ꎮ 同时ꎬ在学科

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中ꎬ有的学校基于师资考虑

等原因ꎬ省略掉课程原理直接开设学科课程教法ꎬ
学生在校所学的课程理论功底不够扎实ꎮ 入职后

的继续教育中ꎬ由于教学工作压力等原因ꎬ教师关

注更多的往往是学科教育教学新动态ꎬ对校本课

程开发方面的知识关注较少ꎮ 在教育行政系统组

织的教师继续教育中ꎬ专门针对校本课程开发的

相关理论学习也少之又少ꎮ
３.教师校本课程开发的原动力不足

校本课程开发是一项耗神费时的辛苦工作ꎬ
教师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ꎬ参与校本课程开

发意味着要加重工作负担ꎮ 同时ꎬ校本课程作为

学生自由选修的课程ꎬ也给教师提出了较大的挑

战ꎬ需要教师付出更多ꎮ 尽管不少教师参与了校

本课程建设ꎬ但对大多数教师而言ꎬ他们往往出于

被动接受任务进行校本课程开发ꎬ真正出于自身

内在需要而参与校本课程开发的人员只占少数ꎬ
参与校本课程开发的原动力明显不足ꎮ 再加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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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师职评要求高、教师绩效工资制度下教师的

付出难以在报酬上充分体现等原因ꎬ教师参与校

本课程建设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ꎮ
４.教师校本课程开发中缺少合作

在校本课程开发中ꎬ教师间缺少合作的现象

比较突出ꎮ 一是在课程设计中ꎬ多为一个教师单

枪匹马去设计ꎻ二是在课程实施上ꎬ也多为一个教

师孤军奋战ꎬ教师之间缺乏沟通与合作ꎮ 校本课

程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ꎬ不是简单地确定一个主

题、选择一些内容、上几堂课的问题ꎬ需要相关人

员的共同投入和全力以赴ꎮ 同时ꎬ校本课程建设

的动态性也决定了教师在校本课程开发中必须合

作、交流、碰撞ꎬ只有这样ꎬ教师的校本课程开发能

力才能不断提高ꎬ校本课程建设才能不断得以

推进ꎮ
四、提升中学教师校本课程开发能力的

对策
我们应在进一步明晰校本课程“学校特色、内

涵发展的体现”这一定位基础上ꎬ基于“以校为基、
以生为本”的校本课程建设理念ꎬ探寻提升教师校

本课程开发能力的有效路径ꎮ
首先ꎬ提升教师的课程开发意识

通过培训等途径引导教师了解校本课程的相

关系统知识ꎬ让教师对课程改革有一个整体的认

识和全面的理解ꎬ使教师全方位了解课程改革的

目的和意义[２] ꎬ教师要认识自己在课程开发中的

地位和作用———作为课程的设计者、建构者和生

成者ꎬ通过有效的课程开发促进每个学生健康、富
有个性地发展ꎬ使教师由课程规范的复制者转变

成为新课程的创造者ꎬ由课程知识的施予者转变

成为教育学意义上的交往者ꎬ由课程分数的评判

者转变成为学生自主性学习的促进者ꎬ促使教师

主动提高自身素质ꎬ 以适应校本课程开发的

需要[３] ꎮ
其次ꎬ提高教师校本课程建设的自我效

能感

通过各种渠道ꎬ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校本课

程建设的成果ꎬ让教师看到自己辛勤付出所带来

的收获ꎬ即学生的变化、自身专业素养的提升、学
校的发展ꎬ从而不断肯定自我ꎬ相信自我ꎬ愿意继

续付出ꎬ期待更多的收获ꎮ
再次ꎬ为教师提供更广阔的学习提升

平台

邀请专家、名师座谈ꎬ加强有关课程开发的理

论与实践校本培训指导ꎬ激励教师积极开展自我

学习ꎬ提升校本课程开发的相关理论、技能ꎮ
最后ꎬ打造校本课程开发建设团队

将团队合作的形式落实到包括校本课程设

计、实施与评价各环节中ꎬ教师在团队成员的互

助、合作中ꎬ不断反思、总结、改进ꎬ从而提高自身

的校本课程开发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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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视域下的乾隆南巡探析∗

———以御制南巡诗为中心

刘 欢 萍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清代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创作了大量诗篇ꎮ 御制诗记录了南巡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治理河防海

塘、考政课吏、周悉民隐、阅武观兵、眺览山川等ꎬ涉及巡幸典制和江浙风土文化ꎬ谱写了一部南巡诗史ꎮ 南巡诗的

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远超其艺术价值ꎬ它们是探讨清中期政治、经济、文化及乾隆行迹、思想的宝贵资源ꎮ 在国家

统一的形势下ꎬ南巡具有进一步巩固政权的意义ꎬ而南巡诗则是乾隆抚临天下、勤政无逸的政治情怀之展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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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帝自云“平生结习最于诗” [１]三集卷二十五ꎬ这
种结习在舟车劳顿的巡狩途中都不曾放弃ꎮ 乾隆

十六年(１７５１)至四十九年(１７８４)ꎬ乾隆皇帝六度

南巡ꎬ凡翕河奠海、察吏安民无不付诸吟咏ꎬ共计

作 ３６００ 余首诗篇ꎬ平均每日作诗 ５ 至 ６ 首ꎮ 缪钺

先生论清诗曾谓量如蝗肚质如蜂腰[２]２２０ꎬ从文学角

度考量乾隆诗歌ꎬ学者亦常有量多质瘠之叹ꎬ讥其

“文理通而不似诗” [３]２１７ꎮ 然而ꎬ乾隆诗具有强烈

的与时代政治密切联系、纪要实录的特点和风

格[４] ꎮ 乾隆自称所作诗文“皆关政教”ꎬ“大而考镜

得失ꎬ小而廑念民依ꎬ无不归于纪实” [５]２６１５９ꎬ“每有

关政典之大者ꎬ必有诗记事ꎮ 方之杜陵诗史ꎬ
意有取焉” [１]余集卷二ꎮ 自觉地以诗纪事使得乾隆诗

历史价值远超文艺价值[６] ꎬ它的纪实性甚至弥补

了«清高宗实录»的不足ꎬ堪称 １８ 世纪中国的一部

诗史ꎮ[７]６１８从此角度出发ꎬ我们可发现南巡御制诗

的独特价值ꎮ 它们记录了巡幸的目的与内容ꎬ涉
及巡幸典制和江浙风土文化ꎬ是南巡历史的生动

写照ꎬ可补史、证史ꎻ也是探讨清中期政治文化与

乾隆行迹、思想的宝贵资源ꎮ 在当时国家统一的

形势下ꎬ南巡有进一步巩固政权的意义ꎬ御制诗则

是乾隆抚临天下、勤政无逸形象的展示ꎮ
目前学界的南巡研究ꎬ仍多侧重政治、经济、

历史的层面ꎬ从文学、文化与历史相结合的视角研

究南巡ꎬ颇为新颖ꎮ 不仅如此ꎬ从材料而言ꎬ已有

研究对于南巡御制诗未予应有重视ꎬ将这一材料

融入研究ꎬ势必能够丰富和推进相关研究ꎮ

一、翕河奠海、宵旰焦劳

“南巡要务在河工海塘ꎮ” [８]卷十八治理黄淮、运
河、海塘是南巡首务ꎬ其时诸河臣多政绩平庸ꎬ未
能出现如康熙朝靳辅、陈潢一类杰出的治水专家ꎮ
因而ꎬ乾隆本人便成为这一时期治河的主要决策

者ꎮ[９]他数度亲临现场ꎬ即时了解堤防动态ꎬ对河

道治理、堤坝及滚水石设置、木龙制作与使用、石
塘修筑诸工程细节都做出了一系列颇具建设性的

指示ꎮ 在此过程中乾隆留下大量诗文ꎬ完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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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重要决策经过数日、数月乃至几十年的反

复斟酌最终定型的过程ꎬ生动再现了皇帝焦虑、欣
喜、惊惧的诸般心情ꎬ谱写了一篇治河安澜诗史ꎮ

先说河工ꎮ 黄河自古以来多次崩决泛滥ꎬ沿
河地区农业生产、百姓安危屡受贻害ꎮ 清代康、
雍、乾三朝都十分重视黄河的治理ꎬ乾隆朝治河更

成效显著ꎮ 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ꎬ乾隆亲阅高堰及

豆班集堤工ꎬ作诗数首追忆了父祖两代创下的“千

载固苞桑”的业绩ꎬ并感慨“人言纷纭难尽信ꎬ解疑

要在亲目睹” [８]卷二ꎮ 位于淮安段黄河南岸的老坝ꎬ
他命改土坝筑石坝ꎬ城西北土堤也改建石堤ꎮ 此

巡最重要的决策是筹定洪泽湖五坝水志ꎬ«阅高堰

坝示河臣» 等诗详纪此事:乾隆在河臣高斌建议

下ꎬ命于原有 ３ 座滚坝外增建 ２ 座ꎬ“仍旧贯者三ꎬ
更新为者二”ꎬ形成石面依次高下的滚坝群ꎬ依次

命名为“仁、义、礼、智、信”ꎬ并筹定水志:以名次为

序递相宣泄ꎬ “三犹涨不减ꎬ许可及次第” [８]卷二ꎬ
“智、信二坝ꎬ非涨极弗得辄启” [８]卷六ꎮ

二十二年(１７５７)ꎬ乾隆先后阅视了天妃闸木

龙、清黄交汇处及淮安、高堰诸堤坝ꎬ部署了一系

列河工要务ꎮ 如命总河白钟山疏浚荆山桥、堵塞

毛城铺ꎬ指示:“疏沦莫惜费ꎬ此实目所急ꎮ” “泻者

塞其流ꎬ停者疏其偪ꎮ” [８]卷四回銮途经高邮命筑城

外石堤ꎬ“糜帑固非所惜已”ꎬ只望“巩固崇墉保障

资”ꎮ[８]卷六途经孙家集ꎬ乾隆见堤坝于去秋因职臣

疏忽致黃河漫溢ꎬ大怒ꎬ遂嘱河臣“先事防少疏ꎬ祸
致不 可 救 ”ꎬ 并 须 “ 层 层 牢 关 键ꎬ 切 切 防 渗

漏” [８]卷六ꎮ
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ꎬ因总河高晋欲建木龙

刷沙ꎬ乾隆亲赴清口指示[８]卷八ꎬ途经淮安检阅了城

外石堤[８]卷八ꎮ 回銮时ꎬ他先后阅视了金湾六闸、高
堰堤工ꎬ并命接筑高堰砖工、疏浚六塘下游ꎬ均有

诗纪事ꎮ 此巡最令其自豪的是勘定清口水志ꎬ这
亦是乾隆一生治河得意之举ꎮ 水志勘定过程及随

后的巡察、乾隆的心情都一一入诗ꎮ 如«定清口出

水志诗以示总督尹继善总河高晋»详述了水志勘

定情形ꎮ 首言清口地处黄淮交汇关键之地ꎬ历来

河臣“徒纷如聚讼”ꎬ为免于“多费之议”ꎬ未敢轻易

拆扩堤坝ꎬ洪泽湖盛涨时仅启高堰五坝泄洪ꎬ致下

河连年受灾ꎮ 接云“釜底不抽薪ꎬ扬汤审何用”ꎬ乾
隆于是亲自“悉心求其策”ꎬ制定新规ꎬ以高堰五坝

毎坝口水志长一尺ꎬ即令清口拆开十丈ꎬ准是为

式ꎮ “高堰今出水ꎬ七尺五寸中ꎮ 如增至三尺ꎬ清
口仍弗动ꎮ 设再增一尺ꎬ开十丈泄汹ꎮ” [８]卷十待秋

汛后洪湖水势既定ꎬ即如常时接镶口门ꎮ 末云:
“审机在专一ꎬ图便戒旁综ꎮ 有过愿分任ꎬ其功不

劳颂ꎮ” [８]卷十他指出决策贵在专一独断ꎬ如有失误

愿担其责ꎬ如功成亦不图谀颂ꎮ 清口水志收效甚

巨ꎬ洪泽湖下河数十年不受水患ꎮ 随后南巡再阅ꎬ
乾隆一再夸示对自己乾纲独断、力排众议定立水

志的自豪ꎮ 如四巡(１７６５)云“欲救为鱼痛ꎬ独断示

机宜” [８]卷十二ꎬ五巡(１７８０)云“兹实出独断ꎬ幸免执

已用” [８]卷十六ꎬ六巡(１７８４)云“熟筹乃定议ꎬ自任断

聚讼” [８]卷二十ꎮ
海塘是浙江沿海百姓赖以安宁的屏障ꎬ攸关

帝国经济稳定发展ꎮ 首巡据臣工建议乾隆未亲临

海塘ꎬ二巡时海塘也相安无事ꎮ 然而ꎬ自乾隆二十

五年(１７６０)后海潮渐趋北岸ꎬ海塘工程渐提上日

程ꎮ 三巡(１７６２)ꎬ乾隆亲赴海宁ꎬ见“水占田区竟

变桑”ꎬ他立饬大吏“相度修缮” [８]卷九ꎮ 视察塔山

时再嘱有司伺机立砌石塘ꎬ“鱼鳞一例接ꎬ方为经

久策” [８]卷九ꎮ 前此ꎬ因塘基不定ꎬ建石塘还是柴塘ꎬ
众议纷纭ꎬ难成定论ꎮ 此巡乾隆亲试排桩ꎬ获悉塘

基沙散无法钉牢木桩ꎮ 经反复商酌ꎬ乾隆决定先

“力缮柴塘” [１０]７４０ꎬ并添置坦水石捍护堤根ꎬ以为补

偏救弊之策ꎮ 为此ꎬ他写下长诗«观海塘志事示总

督杨廷璋巡抚庄有恭»详述决策梗概ꎬ诗歌写出了

乾隆“切忌道旁论ꎬ不如目击凭” [８]卷九ꎬ亲临试桩反

复相度ꎬ斟酌对比各种决策利弊ꎬ最终寻求出一条

当前最可行的措施ꎮ
四巡(１７６５)ꎬ乾隆再幸海宁ꎬ看到石塘两层坦

水石经潮刷已残缺单薄ꎬ“设使久荡激ꎬ塘根将致

病”ꎬ于是立命增筑三层ꎬ并在去岁抚臣添建的 ６０
余丈坦水石外又增建 ４６０ 余丈ꎮ 乾隆表示“费帑

吾宁听” [８]卷十三ꎬ耗费帑金在所不惜ꎮ 前几次阅视

塘工主要是保护原有石塘、添建坦水石、尽力修缮

柴塘ꎮ 至于老盐仓一带易柴为石ꎬ从根本上解决

海塘修筑问题仍未实现ꎮ 为此ꎬ五巡(１７８０)乾隆

再至海宁ꎬ他看到绕城石塘多处朽坏ꎬ塘外北岸涨

沙尽 坍ꎬ 海 潮 直 逼 塘 根ꎮ “ 切 已 愁 廑 万 井

桑” [８]卷十七ꎬ他感到数十年前解决柴、石之争的折中

办法已难维持ꎬ于是决定将老盐仓一带 ４０００ 余丈

柴塘ꎬ仔细勘定所有能下桩之处ꎬ“毋惜工费”ꎬ一
律改筑石塘ꎮ 乾隆对他亲自部署的这项巨大工程

极为自豪ꎬ他在长诗«命老盐仓上下相地仍建石塘

诗以志事»中详述了决策全过程ꎮ 三年后ꎬ老盐仓

石塘竣工ꎮ 六巡(１７８４)乾隆亲来检视ꎬ又部署了

另一段巨大工程ꎬ即自新建石塘尾起止范公塘尽

—８４—



处一体添筑石塘ꎮ 乾隆认为“建石难再迟”ꎬ此前

柴塘 亦 不 拆 毁ꎬ “ 外 柴 内 石 暨ꎬ 柴 即 代 坦

水” [８]卷二十二ꎮ
综上ꎬ乾隆治理河工海塘力勤心诚ꎮ 他曾言:

“朕巡省所至ꎬ首在勤民ꎬ而河湖要工所关尤钜ꎮ
一切应浚应筑ꎬ奏牍批答ꎬ自不如亲临相度ꎬ得以

随处指示也ꎮ” [５]１５３２４ 如完全以娱游或笼络汉族士

商来解读南巡宗旨ꎬ忽略乾隆治理河海的功绩ꎬ既
不客观也不全面ꎮ 大量御制纪事诗不仅证实了他

所付出的努力ꎬ展现了决策形成过程ꎬ也塑造了皇

帝励精图治的形象ꎮ 五六十年后ꎬ国力渐弱的清

廷已无力顾及水利工程ꎬ海塘失修沿海频患ꎮ 乾

嘉诗人陈文述曾大发感慨:“叹息鱼鳞起石塘ꎬ当
年纯庙此巡方ꎮ 翠华亲莅纾长策ꎬ玉简明禋赐御

香ꎮ 列郡田庐资保障ꎬ万家衣食赖农桑ꎮ 如何六

十年来事ꎬ容得天吴骇浪狂ꎮ” [１１] 诗中充满对乾隆

南巡修海塘功绩的追念ꎮ

二、考政课吏、阅武观兵

«礼记逸礼» 曰:“巡守者何? 巡者ꎬ循也ꎮ
守ꎬ牧也ꎮ 谓天子巡行守牧也ꎮ” «左传昭公五

年»曰:“小有述职ꎬ大有巡功ꎮ” “巡行守牧” “巡

功”都是指天子巡视地方考察吏治ꎮ 乾隆南巡对

沿途各省官吏多有考察训示ꎬ这在南巡诗中多有

体现ꎬ或评判吏治、咨询民隐ꎬ或训示政务、勉励

规诫ꎮ
康熙南巡即喜以诗歌训示政务及为官之道ꎬ

如«示江南浙江守土诸臣»«示江南大小诸吏»ꎮ 乾

隆六巡每次甫入江南境ꎬ必赓和皇祖诸诗ꎮ 这些

诗歌向地方官民说明游豫为民、法祖巡方的目的

情由ꎬ并以之示训:“载咨尔诸吏ꎬ孰非民父母ꎮ 可

有泣向隅? 可有萎栖亩?” [８]卷二十 “莫忘恫瘝念ꎬ恒
切怨咨形ꎮ 岂必催科巧ꎬ逋征早已停ꎮ” [８]卷十二 “汉

良二千石ꎬ召父与杜母ꎮ 政不在催科ꎬ心惟筹畎

亩ꎮ” [８]卷十二召父、杜母指西汉召信臣、东汉杜诗ꎬ他
们皆曾任南阳太守ꎬ有善政ꎬ当地人谓“前有召父ꎬ
后有杜母”ꎮ 后人以之颂扬施仁政之官员ꎮ 南巡

训政诗除上述面向江南全体官吏外ꎬ乾隆还时常

针对地方要员的职能、地域、个体、政绩等差异ꎬ单
独赐诗示训ꎮ

１.因职而异

乾隆赐诗给掌管黄河、运河事务的河道总督ꎬ
多涉河务ꎮ 如三巡赐东河河道总督张师载诗:“去

岁杨桥决ꎬ予当咎匪卿ꎮ 从来不诿过ꎬ正尔悯奔

惊ꎮ 清白扬前烈ꎬ奠安观后成ꎮ 修防益勤恁ꎬ勖此

系民生ꎮ” [８]卷七河决并非人力可阻ꎬ皇帝指出张氏

并无失职ꎬ“慎勿张皇失措”ꎮ 接着他期许身为名

臣张伯行之后的师载将来能大有作为ꎮ 同时ꎬ赐
诗勉励的还有南河河道总督高晋ꎬ“两世司河务ꎬ
一心如水清ꎮ 勖哉为国干ꎬ便是继家声ꎮ” [８]卷八高

晋乃河臣高斌嫡侄ꎬ乾隆希望他能继承高斌治河

业绩ꎮ 四巡时ꎬ高晋继任总河ꎬ乾隆再次赐诗ꎬ“东

南称泽国ꎬ保障畀双旌ꎮ 讵在工穿凿ꎬ惟应尽敬

诚ꎮ 堤坚幸黄刷ꎬ口拓畅淮清ꎮ 实尔推行善ꎬ毋须

扬颂声ꎮ” [８]卷十二夸赞了高晋在清口泄洪方针上善

体会乾隆所定高堰五坝水志ꎬ因而下河屡年平安

无事ꎮ
南巡训示最多的是总督、巡抚ꎮ 总督系地方

最高长官ꎬ辖一省或二三省ꎬ综理军民要政ꎮ 巡抚

乃省级地方政府长官ꎬ职掌以民政为主ꎬ兼理军

事、吏治、刑狱等ꎮ 南巡赐予总督、巡抚之诗ꎬ多咨

询民隐、训示吏治ꎮ 如:“山左前巡忆洊饥ꎬ吾民疾

苦日思之ꎮ 三年休息今何若? 莫饰虚观进颂

词ꎮ” [８]卷一“细验刚柔俗ꎬ周咨丰歉年ꎮ” [８]卷一“民隐

刍荛达ꎬ官方砥砺期ꎮ” [８]卷四目睹民生疾苦ꎬ乾隆常

命地方官即时加赈ꎮ 如首巡途经宿迁、清河等灾

区时ꎬ乾隆命于已加之赈外再加ꎬ并作诗示总督黄

廷桂贷给民人籽种ꎬ “ 贷种休偿责ꎬ 兴锄莫误

耕” [８]卷一ꎮ
２.因地而异

乾隆善据地域政务侧重各异提出不同要求ꎮ
如浙闽总督巡抚强调海塘事务ꎬ“海塘正是投艰

处ꎬ盘石维安勉奏勋ꎮ” [８]卷九 “海疆浙闽重ꎬ幕府简

犹难ꎮ” [８]卷十七对直隶总督强调保障京畿ꎬ“棨戟依

京国ꎬ隼旟镇冀门ꎮ” [８]卷十一清制ꎬ直隶总督兼管北

河河道ꎬ具军政民政才能而外ꎬ还需善治河政ꎬ“淀

河并赖善防疏ꎮ” [８]卷十五繁华尚奢的江南ꎬ乾隆常以

返朴归淳敦促大吏ꎬ “ 金阊诚富庶ꎬ 返朴最相

应ꎮ” [８]卷八两江总督除总管军政民政外ꎬ兼管南河

河务ꎮ 五巡时ꎬ乾隆赐诗总督萨载即云:“两江总

督例兼河ꎬ任重事繁资是吪ꎮ 晋也昔闻家训在ꎬ载
弓能集众思罗ꎮ 幕开建业亦无忝ꎬ川改陶庄有足

多ꎮ 识要输诚更何谕ꎬ所期军肃与民和ꎮ” [８]卷十六皇

帝将萨载与前任总督高晋并列ꎬ指出萨载能集思

广益ꎬ于开拓陶庄引河有功ꎮ 六巡ꎬ萨载继任ꎬ乾
隆再次勉励ꎬ“节度江南历多岁ꎬ练于吏治悉河工ꎮ
惟应益慎勤诸事ꎬ勿以已知懈一躬ꎮ 不患士文武

莫弛ꎬ欲求民裕俭当崇ꎮ” [８]卷二十强调吏治河工均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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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ꎬ而江南民风也务须崇俭ꎮ
３.因人而异

乾隆还善据官员年龄、性格、才能特点做出不

同指示ꎮ 如勉励直隶总督刘峩 “莫以己知自矜

也”ꎬ[８]卷十九告诫浙闽总督富勒浑“识大体毋苛小

节ꎮ” [８]卷二十二乾隆颇悉重要官吏的政务、个性ꎬ善
赐诗安抚鼓励ꎮ 二十二年(１７５７)ꎬ赐浙江巡抚杨

廷璋诗:“要以能倡率ꎬ宁惟贵洁清ꎮ” [８]卷五暗示杨

氏不仅要自身廉正ꎬ还需善制下属ꎮ 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ꎬ杨廷璋已任闽浙总督ꎬ年 ７３ 岁ꎬ仍由闽赴

浙迎驾ꎬ乾隆赐诗表彰了他身体康强ꎬ令“调摄意

须加”ꎬ因为“老成方倚赖”ꎮ[８]卷九皇帝的关怀之语

令臣子们感恩不浅ꎮ 偶尔ꎬ乾隆还以赐诗安抚降

级官员ꎬ四十九年(１７８４)ꎬ赐江苏巡抚闵鹗元:“暂

降头衔旋赐复ꎬ跸途迎谒拜恩荣” “薄罚聊因明国

法ꎬ取长仍以悉民情ꎮ” [８]卷二十闵鹗元因其弟鹓元在

知县任内捏灾冒赈未能劝诫、举奏ꎬ被降三品顶

带ꎮ 此巡乾隆再提此事ꎬ以诗安抚ꎮ
４.因绩而异

乾隆赐诗善据政绩优劣巧用激励、告诫诸手

段ꎮ 对于善政者不吝褒赏ꎬ如«赐浙江巡抚庄有

恭»:“鹤市旧声犹眷眷ꎬ龙山新政更殷殷ꎮ” [８]卷九

«赐漕运总督杨锡绂»:“内供卿贰外封疆ꎬ司运今

番政最良ꎮ” [８]卷十二«赐浙江巡抚福崧»:“蠹政颇能

剔ꎬ官箴勉自强ꎮ” [８]卷二十二 对于弊政则严加申斥ꎬ
如三巡赐诗山东巡抚阿尔泰ꎬ乾隆屡斥其过饰行

馆、未念灾民ꎬ劝其应“一食不忘君见说ꎬ还当一食

不忘民”ꎮ[８]卷七御赐诗更常见的是委婉规讽ꎬ如四

巡赐浙江巡抚熊学鹏ꎬ前褒扬后规诫ꎬ奉劝熊氏体

会圣心ꎬ无须过饰美景ꎬ“淳风原在朴ꎬ佳景漫求

加ꎮ 识我殷勤意ꎬ由来在涨沙ꎮ” [８]卷十三又如浙江巡

抚王亶望ꎬ四十五年(１７８０)ꎬ王以两浙盐商资助斥

巨资增饰葛岭、玛瑙寺等处ꎬ靡丽奢费ꎮ 御赐诗

云:“海塘正南涨ꎬ柴塘费经营ꎮ 既弗差徭横ꎬ还资

工作成ꎮ 安民先察吏ꎬ用智务敦诚ꎮ 勖尔无多语ꎬ
直须继父声ꎮ” [８]卷十七末句意指王氏父师曾尝任浙、
苏抚藩贤誉颇著ꎮ “用智敦诚”、继承“父声”等语

即暗含批评与讽戒之意ꎮ
考政诗还有一类特殊内容是阅武ꎮ 阅武多于

江宁、京口、杭州举行ꎬ意在检阅耀威、承平思危ꎬ
乾隆云:“诘戎要务政攸关” “安不忘危廑此间”
“那似建隆夸偃武ꎬ春风惟是赏湖山ꎮ” [８]卷十三他将

宋太祖赵匡胤偃武修文政策作反例ꎬ强调自己对

承平武备的重视ꎮ 有意识地炫耀军事力量是阅武

诗的特点ꎮ 当时清廷已渐露弊兆ꎬ西北边事不断、
内地天地小刀教事频仍ꎬ声势浩大的巡幸及大举

阅兵ꎬ向分裂势力夸示了帝国的强盛、军力的雄

厚ꎮ 首巡ꎬ乾隆特意于苏州府行宫召见了准噶尔

使臣ꎬ三巡又命回部霍集斯郡王、叶尔羌诸城伯克

等同行至江南ꎬ在扬州又有哈萨克使臣策伯克入

觐ꎮ 乾隆屡命藩邦随游江南富庶之地ꎬ又向他们

展示武备ꎬ是有意向西北分裂势力及藩邦炫耀实

力ꎮ 此点阅武诗即有展示ꎬ如三巡«阅武»:“时巡

江国驻行骖ꎬ武备于今阅已三ꎮ 敢际定遐忘要政ꎬ
实关计久讵常谈ꎮ 扈随况有新乌什ꎬ统制由来旧

耿弇ꎮ” 自注:“回部郡王霍集斯ꎬ旧为乌什部长ꎮ
今居之京师ꎬ扈跸来此ꎬ命预观ꎮ” [８]卷九乾隆明确指

出阅武攸关国家长久之计ꎮ 然而ꎬ可叹的是ꎬ通过

阅武乾隆发现驻防旗兵军务废弛ꎬ渐染汉人奢靡

气息ꎬ“侵寻风气渐如杭”ꎬ他们满语生涩ꎬ汉语“则

与本地汉人无异”ꎮ 六巡检阅杭州旗兵时他强调

“何事弗廑返旧俗ꎬ无思不服缅前王”ꎮ[８]卷二十二 回

銮ꎬ皇帝又检阅了江宁旗兵ꎬ更觉忧惧:“祗今江表

文风盛ꎬ忆昔关东武德煌ꎮ 一日备宁听其弛ꎬ八旗

驻实虑犹长ꎮ 偏安南渡原堪守ꎬ即境慆淫恶福

王ꎮ” [８]卷二十三诗将江南文风与关东武德对举ꎬ乾隆

再次声明旗兵应保持满族武备传统ꎬ安不忘危ꎮ
诗末还以偏安一隅的南明福王作反面例证极力

抨击ꎮ

三、周悉民隐、行庆施惠

“一游一豫关民瘼” [８]卷九ꎬ走出皇城的乾隆真

切地感受到了民间疾苦ꎬ南巡创作了数量可观的

以蠲欠、蠲租、赐赈为主题的诗歌ꎬ展现了帝王对

民生的高度关注ꎮ
每巡启跸前ꎬ乾隆惯例命减免经过各省正赋

十分之三ꎮ “经途例免十分三” [８]卷十五 “正供胥免

十之三ꎮ” [８]卷十一常例外驾临还会有针对性地蠲免

积欠、加赈或借种ꎮ 六巡共计免除经过州县逋负

钱粮 ２０００ 余万两ꎮ 其中江浙两省加恩力度更大ꎬ
首巡分别豁免苏、皖两地元年至十三年税欠地丁

银 ２２８ 余万、３５.５ 余万两ꎬ浙省无积欠ꎬ蠲除本年应

征地丁钱粮 ３０ 万两ꎮ[５]１３４０９－１３４１０随后历巡无不蠲免

了数量可观的积欠钱粮ꎮ 这些均曾入诗ꎬ如四巡

命免浙省积欠及正赋十分之五ꎬ诗云:“新正降恩

谕ꎬ江浙免积逋ꎮ 漕欠及借项ꎬ宽免例所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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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岂非在民ꎬ爰概与豁除ꎮ 其经过正赋ꎬ十五蠲厥

租” [８〗卷十三ꎮ
免欠减赋外乾隆还常加赈ꎬ二巡时加赈江南

受灾州县ꎬ纪事诗曰:“新正宽大诏ꎬ蠲欠江浙暨ꎮ
翠华昨发轫ꎬ加赈已次第ꎮ 兹入江南境ꎬ宿桃目所

击ꎮ 百家鲜积粮ꎬ麦苗犹在地ꎮ 已加宁再加ꎬ
茅檐庶均逮ꎮ” [８]卷四三巡ꎬ启跸前已将江浙逋欠尽

数宽免ꎬ但入疆后见民人衣裳褴褛ꎬ因“命加一月

普予粮ꎬ无论极次贫同视ꎮ” [８]卷八本年途经“十岁九

逢灾”的宿迁ꎬ乾隆表示“一夫苟向隅ꎬ如伤系吾

怀”ꎮ 他下令借民籽种ꎬ“便幸逢有秋ꎬ毋遽科呼

催ꎬ” [８]卷八又降旨截漕粮十万石为徐州、凤阳仓储

之备ꎬ虽然“夏非截漕时”ꎬ但“灾重不可泥ꎮ” [８]卷六

以上南巡诗不仅记录了施惠加恩的种种手段ꎬ还
描写了乾隆下达这些谕旨的直接触因ꎬ生动地再

现了君主对民生民瘼的直观感触ꎮ
此类纪事诗有一显著特点ꎬ即喜用小注详录

各省积欠情况ꎮ 如五巡命免苏、皖两省积欠ꎬ诗注

详录积欠情形:江宁、苏州藩司所属灾缓未完银分

别是 ４５ 万、２.３ 万余两ꎬ米分别是 １７.２ 万、１２.９ 万

余石ꎻ安徽藩司所属灾缓银 ４０ 万余两ꎬ米麦谷 ９ 万

余石ꎮ[ ８ ]卷十六又如ꎬ六巡命免江南所有积欠ꎬ“三年

积欠逾百万ꎬ重矣民艰怜不遑ꎮ” [８]卷二十 诗注用近

２００ 字的篇幅ꎬ逐项详述了所蠲免的自乾隆四十五

年以来三年内江省各藩司包括未完地丁漕项、民
借籽种等银、米麦豆等所有积欠ꎬ共计银米共 １３０
余万ꎮ[８]卷二十大量运用夹注详列积欠情形ꎬ意在展

现皇恩浩荡ꎬ它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背景ꎮ 财赋

重地江浙一直受到清廷高度关注ꎬ雍、乾之际随着

专制集权加强ꎬ中央政府和江南地主阶级的关系

一度较为紧张ꎮ 其症结主要在积欠严重ꎮ “雍正、
乾隆两代皇帝曾先后两次对之进行清理ꎬ很大程

度上伤害了江南地主阶级的物质利益ꎮ” [１２]１３０ 因

而ꎬ六次南巡乾隆屡屡豁免经过州县积欠ꎬ目的即

在缓和中央政权和江南地主阶级间的紧张关系ꎮ
易言之ꎬ皇帝积极运用经济施恩ꎬ试图取得各省士

民的支持、爱戴ꎮ 上述南巡诗即是生动例证ꎬ可以

说ꎬ它们不仅具有文献史料价值ꎬ也具有生动的社

会历史认识价值ꎮ
在关注民生诗歌中ꎬ乾隆还十分强调时巡的

意义ꎬ即“入疆民瘼尤详揣” [８]卷八 “入疆民隐切诹

咨ꎮ” [８]卷二十二直观地了解民间疾苦ꎬ“今来缘南巡ꎬ
民艰 悉 经 度ꎬ” [８]卷三 “ 不 待 监 门 图ꎬ 目 睹 嗟 流

离ꎬ” [８]卷六 “ 忆 我 三 番 曾 过 此ꎬ 满 目 民 艰 恫 瘝

视ꎬ” [８]卷十二“春巡始知然ꎬ督课疏浚忙ꎮ 兹来问涸

土ꎬ一半才播秧ꎮ” [８]卷六这是深居庙堂的帝王不易

见的一面ꎬ这些感性认知更易触动帝王体察民情

之心ꎮ 乾隆希望通过与民休息的政策藏富于民ꎬ
恢复元气ꎮ “ 伫看元气复闾阎ꎬ 庶协以休以助

理ꎮ” [８]卷十二 “ 庶使闾阎元气复ꎬ 力田耕作兾登

秋ꎮ” [８]卷十五皇帝常突出加恩不是为博民欢喜ꎬ“讵

曰欢虞博民喜ꎬ” [８]卷十二也非博得颂声ꎬ“歌颂宁所

图?” [８]卷十三实系发自内心的关爱、先忧后乐的至

诚ꎮ “即看夹道相亲切ꎬ宁不寘怀共苦甘ꎮ” [８]卷十一

“概予蠲除苏民困ꎬ不孤老幼望吾来ꎮ” [ ８ ]卷十九 此

外ꎬ乾隆还一再声明地方长官须体察帝心ꎬ将诸仁

政切实贯彻ꎬ“嗟尔亲民官ꎬ推行体休助ꎮ” [８]卷三防

止胥 吏 从 中 侵 蠹ꎬ “ 漏 巵 何 处 无ꎬ 莫 使 侵 胥

吏” [８]卷四ꎮ
免欠、减赋诗还有另一耐人寻味的特点ꎬ即对

江浙两省态度迥异ꎮ 浙省历来积逋远少于江省ꎬ
乾隆因此认为浙省民风较优ꎮ 首巡«赐浙闽总督

喀尔吉善» 云:“完赋自缘民俗美ꎬ不须重勉善催

科ꎮ” [８]卷二自注云ꎬ江南积逋达 ２００ 余万两ꎬ而浙江

向无逋欠ꎬ因此加恩蠲免本年正赋 ３０ 万两以示奖

励ꎮ 五巡有诗«降旨免浙省地丁漕米积欠诗以志

事»:“较之江省数为少ꎬ自是浙民俗尚良ꎮ”自注再

云:浙省较之江省银米积欠多寡悬殊ꎬ“浙省民俗

较良矣”ꎮ[８]卷十七六巡降旨宽免杭嘉湖三府正供十

分之三又云: “所当嘉也其风善ꎬ宁可靳哉我惠

施ꎮ” [８]卷二十二乾隆一再表彰浙省民风淳良ꎬ其核心

当然是关注地方对帝国政府的政治忠诚与经济

贡献ꎮ
综上ꎬ南巡几乎每次蠲免积欠、加赈减赋的细

节ꎬ乾隆都要写入诗歌ꎬ一方面这展现了皇帝关注

民生ꎻ另一方面ꎬ行庆施惠细节借御制诗公之于

世ꎬ帝王正可借此向江南地主阶级及百姓贫民示

恩ꎬ在经济安抚中寓含着深厚的政治用意ꎮ

四、眺览山川、流连江南

乾隆曾以“江南名胜甲天下”为由ꎬ希望“眺览

山川之佳秀ꎬ民物之丰美ꎬ” [５]１３０１９南巡沿途几乎每

登临一地他都要写景纪游ꎮ 这些诗篇大多数板滞

寡味ꎬ但亦有不少自然流畅、情韵兼胜的佳作ꎬ较
少说教与廊庙气味ꎮ[４] 从另一角度看ꎬ这些篇什生

动记录了帝王为江南风光深深吸引、流连不舍的

情形ꎬ别具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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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南巡行至良乡行宫时ꎬ乾隆就迫不及待

地企望着江南美景ꎮ “浙东西及大江南ꎬ分付韶光

莫太 酣ꎮ 指 日 六 飞 应 驻 跸ꎬ 观 民 余 暇 试 清

探ꎮ” [８]卷一初入江南ꎬ他深深地为其明媚秀丽吸引ꎮ
“鸟是南音真惬听ꎬ花欺北地无虚誉ꎮ” [８]卷一 “绿波

春水饮长虹ꎬ锦缆徐牵碧镜中ꎮ 真在横披图里过ꎬ
平山迎面送香风ꎮ” [８]卷一“梅花才放为春寒ꎬ果见淮

东第一观ꎮ” [８]卷一御驾由扬州入镇江ꎬ乾隆登临金

山时更觉飘然若仙ꎮ “万古豪吟谁造极ꎬ一时胜览

若登仙ꎮ” [８]卷一临幸甘露寺ꎬ“江晓风始息ꎬ山芳春

未阑ꎮ 江山有佳致ꎬ助我寻清欢ꎮ” [８]卷一在镇江道

中有诗:“山染青螺水绿涵ꎬ今朝春色识江南” “诗

人月旦非唐突ꎬ第一江山果润州ꎮ” [８]卷一欢快的心

情、高涨的兴致溢于言表ꎮ
江南诸景中最令皇帝眷赏的是无锡惠山ꎮ 乾

隆曾语督臣:“入江南境ꎬ扬州但繁华ꎬ无真山水ꎮ
金山佳矣ꎬ然犹有戒心ꎮ 惟惠山至为幽雅ꎮ” [１３]４０

游虎丘时ꎬ乾隆见悬有“吴中第一名山”匾ꎬ觉名不

副实ꎮ 他认为惠山远胜ꎬ命摘去此额ꎮ 两江总督

黄廷桂希承帝意ꎬ后书“江南第一山”额悬于惠山

寺门楼后ꎮ 对于惠山这片钟情的山水奥区ꎬ六巡

乾隆题咏了大量诗文ꎬ如«惠山寺»:“暗窦名亭相

掩映ꎬ天花涧草自婆娑ꎮ” [８]卷一«题漪澜堂»:“一泓

清照镜光新ꎬ耐可含风漾细沦ꎮ” [８]卷六山中秦氏寄

畅园乾隆每巡必数临ꎬ皆有诗ꎮ 如二巡一连作诗 ６
首ꎬ细摹此园古木乔柯、曲水飞瀑的优美景致:“新

景林岚六尘表ꎬ昔游岁月寸心中ꎮ 清泉白石自仙

境ꎬ玉竹冰梅总化工ꎮ” [８]卷四 “松篁深处小逍遥ꎬ紫
绽藤花缀几条ꎮ 今日锡山姑且置ꎬ闲闲塔影见高

标ꎮ” [８]卷六五十四年(１７８９)ꎬ乾隆帝年已 ７９ 岁ꎬ对
惠山仍难忘怀ꎮ 他从养心殿三希堂«石渠宝笈»中

取出张宗苍所绘«惠山迎驾图»ꎬ品图题诗ꎬ追忆当

年每巡“必探惠山、寄畅园诸胜”ꎬ不无失落地题下

了一首小诗:“每值南巡春仲月ꎬ轻舟必先朔梁溪ꎮ
无锡一展石渠卷ꎬ陡忆群瞻跸路徯ꎮ” [１](五集卷四十五)

颇值寻味的是ꎬ乾隆既对江南美景表现出勃

勃的游兴ꎬ又时时力图遮掩ꎮ “我有恒心民尽识ꎬ
屡巡岂缘揽景物ꎮ” [８]卷十二 “展义时迈政因此ꎬ我岂

山水徒游巡ꎮ” [８]卷二十三 “偶来寻胜非耽静ꎬ敢懈观

民正忆艰ꎮ” [８]卷十“巡方讵谓玩山水ꎬ鉴古益切忧勤

苦ꎮ” [８]卷十以爱民勤政来遮掩览胜娱游的目的ꎬ这
是御制纪游诗一大特点ꎮ 对此朝臣们也心领神

会ꎬ«南巡盛典»“名胜卷”收录江浙近百处名胜简

介及御题联额ꎬ卷首有段叙言颇有意味ꎮ 其云:江
南“擅登览之美者ꎬ所在多有”ꎬ但天子本怀则不在

是ꎬ偶以余暇登临ꎬ“亦无非轸念民依ꎮ” [８]卷八十一因

为帝心“缱注”者ꎬ惟河工海塘永庆安澜ꎬ而不在问

水寻山足供睿览ꎻ所欣慰者ꎬ惟农夫蚕妇咸安耕

织ꎬ而不在寻幽选胜偶惬宸襟ꎮ 此段议论大有欲

盖弥彰之势ꎮ
御制纪游诗另一特点是金陵诸作多咏古抒

怀ꎮ 如«大报恩寺»:“拾级耸眸姑且置ꎬ千秋兴废

慨凭余ꎮ” [８]卷六«雨花台»:“崇冈跋马晩春晴ꎬ凭览

遗台触慨情ꎮ” [８]卷二言志抒慨、思古怀今ꎮ 皇帝感

慨最多的是六朝史事ꎬ如«朝天宫»:“吊古怀王谢ꎬ
遗风冺宋梁ꎮ” [８]卷六 «题雨花台»:“六朝坊市谁兴

废ꎬ九道江流自漩洄ꎮ” [８]卷十 «玄武湖即景杂咏»:
“璇池昔亦号昆明ꎬ遗迹萧齐入品评ꎮ” [８]卷二 «石城

歌»:“宋吞齐并相割争ꎬ石城几阅凡与荆ꎮ” [８]卷六

乾隆之所以在金陵一地感慨颇多ꎬ与它乃六朝古

都、积淀了众多的兴废存亡有关ꎻ同时ꎬ它的特殊

性还在于是胜朝明代发迹与灭亡之处ꎬ维系着两

朝的恩怨ꎮ 典型诗例如«高资港»:“孝陵未读柳州

论ꎬ继世旋看祸乱纷ꎮ 讵可长江恃天堑ꎬ早教高港

覆舟军ꎮ 金川守御终无济ꎬ瓜蔓诛夷不忍闻ꎮ 一

死齐黄难赎罪ꎬ独怜气节在斯文ꎮ” [８]卷二高资港位

于江苏丹徒ꎬ系长江重要港口ꎮ 诗写明初事ꎬ首言

明太祖分封藩王导致靖难之役ꎬ燕王朱棣挥师南

下ꎬ由丹徒高资港下长江节节取胜ꎮ 时防守长江

冲要金川门的谷王朱穗、曹国公李景隆开城迎降ꎮ
朱棣遂顺利登极ꎬ称帝后他大肆残杀异己ꎬ族诛为

建文帝策划削藩的齐泰、黄子澄ꎬ且“籍其乡”ꎬ史
谓“瓜蔓抄”ꎻ不肯拟即位诏的“读书种子”方孝孺

被诛杀“十族”ꎬ时受牵连而死者不计其数ꎮ
综上所述ꎬ通过解读御制诗ꎬ我们可以更透彻

地理解南巡的目的、经过与意义ꎮ 在治理黄淮、运
河、浙江海塘等方面ꎬ乾隆皇帝通过数年的切实努

力ꎬ成效显著ꎬ功不可没ꎮ 通过访求民隐、考察吏

治、亲睹民艰ꎬ皇帝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奖惩官吏、
加恩地方ꎬ这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的吏治民生ꎬ
对维护国家统一、沟通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

不可泯灭的作用ꎮ 然而ꎬ大量写景纪游诗的呈现ꎬ
在展现帝王为江南美景吸引的同时ꎬ也隐约向世

人透露了帝王巡幸所带来的奢靡、扰民诸恶端ꎮ
(下转第 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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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受戒»中体现的“三美”

罗 会 菊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安徽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

　 　 [摘　 要]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ꎬ他的小说在继承五四乡土文学精髓的前提下呈现独特的行文风格与思想文

化内蕴ꎮ 这种形式与内容的独到之处似乎与新月诗派所倡导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遥相呼应ꎬ只是在具体的

表现方式上烙上了小说的文体特点ꎮ
[关键词] 　 «受戒»ꎻ音乐美ꎻ　 建筑美ꎻ　 绘画美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６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５３－０４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是其代表作ꎬ也是

学界研究汪曾祺其人其文的立足点之一ꎮ 笔者认

为ꎬ该小说很好地将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融为

一体ꎬ这一特点与新月诗派前期提倡的诗的“三

美”相得益彰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受戒»是对这

一主张的回应、延续与“本土化”ꎮ «受戒»在体现

新月派主张的“三美”的前提下ꎬ又保持了小说的

特点与作者自身的文风ꎮ 本文尝试探讨«受戒»所

体现的“三美”特质ꎬ尝试对该小说进行不同层面

的解读ꎮ
一、音乐美

新月诗派关于诗歌音乐美的要求主要体现在

节奏、韵律上ꎬ具体表现为音节和韵脚的和谐[１]９２ꎮ
音乐美首先体现在小说«受戒»整体上所具有

的节奏感与韵律感ꎻ其次ꎬ具体表现为作者在行文

布局中所运用的诗化语言ꎮ
«受戒»有 １２０００ 字ꎬ这种篇幅在小说中不算

长ꎬ但对于后期倾向于短篇小说创作的汪曾祺而

言ꎬ已经算是为数不多的篇幅稍长的创作[２]２３１ꎮ 汪

曾祺曾坦言自己是文体家ꎮ 他说:“我只写短篇小

说ꎬ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ꎮ 或者说ꎬ我只熟悉这

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ꎮ” [３]６６像他前期的«大淖

记事»那样的长篇大论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已了无

踪迹ꎮ 即使在极其有限的篇幅中ꎬ汪曾祺也能创

作出如诗一般的经典之作ꎮ «受戒»正好践行了这

种诗化写作的特点ꎬ用行文布局的精巧表现出诗

的节奏与韵律ꎮ 在«受戒»的开篇ꎬ作者就只用了

两句简单的话各自成段ꎬ第一段是“明海出家已经

四年 了 ” [４]１７８ꎬ 第 二 段 则 是 “ 他 是 十 三 岁 来

的” [４]１７８ꎮ 乍一看这个开头似乎没有丝毫小说的

韵味ꎬ更别提所谓的音乐美了ꎮ 全篇这种一句话

单独成段的情形在文中多次出现ꎬ足以见得这一

行文安排绝非偶然ꎮ 这种行文方式有什么精妙之

处呢? 首先ꎬ这些段落都交代了接下来叙事的背

景ꎬ比如开篇两段用倒叙的方式道明明海出家的

情况ꎬ这为后面具体情节的展开布下了格局ꎮ 其

次ꎬ文中间歇性地独句成段使整个行文富有节奏

感ꎬ这种长短交错的行文让文本摆脱了以往小说

一味叙事的冗长、拖沓之感ꎬ有了一种参差的跳跃

性和韵律美ꎮ 此外ꎬ即使是在比较长的段落中我

们也能看到许多短句ꎮ 比如“一早起来ꎬ开山门ꎬ
扫地” [４]１８０ꎬ “然后ꎬ挑水ꎬ喂猪ꎮ 然后ꎬ等当家和

尚ꎬ即明子的舅舅起来ꎬ教他念经” [４]１８０ꎮ 文笔短

小精悍ꎬ一方面ꎬ这些短句把事情叙述清楚了ꎻ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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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ꎬ短句表现动作的连贯性ꎬ富有铿锵有力的

节奏美ꎮ
文中反复出现的方言俗语、叠音词、山歌以及

对话增加了文本细节的音乐感ꎮ 比如当明海父母

决定让他当和尚的时候ꎬ明海对此也没有异议ꎬ作
者用“在情在理”而不用通常所说的“合情合理”ꎬ
烙上了汪曾祺身为高邮人的地域特点ꎮ 这里的

“在”与前面的“在旁边”和“实在”形成了很好的

反复ꎬ节奏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ꎮ 像“格当嘚”一

类拟声词ꎬ不仅让文本在读者朗读时变得朗朗上

口ꎬ还让明海响亮的嗓音回荡在读者耳畔ꎮ 并且

文中多次再现的声音场景让人有了一种身临其境

的感觉ꎬ使表达的对象更为生动、鲜明ꎮ 文中不时

浮现的方言俗语和适当的拟声词与叠音词恰如其

分地融合交织ꎬ使人在阅读该小说时不由自主地

产生要朗读的冲动ꎮ 这迥异于一般注重叙事的小

说ꎬ与诗歌有了异曲同工之妙ꎮ 在文本一万多字

的篇幅中ꎬ“格挣挣”“凉浸浸”“凉嗖嗖”等 ＡＢＢ 结

构的叠词与“痒痒的” “密密的”等 ＡＡＢ 结构的叠

词出现次数高达十多次ꎮ 而像“弯弯曲曲” “含含

糊糊” “咭咭呱呱” 等 ＡＡＢＢ 结构与“瘦长瘦长”
“咕噜咕噜”等 ＡＢＡＢ 结构的四字叠词也出现很多

次ꎮ 作者将这些叠词很好地交叉ꎬ它们的纵横交

错形成文本内部的跳跃感和错落感ꎮ 这种效果一

方面得益于叠词本身具有的节奏感ꎬ另一方面更

是源于作者运用娴熟的行文技巧ꎮ 十分有趣的现

象是文本中四字叠词几乎是分散布局的ꎬ三个字

的则出现许多连续使用的情况ꎮ 在描写赵大娘的

外貌特征时ꎬ作者写“大娘精神得出奇ꎮ 五十岁

了ꎬ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ꎮ 不论什么时候ꎬ头都

是梳得滑溜溜的ꎬ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４]１８４ꎮ
在写小英子落在田埂上的脚印时是“五个小小的

趾头ꎬ脚掌平平的ꎬ脚跟细细的ꎬ脚弓部分缺了一

块” [４]１８７ꎮ 这种遣词造句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四字

较三字而言稍长ꎬ四字连用会有冗长之嫌ꎻ另一方

面ꎬ也与具体的刻画对象息息相关ꎮ 三字叠词连

用的部分往往是描写同一个人或物的某一特征ꎬ
这种连续可以形成一种浑然之感ꎬ富有连贯性ꎬ读
起来也能达到如朗诵诗歌的效果ꎮ

«受戒»中还穿插着许多山歌、对联以及对话ꎬ
这些看似无意的穿插ꎬ实则是作者富有文学造诣

的又一体现ꎮ 山歌本身就是用来歌唱的ꎬ它是一

种即兴演唱的音乐形式ꎮ 这种山歌在文中一共出

现了四次ꎬ每次出现都不是孤立的ꎬ而是行文所

至、水到渠成ꎮ 文中第一次出现的山歌是在明海

听舅舅说和尚也有状元、榜眼之分后ꎬ随即是他跟

着舅舅练嗓子时出现的“炉香乍爇” [４]１８０ꎬ这
种直接歌唱的佛教歌增加了整个文本的节奏感ꎮ
加上文中反复出现的对话ꎬ使行文参差错落ꎮ

此外ꎬ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对“水” 的偏爱ꎮ
他的小说中对“水”的描写格外丰富ꎮ 小说«受戒»
也不例外ꎬ汪曾祺曾说过“«受戒»写水虽不多ꎬ但
充满了水的感觉” [５]６６ꎬ这种贯穿始终的水的感觉

一方面将文本烙上鲜明的地域色彩ꎻ另一方面ꎬ水
的流动特性也赋予文本行云流水般的音乐美ꎮ
«受戒»的音乐美不仅体现在其整体上充满如流水

一般的轻快流动之感ꎬ更渗透于行文布局与字里

行间ꎮ 一则是富有韵律的部分之间的有机融合构

成了小说整体的音乐感ꎻ二则是部分与整体的和

谐统一谱写了一曲优美的高邮文化之歌ꎬ使读者

在阅读小说«受戒» 时ꎬ耳边仿佛传来一曲田园

牧歌ꎮ
二、建筑美
汪曾祺曾把自己定位成文体家ꎬ他深受古典

文学的熏陶ꎬ钟情于宋人笔记与唐传奇ꎬ创作出许

多被称为“笔记体小说”的文学类型[２]２３１ꎬ这些小

说看似杂乱无章ꎬ实则都有一条无形的线索贯穿

始终ꎬ虽不像篇末点题那般有迹可循ꎬ但都能达到

卒章显志的效果ꎮ 这种飘而不散的艺术特色体现

为文本行文布局上的参差与思想脉络统一于一体

的建筑美ꎮ 这与新月诗派所提倡的建筑美遥相呼

应ꎬ又不像其所严格强调的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
与行之间要均齐[１]９３ꎮ «受戒»中的“均齐”更多地

体现在思想内蕴方面的统一ꎬ在外在形式上则呈

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错落感ꎮ
文本的参差感首先体现在小说的行文安排

上ꎬ既包括长短段的交错ꎬ也包括长短句的交织ꎻ
表面上旁逸横生、枝节纵横ꎬ实则有一种于乱中见

齐的感觉ꎮ 文本中一些单独成段的句子看似不符

合逻辑ꎬ阅读时有点戛然而止的突兀感ꎬ实则产生

了集跳跃性的音乐美与错落的建筑美于一体的效

果ꎮ 如文中有一句“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ꎬ连这两

个字也没人提起” [４]１８２ꎬ这句单独成段的话似乎没

有丝毫逻辑就出现了ꎬ细细品味ꎬ其实这句话富有

丰富的内蕴ꎮ 在结构上不仅与上面描绘的荸荠庵

的和尚们自由自在的生活相呼应ꎬ又很好地为下

文叙述和尚们的赌博等世俗生活作了很好的铺

垫ꎬ即所谓的承上启下ꎮ 这种表面的突兀实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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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技巧的凸显ꎬ如果去掉就不能达到很好地过

渡到下文的效果ꎬ既符合汪曾祺小说形式上的散

文化ꎬ又与其严密的逻辑性密不可分ꎮ 既然«受

戒»这一文本结构那么松散[２]２２１ꎬ是不是意味着可

以将每个部分单独拉出来呢? 其实不然ꎬ文中那

些简短的段落或是短句单独拿出来看或许没有任

何艺术魅力ꎬ基本是些通俗的大白话ꎬ但正是这些

大白话有机融合才形成文本整体的和谐统一ꎮ 比

如作者开始介绍荸荠庵的地理位置时这样写:“荸

荠庵的地势很好ꎬ在一片高地上ꎮ 这一带就数这

片地高ꎬ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ꎮ 门前是一条

河ꎮ 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ꎮ 三面都是高大的

柳树ꎮ 山 门 里 是 一 个 穿 堂ꎮ 迎 门 供 着 弥 勒

佛ꎮ” [４]１７９这一段文字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ꎬ都是

些通俗易懂的字句ꎮ 神奇的是每一句又必不可

少ꎬ换成其他句子又不能干净利落地将荸荠庵得

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表现出来ꎮ 作者将荸荠庵由远

及近、由外到里一步步展现在读者眼前ꎮ 倘若将

“门前是一条小河”去掉就不能透过这一段文字窥

探荸荠庵的全貌ꎬ这就是汪曾祺的艺术造诣:在俗

中创造非凡的境界ꎬ达到浑然天成的效果ꎮ
再者ꎬ小说中不拘一格的对话看似没有丝毫

逻辑ꎬ但对文本的呈现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意义ꎬ它们也很好地增加了文本形式的错落感ꎬ并
将这种错落感与内在规律融为一体ꎮ 小说中出现

的对话几乎都比较简短ꎬ它们看似令文本变得十

分不工整ꎬ但是小说反而因此形成一种纵横交错

的不规则美ꎬ突出了卒章显志的艺术特色ꎮ 文中

的对话都是随着情节发展自然而然出现的ꎬ绝无

丝毫多余之感ꎮ 因为有明海和小英子在船上的相

遇ꎬ所以才有他们俩之间第一次生疏的问答式的

对话ꎻ因为明海和小英子相识了一段时间ꎬ所以小

英子会关切地问明海受戒的情况ꎮ 这些对话都是

故事情节展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ꎬ虽然它们形

式上简短ꎬ但对话中所体现的艺术效果是无穷的ꎮ
«受戒»由许多参差错落的细节构成ꎬ这些细

节的分散一则形成了文本形式上的错落不齐ꎬ二
则这些错落不齐按照一定的规律有机融合ꎬ使文

本整体呈现出一种整齐之感ꎮ 这正是«受戒»独到

的建筑美ꎬ它不像诗歌中建筑美那般严格追求形

式的工整ꎬ却在乱和散中有一种浑然的气势和统

一的和谐ꎮ 它的整齐不仅仅停留在行文布局ꎬ更
渗透于文本内部ꎬ这是一种韵味无穷的内蕴ꎮ «受

戒»行文上挥洒自如ꎬ浸润着作者的思想感情ꎬ小

说中一出现新的人物ꎬ作者就会进行一番介绍ꎬ比
如作者介绍了荸荠庵的仁山、仁海等其他和尚ꎬ对
他们自由散漫性格的介绍契合了荸荠庵没有所谓

的清规戒律ꎮ 作者对这些人物不吝笔墨的刻画让

他笔下的乡土风情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ꎬ这种错

落、这种突兀都是为表现文本的思想内蕴服务的ꎬ
使«受戒»即使表面上长短交错ꎬ但思想情感是统

一的ꎮ 这种建筑美体现了作者的匠心ꎮ
三、绘画美

«受戒»作为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一直颇受研

究者青睐ꎬ但多数人的研究角度无外乎立足文本

所体现的和谐美、人情美以及民间抒写等方面ꎮ
笔者尝试立足绘画美探析文本所体现的文化内

蕴ꎬ试图将老生常谈的话题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具

有个性的解读ꎬ努力摆脱拾人余唾之嫌ꎮ
新月诗派诗歌的绘画美主要体现在辞藻的华

美、富有色彩以及诗所呈现的视觉形象和直观

性[１]９３ꎮ 汪曾祺的小说尤以“淡中有味ꎬ飘而不散”
取胜ꎮ «受戒»中的文字也极其自然、纯净[６] ꎬ所体

现的绘画美更多表现为文本呈现出一幅和谐的充

满人情味的诗意盎然的田园图ꎬ自然风景与人文

风景达到了完美的统一ꎮ 这种画面感所带来的直

观性与形象感使«受戒»与新月诗派所要求的绘画

美遥相呼应ꎬ这也是该小说得以成为经典的一个

重要原因ꎮ
首先ꎬ作者在文本中所刻画的自然景观给人

一种视觉享受ꎬ这种视觉效果让人有种身临其境

的诗意体验ꎮ 作者是这样描绘小英子家的地理位

置的:“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ꎬ三面都是河ꎬ西面

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ꎮ 独门独户ꎬ岛上只有这

一家ꎮ 岛上有六棵大桑树ꎬ夏天都结大桑葚ꎬ三棵

结白的ꎬ三棵结紫的ꎻ一个菜园子ꎬ瓜豆蔬菜ꎬ四时

不缺ꎮ” [４]１８３小英子家在作者寥寥数笔的勾勒下渐

渐浮现在读者脑海中ꎬ小英子家简单而且独立ꎬ与
周围的自然环境十分和谐ꎮ 有树有水ꎬ还可以种

蔬菜、粮食ꎬ不禁让人联想到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之

景ꎬ令人沉醉ꎬ读者阅读时ꎬ怡然自得的愉悦感油

然而生ꎮ 文末描绘的自然风景更是将这种视觉效

果加以升华ꎬ令人流连忘返ꎮ “芦花才吐新穗ꎮ 紫

灰色的芦穗ꎬ发着银光ꎬ软软的ꎬ滑溜溜的ꎬ像一串

丝线ꎮ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ꎬ通红的ꎬ像一枝一枝小

蜡烛ꎮ 青浮萍ꎬ紫浮萍ꎮ 长脚蚊子ꎬ水蜘蛛ꎮ 野菱

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ꎮ 惊起一只青桩 (一种水

鸟)ꎬ擦着芦穗ꎬ扑鲁鲁鲁飞远了ꎮ” [４]１９１ 作者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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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通过对芦穗的颜色以及触感的描绘很好地展现

出芦穗的轻盈ꎬ并将色彩与声音交织ꎬ达到了视觉

与听觉的统一ꎬ使小说富有立体的画面感ꎮ 这里

的景物描写不仅让人看到芦花荡生机勃勃ꎬ更让

人对小英子与明海之间朦胧美好的未来浮想ꎬ风
景的优美与人物的命运交融在一起ꎬ达到了和谐

的统一[７] ꎮ
其次ꎬ文本所体现的融直观与视觉于一体的

绘画美是相互交织的ꎬ两者协调与统一才会带来

真正的绘画美ꎮ 作者的精湛文笔给读者带来视觉

效果ꎬ不仅体现在«受戒»中所营造的优美的自然

风景ꎬ更渗透于其中和谐的人文景观ꎮ 学术界关

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ꎬ刘海燕曾阐述了

«受戒»中所体现的和谐的两个方面———人与自然

诗意生存ꎮ 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ꎬ她论述了自然

的人化以及人的自然化[７] ꎮ «受戒»中所描绘的人

文景观ꎬ也是民间抒写的一种具体形态ꎮ «受戒»
中的人物彼此之间没有真正的利益冲突ꎬ即使文

中出现邻里摩擦ꎬ也充满温情ꎬ如赵大娘骂明子

“要死了! 儿子! 你怎么跑到我家来玩铜蜻蜓

了” [４]１８３ꎬ一句“儿子”就足以见得赵大娘对明子的

喜爱ꎮ 文本呈现更多的是一种人情美、人性美ꎮ
作者对小英子进行了这样的外貌描写:“白眼珠鸭

蛋青ꎬ黑眼珠棋子黑ꎬ定神时如清水ꎬ闪动时像星

星ꎮ 浑身上下ꎬ头是头ꎬ脚是脚ꎮ 头发滑溜溜的ꎬ
衣服格挣挣的ꎮ” [４]１８４这段描写让人脑海中跃出一

个漂亮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形象ꎮ 小英子是这种绘

画美的代表ꎬ她的勇敢与单纯善良是这种绘画美

的精髓ꎮ 个体的淳朴与厚道通过人与人间的交往

表现出来ꎮ 小英子在和明海初次见面时就将莲蓬

分给他吃ꎬ一再主动找明海ꎬ还主动问明海愿不愿

意娶她ꎮ 这种人际的和谐不仅在小英子与明海之

间ꎬ更是长存于庵赵庄中地地道道的民众当中ꎮ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ꎬ再就

是割稻子、打场了ꎮ 这几茬重活ꎬ自己一家是忙不

过来的ꎮ 这地方兴换工ꎮ 排好了日期ꎬ几家顾一

家ꎬ轮流转ꎮ 不收工钱ꎬ但是吃好的ꎮ 一天吃六

顿ꎬ两天见肉ꎬ顿顿有酒ꎮ 干活时ꎬ敲着锣鼓ꎬ唱着

歌ꎬ热闹得很ꎮ 其余的时候ꎬ各顾各ꎬ不显得紧

张ꎮ” [４]１８５这里的集体劳作是在保证成果私有的前

提下人们自发、主动的互相帮助ꎮ 这里的人们每

遇农忙都会轮流帮忙ꎬ成了农忙时约定俗成的规

矩ꎮ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是一种和谐融洽的人

文景观ꎬ作者很好地勾勒出了一幅欣欣向荣、愉快

热闹的农耕图ꎬ具有集和谐与诗意于一体的绘画

美ꎬ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ꎬ充满诗意[８] ꎮ «受戒»
很好地塑造了极具乡土美的个体形象ꎬ这些个体

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互帮互助和当地优美的自然环

境一起构成一幅极具绘画美的和谐的诗意的人文

景观图ꎮ
正是因为汪曾祺行文的散文化、诗化ꎬ才带来

其文体的别具一格ꎬ这种特质在某些方面似乎是

对新月诗派的“三美”的一种回应和延续ꎮ «受戒»
中的“三美”在外在形式上具体表现为音乐美、建
筑美和绘画美ꎬ其中建筑美又能体现出其主题的

统一性ꎬ深层次的内蕴则具有融和谐与诗意于一

身的绘画美ꎮ 当然ꎬ我们不得不承认ꎬ«受戒»中欢

快、温馨的田园牧歌生活有点不真切ꎬ但这也表达

了作者对生活美好的期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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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诗歌中的“生意”表现

蒋 雪 婷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辽宁大连　 １１６０２１)

　 　 [摘　 要] 　 宋时理学家王柏存有大量表现“生意”的诗歌ꎬ他往往通过描写生意盎然的自然世界与动植物顽

强的生命力ꎬ来追求天地生生之德的理想境界ꎬ获得一种自得之乐ꎮ 王柏的“生意”诗ꎬ也与他对儒家仁爱之心的

参悟、追求生生自得的妙趣相结合ꎬ以玲珑活络之心ꎬ体验万物活泼泼的生命形态ꎬ体验自然流行之妙ꎮ 其形成乃

源于王柏超凡的心性修养与北宋繁荣和平的社会局面相互作用的结果ꎮ
[关键词] 　 生意ꎻ　 自然ꎻ　 生机ꎻ　 王柏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５７－０４

　 　 王柏ꎬ字会之ꎬ金华人ꎬ宋代著名理学家ꎮ 在

宋代ꎬ很多理学家都有寻春之意ꎬ如二程“观万物

皆有生意”ꎬ邵庸“拍拍满怀都是春” “芙蓉月向怀

中照ꎬ杨柳风来面上吹”等都是这种寻春、寻生意

的表现ꎮ 理学家之所以把春天作为道体、天理、仁
心的象征ꎬ也正因为春天是天地生物之端倪ꎬ是一

元之始ꎮ 王柏诗歌中所表现的“生意”ꎬ也正是一

种寻春之意ꎮ 论文的宗旨在于评述王柏诗歌中所

表现的盎然生意ꎬ并追索其形成的主客观因素ꎮ

一

朱熹认为自然生物所表现的生意程度是有区

别的ꎬ其初始状态最能表现活泼泼的生机与天理

的本质ꎮ 王柏从朱熹游ꎬ也非常关注生命的初始

状态ꎬ如:“溪边柳色露新芽ꎬ春透微波漠漠斜ꎮ”
(«涂中即景») “片绿吐新梢ꎬ员粉露残箨ꎮ” («和

伯兄新竹韵»)“孤山树槁神枯ꎬ一段底死工夫ꎮ 脉

脉不知机转ꎬ忽然嘴眼皆苏ꎮ” («和诸庵花光十梅

颂其二») 等ꎬ这类表现生意的诗歌ꎬ通过描写

“新芽”“新梢”等生命初始状态的意象ꎬ来展示出

活泼泼的生命形态ꎮ 同时ꎬ运用一些诸如“语中

枯”“残箨”“树槁神枯”等失去生机与活力的景物

作背景ꎬ反衬出这种勃勃的生机ꎬ来印证诗人心中

之仁ꎮ 杨柳初生ꎬ新叶吐翠ꎬ枯木逢花ꎬ都是诗人

在感受春天的勃勃生机与生生不已的生命精神ꎬ
而这种对生生之仁的内心观照和生命体验ꎬ源于

诗人高度敏感的心之本体ꎮ 王柏少孤ꎬ敏感的气

质容易让他将视角触及生活中不易察觉的细微之

处ꎬ故而百寻之木ꎬ根本枝叶ꎬ也能发现生意ꎬ如

“梅花之外竹扶疏ꎬ矮屋明窗著此癯ꎮ 生意多从间

处见ꎬ天机却向语中枯ꎮ”(«题涵古») “间处见”即

是从缝隙中窥出生意ꎬ这里强调的是物性触发灵

机的偶然性ꎬ诗人以物观物ꎬ故胸中廓然ꎬ与天地

万物息息相通ꎬ如此才能真见得道体自然流行之

妙ꎮ 在这几句诗里ꎬ诗人与物同体ꎬ捕捉到了生命

细微柔软的初始状态ꎬ展示出一幅幅生意盎然的

初春图ꎬ流露出诗人从容活泼的心境ꎮ 这与周敦颐

不除窗前草的本质是一致的ꎬ都是取生生自得之意ꎮ
而这种生意盎然的世界ꎬ并不是其原本的生

命形态ꎬ而是一种掺有主观情感的主观认知ꎮ 也

就是说ꎬ诗人与自然打成一片ꎬ哀乐与共ꎬ切身体

会自然的妙趣ꎬ从而产生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与快

乐ꎮ 正如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ꎮ”生生

之意即是仁ꎬ仁是心体ꎬ人可以通过与自然的和

谐ꎬ体验万物一体之仁ꎬ并用吟咏情性的方式表

达[１]１６ꎮ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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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百虑懒ꎬ尚有丘壑心ꎮ
佳哉二三友ꎬ歃盟同幽寻ꎮ
壮怀豁虚旷ꎬ玄宫穷邃深ꎮ
时方酿薄暑ꎬ万绿张云岑ꎮ
新篁凝粉翠ꎬ日影筛碎金ꎮ
瘦筇扶野步ꎬ羽扇摇清吟ꎮ
漱齿掬清泚ꎬ雪瀑开风襟ꎮ
脱巾挂琪树ꎬ露顶涵重阴ꎮ
山禽自在语ꎬ山醪随意斟ꎮ
物外转栖碧ꎬ石险苍苔侵ꎮ
路穷不可去ꎬ半山闻语音ꎮ
山路未为险ꎬ世路尤 嵚ꎮ
何时侣麋鹿ꎬ结茅入深林ꎮ

«赤松即景»
这首游春之诗形象地描绘了大好春光中的勃

勃生机ꎮ 诗人从容淡泊而又情趣盎然ꎬ与故友郊

游ꎬ看到新笋青青ꎬ日光洒射下来ꎬ像碎金一样金

光闪闪ꎮ 扶着手杖在田野里漫步ꎬ摇着羽扇轻吟

低唱ꎬ却也风情十足、顾盼自如ꎻ捧一捧清泉水ꎬ看
瀑布飞流ꎬ看山禽自由自在ꎬ欢呼雀跃ꎬ显示出诗

人饱满又恣肆的性情与率真浪漫的襟怀ꎮ 将读者

带进一个富有哲学情趣的诗歌境界ꎬ青山不老ꎬ绿
水长流ꎬ山鸟相鸣ꎬ它启发人们体悟大自然的生生

不已ꎬ去追寻生命的活力ꎮ 体现出浴沂咏归的乐

道气象ꎬ表现的是此心与天地万物的体贴交融ꎬ达
到是一种纯粹自然景物状态中的“随时随处便都

是鸢飞鱼跃” [２]的理想境界ꎮ 在这里ꎬ世俗的纷争

烦扰哗然崩解ꎬ生命通过诉诸内心的解构与修为ꎬ
获得自由与超越ꎬ获得真实性与生气ꎮ

诗人将触物而发的主观情怀ꎬ紧密融合客观

物象之中ꎬ体验生意盎然的生命世界ꎬ还表现在鸢

飞鱼跃ꎬ各适其性ꎬ各得其所ꎬ怡然自得于广阔天

地之中ꎬ自由自在ꎮ 如:“鹰拳擒野雀ꎬ蛛网猎飞

蚊ꎮ”(«晚兴»)一个“拳”字ꎬ生动逼真地刻画出鹰

擒野雀时的紧张状态ꎬ展现生物捕食的本能面貌ꎮ
其实ꎬ鹰擒野雀ꎬ蛛猎飞蚊ꎬ都只是它们自身天性

的表现ꎬ是天机流荡背后的自然规律ꎬ它们各适其

性ꎬ各得其所ꎬ故而呈现出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形

态ꎮ “谁家双鹤鸣清晓ꎬ声在东边竹树间ꎮ”(«伯兄

新楼十首其七»)鹤鸣清晓ꎬ声震东林ꎬ这说明鹤

鸣清远幽绝ꎬ这表现的也是生物的自然本性ꎬ遵循

其本然之理ꎮ “钟惊老鹤翻金刹ꎬ角引栖鸦投暮

林ꎮ”(«伯兄新楼十首其八») 老鹤因被钟声惊

吓ꎬ突然之间ꎬ翅膀扑棱棱而翻过金刹ꎬ栖鸦因角

声而投向暮林ꎮ 在这里诗人捕捉到生命的律动ꎬ
是刹那间活泼泼的生命写照ꎬ随心所欲ꎬ自由自

在ꎮ “依红宿蝶沾新粉ꎬ点绿行蜗篆老苔ꎮ”(«和曹

盘斋积雨韵»)雨后新晴ꎬ雨水使一切生命都饱满

而精神ꎬ此心亦清朗勃郁ꎬ宿蝶在青嫩红花上釆

粉ꎬ蜗牛在濡湿的绿苔上爬行ꎬ似乎一切都充满生

机与活力ꎮ 而这些都是生命当中很微妙的部分ꎬ
但是诗人依然将它捕捉到了ꎬ仿佛与万化生机息

息相通ꎬ凝集于方寸之间ꎮ 这几句诗通过 “鹰”
“雀”“蛛网”“飞蚊”“鹤”“栖鸦”“宿蝶”“蜗牛”等

意象的描摹ꎬ来说明生命的律动ꎬ博大精深ꎬ上天

入地ꎬ无所不在ꎬ无处不有ꎮ 天的伟大之处也在于

赋万物以生命ꎬ此即天道的全部内涵ꎮ
春光永在ꎬ春意不绝ꎬ王柏在一枝一叶之中都

看出了生意ꎬ山水草木ꎬ花鸟鱼虫都是宇宙生生不

息的精神体现ꎬ诗人的心灵与大自然深深地契合ꎬ
情与境共而悠然自适ꎬ心意舒展ꎬ获得一种自得的

心灵愉悦ꎮ 生命是永恒的ꎬ虽时光更易ꎬ一脉生生

之流总是绵延无尽ꎮ 王柏认为这种天真活泼ꎬ生
生不息的“天道”是人们应该追求效仿并能够实现

的一种理想境界ꎮ 王柏在观览中体验万物的生

机ꎬ不仅反映他的人生理想ꎬ更代表他的一种审美

的境界ꎬ一旦进入这种审美境界ꎬ便会有如鸢在

天ꎬ如鱼在水的心灵体验ꎮ 南宋张炎所做的一首

词颇可表现这种自得的境界:“听雨看云ꎬ依旧静

中好ꎮ 但教春气融融ꎬ一般意思ꎬ小窗外ꎬ不除房

草ꎮ” [３] 感受这种欢愉平和的气息ꎬ心境呈现为享

受自然所表现的快乐和轻松ꎮ
二

这种活泼泼的生命形态ꎬ不仅呈现为生意盎

然的自然世界ꎬ还表现在一种生之又生、生机勃勃

的生命状态ꎬ展示生命的顽强、坚韧、向上ꎮ 如:
“立斋形容消息大ꎬ浓芳不受霜雪埋ꎮ”(«和立斋蜡

梅韵»)“穷冬天地闭ꎬ万物正凋残ꎮ 玉立清梢表ꎬ
天然独耐寒ꎮ”(«题墨梅其四»)“著脚孤高太出

奇ꎬ冯空斜落两三枝ꎮ 大风动地吹崖裂ꎬ正是冰姿

蕴藉时ꎮ”(«题花光梅十首悬崖放下») “一丘一

壑似夷齐ꎬ劲雪繁霜特立时ꎮ 瘦影横斜清峭峭ꎬ世
间几个赴心期ꎮ” («题花光梅十首淡中有味»)
“接得少林枝叶ꎬ满腰风雪馨香ꎮ 一自飘零庾岭ꎬ
花光也解流芳ꎮ”(«和诸庵花光十梅颂其五»)

这几首诗ꎬ诗人都是以冷酷的霜雪严寒作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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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ꎬ如“霜雪埋” “独耐寒” “大风动地吹崖裂” “劲

雪繁霜”“满腰风雪”等ꎬ突出环境的严寒险峻ꎬ而
“不受”“独” “正是冰姿蕴藉时”等字眼突出梅花

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之下ꎬ依然能够顽强地生长ꎬ显
示出梅花生生不已的生命精神ꎬ流露出诗人对生

命的欣喜与钦佩ꎮ
王柏诗歌这种表现生意盎然的世界与顽强的

生命力ꎬ其实是深化了中国哲学生生不息的思想ꎮ
只有具有爱物的态度ꎬ克服人与万物之间分离状

态ꎬ才能谈得上去万物之中寻找生意ꎮ 正如钱钟

书所说:“盖宋儒论道ꎬ最重活泼泼生机ꎬ所谓乾

也ꎬ仁也ꎬ天地之大德曰生也ꎬ皆指此而言ꎮ” [４]２３０

«中庸»谓之:“小德川流ꎬ大德敦化”ꎬ其发育生生ꎬ
如川流不息ꎬ历历分明ꎬ所在皆是ꎻ其德操敦敦其

仁ꎬ宽厚博大ꎬ将生意灌注万物之中ꎬ无所滞碍ꎬ无
声无息ꎬ不恃不居ꎬ天只以仁生物ꎮ[５] 朱熹所谓:
“在天地则穄然生物之意ꎬ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

心ꎮ” [６] 诗人从自身当下活泼的生命现象中ꎬ去体

认“灵光独耀”“心月孤圆”的真性ꎮ 在活泼泼的生

命流动中ꎬ当下解脱ꎬ性起念ꎬ虽即见闻觉知不染

万境而常自在ꎮ 人类及万物生命本质得以充分体

现ꎬ万物之性获得最根本的满足ꎮ
就王柏本人而言ꎬ诗歌中的“生意”表现之所

以能成为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这与当时

整体的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ꎬ宋明新儒学家高度

重视心性修养功夫ꎬ而诗歌中表现生意部分的作

品ꎬ便是这种心性修养的外化体现ꎬ而王柏又是新

儒学家重要的一员ꎬ故而借山水风月表达心中意

趣ꎬ通过体验生命来反观自我ꎬ来领悟万物本体之

外的性理ꎮ
三

王柏诗歌的生意表现在北宋特殊的历史时

期ꎬ绝不是孤立的存在ꎬ很多理学家如朱熹、周敦

颐等亦有表现生意的作品ꎮ 这些表现生意的作品

实际上依赖宋新儒学家高度的心性修养ꎬ而这种

诗歌生意中表现出的自得又与修养功夫的静观密

不可分ꎮ 故诗人这般与物浑然一体的胸怀与鸢飞

鱼跃的活泼生意ꎬ皆源于静观万物而体会自家心

性ꎮ 其巧妙得将诗学与心学融为一体ꎬ道通天地ꎬ
思入风云ꎮ 正如庄子所言:“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

者ꎬ万物之本也ꎮ” [７]４５７这种于静处的情感体验ꎬ在
王柏的诗歌创作中有很多印证ꎬ如“直指生来瘦ꎬ
贞标静里香ꎮ” («新竹次韵») “一区济济虽孤立ꎬ

万物原原得静观ꎮ” («新竹次韵其二») “春来春去

果何心ꎬ静坐焚香细细评ꎮ” («春归») 等等ꎬ都是

于静处涵养精神ꎬ观照万物ꎮ 而这种对宇宙人生

的诗意观照ꎬ于静处获得的自得状态ꎬ在某种程度

上ꎬ其实是对儒学的一种传承ꎮ 如儒家孔子对弟

子曾点“浴乎沂ꎬ风乎舞雩ꎬ咏而归” («论语先进

篇»)的称许ꎬ表明这种悠然自得的人生乐趣ꎬ乃是

儒者的人生理想ꎮ 而这种高洁的儒家理想需要儒

者不断砥砺自我人格修养ꎬ方能体会到内心的充

实与精神的愉悦ꎮ 王柏本身对儒学就有着特殊的

尊崇ꎬ据宋史记载“与其友王开之著«论语通旨»ꎬ
至‘居处恭ꎬ执事敬’ꎬ惕然叹曰:‘长啸非圣门持敬

之道ꎮ’”且其不断的砥砺自我ꎬ据宋史记载“柏质

实坚苦ꎬ有疑必从基质之ꎮ 于«论语» «大学» «中

庸» « 孟 子 » « 通 鉴 纲 目 » 标 注 点 校ꎬ 尤 为 精

密” [８]卷１９７ꎮ 王柏能够静下心来苦读圣贤书ꎬ其过

程本身就是一种涵养功夫ꎮ 又经过历史文化的沉

淀ꎬ灵魂胸襟的洗涤ꎬ久而久之ꎬ自然获得一种闲

适淡泊的心灵状态ꎮ 如:
文字饥难煮ꎬ为农策最良ꎮ
兴来锄晓月ꎬ倦后卧斜阳ꎮ
秋稼连千顷ꎬ春花醉几场ꎮ
任他名利客ꎬ车马闹康庄ꎮ

«野兴»
屋角园虽小ꎬ幽深隔市尘ꎮ
杖藜时自适ꎬ杯酒乐天真ꎮ
松磴规模古ꎬ茅檐日月新ꎮ
闲花三十种ꎬ相对四时春ꎮ

«题适庄茅亭»
跛躄废人事ꎬ来投大士家ꎮ
清谈半窗月ꎬ澹坐一杯茶ꎮ
燕豆来霜果ꎬ鸲瓶浸腊花ꎮ
葭浮才一日ꎬ芳思已无涯ꎮ

«冬至和适庄即事韵»
王柏这份淡泊如水的生活体验ꎬ内心的圆满

自足ꎬ是对人情事理的了悟ꎬ故而家贫亦能自得ꎮ
诚然ꎬ这种纯粹的心性修养功夫ꎬ不足以支撑北宋

理学家获得这种鸢飞鱼跃的活泼生意ꎬ其文化背

景所植根的政治、 经济土壤ꎬ 亦值得我们深深

玩味ꎮ
后周赵匡胤建立宋朝ꎬ结束了五代十国纷乱

割据的局面ꎬ为士农工商奠定了和平稳定的基础ꎮ
据漆侠先生统计:“从宋太祖开宝末年到真宗天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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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年ꎬ历时不过六十年ꎬ垦田从二百九十五顷增至

五百四十二万余顷ꎮ 唐代发展这一步ꎬ大约从唐

太宗贞观年间到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ꎬ约为一百

一十年ꎮ” [９]５８可见北宋农业的发展已然超过盛唐ꎮ
农业、手工业的日趋成熟ꎬ推动了商业的繁荣ꎬ商
业年税骤增ꎬ使得北宋财政收入超过雄汉盛唐ꎮ
澶渊之盟后ꎬ北宋常年无战事ꎬ文恬武嬉ꎬ为理学

家研究创作营造了良好的局面ꎮ 再加“佑文抑武”
的基本国策ꎬ给予文人最高的重视ꎮ 据范文澜先

生所述ꎬ“唐代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ꎮ 宋分

进士为三等ꎬ一等称进士及第ꎬ二等称进士出身ꎬ
三等赐同进士出身ꎬ录取总数通常为七八百人(应

试通常一万以上至两万人)” [１０]３９２ꎬ这个数额历史

上空前绝后ꎮ 且其俸禄优渥ꎬ即使遭贬ꎬ亦可领

取ꎬ退休后减半ꎮ 其居庙堂抑或江湖都有保障ꎬ使
得其怡然自得的心境有了物质保障ꎮ

因此ꎬ王柏诗歌中的生意表现ꎬ不唯有恬然自

处的心性修养ꎬ亦必有繁荣和平的社会背景ꎬ两者

相互作用ꎬ方使其能够轻松自在地享受自然之趣ꎬ
获得心灵上的鸢飞鱼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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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翻译理论下«销售员之死»翻译研究

刘　 伟

(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ꎬ 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３６)

　 　 [摘　 要] 　 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源语与目的语两种语言、文化、生活习惯ꎬ不同的学者具有不同的侧重点ꎬ
从而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ꎮ «销售员之死»是相对早的一批传入中国的话剧ꎬ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ꎬ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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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国的戏剧不同ꎬ话剧以对话为主ꎬ是西方

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ꎮ 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ꎬ
话剧翻译逐渐得到重视ꎮ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码

转换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包括文本语言特

点、目的语文化、作者目的等众多因素ꎮ 而话剧除

却是文学作品之外ꎬ还是舞台表演的蓝本ꎬ双重身

份使得话剧翻译更具挑战性[１] ꎮ «销售员之死»最

早为姚克、英若诚先生翻译并且作为话剧表演ꎬ影
响深远ꎮ 之后陆续有姚克、思果等学者翻译ꎬ与以

往研究不同ꎬ本文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ꎬ对
比研究«销售员之死»的两本译文翻译方法ꎬ以期

为剧本翻译提供新的角度ꎬ改变以往静态翻译的

桎梏ꎬ动态的解析翻译的过程以及译者的翻译策

略与选择译文的目的性ꎮ

一、功能翻译理论

美国著名翻译学家尤金奈达在信息对等基

础上ꎬ提出了“功能对等”的理论ꎮ 他认为ꎬ译文不

仅仅要包括原文的信息点ꎬ还要在形式、风格、修
辞ꎬ特别是功能上对等ꎮ 奈达的理论为以后的功

能翻译理论奠定了基础ꎬ对国内的翻译影响巨大ꎮ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ꎬ翻译不再是仅仅关注于文本

的静态的活动ꎬ而是转向文化交流与语言功能ꎬ从

而翻译活动转变为跨文化的交流活动[２] 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德国著名学者赖斯提出了

“翻译行为是为了所要达到的目的”的观点ꎬ以此

做翻译批评的标准ꎬ这是功能翻译理论的雏形ꎮ
而且根据布勒的三种语言功能分类ꎬ赖斯将文本

分为三种ꎬ包括信息类型、表情类型以及操作类

型ꎮ 根据不同的文本要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ꎬ在
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要考虑到原文与译文的关

系[３] 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赖斯的学生维米尔继承并

发展了功能理论ꎬ并提出翻译目的论ꎬ认为不同类

型译本应该有不同的翻译策略ꎬ而翻译策略是由

译文的目的与功能决定的ꎮ 这是德国功能翻译理

论的根本理论ꎮ 功翻译理论强调翻译不仅仅是一

种静态的信息对等活动ꎬ而是一种功能引导性活

动ꎮ 另外ꎬ维米尔提出在翻译活动中ꎬ译者应该遵

守忠实准则和连贯准则[４] ꎮ 因此ꎬ目的原则、忠实

原则、连贯原则合称为功能翻译的三大原则ꎬ而且

维米尔将目的原则放在首位ꎮ 目的原则指的是译

本可以根据不同目的、不同要求而翻译不同ꎮ 需

要强调的是ꎬ译者所需要遵守的不是原文与原文

文化要求ꎬ而是在目的语环境下ꎬ所要达到的功能

与翻译要求ꎮ 也就是说ꎬ译者要充分考虑受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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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ꎬ受众是接受了特定文化与社会常识的群体ꎬ
而翻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受众的期待与需求[５] ꎮ
忠实原则是指要忠于原文的信息ꎬ它反映了原文

与译文之间的关系ꎬ译者不能肆意创作ꎬ使得译文

偏离原文ꎻ连贯原则又称为“语内连贯”ꎬ指的是文

本能否被读者理解接受ꎬ而且是否在目的语的文

化中有意义[６] ꎮ
２０ 世纪九十年代ꎬ德国著名学者诺德补充细

化了功能翻译理论ꎬ提出了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

翻译两种功能模式ꎮ 而本文中的话剧«销售员之

死»就属于典型的文献型翻译[７] ꎮ 也就是受众能

够在明白这是译文的基础上通过阅读译文了解原

文表达的主题与思想ꎬ以此探索译者如何利用一

系列翻译策略才能使得受众得到同样的情感感

受ꎬ达到与原文同样的功能效果[８] ꎮ
总结以上观点ꎬ在翻译过程中ꎬ要注意根据目

的语的语言环境与文化环境ꎬ有针对性地进行翻

译[９] ꎮ 另外ꎬ功能翻译理论ꎬ强调语言的功能ꎬ语
言是传播信息的工具ꎬ根据不同的要求对不同的

文本翻译ꎬ能够使得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下的受众

对文本内容有充分了解ꎮ 同时也强调了译者的主

体地位ꎬ译者不仅仅要把握翻译的方式ꎬ译者在进

行翻译活动时ꎬ要注意源语与目的语的共性与差

别ꎬ分析译本与原文本的关系ꎬ了解受众的情况与

特点ꎬ结合文本翻译的实际情况与具体功能ꎬ进行

策略选择[１０] ꎮ

二、«销售员之死»简介

«销售员之死»是由美国著名作家阿瑟米勒

所著ꎬ１９４９ 年发表ꎬ他曾凭该剧获得普利策奖ꎬ获
得国际盛誉ꎮ 这是一部揭露美国梦的戏剧ꎬ戳破

了人人都能够实现美国梦的幻境ꎮ 该话剧讲述了

一位老销售员威利洛曼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ꎬ
希望自己能够通过销售扬名立万ꎬ每天活在自吹

自擂、盲目吹嘘之中ꎮ 因为威利已经年纪渐老ꎬ希
望坐办公室ꎬ但是遭到上司拒绝并且被辞退ꎮ 他

在生气不甘之余开始抱怨儿子们不务正业ꎬ而儿

子们也纷纷反驳ꎮ 工作了三十四年之后ꎬ威利的

梦想破灭了ꎬ夜里开车外出坠毁身亡ꎬ为家人挣得

人寿保险费ꎮ
这部剧在百老汇上演过 ７４２ 场ꎬ深受观众喜

爱ꎬ受到许多嘉奖ꎮ 一部分人从政治、经济角度评

论这部作品ꎬ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批评了美国的

商业竞争制度ꎬ是美国精神大厦的定时炸弹ꎮ 但

是当时也受到一些攻击ꎬ一部分人认为这部作品

只不过是描写了一个小人物的失败而已ꎬ虽然有

批评美国商业的企图ꎬ但是不够分量ꎮ «工人日

报»认为它只是内容颓废的一部戏ꎮ 而美国的某

推销员协会认为阿瑟弥勒是他们的守护神ꎬ但
是许多推销员商会认为正是由于这一戏剧ꎬ使得

推销员招收活动变得艰难ꎮ 而好莱坞曾经将其拍

成一部电影ꎬ但是在影片之前加了一部纪录片ꎬ说
明推销员工作是稳定而又有保障的ꎬ而电影中只

是一种特例ꎮ
作者在采访中曾说此剧的写作目的只是维护

个人尊严ꎬ本剧是一个人在世俗世界中生存的景

象ꎬ是一群克服失败的恐惧、前途无量的人物的盘

踞地ꎮ 作者个人想探索的是通过这部喜剧反映个

人的梦想与现实、梦想与家庭的关系ꎬ反映出真实

的社会内容ꎬ反映出在现代社会中各种互相矛盾

的交织现象ꎮ
而中国有关于«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文主要

有两版ꎬ一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英若诚所翻译

的版本英若诚先生在 １９８３ 将«推销员之死»译为

中文并将其搬上舞台ꎮ 另一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

公司出版姚克翻译的版本ꎬ１９７１ 年香港今日世界

出版社出版ꎮ

三、功能翻译理论下«销售员之死»翻译

翻译是文化传播与转换的一种重要手段ꎬ而
语言是文化传播与转换的重要载体ꎬ能够传播信

息、传递感情ꎬ具有重要功能ꎮ 译者在翻译的时候

兼顾形式与内容ꎮ 有关于«销售员之死»的译文ꎬ
英若诚与姚克做出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选择ꎬ体现

了译者的语言功底ꎬ为了适应受众的审美ꎬ帮助他

们理解文章ꎬ译者适当地加入了汉语言文化ꎬ运用

了诸如意译法、省译法、增译法等翻译手法[１１] ꎮ

１.意译法

意译法ꎬ与直译法相对ꎬ指的是译者在翻译活

动中不一字一句地翻译文本ꎬ而是对原文本的信

息进行总汇与区分ꎬ然后总结重点信息与次要信

息ꎬ依次翻译ꎮ 翻译活动中ꎬ译者会根据原文的大

意ꎬ修缮词汇ꎬ重新排列句法ꎬ从而使得读者能够

获得重要信息ꎬ并且理顺原文的概要[１２] ꎮ
(１)词汇层面

对于«销售员之死»这部戏剧的翻译ꎬ姚克和

—２６—



英若诚(以下简称姚译和英译)都在不同程度上采

用了意译法ꎬ下面列出词汇层面的表现ꎮ
例 １:
原文:Ａｓ ｍｏｒｅ ｌｉｇｈ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ꎬｗｅ ｓｅｅ ａ ｓｏｌｉｄ ｖａｕｌｔ

ｏｆ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ｈｏｕｓ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ａ ｄｒｅａｍ ｒｉ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

姚译:舞台的灯光渐明像铜墙铁壁似的

围绕着这弱小单薄的人家  出自太虚幻境

的梦ꎮ
英译:灯光再亮一些以后这小小的、脆弱

的房子被包围在周围坚实的公寓大楼之中从

现实中升华起来的一场梦ꎮ
例 １ 中有“ｍｏｒｅ ｌｉｇｈｔ”一词的翻译ꎬ本来是“更

多的灯光出现”的含义ꎬ姚克先生译为“渐明”ꎬ在
原文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理解进行了意译ꎬ进行了

二次创作ꎬ效果很好ꎮ 而同样ꎬ英若诚先生也进行

了改写ꎮ 同理ꎬ姚克先生将“ｓｏｌｉｄ ｖａｕｌｔ”翻译为“铜

墙铁壁”ꎬ也是融入了汉语特色文化ꎮ 但是其中“ａ
ｄｒｅａｍ ｒｉ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译为“太虚幻境的梦”中

“太虚幻境”太具有文学性ꎬ文人墨客很了解ꎬ但是

一些老百姓可能不太清楚其含义ꎬ具有一定的狭

隘性ꎬ不能满足让受众理解的翻译功能ꎮ 因而可

能相对而言ꎬ英译更恰当一些ꎮ
例 ２:
原文:Ｌｉｎｄａꎬｂｕｔ ｙｏｕ ｄｉｄｎ’ｔ ｒｅｓｔ ｙｏｕｒ ｍｉｎｄ.Ｙｏｕｒ

ｍｉｎｄ ｉｓ ｏｖｅｒａｃｔｉｖ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ｉｓ ｗ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ｓꎬ
ｄｅａｒ.

姚译:可是你脑筋没休息过ꎮ 你的脑筋用过

头了ꎬ脑筋是命根儿ꎬ亲爱的ꎮ
英译:可是你脑子没得到休息ꎮ 你用脑过度ꎬ

亲爱的ꎬ要紧的是脑子ꎮ
例 ２ 是典型的意译ꎬ为了达到强调“脑子”的

功能ꎬ两位译者都将“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ｉｓ ｗ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ｓ”翻译

为具有中文特色的译文ꎮ “命根儿”是典型的北京

话ꎬ正如思果所评价ꎬ这是一般学者做不到的ꎬ值
得翻译人员学习ꎮ “要紧的”也是比较符合受众的

语言环境的译文ꎮ
(２)句法层面

在«销售员之死»中ꎬ姚克和英若诚先生采用

的意译法同样体现在句法层面ꎬ在翻译中译者经

常会打乱句子顺序ꎬ按照目的语习惯进行翻译ꎮ[１４]

例 ３:
原文:Ｍｏｓｔ ｏｆ ｊｏｖｉａｌꎬ ｓｈｅ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 ｉｒ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Ｗｉｌｌｙ’ 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ｌｏｖｅｓ ｈｉｍꎬ ｓｈｅ ａｄｍｉｒｅｓ ｈｉｍ.

姚译:她经常是有说有笑的她可养成了

铁一般的‘逆来顺受’的脾气ꎮ 她不单只爱他ꎬ简
直敬仰他ꎮ

英译:她通常是个乐呵呵的人ꎬ但多年来已经

形成克制自己的习惯ꎬ决不允许自己对威利的表

现有任何不满ꎮ
姚译为了体现汉语的语言特色ꎬ “ ｍｏｓｔ ｏｆ

ｊｏｖｉａｌ”与前面介绍林达行为的句子合在了一起ꎬ将
相 似 功 能 的 意 群 一 起 翻 译ꎮ 而 且ꎬ “ ｉｒ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在两个翻译文本中都译为了语句ꎮ 但

是姚译中“铁一般的‘逆来顺受’的脾气”译得有点

夸张ꎬ加重了林达的心理感受ꎬ与原文不太符合ꎮ
相对而言ꎬ英译比较贴切ꎮ

例 ４:
原文:Ｔｈｅｙ ｄｏｎ’ ｔ ｎｅｅｄ ｍｅ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 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ａｎ.Ｉ’ｍ ｖｉｔａｌ ｉｎ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ｉｓｈ.
姚译:我到纽约去ꎬ对他们没用处ꎮ 我是跑新

英格兰的ꎮ 在新英格兰我可吃得开ꎮ
英译:纽约用不上我ꎮ 我熟悉的是新英格兰ꎬ

新英格兰这边离不开我ꎮ
这一句两位译者都将“ Ｉ’ 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ｇ

ｍａｎ”进行了加工处理ꎮ 译者并没有按照原有的语

序排列此句的翻译“我是一个新西兰人”ꎬ而是根

据上下文ꎬ并且强调威利在公司的地位ꎬ为下文做

铺垫ꎮ 而之后的“吃得开”也颇具汉语特色ꎬ能够

被读者接受ꎮ

２.省译法

省译法ꎬ顾名思义ꎬ是译者联系原文以及目的

语的语言习惯、思想主题、思维习惯而选择删除一

些目的语受众难以理解的、不能接受的或者不必

要的部分ꎮ 因为英语中有其独特的语言特点ꎬ所
以有许多表达与汉语有冲突ꎬ因而需要译者自己

把控、选择、筛选ꎮ
(１)省略词汇

英汉思维不同ꎬ所以语言的用法也有所不同ꎮ
而省译法最常用的是省略词汇ꎮ

例 ５:
原文:Ｔｈａｔ ｍａｎ ｗａｓ ａ ｐｒｉｎｃｅꎬ ｈｅ ｗａｓ ａ ｍａｓ￣

ｔｅｒｆｕｌ ｍａｎ. Ｂｕｔ ｔｈａｔ ｂｏｙ ｏｆ ｈｉｓꎬ ｔｈａｔ Ｈｏｗａｒｄꎬ ｈｅ
ｄｏｎ’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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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译:他真是个好东家ꎬ大老板偏不

赏识我ꎮ
英译:那个人真是好样的ꎬ有肩膀这

小子不知好歹ꎮ
在这句中ꎬ“ｈｅ ｗａｓ ａ ｍａｓｔｅｒｆｕｌ ｍａｎ”与前面的

“Ｔｈａｔ ｍａｎ ｗａｓ ａ ｐｒｉｎｃｅ”中重复了主语ꎬ所以之后

姚克和英若诚先生就省略了主语ꎬ直接说“大老

板”或者“有肩膀”ꎮ 这是充分考虑了汉语是动态

性的语言ꎬ不经常使用代词ꎬ多使用动词ꎬ而英语

是静态的语言ꎬ多用名词、代词ꎬ少用动词ꎬ所以译

者有了上述改动ꎮ 但是“有肩膀” 这一说法不常

见ꎬ改为“有担当”可能更恰当ꎮ 在“Ｂｕｔ ｔｈａｔ ｂｏｙ ｏｆ
ｈｉｓꎬ ｔｈａｔ Ｈｏｗａｒｄꎬ ｈｅ ｄｏｎ’ 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的翻译中ꎬ
ｔｈａｔ ｂｏｙ ｏｆ ｈｉｓ 与之后的 ｈｅ 重复了ꎬ所以姚克先生

的翻译省略了主语ꎮ 无独有偶ꎬ在另一句翻译中ꎬ
“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ａｔ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ｗａｔｃｈ
ｆｏｂ? Ｄｉｄｎ’ｔ ｈｅ ｇｉｖｅ ｍｅ ａ ｗａｔｃｈ ｆｏｂ ｗｉｔｈ ａ ｄｉａ￣

ｍｏｎｄ ｉｎ ｉｔ?” 姚克翻译为了“那个表坠子哪儿去

了? 他不是送我一个表坠子吗? 上面有一粒

金刚钻儿的?”其中ꎬ第一个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ｗａｔｃｈ ｆｏｂꎬ姚
克先生只翻译为了“表坠子”ꎬ没有把钻石翻译出

来ꎬ因为之后也有重复的表达ꎬ译者选择在后面翻

译ꎬ能够表达得更清晰一些ꎮ
(２)省略语句

在«销售员之死»中ꎬ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的

时候也存在省略语句的现象ꎮ
例 ６:
原文:Ｙｏｕ ｄｉｄｎ’ｔ ｓｍａｓｈ ｔｈｅ ｃａｒꎬ ｄｉｄ ｙｏｕ?
姚译:你是不是把车给砸了?
英译:你不是把车撞坏了吧?
这是一个反义疑问句ꎬ按照英语规律应该翻

译为“你没有把车撞坏吧ꎬ是吗?”但是这不符合汉

语的习惯ꎬ在汉语中是直接提出疑问ꎬ或者在译文

之后再有问句表示强调ꎬ例如:你把车撞坏了吗?
不会吧? 在上述两种译文中ꎬ同时省略了 “ ｄｉｄ
ｙｏｕ”这一短句的翻译ꎮ 姚译充分考虑到林达的性

格特点:温柔体贴ꎬ深爱丈夫ꎬ所以将责问处理得

比较委婉ꎬ用“是不是”ꎬ而英译偏向于质问与责

怪ꎬ也是考虑到家庭情况(林达之后再补袜子ꎬ说
明经济困难)ꎬ车子撞坏是一笔不小的开销ꎬ两种

译文都很合理ꎬ也都考虑到原文的情境与人物

特点ꎮ

３.增译法

增译法是与省译法相对的一种翻译方法ꎮ 译

者根据自己的理解ꎬ充分对比英汉两种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生活习惯ꎬ有选择性地添加一些词汇、
语句ꎬ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翻译出原文的精髓ꎬ并
且符合受众的审美ꎬ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ꎮ

(１)增加词汇

翻译中最常用的增译法是恰当的增加词汇ꎬ
使得译文能够更好地融入文本中ꎬ起到衔接上下

文、表达隐含义等作用ꎮ
例 ７:
原文: ( ｗｉｔｈ ｗｏｎｄｅｒ) Ｉ ｗａ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ꎬ ｙｏｕ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Ｉ ｗａｓ ｆｉｎｅ.
姚译:(暗暗惊奇地)我一路开着车ꎬ你明白?

我精神非常好ꎮ
英译:(纳闷地)我开着车往前走ꎬ你明白吗?

我精神好得很
这是威利向妻子解释自己的精神状态很好ꎬ

但是不知道开着车却往路边上去ꎮ 所以ꎬ在译文

中ꎬ姚克为了达到显示威利的不解困惑的功能ꎬ增
加了“暗暗”一词ꎬ将威利对于自己状态的不解表

现得淋漓尽致ꎬ也吸引读者往下阅读、解开谜底ꎮ
英若诚用“纳闷” 一词也表达出了威利的怀疑与

不解ꎮ
(２)增加语句

同样ꎬ增译法也包括增加语句ꎬ将原文作者隐

藏的信息披露出来ꎬ或者将必要的文外信息给出ꎬ
以便于读者的理解ꎮ

例 ８:
Ｙｏｕ ｃａｎ ｉｍａｇｉｎｅꎬ ｍｅ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ｓｃｅｎｅｒｙꎬ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ｅｖｅｒｙ ｗｅｅｋ ｏｆ ｍｙ ｌｉｆｅ.
姚译:你作摩作摩———我在看风景———跑了

一辈子码头ꎬ没有一星期不在公路上的ꎬ我还希罕

风景么?
英译:你想想看ꎬ我一辈子天天在公路上开

车ꎬ我还看风景ꎮ
这个例子是威利向其妻林达说明自己不正常

的情况ꎮ 在姚译和英译版本中可以明显看出两位

作者加了最后一句“我还稀罕风景么? / 我还看风

景”ꎬ以此联系上下文ꎮ 因为姚克先生翻译«销售

员之死»是在 ２０ 世纪七十年代ꎬ当时的语言环境

还没有完全白话文ꎬ所以会有“希罕”这种现代文

中很少出现的词汇ꎮ “作摩”也是同理ꎮ 而当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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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决定了不会出现“开车”这种词汇ꎬ人们更常见

的是“跑码头”这种形式ꎮ 到了英若诚先生就转变

为“开车”ꎬ这是译者根据现状而做出的翻译选择ꎬ
为了迎合受众生活的社会环境与语言习惯ꎮ

例 ９:
原文: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ｏｓｅ ｔｗｏ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ｅｌｍ ｔｒｅｅｓ

ｏ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ｈｅｎ Ｉ ａｎｄ Ｂｉｆｆ ｈｕｎｇ ｔｈｅ ｓｗ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姚译:那边儿两棵挺好看的榆树ꎬ我跟弼甫那

时候挂了一张绳床ꎬ你还记得吗?
英译:还记得那边那两棵漂亮的榆树吗? 我

跟比夫还在树上安了个吊床ꎮ
原文中威利说的是两个问句ꎬ但是英译汉中

要根据含义来安排语句ꎬ姚译就是先陈述事实ꎬ然
后再增句反问“你还记得吗”ꎮ 同理ꎬ英译中也是

将第二句译为了陈述句ꎮ
４.类比法

跨文化翻译中ꎬ译者需要充分了解原文的含

义与语言功能ꎬ然后进行语言加工以及推理ꎬ以此

将源语与目的语联系在一起ꎬ在译文中表现出原

作者的文化交流功能与意图ꎮ 类比是一种很好的

连接手段ꎮ
例 １０:
原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ｅｎ ｊｕｓｔ ｇｅｔ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ｔｉｌｌ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ｌｉｆｅ...( Ｈｅ ｓｔａｒ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ｄｒｏｏｍ ｄｏｏｒｗａｙ) Ｉ’ ｌｌ ｐｕｔ
ｍｙ ｍｏｎｅｙ ｏｎ Ｂｉｆｆ.

姚译:有的人要到下半世才走上正路ꎮ 
(他向卧室门走去)我可以在弼甫身上压一宝ꎮ

英译:有些人就是大器晚成嘛ꎮ (朝卧室

的门走去)比夫准行ꎬ我信得过他ꎮ
在本句中ꎬ“ｇｅｔ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ｔｉｌｌ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ｌｉｆｅ”译为“大

器晚成”比“下半世才走上正路”更加恰当ꎬ因为原

文中表明的并不是比夫走上了歪路ꎬ而是没有成

才ꎮ 而“大器晚成”正是指有的人成名比较晚ꎬ这
也是英若诚先生通过对原文的了解ꎬ然后联系汉

语用法做出的译文选择ꎮ 之后的“ｐｕｔ ｍｙ ｍｏｎｅｙ ｏｎ
Ｂｉｆｆ”翻译为“压一宝”也是汉语独特用法ꎬ英语中

并没有对应的表达ꎬ类比性的翻译策略能够使得

受众更好地了解原文含义ꎮ 英若诚先生翻译的也

是意译手法ꎬ并没有将“ｍｏｎｅｙ”的含义翻译出来ꎬ
而是译为整合之后的含义“信得过他”ꎮ

四、结语

«销售员之死»是最早一批传入中国的西方戏

剧之一ꎬ英译汉的文本不在少数ꎮ 在戏剧翻译中ꎬ
功能翻译理论在译者翻译活动中起到指导作用ꎮ
译者不仅仅要考虑源语言的使用习惯、文化特点ꎬ
还要顾虑到目的语读者的社会习俗、思维习惯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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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小说阅读对«诺桑觉寺»中人物智识的影响

蒋 惠 珍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ꎬ 江苏常州　 ２１３１６４)

　 　 [摘　 要] 　 简奥斯丁的«诺桑觉寺»中的人物热衷于阅读哥特小说ꎬ女主角凯瑟琳更是将其视为教科书式

的生活指南ꎮ 哥特小说阅读在凯瑟琳从少女成长为成熟女性的过程中构建起其意识形态、爱情观、性意识及其他

层次的心理结构ꎻ她基于哥特小说的智识养成与现实世界的真相不断地矛盾撕扯的ꎬ完成了其经由形式到内容的

复杂透视和深化过程的智识重构ꎮ
[关键词] 　 哥特小说ꎻ　 诺桑觉寺ꎻ　 心理内在ꎻ　 智识

[中图分类号] 　 Ｉ１０６.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６６－０５

一、前言

哥特小说(Ｇｏｔｈｉｃ Ｎｏｖｅｌ)始于 １８ 世纪中后期

的英国ꎬ属于浪漫主义文学ꎮ 如果说浪漫主义从

正面积极地布道价值观及道德观ꎬ那么哥特小说

中的暴力谋杀、阴谋、继承权的争夺等主题挑战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ꎬ以渲染暴力和惊

悚来探讨人性及宗教、道德方面的邪恶和黑暗[１] ꎮ
它常通过对荒谬模仿和滑稽讽刺ꎬ把传统小说里

的主要元素如古堡、修道院、废墟、荒野、暴力、邪
恶、凶杀等嫁接到当代英国社会场景以营造一种

神秘、恐怖、荒诞的气氛ꎬ使读者产生一种强烈的

时空错位感[２] ꎮ 它主要通过揭示社会、政治、教会

和道德上的邪恶ꎬ揭示人性的阴暗面ꎬ反映资本主

义形成时期的复杂现实ꎬ含有对社会批判的成分ꎮ
哥特小说以贺拉斯博沃尔写于 １７６４ 年的«奥特

朗托堡»(Ｃａｓｔｌｅ ｏｆ Ｏｔｒａｎｔｏ)为起源ꎬ其他代表作如

安妮拉德克利夫写于 １７９４ 年的«尤多而弗的奥

秘» (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Ｕｄｏｌｐｈｏ)ꎮ 写于 １８１８ 年的

«诺桑觉寺»(Ｎｏｒｔｈａｎｇｅｒ Ａｂｂｅｙ)是简奥斯丁第一

部售出的长篇小说ꎬ其蕴含的才华、复杂性与广度

都表明这是她这个时期的佳作ꎮ 同奥斯丁的其他

小说“女大当嫁”的情节相似ꎬ«诺桑觉寺»中牧师

的女儿凯瑟琳莫兰去外地寻求姻缘ꎬ随乡绅艾

伦夫妇赴巴斯结识了青年亨利蒂尔尼并互生情

愫ꎻ亨利的父亲邀请凯瑟琳去诺桑觉寺家中做客ꎮ
由于热衷阅读哥特小说ꎬ凯瑟琳认为诺桑觉寺如

她阅读的哥特小说的古堡般充满可怖事件ꎻ几经

“历险”后发现现实中的诺桑觉寺并不是她想象中

的哥特古堡ꎮ 在听信莫兰家贫的谣言后ꎬ亨利的

父亲赶走了凯瑟琳ꎮ 亨利和凯瑟琳两人情比金

坚ꎬ几经波折后喜结连理ꎮ 学界普遍认为«诺桑觉

寺»是对哥特小说的戏仿ꎬ孙致礼教授认为奥斯丁

的写作意图是讽刺哥特小说ꎬ有意将哥特小说与

生活中的事实两相对照ꎬ借以讽刺前者之脱离现

实[３] ꎻＲｏｂｅｒｔ Ｋｉｅｌｙ 也在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Ｎｏｖｅｌ ｉｎ Ｅｎｇ￣
ｌａｎｄ (１９７３)明确指出«诺桑觉寺»是对哥特小说的

戏仿ꎮ 而评论家 Ｍａｒｇｏｔ Ｂｅａｒｄ(１９９８)指出ꎬ奥斯丁

所关注和展示的是对哥特小说的错误阅读方式ꎬ
而非对哥特小说本身的否定ꎻ奥斯丁评论家 Ａｌａｎ
Ｄ. Ｍｃｋｉｌｌｏｐ 在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ａｎｇｅｒ Ａｂｂｅｙ
也认为这仅仅出于塑造人物的需要ꎬ并非对其贬

低ꎮ 哥特小说中被浪漫化了的社会现实打破维多

利亚时代的繁复社会俗礼ꎬ用惊悚的内容反映社

会禁忌ꎬ开拓了在思想上和言行举止上被宗教及

社会礼数禁锢的女性的视野ꎬ提升其性意识及其

他自我意识ꎬ以避免其招致如他们阅读的哥特小

说中的人物般人性堕落、经历罪恶及恐怖ꎮ

—６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 蒋惠珍ꎬ女ꎬ江苏金坛人ꎬ常州大学怀德学院讲师ꎮ



二、哥特传奇的启智:哥特小说阅读影

响受众的意识形态
浪漫主义时代的英国社会本身被视为如乌云

般抑制民众行为及造成其无知的邪恶力量ꎬ大众

大多愚蠢、贪婪且空虚ꎮ 随着 １８ 世纪末期小说的

大量印刷和普及、流动图书馆(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的盛行ꎬ感伤小说和哥特传奇风靡英国ꎮ 哥特小

说阅读常使惊惧的读者夜间警醒ꎬ大多数读者大

概会如同凯瑟琳一般既兴奋又惊怕地想知道黑色

面纱之后隐藏的未知物: “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呢? ———不要告诉我———我不想别人告诉我ꎮ 我

知道那一定是具骷髅ꎮ” [４]２９ 正是这样惊悚的阅读

体验使得读者欲罢不能ꎬ使得哥特小说成为浪漫

主义文学必要的一个分支ꎮ 当时最著名的哥特小

说家非安妮拉德克利夫莫属ꎬ在她的«尤多而弗

的奥秘»中ꎬ女主角在邪恶的监护人的掌控之下历

经可怖经历ꎬ最终得以与理智的男主角成婚ꎮ 虽

然哥特小说的套路在 １９ 世纪初期仍然流行ꎬ但已

然发生了巨大创新ꎮ 哥特恶棍可能是«简爱»里

罗切斯特先生或是«呼啸山庄»里的希斯克里夫ꎻ
早先哥特小说里常见的“深陷古堡” “鬼魂” “流血

的修女”等意象在后来的哥特小说中被其他非理

智的感情和暗黑幻想的场景所替代ꎮ
凯瑟琳最初被描绘成一位在牧师家度过了童

年的少女ꎬ几乎是在小说的最后阶段才成熟起来ꎮ
奥斯丁特意描写了凯瑟琳的阅读情况ꎬ在她阅读

的萌芽期很典型的小说及其他如严肃的非虚构类

书籍、旅游指导ꎬ甚至是报纸ꎻ说明凯瑟琳阅读过

诸多书籍和故事ꎬ并不是无知无识的乡村少女ꎮ
奥斯丁将凯瑟琳的故事设定在哥特小说盛行的时

代ꎬ指涉她的女主角缺乏严密的宗教信仰和社会

经验ꎬ缺乏能真正给予她炙热虔诚的心灵提供智

识指导的导师ꎬ以致她的诸多行为实际上是年轻

而正直的精神在不完美的社会条件下挣扎的结

果ꎻ她煞费苦心地将凯瑟琳的人物形象设定成“心

肠热切ꎬ心情愉悦直爽ꎬ没有丝毫的自负和造作ꎻ
她很讨人喜欢ꎬ气色好的时候还挺妩媚———和一

般的十七岁姑娘一样ꎬ她的头脑也是那么蒙昧无

知” [４]９ꎮ 凯瑟琳在家时读蒲柏、格雷、汤姆生、莎士

比亚ꎬ“但凡做女主角的ꎬ有些书是势必要读的ꎬ记
住内中的锦言ꎬ借以应付瞬息多变的人生ꎬ或者用

来聊以自慰[４]６ꎮ”在巴斯时ꎬ凯瑟琳沉迷于拉德克

利夫夫人的哥特小说«尤多而弗的奥秘»ꎬ她的朋

友伊莎贝拉更是极力向她推荐«意大利人» «乌尔

芬巴赫城堡» «克莱蒙» «神秘的警告» «黑树林的

巫师»«夜半钟声» «莱茵河的孤儿»以及«恐怖的

奥秘» 等哥特小说ꎮ 凯瑟琳天性热烈ꎬ但知识浅

薄ꎬ她又把这些知识统统变成了原则ꎬ她的行动也

以这些模式为依据ꎻ她的情绪又极易激动ꎬ以致在

她的眼里ꎬ抽象的事物也带上了欢乐或痛苦的色

彩ꎮ 如其他读者一样ꎬ凯瑟琳将自己的希冀、期

盼、负疚、快乐带进小说阅读ꎬ并将小说中对人际

关系的独特理解为指引ꎬ重新构建自己的思想和

观念ꎻ小说家站在人生的场景面前ꎬ利用自己不同

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ꎬ引起他

们的好奇ꎬ扩展他们的生活ꎬ是作家对读者生活经

验的延伸和扩展ꎮ 在一个特定的时刻ꎬ小说给我

们提供另外一个世界ꎬ另外一种意识ꎬ帮助我们进

入一种间歇ꎬ获得另外一种现实ꎮ[５]３２１小说阅读在

当时无疑是对正统严肃文学的挑战ꎬ更何况是哥

特小说这一浪漫文学的奇葩ꎻ它叫人惊喜交加ꎬ如
黑洞般吞噬着读者ꎬ尤其是普遍缺乏理性思维的

大众以及相对感性的女性ꎮ
«诺桑觉寺»讲述的并不是年轻女子迷恋哥特

小说的故事ꎬ而是关于怎样把自己打造为女主人

公的故事:从十五到十七岁ꎬ她在培养自己做女主

角了ꎮ 她以为自己是哥特小说中的女主角ꎬ后来她

又觉得自己是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ꎬ而实际上ꎬ她
一直游荡在文学作品的迷宫中而已 ꎮ[６]５４凯瑟琳一

有机会便“带着惊恐不安的心情ꎬ张开想象的翅

膀ꎬ尽情欣赏她的«尤多而佛»”ꎬ把“一切人间琐事

统统抛在一边” [４]６０ꎮ 哥特小说中的古堡和寺庙成

了她梦幻中最有魅力的东西ꎻ当亨利的父亲邀请

她去诺桑觉寺做客时ꎬ凯瑟琳兴奋不已ꎬ“每天要

接触潮湿的长廊、狭小的密室、倾圮的小教堂ꎬ她
还情不自禁地希望听到一些沿袭已久的传说ꎬ见
到一些关于虐待一位不幸修女的可怕记录ꎮ” [４]１３７

她以哥特小说作为生活的指南和教科书ꎬ不仅看

到了哥特小说离奇或者怪诞背后的趣味ꎬ而且把

它看作是日常生活本身的存在ꎬ而不是虚幻或者

遥远的东西ꎮ 她的这种具有穿透力的想象力使凯

瑟琳这样几乎足不出户的小姐得以了解人性最阴

暗神秘的角落ꎬ并把它们当作是自己的精神资源ꎮ
她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总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意识和

思想在涌动ꎬ这种意识把她从或无聊或无望的生

活深渊里拯救出来ꎬ获得精神上的释放和洒脱ꎮ
三、智识的吸血鬼:哥特小说阅读对凯

瑟琳的碍滞
凯瑟琳阅读初期的读本无可指摘ꎬ用那些“势

必要读”的书来武装自己的头脑ꎻ然而在巴斯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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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迷恋哥特小说ꎮ 作为一位热心老练的读者ꎬ她
扮演的是一个典型的、单纯的读者ꎬ一个滑稽的模

仿者ꎮ 凯瑟琳这样的读者无法成为积极的逃避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ｓｃａｐｅｒ)ꎬ她在哥特小说中获得的为人处

世的“理性”和“规则”将她推离智性和理性ꎬ深陷

哥特虚幻的泥淖ꎮ 众所周知ꎬ奥斯丁热衷于描述

的不是理想的婚姻ꎬ而是故事中那些有缺陷的人

物ꎬ揭示他们在走向婚姻的过程中如何加深对自

己的了解ꎬ并最终获得虽非十全十美ꎬ但适合自己

的良好婚姻 ꎮ[６]５２

当凯瑟琳受邀前往诺桑觉寺时欣喜若狂ꎬ觉
得终于可以去“哥特古堡”历历风险ꎻ在前往诺桑

觉寺途中ꎬ她在亨利面前高谈阔论自己对哥特小

说的狂热ꎮ 凯瑟琳的想象力在哥特小说的滋养下

漫无边际、虚无缥缈ꎻ她坚信自己基于哥特小说的

认知能力和世界观ꎮ 深知凯瑟琳被哥特小说洗

脑ꎬ亨利没有直言揭穿其肤浅的幻想ꎬ而是戏谑地

预言她即将在诺桑觉寺“经历恐怖”ꎮ 抵达诺桑觉

寺后ꎬ凯瑟琳曾一度将读者代入她疑神疑鬼、自编

自导的幻觉中ꎬ但实际上什么惊险刺激都没有:诺
桑觉寺并不是哥特古堡而是舒适方便的现代建

筑ꎻ她在自己的卧室的大木箱里只找出一条白床

单、在大立柜里的一叠洗衣账单之前她无时无刻

不心惊胆战、夜不能寐ꎬ以为那些都是哥特的恐怖

器具ꎻ她甚至臆测到一种不可言状的恐怖ꎬ怀疑蒂

尔尼将军杀害了自己的妻子ꎬ或是将其囚禁在某

间密室ꎮ 这足以说明哥特小说充满恐怖ꎬ确实能

为寻求精神刺激的人带来满足ꎮ[３] 哥特阅读ꎬ对多

数读者而言ꎬ本是一种日常消遣ꎬ一种社会联结的

形式ꎬ读者们对快乐和满足的追求以及一名社会

新鲜人为了解这个世界所做的功课和预习ꎮ 然而

哥特小说有一个致命弱点:脱离作者与读者的国

度和时代ꎬ一味追求恐怖ꎮ[３] 因此这些书主要是写

给年轻人、不学无术以及无事可做的人ꎬ还有那些

将小说作为行为教义以及生活指南的人ꎮ 这些书

是毫无思想深度的精神娱乐ꎬ因而容易给人留下

印象ꎻ它们没有满是原则的条条框框ꎬ因而轻松地

跟随想象力的指引ꎻ它们不是经验之谈ꎬ可能充满

了错误的建议和片面的叙述ꎮ[７]９５

哥特小说构建起可怖的中世纪哥特建筑与暗

黑的人性本能的相通之处:哥特小说借由人类身

体和精神的牢笼的哥特建筑展现其引发的恐怖和

恐惧ꎻ而且哥特小说令现实与想象的界限模糊ꎮ
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 (１８８４)中提到“现实”已

经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静止、单一的现实ꎬ而是作

家对“生活的个人的直接印象”ꎮ 既然是“个人”印

象ꎬ那就会因人而异ꎬ多种多样ꎮ 因此ꎬ凯瑟琳将

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混淆是由于特定的时代和文

化背景之下产生的生活观ꎻ对她而言ꎬ真实的现实

是受其主观意识摆布的ꎮ 很多对拉德克利夫的现

代评论表明她具有现代性及教会自己的后继者

(包括奥斯丁)如何让读者和女主人公心意相通ꎮ
奥斯丁不仅能够让读者和女主人公心意相通ꎬ更
是让自己和女主人公心意相通ꎮ 与凯瑟琳一样ꎬ
奥斯丁本人也在«诺桑觉寺»中显现出对哥特小说

的痴迷ꎬ无论是对精神现实的追寻ꎬ还是对个人及

社会的秘密世界的探索ꎮ 沉迷于哥特小说的凯瑟

琳幻想自己是哥特城堡中的女主角ꎬ对现实的错

误估计和预测是她人生挫败感的表象ꎻ智性的缺

失才是她真正的罪恶ꎮ 她无甚道德缺陷ꎬ却富有

同情心和道义感ꎻ这样的人更易于失败和挫折中

获得强烈的现实感ꎮ 如果说凯瑟琳生活在自己的

幻想中ꎬ那么与她相反的是“理性至上” 的亨利ꎮ
既是爱人又是良师的亨利对小说阅读的观感和凯

瑟琳截然不同:凯瑟琳倾向于用浪漫和感性的眼

光来看待真实世界ꎬ而亨利则是现实和理性地认

为小说并不能反映真实世界只能使真实世界戏剧

化而已ꎮ 亨利起初试图劝说她分清现实世界和小

说世界ꎬ未果后他带领凯瑟琳在诺桑觉寺参观ꎬ用
真实存在的诺桑觉寺打败她想象中的哥特诺桑觉

寺ꎬ给她注入了一针清醒剂ꎮ 在历经幻想破灭及

被从诺桑觉寺驱逐等挫败后ꎬ凯瑟琳逐渐将其浪

漫的想象转化成透视现实的能力ꎬ最终将其智识

的吸血鬼杀死后ꎬ决心“以后无论判断什么或是做

什么ꎬ全都要十分理智ꎬ” [４]１７７ 才放弃先前固着的

不切实际的哥特幻觉ꎬ真正附着于现实ꎬ让“日常

生活的忧虑取代了传奇的恐惧ꎮ” [４]１７７奥斯丁的凯

瑟琳与拉德克利夫等的哥特小说的女主人公的最

大的区别在于其层次丰富的性格和不断内化、自
我成长ꎬ她无时无刻不在挥动着她超现实的瑰丽

的想象翅膀飞跃现实ꎬ在智识累积增长的前提下

逐渐收获理性的成熟ꎮ
四、潜抑的产物:“内在空间”抵御不断

积聚的意识阴霾
哥特小说通过利用神秘以及一系列的恐怖场

面产生了一种令人战栗的恐惧感ꎬ这也是弗洛伊

德的 ｕｎｃａｎｎｙꎬ指隐蔽的、看不见的、不被自己所知

的东西所带来的恐惧感ꎮ[８]３８哥特小说正是通过这

种不为人知的秘密去探索隐藏在人内心的原始欲

望和焦虑ꎮ 女性的精神分析倍受女性文学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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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睐ꎬ用“内在空间”(ｉｎｎｅｒ ｓｐａｃｅ)作为研究女性受

压抑和变态的主体性及心理发展的概念ꎮ[９]１９１凯瑟

琳对哥特小说及其中的恐怖意象上瘾ꎬ将自己对

恐惧和黑暗的容忍推向极致ꎬ从后弗洛伊德学派

来说ꎬ这是父母的暴力、罪恶以及重创情节让女主

人公被压抑的幼年时期的创伤重演ꎮ 这种意象诉

说的是任何时代的女性对性活跃者的恐惧ꎬ无论

那是个陌生人ꎬ还是爱人或父亲ꎮ[９]２１２女性容易在

暴力犯罪的小说中上钩ꎬ她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要

和陌生人讲话ꎬ潜移默化间ꎬ她们对恐惧产生了丰

富的想象ꎬ这种想象和好奇心反而使得暴力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危害性ꎬ从而被更多地容忍ꎮ 女

性往往会对幸福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ꎬ这其实束

缚了她们对自己内在的关注ꎮ 恋爱关系对于人格

发展能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ꎬ特别是神经质人格ꎬ
她们在恋爱期间情绪会比较稳定ꎬ其人格也会增

强ꎮ 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诡异恐怖” ( ｕｎｃａｎｎｙ)这

个概念就包含着崇高的这一个特点ꎬ所谓诡异恐

怖就是被压抑的得到了释放ꎬ让我们觉得看到了

“我们脑海中固有而长存的东西”ꎮ[１０]２１

凯瑟琳逗留诺桑觉寺期间ꎬ深夜总是被梦魇

惊醒ꎻ对其梦魇的叙事围绕着相互作用的想象和

幻觉展开ꎮ 事实上这些梦魇无非是一种务实的残

酷ꎬ一种否认现实存在的虚荣ꎬ梦一般的幻觉不是

愿望的满足ꎬ而是潜抑于潜意识的可怖的意象的

闪回式重现ꎮ 在她所谓的梦境中(事实是在她幻

想的投射中)ꎬ可怖的意象是她自我的情感隐喻ꎬ
是建立在自我感情投入基础上的自我之象征ꎻ她
恐惧的其实是她自己ꎬ或者是她潜意识中真正的

自我和自我意识ꎮ 凯瑟琳在梦境中的可怖意象事

实上是她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投射ꎬ在某种程

度上ꎬ她的梦境以一种使人惊骇又印象深刻的机

制使她的欲望得到了满足ꎮ 凯瑟琳的生活经历

中ꎬ现实和浪漫传奇的交织构成了一个内在化的

新现实ꎬ这个现实非但没有让她脱离实际生活ꎬ反
而让她更加接近现实ꎬ把她狂野的欲望保存在文

明的框架之内构成了现实的浪漫化ꎬ传奇的内在

化使本能冲动变得高尚ꎮ[１１]１４１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深受男性掠夺与性知识

匮乏的压抑ꎻ当时虚伪的性道德将女性的天性压

制使她们必须在道德方面毫无指摘ꎮ 哥特小说在

凯瑟琳从女孩到女人成长过程中起到教科书式的

指导作用ꎬ阅读哥特小说是凯瑟琳在压抑的社会

及父权家庭中受压抑的自我意识和女性意识某种

弗洛伊德式的回归或在认知上的回归ꎬ但同时情

感上仍然保持着压抑ꎮ 新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

(比如拉康 Ｌａｃａｎ)及结构主义尤其倾向于将女性

对欲求的抑制归结于再现其欲求本身ꎬ或受制于

父权法则(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这一象征秩序(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ｏｒｄｅｒ )ꎮ[１２]１２－１３诸多证据表明女性饱受神

秘事件的困扰以及意识形态的矛盾ꎬ甚至性幻想

的侵扰ꎮ 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及激进女性主义

的女性运动皆支持女性通过社会和政治运动来反

抗对其女性特质的精分解读ꎮ 通过门户相当的婚

姻、遗产继承法的修订、教育、就业、更合理的劳动

分工、放松对性的限制或者父权的抑制等措施来

治愈 女 性 内 心 的 挣 扎 及 精 神 困 惑 (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ｍａｌａｉｓｅ)的保障不复存在ꎮ[１２]６４

凯瑟琳模糊了生命与非生命、现实世界与虚

幻世界的界限ꎬ她将躁动不安的性欲和死亡本能

等潜意识冲动升华成对哥特小说的阅读、建构起

自己的异度空间ꎮ 由于她的参照物为现实ꎬ所以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ꎬ身份的识别是可行的ꎻ从感情

角度而言ꎬ除非以识别身份的关键已经被有意识、
有目的的遗忘了为假定前提ꎬ对身份对识别几乎

是行不通的ꎮ 文学的伟大在于让一种新的焦虑得

到显现ꎮ[１０]８ 她经由哥特小说投射出众多自我形

象ꎮ 内心指的是经验性自我或理性灵魂ꎬ而神魔

是神秘自我或非理性灵魂ꎮ[１０]１４在我们内心中唯一

自由的是神魔ꎮ 此时这个女人心里产生了某种自

足ꎬ特别是她开始有了一种成熟的美ꎬ这补偿了社

会对她的对象选择施加的限制ꎮ 严格地说ꎬ这样

的女人爱的只是她们自己ꎬ这种爱堪比男人对她

们强烈的爱ꎮ 她们的需要并不在于去爱ꎬ而是被

爱ꎻ她们喜欢的是符合这样条件的男人ꎮ 因此她

们的另一个自我(或者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生

活在现实原则世界中、对抗更加阴暗的疯狂ꎮ 弗

洛伊德在«自我和本我» (１９２３)中表明ꎬ自我首先

是身体自我ꎬ它不仅是表面的实体ꎬ而且本身就是

某一外表的投射ꎮ 这就是说ꎬ自我最终来自身体

对感觉ꎬ主要来自身体表面涌现出的感觉ꎬ此外ꎬ
如我们上述所见ꎬ它代表了大脑器官的外表 ꎮ 他

试图描述所有欲望模式的先知ꎬ通过暗示捕捉到

令人困惑的预感ꎬ也就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最难懂、
介乎心灵和身体之间的边界概念ꎬ如身体自我、非
压抑的内向投射的防卫机制ꎬ以及尤为重要的心

理冲动或本能ꎮ 凯瑟琳相当一部分神秘力量源于

她自己纠结的感觉ꎬ即自我总是身体的自我ꎮ 她

几乎活出了可以想象到的每一种心理内投和身份

证明的幻想ꎬ通过在身体上吞噬情感上失落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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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ꎬ寻求减轻精神的抑郁ꎮ 凯瑟琳在诺桑觉寺的

种种怪异举动及暗示幻想的首要地位并不只是在

性生活本身ꎬ而是在身体自我提高吸纳和认同的

行为形成自身的过程中ꎮ 凯瑟琳敏锐的自我意识

和洞察力促使她成功地将潜意识投射至意识、经
由意识付诸现实ꎻ而哥特小说作为凯瑟琳的认知

方式ꎬ使她难以超越眼前平凡琐碎的现实生活ꎬ主
动浸入哥特小说的浪漫传奇世界ꎬ并产生幻想进

入其中直观体验的动力ꎮ 虽然这种幻想使她饱尝

挫折却是进入现实世界的必经之路ꎮ 凯瑟琳是以

幻象替代现实情欲的人ꎬ将爱情视作唯我主义的

投射:对阅读的酷爱既是她确证无疑的情欲冲动ꎬ
又是她世俗的神学ꎮ 哥特小说内化了凯瑟琳的道

德视角及人生观、婚恋观、性爱观及对外部世界的

观感ꎮ 哥特小说成为凯瑟琳精神权威ꎬ然而性的

焦虑阻碍了阅读的深层乐趣ꎬ甚至在与亨利的爱

恋中ꎬ这种焦虑也一直如影随形:她不断重复着

“哥特式幻想”———“对现实探索求证”——— “幻想

破灭”———“重构现实”的步骤ꎮ 如果说凯瑟琳阅

读哥特小说是意识的堕落ꎬ从心理学角度来看ꎬ她
的潜意识其实充盈着世俗的野心和魔鬼般的欲

望ꎬ在奥斯丁塑造的貌似温情脉脉的小资产阶级

温床上滋生出暗黑的哥特式恐怖ꎮ

五、结语

奥斯丁把自己的作品比作“二寸牙雕”ꎬ她用

一支画笔轻描慢绘ꎬ通过描绘英国乡村人家里发

生的寻常故事———一场宴请、一桌牌局、一段争

吵ꎬ道尽英国社会的形态转变ꎬ阶层冲突、社会关

系、经济状况等ꎮ 虽然 １９ 世纪主流的奥斯丁书迷

对该书反响热烈ꎬ但是不难看出从发生在巴斯的

社会喜剧到在诺桑觉寺的讽刺模仿式的哥特小说

之间的转换显得仓促牵强ꎮ 众多评论家认为奥斯

丁在«诺桑觉寺» 中对哥特小说进行了批判和嘲

讽ꎬ作为主人公的凯瑟琳对哥特小说的迷恋是作

者对社会在环境、细节、体制上进行谴责ꎬ这反映

在对上流社会扩散的堕落以及自私不负责任的失

常现象的一种更加委婉的道德上的谴责ꎻ奥斯丁

式的爱情对中产阶级的虚伪、拜金的辛辣讽刺无

疑与其作品一贯对人性心理的洞察和道德上的卓

识呼应ꎮ 奥斯丁将故事背景和人物的思想高度艺

术化的产物ꎬ与现实生活形成鲜明对比ꎻ她的人物

总是能够在意识到现实生活的残缺之后对周围的

世界进行智性上的重构ꎬ表现出小说中自成一体

的世界ꎬ与现实世界形成关照ꎮ 作家通过其特有

的艺术形式创造一种更加有序、更加有把握的生

活ꎬ从而给读者带来精神空间的扩展和知识经验

的延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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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忧乐观的主要特征∗

牟 永 生

(苏州科技大学政治系ꎬ 江苏苏州　 ２１５００９)

　 　 [摘　 要] 　 范仲淹忧乐观所蕴藏着的是士人始终守望着的一种担当精神、进取精神、超前精神、整体精神与

人文精神ꎮ 这一忧乐观意蕴丰富ꎬ影响深远ꎬ具有内圣外王ꎬ体用不二ꎻ文韬武略ꎬ知行合一ꎻ至诚许国ꎬ进退如一

和是非循环ꎬ忧乐一体四个主要特征ꎮ
[关键词] 　 范仲淹ꎻ　 忧乐观ꎻ　 主要特征

[中图分类号] 　 Ｂ２４４.９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７１－０４

　 　 “先天下之忧而忧ꎬ后天下之乐而乐ꎮ”范仲淹

忧乐观所蕴藏着的是士人始终守望着的一种担当

精神、进取精神、超前精神、整体精神与人文精

神ꎮ[１]这种精神是无数仁人志士为民请命ꎬ以身报

国的不竭动力ꎬ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

影响ꎮ 这一忧乐观有何主要特征? 这里抛砖引

玉ꎬ以就教于方家学仁ꎮ
一、内圣外王ꎬ体用不二
从哲学上看ꎬ忧患意识源于价值与事实ꎬ或者

理想与现实间的张力ꎮ 在人类实践活动中ꎬ现实

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ꎬ尽管理想也可能不够

完美ꎮ 但它毕竟高于现实ꎬ好于现实ꎮ 正是这种

不断扬起理想风帆ꎬ超越现实社会的自觉实践活

动ꎬ才成为我们“日新ꎬ日日新ꎬ又日新” («大学»)
的不竭源泉与动力ꎮ 知足常乐ꎬ虽也不失为一种

人生哲学ꎬ作为东方人的智慧之一ꎬ它不可或缺ꎬ
然而它未必就具有普遍性、普适性ꎬ更不具有永恒

性与绝对性ꎮ
仲淹所在的北宋王朝ꎬ可谓雄心勃勃ꎬ志存高

远ꎬ崇文重儒ꎬ广开言路ꎬ献计之士不下数千ꎬ可社

会现实ꎬ内忧外患ꎬ年甚一年ꎬ能够真正知致治之

要ꎬ有纳谏之明和力行之果断的明君少之又少ꎮ
“兵日益老ꎬ贼日益强ꎬ并九州之力讨一西戎小者ꎬ

尚无一人敢前ꎮ 今又北戎大者违盟而动ꎬ其将何

以御之! 从来所患者夷狄ꎬ今夷狄叛矣ꎻ所恶者盗

贼ꎬ今盗贼起矣ꎻ所忧者水旱ꎬ今水旱作矣ꎻ所赖者

民力ꎬ今民力困矣ꎻ所需者财用ꎬ今财用乏矣ꎮ 陛

下之心ꎬ日忧于一日ꎻ天下之势ꎬ岁危于一岁ꎮ” (欧

阳修:«准诏言事上书»)
一方面看ꎬ北宋王朝的人文环境是比较宽松

的ꎬ士大夫修齐治平的主体性人格理想和历史使

命感与朝廷安邦定国的价值诉求也是可以契合

的ꎬ但另一方面ꎬ不断升级的危机与冲突之社会现

实ꎬ非但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化解ꎬ反而忠良遭

贬ꎬ恶人当道似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ꎬ这不

能不是包括仲淹在内的士大夫阶层要直面并予以

思考的问题ꎮ “乐以天下ꎬ忧以天下”(« 孟子梁

惠王下»)ꎬ士人历来就是心系江山社稷和苍生黎

民的主体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ꎬ造次必于是ꎬ颠
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ꎬ更何况在重文思治

的时代ꎮ
仲淹饱读诗书ꎬ习行孔颜ꎬ修身养性ꎬ一代师

表(王安石悼念范仲淹为 “一世之师” “名节无

疵” [２]１７)ꎮ 这固然是其先忧后乐的忧乐观之体ꎬ其
为官一任ꎬ造福一方ꎬ治理江南水患ꎬ兴办府学ꎬ设
置义庄ꎬ戍边除患等济世之功ꎬ也是其忧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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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ꎬ且体用不二ꎬ相得益彰ꎮ 然从上述分析来看ꎬ
仲淹忧乐观真正的体用不二特质不仅如是ꎬ更有

可能是仲淹基于北宋理想的社会目标与当时严酷

的社会现实之间这一强烈反差ꎬ而唱响的先忧后

乐精神ꎬ才是其忧乐观之体ꎮ 体者ꎬ本也ꎮ 这才是

仲淹忧乐观的根本所在ꎬ而仲淹本人的道德文章

及其文治武功ꎬ正是其忧乐观的逻辑展开与升华ꎮ
体决定用ꎬ用反作用于体ꎬ并为体服务ꎬ即体即用ꎬ
即用即体ꎬ所以体用不二ꎮ

二、文韬武略ꎬ知行合一
对于仲淹忧乐观的特质ꎬ从其本质与作用之

间的辩证联系上看ꎬ固然是体用不二ꎬ但若从仲淹

拳拳忧国忧民之心与立德立功立言之行的视阈

看ꎬ其忧乐观又表现出知行合一之特质ꎮ
«宋史»有云:“自古一代帝王之兴ꎬ必有一代

名世之臣ꎮ 宋有仲淹诸贤ꎬ无愧乎此ꎮ 仲淹初在

制中ꎬ遗宰相书ꎬ极论天下事ꎬ他日为政ꎬ尽行其

言ꎮ 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ꎬ生平事业备见

于是ꎮ 豪杰自知之审ꎬ类如是乎! 考其当朝ꎬ虽不

能久ꎬ然先忧后乐之志ꎬ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

器ꎬ足任斯责ꎬ使究其所欲为ꎬ岂让古人哉!” («范

仲淹列传卷 ７３»)当时ꎬ尽管仲淹正处于失母奔丧ꎬ
宜守孝道本分的非常时期ꎬ但他依然坚执“儒者报

国ꎬ以言为先” [２]４０３ꎬ不顾逾越典礼ꎬ取笑天下的指

责ꎬ冒哀上书ꎬ进谏国是ꎬ仲淹自有其深思熟虑

之处ꎮ
“公在天圣中ꎬ居太夫人忧ꎬ则已有忧天下致

太平之意ꎬ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ꎬ天下传诵ꎮ 至用

为将ꎬ 擢 为 执 政ꎬ 考 其 平 生 所 为ꎬ 无 出 此 书

者ꎮ” [３]９４１仲淹忧乐观自幼有之ꎬ举进士第ꎬ为广德

军司理参军ꎬ特别是任兴化县令ꎬ主修泰州海堤之

前ꎬ就不断向朝廷谏言ꎬ要吸取历史教训ꎬ“防之于

未萌ꎬ治之于未乱ꎮ” 圣人当福而知祸ꎬ在治而防

乱ꎮ “故善安身者ꎬ在康宁之时ꎬ不谓终无疾病ꎬ于
是有节宣方药之备焉ꎻ善安国者ꎬ当太平之时ꎬ不
谓终无危乱ꎬ于是有教化经略之备焉ꎮ 我国家文

经武纬ꎬ天下大定ꎮ 自真宗皇帝之初ꎬ犹有旧将旧

兵ꎬ多经战敌ꎬ四夷之患ꎬ足以御防ꎮ 今天下休兵

余二十载ꎬ昔之战者ꎬ今已老矣ꎬ今之少者ꎬ未知战

事ꎮ 人不知战ꎬ国不虑危ꎬ岂圣人之意哉? 而况守

在四夷ꎬ不可不虑ꎮ” [２]２０１他建议外防夷狄ꎬ内防奸

邪ꎮ “夷狄侵国ꎬ奸邪败德ꎮ 国侵则害加黎庶ꎬ德
败则祸起萧墙ꎮ 乃知奸邪之凶ꎬ甚于夷狄之患ꎮ
伏惟 圣 明ꎬ 常 好 正 直ꎬ 以 杜 奸 邪ꎬ 此 至 理 之

本也ꎮ” [２]２０４－２０５

这次ꎬ仲淹仍不计自己的身家性命ꎬ以万言上

书谏言:今圣人当天ꎬ四贤同德ꎬ此千百年中言事

之秋也ꎬ况圣贤存诚ꎬ以万灵为心ꎬ以万物为体ꎬ思
与天下同其乐ꎮ 然非思之难ꎬ致之难矣ꎮ 自我宋

之有天下后ꎬ经之营之ꎬ长之育之ꎬ以至于太平ꎮ
累圣之功ꎬ岂不大哉! “今朝廷久无忧矣ꎬ天下久

太平矣ꎬ兵久弗用矣ꎬ士曾未教矣ꎬ中外方奢侈矣ꎬ
百姓久困穷矣ꎮ 朝廷无忧ꎬ则苦言难入ꎻ天下久

平ꎬ则倚伏可畏ꎻ兵久弗用ꎬ则武备不坚ꎻ士曾未

教ꎬ则贤材不充ꎻ中外奢侈ꎬ则国用无度ꎻ百姓困

穷ꎬ则天下无恩ꎮ 苦言难入ꎬ则国听不聪ꎻ倚伏可

畏ꎬ则奸雄或伺其时矣ꎻ武备不坚ꎬ则戎狄或乘其

隙矣ꎻ贤材不充ꎬ则明器或假于人矣ꎻ国用无度ꎬ则
民力已竭ꎻ天下无恩ꎬ则邦本不固矣ꎮ” [２]２１２

仲淹对朝廷耿耿忠心ꎬ殷殷期望ꎬ对万灵切切

体恤ꎬ深深忧戚ꎬ可昭日月ꎬ泣鬼神ꎮ “儒者之学ꎬ
非王道不谈ꎬ某敢企仰万一ꎬ因拟议以言之ꎬ皆今

易行之事ꎬ其未易行者ꎬ某所不言也ꎮ” [２]２１１仲淹意

识到忧国忧民之心须落实在救国救民之对策和事

功中ꎬ于是提出“固邦本ꎬ厚民力ꎬ重名器ꎬ备戎狄ꎬ
杜奸雄ꎬ明国听”等事关宋廷其时经济、政治、军事

和教育等迫在眉睫而又切实可行的改革方略ꎮ 可

惜年轻的仁宗皇帝未予重视ꎬ直到西夏南下ꎬ图谋

中原的十七年后ꎬ被贬谪江南的范仲淹ꎬ才重新受

用ꎬ被派往西疆御敌ꎮ 仲淹勘察实情ꎬ分析敌我形

势ꎬ采取早已成竹在胸的战略战术ꎬ很快元昊议

和ꎬ边事安定ꎮ
三、至诚许国ꎬ进退如一
仲淹自幼家贫ꎬ孤儿寡母ꎬ饱受磨难ꎬ忧戚困

厄ꎬ玉汝于成ꎮ 中进士从政后ꎬ又不计个人名利得

失ꎬ行侠仗义ꎬ多次上书直言ꎬ抨击宋廷时弊ꎬ“每

感激论天下事ꎬ奋不顾身ꎬ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

节ꎬ自仲淹唱之”(«宋史范仲淹列传卷 ７３»)ꎬ不
幸遭到“四起四落”的宦途人生际遇ꎮ “臣以本路

多虞ꎬ救援不早ꎬ臣方痛心疾首ꎬ日夜悲忧ꎬ髪变成

丝ꎬ血化为泪ꎬ殒殁无地ꎬ荣耀何心! 当此安

危之际ꎬ 岂敢事形迹ꎬ 避嫌疑ꎬ 而不尽心于君

亲乎?” [２]４１３

面对自己深爱的国家和万民ꎬ本可以一片忠

心ꎬ进谏朝廷体恤民情ꎬ整顿吏治ꎬ举贤任能ꎬ安稳

边陲ꎬ然而不但没有得到朝廷重视ꎬ反惨遭奸细谄

媚ꎬ挑拨离间ꎬ屡贬江湖之远ꎬ仲淹怎不痛心疾首ꎬ
日夜悲忧ꎬ髪变成丝ꎬ血化为泪? 孟子有云:“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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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义ꎬ达不离道ꎮ 穷不失义ꎬ故士得己焉ꎻ达不

离道ꎬ故民不失望焉ꎮ 古之人ꎬ得志ꎬ泽加于民ꎻ不
得志ꎬ修身见于世ꎮ 穷则独善其身ꎬ达则兼善天

下ꎮ”(«孟子尽心上») 这或许代表着绝大多数

士人的进退观ꎮ 可对于仲淹而言ꎬ则是“不以物

喜ꎬ不以己悲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ꎻ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ꎮ 是进亦忧ꎬ退亦忧” [２]１９５ꎮ “不以进退

易其守” [２]２３ꎮ 他早已把自己和宋廷的江山社稷和

合为一ꎬ没有退路ꎬ即使身不在其位ꎬ也心系万民ꎬ
至诚许国ꎬ别无选择ꎮ “窃念臣至诚许国ꎬ孤立事

君ꎮ 屡触雷霆之威ꎬ数蹈风波之险ꎮ 一心自信ꎬ三
黜宁逃ꎮ 方安江海之情ꎬ敢覩云天之问ꎮ” [２]４２２

诚然ꎬ在皇权倾轧ꎬ忠奸不分ꎬ吏治败坏ꎬ乱象

丛生ꎬ积重难返ꎬ民怨沸腾的宋廷ꎬ仲淹也早就预

知仅靠自己和韩琦、富弼等几名忠臣苦言进谏ꎬ势
单力薄ꎬ难以撼动当时结党营私ꎬ盘根错节的顽固

派势力ꎬ所以当再次被贬谪ꎬ赴“重江险恶ꎬ尽室颠

危”的润州(今江苏镇江)任职的他ꎬ表现得进退有

方ꎬ“安于苦节”ꎬ从容从命:“臣之所言ꎬ殊未尽意ꎮ
重烦上听ꎬ再贬远方ꎮ 削天阁之班资ꎬ夺神州之寄

任ꎮ 重江险恶ꎬ尽室颠危ꎮ 人皆为之寒心ꎬ臣独安

于苦节ꎮ 萧望之口陈灾异ꎬ盖无负于本朝ꎻ公子牟

身处江湖ꎬ 徒不忘于魏阙ꎮ 未知死所ꎬ 敢望生

还ꎮ 进则持坚正之方ꎬ冒雷霆而不变ꎻ退则守

恬虚之趣ꎬ 沦草泽以忘忧ꎮ 上副圣知ꎬ 下逃群

责” [２]３９１ꎮ
“臣闻巧言者无犯而易进ꎬ直言者有犯而难

立ꎮ 然则直言之士ꎬ千古谓之忠ꎻ巧言之人ꎬ千古

谓之佞ꎮ” [２]１９９仲淹毕竟不是完全不识时务ꎬ好高

骛远ꎬ决意要像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 («论

语宪问»)ꎬ为难宋廷ꎬ屈尊自己ꎮ 相反ꎬ仲淹多

次善言进谏ꎬ总是申明自己的施政方略简易可行ꎬ
行之便可兴利除弊ꎮ 因此仲淹即使无端遭贬ꎬ身
退江湖之远ꎬ也难以真正“守恬虚之趣ꎬ沦草泽以

忘忧”ꎬ而是“徒竭诚而报国ꎬ弗钳口以安身ꎮ 言涉

大臣ꎬ议当深典ꎮ 可无退省ꎬ抑有所闻” [２]３９０ꎮ 正

如后人评曰:“天下叹公(即范文正公———引者注)
至诚许国始终不渝ꎬ不以进退易其守也”(王辟之:
«渑水燕谈录»卷二)ꎮ

仲淹忧乐观之所以堪称中国历史上士大夫忧

乐观的集大成与典范ꎬ就在于他不但像一般人那

样深谙居安思危ꎬ未雨绸缪ꎬ防微杜渐之策ꎬ坚信

人心、公道之理ꎬ“臣考兹前训ꎬ虑于未萌ꎮ 当危言

危行之秋ꎬ有寖昌寖微之说ꎮ 谓大臣久次ꎬ在进退

而得宜ꎬ谓王者万几ꎬ必躬亲而无倦ꎮ 总擥纲柄ꎬ
博延俊髦ꎮ 议治乱之本根ꎬ求祖宗之故事ꎮ 政惨

舒而自我ꎬ物荣悴而如天ꎮ 人心不在于权门ꎬ时论

尽归于公道ꎮ 朝廷唯一ꎬ宗庙乃长” [２]３９１ꎮ 尤其在

于仲淹超凡的雅量ꎬ不以个人毁誉累其心ꎬ不以宠

辱更其守ꎬ始终为民请命ꎬ为国分忧ꎮ “不以毁誉

累其心ꎬ不以宠辱更其守ꎮ” [２]４１６

四、是非循环ꎬ忧乐一体

仲淹忧乐观的特质不但表现在其内圣外王的

体用不二、文韬武略的知行合一和至诚许国的进

退如一上ꎬ在是非循环的忧乐一体上也十分突出ꎮ
“东南为守慰衰颜ꎬ忧事浑祛乐事还ꎮ 鼓吹夜归湖

上月ꎬ楼台晴望海中山ꎮ 奋飞每羡冥鸿远ꎬ驰骋那

惭老骥 闲ꎮ 此 日 共 君 方 偃 息ꎬ 是 非 荣 辱 任 循

环ꎮ” [２]１３５在这首和挚友蒋堂的诗作里ꎬ仲淹既表

现出与同道老骥伏枥ꎬ壮心不已的气魄ꎬ又表现出

对仕宦生涯的风风雨雨感同身受ꎬ这就是是非曲

直的对立统一ꎬ荣辱忧乐的二面一体ꎮ
总的看ꎬ是与非、曲与直、荣与辱、忧与乐作为

一对矛盾ꎬ其对立、排斥和冲突的一面显而易见ꎬ
毋庸赘述ꎮ 特别是对于面对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

言ꎬ似乎已属常识ꎬ坚信不疑ꎮ 然于社会历史领

域ꎬ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就远没有这么简单ꎬ倒是

表现出复杂性、多维性ꎮ 是者、曲者、荣者、忧者ꎬ
也可能即是非者、直者、辱者、乐者ꎮ 反之亦然ꎮ
“忧乐本是共存共荣的ꎬ共存共荣于人身和人生之

中ꎮ” [４]二者之间对立的统一性也颇易理解ꎮ 这是

因为作为检测、衡量真理唯一尺度的社会实践ꎬ其
过程性、客观性尤为难以确证ꎮ 在忧乐观问题上ꎬ
忧患往往也就是担心、牵挂和关爱ꎮ 屈原忧民忧

国ꎬ仲淹忧国忧民ꎬ同样都意味着他们悲天悯人ꎬ
爱国爱民ꎬ忘忧乐道ꎮ “伏蒙皇帝陛下雷霆霁威ꎬ
日月还照ꎮ 未忘图旧ꎬ不次推恩ꎮ 擢登宗伯之曹ꎬ
上应文昌之纬ꎮ 职命如故ꎬ爵数甚隆ꎮ 徒执让以

弗谐ꎬ止服荣而为惧ꎮ 臣敢不夕愓三省ꎬ寅恭一

心ꎮ 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ꎬ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ꎮ
上酬圣遇ꎬ用竭愚衷ꎮ”①

“臣闻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ꎬ则可共其忧

患ꎬ而为国家之用ꎮ” [２]４０２在仲淹看来ꎬ其政治主张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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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朝廷重视ꎬ进而推行新政ꎬ严明法度ꎬ裁减

冗员ꎬ重定职田ꎬ发展农桑ꎬ以解决当时“四夷已

动ꎬ百姓已困ꎬ仓库已虚ꎬ兵旅已骄ꎬ国家安危ꎬ实
未可保” [３]５６９ 的社会积弊ꎬ这自然是其平生夙愿ꎬ
何忧之有? 倘若朝廷不予理睬ꎬ轻信谗言ꎬ打压忠

良ꎬ贬其于江湖之远ꎬ这当为人之失意与不幸ꎬ然
仲淹还是踌躇满志ꎬ一并笑纳ꎬ正好可尽乐天乐道

的书生本分ꎬ忧自何来? “三出专城鬓似丝ꎬ斋中

潇洒胜禅师ꎮ 近疏歌酒缘多病ꎬ不负云山赖有诗ꎮ
半雨黄花秋赏健ꎬ一江明月夜归迟ꎮ 世间荣辱何

须道ꎬ塞上衰翁也自知ꎮ” [２]１１３

进亦忧ꎬ退亦忧ꎬ这是仲淹的性格ꎻ进则乐ꎬ退
便忧ꎬ也是仲淹的气质ꎻ进却忧ꎬ退方乐ꎬ仍是仲淹

的气度ꎻ进亦乐ꎬ退亦乐ꎬ还是仲淹的个性ꎮ 在仲

淹心里ꎬ是非、曲直、荣辱、忧乐ꎬ乃至进退本身ꎬ都
不是决然对立ꎬ一成不变的ꎬ而是自己乐以天下ꎬ
忧以天下的人生价值观之不同表现ꎮ 当忧时ꎬ可
忘乐ꎻ该乐时ꎬ亦可忘忧ꎮ 忧以忘乐ꎬ乐以忘忧ꎬ忧
道忘乐ꎬ乐道忘忧原本就是互存互依ꎬ相辅相成

的ꎮ “唯赖高明之鉴ꎬ不投遐远之方ꎮ 抱疾于兹ꎬ
为医尚可ꎮ 苟天命之勿损ꎬ实圣造之无穷ꎮ 乐道

忘忧ꎬ 雅 对 江 山 之 助ꎻ 含 忠 履 洁ꎬ 敢 移 金 石

之心ꎮ” [２]３８７

“老来难得旧交游ꎬ莫叹樽前两鬓秋ꎮ 少日苦

辛名共立ꎬ晚年恬退语相投ꎮ 龚黄政事聊牵强ꎬ元
白邻封且唱酬ꎮ 附郭田园能置否? 与君乘健早归

休ꎮ” [２]１２２仲淹在这首和友李宗易的诗中ꎬ再次表

现出经历“庆历新政”失败后ꎬ仕宦风波又起ꎬ他依

然乐以忘忧ꎬ与故友一道发愤忘食ꎬ共立朝野ꎬ同
与荣辱ꎬ虽苦也甜ꎮ 宦海沉浮ꎬ路在何方ꎮ “恋他

朝市求何事ꎬ想取丘园乐此身ꎮ”晚年的仲淹开始

对自己风风火火的人生事功感到知足和对亲情、
友情和民情的田园式生活十分向往ꎮ 可事实上ꎬ
他并没有“恬退”ꎬ乐享天伦ꎬ而是病逝于赴知颍州

的途中ꎬ就连生前所上的«遗表»中ꎬ也只字未提及

范氏家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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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改革、政党制度和斐济的独立问题

王　 清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商贸分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４)

　 　 [摘　 要] 　 斐济通过宪政制度改革的方式获得独立ꎬ但宪政制度改革独立之路形式上的和平、有序ꎬ无法掩

盖其在国家制度建构方面的重大缺陷ꎮ 宪政制度改革围绕建国而制定的宪法不仅无法起到整合族群的作用ꎬ实
际中伴随宪政改革而来的政党政治和独立进程的推进ꎬ反而固化和加重了斐济种族对立局面ꎬ从而对斐济独立之

后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ꎬ埋下斐济独立后政变不断、频繁修宪ꎬ政治动荡的隐患ꎮ
[关键词] 　 斐济ꎻ　 殖民困境ꎻ　 宪政改革ꎻ　 政党制度ꎻ　 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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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太平洋岛国斐济是世界上独立较晚的国家

之一ꎬ１８７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掌握主要权力的 １１ 个酋

长集体在«割让条约上»签字ꎬ将斐济割让给英国ꎬ
成为后者的殖民地开始ꎬ直至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才摆脱英国近百年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ꎮ 斐济独

立以来ꎬ政治发展进程一直缺乏稳定性ꎬ独立至今

已经爆发了四次政变ꎮ 斐济政治发展进程缺乏稳

定性ꎬ与其通过宪政制度改革实现独立的独特道

路不无关系ꎮ 宪政制度改革独立之路形式上的和

平、有序ꎬ无法掩盖其在国家制度建构方面的重大

缺陷ꎮ 宪政制度改革围绕建国而制定的宪法无法

解决族群整合问题ꎬ实际中不仅未能有效解决殖

民时期既已存在的种族对立、酋长势力垄断政治

权力的局面ꎬ反而固化和加重了这种局面ꎬ从而对

斐济独立之后政治稳定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

响ꎮ 对斐济宪政改革独立之路历史的考察ꎬ对寻

求世界愈演愈烈的族群斗争解决之道有着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ꎬ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揭示殖民主义

罪恶的持久性ꎮ
一、殖民统治困境与宪政制度改革
二战后国际政治局势最大的变化是ꎬ由于民

族革命浪潮的高涨ꎬ国际上殖民主义的不得人心ꎬ
残存的殖民体系走向彻底解体ꎮ 对于斐济这个尚

未独立的岛国来说ꎬ一方面ꎬ尽管独立呼声并不高

涨ꎬ但宗主国英国强加的殖民宪法已经无法适应

战后斐济社会、经济、人口的深刻变化ꎬ也无法满

足殖民者自身的利益需要ꎻ另一方面ꎬ斐济内部比

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斐济宪政制度改革提供了比

较有利的条件ꎮ 尽管各方在宪政制度改革的目的

上存在很大差异ꎬ但实际中斐济的独立道路就是

通过宪政改革在不同的种族所做出的贡献 来

自土著斐济人的土地、印度的劳动力和欧洲人的

资本和管理方面寻找平衡的结果ꎮ[１]２０６

１.宪政制度改革的原因

第一ꎬ种族人口的结构性变化要求殖民政府

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ꎮ 由于土著斐济人口较少ꎬ
同时土著酋长反对斐济人进入种植园中工作ꎬ殖
民政府在发展种植园经济过程中不得不从其他地

区引入劳工ꎮ 这些劳工以契约劳工身份来到斐

济ꎬ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印度人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在契约期满后选择留在了斐济ꎮ 印度人重视生育

的习俗以及更多以自由移民身份来到的印度人ꎬ
使得在斐济的印度人数量不断增长ꎬ他们分布在

各个地区和行业ꎬ在此基础上ꎬ一个颇具影响的族

裔———印度裔斐济人在斐济形成ꎮ[２]１３０－１３１ １９４６ 年

印度族斐济人超过土著斐济人ꎬ到了 １９５６ 年ꎬ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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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斐济人已经占据了总人口的 ４９％ꎬ而土著斐济

人口却只占据总人口的 ４３％ꎮ[３] 斐济最终形成了

南太平洋地区唯一一个外来人超过当地土著人的

独特人口结构ꎮ 而作为外来种族印度族与土著斐

济族不仅拥有不同的价值观ꎬ在生产、生活方式、
语言、习俗方面也存在巨大差距ꎬ两个族群难以实

现共处和融合ꎬ族群冲突不时爆发ꎮ 如何解决殖

民地愈演愈烈的族群冲突ꎬ成为殖民当局越来越

头痛的事情ꎮ
第二ꎬ英国在斐济“间接统治”体制难以为继ꎮ

在解决斐济不断增多的族群冲突问题时ꎬ殖民政

府发现其自身遇到了一个重大障碍ꎮ 英国殖民者

为了最大程度上节约对斐济的殖民成本ꎬ早期殖

民政府的几任总督均在斐济推行“间接统治”ꎮ 实

际中ꎬ斐济人拥有与中央政府平行的机构斐济人

事务局ꎮ 该机构是斐济人自我管理的机构ꎮ 斐济

人事务局对于殖民地的一切事务拥有管辖权ꎬ特
别是适用于斐济人的各种规章和条例都是由斐济

人事务局制定ꎮ[４]１２０斐济人事务局还拥有推荐担任

各级政府机构的推荐权ꎬ有权制定各项牵涉土著

斐济人的条例ꎮ 斐济人事务局还在财政人保持完

全独立ꎬ拥有自己的金库、财政顾问、法律顾问ꎬ更
拥有征税的权力ꎮ 此外ꎬ代表斐济人利益的“大酋

长会议”可以通过选拔立法委员会的方式ꎬ对殖民

政府施加影响ꎮ 因而斐济土著人相对于其他族群

来说属于特权阶层ꎮ 而土著斐济族依靠这种优

势ꎬ处处限制以印度族为代表的外来族群ꎬ而由于

族群利益分歧的扩大和印度裔族群意识的不断觉

醒ꎬ双方之间摩擦和矛盾不断增多和激化ꎮ 殖民

政府早期总督尚能利用自身权威压制土著斐济人

和印度人之间的冲突ꎬ到殖民末期ꎬ尖锐的族群对

立导致英国在斐济的殖民统治几乎陷入绝境ꎮ 为

了解决印度族和斐济族之间的矛盾ꎬ殖民地议会

中的一些欧洲籍议员竟提议将 １６ 岁以上的印度裔

男性、１４ 岁以上的印度裔女性遣返回印度ꎬ尽管没

有成功ꎮ[５] １９６１ 年担任代理殖民大臣的 Ｅ.Ｒ.贝文

顿(Ｅ.Ｒ.Ｂｅｖｉｎｇｔｏｎ)在谈到斐济局势时忧心忡忡地

说道:“我们让我们的宪法运转了很长时间ꎮ 我们

必须向前看ꎬ并且尝试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长远

的目标ꎮ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ꎬ 我们将缺乏方

向ꎮ 改变正在发生ꎬ我们必须决定如何应对

这些事情ꎬ我们不想等到反抗的力量汇聚ꎬ从而迫

使我们在紧急状况中不得不做些事情ꎬ让我们提

前思考ꎬ让我们看看什么正在到来ꎬ让我们为此做

准备ꎬ并且乘还来得及和以我们的方式做些事情ꎮ
不要忘记外面的力量ꎬ他们就在那里ꎬ他们是真实

的” [６]３２ꎮ
第三ꎬ英国面临愈益沉重的殖民成本和不断

增加的国际反殖民化运动的压力ꎮ 对于英国政府

来说ꎬ二战后继续维持殖民统治面临着众多问题ꎮ
当时的斐济是英国在亚太地区除香港以外仅存的

殖民地ꎮ 战后反殖民化的呼声不断高涨ꎬ联合国

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在殖民问题上的强硬态

度ꎬ英国继续推行殖民统治面临着愈来愈大的国

际压力ꎮ 另外ꎬ更为现实的原因是ꎬ斐济实际上已

经成为英国沉重的包袱ꎬ尽管英国殖民事务局在

讨论斐济局势时ꎬ就放弃促进殖民地一体化、继续

承认斐济人优先性还是进一步尝试弥合种族间的

冲突和分歧的三个方案拿不定主意ꎬ但在“殖民事

务局对能从斐济无法获得任何经济收益上的一点

是有共识的” [６]３７ꎮ 对于一向奉行现实主义的大英

帝国来说ꎬ获取实际利益是其推行殖民主义的根

本动力ꎬ既然无法继续在斐济获得殖民收益ꎬ甩掉

这个包袱是英国最迫切和明智的选择ꎮ 因而对于

斐济的问题ꎬ越来越多的英国政治家认识到ꎬ斐济

独立是迟早的事ꎬ现在即便不给予其独立的地位ꎬ
但基于现实情况英国也必须做出一些政策调整ꎮ

第四ꎬ斐济拥有进行宪政制度改革有利的内

部社会环境ꎮ 危机和压力常常倒逼殖民者进行一

系列必要的改革ꎬ但危机和压力必须控制在一定

的限度之内ꎬ否则改革就会因缺乏必要的缓冲而

失去了推行的可能ꎬ因而宪政改革标榜的最大优

势本身就是一种强调有序和和平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到独立前夕ꎬ尽管受到亚非拉独立运动

兴起的影响ꎬ斐济民族主义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

发展ꎮ 如殖民地爆发过多次罢工事件ꎬ然而这些

运动的规模普遍较小ꎬ且推动者和参与者主要是

印度族ꎬ斐济最有影响力的大酋长多次表态反对

斐济人参加反抗殖民统治者的斗争ꎬ一些印度人

和斐济人旨在抵制外国资本贸易的联合行动遭到

大酋长们的强烈谴责ꎬ同时强调对英国国王和殖

民地法律秩序遵从的重要性上ꎬ因此直到独立前

夕ꎬ斐济的国内秩序总体上还是保持比较和平和

稳定的状态ꎮ 一定的压力但大体上比较和平的内

部社会环境为宪政改革营造了良好的条件ꎮ
２.宪政改革的提出及各方的反应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有着丰富殖民地管理经

验的时任总督罗纳德加维(Ｒｏｎａｌｄ Ｇａｒｖｅｙ)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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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旧的殖民体制不仅是斐济发展的障碍ꎬ也是

导致斐济种族冲突一个重要原因ꎬ于是着手对斐

济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ꎮ 但加维的改革因

为过于超越斐济当时的现实情况ꎬ更因触动土著

酋长们的利益而遭到后者强烈反对ꎬ其改革最终

未能取得任何成果ꎮ[６]１７－２１但加维的改革思路成为

之后历任总督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ꎬ也奠定了斐

济宪政制度改革的基本框架ꎮ 到了 ６０ 年代ꎬ殖民

政府的统治危机愈发严重ꎮ 而当时的斐济殖民政

府总督ꎬ曾在尼日利亚非殖民化时期工作过的肯

尼思麦道克斯(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ｄｄｏｘ)对斐济面临的

严峻形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ꎬ他多次在不同场

合表达调整斐济政策的想法ꎬ并且特别提到应该

从大英帝国在印度和非洲蜂拥而至的独立运动中

吸取教训ꎬ从而保证斐济能够走上一条有序的非

殖民化道路ꎬ指出这不管是现在还是今后对于英

国维持在斐济的利益都是必要的ꎮ[６]２５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ꎬ总督肯尼思着手对斐济宪法进

行修改ꎮ 三个月后在政府的推动下ꎬ出台了宪政

改革的草案ꎮ 对于该草案ꎬ斐济族、印度族做出了

不同的反应ꎮ 作为斐济的土著族群ꎬ一贯立场是

反对对于斐济宪法的任何改革ꎬ酋长们更是多次

表示ꎬ斐济的改革只有“在斐济人民需要对于斐济

宪法进一步的改革”情况下才能发生ꎬ[７]５９ 如果宪

法必须改革ꎬ改革的结果只能是包括印度族、中国

人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屿人返回各自的国家和岛

屿ꎬ从而实现“斐济是斐济人的斐济”ꎮ 作为人数

最多的印度族则基于被压迫被排斥的现实ꎬ以及

多年来对斐济发展做出的贡献ꎬ要求新宪法给予

自身与其他族群同等的权利ꎮ
两大种族围绕宪政制度改革问题上各执一

词ꎬ互不退让ꎮ 但无论如何ꎬ他们在政治、经济、社
会地位等方面不同的要求给殖民者提出了新的挑

战ꎮ 最终在多次博弈和殖民政府的协调下ꎬ各方

均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ꎮ 因而ꎬ这一时期的殖

民政府涉及宪政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推行ꎮ 如 １９６３ 年后ꎬ斐济的公民权扩大到

妇女ꎮ 另外ꎬ部长成员制是政府迈向内核制的第

一步ꎮ 斐济政府引进了三名来自不同种族的成

员ꎬ负责通信、社会公益事业和自然资源管理等工

作ꎮ 尽管这一时期官委代表仍然占据多数ꎬ但立

法委员会的议员总数量增加了ꎮ 总之ꎬ这一时期

的宪政制度改革虽然面临着重重阻碍ꎬ改革的目

标也不是争取斐济获得独立ꎬ但宪政制度改革对

于斐济向独立方向无疑奠定了必要的制度基础ꎮ
３.制宪会议的准备和召开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国务大臣阿瑟洛林伍德

(Ａｒｔｈｕｒ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在给总督的建议中ꎬ认为已经

到了给英国与斐济未来定性的时候了ꎬ并建议于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召开一次会议ꎮ 为此ꎬ英国政府还进

行了一系列的先期磋商ꎬ并且达成协定:鉴于土著

斐济人的反对ꎬ尚不讨论独立问题ꎬ但是希望斐济

能够朝着更大程度的内部自治方向推进ꎬ如建立

代议制ꎬ扩大选举范围(因为当时罗图马人、华人

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屿居民均没有选举权)ꎮ 另外ꎬ
该协定还谈到了对人权的进一步保护ꎮ 因而召开

一次制宪会议势在必行ꎮ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ꎬ为了谋求更大程度的自治ꎬ斐济

制宪会议在伦敦正式召开ꎬ其目的是制定一部与

英国保持联系的宪法ꎬ使之朝着自治的方向迈进ꎮ
为使会议能够顺利召开并争取土著斐济人的出

席ꎬ英方同意先不涉及独立和土地问题等敏感问

题ꎬ而将讨论议题集中在终止殖民统治和议会议

员的产生方式上ꎮ 为了民族融合、平等ꎬ选举制度

拟采用一人一票制ꎬ并不考虑土著斐济人、印度族

斐济人两大族群的特别席次分配ꎮ 本次会议还达

成了取消议员认命制ꎬ议会选举采取多数制ꎬ给予

少数民族公民权ꎬ实行成人选举权等ꎮ 然而ꎬ关于

议会的选举方式ꎬ各方的分歧仍然很大ꎮ 印度族

人坚持在普选制基础上的单一选民册制ꎬ而斐济

族人和欧洲人则坚持维持现状ꎮ[８]１７０－１７１最终ꎬ英国

政府的妥协建议被三方接纳ꎮ 在立法委员会议员

中ꎬ土著斐济人、印度裔族人和包括欧洲人在内的

一般选民在议员中的代表人数分别为 ９ 人、９ 人和

７ 人ꎮ 这种方案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了种族差别ꎮ
斐济族人较之于印度族人ꎬ占有人数上的优势ꎮ
虽然人口不足总人口的 ５％ꎬ在议会中欧洲人的所

占议席却高达 ２８％[９]１７６ꎬ欧洲人显然更巩固了其特

权地位ꎮ
殖民政府在 ６０ 年代的宪政制度改革基本上是

建立斐济版的威斯敏斯特体制ꎮ 尽管这一时期的

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ꎬ为斐济最终走向独立打下

了制度基础ꎬ但这一时期的宪政制度改革还是存

在诸多方面阻力ꎮ 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土著斐济

人ꎮ 作为斐济的特权阶层ꎬ土著斐济人缺乏改革

的动力ꎬ因为土著斐济族领导人持有的根深蒂固

看法是ꎬ他们的先祖在 １８７４ 年和英国人签订的

«割让条约»(Ｄｅｅｄ ｏｆ Ｃｅｓｉｏｎ)已经明文规定了土著

—７７—



斐济人在当地享有特权地位ꎬ并且英国人有义务

保护土著斐济人ꎮ 也就是说ꎬ在土著斐济人的理

解中ꎬ«割让条约»其实是一份带有保护斐济人特

权地位的宪法保护性质的条约ꎮ 因而ꎬ斐济领导

人自然而然认为宪政制度改革可能导致土著斐济

人的现存利益和地位受到威胁ꎬ那么维持现状就

是他们最为明智的选择ꎮ
事实上ꎬ直到独立前夕ꎬ基于自身特权地位的

考量ꎬ斐济族主要领导人即使是殖民地内部改革

的问题上一开始也呈现出极不情愿的心态ꎬ直到

认识到改革的趋势已经变得不可避免ꎬ斐济土著

领导人才开始支持有限的宪政制度改革ꎮ 但这种

支持是以追求通过宪法改革进一步确定和巩固斐

济土著人自身的特权地位ꎬ以及维持和英国特殊

关系为前提的ꎮ 比如实际掌握斐济权力的斐济人

事务局就为改革设定的底线是不能切断由«割让

条约»确定的斐济和英国的联系ꎮ[１０]１７０

而另一大种族欧洲人也显然反对改革ꎬ不仅

因为其在立法院的代表权远远超过了自身的人口

数量ꎬ更因为其自身利益基本上与斐济人捆绑在

一起ꎬ维持斐济人的特权地位也就是维持住自身

的特权地位ꎮ 因而推动斐济宪政改革和独立的力

量只剩下印度族斐济人和英国殖民当局ꎮ 但印度

族斐济人尽管也持有通过宪政制度改革获得独立

的意愿ꎬ但他们的出发点是试图通过独立摆脱“二

等公民”地位ꎬ谋求自身地位的提升ꎮ 而英国殖民

者尽管也主动推进斐济的宪政制度改革和独立ꎬ
但正如前面分析分析的那样ꎬ这种“希望”明显带

有急于甩掉包袱的心态ꎬ因而在改革难免操之过

急ꎬ对于斐济现存的问题缺乏系统的认识和有效

的解决办法ꎮ 各方在宪政制度改革目的上的差

异、分歧和矛盾ꎬ导致斐济的改革面临着重重的

困难ꎮ
二、政党政治的形成与独立的推进
对于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来说ꎬ所谓“建立

国家”ꎬ部分地意味着创建有效的官僚机构ꎬ但更

重要的还是建立一个能够调整新集团参与政治的

有效政党体系ꎮ[７]３３５政党在动员大众、推动改革和

国家独立方面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对处

于现代化的社会来说ꎬ政党不是自发形成的ꎬ很多

时候恰恰是政治改革的产物ꎬ斐济各政党在 ２０ 世

界 ６０ 年代纷纷成立无疑与殖民政府的改革是分不

开的ꎮ[８]１５９斐济各个主要政党的建立ꎬ在加快斐济

宪政制度改革的推进以及独立的到来ꎮ

１.政党政治的形成

１９６３ 年由帕特尔领导的代表印度族人利益的

联盟党(Ｆｅｄｅｒａｌ Ｐａｒｔｙ)成立ꎬ之后该党的实力和影

响力逐步上升ꎬ并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参加了 １９６６
年的伦敦制宪会议ꎬ并在新宪法实施后的大选中

获得了 ９ 个议席ꎬ显示了印度族的团结和联邦党的

实力ꎮ 另外ꎬ１９６８ 年两名持不同政见的斐济酋长

加入了联盟党ꎬ并在以西部斐济人为主的民族民

主党政体加入联盟党后形成了民族联盟党ꎬ进一

步扩大了该党的支持基础ꎮ[１１]１２２－１２９

然而ꎬ联盟党的一系列活动都展示着鲜明的

种族利益属性ꎮ 首先ꎬ尽管联盟党尽力将其成员

基础和影响力扩大到非印度裔组群中ꎬ但受制于

殖民体制的选举规则ꎬ民族联盟党的首要目标仍

然是巩固该党在斐济人中的影响力ꎻ其次ꎬ民族联

盟党成立目标之一是打破土著人和欧洲人垄断斐

济政治权力的局面ꎬ但这必定会引起原本想要加

入联盟党的斐济人和欧洲人的疑虑ꎻ另外ꎬ联盟党

对土著人的一系列批评ꎬ被土著斐济领导人视为

明显带有攻击斐济人、斐济政府和酋长委员会的

目的ꎮ 斐济族议员的这种指责不管有无根据ꎬ但
斐济族领导人通过渲染外族威胁这一种族主义者

常用的方式的确有效巩固和自强了自身的权力ꎬ
也使得联邦党疏远了和普通斐济人的距离ꎮ

就在联盟党的一些主张和活动引起土著领导

人之后ꎬ１９６６ 年卡米塞塞马拉( Ｋａｍｉｓｅｓｅ Ｍａｒａ)
领导的斐济人联合党(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ｙ)在苏瓦成

立ꎮ 尽管该党标榜成立的宗旨是“联合起来管理

自己ꎬ为我们的人民提供一个诚实的和稳定的政

府希望以一个所有的民众都满意的良好政府

的形象屹立在世界面前” [１２]３０ꎮ 但由于斐济人联

合党是在联盟党成立和发展影响下产生的ꎬ并且

核心领导层是包括酋长委员会成员这样的传统特

权阶层ꎬ因而该组织实际上是传统权力的政党化ꎮ
如该党的内部核心组织斐济人联合会就要求其成

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人ꎬ参与政治辩论和

活动以及公共事物都是不被鼓励的ꎮ[１３]２０挑战酋长

制以及其代表的联合党地位的政党都被视作“反

斐济人的ꎬ是煽动叛乱的” [１４]３３ꎮ 尽管这些规定在

随后几年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改ꎬ但对于酋长

的绝对服从成为该党不可更改的原则ꎮ 该党还旗

帜鲜明的宣布维护斐济现存的土地所有制度ꎬ斐
济人利益的优先性ꎮ 因而可以说ꎬ联合党的成立

不过是应对联盟党冲击和挑战ꎬ旨在维护斐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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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酋长和斐济人特权地位的产物ꎬ是为在斐济可

能来临的独立后ꎬ继续维护酋长统治的载体ꎮ 因

而ꎬ随着联合党的成立ꎬ斐济两大种族之间的对立

和冲突逐渐公开化并且越来越激烈ꎮ 即便在独立

问题上ꎬ两党一开始也未能达成丝毫的共识ꎮ
因而ꎬ这一时期斐济的政党发展仍然带有种

族斗争的色彩ꎮ 对缺乏独立热情并且视印度斐济

人为竞争对手的土著斐济人来说ꎬ印度裔的所作

所为都是在破坏他们的利益和特权地位ꎬ因而政

党不仅成为土著斐济人维护特权的斗争工具ꎬ也
影响着印度裔政党斗争的方向ꎮ 尽管也有如帕特

尔这样杰出的政治家认识到ꎬ政治斗争必须超出

族群利益ꎬ为所有种族获取利益上做出努力ꎮ 但

事实上ꎬ帕特尔的主要支持者局限于印度裔族群ꎬ
而且其他的领导人缺少帕特尔这样长远政治家眼

光ꎮ 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ꎬ成立政党是为了本种

族获取公平的地位ꎬ推动殖民政府进行宪政制度

改革ꎬ在可能的情况下适时推动国家的独立ꎬ但以

种族为基础建立的政党却又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阻

碍ꎬ因为政党支持者本身很难超越政党利益ꎮ 另

外ꎬ政党的成立在其他族群以及其他种族政党看

来本身就是威胁ꎮ 因而结果是ꎬ不管是被动还是

主动ꎬ族群利益成为这些组织成立的所要达到的

根本目的ꎬ超越族群利益ꎬ构建多远种族为基础拥

有广泛利益的民族将变得异常困难ꎮ 因而可以

说ꎬ斐济主要政党的成立和早期活动不仅没有促

进各方联合起来推动宪政制度改革和独立ꎬ反而

使得斐济主要族群间的潜在矛盾公开化了ꎮ
２.政党政治对独立进程的影响

１９６６ 年按照新宪法缺乏公平的选举方式和结

果ꎬ更加坚定了民族联盟党谋求实现斐济独立的

信念ꎮ 因为此时的联盟党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ꎬ
英国人在背后的政治上的操纵正是印度族裔和土

著族裔无法达成和解的最为重要原因ꎬ因而英国

人的离开是解决斐济族群问题的根本方式ꎮ 但民

族联盟党在斐济独立问题上的强硬态度ꎬ不仅疏

远了和殖民政府的关系ꎬ使得殖民政府在处理宪

政制度改革、印度裔和土著族裔问题上更加偏向

后者ꎬ而且印度裔在独立上的这种强硬态度ꎬ更加

激起本就在独立问题上并不热心的土著斐济族的

疑虑ꎮ 但在 １９６９—１９７０ 年不到两年时间里ꎬ由于

一系列的事件的发生ꎬ联合党关于独立的态度发

生了重大变化ꎬ并与联邦党在独立问题上最终达

成了合作ꎮ

首先ꎬ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联邦党的主要领导人帕特

尔去世ꎬ帕特尔的去世一方面使得民族联盟党丧

失了领导核心ꎬ但也给该党带来了转型的契机ꎮ
继任的领导人西迪克科亚与固执并且不肯妥协

的帕特尔不仅在性格上有着较大的差别ꎬ而且希

望谋求通过和英国以及联合国在宪政制度改革和

独立问题上加强合作ꎬ而不仅仅是通过在殖民地

内部加强协商的方式实现独立ꎮ 科亚在同其他种

族谈判的时候ꎬ乐于在对方可接受的层面上就问

题进行磋商ꎬ并且就更为具体和实际的宪政制度

改革问题进行让步ꎮ 作为联邦党领导人的科亚的

个人性格和在宪政制度改革上态度促成了该党和

联合党进一步的可能ꎮ
其次ꎬ联合党自身这一时期在独立态度上也

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联合党由一开始坚决反对独立

逐渐开始接受并推动独立ꎮ 至于联合党政策转变

的原因ꎬ玻雷吉拉尔认为这一时期的联合党逐

渐明白ꎬ独立是“大势所趋” [１５]７４ꎮ 然而一个更为

实际的原因是ꎬ联合党在改革后立法院举行的选

举中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ꎮ 一方面ꎬ联合党

利用在立法委员会的优势地位不仅在独立问题上

的谈判上可以提高筹码ꎬ为自身取得优势ꎬ而且联

合党也担心拖延独立谈判ꎬ一旦发生一些不可控

的意外事件ꎬ可能损害联合党掌握的谈判的优势

地位ꎮ[１６]

因而到了这个时候ꎬ两党对于实现斐济的独

立此时已不存在重大分歧ꎬ并且具有了合作的可

能ꎮ 于是两党于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举行了会议讨论了相

关合作的事宜ꎬ并且随着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英国外交和

英联邦事务大臣谢菲尔德(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到访斐济后

努力调节各方分歧和矛盾下ꎬ最终推动了关于独

立根本问题—制定独立宪法问题的达成ꎮ
三、宪政制度改革独立的影响

１９６９ 年末至 １９７０ 年初ꎬ有关各方秘密举行了

旨在实现独立的宪法改革会议ꎮ 此举意在确保与

会各方开诚布公ꎬ避免公众的监视所造成的压力ꎬ
最后制定的宪法文本既没有交予全民公决ꎬ也没

有经过议会详细的讨论ꎬ两个政党的领袖们展现

给斐济公众的是一个既成事实ꎮ 接下来ꎬ各方又

在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ꎬ在伦敦召开的制宪会议确立了议

席的分配方案:在 ２７ 个地方议员中ꎬ斐济族人占据

１２ 席ꎬ印度族人占据 １２ 席ꎬ其他种族占据 ３ 席ꎮ
在 ２５ 个全国议席中ꎬ斐济族人和印度族人各占 １０
席ꎬ其他人占 ５ 席ꎮ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在一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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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就绪后ꎬ 斐济宣布独立ꎬ 并且成为英联邦成

员国ꎮ
１９７０ 年斐济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斐济从此摆脱

了英国的殖民统治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ꎮ 斐济

的独立是比较平稳和低调的ꎬ没有亚洲和非洲大

部分地区对外来统治者的极度憎恨和激烈的民族

斗争ꎬ相反ꎬ斐济脱离与英国的殖民关系是基于一

种信任和友谊ꎬ并以一种在太平洋其他地区典型

的有序、和平的方式来完成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ꎬ
斐济独立的相对来晚并不是英国不情愿撤离ꎬ而
是斐济各政治派别在沿着完全自治方向迈进的性

质和速度方面存在严重分歧ꎮ 而这不得不归于通

过宪政制度改革实现独立这样一条比较独特的方

式ꎮ 但另外一方面ꎬ宪政制度改革独立之路也存

在许多方面的弊端ꎮ 斐济独立的“一致”宪法并不

标志着与殖民过去任何激进的分离ꎬ相反ꎬ他确保

了殖民地时期的一些基本原则ꎮ[１]２１０但宪政制度改

革建构的政治体制的内在缺陷也对斐济的政治发

展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ꎮ
第一ꎬ独立宪法的制定不是基于各族群利益

之间对等协商的产物ꎮ 在围绕独立宪法的谈判过

程中ꎬ代表印度裔利益的民族联盟党基于推进宪

法改革的渴望ꎬ在谈判中做出了巨大让步ꎬ但代表

土著斐济人利益的联合党却未做出相应的让步ꎮ
如联盟党为了换取联合党在建立单一选民册上的

让步ꎬ早在 １９７０ 年独立前于召开的伦敦制宪会议

上ꎬ民族联盟党领导人科亚就在开幕演讲中ꎬ表示

在未来的立法院中设置上议员ꎬ并且上议院不同

于英国的贵族院ꎬ其主要职责是保护土著斐济人

的权利ꎬ具体是给予上议员否决通过任何会影响

斐济土著人土地、习俗、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权

力ꎮ 以科亚为首的联邦党领导人还同意ꎬ上议院

可以主要由原来的酋长委员会人员组成ꎮ 事实

上ꎬ按照独立宪法成立的下议院中的议席中的种

族配额的确不是按照种族人数比例分配ꎬ而是大

大偏向土著斐济人ꎮ 另外ꎬ独立宪法还规定上议

院的 ２２ 名议员中 ８ 名议员由酋长委员会任命ꎬ而
且ꎬ独立宪法还赋予上议院对下议员的否决权ꎬ实
质上削弱了下议院的权力ꎬ却通过制度化的方式

巩固了酋长委员会的传统权力ꎮ
第二ꎬ独立宪法具有内在的缺陷ꎮ 斐济独立

运动的领导人们没有对本地区的殖民史进行认真

反思ꎬ没有认真分析已经实行了一个多世纪的殖

民制度对斐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ꎬ

相反ꎬ由于缺乏经验和种族斗争需要ꎬ匆匆起草甚

至“接受”了宗主国英国向其推荐的独立宪法ꎮ 在

这种历史背景下ꎬ其独立宪法并没有对殖民时期

的国家政权体系进行根本变革ꎮ 在宪政改革问题

上ꎬ各方目的存在巨大差异ꎬ尤其是土著斐济酋长

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将国家主权收归土著斐济人尤

其是酋长自己的手中ꎬ继续在独立后维持他们的

特权地位ꎬ而非建立一个真正符合斐济需要的公

正公平的宪法制度ꎮ 从英国的角度上说ꎬ独立宪

法反映的只是英国对独立的斐济应当建立怎样的

宪法框架的想法ꎬ是威斯敏斯特体制想当然地投

射到斐济的产物ꎮ 当时面对独立运动汹涌发展的

局势ꎬ内忧外困的英国更急于摆脱殖民地这个麻

烦ꎬ这就使得独立宪法的起草普遍出现了匆促现

象ꎬ既没有在殖民地民众中进行充分的讨论ꎬ也没

有进行像全民公投这样使得民众能够充分了解独

立宪法内容的程序ꎮ 相反ꎬ这些宪法更多的是殖

民政府和殖民地独立运动精英密室谈判的结果ꎬ
不管是斐济族还是印度族普通民众ꎬ事实上被剥

夺了参与独立宪法制定的权利ꎮ 在这一历史背景

下ꎬ与其说独立宪法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社会

契约ꎬ还不如说这是英国政治领导人和斐济政治

精英两个精英群体间政治交易的结果ꎮ
第三ꎬ更为深远的不良后果是ꎬ独立宪法成为

以种族为特征的政党之间斗争的工具ꎬ造成独立

后种族间裂痕的进一步加深ꎮ 后发国家在建立多

党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

题ꎬ难以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体制ꎬ其中ꎬ多民族

国家、复杂的民族关系对多党民主制的建立和发

展造成严重的困难ꎮ 斐济 １９７０ 年宪法规定ꎬ斐济

的选举采取选民册制度ꎬ按民族分别登记选册ꎬ即
斐济族编入选民册ꎬ印度族编入印度族选民册ꎬ既
非斐济族又非印度族另外造册ꎮ 但“种族划分的

选民册制度增强了族群感ꎬ因为公共辩论是以各

自的族群利益为原则的ꎮ 以种族为基础的种族投

票制度倾向于在可能的程度上放大了种族间的差

异ꎬ进一步加深了族群的自我意识ꎬ以及种族利益

在选举中的重要性” [１７]１１８ꎮ 而不管宪法规定的选

举制度达到了多大程度的制度化和组织化ꎬ竞争

选举在多元社会的天然倾向是放大了种族、阶层、
性别等不同群体之间潜在的紧张和冲突ꎮ 因为本

质上来说政党最为擅长的事情是以族群或者其他

界限利益作为划分对错的标准ꎬ而政客们总是利

用这样的主题并且在其中煽风点火制造分裂ꎬ从
—０８—



中谋取权力和利益ꎮ[８]１９４因为在多元社会中选举结

果“能够严重影响一个被败选政党的认同和重要

的利益胜利被视为征服和赢家通吃的零和游

戏” [１８]５０－８０ꎮ 对于宪政改革而来的政党政治以及投

票制度ꎬ实质上无助于解决斐济的任何问题ꎬ而只

会进一步放大斐济族群的紧张和对立ꎬ因为各个

政党为了赢得选举不仅无意表达出将不同种族整

合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识ꎬ相反各个种族政党只

会强化种族话语ꎬ将其作为赢得选举的保证ꎬ最终

造成斐济社会的进一步撕裂ꎮ
斐济虽然通过宪政制度改革这种和平、有序

的方式实现了国家的独立ꎬ但宪政制度改革过程

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和问题ꎬ不仅未能有效解决殖

民时期既已存在的族群对立、传统政治势力垄断

政治权力局面ꎬ反而固化了这种局面ꎬ从而对斐济

的未来政治的稳定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ꎮ
斐济的宪政制度改革独立之路是斐济面对内部和

外部压力ꎬ相应地对于本国的宪政制度进行调整ꎬ
最后获得独立的过程ꎬ这必然导致独立宪法的仓

促制定、独立宪法存在内在缺陷和矛盾ꎮ 这也是

斐济独立后ꎬ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ꎮ “并不是国家

建立了ꎬ民族内涵就会应运而生” [１９]７４ꎮ 前殖民地

多种族的社会形成独立国家除了完成国家的构

建ꎬ更重要的是要实现民族的有效整合ꎮ 因而可

以说ꎬ斐济的宪政制度改革独立之路实际上只是

迈出了第一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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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苏籍译员群体特征探析∗

张　 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近代由政府创办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译书机构ꎬ聚集了 ２０ 余名的江苏籍

译者员群体ꎬ这一群体是一支强大的译者队伍ꎬ是晚清中国译员的一个缩影ꎮ 他们的籍贯分布主要集中于江苏的

南部地区ꎻ他们的教育背景新旧杂陈ꎬ接受洋务教育者居多ꎮ 他们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ꎬ加之自身的专业优势ꎬ许
多的译著质量较高、影响深远ꎬ对近代西学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ꎬ在启发民智上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ꎮ

[关键词]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ꎻ　 苏籍译员ꎻ　 群体特征

[中图分类号] 　 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８２－０６

一、引言

１８６８ 年 ６ 月ꎬ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正式开馆ꎬ
在西学东渐史上ꎬ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ꎮ 该

馆不仅是由中国政府出面创办ꎬ设立机构、组织译

员系统翻译西书的首创ꎬ也是在晚清一百多家译

书机构中ꎬ历史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

机构ꎬ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之地ꎮ 该馆延聘中西人士ꎬ采用“西译中述”的翻

译模式ꎬ“自开办以来ꎬ其所罗致人才ꎬ充各科之主

任者ꎬ颇极一时之选ꎬ而要皆为邃于汉学之西方学

者” [１] ꎮ 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译才ꎬ馆内参与译

书的中国译员不仅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科

技、接受西学熏陶的新型知识分子ꎬ而且通过笔

述ꎬ他们在将大批西学译介到中国的同时ꎬ也成了

某一方面的科学专才ꎮ
在这批中国译员中ꎬ江苏籍译员人数众多ꎬ是

一个重要的译者群体ꎬ有些译者“具有文学、语言

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工程技术等不同学科、
不同专业的背景ꎬ有的翻译内容与其专业修为相

互映照ꎬ有些因翻译获新知ꎬ由翻译促研究ꎬ终成

不同领域独树一帜的专家” [２] ꎮ 作为译介西方文

化、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和介绍新思想的主力军ꎬ他
们是晚清数量相当的中国译员的一个缩影ꎬ不仅

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翻译事业的发展ꎬ而且有助于

国家进步ꎮ 苏籍译家群及其译著的影响既是历史

的ꎬ也是现实的ꎬ需要我们去学习、研究、继承和发

扬ꎮ 然而ꎬ这一时期这样一支重要译者队伍ꎬ却没

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ꎬ不仅其总体状况语焉

不详ꎬ具体人数也言人人殊ꎮ 鉴于此ꎬ有必要钩沉

史料ꎬ对这一群体的基本面貌做出细致的描述与

评价ꎮ

二、苏籍译员群体的总体构成

同治六年(１８６７)ꎬ经徐寿、华蘅芳等建议ꎬ曾
国藩上奏清政府筹设江南制造局翻译馆ꎬ他奏折

中谈及办馆意图“盖翻译一事ꎬ系制造之根本ꎮ 洋

人制器出于算学ꎬ其中奥妙ꎬ皆有图说可寻ꎮ 特以

彼此文义扞格不通ꎬ故虽日习其器ꎬ究不明夫用器

与制器之所以然ꎮ 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

心ꎬ先后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

三名ꎬ专择有裨制造之书ꎬ详细翻出ꎮ 现已译成

«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 «泰西采煤图

说»四种ꎬ拟俟学馆建成ꎬ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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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立课程ꎬ先从图说入手ꎬ切实研究ꎬ庶几物理融

贯ꎬ不必假手洋人ꎬ 亦可引申其说ꎬ 另勒成书ꎮ
此添建翻译馆之情形也” [３]７９ꎮ 译馆聘请傅兰

雅、林乐知、金楷理、卫理、秀耀春、玛高温、伟烈亚

力等外国学者担任馆中口译人员ꎻ聘用徐寿、徐建

寅、华蘅芳、李凤苞、赵元益、瞿昂来、钟天纬等中

国学者担任笔译人员ꎮ
关于译馆内“西译中述”的译书方法ꎬ傅兰雅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记载“必将所欲

译者ꎬ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ꎬ则与华士同

译ꎬ乃以西书之义ꎬ逐句读成华语ꎬ华士以笔述之ꎻ
若有难言处ꎬ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ꎻ若华士有不

明处ꎬ则讲明之ꎮ 译后ꎬ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ꎬ令
合于中国文法ꎮ 有数要书ꎬ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

对ꎻ而平常书多不必对ꎬ皆赖华士改正ꎮ 因华士详

慎郢斫ꎬ其讹则少ꎬ而文法甚清”ꎮ[４]１１７７ １９００ 年后ꎬ
随着西译人才的大量加入ꎬ馆内出现了许多不假

洋人之口而独自译书的译员ꎮ 经笔者统计ꎬ翻译

馆自 １８６８ 年建馆至 １９１３ 年停办ꎬ江南制造局翻译

馆共聘请的江苏籍译员有 ２５ 位(关于江南制造局

的江苏籍译员的统计ꎬ邹振环在«江苏翻译出版史

略»中统计为 ２９ 名ꎬ包括帮助华蘅芳编译校算的

弟弟华世芳ꎬ范熙庸〔上海〕ꎬ李景镐〔上海〕ꎬ蔡祚

来〔上海〕ꎬ范本礼〔上海〕ꎻ元青ꎬ齐君在其«过度

时代的译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中国译员群体

探析»中统计为 ２６ 位ꎬ包括黄致尧ꎮ 受资料所限ꎬ
黄致尧待考ꎬ故在本文中将其排除在苏籍译员的

名单中ꎮ)他们为西学的输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ꎮ
详细名单见表 １(本表主要依据«江南制造局记»
«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

译馆史略»、邹振环:«江苏翻译出版史略»、元青ꎬ
齐君:«过渡时代的译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中

国译员群体探析»及相关人物的传记综合考察而

成):
表 １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苏籍译员情况表

序号 姓名 生卒年 字、号 籍贯 在馆译书种类 专业专长

１ 陈　 洙 １８７４ 年前—? 字杏川ꎬ号珠泉 江苏江浦 ４ 种 考据

２ 华备钰 不详 不详 江苏金匮 ２ 种 机器

３ 华蘅芳 １８３３—１９０２ 字畹香ꎬ号若汀 江苏无锡 １０ 种 数学地质

４ 贾步纬 １８４０－１９０３ 字心久 江苏南汇 ３ 种 天文

５ 江　 衡 １８４５—１９１０ 字霄纬 江苏元和 １ 种 数学

６ 李凤苞 １８３４—１８８７ 字海客ꎬ号丹崖 江苏崇明 １２ 种 军事

７ 潘元善 １８６５—１９１１ 字性初ꎬ号询刍 江苏嘉定 １ 种 政史

８ 瞿昂来 １８５３—? 字鹤汀 江苏宝山 ５ 种 英文

９ 钱国祥 １８３５—１９０１ 后
字 乙 生ꎬ 号 吴 下

迂叟
江苏吴县 ２ 种 法政

１０ 汪振声 不详 号古棠 江苏六合 １７ 种 军事农学

１１ 王季点 １８７９—１９６６ 字巽之ꎬ号希琴 江苏吴县 １ 种 化学

１２ 王季烈 １８７３—１９５２ 字君九ꎬ号螾庐 江苏吴县 ２ 种 物理学

１３ 吴宗濂
１８５７ꎬ 一 作

１８５３—１９３０
字挹清ꎬ号景周 江苏嘉定 １ 种 法语俄语

１４ 徐华封 １８５８—１９２８ 字祝三 江苏无锡 ３ 种 化学

１６ 徐家宝 １８６７—１９２２ 字献庭 江苏无锡 ５ 种 化学

１６ 徐建寅 １８４５—１９０１ 字仲虎 江苏无锡 １７ 种 化学数学

１７ 徐　 寿 １８１８—１８８４ 字雪村 江苏无锡 ２５ 种 化学数学

１８ 徐兆熊 不详 字子璋 江苏长洲 ２ 种 物理

１９ 严良勋 １８４５—１９１４ 字子猷 江苏吴县 ３ 种 英文

２０ 俞世爵 不详 不详 江苏太仓 １ 种 法政

２１ 赵　 宏 不详 字予钦 江苏阳湖 １ 种 绘图

２２ 赵元益 １８４０—１９０３ 字静涵 江苏新阳 １９ 种 医学

２３ 赵诒琛 １８６９—１９４８ 字学南 江苏新阳 ２ 种 农学

２４ 钟天纬 １８４０—１９０１ 字鹤笙 江苏华亭 ８ 种 军事工艺

２５ 朱格仁 不详 字静山 江苏宝山 ３ 种(译而未印) 英文

—３８—



　 　 据上表所示ꎬ翻译馆内的 ２５ 位苏籍译员中ꎬ译
书达到 １０ 种以上者 ５ 人———徐寿、赵元益、汪振

声、徐建寅、李凤苞ꎬ其中徐寿的译书数量众多ꎮ
他的很多译书是我国相关学科领域的首部译著ꎬ
对当时国人了解西方科学知识起到重要的启蒙作

用ꎮ 在西书翻译和传播西方科技的工作上ꎬ徐寿

倾注了毕生的精力ꎮ 关于西书翻译ꎬ徐珂在«清稗

类钞»的«徐雪村主译西书»写到“无锡徐雪村封翁

寿精理化学ꎬ于造船、造枪炮弹药等事ꎬ多所

发明ꎬ并自制镪水棉花药汞爆药ꎮ 我国军械既赖

以利用ꎬ不受西人之居奇抑勒ꎮ 顾犹不自满ꎬ进求

其船坚炮利工艺精良之原ꎬ始知悉本于专门之学ꎬ
乃创议翻译泰西有用之书ꎬ以探索根柢ꎮ” [５]４０３２

１.地区分布

作为最早接受西学熏陶和接触西方先进科学

技术的知识分子ꎬ翻译馆内的苏籍译员求知创新、
刻苦实践ꎬ填补了许多科技领域的空白ꎬ在引进和

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为
我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ꎬ对翻译事

业、民族和国家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ꎮ 在“数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社会中ꎬ馆内苏籍译员在籍

贯的地区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江苏的南部地区ꎬ其
中以译员人数最多的江苏无锡为例ꎬ傅兰雅在其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写道:“所有人民ꎬ
大都巧于工艺ꎬ且认真作事ꎬ志在必成ꎬ又有往来

日本国者ꎮ 而士人多以为诗书经史几若难果其

腹ꎬ必将究察物理ꎬ推考格致ꎬ始觉惬心ꎮ 如是者

凡数人ꎬ而徐、华二君好之尤甚ꎮ” [４]１１２７得天独厚的

地理和人文环境优势为苏籍翻译员的成长奠定了

必要的基础ꎮ
２.教育背景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内的苏籍译员的教育背景

主要分为三种:传统私塾教育、洋务学堂教育(含

自学)和留学教育(含出国考察)ꎮ (本表资料主要

参考«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图志»、元青ꎬ齐君:«过渡

时代的译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中国译员群体

探析»及相关人物的传记综合考察而成ꎮ)

表 ２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苏籍译员教育背景情况表

类型 传统私塾教育 洋务学堂教育(含自学)
留学教育 ( 含出国

考察)
不详

名单
陈珠、 华蘅芳、 李凤苞、 钱国

祥、徐寿、赵宏、赵元益

贾步纬、江衡、瞿昂来、王季烈、
吴宗濂、徐家宝、徐华封、严良

勋、钟天纬、赵诒琛、朱格仁

徐建寅、王季点、徐
兆熊

华备钰

潘元善

汪振声

俞世爵

人数 ７ １１ ３ ４

　 　 由表 ２ 可知ꎬ翻译馆中的苏籍译员在教育背景

上的差别较为明显ꎬ据笔者手中目前可参考的资

料显示ꎬ接受洋务教育和自学者共有 １１ 人ꎬ占已考

受教人数的 ５２.３８％ꎻ接受传统私塾教育 ７ 人ꎬ占已

考人数的 ３３.３３％ꎻ接受留学教育和出国考察者 ３
人ꎬ占已考人数的 １４.２９％ꎮ

早年接受传统私塾教育使得徐寿、华蘅芳、赵
元益等人有着扎实的文史功底和深厚的传统文化

基础ꎬ徐世昌在«清儒学案»的«华蘅芳传»中谈及

华氏的译书质量ꎬ赞其“译本文辞畅朗ꎬ论者谓足

兼信、达、雅三者之长”ꎮ[６]４３８赵元益医学类译书的

翻译质量受到普遍好评ꎮ 时人评论其所译的«儒

门医学»ꎬ称之“缕析条分、雅俗共赏”ꎮ
受洋务运动影响ꎬ江苏地区率先出现了与传

统教育截然不同的新式教育ꎬ新式教育的根基是

新式学堂的建立ꎮ 洋务时期ꎬ在洋务学堂接受洋

务教育的与在洋务运动中自学成才的苏籍译员称

为翻译馆中苏籍译员的主体ꎬ前者包括毕业于京

师同文馆的严良勋ꎬ上海广方言馆的钟天纬、赵诒

琛、朱格仁ꎬ先后在上海广方言馆和京师同文馆学

习的吴宗濂等人ꎻ后者包括“博综旧闻、贯通新学”
的江衡、师从数学家李善兰ꎬ研习天文、数学的贾

步纬以及“见西报之传声器图ꎬ遂按图仿造”制成

中国首部电话机的徐华封等ꎮ 作为西学东渐的产

物和西学的主要传播渠道ꎬ洋务学堂打破了传统

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和儒家经典为主的教育

内容ꎬ培养的新式人才具有一定的外语和科技优

势ꎬ他们的加入为翻译馆内的翻译人才注入了新

鲜血液ꎮ
洋务时期ꎬ留学运动蔚然成风ꎮ 作为中外交

流前沿的江苏ꎬ是晚清“留学计划”的孵化器、实践

基地和经费的主要来源地ꎮ 翻译馆内的徐兆熊

１９０９ 年考上江苏官费留学生ꎬ赴英国伦敦大学深

造ꎻ徐建寅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对西方工业进行系

—４８—



统考察的科技专家ꎬ赴洋三载ꎬ在英、法、德三国ꎬ
先后考察了 ８０ 多家工厂和科技单位ꎬ成为首位科

技型政府官员ꎬ对于其在洋务事业中的成就大有

裨益ꎮ

三、苏籍译员及其译著的影响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创立与徐寿、华蘅芳等

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ꎮ 同治六年(１８６７)ꎬ徐寿到

江南制造局任职不久后便向曾国藩建议创办翻译

馆ꎮ 次年 ６ 月ꎬ翻译馆正式开馆ꎮ 作为翻译馆台柱

的徐寿和华衡芳在翻译馆的创办中出力尤多ꎮ 他

们“究察物理、推考格致”ꎬ对中国的古天算博物之

书和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格致之学的译著加以研

究ꎮ 科学研究和工作的实践ꎬ更使他们意识到翻

译西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ꎮ 他们在我国引进和传

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建馆后ꎬ翻译馆采用“西译中述”的翻译模式ꎬ

关于馆内译书之法ꎬ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

书事略»中记载“必将所欲译者ꎬ西人先熟览胸中

而书理已明ꎬ则与华士同译ꎬ乃以西书之义ꎬ逐句

读成华语ꎬ华士以笔述之ꎻ若有难言处ꎬ则与华士

斟酌何法可明ꎻ若华士有不明处ꎬ则讲明之ꎮ 译

后ꎬ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ꎬ令合于中国文法ꎮ 有数

要书ꎬ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ꎻ而平常书多不必

对ꎬ皆赖华士改正ꎮ 因华士详慎郢斫ꎬ其讹则少ꎬ
而文法甚清”ꎮ[４]１１７７关于译名翻译ꎬ徐寿针对“华文

已有之名”“设立新名”和“作中西名目字汇”作了

切实可行的规定ꎮ 这三条原则当前仍被科技翻译

工作者普遍采用ꎮ
翻译馆所译之书基本上是依据清政府的要

求ꎬ从时局和设立翻译馆的目的出发ꎬ“特译紧要

之书”ꎬ西方的军事、科技、兵工制造方面的书籍成

为首选ꎬ“局内书馆所存西字格致书有数百部ꎬ约
为中国所有西字格致书最多之处” [４]１１３０ꎬ“其所译ꎬ
专以兵为主ꎬ其间及算学、电学、化学、谁学诸门

者ꎬ则皆将资以制造ꎬ以为强兵之用”ꎮ[７]１５０翻译馆

所译的西书涉及了许多学科ꎬ以苏籍译员在馆期

间出版的译著涉猎范围为例ꎬ有军事科学、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工艺制造、农学、医学、船政等ꎮ 关

于翻译馆中的苏籍译员的译书情况ꎬ详见表 ３ꎮ
(本表中资料主要参考«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江

南制造局记»、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
邹振环:«江苏翻译出版史略»、熊月之:«西学东渐

与晚清社会»等ꎮ ２５ 名苏籍译员中ꎬ朱格仁译而未

印ꎬ故在此表中未列出ꎮ)

表 ３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的苏籍译员译著统计表

序号 姓名 工作 所译书目

１ 陈　 洙 述

农学:«种葡萄法»(舒第高译)
军事科学:«淡气爆药新书»(舒第高译、陈洙等述)
工程:«矿学考质»(舒第高译、陈洙等述)

２ 华备钰 述 工艺制造:«汽机兵船»(傅兰雅译)、«制机理法»(傅兰雅译)

３ 华蘅芳 述

自然科学:«算式解法»(傅兰雅译)、«代数术»(傅兰雅译)、«代数难题»(傅兰雅译)、
«三角数理»(傅兰雅译)、«微积溯原»(傅兰雅译)、«测候丛谈»(金楷理译)、«地学浅

释»(玛高温译)、«金石识别»(玛高温译)
军事科学:«防海新论»(傅兰雅译)
船政:«御风要术»(金楷理译)

４ 贾步纬
译编

译

自然科学:«翻译弦上切对数表»(贾步纬译述)、«八线简表»(贾步纬校述)
船政:«航海通书»(贾步纬译编)

５ 江　 衡 述 自然科学:«算式纪要»(傅兰雅译)

６ 李凤苞
述

译

社会科学:«四裔编年表»(林乐知著ꎬ严良勋翻译)
军事科学:«克虏伯炮说»(金楷理译)、«克虏伯炮图法» (金楷理译)、«克虏伯炮饼药

法»(金楷理译)、«克虏伯炮药弹造法» (金楷理译)、«克虏伯炮操法» (金楷理译)、
«炮准心法»(金楷理译)、«攻守炮法»(金楷理译)、«营垒图说»(金楷理译)
船政:«行海要术»(金楷理译)、«列国海战记»(李凤苞译)、«艇雷记要»(李凤苞译)

７ 潘元善 述 军事科学:«德国陆军考»(吴宗濂译)

—５８—



８ 瞿昂来 述

社会科学:«东方交涉记»(林乐知译)、«英俄印度交涉书»(罗亨利译)
自然科学:«格致小引»(罗亨利译)
军事科学:«列国陆军制»(林乐知译)、«法国水师考»(罗亨利译)

９ 钱国祥 述 社会科学:«各国交涉公法论»(傅兰雅译)、«各国交涉便法»(傅兰雅译)

１０ 汪振声 述

社会科学:«西国近事汇编»(参与编译)、«公法总论»(傅兰雅译)、«养蒙正轨»(秀耀

春口述)、«埏纮外乘补遗»(卫理译)、«各国交涉公法论»(傅兰雅译)
自然科学:«化学工艺»(傅兰雅译)
农学:«农学津梁»(卫理译)、«意大利蚕书»(傅兰雅、傅绍兰同译)
工艺制造:«铸金论略»(傅兰雅译)、«颜料编»(藤田丰八译ꎬ汪振声重编)、«取虑火油

法»(卫理译)、«造洋漆法»(藤田丰八译)
军事科学:«营工要览» (傅兰雅译)、«开地道轰药法» (傅兰雅译)、英国定准军药书

(舒高第译)
工程:«行军铁路工程»(傅兰雅译)、«探矿取金»(舒高第译)

１１ 王季点 译 工艺制造:«制羼金法»

１２ 王季烈 述 自然科学:«物理学»(藤田丰八译)、«通物电光»(傅兰雅译)

１３ 吴宗濂 译 军事科学:«德国陆军考»(吴宗濂译、潘元善述)

１４ 徐华封 述 工艺制造:«电器镀镍»(傅兰雅译)、«考试司机»(傅兰雅译)

１５ 徐家宝
述

译

社会科学:«国政贸易相关书»(傅兰雅译)、«保富述要»(傅兰雅译)
工艺制造:«工艺准绳»(傅兰雅口述)、«炼钢要言»(徐家宝译)
船政:«航海章程»(凤仪译)

１６ 徐建寅 述

自然科学:«运规约指»(傅兰雅译)、«声学»(傅兰雅译)、«电学»(傅兰雅译)、«化学

分原»(傅兰雅译)、«谈天»(伟烈亚力译)
工艺制造:«汽机新制»(傅兰雅译)、«汽机必以»(傅兰雅译)、«器象显真»(与傅兰雅

译)、«艺器记珠»(傅兰雅译)、«格林炮操法»(傅兰雅译)、«轮船布阵»(傅兰雅译)、
«水师操练»(傅兰雅译)、«炮甲合论»(傅兰雅译)、«造铁全法»(傅兰雅译)、«伏耳铿

厂管工章程»(金楷理译)、«造硫强水法»(傅兰雅译)、«熔炼钢铁»(傅兰雅译)

１７ 徐　 寿 述

自然科学:«化学鉴原»(傅兰雅译)、«化学鉴原续编» (傅兰雅译)、«化学鉴原补编»
(傅兰雅译)、«物体遇热改易记» (傅兰雅译)、«化学求数» (傅兰雅译)、«化学考质»
(傅兰雅译)、«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傅兰雅等译编)、«法律医学»(秀耀春译)
工艺制造«汽机发轫» (伟烈亚力译)、«汽机中西名目表» (傅兰雅等译编)、«西艺知

新»(傅兰雅译)、«西艺知新续刻»(傅兰雅译)、«造铁全法»(傅兰雅译)
军事科学:«营城揭要»(傅兰雅译)、«营城要说» (傅兰雅译)、«火药机器» (傅兰雅

译)
工程:«历览英国铁厂记略»(傅兰雅著并口译)
矿学:«求矿指南»(傅兰雅译)、«宝藏兴焉» (傅兰雅译)、«测地绘图» (傅兰雅译)、
«试验铁煤法»(傅兰雅译)

１８ 徐兆熊 译 自然科学:«电学测算»«新译无机化学教科书»

１９ 严良勋 译述 社会科学:«四裔编年表»(林乐知著ꎬ李凤苞笔述)、«埏纮外乘»(林乐知译)

２０ 俞世爵 述 社会科学:«各国交涉公法论»(傅兰雅译)

２１ 赵宏 述 医学:«新译医药新书»(舒高第译)

２２ 赵诒琛 述 农学:«农务全书»(舒高第译)、«农学理说»(王汝 译)

—６８—



２３ 赵元益 述

自然科学:«数学理»(傅兰雅译)、«光学»(金楷理译)
医学:«西药大成»(傅兰雅译)、«西药大成补编» (傅兰雅译)、«儒门医学» (傅兰雅

译)、«内科理法»(舒高第译)、«保全生命论»(秀耀春译)、«法律医学»(秀耀春译)、
«济急法»(秀耀春译)、«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傅兰雅译)
军事科学:«行军指要»(金楷理译)、«行军测绘» (傅兰雅译)、«爆药纪要» (舒第高

译)、«临阵管见»(金楷理译)、«水师保身法»(程銮转译为中文)
船政:«测绘海图全法»(傅兰雅译)
工程:«海塘辑要»(傅兰雅译)、«冶金录»(傅兰雅译)、«井矿工程»(傅兰雅译)

２４ 钟天纬 述

社会科学:«西国近事汇编»(参与编译)
工艺制造:«铸钱工艺»(傅兰雅译)、«考工纪要»(傅兰雅译)
军事科学:«英国水师考»(傅兰雅译)、«美国水师考»(傅兰雅译)ꎻ
船政:«行军免撞章程»(傅兰雅译)、«船坞论略»(傅兰雅译)
工程:«工程致富»(傅兰雅译)

　 　 同治十年(１８７１)ꎬ翻译馆的首批译著在制造

局刻板印行ꎬ«申报»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ꎬ称其

“精深微妙ꎬ无美不臻ꎬ而笔而述之者又复斟尽

善以之为工师之规矩ꎬ儒生之图籍ꎬ不将见其

家喻户晓哉!” [８] 傅兰雅描述到“察所销售书籍已

数万馀ꎬ可见中国皆好此书华人得此各书ꎬ则
格致之学不减泰西ꎬ 而考察之苦已无烦备尝

矣” [４]１１７９ꎮ 王宗扬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一

文评价道“该馆所翻译出版的译著ꎬ数量之多、质
量之高、影响之大ꎬ当时罕有其匹ꎬ代表了洋务时

期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能了解的西方科技知识的最

高水平” [９] ꎮ
馆内的苏籍译员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ꎬ加之

自身的专业优势ꎬ许多译著质量较高、影响深远ꎬ
对近代西学传播做出巨大贡献ꎬ在启发民智上发

挥了基础性的作用ꎮ 梁启超曾评价华蘅芳等人:
“其人皆学有根柢ꎬ对于所译之书ꎬ责任心与兴味

皆极浓重ꎬ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ꎮ” [１０]１４６徐寿

“研精覃思ꎬ技术之长ꎬ不懈于古”ꎻ华蘅芳“译笔之

雅洁ꎬ亦群书中所罕见也”ꎻ赵元益“所译书多精

审”ꎻ李凤苞的«陆操新义»被称赞为“最佳”ꎻ徐建

寅译书态度严谨ꎬ时人评其«汽机必以»“所论诸法

颇详ꎬ首卷言造机公法乃推论其理ꎬ讲此学者最宜

深究”ꎻ«汽机新制» “书中论水陆所用各机宏纤具

载ꎬ所记大小尺寸数目ꎬ皆荟萃诸人制造试验之尽

善者著之” [１１]５９ꎮ

四、结论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 １９ 世纪晚期西学东渐ꎬ
传播西学最主要的阵地ꎬ其译书事业对中国近代

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ꎬ不仅“解决了洋务

运动之时需ꎬ也为中国人从更深层次上学习西学

提供了精神食粮ꎬ其赫赫业绩足以彪炳青史ꎮ” [１２]

译书工作“不仅进一步造就了徐寿、华蘅芳、徐建

寅等一批科学家与制造专家ꎬ并且在我国引进和

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填
补了许多科技领域的空白ꎬ为我国近代科技的发

展奠定了必要基础”ꎮ[１３] 作为译书的主体之一ꎬ苏
籍译员是晚清数量相当的中国译员的一个缩影ꎬ
他们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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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李 晓 兰　 刘　 莹

(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黑龙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４０)

　 　 [摘　 要] 　 在理想信念的内涵阐释、意旨赋予、路径延伸等方面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很多独辟蹊径的科学

思路和论断ꎬ这些内容组构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ꎬ形成了“培育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如何培

育理想信念”等新的思想高地ꎮ 十九大报告明确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新时代的新篇章ꎬ要求“广泛开

展理想信念教育ꎬ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ꎮ”新时代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建设以及接受政治教

育的工作思路、相关举措、取得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ꎬ也是让人为之侧目的ꎮ 但客观来讲ꎬ还存在着与新形势下的

新要求不相符之处ꎮ
[关键词] 　 新时代ꎻ　 大学生党员ꎻ　 理想信念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８８－０３

　 　 大学生党员是最具潜力、充满活力的群体ꎬ与
已经走向社会的党员不同ꎬ他们是推动未来发展

的潜在力量ꎮ 习总书记曾在 ２０１７ 年“七一”讲话

中指出ꎬ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作为党建的重中

之重和第一要求ꎮ 将大学生党员培养成坚定的共

产主义战士ꎬ使其成为具有良好党性的合格党员ꎬ
是涉及党的执政、国家发展的大问题ꎮ 结合如何

提升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ꎬ本文

阐释了一系列途径、方法和对策ꎬ以期提升大学生

党员理想信念状况ꎮ
一、习总书记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

论述
“不忘初心ꎬ牢记使命”是党魂所在ꎮ “初心”

即是指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ꎬ“初”字流露出沧桑

厚重的历史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ꎬ就
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ꎬ为中华民族谋复兴ꎮ 这个

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

动力” [１] ꎮ 习总书记深知理想信念蕴含的无限能

量ꎮ 他提出:“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ꎮ”此外ꎬ习总

书记还进一步阐述了理想信念对共产党人的重要

性ꎮ 他认为ꎬ“艰苦的武装斗争时期ꎬ理想信念比

一切都重要ꎮ 正因为坚定的革命理想武装了共产

党人ꎬ一代代共产党人才能艰苦奋斗、一往无前ꎬ
最终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２] ꎮ 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ꎬ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ꎬ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

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ꎮ 要加强理论武装ꎬ推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１] ꎮ 信

仰是精神动力ꎬ也是精神支柱ꎮ 有了精神支撑ꎬ信
仰才能发挥精神动力作用ꎮ 习总书记还特别重视

理想信念在提升人思想境界方面的作用ꎮ 他认

为:“信仰的纯洁是根本纯洁ꎮ”他提出ꎬ理想信念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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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产党人塑造崇高的人格魅力ꎬ具有不可名

状的显著意义ꎮ 只有具备了崇高的理想信念ꎬ人
的眼界才会提升ꎬ思想境界才会更高ꎬ才能更好地

武装头脑ꎬ进而完成好各项工作实践ꎮ
二、大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现况分析
关于大学生党员接受理想信念教育ꎬ总体上

看ꎬ进展还是良好的ꎬ但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ꎮ
这些矛盾问题的成因是多方复杂的ꎬ既包括外部

氛围的影响ꎬ也包含工作内在因素ꎮ
１.大学生党员接受教育缺少针对性和

指向性

对于理想信念教育实施方面ꎬ相对于普通大

学生教育ꎬ大学生党员教育有所不同ꎬ它的导向性

更强ꎬ更需要具备专业性ꎮ 然而当前实施的教育ꎬ
主要是面向所有的受众ꎬ并不是专向党员群体ꎮ
虽然大学生党员素质高ꎬ对理想信念易于接受ꎬ但
是面向他们的专业化教育却很少ꎮ

２.大学生党员接受教育缺少务实有效

的核心内容

高校开展的相关理想信念教育活动ꎬ常常偏

重活动前期的筹备和宣传ꎬ而对于活动过程和活

动内容的设计却有所欠缺ꎮ 虽然在形式上注重创

新ꎬ也比较多样ꎬ但在活动内容上ꎬ却远远没有达

标ꎬ空洞无物、缺少内涵ꎬ与活动形式严重不匹配ꎮ
当今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ꎬ网络传播信息冗杂繁

复、良莠不分且缺少主流判断引导ꎬ极易致使大学

生党员思想受到冲击ꎮ 新媒体发展迅速会使信息

传播扁平化ꎬ人们对信息自主进行即时接收、反馈

和再传递使得信息交换的互动频率和速率显著增

强ꎮ 现今社会是倾向弱化中心与权威的时代ꎬ开
展好和完成好预定教育目标的难度很大ꎮ 处在这

样的大环境中ꎬ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对大学生实时

强力覆盖的难度加大ꎬ传统思政教育工作者在信

息传递中的作用减小ꎬ特别是话语权和主导地位

日渐弱化ꎮ 因此ꎬ一直以来的教育体系已面临被

信息网络大数据裁汰的境遇ꎮ 大学生党员在因缺

少畅所欲言的表达渠道等ꎬ导致对接受教育含糊

了事ꎬ使相关教育越来越不被重视ꎬ甚至流于形

式ꎬ引发封闭式管理与开放式思维的矛盾ꎮ
３.学校偏重大学生党员入党前培训、轻

入党后教育

学校在培养和发展大学生党员时ꎬ通常都会

严格遵守组织要求与发展程序ꎮ 从大学生向党组

织递交入党志愿书之日起ꎬ培养期间内需履行一

系列固有流程ꎬ从入党培训到考察ꎬ从定期思想汇

报到谈话ꎬ再到征求意见等环节ꎬ一般至少需要两

年ꎬ才会被确立为中共正式党员ꎮ 然而ꎬ当大学生

入党后ꎬ学校再教育的安排则显得比较弱ꎬ更多的

依靠大学生党员自身ꎬ主要以自学的形式接受教

育ꎮ 在当前多元化社会ꎬ复杂的社会现象衍生出

来许多的矛盾ꎬ大学生党员思想没有根本定型ꎬ很
易波动ꎬ更易受不同观念影响ꎬ以至于产生较严重

的思想问题ꎮ 因此ꎬ大学生党员接受教育的过程ꎬ
必须要持续深入而且需要高效ꎮ

４.大学生党员教育理论灌输多、实践经

验少
理想信念的形成是理论知识、意识情感、行为

实践等ꎬ经过充分结合、凝练升华、辩证统一发展

而来的ꎮ 大学生党员接受教育从本质上而言ꎬ是
引导大学生党员在充分进行思想理论武装的基础

上ꎬ更加积极开展社会实践的动态过程ꎮ 高校在

深入实施和开展教育方面ꎬ传统式的讲述理论知

识占比非常大ꎬ党员发展上进行的一整套专业培

训与设计ꎬ均是以传授理论为主ꎮ 然而大学生在

实践活动上ꎬ因经费和时间等因素影响ꎬ其投入非

常有限ꎮ
三、加强大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

对策
“习近平对立德树人和教育培养目标的论述ꎬ

着眼全局、把握关键、立意深远ꎬ鲜明揭示了我国

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ꎬ进一步回答了新形势下教

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

重大问题ꎮ” [３] 理想信念是中共党员的政治灵魂ꎮ
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ꎬ我们的党就不可能成为执

政党ꎻ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ꎬ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

国梦的远大目标也不可能实现ꎮ 坚守共产党人的

理想信念应该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共同发力ꎬ将
其与阶段性任务结合起来ꎬ凸显时代性、掌握规律

性、充满创造性ꎮ
１.充分发挥“两学一做”的载体作用ꎬ着

力提升大学生党员接受教育的层次和水平

习总书记指出ꎬ“要确保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取得实效ꎬ最首要的就是夯实理想信念根

基ꎬ让科学的理想信念光辉永远在心中闪烁”ꎮ 以

“两学一做”为核心载体ꎬ进一步突出抓好大学生

党员的教育工作ꎬ要求高校党组织教育引领大学

生党员强化党章党规学习ꎬ系统掌握党的纲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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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以及党员的责任、义务ꎬ始终遵守党章ꎬ遵守党

的各项纪律规定ꎮ 此外ꎬ学习掌握国史、党史和党

内先进模范事迹也是党员的基本素质要求ꎮ 中国

近现代史是由屈辱向自强的转化提升史ꎬ中国人

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ꎬ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ꎬ洗雪了百年耻辱ꎬ中国人民真正当家做主建

造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强国ꎮ 以此为着力点ꎬ激励

大学生党员学习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ꎬ领会和

深化其中蕴藏的马克思主义原理ꎬ将人民群众创

造历史的基本观点全方位普及ꎬ逐步实现在发展

中解决矛盾问题ꎬ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ꎮ
所以ꎬ要以大学生党员理想信念现实状况为基础ꎬ
持续深入开展“两学一做”ꎬ并长期坚持推进下去ꎬ
进一步坚定大学生党员的理想信念ꎮ

２.立足发展实际ꎬ全面丰富党建网站平

台的教育内容与形式

高校党建网络的建设初见成效ꎬ部分大学生

党员已借助网络平台参与组织生活ꎬ一些党支部

还建立了微博群等网络活动中心等ꎮ 高校从事党

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人员ꎬ应进一步创新形

式、丰富拓展教育内容ꎮ 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习近新时代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在现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内

容借助网络媒介加以宣讲外ꎬ还应对时政要闻、热
点事件和大学生党员遇到的各类思想困惑与矛盾

难题等ꎬ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ꎬ进行深入透彻的解析、解释和解决ꎮ 特别是要

探索在信息时代ꎬ如何发挥新的传播渠道对推进

大学生党员思想教育的重要作用ꎬ进一步延伸拓

展和升华教育内容ꎮ 各党支部应通过搭建微党

课、党员论坛、微调研、党员公邮等公众平台ꎬ将先

进模范事迹和志愿服务活动等进行跟踪报道ꎬ以
党员喜闻乐见的方式走进其学习生活中ꎬ充分尊

重其主体性ꎬ倾听其切身感受ꎬ变单向灌输为互动

沟通ꎬ营造和谐便捷的交流氛围ꎮ 这样不仅将理

想信念通过文化整合和传播达到渗透和内化的效

果ꎬ还拓展了大学生党员接受教育内容的覆盖范

围、传播渠道和影响力ꎬ全面增强了专业化、素质

化、科学化教育对学生党员学习、生活的融合度ꎮ
３.强化推进保障和制度实施ꎬ确保大学

生党员接受教育获得更大成果

邓小平同志指出: “ 党 的 建 设ꎬ 制 度 是 关

键” [４] ３３３ꎮ 要让大学生党员接受教育获得更大成

果ꎬ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党员制度建设和机制完善

是关键ꎮ 首先ꎬ建造理想信念培育机制ꎮ 第一ꎬ必
须把深层次的思想教育工作引入大学生课堂ꎬ同
其他专业知识学习紧密结合起来ꎮ 正如习总书记

所言ꎬ“要教育引导全日制在校学生不断树立为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

奋斗的信念和信心” “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ꎬ为学

生点亮理想的灯” [５] ꎮ 第二ꎬ基层党组织应将教育

工作固定化ꎬ协同教育主体ꎬ形成健全和有序的教

育运行机制ꎮ 同时ꎬ构建理想信念校正机制ꎬ正确

引导大学生党员ꎬ帮助并改造其意识形态ꎬ趋利避

害的培育和坚定其正确的理想信念ꎮ 第三ꎬ构建

理想信念提升机制ꎮ 理想信念在不同人心中ꎬ也
是存在高低不同的等级差异的ꎮ 大学生理应要有

更高层级的理想信念ꎮ 立足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ꎬ大学生党员既应志存高远ꎬ也应返璞归真ꎬ为
理想信念的提升ꎬ随时做好各种准备ꎮ 第四ꎬ要建

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ꎬ确保大学生党员教育相关

工作制度、考核评价制度、经费保障制度步调一

致ꎬ协调推进ꎬ良性运行ꎮ 其中考核机制是重点ꎮ
考核不是目的ꎬ却是达到目的的有效形式ꎮ 对于

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相关内容ꎬ很难做到具体量化

考核ꎮ 这就需要建立多维立体的考核模式ꎬ探索

建立直接与间接考核结合、知识储备与实践行为

融合的考核机制ꎬ以便科学考评大学生党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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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创新培养刍议∗

———基于“互联网＋”的视角

韩　 旭１ꎬ２

(１.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ꎬ 安徽亳州　 ２３６８００ꎻ
２.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安徽芜湖　 ２４１００３)

　 　 [摘　 要] 　 “互联网＋”的时代ꎬ思想政治教育仍是一个社会始终不变的永恒话题和主旋律ꎮ “互联网＋”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创新培养既搭建了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共享的平台和创造了主客体平等交流的环境ꎬ
也凸显了客体个性化创新培养所面临的新机遇ꎮ 但同时也冲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和教学模式以及削弱

了对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的抵抗等ꎬ这就需要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内容建设、教学模式和创新机制等方

面做出新的抉择ꎮ
[关键词] 　 大学生ꎻ　 思想政治教育ꎻ　 个性化培养ꎻ　 创新ꎻ　 “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９１－０４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使互联网逐步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交流和宣传工

具ꎬ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ꎬ
进一步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角ꎮ 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世界每时每

刻都在发生变化ꎬ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ꎬ
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ꎬ不断认识规律ꎬ不断

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

及其他各方面创新”ꎮ 这一重要论断ꎬ为我们大力

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创新培养工作指

明了前进的方向ꎬ提供了根本的遵循ꎮ 但同时ꎬ互
联网上不良的思想和观点也在潜移默化地对正在

成长中的大学生的思想带来不言而喻的负面影

响ꎬ因此ꎬ如何理性分析和正确对待互联网的利和

弊ꎬ则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养所不

可回避的重要课题ꎮ

一、“互联网＋”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个性化创新培养出现的新契机

在大数据时代ꎬ技术升级和人才培养俨然成

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ꎬ也是整个全球竞争的关键

点ꎬ因此ꎬ各个国家和“各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在探

寻大数据所带来的变革和深远影响ꎬ探索新的研

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１] ꎮ 其中ꎬ“互联网＋”作为大

数据时代的重要一分子ꎬ在推动我国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个性化创新培养方面日益显示出其特有

的魅力ꎮ
１.搭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共享的平台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刻板式的灌输教育ꎬ
教育者以著作、讲义或者高尚人物为题材ꎬ阐述思

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和作用ꎬ扮演着权威性和主导

性的角色ꎬ决定着教育内容、目的、方法和途径ꎻ而
受教育者则处于被动地位ꎬ承受着无休止的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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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鞭策的痛苦ꎮ 这种教育模式一方面使师生产生

隔阂ꎬ难以达到教育效果ꎻ另一方面阻碍学生个性

的发展ꎬ泯灭其创新思维的充分发挥ꎮ 而互联网

时代ꎬ不仅逐步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ꎬ也搭建

了其资源共享的平台ꎮ 互联网具有迅速和及时的

特点ꎬ它能够在最短时间和用最快速度为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客体提供海量信息ꎬ主体可以通过

ＱＱ、微信和微博等等互联网传播的媒介把自己已

讲或将要授课的内容告知客体ꎬ针对客体的个性

差异能有效地因材施教ꎻ客体可以有的放矢寻找

自己的疑惑ꎬ通过这些媒介时时向主体提出疑问

和质疑ꎮ 同时ꎬ主体也为准确掌握学生思想动态

和进行预防教育提供了先机ꎬ从而使主客体能够

在跨越时空的条件下解决存在的问题和疑惑ꎬ到
达高效快捷的效果ꎮ

２.创造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平等交流

的环境

互联网时代下的环境是一个更加开放、时时

更迭的动态场所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虚拟的网络

世界传播和接收信息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表

达各自观点和主张ꎬ并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ꎬ不受

年龄、种族、性别和信仰等的限制ꎬ能够无拘无束

畅快地表达和展现自己ꎮ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

客体通过互联网为介质ꎬ以“人—机”互换的模式

实现他们之间无障碍的交流和沟通ꎬ使之达到主

客体之间的平等ꎮ 一方面ꎬ主体可以根据目的发

布信息ꎬ对客体产生或多或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ꎻ
另一方面ꎬ为达到某种需求ꎬ客体可以主动选择对

己所需的信息ꎬ成为信息的接受者ꎮ 在主客体的

互动中ꎬ主体可以从多方面了解和洞察客体的需

求ꎬ并根据每个客体的实际需要提供适合他们的

服务和管理ꎬ从而使客体更加主动和接受主体对

其进行对症下药的思想政治教育ꎮ

３.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个性化

培养

张扬个性和凸显自我是新时期新时代社会发

展的使然ꎬ也是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需要ꎮ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着

重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个性化ꎬ尊重每个人

的自主选择和独特性ꎬ并强调:“教师将来的任务

是培养一个人的个性并为他进入显示世界开辟道

路” [２]２６０ꎬ同时ꎬ也“应培养人的自我生存能力ꎬ促
进人的个性全面发展ꎬ并把它作为当代教育的基

本宗旨” [２]２４８ꎮ 教育既要考虑到受教育者是个鲜

活的个体ꎬ是一个有思想、有意识ꎬ并在学习兴趣、
语言交流和休闲娱乐等方面有差异的个体ꎬ也要

清晰懂得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学生个体能够得到

全面的发展ꎬ教育模式是从传统的集中式的应试

教育向现代的数字化的素质教育的转变ꎮ 因此ꎬ
教育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对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习

性的客观分析ꎬ从而获取个体学生的兴趣爱好、接
受能力和价值取向等信息ꎬ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

研究ꎬ以便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ꎬ做到

因材施教和对症下药ꎮ

二、“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个性化创新培养面临的新挑战

马克思主义认为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ꎬ社
会存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社会意识发生

这样或那样的变化ꎮ 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带来社

会变革ꎬ引发新思想、新观念和新体制的变革ꎬ推
动社会不断前进ꎮ 但同时ꎬ也对原有的价值观念

和思想带来阵痛ꎬ在主流和非主流并存的思想意

识形态下ꎬ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带来前所

未有的挑战ꎮ

１.冲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和

教育模式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沿着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和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主阵地ꎬ其基本内容

必须根据一定我国社会的要求和受教育者的思想

成长规律的需要ꎬ有目的、有计划和有步骤地对受

教育者施加一定影响ꎬ传播社会主流思想、价值观

念和道德规范为体系的课程ꎮ 而在互联网时代ꎬ
特别是对那些意志薄弱、禁不住诱惑的学生来说ꎬ
整天沉浸在网络不能自拔ꎬ甚至为了顺利完成一

项网络“任务”而“废寝忘食”ꎬ最终导致学而不专ꎬ
致使他们的人生观和道德观等出现严重滑坡ꎮ 另

外ꎬ一直以来ꎬ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单向性

的传播方式ꎬ教育者起主导地位、掌握话语权和决

定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ꎬ而受教育者只能被动式

的接受对其“没有任何价值”的思想熏陶ꎮ 互联网

的出现对这种教学模式给以致命打击ꎬ受教育者

对老师枯燥乏味和呆板式的教学失去浓厚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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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ꎬ进而转移注意力到网络世界寻找自我刺激ꎬ这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育的难度ꎬ也降低了思想

政治教育的权威性和有效性ꎮ

２.削弱了对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的

抵抗ꎬ增加了塑造个性化培养的难度

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点ꎬ使整个社会被“偷

窥”ꎬ处于包围和半包围状态ꎬ处在真空中ꎬ一不小

心将会展现自己赤身裸体、苦不堪言ꎮ 以互联网

为媒介ꎬ西方社会思潮乘虚而入ꎬ整个社会意识形

态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和复杂化的状态ꎬ主流和

非主流相互碰撞和冲击ꎬ严重消解刚刚萌生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致使大学生在这种多种价值

取向中迷失自我、随波逐流ꎬ进而出现信念缺失、
认知紊乱和走入歧途ꎮ 即便综合国力在国际地位

上日益突出ꎬ但中国仍属于发展中的国家ꎬ依然被

西方一些国家在经济上欺压、政治上污蔑和文化

上渗透ꎬ这给那些一心崇洋媚外和个人价值至上

的学生来说ꎬ则提供了一条无可辩驳的理由:成为

海归一族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关键选择ꎮ 这样一

来ꎬ他们久而久之便失去思想坚固的防护ꎬ灵魂被

侵蚀ꎬ成了一名披着中国人旗号的“外国人”ꎬ更别

说塑造其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培养了ꎮ

三、“互联网＋”条件下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个性化培养的新路径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ꎬ马克

思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ꎬ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ꎬ但是理论一经

掌握群众ꎬ也会变成物质力量ꎮ 理论只要说服人ꎬ
就能掌握群众ꎻ而理论只要彻底ꎬ就能说服人ꎮ 所

谓彻底ꎬ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

本身” [３]９ꎮ 互联网时代ꎬ要积极抓住有利时机ꎬ采
取强有力的措施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

培养另辟蹊径ꎬ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ꎮ

１.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内容

建设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ꎬ
是想问题办事情最起码和最基本的要求ꎬ也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所在ꎮ 受到社会和家庭环境熏陶等

诸多因素的影响ꎬ大学生在理想前途、兴趣爱好、
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多种差异ꎬ因此ꎬ互联网时代

下ꎬ在传授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ꎬ不仅要紧跟时代

步伐ꎬ学习和贯彻党中央有关精神ꎬ更要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和因人制宜ꎬ创造出适合学生所需要

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的思想政治教育ꎮ 要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学生头脑ꎬ积极

引导学生学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ꎬ学习

党的十九大有关精神ꎬ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坚持“四大自信”和落实“五位一体”ꎻ要结合

历史和现实要求ꎬ增强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责

任感ꎬ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个人理想相互统一ꎻ
要把弘扬传统文化和个人素养结合起来ꎬ在完善

“小我”、张扬个性的同时ꎬ也为“大我”的实现准备

充足的力量ꎮ

２.拓宽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教学

模式

面对众多差异性的学生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不可千篇一律ꎬ而应采取多角度、多渠道和多样化

的教学模式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ꎮ 一方面ꎬ在
发挥学校和教师主导地位的同时ꎬ要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教学ꎬ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主体性ꎬ利
用现代化的互联网技术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模

式ꎬ而不是以往填鸭式的传统教学模式ꎬ使教育者

和受教育者携手并进ꎬ从而达到在尊重学生个性

发展的同时ꎬ也绝不会让一个学生落队ꎬ“建立教

育者和学生共同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育者

负责服务和引导的教育模式” [４] ꎮ 另一方面ꎬ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国务院颁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的要求ꎬ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

培养还需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教育

方式ꎮ “借助大数据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新空间ꎬ使
我们的工作联动、活跃、覆盖起来ꎬ壮大主流思想

文化舆论ꎬ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ꎮ” [５] 搭建思政育

人平台ꎬ为紧随党的步伐ꎬ响应国家号召ꎬ开展一

系列的网上演讲比赛、书法比赛和红歌比赛以及

微电影比赛等等ꎬ这些活动既丰富了他们的大学

生活ꎬ增加了他们的见识和提升了他们的能力ꎬ也
充分发挥了他们各自潜能、培养了兴趣和爱好以

及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培养也得到自我的

塑造ꎮ

３.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创新机制

经济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等导致大学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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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信念被腐和价值迷茫ꎻ在教育方式上ꎬ传统

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仍普遍存在ꎬ“重灌输轻体

验、重理性轻情感、重结果轻过程” [５] ꎬ学生的主体

作用未能充分发挥ꎻ同时ꎬ大学生“具有在专业学

习上重技轻文ꎬ个性表现上好动厌静ꎬ行为表现上

善习恶学等个性特点” [６] ꎮ 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培养ꎬ对此我们需要

借用互联网从舆论反馈、教学传播、价值渗透等机

制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培养ꎮ 在舆

论反馈机制方面ꎬ采取多种渠道了解和摸清学生

的情况ꎬ如对他们进行网上问卷调查等等ꎻ在教学

传播上ꎬ教师可以根据不同专业、不同班级甚至不

同学生采用形式各异的教学模式和方法ꎬ做到因

材施教和对症下药ꎻ在价值渗透方面ꎬ根据学生的

喜好和兴趣的差异ꎬ把正能量和核心价值观融入

视频、影片和动漫中ꎬ“文化的力量在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作用越发突显” [７] ꎬ要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

形式进行价值引领ꎮ
总之ꎬ高校在注重培养学生专业学习和技能

操练的同时ꎬ在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方面也需花

大力气ꎬ把专业技能和专业素养、职业操守和个性

魅力完美融合ꎬ锻造出适应单位需求和社会需要

的高素质人才ꎮ 让大学生能在各自岗位上发挥聪

明才智ꎬ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ꎬ“努力形成人人

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

展其才的良好局面”ꎬ这既是党的十九大对人才的

渴求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养的初衷和目

的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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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艺术类大学生“基础课”实践教学创新应用研究∗

张 玉 新

(南京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承担着大一新生的入学教育、肩负着对他们进行思想价值引领

的重任ꎮ 在新媒体时代ꎬ实践教学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很高的重视ꎮ 项目组遵循艺术类大学

生特点及教育教学规律ꎬ通过“我的实践我做主”“我的实践我规划”“我的实践我执行”“我的实践我分享”的具

体实践ꎬ探索引导学生在实践教学中成为主体ꎬ把理论教育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ꎬ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途径ꎮ
[关键词] 　 新媒体ꎻ　 艺术类大学生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ꎻ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９５－０４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以下简称

为“基础课”)是我国全日制普通高校开设的一门

必修课ꎮ 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有理想、
有信仰、有责任感、有法律意识和是非观的高素质

人才ꎮ 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中指出ꎬ
“要强化社会实践育人ꎬ提高实践教学比重ꎬ组织

师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１] ꎬ而社会实践育人是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在新

媒体时代背景下ꎬ“基础课”实践教学在享受机遇

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ꎮ 如何引导艺术类大

学生在“基础课”实践教学中成为主体ꎬ扮演他们

喜欢的角色ꎬ把理论教育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ꎬ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ꎬ是“新媒体时代艺术类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组” (以下简称为“项目

组”)一直在努力的方向ꎮ
一、新媒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新媒体具备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互动性强、

形式丰富等特点ꎬ为广大师生提供了多样的渠道

和平台ꎬ使得他们在查询资料、获得信息、诉求利

益等方面变得更加通畅、便捷ꎬ已逐渐成为广大师

生广泛应用的传播载体ꎮ 项目组设计了一份«新

媒体环境下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查

问卷»ꎬ调查结果显示ꎬ５６.７％的学生认为新媒体对

自身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影响不大”ꎬ６６.３％的学

生选择 “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 ‘ 经常玩儿’ 手

机” [２] ꎮ “低头族”一词应运而生ꎬ“提高抬头率”
也成为衡量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指

标ꎮ 项目组发现ꎬ新媒体的出现不仅加大了对艺

术类大学生思想引领的难度ꎬ也对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导地位产生了冲击ꎬ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２] ꎮ
目前ꎬ实践教学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ꎮ 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ꎬ
机遇与挑战并存ꎬ关键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如何正确地运用ꎬ做到趋利避害ꎮ 在新媒体环境

中ꎬ教育者应充分认识实践教学的现状及意义ꎬ各
种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及存在的问题ꎬ寻
找二者的契合点ꎬ搭建沟通平台ꎬ将多媒体技术融

入实践教学ꎮ 以师生沟通交流的方式为例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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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教师在各授课班级与学生面对面建立微信群

或 ＱＱ 群ꎬ便于学生在实践过程中随时向教师请教

问题ꎬ教师可以予以随时解答ꎬ并便于引导、督促

学生的实践活动ꎻ学生在社会实践分组时也应建

立微信群或 ＱＱ 群ꎬ便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协
调ꎬ以提高实践效果ꎮ

二、基于新媒体环境的“基础课”实践

教学创新应用

实践教学的创新不应该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

研究与阐释ꎬ再多的论证还要回归实践中去接受

检验ꎮ 探索教育教学规律ꎬ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ꎬ
引领学生的正确认知ꎬ改变实践教学的不良现状ꎬ
才能切实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ꎮ 因此ꎬ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份开始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份止ꎬ项目组尝试从艺

术类大学生的视角出发ꎬ依据学生的个性特点ꎬ遵
循学生的发展规律ꎬ充分发挥学生的自我教育功

能ꎬ把新媒体融入实践教学中ꎬ探索一种学生全程

参与的实践教学模式ꎬ力求使实践课成为学生真

心喜欢、有一定受益的课程ꎮ
１.“我的实践我做主”
马克思曾说:“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ꎬ

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ꎬ一种被迫的活动ꎬ那么它到

底属于谁呢?” [３]２７５ 目前ꎬ很多高校的“基础课”实

践教学大多由任课教师提前安排好ꎬ布置给学生

去做ꎬ学生拿到任务后被动的完成ꎮ 教师为了完

成教学任务ꎬ学生为了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ꎬ实践

作业上交后大多数社会实践就此结束了ꎬ反馈的

少ꎬ融入社会接受再检验的更少ꎬ这严重违背了思

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初衷ꎮ 鉴于此ꎬ每学期

“基础课”实践教学开展前ꎬ项目组教师会向全校

(南京艺术学院)所有选修“基础课”的同学有奖征

集实践选题ꎬ并发起倡议:我的实践我做主ꎮ 实践

选题的主要要求为:制订实践题目、实践计划、实
施方案并论证该实践选题的意义及可实施性ꎮ 为

了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ꎬ项目组决定:凡是实施

方案被采用者ꎬ平时成绩奖励 ５ 分ꎮ 所有参与有奖

征集的同学ꎬ统一把实践选题以 Ｗｏｒｄ 文档的形式

发送到各任课教师指定邮箱ꎬ并在命名上统一格

式为: 实践题目—班级—姓名—学号—联系方

式—任课教师ꎮ 由学生自主选定实践题目及内

容ꎬ可以激发学生更强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ꎮ
而这些题目选取的大多是学生感兴趣、贴合实际、
可操作性强的内容ꎬ能吸引他们真正参与进来ꎮ

项目组教师下载、归纳、整理学生发来的实践

选题ꎬ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ꎬ共同筛选ꎬ最终选取

贴合学生实际、可操作性强、有教育意义的题目ꎬ
并在所有任课班级公布ꎬ兑现原来的奖励承诺ꎮ
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份开始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止ꎬ项目组

共选用了九大类的主题ꎮ 第一ꎬ理想信念类:大学

生理想信念现状调查等ꎮ 第二ꎬ学习生活类:大学

生熬夜现状调查ꎻ关于大学生叫外卖现象的调查ꎻ
大学生人际关系现状调查ꎻ大学生消费现状调查ꎻ
大学生恋爱现状调查ꎻ图书馆里ꎬ你在做什么ꎻ大
学生学习动机问题调查ꎻ大学生对于婚前性行为

的看法等ꎮ 第三ꎬ法律意识类:日常法律知识普及

活动ꎻ大学生法律意识状况调查等ꎮ 第四ꎬ公共道

德类:大众舆论暴力现象调查ꎻ校园不文明行为调

查ꎻ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调查等ꎮ 第五ꎬ社会公益

类:关爱老人、儿童———你我共同行动ꎻ本市孤儿

院 / 福利院 / 养老院或称敬老院发展现状调查ꎮ 附

加地址、负责人联系方式ꎬ做义工的相关流程ꎬ目
前他们需要我们做些什么等ꎮ 第六ꎬ亲身体验类:
“与手机说 Ｂｙｅ ｂｙｅ———无手机日体验”等ꎮ 第七ꎬ
榜样教育类:与“校园名人”思想交流ꎻ大学生偶像

崇拜状况调查等ꎮ 第八ꎬ发展规划类:大学生就业

心态及现状调查ꎻ大学生创业情况调查ꎻ大学生就

业现状调查等ꎮ 第九ꎬ拍摄表演类:以红色革命教

育为题材ꎬ改编、创作小品、戏剧、话剧、舞蹈等多

种形式ꎬ并拍摄、记录等ꎮ
２.“我的实践我规划”
在实践准备实施阶段ꎬ教师选取一节课的时

间ꎬ由学生自己来规划ꎬ如何分组、如何建群、如何

分工ꎬ并填写相关表格ꎬ所有工作做完后由教师最

终把关ꎮ
(１)实践分组

分组的形式主要包含自由组合形式和点名册

分组形式ꎮ 一般以班级为单位由学生自由选择ꎬ
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具体分组的形式ꎮ
一是自由组合形式ꎬ教师先提出要求ꎬ每组人数不

能超过 １０ 人ꎬ学生按照自己的喜好自由组合ꎮ 二

是点名册分组形式ꎮ 一般 ８—１０ 人为一组ꎬ具体可

依据班级的总人数为参考ꎬ从点名册的第一个同

学起ꎬ依次确定分组名单ꎮ
(２)面对面建群

当所有小组分好后ꎬ小组成员可在班级内部

找一小块区域集合ꎬ共同商讨ꎮ 为便于及时沟通

与交流ꎬ小组成员发起微信群聊ꎬ各小组先选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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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组长ꎬ一般以自荐、推荐或随机的方式选取ꎮ
自荐、推荐的方式是大多数小组喜欢的方式ꎬ但也

有小组采用多媒体技术ꎬ以随机的方式竞选ꎮ 组

长确定后ꎬ由他们负责各小组群里所有事宜ꎮ
(３)实践分工

教师针对实践选题ꎬ分别介绍采用该选题需

要注意的事项ꎮ 各小组应根据选题来确定分工内

容ꎬ以调查类选题为例:调查问卷设计、调查问卷

分发(线上或线下)、调查问卷统计、资料搜集、调
查报告书写、ＰＰＴ 制作及展示等ꎻ以社会公益类选

题为例:活动地点、活动内容、活动组织、活动分

工、活动报告填写、ＰＰＴ 制作及展示等ꎻ以拍摄表

演类选题为例:确定拍摄表演的核心主题、书写剧

本、准备拍摄表演的工具、演员表演、拍摄、总结ꎬ
等等ꎮ

(４)表格填写

在课前ꎬ由教师与学生提前制作好实践分组

及初步分工表格ꎬ内容如图 １ 所示ꎮ 教师把该表格

发布在班级微信群里ꎬ各小组自行下载填写ꎮ 若

认为表格内容设计有不妥或需改进之处ꎬ可以修

改ꎬ但是内容不得有减少ꎮ 各小组在商定好后ꎬ填
写表格ꎬ发给任课教师审核ꎮ

图 １　 实践分组及初步分工图

３.“我的实践我执行”
按照时间的维度来看ꎬ一般一次社会实践周

期一个月左右ꎬ实践的前期、中期和后期由小组组

长负责监督整个过程ꎮ 在实践前期ꎬ小组组长按

照原先的分工ꎬ督促协调小组成员行动ꎮ 若是存

在由于之前初步分工时考虑不周、分工不均衡的

现象ꎬ小组成员原来的分工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ꎻ
若是小组内部协调不好ꎬ由教师来仲裁ꎮ 在实践

中期ꎬ小组成员各司其职做好分内的工作ꎬ负责前

期与中期工作的同学应及时完成分配的任务ꎮ 若

是存在困难ꎬ小组成员间可以互帮互助ꎬ也可以请

教老师ꎮ 在实践后期ꎬ教师在群内友情提醒各小

组一定按时完成实践内容ꎮ 各小组组长提醒并督

促检查负责后期工作的同学按时完成ꎮ
４.“我的实践我分享”
教师再选取一节课的时间ꎬ各小组上交实践

报告纸质版一份ꎬ并做 ＰＰＴ 汇报ꎬ展示并分享实践

的成果ꎮ 首先ꎬ在上课前ꎬ各小组把纸质报告交给

学习委员ꎬ把要分享的 ＰＰＴ 拷贝到电脑桌面ꎻ其
次ꎬ选出主持人一名ꎬ各小组选一名代表做评委ꎬ
并坐在教室指定的位置ꎻ第三ꎬ各小组派代表展示

并分享实践成果ꎬ内容包括:实践题目、成员最终

分工、实践计划、实践内容、实践成果、感知感悟

等ꎻ第四ꎬ评委根据评分标准打分ꎬ计分按去掉一

个最高分和最低分ꎬ取中间平均分为最终得分ꎻ第
五ꎬ教师根据各小组分享内容做点评ꎮ 所有实践

内容要做到保存完整ꎬ条件允许ꎬ可以全程录像ꎮ
选取做得好的小组ꎬ制作成视频ꎬ或者刻录成光

盘ꎬ给学生们留作纪念ꎬ也可给以后进行实践教学

的学生留作参考ꎮ
三、应注意的问题

实践教学创新来源于日常教学ꎬ刚开始做的

时候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ꎬ需要在实践中逐步

完善ꎮ
１.避免滥竽充数

在实践教学中ꎬ项目组发现小组成员间如果

分工不明确ꎬ或者组长不负责ꎬ会导致部分同学滋

生懒惰思想而不作为ꎮ 譬如一次实践教学中ꎬ项
目组采用两种方式ꎬ一种为分组不分工ꎬ另一种为

分组分工ꎮ 实践结果展示和分享时发现ꎬ采用分

组不分工的小组中ꎬ有一个小组两位学生直接找

任课教师诉苦ꎬ所有工作全部为其两人完成ꎬ其他

同学不作为还要求把名字写上ꎻ还有一个小组没

有上交社会实践表ꎬ也没有同学做 ＰＰＴ 汇报ꎬ究其

原因ꎬ无分工、组长不作为、其他同学不积极参与ꎮ
而采用分组分工的小组则整体表现良好ꎬ全部上

交ꎮ 教师在课堂上要引导学生把分工的事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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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ꎬ即使课堂时间做不到ꎬ也要充分运用多媒体技

术在群里督导ꎬ或者要求学生在实践报告后面必

须附上小组分工ꎬ并把其作为评分的依据ꎮ
２.避免形式主义

实践教学需要教师全程科学的指导ꎮ 而有些

教师把实践教学当作不用上课、偷懒的好机会ꎬ学
生上交一份作业即可ꎬ没有成果展示ꎬ没有总结和

点评ꎬ甚至有教师连作业内容都不看ꎬ直接给学生

评分ꎮ 教师不重视ꎬ学生更不会重视ꎬ导致实践效

果不理想ꎮ 教师应全程认真负责ꎬ不仅要指导学

生有好的开始、精彩丰富的过程ꎬ更要有好的结

尾ꎬ并把实践成果运用到生活中去ꎬ才能够达到好

的效果ꎮ
３.避免新媒体反客为主

一要避免在群内发广告、红包、不良信息和图

片等ꎬ小组组长要担起网络监管员的角色ꎬ不知如

何处理时ꎬ应及时联系教师ꎮ 二要避免因为运用

新媒体技术而发生教师与学生直接接触减少的情

况ꎮ 在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自然交流日渐稀缺的

大背景下ꎬ教师应引导学生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沟通ꎬ增加同学之间的友谊ꎬ人际关系不应被“人

机关系”所取代ꎮ
４.避免机械化、简单化

艺术类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ꎬ会出现各种各

样的问题ꎬ甚至有学生会出现过激行为ꎮ 教师应

“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人文关怀ꎬ要注意塑

造学生独立的人格ꎬ满足学生不同层次的需要ꎬ把
人文关怀贯穿于大学教育的全过程” [４] ꎬ因此ꎬ在
整个实践过程中ꎬ教师既要充分尊重学生、关爱学

生ꎬ又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予以正确引导ꎬ不能

采用机械化、简单化的教育方式ꎮ

四、结语

针对艺术类大学生的“基础课”实践教学创新

是“项目组”重点探索的一个方向ꎮ 实践教学实施

之前ꎬ“项目组”首先确定了实践教学创新的切入

点ꎬ从艺术类大学生的实际特点出发ꎬ结合“基础

课”实践教学的要求ꎬ遵循教育教学基本规律ꎬ充
分利用新媒体技术ꎮ 实践教学实施过程中ꎬ“项目

组”成员有新的创意会及时分享ꎬ增强了教学效

果ꎮ 当发现问题时及时沟通并商量对策ꎬ避免了

其他班级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类似问题ꎮ 实践教学

实施末尾ꎬ“项目组”坚持实施“两个必须”:“一个

必须”为实践结束后ꎬ每个小组必须分享自己的实

践成果ꎬ小组满意且值在得学习的部分以及实践

中需要改进的部分ꎻ“另一个必须”为教师每听完

一个班级所有小组分享的实践成果后ꎬ必须进行

总结点评ꎮ 不仅是对学生实践成果的认可ꎬ也是

对实践教学效果的保证ꎮ
基于新媒体环境ꎬ“基础课”实践教学受到了

大部分学生的欢迎和喜爱ꎬ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ꎮ 但是两年四个学期的时间确实有些短ꎬ还有

不少地方需要改进ꎬ如部分艺术类大学生文化基

础薄弱ꎬ对“基础课”实践教学存在轻视现象ꎬ实践

教学创意虽好ꎬ但执行起来大打折扣ꎮ “项目组”
会继续探索创新ꎬ使实践教学更加贴合学生实际ꎬ
既能激发学生参与的兴趣并有所收获ꎬ又不过多

地增加学生的负担ꎬ以改变部分学生原有的错误

认知ꎬ提高“基础课”实践教学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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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思政教育视角下长征文物遗存保护与开发现状分析∗

———以遵义会议会址和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为例

靳 渊 博１　 孙　 诚２　 袁 一 鸣１

(１.南京审计大学澄园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８１５ꎻ
２.江苏省射阳县临海镇纪委ꎬ 江苏射阳　 ２２４３００)

　 　 [摘　 要] 　 近年来ꎬ许多地方对于长征文物遗存都进行了一系列的保护与开发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ꎬ但也存

在缺乏保护机制、教育功能开发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ꎮ 本文采用历史文献法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ꎬ以遵义和

会宁两地为例ꎬ从资金投入、政府支持及现有成果等方面对红军长征文物遗存保护与开发的现状进行分析ꎬ揭示

目前存在的问题ꎬ并就长征文物遗存的保护机制、宣传措施、教育功能开发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ꎮ
[关键词] 　 长征ꎻ　 文物遗存ꎻ　 保护ꎻ　 开发ꎻ　 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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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ꎬ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ꎮ 红军长

征胜利 ８０ 周年前后ꎬ全国各地纷纷开展纪念长征

胜利、学习长征精神系列活动ꎮ 伟大的长征ꎬ是中

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的伟大转折ꎬ更是中华民族

历史命运的伟大转折ꎮ 彪炳史册的红军长征精神

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的集

中表现ꎬ是保证国家革命、建设事业从一个胜利走

向另一个胜利的伟大精神力量ꎬ是新时代背景下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长

征文物遗存ꎬ作为长征精神的物质载体ꎬ更是后人

学习、传承长征精神的重要媒介ꎮ
作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地ꎬ贵州遵义会议旧址

具有重要的革命意义ꎬ是长征精神、文化的重要传

承基地ꎮ
地处西北边陲的甘肃会宁是中国工农红军

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地ꎬ“这片土地上的人民ꎬ曾

经为中国革命奉献过最后一碗面” [１] ꎮ 本文以遵

义与会宁两地为例进行实地调研ꎬ就研究红军长

征文物遗存保护与开发现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

典型性ꎮ
长征精神的研究以及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传承应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应有之义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份ꎬ调研组两度

前往遵义、会宁两地进行了关于红军长征文物遗

存保护与开发的实地调研ꎮ 在此基础上ꎬ结合文

献资料对于两地长征文物遗存的保护与开发现

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ꎬ探寻解决问题的路径ꎬ
并提出未来发展的初步建议ꎮ 对长征文物遗存保

护与开发现状的调研分析ꎬ有助于促进文化的保

护、传承与创新ꎬ推动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ꎮ 探索红军长征文物遗存产业化发展新模式ꎬ
对促进革命老区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ꎬ实现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广泛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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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ꎮ
一、遵义与会宁长征文物遗存保护与开

发的现状

１.遵义长征文物遗存保护与开发的

现状

(１)管理单位成立较早ꎬ会址确认工作谨慎

１９５１ 年ꎬ“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成立ꎮ
由于当年遵义会议召开时逢战争时期ꎬ会议是在

贵州大山深处秘密召开ꎬ这也就导致当地的老百

姓不知道会议的具体召开地点ꎬ这给会址确认工

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ꎮ 后来根据一些同志的回

忆ꎬ以及历史文件的记载ꎬ经过反复确认ꎬ直至

１９５４ 年ꎬ工作人员最终确认了遵义会议是在黔军

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史实ꎮ
(２)政府大力支持ꎬ修葺工作完善全面

１９５９ 年ꎬ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ꎬ这对于

场馆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１９６１ 年ꎬ全
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ꎬ遵义会议会址位

列其中ꎮ １９６４ 年春ꎬ贵州省委、省政府下定决心对

会议旧址进行整体性修缮ꎬ保持外形原状ꎬ采取

“整体脱落ꎬ原状安装ꎬ重新修复” 的方法ꎮ １９７０
年ꎬ修缮领导小组组员决定将人民文化宫的部分

房屋辟为遵义会议会址陈列馆ꎬ到陈列室开放后ꎬ
部分展品被移至陈列馆内进行更详尽地展示ꎬ同
时对这些文物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ꎮ

(３)馆藏文物丰富ꎬ对外免费开放

２００８ 年ꎬ遵义会议纪念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

馆ꎮ 迄今为止ꎬ馆藏文物史料达 １５５１ 件ꎬ其中文物

原件 ７２６ 件、复制、仿制文物分别为 ６６７、１５８ 件ꎮ
同年ꎬ遵义会议纪念馆对外实行免费开放ꎬ巨大的

客流量给纪念馆的保护带来了不小的挑战ꎮ

图 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遵义会议纪念馆接待游客人数

对此ꎬ遵义市委及有关部门考虑到ꎬ单凭遵义

会议会址管理委员会来面对这些挑战显然有些捉

襟见肘ꎮ 因此遵义市委协调各相关部门为遵义会

议会址纪念馆成立了“专门保护小分队”ꎬ进行全

面综合管理ꎬ协助日常的保护工作ꎬ取得了不错的

效果ꎮ
２.会宁长征文物遗存保护与开发的

现状

(１)早年缺乏资金支持ꎬ保护发展工作起步较晚

由于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所限ꎬ甘肃会宁长

期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ꎬ财政十分困难ꎮ 这种

窘迫的财政状况直接影响到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的

建设、修缮和改造ꎮ 历史上曾出现一些展品无法

正常展陈的不利情况ꎮ
(２)地方政府高度重视ꎬ发展进入高速阶段

２００６ 年是会师旧址建设发展中的重要年份ꎬ
中共中央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７０ 周

年ꎬ国家相关部委拨付专项经费用于旧址的修缮

改造工作ꎬ使得旧址面貌焕然一新ꎮ 耗资 ２３６０ 万

元的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建成ꎬ被中宣部确定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陈项目ꎬ红色文物遗存开发

与保护工作得到显著提升ꎮ ２０１０ 年ꎬ中央纪委监

察部将会宁红军会师旧址列入“首批 ５０ 个全国廉

政教育基地”ꎮ
(３)创新文化教育技术ꎬ开展丰富教育活动

随着科技进步ꎬ新的技术手段在红军会宁会

师旧址的文物展陈中得以广泛使用ꎬ电动图表、触
摸屏和声光电等新型多媒体技术极大提升了红军

长征胜利纪念馆等展馆开展主题展示的视听效

果ꎮ 还原长征历史ꎬ传播长征精神的力度进一步

彰显ꎮ 同时ꎬ会师旧址管理部门常态化开展“同唱

红色歌曲ꎬ纪念红军英烈”等主题教育活动ꎬ吸引

着当地民众和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瞻仰、参
观和学习ꎮ

二、遵义与会宁文物遗存保护与开发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ꎬ游客保护意识

不强

通过对遗址当地群众、参观遗址游客的调查

问卷进行分析ꎬ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文

物遗存保护与开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有效的

保护机制以及民众的保护意识不强ꎮ
在实地调研中ꎬ调研组发现两地长征文物遗

存景区内确实没有明显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相关

宣传ꎮ 除了景区管理部门对于文物遗存保护宣传

工作未做到位之外ꎬ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才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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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当前长征文物遗存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

致这一现状产生的重要原因ꎮ 文物遗存的保护缺

乏合理有效的运行机制ꎬ就意味着对于部分缺乏

文保意识的游客的放任ꎬ没有针对破坏行为的处

罚措施ꎬ自然会让部分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对于自

身行为无所顾忌ꎮ

图 ３　 参观过程中发现的遗存遭破坏的现象

从遵义、会宁两地游客关于参观过程中发现

的遗存遭破坏现象的回答进行分析ꎬ目前长征文

物遗存的展示过程中ꎬ确实存在不少的游客人为

破坏长征文物遗存的现象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一
家甘肃省级媒体发布«奇葩! 竟然在会师塔上“示

爱”»的文章ꎬ在网络上引起不小反响ꎮ 作者详细

地描述了会师塔被游客肆意涂鸦破坏达到触目惊

心的现象ꎮ 此类现象的发生一方面反映出游客文

物保护意识淡薄ꎬ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景区在文物

保护和文保宣传方面的工作还不到位ꎬ亟待加强ꎮ
２.文物遗存的产品开发缺乏参与性、体

验性和互动性

长征文物遗存作为长征精神的物质载体ꎬ对
于人们学习长征文化、传承长征精神有着重要的

意义ꎬ如何充分发挥长征文物遗存的这一功能成

为目前文化产品开发中存在的一项重要问题ꎮ 虽

然在文物遗存陈设、展示中采用了电动图表、触摸

屏等新型多媒体技术手段ꎬ但缺乏互动性和体验

性ꎬ静态展陈占绝大多数的情况没有改变ꎬ游客只

能看、只能听ꎬ不能感知和触摸ꎬ缺乏参与、体验和

互动ꎬ在景点只能转一圈就走ꎬ停留时间不长ꎮ 无

法使游客能够深度浸入到红军长征路的历史情境

中去ꎬ无法感同身受自然也就降低了人们的认

同感ꎮ
两地文物遗存的开发都存在着延伸产品开发

不足的问题ꎮ 景区内外售卖的纪念品都是千篇一

律的文化衫、纪念水杯等ꎬ缺乏景区自身特色ꎬ没
有文化辨识度ꎮ 景区对于这些延伸产品开发的不

重视ꎬ导致各地长征遗存景区的纪念品缺乏内涵ꎬ
质量良莠不齐ꎬ对于长征精神的传播反而产生了

负面影响ꎮ
３.地方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ꎬ缺乏

与基地高校的合作

遵义、会宁两地长征文物遗存景区均存在缺

乏旅游互补性服务ꎬ缺乏有自身特色的文创产品

和活动项目的问题ꎬ可供游客选择的旅游休闲项

目不多ꎬ无法满足游客的多样化消费需求ꎬ因而无

法使游客较长时间停留在当地ꎬ这必然影响到文

化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ꎮ 另一方面ꎬ文化的接

受需要一定的时间ꎬ走马观花式会让人没有思考

沉静的时间ꎬ也不能够更深刻地去感悟长征精神、
去体会长征文化ꎮ 地方旅游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

完善ꎬ旅游产品供给侧改革有待进一步加强ꎮ
目前ꎬ国内诸多高等院校与各地长征文物遗

存管理单位共建教育、实践基地ꎬ但馆校之间的合

作还不够深入ꎬ大都局限于大学生寒暑假社会实

践活动ꎬ未能充分挖掘和发挥共建基地的潜力ꎬ发
挥高等院校这一平台的优势ꎬ更好地实现长征文

物遗存的思政教育功能ꎮ
４.长征文物遗存的教育功能开发缺乏

主动性和创新性

人民有信仰ꎬ国家有力量ꎬ民族有希望ꎮ 长征

文物遗存最宝贵之处在于它所承载的革命历史和

教育意义ꎬ教育功能无疑是它体现自身价值的重

要功能ꎮ 长征文物遗存对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ꎬ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ꎬ有效增强

“四个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ꎮ
长征文物遗存主要存在于中西部地区ꎬ而中

国的人口大量集中在东部沿海ꎬ由于地理、交通等

现实原因ꎬ许多人不能够实地接受长征精神教育ꎮ
这就要求长征文物遗存在发挥自身教育功能时更

富主动性ꎮ 目前ꎬ高等院校开展的长征精神教育

主要停留在图文学习、社会实践等间接教育阶段ꎬ
前往文物遗存所在地深度感知历史、精神和文化

—１０１—



的直接教育ꎬ长征文物遗存的教育普及程度还远

远不够ꎮ
同时ꎬ长征文物遗存的普及教育还存在创新

性不足的问题ꎮ 主要表现在形式单一、范围局限

内容枯燥ꎬ难以激发受众的学习热情和认同感ꎮ
三、红军长征文物遗存保护与开发的

建议

１.新机制势在必行ꎬ文保宣传新思路亟

待开辟

各地红军长征文物遗存管理单位应及时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ꎬ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文物遗存保

护机制ꎬ建立景区相关管理条例和处罚措施ꎮ 加

大投入ꎬ确保文保工作人、财、物全面到位ꎬ同时也

可以采取 ＢＴ、ＢＯＴ 等模式加大对于红色资源的建

设、保护和开发ꎮ
通过创新形式加大文保宣传力度ꎬ创新媒体

宣传形式ꎬ减少生硬刻板的宣传内容ꎬ通过生动有

趣的宣传方式ꎬ如动画短片、实景再现等ꎬ向社会

公众传递文保相关知识ꎬ同时强调长征文物遗存

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ꎬ提高全民文保意识ꎮ
景区管理部门应当在景区内设置醒目的文保

宣传标识ꎬ同时在重要文物周围设立警示标志ꎮ
景区配备专人进行日常监管ꎬ对于违反相关景区

管理条例的游客进行处罚警告ꎮ 政府相关部门协

助景区日常管理ꎬ对于违反相关文保法律的游客

采取相应措施ꎮ 游客也需增强自身文保意识ꎬ配
合景区管理ꎬ约束自身行为ꎬ及时提醒和制止其他

游客的不文明行为ꎮ 最终形成政府强化领导、管
理部门高效履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长征文物

遗存保护与开发的新机制ꎮ
地方政府应当开辟文保宣传新思路ꎬ如景区

真人秀等形式ꎮ 真人秀的优势在于可以提高人们

的观看兴趣ꎬ让人们在互动参与中培养文保意识、
了解长征历史、学习长征文化、感受长征精神ꎮ 同

时还可以发掘“明星效应”ꎬ邀请德艺双馨的艺术

家担任景区代言人ꎬ在进行文保宣传的同时整体

拉动景区推广ꎮ
２.学习国际先进技术ꎬ增强文物遗存产

品参与性、体验性和互动性

空洞地向游客讲述当今生活的来之不易是苍

白的ꎬ 也无法让游客感同身受ꎬ 达到互动的目

的ꎮ[２]加强传播载体的建设ꎬ更加有利于游客能够

在互动中了解长征历史、学习长征文化、传承长征

精神ꎮ

在景区展示创新方面ꎬ可以引进现代先进技

术ꎬ如 ＡＲ 技术(增强现实技术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
简称 ＡＲ)ꎮ ＡＲ 技术具有很强的实时交互性ꎬ景区

可以在不同的景点加上自身的特色设计虚拟世

界ꎬ可以增强游客在参观过程中的体验感和互

动感ꎮ
考虑到长征文物遗存景区均位于中西部ꎬ对

于东南沿海城市的人们而言ꎬ景区过于遥远加之

交通不便阻碍了许多人的长征梦ꎮ 同时长征教育

也需要走出去ꎬ得到更加广泛的宣传ꎮ 那么 ＶＲ 技

术(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即虚拟现实)就可以解决这一问

题ꎬ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景区游览ꎮ 通过 ＶＲ 技

术ꎬ人们能够以充满沉浸感的方式体验到不同地

区的景色ꎮ 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ꎬＶＲ 的三大特

点———沉浸感、互动性和触感ꎬ可以更好地给游客

提供参与感和互动体验感ꎮ 甚至 ＶＲ 技术可以还

原当年长征路上的完整场景ꎬ让人们能够真正“亲

身”走一次长征ꎬ切身感受长征的文化和精神ꎮ
３.改善地方产业结构ꎬ加强与共建高校

的合作

地方大力发展长征主题旅游业的同时ꎬ也需

要结合当地实际调整产业结构ꎬ提高基础设施水

平ꎬ发挥自身特色ꎬ让游客能够增加停留时间ꎬ对
于经济发展、红色教育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ꎮ

长征文物遗存所在地应进一步加强与共建高

校的合作ꎬ使得高等院校师生能够发挥自身优势ꎬ
参与到长征主题文化旅游品牌的建设ꎬ在参与中

增强文化认同感ꎮ
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例ꎬ景区管委会可与相关

高校合作ꎬ就目前存在的长征文物遗存延伸产品

开发不足的问题进行针对性联合研发ꎬ加大长征

文物遗存的品牌建设和延伸产品的创新开发ꎬ将
长征精神通过延伸产品更好地宣传推广ꎮ

会宁是西北地区典型农业县ꎬ生产胡麻油、土
豆、苦荞等作物ꎬ在与共建高校的合作上可以更加

多样化ꎮ 从前期土质分析、种子研究选择、中期虫

灾防治、后期包装设计、产品营销都可以与相关高

校进行合作ꎬ寻求相关高校支持ꎮ 在土壤分析、种
子研究选择方面ꎬ可以与农业相关院校合作ꎻ在经

济作物深加工农产品的包装设计上与艺术类院校

合作ꎬ重点凸显长征文化ꎬ让大学生在文化设计过

程中主动去了解、学习长征历史、文化ꎻ在营销推

广阶段可以与相关经济院校合作ꎬ共建高校可以

通过教育部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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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挑战赛项目招标等平台ꎬ调动师生参与积极

性ꎬ在参与的过程中长征文物遗存、感受其所承载

的长征精神、宣传传播长征精神ꎮ 在长征文化旅

游品牌的建立、营销过程各环节都可以加强与共

建高校的合作ꎬ带动地方经济发展ꎻ让当代青年大

学生在奉献中接受长征精神教育ꎬ更好地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ꎬ走好青年一代的长征路ꎮ
４.进一步开发长征文物遗存的思政教

育功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ꎬ“人民有信仰ꎬ国家有

力量ꎬ民族有希望”ꎮ 把长征文物遗存的保护与开

发提高到战略高度ꎬ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

鲜血捍卫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教科书ꎮ
高等院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是思想政治理论课ꎮ 长征精神是思想政治教育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题中之义ꎬ将长征精

神融入课堂教学ꎬ 能够大大强化新时代大学生对

长征精神的认同ꎬ 为其判断是非得失、明确价值取

向和做出行为选择提供价值依据ꎮ[３] 长征精神的

教育不能局限于课堂教学ꎬ需要加入实践环节ꎬ激
发学生通过不同的方式学习、宣传长征精神ꎬ感

悟、传承长征精神ꎮ 红军长征历史是波澜壮阔的

时代画卷ꎬ是鲜活的ꎬ不是呆板的ꎮ 与之相适应ꎬ
势必要求教师更多开展案例式教学、讨论式教学

和音像教学等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ꎬ并不断挖掘

和丰富教学内容ꎬ在提高教师自身长征精神认同

感的同时反哺课程教学ꎮ
高等院校在挖掘红军长征文物遗存的思政教

育功能上面大有可为ꎬ例如采用慕课的形式ꎬ录制

长征文物遗存教育课程ꎬ在网络平台开设在线课

程ꎬ让学生能够更加便利的学习到长征精神相关

的知识和文化ꎬ这样能够大大提高长征精神的

传播ꎮ
同时ꎬ长征精神进入高校课堂教学不能局限

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ꎬ中国现当代文学、音乐、舞
蹈、绘画等课程的教育教学均能够与长征精神高

度关联ꎬ是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ꎮ 积

极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ꎬ让当代大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长征精神熏陶ꎬ引导学生树立崇高

理想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ꎬ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ꎬ成为长征精

神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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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当代艺术因其意识的反叛和形态的多元而区别于传统艺术ꎮ 江苏省一直以来是传统艺术重镇ꎬ
近现代以来产生了众多中国书画大家和名家ꎬ在这样的精神气候之中ꎬ区域性的当代艺术生态多元而复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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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艺术的概念

“当代艺术”作为一个概念ꎬ近年来成为一个

热点词而频繁出现在各种学术语境和社会生活之

中ꎮ 实际上学术界至今并没有对之产生一个统一

的定义ꎬ其最早的来源和很多诸如“后现代主义、
解构代主义、观念艺术、行为艺术”等专业术语一

样ꎬ来自西方艺术体系ꎮ ２０ 世纪以来西方艺术的

发展过程中ꎬ由于现代艺术过于追求视觉呈现的

纯粹性的形式翻新ꎬ甚至为了形式而形式ꎬ艺术表

达的内在驱动和外在语言都趋于局限和单调ꎬ所
以在二战后的新形势下发生了艺术形态的转变ꎬ
后现代艺术时代开始了ꎮ 后现代艺术形成的主要

原因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越战的失利及美苏的

冷战格局导致西方世界不满现实、怀疑社会准则

和主流价值观ꎬ进而在文化领域形成反主流价值

的倾向ꎻ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和能源问题、核危机

等带来的科学信任危机ꎻ物质丰富的同时产生了

大量的社会问题ꎬ出现了“垮掉的一代”等精神危

机ꎻ欧洲新的哲学思潮对艺术领域产生重大影响ꎮ
后现代艺术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为理论依

据ꎬ主导了一场去中心化、消解终极价值的艺术思

潮ꎮ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表现在艺术领域

中对现代艺术的反叛ꎬ而是对应后工业时代所产

生的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一场文化思潮ꎮ
随着后现代风格的日益泛滥ꎬ学术界又试图

重新恢复艺术的生机和活力ꎮ 而当代艺术作为概

念的产生则是针对后现代艺术的犬儒主义和新的

风格化倾向采取的纠正诉求ꎮ[１] 因为考虑到“后现

代”的边界太过模糊ꎬ美国的艺术哲学史家和艺术

批评家阿瑟丹托提出了“当代艺术”一词以取代

“后现代艺术”ꎬ用来表述 ２０ 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

年代之间的西方艺术ꎮ
　 　 二、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及其形成因素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八十

年代ꎬ经过短短三十年左右的发展已经可谓是遍

地开花了ꎬ其中有很大比例的传统艺术被冠以当

代艺术之名ꎬ其原因有二:第一ꎬ中国当代艺术的

兴起可以说与西方世界的资本推手不无关系ꎬ以
所谓艺术界 Ｆ４ 为代表的当代艺术市场的神话ꎬ吸
引了很多艺术相关从业者和艺术家因趋利而介

入ꎬ已经被市场认可的成功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

式被效仿、拓展和放大ꎮ 在西方艺术语境中经历

了一百多年思想和观念的演变ꎬ并与其社会结构

形态形成密切对应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产生了的丰

富艺术诉求ꎬ在中国完全不同的语境里变身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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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时髦的艺术方法ꎻ第二ꎬ很多学术机构、文化部

门和传统艺术工作者ꎬ担心学术观念不够先进ꎬ害
怕被学术边缘化ꎬ把很多与当代艺术观念平行的

传统艺术加上“当代”的头衔ꎬ把“当代的艺术”号

称为“当代艺术”ꎬ他们认为发生于当代的艺术就

是当代艺术ꎮ 即是说ꎬ在西方语境中前后逻辑递

进而形成的当代艺术诉求ꎬ在中国语境的使用中

显然没有或者部分丧失了其原有的逻辑递进关

系ꎬ只是被压缩在以现在这个“同时代”为准绳的

时间层面上[１] ꎮ
当代中国的艺术生态是非常复杂和多元的ꎬ

除了真真假假的当代艺术外ꎬ与之并存的还有自

然主义艺术比如古典艺术(包括欧洲古典艺术和

中国传统艺术)、自由主义艺术比如现代艺术的多

种风格和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后现代艺术等ꎮ 客

观地说ꎬ这种艺术样式多元并存的状态实际上正

是当下社会价值观和审美观集中体现ꎬ而从艺术

发生自身的本质特性来说ꎬ与以下两个因素是分

不开的:
１.时间因素ꎬ包含历史性与当下性

一切艺术都不可能是毫无根据而突然发生

的ꎬ新的艺术观念和方法总是在之前艺术的基础

上或发展或革新ꎮ 比如观念艺术先锋杜尚的现成

品艺术和重画«蒙娜丽莎»ꎬ他质疑艺术的本质和

边界ꎬ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艺术史和大师作品ꎬ这种

反叛或曰革命的本质正是其本人特别强调的解脱

个人精神和对自由心灵的追求ꎬ而彼时正值一战ꎬ
战争的屠杀令杜尚等人深感绝望ꎬ一切美学标准、
艺术理论和既定价值都被摧残的毫无意义ꎬ于是

掀起达达主义运动ꎬ宣扬非理性和反艺术思想ꎮ
２.空间因素ꎬ包括地域性与全球性

徐冰 ２００４ 年的装置作品 «何处惹尘埃» 以

“９１１ 事件”现场的灰尘为核心材料ꎬ在展览现场地

面上显现出两行中国七世纪时期的佛教偈语“本

来无一物ꎬ何处惹尘埃”ꎮ 作品利用西方事件的因

素却以典型的东方方式提出了全人类共同面对的

问题———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关系ꎮ 这正与法

国史学家丹纳所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

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相吻

合ꎮ 以种族、环境、时代这三个原则为基点ꎬ丹纳

列举了诸多个案证实伟大的艺术家只是一个大艺

术家体系的突出代表ꎬ而非独立存在的ꎬ在这些艺

术家体系后面甚至还有更为广大的群众ꎮ 根据丹

纳的理论ꎬ无论从个体艺术家的成长还是某种艺

术风格或流派的形成ꎬ甚至某个艺术品种的产生ꎬ
都与相应的种姓族群、地理环境和时代环境密不

可分ꎬ正是这三个因素组成了他所说的“精神气

候”ꎮ 精神气候的歧异性形成了区域人文环境的

差别化进而导致区域化艺术生态的多元性与丰富

性ꎮ 江苏就是这样一个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典型

区域ꎬ其当代艺术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

这一发展规律ꎮ

　 　 三、江苏当代艺术区域生态状况

１.江苏艺术生态分析

江苏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ꎬ自古就是政治、
经济、文化繁荣昌盛之地ꎬ拥有金陵、吴、中原、淮
扬四大多元文化ꎮ 时至今日ꎬ虽由科技进步带来

资讯和交通的畅达而模糊了人文地理的边界ꎬ但
江苏辉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辖江控海的独

特地理区域ꎬ以及兼具南北特征的气候和植被孕

育了江苏地区多元并存、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气

质ꎮ 以南京为中心的江苏地区水墨画人文积淀极

为丰厚ꎬ古有元四家、近现代有徐悲鸿、刘海粟、新
金陵画派、今有周京新、范扬ꎬ还有朱新建、王孟奇

等新文人画派的部分画家ꎮ 然有大成者无不是精

于学习传统而不固守传统ꎬ孤傲的心性让他们走

向艺术的革新而不拘成法ꎬ造就了地域文化的精

神品格ꎮ 实际上ꎬ江苏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水墨绘

画的重镇ꎬ在中国近现代、当代艺术的发展与成

就ꎬ也都是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ꎮ
２.江苏当代艺术发展阶段

江苏当代艺术的发展以南京为中心ꎬ大约可

分为三个时期ꎮ
第一个时期为初始时期ꎬ“八五”新潮伊始ꎬ受

国外现代艺术风潮的影响和启蒙ꎬ“红色旅”与

“江苏新野性画派”等先锋艺术群体先后出现在中

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初期ꎬ成为东部地区当代艺术

的中坚力量ꎮ 与此同时ꎬ从 １９８５ 年“江苏青年艺

术周”、１９８６ 年开始并持续多年的“晒太阳” 艺术

活动ꎬ到 １９９１ 年的“八人 ９１ 展”再到 １９９３ 年“艺

术与神话———９３ 南京现代艺术展”ꎬ江苏当代艺术

初期的发生形态基本和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发展

保持着同步ꎬ作为当代艺术的外围地域来说这是

非常不易的ꎬ体现了江南文化的创新精神和坚韧

品性ꎮ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管策、徐累、汤国、
沈勤、杨志麟、丁方、郭海平、赵勤、余小雨等ꎮ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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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起ꎬ«江苏画刊»成为国内重要的前卫艺

术媒体和理论阵地ꎬ其后就一直伴随着江苏当代

艺术的发展ꎮ 本地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和批评家

陈孝信、顾承峰、李小山、靳卫红等也相继投入南

京当代艺术活动的策划与推动之中[１] ꎮ
第二个时期是 ２１ 世纪初开始的发展期ꎬ先后

形成了“联手创库” “幕府山艺术区” “宝华山可一

画家村”“方山艺术营” “金鹰当代艺术中心”等当

代艺术群落ꎬ分散的个体逐渐聚合成为富有张力

的群体性艺术生态圈ꎮ 代表人物有刘国夫、张正

民、毛焰、黄峻、王成、金峰、赵勤、孙俊、葛震、吴

剪、罗荃木、徐弘、洪磊、沈敬东等ꎬ这批艺术家在

观念和材料表现方面在精神上对以后的艺术家影

响很大ꎮ 与此同时ꎬ一批民间艺术机构在此一时

期的当代艺术大潮中纷纷崛起ꎬ积极介入当代艺

术并组织策划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展览和活动ꎬ
比如 ２００３ 年的木马记和“欢乐颂———木马计升级

版”(圣划艺术中心)、２００６ 年的“我们的障碍———
当代艺术展”(艺事后素现代美术馆)和“身体———
当代艺术展”(恒当代艺术空间)、２００７ 年的“自转

当代艺术文献展” (青和美术馆)、２００８ 年的“超

越的维度———中国新绘画” (四方当代美术馆)、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８ 年的三次南京三年展(南视觉美术

馆)、２０１２ 年的“从南京出发———困顿与延伸” (三

川当代美术馆)、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的“南京当代艺术

年度展”(尚东当代艺术中心)等ꎮ 这些艺术机构

通过展览活动凝聚了分散的艺术家个体ꎬ形成了

地域当代艺术的高潮ꎬ促进了江苏特别是南京当

代艺术生态的成长ꎮ
第三个时期是深入期ꎬ同时也是徘徊期ꎮ 经

历了“八五”新潮至 ２１ 世纪初十年的发展ꎬ江苏地

区的当代艺术力量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ꎬ虽然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上都与北

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不可同日而语ꎬ甚至和重庆、
四川、广东、福建比较也略有不及ꎮ 但我们应该看

到ꎬ在社会资源配置倾向性极为明确的中国书画

传统重镇ꎬ当代艺术的生态空间必然会受到明显

的挤压ꎮ 显而易见的例子是ꎬ地域社会阶层甚至

是文化界对当代艺术的偏见和误解致使公立艺术

机构对当代艺术展览活动的排斥和收藏市场对当

代艺术作品的漠视ꎮ 当然这种情况也在不断地好

转ꎬ南艺美术馆在馆长李小山的引领下从 ２０１３ 年

起做了很多颇具学术水准和社会学意义的当代艺

术展览和教育活动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ꎮ 一些

批评家和策展人如李小山、顾承峰、朱彤、左靖、朱
朱、崔灿灿等对当代艺术的推动也是不遗余力ꎬ虽
然他们之中有人为拓展更大空间而出走京沪等中

心城市ꎬ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地域间

的艺术交流与互动ꎮ 同时ꎬ也有一批艺术家跨出

地域而如候鸟一般穿梭于南京和北京、上海等地

之间ꎬ这种迁徙表面上弱化了地域的艺术力量ꎬ但
从长远来看却扩大了地域文化的影响力ꎬ毕竟ꎬ他
们身上的地域文化基因总会显现于作品之中ꎬ一
如老一辈的旅法画家赵无极和朱德群在西方产生

的影响ꎮ
３.江苏当代艺术生态解析

(１)当代艺术区域生态理念与传承ꎮ 就如今

全国范围来说ꎬ南京既非文化中心亦非经济中心ꎮ
作为江苏省的地域中心城市ꎬ其多元性和包容性

虽也很强ꎬ江南文化和市民文化和谐共生ꎬ但仍很

难吸引足够的外部力量进入本就偏于温和、保守

的生态空间ꎮ 从艺术表现类型来说ꎬ江苏的当代

艺术主要集中在架上绘画ꎬ这与当代艺术家的学

术渊源恰成比例ꎬ亦与江南文化精神含蓄、内敛的

性格特征密切相关ꎮ 千年以来ꎬ江南地区一直就

是中华文化艺术的创作中心ꎮ 吴韵汉风、隋扬繁

影、六朝古都共同构建了独特的江苏地域文化内

涵ꎬ大江淘尽千古风流人物ꎬ铸就了江南的文化灵

魂ꎬ而江南地域的传统文人总是被披上阴柔、雅

致、闲适甚而略带懒散、颓废、孤傲的精神特质ꎮ[２]

现在比较活跃的一批艺术家主要毕业于南京艺术

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南京晓

庄学院、苏州工艺美术学校等院校的相关专业ꎬ大
多数艺术家惯于以温和方式来表达观念的同时也

承袭了人脉资源关联ꎮ 目前来说ꎬ学院教育的主

要方式仍集中在传统水墨和架上绘画ꎬ如果专业

院校的教学思想和艺术氛围还保持原状的话ꎬ就
很难对当代艺术产生推导和起承作用ꎮ 以此来

看ꎬ无论在国内当代美术领域、还是在商业成功的

榜单上ꎬ或者在国内年轻批评家的身影中、在国内

当代艺术策划、媒体工作者的名单里ꎬ近年南京艺

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江南大学等江苏艺术高校

毕业的学生的名字都少得可怜ꎮ[３] 这个方面四川

美院、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和广州美院等几大美院

明显走在了前面ꎬ他们引进成熟的艺术家、开设新

鲜的课目和专业以形成新的教学体系和评价体

系ꎬ并充分发挥艺术家的传帮带作用ꎬ效果显著ꎮ
(２)当代艺术区域生态学术独立与市场运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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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艺术生态离不开收藏与市场因素ꎮ 众所周

知ꎬ无论是博物馆、美术馆等艺术机构还是私人收

藏ꎬ一方面作用于作品的传播和保存ꎬ另一方面为

艺术家提供经济和精神支持ꎮ 然而目前来看ꎬ这
两方面都很不乐观ꎮ 无可否认的是ꎬ资本在当下

的社会结构中发挥着越来越强大的作用ꎮ 架上绘

画虽不如中国书画的市场关注度高ꎬ但比起其他

诸如装置、影像、行为等艺术种类还是有明显优势

的ꎮ 即便如此ꎬ作为当代艺术整体的作品也有些

艺术家突破媒介惯性重新建立完全不同的语言体

系ꎬ比如媒体艺术ꎮ 艺术家曹恺主持发起的中国

独立影像年度展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已持续举办 １２ 届

了ꎬ是按国际惯例运作的电影节ꎬ影响力越来越

大ꎬ已经成为发现中国新锐电影和新锐电影人的

重要平台ꎮ 从另一方面看ꎬ学术资源的边缘性和

市场运作的无效性反而让这些实验艺术形态具有

更为纯粹的学术导向ꎮ 健康的艺术生态必须保持

对学院和市场两种社会机制的张力ꎬ有效利用学

院和市场资源ꎬ同时警惕学院体制的保守性和市

场机制的盲目性对艺术的学术目标的干扰和

偏离[４] ꎮ
总而言之ꎬ江苏的当代艺术生态并没有随着

社会整体的发展而变得更好ꎬ相反ꎬ随着其他地区

的迅速壮大反而显得越发趋于平静ꎬ江苏当代艺

术在全国范围内的声音越来越弱ꎮ 从艺术自身的

发展机制来说ꎬ“艺术离不开地域的沃土ꎬ也需要

吸收外来的营养ꎬ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是

必然也是必需的ꎬ这也是艺术通过融合而再生的

内在需要ꎮ” [５] 只有良好的社会机制、学术机制和

市场机制才会形成良好的艺术生态ꎬ现今江苏的

当代艺术生态是迷乱而脆弱的ꎬ但谁能说又不是

充满挑战和机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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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众画画∗

———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插图艺术的变革与发展

贾 如 丽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产生了巨大震荡ꎬ文艺美术界也引

发了剧烈变革ꎮ 在鲁迅的倡导和扶植下ꎬ艺术家为大众画画ꎬ中国插图艺术从传统的题材、样式和观念中走出来ꎬ
选择了反映时代、贴近人生的现实主义风格ꎮ

[关键词] 　 插图ꎻ　 大众ꎻ　 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 　 Ｊ２１８.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０８－０３

　 　 中国传统插图艺术一直是少数画家参与的小

众艺术ꎬ没有什么政治目的ꎬ也没有普遍的社会影

响ꎮ 插图的绘制遵循中国画的基本技法ꎬ以线造

型ꎬ不刻画体积和光影ꎬ表现平面空间ꎬ具有一定

装饰性ꎬ在审美风格上ꎬ注重营造气氛ꎬ强调神似ꎮ
近代新文化运动前后ꎬ中国现代插图艺术开始关

注、引进和借鉴西方艺术ꎬ在新文化运动的强烈推

动下ꎬ大批画家学习西洋画画法ꎬ革新旧版画ꎬ并
用素描、水彩、油画等新技法和观念来绘制插图ꎮ
作品的风格趋向写实ꎬ作品的内容贴近现实ꎬ多以

讽刺揭露现实黑暗ꎬ反映民众困苦为主ꎮ 插图画

家们通过作品批评时弊ꎬ教化大众ꎬ鼓动革命ꎬ展
现出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ꎮ 从这时起ꎬ中国插图

艺术的观念、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走上了一

条由古典向现代转化并蓬勃发展的崭新道路ꎮ

一、革命运动的影响

１９ 世纪初ꎬ风雨飘摇的清朝封建王朝ꎬ遭遇了

１９１１ 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的保路运动ꎬ１０
月 １０ 日晚ꎬ武昌起义爆发ꎮ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ꎬ清
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ꎬ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

制制度终结ꎮ 辛亥革命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ꎬ它
推翻了千年来的封建帝制ꎬ引进西方民主共和的

政治体制ꎬ整个社会天翻地覆ꎬ革命风暴涤荡着社

会的各个角落ꎬ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多方面变革ꎮ
思想文化领域ꎬ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ꎬ发
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
文学艺术革命运动ꎮ 陈独秀创立了综合性的文化

月刊«新青年»ꎬ以此为阵地ꎬ高举“科学” 和“民

主”两面旗帜ꎬ向封建旧文化发动了猛烈攻击ꎮ 陈

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倡白话文、引
进西方思想ꎬ大量翻译介绍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

论ꎬ反对封建文化ꎬ宣传民主与科学ꎮ 他们提出文

艺家应该走到人民中间ꎬ用文艺去表现普通人民

的生活、去塑造优秀的民族性格、去促进社会的发

展和人生的进步ꎮ 他们提倡文学艺术必须发挥积

极的社会作用ꎬ文学艺术应该是振兴国家民族的

工具ꎬ美术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艺术ꎮ
要求插图抛弃传统的题材、样式和观念ꎬ努力反映

时代、写实人生、顺应社会潮流ꎮ 在革命运动的强

力推动下ꎬ插图艺术一方面积极参与到广泛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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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动中ꎬ涌现出大量新题材、新思想的作品ꎻ另
一方面画家们学习西方绘画技法ꎬ用素描、水彩、
油画等形式来绘制插图ꎬ并改造旧版画ꎮ 绘画内

容、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相对于中国传统插图ꎬ都
发生了巨大的变革ꎮ 与此同时ꎬ工业革命带来的

印刷术进步、社会新闻报刊广泛发行ꎬ使书籍装

帧、插图、讽刺画、宣传画等得以大量创作和专业

研究ꎬ古老的中国传统插图艺术从此变革新生ꎬ并
形成插图创作和阅读的第一次浪潮ꎮ

１９３０ 年 ３ 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ꎬ同年

７ 月“左翼美术家联盟”在上海成立ꎮ “左翼美术

家联盟”由时代美术社联合部分艺术院校组成ꎬ以
插图画报传单为主要形式对社会进行宣传ꎮ 左翼

美术家在共同信仰理想观念的相互影响下ꎬ积极

关注国家民族命运ꎬ密切参与当时的社会革命运

动ꎬ努力践行艺术为大众的口号ꎮ 除了左翼美术

家外ꎬ还有另外一些“为艺术而艺术”的画家ꎬ他们

接受过西方较为系统的绘画技法训练ꎬ非常熟悉

西方绘画艺术ꎬ他们积极向国民介绍西方艺术ꎬ客
观上也起到了开阔人们眼界、解放思想、冲击旧文

化的作用ꎬ并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同盟群体ꎮ
新文化运动前后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左

翼文艺运动的发起者ꎬ鲁迅先生是推动中国传统

插图艺术变革与发展的旗手ꎮ 鲁迅于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在上海成立美术团体“朝花社”ꎬ出版发表了«近

代木刻选集»«蕗谷虹儿画选» «比亚兹莱画选»等

进步的美术作品ꎬ为左翼美术运动中的插图艺术

变革提供了最直接的观摩学习样本ꎮ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ꎬ鲁迅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木刻研究的团体“一八

艺社”ꎬ提出了“艺术为劳苦大众” 的口号ꎮ １９３１
年ꎬ鲁迅邀请日本美术家内山嘉吉在上海举办了

现代木刻技法讲习班ꎬ培训木刻技术与创作的学

员ꎮ 从引进西方木刻插图到成立研究团体再到直

接培训学员ꎬ鲁迅倡导、扶持和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现代版画创作ꎬ赋予现代版画为劳苦大众而画的

时代使命ꎬ并使其承担起了革命武器的职能ꎮ 鲁

迅提倡编辑发表的版画作品以刀代笔ꎬ关注政治、
关注民生、关注革命ꎬ刻画了当时社会大众的生活

与苦难ꎬ揭露了当时社会的落后黑暗现实ꎮ 在鲁

迅的带动和影响下ꎬ当时很多书报、宣传画的插图

也都广泛采用木刻这一形式ꎬ这些插图在内容上

关注服务社会大众革命ꎬ在形式上大量采用西方

现代木刻技法ꎬ使用黑白块面表现明暗光影ꎬ塑造

真实的空间感ꎬ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ꎮ

二、现实主义探索

新文化运动前后ꎬ众多社会革命家、文艺家对

美术的社会功能、美术家的人格、中国画的改良、
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有过多方面的讨论和探

索ꎮ 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

宗教说”ꎬ强调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ꎮ
１９１８ 年ꎬ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的吕澂发

表了题为«美术革命»的文章ꎬ指出了中国传统美

术的弊端ꎬ提出应该客观、平等的对待中西古今的

美术ꎬ他希望艺术界搞清楚什么才是社会需要的

真正的美术ꎮ 鲁迅、陈独秀等人则认为美术具有

实用主义功能ꎬ主张写实的、进步的、大众的美术ꎮ
以 １９１３ 年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为代表ꎬ鲁
迅认为美术教育应有利于国民的改造、有利于社

会的改革ꎬ并肯定了美术具有功利作用ꎮ 他认为

唤醒大众、从思想上解放中国人的文艺需要现实

主义ꎮ 不仅创作原则提倡现实主义ꎬ在创作方法、
表现手法上鲁迅也主张写实ꎮ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

动中明确提出用写实主义改变绘画面貌的观点ꎬ
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美术革命———答吕澂»一

文ꎬ认为应该采用西方绘画的写实原则去改良中

国画ꎬ画家要想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必须使用写

实主义的创作方法ꎮ ２０ 年代的徐悲鸿也提出采用

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的主张ꎬ发表了«中国画

改良之方法»ꎬ并在实际教学中推行以写实改良中

国画的主张ꎮ
新文化运动前后插画创作的现实主义的探索

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ꎬ众多的践行者纷纷加

入ꎮ ２０ 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ꎬ在
一些局部地区建立的红色政权———苏区出现了很

多为宣传革命而创作的传单、插图、宣传画ꎬ著名

的有«罢工画报»«镰刀画报»等ꎮ 这些图画面向广

大工农ꎬ采用写实的手法ꎬ通俗易懂ꎬ内容包括反

映苏区工农的生活、揭露压迫和剥削、宣传革命前

途以鼓舞斗志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ꎬ是
插图现实主义创作的忠实实践ꎮ 抗战爆发后ꎬ中
国近代爱国主义画家、被香港«明报月刊»称为“三

十年代成名画家中之佼佼者”的沈逸千先生ꎬ积极

组建抗日宣传团体ꎬ唤醒国人民众、宣传抗日ꎮ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后ꎬ他不顾个人安危ꎬ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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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为武器ꎬ绘制了上海街头的第一幅抗日宣传画ꎮ

三、为大众画画

鲁迅先生不仅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ꎬ而且是

中国现代插图艺术变革与发展的伟大导师ꎮ 在中

国艺术史上ꎬ他第一次明确指出插图、连环画就是

艺术ꎬ而且插图具有实用功能ꎬ可以启蒙思想、教
育民众、鼓舞斗志ꎬ尤其在革命运动时期ꎬ面向大

众的插图本身就是激励大众革命的武器ꎮ
１９３１ 年成立的“左联”的主要工作就是努力把

少数人的文学艺术变成大众的文学艺术ꎮ 对于如

何在实践过程实现艺术面向工农大众ꎬ当时有很

多不同意见ꎮ 根据大众的普遍文化认识水平的现

实状况ꎬ有人主张用大众浅显易懂的连环图画作

为接近群众宣传发动群众的工具ꎮ 但当时遭到了

很多文艺批评家的反对ꎬ他们怀疑连环图画的艺

术价值ꎬ认为连环画是绘画艺术的低级的形式ꎬ甚
至没有艺术性ꎮ 针对文艺界的困惑ꎬ鲁迅发表了

«连环图画辩护»一文ꎮ «连环图画辩护»强调了古

今中外的壁画实际上都是连环图画ꎬ那些传世名

作有很多就是连环画的节选ꎬ文章还具体介绍了

１９ 世纪后半叶以来欧洲画家创作的连环图画ꎬ有
力地证明了连环图画就是真正的艺术ꎮ 他不仅把

插图木刻连环画正名为艺术ꎬ而且告诉艺术工作

者ꎬ插图是能为大众所理解的艺术ꎮ 他希望青年

的艺术工作者看重并且努力创作插图ꎬ认为多创

作大众喜闻乐见的连环画和书籍插图ꎬ大众是欢

迎的是感激的ꎮ 为大众画画ꎬ唤醒国民ꎬ教育大

众ꎬ也正是鲁迅倡导推动中国新插画运动的初衷ꎮ
针对当时国民普遍的文化水平ꎬ鲁迅希望出

版的书籍里尽可能地多用插图ꎬ认为“书籍的插

画ꎬ原意是在装饰书籍ꎬ增加读者的兴趣的ꎬ但那

力量ꎬ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ꎬ所以也是一种宣传

画” [１]４５７ꎮ 鲁迅在给孟十还的信中谈道:“欢迎插

图是一向如此的ꎬ记得十九世纪末ꎬ绘图的«聊斋

志异»出版ꎬ许多人都买来看ꎬ非常高兴的ꎮ 而且

有些孩子ꎬ还因为图画ꎬ才去看文章ꎬ所以我以为

插图不但有趣ꎬ且亦有益ꎮ”鲁迅提倡连环画ꎬ认为

这种形式特别适合当时的国民ꎬ有利于启蒙思想ꎬ
是一种宣传的利器ꎬ他要求插图使毫无观赏艺术

的训练的人ꎬ也看得懂ꎬ而且一目了然ꎮ 他提出插

图的创作不要出偏走怪ꎬ要浅显易懂ꎬ面对大众ꎬ
不要故作高深、长篇大论ꎬ要短小精干并注意吸收

借鉴中国传统插画的技法ꎮ
为了促进中国的插图艺术适应新时代的要

求、开阔插图艺术工作者的视野促进广大画家观

念的转变和技法的提高ꎬ鲁迅大力引进西方插图

艺术ꎬ介绍出版了大量的西方插图ꎮ 鲁迅引进的

木刻画不仅促进中国的插图艺术的改良与发展ꎬ
而且将插画赋予了更大的历史使命ꎮ 鲁迅指出:
“西欧各国ꎬ近数十年的木刻复兴运动ꎬ是小资产

阶级的艺术家掀起来的ꎬ但是我们要客观地把它

变成大众革命的武器ꎮ” [２]４他发现以版画艺术为代

表的插图艺术在创作、复制、传播、阅读等环节上

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ꎬ指出“当革命

时ꎬ版画之用最广ꎬ虽极匆忙ꎬ顷刻能办” [３]３６３ꎮ 他

希望插画艺术家为大众服务、为革命运动服务ꎬ希
望插图成为反映社会政治人生的工具ꎬ成为启蒙

思想、唤起大众、鼓舞斗争的武器ꎮ 在鲁迅精神上

甚至物质上的全力爱护与扶持下ꎬ广大插图艺术

工作者鼓起了奋斗的勇气ꎬ明确了前进的方向ꎬ一
批左翼美术青年茁壮成长ꎮ 抗战爆发后ꎬ这些美

术家纷纷奔赴延安ꎬ抗日救国ꎬ投身革命ꎬ成为延

安绘画艺术创作的中坚力量ꎮ
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

插画艺术的创作观念和审美风格ꎮ 特别是在鲁迅

先生的倡导和扶植下ꎬ插图艺术摆脱传统的题材、
观念ꎬ选择了反映时代现实、贴近社会人生的现实

主义题材ꎬ采用写实主义手法ꎬ宣传革命、宣传抗

日救国ꎮ 报效国家、心系大众ꎬ艺术家努力为大众

画画ꎬ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ꎬ插图艺术从此成为人

民大众的艺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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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音乐教育课程考察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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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中应该加强生命教育的内容ꎻ优化课程体系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ꎬ适当引入中

国传统雅乐课程ꎻ根据音乐教育本科学生的兴趣和专长ꎬ因材施教ꎬ分类别进行课程设置ꎬ以促进高等音乐教育课

程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ꎮ
[关键词] 　 音乐教育ꎻ　 课程ꎻ　 传统雅乐ꎻ　 礼乐治校

[中图分类号] 　 Ｊ６０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１１－０６

　 　 台湾南华大学位于嘉义县大林镇ꎬ是佛光山

星云大师于 １９９６ 年凝聚百万信众力量所创办的高

等教育的大学ꎮ 由于佛教的背景和定位ꎬ南华大

学属于私立非营利的综合性大学ꎬ学校依山而建ꎬ
树木葱郁ꎬ自然环境得天独厚ꎬ享有“森林大学”的

美誉ꎮ
笔者于 ２０１６ 年受江苏省教育厅高校优秀中青

年教师境外研修的资助ꎬ在台湾南华大学做为期

一年的访问学者ꎮ 在一年的访学时间里ꎬ笔者对

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和学

习ꎬ通过听课、授课ꎬ观摩、组织、参与演出和访谈

等方式ꎬ对民族音乐学系的办学方向、培养目标、
课程设置、教师师资和学生状况等做了全面的

了解ꎮ

一、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概况

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ꎬ是台

湾唯一一所以民族音乐学理论为主轴而建立的系

科ꎮ 学制上包括了普通本科教育和硕士研究生教

育两个层次ꎬ现有本科学生 １１６ 名ꎬ硕士研究生 ２４
名ꎮ 学生的来源从地域上来说ꎬ大约 ８５％来自台

湾的嘉义、台中、苗栗、彰化、台南、高雄和屏东等

中南部城市ꎬ只有 １５％左右来自台湾北部的台北、

新竹等城市ꎬ而台湾东部的花莲和台东几乎没有

生源ꎮ
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坚持以民族音乐学的

角度ꎬ培养学生世界音乐的视野和思维ꎬ学习音乐

演奏(唱) 技能、作曲创作技能和理论研究技能ꎮ
现任专任教师 ８ 人ꎬ兼任理论课教师 ９ 人ꎬ兼任术

科教师 ５２ 人ꎮ 民族音乐学系现任八位专任教师

中ꎬ五位是民族音乐学方向的学术背景ꎬ并且分别

毕业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音乐类院校ꎮ 明立

国教授是早年香港中文大学民族音乐学方向的硕

士ꎻ李雅贞助理教授是英国谢菲尔大学民族音乐

学方向的博士ꎻ马明辉助理教授是澳大利亚悉尼

大学民族音乐学方向的博士ꎻ李明晏助理教授是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民族音乐学方向(人类学副修)
的博士ꎻ张雅婷助理教授是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

乐学方向的博士ꎮ 所以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在

民族音乐学方向上ꎬ有着一支优秀而卓越的团队ꎬ
每一位老师都有着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专长ꎬ
整合起来形成多面向、独树一帜的南华大学民族

音乐学系方向ꎮ
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致力于中国传统雅乐

的教学与研究ꎬ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南华大学建校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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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立了雅乐团①ꎬ秉承南华大学“礼乐治校”的理

念ꎬ建立起南华大学的礼乐象征ꎮ 曾先后聘请多

名知名音乐教授执教于南华大学ꎬ其中包括中国

音乐学院沈恰教授、吴文光教授ꎻ武汉音乐学院童

忠良教授、丁承运教授ꎻ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教

授、李祥霆教授ꎻ上海音乐学院李民雄教授ꎻ南京

艺术学院成功亮教授ꎻ香港中文大学吴赣伯教授

等ꎮ 此外ꎬ还聘请韩国国家国乐院金水镕老师、沈
淑庆老师指导雅乐团舞队ꎻ聘请蔡文宗老师、袁中

平老师指导雅乐团古琴队ꎻ聘请山西绛州大鼓创

始人、“中国鼓王”———王宝灿教授指导雅乐团鼓

队ꎻ聘请胡峻贤老师、张雅婷老师指导雅乐团雅乐

队ꎮ 强大的教师阵容和师资力量奠定了南华大学

民族音乐学系雅乐研究和展演中心的领先地位ꎮ
二、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办学方向和

培养目标
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的办学方向是训练和

培养学生具备宏观的音乐视野和思维ꎬ以中国传

统雅乐课程为特色ꎬ实施南华大学“礼乐治校”的

理念ꎬ发展音乐与人文的多元文化道路ꎮ 学生可

以在中、西音乐演奏(唱)、台湾音乐、作曲、乐器制

作和音乐理论等领域中ꎬ选择专业进行四年一贯

的系统学习ꎬ其培养目标具体表现为:培育民族音

乐学研究人才ꎻ培育台湾本土音乐研究人才ꎻ培养

世界音乐教学人才ꎻ培养乐团演奏(唱)人才ꎻ培养

音乐教育从业人员ꎮ
三、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音乐教育课

程设置
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实行学分制ꎬ规定本

科学士毕业至少修满 １３０ 学分ꎮ 其中ꎬ通识课程

４０ 学分ꎻ专业必修课程 ４８ 学分ꎻ专业选修课程 ４２
学分ꎮ

通识课程中包括生命涵养课程 ３ 学分ꎻ通识基

础课程 １０ 学分ꎻ通识核心课程 ９ 学分ꎻ进阶跨越课

程 ９ 学分ꎻ通识应用课程 ９ 学分ꎮ

表 １　 民族音乐学系通识课程设置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学分)
学期(学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通

识

课

程

生命涵养

课程

成人礼(１) １

正念静坐(２) １ １

备注:１.服务教育ꎬ大一上下学期完成 ３０ 小时志工服务认证ꎮ (毕业门槛)
２.社团活动ꎬ至少参加一学期社团活动ꎮ

通识基础

课程

中文阅读与表述(４) ２ ２

英语(４) ２ ２

英语听力(２) １ １

通识核心

课程

核心素养领域(３) ３

中国经典领域(３) ３

外国经典领域(３) ３

进阶跨越

课程

人文艺术领域(３) ３

社会科学领域(３) ３

自然科学领域(３) ３

通识应用

课程

专业伦理领域(３) １ １ １

创新与创业领域(３) ３

身心灵成长领域(３) １ １ １

　 　 通过表 １ 可以看出ꎬ民族音乐学系本科学士毕

业学生所修通识课程的最少 ４０ 学分ꎬ占整个所修

学分比重的 ３１％ꎮ 所开设的课程内容涉及生命教

育、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就业指导等方向ꎬ通常

—２１１—
① 南华大学雅乐团早于民族音乐学系成立ꎮ 雅乐团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ꎬ民族音乐学系建系于 ２００１ 年ꎮ



在大一和大二两个学年(四个学期)修完ꎮ 对于生

命教育和社团活动ꎬ民族音乐学系做出了毕业门

槛的硬性规定ꎬ让学生在大一学年必须完成 ３０ 小

时的志工服务ꎬ参加社团活动不能少于一学期ꎮ
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的专业课程设置分为

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两个部分ꎮ 本科学士毕业学

生所修专业必修课程最少 ４８ 学分ꎬ专业选修课程

最少 ４２ 学分ꎮ
专业必修课程是民族音乐学系的核心重要课

程ꎬ也是该系发展方向的基础ꎮ 其学分包括艺术

学院基础课程 １２ 学分ꎬ音乐与应用课程 １６ 学分和

民族音乐学系核心课程 ２０ 学分三大部分ꎮ
表 ２　 民族音乐学系专业必修课程设置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学分)
学期(学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艺术学院

基础

课程

艺术概论(２) ２

艺术鉴赏(２) ２

艺术探索(２) ２

表演艺术(６) ２ ２ ２

音乐与应用

课程

(含跨领

域课程)

乐理(４) ２ ２

视唱练耳(４) ２ ２

电脑音乐(２) ２

计算机概论(２) ２

传播表演艺术(２) ２

艺术行政(２) ２

民族音乐学

系核心

课程

民族音乐学导论(２) ２

民族音乐学简史(２) ２

鼓乐合奏(４) ２ ２

和声学(２) ２

研究方法(２) ２

古琴(４) ２ ２

曲式与作品分析(２) ２

论文研读与撰写(２) ２

　 　 从表 ２ 内容可以看出ꎬ民族音乐学系本科学士

毕业学生所修专业必修课程的最低要求 ４８ 学分ꎬ
占整个所修学分比重的 ３７％ꎮ 所开设的课程科目

总计 １８ 门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民族音乐学系的

核心课程ꎬ共计 ８ 门ꎬ２０ 学分ꎮ 这 ８ 门课程当中ꎬ
不仅包括传统音乐教育课程必修的和声、曲式与

作品分析ꎬ还开设了民族音乐学系的主轴课程民

族音乐学导论、民族音乐学简史、研究方法和论文

研读与撰写ꎬ甚至开设了民族音乐学系的特色重

点建设课程:鼓乐合奏和古琴两门器乐演奏课程ꎮ
这两门器乐演奏课程作为民族音乐学系学生学习

和研究中国传统雅乐的基础ꎬ成为就读于南华大

学民族音乐学系本科的特色ꎬ在台湾高等音乐教

育中独树一帜ꎮ
民族音乐学系专业选修课程内容丰富ꎬ可选

择性强ꎬ凸显民族音乐学的主轴方向ꎮ 按照本科

学士毕业类别ꎬ分成两个方向ꎬ一个是器乐(声乐)
展演方向ꎬ另一个是论文研究方向ꎮ

选择器乐(声乐)展演方向要求修满展演课程

１９ 学分和展演选修课程 ２３ 学分ꎮ 另外必须修满 ８
学分的主修课程(至少 ６ 个学期)ꎻ大三下学期之

前举行实习音乐会一场(实际演奏或唱时间为 ２０
分钟)ꎻ大四学年举行毕业音乐会(实际演奏或唱

时间为 ４５ 分钟)ꎬ另加一万字以上音乐会诠释报

告ꎮ 毕业音乐会成绩占 ７０％ꎬ诠释报告成绩占

３０％ꎬ两项成绩均不能低于 ６０ 分ꎬ获准毕业ꎮ
选择论文研究方向要求修满论文课程 ２２ 学分

和论文选修课程 ２０ 学分ꎮ 另外撰写专业学术毕业

论文两万五千字以上ꎻ大三下学期之前提出 ２０００
字左右论文计划书(内容包含论文题目、研究方

法、文献探讨、参考书目)ꎻ大四下学期通过毕业论

文答辩ꎬ获准毕业ꎮ
—３１１—



表 ３　 民族音乐学系专业选修课程设置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学分)
学期(学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展

演

课

程

雅乐合奏(舞)(１４)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和声学(２) ２

曲式与作品分析(２) ２

展演企划(１) １

论

文

课

程

雅乐合奏(舞)(１４)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和声学(２) ２

音乐基础训练(４) ２ ２

曲式与作品分析(２) ２

展演

选修

课程

论文

选修

课程

中国音乐基本理论(４) ２ ２

中国雅乐(２) ２

说唱音乐(２) ２

民间歌曲(２) ２

戏曲音乐(２) ２

音乐美学(２) ２

台湾音乐史(２) ２

中国音乐史(４) ２ ２

西方音乐史(４) ２ ２

佛教音乐实作(４) ２ ２

仪式音乐实作(４) ２ ２

世界音乐专题(８) ２ ２ ２ ２

音乐社会学(２) ２

指挥法(２) ２

爵士音乐(２) ２

流行音乐(２) ２

对位法(２) ２

乐器制作与维修(２) １ １

音响学(２) ２

鼓乐合奏(４) ２ ２

古琴(４) ２ ２

拉弦技术课程(２) １ １

弹拨技术课程(２) １ １

吹管技术课程(２) １ １

奚琴音乐(２) ２

日本筝乐(２) ２

丝竹乐合奏(４) １ １ １ １

室内乐(２) １ １

主修(１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２

副修(４) １ １ １ １

—４１１—



　 　 根据表 ３ 可以发现ꎬ民族音乐学系本科学士毕

业学生所修专业选修课程的最低要求 ４２ 学分ꎬ占
整个所修学分比重的 ３２％ꎬ所开设的课程科目总

计 ３８ 门ꎮ 器乐(声乐)展演方向和论文研究方向

的学生除了分别修满展演课程和论文课程的学分

之外ꎬ还有大约 ２０ 学分的 ３０ 门选修课程可以选

择ꎮ 选修课程的内容十分丰富ꎬ既有中国音乐基

本理论、音乐美学等纯音乐理论课程ꎻ也有雅乐合

奏(舞)、拉弦技术和演奏、日本筝乐、丝竹乐合奏

和室内乐等音乐实践操作课程ꎻ还有世界音乐专

题①、爵士音乐和流行音乐等课程是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课程ꎬ这类课程需要学生掌握音乐理论知

识后ꎬ再用实作的方式呈现出来ꎮ 譬如学习演奏

印度音乐ꎬ必须学习塔布拉鼓和西塔尔琴的演奏ꎻ
学习印度尼西亚的佳美兰音乐ꎬ模仿佳美兰音乐

的特征用自己熟悉的乐器创编出佳美兰音乐风格

的作品ꎻ学习爵士音乐或流行音乐的课程之后ꎬ用
电脑音乐制作出爵士风格或流行风格的音乐作品

等ꎮ 这些课程不仅有利于学生全面掌握音乐专业

理论知识ꎬ也拓宽了学生的音乐知识视野ꎬ更锻炼

学生的音乐实际操作能力和创作能力ꎬ为毕业后

的就业和创业都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四、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音乐教育课

程设置得到的启示
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音乐教育课程是围绕

着民族音乐学的主轴展开ꎬ学生的培养不仅仅局

限在术科演奏(唱)的学习ꎬ更注重学生音乐理论

思维的训练ꎬ并以中国传统雅乐为校本课程ꎬ践行

南华大学“礼乐治校”的理念ꎬ形成南华大学民族

音乐学系鲜明的办学特色ꎬ成为海峡两岸将中国

传统雅乐课程融入高校音乐教育的唯一系所ꎮ 其

课程设置对于我们的高校音乐教育应该有很好的

借鉴作用ꎬ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予我们启示:
１.通识教育课程推行生命教育ꎬ培养学

生学会做人ꎬ懂得感恩

南华大学是星云大师集百万人兴学之愿而创

办ꎬ因此ꎬ每一位就读南华大学的学生必须心存感

念ꎬ感谢所有为创办南华大学而付出努力的人ꎮ
其中成人礼作为一门课程使学生接受中国传统文

化熏陶ꎬ加强个体生命进入负有使命感的成人社

会所具备的道德感和责任心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ꎮ 正念静坐课程是南华大学引进

德国正念减压课程ꎬ并结合佛教正念思想所开设

的生命教育课程ꎮ 正念的训练和练习培养了学生

的专注力和觉察力ꎬ减轻和舒缓各种压力ꎬ有益于

学生的身心健康ꎬ提高生命不同阶段的幸福感ꎮ
２.中国传统雅乐课程通过中国传统的

礼乐训练ꎬ培养学生雅乐修身ꎬ雅乐树人

中国传统雅乐课程包括了中国音乐基本理

论、中国音乐史、中国雅乐、雅乐合奏(舞)、鼓乐合

奏、古琴、奚琴音乐、日本筝乐等课目ꎬ围绕着传统

雅乐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ꎮ 另外ꎬ南华大学雅

乐团拥有先秦、汉代、唐代等古乐器及服装超过百

件ꎬ古琴八十多台ꎬ绛州大鼓及各种打击乐器数百

余件ꎬ并且配有专门排练传统雅乐的场所ꎬ也是中

国古代雅乐乐器的展示厅———“通艺堂”ꎮ 学生通

过中国传统雅乐课程的学习ꎬ掌握了传统雅乐的

理论知识ꎬ认识并演奏了中国古代乐器ꎮ 就读于

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的每一位学生ꎬ不管选择

器乐(声乐)展演方向ꎬ还是论文研究方向ꎻ也无论

是学习中国乐器演奏ꎬ还是学习西方乐器演奏ꎬ都
被要求学习古琴和鼓乐演奏ꎬ并且可以根据自身

爱好任意选择雅乐队中各种乐器进行学习和演

奏ꎬ例如编钟、编磬、方响、拍板、龙笛、筚篥、太平

箫、轧筝、瑟、唐琵琶、凤首箜篌等乐器ꎮ 有些古代

乐器对于我们来说ꎬ仅仅在文献资料中学习过ꎬ其
形制和声音由于条件的限制ꎬ根本无法得知ꎮ 比

如“八音”中木类乐器的“柷”和“敔”ꎬ笔者通过亲

自参与雅乐队的演奏ꎬ在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

的“通艺堂”看见了仿古复制的乐器ꎬ了解到这两

样乐器是雅乐演奏开始和结束时所使用的乐器ꎬ
通常雅乐开始演奏“柷”ꎬ结束演奏“敔”ꎬ并有着一

定程式化的演奏礼仪规范ꎮ 当然ꎬ学生的雅乐演

奏水平由于都是零基础ꎬ所以显得参差不齐ꎬ良莠

不分ꎮ 但是ꎬ学生的长期坚持和老师的悉心指导

使得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的传统雅乐教学和研

究已经硕果累累ꎬ成绩斐然ꎮ 其中重要的对外演

出有:２００１ 年ꎬ雅乐团赴日本交流访问演出ꎻ２００５
年ꎬ受邀赴厦门访问演出“雅乐传情”ꎻ２００６ 年ꎬ亚

—５１１—

① 世界音乐专题是由民族音乐学系不同的教师根据自身研究专长共同教学ꎬ例如马明辉助理教授读博阶段专门到印度学习音乐ꎬ因
此教授印度音乐专题ꎻ李明晏助理教授读博阶段专门到印度尼西亚学习佳美兰音乐ꎬ因此教授东南亚音乐专题ꎻ李雅贞助理教授博士毕业

于英国谢菲尔大学ꎬ因此教授欧洲音乐专题等ꎮ



太国际学术研讨会公演ꎻ２００８ 年ꎬ分别赴韩国和香

港公演“雅乐传情”和“唐乐物语”ꎻ２００９ 年ꎬ受邀

于北京第一届传统艺术节进行专场演出等ꎮ
　 　 ３.根据学生的兴趣与专长ꎬ因材施教ꎬ分
类别进行课程设置

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本科学习阶段ꎬ可以

根据自身的兴趣和特长ꎬ在大二下学期(大三学年

之前)选择毕业方向ꎬ器乐(声乐)展演方向和论文

研究方向ꎮ
这两个毕业方向在学习要求和毕业门槛上并

不意味着降低水平ꎬ而是有着不同的学习方向和

目标ꎮ 器乐(声乐)展演方向注重演奏(唱)能力的

培养ꎬ主修的技能课程在四年中必须连续修满至

少 ６ 个学期ꎬ并于大四下学期举行个人全场音乐会

(实际演奏、唱时间为 ４５ 分钟)ꎮ 毕业音乐会和一

万字以上的音乐会诠释报告质量是决定是否毕业

的主要指标ꎻ论文研究方向必须修满论文专业必

修课程 ２２ 学分和论文专业选修课程 ２０ 学分ꎬ并撰

写两万五千字以上的音乐研究论文方能毕业ꎮ 其

实ꎬ这两种毕业方向的选择体现了南华大学民族

音乐学系因材施教的办学理念ꎬ尊重每一位学生

的音乐学习权力ꎬ尽可能地为有音乐兴趣和天赋

的学生创造进一步学习音乐的机会ꎮ 民族音乐学

系专业必修课程为每一位学生打下扎实的音乐理

论基础和实践操作技能ꎮ 专业选修课程又为学生

毕业的方向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课目选择ꎬ使学生

具有更多元的音乐视野ꎬ掌握更全面的音乐演奏

技术ꎬ构架更完备的音乐知识结构ꎮ 这种分类型

培养的课程设置模式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ꎮ

结语

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并不代表台湾高等音

乐教育的模式ꎬ而是另辟蹊径ꎬ开辟一条与众不

同、符合南华大学“礼乐治校”理念ꎬ以民族音乐学

为主轴的办学之路ꎮ 笔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ꎬ赴
台湾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

术访问活动ꎬ对民族音乐学系的音乐教育课程近

距离地考察和学习ꎬ并从中获得十分有益的启示:
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中应该加强生命教育的内容ꎻ
优化课程体系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ꎬ适当引入中国

传统雅乐课程ꎻ根据音乐教育本科学生的兴趣和

专长ꎬ改变“大一统”的毕业培养模式ꎬ因材施教ꎬ
分类别进行课程设置ꎬ以促进高等音乐教育课程

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ꎮ

(责任编辑　 　 南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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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乐的碰撞

———江苏籍作曲家对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贡献

胡 建 林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音乐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近百年来ꎬ中国艺术歌曲的艺术影响力在中国和世界艺术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ꎬ这些歌曲不仅

旋律优美流畅ꎬ创作技法精湛ꎬ更具有丰富的文学性和高度的审美价值ꎮ 江苏籍作曲家对中国艺术歌曲的引领与

贡献对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ꎮ
[关键词] 　 艺术歌曲ꎻ　 江苏ꎻ　 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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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歌曲的世界性

史料可查的艺术歌曲可以追溯到两百多年

前ꎮ １８ 世纪末的欧洲开始盛行一种以单一乐器伴

奏的抒情歌曲ꎮ 德国艺术歌曲(Ｌｉｅｄ)以舒伯特为

代表ꎬ他创作了六百余首艺术歌曲ꎬ采用歌德、海
涅、席勒、米勒等人的诗为歌词ꎮ 舒曼、勃拉姆斯

等德奥作曲家ꎬ都热衷于艺术歌曲的创作ꎮ 法国

艺术歌曲( Ｃｈａｎｓｏｎ) 代表作曲家有福雷、德彪西、
迪帕克等ꎮ 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歌曲多根据波

德莱尔、魏尔兰等人的诗歌谱成ꎬ充满幻想之美ꎮ
俄罗斯(романс)ꎬ第一个采用这种体裁创作的是

德国作曲家格林卡ꎬ其他的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

斯基、拉赫马尼诺夫、穆索尔斯基等也都创作过艺

术歌曲ꎮ
艺术歌曲不仅仅体现了一个国家音乐的民族

性ꎬ也是文学民族性的体现ꎮ 艺术歌曲一般歌词

采用名诗人的作品ꎬ旋律短小精致ꎬ是一种高度浓

缩的音乐小品ꎬ因此是一个国家最容易流传的音

乐形式ꎬ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力ꎮ

二、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阶段

１.中国艺术歌曲的雏形

“学堂乐歌”是在 ２０ 世纪初期ꎬ随着信使学堂

的建立而形成的歌唱文化ꎮ 根据学堂开设音乐课

而创编的歌曲ꎮ 这个时期主要是借鉴外国曲调来

填上中国的词ꎬ以模仿吸收为主ꎬ沈心工ꎬ李叔同

是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ꎮ «送别»«春游»是当时的

代表作ꎮ 他们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形成奠定了

基础ꎮ
２.中国艺术歌曲的兴盛阶段

２０ 世纪 ２０—４０ 年代ꎬ受外来音乐文化的影响

和新文化运动的广泛传播ꎬ中国作曲家创作了大

量的艺术歌曲ꎬ萧友梅的«问»、青主的«大江东去»
«我住长江头»、黄自的«花非花» «玫瑰三愿» «春

思曲»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贺绿汀的«嘉

陵江»等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艺术歌曲ꎮ 这个时

期的中国艺术歌曲是诗词与曲调结合的高度统

一ꎬ带有中国古诗词的吟诵风格ꎮ 曲调与节拍和

诗歌相协对应ꎬ声调与韵律都紧密结合ꎬ情绪和语

气经人声唱出来ꎬ有诗意的吟诵之美ꎮ 音乐和文

字高度融合ꎬ完美呈现ꎮ
在我国历史上ꎬ诗人兼作曲家或音乐爱好者

的ꎬ大有人在ꎮ 由于诗、乐相通ꎬ诗人往往也是“知

音”者ꎬ据传孔子便是吹拉弹唱样样俱全ꎮ 汉魏时

期ꎬ嵇康、阮籍等人都是著名的诗人ꎬ同时也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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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专家ꎮ 王维善琴ꎬ白居易喜筝ꎬ元稹酷爱民间音

乐ꎬ到了宋代ꎬ由于“倚声填词”之故ꎬ“善音律”的

词家更多了ꎬ有些还“牙板随身”ꎬ即席而唱ꎬ既是

诗人ꎬ又是歌者ꎮ
集中国文学和音乐之大成ꎬ囊括了中国主流

的文学和音乐思想ꎮ 音乐性与文学性的高度结

合ꎬ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风格的融合ꎬ西
洋唱法与民族唱法的相结合使这些中国艺术歌曲

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化特点ꎮ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艺

术歌曲最兴盛的时期ꎮ
３.中国艺术歌曲的百花齐放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ꎬ改革开放以来艺术歌曲的

创作空前繁荣ꎬ出现了大批的作曲家和优秀的创

作歌曲ꎬ郑秋风的«我爱你ꎬ中国»、施光南的«祝酒

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打起手鼓唱起歌»、尚
得义的花腔作品«今年梅花开» «火把节的欢乐»、
谷建芬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歌声与微笑»、陆
在易的«我爱这土地»«桥»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艺术

歌曲ꎬ这个时期可谓百花齐放ꎮ
４.中国艺术歌曲对当代流行歌坛的影响

艺术歌曲的歌词发掘的文学价值ꎬ启发了当

代歌坛ꎮ 杨小林的«江南»、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黄舒骏的«两岸»以及廖隽嘉的«花非花»、邓丽君

的«独上西楼»、徐小凤«别亦难»ꎮ 这些作品的歌

词ꎬ分别取材于汉乐府诗集、苏轼、李白、白居易、
李煜和李商隐ꎮ

与古诗相比ꎬ现代诗突破了古诗“温柔敦厚ꎬ
哀而不怨”的特点ꎬ更强调自由开放ꎮ 万芳«再别

康桥»用了徐志摩的诗作ꎻ罗大佑将余光中的«乡

愁四韵»拓展到更深的维度ꎻ１９７９ 年舒婷的«致橡

树»ꎬ令朦胧诗一夜间星火燎原ꎬ高晓松就此写下

«模范情书»ꎻ民谣歌手周云蓬ꎬ用音乐的方式翻译

了海子的«九月»ꎻ莫西子诗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

你手里»ꎬ改编自诗人俞心樵的同名诗ꎮ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认为:中国整个诗

词的发展ꎬ唐宋最辉煌ꎮ 唐朝的诗跟词ꎬ经常也是

谱的曲ꎬ也是变成他们的流行歌曲ꎮ 自古以来ꎬ诗
都是可以唱出来的ꎮ 当代中国艺术歌曲ꎬ延长这

些诗词的保鲜期ꎬ以吟唱的方式让诗重焕光彩ꎬ名
垂千古ꎮ
　 　 三、江苏籍作曲家是中国艺术歌曲的

先驱
在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道路上ꎬ江苏出现了

许多出类拔萃的作曲家ꎮ 涌现出了许多流传至今

的经典名曲ꎬ他们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起到了

很好的引领和承上启下的作用ꎮ
赵元任(１８９２—１９８２)ꎬ江苏武进人ꎮ 著名学

者、音乐家、语言学家ꎬ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

父”ꎬ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ꎮ 赵元任的音乐创

作活动开始于“五四”运动以前ꎬ他的歌曲创作ꎬ突
破了“学堂乐歌”用国外乐谱填词的模式ꎬ完全由

中国人独立创作词曲ꎬ引领中国近现代音乐进入

了新的发展阶段ꎮ 他的代表作有歌曲«教我如何

不想他»«也是微云»«卖布谣»«上山»«听雨»和合

唱曲«海韵»等ꎮ 作品既有时代特点ꎬ又有民族风

格ꎬ多以“五四”以来的新诗为题材ꎮ 从形式上看ꎬ
他的作品一方面运用了西方音乐创作技法ꎬ另一

方面又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宝贵经

验ꎮ 由于艺术水平较高ꎬ许多作品流传至今ꎬ如歌

曲«教我如何不想她»成为学校教学和音乐会上经

常选用的曲目ꎮ
«教我如何不想她»创作于 １９２６ 年ꎬ歌词是旅

居英国时的刘半农于 １９２０ 年写的同名新诗ꎮ 刘半

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ꎬ新诗人、杂文家和

著名的语言学家ꎮ 他受西方象征派诗歌的影响ꎬ
诗歌写作中运用传统的复迭手法与比兴手法ꎬ语
言生动活泼ꎬ意境新鲜别致ꎬ使人如闻其声ꎬ如见

其人ꎮ 赵元任既运用了我国戏曲的唱腔ꎬ创作中

又融进了西洋风格的曲式构思和转调等多声技

法ꎬ使歌曲富有“中国的韵味”ꎮ
１９２７ 年ꎬ赵元任采用徐志摩名作创作了«海

韵»ꎬ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首有影响的多段连缀的合

唱作品ꎬ堪称中国合唱音乐的传世之作ꎮ 合唱、领
唱配合钢琴的回旋变奏ꎬ深刻表现了“五四”时期

中国青年反封建、要求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精神ꎮ
赵元任的音乐创作特别注意根据中国语言的

声调和音韵特点来处理歌词与曲调的关系ꎬ多年

的语言研究工作ꎬ使得他的作品既富有诗意的韵

味ꎬ又有口语化的倾诉感ꎮ
黄自(１９０４—１９３８)ꎬ江苏川沙人ꎬ２０ 世纪三十

年代著名作曲家ꎬ中国早期音乐教育影响最大的

奠基人ꎮ 曾经在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校及欧伯林

学院学习作曲ꎬ１９２９ 年归国后在上海沪江大学音

乐系、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
理论作曲组任教ꎬ并兼任音专教务主任ꎬ培养了许

多优秀音乐人才ꎮ 黄自开创了职业作曲家的时

代ꎬ教育了一批后来名垂音乐史、奠定“学院派”根

基的重要子弟ꎮ «踏雪寻梅»«西风的话»到现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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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流传ꎮ 黄自培养了众多中国近代音乐的重要

作曲家ꎬ其中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被称

为黄自“四大弟子”ꎮ 黄自创作了大量出色的声乐

作品ꎮ 其整个音乐生涯中ꎬ艺术歌曲成为其留给

后世最卓著的成就ꎮ 他的艺术歌曲中ꎬ一类依据

诗词的意境铺成而作ꎬ如«花非花»«点绛唇赋登

楼»ꎻ另一类则是直抒胸臆的典范ꎬ如«思乡»«玫瑰

三愿»ꎮ
赵元任在艺术歌曲中国化的方面是开了一个

好头ꎬ黄自则承上启下ꎮ 赵元任的艺术歌曲讲究

音调与字音、声韵配合ꎬ而黄自作品则更多地强调

意境的优美、旋律的流畅、和声的丰富、形式的多

样ꎮ 从艺术歌曲诗与乐歌的角度上看ꎬ赵元任的

艺术歌曲创作社会性和时代感都很强烈ꎬ而黄自

的艺术歌曲平缓宁静ꎬ歌曲的艺术性更鲜明ꎮ 两

位作曲家在诗与乐的配合上都是非常紧密的ꎮ 形

式上又不拘泥于格律的束缚ꎮ 赵元任和黄自创新

性的发展了艺术歌曲ꎬ都是当之无愧的近代艺术

歌曲创作的先驱ꎮ

四、艺术歌曲的传承与创新

优秀的艺术歌曲能够陶冶情操提高文化素

养ꎮ 近百年来ꎬ中国艺术歌曲的艺术影响力在中

国和世界艺术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ꎮ 如何在新的

时代让这些艺术的瑰宝不断传承下去ꎬ作为从事

音乐教育工作的教师ꎬ我们有责任去好好思考和

探索ꎮ
１.扩大受众面ꎬ提升大众的审美

音乐艺术想要长远的发展ꎬ就要让更多的大

众能够经常欣赏到优秀的音乐作品ꎬ提高群众的

审美水平ꎮ 艺术歌曲的旋律优美ꎬ既好听又容易

学唱ꎬ可以用多样化的音乐表现形式来演绎艺术

歌曲ꎮ 例如开设无门槛艺术歌曲赏析班、声乐学

习班、艺术歌曲的各种比赛ꎬ来推广和传唱经典的

艺术歌曲ꎮ
　 　 ２.用民族乐器重新编配艺术歌曲ꎬ让艺

术歌曲焕然一新

早期歌曲受时代和条件所限ꎬ都是留洋归来

的音乐家在钢琴上谱成ꎬ其实ꎬ这些植根于民间的

音乐作品ꎬ更适合用民族乐器辅以钢琴来表达ꎬ体
现其人文意境和文化底蕴ꎮ 例如用江苏地方特点

的乐器二胡、琵琶、古琴、古筝等为艺术歌曲的伴

奏ꎬ体现地域特色ꎬ用民族乐器重新编配旋律融入

艺术歌曲ꎬ使之焕发新意ꎮ 黄自的«玫瑰三愿»、赵
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原本是用钢琴为人声伴

奏的ꎬ可以尝试加入二胡与人声相呼应ꎬ使其具有

民族特色ꎮ 又如青主的«我住长江头»旋律比较宽

松ꎬ长音较多ꎬ就可以加入古筝来表现歌曲思念悠

悠流水潺潺的意境ꎮ

(责任编辑　 南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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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口传心授”教学法在戏曲音乐教学中的运用

熊 海 媚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９ )

　 　 [摘　 要] 　 戏曲音乐教学目前还停留在单纯依靠视唱法的阶段ꎮ 运用“口传心授”可以帮助学生多角度、深
层次地发现和体会戏曲艺术的魅力ꎬ提升戏曲音乐教学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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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ꎬ戏曲艺术是其中的

杰出代表之一ꎮ 戏曲艺术是一代代艺术家们不断

继承和创新民族音乐文化的结晶ꎬ戏曲文化的进

化史也是一部中华历史文化传承发展史ꎮ 古往今

来ꎬ各类戏曲剧种超过 ３００ 个ꎬ众多戏剧名家、名
曲、名段更是享誉中外、流芳百世ꎬ在世界艺术之

林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ꎮ 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

看ꎬ中国的戏曲艺术既综合了唱、念、做、打、手、
眼、身、法、步等丰富的表演形式ꎬ又是集合了表

演、服饰、化妆、舞蹈、武术、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

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ꎬ有着极高的观赏性和审美

价值ꎮ 在音乐课程中开设戏曲学唱及戏曲欣赏ꎬ
能够加深学生对民族音乐的认识ꎬ丰富历史文化

知识ꎬ接受传统文化熏陶ꎬ提高艺术鉴赏能力ꎬ增
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ꎮ 因此ꎬ开展好戏曲音

乐教学ꎬ是一项意义深远、责任重大的工程ꎬ音乐

教育工作者应当完成好赋予的任务和使命ꎮ
然而ꎬ当前戏曲音乐教学存在不少问题ꎬ特别

是现行教学模式还停留在单纯依靠视唱法的阶

段ꎬ学生的满意度和教学效果实在不尽如人意ꎮ
笔者曾在一定范围的班级做过调查ꎬ得出如下结

果:一是不熟悉ꎬ仅三成左右的学生能列出四五个

以上的剧种ꎻ二是没兴趣ꎬ约半数以上的学生认为

戏曲节奏拖沓、旋律古怪ꎬ明确表示对戏曲没兴

趣ꎬ更喜欢旋律优美、节奏明快的流行通俗音乐ꎻ
三是听不懂ꎬ不少学生认为戏曲的唱腔和发音与

流行歌曲中的普通话存在巨大差异ꎬ难以听懂甚

至完全听不懂ꎻ四是学习难ꎬ学生觉得对戏曲的旋

律特别是较长选段学起来非常费劲ꎮ 对此ꎬ笔者

认为音乐教育工作者应当对现行的戏曲音乐教学

方法和模式予以反思ꎬ特别要对一直以来依赖的

视唱教学法予以适度的调整和完善ꎮ
一、视唱法开展戏曲音乐教学的局限

戏曲音乐是一门表现力很强的艺术ꎬ鲜明的

人物形象、丰富的情感世界、激烈的剧情冲突等

等ꎬ都是靠乐器演奏、演员吟唱、舞台表演来加以

诠释的ꎮ 但是ꎬ戏曲的乐谱是一般只记录气口、音
高、节拍等的音乐符号ꎬ其对蕴含的节奏以及一些

细节处理是不做详细记录的ꎬ从而给戏曲的演奏

者和表演者者留下了二次创作的空间ꎮ 从这个角

度来说ꎬ戏曲原谱是“死” 的ꎬ通过演绎才“活” 起

来ꎬ而这显然不能仅用视唱法来教ꎬ因为视唱法的

局限是显而易见的ꎮ
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乏味”
戏剧音乐的显著特点是旋律的程式化较为明

显ꎬ大多数剧目时间长、曲调重复ꎬ而视唱法强调

要求严格遵从曲谱ꎬ其绝对忠实于原谱的特性ꎬ使
得学生在学唱中难以表现在不同场景下曲调、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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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感情的巨大差别ꎬ给学生的感觉是只能一遍遍

地机械重复ꎬ无法体会戏曲独特的魅力ꎬ久而久之

会对戏曲音乐失去兴趣ꎬ丧失学习戏曲的原动力ꎮ

２.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无感”
戏曲音乐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唱腔优美ꎮ 究其

原因ꎬ其一来自旋律节奏的抑、扬、顿、挫ꎬ以及发

声技巧的轻、重、快、慢ꎻ其二来自方言语音的腔

调ꎬ如扬剧«王小二磨豆腐»、淮剧«牙痕记»、越剧

«红楼梦»等均依靠江浙一带方言来完成ꎮ 如果运

用视唱法ꎬ只是按谱学唱ꎬ不仅旋律节奏、发音轻

重等关键环节无法体现ꎬ连体现韵味的方言表达

也不作要求ꎬ学习者也就难以体会出戏曲独有的

唱腔韵味了ꎮ

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困惑”
视唱法比较适合普通歌曲ꎬ不同旋律、节奏的

歌曲ꎬ只要运用视唱法就能学会ꎮ 戏曲音乐则具

有高度程式化的特点ꎬ看似学会一个或几个唱腔ꎬ
就学会了多个戏曲唱段ꎮ 不可忽略的是ꎬ唱段之

间旋律大致相似ꎬ但不同唱段会表现出不同的情

感、氛围ꎬ在唱腔、语言、轻重等方面有着迥异之

处ꎬ仅靠视唱法显然是难以达到演出效果的ꎮ 因

此ꎬ学生常常会感到“困惑”ꎮ

二、“口传心授”开展戏曲音乐教学的

优势

所谓“口传心授”ꎬ即师徒间口头传授ꎬ内心领

会ꎮ 具体地说ꎬ就是通过师傅的口授机宜、亲身示

范后ꎬ徒弟依靠眼看、耳听、模仿、琢磨、感悟等ꎬ达
到传其形、悟其神的目的ꎮ 戏曲艺术能够传世至

今ꎬ涌现出一代代大师ꎬ形成各种戏曲名家流派ꎬ
依靠的就是“口传心授”ꎮ 笔者认为ꎬ在开展课堂

教学时ꎬ梨园式的“口传心授”也是教唱戏曲音乐

的好方法ꎮ

１.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对戏曲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ꎮ 运用“口传心授”的方式

开展教学ꎬ教师与学生之间呈现“面对面” “一对

一”的场面ꎬ师生的距离明显拉近ꎬ交流更为直接

顺畅ꎮ 教师在教唱时既能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ꎬ也能及时发现、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难点和

问题ꎮ 同时ꎬ学生跟随着老师近距离“临摹”表情、
招式、唱腔ꎬ能够更加体会到戏曲音乐的魅力ꎬ从
而产生学习戏曲音乐的浓厚兴趣ꎮ

２.最大限度地呈现戏曲音乐的独特

韵味

从塑造戏剧人物性格、情感来看ꎬ除了原有的

曲谱表现外ꎬ往往教师基于自身的艺术修为、审美

情趣ꎬ在基本乐谱的框架上进行艺术再创造ꎬ并通

过外部表情、形体、眼神等渲染出来ꎬ形成独特的

审美感观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戏曲韵味ꎮ 而戏曲

韵味ꎬ也只有通过“口传心授”才能全面、精准地呈

现给学生ꎮ

３.最大限度地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和成果

戏剧传统艺术ꎬ是一门注重体验和感悟的艺

术形式ꎬ讲究在“言传＋意会”中完成传承ꎮ 当老师

通过“口传”的形式教学时ꎬ不仅把戏曲的基本乐

谱教给了学生ꎬ也将自己掌握的唱腔、招式、技能ꎬ
以及对戏曲意境、语言、韵味等方面的理解ꎬ毫无

保留地“心授”给了学生ꎬ学生则省去了盲目摸索、
试错的弯路ꎬ从而提升了戏曲音乐教学的效率和

成果ꎮ

三、“口传心授”开展戏曲音乐教学的

实践

实践中ꎬ笔者尝试运用“口传心授”———戏剧

的经典教学法ꎬ着力突破现行戏曲音乐教学瓶颈ꎬ
努力提升教学实效、实现教学目的ꎮ

１.通过“口传”夯实表演基础

戏剧表演中的一字一句、一招一式均有具有

严格的程式ꎮ 在教授戏曲表演基本知识过程中ꎬ
笔者通过口头表达及肢体语言ꎬ让学生去领悟“视

唱法”所无法直接准确传递的信息ꎮ 如ꎬ在“抖袖”
的教学中ꎬ经过笔者的亲身示范ꎬ学生迅速理解水

袖的抖动要领ꎬ并掌握上袖、下袖的具体方法ꎮ

２.通过“心授”提升表演技能

戏剧表演应当“形神俱佳”ꎮ 具备了程式化训

练基础之后ꎬ只不过拥有了能够走上舞台的基本

条件ꎬ也就是戏剧表演的 “形”ꎮ 而如何才能传

“神”呢? 在实际教学中ꎬ笔者不仅教授戏曲表演

手段ꎬ还结合自己对戏曲剧情人物的理解和实际

表演时的心得体会ꎬ对学生加以启发式点拨ꎬ也就

是通过“心授”ꎬ使学生更精准地把握戏剧情感、更
迅速地投入人物角色、更好地融入戏剧场景中ꎮ

３.注重“口传”和“心授”的梯次教学

实践中ꎬ在学生学习戏曲的入门阶段ꎬ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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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传”落实到基本知识、动作、发音的教学中ꎬ待
学生具备一定基础后ꎬ才将重点转为“心授”ꎮ 在

“心授”的环节ꎬ加大对学生自身感悟、理解能力的

培养ꎬ使其实现与人物形象、剧本内容、情感氛围

融为一体ꎮ 通过“口传”和“心授”的梯次教学ꎬ真
正做到“口传心授”所要达到的传形、悟神的效果ꎮ

对比常规的视唱法ꎬ笔者采用口传心授的方

式教唱戏曲音乐ꎬ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ꎮ 如ꎬ在
教唱学生普遍有畏难情绪的京剧时ꎬ笔者自己先

范唱京剧歌曲«说唱脸谱»ꎬ学生们听了之后反映

有一种有别于流行音乐的韵味ꎬ初步引起学生们

的兴趣ꎮ 接着ꎬ在教唱京剧«我是中国人»时ꎬ就采

用口传心授的方式:笔者示范唱一句ꎬ让学生跟唱

一句ꎬ学生很快就唱得很投入ꎮ 学会以后ꎬ再要求

他们识谱唱谱ꎬ又教了一些简单的戏曲表演动作ꎬ
进一步增加学习京剧的兴趣ꎮ 课后ꎬ笔者问学生

们:“大家还觉得京剧难懂、难学吗?”———“不难ꎬ
挺好的ꎮ” “好在哪里什么地方?”———“唱起来让

人激情澎湃ꎬ有种很振奋的感觉”ꎬ“表演戏里的动

作特别潇洒威武”ꎮ 课后ꎬ笔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小

调查ꎬ结果出乎意料:原来喜欢京剧的学生占总人

数的 １０.８％ꎬ课后上升为 ６６.５％ꎮ 课前不喜欢的人

数占学生总数的 ７８.２％ꎬ课后下降为 ２４.９％ꎮ 从统

计数据来看ꎬ用“口传心授”法来教唱戏曲音乐ꎬ的
确能收到较为明显的教学效果ꎮ

四、结语

２０１８ 年ꎬ文化和旅游部启动了“中华优秀传统

艺术传承发展计划”ꎮ 其中ꎬ“名家传戏———当代

戏曲名家收徒传艺” 工程面向京剧、昆曲和地方

戏ꎬ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１００ 名表演艺术家ꎬ采用

“一带二”的方式ꎬ通过“口传心授”向学生传授戏

剧表演技艺ꎮ 此次ꎬ江苏共有淮剧表演艺术家黄

素萍、徐州梆子表演艺术家燕凌、苏剧表演艺术家

王芳、锡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四人入围ꎮ 由此可

见ꎬ“口传心授”不仅是传统的戏剧教学法ꎬ而且是

至今仍然沿用的经典教学手段ꎮ 作为音乐教育工

作者ꎬ更应加强“口传心授”教学法的运用ꎬ努力将

戏曲表演精髓高质量地传授给学生ꎬ让他们更好

地了解戏曲艺术、感受戏曲文化、感悟戏曲魅力ꎬ
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瑰宝做出应有贡献ꎬ让文

化自信的道路越走越宽广ꎮ

(责任编辑　 南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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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Ｘｕｚｈｏｕ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Ｘｕｚｈｏｕ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２２１００４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ｉｂｅｔａ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ｕｓｔ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ｌｔｉ￣
ｍａｔ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ｅｄꎬ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ｌａｓ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ｃｈｅｍ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ꎻ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ꎻ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ｓ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ｍ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ｉ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ｓ

ＬＩＵ Ｈｕａｎ－ｐ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２１００１３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ｍｐｅｒｏｒ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ｅｍ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ｉｓ ｓｉｘ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ｐｏｅｍｓ ｒｅｃｏｒ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ｏｕｒ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ａ ｗａｌｌｓꎬ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ꎬ ｒｅ￣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ｎｄ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ꎬ 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ｎ ｅｐｉｃ 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ｏｅｍｓ ｆａｒ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ｓ ｔｒ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ｏｅｍｓ ｓｈ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ｃ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ｏｔｉｎｇ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ｏ 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ꎻ ｓｏｕｔｈｅ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ｓꎻ Ｐｏｅｍ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ꎻ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ａｎ 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ｓ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ＭＯＵ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Ｓｕ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Ｓｕｚｈｏｕ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２１５００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ａｎ 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ｓ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ꎬ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ｓｐｉｒｉｔꎬ ｔｅａｍ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ｈｕ￣
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ｐｕｒｓｕ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ｏｕｔｌｏｏｋꎬ ｗｉｔｈ ｒｉｃｈ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ꎬ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ꎬ ｉｔ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ｖｉｒｔｕｅ ａｎｄ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ｎ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ｒ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ꎻ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ꎬ 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ａ ｍａ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ｅｐｔ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ꎻ ｔｈｉｒｄｌｙꎬ ｉｔ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ａ ｍａ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ｅｖｏｔｅ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ｏ ｈｉｓ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ｏｗ ｗｈｅｎ ｔｏ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ｏｒ ｔｏ ｓｔｅｐ ｂａｃｋ ｆｒｅｅｌｙꎻ ｆｏｕｒｔｈｌｙꎬ ｉｔ ｉｍ￣
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ｌｉｆｅ ｉｓ ａ ｒｏｕｎｄ ｔｒｉｐ ｆｕｌｌ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ｗｒｏｎｇꎬ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ａｎ Ｚｈｏｎｇｙａｎꎻ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ꎻ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１—



征 稿 启 事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由江苏省教育厅主管ꎬ江苏第二师范学院主办ꎬ双月刊ꎮ 主要刊登教
育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ꎮ

一、开设栏目
主要开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文学研究”“史政经研究”“素质教育论坛”“德育心育”“课程

与教学研究”“学前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等栏目ꎮ
二、来稿要求
１.来稿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ꎬ严格遵守学术规范ꎬ字数以 ８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字为宜ꎮ 优质稿件可不

受字数约束ꎮ
２.来稿请注明详细信息ꎬ包括作者简介(作者姓名、性别、籍贯、单位、职称、学历)和联系方式(通

信地址、邮编、电子邮箱、电话)ꎮ 课题、基金项目请注明详细的项目名称、课题名称和项目编号ꎮ
３.文稿按论文基本格式要求制作ꎬ用 ＷＯＲＤ 格式排版ꎮ 题目一般不超过 ２０ 字ꎬ必要时可加副标

题ꎻ摘要应能客观反映论文的主要观点ꎬ字数控制在 ３００ 字以内ꎻ关键词选取反映文章主要内容的术
语 ３—６ 个ꎻ相应的英文翻译(题目、作者单位、摘要及关键词)ꎮ

４.正文各层级序号依次用“一、”“１.”“(１)”ꎻ使用计量单位应符合国家标准ꎻ如有表格ꎬ应采用三
线表ꎬ并有相应的表题和表序ꎮ

５. 文章中的标点符号和相关数字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ꎬ即按 ＧＢ / Ｔ１５８３５－２０１１
«标点符号用法»及 ＧＢ / Ｔ１５８３５－２０１１«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使用ꎻ参考文献标注按照文献著录
规则(ＧＢ / Ｔ ７７１４－２０１５)执行ꎮ

三、说明事项
１.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重庆维普、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在其系列数据库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总、发行、传播本刊全文ꎮ 作者在
本刊发表文章即视为同意本刊行为ꎮ

２.本刊优先发表国家级、省部级等高级别课题资助论文ꎬ并视论文质量酌情支付稿酬ꎮ
３.因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或一稿多投引发的侵权责任由作者自负ꎮ
４.编辑部对来稿实行匿名评审ꎬ评审通过的稿件将发电子用稿通知ꎮ 评审周期为 １ 个月ꎬ逾期未

收到用稿通知者ꎬ稿件可另投他处ꎮ 来稿概不退回ꎬ请作者自留底稿ꎮ
５.本刊在不违背作者基本观点的前提下有权对稿件进行删改ꎬ不同意者请在投稿时予以说明ꎮ

若因故撤稿ꎬ须及时向编辑部说明情况ꎮ
６.来稿一经发表ꎬ即赠当期刊物两册ꎮ
７.本刊已发表的文章(含原创图片)ꎬ版权均归«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所有ꎮ 除注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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