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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周期视域下教师职业道德发展之审思∗

刘 黔 敏１　 王 飞 华２

(１.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ꎬ 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６８ꎻ
２.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ꎬ 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６８)

　 　 [摘　 要] 　 从动态性的角度看ꎬ在职业生涯发展的不同阶段教师的职业道德也呈现阶段性ꎮ 具体体现为:
“虚拟关注”阶段———学习专业伦理规范为主的“抽象理想期”ꎻ“生存关注”阶段———与学校组织德性文化交互

作用的“冲击融合期”ꎻ“任务关注”阶段———自我职业道德发展的“稳定惯习期”ꎻ“自我更新”阶段:引领组织德

性文化的“表率示范期”ꎮ 处于不同阶段教师的职业道德发展面临不同的挑战ꎬ具体表现为:准教师———明确职

业底线ꎬ掌握行为界限ꎻ新手教师———依托学校制度ꎬ与组织德性良性互动ꎻ熟手教师———注重道德反省ꎬ警惕平

庸之恶ꎻ专家型教师———突破既有规范藩篱ꎬ实现道德创造ꎮ
[关键词] 　 职业生涯周期ꎻ　 教师ꎻ　 职业道德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５１.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０１－０４

　 　 教师职业道德水平是其专业性的体现和重要

保障ꎬ如何促进教师职业道德水准的不断提升是

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ꎮ 本文拟从教师职业生涯发

展周期的动态性角度ꎬ对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的阶

段性及教师需要应对的挑战进行探讨ꎮ
一、基于职业生涯发展周期探讨教师职

业道德发展的必要性

美国伦理学家弗莱彻尔在«境遇伦理学»一书

提供了分析个体道德行为的新维度ꎬ他认为道德

行为决断对规范的信守终究要落实到人ꎬ因而也

要落实到人做出道德选择时所处的境遇[１]２７６－３２１ꎮ
概言之ꎬ境遇伦理学认为道德决定是以境遇为基

础的创造性行为ꎬ个体德性的发展是伴随着不同

境遇发展的持续动态过程ꎬ而不是对律法或原则

的被动遵从ꎮ 于教师而言ꎬ职业道德发展是一个

历时态的过程ꎬ贯穿于其专业实践的整个阶段ꎮ

教师职业道德周期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探寻

教师职业道德发展历程的路径ꎮ
关于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阶段性有不同的观

点ꎬ叶澜从“自我更新”取向角度把教师专业发展

划分为 ５ 个阶段比较有代表性ꎮ 这 ５ 个阶段分别

为“非关注”阶段、“虚拟关注”阶段、“生存关注”
阶段、 “任务关注” 阶段和 “自我更新关注” 阶

段[２]５５３－５５５ꎮ 这 ５ 个阶段彼此联系ꎬ相互影响ꎬ前一

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ꎬ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

提高ꎮ 严格意义上ꎬ“非关注”阶段的个体还没有

明确的职业定向ꎬ因此也就谈不上职业道德的发

展ꎬ据此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阶段应始于接受职

前训练的“虚拟关注”阶段ꎮ 以此为基点ꎬ可以分

析职业生涯发展周期中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的阶段

性及其面临的不同挑战ꎮ

—１—

∗[基金项目] 四川省 ２０１８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幼儿教师应对家园冲突的实践性知识研究———以四川省若干

所幼儿园为例”(项目编号:ＳＣ１８Ｂ０９７)ꎬ２０１５ 年度四川省教育厅课题“教师专业伦理视阈下中小学自订

教师行为规范研究”(项目编号:１５ＳＢ００１５)ꎮ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２－２７
[作者简介] 刘黔敏ꎬ女ꎬ四川南充人ꎬ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王飞华ꎬ男ꎬ江西吉安人ꎬ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二、不同职业生涯阶段教师职业道德发

展的阶段性

１.“虚拟关注”阶段: 学习职业伦理规

范为主的“抽象理想期”
教师职业道德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ꎬ

包括职前所受教育的影响ꎮ 在职前阶段ꎬ由于缺

少真实教育情境的刺激ꎬ教师以学习教育理论知

识为主ꎬ此时的教师只能称之为准教师ꎬ为其职业

生涯的 “虚拟关注”期ꎮ 伦理领域关涉人的道德

行为及其关系性ꎬ它既有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基础ꎬ
又指向实践世界ꎮ 个体只有真正进入职业生活之

中ꎬ才可能真实地面对各种伦理关系ꎬ才需做出道

德抉择ꎮ 在“虚拟关注”期ꎬ准教师还未进入真实

的教育情境中ꎬ亦不会面临真实的道德情境ꎬ不需

做出相应的抉择或者行动ꎮ 由此在职业道德方

面ꎬ这一阶段属于学习职业伦理规范为主的“抽象

理想期”ꎮ 在该阶段ꎬ准教师们对职业的道德生活

以想象和预设为主ꎬ缺乏真实情境的刺激ꎬ更多的

是一种间接经验ꎬ而非直观感知ꎬ其对职业道德要

求的了解主要源于相关的课程和各种官方的政策

文件ꎮ 相应的ꎬ接触更多的是体系化的职业道德

要求ꎬ所启动的学习机制为记忆、背诵、理解、领
会ꎬ而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等心理机制

基本还未启动ꎮ 从学习方式来看ꎬ更多依赖课堂

学习ꎬ以教师讲授为主ꎮ 因此这个阶段的准教师

在职业道德发展方面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对

职业道德要求停留在抽象性概念化的理解ꎬ二是

容易对职业道德产生理想性的应然期待ꎮ
２.“生存关注”阶段: 与学校场域道德

文化交互作用的“冲击融合期”
进入职场之后ꎬ准教师转变为新手教师ꎬ便进

入职业生涯周期的第二个阶段———“生存关注阶

段”ꎬ职业道德发展也就进入新的阶段ꎮ 根据布迪

厄的观点ꎬ场域这个概念对研究群体中的个体行

为很有帮助ꎮ 他认为场域就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

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ꎮ 正是这些

位置的存在且它们强加于占据待定位置的行动者

和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ꎬ这些位置得到了

客观的界定ꎬ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

利(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利就意味着把持了在

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在

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

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

上的对应关系ꎬ等等) [３]１３４ꎮ 运用“场域”理论ꎬ新

手教师的职业道德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ꎬ职前形

成的道德理念与学校场域中的组织道德文化交互

作用ꎬ不断融合ꎮ
首先ꎬ新手教师职前已经掌握了一般性和普

遍性的伦理规范规则ꎬ但因其初涉职场ꎬ这些规范

准则在真实教育情境中可能失去可操作性ꎮ 由

此ꎬ他(她)们必然从组织中寻找道德资源指引自

身的行为ꎬ学校的组织制度便成为一种制度底色

影响着教师职业道德发展ꎮ 如慈继伟指出的ꎬ较
之个体的道德ꎬ制度在保障社会秩序、规范人类生

活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一
种制度甚至就是一种生活方式ꎬ其对于生活于其

中的人之影响可想而知[４]１５７ꎮ 此外ꎬ除去从组织制

度伦理中寻求道德资源ꎬ新手教师初入职场ꎬ在学

校场域中更多处于一种屈从关系ꎬ更多会参照职

业场域中的“参照群体”来行事ꎮ 根据社会学的观

点ꎬ参照群体主要有两个基本目的:其一是规范功

能ꎬ其二是比较功能[５]１３０ꎮ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中ꎬ新手教师会通过周围同事的行为来规范或者

比较自己行为的适宜性ꎬ场域中他人的惯习行为

会成为重要镜像ꎬ成为其调整自身道德行为的标

准ꎮ 由此ꎬ教师原有的职业道德理念与学校整体

制度要求、群体伦理文化不断相互作用ꎬ可能强

化ꎬ可能弱化ꎬ可能改变其原有的职业道德谱系ꎬ
进而实现与组织道德文化的融合ꎮ

３.“任务关注”阶段:自我职业道德发展

的“稳定惯习期”
随着对基本职场“生存”知识、技能的掌握ꎬ自

信心的日益增强ꎬ新手教师逐步成为熟手教师ꎬ在
教育教学中开始更多关注教学ꎬ由“我能行”转向

思考“我怎样才更行”ꎬ从而进入职业生涯的“任务

关注”阶段ꎮ 处在该阶段的教师ꎬ会更多地在专业

发展上付出努力ꎬ希望有更出色的表现ꎮ 从发生

伦理学的角度看ꎬ教师的专业伦理道德要经历专

业伦理道德的他律阶段、专业伦理道德的自律阶

段和专业伦理道德的价值目标形成阶段ꎮ 作为熟

手教师ꎬ这一阶段已经逐渐摆脱道德上的他律期ꎬ
开始形成自身对职业道德的理解ꎮ

现实状态下社会中除了正式制度之外ꎬ还存

在着一种非正式制度ꎬ即社会中以非正式(非法

律)形式存在的习俗、习惯ꎬ甚至潜规则ꎮ 处于任

务关注阶段的教师ꎬ已经经历了职业道德观念的

冲击期ꎬ对所在学校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交

织建构起来的职业道德文化有了稳态性的理解ꎬ
—２—



并开始将自己所处职场的道德文化与自身已有的

职业道德框架进行有机整合ꎬ自我认同与他者认

同不断交互作用ꎬ不断协商ꎬ职业道德信念开始生

成ꎮ 他(她)们一般都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固的职业

伦理观ꎬ对一般性的伦理困境也会做出自己的判

断与抉择ꎮ
４.“自我更新”阶段: 引领组织德性文

化的“表率示范期”
“自我更新”阶段意味着教师已经从熟手教师

向专家型教师方向迈进ꎬ不但对教育教学工作已

经完全熟练ꎬ而且已能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工

作ꎮ 当然从现实层面来看ꎬ只有部分教师能够达

到这个阶段ꎮ
从职业道德发展的阶段来看ꎬ达到该阶段的

教师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职业道德观ꎬ形成了

自身的职业道德信念ꎮ 如果说在前几个阶段ꎬ教
师还主要受制于制度环境ꎬ到了这一阶段教师已

经能够真正地将外在的规范准则转化为自身的德

性品质ꎬ其行为也更多出于主体道德良知的需求ꎬ
职业道德不仅是一种规范ꎬ而且演化成一种内在

德性ꎬ成为一种内在的指引ꎮ 此外ꎬ由于工作资历

的积累和专业水准已达较高水平ꎬ这个阶段的教

师一般已成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核心骨干ꎬ在组织

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ꎬ其影响力也逐渐扩大ꎬ
其职业道德发展也进入引导组织伦理文化的示范

期ꎬ即不仅其自身行为吻合职业道德的要求ꎬ而且

行为方式也成为同侪学习模仿的对象ꎮ
三、不同阶段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的挑战

１.准教师:明确职业底线ꎬ掌握行为

界限

如前所述ꎬ师范生处于职业生涯中的虚拟关

注阶段ꎬ职业道德的发展处于以道德认知为主的

抽象期ꎮ 这个阶段并不需要教师直接应对职场中

的道德困境ꎬ更难以考验其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ꎮ
所以此阶段从外部来看ꎬ准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的

重心在于明底线ꎬ知界限ꎮ 伦理与道德两词看似

相近ꎬ内涵却有一定差异ꎮ 道德更具有主体、内
在、个体性的特征ꎬ强调的是“我应当”ꎮ 而伦理倾

向于建立行为规范和规则ꎬ它更强调外在的、客观

的、含有社会以为的规范ꎬ强调的是“你应当”ꎮ 德

性伦理显然比规范伦理层次更高ꎬ但如果没有明

确的规范伦理作依托ꎬ个人德性的生成也将缺乏

坚实的基础ꎮ
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ꎬ高

层次道德层次须以制度伦理为前提ꎮ 以“美德”指
向为主的理想性应然要求虽然对教师的行为有一

定的指引功能ꎬ但这些要求由于其抽象性和高位

性在具体伦理情境中很难有明确的功能ꎮ 对于未

入职的准教师而言ꎬ掌握本职业的规范和准则显

然更具有基础性意义ꎬ即不仅明确入职之后应该

做什么ꎬ更需清楚不能做什么ꎬ使其对该职业的专

业伦理底线要求有清晰明确的认知ꎮ 沿着这样的

思路ꎬ职前的职业道德教育提供给准教师的道德

要义应少抽象宏观的理想要求ꎬ多伦理性的规范

框定ꎬ具体体现为应少原则ꎬ多规则ꎻ少倡导ꎬ多禁

令ꎬ如此方能帮助准教师在真正进入职场之前奠

定扎实的“底线意识”ꎬ避免出现僭越专业伦理底

线的行为ꎮ
２.新手教师:依托学校制度ꎬ与组织德

性良性互动

如前所述ꎬ新手教师进入学校之后将面临所

在学校场域伦理文化的冲击期ꎬ可能强化、可能削

弱、可能颠覆其职前阶段所形成的已有职业道德

谱系ꎮ 这个阶段也就成为教师树立良好职业道德

的关键期ꎮ 由此ꎬ这个阶段对教师的职业道德的

发展走向尤为重要ꎮ
人需要通过实践和观察来建立现象世界ꎬ而

既存的惯例和制度又为个体行动起到指引作用ꎮ
新手教师入职后身处的组织道德文化氛围与其职

业道德的发展息息相关ꎮ 如果学校场域伦理文化

本身存在问题ꎬ新手教师就易受此影响ꎬ出现一些

不良行为ꎮ 试想在一个以体罚学生为日常的职场

文化中ꎬ个体自然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对这种行为

习以为常ꎻ在一个给领导送礼已成潜规则的学校ꎬ
要抵制这种行为也很难反之ꎬ良好的组织道

德文化则会助推教师职业道德的良性发展ꎮ 由

此ꎬ需要从组织伦理文化构建的角度为新手教师

提供良好的伦理背景ꎬ使其受到更多正面的影响ꎻ
另一方面ꎬ也要促成新手教师与组织伦理文化的

良性互动ꎮ 一般认为新手教师应适应学校的职场

要求ꎬ这其实是一种人性上的“被动论”ꎬ其逻辑前

提是职场文化本身没有问题ꎬ新手教师亦不具备

思想上的主动性与反思性ꎬ只要能够适应相关的

要求即可ꎮ 但事实上职场自身的伦理文化未必具

有不言自明的正当性ꎬ教师也非被动适应的个体ꎬ
而是具有反思和判断能力的行动主体ꎮ 组织德性

文化与新手教师之间需有伦理生活的交互性ꎬ让
其成为组织伦理文化有益的生长点ꎮ 从实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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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ꎬ虽然新手教师职业道德信念尚在形成之中ꎬ
但其也存在一些优势特征ꎬ如对工作充满热情ꎬ对
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天然敏感ꎬ对新知识新讯息的

接受度高ꎬ等等ꎬ由此如果能够将这些优势特征融

入组织伦理文化的建构中ꎬ无疑对个人职业道德

水准的提升和组织伦理文化的优化都将有益处ꎮ
３.熟手教师:注重道德反省ꎬ警惕平庸

之恶

任务关注阶段的教师已经从新手教师转为熟

手教师ꎬ对学校职场中的各种显在的和潜在的职

业道德规范已熟悉并掌握ꎬ由此其日常的教育教

学行为开始更具有经验性和自动化的特征ꎮ 在这

一阶段ꎬ对于教师的职业道德而言ꎬ促进其职业道

德发展的重点就转化为反省与监督并重ꎬ警惕“平
庸之恶”ꎮ

“平庸之恶”是美国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在

参与 １９６１ 年以色列法庭对艾希曼审判之后提出的

名词ꎬ指涉个体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

的犯罪ꎮ 她认为ꎬ这种“平庸之恶”产生的原因就

在于个体远离现实ꎬ不思考ꎬ只按所在组织系统的

职责要求行事[６]５８２－５８３ꎮ 如果运用这种理论视角审

视教师职业道德发展ꎬ就会发现在任务关注阶段

教师就可能会因完全熟悉职场规则滋生“平庸之

恶”ꎮ 学校组织场域的制度惯习成为集体行为的

底色ꎬ熟手教师容易浸润日久而常态化ꎬ逐渐失去

对其的反思性审视ꎮ 在制度规约、群体从众压力

下ꎬ他(她)们就可能被不良的组织文化侵染ꎬ对很

多有违职业道德的现象见怪不怪ꎬ甚至参与其中

而不自知ꎮ 如有学者指出:“学校作为社会文化传

递的重要渠道ꎬ对传统、对惯例往往具有巨大的依

附性ꎬ日日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必定也会受到影响ꎮ
这样ꎬ一直以来的制度惯例ꎬ作为集体行动的构成

性要素ꎬ往往会非常地 ‘习以为常’ꎬ因而能够轻

易避开人们的理性审视ꎮ” [７] 因此在这个阶段ꎬ一
方面需要外在的监督作为教师道德他律的保障ꎬ
另一方面也需要教师对其行为时常进行反思ꎬ有
时甚至需要一种道德的决断力和勇气ꎬ以避免陷

入“平庸之恶”ꎮ
４.专家型教师:突破规范藩篱ꎬ实现道

德创造

如前所述ꎬ进入自我更新阶段的教师基本上

已经成为“专家型教师”或“准专家型教师”ꎬ其职

业道德已经进入完全的自律阶段ꎬ其行为也容易

成为同侪效仿的对象ꎮ 由此ꎬ该阶段的教师应进

入突破已有规范藩篱ꎬ实现道德创造的阶段ꎮ
在学校制度环境中ꎬ教师更多是扮演“适应

者”和“受动者”角色ꎬ尤其是对一般教师而言ꎬ他
们更容易被学校制度以及各种潜在的道德文化所

裹挟ꎮ 对于迈入自我更新阶段的教师而言ꎬ其职

业生涯已经进入成熟期ꎬ适应已不再是其职业发

展的最主要任务ꎮ 反之ꎬ教师需要的是对既有的

职业道德生活展开充分的反思ꎬ不被各种权威力

量的单向力量所蒙蔽ꎮ 一方面ꎬ就个体角度而言ꎬ
在该阶段的教师已经能够享受职场生活ꎬ形成职

场伦理智慧ꎬ实现道德生命的表达和潜能的释放ꎮ
另一方面ꎬ该阶段的教师应该运用自身在职场架

构中的重要位置与话语权ꎬ实现与组织伦理文化

的对话ꎬ引领组织道德文化的革新与变革ꎮ 事实

上ꎬ没有任何组织的道德文化是完美的ꎬ总有需要

质疑和反思之处ꎮ 专家型教师应具备“组织的道

德责任感”ꎬ充分发挥自我的道德影响力ꎬ积极参

与学校道德文化的改革ꎬ推动制度道德文化的演

进与优化ꎬ从追求自我职业道德优秀迈入促进学

校组织道德文化卓越的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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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高职院校优秀教师

评价制度变革:问题审视与策略思考∗

刘 永 芳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科技与产业处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１６８)

　 　 [摘　 要] 　 对国家政策驱动下的高职院校治理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内涵解读ꎬ总结归纳了高职院校优质师资

队伍相关政策演变ꎬ对制度视域下的高职院校教师学术共性特征进行了分析和反思ꎬ并针对高职院校优质“双师

型”教师评价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ꎬ提出了加强高职院校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有效提升治理能力、精准

定位师资队伍建设目标与分类标准、加大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力度、构建质性评估与量化考核相结合的教师评价

制度等若干策略和建议ꎮ
[关键词] 　 治理现代化ꎻ　 优质师资队伍ꎻ　 “双师型”教师ꎻ　 新制度主义ꎻ　 职称评审制度

[中图分类号] 　 Ｇ７１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０５－０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ꎬ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加快ꎬ作为国

家治理体系变革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治理现

代化问题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

一个迫切课题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

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提出了包括“完善大学

治理结构、加强章程建设”等内容在内的推进中国

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方略、举措ꎮ 教育部«高
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
明确指出ꎬ坚持教学改革与提升院校治理能力相

结合是完成创新发展行动任务目标的重要保障条

件ꎮ 当前ꎬ要全面加强高职院校高素质教师队伍

建设ꎬ有必要从教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治理内

涵ꎬ反思教师评价等关键性政策制度因素ꎬ深入反

思和分析现阶段高职院校优秀教师队伍建设的理

念、路径与策略ꎮ

　 　 一、发展脉络中的高职院校优秀教师政

策与制度:内涵、学术共性效应及其政策结

果漂移

　 　 １.高职优秀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导向及

内涵变迁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

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要全面

提高职业院校教师质量ꎬ建设一支高素质双师型

的教师队伍ꎮ 可见ꎬ政策视域中的优秀教师建设

目标是“高素质双师型”教师ꎮ 深入分析高职教育

发展脉络和优秀师资队伍政策导向可以发现ꎬ高
职教育决策者虽然大力引导并始终将“高素质双

师型”教师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主要目标ꎬ但是关

于优秀师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政策内涵历经了

从全能型“双师”到“双师素质与结构型”师资队伍

的理念变迁ꎬ政策导向从原先专注于教师个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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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的“双师能力型”逐步演变到兼顾教师个体

能力提升与教师队伍整体结构优化配置的“双师

素质与结构型”要求ꎮ
在很长一段时期ꎬ政府和高职院校管理者将

目光聚焦于如何培养和打造集知识传授、职业技

能应用于一体的全能型高素质“双师”教师ꎮ 但

是ꎬ福斯特提出的“职校谬误论”问题仍困惑着高

职教育领域ꎮ 由于高职院校教师的主体来源于高

校ꎬ在实际育人过程中既掌握高深的理论知识、高
超的教学技巧ꎬ又具备精深的职业技能的全能复

合型人才极少ꎬ难以满足高职教育发展对整体师

资队伍的需求ꎮ 从现实可行性出发ꎬ仍需要将具

有不同优势和特长的教师与来自企业第一线的高

素质技能型专家进行有效整合ꎮ
近年来ꎬ政府从政策理念与导向方面开始重

视和强调“双师素质”带头人教师培养和双师型结

构教学团队建设工作ꎮ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教高〔２００６〕 １４ 号)指

出ꎬ师资队伍建设目标是要“注重教师队伍的‘双
师型’结构ꎬ改革人事分配和管理制度ꎬ加强专兼

结合的专业教学团队建设”ꎮ 教育部«高等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 强调要

“加强以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为主ꎬ主要承

担专业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任务的兼职教师队伍

建设ꎬ绩效工资内部分配向双师型教师适当倾

斜”ꎮ 教育部旨在积极引导高职院校加强高素质

“双师型”教师和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师资队伍建

设的政策导向变化ꎬ是对高职教育现实发展需要

和师资需求的适切性回应ꎮ “双师结构”理念与相

关政策内容的提出ꎬ是对培养全能一体化的“双师

型”教师计划的合理完善ꎬ具有实践可行性ꎬ对推

进高职师资队伍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引领

作用ꎬ被称为“近年来高职教师队伍建设理论和实

践的一个突破” [１]ꎮ ２０１５ 年以后ꎬ政府从政策与行

动层面着力下放管理权ꎬ以更好地推动高职院校

发挥自身优势、构建特色优质“双师结构型”师资

队伍体系ꎮ 应该说ꎬ关于高素质双师型教师和双

师结构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不再是认识问题ꎬ
但依然有待于科学合理的配套人事制度和专业技

术职务评聘体系加以支持和推动ꎮ

　 　 ２.现有教师评价制度所导致的教师学术

共性效应是政策目标与结果之间发生漂移

的集中反映

从制度理论与现实经验看ꎬ制度性因素对高

校教师学术行为选择以及推动教师整体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ꎮ 新制度主义理论学派马奇、奥尔森等

学者认为ꎬ组织成员的行为是一种受规范驱使的

行为ꎬ遵循“恰当性逻辑”ꎬ组织与个人行为呈现出

趋同性特征ꎻ制度所代表的是制度化的价值ꎬ价值

冲突则是制度变化的根源[２]２１ꎮ 罗伯特伯恩鲍

姆等学者认为ꎬ治理结构的改革并不必然带来有

效治理ꎬ组织信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才是有效治

理的关键[３]１４５－１６０ꎮ 可见ꎬ制度一方面会对组织中

个体产生作用ꎬ导致个体适应组织制度环境的同

型化现象发生ꎻ另一方面ꎬ治理体系、结构的变化

并不能带来有效治理ꎬ价值冲突还会导致制度、结
构的变化ꎮ 这对我们分析和解释高职院校教师行

为特征以及制度体系下的优秀师资群体建设等具

有启发意义ꎮ
高职院校教师学术趋同效应是制度综合作用

的结果ꎮ 美国学者丽贝卡Ｓ.洛恩对美国大学的

教师学术动机进行过深入研究ꎬ她这样描述教师

的动机:“对名望和权力的渴望也许是动机的一部

分ꎻ但绝大多数人仅仅是对大学奖惩制度做出的

合理回应ꎮ” [４]２９６笔者曾对江苏三所高校教师的学

术动机进行过走访调研ꎬ发现所有受访教师的学

术动机与策略选择都受到学校评价制度的制约和

影响ꎬ其中ꎬ论文发表、纵向课题申报等既是教师

职称评审制度中的关键性指标ꎬ也是最受教师关

注与重视的学术行为ꎬ从事这些学术活动成为教

师行动的内在逻辑与重要指南ꎮ 我国公办高职院

校所处的政策制度环境是教师这种学术共性效应

产生的重要原因ꎮ
基于我国公办高职院校长期所处的政策空

间ꎬ政府作为高职院校重要人事安排、财政拨款的

主要决策者ꎬ教育主管部门所出台的政策文件无

疑成为当前高校最具权威性的外部制度性因素ꎮ
高校管理者则根据政府文件的刚性程度制订相应

实施细则和规定对政策加以落实ꎬ从而对教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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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行为实施重要影响ꎮ 相较于高素质双师型队伍

建设等导向性文件ꎬ政策内容中的教师职称评审

文件刚性程度更强ꎬ对高校管理者和教师评价制

度的影响程度更深ꎮ 高校追求学术声望的内在要

求以及职称评审制的刚性特征ꎬ即使是高职院校

也往往将学术评价指标诸如论文、纵向课题、成果

获奖等指标纳入教师评价制度———尤其是教师最

为关注的职称评审指标体系之中ꎮ 高职院校教师

学术行为的趋同现象实质就是遵循这种恰当性逻

辑的结果ꎬ学校的资源配置政策以及关系到教师

职业发展的职称评审核心制度性规定ꎬ促使高校

教师在适应趋于一致的评价制度环境和过程中其

行为产生了学术共性效应ꎮ 教师职称评审制度作

用下形成的这种学术趋同性反映出“高素质双师

型”教师的政策目标与评价制度作用结果之间产

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ꎬ优质“双师型”教师提升发

展依然缺乏内生动力ꎮ

　 　 二、治理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优秀教师

评价制度:问题及其反思

　 　 １.国家治理政策驱动下的高职院校教师

职称评审制度变革及其实践探索

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曾指出ꎬ教育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建设ꎬ根据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教育

现代化的基本要求ꎬ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

关系为核心ꎬ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ꎬ以转

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ꎬ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ꎬ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

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ꎬ更好地调动中央和

地方两个积极性ꎬ更好地激发每个学校的活力ꎬ更
好地发挥全社会的作用” [５]ꎮ 制度体系建设是治

理现代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内容ꎮ 高校教师评价

制度主要包括教师聘用制度、职称评审制度、任期

考核制度及奖惩制度等ꎬ职称评审制度是教师评

价系统中的关键性制度ꎮ 近年来ꎬ政府及教育主

管部门颁发了一系列政策文件ꎬ推动实施管办评

分离ꎬ旨在赋予高校更多自主权、推动高等教育治

理ꎮ ２０１２ 年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

办法»ꎬ要求大学修订大学章程ꎬ２０１４ 年«高等学校

学术委员会规程»颁布ꎬ明确了学术委员会的构成

要素ꎮ 这些文件为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

要的法理依据和制度支持ꎮ 到 ２０１５ 年底ꎬ全国高

校陆续完成大学章程的修订与审批工作ꎮ
下放职称评审权成为政府着力推动管办评分

离、推进高校治理变革、重构新型政校关系的重要

实践探索ꎮ 中央及地方政府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文件ꎬ对高校职称改革及教师评价制度实施引导

和推动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

指导意见»ꎬ提出“坚持分类指导和分层次评价相

结合ꎬ根据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岗位教师的职责特

点ꎬ分类分层次分学科设置评价内容和评价方

式”ꎬ高职院校要“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需要ꎬ按
照兼备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实践能力的要

求ꎬ完善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双师型’教师评

价标准ꎬ吸纳行业、企业作为评价参与主体ꎬ重点

评价其职业素养、专业教学能力和生产一线实践

经验”ꎮ 浙江省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全面下放高校教师

职称评审权ꎮ 江苏省 ２０１８ 年发布«关于下放全省

高职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权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人

社发〔２０１８〕８７ 号)ꎬ决定自 ２０１８ 年起向全省所有

高职院校下放高等学校教师职称系列(包括教学、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和实验技术职

称系列高、中、初级职称评审权ꎮ 此前的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ꎬ江苏省已陆续下放省属本科高校、独立学

院和成人高校教师系列、实验技术职称系列的高、
中、初级职称评审权ꎮ 政府所推动的教师职称评

审权下放ꎬ促使高职院校改进治理结构与制度体

系ꎬ加快院校治理现代化进程ꎬ改变教师评价

方式ꎮ

　 　 ２.高职院校优秀教师评价制度问题及其

产生的原因分析

目前政策制度文件中关于双师素质教师的认

证条件总体上不够严格ꎬ关于双师认证通过率总

体上较高ꎬ获得“双证”“双职称”型教师或者经过

一定培训交流的教师均可被认定为双师素质型教

师ꎮ 江苏省高职院校 ２０１７ 年的双师素质教师比例

达到 ７２.９３％[６]１７ꎮ 这样高比例的“双师教师”虽然

在数量上达到了有关要求ꎬ但其质量距离高职教

育真正意义上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仍有一定差

距ꎮ 相较之下ꎬ教师职称评审条件则更具刚性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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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量化、可排序、可操作ꎬ由此ꎬ“纵向课题申请、核
心刊物论文发表、成果获奖”等核心学术指标既是

一流本科高校的教师核心评价指标ꎬ亦成为高职

院校教师评价制度实施的圭臬ꎬ并直接与教师职

称晋升挂钩ꎮ 高职院校教师晋升职称名额相对有

限且竞争激烈ꎬ则更加剧了这种刚性特征ꎮ 以江

苏省为例ꎬ该省高职院校在 ２０１８ 年以前并不具备

教师高级职称评审权ꎬ统一由教育厅依据 ２００９ 年

的江苏省职称文件组织相关专家对全省高职院校

教师高级职称系列进行评审ꎬ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条件规定教师晋升教授必须达到相应的教科研业

绩要求ꎬ核心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市(厅)级以

上科研与教改课题、省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奖和

科研成果奖、发明专利等是核心指标ꎮ 职称评审

制度的刚性规定与优质双师型教师认证制度的柔

性要求ꎬ使得教师的学术选择更易受到职称制度

的影响ꎮ
综上ꎬ尽管政府将“双师型”教师建设作为优

秀教师建设的重要内容ꎬ并在政策方面给予了积

极引导ꎬ但由于高素质双师型教师的相关政策引

导和制度认证较为柔性ꎬ远不如教师职称评价制

度的刚性强且竞争激烈ꎬ所以造成现有优质“双师

型”教师评价制度内容与政策引导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不匹配性ꎮ 高职院校虽然可以在该制度框架

内制订本校相应实施细则予以引导、纠偏ꎬ但不同

定位和类型的学校不能更加有效地通过职称评审

这个指挥棒来实现优化本校教师队伍结构的目

标ꎬ从而影响高职院校优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成效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高职院校职称评审制度文件

虽有不尽完善之处ꎬ但它在一定时期内还是发挥

了积极、重要的作用ꎬ其相对客观公正、具体量化

和可操作性等特征进一步规范了学术标准ꎬ加强

了高职院校学术建设ꎬ推进了教师选聘工作ꎮ 高

职教育的高等性和职业性特征ꎬ要求高职院校不

仅要关注高等性和学术性ꎬ还要重视专业发展与

社会需求的契合度问题ꎬ尤其要注重提升高素质

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水平ꎮ 否则ꎬ“大部分省份一

直沿用普通高校职称评审体系开展高职教师的职

称评审工作ꎬ容易将高职骨干教师的注意力和努

力方向引向学术论文和纵向课题” [１]ꎬ使职称评审

制度发生异化ꎬ与高职发展方向相偏离ꎬ不利于高

职教育的长远发展和人才培养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颁发的关

于下放高职院校职称评审权的系列文件ꎬ从政策、
行动上开始实质性地下放对高校的管理权ꎬ推动

“放、管、服”ꎬ促使高职院校推进治理现代化ꎬ健全

教师评价与管理办法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

意见»对完善高职院校教师评价制度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ꎮ 江苏省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６ 月相继发

布«关于印发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专业技术

资格条件的通知» (苏职称〔２０１８〕１ 号)、«关于下

放全省高职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权有关问题的通

知»(苏人社发〔２０１８〕８７ 号)等政策文件ꎬ全面下

放全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权ꎮ 随着

各省陆续下放职称评审权至高职院校ꎬ作为教师

制度建设的一项利好政策ꎬ也给优质“双师型”教

师队伍制度建设提出了新要求ꎮ 职称评审权下放

实际上是对高职院校内部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ꎮ 行政与学术职能边界清晰、学术权力与行政

权力分配合理的共治格局与有效治理制度体系的

形成ꎬ对教师个体发展和整体队伍质量提升都将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高职院校在持续推动自身

发展理念重塑及制度结构再建过程中ꎬ需要教育

管理者创新发展理念、反思制度内容、实施有效治

理ꎬ从而不断优化师资队伍ꎮ

三、“治理”视域下的高职特色优质教

师队伍建设:路径与策略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ꎬ高职院校通过凝

聚发展共识ꎬ提升教育治理能力ꎬ强化制度安排ꎬ
构建与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相适应的特色优质“双
师型”教师评价体系ꎬ优化“双师型”教师结构ꎬ是
实行充分发挥教师这一关键办学主体的作用ꎬ切
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校发展的

内生动力ꎮ

１.强化责任担当和使命意识ꎬ凝聚发展

共识ꎬ有效提升高职院校治理能力

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高

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ꎬ随着我国高

校自主权的逐步落实ꎬ高校自身的诉求以及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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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行业企业、家长等)等综合因素在高校

制度体系中的作用会更加凸显ꎮ 高职院校治理问

题亟须从战略目标、制度结构、价值诉求等方面加

以综合考虑ꎬ其实质是学校在明晰发展战略、改进

办学目标、达成发展共识的基础上ꎬ通过理念、制
度与实践创新ꎬ构建科学高效的治理模式、制度体

系和运行机制ꎬ形成“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

学、民主管理”这样一种学术与行政职能边界清

晰、学术与行政主体责任明晰的共治格局ꎬ推动高

职教育长远可持续发展ꎮ 国内陈金芳等学者提

出ꎬ教育治理体系既包括贯彻教育制度的政策行

为ꎬ也包括作为教育制度导向的教育价值观或价

值追求[７]ꎮ 拉米雷斯在研究世界高等教育制度演

进和作用时ꎬ强调了人们共享信念和认识在制度

建构中的作用意义[８]ꎮ 制度的实质是制度化的价

值ꎬ而价值冲突正是制度变化的根源ꎮ 因此ꎬ教育

治理从本质上讲应产生于共识之上ꎬ高校推进教

育治理ꎬ就需要在全校上下通过对话形成共识ꎬ形
成符合真实、恰当和真诚的教育共识ꎬ从而激发教

师内在动力ꎮ
以职称评审改革为核心的教师评价制度尤其

迫切需要高职院校凝聚共识、深化改革、提升治理

水平ꎮ 正是由于高校教师、管理者对当前的职称

评审制度的价值意义产生怀疑、分歧ꎬ才需要通过

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动制度变革ꎮ 学校决策与管理

者要进一步强化责任和使命ꎬ凝聚发展共识ꎬ促进

组织信任和良好人际关系氛围的形成ꎬ完善制度

内容ꎬ推动有效治理ꎮ 在今后一段时期ꎬ高职院校

人事与职称制度改革的深化虽然仍有赖于国家治

理现代化推进和人事制度改革进程ꎬ但是高职院

校的决策管理者必须居安思危、深谋远虑、探索创

新ꎬ强化责任与使命意识ꎬ积极争取政府、社会、企
业行业对高职院校发展的支持ꎬ不断突破现实体

制机制障碍ꎬ开拓新的发展空间ꎮ 要从有利于学

校长远发展、有利于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和有利于高素质双师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出发ꎬ
梳理和完善现有教师评价制度ꎬ进一步完善用人

机制、问责机制、学术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ꎬ不断

增强治理能力ꎬ吸引和培育优秀师资ꎬ不断优化师

资结构和整体队伍素质ꎬ使真正高质量的师资群

体成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责任主体ꎬ切实推动

制度建设与教师发展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ꎮ

２.加强顶层设计ꎬ精准定位师资队伍建

设目标与分类标准ꎬ构建质性评价与量化评

分相结合、定期评聘与动态评估相结合的教

师评价制度

在教师评价体系中ꎬ职称评审制度是高职院

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抓手ꎬ事关学校

发展全局ꎮ 高职教育的教育性、职业性、高等性和

实践性等特点ꎬ决定了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师队

伍评价制度内容的复杂性、多样性ꎮ 改进和完善

教师评价制度需要兼顾高职教育的复杂多样性特

征ꎬ优化教师职称评审制度ꎮ
从政府层面而言ꎬ既需要适度放权ꎬ推动实施

高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ꎬ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对

高职院校职称评审工作的顶层引导和规范ꎬ对不

同类型、不同层次和办学水平的高职院校ꎬ提出有

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ꎬ实施高职院校教

师职称评审备案制度ꎬ引导高职教育正确的办学

方向ꎮ
高职院校要依据学校自身办学水平ꎬ进一步

明晰战略目标和专业发展方向ꎬ加强规划和顶层

设计ꎬ精准定位师资队伍建设目标、层次、数量与

分类标准ꎬ对专业教师队伍进行科学的分层、分
类ꎬ完善现有教师评价与职称评审制度体系ꎬ将质

性评估与量化考核相结合ꎬ科学评估教师的突出

贡献和综合业绩水平ꎮ 同时ꎬ不能一次评审就定

终身ꎬ要将定期评聘与动态评估相结合ꎬ并结合相

应的奖惩制度ꎬ切实推动教师队伍整体建设目标

与学校发展要求、政策目标相一致ꎬ提高全体教师

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ꎮ 高水平国家示范骨干高

职院校的战略定位要更高、目标要更准ꎬ要推动一

批骨干教师逐步从技术技能的学习者过渡到技术

技能的引领者ꎬ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和高职教育发

展需要的优质“双师型”教师评价体系ꎬ从而担当

起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加快现代职教体系建

设的重任ꎮ

３.创新管理机制ꎬ加大柔性引进高层次

人才的力度ꎬ科学构建以“双师素质型”教

师为核心的特色优质双师结构师资队伍

在教师职称制度制定与实施(下转第 ２６ 页)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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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视野下的学习革命与教师职后培训∗

韩 益 凤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省师干训中心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核心素养的意义既在于作为课程的“大观念”统领课程发展ꎬ也在于作为目标范畴被转换为课

程、教学与评价的目标ꎬ同时也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ꎮ 基于核心素养的视角从学生发

展的本质出发是把握新一轮学习革命和教学变革的关键ꎬ同时也是调整新时代教师教育体系与提升教师队伍素

养的重要依据ꎮ 基于核心素养的视角ꎬ教师培训需要建构教师专业视角的课程观、培育教师学习共同体、创新培

训方法ꎬ为教师终身学习和反思性实践创设条件ꎮ

[关键词] 　 核心素养ꎻ　 学习革命ꎻ　 教师教育ꎻ　 学习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５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１０－０５

　 　 核心素养这一概念的提出为新时代卓越人才

形象的描绘与深入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ꎮ 核心素

养的意义既在于作为课程的“大观念”统领课程发

展ꎬ也在于作为目标范畴被转换为课程、教学与评

价的目标ꎬ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指明了方向ꎮ 教师既是核心素养课程理念

的实践转换者ꎬ也是核心素养教育落地的意义建

构者ꎬ要实现核心素养教育的目标ꎬ教师专业素养

的普遍提升是关键ꎮ 没有教师素养的普遍提升ꎬ
核心素养极有可能成为空中楼阁ꎬ失去对课程发

展的统领与指导作用ꎮ 因此ꎬ核心素养不仅应受

到课程研究者与教育改革者的充分重视ꎬ更应成

为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师素养提升的指南针ꎬ为 ２１
世纪卓越教师的培养提供理想类型和实践路径ꎮ

一、核心素养与学习革命

从国际经验来看ꎬ“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是

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ꎬ必须基于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的科学认识ꎬ依靠科学的程序和方法” [１]１２９ꎮ

同时ꎬ核心素养的提出也是对传统学科划分与课

程研究的一种反思ꎮ 核心素养教育既是学习革命

的应有之义ꎬ也是学习革命不断深化的“加油站”ꎮ

１.传统的学科划分和教学无法满足核

心素养教育的要求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ꎬ知识增长的速度越

来越快ꎬ知识领域的划分也在不断变化ꎬ传统的分

科无法满足知识的有效整合与综合学习ꎬ如何界

定和筛选具有学习价值的知识以及如何界定学习

本身成为新时代教育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ꎮ 具有

生活价值的学习不仅需要教师的有效指导ꎬ更有

赖于学生的主动参与以及学习过程中反思性、创
造性活动的发生ꎮ 从核心素养的概念界定到相关

课程的开发研究ꎬ学生视角一直以来都是核心素

养研究的重要理论武器ꎮ “核心素养作为课程与

评价的概念ꎬ是教育目的与学习结果的重要中介ꎮ
它既是教育目的的逻辑必然ꎬ也是课程与评价设

计、实施的技术诉求ꎮ 核心素养是课程目标的范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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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ꎮ 课程目标不仅要合目的、合价值ꎬ还需要合技

术规范、合学生需求ꎮ” [２] 然而ꎬ相对研究者基于核

心素养建构出的理想课堂ꎬ学校教育在实践中更

倾向于选择对传统惯性的依赖ꎮ 教学实践容易被

传统所束缚ꎬ因为教师为了确保课堂组织的有序

和可预期性ꎬ更愿意选择传统的教学方法ꎬ从而导

致对学生的需求重视不够ꎮ 加上程序化的教学方

法ꎬ核心素养教育极易被传统教学程序中的固有

范式所遮蔽ꎮ 传统的学科划分和教育方法不仅压

制了学生的好奇心、学习动机和创造性ꎬ而且导致

学校最终变成了发证书的地方ꎮ 如果学校和课堂

无法有效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ꎬ将对

学生的生活理想和价值的实现造成无法挽回的

损失ꎮ

２.传统教育的层级结构与核心素养教

育的要求存在冲突

面对 ２１ 世纪的人才竞争ꎬ传统教育的层级结

构存在明显的缺陷ꎬ“孤立的各个学科构成的课

程ꎬ教师和教材一同向学生传递科学内容ꎬ学生之

间几乎没有交流互动” [１]４４ꎬ这与核心素养教育所

强调的“交流” “合作”等关键能力的养成有着明

显的理念和实践冲突ꎮ 传统的课时设置呈现出一

种不适合学习本质的固定范式ꎬ课时的设置不是

基于学习的需要而是基于知识输出的便利和学校

管理的高效率ꎬ学习视角在学校活动和时间安排

上始终缺位ꎮ “在所有的基本规定中ꎬ学校把知识

的获取放在了优先位置ꎬ但与此同时ꎬ荒唐的教学

计划和经验主义教学法加在一起ꎬ却让大多数学

生远离了‘学习’” [３]５２ꎬ甚至让更多学生失去了学

习的兴趣ꎮ 核心素养视野中的学习变革ꎬ需要调

整传统教育结构ꎬ基于时代的复杂多元重新建构

教育的网状结构ꎬ以此来反映当今世界的多元性ꎬ
更好地服务今天的学习者ꎬ充分彰显学生视角的

价值取向ꎮ 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ꎬ“学习是学习

者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ꎬ学习者对自身的学习负

责ꎬ并对周围的世界赋予意义” [４]３４４ꎮ 学习者需要

通过写作、项目学习、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从事一些

类似活动来建构自身对世界的理解ꎮ 一方面ꎬ不
同的学科之间建立联系ꎬ教师互相合作ꎬ学生之间

有丰富的交流ꎬ学习的知识源自多样化的信息源ꎻ
另一方面ꎬ与生活和真实世界相关的问题和探究

机会能够得以体现ꎬ２１ 世纪学生必备的综合能力

将在网状教育结构中将获得有效发展ꎮ

３.核心素养视野下学习的终极目标指

向未来的美好生活

学校需要打破对时间的绝对控制ꎬ为真正的

学习留出更多的时间和空间ꎮ 打破基于传统学科

将学习时间划分为相对固定的课时ꎬ让学生有机

会稳定学习动机ꎬ增进知识的“厚度”ꎮ 采用灵活

弹性的学时制度ꎬ会给学校管理带来难以预计的

困难和挑战ꎬ但灵活多样、极富弹性的时间设置可

以打破学校管理的单一性ꎬ从而真正实现学校管

理为学生学习服务ꎬ实现向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

的转变ꎮ “教育所要传达的是对思想的力量、思想

的美妙和思想的逻辑的一种深刻的认识ꎬ以及一

种特殊的知识———这种知识与知识的习得者的生

活有着特殊的关系ꎮ” [５]１８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学生

的思维和生活本身而非知识的获得ꎬ因为思维能

够成为应对时代发展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的真正武

器ꎬ而知识仅仅是工具ꎮ 学校要提前帮助学生为

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准备ꎮ 核心素养教育和学习革

命应紧密围绕“青年和老年人口的爆炸ꎻ娱乐文化

的冲击ꎻ多元文化和教育及学习方式的多样化ꎻ市
场和信息技术推进全球化进程ꎻ对大学自治的冲

击ꎻ远程教育和远程学习ꎻ科技的迅猛发展” [６]前言

等社会风暴的来临积极做出调整ꎬ整合地、创造性

地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和学习技术提供更适合学

生需求和不同类型学生特点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

件ꎮ 核心素养教育理念的提出以及基于学生视角

的课程研究有望改变传统教育对时代变革的滞后

效应ꎬ促进学校为学生积极学习和积极生活做好

准备ꎮ

二、核心素养与教学变革

学习研究不断揭示出一个事实ꎬ即“学生的学

习不在课堂上”ꎬ“学生通过一堂课就能获得一些

初步知识的情况是很少见的ꎬ很多课堂练习对学

生而言是大把浪费时间” [３]１ꎮ 然而ꎬ实践中的学习

总是要和学校联系在一起ꎬ并习惯性地将重点放

在“教”上面ꎬ“教什么知识”总是不自觉地成为教

育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ꎬ包括指向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ꎬ仍然无法摆脱

惯用思维定式ꎬ习惯性地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教

—１１—



育等同于如何筛选和传递学科知识ꎮ 对学习本质

的忽视更多体现在决策者的反应上ꎬ很少有人质

疑教育管理者对学习研究的看法本身存在问题ꎮ
“通往智慧的唯一途径是在知识面前享有绝对的

自由ꎮ” [５]４３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生活的个人ꎬ不能

仅仅学习所谓“有用的”传统的阅读、计算等基础

技能ꎬ更要关注有关态度与方法的学习ꎮ 随着科

技的发展ꎬ知识获取的渠道越发多元和畅通ꎬ其结

果就是ꎬ知识本身不再成为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

的关键ꎬ知识背后的态度和价值观才是决定成功

的真正因素ꎬ而对后者的教育与对知识的传授相

比而言难度大大增加ꎮ “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教

学角色ꎬ将过去只把教师当成是知识唯一来源的

角色定位ꎬ扭转为教师是一位帮助发展学生理解

能力的教育专业人员的角色定位” [７]１０４ꎬ以广博的

知识为基础的生活价值才是教育的最终追求ꎬ教
育的目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为美好的生活做好

准备ꎮ

１.核心素养视野中的教育研究强调实

践导向

教和学之间并无直接关系ꎬ教学与真正的学

习之间总是容易引起混淆但又在事实上存在鸿

沟ꎮ “学生从来不可能吸收老师教的所有东西ꎬ当
教学被当作一种简单的知识传递时ꎬ它便不能引

发学习ꎬ甚至会阻碍学习ꎮ” [３]１６此外ꎬ在教育的习

惯思维中还有另一种更具遮蔽性的现象ꎬ即人对

任何事情都会抱有某种观念ꎬ“这种现象使学习变

得容易ꎬ但同时ꎬ这种模式化的推理方式又会严重

束缚学习ꎬ使个体总是觉得自己已经知道或已经

掌握了那些待学习的知识ꎬ这种碎片知识让人想

不到去提某些问题ꎬ因而无法获取某些信息” [３]４４ꎮ
这也就是所谓的“学习的假象”和“理解的陷阱”ꎮ
问题的关键是ꎬ传统教师教育并未教会教师有效

识别“学习的假象”ꎮ 尽管大多数教师承认测试分

数不能完全代表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程度ꎬ但
基于现有评价方式和选拔制度的导向ꎬ教师在教

学中往往选择接受表面的“理解”和可见的“学习”
结果ꎮ 真正的发展不是知识量的简单叠加ꎮ “自
我发展才是最有价值的智力发展ꎮ” [５]１人性并非完

全基于知识ꎬ生活更不是ꎮ 随着社会生活日趋复

杂ꎬ人们仅仅依靠知识的碎片化积累无法实现理

想ꎮ “对学习的假设的质疑ꎬ成为世纪之交对教育

的传统、学校的组织和课程的惯习最大、最根本的

质疑之一ꎮ” [８]１一场基于技术和学习本质的教学革

命正在悄然发生ꎮ 伴随国际教育界对学习科学研

究的不断深入ꎬ国内教育研究也从关注以教为主

转向以“教”“学”并重的研究ꎮ 特别是核心素养教

育理念的提出ꎬ更为教育研究的实践导向指明了

方向ꎮ

２.理想的课堂应聚焦学习的真正发生

“教育是教人们如何运用知识的艺术” [５]８ 而

不是记忆知识的技术ꎮ 只有将知识联系起来并用

于指导实践ꎬ学习才能真正具有生活的价值ꎬ教育

的目的才能在实践中落地生根ꎮ 然而ꎬ教师在实

践中总是难以避免地将教育的价值简化为可见的

知识传递ꎬ教学的本真被知识的传授行动所遮蔽ꎮ
核心素养视野下的教学理念理解学生渴望主导学

习、主动参与和探索学习资源ꎬ利用已有的知识探

索知识的内在需求ꎮ 当然ꎬ课堂教学的真正改变

不仅需要教师充分理解核心素养教育理念ꎬ更需

要教师掌握相应的教育技能和知识ꎮ 理想的教育

应适应个体发展的需要ꎬ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反馈ꎬ
允许学生探寻“多元感知”的学习环境ꎬ激励学生

超越教育者的要求而学习ꎬ因此ꎬ理想的课堂更加

关注学习的真正发生ꎮ 人类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

时代ꎬ未来知识的获得将超出单靠个人努力所能

达到的极限ꎬ学校应该为此提前做好准备ꎮ 学习

不再是个人的事ꎬ我们的社会也必须学习ꎮ 当今

世界ꎬ变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ꎬ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直面即将到来的变化ꎮ 学校应该是一个人们发

现、探讨世界变化的地方ꎬ学生可以自己想象、尝
试探索各种解决未来问题的途径ꎬ而这一切得以

实现的基础是一支具备高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的

教师队伍ꎮ

３.核心素养教育的基础和保障是卓越

的教育者

随着时代变革的脚步不断加快ꎬ学校对科技

的兴趣飞速增长ꎬ拥有杰出的教育领导者、教育者

对学校和教育本身的成功尤为关键ꎮ 数字革命正

在我们身边上演ꎬ教师需要明了如何在新世界立

足ꎬ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和混合式学习等工具为学

生提供适合的教育ꎮ “教师作为一个人应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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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对知识、对人类的行为具有反省能力ꎬ应
该用人类普适性的价值原则去规约自己的行为ꎬ
同时ꎬ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学生ꎬ使学生知道什么

是人类的尊严ꎮ” [９]８９核心素养教育理念的提出和

课程研究为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提出了更高、更
新的要求ꎬ面对核心素养教育的要求ꎬ教师需要在

元认识、自我了解、深入理解和有效的最佳策略的

选择等方面获取专业帮助ꎮ 一个更加充满刺激和

挑战的环境正在生成ꎬ教师需要制订针对专业成

长的个性化学习计划ꎮ 教师教育机构需要关注教

师不同的学习方式ꎬ并通过活动和获得性成果来

了解他们的学习效果ꎬ引导教师投身于理想的学

习方式ꎬ引领学生全面发展ꎮ

三、核心素养与教师培训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ꎬ只有少数教师对

教学能像以往那样得心应手ꎬ大多数教师如果没

有技术的辅助ꎬ没有参加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ꎬ将
难以胜任核心素养教育的要求ꎮ 核心素养视野中

的有效教学不是传输知识ꎬ而是塑造学生的理想

人格ꎮ “引导理念张扬的是个人的参与ꎬ而塑造则

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剥夺个人的主体性意志ꎮ” [９]９８

教师教育需要调整其在教师专业成长中所扮演的

角色ꎬ充分发挥其助力功能ꎬ思考如何将有价值的

理念传递给教师并带领教师“驶向远方”ꎮ 核心素

养教育对教师研究能力、课程设计能力等诸多方

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强调教师在课堂情境中与

学生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ꎬ教师必须有能力将外

来的课程或教师自行设计的课程加以实地检验ꎬ
在课程教学实践当中检验研究假设ꎬ反思性地处

理教学证据ꎬ反省自己的教学ꎬ提升研究能力ꎮ 教

师培训领域对核心素养教育的忽视也应引起足够

的重视ꎮ 为应对核心素养教育的需求ꎬ教师培训

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ꎮ

首先ꎬ创新培训方法ꎬ为教师学习提供

条件

为了实现学习能力的有效提升ꎬ教师培训机

构应改变传统以讲授为主的培训方法ꎬ为教师学

习的发生创造条件ꎮ 第一ꎬ“中心线索”ꎮ 所谓“中
心线索”是包含一系列广泛探究主题ꎬ通常以问题

的形式出现ꎬ学习者可以对此进行长时间的探

究[１]８５ꎮ 随着教师在培训学习中掌握更多内容ꎬ反

思自己的理解ꎬ单元模块教学方式也可以激励教

师重复回顾若干中心线索ꎬ让教师在反思与参与

辩论的过程中澄清问题ꎬ坚定信仰ꎮ 第二ꎬ“要素

式问题”ꎮ 核心素养教育要求教师要学会跳出学

科视界围绕大概念而非答案来组织课程与教学ꎬ
关注对学生自主批判与思考方式的影响ꎬ并在此

基础上找到问题的焦点ꎮ 教师需要在培训中学会

重视具有生命力的问题ꎬ即学习者真正认为有问

题、值得探究的问题ꎮ 教师培训除了提供见解、指
导行为、规范伦理道德、给教师的发展带来机会之

外ꎬ还应指向教师的幸福生活ꎬ只有学识广博具有

幸福感的教师才能教导出未来的幸福公民ꎮ 第

三ꎬ“推动式”学习ꎮ 教师培训为教师学习创设“渗
透性环境”ꎬ使教师在“渗透性环境”中主动发现、
分析、阐述、解决问题、记忆和利用体能活动ꎬ将
“学习 深 深 地 根 植 于 完 善 的 神 经 系 统 的 发

展” [６]１３０ꎬ而不仅仅是通过听和看进行的被动学

习ꎮ “成功的教师学习要求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合
作努力的职前、 职后以及终身的专业发展机

会ꎮ” [１０]２２３教师课程应充分关注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教育的要求ꎬ严格控制课程序列ꎬ使教师为了能够

更好地满足学生发展而开展教学ꎮ 第四ꎬ“闭合循

环” [８]１６４信息流ꎮ 即打破教学中的单向交流ꎬ创建

双向交流的平台ꎮ 教师和专家、学员互动交流ꎬ在
双向流动的交流平台内学会合作、分享、创设未来

智慧学习课堂ꎮ

其次ꎬ建构教师专业视角的课程观

研究型学习、问题导向型学习等都不是解决

“核心素养”挑战的捷径ꎬ教师必须正确掌握课程

教学的所有细节ꎬ以实现基于课程实践对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的培养ꎮ 查尔斯赖格卢特在«重塑

学校»中指出ꎬ如今的教育者必须做到从工业时代

范式转变为信息时代范式ꎬ并提出了三大核心理

念:“以目标达成为基础的教育系统ꎬ每个学生不

断钻研自己正在学习的任意内容ꎬ直到对知识的

掌握达到了令他们满意的程度ꎬ而不是因循守旧、
步调一致地逐次完成个性学习任务ꎻ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教学方法ꎻ延展的课程模式ꎮ” [１]１２４因此ꎬ教
师培训需要对教师传递新的教育视角ꎬ特别是采

取教师教学专业主义意识形态的课程设计立场ꎬ
重视教师教育专业能力的地位ꎬ强调教育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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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学互动的重要性ꎮ “课程乃强调教学与学习

之动态的过程ꎬ而不仅是教材内容ꎬ而且教学也不

只是事实与信息的累积与灌输ꎬ而是引导学生认

知发 展ꎬ 以 协 助 学 生 学 习 探 究 促 成 类 化 迁

移ꎮ” [７]１０２教师主要依据教科书来教授学科知识ꎮ
这种屈服于外来权威的传统与教师专业素养要求

相悖ꎬ教育价值受到威胁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课堂

中真正的学习行为难以发生ꎮ 核心素养视野中的

教师培训不仅需要使教师认同“不局限于学习经

验、学科知识、预定目标、社会理想”的教学研究假

设ꎬ而且要在培训中引导教师发展专业研究能力ꎬ
引领教师学会学习和学会教学ꎮ 今天的教师培训

需要直面核心素养教育的需求ꎬ基于教师专业视

角转变教师培训模式ꎬ能否有效提升教师专业素

养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将成为决定核心素养教育成

效的关键ꎮ

最后ꎬ培育教师学习共同体

舒尔曼将学习共同体的特征总结为六个方

面ꎬ即“生成内容、积极学习、反思、练习、合作、情
感和共同体文化” [４]３５６ꎮ 通过调整教师培训策略ꎬ
借助案例教学法ꎬ在教师中培育学习共同体ꎬ在共

同体中教师要能积极调整自己的教学ꎬ要有能力

反思自己的实践及其成果ꎬ还要能一起合作进行

调查、讨论、解释和相互学习ꎬ同时ꎬ帮助共同体成

员学会搭建教育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桥梁ꎮ 对教师

而言ꎬ真实而持续的学习需要广泛的协作ꎮ 教师

学习共同体能够使教师形成“支架”ꎬ以彼此支持

的学习方式一起工作ꎬ互相补充知识的不足ꎮ 核

心素养视野中的教师培训应尝试创设更具智力上

难度和专业上难度的挑战ꎬ教师只有在与他人协

作的情况下才能完成ꎬ以充分调动教师合作学习

和协作完成项目任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ꎮ 学会教

学是一个持续的、进行当中的、逐渐深入的过程ꎮ
“我们不能指望教师在其后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地

运用职前教育所学的知识ꎮ” [４]３７３ 同理ꎬ教师培训

的价值立场也应立足借助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培育

以充分发挥其相互协助、彼此支持、尝试创新的

“脚手架”功能ꎬ为教师终身学习和反思性实践创

造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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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中共“三大”的召开∗

苗 体 君

(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广东湛江　 ５２４０８８)

　 　 [摘　 要] 　 中共“一大”、“二大”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ꎬ而中共“三大”是在孙中山掌控下的广州

公开举行的ꎬ会议的成功召开得益于孙中山把广东打造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ꎬ在广东革命的氛围中ꎬ共产党在广

东公开进行革命活动ꎬ广东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得到了迅猛地发展ꎬ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ꎮ 加上孙中

山赞成支持“国共合作”ꎬ把苏俄作为革命合作的伙伴ꎬ这些都是中共“三大”成功召开必备的条件ꎮ
[关键词] 　 孙中山ꎻ　 中共“三大”ꎻ　 广州ꎻ　 国共合作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１５－０４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１２－２０ 日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广州胜利召开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

从成立到中共“三大”召开前ꎬ一直处于秘密状态

下工作ꎬ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都要受到反动势力

的严密监视ꎬ中共“一大”、中共“二大”都是在极其

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ꎬ中共“一大”召开时ꎬ甚至发

生险些被法国巡捕一网打尽的现象ꎬ而中共“三
大”是在孙中山掌控下的广州成功召开的ꎬ而“当
时全国地方不受反革命军阀干涉之处只有” [１]２１２

广州ꎬ孙中山对中共“三大”的召开都有哪些贡献?
一、孙中山把广州打造成了当时中国南

方革命运动的中心
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ꎬ广

东出现了众多志士仁人ꎬ如洪秀全、康有为、彭湃

等抵御外来入侵ꎬ反抗黑暗势力ꎬ立志变法图强ꎬ
追求民族解放ꎬ出生入死ꎬ英勇战斗的英雄人物ꎮ
辛亥革命失败后ꎬ孙中山在广州持续地、坚持不懈

地高举革命大旗ꎬ和北洋反动政府做坚决斗争ꎮ
可以说辛亥革命之后ꎬ以广州为中心的革命运动

始终没有停止过ꎬ孙中山屡次领导的护法运动ꎬ依
靠南方各派政治势力ꎬ以广东为基地进行的ꎮ 当

时南方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ꎬ而北方的北洋军阀

政客、武人之间争权夺利、相互残杀ꎮ 辛亥革命后

的中国ꎬ已经形成了南方和北方两个政治中心:一
个是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中心ꎻ一个是以北洋

军阀政府为首的反革命中心ꎮ
１９２１ 年 ４ 月ꎬ孙中山利用当时的有利革命形

势ꎬ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驱逐出广东ꎬ再次回师广

州ꎬ宣布撤销军政府ꎬ建立“中华民国”政府ꎬ并就

任非常大总统ꎮ 广州政府建立后ꎬ孙中山很快又

统一了两广地区ꎮ 两广地区的统一ꎬ使以广州为

中心的南方革命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ꎮ
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ꎬ孙中山以两广为依托ꎬ决定实施北

伐战争ꎬ以统一整个中国ꎮ 后因军阀陈炯明的叛

变使这次北伐遭到夭折ꎬ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

在广东深入人心ꎬ广东的南方革命中心地位已经

形成ꎬ而且影响不断扩大ꎮ
二、在孙中山掌控的广东ꎬ共产党组织

得到了发展与壮大
正是由于孙中山扶持与支持革命ꎬ在广东营

造了革命的氛围ꎬ所以广州才成为中国最早建立

共产党组织的城市之一ꎮ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ꎬ
为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开辟了道路ꎬ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广州的革命刊物就报道了俄国十月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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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胜利的消息ꎮ 五四运动爆发后ꎬ新文化、新思潮

通过各种渠道在广州广为传播ꎬ并在广州涌现出

了一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ꎮ １９２０ 年暑假ꎬ北京

大学毕业的广东籍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回

到广州ꎬ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ꎮ 同年 １０ 月ꎬ他们

创办了«广东群报»ꎮ 同时ꎬ一批革命知识分子还

与无政府主义者合办了«劳动者»刊物ꎮ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ꎬ两位俄国共产主义者来到广州ꎬ

他们一个叫米诺尔ꎬ另外一个叫别斯林ꎬ他们二人

以苏俄政府名义建立了俄罗斯通讯社ꎬ并与无政

府主义者接触ꎬ于同年底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
梁冰弦等建立了广州共产党组织ꎮ 不久ꎬ上海共

产党发起组负责人陈独秀来广州ꎬ担任广东省教

育委员会委员长ꎮ 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党纲ꎬ交给

广州共产党组织讨论ꎬ无政府主义者无法接受关

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ꎬ便宣布脱离广州共

产党组织ꎮ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ꎬ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
谭植棠、米诺尔、别斯林等 ９ 人重新建立了广州共

产党组织ꎬ称广州共产党小组ꎬ由陈独秀任书记ꎮ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ꎬ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ꎬ会后ꎬ广州

共产党代表陈公博返广州传达中共“一大”会议精

神ꎬ正式成立共产党广东支部ꎮ 由上可知ꎬ广州是

最早有共产党组织的城市之一ꎬ而且是中国共产

党的最早领导人陈独秀亲自参与创建的ꎮ
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建立后ꎬ注重发展党员ꎬ加

强党的建设ꎮ 五四运动中涌现的先进知识分子和

革命积极分子阮啸仙、杨匏安、张善铭、冯菊坡、梁
复然、黄裕谦、郭植生、陈适曦、王寒烬、罗绮园、周
其鉴、刘尔崧等ꎬ也于 １９２１ 年被吸收加入共产党ꎮ
杨章甫、谭天度、杨殷、潘兆銮、余广、赖玉润等于

１９２２ 年被吸收加入共产党ꎮ 至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ꎬ中共

广东支部已有党员 ３２ 名ꎮ １９２２ 年春夏之间ꎬ经中

央批准ꎬ成立了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亦称粤区

委)ꎮ
三、在孙中山掌控的广东ꎬ青年团组织

也得到了发展与壮大

孙中山掌控下的广东ꎬ因为革命气氛浓郁ꎬ产
生创建了青年团ꎬ而且在短时间内也得到迅猛发

展ꎬ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ꎬ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ꎬ
谭平山担任负责人ꎮ 因为该团体从成立开始其宗

旨不明确ꎬ出现了团员的思想混乱ꎬ认识不一致的

情况ꎬ加上工作又缺乏具体计划ꎬ一时间ꎬ团的活

动处于停顿状态ꎮ 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ꎬ受上海总团的委

托ꎬ谭平山在广东筹建分团ꎮ 同年 １２ 月ꎬ谭平山恢

复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ꎬ并特别表明“以
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ꎬ团员队伍迅速壮大ꎮ 到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初ꎬ团员人数就发展到了 ４００ 余人ꎮ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省社会主义

青年团成立大会ꎬ谭平山报告了广东建团的筹备

工作及将来的工作计划ꎬ在致答词中ꎬ谭平山说:
“我们组织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ꎬ是以改造社会为

最大目的ꎬ但改造社会不是少数人的事ꎬ是全社会

的人们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的ꎬ而且本团的组织ꎬ
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ꎬ因为我们确信马克

思主义有改造社会的能力ꎮ” [２]２４３大会还通过了团

的章程等几项决议ꎮ 同年 ４ 月ꎬ又以通讯选举的方

式进行了选举ꎬ最后投票的结果是ꎬ书记一职由谭

平山担任ꎮ 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后ꎬ他们

吸取了过去的经验与教训ꎬ重视团员的思想教育

的工作ꎬ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

传教育ꎬ并出版了«青年月刊»ꎬ刊登«马克思主义

浅说»等文章ꎬ向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

观、阶级斗争学说ꎬ对广大团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

义ꎬ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ꎮ
正是由于广东青年团工作开展得好ꎬ所以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决定在

广州召开ꎮ １９２２ 年 ５ 月 ５－１０ 日ꎬ大会在广州东园

举行ꎬ会议由张太雷主持ꎬ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及

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做了重要讲话ꎮ 谭平山就广东

团组织情况向大会做了报告ꎮ 这次大会的胜利召

开ꎬ是与广州地区的党团组织认真做好会务及后

勤是分不开的ꎮ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ꎬ阮啸仙召集广州各

团小组会议ꎬ对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

进行改造ꎬ成立广州地委ꎬ阮啸仙任书记ꎮ 广东社

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ꎬ发
挥了团组织的领导和带头作用ꎮ

四、在孙中山掌控的广东ꎬ孕育出了蓬

勃发展的工人运动

广东党组织建立以后ꎬ效仿苏俄的“城市中心

论”ꎬ共产党大力开展工人运动ꎮ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ꎬ爆
发了香港海员大罢工ꎬ海员们纷纷坐火车回广州ꎬ
并得到广州各界的大力支持ꎬ广州各工会克服各

种困难ꎬ为罢工工人提供住处和生活费用ꎮ ２ 月 ９
日ꎬ共产党广东支部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的传

单ꎬ表示全力支持罢工工人ꎬ这极大鼓舞了香港海

员的罢工斗争ꎮ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 ８ 日ꎬ香港海员大罢

—６１—



工取得了胜利ꎬ罢工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

的嚣张气焰ꎬ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ꎮ 香港

海员大罢工成为党成立后中国工人第一次罢工运

动高涨的起点ꎮ
正是因为广东党组织重视工人运动ꎬ所以广

州地区工人运动开展得较好ꎬ１９２２ 年 ５ 月ꎬ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决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

开ꎮ 广州党组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

为这次大会的召开做了许多会务和后勤事务工

作ꎬ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ꎮ 当时的上海«新申报»
报道说:“北京、天津、唐山、长辛店、山东、武汉、长
沙、江西、南京上海各处派代表赴粤者三四十人ꎬ
加上广州各工会代表、合计竟达百六十余人ꎬ代表

工人三十余万ꎬ不可谓非我国劳动阶级一大觉

悟ꎮ” [３]大会还通过 １０ 个决议案ꎬ以«罢工援助案»
«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为尤有关系” [３]ꎮ “打
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本是共产党提出的

口号ꎬ大会也接受了这一政治口号ꎮ
在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ꎬ特别是第一次全国

劳动大会的影响下ꎬ广州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ꎬ
１９２１ 年 ２ 月ꎬ广州已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

工会联合会ꎮ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ꎬ广州爆发了土木建筑

工人大罢工ꎬ２ 万多广州的土木建筑工人要求增加

工资ꎬ并取得了罢工的胜利ꎮ 同年 １０ 月ꎬ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负责人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冯菊

坡等创建了领导广州工人运动的合法机构“爱群

通讯社”ꎬ通讯社社址在惠福中路 ２２ 号之 ２ 的二

楼ꎬ该通讯社主要是联合广东总工会、盐业工会、
轮船工会、革履工会、纺织工会等工人团体组织而

创建的ꎬ并出版了«星期报»ꎬ以指导工人的正义斗

争ꎮ 在党的领导下ꎬ广州的酒业、米业、柴炭、碾
米、手车夫等行业的工人也开展了经济斗争ꎮ

五、孙中山掌控的广东ꎬ被苏俄作为在

华联合的重要对象

当时的苏联政府ꎬ也同样把孙中山领导的南

方革命力量ꎬ看作苏俄在华联合的重要对象ꎮ 共

产国际代表多次到广州进行革命活动ꎬ他们不仅

熟悉广州的情况ꎬ而且对孙中山寄予了很高的期

望ꎮ 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ꎬ在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后ꎬ共产

国际代表马林与他的翻译、助手张太雷一起来到

广西的省会桂林ꎬ当时的桂林是孙中山北伐的大

本营ꎬ这一次ꎬ马林共在桂林待了 ９ 天ꎮ 这期间ꎬ他
与孙中山作了 ３ 次长谈ꎬ马林提出进行国共合作ꎬ

孙中山当即表示“待北伐胜利后ꎬ可立即实行ꎬ并
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ꎮ 同时ꎬ孙中山还“允许在

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４]２１ꎮ 在桂林期间ꎬ马
林还抽出时间ꎬ与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进行会晤ꎮ

离开桂林后ꎬ马林再次来到广州ꎮ 广州是孙

中山国民党的根据地ꎬ马林决定在广州做进一步

的考察ꎬ他广泛接触国民党的高层人士ꎬ与他们进

行深层次沟通后ꎬ对国民党的认识也有所加深ꎬ随
后ꎬ马林便有了让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想法ꎮ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ꎬ马林再次到广州ꎬ此次来广州的目

的ꎬ一是对国民党再做进一步的考察ꎬ二是考察广

州工人运动的情况ꎮ 而这时的广东ꎬ恰逢香港海

员大罢工ꎬ国民党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ꎬ罢工的工

人也非常拥护国民党ꎬ马林见此情形后ꎬ也对国民

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ꎮ １９２２ 年 ４ 月ꎬ少共国际代

表达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来到广州ꎬ达林除了帮

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外ꎬ还受共产

国际委托ꎬ以苏俄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进行

会谈ꎮ 孙中山向达林询问俄国的革命形势ꎬ并对

苏联红军非常感兴趣ꎬ并详细了解了苏联红军的

规模、政治教育等情况ꎮ 随后ꎬ达林当面向孙中山

提出了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组成民主革命的

统一战线问题的建议ꎬ孙中山当即表示ꎬ中国共产

党党员和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

党ꎬ但不同意两党以党外合作的方式进行合作ꎬ这
次谈判双方由于各种原因ꎬ未达成关于国共合作

实质性的意见ꎬ而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国

共合作问题ꎮ
而就当时全国的革命的形势来看ꎬ政权完全

控制在革命力量手里的ꎬ也只有广州ꎬ共产党可以

在广州公开的、长期地进行革命活动ꎬ加上共产国

际又极力扶持孙中山ꎬ并力主开发广州这个地区

的革命力量ꎮ 所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就成了

一种历史的必然了ꎮ
六、孙中山积极推动“党内合作”ꎬ为中

共“三大”的召开做了准备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

政党ꎮ 由于社会政治斗争错综复杂ꎬ辛亥革命后

的国民党混进了一批封建官僚和投机政客ꎬ使它

蜕变成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松懈的政治团体ꎮ 在

广东的孙中山可谓是孤军奋战ꎬ面对北方强大的

北洋军阀的统治ꎬ孙中山屡遭失败ꎬ但愈挫愈勇ꎮ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ꎬ广东军阀陈炯明围攻总统府ꎬ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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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被迫离开广东ꎬ可以说陈炯明的叛变给孙中

山的打击很大ꎮ 他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了美、英、
日、德、加拿大等国身上ꎬ希望得到他们的经济与

军事上的援助ꎬ但最终孙中山的幻想破灭了ꎮ 在

极度的困境中ꎬ孙中山陷入彷徨苦闷之中ꎬ他需要

寻求救国救民的新途径ꎮ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ꎬ
苏俄在欧洲陷入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包围中ꎬ
为了突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ꎬ列宁提出东

方战略计划ꎬ开始对中国示好ꎬ并把孙中山、吴佩

孚、陈炯明定为合作对象ꎬ苏俄又经过仔细考察

后ꎬ最终放弃了吴佩孚与陈炯明ꎬ把孙中山确定为

唯一合作的对象ꎮ 此外ꎬ还有中共成立后ꎬ共产党

领导掀起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ꎬ其发展迅猛ꎬ并
显示出巨大的力量ꎬ这些因素促使孙中山选择了

“以俄为师”的道路ꎬ并决心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

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ꎬ并下决心改组国民党ꎬ效
仿苏俄的“以党治国”方法ꎮ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之下ꎬ从 １９２２ 年 ９
月开始ꎬ孙中山着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ꎬ３ 个月内ꎬ
孙中山先后在上海召开了三次会议ꎬ会议参加人

员有国民党中央成员和各省国民党负责人ꎬ还有

共产党主要成员ꎬ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

内ꎮ 会议成立了由 ９ 人组成的改组计划起草委员

会ꎬ这其中就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ꎬ他们制

定了国民党改组计划ꎬ审查、修改了改组方案ꎬ起
草、讨论并通过了党纲、党章ꎮ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宣言»ꎬ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

义ꎬ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ꎮ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 日ꎬ又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ꎮ 孙中山

积极吸收共产党人参与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ꎬ同
年 １ 月下旬ꎬ公布了国民党干部人选ꎬ其中ꎬ共产党

的领导人陈独秀被推为参议ꎬ共产党员林伯渠被

推为中央总务部副部长ꎬ共产党员张太雷被推为

中央宣传部干事ꎮ 孙中山的这些举措为实现国共

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在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ꎬ一开始ꎬ共产党的领

导人是反对与国民党合作的ꎮ 经共产国际的说服

与帮助ꎬ认识有了提高ꎬ但依然阻力重重ꎮ １９２３ 年

２ 月 ４ 日ꎬ京汉铁路 ２ 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ꎬ吴佩

孚勾结帝国主义进行血腥镇压ꎬ制造了“二七”惨

案ꎮ 此后ꎬ京汉和各铁路 ５０ 多个工会被捣毁、封
闭ꎬ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会领袖遭通缉逮捕ꎬ白色恐

怖笼罩中国大地ꎬ工人运动转入低潮ꎮ “二七”惨

案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独立斗争

是不能得到胜利的ꎬ而要有各阶级地援助ꎮ” [５]２３二

七惨案的沉痛教训ꎬ使共产党领导人改变了不与

其他政党合作的关门主义思想ꎮ
综上所述ꎬ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生致力于革

命事业ꎬ并把广东打造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ꎮ 在

广东革命的氛围中ꎬ共产党公开在广东进行革命

活动ꎬ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得到了迅猛发展ꎬ并领

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ꎮ 加上孙中山赞成支持

“国共合作”ꎬ把苏俄作为革命合作的伙伴ꎬ这些都

是中共“三大”成功召开必备的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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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

陈　 宇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 　 爱尔兰岛的统治权虽然早在中世纪就被授予英格兰国王ꎬ但直到宗教改革后ꎬ爱尔兰问题的重

要性才日益凸显ꎮ 都铎末期ꎬ除了阿尔斯特地区ꎬ整个爱尔兰岛已全部在英格兰的统治之下ꎮ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

对爱尔兰的殖民聚焦在阿尔斯特地区ꎬ詹姆士一世作为苏格兰与英格兰两国的国王ꎬ他把对爱尔兰的殖民视为他

联合大不列颠的首要事业ꎻ查理一世即位后ꎬ加紧了对爱尔兰地主的掠夺和对天主教徒的打压ꎬ某种程度上直接

导致了 １６４１ 年爱尔兰危机的爆发ꎮ 对爱尔兰的征服与经营ꎬ直接影响了 １７ 世纪英国的殖民进程ꎬ对于大英帝国

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ꎮ
[关键词]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ꎻ　 爱尔兰ꎻ　 殖民统治

[中图分类号] 　 Ｋ５６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１９－０４

　 　 １６ 世纪 ３０ 年代英国宗教改革开始后ꎬ因为不

断参与欧洲事务招致西班牙的敌意ꎬ英王开始关

注自己的防御工作ꎬ而爱尔兰正是它盔甲上的弱

点ꎮ 英国统治者认为ꎬ爱尔兰的不稳定与长期的

反英运动ꎬ很容易使其成为国内外反英势力加以

利用的重要基地ꎬ从而严重危及英国的安全ꎬ尤其

是爱尔兰与西班牙的密切关系ꎬ更加让英国人感

到不安[１]２８３ꎮ 爱尔兰岛特殊的地理位置ꎬ加上它的

天主教信仰ꎬ显然是任何想要进攻英格兰土地的

国家的首选之地ꎮ 所以ꎬ宗教改革后ꎬ尤其是伊丽

莎白时期ꎬ英国君主对爱尔兰的管控愈加重视ꎬ逐
渐加速了爱尔兰殖民扩张政策的实施ꎮ

一、宗教改革后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征服
都铎王朝伊始ꎬ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仍然仅

限于帕莱地区ꎬ而其他地区都被说盖尔语的部族

占领ꎮ 早期亨利七世考虑到基尔代尔伯爵(Ｅａｒｌ ｏｆ
Ｋｉｌｄａｒｅ)的地位及其与爱尔兰重大家族的关系ꎬ任
命其代理英国王室对爱尔兰进行统治ꎬ但是基尔

代尔的反复背叛促使新兴的都铎王朝在爱尔兰采

取果断行动ꎮ １４９６ 年召开的爱尔兰议会通过了著

名的“波宁斯法”ꎬ意在公开宣告英王自 １３２７ 年以

来就对爱尔兰拥有的主权ꎬ规定今后爱尔兰议会

不得在未经英国政府事先批准的情况下集会或通

过任何立法[２]１６４ꎮ 亨利虽一度将爱尔兰置于自己

的直接统治之下ꎬ但每年用来维持军队的高额花

费使得他放弃了初衷ꎬ恢复了基尔代尔伯爵的代

理统治地位ꎮ
亨利八世统治前期ꎬ对于如何将整个爱尔兰

岛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ꎬ始终只有一个模糊的想

法ꎬ直到都铎英格兰爆发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宗教

改革运动ꎬ通过对教皇权威的否定使英国民族教

会摆脱了教廷的控制ꎬ并确立起英王在英国国教

会中的至尊领袖地位[３]ꎮ 此时ꎬ托马斯克伦威

尔担任首席大臣后开始左右爱尔兰事务:一方面

加强对都柏林政府的管理ꎬ基尔代尔家族的反叛

被英军武力镇压后ꎬ克伦威尔派遣了一批值得信

赖的官员到达都柏林ꎬ在斯基芬顿(１５３４ 年被任命

为副总督)的庇护下接管了政府ꎻ另一方面ꎬ削弱

地方贵族的势力ꎮ 面对侵入爱尔兰的英国军队ꎬ
不管是英裔爱尔兰家族还是盖尔族酋长都感受到

一股潜在的威胁ꎬ尤其是宗教信仰上爱尔兰人仍

然忠于教皇和天主教ꎬ因此亨利在爱尔兰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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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计划受阻ꎮ 为了按照英国的路线改革教会以

及把爱尔兰纳入英国国教范围ꎬ亨利八世派遣高

级教士乔治布朗来到爱尔兰主持宗教改革ꎬ虽
然改革纲领遭到了下院主教和教士们的竭力抵

制ꎬ但是解散爱尔兰修道院、没收修道院财产和土

地、把原来向教皇缴纳的首年收益和其他临时津

贴改属英王的法令都被强行通过[４]３１０ꎬ由此确立了

英王在爱尔兰教会的最高首脑地位ꎮ
１５４０ 年新任爱尔兰总督莱杰的上任和克伦威

尔的倒台ꎬ标志着亨利八世的高压政策逐渐走向

平缓ꎮ 次年召开的爱尔兰议会正式承认亨利为爱

尔兰国王ꎬ同时在莱杰的劝说下爱尔兰酋长将他

们的土地上交给英王并重新领受封地ꎬ从而确定

了爱尔兰酋长作为英王封臣的地位ꎬ标志着爱尔

兰是都铎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ꎮ 亨利八世意图

在爱尔兰酋长的帮助下ꎬ逐渐使得爱尔兰“英国

化”ꎬ但是由于盖尔酋长的地位并不是父死子继ꎬ
所以亨利死后爱尔兰又重新走上了叛乱之路ꎮ

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芒斯特省(Ｍｕｓｔｅｒ)动
乱不断ꎬ１５７９ 年ꎬ在罗马教皇的煽动和资助下ꎬ詹
姆士菲茨莫里斯菲茨杰拉德(Ｊａｍｅｓ 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打着反宗教改革的旗号率领军队入侵ꎬ
其堂兄德斯蒙德伯爵也加入了叛乱ꎬ除了芒斯特

省和伦斯特省ꎬ动乱甚至蔓延到了爱尔兰的其他

地区ꎮ 叛乱的爆发一方面是因为英国长官和士兵

恶劣的殖民方式ꎬ在许多情况下ꎬ驻军或总管无视

法律ꎬ杀害当地的酋长和贵族ꎮ 此外ꎬ为了防范法

国的入侵ꎬ英国人持续在爱尔兰修建军事要塞ꎬ并
鼓励定居者侵占爱尔兰人的土地ꎻ另一方面ꎬ更深

层次的原因在于ꎬ盖尔族爱尔兰人排斥英国对爱

尔兰社会的改造ꎮ 任命地方长官监管英国法律程

序的引入ꎬ要求爱尔兰贵族实行长子继承制ꎬ都旨

在废除爱尔兰习俗ꎮ 直到 １５８３ 年德斯蒙德伯爵被

杀ꎬ叛乱终于被镇压ꎬ面对满目疮痍、人口锐减的

芒斯特ꎬ英国政府开始了在芒斯特的殖民事业ꎮ
当爱尔兰人反抗英国统治的九年战争于 １５９８ 年蔓

延到芒斯特时ꎬ大多数定居者都被赶出了自己的

土地ꎬ逃回英国避难ꎮ 伊丽莎白殖民芒斯特取得

的成就有限ꎬ但为斯图亚特早期殖民阿尔斯特提

供了宝贵经验ꎮ
阿尔斯特地区持续了九年的蒂龙战争ꎬ最终

以爱尔兰联盟向英国王室投降告终ꎬ许多战败的

贵族从此离开北爱尔兰ꎬ这标志着盖尔人统治的

爱尔兰历史走上终结ꎬ从而开启了英国对阿尔斯

特的殖民进程ꎮ 到 １６０３ 年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

期ꎬ都铎王朝几乎将英格兰的权力扩展到整个爱

尔兰岛[５]ꎬ焦点开始转移到战败的阿尔斯特省ꎮ
二、詹姆士一世在阿尔斯特的殖民困境
通过安抚盖尔酋长与武力镇压叛乱并行ꎬ英

国对爱尔兰的征服持续了 ６０ 年之久ꎬ１６０７ 年北爱

尔兰贵族的流亡给詹姆士一世加强对阿尔斯特的

控制提供了契机ꎮ 考虑到本国的人口过剩ꎬ法国

的入侵威胁以及改变爱尔兰人的天主教信仰ꎬ早
在 １６０６ 年ꎬ培根就针对爱尔兰问题向詹姆斯国王

呈递了一份“有关爱尔兰殖民的思考”ꎬ他认为统

一大不列颠岛与殖民爱尔兰是国王当下的两项重

要任务[６]３ꎮ 奇切斯特代总督也认为ꎬ如果能够实

现土地的公平再分配ꎬ并在阿尔斯特注入新教定

居者的因素ꎬ那么就会为阿尔斯特的土著居民适

应英国的统治带来便利ꎮ
１６０９ 年 ５ 月ꎬ詹姆士一世正式颁布殖民地条

例ꎬ通过了让苏格兰人和英国人移居阿尔斯特ꎬ对
北爱尔兰进行殖民的计划ꎮ 国王在接管了北部六

郡和没收了大量土地后ꎬ将其中一部分提供给英

国和苏格兰的“承租者”(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ｒ)ꎬ他们每人被

授予 ３ ０００ 英亩土地ꎬ只需缴纳租金而不必承担兵

役ꎬ条件是他们要带来 ４８ 个成年男性定居者(至
少包括 ２０ 个家庭)ꎬ只限于来自大陆的新教移民ꎮ
事实上ꎬ大多数定居者都是苏格兰人ꎬ考虑到苏格

兰本国多山地ꎬ土地资源短缺ꎬ移民爱尔兰成为他

们的优质选择ꎬ随着移民数量的缓慢增加ꎬ阿尔斯

特几乎成为一个新教殖民地ꎮ 据统计ꎬ１６４１ 年六

郡共有土地三百五十万英亩ꎬ新教徒就占去了其

中的三百万英亩ꎬ 余下部分才归天主教徒所

有[４] ４３９ꎻ另外一部分土地被授予伦敦行会组织ꎬ由
于军官们没有足够的私人资本以支持殖民ꎬ来自

伦敦的里弗雷公司被强制投资该计划ꎬ１６１３ 年詹

姆士颁布特许状成立了伦敦爱尔兰协会( Ｉｒｉｓｈ Ｓｏ￣
ｃｉｅｔｙ)ꎬ协会在阿尔斯特创建了自己的港口城市德

里ꎻ此外ꎬ爱尔兰的新教教会被授予了罗马天主教

会以前拥有的所有教堂和土地ꎬ英国政府打算通

过来自英格兰和帕莱的神职人员让当地的居民改

宗英国圣公会[７]２０２ꎮ
然而ꎬ爱尔兰本土社会长期处于混乱状态ꎬ土

地所有权不明晰ꎬ导致没有足够多的移民前来定

居ꎮ 直到 １６２８ 年ꎬ阿尔斯特只有大约 ２０００ 个英国

家庭ꎬ许多承租者仍继续允许本土爱尔兰人的定

居ꎮ 由此可见ꎬ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对阿尔斯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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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实践并算不上成功ꎬ过程中面临多重困境ꎮ
首先ꎬ殖民爱尔兰的巨大开销一直让詹姆士

一筹莫展ꎮ １６１３ 年詹姆士为了筹措补给款召开了

第一届爱尔兰议会ꎬ虽然得到了一笔钱但是仍然

资不抵债ꎮ 据统计ꎬ詹姆斯统治的前六年里ꎬ维持

在爱尔兰的驻军花费了他 ５７ 万英镑ꎬ另外 １５ 万英

镑被用于恢复爱尔兰货币的价值ꎬ因为伊丽莎白

时期持续的战争成本威胁着英国政府的偿付能

力ꎬ因此货币大幅贬值以用于支付爱尔兰驻军的

费用ꎮ 后来随着情势趋向稳定ꎬ军队规模缩小ꎬ成
本也随之降低ꎬ１６２２ 年沃德法庭的建立充实了财

政收入ꎬ同时贸易的扩大使得爱尔兰海关缴纳的

关税也增加了ꎮ 但 １６１８ 年ꎬ詹姆斯将这些关税的

租赁权授予了他最宠爱的白金汉公爵ꎬ结果不仅

国王的收益较之前减少了ꎬ而且还滋生了政府的

腐败ꎻ公爵在詹姆士的允许下出售爱尔兰贵族的

房产ꎬ并大规模收购土地以不断扩大自己在爱尔

兰的影响力[２]４７８－４７９ꎮ 此外ꎬ计划殖民阿尔斯特的

同时ꎬ１６０７ 年对北美弗吉利亚的殖民进程也开始

了ꎬ导致原本打算投资爱尔兰的伦敦行会转而资

助弗吉利亚公司ꎬ众多的英国新教徒倾向于选择

移民北美而不是阿尔斯特ꎮ
其次ꎬ爱尔兰的英裔旧移民与新移民、本土爱

尔兰人与移民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ꎮ 亨利二

世统治下最初征服爱尔兰岛的那些英国人的后

裔ꎬ他们被称为“老一代英格兰人”(Ｏｌ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ꎬ
以区别于许多刚到达爱尔兰的行政官员和殖民

者ꎮ 而正是在这个古老的英裔社区中ꎬ对天主教

的狂热信仰加深了他们与信仰新教的殖民者之间

的嫌隙[２]１７１ꎮ 尽管殖民法令规定驱逐本土爱尔兰

人ꎬ但实际上大多数盖尔爱尔兰人仍然留在家乡ꎬ
在贫瘠的土地上耕种ꎬ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是承租者无法从英国或苏格兰引进足够的租户来

填补农业劳动力ꎬ所以不得不求助于爱尔兰租户ꎮ
一部分爱尔兰人选择臣服于英国地主ꎬ另外约上

千名前盖尔士兵在 １６０９ 年被驱逐到瑞典军队服

役ꎬ以支持欧洲的新教事业ꎬ其余的人选择继续待

在原始沼泽和森林中ꎬ伺机袭击定居者并夺回他

们的土地[８]ꎬ这些土匪通常是爱尔兰士兵或被剥

夺土地的地主ꎬ他们对殖民当局的统治构成了主

要威胁ꎮ
最后ꎬ英国在爱尔兰推行的宗教改革阻力重

重ꎮ 从爱德华六世时期试图在爱尔兰变革教义以

来ꎬ新教一直没有在爱尔兰生根ꎬ其原因包括:一

是改革方式上ꎬ强制推行宗教改宗ꎬ禁止弥撒、关
闭天主教修道院等变革没有经过任何与爱尔兰人

的磋商ꎬ而是英王意愿的强行施加ꎻ二是由于语言

差异给牧师传播福音带来了障碍ꎬ刚来到爱尔兰

的新教牧师都只会说英语ꎬ而除了都柏林ꎬ全岛的

居民通常只会说盖尔语ꎬ虽然被选中的牧师在接

受圣职以前被要求学习盖尔语ꎬ但是其中只有近

１０％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盖尔语ꎮ 事实证明ꎬ在强

制推行英国法律、语言和文化ꎬ以及扩张英国国教

的过程中ꎬ殖民地条款在实践中难以得到真正的

执行ꎬ移民与同化本质上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

过程ꎮ
三、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殖民爱尔兰的

评价

查理一世的即位本来让信仰天主教的老一代

英格兰人充满了期待ꎬ但是 １６３３ 年托马斯温特

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被任命为爱尔兰代总督

后ꎬ设立了一个产权委员会来审查爱尔兰土地权

的整个分布ꎬ他发现新英格兰人常常通过违法方

式获得土地ꎬ因此他锐意在爱尔兰推行压制性的

改革以满足英国的利益需求ꎬ虽然改革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ꎬ但新旧英格兰人的要求因为得不到满

足而逐渐走上了反叛的道路ꎮ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对于爱尔兰的统治ꎬ一方

面ꎬ殖民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交因素ꎮ
长期以来ꎬ爱尔兰人夹在对教皇权威的承认与英

王要求的效忠之间左右为难ꎬ再加上詹姆士一世

从 １６１４ 年起一直想让自己的儿子查理与信奉天主

教的西班牙公主联姻ꎬ他企图统一基督教世界的

外交理想影响了爱尔兰殖民政策的制定ꎬ其统治

后期一度停止了对天主教徒不从国教罚款的征

收ꎻ三十年战争爆发后ꎬ查理一世卷入对法国的战

争使得财政危机恶化ꎮ 为应对入侵威胁ꎬ英国的

正规军扩大了三倍多ꎬ老一代英国人考虑到查理

的天主教倾向表示愿意资助其作战ꎬ但作为交换

他们要求爱尔兰天主教徒不受刑法的约束[９]７３ꎮ
１６２８ 年ꎬ一个由爱尔兰地主组成的代表团被召集

到伦敦ꎬ商定协议的细节ꎬ国王最终做出了一些让

步ꎮ 老一代英国人虽然没有宗教上的宽容ꎬ没有

刑法上的豁免ꎬ也没有担任公职的权利ꎬ但是查理

答应保障他们的财产占有权ꎬ过去六十年里的土

地所有权一律有效ꎮ 作为回报ꎬ他们承诺每年提

供三笔补贴ꎬ每笔价值 ４ 万英镑ꎬ用于查理筹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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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军队ꎬ遗憾的是ꎬ由于爱尔兰议会的延期导致这

些恩惠并没有在法律上获得通过ꎮ 由于相互之间

缺乏信任ꎬ导致协议最终走向破裂ꎮ
另一方面ꎬ土地与宗教问题一直是矛盾的焦

点ꎮ 托马斯温特沃斯上任后着手把国王查理和

大主教劳德正在宗教和政府方面推行的专横政策

运用到爱尔兰ꎮ 他的目标一是为英王在爱尔兰增

加财政收入ꎬ天主教议员由于被许以王恩ꎬ在议会

中支持温特沃斯ꎬ因而他获得了一笔相当数目的

补助拨款ꎮ 此外ꎬ占有教会土地的一般教徒被劝

导或强迫退还土地ꎬ他还曾以继续缓行罚款一年

为条件ꎬ向天主教派勒索了两万英镑[４]４５４ꎻ二是巩

固王室对爱尔兰的控制ꎮ １６３４ 年ꎬ他把英国国教

会的三十九条信纲强加给三一学院ꎬ首次规定天

主教学者要履行王权至高的宣誓ꎮ 在批准土地所

有权时ꎬ温特沃斯决心把国王的利益置于一切之

上ꎬ明文规定了教会和英王的权利ꎬ温特沃斯清楚

地认识到ꎬ教会和英王的真正敌人是那些顽固不

化的北方新教徒ꎮ 由于总督明显地想削弱王恩ꎬ
老英格兰人觉得温特沃斯背叛了他们ꎻ新英格兰

人尽管与他有着共同的新教信仰ꎬ也视其为敌人ꎻ
而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更憎恨他ꎬ认为他是肆无

忌惮的殖民势力的象征ꎬ剥夺了他们所珍视的一

切ꎮ 温特沃斯对天主教派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质疑

是 １６４１ 年起义的主要原因之一ꎬ导致爱尔兰最富

有、最有权势的天主教家族最终选择加入起义ꎮ
除了殖民阿尔斯特ꎬ１７ 世纪上半叶英国在爱

尔兰还开辟了一些小殖民地ꎮ 长期以来ꎬ因为爱

尔兰贵族多是通过暴力手段夺取土地ꎬ所以除了

英国殖民者以外ꎬ很少有人对土地拥有合法的占

领权ꎬ因此为了从英王处获得土地占领权的合法

证明ꎬ爱尔兰地主四分之一的土地被没收ꎮ 英王

得以在这些土地上建立小殖民地ꎬ包括在韦斯福

德郡 (Ｗｅｘｆｏｒｄ) 北部ꎬ 盖尔中部地区的朗福德

(Ｌｏｎｇｆｏｒｄ)和利特里姆(Ｌｅｉｔｒｉｍ)地区都建立了小

型殖民地ꎻ１７ 世纪早期在芒斯特也有许多小殖民

地ꎬ成千上万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移民来到芒斯特

省ꎻ温特沃斯后来还强制在康诺特省(Ｃｏｎｎａｃｈｔ)和
克累尔郡开辟了殖民地ꎬ直到苏格兰主教战争的

兴起打断了他的计划ꎮ 斯图亚特早期英国对爱尔

兰的殖民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ꎬ但是殖民过程

中承租者的利益趋向以及国外势力的介入大大削

弱了爱尔兰“英国化”的效果ꎮ
总之ꎬ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对爱尔兰的殖民有

成功也有失败ꎮ 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移民改变

了爱尔兰的人口结构ꎬ殖民者取代天主教统治阶

级改造了落后的爱尔兰文明ꎬ使之具有英国和新

教特征ꎮ 同时ꎬ英格兰的殖民促进了爱尔兰本土

的工商业发展ꎮ 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并不能阻止

１６４１ 年爱尔兰危机的爆发ꎬ查理一世时期实行的

专横政策直接导致爱尔兰天主教徒袭击了各地的

殖民地ꎬ尤其是阿尔斯特地区ꎮ 可见ꎬ随着爱尔兰

国家意识的兴起ꎬ只要移民垦殖计划继续实施ꎬ两
个国家之间就不可能达成稳定的临时协议ꎬ暴力

冲突似乎不可避免ꎮ 英国在殖民爱尔兰的过程中

加强了对殖民地战略地位的认识ꎬ有利于殖民扩

张思想的形成和殖民事业的推进ꎬ爱尔兰作为英

国海外扩张的起点ꎬ为 １７ 世纪英国在美洲的殖民

积累了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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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视角　 新成果

———江苏省世界史学会第 ２１ 届年会会议综述

褚　 今　 姜 守 明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　 要]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初ꎬ江苏省世界史学会第 ２１ 届学术年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ꎮ 会议收到论文 ３１
篇ꎬ集中展示了我省世界史学界科研工作的新进展ꎮ 会议除大会主题发言ꎬ还依专题进行了分组研讨ꎮ 其中ꎬ政
治文化史专题组把现代化、英国革命、美国宪法修正案等问题作为关注的重点ꎬ经济社会史专题组则将研究视角

转向了农业经济、土地产权、劳资冲突及医疗社会史等专题ꎬ其共同特点是学者们在研究中注意中外历史的对比

分析ꎬ较好地突显了史学社会功能ꎮ 而在历史教学专题组ꎬ有多位学者从实际出发ꎬ以史学研究的科学精神ꎬ审视

和反思高校世界史教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ꎬ诸如世界史编撰体系、史学阅读与微课设计、人类历史分类法等ꎬ着力

提高教学质量ꎮ
[关键词] 　 研究成果ꎻ　 会议综述ꎻ　 第 ２１ 届年会ꎻ　 江苏省世界史学会

[中图分类号] 　 Ｋ１０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２３－０４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４ 日ꎬ由江苏省世界史学

会主办ꎬ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承办ꎬ«学海»
编辑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协办的江苏省世界史

学会第 ２１ 届学术年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成功地举

办ꎮ 与会的 ６０ 余位专家学者与研究生同学ꎬ来自

南京大学、苏州科技大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
苏师范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审计大学、苏州大学、
南京晓庄学院、南京林业大学、淮阴师范学院、南
通大学、盐城师范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

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省内十几所

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ꎮ 会议开幕式由南京师范大

学姜守明教授主持ꎬ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

教授、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领导夏东荣、南
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齐春风教授、江苏

省世界史学会会长陈晓律教授ꎬ以及会议协办单

位代表刘成教授先后致辞ꎮ 本次年会共收到 ３１ 篇

论文ꎬ１７ 篇摘要ꎬ集中展示了江苏省世界史学界同

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ꎮ 研讨会分为两场主题发言

与四场小组讨论ꎬ与会者主要围绕政治文化史、经
济社会史与历史教学等三个专题ꎬ进行了紧张、热
烈和富有成效的学术交流ꎮ

一、政治文化史专题
关于政治文化史专题ꎬ与会专家以大量的原

始资料为支撑ꎬ利用新颖的研究方法与理论ꎬ就相

应的政治文化专题展开研讨ꎬ并将中外历史相结

合进行对比分析ꎬ深化了史学的明鉴意义ꎮ
南京大学陈晓律教授在以«现代化与传统如

影随行»为题的主旨发言中ꎬ强调了在现代化过程

中传统的不可避免性ꎮ 他指出ꎬ传统是现代化进

程中跳不出去的问题ꎬ虽然不同国家、不同传统面

对现代化的冲击所做出的反应不同ꎬ但无论任何

国家ꎬ怎样将传统变为现代化的动力ꎬ均成为有待

进一步思考与讨论的核心问题ꎮ 南京大学刘成教

授在«对英国革命的再思考»一文中ꎬ从英国史传

统———既是保守主义的国度也是自由创新主义的

故乡———的角度出发ꎬ指出 １７ 世纪的英国革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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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国王与议会间的争论ꎮ 与以往单纯探讨光荣

革命有所不同ꎬ作者通过不断抛出“若在克伦威尔

之前未进行革命ꎬ能否实现光荣革命? 为何克伦威

尔作为清教徒ꎬ最初的愿景是让人民获得幸福ꎬ却
在最后走向了专制?”等问题的方式ꎬ提醒大家思

考ꎬ并指出ꎬ英国通过改革实现了社会平稳发展以

及向现代化的过渡ꎮ 作者还认为ꎬ思考英国革命

中事与愿违的动因ꎬ可以为深入了解英国革命提

供一种别样的角度与方法ꎮ 就此话题ꎬ南京师范

大学姜守明教授在«革命与妥协的悖论:“光荣革

命”不“光荣”»一文中明确指出ꎬ复辟王朝是 １７ 世

纪 ４０—５０ 年代和 １６８８ 年光荣革命之间的插曲ꎬ查
理二世重走专制暴政之路和詹姆斯二世大举推行

天主教复辟ꎬ为托利与辉格两党合作提供了客观

条件ꎬ而实则“流血”的光荣革命意义并不在于革

命过程ꎬ而在于它以传统的妥协方式ꎬ解决了 １７ 世

纪以来日益凸显的宪法危机ꎬ消灭了君主专制制

度ꎬ实现了从主权在王到主权在民的平稳过渡ꎬ奠
定了现代英国政治的基础ꎮ

淮阴师范学院的管洪亮博士在«伯克对英国

保守主义传统的形塑»一文中ꎬ探索了伯克作为英

国保守主义集大成者形象的塑造过程ꎮ 虽然现在

我们将伯克作为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ꎬ
但保守主义这一名词却是在伯克死后 ３５ 年才正式

被提出ꎮ 作者将这样一个时代差异作为思考问题

的起点ꎬ从民族主义的层面切入ꎬ阐述了伯克被认

为是一个英国保守主义思想集大成者的历史成

因ꎮ 作者认为ꎬ由于伯克的思想立意深刻准确ꎬ拓
展和推动了英国民族主义的传播ꎬ并在政治实践

上改变了英国议会的讨论范式ꎬ在民主层面上总

结了英国的保守主义传统ꎬ特别是伯克对于法国

大革命的讨论使其思想更加成熟和鲜明ꎬ可以说

是时代的风云际会使伯克最终成为保守主义代

言人ꎮ
南京审计大学江振春副教授在他提交的论文

«美国 １８ 岁公民投票权的设定———宪法第 ２６ 修正

案的历史考察»中ꎬ阐释了美国将公民投票权行使

年龄定为 １８ 岁的成因ꎬ即为与征兵制度所规定的

年龄相匹配ꎮ 在学界对西方民主普遍关注的背景

下ꎬ作者指出ꎬ包括美国在内的越来越多年轻人忽

视甚至放弃投票权ꎬ不参与国家政治建设的现状ꎬ
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ꎮ

二、经济社会史专题
关于经济社会史专题ꎬ学者们利用多重档案

资料和学界成果ꎬ跨学科、多视角地研究问题ꎬ主

要涉及圈地运动、劳资冲突、医疗卫生、女性犯罪、
儿童福利等主题ꎬ并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ꎮ

南京师范大学郭爱民教授在«２０ 世纪中期以

来中国粮食生产、消费与产业分工关系的量化解

读:基于 Ａｇｒ 与 Ｎａｇｒ 表达式的分析兼与日美韩相

比较»的长篇专论中ꎬ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ꎬ梳理

了 Ａｇｒ(农业人口比重)与 Ｎａｇｒ(非农业人口比重)
表达式的演变过程ꎬ阐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中国

农业和非农产业分工的变化趋势ꎬ并对中国农业

出现过的一些教训和当前面临的困境进行解读ꎬ
还兼同日美韩三国的状况进行了适度比较ꎮ

南京师范大学倪正春博士的论文«自下而上

的变革:英国议会圈地与土地产权的确立»ꎬ从土

地产权的角度研究英国革命时期的圈地运动ꎮ 与

以往学术界集中关注议会圈地的经济社会影响ꎬ
着重描述“羊吃人”或土地贵族侵占人民土地等描

述不同ꎬ作者认为ꎬ１８、１９ 世纪的议会圈地是英国

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土地确权运动ꎮ 由于圈地法

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土地确权ꎬ圈地运动实则为土

地占有权和公共权利变为“私有”的过程ꎮ 英国的

圈地运动是土地产权的变革ꎬ体现的是圈地教区

大多数民众的意愿ꎬ民众的自下而上实施机制保

证了议会圈地中土地确权的顺利进行ꎮ 作者还认

为ꎬ圈地所造成丧失土地流离失所的劳动力并不

占据主流ꎬ真正通过暴力来达到圈地的方式也并

不多见ꎮ
苏州科技大学汪诗明教授在«论‹土著土地权

(北领地区)法›的颁布»一文中ꎬ阐述了澳大利亚

土著为争取土地所有权进行的长期斗争及其影

响ꎬ指出第一部«土著土地权法»对北领地区的土

著争取土地权以及其他相关权利产生了积极意

义ꎬ对其他州或地区的土著土地权运动亦起到了

示范或引领作用ꎮ 作者评论说ꎬ受制于历史与现

实等诸多的复杂因素ꎬ这部法律的限制性或禁止

性条款ꎬ客观上对土著权益是一种损害ꎮ
南京大学刘金源教授在«近代英国劳资冲突

化解机制的演进»一文中ꎬ考察了近代英国劳资冲

突化解机制发展、变化的基本理路ꎬ并提出关于化

解劳资冲突的一些见解ꎮ 作者指出ꎬ现今我国在

市场经济推行的过程中ꎬ如同工业化时期的英国

一样ꎬ存在着劳资冲突不断激化的现象ꎬ政府、雇
主、劳动者有效借鉴英国通过协商和谈判的方式

化解冲突的模式ꎬ可以为我国制定工业政策、缓解

劳资关系和构建和谐社会ꎬ提供适当的参考ꎮ
江苏师范大学宋严萍教授关注的是工业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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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英国的女性犯罪这一社会现象ꎮ 在以往的犯罪

史研究中ꎬ作者指出ꎬ绝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社会

下层的犯罪ꎬ很少去涉及不同社会群体的犯罪问

题ꎮ 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女性犯罪所引发的轰

动效应研究»一文中ꎬ作者没有去阐述女性犯罪的

成因、表现与影响等问题ꎬ而是切换视角ꎬ主要研

究了女性犯罪引起高度社会关注的原因ꎬ指出这

一现象与当时报刊、媒体的兴起以及民众对女性

关注度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联ꎮ
扬州大学许志强副教授的 «犯罪抑或抵

抗———１９ 世纪英国的乡村盗猎及其治理»ꎬ关注了

又一个有争议话题ꎮ 作者借助墓碑碑文等史料ꎬ
从 １９ 世纪英国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出发ꎬ
充分论证了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底层穷人的偷猎现

象ꎬ指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认识ꎬ即这种典型的乡

村犯罪ꎬ实则是一种混合着社会与政治因素的“政
治抵抗”ꎮ

近年来医疗史研究渐成社会史关注的一个热

点ꎮ 南京大学闵凡祥副教授在«试论新时代中国

国家医疗卫生战略的构建———基于世界历史经验

的讨论»一文中ꎬ从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视角ꎬ
探讨我国在构建新时期医疗卫生战略上的一些问

题ꎮ 作者认为ꎬ随着我国投资的增长、外派的增

多ꎬ我国应重视完善援外医疗队的建设ꎬ在国际卫

生医疗标准制定上争取更多的话语权ꎬ政府应加

强对生物病毒库的建设与研究ꎬ主动在全球治理

中承担自身责任ꎬ发挥建设性作用ꎮ
南京师范大学白爽博士提交了«２０ 世纪英国

志愿医院慈善资本的变化与衰落»的研究论文ꎬ跳
出了以往单纯从资本变化看待志愿医院变化的研

究视角ꎬ考察了英国志愿医院慈善资本来源的不

确定性ꎬ以及到 ２０ 世纪中叶福利国家政策迅猛推

进时期国有医院取代慈善机构成为大趋势的医疗

社会史发展脉络ꎮ 作者认为ꎬ志愿医院由慈善医

院演变而来ꎬ在国家干预政策之前ꎬ在解决社会下

层医疗卫生方面ꎬ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但是ꎬ慈
善医院的资本属性是私人的ꎬ其本身具有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的特点ꎮ 因此ꎬ慈善医院、志愿医院

最终只能起到补充性、协助性的作用ꎬ而不能最终

发展成为社会健康与服务事业的主体ꎮ
三、历史教学专题
关于历史教学专题ꎬ多位学者以史学研究的

科学精神审慎态度ꎬ从我省高校历史教学实际出

发ꎬ进行有的放矢的学术探讨ꎬ在反思历史教学中

带有普遍性的问题ꎬ并提出探究性的应对之策ꎬ以

改进方法ꎬ提高教学质量ꎮ
南京大学于文杰教授在«百年中国世界史编

撰体系及其相关问题辩证»一文中ꎬ详细梳理了自

１９１２ 年民国政府颁布«新教育方针»以来ꎬ中国世

界史编撰体系的萌芽、形成和发展的百年演变历

程ꎮ 在此基础上ꎬ作者指出ꎬ中国学人前后相继ꎬ
在不同的时域ꎬ有过不同的建树ꎬ均为我国的世界

史编撰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ꎬ而
厘清这一历史进程ꎬ对于努力建构中国的世界史

编撰体系ꎬ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ꎮ
苏州科技大学祝曙光教授在 « 启示与思

考———日本奈良大学本科历史专业的课程设置与

教学内容»一文中ꎬ以日本奈良大学本科历史学专

业课程设计为研究对象ꎬ详细介绍了奈良大学在

课程难度上由浅入深、在课程设计上环环相扣的

教学理论ꎬ指出奈大重视本科生史学概论、史料解

读、史料检索等能力的培养ꎬ对于中国高等学校历

史学科的通识课、专业课、选修课教学框架结构的

设计ꎬ以及对于更新教学理念和提高教学质量ꎬ具
有重要的启发意义ꎮ

江苏师范大学赵辉兵副教授的论文«打铁尚

需自身硬———评‹史学阅读与微课设计:世界现代

史›»是由读书产生的关于历史教学的再思考ꎬ认
为«史学阅读与微课设计:世界现代史»一书出版

于基础教育改革与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大背景ꎮ
作者指出ꎬ与大学历史教材相比ꎬ该书虽然更贴近

中学历史教学实际ꎬ但对于大学史学教学也具有

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ꎮ 当然ꎬ这本教材难免也有

些需要斟酌之处ꎮ 正因为如此ꎬ作者还指出ꎬ如何

能设置一个既贴近时代脉搏ꎬ结合学科发展的需

要ꎬ又尊重历史规律和切合历史学内在要求的授

课方式ꎬ就成为历史教学与研究中值得深思的

问题ꎮ
苏州大学张井梅副教授在«大卫克里斯蒂

安的人类历史三分法»一文中ꎬ介绍了牛津学者大

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观ꎬ即主张重新界定

历史分期ꎬ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采集狩猎时代、农耕

时代和近现代三个阶段ꎬ指出以技术的根本变革

为基础构建框架的历史分期法ꎬ强调了人与人所

处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意义ꎬ告诉读者通过

讲述所有民族的共通故事ꎬ就可以借助于一种宏

观的叙事方式ꎬ将一种历史的大图景呈现出来ꎮ
在作者看来ꎬ这种关注历史大图景的学习与探究ꎬ
对我们把握历史的宏观变化ꎬ树立全球史观ꎬ进而

探讨解决人类现阶段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ꎬ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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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启发意义ꎮ 南京大学征咪博士在«１７ 世纪

英国自然哲学研究方法的近代转型»一文中ꎬ考察

了在英国从中世纪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进程中ꎬ伴
随着整体社会的变革ꎬ以自然哲学为中心的学术

共同体ꎬ在研究方法上也同样经历了一场意义非

凡的近代转型ꎮ 随着弗朗西斯培根等学者对文

艺复兴以来新学知识的探究与介绍ꎬ１７ 世纪的英

国学术界通过有目标、有组织的实验方法ꎬ去观察

和解释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现象及背后的规

律ꎬ而这种实验方法的逐步确立ꎬ不仅日益拓展人

类的认识视野ꎬ也推动了英国资助科学发展的组

织“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ꎬ也即英国皇家

学会(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诞生ꎮ
可以看出ꎬ本次年会的入选论文和学者的探

讨交流ꎬ能够紧扣“面向新时代的中国世界史研

究”的主题ꎬ突出了我省高校史学研究理论联系实

际、注重学术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明鉴功能ꎮ 有

的论文利用新史料反思有价值的“旧问题”ꎬ补白

先前研究之不足ꎻ有的论文转换观察角度看问题ꎬ
实现多学科的交融与汇通ꎻ有的论文善于发现问

题ꎬ寻求关于问题解答的新思路ꎬ有助于将历史研

究引向深入ꎮ 这些突出的特点ꎬ不仅体现了与会

的专家学者和有为的年轻学人厚实的学术功力、
良好的学术素养和开阔的认识视野ꎬ也反映了我

省世界史研究水平所达到的新高度ꎮ 在紧张、热
烈和愉快的氛围中ꎬ年会圆满地落下帷幕ꎮ

(责任编辑　 光　 翟)

(上接第 ９ 页)
过程中ꎬ要实事求是ꎬ不断创新管理机制ꎬ避免双

师型优质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理念与教师评价体

系中的职称评审制度发生偏离ꎮ 构建以“双师素

质型”教师为核心ꎬ“双师型”结构为主体ꎬ规格明

晰、体系合理、结构科学的特色高素质“双师型”师
资队伍ꎬ应该从三个层面着力ꎮ 一是推动符合高

职教育特点的教师分类管理、分类评价的人事管

理制度改革ꎬ逐步提升校内专业教师的专业技能

和学术能力ꎬ优化现有师资队伍结构ꎮ 结合现有

教师各自的专业教学特点与职业技能特长ꎬ完善

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办法ꎬ除了教学、学
术标准外ꎬ要切实将师德、应用研发成果与社会服

务成效等作为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的重

要内容ꎬ推行按岗聘用、按绩分配ꎮ 二是加大激励

力度ꎬ完善教师绩效评价制度ꎮ 绩效工资内部分

配应向优秀“双师型”带头人适当倾斜ꎬ打造一批

高素质“双师型”专业带头人ꎬ促使更多教师成长

为“双师型”骨干教师ꎮ 充分发挥高素质“双师型”
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的纽带核心作用ꎬ将专兼结

合、专长结合的团队充分融为一体ꎬ形成结构、层
次更为紧密、更加优化的整体型、复合型“双师”结
构教师队伍ꎮ 三是打破体制机制障碍ꎬ柔性引进

高层次技能大师和名家ꎬ从企业、行业聘请技术骨

干与能工巧匠ꎬ从高水平大学引进学术造诣深厚

的专家名师ꎬ加强技能型、学术特长型及在此基础

上组合而成的复合型师资ꎬ打造真正优质、科学合

理的校内外专兼的双师结构专业教师队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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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历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旅游产品创新研究

———以无锡丁蜀紫砂特色小镇为例

朱 元 秀　 严 燕 梅

(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ꎬ 江苏盐城　 ２２４０５１)

　 　 [摘　 要] 　 历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是指以历史经典产业为核心同时叠加多种功能的特色小镇ꎮ 由于历

史经典产业的文化内涵丰富ꎬ旅游延展功能较强ꎬ因此这类小镇建设一般依靠特色产业和旅游业双轮驱动ꎮ 目前

江苏历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旅游基础普遍较为薄弱ꎬ面临旅游产品创新的迫切需求ꎮ 无锡丁蜀镇是国家级特

色小镇ꎬ紫砂陶是丁蜀镇的历史经典特色产业ꎮ 文章以丁蜀紫砂特色小镇为例ꎬ在分析丁蜀旅游资源和旅游业发

展现状的基础上ꎬ从主题创新、类型创新、结构创新和过程创新四个方面ꎬ提出历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旅游产品

的创新对策ꎮ
[关键词] 　 历史经典产业ꎻ　 旅游产品创新ꎻ　 特色小镇ꎻ　 紫砂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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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历史经典产业”这一概念由 ２０１５ 年初时任

浙江省省长李强提出ꎬ指浙江境内有千年以上历

史传承、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产业ꎬ主要包括茶

叶、丝绸、中药、黄酒和木雕等ꎮ 浙江拥有众多历

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ꎬ如湖州丝绸小镇、龙泉青

瓷小镇、绍兴黄酒小镇等ꎮ 丝绸、青瓷、黄酒等浙

江众多历史经典产业ꎬ借助特色小镇这个载体ꎬ延
续历史文化根脉ꎬ传承工艺文化精髓ꎬ重新焕发出

发展活力ꎬ在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ꎬ尤其在

经典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方面ꎬ且已引起了一

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１－３]ꎮ 江苏同样拥有众多历

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ꎬ如无锡丁蜀紫砂小镇、南
京高淳国瓷小镇和苏州苏绣小镇等ꎮ 不过相对浙

江来说ꎬ江苏这一类型的特色小镇发展仍有一定

的差距ꎮ 在当前特色小镇建设热潮和文化旅游日

受青睐的背景下ꎬ加强江苏历史经典产业型特色

小镇的旅游产品创新研究ꎬ现实意义显著ꎮ

二、江苏主要历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

概况

与传统小镇相比ꎬ特色小镇的显著特点ꎬ在于

它不是简单地作为一种聚居形式和生活模式而存

在ꎬ还是宝贵的文化旅游资源和休闲度假的场

所[４]ꎮ 从内涵上看ꎬ特色小镇是产业、文化、旅游

和一定社区公共服务功能的有机统一[５]ꎮ 因此ꎬ
特色产业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兼
具旅游与社区功能ꎬ 是特色小镇的四大本质

特征[６]ꎮ
历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是指以历史经典产

业为核心ꎬ叠加灵活体制机制、人文气息浓厚、优
美生态环境等多种功能的特色小镇[１]ꎮ 目前江苏

省拥有省级和国家级的历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

六个ꎬ千年以上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是历史经

典型特色小镇发展优势(见表 １)ꎮ 毫无疑问ꎬ历史

经典产业是这类小镇的主导产业ꎬ同时由于这些

产业的旅游延展功能较强ꎬ旅游业发展潜力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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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忽视ꎮ 因此历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可以定位

为经典产业和旅游产业双轮驱动ꎬ以传统特色文

化和产业文化打造特色旅游业ꎬ在发展旅游业的

同时传承产业文化ꎮ 目前江苏主要历史经典产业

型特色小镇大部分特色产业发展较好ꎬ但旅游业

基础薄弱ꎬ旅游产品单一ꎬ加强这些特色小镇的旅

游产品创新迫在眉睫ꎮ

表 １　 江苏主要历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概况

小镇名称 经典产业 特色工艺历史 特色与优势

高淳国瓷小镇 陶瓷 １７００ 多年
以创造陶瓷产业技术和创意基地为目标ꎬ打造世界级陶瓷研究

中心

苏州苏绣小镇 苏绣 ２２００ 多年

以苏绣创意、生产、销售和人才的集聚为基础ꎬ打造一个生产、生
活、生态相融合的集创意创业和历史经典为一体的中国苏绣

小镇

东海水晶小镇 水晶 １０００ 多年
以水晶产业链为基础ꎬ综合小镇商务服务区ꎬ打造仅属于东海水

晶小镇的城市名片

黄桥琴韵小镇 提琴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以来

以提琴为源、乐器为业、音乐为魂的世界知名、中西合璧、古今辉

映的魅力小镇

震泽丝绸小镇 丝绸 １７４０ 多年
依托文化影响力提升传统产业影响力ꎬ实施“丝绸＋旅游”双轮驱

动ꎬ把握古韵、水韵、丝韵三条主线

丁蜀陶都小镇 陶瓷 ６０００ 多年
凭借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悠久历史的陶瓷文化ꎬ融合旅游资源ꎬ传
承陶瓷文化和塑造当地旅游形象

　 　 三、江苏历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旅游

产品创新的必要性

目前江苏历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的发展主

要集中于经典产业的传承与发展ꎬ围绕经典产业

的“旅游＋”尚未得到重视ꎬ小镇的文化个性也不够

鲜明ꎮ 在特色小镇建设背景下ꎬ加强这类小镇的

旅游产品创新既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要求ꎬ也
是小镇文化个性塑造和经典产业传承发展的重要

途径ꎮ
１.特色小镇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历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一般定位为经典产

业和旅游产业双轮驱动ꎮ 目前江苏历史经典产业

型特色小镇的发展主要集中于经典产业的传承与

发展ꎬ围绕经典产业的“＋旅游”尚未得到重视ꎮ 同

时这些小镇普遍缺乏高品质的自然或人文旅游资

源ꎬ旅游业基础较为薄弱ꎬ旅游产品贫瘠且单一ꎮ
另一方面ꎬ旅游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ꎬ旅游市

场竞争愈来愈激烈ꎬ旅游目的地唯有不断创新产

品才能生存ꎮ 因此这类小镇必须围绕经典产业加

强旅游产品创新ꎬ发展“ ＋旅游”ꎬ促进小镇产业和

旅游的共同发展ꎮ
２.特色小镇文化个性塑造的重要途径

文化是特色小镇的灵魂ꎬ培育小镇文化个性

是小镇建设成功的关键ꎬ旅游业正是特色小镇文

化个性和形象塑造的重要载体ꎮ 旅游业发展经历

了资源导向、市场导向和产品导向阶段后ꎬ现已进

入了形象驱动阶段ꎮ 形象制胜的关键是旅游形象

的载体即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差别化和个性化[７]ꎬ
而这一关键必须依靠旅游产品创新ꎮ 历史经典产

业类特色小镇可通过创新旅游产品ꎬ融合传统产

业文化ꎬ应用现代科技ꎬ提供有个性、有文化、有特

色的旅游产品ꎬ并借助旅游市场营销、旅游节庆等

活动ꎬ在旅游形象塑造过程中逐步打造小镇独特

的文化个性ꎮ
３.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发展的有力推手

历史经典产业型特色小镇是传承历史经典产

业“活”的博物馆ꎬ也是经典产业的生产基地[８]ꎮ
但是特色小镇建设不仅仅是特色优势产业的简单

集聚ꎬ更需要以此为契机寻求突破和创新ꎬ才能逐

步打造成具有特色和内涵的经典名镇ꎮ 在科技和

信息时代ꎬ围绕经典产业的旅游产品创新开发ꎬ可
以促进历史经典产业的转型升级ꎬ焕发新的活力ꎬ
传承历史文化ꎬ带动小镇的产业和文化发展ꎬ提高

小镇居民收入ꎬ吸引更多传统艺人、匠人等各类优

秀人才加入ꎬ这些都将有效促进传统产业的传承

和发展ꎮ
—８２—



四、丁蜀特色小镇旅游业发展概况

１.丁蜀镇概况

丁蜀镇位于江苏省宜兴市ꎬ西部为天目山余

脉ꎬ东临太湖ꎮ 丁蜀陶文化源远流长ꎬ陶瓷历史据

考证已有千年历史ꎬ其中紫砂文化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ꎬ让丁蜀陶都成为无可替代的文化标志ꎮ 丁

蜀镇是我国紫砂陶都特色精华体现最为集中的地

区ꎬ也是紫砂陶都特色文化的核心区ꎬ被誉为“紫
砂小镇”ꎬ２０１６ 年成功入选首批中国特色小镇ꎮ 紫

砂产业是丁蜀小镇的特色和主导产业ꎬ已成为丁

蜀最宝贵的“文化名片”ꎮ “十三五”期间ꎬ丁蜀重

点发展紫砂文化创意产业ꎬ打造“紫砂文化创意产

业集聚区”ꎮ 目前宜兴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已初

具规模ꎮ
２.丁蜀镇主要旅游资源

丁蜀镇是一座山、水、城融合的千年古镇ꎬ地
势低、山清水秀、水网密布ꎬ自然山水的优势条件

使丁蜀镇拥有独特的江南古镇自然格局ꎮ 其中丁

蜀镇的山体、河流、湖滨和莲花荡湿地等自然资源

有一定的旅游开发价值ꎻ在历史人文旅游资源方

面ꎬ有东汉窑址、春秋古窑址、青龙山遗址等大量

展现紫砂陶艺文化的古窑址历史遗存ꎬ有紫砂文

化的发源地———古南街ꎬ其他的还有东坡书院、显
圣寺等(见表 ２)ꎮ

表 ２　 丁蜀镇主要旅游资源及开发方向

类别 资源名称或类别 旅游资源特色及开发方向

自然

旅游

资源

山体资源 以紫砂采矿和采石为主题的遗址公园ꎬ能让游客体验并了解紫砂采矿和采石的场景

河流资源
对河道进行清理和规划ꎬ打造沿河独特的风光带景观和创新性地水上旅游产品ꎬ让游

客体验乡村幽静的水上生活

湖滨资源 将太湖观光和渔业捕捞、垂钓联合发展湖滨渔业ꎻ将特色花卉种植发展旅游观光区

莲花荡湿地资源 借清纯的水质ꎬ曲折幽深的湖岸线ꎬ发展以芦苇和莲花特色湿地旅游度假村

丘陵山地资源
将山地和丰富的果树和林业资源结合发展野餐和采摘综合性休闲活动中心和山地休

闲旅游度假区

人文

旅游

资源

古窑址历史遗存
大量汉唐以后的古窑址ꎬ见证宜兴陶业发展演变的历史ꎬ将窑址进行修缮和保护ꎬ开发

成古窑址历史遗存展示中心

东坡书院 发展弘扬东坡文化的主要旅游景点ꎬ让游客更加深入的了解东坡文化

显圣寺 体现佛教文化的旅游景点ꎻ对于信仰佛教的游客来说可谓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

　 　 ３.丁蜀小镇旅游业发展现状

目前丁蜀镇旅游业主要依赖紫砂陶艺这个经

典产业延伸的文化和商务旅游以及节庆活动ꎮ
２０１６ 年丁蜀镇陶瓷产业实现产值 ７５ 亿元ꎬ实现旅

游总收入 ７.５９ 亿元ꎮ
紫砂文化旅游方面ꎬ丁蜀目前已经开发的旅

游产品主要有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ꎮ 它是国内成

立最早的专业性陶瓷博物馆ꎬ陈列着从新石器时

代中期到现代的陶瓷等精品万余件ꎬ集中呈现了

宜兴陶瓷发展历史和地方特色ꎮ 博物馆集陈列、
研究、展览、旅游、购物和陶艺学术交流于一体ꎬ是
目前我国规模和影响较大的陶瓷博物馆ꎮ

节庆方面ꎬ较为知名的是丁蜀陶瓷艺术节ꎮ
节庆期间举办陶艺和民间艺术表演ꎬ出口产品展

览、陶瓷学术交流活动ꎬ文化节带动了陶文化主题

线路、休闲观光、乡村旅游等特色旅游活动ꎬ文化

艺术、旅游和产业的有机融合贯穿“陶文化节”全

过程ꎬ其中旅游逐步成为“陶文化节”的主角ꎮ
作为我国最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和陶瓷产品

销售集散地ꎬ大量的商务活动带动了丁蜀商务旅

游的发展ꎮ 不过总体来说ꎬ由于丁蜀的自然旅游

资源品质有限ꎬ历史人文资源除紫砂陶艺文化外ꎬ
其他的也缺乏知名度ꎬ使得当前丁蜀旅游开发力

度有限ꎬ旅游业基础仍较为薄弱ꎬ加强旅游产品创

新是迫在眉睫ꎮ
五、丁蜀紫砂特色小镇旅游产品创新

对策

针对丁蜀小镇的资源特色和旅游发展方向ꎬ
依据特色小镇的建设要求ꎬ丁蜀应以紫砂陶艺经

典产业文化为核心ꎬ加强陶瓷产业文化与各类自

然资源、其他历史人文资源的融合ꎬ从旅游产品的

主题、类型、功能和过程等角度入手ꎬ创新开发ꎬ提
—９２—



升服务ꎬ逐步构建丰富独特的旅游产品体系ꎮ
１.主题创新:围绕紫砂主题ꎬ创新打造

系列主题文化旅游产品

丁蜀小镇应围绕紫砂特色文化及其相关承载

产业文化的历史空间遗存ꎬ创新打造各类主题文

化旅游产品ꎮ 重点景区景点的建设及具体体验类

项目和服务空间的设置ꎬ应依托紫砂文化的各类

历史空间遗存ꎬ按照“原料开采—生产—运输—销

售—工艺培训”的流程组织开展ꎬ同时挖掘当代特

色空间载体组织ꎮ 要充分开发与紫砂文化相关的

“遗产廊道”ꎬ同时利用自然资源ꎬ结合慢行绿道、
水上旅游等打造经典特色旅游线路ꎮ 如可依托宜

兴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和中国陶都陶瓷商贸城ꎬ
重点以归集、传承、规模发展手工制瓷为主ꎬ大力

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ꎬ形成产业基地ꎬ构筑技艺

高地ꎬ园区兼顾家居陶瓷生产研发、陶瓷文化创

意、陶瓷文化体验等多种功能ꎬ可设陶艺体验区、
陶绘区、书画区、阅读区等体验式专区ꎬ打造集陶

艺、茶艺、花艺、咖啡、购物等为一体、同时又主题

鲜明的文化旅游产品ꎮ
小镇可围绕紫砂文化ꎬ融合历史文化及文化

的根脉和工艺ꎬ开发多种类型的主题旅游产品ꎮ
可开发紫砂创意设计系列制作主题游ꎬ例如开发

“紫砂陶作品创意性 ＤＩＹ” “穿越时代与紫砂大师

交谈”ꎬ现场评选最优创作产品ꎬ并可以安排当地

的制作大师给予证书奖励ꎮ 如开发儿童组团参观

游览瓷窑遗址ꎬ安排当地的工艺师进行讲解服务ꎬ
以增加儿童对紫砂工艺的兴趣ꎻ又如开发家庭或

亲子游团队ꎬ开发“独创性全家福紫砂产品制作”
“紫砂与你的故事”等主题游ꎮ 也可以开发以紫砂

陶制作体验作为主题的深层次和复合型创意体验

系列旅游产品ꎬ情侣可以雕刻属于自己的信物ꎻ亲
子游可以设计家庭人物形象ꎮ 可以推动“创造＋创
意(服务平台) ＋体验 ＝产业链”的模式ꎬ形成游客

紫砂 ＤＩＹ 制作中心并开展紫砂精品鉴赏活动ꎬ增
加游客对紫砂的兴趣ꎮ 以工艺师制作紫砂壶为依

托ꎬ依据各自的性格和制作特性ꎬ给游客呈现出不

同规格和特色的成品ꎬ制作的同时可以给游客进

行现场讲解ꎬ完成作品后可以为游客答疑ꎬ并传授

游客识别赝品的知识ꎬ以此吸引游客关注度ꎮ 还

可开展紫砂主题作品名征集活动、作品定制交易

中心、特色品展示中心、紫砂壶赝品识别交流

区等ꎮ

２.类型创新:推进产业融合和资源整

合ꎬ构建丰富的旅游产品体系

充分利用小镇各类自然和历史人文资源ꎬ推
进产业融合和资源整合ꎬ在其原有价值基础上创

造复合价值ꎮ 以工艺师作坊和古龙窑、紫砂博物

馆和陶瓷陈列馆、青龙山黄龙山公园和蜀山风景

区为旅游产品主体ꎬ打造集参观、游览、制作和购

物于一体的旅游线路ꎻ以古街坊和蜀山风景区为

旅游产品主体ꎬ规划探寻文物古迹为主的旅游线

路ꎻ以莲花荡湿地休闲度假村和山地休闲旅游度

假区为主体ꎬ打造观光休闲度假游ꎻ可以观赏沿河

景点和古镇风貌为主体ꎬ开辟水上游览旅游产品ꎬ
让旅客泛舟河面ꎬ畅然欣赏小镇风光ꎮ

小镇还可将紫砂文化与其他资源或文化整

合ꎬ打造特色旅游线路ꎬ丰富旅游产品类型ꎮ 如与

莲花荡湿地资源互动对接ꎬ可开发“紫砂文化＋生
态环境体验”之旅ꎻ与黄龙山互动对接ꎬ可开发“紫
砂文化＋黄龙山”特色之旅、“紫砂文化＋采石和紫

砂采矿场建成遗址”休闲康体之旅ꎻ与古窑址历史

遗存结合ꎬ可创新“千百年陶瓷烧制演示”体验之

旅ꎻ与显圣寺结合ꎬ打造“谛听佛教文化”修身养

性ꎬ陶冶情操之旅ꎻ也可与当地的节庆活动结合ꎬ
打造“紫砂陶遇见四季———季节性旅游产品” “创
意展示———紫砂陶我做主”等ꎮ

３.结构创新:延伸产业链ꎬ细分旅游市

场ꎬ优化旅游产品结构

当前丁蜀镇的旅游产品匮乏ꎬ围绕紫砂文化

的旅游产品多集中在紫砂产业链的末端ꎬ产品结

构较为单一ꎮ 紫砂产业拥有“原料开采—生产—
运输—销售—工艺培训”完整的“流程链”ꎬ且不同

历史时期的生产工艺特征与空间分布也存在差

异ꎬ现实中表现为一系列的“历史空间遗存链”ꎮ
未来小镇要依托这些历史空间遗存链ꎬ深度挖掘

紫砂生产每一个流程的“产业文化遗产”属性ꎬ重
点加大紫砂原料开采、生产和工艺培训环节的旅

游产品开发ꎬ让游客参与紫砂原料开采、工艺制

作、创意产品开发等ꎬ通过延长旅游产业链优化旅

游产品结构ꎮ
此外ꎬ小镇还需针对不同的客源市场ꎬ创新开

发各类旅游产品ꎮ 对学生游客ꎬ开通以紫砂陶园

和博物馆为主线的紫砂陶文化研究类旅游产品ꎬ
可开通亲自制作“紫砂陶 ＤＩＹ 系列”旅游产品ꎻ对
亲子游客ꎬ打造紫砂陶和生肖结合ꎬ即“紫砂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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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之旅ꎬ根据儿童年龄结构设计生肖主题ꎻ对艺

术爱好游客ꎬ可开发“我遇见紫砂陶”“紫砂陶工艺

专题研究”等艺术类旅游产品ꎻ对女性游客ꎬ可建

设家居装饰类紫砂陶主题购物游ꎻ针对家庭旅游

市场ꎬ可依托小镇的水乡风情和江南民居特色的

建筑风貌ꎬ开发小镇休闲观光游、慢生活体验之

旅等ꎮ
紫砂产品与日常生活用品也是息息相关的ꎬ

可以延伸开发相关旅游商品或纪念品ꎮ 如紫砂陶

的装饰文化作用ꎬ可烧制成花盆ꎬ用来栽种成花木

盆景ꎬ是装饰起居室的高雅点缀品ꎬ具有独特的艺

术观赏价值ꎻ紫砂陶的饮食文化作用ꎬ可烧制成烹

饪佳器ꎬ也可运用现代技术制作紫砂电饭煲和电

火锅等ꎬ使紫砂陶饮具崭露头角ꎬ越来越受青睐ꎻ
紫砂陶的茶具文化作用ꎬ是饮茶品茗的首选茶具ꎬ
能通过饮茶感受古老的文化和艺术ꎬ极具陶冶情

趣ꎬ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ꎻ紫砂陶的礼仪文化作

用ꎬ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常用紫砂陶制成品作为馈

赠亲友来表达美好情意的珍贵礼品ꎮ
４.过程创新:应用现代科技ꎬ提升服务

水平

旅游重在体验ꎬ因此运用现代科技更直观生

动地展示旅游产品、让游客参与或虚拟参与旅游

产品设计ꎬ同时享受个性化、高质量的服务ꎬ也是

旅游产品创新的重要途径ꎮ 以宜兴陶瓷博物馆为

例ꎬ它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陶瓷博物馆ꎬ但目前仍以

传统的展示方式为主ꎬ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

求ꎮ 运用现代科技、体验式展示形式应是未来博

物馆展示的突破性改变ꎬ它将观众从被动的角色

转换到在互动体验中欣赏和思考的双向模式中

来[９]ꎮ 还可引入高新科技保护经典产业遗址ꎬ增
加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ꎬ“复活”历史场景ꎬ让旅客

身临其境[１]ꎻ可运用 ５Ｄ 和幻影成像技术ꎬ通过

ＬＥＤ 进行显示古人制作紫砂陶的场景ꎬ切实让旅

客体验逼真的场面ꎮ 也可以构建多媒体教室ꎬ积
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集成技术ꎬ
可让陶瓷爱好者能加入实习创作ꎬ并能在摄像投

影电视屏幕清晰看到制作过程ꎮ 另外ꎬ为游客提

供专业化、个性化、人性化服务ꎬ提升服务质量ꎬ也
是小镇旅游产品创新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ꎮ 因此

需要加大对小镇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ꎬ尤其要提

高相关服务人员的陶瓷文化修养、个性化和人性

化的服务意识和熟练运用现代科技的服务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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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目的地的影视营销活动对游客出行意愿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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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我国消费者对于旅游产品的消费日趋理性ꎬ对传统的营销方式及信息传播方式越来越抵触ꎬ影
视营销作为新兴的营销方式被成功的应用到旅游业中ꎮ 理论分析表明:旅游目的地的影视营销活动主要通过营

销内容、影视节目、营销策略以及营销终端这四大部分影响旅游的旅游动机和对旅游目的地的态度ꎬ最终影响游

客的出行意愿ꎻ实证分析进一步说明:旅游目的地营销活动对游客的出行意愿具有显著影响ꎬ而且影视节目对游

客的出行意愿影响最大ꎬ营销技巧对游客的出行意愿影响相对较小ꎻ观测指标中ꎬ综艺节目和自然风光对游客的

出行意愿影响较大ꎬ民俗文化、植入方式、明星效应出行意愿影响较小ꎮ
[关键词] 　 旅游目的地ꎻ　 影视营销ꎻ　 出行意愿ꎻ　 结构模型

[中图分类号] 　 Ｆ５９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３２－０４

　 　 一、引言

随着游客旅游次数的增加和旅游消费支出的

增长ꎬ我国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消费也日趋理性ꎬ
对传统的营销方式及信息传播方式越来越抵触ꎮ
此时ꎬ具有隐蔽性、不易过滤、效果显著等特点的

影视营销备受旅游开发商青睐ꎬ很多旅游景区通

过影视作品以及综艺节目进行宣传ꎬ增强游客的

出行意愿ꎬ如综艺«爸爸去哪儿»提升雪乡的知名

度ꎬ电影«从你全世界路过»引起了稻城的旅游热

潮ꎮ 这种现象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ꎬ部分学者

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ꎮ 于顺勤(２０１５)对红色景

区ꎬ如台儿庄、巨淀湖等融入影视对地区旅游产业

的影响进行定性分析ꎬ他认为将红色景区元素引

入电影可以扩大对该景区的宣传力度ꎬ使全国人

民加深对该景区的印象ꎬ从而带来旅游人次增

加[１]ꎮ 胡红林(２０１５)认为影视作品能够通过作品

拍摄地吸引游客ꎬ同时利用该电影粉丝的带动能

够为该景点带来更多的游客ꎬ同时他也认为景区

影视宣传欠缺连续性导致宣传效果欠佳[２]ꎮ 宋婷

婷(２０１６)以三亚为例探究影视营销对游客出行意

愿的影响ꎬ他认为影视营销能够带动游客出行意

愿的增强[３]ꎮ 樊志勇等(２０１８)认为旅游目的地旅

游业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营销方式与营销

效果ꎬ韩国通过影视营销在中国引发了韩国旅游

热潮[４]ꎮ 学者们的研究多为定性分析ꎬ缺少定量

研究ꎬ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研究ꎬ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之处ꎮ

二、旅游目的地的影视营销活动影响游

客出行意愿的机制分析

旅游目的地的影视营销活动主要通过营销内

容、影视节目、营销策略以及营销终端这四大部分

影响旅游的旅游动机和对旅游目的地的态度ꎬ最
终影响游客的出行意愿ꎬ具体机制如图 １ 所示ꎮ
　 　 如图 １ 所示:影视营销活动首先是通过营销内

容影响旅游出行意愿ꎬ旅游目的地主要的资源是

民俗文化、人文历史以及自然风景ꎬ其中民俗主要

是指地方饮食、服饰、语言等传统习俗ꎬ我国 ５６ 个

民族各自具有不同的民俗文化ꎬ历史悠久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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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旅游目的地的影视营销活动影响游客出行意愿的机制

民俗文化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ꎬ也是旅游目的

地的重点营销内容[５]ꎻ其次人文历史是指旅游目

的地为古代遗址ꎬ如开封、洛阳、西安、北郊等城市

或者红色旅游基地ꎬ如井冈山、延安、遵义等地区ꎮ
到这些地区旅游可以增长见识ꎬ提升自我ꎬ是影响

当代游客出行意愿的重要因素ꎻ最后ꎬ自然风光是

指风景秀丽之处如桂林、大理等地依靠地区优美

的风景吸引游客ꎮ
旅游目的地在确定自己的营销重点后会通过

影视节目扩大自己的营销范围ꎬ如综艺节目«爸爸

去哪儿»提升雪乡、桂林等地区的知名度ꎬ此外电

影节目也是宣传旅游地区的有效途径ꎮ
旅游目的地为了提升营销效果ꎬ在进行影视

宣传时会使用一些营销技巧ꎬ促使游客旅行意愿

的增强和旅行行为的实现ꎮ 主要的营销技巧为明

星效应、场景植入、符号标记等ꎮ 其中明星效应是

指邀请明星为旅游目的地代言或者邀请综艺节目

到旅行目的地开展ꎻ传统的植入方式主要为画面

植入ꎬ而现今增加了对白植入和声效植入等多种

植入方式ꎬ引起观众共鸣ꎬ从而促进旅游意愿的达

成ꎻ符号标记是指宣传当地的特色如美食、美景或

者标志性建筑等增强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ꎬ
从而促使旅游目的地的选择[６]ꎮ

营销终端主要是指当今的移动设备手机、电
脑以及传统设备电视、广播等ꎬ通过这些终端的宣

传在扩大宣传范围的同时能够增强游客的印象从

而增强游客出行意愿ꎮ
三、旅游目的地的影视营销活动影响游

客出行意愿的实证分析

１.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研究的设计主要包括研究对象的选取、研究

样本的选择以及研究变量的选择ꎮ 研究对象上本

文将云南省作为研究对象ꎬ视为旅游目的地ꎬ分析

云南省的影视营销活动对游客出行意愿的影响ꎮ
主要原因在于云南省的旅游资源丰富ꎬ具有丰富

的民俗文化、人文历史文化而且云南风景秀丽、气
候宜人历来是我国主要旅行地区ꎮ 此外近年来的

«爸爸去哪儿» «舌尖上的中国» «心花路放»等影

视节目的拍摄地都在云南ꎮ 因此将云南作为研究

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ꎮ
进行调查研究必须保证研究样本范围广、类

别多ꎬ因此本文采取线上与线上发放问卷调查的

方式以保证研究样本的容量和多样性ꎮ 线上主要

通过微信和微博平台进行发放ꎬ共发放 １ ０００ 份ꎬ
回收 ６４３ 份ꎻ线下主要是在江苏南京、广东广州、安
徽合肥、湖北武汉、北京、吉林长春、上海这 ７ 个城

市进行ꎬ每个城市发放 １００ 份ꎬ线下问卷的发放笔

者通过付费的形式委托各地区的中国旅行社代为

进行发放

变量选取主要包括自变量、因变量、特征变

量ꎬ其中因变量为旅游出行意愿ꎬ主要通过旅行目

的地态度和旅行动机进行度量ꎻ自变量为旅游目

的地影视营销活动ꎬ主要包括营销内容、影视节

目、营销策略以及营销终端这四大部分ꎻ特征变量

主要指游客的性别、消费水平以及节目喜好等ꎬ这
些因素可能对其出行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通过线上与线下问卷的发放ꎬ收集到了包括

游客的出行意愿强烈程度ꎬ营销内容、影视节目、
营销策略以及营销终端的态度ꎬ游客的性别以及

消费水平这些微观数据ꎬ利用 ＥＸＣＥＬ 按照不同的

类别对数据进行统计ꎮ

２.数据一致性信度、组合信度、收敛效

度检验

问卷调查虽然可以获得较为直观的微观数

据ꎬ但是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存在的弊端在于数

据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别导致效度较低ꎬ为了保证

研究的精准有必要在计量分析之前对数据进行一

致性信度、组合信度以及收敛效度检验来观察数

据的信度以及效度状况以便于提出不良数据ꎬ从
而保证数实证分析的准确性[７]ꎮ 本文利用 ＳＰＳＳ
对问卷整理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ꎬ结果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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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模型变量的一致性信度、组合信度、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观测指标 标准因子载荷 Ｔ 值 一致性信度 组合信度 ＡＶＥ

出行意愿

旅游动机 ０.７８０ ６５ ０.８８３ ０.８６５ ０.６１６

态度 ０.８２５ ７１

民俗文化 ０.７４９ ７１

营销内容
人文历史 ０.７６４ ５６ ０.８６７ ０.８１１ ０.７０６

自然风光 ０.７２３ ５０

影视节目

综艺节目 ０.７３８ ４３ ０.７９５ ０.８１２ ０.６７１

电影 ０.８１５ ４４

明星效应 ０.７４９ ６２

营销技巧
植入方式 ０.８１２ ５９ ０.９０３ ０.８２９ ０.６８２

符号标记 ０.８６９ １０５

营销终端
移动设备 ０.８５１ ６４ ０.８８７ ０.８２６ ０.７０７

传统设备 ０.８２７ ６４

消费水平 年度支出 ０.８０３ ５７ ０.８４４ ０.８５１ ０.６７４

　 　 如表 １ 所示:本文旅游动机、态度等 １３ 个观测

指标的标准因子载荷值均在 ０.７ 以上ꎬ说明这些指

标的效度较好ꎻ各变量的一致性信度得分在 ０.７ 至

０.９ 之间ꎬ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信度ꎻ组
合信度得分均高于 ０.８ꎬ说明量表的组合信度通过

了信度检验ꎻ所有变量的 ＡＶＥ 取值都高于 ０.６ꎬ说
明本研究的收敛效度通过了检验ꎮ

３.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是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发展起来

的一种统计模型ꎬ从其方法脉络上来说ꎬ是对因子

分析和路径分析的综合ꎮ 其基本模型分为观测模

型和结构模型ꎬ其中观测模型是反映观察变量与

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ꎬ结构模型运用路径分析ꎬ反
映各潜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８]ꎮ 结构方程模型

的方程式数学表达如方程(１)(２)(３)所示:
Ｘ ＝ Ａｘｂ ＋ ｃ (１)
Ｙ ＝ Ａｙ ｆ ＋ ｚ (２)

ｆ ＝ ｗｆ ＋ ｅｂ ＋ ｄ (３)
按照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原理本文构建了结

构方程模型如方程(４)(５)(６)所示:
ｆ１ ＝ ｘ１ａ１ ＋ ｘ２ａ２ ＋ ｙ１ｂ１ ＋ ｙ２ｂ２ ＋ ｙ３ｂ３ ＋

ｚ１ｃ１ ＋ ｚ２ｃ２ ＋ ｗ１ｄ１ ＋ ｗ２ｄ２ ＋ ｗ３ｄ３ ＋ ｕ１ｅ１
(４)

ｆ２ ＝ ｘ１ａ１ ＋ ｘ２ａ２ ＋ ｙ１ｂ１ ＋ ｙ２ｂ２ ＋ ｙ３ｂ３

＋ ｚ１ｃ１ ＋ ｚ２ｃ２ ＋ ｗ１ｄ１ ＋ ｗ２ｄ２ ＋ ｗ３ｄ３ ＋ ｕ１ｅ１
(５)

Ｆ ＝ ｎ１ ｆ１ ＋ ｎ２ ｆ２ ＋ Ｃ (６)
如方程(４)(５)(６)所示:ｆ１和 ｆ２分别为旅游动

机和游客对该旅游目的地的态度ꎬｘ 为营销内容ꎬｙ
为影视节目ꎬｚ 为营销技巧ꎬｗ 为营销终端ꎬｕ 为消

费水平ꎮ ａ、ｂ、ｃ、ｄ、ｅ 为相关系数ꎬＦ 为出行意愿ꎮ

４.模型输出结果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 按照模型(４)(５)(６)对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ꎬ结果经笔者整理后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结构方程模型输出结果

变量名称 估计值 观测指标 输出值 标准差 显著性

营销内容 １.２１６

民俗文化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０

人文历史 ０.３０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８

自然风光 ０.８０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０

影视节目 １.４３７
综艺节目 ０.８１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１

电影 ０.６２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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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估计值 观测指标 输出值 标准差 显著性

营销技巧 ０.７１９

明星效应 ０.１５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６

植入方式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１

符号标记 ０.５２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７

营销终端 １.０４４
移动设备 ０.７０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３

传统设备 ０.３３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９

消费水平 ０.７３２ 年度支出 ０.７３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３

　 　 如表 ２ 所示:观测值的标准差较小ꎬＰ 值低于

０.０５ꎬ说明模型较为稳定ꎬ输出结果拟合效果较好ꎮ
营销内容、影视节目、营销技巧以及营销终端对游

客出行意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１. ２１６、 １. ４３７、
０.７１９、１.０４４ꎬ这四个变量的影响系数为估计值根

据观测指标的输出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到ꎮ 说

明旅游目的地营销活动对游客的出行意愿具有显

著影响ꎬ其中影视节目对游客的出行意愿影响最

大ꎬ营销技巧对游客的出行意愿影响相对较小ꎻ特
征变量消费水平对游客出行意愿的影响系数为

０.７３２ꎮ 观测指标中ꎬ综艺节目和自然风光对游客

的出行意愿影响较大ꎬ回归系数值分别为 ０.８１３ 和

０.８０７ꎬ民俗文化、植入方式、明星效应出行意愿影

响较小ꎬ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１０７、０.０４２、０.１５６ꎮ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

论:旅游目的地的影视营销活动主要通过营销内

容、影视节目、营销策略以及营销终端这四大部分

影响旅游的旅游动机和对旅游目的地的态度ꎬ最
终影响游客的出行意愿ꎻ旅游目的地营销活动对

游客的出行意愿具有显著影响ꎬ营销内容、影视节

目、营销技巧以及营销终端四大部分中影视节目

对游客的出行意愿影响最大ꎬ营销技巧对游客的

出行意愿影响相对较小ꎻ观测指标中ꎬ综艺节目和

自然风光对游客的出行意愿影响较大ꎬ民俗文化、
植入方式、明星效应出行意愿影响较小ꎮ

基于以上研究ꎬ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ꎬ整合影视营销的内容ꎬ突出自然风景ꎮ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在营销内容方面民俗文化、
人文历史以及自然风景中ꎬ自然风景对游客的出

现意愿影响最大ꎬ说明游客倾向于选取自然风景

秀丽的地区ꎮ 所以ꎬ景区在进行营销内容宣传时

要有所侧重ꎬ将地区优美的自然风景凸显出来ꎬ才
能增强游客的选取意愿ꎮ

第二ꎬ影视营销重点考虑综艺节目ꎮ 综艺、电

影以及电视剧等影响节目中ꎬ综艺对游客的出行

意愿影响最大ꎬ主要应为综艺节目能够与观众形

成良好的互动ꎬ能够将观众带入场景ꎮ 所以ꎬ旅游

景点可以与国内火热的综艺节目建立联系ꎬ邀请

综艺节目到自己的景区开展活动ꎬ能够对观众形

成较好的宣传ꎬ从而增强出行意愿ꎮ
第三ꎬ使用新媒体进行景区特色宣传ꎮ 当今

时代手机、电脑等移动设备普及范围较广ꎬ旅游景

区可以利用这一点使用新媒体进行营销活动ꎬ如
在微博平台、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等新媒体平台

发布视频、推文等方式介绍景区的特色ꎬ吸引

游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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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诚信思想与当代大学生诚信价值观的构建∗

黄 一 斓

(江苏开放大学艺术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３６)

　 　 [摘　 要] 　 儒家诚信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具有丰富的内涵ꎬ它强调以诚立身、相互

信任和信守承诺ꎬ在传统价值观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冲击弱化了儒家诚

信思想对大学生思想观念和行为的教育影响ꎬ使得部分大学生未能以诚信作为日常道德规范的基本准绳ꎬ产生系

列道德失范现象ꎮ 因此ꎬ有必要借鉴儒家诚信思想的精华ꎬ通过儒家诚信思想在新时代的转化ꎬ将其融入大学生

的诚信教育之中ꎬ成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ꎬ彰显儒家诚信思想在当代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ꎮ
[关键词] 　 儒家诚信ꎻ　 社会价值ꎻ　 诚信教育ꎻ　 知行合一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１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３６－０５

　 　 诚信是一种道德观ꎬ也是一种世界观和价值

观ꎬ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ꎮ
在当前全球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

下ꎬ高校诚信危机问题呈现出普遍化的趋势ꎬ严重

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和高校的形象ꎮ 因此ꎬ借鉴

和吸收儒家诚信思想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成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选择和有效途径ꎮ
“诚”代表着诚信、忠诚ꎻ“信”意味着守信用ꎬ

践承诺ꎮ 诚实、守信是每一位大学生都应该具备

的优秀品质ꎮ 然而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价值导

向、高校诚信教育模式的单一固化、大学生成熟正

确的“三观”尚未完全确立等原因ꎬ致使当代大学

生诚信的整体水平下降ꎮ 近年来ꎬ大学生考试作

弊、学术剽窃、伪造简历、网络欺诈、骗取贷款、销
售假货等行为的数量呈上升趋势ꎬ大学生群体在

学术科研、人际交往和经济生活等领域出现不同

程度的诚信缺失ꎮ 大学生群体的诚信水平势必影

响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未来ꎬ因此ꎬ大学生诚信教育

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ꎮ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逐渐复兴ꎬ出

现了“儒学复兴” “孔子学院” “孔子课堂”以及一

系列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等新时代文化现象ꎬ凸
显出儒家文化因时之变与应世之用的特点ꎬ也表

明当前人民群众希望以传统文化的精髓为理论基

础ꎬ借此净化心灵ꎬ释疑解惑ꎮ 要充分挖掘儒家诚

信思想在大学生诚信教育中的价值ꎬ我们首先要

把握儒家诚信思想在传统社会发展中的功用ꎮ
一、儒家诚信思想在传统社会中的功用
儒家诚信思想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ꎬ在宋明

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ꎬ其倡导的理念影

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方

面ꎬ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重要功用ꎮ
１.“思诚者ꎬ人之道也”———安身立命

之本

在儒家看来ꎬ诚信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最重

要的道德品质ꎬ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ꎮ
«春秋谷梁传»中提道:“人之所以为人者ꎬ言也ꎬ人
而不能言ꎬ何以为人? 言之所以为言者ꎬ信也ꎮ 言

而不信ꎬ何以为言?” [１]１１３ 强调人只有做到言行一

致ꎬ表里如一ꎬ言而有信才能称之为“人”ꎮ 诚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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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立足于社会的优秀品质ꎬ也是社会个体得以

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石ꎮ 孔子说:“人而无信ꎬ不
知其可也ꎮ 大车无輗ꎬ小车无軏ꎬ其何以行之哉?”
[２]４５这是儒家诚信思想对个人品质的要求ꎬ即个人

必须具备诚信这一美德ꎬ遵守诺言ꎬ以诚待人ꎬ才
能在社会中持续发展ꎬ实现理想ꎬ否则一切都是

空谈ꎮ
２.“与朋友交ꎬ言而有信 ”———为人处

世之道

儒家倡导诚信交友ꎬ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一方面ꎬ诚信是交友准则ꎮ 要时刻反省自己是

否做到诚信ꎬ“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

乎? 传不习乎?” [２]４５要求做到“与朋友交ꎬ言而有

信” [２]４７ꎮ 孔子认为只有将“信”作为交友处世的原

则ꎬ才能最终实现“老者安之ꎬ朋友信之ꎬ少者怀

之” [２]１０８ꎮ 另一方面ꎬ诚信是择友标准ꎮ 孔子认为

“主忠信ꎮ 毋友不如己者ꎬ过则勿惮改” “益者三

友ꎬ损者三友ꎮ 友直ꎬ友谅ꎬ友多闻ꎬ益矣ꎮ 友便

辟ꎬ友善柔ꎬ友便佞ꎬ损矣” [２]２８６ꎮ 在选择交往对象

方面ꎬ一切要以忠信为本ꎬ结交那些正直、诚信、知
识渊博的朋友ꎮ

３.“敬事而信”———齐家立业之要

家庭和睦需要诚信ꎮ 家庭关系是由血缘和姻

缘关系形成的ꎬ诚信是维持家庭和谐的道德基础ꎮ
唐代的魏征说:“父子有礼矣ꎬ不诚则疏ꎻ夫妇有恩

矣ꎬ不诚则离ꎮ” [３]４６０因此ꎬ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之

间要以诚相待、真诚守信ꎬ才能和睦相处ꎬ家和才

能万事兴ꎮ 事业成功也需要诚信ꎮ 儒家倡导在不

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要做到“敬事而信”ꎬ爱岗敬业ꎬ
诚实守信ꎬ以“诚”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ꎬ才能取

得事业的成功ꎬ正所谓“信者储也”“信以成之”ꎬ最
终实现“修辞立其诚ꎬ所以居业也” [４]５６ꎮ

４.“民无信不立”———治国理政之基

诚信是统治者取信于民、兴国安邦的关键ꎬ决
定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兴衰ꎮ 孔子强调“民无信

不立” [２]２０８ꎬ如果百姓对统治者不够信任ꎬ那么国

家政权不可能稳固ꎮ 统治者想要取信于民ꎬ必须

具备诚信美德ꎬ率先垂范ꎬ对民众讲信用ꎬ坚持“君
命无贰”ꎬ避免朝令夕改ꎮ 子曰:“上好信ꎬ则民莫

敢不用情ꎮ” [２]２２１ 只要统治者坚持以诚为本ꎬ民众

同样会以诚回馈ꎮ 讲信修睦是统治者治国以礼ꎬ
为政以德的重要表现ꎬ最终可以实现内政外交和

谐稳定ꎬ即孔子所期望的“近者悦ꎬ远者来” [２]２２８ꎮ

二、儒家诚信思想的现代转化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由社会存在决定

的ꎮ 儒家诚信思想形成于传统农业经济时代ꎬ虽
然在传统社会发挥过重大作用ꎬ但也不可避免地

具有时代的局限性ꎮ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ꎬ传
统儒家诚信思想已不足以维系当今社会的诚信体

系ꎮ 因此ꎬ儒家诚信思想必须与时俱进ꎬ转化为现

代的诚信理念ꎬ才能为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提供思

想资源并发挥其当代价值ꎮ
第一ꎬ由“私德自为”的个人诚信转化为“公德

自觉”的社会诚信ꎮ 梁启超认为“人人独善其身者

谓之私德ꎬ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ꎬ二者皆人生

所不可缺之具也” [５]２１２ꎮ 儒家诚信思想注重个人

诚信修养ꎬ以克己复礼、自省、自律、慎言作为人际

交往的准则ꎬ这是对私德的要求ꎮ 公德是人们能

够理解、认同并付诸实践的公共领域中的道德意

识和道德行为ꎮ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ꎬ人
们越来越多地需要依靠公德来做出合理的选择ꎮ
儒家诚信思想要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ꎬ就
需要与新时代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ꎬ在强调个人

道德修为的同时ꎬ培养公民主人翁精神意识ꎬ提高

个体公共道德水平ꎬ实现由个人诚信向社会诚信

渐进式、渗透式的转化ꎮ
第二ꎬ由熟人社会的“缘系诚信”转化为公民

社会的制度诚信ꎮ 儒家诚信思想是基于血缘、姻
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形成的诚信关系ꎬ这种亲人或

熟人之间的诚信ꎬ适用于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的道

德体系和社会制度ꎬ却不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环

境下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ꎮ 现代社会的人际关

系与传统社会差别很大ꎬ个人的良知或君子协定

已经无法约束彼此的行为ꎮ 吉登斯认为“信任在

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连” [６]２３ꎮ 我们应当将儒家

诚信思想转换为重视法治原则的现代诚信观ꎬ在
现代法规、制度中融入儒家传统诚信思想和伦理

精神ꎬ创造性建立新的诚信规则体系ꎬ以共同的诚

信规则维护现代社会秩序ꎮ 正如哈贝马斯所说ꎬ
任何国家的文明都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持ꎬ否则便

是无根之木ꎬ无源之水[７]ꎮ
第三ꎬ由“重义轻利”的道义诚信转化为“义利

统一”的经济诚信ꎮ 儒家诚信思想强调义与利的

区别ꎬ轻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ꎬ倡导“重义轻利”
“先义后利”等观念ꎬ与现代经济体制重视效益和

追求利润等理念格格不入ꎮ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最

有益于社会发展和值得提倡的善行是利人又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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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活动ꎮ 所以ꎬ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ꎬ整
合传统的诚信思想ꎬ克服其纯粹道义和德行主义

的弊端ꎬ引入合理的功利主义ꎬ将“义”与“利”统一

起来ꎬ树立经济诚信意识ꎬ在尊重个人的合法利

益ꎬ坚持平等互利的基础上ꎬ使经济诚信成为聚财

求义的重要手段ꎮ
第四ꎬ由自律自省的“诚信知行”转化为自律

他律相统一的“诚信知行”ꎮ 儒家诚信思想认为诚

信的养成和实践都是个体内在的道德需求ꎬ即“见
贤思齐焉ꎬ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２]８９ꎮ 然而ꎬ在现代

社会中ꎬ面对各种利益诱惑ꎬ个人要完全依靠道德

自觉和自律做到诚实守信是行不通的ꎮ 因此ꎬ我
们既要重视自我道德认知和实践在培养诚信道德

过程中的作用ꎬ也要充分结合外在的约束机制ꎬ建
立自律与他律相统一的现代诚信道德规范ꎬ借此

巩固和保障诚信行为的常规性和持久性ꎮ
三、儒家诚信思想在当代大学生诚信教

育中的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ꎬ必须加

强思想道德建设ꎬ特别是推进诚信建设[８]ꎮ 我们

可以用现代性生活世界理论探讨儒家诚信思想进

行现代转化之后在大学生诚信教育中的实践价

值ꎮ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从

三个方面解释生活世界:一是文化或符号系统方

面ꎬ即行为者对共同的语言结构、文化传统以及价

值信仰的认同ꎮ 二是社会或社会制度方面ꎬ即主

体在交往过程中都能遵守的社会规范ꎮ 三是个性

导向或自我本体方面ꎬ即行动者能够充分了解自

己ꎬ通过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来满足个体成长

的需要ꎮ 据此ꎬ儒家诚信思想在诚信传统的认同

与传承、诚信制度规范的构建与实施、诚信个性心

理的塑造和确立等方面ꎬ均对当代大学生诚信教

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ꎮ
第一ꎬ借鉴儒家诚信教化理念ꎬ营造校园诚信

公德氛围ꎬ可以增强大学生对诚信文化传统的认

同感ꎮ
外部环境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成长和

发展ꎮ 儒家学者一贯重视外部环境对个人品德塑

造的重要性ꎬ如孔子提出“里仁为美ꎮ 择不处仁ꎬ
焉得知?” [２]２９８荀子认为“蓬生麻中ꎬ不扶而直ꎻ白
沙在涅ꎬ与之俱黑” [９]５ꎮ 校园环境是大学生学习和

生活的主要外部环境ꎬ强化诚信理念的教育和学

习ꎬ培育和优化校园诚信舆论环境ꎬ有利于增强诚

信作为一种公德对大学生的影响力ꎬ提升大学生

对诚信观念的接受度ꎮ
«孟子»中提到ꎬ“学则三代共之ꎬ皆所以明人

伦也” [２]１１９ꎮ “明人伦”即道德伦理教育ꎬ是古代儒

家诚信教化的主要内容ꎮ 鉴于此ꎬ营造校园诚信

舆论环境应以教育为基础和起点ꎬ用教育的方式

帮助大学生树立诚信意识ꎬ把诚信意识教育贯穿

在大学教育和工作的各个环节中ꎮ 高校既要在

“思修”等德育课程中进行诚信教育ꎬ也要在专业

课程中涉及大学生未来发展的行业和领域中融入

诚信教育内容ꎮ 在教育过程中ꎬ不断丰富诚信教

育的形式和内容ꎬ如重温古代经典诚信故事ꎬ用现

代视角和语言来转换传统儒家的诚信思想ꎻ运用

讲座、论坛、辩论会等活动形式ꎬ让学生主动学习ꎬ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接受诚信教育ꎮ 在诚信理念

的宣传和教育过程中ꎬ要特别注意占领网络诚信

教育阵地ꎮ «礼记»指出“化民易俗ꎬ近者悦服而远

者怀之ꎬ此大学之道也” [９]２２３ꎮ 利用校园广播、“两
微一端”等传播媒介ꎬ宣传各种形式的诚信美德事

迹ꎬ用舆论影响大学生的一言一行ꎬ让其认识到诚

信的价值ꎬ养成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ꎮ 除此之

外ꎬ还需强化诚信法制意识ꎬ进行校园诚信法制建

设ꎬ将大学诚信德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ꎬ帮助大学

生认识到诚信的红线ꎬ做到“严守诚信红线ꎬ筑牢

法制底线”ꎬ追求诚信人格ꎬ避免诚信危机ꎮ
第二ꎬ参考儒家诚信制度建设ꎬ建立大学生诚

信管理、监督、奖惩机制ꎬ可以遏制大学生不诚信

行为的发生ꎮ
健全的体制和制度是落实责任、保障工作效

果的重要手段ꎮ «中庸»说ꎬ“非天子ꎬ不议礼ꎬ不制

度ꎬ不考文” [１０]２５３ꎬ告诫人们要根据制度的规范ꎬ做
好自己分内应做的事ꎬ坚持“君子素其位而行ꎬ不
愿乎其外” [１０]１０４ꎬ从而实现“欲令永遵此制ꎬ无敢逾

矩” [１１]８７ꎮ «孟子»亦指出:“圣人既竭目力焉ꎬ继之

以规矩准绳ꎬ以为方圆平直ꎬ不可胜用也ꎮ” [１２]１５２

«吕氏春秋»中提道:“欲知平直ꎬ则必准绳ꎻ欲知方

圆ꎬ则必规矩ꎻ人主欲自知ꎬ则必直士ꎮ” [１３]３５４这些

论述都强调了建立“规矩”和“准绳”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ꎮ 可见ꎬ大学生诚信品德的养成既要通过理

论教育内化为道德信念ꎬ又要通过管理、监督和奖

惩机制ꎬ确保大学生践行诚信价值观ꎬ减少和杜绝

不诚信行为ꎮ
首先ꎬ制定诚信管理制度ꎮ 孔子尚德、尚义ꎬ

不尚勇ꎬ主张用道德规范、礼义制度来约束自身的

言行ꎬ做事多考虑后果ꎬ避免给他人和自己带来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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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ꎮ 高校要制定相应的诚信管理制度ꎬ用制度的

形式细化诚信管理内容ꎬ执行这些制度既可以警

醒大学生时刻注意自身行为是否诚信ꎬ又可以有

效提高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的

能力ꎮ 同时ꎬ高校要重视对诚信行为的记录和评

价方面的制度建设ꎮ 一方面ꎬ建立诚信档案管理

制度ꎮ 如实记录大学生在校的学习成绩、思想状

况、行为表现、贷款记录、奖惩情况、班主任评价和

院系意见等ꎬ统一做成学生的诚信档案ꎬ供学校、
用人单位查阅ꎮ 另一方面ꎬ建立诚信评价制度ꎮ
如实记录大学生在校的行为ꎬ利用网络、大数据等

实用工具ꎬ归纳分析学生的诚信度ꎬ量化学生的诚

信分值ꎬ作为评奖评优的标准ꎮ 另外ꎬ对重大违信

行为ꎬ如作弊、论文抄袭和没有如期返还贷款等行

为实行扣分制ꎬ达到遏制失信行为的目的ꎮ
其次ꎬ健全诚信监督制度ꎮ 主要包括外部监

督和内部监督两个方面ꎮ 外部监督主要是教育部

成立的高校学风建设协调小组ꎬ内部监督是指高

校设立专门的诚信监督机构或组织ꎮ 但是目前高

校中并没有成立这种类似的专门机构ꎮ 专业的诚

信监督机构能够高效追踪和处理学生的诚信事

件ꎬ有利于杜绝学生的不诚信行为ꎮ 如监督学生

的学习、学术诚信ꎬ对迟到、旷课、作弊、学术抄袭

剽窃等情况进行评定ꎬ作为学生综合成绩的考核

标准ꎻ监督学生生活诚信ꎬ对贷款违约等行为进行

提醒、警告ꎻ监督毕业生就业诚信ꎬ及时公示已经

签约的学生名单ꎬ并对违约行为进行批评教育ꎮ
最后ꎬ完善诚信奖惩机制ꎮ 坚持奖励为主ꎬ惩

罚为辅的奖惩制度ꎬ可以从规范、制度上使守信者

获利ꎬ违信者失利ꎬ长期的坚持必能净化校园不正

之风ꎮ 一方面建立诚信激励制度ꎮ «论语»中记

载ꎬ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ꎬ如之何?”子曰:“临
之以庄ꎬ则敬ꎮ 孝慈ꎬ则忠ꎮ 举善而教不能ꎬ则

劝ꎮ” [２]６２可见ꎬ奖励能够引导善行ꎬ采取奖励、激励

的办法提拔好人ꎬ百姓就会更加勤勉ꎮ 高校可以

综合考查大学生的诚信情况ꎬ将其作为评定奖学

金、入党、保送研究生等工作的必要依据ꎮ 高校还

可以开展以树立诚信楷模和榜样为主题的活动ꎬ
对诚信主人公进行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ꎬ如设立

诚信基金、颁发诚信证书ꎬ同时通过校园网络媒体

来宣传诚信人物事迹ꎬ鼓励大学生向诚信榜样学

习ꎮ 另一方面建立诚信惩罚制度ꎮ 子曰:“道之以

政ꎬ齐之以刑ꎬ民免而无耻ꎻ道之以德ꎬ齐之以礼ꎬ
有耻且格ꎮ” [２]５４也就是说ꎬ既要对人民进行道德教

育ꎬ也要进行法制教育ꎬ不能忽视刑罚、法制在治

理国家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ꎮ 道德教育与法制处

罚相结合ꎬ既能让学生有知耻之心ꎬ又能让学生遵

规守法ꎮ 诚信惩罚制度和其他处罚制度类似ꎬ当
大学生有失信行为时ꎬ视情节和结果的情况ꎬ给予

不同程度的惩罚ꎬ如批评教育、警告、退学和行政

处分等ꎬ让学生心服口服接受惩罚ꎬ改正错误ꎮ
第三ꎬ学习儒家诚信性情养成ꎬ完善大学生诚

信心理机制ꎬ可以塑造大学生诚信人格ꎬ并践行诚

信价值观ꎮ
儒家认为ꎬ人在出生时ꎬ本性都是善良的ꎬ性

情也很相近ꎬ就像水的本性趋向低处ꎮ 但随着生

活环境的改变ꎬ人的习性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ꎬ
后天的教养就显得十分重要ꎮ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诚信心理ꎬ我们认为诚信是主体的知行一致ꎬ并可

将诚信分为信任、重诺、守信和信用四个维度ꎬ通
过调查分析ꎬ总结出大学生的诚信心理呈现出年

级差异、专业差异和性别差异等特征[１４]ꎮ 因此ꎬ大
学生的诚信教育应遵循学生成长发展的规律和道

德品质形成的规律ꎬ满足学生的个性需求ꎮ
首先ꎬ坚持层次性、渐进性教育原则ꎬ让不同

年龄阶段的大学生都接受和认可诚信教育ꎮ 不同

性别、专业和年级的学生对诚信有着不同的理解ꎬ
不诚信行为也各不相同ꎮ 孔子认为教育要遵循循

序渐进和因材施教的原则ꎻ孟子也根据学生的不

同情况ꎬ因材施教ꎬ总结出了五种不同的教育方

式ꎮ 因此ꎬ我们要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

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ꎬ比如ꎬ对于大一新生ꎬ他
们在生活适应、人际交往方面存在困惑ꎬ如果不能

及时引导ꎬ会引发更多的问题ꎮ 所以要在新生入

学教育中融入诚信教育ꎬ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诚信

观ꎻ对于大二学生ꎬ须强化“三观”教育ꎬ诚信理论

与社会实践教育相结合ꎻ对于大三、大四的学生ꎬ
主要是在继续求学或择业、就业和创业方面加强

职业诚信道德教育ꎮ 大学生诚信教育是知、情、
意、行不断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ꎬ只有针对不同

对象、结合不同的诚信问题ꎬ进行长期连贯的指

导ꎬ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ꎮ
其次ꎬ培养大学生个体的诚信心理ꎬ引导大学

生树立诚信价值观ꎮ 子曰:“人之生也直ꎬ罔之生

也幸而免ꎮ” [２]１１９意思是说ꎬ社会中一些不正直、不
真诚的人能够生存发展ꎬ甚至名利双收ꎬ并不代表

他们的品德和行为值得人们学习ꎬ而是他们侥幸

免于祸害或灾难ꎮ 当前部分高校的诚信教育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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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单向的灌输式教育ꎬ忽视了学生个性化需求ꎬ抹
杀了学生的话语权ꎬ以致降低了诚信教育的质量ꎮ
培养诚信品德离不开主体主动吸收和积极内化ꎮ
因此ꎬ培养大学生的诚信品德要充分发挥学生的

能动性ꎬ培养其诚信心理ꎮ 一方面双向互动ꎬ尊重

学生的话语权ꎬ满足学生的个性需求ꎮ 依据马斯

洛需求理论ꎬ只有满足人的缺失性需求ꎬ才能进一

步达到更高层次的需求ꎮ 大学生失信行为的产生

主要是由于个体需求得不到满足ꎬ大学生诚信教

育应结合实际问题ꎬ让学生表达内心的诉求ꎬ通过

满足学生需求纠正不诚信行为ꎮ 另一方面要尊重

学生的主体地位ꎬ激发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和自我服务的潜能ꎮ 诚信教育不仅是学校和教育

者对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过程ꎬ还应联系实际ꎬ拓
宽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途径ꎬ让他们在实践和

学习的过程中认识到诚信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

意义ꎬ时刻提醒自己要做到有章必循ꎬ有诺必践ꎮ
最后ꎬ从修身自律与知行合一的维度ꎬ引导学

生做诚信思想的践行者ꎮ «礼记»指出:“情欲信ꎬ
辞欲巧ꎮ” [１５]２５１感情要真实ꎬ言辞、行动才能打动人

心ꎮ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ꎬ礼以行之ꎬ孙以出之ꎬ
信以成之ꎮ 君子哉!” [２]２７１礼义、谦逊、诚信是君子

高尚品德的外在表现ꎮ 君子不需要将诚信挂在嘴

边却能自始至终坚持诚信ꎬ按照讲究信用的原则

和方式去完成所做的事ꎬ这充分说明了实践的重

要性ꎮ 社会实践可以让学生充分把握诚信的重要

性ꎬ也是实现诚信道德外化于行的主要途径ꎮ 皮

亚杰提出自律道德的重要特征是主观责任感ꎬ他
认为判断个体道德认知水平的关键点是个体行为

的意向ꎮ 大学生不仅是诚信教育的客体ꎬ也是诚

信教育的主体ꎬ他们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吸收养分ꎬ
在促进儒家传统诚信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ꎬ
培养优秀的道德品质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ꎮ «礼

记»也指出:“故君子之于学也ꎬ藏焉ꎬ修焉ꎬ息焉ꎬ
游焉ꎮ 夫然ꎬ故安其学而亲其师ꎬ乐其友而信其

道ꎬ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 [１５]２３７ꎮ 所以ꎬ高校应将

课堂学习与课外活动统一起来ꎬ理论与实践训练

相结合ꎬ定期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ꎬ在社

会活动中倡导诚信思想ꎬ使诚信教育由内化于心

的接受转变为外化于行的实践ꎮ
诚信ꎬ是古往今来任何国家与社会形态道德

建设的核心内容ꎬ也是个人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必

备的优秀品质ꎮ 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ꎬ他
们的道德水准特别是诚信素养影响着社会的文明

程度ꎮ 儒家思想从诚信的内涵、作用以及与其他

道德问题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做出全面系统的论

述ꎬ使得诚信成为安身立命之本、为人处世之道、
齐家立业之要、治国理政之基ꎬ至今仍熠熠生辉ꎬ
对高校大学生诚信教育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

价值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ꎬ青年

兴则国家兴ꎬ青年强则国家强[８]ꎮ 高校大学生作

为实现中国梦的青年人才ꎬ应该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诚信文化传统ꎬ将个人诚信与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联系起来ꎬ坚持知行合一ꎬ诚
信为人ꎬ诚信治学ꎬ诚信做事ꎬ成为弘扬和践行新

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力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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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内涵探析∗

罗 斯 静

(湖南信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湖南长沙　 ４１０１００)

　 　 [摘　 要]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的根本要求ꎬ也是中国梦实现的必经之路ꎮ 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提供了战略方向ꎮ 如何实现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创新化长远发展、实现

“中国梦”是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切实思考的难题ꎬ对此应从制度、治理以及技术等多个维度探析习近平国家

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内涵ꎮ
[关键词] 　 习近平ꎻ　 国家治理现代化ꎻ　 思想价值ꎻ　 实现维度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４１－０４

　 　 国家治理是一个永恒的命题ꎬ自党的十八大

以来ꎬ借鉴西方先进治理理念ꎬ根据中国的国情并

结合我国治理实践经验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ꎬ
并形成了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

理思想ꎬ以此来不断推进国家现代化发展和“中国

梦”目标的实现[１]ꎮ 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

是执政理念重大创新与飞跃ꎬ更是应对新时期国

家治理问题的战略方针ꎬ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

意义ꎮ 在新时代ꎬ以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

为指导ꎬ完善国家治理体系ꎬ提升国家治理能力ꎬ
加快国家现代化发展步伐是非常必要的ꎮ

　 　 一、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理论

来源与形成

１.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理论

来源

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所涉及的领域是

多方面的ꎬ其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

等多个层面的现代化建设[２]ꎮ 该理论思想是建立

在坚实和丰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ꎬ其吸收了中国

传统优秀文化中的治国理念ꎬ是对马克思主义国

家治理思想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几

代领导人治国理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ꎬ更是借鉴

了西方先进的治理理论ꎬ与现代化发展需求与中

国国情相适应ꎮ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的代

表ꎬ需要肩负起国家治理的重要职责ꎬ始终起到重

要的实践推动作用ꎬ并着重强调最终目的在于实

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ꎬ此外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人

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ꎬ对此国家治理应以人民

为主体才能实现自由与全面发展ꎮ 由此可见马克

思主义治国思想中指出党需要肩负责任ꎬ以人民

为根本ꎬ不断提高执政能力[３]ꎮ
毛泽东提出“坚持群众路线”ꎬ经济上探索适

合国情的经济管理体制ꎬ政治上以“团结—批评—
团结”的战略方针实现党的内部教育ꎬ在文化上坚

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ꎬ同时还强调加强共产主

义理想信念教育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许

多富有创新性的思想理念ꎬ这些理论成果为中国

走特色化国家治理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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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４]ꎻ邓小平同志一直构思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

发展蓝图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ꎬ提出改革

开放战略来解放生产力ꎬ也着重指出需改善党与

国家的领导制度实现民主化、法制化建设ꎻ江泽民

同志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索ꎬ强调“治
国必先治党”ꎬ并从执政为民的角度提出了“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来应对新时期新任务ꎬ同时明确将

“依法治国”战略作为基本治国方针来为国家的长

治久安提供保障ꎻ胡锦涛结合“三个没有变”基本

国情ꎬ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ꎬ树立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

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５]ꎮ 习近平国家治理现

代化思想是对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治国理念

的继承与发扬ꎮ

２.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形成

背景

任何思想以及战略的提出与背景环境是分不

开的ꎬ其主要为实践需要而产生的ꎬ习近平国际治

理现代化思想也是基于特定的背景环境下形成

的ꎬ主要是受到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影响ꎮ 在国际

层面上ꎬ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ꎬ国际形势

风起云涌ꎬ也对国家治理形成了巨大的挑战ꎬ使得

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确定性因

素增多ꎮ 为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系列变化与挑

战ꎬ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亟待转型ꎬ与时俱进、因时

而变来更好地融入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之中[６]ꎻ在
国内层面ꎬ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ꎬ我国正式进入了新时代ꎬ也面临着越来越多

的新问题ꎬ存在政治、文化、生态等与经济发展不

平衡、不协调ꎬ尤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深水区ꎬ急

需建立完善的治理体系与提高治理能力ꎮ 在国际

与国内双重背景的影响下ꎬ为应对复杂的国家治

理问题ꎬ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应运而生ꎮ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科学概念ꎬ明确指出“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ꎬ
这也标志着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正式提

出ꎮ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大会议上从不同维度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ꎬ并在

治国理政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与充实ꎬ最终形

成了广为人知的国家治理思想ꎮ

　 　 二、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主要

内容与特征

１.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主要

内容

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内涵是丰富

的ꎬ其主要从目标、主线、战略、行动指南以及价值

引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ꎬ主要内容

可以高度概括为表 １ 所示[７]ꎮ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是中国人民的夙愿ꎬ包含了对国家富强、民
族兴盛和人民安康幸福殷切的期盼ꎬ国家治理最

终是服务于人民的ꎬ对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

目的在于实现“中国梦”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

治理关键在于明确“走什么路”ꎬ通过不断的实践

与探索证明需坚持党的领导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ꎮ 对此习近平着重强调国家治

理现代化全过程需将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贯穿其中ꎮ

表 １　 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主要内容

项目 内容

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主线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战略 “四个全面”

行动指南 “五大发展理念”

价值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以及全面从严治党”是基于新时期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提出的战略布局ꎬ其是

实现“中国梦”伟大宏图的战略举措ꎬ在国家治理

现代化进程中需以“四个全面”为战略方针来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提供保障[８]ꎻ以“创新、协调、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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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行动指南ꎬ通过转

型升级与协调发展来协调矛盾并解决国家治理根

本性问题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优

秀文化的高度提炼与升华ꎬ从国家、社会以及公民

三个层面提出了价值倡导ꎮ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价值引领ꎬ提升价值认同、化解价值冲突ꎬ增
加民族凝聚力与团结力ꎬ创建民主、公平的环境ꎬ
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ꎮ

２.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鲜明

特征

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从全局观出发ꎬ
海纳百川、博纳中外ꎬ具有鲜明系统性、时代性与

民族性特征ꎮ
第一ꎬ系统性ꎮ 习近平曾明确指出国家治理

体系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多

个领域的制度机制ꎬ需要通过各领域机制的完善

与联动才能有效地实现治理现代化ꎮ 习近平将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ꎬ对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方向以及方法等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规划ꎬ以实现“中国梦”为根本目标ꎬ以“四
个全面”战略、“五大发展理念”来全面推动国家治

理的六大领域实现统筹、协调发展ꎮ 可见习近平

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系统性

特征[９]ꎮ
第二ꎬ时代性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治理能

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进

步ꎬ会向更高水平不断提升ꎮ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

适应时代变化ꎬ不断通过改革深化实现治理制度

化、规范化ꎬ提高治理效能ꎮ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

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ꎬ其是跟着时代发展变

化与时俱进的ꎮ 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本身

就是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的变化而提出的ꎬ自十

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以来ꎬ对思想内涵不断扩

充与丰富来适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ꎮ 尤其是新

时代的时代课题是伟大复兴梦的实现ꎬ将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设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的实现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ꎮ 习近平国家治理现

代化思想也会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与需求ꎬ不断

完善、不断充实ꎮ
第三ꎬ民族性ꎮ 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

强调以民为本ꎬ不论是在国家治理目标制定上还

是在治理方式上都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

念ꎬ具有明显的民族性特征ꎮ “中国梦”其本质是

人民梦ꎬ开展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为人民谋福祉、谋
幸福ꎬ通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贯彻“五大发展

理念”来惠及全体人民ꎮ 同时在国家治理上ꎬ习近

平指出“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基层群众

自治良性互动ꎬ促进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协作协调、
互促互补互融”ꎬ强调通过人民与政府协同合作实

现国家治理现代化ꎮ

　 　 三、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实现

维度

１.制度维度:完善制度体系建设

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ꎬ一切的发

展都需要以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ꎬ这样才能

通过制度约束与规范来构建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

和提升治理能力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法制化、规
范化发展ꎮ 可以说制度建设对国家治理起到了重

要的影响作用ꎬ对此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需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ꎬ明确

政府职能范围ꎬ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型ꎬ通过依法

行政、明确职能分工来建设完善的政府治理体系ꎬ
提高执政能力与政府公信力ꎬ充分发挥政府治理

的效力ꎻ二是健全法律制度体系ꎬ加强司法体制改

革ꎬ将权力关进笼子ꎬ全面推动依法治国和依法治

企ꎬ规范国家治理中的权力运行ꎬ实现国家治理权

力的规范化、合理化以及科学化运行ꎻ三是健全社

会主义民主协商制度ꎮ 目前国家治理以政府治理

为主ꎬ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倾听群众的心声ꎬ通过健

全基层民主协商制度ꎬ满足公众参政议政的诉求ꎬ
提高公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ꎬ实现国家治理多

元化ꎮ

２.治理维度:构建协同治理模式

国家治理现代化效能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由

治理模式所决定的ꎬ为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ꎬ
参与主体需多元化ꎮ 坚持党的领导ꎬ构建以政府

治理为主导、社会以及群众治理互动的协同治理

模式ꎮ 培养多元化治理主体ꎬ充分解放与增强社

会活力ꎬ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ꎮ 国家治理现

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ꎬ仅依靠党和政府

一己之力是不能完成的ꎬ这需要立足于人民的根

本需求ꎬ切实了解国家治理存在的矛盾ꎬ扩宽治理

渠道ꎬ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引进社会、公
众等主体ꎬ鼓励基层社会治理的自主创新ꎬ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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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１＋１>２”的协同效应ꎬ打破原来的单一性主体

治理格局ꎬ实现治理能力的大幅度提升ꎮ

３.技术维度: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ꎬ而现代化强国离不开数字化建设ꎮ 尤其是习

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时代性特征ꎬ习
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提出以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

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ꎮ 对此在互联网技术高

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ꎬ国家治理需紧跟时代发展

方向ꎬ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治理技术的创新ꎮ
以电子信息技术打破信息孤岛ꎬ实现政府治理数

据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ꎬ优化提高政府执政的公

信力ꎬ向服务型政府转变ꎬ并以“互联网＋”应用如

云计算以及大数据挖掘等技术ꎬ推动技术、业务以

及数据的深度融合ꎬ实现国家治理精准化与高效

化ꎬ打造智慧型社会ꎮ 同时利用互联网技术扩宽

社会、公众参与渠道ꎬ推动国家治理共同参与ꎮ
国家现代化发展是中国新时代发展的诉求ꎬ

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为我们指引了方向ꎮ
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ꎬ需要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ꎬ
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ꎻ需要从制度、治理与技

术等多个维度着手ꎬ实现依法治国、多主体参与以

及治理创新ꎬ从而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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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员心理契约差异性及管理启示

朱 良 平

(皖江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ꎬ 安徽马鞍山　 ２４３０３１)

　 　 [摘　 要] 　 心理契约是增强组织成员组织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方面ꎬ但不同个体其心理契约存在着差异

性ꎬ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专业分析ꎬ认为性别、年龄、学历都是影响组织成员心理契约的重要因素ꎮ 本

研究对 ２０ 多家企业的 １３６２ 位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ꎬ得出结论为:不同性别的组织成员之间心理契约

存在差异ꎻ不同年龄的组织成员之间心理契约存在差异ꎻ不同教育水平的员工之间心理契约存在差异ꎮ 因此ꎬ领
导者应根据不同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对组织成员心理契约进行针对性的完善与构建ꎬ从而加强组织与成员之

间的联系ꎮ
[关键词] 　 心理契约ꎻ　 性别ꎻ　 年龄ꎻ　 学历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３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４５－０５

　 　 心理契约与经济契约相对应ꎬ是建立在雇佣

双方劳动关系基础上的双方对于责任、义务等的

理解与信ꎮ 心理契约对组织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

很强的支撑性ꎬ因此众多学者从各角度对心理契

约进行研究与分析ꎮ 性别、年龄、学历是划分不同

群体的重要标准ꎬ但相关研究一般将这三因素作

为心理契约构建或破裂的前因或结果变量进行分

析ꎬ本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心理契约差异进行分析ꎬ
将三变量与心理契约本身相结合ꎬ从而为心理契

约差异化管理提出应有启示ꎮ
一、研究假设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析ꎬ心理契约带有很

大的互惠意义ꎬ在雇佣关系中如果组织能够满足

员工的利益与心理需求ꎬ那心理契约会得到巩固ꎬ
否则就会出现心理契约破裂ꎮ 现阶段关于心理契

约的研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假设或前提ꎬ即不同

组织成员之间心理契约是一样的ꎬ但事实并非如

此ꎬ由于心理契约是组织成员向组织付出努力以

及获得组织回报的感知ꎬ组织成员之间的努力程

度是不同的ꎬ获得的回报也是不同的ꎬ即使回报相

同也很有可能因为组织成员的个体特质产生不同

程度的心理契约ꎮ 也有学者[１] 对不同群体的心理

契约进行了分析ꎬ比如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心理

契约差异、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心理契约

的差异、国有企业员工与民营企业员工之间心理

契约差异等ꎬ但仅限于心理契约形成与破裂的影

响因素ꎬ缺乏对其本身的研究ꎮ 为此ꎬ本文不再认

为所有组织成员心理契约具有单一性ꎬ而是更具

性别、年龄、学历等分为不同的程度与水平ꎮ 国外

学者 Ｆｒｅｅｓｅ 等人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男性员工比女

性员工展现出更高水平的职业追求ꎬ在同等职业

发展水平下ꎬ男性员工的心理契约水平低于女性

员工ꎻＣｏｙｌｅ－Ｓｈａｐｉｒｏ 等人研究发现女性员工比男

性员工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ꎬ承担着更多

的组织义务ꎬ因此同样的组织回报可能会降低女

性员工心理契约ꎮ 另外男性与女性在家庭和工作

任务分配方面也存在着差异ꎬ这也是影响不同性

别之间心理契约差异的重要因素ꎮ
因此ꎬ假设 １:不同性别的组织成员之间心理

契约存在差异ꎮ
年龄与性别一样是测量心理契约形成与破裂

的重要变量ꎬ但只有少数研究将年龄变量作为心

理契约内容的影响因素相关分析ꎮ Ｌｅｗｉｓ 等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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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０ 岁年龄段的职工组织认知感进行了分析ꎬ他
们提出随着年龄增加职工对组织和工作的看法逐

渐稳定ꎬ心理契约随着时间的改变也呈现出阶段

化趋势ꎬ年龄越大越容易通过组织支持获得较高

水平的心理契约ꎮ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 等人认为年轻员工对

组织公平、平等ꎬ领导者授权和组织认可的期望指

较高ꎬ因此他们的心理契约相对于年长员工来说

是更不容易满足的ꎬ同时在心理契约履行状态下

其对年轻组织成员的激励作用也是更强的ꎮ
因此ꎬ假设 ２:不同年龄的组织成员之间心理

契约存在差异ꎮ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认为个体特征是影响其行为与态度

的重要因素ꎬ而教育又是个体特征的影响因素之

一ꎬ为此他提出不同教育水平的组织成员展现出

不同的偏好、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ꎬ这是组织成员

之间相区别的重要表现ꎮ Ｇｕｅｓｔ 更是直接提出教

育是心理契约形成的重要因素ꎮ 从教育角度对心

理契约进行分析的研究有限ꎬ且多数研究将其作

为前因变量ꎬ只有 Ｓｅｌｓ 将教育与心理契约内容相

结合ꎬ他认为不同教育水平的员工在心理契约上

呈现出不同的类型ꎬ教育水平较低时心理契约为

忠诚型ꎬ教育水平较高时心理契约为工具型或独

立型ꎬ这就表明了教育是影响心理契约的重要因

素之一ꎮ 这可用教育水平影响个体认知水平进行

解释ꎬ高教育水平的组织成员具有较高的自我效

能感与自我价值感[２]ꎬ因此对组织的要求也比较

高ꎬ低教育水平的组织成员自信心不强ꎬ因此倾向

于遵守组织规章制度ꎮ
因此ꎬ假设 ３:不同教育水平的员工之间心理

契约存在差异ꎮ
二、实证研究

１.测量工具

本文选取心理契约中的一个维度———组织责

任进行测量ꎮ 组织责任即为促进员工发展组织所

承担的责任ꎬ其包括三个方面ꎬ分别为发展责任、
交易责任、关系责任ꎬ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心理契约

为发展契约、交易契约、关系契约ꎮ 发展契约指组

织为成员发展提供机会与条件ꎬ包括 ８ 个题项ꎬ比
如“组织否是为其成员提供学习与培训机会” “组
织是否为其成员提供晋升机会”“组织是否给予其

成员独立发展的权利”等ꎮ 交易契约指组织成员

为组织付出努力后是否得到应有的物质回报ꎬ包
括 ６ 个题项ꎬ比如“薪酬水平” “福利水平”等ꎮ 关

系契约指组织是否营造了有利于组织成员构建信

任关系的氛围ꎬ包括 ６ 个题项ꎬ比如“是否尊重员

工”“公平氛围如何”“是否具有保障沟通与交流的

制度设计” 等ꎮ 所有题项得分的均值为该维度

总分ꎮ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ꎬ氛围测试阶段与正

式阶段两个阶段ꎬ在测试阶段对问卷各题项的效

度和信度进行检验ꎬ相关系数表明问卷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ꎮ 采用 Ｌｉｋｅｎ 五级计分法ꎬ各题项分别标

注 １－５ 分ꎬ分数越大表明程度越高ꎬ比如在薪酬水

平题项上ꎬ１ 表示非常不满意ꎬ５ 表示非常满意ꎻ在
晋升机会题项上ꎬ１ 表示不应给予ꎬ５ 表示非常应

该给予ꎮ
２.数据来源

本研究对 ２０ 多家企业的 １３６２ 位员工进行了

问卷调查ꎬ发放问卷 １３６２ 份ꎬ回收问卷 １０２２ 份ꎬ问
卷有效回收率为 ７５.０４％ꎮ 调查样本基本信息见表

１ꎮ 在此基础上运用 ＳＰＳＳ 对不同特征个体的组织

责任心理契约差异性进行分析ꎮ
表 １　 样本数据统计性特征信息

样本特征
总体

频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５５２ ５４.０

女 ４７０ ４６.０

年龄

１８－２５ ２７９ ２７.３

２６－３５ ４５３ ４４.３

３６－４５ １８７ １８.３

４６ 及以上 １０３ １０.１

教育水平

初中 １０８ １０.６

高中 ２３７ ２３.２

本科 ２９２ ２８.６

研究生及以上 ３８５ ３７.６

　 　 ３.假设验证

(１)不同性别组织成员心理契约分析

根据表 ２ 显示ꎬ在发展心理契约、交易心理契

约和关系心理契约三维度上ꎬ男性组织成员与女

性组织成员均存在差异ꎮ 男性组织成员对发展责

任和交易责任的认知明显高于女性组织成员ꎬ这
表明男性组织成员在发展机会和物质回报上的要

求较高[３]ꎮ 在关系责任维度上ꎬ女性组织成员认

知高于男性成员ꎬ这表明女性组织成员更希望组

织提供和谐氛围以构建良好人际关系ꎮ 因此ꎬ假
设 １ 得到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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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性别组织成员心理契约分析

男性 女性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Ｔ 值 Ｐ

发展心理契约 ４.０８７ ０.７２０ ３.８９８ ０.６２７ ４.４３７ ０.０００

交易心理契约 ４.４６６ ０.５７４ ４.２７１ ０.５６４ ５.４７７ ０.０００

关系心理契约 ４.０７７ ０.５８７ ４.２２９ ０.５５３ ４.２２２ ０.０００

　 　 (２)不同年龄组织成员心理契约分析

表 ３ 给出了不同年龄组织成员在各维度心理

契约上的数值ꎮ 本研究将调查样本划分为 １８－２５
岁、２６－３５ 岁、３６－４５ 岁、４６ 岁及以上四个年龄段ꎬ
并以此将调查样本划分为不同的组别ꎮ 表 ３ 显示

出不同年龄组别的组织成员在心理契约上存在着

显著差异ꎮ
表 ３　 不同年龄组织成员心理契约分析

均方差

组间 组内
Ｆ 值 显著度

发展心理契约 ７.６４１ ０.４４９ １７.０２４ ０.０００
交易心理契约 ２.５１４ ７.６８５ ０.９７４ ０.０００
关系心理契约 ２.２２３ ０.３２７ ６.７９６ ０.０００

　 　 为进一步明确年龄因素对心理契约差异的影

响ꎬ本研究对四个年龄段的心理契约情况进行了

详细比较ꎬ具体见表 ４ꎮ 在对组织发展责任维度

上ꎬ２６－３５ 岁年龄段的组织成员显示出最高水平关

注度ꎬ１８－２５ 岁、３６－４５ 岁、４６ 岁及以上年龄段的

组织成员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趋势ꎮ 这表明相对于

年长组织成员ꎬ年轻组织成员对职业发展的要求

是更为强烈与迫切的ꎮ 在组织交易责任维度上ꎬ
２６－３５ 岁年龄段的组织成员显示出最高水平关注

度ꎬ１８－２５ 岁、３６－４５ 岁、４６ 岁及以上年龄段的组

织成员则差异性不大ꎮ 这是因为 ２６－３５ 岁年龄段

的组织成员正处于家庭与事业双重压力状态下ꎬ
对物质和货币的需求量是最大的ꎬ因此期望组织

能够给予丰厚的待遇ꎮ 在组织关系责任维度上ꎬ
１８－２５ 岁年龄段的组织成员显示出最高水平关注ꎬ
２６－３５ 岁年龄段组织成员次之ꎬ３６－４５ 岁年龄段组

织成员的关注度最低ꎬ４６ 岁以上年龄段组织成员

处于中等水平ꎮ 因此ꎬ假设 ２ 得到验证ꎮ

表 ４　 不同年龄组织成员心理契约多重分析

年龄(ａ) 年龄(ｂ) 均值差异(ａ－ｂ) Ｓｉｇ

发展心理契约

１８－２５

２６－３５

３６－４５

２６－３５ ０.０２１ ０.６７８

３６－４５ ０.１４７∗ ０.０２０

４６ 及以上 ０.５０７∗ ０.０００

３６－４５ ０.１２６∗ ０.０３０

４６ 及以上 ０.４８６∗ ０.０００

４６ 及以上 ０.３０６∗ ０.０００

交易心理契约

１８－２５

２６－３５

３６－４５

２６－３５ －０.１４３∗ ０.００１

３６－４５ ０.０１８ ０.７２７

４６ 及以上 ０.０８９ ０.１７６

３６－４５ ０.１６２∗ ０.００１

４６ 及以上 ０.２３２∗ ０.０００

４６ 及以上 ０.０７０ ０.３１５

关系心理契约

１８－２５

２６－３５

３６－４５

２６－３５ ０.１１１∗ ０.０１１

３６－４５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６

４６ 及以上 ０.２８８∗ ０.０００

３６－４５ ０.１９４ ０.６９６

４６ 及以上 ０.１７６∗ ０.００５

４６ 及以上 －０.１５７∗ ０.０２５

—７４—



　 　 ３.不同教育水平组织成员心理契约分析

本研究调查样本的教育水平包括初中、高中、
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四个层次ꎬ表 ５ 显示了不同教

育水平的组织成员在心理契约上呈现出差异

状态ꎮ
表 ５　 不同教育水平组织成员心理契约分析

均方差

组间 组内
Ｆ 值 显著度

发展心理契约 ８.３８８ ０.４４７ １８.７８１ ０.０００

交易心理契约 ４.０６９ ０.３２３ １２.６１５ ０.０００

关系心理契约 １.６３２ ０.３２９ ４.９６２ ０.０００

为进一步明确教育因素对心理契约差异的影响ꎬ
本研究对四层次教育水平组织成员的心理契约情

况进行了详细比较ꎬ具体见表 ６ꎮ 在发展心理契约

和交易心理契约方面ꎬ初中水平的组织成员的关

注程度明显低于其他教育层次的组织成员ꎬ高中

教育水平的组织成员低于本科与研究生及以上层

次成员ꎬ本科与研究生成员差异不大ꎮ 在关系心

理契约方面ꎬ本科学历的组织成员对该领域的关

注度最高ꎬ其他组织成员差异并不显著ꎮ 因此ꎬ假
设 ３ 得到验证ꎮ

表 ６　 不同教育水平组织成员心理契约多重分析

学历(ａ) 学历(ｂ) 均值差异(ａ－ｂ) Ｓｉｇ

发展心理契约

初中

高中

本科

高中 －０.０３４ ０.７６５

本科 －０.２０６∗ ０.４３０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４１９∗ ０.８０１

本科 －０.２７８∗ ０.２３９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３６７∗ ０.１２８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

交易心理契约

初中

高中

本科

高中 －０.１０７∗ ０.５６２

本科 －０.１７８ ０.７２７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５０９ ０.７７６

本科 －０.１８９∗ ０.５１９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３５６∗ ０.２０１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

关系心理契约

初中

高中

本科

高中 ０.１２４∗ ０.００１

本科 ０.１６７∗ ０.０１６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２７８∗ ０.０２８

本科 －０.２８９ ０.４２８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１６７∗ ０.０７３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６

　 　 三、管理启示

本研究认为ꎬ心理契约不仅仅取决于组织成

员贡献与组织回报之间的交互关系ꎬ与组织成员

个体对心理契约相关维度的重视程度和期望值也

存在着很大关联性ꎮ 加强组织成员心理契约差异

性分析ꎬ重视和满足不同组织成员的需求能够有

效规避心理契约破裂ꎬ发挥心理契约的正向作用ꎬ
增加组织成员的角色外行为ꎮ

１.构建与完善不同性别组织成员心理

契约

男性组织成员对发展与交易的期望突出ꎬ因
此组织和领导者应给予男性职工更多的发展空

间ꎬ通过有竞争优势的薪酬待遇提升其工作积极

性ꎮ 首先ꎬ建立完备的培训机制ꎬ保障男性组织成

员参与培训的机会ꎬ为其提供合理的发展规划与

职业指导ꎬ从而为其发展奠定良好基础ꎮ 其次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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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激励机制ꎬ根据组织成员的绩效考核、组织公民

行为等制定科学的物质奖励制度ꎬ既能满足男性

成员的心理契约ꎬ降低其离职倾向ꎬ又有利于组织

发展ꎬ实现组织及其成员的共同发展ꎮ 女性组织

成员对组织关系责任具有较高的关注度ꎬ组织应

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氛围ꎬ比如促进组织公平、
平等ꎬ积极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ꎬ从而使得女性组

织成员更好地融入组织之中ꎮ 组织和领导者还应

考虑到女性职工在家庭与事业上的平衡关系ꎬ为
其制定专项弹性工作制ꎬ有效提升女性员工的心

理契约ꎬ增强组织凝聚力ꎮ

２.构建与完善不同年龄组织成员心理

契约

不同年龄段的组织成员对组织责任的内容与

方向存在着差异性认知ꎮ １８－３５ 岁年龄段的组织

成员正处于事业发展期与成熟期ꎬ因此对组织的

发展责任有着高需求ꎬ组织应为这一阶段的成员

提供积极的培训与学习机会ꎬ满足其发展需要ꎮ
２６－３５ 岁年龄段的组织成员具有较高的组织交易

责任需求ꎬ这一阶段的组织成员承担着家庭的重

责ꎬ面临着多重压力ꎬ这就使得物质利益显得尤为

重要ꎮ 为此ꎬ组织相关部门应构建激励性薪酬体

系ꎬ激发这部分组织成员努力工作的认清ꎬ以高绩

效获得高收益ꎮ １８－２５ 岁的组织成员重视人际关

系ꎬ这是因为刚刚进入组织的员工需要一定的人

际支撑与组织支持ꎬ使其对组织规章制度、工作内

容、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ꎬ更好

地成为组织一员ꎮ 且这一年龄段的员工对公平平

等的组织氛围、领导者的均衡授权、信息获取的便

捷性等都有着高追求ꎬ因此组织应给予其积极支

撑ꎬ使其关系绩效得到提升ꎬ建立与巩固其心理契

约ꎬ提高组织认同感ꎮ

３.构建与完善不同教育水平组织成员

心理契约

随着学历程度增高ꎬ组织成员对发展与交易

责任的需求度也在提升ꎬ这是因为高学历的组织

成员掌握着高水平的知识与能力ꎬ为组织做出了

较大的贡献ꎬ也就期望得到组织的高回报ꎮ 高学

历的组织成员具有较高的自我价值感ꎬ能否得到

组织认可是标志其价值的重要标准ꎬ而高水平的

物质回报以及晋升机会又是组织认可的重要内

容ꎮ 基于此ꎬ组织应根据成员的付出程度给予相

应的奖励ꎬ为其提供晋升机会ꎬ从而使其自我价值

感和心理契约得到满足ꎮ 学历低的组织成员具有

较强的可替代性ꎬ引出与高学历组织成员相比这

部分员工对组织的依赖性较大ꎬ这就决定了对组

织责任的低期望ꎮ 对于这部分成员ꎬ组织应给予

基本的物质保障和发展空间ꎬ使其能够继续为组

织贡献自身力量ꎬ这样也是其价值实现的重要

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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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危机”背景下的德国社会现状及应对措施

沈 南 洋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ꎬ 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　 要] 　 随着难民的涌入及难民危机的爆发ꎬ难民问题已经成为试探德国社会现状的试金石ꎮ 它不仅撕

裂着德国政坛ꎬ还使得打着“反难民”旗号的右翼政党势力壮大ꎮ 德国社会各界对难民的态度也莫衷一是ꎬ难民

能否成功融入德国社会也是当前最为关键的问题ꎮ 面对此番难民危机ꎬ德国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将成

为世界关注的焦点ꎮ
[关键词] 　 难民政策ꎻ　 难民危机ꎻ　 穆斯林难民ꎻ　 社会融合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５０－０４

　 　 “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德国国家、社会与

个人的首要问题ꎮ 从 ２０１５ 年初大量难民的涌入ꎬ
到 ２０１８ 年底ꎬ难民危机的集中爆发ꎬ难民问题已经

成为每个德国人不可回避的难题ꎮ 难民问题不仅

撕裂着德国政坛ꎬ迫使默克尔放弃党主席职位ꎬ并
承诺在 ２０２１ 年彻底退出政坛ꎻ也使得广大民众卷

入与难民相关的各类冲突当中ꎮ 可以说“难民政

策”真实地反映出德国社会的众生相ꎮ
一、德国难民政策概述
“难民”一词早在 １７ 世纪便出现了ꎬ而且随着

时间的推移“难民”一词的含义与范畴也发生着改

变ꎮ 直到 １９５１ 年联合国颁布了«关于难民的公

约»与 １９６７ 年修订了«难民议定书»后ꎬ才明确规

定了“难民”的定义及范畴ꎮ １９６９ 年非洲统一组织

签订了«关于非洲难民问题特定方面的公约»ꎬ这
份文件首次将因战争和内乱而产生的难民归属到

“难民”这一定义范畴之下ꎬ因此也就产生了“战争

难民”这一概念ꎮ 自冷战以来到现今的 ２１ 世纪前

二十年间“战争难民”已经成为国际难民ꎬ尤其是

欧洲难民的主要来源ꎮ “据统计ꎬ１９９１ 年全世界难

民达到 １７００ 万ꎬ其中绝大部分难民产生于地区战

争和民族冲突ꎮ 德国作为经济实力最强、社会福

利最健全的欧洲大国ꎬ 成为吸引难民的主要

国家ꎮ” [１]

那么从 １９４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德国的“难民政策”
是如何变化与调整的呢? 二战结束后的初期ꎬ德
国的难民政策是最为宽松的ꎮ 主要原因一是冷战

开启ꎬ德国被战胜国分区占领ꎬ此时的德国迫切希

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ꎻ二是德国民众普遍具有

的“战争赎罪”心理ꎮ 此时的难民对德国来说是急

需的廉价劳动力ꎬ是来补充国内市场需求的ꎮ 到

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面对大规模的难民潮涌向德

国ꎬ德国政府的“难民政策”也逐步从宽松过渡到

逐步收紧的过程ꎮ 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随着东欧

剧变、苏联解体ꎬ德国也实现了统一ꎮ 然而来自东

欧各国的难民潮确成了东西德统一后的首要难

题ꎮ 为了阻止难民潮的大量涌入ꎬ联邦政府制定

了相关的法律法规ꎬ从而提高了避难的门槛ꎮ 因

此从严格意义上讲ꎬ这一时期的难民政策与 ７０ 年

代相比明显收紧ꎮ 此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随着欧盟

的诞生ꎬ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ꎬ德国为了减轻自

身的难民压力ꎬ致力于在欧盟范围内共同应对难

民问题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德国总理默克尔秉持

着人道主义精神开始逐步放松了“难民政策”ꎬ她
不断重申德国接收难民的开放态度并敦促欧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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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履行接纳难民的配额ꎮ
二、默克尔主导下的“德国无边界”难

民政策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伊斯兰国” 不断壮大与肆

虐ꎬ这导致了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数量急剧上升ꎮ
因此从 ２０１５ 年夏季开始ꎬ欧洲多国政府纷纷向难

民关上国门ꎬ而德国却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单方面中止

了«都柏林协议»ꎬ对难民敞开欢迎的怀抱ꎬ从而使

得难民纷纷涌向德国ꎮ 默克尔在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出“我们办得到(Ｗｉｒ ｓｃｈａｆｆｅｎ
ｄａｓ)”的宣言ꎬ从而向难民传递了一个德国无边界

的信号ꎮ 默克尔总理呼吁在德国基本法原则基础

上接纳那些“向我们走来的人们”ꎬ并称:一方面ꎬ
要保障从政治迫害及战争中逃往德国难民的基本

权利ꎬ因为其作为人的主体权利是无国界的ꎻ另一

方面ꎬ人类尊严的基本原则对于每个人都是等同

的ꎬ“不管他是否本国公民ꎬ也不管其从哪里以及

出于怎样的目的走向我们” [２]ꎮ 据统计 ２０１５ 年德

国总计接收难民 ８９ 万人ꎬ２０１６ 年ꎬ德国接收了约

２８ 万名难民ꎬ２０１７ 年接收了约 ２０ 万名难民[３]ꎮ 这

对于总人口只有 ８２５０ 万的德国而言ꎬ此番接收的

难民群体数量相当庞大ꎬ使得德国成为全球第二

大移民国家ꎮ 因此许多德国民众至今仍无法理

解ꎬ２０１５ 年的秋天ꎬ默克尔为何如此轻率地打开国

门ꎮ 伴随着难民涌入数量不断增加ꎬ难民危机给

德国社会带来了各种挑战ꎬ如:边境的管控、难民

收容所的筹建、基础和医疗供给及安全隐患等ꎬ但
重中之重还是难民的融入问题ꎮ 因此这场始于

２０１５ 年初的难民危机ꎬ让德国承受了巨大的难民

接纳压力ꎮ 尤其是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ꎬ它是

大批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进入德国的首站地ꎬ
难民到来所产生的安全隐患问题及难以实现的难

民融合问题ꎬ使得该州反对难民政策的情绪高涨ꎮ
这也直接导致了过度关注难民政策的基社盟在

２０１８ 年州议会选举的失利ꎮ
默克尔推行难民政策的初衷除了她本人所秉

承的人道主义精神之外ꎬ最主要的目的是应对人

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匮乏问题ꎬ从而实现德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ꎮ 众所周知德国自二战结束

后ꎬ为了尽快解决短缺的劳动力ꎬ从南欧ꎬ东欧引

入了大量务工人员ꎮ 也正是因此德国才出现了经

济奇迹ꎮ 因此德国从上到下都想通过难民政策引

进劳动力ꎬ实现德国经济的再次腾飞ꎮ 默克尔推

行难民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德国民众的战争

赎罪心里ꎮ 由于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曾犯下了

滔天的罪孽ꎬ二战结束后ꎬ有关德国战争罪责和犹

太屠杀的记忆在德国人的历史意识中占据了过多

的篇幅ꎮ 许多受蛊惑和蒙蔽的民众都被罪责的阴

影所笼罩ꎬ从而赎罪思想根植于广大德国民众间ꎮ
因此默克尔于 ２０１５ 年施行对于难民敞开国门的政

策ꎬ最初受到了大多数德国民众的追捧ꎬ在最初的

日子里激发了德国民众的“欢迎文化”ꎬ许多大城

市举行了欢迎难民到来的游行活动ꎬ可谓一时间

对难民张开了怀抱ꎮ 此外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

加快ꎬ德国想掌握欧盟的主导权ꎬ那么带头解决难

民问题便是一个很好的契机ꎮ 然而随着 ２０１６ 年新

年夜科隆教堂广场发生的大规模疑似外来移民和

难民公然性侵女性事件ꎬ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众安

全感的下降ꎬ德国国内的难民话语也从“难民处于

危机中”悄然转向到“难民成为危机”ꎮ 此外难民

危机给德国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以及恐怖主义与

难民来源地区的宗教信仰重合ꎬ使得德国民众自

然而然地把伊斯兰难民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ꎮ
三、难民危机爆发后的德国社会现状
当初基于一种开放、包容、仁爱的理念制定的

难民政策ꎬ现在却演化成为一场难民危机ꎮ 难民

危机使德国政坛内部矛盾丛生ꎬ民意沸腾ꎮ 从

２０１７ 年大选ꎬ默克尔的险胜ꎬ可以看出难民政策已

经导致了民众的分裂ꎮ 德国的难民政策如今经历

了从“酝酿与发展”到“集中爆发”的阶段ꎮ 政府推

行难民政策之初是想让这些难民完全融入德国社

会ꎬ成为德国社会的一分子ꎮ 但令德国人痛苦的

是ꎬ外来的伊斯兰难民拒绝德国一体化、拒绝德国

人的生活方式ꎬ甚至想把德国变成伊斯兰教国家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也逐渐从“友
好欢迎”过度到了“逐渐收紧”的阶段ꎮ 到了 ２０１８
年德国民众对伊斯兰难民的反感已经到了非常严

重的程度ꎬ例如德国知名作家 Ｔｈｉｌｏ Ｓａｒｒａｚｉｎ 的新作

«伊斯兰入侵欧洲»ꎬ一经出版便成为德国最畅销

书ꎮ 书中不遗余力地把伊斯兰教描述成一个具有

极强的排他性、并且充满暴力的宗教ꎻ并指出德国

接纳难民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伊斯兰教的文

化侵略ꎮ 这本书成为最畅销作品绝不是巧合ꎬ它
代表了德国目前大多数人的恐惧和担忧ꎮ

难民危机所带来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ꎬ但受

冲击最大的还是德国的几个执政党ꎮ 例如ꎬ在

２０１７ 年的德国大选中ꎬ默克尔惨胜接任德国第四

—１５—



任联邦总理ꎮ 但在任期开始便遭遇了组阁难的问

题ꎬ因此在僵持了 １７１ 天后ꎬ默克尔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才正式出任联邦总理ꎮ 这是德国历史上最长的组

阁历程ꎬ最主要的原因是难民问题冲击着德国政

坛ꎮ 此外ꎬ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下旬的黑森州议会选举

中ꎬ无论是默克尔所在的党派基民盟的姐妹党基

社盟ꎬ还是社民党ꎬ在此次州议会选举的得票都出

现了滑铁卢ꎮ 要知道ꎬ从 １９９９ 年至今一直由基民

盟出任该州的州长ꎬ而社民党自从 ２０ 世纪以来一

直是该州的执政党ꎮ 相反代表极右势力的选择党

的支持率却飙升了 １０％ꎬ成为本次选举的最大赢

家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选择党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ꎬ可
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政党ꎮ 这个右翼民粹政

党ꎬ打着排外和反难民的旗号ꎬ近几年得到迅速发

展并极大地影响到了德国的政党格局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的联邦议院选举中ꎬ选择党一路高歌ꎬ成为联邦议

院第三大政治力量ꎬ而两大执政党基民盟和社民

党均遭到重创ꎮ 他们的得票率创 １９４９ 年以来历史

新低ꎮ 再者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下旬的巴伐利亚州议会

选举结果同样折射出了德国大执政党的“难民之

困”ꎮ 在巴伐利亚州常年一党独大的基社盟遭遇

了滑铁卢ꎬ而一直打着鲜明反难民旗帜的选择党

在选举中却大获全胜ꎮ 据统计ꎬ选择党的得票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ꎬ赢得了 １０ 个百分点成为最大的赢

家ꎮ 早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基社盟便坚持主张严控难民

入境ꎬ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甚至以辞去政府和党

主席职务相威胁ꎬ迫使默克尔在难民政策上做出

让步ꎮ 这被看作是对默克尔难民政策最有力的发

难ꎮ 也可以说难民问题撕裂着德国执政联盟ꎮ 但

是民众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极为不满ꎬ因此即使

默克尔收紧了难民政策也没能挽救其姐妹党在选

举中的失利ꎮ 随着德国传统政党不断受到挑战ꎬ
德国政局也会动荡ꎮ

这场由于难民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最大的

危害在于ꎬ新纳粹的迅速崛起ꎬ希特勒的幽灵逐渐

复活ꎮ 德国是纳粹的诞生地ꎬ因此难民危机爆发

以来ꎬ纳粹主义活动尤为猖獗ꎮ 比较典型的例子

有ꎬ由德国人卢茨巴赫曼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在德累

斯顿发起的排外团体“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

化”(简称 ＰＥＧＩＤＡ)的政治运动在欧洲社会引起

轩然大波ꎮ 支持该运动的德国人走上街头游行ꎬ
反对政府的难民政策ꎮ 再比如ꎬ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在德国东部城市开姆尼茨建城 ８７５ 周年庆祝活动

上ꎬ一名 ３５ 岁德国男子被刺身亡ꎬ警方调查后拘留

了三个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ꎮ 这个消息一

传出ꎬ德国极右翼新政党选择党ꎬ立刻召集了 ８０００
人上街示威抗议ꎬ抗议途中公开殴打所有长得像

移民的外国人ꎮ 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ꎬ
因为这与德国近乎完美的国家形象ꎬ尤其是 ２０１５
年欧洲爆发难民潮以来德国给人的宽容、慷慨的

印象完全背道而驰ꎮ 各大国际媒体也纷纷表达对

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暴力排外事件是否回潮的担忧ꎮ
自难民危机爆发以来ꎬ德国民众发起的反难

民游行中ꎬ把矛头指向了穆斯林出身的难民ꎮ 主

要原因是这几年的难民潮主要来自中东伊斯兰教

国家ꎮ 抛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多达几个世纪的宗

教战争不谈ꎬ此次的排斥难民声浪ꎬ多少离不开两

大宗教的不包容性ꎮ 德国选择党主席佩特里在接

受«明镜»周刊采访时公开声明:“有一件事是清楚

的ꎬ那就是太多的穆斯林移民会改变我们的文

化ꎮ” [４] 佩特里的表态非但没有受到过多指责ꎬ反
而在民众中得到大力追捧ꎮ 据统计德国境内生活

着约四百万穆斯林ꎬ其中 ６３％来自土耳其ꎬ１４％来

自东南欧ꎬ８％ 来自中东ꎬ他们在各地建造了约

２３５０ 个清真寺ꎮ 因此部分民众担忧ꎬ这些穆斯林

移民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ꎬ有使德国社会陷入分

裂的危险ꎮ 穆斯林与德国人在宗教和文化上有着

巨大差异ꎬ土耳其区等穆斯林聚集区甚至成了“国
中之国”ꎮ 当前ꎬ除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宗教教

义方面的分歧外ꎬ双方都有被对方威胁的恐惧感ꎬ
害怕自己成为牺牲品ꎮ 因此为了抨击穆斯林的反

犹主义ꎬ被极右势力控制的选择党甚至要在奥芬

巴赫市成立一个犹太党组ꎮ 这样选择党可以摇身

变成一个反对反犹太主义的政党ꎬ进而以此为幌

子ꎬ把反难民政策推到极致ꎮ 其实选择党在德国

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可以使反犹太主义者安身立命

的政党ꎮ 其拥护者中ꎬ绝大多数人是有反犹太倾

向的ꎮ 可见为了驱逐穆斯林难民ꎬ选择党可以暂

时改变立场、忘记初衷ꎬ真是为达目的无所不用

其极ꎮ
四、如何应对难民危机以及如何解决难

民融合问题

虽然近几年排外事件愈演愈烈ꎬ右翼民粹政

党选择党一路高歌进入联邦和多个州议会ꎬ但事

实上ꎬ排外并非德国的主流ꎮ 据 ２０１７ 年阿伦斯巴

赫民调所的一次民调结果ꎬ有 １１％的被访者表示

自己在难民救助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ꎬ即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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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行动帮助过难民ꎬ如参与志愿者活动帮助难民

就医、学习德语ꎬ或是与难民共度业余时光等ꎮ 此

外根据德国的另一项民意调查ꎬ有 ６０％的民众对

难民融入持乐观态度ꎮ 大多数人认为难民将有助

于经济发展ꎬ尤其是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势大好

的前提下ꎮ 此外这项民调还显示ꎬ有移民背景或

同移民近距离接触过的受访者对移民融合持积极

态度ꎮ 他们希望外来移民尽快融入德国社会ꎬ从
而实现德国的一体化ꎮ 例如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

柏林举行的示威游行活动ꎬ便是德国民众对移民

融合持积极态度的有力佐证ꎮ 这场游行得到了大

约 ４５００ 个组织的支持ꎬ他们中不乏社会名人、演
员、作家以及地方社团等ꎮ 游行前ꎬ组织者估计参

加游行的人数在 ４ 万左右ꎬ但事实上ꎬ游行当日的

人数为 １０ 万ꎮ 这场游行的口号是: “ 不可分

割———为了一个开放而自由的社会———团结而非

排斥”ꎮ 这场游行主要针对当前德国民粹主义思

想的盛行ꎬ呼吁抵制种族主义和藐视人权的思想ꎻ
提倡人道主义、尊重人权与宗教自由ꎮ 此外这场

游行活动还得到了来自社民党、绿党、左党的支

持ꎮ 另外据世界教科文组织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份报告

表明:世界范围内的难民儿童很少有接受良好教

育的机会ꎮ 例如生活在澳大利亚、匈牙利与墨西

哥等地的难民儿童受教育的机会被严格限制ꎮ 虽

然有些难民接受国为难民儿童提供了教育ꎬ但难

民儿童是不允许同本国同龄儿童一起学习ꎮ 与此

相反ꎬ德国在难民儿童教育上的投入得到了世界

教科文组织的赞扬ꎮ 例如德国政府花费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与财力在德语语言培训上ꎬ因此德国的

难民儿童的外语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难民儿

童ꎮ 据一份调查显示ꎬ掌握较好的语言知识ꎬ即具

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难民在劳动力市

场中受雇佣率会提高 １９％ꎮ 此外外语也被看成成

功融入社会的关键ꎮ
排外、反难民绝非德国的主流ꎬ无论是 Ｐｅｇｉｄａ

(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的活跃ꎬ还
是凯姆尼茨等地的排外骚乱ꎬ都令德国民众寒心ꎮ
例如ꎬ为了表达对排外和右翼民粹主义的不满ꎬ艺
术家赖纳奥波卡在开姆尼茨市的卡尔马克思

纪念碑前ꎬ竖立起 １０ 个行纳粹礼的青铜狼雕像ꎬ用
来时时警醒世人ꎬ历史不可重演ꎮ 因此关于难民

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难民融入”ꎮ 难民的融入意味

着他们愿意与德国人一道共同构建社会ꎬ而不是

生活在一个个相互隔离的“平行世界”里ꎮ 不过ꎬ
成功的融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ꎬ
但正如德国总统高克所说:“我坚信所有的支出和

付出都是对未来的良好投资ꎮ” [３] 那么德国政府及

社会各界该如何做好难民融合工作呢? 本文认为

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ꎬ简化难民审

批手续ꎬ加快难民的社会融入工作ꎮ 第二ꎬ在难民

中积极宣传德国文化ꎬ做好德语语言培训、职业教

育和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工作ꎬ因为语言上的障

碍会影响难民获得职业培训以及获得工作的机

会ꎬ而良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往往是融入社会的

关键要素ꎮ 第三ꎬ尊重难民母国的文化及宗教ꎮ
例如伊斯兰难民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文

化、宗教上的障碍ꎮ 第四ꎬ加强对中小学的扶持ꎬ
为了加快移民的融合ꎬ德国政府应致力于使难民

学生接受等同的教育ꎮ 此外社会团体也应积极参

与ꎬ让移民和非移民尽可能多的接触ꎮ
德国作为一个有着纳粹历史及迫害犹太人的

邪恶过去ꎬ绝不该被右翼势力绑架ꎬ而应坚守其二

战后所坚持的反思立场ꎬ正视民众的思想教育ꎬ警
惕右翼势力借难民问题悄然复活与蔓延ꎮ 而整个

德国的努力ꎬ也将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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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孵化型产业地产入园主导项目选择评价研究∗

叶 剑 鸣

(安徽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ꎬ 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２２)

　 　 [摘　 要] 　 在大众创业、全民创新的时代背景下ꎬ各地创业孵化型创业地产相继成立ꎬ由于缺乏主导企业的

推动ꎬ创业孵化型产业地产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ꎮ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模糊评价法ꎬ实证研究表明ꎬ在创

业孵化型产业地产入园主导项目选择评价准则层中市场因素权重最大ꎬ权重值为 ０.３１５ꎻ在指标层中权重值最大

的是投资回报率ꎬ权重值为 ０.１１２ꎬ这说明在准则层市场因素对主导项目选择的影响最大ꎬ符合市场需求的项目将

会具有非常独特的优势ꎻ在指标层则更加看重主导项目的短期回报能力ꎬ有市场、有需求才能为项目的长远发展

奠定基础ꎮ
[关键词] 　 创业孵化型产业地产ꎻ　 主导项目选择ꎻ　 评价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５４－０５

　 　 一、引言

近年来ꎬ推动大众创业、全民创新是国家发展

的重要战略ꎬ同时也是推动人民富强、实现国家宏

伟蓝图的重要举措[１]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政府正式发

布文件«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

策措施的意见»ꎬ从国家层面正式确定创业的重要

价值ꎬ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股创业热潮ꎬ各地创新

孵化型产业园相继成立[２]ꎮ 我国创业孵化型产业

地产是在借鉴国外“企业孵化器”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ꎬ有些地方称其为创业指导中心、企业辅导

站ꎮ 创业孵化型产业地产建立初衷在于以指导中

心的身份ꎬ选取有发展潜力的创业企业入园ꎬ并为

入园企业提供各种专业的指导和建议ꎬ对创业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的人才和专家资源进行合理

调配ꎮ 作为促进我国创业型企业发展的重要手

段ꎬ创业孵化器在我国发展迅速[３]ꎮ 但发展至今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ꎬ有些园区缺少支柱企业ꎬ经济

价值转化能力不足ꎬ难以良性发展ꎮ 有些低效益

项目的入驻则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ꎬ因此采用合

理的手段对入驻项目进行评价ꎬ选拔优质的主导

项目对于园区的发展至关重要ꎮ 本文以安徽省内

省级重点产业园区为研究对象ꎬ采用实证分析方

法ꎬ构建产业园主导项目评价指标体系ꎬ具有极强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关于创业孵化型产业园区入园项目评价

展开了诸多研究ꎬ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ꎮ 徐德英

(２０１５)主张从项目负责人的角度进行项目评价ꎬ他认

为项目负责人要有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ꎬ对项目的理

解和认识要有深度ꎬ社会资源的利用能力也非常重

要[４]ꎮ 吴开军、吴价宝(２０１１)指出ꎬ关于入园项目的

评价应该主要衡量其产生经济价值的能力ꎬ从技术能

力、产品创新程度、经营能力、资金充足程度等四个方

面展开ꎬ以此来评价项目可行性[５]ꎮ 彭运芳(２０１１)认
为ꎬ市场因素指标和经济因素指标是最为关键的两个

方面ꎬ市场因素指标有产品竞争力、市场需求量等ꎻ经
济因素指标有投资回收期、投资回收率、净现值等ꎬ数
据指标往往更加客观ꎬ更能反映项目的真实能力[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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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晓芳等(２００７)利用机会评价构造理论ꎬ指出产品的

需求程度直接影响项目的变现能力ꎬ在项目运营前期

项目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必须要有市场才能得以生存ꎬ
项目的长远发展才成为可能ꎮ 杜爽、王晓勤(２００５)认
为ꎬ在企业初创阶段ꎬ技术优势至关重要、不可或缺ꎮ
在企业成长期ꎬ项目的市场潜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企业的发展[７]ꎮ 纵观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见ꎬ学术

界目前普遍认为要从项目本身和项目负责人等角度

进行项目评价ꎬ为本文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

要的借鉴ꎮ

三、创业孵化型产业地产入园主导项目

选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１.主导项目选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原则

创业孵化型产业地产入园主导项目选择评价

指标体系建立的是否有效、科学ꎬ对评价结果的可

靠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ꎬ在选择指标时要尽量

做到科学、全面、规范ꎬ以下规则有助于使项目选

择评价指标体系更加科学、专业[８]ꎮ

表 １　 主导项目选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规则

指标建立规则 含义

典型性原则 指标体系的选择要能体现出主导项目的独有特点ꎬ具有主导项目的典型特征

系统性原则
主导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ꎬ指标与指标之间相互影响ꎬ由上向下具有一

定的层次性ꎬ同时也有一定的统一性

可操作易量化性 指标体系的选择与构建应该简洁明了ꎬ便于后期数据收集与量化处理

科学性原则
单一评价指标的选择应将科学性视为关键ꎬ能够全面反映主导项目的特点ꎬ反映各指标之间的

真实关系

全面性原则
主导项目选择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应由面到点ꎬ先找出反应项目特点的所有指标ꎬ再筛选出其

中能够涵盖所有内容的指标

　 　 ２.主导项目选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依照前文

论述的指标体系建立规则ꎬ结合我国创业孵化型

产业地产项目引进实际情况ꎬ对指标体系进行筛

选ꎬ最终确立主导项目选择评价指标体系ꎮ 此评

价指标体系由准则层和指标层组成ꎬ准则层包含

创业特质、创业能力、市场因素等 ６ 个指标组成ꎬ指
标层由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成就需要等 ２０ 个指标

组成ꎬ具体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创业孵化型产业地产入园主导项目选择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创业孵化型产业地产

入园主导项目选择评价

创业特质

创业精神

冒险精神

成就需要

内心强大

创业能力

机会把握能力

协调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

战略思考能力

市场因素

市场需求

市场潜力

技术优势

经济因素

投资回报率

投资回收期

现金流运转度

销售增长率

政治因素

社会效益

政策扶持

项目熟悉度

匹配程度
技能专长匹配度

资源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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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创业孵化型产业地产入园主导项目

选择评价实证分析

１.数据收集与问卷信度检验

本文以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ꎬ
根据李克特五点法对问卷进行赋值ꎬ便于后续的

实证检验ꎮ 针对指标层的单项指标由 １—５ 赋值ꎬ
分别表示非常不重要、比较不重要、一般重要、比
较重要、非常重要五大程度ꎮ 为了保证数据来源

的代表性和科学性ꎬ本文以浙江省创业孵化型产

业园为调查对象ꎬ总计发放问卷 ７９８ 份ꎬ回收问卷

７５９ 份ꎮ 将回收问卷中答题不全、答案具有规律

性、表述模糊等无效问卷剔除后得到有效问卷 ６９９
份ꎬ问卷有效率为 ９２.１％ꎮ 只有在问卷信度水平达

到实证检验要求之后得到的实证研究结论才具有

一定的科学性ꎬ假若问卷信度过低ꎬ研究就会变得

毫无意义[９]ꎮ 因此ꎬ本文特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ꎬ
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调查问卷信度检验结果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Ａｌｐｈａ ｉｆ Ｉｔｅｍｄｅｌｅｔｅ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值

创业孵化型

产业地产入园

主导项目

选择评价

创业特质

创业能力

市场因素

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

匹配程度

创业精神 ０.７７

冒险精神 ０.８０

成就需要 ０.８１

内心强大 ０.７９

机会把握能力 ０.７６

协调能力 ０.７１

组织管理能力 ０.７８

战略思考能力 ０.７９

市场需求 ０.８３

市场潜力 ０.７６

技术优势 ０.７７

投资回报率 ０.７９

投资回收期 ０.８１

现金流运转度 ０.８４

销售增长率 ０.７３

社会效益 ０.７９

政策扶持 ０.８０

项目熟悉度 ０.８２

技能专长匹配度 ０.７６

资源匹配度 ０.７５

０.８３

０.８０

０.７３

０.７７

０.８４

０.８６

　 　 由表 ３ 可知ꎬ准则层和指标层的信度分析结果

值均在 ０.７ 以上ꎬ通常认为信度检验结果值在 ０.７
以上则表明信度较好ꎬ符合实证检验要求[１０]ꎮ 因

此ꎬ本文所采用的调查问卷通过信度检验ꎬ可以进

行实证分析ꎮ
２.ＡＨＰ 确定指标权重

ＡＨＰ 分析法又称为层次分析法ꎬ由美国运筹

学家 Ｓａａｔｙ 于 １９７１ 年正式提出ꎬ主要用于目标分解

和指标层细化ꎮ ＡＨＰ 通过特定的运算方法将指标

层进行赋值ꎬ以此来判断各指标之间的重要程度ꎮ
ＡＨＰ 在本文中的应用主要可分为两大步骤ꎬ分别

如方程(１)(２)所示:

Ｃ '
ｉｊ ＝

Ｃ ｉｊ

∑ｍｊ１

ｉ ＝ １
Ｃ ｉｊ

ｊ ＝ １ꎬ２ꎬ３ꎻｉ ＝ １ꎬ２ꎬ３....２０( ) (１)

Ｗｉｊ ＝
∑ １ｍｊ

ｉ ＝ １
Ｃ ｉｊ '

∑ｍｊｍｊ

ｉ ＝ １
Ｃ ｉｊ '

( ｊ ＝ １ꎬ２ꎬ３ꎻｉ ＝ １ꎬ２ꎬ３....２０) (２)

方程(１)(２)在 ＡＨＰ 中具有不同的作用ꎬ方程

(１)主要用于对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进行归一

化处理ꎬ计算出判断矩阵ꎮ 方程(２)则主要是对指

标体系中指标层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确定ꎮ 假若

方程(２)得到权重值越大则说明该指标在产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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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入园项目选择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就越强ꎬ反
之ꎬ则越弱ꎮ 本文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

指标权重值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创业孵化型产业地产入园主导项目选择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值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层权重 准则层权重

创业孵化型

产业地产入园

主导项目选择评价

创业特质 Ｘ１

创业能力 Ｘ２

市场因素 Ｘ３

经济因素 Ｘ４

政治因素 Ｘ５

匹配程度 Ｘ６

创业精神 Ｘ１１ ０.００５

冒险精神 Ｘ１２ ０.０１６

成就需要 Ｘ１３ ０.０１７

内心强大 Ｘ１４ ０.０２８

机会把握能力 Ｘ２１ ０.０３９

协调能力 Ｘ２２ ０.０５８

组织管理能力 Ｘ２３ ０.０７０

战略思考能力 Ｘ２４ ０.０３７

市场需求 Ｘ３１ ０.１０２

市场潜力 Ｘ３２ ０.０９９

技术优势 Ｘ３３ ０.０６７

投资回报率 Ｘ４１ ０.１１２

投资回收期 Ｘ４２ ０.１０９

现金流运转度 Ｘ４３ ０.１０８

销售增长率 Ｘ４４ ０.０９８

社会效益 Ｘ５１ ０.０１２

政策扶持 Ｘ５２ ０.００４

项目熟悉度 Ｘ６１ ０.００９

技能专长匹配度 Ｘ６２ ０.００３

资源匹配度 Ｘ６３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３

０.１１２

０.３１５

０.２０６

０.１０６

０.１５８

　 　 由表 ４ 可知ꎬ在创业孵化型产业地产入园主导

项目选择评价准则层中市场因素权重最大ꎬ权重

值为 ０.３１５ꎬ其次分别为经济因素和匹配程度ꎬ权
重值分别为 ０.２０６ 和 ０.１５８ꎮ 在指标层中权重值最

大的是投资回报率ꎬ权重值为 ０.１１２ꎬ其次分别为

投资回收期和现金流运转度ꎬ权重值分别为 ０.１０９
和 ０.１０８ꎮ ＡＨＰ 分析结果表明ꎬ在宏观层面市场因

素对主导项目选择的影响最大ꎬ符合市场需求的

项目将会具有非常独特的优势ꎻ在微观层面则更

加看重主导项目的短期回报能力ꎬ有市场、有需求

才能为项目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ꎮ
３.基于模糊评价法的创业孵化型产业

地产入园主导项目选择评价

ＡＨＰ 分析法有利于产业园在进行主导项目选

择时抓住重点ꎬ做到有的放矢ꎬ但在面临多个项目

相差无几时无法进行更为精确的判断ꎬ本文拟采

用模糊评价法对主导项目进行更为精准的评

价[１１]ꎬ为产业园选择主导项目时提供依据ꎮ

(１)模糊评价法概述

模糊评价法主要是在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对

不容易量化的评价项目进行分析ꎬ主要步骤为首

先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层构建模糊集合 Ｕꎬ被称

为因素集ꎻ再对指标层建立评价等级ꎬ建立评价

集 Ｖꎮ
Ｕ＝{ ｕ１ꎬｕ２ꎬｕ３ꎬｕｎ}ꎻＶ ＝ { ｖ１ꎬｖ２ꎬｖ３ꎬ

ｖｍ}
Ｕ 中多个指标对最终评价结果的重要性不同ꎬ

权重向量 Ｗ＝{ｗ１ꎬｗ２ꎬｗ３ｗｎ}8 1 3 0 D 0 3 3Ｆ(Ｕ)
其中 Ｗｉ表示 Ｕ 中第 ｉ 个元素的权重ꎬ需满足

∑ｗｉ ＝ １

据此可得隶属矩阵:

Ｒ ＝
ｒ１１ ｒ１２  ｒ１ｎ
ｒ２１ ｒ２２  ｒ２ｍ
ｒｎ１ ｒｎ２  ｒｎｍ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将 Ｒ 称为隶属度矩

阵ꎬ评价结果 Ｑ 与 Ｒ 的合成可表示为:
Ｅ＝Ｑꎮ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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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构建隶属度矩阵

建立隶属度函数ꎮ 首先将创业孵化型产业地

产入园主导项目选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因素集ꎬ
设为 Ｕ＝{ｕ１ꎬｕ２ꎬｕ３ꎬｕｎ}ꎬ评价集设为 Ｖ＝ {ｖ１ꎬ
ｖ２ꎬｖ３ꎬｖｍ}ꎬ评价集 ｖｍ 表示对各个指标的评

价有 ｍ 个等级ꎮ
构建隶属度矩阵ꎮ 建立评价指标 Ｕ＝{ｕ１ꎬｕ２ꎬ

ｕ３ꎬｕｎ}与评价集 Ｖ ＝ { ｖ１ꎬｖ２ꎬｖ３ꎬｖｍ}之

间的模糊关系ꎬ得到隶属度矩阵 Ｒꎬ矩阵元素表示

各指标相对于各个等级的隶属度ꎮ
(３)进行模糊综合评判

准则层模糊评判ꎮ 对创业特质 Ｘ１ 的指标层

Ｘ１１、Ｘ１２、Ｘ１３、Ｘ１４ 建立相对于评价集的隶属度矩

阵 Ｒ１ꎬ以此类推ꎬ建立 Ｘ２ 的隶属度矩阵 Ｒ２ꎻ建立

Ｘ３ 的隶属度矩阵 Ｒ３ꎻ建立 Ｘ４ 的隶属度矩阵 Ｒ４ꎻ
建立 Ｘ５ 的隶属度矩阵 Ｒ５ꎻ建立 Ｘ６ 的隶属度矩

阵 Ｒ６ꎮ
Ａ＝Ｑｉꎮ Ｒｉ

指标层模糊评判ꎮ 根据准则层模糊评判结果

得到准则层 Ｘ１———Ｘ２ 对评价集的支持度矩阵 Ａꎬ
根据准则层相对权重 Ｑ 可得:

Ｃ＝Ｑꎮ Ａ
对 Ｃ 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可得到评价结果ꎬ通

过 Ｚ＝Ｃꎮ Ｖ 得到最后评价分值ꎬ根据最后得分的

大小即可得出项目优劣程度ꎮ
五、结论与建议
在全民创新创业的时代背景下ꎬ各地创业孵

化型产业地产项目相继成立ꎬ本文以创业孵化型

园区主导项目选择评价为研究目标ꎬ运用层次分

析法和综合模糊评价法进行实证研究ꎬ研究发现ꎬ
在创业孵化型产业地产入园主导项目选择评价准

则层中市场因素权重最大ꎬ权重值为 ０.３１５ꎻ在指

标层中权重值最大的是投资回报率ꎬ权重值为

０.１１２ꎬ这说明在宏观层面市场因素对主导项目选

择的影响最大ꎬ符合市场需求的项目将会具有非

常独特的优势ꎻ在微观层面则更加看重主导项目

的短期回报能力ꎬ有市场、有需求才能为项目的长

远发展奠定基础ꎮ
通过实证研究将难以量化的变量进行量化ꎬ

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项目的优劣程度ꎬ针对主导

项目的选择ꎬ以实证研究结论为基础ꎬ本文提出三

点政策建议ꎮ 第一ꎬ着重考察入园项目的经济价

值转化能力ꎮ 在进行项目选择时应重点关注项目

的各项财务数据ꎬ包括盈利能力、现金流回正能

力、偿债能力等ꎬ财务数据往往是项目前景的直观

反映ꎮ 第二ꎬ从市场需求出发ꎬ选择市场前景广阔

的项目ꎮ 市场往往是项目的试金石ꎬ项目是否具

有成长性往往要依靠市场进行检验ꎮ 具有广阔的

市场前景才能推动项目不断向前发展ꎬ企业才能

不断发展壮大ꎮ 第三ꎬ项目负责人的能力也不容

忽视ꎮ 项目负责人的能力往往对项目的成败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ꎬ强有力的领导是项目向前发展

的必要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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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就业人口特征及影响就业因素分析∗

———基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高　 雅　 杨　 哲

(安徽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ꎬ 安徽马鞍山　 ２４３０００)

　 　 [摘　 要] 　 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不断调整ꎬ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ꎮ 基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数据ꎬ利用 ｓｔａｔａ 软

件建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ꎬ并利用描述性统计数据进一步研究城市就业人口的特征和影响城市就业的因素ꎮ 回归

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ꎬ男性的就业情况比女性更好ꎻ年龄对就业有一定的影响ꎻ高等教育水平促进

就业ꎻ民族和宗教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ꎮ 根据我国现有的就业环境ꎬ提出了提高城市人口就业能力的相关建议ꎮ
[关键词] 　 城市失业ꎻ　 就业人员特征ꎻ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５９－０５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ꎬ各种行业内部的

结构优化和行业间的调整加剧了中国城市失业问

题ꎮ 近年来ꎬ在已登记的人口中ꎬ中国城市失业率

长期保持在 ４％以上ꎬ如此高的失业率不免引起社

会关注ꎬ同时也对社会稳定造成了隐患ꎮ 通过历

年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ꎬ２０１３ 年的失业率为４.１％ꎬ
此后为了缓解就业压力ꎬ新增了超过 １３００ 万的就

业岗位ꎮ 然而ꎬ２０１４ 年失业率为 ４.０９％ꎬ就业形势

仍不理想ꎮ 随着中国进入新常态ꎬ经济发展速度

放缓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 ２０１５ 年城镇登记

人口的失业率定为 ４.５％ꎮ 这意味着失业可能更严

重ꎮ 如何有效降低城市失业率已成为我们当前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１]ꎮ 根据统计部门的最新预

测ꎬ到 ２０２５ 年ꎬ中国的劳动力总供应量将超过 １０
亿ꎮ 所以ꎬ很长一段时间内ꎬ劳动力的供求失衡造

成的城市失业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ꎮ
结构性失业是指经济结构调整引起的失业现

象ꎬ即求职者由于年龄、教育程度、文化素养和地

理、空间位置而导致的不能满足工作需要ꎬ进而面

临失业的困境ꎮ 结构性失业一般来说是长期性

的ꎮ 而且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和普及ꎬ很多低

门槛的岗位在几年前还会吸收大量的劳动力ꎬ但
是现在已经大都采用电子技术进行自动化控制ꎬ
越来越多的机器代替了人力资本ꎮ 无论从企业家

的角度还是最后的产量对比ꎬ机器化大生产成本

更低ꎬ而且相比于不可控的人力因素ꎬ“机器人职

工”需要的休假和薪酬更是可以忽略不计ꎮ 种种

原因ꎬ导致城市失业现象难以得到改善ꎬ其中失业

者自身的竞争力下降是最主要的原因ꎮ 所以通过

研究城市就业人员的相关特征ꎬ探讨如何提高城

市人员就业能力ꎬ从根本上增强劳动力自身的竞

争优势ꎬ从而为解决现阶段的失业问题提供借鉴ꎮ
二、研究综述与理论假设

１.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失业的问题有大量的研究ꎬ结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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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既有的成果ꎬ本文总结了有关于城市失业的三

个层面ꎬ具体如下:
第一ꎬ结构性失业仍然显著ꎮ 通过对城市失

业人员的类型进行调查分析ꎬ主要有如下两种:一
是高等学历失业者ꎮ 这类失业人员受到过一定程

度的高等教育ꎬ但是所学专业与岗位并不对口从

而引发失业ꎻ二是技术水平较低的失业者ꎮ 这类

失业人员有一定的技术水平ꎬ但是出现了断层ꎬ导
致无法胜任更高端的技术岗位ꎬ与社会需求脱轨ꎬ
这类人群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ꎮ
总体来说ꎬ城市失业者有如下几个特征:专业能力

欠缺ꎻ职业素养与岗位要求不匹配[２]ꎻ企业缺少高

水平的技术人员ꎮ 可以看到ꎬ在各种招聘广告铺

天盖地的同时ꎬ也存在着基数很大的城市失业人

员ꎮ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虽然很多失业人员

接受过城市的义务教育ꎬ但是所具备的专业知识

仍然十分薄弱ꎬ人才与岗位缺口不能很好地衔接ꎬ
导致即使城市就业岗位每年在不断增加ꎬ依然无

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劳动力供给ꎬ失业率居高不下ꎮ
第二ꎬ陷入暂时性贫困危机ꎮ 由于城乡物价

的差距ꎬ所以对于城市失业人员来说ꎬ很大一部分

人会陷入暂时性贫困危机ꎮ 暂时性贫困危机与长

期性贫困不同ꎬ长期性贫困是指长期无法保证最

低生活标准ꎬ暂时性贫困指的是消费超过自己负

担的能力导致的阶段性贫困ꎬ指的是人们的收入

低于贫困线但是消费却高于贫困线的状况ꎬ简而

言之就是入不敷出ꎮ ２０１８ 年ꎬ全国月人均失业保

险金水平已达 １２２８ 元ꎬ基本上可以保障城市失业

人员的最低生活水平ꎮ 但是由于城市物价以及消

费水准的上升ꎬ社会保障还存在部分覆盖不到的

地方ꎬ致使城市失业人员陷入窘迫的生活困境ꎮ
失业家庭的主要支出往往表现在医疗和教育两个

方面ꎮ 由于五险一金的制度ꎬ使得人们一旦面临

失业就无法享受到一些企业提供的制度福利ꎮ 而

且部分社会保障制度未充分考虑到城市失业人员

的异质性ꎬ虽然针对这些贫困家庭也有相关的补

贴ꎬ但是失业家庭在医疗保障方面仍然稍显乏力ꎬ
因家庭成员患有疾病产生的支出很可能加剧整个

失业者家庭的贫困程度[３]ꎮ 城市失业人员即使入

不敷出ꎬ但是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减ꎬ很多

家庭砸锅卖铁也为了孩子在教育上可以出人头

地ꎮ 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各种教育形式的不断涌

现ꎬ在教育上的开支已经占据家庭很大的消费比

重ꎮ 缓解失业压力的失业保险在于维持失业人员

在失业期间的正常生活水平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短时间内寻求再就业ꎬ但即使人均失业保险

金水连年不断上涨ꎬ仍然有很多的城市失业人员

陷入暂时性贫困危机ꎬ失业保险金可以解一时之

需ꎬ但长期作用效果并不明显ꎮ
第三ꎬ城市失业者的消极心理阻碍再就业ꎮ

城市较快的生活节奏和过高的消费水平ꎬ使城市

失业者心理压力倍增ꎬ尤其是对于一些曾经拥有

一份很让人艳羡的工作却突然面临失业的群体ꎬ
心理巨大的落差造成了众多城市失业者的心态失

衡ꎮ 统计数据显示ꎬ在城市失业人口中ꎬ３０－４０ 岁

的人口超过 ４０％ꎬ其中大多数是在国有企业工作ꎮ
因此ꎬ在原有就业环境和自我意识的双重因素下ꎬ
一些失业人员对再就业的要求更高ꎮ 在众多的就

业岗位中ꎬ许多人希望能够在更体面ꎬ收入更高ꎬ
工作量更少的工作中工作ꎮ 而这种类型的工作在

就业市场上也导致人才的蜂拥而至ꎬ但事实上ꎬ经
过筛选ꎬ最后能给这些失业者提供的再就业岗位

往往不符合他们自身的期望ꎬ甚至工作量会远超

于负荷而且工资也不高ꎬ不仅使这些失业者自尊

心受挫ꎬ也会让他们担心在亲戚朋友面前没有面

子ꎬ种种原因导致他们会再次失业ꎬ而且是主动性

的离职ꎬ为了寻求符合自己期望的工作ꎬ而这种现

象在城市失业人员中十分普遍[ ４ ]ꎮ
２.理论假设

(１)性别

在调查数据中ꎬ我们选取了 ４００３ 个城市人口

总样本数ꎮ 其中按照性别划分ꎬ男性有 １９２３ 名ꎬ约
占总人口的 ４８.０４％ꎬ女性有 ２０８０ 名ꎬ约占总人口

的 ５１.９６％ꎬ可以看出在选择的样本中女性总人数

偏多ꎮ 进一步统计ꎬ在 ４００３ 个城市总人口样本中ꎬ
城市总就业人口有 １８４１ 人ꎬ其中男性为 １１３６ 名ꎬ
女性为 ７０５ 名ꎬ男性就业人口数量远超于女性ꎮ 可

以看出在就业方面ꎬ性别差异较明显ꎬ一定程度上

能够反映出男性就业形势较女性而言更为乐观ꎮ
假设 １:男性就业形势较女性而言更为乐观ꎮ
(２)年龄

在城市总就业人口中ꎬ根据年龄ꎬ可以将就业

人员划分为中老年、中年、中青年和青年四个年龄

阶段ꎮ 在就业人员中ꎬ中老年人数占比最少ꎬ因为

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中老年群体都没有太大竞争

优势ꎮ 青年的就业人员也不多ꎬ因为相对于其他

年龄段ꎬ青年最缺乏的就是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ꎮ
很多大学生刚毕业陷入了求职的困境ꎬ也从一定

—０６—



程度上反映出青年的就业情况并不乐观ꎬ即使现

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进行校招ꎮ 在就业人口数

量中排在前两位的是中青年和中年ꎮ 因此ꎬ城市

就业中的中老年和青年的就业不理想ꎬ而中青年

和中年就业形势较好ꎮ
假设 ２:中老年以及青年相对于中年与中青年

更不容易就业ꎮ
(３)民族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ꎬ汉族人数占总人

口的最多数ꎮ 很多少数民族由于地理环境、气候

等自然因素ꎬ大多从事于畜牧业、种植业ꎬ导致当

地劳动力人口所掌握的劳动技能也受到传统产业

的影响ꎬ具有一定的领域性ꎮ 一旦离开家乡ꎬ面对

与传统产业不一样的技能需求岗位ꎬ由于不同地

域、民族风俗和职业的要求ꎬ民族也可能对就业产

生一定的影响ꎮ
假设 ３:族裔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就业ꎮ
(４)宗教信仰

宗教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信仰问

题ꎬ由宗教延伸出的各种理念和行为也在我国社

会生活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ꎮ 虽然我国不是主

要的宗教信仰国ꎬ甚至在很多申请表中并没有对

“宗教”一栏有专门的设置ꎬ但是我国尊重各种正

规宗教的发展ꎬ也包容这些宗教举办相应的合法

活动ꎮ 只要所信奉的宗教并不是所谓的“邪教”组
织ꎬ也没有影响到他人的正常生活ꎬ并不会受到过

多的干涉ꎮ 宗教可以影响人们的心理和日常生活

方式ꎬ对于人们的择业可能也或多或少起着一定

的作用ꎮ
假设 ４:宗教信仰可能对就业产生一定影响ꎮ
(５)受教育程度

对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调查数据中的样本进行分析ꎬ将
城市就业者的学历总共划分为 １３ 种ꎬ可以看出在

整个样本中ꎬ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数

量占城市就业总人口的 ５０％以上ꎮ 无论是曾经的

９８５、２１１ꎬ还是现在争创“双一流”高校ꎬ越来越多

的人希望可以挤进名校ꎬ最后出人头地ꎮ 而连续

多年ꎬ硕士研究生招生的报考人数都是呈上升趋

势ꎬ可见ꎬ为了谋求更好的出路越来越多的人追求

高学历带来的竞争优势ꎮ 因此ꎬ社会上依靠求职

业的受教育程度进行的劳动力筛选仍然是普遍

现象ꎮ
假设 ５: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市场

越好ꎮ

三、研究设计

１.数据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的调查数据ꎬ整个调查的总样

本量为 １０９６８ 人ꎮ 由于要研究的是城市就业人员ꎬ
所以从总调查数据中剔除了一些异常变量和缺失

值ꎬ最后筛选出的城市人员样本数为 ４００３ 人ꎮ 在

４００３ 人中继续进行筛选ꎬ选择出具有城市户口且

具有劳动能力的就业人员总计为 １８４１ 人ꎮ 通过描

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城市就业人员的性别、年龄、
民族、宗教信仰和受教育程度进行特征描述ꎬ基于

这些相关的描述提出了一定的研究假设ꎬ最后通

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对这些假设进行一一检验ꎮ
２.模型选择

在 ｓｔａｔａ 软件中ꎬ我们往往根据因变量的类型

来选择合适的模型来处理各种面板数据ꎮ 由于本

文要研究城市就业人员的特征ꎬ通过这些特征总

结出如何控制失业现象的相关建议ꎬ所以可以通

过分析各种特征因素与城市就业状况的相关性ꎮ
具体来说ꎬ就是利用 ｓｔａｔａ 软件ꎬ通过建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二元回归模型ꎬ分析每个因子与被解释变量之间

的相关性ꎬ并且区分和预测被解释变量产生的

原因ꎮ
３.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Ｙ)
在整个研究中主要分析了影响城市职工就业

的因素ꎬ将“城市劳动者是否失业”作为因变量ꎬ通
过将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样本类型筛选为城市ꎬ即在数据中

将“户口”类型一项选择“非农业户口”和“居民户

口(以前是非农业户)”ꎬ就可以得到城市居民的样

本总是ꎮ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年龄”进行划分ꎬ被
调查者的年龄符合我国劳动力水平的都可以看作

为城市劳动力人口ꎮ 最后根据样本中被调查者的

工作经历及状况ꎬ选取“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可

以列为“城市就业人员”ꎬ其他选项的都统一视作

“城市失业人员”ꎮ
(２)解释变量

根据调查数据和理论假设ꎬ有五个人员特征

可能会影响城市人员就业情况ꎬ将这五个特征都

作为解释变量ꎮ 对“性别(０ 代表女ꎬ１ 代表男)”、
民族(１ 代表汉族ꎬ０ 代表非汉族)、宗教信仰(１ 代

表有宗教信仰ꎬ０ 代表无宗教信仰)等变量采用二

分类变量的处理方法ꎻ将“年龄(２０１８ 减去出生

年)”和“受教育程度(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记为 １ꎬ
私塾、扫盲班记为 ２ꎬ依次往上ꎬ研究生及以上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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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设置为定序变量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模型中的变量以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频率 标准差 /百分比

被解释变量 城市人员是否就业 １＝是ꎬ０＝否 ０.４６ ０.４９

解释变量

性别 １＝男ꎬ０＝女 ０.４８ ０.４９

年龄 ２０１８－ａ３０１(出生年) ５４ １７.５３

民族 １＝汉族ꎬ０＝非汉族 ０.９５ ０.２２

宗教信仰 １＝有ꎬ０＝无 ０.１１ ０.３２

受教育程度

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ꎬ
２＝私塾、扫盲班ꎬ...
１３＝研究生及以上

６.５７ ３.３６

　 　 注:“＋”表示有正向影响ꎬ“－”表示负向影响ꎬ“?”表示影响方向未定ꎮ

　 如图所示ꎬ在样本中ꎬ就业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

４６％ꎮ 男性占总城市人口的 ４８％ꎬ表明该样本中性

别选取较为合理ꎮ 在整个样本中ꎬ被调查者的平

均年龄为 ５４ 岁ꎬ其中最小为 ２１ 岁ꎬ最大的为 ９８
岁ꎮ 且样本中 ９５％为汉族ꎬ而且只有 １１％的人口

有宗教信仰ꎮ 此外ꎬ在样本中ꎬ平均受教育程度为

６.５７ꎬ这个数值介于 ６ 和 ７ 之间ꎬ在调查数据中分

别代表的是普通的高中与中专ꎮ 其中受教育程度

最小值为 １ꎬ即被调查者没有受过任何教育ꎻ最大

值为 １３ꎬ即被调查者的最高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ꎮ
２.结果分析

下面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ꎬ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城市就业人员特征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是否为城市就业人口

性别
以女性为参照

男性
０.６１５∗∗∗(０.０７８)

年龄 －０.０７１∗∗∗(０.００３)

民族
以汉族为参照

非汉族
０.２０１(０.１７９)

宗教
以有宗教信仰为参照

无宗教信仰
－０.０５６(０.１２７)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９８∗∗∗(０.０１３)

常数项 ２.５２２∗∗∗(０.２５９)

卡方值 １３９６.１２∗∗∗

Ｒ２ ０.２５３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误ꎻ(２)∗∗∗表示 ｐ<０.０１ꎬ∗∗表示 ｐ<０.０５ꎬ∗表示 ｐ<０.１ꎮ

　 　 由 Ｒ２值可知ꎬ该模型具有 ２５％的解释力ꎮ 其

中ꎬ性别ꎬ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 ｐ<０.０１ꎬ表明具有

显著影响ꎬ而民族和宗教信仰对就业并没有什么

影响ꎮ 这表明ꎬ城市人口的就业情况与求职者的

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有关ꎮ 具体来说ꎬ男性就

业概率比女性高 ６１.５％ꎬ且年龄每增长一岁ꎬ找到

工作的概率平均会下降 ０.０７％ꎮ 受教育程度对找

到工作有一定的促进作用ꎬ可以看到求职者的受

教育程度平均每提升一个等级ꎬ如教育水平从大

学本科到研究生ꎬ 就业的机会平均就会增加

０.９８％ꎮ

首先ꎬ从回归结果来看ꎬ城市就业人口中男性

比女性的就业率高ꎮ 因为针对男性的社会就业岗

位更多ꎬ除了极少数性别限制于女性的工作ꎬ男性

可以胜任大部分的工作岗位ꎬ这个结果与假设 １
相符ꎮ

在年龄的特征中ꎬ中老年人和其他年龄段的

人员相比就业情况更明朗ꎬ这明显与假设 ２ 不符ꎮ
因为由于经历了国企改革的特殊时期ꎬ大部分中

老年失业者都是 ９０ 年代国企改革后的下岗人员ꎬ
在 ２１ 世纪初的时候我国对下岗失业人员的政策初

见成效ꎬ为他们的再就业提供了保障ꎬ有效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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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的失业问题[５]ꎮ
民族对于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ꎮ 由于我国自

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ꎬ经过长期的分化、
融合和发展变化ꎬ各民族已经融洽的在社会上进

行各项生产工作ꎬ在各个岗位的制定上也已经摆

脱了单一民族的局限性ꎬ使各民族中华儿女可以

享受平等的择业和就业权力ꎬ所以民族对于就业

不产生显著影响ꎬ与假设 ３ 不相符ꎮ
宗教信仰对于就业的影响同样并不显著ꎮ 我

国在处理宗教事务上一直秉持着宗教信仰自由的

原则ꎬ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ꎬ也有不信仰宗教的

自由ꎮ 在各种岗位需求中也从未对宗教问题进行

额外补充ꎮ 可以说ꎬ在物质需要不断提高的同时ꎬ
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ꎬ都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民众的精神需要ꎮ 在就业方面ꎬ我国不存

在所谓的宗教歧视ꎬ所以是否信仰宗教不影响就

业ꎬ与假设 ４ 不相符ꎮ
在 １３ 种教育等级的划分中ꎬ具有高中及高中

以上学历的求职者具有更好的就业前景ꎬ与假设 ５
相符ꎮ 虽然很多岗位也在强调实践能力和职业技

术ꎬ但是学历在当前社会仍然是众多岗位衡量人

才的一大标准ꎮ 甚至观察很多企业精英的教育背

景我们也可以看出ꎬ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受教育程

度都很高ꎬ在一些名企的招牌广告中ꎬ也经常可以

看到对于学历的要求都是大学本科及以上或者研

究生及以上之类的ꎮ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即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ꎬ对城市就业人员的特征和影响就业因

素进行实证研究分析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改善城

市人员的就业环境:
１.构建无性别歧视的劳资关系

虽然在某些特殊职业上确实是男性更为适

合ꎬ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女性可以胜任与男性一

样的工作ꎮ 促进就业过程中的法治ꎬ对就业和就

业关系实行严格的法律规范ꎬ对执法的主体、实施

过程和目标进行严格的法律监督[６]ꎮ 尤其对于在

雇佣过程中出现的对于应聘者性别的不合理歧

视ꎬ应予以一定的监管ꎮ 如随着现在二胎的开放ꎬ
很多招聘者在面试时甚至会询问女性求职者此类

相关的信息ꎬ以估算是否会由于女性产假而影响

企业运营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很多企业对

于女性员工的态度ꎬ同时应该加强劳动者在就业

过程的权利保护意识ꎮ
２.平衡各年龄段的就业情况

在改善就业服务方面ꎬ要做好已有研究工作ꎬ
深入了解市场就业需求ꎬ城市不同年龄组就业人

员的就业条件和就业需求ꎮ 这样ꎬ我们将制定更

合理的就业政策ꎬ确定有效的实施方法ꎮ 与此同

时ꎬ社会保障标准应该因地制宜ꎮ 面对不同年龄

阶层的失业问题ꎬ地方政府需要努力完善社会经

济救助体系ꎮ 调查当地经济形势和财政收支情

况ꎬ根据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制

定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援助标准ꎬ尤其是针对青

年失业者的相关保障ꎮ
３.加强就业人员专业技能培训

虽然受教育程度对于就业产生一定影响ꎬ我
们不能轻易改变自己的受教育程度ꎬ但是可以通

过毕业再学习加强城市就业的职业技能ꎮ 还有必

要根据现有市场趋势选择培训ꎬ并为所有地方管

辖区的失业人员提供基本的职业技能ꎻ同时ꎬ为解

决我国技术人员技术水平偏低的问题ꎬ应该鼓励

技术人员再学习ꎮ 通过调查发现ꎬ在城市失业人

口中ꎬ大学生失业群体的数量也占据一定比重ꎮ
应该鼓励大学生以创新实现创业ꎬ为创业提供资

金支持ꎬ建立风险投资基金ꎬ降低银行小微企业贷

款门槛ꎬ帮助大学生用自己的智慧积累社会经验ꎮ
这些创业型企业一旦发展壮大ꎬ会进一步活跃市

场经济ꎬ带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ꎬ为降低失业率

增添动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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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数据挖掘技术对管理会计的影响分析

冯 炳 纯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ꎬ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４４０)

　 　 [摘　 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ꎬ如何对海量的会计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是当前管理会计面临的主要难题ꎮ 基

于此ꎬ笔者在调研了相关文献后ꎬ对以往研究的不足进行深入分析ꎬ主要是对大数据背景、数据挖掘技术、管理会

计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归纳ꎻ再从管理会计分析重点、预测职能、非财务指标的利用、精细化管理等方面ꎬ阐述了数

据挖掘技术对管理会计的影响ꎬ并提出“事前决策分析—事中控制管理—事后核算评价”体系ꎬ目的是提升管理

会计的效率ꎮ
[关键词] 　 大数据ꎻ　 数据挖掘技术ꎻ　 管理会计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６４－０５

　 　 一、引言

２０１４ 年我国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管

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ꎬ指明了我国管理会

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ꎮ
２０１５ 年财政部又发布了«管理会计基本指引»为企

业建立管理会计体系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框

架[１]ꎮ 这两大管理会计法律法规的出台是我国管

理会计的大事ꎬ有里程碑意义ꎬ它们以官方发布的

基本指引的形式确定了管理会计在我国会计体系

中的地位ꎮ 此后ꎬ我国管理会计发展迅速ꎬ为企业

经营决策提供了巨大帮助ꎮ 这几年会计数据也呈

现爆炸式增长ꎬ传统的管理会计已经难以满足时

代的发展需求ꎮ 许多企业对管理会计的应用时面

临传统管理会计理论难以投入当前实践ꎬ即使得

到使用管理会计的精髓也难以被把握和观测实

施ꎻ使用效率低下ꎬ无法达到系统的规模ꎻ完善的

管理会计体系尚未形成ꎬ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等问

题ꎮ 因此ꎬ在当前时代背景下ꎬ管理会计想要继续

发挥为经营决策者提供决策信息的功能ꎬ就需要

对海量的会计数据进行筛选、加工、整合ꎮ 如何对

海量的会计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是当前管理会计面

临的主要难题[２]ꎮ 而数据挖掘技术作为大数据时

代的核心技术可以很好地帮助管理会计克服这一

难题ꎮ 谷歌、苹果等国际科技公司早已将数据挖

掘技术应用于其管理会计之中ꎬ通过数据挖掘技

术使管理会计准确地获取信息ꎬ及时地对信息做

出处理ꎬ提升了企业的工作效率ꎬ为企业经营决策

了提供了更加准确、完善的会计信息ꎮ 基于此ꎬ本
文将对数据挖掘技术对管理会计的影响进行深入

剖析ꎮ

二、文献综述

相关研究文献调研可分为三类ꎮ 第一类是对

管理会计的研究文献ꎮ 熊焰仞等(２００８)调查了我

国管理会计方法的使用情况并指出我国对管理会

计方法的需求量巨大ꎬ但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ꎮ
王晓丹(２０１４)从管理会计报告的功能入手ꎬ研究

了管理会计的职能以及管理会计应该以什么样的

方式为企业经营管理者提供什么样的会计信息ꎮ
她的研究为我国规范管理会计行为提供了可借鉴

的思路ꎮ 桑向阳(２０１４)指出我国企业流程管理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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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管理会计的使用ꎮ 第二

类是对数据挖掘技术的研究ꎮ 丁岩等(２０１３)基于

云计算构建了数据挖掘平台的框架ꎬ然后将数据

挖掘技术应用于云平台之上ꎬ由此增加了数据挖

掘平台的扩展性以及信息的处理效率ꎮ 王雅轩等

(２０１５)的研究详细介绍了数据挖掘技术的各类算

法ꎬ此外ꎬ他还对数据挖掘技术在我国各领域的应

用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ꎮ 第三类ꎬ数据挖掘技术

在管理会计的应用相关的研究ꎬ此类研究文献起

步较晚ꎬ 但是仍有丰富的研究成果ꎮ 曲吉林

(２００６)对数据挖掘技术在企业财务领域的应用情

况进行了研究ꎬ他发展数据挖掘技术对于企业的

竞争环境以及企业财务预警具有显著影响ꎮ 魏朝

芳等(２０１１)基于企业现代化信息系统的构建以及

ＥＲＰ 的应用对数据挖掘技术对管理会计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ꎬ他的研究表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可

以明显提高管理会计的信息利用效率ꎮ 张树森

(２０１４)认为管理会计作为企业财务部门的核心ꎬ
应该加快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ꎬ以提高企业的经

济效率ꎮ
通过该领域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ꎬ以往

对于数据挖掘技术以及管理会计的研究并不深

入ꎬ尤其是对数据挖掘技术对于管理会计的影响

路径缺乏深入的剖析ꎬ所以本文从数据挖掘技术

对管理会计分析重点、职能等方面的影响探究数

据挖掘技术对管理会计产生的影响ꎬ以弥补以往

研究文献的不足ꎬ为国内管理会计的发展提供借

鉴思路ꎮ

三、相关概念

１.大数据

大数据是指无法在短时间内利用常规软件进

行处理的集合数据ꎬ需要新模式才能进行处理的

海量、高增长信息资产[３]ꎮ 它有 ４ 大特点:第一是

数据的规模大ꎬ数据量已经超过 ＴＢꎬ需要用 ＰＢ、
ＥＢ、ＺＢ 这样的单位计量ꎬ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量ꎬ
我们必须加快对数据挖掘技术的探索ꎻ第二是数

据类型多样ꎬ除了传统的文本形式还出现了图像、
音频、视频等形式ꎬ而且各种类型的数据仍在呈几

何式增长ꎻ第三是数据价值密度低ꎬ大数据时代对

于我们有益的数据迅速增加ꎬ但是在海量的数据

库中对于我们有益的数据并不多ꎻ第四是对数据

的处理速度要求高ꎬ在海量的数据中只有突破原

有的处理方式ꎬ迅速地找到有效的信息ꎬ才能利用

这些信息为我们创造价值ꎬ大数据时代谁能迅速

地获取更多的有益信息ꎬ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占据优势ꎮ

２.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指利用计算机对海量的数据进行

分析和挖掘有用的信息ꎬ然后得到所希望的信息

或寻求某种趋势和模式的过程[４]ꎮ 数据挖掘常用

的方法有四大类:第一类是分类ꎬ找出一组数据所

具有的固定特征ꎬ然后构造分类模型ꎬ利用固定模

式对数据进行分类ꎬ此方法可以用来预测产品的

生产趋势ꎬ如天猫商城就是运用此方法对消费者

进行分类并分别推送相关产品与服务ꎻ第二类是

回归分析ꎬ此方法常用来预测数据的走向以及彼

此的相关关系ꎬ此方法可以用于销售归因分析以

及对未来销售量进行预测ꎻ第三类是聚类分析ꎬ依
靠数据的相似性和差异对数据进行分类ꎬ相似数

据被归为一类ꎬ相似性较小的数据关联性也就较

低ꎬ可以归为另一类别ꎻ第四类是指关联规则法ꎬ
数据之间普遍存在某种关联ꎬ如果我们能找出这

种关联就能够基于某种数据预测其关联数据的情

况ꎮ 此方法分为两步ꎬ首先在海量的原始数据中

找到全部的高频数据组ꎬ随后发掘这些高频数据

组的关联规则ꎮ

３.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也称为“内部报告会计”ꎬ是会计的

重要分支ꎬ与财务会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５]ꎮ 美

国著名会计学家奎因斯坦 １９２２ 年在«管理会计:
财务管理入门»一书中首次使用了“管理会计”这
一名词ꎮ 但是ꎬ管理会计至今没有清晰的定义ꎮ
我国对管理会计的定义是管理会计是一种管理活

动ꎬ通过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准确的财务信息以

改善企业经营ꎬ提升企业效益ꎬ并通过信息的反

馈ꎬ实现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控制ꎮ

四、数据挖掘技术对管理会计的影响

１.管理会计的分析重点将由结果转向

过程

成本管理、收入分析、风险控制是管理会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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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６]ꎮ 因此ꎬ本文将从成本管理、收入分

析、风险控制 ３ 大方面分析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对

于管理会计分析重点转移问题ꎮ

图 １　 管理会计分析流程

如图 １ 所示ꎬ企业经营额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

成本计算和成本确定ꎬ而目前企业会计进行成本

确定和成本计算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企业内部各部

门提供的成本数据ꎬ这在大数据时代是远远不够

的ꎮ 除了内部成本信息外ꎬ企业还要了解外部竞

争对手的信息ꎬ将企业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相结

合才能做出最优的决策ꎮ 亚马孙的 Ｋｉｎｄｌｅ 电子书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ꎬ它售价远远低于市场上的

平板电脑而通过内部电子书、广告收费ꎬ降低了企

业成本ꎮ 其次ꎬ收入分析ꎬ如何创造稳定的收入是

管理会计的职责ꎮ 亚马逊公司推出 Ｋｉｎｄｌｅ 电子书

阅读器时ꎬ因为其精美的外观、纸质书籍的阅读

感、便于携带等优点迅速占领市场ꎬ其电子书销量

大增ꎬ但是一段时间之后ꎬ销售量大减ꎬ亚马逊公

司通过客户购买记录数据进行归因分析和量化分

析发现原因在于新上架电子书频率以及客户的阅

读量上限ꎬ新电子书上架频率过低ꎬ销售收入下

降ꎻ有些客户一些购买许多书ꎬ达到其阅读上限之

后就很少买书了ꎮ 由此亚马逊公司推出包月服

务ꎬ１２ 元一月ꎬ有大量免费书及折扣书ꎬ满足了顾

客的需求ꎬ保证了稳定的收入流ꎮ 最后ꎬ风险控

制ꎬ把经营风险降到最低ꎬ企业才能越走越远ꎮ 招

商银行针对小微企业推出的“小额通”ꎬ无资产抵

押亦可放贷ꎬ在办理贷款时招行会让企业主提供

银行流水以及信用卡流水ꎬ然后将数据导入征信

模型得出评分ꎬ然后决定是否放贷ꎮ

２.管理会计的预测职能将得到更好

发挥

笔者构建了预测职能转变流程图ꎬ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管理会计预测职能流程图

如图 ２ 所示ꎬ管理会计需要在大量的历史数据

以及模型计算的基础上对市场进行预测分析ꎬ数
据挖掘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管理会计迅速在海量

数据库中识别有利信息ꎬ从而进行更加科学的预

测[７]ꎮ 总的来说ꎬ数据挖掘技术对管理会计预测

职能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ꎬ预测市场

以确定资源配置ꎮ 管理会计的职能就是为企业经

营决策者提供信息ꎬ以供经营者做出最优决策ꎬ而
数据挖掘技术在管理会计上的应用可以使管理会

计获得更多的诸如需求量、成本价等方面的信息ꎬ
从而可以帮助企业决策者确定最佳的资源分配方

案ꎬ提升企业效益ꎮ 其次ꎬ挖掘客服潜在需求ꎬ扩
大市场份额[８]ꎮ 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对市场各类产

品的销售数据进行抓取ꎬ可以了解到不同地区消

费者的需求及喜好ꎬ然后可以进行精准营销ꎬ避免

了供给的产品与市场部匹配的问题ꎬ提升企业的

现金流ꎮ 再次ꎬ评价客户信息ꎬ预测企业风险ꎮ 通

过大数据技术可以对消费者的消费、信贷等行为

进行记录ꎬ然后将此数据带入征信模型就可以对

客户的信誉做出评分ꎮ 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使管

理会计可以获得更多的客户消费ꎮ 信贷信息ꎬ从
而增加对客户信誉评价的准确度ꎬ帮助企业预防

不必要的风险ꎮ 最后ꎬ市场数据挖掘ꎬ推出新产

品ꎮ 传统的管理会计只能对市场上现有产品进行

分析评价ꎬ然后做出预测ꎬ这在大数据时代是远远

不够的ꎮ 现代管理会计应该通过大数据技术挖掘

消费者的消费信息ꎬ预测消费者的消费意向ꎬ从而

推出满足消费者多样消费需求的新产品ꎮ

３.管理会计中非财务指标将被更完善

的利用

目前ꎬ我国管理会计主要使用财务指标作为

评价绩效的依据ꎬ而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ꎬ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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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财务指标也可以作为绩效评价的依据[９]ꎮ 如果

仅仅关注财务数据会使企业过度关注短期行为ꎬ
而忽视员工培养、客户关系维护等长期行为ꎬ从长

期来看会损害企业效益ꎮ 平衡记分卡广泛的存在

我国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之中ꎬ它由财务、客户关系

管理、业务管理以及人员培养等 ４ 个方面构成ꎬ其
中 ３ 个方面都是非财务指标ꎬ这些非财务指标的应

用能够更加完整的对企业内部绩效进行评价ꎮ 客

户关系管理是企业非财务指标之一ꎬ但它是影响

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ꎬ以前由于技术上

的限制这些非财务数据不容易获得ꎬ但是通过数

据挖掘技术企业可以很好地进行客户关系管理ꎬ
首先可以利用归类以及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客户的

消费行为进行分析ꎬ进而对客户进行细化归类ꎬ进
行差别服务ꎻ其次对客户价值进行分类ꎬ不同资

产、信誉的客户对于企业的价值是不同的ꎬ很多情

况下企业绝大部分的收益仅仅来自 ２０％左右的优

质客户ꎮ 通过数据挖掘技术企业能够识别其优质

客户ꎬ从而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ꎮ 产品研发能力

也是企业非财务指标之一ꎬ大数据时代企业新产

品开发能力越来越被管理者所重视ꎬ为了开发新

产品提升市场占有率管理会计需要对市场上所有

相关产品的种类、功能进行细致的了解ꎬ工作量相

当庞大ꎬ而通过数据挖掘技术管理会计可以对某

种产品的客流量进行分析进而对市场产品进行分

类ꎬ可以帮助企业提升新产品研发效率ꎮ 随着数

据挖掘技术的发展企业非财务数据将会被更加完

善的使用ꎬ从而为企业管理者决策提供更加完善

的信息ꎬ促使企业做出最科学的决策ꎮ

４.管理会计将变为更为精细的管理

管理会计本应该是精细管理的ꎬ在过去由于

技术水平低下ꎬ大量的原始数据难以收集导致管

理会计能以精细化管理[１０]ꎬ如图 ３ 所示ꎬ随着互联

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ꎬ对数据的反馈程度无

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都大大加深ꎬ使管理会计对过

程和成本的控制更有力度ꎮ 此外ꎬ大数据技术的

发展也使得成本核算方法能够很容易的变为现

实ꎬ在产品生产和服务过程中的微小细节都可以

被监测和发掘ꎮ
如银行网点销售产品时ꎬ必须要经过大堂经

图 ３　 管理会计精细化管理流程

理、产品经理、柜台这三道程序ꎬ只有合理的分配

时间ꎬ才能节约成本提升效益ꎬ为此银行通过叫号

机、职能柜台等设备对产品经理销售理财产品的

时间、流程进行优化ꎬ形成了大堂经理对客户问询

以筛选客户并帮助客户拿号ꎬ然后把有意向的客

户转到产品经理处ꎬ由产品经理进行产品讲解达

成购买意向ꎬ之后基本排到客户的号了ꎬ客户到柜

台办理产品购买业务ꎬ整个流程不超过 １０ 分钟ꎬ这
样提高了服务效率ꎬ也提升了客户满意度并且又

增加了营销量ꎬ一举三得ꎮ 因此ꎬ现代管理会计不

能仅局限于财务会计信息ꎬ而应该超越财务会计

信息ꎬ精细化管理ꎬ为经营者提供更加精细、全面

的数据ꎮ
综上所述ꎬ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在很多方面对

管理会计产生影响ꎬ使管理会计实现精细化管理ꎬ
突破财务信息的局限以及企业内部信息的局限ꎬ
帮助企业经营者实现对企业内外的全面管理ꎬ形
成“事前决策分析—事中控制管理—事后核算评

价”体系ꎬ从而提升企业效益ꎮ

五、管理会计运用数据挖掘技术的策略

综上所述ꎬ本文列举了以下 ３ 点管理会计运用

数据挖掘技术的策略:第一ꎬ管理会计数据分析因

素应该更加多样化ꎮ 大数据时代数据是混乱的多

样的ꎬ但是这些数据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或者

因果关系ꎬ传统的对数据结果进行分析的方法已

经难以适用ꎮ 大数据时代管理会计不仅要关注结

果数据更要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过程数据进行跟

踪ꎬ获取更加多样化的数据ꎬ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

场ꎮ 比如在进行原材料采购时不仅要考虑销量、
库存量更要考虑一旦商品滞销ꎬ剩余原材料能否

适应市场新产品等情况ꎮ 这就是数据挖掘技术在

管理会计上的应用以及对管理会计思维模式的影

响ꎬ使管理会计不仅要考虑当下因素ꎬ更要考虑过

程及未来因素ꎮ 第二ꎬ管理会计的数据收集范围

需要更加广泛ꎮ 传统管理会计的会计信息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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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各部门ꎬ种类单一ꎬ而且这些数据往往是

处理之后的数据ꎬ使得管理会计所获得的信息失

去了时效性和原始特殊性ꎮ 通过对数据挖掘技术

的应用ꎬ管理会计可以不顾及庞大的数据量ꎬ也无

须顾及数据是结构数据还是非结构数据而直接采

集最原始的数据ꎬ然后再进行相应的数据分析[１１]ꎮ
比如在进行人力资本核算时ꎬ不仅要考虑员工的

工资、奖金等而且要关注培训费、设备ꎬ甚至水、电
费等等ꎮ 传统的方法很难准确收集这些数据ꎬ而
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可以很好地解决此类问题ꎮ
所以ꎬ管理会计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应该收集更加

广泛的数据ꎬ以发掘最有价值的原始数据ꎮ 第三ꎬ
管理会计应当转变数据储存方式ꎮ 大数据时代数

据呈爆炸式增长ꎬ传统的数据存储模式已经很难

满足管理会计的需求ꎮ 这就要求由专业团队建立

读取速度快、可用性高、扩展性强的大数据库以满

足企业需求ꎬ比如华为公司就为企业提供数据库

服务ꎬ为客户建立专业的数据库ꎬ保证企业数据安

全ꎮ 这就是数据挖掘技术对管理会计的影响ꎬ通
过大数据库存储大量的数据并构建信息结构化平

台ꎬ满足管理会计的数据读取和存储需求ꎮ
大数据时代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ꎬ

管理会计也难以避免ꎬ如何准确、及时地处理海量

数据是管理会计面临的难题ꎬ而数据挖掘技术的

出现可以帮助管理会计解决难题ꎮ 本文从大数据

时代、数据挖掘技术、管理会计概念入手结合我国

现实情况ꎬ分析了数据挖掘技术在管理会计中应

用的技术和经济效益上的可行性ꎬ随后从管理会

计的分析重点、管理会计职能、管理会计的非财务

指标应用以及管理会计精细化管理等 ４ 个方面阐

述了数据挖掘技术对管理会计的影响ꎬ最后指出

了管理会计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应该注意收集更广

泛的、多样的数据以及改变传统的存储方式ꎮ 当

然ꎬ鉴于笔者能力有限ꎬ本文还存在许多不足之

处ꎮ 由于数据的缺失ꎬ本文只是对数据挖掘技术

对管理会计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ꎬ缺乏必要的计

量ꎻ由于企业的情况千变万化ꎬ本文所提出的数据

挖掘技术对管理会计的影响可能与某些企业实际

不符ꎬ不能囊括所有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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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幽微的审美烛照与生命创伤的文学治疗∗

———论徐小斌的小说

郭 茂 全

(兰州大学文学院ꎬ 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 　 徐小斌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对女性情感的探寻ꎬ表现了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ꎬ
探究了当代社会变革中人际关系的复杂与情感空间的驳杂ꎮ 徐小斌的小说充满了个体生命的创伤体验与社会历

史的创伤记忆ꎬ是人性幽微的审美烛照与生命创伤的文学治疗ꎬ体现了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与独特的艺术理想ꎮ
[关键词] 　 徐小斌ꎻ　 小说ꎻ　 人性幽微ꎻ　 生命创伤ꎻ　 文学治疗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６９－０５

　 　 徐小斌是一位多产作家ꎬ她的小说通过对诸

多女性形象的塑造与精神世界的探寻ꎬ展现了人

性的深奥与情感的复杂ꎬ开拓出意蕴深厚的艺术

世界ꎮ 徐小斌的小说是人性幽微的审美洞烛与生

命创伤的文学治疗ꎮ
一、人类心灵的洞烛

１.女性“心灵秘史” [１]３５０的探寻

徐小斌是女性“心灵秘史”的记录者ꎮ 无论是

少女情愫、少妇情感ꎬ还是母性心理、女性意识ꎬ在
其小说中均有精微细腻的表现ꎮ «羽蛇»书写了百

年间五代女人的历史命运与心灵旅程ꎬ“百年五代

女人的心灵秘史ꎬ五代性格迥异的女人在时空的

沧海桑田与血缘的神秘因袭中的自我复制与变

异” [１]３５０ꎻ«迷幻花园»书写了女性在生命、灵魂中

的困惑ꎻ«双鱼星座»表现了女性对权力、金钱、欲
望的反抗ꎮ 徐小斌的小说因此成为女性生活“神
秘因袭”的“心灵秘史”ꎮ

徐小斌关注女性的精神困惑与心理病痛ꎬ探
寻女性的感情褶皱与思绪脉动ꎮ “体验必须在医

生在场的情况下得到复述ꎮ” [２]５«对一个精神病患

者的调查»中的柳锴、«河两岸是生命之树»中的楚

杨、«天鹅»中的温倩木等“医生”与景焕、孟驰、古
薇等“精神病患者”构成了小说叙事的“诊疗模

式”ꎬ小说因此成为一代女性的“精神病例”ꎮ 徐小

斌善于发现“女孩的心灵深处不为人知的一面”ꎬ
其小说成了女性的“密语”ꎮ «对一个精神病患者

的调查»中的景焕、«羽蛇»中的陆羽、«河两岸是生

命之树»中的孟驰都是精神病患者ꎮ «双鱼星座»
中的卜零在梦境中杀死了作为权力、金钱和性的

象征的三个男人ꎬ«羽蛇»中的烛龙在梦中成为西

覃寺的僧人圆广并帮助法师给一个女孩文身ꎬ«别
人»中的何小船经常梦见母亲的头颅被挂在枝上ꎮ
女性的隐秘常借助人物的“梦境”表现出来ꎮ

徐小斌窥探女性间关系的恶化ꎮ «羽蛇»中ꎬ
玄溟将儿子染病身亡归咎于女儿若木ꎮ “这是母

女之间永远的龌龊ꎮ” [３]２９“洞察一切的玄溟严禁儿

女与异性朋友的交往ꎮ” [３]２３若木一生都笼罩于母

亲的威压中ꎬ“母爱”不再是温暖的巢窠ꎬ而成为生

命的枷锁ꎮ 母女矛盾在家族血脉中延续ꎬ陆羽不

断寻找母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被母爱抛弃的过

程ꎮ «炼狱之花»中母亲天仙子与女儿曼陀罗之间

的矛盾、«天籁»中的母亲吴苗与女儿岁岁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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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都呈现出尖锐的母女冲突ꎮ
徐小斌小说中的姐妹间并非充满“亲情”与

“情谊”ꎮ «羽蛇»中的陆绫为了换取胡师傅的欢

心ꎬ与胡师傅合谋引诱自己的妹妹陆箫ꎮ «吉尔的

微笑»中的佩淮死于狮口ꎬ作为姐姐的“我”扮演了

“帮凶”角色ꎮ «海火»中的方菁和郗小雪是闺蜜ꎬ
终因一个男人而变成仇敌ꎮ 女性之间的冲突不仅

发生在亲人间ꎬ还发生在主仆或邻里间ꎮ «羽蛇»
中ꎬ若木为防止年轻侍女梅花与儿子天成恋爱ꎬ强
迫梅花嫁给四十六岁的家差老张ꎬ毫不感念梅花

对她的救护之情ꎮ «玄机之死»中ꎬ当鱼玄机发现

来咸宜观的文士不是为了她ꎬ而是为了侍女绿翘

时ꎬ便无法容纳绿翘ꎮ “怕见人的结果便是内心极

度孤独ꎬ孤独到了有些变态的程度ꎮ” [４]２９１ “误杀”
侍女绿翘就源自玄机的“孤独”与“变态”ꎮ 女性生

存的主要阻力不是来自饥饿贫穷与政治压迫ꎬ而
是来自女性心底的“阴影”ꎮ

２.“写出人性深层的复杂性” [５]２１４

人的情感世界是丰富而驳杂的ꎬ隐秘的感情

是徐小斌小说呈现的内容之一ꎮ “人就是迷宫ꎮ
心灵和肉体的迷宫ꎮ” [３]１９１ «做绢人的孔师母»中ꎬ
少女书茵、书棣对孔令胜都怀有朦胧的爱恋之情ꎮ
«黑瀑»中ꎬ濒死老人的拐杖中藏着一束黑发ꎬ潜隐

着一段难忘的情感ꎮ «迷幻花园»中的金与芬夫妇

同床异梦ꎮ “我写的是一个人的两种不同的形态ꎮ
是一个人的外显与内隐ꎬ 显性行为与潜在本

性ꎮ” [１]３３９“潜在本性”成为人性复杂性的主要层

面ꎬ而“面具”同样是作家洞察人性深渊的一个符

码ꎮ «炼狱之花»中ꎬ来自海洋世界的女性海百合

只有戴着“面具”才能与人类说话ꎬ只有通过说谎

才能在人类社会中生存ꎮ «敦煌遗梦»中ꎬ画家肖

星星为了追寻神秘的梦境来到敦煌ꎬ她与张絮、向
无晔之间的情感纠缠实质上是其人格面具与本能

欲求之间的冲突ꎮ «德龄公主»中ꎬ慈禧是“极度自

恋的女人”ꎬ她的“狠歹歹的心情”是在失宠于咸丰

皇帝后萌生的[６]７７ꎮ 徐小斌通过女性来透视人性ꎬ
透析人性中的欲望、本能、创伤、情感等ꎬ将人物的

潜在本性展现出来ꎮ
“写出人性深层的复杂性”是徐小斌的创作理

想之一ꎮ 作家在谈到«海火»创作时说:“写出人性

深层的复杂性ꎬ是我对自己的要求ꎬ现在还差得很

远啊ꎮ” [５]２１４作家关注着“人类的大悲哀”ꎬ采撷着

人性深渊中的“恶之花”ꎮ “我开始信奉人性恶的

观点ꎬ推崇恶的魅力ꎬ更相信善和理性的力量之微

弱和兽性之强大ꎮ” [１]１４７“在神秘的眩晕背后ꎬ是悲

哀ꎬ是对于女性乃至整个人类的大悲哀ꎮ” [１]１３１ 作

家关注着人的本来面目被 “甲胄” 遮蔽的悲哀ꎮ
“渐渐地ꎬ连本来面目也忘却了ꎮ 甲胄与人合为一

体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类的悲哀ꎮ” [１]１４０ 徐小斌

小说中“湖”“花园”“蛇”“天鹅”“夜明珠”“巨蚌”
等意象与女性之间的关联就隐匿着女性与大地的

情感密码ꎮ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

受之轻»、伯格曼导演的影片«呼喊与细语»等成为

徐小斌洞烛人性幽微的艺术滋养ꎮ
３.“要为这个民族提供一份个人的备忘

录”[１]３２７

徐小斌在与历史对话中寻踪索秘ꎬ审视数代

人的生存境遇ꎮ “所以我首先要求自己要真实地

毫不媚俗地记录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ꎬ要为这个

民族提供一份个人的备忘录ꎮ” [１]３２７ «德龄公主»
«玄机之死»等小说展现了古代历史ꎬ«河两岸是生

命之树»«羽蛇» «做绢人的孔师母» «吉耶美与埃

耶美»等小说呈现了当代生活ꎮ «德龄公主»展现

了晚清的东西方文化交流ꎬ塑造了慈禧、珍妃、德
龄、德容等女性形象ꎮ 德龄公主怀有救国之梦ꎬ从
国外带来许多器物ꎬ一心想通过日常生活让慈禧

接受西方的事物ꎮ «做绢人的孔师母»中的故事发

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ꎮ 孔师母是一所大学图

书馆长孔先生的夫人ꎬ喜欢做绢人ꎬ有极好的人

缘ꎮ 后来ꎬ孔先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打成了右

派ꎬ遭受非人折磨ꎮ 孔师母被批斗ꎬ最后死于靶场

上的流弹ꎮ «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叙述“四人帮”垮
台后人与人之间依然敌视的冷漠现实ꎮ “我想ꎬ要
追根溯源ꎬ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ꎬ特别是女性历

史进行反省ꎬ并且洞察人性中的复杂性ꎬ仅仅写出

这一代人是不够的ꎮ” [５]２２０人性的纹路是历史的印

迹ꎬ人性的呢喃是历史的回响ꎬ徐小斌以个体的命

运呈现了历史的风云ꎮ “我的很多小说表面上似

乎与社会历史无关ꎬ但是细心阅读后会发现ꎬ在梦

想与现实的对立中ꎬ它最终是遥遥指向文明、历
史、社会的ꎮ” [１]３７３历史永远“在场”ꎬ作家成了历史

幽微的聆听者与记录者ꎮ
“备忘录”是徐小斌历史书写的内在驱力与价

值皈依ꎮ «羽蛇»中ꎬ第一代人是陆羽的姨祖杨碧

城ꎬ生活在太平天国时期ꎬ反抗天王洪秀全的暴

政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ꎮ 第二代人是外婆玄

溟ꎬ生活于辛亥革命时期ꎬ其丈夫秦寿鹤是早期辛

亥革命的狂热支持者ꎬ但后来堕落为抽鸦片、养戏

子的无用之人ꎮ 第三代人是母亲若木ꎬ生活于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ꎬ因若木从小就受到强势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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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溟的严格管束ꎬ心理逐渐变态ꎮ 第四代人是陆

羽这一代ꎬ经历了上山下乡、知青回城、改革开放、
恢复高考等ꎮ 第五代人是陆羽的外甥女韵儿ꎬ热
衷于物质享受ꎬ嘲笑父辈们为理想献身的精神ꎮ
徐小斌在历史文化中追寻女性的“身世之谜”ꎬ将
女性的心理微澜与历史本身的幽微复杂有机地融

合在一起ꎬ不断向历史的更深处探赜索隐ꎬ并在远

古神话、巫术仪式、神秘海岛中寻找影响女性命运

的文化基因ꎮ “徐小斌的创作常常给人一种感觉ꎬ
就是她一直在执着地叙写着女性生命中的体验与

遭遇ꎬ因此ꎬ她的作品也常常被解读为有关现代女

性和女性生存的寓言ꎮ” [７] 徐小斌在对历史幽微的

探寻中自觉地进行了历史基因与现实生境的检

视ꎬ试图在女性历史叙述的断裂处找到女性精神

涅槃的文化基因ꎮ
二、创伤记忆的书写

１.“破碎的家庭”的创伤记忆
创伤记忆是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ꎮ “我的童

年既快乐又痛苦ꎮ 快乐和痛苦都达到了极致ꎬ人
格就可能分裂ꎮ 那混沌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色彩至

今仍是我写作时的养分ꎬ也是我内心真正痛苦的

来源ꎮ” [１]２徐小斌对人物的童年或少年的创伤记忆

叙事较多ꎬ“创伤性情感”常常成为作家创作的滋

养ꎬ也成为小说人物命运的符咒ꎮ 徐小斌小说中

的诸多主人公都有创伤记忆ꎮ «羽蛇»中ꎬ陆羽一

直生活在失去母爱的创伤记忆中ꎮ «天鹅»中的夏

宁远在少年时代就遭受了继母的“强暴”ꎬ他成年

后对女性产生了莫大的恐惧ꎮ «吉尔的微笑»中ꎬ
卫朋生活于父亲和一个女人的阴影下ꎮ “因为照

他的说法ꎬ他的父亲似乎从未爱过他的母亲ꎬ而是

爱着另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几乎决定着他家里

的一切大事ꎮ” [８]１９９

人在童年或少年的创伤记忆来自家庭成员关

系的恶化或家庭成员的死亡ꎮ «羽蛇»中ꎬ若木和

天成自小在父母的争吵声中长大ꎬ天成在小学三

年级时写下了作文«破碎的家庭»ꎮ 饱受母亲钳制

的若木将自己的创伤与痛苦转嫁给女儿陆羽ꎮ
“妈妈不爱我ꎬ她不爱我———对一个六岁女孩来讲

是致命的事实ꎬ使她的心破碎了ꎮ” [３]１８“想让她的

爸爸妈妈爱她ꎬ可她一次次地心碎了ꎮ” [３]１１５ “心

碎”的创伤记忆使个体生命永远笼罩于痛苦绝望

之中ꎮ «别人»中ꎬ何小船的母亲先是疯了ꎬ而后割

破动脉血管死去ꎬ致使其发疯的并非何小船的父

亲ꎬ是她心中惦念的另外一个男人ꎮ “无爱的家庭

往往造就畸形、病态的孩子ꎮ” [８]１７家庭创伤使得何

小船对爱情与婚姻充满失望和恐惧ꎮ
女性爱情中的创伤有时来自“阿尼玛情结”与

“阿尼玛斯情结”影响下的心理冲突ꎮ “在我们周

围ꎬ尽管不是绝大多数ꎬ但至少有许多女人ꎬ她们

相信自己在声称完美的阿尼姆斯关系中是幸福和

满足的ꎬ本身却受着心理紧张和躯体症状的折

磨ꎮ” [９]１２０徐小斌关注着小说中女性心灵世界中的

“阿尼玛”与“阿尼玛斯”的角色错位ꎬ书写着男女

在恋爱婚姻中的冲突[１]１７５ꎮ “阿尼玛斯”是女人无

意识中的男人性格与形象ꎬ比如女性心目中的父

亲形象、男老师形象、小说中英雄形象等ꎮ «羽蛇»
中ꎬ亚丹在青年时期以牛虻、英沙罗夫、拉赫美托

夫等西方小说中的革命者作为偶像ꎬ从“公众恋

人”身上获取生活的勇气、力量和信心ꎬ这种“偶
像”常使崇拜者陷入性爱的残缺中ꎮ «天鹅»中的

古薇一直铭记着她的初恋情人ꎬ而对昔日丈夫的

记忆仅仅是孩子的父亲ꎮ «这是一片宁静的海滩»
叙述女性在爱情与梦想遭到重创时的伤痛与挣

扎ꎮ 创伤叙事无疑成为作者与叙述者泅渡历史苦

海与治疗精神创痛的重要途径ꎮ
２.社会变革中的“精神苦难”
社会政治的动荡常给个体生命带来巨大的心

灵创痛ꎮ “创伤”要被理解为该事件发生时作用于

主体并造成痛苦[１０]１７８ꎮ 徐小斌经历了二十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政治变革及其引发的思想震荡ꎬ还经

历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及其引发的精神蜕

变ꎬ其精神留下了时代的烙印ꎬ其小说人物的创伤

记忆与时代变革相关联ꎮ “起码对于我来说ꎬ精神

上的苦难远远比物质的苦难更难以忍受ꎮ” [１]３２８徐

小斌的小说传达了“既身陷其中又难以亲近ꎬ既向

往逃离又宿命般地无力自拔”的女性命运体悟[１１]ꎮ
«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对“文革”时期错误的政治运

动作了深刻的反思ꎮ “为了这一天ꎬ我们曾经付出

了那么多血泪的代价ꎮ” [１２]２３９«羽蛇»中ꎬ若木迟迟

未能婚配的原因就是母亲的“极权”ꎮ «天籁»中的

吴苗原来是一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走红的作曲

家、歌唱家ꎬ后被打成右派ꎬ她唯一的心愿就是让

女儿岁岁能够继承她的音乐梦想ꎮ 为了让岁岁专

心唱歌、当花儿皇后ꎬ她竟然用药泉的水熏瞎了岁

岁的眼睛ꎮ 吴苗的“残忍”无疑与当时的政治浩劫

有关ꎮ 可以说ꎬ徐小斌“以血代墨”书写了女性生

活中“血泪的代价”与“精神的苦难”ꎮ
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家阿莱达阿斯曼说:“用

鲜血书写的历史事件如迫害、侮辱、失败和死亡在

神话的、民族的以及历史的记忆中都占有十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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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地位ꎮ” [１３]３８０创伤性的历史记忆常常被转述为

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回忆ꎮ «羽蛇»中ꎬ作家通过

陆尘、烛龙、亚丹、陆羽等人物的视角来检视历史

伤痛的沉重ꎮ “在他的青年时代ꎬ他常常不能理解

为什么有些历史人物最后要背叛他们自己ꎬ但是

他现在理解了ꎬ但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ꎮ” [１]２７７ 烛

龙客死他乡的命运结局就隐喻着“一代人”理想的

毁灭ꎮ “一个美好的造物的破碎ꎬ在宇宙间连一点

声响也不会留下ꎮ 破碎了ꎬ也就成为‘过去’了ꎮ
破碎的肉体连同破碎的灵魂ꎬ都被‘过去’隔离在

了另一个世界ꎮ” [３]２７９ «羽蛇»中ꎬ作家亚丹追求精

英写作ꎬ长期默默无闻ꎬ后来被迫从事通俗文学创

作ꎬ受到世人的追捧ꎮ “那些虚伪的空洞乏力的文

字构成了一张蛛网ꎬ把鲜活的亚丹遮蔽起来ꎬ使她

变成与这个城市同样的灰色ꎮ” [３]３０４追求理想时的

寂寞与追逐名利后的光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ꎬ亚
丹的悲剧就是时代悖论的悲剧ꎮ 徐小斌的小说到

处充满了时代伤痕与个体伤痛ꎮ “翅膀掠过天空

的时候ꎬ天空总要留下刀痕ꎮ 那些看上去优美的

伤口ꎬ每一个都藏匿着令人心碎的故事ꎮ” [３]２８０ 国

家与民族的集体创伤记忆与家庭和个体的创伤记

忆相互交织ꎬ共同构成徐小斌小说中创伤叙事的

内核ꎮ
三、人文情怀的灵魂救赎

１.“有灵魂的写作”
小说叙事伦理中体现了徐小斌的人文关怀与

审美理想ꎮ 叙述是为了情感治疗ꎬ是为了灵魂救

赎ꎮ 徐小斌追问灵魂在写作中的意义ꎮ “毫无疑

问ꎬ不敢拷问自己的灵魂、审视自己的内心的作家

不是真正的作家ꎮ” [１４] “没有灵魂的快乐是虚假的

快乐ꎬ虚假的快乐同样是人类失乐园的悲剧ꎬ而有

灵魂的写作ꎬ 正是身在炼狱却梦想乐园的行

当ꎮ” [５]１４０徐小斌在创作中守持“尊灵魂”的精神高

标ꎬ时刻关注着文学的 “灵魂” “神性” 等命题ꎮ
“彼岸是什么并不重要ꎬ关键是引渡的过程ꎮ 引渡

是个多么迷人、多么动人心弦的过程啊! 羽希望

这个过程永远不要消失ꎮ” [３]２３９ “现代人没有理想

没有民族没有国籍现代人就是飘零的羽毛ꎬ
是脱离了翅膀的羽毛ꎬ注定会终生流浪ꎮ” [３]２１８“从
生到死不过是一个‘卡农’式的怪圈ꎬ最终会返回

到生命的原点ꎮ 到那里你也许会发现ꎬ你穷其一

生所追求的ꎬ 不过是一个梦想ꎮ 什么也寻不

到ꎮ” [１]１６３“灵魂” “神性” “梦想”成为徐小斌创作

的价值指归ꎮ
每一个人物的心灵世界都是丰富的ꎮ “尊灵

魂”的写作应当尊重人的心灵世界ꎮ “我是体验

派ꎬ不仅女性ꎬ我笔下所有的人物都是我ꎮ 我会钻

进每一个人物的心里去体验他们ꎬ冒充他们ꎬ为的

是让他们的存在有说服力、饱满而有力量ꎮ” [１]３２３

徐小斌始终以心灵书写作为小说创作的重心ꎮ 为

了凸显女性的情感ꎬ徐小斌有时采用“极致化叙

事”的策略ꎬ将一种性格或情感书写到绝对的极端

的状态ꎮ 极致叙事中的人性世界里有卑微、卑琐ꎬ
也有悲痛、悲悯ꎮ «别人»就是一部“残酷地揭示情

感真相的心理小说”ꎬ是自觉进行“极致叙事”的典

型代表ꎮ “为了把故事推向极致ꎬ我设定了两个极

致人物ꎬ一个是会用塔罗牌占卜的老处女ꎬ另一个

是没经过恋爱就结了婚的男人ꎮ 于是两性情感上

的错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ꎮ” [６]１３０ 徐小斌的“极致

化叙事”使小说具有一种极致之美ꎮ
２.“爱情是人类一息尚存的神性” [１５]扉页

从«请收下这束鲜花» «海火» «敦煌遗梦»到

«德玲公主» «天鹅»等ꎬ徐小斌的小说涌动着爱情

的暖流ꎬ散射着理想的光芒ꎮ “一个女人一生中最

重要的就是爱和被爱ꎬ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是

一个世界ꎮ” [１６]１２５«敦煌遗梦»中的向无晔认为精神

和肉体不可分的爱才是 “一种自然的完全的

爱” [１７]８０ꎮ 徐小斌在长篇小说«天鹅»的扉页中说

“爱情是人类一息尚存的神性”ꎬ认为“完整的爱应

当包括情爱与性爱” [１]１７７ꎮ «天鹅»中ꎬ爱情重造了

中年作曲家古薇ꎬ也重造了生活在家庭阴影中的

夏宁远ꎮ 爱情的光芒驱散了阴霾ꎬ爱情的温馨填

补了代沟ꎮ 徐小斌借助书写爱情ꎬ以修复曾在她

的世界观里触目皆是的种种残缺与断裂[１８]ꎮ «请
收下这束鲜花»中ꎬ一个小女孩爱上一个青年医

生ꎬ后来医生得了绝症ꎮ 在医生弥留之际ꎬ小女孩

冒雨赶去看望他ꎬ而医生早已不认识她了ꎮ «吉耶

美与埃耶梅»中叙述泰国公主吉耶美与严丰的挚

情之爱ꎬ«炼狱之花»中叙述海百合与詹之间的纯

真爱情ꎮ “物质不灭ꎬ生与死ꎬ不过是生命形态的

转换而已ꎮ 唯一区别于普通人的ꎬ是在深爱的人

之间会有记忆ꎮ ———永恒的记忆ꎮ” [１５]２５０ “因为我

爱过了ꎬ所以我活过了ꎮ” [１５]２７２书写爱情是作家获

得生命救赎的方式ꎬ也是作家精神追寻的体现ꎮ
徐小斌以独特的话语构建了理想的灯塔ꎮ

«炼狱之花»中的海百合为了朋友与深爱的人违反

了约定ꎬ导致海洋之门永远向她关闭ꎮ 海百合公

主美丽单纯ꎬ勇敢忠诚ꎬ伸张正义ꎮ “这是阻止人

类世界迅速堕落的一个重大步骤ꎬ我要帮她打赢

这场官司ꎬ无论她的对手背后站着什么人ꎮ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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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人证明ꎬ权力和金钱并不是唯一的! 这个世

界上ꎬ还有正义! 还有灵魂和律法的精神!” [１９]２６１

小说中的人物话语体现着作家对正义的追求与纯

真爱情的持守ꎮ
四、审美理想的文学治疗
徐小斌的小说具有“引渡”的结构与“救赎”的

力量ꎮ “彼岸是什么并不重要ꎬ关键是引渡的过

程ꎮ” [３]２９３«河两岸是生命之树»等作品中闪耀着希

望之光ꎮ “阳光下ꎬ就在那至善至美的境界中ꎬ就
在那大河的彼岸ꎬ有一株不朽的生命之树在闪

光ꎮ” [１１]２３９ 徐小斌在«遇难航程中的飨宴» 中说:
“在神秘的背后ꎬ是悲哀ꎬ是对于整个人性、人生的

悲哀ꎮ” [１]１２２«天鹅»中ꎬ古薇与夏宁远在爱情力量

的感染下ꎬ合写了歌剧«天鹅»ꎬ之后两人殉情于赛

里木湖ꎮ “爱走向美的极致便是死亡”ꎬ«炼狱之

花»“唱了一曲本真之美的挽歌” [２０]ꎮ «吉尔的微

笑»«天生丽质»«做绢人的孔师母»都是美遭毁灭

的悲剧ꎮ “选择的残酷还在于人生其实无法选择ꎮ
往往是ꎬ人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支配着走向命

运ꎮ” [１]１１９«迷幻花园»中ꎬ芬与怡最终发现ꎬ她们爱

的男人原来是如“蓝田猿人”般的“活化石”ꎮ 徐小

斌小说中的悲剧是一个聚合体ꎬ其中有“喝了亲人

给的毒药”或“被亲人手中的匕首所伤”的伦理悲

剧ꎬ有政治迫害与时运悖谬造成的命运悲剧ꎬ还有

创伤记忆造成的性格悲剧ꎮ 徐小斌的悲剧观也会

因时而变ꎬ在«炼狱之花»等后期小说中ꎬ其创作观

念“从逃避现实变成了敢于面对现实ꎬ从悲观绝望

变成了享受孤独的快乐” [１９]２８９ꎮ
徐小斌小说中的神话元素与巫术特质是其通

过文学寻找精神治疗的方式之一ꎮ “以沟通神灵

和祖先为特色的祈祷仪式ꎬ揭开了语言治疗疾病

的奥秘之门ꎮ” [２１]２３１徐小斌的历史书写中蕴含着对

历史创伤的诊疗ꎮ “也正是在这一对当代中国历

史的书写里ꎬ对逝去不远却已遭遗忘的悲剧撞击

的记述中ꎬ徐小斌复现了一个已消失于她九十年

代写作中的文化情境或曰文化情结:八十年代或

曰对精英文化的尊崇与向往ꎮ” [２２] 对爱情的呵护、
对母爱的寻找以及对生命意义的叩问都是对文学

治疗的审美实践ꎮ “人作为有机生物中最复杂精

微的一种ꎬ如果文学活动对于人的生命—精神的

生存生态来说不可或缺ꎬ那么承担起包括治病和

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ꎬ也就是文学活

动最初的特质所在ꎮ” [２１]２６６徐小斌自觉担当起了灵

魂救赎与情感慰藉的文学责任ꎮ
“文学是寂寞的事业ꎮ 这孤独ꎬ绝不是抢着话

筒喊出来的那种孤独ꎮ 它是作家对自己的心灵审

判ꎬ是真正的炼狱ꎮ” [１]１５５“写作是置身于地狱却梦

寐以求着天国的一种行当ꎮ” [１]１６６ 徐小斌是“受伤

的治疗者”ꎬ其小说不仅具有自我治疗的意图ꎬ还
有疗救他人的诉求ꎮ 徐小斌对女性创伤、历史创

痛感同身受ꎬ其小说是人性幽微的审美洞烛ꎬ也是

生命丰富性的诗意敞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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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剧发展再思考

周 安 若

(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　 要] 　 在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ꎬ医疗问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ꎬ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层层推进ꎬ
许多社会矛盾也愈发突出ꎮ 医疗题材电视剧的出现ꎬ既及时因应了这些社会关切ꎬ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

的思路ꎮ 国产医疗剧亟须认清现状ꎬ在借力网络平台、直面现实问题、拓展题材内容等方面ꎬ做出新的尝试ꎮ
[关键词] 　 中国电视剧ꎻ　 医疗剧ꎻ　 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３５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７４－０５

　 　 “医疗剧”概念源于美国ꎬ是美国职业剧类型

中极为重要的一大亚种ꎬ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ꎮ
目前中国电视剧研究中通行的“医疗剧”概念是在

美国医疗剧基础之上的归纳和总结ꎬ即“以医院或

诊室为背景ꎬ以一个或几个医生为主线贯穿全剧

的情节系列剧ꎬ每一集相对独立ꎬ但集与集之间仍

具有连续性” [１]８４ꎬ其中“独立”是指每一集的剧情

都是新的故事ꎬ“连续性”所依靠的就是常规角色

在全剧中起到的连贯作用ꎮ 从医疗剧的源头上来

说ꎬ这一概念可以称得上言简意赅、全面具体ꎬ但
结合中国医疗剧的创作状况以及中国电视剧的基

本性质可以看出ꎬ此概念并不适用于国产医疗剧ꎮ
原因如下:

第一ꎬ和美国的情节系列剧不同的是ꎬ中国医

疗剧更偏向于“连续剧”范畴ꎬ连续剧是指“把一个

较大的完整的叙事单元拆解成几十个小单元或小

片段ꎬ各片段之间有因果联系性和先后承继性ꎬ合
并起来组成一个叙事单元” [２]７５ꎮ 这与“每一集相

对独立”的情节系列剧有着本质上的区别ꎮ
第二ꎬ与美国的医疗背景不同的是ꎬ中国的

“医疗”概念不单囊括了“西医”的理念ꎬ即近代和

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ꎬ更有着历史悠久的“中医”
传统ꎮ 单纯套用西方医疗剧的概念ꎬ便失去了医

疗剧的本土化意义ꎬ从而沦为外来文化的跟风

产物ꎮ
笔者以为ꎬ“医疗剧”的概念这样定义较为合

理:主角是医者ꎬ且把医疗行业作为主要表现内

容ꎬ强调其职业剧的类型化色彩ꎬ是以医生治疗患

者为主题的一种电视剧类型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医疗剧应当和与医疗有关的

电视剧做出区分ꎮ 例如«小别离»中方圆这一角色

的设定是眼科医生ꎬ剧中也出现了大量医院场景ꎬ
但它并不属于医疗剧范畴ꎬ只能称其为与医疗有

关的家庭伦理剧ꎮ 医疗剧的三个要素———主角是

医生、医疗行业是主要表现内容ꎬ以及职业剧的类

型化色彩ꎬ三者缺一不可ꎬ只有全部满足ꎬ才是严

格意义上的医疗剧ꎮ
一、中国医疗剧的发展历程
学界对于国产医疗剧的历史轨迹梳理缺乏专

门的文献ꎬ关于医疗剧的阶段划分仅在山东大学

的一篇硕士论文中有所提及[３]ꎬ作者以十年为单

位ꎬ从 １９８６ 年«希波克拉底誓言»起ꎬ将内地医疗

剧发展分成三个时期:初步萌芽期(１９８６—１９９５)、
起 步 探 索 期 (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 和 发 展 成 熟 期

(２００６—)ꎮ 遗憾的是ꎬ作者未能阐释清楚三个时

期作为时间节点的重要医疗剧作品和该时期医疗

剧作品的阶段性特点ꎮ 因此笔者在此基础之上ꎬ
对中国医疗剧的代际划分提出新的看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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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医疗剧的初创期:１９５９ 年至 １９９９ 年

笔者认为ꎬ１９５９ 年 ４ 月由北京电视台播出的

直播电视剧«辛大夫和陈医生»ꎬ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首部医疗题材电视剧ꎮ 该剧讲述了陈医生墨守

成规ꎬ对盲肠炎患者坚持开刀治疗ꎬ而辛大夫采用

针灸的新方法减轻患者痛苦的故事ꎬ宣扬了破除

迷信、解放思想的主题ꎮ
这两部电视剧相隔时间较长ꎬ参照仲呈祥主

编的«中国电视剧艺术发展史»中关于中国电视剧

发展史分期的意见ꎬ«辛大夫和陈医生»拍摄于中

国电视剧的“初创阶段(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６６ 年)” [ ４]３４ꎬ
是北京电视台继«一口菜饼子»后对直播电视剧的

又一次探索ꎬ但由于电视机在当时尚未普及等原

因ꎬ未能造成太大影响ꎬ其剧情等方面的记载也只

有只言片语ꎬ造成了今日医疗剧研究对它的疏漏ꎮ
之后数十年ꎬ跨越了“电视剧艺术停滞而技术发展

阶段(１９６７ 年至 １９７６ 年)”和 “复苏阶段(１９７７ 年

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ꎬ直至“确立本体特征

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至 ９０ 年代初)”ꎬ中国

电视剧响应电影界“抛掉戏剧的拐杖”的号召ꎬ开
始关注影像本体特征ꎮ «希波克拉底誓言»对电视

剧的叙事能力和视听形象方面的成功探索ꎬ标志

着中国医疗剧真正进入萌芽时期ꎮ «希波克拉底

誓言»之后ꎬ又出现了«一个医生的故事» «陈医生

诊所»«妇产医院»等作品ꎮ
萌芽时期的中国医疗剧ꎬ实则是不成熟的中

国电视剧在题材内容上不断尝试、创新的产物ꎬ虽
然具备了医疗剧的基本特征ꎬ但碍于技术操作等

现实条件的限制ꎬ大多表现的是职业道德、人性人

情等抽象情节ꎬ缺乏具体、科学的医学案例ꎮ
２.中国医疗剧的发展期: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自电视剧«儿科医生» (１９９９)的播出ꎬ中国医

疗剧进入了崭新的时期———借鉴、学习外国医疗

剧的基本模式ꎬ进行中国医疗剧的创作ꎮ «儿科医

生»首先引用了美国医疗剧的“Ｐ(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ꎬ专
业性) ＋Ｐ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ꎬ个人化)” 叙事模式ꎬ讲述了

“仁济医院”在医疗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ꎬ医护人

员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ꎬ该剧还曾获得电视剧

最高奖项“飞天奖”的优秀长篇电视剧二等奖[ ３]１５ꎮ
自«永不放弃» (２００１)播出之后ꎬ国产医疗剧数量

明显增多ꎬ同时期的«关怀» (２００２)、«最后诊断»
(２００４)、 «急救生活» ( ２００５ )、 « 红十字背后»
(２００５)、«无限生机» (２００５)、«柳叶刀» (２００９)等

医疗剧作品相继问世ꎬ使医疗剧在国产电视剧中

的地位进一步提升ꎮ
这一时期ꎬ国产医疗剧在着重塑造医护人员

形象的同时ꎬ开始追求医学上的专业性ꎬ在对医疗

设备、手术过程的还原上进行了积极的尝试ꎮ
３.中国医疗剧的成熟期:２０１０ 年至今

国产医疗剧的爆发性增长始于 ２０１０ 年左右ꎮ
步入成熟期的国产医疗剧ꎬ开始逐渐摆脱美国、日
本等外国医疗剧模式ꎬ适应中国电视剧市场环境ꎬ
呈现出独有的中国医疗剧特色———类型杂糅ꎮ

２０１０ 年«医者仁心»的大获成功ꎬ为国产医疗

剧创作更上层楼奠定了基础ꎬ标志着国产医疗剧

的成熟ꎮ «医者仁心»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反映医

生职业生活的医疗剧ꎬ其对医患关系等现实问题

的展现在医疗剧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ꎮ
２０１２ 年ꎬ由六六担任编剧的我国首部大型医

疗剧«心术»更是达到了目前国产医疗剧的一大高

峰ꎬ是国产医疗剧自 １９８７ 年«希波克拉底誓言»以
后近 ３０ 年不断尝试、探索的重要成果ꎬ也为后面医

疗剧的走向提供了借鉴ꎮ 医患冲突、爱情友情、职
场斗争等元素的加入ꎬ使得«心术»呈现出更加纷

繁热闹的时代性特点ꎮ «心术»的大获成功ꎬ对国

产医疗剧的发展起到了提示性的作用ꎬ类型杂糅

自此成为本时期医疗剧最鲜明的特点ꎮ
这一阶段的国产医疗剧进入了创作鼎盛期ꎮ

２０１０ 年的«医者仁心» «生死依托»ꎬ２０１１ 年的«人
到四十» «无影灯下» «感动生命»ꎬ２０１２ 年的«心
术»ꎬ２０１３ 年的«感动生命»«到爱的距离»ꎬ２０１４ 年

的«爱的妇产科»«妇产科男医生»«产科医生»«青
年医生»«长大»«急诊室故事»ꎬ２０１５ 年的«天使的

微笑»ꎬ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三部左右的速度ꎬ在国

产电视剧中所占的数量和地位也随之稳步上升ꎮ
直到今天ꎬ中国医疗剧还面临着类型杂糅所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ꎬ就像«外科风云»的导演李雪在接

受采访时所说的ꎬ他并不完全否认“披着医疗剧外

衣”ꎬ他“不是想把医生的原生态展现出来ꎬ只是想

通过这样一个故事、鲜活生动的人物ꎬ告诉大家我

对医疗这个行业、对医生这个职业、对医疗理念ꎬ
我和我们的创作者的态度是什么” [５]ꎮ

二、中国医疗剧的主要特征
纵观现阶段近 ３０ 部国产医疗剧作品ꎬ虽然由

于拍摄日期的差异呈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审

美特点ꎬ但仍可以总结出中国医疗剧共同具有的

主要特征ꎬ主要涉及主角塑造、医疗题材、主题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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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叙事结构与影像风格几个方面ꎬ笔者以外国医

疗剧与之对比ꎬ更直观地分析中国医疗剧的特点ꎮ
１.医生形象:医术高超ꎬ医德高尚

在国产医疗剧的概念界定中已经提到ꎬ中国

医疗剧中应当是以医者作为主要表现对象ꎬ但需

要注意的是ꎬ由于中国医疗体系包括中医与西医

两大派别ꎬ因此中国的医生范畴不仅包括现代医

疗剧中的医生、护士ꎬ奉行中国传统医学的行医者

也应当被涵盖进去ꎬ例如«大国医»中的男、女主角

郭一山、云鹤鸣身为郭氏平乐正骨第五代传人ꎬ是
比较典型的中医形象ꎬ符合国产医疗剧对于主角

塑造的要求ꎮ
中国医疗剧中的主要医护人员常常具有“完

美人格”ꎬ医术高超ꎬ医德高尚ꎬ但也存在着千篇一

律、重复性高的问题ꎮ 以«心术»为例ꎬ美小护与张

晓蕾同为护士ꎬ性格也都是活泼俏皮、乐观大方ꎬ
除去恋爱元素ꎬ并无特殊的记忆点ꎮ

２.医疗题材:西医题材与中医题材兼备

从中国医疗剧的创作现状上来看ꎬ大多数选

择的都是西医题材ꎬ中医题材医疗剧好长时间未

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ꎮ 令人欣慰的是ꎬ２００９
年«大国医»、２０１６ 年«女医明妃传»、２０１９ 年«老中

医»的接连出现ꎬ为医疗剧题材的拓展提供了另一

种可能———传统中医题材ꎮ «大国医»与«女医明

妃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医疗剧ꎬ两者都更倾向于

传奇剧ꎬ且都以女性主角的感情纠葛为故事主线ꎬ
削弱了历史的严肃性和真实性ꎬ导致 “中医”元素

反倒沦为最不起眼的点缀ꎮ 但不得不提的是ꎬ对
常年“穿梭”于手术台、急诊室、妇产科等现代医疗

设施的医疗剧观众而言ꎬ神秘久远的中医文化带

有异常强大的吸引力ꎮ
在中国医疗剧的创作道路上ꎬ创作者们已经

在尝试探索“中医”与“历史”的结合ꎬ还有许多神

奇的历史故事亟待着挖掘ꎮ 在药学家屠呦呦凭借

青蒿素研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当下ꎬ中医题材

更具现实意义和新闻效应ꎮ 若是创作者们心浮气

躁ꎬ为追求暂时的经济利益ꎬ大产“古装垃圾”ꎬ忽
略了史实所独具的深刻内涵和文化价值ꎬ将众多

精彩绝伦的奇人异事白白浪费ꎬ那就实在可惜了ꎮ
３.叙事内容:对个人情感的过度关注

当下的国产医疗剧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类型

杂糅ꎬ特别是与家庭伦理剧、青春偶像剧的界限越

发模糊ꎬ大有“医疗”为辅、“情感”为主的趋势ꎬ反
映在主题思想上ꎬ就突出表现为国产医疗剧对医

生、护士的个人领域的过度关注ꎬ故事大多围绕着

他们的家庭、爱情等日常生活展开ꎮ
中国医疗剧鲜有触及医疗体制本身的问题ꎬ

例如顶层设计有欠完善、医院工作的缺漏等问题ꎮ
适当地展现阴暗面ꎬ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入戏”感ꎬ
待观众产生兴趣之后ꎬ再着手解决问题ꎬ不仅能够

赢得观众的好感ꎬ还可起到教化的作用ꎮ
４.叙事结构:鲜明的连续剧属性

美国医疗剧和中国医疗剧最大的区别在于ꎬ
美国医疗剧属于情节系列剧ꎬ每一集的情节较为

独立ꎬ因而具有内容饱满、结构清晰、节奏合理的

特点ꎻ中国医疗剧与之相反ꎬ具有非常明显的连续

剧特点ꎬ集与集紧密关联ꎬ往往一个病例需要几集

的时长才能完全解决ꎬ很容易造成节奏拖沓、剧情

平淡等问题ꎮ 虽然两者性质不同ꎬ但美国医疗剧

的许多叙事技巧非常值得中国医疗剧借鉴、学习ꎮ
此外ꎬ中国医疗剧在大量描写个人情感的同

时ꎬ却不能舍弃对纪实性的追求ꎬ在家庭伦理和医

疗这两者之中摇摆不定ꎮ 以«心术»为例ꎬ主演皆

为演技派演员ꎬ而非年轻的偶像派演员ꎻ拍摄时多

采用自然光线ꎬ后期调色的痕迹不明显ꎮ 在医院

场景上也力求真实ꎬ色调多为纯白ꎬ医生护士的着

装打扮也与真实的医护人员差距不大ꎮ 然而这份

对朴实无华的执着ꎬ使得«心术»等国产医疗剧陷

入了困境———年轻观众觉得视觉上不够唯美、浪
漫ꎬ中老年观众则觉得医者之间谈情说爱的情节

冗长、拖沓ꎮ
三、中国医疗剧的发展方向
自 ２０１０ 年后ꎬ中国医疗剧数量出现大幅增长ꎬ

观众对医疗剧的热情空前高涨ꎮ 但总体上看ꎬ目
前国内医疗剧依然表现平平ꎬ水准较之日本、韩
国、美国等仍有很大差距ꎮ 主要存在以下几点

问题:
一是缺乏医疗专业性ꎮ 大部分医疗剧因缺乏

医学背景ꎬ许多情节违背医疗常识而闹出笑话ꎬ这
种不严谨的态度很可能对观众造成误导ꎬ在日常

医疗事故的紧急处理上造成不可挽回的恶劣后

果ꎮ 以国产医疗剧的良心之作«心术»为例ꎬ该剧

中最明显的错误就是演员们穿戴无菌手套时全部

存在问题ꎬ按剧中所示会造成手术环境被细菌污

染ꎬ在现实中是决不允许出现的低级错误ꎮ
二是类型杂糅过于严重ꎮ 医疗剧所具有的职

业剧属性限制了其题材的选择ꎬ从«儿科医生»的

儿科到«妇产科男医生»的妇产科ꎬ再到«急诊室故

—６７—



事»的急诊室国产医疗剧的题材变化仅仅体

现在不同科室之间的差异ꎮ 如何使观众在风格相

似、故事雷同的医疗剧中不出现审美疲劳ꎬ成为医

疗剧创作者的一大难题ꎮ
为了解决这一困难ꎬ编剧们在医疗剧中开始

大量加入各种时尚元素ꎬ不断顺应时代变化ꎬ迎合

年轻人的审美需求ꎬ也就是所谓的类型杂糅ꎮ 医

疗剧中情感叙事所占比重相当大ꎬ情感生活的描

写不再是医疗剧中的点缀ꎬ而大有成为医疗剧主

要内容的趋势ꎬ儿女情长、小资情调泛滥弱化了医

疗剧的优势ꎬ实属因小失大ꎮ 因此有研究者表示ꎬ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已经播出的描写医生护士的

电视剧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医疗剧ꎮ 其内容和主题

与医生职业和医疗行业的相关性并不大ꎬ人们往

往在医疗剧的包装下看到的是剧中人物的情感生

活” [６]９３ꎮ
三是人物“脸谱化”ꎮ 国产医疗剧在人物塑造

上千篇一律ꎬ缺乏新意ꎬ往往将医生形象刻意拔高

以表现其高贵的个人品德、职业素养ꎬ过分追求完

美主义导致现实意义的缺失ꎬ人物脸谱化严重ꎬ典
型者如«医者仁心»中钟立行多次放弃个人发展机

会投身国内医疗事业等高尚行为ꎬ所反映的是国

产医疗剧对观众期待的一种误读和敷衍ꎬ“扁平人

物”的塑造方式也进一步削弱了观众对医疗剧的

好感ꎮ
一系列问题的背后ꎬ实则是国产医疗剧对自

身定位和发展方向缺乏明确的认知ꎬ进行的种种

尝试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ꎮ
笔者曾就中国医疗剧的状况及发展对策发表

拙见ꎬ其中的几点建议在此不再赘述ꎮ 可喜的是ꎬ
短短几年ꎬ中国医疗剧也在不断改进与完善ꎬ中医

题材电视剧的出现尤其让人惊喜ꎮ 在面临着巨大

机遇的同时ꎬ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ꎮ 笔者参考并

分析网络平台崛起、医疗纪录片热播、宠物医疗兴

起等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ꎬ对中国医疗剧的发展

方向提出以下建议ꎮ
１.借力网络平台

近年来ꎬ电视剧行业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

网络剧的崛起ꎮ 美国著名的网络公司奈飞公司可

谓是网络平台电视剧的领跑者ꎬ«纸牌屋»的爆红

让全世界的影视制作公司看到了网剧的魅力与商

机ꎮ 近年来ꎬ国产网剧也渐渐迎来了春天ꎬ«太子

妃升职记»«余罪»«最好的我们»«灵魂摆渡»等网

剧的爆红ꎬ给中国电视剧市场带来了新生ꎮ 时至

今日ꎬ随着视频门户网站在网剧上投资力度的加

大ꎬ越来越多的经典电视剧作品也选择在网络平

台上同步播出ꎬ甚至放弃传统的电视媒介ꎬ例如开

播近十年的“乡村爱情”系列ꎬ其第九季«乡村爱情

进行曲»便由腾讯视频全网独播ꎬ对于这部有着坚

实观众基础的电视剧为何会选择网剧形式ꎬ引起

了很多观众的猜测ꎬ但这一现象也说明了网络平

台有诸多优势ꎮ
第一ꎬ网络平台创作相对自由ꎮ 我国电视剧

与网络剧审查制度的区别主要在于ꎬ电视剧的内

容审查是“专审制”ꎬ必须经由省部级以上广播影

视行政部门审查通过ꎬ才可获得发行许可ꎬ进而在

电视台播出ꎻ而网络剧的内容审查是“自审制”ꎮ
网络剧的审查模式相对宽松ꎬ也给了国产网络剧

更大的创作空间ꎬ甚至一些非主流边缘性题材都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展现ꎬ对国产电视剧类型

的扩充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ꎮ 前文所提到的对

医疗体系缺陷的批判、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抨击都

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得以实现ꎬ日渐僵化的国产医

疗剧创作模式正亟待改革ꎮ
第二ꎬ网络剧多选用新人演员ꎬ有利于增加产

业活力ꎮ ２０１６ 年ꎬ央视新闻频道曝光了“演员天价

片酬”现象ꎬ称高片酬严重影响了电视剧产业的健

康发展ꎮ 一方面ꎬ偶像明星带来的“粉丝经济”是

收视率的保证ꎻ另一方面ꎬ为了支付“天价报酬”ꎬ
电视剧制作成本大幅压缩ꎬ导致普通观众的流失ꎬ
这种畸形的现状让很多制作机构极为无奈ꎮ 纵观

几部爆红的网络剧ꎬ主角都不算是“一线”明星ꎬ但
他们都借助网络剧这一平台ꎬ赢得了良好的口碑ꎬ
成为影视业的新宠ꎮ 网络剧给了年轻演员更多的

机会ꎬ也给了中国影视界更多的可能ꎮ 国产医疗

剧的主创人员时常提起国内医疗剧拍摄面临的种

种困难ꎬ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不足ꎬ医疗器

械、医疗场所昂贵的租金使得剧组在专业性场景

上拍摄时间严重受限ꎬ造成中国医疗剧的质量迟

迟无法追赶上搭设专业摄影棚的美国医疗剧ꎮ 若

是选用新人演员ꎬ剧组可将节省下的大量经费放

在聘请从医人员监督指导、延长医院实景拍摄周

期等方面ꎬ对医疗剧的成长非常有利ꎮ
２.直面医疗现实

中国医疗剧在豆瓣影视的评分一向不高ꎬ但
让人欣慰的是ꎬ国产医疗纪录片的走势却一路大

好ꎬ基本保持九分以上的超高口碑ꎮ ２０１４ 年的«急
诊室故事第一季»豆瓣评分 ９.６ꎬ２０１６ 年的«人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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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豆瓣评分 ９.６ꎬ２０１７ 年的«生门»豆瓣评分

９.５ꎬ２０１８ 年的«生命时速紧急救护 １２０»豆瓣评

分 ９.３这些数据背后ꎬ是中国观众对医疗问题

的关切与重视ꎬ他们渴望从纪录片中接触、了解真

正的医疗现状ꎬ体悟医者的艰辛与伟大ꎬ生命的无

常与坚强ꎮ
前文提到ꎬ国产医疗剧走入了常规电视剧创

作的误区ꎬ为了追求收视率强化家庭伦理元素ꎬ但
创作者们往往忽视了医疗题材真挚感人的人文关

怀ꎮ 纪录片之所以可以获得极高的口碑ꎬ打动“口
味刁钻”的观众ꎬ靠的就是医疗事业本身的庄严与

伟大ꎮ 当导演、编剧们不再将眼光局限于生离死

别带来的情感共鸣ꎬ而尽量以冷静、克制的方式向

观众们表现生命本身的脆弱与强大ꎬ短暂与充盈ꎬ
对医疗行业ꎬ乃至生命本身更多一分尊重与敬畏ꎬ
才能真正开拓中国医疗剧的视野ꎬ回归医疗题材

的初衷ꎮ
３.扩展题材内容
宠物题材电视剧的出现也是近期的新动态ꎬ

２０１９ 年一部名为«宠物医院»的真人秀横空出世ꎬ
向观众全方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医疗行业———宠

物医疗的现状ꎮ 政府在努力解决宠物的管理与收

容问题ꎬ与主人们期待的宠物医疗规范化似乎还

有不短的距离ꎮ
«宠物医院»的选材正是顺应这一需求ꎬ收获

了绝佳的口碑ꎮ 参考这一案例ꎬ中国医疗电视剧

完全可以推出宠物医疗题材电视剧ꎬ兼具萌宠的

话题度、宠物医疗的科普性以及医疗题材亚种的

开创意义ꎬ未来应当比较乐观ꎮ 此外ꎬ宠物题材适

应各个年龄段的观众群体ꎬ较之常规医疗题材电

视剧偶有血腥画面ꎬ宠物医疗更加温馨、柔和ꎬ儿
童、成人、老人都非常适合ꎬ是理想的“全家欢”式

医疗剧ꎮ
总的来说ꎬ国产医疗剧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电

视剧的发展历程是同步的ꎬ本文所划分出的三个

阶段ꎬ就是对不同时期中国电视剧审美需求、社会

现状的反映ꎮ 从中国医疗剧萌芽期单本剧为主、表
现人情人性ꎬ到发展期模仿甚至照搬美国、日本医

疗剧ꎬ直至今日成熟期医疗剧所呈现出的类型杂

糅等不同特点ꎬ都与时代发展的潮流相契合ꎬ也见

证了中国电视剧自直播剧时代开始近六十年的发

展流变ꎮ 而笔者着重强调的第一部医疗题材单本

剧«辛大夫与陈医生»也足以证明ꎬ医疗剧是中国

电视剧史上最早出现的电视剧类型之一ꎬ在二十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中国对于医疗剧的审美和创作

意识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ꎬ然而之后由

于“文革”等原因ꎬ中国医疗剧的进程进入停滞状

态ꎬ加之资金、设备等现实条件的局限ꎬ现在的国

产医疗剧水准较之国外仍有很大的差距ꎮ
国产医疗剧虽然存在诸多不足ꎬ但可以通过

借鉴他国医疗剧ꎬ结合自身优势ꎬ在网络平台、医
疗现实、行业种类上做出更多尝试ꎬ从而适应当下

的电视剧市场环境ꎬ找准国产医疗剧最主要的特

点与定位ꎬ将中国医疗剧创作推向新的高峰ꎮ 在

不断实践和摸索中逐渐成长的国产医疗剧ꎬ定会

寻找到一条适应时代发展的振兴之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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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诗歌略论

李 纬 怡

(安徽大学文学院ꎬ 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３９)

　 　 [摘　 要] 　 南宋诗人李洪ꎬ出生于文人世家ꎬ一生笔耕不辍ꎬ不慕荣利ꎬ为官清廉ꎮ 有«芸庵类稿»传世ꎬ其诗

内容丰富ꎬ题材多样ꎬ风格鲜明ꎬ自成一家ꎮ 家学渊源、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生活阅历与心态的变化ꎬ使得李

洪诗歌颇具艺术魅力ꎮ
[关键词] 　 李洪ꎻ　 诗歌题材ꎻ　 艺术特色ꎻ　 成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７９－０５

　 　 李洪(１１２９—１１８３)ꎬ字可大ꎬ号芸庵ꎬ扬州人ꎮ
宋室南渡后ꎬ他寓居海盐、湖州两地ꎮ 绍兴二十五

年(１１５５)ꎬ官至盐官县税ꎮ 孝宗隆兴元年(１１６３)ꎬ
为永嘉监仓ꎮ 乾道初年ꎬ奉召入临安任京职ꎬ官终

知滕州ꎮ 著有«芸庵类稿»二十卷ꎬ原集已佚ꎮ 清

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所收ꎬ辑为«芸庵类稿»六
卷ꎬ其中诗为五卷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洪
所作诗ꎬ虽骨干未坚ꎬ而神思清超ꎬ时露警秀ꎬ七言

律诗尤为工稳ꎮ” [１]４１２６学界对于李洪诗歌的研究ꎬ
仍处于空白部分ꎮ 对李洪的存诗进行整体性探

析ꎬ可以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ꎮ
一、李洪诗歌的题材内容

«全宋诗»共收录李洪诗作 ３３０ 首ꎬ从诗的题

材来划分ꎬ主要分为酬赠诗、咏怀诗、咏物诗、纪游

诗四大类ꎮ

１.酬赠诗

酬赠诗是古代文人诗歌中常见的题材之一ꎬ
但对于“酬赠诗”的界定历来比较模糊ꎮ 褚斌杰在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一书ꎬ对唱和诗中的“赠”
“答”等概念做出界定:“赠诗在诗题上一般标出

‘赠’‘送’‘呈’或‘寄’等字样ꎬ而不标‘唱’ꎻ而答

诗则标‘答’ ‘酬’或直接标‘和’字ꎮ” [２]２６０由于李

洪诗作多有散佚ꎬ而散见于«全宋诗»中的诗歌ꎬ难

以呈现完整的唱和形式组诗ꎬ遂将诗题中常出现

的“赠”“送”“和” “寄” “呈” “示”等字ꎬ以及诗题

中带有和韵形式的“依韵”“次韵”“用韵”ꎬ统归为

“酬赠诗”ꎮ
酬赠诗是李洪诗作中数量最多的ꎬ多达 １２６

首ꎬ占其全诗数量的三分之一ꎮ 这些作品饱含对

亲人、同僚、好友的深厚感情ꎬ也将诗人自身之感

遇ꎬ寄托于酬唱赠答之中ꎮ 如«送武广叔游浙东二

首»其一:
　 　 六载交情笃ꎬ安贫见子难ꎮ 学穷栒邑鼎ꎬ
篆逼峄山刊ꎮ 歧路伤轻别ꎬ金兰义肯寒ꎮ 浙

东仍岁俭ꎬ持底劝加餐ꎮ[３] ２７１５１

这首诗为李洪送别友人所作ꎬ诗歌语言质朴ꎬ
感情真挚ꎮ 临别之际ꎬ诗人虽深感离别忧伤ꎬ但仍

不忘劝慰友人ꎬ保重身体ꎮ
又如«和仲信留别韵» «次韵仲信雨中见简»

二诗:
　 　 岁首相逢四序迁ꎬ风饕雪虐忽凋年ꎮ 少

而慕蔺心何壮ꎬ老矣依刘谁复怜ꎮ 邂逅难陪

十日饮ꎬ分携却上五湖船ꎮ 雪梅可折还相送ꎬ
目断离云思黯然ꎮ[３]２７１７６

蛙黾几争席ꎬ霪霖苦未干ꎮ 烟花三月暮ꎬ
风柳万丝寒ꎮ 缸面醅初拨ꎬ床头易懒看ꎮ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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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无处著ꎬ何地觅心安ꎮ[３]２７１５１

这两首诗是李洪写给好友王廉清的诗ꎮ 第一

首诗ꎬ作于冬日时节ꎬ时序变迁ꎬ风雪飘零ꎬ诗人与

好友即将分别ꎬ折梅相送ꎬ表达了对友人的依依惜

别与不舍之情ꎮ 第二首诗ꎬ作于暮春时节ꎬ春雨拂

过ꎬ带来丝丝凉意ꎬ诗人愁绪万千ꎬ欲与友人吐露

衷肠ꎬ何处才是心安之地ꎮ
２.感怀诗

感怀诗ꎬ即诗人抒发情怀的诗歌ꎬ或宣泄内心

之苦闷ꎬ或遣发内心之兴致ꎬ或思虑个体生命之意

义ꎮ 在李洪的存诗中ꎬ感怀诗有 ５９ 首ꎬ主要抒发了

诗人客居他乡的孤寂落寞之感ꎬ以及向往山林的

隐逸情怀ꎮ 如:
　 　 年年元日雨ꎬ常是一春愁ꎮ 客子诗多感ꎬ
梅花信已休ꎮ 春风吹柳眼ꎬ海雾暗沙头ꎮ 聊

举椒觞酒ꎬ萱苏岂释忧ꎮ («丙寅元日») [３]２７１４９

异乡节物又清明ꎬ懒复追游年少行ꎮ 愁

惨松楸十年泪ꎬ雨昏花絮数声莺ꎮ 高红远绿

俱无那ꎬ客恨春风两不平ꎮ 强课新诗作寒食ꎬ
不堪重忆故园饧ꎮ («清明自释») [３]２７１８６

这两首诗歌分别作于元日与清明时节ꎮ 诗歌

采用白描手法ꎬ“春愁” “客子” “客恨” “故园”等

词ꎬ毫不掩饰地展现诗人的内心独白ꎬ以及诗人心

中难以疏散的愁苦ꎮ 自宋室南迁后ꎬ诗人客居他

乡ꎬ漂泊无依ꎮ 每逢传统节日ꎬ那无处安放的客心

与愁绪便突如其来ꎬ思乡之情也愈加浓烈ꎮ
再如«芥庵自述»«漫成»二诗:
　 　 不厌城隅僻ꎬ新成芥子庵ꎮ 负暄真化国ꎬ
空想极毗岚ꎮ 日月须弥顶ꎬ风云钴鉧潭ꎮ 冬

穷数九九ꎬ玄旨扣三三ꎮ 何假维摩榻ꎬ偶同弥

勒龛ꎮ 氎巾方纵解ꎬ骊颔或深探ꎮ 处遁心无

闷ꎬ居 贫 实 不 贪ꎮ 微 尘 无 尽 藏ꎬ 安 住 我

伽蓝ꎮ[３]２７１５３

能安寂寞兴何长ꎬ自觉无机称坐忘ꎮ 一

溉成功心尚在ꎬ五禽为戏学无方ꎮ 病来乍怯

衣裳裌ꎬ秋至新尝橘柚香ꎮ 欲识道人真静处ꎬ
南华一卷是医王ꎮ[３]２７１８７

这两首诗歌ꎬ大量引入“毗岚” “须弥” “维摩

榻”“弥勒龛”“伽蓝”“坐忘”“南华一卷”等佛道意

象ꎬ寄意遥深ꎮ 诗人居贫不贪ꎬ处遁坐忘ꎬ希冀摆

脱尘世之束缚ꎬ展现了浓重的避世、归隐之意ꎮ 同

时ꎬ诗歌也侧面反映出当时南宋士人的普遍心态ꎬ
当士人陷入政治旋涡深感无力时ꎬ为保持独立之

精神ꎬ不自觉萌生隐逸之念ꎬ流露出士人的无助与

无奈ꎮ
３.咏物诗

咏物诗ꎬ即以客观物体为吟咏对象的诗歌ꎬ或
表达情感志向ꎬ或体察物理规律ꎬ或寄寓人格操

守ꎮ 在李洪的存诗中ꎬ咏物诗有 ５７ 首ꎬ所咏之物范

围广泛ꎬ涉及植物、动物、器物、四时之景等方面ꎮ
相较而言ꎬ咏梅诗与咏雪诗最为集中ꎬ有 １１ 首诗歌

写到梅花ꎮ
自古以来ꎬ文人墨客笔下的梅花ꎬ大多呈现出

一种孤高清雅、傲然独立的姿态ꎬ如冷月般清俊ꎮ
寻梅、赏梅ꎬ不仅追求梅花的高洁ꎬ更是着力表现

一种身处困境而不失内心本色的坚毅之感ꎮ 如:
　 　 雪拥前村路ꎬ梅花次第芳ꎮ 月边谁索笑ꎬ
溪断忽吹香ꎮ 老眼经年别ꎬ醒魂异昔狂ꎮ 何

时真载酒ꎬ翠羽伴飞觞ꎮ («雪中问梅») [３]２７１４４

帝所春先到ꎬ西湖梅自开ꎮ 横斜窥水鉴ꎬ
想像下瑶台ꎮ 青女严霜侍ꎬ嫦娥借月来ꎮ 景

阳钟漏晚ꎬ翠羽勿须催ꎮ («探梅») [３] ２７１４５

梅花虽注定与霜雪、寒月为伴ꎬ但在李洪笔

下ꎬ它丝毫未有凄清、孤寂之感ꎬ反而显得俏皮可

爱ꎮ 如«梅»:
　 　 寂寞吹香野水滨ꎬ霜蜚月坠倍精神ꎮ 横

陈故作临窗影ꎬ妙韵谁云画逼真ꎮ[３]２７１９７

诗歌别具匠心ꎬ运用拟人手法ꎬ “吹” “倍”
“故”等字ꎬ突显了梅花虽生在野水之滨ꎬ但独具灵

动、活泼之美ꎬ起到了化静为动的效果ꎮ 面对此

景ꎬ诗人不禁联想到月投梅影ꎬ横斜画窗之境ꎬ虚
实相生ꎬ出其不意ꎮ

同咏梅一样ꎬ李洪也时常吟咏雪花ꎬ现存世的

诗集中有 ８ 首咏雪诗ꎮ 如«雪»:
　 　 朔风动地似奔雷ꎬ瑞雪飞飞偏九垓ꎮ 玉

局尽疑从地涌ꎬ银台空讶倚天开ꎮ 西经佛国

千峰外ꎬ北过天山万里来ꎮ 夸赋兔园非我事ꎬ
直须兴尽棹船回ꎮ

六幕同云岁又残ꎬ忽惊腊雪满群山ꎮ 谁

知曳履涂中去ꎬ端有披蓑江上还ꎮ 三白吉祥

千里内ꎬ六花飞舞两楹间ꎮ 诗成自怪无奇语ꎬ
欲压刘叉思觉悭ꎮ[３]２７１５７

这首组诗ꎬ意境开阔ꎬ笔法清健ꎬ气势苍茫ꎮ
诗歌运用大量数词ꎬ如“九垓” “千峰” “万里” “六
幕”等ꎬ加之夸张手法ꎬ营造了大雪扑面而来的磅

礴气势ꎬ地涌天开ꎬ覆白千里ꎮ “夸赋兔园非我事ꎬ
—０８—



直须兴尽棹船回”两句ꎬ展现了诗人的阔达情怀ꎮ
“诗成自怪无奇语ꎬ欲压刘叉思觉悭”两句ꎬ诗人欲

试比勘诗风奇险怪僻的刘叉ꎬ又深知有所欠缺ꎬ展
现了诗人以古为镜ꎬ善于自省的美好品格ꎮ

４.纪游诗

纪游诗ꎬ即记录诗人游宦途中见闻感受的诗

作ꎮ 李洪寓居海盐、湖州两地ꎬ后迁永嘉、临安、滕
州等地ꎬ足迹遍布江浙一带ꎬ因此写下了许多纪游

写景之作ꎮ 在李洪的存诗中ꎬ纪游诗有 ５５ 首ꎬ记录

了诗人走过的山岭河流、寺院道观、亭台楼阁、村
居院落、驿站、祠堂等ꎮ 其中ꎬ描写寺院道观居多ꎬ
达 １７ 首ꎮ

南宋时期ꎬ江浙一带文化兴盛ꎬ佛教和道教也

得到了广泛的传播ꎮ 许多佛寺、道观建于层峦幽

静之处ꎬ李洪在观赏山川景致之余ꎬ喜好拜访这些

清幽 之 所ꎬ 在 观 赏 风 物 中 体 悟 禅 理ꎬ 修 身 静

心ꎮ 如:
　 　 畏暑征涂倦ꎬ僧窗借榻眠ꎮ 聚蚊雷隐隐ꎬ
梦蝶昼翩翩ꎮ 喜断梅黄雨ꎬ慵参柏树禅ꎮ 潮

生富春渚ꎬ重泛谢公船ꎮ («宿宝宁寺») [３]２７１４８

柳眼青葱桃萼红ꎬ东皇试手放春功ꎮ 峰

峦矗矗孤云耸ꎬ润壑涓涓细水通ꎮ 出谷抗尘

身已去ꎬ登高能赋思无穷ꎮ 驱车更过幽居寺ꎬ
暂听猿吟杳霭中ꎮ («雨中过幽居寺») [３]２７１８４

诗人远离尘世的繁杂ꎬ享受着山林的静谧ꎬ细
听自然之语ꎬ放旷性情ꎬ参禅悟道ꎬ表现出淡泊

心态ꎮ
此外ꎬ诗人时常记录自己的居住之所ꎮ 如«卜

居飞英坊»:
　 　 束书辞都门ꎬ整棹还苕川ꎮ 羁游二十春ꎬ
寓农安一廛ꎮ 家无卓锥地ꎬ三挈囊衣迁ꎮ 移

居古城隅ꎬ开门枕漪涟ꎮ 容膝居易安ꎬ环堵地

自偏ꎮ 水竹惭履道ꎬ风物异平泉ꎮ 扫轨谢奔

竞ꎬ面壁参枯禅ꎮ 仰愧此坊名ꎬ飞英驰日边ꎮ
吾方师老圃ꎬ樊须无间然ꎮ 何当毕婚嫁ꎬ四十

在明年ꎮ[３]２７１５７

诗歌前两句交代了诗人的行迹ꎬ由都城返回

苕川ꎮ 后四句则是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总结ꎬ诗人

为官清苦ꎬ羁旅困顿ꎬ生活艰难ꎮ 其后ꎬ简笔勾勒

出移居飞英坊周围的自然环境ꎬ虽“环堵地自偏”ꎬ
但也能安身居住ꎮ 最后两句ꎬ感伤年华易逝ꎬ抒发

内心的苦闷与忧愁ꎮ 全诗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

炉ꎬ诗人回首往昔岁月ꎬ充满辛酸与无奈ꎮ

二、艺术特色

１.以古为师ꎬ长于用典

李洪注重以古为师ꎬ时常将前人的诗句或诗

境化用在自己的诗歌中ꎬ使之浑然一体ꎬ诗意和

谐ꎬ同时也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ꎮ
如«秋雨叹»:“雨脚如麻云泼墨ꎬ禾头生耳稻

漂田ꎮ 庭前槐树惟增叹ꎬ阶下决明空可怜ꎮ 愁绝

寒儒思广厦ꎬ床床漏屋夜无眠ꎮ” [３]２７１６３这首诗整体

化用了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床头屋漏无

干处ꎬ雨脚如麻未断绝”两句ꎬ更加突出了诗人在

秋雨时节生活之艰辛ꎬ悲苦之深切ꎮ
又如«九日效少陵体»:“异县黄花节ꎬ愁边白

发生ꎮ 茱萸朝士赐ꎬ粔妆楚乡情ꎮ 鸿雁何时到ꎬ霪
霖未肯晴ꎮ 今朝一杯酒ꎬ独酌似渊明ꎮ” [３]２７１４７从诗

题上看ꎬ诗人明确指出此诗仿用杜甫«九日»诗体ꎮ
从内容上看ꎬ诗歌不仅仿用了杜甫«九日»中出现

的物象ꎬ如“菊花” “蓬鬓” “独酌”等ꎬ而且还仿用

了“茱萸赐朝士”一句ꎮ 再如«次韵寺丞叔都城喜

雪»ꎬ最后两句“谁忆渔舟向西塞ꎬ千山径绝独披

蓑”ꎬ化用了柳宗元«江雪»一诗ꎮ
此外ꎬ李洪诗作善于用典ꎬ含蓄委婉地表达个

人情志ꎬ诗句中曾化用杨雄、陶渊明、杜甫、白居易

等人的典故ꎮ
如«戏题»:“世事悠悠岂尽ꎬ人生汲汲多端ꎮ

陶令欲歌归去ꎬ贡公何事弹冠ꎮ” [３]２７１８８诗歌中两处

用典ꎬ诗人将陶渊明欲歌归隐与贡公弹冠入仕这

两种人生态度相比较ꎬ发出了世事难料、人生变化

多端的感叹ꎮ 又如«过分水岭»中“疑而秦人徒ꎬ此
类桃花源”ꎬ也是使用了陶渊明的典故ꎬ表现出诗

人内心深处的归隐之意ꎮ
再如«寄沈时仲»:“故人为别又经年ꎬ几度临

风思黯然ꎮ 赤县暂陪珠履客ꎬ青衫空负小山篇ꎮ
壮时之武无能用ꎬ老矣扬雄只守玄ꎮ 何日西湖追

旧约ꎬ淡烟疏雨泛湖船ꎮ” [３]２７１８０诗歌化用了扬雄守

玄之典故ꎬ流露出人生无奈之意ꎮ
２.众体皆备ꎬ尤善七律

李洪诗歌内容丰富ꎬ兼采古体、近体ꎬ体裁形

式多样ꎮ 其中ꎬ包含歌行、辞赋、五言古诗、五言律

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杂言等ꎮ
如«迎送神辞»:
　 　 惟龙湫兮其源莫穷ꎬ利万物兮精神可通ꎮ
岁大旱兮我民之恫ꎬ酌彼泉兮神听孔聪ꎮ 击

鼓坎坎兮于神之宫ꎬ薄采溪毛兮馈进两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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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欣欣兮鉴我民衷ꎬ神之来兮雨其蒙ꎮ 念我

稼穑兮涤去烛烛ꎮ 瓶罂甚小兮膏泽其丰ꎮ 骄

阳摧威兮奔走丰霳ꎬ民之讴歌兮千古英风ꎮ
旱既太甚神是籲兮ꎬ一勺之水为甘霔兮ꎮ 伊

神正直歆诚愫兮ꎬ三日为霖弥旬注兮ꎮ 我稼

既兴舟在步兮ꎬ微我两公余曷愬兮ꎮ 击鼓其

镗山之下兮ꎬ桂酒椒浆饯神去兮ꎮ 功成惠孚

去不顾兮ꎬ携幼扶鲐民塞路兮ꎮ 卒相有年多

黍稌兮ꎬ泽惠无忘永终古兮ꎮ[３]２７１４０

诗人采择当地祭神民谣ꎬ汇成此篇辞赋ꎬ行文

仍保留古风古韵ꎬ言辞纵横挥洒ꎬ一气呵成ꎬ热情

讴歌了神明馈赠甘霖ꎬ福泽百姓ꎮ
又如«听雨轩四首»其二:
　 　 春到池塘草自青ꎬ飞花时度破窗棂ꎮ 恨

无好句追颜谢ꎬ赖有鸣蛙鼓吹听ꎮ[３]２７１９４

此诗为一首七言绝句ꎬ诗歌从不同角度描写

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景致ꎬ意象清新ꎬ浑然天

成ꎬ使读者感受到春天的气息ꎮ
李洪存世诗作以七律居多ꎬ且成就最高ꎮ 如

«除日立春雪»:
　 　 献日春回一日先ꎬ勾芒清晓试花权ꎮ 要

看腊雪连春雪ꎬ独占新年与旧年ꎮ 梅绽香唇

才半树ꎬ柳苏睡眼待三眠ꎮ 东皇次第开桃李ꎬ
谁顾寒松润雪边ꎮ[３]２７１５６

此诗体物细腻ꎬ造语精巧ꎮ 诗人对于自然景

物变化的捕捉与描摹ꎬ意态横生ꎮ 梅花半绽ꎬ柳眼

朦苏ꎬ桃李渐开ꎬ使得诗歌境界具有一种动态之

势ꎮ 诗歌注重审音炼字ꎬ对仗工整ꎬ音律和谐ꎬ颇
有一番韵味ꎮ

３.语言自然ꎬ时露警秀

宋人诗歌多以自然为美ꎬ追求冲和平淡的诗

境ꎮ 李洪诗歌平易近人ꎬ语言自然ꎬ具有浓郁的生

活气息ꎬ如«含晖亭»:
　 　 宝相山前住ꎬ山中乐可涯ꎮ 莺啼答春谷ꎬ
犬吠隔山家ꎮ 丽句题云叶ꎬ幽情醉润花ꎮ 林

香与岩气ꎬ日夕此亭佳ꎮ[３]２７１５０

此诗为一首五言律诗ꎬ描写了春天含晖亭周

围的景致ꎮ 首联直抒胸臆ꎬ点明居山林之乐ꎮ 颔

联写莺啼、犬吠ꎬ余音袅袅ꎬ清幽明净的自然环境ꎮ
颈联写赋诗云叶ꎬ情醉花朵ꎬ侧面衬托山中景致秀

美ꎮ 末联写林木之香与岩石之气相得益彰ꎬ在日

落之时ꎬ此亭观景最佳ꎮ 全诗语言朴素ꎬ 意境

清远ꎮ

此外ꎬ李洪诗歌虽语出自然ꎬ但时露警秀ꎮ 如

«饮桂香茶简翁及甫»:
　 　 午睡初醒缓注汤ꎬ一瓯清露沃诗肠ꎮ 疑

君昔日探蟾窟ꎬ犹带天边桂子香ꎮ[３]２７１９５

此诗为一首七言绝句ꎬ描写了诗人午睡初醒

时ꎬ与友人饮茶的情景ꎮ 诗歌选取了生活中常见

的饮茶之事作为描摹对象ꎬ贴近日常生活ꎮ 前两

句诗ꎬ描写诗人午醒时ꎬ品一杯清茶的舒适之感ꎬ
浸润诗肠ꎮ 后两句ꎬ诗人笔锋一转ꎬ想象丰富ꎬ由
桂香茶ꎬ联想到疑似友人从月宫带来的桂花香ꎬ极
度渲染了茶之清香ꎮ 全诗语言流畅ꎬ神思飞跃ꎬ由
品茶到赋诗ꎬ展现出宋代诗人超拔脱俗的气质ꎬ以
及浓厚的文人气与书卷气ꎮ 再如«池水久涸雨后

生莲偶作»:
　 　 绕郭荷花泛画船ꎬ枯池忽见叶田田ꎮ 艰

生颇似石间柏ꎬ罕喻真成陆地莲ꎮ 要看露香

明菡萏ꎬ不辞汲水弄漪涟ꎮ 况逢小雨临清晓ꎬ
已见琼珠碎又圆ꎮ[３]２７１７８

诗歌为七言律诗ꎬ诗人因涸池雨后生莲有感

而发ꎬ作成此诗ꎮ 颔联造语警拔ꎬ比拟贴切ꎬ惊叹

莲花在艰难处境中逢生ꎮ 末联写清晨的小雨洒落

在青青莲叶之上ꎬ露珠晶莹圆融ꎬ莲花再度焕发生

机ꎮ 全诗语调清新ꎬ而构语挺拔ꎬ意境深微ꎬ表达

了强烈的生命意识ꎮ
三、风格成因

１.家学渊源

李洪祖上世代为官ꎬ科举传家ꎬ家学底蕴深

厚ꎮ 其曾祖父李定ꎬ嘉祐年间登进士第ꎬ累任翰林

学士、户部侍郎、知青州等职ꎮ 祖父李景渊ꎬ进士

出身ꎬ累任两浙提点刑狱、知衢州军ꎮ 其父李正

民ꎬ号大隐居士ꎬ正和二年登进士第ꎬ累迁礼部郎

官、中书舍人ꎬ绍兴十年被掳于金ꎬ宋金议和后ꎬ放
赦南归ꎬ充徽猷阁待制ꎬ提举临安府洞霄宫ꎬ有«大
隐集»«己酉航海记»传世ꎮ 二叔父李长民ꎬ宣和元

年举博学宏词科ꎬ除宗学博士ꎬ长于文学ꎬ官终江

南西路提点刑狱ꎮ 三叔父字和叔ꎬ名不详ꎬ官终嘉

州知府ꎬ李洪称其为“嘉州叔父”ꎮ 四叔父李端民ꎬ
履迁尚书郎官、右朝散郎试将作监ꎬ官终直敷文

阁ꎬ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ꎬ李洪称其为“大监

季父”ꎮ
李洪生活在这样的官宦世家ꎬ自幼饱读诗书ꎬ

深受文学熏陶ꎬ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ꎮ 因此ꎬ他
的诗作往往博通古今ꎬ成语、典故信手拈来ꎬ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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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流畅ꎬ文采飞扬ꎮ 如«偶成律句十四韵»:
　 　 白雪人谁和ꎬ朱弦世所轻ꎮ 薄才惭吐凤ꎬ
豪气欲骑鲸ꎮ 岂有江山助ꎬ应无风雨惊ꎮ 雕

龙宁可学ꎬ刻鹄叹无成ꎮ 韵险元非絮ꎬ词新敢

效颦ꎮ 何如一杯水ꎬ难比五言城ꎮ 七步才空

敏ꎬ千言敌必勍ꎮ 固羞鹤膝病ꎬ莫继凤雏清ꎮ
徒溢牛腰轴ꎬ谁题雁塔名ꎮ 清新希庾信ꎬ巧律

漫阴铿ꎮ 鸟过言难补ꎬ鱼劳尾自赪ꎮ 只忧生

白发ꎬ有志抚青萍ꎮ 伯乐方知骏ꎬ钟期善听

声ꎮ 敢将呕心作ꎬ试就屑谈评ꎮ[３]２７１５３

诗人抚今追昔ꎬ漫谈作诗用韵的心得体会ꎬ并
把多个典故融汇于一诗ꎬ搭配巧妙ꎬ诗意和谐ꎮ 诗

歌集中使用了庾信、阴铿、伯乐、钟期等典故ꎬ对仗

严整精练ꎬ展现了诗人深厚的文学功底ꎮ
２.时代环境

宋室南渡后ꎬ南方时局相对稳定ꎬ但亡国之

痛、故土之思、羁旅之悲ꎬ仍长久根植于南宋士人

心中ꎮ 李洪虽生活在两浙之地ꎬ远离战火纷扰ꎬ但
诗歌多流露出客居他乡、 漂泊无定的羁旅之

苦ꎮ 如:
　 　 客 里 年 华 改ꎬ 愁 边 疾 病 侵ꎮ (« 人

日») [３]２７１４５

芡嚼鲛人泪ꎬ荷凋楚客衣ꎮ 鲈鱼不易得ꎬ
张翰正思归ꎮ («秋日遣兴») [３]２７１４６

第一首诗句ꎬ写诗人漂泊在外ꎬ年华老去ꎬ承
受着离愁与疾病之苦ꎮ 第二首诗句ꎬ诗人借用张

翰“莼鲈之思”典故ꎬ抒发了深切的思乡之情ꎮ
此外ꎬ南宋士人在历经官场沉浮ꎬ失意难平

时ꎬ往往容易萌生出隐逸避世ꎬ遁入山林的念想ꎮ
因此ꎬ仕途不顺ꎬ归隐田园ꎬ成为南宋士大夫阶层

的一种人生选择ꎮ 李洪虽怀报国之志ꎬ但官途坎

坷ꎬ迟 迟 不 受 重 用ꎬ 诗 歌 不 免 流 露 出 隐 逸 之

感ꎮ 如:
　 　 顾我惭称李耳孙ꎬ冗散时遭官长骂ꎮ 效

颦累月漫笞儿ꎬ行矣归田老耕稼ꎮ («送徐致

州交代赐第归亲庭») [３] ２７１４１

欲和归田赋ꎬ仍吟止酒篇ꎮ 苦无游宦乐ꎬ
此兴奇林泉ꎮ («和赵德孚春日») [３]２７１４４

诗人壮志难酬ꎬ心情十分苦闷ꎮ 诗歌皆指向

“归田”二字ꎬ直抒胸臆ꎬ表达了向往田园生活ꎬ欲

意归隐山林ꎬ远离官场烦忧的人生倾向ꎮ
３.诗学环境

两宋之际的诗坛ꎬ受江西诗派影响最大ꎮ 诗

人们推陈出新ꎬ化用前人诗句、典故ꎬ熟练掌握炼

字、造句、谋篇等技巧ꎬ主张“活法”ꎬ突破既有规

矩ꎬ自有所得ꎮ
李洪诗歌以故为新ꎬ为避免生搬硬套ꎬ提炼前

人语句ꎬ融汇于自己的诗歌之中ꎬ使之简洁凝练ꎬ
词约义丰ꎮ 如:

跪得双鱼开尺素ꎬ别来一日抵三秋ꎮ («得家

书») [３]２７１６４

诗歌前一句化用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
从远方来ꎬ遗我双鲤鱼ꎮ 呼儿烹鲤鱼ꎬ中有尺素

书”ꎮ[４]５５１后一句ꎬ化用«诗经采葛»中“一日不

见ꎬ如三秋兮”ꎮ[５]１４７诗人通过遣词裁语ꎬ巧妙地将

古人诗歌内化于自己的诗作中ꎬ毫无艰涩之感ꎬ情
韵宛然ꎮ

同时ꎬ李洪诗歌也深受后期江西诗派“活法”
说影响ꎮ 他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ꎬ力图创造出自

己的风格ꎬ那些描写山水风物的诗作ꎬ语出自然ꎬ
声调和谐ꎬ意境深微ꎬ自成一家ꎮ

总而言之ꎬ李洪诗作呈现一种平淡自然的风

格ꎬ蕴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与思想感情ꎮ 在题材

上多为酬赠唱和、自我抒怀、游历纪行之作ꎬ内容

丰富ꎮ 在艺术上长于典故ꎬ用典贴切ꎬ继承了江西

诗派的诗歌特点ꎮ 在语言上自然流畅ꎬ用律工稳ꎬ
时露警秀ꎮ 通过李洪诗歌的研究ꎬ对于了解南宋

初中期文人心态、文人诗歌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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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昂达奇小说«身着狮皮»的暴力书写与宽恕困境∗

刘　 坤１　 何 沙 玮２

(１.南京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１６６ꎻ
２.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１０６)

　 　 [摘　 要] 　 «身着狮皮»描述了 ２０ 世纪初多伦多欧裔移民的艰难处境ꎬ是迈克尔昂达奇首部关于加拿大

的作品ꎮ 小说借助相片、色彩等视觉语言再现了加拿大移民工人承受的隐性暴力及其他们进行的隐秘的抵抗ꎮ
在暴力与反暴力的对抗中ꎬ主人公帕特里克获得了介于权力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中间人身份ꎬ作品继而赋予了他

为工人阶级发声的权利ꎮ 通过受害者帕特里克与施害者多伦多市长的对峙ꎬ作品反思了宽恕的有效性以及受害

者的宽恕力等问题ꎬ并由此展望了宽恕之外文学救赎的可能ꎮ
[关键词] 　 迈克尔昂达奇ꎻ　 «身着狮皮»ꎻ　 语言暴力ꎻ　 宽恕ꎻ　 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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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着狮皮» 是迈克尔昂达奇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ｎｄａａｔｊｅ)首部关于加拿大的作品ꎮ 小说讲述了 ２０
世纪初加拿大欧裔移民在多伦多艰难谋生的故

事ꎮ 主人公帕特里克是从乡村到城市打拼的二代

移民ꎬ因恋人爱丽丝在反政府行动中意外身亡ꎬ暗
中策划了一场报复行动ꎮ 故事的最后ꎬ在与市长

的对峙中ꎬ帕特里克控诉了政府的不公以及移民

群体的生存困境ꎬ并最终放弃复仇ꎮ 这部如今被

视为经典的加拿大大学生必读书目ꎬ在出版之初

却因其“美学化和去政治倾向” [１]２４备受苛责ꎮ 帕

特里克与爱丽丝ꎬ前者“能够自给自足ꎬ所以玩得

起浪漫” [２]１２３ꎬ后者是有天赋的女演员ꎬ他们能在

多大程度上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工人阶级发

声ꎬ是评论界质疑昂达奇的地方ꎮ 有论者发现ꎬ
«身着狮皮»中所有人物都被刻画成“潜在的艺术

家”ꎬ故而作品表现的人道主义“建立在一种美学

概念上是对政治进程的彻底无视ꎮ” [３]１５３ꎬ１５５另

一些论者质疑作者的政治立场“模棱两可尤

其在支持被边缘、被无视的群体方面ꎮ” [４]２１０ 本文

从语言的暴力切入ꎬ探讨作品如何借助相片、色彩

等视觉语言再现移民工人承受的隐秘暴力及其隐

秘的反抗ꎬ由此揭示帕特里克如何在暴力与反暴

力两种力量对抗的过程中被赋予权力阶级与工人

阶级中间人的身份ꎮ 通过帕特里克与市长的对

峙ꎬ本文还将揭示作品关于宽恕问题的反思和对

宽恕之外的另一种可能ꎬ即文学救赎的展望ꎮ
一、语言的隐秘暴力
«身着狮皮»中的人物ꎬ不论是穷困潦倒的工

人还是唯利是图的官员ꎬ大多被赋予了些许艺术

气质ꎬ这从某种程度上模糊了阶级差异ꎮ 不仅如

此ꎬ移民工人的生活及工作状况ꎬ经过昂达奇的描

述ꎬ常给读者以美感而不是唤起同情ꎮ 譬如小说

有一处描写了马其顿裔工人泰莫克福工作的场

景ꎮ 此人在高架桥施工现场是出了名的“胆大妄

为”ꎬ虽整日悬空劳作ꎬ但其技术之娴熟ꎬ体态之优

雅ꎬ“宛似一道划过地图的水银ꎮ” [２] ３４ꎬ ３５如此优美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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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让人忘记了现实的残酷ꎬ即叙述者看似轻

描淡写的一句话ꎬ“他的工作这般地不同寻常
每小时能挣到一加元ꎬ而其他工人只挣四十加

分” [２]３５ꎮ 像这样借他人之口道出的处境ꎬ在小说

中随处可见ꎮ 而身处困境的移民工人本身ꎬ大多

却是沉默的ꎮ 也正因此ꎬ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的

受害者身份无法显现ꎮ 加之小说常出现不确定叙

事ꎬ更加模糊了文本的含义ꎮ 难怪有评论家认为ꎬ
“文本若要有说服力ꎬ其在形式和主题上传达的政

治观必须保持一致”ꎬ但就«身着狮皮»而言ꎬ“小说

的自我解构ꎬ文本留下的空白和意义的含混不清ꎬ
都让人无法看清作品描述的政治暴力何在” [４] ２０６ꎮ
之所以会让人感觉意义“含混不清”ꎬ是因为多数

论者并未发现小说如何以较为隐秘的方式ꎬ即小

说再现的语言暴力ꎬ表现“政治暴力”ꎮ
相片作为一种视觉语言ꎬ首先从侧面体现了

权力话语的暴力本质ꎮ 正如帕特里克所发现的ꎬ
“[关于高架桥的]文章、插图记录了土壤、木
材、水泥重量的每个细节ꎬ唯独不见谁真正建了这

座桥” [２]１１１ꎮ 这些无名的能准确说出修建高架桥

用了多少桶沙子的工人ꎬ在四千张记录高架桥修

建过程的照片中ꎬ却无异于隐形人:
　 　 这些照片中ꎬ隧道里的水汽看上去是白

色的ꎮ 一边有工头穿的白色衬衫ꎬ一边还有

涂抹在岩石上留作爆破用的白色碱液ꎮ 剩下

的是工人和一片漆黑ꎮ 一张张灰漆漆的面

孔ꎮ 一个未完工的世界ꎮ 工人在几近熄灭的

烛光下劳作ꎮ 他们活在罗兰哈里斯梦

中的小世界ꎮ[２]１１１

无处不在的工人ꎬ总与黑暗联系在一起ꎬ“工
人与一片漆黑” “灰漆漆的面孔” “几近熄灭的烛

光”“梦中的小世界”ꎮ 从一片漆黑下难以辨识的

面孔ꎬ到坠入无意识世界的梦境ꎬ工人的形象始终

是模糊的ꎬ只存在于大写历史的暗处ꎮ 换言之ꎬ修
建高架桥的移民工人被暴力地从他们亲手创建的

历史中剔除并消失ꎮ 诚如哈钦( Ｌｉｎｄａ Ｈｕｔｃｈｅｏｎ)
所言ꎬ“书面的或相片中的官方历史ꎬ似乎只关注

占主导地位的权力阶层不一定会记录(非官

方)富家女子或无名工人的姓名” [５]９４ꎮ 从这个层

面上看ꎬ移民工人确如诗人布克(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Ｂöｋ)所
说的“在沉默中沦陷” [６]１１２ꎮ 但与布克理解的沉默

即“刻意抛弃语言ꎬ是反抗社会的终极暴力” [６]１１２

相反ꎬ本文认为陷入沉默的移民工人并没有放弃

语言ꎬ而是选择了语言的视觉维度———色彩ꎬ作为

抵抗暴力的反暴力ꎮ
语言暴力顾名思义ꎬ即语言自身产生的暴力ꎬ

又名“符号暴力”ꎬ意指语言在符号化过程中ꎬ通过

对事物的本质属性的界定ꎬ随意对现实产生不同

程度的扭曲与篡改[７]ꎮ 譬如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ꎬ为让纳粹政府疯狂屠杀犹太人、侵占他国领土

等暴行变得合乎理法ꎬ德语中很多词汇都被重新

定义ꎮ 犹太人、波兰人、俄罗斯人等词ꎬ在当时的

德语中ꎬ“指代两条腿的虱子ꎬ堕落腐烂且毒害社

会ꎬ高尚的雅利安人必须彻底将其清除” [８]３８ꎮ 德

语赋予犹太人的“毒性”属性ꎬ使得“集中营的医疗

人员即便戴着手套都不愿碰触犹太人” [８]４０ꎮ 不仅

如此ꎬ许多词汇的意义还被随意颠倒ꎬ“黑变成了

‘白’ꎬ灾难变成了‘胜利’” [８]３８ꎮ 如此说来ꎬ人类

并非因为语言而变得优于其他物种ꎮ 相反ꎬ语言

“是最初也是最杰出的分裂者ꎬ因为语言ꎬ哪怕是

生活在同一条街道的邻居ꎬ都(有可能)生活在完

全不同的世界[７]２ꎮ 语言既能篡改现实ꎬ亦可对已

被扭曲的现实施加反作用力ꎮ «身着狮皮»中移民

工人对色彩的使用ꎬ便是对抗权力话语的语言的

反暴力的表现ꎮ
小说中色彩产生的语言暴力ꎬ集中体现在一

场木偶剧表演ꎬ或用帕特里克的话形容ꎬ“一次聚

会和一场政治集会” [２]１１５ꎮ 尚未完工的自来水厂

内机器声轰鸣作响ꎬ将移民工人和外部的英语世

界分隔开来ꎮ 帕特里克获邀参加这场“多民族间

的非法集会”ꎬ可自始至终都能感受“他是个局外

人” [２]１１５ꎬ１１３ꎮ 演出开始前ꎬ相比身边开怀大笑的人

群ꎬ帕特里克显得“格外落寞” [２]１１５ꎮ 表演进入高

潮时ꎬ平日在公开场合备感压抑的工人瞬间获得

了解放ꎬ置身其中的帕特里克却几欲逃离:
　 　 四十个木偶出现在灯光下ꎮ 其中一

个和人一般大小ꎬ这个大个头木偶便是故事

的主人公ꎬ脸上涂着明亮的色彩:眼睑用绿色

加深ꎬ眼眶涂上一圈浣熊身上的黄色环纹ꎬ使

得眼睛看起来好似靶心ꎮ 木偶们满脸的惊

慌ꎮ 双脚在空中试探许久才夸张地落地ꎬ落

在这危机四伏的新国家的舞台上ꎮ 它们身着

不同的民族服饰ꎮ
帕特里克想把那张色彩斑斓的面孔撕下来ꎮ

一种文化的漫画ꎮ
　 　 观众一起鼓掌喝彩ꎬ雷鸣般的掌声在高

耸的自来水厂大厅回响ꎮ 帕特里克却无法动

弹ꎮ 他渴望大厅安静下来他看着那

—５８—



双被黄色环纹覆盖的眼睛他想离开ꎬ离

开这座建筑ꎮ[２]１１６－１１７

不难发现ꎬ意义的缺失带给帕特里克强烈的

挫败感ꎮ 真人木偶脸上明亮的色彩尤其令帕特里

克烦躁ꎬ以至于他想撕下“那张色彩斑斓的面孔”ꎮ
一方面ꎬ帕特里克意识到整部哑剧的核心意义在

于主演那张被彩绘覆盖到难以辨识的面孔ꎮ 面孔

在传递某种意义ꎬ并且能在新移民心中唤起特殊

的情感ꎮ 另一方面ꎬ帕特里克却无法解读彩绘背

后的文化编码ꎮ 换言之ꎬ移民工人通过色彩建构

起来的语义场ꎬ暴力地将以英语为母语的帕特里

克排除在外ꎮ
色彩本是自然界客观存在之物ꎬ如同山川、树

木、河流ꎬ本身并无意义ꎬ“绝不会让人无法忍受”ꎬ
更不存在施暴的可能ꎬ“是语言ꎬ它的符号化过程ꎬ
让现实变得不可忍受ꎮ” [７]２－３就像书面语言定义了

何为善何为恶ꎬ色彩作为一门视觉语言ꎬ其内部亦

有类似书面语言的符号化过程ꎮ 视觉语言通过对

色彩本质属性的界定ꎬ使色彩具备趋于本质化的

暴力特性ꎮ 真人木偶脸上的彩绘ꎬ在当时特定的

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下ꎬ便是已经被本质化了的

视觉语言ꎮ
２０ 世纪初ꎬ因战乱、政变、宗教迫害等原因ꎬ大

量欧洲移民的涌入ꎬ掀起了加拿大第三次移民浪

潮ꎮ «身着狮皮»讲述的便是这群人的故事ꎮ 昂达

奇虽未说明他笔下的移民具体来自欧洲何处ꎬ但
依然有论者在小说中发现了“芬兰人、马其顿人、
意大利人、立陶宛人等” [９] ２４３欧裔移民的身影ꎮ 昂

达奇本人ꎬ“在多伦多参加一次马其顿人的晚宴ꎬ
在那儿结识一位名叫泰莫克福的桥梁建筑工

人”ꎮ[１０]１９９除此之外ꎬ据加拿大图书馆与档案室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Ｃａｎａｄａ)记载ꎬ１８９１—１９１４ 年

间ꎬ约有十五万乌克兰人移民加拿大ꎮ 这也是加

拿大历史上第一次接纳大规模乌克兰移民ꎮ
真人木偶眼睑涂抹的绿色和眼圈一周的黄

色ꎬ对于身处异乡的移民群体而言ꎬ是诉说乡情与

乡愁的特殊语言ꎮ 意大利人自 １８ 世纪以降ꎬ便将

代表美丽国土的绿色定为国旗色ꎮ 象征着“维伊

纳的太阳”的金黄色ꎬ自古以来便是马其顿的民族

色彩ꎮ 因此ꎬ不论是如今被称为马其顿共和国①的

地方ꎬ还是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地区ꎬ国(区)旗上都

有醒目的黄色且黄色区域的形状一致ꎬ即中间是

“维伊纳太阳”ꎬ四周放射着令马其顿民族自豪的

光芒ꎮ 和马其顿一样ꎬ立陶宛也将黄色视为象征

国家的色彩ꎮ 黄色亦是乌克兰的传统色彩ꎬ且自

１８４８ 年欧洲民族之春革命期间就被定为国旗色ꎮ
此后虽历经数世纪的政权更迭ꎬ乌克兰始终将代

表蓝天、麦田的蓝色、黄色视作国旗的颜色ꎮ 不难

发现ꎬ真人木偶之所以能让意大利、马其顿、立陶

宛、乌克兰等看似毫无关联的国家的移民产生身

份认同感ꎬ是因为表演者脸上的彩绘传递着某种

共同的民族情感ꎮ
英国知名艺术批评家伯格( Ｊｏｈｎ Ｂｅｒｇｅｒ)②认

为ꎬ“意识形态灌输的理念是ꎬ有一类人与他人有

着根本性差异ꎬ这种差异会构成某种极端威胁”ꎬ
所以刑讯者接受训练的第一课通常是“将这个第

三者ꎬ他们ꎬ从我们和你们之中分离出来ꎮ” [１１]４４７在

演出过程中ꎬ当表演者通过两种承载着集体记忆

的色彩ꎬ唤起观众共同的情感体验时ꎬ帕特里克便

是被语义场分离出来的第三者ꎬ即台上的“你”及

台下的“我们”之外的“他”ꎮ 对帕特里克实施伯格

笔下“酷刑”的ꎬ正是作为视觉语言的色彩ꎮ 帕特

里克的父辈于 １９ 世纪末移民加拿大ꎮ 可他自幼丧

母ꎬ与沉默寡言的父亲一同生活ꎬ后者“什么也没

教给他儿子ꎬ没有传说ꎬ亦无理论基础ꎮ” [２]１８换言

之ꎬ在毫无文化积淀的环境下成长ꎬ帕特里克首先

是经历了文化断层的一代ꎮ 真人木偶脸上的黄

色、绿色ꎬ是帕特里克无法解读的文化编码ꎬ只会

带给他莫名的不安ꎬ让他因无法融入集体中的“我
们”和“你们”而感受自身如同“威胁”般的存在ꎮ
所以帕特里克想离开ꎬ逃离色彩建构的施暴场域ꎬ
但表演尚未结束ꎬ他无法脱身ꎬ痛苦还在继续ꎮ 帕

特里克在此的遭遇与新移民的处境如出一辙ꎬ后
者因无法掌握英语而被从主流社会中分离ꎬ但因

谋生需要无法彻底脱离主流社会ꎬ只能一度失语ꎮ
由此ꎬ移民群体利用色彩重新定义了语言的价值

体系ꎬ颠覆了权力阶级通过英语建立的社会秩序ꎬ
让以英语为母语的帕特里克在新移民聚集区沦为

群体中的边缘人ꎮ
二、宽恕的困境

虽然木偶剧对帕特里克而言并无特殊含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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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自 １９４５ 年建立马其顿人民共和国至 １９９１ 年成为独立的马其顿共和国ꎬ斯拉夫马其顿人的国旗一改再改ꎬ但旗帜上黄色的太阳

(星星)图案却始终得以保留ꎮ
«身着狮皮»小说扉页有句话“再也没有什么故事ꎬ只能用唯一版本讲述了”ꎬ便出自伯格之口ꎮ



但正是这段经历让帕特里克的身份发生了转变ꎬ
更让他在爱丽丝过世后ꎬ具备了为新移民发言的

资格ꎮ 在此之前ꎬ帕特里克一直活在“第三世界”ꎬ
既不是纯粹的加拿大人ꎬ也不属于新移民ꎮ 帕特

里克的出生地“在学校地图册上是一片苍绿的无

名地ꎮ” [２]１１少年时期ꎬ帕特里克“渴望(与昆虫)对
话”ꎬ习惯“远远地观察周遭的一切ꎮ” [２]１０ꎬ１９十一岁

那年ꎬ他发现住处附近有一群伐木工人ꎬ对他们每

晚举行的冰上聚会颇感新奇ꎬ但“彼时他信不过自

己ꎬ也信不过说外语的陌生人ꎬ无法迈出一步加入

他们ꎮ” [２]２２成年后ꎬ他说着加拿大的官方语言ꎬ却
感觉 自 己 “ 在 凝 视 一 片 黑 暗 的 祖 国ꎬ 像 个 盲

人ꎮ” [２]１５７尽管有马其顿移民的友谊与关怀ꎬ他依

然“感受到自己与移民群体间的隔阂ꎬ风儿吹过都

会咯咯作响” [２]１５７ꎮ
孑然一身、拒绝对话的帕特里克ꎬ直到“获邀

参加新移民的聚会ꎬ再遇爱丽丝ꎬ(才)被赋予了新

的‘角色’”ꎮ[１２]４５７ 此前帕特里克虽也参与修建水

厂ꎬ但这份临时工作足够让他“自给自足” [２]１２３、独
善其身ꎮ 这次聚会之后ꎬ帕特里克逐渐成为爱丽

丝的男友ꎬ承担起抚养爱丽丝幼女的责任ꎬ踏入了

属于移民的现实世界ꎮ 更重要的是ꎬ在与爱丽丝

的对话中ꎬ倾听她对政府的抨击ꎬ对社会分配不均

的憎恶ꎬ帕特里克延迟地见证了移民工人的集体

创伤ꎮ 经过这次聚会ꎬ帕特里克遭遇了类似移民

遭遇的语言带来的暴力ꎬ体悟了移民经历的创伤ꎬ
真正地融入了移民生活的世界ꎬ参与了属于加拿

大的社会现实ꎮ 也正因此ꎬ当帕特里克效仿脸上

涂抹彩绘的木偶戏表演者ꎬ“满脸、四肢、双脚全部

刷上油漆” [２]２２８ꎬ将其作为掩护游过输水隧道ꎬ最
终浑身绑满炸药包出现在哈里斯市长面前ꎬ用加

拿大的官方语言英语与之对话时ꎬ他已不再是第

三世 界 的 旁 观 者ꎬ 而 是 爱 丽 丝 称 之 为 “ 杂 种

狗” [２]１２７的连接两个世界的中间人物ꎮ
在帕特里克与哈里斯的对峙中ꎬ失去爱人的

帕特里克首先是直接受害者ꎬ市长哈里斯则因来

自爱丽丝痛恨的权力阶层ꎬ被前者认定是令爱丽

丝丧命的罪魁祸首ꎮ 同时ꎬ作为两个世界的中间

人物ꎬ帕特里克亦能代表受创的移民群体ꎮ 像法

庭听证会上的受害者那样ꎬ帕特里克开门见山地

列举迫害者的多宗罪ꎬ从“你们忘了我们”ꎬ“你们

厕所里的人字形瓷砖ꎬ比我们所有人工资加在一

起的一半还多”ꎬ到“为了建这个输水隧道ꎬ我们多

少兄弟丢了性命” [２] ２３５－２３６ꎮ 相应地ꎬ迫害者则试图

为暴行辩解ꎮ 哈里斯也试图将自己与权力阶层ꎬ
即帕特里克口中的“你们”ꎬ划清界限ꎮ 他强调自

己“不喜欢权力ꎬ不尊重它ꎬ甚至不希望它存在ꎬ但
却无时无刻不为它服务ꎮ 就像个信使ꎮ 你应

该去找大反派(而不是我)” [２]２３６－２３７ꎮ
哈里斯市长的一番申辩ꎬ表面看是为获得帕

特里克的宽恕ꎬ从而寻得生机ꎬ实际揭示了宽恕自

身存在的两个问题ꎬ即受害者的宽恕力与迫害者

的可宽恕性ꎮ 首先ꎬ受害者帕特里克因为爱丽丝

的死受到了严重创伤ꎮ 和其他“幻想通过复仇获

得解脱的受创者” [１３]１３一样ꎬ帕特里克在爱丽丝死

后不久ꎬ便随机引爆了一家富人常去的宾馆ꎮ 而

正如有些精神病学家的研究发现ꎬ复仇行动不但

不能让受创者摆脱创伤后综合症ꎬ反倒会让他们

经受更为严重且棘手的困扰[１４]ꎮ 此后帕特里克经

历的一切ꎬ越狱ꎬ潜入自来水厂ꎬ试图与哈里斯市

长同归于尽等ꎬ全是丝毫不顾后果的危险行动ꎮ
不难看出ꎬ复仇行动并未让帕特里克摆脱创伤ꎮ
终于到了“凶手”面前ꎬ帕特里克质问哈里斯的第

一句话却是“你们忘了我们”ꎮ 几番对话过后ꎬ帕
特里克才愿谈起爱丽丝ꎮ 至此ꎬ从小说给出爱丽

丝的死讯ꎬ到帕特里克最终还原这段往事ꎬ之间相

隔近八十页ꎬ占据了小说近三分之一的篇幅ꎮ
之所以会如此曲折、滞后ꎬ是因为“(创伤性)

事件发生的当下无法完整地被受创者理解ꎬ后者

只能延迟地ꎬ在反复被其纠缠的过程中感受(事件

本身)”ꎬ这便是克鲁斯(Ｃａｔｈｙ Ｃａｒｕｔｈ)所说的“(创
伤)体验的结构ꎮ” [１５]４ 在讲述爱丽丝死去的一幕

时ꎬ小说的叙述视角突然从第一人称帕特里克说

“然后我听到了爆炸声”ꎬ变为第三人称全能视角ꎬ
“帕特 里 克 记 得ꎬ 人 群 像 被 锁 住 一 般 静 止 不

动ꎮ” [２]２４０叙述视角的转换是“创伤拒绝再现的表

现” [１６]９３ꎬ爱丽丝意外之死带给帕特里克的创伤ꎬ
让他无法亲口言明这个事实ꎮ 有学者研究发现ꎬ
“宽恕深嵌于移情能力ꎮ” [１７]４６要宽恕ꎬ首先要能与

他人进行移情交流ꎮ 可对于有特殊经历的人而

言ꎬ“创伤会破坏自我与作为移情对象的他者之间

的联系”ꎬ损害人类正常交往时 “彼此的回应期

待”ꎬ就连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之间亦不例外[１８]２８７ꎮ
受到重创的帕特里克ꎬ在遇见哈里斯之前ꎬ似乎已

经失去了宽恕的能力ꎮ
再者ꎬ哈里斯市长能否被宽恕亦难定论ꎮ 阿

伦特(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曾在其经典论著«人的境况»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１９５８)中提出ꎬ人类行为在

—７８—



有些情况下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境况ꎬ即“他不知道

也不可能知道他曾做过什么ꎬ然而木已成舟ꎬ覆水

难收ꎮ” [１９]２３７能挽救这种境况的是宽恕ꎬ“没有宽

恕ꎬ我们的行动力将始终受限于那次无可挽

回的行为ꎻ 亦将永远沦为其灾难后果的受害

者ꎮ” [１９]２３７但宽恕并不是唯一选择ꎬ除去宽恕ꎬ还有

惩罚ꎮ 阿伦特认为ꎬ“人类无法宽恕他们不能惩罚

的ꎬ同理ꎬ亦无法惩罚不能被宽恕的” [１９]２４１ꎬ有些行

为本身即无法宽恕ꎬ譬如导致“平庸的恶”(ｂａ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ｉｌ)的“无思想” ( 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ｅｓｓｎｅｓｓ)活动ꎮ 在为

«纽约客» (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 杂志撰写的艾希曼

(Ａｄｏｌｆ Ｅｉｃｈｍａｎｎ)审判报告中ꎬ阿伦特分析道ꎬ艾
希曼本人“除了勤恳工作ꎬ升官晋爵ꎬ没有其他动

机”ꎬ但他不假思索地接受并执行自己的工作ꎬ丝
毫无视他直接或间接导致成千上万犹太人被屠杀

的事实ꎬ便犯下了不可宽恕的“平庸的恶”ꎬ“这样

地脱离现实ꎬ这等无思想ꎬ比人的所有邪恶本能累

积产生的浩劫还要可怕” [２０] ２８７－２８８ꎮ
«身着狮皮»中的新移民与身处集中营的犹太

人固然不能相提并论ꎬ但哈里斯市长对奢华都市

的追求ꎬ对其本职工作即城市建设的执着与投入ꎬ
却处处表现得“无思想”ꎮ 当帕特里克告诉哈里

斯ꎬ所有新移民工资的累加ꎬ都抵不过政府大楼公

厕里两块瓷砖ꎬ并质问他 “有没有为此感到羞

耻” [２]２３６时ꎬ哈里斯的回答既不是“有”ꎬ也不是“没
有”ꎮ 他并非故意绕过这个问题ꎬ只是出于本能地

告诉帕特里克“等着瞧ꎬ五十年后你们再来看这些

瓷砖和铜制的屋顶ꎮ 我们需要奢侈ꎬ需要有所追

求ꎮ” [２]２３６这番话和他之后向帕特里克描述的梦

境ꎬ都是哈里斯关于城市建设的梦想ꎬ一如艾希曼

对晋升的渴望ꎮ 这个回答还从侧面反映了哈里斯

从不曾思考ꎬ如此微薄的收入将置新移民于何境

地ꎬ能否支撑他们生活五十年ꎬ正如坚持完成本职

工作的艾希曼一样不会考虑ꎬ经他手被驱逐至集

中营的犹太人ꎬ今后命运如何ꎮ 这样来看ꎬ哈里斯

犯下的似乎正是阿伦特笔下的“平庸的恶”ꎬ因此

无法宽恕ꎮ
然而ꎬ面对不可宽恕之罪ꎬ小说并没有像阿伦

特“处决”艾希曼那样处决哈里斯ꎬ这似乎暗示着

不可宽恕这一命题的商榷空间ꎮ 法国哲学家扬科

列维奇(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Ｊａｎｋéｌéｖｉｔｃｈ)曾提出ꎬ宽恕正依附

于“不可宽恕”的存在而存在ꎮ 不论这项罪责是否

值得宽恕ꎬ罪人赎罪与否ꎬ都不存在不能宽恕ꎬ因
为“宽恕就是要宽恕那些没有理由去宽恕的:何等

滔天大罪也没到不可宽恕的一步” [２１]１５６ꎮ 当然ꎬ
“对恶行给予无限可宽恕性ꎬ并不否认恶的存在”ꎬ
恰恰相反ꎬ“恶”才是宽恕的“食材”ꎬ“如果恶是不

存在ꎬ宽恕便失了生计” [２１]１５８ꎮ
同样值得商榷的还有帕特里克因创伤而丧失

的宽恕力ꎮ 在与哈里斯的对话中ꎬ帕特里克受创

的自我意外接受了“移情修复” [２２]６１ꎮ 自爱丽丝枉

死那一刻起ꎬ这部分自我完全沉浸在复仇和计划

复仇中ꎬ无暇“去思考和感受他人的内心世界”ꎬ即
丧失了科胡特 ( Ｈｅｉｎｚ Ｋｏｈｕｔ) 所说的 “移情能

力” [２３]８２ꎮ 有研究者发现ꎬ«身着狮皮»的最后ꎬ哈
里斯与帕特里克的对话是一场心理学意义上的

“谈话治疗” (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ｃｕｒｅ)ꎬ前者是可信赖的专注

的聆听者ꎬ后者是需要倾诉的病人[１６]ꎮ 在哈里斯

的劝说下ꎬ帕特里克开始回忆这段“不想谈”就“将
永远是场噩梦”的经历ꎮ[２]２３９谈话结束后帕特里克

陷入 沉 睡ꎬ 表 明 他 获 得 了 “ 即 时、 明 确 的 解

脱ꎮ” [１６]９４经过这番“治疗”ꎬ帕特里克“进入了属于

创伤受害者的非凡现实ꎬ尝试着理解创伤体验的

内部运转模式及其对心灵造成的影响” [２４]１８ꎬ成功

与受创的自我进行移情交流ꎮ 移情能力的恢复也

“为宽恕创造了条件” [２２]５０ꎮ
即便不存在不可宽恕之恶ꎬ帕特里克亦受益

于哈里斯的“谈话治疗”ꎬ具备了宽恕后者的理由ꎬ
宽恕的有效性依然是«身着狮皮»中悬而未决的问

题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帕特里克背负的不仅是个人

的ꎬ还是移民群体的集体创伤ꎬ故而哈里斯请求被

宽恕的ꎬ不应只是爱丽丝的死ꎬ还有新移民的集体

创伤ꎮ 既然集体创伤在成因、表现方式等方面都

异于个体创伤ꎬ两种创伤的愈合自然亦有差异ꎮ
研究发现ꎬ治愈集体创伤需“通过某些集体方式消

除压抑ꎬ释放积压在心中的失落与哀痛” [２５]７ꎬ亦即

是说ꎬ集体创伤与受创者能否宽恕迫害者并无直

接关系ꎮ 帕特里克作为中间人ꎬ可以为移民群体

发声ꎬ去指责和控诉政府的不公ꎬ但即使他代表后

者去宽恕创伤的始作俑者ꎬ对移民群体而言并无

实质意义ꎬ如爱丽丝所言ꎬ“你宽恕了他ꎬ什么也不

会改变” [２]１２３ꎮ
三、文学的救赎
尽管«身着狮皮»中的受害者与施害者并未达

成伦理或政治意义上的和解ꎬ昂达奇仍试图从文

学层面实现对受害者的救赎ꎮ 具体而言ꎬ小说提

出了建立在和谐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人际和解ꎬ
并通过人际和解对帕特里克受创心灵的安度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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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文学意义上的救赎ꎮ 如前所述ꎬ«身着狮皮»中ꎬ
帕特里克因安娜之死备受打击ꎬ欲与他认定的罪

魁祸首哈里斯同归于尽ꎮ 然而在与哈里斯的对峙

中ꎬ帕特里克意外接受了谈话治疗ꎬ恢复了宽恕所

需的移情能力ꎮ 虽然帕特里克代表移民群体做出

的宽恕对后者并无意义ꎬ但小说通过帕特里克传

递了和解与救赎的希望ꎮ 有论者认为ꎬ帕特里克

“满怀革命热情”去炸毁自来水厂却最终告败ꎬ这
种“突降式结局” 是小说的一大败笔[２６]１９－２０ꎮ 然

而ꎬ正因为计划失败ꎬ和解与救赎才成为可能ꎮ
在见到哈里斯之前ꎬ不论是越狱还是浑身绑

满炸药包潜入自来水厂ꎬ帕特里克所策划的都是

毫无退路的求死行动ꎮ 爱丽丝死后ꎬ他因无法安

度创伤而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ꎬ自然不会顾及

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ꎬ更不会考虑他与爱丽

丝的女儿汉娜的父女关系ꎮ 计划失败后ꎬ帕特里

克找到了“欢迎(他)回来”ꎬ并且替他照顾养女的

朋友[２]２１１ꎮ 从帕特里克与汉娜的对话中不难推测ꎬ
他们此前通过电话ꎮ 帕特里克赶到时ꎬ汉娜的行

李箱已经收拾妥当ꎮ 这个决定意味着身份的转

变ꎬ也是小说中和解的开始ꎮ 自此ꎬ帕特里克便从

孤注一掷的激进分子变成汉娜的监护人ꎮ 同时ꎬ
帕特里克还接受了爱丽丝生前好友克拉拉的邀

请ꎬ表明曾经断裂的情感将获重建ꎮ 小说的最后ꎬ
帕特里克带着汉娜与克拉拉重逢的场景ꎬ预示着

一个新的三口之家即将诞生ꎮ 在«身着狮皮»的后

续作品«英国病人» 中ꎬ甚至能找到这个家庭的

影子ꎮ
有评论家指责这种“象征性的结合ꎬ父亲—母

亲—孩子三合一式的原型”与小说原本的批判性

不符[３]１５５ꎮ 小说“最后一页ꎬ移民工人ꎬ不见踪影

的小狗ꎬ‘看似温顺的’浣熊ꎬ与人造的树篱、台阶、
门廊一并融入‘令人舒适的’叙述之美”ꎬ更是作家

过于艺术化、浪漫主义的体现[３]１５６ꎮ 然而ꎬ小说结

尾处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的情景ꎬ何尝不在暗示帕

特里克与其周围一切的关系正得到修复ꎮ 借助这

一片和谐的氛围ꎬ小说勾勒了人际和解的图景ꎮ
帕特里克不仅承担起照顾养女的社会责任ꎬ还能

“在记忆的沟渠径直找到克拉拉的脸庞” [２]２１０ꎮ 一

直“住在他身体里”ꎬ萦绕在他脑海的“爱丽丝的面

孔反倒记不清了ꎮ” [２]２１２ꎬ２１０这些都从侧面反映

了人际关系的修复与重建ꎮ 对于因爱丽丝之死备

受打击ꎬ走向极端的帕特里克而言ꎬ唯有如此才能

重获内心的安宁并最终得到救赎ꎮ 而对于昂达奇

本人而言ꎬ批判早期加拿大政府的不公与政治暴

力或许只是手段ꎮ 在这段想象的加拿大早期移民

工人的历史中ꎬ让文学如落日的余温般抚慰和救

赎曾经受创的心灵可能才是作家创作意义之

所在ꎮ
«身着狮皮»在对早期加拿大移民工人生存状

况的考察与再现中想象了一段移民工人对抗权力

阶层的历史ꎬ并由此揭示了宽恕诉求在宽恕行为

的有效性、宽恕者的宽恕力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

题ꎮ 帕特里克的宽恕对移民群体而言并无意义ꎬ
并非因他无法为后者发声ꎬ而是由于当受害者是

受创群体时ꎬ个体给予的宽恕对群体并无意义ꎮ
小说通过色彩语言产生的暴力ꎬ与由相片再现的

权力话语的暴力的抗衡ꎬ再现了移民群体的创伤ꎮ
帕特里克也是亲历语言的暴力之后ꎬ才能切身体

会第一代移民的处境ꎬ这是他融入该群体并最终

为其发声的先决条件ꎮ 据此可知ꎬ«身着狮皮»并

未塑造任何与主题不符的艺术人物ꎬ作品的批判

性更不会因此受损ꎮ 相反ꎬ正是借助帕特里克合

理发声却无效宽恕的过程ꎬ作品才能表现宽恕问

题的复杂性ꎮ 尽管作品并未从伦理或政治层面实

现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和解ꎬ却为受害者创造了人

际和解的契机ꎬ使其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收获内

心的宁静ꎬ继而安度创伤ꎬ获得救赎ꎮ 这也是贯穿

昂达奇创作始终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体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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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ｓ.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ꎬ ｅｔ ａｌ.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

[２６]Ｂöｋꎬ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Ｏｐｉａｔ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ｓ ａｎ
Ｅｒｓａｔｚ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Ｔｅｘｔｓ ” [ Ｊ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 １４７ (１９９５): １１－２２.

(责任编辑　 南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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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昂笔下的人类生存危机∗

李 万 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６)

　 　 [摘　 要] 　 法国当代作家鲍里斯维昂的作品常给人一种超现实的印象ꎬ实际上表现的却是那个时代的法

国年轻人对现实的迷茫ꎮ 文章通过探讨维昂作品中对于战争、种族、生态的描述ꎬ展现了作者对人类生存危机的

深切担忧ꎮ 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和理解法国二战后的文学面貌ꎬ也对当今社会发展与人类生

存环境的认识和构建具有启发作用ꎮ
[关键词] 　 维昂ꎻ　 法国文学ꎻ　 生存危机

[中图分类号] 　 Ｉ１０６.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９１－０３

　 　 鲍里斯维昂(Ｂｏｒｉｓ Ｖｉａｎꎬ １９２０—１９５９)在法

国 ２０ 世纪文坛上以多才多艺、个性鲜明和富有想

象力而闻名ꎮ 在短暂的一生中ꎬ他曾做过工程师、
作家、诗人、戏剧家、乐评家、作曲家、爵士乐小号

手、演员和翻译ꎮ 他在每个行业都做得风生水起ꎮ
作为作家ꎬ他的作品题材广泛ꎬ数量众多ꎬ影响深

远ꎮ 今年是维昂去世 ６０ 周年ꎬ明年即将迎来他的

百年诞辰ꎬ世界各地正在筹划举办各种纪念活动ꎮ
１９９９ 年ꎬ法国法雅尔出版社(Ｆａｙａｒｄ)出版维昂的

作品全集 １５ 卷ꎮ ２０１０ 年ꎬ法国伽利玛出版社

(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将维昂的作品收入了“七星文库” (Ｌａ
Ｐｌéｉａｄｅ)ꎬ“这表明ꎬ他们已正式把他列入一流作家

的行 列 ” [１]８ꎮ 现 在ꎬ 加 拿 大 的 维 多 利 亚 大 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ｄ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正在联系世界各地的维昂

作品研究者ꎬ准备在明年 ３ 月份举办一场国际学术

研讨会ꎮ 在我国ꎬ法国驻华大使馆与海天出版社

也在积极筹办一场纪念维昂国际研讨会ꎮ 近年

来ꎬ维昂的作品不断地被译成汉语ꎬ比如ꎬ«岁月的

泡沫»(Ｌ’Ｅｃｕｍｅ ｄｅｓ ｊｏｕｒｓꎬ１９４６)、«我要到你的坟

墓上吐痰» ( Ｊ’ ｉｒａｉ ｃｒａｃｈｅｒ ｓｕｒ ｖｏｓ ｔｏｍｂｅｓꎬ１９４６)、
«红草» ( Ｌ’ Ｈｅｒｂｅ ｒｏｕｇｅꎬ １９５０)、 «摘心器» ( Ｌ’

Ａｒｒａｃｈｅ－ｃｏｅｕｒꎬ１９５３) 等长篇小说ꎬ以及短篇小说

«蚂蚁»(Ｌｅｓ Ｆｏｕｒｍｉｓꎬ１９４９)ꎬ还有诗歌«逃兵» (Ｌｅ
Ｄéｓｅｒｔｅｕｒꎬ１９５４)等ꎮ 这些表明维昂至今在文坛仍

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ꎮ 他的一生都在揭露和批判

现代社会的弊端ꎬ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生命的价

值以及人类生存的危机ꎮ

一、战争的浩劫

维昂出生时ꎬ人们尚未从一战的阴霾中走出

来ꎬ二战又爆发了ꎮ 在青少年时期ꎬ他的家人不时

地向他叙述战争给他的家人和他的祖国带来的不

幸和灾难ꎮ “鲍里斯维昂的伯父亨利虽然从一

战的战场上回来了ꎬ然而却在疯人院度过了余生ꎮ
他母亲的堂兄则战死在沙场ꎮ” [２]５４在战争结束前

夕ꎬ经常与孩子们打闹嬉戏的父亲在家中莫名其

妙地被人枪杀了ꎮ 从此ꎬ家里陷入困境ꎮ 战后ꎬ法
国又陷入了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ꎬ这
两场非正义的战争不仅对殖民地人民造成了无尽

的伤害ꎬ也夺去了数十万普通法国青年士兵的生

命ꎮ 战争似乎伴随了维昂的一生ꎬ从他的作品中ꎬ
读者可以清楚地读到他对战争的愤慨以及对和平

的渴望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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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主题经常出现在维昂的作品中ꎬ如«岁月

的泡沫»«帝国缔造者或施默茨» (ＬｅｓＢâｔｉｓｓｅｕｒｓ 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ｕ ｌｅ Ｓｃｈｍüｒｔｚꎬ１９５９)、 «将军的点心» ( Ｌｅ
Ｇｏûｔｅｒ ｄｅｓ Ｇéｎéｒａｕｘꎬ１９６２)、«蚂蚁» «逃兵»等ꎮ 在

小说«岁月的泡沫»中ꎬ科兰为了给妻子治病ꎬ不得

不去一家兵工厂打工ꎮ 接待他的人看上去像个老

头子ꎬ实际上他才 ２９ 岁ꎬ可见这份工作的艰辛ꎮ 他

直言不讳地告诉来应聘的科兰ꎬ“它会把您耗得精

疲力竭的”ꎬ而且“三个月后ꎬ您就不那么需要钱

了” [１]１６７－１６８ꎮ 原来这是需要人的体温制造枪支的

工作ꎬ而且必须是年轻男子ꎬ需要他们趴在地上ꎬ
让枪筒均匀地生长ꎮ 不能雇佣女人ꎬ因为“她们的

胸部不够平坦ꎬ热量不能均匀散发” [１]１６９ꎮ 一方

面ꎬ这种制造武器的方式非人道ꎻ另一方面ꎬ用年

轻男子的体温制造出来的武器ꎬ被用在战场枪杀

其他年轻士兵ꎬ维昂用超现实手法表达了他对荒

谬战争的控诉ꎮ «蚂蚁»是一部中篇小说ꎬ描述的

是二战中盟军诺曼底登陆战的场景ꎮ 书的开篇这

样写道:“我们是今天早上到达的ꎬ但并未受到应

有的接待ꎬ因为海滩上已经找不到一个活人ꎮ 人

都死了ꎬ确切地说ꎬ只剩下一堆堆的残尸碎骨ꎬ还
有散落在各处被炸毁的坦克和卡车ꎮ” [３]１３７如此惨

烈的战争场面令人不堪目睹ꎮ 普通士兵被喻为蚂

蚁投入战斗ꎬ又如蚂蚁一般在战争中毁灭ꎮ 士兵

的命运是如此悲惨ꎬ蚂蚁的寓意是多么深刻ꎮ «逃
兵»是维昂最为著名的反战诗歌ꎮ 诗歌的创作背

景是二战后法国政府发动的印度支那殖民战争ꎮ
一个接到上战场命令的士兵勇敢地致信总统ꎬ叙
述了战争给普通大众带来的只是家破人亡和无尽

的伤痛ꎮ 信中清楚地表达了他宁愿冒天下之大不

韪ꎬ做一个逃兵ꎬ也不愿去战场上去杀害与他一样

无辜的百姓ꎮ 这首诗歌虽然遭到法国当局的严

禁ꎬ但诗歌中对战争的憎恨和对和平的渴望至今

仍在世界各地反战人士中流传ꎬ影响极为广远ꎮ
战争是残酷的ꎬ战争是荒谬的ꎮ 为此ꎬ维昂曾提出

“要爱ꎬ而不要战争” [４]２７ꎬ一个充满和平和爱的世

界是维昂理想的世界ꎮ

二、种族歧视之殇

维昂一生钟爱爵士乐ꎮ 这种由非洲音乐和欧

洲音乐相结合而产生的爵士乐ꎬ２０ 世纪初ꎬ在美国

新奥尔良十分流行ꎮ 维昂不仅加入爵士乐俱乐部

(Ｈｏｔ Ｃｌｕｂ)ꎬ还为爵士乐杂志«狂热爵士乐» ( Ｊａｚｚ
Ｈｏｔ)撰写评论ꎬ同时还在爵士乐队担任小号手ꎮ

人们通常认为ꎬ爵士乐的产生是与黑人争取自由

和解放关系密切ꎮ 在维昂生活的时代ꎬ种族歧视

十分猖獗ꎮ 在维昂看来ꎬ不同种族相互尊重非常

重要ꎬ因为种族歧视丝毫不能化解社会矛盾ꎬ恰恰

相反ꎬ它是造成众多社会悲剧的根源ꎮ
小说«我要到你的坟墓上吐痰»创作于 １９４６

年ꎮ 这部让维昂毁誉参半的小说自问世始终伴随

着他ꎬ直至他在由此小说改编成电影的首映式上

离世ꎮ 出版时标注的作者是一个名叫维尔农苏

里旺的美国人ꎬ维昂是该书的译者ꎮ 书中叙述的

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ꎮ 男主人公李安德森的母

亲是一个混血儿ꎬ由于遗传的偶然性ꎬ李安德森

长着白皮肤ꎬ金发碧眼ꎬ他的弟弟却完完全全长成

一个黑人的模样ꎮ 弟弟因为爱上一个白人女子而

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暴虐致死ꎬ李安德森气愤至

极ꎬ决心为弟弟报仇ꎮ 他以恋爱为名ꎬ采取强奸、
虐待并最终极其残忍地杀死了一对白人姐妹ꎬ其
中一个还怀有身孕ꎬ当然他自己也被白人警察所

杀ꎮ 当李安德森被警察射杀致死后ꎬ书的末尾

还出现了这么一句话:“村警还是把他吊了起来ꎬ
因为他是黑人ꎮ” [４]３１７李安德森与这对白人姐妹

之间本来无冤无仇ꎬ她们并非杀害他兄弟的仇人ꎬ
结局却如此悲惨ꎬ此类悲剧显然是种族歧视所造

成的ꎮ 由于该书描写了大量的色情场面ꎬ含有残

暴的虐待狂倾向ꎬ因而遭到法国道德与社会行动

联盟(Ｃａｒｔｅｌ ｄ’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ｒａｌｅ 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ｅ)的起诉ꎬ并
被查禁ꎮ 这本书的官司尚未完结ꎬ维昂在 １９４７ 年

又同样以维尔农苏里旺的名义发表了另外一部

名为«死了都一样»的小说ꎮ 主人公丹帕克也是

一个长着白皮肤的黑人男子ꎮ 巧合的是ꎬ他同样

也有同父异母的黑人兄弟理查德ꎮ 理查德对哥哥

黑人血统却长着白皮肤很是嫉恨ꎬ丹帕克已经

结婚了ꎬ却在理查德家里与黑人女子鬼混ꎮ 以此

为威胁ꎬ企图敲诈丹帕克ꎮ 在经历了不断纠缠

之后ꎬ丹帕克杀死了理查德ꎬ在被警察追捕时ꎬ
丹帕克跳楼身亡ꎮ 丹帕克真正的父亲是一个

白人ꎬ他并非理查德的兄弟ꎬ也没有一点黑人血

统ꎮ 不过ꎬ这个地道的白人不仅愚蠢而且粗暴残

忍ꎬ也难逃一死ꎮ 在维昂看来ꎬ人的肤色并不重

要ꎬ重要的是他的所作所为ꎮ 不论是白人ꎬ还是黑

人ꎬ只要犯法了ꎬ都会受到惩罚ꎮ
此后ꎬ在«我要到你的坟墓上吐痰»的官司诉

讼过程中ꎬ维昂也承认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ꎬ他也

因此受到重罚ꎮ 只要种族歧视现象存在一天ꎬ它
—２９—



对人类所造成的伤害就不会停息ꎮ 因此ꎬ维昂始

终呼唤不同种族之间要彼此尊重ꎮ 如果一味地仇

视对方ꎬ种族矛盾就会越发严重ꎬ悲剧将不断

发生ꎮ

三、生态破坏的梦魇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ꎬ
自然生态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ꎬ造成了人类的生

存危机ꎮ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维昂的«北京的秋

天»(Ｌ’Ａｕｔｏｍｎｅ à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１９４７)、«红草»等作品中

感受到ꎮ
小说«北京的秋天»的书名和内容与北京及秋

天都没有任何关系ꎮ 该书的出版社社长蓝冬先生

(Ｊéｒôｍｅ Ｌｉｎｄｏｎ)为这本书写下了这样的序言:“这
本书既不是探讨冬天ꎬ也不是论述北京ꎮ 任何与

上述时空的相同只能是巧合而已ꎮ” [５]１１５这充分体

现了维昂一贯的写作风格ꎬ即将现实与超现实、虚
幻与真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ꎬ以便让读者产生无

限的遐想ꎮ 小说描写的是一群工程技术人员ꎬ为
了发展工业远赴沙漠去修建铁路ꎮ 他们丝毫不顾

及原有的生态ꎬ不惜一切地开山辟路ꎮ 由于自然

环境遭到破坏ꎬ路塌了ꎬ火车头和车厢消失在沙漠

中ꎬ最终导致车毁人亡的悲惨结局ꎮ 铁路公司董

事会决定再派遣一支技术队伍远赴沙漠ꎬ继续修

建铁路ꎬ小说则以这样一句话结尾:“当然ꎬ也没有

必要 再 去 描 述ꎬ 因 为 可 以 设 想 任 何 一 种 结

局ꎮ” [６]２７４很显然ꎬ维昂让读者慎重思考生态环境

遭到损毁的后果ꎮ
维昂在小说«红草»中叙述了一个真实而又怪

诞的故事ꎮ 机械师沃尔夫带着妻子和他的助手及

其女朋友来到一个名叫“方地”的地方ꎬ试图建造

一台可以让人忘记过去的机器ꎬ即所谓的“忘忧

机”ꎮ 他们到来后ꎬ机器的轰鸣声再未停息ꎬ“方
地”从此变得死寂而荒凉ꎮ 维昂是这样描述工作

场景的:“他查看了一下机器ꎬ机舱已重新装上ꎬ四

个粗矮的脚墩之间有一口深井ꎬ里面整齐地装着

毁灭性元件” [７]３２３“毁灭性元件”ꎬ多么令人恐

怖的字眼! 那可是对自然生态的毁灭ꎮ 沃尔夫和

助手开挖土方安装机器的坑穴一团漆黑ꎬ里面满

是暗色的液体ꎬ金属支架上尽是遭到腐蚀的痕迹ꎬ
可怕的红草已四处蔓延ꎮ 自然生态遭到破坏ꎬ结
果是书中的人物命丧黄泉ꎬ人类生存的危机清晰

地展现出来ꎮ 维昂的作品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ꎬ
人类一定要善待赖以生存的大自然ꎬ否则ꎬ大自然

就会无情地给予报复并毁灭人类ꎮ

结语

维昂在作品中以虚实结合的方式ꎬ既展现了

人类生存的现实景观ꎬ又加入了经过他深刻思考

之后所构建的理想景观ꎮ 他用超现实手法书写的

人类生存危机ꎬ不论是引起人类浩劫的战争ꎬ还是

种族歧视ꎬ乃至生态的毁坏ꎬ至今仍然具有现实

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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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异化翻译的局限性

潘　 洵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与国际交流学院ꎬ 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 　 １９８７ 年刘英凯发表«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ꎬ掀起归化异化之争ꎮ ２０００ 年前后ꎬ郭建中将韦

努蒂的异化翻译观引入国内ꎬ使争论得以延续ꎮ 实际上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本身在逻辑推理上有缺陷ꎬ在英语

世界也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质疑ꎮ 同时ꎬ异化翻译有翻译不充分、意义失真、流传不广、受人愚弄等弊端ꎮ 超越异

化归化之上的充分翻译才是实现文化交流目的的有效翻译模式之一ꎮ
[关键词] 　 归化翻译ꎻ　 异化翻译ꎻ　 文化殖民ꎻ　 韦努蒂

[中图分类号] 　 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９４－０５

一、异化翻译观

１８１３ 年ꎬ 德 国 翻 译 理 论 家 莱 施 艾 马 赫

(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在«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指出ꎬ
翻译的途径只有两条:“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

不动ꎬ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ꎻ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

者安居不动ꎬ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ꎮ” [１]这就是“异
化”与“归化”翻译观之争的嚆矢ꎮ

１９８７ 年刘英凯发表«归化———翻译的歧路»一
文ꎬ掀起归化异化之争ꎮ 他分析了归化的“弊端”ꎬ
提出“要把移植法———旨在传达原作异国情调并

输入新的表现法的译法———在翻译中应占有的主

导地位确定下来” [１]ꎮ １９９５ 年美籍意大利学者韦

努蒂(Ｖｅｎｕｔｉ)发表了他的名著«论译者的隐形———
翻译 史 论 » (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 ｓ 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ꎬ提出了“异化翻译”观( ｆｏｒ￣
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ꎮ １９９８ 年到 ２０００ 年的两年

间ꎬ郭建中将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引入国内ꎮ 由

此开始ꎬ国内的归化异化之争带上了国际化的色

彩ꎬ争论的内容也逐渐超出语言层面ꎬ涉及权力、
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内容ꎮ

２００３ 年ꎬ孙致礼在«中国翻译»上发表文章ꎬ指
出“我们要有理由相信:２１ 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ꎬ
将进一步趋向异化法ꎬ而这异化译法的核心ꎬ就是

尽量传译原文的‘异质因素’ꎬ具体来说ꎬ就是要尽

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ꎬ译语语言形式ꎬ以及

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 [２]ꎬ他最终将自己的翻译观

概括为“异化为主ꎬ归化为辅”八个字ꎮ
中国是个理论消费大国ꎬ自从韦努蒂的异化

理论提出以后ꎬ附骥之尾者不可胜数ꎬ本文不再一

一列举ꎮ 但总体感觉ꎬ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超出传

统译论的范围ꎬ认为归化异化不过是直译意译的

延续ꎬ而另外一部分人虽然试图从意识形态等方

面入手探讨归化异化ꎬ但由于没有认真研读韦努

蒂原作ꎬ所以也就没有发现韦努蒂论证逻辑上的

漏洞ꎮ

二、韦努蒂之误

张经浩、袁晓宁都曾经指出ꎬ中国翻译研究几

乎就是西方译论的转运站ꎬ有些人甚至鼓吹西方

议论中的只言片语ꎬ而不管这片言只语是在什么

样的语境下产生的[３]ꎮ 笔者也认为在当今的中国

翻译研究中ꎬ确实有理论消费过热现象ꎬ盲目引用

者多ꎬ认真思考者少ꎮ 就以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

论为例ꎬ笔者认为韦氏在论证过程中ꎬ逻辑上有重

大缺陷ꎮ
韦努蒂最主要的著作是«译者的隐身»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ｓ 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和 «翻译的丑闻» (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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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ａｎｄａｌ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这两本书ꎬ但他的主要观点

在他主编的论文集«反思翻译»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中已经提出ꎮ 他认为:

　 　 抵抗式策略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

和文化差异ꎬ生成陌生的和陌生化的译本ꎬ从

而标示出目标语文化主流价值观的边界ꎬ并

阻止这些价值观对文化他者进行帝国主义的

归化[４]ꎮ
通顺的策略抹去了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的

差异ꎬ在这样的改写中ꎬ通顺的策略极尽

文化变通之能ꎬ对原文进行归化ꎬ使它在目标

语读者面前显得易懂ꎬ甚至亲切ꎬ让他或她在

把自身的文化认同于一个文化他者的过程中

获得自恋的体验ꎬ这种将别种意识形态话语

的透明性凌驾于一个不同的文化之上的做法

正是帝国主义的行径[４]ꎮ
对于上面两段话ꎬ中国学者的意见差不多ꎮ

王东风(２００８)、葛校琴(２００２)、尹衍桐(２００５)、余
国良(２００９)、袁晓宁(２０１０)等都接受韦努蒂的观

点ꎬ认为归化的翻译观带有一定的贬义ꎬ是文化殖

民的表现ꎮ
从韦努蒂的说明以及中国学者的解读来看ꎬ

笔者倒是觉得他们说的似乎不是当今的英美的情

况ꎬ而是 １８、１９ 世纪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大清王朝的

天下观ꎮ 尽管今天的欧美有很强的主流意识以及

随之而来的优越感ꎬ但并不故步自封ꎮ
韦努蒂及其追随者们都认为归化翻译是“文

化殖民”ꎬ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殖民呢? 张其学认

为:“文化殖民依靠文化手段ꎬ通过文化价值观、意
识形态等的渗透来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ꎮ 西

方对东方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殖民ꎬ从根本

上来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合乎逻辑的结果ꎬ它主

要不是源于对东方或其他非西方民族的文化偏

见ꎬ而是因为资本本身的扩张逻辑ꎮ” [５] 而黄旭东

认为:“所谓文化殖民主要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发达国家凭借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ꎬ有意

识地强行推销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理

念等ꎬ全方位地宣传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ꎬ企图

用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影响其他国家的文化价

值观ꎬ在其他国家的文化中植入自己国家的文化

价值观念ꎬ其目的是使其他国家社会大众在思想

观念深处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ꎬ对西方的生活方

式、价值观念等产生渴望和模仿ꎬ进而逐步侵蚀其

他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破坏其文化独立性、达到

在文化上影响甚至同化他国文化的目的ꎮ” [５] 这里

张其学非常明确地指出ꎬ西方国家文化殖民的内

在原因是资本扩张的需求ꎬ而黄旭东则阐明了文

化殖民的形式是文化输出ꎮ
对比韦努蒂的翻译观与文化殖民的概念就可

以发现ꎬ归化翻译是文化输入ꎬ而文化殖民则是文

化输出ꎬ这是两种不同方向的策略ꎮ 把两种不同

性质的事情扯到一起ꎬ说归化翻译有文化殖民的

作用ꎬ这是韦努蒂逻辑上的失误ꎮ
实际上ꎬ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是军事侵略与

文化殖民同步进行的ꎬ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方式ꎬ只
不过前后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ꎬ早期的殖民

活动中也有文化输出现象ꎬ今天的文化殖民也是

以炮舰为后盾的ꎮ 以日本侵华为例ꎬ日本人首先

是否定中国优秀而且悠久的历史文化ꎬ把中国妖

魔化ꎬ视中国为劣等民族ꎮ 接下来神化自己ꎬ鼓吹

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ꎬ亚洲只有在日本带领下才

能对抗欧美ꎬ为他们进行殖民以及文化殖民提供

看似合法的依据ꎮ 最后提出一个欺骗性口号ꎬ即
“大东亚共荣圈”ꎮ 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实现文

化殖民目的的ꎮ 历史告诉我们文化殖民不是从归

化翻译开始ꎬ而是从欺骗性的表述宣传开始的ꎬ歪
曲、捏造、欺骗才是文化殖民的内在构成部分ꎬ通
过文化输出最终达到文化殖民的目的ꎮ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ꎬ从弱势文化或者说被殖

民者的立场来看问题的话ꎬ笔者的观点与韦努蒂

刚好相反ꎬ笔者认为“归化才是抵制文化殖民的手

段”ꎮ 借用韦努蒂本人的话来说“原文被在目标语

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透明话语所改写ꎬ编码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编入了目标语言中别样的价值观、
信念和社会差异ꎬ而且还会将它们按等级关系加

以排列” [４]ꎬ只有在归化翻译策略的指导下ꎬ经过

改写、重编、过滤等方式ꎬ才能抵消来自西方文化

的潜移默化的作用ꎬ实现抵制文化殖民的目的ꎮ
所以笔者认为韦努蒂的论述恰好暴露了他逻辑的

漏洞ꎮ

三、异化翻译的局限性

许钧认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

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６]４１ꎬ虽然笔

者也认为翻译是文化交流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ꎬ但毕竟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ꎬ不能将之

对等ꎮ 翻译(当然这里是指笔译)的直接结果是生

成文本ꎬ文本出版以后ꎬ通过读者的阅读、思考、接
受等形式介入文化交流活动ꎮ 据此我们认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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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要务是准确传意ꎬ如果文本过于晦涩难懂ꎬ
不能为读者所接受ꎬ那么翻译也就失去了意义ꎮ
以商务印书局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例ꎬ
笔者以浙江大学学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ꎬ发
出问卷 １５０ 份ꎬ收回 １４６ 份ꎬ但仅 ２０ 人知道这套书

的存在ꎬ其余 １２６ 人没听说过这套书ꎮ １１ 人看过ꎬ
其中 ８ 人没看完ꎬ没看完的原因都是因为译文晦涩

难懂ꎮ 大学生都这样ꎬ社会上的情况可想而知ꎮ
晦涩难懂ꎬ前人已多有所论ꎬ故不再赘述ꎮ 本文拟

就其他几点ꎬ略呈陋见ꎬ以求教于方家ꎮ
１.似是而非

习语谚语的形成多与历史文化、风俗民情搅

和在一起ꎬ有些有史可查ꎬ有些已经无从稽考ꎮ 有

史可查的ꎬ动手翻译之前最好进行知识考古ꎬ发掘

多方面的信息ꎬ这样才不致产生误解ꎮ 无从稽考

的ꎬ至少也应该就字面提供的信息ꎬ分析有没有事

实基础ꎮ
在«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中ꎬ刘英凯举

了一个例子:
原文:Ｔｏ ｋｉｌｌ ｔｗｏ ｂｉ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ｓｔｏｎｅ.
译文 １:一石两鸟ꎻ译文 ２:一举两得ꎻ译文 ３:

一箭双雕ꎮ
刘英凯认为“译文一形神俱传ꎬ既揭示了原文

的深层含义ꎬ又再现了原文的表层形式ꎬ表达了中

国人笔下所无的独特外在美ꎬ为汉语修辞开拓了

新境界ꎮ 译文二直取喻义ꎬ抛弃形象思维ꎬ使
生动的具象语言失去直观性ꎬ变成了乏味的抽象

语言ꎮ 译文三是按照汉语固有的模式重新铸

造与原文不同的形象” [１]ꎮ
前文已经提到ꎬ成语习语大多来自历史事件ꎬ

而中国的历史典故ꎬ基本都是可以找到出处的ꎮ
比喻说“一举两得”就来自«战国策秦策司马

错论伐蜀»:“取其地ꎻ足以广国也ꎻ得其财ꎻ足是以

富民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ꎻ而又有禁暴正乱

之名ꎮ”“一箭双雕”则来自«北史长孙晟传»:
“尝有二雕飞而争肉ꎬ因以箭两只与晟ꎬ请射取之ꎮ
晟驰往ꎬ遇雕相攫ꎬ遂一发双贯焉ꎮ”那么“一石两

鸟”呢?
笔者能力有限ꎬ不能对英国习语进行知识考

古ꎬ只能就字面提供的信息来思考是否可行ꎮ “Ｔｏ
ｋｉｌｌ ｔｗｏ ｂｉ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ｓｔｏｎｅ. /一石两鸟”ꎬ“石头”与
“鸟”ꎬ也就是说扔石头砸鸟ꎮ 可能吗? 也许是笔

者孤陋寡闻ꎬ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扔块石头能打下

鸟来ꎮ 一次砸两只ꎬ不是天方夜谭吗? 这种异化

翻译就是典型的片面的思维方式ꎬ只看文本的表

层结构ꎬ而不管其背后的事实究竟如何ꎮ
但单就语言形式而言ꎬ“不定式”之所以被称

为不定式ꎬ是因为动作还没有发生ꎬ或者说它表示

的是一种想法、一种愿望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笔者

认为将“Ｔｏ ｋｉｌｌ ｔｗｏ ｂｉ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ｓｔｏｎｅ”理解为“异
想天开”“想得美”等意义可能更为恰当ꎮ

“一举两得”的例子很多ꎬ善射者也可能“一箭

双雕”ꎬ但“一石两鸟”却缺乏事实基础ꎬ于理不通ꎬ
不能成立ꎮ 异化派直译法生成的译文ꎬ有些时候

确实有鱼目混珠、似是而非的流弊ꎮ 刘英凯说“一
石二鸟”的译法ꎬ“表达了中国人笔下所无的独特

外在美ꎬ为汉语修辞开拓了新境界” [１]ꎬ他究竟看

到了什么东西ꎬ笔者无法理解ꎮ
２.受人愚弄

在将西语译为汉语的过程中ꎬ不当的异化翻

译造成的不良影响可能仅限于语言层面ꎬ但在将

日语译为汉语的过程中ꎬ不当的异化翻译造成的

影响就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问题了ꎮ 很多日本媒

体与今日日本的某些政客一样ꎬ总是带着偏见来

看中国ꎮ 中国出现正面新闻时ꎬ它们往往是视而

不见ꎻ而每当中国出现负面新闻时ꎬ它们就会放大

报道ꎬ反复炒作ꎮ «朝日新闻»在日本应该算是比

较中立的报纸了ꎬ但它同样不能免俗ꎬ有些时候会

对中国进行明嘲暗讽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朝日新

闻»的«天声人语»专栏中有这样一段话:
　 　 明日から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で、中国

は第 １２ 次の「５カ年計画」を採択するそう
だꎮ かつて社会主義を象徴したその用語

に、あらためて共産党独裁の政治を思うꎮ
欲望全開の資本主義との「二心同体」は、こ
の先どこへ行き着くのかꎮ
这段话本身并不是很难ꎬ但“二心同体”一词

却不好处理ꎮ 笔者从网络上找到了两种翻译:其
一ꎬ在此之上兼资本主义的“欲望全开”ꎬ此“二心

同体”之物ꎬ接下来不知将去向何方ꎻ其二ꎬ与唯利

是图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二心同体”ꎬ这样的中

国将会走向何方?
由于日语也有汉字ꎬ所以很多译者在遇到难

以处理的棘手问题时ꎬ往往会图方便ꎬ采用零翻译

的方式处理ꎬ直接沿用日本人的说法ꎮ 殊不知这

种做法极为不妥ꎮ 就拿“二心同体”来说吧ꎬ日语

中本来没有这个词ꎬ是作者临时创造出来的衍生

词ꎮ “体” 是指中国ꎬ而“二心” 则是指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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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ꎮ “二心同体”顾名思义ꎬ
一个身体里面有两个心脏ꎬ这是病态的ꎬ不正常

的ꎮ 这就说明在该文作者眼中ꎬ中国是个怪物ꎮ
本来作为资本主义老大的美国也有国有企业ꎬ所
以说一个国家有两种经济模式算不得什么很稀奇

的事ꎮ 如果没有偏见的话ꎬ用普通的语言也能表

述清楚ꎬ但该文作者偏偏不这样做ꎬ而是处心积虑

地创造一个新词ꎬ这就足以表明他的态度ꎮ 这种

做法是暗示性的ꎬ不易觉察的ꎬ所以翻译时就不得

不慎重ꎬ不能轻易采用零翻译的异化方式ꎬ否则很

容易受人愚弄而不自知ꎮ
笔者觉得原文似可改译为:
一方面鼓励发展单纯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ꎬ一方面又不放弃计划经济ꎬ中国的将

来到底在哪里呢?
就如前文所述ꎬ只有这样通过改写、重构、过

滤等归化的方式加以处理ꎬ消除原文中的敌视色

彩ꎬ才能达到抵制文化殖民的目的ꎮ
３.流传不广

１９９５ 年中国翻译界在«文汇读书周报» «读

书»«中国翻译»等报刊的支持下ꎬ就«红与黑»的

翻译问题ꎬ展开大调查ꎮ 调查共设置了 １０ 个问题ꎬ
其中第 ４ 问是:文学翻译语言应该带有“异国情

调”ꎬ还是应该完全归化?
结果是回答应该带有“异国情调”者居多ꎬ这

也是此后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者主张异化论的原因

之一ꎮ
李田心认为“这个问题事关翻译策略———归

化和异化ꎬ翻译理论家长期争论不休而无结果ꎬ要
求群众做出‘应该’或‘不应该’的简单回答ꎬ答案

对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的决定不会产生帮

助ꎮ” [７] 笔者原则上赞同他的意见ꎬ问卷的问题设

计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ꎮ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ꎬ那就是时间ꎮ

由于大调查的时间具有特殊性ꎬ所以调查结论不

一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距
“文革”结束不过十五六年ꎬ一方面ꎬ“文革”时期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ꎻ
另一方面ꎬ“文革”期间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极度贫

乏ꎬ文学书籍基本没有ꎬ能看到的大多是样板戏、
样板书一类的东西ꎬ在这种环境下ꎬ人们自然迫切

希望了解国外的新文化、新文学ꎬ所以笔者认为这

个时间点上的调查结果只能反映当时人们的想

法ꎬ不具备历时性ꎮ 笔者深信ꎬ如果今天再来一次

大调查的话ꎬ结果会有很大不同ꎮ
目前在西方常被人提及的«红楼梦»译本有两

个ꎬ一是异化的杨宪益译本ꎬ一是归化的霍克斯译

本ꎮ 据姜美云调查ꎬ杨宪益译本在美国相当受冷

落ꎮ 首先杨译本很少被引用ꎮ 其次ꎬ收藏杨译本

的图书馆也不多ꎮ 比如说ꎬ美国伊利诺伊州有 ６５
所大学ꎬ其中收藏霍克斯译本的有 １３ 所ꎬ而收藏杨

译本的仅 ２ 所大学ꎮ 理想与现实背离的程度可想

而知[８]ꎮ
问题还有另一面ꎬ不久前笔者以浙江大学学

生为对象ꎬ以“鳄鱼的眼泪”为内容ꎬ发出问卷 １５０
份ꎬ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调查ꎬ收回答卷 １４２ 份ꎬ懂
得其含义的 １０２ 人ꎬ不懂的 ４０ 人ꎬ也就是说有 ２８％
的学生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ꎮ 大学生都这样ꎬ一
般民众的情况可想而知ꎮ 笔者又在教育部现代汉

语语料库中查找“一石二鸟”“一举两得” “一箭双

雕”３ 个词ꎮ 结果“一石二鸟”１ 例ꎬ“一举两得”１６
例ꎬ“一箭双雕”６ 例ꎮ 虽然笔者的调查比较简单ꎬ
但多少也能说明点问题ꎬ异化翻译的作用没有异

化论者想象的那么大ꎬ流传、使用的范围都相当有

限ꎬ所以笔者认为充分的归化翻译是促进文化交

流的主要方式ꎮ

四、充分翻译

何为充分翻译? 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

认为充分翻译是译者在思想意识、诗学和论域层

次上做出的一个复杂网络ꎮ 其内容不仅仅局限于

语言ꎬ还涉及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的要

求、读者等因素[９]４６ꎮ 由此可见ꎬ充分翻译融归化

异化于一体ꎬ兼容并蓄ꎬ其目的就在于寻求一种最

佳的翻译模式ꎮ 但就其强调读者、诗学等因素而

言ꎬ笔者认为充分翻译实际上就是兼顾异化前提

下的归化翻译ꎮ 兼顾并不是要保持韦努蒂所谓的

陌生感与疏远感ꎬ而是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表达

出文化与语言中的差异ꎬ从而达到功能对等之

目的ꎮ
原文作者与读者成长于同一种语言文化环境

中ꎬ所以读者对作者所使用的语言规范ꎬ以及所要

表达的思想内容没有陌生感ꎮ 翻译过程中如果译

者翻译不充分ꎬ而读者又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ꎬ那
么能否达到功能对等之目的ꎬ确实难以让人放心ꎮ
林语堂先生«吾国吾民»中的一段话就很能说明问

题ꎮ 原文如下: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ｆａｉｒ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ｐｏｅｔｒｙ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 ｏｆ ｏｕｒ ｌｉｆｅ ｔｈａｎ ｉｔ ｈａｓ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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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ａｍｕｓｅｄ ｉｎ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ｅｍｓ ｑｕｉ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 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据笔者所知ꎬ这段文字有 ３ 种翻译ꎮ 其一ꎬ黄

嘉德译:“如谓中国诗之透入人生机构较西洋为

深ꎬ宜若非为过誉ꎬ亦不容视为供人娱悦的琐屑

物ꎬ这在西方社会是普通的ꎮ”其二ꎬ郝志东、沈益

洪译:“平心而论ꎬ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

比西方深得多ꎬ而不是像西方人似乎普遍认为的

那样是既对之感兴趣却又无谓的东西ꎮ”其三ꎬ吴
慧坚译:“诗在中国较之西洋更渗透于生活之中ꎬ
此说应不为过ꎮ 西方社会似乎普遍视诗歌为供人

愉悦的琐屑物ꎬ在中国则截然不同ꎮ” [１０]

吴慧坚认为“ ａｍｕｓｅｄ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是关键词ꎬ
黄嘉德的“供人娱悦的琐屑物”要好于郝志东等的

“既对之感兴趣却又无谓的东西”ꎬ值得借鉴ꎬ所以

她在自己翻译时ꎬ遵从辜正坤“筛选积淀重译论”ꎬ
未加任何修改ꎬ直接因袭了黄译ꎬ而将“ 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
省略了ꎮ 这种做法正确与否姑且不论ꎬ但“供人娱

悦的琐屑物”的译法似乎有翻译不充分的嫌疑ꎮ
笔者认为这句话的关键点在“ 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 ｏｆ ｏｕｒ

ｌｉｆｅ”ꎮ 林语堂先生是学贯中西的语言大师ꎬ我们在

翻译他的这段话时ꎬ关键处的每个字都应该反复

推敲ꎬ否则很容易导致误译ꎮ 黄嘉德等人将之译

为“机构”或者“结构”ꎬ显然是直接使用了词典中

的解释ꎬ而没有考虑是否兼容ꎬ致使译文与原文风

格迥异ꎮ 吴慧坚认为“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可以省略ꎬ同样有

欠考虑ꎮ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将这个词放到汉语文

化语境中来思考ꎬ才能深刻了解其本意ꎮ 中国自

古就有“诗言志ꎬ歌咏言”的说法ꎮ “诗言志”是指

诗歌可以用来表明诗人的理想志向ꎬ如刘邦的«大
风歌»、岳飞的«满江红»等ꎮ 而“言为心声”则是

指诗歌也可以用于个人情感的表达ꎬ如李白的«静
夜思»、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等ꎮ 所以笔者认为

“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 ｏｆ ｏｕｒ ｌｉｆｅ”应该是指包括理想抱负、个
人情感等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ꎬ机械地替

换为“人生机构”“生活结构”就显得翻译不充分ꎬ
表意不到位ꎬ难以理解ꎮ 因此笔者认为可改译为:
“在中国ꎬ诗歌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ꎬ上可以

歌大风ꎬ下可以颂友情ꎮ 而西方则不同ꎬ诗歌仅被

视为茶余饭后的娱乐”似乎更为妥当[１１]ꎮ
这样充分翻译以后ꎬ语言清晰易懂ꎬ译文读者

就能够准确理解原文所要表达的含义ꎬ从而达到

功能对等之目的ꎮ

五、结语

鲁迅认为世上没有“最好”ꎬ有的只是“较好”ꎮ
所谓的“较好的”也就是“既不曲ꎬ也不硬”ꎬ两面兼

顾的译本[１２]３２８ꎮ 但如何才能实现两面兼顾的本地

化呢? 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应该抛弃异化与归化的

说法ꎬ因为任何一个译文都是异化归化并存的ꎬ既
没有绝对的异化ꎬ也不可能有绝对的归化ꎮ 即使

译者有意识地倾向异化ꎬ但也会不自觉地走向归

化[１３]ꎮ 其次就是回归翻译的原点ꎮ 我们翻译的目

的是什么呢? 就是文化交流ꎬ交流的前提就是把

话说透ꎬ让对方能够理解你ꎮ 话没有说明白ꎬ对方

就可能产生误解ꎬ当然也就达不到交流的目的ꎮ
所以笔者认为充分翻译是超越异化归化之上的可

以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的有效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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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基础环境教育高成效的主因探析

———以美、日、德等国为对象

史　 威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城市与资源环境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着重考察美、日、德等国基础环境教育发展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效ꎬ分析研究其取得较高成效的原

因在于:(１)制订有效实施的行动计划和可达目标ꎬ并能够持续执行ꎬ具体落实ꎻ(２)环境教育学术研究根基深厚ꎬ
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环境教育发展较早有关ꎬ具有突出优势ꎻ(３)自环境教育开展以来ꎬ凡在此方面能够走在

他国前列的国家都表现并长期保持了以下三方面的经验传统ꎬ即“形成与环境亲密接触的学习传统”“重视隐性

课程开发和推广的传统”“社会对学校广泛支持的传统”ꎮ
[关键词] 　 基础环境教育ꎻ　 高成效ꎻ　 主因探析ꎻ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９９－０５

　 　 自 ２００３ 年我国«中小学生环境教育专题教育

大纲» [１]和«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试行)» [２]

实施以来ꎬ我国基础环境教育取得明显进步ꎬ例
如ꎬ为提升中小学环境管理能力ꎬ我国生态环境部

宣传教育中心在全国推广绿色学校工程ꎬ各地创

建了一大批“绿色学校” “节约型学校”ꎮ 然而ꎬ其
总数若放在全国来考量ꎬ仍只占很低的比例ꎬ其指

标示范性意义更大些ꎮ 近年来ꎬ笔者走访了几所

该类学校ꎬ发现“绿色”标签化、形式化现象突出ꎬ
成效却并不高ꎮ 究其原因ꎬ反映最强烈且也最直

接的还是与“应试教育”有关ꎬ但所涉深层原因则

要复杂得多ꎮ 有学者认为“就环境教育的发展水

平而言ꎬ几近到了一个限制其纵深发展的瓶颈ꎬ突
出表现在其实践性和实效性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提

升空间” [３]ꎮ 还有人指出ꎬ“教师环境素质较低ꎬ学
校考核制度不健全ꎬ未把环境教育摆在应有位置ꎬ
环境教育经费投入不足ꎬ学生参与户外环境

教育实践少” [４] 此种情况在中西部欠发达区

或农牧区更具普遍性ꎮ ２０１６ 年ꎬＲｏｂｅｒｔ Ｅｆｉｒｄ 在昆

明进行相关环境教育研究工作后ꎬ在评估中国学

校环境教育现状时ꎬ表达了如下看法:“环境教育

在学校里遇到的障碍有很多ꎬ最让我不可思议的

是安全问题ꎮ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应试教育和

升学压力ꎮ 除此之外还有时间的短缺、师资不

够现行的高考制度几乎剥夺了青少年接触大

自然的机会ꎮ 导致了自然缺失症的产生ꎬ但
实际情况比这更严重” [５]如果我们将上述“大
纲”或“指南”所提出的指标要求与该调查评估结

果做比较ꎬ那么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年来我们的环

境教育似乎仍然不过是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的重

复[６]ꎮ 鉴于此ꎬ笔者认为ꎬ对于我国基础环境教

育ꎬ要使“成效”与所制定的政策相“符合”ꎬ便不能

只做浅层功夫ꎬ而应从深层和持续积累上下功夫ꎮ
由此ꎬ揭示发达国家基础环境教育长期保持高成

效的主因ꎬ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ꎮ
一、有效实施的行动计划和可达目标
美、英、德、意、日、澳、瑞典等发达国家较早意

识到环境教育在未成年人中开展的意义ꎬ最先将

环境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中ꎬ并在课程中注

意渗透环境教育观念ꎬ尤其强调环境价值观的融

入和对学生实践力的培养ꎮ 客观地说ꎬ国外发达

国家的基础环境教育从起步到发展成熟ꎬ从理论

—９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２－２８
[作者简介] 史　 威ꎬ男ꎬ江苏南京人ꎬ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城市与资源环境学院教授ꎬ博士ꎮ



形成到行动落实ꎬ从学校到广泛的社会化参与ꎬ目
前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性规范体系ꎮ 其中如

美、日等国在基础教育的各个学习阶段ꎬ不仅环境

教育的课程设置相当完备ꎬ而且在与此相适应的

社会公众参与、教育资源共享等方面也取得了不

错的成效ꎮ 究其原因ꎬ一个重要法宝是其有效行

动计划的承诺兑现度高ꎬ大多数行动计划都持续

数年ꎬ其积累的宝贵经验往往能够在不同学段、不
同年级的学生之间形成经验传承ꎬ并结合地方乡

土的自然特征和环境要素乃至包含与此关联的人

文因素ꎬ形成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ꎬ以此在潜移默

化的过程中能够时刻保持环境教育的热度ꎬ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效果ꎮ 此外ꎬ这些行动计划也比较

注意通过学校、学生及其校园文化向学校周边、社
区的人群、其他学校的学生进行辐射影响ꎬ借助官

方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志愿者队伍等通过现

代化网络手段向全国乃至于全球辐射传播ꎬ借此

推动基础环境教育的蓬勃发展ꎮ 例如ꎬ源自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美国的“项目树学习计划” [７] 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例子ꎮ 该计划致力于环境教育ꎬ其着

眼点远不止于环境知识或“在环境中教育”ꎬ按照

今天的标准它似乎更接近“环境素养教育”的理

念ꎬ因为它更重视环境教育对学生思维能力、科学

方法、决策创意、生活技能、环保责任等多方面能

力和品格素养的培育ꎮ
２０１１ 年ꎬ美国发起“绿丝带学校计划” [８]ꎬ该

计划由“环境友好型校园” “户外探索” “健康发

展”和“自然课堂”四个模块组成ꎬ每个模块又由多

个相对具体的行动计划或活动项目组成ꎮ 低碳节

能生活、绿色能源设计、可替代能源的构想等是其

中有特色且对学校和学生产生吸引力的项目计

划ꎮ 该计划特色体现在一切从学生角度出发ꎬ如
由学生自主申报、提交具有自主创意的设计ꎬ自主

构思并完成项目是其基本要求ꎮ 从社会效力层面

讲ꎬ“绿丝带学校计划”是美国少有的能够将学校

环境、地方文化、生命健康等与环境教育糅合在一

起纳入综合联邦教育政策的计划ꎮ 某种程度上ꎬ
它体现了该国环境教育进一步在法制化、规范化、
多元化和多样化等方面的提升ꎮ

日本在环境教育行动计划方面的表现同样值

得赞赏ꎬ例如ꎬ“儿童生态俱乐部”项目计划以及

“为了环境的地球规模学习及观测计划” “青少年

野外教育推进事业”和“青少年地区环境计划推进

事业”等[９][１０]就颇具代表性ꎮ 这些计划的核心思

想基本上借鉴了卢卡斯环境教育模式的主旨[１１]ꎬ
即充分体现“关于环境的教育”“在环境中的教育”

和“为了环境的教育”的思想内涵ꎮ 与英美等国相

比ꎬ日本在一些方面的做法更加细致入微ꎬ尤其是

针对幼儿园和小学学段的学生ꎮ 例如ꎬ围绕着游

戏、手工以及身边和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自然和

环境开展环境教育活动ꎬ而被引入教育过程的这

些自然和环境事项及情境都是一些看似普通的细

微现象ꎬ再结合一些简易、直接的手段运用或操作

使学生达到真切体悟及触动心灵的效果ꎮ 德国的

相关计划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ꎬ例如汉堡市曾经

倡导的“半半项目”计划[１２]ꎬ其特色是将财经、预
算、节省开支、收益等经济认知和观念糅合到绿色

环保理念和行动之中ꎬ并由学生自主实施完成ꎮ
英国、奥地利、瑞典、澳大利亚等国也有各具特色

的环境教育计划ꎬ开展以来都收效不错ꎮ 这些国

家的环境教育计划ꎬ最值得推崇的并不仅仅是其

制定计划的完备和目标设定的合理ꎬ还有其付诸

实施的行动力及累积的经验成效ꎬ并因此带来的

广泛社会影响ꎮ
二、拥有深厚的学术研究根基
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开始重视未成年人环境教

育问题ꎬ与这些国家环境教育思想启蒙早并经长

期发展累积形成的思想理念和创新意识有关ꎮ 值

得一提的环境教育启蒙著作如梭罗[１３] 的«瓦尔登

湖»、缪尔[１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及利奥波德[１５]

的«沙乡年鉴»等很早就在西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

响ꎮ 良好的启蒙沃土ꎬ不断激发并涌现出新颖而

富有创建的思想ꎬ其中不乏前瞻性的预见ꎬ如池田

大作就曾断言:“环境道德教育是 ２１ 世纪素质教

育的主题ꎬ是素质教育中培养人之为人的人格教

育” [１６]５８ꎮ 英国人卢卡斯提出的环境教育模式则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ꎬ不仅厘清了环

境教育所涉及的基本结构和关系ꎬ也指出了环境

教育中环境伦理教育的核心地位和终极目标[１１]ꎬ
对从事环境教育者们启发甚大ꎬ至今依然被奉为

该研究领域的圭臬ꎮ
在环境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将相关成果融

入学科课程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依然走在了前面ꎮ
例如ꎬ美国学者卡利科特( Ｉ.Ｂａｉｒｄ Ｃａｌｌｉｃｏｔ)最早意

识到不能仅依赖知识技能的教育方式转变人们的

环境态度和改变人们的环境行为ꎮ 卡利科特于

１９７１ 年开设了世界上第一门“环境伦理学”课程ꎬ
希望通过构建环境伦理规范ꎬ改变人们对环境的

态度ꎬ塑造与以往不同的环境行为[１７][１８]ꎮ 关于环

境行为的产生ꎬＨｉｎｅｓ. Ｊ.研究发现其除了受情境因

素影响外ꎬ环境行动意向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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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ꎬ情境因素是动态可变的外在条件和诱

因ꎻ而行动意向则受诸多人格特质影响ꎬ可借由强

化价值观、伦理观等的培育而形成ꎬ以此作为影响

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性和稳定性因素[１９]ꎮ 这些理

念现已成为环境教育领域的基本认知范畴ꎮ
美国学者亨格福德提出的基于环境素养(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的环境行为模式ꎬ对基础教育

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ꎮ 他认为ꎬ人的环境素

养左右着人的环境行为ꎬ即有什么样的环境素养

就有什么样的环境行为ꎮ 亨格福德的“环境素养”
有其特定内涵ꎬ主要受价值观、信念、态度、责任

感、行动策略等因素影响[２０]ꎮ 这些研究表明ꎬ环境

态度与环境伦理是环境行为得以产生、改变与维

持的核心与基础ꎬ认为从心理、伦理、哲学层面深

化环境教育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深层路径ꎮ
相对于前者ꎬ施特林则将环境相关问题拓展

延伸到包含科技、文化、伦理、政治、经济、美学甚

至宗教精神等方面ꎬ几乎无所不包ꎬ创造了一个与

环境教育问题相关的复杂观念网络[１８]ꎮ 虽然其理

论的某些细节ꎬ如有关概念的边界问题仍值得进

一步讨论、推敲ꎬ但其有关环境教育涉及诸多问题

的均衡观点值得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基础教育领

域的专家们进行思考ꎮ 该理论观点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多元的、交互式的全方位解

决环境教育问题的思考路径ꎮ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

比ꎬ在现代环境教育的原创性理论研究方面ꎬ我们

还有比较大的差距ꎮ 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教

育能够持续发展并能一直处于世界前列的重要

原因ꎮ
三、形成与环境亲密接触的学习传统
在现代西方环境教育发展过程中ꎬ一直有一

种与环境亲密接触的学习传统ꎬ并且它确有历史

踪迹可寻ꎮ 其最早萌芽可能源自 １７６７ 年卢梭在

«爱弥儿»中提出的“自然教育”思想[２１]５０４ꎬ尽管它

谈的是教育问题本身ꎬ而非今天的环境教育ꎬ然
而ꎬ充满自然教育思想的“乡村教育”又非截然与

环境教育无关ꎬ而且从其后来深受进步主义教育

哲学思想影响的发展演变轨迹来看ꎬ将其视为环

境教育重视与环境亲密接触的学习传统之最早源

头ꎬ并不为过ꎮ 到了 ２０ 世纪ꎬ类似观点不仅变得越

来越清晰ꎬ而且得到了进一步发展ꎮ 例如ꎬ朱利安

和夏普等人提出的“户外教育” [２２]６－１６ꎬ还有同时期

的“自然教育”“保护教育”等理念都成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卢卡斯(Ｌｕｃａｓ)环境教育经典模式建构的

“营养源泉”ꎮ

今天遍及全球的“生态学校” “绿色学校” “低
碳环保学校”等ꎬ其教育理念之一都在传承着、实
践着、发展着早期的诸如“与自然环境亲密接触”
的学习传统ꎬ并结合卢卡斯“在环境中的教育”的

理念模式ꎬ探索、推广着适合各地方不同文化形态

或面貌的、有着不同特色的环境教育模式ꎬ但传承

下来的“与环境亲密接触”的学习传统则始终没

变ꎮ 与其他地方相比ꎬ无论在理念还是在实践上ꎬ
欧盟国家都长期处于世界先进行列ꎬ例如英国学

校成立的生态学校委员会ꎬ对于这一传统学习理

念的落实、发展、创新等都表现出极强的信念和执

着ꎬ不仅对本国也对他国的学校环境教育产生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早在 ２０００ 年前ꎬ６０００ 多万人口

的英国就有超过 ４０００ 家的野外研究中心供学生开

展环境实践活动和接受环境教育ꎬ使中小学生在

潜移默化中获得了环境意识的培养[２３]ꎮ 再如ꎬ德
国环境教育协会组织阿尔博河沿岸的 ２００ 多所学

校ꎬ按照不同学科组成不同的研究活动小组ꎬ河流

沿岸各学校分别承担相应的任务ꎬ最终各个学校

将调查数据汇总ꎬ形成对这条河流整体翔实的概

念和实证数据[１２]ꎮ 日本创建的 “儿童生态俱乐

部”与此也有异曲同工之效ꎮ 由此可见ꎬ国外环境

教育课程的实施以大自然为教育素材和内容ꎬ采
用“自然教育”“自然学习”或“户外教育”的方法ꎬ
让学生置身于自然之中ꎬ亲身了解和观察大自然ꎬ
感受体悟大自然的存在、美好和精神ꎬ从而使其建

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态度ꎬ培
养其责任感等由来已久ꎬ并且持续积累形成传统ꎬ
提供给更广泛的人群进行共享ꎬ这些国家在这方

面所表现出的行动力尤其值得学习ꎮ
四、重视隐性课程的开发和推广
隐性课程是相对于显性课程而言的ꎬ它与显

性课程直接、明确、规范地呈现课程的方式不同ꎬ
隐性课程呈现课程的方式是间接性、不确定性和

非规范性的ꎬ但隐性课程往往比显性课程具有更

加普遍、多元、无意、感染、累积、长效的特征表现ꎮ
学界一般认为ꎬ历史上最早涉及隐性课程研究的

学者可能是杜威和克伯屈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是西

方现代隐性课程研究的发展时期ꎬ这一课程理念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后期开始影响我国ꎮ 隐性课程从

本质上说是一种价值性的影响ꎬ因此隐性课程与

道德教育具有内在的天然联系[２４]２０３ꎮ 环境教育尤

其是基础环境教育ꎬ其教育的核心思想和内容是

环境伦理教育ꎬ根本取向在于环境(伦理)价值观

的人格内化ꎬ因此隐性课程对于基础环境教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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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ꎬ是不可或缺的教育途径和方式ꎮ
美、德、瑞典等国较早开始重视环境教育隐性

课程的研发ꎬ认为隐性课程不仅能为强化学生环

境实践的主体性意识提供经验ꎬ而且它具有更加

广泛的有关乡土自然及文化的适应性ꎮ 西方国家

环境教育隐性课程开发形式多样ꎬ并无统一模式ꎬ
但大都注重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参与和实践经验的

积累ꎮ 认为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共同分享环境

经验等对学生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及其行为操守会

产生显性课程难以替代的作用[１２]ꎮ 在一些隐性课

程设计中还包含许多有特色的鼓励机制ꎬ如德国

的“半半计划”等[１１] 就是一种隐性课程的激励机

制ꎮ 实际上ꎬ我国颁布的«中小学生环境教育专题

教育大纲(２００３ 年)»和«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

南(试行)(２００３ 年)»中对隐性课程的开发也提出

了要求ꎬ只是在执行或落实上如同前文提到的“有
效实施的行动计划和可达目标”一样ꎬ在设想与执

行间存在明显差距ꎮ 学校的学科课程常受制于

“应试教育”的巨大惯性及其背后强大的社会功利

和工具性追求ꎬ隐性课程尤其校本隐性课程的开

发和推广往往停留在口头或纸面上而成为形式上

的标签ꎬ虽或有某种指标意义ꎬ却似乎在行动或实

践上长期表现为“行走在低速轨道上”ꎬ其成效也

不过是继续“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的重复”而已ꎮ
五、社会对学校的广泛支持
首先ꎬ美、日等发达国家为本国环境教育成长

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ꎮ 例如ꎬ美国分别于 １９７０
年和 １９９０ 年通过了«环境教育法»和«国家环境教

育法»ꎬ后者可以看成是前者的升级版ꎮ 升级后的

法案更强化了环境教育的执行力度和质量追求ꎬ
包括为环境保护协会、基金会及一些非营利性社

会组织积极参与环境教育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

等ꎬ这意味着学校环境教育在获得社会广泛支持

方面找到了法律依据ꎬ应该说这是该国环境教育

比较成功的关键经验之一ꎮ 而我国目前尚无一部

成熟的«环境教育法»ꎬ它仍处于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提出议案的阶段ꎮ 其次ꎬ美日等国社会各种力

量对于基础环境教育支持的合作意愿强烈也是环

境教育比较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ꎮ 包括政府在内

的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及非政府组织(ＮＧＯ)、社
区、家庭以及数量庞大的志愿者队伍等ꎬ能够在法

律层面开展广泛的协同合作ꎬ始终保持不断协调

以达成环境教育共识ꎬ并为此提供广泛多元的教

育资源和教育服务等ꎬ上述都是各国环境教育达

成一致行动并产生实效的重要保证ꎮ 如意大利塔

兰托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学校与博物馆、科学家和

教育家之间建立起联系ꎬ开展双向交流与合作ꎬ并
因此成倍提高了各自的价值和效率[２５]就是一个典

型的小案例ꎮ

六、结语

综上ꎬ目前我国基础环境教育成效与西方国

家仍有一定差距ꎮ 这其中ꎬ有些属于学术研究基

础薄弱问题ꎬ需要一定时间积累ꎮ 对此ꎬ我们既要

善于学习、借鉴他人研究成果ꎬ更应积极探索、创
新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成果ꎬ形成本国特色ꎻ有
些问题则属于前期经验交流不充分ꎬ在政府相关

部门倡导、推动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下ꎬ可以获

得实效的不断提升ꎬ如社会对学校的广泛支持及

有效实施的行动计划等ꎻ还有一些与教育本身及

各国文化传统差异有关ꎬ前者如重视隐性课程的

开发推广ꎬ后者如形成与环境亲密接触的学习传

统等ꎮ 若从上述各层面共同推进基础环境教育深

度发展ꎬ须充分发挥“外促”和“内生”两方面驱动ꎮ
前者是凝聚统合环境教育之外的一切力量和有利

因素ꎬ包括思想、科技及人文发展的最新成果ꎬ如
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多次提到的“要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等论断的深刻用意ꎻ
后者则是借“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育人导

向ꎬ将环境素养融入核心素养培育中ꎬ使其真实

化、具体化、校园化和生活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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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课堂对话实效性的理路建构∗

李 朝 宝

(江苏省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蔡实验学校ꎬ 江苏宿迁　 ２２３８００)

　 　 [摘　 要] 　 课堂对话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形式ꎬ课堂教学的高效性来源于课堂对话的实效性ꎮ 课堂对话的实

效性基于语言融合、关系融合和课程理解:学生与文本的语言融合构建了课堂对话的基础ꎬ学生与教师的语言融

合开启了课堂对话的进程ꎬ无限开放的语言融合推进了课堂对话的深入ꎮ 对话主体的关系融合显现了“自我”与

“他者”的平等交互性ꎬ对话内容的关系融合呈现了“见解”与“视野”的融通互文性ꎬ思辨能力的关系融合实现了

“冲突”与“和谐”的永恒推动性ꎮ 课堂对话实现了课程理解向“完整性”“批判性”和“创造性”转化ꎮ
[关键词] 　 课堂对话实效性ꎻ　 语言融合ꎻ　 关系融合ꎻ　 课程理解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２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０３－０５

　 　 课堂对话是师生在课堂上围绕学习目标进行

的教学活动ꎮ 教学活动旨在发展学生的技能、发
展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ꎮ 反观我们

的课堂ꎬ课堂对话低效表现无处不在:一是淡薄了

意识ꎬ缺失了情境ꎻ二是忽视了生成ꎬ缺少了碰撞ꎻ
三是远离了主体ꎬ淡化了思想ꎮ 原因在于语言融

合欠缺、关系融合缺乏、课程理解浅薄ꎮ 语言融合

实现了对话主体间的思想碰撞和交织ꎬ达成了对

话主体间的视野融合ꎬ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促进

自我的课程理解ꎻ关系融合实现了对话主体的平

等交互性、对话内容的融通互文性、思辨能力的永

恒推动性ꎮ 通过课堂对话能实现从片面性课程理

解走向完整性的课程理解ꎬ从依附性的课程理解

走向批判性的课程理解ꎬ教师超越对文本生活的

认知ꎬ走向教学创造性转换ꎮ
　 　 一、语言融合是实现课堂对话实效性的

前提

１.学生与文本的语言融合:建构了课堂

对话的基础
学生与文本对话ꎬ就是学生理解文本的过程ꎬ

在理解过程中所发生的视域交融乃语言的价值体

现ꎮ 理解是基于事物的基本认知和自身的生活经

验ꎮ 在日常生活中ꎬ我们一直通过语言来交流ꎬ在
相互交流的过程中ꎬ我们以自己的言语方式与交

流的另一方致力于语言的融合ꎮ “语言ꎬ无论是文

本的语言ꎬ还是学生的语言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ꎬ那就是言谈者的‘无我性’ꎮ” [１] 对话内容要让

对方理解ꎬ这是语言的共同特性ꎮ 文本的语言是

沉默的书面语ꎬ比如课本上的文字、图案、符号等

不能直接说话ꎮ 在学习活动中ꎬ学生可以让文本

开口说话ꎬ在教师的引导下ꎬ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

达文本想说的内容ꎬ“只有当文本所说的东西在解

释者自己的语言中找到表达ꎬ 才开始产生理

解” [２]５８ꎮ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ꎬ学生与文本对话不

是只做“搬运工”ꎬ而是通过对文本的探究获得新

的见解ꎮ 新的见解的获得就需要学生与文本语言

深度融合ꎮ
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大多采用问题追问形式ꎮ

学生向文本追问的问题越多ꎬ文本回答的内容也

越多ꎮ 其实ꎬ文本的回答就是学生用自己的语言

表达对问题的理解ꎬ当学生以自己的认知经验和

理解方式比较准确地表达文本的语言时ꎬ这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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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文本的语言融合达到高度契合ꎮ 在此过程

中ꎬ学生达成自我理解的同时促进对课程知识的

理解ꎮ 好的文本ꎬ不是把所有的内容呈现出来ꎬ而
是留有可挖掘的空间ꎬ目的是强化学生的理解ꎬ激
发学生的思维ꎮ 这就要求学生在研读文本时ꎬ要
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ꎬ打开思维的闸门ꎬ去挖掘隐

藏在文本深处的秘密ꎬ通过挖掘发现问题ꎬ通过联

想拓展问题ꎬ通过思维深化问题ꎬ由此来建构真正

意义的学习过程ꎮ
２.学生与教师的语言融合:开启了课堂

对话的进程
师生间的语言交流ꎬ是课堂对话的显著标志ꎬ

也是课堂对话的真正开始ꎮ 师生对话是基于学生

与文本对话的基础上的质疑、交流和探讨ꎬ是知识

的深化与拓展ꎮ 要想获取真知、探明真相ꎬ语言还

需要在师生的对话过程中得到更为深入的再融

合ꎮ 学生与文本的语言融合不会一次性解读更多

的问题ꎬ学生对文本的追问也需要在教师启发下ꎬ
通过学生与教师的语言融合向纵深延伸ꎮ 师生对

话旨在让这一延伸的趋势得以继续:一是通过师

生对话ꎬ引导学生发现新的问题ꎬ提出新的质疑ꎻ
二是教师通过对文本的解读ꎬ启发学生新的思考ꎬ
重构认知结构ꎮ 通过师生对话ꎬ实现课堂对话的

深度拓展ꎬ从而促进学生多维视野的融合ꎬ这就上

升为学生对文本意义的完整理解ꎮ
课堂对话过程中ꎬ教师切忌“一言堂”ꎬ这是语

言融合的基本要求ꎮ 教师要善于倾听ꎬ并能根据

现实场景把对话内容引向深入ꎮ 课堂对话要求学

生、教师、文本间的语言融合保持有效性ꎬ并不断

向前推进ꎮ 在课堂对话中ꎬ教师的价值体现在引

导学生“说什么”和“举一反三”ꎬ这也是保持课堂

对话有效性的根本要求ꎮ “说什么”不仅呈现学生

说的内容ꎬ而且体现学生对文本的个性化理解ꎮ
“举一反三”也就是引导学生从不同视角对文本进

行审视ꎬ从而体现学生的情境化、生活化、个性化

的理解ꎮ 在课堂对话中ꎬ教师的引导固然重要ꎬ但
有意识的留白更为重要ꎬ这对启发学生的深刻理

解和恰当表达是不可或缺的ꎮ “语言是存在的

‘家’ꎬ而‘家’总是有所照亮、有所澄明地揭示出事

物本身的意义ꎬ但同时‘家’又是有所庇护ꎬ有所隐

匿ꎬ作为‘家’的语言就是寓‘显—隐’于一体的存

在ꎮ” [３]２５２文本的意义就在“显”与“隐”的循环往复

中发生ꎬ“显”就是教师的引导ꎬ“隐”就是教师的有

意的留白ꎮ 高明的教师能够根据具体情况ꎬ把

“显”与“隐”的转换有机结合起来ꎬ以此来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ꎬ让学生通过探究ꎬ把隐藏的东西揭示

出来ꎮ
３.无限开放的语言融合:推进了课堂对

话的深入
课堂对话的目的既要让学生掌握知识ꎬ更要

促进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相互理解ꎬ通过相互理解

进而达到自我理解ꎮ 相互理解与自我理解不同于

认知式理解ꎬ认知式理解是以学生理解文本、掌握

知识为前提的ꎬ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与此不同ꎬ不
同点在于它们不是这种单向度的认知关系ꎬ而是

师生间的语言交往关系ꎬ在此过程中ꎬ实现了师生

间的视野融合与拓宽ꎮ 就学生而言ꎬ融合的语言

不断深入于文本、教师的视野ꎬ同时ꎬ学生也将自

身的新旧视野相互融合ꎬ实现自我视野的不断拓

宽ꎬ成为一个循环往复的开放过程ꎮ
师生间的对话不仅要传递知识ꎬ而且要保持

问题追问的开放性ꎮ 问题追问的开放性意指问题

答案的呈现不是终结ꎬ而是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ꎮ
无限开放的语言融合就是问题追问的前后继起

性ꎬ在此ꎬ追问成为一个无限开放的探究过程ꎮ 教

师与学生间的“你问我答”不存在语言融合ꎬ也不

构成有效的对话ꎮ 一是因为“你问我答”不具备对

话的理解性ꎬ师生间缺乏视野的交织和融合ꎬ学生

只是单项式地接收信息ꎬ不能达到师生间的语言

融合ꎬ更不能上升为自我理解ꎮ 二是因为“你问我

答”不具备问题追问的前后继起性ꎬ无论教师的解

答还是学生的回答ꎬ都把答案作为教学活动的终

极目标ꎬ割裂了师生间视野的关联ꎬ同时也中断了

学生新旧视野的融合与延伸ꎮ 由此可见ꎬ语言融

合包括学生与文本的语言融合、学生与教师的语

言融合和无限开放的语言融合ꎮ 随着课堂对话的

进一步推进ꎬ学生原来的语言不断被新的语言所

代替ꎬ逐步实现新旧语言的融合ꎮ 由此ꎬ学生的观

点和思想也随着语言的融合逐步产生ꎬ这也是课

堂对话的根本要求ꎮ
　 　 二、关系融合是实现课堂对话实效性的

保证

１.对话主体的关系融合ꎬ体现了“自我”
与“他者”的平等交互性

“对话作为检测主观知识有限性的试金石ꎬ用
于重构相互间交流、沟通与联系ꎮ” [４]１９课堂对话作

为师生间思想交互的手段ꎬ课堂对话主体间的关

系融合来源于对话主体的人文素养和个性品质ꎬ
如真诚相待、相互尊重、换位思考ꎬ等等ꎬ在对话过

程中ꎬ对话主体要善于倾听他者表达观点并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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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我ꎬ导出课堂对话“自我”与“他者”平等交

互性的意蕴ꎮ
“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从社会

学视角来看ꎬ“‘自我’是一个‘他者’”ꎬ自我和他

者同属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ꎻ从心理学视角来看ꎬ
“‘自我’不是一个‘他者’”ꎬ“自我”与“他者”都有

属于自己的思维逻辑和不同认知ꎻ从行为学视角

来看ꎬ“他者”是促进“自我”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

要载体ꎮ 由于“自我”与“他者”认知经验与思维逻

辑存在差异ꎬ这种差异是课堂对话的重要教育资

源ꎮ 为了解决由差异所带来的对话冲突ꎬ必须构

建对话主体间的友好关系———“平等交互关系”ꎮ
在课堂对话中ꎬ教师的闻道先行和术业专攻的价

值毋庸置疑ꎬ教师对课堂对话的引领作用也必须

得到充分体现ꎬ但是ꎬ教师不能霸道施教ꎬ而要静

待花开ꎬ留出更多的时间ꎬ让学生独立思考、大胆

猜想、自主探究ꎮ 通过倾听、等待、激励等有效手

段ꎬ教师帮助学生建构基于自身的课程理解ꎮ 由

此ꎬ充分体现对话主体间的关系融合ꎬ通过对话发

展学生思维的同时ꎬ不断深化学生的课程理解ꎮ
２.对话内容的关系融合:呈现了“见解”

与“视野”的融通互文性
对话的意义在于对话主体间实现思想上的交

流、渗透和升华ꎮ 在对话之初ꎬ对话主体都有自己

的见解ꎬ见解的产生取决于每个人的前理解ꎬ前理

解是由认识视野决定的ꎮ “现象学认为任何原初

经验都有一个‘视野’ꎬ是它而非视野中的对象和

投出此视野的主体为最原本的构成意义的机

制ꎮ” [５] 由此可见ꎬ视野本身影响着主体对视野对

象的认知ꎬ但这个事实时常被人们所忽视ꎬ“井底

之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ꎮ 因此ꎬ在课堂对话

中ꎬ不固执己见ꎬ能够认真倾听他人的见解ꎬ从不

同的视野领会课程的意义ꎬ这也是课堂对话得以

维系的关键ꎮ “毋意ꎬ毋必ꎬ毋固ꎬ毋我” («论语
子罕»)道出了“见解”与“视野”融合的真谛ꎮ 只

有跳出自我的前定框架ꎬ做到“见解”与“视野”的
相互融合ꎬ才能走向对事物的本质理解ꎮ 如上所

述ꎬ“井底”和“井上”的不同视野ꎬ所见证的“天
空”(见解)迥异ꎮ 我们由此联想到部分教师ꎬ他们

常常囿于教学参考书的现成结论ꎬ陷入上述孔子

所言“意、必、固、我”的“泥潭”ꎬ被单向度的认知视

野所遮蔽ꎬ这样的现成结论对课堂对话有何意义?
“见解”和“视野”的相互碰撞ꎬ不但体现主体

认知的差异性ꎬ而且包含对话内容的互文性ꎮ “所
谓‘互文性’ꎬ并非仅仅指两个相异的文本之间超

越语境与语标的单纯内容的相互一致或相互印

证ꎬ同时还指两个跨语境、跨语标的文本之间由相

互矛盾和相互对立而出发的相互去蔽与交互发

生ꎮ” [６] 意即在课堂对话的过程中ꎬ教师和学生的

见解相互启迪和交互作用ꎬ在这交互作用的过程

中ꎬ教师要协调学生与文本、学生与教师、经验和

认知之间的信息ꎬ目的在于把不同的见解联系起

来ꎬ并通过见解的相互碰撞进而开阔对话主体的

视野ꎮ
３.思辨能力的关系融合:实现了“冲突”

与“和谐”的永恒推动性
课堂对话的目的旨在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ꎮ

因此ꎬ在对话过程中ꎬ不能只关注结果ꎬ还要关注

过程ꎬ尤其要注重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ꎬ帮助学生

形成明晰的自我见解ꎮ 我们时常发现面对课堂上

学生的“奇谈怪论”ꎬ有的教师要么给予毫无边际

的表扬ꎬ要么不置可否地一言带过ꎬ这恰恰体现出

教师对学生多元理解的无法应对以及思辨能力的

缺失ꎮ 这种缺乏思维深度的课堂必须改变ꎬ构建

课堂对话共同体ꎮ 课堂对话共同体的构建基于课

堂制度、课堂理念和课堂文化的反思和变革ꎮ
课堂对话的目的不是要淡化教师的作用ꎬ而

是要把教师的作用发挥在课堂对话关系的构建

中ꎬ使各种关系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从思维冲突走

向思维和谐ꎮ 在此过程中ꎬ不屈从课本、经验和专

家的权威ꎬ要让学生基于自身经验的视域自由思

考与自主表达ꎮ 不屈从权威ꎬ并非简单地加以否

定ꎬ而是要引导学生从权威的思想观点中发现其

不合理的地方ꎬ并给出问题的多元解答ꎮ 这里的

多元并非不同观点的简单相加ꎬ而是师生不同视

野和见解所带来的全新思维图景ꎬ通过主体间反

思而构建的思想和谐局面ꎮ 反思是思辨能力的关

键所在ꎬ反思也是一个人思维的裂变过程ꎮ “反思

是对经验进行批判的和公开的考察ꎬ将自我的经

验和他者的经验结合起来ꎬ建构一种过去、现在和

未来的经验都联系起来的网络ꎮ 反思是退后一步

从其他联系和方案的角度考察过去的经验ꎮ 它是

对所采取的行为的重新建构ꎻ它是对得到意义的

重新考察ꎮ” [７]２０２面对学生的“奇谈怪论”ꎬ教师要

把其作为新的教育资源ꎬ和学生一起探究ꎬ厘清见

解的思维脉络ꎬ形成真正的自我见解ꎬ这就是通过

思维训练达成的结晶ꎬ亦即“我与文本” “我与他

者” “我与自我” 通过对话而形成经验的 “混合

物”ꎮ 由此ꎬ通过或冲突或和谐的无止境的探索ꎬ
构建思辨能力在课堂对话关系中的融合和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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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理解是实现课堂对话实效性的

关键
课程理解是课堂对话的关键所在ꎬ课堂对话

与课程理解紧密相连ꎬ课程理解的“完整性”“批判

性”和“创造性”本应在课堂对话的实践中产生ꎮ
１.课堂对话实现了课程理解从“片面

性”走向“完整性”
一是要培养师生的对话自觉

平等的交往和对话使学生的存在本质得以显

现ꎬ师生在对话中能实现充分的理解ꎬ在理解中实

现师生观点的融合ꎬ没有交往和对话就无法实现

师生间的充分理解ꎮ 在课堂对话中ꎬ师生间的关

系是“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关系ꎬ它们取代

了传统教学的主客体关系ꎬ师生之间形成了平等

的对话关系ꎮ 教学相长依赖于较为完整的课程理

解ꎬ而完整的课程理解要在一种“情境性”与“自由

性”课堂中产生ꎬ建立一种自主、平等、和谐的学习

方式ꎬ教师的教学观念要从关注对文本的预设走

上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的轨道ꎮ
二是要培养多维分析能力与视域融合能力

从“情境性”的课程理解来看ꎬ课堂对话的情

境是不断变化的ꎻ从“自由性”的课程理解来看ꎬ课
堂对话的行为总是开放的ꎮ 所以ꎬ基于课程文本

的理解也必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而是随着认知的

推进和发展不断发生变化的ꎮ 因此ꎬ培养多维分

析能力要求课堂对话主体的双方具有开放性思

维ꎬ及时发现课堂对话中对课程理解所产生的新

变化ꎬ尤其要关注教师或学生的前理解在对课程

正确的分析中所发挥的有益作用ꎬ同时ꎬ师生对文

本的分析总是指向有益的作用ꎬ要使有益的作用

得到印证ꎮ 课堂对话的双方不必克服当前视域的

冲突ꎬ因为当前的冲突可能是未来创造性的基础ꎬ
并有可能产生对文本的多维解读ꎬ促使学生将新

的理解融合进前理解并生成新的意义ꎮ
２.课堂对话实现了课程理解从“依附

性”走向“批判性”
一是要唤醒批判意识

合理的行动要建立在对前理解的反思的基础

之上ꎬ教学设计的预设是否科学ꎬ要经过课堂对话

来检验ꎮ 即使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做了周密的思

考ꎬ课堂上大量的生成性资源也不可能尽在教师

的预设之中ꎮ 因此ꎬ教师课前对课堂的预设只是

局部的、片面的ꎬ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批判意识ꎮ
“批判意识将因果关系诉诸理性分析ꎬ当下的真理

在未来未必为真ꎬ事实与事物只不过是经验性地

存在于因果关系之中ꎮ” [８] 面对课堂出现的新问

题ꎬ教师作为课程实践的主体ꎬ要理论联系实际ꎬ
对课堂的生成性资源进行科学分析ꎬ并用贴切的

话语加以表述ꎬ而非不经思考的“信手拈来”ꎮ 在

传统的课堂中ꎬ教师依附文本ꎬ完全按照课程的要

求ꎬ没有自己的见解ꎮ 因此ꎬ要唤醒教师的批判意

识ꎬ充分理解课程的意蕴ꎬ通过一系列手段对课程

资源重新加工ꎬ并通过课堂对话进行批判性建构ꎬ
由“教师的课程”走向“学生的课程”ꎬ切实促进学

生的发展ꎮ
二是实现批判性理解

“教师即课程”ꎬ教师对课程的理解是在一种

内在化、主动的、积极参与的方式中进行的ꎬ既包

含肯定也包含否定ꎬ否定不是全盘抛弃ꎬ而是在扬

弃的基础上把肯定的内容与前理解融合起来ꎮ 所

以ꎬ课程理解的否定性也是一种超越性ꎬ超越教师

与课程的已有价值联系ꎬ建构起教师与课程的未

来价值需要的联系ꎬ以开辟教学活动的可能空间ꎬ
满足学生需要的可能生活ꎮ “可能生活是由某种

生活能力所指定的ꎬ如果不去实现某种指定的可

能生活ꎬ就等于废弃了自己的某种能力或能量ꎬ而
一种能力得不到发挥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的一种

自由ꎬ更与幸福无关ꎮ” [９]１４８－１５０ 不同的课程理

解决定了不同状态的教学生活ꎬ真理不是来自某

种权威或个人ꎬ而是产生于对话与追问的探究过

程ꎮ 所以ꎬ我们应摈弃镜像性的课程观ꎬ重构基于

学生心灵的动态课程观ꎬ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课

程ꎮ 课堂也不应被抽象的概念所充斥ꎬ而应给学

生留有足够的空间ꎬ以此来容纳学生成长过程中

体验到的充满稚气的真实故事ꎮ 只有将课程的概

念知识与学生的真实生活相接ꎬ并通过师生间的

真正意义上的课堂对话ꎬ学生才有可能达成对课

程的理解ꎬ编制出一个充满自我意义的世界ꎬ实现

课堂对话的真谛ꎮ
３.课堂对话实现了课程理解走向创造

性转换
一是教师超越对文本生活的认知

在课程理解过程中ꎬ教师与学生对文本的理

解都有一定的视域ꎬ由于认知水平和生活经验的

落差ꎬ视域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距离ꎮ 消解视域

之间的距离ꎬ在于课程理解的不断生成与融合ꎬ而
这种现象的消解是暂时的ꎬ新的视域又接连不断

地出现ꎬ课堂对话是实现视域融合的有效方式ꎬ师
生新的视域通过彼此间的对话融入并开阔各自的

视域ꎮ 在课堂对话过程中ꎬ教师作为引导者不断

开阔视域ꎬ开展师生对话ꎬ由此建立基于课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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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性的联系ꎬ进一步实现师生间新视域的

融合ꎮ
二是实现创造性转换

不管是完整性的课程理解还是批判性的课程

理解ꎬ必须转换并落实到具体的教学活动中ꎮ 这

种转换和落实的过程就是把教师的课程理解转换

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思考探究的过程ꎬ并在各个

环节得以实现ꎮ 这些环节理应包括:对预设的教

学方案做批判性理解ꎬ以全新的形式再现课程涉

及的概念及观念ꎬ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ꎬ内容

呈现要与学生的一般特点与个性特征相契合ꎮ 这

就是教师将个人对课程的理解走向学生所理解的

准备过程ꎮ 课程理解的转换虽然有具体环节和要

求ꎬ但并没有固定格式ꎬ它依赖教师创造性转换ꎮ
课程的创造性转换要求教师对学生具有同理心ꎬ
如果教师不以对学生的个性了解为前提来引导学

生ꎬ那么课堂对话肯定是低效的ꎮ 教学既不是文

本内容的照搬照抄ꎬ也不是教师的自弹自唱ꎬ而是

基于师生对话的过程ꎮ 教学材料如果不是从学生

的前理解或学生的现实生活中引出ꎬ就会显得贫

乏无力ꎮ 杜威指出:“从儿童的现在经验进展到有

组织体系的真理即我们称之为各门科目为代表的

东西ꎬ是继续改造的过程ꎮ” [１０]１１４这就要求教师冲

破思维定式的桎梏ꎬ有效利用和开发资源ꎬ和学生

开展心灵上的对话ꎬ形成相互依存的共同体ꎮ 基

于此ꎬ课堂对话的障碍就会消失ꎬ师生就能开展心

灵上的对话ꎬ课堂对话的实效性就会奇迹般地发

生在每个人身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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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程实践教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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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课程实践教学是高校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它是传接课程知识的方式ꎬ是深化理论认识的

过程ꎬ也是形成实践技能的途径ꎮ 课程实践具有问题性与情境性、参与性与体验性、合作性与反思性的特征ꎮ 在

实践教学中ꎬ教师通过开展观察、讨论、实验等类型的活动ꎬ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形成ꎬ提升学生专业素养ꎮ
[关键词] 　 高校ꎻ　 课程ꎻ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０８－０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

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ꎮ” [１] ２０１２ 年ꎬ教育部在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再次

明确指出要“强化实践育人环节” [２]ꎬ并具体对学

分、人员、教材、实验室和实践基地提出了要求ꎮ
因此ꎬ无论是从依法办学的角度看ꎬ还是为了提高

高等教育的质量ꎬ实践教学都是高等教育不容忽

视的重要内容ꎮ
通过文献搜索ꎬ笔者发现ꎬ近年来对实践教学

的研究相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实践教学的理

论ꎬ有的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方面探讨了

实践教学的理论基础[３]ꎬ也有从整体性、分层分

类、比较研究三个方面对实践教学进行了理论探

讨[４]ꎻ二是教学模式与体系的构建研究ꎬ有的从高

校学科和专业的实践教学目标、内容设置和要素

构成来研究专业实践教学的模式和体系[５]ꎬ也有

的从逻辑体系角度来解读高校实践教学的构

成[６]ꎻ三是结合具体学科的实践教学方法研究ꎬ大
多集中在实践性较强的理工学、医学、经济学等学

科ꎮ 这些探讨深化了学界对高校实践教学的认识

和研究ꎬ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高校实践教学的发

展ꎮ 然而ꎬ在众多研究中却少有对高校实践教学

的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的相关研究ꎬ特别是对

课程实践教学的内涵、特征和类型缺乏专门与系

统的探讨ꎮ 这类研究的缺少不利于教师正确认识

课程实践教学及其重要性ꎬ因此也就不利于教师

把“实践育人”的要求落实到具体行动上ꎮ 学生实

践能力的形成建立在课程实践教学培养的实践技

能和实践素养基础之上ꎮ 因此ꎬ课程实践教学的

弱化ꎬ会使整个高校实践教学失去根基ꎬ也就使学

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无从谈起ꎮ 本文将尝试对高校

课程实践教学的内涵、特征和类型进行探索和阐

释ꎬ以期丰富高校实践教学的研究ꎮ
长期以来ꎬ高校课程教学中一直存在“重理

论ꎬ轻实践”的现象ꎮ 课程实践教学作为课程实施

中的薄弱环节需要不断改进并提高质量ꎬ才能帮

助学生提升实践素养和技能ꎬ形成实践能力ꎮ 这

迫切需要教师对课程实践教学的内涵、特征和类

型有清晰的认识ꎬ掌握科学系统的课程实践教学

基本理论ꎬ以支持具体教学实践ꎮ

一、高校课程实践教学的内涵

课程实践教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区别于

课程理论教学ꎬ它具有如下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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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是传接课程知识的方式

传接课程知识是指学生从教师的教授中获取

与课程相关的知识ꎬ它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之

一ꎮ 课程教学包括课程理论教学和课程实践教

学ꎮ 课程理论教学以教师为主导ꎬ从某一学科的

概念、范畴与基本原理出发ꎬ组织课程的内容体

系ꎬ构建知识的逻辑关系ꎬ主要通过教师讲解的方

式把知识传授给学生ꎮ 但是很多教师会发现ꎬ即
使他们精心准备并认真传授教学内容ꎬ学生也牢

牢记住了所有的内容ꎬ但面对需要解决的实际问

题时学生往往仍然束手无策ꎮ 显然ꎬ这样的知识

传接方式很常见ꎬ但并不算成功ꎮ 课程实践教学

是课程理论教学的延续和深化ꎮ 它是在教师讲解

传授的基础上ꎬ对知识进行重新解构与包装ꎬ以实

际问题或任务的形式加以呈现ꎬ促使学生对知识

进行思考、体验、运用和评价ꎮ 这样ꎬ知识才能被

内化为一种自我理解ꎬ才能转变为解决问题的能

力ꎮ 因此ꎬ通过实践教学才能真正完成课程知识

的传接ꎮ
２.是深化理论认识的过程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ꎬ“认识从实践开

始ꎬ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ꎬ还须再回到实践

中去ꎮ” [７]２９２人的认识内生于实践活动之中ꎮ 人的

认识可分成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ꎮ 前者

是认识的低级阶段ꎬ后者是认识的高级阶段ꎮ 辩

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ꎬ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

识ꎬ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为理性认识ꎮ 因此ꎬ人的

认识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ꎬ从低级到高级的深化

过程ꎮ 学生在课程教学中ꎬ往往首先接触到的是

理论学习ꎬ感知到的是书本和教师讲解的理论知

识ꎮ 这只是对课程内容认识的初级阶段ꎬ它还有

待于深化和发展ꎬ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ꎬ即完整地

认识和理解理论知识并把握它们之间的本质联

系ꎮ 这就需要通过课程实践教学将丰富的感性材

料置于实践活动中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

及里、由此及彼的加工提炼ꎬ以把握课程内容的内

在联系和规律ꎮ
３.是形成实践技能的途径

在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碑上ꎬ镌刻着

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ꎬ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ꎮ”人们认识世界

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ꎬ而改造世界就需要在掌握

一定实践技能的基础上进行实践活动ꎮ 课程实践

教学是学生实践技能形成的重要途径ꎮ 首先ꎬ通
过实践教学互动ꎬ学生重新认识、理解和加工所学

理论知识ꎬ形成对实践对象进行认知、把握和评判

的思维方式ꎮ 其次ꎬ在实践活动中ꎬ学生通过与实

践对象的互动(如观察、讨论、实验等)ꎬ掌握认知

与操作的技术和方法ꎮ 第三ꎬ通过实践教学活动ꎬ
为学生提供较真实的问题情境和实践动机ꎬ从而

有利于学生把握实践的“条件性知识”ꎬ使学生懂

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技能来解决

问题ꎮ
二、高校课程实践教学的特征

基于以上对高校课程实践教学内涵的阐述ꎬ
从中可以看出课程实践教学具有以下三方面的

特征ꎮ
１.问题性与情境性

在教学中ꎬ问题可以为学生带来真实的学习

动机ꎬ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ꎬ产生预期的成就感ꎮ
美国课程研究专家威金斯曾指出ꎬ“现代课程的基

本单位是‘问题’ꎬ课程改革的主要任务是‘重新组

织’课程ꎬ通过问题设计来组织课程” [８]１４３ꎮ 这样

看来ꎬ问题性是课程的普遍特征ꎮ 课程实践教学

的问题性体现在实践教学活动围绕特定问题而展

开ꎬ从而发展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在课程实践

教学中ꎬ确立并分析与实践相关的基本问题和具

体问题ꎬ以解决这些问题为目标ꎬ开展多种形式的

单项实践和综合实践活动ꎮ 课程实践教学中的问

题并非凭空而来ꎬ而是来源于或真实、或逼真、或
虚拟的情境之中ꎬ并且在这些情境中得以诠释和

解决ꎮ 课程实践教学是在有意义的学习背景下ꎬ
在与学习内容相关且包含学习活动条件的情境中

进行的ꎮ 在情境中解决问题可以综合使用相关知

识、工具、交流等各种学习条件ꎬ实现课程知识体

系的重组ꎬ也以此促进学习者能力的形成ꎮ
２.参与性与体验性

现代学习理论认为ꎬ“决定学生获得什么知识

的关键不在于提供给他们的信息或教学活动ꎬ而
在于他们在这些信息和活动中是如何体验和参与

的” [９]８３ꎮ 课程实践教学不应是一个教师讲授、学
生听记的过程ꎬ而应是师生共同投入其中ꎬ主动参

与实践活动ꎬ在与知识、工具和人互动的体验中完

成学习的过程ꎮ 教师作为学习的引导者ꎬ应主动

为学生的实践提供丰富的条件ꎬ引导学生用正确

的方式去思考ꎬ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提供适当而有

—９０１—



效的示范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应始终注意为学生

提供必要的支持ꎻ学生作为学习的主要责任者ꎬ在
目标的指引下ꎬ应发挥主观能动性ꎬ积极参与实践

活动ꎮ 学生面对情境中的问题和任务ꎬ通过观察、
聆听、讨论、操作和反思等实践活动体验解决问题

的实际流程ꎬ即提出假设、分析思考、探索知识和

工具的运用ꎬ与他人交流甚至辩论ꎬ从而展示自己

的成果并进行自我评价ꎮ

３.合作性与反思性

合作已成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ꎮ
全球化社会使每个人、每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以

往不曾有过的紧密联系ꎮ 知识的快速增长、专业

化程度的提升使得社会分工越来越细ꎬ这使得人

们的生产与生活始终在合作的状态下进行ꎮ “所
有的智能行为都是在一个复杂环境中实现的ꎬ这
是一个充满工具和设施的人为环境ꎬ也是一个充

满合作者和伙伴的社会环境ꎮ” [１０]３９在课程实践教

学中ꎬ为了完成实践任务ꎬ师生所面对的通常是多

种可能的解决方法和途径的选择、少量确定条件

的结构不良的复杂问题ꎬ它必须在多人通过协商

交流、质疑辩论、分工操作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理解

和解决ꎮ 同时ꎬ在实践过程中ꎬ教师应支持学生勇

于提出自己的疑问、形成自己的观点ꎬ并对自己完

成任务的目标、计划、执行和表现不断做出反省和

调整ꎮ 通过反思ꎬ认识和监控自己的实践过程ꎬ从
而提高实践教学的效果ꎮ

三、高校课程实践教学的类型

从以上高校课程实践教学的内涵和特征来

看ꎬ所谓高校课程实践教学ꎬ是指在一门课程内ꎬ
为了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认识、理解、转化、运
用和提升相关实践技能ꎬ围绕解决实际问题而开

展的实践性教学活动ꎬ其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１.观察

观察ꎬ即仔细察看ꎮ 它是一种以视觉为主的

综合感知活动ꎮ 观ꎬ指看、听等感知行为ꎻ察ꎬ即分

析思考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观察不只是视觉过程ꎬ还
包含着积极的思维活动ꎮ 观察是课程实践教学的

首要环节ꎮ 仅依靠说教不能教会学生如何动手操

作ꎬ更不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ꎮ 观察要求学生

仔细观看专家或教师执行实践任务的过程ꎬ记录

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和细节ꎬ并思考知识运用的依

据和具体方式ꎮ 只有通过观察ꎬ才可以对实践形

成感性的整体认识ꎬ这是学生进行自主实践的重

要前提ꎮ

２.讨论

讨论就是很多人就某一问题交换意见或进行

辩论ꎬ以形成共识或得出某一结论ꎮ 在课程教学

中ꎬ学生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ꎬ讨论是学生深入且

正确认识问题并形成解决方案的重要途径ꎮ 开展

讨论形式的实践教学ꎬ打破以教师为教学中心的

传统ꎬ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ꎬ以深化学生对特

定问题的认识ꎮ 参与讨论的每个人都会对某一问

题持有一定的看法ꎬ而这种认识通常只是从某一

个角度出发ꎬ往往是片面的ꎮ 通过讨论ꎬ汇集多种

角度的观点ꎬ既可以修正个人已有观点的偏颇ꎬ也
可以激发出新的想法ꎬ从而使学生更全面地认识

问题ꎬ更好地解决问题ꎮ 富有成效的讨论活动通

常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ꎬ学生要事先做好充

分准备ꎬ确保讨论有话可说ꎻ其次ꎬ教师要采取有

效措施ꎬ如安排明确的任务或给予奖励来促进学

生积极参与讨论ꎬ充分发表见解ꎻ第三ꎬ教师要全

程参与ꎬ关注学生讨论的状态ꎬ引导讨论始终围绕

问题进行ꎻ第四ꎬ师生要一起认真对讨论进行总

结ꎬ梳理观点ꎬ得出结论ꎮ

３.实验

实验是为了检验某种科学理论或假设而进行

某种操作或从事的某种活动ꎮ 实验教学是引导学

生热爱学习ꎬ激发其学习兴趣ꎬ调动学生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的重要方法和有效途径ꎮ 通过实

验教学ꎬ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应的理论

知识ꎬ而且对提高学生操作技能ꎬ提高其观察、分
析、解决问题的多方面能力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ꎮ 开展好实验教学ꎬ首先要认识到实验教学的

重要性ꎬ不能把它看成是理论教学的附属ꎬ可有可

无ꎻ其次ꎬ建设好实验的软硬件环境是开展实验教

学的基础ꎮ 高校应加大资金投入ꎬ紧追相关领域

发展前沿ꎬ建设符合实际需求的实验环境ꎻ第三ꎬ
优化实验教师队伍ꎬ是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关键

因素ꎮ 应在政策上确保实验教师的地位和待遇ꎬ
并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实验教师的综合素质ꎬ包括

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实验教学方法等ꎻ第四ꎬ重视

对实验教学的评价ꎬ特别要关注学生的实验过程ꎬ
对其进行真实的评价ꎬ给予学生有效的指导ꎬ这是

实验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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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探究

探究从字面上看就是探索研究的意思ꎮ 作为

课程实践教学的一种形式ꎬ探究活动就是在课程

知识的基础上ꎬ结合实际ꎬ在教师的引导下ꎬ促使

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ꎮ 具

体来说ꎬ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提出质疑ꎬ形成具体

而明确的问题ꎬ然后学生通过查找文献、进行试

验、开展调查、搜集数据ꎬ对问题进行分析ꎬ进一步

认识问题的本质ꎬ最后归纳整理资料并提炼总结ꎬ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ꎮ 探究可以培养学生的问题

意识ꎬ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ꎬ锻炼学生观察、操
作、表达等实践能力ꎬ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用科

学的方法和技能、科学的思维方式ꎬ形成科学观点

和科学精神ꎬ体验真正的科学探究过程ꎮ 开展探

究活动ꎬ首先要确保学生的主体地位ꎬ要让学生多

思考ꎬ多动手ꎻ其次加强教师指导的力度ꎬ适时关

注ꎬ及时反馈ꎬ提升有效性ꎻ再次ꎬ教师要积极为学

生创设情境ꎬ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或任务ꎮ

５.反思

反思是课程实践教学中非常重要却又容易被

忽视的内容ꎮ 它是指让学生思考自己的实践过

程ꎬ并和他人进行比较ꎮ 通过反思ꎬ学生回顾和分

析自己在完成实践任务中的表现和作品ꎬ提炼过

程中的关键步骤ꎬ评价实践作品ꎬ思考导致成功或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ꎬ并与专家和学习伙伴的实践

过程和作品进行比较ꎮ 反思的好处在于通过重新

审视自己的实践ꎬ提升认识、总结经验ꎬ并在比较

中获得启发ꎮ 在课程实践教学中ꎬ可以用以下几

种方式促进反思:第一ꎬ为学生提供进行表达的机

会ꎻ第二ꎬ鼓励学生展示阶段性学习结果ꎻ第三ꎬ要
求学生撰写实践记录或报告ꎮ

高校课程实践教学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它是整个大学实践教学体系的主体ꎬ也是基

础ꎮ 只要理解课程实践教学的内涵ꎬ认识其特征ꎬ
采取恰当的形式并把握实施的要领ꎬ就能增强课

程实践教学的效果ꎬ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和实践素

养的形成ꎬ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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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从“互联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提供了新思路、为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注入了新内容以及

为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创造了新机会三个方面着手ꎬ对“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发展进行思

考ꎬ分析了“互联网＋”时代对课程教学带来的新挑战ꎬ探讨了“慕课”“翻转课堂”、微课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教学改革的积极意义ꎬ论证其对教学实践的引领与创新价值ꎮ
[关键词] 　 “互联网＋”ꎻ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ꎻ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１２－０４

　 　 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互联网技术

的创新发展ꎬ“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战略的提

出ꎬ进一步明确了信息时代开展网络教学的重要

意义ꎬ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逐步迈入了“互
联网＋”的常态化发展阶段ꎮ “互联网＋”指的是以

互联网为主ꎬ包括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ꎬ在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部

门中的应用、扩散以及促进新老产业不断融合的

过程ꎮ 本文主要围绕“互联网＋”时代对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影响展开论述ꎬ分析了“互联

网＋”时代对课程教学带来的新挑战ꎬ探讨了“慕
课”“翻转课堂”、微课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教学改革的积极意义ꎬ论证其对教学实践的引领

与创新价值ꎬ充分体现了“互联网＋”在推动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创新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ꎮ

一、“互联网＋”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改革的重要意义

１.“互联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提供了新思路

“互联网＋”是我国互联网相关理念与技术的

创新发展阶段ꎬ“互联网＋”行动计划带来的新思想

对于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发展产生了

重大影响ꎮ 教学既是一种生命活动ꎬ又是提升人

的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手段与途径ꎮ “互联网＋”的
思维方式是将教与学的重心真正转移到“以学习

者为中心上”ꎮ 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ꎬ不
仅需要学生掌握相关心理学知识ꎬ更重要的是通

过这门课程优化学生的心理品质ꎬ提高学生的心

理素质ꎬ实现学生的自我成长、自我发展和自我完

善ꎮ 从理念到模式方法ꎬ从实践探索到理论总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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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定课程教学改革大纲到推广应用ꎬ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应是一个系统的

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过程ꎮ 而“互联网＋”平台的

发展ꎬ可以有效平衡教学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

间的关系ꎬ通过科学协调教师与学生两者之间的

关系ꎬ进一步满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需

求ꎬ也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提供了新的发

展思路ꎮ
２.“互联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注入了新内容

“互联网＋”行动计划相关内容明确提出:在信

息时代ꎬ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应积极探索网络

化的教育模式ꎬ通过对数字化教育资源和网络化

教育服务平台的灵活运用ꎬ促进传统教育资源与

网络教育资源的深度融合ꎬ从而推动教育事业的

系统化发展ꎮ “互联网＋”平台中各个网络之间具

有较强的互通性ꎬ使得原本处于不同领域、不同地

区甚至是不同国家的教育教学思想实现融通ꎮ 一

些先进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教学方法以

及成熟的教育模式都在“互联网＋”平台得以展现ꎬ
教师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ꎬ不断学习国内

外优秀的教育教学文化ꎬ可以为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注入新的内容ꎮ
３.“互联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创造了新机会

“互联网＋”平台所涵盖的所有信息资源均具

有较强的实时性特点ꎬ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丰富

的实时性教育教学信息资源ꎬ结合当前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的实际需求和学生的网络心理动态表

现ꎬ及时调整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方法ꎬ使之

可以更好地满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网络教育

工作的需求[１]ꎮ 此外ꎬ“互联网＋”平台还为教师和

学生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ꎬ教师通过对相关教

育资源的分析ꎬ可以进一步增强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的引导性ꎬ保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堂的教

学效率ꎬ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发展创造

新机会ꎮ
二、“互联网＋”时代为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带来新的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和互联网相关技术在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广泛应用ꎬ在为相

关课程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ꎬ也为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ꎬ具体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１.“互联网＋”时代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带来了新任务

在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的过程

中ꎬ任课教师自身的专业能力和个人素养成为影

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关键因素ꎬ任课教师备

课量和备课难度增加ꎬ课堂趋向讨论式教学ꎬ其组

织难度增加ꎬ工作量增多且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

挑战性ꎬ因此“互联网＋”时代为心理健康教育课堂

带来了新任务ꎮ “互联网＋”平台中的各种教育思

想、心理健康教学资源以及不断融合的外来文化ꎬ
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互联网＋”平台中网络文化

良莠不齐的问题ꎮ 为了避免学生受到不良文化的

影响ꎬ需要教师提高自身专业能力水平的同时充

分发挥自身的警觉性与洞察力ꎮ
２.“互联网＋”时代对大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提出了新要求

“互联网＋”行动计划相关战略的逐步落实ꎬ使
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课堂中的主体地位越来越

明显ꎬ在提高学生对于心理健康教育学习的主观

能动性方面应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ꎮ 但是从互联

网本身具有的开放性、隐匿性等特点来看ꎬ无疑对

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信息资源鉴别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２]ꎮ 互联网与相关课程的深度融

合将成为一种崭新的教育和学习形式ꎬ教师应和

学生一起积极探索基于互联网的自主学习、合作

学习、探究学习、个性化学习模式ꎬ建立互联网时

代的学习共同体ꎮ
三、“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的实施策略

事实上ꎬ自“互联网＋”行动计划纳入国家战略

以来ꎬ互联网向各行业的快速渗透对高校复合型

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ꎬ“互联网＋”课程将成

为一种崭新的教育和学习形式不断推动课程教学

的变革ꎮ 因此ꎬ“慕课” (ＭＯＯＣ)、翻转课堂、微课

等均成为“互联网＋”课程催生教学新形态的集中

体现ꎮ 当前ꎬ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确实面临

着一系列新形势、新情况ꎬ必须在现有课程教育教

学中存在课程建设滞后、师资力量薄弱、教学理念

落后、教学方法欠佳等不足的前提下ꎬ探索适应

“互联网＋”时代“以用户为中心”的发展方式ꎬ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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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ꎮ

１.“慕课”教学形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中的应用

“慕课” ( ＭＯＯＣ) 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Ｍａｓｓｉｖｅｌｙ Ｏｐ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的简称ꎬ该教学形

式最早源于美国ꎬ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的逐步

扩散ꎬ这种网络远程教育与视频课程教学形式相

结合的教学模式又再一次得到教育部门的关注ꎮ
“慕课”教学形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ꎬ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慕课”凭借自身依托于“互联网＋”平台

的发展优势ꎬ可以突破传统教学模式中对于任课

教师和教学条件等方面的限制ꎬ通过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资源的共享ꎬ解决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资源短缺的问题ꎮ 目前ꎬ“慕课”平台通常有两

种形式ꎬ一种是网络上呈现的知名心理专家联合

开发的优质慕课资源ꎬ如“超星尔雅课堂”由赵子

勋、赵然等专家主讲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ꎬ
具有较高的权威性ꎻ另一种是由各个高校独立开

发或者几个高校联合优质课程资源整合开发的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慕课”平台ꎮ 这两种形式

均呈现优质、高效、共享、开放的特点ꎬ可以有效促

进课程教学的实施ꎮ
(２)“慕课”中的视频教学应基于大学生普遍

心理知识需求和心理问题预设ꎬ对知识点进行模

块化整合ꎬ打破教材原有章节的限制ꎬ可以将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相关教学资源与任课教师的丰富

经验进行汇总ꎬ通过集体备课方式设计视频录制

方案ꎬ再通过“慕课”的日常分享形式来充分展现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特点、教学技能、教学

理念和教学成果等ꎬ从而优化当前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教学效果ꎬ以取得教学实效ꎮ 如牟艳

娟、陈丹认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可以融合慕课

资源ꎬ从而推动教学改革[３]ꎻ马晓璐、朱逢九认为

应立足大学生健康教育特点、学生需求及高校实

际情况ꎬ依托慕课平台ꎬ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建立慕课课程[４]ꎮ
(３)为了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体双方

的友好沟通与交流ꎬ“慕课”教学形式在实际教育

工作过程中ꎬ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中的相关网

络技术与现有的心理健康教育信息资源ꎬ建立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新型沟通渠道ꎮ 比如:在实际的

教学中ꎬ如果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ꎬ可
以借助“慕课”中的互联网平台ꎬ向相关教师或教

学工作者进行咨询ꎬ教师也可以通过该平台对学

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５]ꎮ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本身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公共课程ꎬ该课程

的开设ꎬ旨在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的同时ꎬ增强自

我心理保健意识和心理危机预防意识ꎬ学会处理

和应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ꎬ达到自我调节ꎬ助人自

助ꎬ促进大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目的ꎮ 而“慕课”
中设置的互动空间就尤为重要ꎬ如有的“慕课”中

设置的讨论区搭建和实现了师生、生生互动交流ꎬ
学生可以自由提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对课程、
对主讲教师的看法等ꎬ实现了教与学的无障碍

交流ꎮ
２.翻转课堂教学形式在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中的应用

翻转课堂教学形式与国内的颠倒课堂教学、
翻转学习、颠倒教室等教学模式是同一种概念ꎬ这
种教学形式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被人们熟知和

广泛应用ꎮ 翻转课堂教学形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中的应用ꎬ主要是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ꎬ结
合实际的教学任务来制作相关的教学视频和设计

学生的学习任务单等ꎮ 学生根据教学视频和学习

任务单ꎬ可以在课外时间进行自主学习ꎬ然后利用

课堂教学时间与教师和同学以互动讨论、情境体

验、辅导答疑的课堂测试等方式ꎬ实现教学知识点

的内化与巩固ꎮ 翻转课堂教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中的应用ꎬ需要满足以下几个应用条件:
(１)现代化技术ꎮ 翻转课堂教学形式的应用

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教学方案设计基础上ꎬ通过对

相关教学知识点与信息技术之间的有效融合ꎬ来
保证翻转课堂教学资源的科学性ꎮ 翻转课堂所需

的教学资源不受教材和课堂教学的限制ꎬ学校可

以成立相应的团队进行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研

发ꎬ通过制作视频录像、“慕课”视频、在线网络课

程资源等多种方式ꎬ根据高校学生心理需求和高

校实际情况积极慎重地整合和利用教学资源ꎮ
“互联网＋”平台是当前最全面的信息资源库ꎬ“互
联网＋”教育极大地拓展了教育资源ꎬ促使教育模

式不断变化ꎮ 翻转课堂的核心是通过现代化应用

技术提升教与学的质量ꎬ旨在促进学习者的成人

成才ꎬ这与教育改革的本质完全契合ꎮ
(２)教师的专业实施水平ꎮ 翻转课堂教学在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ꎬ与任课教师

自身的实施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ꎮ 比如ꎬ教师对

于微视频制作技巧的掌握程度、微课程开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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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技术应用能力和课堂教学组织能力ꎬ等等ꎬ
对翻转课堂的呈现效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ꎮ 如果

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翻转课堂的应用价值ꎬ需要教

师在提高翻转课堂教学认识程度的基础上ꎬ凭借

自我更新意识来对相关能力进行不断提升ꎮ 而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本身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

的特点ꎬ教师可利用课堂上开展的学生互动讨论、
情境体验、心灵游戏、案例讨论等教学活动实现学

生的知识内化、感受体验、探索自我、开发学生心

理潜能等教学目标ꎮ 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ꎬ任课教师通过不断学习现

代教育理念ꎬ提高对学生的认知理解ꎬ提升自己的

综合素质ꎬ在驾驭翻转后的课堂中扮演好“导演”
兼“制片人”的角色ꎮ

(３)学生的主体性ꎮ 翻转课堂中的学生角色

发生了变化ꎬ学生的主动性得到最大限度发挥ꎬ由
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导学习、主动交流ꎮ 对于

有明确学习目标的学生来说ꎬ只要有网络的地方ꎬ
他们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自主学习ꎬ他们是开放

式课堂的最大受益者ꎬ他们可以主动选择资源、主
动安排时间、主动建立或加入一个学习团体以促

进相互之间的学习ꎮ 对于已具备较强独立思维能

力的大学生来说ꎬ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尽情享受学习的乐

趣:课前ꎬ有效利用教学视频和学习任务单ꎬ预习

要学习的知识点和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前问题ꎬ根
据自身不同的个性和爱好、生活经历匹配感兴趣

的知识点和案例ꎬ自我检查学习效果ꎬ通过各种心

理专业测试探索自我ꎬ调节自我ꎻ课中ꎬ参与课堂

中创设的情景展开互动讨论、角色扮演、心灵游

戏、案例讨论等教学活动ꎬ在实践中巩固与内化知

识点ꎬ进行深度体验式学习ꎻ课后ꎬ通过小组评价

与个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ꎬ更加强调形式评价ꎬ期
末撰写个人成长报告ꎬ让学生通过行为训练促进

大学生助人自助、自我认知、探索自我、塑造健全

人格ꎮ
３.微课教学形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中的应用

微课是指运用信息技术按照认知规律ꎬ呈现

碎片化学习内容、过程及扩展素材的结构化数字

资源ꎮ 微课教学形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

应用主要依托当前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ꎬ通过对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堂环境的优化和完善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方法ꎬ有效提高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的教学效率[６]ꎮ
微课教学通常围绕单一知识点、专题或者案

例开展ꎬ教学目标明确ꎬ内容精炼ꎮ 事实上ꎬ根据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专题或模块划分的课程

内容ꎬ可以精心设计主题或者案例ꎬ如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标准、自我意识、情绪与压力、环境适应、
人际交往、学习策略、生涯规划等ꎬ切入大学生的

生活和学习实际中去ꎬ再通过“慕课”的日常分享

形式来充分展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特

点、教学技能、教学理念和教学成果等ꎬ从而实现

优化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效果、取
得教学实效ꎮ 同时ꎬ微课教学方法的应用ꎬ还可以

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有效的支持ꎬ学生利用多

媒体计算机中的信息检索功能ꎬ可以大大提升自

主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ꎻ学生也可以通过“互联

网＋”平台中的“知乎”、博客等信息渠道ꎬ与其他人

进行在线交流ꎬ从而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学习

带来全新的体验ꎮ
综上所述ꎬ“互联网＋”平台的出现与发展ꎬ在

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创新发展带来新契机

的同时也对课程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为了进

一步发挥“互联网＋”平台的重要作用ꎬ需要在充分

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的实际需求的

基础上ꎬ转变教育理念ꎬ积极创新“互联网＋”时代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方法ꎬ从而在“互联

网＋”时代背景下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

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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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环境下课程形态的演变∗

敬　 凤　 陈 仕 品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ꎬ 四川南充　 ６３７００２)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上的应用ꎬ促进了课程形态的演进ꎮ 通过对原始课程、学科课程、活动

课程和“云课程”几个阶段的课程形态分析ꎬ发现信息技术融入课程形态中使得课程实施方式突破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ꎬ课程承载体呈现富媒体化ꎬ课程内容呈现多元化ꎬ从而扩展了师生之间的交互方式ꎮ 同时新型的课程形态

具有信息化的教学模式、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交互、协作”的师生关系等特征ꎮ
[关键词] 　 信息技术ꎻ　 课程形态ꎻ　 课程要素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３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１６－０５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ꎬ信息

技术和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对当前课程与教学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现代课程教学与信息技术变革

的关系日益密切ꎬ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成为课程与

教学变革的主力军[１]ꎮ 各式各样的课程形态出现

在大众面前ꎬ如网络课程、微课堂、数字化课程资

源库、在线开放课程(ＭＯＯＣ)ꎬ等等ꎮ 教学模式也

不再是单一的讲授型、视听型等教学模式ꎬ而是出

现了更多富有个性化、混合式的教学模式ꎮ 信息

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课程形态的变化ꎬ信息技术的

充分利用改变了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ꎬ突破了传

统的教学时间和空间的限制ꎬ扩大了受教育者的

范围ꎬ促进了教育现代化发展ꎮ 近年来ꎬ许多学者

都在努力探索新的课程形态与教学模式ꎮ 其中ꎬ
祝智庭教授提出了教育文化分类框架ꎬ具体分析

了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模式ꎬ他从教学的组织

形式及教学过程中表现特点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更

加实用的信息化教学模式分类(如表 １ 所示) [２]ꎮ
王本陆教授在谈论信息技术促进课程形态变化时

认为ꎬ信息技术集成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并改变和

扩展了课程的存在形式和使用方式[１]ꎮ 至于信息

技术如何与教学深度融合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ꎬ
就是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方式如何促使课

程内容、课程载体和课程实施方式发生变化ꎮ 本

文将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信息技术如何促使课

程内容、课程载体及课程实施方式发生演变ꎮ

二、课程的基本要素及课程形态的演变

１.课程的基本要素

课程作为教育的实践方式ꎬ在课程基本要素

的呈现中生成ꎮ “泰勒原理”被公认为是现代课程

理论的“圣经”ꎬ是迄今为止课程领域最有影响力

的理论框架ꎮ 此原理认为学校课程应该围绕确定

目标、选择经验、组织经验、评价结果这四个基本

问题展开ꎬ具体来说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
习活动方式及课程评价这四个基本要素ꎬ如图 １ 所

示(钟启泉ꎬ２００７) [３]ꎮ 这四个基本问题不仅是关

于课程的也是关于教学的ꎬ这四个基本问题构成

了泰勒关于课程设计的系统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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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信息化教学模式分类表(祝智庭)

类别 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过程 计算机利用情况

个别授导类ꎬ具有

针对性

个别指导、操练与练习、教学测试、
智能辅导

计算机作为智能导师直接与学生进行双向问答式对话ꎬ内容

特定ꎬ形式灵活ꎬ实现个别化教学

情景模拟类ꎬ具有

趣味性

教学模拟、教学游戏、微型实验、虚
拟实验室ꎬ等等

利用计算机建模技术ꎬ为学生构造模拟仿真的体验情境ꎬ可
操纵ꎬ可构建ꎬ可竞争ꎬ寓教于乐

调查研究类ꎬ具有

主导性

案例学习、探究性学习、基予资源

的学习ꎬ等等

计算机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与检索工具ꎬ帮助学生分析和

决策

课堂授导类ꎬ具有

直观性

情景化学习、计算机支持讲授、电
子讲授、问题解决ꎬ等等

计算机作为教具及助教ꎬ创设实际情境ꎬ进行信息播送、收集

与处理

远程教导类ꎬ具有

开放性

虚拟教室ꎬ其内实时授递、异步学

习、作业传送、小组讨论ꎬ等等

计算机作为网络传播工具ꎬ利用实时通讯功能和异步通信功

能构造学习环境ꎬ实现教学活动

合作学习类ꎬ具有

交互性

计算机支持合作学习、协同实验

室、虚拟学伴、虚拟学社ꎬ等等

计算机与网络作为虚拟社会ꎬ强调利用人工智能技术ꎬ实现

人机的交互和协作ꎬ是对真实与虚拟的集成

学习工具类ꎬ具有

辅助性

效能工具、认知工具、通信工具、解
题计算工具ꎬ等等

计算机作为学习辅助工具、帮助学生获取信息、保存信息和

处理信息、完成认知操作ꎬ促进学习者进行思考

集成系统类ꎬ具有

综合性

集成学习环境ꎬ电子绩效支持系

统ꎬ等等

把授递、情境、信息资源、工具、教学、管理等功能综合在一个

信息化教学模式系统中

图 １　 课程的结构(钟启泉ꎬ２００７)

　 　 ２.课程形态的概念

一直以来ꎬ对于课程问题的讨论ꎬ大体上集中

在课程“内容”方面ꎬ而对于课程形态的话题讨论

的很少ꎮ 关于课程形态这一概念大多讨论的是学

科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等ꎬ即课程类型ꎮ «课
程新论»一书中曾提及课程形态的概念:课程的形

态包括多种组成部分且各个组成部分都是基于学

校育人的要求而逐步形成的ꎬ它是不断变化和发

展的[４]２９ꎮ 这让我们认识到课程形态是课程内容

与其载体及实施方式的动态组合样态[５]ꎮ 信息技

术给课程形态带来了变化ꎬ由于课程载体的变化

从而能够引起课程实施方式的变化ꎮ 随着课程载

体的变化ꎬ课程内容也会有相应的变化ꎮ 信息技

术不断更新ꎬ人类的总知识也会随之更新ꎬ即课程

载体的变化会引起课程内容的相应变化ꎮ 因此ꎬ
无论内容、载体或实施方式有任何一个发生改变ꎬ
其他一方都会有相应的变化ꎮ

３.课程形态的演进

课程形态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ꎬ２０ 世纪中叶

以后ꎬ课程研究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ꎬ课程形态

阶段没有具体的划分标准ꎮ 在课程形态视域下ꎬ
我们试着划分课程形态的演变ꎬ如表 ２ 中媒介技术

直接影响课程载体并间接影响课程形态ꎮ 对于这

种划分方法其实每个阶段不是完全割裂的ꎬ阶段

之间是相互融合和过度的并且有着继承和并存的

关系ꎮ 原始课程开始于人类的原始年代ꎬ课程实

施主要是通过长辈示范的方式ꎬ是无承载体的阶

段ꎮ 学科课程注重学科知识的逻辑体系ꎬ主张以

学科知识结构作为课程设计的基础ꎮ 活动课程则

打破了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ꎬ强调在活动中学习ꎮ
“云课程”阶段将学科知识和个性化学习进行了统

一[６]２７３ꎬ课程内容的呈现方式从单维到多维ꎬ从平

面到立体ꎬ从静态到动态ꎬ课程载体也向纸张、光
盘、数字存储、云储存等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方向发

展ꎮ 在“云课程”的这种课程形态中ꎬ我们看到了

信息技术作为促进学校课程教学形态变革的重要

力量ꎬ媒介技术从古代到当代的每次革新在课程

内容、课程载体以及实施方式上都产生了深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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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ꎮ 当我们回顾课程形态的发展时ꎬ可以发现人

类以口语、表情、语言等非语言符号、文字、绘画、
印刷及电信、电话、唱片、电影的媒介技术工具演

变中ꎬ媒介工具让课程形态更加丰富多样化ꎬ互联

网信息技术正在变革传统课程形态的格局ꎮ

表 ２　 课程形态的历史发展阶段表

课程形态 媒介技术 课程载体 课程内容 教学模式 课程实施方式

原始课程 　 　 语言 　 语言
祭 祀、 史 诗、 风

俗、养殖
传授、示范模仿 对话、身教、口耳相传

学科课程

文 字 诞 生、 雕

刻、手抄、古代

造纸术、雕版、
活字印刷术

羊皮、竹筒、
丝帛、纸张

圣经、史诗、儒家

经典
听、说、读、写

面对 面 个 别 教 学、 小 组

教学

活动课程

现代造纸术、铅
字 印 刷、 电 子

排版

　 纸张

学科知识、技术、
活动课程、 综合

实践课程

讲授性教学模式、
发现学习、目标教

学模式、视听教学

模式等

面对 面 班 级 授 课、 复 式

教学

云课程

多媒体 (影音)
电子产品、信息

技术

纸张、光盘、
数字 存 储、
云储存

学科知识、 专业

技能、个性化学

习内容等

个性化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模等

多媒体、非面对面互联网

课程、远程课程等

　 　 三、信息技术促进课程形态的演进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ꎬ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ꎮ 信息技术直

接影响课程载体ꎬ间接影响课程形态ꎮ 如何将选

择好的课程内容以最优化的方式传授给学习者?
如何以最优化的方式组织课堂教学内容? 以什么

样的方式传递课程内容才能让学习者得到最优化

发展? 我们在充分重视信息技术与课程之间关系

的基础上思考以上问题ꎬ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两者

的作用[７]ꎮ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课程形态将

促进教育领域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创新与完善[８]ꎮ
此外ꎬ信息技术的有效集成具有扩大课程资源、促
进教育公平和丰富课程的功能ꎬ与此同时也正在

改变着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ꎬ因
此信息技术将更加深远地影响整个教学领域ꎮ

由于信息技术具有多媒体化、虚拟性等特征ꎬ
因此信息技术在融入课堂的过程中ꎬ将在课程实

施方式、载体、内容、课程资源获取途径、师生课堂

交互渠道以及师生关系等方面促进课程形态的演

化ꎬ以使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ꎮ
１.课程实施方式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

传统课堂教学的实施要求教师与学生必须处

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内ꎮ 但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

深度融合后ꎬ拓展了课堂实施的时间和空间ꎬ实现

了物理世界与信息世界的融合ꎮ 相对传统面对面

的课堂教学ꎬ信息技术融入课堂很大程度上促进

了课程实施方式的改变ꎬ实现了全网海量的教育

资源整合在一起存储于云服务器内ꎮ 信息技术的

介入为传统课堂教学提供了先进的手段ꎬ摆脱了

传统学习方式对学习时间、地点的严格要求ꎮ 互

联网的开放性也决定了网络上的信息资源可随时

共享ꎬ即在时间上可以同步也可以异步ꎬ学生可以

真正掌握学习的自主权ꎬ享受学习带来的快乐ꎮ
因此ꎬ信息技术融入课堂实施过程中ꎬ突破了课堂

教学的时间和空间限制ꎬ在互联网的技术支持下

消融了课堂教学时间和空间的界限ꎮ
２.课程承载体呈现富媒体化

信息技术扩展了课程承载体ꎬ使知识的表现

形式呈现富媒体化ꎮ 通常ꎬ在古代和近代的时候

知识主要是以羊皮、竹筒、丝帛、纸张等载体呈现ꎻ
在信息技术支持下ꎬ课程的载体超越了纸张ꎬ以电

子教材、光盘、数字存储、云储存等多媒体以及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互动媒体作为课程的承载体ꎬ
使课程载体呈现富媒体化特征[９]ꎮ

３.课程内容呈现多元化

课程载体的改变对于课程内容的建构也有反

作用ꎬ人类的总体知识会被更多地纳入课程领域ꎮ
以前纸质材料作为课程内容的主要承载体时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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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课程内容的发展ꎮ “云课程”集学科知识、
音乐、视频、图文等一体ꎬ有些知识适用于书本记

载和传播ꎬ但有些知识适用现代信息化课程来呈

现ꎬ比如体育、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可以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营造立体化的学习空间ꎬ可使更多的

学习内容进入学习者的视野ꎮ 因此ꎬ信息技术的

介入使学习者的学习更富有动态性ꎮ
传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受办学条

件的限制ꎬ而网络教育则不同ꎬ它的教育方式更加

灵活ꎬ能够更好地整合资源ꎬ能充分利用有限资源

提升教学效率ꎮ 在传统面对面教学课堂中ꎬ学习

资源主要来源于教师ꎬ来自课堂内ꎬ而在信息技术

支持下的学习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广泛的课程

资源ꎬ如精品资源课共享课、视频公开课、大规模

在线开放课程等新型的在线网络课程ꎮ 由于互联

网课程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和课堂教学相互融合

而形成的ꎬ它是对信息技术课程的主题思想进行

展示ꎬ所以对信息技术的利用能够搜寻到相当丰

富的课程资源ꎬ并且多媒体化的教学场景使教学

情景能够更真实地提供给学生及教师ꎬ有利于培

养学习者创造性思维、发散性思维和联想式思维ꎮ
此外ꎬ信息技术的有效集成给广大师生带来丰富

的课程资源ꎬ同时也使学校教育突破了时间和空

间限制ꎬ大大提高了教育资源利用率ꎮ
４.在课堂交互上面对面交互和网络交

互并存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ꎬ师生交互永远是课堂上

不可或缺的环节ꎮ 传统的师生和生生交互基本是

在课堂内面对面实时互动ꎬ这种面对面实时互动

使教师和学生能够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ꎬ促使师

生之间产生新的创意与火花ꎮ 而在信息技术环境

下ꎬ很多在线课程也都为同学提供了答疑解惑的

平台ꎬ时间和空间不再是阻碍交流的屏障ꎬ师生之

间可以借助通信技术的信息传递实现同步或异步

的远程课堂交互ꎮ 因此ꎬ信息技术进一步拓展了

师生的交互方式ꎬ在实际运用中要结合实际需要ꎬ
灵活选择ꎮ

四、新型课程形态的特点

把握好不同类型的课程形态ꎬ才能更好理解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新型课程形态ꎮ 课程形态是与

一定的社会文化相匹配的课程成分、课程内容和

课程形式的统一体ꎬ是随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教

育体系不断发展变化的[１０]ꎮ 信息技术作为一种独

特的要素融入传统的课程形态中ꎬ促进课程内容、
载体、实施方式等变化ꎬ使传统的课程形态不断演

化ꎬ逐步形成了新型的课程形态ꎮ 信息技术环境

下的新型课程形态呈现了新的课程内容、课程实

施方式、课程载体、教学模式ꎮ 相对于传统的面对

面课程形态ꎬ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新型课程形态在

课程载体、内容、实施方式以及师生交互关系等方

面有了新的发展ꎮ 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

合不仅有利于学生问题的解决ꎬ同时有利于学生

知识的巩固和提高ꎮ 在这种网络化的教学模式下

学生不再是机械地背诵、记忆ꎬ而是围绕具体的学

习任务学习ꎮ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新型课程形态具

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信息化的教学模式

信息技术融入教育领域ꎬ扩宽了教学模式的

功能ꎬ传统的教学模式主要是选择适合教育的学

生ꎬ优胜劣汰ꎬ信息化教学模式是选择适合各类学

生的教育ꎮ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模式一般分为

“课内融合教学模式”与“课外教学融合模式” [１１]

两种ꎮ 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信息技术环境下课内融

合教学模式ꎬ即信息技术环境下教师运用形象的

语言文字符号、图像、声音、视频、软件工具使其进

入形象直观的世界(如图片、彩色的文字、动画、声
音、录像等)ꎮ 实施过程中主要是要变革传统的以

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做到以学生为中心ꎬ使学

习者通过教师创设协作与会话等学习环境充分发

挥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ꎬ发挥他们的潜能ꎬ以培

养他们的各种能力[１２]ꎮ
２.个性化的学习方式

由于传统教育在教育进度上是统一、固定的ꎬ
无法顾及每个求学者的学习特点ꎮ 网络教育对求

学者没有基础知识和进度的要求ꎬ它可以为不同

的求学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并使其根据自己的基础

知识选择学习的起点ꎮ 网络上的学习平台众多ꎬ
教师通过相应的平台对所有学生的学习情况、学
习特点进行反馈ꎬ了解完学生学习的基本情况后

对自己的教学做出相应的调整ꎮ 这使信息技术环

境下的课程真正实现了致力于每个学生个性化发

展的目标ꎮ
３.“交互、协作”的师生关系

在信息技术环境下ꎬ信息技术不仅带来课程

形态的变化ꎬ而且也改变了师生之间的相互关系ꎮ
由于互联网的有效集成给广大师生带来丰富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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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资源ꎬ同时为学习者提供了平等享用教育资源

的机会ꎬ使得教师在知识控制方面的权威面临挑

战ꎬ教师角色由以前注重知识的传授到现在向启

迪、引领、关注学生发展转变ꎮ 师生之间自主交互

和信息交流大大增多ꎬ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双

向互动的关系ꎮ 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交互、协
作”的新型师生关系ꎬ这种师生关系更有利于学生

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培养ꎮ
五、小结

传统的课程要素主要是由教育目标的确定、
学习经验的选择、组织以及结果的评价构成ꎮ 在

教育目标的指导下ꎬ教师根据选择好的学习经验

用传统面对面授课的组织形式开展教学活动而后

对教学活动的结果进行评价ꎬ以促进知识系统连

贯地进行ꎮ 信息技术作为一种独特的要素融入课

程要素中ꎬ促进了课程形态的演变ꎬ形成了信息化

新型课程形态ꎮ 在信息技术设备下ꎬ教师群体和

学生群体以学科目标为指导ꎬ使用现代化的课程

载体ꎬ围绕相关的课程内容开展教学活动ꎮ 在信

息技术环境下ꎬ信息技术促进了课程形态的演变ꎬ
其中使传统课程的实施方式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

制ꎬ实现了线下学习和线上学习的无缝对接ꎮ 信

息技术的应用使课程内容在呈现形式也发生了变

化ꎬ有利于为各个学科提供更好的学习平台和个

性化的学科内容ꎮ 信息技术也促进了师生沟通的

发展ꎬ面对面的沟通和线下沟通交互并存ꎬ便于构

建一种“交互、协作”的师生关系ꎬ同时使教师更关

注学生的综合发展ꎮ 综上所述ꎬ信息技术融入课

程教学领域中ꎬ实现了课程从单一化的课程形态

向多元化发展的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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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互系统在课堂教学中的

应用价值与实施困境

杨 明 海

(江苏省靖江中等专业学校电教室ꎬ 江苏靖江　 ２１４５００)

　 　 [摘　 要] 　 智能交互系统是建立在信息技术的智能化、交互性等基础上的一种新型人机交互系统ꎬ将其应

用于课堂教学中ꎬ可以消除信息孤岛ꎬ实现资源集成化ꎻ关注差异化需求ꎬ实现服务个性化ꎻ构建虚拟化学习社区ꎬ
促进传统学习方式变革ꎮ 但智能交互系统在课堂教学中的实施仍面临着困境:支持系统不完备、教学模式固化、
教学主体技术水平有限ꎮ

[关键词] 　 智能交互系统ꎻ　 课堂教学ꎻ　 应用价值ꎻ　 实施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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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随着信息技术在基础教育领域中的

广泛应用ꎬ基础教育正在发生着变革ꎮ 然而ꎬ信息

技术在基础教育领域改革中的收效却没有其他领

域那样明显ꎬ原因之一便是教育改革中没有厘清

人与技术的关系[１]ꎬ也没有实现信息技术与课堂

教学的深度融合[２]ꎮ 智能交互系统被作为信息技

术引入应用到基础教育领域ꎬ将改变基础教育阶

段中人与人、人与资源、人与机器等的互动方

式[３]ꎬ同时ꎬ也为解决基础教育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提供可能的解决路径ꎮ 因此ꎬ了解智能交互系统

的内在机理ꎬ明晰智能交互系统在课堂教学中的

应用价值ꎬ认清智能交互系统在课堂教学中的实

施困境ꎬ对解决基础教育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一、智能交互系统的内在机理

１.主要内涵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ꎬ人们在感受信息

技术给人类生活、工作、学习等带来便利的同时ꎬ
也对人与计算机的互动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智能交互系统是在以“人工智能” “互联网＋”等为

代表的信息技术与经济、军事、医疗等领域进行深

度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的ꎬ建立在信息技术的智能

化、交互性等基础上的一种新型人机交互系统ꎮ
具体来说ꎬ智能交互系统是以实现便捷的人机交

互来帮助人们获取所需信息为目的ꎬ以丰富的数

据资源为载体ꎬ以智能化、集成化的技术为支撑ꎬ
解决各系统数据之间不能兼容的一种新的人机交

互系统ꎮ
２.基本结构

智能交互系统不仅拥有可以储存丰富的数据

资源的云端资源池、流畅的信息传输通道ꎬ也有可

视化的终端设备以及兼容性较强的资源池操作平

台ꎮ 终端设备、资源池、信息传输通道、资源池操

作平台作为智能交互系统的四个基本元素彼此作

用ꎬ构成了相互依存的信息系统ꎮ 比如ꎬ智能交互

系统在智慧图书馆的应用ꎬＬＥＤ 大屏幕、触摸屏、
检索机等是其终端设备ꎬ云端数据库是其资源池ꎬ
网络系统是其信息传输通道ꎬ数据发布系统、导航

系统等是其资源池操作平台[４]ꎮ
３.基本特征

智能交互系统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统领性ꎬ
将兼容目前大部分的系统、资源平台以及终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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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ꎬ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ꎮ 具体而言ꎬ智能交互系

统具有以下基本特征ꎮ 第一ꎬ数据资源的无限化ꎮ
智能交互系统拥有庞大的云端资源池ꎬ相比终端

设备的储存量而言ꎬ它能大大拓展数据资源的储

存空间ꎮ 第二ꎬ数据资源的动态化与立体化ꎮ 智

能交互系统的应用有助于改变以往数据更新缓慢

的弊端ꎬ资源池与终端设备的数据资源可以进行

实时的动态的相互转化与更新ꎮ 同时ꎬ由于扩大

了储存空间的容量ꎬ加上网络带宽流畅ꎬ加大了数

据吞吐量ꎬ使其数据资源的呈现方式趋于立体化ꎬ
不只是文字、图片等静态内容ꎬ还纳入了语音、动
漫、视频等动态内容ꎮ 第三ꎬ操作平台的可视化与

简洁化ꎮ 智能交互系统要求为用户提供可视的、
标准且友好的操作界面ꎬ从而达到资源池操作平

台的简洁化ꎬ使用户不需要接受任何培训就可以

获取所需信息ꎮ 此外ꎬ随着智能手机、ｉＰａｄ、触摸屏

的普及ꎬ终端设备的更新与换代也使操作平台更

好地服务于越来越多的用户ꎮ
二、智能交互系统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价值
智能交互系统在社会领域应用较为广泛ꎬ并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ꎬ将其应用到课堂教学中ꎬ对解

决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具有十

分重要的价值ꎮ
１.消除信息孤岛ꎬ实现资源集成化

近年来ꎬ随着信息技术的引入ꎬ人们开始打造

网络资源平台ꎬ开发各种课程资源ꎬ如精品课程、
网络课程ꎬ等等ꎮ 但由于对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的

短视ꎬ这些平台在建设之初并没有考虑到平台之

间的相容问题ꎬ不能与其他平台的课程资源通过

共享汇聚在一起ꎬ只是一个个“信息孤岛”ꎬ导致课

程资源的重复开发与浪费ꎮ 智能交互系统的引入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ꎮ 智能交互系统拥有

强大的资源池ꎬ可将这些孤立的资源平台里的课

程资源储存在一起ꎬ构建成一个集成化的课程资

源平台ꎬ为基础教育的用户终端提供丰富的课程

资源ꎬ方便其获取所需信息ꎮ 同时ꎬ因智能交互系

统具有较强的兼容性ꎬ还能把各个资源平台的数

据资源进行整合ꎬ避免出现格式不兼容的窘境而

导致课程资源的流失ꎬ进而推动与实现课程资源

的共享与集成化ꎮ
２.关注差异化需求ꎬ实现服务个性化

基础教育领域的课程资源不仅要符合学科系

统知识的要求ꎬ还要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ꎮ

智能交互系统在适应学生个体差异性需求上具有

较大的优势ꎮ 它通过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ꎬ使学

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以及对资源呈现方式

的喜好ꎬ通过终端设备中简洁的操作界面ꎬ来快速

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ꎬ并领会信息中的意蕴ꎮ
这样ꎬ智能交互系统便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以需求

为本的课程资源库ꎬ来满足学生个体学习的差异

性ꎬ以更好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ꎮ 另外ꎬ智能

交互系统还能根据学生的使用习惯、学习领域ꎬ来
推送最新资讯以及他们感兴趣的主题ꎬ从而适应

每位学生学习的习惯、风格与兴趣ꎬ真正实现服务

的智能化与个性化ꎮ
３.构建虚拟化学习社区ꎬ促进传统学习

方式变革

基础教育改革所提倡的合作学习、探究学习

等新型的学习方式对培养人的合作能力、探究意

识等方面具有特殊功能ꎬ但在课堂教学中出现了

难以推广的困境ꎬ究其原因ꎬ一方面ꎬ教师创设适

应新型学习方式的教学方案需要花费较多的时

间ꎬ工作量大ꎬ且教学效果难以保证ꎻ另一方面ꎬ教
师对新型学习方式的内核理解还不够ꎬ创设的教

学方案对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探究意识等不能

真正发挥效用ꎮ 智能交互系统独到的优势有助于

促进传统教学方式的变革:它能够为学生创建虚

拟的学习社区ꎬ使怀有共同爱好的各地学生汇聚

在一起主动学习ꎬ改变了以往学生仅为完成课程

学习任务被动学习的状况ꎮ 智能交互系统里的每

一个虚拟化学习社区的学习目标都是由其成员共

同构建的ꎬ学生完全按照自己的学习节奏ꎬ为实现

社区的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探究ꎬ在虚拟化的学

习社区内ꎬ学生不断地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交流

问题ꎬ从而促进他们合作能力、探究意识的养成ꎮ
三、智能交互系统在课堂教学中的实施

困境
智能交互系统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还处在起

步阶段ꎬ在实施过程中将面临以下困境ꎮ
１.支持系统不完备

智能交互系统通过资源集成化形成的巨大的

云端资源池可以为全国各个地区的学校提供优质

的课程资源ꎬ有助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学校同样能

获取高质量的教育资源ꎬ进而缩小我国东西部之

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不平衡的差距ꎮ 但目前在

全国范围内的基础教育学校中普及智能交互系统

还存在很多技术上的难题亟待解决ꎮ 比如网络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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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问题ꎮ 学校实现智能交互系统的普及化需要每

一位学生拥有一台终端设备ꎬ而目前学校的网络

带宽很有限ꎬ网速不稳定将直接影响终端设备与

资源池的传输效率ꎬ容易出现网络不流畅的现象ꎮ
再如ꎬ终端设备短缺问题ꎮ 智能互动系统需要可

视化终端设备ꎬ经济落后地区的家庭难以承受这

笔开销ꎬ等等ꎮ 因此ꎬ必须解决当前智能交互系统

在推广中所面临的难题ꎬ保证每所学校均安装网

络宽带ꎬ提升网速ꎬ降低终端设备的准入门槛ꎬ才
能实现优质课程资源共享ꎬ扩大优质课程资源覆

盖面ꎮ
２.教学模式固化

人的素养的培养离不开知识ꎬ但课堂教学不

能止于知识的教学[５]ꎬ还应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ꎬ
培养学生的能力ꎬ发展学生良好的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ꎮ 智能交互系统为教师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

的课程资源ꎬ如大量的视频、动画以及上课所需要

的课件、教案等ꎬ这些为教师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ꎬ同时ꎬ它也为学生提供了相关内容的课程资

源ꎬ学生可以根据检索到的材料以及推送的资讯

了解这一主题的最新动态ꎬ与教师同步拥有研究

主题的相关内容ꎬ便于学生能和教师平等地进行

课上讨论ꎮ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结构中ꎬ教师和学

生共同作用的对象是教科书、教辅资料等纸质资

源ꎬ教师与学生已经形成了依赖这些资源进行教

与学的习惯ꎬ课堂教学结构严谨ꎮ 智能交互系统

虽然能为教师课堂教学提供较为丰富的课程资

源ꎬ扩大教师和学生的课程视野ꎬ但这种在课堂教

学中呈现较为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性课程资源ꎬ导
致教师把握确定性教学抓手的难度加大ꎬ使教师

在传统课堂教学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受

到挑战ꎮ 同样ꎬ这种不确定性课程资源也很容易

使学生处于学习自由化、无目标的状态中ꎮ 因此ꎬ
为更好地把握智能交互系统为课堂教学带来的机

遇ꎬ必须优化传统的课堂教学结构ꎬ构建基于智能

交互系统的课堂教学模式ꎬ才能使这种既能充分

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凸显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

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

学方式[２]得以落实ꎬ否则ꎬ智能交互系统就难以在

课堂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ꎮ
３.教学主体技术水平有限

一种崭新的教学模式ꎬ抑或是一种先进的教

学技术能否真正走进学校、进入课堂ꎬ教学主体的

接受能力、操作能力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ꎮ 如

上文所述ꎬ智能交互系统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

将会带来教学资源的丰富化、教学内容的个性化

以及教学过程的动态化ꎬ进一步促进课程改革目

标的实现ꎮ 但智能交互系统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是存在作用边界的ꎬ这其中ꎬ教学主体的技术水平

便是智能交互系统在课堂教学中应用边界的核心

性、限制性条件ꎮ 教学主体对智能交互系统的认

同程度影响着智能交互系统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与落实ꎮ 比如ꎬ教师是否了解、承认与欣赏智能交

互系统ꎬ是否对智能交互系统在课堂教学中应用

的价值与意义存在倾向性的共识ꎬ决定了教师是

否会在课堂教学中合理使用智能交互系统ꎻ教师

是否具备使用智能交互系统的能力也将极大地影

响智能交互系统在课堂教学中的落实ꎮ 调研中发

现ꎬ大部分教师仅仅通过智能交互系统下载教学

课件ꎬ而对智能交互系统中的其他内容鲜少触碰ꎬ
在如此具有吸引力的课程资源“花花世界”里ꎬ教
师们为何浅尝辄止呢? 不少教师坦言ꎬ他们的课

程资源选择能力、整合能力以及转化能力难以跟

上智能交互系统更新换代的速度ꎮ 另外ꎬ学生是

否具备通过智能交互系统主动与自主学习的能

力ꎬ家长是否具备辅导学生通过智能交互系统开

展学习的知识与能力ꎬ目前存在“理想很丰满、现
实很骨感”的窘境ꎮ 有鉴于此ꎬ拓宽智能交互系统

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边界ꎬ还需要突破教学主体

技术水平限制的壁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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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６１００６８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６１００６８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ꎬ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ｅ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ꎬ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ｃａｎ ｂｅ ｕｎ￣
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ｄｅ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ｎｏｒｍｓꎻ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ꎬ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ꎻ ｔｈｉｒｄｌｙꎬ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ａｇｅ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ｈａｂｉｔｕ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ｅｌ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ꎻ ｆｏｕｒｔｈｌｙꎬ “ｓｅｌｆ－ｒｅｎｅｗ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ａｃ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ꎻ ｎｏｖ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ｗ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ꎻ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 ｗ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ｏｃｒｉｔｙꎻ ｅｘｐｅｒ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ｏｒ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ｙｃｌｅꎻ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ꎻ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ｕｌｅ ｉ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ｕａｒ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ＨＥＮ Ｙ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ꎬ ２１００９７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ｗａｓ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Ｋ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ꎬ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ｉｓｓｕ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Ｔｕｄｏｒ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ｌｓ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ｗ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ｕｌｅ ｉ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ｕａｒ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ｌｓ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Ｊａｍｅｓ Ｉꎬ ａｓ ｔｈｅ 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ａｓ ｈｉ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ｕｎｉｔ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ꎻ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Ｉ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ｎｅꎬ ｔｈｅ ｐｌ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
ｒｉｓｈ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１６４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ｗａ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ｕａｒｔ ｐｅｒｉｏｄꎻ Ｉｒｅｌａｎｄꎻ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ｕ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ｓｔｙ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ＹＥ Ｊｉａｎｍｉｎｇ
(Ａｎｈｕｉ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Ｈｅｆｅｉꎬ Ａｎｈｕｉꎬ ２３００２２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ｍａｓ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ｓｔｙ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ｓｕｃ￣
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ｓｔｙ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ｉｓ ｎｏｔ ｓｏ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Ｖｉａ Ａｎａ￣
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ＨＰ) ａｎｄ ｆｕｚｚ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ａｙｅｒꎬ ｔｈｅ ｍａｒ￣
ｋｅ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ｈ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ｗｈｅｎ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０.３１５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ｌａｙ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ＯＩ) ｈ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０.１１２. Ｔｈ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ｈａ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ｖｅｒｙ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ｉｎｄｅｘ ｌ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ｒｅｔｕｒ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ｃａｎ ｌａｙ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ｓｔｙ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ꎻ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ꎻ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Ｌｉｆｅ Ｔｒａｕｍ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Ｘｕ Ｘｉａｏｂｉｎ’ｓ Ｎｏｖｅｌｓ

ＧＵＯ Ｍａｏｑｕ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ꎬ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Ｌａｎｚｈｏｕꎬ Ｇａｎｓｕꎬ ７３０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ꎬ Ｘｕ Ｘｉａｏｂ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ｍｅｎ’ 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ｐ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Ｘｕ Ｘｉａｏｂｉｎ’ｓ ｎｏ￣
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ｆｕｌｌ ｏｆ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ｌｉｆｅ ｔｒａｕｍａꎬ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ｄｅｅｐ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ｉｄｅａ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Ｕ Ｘｉａｏｂｉｎꎻ ｎｏｖｅｌｓꎻ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ꎻ ｌｉｆｅ ｔｒａｕｍａꎻ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Ｆｏｒ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ＩＮＧ Ｆ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Ｓｈｉｐ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６３７００２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
ｕｌｕｍ ｆｏｒ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ꎬ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ꎬ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ａｎｄ “ｃｌｏｕ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ꎬ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ｅｌｐｓ 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ꎬ ｔｈａｔ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ｓｈｏｗｓ ａ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ｒｉｃｈ ｍｅｄｉａꎬ ｔｈａｔ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ｍｏ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Ｂｅｓｉｄｅｓ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ｆｏｒｍ ｈ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ꎬ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ꎻ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ｆｏｒｍꎻ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４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