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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袁文化自信内蕴着两个根基袁
其一是立党立国的根基要要要马克思主义理论袁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曰其二是中国人文

化生命体的根基要要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儒道佛经典遥 文化自信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深邃的哲

理要要要野道冶的智慧曰其生命力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强的连续性尧凝聚力曰其根本特征是自强不息尧刚健自信尧谦
虚厚德曰其基本特性是注重经邦济世的实践理性遥 文化自信的传承和培育院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尧普通民众和大学

生要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文化常识尧基本理论袁确立文化自觉意识袁进而确立文化自信的文化价值观曰
其次袁置身大数据时代更要引导青少年尧大学生阅读中华传统经典曰引导民众在社会实践中确立中国人之为中国人

的做人的信仰曰同时要在民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常识曰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

国元素问题遥
揖关键词铱 文化自信的内蕴曰 特征曰 传承曰 培育

Abstract: Cultural confidence is a firm belief in the vitality of one忆s own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hich includes two kinds of foundation. on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 Marx忆s theory, especially
the achievemen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忆s doctrine, and the other is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life - the classic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nfucian and Taoist Buddhist Classics. The cultural self-
confidence derives from the inner spirit and profound philosophy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wisdom of
义Tao义, and its vitality lies in the strong continuity and cohes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ts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are self-improvement, strong self-confidence and humility and virtue;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文化自信的内蕴、特征及其传承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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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文化自信的内蕴

2014 年 2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中袁习近平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遥 在之后

的两年中习近平又多次论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袁是坚定道路自信尧理论自信尧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

之义遥2016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在建党 95 周年大会的重

要讲话中指出野文化自信是更基础尧更广泛尧更深刻的

自信冶遥
与文化自信相关的概念是文化自觉袁 这个概念是

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遥 他说院野文化

自觉是指生活在特定文化历史圈子里的人对其文化有

耶自知之明爷袁明白它的来历尧形成过程尧所具有的特色

和发展趋势噎噎冶 费孝通提出的这个文化自觉的要求

实际上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袁真正做到很不容易遥 费老在

80 寿辰聚会上将文化自觉的历程进一步精炼概括为十

六字原则袁即野各美其美袁美人之美袁美美与共袁天下大

同冶遥 这实际上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普遍价

值袁即超越时空尧跨越国界尧富有永恒生命力的文化精

神弘扬起来尧传播出去遥
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

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袁 而文化自觉从深层次来看蕴含着

文化自信袁二者是相互依存尧相互促进的关系遥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院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尧 理论

自信尧制度自信袁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遥 冶
文化自信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源泉与动力袁 是涵

盖民族文化尧生活方式尧意识形态尧国民凝聚力的一种

精神上的向心力袁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

撑遥 文化自信又是指每一个中国人尧中国公民对中华五

千年优秀文化的遵从袁 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定信念袁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成果要要要野四个全面冶野五位一体冶野五大发展理念冶等

习近平新思想尧新理念尧新战略的认真学习尧深入领会

和坚定不移的贯彻尧 落实袁 变成自己行为的指南和动

力遥 文化自信内蕴着两个根基袁其一是确立立党立国的

根基要要要马克思主义理论袁 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曰 其二是中国人文化生命体的

根基要要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儒道佛经典遥 文化自

信是一个国家尧一个民族的灵魂遥 野民无信不立冶袁是指

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袁 也是对自己民族文

化的绝对的相信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尧理论和

制度的坚定信念遥 文化自信应该成为士人即知识分子尧
大学生尧研究生人格的灵魂袁成为一种信仰遥 叶论语窑泰

伯曳里有一句话院野士不可以不弘毅袁任重而道远曰仁以

为己任袁不亦重乎钥 死而后已袁不亦远乎钥 冶对这段话进

行当代诠释是院今天的大学师生胸怀不可以不宽广袁意
志不可以不坚定袁理想不可以不高远遥 为什么呢钥 因为

重任在肩遥什么重任呢钥以实现仁爱作为自己的使命和

担当遥 这种仁爱就是忠恕之道袁即野己欲立而立人袁己欲

达而达人曰己所不欲袁勿施于人冶遥 尤其是后一句野恕
道冶袁已经被世界上的宗教家们公认为人类行为的黄金

定律袁并被烫金大字镶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墙上遥
实现野仁爱冶还有一层意思是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冶袁也
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遥 不仅如此袁文化自信的责任

和使命还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己的一份贡

献遥 担当如此大任袁肩上的担子难道还不重吗钥 直到死

始终如一地为了实现这一使命和责任奋斗不止袁 难道

道路还不遥远吗钥 这种对信仰的执着就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崇高的价值理念尧 历史唯

物主义的时代精神的融合遥 文化自信在今天的表述就

是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一

份绵薄之力遥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实践过程实际上也

是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遥

practical rationality of the nation. There are several aspect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cultivation of cultural self-confi鄄
dence: firstly, the leading cadres, ordinary people and college stud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understand the basic cultural
common sense and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stablish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n con鄄
firm the cultural values of cultural confidence. Secondl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we should guide young people and col鄄
lege students to read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and also guide the people to establish the Chinese people忆s conviction
in the Chinese social practice, and to popularize the basic theory and common sense of Marx忆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public, and to explore the Chinese elements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characteristics; inheritance; nurture

Shao Longbao On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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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文化自信的特征

文化的定义有上百种袁 最基本的内涵是指一个民

族的价值取向和整体的生活方式尧 执政规律和社会运

行规律遥 文化自信作为一种文化类型自身具有多重文

化特质遥 为此袁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的特征袁要了解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袁 要懂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基本常识和基本理论袁譬如什么是叶四书五经曳袁什么是

儒释道袁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等遥 这就是文化自觉的要

求袁由此才能确立文化自信的文化价值观遥
1援 文化自信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

深邃的哲理要要要野道冶的智慧遥 叶易经曳的中心思想是阐

发了世界上万事万物都遵循野一阴一阳之谓道冶的规律

和原则遥 叶易经曳这个文化的源头生出儒道两家袁成为先

秦思想的主干袁汉以后加上中国化了的佛学袁成为中国

思想文化的儒道佛主流遥 儒道两家形似对立袁其实相辅

相成袁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特质遥 叶道德经曳作为道

家的经典较之儒家的叶四书五经曳更有哲学的形而上学

味道袁它使中国哲学尧中国思想相对于古希腊的逻各斯

和基督教的神文化袁创造和形成了野道冶文化的哲学体

系遥 野道法自然冶和野反者道之动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不

知影响了多少西方思想家袁可以说从黑格尔到康德尧莱
布尼茨和所有西方启蒙思想家袁 直至现当代德国的海

德格尔和尼采尧哈贝马斯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看法袁
都可以找到野道冶文化的思想印记和观念的痕迹遥 野道冶
文化不仅是哲学智慧袁也是政治智慧袁其野无为而治冶是
野君人南面之术冶之总纲遥 意在告诫君王在治国理政中

不可妄为尧心中要有百姓袁应处下不争曰要遵循天道袁
野不争而善胜冶袁 使 野无为而无不为冶袁野天下莫能与之

争冶曰遵循野天道冶野损有余而补不足冶曰 遵循野天道冶以德

报怨院野善者吾善之曰不善者袁吾亦善之冶曰强调循道而行

是为德善袁德善之行为方为上德袁崇尚以德报怨袁直在

其中矣遥 野道冶文化的奥妙处来自于经验直觉袁它不同于

西方哲学崇尚精确的思辨袁强调概念的理性尧条理性尧
思辨性袁野道冶文化强调阴阳协调尧整体和谐尧直觉顿悟袁
看似模糊袁 恰是看待世界和自然的一种中国式的思维

方式和智慧遥 野道冶文化预测到人类文明会出现各种异

化现象袁揭示了人类历史与世界图像的普遍规律袁在哲

学尧 政治和人生智慧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给人以无尽的

启示遥 总之袁叶易经曳叶道德经曳叶孙子兵法曳是中国思想文

化在本源上具有的文化自信的根本价值之所在遥
与老子不同袁孔子之道是人道遥 老子之道是自然之

道袁孔子之道则注重历史文化尧思想理念和精神袁在当

时就是礼乐之道尧先王之道遥 儒家探寻历史尧思想尧文化

的规律袁 是社会治理之道或人道袁野祖述尧舜袁 宪章文

武冶是野道冶的源头遥 为了道的实现袁孔子曾说院野朝闻道袁
夕死可也冶袁 他认为 野士志于道冶袁 知识分子应该成为

野道冶的担当者遥 人与野道冶的关系是野人能弘道袁非道弘

人冶渊叶论语卫灵公曳冤遥 儒家认为修身即修道袁修身方能

安己尧安人尧安百姓遥 儒家的野道冶的核心是仁义袁所谓

野天道是阴阳袁地道是柔刚袁人道是仁义冶遥 儒家的仁义

之道是忠恕之道尧内圣外王之道尧天人合一之道和中庸

之道遥 儒家之道主要用来对治野人心惟危冶袁是从人性的

深层讲治国理政遥 儒道两家一个是从社会历史尧思想文

化尧 礼乐的视角入手袁 一个是从天道自然宇宙本体切

入遥 实际上都是为了明人事袁都是为了治国理政袁都强

调治国理政要从人的心性修养入手遥 而孔子的仁义之

道强调的是从人性的深层出发袁要求人的行为要意诚尧
心正袁才能修身尧齐家尧治国尧平天下遥 所以袁儒道看似对

立袁实际上在深层次是相辅相成的袁是暗合和相通的遥
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精神气质和哲理智慧之

道袁是文化自信的根源之所在遥
2援 文化自信的生命力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极强的连续性尧凝聚力遥 作为中国人袁尤其是当代大学

生袁 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文化价值观和精神风

貌遥 首先要了解我们有从未中断的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和灿烂文化袁世界上许多文明如玛雅文明尧巴比伦文明

都消亡了袁唯有中华文化一以贯之尧未曾中断遥 中华文

化柔中有刚尧刚柔相济袁经得起折腾和赞美袁不论遭受

挫折还是获得成就袁始终如一地自我更新尧正所谓野苟
日新袁日日新袁又日新冶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走向新

的境界尧形成全新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遥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什么会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钥 首先在于其

有极强的包容性袁我们的文化能把 56 个民族团结凝聚

在一起袁是主张野和合冶的文化袁强调野家和万事兴冶袁我
们要建设的是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遥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要要要道德人文精神遥 早在两千

多年前袁周取代商袁周代的统治者就已经认识到袁国家

的兴衰成亡袁不是由天帝裁决的袁而是由统治者的行为

是否有利于老百姓所决定的袁 是统治者自己的行为有

德还是失德决定的遥 这是最早的道德自觉意识袁也就是

人文主义精神的开端遥 我们的人文主义精神产生于两

千多年前的周代袁西方的人文主义是在 14 世纪文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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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运动后才有的遥 与之相应袁中华文化还有一种道德人

文主义的信仰袁 儒道佛都是要在人间建立道德的精神

王国遥 我们与西方文化不同袁不是要追求外在超越袁而
是追求内在超越曰是要追求立德尧立功和立言人生真三

不朽遥 这种道德精神在千百年中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

聚力袁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动因遥 今天在社会转

型尧资本扩张尧网络信息成为大数据的时代袁的确出现

了一些道德缺失尧价值倒错尧信仰迷惘的社会问题袁但
是不能认为几千年积淀尧传承尧绵延下来的道德自觉意

识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不复存在了遥 恰恰相反袁正是

中华民族的道德自觉意识和道德精神形成的凝聚力使

得普通民众有对道德缺失尧价值困惑尧信仰迷惘的反思

和批判遥 还有许多问题是时代变迁发展产生的新问题遥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是野自强不息冶尧

刚健自信尧谦虚厚德遥 在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就有

野夸父追日冶野精卫填海冶野女娲补天冶 等反映古代劳动

人民为求生存自强不息的故事袁不像西方社会的神话

传说讲的是神和上帝天国的故事遥 先秦的诸子百家有

一个主题思想是人之为人要能站得起来袁 人要有道

德尧人格尧气概尧风骨尧境界遥 认为野人而无信袁不知其

可冶遥 孔子的野三军可夺帅袁匹夫不可夺志冶曰孟子的野富
贵不能淫袁贫贱不能移袁威武不能屈袁此之谓大丈夫冶曰
老子的野天地不仁袁以万物为刍狗遥 圣人不仁袁以百姓

为刍狗冶曰庄子在叶逍遥游曳中所说的野举世而誉之而不

加劝袁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袁定乎内外之分袁辩乎荣辱

之境冶噎噎这些讲的都是一种顶天立地的人格尧风骨尧
胸襟和气象遥 这是儒道刚柔相济的担当和使命感尧责
任感袁 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精神气质袁这
种精神气质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遥 范仲淹的野先天

下之忧而忧袁后天下之乐而乐冶和张载的野为天地立

心袁为生民立命袁为往圣继绝学袁为万世开太平冶以及

明清时期王夫之所说的野六经责我开生面冶尧龚自珍的

野我劝天公重抖擞袁不拘一格降人才冶尧顾炎武的野天下

兴亡袁匹夫有责冶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为国为民的基

于使命和责任的自信和担当遥
厚德载物内涵着包容性袁 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突出的特征遥 包容性和凝聚力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

的和谐意识紧密联系袁 和合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

之精髓遥 中华文化最高的包容境界可以说集中体现在

叶易传曳中叶文言曳的野夫大人者袁与天地合其德袁与日月

合其明袁与四时合其序袁与鬼神合其吉凶冶之中曰体现在

野大乐与天地同和袁上下与天地同流冶之中遥
两千多年来是儒道佛融合包容袁 到了近代是中西

马的碰撞尧对话尧融合袁现在正走向包容性的新境界遥 从

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袁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仅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种敬意而且认真钻研传统经

典曰研究西学的学者也主动回头研究自己的传统国学袁
认为不懂自己老祖宗两千多年来说了些什么袁 就无法

真正理解西学的主旨和精髓曰 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学者也深刻认识到袁仅仅关注传统袁不用马克思主义

的世界观方法论做指导袁不借鉴西学的合理因素袁主观

的现代化事业会遇到种种障碍和麻烦遥 这样一种学术

的包容性才真正有利于野百花齐放袁百家争鸣冶袁有利于

创建中国话语的社会人文学科体系遥
4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实践理性遥 中

国社会是农耕社会袁提倡野大人不华袁君子务本冶袁安土

乐天的先人注重建立在日常经验基础之上的实用理

性遥 自孔子开始就重视知行兼顾袁 他说院野听其言观其

行冶袁君子言之必可行也遥 叶中庸曳道院野是故君子耻有其

言而无其行冶遥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实用理性袁这已

成为学界公认的一个特征遥 它讲求野经邦济世冶尧野实事

求是冶尧野知行合一冶遥 叶道德经曳里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袁
都是来自于芸芸众生鲜活的生活实践遥 宋儒朱熹的野穷
理冶尧陆九渊的野心即理冶袁再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都在

知行上着力遥 王阳明的四句教野无善无恶心之体袁有善

有恶意之动袁知善知恶是良知袁为善去恶是格物冶句句

落实在实践上袁在其看来袁知与行倘若脱节还叫什么道

德良知和知野道冶啊浴 总之袁中国文化关注日常生活袁野四
大发明冶是实用技术袁野极高明道中庸冶是建立在社会生

活和日常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中国智慧袁野广大高明不离

乎日用冶袁重视经验而轻视思辨不能不说是它的弊端遥
三尧文化自信的传承和培育

文化自信的传承和培育有一前提性的问题袁 即如

何科学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遥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应该有三个参照系加以反思评价院一是以史为参照袁搞
清楚传统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本来面目袁 正确评价

其历史作用及其价值曰 二是以时代精神为现实参照对

传统文化进行科学评价曰 三是以动态中的当下社会经

济尧政治尧文化的变迁中产生的问题为导向进行创造性

转化袁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生命力之本源袁探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路径并加以自我超越遥
文化自信就文化类型而言是指文化主体的文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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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袁具体表现为每一个体对文化的态度和感情袁即同情

与敬意尧自豪和自信遥 关于文化自信的研究袁以往主要

侧重宏观方面的探讨袁微观研究甚少遥 大学生是文化的

主体人的微观视角之一遥 如何提升尧增强大学生的文化

自信呢钥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院一方面我们要认清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袁 是涵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袁 是发展和繁荣革命文化与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坚实根基曰 另一方面又必须以建设

革命文化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袁特别是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袁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袁实
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培育与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统一遥 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压袁帝国

主义的殖民文化尧买办文化的侵蚀袁曾经一度使我们丧

失了对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应有的重视和尊重袁
甚至在一些人和一些阶层中产生了一种文化自虐的扭

曲心态袁造成了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遥 所以袁增强

和提升文化自信袁 首先就必须重建对我们民族的优秀

传统文化的自信遥 世界历史证明袁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

走向新的历史征途尧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转折时期袁都
经历了一个回溯自己的传统袁 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

进行再认识的过程遥
1援 要了解最基本的文化常识尧基本理论袁先确立文

化自觉意识袁在此基础上确立文化自信的文化价值观遥
譬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四个层次袁 其一是文献典

籍尧其次是典章制度尧再次是庙宇设施尧最后是节庆风

俗遥 我们要了解的首先是文献典籍的观念文化袁观念文

化与价值观尧与精神尧信仰关系最为密切遥 这是一种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狭隘的理解袁 从广义的角度来认

识袁算盘尧青铜器尧玉石尧剪纸尧舞龙尧书法尧京剧等各种

地方戏尧唐诗宋词尧武侠小说等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遥 我们是从价值理念尧传统美德尧人文精神这三方面

来考察观念文化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观念上尧 价值

上尧精神层面来看袁主要有这样一些核心概念或范畴院
自强不息曰厚德载物曰民为邦本曰天下为公曰协和万邦曰
革故鼎新曰知常达变曰开物成务曰居安思危曰修齐治平曰
民本曰民贵君轻曰爱民尧富民尧养民尧教民曰经邦济世曰敬
业乐群曰先忧后忧曰以和为贵曰和而不同曰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曰天人合一曰群己合一曰知行合一曰以诚待人曰讲信

修睦曰清廉从政曰勤勉奉公曰中庸之道等价值遥 要了解这

些核心概念需要认真读文化史尧哲学史和思想史遥 在千

年来的历史文化传承中袁 上述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已

经融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袁 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

内核和元素遥 这种野活着冶的传统已经沉淀在新民主主

义文化尧社会主义文化的血脉中遥
2援 大数据时代更要引导青少年尧 大学生和每一位

公民阅读中华传统经典遥 今天我们置身在前人未经历

的一个崭新的大数据时代遥 大数据的一个突出特征是

全数据遥 所谓野全冶是指可以用最少的预先规定袁虽非原

始却是最少人为尧接近客观的数据做各种事情遥 它的正

效应是可以避免小数据的片面性袁 根据接近客观的数

据做出相对正确的判断和决策袁使政治更加透明尧法律

更加公正遥 其负面效应是大数据亦可使拥有海量尧多
样尧高速尧复杂数据的人拥有数据霸权袁因此而获得高

额利润袁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加剧袁人的进一步异化曰甚
至导致键盘决定人的发展袁 造成偶然因素范导人类社

会前行袁带来难以预测的灾难曰使得一小部分人成为价

值连城的富人袁而许多人则成为只会消费尧物质基础又

十分薄弱的无用之人袁成为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之人遥
大数据正在改变人的生存方式袁 正在改变人的存在方

式尧交往方式袁甚至正在改变社会生产方式遥 有一种乐

观的预见袁认为大数据正在为改变生产方式提供平台尧
工具和手段尧条件袁倘若能使大数据的个人占有转变为

全民占有的话袁 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价

值理念和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的实现便会更加接近遥 总

之袁 大数据在加深人的异化的同时又为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创造了条件遥 在笔者看来袁大数据时代面临的一个

最大的问题是院大数据能否改变人性钥 马克思曾经说过

这样一句话院野人类历史无非是人性的不断改造而已遥 冶
这一论断说明袁 伴随时代的发展袁 人性并非千万年不

变袁而是在动态中变化的遥 虽然就人性的抽象性和普遍

性而言渊诸如善恶尧美丑尧真假袁理欲尧义利尧苦乐袁富有

理性尧情感尧意志和爱等冤两千年前与当下没有什么区

别袁但是就人性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来看袁爱尧理性尧情
感尧意志和理欲尧义利尧苦乐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遥 正像马克思所说袁考察人性应该放在

特定的社会形态尧社会生产方式中袁通过具体的个人所

处的经济地位尧政治地位尧文化教养和他渊她冤的各种复

杂的伦理关系袁 可以看到每一具体的个人的人性是变

动不居的遥 中华传统经典中的思想尧理念和价值尧精神

是可以用来对治人性中的野蛮尧愚昧尧狭隘尧自私等弱

点的袁是可以用来高扬真善美等人性的优点的袁这是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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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兰先生曾经阐发过的所谓对待传统文化可以抽象继

承的意思遥这一点说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并不会使得中

华传统经典的价值失效遥另一方面袁正如上述所言袁人性

会在时代变迁中发生变化袁 既可以得到改进和完善袁也
可能变得更加自私尧卑鄙和狠毒袁在这种状态中袁中华传

统经典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钥传统经典的生命智慧恰恰

就体现在这里袁它可以通过人们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用于对治人性的堕落袁 也可以用于激发人性的向

善遥此可以理解为冯友兰先生所阐发的具体继承遥因此袁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并不会使得中华传统经典失去应有

的价值和意义袁相反袁越是在大数据时代袁即越是现代

化袁越会使人们回望传统尧重新认识传统经典的价值和

意义遥 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和魅力之所在遥
叶论语曳等经典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思想的总源

泉袁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袁许多理念已在我们全

社会形成共识遥 在大数据时代袁年轻人或大学生更有

条件和责任去传播和传承中华传统经典袁在建构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袁在自渡的

同时去渡人袁让人类社会和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遥 大数

据为文化自信奠定了技术基础袁 设立了文化传播尧交
流尧融合的平台袁关键是人要驾驭好大数据的技术工

具袁为人性为善去恶服务遥
3援 确立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遥 文化自

信说到底是道德自信袁是道德人格的确立袁是良知的呈

现遥 中国人的信仰是在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框架当中的

一种内在超越的人文信仰遥 士大夫注重学理的阐发袁讲
中庸之道和内圣外王之道袁野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冶遥
而老百姓则信奉野积善余庆袁积恶余殃冶尧野坏事莫为袁善
事多行冶尧野头上三尺有神灵冶[1]遥 这是中国人的民间信

仰袁多少带有一些神秘色彩遥 孔子曾经请教老农院野什么

是诚信钥 冶老农回答道院野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袁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遥 强哭者虽悲不哀袁强怒者虽严不威袁强亲者

虽笑不和遥 冶叶礼记窑中庸曳就说院野诚者天之道也袁诚之者

人之道也遥 冶认为野诚冶是天的根本属性袁努力求诚以达

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为人之道遥 又说野诚者袁物之终始袁
不诚无物遥 冶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皆依赖于诚遥 孟子也

说野是故诚者天之道也袁思诚者人之道也冶(叶离娄曳上)遥
还说野反身而诚袁乐莫大焉冶(叶尽心曳上)袁认为反省自己

以达到诚的境界袁 就是最大的快乐遥 荀子虽 野不求知

天冶袁但也把野诚冶看作是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和境界遥
诚是立人之本袁也是做任何事情的成功之本遥 冶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是一种讲诚信的文化遥 有了诚信尧慎独的操

守袁人才能挺立起来袁民族和国家才真正有了灵魂遥 每

一中国人有了这种道德和做人的自信袁 文化自信就有

了底蕴遥
4援 要普及尧 引导民众和大学生认识和理解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遥这是文化自信的核心遥如果不确

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就不能真正

确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尧 理论自信和制

度自信袁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和认识文化自信遥 野四个自

信冶 说到底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信心遥 野主体的文化自信袁绝不是什么文化上的

虚骄袁更不是什么文化上的狂妄袁而应该成为人们的一

种实实在在的内化于心尧见之于行的文化性格遥 第一袁
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遥 第二袁具有广阔的文化胸怀遥 第

三袁具有深刻的文化使命感遥 [2]冶2012 年 11 月 15 日袁习
近平履新总书记当天袁 会见中外记者时即谈到袁野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袁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尧勇敢尧智
慧袁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袁培育了历久弥

新的优秀文化冶遥 这是一种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

义的视角来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出的结论遥 历史

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之点是袁 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

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袁 是生产方

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袁 是由此产生的社会被划分为不

同的阶级袁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遥 由此出发袁就
有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袁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

或阻碍作用袁从而得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袁社会存

在决定社会意识袁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袁生产力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等一系列结论遥 在叶费尔巴哈论

纲曳中马克思着重得出了野实践是检验思维正确性的唯

一标准冶 的结论遥 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

是院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袁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袁 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

和作用总是受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尧 政治和思想文

化条件的制约遥 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袁从愚昧尧野蛮

到文明开化的进程是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进程遥 还有一

点容易被人们忽视袁 那就是马克思的崇高的价值理

念要要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野自由人的联合体冶美好的

社会理想遥 许多人以为这是乌托邦袁根本就没有实现的

可能性遥 其实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已

经很好地在实践上证明了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冶在一点

一点尧一步一步尧在一些人那里变成现实遥 伟大的中国

Shao Longbao On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10窑 窑



2018 年第 2 期

梦尧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进程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

崇高理想之进程遥 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切实理解和认

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袁 才能真正认识

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尧广泛性尧持久性和深刻性袁才能真

正认识野道路自信冶野理论自信冶和野制度自信冶的相互关

系和深刻的意蕴遥 为此袁要切实探讨和研究文化自信的

社会心态遥 研究民众的社会心理袁研究如何使民众进一

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袁 了解我们党正

在致力于解决民众关心的各种社会问题袁 真正做好民

心工程袁 使老百姓有获得感遥 这是取信于民的伟大工

程袁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袁必须落实在行动中遥 这是

文化自信的政治基石遥
5. 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元素问题遥 研

究如何把文化基因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之中袁如何使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文化自信的传承有

机结合袁确立起道德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坚定信念和执

着的信仰遥 唯有人民有信仰袁国家才有力量遥 我们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最

深层的精神追求袁也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袁可以凝

聚和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遥 习近平在 2017
年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作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

思想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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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提高育人水平袁而育

人水平的提升无疑取决于教师的野教冶和学生的野学冶遥其
基础在野课堂教学冶袁主阵地是野课堂冶[1]遥但在以知识为核

心的互联网时代下袁学习理论已从行为主义尧认知主义

转向建构主义和情境学习袁教师的专业发展正面临着知

识取向的教学可能会被技术取代等严峻挑战遥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和新的移动技术

的迅猛发展袁当代大学生已普遍习惯于在通讯尧购物尧
游戏尧出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用智能手机袁但在高校

尤其是民办高校教学中移动互联技术的应用并未如此

普及遥 如何发挥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将其技术应用于教

学袁如何引导学生通过合理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主动尧探
究尧游戏化的学习袁让学生在积极体验中学习知识尧养
成个性尧培养能力袁积极鼓励学生像工程师一样解决问

题袁帮助他们深度学习袁乃是当前高校教学值得探索的

一个问题[2]遥
二尧研究目标

基于上述认识袁 本文拟通过准实验的研究方法探

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混合式教学有效性遥
近来人们普遍注意到袁 传统的教学方式已逐渐对

学生缺乏吸引力袁野低头族冶现象日甚遥 这在民办高校似

乎更为突出遥 我们设想袁将智能手机引入课堂教学袁将
他们难以摆脱的手机瘾引导到参与课堂的教学中袁以
此提高学生的野抬头率冶袁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

积极性袁 从而探索民办高校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混合式

教学的有效路径遥
三尧文献综述

虽然当前各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教学软件层出不

穷袁 在此基础上各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教学方法百花

齐放袁 但是这些教学方法能否改善高校现有教学仍然

有着不少讨论遥
1. 混合式教学

混合式教学是一种将线上的数字化在线教育与线

下的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袁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袁

充分发挥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积极性尧 主动性尧 创造

性袁并借助在线教育资源与信息技术促进课程教学袁以
达到更加有效的学习效果[3-4]遥 混合式教学融合了传统

面授教学与在线教育的优势[5]袁而教师尧学生尧教育技术

的应用和高校的支持是在线教育必备的要素遥
2.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混合式教学

目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混合式教学必须依托于某

种教学软件袁常见的有超星公司的学习通尧微信和清华

大学的雨课堂等遥
学习通是超星公司推出的一款基于神经系统原理

打造的知识传播与管理分享平台遥 它利用超星二十余

年来积累的海量的图书尧期刊尧报纸尧视频等资源袁为师

生提供一站式的学习环境遥 张丽君以建构主义理论为

指导袁整合利用超星学习通的交互功能袁构建了基于超

星学习通的交互式英语阅读移动教学模式袁 取得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6]遥 施华等从在线自主学习尧面对面合作

学习尧 考核评价三个方面构建基于超星学习通的混合

学习模式袁 以高职电路基础课程为例论述了这一模式

的实践[7]遥 范文卿以商务英语课程为例探讨了基于超星

学习通的混合教学模式[8]遥
微信作为国内应用最为广泛的即时通讯应用程

序袁目前已经拥有超过 8 亿人的用户渊覆盖 200 多个国

家尧超过 20 种语言)遥 吴肖等以野大学物理设计性实验冶
课程为例袁 进行了微信企业号支持下的设计性实验教

学的实证研究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在设计性实验课程的开

放式学习中袁利用微信企业号可以实现课程管理尧师生

沟通尧学生移动学习尧学生自我反思与互相评价等多项

教学功能;学生对于微信企业号支持下的设计性实验课

程教学的接受度颇高袁教学效果良好[9]遥 刘华等构建了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型袁并以野网线制作

六步法冶课程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袁研究显示此教学模

型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袁 优化了学习者的

学习体验袁促进了教学交互袁同时存在上传资料很多尧
监督困难等局限[10]遥

雨课堂是清华大学和学堂在线在移动互联网与大

the blended learning based on the mobile Internet, and consider that helpful to the curriculum learning. This study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in the setting of effectiveness indicators, the selection of experimental subjects, the design of teach鄄
ing procedure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data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Key Words: blende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quasi-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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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背景下共同推出的新型智慧教学解决方案,是教育

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致力于快捷免费

地为所有教学过程提供数据化尧智能化的信息支持遥 雨

课堂通过增强 PPT 和微信这两个软件的既有功能袁实
现了在课外教师可以推送视频尧语音尧课件到学生的手

机上袁 在课堂上可以进行师生之间的实时沟通反馈等

一系列功能要要要这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师生的学习成

本袁提高了软件的易用性;另一方面袁也便于教师充分利

用过往的课件资料开展教学[11]遥 肖安宝等在野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冶 课程上构建了

基于雨课堂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袁 尽管此教学模型存

在课时认定尧雨课堂功能不够完善等问题袁但是此教学

模型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袁 学生普遍认为该模型有助于

提高学习主动性[12]遥 杨芳等在清华大学 2016 年英语暑

假夏令营上设计了基于 MOOC 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

活动袁通过进行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发现袁雨课堂促进

了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系统掌握袁 激发了助教与学生的

学习兴趣袁有助于英语教学;但是袁在实际教学中袁虽然

学生对雨课堂持肯定态度袁 但由于雨课堂的互动性并

不稳定袁受个人对技术的熟练程度和网速快慢的影响袁
助教对雨课堂的选择意愿并不相同[13]遥

3.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混合式教学有效性的准实验

研究

在当前的文献中袁有一系列文献通过准实验研究

探讨翻转课堂的有效性 [14-17]袁但是只有少数文献针对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混合式教学有效性进行了准实验

研究遥 姚洁等在计算机网络技术课程中开展了基于雨

课堂的混合教学模式袁通过对采用不同方式教学的两

个班级开始课程前后的成绩进行测试袁以课程前成绩

作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表明袁通过野雨课堂冶在教

学课程中的干预袁期末成绩有显著提高袁说明野雨课

堂冶混合学习模式可以帮助学生提升他们对此课题的

学习效果遥 其次袁问卷调查表明院学生认为袁一般情况

下袁应用野雨课堂冶可以带来新的学习机会袁还可以在

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促进有效的沟通[18]遥 潘纯钰讨论

了基于学习通网络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在内科护理

病理讨论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袁他们通过准实验研究发

现实验组学生在专业实务和实践能力成绩尧自主学习

能力分数尧对教学模式设计的满意度等方面都要显著

高于对照组学生[19]遥
四尧初步的结果与分析

1. 实验过程

我们选取了上海杉达学院管理学院 2017 级行政

管理专业三个班和工程管理专业一个班的学生作为研

究对象袁 各班学生数分别为 31 人尧31 人尧30 人和 35
人遥 我们将行政管理 1 班和 2 班组成一个教学班作为

对照组袁 将行政管理 3 班和工程管理 3 班组成一个教

学班作为实验组遥 讲授的课程为野管理学概论冶袁讲授课

时为 48 学时袁每周 2 次课袁每次课采用 2 课时连堂教

学的方式袁共计讲授 12 周遥 实验组采用基于学习通签

到和做课堂习题的混合教学模式袁 对照组采用一边放

映 PPT 一边讲授的传统教学模式遥
另外我们选取了商学院 2014 级和 2015 级会计学

专业八个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遥 所有学生在参与研

究之前修习了相同的课程袁学习能力起点水平相当袁且
学生本人对实验的进行并不知情遥 我们将 2014 级会计

学专业 1 班到 4 班分成两个教学班作为对照组袁将
2015 级会计学专业 1 班到 4 班分成两个教学班作为实

验组遥 讲授的课程为野统计学冶袁授课教师为邹富讲师袁
讲授课时为 48 学时袁每周 2 次课袁每次课采用 2 课时

连堂教学的方式袁共计讲授 12 周遥 实验组采用基于雨

课堂签到和做课堂习题袁 基于学校课程中心完成课后

作业的混合教学模式袁 对照组采用一边放映 PPT 一边

讲授的传统教学模式遥
2. 数据描述及统计结论

我们统计了野管理学冶课程两个教学班每位学生的

出勤率袁 这里出勤率是用学生出勤次数除以签到或点

名次数遥 在剔除由于操作失误造成的无效数据后袁实验

班总共签到 21 次袁对照班总共签到 6 次遥 描述性统计

如表 1遥

平均 中位数 众数 标准差 峰度 偏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实验组 0.8674 0.9048 0.9048 0.0924 1.3516 -1.0422 0.5714 1.0000
对照组 0.8898 1.0000 1.0000 0.1381 1.1514 -1.2495 0.5000 1.0000

表 1 野管理学冶出勤率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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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袁我们采用 Excel 的 z 检验检验了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平均分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袁 在显著性水平

0.05 下的统计结论如表 4遥
从上表可以看出袁无论是双尾还是单尾检验袁实验

组和对照组的平均期末分数不存在显著差异遥
3. 对统计结论的分析

统计结论显示袁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签到率和期末

分数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袁这与我们的预期不符遥 如果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混合式教学有效袁 那么实验组在签

到率和期末分数上应该显著好于对照组袁 但统计结论

不是这样袁 因此如果从签到率和期末分数这两个指标

来看袁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混合式教学不存在统计意义

上的有效性遥
造成这一结论的可能原因包括院

然后我们采用 Excel 的 z 检验检验了实验组和对

照组的平均出勤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袁 在显著性水平

0.05 下的统计结论如表 2遥
从表中以看出袁无论是双尾还是单尾检验袁实验组

和对照组的平均出勤率不存在显著差异遥
另外我们对野统计学冶课程四个教学班的期末分数

进行了分析袁 这里我们剔除了重修学生和专升本学生

的数据遥 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院

实验组 对照组

平均 0.8674 0.8898
已知协方差 0.0085 0.0191

观测值 65.0000 62.0000
假设平均差 0.0000

z -1.0684
P渊Z<=z冤单尾 0.1427
z 单尾临界 1.6449
P渊Z<=z冤双尾 0.2853
z 双尾临界 1.9600

表 2 野管理学冶出勤率 z检验

平均 中位数 众数 标准差 峰度 偏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实验组 74.23 77 88 15.80 0.62057 -0.92337 29 98
对照组 76.24 78 79 11.54 1.46084 -0.89017 28 97

表 3 野统计学冶期末成绩描述性统计

实验组 对照组

平均 74.23 76.24
已知协方差 249.48 133.17

观测值 102 127
假设平均差 0

z -1.08
P渊Z<=z冤单尾 0.14
z 单尾临界 1.64
P渊Z<=z冤双尾 0.28
z 双尾临界 1.96

表 4 野统计学冶期末分数 z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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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实验过程不够严格遥 首先由于并没有实行严格

的随机取样袁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学习基础尧学习态度尧
学习风气等方面可能存在较大的区别遥 在管理学这门

课程中袁实验组和对照组来自两个不同的专业袁可能在

高考成绩尧学习能力水平这些因素上存在差别遥 在统计

学这门课程中袁 实验组和对照组来自同一专业不同年

级袁可能在学习基础尧学习风气等因素上存在差别遥 其

次学生对实验是否知情可能造成学生的行为偏差遥 在

管理学这门课程中袁实验组学生对参与教学实验知情袁
这可能让他们在学习态度尧课程评价等方面发生改变遥
最后对于实验组的教学袁我们没有在课前尧课中和课后

全面采用混合式教学袁 这可能使得我们的混合式教学

与传统教学不存在显著区别遥
悠 有效性指标的选择遥我们仅选择了签到率尧期末

分数作为有效性指标袁这样的选择显然不够全面尧不够

系统袁需要在下一步的研究中细化指标并深入思考遥
4援 学生的参与和反映

学习通后台数据显示袁一个学期的实验教学袁同学

们的浏览访问量人均达 76 次渊不含课前签到与课堂练

习冤袁最高有 239 次渊因该 APP 设置所限袁无法统计每次

浏览访问的时间及其加总冤袁最低的也有 42 次袁可见学

生的参与热情及认同接受度之高遥
我们对叶管理学曳实验班的全部 65 位同学做过一

次线上调查遥 所有同学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遥 82%的同

学对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混合式教学表示认同和接受袁
主要理由是院 淤 认为移动技术的运用是趋势潮流袁野要
跟上社会的步伐冶遥 于 方便与快捷渊这是反映最为集中

的方面冤遥 野会帮助我们大致了解所讲内容的框架袁会让

我们复习时有一个大致的记忆遥 冶野方便考勤袁学生随时

学习且学习资料可以随时查看遥 冶野不再受时间地点的

约束遥冶盂 野可以拉近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袁这是传统

课堂所无法达到的遥 冶 野接受的学习资源较普通课堂更

加丰富浴 冶
另外袁叶统计学曳 实验班 64 位同学参与了线上调

查遥 喜欢雨课堂的学生占比为 78%袁认为雨课堂的学习

对课程学习有帮助的学生占比为 88%遥 主要理由是院
淤 非常方便遥 野课后可以不开电脑袁 到手机里直接看

PPT 复习和整理笔记遥 冶野不会的可以直接收藏袁习题都

能保存下来袁不必担心 PPT 看不清楚袁课堂上不明白的

也不用担心袁可下课自己慢慢研究遥 冶 于 让手机成为课

堂学习的利器遥 野课堂上会随时发题目袁要倒计时做袁让

我没有办法开别的 APP袁并且更加集中在课堂上遥 冶
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同学持有不同意见遥 主要是

淤 不熟悉不适应袁野中小学没接触过袁 已习惯现有的教

学方式冶袁野网络学习效率更低袁更容易分神袁纸媒所具

有的强注意力是难以替代的冶曰于 担心野对书中的知识

可能不太能理解透彻冶曰盂 网上课堂技术如今还未成熟

完全袁野师生操作的熟练过程袁 不时会对学习效率有影

响冶遥
分析学生的这些想法袁原因在于院一是目前在校的

野90 后冶学生在初高中期间还没接触到 APP 之类曰二是

约三分之二的外省市学生中袁 大多来自三四线城市及

县城袁远不如一线城市有那么多机会接触袁而新技术的

传播效应显然是有个逐渐扩散的过程曰 三是教师在运

用移动技术时也有个适应尧熟练的过程袁包括功能设置

的丰富性尧多功能的切换等遥
五尧准实验方法运用的思考

1. 有效性指标的设定

有效性指标的设定关乎整个实验结果有否客观解

释力的关键遥 学界对此多有讨论遥 有专家认为袁课堂学

习是否有效取决于三个指标院一是学习体验袁是否从中

感到乐趣钥 二是学习效率袁花费了多少时间钥 三是学习

结果袁通过学习袁有哪些提高和进步钥
比如袁 有主张有效性是指教学过程中所获得的积

极的预期效果[20]袁也有认为翻转课堂的有效性应从学习

氛围尧 学习动机尧 学习结果和学习满意度等维度来衡

量袁他们利用李克特量表尧开放式问卷尧个别访谈等方

法收集这些维度的信息[14]袁还有根据丹麦心理学博士克

努兹窑伊列雷斯教授的学习维度理论设计了调查问卷

及访谈渊该问卷依李克特 5 分量表袁内容包括野学习动

机与态度冶野学习内容与资源冶野学习环境与活动冶及野教
师的行为表现冶等四个维度冤袁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袁了
解学生和教师对翻转课堂的真实感受[15]袁也有通过前后

测试卷或期末理论考试来测量教学效果等遥 参考以上

文献袁我们拟在今后的研究中袁采用五维度分析法袁即
学习氛围尧学习动机尧学习行为尧学习结果及学习满意

度等渊详见表 3冤遥
除有效性的分析维度外袁 测量方法也是非常重

要遥 其中问卷调查包括封闭式问题和开放式问题袁封
闭式问题的答案采用李克特五等级记分制袁教学视频

调查通过每隔一段时间计数学生的抬头率来测量学

生关注度遥

Zou Fu, et al. Analysis of Effectiveness of the Blended Learning Based on Mobil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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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对象的选择

为使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袁 实验对象必须是同一

专业同一年级上同一门课程的两个平行班袁 并由同一

名教师授课袁 另外该教师最好是第一次给这些班级授

课袁以减少先入为主的印象遥
3. 教学流程的设计

实验组的教学必须制定混合式教学流程袁 之前要

有较为充分的总体设计袁包括讲授内容的层次尧多方式

的选定尧课前课中和课后的要求及时间分配等袁以充分

发挥移动互联网的综合优势袁 真正起到各类教学资源

在时空上互补整合遥
4. 教学过程的数据积累

实验教学应从一开始就按照事先的总体设计编制

相应实施方案袁严格按照教学流程实施袁同时必须注意

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尧数据积累的完整性渊可依教学软件

的后台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冤遥 可运用多种形式测量袁如
随机抽取若干节课进行教学视频调查袁每隔 15 分钟计

数学生的抬头率袁又如期中测验渊全部采用客观题冤并
统计成绩袁或者课程结束前发放调查问卷并回收等等遥

分析维度 测量方法

学习氛围
活跃程度 课堂活跃程度

问卷调查
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状况

学习动机 学习兴趣 课程学习兴趣 问卷调查

学习行为

课前学习

课前学习时间

问卷调查课前自主学习

课前寻求帮助

课堂学习

学生关注度

问卷调查尧教学视频调查
学生参与讨论

学生主动提问

学生主动思考

课后学习

课后复习知识

问卷调查课后寻求帮助

课后拓展学习

学习结果

认知结果

整体学习收获

问卷调查尧期中或期末测验

掌握内容框架

掌握基本知识

深度理解知识

应用理论知识

能力发展

合作学习能力

问卷调查
自主学习能力

自我展示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学习满意度 学习满意度 学习满意程度 问卷调查

表 5 教学有效性的分析维度及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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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尧宣扬其合理性合法性而诞生并不断被

完善的经济理论体系遥 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袁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了更加科学和全面的认识袁认为我们可以在

批判的基础上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学习和借鉴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遥 然而袁如果教师在

教学中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照本宣科袁有可能使大学生产生价值偏差遥 作者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

价值偏差的几个重点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袁并提出了矫正偏差的方法遥
揖关键词铱 西方经济学曰 价值偏差曰 矫正

Abstract: Western Economics is a system of economic theory which is born and perfected by bourgeois economists in
order to defend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promote the legitimacy of its rationality. After years of practice, we have a
more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economic theory in China.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western economics can be studied and used for reference on the basis of critical criticism to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if we echo what the Western
Economic theories say, we will have a deviation from the values of our college students. In this paper, some key prob鄄
lems which are prone to appear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 Western Economics are analyzed; meanwhile, the methods of
correcting the deviation are also put forward.
Key Words: western economics; value deviation;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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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建

立和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袁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资

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尧 宣扬其合理性合法性而诞生并

不断被完善的经济理论体系袁 是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袁 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基本要求和观念在

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1] 1遥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经济

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袁 西方经济学家从各自的流派观

点出发袁试图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其产生的原因袁
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遥

伴随着野西学东进冶的历史发展浪潮袁西方经济学

理论在近代被引入中国遥 现在袁西方经济学更是成为了

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窑管理类专业的必修专业基础课程遥
特别是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不断研究和探索袁 我国

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了更加科学和全面的认识袁 认为

我们可以在批判的基础上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进行学习和借鉴袁 让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服务遥 然而袁现在仍然有一部分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理

论的人以西方经济学是自成体系的理论为借口袁 主张

在教学中要野原汁原味冶地讲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

法袁 这就对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活动产生了负

面的影响遥
包括上海杉达学院在内袁 国内高校一般在一二年

级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遥 由于低年级学生价值观尚处

在形成过程之中袁一旦教育引导不当袁就会出现价值偏

差问题遥 为此袁本文主要就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容易

误导学生出现价值偏差的几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探

讨袁并提出矫正这些价值偏差的方法遥
一尧必须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学科性质

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组

成部分袁前者是由 19 世纪 70 年代野边际革命冶中所形

成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发展而来袁 后者则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野凯恩斯革命冶中形成的凯恩斯经济学理

论体系遥 西方经济学既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袁又具有特

定的阶级属性遥 其科学属性表现在西方经济学在说明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时袁关于市场调节尧市场失灵和

宏观经济不稳定尧 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政府调

节以及实行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积累

了若干具有实际意义的经验和理论成果袁 这对于我国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遥 其阶

级属性集中表现在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利

益辩护和服务的经济学[1]遥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资源的稀缺性遥 由于资

源稀缺性的存在袁 如何使用稀缺的物品和资源安排生

产袁 以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需求成为了西方经济学必

须研究的课题遥 西方经济学首先给出的答案是通过市

场机制来解决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袁 微观经济学正是

在致力于对市场机制进行说明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

的遥 然而袁在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袁市场机制在解决资

源配置问题时遭遇到了困境袁 这又为宏观经济学的发

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袁 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节促进了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完善遥 与此同时袁西方经济学在

财富分配问题上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袁 认为当生

产要素按照市场价格获得相应的报酬时袁 即实现了资

源的最佳配置状态遥
在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学科性质的问题上我们必

须清醒地认识到袁 西方经济学以资源的稀缺性为起点

讨论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问题袁 把生产中人与物的关

系要要要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袁 完全撇开了生产中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袁 从而把经济学作为一门 野超阶级冶野超历

史冶的科学遥 西方经济学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稀缺资源的

配置和利用袁 否认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内在联

系袁 只讨论超越具体生产方式的抽象的一般的资源配

置方式袁论证和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袁这就是在

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进行辩护袁 显示出了

强烈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倾向性[1]遥
鉴于西方经济学既具有科学属性袁 又具有阶级属

性的特殊性质袁 任课教师在教学伊始首先必须向学生

明确袁在学习过程中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尧观点和

方法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属性袁同时袁在之后的

教学中要紧密联系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

践开展教学活动遥

1 鉴于上海杉达学院管理学院西方经济学平台课程教学中选用的教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叶西方经济学曳渊上
下册袁北京院高等教育出版社袁2011 年冤袁如无特殊需要袁本文中有关西方经济学内容的阐述皆引自该教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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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树立正确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西方经济学分析

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出发点袁 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

系的基石遥 它强调社会由个人构成袁通过对个体行为的

分析可以研究社会总体活动的特征遥 基于方法论个人

主义袁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机制尧国民财富等都是个人

追求私利的产物袁 个人利益的加总就构成了社会的共

同利益[1]遥 方法论个人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的运用主要体

现在基本假设之上袁 由完全理性假设和自利假设构成

的野经济人冶假设就是其中之一遥
西方经济学假定袁 人们在各类经济活动中都具有

完全理性袁 个体在进行决策时会收集和利用各种有用

的信息袁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权衡比较袁从中选择一个

最有利的方案遥 而自利假设则强调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

的个体首先是自利渊自私冤的袁具有利己的动机遥 个体在

做出决策时袁追求的是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遥 这两者

共同构成了野经济人冶假设袁在亚当窑斯密提出的野看不

见的手冶的市场机制作用下袁野经济人冶个体对其自身利

益的追逐通过交换最终会导致社会利益的实现[1]遥
教师在教学中就野经济人冶假设进行讲解时袁必须

明确该假设产生的背景和应用的前提条件遥 野经济人冶
假设是亚当窑斯密提出的野看不见的手冶的理论的前提

条件和基础袁野看不见的手冶试图说明袁经济自由是追求

私利的野经济人冶可以实现其自利目标的必要条件袁同
时袁 其追求私利的活动是与增进全社会利益的社会目

标相一致的袁 在这里袁 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了统

一遥 如果仅仅按照西方经济学固有的理论体系进行讲

授袁不对该假设进行评析的话袁就会在不自觉中对学生

的价值观产生误导袁 因为这些内容会让他们觉得市场

经济社会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天经地义尧 合乎

情理袁让他们错误地认为野人都是利己的尧生产者都是

唯利是图的冶遥 因此袁在传授西方经济学固有知识体系

的同时袁 教师需要通过对相关知识内容进行客观的剖

析袁让学生理解野人性假设和人性判断冶之间的区别袁让
他们知晓袁 不能将西方经济学前提假设中的 野利己自

私冶作为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世的信条袁和谐社会的构建

更需要我们每个人的野利他奉公冶行为袁以引导学生做

出正确的价值判断遥
三尧资源配置的效率性与社会公平问题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遥 由于

资源稀缺性的存在袁 如何使用稀缺的资源安排生产以

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成为了西方经济学必须研究的课

题遥 微观经济学强调袁市场机制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

最佳途径遥
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袁 每个消费者都被认为为实

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袁 在收入约束条件下选择消费或

服务[1]曰而生产者则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袁综合

考虑成本和收益与特定产量之间的对应关系[1]袁而市场

则为供求关系相互作用以决定均衡价格提供了舞台遥
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袁 供求双方不断进行最优化决策

的结果袁产品市场最终达到了均衡状态遥 与此同时袁产
品的供求离不开生产要素袁在生产要素市场上袁生产要

素的供求在要素价格的作用下不断进行调整袁 最终生

产要素市场也实现了均衡状态遥
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视整个市场体系的所有

市场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袁 通过家庭提供要素并需

求产品尧 企业提供产品并需求要素这两者之间的相互

作用袁 最终推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同时实现均衡[1]遥
这样的一般均衡状态是否具有效率袁 帕累托最优标准

给出了判定的尺度遥 西方经济学首先认为袁整个经济系

统的效率如何袁 可以通过观察经济社会成员的经济福

利状况予以判定遥 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袁当经济系

统不可能以现有可供使用的资源使得社会成员获得更

多的福利要要要实现了帕累托最优标准时袁 经济系统即

实现了经济效率[1]遥 不过袁在通过市场机制追求资源配

置的效率时袁 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未必同

时实现了公平分配状态遥 虽然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自由

主义理论在效率和公平关系的问题上强调 野效率优先

论冶袁但西方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步认识到有效率

的配置并不一定是公平的袁 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依

赖于政府通过税收尧 转移支付制度等手段将收入和产

品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再分配袁以实现公平目标[1]遥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资源配置效率这部分内容

进行讲解时袁不能只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

用袁还要结合公平问题进行阐述分析遥 必须明确袁如果

说效率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问题袁公平则可以认为是

一个政治范畴的问题袁需要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出发进

行分析袁明确公平的内涵遥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认为袁通
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袁各生产要素的

所有者按照所持有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实际贡献

取得了相应的报酬袁这意味着按要素分配实现了收入

分配上的公平遥 然而袁即使按照微观经济学原理袁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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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机制的作用下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实现了各自最优

化的目标袁 全体社会在资源配置上实现了帕累托效

率袁 但市场调节却依然造成了规范经济学视角下的

野不公平冶问题袁社会成员中存在着野富裕中的贫困冶遥
西方经济学家将其归结为市场调节的弊端袁并提出了

为实现公平的目标袁 政府应该实行收入再分配政策遥
不过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建设高水平的社会福

利制度尧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袁也使某些社会

成员丧失了勤奋工作的动力袁滋生出养野懒汉冶等社会

怪象遥 因此袁效率和公平问题需要在特定的社会制度

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遥
四尧失业和就业保障之间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在宏观部分以整个社会的总体经济

活动为考察对象袁通过总量分析研究影响国民收入和

就业水平的因素袁探索增加国民收入尧提高就业水平

的方式和途径 [1]袁失业正是宏观经济学重点研究的问

题之一遥
不过袁 古典乃至新古典经济学家否认社会存在失

业问题遥 其以野萨伊定律冶为核心的失业理论认为袁一种

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创造条件袁 因而商品

的供求总是趋向均衡袁不会出现商品过剩遥 而且每一个

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袁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袁这样

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袁 从而实现充分就

业遥 即使社会存在失业现象袁那也只是摩擦性失业和自

愿性失业袁是生产过程中局部的尧暂时的失调[1]遥
但事实证明袁 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存在着根本

性的谬误袁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旦经济出现

萧条袁失业问题就会立即显现出来遥 特别是在那场席卷

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尧 使经济出现了严重倒退的

灾难性的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 1929耀1933 年之间袁失
业成为了足以使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动摇的严重问题遥
失业不仅会使个人甚至家庭由于丧失收入来源而降低

生活质量袁造成人们的身心创伤袁失业问题的日益加重

还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袁 对社会

稳定造成直接威胁遥 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承认袁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失业的必然性遥 他认为袁失业不单

单是野摩擦性冶的和野自愿性冶的袁还存在着野非自愿冶失
业现象袁 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社会总需求萎缩是非自

愿失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1]遥 因此袁要解决失业问题袁
政府就必须实行总需求管理政策袁 以消除有效需求不

足的缺口遥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凯恩斯经济学以不完

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为前提袁 通过工资和价格粘性观

点解释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原因曰 现在货币主义则提

出了建立在野自然失业率冶假说基础之上的失业理论[1]遥
西方经济学为解决失业问题提出了许多经济理

论袁对失业问题进行的相关分析研究袁对解决我国社会

存在的失业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遥 然而袁必须清醒

地认识到袁 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失业问题进行分析时都

习惯使用自然失业率这个 野比较含混而又带有一定意

识形态色彩的名词冶遥 在他们看来袁不管是就业还是失

业都是野自然的冶而并非野社会的冶现象遥 野把社会造成的

事实看作自然而形成的后果袁其目的不外乎是说院这一

后果是自然规律所导致的袁从而袁这一后果的正确性不

容置疑遥 换言之袁充分就业渊即自然失业率存在时的状

态冤是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不容置疑的趋向遥 因此袁当
这一结果存在时袁即使存在着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袁
那也与社会制度无关遥 因为前者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形

成的事实袁而后者也源于自然的原因遥 正是自然所形成

的偏好才使那些嫌工资太低的人处于失业的行列遥 冶美
国经济学家约翰窑威克斯也指出院野把这种失业率称为

耶自然的爷并把它和充分就业联系在一起是宣传袁是理

论为意识形态服务遥 [2]冶
为避免由于失业给社会成员造成伤害袁 进而威胁

到社会的安定袁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完善劳动力市

场机制尧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尧搭建职业介绍网络体系尧
为劳动者提供继续教育与职业培训等制度措施致力于

就业保障体系建设袁并取得了成效遥 这些方面的成果值

得我国借鉴遥 但是袁在借鉴西方国家就业保障制度机制

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制度上存在的缺陷和问题遥 在

西方经济学家看来袁失业率是一个统计指标袁该指标的

高低变化为政府制定就业保障政策提供了依据遥 然而袁
失业率统计数据本身并非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么客观

完美遥 例如袁凡是取得报酬劳动者都被统计到就业者之

中袁但是袁在统计指标上并没有考虑其实际劳动时间是

否符合劳动意愿时间袁 虽然表面上看这些人口处于就

业状态袁 但以这样的方法取得的统计数据却不能真实

反映就业者对就业现状的满意程度遥 而另一方面袁在高

福利社会保障情况下袁 也有一些完全有能力获得就业

机会的劳动者基于私利动机不主动就业袁 通过领取失

业救济金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袁 而失业率统计却将其

归入失业者行列之中遥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懂得袁诸如就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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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机制下的野懒汉冶行为并非野经济人冶在野利己冶假
设条件下做出的野理性冶选择遥 我们要以社会主义荣辱

观看待自己的劳动袁在建立我国就业保障制度的过程

中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袁既要充分借鉴吸收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袁 也要摒弃其制度上的糟粕袁
让我国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

价值遥

总之袁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袁必须正确认识西

方经济学的科学属性和阶级属性袁 取其精华袁 去其糟

粕袁 让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的成果为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遥 要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

开展教学活动袁 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知识的同时对学生

的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袁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尧价
值选择能力和价值塑造能力袁 真正实现西方经济学专

业课程野教书育人冶的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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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是基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和资源相对

稀缺性前提下袁 研究如何配置和利用资源实现收益最

优化的学科遥 对于经济尧管理类专业来说袁西方经济学

不仅是学习后续专业课程的基础袁更是经济尧管理工作

中如何整合尧优化尧管理资源渊资本尧土地尧人力尧信息尧
自然资源等冤的科学思维方式遥 提高西方经济学的教学

质量袁使学生深入理解西方经济学袁形成良好的经济学

直觉和规范的经济学思维方式袁对其今后的生活尧工作

至关重要遥 近年来袁 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研究较

多袁冯梅渊2016冤探究了研讨式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课

程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袁 认为研讨教学法有利于提高教

学质量[1]曰崔蕊尧王维翊渊2010冤袁吴颖林渊2016冤袁李治国

渊2016冤等 [2-4]对案例教学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使用案

例袁使用什么样案例袁如何讲述和讨论案例进行了深入

研究曰罗小芳渊2016冤[5]认为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培养学

生思辨能力袁对提高课堂效果极其重要袁并进一步提出

了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培养思辨能力的具体措施曰
陈丽渊2016冤[6]探讨了微信作为一种新教学手段在西方

经济学中的应用曰翟仁祥等渊2009冤[7]分析了传统西方经

济学考核的弊端袁构建以授课班级为实践对象袁注重平

时教与学的全面考核方式遥 前人虽然做了大量有益的

研究袁 成果丰硕袁 但基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视

角袁提高教学全过程学生的参与度袁变被动接受知识为

主动探索新知袁变传统的野师讲生听冶为野师讲生听冶和
野生讲师听冶相结合的模式袁利用互联网尧微信等工具搜

集尧研讨尧交流和分享教学内容尧案例尧时事资料的教学

手段袁 学生参与式的考核方式等创新教学改革的研究

较少袁本文致力于西方经济学上述教学改革研究袁以期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袁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学质量袁使
学生受益终生遥

一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

自主学习是与传统的接受学习相对应的一种现代化

学习方式袁即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袁通过学生独立地

分析尧探索尧实践尧质疑尧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8]遥
在当今这个终身学习的时代袁 自主学习能力非常重要袁
因为生活工作中袁随时都可能出现已有知识和技能无法

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袁 这就需要学生后续不断学习袁具
备自主学习和钻研的能力遥

然而袁 当前大多数课堂教学都以老师讲解为主袁
老师将知识嚼得烂烂的喂给学生袁 学生大多被动接

受袁没有自己去探索尧去思考袁课堂参与度很低遥 这样

培养出的学生后续学习能力尧创新能力较低袁在工作

中遇到新问题袁往往不知所措遥 笔者曾与一些公司人

事管理人员交流袁 公司大多并不看重学生在校的成

绩袁而是考查学生遇到新问题时的处理能力尧对新领

域的适应能力和在新工作中的学习能力袁自主学习能

力越强的学生在后续的工作中越有竞争力遥 因此袁在
教学中袁如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上袁应注重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遥
二尧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现状及问题

西方经济学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尧逻辑性强尧内容

庞杂尧分析方法数学化等特点袁这些特点导致教学中

大多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遥 由于内容庞杂尧课时紧张袁
甚至有些西方经济学教学呈现野满堂灌冶的形式袁又由

于理论性强袁 经济逻辑多以数学函数和图形来演绎袁
对学生来说袁既抽象又枯燥袁因此袁这门课程老师反应

难教尧学生反应难学袁学生学习兴趣低袁教学效果不够

理想遥 西方经济学教与学的这种现状袁主要是因为存

在下述问题院
渝 按教材章节线性展开袁不注重逻辑性的讲解

西方经济学逻辑性很强袁 各章节之间有很强的内

在联系和对称性袁 比如微观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中心

展开袁市场供需决定价格袁先讲需求面袁对称地讲供给

面遥 并进一步从需求方深入袁需求曲线为何向下倾斜袁
引入消费者行为理论袁再对称地讲供给方袁供给者行为

理论包括生产论袁成本论袁市场论等遥 再如消费者行为

理论中无差异曲线袁预算线和生产论等产量线尧等成本

线呈现对称性曰生产论以及成本论中短期尧长期也具有

对称性遥 除对称性外袁章与章之间内在联系也极明显袁
如微观先简述市场机制如何有效配置资源袁 后讲市场

失灵的情况遥 再如宏观中袁先讲产品市场袁再对称讲货

币市场袁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尧相互关系袁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袁从而引出 IS-LM 模型遥让学生懂得西方经济学理

论体系的这种对称性和内在联系袁 有利于学生知道来

龙去脉袁举一反三袁整体把握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遥 然

而袁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袁大多以教材为参考袁按照

教材章节线性开展袁 重视各章节的讲解和数理模型推

导袁而忽视了各章内容的对称性袁章与章之间内在逻辑

性的讲解袁也不重视宏微观部分的衔接与过渡等遥
渔 理论体系庞杂尧内容多袁而教学时数较少

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和宏观两大部分袁 共 20 章袁
每章节由众多相关概念尧理论尧模型和图形等组成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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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容量很大遥 但当前袁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对理论课程

进行调减袁 尤其是非经济类专业西方经济学课时一再

压缩袁从原来 64 学时减至 48 学时袁在课时量较少的情

况下袁要讲清楚各章节概念尧理论尧数学推导及图形经

济含义袁并在基础知识上进一步拓展袁多列举生活中的

例子袁案例教学中让学生多参与讨论尧互动袁这对于教

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都是挑战袁更别说让学生多做练习袁
老师针对学生疑问答疑解惑了遥 因此袁不少高校西方经

济学教学中袁课本以外的拓展不够袁举例和案例分析也

不够袁学生参与研讨尧互动都比较少袁甚至连案例分析

都以教师单方面野满堂灌冶的填鸭式教学为主遥 教学中

教师普遍认为要生动地讲授完基础理论袁 并兼顾联系

实际袁让学生多参与尧多练习尧多互动袁课时非常紧张袁
学生也普遍抱怨每节课参与较少尧内容太多尧消化时间

不够遥
隅 教学中学生参与度很低袁被动接受知识

除了教学内容多尧时间紧以外袁传统的教学理念

与方法袁也是导致学生参与度极低尧被动接受知识的

重要原因遥 当前袁多数教师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注重

概念讲解袁满黑板的数学推导和图袁尽管也列举生活

中的例子使抽象理论生动化袁也辅助不少案例分析来

联系实际袁但整堂课都一直是教师单方面讲袁举例和

案例分析也不例外遥 偶有提问袁但由于学生没有提前

准备袁回答不上或来不及思考袁而以教师自问自答告

终遥 这种教师唱独角戏的传统教学模式袁学生没有参

与到教学中袁被动接受知识袁其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

分尊重袁其积极性尧主动性与创新欲望没有被充分激

发遥 学生容易走神袁跟不上教师的节奏袁慢慢就对课程

没兴趣袁教学效果不理想遥
予 任务驱动不够袁学生课前不预习尧课后不练习

当前袁 高校学生课前不预习课后不练习的现象比

较普遍遥 西方经济学具有理论性强尧抽象难懂的特性袁
学生课前不预习会导致课堂上教师的提问互动难以开

展袁甚至导致部分学生听不懂尧跟不上而厌学袁放弃学

习遥 由于西方经济学中有较多数学推导和图形袁学生课

后不练习致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多停留在肤浅的

层面袁不熟练不深入遥 然而袁笔者认为袁西方经济学教学

中任务驱动不够袁 是导致学生课前不预习课后不练习

的重要原因遥 很多教师在本次课后下次课程前袁没有给

学生布置预习袁练习或自主学习的任务袁有的即便布置

了任务袁 但在下次课程中未严格检查学生任务完成情

况袁也没有将此作为考核的一部分袁对学生的驱动力不

够袁致使学生除了课堂学习袁课前课后几乎零投入袁学
习效果可想而知遥

娱 教学手段单一袁不利于提高教学的效率

教学手段用得好袁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遥 近年来袁
高校教学中多媒体教学手段几乎完全取代了黑板板

书袁成为当前主要的教学手段遥 虽然多媒体教学能图文

并茂地展现大量的教学资料袁 还能体现动态尧 声觉效

果袁在展示大量图文案例尧视频资料袁加快教学进度袁吸
引学生兴趣袁创设意境等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袁但
西方经济学具有数学化特点袁 一些推导的过程需要在

黑板上一步步演绎袁让学生看到过程袁降低速度袁给学

生理解的时间遥 单一多媒体教学手段难以体现推导过

程袁 容易加快进度袁 忽视学生听课时的表情反应和反

馈袁因此袁单一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不够袁传统的黑板教

学手段也是需要的遥 此外袁现今手机普及袁WiFi 布满校

园袁学生无论何时何地手机不离手袁时刻关注微信袁因
此袁微信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新教学手段袁如利用微信布

置教学任务尧开展讨论交流尧答疑解惑尧分享资料等袁不
仅及时而且容易被学生接受遥

雨 考核方式传统袁重卷面成绩轻学习过程

西方经济学传统的考核方式是由平时成绩和期末

成绩两部分构成袁一般平时成绩占比 30%袁期末成绩占

比 70%袁或者 40%和 60%的权重遥平时成绩通常由上课

出勤情况尧课堂纪律尧课堂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以及课后

作业几种形式评定袁期末成绩以闭卷考试评定遥 这种考

核方式袁 课程成绩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主袁 重知识的记

忆袁轻知识的理解袁重卷面成绩轻学习的过程袁导致学

生野平时上课不听讲袁期末考前死记硬背冶的现象遥 有些

学生平时上课认真袁积极思考袁对案例创新性剖析袁但
最终成绩未必理想袁相反袁平时旷课尧上课不认真的学

生有可能考出较高卷面成绩遥 传统的考核方式不能真

实全面地考核学生掌握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的能力袁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尧理论联系实

际能力和创新能力遥
三尧参与式教学法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积极作用

参与式教学是一种将学生放在教育教学的主体位

置袁教师通过组织尧设计活动的形式袁全面调动学生积

极参与尧创造性学习与发展的教育理念尧教育模式[9]遥 参

与式教学法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有积极作用袁 可以解决

上述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遥 第一袁让学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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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课程教学中袁变野师讲生听冶为野师讲生听冶和野生讲师

听冶相结合的模式袁能在课堂上体现师生双方的平等关

系袁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上的主体曰第二袁学生要参与

讲课袁分析案例袁就需要课前自主学习相关内容袁能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袁使其受益终生曰第三袁学生参

与课程讲授尧研讨尧交流袁打破了学生野被动接受知识冶
的一贯做法袁迫使学生野主动学习冶曰第四袁学生自己探

究知识袁 并将自身的理解和创新性观点展现给老师和

其他同学袁接受老师和同学的点评和质疑袁能不断提升

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袁而且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曰
第五袁参与式教学使学生野做中学冶袁既能增强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激情袁 又能增进学生对经济理论的理解曰最
后袁参与式教学通常采取分组的形式进行袁需要学生团

队合作袁一起自学袁搜集资料以及研讨袁需要协作表达

出本团队的成果袁 因此袁 既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

力袁又能锻炼其表达能力遥
四尧西方经济学参与式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渝 参与章节内容的讲授

让学生参与课程章节内容的讲授袁 教师需要制定

一个合理的学讲计划遥 首先袁注重课程的逻辑性和内容

对称性袁合理安排学生参与讲授的章节内容遥 教师要讲

解好章与章袁节与节袁宏观与微观之间的逻辑联系袁做
好衔接袁使学生整体把握西方经济学思想袁同时课与课

之间也做好衔接袁本次课应对上次课知识点做总结袁并
讲解上次课与本次课的逻辑联系袁 从而开启本次课程

内容袁本次课程结束时应留下思考题袁作为下次课的开

启遥 此外袁利用章节内容的对称性袁如第二章的需求与

供给袁需求弹性与供给弹性袁第二章中基数效用论与序

数效用论袁第三章消费者行为理论与第四章生产论袁第
四尧五章中的长期与短期问题袁第六尧七章的不同市场

的均衡分析袁 再到宏观中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袁IS 与

LM袁AD 与 AS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遥 这种对称性知

识点袁演绎的思路和经济思想具有触类旁通的特性遥 因

此袁教师详细讲解一方面袁让学生讲解另一方面袁比如

教师讲解需求袁学生讲解供给袁教师讲解需求弹性袁学
生讲解供给弹性等遥 其次袁明确要求袁安排好学生参与

的内容和形式遥 由于课时量少袁不可能讲授教材全部章

节袁按照不同专业的培养方案袁选择重点讲授的章节遥
比如重点讲解 15 章袁那么全班同学可分成 15 个小组袁
如果班级总共 60-70 人袁则每组 4-5 人袁每个小组完成

1 章教师安排的对称性知识点的讲授袁以抓阄的方式确

定各组所属章节知识点袁第 1 章教师讲授袁从第 2 章开

始学生参与遥 学生必须团队合作袁分工明确袁课前先自

主学习授课知识点袁查找资料袁搜集例子尧例题袁制作授

课 PPT袁小组选派一名代表上台讲解袁其他小组成员接

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提问遥 最后袁注重激励袁做好学生授

课的纠错尧补充以及纪律维持遥 教师一方面要建立激励

机制袁 比如向学生说明参与教学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的重要意义袁 将小组授课表现作为课程考核成绩

的一部分袁并在学期末评选出前三名的小组袁颁发小奖

品曰另一方面应根据学生授课情况进行纠错和补充袁同
时要维护好课堂纪律袁课后搜集同学们的反馈袁做相应

调整遥
渔 参与案例资料的剖析

案例剖析是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遥 传统教学中袁这部分多数也是教师在唱独角戏袁没
有起到提升学生应用能力的作用遥 想要改变这一现状袁
各小组除了上台讲授抓阄确定的章节知识点外袁 在该

章结束时袁还需上台做相关案例的剖析遥 案例资料可以

是教师给定袁也可以是学生自己搜集的袁学生同样要提

前对案例做足功课袁 用 PPT 向教师和同学们演示和剖

析袁同时引导同学们对案例进行讨论袁教师做好引导和

升华遥
隅 参与课后练习尧资料分享与交流

现如今袁微信在学习和工作中已普遍使用遥 高校学

生几乎都有手机袁校园布满 WiFi袁学生也已习惯随时随

地关注微信袁 通过微信方便快捷地传递信息以及讨论

交流遥 因此袁应与时俱进袁将微信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手

段袁在西方经济课上建立班级微信群袁并采取实名制遥
教师可以在微信群里布置课后练习袁 分享经济学相关

资料供学生阅读袁也可以发起话题供同学们讨论交流遥
学生可以通过微信群交流课后练习袁 不会做的练习题

可以在群里一起讨论攻克袁 还可以将看到的相关资料

分享到群里遥 分享交流越多的同学袁这部分考核分数越

高遥 这样袁同学们资源共享袁相互学习袁不知不觉地增加

了学生对该课程的时间投入袁实现了全体参与遥 教师也

可以在微信群里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袁 关注各

个学生的不同表现袁 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线下交流和

辅导遥
予 参与课程综合能力的考核

传统的课程考核袁评价主体单一袁主要是教师对学

生评分袁而且平时成绩一般只占到 30%或 40%的比重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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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习过程以及学生综合能力重视不够遥 现提出新的

考核方式袁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各占 50%袁平时成绩由

五部分构成袁即上课考勤渊10%冤尧参与授课渊30%冤尧参与

案例分析 渊30%冤尧 微信分享与交流 (10%)尧 课后作业

渊20%冤袁都采取百分制遥其中袁上课考勤由教师课堂点名

情况给出成绩袁 学生授课和案例分析的成绩由教师和

同学各自打分求平均分袁 微信分享与交流的成绩由班

长按照同学在微信群里分享资料多少尧 交流课程活跃

度打分袁 课后作业的成绩由教师按照作业本批阅情况

打分遥 这样得出的平时成绩袁充分体现学生的课程参与

情况和综合分析能力遥 期末成绩仍然按照闭卷考试方

式得出袁最后按照平时和期末各占 50%得出最终成绩遥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尧 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

基础课袁针对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及教学现状问题袁
尝试野参与式冶教学方法为主的多元化教学和考核方法

改革袁可以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袁增加学生的学习

兴趣袁 为形成良好的经济学直觉和规范的经济学思维

方式打下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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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优质教学是大学教育追求的目标和理想袁而优质实践教学是应用型大学共同的追求遥 该文在充分

的文献分析和调研的基础上袁基于 Deci 的基本心理需求理论袁以管理科学方法论课程的教学改革为实践平台袁探
索优质实践教学的实现路径遥 其中包括确定以学生核心需求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袁变革课堂教学模式袁部分创新学生

学习成效的评估模式遥 这些变革使得学生学习投入度以及课程满意度显著提高袁对其他科目教学过程提升教育质

量和学生素质也有借鉴作用遥
揖关键词铱 以学生为中心曰 优质教学实践曰 教学改革

Abstract: High quality teaching is the eternal goal and ideal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high quality practice teaching
is the common mission and pursuit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and how to achieve this ideal and mission is a topic of general
concern in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e circles. On the basis of full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theory of Deci,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of high quality practice teaching by taking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urse of management science methodology as the practical platform. These include the determination of
students忆 core needs centered teaching philosophy, the change of teaching mode, and the partial evaluation model of stu鄄
dents忆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se changes make students忆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curriculum satisfaction significant鄄
ly improved. It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quality of other subjects.
Key Words院 students-centered, high quality teaching and practice, reform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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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015 年袁 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学生被发现剽窃论文

而被撤销学位遥 同时袁有调查显示袁每年五月份的毕业

设计野查重冶工作令很多学生担忧不已遥 这些现象值得

深思遥
作为对大学四年学习成果的总结袁毕业论文和设计

综合反映了一个学生对所学的认知和理解遥在这个环节

中怎样尽可能做到原创钥除了道德以及规范甚至法律的

约束袁还需要平时在学习和生活中关于选题尧阅读尧数据

收集和分析以及写作等方法的练习和积累遥一篇好的毕

业设计绝不是在短期内拼拼凑凑就可以获得的遥
管理科学方法论便是这样一门帮助大家做出较高

质量毕业设计的课程遥 怎样契合学生的实际需求袁上好

这门课袁从而提高学生的上课投入度和课程满意度呢钥
优质教学 [1]是大学教育追求的目标和理想袁优质

实践教学是应用型大学共同的使命和追求曰关于怎样

实现此理想和使命袁是学术界和实践界普遍关心的话

题[2]遥 本文将以管理科学方法论这门课的教学改革为

平台袁对优质实践教学的实现路径进行探索和尝试遥
2 相关理论与研究假设

2.1 基本心理需求理论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 Deci 提出个体发展

的三个基本心理需求袁即自主感尧胜任感和归属感[3]遥 正

如阳光尧水尧空气对植物的生长是必须的袁对个体的成

长而言这三个基本心理需求被证明是跨越文化而被普

遍需要的遥 当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袁个体将展

现出活力和更高的积极性曰 当不被满足或者遭遇需求

损伤的时候袁个体将展现出低迷的积极性甚至倦怠遥 同

时袁该理论指出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内嵌于环境袁
当环境展现出尊重个体选择尧 中等程度的挑战性以及

对个体持有接纳的抱持态度的时候袁 个体的基本心理

需求将得到较高程度的满足[4]遥
2.2 优质教学实践

Deci 提出袁 优质教学实践是指尊重学生基本心理

需求的课程设计及实施的整体策略和行为[5]遥 具体表现

为院 教学质量的高低是根据学生的学习以及个体的发

展来衡量的袁教学应关注学生的野学冶袁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袁学生知识的获得不是依靠填鸭式的讲授袁而是依靠

师生之间高质量的互动与对话来获得的[6]遥 同时知识的

获得不是靠机械记忆袁 而是师生一起在一定情境中建

构起来的袁 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也是创造生成新知识

的过程遥 在教学过程中袁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需求尧学
习特点尧想法和建议袁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多样化

的支持袁给学生提供较大的自主权和自由空间[7]遥 其次袁
课程设计中要能够提供中等程度挑战的任务袁 学生在

任务解决的过程中体验野我能行冶的胜任感曰最后袁对学

生遇见的困难持有鼓励尧接纳和抱持的态度袁同时建立

班级相互分享和帮助的机制和氛围[8]遥 如此才能提高学

生的学习投入度和课程满意度袁 进而更好地促进学生

的学习以及作为一个人的发展和提高[9]遥
2.3 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分析袁我们假设院淤 基于 Deci 理论的优

质教学实践改革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投入度曰 于 基于

Deci 理论的优质教学实践改革有助于提高学生课程满

意度曰 盂 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在优质教学实践和课程满

意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曰 榆 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在优质

教学实践与学生学习投入度和课程满意度之间起到中

介作用遥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被试来自我国东部沿海的一所高校的本科生遥 试

验在一门管理科学方法论课上进行遥 共获得 34 份有效

样本遥 样本平均年龄为 20.2 岁袁标准差为 1.7 岁遥
3.2 研究程序

试验采用渊教改袁控制冤单因素试验设计遥 试验依据

Deci 的优质教学实践理念进行设计袁 从学生的实际需

要出发设计教学内容袁 从尊重学生的基本心理需求出

发设计教学模式袁部分革新了学生学习成果评估方法遥
具体操作如下院

第一袁在教学内容方面袁遵循学生实际需要设计教

学内容遥 在文献的基础上袁经过专家和学生访谈袁我们

将学生关于此课程的需要分为两个层次院 第一是实用

层次袁即此门课程服务于学生的毕业设计遥 基于此袁我
们将此门课程内容调整为议题选择尧文献搜集和阅读尧
数据收集和分析以及写作四个模块遥 第二是心理层次袁
即学生在此门课程学习过程中对于自主感尧 胜任感以

及归属感的心理需要遥 鉴于此袁我们在议题选择模块鼓

励学生开放心态袁观察体验生活袁鼓励学生通过社会实

践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议题袁 并且在对学生进行悉心指

导的同时尽可能地尊重学生的想法遥 文献搜集和阅读

模块袁在通用的技术层面袁我们耐心地教授学生具体的

数据库使用尧文献搜集尧甄别以及阅读方法曰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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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需要的文献自然是不同的袁 在此层面我们以尊重

学生自主性为原则给予客观耐心的指导遥 数据收集和

处理模块是本课程的重点袁 本课程以数据案例的形式

教授主要类型的数据结构尧 与不同数据结构相对应的

具体的数据收集以及处理方法遥 在通用方法讲授完毕

后袁 我们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议题尝试去收集适合的

数据并尝试分析袁 我们通常建议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在

课下完成袁但如果遇见困难袁我们会第一时间分析困难

的程度并给予学生恰当的帮助和指导遥 写作是本门课

程的最后环节袁其实写作与阅读和思考是密不可分的袁
要想写得好袁需要先想清楚袁而独立的思考来自于一定

数量的高质量阅读袁 并且阅读的同时需要辅以写作的

练习遥 此模块我们与文献阅读相结合袁在学生有了感兴

趣的议题之后袁我们鼓励并指导学生阅读尧提炼以及书

写袁通常以课后兴趣小组的形式进行遥
第二袁在教学模式方面袁本课程尝试抓住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遥 一个中心指的是学生的核心需求袁包括实

用层面渊做出更好的毕业设计冤和心理层面渊自主感尧胜
任感尧归属感冤遥 两个基本点是指课程设置的逻辑性以

及教学的深入完整性遥 基于这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袁
我们将教学模式定位于教师讲授尧 师生对话以及学生

分享的综合遥 具体到本课程的每一个模块袁就是教师先

通过教学案例的方式讲授重要的知识点尧 相关的方法

和逻辑曰然后鼓励学生思考并发问袁老师进行详尽的解

答曰 最后教师围绕着课堂目标设定几种中等难度的任

务袁鼓励学生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自主选择曰同时鼓励

学生以团队互相协作的形式完成任务曰 并且在恰当的

时候提供学生分享和相互学习的机会遥
第三袁在学生学习成效的评估方面袁本课程采用平

时成绩尧小组论文以及考试相结合的方式遥 其中平时成

绩里除了考勤以及课堂态度等袁新加入野团队贡献冶和
野课堂贡献冶这两个指标遥 野团队贡献冶是指在完成小组

作业的过程中袁对团队做出的贡献遥 具体包括多大程度

上为团队贡献了想法袁 多大程度上帮助团队搜集了文

献袁多大程度上帮助团队收集了数据袁多大程度上完成

了小组报告的书写曰野课堂贡献冶 是指在分享环节多大

程度上进行了有价值的分享并为同学的分享提供了建

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遥 学习成效评估方法的变革带来了

更高的学习兴趣和课堂活跃度遥
3.3 测量工具

学习投入度院采用 Schaufeli 等渊2006冤[10]投入度渊en鄄
gagement冤问卷袁一致性系数为 0.81遥

课程满意度院 采用学校课程满意度平台的统一测

量结果袁一致性系数为 0.84遥
基本心理需求满足院采用 Deci渊2000冤的基本心理

需求满足问卷袁一致性系数为 0.86遥
4 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 1 总结了各变量的平均值尧方差以及相关系数遥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到袁 基于 Deci 理论的优质教学实

践渊显现在教学改革中冤与学生学习投入度渊r=0.34袁p<
0.01冤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曰基于 Deci 理论的优质

教学实践渊显现在教学改革中冤与课程满意度渊r=0.27袁
p<0.01冤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遥 同时基本心理需求

满足与学习投入渊r=0.48袁p<0.01冤呈现显著正相关曰
基本心理需求满足与课程满意度也呈现显著正相关

渊r=0.44袁p<0.01冤遥此外袁性别渊r=-0.09冤与学习投入有显著

的负相关袁与课程满意度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渊r=0.03冤遥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1 性别 a 1.24 0.40 --
2 教学改革 0.50 0.34 -0.01 渊0.79冤
3 基本心理需求满足 5.01 0.51 0.21** 0.47** 渊0.86冤
4 学习投入度 4.57 0.45 -0.09* 0.34** 0.48** 渊0.81冤
5 课程满意度 9.30 0.41 0.03 0.27** 0.44** 0.31** 渊0.84冤

表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注院 n=34; ** p<0.01袁* p<0.05 曰对角线为信度系数曰
性别院 1 男曰2 女曰 教学改革院0 非改革曰1 改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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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假设检验

假设 1 和假设 2 提出基于 Deci 理论的优质教学实

践改革与学生学习投入度以及课程满意度有显著正向

影响袁层次回归的结果列在表 2 中遥 从表 2 中袁我们可

以看到袁 基于 Deci 理论的优质教学实践改革对学生学

习投入度渊M2袁茁=0.34袁p<0.01冤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对学

生课程满意度 渊M6袁茁=0.28袁p<0.01冤 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遥 因此袁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遥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控制变量

性别 -.09* -.09* -.08* -.07* .03 .03 .02 .03
自变量

教学实践 35.** .10 .29** .09
中介变量

基本心理需求 .49** .45** .46** .40**
驻R2 .08** .12** .01 .02** .00 .08** .00 .02**

学习投入度 课程满意度

表 2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3 和假设 4 提出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在基于

Deci 理论的优质教学实践改革与学生的学习投入度以

及课程满意度的关系中起到中介的作用遥 由表 2 我们

可以看到袁 基于 Deci 理论的优质教学实践改革对学生

上课投入度渊M2袁茁=0.35袁p<0.05冤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袁
对学生课程满意度渊M6袁茁=0.29袁p<0.01冤也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遥 同时袁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对学生学习投入度

渊M3袁茁=0.49袁p<0.01冤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对课程满意

度渊M7袁茁=0.46袁p<0.01冤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遥 在加入

了中介变量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后袁 基于对 Deci 的优质

教学实践改革对学生学习投入度渊M8袁茁=0.10冤和课程

满意度渊M12袁茁=0.09袁n.s冤的影响变为不显著袁而基本心

理需求的满足仍对学生学习投入度 渊M8袁茁=0.45袁p<
0.01冤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对课程满意度渊M12袁茁=0.40袁

p<0.01冤也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遥由此袁我们可以得

出院 员工的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在基于 Deci 理论的优质

教学实践改革与学生学习投入度和课程满意度之间起

着中介的作用袁支持了假设 3 和假设 4遥
5 结论

本文在充分的文献分析和调研的基础上袁 基于

Deci 的基本心理需求理论袁 以管理科学方法论这门课

的教学改革为实践平台袁 探索了优质实践教学的实现

路径遥 其中包括确定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袁变革

了课堂教学模式袁 部分创新了学生学习成效的评估模

式遥 而这些变革因为满足了学生对于自主感尧胜任力以

及归属感的需要袁 均带来了学生学习投入度以及课程

满意度的显著提高遥 本研究对其他科目教学过程提升

学生素质和教育质量也有参考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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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护理本科实习生作为研究对象袁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袁对访谈资料进行主题分析遥 结果 护理本科实习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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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practicing experience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Methods The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and nursing undergraduates who have clinical practice in First-class hospitals in Shang鄄
hai were selected. The study was guided by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of qualitative study, using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collect data. Thematic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There were four themes, including
anxiety and frustration, interest and novelty, self-examination. Conclusion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linical
practicing experience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qualified nurses, we should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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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期是护理本科生作为准护理人员正式接触临

床护理工作的重要阶段袁 是帮助学生从理性认识到感

性认识的关键环节[1]遥 护理实习生作为即将步入临床护

理岗位的护士储备军袁 他们对临床护理工作的前期体

验和满意度可直接影响他们的专业态度及将来从事护

理工作的信心袁进而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就业选择袁对护

士队伍的增长和稳定起到重要作用遥 有研究显示[2-3]袁实
习体验和实习满意度对护理本科生的职业认同与从业

意愿具有直接影响遥 因此袁本研究对护理本科生临床实

习期间的体验进行了深入访谈和分析袁 旨在为临床教

学改革提供依据遥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6 年 12 月袁 采用目的抽样法结合滚雪球抽样

法袁 抽取 4 所上海市三级甲等医院处于实习中后期的

护理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个人访谈遥 初步拟定样

本量为 10~15 人袁实际样本量以资料达到饱和袁不再出

现新内容或类别为准袁终止访谈遥最终纳入访谈对象 11
名袁其中女性 8 名袁男性 3 名袁平均年龄 21.5 岁袁实习时

间均为 8 个月遥 具体资料详见表 1遥

编号 性别 家庭所在地 是否独生子女 家庭有无医务人员 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

A 男 城市 是 无 父母意愿

B 女 农村 否 无 容易找工作

C 男 城市 是 无 父母意愿

D 女 城镇 是 无 容易找工作

E 男 农村 是 无 容易找工作

F 女 城镇 是 无 容易找工作

G 女 农村 是 有 兴趣

H 女 城镇 是 无 父母意愿

I 女 农村 否 有 父母意愿

J 女 农村 否 无 兴趣

K 女 城镇 是 无 父母意愿

表 1 访谈对象一般资料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资料收集袁每
次访谈前与被访者约定时间和访谈地点袁访谈可不按提

纲顺序进行袁以引导为主遥 给被访者营造轻松尧安全尧私
密的环境袁尽可能多地收集相关资料遥 访谈前首先获得

被访者同意袁将整个访谈过程全程录音袁每例访谈时间

为 30~60min遥 访谈提纲的设置参考贺采英[4]于 2013 年

根据 Dennison 和 El-Masri[5]编制的量表翻译修订形成

的中文版护理专业学生实习满意度量表的四个维度渊课
堂教学尧临床教学尧实习计划尧支持与资源冤袁同时结合我

院实际情况修订形成遥 主要提纲为院淤 你对目前的实习

安排渊计划尧内容尧环境尧师资等方面冤满意吗钥 于 你期望

的实习是怎么样的钥 和目前的情况一致吗钥 请谈谈你的

感受遥 盂 你希望实习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呢钥 榆 如果

有机会袁你希望哪些方面可以有改进钥
1.2.2 资料分析

访谈结束后 24 小时内将访谈录音转录为文字遥 采

用 Colaizzi 的七步分析法[6]对转录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遥
资料的分析由 2 名研究者同时开展袁首先 2 名研究者分

别对录音资料进行转录和分析袁随后将两者得到的资料

进行比对和合并袁最终得出本研究的主题遥
2 结果

2.1 主题 1院失落与挫败感

实习阶段的护理本科生开始由学生向准护士角色

发展袁他们需要在短期内快速适应临床工作环境袁面临

较大压力遥 通过访谈分析了解到袁护理本科生在临床实

习阶段往往遇到了来自带教教师尧 其他医护人员以及

吴隽彦袁等 护理本科生临床实习体验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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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等多方面的应对难题遥 这些接触对象对学生所体

现出的不同态度和行为表现袁 对学生的实习体验产生

了重要影响遥
2.1.1 临床教师教学主动性的差异给实习生带来的失落感

临床护理人员是护理本科生在实习过程中接触

最为密切的一类人群袁同时他们也对学生的实践学习

负责遥 他们对于学生的态度及在工作中的表现直接影

响着学生的体验遥 学生 G院野老师和老师间的差异还是

挺大的袁有些老师袁她很有意识地去教你袁每次做操作

都会叫上我一起袁然后一边做一边教我袁结束了还会

帮我总结注意点遥 但是另外一些老师的话袁 他们就

噎噎你要是不主动问的话袁他就不会带你去看一些东

西遥 冶 学生 D院野其实我有时候看到其他老师在做操作

的话我就蛮想去看的袁 但是这时候有些老师就会说袁
啊呀袁我的操作不规范的袁你不要看袁跟你们学校里面

学的不一样遥 冶
2.1.2 被临床教师区别对待所产生的失落感

部分实习生谈到他们在科室实习的过程中袁 被带

教教师区别对待袁产生不公平感遥 学生 E院野我的渊实习冤
医院好像跟 XX 学校有定向培养班的袁感觉科室里面的

师资力量比较集中于那个定向班遥 我们进科室时连入

科宣教尧操作示教什么都没有袁要求尧制度尧作业尧考试

一切都不介绍袁 但是那个定向班的同学就是一直固定

跟着科室带教老师的袁我们就属于散养吧遥 冶
2.1.3 教学和实践的差异使学生产生的挫败感

学校教学和医院实际操作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袁
使得学生在实习初期产生不知所措感遥 学生 H院野我们

前几个科室是大内科和大外科袁所以会有很多动手操

作的机会袁刚开始老师让我去做操作的时候我就有点

慌袁 因为我看到他们用的器械什么的跟学校的不一

样袁然后操作流程也有不同袁脑子就空白了袁不知道该

怎么做了遥 冶 学生 J院野我记得有一次科室里面抢救患

者袁看到老师他们都在那里忙袁我站在旁边看的时候

就觉得手足无措遥 其实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都上过情境

模拟的袁但是那个时候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袁所以还

是渊经验冤不够吧遥 冶学生 D院野在内科的时候动手机会

比较少袁做得比较多的就是健康教育袁有时候老师也

会让我们去问问病史袁刚开始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该怎

么跟患者沟通袁技巧什么的都忘了袁然后做健康教育

的时候噎噎就比如饮食教育的时候说到高蛋白质尧高
热量尧高维生素的食物袁患者问我们指的是哪些食物袁

第一次被问的时候真的就懵掉了袁因为书上这方面讲

的不多遥 冶
2.1.4 护理本科生心理预期与实际实习体验间的落差所

产生的失落感

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接受了多方面的熏陶袁 对护

理职业前景充满期待袁 也会对护理和护士形象产生一

种神圣感遥 他们在进入实习医院前也会对实习有所期

望遥 因此袁当他们进入临床工作后发现实际与期待存在

差异的时候就会产生心理落差遥 学生 F院野有次去换输

液袁家属问我这袋药是干嘛用的袁那个患者就跟他家属

说袁他是护士不懂的袁你等下问 X 医生好了噎噎虽然这

是小事袁但就觉得好像在家属心里护士没什么地位遥 冶
学生 I院野实习的时候每天都是重复的基础劳动袁 动手

渊做护理操作冤的机会也不多袁觉得和我期望中的实习

不一样吧遥 冶
2.2 主题 2院兴趣与新颖感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求知欲总体比较旺盛袁 对护

理专业产生学习兴趣袁 能够主动积极学习所感兴趣的

内容遥 学生 C院野我们这个组的学习氛围挺好的袁我们都

很愿意主动跟老师要求去看一些东西袁 因为每个科室

都有它的一些特别的疾病袁 所以空下来的时候我们会

让带教老师带我们去看一些专科操作袁 有机会的话就

跟着做一做袁但是做的机会比较少袁以看为主吧袁还是

能学到东西的遥 冶学生 K院野我们带教最近在尝试用 PBL
方式给我们上小讲课袁我第一次上袁觉得特别有意思袁
比老师看着幻灯讲尧我们听的模式好多了袁希望以后可

以多用这种形式遥 冶学生 G院野觉得渊接触冤比较新的就是

护理查房吧袁这方面接触的还是比较少的袁所以刚开始

觉得很难袁用的都是病房真实的案例袁病也复杂遥 但是袁
渊护理查房冤做了几次以后就噎噎觉得也挺好的袁能学

到很多东西袁而且也会让我们成长不少遥 冶
2.3 主题 3院自省与收获

学生的临床实习一方面是为了前期护理知识和技

能的综合巩固袁 更重要的是提前帮助他们适应护士角

色袁有利于就业后的角色转换遥 学生 K院野我觉得实习对

我就业帮助蛮大的袁让我提前熟悉了工作环境袁也了解

了医院内的运作尧工作模式遥 但是实习期间主要是对基

础护理的学习和练习袁我觉得如果我毕业以后上班袁还
需要对专科护理这方面好好学习一下遥 冶学生 G院野我觉

得只能说基本做好了渊就业准备冤吧遥 现在学到的东西

还是感觉太少袁不足以让我做好工作的准备袁比如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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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让新职工灌肠袁我就会觉得院野啊钥怎么灌肠钥 冶还有

插导尿管什么的袁都不会遥 体验的操作太少了袁以后工

作就会心虚袁不会做遥 冶学生 C院野其实很多理论知识都

学过袁在实习的时候也对一些药理尧生理方面的知识做

了巩固遥 今天一个患者问我 xxx渊药物名称冤是干什么

的袁我一时就想不起来袁我后来去复习了以后才知道这

两个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袁我才跑过去跟他讲遥 所以说

这方面用运用起来不是很如鱼得水遥 还有一个就是健

康宣教方面袁你虽然跟患者沟通得很好袁但是你在健康

教育的时候要有理论知识的基础去支撑袁 就业的话这

方面肯定要加强遥 冶
3 讨论

3.1 关注护理实习生负性体验袁 规范临床教学管理制

度袁不断优化护理教育

本研究提示袁 护理本科实习生在临床面临的难题

来自多方面遥 临床教师作为学生实习期间的第一管理

人袁其教学意识尧教学技能可影响学生的实践体验和实

习效果袁进而影响实习满意度袁影响学生择业遥研究[7]显
示袁护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冲突是学生的主要压力源

之一袁对他们择业尧从业以及职业观的稳定起到重要

影响作用遥 临床教学基地应根据护理实习生的不同培

养目标袁 制订多样化的临床教学管理机制遥 近年来袁
野订单式冶 的培养模式受到各大院校和临床基地的欢

迎袁 各护理院校纷纷与临床基地建立定向培养班袁自
成一套系统的教育与管理机制遥 野订单式冶培养模式是

需求袁也是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发展方向遥 但是袁各临床

基地应在保证野订单冶合作院校实习生临床教学的同

时袁重视其余野非订单冶院校实习生袁为他们提供公平

的临床学习机会和实践资源遥 建议临床实习基地的护

理管理部门根据医院的护理教学现状袁分别完善野订
单式冶和野非订单式冶护理实习生管理模式袁形成对应

的尧稳定的临床带教队伍袁尽可能以平等的理念对待

所有的实习生袁帮助他们在接触职业的早期正确应对

复杂的临床工作遥 临床教师应关注护理实习生的生

理-心理-社会的整体发展袁在提高临床教学质量的同

时袁重视与学生的交流袁与学生建立健康尧和谐的师生

关系遥
临床带教者兼具双重身份袁既是临床护理实践者袁

又是护理教育者遥 他们除了需要完成繁重的临床护理

外袁还需要管理和带教来自于不同院校的众多实习生遥
这使得临床带教要兼顾教学与临床护理工作袁 在工作

中难免产生倦怠感遥 护理部一方面应定期组织临床带

教人员的培训袁加强对病区带教以及高年资尧具有带教

资格的责任护士的规范化培训袁 重视其教学意识和教

学技能的培养袁提高临床护理教师的自身素质袁建立和

维持一支长期稳定尧素质优良的临床带教队伍曰另一方

面袁护理部也应关注一线带教教师群体的工作和生活袁
合理安排教学与临床护理工作袁妥善设置师生比袁疏导

临床带教的工作压力遥 此外袁护理部应统一要求尧严格

督导临床科室的带教成效袁定期听取学生实习反馈袁保
证临床实习的质量袁真正为学生在实习早期树立正确尧
健康的价值观尧择业观和人生观遥
3.2 重视理实一体化教学袁缩短院校间教学差距袁帮助

学生实现向护士的转换

此研究结果显示袁目前的护理教育仍存在一定程度

的理论与实际脱轨的问题遥护理实习生在实习体验中提

到袁初入临床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学校的教学与医院

的实际护理实践间的差异遥学生在实习阶段仍对于如何

将理论与实践有机联系起来存在一定的疑惑遥他们在实

习早期由于所学与所做之间的差异使得他们无法快速尧
有效地适应实习生活遥曾在学校中系统学习过的理论知

识却无法在临床实际工作中有效地运用袁这使得护理实

习生在临床环境中产生挫败感尧 失落感等负性体验袁同
时他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在适应过程中遥护理是一

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袁具有鲜明的职业特色遥 院校在护

理教育的发展和改革过程中应重视理论与实践的一体

化教学袁让学生早期接触临床袁教学过程中注重与教学

医院的有效沟通袁开展教学改革袁引进临床操作规范袁缩
短院校间的差距遥 已有多项研究[8-9]显示袁理实一体化教

学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吸取理论知识袁 提高操作技能袁做
到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习和巩固袁不仅能够促进学生的自

主学习尧积极探索袁还能提高他们的临床决策能力袁提前

帮助护理实习生做好角色转换准备遥
3.3 加强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教学理念袁重视发展护理教

育中的多元化教学方式

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是护理教学的两大重要组成

部分遥 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袁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教学

理念一直贯穿于各大院校[10]遥 本研究显示袁护理实习生

对于护理查房及 PBL 教学等教学方式充满浓厚兴趣袁
且此种方式学生教学反馈良好遥 其不仅提高了学生学

习的兴趣和主动性袁 也让学生在讨论中学习袁 体现了

野以学生中心冶的理念袁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遥 张宜

吴隽彦袁等 护理本科生临床实习体验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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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等[11]尝试在护理中专生的临床实习教学中采用案例

法袁 结果表明这能够帮助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理论及

实际操作知识袁 有效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因

此袁学校与医院的教师应重视学生的兴趣点袁以培养学

生整体素质水平为目标袁 在学校的理论教学中让学生

早期接触此类教学方式袁培养其主动思考尧解决问题的

能力遥 此外袁医院临床教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袁应在

护理本科生的常规小讲课中应用案例尧 问题为导向的

教学方式袁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遥 同时袁医院

在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的过程中袁 应注重教学中的反

馈袁搭建良好的沟通渠道袁听取学生实习建议袁进而不

断提高和促进临床教学的发展遥

4 小结

当今医疗环境下袁 护理人员总体的数量依然处于

紧缺状态遥 护理实习生作为未来的护理人力资源袁他们

在实习阶段的满意度直接关系到未来的择业尧 从业满

意度遥 因此袁护理院校及教学医院应重视学生实习阶段

的反馈与意见袁积极探讨临床实习尧实践教学策略袁开
展护理教学改革袁提高教学质量遥 本研究结果提示袁近
年来受各大医学院校和临床医疗机构欢迎的野订单式冶
培养模式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习体验袁 对于学生的

择业尧就业具有重要影响遥 为进一步提升护理教学质量

和成效袁将在未来对野订单式冶和野非订单式冶培养模式

的教学差异做进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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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目的 探索和分析养老机构老年人及工作人员参与老年护理学课程服务性学习的体验遥 方法 采

用半结构访谈法袁收集养老机构老年人及工作人员参与服务性学习的体验袁并运用 Colaizzi 现象学研究法进行分

析遥 结果 得出 4 个主题院淤 了解自身身体状况 于 学习保健知识和技能 盂 得到心理支持 榆 改善养老院的环

境遥 结论 老年护理学服务性学习可满足养老机构老年人健康照护的实际需求袁形成学校-养老机构共赢的合

作模式遥
揖关键词铱 养老机构曰 老年护理学曰 服务性学习曰 体验

养老机构老年人及工作人员参加老年护理学课程
服务性学习的体验

刘 娜 万文洁 杨云衣 徐 燕 *

渊上海杉达学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The Experience of the Elderly and Staff in Pension Institutions
Participated in Service Learning of Geriatric Nursing Curriculum

Liu Na Wan Wenjie Yang Yunyi Xu Yan*

渊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chnology袁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xperience of the elderly and staff in pension institutions participated
in service learning of Geriatric Nursing curriculum. Method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collect the expe鄄
rience of service learning among the elderly and staff, and analyze the data followed by Colaizzi phenomenological re鄄
search method. Results Four themes were emerged: understanding their own physical condition, learning health knowl鄄
edge and skills, getting psychological, improving the pension institutions忆 environment. Conclusion The service learning
of geriatric nursing can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health care for the elderly in the pension institutions, and form a win-
win cooperation model.
Key Words: pension institutions; geriatric nursing; service learn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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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是指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与护理等

综合服务的机构养老场所遥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

严峻袁老年人的长期照护需求越来越高袁养老机构逐

渐凸显其重要作用袁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

老遥 课程中的服务性学习袁是将服务性学习引入课程

教学中袁通过以课程目标为导向的服务性活动项目的

设计袁帮助学生在完成课程目标的同时为社会提供真

实的有价值的服务[1]遥 国外的研究显示袁服务对象在服

务性学习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袁社区渊或机构冤与学校

合作为学生提供服务的场所和必要的资源袁使得社区

和学校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曰同时服务性学习还可

让服务对象学习更多疾病与健康的相关知识曰更重要

的是服务性学习还可为服务对象提供一定的心理支

持[2尧3]遥 本研究旨在了解我国养老机构与学校合作参加

老年护理课程服务性学习的体验袁促进养老机构与学

校的合作共赢遥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4 年与我校合作的 3 家养老机构袁 采用目的抽

样法分别对 10 位老年人尧4 位养老院工作人员进行半

结构访谈遥 样本量以访谈内容达到饱和为止遥
1.2 方法

1.2.1 服务场所与服务对象的选择

服务性学习的场所可以是在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上

门的护理服务袁也可以到养老机构开展服务活动遥 考虑

到我们课程教学的时间固定袁 学校周边为城乡结合部

位袁社区居民居住分散等具体情况袁我们开展服务性学

习的场所不适合放在社区上门服务袁故选择养老机构遥
关于养老机构的选择袁课程教师建议选择原则院淤 就近

和交通方便袁节省往返时间袁保证有效的服务时间曰于
有一定的规模且管理规范袁愿意合作袁并且能够提供一

定的支持和保障曰 盂 有较强的卫生服务人员的人力配

置袁能够与课程教师共同指导学生遥
服务对象的纳入标准院淤 年龄逸60 岁曰于 患有慢

性疾病曰盂 意识清楚袁无精神障碍疾病曰榆 自愿参加本

研究遥
1.2.2 老年护理学课程服务性学习方案

将老年护理学课程中常见疾病与护理分为 4 个单

元袁每个单元有一次基于自学基础上的讨论袁一次服务

性学习遥 教材应用叶老年护理学曳第 2 版王志红尧詹琳主

编曰服务性学习实践课袁学生根据护理程序为老年人提

供系统尧全面尧整体的护理袁包括护理评估尧护理诊断尧
护理计划尧实施和评价曰讨论课以小班为单位进行袁每
次讨论课为 3 学时袁先由学生进行汇报渊2 学时冤袁再由

教师进行总结答疑与重难点内容的讲解渊1 学时冤遥以班

级为单位袁学生自愿组合袁每组 5-6 人遥 课程目标院护生

通过老年护理服务性学习后袁 需学会评估老年人身体

健康状况及生活环境危险因素袁 掌握老年人常见疾病

和健康问题的相关知识袁形成对老年人的积极态度袁在
适当的情境中运用老年护理技能袁 能对老年人进行健

康教育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遥 老年护理学课程安排

渊除康复外冤如表 1 所示院

序号 课程内容 授课形式 学时

1 老年护理概述 理论授课 2
2 老年体验课 实训室体验 4
3 老年护理基本原则 理论授课 4
4 服务性学习 1 养老院服务 3
5 老年常见问题与疾病 1渊便秘尧尿失禁与尿潴留冤 汇报讨论 3
6 服务性学习 2 养老院服务 3
7 老年常见问题与疾病 2渊呼吸系统尧内分泌系统冤 汇报讨论 3
8 服务性学习 3 养老院服务 3
9 老年常见问题与疾病 3渊疼痛尧跌倒尧运动系统冤 汇报讨论 3
10 服务性学习 4 养老院服务 3
11 老年常见问题与疾病 4渊神经系统尧循环系统冤 汇报讨论 3
12 服务性学习 5 养老院服务 3
13 服务性学习经验分享 汇报讨论 3

表 1 叶老年护理学曳课程安排表渊除康复外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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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

课程结束后袁 对参与服务性学习的养老机构人员

进行半结构访谈遥 访谈前袁以口头形式向每位受访者说

明此次研究的目的尧方法袁取得受访者的知情同意袁并
告知访谈获得所有资料只用于本研究遥 访谈隐去受访

者的真实姓名袁以编号代替遥 征得受访者同意对访谈进

行录音遥 访谈选择在受访者方便的时间与地点进行袁访
谈时间持续 30 分钟左右袁访谈围绕主题进行袁鼓励受

访者尽量表达自己的想法遥 采用追问尧复述和澄清的方

式明确受访者表达的意思遥 访谈过程中做好记录袁访谈

结束后及时将录音转化为文字资料遥 老年人访谈提纲院
淤 你觉得参加本次服务活动有什么收获钥请举例说明遥
于 你对学生有什么样的评价钥盂 你对我们的服务有什

么意见与建议钥榆 你以后还愿意参加这种活动吗钥养老

机构工作人员访谈提纲院 淤 你觉得参加本次服务活动

对养老机构什么作用钥请举例说明遥于 你对我们的服务

有什么意见与建议钥盂 以后还愿意与学校继续合作吗钥
采用 Colaizzi 现象学分析法[4]对资料进行分析袁具体

步骤如下院淤 仔细阅读原始资料曰于 析出有重要意义的

表述曰盂 对这些有重要意义的表述进行编码曰榆 将编码

归类袁形成主题曰虞 整合所得结果袁对研究对象进行详

细的描述曰愚 辨别出相似的观点袁形成结构框架曰舆 返

回研究对象处求证遥
2 结果

本研究中袁学生为 82 位老年人提供了服务渊男性

28 位袁女性 54 位冤袁年龄在 63-96 岁之间袁平均年龄为

82.93依6.022 岁袁学生共提供了 1450 小时服务遥 学生为

老年人提供高血压健康宣教 48 次袁糖尿病健康宣教 51
次袁 骨关节疾病健康宣教 32 次袁 脑卒中健康宣教 45
次袁便秘健康宣教 63 次袁预防跌倒健康宣教 71 次曰学
生为 53 位老年人测量血压袁为 51 位老年人测量血糖袁
学生为养老院张贴安全警示标语 120 份曰68 位老年人

学会测量脉搏袁49 位老年人学会呼吸训练袁61 位老年

人学会腹部按摩袁53 位老年人学会少林十巧手遥
2.1 了解自身身体状况

A 老人院野我的血糖没吃饭的时候 8.3渊mmol/L冤袁稍
微偏高袁 血压正常遥 冶Z 老人院野我的血压控制在上面

120-130渊mmHg冤袁下面总归 70-80渊mmHg冤遥 冶C 老人院
野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会搭搭脉看袁一般 60 几次渊每分

钟冤袁这还算是正常的遥 冶F 老人院野我有糖尿病的袁他们

渊指学生冤告诉我糖尿病吃什么袁还做了一个糖尿病须

知噎噎了解了自己的健康情况遥 冶H 老人院野我以前不知

道有糖尿病的袁学生来了以后给我测血糖袁说血糖有些

高袁后来他们跟我们这的医生说了我的情况袁在那之后

医生还有学生就开始跟我说糖尿病要注意些什么遥 冶
2.2 学习保健知识和技能

B 老人院野有几个方面懂了袁测血压什么的噎噎增加

点知识吧噎噎他们讲的有他们的道理袁我们不懂的袁现
在知道了袁血压在什么范围是正常的袁增加点知识遥 冶C
老人院野他们讲我要注意的噎噎以前不太知道遥 冶A 老

人院野吃的要注意袁吃得慢一点尧软一点的袁热的袁身体要

保暖遥 冶 W 工作人员院野可以让他们多一点了解健康方

面的知识袁 增加一些途径噎噎你们过来主要以关心他

们的健康状况为主袁传达健康知识袁帮助他们渊指老人冤
有更好的老年生活遥 冶

D 老人院野每天都做渊少林十巧手冤噎噎这个效果没

那么快袁要是做了几天就效果好袁就灵光来渊上海话冤
噎噎搭脉教了袁我会搭的袁一般性 70(次/min)袁有时 72
(次/min)噎噎跳得快也不好袁慢也不好噎噎渊腹部按摩冤
没大便的时候做一做冶遥 Z 老人院野揉肚子渊腹部按摩冤每
天早上做的遥 冶
2.3 得到心理支持

W 老人院野你们来袁我们挺欢喜的袁来看看我们老头

老太挺亲切的袁 家里的子女也不过这样子噎噎跟子女

呆在一起一样袁挺开心的遥 冶C 老人院野岁数大了总归没

用处了袁你们还关心我们老人袁挺好的袁欢迎你们常来

的遥 冶G 工作人员院野学生可以开导老人袁 对老人有帮

助遥 冶W 工作人员院野老人的精神生活上面有些充实袁我
们院里平时如果没有家属尧志愿者来袁院里很冷清的袁
只有老人和工作人员袁老人就是吃饭睡觉袁要么就坐在

那里袁很没有生气的袁老年人蛮喜欢你们来这里的袁我
们也很欢迎遥冶Z 工作人员院野蛮好的袁他们看到年轻人都

高兴的袁下次再来袁多跟他们接触一下噎噎学生都很热

心的袁也有耐心袁就像他们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袁有时

候那个爷爷都被他们逗笑了遥 冶
2.4 改善养老院的环境

减少了引起老年人跌倒的环境因素袁G 工作人员院
野我看到有的学生还专门买了那个防滑垫袁放在老年人

的浴室里袁学生很细心袁这个都能想到袁可以预防老人

摔倒的袁很好浴 冶学生在服务过程中发现养老机构的安

全警示标志存在一些漏洞袁 数量不足或有的标志不够

明显袁学生发现这一问题后及时与老师沟通袁并在网络

41窑 窑



No.22018
上搜寻一些设计较好的图标或自行设计安全警示图

标袁教师与养老机构协商后袁确定养老机构需要的类型

以及数量袁学生负责制作并在养老机构张贴遥 Z 工作人

员院野你们给我们贴的那种标志嘛袁都贴上了袁因为像这

种防夹手的袁都蛮好袁我们这边也没有袁下次做的话就

根据你们这个版本渊做一些冤袁像这种门啊袁老人是需要

注意的袁防滑尧注意台阶这种也蛮好袁我们院里本来也

有的袁你们又给我们增加了一些袁蛮好的遥 冶
3 讨论

3.1 符合国家政策的宏观要求

我国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袁 人口老龄

化的快速发展袁带来了养老服务需求的急剧增长遥 加快

发展养老服务业袁有利于我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袁满
足老年人多样化尧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遥 我国政府提

出袁到 2020 年袁生活照料尧医疗护理尧精神慰藉尧紧急救

援等养老服务应覆盖所有居家老年人[5]遥 在强调大力加

强养老机构建设的同时也要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遥 一

方面袁对养老服务机构社区服务尧养老服务人员提出了

一定的要求曰另一方面袁对未来养老服务主力军的培养

也提出了挑战袁应当加强高等院校老年医学尧康复尧护
理等专业的人才培养遥

为适应和满足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需求袁 大力发

展养老服务本科教育袁 需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受

教育水平和职业能力遥 这一社会性的需求推动了老年

护理学科教育向更加先进尧综合化的发展袁社会大众更

加清晰地认识到老年护理在老年人健康维持和促进中

的巨大功能和价值遥 教育部门鼓励和支持学校在人才

培养模式尧课程尧教学方式尧师资队伍等重点环节进行

改革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袁提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

建设整体水平[6]遥
3.2 满足养老机构老年人健康照护的实际需求

由于生理尧心理及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袁养老机构老

年人的服务需求与社会尧 家庭及养老机构有着密切的

关系遥 袁畅在其一项调查研究中指出袁养老机构需重视

老年人服务需求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与帮助[7]遥 人的

需求满足程度与健康成正比袁 老年人在形态结构和生

理功能一系列退行性变化及机体功能逐渐丧失的情况

下袁其需求得不到满足袁身体-心理-社会发展会出现相

应的问题[8]遥 因此袁根据老年人的特点提供所需的多层

次护理服务有助于提高其晚年生活质量遥 曾友燕文章

中指出了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具有明显的倾向性[9]袁她认

为袁老年人的家庭护理需求主要呈现出三大特点院淤 需

要的家庭护理服务项目集中于健康教育类尧 康复护理

类和预防保健性的护理技术服务曰 于 对技术含量高的

护理操作技术服务的需求面广袁 具体的需求项目相对

分散袁个性化特征明显袁但总体需求量较小曰盂 不同健

康功能水平的老年人其家庭护理需求有所差异袁 而同

一健康水平的老年人其需求则相对集中遥
本研究中袁 服务性学习内容的设计囊括了对老年

人的个体化护理评估尧健康教育尧预防保健类的护理技

术服务及心理支持等遥 学生通过全面的护理评估袁为老

年人制定个体化的护理计划并实施袁 提供了针对性的

支持与帮助遥 在老年人的访谈过程中袁老年人提及通过

参与服务性学习活动了解了自身的健康状况尧 学习了

保健知识及技能尧得到了心理支持遥 因此袁老年护理学

服务性学习从实际出发袁 基本满足了老年人的健康照

护需求遥
3.3 形成学校-养老机构共赢的合作模式

服务性学习的场所可为养老机构尧 社区及居民家

庭等遥 目前袁我国也正在积极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

合作新模式袁如开展上门诊视尧健康查体尧保健咨询等

服务曰推动医养融合发展袁促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

机构尧社区和居民家庭[5]遥 而在校医疗尧护理专业学生是

医疗卫生资源的储备力量袁 依托院校和养老机构建立

养老服务实训基地袁不仅可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袁促进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袁提高学生的核心能力尧培养

学生对从事老年服务业的情感态度袁 还能够推进实训

装备的合理配置与共享袁 提高实训基地及学校医疗资

源的使用效益[6]遥
在本研究中袁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袁我们选择了养

老机构作为合作基地袁并制定了养老机构的筛选原则袁
为服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遥 学校为养老机构提供

了人力资源袁并由学生自带血压计尧血糖仪为老年人提

供检查袁提高了学校实训装备使用效益曰同时提高了老

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认识尧 使其掌握了更多的保健

知识和技能尧改善了养老院的环境遥 养老机构为学生提

供服务对象及老年服务指导袁 学生掌握了老年护理专

业知识和技能袁培养了对老年护理的情感态度袁实现了

共赢遥 服务活动受到老年人的欢迎并获得养老机构的

认可遥 今后可考虑将服务延伸至社区及居民家庭袁为老

年人提供规范化尧个性化服务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和生活满意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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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是保障中小学青少年儿童身体健康尧推进学校卫生工作的主体力量袁基于上

海市中小学校卫生保健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问卷调查袁 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有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袁但
是自感工作能力水平总体偏低遥 另外袁相关制度保障缺失尧职后培训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专业化

发展遥 在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化发展中袁引入 U-G-S 教师培养模式袁强化高校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的

三方联动袁打造三位一体的教师专业发展联盟袁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遥
揖关键词铱 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教师曰 专业化发展曰 U-G-S 模式

Abstract: Health care teachers are the main force to ensure the health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promote the health work of school.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health care teachers in 2016, they had the great self-
learning ability and motivation, but the competency was low. In addition,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relevant system
guarantee and imperfect post training mechanism restrict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intro鄄
duction of training model of UGS, intensify the 义trinity义 co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渊G冤,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渊U冤,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渊S冤can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s.
Key Words: health care teacher;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义U-G-S义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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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卫生保健工作是学校教育工作和公共卫生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不仅关系儿童尧青少年个人的健康

成长和家庭的幸福生活袁 也关系国民的整体健康素质遥
加强学校卫生保健工作是维护广大学生身心健康尧深入

贯彻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袁也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均等化的重要举措遥叶健康上海 2030 规划纲要曳指出袁要
把健康教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教学计划袁作为所有教育

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袁把提升学生健康素养纳入学

校发展规划和教育督导评估体系遥 以中小学为重点袁完
善学校健康教育推进机制遥 以普及健康生活尧优化健康

服务尧完善健康保障尧建设健康环境为重点袁构建相关学

科教学与教育活动相结合尧 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相结

合尧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集中式宣传教育相结合的健康教

育模式袁广泛开展健康宣教活动遥由此可以看出袁上海市

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青少年儿童身体健康的发展

状况遥但从我国近 30 年的全国青少年体质监测数据看袁
尽管青少年营养和发育水平不断提高袁但是部分体能素

质指标却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袁超重肥胖和视力不良比例

居高不下袁中小学生的体质状况并不理想遥
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是保障中小学青少年儿童身

体健康尧推进学校卫生工作的主体力量袁构建一支健康

理念先进尧保健能力突出尧教育水平较高的卫生保健教

师队伍是构筑学校卫生工作体系的关键环节袁 卫生保

健教师的工作能力和负荷会直接影响学校卫生工作质

量[1]遥 我国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培养起步较晚袁相应的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健全袁 对该学科教师群体的

长期忽视严重阻碍了我国中小学健康教育发展进程遥
这与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袁 与广大学

生家庭的期盼和要求不适应遥 本文通过对上海市中小

学卫生保健教师的调研袁探究该领域教师的发展现状袁
分析其核心影响因素袁 对构建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专

业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上海市 16 个区 129 所中小学的卫生保健教师

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遥 其中袁小学 54 所袁初中 30
所袁高中 14 所袁九年一贯制学校 22 所袁完全中学 6 所曰
并对静安区尧浦东新区尧宝山区等 6 所学校的卫生保健

教师进行访谈遥
1.2 方法

学校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化发展问卷主要依据 叶国

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曳[2]尧叶上海市内部医

疗机构设置基本标准曳[3]和 CIRO 培训评估模型[4]袁根据

最好条件原则进行设计袁 并以专家会议的形式对调查

问卷进行了反复论证和修改遥 该问卷内容上涵盖了卫

生保健教师配备情况尧 卫生保健教师参加培训情况及

专业发展现状遥 并围绕卫生保健教师的健康管理尧健康

服务和健康教育技能及其职业发展状况进行访谈遥
2 结果

根据被试的应答率袁删除应答不完整的问卷袁共回

收有效问卷 126 份袁回收率 97.7%遥结合访谈结果袁研究

发现袁 上海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化发展上主要

存在一大优势和三大问题遥
一大优势在于院 上海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自我

学习能力较强袁学习动机明确遥
目前卫生保健教师对培训有一定的意见袁 但大部

分持积极态度袁愿意参加不同形式的教师培训遥 调查显

示 73.6%的个体认为卫生保健教师符合自己的职业兴

趣袁83.8%的个体经常关注健康教育的最新研究动态袁
92.3%的个体经常反思日常的健康教育活动对于学生

健康的促进作用袁97.7%的个体经常思考提升自我卫生

保健专业能力遥 卫生保健教师参加培训的动机主要在

于更新尧拓宽专业理论知识尧提高自身素质与教学和科

研能力尧增加与同行的交流袁促进自身职称晋升等遥 这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袁大部分教师都有参加高水平培训尧
提升专业能力的愿望袁学习动机较强遥 大部分教师认为

培训尧参加教学观摩尧同行交流是提高自己专业能力的

重要途径遥
然而袁 调研中也发现了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专业

发展中的三大问题院
2.1 制度未能落实袁政策保障缺位

首先袁上海市中小学中袁专职卫生保健人员师生比

多数不达标遥 根据 2013 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与上海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联合发布的 叶关于进一步加

强学校卫生保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曳袁在中小学袁应按

在校学生数不低于 600:1 的标准配备学校卫生保健教

师遥 然而袁通过调研袁我们发现上海市中小学达到这一

标准的比率仅有 44.53%袁其中小学为 46.53%袁初中为

56.67%袁高中为 50.00%袁九年一贯制为 28.57%袁完全中

学仅为 16.67%遥 总体而言袁上海市中小学中袁符合该标

准的学校不到一半袁 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达标

的学校不到三分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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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袁在相应资格证书考试方面袁我们还发现袁现有

的教师资格证书科目类别中袁尚无野卫生教育冶学科袁中
小学卫生保健教师大部分是通过考取体育尧心理尧语文

等科目的资格证书而进入岗位遥 并且袁各学段之间尧资格

证种类之间均存在层次不齐现象遥 例如袁 小学中有

75.9%的教师获得了教师资格证书袁 与九年一贯制

渊33.3%冤尧高中渊28.6%冤尧完全中学渊16.7%冤存在较大差

异遥 另外袁在获得医师或者护士资格证书的中小学卫生

保健教师中袁小学和高中分别仅占 24.1%和 28.6%袁与九

年一贯制学校渊61.9%冤和完全中学渊66.7%冤差距较大遥

第三袁在职称评聘方面袁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职称

类型尚未统一遥其中袁具有教师职称的占 40.3%袁具有医

生职称的占 14.0%袁具有护士职称的占 30%袁同时具有

教师职称和医生职称的占 0.8%袁 同时具有教师职称和

护士职称的占 1.6%袁还有个体具有营养师尧公共医师等

类职称遥职称等级中袁副高级占 1.6%袁中级占 31.8%袁初
级占 54.3%袁无职称占 12.4%遥对具有不同专业背景尧资
格证书尧职称等级个体的在编数进行分析袁结果发现袁
拥有教师资格证的个体袁更多的为在编教师渊x2=12.72,
p<0.001冤遥

学校类型 学校数
专职卫生保健人员师生

比达标比例/%
医疗/卫生相关专业

比例/% 在编率/% 专职卫生保健
教师比例/%

相关资格证书/%
卫生资格证 教师资格证

小学 54 46.5 51.9 85.2 64.8 24.1 75.9
初中 30 56.7 76.7 96.7 60.0 56.7 53.3
高中 14 50.0 78.6 85.7 85.7 28.6 28.6

九年一贯制 22 28.6 57.1 90.5 85.7 61.9 33.3
完全中学 6 16.7 83.3 66.7 100 66.7 16.7

表 1 上海市各类中小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基本情况

2.2 在职培训内容简单袁培训机制不完善

首先袁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培训内容简单化尧培训

形式单调化遥 调查发现袁有 65.9%的卫生保健教师参加

过岗前培训袁 岗前培训天数主要集中在 1要5 天左右遥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健康促进理论尧 健康教育知识遥 然

而袁在问卷调查和访谈中袁我们了解到教师道德知识尧
健康教育尧健康管理尧儿童青少年卫生保健才是卫生保

健教师最迫切想要了解的内容袁 这与实际情况仍有一

定出入遥 此外袁在现有的培训形式中袁专家的理论讲座尧
专题研究仍然为主导形式袁培训方式过于单一袁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培训的效果遥
其次袁在职培训机制不完善袁随机性较强遥 调查发

现袁 上海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接受在职培训的时间

以不定期为主渊51.9%冤遥 参加过的培训活动主要来自区

级卫生系统尧区级教育系统和市级教育系统遥 教师培训

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尧连续性尧系统性的工作袁然而目前

的教师培训没有考虑到学科特点尧 教师的年龄结构等

因素袁缺乏系统性袁没有长期规划袁存在出现问题后再

进行补救的现象遥 由于目前上海市中小学教师卫生保

健教师培训内容与教师期望的培训内容的不匹配以及

培训制度不完善袁 培训对教师专业发展起到了微乎其

微的作用袁 教师参加培训后的实际收获与预期效果还

存在着一定差距遥
2.3 教师自感工作能力水平较低

自感工作能力是指人们相信自己具有组织和执行

行动以达到特定成就的能力的信念遥 教师工作绩效与

自感工作能力存在直接关系袁 自感工作能力影响着教

师工作的效果遥 [5]调查发现袁上海市只有 48.1%的卫生

保健教师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卫生保健教师的工作袁整
体自感工作能力水平较低遥

对教师的自感工作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方差分

析袁结果发现院是否具有医师或者护士资格证渊F渊1,128冤
=18.74袁 p<0.001冤和是否具有医疗专业背景渊F渊1,128冤=
30.02袁p<0.001冤 情况不同个体的自感工作能力水平存

在显著差异遥 这意味着袁是否具有医师或者护士资格证

书和是否具有医疗专业背景是影响中小学卫生保健教

师自感工作能力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袁 拥有医师或者

资格证和有专业医疗背景的卫生保健教师自感工作能

力水平更高遥 而根据表 2 的调查显示袁虽然上海市中小

学卫生保健教师中袁医疗专业出身的占比过半袁但是拥

有医师或者护士资格证的个体较少袁占比不高袁这也解

释了为何上海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自感工作能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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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整体不高遥
3 讨论

3.1 原因探析

从上海市各类中小学校卫生保健专业化发展现状

来看袁该学科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水平总体不高袁其原

因主要集中于高校的专业人才培养尧 学校办学者的重

视度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关注度遥
首先袁高等教育院校相关专业建设有待完善遥 在

现行的教育政策法令中袁学校健康教育与体育合成为

野体育与健康冶袁如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曳中就指

出院野初中阶段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袁主要包

括思想品德尧语文噎噎体育与健康噎噎以及综合实践

活动遥 冶我国的教育学学科长期缺乏学校卫生保健方

向的专业培养体系袁传统的医学教育或是体育教育中

缺乏针对儿童青少年人群的公共卫生方面的教学内

容袁以至于目前在岗人员仍普遍缺乏学校卫生保健的

系统性知识和能力遥 在 2017 年 3 月袁 国家教育部

叶2016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曳
中袁将野卫生教育冶专业纳入了教育学专业之中遥 这意

味着袁 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将有自己的专业学位袁有
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课程遥 然而袁新生事物总要经

历从粗糙到精细尧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袁相对于学校

卫生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学校卫生保健工作的重要职

责袁该学科现有的教师专业背景复杂尧无专业对口的

资格证书袁学校卫生保健人员队伍发展处于严重滞后

状态遥
其次袁 学校办学者对卫生保健教师的关爱有待提

升遥 过往几十年间袁我国基础教育一直囿于应试教育袁
国家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虽然重视学生身心健康袁也
出台过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袁 但是

在过度强调考试成绩的教育体制下袁 学校卫生健康教

育不得不让位于语文尧数学等主要科目考试科目袁长此

以往袁 导致了当前我国各地部分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岗

位的长期空缺遥 卫生保健教师配备情况和对卫生保健

教师的关爱程度袁 都从深层次上反映了教育者的教育

观和学生观遥 由于在学校内部缺乏关爱与重视袁目前在

岗的卫生保健教师也面临着诸多压力袁 人员流失情况

严重遥 这些原因直接影响着教育教学质量袁最终影响学

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遥
最后袁 教育行政部门对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发展的

关注有待增加遥 由于学校卫生保健学科的新颖性与独

特性袁 多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尚未将其专业教师纳入

教师专业化发展体系袁 这主要体现在相关职后培训的

简单化甚至缺失尧培训课程重理论轻实践尧培训内容与

实际需求脱节尧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等袁对提升教师专

业能力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遥 另外袁在现行体制中袁中
小学卫生保健教师专业教师资格证书和职称评定的通

道也未打通袁 教师们在就业入职时面临着证书无从考

取尧 职称无法评定的困境袁 这对教师的积极性打击较

大袁不利于教师专业化发展遥
各种因素的交织袁 共同制约了卫生保健教师的专

业化发展遥 要解决这些问题袁单靠地方政府尧高师院校

或中小学都是不可能的袁需要三方共同努力袁在各负其

责的基础上建立起高师院校尧地方政府尧中小学深度合

作的卫生保健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要要要卫生保健

教师教育野U-G-S 三位一体冶的人才培养模式遥
3.2 U-G-S 模式下的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化发展途径

野U-G-S冶人才培养模式中的野U冶是指高校渊univer鄄
sity冤尧野G冶是指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渊government冤尧野S冶是
指中小学渊school冤遥 野U-G-S 三位一体冶模式强调高等教

育院校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尧中小学要进行深度合作袁
将职前培养尧入职教育与职后培训融为一体袁实现人才

培养尧教育资源与课程架构一体化袁实现教育人才理论

能力与实践能力的有机融合遥
野U-G-S冶模式的特点在于院开放尧合作尧实践遥 野开

放冶 是指高等院校尧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各自

野拆掉冶原先封闭的围墙袁彼此开放尧彼此接纳袁融为一

体袁相辅相成袁共同发展遥 野合作冶是指三方联动袁互通有

无袁各展所长袁建立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袁以促进高等

教育院校尧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不同组织之间

的文化互动尧融合袁实现参与各方优势互补尧共同发展遥
野实践冶是教师的专业核心能力之一袁同时作为教师教

育的核心价值取向袁 要突出反映在高等教育院校师生

参与社会实践和走进中小学教育现场之中袁 也要反映

在中小学教师走进参观尧学习尧培训的现场之中袁总之袁
教师要通过实践不断促进自身能力尧水平的提高袁促进

教育和社会的发展[6]遥
为了促进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袁结

合 U-G-S 的教师专业化发展培养模式袁我们要号召政

府尧 高校和学校三方通力合作袁 以唤醒教师个人内驱

力遥 要以政府为主导尧以高校为关键尧以学校和教师为

核心袁共同拓宽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成长之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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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政府层面院 建立自上而下的卫生保健教师职业发

展支撑体系是基础

突出政府在学校卫生保健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主

导作用袁 建立自上而下的卫生保健教师职业发展支撑

体系遥 首先袁在卫生保健教师的聘任方面袁由市教育部

门牵头袁聘任具有医学相关教育背景尧取得教师资格袁
在学校从事卫生教育教学和提供日常学校卫生保健服

务的专业人员担任学生的健康保护神曰 制定包含卫生

教育课程教学和日常卫生保健服务工作在内的学校卫

生保健教师工作量核定办法曰 卫生保健机构的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应按规定聘任卫生专业技术职务曰 卫生保

健机构未达到卫生保健教师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任职

条件的人员袁应由学校按教辅人员聘任遥 其次袁在职业

发展渠道方面袁 拓宽现行的教师资格证书种类袁 开拓

野卫生教育专业冶的教师资格获取途径袁为相关专业学

习者提供获得资格证书的可能性遥 将卫生保健教育纳

入中小学教师职称渊职务冤评聘范围袁中小学渊含中等职

业学校冤 内设卫生保健机构的卫生保健教师符合条件

者可参加本市中小学教师职称渊职务冤评聘遥 符合相关

规定者可参加卫生初尧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卫生

高级专业技术评审遥 第三袁政府要明确学校在卫生保健

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主要管理作用袁 督促学校将卫生

保健教师职业发展纳入学校全局工作袁重点规划尧统筹

实施袁为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政策上的支持遥 建

立市区两级卫生教育教学研究机构及协调机制袁 配置

学校卫生教育教研员袁形成合力袁加强对中小学卫生保

健教师卫生教育课程教学的研究尧培训和指导袁共同推

进卫生保健教师和学校卫生工作发展曰 学校卫生保健

机构由教育部门主管,各区县教育部门要逐步完善学校

卫生管理职能机构设置袁加强学校卫生保健工作管理曰
卫生部门要将学校卫生保健作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袁 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

划袁 按照行业管理职能加强对学校卫生保健机构的管

理袁并负责提供学校卫生保健工作相关技术指导袁促进

卫生保健教师的专业发展[7]遥
3.2.2 高校层面院 建立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一体化的培

养体系是关键

依托本市有关高校袁 成立学校卫生保健人员培育

中心袁作为市级学校卫生保健人才培育基地袁承担本市

在职学校卫生保健人员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等工作袁
建立本市卫生保健人员动态信息库袁 全程覆盖卫生保

健教师职业发展过程袁有序推进人才培育工作袁全面提

升本市学校卫生保健人员队伍整体素质遥
职前教育上袁 高校应厘定卫生教育专业属性和定

位袁围绕应用型尧师范性办学定位重组学科专业袁重构

人才培养方案遥 卫生教育专业必须在保持传统教师教

育学科优势的基础上袁对准行业需求袁进行学科结构性

调整袁以满足健康教育的发展需求袁增加适应社会需要

的应用性学科尧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袁最终实现学科专

业结构的优化遥
在教师的职后培训上袁 目前最常见的问题是地方

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袁中小学教师被动参与袁这是极其不

利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遥 在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的专

业化发展上袁高校应当发挥其教师继续教育的作用袁对
学校内设卫生保健机构现有人员分类分批进行规范尧
全覆盖的学校卫生保健岗位培训遥 首先袁培训层次上袁
由于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水平各不相同袁 有些教师主

要是师范类专业背景袁 有些则是从临床岗位上直接转

移过来袁因此袁培训也应涵盖各方面的需求遥 既要有学

历型尧学术性的继续教育袁还有满足教师学习和发展需

要两方面的继续教育遥 其次袁培训内容上袁高校要丰富

培训课程内容与形式袁使之由封闭式走向开放式袁促进

不同区教育系统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遥 既要有满足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的知识拓展性培训袁 也要有专门

知识及教学法为主要内容的培训遥 从对知识蓄积型人

才的培养不断向对能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发展袁 不断

探索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宣教尧管理模式遥 第三袁培训目

标上袁 教师培训的目标设定不应局限于教师学科知识

和教学能力袁而是涉及到教师发展的各个方面袁如院教
师的个性品质尧渊博知识尧社会能力尧健康体魄和社会

的责任感以及对教育职业的忠诚等遥 强调培训目标的

全面性尧实用性尧针对性尧学术性[8]遥 经考核合格者继续

留任曰未通过考核者应由学校安排转岗袁不再从事学校

卫生保健服务工作遥
3.2.3 学校层面院提供伴随性资源支持野帮扶冶教师专业

发展是保障

在教育行政部门牵头下袁学校应制定卫生保健工作

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袁建立学校卫生保健服务质量控制中

心袁制定学校卫生保健服务规范和服务质量考核指标体

系袁实施过程性和阶段性质量控制袁定期开展检查袁强化

卫生保健教师的自我督促与自我提高意识曰同时要促进

教师专业成长的伴随机制建设袁形成相关专家与教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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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师徒的发展制度袁依据健康教育教师的自身专业成长

特点和专业发展阶段袁 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结

合尧课堂讲授与工作坊相结合等袁开展一对一的有针对

性的教师专业发展指导袁确保学校卫生工作处于有序状

态袁为学生的身心健康筑起一道野防护墙冶遥
另外袁卫生保健教师的专业发展应从学校健康教育

的狭小天地里跳出来袁考虑更加宽广的社会情境遥 学校

可利用上级行政机构等资源袁在教师尧学生尧家长和社区

成员等原本孤立的组织之间建立起联系遥 将拥有共同的

教育背景或培训经历尧共同的价值理想尧从事着相同或

相似工作的个体组织起来袁 建立卫生教育的专业组织袁
整合组织资源尧凝聚集体的力量袁改变个人单打独斗的

局面袁团结所有专业人员向着一致的目标共同奋进遥
3.2.4 个人层面院 提升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自我效能感

是核心

教师自我效能感是教师对自身教育能力和影响力

的预期尧判断和信念袁它在教师教育行为中发挥着关键

作用袁是影响教师专业发展重要的内在因素遥 从调研结

果看袁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的发展缺乏外部支持环境袁
在现实的工作中又忙于日常繁重的任务袁 中小学等对

卫生保健教师的专业发展重视程度较低袁 给学校卫生

保健工作质量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袁 这些阻碍对卫

生保健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造成了极大损害遥 卫生保健

教师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主体袁是核心所在袁自我效能

感的获得袁与教师个人自我发展内驱力分不开遥 教师专

业发展内驱力不是从外部尧由他人设定的袁而是形成于

自我专业发展过程之中遥 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应提高

其自主专业发展意识袁以专业能力尧专业知识等方面为

切入点袁积极参与继续教育培训尧参加教学观摩袁主动

寻求专家或同行的帮助袁 从而学到他人的有益工作经

验袁不断学习尧思考和探究袁坚持走教育反思尧研究尧提
高之路袁善于发现问题袁进而达到专业发展的目的[9]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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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内效贴渊Kinesio Taping , KT冤由加濑建造博士创

于上世纪 70 年代[1]袁近年来在欧洲等地区的应用极为

普遍遥 传入我国大陆地区后袁在运动医学尧康复等领域

应用十分广泛袁临床主要用于消肿尧止痛尧改善感觉输

入及促进软组织功能活动遥 与普通贴布相比袁肌内效贴

布在支撑和稳定肌肉与关节的同时不妨碍身体正常活

动[2袁3]袁具有更好的延展性袁不含有任何药物成分袁其作

用机理主要依靠贴布的弹性回缩[4]袁贴扎后使皮肤产生

皱褶袁可相应改变皮肤与肌肉之间的间隙袁促进淋巴及

血液循环遥 同时袁肌内效贴布可以提供更好的组织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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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目的 对比研究肌内效贴扎技术对人体柔韧素质的影响遥 方法 采用坐位体前屈的测试方法袁测试

13 名健康青年受试者颈部尧腰部尧足底三个部位肌内效贴扎前后的身体伸展性袁使用配对 t 检验的统计方法袁研究

肌内效贴扎技术对人体关节活动范围的影响遥结果 1. 颈部和腰部进行贴扎后袁关节活动范围显著增加渊P<0.05冤曰2.
足底进行贴扎后袁关节活动范围有所增加袁但未表现出显著差异渊P=0.138冤遥 结论 肌内效贴扎技术可以改善关节活

动范围袁增加人体伸展性遥
揖关键词铱 肌内效贴扎曰 关节活动度曰 伸展性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efforts of kinesio taping (KT) on joint range of mo鄄
tion, we chose neck, waist and planta pedis three taping parts. Method Thirteen healthy subjects with on musculoskeletal
disease were selected in this study. Subjects performed two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s of range of motion 渊with or with鄄
out application of KT冤. Paired-samples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range of mo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KT. Result Joint range of motion was increased with application of K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neck and
waist 渊P<0.05冤. Conclusion KT applied may increase active joint range of motion.
Key Words: Kinesio Taping; joint range of motion; exte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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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渊pulling feeling冤尧与肢体舒适的贴合渊proper fit冤及伸

展渊stretch冤尧良好的防水性及透气性尧低过敏性[5]遥
近年来袁 国内外研究者对于肌内效贴布的消肿尧止

痛等方面的临床效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袁并发现肌内效

贴布在此方面的效果显著[6-9]袁对于提高人体运动能力提

高方面的研究袁集中于肌肉力量的促进尧运动疲劳的改

善尧关节活动范围的提高等方面袁肌肉力量的促进尧运动

疲劳的延缓等研究取得了较一致的良性结果[10-12]袁 而肌

内效贴布对于改善关节活动度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袁尤
其是对于健康人的关节活动范围影响的研究较少而且观

点不一遥 本研究选取健康青年受试者 13 名袁通过坐位体

前屈的测试方法袁选取颈部尧腰部及腿部三个贴扎部位袁

对比研究肌内效贴扎技术对人体关节活动范围的影响袁
为肌内效贴布在临床及运动防护中的应用提供依据袁并
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做基础遥本研究假设为袁肌内效贴扎

技术可改善人体伸展性袁增加关节活动范围遥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实验对象为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

院康复治疗专业在校学生 12 名 渊男性 5 名袁 女性 7
名冤袁受试者均无神经系统疾病袁无感觉异常袁无肌肉骨

骼系统疾病袁要求受试者正式试验前 24 小时内未从事

剧烈身体活动袁无贴扎禁忌症袁无贴扎后过敏现象袁基
本信息如表 1 所示遥

人数渊N冤 性别渊男/女冤 身高渊cm冤 体重渊kg冤
12 5/7 168.8依13.0 65.8依20.7

表 1 受试者基本信息统计表渊M依SD冤

1.2 试验材料

肌内效贴布采用中国南京斯瑞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的通用型产品渊苏宁食药监械渊准冤字 2011 第 1640043
号冤遥 贴布宽 5 cm遥 试验过程中袁根据不同部位的需求使

用 I形尧Y 形或爪形贴扎方式遥
1.3 试验方案

本研究所采用的身体伸展性测试方法为坐位体

前屈袁是目前常用的身体柔韧性测试方法袁主要反映

受试者躯干和下肢各关节可能达到的活动幅度袁以及

下肢肌群尧韧带的伸展性和弹性[13]遥 分别测试颈部尧腰
部及足底三个部位使用肌内效贴布贴扎前后的坐位

体前屈结果袁每名受试者三个部位的贴扎测试顺序随

机决定袁每个部位测试结束间隔一天进行下一部位的

测试袁 要求受试者在测试前不进行任何拉伸活动袁首
先进行无贴扎状态下测试袁为减少干扰袁间隔一小时

后进行贴扎状态下测试袁记录测试结果袁进行后期处

理分析遥

贴扎方案为院颈部院野Y冶形袁贴扎于颈半棘肌分布区

域袁体位为站立位袁颈部充分前屈袁野锚冶固定于发际下

方袁两野尾冶沿脊柱两侧分别延展至上胸椎两侧袁自然拉

力渊如图 1 所示冤曰腰部院野I冶形袁2 条 I 形贴布分别贴扎

于脊柱两侧腰部竖脊肌分布区域袁体位为站立位袁腰部

充分前屈袁野锚冶固定于 12 肋位置袁野尾冶以自然拉力向

下延展至髂骨边缘渊如图 2 所示冤曰足底院爪形袁体位为

俯卧位袁脚踝充分背屈袁野锚冶固定于足跟部袁野尾冶多爪

分别沿足底向前延展至足趾部袁自然拉力遥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使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

统计学分析袁 对三个部位贴扎前后的坐位体前屈测试

结果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袁 显著性差异水平 P < 0.05袁
实验所得数据均以均数依标准差渊M依SD冤的形式表示遥
2 结果

本研究分别统计分析了颈部尧腰部尧足底三个部位

贴扎前后坐位体前屈测试的结果渊如表 2 所示冤遥

贴扎部位 贴扎前渊x依s ,cm冤 贴扎后渊x依s ,cm冤 P值
颈部 10.3依9.5 12.3依9.0 0.026*

腰部 9.3依10.5 11.1依9.1 0.045*

足底 10.1依8.2 11.6依7.1 0.138
注院 * 代表 P<0.05袁表示结果有统计学显著差异遥

表 2 颈部尧腰部尧足底三部位肌内效贴布贴扎前后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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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显示袁与无贴扎状态相比袁颈部和腰部使

用肌内效贴布贴扎后袁 坐位体前屈测试结果呈现出显

著提升渊P<0.05冤袁足底部位的测试结果显示袁贴扎后测

试结果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提高袁 但未表现出显著性差

异渊P=0.138冤遥
3 讨论

关节活动范围的改善对于日常生活质量的提高尧
运动损伤预防及提高运动表现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14]袁本研究结果显示袁三个部位贴扎后身体伸展性均

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改善袁 其中颈部和腰部测试结果表

现出统计学显著差异袁而足底部也呈现出提高的趋势袁
说明肌内效贴扎技术对于健康人体身体伸展性及关节

活动范围的改善具有即时效应遥
关节活动范围的大小与关节本身的构造尧肌肉尧韧

带等组织的延伸性或伸展能力有关袁同时废用综合征尧
关节退行性病变尧骨折尧偏瘫尧肩关节周围炎等病理性

改变也会导致关节活动受限[15]遥在临床治疗及运动训练

过程中袁 常用的增加关节活动范围方法有动力性拉伸

和静力性拉伸尧PNF 法及振动训练等一些新兴的方法袁
并取得了较好的训练效果袁其作用机理基本相同袁通过

各种形式拉伸方式并施加一定的负荷袁改变肌肉尧韧带

以及其他软组织的某些属性来改善柔韧性[16]遥其中静力

性拉伸袁最为简单可控袁在运动时间的热身环节应用最

为广泛[14袁17]袁然而有研究显示袁运动前进行静态肌肉拉

伸会导致被牵拉肌群力量或爆发力的急性下降[18]袁在此

情况下袁亟需寻找一种既能改善关节活动范围袁减小运

动损伤袁同时又不降低运动表现的新方法遥 本研究结果

显示袁 肌内效贴扎技术也可显著增加健康人群的关节

活动范围袁或许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遥 并且肌

内效贴布应用简便袁价格较低廉袁易推广袁可广泛应用

于日常活动锻炼及损伤预防遥
以往关于肌内效贴布对关节活动范围影响的研

究袁主要分为两方面遥 一方面为是否会限制关节活动范

围袁另一方面为是否能够提高关节活动范围遥 研究结果

显示肌内效贴布的应用不会限制关节活动范围袁 结论

是肯定的[19袁20]袁但是对于肌内效贴布能否改善关节活动

度还存在一定的争议遥 Yoshida[21]等选取 30 名健康受试

者袁研究肌内效贴布对躯干活动度的影响袁结果显示躯

干屈曲角度显著改善袁 后伸及侧屈结果显示无显著性

差异袁 其认为肌内效贴布对于人体关节活动范围的改

善具有积极意义遥 Merino[22]等研究显示袁铁人三项运动

员在对腘绳肌尧下背肌和腓肠肌贴扎后袁可显著提高坐

位体前屈成绩遥Lee[23]等研究结果显示袁肌内效贴扎技术

可用于慢性下腰痛伴有骶髂关节功能障碍和骶骨水平

角增大的病人袁 可以显著缓解患者下腰部疼痛及关节

僵硬遥 国内学者苏彬等研究显示袁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

础上将肌内效贴扎技术与针灸治疗联合应用袁 与单纯

的常规治疗相比袁 可以更好地改善非特异性腰痛患者

的疼痛尧功能障碍以及关节活动度[24]遥此外袁也有一些关

于肌内效贴扎技术对膝关节尧 肩关节及躯干活动范围

影响的研究显示袁 其对于关节活动范围的改善并没有

作用遥 Thelen[25]等发现肩痛运动员进行 Y 形贴扎后袁仅
第 1 天肩关节外展角度增加袁第 3 天和第 6 天两组并

无差异袁 而肩关节的前屈和外展角度始终未出现显著

改变袁 该研究者认为肌内效贴扎并不能长期持续改善

人体关节活动范围袁且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性遥
本研究结果更倾向于肌内效贴扎可以改善关节活

动范围袁提高人体的伸展性袁并且即时作用效果明显袁
与前人的一些研究结果呈现出相似性袁 几方面的理论

依据或许可以解释此结果遥 Yoshida[21]认为两方面的作

用机理可引起关节活动范围的增加院其一袁肌内效贴布

可以促进贴扎部位的血液循环袁 这种生理改变可以一

定程度上改善肌肉及肌筋膜的功能曰其二袁贴扎部位感

觉输入的改善或许对关节活动范围的改善也会起到一

定的促进作用遥 也有研究者认为袁关节活动范围的改善

可能与疼痛感觉的减轻有关袁 应用肌内效贴可减少关

节活动时疼痛的反馈袁从而提高活动范围[26]遥此外袁肌内

效贴布贴扎后使皮肤出现皱褶袁与皮下组织间隙增加袁
减少了皮下组织间的摩擦袁 或许也是关节活动范围增

加的一个原因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本研究选取的受试者人数较少袁贴

扎方式及贴扎部位较单一袁 并没有进行多部位组合贴

扎对关节活动范围影响的研究袁 并且缺乏对贴扎持续

效应的研究袁还需进一步在这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遥 此

外袁随着技术的进步袁关于肌内效贴布作用机理的研究

应该成为一项重点研究内容遥
4 结论

肌内效贴扎技术可以改善关节活动范围袁 增加人

体伸展性袁其应用简便袁可用于日常活动训练及运动防

护袁此外袁可用于关节活动受限患者的康复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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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实践教学尧 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当今国际

高教界的发展方向之一袁 国内高校也在教育教学改革

中注重营造实践环境袁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遥 人们已

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袁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的重要环节袁 也是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1]遥
作为欧美商学院实践教学中常用的工具袁 沙盘模拟训

练也被借鉴到一些高校的房地产教学中遥 作为一门具

有专业特色的综合实训课程袁 房地产企业经营沙盘让

学生在修读完全部专业理论课程后袁 组建团队并模拟

一个房地产企业运营管理的全过程袁 领悟房地产企业

经营的精髓遥 这种实训袁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专业知

识的理解袁 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实践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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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袁是对传统房地产教学方式的有力补充遥 总体上袁学生对该课程在其能力培养上的绩效表现比较认可袁但是袁在以

后课程内容的安排中袁还需要加强财务水平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培养遥
揖关键词铱 IPA 分析法曰 房地产企业沙盘

基于 IPA分析法的房地产沙盘实训课程能力培养评价

李 爽
渊上海杉达学院 管理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Analysis of Real Estate Enterprise Sand Table Course
Training Based on IPA Method

Li Shuang
渊School of Management,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As a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training course, Real Estate Enterprise Sand Table Course enables students
to integrate the knowledge from professional theories lesson, which is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the traditional real es鄄
tate teaching methods. On the whole, students are satisfi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urse in training their abilities.
However, in the future arrangement of curriculum content, we also need to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financial and organi鄄
zational management.
Key Words: IPA method; real estate enterprise sand tabl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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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水平遥 那么袁哪些能力培养更重要钥 学生这些能力

通过沙盘实训学习是否得到提高钥 本文将从学生的视

角采用 IPA 分析法分析房地产企业经营沙盘模拟对其

综合能力培养的作用袁并找出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袁
为今后的教学改进提供参考遥

一尧课程介绍

沙盘最早起源于军事推演袁 后被应用于国内外高

校的教学遥 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袁但是大多涉

及到课程的地位和作用尧教学模式尧改革实践等袁而对

该课程在学生能力培养中作用的研究是比较有限的遥
房地产企业经营沙盘模拟实训是模拟一个虚拟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环境袁由学生组成公司袁各司其

职袁在经营管理好各自公司的同时袁进行激烈的市场竞

争袁这个过程让学生能够充分利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袁
学以致用袁用以促学袁体验整个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和管

理过程袁让学生从企业的成败中吸取教训袁感受企业经

营的关键之处遥
作为房地产专业的综合实训环节袁 该实训一般对

大四本科学生开设袁 要求学生能够熟练运用先修专业

课程中的理论知识进行综合系统的演练渊如图 1冤遥该实

训共分为成立公司尧熟悉规则尧模拟实训三个模块遥 首

先袁学生在组建六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后进行分工袁每家

公司设立首席执行官渊Chief Executive Officer袁CEO冤尧财
务总监尧销售总监尧设计总监尧工程总监五个职位袁制定

公司发展战略曰 其次袁 教师给学生介绍运营中市场销

售尧房屋建设尧成本核算尧融资贷款尧市场开拓等方面的

规则袁并且在后面的实战演练中袁教师也会根据情况对

规则进行调整袁以模拟实际变化复杂的市场环境遥 实战

演练的内容包括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房地产项目

的开发运作袁涉及了市场定位尧获取土地尧规划设计尧开
发建设尧获取资金尧房屋销售尧财务核算和经营分析八

个环节遥

二尧IPA分析法

IPA 分析法渊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冤又称

为重要性-绩效表现分析法袁 是由 Martilla 和 James 在
1997 年根据市场组合理论提出的袁 首次应用于汽车行

业用户满意度测评袁 后来被广泛运用于酒店尧 旅游尧教

育尧护理等领域遥 该方法分别按照重要性和性能平均值

的高低划分四个具有不同意义的象限袁能够让研究者直

观地了解需要关注的因素有哪些袁不重要但可以改进的

因素有哪些遥本文将该方法运用到教学重要性和绩效表

现的分析中袁为教师改进教学尧提高教学效果提供依据遥

图 1 房地产企业经营沙盘课程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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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研究准备

第一步袁调查问卷撰写遥 问卷共包括调查对象人口

统计尧学生能力重要性评价尧学生能力绩效表现评价三个

部分遥 其中袁人口统计包括性别尧年级尧所处团队尧担任职

务等指标曰房地产企业经营沙盘课程涉及总结归纳能力尧
口头表达能力尧财务会计水平尧与其他专业课程的联系尧
团队合作能力尧快速决策能力尧统筹计划能力尧执行能力尧
组织管理能力尧领导能力尧沟通协调能力尧自我学习能力尧
创新能力尧快速适应能力尧对未来就业的自信尧职场体验

17 个能力的培养袁并采用了李克特量表法袁从 1 分渊非常

不重要/非常不满意冤至 5 分渊非常重要/非常满意冤袁让学

生进行打分袁确定各要素的重要性与绩效表现遥
第二步袁 调查问卷收集遥 本文以上海杉达学院在

2014 年 11 月耀2015 年 12 月期间参加房地产企业经营

沙盘实训课程的 6 个班级学生为研究对象袁 发放 180
份问卷袁回收 156 份袁回收率 87%袁其中 154 份为有效

问卷袁有效率为 99%遥
第三步袁信度检验遥采用 Cronbach 琢 内部一致性信

度检验法袁运用 SPSS22.0 统计软件检验问卷信度袁检验

结果 0.974渊接近于 1冤袁表明检验信度极好袁问卷结果总

体具有良好的信度袁能够体现出所要分析的问题遥
第四步袁指标因子分析遥 通过检验袁Bartlett 球形检

验的统计量为 2078.587 对应的相伴概率为 0.000 小于

显著性 缘豫袁KMO 值为 0.944袁 适合做因子分析遥 利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袁 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负

荷矩阵渊如表 1冤袁将负荷比率大于 0.6 的指标归入一个

因子袁并命名为专业学习和职业技能袁构建学生能力评

价指标体系渊见表 2冤遥

图 2 重要性-绩效表现矩阵[2]

指标
因子

职业技能 专业学习

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0.814
总结归纳能力 0.825
口头表达能力 0.744
财务会计水平 0.615

与其他专业课程的联系 0.670
团队合作能力 0.633

表 1 旋转元件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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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数据分析

渝 人口统计信息分析

受访学生总数 154位袁其中袁男生较多渊60%冤袁从年级

分布看袁大部分渊62%冤来自于 2011级尧2012级曰各团队比

例均衡袁来自 E 组的人数占 24%袁相对较多曰担任人数最

多的职位是财务总监袁占 24%袁其次是 CEO袁如表 3所示遥

指标
因子

职业技能 专业学习

快速决策能力 0.803
统筹计划能力 0.769

执行能力 0.814
组织管理能力 0.805

领导能力 0.681
沟通协调能力 0.743
自我学习能力 0.626

创新能力 0.702
快速适应能力 0.684

对未来就业的自信 0.628
职场体验 0.707

渊续表冤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知识技能 职业技能

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对未来就业的自信 团队合作能力 领导能力

总结归纳能力 职场体验 快速决策能力 沟通协调能力

口头表达能力 统筹计划能力 自我学习能力

财务会计水平 执行能力 创新能力

与其他专业课程的联系 组织管理能力 快速适应能力

表 2 学生能力的评价指标

统计指标 特征分类 人数 比例 统计指标 特征分类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98 64%

年级

11 级 59 38%
女 56 36% 12 级 69 45%

13 级 24 16%

团队

A 组 28 18% 14 级 2 1%
B 组 23 15%

职务

CEO 32 21%
C 组 26 17% 财务总监 37 24%
D 组 25 16% 工程总监 28 18%
E 组 32 21% 设计总监 28 18%
F 组 20 13% 销售总监 29 19%

表 3 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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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学生能力培养重要性分析

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袁 得到各能力指标重要性的

平均值和标准差袁如表 3 所示遥 各能力指标重要性的得

分均处于 4.30-4.71 的区间袁说明学生对这些能力培养

的重要性都比较认可袁其中团队合作能力渊4.71冤重要性

得分最高袁其次是沟通协调能力渊4.66冤尧快速决策能力

渊4.63冤尧执行能力渊4.63冤尧统筹计划能力渊4.62冤等职业技

能指标遥

序号 指标
重要性 绩效表现 T值 显著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1 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4.49 0.707 4.48 0.769 0.126 0.900
2 总结归纳能力 4.52 0.716 4.44 0.767 1.506 0.134
3 口头表达能力 4.38 0.776 4.38 0.833 0.000 1.000
4 财务会计水平 4.56 0.695 4.40 0.779 3.046 0.003
5 与其他专业课程的联系 4.30 0.833 4.21 1.089 1.211 0.228
6 团队合作能力 4.71 0.674 4.49 0.769 4.357 0.000
7 快速决策能力 4.63 0.714 4.49 0.786 2.501 0.013
8 统筹计划能力 4.62 0.687 4.48 0.688 2.811 0.006
9 执行能力 4.63 0.656 4.51 0.743 2.400 0.018
10 组织管理能力 4.58 0.664 4.40 0.836 2.895 0.004
11 领导能力 4.48 0.810 4.47 0.760 0.101 0.920
12 沟通协调能力 4.66 0.688 4.52 0.769 3.518 0.001
13 自我学习能力 4.58 0.674 4.53 0.725 1.263 0.209
14 创新能力 4.41 0.821 4.31 0.852 1.598 0.112
15 快速适应能力 4.61 0.689 4.47 0.794 3.016 0.003
16 对未来就业的自信 4.40 0.874 4.37 0.878 0.499 0.619
17 职场体验 4.36 0.934 4.42 0.814 -1.100 0.273

表 4 学生能力培养重要性和绩效表现统计

隅 学生能力培养绩效表现分析

如表 3 所示袁各个指标绩效表现处于 4.21-4.53 区

间袁低于能力培养重要性的得分袁说明学生对该课程对

其能力培养与期望具有一定的差距袁 其中自我学习能

力渊4.53冤得分最高袁其次是沟通协调能力渊4.52冤尧执行

能力渊4.51冤尧团队合作能力渊4.49冤尧快速决策能力渊4.49冤
等袁 学生们对该课程对他们这些能力的培养是比较认

可的遥
予 IPA 分析

根据 IPA 分析法袁设重要性尧绩效表现分别为横轴尧
纵轴袁 将 17 个综合能力重要性和满意度的平均值标示

在坐标系中袁得到了 IPA 分析定位图袁如图 3 所示遥
处于第 I 象限渊继续保持区冤的指标有 7 个袁分别

是院沟通协调能力渊12冤尧自我学习能力渊13冤尧快速适应

能力渊15冤尧团队合作能力渊6冤尧快速决策能力渊7冤尧统筹

计划能力渊8冤尧执行能力渊9冤袁说明学生对这些能力培养

的重要性与绩效表现的认可度都较高袁因此袁在日后的

实训中应继续保持和加强这些能力的培养和相应的教

学内容遥
处于第 II 象限渊供给过度区冤的指标有 4 个袁分别

是院总结归纳能力渊2冤尧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渊1冤尧领导能

力渊11冤尧职场体验渊17冤袁说明在这些能力培养上存在精

力和资源投入过度的现象遥
处于第 III 象限渊优先顺序较低区冤的指标有 4 个袁

分别是院口头表达能力渊3冤尧创新能力渊14冤尧与其他专业

课程的联系渊5冤尧对未来就业的自信渊16冤袁重要性与满

意度都低袁 说明学生对这些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和绩效

表现认可度都较低袁因此袁在日后的课程设计中袁应适

当增加相应的内容袁提高学生的重视程度遥
处于第 IV 象限渊加强改善重点区冤的指标有 2 个袁

分别是院财务会计水平渊4冤尧组织管理能力渊10冤袁说明学

生对这两方面能力培养重要性都很认可袁 但能力未能

在课程实训中得到较大的提升袁因此袁课程设计应加强

对学生财务会计和组织管理两种能力的培养袁 但另一

方面这两项能力的提升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渊会
计学原理尧财务管理尧房地产投资分析等课程冤袁可以与

相关授课老师进一步沟通袁设计完善教学内容遥
五尧课程改进措施

渝 注重财务知识和会计水平的培养

财务和会计能力培养主要是通过各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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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房地产企业经营沙盘课程对学生能力培养的 IPA分析定位图

说明院 1. 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曰2. 总结归纳能力曰3. 口头表达能力曰4. 财务会计水平曰5. 与其他专业课程的联系曰6. 团队合作能
力曰7. 快速决策能力曰8. 统筹计划能力曰9. 执行能力曰10. 组织管理能力曰11. 领导能力曰12. 沟通协调能力曰13. 自我学习能力曰
14. 创新能力曰15. 快速适应能力曰16. 对未来就业的自信曰17. 职场体验

日常记账和年终编写财务报表来进行模拟的袁 由于职

责分工其他成员难以参与其中袁 这也是造成同学们感

觉到财务会计水平提高非常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在

日后课程设计上袁可以采取以下改进措施院
第一袁提前通知学生复习相关课程内容袁由于学生

在大一尧大二学习的会计学尧财务管理等课程袁而本课

程一般到大三尧大四开设袁学过的财务会计知识可能已

经忘记遥 需要在实训之前提醒学生袁让大家复习财务会

计课程的内容袁 保证他们能在沙盘模拟实训中熟练地

应用遥
第二袁增加财务分析的内容袁并要求学生对财务数

据和指标进行解释袁为负责其他业务的学生提供参考遥
第三袁条件允许情况下袁鼓励业务较强的同学对其

他小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袁增加锻炼机会袁形成监督遥

渔 加强组织管理能力的培养

为培养组织管理能力袁课程设计是由 CEO 组成团

队尧分配责任尧相互合作尧共同努力实现经营目标遥 然

而袁除了 CEO 以外的其他学生很难得到组织管理团队

的锻炼袁因此袁可以尝试让学生进行轮岗袁感受不同的

角色袁让学生了解不同岗位的责任袁加强沟通遥 此外袁
CEO 还可以每年向团队成员汇报袁 对那些没有能力管

理的 CEO袁可以更换袁从团队成员中选出一名学生担任

CEO遥
本文运用 IPA 分析法袁通过 17 个指标分析了学生

对房地产企业经营沙盘课程能力培养的评价袁 为该课

程教学提供借鉴遥 另外袁 由于时间局限及专业人数有

限袁本研究具有一定的不足袁还需在日后课程教学中不

断补充和改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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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动员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创新是响应党中央 野创新社会治理冶野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

理冶号召的新举措遥 大学生在社区治理创新中可以担任项目调研者尧社区活动策划者尧各类活动实施者以及项目评

估者的角色袁但是他们的参与也会遇到一些障碍性因素袁例如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的平台尚未能完好

搭建曰大学生志愿者自身存在能力不足尧缺乏经验的问题曰对大学生志愿者的组织管理存在问题曰志愿者参与社区

治理创新保障体制不够完善曰为此袁该文提出了解决措施院首先袁大学与社区联合建立实践基地曰其次袁针对大学生

志愿者开展培训袁提高志愿者能力曰第三袁用制度规范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创新活动曰第四袁建立大学生志愿

者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的公共基金遥
揖关键词铱 学生志愿者曰 社区治理曰 创新

大学生志愿者与社区治理创新

程 亿
渊上海杉达学院 管理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and Innov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Cheng Yi
渊School of Management,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It is a new measure to mobilize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novation of community gov鄄
ernance in response to the innovative social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call of 义mobilizing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governance义. College students can serve as project researchers, community activities plan鄄
ners, various activities implementers and project evaluators in the innov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How鄄
ever, their participations also faces some obstacles. For instance, the platform for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to partici鄄
pate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has still not been able to be built at present. Due to the lack of self existence
abilities and experiences,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have actual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鄄
agement of community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he lack of perfect guarantee platforms for the volunteer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also aggravates the problems of college volunteers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solutions for problems of college volunteer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activities:
Firstly,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ommunity jointly establish the practice bases for volunteer.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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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12月袁 共青团十三届二中全会上袁野青年志

愿者冶这个响亮的名字应运而生遥 1994 年 5 月中国青年

志愿者协会成立遥 1996 年 12 月共青团中央尧国家教委尧
民政部联合下发叶关于在城镇街道开展大学生社区援助曳
的意见袁并共同组成了全国大学生社区援助活动领导小

组, 标志着大学生青年志愿者社区援助活动正式启动[1]袁
从此袁大学生志愿者与社区产生了紧密的联系遥 近年来袁
为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袁我们党相继

提出了 野创新社会治理冶野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

局冶袁号召尽可能发动各方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建设遥 而作

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袁社区若能积极引入各种社会力

量特别是作为未来国家栋梁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到社区

治理创新之中袁定能开辟社区治理之新景象遥
一尧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的意义

1. 从大学生志愿者角度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指出院野人的本质并不是

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袁实际上袁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冶[2]袁人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的发展袁社会的发展又以

人的发展为条件[3]遥 马克思恩格斯从多方面解释了人的

发展的内涵袁概括起来就是三个方面[4]院一是人的各种能

力的协调发展曰二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袁马克

思认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到什么程度曰
三是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遥 野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

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冶[5]遥大学生个人发展与社会紧密

相关袁参与社区治理创新为大学生志愿者发展自己各方

面的能力袁适应社会袁充分展示自己提供了良好平台遥
首先袁可以拓展视野袁提升自身能力遥 对于大学生

来说袁 如果仅接触书本知识和简单的校园生活对于个

人发展非常局限遥 而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创新实践活动袁
可以更多接触社会袁了解外面世界袁发展自己能力遥 一

是可以提高大学生志愿者的认知能力遥 认知能力是指

人脑加工尧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袁即人们对事物的构

成尧性能与他物的关系尧发展的动力尧发展方向以及基

本规律的把握能力遥 在实践中袁复杂的工作环境尧人际

关系尧新鲜事物会挑战他们之前的认知遥 他们看待事物

不再像过去一样角度单一尧认知浅薄袁他们渐渐会从多

维度去认知事物袁思想变得深刻遥 二是增强社交能力遥
志愿者们参与不同形式的社区治理活动袁 可以与不同

领域尧不同年龄的志愿者们交流袁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社

交圈袁很大程度地帮助志愿者们成长与提高[6]遥 三是提

高实践能力遥 大学生志愿者能够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技

能在社区治理创新中展现出来袁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遥
其次袁提升精神境界袁贡献社会遥 大学生志愿者参

与社区治理活动袁凭借的是自觉自愿原则袁义务服务尧
不图报酬的态度提升了现代年轻人的时代使命感和社

会责任感曰同时袁志愿者服务他人尧奉献社会的精神体

现了正能量尧弘扬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袁促进了社会精神

文明的发展遥
2援 从社区治理创新角度

首先袁为社区治理创新注入活力元素遥 社会治理创

新是近几年来政府和学界关心的重要议题袁 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袁 充分发挥社会

力量即发挥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要求遥 社区

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袁 创新社会治理的各项任务都要在

社区层面落实[7]袁 大学生志愿者想象力丰富尧思维发散尧
创意无限袁可以为社区活动带来新点子新主张袁动员和

号召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创新无疑可以为社区

发展注入新的力量遥
第二袁有利于增强社区治理创新效果袁提升社区建

设层次遥 大学生能接触到众多新思想新事物袁他们文化

层次高尧接受能力强尧思维活跃尧多才多艺袁能够充分利

用优势袁为社区治理活动出谋划策袁贡献力量遥例如他们

可以协助社区开展各类义务宣讲活动袁广泛宣传党的各

项路线方针政策及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曰积极开展各

类文体活动袁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曰努力开展义务家

教尧法律咨询尧健康保健服务尧家电维修尧卫生保洁等便

民利民活动袁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8]遥有了大学生

志愿者的参与袁社区建设的层次定会进一步提高遥

keep training in the college students忆 volunteers for community activities. Thirdly, to improve the abilities of volunteers,
the key point is to standardize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activities.
Fourthly,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public funds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novation of community gov鄄
ernance.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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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大学生志愿者在社区治理创新中扮演的角色

1. 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调研者

创新社区治理建立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院一方面袁只
有通过实地调查才能了解社区居民的各种需求袁 设计出

各种切合民意尧新颖的项目方案袁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实地

调查才能了解各项社区活动的实施情况以及社区居民的

满意程度遥 其中袁大学生志愿者可以承担调研者的角色袁
他们可以负责查阅文档资料尧搜索互联网收集信息袁通过

走访群众尧召开座谈会开展深入调查遥大学生志愿者的调

研工作有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有效性袁 也有利于他们将

所学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尧 统计学等知识运用于社会实

践中袁从而达到增强学习效果袁提高实践能力的目的遥
2. 社区治理活动项目的策划者

相较于野80 后冶大学生袁野90 后冶大学生的突出特点

就是更能突破思维框架袁敢想敢干遥 创新社会治理袁提
高社区治理水平袁需要富有创意的活动策划遥 引入思维

能力较强尧有责任感尧有担当的大学生志愿者直接参与

社区文化建设尧卫生环境治理尧养老尧教育等策划项目袁
将会给社区治理带来新的面貌遥 根据蒋睿夫尧周步天等

人对于江苏省 100 个社区进行的调查发现袁 调查样本

中有 20.93%的大学生志愿者担任过社区文化建设决策

者[9]遥 由此可见袁实践中大学生志愿者确实有能力担当

起策划者的角色遥 因此袁社区可以与附近的大学合作袁
一旦有社区活动袁 可以向大学征召社区活动的项目方

案袁让大学生来承接服务项目袁担当项目策划[10]遥
3. 各类社区活动的参与实施者

大学生能够参加的社区志愿活动一般来说分为两

类袁一类是内容简单尧专业技术要求不强的活动袁例如

开展义务家教尧文明交通劝导尧安全培训尧帮助孤寡老

人等曰 一类是内容较为复杂尧 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活

动袁例如法律咨询尧就业辅导尧精神压力与心理疏导尧亲
子关系培养等遥 前一类志愿活动对志愿者的专业和能

力没什么特别要求袁一般情况下袁具备认真负责的工作

态度即可做好相应的志愿服务曰 后一类志愿活动则对

志愿者的专业和能力有相应的要求袁 法律咨询类的服

务需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志愿者来提供服务袁
社区心理辅导尧 亲子关系培养等的咨询工作则较适合

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提供服务袁而医科尧护理专业的同学

较适合做养老服务类的志愿者遥
4援 社区治理活动的评估者

社区治理的评估是对社区各项活动的进展情况和

效果进行评价和总结袁也是对合理配置社区资源尧开展后

续项目的准备遥 社区开展各项活动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

社区居民的需求尧解决社区各种问题袁促进社区的发展遥
这些活动开展的效果如何需要通过走访服务对象尧进行

问卷调查来获得反馈意见遥在评估中袁大学生志愿者可以

帮助社区工作人员采集分析有关信息袁撰写评估报告袁总
结评估工作遥 通过参与评估活动袁大学生的沟通能力尧对
外交往能力尧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也能得到相应提高遥

三尧影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的障碍

性因素分析

1援 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的平台尚未能完好搭建

动员和号召大学生参与社区治理创新实践袁培养大

学生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奉献的意识袁要为他们搭建社会

实践的平台遥 目前袁很多高校周边有丰富的社区资源,高
校可以同这些社区加强联系袁紧密合作袁把社区建设成

高校培养大学生的实践基地遥 同时袁社区也可以利用大

学生志愿者组织及其志愿活动弥补社区治理资源的短

缺袁拓展社区治理项目的广度与深度袁提升治理效果遥 但

是袁目前很多高校与社区尚未能建立起合作关系袁大学

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的桥梁尚未能够完好搭建起来遥
2. 大学生志愿者自身问题

第一袁 部分大学生志愿者缺乏对志愿活动内涵的

认知[11]遥 大学生志愿活动的价值在于服务社会袁奉献社

会袁提升大学生精神境界遥 但实际调查发现袁部分大学

生志愿者缺乏对志愿活动意义的正确认知袁 他们参与

志愿活动受到获取荣誉尧升学及就业等功利动机驱动袁
一旦面临课业紧张或就业压力等问题[12]袁参与志愿活动

的连续性尧长期性就得不到保证遥
第二袁大学生志愿者自身能力不足袁缺乏经验遥 一

方面缺乏社交经验遥 目前大学生志愿者的主体为野95
后冶大学生袁他们大部分为独生子女袁出身于 野421冶家庭

结构袁又长期处于读书求学环境袁虽然这些大学生对真

实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很旺盛袁 也渴望接触外部社

会袁 但是家庭宠溺与自我个性使其在处理社区复杂的

人际关系时常常面临障碍曰另一方面袁缺乏服务能力遥
一些高校志愿者组织在招募志愿者后,基本只是通过简

单的介绍就安排志愿服务工作袁 并未针对参与活动的

实际情况袁对大学生志愿者进行相关培训袁使得志愿者

活动所需要的相关服务技能尧 志愿者服务应该遵循的

相关程序尧服务标准等都未列入培训内容袁从而导致志

愿者服务能力欠缺[1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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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学生志愿者的组织管理存在问题

良好的组织管理可以提高志愿活动的效率袁 但目

前的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在管理方面还存在漏洞院第一袁
志愿者组织机构松散袁队伍缺乏稳定性遥 绝大多数大学

生志愿者是利用周末或寒暑假的时间来开展志愿者服

务, 高校的志愿者组织通常以学生社团的方式存在袁在
管理上并不严格袁 成员基本可以自由进出袁 流动性过

强袁影响志愿服务的长效发展[13]遥第二袁缺乏相应的管理

制度遥一是培训制度遥目前志愿者成员自身的知识素质

能力参差不齐袁 虽不乏热心热情的服务意愿袁但是服务

质量有时不尽如人意遥 所以袁相关组织若能给大学生志

愿者提供培训袁并且在结业时适当对其加以考核袁一定

程度上可以保证服务质量遥二是工作责任制度遥明确的

工作责任尧工作标准有利于规范志愿者的行为袁完成志

愿活动的目标任务袁反之袁对工作不力尧敷衍塞责的志

愿者听之任之袁 将会严重影响志愿者活动的开展遥 所

以袁 建立谁服务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度保障志愿活动

的完成刻不容缓遥 三是激励制度遥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袁
激励机制具有行为助长作用袁 通过激励措施对大学生

志愿者符合组织期望的行为反复强化尧不断增强遥 合理

的激励制度可以加强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活动

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和创造性遥 四是督导和评估制度遥
4援 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创新保障体制不够完善

志愿者权益保障和支持力度袁 是影响大学生志愿

服务积极性的重要因素袁 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志愿

服务的持续性[14]遥 就目前来说袁关于大学生志愿者参与

社区治理活动的保障体制建设并不完善院 一是缺乏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的保障遥 尽管目前国家制定了叶中国注

册志愿者管理办法曳叶关于深入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的

意见曳等相关政策袁但在叶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发展规

划渊2014-2018冤曳中同样指出野志愿者活动在工作机制

方面存在不足袁例如青年志愿者服务立法尧政策制度方

面不完善遥 冶大学生志愿活动存在一定风险性袁而大学

生又缺乏预防和处理风险事故的能力袁 一旦遇到意外

伤亡袁在没有法律规范保障的情况下袁大学生的权益很

容易受损遥 二是缺乏资金保障遥 目前袁大学生志愿者活

动经费主要来源于高校与社区遥 通常袁高校组织开展的

志愿服务社区活动大多是高校提供经费袁 包括志愿者

的交通费尧餐饮费等必要开支曰社区同样也会对社区组

织的志愿者活动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袁但是总体来说袁
无论是资金来源渠道还是经费数目都非常有限遥 而在

美国,除了政府和社区袁志愿者活动的经费大部分来自

公司等社会实体的赞助尧私人遗产捐助尧社会捐助遥
四尧促进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1援 大学与社区联合建立实践基地

一些社区紧邻大学校园袁 独特的地理优势使得大

学与社区的关系日渐紧密袁 搭建大学与社区之间的桥

梁尧通力合作袁既可以为高校提供社会实践场所袁提高

育人效果袁也可以为社区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袁增添活

力袁改善社区治理效果遥
因此袁首先要组建高校与社区的联系机构遥 高校可

以借鉴有关高校和社区有效对接的成功做法袁 考虑建

立诸如美国高校的 野学生事务成功中心冶 机构袁高校团

委可以负责与社区团委组建联系机构遥 高校团委的一

部分职能是与社区团委联系袁 了解周围社区的现状和

需求袁寻找长期合作的关系[9]遥 一旦高校与社区成功对

接袁 高校团委可以通过与二级学院分团委或者学生实

践部门来执行合作项目袁招募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遥 其

次袁高校与社区组织应该签订协议袁明确双方的权利义

务遥 第三袁建立规范的沟通合作机制遥 高校与社区之间

可以定期沟通交流志愿者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出现的问

题袁商讨解决之道遥
2 针对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培训袁提高志愿者能力

大学生志愿者涉世未深尧经验不足袁在他们参与社

区治理活动之前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指导袁可以让

他们更好的服务于社区尧服务于社会遥 大学生志愿者的

培训指导分为高校志愿者培训和社区组织志愿者培训

两部分遥 高校对志愿者的教育培训可以从两方面着手院
一是在专业教育方面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遥 尤其是

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袁例如医学护理尧法律尧会计尧教育

等学科袁一方面要使学生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袁另一方

面要给学生提供实践操作的机会和场所袁让学生能够做

到学以致用服务于社会遥 二是高校志愿者管理机构加强

对志愿者服务的一般培训指导遥 高校在派出志愿者时袁
应告知学生志愿服务方面的基本法律政策袁志愿者服务

的理念尧宗旨尧遵循的原则以及去社区参与志愿活动时

应该注意的地方遥 除此袁社区针对大学生志愿者也必须

承担起相应的培训责任遥 社区志愿者管理部门应该让志

愿者熟悉社区的基本情况袁 所要承担岗位的基本责任尧
工作目标和任务以及解答志愿者的相关问题遥

3. 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创新活动制度化

透明清晰的大学生志愿者管理制度不仅可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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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规范志愿者队伍袁 也可以保障志愿者服务长期有效

进行遥 管理制度的制定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院第一袁招
募制度遥 大学生志愿者必须要具备与志愿服务相关的

知识和技能袁 高校和社区可以联合对大学生志愿者进

行资格认定尧注册袁并对经过认证注册的志愿者进行分

类袁把他们分为专业志愿者和普通志愿者袁作为志愿服

务的根据遥 第二袁培训制度遥 大学生志愿者的培训无论

在培训形式尧 培训内容还是培训机构方面都要做到制

度化尧规范化来促进大学生志愿者素质的提高遥 第三袁
日常管理制度遥 例如大学生志愿者应该遵循的工作责

任制度尧 志愿者活动经费管理制度等都必须要明确规

定遥 第四袁激励和竞争制度遥 为了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工

作热情袁应该建立起激励和竞争制度袁表扬那些在社区

活动中突出的个人和团队袁 可考虑将志愿者的表现与

入党积极分子尧先进个人尧入党发展对象等的考察结合

起来袁完善志愿者活动遥第五袁保障制度化遥保障制度包

括资金方面的保障袁政府尧学校尧社区都应该有效地促

进志愿者活动遥 另外袁 对于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学生来

说袁社会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袁志愿活动中一旦发生意

外事件袁学生也可以从中得到保护和照顾遥
4援 建立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的公共基金

资金是大学生参与社区治理创新重要的物质保

障遥 一般志愿者活动所需的花费包括志愿者的基本交

通费用尧餐饮费尧志愿者发生意外的保险尧医疗保险尧培
训经费遥 这些费用部分由高校承担袁例如志愿者的交通

经费曰部分由社区承担袁例如餐饮费遥 但是袁志愿者的意

外保险费用尧 医疗保险尧 培训费用还没有真正落到实

处遥资金匮乏成为影响大学生志愿活动的重要因素遥因

此袁 建立大学生参与社区治理的公共基金解决资金问

题势在必行遥 资金来源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着手院
一是地方政府的投入遥 地方政府在年度预算中专门划

拨一笔经费袁 作为所属社区公共事业基金的主要来源

之一[9]遥二是高校预算拨款遥经过调查袁现在一些高校对

学生参与社会志愿者活动仅报销往返交通费用袁 至于

餐饮费尧意外保险费用等是不提供的遥 大学生志愿者有

时需自己掏腰包遥 建议高校加大在学生志愿者活动方

面的预算袁投入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志愿者活动基金遥
三是社会资本投入遥 一方面是社区辖区内的企业投入遥
社区党建部门可以利用党建活动的机会与社区内的企

业积极建立联系袁 鼓励辖区内企业为公益事业添砖加

瓦袁辖区地方政府也可以建立野企业慈善信息库冶袁对于

经常给社区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的企业袁在税收尧用地等

方面给予优惠遥 另一方面允许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捐资

自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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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袁 企业的经营环境正发生

深刻的变化遥 人力尧资本尧技术等经济因素的加速流动

使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多样袁 风险管理能力已成

为现代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遥 企业风险

管理渊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袁ERM冤正日益成为理

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遥 ERM 以整合管控企业范围

第 2 期圆 园1 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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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所有风险为中心任务袁 其推进一般伴随着组织流

程再造尧组织架构调整尧信息系统的升级以及风险管理

机制的完善袁这需要投入一定的经济资源遥 对于追求利

润最大化的现代企业而言袁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院ERM 项

目是否帮助企业创造了价值钥
遗憾的是袁 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尚未对这一问题

给出清晰的解答遥 前期理论研究证明袁企业风险管理可

以稳定企业收益和股价袁节约对外融资成本袁提高资本

配置效率袁并达成不同风险管理活动之间的协同效应袁
进而帮助提升公司价值[1]遥 但有限的实证研究并未对上

述观点提供稳健的支撑遥 既有的实证研究主要以保险

公司和大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袁此类企业规模庞大袁业
务复杂袁发展较为成熟袁治理相对规范袁这些因素有助

于 ERM 有效性的发挥遥
中小规模的成长型企业在股权结构尧资本结构尧公

司成长性和经营波动性等方面均存一定的特殊性袁基
于成熟性企业样本所得结论是否适用于成长型企业袁
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尧验证遥

一尧研究设计

渝 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院ERM 能否提升企业价值钥基
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院

假设 1院 相比于没有实施 ERM 项目的企业袁ERM
企业能够享受显著的价值溢价遥

企业风险管理的核心理念是对企业内的所有风险

进行整合式管理袁涉及到企业的流程再造尧信息系统升

级尧组织结构变革和风险管理机制的完善各个方面袁需
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资源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遥 因此袁
从 ERM 项目的实施到 ERM 价值的体现袁 可能存在一

个时滞遥 换言之袁ERM 项目的成熟度越高袁ERM 的价值

提升效果可能越显著渊McShane et al.袁2010冤遥 基于此袁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遥

假设 2院ERM 项目的价值提升效果与项目成熟度

相关院ERM 项目实施越久袁其价值提升效应越显著遥
理论研究表明袁ERM 可以通过抑制投资不足尧平滑

经营波动尧 降低外部融资成本以及自然对冲等途径提

升企业价值[2]遥 因此袁我们预期 ERM 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与股权结构尧资本结构尧多元化程度尧成长能力以及经

营波动性存在交互效应遥 基于此袁提出如下几个假设院
假设 2.1院股权分散的企业袁ERM 项目的有效性更

加显著曰

假设 2.2院成长性强的企业袁ERM 项目的有效性更

加显著曰
假设 2.3院杠杆比率高的企业袁ERM 项目的有效性

更加显著曰
假设 2.4院业务复杂度高的企业袁ERM 项目的有效

性更加显著曰
假设 2.5院经营波动性大的企业袁ERM 项目的有效

性更加显著遥
渔 变量定义

参照 Pagach 和 Warr 渊2010冤尧Hoyt 和 Liebenberg
渊2011冤等研究袁本文设计如下整体模型院

Qit=茁0+茁1ERMit+茁2SIZEit+茁3GROWTHit+茁4LEVit
+茁5ROAit+茁6NATUREit+茁7CRit+茁8DIVIDit+茁9SHRS
+茁10DIV_HHIit+茁11CVEBIE+着it 渊1冤

1. 因变量

托宾 Q遥 关于企业绩效的测度袁在应用中通常存在

两类指标袁 一类是以 ROA尧ROE 等为代表的可以反映

企业当期盈利能力的会计指标曰 另一类是以托宾 Q 为

代表的可以反映企业未来价值的指标遥 Lindenberg 和

Ross渊1981冤认为袁托宾 Q 强调的是市场预期袁因此可以

有效地避免管理层的操控曰Lang 和 Stulz渊1994冤指出袁
托宾 Q 无需进行风险调整袁 要优于其他企业绩效的测

度指标曰Hoyt 和 Liebenberg渊2011冤进一步提出袁托宾 Q
更适合评估 ERM 项目的价值袁因为托宾 Q 可以有效反

映投资者的未来预期袁而 ERM 的实施和价值实现之间

一般存在着滞后期遥综上袁本文选择托宾 Q 作为测度企

业绩效的代理变量遥
2. 自变量

ERM遥 本文设置一个虚拟变量来测度企业在样本

周期内是否实施了 ERM 项目遥 其中袁野ERM=0冶表示企

业没有实施 ERM 项目曰野ERM=1冶 表示企业实施了

ERM 项目遥 同时袁为检验 ERM 实施时长与企业价值的

关联度袁论文设置一个连续变量 TERM 来测度 ERM 的

实施时长遥 如果企业尚未实施 ERM袁则 TERM 值为 0曰
在 ERM 的实施当年取 1袁第二年取 2袁以此类推遥

3. 控制变量

此外袁 我们参考相关文献对影响托宾 Q 的因素进

行了控制遥
企业规模渊SIZE冤遥 关于企业规模与企业价值的关

系目前在理论界存在两种观点遥 一种观点认为大型企

业可以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袁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

孙俊成 企业风险管理对成长型企业的有效性及价值提升机制

67窑 窑



No.22018
为规模的扩大会增加管理协调的难度袁 降低决策的有

效性袁从而导致企业价值的下降遥 近期实证研究的结论

大都认为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遥 借鉴 Hoyt 和 Lieben鄄
berg渊2011冤的观点袁本文从资产的账面价值控制规模因

素来考虑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3]遥
企业成长性渊GROWTH冤遥 Lang 和 Stulz 渊1994冤发

现袁由于管理成本和协调成本的攀升袁企业规模与企业

价值之间通常存在负相关关系遥 Allayannis 和 Weston
渊2001冤发现成长机会渊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冤对
于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曰同时袁高盈利的企业通常会

享受价值溢价曰基于此袁我们以销售收入增长率测度成

长机会袁以 ROA 测度企业的盈利能力袁并预期其与企

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遥
杆杠比率渊LEV冤遥 前期研究认为袁资本结构与企业

价值存在着一定相关性袁但相关结论却存在明显差异遥
Jensen 渊1986冤认为袁企业负债治理效应的存在袁能够减

少经理人对自由现金流的操纵袁从而压缩代理成本袁从
这个角度而言袁财务杆杠可以增加企业价值遥 但是袁也
有很多研究认为财务杆杠的增加会提升企业破产的概

率袁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袁在企业面临诸如金融危机等

高度不确定环境时会更为糟糕遥 近期研究大都认为杠

杆比率与企业价值存在负相关关系[4]遥 因此我们控制了

企业的杠杆比率袁并预期其符号为负遥
股利分配 渊DIVID冤遥 结合 Lang 和 Stulz 渊1994冤尧

Allayannis 和 Weston 渊2001冤的研究袁我们还控制了企

业的股利分配情况袁 但关于股利分配效应存在两种不

同的解释院一种观点认为袁股利分配是对企业未来成长

机会的透支袁因此会削弱投资者对于企业未来的信息袁
导致企业价值的下降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袁股利分配降

低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袁 因此可以减少管理层的在职

消费等代理成本袁从而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遥 综合这两

种观点袁我们对股利分配效应的符号不做预测遥

股权性质渊NATURE冤遥 在中国特殊的经济背景下袁
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经营战略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一

直都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遥 因此袁 我们引入变量 NA鄄
TURE袁以控制产权性质的影响遥 其中袁当企业最终控制

人为国家时袁NATURE 赋值为 1袁否则赋值为零遥 此外袁
还有学者发现袁由于治理机制的差异袁不同层级的国有

股股东袁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渊Chen, Firth and
Xu袁2009冤遥借鉴其思路袁我们将国有股股东做进一步细

分两类院 中央政府控股 渊SOECG冤 和地方政府控股

渊SOELG冤袁并以此做稳健性检验遥
股权集中度渊CR冤和股权制衡度渊SHRS冤遥 徐莉萍尧

辛宇和陈工孟渊2006冤实证研究表明袁股权集中度与企

业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袁 且过高的股权制衡度对

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袁 但不同性质的外部大股东作用

效果有明显差别遥 刘银国尧高莹和白文周渊2010冤则认为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存在反向变动的幂函数关系袁
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遥 基于此袁我们将

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两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袁但
对于两者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不做判断遥

业务集中程度渊DIV_HHI冤遥 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策

略犹如一柄双刃剑袁成本有收益并存遥 一方面袁多元化

经营可以通过范围经济和分散风险等机制来提升企业

价值遥 另一方面袁多元化经营导致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

严重袁代理成本和交叉补贴问题会减少企业价值[5]遥 针

对中国情景的实证研究大都支持后一种结论渊姚俊等袁
2004曰 李善民 尧 朱滔 袁2006冤遥 本文用营业收入的

Herfindahl 指数渊DIV_HHI冤测度企业的业务集中程度袁
并预期 DIV_HHI 与企业价值为正相关遥

经营波动性渊CVEBIT冤遥我们认为经营波动性增加了

企业风险袁降低了企业价值袁因此袁在回归模型中引入经

营波动性这一变量袁并预期其对企业价值产生负效应遥
各变量的定义见表 1遥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预期符号 变量依据

Q 市场价值/期末总资产遥其中袁市场价值=股权市值+净债务
市值袁非流通股权市值用净资产替代

Hoyt and Liebenberg袁 2011
ERM 虚拟变量袁企业实施 ERM 项目取 1袁否则取 0 +
TERM ERM 项目实施的时长袁 在 ERM 项目实施的当年袁TERM=

1袁以此类推
NATURE 虚拟变量袁企业的产权性质为国有袁赋值为 1袁否则为 0 +
DSOECG 虚拟变量袁当企业的最终控制人为中央政府时袁赋值为 1袁

否则为 0 +

表 1 变量定义表

Sun Juncheng 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Value Increas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to Growth Enterprises

68窑 窑



2018 年第 2 期

二尧数据来源

能否识别 ERM 对相关研究的进展有着重要影响

渊Grace袁 et al., 2010冤遥Liebenberg 和 Hoyt渊2003冤首先采

用企业是否任命首席风险官渊chief risk officer袁CRO冤作
为判断 ERM 项目的代理变量 袁 随后这一方法被

Beasley, Clune, Hermanson 渊2005冤尧 Desender 渊2007冤尧
Pagach, Warr 渊2008袁2011冤所接受袁成为实证研究中的

主流方法遥 但正如 Liebenberg, Hoyt 所承认袁这种方法

存在如下弊端院 任命 CRO 与企业实施 ERM 之间不存

在等价关系遥 因而袁采用上述方法在计量上并不严密遥
在我国袁采用 CRO 作为 ERM 的代理变量适合于金

融行业遥 作为企业风险管理的先行者袁大多数银行和证

券公司都设置了首席风险官一职 1遥 但在非金融行业袁以
CRO 代理 ERM 的弊端非常突出袁经检索发现袁在国资委

直属企业范围内鲜有设置 CRO 职位的案例遥 本文借鉴

Grace 等 渊2010冤的思路袁通过多个关键词交叉印证企业

是否开展了 ERM 项目遥主要关键词包括首席风险官尧风
险管理委员会尧战略风险管理尧整合风险管理尧企业风险

管理以及其对应的英文遥 我们首先在主流财经网站或搜

索引擎上对上述关键词进行检索袁其次对命中目标匹配

COSO渊2004冤报告或者叶中央企业风险管理指引曳袁以检

验是否真正实施了 ERM 项目遥最终袁从 638 家中小板上

市公司 渊剔除了有特殊处理经历的企业和金融类企业冤
共识别出 59 家 ERM 企业袁其结构分析如表2所示遥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预期符号 变量依据

DSOELG 虚拟变量袁当企业的最终控制人为地方政府时袁赋值为 1袁
否则为 0 +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要 Lang and Stulz袁1994
GROWTH 渊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冤/上年营业收入 + Allayannis and Weston袁 2001

LEV 总负债与权益的市价比率 要 Jensen袁 1986曰 Hoyt and Liebenberg袁2011
ROA 净利润/总资产余额 + Allayannis and Weston袁 2001
CR 虚拟变量袁 企业存在持股量大于 50%的绝对控股时取值

1袁否则取值 0 不确定 徐莉萍袁辛宇袁陈工孟袁2006
DIVID 虚拟变量袁企业当年分红时取值 1袁否则取 0 不确定 Lang and Stulz袁 1994
SHRS 股权制衡度袁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不确定 吕景胜尧邓汉袁2010

DIV_HHI 营业收入的 Herfendahl 指数 不确定 Hoyt and Liebenberg袁2011
CVEBIT 前 12 个季度 EBIT 的变异系数 要 Liebenberg and Hoyt袁 2003

渊续表冤

1 在银行业袁工行尧建行尧交行和中行等大中银行均设立了 CRO 职位曰2006 年中国保监会发布叶关于加强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意见曳袁要
求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要设置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袁并引入首席风险管理执行官制度曰2008 年证监会发布叶期货公司首席风险官管理规

定渊试行冤曳袁这是对首席风险官职责进行的最为明确的规定遥

Panel A: ERM 企业的行业分布
行业类别 C D E F G H K
企业数量 42 2 3 2 5 3 2

占比 71.19% 3.39% 5.08% 3.39% 8.47% 5.08% 3.39%
Panel B: ERM 企业的实施时间分布

ERM 实施时间 2005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企业数量 1 3 10 21 24

占比 1.69% 5.08% 16.95% 35.59% 40.68%
Panel C: ERM 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分布

产权性质 PRIVATE SOELG SOECG
企业数量 38 7 14

占比 64.41% 11.86% 23.73%
注院行业分类采用证监会分类标准袁C 代表制造业曰D 代表电力尧蒸汽及水的生产及供应业曰E 代表建筑业曰F 代表交通运输尧仓储

业曰G 代表信息技术业曰H 代表批发和零售贸易曰 K 代表社会服务业遥 产权性质分类院PRIVATE 代表非国有控股的企业曰SOECG
代表国资委直属国有企业曰SOELG 代表地方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遥

表 2 ERM 企业的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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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的 Panel A 可以看出袁 实施 ERM 项目的企

业具有行业集聚的特点院 数量最多的是制造业袁 有 42
家袁大约占实施企业总数的 71.19%曰排在第二位的是信

息技术业袁共有 5 家企业袁占实施企业总数的 8.47%曰其
余行业的分布则较为分散遥

从表 2 的 Panel B 可以看出袁 大多数 ERM 项目都

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启动的袁 并随时间发展呈现出递

增态势袁其中 2008 年仅有 3 家企业实施 ERM 项目袁占
比为 5.08%曰2009 年又有 10 家企业实施 ERM袁占样本

总额的 16.95%遥 此后袁实施 ERM 项目的企业数量迅速

增长袁2010 年为 21 家袁2011 年为 24 家袁分别占实施企

业总数的 35.59%和 40.68%遥
从表 2 的 Panel C 可以看出袁 中小板实施 ERM 的

企业中袁绝大比例属于非国有控股的企业袁占样本总额

的 64.41%遥 在国有控股的样本中袁国资委直属的有 14
家袁 占比为 23.73%曰 地方政府管辖的有 7 家袁 占比为

11.86%遥

三尧实证结果

渝 单变量描述

表 3是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遥 可以看到袁在中小板上

市企业中袁实施 ERM的企业相对于未实施 ERM的企业而

言袁市场估值和杠杆比率更高袁企业规模更大袁成长性也更

强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尽管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债权融资比例

普遍较低袁 但 ERM企业的杠杆比率显著高于非 ERM企

业袁 这可能意味着 ERM项目对外部债权人是一个显著的

正向信号袁 能够提升其对于全面风险管理能力的信息袁从
而提升了融资的可得性并降低融资成本遥 此外袁ERM企业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更高袁股权更为集中袁且 ERM企业中

国有控股的比例显著高于未实施 ERM的企业曰同时袁ERM
企业的分红比例都更高遥 然而袁以资产回报率衡量的企业

短期绩效方面袁ERM企业要低于非 ERM企业曰并且袁ERM
企业在股权制衡度尧业务多元化程度和经营波动性方面也

要低于非 ERM企业遥 但是袁上述指标除企业规模尧杠杆比

率和所有权性质外袁其他指标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遥

变量名称 全样本 ERM=0 ERM=1 组间差值 T 值

Q 1.926 1.921 2.013 -0.092 -1.155
SIZE 21.09 21.07 21.47 -0.400 -5.331***

GROWTH 0.293 0.290 0.340 -0.050 -0.512
LEV 0.353 0.340 0.573 -0.233 -5.174***
ROA 0.0747 0.0749 0.0721 0.003 0.523

NATURE 0.211 0.201 0.372 -0.171 -4.344***
CR 0.521 0.519 0.558 -0.039 -0.800

DIVID 0.860 0.859 0.885 -0.026 -0.776
SHRS 29.61 29.72 27.78 1.940 1.625

DIV_HHI 0.435 0.435 0.425 0.010 0.511
CVEBIT 1.195 1.225 0.717 0.508 0.217
样本数量 1927 1814 113 - -

注院 *** p<0.01袁 ** p<0.05袁 * p<0.1遥

表 3 实施 ERM 的企业与未实施 ERM 的企业特征的均值检验

渔 ERM 的实施与企业价值

理论研究表明袁ERM 可以通过抑制投资不足尧平
滑经营波动尧降低外部融资成本以及自然对冲渊natu鄄
ral hedging袁即风险管理成本的规模经济冤等途径提

升企业价值遥 因此袁我们预期 ERM 与企业价值的替

代变量托宾 Q 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遥 本节分

别用混合 OLS 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验证 ERM 的价

值提升效应袁 并同时应用不同划分方式的所有权变

量进行回归袁 在完善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得出更加稳

健的结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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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 OLS 模型中袁 我们对所有权采用不同的计

量方法进行测度袁得出了相似的回归结果遥 首先袁多元

回归的结果表明袁对于中小板企业而言袁在控制了其他

影响其价值的相关变量后袁ERM 的实施对企业价值的

提升作用显著袁 在混合 OLS 模型中袁ERM 企业的价值

溢价约为 20%袁 而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袁ERM 企业的价

值溢价达到了 48%袁 并且两种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均

显著袁这验证了我们之前提出的假设 1遥
同时袁公司规模尧杠杆程度尧股权集中度尧股权制衡

度以及股利分配与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袁而

变量名称
混合 OLS 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1 2 3 4
ERM 0.233*** 0.190** 0.489*** 0.484***

渊0.0819冤 渊0.0813冤 渊0.187冤 渊0.187冤
SIZE -0.199*** -0.192*** 0.189** 0.192**

渊0.0328冤 渊0.0323冤 渊0.0910冤 渊0.0910冤
GROWTH -0.0188 -0.0194 -0.0127 -0.0133

渊0.0120冤 渊0.0118冤 渊0.0101冤 渊0.00968冤
LEV -0.377*** -0.382*** -0.911*** -0.912***

渊0.0793冤 渊0.0772冤 渊0.276冤 渊0.276冤
ROA 6.671*** 6.662*** 3.545*** 3.525***

渊0.566冤 渊0.566冤 渊0.992冤 渊0.994冤
NATURE 0.166*** 0.311

渊0.0498冤 渊0.760冤
DSOECG 0.288*** 0.835

渊0.0797冤 渊0.871冤
DSOELG 0.0903 0.113

渊0.0571冤 渊0.631冤
CR -0.351*** -0.352*** -0.291* -0.287*

渊0.0460冤 渊0.0458冤 渊0.173冤 渊0.174冤
DIVID -0.207*** -0.208*** -0.0956 -0.0976

渊0.0565冤 渊0.0562冤 渊0.0762冤 渊0.0764冤
SHRS -0.0131*** -0.0134*** -0.0164*** -0.0171***

渊0.00199冤 渊0.00200冤 渊0.00546冤 渊0.00539冤
DIV-HHI -0.0942 -0.0989 0.0568 0.0419

渊0.123冤 渊0.123冤 渊0.212冤 渊0.211冤
CVEBIT -0.000479*** -0.000489*** -0.000505*** -0.000515***

渊8.18e-05冤 渊8.19e-05冤 渊0.000131冤 渊0.000131冤
常数项

6.659*** 6.534*** -1.236 -1.303
渊0.662冤 渊0.655冤 渊2.042冤 渊2.022冤

样本数量 481 481 481 481
观测值 1286 1286 1286 1286

调整后 R2 0.351 0.354 0.211 0.214
注院括号中展现的是标准误曰*** p<0.01袁 ** p<0.05袁 * p<0.1遥

表 4 ERM 与企业价值的初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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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利率尧所有权的国有性质与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袁其中公司规模尧杠杆程度公司价值之间的

负相关关系以及资产净利率尧所有权的国有性质与企业

价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证实了之前的研究结果袁而股权

集中度尧股权制衡度被证实与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袁可能的解释是袁控股股东的利益可能会与中小企

业的利益不一致袁他们可能会以中小企业的利益为代价

去谋取自身利益袁从而限制公司的发展袁降低企业的价

值袁因此袁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负相关遥对于股权制衡

度而言袁股权制衡可以通过几个大股东之间的相互牵制

来限制股东的侵占行为袁提高公司的效率袁但如果大股

东之间的利益有显著的分歧袁他们可能相互内耗袁做出

影响公司价值的行为袁所以袁股权制衡度与企业价值呈

显著负相关关系遥由于本文的研究样本是中小板的上市

公司袁他们一般都处于初创期袁其获利能力尧投资机会和

成长性方面都与成熟的企业有很大差别袁这些企业需要

足够的资金来寻求发展袁过度的股利分配不利于企业成

长袁因此袁企业的股利分配与其价值之间呈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遥在将所有权的性质进一步细分为中央政府所有

权和地方政府所有权并进行回归后袁我们得出与之前研

究相一致的结论袁即具有中央政府所有权的中小板企业

的价值要显著高于其他性质的中小板企业袁地方政府所

有权的中小板企业在价值提升方面并没有显著优于其

他企业[6]遥 此外袁模型中的成长型和多元化程度变量对

价值的影响均不显著遥
最后袁根据调整后的 R2 可知袁这两个模型的拟合

程度均良好遥
隅 ERM 成熟度与企业价值

McShane 等渊2010冤提出袁在检验 ERM 项目与企业

价值的关系时袁ERM 的实施水平要比企业是否实施

ERM 项目这一虚拟变量更为精确遥 由于 ERM 实践在

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袁 尚无权威机构对企业实施 ERM
的水平进行评级袁我们采用 ERM 项目的实施时间度量

企业实施 ERM 的成熟度遥表 5 分别用混合 OLS 模型和

固定效应模型展示了考虑 ERM 时间效应的回归结果遥
总体来看袁ERM 项目的时间效应基本得到了验

证院 我们以混合 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为例进行分析袁
发现 ERM 的实施时间长短与企业的价值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袁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ERM 实施的成熟度越

高袁其价值的提升效果就越明显遥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

结果能够得出相似的结论遥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设 2遥另

外袁企业规模尧资本结构尧股权结构尧增长能力尧盈利能

力尧 多元化程度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则与简单方程

基本一致遥

变量名称
混合 OLS 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1 2 3 4
TERM 0.143*** 0.124*** 0.188** 0.185**

渊0.0375冤 渊0.0376冤 渊0.0844冤 渊0.0845冤
SIZE -0.196*** -0.190*** 0.187** 0.191**

渊0.0322冤 渊0.0319冤 渊0.0944冤 渊0.0945冤
GROWTH -0.0176 -0.0183 -0.0121 -0.0127

渊0.0125冤 渊0.0123冤 渊0.0103冤 渊0.00991冤
LEV -0.417*** -0.417*** -0.934*** -0.935***

渊0.0724冤 渊0.0714冤 渊0.265冤 渊0.266冤
ROA 6.575*** 6.579*** 3.499*** 3.479***

渊0.557冤 渊0.559冤 渊0.982冤 渊0.984冤
NATURE 0.162*** 0.310

渊0.0496冤 渊0.758冤
DSOECG 0.273*** 0.834

渊0.0793冤 渊0.871冤
DSOELG 0.0938* 0.112

渊0.0570冤 渊0.628冤

表 5 考虑 ERM 时间效应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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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ERM 的价值提升机制

理论研究表明袁ERM 可以通过抑制投资不足尧平滑

经营波动尧 降低外部融资成本以及自然对冲渊natural
hedging袁即风险管理成本的规模经济冤等途径提升企业

价值遥 因此袁我们预期 ERM 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与股权

结构尧资本结构尧多元化程度尧成长能力以及经营波动

性存在交互效应遥 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遥

变量名称
混合 OLS 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1 2 3 4
CR -0.344*** -0.346*** -0.276 -0.273

渊0.0457冤 渊0.0456冤 渊0.173冤 渊0.174冤
DIVID -0.204*** -0.205*** -0.0924 -0.0945

渊0.0560冤 渊0.0558冤 渊0.0761冤 渊0.0764冤
SHRS -0.0132*** -0.0134*** -0.0166*** -0.0173***

渊0.00198冤 渊0.00199冤 渊0.00550冤 渊0.00543冤
DIV-HHI -0.0976 -0.101 0.0794 0.0642

渊0.122冤 渊0.122冤 渊0.215冤 渊0.214冤
CVEBIT -0.000463*** -0.000474*** -0.000493*** -0.000502***

渊8.14e-05冤 渊8.14e-05冤 渊0.000125冤 渊0.000125冤
常数项

6.615*** 6.510*** -1.193 -1.266
渊0.655冤 渊0.649冤 渊2.097冤 渊2.078冤

样本数量 481 481 481 481
观测值 1286 1286 1286 1286

调整后的 R2 0.354 0.356 0.207 0.210

渊续表冤

注院括号中展现的是标准误曰*** p<0.01袁 ** p<0.05袁 * p<0.1遥

Q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ERM 0.245 0.669** 0.854*** 0.303 0.696** 0.409*

渊0.192冤 渊0.263冤 渊0.277冤 渊0.374冤 渊0.289冤 渊0.241冤
LnSIZE 0.125 0.125 0.139 0.126 0.120 0.129

渊0.103冤 渊0.106冤 渊0.105冤 渊0.105冤 渊0.104冤 渊0.104冤
GROWTH 0.0338** 0.0381** 0.0378** 0.0378** 0.0381** 0.0377**

渊0.0164冤 渊0.0187冤 渊0.0183冤 渊0.0185冤 渊0.0186冤 渊0.0185冤
LEV -0.320** -0.196 -0.227* -0.233* -0.233* -0.238*

渊0.145冤 渊0.159冤 渊0.133冤 渊0.134冤 渊0.136冤 渊0.135冤
ROA 7.602*** 7.960*** 7.907*** 7.923*** 7.908*** 7.875***

渊1.426冤 渊1.499冤 渊1.481冤 渊1.490冤 渊1.488冤 渊1.487冤
CR -0.114 -0.137 -0.0596 -0.133 -0.137 -0.144

渊0.185冤 渊0.190冤 渊0.182冤 渊0.185冤 渊0.188冤 渊0.184冤
DIVID -0.199* -0.207** -0.205** -0.205** -0.205** -0.209**

渊0.102冤 渊0.102冤 渊0.102冤 渊0.102冤 渊0.102冤 渊0.102冤

表 6 ERM 提升企业价值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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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长型企业袁投资不足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袁
因此袁 预期高速成长的企业中 ERM 的效应更加显著曰
结果中袁ERM_GROWTH 的系数虽然为正袁 但不显著袁
该假说并没有得到样本数据的有力支持遥

高杠杆比率的企业资产置换问题更加严重袁 造成

股权人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问题袁而 ERM 活动可以帮

助债权人更及时尧全面的了解企业风险状况袁提升对于

企业风险管理能力的信心袁降低代理成本[7]袁因此袁预期

高杠杆比率的企业中 ERM 项目更加有效遥 结果中袁
ERM_LEV 系数为负袁与预期相反袁该假说同样没有得

到样本数据的有力支持遥
控股股东的存在利于对管理层实施有效地监督袁

降低代理成本袁从而削弱 ERM 的作用空间袁因此预期

在股权高度集中的企业中 ERM 效用较低曰同时袁由于

缺乏民主传统袁野多股同大冶 不仅不会降低代理成本袁
还会影响决策效率袁因此预期股权制衡度较高的企业

中 ERM 更加有效遥 结果显示袁ERM_CR 的系数显著为

负袁支持了第一个推论曰ERM_SHRS 的系数虽然为正袁
但统计上不显著袁第二个推论没有得到样本数据的有

力支持遥
ERM 与传统风险管理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强调整合

的理念袁因此业务越复杂的企业袁越容易从 ERM 项目

中享受风险管理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8]袁预期在多元

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 ERM 项目更加有效遥 结果显示袁
ERM_DIVHHI 的系数为负袁统计上不显著袁该推论没有

得到样本数据的有力支持遥

Q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SHRS -0.0159* -0.0156* -0.0153* -0.0162* -0.0159* -0.0159*

渊0.0086冤 渊0.00867冤 渊0.00864冤 渊0.00872冤 渊0.00870冤 渊0.00869冤
DIV_HHI 0.229 0.252 0.274 0.246 0.259 0.234

渊0.289冤 渊0.285冤 渊0.282冤 渊0.285冤 渊0.316冤 渊0.289冤
CVEBIT -0.000267*** -0.000301*** -0.000290*** -0.000291*** -0.000288*** -0.000295***

渊0.0001冤 渊0.0001冤 渊0.0001冤 渊0.0001冤 渊0.0001冤 渊0.0001冤
ERM_GROWTH 1.053

渊0.740冤
ERM_LEV -0.122

渊0.182冤
ERM_CR -0.703**

渊0.290冤
ERM_SHRS 0.0149

渊0.0146冤
ERM_DIVHHI -0.182

渊0.552冤
ERM_CVEBIT 0.222***

渊0.0842冤
ZZINDEX 1.493*** 1.535*** 1.521*** 1.524*** 1.524*** 1.517***

渊0.114冤 渊0.116冤 渊0.112冤 渊0.112冤 渊0.112冤 渊0.113冤
Constant -12.25*** -12.66*** -12.87*** -12.57*** -12.46*** -12.56***

渊2.396冤 渊2.470冤 渊2.422冤 渊2.403冤 渊2.398冤 渊2.393冤
Obs 1286 1286 1286 1286 1286 1286

Num of stkcd 481 481 481 481 481 481
Adj R2 0.368 0.362 0.364 0.362 0.362 0.363

渊续表冤

注院括号中展现的是标准误曰*** p<0.01, ** p<0.05, * p<0.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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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活动公认的功效之一是平滑企业经营的

波动性袁 因此袁 预期在经营波动性较大的企业中 ERM
更为有效遥 结果显示袁ERM_CVEBIT 系数显著为正袁该
假说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遥

五尧结论及展望

文章以 2008-2011 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作为研

究样本袁实证检验了 ERM 对中小规模成长型企业的有

效性及价值提升机制遥 研究发现袁 ERM 项目对于成长

型的中小企业具有显著的价值提升效应遥 数据表明随

着实施年份的增加袁ERM 项目的价值提升效果也越发

显著袁 这说明 ERM 的实施效果与 ERM 的成熟度存在

联系遥 从长远来看袁ERM 的价值提升机制是明显的袁随
着企业内部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逐步完善袁 企业的风

险防控能力和管理水平也会得到相应提高袁 这都将成

为企业野软实力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遥 因此袁当企业做

出是否实施 ERM 的决策时袁不应只关注短期内的现金

流袁而应该将该项目所产生的野隐性冶收益考虑进来袁这
样才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遥 此外袁研究还发现 ERM
的价值提升效果主要通过影响代理成本和平滑经营波

动来实现遥
本文为现有文献补充了金融行业和大型企业之外

的经验证据袁验证了 ERM 项目的时间效应袁并初步揭

示了 ERM 的作用机制袁 相关结论进一步丰富了 ERM
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遥但由于数据的局限袁文章对 ERM
价值提升机制的研究还比较初步袁 这将是下一步研究

的重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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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袁产业转移与承接成了各地区政府尧公众和经济学术界热

切关注的问题袁产业转移承接力则体现着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遥 该文梳理和细化了产业转移承接力的

影响因素袁构建了一套产业转移承接力评价体系袁在此基础上借助相关资料数据袁对义乌市的产业转移承接力展开

了实证分析袁并以小微制笔企业为例做了实地调查和效益预测袁进一步验证了该市承接日韩创新型小商品产业的

可行性袁并据此给出了提高该市产业转移承接力的建议遥
揖关键词铱 小商品产业曰 产业转移承接力曰 评价体系

Abstract: With the demand of our economic transition as well as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鄄
dustrial transfer and acquisition has become a popular issue, which draws the extensive atten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general public and economic academia. The capacity of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is the embodiment of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is region. The paper sorts out and refin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apacity of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sets up a set of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capacity of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makes
empirical analysis research on the capacity of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of Yiwu with the reference of related material and
data, verifies the practicability of this evaluation system with adoption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measures the indus鄄

义乌市承接日韩创新型小商品产业的可行性研究
要要要以小微制笔企业为例

杨金先 袁洪飞 *

渊上海杉达学院 胜祥商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Feasibility study on Yiwu City忆s Industrial Transfer Capacity of
the Innovative Small Commodities
要要要Taking Small Pen Enterprises as Examples

Yang Jinxian Yuan Hongfei*
渊Shengxiang School of Business,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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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和承接是国际或地区间产业分工形成的

主要原因袁也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袁
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遥 义务市作为全

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袁被联合国尧世界银行等国际

权威机构确定为世界第一大市场袁 义乌市小商品产业

承接产业转移的情况是中国产业转移的一个缩影袁具
有典型性遥 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尧增长动力不足尧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尧全球化遇到波折尧中国经济转型关

键时期的新经济形势下袁 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改善义乌

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袁 提高自身竞

争力变得尤为重要遥
一尧相关理论依据和研究基础

笔者在辨析国内外产业转移承接相关理论时发

现袁 大量文献已根据世界各地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和

经济现象袁 从产业转移和承接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阐

述袁发现在这几个方面鲜有人研究院一是将承接力明确

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袁 二是对某一地区的特定产业转

移承接的研究袁三是与时俱进的产业模式理论研究遥 但

不少既有研究仍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遥
渝 产业转移相关理论和研究

卢根鑫渊1994冤较早地研究产业转移问题袁他提出

了野重合产业论冶遥 所谓重合产业就是指发达国家和欠

发达国家在一定时期使用相近技术的生产线袁 运用相

似的技术和生产资料袁 生产同类型的产品遥 张可云

渊1997冤提出了相类似的野区际产业转移冶概念袁认为其

转移建立在经济和技术发展区域梯度差异的客观存在

和产业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扩散和转移的趋势

这两个重要推论之上[1]遥 本文所研究的义乌市创新型小

商品产业特别是制笔业与上述理论特征相吻合袁 这为

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遥
弗农渊1996冤提出的野产品循环说冶揭示了有关产业

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袁 认为当一国有

了技术上的优势袁将出口此产品袁一旦此生产技术传播

到他国时袁该国就失去了技术上的优势袁而贸易模式就

主要由相对生产成本决定了[2]遥 这为研究义乌市的创新

性产业承接指出了承接核心即创新性相关产业技术将

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遥
张秀山袁张可云渊2003冤提出的梯度理论袁在区域经

济学者的进一步创新后袁 发展形成了区域经济梯度转

移论袁 认为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取决它的产业结构优

劣袁 特别是其主导的产业在工业生命循环周期中所处

的阶段遥 此理论启发了当前义乌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可

选方向[3-4]遥 邹积亮渊2007冤在有关产业理论发展趋势的

文中从新经济地理的视角研究了产业集聚区上下游相

关联产业间的转移袁 同时还认为以价值链为视角的不

同环节的产业转移也成为当前一种新趋势[5]遥 这些为本

文以小微制笔企业为样本进行的产业集群效应所产生

的产业转移吸引力和可行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遥
渔 产业转移承接力相关理论和研究

1. 承接力内涵

产业转移承接力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

凝聚产业的吸引力尧选择产业的鉴别力尧接纳产业的支

撑力和发展产业的发展力[6]遥
2. 承接主体研究

邓亦林渊2005冤研究了典型的产业模式袁提出政府

为承接地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袁包括人文环境等袁使得

珠三角尧苏州等地出现典型的承接成果袁但政府行为

也具有促进和阻碍产业承接的双重作用 [7]遥 周华山

渊2006冤 认为袁 企业行为是产业承接转移的决定性因

素袁企业转移或者承接行为的出发点是获得更丰厚的

利润或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8]遥 该角度为本文选取的

野优惠政策广度冶野决策的科学性冶野政府的职能作用冶
等指标提供了依据遥

3. 承接模式研究

苏华渊2014冤在研究中简述了东亚模式尧珠三角模

式和苏州模式的产生和特点袁概述了飞地模式袁认为其

特点是绕过行政区划壁垒袁 充分发挥飞入地的比较优

势[9]遥 刘海霞渊2016冤则从日本经济发展状况的视角袁阐

trial acquisition ability of Yiwu quantitatively and makes field survey and benefit forecast by taking small and micro
pens enterprises as examples to further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ransfer and acquisition in innovative bitty commodity in鄄
dustries. At last,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capacity of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in a targeted
way and offers promotion suggestions for related visible results.
Key words院 small commodity industry; the capacity of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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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对东亚承接模式的认识袁指出了东亚模式发展道路

给日本带来了经济奇迹袁 但尔后也出现了经济衰退[10]遥
以上文献所提的东亚模式尧珠三角模式尧苏州模式尧飞
地模式为下文选取承接力评价指标野地理位置优越度冶
野优惠政策广度冶野产业集聚程度冶等提供了理论依据遥

4. 承接对策研究

杨和荣渊2006冤认为需要有选择地承接袁在承接之

时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靠近袁 并认为当前可以绕

过梯度渐进的模式跳跃发展[11]遥 在改善软硬件条件上袁
张先进尧容宁渊2008冤提出要重视和完善现代物流及保

税仓配套建设袁营造建立运作高效尧成熟完善的投资环

境[12]遥 吴成颂渊2009冤认为优化区域金融生态尧强化区域

金融概念袁健全融资体系和构建必要的融资平台是改善

软硬件条件的重要部分[13]遥 在发挥政府职能方面袁吴汉

贤渊2010冤在产业技术扩散溢出效益分析时指出对承接

地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启示[14]遥 林景华渊2012冤
则提出在产业转移初期应由政府承担主导力量袁 利用

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利袁 引导当地优势资源用于承接产

业转移[15]遥 人才发展方面袁田园渊2015冤指出我国外移人

力资本回流与不同产业的国际贸易存在不同程度的互

补关系袁 有效利用外移人力资本的回流对产业结构调

整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和意义[16]遥以上理论也为下文选取

野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冶野相关产业配套支持度冶野R&D 占

GDP 比重冶等指标提供了依据遥
二尧产业转移承接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及义乌市的

实证

相对于多数产业承接所采用的主成份分析法尧
SPSS 统计方法等袁本文采用具有理论严密尧模型简单尧
多层次尧多因素尧易计算特点的袁适合于对模糊事物进

行评价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袁 此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效

果好坏尧水平高低等模糊问题的综合评价遥
渝 产业转移承接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对产业转移承接力相关理论和学者研究文献辨

析的基础上袁本文参考了学者展宝卫的相关研究[6]和廖

和芸叶苏北产业转移承接力研究曳一文的指标体系设计

方法[17]袁结合研究实际需要袁设计的承接力指标体系分

为吸引力尧鉴别力尧支撑力尧发展力等四个指标准则层

和 R&D 占 GDP 比重尧相关产业配套支持度等 24 个关

键指标袁其中野人均可支配收入冶等 7 个后缀为野*冶的指

标为定量指标遥 如表 1 所示遥

目标层 准则层 子准则层 指标层

产
业
转
移
承
接
力

吸引力院0.4623

区位吸引力院0.2234
地理位置优越度院0.51
地区形象良好度院0.28
地区文化包容度院0.21

产业集聚吸引力院0.2666 产业集聚程度院1
优惠政策吸引力院0.2916 优惠政策广度院0.55

优惠政策深度院0.45
市场潜力吸引力院0.2084

居民人均收入水平 *院0.285
地区进出口总值 *院0.345
地区生产总值 *院0.37

鉴别力院0.0664
信息能力院0.4765 信息化水平院1
科研能力院0.5235

万人拥有 R&D 人员数 *院0.2
决策科学性院0.55
外部咨询作用院0.25

支撑力院0.2842

载体支撑力院0.5078
基础设施完善度院0.35
信息技术共享度院0.25
融资渠道通畅度院0.25
管理体制先进度院0.15

环境支撑力院0.4922
能源原材料获得度院0.2
劳动力丰富度 *院0.2
相关产业支持配套度院0.25
政府职能作用程度院0.2
法律法规及社会治安条件院0.15

表 1 产业承接力指标体系及 AHP法下各层次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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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各指标衡量值

优 定量指标衡量值的获得院 通过查阅统计资料获

得相应指标近三年的数据袁 将近三年的统计数据加权

平均后作为指标衡量值遥 指标衡量值=0.5伊本年度指标

值垣0.3伊去年指标值垣0.2伊前年指标值袁式中 0.5尧0.3尧0.2
为加权系数袁 采用连续三年的数据可保证研究数据在

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动态性遥 定量指标的评价标准选取

先进地区数值袁用 M 表示指标的上端点值袁m 表示指标

的下端点值遥
悠 定性指标衡量值的获得院采用模糊打分法袁即通

过相关评价标准袁根据评价人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判断袁
对产业转移承接力评价体系中的 17 个定性指标按由

好到差分别 5 分到 1 分的标准打分袁 得到定性指标的

衡量值遥 本文选择的评价人的来源为院高等院校有关专

业的教师 10 名尧政府及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5 名尧相关

企业中的管理决策人员 15 名袁 共 30 名遥 权重分别为

0.3尧0.3尧0.4遥
2. 确定各指标权重

经过参考相关文献和对比多种方法的适用性并结

合本指标体系的特点和所研究问题的特点袁 本文选用

德尔菲法确定指标层的权重袁 起决定性作用的权重分

配主要体现在子准则层和准则层袁故将另选用 AHP 法

确定这两个指标层的权重遥 采用这一更为严谨评价方

法是因为子准则层和准则层的权重对最终的结果有着

直接的影响袁应该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遥 各指标层权重

如表 1 数据所示遥
优 指标层的权重

采用专家打分法袁选择专家的来源为院高校相关专

业教师 3 名尧政府机构相关领域工作者 2 名尧企业相关

人员 5 名遥 专家参考相关资料信息和打分要求袁根据某

一指标对其重要性程度进行独立打分袁 权重依次为

0.5尧0.3尧0.2遥
悠 子准则层和准则层的权重

这两个评价层的影响因素众多袁不容易直接给出袁
故采用 AHP 法遥 基本过程是将复杂问题分成各个组成

元素袁按支配关系将其进行分组袁使之形成有序的递阶

层次结构袁 在此基础上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判断各个

层次中各元素的相对重要性袁 然后综合这些判断确定

元素在决策中的权重遥 主要步骤如图 1 所示院

以准则层为例的权重计算院
第一步建立判断矩阵院建立吸引力渊EH冤的判断

矩阵院
EH C1 C2 C3 C4
C1 1 7 2 2

C= C2 1/7 1 1/4 1/3
C3 1/2 4 1 2
C4 1/2 3 1/2 1

目标层 准则层 子准则层 指标层

产
业
转
移
承
接
力

发展力院0.187
技术创新能力院0.4076

R&D 投资占 GDP 比例 *院0.25
信息化水平院0.25
万人拥有 R&D 人员数 *院0.3
万人拥有专利数 *院0.2

产业协调配套能力院0.5924 相关产业支持配套度院0.6
产业集聚程度院0.4

渊续表冤

图 1 AHP法主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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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1尧C2尧C3尧C4 分别表示吸引力尧 鉴别力尧支

撑力尧发展力袁本文采用的是九尺度判断遥
第二步袁根据判断矩阵计算权重遥 判断矩阵有以下

性质院Cij跃0
Cij=1/Cji袁i=1袁2袁噎n Cii=1
据此计算各指标权重 W袁并进行一致性检验遥解特

征根院
CW=姿maxW W 经过正规化后成指标 C1尧C2尧C3尧

C4 在准则 EH 下的排序权重袁即为向量的特征根法遥经

数学证明袁对于正定互反矩阵 C袁其最大特征根 姿max 存
在且唯一遥 W 的计算方法有多种袁本文采用为根法院

Uij=
n

j = 1
仪Cij=28袁1/84袁4袁0.75渊纵向冤

Ui= Uij
n姨 =2.3003袁0.3303袁1.4142袁0.9306 渊纵向冤,

n

i = 1
移ui=4.9754

Wi=ui / [移n
i=1 ui]=0.4623袁0.0664袁0.2842袁0.187

CW=1.8695袁0.2658袁1.155袁0.7595
nW=1.8492袁0.2656袁1.1368袁0.748
姿max=

n

i - 1
移[渊CW冤i / nWi]=4.0431

第四步袁进行一致性检验院计算一致性指标 CI袁一
般认为 CI<0.1 时袁即为可行遥如有进行层次总排序的情

况袁则还需进行一致性比率 CR=CI/RI 检验遥其中袁RI 是
平均随机性指标袁是由多次渊>500 次冤重复进行随机判

断矩阵的特征值计算并取算术平均值得到的遥 一般袁当
CR<0.1 时袁认为 C 的一致性可以接受遥

CI= 姿max-nn-1 =0.0144<0.1袁故一致性可行

CR= CIRI =0.0160<0.1渊查表可知 RI=0.90冤袁故一致

性可接受

3. 模糊关系矩阵尧指标模糊全向量尧模糊合成结果

产业转移承接力可以用函数 V=f渊X1,X2,X3,噎Xn冤
表示遥 V 为产业转移承接力袁X1尧X2尧X3尧噎Xn 为影响承

接力的各项指标遥 设论域 U 为承接力评价指标袁U={X1,
X2,X3噎Xn} 评价向量为 Q袁Q={强袁较强袁一般袁较弱袁
弱}袁 则模糊合成结果可用院V=AoR 表示遥 A 为 X1袁X2袁
X3袁噎Xn 评价指标的模糊全向量袁即为权重值向量袁在

确定了权重之后就可计算出每个指标的综合权重遥 o 为

模糊矩阵的复合运算袁V 为承接力评价值袁R 为指标

X1袁X2袁X3袁噎Xn 评价矩阵组成的模糊关系矩阵遥
对于进行承接力评价的地区袁 只需通过产业转移

承接力评价指标体系计算最终的产业承接力综合评价

结果袁得出一个得分再据表 2 中的划分级别标准对照袁
即可大致判断其产业承接力的情况遥

渔 义乌市创新型小商品产业转移承接力实证分析

与评价

1. 义乌市产业转移承接力各项指标的评价值和模

糊评价矩阵

优 各项指标 M 值和 m 值的确定

产业转移承接力评价体系中的 17 个定性指标采

用 5 分值进行评价袁 所以 M 值为 5 分袁m 值为 1 分曰7
个定量指标 M 值的确定方法为优先选择全国县域经济

100 强前三位的经济数据袁但由于预选县市统计数据的

不可获得性袁则用备选为经济发达的上海尧北京等更大

区域的某一定时段的经济数据袁进行合理处理后取用曰
m 则选取经济欠发达的如贵州尧 甘肃等地区的经济数

据按合理的数学方法处理后得到遥
悠 各项指标的评价值

17 个定性指标据前文所述的专家打分法加权计算

获得曰7 个定量指标通过查阅相关数据获得遥 最终义乌

市创新型小商品产业转移承接力为研究对象的各指标

评价得分如表 3 所示遥
忧 模糊评价矩阵

隶属函数 滋=|渊x-m冤/渊M-m冤|袁x 为某个指标的得

分遥 据此得到模糊矩阵院
R=[0.5625袁0.8025袁0.9375袁1袁0.83袁0.8625袁1袁0.2868袁

0.3292袁0.865袁0.3797袁0.7225袁0.71袁0.77袁0.7425袁0.78袁
0.745袁0.78袁0.5472袁0.945袁0.775袁0.77袁0.4619袁0.865袁
0.3797袁0.1467袁0.945袁1]渊纵向冤

2. 义乌市产业转移承接力评价的结果

优 义乌市转移承接力模糊全向量院

综合评价结果 >0.9 0.75~0.9 0.6~0.75 0.4~0.6 <0.4
承接力级别 强 较强 中等 较弱 弱

表 2 产业承接力评价标准

资料来源院展宝卫援产业转移承接力建设概论[M]援济南院泰山出

版社袁2006院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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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样本企业与日韩同类产品的效益对比与预测

分析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小微制笔企业为义乌市制笔专

业村城西街道上杨村的 6 家企业袁6 家样本企业负责人

认为袁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前三名依次为院款式创新设

计能力不足尧外部市场竞争加剧尧人工成本增加遥

根据表 1袁得到模糊全向量院
A=[0.0527袁0.0289袁0.0217袁0.1232袁0.0741袁0.0607袁

0.0275袁0.0332袁0.0356袁0.0316袁0.007袁0.0191袁0.0087袁
0.0505袁0.0361袁0.0361袁0.0216袁0.028袁0.028袁0.035袁0.028袁
0.021袁0.0191袁0.0191袁0.0229袁0.0152袁0.0665袁0.0443]遥
向量中的 28 个数值分别为 24 个指标的综合权重值遥

悠 义乌市产业转移承接力综合评价的模糊合成结

果 V
根据前文公式 V=AoR=0.7704

忧 义乌市产业转移承接力综合评价值及承接力等级

根据以上模糊合成结果 V袁 义乌市的产业转移承

接力得分为院0.7704袁又可根据表 2 承接力评价标准袁可
知义乌市的承接力等级为较强遥

3. 对义乌市产业转移承接力评价结果的分析

根据对义乌市产业转移承接力的评价结果袁排除地理

位置优越度等不可改变的影响因素袁义乌市首先应提高下

表所示的产业转移承接力指标袁 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工

作袁从而形成对创新型小商品产业较强的转移承接力遥

指标 最大值渊M冤 最小值渊m冤 义乌 指标 最大值渊M冤 最小值渊m冤 义乌

地理位置优越度 5 1 3.25 信息技术共享程度 5 1 3.97
地区形象良好度 5 1 4.21 融资渠道通畅程度 5 1 4.12
地区文化包容度 5 1 4.75 管理体制先进程度 5 1 3.98
产业集聚程度 5 1 5 能源原材料可获得度 5 1 4.12
优惠政策广度 5 1 4.32 劳动力丰富程度 204.299 30 125.38
优惠政策深度 5 1 4.45 相关产业支持配套度 5 1 4.78

居民人均收入水平 40482 13034 46386.9 政府职能作用程度 5 1 4.1
地区生产总值 3024.322 172.291 990.16 法律法规及社会治安条件 5 1 4.08

地区进出口总值 849.606 1.845 280.91 R&D 投资占 GDP 比例渊%冤 2.764 0.4 1.492
信息化水平 5 1 4.46 信息化水平 5 1 4.46

万人拥有 R&D 人员数 140.225 15 62.554 万人拥有 R&D 人员数 140.225 15 62.554
决策科学性 5 1 3.89 万人拥有专利数 6.651 0.393 1.311

外部咨询作用 5 1 3.84 相关产业支持配套度 5 1 4.78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5 1 4.08 产业集聚程度 5 1 5

表 3 义乌市产业转移承接力各项指标评价值得分表

数据来源院定性数据根据模糊打分的方式调查统计所得袁定量数据根据各市统计局数据所得袁含重复项遥

准则层 重点提升指标

吸引力 地区生产总值尧地区进出口总额

鉴别力 万人拥有 R&D 人员数

支撑力 劳动力丰富程度

发展力 万人拥有 R&D 人员数尧R&D 投资占 GDP 比重尧万人拥有专利数

表 4 义乌市应重点提升的产业承接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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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 与日韩同类产品的效益对比分析

1. 与韩国产品的对比

根据实地调查袁 以笔者选取的创意萝卜中性笔成

本构成为例院总成本为 0.39 元院笔杆 0.04 元尧笔尖 0.01
元尧笔芯 0.12 元尧笔套 0.12 元尧尾塞 0.01 元尧人工费

0.04 元尧包装费 0.05 元遥这一成本随市场原材料变化略

有浮动遥
而根据实际情况袁 这一款中性笔的出厂价格为院

0.53 元/支袁网上零售价为 1.5~2 元/支遥但韩国相关企业

首推此款创意笔时网上售价为 8~9 元/支袁 韩国创新创

意中性笔首占市场时显然可以获得暴利遥 与韩国产品

的对比可见袁 样本企业中性笔的外观设计能力的提升

对效益提高至关重要遥
2. 与日本产品的对比

由于调查的样本企业采用的中性笔笔芯中的墨

水尧 笔头等技术与日本同类产品有实际的技术差距袁
外观设计等亦有差异袁故采用了简单的类似产品的在

网售价展开对比遥 发现袁所选取的日本三个品牌的普

通书写中性笔在网售价和样本企业的三款类似产品

的在网零售价如图 3 所示袁义乌产品与日本产品在单

位售价上的差距主要源自笔芯的技术水平不同遥 由此

可见袁样本企业中性笔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对效益增加

十分重要遥
渔 样本企业的产业转移承接效益推导与预测

据本节开头所提袁对承接效益的推导和预测袁仅通

过所选萝卜创意中性笔来量化呈现袁 而日本制笔企业

的先进笔芯技术的承接效益很难通过量化方式呈现袁
本文将不再论述遥

简单地从销售量上来看袁 若样本企业能够提早一

月生产此种产品袁 即与同种韩国产品进入网上零售的

时间几乎同步遥 由简单的线性预测袁x=-4 渊即提前 16
天冤袁y=43.537曰43*30=1290 件 渊每件院12*12 *12=1728
支冤袁将提高使销量提高 140%曰由本样本企业角度的市

场成熟稳定期的销量预测袁y=27袁则销量为 27*30=810袁
将使销量提高 90%袁 而往往此时已是产品的后成熟期

至衰退期遥
从销售价格来看袁 如果样本企业能够提早一月生

产此种产品袁则其售价可参照网上零售价格 8~9 元/支袁
根据实际情况袁其出厂价可在 1 元左右袁即为现行价格

的两倍遥
总的来说袁 若样本企业能够受到创新型小商品产

业承接的有益影响袁 无论是销量还是销售价格都能使

企业效益大幅度提高遥
四尧义乌市提升产业转移承接力的对策

渝 大力提升义乌市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

1. 深化开放型经济体系袁提高对外开放程度

优化城市功能区域布局遥以现今的对外开放成果为

支点袁以对接日韩创新型产业为重点袁构筑分工更为具

体的区域功能布局遥 形成以物流为特色的陆港新区袁以
高新技术为特色的科创新区袁以金融服务尧市场经济为

特色的丝路新区袁从而进一步提升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

的程度袁积极打造国家级对外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遥
2.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袁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完善对外产业承接的政策配套体系遥 逐步摈弃通

数据来源院根据 2017 年 1 月实地问卷调查数据而得

图 2 创意萝卜中性笔成本构成

数据来源院淘宝网相应品牌网店零售价与样本企业在网售价

图 3 日本尧样本企业同类中性笔在网零售价格对比

图 4 按 4 天为一单位的平均日销量线性及其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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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课袁是普通高校面向文渊汉语言文学专业

除外冤尧理尧工尧农尧医尧财经尧政法尧外语尧艺术尧教育等各

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素质教育课程遥 课程设置的目

的是培养学生汉语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尧欣赏尧理解和

表达能力[1]遥 但大学语文课在高校普遍遭到诟病袁经常

被看作教学改革失败的典型遥 从目前所使用的大学语

文教材尧教学方法来看袁实际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袁没
有大幅度提升大学生的语文实际应用水平遥 我们面临

的问题是院大学语文课程目标应该怎样向野应用型冶转
变钥 要实行怎样的教学改革钥

一尧当前大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上海杉达学院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工作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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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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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院 本文系 2016 年上海杉达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野大学语文课程应用型教学改革研究冶渊项目编号 A-021301-16-005冤成果之一遥

揖摘 要铱 为适应人才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不同需求袁地方高校纷纷转型于培养野应用型人才冶遥 大学语文是

培养野应用型人才冶的一个基础教育环节袁但大学语文受重视的程度长期偏低袁课程发展面临巨大困境遥 因此袁加强

大学语文课程的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揖关键词铱 大学语文曰 应用型人才曰 困境曰 教学改革

大学语文应用型教学改革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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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and Research on the Applied Teaching of
College Chinese

Li Yi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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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graduates in the talent market,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en reforming to cultivate 义applied talents义. College Chinese is a basic educational link to cultivate 义applied talents义.
However, College Chinese has not be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and it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 facing great diffi鄄
cultie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reform and research of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ollege Chinese.
Key Words: College Chinese, applied talents, dilemma,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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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的教学工作中发现,大学语文课程相较于其他课

程袁受欢迎程度远不如大学英语等课程尧受重视程度远

不如高等数学以及思政等公共基础课程袁 教学效果亦

不是十分理想遥
1. 课程设置的困境

从课时设置来说袁 大学语文在大学四年里仅为大

一年级学生开设 1 个学期袁每周 2 课时袁总共 32 课时遥
而大学英语开设 4-6 个学期袁思政课开设 4 个学期袁相
比之下大学语文所占课时过少遥 要通过一学期内每周

仅两课时的教学量来完成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袁 培养

学生的阅读尧欣赏尧表达能力袁这是不现实的遥
2. 学生的现状

初高中语文以记忆背诵为主袁纯粹以应试为目的袁
大部分学生很少能体会到文学所蕴含的美袁 更别提文

学作品所带来的精神愉悦遥 死记硬背以及野填鸭式冶的
教学方法让学生对经典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化提不起兴

趣袁甚至一些学生对语文深恶痛绝遥 更何况袁随着时代

的发展袁 形式多样的网络文学和丰富多彩的影视剧层

出不穷袁大大吸引了当代大学生的眼球袁大学语文课程

中所蕴含的经典文学作品与这些不需要进行思考的通

俗文化相比袁 对很多学生来说就变得毫无吸引力遥 因

此袁 在大学语文课堂上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和

提升对文学作品的兴趣便成为教学的最大难点遥
3. 授课教师的难处

一般大学语文授课教师都来自文学专业袁 擅长所

学的专业领域遥 如果在大学语文课堂上任课教师利用

自己专业特长袁形成自身授课特色袁未尝不是好事遥 但

是大学语文是面对非汉语专业的学生袁 如果老师的教

学风格偏重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袁 就无法兼顾学生的学

习兴趣袁无法实现学生能力全面发展遥 另外袁大学语文

一直实行的是大班教学袁一个教学班七八十人袁有时多

达百人袁不像英语尧日语尧西班牙语等外语课程袁实行小

班教学遥 这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管理课堂和管理作业的

难度袁授课教师难以兼顾学生的学习水平和个性需求遥
二尧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

要对大学语文进行改革袁使之重新焕发生命活力袁
使之符合教育部门提出的野应用型人才冶目标袁就要先

明确大学语文的定位以及培养目标遥
20 世纪初袁我国就开设了野大学语文冶课程袁当时叫

野大一国文冶遥期间袁课程中断遥1978 年袁复旦大学校长苏

步青尧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尧华师大徐中玉教授联合倡

议袁在高校重新开设 野大学语文冶课程遥经过数十年的发

展袁这门课程日趋成熟遥 数十年里袁大学语文课程随着

时代的变化或需求的转变而定位有所改变袁 从一开始

注重其野工具性冶袁慢慢转化为野审美性冶野人文性冶遥 应用

型高等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袁 不仅仅是给大学生提供

一个学习人文学科基础知识的机会袁 更重要的是要培

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尧价值观遥 因

此袁大学语文是一门以人文素质教育为核心袁融合语文教

育的人文性尧审美性尧工具性于一体的公共基础课程[2]袁大
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大学生语言运用

的实际能力遥
三尧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方法和措施

结合大学语文目前存在的问题袁 我们在大学语文

的教学过程中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教学改革的重

点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袁提升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袁培养人文素养遥 我们尝

试从以下几点入手院
1. 课程与专业设置紧密结合袁扩大个性教学模块

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

才袁提升学生实际运用语文的应用能力袁在向应用型转

型过程中袁 笔者所在院校的大学语文在课程设置上做

了不少改革院将大学语文课程与各专业紧密结合起来遥
例如院 新闻与传媒学院很早将大学语文改成中国古代

文学尧中国现当代文学尧外国文学袁英语系也将大学语

文改成中国古代文学尧中国现当代文学袁西班牙语改成

西班牙文学与中国尧日语系改成汉语写作遥 此外袁在教

学中施行个性化教学袁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袁其教学内容

的侧重点不同袁从而进行不同的应用能力训练遥 例如袁
对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袁 侧重讲解中国传统文化方面

的知识袁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曰对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袁
侧重展现古诗词的画面感袁 从而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

水平曰对管理尧商科尧计算机等专业学生袁则侧重语言文

字应用能力训练尧提升口头表达能力遥 同样是古诗词的

教学袁 可鼓励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将诗词的内容用画

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袁而语言类专业渊英语尧日语尧西班牙

语尧俄语等冤的学生可以选其翻译成外文诗来感受中西

文化的异同等遥
2援 改革教学内容袁注重贴近社会生活

在大学语文课教学中袁 教师要做到激发学生学习

语文的兴趣袁就要贴近社会生活遥 大学语文教材所选内

容皆是古今中外优秀作品袁不仅能给我们带来美感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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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中所列举的叶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曳尧叶少年中国说曳尧叶江城子曳等文章均选自陈思和尧张新颖主编袁复旦大出版社出版的叶大学语文实

验教程曳遥

李依晴 大学语文应用型教学改革与研究

能使我们精神愉悦遥 但对于经常接触野碎片化冶阅读的

当代大学生而言袁 单纯追求情节的网络文学和层出不

穷的视频似乎更具有吸引力遥 因此袁在大学语文教学过

程中袁老师应丰富自己的眼界袁拓宽知识面袁教学内容

不仅仅局限于教材本身袁 而是将日常生活中的有关教

学的时政新闻以及社会知识巧妙地融入到大学语文课

堂中遥 根据所讲授课文篇目的主题袁结合学生所感兴趣

的新闻事件尧 社会问题等素材在课堂上进行交流尧讨
论袁从而活跃课堂气氛袁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遥 例如院由
歌曲叶我们是五月的花海曳引发学生讨论感受院野少年是

祖国的未来袁是祖国的希望遥 冶从而引入梁启超的叶少年

中国说曳院野今日之责任袁不在他人袁而全在我少年遥 冶结
合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无奈呆坐窗边的照片袁 指出国

家贫弱就要挨打曰 再联系中美贸易战中国没有核心技

术不得不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袁 从而激发学生复兴中

华民族的伟大使命感遥
3. 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

为提高大学语文教学的生动性和有效性袁 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尧主动性袁教师必须改变以往野一言堂冶野填
鸭式冶的教学方式袁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遥 在

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袁 教师应当尽可能发挥自己的个

性特点袁利用富有激情的语言尧丰富的表情以及适当的

肢体语言等来塑造自身的人格魅力袁 让学生在抑扬顿

挫的诵读中深刻感受到文学之美遥
在课堂教学中袁 还可适度使用多媒体教学遥 利用

图尧文尧声尧像并茂的教学方式袁可以多角度调动学生的

情绪尧兴趣以及注意力袁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文学作

品的内涵遥
此外袁教师可以尝试野翻转课堂教学法冶袁将学习

的主动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遥 教师不再占用课堂的时

间来讲授有关课程信息遥 学生在课后通过看视频讲

座尧听播客尧阅读电子书来完成自主学习遥 师生在网络

上进行互动讨论遥 教师可针对教学内容提出一些启发

性问题袁激励学生回答袁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

讨论的积极性袁进一步提高学习语文的兴趣遥 并结合

自身所学专业的优势袁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袁进行个

性化教学遥 例如袁在讲解曹雪芹叶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曳1

这篇课文时袁先让学生观看这一集的视频以及宝钗黛

玉的剪辑镜头袁然后在线上提出问题袁做相应调查院同
学们袁若是让你们在黛玉宝钗之间做出选择袁你会选

择谁钥 根据学生所选比例袁深刻分析宝黛爱情的理想

色彩袁从而深刻剖析宝黛之间的知己之爱袁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念遥
4. 重视阅读的扩展

国家语委原副主任尧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原司长李宇明在 2006 年 叶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曳 中指

出院野语文几乎代表着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经验遥 世界有

多大袁语文就有多大曰人生有多长袁语文就有多长遥 希

望大家对语文要有终身教育的理念遥 [3]冶大学语文课要

让学生树立一种观念袁即语文学习是每个人的终身教

育袁并不是仅仅着眼于当下遥 所谓野功夫在诗外冶袁学习

语文袁单凭一学期每周 2 个学时的课堂讲授的教学量

是远远不够的袁语文水平的高低与阅读量的多少有着

直接的关系遥
李宇明同时指出院野语文最重要的袁 除了口语表达

之外袁是阅读遥 一个民族要形成阅读的风气袁这个民族

才有希望遥 [3]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次把野全民阅读冶加
入政府工作报告袁希望全民阅读能够形成一种氛围袁无
处不在遥 但现实情况是袁中国人的阅读率非常低遥 在我

国地铁里袁年轻人不是看视频袁就是听歌尧发微信尧浏览

新闻等袁而阅读袁特别是纯文学阅读几乎很少可见遥 所

以袁大学语文教学要重视课内和课外阅读遥 尤其是课外

阅读袁它不仅可以使学生开阔视野尧培养良好的自学能

力尧增长知识袁还可以进一步巩固学生在课内学到的各

种知识遥 学生的知识体系就是通过课内外的自主学习

而逐渐建立起来的遥 课外阅读不仅对学生的学习有着

重要作用袁 对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思想意识也有着重大

影响遥 一本好书会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遥
5援 开展切实可行的教学实践活动

在教学实践活动中袁加强演讲训练以及写作训练遥
中文传统教学中野说冶的重要性总被忽略袁许多学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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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言谈遥 因此袁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就成了大学语文教

学的内容之一遥 我们采用了演讲尧讨论和模拟课堂等多

种教学手段活跃学生思维和课堂气氛袁 让学生在老师

指导下锻炼和提高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遥 在全校开展

经典诗词朗诵活动袁采取不同的形式袁如个人朗诵尧集
体朗诵以及男女生搭配朗诵等遥 此外袁我们还在全校开

展不同主题的辩论赛尧 经典文学作品研讨会等教学实

践活动遥 为提高写作水平袁在全校开展野读好书冶野好读

书冶等征文活动袁并将写得好的作品发表在学校文学博

客里袁一可提高学生写作的积极主动性袁二可供其他学

生参考袁激发他们的写作欲望遥
在全校袁针对不同学生的需要袁开设各种各样的选

修课袁从而弥补大学语文课时的严重不足遥 例如袁为满

足学生提高文学欣赏水平的需要袁 开设系列与文学相

关的课程院民国文化与名人尧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尧中

国现当代文学名著赏析尧中外经典诗歌赏析尧中外著名

作家婚恋与创作尧红楼梦鉴赏等选修课曰为提高学生的

写作水平袁开设应用文写作尧公关写作尧财经应用文写

作等选修课曰为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尧应对社会的能

力袁可开设普通话水平测试尧演讲与口才等课程遥 为丰

富学生课外生活袁指导学生建立文学社尧演讲社尧诗社尧
戏剧社等社团遥

综上所述袁 大学语文教学在向应用型转型的过程

中袁教学改革要朝着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尧提升课堂教学

的效率以及丰富教学方式做出具体改变院 教学内容要

与时俱进袁紧密结合实际曰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口头

表达能力曰加强汉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训练曰改变传统

教学方式袁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曰 增强语文素

养遥 从而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现代应用型人才袁
增强学生在求职就业竞争中的软实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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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前言

教学法是以某种语言观和语言学习观作为理论基

础袁以教学大纲为依据袁对教学活动尧教师和学生作用

都做了清楚的描述袁 并在教学上按一定的教学步骤进

行教学的体系遥 教学法包括三个方面院理论尧设计和实

施步骤遥 外语教学系统包括六个方面院教学目的袁教学

大纲袁教学活动形式袁学生角色袁教师角色袁教材的作

用遥这些方面都受到相关教学理论的影响遥关于语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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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及语言学习的不同教学理论包含了不同的教学方

法袁 不同的教学法又采用各种不同的课堂活动和教学

技巧遥 在一种教学理论框架中可有不同的方法袁有的属

于教与学理论袁有的属于教学方法渊Richards, 1986冤[1]遥
二尧外语教学法简史

外语教学可以分成几个历史时期遥15 世纪以前袁在
西欧袁拉丁语作为交际用语是教育尧商务和政府的通用

语言遥 16 世纪到 19 世纪袁法语尧意大利语尧英语逐渐成

为主要的交际用语遥 拉丁语主要用于训练学生的智力

和培养思维能力袁学习和欣赏古典名著以及分析语法遥
受当时的机械语言学影响袁 人们认为一切语言源于同

一种语言袁 各种语言差异仅仅是发音和书写方法的不

同遥 外语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语法体系袁学习外语的最

终目的是了解和学习他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袁 同时外

语学习也是一种智力训练和思维能力的培养遥 语法翻

译法渊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冤是当时教学的主要手

段遥19 世纪中叶袁欧洲国家之间的交往使得人们需要学

习外语袁特别是外语的口语遥 但是袁传统的语法翻译法

不能满足人们希望提高口语表达能力的需要袁 语言学

家开始寻找新的方法来教授外国语遥 野自然教学法冶
渊natural approach冤 的形成是语言学家对儿童学习母语

的规律研究的结果遥1886 年袁国际语音学会的成立和国

际音标的制定推动了野直接法冶渊direct method冤的形成

和发展曰 直接教学法认为意思可以通过演示和动作来

直接表达袁 强调教学外语要遵循儿童学习母语的自然

规律遥 20 世纪初袁人们对直接法产生异义袁教学改革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遥 20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袁
英国的教学法专家倡导 野情景法冶渊situational method冤遥
情景法继承和发展了直接法的教学法则遥 情景法的理

论基础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语言学习刺激-反应论袁该
理论认为学习过程是个刺激尧反应和强化的过程渊Skin鄄
ner, 1938冤[2]遥 20 世纪 20 年代袁在美国袁以阅读理解为主

要目标的野阅读法冶渊reading method冤兴起遥 20 世纪 40
年代袁 由于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

响袁主张听和说领先的野听说法冶渊audiolingual method冤
诞生遥 20 世纪 50 年代袁Chomsky(1968)对行为主义心理

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3]曰生成语

法的出现使教学理念产生了变化袁 语言教学理论中出

现以语言形式作为认知符号的倾向袁 认为语言学习是

主动的心理活动而不是形成习惯的过程曰 心理学理论

经历了由野刺激要反应冶理论向信息加工理论和认知理

论的转换遥 20 世纪 70 年代袁人文主义教育哲学的发展

使语言学理论中出现了意念功能主义袁 语言不再被认

为仅仅是由语法尧规则构成的一成不变的知识袁而是促

进人们交流的手段和工具遥 意念-功能大纲的出现直接

导致了 野交际法冶渊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冤的
诞生遥 交际法是一个多元理论的联合体袁综合了多种教

学方法袁其教学目标和教学实践也不同遥 20 世纪 70 年

代以后袁语言教学研究的重点从如何教转向如何学袁学
习者的情感受到重视袁出现了人本主义教学法渊human鄄
istic approach冤遥 人本主义教学法也是一个教学法的联

合体袁 包含了诸多的关注学习者学习动机和情感的教

学法遥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任务型教学法 渊task-
based language teaching冤 是一种以任务为本的教学法袁
交际教学法中有关任务的教学理念被任务型语言教学

所接受袁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遥 交际教学法强调在意义

表达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学习语言袁 在真实的语言交

际环境中运用语言遥 真实尧互动的活动有利于意义表达

和信息传递袁 这些活动在交际教学中被称为 野任务冶
渊task冤遥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袁外语教师普遍认识到袁
不同的阶段应根据学习者之间的差异和不同的学习目

的采取不同的方法遥 外语教学方法由过去的一种方法

向综合式方向发展遥
三尧外语教学法理论

当今外语教学方法体现两种主要的语言观院 结构

主义的语言观和功能主义的语言观遥 前一种观点将语

言视为一个由意义编成语码的系统袁 这个系统包括音

位尧音节尧词素尧单词尧词组和句子等遥 这些语言单位在

语言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袁 各语言间的语言单位差异

会造成语言学习者学习困难遥 因此袁当母语和目标语语

言结构相同时袁语言学习就会较少遇到阻力遥 当两种语

言结构不同时袁由于母语的干扰袁学习者就会遇到学习

困难和出现语言错误遥 兴起并流行于 20 世纪 50 和 20
世纪 60 年代的对比分析法渊contrastive analysis冤就是在

这种语言观的指导下产生的语言分析方法遥 在教学实

践中袁教师预先对比目标语和母语的语音尧词汇或者语

法等袁然后预测学习者学习的难易点袁在课堂教学中有

针对性地讲解袁以提高教学成效遥 同时袁语言研究者对

比两种不用的语言体系袁然后将对比结果系统化袁编成

教材袁也可以有效促进学习者的目标语学习遥
功能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不仅是一个独立的系

统袁更是社会交际的一种工具遥 因此袁研究语言既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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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结构又要研究其在具体境景中的意义遥 功能学派

的代表人物为 Halliday遥 Halliday渊1982冤认为语言功能

有三类院概念功能渊ideational function冤袁人际功能渊inter
personal function)袁篇章功能(textual function冤遥 概念功能

指语言是对主客观世界的事物和过程的反映曰人际功能

指的是人们用语言建立人际关系曰语篇功能指语言可用

于创造连贯的话语或文章[4]遥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 Hymes
渊1972冤提出了交际能力渊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冤概
念遥 交际能力指语言学习者恰当使用语言的能力袁包括

语言能力尧策略能力和心理生理机制遥 交际能力由以下

四个要素组成院形式正确袁实际可行,内容得体袁达到目

的渊Hymes, 1982冤[5]遥 具体来讲袁学习者要掌握语音尧语
法尧词汇等语言知识并正确运用袁在交际中能够知道针

对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不同的语言行为袁
语言表达要符合社会文化习惯遥

四尧外语教学法实践

渝 语法翻译法

语法翻译法以翻译和语法学习为主安排教学活动袁
提倡语言和语法的正统性袁强调学习和掌握语法规则和

词形变化袁 这样学习者就能借助双语词典阅读外语原

著遥在课堂教学中袁母语是外语学习的参照体系遥教师介

绍外语的语法规则袁对照外语和母语语法体系遥 教师对

外语生词尧语法规则和课文都用母语来解释遥 典型的一

堂课由介绍语法规则尧学习词汇表和翻译练习组成遥 课

堂操练主要是翻译练习袁把课文中的目标语句子译成母

语遥 学习者较早开始阅读难度大的古典作品袁因为语法

翻译法强调的是阅读而不是语言交际能力遥对教师的要

求是熟悉语法规则袁掌握较大的词汇量袁而不需要流利

的口语遥 语法翻译法历史悠久袁至今仍有不少人在使用

这种方法遥但是袁他们没有照搬传统的语法翻译法袁而是

进行了一些改革袁吸取了其他教学法的优点遥
渔 自然教学法

自然教学法是十九世纪形成的与语法翻译法相对

的几种语言教学法的总称遥 这些方法强调院要使用口头

语曰要用实物和动作来教单词及语法结构曰语言教学必

须遵循第一语言学习的自然规律遥 自然教学法提倡运

用语言去完成包含有一系列相关动作的任务袁例如院
I walk toward the door. I walk
I open the door. I open.
I turn the handle. I turn.
教师要用动作来教单词及语法结构袁 通过将语言

和动作尧物体尧模仿尧手势及情景结合起来表达意思遥 学

习者在语境中通过大量地接触自然语言学习语言遥 这

些教学原则也体现在以后的直接教学法尧 情景教学法

和整体动作反应法中遥 自然教学法只能用于小班学习袁
因为课堂内很难提供各种有趣味性的活动袁 而且教师

必须具备流利表达的口语能力遥
隅 直接教学法

直接教学法接受了自然法的教学原则袁 认为外语

学习可以不借助翻译或母语袁 可以通过演示和动作来

直接表达袁这是这种教学法名称的由来遥 语法翻译法强

调阅读能力袁而直接教学法重在提高学习者口语能力遥
因此袁课堂上教师要使用目标语袁使用实物尧图片尧动
作尧 情景等展示词汇和句子袁 学生不断模仿并操练句

子遥 至于语法的讲解袁教师鼓励学生去归纳袁而不是直

接讲授遥 直接教学法过分强调教学外语要遵循儿童学

习母语的自然规律袁 而忽视了母语习得和外语学习之

间的差别袁 这使得这种方法无法在没有本族人任教的

学校里得到普及遥 此外袁直接教学法缺乏应用语言学的

理论基础遥
予 听说法

听说法强调语言输入袁即先教学习者听说袁后教其

读写袁注重对话和操练袁反对在课堂上使用母语袁利用

对比分析发现语言难点遥 听说法的理论基础是听说法

理论渊aural-oral approach冤遥 该理论对于语言和语言教

学的观点包括院听尧说是最基本的语言能力曰每门语言

都有其独特的结构和规则曰语言通过形成习惯而习得遥
这些观点袁有些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为基础袁有些

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遥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

语言首先是有声的话语袁因而教师应培养学生听尧说尧
读尧写四项技能遥 语言教学应按照先听说尧后读写的顺

序进行遥 听说教学从音素开始袁依次学习词素尧单词尧词
组袁最后是句子结构遥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人类的语言

是不同的袁 语言间的差异会影响语言学习的进展遥 因

此袁 外语学习必然比较两种语言袁 找出共同点与不同

点遥 因为袁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是学生容易犯错误的地

方袁这样教师就可以有针对性地编写教材袁有针对性地

组织课堂教学遥 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学习过程是个刺

激尧反应和强化的过程遥 某种行为需要多次重复才能形

成习惯遥 在语言学习中袁刺激是教师所教授的语言曰反
应是学生的重复和回答曰强化是教师的表扬尧其他同学

的赞扬或是学习者自身的满足遥 好习惯必须通过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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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来取得袁 而正确的反应又来自于正确的刺激遥 因

此袁教师要给学生提供地道的有声资料袁以便学生模仿

操练和学地道的语音尧语调和正确的句型和语法遥 各种

句型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排列袁每次只能教一个遥
初期不教语法袁或少教语法遥 语法的教授必须用归纳法

渊inductive teaching冤院教师不向学生直接教授语法袁而是

让他们从使用语言的经验中发现或归纳法出规则遥 听

说法十分重视语音和语调袁要求学生模仿录音曰大量使

用录音尧语言实验室来提高学生的听力水平遥 因为所有

的语言都是不同的袁 所以学生有必要学习有关外语的

文化背景知识遥 对听说法的批评主要针对它的理论和

教学技术方面遥
娱 交际法

交际法强调交际能力是语言学习的目的遥 交际法

的理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汲取了许多学科的见解遥 交

际法教学强调语言功能的教学袁 但不忽视语法结构的

传授遥 交际法的教材有不同类型的院有功能型的袁有结

构功能型的袁也有功能结构型的袁还有题材型的遥 交际

教材的编写注重语言材料的真实性和风格的多样性袁
兼顾语言功能和语言结构的系统性遥 交际法强调交际

能力是通过不断的交际实践获得的袁 外语教学的内容

是鼓励学生从学习初就积极投入交际活动袁 让学生在

实践中学语言遥 由于学习外语的目的是交际袁没有必要

要求学习者达到和本国人同样水平的交际能力遥 课堂

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袁教师是咨询者遥 只要不影响意思

的表达或理解袁教师不必有错必纠遥 交际法教学并不排

斥其他教学法袁 而是筛选了其他教学法中有利于达到

培养交际目的的一些方法和手段袁如扮演角色尧模拟活

动和小组讨论遥 交际法的考试要求体现考试内容的真

实性袁要有机地结合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袁要使任务含有

信息差渊information gap冤遥 没有信息差会使考试任务和

教学活动变得机械和不自然遥 要让学习者完成交际任

务时能自由选择语言袁并且获得反馈信息遥 交际法教学

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袁到 80 年代交际法教学已形成了

四种理论院功能意念论曰认知论曰语言习得论曰人本主义

论遥交际法教学原则的具体实践也往往是因人而异遥因

此袁教学目标上就出现了野competence冶野proficiency冶野ef鄄
ficiency冶 的分歧曰 在教学的具体实施上出现了野task冶
野activity冶野exercise冶的不同主张遥 交际教学理论的兴起

与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外语教学要使用真实的语言素

材尧创造真实的语言情景遥 但是袁交际教学法的出现也

对师资培训尧教材的发展尧考试和评估提出了挑战遥 交

际教学法是否适用于任何层次的语言教学钥 什么样的

教师才能胜任交际法教学钥交际能力能否量化钥什么样

的试题才能真正地考出学习者的交际能力钥
雨 人本主义教学法

人本主义教学法的教学原则受到人本主义心理学

的影响渊Rogers, 1951冤[6]遥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认知和情

感的相结合有利于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遥 先后出现

的暗示法渊suggestopedia冤尧沉默法渊silent way冤尧集体语

言学习法渊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冤尧整体动作反应

法渊total physical response冤尧自然法渊natural approach冤等
教学法都强调语言学习中的情感问题遥 这些教学法教

学大纲的制订和教材的编写也考虑情感问题遥 人本主

义教学法认为教学要发展人的价值观袁 要加深自我认

识和对他人的了解袁 要使学习者积极学习并积极参加

所采用的学习活动袁由于这一原因袁这类教学法被认为

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法遥
外语学习的成功取决于学习者的情感因素遥 对学

习产生影响的情感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遥 第一类是学

习者的个体因素袁如性格尧态度尧学习动机等遥 第二类指

学习者之间以及学习者与教师之间的情感交流袁 如同

理心渊empathy冤尧课堂交流尧跨文化意识等遥 同理心指设

身处地理解袁指从别人的思想尧情感和观点的角度去看

问题袁并产生共鸣遥 在语言学习领域同理心能够改善学

习者对语言和文化与自己不同的个人或群体的态度袁
同时也会促进语言学习遥 学习者的消极态度包括缺少

动机尧学习积极性或自信遥 消极的学习态度会阻碍学习

者接收语言输入袁影响语言学习效果遥 外语教学中要积

极开展人本主义学习活动遥 教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教

育思想袁不仅传授知识袁同时关注并重视学习者的情感

发展遥 知识的学习要与情感尧体验和生活经历相结合遥
在知识学习的过程中袁 通过交流学习者认识自己同时

又了解他人袁增强了自信心袁从而能以积极的态度投入

学习遥 人本主义教学法实施的关键是教师袁他们必须善

于营造有利于学习的心理氛围尧 和谐的师生关系和学

生的安全感曰他们能倾听学生的意见袁能洞察学生的内

在情绪变化袁能和学生进行朋友般的交流袁了解学生的

需要和情感遥
与 任务型教学法

任务型教学法 渊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冤是
一种以任务为本的教学法遥 任务就是人们现实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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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真实事情袁比如去医院看病尧去商场买衣服尧预
定机票尧乘火车等等遥 这种教学要求学生用外语来完成

多种不同任务遥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袁学生完成各种各

样的交际任务袁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接触语言尧
学习语言和使用语言遥 完成任务需要对话袁需要协商袁
但对话不是目的袁而是完成任务的手段遥 和情景教学法

中对话不同的是袁 任务型教学法的对话注重情景和任

务的真实性袁学生关注的是信息的传递和意义的传达遥
语言教学大纲设计以及语言教材的编写按一系列的任

务进行设计袁语言教学也是围绕任务进行组织遥
任务型语言教学与交际语言教学有着密切的联

系遥 交际教学法强调在意义表达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

学习语言袁在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中运用语言遥 真实尧
互动的活动有利于意义表达和信息传递袁 这些活动在

交际教学中被称为野任务冶遥 有关任务的教学理念被任

务型语言教学所接受袁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遥 因此袁任
务型语言教学是建筑在交际语言教学的基础上遥 任务

型语言教学同时受到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遥 社会文化

理论认为袁学习者在任务完成过程中共同建构意义曰学
习的过程就是学习者进行的各种调解的过程袁 旧的知

识和技能体系被新的知识和技能取代遥 社会文化理论

的核心也是互动袁强调语言学习的野脚手架过程冶遥 互动

是为学习者搭建脚手架袁学习者互相帮助和支持袁学习

新的语言项目袁独立完成任务遥
五尧外语教学法的比较与研究

综观百年外语教学法史袁 每一种教学法的产生都

有其社会背景并产生一定的影响遥 每一种教学法都反

映了一种思潮袁 各种教学法都在四个方面表现出其侧

重点院结构尧认知尧社会尧情感遥 从语言学理论和教学原

则的角度看袁各种教学法之间的关系有些是野对立冶的袁
如听说法与交际法尧直接法与语法翻译法曰有些则是属

于野发展冶的关系袁如情景法与交际法尧交际法与自然

法曰有些是野兼容冶的袁如整体动作反映法尧沉默法尧暗示

法和集体语言学习法遥 比较是为了找出差异袁即在语言

学理论和教学原则尧语言技能的顺序尧教学活动的类型

等方面存在哪些不同遥 比较是为了对外语教学法做进

一步的研究袁使其更能反映时代的需要袁更好地为时代

服务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袁外语教学研究受到多种学

科的影响袁社会语言学尧心理语言学尧跨文化交际学尧语
用学等新兴学科为外语教学带来了新的启示遥 外语教

学研究范围也日渐广泛袁 最终并成为一门以外语教学

研究为中心的综合学科袁涵盖社会学尧心理学尧教育学尧
语言学尧计算机辅助教学相关领域等遥 外语教学内容由

重语言技能向重内容教学发展袁 外语学习与教学研究

的重点由教法转向学法袁即从怎样教转向怎样学袁外语

教学方法也由一种教学法主导教学转向综合运用多种

教学方法袁以人为本的教育观正在取代单一的野主体要
客体冶观遥

六尧结语

外语教学研究涉及三个领域袁即学什么尧怎样学尧
怎样教遥 纵观外语教学方法的演变袁可以发现外语教学

内容经历了以下两种转变院 由重语言知识转变为重语

言内容和语言技能袁 重语言和文化到重语言能力和内

容教学遥 研究者从研究野怎样教冶转向野怎样学冶袁开始关

注学习者袁即外语学习的主体的需求尧学习动机尧情感

因素和学习策略遥 学习动机和情感态度直接关系学习

者外语学习的成效袁 学习策略是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

的保证遥 但是袁外语教学法只是对理想化的外语教学过

程和方法的静态抽象描述袁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所运用

的具体教学方法同时具有独创性和个性化倾向遥 借鉴

国外外语教学经验要考虑本国国情尧 学习者的特点和

文化差异的因素遥 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应该站在现代教

育改革的高度袁以研究包括学习者心理机制尧心理变量

和心智活动的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为前提袁 以提高外

语教学的水平和质量为目标袁 逐步建立起具有本国特

色的外语教学理论体系和操作程序遥

门海燕 论外语教学方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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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基础

TELOS 模式是邹为诚提出针对我国高校中低层次

英语水平学生的综合英语课堂教学模式袁 即通过 5 个

要素对学生进行系统和严格的语言尧 思辨能力训练院
Target Language Input 渊目标语输入过程冤曰Engagement

渊学习投入过程冤曰Learner忆s Active Choice 渊学习者自主

选择过程冤曰Comprehensible Output 渊可理解性输出过

程冤曰Selective Negative Input 渊选择性负面信息输入过

程冤渊邹为诚袁2006冤[1]遥 邹为诚教授的 TELOS 模式在理

论上衔接教育语言学尧社会文化研究尧心理学等知识袁

第 2 期圆 园1 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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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该文详细记录邹为诚教授 TELOS 教学模式的课堂实践过程院基于课堂提问袁进行野语言微课堂冶教
学袁引导学生积极进行一系列的语言加工任务袁包括文本细读尧基于文本的课堂讨论和课堂展示尧自由篇章写作遥 作

者认为基于文本输入的语言加工训练是一种有效的语言技能与批判性思辨能力培养方式袁是对布鲁默的教育目标

分类理论的成功运用遥
揖关键词铱 TELOS 教学模式曰 语言微课堂曰 积极投入曰 语言加工

Abstract: The TELOS Model integrates instructor忆 s 义mini-lessons义 with students忆 active engagement in three guided
steps of language processing: close reading of literary works, text-based discussion and free essay writing. The TELOS
Model is an innovative and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Bloom忆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Learning a language is,
in essence, about developing different levels of cognition and prompt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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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紧紧围绕教学对象袁 确保学生积极投入语言

输入和加工活动袁最终促成学习过程的发生遥
野TELOS 的 5 个过程是保证全面训练语言能力尧兼

顾情感因素尧 个性和认知能力发展的必备要素冶渊邹为

诚袁2006冤遥 综合英语教学目标语输入素材应当是生动

的生活语言袁而不是枯燥尧乏味的语法知识和规则遥 而

生活语言的主要来源主要是文学原著遥 学生的投入

渊engagement冤是语言学习发生的前提和必要条件遥有效

的课堂双向提问和教师适时插入 野微型语言课 渊mini-
lessons冤冶能促进学生积极投入学习[2]遥 本文记录 TELOS
模式实践于综合英语课堂教学过程袁 分析在具体的课

堂教学中教师如何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变通遥
2 TELOS模式指导下的综合英语课堂实践

2.1 教学内容与步骤

2016 年秋季学期袁笔者观摩了 TELOS 模式课堂实

践院上海某高校艺术类大二学生的综合英语课遥 TELOS
模式要求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做到语言输入兼顾

语言学习尧情感关联和文化体验三方面的需求遥 由此袁
本堂课教学内容为英国著名作家缪里尔窑斯帕克渊Dame
Muriel Sarah Spark袁1918-2006)的短篇小说叶看看这一

团乱曳 渊You Should Have Seen the Mess冤[3]遥 小说描述了

一个目光狭隘尧以貌取人尧重表面而轻内涵的少女的内

心世界以及她对周围人和事物的肤浅评论遥 选择该素

材是因为故事叙述者劳拉在年龄尧 生活阅历等方面与

目标学生相似袁这就使得学生有兴趣和积极性去了解尧
思考尧评价这个自负少女袁也能反观自身经历和感受袁
全身心投入表达思想和有感情地进行野说/写冶等语言输

出过程遥 课堂教学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遥
第一步院野细读-讨论-语言微课堂冶 的语言输入过

程袁学生细读文本袁继而进行小组讨论尧师生双向提问尧
教师适时插入语言/文化难点讲解以促进学生对文本的

理解遥
第二步院 基于引用文本的讨论和口头展示渊Quot鄄

ing袁Drafting before Speaking冤遥 教师以工作表渊work鄄
sheets冤形式引导学生围绕具体问题深入加工文本遥 学

生通过引用原文尧书面加工尧课堂口头展示环节提升批

判性思考能力和语言表达质量遥
第三步院在细读文本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袁引导学

生开始自由篇章写作遥
制定该教学步骤是基于学生语言学习的实际情

况院大二学生在学习了一年的大学综合英语课程之后袁

具备了用英语表达个人观点的能力遥 教师引导学生进

行逐步深入的文本理解和讨论尧 关联语言素材的自由

篇章写作等教学活动遥 这应当是合乎学生学习规律的

语言练习和巩固策略遥
3 语言加工三步走

3.1 目标语输入渊Target Language Input冤
语言输入教学的难处之一是帮助学生既关注内容

和意义袁也习得语言形式遥 教师以文学文本叶看看这一

团乱曳的生活语言渊Authentic English冤作为语言项目袁要
求学生细读文本遥 学生通过细读袁欣赏地道尧优美的语

言表达袁体验全然不同的文化氛围袁体验敏感少年的微

妙内心世界遥 细读之后袁学生关于内容和语言的提问就

是教师的教学机会袁教师根据学生关注的语言点袁有针

对性地开展野微型语言课冶袁对语言难点进行简要讲解遥
由此袁避免了过多的语言解释对文章整体理解的干扰遥

大学英语不同于高中的英语语言语法学习袁 应当

是 野内容依托式教学冶渊CBI, 常俊跃冤[4], 是学习一种文

化遥 教师引导学生细读文本袁 对文化要点的介绍要精

炼尧到位而不干扰全文理解遥 例如袁对小说中英国教育

体系中的精英语言学校和大众复合型学校两个概念的

理解袁 教师以中国的重点高中和普通中学的区别进行

形象类比解释袁 并未对英国教育体制铺开来袁 给予准

确尧全面的介绍遥在帮助学生理解句子 野了不得袁他名字

后面居然是带着字母的冶渊噎, and he had letters after
his name冤院 教师通过举例 野Danniel Johnson, Ph.D/Dr./
Sq.冶袁文化信息不言自明遥
3.2 基于文本引用的批判性语言加工

实现有效的语言输入袁必须引导学生在细读基础上

积极思考袁 达到更高层次的理解 渊to read beyond the
lines冤袁进而过渡到语言的深度加工遥课堂双向提问的作

用便体现于此遥例如袁学生完成文本细读任务之后袁困惑

为何小说以野You Should Have Seen the Mess冶为题钥 教

师趁机反问院劳拉的英语水平袁真的如她自己所津津乐

道那样了得吗钥这种对文本言外之意的体会促进学生的

批判性思考遥在学生绞尽脑汁搜寻证明劳拉英语水平的

证据无果之后袁教师提醒学生注意题目句野你真应该看

看那一团乱七八糟 渊You should have seen the mess!!! 冤冶
出现频率以及句末多个感叹号的写作安排遥围绕劳拉英

语水平的讨论对学生非常具有启迪意义袁不仅帮助学生

修正了对劳拉的看法袁也帮助学生为进行下一步的批判

性思维和写作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遥

颜虹芳 深度加工语言 实现可理解性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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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本细读和批判性思考的总结袁教师要求学生

直接引用原文句子论证野劳拉只是一个眼界狭隘的肤浅

少女冶遥 教师为学生提供一张表格渊worksheets冤供学生进

行小组讨论和记录引文遥完成论据收集之后袁学生进行整

合尧加工袁教师现场指导遥 学生在打草稿的基础上发表口

头评论渊DBS Drafting before Speaking袁邹为诚袁2006冤[1]袁
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输出的质量遥而且袁这样的课堂讨论既

检查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袁也是强化学生语言输入袁从而进

行语言训练尧加工及批判性评论的机会遥
3.3 兼顾交际和语言形式的自由篇章写作

综合英语课堂的最后一个环节要求学生就野教育如

何影响一个人冶的话题进行 500 单词左右的自由篇章写

作遥 这项自由写作任务旨在实现两个目标院语言交际和

语言形式训练 渊 both for language learning purpose and
for communicating purpose冤遥 换言之袁把已输入的语言

素材作为参考材料袁学生表达对教育院即素养和习惯的

影响的批评性思考遥 此项教学活动即 TELOS 课堂教学

模式中的可理解性输出过程渊Comprehensible Output冤遥
4 反思

上述野语言加工三步走冶有效地帮助学生投入到语

言学习中袁促进有效语言学习的发生遥教师引导学生细读

文本袁进而开展基于文本的讨论和评论属传统的教学方

法遥教师有效的课堂双向提问以及由此创造的野微型语言

课冶机会袁则赋予这种传统方法显著的教学效力和效率遥
本文以两个相对宽泛的问题区分标准要要要野低层次/

认知型渊lower-level冤冶和野高层次/思索型渊higher-level冤冶袁
以及野封闭性渊closed冤冶和野开放性渊open冤冶问题之分[5]要要要
对课堂双向提问进行简要分析袁 进而认为邹为诚的 TE鄄
LOS模式是对布鲁默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渊Bloom忆s Tax鄄
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冤的成功运用遥

野低层次/认知型冶问题对应布鲁默的教育目标分类

理论中的知识记忆尧 理解和简单的运用曰野高层次/思索

型冶问题则需要学生语言运用中发挥分析尧整合和评估

能力遥 教师在课堂上灵活切换问题层次遥 野低层次/认知

型冶问题旨在评价学生的准备状态和理解程度袁诊断学

生语言的优劣势所在袁帮助学生回顾尧总结语言输入素

材遥 教师借助野高层次/思索型冶问题鼓励学生深入尧批判

性思考[5]遥 例如袁教师提出一个野高层次/思索型冶问题院怎
样正确评价劳拉此人钥 教师希望学生充分发挥整合分

析能力袁在全文中搜索相关论据袁做批判性评论遥当教师

未能从学生方面得到足够的回答袁或者得到大量不正确

的答案时袁教师引导学生思考低一层次的问题袁检查学

生是否理解了文本内容院为什么劳拉的父母总是有大量

的时间打扫尧维护家庭环境钥 通过回答野低层次/认知型冶
问题袁学生了解到劳拉的父母不过是失业尧接受教育不

多的小市民袁进而促进了对野高层次/思索型冶问题的理

解要要要劳拉所一直引以为傲的整洁家庭尧敞亮的社区救

济中心等恰恰反映出她狭隘的阶层眼界遥 如果学生连

野低层次/思索型冶问题都无法应答袁教师必须暂时改变

教学策略为讲解语言难点袁帮助学生理解文本遥
课堂教学中袁教师应平衡运用野封闭性冶和野开放

性冶问题遥 野封闭性冶问题对应的答案是有限的袁通常也

在教师预期之内遥 例如袁 野单词 耶evict爷的释义冶袁野劳拉

最终选择了哪一所学校钥 冶野劳拉是否喜欢她的第一份

工作钥 冶噎噎 对于这些野封闭性冶问题袁即便学生以自己

语言回答袁教师也能明确判断答案的正误遥 野封闭性冶问
题在教学中必不可少袁可以为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野微
型语言/文化课冶遥野开放性冶问题可以同时有多个合理答

案袁很多答案常常在出乎教师意料遥 例如袁野这段故事那

些细节吸引你钥 冶这样的问题引导学生仔细阅读尧自由

评论遥 教师提出不同观点供学生参考袁并不明确评判学

生答案正误遥 野封闭性冶和野开放性冶问题与布鲁默的教

育目标分类等级高低不一一对应遥
5 结语

邹为诚教授的 TELOS 模式理论联系实际袁巧妙地

整合布鲁默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于综合英语课堂教学

实践袁始终关注学生的学习投入袁逐步引导学生进行文

本细读尧讨论和自由篇章写作等深入的语言加工活动袁
从而促成学生语言学习的发生遥

TELOS 实践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各层次的认知潜

能院语言项目的选择兼顾语言学习尧情感关联和文化体

验三方面曰野语言微课堂冶 帮助训练学生的记忆和理解

能力曰基于文本的讨论和野说/写冶等语言加工活动袁是对

学生运用能力和分析能力的训练曰 自由篇章写作不单

单是语言和写作结构渊开头尧正文和结尾冤的操练袁更是

一个基于语言输入素材为依托的创造性产出袁 语言表

达之外袁学生必须进行整合分析和批判性思考遥
在当前大学教育注重通识和人文素养教育的背景

下袁综合英语课实施 TELOS 模式院通过帮助学生选择

合适的语言输入素材尧引导学生习得和加工语言袁有效

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袁 最终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地运用

英语开展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维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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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碍于原始资料匮乏袁在流亡日本的早期报人中袁王津始终没有受到新闻史学界关注遥 该论依据日本

外交史料馆文书以及日本电报通信社叶新闻总览曳袁对王津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考证袁确认王津是叶日华新报曳主编袁而
夏重民只是该报编辑袁并对照叶苏州明报曳野余二十三年日支亲善的苦心谈冶渊木田月子冤一文袁证实王津就是清末民

初著名报人王薇伯渊又名王荫藩冤袁又据叶苏州市志窑人物传曳及叶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曳补齐王津的生卒年份遥
揖关键词铱 清末民初曰 流亡日本曰 王津曰 王薇伯曰 叶日华新报曳

Abstract: Due to lack of primary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mong the early stage of newspapermen in exile in Japan,
Wang Jin has never been given any attention in the circle of Journalism History. This paper has made a textual re鄄
search on the basic situation of Wang Jin, based on the documents of the Japanese diplomatic history museum and the
Newspaper Overview which is pressed by Japanese telegraph communication agency, which verified that Wang Jin is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Nikkwa Shimpo, while Xia Zhongmin is only an editor of the newspaper. Referring to the serial arti鄄
cles 义My Painstaking Talk About 23 Year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Goodwill义 渊written by Kita Tsukiko冤 on Soochow
Ming Pao,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Wang Jin was the famous journalist Wang Weibo 渊also known as Wang Yinfan冤 in
late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Biography of Local Chronicles of Suzhou, and
Th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Kuomintang, the year of birth and death of Wang Jin was added.
Key Word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exile in Japan; Wang Jin; Wang Weibo; The
Nikkwa Shi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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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序言

在清末民初流亡日本的报人中袁 新闻史学界对于

王津这个名字还是比较陌生的遥 近年来袁日本学者开始

关注 1902 年 渊明治三十五年冤6 月 5 日在神户创刊的

叶日华新报曳袁该报创办初期为旬刊袁发行人为品川仁三

郎[1]袁使用中日两国语言袁主要报道商业尧贸易等有关中

日间经济尧政治状况遥 神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图书馆

收藏了从 1923 年 4 月 25 日发行的第 869 期至 1925
年 4 月 20 日的第 891 期渊缺第 870 期冤袁共计 22 期袁这
份报纸的主笔正是王津遥

国内学者对于神户叶日华新报曳的研究几近空白袁
对于曾是中国同盟会山西分会主盟人的王荫藩袁 也是

着墨很少袁连基本的生卒年月都没有落到实处遥 戈公振

在叶中国报学史曳中将这份神户叶日华新报曳归入与官

报尧外报并列的民报之列[2]袁而方汉奇尧赖光临等新闻史

学家没有将它列入史书袁却列出了夏重民渊1885-1922冤
于 1908 年在东京创办的同名叶日华新报曳[3]遥

夏重民担任主笔的东京 叶日华新报曳野编辑所附设

东京京桥区明石町五十四番志成学校冶[4]袁 而王津的名

片显示叶日华新报曳社编辑局设在野东京赤坂区青山南

町三丁目五十三番地冶袁主要经营一份月刊杂志叶实业

之支那曳[5]遥 显然两者之间没有交集袁但从王薇伯在日期

间与宋教仁交往密切程度以及他出资叶民报曳的事实袁
且与夏重民都为同盟会员来看袁不能排除东京叶日华新

报曳是神户叶日华新报曳分支机构的可能性袁否则会出现

版权纷争袁因为当时日本已是叶伯尔尼公约曳的成员国

渊1899 年 7 月 15 日加入冤遥
二尧日本外交史料馆文书中的王津

据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袁日本外交史料中最早披

露有关王津身份的当属明治四十二年渊1909 年冤十月

二十九日的文书袁野拜启 伊藤公爵国葬大典举行之日袁
闻各新闻社均可参观袁 敝社为清国唯一之汉字新闻袁
亦原特派社员来会观典袁以表敬意袁请速赐许可并发

一入场证为叩袁此请国葬事务所执事诸公遥 十月二十

九日 日本东京赤坂区青山南町三丁目五指三番地 日

华新报社编辑局冶[5]袁随附的名片上印有野日华新报主

笔 中外商务协会东京支会理事王津冶等字样袁东洋协

会特意写了一封推荐信袁推荐人为东洋协会干事长门

田正经遥
其次是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 野日华新报关系杂

纂冶袁这份由野内务大臣法学博士男爵平田东助渊1849-

1925冤冶 于 1910 年 3 月 4 日签发的文书详细记载了该

报的报社地址 渊兵库县神户市元町通三丁目百三十五

番地冤尧支局所在地渊东京青山南町三丁目五十三番地袁
清国上海英租界河南路乐善堂冤尧社长渊品川仁三郎冤尧
编辑主任渊王津冤尧东京支局主任渊王荫藩冤尧上海支局主

任渊岸田太郎冤尧名誉赞助者渊前驻日公使李家驹尧现任公

使胡惟德尧商务大臣盛宣怀尧公使馆参赞田吴炤尧公使馆

通信官刘萦杰尧前留学生监督周家树尧现留学生监督吴

宗煌尧神户总领事张鸿尧大理院推函王式通等 9 人冤尧发
行宗旨等内容袁而野职员的姓名冶一栏记录了野吴杰尧吴杏

一尧夏重民尧广原宽之助尧古谷京樱子冶等五位[6]遥 这里显

然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袁 被国内新闻史家列为

东京叶日华新报曳创办人的夏重民赫然在列袁原来他只

是报社编辑部的成员之一袁而非创办者遥 另外从名誉赞

助者的名单来看袁叶日华新报曳 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袁
野大理院推函冶应为野大理院推事冶袁相当于最高院法官袁
在野朝廷冶为官的王式通正是王津的叔叔遥

该文书还特意记述了王津的简历院野明治三十五

渊1902冤六渊1903冤年左右毕业于本国苏州大学袁明治三

十七渊1904冤年前后来到日本袁进入早稻田大学预科袁于
明治三十八渊1905冤年十二月毕业袁同月入读岩仓铁道

学校袁四十渊1907冤年 10 月因与日本老师深谷某发生冲

突而退学袁而三十九渊1906冤年开始同时上日本大学读

书袁于四十二渊1909冤年毕业遥 目前本人担任中外商务协

会东京支部理事尧日华新报主笔袁还兼任盛京时报尧全
浙江公报尧广东岭东日报尧哈尔滨辽东日报尧吉林日报尧
神州日报尧天津中国报尧吉长日报等的通信员[6]遥 冶简历

中提到的苏州大学恐怕就是 1900 年创办的私立东吴

大学袁其英文名称便是 Soochow University渊苏州大学冤遥
不管确凿与否袁 目前来说这可能是日本方面最为详细

的可靠史料依据遥
日本政府派遣的密探还对东京支局主任王荫藩的

行动也有记录院野王荫藩作为留学生兼任东京支局主任

及负责东京在住学生的通信工作袁 另外与清国革命党

有关系遥 [6]冶其实袁王荫藩于 1905 年 8 月 27 日加入中国

同盟会[7]袁且与张继尧秋瑾尧黄兴尧蔡元培尧廖仲恺尧胡汉

民等同为分会主盟人[8]遥
1909 年 11 月 7 日 渊阴历九月二十五日冤袁野黄兴院

叶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书曳和叶为陶成章等诬谤孙

中山事致巴黎新世纪社书曳二件袁对陶成章在南洋诬谤

孙中山袁以及运动章太炎在叶日华新报曳登一叶伪民报检

陈立新 略论清末民初流亡日本的报人王津

99窑 窑



No.22018Chen Lixin Research on Newspaperman Wang Jin in Exile in Jap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举状曳加以揭露遥 [9]冶1910 年 2 月 1 日袁汪精卫编叶民报曳
第二十六号发行袁末页野本报谨白冶中野噎噎乃近日叶日华

新报曳袁揭载章君炳麟寄美洲尧南洋等处之函袁斥第二十

五期以后之叶民报曳为伪民报袁污蔑之辞袁不一而足遥 [9]冶
野叶伪掖民报业检举状曳的发布袁使黄兴失去了平日的冷

静袁他将刘师培提供的那些材料当作杀手锏抛了出来袁
企图以此从政治上将章太炎一下子置于死地遥 黄兴首

先在叶日华新报曳上发表了刘师培给他的那封完全歪曲

事实真相的来信袁 并冠以 叶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人之铁

证曳的标题遥 [10]冶应该说袁中国同盟会分裂始于此袁陶尧章
与孙尧黄各执一方袁分道扬镳遥 这份报纸承载了前后两

种不同的声音袁被海外华文报纸广泛转载袁有着不可低

估的史料价值遥
叶日华新报曳曾在哈尔滨远东报分社日刊叶亚东报曳

1909 年 9 月 4 日第 145 号上刊载一则广告袁 受到日本

驻华外交官的关注袁 驻牛庄 渊营口冤 领事太田喜平于

1910 年 1 月 31 日提交的文书中剪贴了这则广告袁发函

至当时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袁 希望对该报有无反日

倾向的报道进行调查袁 小村外相遂请求内务大臣平田

东助派遣密探调查该报社袁于是就有了上述报告文书遥
该广告措辞有求得同情之倾向袁从野清国民冶野清国心冶
的表述来看袁不见任何民族主义立场遥

三尧日本电报通信社叶新闻总览曳上的王津

另一份重要资料便是明治四十四年渊1911 年冤十二

月由渊株式会社冤日本电报通信社发行的叶新闻总览曳遥
时任叶实业之日清曳社长王津用日文撰写的叶清国新闻

界的过去及现在曳一文作为特别投稿收录于该书遥
该文从中国报纸的滥觞 叶北京邸报曳叶辕门抄曳开

始袁谈及外国人在华办报的历史袁特别提到已发行一万

四千期的叶申报曳来描述报业的隆盛遥甲午战争之后袁出
现了梁启超尧汪康年等一大批民间报人袁但办报经验缺

乏袁往往以文学色彩的文笔高下来评判报纸的优劣袁缺
乏新闻报道的敏感性遥 湖南人章士钊尧直隶省人张继尧
安徽省人陈独秀尧江西人夏小石渊王津记述有误袁应该

是谢晓石冤等留学日本袁钻研日本报纸袁1903 年回国后

模仿日本报纸袁 创办了 叶国民日日报曳渊1903 年 8 月 7
日创刊冤袁成为中国报业发展的转机遥 这份让人耳目一

新的报纸主笔是山西省人王津[11]遥 有野叶苏报曳第二冶之
称的叶国民日日报曳袁因言辞激烈袁一年之后渊实际不到

半年袁1903 年 12 月 4 日停刊冤便被清政府查禁袁王津

与部分记者被迫流亡日本遥日俄两国交兵满洲袁中国的

日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袁共有一百二十多种遥 1910 年

成立的北京中外通信社袁乃中国通信社之鼻祖袁与国内

各报一道向日本派遣记者袁1911 年驻日本记者达 23
人袁在东京麻布笄町八十番地设立野留日记者公会冶袁王
津任会长袁每月集会两次袁研讨时政问题及新闻通信事

业相关事项[11]遥
王津对当时国内现存的日报做了整理并制作了

野清国报界一览表冶[11]袁共 95 种袁以野报名冶野开设地冶野性
质冶野种类冶野页数冶进行归类遥 叶新闻总览曳编者在文章标

题下面附加一条说明院野本篇是实业之日清社长王津氏

特意为本书寄来的稿件袁在此表示谢意冶遥 应该说袁王津

的业绩受到了日本报界的认可袁 他的独特地位是其他

早期流亡日本的报人都无法与之比肩的遥
四尧王津实乃王薇伯在日化名

当年的日本密探将王津与王荫藩做分别记录袁误
以为两个不同之人遥 王荫藩实为王薇伯的原名袁与王津

是同一人袁王津在叶日华新报曳担任主笔的同时兼任东

京支局主任遥
对照王津的日籍妻子木田月子于 1927 年 3 月在

叶苏州明报曳上的长文连载野余二十三年日支亲善的苦

心谈冶袁王津赴日之初在大阪青云中学研习日语遥 一年

后的明治三十八年渊1905 年冤11 月袁王津与木田月子结

婚袁由江聪尧岸田太郎两位作证袁在大阪公园帝国饭店

举行婚礼遥
野结婚后薇伯以青云中学遥 研究日语已有进步遥 欲

投考岩仓铁道学校遥率余上京遥赁居于上野公园山下之

下谷上根岸町遥 [12]冶
考入岩仓铁道学校后又入读日本大学这一事实与

日本外交史料馆文书完全吻合袁 而王津与日校教员发

生冲突后退学这一不体面之事袁当然未被提及遥
野岩仓铁道专门学校遥 课目分业务遥 机械两科遥 各

定三年毕业遥 薇伯研究业务遥 卒业后复入日本大学商

科遥 又三年遥 得有大学文凭商业学士名誉学位遥 [13]冶
另外袁木田月子还回忆院
野自是以后.日本政府例年开催之御苑观樱会遥 外

务省举行之天长节内阁祝贺夜会 渊日本定例此种宴

会遥 文武官员非三品以上大员遥 不得列席遥 国会议员遥
及国际新闻协会会员遥 特别许可加入遥 冤及伊藤博文公

之国葬大典遥 薇伯均得列席遥 渊其席次在各国大公使席

之次位冤遥 其最有趣味者遥 莫如武昌革命遥 袁世凯出兵

反抗遥 德军暗助袁兵遥 加害我革命军遥 薇伯以国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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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协会会员资格遥 致书于驻东京之德国大使遥 请其电

致该国政府遥 加以致意遥 书去次日遥 大使亲来访问遥 立

电本国遥 日本报纸遥 全国喧传遥 虽其后未知该电之成

效如何遥 无从证明遥 即此一端遥 足征国际新闻协会会

员之地位重要也遥 [14]冶
列席伊藤博文国葬大典也与上述外交文书互为印

证遥 由此袁 完全可以确定王津就是王薇伯在日本的化

名遥 至于证婚人岸田太郎任叶日华新报曳的上海支局主

任也在情理之中袁此人是岸田吟香渊1833-1905冤二弟万

三郎的长子[15]袁上海支局设在河南路乐善堂袁这个乐善

堂便是日本在华谍报大本营袁 而这个乐善堂的老板正

是岸田吟香遥
1910 年 8 月 29 日上海叶申报曳刊载一则叶再纪日韩

合邦条约之内容曳消息中引用野国际新闻协会中国会员

王荫藩报告冶[16]袁王薇伯野国际新闻协会冶会员身份与木

田月子的记述也是吻合的遥
木田月子还回忆王津办报情形院
野一日刊遥行排满之书报也遥横滨刊有日刊渊华侨公

报冤遥神户刊有五日刊渊日华新报冤遥东京复出杂志一种遥
渊实业之支那冤月刊一册都二百余页遥皆余与薇伯遥苦心

经营遥 宣传革命遥 声势浩大遥 当时华侨之心理中遥 类多

为康有为梁启超辈之保皇思想所惑遥薇伯大倡倒满遥全

体震动遥 其后协同黄克强遥 宋教仁遥 田桐诸君遥 发起民

报于东京遥 渊按民报社向日政府缴纳之出版保证金即田

桐与薇伯两人所合捐者其中有日币三十金遥 由余典质

而来遥惟发起出版以后遥以薇伯亦主持各报遥无暇兼顾遥
未曾莅社执务遥 冤[17]冶

王津鼓吹排满革命袁跃然纸上遥 可谓不遗余力遥
其他有关王津的记述袁零星见诸日本报端遥 叶读卖

新闻曳以及叶都新闻曳刊载过一则叶清国美人魔术师曳报
道遥 1912 年 2 月 2 日至 3 日两天袁由野清国人实业之日

清社长王津尧南画主笔叶伯常尧张伯英冶三人主办的清

国红十字军募捐慈善演艺会在东京神田美土代町青年

会馆举行遥 青年画家张伯英渊1871-1949冤用生硬的日语

致开幕词袁革命党人魔术师沈桂林尧妻子金宝及妻妹汤

桂凤登台表演遥 两个碗里放入的米粒瞬间变成了花袁沈
金宝的美人扇子戏让日本人眼花缭乱袁 汤桂凤是少有

的美人袁她的歌曲格外动听噎噎袁席间播放了由吉泽商

会拍摄的革命军占领上海的电影袁博得全场喝彩遥 入场

券从二十钱至二元不等遥
与此相关联袁在野余二十三年日支亲善的苦心谈冶

中也能找到印证遥
野革命事起遥 官费停止遥 各省学生遥 待哺嗷嗷遥 有

画家张伯英者遥 绝食数日遥 奄奄待毙遥 薇伯不忍坐视遥
出而组织中华南画会于东京青山之高树町遥 特聘居留

神户之中国画家叶伯常为会长遥以张伯英副之遥售画余

润遥救济学生遥购送船票遥或补助旅费遥薇伯主持画会遥
余任出售之劳遥 奔走各处遥 舌敝唇焦遥 幸蒙各方同情遥
售资万金遥 余自问对我夫君遥 对我学生遥 可告无罪于天

下遥 而不料余以一肠之热泪遥 其所得之结果遥 竟使我夫

得卖国奴三字遥 不洁之污名遥 至今思之遥 犹有余痛遥 中

国人士之心理遥 余诚不可思议也遥 [18]冶
王津的日籍妻子想借以此文来消弭野不洁之污名冶遥
五尧国内史籍中的王薇伯

1904 年 1 月 31 日袁王薇伯在苏州创办半月刊叶吴
郡白话报曳袁两个月之后袁陈独秀受王薇伯影响在安庆创

办了半月刊叶安徽俗话报曳袁该刊从第 5 期开始增设苏州

野铁瓶巷王薇伯先生冶代派处袁1904 年 9 月 14 日叶警钟

日报曳发表陈独秀诗作叶赠王薇伯东游曳遥野陈独秀与王薇

伯应该相识在 1903 年秋袁而且两人交情不浅遥 [19]冶
叶宋教仁日记曳多处提及王薇伯袁宋教仁在日期间

与王薇伯过从甚密袁无所不谈遥 1905 年 2 月 16 日袁野午
初袁王薇伯来寓遥 薇伯袁山西籍袁而生长苏袁与强汉友善遥
余前日曾闻秋瑾言及其为人袁至是始晤之遥[20]冶1905 年 2
月 23 日袁野偕王薇伯起行回东京遥 午初袁至火车站购车

券袁遂登车遥 未初袁开行遥 申初袁过京都府遥 亥初袁过名古

屋遥 时同车有二军人袁新[自]满洲战地归者袁稍通中语袁
与余及王薇伯谈及满洲军事及风土人情甚多遥 子初袁过
静冈市遥彻夜未睡袁因时与薇伯谈袁较前夜稍不苦也遥[20]冶
1905 年 3 月 2 日袁野适王薇伯尧沈强汉来袁星台乃去遥 强

汉以昨夜由大阪来者也遥 二君与余谈最久袁强汉先去袁
薇伯留晚餐而去遥 [21]冶1906 年 12 月 2 日袁野余又至古今

图书局王薇伯处袁坐谈最久遥 薇伯以叶孙逸仙传曳及叶文
信国指南录曳一册赠余遥 [20]冶

木田月子对王薇伯与宋教仁之情谊也略有表述院
野民国元年十月中旬遥 宋教仁来函相招遥 薇伯偕余

辈离东遥 先至上海遥 本欲随同宋氏遥 渊宋与薇伯遥 本通

谱弟兄冤赴京组阁遥 不幸天亡元勋遥 宋氏在沪遥 一击而

死遥 薇伯遂亦灰心政治遥 愿以言论唤醒国民遥 投身上海

民强报社遥 与王博谦君经营馆政遥 约一年有余遥 嗣又独

资创办上海商报者遥 四年遥 [22]冶
叶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曳记载了王薇伯的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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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2018
年份袁野王荫藩 Wang Yinfan渊1879-钥 冤字威伯渊应为薇

伯袁笔者注冤袁山西汾阳人遥 生于 1879 年渊清光绪五年冤遥
日本大学毕业遥 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袁在东京

成立山西分会袁首任会长遥 回国后曾任上海叶民强报曳协
理袁北京叶日知报曳营业部部长等职遥1918 年随北京报界

视察团赴日遥 [23]冶但遗憾的是没有卒年记录遥
坊间也流传一些贬损之语袁 早年曾与王薇伯一起

创办叶吴郡白话报曳的编辑吴和士这样描述他院野坏蛋的

头儿名王荫藩袁号薇伯袁家居铁瓶巷遥 他的父亲仗着北

京走红运的王荫泰 1 势力袁听鼓苏垣袁美差肥缺袁接连

不断袁宦囊充盈袁有王百万之称遥王荫藩用钱无度袁失欢

于后母袁经济拮据袁惟向亲友借贷度日遥 噎噎岂知王一

到日本之后袁 固有的劣根性发作袁 结识了一班日本浪

人袁学得了诳骗敲诈拉拢离间种种手段袁无所不为袁便
办了耶日华新报爷袁做他的弄钱捷径遥 但看报名标耶日
华爷袁不标耶中日爷袁算得忘本无耻的了遥 [24]冶此番回忆有

值得推敲之处袁 王津之父借其弟王式通的势力是说得

过去的袁彼时王式通之子王荫泰还未出道遥 野失欢于后

母冶倒是一个重要细节袁这与王津特立独行的叛逆性格

比较吻合遥
章士钊在日本期间也与王津偶有交往袁 对其评价

不高遥 野汾阳王薇伯袁浪迹之人也遥少与愚游袁颇相依倚遥
而其人细行不检袁大不理于众口袁畏愚之责之也遥 浸与

愚疏袁亦偶有书来袁枝梧其词遥 昨驰函盛称叶甲寅曳之美袁
惟惜一事不足袁则卷中自道之处过多袁与读者之趣意不

相生也遥 嘻浴 此非薇伯所及知也遥 噎噎[25]冶
叶苏州市志曳的记载较为全面完整袁有明确的生卒

年份遥
野王薇伯渊1883耀1958冤原名荫藩遥 吴县人遥 同盟会

员袁日本大学司法科法学士袁祖濂公曾任吴县知县袁叔
式通进士出身遥 袁世凯称帝时袁张一麐辞卸机要局长袁
袁函王式通继任袁薇伯致书劝阻未成遥 噎噎抗战胜利后

复匿天津经商袁1958 年去世遥 [26]冶
若叶苏州市志曳以本地档案素材为依据进行整理的

话袁王津出生于 1883 年是可信的遥 1905 年 11 月袁王津

与木田月子结婚时已 22 岁袁而木田月子野年已及笄冶袁

她出生于 1886 年袁女校刚毕业袁其堂弟王荫泰是 1888
年出生的袁1906 年 16 岁肄业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袁 兄弟

俩相差 5 岁遥 但苏州地方志文化专家宋庆阳认为 1883
年出生野恐不确冶[27]袁他支持叶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曳
记载的 1879 年出生一说袁 似乎也有合理之处遥 因为

1902 年 11 月下旬袁他与包天笑尧苏曼殊尧吴和士等人跟

随朱梁任组织了野吴中公学社冶袁想必弱冠之年就有如

此声望有违常识袁且学生中就有蓝公武尧王拱之等人袁
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蓝公武

出生于 1887 年遥
六尧结语

综上所述袁可基本得出以下结论院
王津即王薇伯在日本的化名袁原名王荫藩袁山西省

汾阳县人袁生于 1879 年渊另一说为 1883 年冤袁卒于 1958
年遥 早年求学于苏州私立东吴大学袁流亡日本之前创办

半月刊叶吴郡白话报曳袁任叶国民日日报曳主笔袁1904 年流

亡日本袁入读早稻田大学预科袁次年娶木田月子渊王月

芝冤为妻袁入读岩仓铁道学校袁嗣后任神户叶日华新报曳
主笔袁1905 年 8 月加入中国同盟会袁 任山西分会主盟

人袁后转学至日本大学袁于 1909 年毕业袁获商科学士学

位遥 创立野实业之日清冶公司袁担任总裁袁成为一位促进

中日经贸的实业家遥 民国初年携家眷回国袁任上海叶民
强报曳协理袁后又创办叶上海商报曳袁1918 年随北京报界

视察团赴日遥 1919 年在苏州皇废基创办 叶苏报曳袁1928
年创办叶大苏报曳遥 抗战后寓居天津袁一度在华北伪政府

任职袁1958 年离世遥
王津堪称国内最早的野国际新闻协会会员冶袁他在

日本电报通信社叶新闻总览曳上用日文撰写的野清国新

闻界的过去及现在冶是重要的新闻史文献袁他整理制作

的野清国报界一览表冶是研究近代报刊的重要史料袁他
还兼任野留日记者公会冶的会长袁开辟了国内通讯社驻

外机构的先河袁 与同时期流亡日本的言论家梁启超相

比袁王津的报馆生涯侧重在经营遥
王津是最早一批中国同盟会会员袁 他见证了同盟

会的分裂袁而与陈独秀尧宋教仁等政治领袖的亲密交往

更是给他抹上一道革命家的色彩遥

1 王荫泰渊1888-1961冤字孟群遥 原籍浙江绍兴遥 早年赴日本留学袁后又去德国留学袁1912 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法政专科遥 1945 年 12 月在北

平被逮捕袁1961 年 12 月病死于上海狱中遥 张宪文袁方庆秋袁黄美真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M].南京院江苏古籍出版社袁200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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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为应对 Web 应用访问高峰时期对计算资源的需求紧迫尧而非高峰时期的需求不突出的状况袁早期

云计算平台通过在虚拟机集群中增删虚拟机的方式来实现弹性伸缩遥 但是袁虚拟机是大粒度的计算资源袁导致虚拟

机集群伸缩响应慢尧开销大遥 因此袁该文提出一种基于 Docker 容器技术和 Kubernetes 容器集群管理技术的集群伸

缩方法遥 首先袁设计出一个 4 层的集群伸缩架构袁并重点研究了集群伸缩模块袁该模块首先运用二次平均时间序列

预测法对未来一个时段内的业务负载峰值进行预测袁并使用响应式伸缩算法修正工作负载的预测值袁再通过集群

伸缩算法做出扩容缩容决策袁最后交由 Kubernetes 执行伸缩遥 该集群伸缩方法实现了细粒度的资源调度和基于负

载状态的弹性伸缩袁经实验验证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前云平台存在的普遍问题袁如处理高并发任务时响应时间

长尧资源长期闲置尧负载均衡的粒度过大等问题遥
揖关键词铱 Kubernetes曰 Docker曰 容器曰 集群曰 伸缩

基于Kubernetes 的 Docker 容器集群伸缩研究

郭 欣
渊上海杉达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On the Improvement of Flexibility and Elasticity in
Kubernetes-enhanced Docker Container Clustering

Guo Xin
渊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nda University袁Shanghai 201209冤

Abstract: The peak of Web applications requires significant computing resources. Today忆s cloud computing can be used
to achieve applications忆 elasticity and extensibility. However, systems忆 scalability may result in low performance and
high cost. This paper focuses on studying the architecture of four-layer Docker and Kubernetes container cluster. In ad鄄
dition, the paper considers a module of cluster flexibility. The module uses a quadratic time-average series to predict
the peak value during heavy service loads. The predicted value is further modified by using a response flexibility algo鄄
rithm. Thus, the cluster can be more extendable and shrinkable for decision-making. In order to achieve cluster忆s ex鄄
pansion and contraction, we use Kubernetes. This approach successfully accomplishes fine-grained resource scheduling
and establishes the elasticity state during loading.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can verify the systems忆 reliability and appli鄄
cability.
Key Words: Kubernetes; Docker; container; cluster; flexibility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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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很多电子商务或通过 Web 提供信息的企业的应

用场景中袁服务器经常会出现不可预知的负载需求袁在
某时段访问量较大袁 额外负载就需要添加更多的服务

器来应对袁而在另外一些时段访问量减少袁未充分利用

的服务器就需要终止遥 对于此类问题袁传统的解决方案

是部署虚拟机集群袁并手动开启或关闭虚拟机实例袁这
种方案的缺点是虚拟机实例的开关不支持自动化遥 随

着云计算技术的出现袁问题的解决方案有所改进袁许多

云平台都具备较高的规模可扩展性袁 云中应用所获得

资源的规模可以动态伸缩袁 以满足应用规模增长或缩

减的需要遥 但是早期的云平台多采用虚拟机作为基本

的计算单元袁 虚拟机的大粒度性影响了平台的伸缩效

率遥 文献[1]-[5]均为这方面的相关研究[1原5]袁其中院文献[1]

将云计算环境中的自动伸缩技术分为反应式伸缩和预

测式伸缩两类遥 但由于计算单元是虚拟机袁而虚拟机启

动和部署的时间较长袁 在应对突发式的工作负载变化

时袁整体延长了伸缩调整时间遥 文献[2]提出了一种基于

弹性云的负载均衡方法袁 为实现任务的分发和虚拟机

集群的弹性伸缩袁 设计了任务调度算法和弹性伸缩算

法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利用率遥 但是虚拟机的生

命周期的复杂性影响了弹性云的整体伸缩效率遥
Docker 是一个开源的引擎袁 可以轻松地为任何应

用创建一个轻量级的尧可移植的尧自给自足的容器[6]遥 它

可在提供堪比虚拟机性能的同时袁更快地启动和部署遥
国内外各大厂商纷纷加入对 Docker 的研究[7]遥 基于此袁
本文选用 Docker 容器来实现集群的快速伸缩遥 并且选

用比较成熟的 Kubernetes 作为容器集群管理工具来完

成容器集群的跨主机伸缩遥 首先设计了一个 4 层的集

群伸缩架构袁并设计了一种集群伸缩方法袁在 Web 应用

面临变化的工作负载时袁 根据伸缩算法的计算结果由

Kubernetes 执行集群伸缩袁以提高伸缩的响应速度并减

少额外的开销遥
2 相关技术介绍

2.1 Docker 容器技术

Docker 是由 dotCloud 渊后更名为 Docker冤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正式发布的云开源项目袁基于 Go 语言实现

并遵从 Apache 2.0 协议遥根据官方的定义袁Docker 是以

Docker 容器为资源分割和调度的基本单位袁 封装整个

软件运行时环境袁为开发者和系统管理员设计的袁用于

构建尧 发布和运行分布式应用的平台遥 它是一个跨平

台尧可移植并且简单易用的容器解决方案袁可在容器内

部快速自动化地部署应用袁并使用 linux 的 namespaces尧
cgroups 等技术为容器提供资源隔离与安全保障 [8]遥
Docker 的主要目标是 野Build袁Ship and Run Any App,
Anywhere冶[9],即达到应用级别的野一次封装袁到处运行冶遥
这里的应用既可以是一个 Web 应用袁 也可以是一套数

据库服务袁甚至是一个操作系统或编译器[10]遥
如图 1 所示袁 传统虚拟化通过中间层渊hypervisor冤

将多台虚拟机渊拥有各自的操作系统冤运行于宿主机的

物理硬件之上袁 而 Docker 是基于操作系统级别的轻量

级虚拟化技术袁 所创建的容器直接共享宿主机操作系

统的内核袁用宿主机渊host冤的硬件和操作系统来执行程

序袁没有任何中间层资源的开销袁对于资源的利用率几

乎可以接近宿主机的性能[11]遥 Docker 快速敏捷渊启动尧
停止都以秒或者毫秒为单位冤尧隔离轻量级渊不添加额

外的操作系统冤尧镜像灵活渊可以像乐高玩具一样搭建

各种各样的镜像冤袁解决了应用发布尧构建和运行中存

在的诸多难题遥

2.2 Kubernetes 容器集群管理技术

Kubernetes 是由 Google 内部的大规模集群管理工

具 Borg 发展而来的袁 是一个管理跨主机容器化应用的

开源系统袁它在 Docker 技术之上构建袁可以实现容器自

动重启尧自动重调度以及自动备份袁并支持自定义调度

策略遥 在 Kubernetes 中能够被创建尧销毁尧调度尧管理的

最小的部署单元是 pod遥 一个 pod 是由若干个 Docker

图 1 Comparison between traditional virtualization
and D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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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构成的容器组袁逻辑上表示某种应用的一个实例遥

如图 2 所示袁Kubernets 是典型的 Master/Slave 架

构袁 由 master 和 minion 两种节点组成袁 前者是管理节

点袁后者是容器运行的工作节点遥 master 负责调度管理

整个系统袁包括 API Server尧scheduler 和 controller man鄄
ager 三个组件袁minion 包括 kubelet 和 kube-proxy 组件遥

图 2 Kubernetes architecture

图 3 The Cluster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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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群伸缩架构

本集群采用 Docker 将计算资源容器化袁 使用 Ku鄄
bernetes 管理容器集群袁通过中间件监控资源的使用情

况尧构建私有镜像库并实现容器集群的弹性伸缩渊增尧
删容器冤袁整体架构如图 3 所示遥 其中袁Kubernetes 负责

执行伸缩袁 可以使用伸缩策略模块所生成的策略进行

扩容缩容遥 私有镜像库负责集群中镜像的管理尧共享与

分发袁直接运用 Docker Registry 构建即可遥 资源监控器

对 Docker 容器和宿主机的实时资源使用情况进行收集

统计袁 并将结果提供给伸缩策略模块袁 本研究采用

cAdvisor+Heapster 的方式对集群及集群中的容器进行

监控袁cAdvisor 负责对单个主机及其上的容器进行监

控袁Heapster 负责将所有 Kubernetes 节点的监控数据收

集起来并进行分析袁cAdvisor尧Heapster 是市面上成熟的

监控工具袁直接使用即可遥 伸缩策略模块负责运用伸缩

算法生成相关的策略并交给 Kubernetes袁从而实现容器

集群的弹性伸缩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袁下文进行详述遥
4 集群伸缩方法

为了在资源需求高峰时袁避免过载袁保证服务正常

可用曰在资源需求低谷时袁尽量减少资源占用袁避免浪

费袁本文提出一种集群伸缩方法袁在伸缩策略模块中进

行实现袁如图 4 所示遥 首先袁使用预测式伸缩根据过去

每时段工作负载的历史记录袁 定期对下一时段的工作

负载进行预测曰然后袁使用响应式伸缩根据监控到的集

群实时负载情况对预测的负载值进行修正曰之后袁综合

考虑预测式伸缩和响应式伸缩的结果袁执行伸缩算法袁
决定增加或删除容器曰最后袁由 Kubernetes 完成具体的

集群伸缩任务遥

图 4 集群伸缩模型

4.1 预测式伸缩

据研究统计袁Web 应用的工作负载随时间变化袁具
有一定的规律性和趋势性遥例如袁一个单位每天 8:00 上

班尧16:00 下班袁工作负载就会在 8:00 左右迅速增加袁然
后到达一个最高值袁之后略有下降并保持稳定袁至 16:
00 左右工作负载迅速降低袁 并在某个低位保持直至第

二天上班重复以上过程遥 另外袁公司业务繁荣期和瓶颈

期渊销售淡旺季等冤的访问量也有一定的趋势性遥 因此袁
本文采用以日为单位的分时段时间序列预测算法对工

作负载进行预测[12]遥
以天为单位的分时段时间序列预测算法是指将每

天的 24 小时分为若干个时间段袁 在预测某天某一时段

内的工作负载时袁只考虑历史数据中同时段的数据而不

考虑其他时段的数据[13]袁各时段之间的预测互不影响袁
是一个短期的预测遥 而集群本身通常会长时间连续运

行袁并提供大量的历史数据袁同时集群有不同类型的应

用袁算法应该具有一定的通用性遥 综合考虑袁本文选用

的时间序列预测算法是二次移动平均法袁 用其预测下

阶段的工作负载遥 二次移动平均法如下[14]院
渍t+T=琢t+T茁t
琢t=2Nt渊1冤-Nt渊2冤

茁t= 2n-1 渊Nt渊1冤-Nt渊2冤冤
Nt渊1冤= xt+xt-1+噎+xt-渊n-1冤n
Nt渊2冤= xt渊1冤+x渊1冤

t-1 +噎+x渊1冤
t-渊n-1冤n 渊1冤

其中待预测值用 渍t+T 表示, 当前时刻用 t 表示, 待
预测时刻的序号用 T 表示,T 为 1 表示第一个待预测时

刻遥 使用近一个月渊29 日冤的历史工作负载数据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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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当时段的工作负载袁n 取 29,代入式渊1冤袁得到院

渍t+1=琢t+茁t

= 17 渊xt+xt-1+噎+xt-24冤- 81575 渊xt+2xt-2+噎+14xt-12+
15xt-14+14xt-15+噎+2xt-27+xt-28冤 渊2冤

因为算法是在同一时间段内进行预测和产生结果

的袁所以时间段的起止点不会影响算法的使用,在此取 1
小时为时间段长度袁 起止时刻为每小时的第 0 分至第

59 分袁即每日被划分成 24 个时间段袁与我们日常生活

中的计时法类似遥算法在每个时段起始前的瞬间周期性

地运行袁所用到的数据记录及分时段整理由集群伸缩架

构中的监控模块完成袁考虑到篇幅此处不做具体介绍遥
4.2 响应式伸缩

由于预测式伸缩不能应对负载的波动袁 即发生突

发式的工作负载等情况袁 本文将采用响应式伸缩来修

正预测式伸缩得到的预测负载值遥 具体方法是院监测实

际负载量一旦发现其达到预测算法的预测值袁 则增大

原预测值袁并增加资源分配袁从而保证业务正常运行遥
其中预测值具体增大多少由 酌 渊平均的历史预测不足

率冤 确定遥 酌 是过去每个时刻的预测不足率 酌1尧酌2...酌t 的
平均值袁过去每个时刻的预测不足率的计算公式为院酌t=
渊棕t-渍t+T冤/棕t袁棕t 是 t 时刻的实际工作负载值袁渍t+T 是使用

预测算法计算的工作负载值遥 将 酌 作为增大修正预测

值的系数袁则 谆t+T=酌*渍t+T+渍t+T袁谆t+T 是预测修正算法修正

后的预测值遥 响应式伸缩是对整个模型的一个补充袁保
证了预测式伸缩算法所得负载结果小于实际值的情况

下业务能正常运行遥
4.3 伸缩算法

该算法根据集群的平均负载制定伸缩策略袁 主要

分为增加和删除容器两个部分遥 下面首先做一些定义院
优 N 个容器的集群袁平均负载为 L_avg袁若第 i 台

容器的负载为 L_i袁则 L_avg=1/N移L_i遥
悠 如果集群没有突发的工作负载袁 进行预测式伸

缩袁 可计算出集群下一时刻的平均负载为 L_avg=1/N
渊移L_i+渍t+T冤曰如果集群发生突发的工作负载袁则进行响

应式伸缩袁集群下一时刻的平均负载为 L_avg=1/N渊移
L_i+谆t+T冤遥

忧 负载 L 与所需资源 R 之间存在函数关系 f渊冤袁
即 R=f渊L冤袁 f渊冤在本文假设为线性关系袁因此根据平均

负载值就可求出平均资源需求量,知道了平均资源需求

量求其与系统拥有的总资源的比值就可以得到平均资

源利用率 R_avg遥
尤 R_u 为集群资源利用率的上限袁R_l 为集群资

源利用率的下限袁 这两个值为 Web 应用所有者预设的

经验值袁如 R_u=90%袁R_l=30%遥
由 每隔一个固定的时间间隔 S渊如 10s冤获取一次

集群的实时资源利用率袁连续 M渊如 10冤个采样周期之

后进行伸缩决策袁S尧M 的值为 Web 应用所有者预设的

经验值遥
具体算法院 A尧B 是两个计数器用来记录集群的运

行状态袁 每当平均资源利用率小于 R_l 时袁 A 增加 1袁
在连续 M 个采样周期中袁 一旦有一次高于 R_l袁 A 清

零袁放弃删除容器遥 如果 A>=M袁也就是 M 个采样周期

内袁平均资源利用率均小于 R_l袁删除负载最小的容器遥
每当平均资源利用率大于 R_u袁 B 增加 1袁在连续 M 个

采样周期内袁一旦 B>=M/2袁 也就是这 M/2 个采样周期

内袁资源利用率均大于 R_u袁根据需要增加若干个容器

作为计算节点遥
集群伸缩算法伪代码如下:
Input:S
Output: Updated S
Begin
A = 0
B = 0

While A < M
If R_avg < R_l Then
A = A + 1

Else A = 0
Exclude Least resource Docker container from S

驭 Shut it down
While B < M

If R_avg > R_u Then
B = B + 1
If B >= M/2 GoTo Mline

Mline: Deploy n Docker Containers as Servers
Include the new Servers to the list of S

End
4.4 Kubernets 伸缩执行

通过伸缩算法判断出集群需要增加容器还是删除

容器之后袁Kubernets 使用 Replication Controller 功能解

决扩容缩容问题遥 如果需要扩容袁首先确定具体的应用

需要复制多少份袁 然后 Kubernetes 将为每份复制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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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个 pod袁并且保证实际运行的 pod 数量总是与所复

制的数量相等袁 当前某个 pod 宕机时袁 自动创建新的

pod 来替换遥 如果需要缩容袁减少 pod 数量并关闭相应

容器即可遥
下面通过时序图具体描述 Kubernets 创建 pod 和

Replication Controller 的工作流袁如图 5尧6 所示遥

图 5 the workflow of creating pod

图 6 the workflow of creating 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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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验验证

本文使用 TPC Benchmark W渊TPC-W冤来进行实验

验证袁TPC-W 是一款交互式的网络性能测试工具 [15]袁它
提供的工作负载模拟了常见的Web业务活动遥本实验利

用 5个 Docker 容器组建容器集群袁在其上搭建了一个在

线学习平台袁一个容器作为 HTTP服务器袁一个容器作为

数据库服务器袁 剩余 3 个作为 Web 应用服务器遥 利用

TPC-W 模拟了突发性负载和周期性负载两种典型的工

作负载变化情况遥在这两种工作负载变化情况下袁选取虚

拟机集群渊下文称为 CC冤尧未使用本文伸缩方法的 Dock鄄
er 容器集群 渊下文称为 DC1冤 和使用本文伸缩方法的

Docker 容器集群渊下文称为 DC2冤作为实验对象袁在其上

分别运行两种工作负载变化袁每种负载运行 300 次袁每次

运行 2小时袁然后统计并计算它们的平均响应时间尧平均

开销袁再进行对比遥 由于数据较多袁限于排版精度袁图 7尧
图 8展示实验结果的部分数据袁其他部分与此雷同遥

图 7 突发负载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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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实验结果可知袁 在突发性负载情况下袁CC尧
DC1尧DC2 的请求响应时间会随着负载变化产生波动袁
CC尧DC1 的请求响应时间明显比 DC2 大袁 原因是 DC2
在伸缩时使用的部署启动时间比 CC尧DC1 少遥 在周期

式负载情况下袁CC尧DC1尧DC2 的请求响应时间随着负

载变化而周期性变化袁CC尧DC1 在每个负载周期时的表

现几本相似袁 但是由于 DC2 的预测算法可以提前为周

期负载做好准备袁DC2 随着周期到来请求响应时间明

显降低遥 3 个实验对象的平均开销如图 9 所示遥

图 9 中 1尧2 分别表示 2 种工作负载变化情况袁从
中可以看出袁 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减少两种工作负载

下的系统开销遥
经过以上实验验证袁 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使 Web

应用在面临不同工作负载的情况下袁 既加快请求响应

速度又降低系统开销遥
6 结束语

自动伸缩是一项云平台的关键服务袁 该服务能够

在避免 IT 资源过度配置的情况下保持足够的性能袁同
时还能降低部分管理费用遥 但近年来袁针对云平台的自

动伸缩主要是基于虚拟机来实现的袁 比如 KVM尧XEN尧
VMware 等虚拟化技术 [16]遥 本文对 Docker 容器技术和

Kubernetes 容器集群管理技术进行深入研究袁设计出一

个 4 层的集群伸缩架构袁并重点研究了集群伸缩方法袁
该方法首先综合运用预测式伸缩和响应式伸缩算法计

算未来工作负载的预测值袁 再通过集群伸缩算法做出

扩容缩容决策袁最后交由 Kubernetes 执行伸缩遥
通过实验验证袁 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在两种典型

工作负载变化下袁通过对容器集群的伸缩调整袁有效地

响应 Web 应用请求袁并提供服务遥 实验数据显示袁使用

本文伸缩方法的 Docker 容器集群相比虚拟机集群和未

使用该方法的 Docker 容器集群袁Web 服务请求响应速

度有所提高袁Web 应用所有者的开销相对节省遥
但是袁本文所提出的伸缩算法相对单一袁自动创建

容器或停止时宿主机调度策略考虑不足袁 今后在这些

方面将进一步进行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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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目前大学生创业受到国家政策大力支持袁但我国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长期处于极低的状况遥 大学

生创业失败的原因有多种袁主要是创业能力上存在问题袁高校教育模式缺乏并抑制对创业能力的培养袁社会环境对

创业活动支持不足遥 面对这些困境袁可以通过改进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尧对创业学生实施更加有针对性的教

育尧建立种类更加多样的创业扶持中介平台尧扩大创业所在的地域范围尧设置创业的长远评价标准尧更加注重提高

学生创新能力等方法袁逐步提高我国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遥
揖关键词铱 大学生曰 创业曰 失败

Abstract: At present, college students are strongly supported and given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help them start up their
own business by the government in our country. However, the rate of their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has
been extremely low for a long time.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college students, mainly the existence of problems in entrepreneurial abil鄄
ity, the lack of educational model and the cultiv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and the lack of support for the en鄄
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and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uni鄄
versities students in China gradually, we should improv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implement
more targeted education for students who want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set up more kinds of intermediary platform,
expanding business across the regions, set the long-term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busines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m鄄
proving students忆 innovative abil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ies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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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袁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袁大学毕业生创

业比例年年稳步提升遥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叶中国

大学生就业报告曳袁2015 届大学生的自主创业比例是

3.0%袁比 2014 届渊2.9%冤高出 0.1 个百分点袁比 2009 届

渊1.2%冤高出 1.8 个百分点遥 2015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自

主创业的比例渊3.9%冤高于本科毕业生渊2.1%冤[1]遥
目前袁创业教育已成为高校教育的野必选项目冶袁高

校需要在培养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同时袁 培养出高素质

野创新创业型人才冶遥 在创业教育中袁创业能力的培养是

重点也是关注的焦点袁 但高校创业教育以及社会创业

舆论宣传中大多展示大学生创业成功案例遥 在这些案

例中袁创业者似乎从首次创业袁就踏上了成功的道路袁
或者即便有失败经历袁与后来的成功相较袁也给读者感

觉没有失败的艰难困苦和切肤之痛遥 实际上袁创业教育

固然应该帮助学生树立信心袁 但绝大多数人难免在创

业过程承受失败尧沮丧失落袁创业教育这种集中关注成

功案例尧忽略大量失败案例的做法袁并不利于大学生在

创业过程中对创业风险提高警惕袁 也不利于创业成功

率的提高遥 但在已有文献中袁从创业失败角度对大学生

创业活动进行研究并提供积极建议的仍比较少见遥 鉴

于此袁 本文将基于笔者所接触的创业社会案例和指导

本校案例得出的经验总结袁 从创业失败的视角对大学

生创业能力尧创业模式和失败原因进行研究袁以期对大

学生创业创新教育工作有所裨益遥
根据笔者研究袁 导致创业过程失败的主要原因可

以总结为如下两方面遥
一尧大学生创业能力存在的问题

1援 人格缺陷导致失败

如今的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袁 接受父母的照顾较

多袁动手能力尧自我决策能力相对不足袁应试教育模式

又挤占了学生生活中绝大多数时间袁 导致了学生的社

会实践经历也不足遥 结果一些学生在人格上极不成熟袁
这种不成熟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遥 比如袁有的学生自主

意识薄弱袁过于依赖指导教师和团队其他成员袁无法完

成自己的任务袁最后退出了创业尝试遥 又如袁有的学生

由于读大学时曾是所谓的校园领袖袁 对自己能力过于

自信袁好大喜功袁听不进别人的善意建议袁过于以自我

为中心袁 在处理自己和他人之间协作关系时过于武断

任性袁不尊重或忽视其他合作者的感受和能力袁导致团

队解散遥 笔者曾指导过一个创业团队袁团队带头人在成

员凝聚力上缺乏理解袁不能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袁将不

适合创业的成员仍然保留在团队中却特意疏远他们袁
结果造成成员之间的误会袁 导致团队创业活动停滞后

解散遥 有的学生虽然组建团队成功袁但一进入社会袁无
法面对社会现实的竞争压力袁放弃创业[2]遥 有的学生和

社会上的投资人等存在沟通问题袁急于求成袁迁就投资

人的要求袁或者利用投资人对自己的期望袁任意使用来

之不易的资金袁或者不够虚心袁在和投资者沟通的时候

无视对方的建议或劝告遥 上述人格缺陷或多或少都存

在于创业的大学生身上袁 对其顺利创业有明显的不利

影响遥
2援 创业创新过程中学习能力不足

创业者在创业前需要学习复杂的创业知识袁 把握

市场尧科技动向袁形成创业规划袁在创业过程中则需要

持续学习国家政策尧法律法规袁不断尝试产品设计和适

用程度袁调研理解消费者心理袁提高团队经营管理尧改
进内外交际沟通等遥 但在很多创业失败案例中袁大学生

在第一次创业时都没有掌握或者意识到需要一些基本

知识或技能遥 常见的例子有院缺乏法律知识甚至是法律

常识袁不知道预防创业中的法律风险袁不知道如何利用

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曰 有的创业大学生缺乏市场调

研能力或者无法掌握社会上其他产品技术更新的速度

和趋势袁无法做出有价值的创新项目曰有些学生对融资

过程缺乏常识袁无法抓住投资机遇曰有些学生还没有弄

清楚自己创业的可行性袁 在完全缺乏调研的情况下就

急于上马项目袁或者找了不靠谱的合伙人和团队遥 还有

在业务还没开张时就招聘了不需要的工作人员袁 不仅

耗费掉了大量资金袁 也使投资人逐渐失去了信任和信

心遥 创业学生必须能在高校专业课程之外袁主动坚持学

习创业知识并反思自己的创业行为袁合理安排时间袁分
析总结行业动态袁阅读与创业相关的书籍袁组织创业工

作袁与跨行业尧同行业的学生尧专家和企业交流袁从而快

速提高自身的创业素养和行业认知遥 团队成员不仅要

持续学习袁而且要相互扶持尧促进团队整体学习能力袁
因为如果在常识性问题上出现没必要的分歧和争论袁
就会因为耗费大量时间而创业失败遥 笔者近几年指导

了几个创业创新团队袁虽然团队成员有创业的想法袁但
对创业的内涵理解不足袁不知道如何规划实施方案袁对
创业的学习能力也不足袁 导致创业项目成绩平平或半

途而废遥
3援 经营管理能力

经营与管理能力是一体两面的袁 直接决定创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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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能否顺利运作遥 现实中不少创业大学生没有参加过

真实的经营尧管理活动袁开始时往往是拉起跨专业同学

或者好友一起合作袁与社会接触不足袁无法组成在社会

上能够生存的运营团队袁 即便参加了一些学校或者社

会组织举办的模拟经营实验或者比赛袁 也不足以应对

现实创业需要袁 因此即便能够构想出前景很好的创业

项目或产品袁也只是表面很美好袁不能在现实中获得成

功遥 随着创业进入转型期袁当面临市场扩大和团队构成

复杂化的问题时袁 学生由于缺乏内控和防范经营风险

的能力袁往往会陷入瓶颈袁或者招的人太多袁或者招的

人不合适[3]袁对人事尧财务尧创意设计尧市场开拓等方面

的经营管理没有掌控能力袁 这也是大学生创业中时常

面临的失败原因遥
以财务管理能力为例袁 财务问题贯穿于创业经营

过程中袁但大多数创业大学生由于专业限制袁不具备基

础的专业财务管理能力袁很难对自己创业的营收尧利润

状况有深入把握袁由此导致失败[4]遥 此外袁在创业初期袁
大学生常常出于节约成本的需要袁 自己承担一部分会

计尧财务管理或税务工作袁这样会消耗他们过多的市场

和销售维护时间袁也会催化创业失败遥 在创业达到一定

规模后袁还需要向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转型袁在这一过

程中大学生时常轻视或者没有能力建立相应的财务管

理制度袁使创业无法持续下去遥
4援 团队协作能力有局限

创业创始人或发起人在组建团队时袁 往往叫上几

个好友一拍即合就开始行动遥 但由于考虑不周尧专业分

工不足袁投入实践以后袁团队内部架构不合理袁个人兴

趣价值观等互相冲突袁团队互补性很差遥 团队在创业初

期无法稳定袁导致后来的协作关系更加不确定遥 在创业

团队中袁创始人的心理素质和眼光格局很重要袁成员有

执行力尧有信心尧有想法尧格局大就让他去做袁大家只是

分工尧角色不一样而已袁尤其是创始核心成员不要存在

高人一头的心理袁要平等相待袁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

专业能力和创业价值袁只有这样的心态袁才会发展得更

好遥 如果某个成员个人的发展目标和团队的核心理念

存在深层次的差异袁 他会在这一时期由于自己的就业

压力放弃或退出袁 假如这个成员承担着项目某一重要

部分袁就会导致项目被迫中止遥 项目的产品出来后袁产
品设计尧部分技术工作尧市场营销尧战略发展和技术研

发等问题变得更加重要袁 这更是队长发挥协调作用的

关键时刻遥

5援 创业项目的创新选择问题

一般大学生在选择创业项目时都会以自己的校园

为范围寻找创新点袁因为相对熟悉尧资源相对集中尧易
立竿见影尧如果失败便于转换遥 但这种选择存在弊端袁
由于校园生活同质化袁项目的推广范围很有限袁容易竞

争激烈恶化[5]遥 即便项目能够推向市场袁也可能已经陷

入野红海冶袁无法盈利遥 这方面典型的失败案例是野聘爱冶
项目袁其产品属于社交兼婚恋类型袁虽然该产品质量比

较高袁但这个领域已经有世纪佳缘尧百合等比较优秀的

产品袁所以最终产品因为无法盈利被放弃遥 其次袁在选

择创业方向时袁不少大学生习惯性地从个人喜好出发袁
前期缺乏市场调研和详尽的分析袁 错误判断自己喜欢

的项目尧产品在市场上也会受欢迎遥 再次袁对发展前景

过于乐观袁没有把握住投入市场的时机袁对销量及利润

率预计和计算严重不准确袁积累成本过高遥 如对项目的

运营水平尧 后续资金的投入尧 管理风控等因素错误估

计袁以为项目一投入就很快会有回报袁结果项目陷入运

作困难甚至停滞遥 实际上袁很多项目进入社会之前需要

长期准备和积累袁有些项目甚至有烧钱的可能袁而且这

个时间甚至可能是数年遥 如果真的有创业热情袁要有长

期拓展来源尧控制成本活下去的准备遥 许多学生对项目

的可行性规划常常只有初步的野想法尧前途尧市场冶渊但
如果要寻求社会资源袁起码要将想法尧产品尧计划尧阶段

表述清楚冤袁这样的项目存在深深的臆想中袁没有找过

客户尧没有跑过市场袁是不存在创业价值的遥
二尧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创业的负面影响

1. 高校传统教育模式对创业能力和环境的抑制

我国的教育模式自义务教育开始袁 一直是应试教

育为主袁对学生接触社会尧自我独立和创新思维有相当

程度的抑制作用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袁目前高校的创业

教育模式一般包括开设创业课程尧 制定校内创业项目

扶持政策尧与创业孵化机构开展合作尧举办创业模拟比

赛等遥 但上述教育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院现在高校教

师长期从事传统教育尧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袁无法理解

和支持学生的创业创新[6]遥 即便高校设置创业课程袁案
例讨论尧角色模拟尧基地实习尧项目实践等所需师资的

支持力量有限袁结果也不能产生什么明显效果袁反而挤

占了绝大多数不适应创业学生的大量时间袁 而对创业

积极性高和有天赋的学生来说袁 这些教育课程并不能

满足他们的需求遥 其次袁高校教育系统不可能有满足创

业型人才师资专业培训学生的待遇水平袁 对此高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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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普遍采取了鼓励双师型教师的师资要求袁 但仍然不

符合创业课程的实际需要袁 因为双师型教师目前仍然

偏向传统教育袁对创业的经验体会有限袁而有些学生即

便想创业袁也没有本专业合适的双师型教师遥 创业比赛

在实践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袁 但比赛本身只

是野创业模拟冶袁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业袁而且评委导

师虽然有较好的创业体会袁但只能起到点评作用袁创业

并不是一个简单复制的过程袁 评委也未必能判断创业

的未来发展袁如果后继缺乏平台支持袁就很容易半途而

废遥 此外袁由于高校专业分配课程设置导致创业学生无

法掌握跨专业的知识袁 也会导致大学生无法具备较好

的创业能力[7]遥
2援 国家政策支持和社会创业环境的不足

近几年国家对创业创新进行鼓励与支持袁 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遥 包括院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曰开通注册

绿色通道曰实行工商注册免收费曰放宽经营场所限制曰
对大学生自主创业袁不管是个体经营还是成立企业袁一
律免收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等遥 但是大学生想要获

得重要的资金支持袁仍然不够方便遥 目前大学生申请创

业贷款有三种途径院申请银行贷款尧申请科技型中小企

业贴息贷款袁利用新的技术成果或知识产权尧专利权进

行担保贷款遥 但银行对个人申请贷款有非常严格的审

核标准袁一般需要质押尧抵押或担保袁或者至少要有稳

定的收入证明遥 因此创业初始大学生的创业资金主要

来源于父母亲友的赞助袁而不是政府资金或商业投资遥
2015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资金主要依靠父母/亲友投

资或借贷和个人积蓄渊本科 78%袁高职高专 75%冤袁而来

自商业性风险投资渊均为 3%冤尧政府资助渊本科 4%袁高
职高专 3%冤的比例均较小遥 2015 届本科毕业生自主创

业的主要风险因素为缺少资金渊28%冤袁其后是市场推广

困难渊26%冤尧缺乏企业管理经验渊24%冤遥 2015 届高职高

专毕业生自主创业的主要风险因素也是缺少资金

渊29%冤袁其后是缺乏企业管理经验渊25%冤尧市场推广困

难渊21%冤[1]遥 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投资环境还是不利于大

学生创业的遥
目前国家支持创业的重要渠道是设置创业孵化机

构袁但现实问题是袁由于政策原因袁孵化平台为了吸引

更多的国家支持和其他资源袁 过于追求学生创业的结

果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袁 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急功近利导

致优秀创业计划无法顺利进入社会遥 另外袁由于社会最

近成功的创业多数在互联网领域袁为了迎合这个趋势袁

孵化器的建设也偏向于互联网创业袁 这样就使其他创

业方向的孵化支持尚存不足遥
三尧改变创业高失败率的对策

1援 突破教育体制限制

在创业教育方面袁 发达国家本科阶段前的教育不

强迫学生应试袁而是更倾向大力培养独立思考能力遥 美

国尧日本青少年的创业从初中就已经开始袁学生往往通

过参加各种社会实践袁为自己赚取零花钱遥 由于他们很

早与社会有了接触袁 因而更能够承受创业的失败与风

险袁 此外丰富的课外活动允许学生更好地发挥和检验

自己的天性袁 为学生在事业发展上进行独立思考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8]遥 这些都有利于学生早期自我发现自身

创业兴趣袁 也使更多的学生容易吸收本科创业教育的

精髓袁更加积极地接触社会创业环境遥
因此袁 高校可以通过让本校教师积极开展创业教

育的研究尧到企业挂职锻炼尧参与社会行业工作等方式

来提高双师素质袁 并设置校企双方共同制定的创业指

导能力考核标准袁 对创业创新能力确实达到标准的教

师袁其创业指导可以折抵工作量袁进而促使其更密切地

指导学生创业遥 此外袁在聘请企业家或创业成功人士担

任兼职创业教育指导教师方面袁 应该对兼职制度投入

更好的资源袁 如可给予社会创业指导人士兼职教授的

资格等袁激励其更愿意为学校创业教育服务遥 在学生考

核上袁应当取消面向所有学生的创业课程袁改成推荐制

度之下的创业课程袁 在专门校内外指导教师担保推荐

学生的前提下袁对受推荐的学生进行考核后袁开设针对

性的创业课程袁允许这些课程抵充实践学分遥
2援 改进社会支持创业环境机制的不足

在社会创业环境方面袁 发达国家有诸多校外力量

支持大学生创业袁 例如在日本东京袁 政府联合相关企

业尧投资团体举办学生企业家大赛袁扶持帮助具有优秀

商业发展计划的大学生创业者袁 获奖者可得到资金等

创业资助遥 美国则设立了多渠道的方式帮助大学生创

业袁包括小企业事业开发援助机构尧企业信息中心和小

企业发展中心等遥 此外针对大学生创业袁政府还设立了

力求简化流程的一站式创业窗口袁 为广大创业者节省

了时间遥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袁重点针对中小

企业创业标准建立更加多样的创业扶持中介平台袁加
上政策和法律支持袁 激励创业和孵化平台与高校建立

校内外更加频繁的交流互动机制袁 鼓励市场增加高校

与创业平台之间的中介机构袁 使企业家和投资者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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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视中小企业创业者袁 并且推动社会需要的全方位

创业支持遥
3援 拓宽创业的地域范围

出于对国家经济增长的预期袁 现有创业项目几乎

都聚集在北上深等一线城市袁 期待有更多机会获得更

高的投资和其它资源遥 但随着国家开始对二三线城市

发展出台特别重要的政策支持袁 不少人才也在不断汇

入一些二三线城市遥 学生在那些城市创业袁不仅创新竞

争相对不激烈袁 而且创业创新的方向很可能有地域特

色遥 针对这类政策导向的创业配套机制将是提高创业

成功率的一个重要手段遥
4援 设置创业长远评价标准

目前社会和高校对创业教育成功与否的评价基础

仍然是基于大学生初次创业是否成功袁 这不能真实反

映出创业教育的价值袁 因为现实中几乎没有大学生能

做到首次创业成功的袁往往需要多次尝试袁不断积累经

验袁而在这个过程中创业教育才能产生成效遥 因此袁应
当改变现有的创业教育目标和评价标准袁 即创业教育

应当以持续创业为目标遥 高校创业教育应当建立创业

大学生毕业后持续追踪和交流的机制袁 既能够给予在

校大学生创业经验积累袁 又能够使创业教育的方法更

加适应社会的现实遥 此外袁创业支持平台一定要对创业

投入有长期准备遥 不过袁 因为高校的师资并不适用理

解尧评价已在社会上长期持续的创业项目袁而孵化器难

免急功近利不愿意提供长期服务袁 且我国仍缺乏长期

支持创业创新的社会组织袁 所以目前持续追踪创业创

新项目的最有力主体应该是企业遥 国家应该出台政策袁

激励不同行业和市场地位的企业根据自己创新的需求

对创业团队进行双向选择袁 长期跟踪和指导初次创业

的大学生团队遥
5援 增加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力度

创业在国内外都是一个低成功率的社会实践袁因
此创业创新教育不能单纯重创业轻创新袁 如果大学生

在就职岗位上发挥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袁同样能够实现推动经济转型增长的目的遥 创新能

力相比创业能力更容易发挥和提升袁 而且同样可以通

过上述已有的创业教育模式得以实现遥 与此同时袁在培

养和发挥创新能力方面袁企业更应该承担起主要责任袁
因为企业是市场人才第一线的感知器袁 它们可以对大

学生的岗位适应尧创新潜力有最专业尧最准确的认知遥
因此袁 一些企业尤其是创业比较成功的大企业可以在

内部或者分支机构内设置对聘用不久的大学生人才创

新能力的评估机制袁 不仅可以对聘用人才的岗位适应

能力采取内部积极再培训袁有利于灵活换岗袁还可以通

过与其他企业之间资源交流合作的方式袁 培养人才跨

领域创新的综合能力袁 实现各企业之间人才创新能力

的几何级数增长遥 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大学生创新能力

的迅速和大幅提高袁 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提升也有显著

促进作用遥 更为重要的是袁除了能实现推动经济发展的

目的袁 创新能力提高同样也能够反哺人才创业能力的

提升遥 因此袁国家应当在这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上出台更加积极的导向政策袁 比如利用上海自贸试验

区的改革试点优势袁 对企业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模

式给予更合理的制度支持和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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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s the elite of the industry.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ransferring the kinetic energy needed for social progress are the subject
words of the teaching work. Academic accumul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re the basis for pro鄄
fessors to improve academic contribution and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quality and appearance of universities
depend largely on the professors忆 behavior and manners, especially the professors忆 teaching participation rate and the
quality of their academic works. Professors should not only help and guide students but also need to expand the stu鄄
dent忆 s knowledge and cultural horizons, enrich their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students to be 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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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教授内涵尧作用与行为小识

渝 知识丰厚尧潜心向学袁认真教书尧有优质的学术

型成果是教授之应有之义

教授是高校名片与业界精英袁学问扎实袁有良知尧
不讲假话袁问题意识强尧思想锐利袁学术品质高是教授

的本色与公理曰做人尧做事被学生尧学界尧社会仿效袁学
术作品有助于丰富知识尧知识创新或思想繁荣尧精神解

放乃教授的意涵遥 思想创新尧说话公正袁有自己的学术

人生袁科研作品有文化尧有思想尧有新见袁教授方能傲立

学界遥 学富五车袁提高学术水平尧学术生产力袁应是教授

心之所向曰基于人文社会科学协力化解野钱学森之问冶袁
人文社会科学老尧中尧青教授任重道远遥 教授做课题应

注重提高创新力尧文化力尧建设力袁课题报告等不能只

与已知高度一致尧与定论高度一致[2] 遥 2018 年袁中国知

识产权研究会田力普会长接受记者专访时说院 我国在

核心技术尧国际化品牌及法律制度层面仍有提升空间曰
互联网尧信息化时代袁我们的一些制度规则已不适应[3]遥
有关学科教授要为补充尧完善相应的法律尧制度尧规则

加力遥 博洽多闻尧规行矩步[4]袁是非尧好恶分明袁研究作品

文字合范尧内容清新袁作品开示受众的能量颇大且保质

期长乃教授名高望重之根底与支撑遥 改革不停顿尧开放

不止步是永续发展和提高社会文明度的要领和必由之

道袁促进开放融通袁顺应历史前进的大逻辑袁相关专业

教授应沿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做科研袁 要改善学术生

态环境和增强我们的软实力袁还应关注尧批评可能对社

会尧对人类发展造成危险的东西遥高校是文化尧思想资源

丰富之所袁又是学生造化尧发达之地遥 思想开放尧师法先

进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与研究成果袁讲实话尧说真话[5]袁言
行不冲击公序良俗袁不制造野新闻冶是教授的本意与底

线曰传播进步观念袁道德尧文章并重袁教学怡心尧赋智袁学
生满意乃教授写真遥

渔 助人在新时代前行尧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袁
教授们应积极作为

教书育人袁提高科研质量袁传递社会进步所需的动

能是教授工作的关键词袁增加知识库存尧学术积累袁提
高学术资质尧 能力是各级教授增加学术贡献力和助促

社会上进的基础与要事遥 学术作品有富足尧 严密的证

据袁学术化程度高袁其认知尧论点科学尧说服力强袁对文

化昌盛袁对社会发展尧文明有价值尧有意义袁乃教授的素

养与风范遥 做有傲骨尧严肃的知识分子[6]袁不被市场尧世
俗裹挟袁学尧识尧行皆佳袁教学尧科研让学生孺慕曰有对社

会发展的深切责任尧助推行动是教授独步学界的基底遥
教授是教师之精锐和典范袁是高校第一生产力袁维护学

术正义尧学术尊严袁无问西东曰论文尧著作不蹈袭他人一

语袁 科研有不容忽视的佳制且学术地位高是教授的底

色和神态遥 2017 年袁中国高教学会瞿振元会长说袁我国

高等教育有浮躁尧粗放现象袁大学的精神文化建设没跟

上曰部分高校同质化倾向严重袁对接尧服务经济社会需

求没跟上遥 他直言袁大学少了野魂冶尧多了野虚胖冶[7]遥 教授

是推进高校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曰关注国事尧世情尧民
情袁教学尧科研力助文化野万紫千红冶和高校进步是教授

的系念[8]曰推进高校发展袁提高毕业生质量和学校声誉袁
教授须野丰满冶自己尧增大输出功率遥 一生追求真理袁做
学问不驰于空想尧不鹜于虚声袁作品有学术尧文化价值袁
是学界的划波有痕者乃教授的属性曰不断修持尧前进袁
用知识尧本领回馈社会尧为民造福袁学术研究不物化尧商
品化袁作品有私见尧新意是教授的信条与品相遥 尊奉科

学袁不负学术尧社会袁做学术的有为者和有高附加值的

学人是教授的姿容曰基于常识尧常理尧常情袁本着自己的

思考从事科研袁为学术发展鞠躬尽瘁尧一路上行乃教授

的本分与气质遥 瞭望社会尧关照当下袁秉承批判精神[9]袁
专注于科研袁为先进尧真理张目袁助人民生活更美好是

教授之时务遥
二尧培养尧造就优秀的建设人才是教授的职责与首务

渝 提升毕业生素质尧能力袁教授研究教学尧用心教

书不可或缺

增大学生知识半径尧文化视野袁促其成为会思考的

现代人袁教授当指教尧点拨曰让学生观察尧思考国事尧天
下事和化育学生德性尧使之人性康健袁教授须帮扶遥 教

授是学生的偶像袁其言行的正向效应强袁所以袁教授要

知敬畏尧存戒惧和洁身自好尧择善固执袁应引导学生向

先进尧文明致敬遥 教授要结合教学尧辅导宣介尧张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培育学生正确的野三观冶和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尧能力遥 大学阶段是学生最佳增值期袁大学乃

学生重要的发展地袁遏制师尧生关系异化袁纠正脱轨的

师生关系和野净化尧美化冶校园[10]袁教授是参与者尧高级园

艺师遥 使高校野宁静冶袁让学生学习尧生活不浮躁尧不虚

浮袁增加学生文化底蕴并助益减少野单向度冶的人群[11]袁
是教授的使命曰营造好教风尧好校风袁涵广阔之态度尧养
世界之眼光袁激发学生思考尧判断袁指点江山袁教授当助

力遥 教学尧学术报告富含营养和尽心培育人才是教授的

公事及其正大之基曰 新时代的高校不能满足于培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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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打工者袁扩大学生认知尧丰富其思想袁打造社会进步尧
文明需要的建设者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尧良性运转袁教
授要多发热尧频发光遥 与时俱进袁优化基础课尧专业课教

学和讲座袁进而提升育人质量袁教授要全心全意曰授课

守法尧依规乃教授的职责和做派遥 一项调查显示袁北京

大学一年级新生渊本科生尧研究生冤袁30.4%的学生厌恶

学习或认为学习没有意义曰40.4%的学生认为人生没意

义袁最极端的即放弃自己[12]遥 一些大学生为何在人生最

美好的岁月觉得空虚尧无聊尧寂寞或人生无所寄托钥 南

京师大郦波教授提出袁 是他们的心灵没得到真正的成

长袁缺乏持续成长的动力尧能力[13]遥教尧授是教授的定位尧
功能与标识袁锻造人才袁教授要了解尧多元地帮助学生遥

高校是培养高级人才和增加社会变革力量的场域袁
教授们是 野工程师尧设计师尧建筑师冶遥 要学生做到的尧要
学生怎样袁教授就要做到尧怎样曰培养高质量发展和社会

建设的推动者袁教授需腹有诗书和首先不做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遥教室尧实验室等是教学尧育人主阵地袁它是学生进

步之基地曰提高教学品质尧育人才是教授们共性事务与大

事袁为此袁教授应增加投入袁切实完成任务遥 教书尧育人教

授要坚持己欲立而立人尧己欲达而达人袁必须尽一个教师

之责[14]袁成为学生的良师遥 完善教学尧增加野干货冶袁教育学

生不浪掷光阴遥 有关调研表明袁46.5%的大学教师对某些

学生有野孺子不可教也冶之感曰近 50%的学生认为课程不

能激励其学习[15]遥 发力塑构优秀的学生袁教授当野教授冶尧
效命遥 教授上课应扩散先进文化尧渗透现代文明曰激励学

生扩大阅读量尧阅读面袁让学生不浅薄尧不迷茫遥在智能手

机尧移动网络流行的时下袁教授要指导尧鞭策学生选读与

专业相关度大的商务版 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冶野汉译

世界名著丛书冶尧三联书店版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冶等遥 教

授是教学的领衔者和提升高教质量的首席推手袁要上好

课袁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袁让学生收益率大[16]袁进而达致有

质量的高毕业率遥 大学教学属学术活动袁其学术性尧化育

性体现在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运用与教学过程的互动等

方面曰丰富教学袁宽泛地传授通识知识尧学科知识与先进

的理念袁助学生慧眼看天下和多维地提携学生是教授的

刚性工作遥 让学生全面地识读中国[17]尧世界袁助学生成为

建设文明尧民主尧富强尧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干将袁
教授们要辛勤劳作遥

渔 执行 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曳袁教授要身体力行尧做表率

教授功成于教学与学术研究袁 全心全力教书和有

机地介入教育袁 加入推动学生健康发展的支持系统[18]袁
并辅佐学生德尧智尧体尧美发展是教授的职权尧义务遥 高

校是优秀文化尧先进思想交汇地与聚散地袁读书是大学

生的要务尧生活袁教授是学生阅读教练袁促使学生通读尧
精读原典与高品质专业书籍袁致力提高学生感知力尧想
象力尧逻辑思考力和专业尧非专业素养袁教授是第一责

任人曰让学生视通中外袁时时接收有教益的讯息袁提高

学生认识社会尧世界的水平袁使之求真尧向勤尧向善是教

授的野营生冶遥 教授是学生最厚尧最重尧最新的教科书袁生
活尧工作不野潦草冶袁教学饱含知性尧智性尧启思性袁助学

生成才的情报多袁教授应尽责曰教学尧演讲袁说事件尧谈
人物尧话天下袁让学生平衡地吸收中外先进文化和提升

学生人文素质袁教授应深度研究和释放正能量遥 高校是

文化栖息尧繁荣之所袁是先进文化传播力强的平台袁着
力延伸尧扩大教学空间袁使教学的文化内能多尧可野提
拔冶学生袁教授要费心曰导引学生环顾中国尧眺望全球袁
让学生浸润在优秀文化里并生长袁教授应操持遥 大学时

代是学生练好基本功尧夯实基础的最末期袁完善尧提升

本科教学质量袁提高学生的阅读尧阐释尧分析尧评价尧推
理尧解释与自我调控能力至关重要遥 教授应当做野美丽

中国冶的美容师袁推动社会现代化袁用文明框范学生袁使
之认知无误差袁用优秀文化为学生野立身冶曰导领学生读

懂民心尧读懂生活袁领略文明尧美好袁让他们博文约礼遥
教授应引导学生用先进文化尧当代文明修饰自己袁教育

学生不被浮华尧热闹蒙蔽双眼曰助促学生全面发展袁指
引学生静心读书袁 让他们在文化尧 审美上与更多的收

获曰为学生发展野进补冶尧助其身心健康袁提高学生身心

成熟度[19]尧健康度袁教授要当好野营养师冶野保健师冶遥
助学生茁壮成长袁成就抱负尧实现理想是教授专务遥

全领域提升本科教学水平袁各专业各类教学理应资讯充

足尧文化浓郁袁要让学生获益尧点赞遥 高校当扩大教授的

教学时空尧育人范围袁重在强化尧提升教授的育人功效遥
上课袁精心剪裁尧组织内容袁言说规整袁学生悦听尧悦看曰
教学袁有效供给多而优袁是教授之野素描冶[20]遥 高校是智识

之源和学生成长的加油站袁 课内外为学生学业导览袁让
其吸纳中外优秀文化袁并助力学生生活充实尧精神快乐袁
成为生活的主宰是教授的职业遥 教室是教授的大世界袁
教授要倾注心血促进学生课业进步袁教学情资要力争月

新年异尧与时代接轨遥 教授需点拨学生袁适度干涉袁训导

学生野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冶渊朱光潜叶给青年的十二

封信曳一尧谈读书曳冤袁不参加野野鸡比赛冶[21]尧不做无用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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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尧形塑人才袁教授话语权颇大尧场效应强袁作用力较

大袁提供优质本科教育是教授的公干曰培育尧强化学生

新思维和高阶思维袁实施进阶式培训袁助学生人文素质

达标尧业务能力强袁教授们应始终上心和前引尧后推遥 提

升毕业生水平尧质量袁文史哲和经法教管等专业的教学

均应深耕尧细作袁重在跟进尧对接发展需求和推陈出新尧
有用资讯多遥 健全尧完备基础课尧专业课课程体系袁营造

高质尧高效课程袁不浪费学生学习时间等[22]袁教授是不可

缺少的参与者尧实现者遥 教授上课袁野一枝一叶冶关学生

甚或连涉学校品质尧声誉袁在课堂显身手袁助学生长知

识尧增文化尧厚基础袁教授教学的力点应准确袁有效的信

息量要大袁一些教授教学及质量要升级[23]遥教授的言尧行
信度高袁教授授课的效能有不可替代性曰上课袁说专业尧
负责任的话[24]袁与学生分享优秀文化是教授本事曰宣谕

文明与传达高层次文化袁让学生的思维尧思想与时代发

展相适应是教授的基业与教学重心遥
三尧教授职业进阶之术与荣光之路肤见

渝 用 叶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曳规范言行是教授进步之需

行健不息袁立足教学尧科研袁为科学发展和人民幸

福献力乃教授的真义与神韵遥 教授是大学价值的体现

者尧弘扬者与大学的守护者袁其为人尧做学问要谨记院
野吹者不立冶野自伐者无功袁自矜者不长冶渊老子冤曰做为知

识分子扬眉吐气的人[25]遥 从事研究野清心寡欲冶袁作品文

风简约袁无虚词尧妄言袁内容不浅白尧不陈旧是教授之本

能曰淡泊谦卑袁不失节操尧不失职袁做科研观念开放袁科
研及作品有舍我其谁的野气概冶与分量[26]袁或论文等有个

人的研判尧巧思袁著作学界无二是教授之标配与气度遥
授业尧解惑袁研究作品学术味浓袁野音色冶美尧野音质冶

佳袁能光前裕后或可智民尧惠民尧利民是教授的遵循与

行事规则遥 为各级公务员开讲座尧拟向他们推介野耿飚

之问冶[27]袁并结合时下反腐败案例敲警钟袁以让公务员反

思和全天候规范自己袁继而勤政为民尧为圆野中国梦冶效
劳遥忠于文明尧学术[28]袁尊重学理袁为文乃他人所不能及袁
作品文笔优美袁论点不悬空袁常被学人齿及[29]尧奖饰是教

授发展之要件与标记遥 爱惜羽毛与教授之名袁不做浮皮

掠影尧不痛不痒的研究曰提高学术层次尧学术成果品质袁
用得意之作抬升学术水准乃教授大志遥 实时尧准确地认

识社会袁做有学问的思想家和有思想的学问家[30]袁科研

作品精思独创尧言不崇华袁可为本专业甚或哲学社会科

学开生面是教授光辉之径遥

渔 读书不息尧学博才高和善教书尧工科研是教授伟

大的根底与抓手

复旦大学傅杰教授说院野现在的学者很多已经没耐

心看一部完整的书袁都是碎片的印象遥 [31]冶进修尧吸收不

止袁学术文章事实性尧逻辑性强袁论文尧著作内容工整袁
论说的理据足尧论点精妙[32]袁能入学问家法眼是中青年

教授职业进展的需求与实务遥 用作品显示尧证明自己袁
并用作品为专业争光添彩乃教授事业发展的依赖曰学
科意识尧学术意识强烈袁教学尧研究作品不乱尧不雷尧不
俗袁无骄矜之气袁作品有新表达尧有野棱角冶[33]袁或有范导

性尧建设性是教授展现学问尧成全自我之技遥 促进中文

健康发展[34]袁有关的教授应进言和大声地鼓呼遥 学术上

高标峻严袁做研究摆脱定见尧偏见或金钱束缚袁用有文

化尧有思想的作品记录尧标注时代曰教学尧作品能使受众

视域开阔[35]甚至名动业界是教授的格调遥 敬畏规则尧坚
守底线[36]袁学术作品有利于文化繁茂和推进物质尧精神

文明同步增长是教授职业发展之路标遥
勤学笃实袁平和尧崇真袁文化储备足袁立足高位尧用

专业发声袁助推文化繁荣和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
享五大发展是教授阶进的路向曰 立足本专业袁 工作努

力袁做学问野宁停三分袁不抢一秒冶袁作品学界皆知尧学人

常读是教授进步的野程序冶与象征遥 自省尧自诫袁做科研

遵循各种范式[37]袁论文尧著作是读者心仪乃至案头之物

是教授彰显自我的条件曰 关注民生和社会发展的深层

问题袁推出原创力尧洞见力强的作品[38]袁是一些教授出类

拔萃之途遥 坚守本位尧突出本业袁研究作品尧教学有助于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创新性发展袁沉湎学问尧学术袁作
品文本质量上佳袁为文化发展增添厚重是教授野显贵冶
之途遥 安心教书袁教学尧科研不犯规[39]袁助力补齐通识教

育尧创新创业教育短板袁做自己感兴趣袁理论尧实践价值

大的研究袁为新时代尧为专业发展执笔尧效命乃教授的

常态曰允执厥中尧守望正义尧心系民生袁作品文字平易袁
有闪光的观点尧思想是教授发展之宗遥

四尧促推尧实现高校强实袁教授自我提高和专心教

书是实需和保障

渝 教授是高校建设的生力军袁 提升毕业生质量和

高校品质袁教授是主攻手

教育部高教教评中心的叶中国本科教育质量报告曳
显示袁当下袁我国本科教育野体量冶在全球最大袁但与人

民要求接受越来越好的本科教育之需有较大差距遥 中

国高教学会责任人在 野2017 教育现代化智库论坛冶上

曾 铁 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及其专业成长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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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袁我们的大学还稚嫩袁很多院校办学经验不足曰普通本

科高校仅约 1/3 的院校提供本科教育超过 20 年袁 其他

院校多数属野专升本冶[40]遥 教授是成就高校和传播优秀文

化尧推进社会进步的主力袁是弘扬大学精神尧科学精神的

要员袁他们是构建优秀高校之关键人群曰壮实高校[41]尧助
高校与时偕行教授们责无旁贷遥 教授是高校建设的技

术性核心力量袁教授的野高度冶即高校的高度袁高校质

量尧形象与教授的整体素能及提升高度正相关遥
壮大履职根基袁教学尧科研代表着先进文化及前行

路向是教授尧高校进步的基石与依靠曰论文尧著作合范袁
有理性表述且论点公正[42]尧无偏见乃教授之正形遥 多向

度为学生服务袁为提高研究作品的质量尧分量加分是教

授境界袁又是其光荣之求遥 全域性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水平及其辐射力尧影响力袁中青年教授当图强尧奋斗遥
教授上课是学生全面进步[43]尧大学之大之所系遥 教授授

课袁应做到有效消息尧值得思考的信息多袁可助提高学

生的学习力渊学习动力尧学习态度尧学习能力尧学习效

率尧创新思维和创造力冤遥
渔 教授是大学野校牌冶袁教授们质量尧水平就是高校

品质尧品牌

高校样态及其感召力尧社会推动力袁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教授的言行袁 尤其是教授的教学参与率和学术贡

献度尧学术品质遥 教书授课乃教授之天职袁教书尧育人尧
潜心搞科研是含硕士生尧 博士生导师在内的教授之本

真袁提高毕业生素能和我们的绿色发展指数[44]尧幸福指

数袁教授当一而贯之地加持遥 完善通识教育尧专业教育袁
改进教学方法袁让学生高效接受知识尧文化[45]袁教授理应

尽心尽力遥
心有学生袁提高教学敬业度和教学质效袁传布中

外文明袁努力地化学生的潜力为实力渊知识力尧执行

力尧胜任力尧贡献力冤袁让他们终身学习是教授之常务

与重大课题遥 营构活力课堂袁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思维

能力尧思维品质[46]袁为学生成长施野基肥冶野长效肥冶乃教

授大业遥 教授应心中盛满学术尧学生袁应助促学生完整

地读些有难度尧有益的纸质书和专业类文本[47]袁并培树

其质疑尧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尧发散思维力袁让他

们不断成长遥 达成高校发展袁教授的个体尧群体实力与

上佳表现乃要素尧是核动力遥 全领域助推文化尧社会进

步和提高我国的人文发展指数渊人的寿命尧受教育时

间与生活水平尧生存环境等的综合考量数值冤袁教授应

强大自己尧增加战力袁要基于教学尧科研等在宏观尧微
观层次多做益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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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题目院 某民办高校某学系成立于 2012 年袁学
系自 2013 年 9 月开始招收四年制本科生遥 学系致力于

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袁掌握现代专项理论和技术袁
具备良好职业素质与创新精神的应用型技术人才遥

目前系专职教师共 8 人渊高级职称 2 人尧中级职

称 2 人尧初级职称 4 人冤袁均为双师型教师遥 随着学系

的不断发展建设袁 生源量的不断扩大 渊从 2013 级 30
人左右到 2017 级 70 人左右冤袁 学科建设中的许多问

题不断显现院
1. 在校生师比约 33:1袁师资严重短缺袁难以引进高

质量教育人才遥

2. 专任教师均为双师型袁有相关专业背景袁但均无

教育学背景袁学校会组织教学能力培训袁但学系内缺乏

野老带青冶机制袁青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难以提升遥
3. 因专业特点所致袁 多名教师完成一门课程讲授

的情况较多见袁然而却无集体备课环节曰相关课程之间

的主讲老师也缺乏授课交流曰 教学实行过程中的督导

不足遥 以上诸多问题导致教学质量难以保证遥
4. 科研压力逐渐增加袁尤其对于科研能力欠缺尧经

验缺乏的青年教师遥
5. 因处于早期发展中袁专业培养目标尧专业课程体

系处在不断修订完善中袁导致教学任务外袁教师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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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繁重袁工作效率与工作热情受影响遥 双师型教师

需要到合作实践基地进行工作实践袁 有助于提高专业

技能袁但同时导致教学管理精力受限袁教师间的交流时

间受限遥
6. 因学系成立时间较短袁还在不断建设中袁教师人

数少袁没有设置教研室袁个人岗位职责不清晰袁会出现

野三个和尚没水喝冶的情况袁影响工作效率遥
请从学系野教研文化冶角度分析以上问题并提出建

设性意见遥
一尧案例解读

根据以上案例的信息袁 我们可以总结归纳为以下

几点表现: 淤 教学活动执行时缺乏组织性袁 虽然是确

定的课程袁但无集体备课袁教学方法尧教学内容可能处

于随意状态袁不能给到学生比较完善的知识体系袁不利

于保证专业教学质量遥于 学校虽有教学培训袁但是针对

各院系所有青年教师袁 无法做到结合专业特点进行培

训袁院系中无野老带青冶机制袁这些集体资源和集体动力

的不足袁 会使青年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受到影

响遥盂 学系在初期的发展中袁教学任务以外的事务性工

作繁重袁且教师还要参加实践工作轮转袁导致教师精力

受限袁工作效率尧工作热情低袁可能会使教师缺乏集体

归属感袁出现教师职业倦怠遥
长此以往对专业教师的个人能力提升不利袁 专业

教学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和提高袁 必须采取有效的对策

解决这一问题遥 笔者认为创建特色的野教研文化冶是解

决以上问题有效的方法之一遥 因为该学系还处于不断

发展中袁教师数量有限袁并未设置多个教研室袁我们可

将所有专职教师均纳为组员袁系主任担任教研组组长袁
设立野系教研室冶遥

二尧教研文化的概念

高校野教研文化冶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它
是教师学术活动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体现袁是预

防教师职业倦怠尧确保教学活动顺利进行尧保障教学

质量的有力武器之一遥 其具有三种内涵院其一袁教研文

化是教师团队共有的行为规范体系[1]遥 在进行日常教

研活动中袁都要以一定的标准去执行袁例如新教师需

试讲尧说课曰新教师入职后选野导师冶袁由老教师一对一

指导相关教研活动曰相关课程集体备课尧教师互评等

各类活动遥 案例中的 A 校某学系在教学中无该规范体

系袁导致教学相对散漫遥 其二袁教研文化是成员自觉的

精神和价值观念体系 [1]袁是教师依据自身和社会的需

要对待职业尧职业行为和工作结果的袁稳定而具有概

括性和动力作用的一套信念系统袁体现在工作和生活

态度上遥 在很多高校会出现教师抱怨高校薪资低尧科
研压力大尧 工作任务繁重等从而导致负面情绪的产

生遥 其三袁教研组成员的生活方式袁是指教师在日常教

学活动中袁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1]遥 例如在无教学任务

时袁是在学校办公还是在家办公袁是否定期有团队拓

展活动尧教学研讨活动等遥
因此教研文化由以下四个要素构成[1]院
渝 精神文化遥 校有校训袁系应有系训袁而教研组也

应该有属于自己的野组训冶体现精神特色遥
渔 物质文化遥 一切教学活动所需的实体都应属于

物质文化袁它体现在实验实训中心尧教材尧教具和辅助

学习资料上袁更体现在教学衍生文化产品上袁如教案尧
案例分析尧学生作业和教学录像上遥

隅 制度文化遥无规矩不成方圆袁制度就是成员日常

活动的规则袁它有野确定性冶特征院例如定岗尧定人尧定时

间尧定评价体系等等遥 体现在各条规章制度中袁例如教

学质量保证体系制度尧 实验实训制度尧 新教师强师制

度尧轮岗制度等等遥
予 行为文化遥 它体现在成员在各活动中的具体行

为袁如备课行为尧听课行为尧评课行为等遥
三尧教研文化的重要性

教研文化是在各种教研活动中教师成员自觉或不

自觉地沉淀的结果遥 一旦形成稳定且良好的教研文化袁
对教师团队会具有较强的良性制约作用袁 从深层推动

教研组的发展[2]遥
渝 教研文化在学系发展过程中对教师队伍具有强

大的凝聚作用遥 当精神文化被每位成员认可后,即会产

生一种巨大的凝聚力,而这正是稳定教师队伍存在和发

展的关键遥 优秀的教研文化强调人本管理,注重团队内

部人际关系的协调,团队成员共同价值观的塑造,以及

团队共同愿景的构建,从而使团队成员从情感的相互适

应性到价值观的一致认同,再到团队目标的内化,从而

形成相对稳固的文化氛围,凝聚成一种无形的合力与整

体趋向,使团队的凝聚力逐步增强[3]遥
渔 教研文化在学系发展中对教师队伍具有规范和

导向作用遥 精神文化尧制度文化尧行为文化均会对组织

成员产生约束,但这不是强制性的约束,而是一种内化

的软约束遥 它通过将团队的目标尧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最

大限度地内化为成员自己的目标尧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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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可以有效地弥补制度约束的强制性和被动性的

不足遥 同时,教研文化反映了所有成员的共同目标和共

同理想,必将对教师起到一种正向导向作用[3]遥
隅 教研文化有助于激发成员主动性和潜在能力遥

良好的教研文化能够为团队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教研

环境袁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成员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遥
各成员能将个人目标与团队目标很好地结合起来,并进

行自我监督尧自我鞭策尧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遥 可见,教
研文化产生的激励实质上是一种内在的自我激励,能起

到其他激励手段所不能起到的激励作用[3]遥
四尧教研文化的建设

从上文所述可知袁教研文化包括精神尧物质尧制度尧
行为等四方面袁它包含教师在教研活动尧日常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遥 以 A 校为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研文

化的建设遥
渝 人文管理院是指按照个人的不同需求袁有序地进

行不同层次的管理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袁是以人为主

体的管理遥 它有两个基本特征袁一是作为个体的人袁具
有自信尧自爱尧自尊尧自立尧自强的本质曰二是作为群体

的人袁具有尊重人尧理解人尧善待人尧创造人的属性遥 其

精髓即是人文精神袁 它既可以激发个体人的创新和创

造能力袁也可以增加团队协作袁促进学系发展遥
1. 教师个人发展规划

在教师入职后袁 要在学系背景和个人专业特点的

基础上袁 为每位教师制订属于自己的个人专业发展计

划袁即确定教师的近期尧中期和远期发展目标遥 例如制

订 野青年教师成长计划冶野骨干教师成长计划冶野名师成

长计划冶等梯次发展目标遥 在发展计划中指明学校尧学
系可以为教师个人提供哪些资源支持袁例如学历提升尧
海外培训尧科研经费支持等遥 在明确个人目标后袁教师

才能够有动力坚定不移地投身教育工作中袁 为构建教

研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遥 与此同时学系处在不同的发

展阶段中袁对教师的要求尧教师工作任务存在差异性袁
在新教师入职时应向其表明袁 有利于减少应任务繁重

而导致的负面情绪遥 例如案例中的 A 校还处在早期发

展中袁2013 年开始招生袁还未完成两轮完整教学袁教学

计划尧课程体系都还在不断完善调整中袁除教学任务以

外还需完成较繁琐的事务性工作遥
2. 激励机制

激励是一种有效的人文管理方法袁 它能直接影响

成员的价值取向和工作观念袁激发教师工作热情遥 高校

对员工的激励应体现在两方面遥 一是物质奖励袁主要针

对青年教师袁 充分考虑到青年教师在此年龄阶段面临

成家生子等生活经济压力袁 在年底给考核优秀的教师

物质奖励遥 二是精神价值奖励袁对于很多高年资教师袁
相对于物质而言袁精神嘉奖对其吸引力可能会更大袁更
能体现工作价值袁可设立野年度名师冶野优秀导师冶野最美

教师冶等奖项遥 通过激励机制引导教师从不同的角度定

位袁实现个人专业的发展和价值的体现遥
渔 教研活动建设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都必须依靠良好的载

体袁教研活动是构建教研文化的最佳载体遥 它是以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和教师专业进步为目的袁 以学校课程实

施过程和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所面对的各种具体的教

育教学问题为研究对象袁以教师为研究主体袁以专业研

究人员为合作伙伴的以校为本的实践性研究活动遥
1. 资源共享

在信息化的今天袁 资源共享已经成为最快捷的研

修方式遥 学系建立学科网络教学资源库袁具体内容包括

教学管理制度尧考评要求尧教学课件尧教案尧专业前沿知

识尧专业文献尧教学视频尧反思感想等袁并以教研组为中

心不断充实内容袁拓宽知识信息来源遥
2. 备课机制

集体备课是教研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遥 A 校

并无集体备课制袁可实行野大备课尧小备课冶两个梯度备

课模式袁野大备课冶旨在课程整体把握尧宏观规划袁例如

大纲的解读袁任务分配袁教研组所有组员都须参加曰野小
备课冶旨在精备课时尧细化环节袁主要是初中级教师参

加遥 应包括学情尧教材尧教学方法尧课程评价尧学生评价尧
作业等备课内容袁科学有效地保证教学质量[4]遥

3. 教研培训

是教师教研能力不断提升袁 是个人专业发展的保

障袁也是教研文化建设的重要措施遥
优 充分利用多种资源请进派出袁 参加国内外专业

会议袁了解课堂教学的新理念和专业前沿新动向[4]遥
悠 根据课程教师尧梯队教师的特点袁需开展针对性

分学科尧分梯队的培训教研活动遥 野三年站稳讲台袁五年

形成个人特色袁十年成为名师冶袁针对青年教师可利用

野教学比赛冶提高其教学技能曰针对骨干教师可开展野骨
干教师专业发展研讨冶激发骨干教师的工作热情曰可举

办野名师成果展冶袁肯定名师成绩的同时激励青年尧骨干

教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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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 注重青年教师教研能力发展袁 充分发挥老年教

师的功能袁实行师徒结对式袁青年教师入职后选定野导
师冶袁1 至 2 年为一个周期[4]遥 在此期间野导师冶要指导青

年教师制定个人专业发展规划袁 并协助完成短期发展

目标袁快速提升教学实践水平遥 师资队伍教研能力的提

升将有助于案例中 2尧4 问题的解决袁 提高青年教师的

工作效率袁减轻压力遥
4. 开展教研反思活动

指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的再认识尧再思考袁并以此

来总结经验教训袁促进教师的全面发展遥 教研反思一直

以来是教师提高个人教研水平的一种有效手段袁 可在

教学中开展相互督导尧经验交流尧课程互评等活动袁进
行多方位尧多角度的观察尧借鉴和吸收内化袁这是教研

文化衍生的重要途径[4]遥
隅 素质拓展训练

拓展训练是一种以提高心理素质为主要目的袁兼
具体能和实践的综合素质教育袁它以运动为依托袁以培

训为方式袁以感悟为目的遥
拓展训练能使学员激发个人潜能袁 培养乐观的心

态和坚强的意志袁提高沟通交流的主动性和技巧性袁树
立相互配合尧 相互支持的团队精神袁 极大增强合作意

识袁提高教师团队的教研工作效率遥 与此同时可有效改

善学员身心健康状况袁 因此学系可定期组织成员到校

外参加户外拓展训练遥
予 教研制度的制定

制定完善学系特有的教研制度袁具体包括院教研组

常规活动制度尧备课主讲制度尧听课评课制度尧师徒带

教制度尧课题研究制度尧奖励激励制度尧评价制度等等遥
这些制度之所以构成一种文化袁 是因为它们的背后是

教研组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袁 从制度

设计到制度执行的过程袁 构成了教研组成员的日常生

存方式[1]遥 制度的建设将促进案例中第 3尧6 条问题的解

决袁提供工作效率遥
五尧小结

在学系建立初期袁 很多高校都会存在案例中的现

象袁而教研文化的建设可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袁它具有

凝聚尧激励尧熏陶尧约束教师队伍的功能遥 院校以及学系

领导都应在繁重的工作中重视和完善教研文化的建

设遥 教研文化涉及精神尧物质尧制度和行为等多个方面,
各专业应在自我评估的基础上寻找最合适的教研文化

建设途径遥 总而言之袁形成优秀的教研文化虽然不能解

决所有教学活动中的问题袁 但在学系发展的不同阶段

都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袁对学生尧教师尧学校的长远发

展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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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民办高校学报研究会第五次优秀学报评比中袁我校叶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曳蝉联优

秀学报一等奖遥 这是日前在福州举行的二届二次全国民办高校学报工作研讨会上揭晓的奖项遥

此次会议中袁上级有关部门领导袁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蒋重跃袁全国高等学校

文科学报研究会原理事长龙协涛袁全国民办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尧浙江树人大学副校长陈新民和

来自全国各地近 50 家民办高校学报的近 80 名代表齐聚一堂袁就学报如何更好地助力新时代民办高

等教育发展的主题进行深入研讨遥 我校校刊编辑室主任助理沈芸在会上进行了题为叶学术性尧规范

化与影响力曳的交流发言遥

近年来袁叶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曳大力加强专家审稿力度袁一方面使得稿件的学术质量获得

提升袁 另一方面通过做好专家和作者的沟通桥梁袁 让作者在此过程中得到专业的建设性意见和建

议袁获得进步与成长遥 在保证工作时效性的基础上袁编辑部对前期工作流程不断进行细化袁规范化的

工作流程为叶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曳保持较高的编校质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遥 为提升刊物的影

响力袁编辑部加强专刊的策划与组织袁更加有效地发动作者的积极性袁更加有利于坚守学术定位袁并

致力于探索进一步发挥学术引导的作用遥

我校作为全国民办高校学报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单位袁还参加了常务理事会议袁研究并明确了本

次工作研讨会的内容和相关工作遥

渊欣 忆冤

《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

蝉联全国民办高校优秀学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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