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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曳渊以下简称野期刊冶冤是反映学校教学质量与

科研水平的学术刊物袁是聚焦学科专业建设与培育学术新人的载体袁是开展

校内外学术交流与跨界合作的平台遥 野期刊冶自 2007 年创刊以来袁已出版了

35 期袁先后被评为首届和第二届全国民办高校学报野双优冶评比野优秀期刊冶尧
第三届全国民办高校学报野双优冶评比野十佳期刊冶袁成为学校内涵发展的见

证者与推动者遥 2016 年是野期刊冶办刊的第十个年头袁十年磨一剑袁功到再亮

剑袁野期刊冶将秉承学校传统袁坚持办刊方针袁呈现新的思路尧新的栏目袁充分

展示学校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学术实力和办学水平遥
野十二五冶期间袁学校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袁教学质量稳

步提高袁社会声誉不断提升袁实现了野建成合格本科高校冶的第一次跨越发

展遥 野十三五冶时期袁学校将实现第二次跨越袁围绕野前瞻尧稳步尧跨越冶三个关

键词袁坚定把握学校发展方向袁清醒研判学校发展问题袁坚决深入实施综合

改革袁坚持落实学校特色建设袁聚焦教学质量提升尧科技能力提高尧体制机制

创新尧文化建设覆盖等四个方面的工作袁全面推进野多科性尧国际化尧高水平

民办应用技术大学冶的建设遥
野期刊冶要体现学校的定位与发展袁要围绕地方高校尧应用本科尧民办大

学袁以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应用本科转型等逻辑关联点组织办学论

坛与跨界研讨曰要以野专业为龙头尧学科为支撑冶为聚焦点组织专业教学改

革探索与学科发展学术研究曰要以野立德树人尧德育为先冶为落脚点组织思

想政治理论教育尧创新创业教育与大学文化建设研究曰要以野现代大学制

度冶 为切入点组织民办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实践探索研究遥 一句话袁
野期刊冶要出办学理念尧出教学思想尧出学科成果尧出治理经验尧出文化精神遥

野期刊冶要体现学校的整体学术水平袁根据学校的科研现状与发展目标袁
坚持打基础袁不懈上台阶袁努力攀高峰遥 一是要有野大科研冶的观念袁围绕野扶
需尧扶特尧扶强冶的学科专业建设原则袁增强学科专业群的整体意识袁瞄准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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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叉点深入研究曰二是要有野大视野冶的眼光袁及时把握同类科研发展动态与具体要求袁增强关注

现实问题的研究意识袁培育和提高承接各级重大课题项目的能力曰三是要有野大协作冶的精神袁坚持

专家办刊尧科学办刊袁注重科研成果纵向的积累与横向的比较袁始终保持校外稿件的层次袁不断提升

校内稿件的水平曰四是要有野坐冷板凳冶的措施袁重大重点科研课题项目需要一定时期的积累和前期

准备袁要加强学术引导袁鼓励创新预研遥
野期刊冶要体现学校的人才强校战略袁高层次高水平地推进师资队伍建设袁稿源要覆盖全体教师袁

尤其是中青年教师袁实施激励导向遥 教师要根据学校的战略发展目标袁自主凝练研究方向袁积极申报

课题项目袁认真开展教学科研实践和研究总结遥 学校实施战略发展目标袁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爬坡袁爬
坡不是昂首挺胸而是低头弓腰袁要有韧劲袁教师的韧劲体现在对教学科研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教学科

研成果的不断涌现遥 各学院要积极组织撰写有关学校发展与实践研究的稿件以及学科专业发展研

究与实践的文章袁院长尧学科专业带头人尧教授都要瞄准学科专业学术前沿以及教学思想探索袁带头

发表研究成果遥
野期刊冶要体现学校的办学规范与准则袁践行野诚信尧公平尧质量冶的办学方针袁要坚决规范学术行

为袁杜绝学术不端遥 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袁实事求是应是每一位教学工作者和科

研工作者的基本道德水准袁学术道德是学校人文精神的脊梁遥 只有加强科学道德修养袁恪守科学研

究道德袁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袁以追求真理为学术宗旨和使命袁才能真正有所创新袁才能真正在教学与

科研活动中出精品力作遥 同时袁科学性是学术期刊的基本要素袁要努力规范稿件的格式袁提高编审水

平袁减少差错袁通过规范体现办刊的水平遥
衷心期望杉达学院不断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涌现袁使我们的野期刊冶成为学校的学术精品和亮

丽窗口袁也期望通过野期刊冶的桥梁作用袁杉达学院有更多的论文在国内和国际高水平的期刊发表袁
展示学校的整体实力遥

上海杉达学院校长

叶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曳主编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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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刊开设野民办高校转型发展冶专栏袁旨在探讨和促进上海杉达学院高速发展的路径

和策略遥 引导部分普通高校转型发展是国家在教育领域的重大战略部署袁对民办高校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遥 本期刊登了李进校长的文章叶上海杉达学院转型发展的战略思考与实

践探索曳袁对推进学校的转型发展和办好本专栏具有重要意义遥 学校的转型发展需要集全体

师生的智慧袁需全员参与遥 衷心希望各级领导尧学科和专业带头人尧老师和同学们密切关注本

专栏袁积极为专栏撰稿袁共商学校的发展之路袁共襄学校新跨跃的盛举浴

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第 1 期圆 园1 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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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转型发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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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达学院转型发展的战略思考与实践探索

李 进
渊上海杉达学院冤

揖摘 要铱 上海杉达学院是一所地方民办本科高校袁学校实施转型发展战略袁深入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

践探索袁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院淤坚持价值追求袁明确办学定位袁释放民办教育体制机制活力曰于立足社会需要袁选
择发展路径袁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措施曰盂实践多元模式袁形成学校特色袁助力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曰榆遵循教

育规律袁塑造文化环境袁综合发挥人才培养全员力量遥 学校转型发展的实践过程贯穿着对教育教学思想的领悟袁学
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深化需要实践观念和实践形式的创新遥

揖关键词铱 转型发展曰应用型大学曰人才培养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Li Jin
渊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冤

Abstract: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is a local private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 The university has implemented
strategies for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started in-depth practice for cultivating applied talents mainly in 4

作者简介院 李进袁男袁上海杉达学院校长袁叶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曳主编尧教授遥 电子邮箱院jli@shnu.edu.cn
7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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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袁 是我

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袁 也是地方高校内涵

发展的重大机遇遥 叶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

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

见曳明确要求袁学校转型发展要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尧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尧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

能人才尧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曰首要内容是调

整专业设置结构与内涵袁 核心内涵是重组专业教学体

系与教学内容袁 本质上是适应国家战略与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袁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袁全面提高学

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遥 我

们可以从四个要点去理解院一是办学导向袁转型是实施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袁适应产业转型升级需求袁对地

方高校定位的导向遥 二是人才培养袁转型要着眼于野人
力资源开发尧立德树人冶袁确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

观袁提升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袁促进应用研

究平台建设反哺教学遥 三是要素重组袁 转型要整体设

计袁贯彻野教学为根本尧科技作支撑尧应用是规格尧课程

须改革尧教师要创新冶的基本思路袁建立新型的培养模

式尧培养方案尧课程体系尧教学方法尧评价方式尧师资队

伍遥 四是校社联动袁转型瞄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袁要有

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袁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技术进步袁
创新驱动袁转型是产教融合双主体推进袁共同建立先进

的技术体系和人力资源支撑体系遥
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更好地适应国家

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措施袁 也是

地方高校加强内涵建设袁彰显办学特色袁促进人才培养

规格多样化袁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遥 叶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渊2010-2020 年冤曳指出野把培

养创新型人才纳入未来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目

标冶遥 叶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曳

指出野要加大应用型尧复合型尧技能型人才培养力度冶袁
提出本科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应有别于学术研

究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遥 叶上海教育综合改革方

案渊2014-2020 年冤曳按照人才培养主体功能和承担科学

研究类型等差异性袁将高校划分为四种类型袁其中野应
用技术型冶 高校以培养专门知识和技术应用人才为主

体遥 由此袁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政策导向表现在战略目

标尧教育观念尧科学定位和教学质量提升等方面袁以纲

领性尧指导性的文本呈现袁逐步成为高校本科教育教学

改革新的发展方向遥 上海杉达学院作为一所地方民办

本科大学袁 始终坚持非营利性办学宗旨与应用型办学

定位袁 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转型发展的整体设计与改

革实践遥
一尧坚持价值追求袁明确办学定位袁释放民办教育

体制机制活力

杉达学院自 1992 年创办以来袁始终以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技术创新为己任袁 坚持应用型人才

培养袁坚持应用型国际合作交流袁致力于培育非营利性

民办应用型大学精神袁持续推进教学改革和质量建设遥
学校坚持社会办学尧同仁办学尧民主办学袁践行野诚信尧
公平尧质量冶的办学方针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袁培养高素

质的应用型本科人才为着眼点袁 牢固树立办人民满意

的高等教育的价值自觉袁 着力形成人民群众优先选择

的优质教育资源袁向社会提供高品质的教育产品遥
学校确立了野以诚信对待社会袁以严谨的教育管理

取信于社会袁 以较高的教育质量回报社会冶 的办学理

念袁以野共建杉达尧共享杉达冶为价值目标袁为了每一个

学生的终身发展袁实现美丽杉达袁幸福师生遥 在建设过

程中袁培育社会适需的本科生是核心使命袁汇聚校企双

线师资队伍是关键因素袁必须努力做到三个野清冶袁一是

宏观清醒袁充分了解地方经济社会需求尧学校发展瓶颈

aspects: 1. Insist on the correct values, ascertain academic positioning and release mechanism vitality of the private ed鄄
ucational system. 2. Choose the right developmental paths based on social needs and take concrete measures for culti鄄
vating applied talents. 3. Try out multivariate modes and form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aim of helping every
student with his/her lifetime development. 4. Abide by educational rules, create cultural environmen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entire workforce to help bring up talents.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university忆s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requires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philosophies. The deepening of applied-talent cultivation entails innovation
of the concepts and forms of practice.
Keyword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talents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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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教育综合改革的切入点曰二是中观清晰袁根据社

会需求尧学校能级与政府分类指导意见归类定位袁强化

依法自主办学袁 依据教育教学规律设计与实践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曰三是微观清理袁抓住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教学要素与质量环节两个关键袁制定教学基本标准袁重
组管理业务流程袁 以及形成相配套的规范制度与有关

教学规定遥
学校确立应用型的办学定位袁有四个层面的内涵院

定位内涵一袁建设多科性尧国际化尧高水平民办应用技

术大学袁顺应国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袁服务上海

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曰定位内涵二袁立足浦东尧服务上海尧
面向长三角袁以融入企业为主体袁以市场为导向袁构建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袁进入现代服务业尧信息

产业尧文化创意尧健康科学等领域的购买服务体系曰定
位内涵三袁教育格局以专业为龙头袁以学科为支撑袁集
聚教学科研团队袁搭建综合实践平台袁所有专业都有行

业平台作为支撑曰定位内涵四袁人才规格有特长尧有专

能尧有美德尧有眼界尧有潜力袁着重培养外语尧信息技术

等应用能力袁训练专业技术能力袁拓展职业理解能力和

综合实践能力袁 使学生成为具备良好理论知识和文化

基础袁拥有中华美德尧国际视野和创新潜力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遥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建立是一个由点

到面尧逐步系统化和深入的过程遥 民办高校可以依托体

制机制灵活的优势袁着眼于人的策略尧系统策略尧技术策

略袁紧紧围绕教育目标袁更注重强调学生的整体素质和

个性发展袁以改变学校系统功能的方式袁进行多样化的

研究和探索遥 杉达学院以教学为中心袁把立德树人工作

放在首位袁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董事会决策领导尧校长行

政负责尧党委政治核心保障尧教授治学和师生员工民主

监督野五位一体冶的内部治理体系遥特别强调探索扁平化

的管理模式和执行过程管理袁根据民办应用技术大学的

定位与需求袁研究与实践学校教学运行尧校企合作尧国际

合作尧质量控制尧资源筹措等方面的制度及价值目标袁从
重组与优化管理业务流程着手袁厘定岗位职责与考核要

求袁提升整体治理水平遥 同时主动引入第三方教育评价

机构袁对学校办学绩效尧人才培养质量尧学科专业建设等

进行项目评估袁评估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遥
二尧立足社会需要袁选择发展路径袁落实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措施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必须确立前瞻意识和引领意

识袁创新教育模式袁注重职业迁移能力袁形成培养具有

国际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行业企业创新人才的特

色遥 杉达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从野校社联携尧教科合作尧
校企结合冶三个方面综合实施院

一是校社联携袁学校进入社会的中心遥 学校以野社
会搭台袁产学唱戏冶袁为学生提供熟悉行业环境尧了解企

业文化袁导向就业准入的条件袁深入探索学校教育标准

与行业标准以及就业准入标准的结合袁 以社会为中心

导向教育行为袁通过学校有效的运营袁形成对于社会需

求的快速反应机制遥
二是教科合作袁学校确立服务的面向遥 学校以野项

目搭台袁研学相辅冶袁形成技术应用科研的主导方向袁把
握校企技术合作的切入口袁使教学尧科研尧行业企业科

技开发项目相结合袁教师围绕教学内容承接合作项目袁
根据技术合作项目开展教学袁 既有效提高科研效率和

服务水准袁也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和水平遥
三是校企结合袁学校形成教育的特色遥 学校以野需

求导向尧教育匹配冶袁把产业的业态变化和企业的人才

战略作为跟踪尧研究和服务的对象袁参与企业的市场分

析尧发展规划尧产品开发尧人员培训尧技术攻关等方案的

制定和实施袁并反馈到教学中袁以行业标准不断调整专

业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及能力标准尧 课程体系和教学

内容尧实习实训和毕业设计袁以及师资培养的要求等遥
具体而言袁杉达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坚持野四个途

径冶和野五项措施冶遥
途径一袁总体贯彻野基于资源观的大学发展战略冶遥

高校袁尤其是民办高校袁只有不断获得外部资源和取得

外部支持袁不断地增强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袁才能维持

自身的竞争优势袁这是基本战略与基本途径遥 一方面袁
教育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袁通过地方政府尧行业企业尧
社会力量多元的经费资源筹措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袁
不断吸引政策红利与社会资金袁 保证学校规模效益与

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曰而对学校运行而言袁必须量入为

出袁按需配置袁合理安排经费资源袁建设重点突出袁配置

重在绩效遥 另一方面袁教育人力资源优化配置袁通过政

策导向和内部制度激励袁 不断提高生源质量和师资队

伍质量曰 学校与社会共同开拓教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能力的路径袁搭建科技开发的平台袁制定教学科研的激

励政策袁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应用型人才培养遥
途径二袁需求对接袁错位布局遥 学校重点抓好学科

专业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这两个形态布局袁 进而解决

李 进 上海杉达学院转型发展的战略思考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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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两个形态布局的资源匹配和管理匹配两大问

题遥 学校特别注重非均衡发展中的增长极渊Growth
Pole冤问题袁就经济现象而言袁如果存在一个经济集聚发

展的区域空间袁 位于这个区域空间中的某个引领性或

推进性的发展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遥 在一个区域

空间袁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袁而是往往以不

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极上袁 这些增长极通过不

同的方式和渠道辐射并扩展袁 进而对整个经济产生由

点而面的关键性拉动作用遥 教育也有相同的现象袁应用

型教育尧民办教育可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形成增长极遥
一定意义上袁鉴于社会需求的直接性和急迫性袁应用型

人才培养和民办高校的体制机制创新可以成为高等教

育改革的突破口袁 杉达学院的实践所瞄准的正是这一

错位点与增长点遥
由此袁学校重点建设五大专业群院服务上海外向型

经济与国家自贸区的金融尧贸易尧物流尧管理专业群曰服
务上海信息产业的计算机技术尧软件工程尧数据工程尧
电子商务尧传感技术专业群曰服务上海外向型经济和国

际化大都市建设需要的应用外语专业群曰 服务上海健

康与医疗服务业的护理尧康复尧卫生教育尧环境和食品

安全专业群曰 服务上海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区和上海迪

斯尼度假区的旅游尧酒店等休闲服务专业群遥 积极培育

三大专业群院服务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艺术设计尧新媒

体尧时尚服装与服饰专业群曰服务上海现代装备和制造

业的智能制造专业群曰 服务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航海

与航空服务专业群遥
途径三袁产教融合袁跨界让渡遥 学校与社会力量围

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共同目标袁 最大限度地平衡各方

利益袁双方或多方合理实施合作的权利尧价值和利益的

让出并转移袁同时获得另外形式的利益袁如学校的实验

实训使用权尧培养方案制定权尧招生选拔权尧质量评价

权尧教师聘任权等袁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袁以柔性化

的思维方式实施柔性合作遥 就是以灵活和融合的方式

快速满足合作方的个性需求和变化需求袁 学校科技研

发力量与智力资源积极输出袁 企业智力资源相应的融

入袁实施包容性合作袁建立共存共生的合作体制和互利

互益的运行机制袁 以政策的足够灵活性和合作的前瞻

敏感性与快速反应性袁 针对不同的需求袁 设计一体化

的尧 整合的价值链袁 搭建不同的平台和提供适合的服

务遥 如探索混合所有制的体制机制袁合作育人袁合作就

业袁注重把行业岗位培训前置到校内教学模块中袁通过

和企业行业共建实验实训平台袁以资金尧技术尧专利等

方式出资袁实现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遥
途径四袁国际合作袁校本开发遥 以应用型人才培养

为核心袁通过国际合作促进教育观念更新尧视野与境界

的扩展尧办学声望的积累尧办学资源的集聚遥 国际合作

专业从课程体系出发袁开发全英语课程体系袁形成一体

化的培养方案和评价标准尧打造中外教师团队袁营造跨

文化教育的氛围袁着力于让学生具备国际交流尧理解尧
合作尧竞争的能力袁真正实现野课程内容对接尧实践环节

互通尧选拔标准互认尧学分学位互认冶遥 尤其是国际课程

模块的相互嵌入袁 以及相配套的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

的引入袁 整体设计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的训

练袁 提高应用型人才的跨文化实践能力以及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基本素质遥
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运行途径袁学

校积极采取五个方面的具体措施院
措施一袁教学改革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切入遥 培养

方案按以下原则制定院一是少学时袁多模块袁严格控制

和压缩课内总学时数袁实施模块式教学袁尤其是设计好

跨学科专业的综合实验实习模块袁 给学生充分自主学

习的时间和空间袁使学生得到个性发展曰二是短课时袁
长控制袁 一般课程实行短课时袁 形成系列目标控制课

程袁并实施结果控制袁教学要求不仅在课堂教学袁更重

要的是在学生课外的自主学习中达到袁与此相配套袁图
书馆信息共享中心尧信息科学自主学习平台尧外语自主

学习平台尧综合实验实习中心尧创新创业孵化中心尧共
享课程中心 渊慕课冤 以及教师答疑指导全天候开放服

务曰三是少封闭尧多开放袁在教学方法上袁以野人原人交

互冶为主要渠道袁设计翻转课堂教学尧开放教学袁通过现

场尧课题尧案例等途径袁将知识尧技术技能的教学活动渗

透到素质教育的各种情景中曰四是多形式袁高技术袁在
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上袁以野人原机交互冶为辅助方法袁
组合各种有效方式袁 最大限度地增加单位教学时间的

信息量袁 最大限度地增强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考核力度袁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尧主动

性遥 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以野夯实基础尧能力

导向尧注重应用冶为原则的课程体系袁以野实验尧实习尧实
训尧社会实践尧毕业设计冶为主要环节的实践教学体系袁
以野过程管理袁多方监控冶为重点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遥

措施二袁育人从自主学习平台切入遥 参照美国佐治

亚格威内特学院设置野过渡学院冶开展新生自我适应尧

Li Jin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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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的经验袁实行野1+3冶校区功能布局调整袁即一

年级新生集中在嘉善校区袁 建立信息科学自主学习平

台尧外语自主学习平台尧演讲自主学习平台袁面向学生

全天候开放袁着重本科新生的野特长素质教育冶袁引导学

生野自信自强冶的自主学习袁帮助学生打好专业学习基

础袁塑造外语尧计算机能力特长和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

能力袁激发和拓展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与职业视野袁适
时放开自主选择专业袁引导学生理性设计职业生涯遥

措施三袁特色从复合交叉平台切入遥 学校特色必须

有专业载体袁 而专业载体所体现的特色是具有交叉复

合基础的遥 学校建立国际商务综合实验实训中心尧现代

服务外包综合实验实训中心尧 网络新媒体综合实验实

训中心尧 国际医技综合实验实训中心等专业复合交叉

平台袁各相关专业和跨专业开展综合实践教学袁实施创

新创业校内孵化袁引入行业企业项目研发和技术培训遥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必须实现四个转变袁 即模

拟型向实战型转变袁限制型向自主型转变袁验证型向创

造型转变袁单一型向综合型转变遥
措施四袁校企合作从体制改革切入遥 应用型大学是

一所相互作用大学袁在学校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袁不是

以学校为中心袁而是野以他方为中心冶袁即以社会的需

求尧行业企业的需求为中心遥 学校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的

需求尧企业行业的需求袁实施野雇主商定冶原则遥 学校围

绕行业资格框架袁形成野主体多元尧模式灵活尧相互作

用尧社会满意冶的产学合作教育格局遥
措施五袁人力资源从机制改革切入遥 建立人才培养

培训制度袁保障发展机会袁实现教师队伍由知识传播型

向实践应用型转变袁 同时提高教师团队的整体科研服

务能力遥 一方面袁注重国际竞争力的培育袁为企业提供

具有国际标准素质的本土人才曰另一方面袁注重核心竞

争力的培育袁为企业提供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袁
而这两方面竞争力的培育袁 则是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

并重袁在资源共享的平台上袁相互补充袁相互促进遥
三尧实践多元模式袁形成学校特色袁助力每一个学

生的终身发展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野创新教育模式冶需要回答三个

问题院 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

习钥我们营造什么样的学校钥毋庸置疑袁野应用型人才培

养冶重点突出的是野知识尧能力尧素质冶三维的综合评价袁
面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形势的变化袁 通过改变长期

以来形成的运作规则袁构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袁获取更

大的发展空间遥 坚守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袁获
得丰富的野应用性冶绩效袁已成为学校特色发展尧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经验遥 杉达学院的实践要持续地在以下四

个方面展开院
第一方面袁特长素质教育模式遥 应用型人才培养过

程要注重基础环节袁学校根据生源特点抓好起步袁在以

野特长素质教育冶为核心的大学基础教育阶段袁着力培

养学生野学会学习袁学会做事袁学会共处袁学会发展冶的
基本学习能力和行为习惯遥 根据毕业生基本工作能力

总体满意度包含理解与交流能力尧科学思维能力尧管理

能力尧应用分析能力尧动手能力等要素袁以及用人单位

对杉达学院毕业生的评价是综合素质好尧 理解与交流

能力佳尧 岗位的适应性强的客观情况袁 学校优化设计

叶职业生涯教育曳叶创新创业教育曳叶大学生心理健康曳等
通识课程袁 并加强专业课程与通识课程之间的协调与

整合袁以信息科学尧外语尧演讲自主学习平台培养学生

能力特长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袁集中的习惯养成

教育进而会形成良好的学风尧教风与校风袁会深刻影响

学生本科全阶段的学习状态遥
第二方面袁校企深度合作育人模式遥 应用型人才

培养过程要注重实践环节袁学校深化产教融合尧校企

合作袁与合作企业建立紧密联系袁共同研制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尧人才培养质量标准袁共同设计课程尧开发教

材尧指导毕业论文袁为学生提供校外实践教学操作条

件袁并选派专业人员到校兼课袁构建起多样化的校企

深度合作育人模式遥 一是与大中型企业合作成立二级

学院袁实施理事会管理模式袁面向行业办学袁探索订单

培养曰 二是与企业合作开展教学培训与毕业设计袁积
极探索专业课程置换尧毕业设计尧海外实习等野嵌入

式冶合作方式袁用行业最新的专业技术培训课程置换

部分专业选修课袁以综合性项目实践为主线构建递进

式实践教学体系袁实行学校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野双
导师冶制曰三是与企业共建实践教学基地袁构建以应用

为导向的课程体系袁将实践教学环节融入本科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袁为学生实习提供真实的环境尧先进的设

备尧一流的带教老师遥
第三方面袁国际合作办学模式遥 应用型人才培养过

程要注重汲取国际教育创新理念和策略袁 学校开放办

学视野袁学习国际先进办学理念袁借鉴国际办学模式袁
与国外合作伙伴共同制定合作办学项目的人才培养方

案袁实行学分互认袁不断拓展师生海外学习项目曰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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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教师和具有国际背景的优秀教师袁 组建中外教学

团队袁利用国际优质课程资源袁改革教学内容尧教学方

法和考核方式袁尤其是开拓境内外的国际实践项目袁为
学生提供国际化的实习实践环境和实际训练遥

第四方面袁创新创业教育模式遥 应用型人才培养不

但要强调学生应用实践技能训练袁 还要注重其创新创

业能力的培养遥 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应用型人才

培养全过程袁核心是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尧创业意识和

创新创业能力遥 学校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原则袁让用

人单位参与制定培养方案并参与培养过程袁 整合师资

力量开设创新创业的选修课程袁 组织指导各种技能竞

赛活动和创新创业项目袁 建设双师结构师资队伍的实

践基地袁建立野课程尧培训尧实践尧服务冶四位一体的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袁形成富有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袁将
了解市场需求与参与创业实践前置到学校的教学之

中袁让学生了解市场规律袁并按照市场规律做自己的设

计袁使学生有机会体验到创业艰难过程袁从而提高风险

防范意识和市场竞争能力遥
四尧遵循教育规律袁塑造文化环境袁综合发挥人才

培养全员力量

应用型人才培养是系统工程袁 必须遵循高等教育

发展的规律袁实施学校发展综合改革袁破解深层次的瓶

颈问题袁形成制度文化遥 制度文化是围绕应用型人才培

养价值观的一系列制度袁 以及内化为行为主体自律行

为的文化状态袁同时袁也体现为制度在治理中的执行情

况遥制度形成文化约束袁也激发文化自觉遥一方面袁制度

文化要求对具有科学性的制度坚定不移地执行袁 另一

方面袁制度文化提倡人们不断提高执行制度的自觉性遥
学校在推进工作中抓住三个关键词院 教育的根本

在于野育冶袁即大学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袁育人要提高道德

素养尧提升全面素质曰改革的根本在于野制冶袁即要建立

现代大学制度袁从体制尧机制尧法制角度深化教学改革曰
发展的根本在于野人冶袁即教育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

人的发展袁受教育者尧教育者都有一个发展权利尧教育

公平的问题遥 应用型人才培养围绕着野育冶野制冶野人冶去
下功夫袁在具体的运作中以学生为主体袁教师为主导袁
管理为主线袁即通过现代的治理体系和有效的管理袁充
分体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

用遥
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与教学规律实施应用型人才培

养袁结构合理的高素质师资队伍是重中之重袁师资队伍

建设不仅仅是教师教学技能的培养袁 更重要的是教师

社会视野尧行业经验尧教育气质的培养袁最重要的是文

化熏陶与价值认同遥 有两个观点需要强调院
一是民办本科高校教师需要野换骨冶袁就是要挺立

教师的知识尧技能尧素质的骨架袁形成从事应用型教学

的智能框架遥 必须要考虑院区域经济的定位尧人才规格

的导向尧专业集群的架构尧培养模式的创新尧课程体系

的布局尧产学合作的框图尧双师素质的养成尧教学质量

的监控曰必须牢记院野社会需求冶是第一利益袁学校整体

发展是首要道理袁野顾客满意冶是第一原则袁学生全面发

展是首要任务遥
二是民办本科高校教师需要野脱毛冶袁就是说教师

要不断更新观念袁更新知识袁更新技能袁在业务上形成

持续发展的态势遥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院我尽可能地使自

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袁 像李比希所

说的野脱毛冶遥 李比希是德国化学家袁他曾说过袁化学正

在取得异常迅速的成就袁 而希望赶上它的化学家则处

于不断脱毛的状态曰 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

落下来袁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袁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

轻快遥 民办高校教师迫切需要应用型教学的野新毛冶遥
同时袁 民办本科高校师资队伍有三个建设方面的

问题必须加以重视院
第一袁建设导向遥 民办本科高校要根据人才规格的

定位袁实现师资转型袁也就是要围绕培养应用型人才袁
教师要拓展职前职后一体化教育的综合素质袁 体现在

专业教师的行业素养和行业经历上遥 学校优化专业师

资队伍袁基本的要求是双师素质袁基本的形态是双师结

构袁聘请行业企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到学校兼职袁
逐步形成实践实训尧 技术技能课程主要由具有相应技

术技能水平的高素质兼职教师讲授的机制袁 保障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质量遥 一方面袁要着力引进和培养一支学

科带头人尧专业带头人队伍袁他们是学校师资队伍的脊

梁袁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靠他们把控袁教学质量工程的

项目靠他们实施袁学校的整体实力靠他们支撑遥 另一方

面袁师德为先袁即强化师德师风建设袁带动学风建设尧校
风建设袁充分发挥教师发展中心作用袁搭建专业发展平

台和工作机制袁以学科专业带头人为标杆袁促进全体教

师专业成长遥
第二袁建设内涵遥 民办本科高校要着力提升教师的

教学能力和学校的管理水平袁落脚到在三个竞争力上院
学生的学习核心竞争力尧教师的教学核心竞争力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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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核心竞争力遥 教师是搞教学的袁著名艺术史家贡

布里希说野没有艺术这回事袁只有艺术家冶袁这里借用并

转义一下袁野没有教学这回事袁只有教师冶遥 艺术是跟人

走的袁人在艺术在袁在这个意义上袁教学是跟人走的袁人
在教学在袁人优教学优遥 问题在于院民办本科高校袁人如

何在钥 人如何优钥 如何留住我们的教师袁如何使我们的

教师真正按照培养目标尧人才规格去教好我们的学生遥
一个核心的问题是院 民办本科高校教师对应用型人才

培养方案的认同和执行遥 民办本科高校聘请了相当部

分研究型高校的教师袁 能不能认同和执行好应用型人

才培养方案钥 刚毕业的博士硕士老师明不明白应用型

人才培养方案的关键环节袁如何去执行教学计划钥 这些

教师开展产学研结合教学的经历与素养袁是很关键的袁
民办本科高校要营造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环境袁 要培训

教师具有组织和实施产学研合作教学的经验与能力袁
也就是说袁使教师切实把握应用型的人才规格尧校企合

作的培养方案尧理实一体的课程体系尧嵌入实践的教学

方法尧社会评价的质量标准遥
第三袁建设路径遥 民办本科高校通过专业建设来集

聚师资队伍袁通过校社联动来锤炼师资队伍遥 专业建设

集聚袁推进教师队伍素质整体提升与结构的整体优化袁
保持学校和社会共同质量标准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

学水平曰专业水平发展袁推进教师的专业化职业训练与

专业化水平发展袁 保持校社共同质量标准的教师发展

水平遥 骨干教师是学校发展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中流

砥柱袁 青年教师是学校发展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后劲

所在袁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袁创新靠团队袁发展靠

梯队袁质量靠全员曰传统靠传承袁绝活靠帮带袁机制靠激

活遥 理所当然袁学校必须竭力为教师发展创造条件袁千
方百计改善教师工作环境和待遇袁 依法保障教师的合

法权益遥 学校坚持野个人事业与学校事业同步发展袁教
职工福利与学校实力同步提高冶的基本原则袁保证教职

工基本福利每年有递增袁 为每一个教职工提供发展平

台袁倡导做好学校发展的每件事袁创造个人发展的每一

个机会遥
总之袁 学校转型发展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本质上是

一个教学实践问题袁但在实践过程中袁我们需要教育思

想的引领和教学思想的指导袁同时必须强化野审辨性思

维冶袁不断对教学实践的探索进行反思和总结袁加强对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过程特征和目标要求的研究袁 根据

野一般冶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思想袁形成野个别冶的教育教

学理念袁即符合学校实际的尧具有学校特色的实践观念

和教学经验袁 并提炼出学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

思路与运作规范遥 杉达学院面对野十三五冶发展的新形

势尧新需求和新挑战袁提出野与众不同袁追求品质袁塑造

未来冶的核心发展理念袁立足建设应用型尧国际化的高

水平民办大学袁注重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袁将继续为培养

社会经济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释放能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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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问题要要要儒学自身是精华与糟粕的统一体遥 儒学的新展开需要突破自己尧超越自己袁让野个我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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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developments in Confucianism are a must in the Chinization of Marxism, and are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basis and character of China忆s national culture. Confucian traditions are the 义Chinese elements义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义cultural genes义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New developments in Confucianism need
to absorb on a broad basis the strengths of human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In its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s there has
to be a guiding explanatory system. The innovations also need to confront a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issue, which is that
Confucianism has its pros and cons as well. New developments in Confucianism need to made breakthroughs and sur鄄
passes of the original, to truly establish 义the individual me义 in the present age, and to further spread the ideas, voices
and behaviors of 义harmony义 in this world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like the internet and Big Data.
Keywords: the Chinization of Marxism, Marxist theories, socialist core values, new developments in Confucianism

The New Development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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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院 一方面

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袁 另一方面要与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野活着冶的文化传统相结合遥 以儒学

为主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也需要有一个新的开

展袁它不仅关乎中国梦的实现袁还关乎世界文明的进一

步向前推进遥 儒学的新开展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曰 而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华大地上

生根尧开花尧结果又必须要适应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土

壤遥 那么袁儒学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得以

新开展呢钥
一尧儒学的新开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

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理论体系或理论创新遥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在动态中演化袁向未来不断展开的

过程遥 今天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袁主要是指用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即世界观尧方法论尧立场尧观点

来分析解答尧解决中国当下的实际问题曰以时代精神

为坐标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野活着的冶文化传统袁使得

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

的中国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要要要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一种新的形

态遥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袁无论在传播方面尧运用方面

还是创新方面都应既指向中国的现代化袁又要追溯中

国现代化的历史和野活着的冶文化传统袁来探求互联网

时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内在规律袁探究如何充

分开发每个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潜能袁为人民创

造福祉袁切实让人民有获得感等一系列中国社会迫切

要解决的问题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承接中国的优秀文化传

统尧顺应时代精神袁创造出一种新的思想尧理念来解决

中国当下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袁 在动态中把两个根基

中的思想文化和理论在时代精神这个坐标系的参照

下袁同时借鉴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一切成果即积极因素袁
为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袁 创新出一种新的理

论要要要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遥 在这个新成

果中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尧方法论和立场尧观
点袁也不能没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理念袁 又有中国人在 2
000 年前叶礼记窑礼运曳中讲的野大同理想冶曰既有社会主

义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袁又有仁爱尧合和尧厚德尧自强不

息的儒学精髓等人文价值和精神曰 既有儒家政治哲学

以野义理冶精神为主旨的凸显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制度层

面的人文基因袁 又有现代法治思想突出人的权利与义

务之统一的法权人格观念曰 既强调儒家君子人格的道

德修养之于治国理政者本身修养自己人格的重要性袁
又强调要树立依法治国的法治思维方式来处理日常事

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噎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社会

主义的新的解释袁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袁马克思尧列宁

都没有讲过遥 毛泽东曾告诫我们院野必须继承从孔夫子

到孙中山的文化历史遗产冶袁反对野言必称希腊袁对于自

己的祖宗袁则对不住袁忘记了冶[1]遥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院
野老祖宗不能丢啊浴 冶[2]毛泽东和邓小平所谈到的野老祖

宗冶袁实际上都是指两个根基都不能丢遥
两个根基的有机结合 渊同时离不开西方的智慧等

人类文明的结晶冤用以探讨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袁所
取得的成果袁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袁亦即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进程要要要这是一个

正走在路上袁未完成的形态遥 在这个进程中袁中国传统

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为母体性尧 根源性和民族性的中国

元素将会不断融入其间遥 在革命战争年代袁为了砸碎一

个旧世界袁 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易被当作糟粕来批

判袁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还没来得及加以创造性

转化和应用遥 儒学的新开展实际上是指它应该怎样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得以健康发展袁 使得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能切实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袁 使以儒学

为主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克服自身的弱点袁 发挥

自己的优长曰 使两个思想来源在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发

展进程中得以和谐相处曰 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路自信尧制度自信尧理论自信有一个民族文化的个性特

征要要要文化自信作为其根基遥
儒学的新开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袁 是确立文化自信的关节

点袁是支撑道路自信尧制度自信尧理论自信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的底蕴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

华文明尧 中国传统文化与全人类先进的文化和文明不

断交融的过程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要处理好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正反两

方面的遗存和影响效用的问题袁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民族文化的根本性的大问题遥
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实质就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展开的进程遥 对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和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袁以及对历史经验和教训

邵龙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儒学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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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汲取都应该建立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遥 马克思主义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崇高的价值理念和目标之所

以能满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

是把握这个世界和时代最好的理论工具尧最好的分析

工具袁野是解释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好的理论

框架冶[3]遥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必然结果遥
二尧儒学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儒学在今天并没有进入博物馆袁它一直野活着冶袁现
在正呈现野一阳开来冶的新气象遥 儒学传统从来不是孤

立发展的袁早在其产生的源头袁叶易经曳生出儒道两家时

它们就在碰撞中对话尧交融遥 进入近代后袁儒学在野只手

打孔家店冶的社会情势中袁又遭遇自由主义尧激进主义

渊后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冤的挑战袁但是儒学传统并没

有彻底中断和死亡袁 没有停止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对话袁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袁在中尧西尧马互释中积蓄

力量遥 港台新儒家和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产生了不少成

果袁 这些成果对唤醒大陆的学者关注对儒学和中国传

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不小的影响作用袁 它也为今天儒学

的新开展提供了丰厚的资料和难得的启示遥 在大陆袁从
新中国建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袁儒学命运多舛袁屡遭磨

难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袁儒学作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传

统袁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血脉越来越为人们重视袁尤其是

今天袁呈现了野一阳开来冶的新气象遥 习近平同志发表关

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野四个讲清楚冶的系列讲话之后袁
儒学传统提升到儒家文明尧亚洲文明的高度袁特别强调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突出的优

势袁是我们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的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袁 是我们与世界上各

种文明尧各国的民族文化交流尧对话的原生性的文明体

系和文化样态遥
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学经典如叶周易曳叶尚书曳叶中庸曳

是历史的遗迹袁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袁
但作为文化传统的儒学的影响作用则是千百年来的历

史演化尧连续留存袁是动态的尧鲜活的袁是过去到现在袁
以至于朝着无尽的未来展开的一种精神性存在遥 传统

社会一大批目不识丁的山村父老尧 没有文字能力的母

亲袁 成为中国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和伦理道德代代相

传的传达者遥 孔子三岁丧父袁可以说没有得到父亲的慈

爱袁孟子也差不多袁宋明儒学的思想家无一例外都受到

母亲的身教之影响[4]遥

自西汉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起袁2 000 多年来儒

学对中华民族精神尧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影响最为深刻袁
它已经野渗入到社会机体的每个领域袁每一个毛孔曰无
论它的精华抑或糟粕都是以文化传统遗存的方式在社

会生活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袁 融化在每个人的血

液里和日常生活的行为中噎噎不管有人主张要复兴儒

学袁回归传统袁还是主张彻底批判传统袁贬低儒学袁都说

明传统是不能割断和舍弃的遥 我们不可能抛开传统袁就
好像我们不可能握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遥 冶[4]

儒学传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野中国元素冶袁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野文化基因冶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国传统文化野四个讲清楚冶中说道院野要讲清楚每个国

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尧文化积淀尧基本国情不同袁其发

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曰 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袁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尧发
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曰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突出优势袁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曰讲清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尧 反映中国人

民意愿尧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袁有着深厚历史

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遥 冶在这里袁第一句话讲的是世界

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都有自己的历史

积淀和传统文化袁 从而形成了自己发展道路的个性和

特色遥 第二句话是讲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

丰厚滋养遥 中华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袁中华文化包括

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尧近现代的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遥
中华文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袁 当然

是在路上的要要要并没有成为完成状态的成果遥 第三句

话是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突出的优势袁 从理论

上来讲这是经过去粗取精尧 去伪存真后的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髓袁这就是之所以要讲清楚的原因尧关键和要害

之所在遥 最后一句话是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文化底蕴袁 这个文化底蕴从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上来

看就是儒道佛传统文化和诸子百家等袁 同时包括近现

代文化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的文化尧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遥 中国特色尧中国模

式尧中国形象的实质不是向西方的模式转型袁而是在中

西古今交融比较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变革遥 这个制

度变革的走向是马克思主义崇高的价值理念要要要共产

主义社会袁是要实现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冶和野自由人的

联合体冶的社会理想遥 而它的中国形式就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袁 我们无论怎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思想理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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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因素袁 我们的文明的根基或文化基因还是中国特

有的袁 是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源远流长的中华

文化遥
基于上述的分析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下中国

社会袁 实际上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

民族文化的底蕴和滋养袁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结合要要要使源自欧洲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根据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转化为一种更

能适应尧解答符合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尧文化传统

和社会心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遥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结合袁 有利于实现中国社

会走向富强尧民主尧文明尧和谐的中国梦要要要能使中国

人民过上更加幸福尧快乐尧安详的理想生活遥
三尧儒学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程中的开展方式

1援 儒学的新开展要广泛吸取他人即人类文明和文

化的优长袁在综合创新中不能离开主导性的解释系统遥
今天的时代有人说是新的轴心时代袁 我认为这种

说法颇有意味遥 新的轴心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古今中

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遥 现代新儒家的价值在于他们的

研究是基于中西古今比较的视域袁 它的缺失是并不了

解大陆的现实社会袁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袁更不了解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

代化都是一个综合创新的过程遥 当下有人提出野有机马

克思主义冶的概念袁认为野因其独特的中国元素而特别

引人瞩目遥 有机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精髓袁 借鉴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智慧袁结合有机哲学袁对经典马克思

主义有所发展遥 在精神实质上袁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深度契合遥 冶[5]赞成上述论

者的一些学者认为袁现在人类文明已走向新的文明袁目
前在地球上所有国家最有可能引领人类走向新文明的

是中国遥 其理由在于院其一袁中国具有以儒学为主的中

国传统文化的丰富的思想资源曰其二袁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是应用于中国社会伟大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曰其
三袁中国受到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影响袁这是一种野有
机马克思主义冶的理论形态遥 伴随新的轴心时代的新文

明的是新哲学尧新理念遥 这种新哲学尧新理念的关键词

就是强调系统尧整体与协调尧和谐遥 个人与他人形成整

体袁发展模式形成整体袁过去尧现在和将来连成整体遥 这

是很有意味的遥 我们的战略思想野四个全面冶和野五大发

展理念冶渊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冤的哲学基础是

什么钥 就是系统尧整体尧协调尧和谐和联系的思维方式或

智慧遥 野创新冶发展把过去要现在要将来连在一起袁使反

思性尧前瞻性和开拓性结合起来袁是从大历史观到放眼

整个世界来讲创新遥 野协调冶发展是野因应发展失衡和不

可持续而生袁是发展的实际倒逼而来袁也是因时而动尧
应势而为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自觉选择遥 冶[6]

儒学的新开展必然面临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

态尧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碰撞袁这种对话尧交流或交锋

的过程是一个综合过程遥 这个综合的过程有一个野各打

各的锣冶的过程袁互相吵架尧相互排斥的过程袁然后共识

逐渐地越来越多遥
野创新冶要有立足点和参照系袁不能随心所欲袁总是

在继承下来的历史条件下创新遥 儒学传统是中华民族

发展到今天的主要源流之一袁 它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形

态尧制度机制的影响是无法漠视的遥 如同上述袁无论是

积极方面的影响袁 抑或消极方面的影响都绕不开儒家

传统这个母体性尧根源性尧民族性的文化传统的根基遥
在中华大地上袁 这个综合创新的过程要与主导性

的解释系统相适应遥 这个主导性的解释系统就是野中国

梦冶和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顶层设计冶袁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在思想尧价值尧信仰层面的主导思想袁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遥 这个主导

思想的力量不是来源于理论本身的逻辑力量袁 而是来

自于它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尧 遵行并为之努力奋斗的

程度和情状遥
2. 儒学在今天的新开展必须正视一个既是历史的

又是现实的问题要要要儒学自身是精华与糟粕的统一体遥
可以这样说袁 没有反思批判作为前提和基础也就

没有继承和弘扬袁 这个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

性问题现在却被忽视了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始

终应伴随这种反思以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动

态过程遥 这个过程不仅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和历

史演化的经验和教训袁还必须针对野活着的冶传统对现

实的影响袁针对现实的社会问题提出问题尧确立问题尧
展开问题尧回答和解决问题遥 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展开的过程遥 习近平同志指

出院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

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曰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讲仁爱尧重民本尧守诚信尧崇正义尧尚和合尧求大

同的时代价值遥 冶他还曾与记者交谈说院野古诗文经典已

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袁成了我们的基因遥 我们现在一说

邵龙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儒学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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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袁都是小时候记下的遥 语文课应

该学古诗文经典袁 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

下去遥 冶他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野四个讲清楚冶的系列

讲话寓意十分深刻袁但不能因为习近平同志曾说过野中
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突出的优势冶野是我们深厚的文化软

实力冶袁就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是精华了遥 习近平同

志也还讲过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野要取其精华袁剔除其糟

粕袁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和弘扬袁要为我所用遥 冶儒学是

有其弊端的袁它强调君权至上袁维护等级结构袁维护皇

权体制下的人治实质袁崇尚官本位袁张扬道德理性和人

文主义而忽视科学理性精神曰崇尚生存智慧袁忽视理性

的逻辑思维遥 儒学的局限不是儒学本身的局限袁而是与

它所置身的时代尧社会和文化环境有关袁而且这些弊端

并不是儒学独有袁一些弊端是法家的尧道家的或其他文

化类型或流派的袁 但都是出自宗法专制主义的传统社

会遥 认识到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这一局限袁有利于

营造崇尚科学理性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袁 使儒学的德性

人文智慧去拥抱源自古希腊和近代文艺复兴尧 启蒙运

动的科学理性智慧袁使儒学具有更强的包容性遥
3. 儒学的新展开需要突破自己尧超越自己袁让野个

我冶真正在当代站立起来遥
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传统社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

之一袁野民为邦本冶尧野水能载舟袁亦能覆舟冶袁在历代给予

统治者以警示效用遥 宽猛相济尧教化与刑罚结合袁强调

野谨痒序之教袁申之以孝悌之义冶是其治国方略遥 但是民

本的实质是野君主民冶袁民本不是民权袁更不是民主袁民
本与专制常常联系在一起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执政理念袁要建立法治中国袁要靠社会主义的民

主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遥 在民主问题上我们

不能简单认同西方的宪政民主袁 却又不能不虚心学习

西方的法律传统尧 西方的政治思想的传统和实际政治

治理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遥 我们今天强调

的依法治国的方略相当程度上是学习尧 消化了西方的

法律思想和理论并根据中国的实际在实践中创造出来

的遥 我们今天应该特别重视培植野个体冶的法权人格袁使
得儒家传统的伦理至上转化为野法律至上尧权力制约尧
人权保障尧正当程序冶的依法治国方略下的道德自觉和

伦理精神袁凸显个体的权力和义务的统一袁凸显每一个

中国公民都应该确立起自尊尧自爱尧自信尧自强的法权

人格袁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尧社会公共利益敢于站出来

说话袁敢于与不良的行为作斗争袁尤其是敢于与腐败的

官员作斗争遥 以上这些依法治国的关键词已经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思想理念体系和法治思维方式

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只有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中袁
每一野个我冶才能迸发出创造力遥 儒家的野生生之为德冶袁
野天地之大德曰生冶袁注重野生化冶野创化冶野演化冶袁都要提

倡不断推陈出新袁使得思想和心灵得到解放遥 儒家的这

些思想理念的作用应在创新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动力中

寻找契机袁营造人人得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尧法律信

仰和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相互依存和促进

的社会氛围和环境遥 儒学的新开展必须致力于让每个

人都能在野四个全面冶的战略部署下袁深刻认识和理解

野四个全面冶和野五大发展理念冶的真义和实质要要要使每

一个体野自我冶能够真正站立起来遥 人人都要学会反思

和批判在自己身上遗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积习袁
譬如崇尚野官本位冶尧明哲保身尧不敢为坚持正义说话和

做事袁 在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讲真话时却当起了 野和事

佬冶遥 唯有每一个体的自我真正站立起来才能营造起和

谐尧平等尧自由尧民主尧公平尧正义的社会环境袁才能使得

整个社会上上下下迸发出社会创造力遥
4. 儒学在今天的新开展应当进一步通过互联网+尧

大数据的信息社会特点向世界传播野和谐冶理念尧声音

和行为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离不开世界袁 我们强调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

动遥 当今世界的各种动荡不安折射了某些国家尧民族尧
组织尧团体存在鼓吹与世界和平相反的论调遥

当今世界存在着国家尧宗教尧意识形态尧社会制度

的差异尧分歧和对立遥 正是这些不同尧分歧和对立的国

家和国家的关系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遥 在这个命运

共同体中袁不同信仰尧不同制度尧不同民族和国家应该

和平共处袁有序竞争袁在求同存异中逐步消除误解和对

立袁这是人类理性选择世界未来的必然归宿遥 2013 年 3
月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袁
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对人类走向的中国判断遥 其后袁习近

平多次谈到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遥 习近平的这方面讲话

意在寻求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袁 在国与国的交往

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7]遥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有自己的经典袁 而经典的形成

也就是文化的形成遥 其带有原创性袁带有开放性袁可以

允许各种不同的解释袁它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发展袁

Shao Longbao The New Development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Process of Marxism忆s Chi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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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不是固定的遥 经学就是中华民族从远古一直到近

代的精神现象学尧精神发展史遥 精神由开辟尧发展袁到壮

大袁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袁这就是精神的支柱遥
野中国的智慧在周易袁周易的智慧在和谐冶遥 就易道的价

值理想而言袁它追求一种以野太和冶为最高目标的天与

人尧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遥 先秦各家普遍地把天人和

谐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袁 他们一方面援引天道来论证

人道袁 把天道的自然规律看作是人类社会合理性的根

据曰另一方面又按照人道来塑天道袁把人们对合理的社

会存在的主观理想投射到客观的自然规律之上遥 只是

各家对这种整体和谐的论述袁有的比较侧重于天道袁有

的比较侧重于人道遥 叶周易曳在叶乾卦窑彖传曳中提出了

野太和冶的思想袁认为野乾道变化袁各正性命袁保合太和袁
乃利贞遥首出庶物袁万国咸宁遥 冶这是先秦各家中对整体

和谐的最完美的论述袁 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价

值理想遥
在当今世界袁 儒学的和谐思想和理念可以大有作

为袁可以通过外交尧学术交流尧文明和文化对话尧教育合

作尧 艺术交流等途径讲好中国的故事尧 中国的思想理

念袁传播中国的声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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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生态环境和我国能源资源的状况迫切要求我国能源低碳转型发展遥 能源低碳转型发展的关键在于

能源法律制度转型袁法律转型是能源低碳转型发展的强力助推器遥 碳税制度作为减排法律制度的关键组成袁在能源

低碳转型发展法律制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遥在中国是否开征碳税争议巨大袁其他国家同样也是如此遥澳大利亚

废除碳税的做法成为利益集团影响下的碳税野政治闹剧冶袁意味着澳大利亚能源低碳转型发展努力的失败遥 征收碳

税对我国经济影响比较有限袁但对二氧化碳减排意义重大袁政府应研究并推出碳税及其配套制度袁推动我国经济增

长模式顺利转变袁实现可持续发展遥
揖关键词铱 低碳曰转型曰碳税曰节能减排曰二氧化碳

Abstract: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the status quo of our energy reserves urgently demand China忆s transition to鄄
wards a low-carbon economy. As a key element of low carbon development, the transition of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
boosts the process of energy transition. Carbon taxes are a very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he legal institution of energy
transition, but the introduction of carbon tax is likely to be controversial. Similar situations have occurred in other coun
tries. Abolishment of the carbon tax in Australia actually became a political dram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levant interest
groups, signifying the failure of Australia忆s transitional efforts to a low-carbon economy. Carbon tax忆s impact on China忆s
economy is relatively limited, bu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reduc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he government should
launch a carbon tax and supporting system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l and achieve sustain鄄
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words: low carbon, transition, carbon tax,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carbon dio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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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税渊carbon tax冤是二氧化碳排放税的简称袁最早

由芬兰于 1990 年开始征收袁随后两年内荷兰尧瑞典尧挪
威等国也相继开始征收碳税遥 目前袁英国尧意大利尧德
国尧 新西兰和日本等国以及美国的部分州也开始征收

碳税遥 我国学者对碳税问题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纪 90 年

代初袁在近几年达到了研究的高峰袁大多数研究者认为

应当通过碳税这一财税手段来推动经济的低碳转型发

展遥 国家相关部委对是否征收碳税尧如何征收碳税问题

进行了相应论证袁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做了叶中国

碳税税制框架设计曳专题报告袁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做了

叶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碳税政策框架曳的课题袁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发布了 叶实施碳税效果和

相关因素分析曳遥 当时叶中国碳税税制框架设计曳专题报

告论证认为有望在 2012 年前后开征碳税遥 但是袁开征

碳税在短期内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客观存在袁 因此

碳税究竟能否顺利征收袁还应取决于野高碳势力冶和野低
碳势力冶在争议过程中的博弈遥 而根据 2015 年 6 月 11
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

法渊征求意见稿冤曳袁国家并未将碳税纳入现行环保税的

体系之中袁可见实施碳税过程中的争议之大遥 本文拟从

我国低碳经济与能源低碳转型发展的背景出发袁 分析

碳税制度对二氧化碳减排和促进能源低碳转型发展的

重要意义袁对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问题进行探讨遥
一尧能源低碳转型发展与能源制度转型

1援 能源低碳转型发展的背景

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袁经
济增长方式转型是经济转型的重要表现遥长期以来袁我国

通过高投入尧高能耗尧高污染支撑起来的经济增长数据袁
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尧资源能源日益紧缺的大背景下袁如
要通过这种粗放型的方式实现增长必定难以为继袁也容

易受到越来越大的国内外压力遥在这种情况下袁我国已经

深刻认识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袁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模

式由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型袁并通过法律对此予

以确认院立足国情发展绿色经济尧低碳经济袁这是促进节

能减排尧解决我国资源能源环境问题的内在要求袁也是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尧创造我国未来发展新优势的重要举措

噎噎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向高能效尧低能耗尧低排放模式转

型袁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不竭动力
[1]遥 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曳渊以下

简称野叶十二五规划曳冶冤也指出院野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尧
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

点遥 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袁节约能源袁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袁发展循环经济袁推广低碳技术袁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

环境相协调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遥冶据此袁国务院又制定了

能源领域的野十二五冶规划渊即叶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曳冤袁
也同样指出院野坚持保护环境袁树立绿色尧低碳发展理念袁
统筹能源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袁在保护中开发袁
在开发中保护袁积极培育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能源发展

模式遥冶由此可见袁无论是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而言袁还
是从能源资源的使用状况而言袁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迫

切需要实现能源低碳转型发展遥
2援 能源低碳转型发展的内涵

能源低碳转型发展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院第一

方面是要实现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转型遥我国能源结构

以煤炭为主袁开发利用方式粗放袁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

影响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居世界前列袁二氧化碳排放

总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袁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许多地

区出现酸雨尧沙尘暴尧雾霾等一系列自然灾害遥如果能源

利用延续之前高能耗尧高排放的粗放型方式推动经济发

展袁那么无论是大气尧土地还是水资源都将受到更为严

重的污染和破坏遥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在低碳转型的基础

上实现发展遥 能源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

础袁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也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

资遥 能源安全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袁能源安全问题就是

国家安全问题袁能源安全战略也是重要的国家战略遥 充

足的能源供给是支撑和延续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遥
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尧实现低碳转变的同时确保能源安

全是能源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课题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的低碳转型并非可持续发展的的真正内涵袁将发展与环

保相结合的能源转型才是科学的能源发展观和环保观遥
3援 能源低碳转型发展需要能源法律制度驱动

实现能源低碳转型发展袁制度是关键遥 制度是一个

社会的博弈规则袁或者更规范地讲袁它们是一些人为设

计的尧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2]遥法律和政策是正式规

则的基础袁同时也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社会状况的

变化渊如技术尧知识尧价值观以及态度冤可能带来法律的

变更袁法律作为回应性的要素跟随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变

化袁但是袁法律对社会变迁的回应会导致新的社会变迁遥
在现代社会中袁法律作为社会变迁工具的角色日益明显
[3]遥 正如乔尔窑B窑格罗斯曼和玛丽窑H窑格罗斯曼指出的那

样院将法律是为一种可取的尧必要的尧高效能的变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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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袁并且比其他的变迁引导工具更有优势[3]遥 也就是

说袁在现代社会中袁法律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纠纷解决袁
也早已超越了社会控制的功能袁法律的功能还在于其通

过形塑各种制度来直接或者间接推动社会变革遥
能源大转型是文明本身依据经济效用所做出的能

源选择袁并通过选择展示能源未来发展方向袁是从过去不

可持续的固体能源向未来无限的尧清洁的可持续能源过

渡袁能源转型决定未来谁最有可能成为能源赢家或输家
[4]遥 能源转型发展必然要求能源法律转型袁而能源法律转

型又必然推动能源转型发展袁虽然中国是体制决定法律

而非法律决定体制袁但是制度转型一旦启动并运行袁特别

是法律作为社会变迁的一部分时袁法律与社会变迁的关

系可能会交融演化袁互为因果关系[5]遥 能源法律的低碳转

型对能源高效尧清洁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能源低碳转

型发展或能源绿色转型发展不仅是能源规划的重要内

容袁同样也是能源战略的重要内涵袁能源低碳转型发展战

略决定能源法律的转型方向袁同时袁精心设计的能源低碳

转型发展法律制度将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发展遥
二尧能源低碳转型法律体系与碳税制度

1援 能源低碳转型法律制度体系的构成

能源使用过度依赖化石能源袁 而化石能源的大量使

用给人类带来了各种挑战袁包括高投入尧空气污染尧全球变

暖尧安全危机尧资源枯竭和消费不均衡等袁目前的能源结构

及其发展趋势不能走向可持续的能源未来[6]遥 这些问题的

解决袁 需要通过能源法律的绿色大转型来开展一场能源

领域革命袁而能源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则是先决条件遥
从横向来看袁 能源低碳转型法律制度体系包括能

源综合立法中的低碳法律规范 渊如尚未出台的 叶能源

法曳冤尧 低碳能源立法 渊如 叶节约能源法曳叶可再生能源

法曳冤尧其他能源法律中的低碳法律规范渊如叶煤炭法曳
叶电力法曳以及尚未出台的叶石油天然气法曳等冤以及其

他部门法中的低碳发展规范渊如叶环境保护法曳叶大气污

染防治法曳叶循环经济促进法曳等冤遥
从纵向来看袁包含能源综合立法及单行能源法律袁

国务院能源规划渊如叶能源发展野十二五冶规划曳叶节能减

排野十二五冶规划曳冤尧行动计划渊如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曳冤袁各类包含能源低碳规范的行政法规袁国务院各

部委的能源低碳规则及各级地方人大的地方性法规和

地方性政府规章等遥
从内容上而言袁 能源低碳转型发展法律制度至少

应当包括 3 个方面的内容袁即能效促进法律制度尧减排

法律制度以及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遥 能源使用效率决

定从能源中获取的最终有效能量袁确保可持续发展袁首
先要尽可能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袁 而提高效率首先就

要提高高耗能部门的能效渊交通尧建筑和工业部门冤[7]遥
因此袁 应当尽快形成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机

制袁通过总量控制尧价格尧税收尧激励措施等方式促进能

源产业技术创新升级袁通过降低能源获取尧转化尧传输尧
分配以及终端服务等各个环节能量损耗实现能效提

升遥 能效促进与减少排放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袁
能源效率提升有利于减少排放袁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

可以合二为一袁能效与减排是能源利用的两个方面袁前
者是能源利用的正效应袁 而后者则是能源利用的负效

应遥 值得指出的是袁能源低碳转型发展并不意味着需要

减排的仅仅是二氧化碳袁 从目前广泛使用的背景上而

言袁低碳是低能耗尧低排放尧低污染的代名词袁减排不仅

仅是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袁还要减少二氧化硫尧一氧

化碳尧硫酸盐类气溶胶尧硝酸酯尧细颗粒污染物以及汞尧
铬尧铅等各类重金属污染的排放遥 减排法律制度同样是

一个庞大的体系袁应通过完善减排法律尧法规和标准体

系袁通过产业政策以及财政尧税收等各项调控手段来促

进减排市场机制的形成袁 并结合减排技术创新和推广

来达到低碳发展目标遥 为应对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

气体排放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袁通过技术升级并探索减

排机制来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遥 其中袁碳税机

制和碳排放交易机制是许多发达国家采取的控制二氧

化碳排放的重要措施袁 而碳捕捉和封存技术渊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袁CCS冤 则是固定二氧化碳的重要方

式遥 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则是相对于传统能源而言的

关于发展和利用非化石能源的法律制度遥 由于传统观

念尧技术的熟悉程度以及常规能源工业的规模尧经济力

量和政治影响等因素袁 许多国家更偏爱常规的化石燃

料资源和发电技术袁而不太接受可再生能源技术[6]遥 但

是袁 可再生能源发掘和利用是解决今后能源问题的最

终出路袁 因此可再生能源的市场化制度构建在能源日

益紧张尧生态矛盾日益突出的当前显得至关重要遥
2援 碳税制度院 能源低碳转型法律制度的重要环节

碳税制度作为减排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在能

源低碳转型发展法律制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遥 碳税在许

多西方国家是环境税的一个税种袁环境税最初由英国经

济学家庇古渊Arthur Cecil Pigou冤提出袁因此环境税也称

为野庇古税冶遥 庇古认为企业从事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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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定的污染物袁如不采取措施对污染物予以处理则

必将对环境造成损害袁因此需要按照企业对环境所造成

的不良影响进行评价并征收与治理成本相当的税金遥 庇

古的这种观点与外部性理论尧污染者付费原则等共同构

成当前碳税制度的理论依据遥碳税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袁
即院第一是对于碳含量和/或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同的燃料

实行差异税收渊a differential tax冤袁第二是使用前述筹集

的税金以降低其他税收或予以重新分配[8]遥基于这两个特

征袁碳税一方面可以促使能源使用者考虑能源使用成本

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袁从而直接遏制污染袁另一方面还可

以通过增收碳税来减免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袁降低

现存税制对资本尧劳动产生的扭曲作用袁维持国家的财政

收入不变[9]遥 这样不仅可以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尧改善

环境质量的目的袁还能够通过税制改革和税金重新分配

缓解社会矛盾尧刺激经济增长袁这是碳税制度的野双重红

利冶遥从开征碳税国家的实际情况看袁效果较为明显院碳税

的征收使企业节约了 10%的能源袁2005 年丹麦企业共减

排二氧化碳 230万吨袁其中一半应归功于碳税[10]遥 其他一

些已经开征碳税或气候变化相关税种的国家如捷克尧德
国尧英国尧意大利尧瑞典尧瑞士等国袁每年基本都能减排几

百万吨以上二氧化碳[11]袁碳税制度功不可没遥
三尧碳税制度争议及其根源

1援 我国碳税入法的争议

如前所述袁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引入了碳税制度袁目
前我国官方及学术界也在探讨碳税制度引入的合理

性遥 财政部研究人员的观点认为袁我国开征碳税既有利

于减缓国内能源环境压力袁也有利于树立国际形象曰既
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尧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袁
也是我国税收制度本身完善的需要[10]遥 除了这些因素袁
征收碳税还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尧 解决碳排放的负外

部性尧应对碳关税等绿色贸易壁垒的需要[12尧13]遥 事实上袁
无论从碳税制度的理论基础尧 客观效果以及对我国的

现实意义而言袁尽管碳税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袁在我国

引入碳税制度总体上是利大于弊遥 早在 2009 年袁财政

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提出了在我国实施碳

税的路线图袁 预计我国将于 2012 年前后可开征碳税遥
但直到目前为止袁碳税野入法冶仍然一波三折袁在即将出

台的叶环境保护税法曳中纳入碳税制度已经基本无望袁
征收碳税的阻力主要来自于企业界的反对袁 企业界担

心碳税的开征会加重其负担袁使企业难以承受遥
还有一种是关于碳税制度与碳排放交易机制野二者

择其一冶的争论遥尽管国内对于碳税制度的引入和国外碳

税制度的借鉴有诸多讨论袁但目前国家层面的能源规划

文件从来没有提及碳税制度问题袁这既是一种谨慎袁更是

一种疏忽遥 与此相反袁国务院叶节能减排野十二五冶规划曳
叶野十二五冶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渊国发[2011]41
号冤曳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层面的文件都规定碳税碳排放交

易机制袁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袁这与国家文件在碳税制度

方面的野缄默不语冶形成强烈反差袁似乎碳排放交易机制

在与碳税制度的较量中已经野胜出冶遥不可否认袁碳排放交

易机制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措施袁特别是其在控

制碳排放总量上的确定性和有效性袁但碳排放交易并不

能完全取代碳税制度在减排中的重要作用遥 将碳税制度

与碳交易机制进行比较袁可以发现两者对于二氧化碳减

排的作用各有优劣袁应当予以互补遥比如从适用对象上而

言袁由于碳交易机制对企业的基础条件要求较高袁因此一

般适用于碳排放量大的大型能源企业袁但对于中小型企

业而言实施碳排放交易成本过高袁而碳税制度则可以适

用到各种类型尧各种规模的企业遥再如从减排目标的确定

性上而言袁碳交易制度的减排效果相对确定袁而碳税制度

减排效果则容易受能源价格影响袁也不利于预估减排成

果遥 此外袁从能源消费公平性角度袁由于碳税适用的普适

性袁因此对于能源消费和污染治理方面也更为公平袁而碳

交易机制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能源消费上的不公以

及企业竞争方面的不公遥因此袁尽管碳交易机制和碳税制

度都致力于二氧化碳减排目的袁但二者发生作用的方式

并不一样袁能够起到的效果在不同国家也有区别遥从许多

欧洲国家的实践来看袁其国内既实施碳税制度袁同时也开

展碳排放权交易袁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能够实现大比例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原因遥因此袁如能在探索碳交易

机制的同时袁也同时开展碳税制度的实质性工作袁两种机

制并行袁真正学会野两条腿走路冶袁则必将更加有效地缓解

我国面临的二氧化碳减排压力遥
2. 澳大利亚碳税存废风波

国外对于碳税的征收也有很大争议袁 澳大利亚的

野碳税冶风波将这个国家推上了风口浪尖遥 澳大利亚是

世界第九大能源生产国袁拥有丰富的煤炭尧石油尧天然

气资源袁而且可再生能源也相对富足遥 资源禀赋决定消

费结构袁由于其能源资源富足袁因此澳大利亚传统能源

的消费比例较高袁如 2010 年澳大利亚能源消费结构中

煤炭占 36.7%袁石油占 36%袁天然气占 23%遥 对于传统

能源的依赖使澳大利亚成为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袁

曹俊金 能源低碳转型发展背景下的碳税制度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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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不如中国尧美国尧日本等国袁
但其人均碳排量长期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渊Orga鄄
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袁
OECD冤国家第一位遥 即使近年来为实现叶京都议定书曳
设定的目标而采取了若干减排措施袁 但到最近统计的

2011 年的数据仍高达 17.4 吨袁 仅次于卢森堡居 OECD
国家第二位[11]遥鉴于对于环境问题的考虑以及日益增加

的国际压力袁尽管遭遇国内巨大的阻力袁但澳大利亚前

总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仍然在争议声中推动叶2011 年

清洁能源法案曳渊The Clean Energy Act 2011冤的出台遥该
法案主要在于实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目的院第一袁使澳大

利亚履行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曳及叶京都议定书曳
中的义务曰第二袁在与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的

基础上袁支持对于气候变化进行更有效的全球回应袁并
确保全球平均气温在前工业化时期标准上升高的度数

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曰第三袁采取灵活尧高效且低成本

的方式袁争取实现到 2050 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控制在

2000 年水平的 80%以下这一长期目标曰第四袁通过对温

室气体排放进行定价以激励对于清洁能源的投资尧支
持就业和竞争力并在降低污染的同时促进澳大利亚的

经济增长[14]遥 为实现上述目标袁法案通过设立一项鼓励

使用清洁能源的机制来处理气候变化问题袁 该项机制

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启动袁 并采用了诸多配套设

施袁提供了相应的补贴袁以此来降低征收碳税的消极影

响遥 但民众担心碳价成本最终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袁业界

抱怨增加成本袁影响企业竞争力袁澳大利亚的碳税争议

逐渐成为政治家玩弄的野筹码冶遥 阿博特领衔的联盟党

以野废除碳税冶作为竞选承诺成功击败了因开征碳税而

引致普遍反对的工党遥 2014 年 7 月 17 日袁澳大利亚废

除碳税在参议院以 39 比 32 的投票率获得通过袁 成为

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废除碳税的国家遥
澳大利亚废除碳税是由于利益集团在 野碳税利益冶

上的斗争遥 根据提交废除碳税法案草案说明书的记载袁
澳大利亚废除碳税主要是在于民众生活影响及商业影

响两个方面遥 从公民的家庭生活成本而言袁碳税的征收

提高了货物和服务的价格袁因此这部分费用被间接的转

嫁到了普通消费者身上遥取消碳税可以从不同方面影响

不同的家庭袁例如低收入家庭由于碳税的征收受到的影

响更大袁因为他们需要为此支付其可支配收入中更高比

例的部分来对那些密集型碳排放货物如电尧 气等买单遥
碳税对于商业成本的影响则体现为两个方面袁第一个是

征收碳税本身引起的成本袁另一方面是纳税实体因面临

与碳税相一致的行政要求而产生的额外的守法成本遥因
此袁废除碳税可以降低投入成本[15]遥 在废除碳税之后袁澳
大利亚及阿博特政府遭受到了其他国家的猛烈抨击遥由
此可见袁澳大利亚碳税制度的遭遇并不意味着一种保护

环境尝试的失败袁更不是经济转型努力的失败袁恰如其

分地讲是一场围绕野碳税利益冶而引发的政治闹剧遥
3援 碳税争议院 利益博弈引发的制度博弈

无论是我国碳税野入法冶的暂时失利袁还是澳大利

亚碳税制度的野先立后废冶袁是利益博弈上升到政治博

弈尧并体现为制度博弈的过程遥 在能源低碳转型发展过

程中袁一些原先的野高碳行业冶必然面临很大挑战袁其命

运可能出现重大转折袁 从而导致这些行业甚至是行业

主管部门抵制能源低碳转型发展的进程袁 也同样抵制

能源低碳转型发展制度建设遥 这在其他国家也都屡见

不鲜袁如在美国袁煤和石油的生产者以及能源密集型企

业反对向化石燃料或二氧化碳征税袁 汽车制造商反对

车辆节能标准或对野油老虎冶征税袁建筑商和电器制造

商也趋向于反对在他们的产品上实行哪怕是最小的节

能标准[6]遥 通过寻租和选票袁企业将其经济利益上升为

政治诉求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演变为政治上的角力遥
能源低碳转型发展作为制度规范型发展模式袁必

然需要以低碳尧 环保为手段实现能源的发展袁 因而在

野高碳集团冶和野低碳集团冶的利益冲突加剧时将选择低

碳发展模式袁 通过低碳产业的培育来推动能源低碳法

律制度的发展袁 进而使能源制度成为能源低碳转型发

展的引擎遥
四尧碳税制度的中国抉择

制度的选择对于能源的未来意义重大袁 好的制度

决定好的结果袁碳税制度的野立冶或野不立冶袁将对我国能

源的低碳转型产生重要影响遥 碳税制度面前我国该如

何抉择袁以及如何协调当前存在的利益冲突袁是我国目

前面临的重要问题遥 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袁特别应当考虑

如何减少野高碳集团冶的利益损失以避免其对能源低碳

转型发展进程形成的较大阻力遥 在此背景下袁碳税制度

所带来的对企业竞争力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必须

考虑的重要因素遥
即使是许多发达国家也并非盲目开征碳税袁而是在

征收碳税之前对于碳税可能对本国企业和本国经济产生

的影响进行长期的论证和预估遥引入碳税时袁国家最大的

顾虑是征收碳税会降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袁使经济蒙受

Cao Junjin A Decision on Carbon Tax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忆s Energy Transition towards a Low Carbo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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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遥 因此袁这些国家或者设法保持较低的碳税税率袁或
者在高税率情况下设置各种各样的例外规定以避免对产

业的国际竞争力造成损害袁荷兰尧瑞典尧挪威尧丹麦等国均

在碳税征收过程中采用了免税措施[16]遥 应当指出的是袁正
如碳税制度的实施兼具优缺点袁碳税制度实施对于企业

竞争力和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应从多个方面予以考虑遥 征

收碳税将不可避免地在短期的能源使用上增加支出袁加
重企业的负担袁迫使企业淘汰高耗能尧高排放设备袁这是

对企业不利的一面遥 但是征收碳税的同时也可使用财税

手段适当调整所得税尧增值税等税种实现税收总量平衡袁
并通过财政补贴尧规定免税条件等方式袁降低其对企业竞

争力的影响遥 另一方面袁根据国际经验袁征收碳税会促进

新的行业发展袁如包括脱碳尧储碳技术的清洁煤技术行

业袁可再生能源行业袁核电袁节能技术行业等袁并且考虑到

我国减少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减少国内对能源产

业的投资而增加对一些新兴产业投资所带来的效果袁
GDP 的损失将非常有限袁甚至可能是正面影响[17]遥

依赖于化石能源的高耗能尧 高排放企业对于碳税

的抵制是一种必然袁 碳税征收对于这类企业的竞争力

的影响也是必然袁 但特定企业竞争力并不等于国家竞

争力袁 对特定企业的影响也并不等同于对国民经济造

成的影响遥 总体而言袁碳税的征收有利于投资方向的转

变袁 并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

变袁实现低碳发展遥
总之袁碳税制度作为能源低碳转型发展的助推器袁

与企业甚至每个民众的利益密切相关遥 碳税的开征对

于国家及国民的正面效应是肯定的袁 碳税及配套制度

的实施产生的负面经济影响则是偶然的尧极为有限的遥
政府推行的政策是一国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袁 如果一

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很好地运用其强制力袁 那就

能够逐渐对落后的尧阻碍发展的制度实施改革[18]遥 无论

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袁还是在能源转型发展过程中袁如
果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机遇下做出正确的抉择袁 那么转

型所带来的成果将更为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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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游戏治疗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施 超
渊上海杉达学院 管理学院冤

揖摘 要铱 青少年社会工作是指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指导下袁社会工作者根据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尧
兴趣爱好尧动机需求尧家庭背景等情况袁充分运用专业的理论尧方法和技巧对青少年进行辅导袁以帮助其解决问题尧
恢复功能和获得全面发展的一种服务过程和服务活动遥 小组游戏治疗兼顾了社会工作及青少年行为的特点袁并蕴

含了角色扮演和体验学习的理念袁适当地予以应用会是一种有效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方法遥 当然袁小组游戏本身的治

疗价值有其实现的前提袁比如工作者要注意规则的重要性袁要设计能带出主题的游戏活动袁要注意发挥各种领导技

巧以及运用好各项治疗性要素遥
揖关键词铱 青少年社会工作曰游戏治疗曰小组工作

The Application of Group Play Therapy in the Adolescents忆
Social Work Practice

Shi Chao
渊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冤

Abstract: Adolescents忆 social work is a service process and activity during which social workers take full advantage of
professional theory, methods and skills to coach adolescents according to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features, interests
and hobbies, motivations and needs, family backgrounds and so 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val鄄
ues, so as to help adolescents solve their problems, recover their functions and develop in an integrated fashion. Team
work using play therapy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social work, adolescents忆 age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It reflects
the concepts of role playing and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It is an effective and magical method when applied properly.
Of course, the premise of its therapeutic value is that our work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rules, design
games which can bring out the theme, give play to a variety of leadership skills and properly employ all the therapeutic
elements.
Keywords: adolescents忆 social work, play therapy, team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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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治疗兴起于西方国家遥 1919 年袁Melanie 创立

了精神分析游戏治疗学派曰1938 年袁David 创立了发泄

游戏治疗学派曰1955 年袁Gove 提出了结构化游戏治疗曰
后来 Jesse 及 Frederick 创立了关系游戏治疗曰1991 年袁
Garry 又将关系学派延伸为青少年中心游戏治疗遥 简而

言之袁 游戏治疗是指利用游戏的手段来矫正青少年心

理行为异常的一种治疗方法遥 游戏治疗的基本理论观

点认为袁游戏是青少年出于本能的活动袁他们通过游戏

认识世界和自己袁游戏是他们表达内心感受袁疏导内心

困惑尧悲愤尧抑郁等心理问题的一种手段[1]遥 游戏之于青

少年相当于语言之于成人袁成人通过语言来表达感情袁
达到心理治疗的目的袁 而游戏更有利于青少年的心理

治疗遥 正如美国著名游戏治疗专家 Garry 所说袁玩具是

孩子们的词汇袁游戏是孩子们的语言[2]遥
近 20 年来袁游戏治疗在美国尧加拿大等国家得到

了迅速发展袁 我国大陆地区游戏治疗方面的研究起步

相对较晚袁 且国内有关游戏治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

理学和医学领域袁 社会工作关于游戏治疗的专门研究

很少遥 本文旨在从青少年的阶段性发展特点出发袁对青

少年小组游戏治疗 渊即以小组工作的方式开展青少年

游戏治疗冤的应用价值进行讨论袁并对小组游戏的治疗

过程和应用技巧进行分析袁 希望能够对青少年社会工

作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遥
青少年阶段始于 8-12 岁渊青少年早期冤袁终于 20-

22 岁渊青少年晚期冤遥青少年阶段是人生风暴期袁在生理

或心理上都多多少少显现出不稳定的态势遥 因此袁青少

年社会工作需要了解青少年的各项发展特点袁 思考正

向辅导青少年的方向遥
一尧青少年的心理尧认知及行为特点

渝 青少年的持续性认同

青少年开始接受未来生活的各项启蒙袁 希望各方

面达到自己的预期遥 他们不断询问野我是谁钥 我为何来

到这个世界钥 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钥 冶等等遥 在认同感

的挣扎中要发展出一个稳定的自我意识袁 对青少年来

讲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遥 即便是那些适应性很好的青少

年袁 也需经历自我探索的洗礼袁 才会形成自己的世界

观遥 另外袁发展同伴的群体认同也极其重要袁对青少年

来讲袁对同伴接纳的需要远远超过了自尊的需要遥 成年

人很难理解得到同伴接纳对青少年来讲有多么重要遥
也正是因为青少年把朋友的认同和忠诚看得比较重袁
所以在这个阶段出现的朋辈影响中袁 负面影响特别需

要引起关注袁如吸毒和集体犯罪遥 在研究青少年为什么

会参与此类行为时袁 朋辈压力的影响往往使他们不顾

后果袁或者明知后果也要去做遥
渔 个人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的发展

在青春期之前袁 孩子们所具有的价值体系大多都

来自父母袁而进入青春期之后袁过去的信仰尧道德标准尧
价值观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遥 青年期的道德发展是一

个推理过程袁有 3 个阶段遥 一是习俗前道德观袁这属于

一些偏差行为青少年的道德观袁 他们的思考注重对惩

罚的恐惧或以兴趣为出发点遥 这些多属于儿童期思考

的特征遥 二是习俗道德观袁属于大多数青少年和多数成

年人的道德发展观袁他们遵从社会习俗袁以做事取悦他

人或服从法律为出发点来进行思考遥 三是习俗后道德

观袁 这属于青少年能抽象思考的或成年期后自己发展

的道德原则袁能认清道德标准是相对的袁因此某个社会

的价值观可能不容于另一社会遥 多数青年在大学阶段

开始感受文化价值差异后袁 会慢慢建立新的价值道德

行为体系遥
隅 青少年的自我中心特征

青少年的思考在某些方面仍然处于不成熟的阶

段袁会呈现出强烈的自我中心特征院淤 挑战权威遥 青年

期大多会对权威提出自己的疑问和想法袁 喜欢实事求

是地回复父母的观点遥 他们开始会想象自己的理想世

界袁 当发现自己之前崇拜的人并不能达到心中的理想

新标准时袁他们会挑战其所有的缺点遥 于 好争辩遥 青少

年有急于想要表现自己对某事件细微观察之能力的倾

向袁并且这种争辩若能避开论及人格方面的因素袁大多

可以帮助青少年发展自己的推理能力遥盂 自我中心袁即
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袁 这也解释了青少年的自我破

坏行为和冒险行为遥榆 犹豫不决遥青少年遇事很难做决

策袁 其原因在于他们意识到生活居然可以有如此多的

选择袁因此依旧需要成人给予方向性的指导遥虞 明显伪

善遥 青少年时常不明白表达某种理想和现实实践之间

的差异袁比如他们可以游行抗议污染尧提倡环保而同时

又制造出许多脏乱[3]遥
予 亲子关系的变化

青少年一方面希望与父母等成年长辈建立亲密的

关系袁但同时由于自身人格发展逐渐独立袁出现了与父

母价值观部分尧暂时的排斥遥 他们会出现很多疑问袁如院
这些成年人能够真正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吗钥 他们会接

纳和理解我的想法吗钥 其实袁矛盾的根源在于他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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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母分开发展自己的独立性袁 而同时又发觉依然需

要依赖父母袁从而感受到持续的紧张压力遥 同时袁这也

是父母所具有的情绪冲突袁 父母希望孩子独立但又希

望孩子能够继续依赖自己袁 所以在指导孩子实践行为

时会不自觉给出双重信息遥
娱 青少年的性认定

即使性别认同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了袁 但是从性行

为的角度来认识和表达自己袁却是从青春期才开始袁因
此青少年的性认定极其关键遥 青年交友倾向由同性间

的亲密友谊发展出异性间的友谊与浪漫遥 因此袁认同自

己的性别或性冲动袁 发展出亲密浪漫关系都是达成性

认定的重要步骤遥 对某些青少年来讲袁发现自己的性特

征以及对异性的吸引力袁就像人要长大一样自然袁这并

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袁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遥 而对于另

一些青少年而言袁 获得性别认同袁 是非常难以捉摸的

事袁在他们还未真正了解感情世界时袁会出现许多情伤

以及两性问题袁 因此需要鼓励青少年去学习如何正向

地与异性互动遥
二尧为何要开展小组游戏治疗

人类的本性是喜好以群体的方式生存的袁 对青少

年来讲袁组成自己的团体也是必不可少的袁这就是吸引

青少年参加小组游戏治疗的一个关键遥 跟同龄人的关

系是青少年关注的重点遥 青少年们将自己大量的时间尧
注意力尧 兴趣和精力都放在与同龄人关系有关的活动

上遥 而小组游戏治疗正是利用了这个发展原则袁从青少

年最希望而又最担心的部分入手要要要同龄人之间的互

动遥 出于很多原因袁在小组中与青少年一起工作袁比提

供个别辅导要有效得多遥
渝 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的乐群

性袁小组成员是青春期的伙伴袁在青少年成长中具有

重要的地位曰同时袁小组也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重要

载体袁社会工作者通过富有实践性的尧趣味性和创造

性的小组游戏袁来激发参与者的各种热情袁可以帮助

青少年多方获益遥而通过小组游戏来传递社会工作理

念的方法有很多袁比如榜样示范尧行为锻炼尧情景感

染尧竞赛激励尧角色模拟等遥
渔 青年人通常会认为自己的感受是别人无法理

解的袁但如果发现在小组中其他组员也有同样的感受

时袁 特别是当他们发现同龄人有同样的感受和想法

时袁他们的思想会发生变化袁从而能实现经验一般化

的治疗遥

隅 小组降低了在个案工作过程中成人要儿童之间

不自在的感觉遥 在个案中袁一对一的案主与工作者之间

的关系令很多青少年感到不自在袁尤其是问题青少年袁
他们与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常常不令人满意袁 包括与自

己的老师尧工作者尧法官遥 在他们看来袁成年人就是自己

的野敌人冶遥 而小组中出现的权力平衡减少了青少年在

个案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不信任和担心遥
予 小组工作对质了青少年的自恋心态遥很多人在

青少年时期都或多或少有点自我专注袁有问题的孩子

更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袁他们只关注自己的看法袁排斥

他人的观点遥 而在小组中袁这种自我中心的视角会受

到对质遥 比如当某个组员表达自己的自恋心态时袁其
他组员的回应方式可能就是不关注袁 甚至是轻蔑袁对
自恋的组员来讲袁这种态度有可能会帮助他们改变自

己的行为遥 要赢得别人对自己的认可袁首先要尊重和

关注别人[4]遥
娱 小组治疗为青少年提供了学习社交技巧的场

所遥 在个案工作中袁工作者所能运用的方法和扮演的角

色都会有很多限制袁而在小组中袁工作者可以通过观察

组员们之间的互动来获得更多的信息袁 在必要时进行

及时干预遥 组员们可以在小组中反复练习一些技巧袁比
如院如何恰当地参与小组讨论袁怎样在他人面前表达自

己的权力袁 在小组中如何处理厌倦尧 愤怒和悲伤的情

绪袁如何表达同理和接纳袁如何共同制定小组的工作目

标和策略遥
三尧理想小组的必备条件

开展青少年小组游戏治疗时袁 组成理想小组有几

个必备条件遥 当然袁 现实和理想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差

距袁但它们依然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遥
渝 小组领导者必须仔细挑选组员遥 理论上最理想

的做法是袁工作者本人先进行组员招募袁然后进行组前

访谈袁选择那些符合小组主题袁能够从小组活动中真正

受益的人袁或者是对小组发展能有贡献的人袁或者两者

兼而有之遥 和新组员进行访谈时袁要就小组治疗主题进

行一定的交代和沟通袁要向他们介绍小组治疗是怎么回

事袁为什么小组治疗有意义袁每次活动将会有些什么变

化袁组员们应该做些什么等遥比如袁学校社会工作者可以

从自己接待的个案中选择组员来参加小组活动袁而任课

老师也是向工作者推荐学生参加小组的最佳人选遥
但常常出现的情况是袁工作者无法选择组员遥 比如

特别问题小组渊受到性侵犯的女孩冤尧药品依赖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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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或者是离婚家庭子女小组等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遥
这就需要工作者在开展小组活动前和组员做好充分的

沟通和规则的制定袁以防止部分组员过早退出小组遥
渔 在性别安排上袁 年纪较小的青少年适宜同性别

小组袁而年纪稍大的青少年最好安排在混合性别小组遥
11耀13 岁的青少年比较冲动袁注意力不集中袁在这个年

龄段袁 不同性别的青少年虽然会对异性产生一定的好

奇感袁但双方仍然倾向于远距离地评价和沟通遥 所以如

果在这个年龄段开展混合性别的小组活动袁 组员通常

会根据自己的性别建立同性别的次小组袁 降低小组治

疗的效果遥 而 14尧15 岁以上的青少年会把注意力较多

地放在异性身上袁女孩关注自己在男生眼里是怎样的袁
男孩会去解读来自女孩的反应袁 男女生在互动过程中

出现担心尧沮丧尧期待和伤心等情况遥 此时袁小组就成为

探索男女性别差异尧 实现青少年正向积极交往的一个

舞台遥
隅 小组规模最好在 6 至 10 人遥 从组员的人数来

看袁太多和太少都不适宜遥 两三个人组成的小组无法产

生小组动力袁且有成员缺席时会影响小组的进程曰而 15
个人组成的小组肯定会出现茶馆式的噪音袁 且不利于

工作者关注每一个成员遥
予 小组成员需要固定尧封闭袁尤其是治疗性小组袁

一旦小组构成袁就不允许新成员加入袁这有助于成员关

系的稳定和活动进展的连贯遥 但在医院等机构开展的

小组常因成员出院退出而需补充新成员袁 这种小组要

考虑运用更为固定的程序袁 每次活动不要太依赖上一

次的参与情况遥
四尧小组游戏的活动设计

不同的小组由于组员的结构尧 小组的互动与小组

目标不同袁各自的发展步调与路径也不一样遥 但一般袁
小组的发展还是有大致的脉络可依循袁 有一个从开始

形成到彼此适应尧成熟尧转折并结束的过程袁会经历一

个有生命的发展周期遥 在小组发展的不同周期袁我们可

以设计不同类型的游戏遥 比如院在小组前期袁可设计野破
冰冶类游戏以自我介绍袁在权利和控制期宜设计沟通类

游戏袁 在亲密期要设计一些能让小组成员扬长避短的

游戏以发挥各自的优势袁 在差异期可组织一些自我探

索类尧自我表达类的游戏袁在分离期则适宜设计一些类

似有野重生冶尧野复活冶机会的游戏遥 根据小组目标的不

同袁工作者可以选择的游戏也有很多遥 在野与同伴相处冶
主题方面袁可以安排的游戏有野结对子冶野信任行走冶野友

谊之石冶等曰在野处理身份认同冶主题上袁可以安排的游

戏有野垂钓想法冶野流行歌曲大比拼冶野运动衫冶等曰在野与
家人相处冶主题上袁可以安排野家庭雕塑冶野家庭记忆冶
野家庭中的幸存者冶曰在野性问题冶主题上袁可以安排野透
过鱼缸看男孩要女孩关系冶曰在野处理情绪冶主题上袁可
以组织野羞愧游戏冶野爱的信笺冶野失落循环冶曰在野药品问

题冶主题上袁可以安排野药品依赖冶野青少年剧场:一个好

人的起落冶 等遥 工作者可参照各游戏手册来计划和组

织袁 也可自行创造设计新的游戏活动以更好地体现小

组的宗旨遥
五尧规则在小组游戏中的重要性

小组是一个让青少年自由表达自己的平台袁 但我

们仍然需要与小组成员讨论小组的规则遥 自由表达和

规则看起来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袁 但实际上他们是密

不可分的遥 在小组开始阶段的几次活动中袁工作者需要

介绍成员尧简述小组目标袁澄清工作者的角色和工作方

式袁鼓励成员互动袁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袁就是讨

论和制定规则遥 因为小组的核心目标就是培养青少年

的归属感袁提高他们的自尊和自我意识遥 要创造一个气

氛袁促成上述目标的实现袁是小组工作者面临的最大挑

战遥 工作者必须有效地制定规则袁并让组员们明白规则

是什么袁反复练习这些规则同时得到彼此之间的反馈遥
比如工作者事先制定小组规则或与组员共同讨论制定

规则袁在每一次活动的开始袁都可以向组员宣读小组宣

言袁要让组员知道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袁哪些行为是

不允许出现的遥 这个方法可以明确界定规则袁提醒组员

去遵守规则袁 并能培养组员的主人翁意识院野这是咱们

的小组袁它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表现浴 冶[4]

小组宣言中应指出两个不可接受的行为院 一是不

友好袁另一个是小团体遥 不管是组员之间的不友好袁还
是组员同工作者的不友好袁都是不允许出现的遥 如果这

种行为一再出现袁就一定要采取干预行动遥 最简单的处

理方式就是将肇事者请出小组遥 有问题的青少年时常

会在小组中捣乱或闹事袁 他们会试探工作者的底线在

哪里袁 我们有必要让青少年明白有一些东西比自己更

强大更有力遥 不断强调规则就是向组员表明一切都在

工作者的控制之中袁 小组结构就像是给组员编织的一

个安全网袁青少年可以在网中自由活动袁但是行为会受

到必要的限制遥
小团体也是青少年小组中经常出现的问题遥小团体

的标志就是拉帮结派坐在一起袁窃窃私语袁这成为组员

施 超 小组游戏治疗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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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与其他成员区分开来的主要方法袁而这背后则隐

含了野高人一等袁我很特别冶的优越感袁它对小组的团体

凝聚力和团体文化是具有破坏性的遥 此时袁工作者可以

采取以下简单的三步措施院淤 提醒院提醒肇事的两人小

组或三人小组袁 拉帮结派在小组中是不允许的遥 于 移

位院如果继续讲话袁可以让其中一人与其他组员调换位

置袁以将小团体分开遥 盂 请出小组院如果他们坚持只与

某几个人交谈袁将他们请出小组遥在做出这样的决定后袁
工作者应该强调自己要把优先权让给小组整体的利益

而非个人利益遥 这个行动可以挑战青少年自我的观念袁
即野自我比他人重要冶遥 但即使这样袁在下一次小组活动

开始之前袁我们还需要与被请出小组的成员进行一次面

对面的沟通袁要请他们回来袁并坚持要签订一个遵守小

组宣言的书面或口头的协议遥 另外袁工作者在强调规则

的同时也要关注组员的尊严袁 需要将某些组员请出小

组袁并不代表我们可以让组员受辱遥
六尧治疗性要素和领导技巧

渝 治疗性要素

青少年游戏治疗小组成功的主要秘诀在于工作者

的态度袁虽然知识和方法也很重要袁但是知识和方法会

受到态度的支配遥 态度反映了工作者对治疗关系的基

本立场和工作投入的程度遥 关于助人关系中的治疗性

要素袁我们认为有必要注意以下几项院
1援 建立关系

青少年对成年人的权威非常敏感袁 他们能在瞬间

察觉出你是否真正关心他们袁因此袁你能否了解每一位

组员袁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袁与他们每一个人建立关系

意味着野我看见你了冶遥 也就是说袁在小组开始前袁工作

者要与每位成员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袁 澄清双方对彼此

的期待尧权力和义务袁这是最理想的状态遥
2援 一致性

作为小组工作者袁你必须做到言行一致遥 假如你鼓

励自我坦露袁并认为这是情感恢复的重要部分袁但是在

接下来的讨论中袁你又对大家的分享进行批评袁你的成

员就会认为你是言行不一的人曰 假如你一方面提倡人

人平等袁 但是在对待男孩和女孩时明显表现出重女轻

男袁你的可信度也将下降曰如果你发现自己比较喜欢某

些组员并处处维护他袁而对另一些组员时常回避袁那么

你最好和你的组员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遥 主动承认自

己的偏见和不一致袁能够帮助你找回你的可信度遥
3援 倾听和同理

每个组员都有需要和权利表达自己袁 因此工作者

要承认青少年有自由表达情感尤其是负面情绪的需

求袁要专注倾听而不加责难或批判遥 以尊重尧温暖的态

度引导组员将积压许久且未被允许或未能充分表达的

情绪抒发出来袁 因为这些情绪可能就是问题的症结所

在遥 另外袁在回应组员的情感表达时袁多运用同理心告

诉他们野我理解你冶遥 青少年对自己的理解是非常有限

的袁 运用同理帮助他们进行自我发现和认识自己是非

常有意义的遥
4援 非批判态度

工作者必须以非批判的态度来了解青少年的境

况袁暂时搁置自己的参考框架袁把自己放在对方的处境

内袁投入其内心世界袁并从对方的观点与角度设身处地

地体味和了解其主观感受遥 在游戏过程中袁社工要尽量

让青少年自己面对挑战袁对他们的行为不予评判袁而是

予以真诚的接纳袁在旁观察和鼓励[5]遥 同时袁也不能迷失

自我和过分认同对方袁需要保持客观理智袁协助组员分

析情况和解决问题遥
5援 接纳

将每位青少年视为有价值并有独特的性格尧气质尧
思想尧观念和背景的个体遥 接纳不等于赞同袁接纳是承

认其独特性袁不带任何批判性遥 在很多情况下袁人的改

变就是通过接纳来实现的遥
6援 适度的感情介入

一方面袁 工作者要对组员抒发的情绪给予适度支

持和同理袁以增强其安全感曰另一方面袁也要能掌握整

个小组进程袁适时适地地回应组员袁必要时需做适度的

自我表露袁亦有感情的投入和流露遥 如何巧妙地运用自

我表露不仅是一项技术袁也是一项艺术遥 青少年需要了

解你作为普通个体的一面袁但是袁成年人和青少年之间

的界限仍要十分清晰袁你可能与他们同行袁但未必一定

要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遥
渔 领导技巧

工作者在青少年小组游戏治疗中需要运用各种技

巧去促使成员发生改变袁 除了上述几项具有治疗性的

要素以外袁还有各种领导技巧需要掌握遥
1援 引导互动

引导互动对小组开始阶段非常重要袁 因为成员不

了解自己在小组中该如何行动遥 引导涉及连接成员游

戏中的相似部分袁使成员互动曰也涉及阻止某些成员不

好的互动行为(如谩骂和人身攻击)曰引导还包括设限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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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尧直接地告诉成员要做些什么尧怎么做尧在多少时

间内完成等遥
2援 深化讨论

工作者需在适当时候做摘要尧 分类化和重新架构遥
比如在每次小组游戏结束时做摘要以加深对讨论内容

的理解袁也可以在聚会中间做摘要以承上启下袁还可以

在聚会开始阶段做摘要以增进每次聚会的连续性遥分类

化是将不同成员的问题放在一起分类袁发现可以处理的

治疗性问题袁因为成员表面上彼此不同的行为中可能潜

藏着类似的深层问题遥重新架构是指要帮助成员换个角

度看自己的问题袁指导其或许有新的解决方法遥
3援 支持与鼓励

鼓励成员表达感受和想法并让其知道其想法被了

解袁让成员知道工作者始终在自己身后袁这些都能有力

地减轻青少年的自我防御而进入有效改变的过程遥
4援 协同领导

协同领导就是两个人一起带领小组袁 其好处就是

可以互相弥补和分担袁 比如当一个工作者处理一个成

员走出去的情况时袁 还有一个工作者可以照顾其他成

员遥 如果一个工作者是新手袁有经验的工作者的陪伴会

有极大好处[6]遥 性别不同的两位工作者还可以提供行为

示范袁帮助重建青少年的父母动态关系袁以增加小组中

组员重建亲子关系的可能性遥 另外袁协同领导也是对工

作者的保护遥 当出现突发事件而导致暴力威胁时袁就需

要协同工作者的帮助曰 当出现小组成员有恶意的不符

合客观事实的言行出现时袁 协同工作者也可以及时出

面佐证遥
游戏治疗作为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应用到社会工

作领域袁在应用方面确实存在一些挑战和不足袁比如活

动时间有限尧后续工作难以开展等袁但实践也证明了小

组游戏治疗很受青少年的青睐遥 青少年通过游戏表达

自己的内心袁将真实的自己在活动中展现出来曰社工也

通过游戏深入接触了案主的内心世界袁 发现案主的问

题袁并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解决问题遥 笔者认为袁由于

小组游戏治疗本身的治疗价值及其在社会工作中的独

特优势袁 小组游戏治疗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有着广阔

的发展前景袁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实践检验袁获得更多的

应用和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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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情绪劳动前因变量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袁但组织认同尧基于组织的自尊与情绪劳动三者之间的关

系袁尤其是组织认同尧基于组织的自尊对服务员工情绪劳动影响机制的研究还不够充分遥 本文通过对 351 名酒店一

线员工的问卷调查考察了组织认同与基于组织的自尊对酒店服务员工情绪劳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遥 层级回归结

果发现院组织认同尧基于组织的自尊都对酒店服务员工情绪劳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即组织认同水平越高尧基于组

织的自尊水平越高袁酒店服务员工就越倾向于采用深层表演策略曰基于组织的自尊在组织认同与表面表演之间的

关系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袁在组织认同与深层表演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遥
揖关键词铱 组织认同曰情绪劳动曰基于组织的自尊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on Hotel Service Staff忆s Emotional Labor

Tang Xiuli
渊School of Tourism & Hotel Management,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冤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studies on the antecedent variables of emotional labor, but there are not adequate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OBSE) and emotional labor, es鄄
pecially on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OBSE on service employees忆 emotional labor.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s a survey of 351 hotel front-line service employee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OBSE on the hotel service employee忆s emotional labor. Results by hierarchical regres鄄
sion analysis show that, both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OBSE hav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hotel ser鄄
vice employee忆s emotional labor. That is to say, hotel employe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OBSE are more inclined to adopt deeper acting strategies. And OBSE fully mediates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鄄
fication on hotel service employee忆s surface acting, and partially mediates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on
hotel service employees忆 deeper acting.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emo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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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行业中袁 员工不仅要付出一定的脑力和体

力劳动袁由于经常需要进行人际间的互动袁员工必须对

其情绪表现进行适时尧适当的调整尧控制与管理袁整个

服务过程中还充满了情绪劳动遥 由于服务性组织中普

遍存在情绪表现规范与情绪调节行为袁 无论普通员工

还是管理人员袁都有可能产生由于情绪调节带来缺勤尧
离职意图及顾客满意度的降低等进一步的挑战[1]袁这已

成为高顾客接触型服务性企业渊如酒店尧旅行社尧餐饮

企业尧航空公司等冤的职业危害遥 以往对员工情绪劳动

的前因变量的研究袁主要集中在个体变量渊大五人格尧
人格特质等冤尧情境变量渊交往频率尧情感事件等冤和组

织变量渊工作自主性尧组织支持等冤三个方面袁但是有关

员工对组织的感知以及员工对自己在组织中的认知是

否会影响其情绪劳动的研究则不够充分遥 本文将探讨

组织认同尧 基于组织的自尊与情绪劳动三者之间的关

系袁并尝试揭示组织认同尧基于组织的自尊对酒店服务

员工情绪劳动的影响机制遥
一尧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Hochschild 最初将情绪劳动定义为个体管理自己

的情绪以便创造一个公众可以观察到的面部表情和肢

体语言遥 Grandey 引入 Gross 的情绪调节理论来解释情

绪劳动袁把 Hochschild 最初的情绪劳动定义具体化为情

绪调节袁即员工为了满足组织的要求而对情绪感受和情

绪表现进行调节的过程[2]袁包含表面表演渊surface acting冤
和深层表演渊deeper acting冤两个维度袁其中表面表演是

指调节公众可见的情绪表现而内心真实情绪感受并未

发生变化袁深层表演是指通过调节内心的情绪感受表达

符合组织要求的外在情绪表现遥与顾客交往的高情绪要

求一直被认为是服务行业的核心特征袁员工不仅要付出

一定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袁还需要参与相当强度的情

绪劳动[3]袁这种高情绪工作要求将使员工产生野疲劳冶的
心理反映过程袁 带来工作倦怠及其他心理健康问题袁是
员工情绪耗竭最重要的前因变量遥

1. 组织认同与情绪劳动

组织认同渊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冤来源于社会

认同理论袁 是指员工个体根据自己的组织成员身份定

义自我的一种过程和结果袁 并因此而产生与组织一致

的价值观和情感上的归属遥 组织认同能够确保组织成

员做出符合组织利益的决策袁 甚至在没有监督的情况

下也是如此遥 这种组织认同感对服务性企业的一线员

工来说尤为重要遥 一线员工真实的表现对顾客满意度

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袁野虚伪冶的野表演冶无法赢得顾客

的认可袁顾客感知到的员工行为越真实袁顾客的满意度

越高[4]袁因此需要员工在服务过程中遵循组织情绪表达

规则袁展现真挚情感遥 但由于服务过程与顾客消费过程

的同时性袁使得组织无法实时监控员工的情绪表达袁因
此只能由员工决定他们是否以及采取哪种情绪劳动策

略表现企业需要的情感遥 具有较高组织认同感的员工袁
会自觉地表现组织需要的情感袁 更可能采用自然表演

与深层表演的情绪劳动方式[5]袁减少或避免表面表演中

内心感受与外在表现不一致所带来的对员工身心健康

及顾客感受的负面影响遥 因此袁我们提出假设院
H1院 组织认同对酒店服务员工情绪劳动有显著影

响袁即酒店服务员工组织认同感越高袁越倾向于采用深

层表演策略袁反之袁则越倾向于采用表面表演策略遥
2. 基于组织的自尊与情绪劳动

基于组织的自尊 渊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袁
OBSE冤来源于自尊袁是指一个人相信自己是一个有能

力的尧重要的尧对组织有价值的成员的程度渊Pierce et
al.袁1989冤[6]袁是组织情境下个体对自己能力和胜任力的

评价遥 研究表明袁基于组织的自尊能显著预测员工积极

的态度尧行为和绩效袁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尧组织承诺尧
工作绩效以及组织公民行为等正相关[7]遥 根据认知失调

理论渊Festinger袁1957冤袁为了避免认知失调袁人们往往会

按照符合自己认知的方式行为遥 基于组织的自尊水平

高的员工认为自己有较高的能力和胜任力袁 对组织而

言是重要的成员袁 这种认知使得员工将维护组织整体

的有效运作看作自己的责任遥 由此可以推断袁面对顾客

需求不确定尧高情绪付出尧任务超负荷等挑战袁基于组

织的自尊水平高的一线员工能够保持信心袁 同时深知

一线员工的真诚直接影响顾客的满意度袁 进而影响组

织整体绩效与荣誉袁 作为对组织重要的成员来说更愿

意从内心去感受组织所期待的情绪表达袁 在对客服务

中采用深层表演策略袁获得员工尧顾客与组织的三赢袁
而不仅仅是不改变内心真实情绪感受的表面表演遥 因

此袁我们假设院
H2院 基于组织的自尊对酒店服务员工情绪劳动有

显著影响袁 即酒店服务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的水平越

高袁越倾向于采用深层表演策略袁反之则越倾向于采用

表面表演策略遥
3援 组织认同尧基于组织的自尊与情绪劳动

组织认同过程是成员认同组织的经历袁 也是组织

唐秀丽 组织认同对酒店服务员工情绪劳动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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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成员形成自我定义的过程渊Dukerich袁2002冤遥 当

员工用组织身份定义自己后会带来个体行为的改变袁
会试图为组织做贡献袁会引起诸如服从尧忠诚和参与等

行为[8]遥 组织认同会促使员工产生与组织命运相关的感

受袁 组织认同水平高的员工从群体规范和价值利益来

思考和行动的意愿会更强烈袁 也就越愿意对组织付出

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袁 这种付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员工

工作能力与服务绩效的提升袁 从而对基于组织的自尊

产生显著影响[9]遥 因此袁我们假设院
H3院 组织认同对酒店服务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有

正向影响袁即酒店服务员工组织认同水平越高袁其基于

组织的自尊的水平就越高遥
组织认同反映了员工行动的意愿袁 但意愿与最终

行为之间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袁 只有当个人意愿与

能力都具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采取最终的行动遥 基于

组织的自尊代表了员工对自己作为组织成员胜任力的

判断遥 组织认同对情绪劳动的影响是通过基于组织的

自尊实现的袁没有基于组织的自尊袁期望通过提高员工

组织认同促使员工进行深层表演的目标可能很难发

生袁 那么在对客服务中表面表演策略的运用则会更频

繁遥 另外袁最近几年对基于组织的自尊的中介作用的研

究也比较多[10-12]袁也正是由于基于组织的自尊是联系组

织因素和员工工作结果的情景化因素袁 使得其在解释

组织因素对员工工作结果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袁因此袁
我们假设院

H4院 基于组织的自尊在组织认同与酒店服务员工

情绪劳动渊表面表演尧深层表演冤的关系中起到中介的

作用遥
综合以上假设袁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院

二尧研究设计

1. 测量工具选择与使用遥 淤 组织认同遥 采用 Meal
和 Ashforth 的组织认同量表的中文版本进行测量袁共 6
道题遥 该量表是在目前组织认同研究中最权威尧最常被

使用的量表遥 本研究中该量表信度系数为 0.915遥 于 基

于组织的自尊遥 采用 Pierce 等人开发的英文量表的中

文版本进行测量袁共 10 道题遥 该量表已经被应用于中

国情境下的实证研究袁并显示出良好的信度[13]遥 本研究

中该量表信度系数为 0.926遥 盂 情绪劳动遥 采用

Grandey 渊2003冤 情绪劳动策略量表的中文版本进行测

量袁共 11 题袁其中 5 道题测量表面表演袁6 道题测量深

层表演遥 本研究中袁该量表信度系数为 0.806袁其中表面

表演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907袁深层表演量表的信度系

数为 0.911遥本研究中量表均采用李克特渊Likert冤7 点式

量表袁1 表示完全不符合袁7 表示完全符合遥
2. 调研样本选择与数据获取遥 Chase渊1978冤根据顾

客在服务中的参与程度把服务型企业分为高接触服务尧
中接触服务和低接触服务三大类[14]遥 所谓高接触服务是

指顾客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参与其中全部或大部分的

活动袁如酒店尧旅行社尧餐饮企业尧航空公司等遥本研究选

取酒店业的一线服务员工为研究对象进行量表设计遥量
表编制完成后袁 调查人员首先选择上海一家酒店的 30
名员工进行了问卷预测袁根据被调查人员反映的问题及

在调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问卷进行用词及句式方面

的修改袁然后进行问卷的正式测量遥 此次问卷调查兼顾

了酒店档次尧经营规模等问题袁从一星级到五星级袁同时

还有经济型酒店与其他经营形式酒店袁共发放问卷 400
份袁剔除填写不全或每个问题全部选同一选项的无效问

卷袁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351 份袁有效率为 87.75%遥 样本

构成方面袁男性员工占 40.7%袁女性员工占 59.3%曰年龄

主要集中在 18耀24 岁渊占 25.4%冤尧25耀34 岁渊占 50.7%冤
两个年龄段曰学历方面也比较集中渊其中高中及中专占

18.2%袁大专及本科占 76.9%冤曰月均收入方面袁1500 元

以下的占 15.1%袁1501耀3500 元的占 39.1%袁3001耀5000
元的占 25.9%袁5001耀8000 元的占 9.1%袁8001 元以上的

占 10.8%曰所在部门也主要集中在与顾客接触较多的几

个部门 渊如前厅占 25.1%袁 餐饮占 19.4%袁 客房占

17.9%冤曰另外袁工作时间不到 1 年的占 18.2%袁1耀2 年的

占 32.5%袁3耀5 年的占 26.2%袁6耀9 年的占 9.4%袁10 年以

上的占 13.7%遥 调研样本具有典型意义遥
三尧研究结果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简化运算分析的过程袁本研究将组织认同尧基
于组织的自尊尧表面表演尧深层表演等变量进行了单一

化处理 渊取该变量所有题项的均值作为该变量的值冤袁
由于这些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袁 能满足进行单

一化处理的要求遥 各变量均值尧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

图 1 研究理论模型

Tang Xiuli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on Hotel Service Staff忆s Emotional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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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示遥 其中袁组织认同与基于组织的自尊渊r = 0.681,
p<0.01冤正相关袁与表面表演渊r=-0.288, p<0.01冤负相关袁
与深层表演渊r=0.652, p<0.01冤正相关曰基于组织的自尊

与表面表演渊r=-0.312, p<0.01冤负相关袁与深层表演渊r=
0.645, p<0.01冤正相关曰表面表演与深层表演渊r=-0.271,
p<0.01冤负相关遥

表 1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尧标准差和变量间相关系数

1 2 3 4
1. 组织认同 渊0.915冤
2. 基于组织的自尊 0.681** 渊0.926冤
3. 表面表演 -0.288** -0.312** 渊0.907冤
4. 深层表演 0.652** 0.645** -0.271** 渊0.911冤

平均值渊M冤 5.170 5.145 3.429 5.031
标准差渊SD冤 1.118 0.950 1.263 1.094

注院 n=351; **p<0.01, *p<0.05曰括号内加粗的数字是各变量的信度系数渊Cronbach爷s 琢冤遥

2援 假设检验分析

我们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法进行假设检验遥 首先袁引
入控制变量渊性别尧年龄尧学历尧月均收入尧所在部门尧工

作时间冤袁其次检验自变量渊组织认同冤对中介变量渊基
于组织的自尊冤的影响袁最后检验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

结果变量的影响袁分析结果见表 2遥

基于组织的自尊 表面表演 深层表演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控制变量

渊常量冤 -1.522** -0.377 0.538 0.027 -0.064 -2.289** -1.187** -1.041**

性别 0.050 -0.112 -0.182 -0.109 -0.136 0.381** 0.225** 0.268**

年龄 -0.030 -0.039 -0.069 -0.065 -0.074 0.142 0.132** 0.148**

学历 0.283** 0.078 -0.051 0.040 0.059 0.310** 0.113 0.083
月均收入 0.235** 0.128** -0.026 0.021 0.052 0.119** 0.017 -0.033
所在部门 -0.042 -0.015 0.055 0.043 0.039 0.022 0.048 0.045
工作时间 0.086 0.048 -0.030 -0.013 -0.002 0.052 0.015 -0.003
自变量

组织认同 0.633** -0.282** -0.131 0.609** 0.364**

中介变量

基于组织的自尊 -0.239** 0.387**

R2 0.149 0.501 0.024 0.094 0.123 0.133 0.459 0.533
驻R2 0.149 0.352 0.024 0.070 0.029 0.133 0.326 0.075
F 10.01** 49.10** 1.40 5.08** 5.97** 8.77** 41.52** 48.89**

驻F 10.01** 241.64** 1.40 26.51** 11.17** 8.77** 206.51** 54.87**

D-W 1.650 1.992 1.603 1.656 1.781 1.529 1.854 1.885
Sobel 检验渊Z 值冤 -3.061** 6.693**

表 2 中介效应及稳健性检测的层级回归结果

注院 n=351曰**p<0.01袁*p<0.0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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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袁 组织认同对酒店服务员工情绪

劳动的表面表演渊M4, 茁=-0.282, p<0.01冤有显著负向影

响尧对深层表演渊M7, 茁 =0.609, p < 0.01冤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遥 H1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遥 基于组织的自尊对酒店

服务员工情绪劳动的表面表演渊M5, 茁=-0.239, p<0.01冤
有显著负向影响袁对深层表演渊M8, 茁=0.387, p<0.01冤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袁H2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遥 同时袁还可以

看出组织认同对基于组织的自尊 渊M2, 茁=0.633, p<
0.01冤有显著正向影响遥 H3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遥

从表 2 的 M5 可以发现袁在加入基于组织的自尊之

后袁 组织认同对酒店服务员工表面表演的影响变为不

显著渊M5, 茁=-0.131, ns冤袁因此袁基于组织的自尊在组织

认同与表面表演的关系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曰 在加

入基于组织的自尊后袁 组织认同对酒店服务员工深层

表演渊M8, 茁=0.609, p<0.01冤的影响发生了改变袁相关系

数减小袁但仍然显著渊M8, 茁=0.364, p<0.01冤袁因此袁基于

组织的自尊在组织认同与深层表演的关系中起到了部

分中介作用袁H4 得到部分支持遥
尽管 Baron 和 Kenny 的中介效应检验标准被广泛

地运用袁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袁其中一个重要的局限性

是没有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遥 因此袁 本研究采用

Preacer 和 Hayes渊2008冤[6]改进的 Sobel渊1982冤分析方法

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袁 利用 bootstrap 方法构造

1000 个样本来检验中介效应的稳健性遥结果显示袁基于

组织的自尊在组织认同对酒店服务员工表面表演渊Z=-
3.061, p<0.01冤中所起中介效应显著袁对应 bootstrap 检

验结果显示该中介效应稳健 渊bootstrap 统计量在 95%
的置信区间上不包含 0冤遥同理袁基于组织的自尊在组织

认同对酒店服务员工深层表演渊Z=6.693, p<0.01冤中所

起中介效应显著袁 对应 bootstrap 检验结果显示该中介

效应稳健 渊bootstrap 统计量在 99%的置信区间上不包

含 0冤遥
四尧讨论

本文在以往对情绪劳动研究的基础上袁 通过考察

酒店服务员工的两种情感体验要要要组织认同感与基于

组织的自尊感袁 对影响酒店服务员工情绪劳动的前因

变量进行了扩充研究袁 实证分析基本上验证了所提出

的研究假设袁 研究结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

意义遥
本文证实了组织认同对酒店服务员工情绪劳动的

影响遥 情绪劳动的研究在前因变量的选择上较少关注

酒店服务员工对组织的感知及员工对自己在组织中的

认知袁本文研究了组织认同尧基于组织的自尊对酒店服

务员工情绪劳动的影响袁 发现组织认同确实可以积极

影响酒店服务员工采取深层表演的情绪劳动策略遥 作

为组织的一员袁 员工的组织认同感会改变其对工作的

认识和态度[15]遥 微笑是酒店一线员工工作的一部分袁是
酒店利润的重要源泉袁 深层表演体现了内心情绪感受

与外在情绪表达的一致袁 可以调动更多的认知和心理

资源袁增强工作效率袁并增加自我真实感[16]袁这种真诚的

微笑会带来顾客的满意和忠诚遥 当酒店服务员工体会

到这种行为的价值感时会将组织外在情绪表现要求与

自我进行整合和内化袁对行为产生认同感遥 在这种认同

动机的驱动下袁对自我而言袁与组织保持一致的行为被

看作是真实和野自主冶的[17]袁在不确定性和高频率顾客接

触的服务情景中袁 对组织的认同感和承诺是一线员工

实现高水平角色绩效的保证[18]遥
实证分析表明袁 组织认同对基于组织的自尊有直

接显著的影响遥 本研究对基于组织的自尊是组织认同

的结果还是前因袁 或者仅作为组织认同与其结果变量

之间的调节变量而存在[19]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遥同
时袁 证实了基于组织的自尊对酒店服务员工所采取的

情绪劳动策略有直接显著影响遥 自我约束理论认为袁个
体会为了获得自我提升和保持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一

致性而表现出积极的行为尧态度和绩效遥 情绪表达的真

实性对顾客的满意度有直接影响袁 无论是顾客感受还

是酒店服务员工的自我体验袁 表面表演的真实感都比

较弱袁因此袁深层表演中真挚情感表达会带来更为积极

的效果袁受到这种积极结果的暗示袁基于组织的自尊水

平高的酒店服务员工会表现出更多的深层表演遥
实证分析还发现袁 基于组织的自尊在组织认同与

表面表演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遥 即使酒店要求

员工对客服务中要积极展现应有的表情袁 如微笑尧亲
切尧友好等袁但到底采用哪种方式展现情感的决定权在

员工那里袁在这个过程中袁当员工对组织强烈认同时袁
则更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对组织支持的态度袁 或者在行

动上更愿意保持与组织目标的一致[20]袁这种意愿会带来

员工行为的坚持和较强的忍耐程度袁 不断丰富的工作

经验对提高员工胜任力大有裨益袁 员工基于组织的自

尊水平也会随之提高袁 意愿与能力的结合会促使员工

在与顾客交互中更多地采用深层表演策略袁 而非表面

表演策略遥 同时还要注意到基于组织的自尊在组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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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与深层表演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遥 能力渊基于

组织的自尊冤对实现工作目标非常重要袁但若没有意愿

渊组织认同冤的推动这一目标依然无法实现遥 以情绪调

节为主的情绪劳动策略和动机一样袁重在认知的改变袁
组织认同就是个体对于组织成员感尧 归属感的认知过

程袁体现了个人与组织在价值观上的一致性[21]袁这种成

员感与归属感足以让员工在选择情绪劳动策略时倾向

于深层表演策略袁 发自内心地表现出对顾客的主动热

情袁快捷及时地处理顾客问题袁通过积极的员工行为获

得良好的顾客评价遥
本研究对管理实践也有一些启示遥 首先袁在日常管

理活动中一定要重视酒店及员工自己在组织中认知的

感受遥 一线员工与顾客之间的互动是实现顾客价值的

重要途径袁 员工发自内心的对客服务已成为服务性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袁 通过组织认同将群体规范和价值观

融入员工的自我概念中袁让员工获得组织成员身份袁并
因此产生与企业共命运的心理依赖关系遥 因此袁企业应

通过各种参与策略来培育员工的组织认同感袁 促使员

工以符合组织目标的方式提供对客服务遥 其次袁不要忽

视员工情感管理的重要价值袁 对那些运用深层表演策

略以真挚情感服务顾客并获得良好结果的员工要进行

适当的激励和宣传袁 从而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基于组织

的自尊水平袁带来更积极的工作表现袁还有利于激发组

织中更多员工的工作热情遥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还存在局限院一方面袁变量测量

多采用国外量表袁 如何结合我国文化背景进行修订有

待进一步挖掘曰另一方面袁四个变量都是自我感知袁均
采用自我报告的数据收集方式袁 尽管在问卷调查及数

据统计中进行了一定的处理袁 但受社会称许性与同源

偏差的影响袁也可能导致变量之间的表面高相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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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预嘱的意义、应用和推广

张蓉蓉 姜叙诚
渊上海杉达学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冤

揖摘 要铱 当患者无行为能力决定他所希望接受的治疗时袁为了尽量减少医生和患者家属所面对的不确定因

素袁美国尧英国尧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已引入生前预嘱的概念和与之相关的法律条例遥 生前预嘱是个人在清醒状态下

签署的袁预先表述自己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时袁对医疗措施的选择遥 在中国大陆袁公众开始讨论尊严死和生前预

嘱袁但公众对于生前预嘱的认识还处于初步阶段袁同时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遥 本文将对生前预嘱的理念尧其在

国内外的应用情况和进展进行综述袁以期有助于加强大众对生前预嘱的认识袁促进其应用和推广遥
揖关键词铱 生前预嘱曰预立医疗指示曰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曰中国曰美国

A Review about the Meaning,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of Living Will

Zhang Rongrong Jiang Xucheng
渊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chnology冤

Abstract: When a patient has no capacity to make his decision about what treatment he would like or would not like to
receive, his family members and doctors may have difficulties to make the medical choices for him. Many countries,
such as America, Britain and Canada have implemented living will. The relevant policy and legal regulation are also
made. On the other hand, citizens in mainland China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 of living will. And there is no re鄄
lated policy or regulations supporting such a concept. This study reviews the background of living will and the develop鄄
ment of living will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is is supposed to give some ideas on how living will could be applied
and promoted in China.
Keywords: living will, Advance Directive, Advance Care Planning, China,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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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预嘱 渊living will冤 是个人在健康或意识清醒

状态下签署的袁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使用或不

使用某些医疗处置措施的书面文件[1]遥 在我国袁大多数

人对生前预嘱缺乏充分的认识袁 其应用尚在起步阶

段遥 对生前预嘱的理念尧应用情况和进展进行综述袁有
助于加强对生前预嘱及相关理念的认识袁促进其应用

和推广遥
一尧生前预嘱的产生

由于医学科学和医疗技术发展袁 在某些目前尚无

法治愈的伤病的终末期可以运用一些治疗手段维系和

延长患者的生命遥 但是袁科学的进步并没没有减少人们

对死亡的困惑袁死亡仍然是不可逾越的遥 终末期采用的

某些治疗手段属于无法达到预期治疗效果的所谓的

野无效治疗冶渊futile treatment冤[2]遥这些治疗耗费了大量的

人力尧资金和有限的医疗资源袁最终却难以挽救患者的

生命袁只是延长了死者及其家属的痛苦遥 对于终末期患

者的无效治疗袁患者尧家属和医护人员都面临着继续治

疗还是放弃治疗尧继续什么样的治疗尧放弃什么样的治

疗和由谁做出决定的艰难抉择遥

对于终末期患者的治疗选择袁 已经成为医疗尧伦
理尧法律领域及患者和家属不可回避的问题遥 随着我们

对生命认识的深入袁死亡不应再成为一个忌讳的话题遥
临终关怀尧善终渊good death冤尧姑息疗法和放弃治疗等观

念和实践逐渐涌现和开展遥 目前倡导的一种方法是建

立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渊Advance Care Planning袁ACP冤袁使
患者可以预先表达袁可以了解患者对未来治疗的意愿袁
保障患者的选择权和自主权遥 ACP 是姑息治疗的重要

内容之一袁是指患者在意识清楚时袁在获得病情预后和

临终救护措施的相关信息下袁 凭借个人生活经验及价

值观袁表明自己将来进入临终状态时的治疗护理意愿袁
并与医务人员和渊或冤亲友沟通其意愿的过程咱3暂遥生前预

嘱是用以表达临终治疗护理意愿的书面文件遥 生前预

嘱最初由美国伊利诺伊州 Luis Kutner 律师在 1969 年

的一份法律期刊上提出遥 Kutner 律师认为袁现行的财产

法允许个人对身故后的财产事务提前做好安排袁 提出

了让个人提前表明在身体无法自主时想要得到的医疗

护理要求遥 因为这种野愿嘱冶要在个人活着的时候使用袁
所以被称为野生前预嘱冶咱4暂遥

图 1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尧预立医疗指示和生前预嘱野俄罗斯套娃冶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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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尧预立医疗指示和生前预嘱

在文献中袁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渊Advance Care Plan鄄
ning袁ACP冤尧预立医疗指示渊Advance Directives袁ADs 或

者 Advanced Care Directives, ACDs冤和生前预嘱常用来

表达个人对于未来身体照护的计划尧意愿和方式遥 这三

者之间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袁澳大利亚卫生部 2011 年

发表的野俄罗斯套娃冶图示渊图 1冤比较好地诠释了三者

之间的关系[5]遥 未来计划泛指个人对自己未来有关健康

问题的计划遥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是患者尧医疗工作者尧
患者家属及其他有关人士的一个沟通过程袁 商讨当患

者无法做出决定时袁 如何选择医疗照护遥 在这个过程

中袁患者的意愿尧选择尧价值观尧生死观得以体现袁患者

家属和医疗工作者得以了解病人的意愿袁 有利于他们

在患者无法选择时袁做出合乎患者意愿的决定遥 预立医

疗指示又被称为预先医疗指示或预先医疗决定袁 是一

份基于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形成的正式书面文件袁 在美

国尧英国尧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家袁这份文件具有法律

效力[6]遥 在美国袁一份完整的预立医疗指示包含 4 个部

分院 医疗护理授权书 渊Health Care Power of Attorney,
POA冤尧精神健康治疗委托书尧生前预嘱尧放弃急救渊Do
Not Resuscitate, DNR冤指示遥生前预嘱袁有时被称为生前

遗嘱袁 是一份说明在特定情况下希望获得的治疗方式

的文件遥 生前预嘱仅在患者病危时刻或永久无意识状

态时才有效袁 例如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遥 在生前预嘱

中袁患者可以告知医疗机构希望获得的帮助类型袁例如

依靠机器维持呼吸或在无法正常进食时利用辅助喂食

管维持生命遥 在某些国家袁生前预嘱文件中也包含医疗

护理授权书袁 某些文献中将生前预嘱等同于预立医疗

指示遥
三尧生前预嘱的应用情况

1. 生前预嘱在国外的应用情况

美国是第一个施行生前预嘱的国家袁叶自然死亡

法曳渊Natural Death Act冤 和 叶患者自主决策法案曳渊Pa鄄
tientSelf-Determination Act冤 这两份法案的通过为生前

预嘱的施行奠定了基础遥1976 年 8 月袁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通过了叶自然死亡法曳袁允许放弃使用生命支持系统

延长不可治愈患者的临终进程遥 也就是允许患者依照

自己的意愿自然死亡[1][7]遥 此后袁美国各州相继制定此类

法律袁以保证患者的医疗自主权遥 这项法律允许成年人

完成一份称为野生前预嘱冶的法律文件袁生前预嘱必须

有至少两位成年人签署见证袁 这两个人不能是患者的

亲属和配偶袁 也不能是患者的遗产继承人或者直接负

担患者医疗费用的人遥 有生前预嘱的患者可以将其复

制多份袁 入院时作为病历资料的一部分随身携带 [1尧7]遥
1991 年 12 月袁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叶患者自主决策法

案曳袁授权所有注册的医疗保险机构提供关于正确书写

生前预嘱格式的书面信息袁 并制定贯彻该法案的政策
[6]遥 目前袁美国已有 35 个州通过了自然死法案遥 约 34%
的成年人有自己的生前预嘱[1尧7尧8]遥

在英国袁1998 年立法机关推行的欧洲大会通过的尧
人权法案中包含生前预嘱的相关法律条款遥 2006 年英

国政府发布了允许民众订立生前预嘱的详细计划[8]遥 加

拿大尧丹麦尧荷兰尧比利时尧德国等国也通过了使用生前

预嘱的相关法律规定[9]遥
在亚洲袁新加坡 1996 年颁布了叶预先医疗指示法

案曳袁对疾病末期袁没有任何治愈希望的垂危患者是否

维持特殊生命延续治疗措施做出了规定[10]遥
2. 生前预嘱在中国的应用情况

2000 年中国台湾地区通过了 叶安宁缓和医疗条

例曳袁其中包含叶预立选择安宁缓和医疗意愿书曳袁指出

20 岁以上尧 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终末期患者在 2 名及

以上见证人的见证下袁有权签署生前预嘱袁并且可以随

时更新或者撤销[11]袁条例允许患者在疾病终末期拒绝心

肺复苏术遥
2004 年袁香港发改委尧医管局等部门向社会各界人

士征求对生前预嘱施行的意见和建议袁 后决定以非立

法的形式推广生前预嘱的理念遥 同时建议在香港地区

使用预立指示表格[11]遥
中国大陆地区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尧 社会学专

家关注和探讨野生前预嘱冶曰2006 年野选择与尊严冶网
站成立曰2011 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凌峰袁2012 年两

会期间人大代表顾晋提出成立野中国生前预嘱中心冶
的议案 [12尧13]遥

目前在大陆袁对于生前预嘱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遥
野选择与尊严冶网站拟写了生前预嘱的样本袁即野五个愿

望冶文件遥 该文件可以帮助病人家属了解患者无法表达

的想法袁 同时也呼吁社会对于病人意愿和自然死的关

注遥 2011 年 6 月起袁公民可以登录野选择与尊严冶网站袁
自愿填写野五个愿望冶袁并可以随时更新或者撤销遥 2013
年 6 月袁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袁协会倡导如果自

己因病或因伤导致身体处于 野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冶
野持续植物状态冶或野生命末期冶袁不管是用何种医疗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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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袁死亡来临时间都不超过 6 个月袁且生命支持治疗延

长的寿命没有质量时袁希望停止救治遥 该协会倡导野尊
严死冶袁推广生前预嘱袁希望医生和病人家属了解和尊

重病人的个人意愿遥
四尧生前预嘱的基本内容和具体运用

在未来某一时刻袁你或许会因为疾病尧年老袁无法

决定自己临终时的各种问题, 生前预嘱将使你的医生尧
家人等掌握一些十分重要的事袁即当你病危/临终时袁你
希望怎样被对待遥 这份文件将清楚表达你的意愿袁帮助

你的医生尧护士和家人等做出符合你意愿的决定遥 这份

文件只有在你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袁才发挥作用遥
年满 18 岁的公民都可以填写这份文件袁如果你改变想

法袁可以修改这份文件[12]遥
野五个愿望冶是最经典尧在世界范围使用最广泛的

一种生前预嘱文件范本遥 它是一份询问你在病危/临终

时袁医疗尧心理尧精神方面需求的文件遥 主要包含以下 5
个方面的内容院 淤当您自己不能为自己的健康医疗做

决定渊比如手术方案的选择冤时袁您希望由谁替您来做钥
于您希望 辕不希望接受哪种医学治疗钥 盂您对生活护理

有什么需求钥榆您希望别人如何对您钥虞您希望您爱的

人知道什么钥
当患者病重时袁 他可能已无法对一些非常重要的

医疗措施袁 如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或者是否为他进

行止痛等进行选择遥 事实证明袁不同个体的选择和愿望

是不同的袁 家属和医生并不总是确信患者病重的时候

愿望是什么袁所做的选择也不一定符合患者的愿望遥
填写生前预嘱有利于我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思考

和谈论临终时可能遇到的问题袁 使我们能够理性地做

好必要的准备袁使个体可以明确表达自己的愿望袁避免

患者的家属和医生做出不符合患者意愿的医疗决定袁
避免家属和医生因难以做出必要的治疗选择而陷入困

境袁甚至发生争执遥 制定生前预嘱可以使患者和家属减

轻精神压力并获得内心的安宁袁 也有利于医护人员按

照患者的意愿选择相应的治疗遥 一般来说袁制定生前预

嘱的最好时间是在患者陷入健康危机之前袁 最合适地

点是在家而不是在医院遥
生前预嘱是患者与医生尧亲人充分沟通袁为自己在

某些特定伤病状况下对医疗护理问题做出的决定遥 当

患者失去沟通能力时袁生前预嘱发生作用遥 在不能有效

表达或陷入昏迷时袁 生前预嘱和患者选定的医疗护理

代理人可以与医护人员一起根据患者的预嘱决定其医

疗护理问题遥
在欧美国家尧新加坡尧我国的台湾地区袁生前预嘱

属法律文件袁 可从医疗机构或者官网得到生前预嘱文

件遥 在美国袁订立生前预嘱者可与家人尧社工尧护士尧医
生等讨论生前预嘱的内容和自己的意愿等袁 并填写和

签署文件渊签署时需 2 位目击证人在场冤遥 生前预嘱签

署后袁将该文件信息输入生前预嘱数据库遥 生前预嘱的

文件包含一张银行卡大小的卡片袁 上面有立预嘱者的

名字尧 性别尧 身份证号码和一个只属于你的生前预嘱

ID袁立预嘱者可以将这张卡片随身携带袁医护人员可以

根据该 ID 在数据库看到其签署的生前预嘱文件遥 通常

生前预嘱原始文件由本人保管袁 文件副本可送交医疗

代理人尧家庭医生尧亲属和朋友等遥
目前在我国大陆地区袁 生前预嘱还不是一份法律

文件遥但已引起法律界人士的讨论和重视遥由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影响袁国人很少谈论死亡或临终等话题袁年轻

时觉得是遥远的事情而不谈袁 年老或生病的时候因忌

讳而不谈遥 但是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

常态袁 我们对临终的避讳有时候会使亲人和医护人员

处于不知所措或者矛盾的境地遥 生前预嘱的设立有利

于了解特定的个体对死亡的态度和认知袁 了解其关于

临终安排的意愿遥 我们应该充分尊重个人对生前预嘱

相关问题的意愿遥 随着生前预嘱相关理念和应用的逐

步推广袁希望生前预嘱的立法工作能早日启动遥
生前预嘱的签署是完全自愿的遥 生前预嘱签署后袁

如果有必要袁签署人可以随时改变自已的愿望袁可依自

身健康状况的变化或者观念的改变做出相应的变更遥
做出变更以后袁 签署人要及时确认通知其健康护理代

理人尧家人尧朋友和医生遥 销毁所有过期文件并把新文

件的副本分发给他们遥
五尧阻碍野生前预嘱冶在我国大陆地区推广的因素

生前预嘱的理念在我国已引起了关注袁但面临的

困难还很多袁 还有很多因素制约着生前预嘱的推广遥
这些因素包括文化因素尧制度因素尧认知与施行间的

差异等遥
1. 文化因素

生前预嘱旨在让患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生命

终末期的医疗选择袁因此袁了解自己的病情及预后情

况是开展生前预嘱的基础遥 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袁我国

患者的自主权意识比较弱袁认为自己对疾病医疗知识

了解不多袁而医生是这方面的权威袁因此医生常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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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抉择的代理人遥 第二袁受传统孝亲观念的影响袁家
属为保护患者而向患者隐瞒病情袁 特别是危重的病

情袁医务人员常帮助患者家属隐瞒病情袁剥夺了患者

知情权尧自主权袁也阻碍了生前预嘱的发展遥 在这种情

况下袁常常是患者家属替代患者做出医疗抉择遥 第三袁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集体主义袁主张家长制下的集体决

策方式袁患者本人常遵从这种方式下的决策而忽视自

己的需求遥 这影响了患者对生前预嘱的接受度遥 第四袁
很多家属在孝亲文化的影响下袁对终末期生命治疗的

利弊缺乏足够的考虑袁持有不论救治是否有效袁生命

是否有质量也不放弃的观念遥 此外袁在患者失去自主

意识的情况下袁医务人员因担心医患纠纷袁不论患者

是否表达过医疗意愿袁医护工作者更趋向于听从家属

意愿积极救治遥
传统儒家思想重生前轻死后袁 中国人常忌讳谈论

死亡袁认为死亡是一个带来坏运气的话题袁不管是社会

公开场合还是最亲近的人之间袁 都很少谈论甚至不谈

该话题遥 这样的文化环境使得中国人较难理性面对死

亡和对临终做出安排要要要其正是生前预嘱得以推行的

基础袁 因此生前预嘱在中国文化下的推广需要特别的

智慧引导遥
2. 制度因素

目前袁中国内地尚未制定生前预嘱相关的法规袁也
没有法律法规禁止公民签署生前预嘱文件表达自己的

医疗意愿遥 现行医事法中的野知情同意权冶支持医护人

群将患者的病情尧 医疗措施尧 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

者曰手术等治疗实施前需要征得患者同意遥 此为生前预

嘱的法理制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遥
虽然生前预嘱的形式是合法的袁公民可以通过这样

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袁但生前预嘱目前还不是法律文

件袁因而也不具备法律效力袁实践中预嘱中的安排是否

可以实现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亲属的认可和支持遥当下袁
生前预嘱的立法呼声渐高袁部分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已

分别提出在中国法律环境下推广生前预嘱尧建立政府指

导下的生前预嘱注册中心的提案遥 此外袁中国大陆地区

个别医院在实务操作引进生前预嘱医疗规范遥 例如袁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引用了美国叶联合委员会国际部医

院评审标准曳袁 明确表明了医院应告知患者和家属在拒

绝和终止治疗方面的权利和责任袁并尊重患者终止复苏

抢救和停止生命支持疗法的愿望和选择遥
六尧展望

生前预嘱所秉承的思想顺应了姑息治疗和临终关

怀的理念袁对患者尧家属尧医护人员乃至医学专业和整

个社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遥 首先袁它体现了对

患者自我管理和自主权的尊重袁 使得患者获得自尊和

安全感[10]袁维护了患者和家属的自主权曰其次袁它增进了

医患关系的平等性袁 生前预嘱建立在医护人员与患者

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基础上袁 医护人员参与预嘱的制定

过程袁有利于促进健康良好的医患关系遥
目前生前预嘱在中国大陆地区处于推广的阶段袁

因其提倡的在患者本人清醒状态下提出在生命终末期

放弃某些治疗袁平静而有尊严地接受死亡的观念袁与中

国文化中重生尧贵生的传统理念有差异袁可能会引起患

者以及患者家属的反对遥 考虑到东方文化背景的特殊

性袁大陆地区可以借鉴台湾和香港的工作模式袁先从癌

症患者尧 养老院老年人等群体开展生前预嘱的宣传和

讨论曰 广大医护人员将成为推广生前预嘱的最重要力

量袁 在医学专业人员中宣传生前预嘱理念并使得该理

念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体现出来曰 在推广生前预嘱的

过程中尊重中国文化袁采用家庭共同讨论袁共同决策的

方式袁不只是强调个人自主权曰在法律层面袁政府的支

持是不可或缺的袁 前期社会媒体的讨论尧 宣传亦很重

要袁比如对于生老病死尧善终尧养老尧生命支持疗法等的

讨论曰 香港地区在立法之前征求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

和建议以及在正式立法前以非立法的形式施行一段时

间作为过渡期的举措值得大陆地区学习遥
此外袁 生前预嘱中对于 野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冶尧

野生命的终末期冶等的判断和界定需要严谨尧严格尧科学

的医学判断袁谁有权利判断尧判断的依据是什么等袁需
要做出明确的说明袁 这是生前预嘱可以具有法律效力

的重要前提遥
野思考死亡袁是为了活得更好冶袁这正是生前预嘱的

意义所在遥 生前预嘱的理念和实践还有待加强宣传袁加
强讨论袁加强认知袁逐步推广遥

张蓉蓉 姜叙诚 生前预嘱的意义尧应用和推广

43窑 窑



No.12016
揖参考文献铱

[1] Mirarchi FL援When living wills become health hazards. Med Econ袁2006袁83(23)院7l-72援
[2] 王雯姝袁张中和.关于野无效治疗冶的讨论[J].医学与哲学袁2000袁21渊12冤院16-18.
[3] Lee M C, Hinderer K A, Kehl K A.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dvance Directives and Advance Care Planning in

Chinese People From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J]. Journal of Hospice & Palliative Nursing, 2014, 16(2)院75-85.
[4] Kutner, L 义Due Process of Euthanasia: The Living Will, A Proposal,义 [J].Indiana Law Journal,1969, 44 (4)院Arti鄄

cle 2. Available at: 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ilj/vol44/iss4/2
[5] National Advance Care Directives Working Group. A National Framework for Advance Care Directives. Canber鄄

ra: Australian Health Ministers忆 Advisory Council, 2011.
[6] Leditshke I A, Crispin T, Bestic J. Advance Care Directives in Residential Aged Care.[J]. AFP,2015, 44(4)院186-190.
[7] Schif R袁 Rajkumar C袁 Bulpitt C援Views of elderly people on living wills院interview study援BMJ袁2000袁320(7250)院

1640-1641援
[8] Schickedanz AD袁Schillinger D袁Landefeld CS袁et a1援A clinical framework for improving the advance care plan鄄

ning process院start with patients忆 self-identified barriers援J Am Geriatr Soc援2009援57(1)院31-39援
[9] Bravo G袁Dubois MF袁Wagneur B援Assessing the e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advance directives a鄄

mong older adults院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ulti1evel analysis援Soc Sci Med援2008援67(7)院1122-1132援
[10] 崔静袁周玲君袁赵继军援生前预嘱的产生和应用现状 [J]援中华护理杂志袁2008袁(9)院860要861援
[11] Emanuel L援 Living wills can help doctors and patients talk about dying援West J Med袁2000袁173(6)院368-369援
[12] 程义峰援凌锋委员院成立野生前预嘱注册中心冶让野尊严死冶成现实[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11lh/2011-03/10/c_13771195.htm
[13] 王丽英袁胡雁袁陆箴琦袁等援肿瘤科医护人员对晚期肿瘤患者实施预先指示的质性研究[J]援医学与哲学院临床

决策论坛版袁2011袁(11)院1-4援

Zhang Rongrong Jiang Xucheng A Review about the Meaning,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of Living Will

44窑 窑



揖摘 要铱 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红色隐喻的比较研究袁探讨跨文化隐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遥 笔者从叶英语名

著一千篇曳及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文报纸杂志收集真实语料袁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讨论英汉红色隐喻意义的相似

性和差异性遥 从文化和认知两方面探讨其原因袁论证了由于共同的认知基础和特定的文化差异袁跨文化隐喻的相似

性和差异性的存在遥
揖关键词铱 颜色隐喻曰英汉对比研究曰相似性曰差异性曰文化差异

Abstract: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has attempted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of
red metaphors by studying the examples cited from an English corpora and a Chinese one. The author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English Classics 1000, complemented by more contemporary readings and Chin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summarizes the frequently used metaphorical meanings of red terms, and categorizes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s of red terms by giving exampl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data, the paper goes on to look closely
a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of red metapho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discusses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same
and different red metapho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Through a contrastive study of red metapho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author proves the existence of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of cross -culture
metaphors due to the common cognitive basis and cultural variation.
Keywords: color metaphor, a contrastive stud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imilarity, dissimilarity, cultural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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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理论基础

英语野隐喻冶这个词源自于法语 metaphore 和拉丁

语 metaphora袁 而归根结底应追溯到希腊语 metaphora袁
意思是迁移[1]遥 人类对隐喻的研究历史源远流长袁早在

亚里士多德的年代渊公元前 384 年耀322 年冤袁这位伟大

的思想家就对隐喻产生了好奇遥 在他的著作叶诗学曳渊第
二十一耀二十五章冤和叶修辞学曳渊第三卷冤里袁亚里士多

德对隐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述[2尧3]遥 他把隐喻定义

成一种修辞手段袁其用途是使表达更丰富多彩遥 两千多

年以来袁 无论是在隐喻概念与研究范畴的界定还是隐

喻的分类及标准等方面,其理论都对后世的相关研究有

着复杂而深远的影响遥 20 世纪 30 年代袁隐喻突然跨界

到心理学尧哲学尧科学尧教育等领域袁I.A. Richards 提出

隐喻在社会中的地位应高于语言遥 在叶修辞哲学曳[4]中袁
他首次提出隐喻的互动理论遥 他认为袁隐喻包含了一种

语言过程院当我们使用隐喻的时候袁两种不同的事物在

起作用袁在一个单词或词组的支持下袁这两种事物的互

动形成了这个单词或词组的意义[5]遥
至此袁 隐喻已经不再是一种语言的修辞或脱离现

实的装饰遥 它不仅由现实组成袁 而且构成现实的一部

分遥 当代的把隐喻作为认知工具的研究理论应追溯到

Michael Reddy 的经典文章叶管道隐喻曳遥 Reddy 向世人

指出袁英语语言中绝大多数都是蕴含隐喻的[6]遥 自从该

文问世袁 整个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分支就开始把隐喻

作为人们用来推理和行动指南的工具来发展研究了袁
人们发现其实隐喻隐含在大量语言结构里[7]遥 1980 年袁
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在他们的著作 叶我们赖

以生存的隐喻曳中提出袁隐喻是概念性的袁隐喻和我们

的触觉一样珍贵袁都是人类的认知功能之一[8]遥
人眼可以识别不少于七百五十万种颜色的差别[9]袁

而颜色隐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遥
Brent Berlin 和 Paul Kay 在 1969 年对颜色术语里程碑

式的研究揭示了袁在某些认知领域中对语义结构有普

遍存在的天然约束条件 [10]遥 Berlin 和 Kay 建立了可以

被认作为具有普遍性的一系列焦点色袁 研究了 98 种

语言袁其中 20 种以口头测试的形式袁其余的是基于语

法或其他书面材料遥 测试结果令人称奇遥 焦点色不仅

得到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的承认袁在持不同语种的人

群中也是一致的遥 Berlin 和 Kay 因此总结院人眼普遍能

识别的基本颜色有 11 种袁因此袁在任何语言中作为 11
种或者更少的颜色术语的心理物理代词按照如下顺

序排列院

图 1

在图 1 中袁 越是左边的颜色词越是普遍存在遥
Berlin 和 Kay 的研究以及后继对颜色词的研究都是为

了证明人类视觉系统的普遍特征极大地束缚了在世界

的语言体系中可以找到的颜色词系统袁 使它们从一个

理论上行得通但事实上未经证实的极大的体系中析出

一个非常小但很有规律的分支遥
然而袁颜色作为感知结构只不过是文化产物的原

材料袁从属于任何人类有意识的行为袁比如院象征纯洁

的白色以及淫乱的红色遥 而经历了一系列的隐喻化袁
红色这个词可能被赋予了其他有文化特征的意思袁比
如野愤怒冶遥 这个隐喻用法负载了很多文化内涵袁对其

他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者而言并不是可以凭直觉就

能理解的 [11]遥

本文仅对红色进行研究袁 因为根据 Taylor 对 Berlin
和 Kay 焦点色层级的分析袁越是基础尧普遍的颜色词袁
隐喻用法越是丰富袁 而红色是除黑白两种颜色以外最

左边的渊即最基础的冤颜色[12]遥 从心理学角度看袁Sahlins
是这样解释红色的院

红色对人眼而言是所有颜色中最显著的遥 在正常

的光线下且依靠同一个对照物袁 红色和其他色调相比

最显眼袁饱和度和亮度最强噎噎简单地说袁红色是最鲜

艳的颜色 [13]遥
二尧研究方法

本课题是基于语料库的隐喻研究遥 作者将英汉语

料库中的红色隐喻归类尧分析袁并试图从中区分异同尧
总结规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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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是以电子化方式将大量文本收集在电脑

中袁并可以用各种软件对文本进行分析遥 本课题使用的

是 concordance 软件遥 concordance 可以检索有语言环境

渊context冤的某个词形袁并将这个被研究的单词以表 1尧
表 2 中所示的方式排列显示袁该单词成为结点渊node冤遥

表 1 显示的是以英语野红色冶渊red冤一词为结点的检

索结果遥 语境可以根据需要修改袁但如果超过一行袁视
觉效果将受到损害[14]遥 因此袁表 1 只显示了结点词 red
左右各 5 个单词遥 表 2 显示的是中文野红色冶一词为结

点的检索结果袁与表 1 不同的是显示了整个句子遥

is not always the case. [Red] yellow, and such colors, though
great an irritant as a [red] flag to a bull, emulated

doubtless have been strangled with [red] tape; but, fortunately, the Secret

表 1 英语野红色冶索引

去年 10 月在法国开幕的中国文化年进行得 红 红火火遥
野桔子妈妈冶赖怡茹更成为台湾电子尧平面媒体的 红 人袁大肆推广售卖野剪标商品冶遥

香港环球唱片总裁李文伟院这是一种眼 红 遥

表 2 中文野红色冶索引

任何语料库的研究必定要从建立语料库开始遥
笔者旨在对中英文书面语的比较研究红色隐喻的用

法遥 英语语料库是收集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叶名
著一千篇曳袁共 61,449,872 个词遥 其中包含的作品最

早可以追溯到 Thomas Mallory袁 近代的到 F. Scott
Fitzgerald 为止遥 中文语料库取自在人民网随机搜索到

的 20 世纪 70 年代报纸发表的文章袁 共计 10814,208
个字遥

三尧数据收集

在英语语料库中袁笔者选取了 10袁045 个引文作为

样本袁 其中 9袁652 个因为是专有名词或者意义不清晰

而被舍弃遥 中文语料库中袁选取了 6袁933 个词条袁6袁090
个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被舍弃遥

样本显示袁英语语料库中红色隐喻占 3.91%袁而在

中文语料库中达到 12.16%遥
接着袁笔者逐个分析 concordance 软件筛选出的红

色词条袁并分成四大类院用于人尧事物特征尧固定搭配以

及和其他名词组成的短语遥 在表 3 中显示了结果遥

分类 含义
英语 中文

范例
频率 百分比渊%冤 频率 百分比渊%冤

人

成功的/受欢迎的 0 0 123 14.6 渊1冤
印第安人/吉普赛人 147 37.4 2 0.2 渊2a冤尧渊2b冤
生气的/愤怒的 21 5.3 6 0.7 渊3a冤尧渊3b冤
悲伤 0 0 1 0.1 渊4冤
政治上的/革命性的 6 1.5 271 23.2 渊5a冤尧渊5b冤
快乐的/喜庆的 3 0.8 2 0.2 渊6a冤尧渊6b冤
穿戴喜气洋洋的 0 0 1 0.1 渊7冤
嫉妒 0 0 18 2.1 渊8冤
焦虑 1 0.3 3 0.4 渊9a冤尧渊9b冤
血腥/残忍/罪恶/邪恶 18 4.6 0 0 渊10冤
激进/喧闹 0 0 1 0.1 渊11冤
愧疚/尴尬 48 12.2 0 0 渊12冤
羞涩 4 1.0 0 0 渊13冤
真诚 0 0 1 0.1 渊14冤
惊讶 1 0.3 0 0 渊15冤
激动的/令人激动的 1 0.3 4 0.5 渊16a冤尧渊16b冤
柔弱的/爱的 1 0.3 49 5.8 渊17冤

表 3 红色的隐喻用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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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如下院
渊1冤 原名陶绪忠的陶喆袁34 岁袁是台湾地区当红的

创作歌手遥
渊2a冤 Years of training, years of passionate, unrelent鄄

ing search for Indians, had given him a knowledge of the
wilds that was incomprehensible to white men, and ap鄄
palling to his red 渊黑皮肤的冤 foes

渊2b冤 白种人尧黑种人尧黄种人尧棕种人尧红种人尧杂
种人袁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各种民族遥

渊3a冤 At this the German lady started as if stung, turned
very red 渊脸红的冤, and replied, 义Pardon, madam, I am not
the mother of the gentleman.义

渊3b冤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

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遥
渊4冤 可怜的白芸忙着当和事佬袁夹在丈夫及儿子中

间袁里外不是人袁难过得数度红了眼遥
渊5a冤 义Certainly,义 replied Dr. Leete. 义No historical au鄄

thority nowadays doubts that they were paid by the great
monopolies to wave the red flag 渊警告牌冤 and talk about
burning, sacking, and blowing people up, in order, by
alarming the timid, to head off any real reforms.

渊5b冤 通过公共权力寻租实现权力货币化要要要官煤

勾结就是一个典型袁 造就了偌许多的富豪巨贾和红顶

商人袁他们又对国民经济贡献几许钥
渊6a冤 Yes. She do seem happy. She is red 渊脸红的冤in

the face, and laughing at something Fairway has said to her.

渊6b冤 他对另一轮审讯人员说袁我是唱白脸的袁冷
硬袁你们可以唱唱红脸袁和缓一些遥

渊7冤 张大民落汤鸡一样站在树底下袁看着鸿宾搂的

灯光和大玻璃后面的红男绿女遥
渊8冤 同走的几位朋友里袁有人要在香港结婚袁老大

看了眼红袁也要同时跟孙小姐举行婚礼遥
渊9a冤 His Sowship忆s eyes were getting red 渊红的冤with

eagerly looking for the money, when the end of a glut鄄
tonous life came upon him; and, after a fortnight忆s illness,
on Sunday the twenty-seventh of March, one thousand six
hundred and twenty-five, he died.

渊9b冤 英子为了赢得这场野命运生死战冶的胜利袁真
是急红了眼遥

渊10冤 You, whose hands are red 渊染红的冤with my
brother忆s blood, and that of his faithful servant, shed to
conceal your own atrocious guilt --You, Rudge, double
murderer and monster, I arrest you in the name of God,
who has delivered you into my hands.

渊11冤 咱们暖水屯还得重改政权袁那些闹红了的就

得当心他们的脑袋遥
渊12冤 Here the Rat nudged the Mole. Unfortunately the

Toad saw him do it, and turned very red渊红的冤. There was a
moment忆s painful silence.

渊13冤 A florid, elderly man, and unmistakably ner鄄
vous, he dropped our grimy paws in succession, and,
turning very red 渊脸红的冤, with an awkward simulation

分类 含义
英语 中文

范例
频率 百分比渊%冤 频率 百分比渊%冤

成功的/受欢迎的 0 0 154 18.3 渊18冤
政治上的/革命性的 9 2.3 37 4.4 渊19a冤尧渊19b冤
花 0 0 4 0.5 渊20冤
令人生气的/愤怒的 12 3.1 0 0 渊21冤
令人悲伤的 2 0.5 0 0 渊22冤
财经 3 0.8 14 1.7 渊23a冤尧渊23b冤
勇敢/令人振奋的/即将到来的 6 1.5 0 0 渊24冤
快乐的/喜庆的 1 0.3 19 2.3 渊25a冤尧渊25b冤
重要的/醒目的 0 0 1 0.1 渊26冤
激动的/令人激动的 3 0.8 0 0 渊27冤
新鲜的 1 0.3 0 0 渊28冤
危险的/令人警觉的 2 0.5 24 2.9 渊29a冤尧渊29b冤
有红利的 0 0 113 13.4 渊30冤

72 18.3 0 0 渊31冤
31 7.9 8 1 渊32a冤尧渊32b冤
393 100 847 100

事物

约定俗称的搭配
及和其他名词组成的短语

合计

渊续表冤

48窑 窑



2016 年第 1 期 陶 丽 英尧汉语颜色隐喻对比

of heartiness, 义Well, h忆 are y忆 all?义 he said, 义Glad to
see me, eh?义

渊14冤 长夜难眠袁夫妻俩倾心长叙袁一个扒开肋骨让

对方看心脏红不红袁一个扒开肚子让对方看肠子直不直遥
渊15冤 Pansy忆s white little face turned red 渊脸红的冤.

义To England! Not to comeback?义
渊16a冤 Mr Holohan became very red 渊脸红的冤 and

excited.
渊16b冤 有许多时候袁职工们干红了眼袁撤都撤不下

来遥 1999 年春节袁他们的年夜饭都是在掌子面上吃的遥
渊17冤 该片确定由金城武饰演英雄关公袁章子怡则

是他的红粉知己遥
渊18冤 如今她的两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袁家里的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遥
渊19a冤 And, resplendent and glorious, he saw the great,

red 渊革命性的冤 Revolution sweeping across his land.
渊19b冤 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主的红色之旅袁以贵阳青

岩古镇和安顺天龙屯堡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古迹旅游

点袁也格外受到游人们的青睐遥
渊20冤 试问卷帘人要要要却道野海棠依旧遥知否袁知否钥

应是绿肥红瘦浴 冶
渊21冤 But the old red 渊令人愤怒的冤 anger began to

kindle in me.
渊22冤 It cannot be blissful, as 忆tis said, or why are their

eyes so wondrous red 渊令人悲伤的冤?
渊23a冤 A warm reception by consumers for new cell

phone models has led analysts to believe there忆s reason
for optimism for a turnaround in the company忆s handset
business, which dragged Motorola into the red 渊亏损的冤
earlier this year.

渊23b冤 日前袁本土手机企业纷纷上交红卷袁整体性

亏损已成定局遥
渊24冤 Yet is this just, else would man not be man, the

fighter and the conqueror, treading his red 渊勇敢的冤 way
on the face of all other and lesser life--for, had man not
been the lover, the royal lover, he could never have be鄄
come the kingly fighter.

渊25a冤 The couple who dote upon their children rec鄄
ognize no dates but those connected with their births, ac鄄
cidents, illnesses, or remarkable deeds. They keep a
mental almanack with a vast number of Innocents忆-days,

all in red 渊喜庆的冤 letters.
渊25b冤 此外袁臭名昭著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袁也

在这里同蒙古王爷之子举行过婚礼遥 当年灯红酒绿袁那
分明是中国人喷洒飞溅的淋漓鲜血!

渊26冤 爱国主义是贯串中国电影史的一条红线遥
渊27冤 I had a fear that, perhaps, I came because I

wished to see thee - misguided by the Red 渊令人激动

的冤 Mist of affection.
渊28冤 Oh, for a moment to have his hand upon the throat

of S. Behrman, wringing the breath from him, wrenching out
the red 渊新鲜的冤 life of him要staining the street with the
blood sucked from the veins of the People!

渊29a冤 The study found that 4% to 7% of parents fell
into the 义red 渊危险的冤 zone义 by disciplining their chil鄄
dren frequently and impulsively, by such means as verbal
punishment, using a paddle, hitting their children in the
face or torso or throwing and shaking them.

渊29b冤 武汉客运段从去年 8 月起划出路风野红线冶院
谋私达 200 元以上者袁解除劳动合同遥

渊30冤 结果袁查清了包括县官在内 32 名参股分红官

员袁并给予严肃处分遥
渊31冤 In the case of the gas companies and the incan鄄

descent light, many of them to whom it was in the early
days as great an irritant as a red flag to a bull 渊约定俗成

的搭配冤, emulated the performance of that animal and
spent a great deal of money and energy in bellowing and
throwing up dirt in the effort to destroy the hated enemy.

渊32a冤 Like some delicate thing suddenly exposed to
blasting heat, the girl wilted; her head dropped, and into
her white, wasted cheeks crept the red of shame 渊约定俗

成的搭配冤.
渊32b冤 披红挂彩将转瞬而逝袁而它的根须却仍茁茁

地从历史向未来延伸着袁撑起满树浓荫袁不光滋养着从百

年长廊中次第走来的 20万复旦学子袁更延续了中国教育

思想的一脉心香袁古今大师在这所学堂有了灵魂的呼应遥
四尧共性分析

我们发现袁 具有积极意义的红色隐喻在英语语料库

中占据 3.7%袁在中文语料库中占 55.4%袁例如院成功的/受
欢迎的袁快乐的袁穿戴喜气洋洋的袁真诚的袁激动的袁柔弱

的袁花袁勇敢的袁重要的袁新鲜的袁有红利的遥 具有消极意义

的红色隐喻在英语和中文语料库中分别为13.8%和 6.2%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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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义有院生气的袁嫉妒的袁焦虑的袁激进的袁危险的遥

以上结果表明英语和中文两种语言和文化中存在

一定的共性遥 根据 Kovecses袁有三种可能性院以上情况

是随即发生的曰 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借用了隐喻的

用法曰隐喻在不同文化中有普遍性[15]遥
笔者认为第一第二种可能性固然存在袁 但第三种

解释应更为可靠遥
无论什么人种袁眼睛的生理结构都是一致的遥 作为

一位文学巨匠的歌德袁他对色彩的研究有极大的兴趣遥
基于他二十多年的实验经验袁他于 1840 年完成了专著

叶颜色论曳遥 他指出袁不同的颜色可以分为暖色调和冷色

调袁并激发人类不同的心理状态遥
人眼所能识别的全部颜色都是 6 种基础色的组合院

红尧黄尧绿尧蓝尧白和黑遥在很多语言中袁野红色冶这个词最接

近的词源都是野血冶遥人们通常把红色和危险袁也就是野血冶
(比如血红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遥 而且人们认为红色是

野一种丰富尧温暖的颜色冶 [16]遥 红色也作为警示标志袁因为

红色是所有颜色中识别度最高的遥 因此袁 红旗 渊a red
flag冤 挥舞起来的时候可以表示危险袁 灭火器是红色的袁
红绿灯中表示停止的是红灯遥 Birren指出袁公元前一世纪

犹太历史学家 Josephus就把红色和火联系起来[17]遥 他同

时提到了中国文化中有同样的联系遥 英语中有不少用红

色表示危险和警告的用法袁 比如 red zone 表示美式橄榄

球球场上的红区袁红灯 渊red light冤和红线 渊red line冤均表

示危险遥 因为红色表示警示和危险袁所以 in the red 解释

为野赤字冶就很容易理解了袁并且陷入赤字渊into the red冤
和开始盈利渊out of the red/into the black冤就应运而生了遥

红色是所谓的野暖色调冶袁一种令人激动的颜色遥 而

激情的一种自然就是爱情遥 爱情通常就是用红心和红

玫瑰表达袁同样袁不那么浪漫的红灯区渊Red Light Dis鄄
trict冤也是包含了红这个字遥 中文里也有灯红酒绿渊red
lanterns and green wine冤这样的词来形容风月场遥

红色是一种刺激性很强的颜色袁有实验表明会增强

人的心跳和呼吸频率袁因此也是一种可以表达强烈情感

的颜色遥 在英语中袁paint the town red 这个词组意思是

出去狂欢庆祝遥在中国文化里袁红色是一种喜庆尧吉祥的

颜色袁和温暖尧生命力及五行中的野火冶相联袁也代表好运

和欢乐袁并作为一种神圣尧生机勃勃的颜色被用在喜庆

的场合上遥在中国袁红色不仅仅可以用来表达喜悦袁人们

还相信它可以驱散邪恶遥 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里袁孩子

们都会收到红包要要要用红色纸袋装的钱遥中国的传统婚

礼中袁新娘要穿红色的嫁衣袁戴红头盖袁结婚喜帖要用红

色袁孩子出生要给亲朋好友送红蛋遥 因此袁中文里有红

事袁意思是婚事遥 同样道理袁中文里有红榜, 红运等说法

来表示荣誉榜和好运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中文语

料库中袁32.9%的红色是表示野受欢迎尧成功的冶遥
红色作为野政治上的/革命性的冶的意思在中英文语

料库中分别出现 308 次和 15 次遥 在中文里袁我们说共

产主义红旗袁红军袁红衫军袁红区袁红色资本家袁等遥 Itten
指出袁因为红色和政治狂热及流血的联系袁红色就是代

表革命的颜色[18]遥
五尧差异性分析

英语是属于印欧语言系统袁 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遥
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谱系导致红色作为野嫉妒冶的义项在

英汉语料库中的比例也大相径庭遥从表 3中可以看出袁英
语语料库中没有一例红色表示野嫉妒冶的义项袁而在中文

语料库中袁843例包含红色隐喻的例句里有 18 句遥
在英语中袁表示野嫉妒冶的词组是野green with envy冶袁

野green-eyed冶或 野green-eyed monster冶遥 而导致英汉差

异的原因绝非偶然袁根据 Kovecses 的研究袁主要有两种

类型原因导致的差异院一是该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曰二
是由大环境决定[15]遥

在 Anthony and Cleopatra 中写到嫉妒时袁莎士比亚

把它叫做 野Green Sickness冶袁 后来成为 野Green Eyed
Monster冶渊Othello冤和 Green- Eyed Jealousy遥 Green 与嫉

妒的连接来自于古代希腊语曰希腊人觉得嫉妒是一种病

态袁体内的液体不平衡时会导致这种野中毒冶的感觉袁人
的脸色会变得苍白遥 而在古代希腊语中袁苍白和绿色是

替代词袁都使用为表示生病袁因此诗人也会写类似的话遥
世界观影响着人类对宇宙万物的看法袁 也决定了

人的价值取向遥 西方认知模式是体现在二元对立上的袁
即西方社会是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的遥 而中国

古代哲学秉持天人合一尧身心合一尧知行合一的理念遥
中国文化崇尚把个人与集体目标融为一体袁 突出群体

观念尧行动的一致性与相互合作袁强调个人对集体的忠

诚尧依赖尧妥协与责任遥 红色隐喻在汉语中普及性之广袁
甚至都渗透到了政治领域遥

红色预示着财富尧成功和运气袁对于商人是最吉利

的颜色袁因此商铺开张尧展览会开幕尧建筑物落成等都

需要剪彩仪式遥 剪彩仪式上袁 领导或社会名流手持剪

刀袁将红色缎带一刀剪断袁表示成功的开端遥 中文里以

红代表好运和财富的词汇有不少袁比如红利袁分红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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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袁开门红袁满堂红遥
在本课题的两个语料库中袁固然有红利袁分红袁红

包等汉语中特有的词汇袁也有英语中独有的用法遥
在拜占庭和贯穿中世纪的宗教艺术中袁红色和金色

的组合是非常普遍的遥红色颜料是由昂贵的虫胭脂制成袁
金色同样也是袁并且含有王室的象征意义遥 因此袁这两种

颜色经常用来代表天皇遥同理袁英语中 rolling out the red
carpet for someone意思是给予某人国家最高的礼遇遥 也

正因为红色代表权威袁 其引申意思 red tape 即表示繁文

缛节尧官样文章遥 Red herrings这个词组并未用到颜色的

象征意义袁但和 white elephants渊累赘物冤 一样袁指代的是

具体的现实遥Red herrings是源于烟熏处理过的鲱鱼最初

的用途院烟熏处理过的鲱鱼会产生一种非常奇特的气味袁
这种气味可以被用来训练猎犬追踪狐狸袁因此就有了野错
误线索尧 虚假情报冶 的意思遥 而 red sky at night, shep鄄
herds爷 delight噎这个谚语也没有象征或内涵的意义遥

六尧结语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袁使得用语料库检索的语言研究

日新月异袁推陈出新遥 颜色是跨文化研究的热门领域之

一袁本课题选择红色作为研究对象袁基于语料库研究袁探
讨了红色隐喻在英汉语书面语中的普遍性和文化差异

性遥红色是负载丰富文化涵义的词袁是人类投射在现实生

活中的道义和心理的反映遥 希望本研究能引起语言学同

行的兴趣袁对颜色词和隐喻的研究进行更深入的探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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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支持下的高校计算机通识课程改革研究

郭 欣
渊上海杉达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冤

揖摘 要铱 社会各行各业对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袁而目前高校计算机通识课程普遍存在教

学内容陈旧尧学生计算机水平参差不齐影响教学效果尧教学内容忽略不同专业自身特点尧教学模式单一等问题袁显
然这些问题阻碍了人才培养袁计算机通识课程迫切需要改革遥 本文提出运用信息技术来丰富计算机通识课程的教

学手段与评测方式袁研究计算机通识课程中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模式袁以及基于网络测评系统的野全程化冶考
核方式曰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袁证实了所设计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是有效的遥

揖关键词铱 计算机通识课程曰教学平台曰测评系统

Research on IT-based Reform of Computer General
Curriculum in Colleges

Guo Xin
渊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袁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冤

Abstract: All walks of life to the university student忆s computer application ability request is higher and higher. But at
present, there are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computer gene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teaching contents are old, Students忆 computer levelsare uneven, the arrangement of teaching contents ignores the char鄄
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majors, teaching mode is single and so on. Obviously, these problems hinder the training of tal鄄
ents, and computer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in urgent need of reform. In this paper, using of information tech鄄
nology to enrich the teaching mean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computer general courses. Th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and the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network evaluation systemis studied. And by question鄄
naire survey, it is proved that the design of the teaching mode and the evaluation method is effective.
Keywords: computer general curriculum袁 teaching platform袁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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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计算机通识课程教学现状

随着社会信息化不断向纵深发展袁 社会各行各业

对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遥 另一方面袁
教育部的积极引导使中小学的信息技术教育已逐步进

入正轨袁 这无疑使得高校计算机通识教育的起点必须

提高遥 而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

通识教育仍在使用由上世纪 90 年代起沿袭至今的实

践经验袁 这造成了目前高校计算机通识教育普遍存在

以下问题院
渊一冤 教学内容陈旧遥 当前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袁

计算机软硬件不断更新换代袁 而适应其发展的教材很

少且更新速度相对较慢袁 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的

更新周期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发展袁 致使教学内容普遍

滞后[1]遥
渊二冤 学生计算机水平参差不齐袁影响教学效果遥全

国各地的教育发展状况不一袁 学生的计算机水平参差

不齐袁甚至相差很大遥 使用同一方案进行教学袁容易造

成基础好的学生因课程内容简单而产生厌学情绪袁而
基础较差的学生由于教学内容多尧操作多袁产生畏难情

绪遥 这种两极化的状况往往使教师的教学不能达到良

好的效果遥
渊三冤 教学内容忽略不同专业的特点遥 高校计算机

通识课程是面向学校所有专业的公共基础课程遥 各个

学校设置的专业众多袁而在开设一门公共基础课程时袁
对所有专业往往采用统一的教材和教学大纲袁 这就使

得教师的授课难以结合不同专业的特点来开展袁 计算

机通识课程教学当中对某一专业领域比较常用或重要

的内容就可能被忽略遥
渊四冤 教学模式单一遥 计算机通识课程涉及的内容

丰富袁 知识面广遥 尽管现在教学已经采用多媒体的手

段袁但仍然采用教师讲授为主导袁而且学时有限袁传播

的信息量少袁单调乏味[2]袁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遥
综上所述袁传统的计算机通识课程教学基本上是

教师讲尧学生听袁学生被动地接受学习袁学生积极性较

低袁学习兴趣不浓袁学习效果较差遥 而计算机通识课

程强调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袁要求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袁运用传统的方式进行教学显

然是不能满足教学需求的袁计算机通识课程迫切需要

改革遥
二尧上海杉达学院计算机通识课程教学现状

我校是一所民办高校袁具有自身的特点院学生水平

良莠不齐尧层次不一袁需要个性化分层教学曰兼职教师

较多袁课后与学生沟通交流的机会比较少曰教师之间共

享交流教学资源与经验的机会少曰教学资源积累不足袁
有待加强等遥

就我校计算机通识课程教学而言袁 对学生计算机

能力的培养有 3 个阶段袁即计算机应用基础尧多媒体基

础尧 程序设计基础袁 这 3 个阶段涉及的课程大约有 10
门左右袁 是本校所有非计算机专业学生都必须学习的

公共课程遥 每学期教学涉及的学生数约 1500 人袁参与

教学的教师约二十几人袁 是本校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方面遥
为了保证学生上机实训袁 学校建设了 7 个计算机

公共机房袁其中 4 个机房可分别容纳 70 多个学生同时

上机袁3 个大机房可容纳百人上机遥 如此多的上机人数

为教学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袁如院学生对计算机设备的

误操作尧移动设备携带病毒导致大范围感染尧学生上课

时浏览与教学内容无关的网站尧 作业互相抄袭拷贝等

等遥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袁我们在机房安装了专业的系统

还原管理软尧硬件袁上课期间将光驱尧USB 接口尧exe 等

执行程序尧外网都给屏蔽掉袁且当计算机重启后系统将

还原到安装时的稳定状态袁以保证教学的有序进行遥 但

是袁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一些弊端袁例如院给教师存储尧发
放教学资源带来了不便袁 对学生保留课堂上完成的作

业也造成了麻烦遥 另外袁从教学模式上来看袁仍然以教

师讲授为主导袁并未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遥
我校对计算机通识课程的考核采用上机考的方

式袁增强了考核的客观性袁减轻了教师的工作量袁但这

种方式也存在不足之处遥 目前袁我们只是在期末将原本

纸质的试卷进行电子化设置袁并进行计算机自动阅卷袁
这种考核方式除了形式有别于传统纸质考核之外袁其
核心思想并没有转变袁本质上还是野一考定终身冶的传

统考核方式遥
三尧计算机通识课程改革的有效途径要要要信息技术

与课程整合

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有效整合能够营造一种新型的

教学环境袁 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

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教学方式袁从而使学生的主动性尧
积极性尧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遥 在大学计算机通识

课程中袁 计算机既是学习的内容又是学习的手段袁所
以袁信息技术与大学计算机通识课程的整合是必要的袁
为了实现其有效整合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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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援 在课前尧课堂尧课后几个环节中都应当有效运

用信息技术袁给教师尧学生创建一个全新的教学环境袁
为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尧积极性尧创造性提供一个良好

的空间遥
2援 运用信息技术创设网络学习平台袁 教师可以在

网络课程中添加各种教学资源袁学生可以自由下载袁进
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袁如有学生某节课因故缺课袁也
可以通过下载相关资料进行学习遥 同时袁教师也可以在

网络课程中添加作业活动袁及时收集学生作业袁并做出

评价袁 学生还可以查看评价并完善作业遥 在教学过程

中袁师生交流很重要袁学生在学习平台上可以毫无顾虑

地提问袁同时对于同一个问题袁教师也不用重复回答袁
只需引用已有答案即可遥 有了网络学习平台袁课堂教学

不再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袁 教与学的时空概念

得以延伸遥
3援 运用信息技术设计网上测评系统袁 实现计算机

通识课程考核的全程化尧标准化尧个性化尧便捷化及自

动化袁改变野一考定终身冶的传统考核方式遥 教师使用系

统出题尧维护题库尧阅卷尧进行试卷分析和成绩管理袁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使用系统全程化练习尧自测和考试遥

四尧基于网络学习平台的教学新模式研究

渊一冤 基于网络学习平台的协作性学习模式

协作学习模式是通过小组或团队进行学习的策

略遥 在信息化教育时代袁学习是学习者通过与周围社会

环境交互而自主建构内在心理表征的过程袁 强调学习

环境对学习的影响袁 构建合作的学习环境将对学习者

产生积极向上的作用[3]遥 基于平台的协作性学习模式院
首先由教师确定学习目标和内容袁 然后借助网络教学

平台中的分组工具组建学生协作学习小组袁 学生形成

学习共同体袁并使用网络教学平台的协作学习工具尧软
件尧信息等各种资源袁以及多样化交流工具协作学习和

交流袁最后在平台中提交并展示协作学习成果遥 该模式

倡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交流协作袁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

率和优化教学效果袁 有利于培养具有良好协作能力的

创新型人才遥
案例院 在学习网页制作时袁 给学生布置一个任

务要要要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创作带有主题的多媒体作品遥
教学过程是这样设计的院
1. 确定任务后袁 教师通过网络教学平台的分组工

具将学生分组袁形成学习共同体曰
2. 学习过程中袁师生通过平台的聊天模块尧论坛模

块等交互工具进行协作曰
3. 完成任务后袁 所有小组使用平台的作业模块提

交作品曰
4. 全班借助平台的多样化评价工具进行成果评

价尧交流心得遥
渊二冤 基于平台的研究性学习模式

研究性学习是指在教学过程中袁创设一种问题情

境袁教师有目的地提出不同类型的问题或任务袁引导

学生主动发现尧积极探索尧实践体验尧解决问题袁倡导

以学生为主体袁让学生在开放的问题情景中袁运用已

有知识学习新的知识袁发展认知技能袁提高解决实际

图 1 基于平台的学生协作学习模式 图 2 基于平台的研究性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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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能力袁以便使学生成为有效的问题解决者的一

种教学模式遥
基于平台的研究性学习模式具体如下院 首先由教

师确定学习目标袁 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创设研究性学习

的情景袁 并在情景中提出问题遥 然后学生确定探究策

略袁利用平台提供的工具收集资料袁并进行分析曰之后

进行实验袁尝试解决问题袁并反复验证尧反思曰最后利用

平台提供的撰写工具完成研究报告袁 并借助平台提供

的多样化交流工具与同伴交流实验心得遥 在该模式中

学生发现问题尧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袁实现对知识的主

动探索尧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遥
案例院 在 PowerPoint 复习课上袁要求学生综合应用

PowerPoint 软件编辑一篇关于 叶大学生就业的现状尧起
因尧对策曳的演示文稿遥

教学过程是这样设计的院
1. 创设情境院 从当代大学生就业难谈起曰
2. 提出任务院 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起因袁 并谈谈

如何应对袁先使用 PowerPoint 制作演示文稿袁然后在全

班范围内演示讲解曰
3. 任务分解院 搜集资料尧整理资料尧制作文稿尧进

行演示曰
4. 教师利用搜索引擎查找有关资料曰
5. 教师在网络教学平台加入课程活动模块袁包

括课程管理尧作业模块尧聊天模块尧论坛模块和资源

管理等曰
6. 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曰
7. 教师组织学生演示尧讲解曰
8. 教师总结归纳曰
9. 学生形成研究成果袁完成一份图文并茂的 Pow鄄

erPoint 演示文稿遥
五尧基于网络测评系统的考核新模式研究

渊一冤 野全程化冶考核模式

1. 阶段测试

根据计算机通识课程内容模块性强的特点袁 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袁每完成一个模块袁就进行专项测试袁并
作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平时成绩记载遥

2. 期末测试

作为课程结束的考试袁 可以对全部的教学内容进

行测试袁 全面评判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和计算机应用

能力遥
3. 自我测试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进行自我测试袁 及时了解

自己最近的学习内容掌握情况遥
应用野全程化冶的考核模式袁满足了对不同教学阶

段的计算机知识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的测试要求袁实
现将学期末一次终结性考试改为教学全过程的形成性

考核袁 避免学生学习前松后紧和期末一次定成败的局

面袁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自主自学习惯[4]遥
网络测评系统的野报表冶功能可以记录学生的学习

报告袁 包括学生访问课程的次数尧 时间以及场所曰野成
绩冶 功能可以记录各个教学模块的学生参与情况袁比
如袁可以记录学生提交作业以及其完成情况尧参加测验

所得分数等遥
渊三冤 野标准化冶测评形式

计算机通识课程网络测评系统的研发是以课程教

学大纲为依据袁以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系统为参照袁以
顺应课程教学规律为前提遥 网络测评系统的考生考试

客户端的形式与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系统完全对接袁
有利于学生适应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系统的野标准化冶
测评形式遥 同时在其他部分渊不面向考生冤的设计则依

据具体教学和课程考核特点袁 创造性地将笔试的考核

内容融于机试形式袁能够真实地反映学生掌握知识尧技
能的情况遥

渊四冤 野个性化冶组卷模式

由于我国各地区中学阶段计算机普及教育的程度

十分悬殊袁教师可根据系统的野个性化冶组卷模式袁开课

前针对单类知识点形成测试试卷袁 对学生进行分层测

试袁以便安排针对性教学袁同时测试结果也便于学生参

考袁用来制订和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遥
渊五冤 野便捷化冶考试组织管理

测评系统利用教务部门的学生信息库实现对大量

考生身份的识别管理遥 考试后系统可以方便地对考生

试卷进行分析尧成绩统计和汇总袁为课程教学的进一步

改革提供最为客观的原始资料遥 成绩分析可根据所选

院系尧班级进行正确率尧标准差等分析曰可导出成绩分

析表袁 自动生成 doc尧xls尧txt 格式的试卷分析报表并自

动命名保存遥
六尧教学与考核模式应用效果分析

在本校计算机通识课程中袁 使用新的教学模式和

考核模式 2 个学期后袁为了了解应用效果袁笔者利用网

络教学平台的调查反馈功能在平台上发布了调查问

卷遥 问卷面向学习计算机通识课程的所有学生袁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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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地填写了问卷遥

从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院相对于传统的教学与

考核模式袁 学生更喜欢基于网络学习平台的教学模式

和基于网络测评系统的考核模式曰 本校学生操作计算

机的水平参差不齐袁 但是他们大多希望通过网络教学

平台和测评系统进行学习曰 教学平台和测评系统上提

供的功能均被学生们所使用袁 这些功能是学生们所需

要的曰使用网络平台和测评系统后袁对其效果基本表示

满意曰 网络学习平台和测评系统对学生学习的各个方

面均有帮助曰为了满足学生需求袁教学平台和测评系统

功能尧内容均有需要提高的方面曰学生希望在学习中继

续使用基于网络学习平台的教学模式和基于网络测评

系统的考核模式遥

七尧结语

本研究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实现动态教学袁 及时更

新教学内容尧手段袁动态设计尧调整尧实施教学过程袁并
将教学方式尧方法多重组合袁变单一教学模式为复合教

学模式袁变单向传授知识为师生互动遥 以网络环境下试

题库管理平台为支撑袁以计算机测评系统为工具袁对原

有考试机制进行重大改革袁实现对学生的全程化考核袁
真实测评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遥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计

算机通识课程改革方法改变了教师对学习过程的单向

控制袁学生可以进行自主学习袁突破时空的限制袁让学

生亲身接触网络袁 并通过网络信息平台达到信息共享

之目的袁增强了学生学习计算机通识课程的兴趣袁并且

在很大程度上为教师减轻了教学负担袁是值得推广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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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伊尼斯尧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理论的地位曳渊分为

玉尧域两篇冤是日本学者香内三郎的长论文作品袁由我

校传媒学院陈立新副教授翻译遥 本内刊对此译作进行

分期连载袁以供学术交流探讨遥 本期刊载论文渊域冤的第

五章袁全文完遥 发表时略有删改遥 要要要编者

第五章 野拟态环境论冶的批判与野无视点冶的立场院
一个时代的终结

大众传播研究的另一个很大的基本命题袁 是与麦

克卢汉不同方向的袁沃尔特窑李普曼渊Walter Lippmann袁
1889-1974冤 以来的 野拟态环境论冶渊野pseudo-environ鄄
ment冶冤1遥人是野适应冶环境而活着的生物袁媒介必须把它

制作的印象复合体野拟态环境冶尽量做成与野环境冶近似

的东西遥 现代社会是复杂的袁现代人只能接触生命野环
境冶中极小一部分袁大部分不得不依赖媒介制作的野拟
态环境冶遥 借用言语学者早川一荣 渊Samuel Ichiye
Hayakawa袁1906-1992袁叶思考和行动中的语言曳冤 的隐

喻要要要野环境冶=野当地冶的话袁媒介必须尽量制作正确的

野地图冶遥
事实上袁这个设定开启了野环境冶与野拟态环境冶的

比较尧大众媒介的歪曲报道这种比较大的研究领域遥 但

是袁一旦太过认真地机械地采用这个图式的话袁会产生

很多悲喜剧遥
野适应冶渊野adaptation冶冤这个用语可能有问题袁因为

我们并非每天调查野环境冶尧重复野适应冶而生活着袁没有

必要每天去创造野世界冶遥 人们会担心是否下雨袁然而即

便不知道首相是谁袁大部分生活也可自动运行遥 因此袁
野拟态环境冶的意义不得不在别的维度去探讨遥

外部有不可动摇的野环境冶袁媒介渊应该冤像镜子那

样去反映它袁这种思考与麦克卢汉无缘遥
野新媒体不是人与自然之间架起的桥梁遥 它们是自

然的东西遥 冶野新媒体不是连接我们通向旧的耶真实的爷
世界的道路遥 它们是真实的世界袁它们把旧世界留下的

东西任意地重构起来遥 冶2

类似的发言俯拾皆是袁 可以说是在另外意义上对

两个世界论的否定遥 这个包围我们的媒介野世界冶的外

面袁并没有什么野现实冶遥 这是对我们只生活在一个世界

即媒介世界的确认遥 但是下面的观点也同时存在遥
野对电视的使用者来说袁 新闻自动成了真实的世

界袁它没有成为现实的代用品袁它本身就成为直接的现

实遥 冶野报纸的读者不认为报纸是与现实有什么对应关

系的高度的人工的印象袁 倾向于作为现实本身去接受

的遥 冶
如前所述袁麦克卢汉并没有全面肯定那种接受遥 关

于这个 野高度人工的印象冶 的形成袁 麦克卢汉发表在

伊尼斯、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理论的地位（Ⅲ）（之三）
要要要作为照射大众传播研究的镜子

香内三郎 著

陈立新 译
渊上海杉达学院 传媒学院冤

作者简介院 陈立新袁男袁上海杉达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袁副教授遥 电子邮箱院1289272577@qq.com
1 角知行叶拟态环境论再考曳袁叶天理学报曳袁第百六十六辑渊平成三年二月冤遥 是对过去的野拟态环境论冶做了大幅修正的重要论文遥
2 (eds). Erik McLuhan, Frank Zingore. Essential McLuhan. pp. 272-3, 1995, Bas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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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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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叶斯瓦尼评论曳渊The Swanee Review冤 杂志上的

叶乔伊斯尧马拉美以及报纸曳3 有着重要的意义遥
该论文一开始就说袁野大众报纸冶作为艺术形式袁它

引发了艺术家尧诗人们浓厚的兴趣袁而来自学界的学者

先生们则纷纷对此野极其阴郁不安冶袁这实在是不可思

议遥 这个意见的分裂袁与 16 世纪活版印刷的野活字本冶
出现时评价的分解是很相似的遥 麦克卢汉引用罗莎琳

德窑丘波做的关于 17 世纪玄学派诗人渊The Metaphysi鄄
cal Poets冤乔治窑赫伯特渊George Herbert袁1593-1633冤的
研究遥 这是分析赫伯特用奇特的比喻渊conceits冤把中世

纪末民众的绘画印象翻译到言语的研究遥 用麦克卢汉

的话来说袁 赫伯特们正处在从绘画印象时代向活字本

转换的时期遥与它相反的交替期现在正在进行中遥从活

字向新的绘画野技术冶的逆转现在不是开始了吗钥 若是

这样的话袁那么更加大众化的媒体野大众报纸冶对艺术

形式施加怎样的影响是有必要进行研讨的袁 舞台的框

架被放大设定了遥
于是其中便提到了狄更斯尧 波德莱尔渊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袁1821-1867冤尧马拉美渊St佴phane Mal鄄
larm佴袁1842-1898冤遥本来袁麦克卢汉是把马拉美渊对报纸

的手法好意的发言比较多是事实冤与野大众报纸冶开拓

的手法并行起来看的袁与描写野事实冶的现实主义等的

方法还是有所不同的遥 说到底袁野读者冶努力的话袁是可

以把隐藏在背景的意义做相应解读的袁 只不过认为象

征诗与报纸是共通的遥 野报纸冶是野事实冶群这种思考袁麦
克卢汉是没有的遥 然而袁他注意到野报纸冶消除作者的个

性袁助长了非个性的风格尧象征主义的宗旨等遥
在野大众报纸冶的手法吸收艺术形式这种麦克卢汉

的命题中袁最引人注目的是从首脑之间的外交交涉袁明
星的离婚袁一直到银行抢劫这样的犯罪报道袁通过野并
列冶渊野juxtaposition冶冤的技巧压缩在同一平面上遥 把不同

人的经验尧不同的空间进行野并列冶与小说的技巧相似袁
他这么分析并认为袁 菲尔丁 渊Henry Fielding袁1707-
1754冤尧斯摩莱特渊Tobias George Smollett袁1721-1771冤的

小说是对不同印象尧不同阶级的社会经验进行野并列冶
而构成的遥 用麦克卢汉的术语来说袁 就是 野报智冶
渊野newspaperwise冶冤遥 到达顶点的便是以同心野意识冶的
不同状态尧念头袁成串成串地被野并置冶起来的斯特恩

渊Laurence Sterne袁1713-1768冤的叶项狄传曳渊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袁1759 年冤遥 沿着

这个方向袁还分析了乔伊斯的叶尤利西斯曳等作品遥 叶尤
利西斯曳 把所有的空间经验压缩在 1904 年 6 月 16 日

这个野短时间内冶遥
在很多年后的 叶皇帝的新装曳渊The Emperor's New

Clothes袁1837冤中袁麦克卢汉作了如下阐述遥
野印刷出来的言语创造了公众渊public冤遥 公众是由

拥有各自观点的凌乱的个人构成的遥 电路是创造不了

公众的遥它制造了大众渊mass冤遥大众不是由凌乱的个人

构成的袁 而是由彼此深度牵扯在一起的众多个人构成

的遥 这个彼此牵扯袁不是因为数量袁而是因为速度遥 冶
日报是这个事实的颇有意思的实例遥 日报里面的

各个栏目完全是非连续性的袁完全没有关系遥 唯一的把

所有的东西都统一到报纸的是日期遥 通过这个日期袁读
者就像爱丽丝野穿过镜子冶渊刘易斯窑卡罗尔的叶爱丽丝

梦游仙境曳袁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冤那样袁必须走过去遥 一旦跨越这个日期袁被
卷入这个栏目的世界袁 他作为读者就不得不对于日报

的各栏目写下故事的梗概遥 他就像推理小说的读者创

造情节渊plot冤那样去制造新闻遥
各种各样诱导易创作野情节冶的新闻业渊journalis鄄

tic冤技巧被开发出来了遥 在此方向袁麦克卢汉的兴趣似

乎没有延伸遥 显然袁他的观点完全没有变化遥 从这个地

平线上袁进入活字的尧影像的尧具体的构成法的话袁就可

以走进媒介新闻业的活动这个广阔舞台遥 但是袁麦克卢

汉却滑到上面袁转移到野世界冶的构成法直至一般的野视
点冶渊point of view冤的问题遥 乍一看袁似乎把问题普遍化

了袁实际上是走向死胡同之路袁难道不是吗钥
对于让众多批评家伤脑筋的麦克卢汉的野透视法冶

3 Joyce, Mallarm佴, and the Press. 同样在诗歌叶心象风景曳中袁列举了论述把不同的对象尧不同的经验进行并列尧对置的意义的论文遥
Tennyson and Picturesque Poetry. Essays in Criticism. I, 3 (1951, July). 还有这篇论文野乔伊斯噎噎冶也收录在 The Interior Landscape: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Marshall McLuhan, 1969, McGraw Hill.另外袁提到麦克卢汉名字袁批判他的乔伊斯野解释冶的论文也已经有了遥
他的解释确实属于相当麦克卢汉流的遥 Denis Donoghe, Joyce and the Finite Order, The Swanee Revie. Vol. LXVIII, No. 2 (1960,
Spring).

Written by Kouchi Saburo, Translated by Chen Lixin Position of the Medi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nnis and McLuhan渊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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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perspective冤的抨击渊no-point of view冤袁稍微从别的角

度来探讨一下遥
吉迪恩渊Siegfried Giedion冤可以说是麦克卢汉构思

的一个源泉袁1948 年他出版了叶机械化统领一切院匿名

的历史贡献曳4 一书遥 这本书追溯了从农业的野机械化冶
到家庭的野机械化冶渊特别是厨房和浴室冤袁从中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野机械化冶的历史袁以野机械化是如何渗

透到人们的内部存在的冶 做例证袁 把艺术性制作中的

野机械化冶也与日常生活维度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袁这是

很有特点的遥 其中出现的是被称为前卫艺术的立体派

渊cubism冤手法袁把野空间冶进行多维度分割袁从多方面来

聚焦视线遥
把这个问题扩大到更加普通的历史记述的话袁野历

史的意义袁 是从揭示各种关系开始遥 噎噎这种诸多关

系袁可以看到因转移视点渊point of view冤而变化遥恰如星

座那样袁那是因为不断在变化中遥 历史叙述总是在云里

连接着片段遥 这是因为被知晓的事实袁每每像天空的星

星那样辽远地散落着遥 冶
叶古登堡的银河系曳这个书名恐怕就是从这个构思

中来的遥 不过袁且不管这种推测袁如果把吉迪恩的这种

视点进行极度扩大的话袁文艺复兴确立的野透视法冶思
考是只用一个视点来看对象的活字文化的产物袁 这就

成了麦克卢汉的命题遥 而且要延伸到这个命题上来袁必
须像电光从四面八方过来那样用野无视点冶渊no-point of
view冤去看对象遥 或者可以说袁麦克卢汉多年来的手法袁
即蒙太奇在那里合为一体了遥 但是袁像是找碴袁野视点的

多样化冶与野无视点冶是否有着本质的不同呢钥 只是野多
样化冶的话袁就像毕加索的画那样袁可能接受吗钥 野无视

点冶的野同时性冶去看袁这对人来讲是可能的吗钥 如何表

达是好钥 只用言语表达是不可能的袁即使与非言语的表

达混用袁那么怎样的形态是可能的呢钥 未必能清晰地浮

现起轮廓遥 然而袁麦克卢汉似乎相信就算是接近于近似

值也会找到合适的东西 5遥 他的大量放入照片尧漫画袁活
字的大小也有各种变化的小型书叶媒介即按摩曳等要要要
是有趣的读物要要要想要表达那种无法表达的东西袁能

看出是恶战苦斗的产物遥 某个批评家所说的袁麦克卢汉

为了否定野书冶却写着野书冶这种自我矛盾袁从这里也可

以发现遥
最后袁借着复活尧重新评价的运气袁他儿子埃里克窑

麦克卢汉在 1988 年编辑出版了叶媒介法则院新的科学曳6袁
对此做了一些探讨遥 这本书袁如果说是把麦克卢汉遗留

下来的相当完整的原稿野编辑冶出来的话袁那么这是意

外地对他的观点是野拟态科学冶这种批判表示忧虑袁而
且可以窥见想对此进行反驳所付出努力的记录遥

但是袁 这本书过分单纯地将麦克卢汉的各个命题

排在一起袁只是一种骨骼遥 一个理由是袁在这里野分裂的

脑冶渊野split-brain冶冤的假说被全部采用遥主张野左脑冶掌管

直线的袁或者是野视觉的冶渊visual冤机能袁野右脑冶控制全体

的尧野听觉的冶渊acoustic冤部分遥如此把基础建立在生理学

之上的话袁麦克卢汉野理论冶恐怕会成为无可撼动的东

西袁然而似乎与迄今为止的感觉系统的平衡论相似袁变
成本质与维度完全不同的东西了遥

这本书整理并出示了几个命题遥
1. 所有的技术扩张并扩大其使用者的某种器官或

能力遥
2. 各种感觉渊sensibility冤是平衡的袁因此经验的某

一领域被提高尧强化时袁其他领域就会减少或麻痹遥 冶
这样的内容排列着遥 朱迪斯窑斯坦普斯渊Judith

Stamps冤认为这是无意义的同义语反复的罗列遥 这恐怕

有点过分酷评了袁对这种命题进行野逻辑性冶证明是不

可能的袁如叶古登堡的银河系曳那样袁只能是一种野历史

性冶证明袁当然没有逻辑证明遥 使用麦克卢汉爱用的类

推的话袁 可以说这本书与明显僵硬化的经院哲学

渊scholasticism冤类似遥 那么讨厌野静态化冶的麦克卢汉的

思想袁以这样的形式整理出来的话袁他的运动不息的探

求精神的大部分袁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吧遥
麦克卢汉在 70 年代前半期袁不断关注野传播理论冶

还没有这件事情遥 作为其野理论冶形成的一环袁他曾有过

出版系列丛书的计划袁把柏拉图一直到艾兹拉窑庞德的

欧洲思想家的传播论抽出来整理遥 麦克卢汉的计划相

4 Siegfried Giedion.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A Contribution to Anonymous History, 1970, Oxford Unversity Press.渊再版冤
5 Samuel L. Becker, Viewpoint: McLuhan as Rorshach.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vol. 19, No. 2 (1975).
6 Marshall and Eric McLuhan.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1988,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看了埃里克写的序文袁了解到麦克卢汉

为了推出新版叶理解媒介曳袁还保存着十几本原稿装订的文件夹袁至于野编辑冶的经过尧内容袁则没有交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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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具体地与哈考特和布雷斯渊Harcourt Brace冤出版社的

威廉窑朱万诺维奇商量袁由沃尔特窑翁出任总编遥 这个大

计划袁因各种理由最终没有实现遥
所谓的野传播理论冶袁不必去寻找袁那里有袁这里也

有袁哪里都有遥 晚年的麦克卢汉说野没有冶袁而追求的传

播野理论冶袁到底是哪个维度的东西呢钥 他那时为止构筑

起来的几乎封闭状态渊换言之袁结尾状态冤的媒介理论袁
哪部分不行呢钥 即便从计划的系列丛书来看袁除了柏拉

图之外袁几乎是野直线型冶思考的产物遥 再没有如此囿于

历史的东西了吧遥 无法判明他是对自己的体系的哪部

分觉得不满袁还是没有觉得不满遥 对我来说袁总觉得麦

克卢汉有再一次对自己的体系进行构筑的意图遥
那么喜欢聊天的尧理论上给予野对话冶很高地位的

男人袁因为生病而失去了言语能力遥 根据传记袁麦克卢

汉好像船长去看失事船只的残骸那样袁 借友人帮助而

去访问化作垃圾之山的多伦多大学的 野麦克卢汉文化

与技术研究所冶渊McLuhan Program in Culture and Tech鄄
nology冤的房间渊被大学当局关闭了冤袁不禁热泪盈眶 7遥

麦克卢汉在 1980 年 12 月的最后一天袁 被发现死

在床上的被窝里遥

7 Philip Marchand. Marshall McLuhan: A Biography. pp. 241-247, 1998, The MIT Press.

Written by Kouchi Saburo, Translated by Chen Lixin Position of the Medi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nnis and McLuhan渊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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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

基曾经说过院让学生变得聪明的方法袁不是补课,不是增

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1]遥 阅读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袁它对外语专业的学生尤为重要遥 为了提高学生的

综合阅读能力袁 英语专业的阅读课通常分为精读和泛

读两门袁这两门课应该是相辅相成袁方向一致的遥 但就

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而言袁这两门课应该是不同的遥 泛

读课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提高阅读速

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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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泛读课程现状浅析及教学反思

郑小燕
渊上海杉达学院 外语学院冤

揖摘 要铱 泛读课一直是英语专业学生基础教育阶段的必修课袁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广泛的阅读来提高阅读能

力袁培养阅读兴趣袁提高理解和欣赏水平遥 但事实上袁目前的英语泛读教学理念与现状都不尽如人意袁没有起到它应

有的作用遥 本文分析其中的问题和原因袁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及策略遥
揖关键词铱 英语曰泛读教学曰现状曰反思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ducting Extensive Reading for
English Majors and Some Related Reflections

Zheng Xiaoyan
渊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冤

Abstract: Extensive reading is the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 Its purpose is to improve students忆 reading a鄄
bilities, arouse and promote students忆 interest in reading and enhance students忆 understanding & appreciation. However,
in fact, the methodology for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extensive reading is far from being satisfactory. This paper tried to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order to find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 and to figure out some solu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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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袁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语言的能力以及假设判断尧分析

归纳尧推理检验等逻辑思维的能力曰提高学生的阅读技

能袁并通过阅读训练来扩充词汇量袁不断积累各种语言

知识袁加深文化沉淀袁培养语言敏感度袁为学生平时的

英语阅读提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遥 从教学手段上

来看袁这门课程应该采用以学生为主体袁老师为主导的

教学模式遥 教师采用启发式尧讨论式的教学方法来调动

学生袁提高其积极参与的程度曰学生通过广泛的涉猎各

类读物袁拓宽知识面袁进而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遥
一尧现状分析

英语专业泛读课程的现状不容乐观袁 这其中既有

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遥 大多数学生都觉得精读课是

主干课程袁会把重心放在精读课袁而对泛读课的重视程

度不够遥 有些学生不清楚精读课与泛读课的区别袁会将

泛读课文误当作精读课文去细细分析尧品鉴袁尤其对于

语言点袁对单词和词组表现出更多的关切遥 还有一个误

区袁很多学生每次看文章都总是急于做题袁却不对文章

里面的问题做进一步的了解和思考遥
学生习惯了填鸭式的教学袁 等待老师分析主旨大

意尧介绍文化背景尧解析语言点袁在不知不觉中袁老师也

会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袁久而久之袁学生就不再进

行深入思考和分析袁只是全盘接受遥 在这样的课堂中袁
老师没有真正起到一个引导者的角色遥 渐渐地袁学生就

会失去兴趣袁不再愿意积极参与和思考了遥
此外袁我校英语专业的泛读教材中袁有些课文枯燥

乏味袁有些课文却又偏难袁生词过多袁学生在不理解的

情况下袁教师只能做半精读式的讲解遥 于是袁在不得已

的情况下袁泛读变成了半精读课袁变成了翻译课袁或变

成了提问课,这也让学生失去了对泛读课的兴趣袁进而

失去了对阅读的兴趣[2]遥
二尧教学反思

1. 如何扩展阅读

因为教材里收集的文章往往是几年前的袁所以袁信
息相对是滞后的袁有些信息甚至是不正确的遥 所以袁在
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袁教师应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袁结
合时事新闻袁把最新的消息和报道带入课堂袁让学生跟

上最新的信息和理念遥 例如袁我校英语专业的二年级泛

读课程采用的是叶读者的选择曳渊Reader爷s Choice冤这本

教材袁其中袁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叫 The Grains of Hope,
这篇文章的出处是 叶时代周刊曳渊Time冤袁 发表日期是

2000 年 7 月遥主题是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好与坏袁这个话

题在现今社会受到热议袁 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

话题遥科技日新月异袁15 年后的转基因食品和研究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袁人们的态度和观点也发生了改变袁课文

中的一些实验结论在后来几年的研究中也都被证实为

是不正确的袁 所以作为教师非常有必要把最新信息展

示给学生, 让他们与时俱进地去看待事物遥
2. 如何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参与

有句谚语说院野告诉我袁我会忘记曰可演示给我袁我
可能会记住曰但让我参与其中袁我就会理解了冶遥 学习语

言更应该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遥 比如袁文化

背景知识的缺失是很多学生都会有的问题袁 与其教师

直接把背景知识一股脑说给学生听袁 还不如让学生自

己去查找相关知识袁自己去研究袁并且把研究成果以报

告的形式向全班学生展示遥 这样效果会更好袁学生也会

记得更牢袁老师可在过程中做一些点评袁纠正他们的错

误袁或者是给予补充遥 例如袁在讲解 The Grains of Hope
这篇文章之前,在布置预习作业时袁笔者让学生通过网

络去搜索一些关键词要要要野转基因食品冶袁野黄金大米冶袁
野孟山都公司冶等等袁并且让他们分组去查找这些关键

词袁 然后在下次课上做报告 渊presentation冤遥 最后袁在
Post-reading 中袁 给学生设了一个开放性问题(What爷s
your position on GM food?)袁 让他们结合课文中的知识

和在网络上查询到的相关信息进行分组讨论袁 在下次

课上派代表上台陈述各自观点遥 老师单方面的输入袁并
不能使学生的兴趣最大化袁 只有当学生自己去搜寻知

识并且完全参与到讨论中时袁 他们才真正地学到了知

识袁并获得了新知遥
3. 如何鼓励学生开展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现在大学生最缺乏的能力之一袁而
阅读可以树立他们这方面的能力遥 黄源深认为袁英语学

生如不摆脱野思辨缺席冶袁走上工作岗位后袁充其量只能

做一个掌握一定技能却亦步亦趋的匠人[3]遥 对多数英语

专业的学生来说, 阅读只要看懂了就行袁他们往往只是

满足于表面意思的理解袁却不再进行进一步的思考袁结
果即便是看明白了文章袁做对了题目袁也没有形成自己

对事物的观点和认识遥 读后即忘袁在平时写作中袁依然

无话可说袁无证可引袁语言输入未能变成输出遥 这样的

阅读便失去了意义遥 泛读课应该给予更多的深入思考

的机会袁比如袁我校二年级泛读课本中有一篇关于旅游

的文章袁提出了一个野working holiday冶渊工作度假冤的概

念袁工作度假给了年轻人一个机会袁不但可以在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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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旅游并且允许短期打工袁 可以让旅游者深入了解这

个国家的文化袁同时有更多的机会和当地人交流遥 在解

释之后袁学生们都对此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袁接下来

教师应该让学生们进一步思考袁 而并非全盘接受文章

中提出的概念遥 应让学生继续讨论野工作度假冶的利与

弊尧值得与否袁大家各抒己见袁从而引起热烈的辩论遥 在

此过程中袁 教师应该采取包容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学生

各种观点遥 正如黄惠尧 陈颖所说袁野教师应该像学生一

样袁不断学习和探索外国文化袁反思本族文化和自己文

化的参考框架遥 尊重学生袁对不同文化的和思想不妄加

评论袁永远保持一种宽容袁理解和移情的态度[4]遥 冶

三尧结语

李天紫认为袁野外语教学必须充分认识泛读的作

用袁提倡读书型外语学习袁使学习者真正享受读书和学

习英语的快乐[5]遥 冶阅读使人成长袁阅读让人学会思考袁
拥有多元的价值观和全方位而非片面性的思维遥 所以

在英语泛读课程的教学中袁教师应该与学生一样袁不断

探索和学习新的知识和内容袁 并且更多地将阅读的主

动权交给学生袁让学生们获取到更多的知识袁尊重学生

对不同文化和事物的看法遥 总之袁让学生学会阅读袁学
会在阅读中思考袁最后形成和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袁这才

是阅读课的真正意义所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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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本研究以上海杉达学院的学生社团为例袁探索高校学生社团成员的情商尧团队凝聚力的基本情况

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袁为高校学生社团管理尧团队建设及大学生心理素质培养提供可参考的建议遥 研究发

现院高校学生社团成员的情商总体水平较高袁且在情商的 4 个维度中袁自我觉察和社会技能两个维度的能力相对较

高曰高校学生社团的团队凝聚力总体水平较高袁但情感一致性比团队的任务一致性尧行为一致性低曰高校学生社团

成员的情商水平与团队凝聚力之间有显著相关性遥 据此袁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院重视社团成员总体情商水平的进一步

提升曰社团管理者应加强社团成员的情感连接曰针对情商中的野短板冶袁有针对性地增加野自我管理冶方面的心理培训

与辅导曰社团管理者应主动加强与大学生之间的沟通袁在了解需求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高校社团的作用遥
揖关键词铱 情商曰团队凝聚力曰相关性曰维度

Abstract: This thesis takes the student societies of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as object and studies team cohesion,
members忆 EQ 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m. It is found that the EQ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 society members is rel鄄
atively high. Among the 4 dimensions of EQ, their skills of self-observation and social competence are higher. Cohesion
of college student societies is relatively high while members忆 emotional coherence is lower than missionary and behav鄄
ioral coherenc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overall EQ level should be improved. The leaders of student socie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s of their members, and provide more training in self-government. The club
leaders should set up better communication with college students and help the societies function better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student needs.
Keywords: EQ, team cohesion, correlation, dimens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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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在高校中袁很多大学生参与学校社团活动袁并由此

开始团队社会实践遥 高校学生社团的凝聚力袁影响着他

们对于团队工作的体验和观念袁对于他们就业尧参与社

会交往也具有重要的影响遥
国内外相关研究指出袁 团队凝聚力受到以下因素

的影响院团队成员的组成袁如团队规模尧成员的相似性尧
成员的相吸性等曰团队任务袁如任务目标的一致性尧目
标任务实现过程中的相互依赖程度尧 团队任务对成员

的吸引力等曰团队内部管理袁如领导方式尧激励方式尧沟
通尧规范等曰团队外部环境[1尧2]遥 其中袁不少因素都指向了

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渊如团队成员的相吸性尧目标

任务实现过程中的相互依赖程度尧 领导方式尧 激励方

式尧沟通等冤袁可以看出袁团队凝聚力与团队中的人际互

动息息相关遥 而情绪作为人类基本的心理过程之一袁影
响着人们的决策和行为袁 很多情绪都是产生于人际交

往之中袁对人际互动具有显著影响遥
情绪智力袁即情商袁是个体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情绪

和情感袁并识别尧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的能力[3]袁其与人际交往活动密切相关袁因而可能对团

队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研究高校学生社团成员的情商尧 学生社团凝聚力

的现状袁并具体分析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袁对于大学生

提高自身素质袁更好地融入团队袁更大程度发挥自己的

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曰 也能够帮助高校学生社团

更好地运作袁为高校学生工作的开展尧建设丰富和谐的

校园文化提供参考借鉴遥
二尧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渊一冤 研究框架

在梳理情商理论尧 团队凝聚力方面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袁 本研究以笔者就职的高校要要要上海杉达学院的

学生社团为研究对象袁 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索和分析

高校学生社团成员的情商尧 学生社团团队凝聚力的基

本情况袁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袁并为高校学生

社团管理尧 团队建设以及大学生心理素质培养提供可

参考的建议遥
按照 野情商之父冶要要要哈佛大学博士丹尼尔窑戈尔

曼渊Daniel Goleman冤的情商理论袁情商包括 4 个维度院
自我觉察渊明了自己的内在状态尧喜好尧资源和直觉冤曰
自我管理渊处理自己的内在状态尧冲动和资源冤曰社交觉

察渊觉察他人的情绪尧需求和关切冤曰社会技能渊人际关

系管理袁引发适当反应的娴熟度冤[4尧5]遥
在团队凝聚力的相关研究中袁情感一致性尧任务一

致性尧 行为一致性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团队凝聚力的 3
个方面遥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袁进行实证研究之前袁笔
者提出 3 点假设袁 以期在获得调查数据并进行分析之

后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和修正遥
在高校学生社团工作的大学生袁 自我规划的程度

相对较高袁并且大多要经过选拔考核才能加入该团队袁
同时大学生社团活动丰富多彩袁 常需要协作配合共同

完成任务袁因此提出假设 1院高校学生社团成员的情商

总体水平较高袁且在情商的 4 个维度中袁自我觉察和社

会技能两个维度的能力相对较高遥 在团队凝聚力方面袁
社团工作是大学生学习之外的一种兴趣爱好袁 而且各

个学生社团的具体工作任务尧 团队规范等方面存在差

异袁所以提出假设 2院高校学生社团的团队凝聚力的认

知总体水平较高袁但团队的任务一致性尧行为一致性维

度得分会比情感一致性要低遥 考虑到情商的 4 个维度

都直接或间接地对人际互动具有影响作用袁 因此提出

假设 3院高校学生社团成员的情商水平与团队凝聚力之

间有显著相关性遥
渊二冤 研究对象及抽样

笔者选取本人就职的高校要要要上海杉达学院的学

生社团作为研究对象遥按照学校社团管理部门提供的社

团名单进行编号袁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袁在 52 个社团中

抽取了 15 个社团进行问卷调查遥 调查全部采取书面问

卷的形式进行袁由笔者以及经过笔者培训的调查人员在

学生社团中发放问卷 303 份遥 被调查者填写完毕之后袁
调查人员当场回收问卷遥 剔除 22 份无效问卷 渊漏填题

项冤袁共回收有效问卷 281 份袁有效回收率约为 93%遥
渊三冤 问卷相关说明

本研究的问卷整合了情绪智力和团队凝聚力两个

量表进行调查遥 量表均采用 7 点计分法袁即从野完全反

对冶到野完全赞同冶袁正向记分遥
其中袁 对情商的测量袁 本研究主要采用 Wong &

Law 2004 年编制的情绪智力量表袁余琼渊2008冤报告了

该情绪智力量表的 Cronbach忆s a 系数为 0.867[6]遥 在此

基础上袁结合戈尔曼情商理论对情商 4 个维度的划分袁
同时咨询了相关专家的意见袁 对该量表所测试的项目

进行了稍许补充遥 用于本研究问卷调查的情商量表袁分
为 4 个维度袁 分别测量了自我觉察能力尧 自我管理能

力尧社交觉察能力尧社会技能的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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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的团队凝聚力量表来源于 Henry窑K窑

B袁Arrow窑H 和 Carini窑B 的研究 A Tripartite Model of
Group Identification院Theory and Measurement袁曾应用于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咨询研究所方世煌的硕士论文 叶虚
拟团队之团队结构尧 团队运作与知识分享相关性之研

究曳(2001)袁在国内研究中曾经多次使用袁在我国的文化

背景下也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遥 [7]量表测量了团队凝

聚力的 3 个维度袁即院情感一致性尧任务一致性尧行为一

致性遥
渊四冤 实证分析

问卷回收并进行编码尧数据输入后袁采用统计软件

SPSS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假设检验袁 主要运用了描

述性分析与相关性分析遥
1. 关于情商的描述性分析

依据情商量表的评分标准袁每题项得 1 分袁表明被

调查者完全反对自己会做出该项目所描述的与情商水

平有关的行为曰得 2 分袁表明被调查者比较反对自己会

做出该项目所描述的行为曰得 3 分袁表示轻微反对曰得 4
分袁表示中立曰得 5 分袁表示轻微同意曰得 6 分袁表示比

较同意曰得 7 分袁表明被调查者完全同意自己会做出该

项目所描述的行为遥 表 1 的数据可以说明所测得的总

体情商水平以及情商 4 个维度得分的情况遥
就情商的总体水平而言袁 其平均数为 5.74426袁表

示多数社团成员的情商水平相对较高遥 在情商的 4 个

维度中袁社交技能的平均得分最高袁其次是自我觉察袁
这表示院 社团成员的社交技能在情商的各维度中相对

最为突出袁其次突出的是自我觉察能力遥 而自我管理维

度的得分最低袁 且只有该维度的均值低于情商总体水

平的均值袁 这说明高校学生社团成员的自我管理能力

是其情商能力中特别值得注意的野短板冶遥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情商水平 281 3.227 7.000 5.74426 0.704869
自我觉察维度 281 3.250 7.000 5.75445 0.791544
自我管理维度 281 2.125 7.000 5.70107 0.793280
社交觉察维度 281 1.750 7.000 5.74911 0.800808
社交技能维度 281 1.500 7.000 5.79181 0.841305

有效的 N 渊列表状态冤 281

表 1 情商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团队凝聚力 281 1.556 7.000 5.95097 0.802149
情感一致性维度 281 1.333 7.000 5.88493 0.957741
任务一致性维度 281 1.667 7.000 6.02491 0.852501
行为一致性维度 281 1.000 7.000 5.94306 1.020776

有效的 N 渊列表状态冤 281

表 2 团队凝聚力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Shen Yun An EQ-Based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 Society Cohesion

2. 关于团队凝聚力的描述性分析

依据团队凝聚力量表测量了社团成员对于所在团

队的凝聚力的感知程度袁依据该量表的评分标准袁通过

表 2 可以看出院团队凝聚力总体水平的均值为 5.95097袁

表明团队凝聚力处于偏上的水平袁而在团队凝聚力各维

度中袁情感一致性的平均得分最低袁任务一致性的得分

最高袁这表明袁想要进一步提升高校学生社团的团队凝

聚力袁管理者还需要从情感方面多下工夫遥

3. 情商与团队凝聚力的相关性分析

渊1冤 情商与团队凝聚力的整体的相关性分析

关于相关的程度袁一般认为院相关系数 r=0,表示完

全不相关曰0<|r|<0.4, 表示低度线性相关曰0.4<|r|<0.7袁表
示显著线性相关曰0.7<|r|<1袁 表示高度线性相关曰|r|=1袁
则表示完全相关遥 如表 3 所示袁情商与团队凝聚力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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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水平 团队凝聚力

情商水平

Pearson 相关性 1 0.601**
显著性渊双侧冤 0.000

N 281 281

团队凝聚力

Pearson 相关性 0.601** 1
显著性渊双侧冤 0.000

N 281 281

表 3 情商与团队凝聚力的相关性分析

**. 在 0.01 水平渊双侧冤上显著相关遥

团队凝聚力

自我觉察
Pearson 相关性 0.478**
显著性渊双侧冤 0.000

自我管理
Pearson 相关性 0.527**
显著性渊双侧冤 0.000

社交觉察
Pearson 相关性 0.437**
显著性渊双侧冤 0.000

社交技能
Pearson 相关性 0.605**
显著性渊双侧冤 0.000

表 4 情商各维度与团队凝聚力的相关性分析

**. 在 .01 水平渊双侧冤上显著相关

情感
一致性

任务
一致性

行为
一致性

自我觉察

Pearson
相关性

0.476** 0.446** 0.306**
显著性
渊双侧冤 0.000 0.000 0.000

N 281 281 281

自我管理

Pearson
相关性

0.508** 0.486** 0.360**
显著性
渊双侧冤 0.000 0.000 0.000

N 281 281 281

社交觉察

Pearson
相关性

0.369** 0.384** 0.363**
显著性
渊双侧冤 0.000 0.000 0.000

N 281 281 281

社交技能

Pearson
相关性

0.592** 0.556** 0.408**
显著性
渊双侧冤 0.000 0.000 0.000

N 281 281 281

表 5 情商各维度与团队凝聚力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

沈 芸 基于情商的高校学生社团凝聚力研究

关系数为 0.601袁显著性概率 p 值为 0.000袁小于 0.01袁
可见情商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袁 即当团

队成员情商水平越高时袁团队凝聚力越大曰当团队成员

情商水平越低时袁团队凝聚力越小遥

渊2冤 情商各维度与团队凝聚力的相关性分析

如表 4 所示袁 将情商的 4 个维度分别与团队凝聚

力进行相关分析袁结果如下院
4 个维度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 0.4

到 0.7 的区间内袁p=0.000袁所以都呈显著正相关遥 其中袁
社交技能和自我管理两个维度袁相对而言袁与团队凝聚

力的相关性更高遥 即团队成员的社交技能越高袁团队凝

聚力越大曰团队成员的自我管理能力越强袁团队凝聚力

越大遥

渊3冤 情商各维度与团队凝聚力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

情商各维度与团队凝聚力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结

果如表 5 所示遥

自我觉察与情感一致性尧 任务一致性呈显著正相

关曰自我管理与情感一致性尧任务一致性显著正相关曰
社交技能与团队凝聚力的 3 个维度都呈显著正相关遥

其中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袁对于高校学生社团团队

凝聚力 3 个维度中相对较弱的 野情感一致性冶 维度而

言袁 团队成员情商中的社交技能和自我管理能力与其

相关性相对较高遥 这个结果所说明的问题及其对实践

的指导意义袁将在后文中进行讨论遥
三尧讨论与展望

渊一冤 主要研究结果分析

由被调查者的情商测量均值来看袁 多数社团成员

的情商水平处于偏上的水平遥 由情商的 4 个维度的得

分均值来看袁社交技能的平均得分最高袁为 5.79181;其
次是自我觉察袁为 5.75445遥 所以袁假设 1 成立遥

由团队凝聚力总体水平的均值可以看出袁 被调查

团队的凝聚力相对较高袁所以假设 2 的前半部分成立遥
然而袁从团队凝聚力各维度的得分来看袁任务一致性的

得分最高袁其次是行为一致性袁情感一致性维度的平均

得分最低袁因此袁假设 2 的后半部分不成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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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问题袁笔者对部分高校学生社团成员进行

了访谈遥 综合考虑袁笔者认为袁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袁可
能有以下几方面院淤整个团队的目标与学生个体加入社

团的目的比较一致袁即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尧完成各项任

务来提高学生的相关能力袁同时这些任务往往具有一定

挑战性并经过团队努力可以达到的袁因此团队成员在任

务和行为上相对更加容易形成合力遥于由于学业和就业

等压力袁大学生投入在社团交往方面的时间和精力相对

较少袁一定程度上造成高校学生社团人际关系导向的凝

聚力相对薄弱袁社团成员之间的连接更多地偏向实现某

种工作目标袁而非情感连接上遥 盂相当一部分学生社团

在管理运作上袁 可能更注重发掘骨干学生的领导能力袁
而相对忽略了大多数社团成员的情感需求袁使得部分成

员的团队归属感和自豪感相对较弱遥
由被调查社团成员情商与团队凝聚力的相关性分

析来看袁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袁因此假设 3
成立遥 进一步分析情商的各维度与团队凝聚力的相关

性袁 发现情商 4 个维度与团队凝聚力之间都呈现正相

关袁其中袁社交技能和自我管理两个维度袁与团队凝聚

力的相关性相对更高一些遥
而具体从情商各维度与团队凝聚力各维度的相关

性分析来看袁有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发现院对于高校学

生社团的团队凝聚力 3 个维度中相对较弱的 野情感一

致性冶维度而言袁情商 4 维度中的社交技能和自我管理

维度与其相关性相对较高遥
从理论上分析袁野自我管理冶意味着一个人处理自己

的内在状态尧冲动和资源的能力渊比如情绪控制能力尧适
应力等冤袁野社交技能冶 意味着一个人人际关系管理的能

力渊比如引导和激励他人的能力尧对他人的影响力尧教导

与提升他人的能力尧协调冲突与建立人脉的能力尧合作

能力等冤要要要这些行动层面的能力袁相对自我觉察尧社交

觉察等意识层面的能力袁能够更加直接地对社团成员的

情感连接形成正向的影响与关联遥而据情商的描述性分

析渊表 1冤显示袁社团成员的社交技能水平在情商的各维

度中最为突出袁而自我管理维度的得分最低渊且只有该

维度的均值低于情商总体水平的均值冤遥这说明袁在一定

程度上袁自我管理能力成为了影响高校学生社团团队凝

聚力中野情感一致性冶维度的关键遥
渊二冤 对管理及大学生个体成长的实践意义

提高团队凝聚力是每个团队追求的目标袁 它有利

于团队成员产生归属感尧自豪感袁使团队成员对团队工

作产生责任感尧使命感袁是团队成员良好合作的基础遥
高校学生社团的良好管理与运作袁 对提高大学生的能

力与素质尧建设丰富和谐的校园文化尧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现代社会袁 情商水平对个体成就的作用比智商的

作用更大袁并且可通过经验和训练得到提升遥 在理论与

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袁本研究为高校学生社团管理尧大学

生心理素质培养提供以下建议院
1. 重视社团成员总体情商水平的进一步培养与提

升袁为个人和团队打造野核心竞争力冶遥
从调查结果来看袁高校社团成员的情商总体水平较

高袁呈中等偏上的水平袁但仍然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遥 戈

尔曼的情商研究显示袁拥有较高情商成员的团队袁成员的

工作满意度尧心理健康水平尧工作态度尧工作表现以及忠

诚度都会相应更高或更好遥从这个角度来看袁对于个人而

言袁情商水平可以称为个体的核心工作技能曰对于团队而

言袁其成员的总体情商水平可谓是团队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遥虽然高校学生社团与社会上的企业团体不同袁没有经

营竞争的忧患袁但是高校学生社团也存在管理尧运作和发

展的挑战袁且其运作和发展对高校校园文化起到重要的

影响作用遥 因此袁提升高校学生社团成员的情商水平袁对
社团管理和成员个体的发展亦具有双重意义遥

此外袁根据本研究的结论袁高校学生社团成员情商

总体水平与总体团队凝聚力之间显著正相关遥 因此袁社
团管理者在将注意力大量投放在具体事务性工作尧活
动流程管理方面的同时袁 也需重视社团成员情商的培

养与提升遥
2. 社团管理者应想方设法在社团成员的情感连接

方面下工夫遥
在团队凝聚力 3 个维度中袁被调查的高校学生社团

的野情感一致性冶相对较弱遥要想进一步提升高校学生社

团的团队凝聚力袁 管理者就需要从情感方面多下工夫遥
各社团指导教师尧学生负责人等社团管理者可以通过多

种方式尧多种渠道加强社团成员之间的情感连接遥比如袁
在有限的社团活动时间里袁 有针对性地规划一部分时

间袁专门用于社团成员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曰针对成员特

点袁策划组织社团成员感兴趣的活动袁这样不仅可以增

进成员之间的交往袁也能够创造机会发掘与展示每个社

团成员的闪光点袁有助于形成成员之间的吸引力曰在社

团工作中袁不仅关注骨干成员能力的锻炼与提升袁更致

力于为每一位社团成员创造成长的机遇与平台袁让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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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成员都能感受到团队对自我提升的支持与帮助曰当社

团工作取得成效的时候袁 不将荣誉归功于少数骨干成

员袁注重强调团队合作的力量袁酌情表彰所有贡献过力

量的成员袁激发社团成员的团队归属感与自豪感遥
除此之外袁根据本研究的分析结论袁通过加强社团

成员情商中与团队凝聚力野情感一致性冶维度相关性较

高的能力渊社交技能与自我管理冤袁推动社团成员之间

的情感连接遥
3. 针对情商中的野短板冶袁有针对性地增加野自我管

理冶方面的心理培训与辅导遥
社团成员情商中与团队凝聚力野情感一致性冶维度相

关性较高的能力有社交技能和自我管理能力遥 根据前文

的分析袁自我管理能力是高校社团成员情商能力中的野短
板冶袁因此袁有针对性地加强这方面的心理培训与辅导袁能
够对提升社团凝聚力中的野情感一致性冶起到推动作用遥

根据情商理论袁 自我管理能力体现在情绪自制力尧
良知尧适应力尧成就动机以及冲劲等方面遥 自我管理能力

强袁意味着能够克制冲动及矛盾的情绪曰能够展现诚实及

正直袁值得他人信赖曰弹性强袁可以适应变动的环境或克

服障碍曰具备提升能力的强烈动机袁追求卓越的表现曰随
时准备采取行动袁善于抓住机会遥这些行为层面能力的提

升袁能够促进社团成员之间的情感互动袁增强成员之间相

互的吸引力袁优化社团成员在团队中的情感体验遥
自我管理的能力袁是可以通过经验和训练得到明显

提高的遥社团管理者应调动资源袁组织安排此方面的心理

培训与辅导袁让团队成员获得更多的学习尧演练的机会遥
4. 社团管理者主动加强与大学生之间的沟通袁在

了解需求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高校社团的作用遥
本研究发现袁 大学生与高校学生社团之间的情感连

接相对于工作任务方面的连接袁较为薄弱遥 这个调查结果

促使我们对团队管理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遥 丰富多彩的

社团活动袁 确实能够对提升大学生的各方面能力起到重

要的推动作用袁 但是否顺利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作任

务袁就意味着满足了社团成员的成长需求钥 现有的工作方

式袁对绝大部分社团成员来说袁是否能获得被支持尧提升和

凝聚的心理体验钥 社团管理者可以进一步主动加强与社

团成员的沟通袁了解他们各方面的需求尧对团队工作的意

见与建议尧在成长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袁在这个基础上袁积
极采取主动的支持措施袁表现出对每一个个体的真诚遥 如

此袁能够更好地发挥高校学生社团的作用袁让大学生们在

走上社会之前袁各方面能力得到更有效的锻炼和提高遥
渊三冤 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

本研究力求做到充分详实袁但是由于时间尧经验等

方面的不足以及研究资源的限制袁 仍然存在一些研究

局限性院
首先袁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中的题项均为个人的主

观判断袁即取决于个人认知遥 虽然在题目的数量尧匿名

保护等问题上已经做了尽可能多的考量袁 但在填答问

卷的过程中袁无法避免被调查者出于厌烦心理尧谨慎保

护自我利益等原因而故意隐瞒真实感受和判断袁 从而

造成测量结果的偏差遥
其次袁由于时间和研究资源的限制袁本研究仅对上

海杉达学院的学生社团进行了抽样调查袁 样本的数量

和分布具有局限性遥 在后续研究中袁将设法扩大样本采

集的范围和数量袁使得研究结果更具参考和借鉴价值遥
再次袁本研究所做的实证分析发现袁高校学生社团

成员的总体情商水平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

关的关系袁这种情况下可以尝试进行回归分析遥 作为一

项可以长期研究的内容袁 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和发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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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密不可分袁在职业生涯咨询过程中袁咨询师经常采用一些心

理咨询的理论和技术袁但是大部分仅用于个体咨询过程中遥 实践探索证明袁心理健康教育中常用的野同伴教育袁朋辈

辅导冶学生互助技术袁在职业生涯咨询中能起到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遥 走出咨询室袁整合高校资源袁形成职业咨询后

的野朋辈互助冶袁能够进一步巩固咨询效果袁发挥互助与野榜样冶效应袁以团队的形式开发并展示学生潜能袁构建大学

期间职业咨询的长效和务实机制遥
揖关键词铱 高校曰职业生涯咨询曰学生互助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忆 career edu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e counselors tend to adopt
some theories and technologie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when they are offering consultations on individual careers.
Through practice and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mutual aid technology among students called 义Peer Educa鄄
tion & Counseling义, which is often used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career con鄄
sulting. Going outside the counseling room, integrating resourc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forming an atmosphere
of mutual aid between friends and relatives after counseling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counseling, 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ects of 义mutual aid义 and 义role models义, and develop and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of students in teamwork
forms, thus building up long-term and practical mechanisms for college career counseling.
Keyword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袁 career counseling袁 mutual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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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近年来袁职业生涯教育在各高校迅速兴起并蓬勃发

展遥 其包括全面推广相关课程尧创建各类工作室提供个

体咨询服务尧组织学生参与比赛等实践形式袁旨在引导

学生建立职业规划意识袁找准职业方向袁不断主动丰富

自己的专业知识尧提高职业能力袁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

力遥 作为一名系统学习过心理咨询和职业咨询理论并

有实践经验的高校教师袁 笔者对职业生涯咨询的重要

性深有体会遥 虽然与国外相比袁我国的职业生涯规划咨

询还处于起步阶段遥 但在笔者的实践过程中袁发现它能

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袁 能使学生厘清自己的职业目

标袁提高学习效率袁少走弯路袁避免盲目就业遥
笔者身处高校基础部袁面对的咨询对象多是大一的

学生袁他们面临的挑战很多遥除了大学生角色的适应袁大
学生活和学习环境的适应袁学习方法的调整之外袁还有

多种多样的压力遥比如袁来自父母期望的压力尧社会责任

的压力尧 从学长身上间接感受到的激烈竞争的压力尧专
业就业方向不明的压力尧来自社会多元价值体系冲突而

产生的压力等等遥 这些挑战常使部分大学生感到压抑尧
紧张袁自我否定或不能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袁从而引起一

系列生理和心理不良反应遥职业生涯咨询与心理咨询在

技术和方法应用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1]袁例如良好咨询

关系的建立尧倾听技术尧沟通技术尧认识调整尧价值观澄

清等袁但与心理咨询相比袁职业生涯咨询的目的除了给

学生解决当下的困惑之外袁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生涯规

划及生涯决策的能力遥这些能力在短时间的个体咨询过

程中很难产生明显的效果遥 笔者认为袁职业生涯咨询必

须走出咨询室袁整合高校资源袁着眼于咨询后如何辅导

和协助大学生提高生涯规划和决策能力遥在边咨询边探

索的过程中袁笔者发现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常用的野同伴教

育袁朋辈辅导冶学生互助技术袁在职业生涯咨询中能起到

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遥
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窑班杜拉渊Albert Bandura冤[2]

在人格形成问题上认为袁 一个人可借助于主动观察或

模仿示范者的行为及人格特质而获得品德行为遥 当一

个人模仿他人渊榜样冤的行为时袁就会依据榜样的行为

而对自己的行为确定一个标准袁 并用这个标准要求自

己尧评价自己袁即自我规范或自我调节遥 如果自己的行

为符合这一标准袁 就会感到满足遥 同伴良好的心理素

质尧优秀的养成人格尧规范的行为准则等都会无形中给

大学生起到一种类似野榜样冶的作用袁进而使得他们有

所提高遥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的野朋辈教育冶是指由学

生主体发起或者在高校就业指导部门尧 企业以及其他

社会力量共同指导下开展与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相关的

教育实践袁帮助同龄大学生提高生涯规划意识袁满足学

生职业发展目标的教育形式[3]遥 将野朋辈教育冶应用于传

统生涯规划教育改善课堂氛围袁拓展教育途径的实践袁
国内不少高校都已有积累了一些经验袁 本文主要从职

业咨询辅导角度进行探讨遥
二尧职业生涯教育中学生互助模式的建立与实施

在实践中袁笔者根据前来咨询的学生情况袁对学生

存在的职业困惑进行了大致分类袁基本可以分为职场认

知不清晰尧自我认知不清晰尧学习动力不足 3 类遥根据这

3 种情况的学生需求袁整合资源袁以老生指导新生尧班级

同学互助尧团队带动个体的形式实施学生互助遥
渊一冤 老生指导新生模式

对于职场认知不清晰的学生采用野老生指导新生冶
模式遥

邀请高年级学生和亲身参与过招聘会的毕业班学

生现身说法袁 通过主题班会为同学们剖析当前就业形

势遥 利用毕业生招聘会的机会袁组织低年级同学模拟招

聘袁亲身感受就业氛围曰组织新老生交流会袁邀请品学

兼优的学生干部尧 职业生涯规划大赛获奖的同学以及

参与编写职业规划作品的同学与新生进行职业生涯规

划交流袁通过介绍他们的经验给新生提供参考建议遥
渊二冤 班级同学互助模式

对于自我认识不清晰的学生采用野班级同学互助冶
模式遥

结合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袁 组织学生通过互

联网进行人格测试尧就业心理测试尧职业倾向测试袁让
他们更充分地了解自己袁 从而为制定切合自身实际的

职业生涯规划打下基础曰 在班级举办职业生涯设计演

讲袁组织学生围绕就业尧创业尧职业生涯规划等关键词

进行演说袁阐述自己的职业理想遥 或表明自己对当前就

业形势的认识袁或运用野人职匹配冶理论自我剖析袁畅所

欲言遥 并在演讲后袁根据自己的目标和自身特点制定生

涯计划袁切实执行遥 一年级下学期初袁班级同学互查规

划完成情况袁对于未能完成的规划深入查找原因袁听取

老师和同学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袁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

措施袁并在主题班会上进行总结汇报遥
渊三冤 团队带动个体模式

对于学习动力不足的学生采用野团队带动个体冶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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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学组织尧社团尧职业发展协会等组织发挥野第二

课堂冶的实践作用袁以具有较高吸引力的活动为载体袁
最大限度发掘学生的潜能遥 比如组织开展系列学科大

赛袁积极引进校内外各项职业规划尧创业尧职业技能等

比赛袁在比赛中建团队袁在比赛中激发潜能遥 对低年级

学生加强宣传和启蒙教育袁 比如学习风云人物创业史

或国外成功人士的职业生涯袁 借助测评工具进行逻辑

思维尧空间想象尧人际交往等职业素质测试和职业兴趣

测试遥 对高年级学生有针对性提供就业指导服务袁组织

同学进行模拟面试遥
三尧学生互助模式的优势

渊一冤 降低说教性袁学生接受度高

相关研究表明袁学生们在讨论个人问题的时候袁更
多的是寻求同辈而不是成人[4]遥 大学生们期望从愿意倾

听和理解他们的困惑尧 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的同

辈那里获得帮助遥 来寻求咨询的学生在咨询后的实际

操作过程中袁能从同学那里得到更直接和方便的指导袁
避免了一再说教引起的反感遥

渊二冤 互助人群范围广袁互助效率高

从毕业生到新生袁从学生干部到普通学生袁从学有

余力的学生到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袁 学生互助模式基

本涵盖各种学生类型袁 能基本反应出学生在职业生涯

规划和实践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予以针对性的互助遥
同在校园内生活尧 学习的优势也能让互助团队第一时

间发现问题尧提出困惑尧解决问题袁并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带来团队凝聚力的提升遥
渊三冤 弥补高校中职业规划咨询师资的不足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在高校中还是新事物袁 虽然发

展迅速袁 但是与在校生规模和巨大的学生职业规划咨

询需求相比袁师资明显不足遥 在教师指导下建立的学生

互助团队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遥 得力的团

队干部能及时掌握学生动态袁及时反映紧急情况袁处理

细节问题袁让教师更有效地投放教学资源遥
四尧实践中的经验与思考

朋辈教育使职业生涯规划工作具有更高的理解性

和接受性遥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实践性尧启发式的内在要

求袁以朋辈教育为载体开展可以提供更大助力[5]遥在高校

的职业生涯教育中袁把职业生涯咨询与学生团队互助相

结合袁听取学生需求袁能够把咨询效果落到实处袁充分调

动起学生的积极性袁 唤起每个学生对自己未来的思索袁
从而使得学生更好地在大学生活中安排自己的时间与

精力袁挖掘自己的潜能遥 学长们和一些有经验的学生用

自身的经历 野现身说法冶袁可以让这些咨询过尧已有一定

规划意识的学生更好地理解生涯规划的内涵和意义遥在
某些重大问题上袁学生更容易采纳朋辈伙伴的意见和建

议遥 在学长的指导和帮助下袁他们可以少犯错袁少走弯

路遥 朋辈教育队伍壮大袁能够针对每一个学生进行个性

化的职业生涯辅导袁弥补辅导员时间精力有限的缺憾遥
当前各类高校在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虽有多种形

式的朋辈教育探索袁但是缺乏长效的机制遥 高校应当及

时总结以往和当前工作中的成功做法袁 通过一定的机

制袁将现有的成熟理念尧运作方式尧组织模式进行推广和

优化袁优势互补尧共同成长袁才能促进朋辈教育的长效发

展[6]遥在运行过程中袁要对教师和团队主要干部进行职业

生涯管理相关的培训遥 培训的数量和质量袁是职业生涯

教育能否跟上时代步伐袁吸引学生主动进行规划尧咨询

的重要影响因素遥 此外袁在学生互助模式中应推广人脉

共享袁扩大学生交际圈遥同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袁创造良

性竞争氛围袁让学生实践然后知不足袁进而主动提高遥除
班级教室外袁要提供优质环境的讨论室尧会议室遥让学生

也可申请使用咨询室袁创造良好的互助环境袁让团队在

具有相对隐秘性的自然情境中进行同辈互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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