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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在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过程中袁民办教育政府扶持机制在改善教育教学条件袁促进学科专业

建设尧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和促进作用袁本文介绍了民办教育政府扶持机制促进上海杉达学院向

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袁总结和分析取得的成绩袁探讨民办教育政府扶持机制对民办高校转型发展的

作用和机制遥
揖关键词铱 民办教育曰 政府扶持机制曰 应用技术大学曰 转型发展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of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y, the government support mecha鄄
nism for private educ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nditions,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rac鄄
tical path of the government support mechanism for private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Shanghai Sanda Uni鄄
versity to a technology university, sums up and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also explores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the government support mechanism for private education爷s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private education; government support mechanism;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y;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民办教育政府扶持机制促进杉达学院转型发展

王馥明
渊上海杉达学院冤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Support Mechanism For Private
Education of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of Sanda University

Wang Fu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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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袁教育部尧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

印发了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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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遥 叶指导意见曳指出袁要野推动转型发展

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

来袁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袁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

技能型人才上来袁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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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冶
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国家在教育

领域的重大战略布署袁对于民办高校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遥 上海杉达学院顺应国家教育发展的趋势袁认真

领会转型发展的目的和意义袁努力制定学院转型发展

的战略规划袁逐步实施转型发展的措施袁积极推进学

校的发展袁为实现野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袁建设应用

型尧国际化尧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目标冶而努力遥 在杉达

学院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袁民办教育政府扶持机制和上

海市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发挥了重要的促进

作用遥
一尧民办教育政府扶持政策及其实施

民办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袁 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遥 为确保民办高校办学经费充足袁在高等教

育大众化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袁 作为扶持政策的一部

分袁 政府在宏观管理上应当给予民办高校充分的公共

财政支出供给[2]遥 为促进上海市民办教育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袁 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上海市促进民办教育

发展专项资金渊以下简称专项资金冤袁主要支持民办高

校教育教学条件改善和师生权益保障项目袁并出台叶上
海市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曳 等规章制

度袁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袁提高民办教育政府扶持机制

的科学性尧有效性遥
上海杉达学院是一所以野公益性尧非营利性冶为办

学原则袁以野建设应用型尧国际化尧高水平的民办应用技

术大学冶为办学目标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遥 学校近年

来发展势头良好袁 先后被上海市教委列为上海民办高

校示范校创建校袁首批加入中国应用技术大学渊学院冤
联盟袁加入全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联盟袁成为上海市首

批 7 所试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高校之一遥
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非营利民办高校示范校建设袁

杉达学院自 2009 年以来袁 累计获得专项资金项目 70
余项袁主要用于学科专业建设尧教学条件改善尧师资队

伍建设等方面袁通过项目建设袁学校实验实训条件尧教

师素质等得以建设和完善袁为学校全面推进转型发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遥 同时学校从组织尧制度等方面为政

府投入提供保障袁全面保障专项资金的安全尧高效执

行遥
渝 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曳规定野民办学

校应当设立学校理事会尧 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

机构遥 冶根据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袁学校构建了较

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袁 学校章程依法界定了法人治

理的职责范围袁建立健全了野董事会决策领导尧校长行

政负责尧党委核心保障尧教授治学尧师生员工民主监督冶
五位一体的学校内部治理体系曰 学校形成了较为健全

的决策执行与监督反馈机制袁保障学校管理运行规范尧
廉洁尧高效遥 董事会人员构成合理袁会议制度健全袁民主

决策程序完善袁形成了领导集体议事尧协商沟通尧分工

执行的机制袁 建立了二级部门和岗位的权力监督与制

约机制袁实行了校务公开尧党务公开制度袁建立健全了

党尧团尧工会等组织袁充分发挥师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

和监督的作用遥
渔 严格的内控管理制度

学校设立 野上海市教委政府扶持资金银行专户冶袁
保证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曰 学校财务数据实时上传至上

海市教委资金监管平台和民办教育经费信息化管理平

台袁接受市教委实时数据监控曰学校制定了叶上海杉达

学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曳尧叶上海杉达学院仪器设备采

购招投标试行办法曳尧叶上海杉达学院关于财务管理分

级授权的规定曳等主要内控制度袁对专项资金进行严格

监督和管理遥
二尧民办教育政府扶持机制的成效

渝 实验实训条件全面改善

1. 建设开放性跨专业综合实验实训中心

通过专项资金项目扶持袁在立足学校转型发展袁保
障应用型人才培养袁满足社会服务需求基础上袁建设开

放性跨专业综合实验实训中心遥 中心按照国家级标准

建设袁具有实践教学尧项目研发尧技术培训等功能袁服务

于商学院尧信息学院尧服务外包学院尧传媒学院等多个

学院袁是学校跨学科跨专业发展的综合平台袁切实服务

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程袁全面保障学校转型发展遥
中心由 4 个分中心组成袁 分别是互联网+信息技

术尧业务流程外包渊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冤
商科类专业模拟尧现代服务外包职业能力尧全媒体实验

Wang Fuming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Support Mechanism For Private Education of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of Sand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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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心袁旨在促进优势特色专业快速发展袁缩小学生

技能与企业用工需求差距遥 比如袁现代服务外包职业能

力分中心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和企业岗前实训提供专业

化培训袁提高学生通用基础技术技能和职业技能袁通过

与 IBM尧HP尧HUAWEI 等知名行业企业专家共同开发课

程袁提高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针对性曰BPO 商科类专业

模拟分中心通过开展课程建设尧产教融合袁形成完整的

商务人才培养体系袁建立完整的商务运行环境袁通过对

不同企业机构的角色扮演和业务模拟袁比如企业区渊制
造业和商贸业冤尧政务服务区渊工商税务冤尧企业服务区

渊贸易物流冤尧金融服务区渊银行证券冤尧法院尧媒体商务

区等功能区域袁让学生体验企业层面的决策运营尧内部

管理尧风险防范和市场竞争的过程遥
2. 建设服务于学科专业转型发展的实验实训室

学校建设了一系列服务于学科专业转型发展的实

验实训室袁比如袁为满足学校护理学尧康复治疗学等专

业的实践教学需要袁建设了形态学综合实验室尧康复治

疗学综合实训室尧模拟手术实训室尧健康评估实训室等

医学技术教学实验实训室袁 建设了老龄健康促进与康

复训练实训中心及老龄健康服务中心袁 添置高级模拟

人设备等遥 得益于专项资金的支持袁学校护理学专业成

为上海市首批应用型本科建设试点专业袁 成为上海市

民办高校教师发展中心护理专业教师发展分中心遥 学

校设立了迄今我国大陆唯一的卫生教育专业袁 为中小

学培养卫生保健教师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袁受到社

会广泛好评遥
依托政府扶持机制袁 学校还建设了酒店管理专业

实验教学中心尧国际文化体验与交流中心尧艺术设计教

学实训与创作中心尧生物和化学实验中心尧经济与管理

创新实验中心尧国际化课程教学中心尧服装与服饰设计

教学实训中心尧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等实验实训场所袁
充分保证学生实验实训需求袁 为学科专业转型发展提

供实践支撑遥
渔 师资队伍培养渠道多样化

师资队伍实践能力不足制约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

发展遥 许多地方本科院校存在师资队伍数量少尧结构不

合理袁双师型教师严重缺乏的现象遥年轻教师比例过大袁
许多年轻教师都是从校门走进校门袁 缺少实践经历袁且
学科结构与应用型专业尧课程设置结构不够对应[3]遥为满

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需求袁从以教学为主转型

到教学尧科研尧服务创新并举袁通过政府扶持机制袁学校

采取多样化渠道提升师资队伍培养质量遥
1. 学历提升遥 从 2004 年起袁学校陆续选派近 61 名

教师到美国尧英国尧澳大利亚尧日本等国攻读硕士和博

士袁参加市教委野强师工程冶学历提升项目 12 人遥 教师

的学历尧职称层次逐步提高袁教师队伍结构不断完善遥
2. 海外访学遥 从 2012 年起袁学校共选送教师参加

海外访学达 25 人袁其中高级访问学者 8 人袁普通访问

学者 17 人遥 参加国外课程研修 6 人遥
3. 产学研践习遥 从 2012 年起袁学校共选送 41 名教

师参加上海市教委产学研践习项目袁 各专业学科已与

上海市多家企业和单位合作建立了产学研的教学基地

并签有合作合同遥
4. 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遥从 2004 年起袁学校已有 331

名青年教师获批该计划袁 促进了学校青年教师的快速

成长遥
5. 培训尧教学比赛遥 学校选送教师参加市教委强师

工程各类培训尧新教师培训尧常规业务培训尧教师职业

指导尧各专业骨干教师及科研能力培训尧暑期国外考察

培训等袁同时积极参与各类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大赛袁提
升教师的职业能力和学校影响力遥

隅 大力拓展国际化合作项目

2012 年以来袁学校与 19 个国家和台湾尧澳门等地

区的 65 所学校签订了校际合作交流协议遥 其中包括学

校与芬兰中腾应用科技大学尧 荷兰鹿特丹应用科技大

学签订的合作交流框架协议袁 开展教学改革尧 合作办

学尧学分互认尧教学实习尧师生交流尧校企合作尧科学研

究等多方面的合作遥 学校每年聘请外籍教师 40耀50 名袁
开展上海市海外名师项目共 10 项遥 学校获得了上海外

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袁 招收一学期及以上长期留学生

100 名袁短期留学生 337 名遥特别是通过政府扶持机制袁
设立高校学生海外学习实习奖学金袁 学生出国境学习

900 余人袁鼓励学生到海外交流学习和实习袁培养学生

国际化视野袁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袁符合学校国际化办学

目标遥
三尧民办教育政府扶持机制促进转型发展的实践

应用技术大学强调实践教学袁必然要加强实验室尧
实训室尧实践中心建设袁加大硬件条件投入力度袁因此

培养成本必然高于其他类型高校袁 需要政府提供专项

支持遥 而民办教育政府扶持机制对于向应用技术大学

转型发展期的民办高校来说意义重大袁 是公益性民办

高校顺利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和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遥

王馥明 民办教育政府扶持机制促进杉达学院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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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育政府扶持机制在促进应用技术大学转型

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和民办高校的密切配合袁 明确双

方的责任和义务袁 这也是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机制

健康良性发展的基础遥 规范是获得支持的前提袁是改善

办学环境的必要条件袁 也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

计遥 只有规范办学袁规范管理袁自主与自律并举袁才能赢

得社会的信任和认可袁 学校发展的长远利益才能得到

保证[4]遥 叶上海市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曳
的出台袁 明确规定了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尧 分配与拨

付尧申报尧管理和监督袁学校在使用好尧管理好专项资金

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袁 以最大化发挥政府扶持机制对

学校转型发展的支持和引领作用遥
渝 完善健全组织尧制度保障机制

为保证专项资金投入和使用的安全性尧有效性袁按
国际惯例一般会采取政府监管与第三方评估社会监督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督袁因此学校应完善健全组织尧制
度保障机制配合并确保专项资金执行的科学性遥 作为

全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联盟成员袁 学校一直坚持非营

利性办学原则袁拥有 25 年办学历史袁已经形成了稳定

可靠的内部治理结构袁学校规章制度健全袁规范诚信办

学袁并根据专项资金管理新要求袁不断完善管理办法袁
比如院完善资金管理尧队伍管理尧项目建设过程管理尧仪
器设备管理等规章制度袁为专项资金使用提供科学化尧
制度化保障遥

渔 聚焦重点项目袁推进项目库建设

根据学校整体发展规划及重点尧 特色专业发展需

求袁做好项目库资源的积累和筛选工作袁全力推进项目

库建设袁丰富项目库资源储备遥 学校在设立总项目库基

础上袁各二级学院设立分项目库袁逐步建立起二级项目

储备库袁实行常年筛选尧滚动储备遥 项目库的资源储备

应着眼于学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的大背景袁结
合社会对人才培养结构调整的要求袁 在充分调研论证

基础上不断提高项目库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遥
隅 加强过程管理尧注重绩效考核

学校对专项资金的管理实行 野项目领导小组总体

把关袁项目管理小组统筹尧协调尧监督袁项目执行小组落

实具体建设任务冶袁层层把关袁加强过程管理遥 设立政府

扶持专项管理办公室专门化开展项目管理工作袁 过程

中发布 叶项目进展月报或季报曳叶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曳
等袁通过重视前期项目可行性调研尧严格中期检查尧结
题评审尧注重绩效考核袁保证项目的执行率遥 开发项目

管理信息系统袁 通过定期出具分析报告袁 提高项目管

理尧监控的水平和效率遥
予 重视团队建设尧出台激励机制

项目团队的组建是项目建设质量好坏的关键袁重
视尧培养尧激励并举袁给予项目团队良性发展空间遥 在团

队组建伊始袁应合理布局老中青团队结构袁对团队提供

培训尧考察等机会袁了解行企业最新技术动向袁同时吸

纳行企业专业人才参与项目建设袁通过校企合作项目袁
满足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需求遥 同时学校建立校院

两级激励机制袁通过实施项目绩效考核制度袁激发项目

团队的工作积极性和紧迫性遥
四尧讨论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袁我国民办高校快速发展袁已
进入从外延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化的关键时期[5]遥 由于民

办高校发展时间较短袁还存在许多问题和薄弱环节袁仍
然属于高等教育中的野弱势群体冶[6]遥 我国民办教育的发

展与公办教育不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袁 需要在特殊的

环境中寻找自己的落脚点和目标定位遥
我国民办教育的基本特征是投资办学袁 而不是捐

资办学 [7]遥 办学模式与国外多数私立大学有较大的差

别遥 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是举办者的投

资和银行贷款袁学校运行主要依赖学费[8]遥 民办高校的

生存与发展面临主要问题之一是筹资渠道单一尧 筹资

不足[9]袁民办学校的办学经费相对比较缺乏遥 经费不足

是制约民办高校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曳指出院野县级

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袁用于资助民办

学校的发展遥 冶叶民办教育促进法曳明确规定院野民办教

育属于公益性事业袁 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

分遥 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尧大力支持尧正确引

导尧依法管理的方针袁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办教育

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冶遥 在民办高校的

发展过程中袁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10]袁政府的财政

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遥 实践证明袁上海市促进民办教育

发展专项资金对上海杉达学院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

的作用和意义遥
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渊2010要

2020 年冤曳 明确提出院野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

学校分类管理冶袁这是对民办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进展[11]遥
上海市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非营利民办

教育袁坚持野公益性尧非营利冶的办学原则是争取政府财政

Wang Fuming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Support Mechanism For Private Education of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of Sand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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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重要前提遥
上海杉达学院的实践证明袁 根据学校转型发展的

实际需要袁 合理规划资金项目袁 严格控制经费使用过

程袁确保达到项目预期的成效袁是专项资金项目成功的

必要保证遥
上海杉达学院有信心在政府的支持下袁 继续发挥

学校的办学积极性袁加速学校的转型发展袁向应用型尧
高水平民办高校的目标迈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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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曳课程的机理包括搞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髓是什么袁其精髓缘何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中国元素袁创造性融入的切入点在哪里袁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精髓如何为叶基础曳课程的性质尧目标和任务服务遥 在教改实践中以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大学生的成人成才

中的问题为导向袁努力将三种资源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尧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和西方文化资源有机结合尧综合创

新袁努力体现中国立场尧中国智慧尧中国价值袁探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础曳课程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尧
目标任务尧基本原则尧方法尧路径和策略遥

揖关键词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曰融入机理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Abstract: The Interfusion Mechanism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egrating into the 义thought morals tute鄄
lage and legal foundation义 coursesinclude: what i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y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essence can be Chinese element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wherei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how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essence serves the objective and task of 义thought morals tutelage and legal founda鄄
tion义 courses.

As the guidance of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student忆s adult oriented in
the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we tryto have an organic combin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three resources including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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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机理冶是指事物变化的理由与道理袁即为实现某

一特定功能袁 一定的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

式以及诸要素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相互联系尧 相互作用

的运行规则和原理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曳渊以下简称叶基础曳冤课程的机理

内蕴院其一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袁缘何能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野中国元素冶钥 其二袁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如何进行当代转化袁 其切入点在

哪里钥 其三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础曳课程的

机理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如何为本课程的性质尧目
标和任务服务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础曳课
程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尧目标任务尧基本原则尧方法尧
路径和策略是什么钥

一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础曳课程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础曳课程有其

独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院其一袁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的有

机结合袁 有利于尝试如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遥 其二袁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髓如何融入叶基础曳课的机理袁是在进一步学习贯彻

和落实习近平关于中国传统文化野四个讲清楚冶的讲话

精神袁有利于引导大学生确立野四个自信冶的坚定信念遥
其三袁融入叶基础曳课的尝试有利于寻求和进一步完善

一种根源于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尧 灿烂文化根基上的

当代大学生道德尧法律教育的体系和形态曰有利于为全

球化背景下生成和创造中国哲学新的话语或形态提供

重要启示遥 其四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础曳课
程实际上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充分融入母体

性尧根源性尧民族性的中国元素和文化基因遥 其五袁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础曳课的实质是要使大学生

了解和把握传统与现代袁中国与世界袁历史根基与当代

价值袁野和而不同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蕴曰确立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价值观袁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

说野文化自信是更基础尧更广泛尧更深厚的自信冶的深刻

意蕴遥 懂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野文明的活的灵魂冶和
野时代精神的精华冶袁 中国精神和价值是人类多元文化

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重要一元遥
二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础曳课程的目

标任务

其一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础曳课程是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野四个讲清楚冶和中办国办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曳以及野习近平总书记在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冶等重要系列讲话

精神袁着力解决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如何在叶基
础曳课程教学中野润物细无声冶地融入袁引导大学生确

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袁
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袁坚定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信念袁
确立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遥 使大学生深刻

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自身成人尧成才

必须立足在两个根基上院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

国的根基曰二是中国人文化生命体的根基要要要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精髓渊孔子尧老子及其他们的经典冤遥 搞清

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袁是当代中

国社会十大理论热点之一袁也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

难点问题遥 融入实践有利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大理论问题化约在具体

课程教学的实践中袁 又可将教学实践中获得的心得尧
体会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袁 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尧
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遥

其二袁 有利于解答大学生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确立理想信念尧科学信仰等的疑难问题遥 在以马克思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指导下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袁在与西方文化对话尧比
较中辨析其精髓之所在袁 是本课程必须遵循的基本原

则遥 在教学实践中要引导学生辨析什么是中华优秀文

Marxist theor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try to reflect the China忆s position, the Chinese wis鄄
dom and the Chinese value, prove the basic principles, methods, basic path and strategy, and understand how to make
the Confucianism essence get into the 义thought morals tutelage and legal foundation义 courses.
Key Word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ssence; themechanism of interfusion; 义Thought Morals Tutelage and
Legal Foundation义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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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钥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钥前者是包含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尧 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

开放以来的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袁 她反映了

从古代传统到近代尧当代的动态演化的优秀文化传统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野七一冶讲话中深刻指出院野在五千多年

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 在党和人民伟

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袁 积淀

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袁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遥 冶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古代自先秦

一直到清朝末年的传统文化形态遥 习近平总书记秉持

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自己传统文化的一贯的理性态度袁
强调对我国传统文化要野有鉴别地加以对待袁有扬弃地

予以继承袁要坚持古为今用尧洋为中用袁去粗取精尧去伪

存真袁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遥 冶这是确立文

化自信的一个前提性问题遥 习近平还曾说院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我们突出的优势袁 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

实力冶袁野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尧发展

脉络尧基本走向袁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尧价值理

念尧鲜明特色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遥 要认真汲

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袁大力弘

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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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源泉遥 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

系袁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咱1暂冶遥
其三袁在教育尧教学实践中以当代中国社会和大学

生的成长发展中的问题为导向袁 努力将三种资源即马

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尧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和西方文化资

源有机结合尧综合创新遥 在教材内容体系的建设上尧教
学思想和教学方式方法的实践上努力体现国际视野和

中国立场尧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的高度统一遥 引导学生

懂得文化自信要建立在野和而不同冶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国际视野的基础上遥 在全球化的今天袁人类社会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袁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遥 习近平

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向国际社会传达过 野人类命运共

同体冶这一理念袁向世界传达了在国与国关系中追求和

平发展的愿望遥
其四袁采用西方教育的建构主义理念和方法袁以时

代精神为参照系袁 遵循教育规律和大数据时代大学生

身心特点袁 使本课程成为大学生的德性修养和人格完

善的智慧源泉遥 在大学生七层次人格建构中融入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中有极其丰厚的道德人格资源袁
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阅读内化为大学生的心性修

养的生命智慧遥
其五袁 有利于解答如何在大学生中开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和教学的难题或瓶颈问题遥 习近平总书

记野8窑19冶讲话中讲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野四个讲清楚冶
的精神实质袁 其实就是说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

育纳入到正式教育体制里面去遥 叶基础曳课是大学生的

一门必修课袁涉及面广袁上好这门课意义特别重大袁而
增强这门课的野中国元素冶是上好这门课的前提和基础

之一遥
其六袁在全球化和野互联网+冶时代背景中运用西方

建构主义教育理念和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结合袁 探求

一种师生互动尧参与式尧体悟式的教学方式方法袁师生

共同去体悟尧感受和担当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野要使中

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尧 与现代

社会相协调要要要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

化尧创新性发展冶这一神圣的使命袁以使师生在学习马

中西三种资源融合中获得生命成长中的智慧遥 融入实

践有利于探寻本课程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过程的中国话

语体系袁 探索具有原创性的中国话语体系下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教育理论和教材特色袁
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人格和才能遥

三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础曳课程的基

本原则尧方法尧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础曳课程袁必须根

据叶基础曳课程的性质尧目标和任务袁努力适应大学生身

心发展的规律和大数据时代的特征袁 采用先进的教育

理念与儒释道的中国教育思想的融合袁 探求一种师生

互动尧参与式尧体悟式的野学习共同体冶的教学方式方

法袁 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马中西融合中便于

被学生所接受袁成为师生生命成长的文化滋养遥
融入叶基础曳课的基本原则是院其一袁采取历史研究

和哲学反思批判的方法袁深化学术和理论研究遥 中国传

统文化是宗法社会的产物袁 它本身是有历史的局限性

的袁是精华与糟粕的统一体遥 习近平在强调继承中国传

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也提醒我们院野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

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袁要坚持古为今用尧
推陈出新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袁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冶遥 融

入叶基础曳课程是一个创造性转化的实验和实践袁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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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究竟是什么袁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理念尧 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什

么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观念上尧价值上尧精神层面来

看袁主要有这样一些核心概念或范畴院自强不息曰厚德

载物曰民为邦本曰天下为公曰协和万邦曰革故鼎新曰知常

达变曰开物成务曰居安思危曰修齐治平曰民本曰民贵君轻曰
爱民尧富民尧养民尧教民曰经邦济世曰敬业乐群曰先忧后

忧曰以和为贵曰和而不同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曰天人合

一曰群己合一曰知行合一曰以诚待人曰讲信修睦曰清廉从

政曰勤勉奉公曰中庸之道等价值遥 如何采取大学生喜闻

乐见的形式袁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尧心理和生活实践进行

当代转化钥 这个创造性转化归根结底要讲清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是由历史传统尧文化积淀尧基本

国情决定的遥 讲清楚中华文化在发展流变中是包含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尧 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文化袁所以袁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

追求袁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尧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遥 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 怎样才能

使得优秀传统文化在民众心里落地生根袁 使大学生的

思维方式尧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受到熏染钥 在

笔者看来袁有四个结合点或四座桥梁院一是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考察应由对传统经典文献的考察到对 野活
着冶的传统的考察的过渡和结合[2]遥 要给大学生讲清楚

优秀文化传统的历史演化遥 如就爱国主义而言袁它怎样

从古代爱国主义到近代爱国主义尧现当代爱国主义曰中
华民族精神怎样从自强不息尧厚德载物尧经邦济世演化

为井冈山精神尧长征精神尧两弹一星精神曰仁爱思想怎

样演化为当今社会的各类英雄模范人物的榜样力量遥
二是注重制度建设和心性修养两者的统一袁 讲清楚我

们党的顶层设计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战略思

想要要要野四个全面冶野五位一体冶野五大发展理念冶和习近

平的重要系列讲话精神遥 三是要注重对治理尧管理尧伦
理尧法理尧心理辨证关系的分析袁这个野五理冶是制度建

设与人格建构互动的具体化袁无论各级领导干部尧企业

家还是知识分子尧 普通百姓和大学生都要从心性修养

的道德人格建构入手遥 四是由调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对当下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影响的实然状态的分析

描述到应然人格的建构袁 这是在强调要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君子儒学转变为现当代的公民儒学遥
其二袁 探求如何把学术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教学实

践的成果袁即探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如何融入叶基

础曳课程教学的过程遥 目前教材中除了第四章着重讲中

国优秀传统道德以外袁 其他章节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很

少甚至几乎没有袁 本研究试图在其他各章节中将儒学

精髓融入其中袁使得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野四
个讲清楚冶 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和 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曳得到切实贯彻和落实遥
其三袁用组织野学习共同体冶的方法使学生明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究竟是什么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髓与人生观尧价值观尧道德观教育是什么关系袁它们

对自身的成长发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遥 在主体参与式

教学实验中着力探寻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
础曳课程冶的机理和路径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

叶基础曳课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袁实际上是在做推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验遥 以时代精

神为坐标来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袁把野讲仁爱尧
重民本尧守诚信尧崇正义尧尚和合尧求大同冶的传统理念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变成了野爱国尧友善尧诚信尧
公正尧和谐等理念冶袁这是创新性发展的成功范例遥

在融入叶基础曳课程的教改中拟解决的问题院其一袁
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明了为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是中国道路尧 中国模式尧 中国形象的深厚的文化软实

力袁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遥 其二袁在教学中引导学生

明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尧制度自信尧理论自信的深厚

底蕴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信遥 其三袁通过融入实验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髓是大学生人生观尧价值观和道德观尧爱国主义教育

和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的不竭资源和价值

源泉遥 其四袁在融入实践中探明在野互联网+冶时代如何

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袁 使之成为大学生

创造性人格培养和塑造的智慧之源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础曳课程的具体路

径院其一袁搞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大学生信仰教

育尧人格塑造中的地位与作用袁通过信仰尧信念尧人格三

层次结构将儒学精髓融入内容体系之中遥 其二袁通过中

西比较袁探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治国理政尧成人

成才中的当代价值袁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人

生观尧价值观尧道德观和爱国主义等教化实践之中遥 其

三袁应用建构主义教学理念在野学习共同体冶的对话尧体
悟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沁入学生心中袁 使得学

生既收获道德人格的修养又获得创造性思维尧 人格建

邵龙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曳课程的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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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才能的训练遥 西方教育的建构主义认为袁野学习是

意义的生成过程袁是一个改变意义袁创造新的认知结构

的事件遥 学习的时机只有在参与者想要获得他人观点

的社会互动中才会出现遥 冶尤其是思想道德尧政治和价

值教育更需要主体在积极参与教学的过程中袁在师生尧
生生的对话中体悟价值袁 在实践中逐渐内化为自己的

价值观和价值行为遥 野在这一过程中袁教学旨在帮助学

生了解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曰 对一个观点或理论真正理

解的过程袁是主体对之重新发明的过程[3]遥冶其四,通过课

堂尧网络尧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途径袁采用野新学徒式冶
教育尧教学模式袁突出实践教学环节袁浸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髓袁 以使学生确立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

信仰遥其五,设计融入方案袁责任到人遥通过集体备课尧分
工负责袁 对课程的每一章如何具体融入的内容和方法

进行教学方案的设计和实验袁撰写出讲义袁做出 PPT 课

件袁最后总结经验教训和得失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遥
四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础曳课程的策略

策略指计策尧谋略遥 具体是指可以实现目标的方案

集合袁是按照事物的性质和原则袁为了实现目标尧任务

而采取的方式方法和路径遥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叶基础曳课程是所有讲授这门课程的教师共同的目标和

任务遥 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首先是责任到人尧 集体备

课尧分工负责遥 其一袁明确每一章节的具体的融入目标曰
其二袁 探讨每一章节的融入策略袁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袁不可能定型后成为封闭的体系袁它是一个未完成的

状态袁应该在教改实践中做动态的调整遥 其三袁挑选融

入内容院搜寻经典原文渊释义冤警言格语袁同时包括有价

值的历史故事遥 然后是更加具体的融入讲义袁在各章节

中先进行文本的融入研究袁然后进行教学实验袁再进行

总结实验效果袁进一步进行修改完善遥 以下是关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叶基础曳课程的具体策略和尝试

性做法遥
在叶绪论曳中袁讲清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价值观培育的关系遥 其一袁
引入论述习近平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野四个讲清楚冶
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遥 其二袁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道路自信尧制度自信尧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关系袁
引导大学生确立野四个自信冶袁尤其是讲清楚为什么文

化自信野是更基础尧更广泛尧更深厚的自信遥 冶其三袁讲清

楚野中华文化冶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冶野中国传统文化冶的
概念定义以及他们的内在联系遥 其四袁讲清楚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为什么一定要融入中国元素袁 要以

中华传统文化的母体性尧根源性尧民族性的文化基因作

为文化滋养的价值资源袁 为什么融入中国元素后就能

更好地贴近社会袁深入人心袁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真正落细尧落小和落到实处遥
叶绪论曳中还有一个重点内容袁是要讲清本课程是

一门野依据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

识袁教育尧引导大学生加强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尧道
德观和法制观修养的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程遥 冶在讲授

这个问题时袁我们应着力讲清楚野大学是什么袁包括大

学的理念尧大学的精神和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学什么尧怎
样学的问题冶遥 其一袁在讲大学精神时结合西方的大学

理念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叶四书曳中的叶大学曳的
基本内容要要要融入格物尧致知尧诚意尧正心尧修身尧齐家尧
治国尧平天下等理念袁着力引导学生明了野三纲领冶尧野七
证冶野八条目冶和野四个实践步骤冶的内涵,强调在大学学

习过程中道德人格修养的重要性遥 其二袁 在讲上大学

野学什么冶和野怎么学冶的问题时袁与西方思想家的学习

观结合袁融入孔子的教育观尧荀子的叶劝学篇曳的关键段

落和主要观点袁引导学生确立科学正确的学习态度尧学
习方法和知识观遥 其三袁在涉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学时

融入儒家的义利观尧理欲观和荣辱意识袁进而上升到社

会主义荣辱观的高度遥
在叶第一章 追求远大理想尧坚定崇高信念曳中着力

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中关于野仰不愧于天袁俯不

怍于人冶 的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的理念和

价值袁突出儒家的君子人格袁作为确立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尧崇高信仰尧信念的文化滋养遥 在此基础上袁引导大学

生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袁 着重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道路自信尧理论自信尧制
度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关系曰 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野大同社会理想冶袁与共产主义理想进行比较遥 讲清楚中

国近代在保守主义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论战中袁中
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

和文化背景的一个方面的缘由遥 进而引导学生坚定共

产主义信念袁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袁讲清楚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蕴袁 讲清楚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当代价值袁 使学生切身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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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基础冶的先进的社会形态和制度遥

Shao Longbao The Mechanism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egrating into the 义Thought Morals Tutelage and Legal Foundation义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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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第二章 弘扬中国精神袁共筑精神家园曳融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理念和价值袁 尤其是孟

子的野浩然之气冶和大丈夫气概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

神的影响作用袁 以及与历史上涌现的爱国主义英雄人

物的关系袁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野中国精神冶的关

系遥 用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人物和故事把古代尧近代和现

当代有机结合起来袁诠释野文化自觉冶尧野文化自信冶尧爱
国主义的内涵遥 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野自强不

息冶尧野厚德载物冶尧野大一统冶理念诠释中华民族精神袁深
入理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曰 用国外的爱

国主义教育做法与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在比较中加以阐

发袁引导学生懂得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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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冶曰使学生懂得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的突

出优势袁是中国社会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冶遥
在叶第三章 领悟人生真谛袁创造人生价值曳中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的

论述分析和理解人生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袁引
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人生态度袁 在实践

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遥 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教学目的袁
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生哲学尧 为人处世之道的

精髓遥 融入叶论语曳叶道德经曳中的人生智慧袁主要是融入

如何对待义利尧理欲尧荣辱尧得失袁个人与社会尧民族尧国
家的关系方面的理念尧 观点和价值遥 在讲授人生价值

时袁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野立德尧立功尧立言冶的
野真三不朽冶人生精神和人生观曰在讲授野正确对待人生

环境冶中的身心和谐袁即心理健康问题时袁融入叶黄帝内

经曳叶易经曳叶道德经曳叶中庸曳中的养身之道精粹曰在讲授

人与社会尧人与自然的人生环境内容时袁融入野天人合

一冶等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袁
使得学生懂得自己的身和心的平衡以及自我与他人尧
与社会尧与自然生态和谐和平衡的重要意义袁懂得幸福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存在的平衡状态的道理袁 使得学生

明了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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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遥 使大学生

明了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质资源袁 是为了引导

我们自身野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尧尊道德尧守道德的生活袁
形成向上的力量尧向善的力量冶渊习近平语冤遥

在叶第四章 注重道德传承 加强道德实践曳中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是为了使学生了解掌握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

建设理论内容及其重大意义袁 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

道德观袁成为野有理想尧有道德尧有文化尧有纪律冶的社会

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遥 本章在讲授野道德是什么冶即
道德的产生和本质时袁融入孟子的性善论袁孔孟荀和朱

熹的道德修养论袁王阳明的良知说等袁同时引入康德的

道德学说和亚当窑斯密叶国富论曳和叶道德情感论曳关于

国民财富积累与道德养成关系的理念袁 目的是要讲清

楚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起源说和道德本质说的科学性和

正确性袁以及各种道德学说的相关性遥
该章节在讲授野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冶时有一

个重要命题袁即野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道德和传统

文化冶袁 特别要讲清楚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来反思和

批判中国传统道德和道德传统袁 既反对复古主义袁又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袁使得学生懂得以儒学精髓为主的

中国优秀道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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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体性尧民族性尧根源性

的野文化基因冶遥
该章节还涉及我国公民道德基本规范袁在野爱国尧

守法尧明礼尧诚信尧敬业尧奉献冶规范的讲授中袁突出野明
礼冶野诚信冶遥 因为爱国在第二章有专论曰守法从第五章

开始袁连续几章都在讲法理尧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尧社
会主义法治思维方式等曰野敬业冶则在职业道德中专论遥
此章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野礼冶的内涵和野明礼冶
的丰富思想资源及关于野诚信冶的道德资源遥

关于野大学生诚信问题冶袁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髓野敬冶野诚冶等价值袁讲清这两个概念的内涵袁使得学

生懂得孔子所说的野出门如临大宾冶的深意曰懂得言必

信尧行必果袁一言九鼎袁一诺千金的意义曰懂得孔子所说

的院野内省不疚袁夫何忧何惧钥 冶的深层意蕴曰懂得为什么

野诚信冶是立人尧立家尧立国的根本遥 列举古今中外历史

上诚实守信给个人成长发展带来的正能量遥
在叶第五章 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高尚品格曳中袁融入

涉及公共生活尧职业道德尧择业和创业尧恋爱尧婚姻和家

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内容遥 本章节着力于讲清

野私德冶与野公德冶的关系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

个体道德修养的许多德性修养的规范进行创造性转

化袁与现代公共法律尧当代野法权人格冶相结合遥 融入孟

子的关于道德修养的野六境界说冶的精彩段落袁王阳明

心学的主要理念和著名的野四句教冶袁讲清楚个体的道

德修养与公共道德行为尧 职业道德行为以及恋爱尧婚

邵龙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曳课程的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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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尧家庭美德的关系曰融入野慎独冶和野中庸之道冶理念袁
与网络道德和法律规范结合袁塑造高尚的道德人格袁将
儒家要求的 野慎独冶 的君子人格与现代法权人格相结

合袁引导大学生野自尊尧自爱尧自信尧自强冶袁在日常行为

中培养自己能够充分体现权利和义务二者的高度统一

的现代法权人格遥 将个体的道德修养与野公共理性冶和
野公共精神冶结合袁养成社会主义公民的行为举止遥 从当

下的学业开始养成野敬业尧勤业尧精业冶的学业道德曰融
入传统的野革故鼎新冶野天地之大德曰生冶野生生之谓易冶
的思想袁 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中有许多与现代

社会相通的创新创业的理念和价值袁 讲清楚职业道德

的十个境界要要要学尧会尧工尧巧尧精尧通尧生尧化尧圣尧神遥 面

对这是个境界袁虽不能至袁心向往之遥 结合创造性人格

的培养和创造性思维尧能力等的介绍袁将古今中西尽可

能加以贯通遥
在叶第六章 学习宪法法律 建设法治体系曳中着重

融入孔子尧孟子的治国理政思想袁如仁政德治尧德法兼

治的理念袁以及荀子的礼义渊仪冤思想袁辨析道德尧法律

和礼仪之间的关系曰辨明德治和法治的内涵袁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德治思想尧 礼义理念与现代法治意识有

机结合袁引导学生尊崇社会主义宪法精神曰领会社会主

义法律精神袁理解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作用袁明确法

律的运行过程包括法律制定尧法律遵守尧法律执行尧法
律适用等四个环节袁 而这一过程的前提和基础是每个

个体的道德人格的修养袁德和法二者相互依存袁相互促

进遥 使学生充分认识野抽掉道德意蕴的法律是徒劳的冶
野没有道德和信仰的法律是徒具形式冶 的深刻道理袁进
而了解社会主义法律修养的途径与方法遥 使大学生懂

得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袁 帮助大学生从整

体上了解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袁 以及公

民在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袁 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

观念尧民主法治观念尧权力和权利的关系等遥
在叶第七章 树立法治观念 尊重法律权威曳中融入

孔孟的德治思想袁 帮助学生确立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方

式袁确立社会主义公民意识袁树立社会主义法律信仰遥
在叶第八章 行使法律权利 履行法律义务曳中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野义利之辨冶袁反思和批判西方的

自由主义思想袁培养学生确立社会主义的权利义务观尧
民主法治观尧平等自由观袁做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和富有

创新才能的大学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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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法律复合应用人才的全新培养要求袁需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袁解决毕业生野量不足尧质不高尧体不

佳冶的问题曰需要建立鼓励发散思维尧多种形式复合应用培养的框架曰需要贯穿于教育全过程的复合应用教学体系曰
需要改进案例教学法曰需要改变依赖笔试的考核模式袁制定相应的评估体系曰需要实施应用能力考核为主尧技能测

试与基础知识考核为辅的考核标准曰需要对实践能力的培养模式进行细分设计遥
揖关键词铱 高等教育曰 法律复合曰 应用人才曰 教育模式

Abstract: When facing new requirements for composite application personnel, 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developing employment oriented, which can solve the problem 义short-quantity, low-quality, poor-body义 . Universities
should set up various forms of composite application training frame, application of new composite application training
mode to go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system, which can encourage students忆 divergent think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ethods of case teaching does not mean to use the case to replace the legal theory teaching method,
but instead to change the dependence on the original evaluation model of written formulation, to establish new corre鄄
sponding assessment system, to implement skill test based on law application ability which is supplemented by basic
knowledge assessment and techniques test standard. The design of students忆 practical ability is hierarchical.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law-business composite; applied personnel; education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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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海自贸区专业复合应用培养内容指导图

当前袁高校正着力培养专业复合应用野双业冶人才

渊创业和就业的简称冤遥 野双业冶是表现形式袁思维核心是

创新遥 创新未必都去创业袁但野双业冶教育却必须要由创

新思维来引导其运作的原则尧框架和模式遥 这种反向推

进的创新改革进程袁 可以大幅度提升学生的法律应用

能力袁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成效遥
据此袁本文的研究将围绕法律复合应用课程体系尧

教学过程尧教学效果进行袁确定法律复合应用教育的原

则尧框架和运行模式遥 总之袁国家尧社会需求的应用人才

应该是我国法律教研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遥
一尧法律复合应用人才的定义

当今袁法律人才不能再局限于仅懂法律的人才袁而
应该是一种专业复合应用人才遥 这对法律人才的培养

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因此袁法律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定义应该是院既懂法

学理论尧掌握法律实务操作技能,又懂其他专业的复合

人才[1]遥 其中袁复合应用能力最为关键[2]遥
在此目标下袁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遥

其特点应该是院具有法律应用素养的企业尧社会管理人

才袁主要从事非法律职业的工作,如公务员尧企业管理

者袁或其他一些与法律职业有直接关系的企业工作遥 无

论是哪一个层次的人才袁都不再是单一的人才遥
这就要求法学教师既要有法律专业的敏锐性和创

新性袁又要有其他专业的基本知识遥 否则袁我们会陷于

空谈遥
二尧复合应用培养原则

渝 以野双业冶为导向

以野双业冶为导向袁就是侧重法学能力课程袁加上其

他专业的辅修遥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辅修课程袁然后再根

据自己的职业规划袁选修一些专业课程遥
在法律复合应用培养模式中袁 首先应强化应用性

较强的课程袁如司法考试课遥 多年来袁上海杉达学院胜

祥商学院法学系渊以下简称杉达法学系冤学生每年的司

法考试通过率都高于全国高校的平均通过率袁 而且这

个百分比还在持续增长遥
辅修专业的选择需要与时俱进遥 如在法商复合应

用领域袁上海自贸区管理机构的监管模式尧治理能力和

法律适用等方面袁对野双业冶条件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和

更多的导向遥 其主要领域为院
1援 能与国际接轨的尧法治化的市场体系曰高效的服

务贸易体系曰国民待遇条件下的负面控制曰金融风险控

制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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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 应用型的智库曰多层次的人才培训体系曰务实的

校企合作机制曰有实效的信息群遥
3援 自贸区多元争端解决机制袁 如小额案件快速裁

判尧纠纷调解程序尧境外仲裁机构在区内设立代表机构

等渊参见图 1冤遥
渔 对毕业生野三不冶现状的解决方案

杉达法学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企业法律服

务人才的培养模式袁 以解决普通高校法律毕业生普遍

面临的量不足尧质不高尧体不佳野三不冶状况院
1援 定位企业所需人才袁 向企业国际化服务平台的

职业法律人才需求靠拢遥
2援 校企合作袁开放办学袁订单式培养遥 以野双业冶为

导向的学生是为今后企业尧社会服务的袁所以必须注重

满足企业尧社会的总体需求[3]遥
3援 建立明确的人才能力培养框架袁 包括相关的法

规应用能力尧相关的跨专业技能培养遥
4援 建立前瞻性的人力资源库遥 将大学和企业界人

才整合在一起袁 致力于打造企业需要的复合型法律服

务人才遥
三尧复合应用培养框架

渝 扩大法学基础选修课程模块遥 学生先了解法学

基础理论, 为学习后续更多的法律复合专业内容打下

基础遥
渔 鼓励学生发散型思维尧积极自主探究袁从知识结

构尧能力结构尧思维方式的应试教育单一性袁向知识的

复合应用性转变遥
隅 扩大专业课程模块遥如结合商务各专业的方向袁

增设法商结合方向的法学课程[4]遥
予 作为法律课堂学习的延伸, 法律实务课程可以

安排在三尧四年级遥
娱 多形式授课形式袁通过小班或小组的专业视频尧

案例评析尧内容自习等多种形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遥同
时袁结合案例教学法和问题导向教学法,布置学生课前尧
课后自主学习的内容遥 在课堂上采用难点问题讨论的

互动方式遥
雨 教师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从企业管理尧

社会管理的角度袁寻找它们和法律的复合点袁同时从这

两方面对内容进行应用分析遥 这样才能提高应用能力

培养的效果遥
四尧案例教学法的利弊

案例教学法的实质应该是适当增加案例讲授的比

例遥 但不应该完全用案例来取代理论讲授[5]遥
案例教学法的具体运用袁 应该是对案例的精细选

择尧精细分析遥 具体说袁这两个野精细冶涉及到五个方面院

图 2 法律复合应用教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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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来源可以选择各类法院公报尧 公开出版的案

例教材或案例集遥
案例选择要新遥 案例既要反映法学理论研究的新

成果袁又要选择近几年的新案例遥 要选择学生更愿意接

触的热点案例遥
要给案例分类袁初步可分为 4 类院有助于理解知识

的案例曰有助于活跃气氛的案例曰体现多个知识点的案

例曰有争议的案例遥
组织学生对所有案例展开讨论和辩论袁 以培养学

生的思辨能力遥
案例运用范围袁可以涉及院模拟法庭尧律师实务技

能训练尧企业法务技能训练尧国际商法技能训练尧政府

法务技能训练遥
五尧复合应用教学体系

渝 体系应包括院体验式教学尧模拟式教学渊如模拟

法庭尧案例讨论尧法律文书写作冤尧参与式教学渊如法律

咨询室尧毕业实习冤遥 建立第三尧四学期的认知平台实

训袁第五尧六学期的专业综合实训袁第七尧八学期的跨专

业综合实训和核心课程嵌入式实训等渊参见图 2冤遥
渔 复合应用培养模式要贯穿于教育全过程袁 并促

进模式的不断改善[6]遥 其课程体系不应独立于课堂学习

之外尧不应简单地直接嵌入课程袁而应该是围绕应用人

才的培养要求袁 将能力和素质培养融到教学的各个环

节袁并以此带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变革遥
总之袁必须建立法律复合应用能力培养新体系袁这

既是不可动摇的法学教育改革方向袁 又是学校必须上

下结合尧高效改革的基本路径遥
六尧考核模式改革

1. 改变单一依赖笔试的考核模式遥 辅之以平时撰

写调查报告尧总结尧论文等形式进行考核袁计入学生总

成绩遥
2. 实施以应用能力为主要内容的考核形式袁把技能

考核与理论知识考核结合起来袁从平时考察尧作业评价尧
解决问题等多个方面考核学生袁并制定考核评估体系遥

3. 就案例写出相应的法律意见书袁 训练学生的综

合法律能力袁也可以作为最后阶段的考核形式遥
4. 可以先设立考核模式改革实验班袁逐步成熟袁逐

步规范遥
七尧实施与完善

教育部在叶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研究报告曳中明确提

出袁法学毕业生主要应具有正义观念曰掌握法学各学科

的基本知识曰掌握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技术曰具有运

用法律知识处理问题的能力遥
因此袁 法律复合应用人才培养体系应该致力于培

养学生主动学习法学知识 渊包括法律基本程序和实务

知识冤的能力和认定法律论证的能力[7]遥
与传统的教学实践不同袁 复合应用体系的要素应

该是院由优生知识培养转向全生能力培养(方向)曰由容

易走过场的课外实践转向应用内容的课堂实践 渊内
容冤曰由学生被动受知转向鼓励学生思考尧甚至质疑的

主动思考渊方式冤曰由单一知识讲授转向激励学生应用

思维尧复合知识应用引导渊方法冤遥
在我国五百余个法学院尧系中袁目前很少有对学生

应用能力培养体系进行细分设计的[8]遥 杉达法学系计划

将法学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尧 职业训练和应用实习三个

阶段遥在基础教育阶段袁进行法学本科教育遥三尧四年级

以应用教学为主袁开设法律咨询室尧法律援助尧审判实

务尧法律研究与写作尧毕业实习尧毕业论文写作等应用

性课程袁提高学生的复合应用能力遥
具体说袁 就是一年级课程主要培养思维能力和创

新创业意识袁形成教育的知识先导目标遥 教师可以自选

教材遥 二尧三年级主要培养就业技能袁达到复合应用目

标遥 特别注重培养研究方法尧 前沿知识和交流沟通能

力遥 四年级重点是野双业冶 技能培养袁综合实践能力培

养遥 内容可以模拟和实战训练为主袁结合实习袁考核学

生的实战能力遥
最近袁杉达法学系计划创立野法律复合应用和职业

创新研究所冶袁着力于培养复合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非诉

讼业务能力渊如代理尧调解业务的能力冤和企业法务能

力渊如协商尧草拟合同能力袁参与企业问题决策能力冤遥
同时袁研究所还将就课程设置渊现在的主要问题是

专业复合型的课程偏少袁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冤尧教学方

法等当前急需改革的问题进行应用性研究渊如袁由灌输

式教学向启发式教学转变袁 激发学生的求知思路曰又
如袁教师如何提出知识性尧应用性和思政性相结合的问

题袁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冤遥
此外袁法学系野法律咨询室冶将主要讲授院淤 如何会

见当事人尧开展事实调查尧撰写法律文书尧谈判与调解尧
准备开庭审理等的知识与技巧遥于 如何代理案件遥盂 如

何综合考虑涉及到政治尧经济或伦理方面的问题袁拿出

的解决方案不仅要合乎法律规定袁而且要让客户满意遥
最后袁 法律复合应用培养体系还不能忽视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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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屡败屡战的野双业冶文化遥 以此相配套袁复合应用型的

教师可通过野双师型教师冶的高比例聘用解决遥 当然袁教
师绩效考核指标也需要做相应的创新调整袁 杉达学院

近期已有新的规范出台遥
八尧讨论与总结

当前袁 需要讨论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培养机制认

定与实施的滞后性遥 高校法学培养目标大多雷同袁缺乏

符合市场需求的教育创新和高校自身的特色遥 该问题

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袁 是决策者仍然受到过去长期形

成的应试教育尧传统理论思维惯性的影响遥
从培养目标与教育类型上看,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

养无疑是与职业教育关系密切的,法律职业教育应是培

养应用型人才的底蕴形式遥但是袁很多高校,尤其是承担

所谓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高校袁 并未觉得自己投入的

法学教育的实质应该是职业教育遥
其次袁 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基本结构也是需要

明确论证的遥 杉达学院法律专业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企

业法务尧社会管理等职业的应用型法律人才遥 这个目标

具有三个结构特征院面向基层曰有突出的应用能力和有

从事法律实务必备的职业道德遥 再次袁杉达法学学生的

主要复合应用能力应该集中在诉讼业务尧 非诉讼业务

和实务理论研究能力的展现上遥

所以袁作为总结袁本文探索的核心内容应该是应用

型的师生互动教学袁 即应用型的讨论课和练习课这两

种教学模式遥
讨论课是训练学生思辨和学术能力的理想模式遥

师生一起商定选题袁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研究,
并提交论文遥 讨论课的核心是学生对其研究成果的口

头报告渊口头报告能力也是法学学生的实训内容之一冤,
教师和其他学生根据其报告提出种种问题袁 由报告人

回答袁全班学生共同参与讨论遥
练习课则更多地借助案例分析来练习理论知识遥

由教师解答特别的难点尧突发事件尧社会热点问题等遥
案例分析不仅可以考查学生对法律规则的掌握袁 还可

检测学生的法学思维和法学理论功底遥
另外袁我们还需要一个解决模拟实习的创新模式遥

实习模式应该使法官尧 当事人和代理人的角色融入到

如何运用法律知识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上来遥 要真正

培养学生的法律复合应用知识尧思维与观念袁以及他们

更好地服务社会的能力遥
总之袁法律复合应用培养模式袁应该是全方位的尧

立体的科学体系遥 因此袁应该把上述种种要素融合为一

个辩证的尧互动的整体袁以此来构建高校的法律复合应

用原则尧框架和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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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2011 年袁国家启动了房地产税制改革工程袁上海和

重庆率先成为房产税改革试点城市遥2013 年 11 月公布

的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
以及 2014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

的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曳渊以下简称为叶方案曳冤
都提出袁野加快渊房地产税冤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冶遥

在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上涨过程中袁 不少人

期待房地产税能成为抑制房价上涨的利器遥 然而袁我们

也不应该忘记袁税收的职能主要表现在取得财政收入尧
调节收入分配尧调控经济运行等三个方面遥 因此袁房地

产税制改革的目标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抑制房地产投

机行为尧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这一个方面遥 为了今后我

国建立起公平尧公正尧效率的房地产税制体系袁迄今为

止的众多研究围绕着房地产税的各方面课题进行了探

讨袁提出了诸多建议遥
房地产税制涉及房地产的取得尧保有尧交易等各个

环节袁每个环节都值得认真去研究遥 然而袁制度的建立

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袁 和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

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遥 因此袁对税制的演进过程进行纵向

考察分析也很重要遥
本文首先就日本不动产税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进行

考察袁同时对不动产交易环节尧保有环节的税制改革情

况分别进行分析遥 之后袁在总结改革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袁 以房地产保有环节税制作为分

析重点袁 提出构建我国房地产保有环节税制体系的若

干建议遥
二尧日本不动产税制的建立与改革发展过程

战后日本的不动产税制从建立到改革发展主要经

历了 1945耀1951 年不动产税制体系建立时期尧1952 年耀
1992 年以平抑地价为目的的税制改革时期以及 1993
年迄今利用税制工具拯救低迷经济的改革时期等三个

主要时期遥
渝 1945耀1951 年院野夏普劝告冶 和日本不动产税制

体系的确立

众所周知袁1945 年日本战败宣布投降之后袁联合国

占领军渊General Headquarters袁GHQ冤主导的政治尧经济尧
社会等全方位的民主化改革逐步让日本的社会经济秩

序得到了恢复遥 然而袁在税制建设方面却缺乏明晰的整

体改革思路袁GHQ 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意见

分歧遥 为此袁1949 年 5 月 10 日袁Carl S. Shoup 博士率领

的税制使节团来到日本袁开启了日本税制改革的征程遥
在历经 4 个月的调查之后袁9 月 15 日公布了 野夏普劝

告冶要要要叶日本税制报告书曳遥
报告书中明确指出袁 税制改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强化日本地方财政的基础遥 二战以前袁日本的地方税

不过是中央税的附加税袁虽然税种繁多袁但税收收入却

非常有限遥 税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强化地方政府在税

收征管上的自主性袁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袁为地方自治打

下牢固的根基遥 地方税制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建立了

以市町村民税尧固定资产税为中心的市町村税体系遥
固定资产税是将 1873 年设置的地租尧1882 年的房

屋税尧1926 年的船舶税渊设置之初的名称是野船税冶冤尧电
线杆税尧1947 年的轨道税以及各税附加税合并而成袁课
税对象包括了土地尧房屋和折旧资产遥

围绕着固定资产税的建设袁野夏普劝告冶首先建议袁
对地租窑房屋税渊通常将这二者简称为野不动产税冶冤尧住
民税以及事业税三大地方税进行彻底的改革袁 其中不

动产税收入规模要增加到之前的 3 倍遥 具体建议是袁市
町村全权负责税收的征管袁 租税收入全部归市町村所

有曰以资本价格作为计税依据标准曰仍然执行对不动产

所有者课税的现行规定曰扩大课税对象范围袁凡是税法

上允许进行折旧扣除的经营性资产都应纳入课税对象

范围[1]遥
按照野夏普劝告冶的建议袁日本于 1950 年制定了地

方税法袁 并且根据地方税法设置了作为市町村税的固

定资产税遥 然而袁1952 年美日野讲和条约冶生效后袁日本

开始独立行使政策决策权袁并迫不及待地对 GHQ 占领

时期建立的各项税制进行改废袁固定资产税也不例外遥
渔 1952 年耀1992 年院以抑制地价快速上涨为宗旨

的不动产税制改革

在野尼克松冲击冶爆发后的 1971 年耀1973 年以及广

场协议签署后的 1986 年耀1989 年都出现了日元快速升

值的局面遥 为了避免日元急剧升值对经济的不良影响袁
日本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遥 加之日本在这

两个时期分别提出了列岛改造计划和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的设想袁最终导致了地价的快速上涨遥
一般认为袁 通过税收手段调控不动产价格可以从

不动产交易和保有这两个环节入手遥 而日本平抑地价

的指导思想是通过对交易环节的转让所得实行税收优

惠激励政策机制 渊以下简称为 野交易环节税收激励机

制冶冤袁目的是为了促进土地供给的增加遥 而一般认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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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有效的利用不动产保有环节税收调控机制尧 特别是

通过提高固定资产税来增加土地持有成本袁 进而增加

土地供给的方法并未采用遥
隅 1992 年迄今院地价下跌过程中的不动产税制改革

1986 年到 1989 年期间日本产生了不动产泡沫现

象袁各地的地价疯狂上涨遥1990 年 3 月 27 日袁日本大藏

省出台了限制金融机构融资总量的规定袁 目的是抑制

过热的不动产交易遥 然而袁本次政策的出台却成为了引

发地价暴跌尧导致泡沫经济崩溃的导火索遥
股票尧不动产泡沫崩溃袁企业的不良债权致使银行

等金融机构经营不断出现破绽袁 进而使日本国内经济

持续低迷遥 为了重振经济袁日本自 90 年代起一直实行

极为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遥 并且袁日本政府一直试图通

过税制工具为萎靡不振的经济注入活力遥 但直到 2014
年安倍晋三再次上台执政以后袁 日本经济才重新出现

了一丝生机遥
纵观三个时期的不动产税制改革袁 第一个时期建

立起了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税制体系袁 实现了通过固定

资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改革目标遥 而后两

个时期税制改革的政策目标都未能实现遥

取得环节
保有环节 转让环节

购入窑新建 赠予 继承

税种

登记许可税
不动产取得税

印花税
消费税

登记许可税
不动产取得税
遗产继承税

登记许可税
遗产继承税

所得税
住民税

固定资产税
城市规划税

所得税
住民税
印花税
消费税

表 1 日本现行不动产税制体系

三尧日本不动产交易尧取得环节的税制改革及其存

在的问题

渝 1969 年不动产税制改革

20 世纪 60 年代起袁随着人口向东京尧大阪尧名古屋

三大经济圈集聚袁 这些地区出现了土地供不应求的情

况袁导致住宅用地价格不断上涨遥 1970 年袁东京都渊23
区冤尧大阪市尧名古屋市尧横浜市尧京都市尧神户市等六大

城市住宅用地价格是 1960 年时的 6 倍袁商业用地价格

上涨了 4.6 倍遥 为了抑制地价的过快上涨袁1968 年的税

制审查会提出了 野对土地交易所得长期轻课尧 短期重

课尧 通过税收之外的渠道吸收各地区土地开发建设产

生的利益冶等改革建议[2]遥
根据税制审查会的建议袁1969 年日本对不动产税

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遥 为了实现增加土地供给的目

的袁将土地交易所得课税方式由野综合课征冶改革为低

税率野分离课征冶方式遥 同时袁税率也采用了随时间推移

逐渐上升的变动税率方式遥

另一方面袁 为了抑制伴随土地供给增加将会出现

的投机买卖行为袁 对出售保有期限 5 年以下土地的交

易所得从重课税袁形成了野短期重课尧长期轻课冶的征管

原则遥
虽然 1969 年土地税制改革促进了土地供给的增

加袁但由于企业法人趁机大量囤积土地袁不仅未能实现

抑制地价上涨的政策目标袁 反而出现了地价加速上升

的现象遥
渔 尼克松冲击与日本列岛改造论对土地供求关系

的影响

为了摆脱美国经济面临的内忧外困袁 尼克松政府

于 1971 年 8 月 15 日宣布实施野新经济政策冶遥 这场被

称为野尼克松冲击冶的政策改变了日本的固定汇率制袁
使日元汇率由战后的 1 美元兑换 360 日元快速飙升至

260 日元的水平渊如图 1 所示冤遥为了阻止由于日元升值

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袁 日本政府采取了宽松货币政

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应对遥
与此同时袁1972 年 7 月 7 日上台执政的田中角荣

开始实施其竞选主张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遥 人们普遍

预期袁政府将主导大规模的国土开发建设袁直接导致了

地价的进一步上涨渊图 2冤遥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投机者炒

作土地提供了润泽的杠杆资金袁 而之前的不动产税制

改革增加的土地供给大部分都被企业囤积袁 增加个人

时期 中央税 地方税 合计

1969-1971 年 10 4 14
1972 年尧73 年 15 5 20
1974 年尧75 年 20 6 26

表 2 保有期限 5 年以上的土地交易所得税率渊单位院%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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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65 年耀1975 年日本城市地价指数变动表渊单位院半年冤[4]

住宅用地廉价供给的政策目标也未能实现遥
隅 对 1969 年土地税制的修正

1973年起袁为了应对地价的不断上涨渊如图 3所示冤袁
日本政府对 1969年税制进行了改革遥 主要措施包括院

1. 对企业法人土地买卖交易所得以 20%的税率追

加课征法人所得税曰 对个人则按照 40%的税率实行分

离课税遥 目的是通过税收吸纳地价上涨产生的收益遥
2. 对土地保有和购置行为开征特别土地保有税和

土地购置税遥 前者以购置时的市场价格为计税依据尧以
1.4%的税率征收曰后者的税率为 3%袁税收归市町村所

有遥 目的是通过提高土地保有成本袁 促使企业减持土

地袁增加土地供给袁并且通过提高土地购置成本袁平抑

地价遥
然而袁由于企业的强烈反对袁特别土地保有税和土

地购置税适用范围逐步缩减袁1982 年将野预期今后在相

当程度上处于开发状态的土地冶 从课税对象中剔除曰
1985 年又规定袁 对除市区内土地之外的保有期限超过

10 年的土地都不再征收特别土地保有税遥
3. 对出售长期持有土地交易所得野从轻课征冶的规

定进行了修改袁恢复了野综合课税冶制度遥 凡交易所得金

额在 2000 万日元以下的部分按 20%的税率实行分离

课税袁对 2000 万日元以上的部分袁75%计入综合所得课

征所得税遥 然而袁由于税率过低袁企业税负的增加并未

能逼迫企业放弃对土地的增持遥
予 80 年代前期再次导入野分离课税冶税制

在人口向东京尧大阪尧名古屋三大经济圈集聚的过

程中袁由于供给不足导致的土地供求矛盾日益突出遥 为

了增加土地供给袁税制改革将野综合课税冶重新改革为

图 1 70 年代美元兑日元外汇走势[3]
商业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各种用地平均

图 3 1956 年要2015年日本地价变动率渊上冤以及地价指数渊下冤变化情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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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分离课税冶方式遥 从 1982 年起袁土地持有野长期冶的定

义由 5 年以上更改为 10 年以上曰出售长期持有土地所

得金额在 4000 万日元以下的部分按 20%的税率实行

分离课税袁4000 万日元以上的部分袁50%计入综合所得

合并课税遥
娱 泡沫经济时期抑制不动产价格上涨的税制改革

受 1986 年广场协议的影响袁 日元汇率由 1985 年

的 1 美元兑换 240 日元升值到 1988 年的 120 日元水

平渊如图 4 所示冤遥 为了防止日元升值对经济的冲击袁日
本实行了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袁 加之都心商业建筑容

积率标准被放宽袁致使东京尧大阪尧名古屋三大经济圈

商业不动产开发力度加大袁都心地价进一步上涨遥 而住

宅置换特例规定又将地价上涨的影响传导到了郊外遥
80 年代后期袁 日本提出了建设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构

想袁这又为如火如荼的城市再开发建设热添了一把火袁
日本终于迎来了不动产泡沫时代渊如图 5尧图 6 所示冤遥

图 4 80年代美元兑日元外汇走势[3]

淫 昭和 62 年为 1987 年袁平成元年为 1989 年遥
图 5 1987耀2016 年日本主要城市住宅用地平均价格变化渊单位院千日元/m2冤[6]

千日元/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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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87耀2016年日本主要城市商业用地平均价格变化渊单位院万日元/m2冤[6]

淫 昭和 62 年为 1987 年袁平成元年为 1989 年遥

在不动产价格急剧上涨的过程中袁 通过增加土地

供给抑制土地投机的呼声越来越高遥 为此袁1987 年 10
月起袁将野长期冶标准由 10 年缩短为 5 年遥 同时袁为了抑

制土地买卖投机行为袁 对企业法人出售保有期限 2 年

以内的土地按 30%尧2 年以上 5 年以内按 20%的税率

从重征收法人所得税遥
1989 年取消了出售长期保有土地交易所得实行综

合课税的规定遥 对所得金额在 4000 万日元以下的部分

按 26%的税率尧对超过 4000 万日元的部分按照 32.5%
的税率实行分离课税遥

虽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土地供给的增加尧平
抑地价袁然而袁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才是地价上涨尧不
动产泡沫形成的最主要原因遥

雨 不动产价格开始下跌时仍以抑制价格上涨为目

标的 1992 年税制改革

虽然 90 年代初起不动产价格开始出现下跌迹象袁
但在三年税改周期的 1992 年进行的税制改革依然针

对不动产泡沫现象提出了抑制地价上涨的政策措施遥
1. 提高了土地交易所得税率尧遗产税基础扣除额

前者规定袁 出售长期持有土地的交易所得税率规

定为 39%渊其中住民税 9%冤遥 5 年以上的所得也要按

10%的税率追加征税遥后者是为了治理那些通过贷款购

入土地尧 或者通过收养关系变相提高遗产税基础扣除

额以达到避税目的的行为遥
2. 开征了地价税袁并扩大了土地保有税的适用范围

地价税以遗产税法上规定的土地评估价格作为计

税依据袁税率 0.3%遥 不过袁在地价下跌过程中征收地价

税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遥 为此袁1996 年将税率下调为

0.15%袁1998 年停止了征收遥 在土地保有税方面袁1992
年税改虽然扩大了适用范围袁 但在地价不断下跌过程

中袁 按 1.4%的税率对泡沫经济期间购入的土地征收土

地保有税对企业的经营业绩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遥
为此袁土地保有税的适用范围被不断缩减袁2003 年起停

止了征收遥
3. 对城区内农业用地征收的固定资产税也开始按

照住宅用地标准进行税收征管

在三大经济圈住宅用地价格飙升的情况下袁 城区

内农业用地的固定资产税适用税率却被限制在较低的

水平袁这也是城区内地价飙升的元凶之一遥 为此袁税改

将城区内的农业用地划分为生产绿化用地和可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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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住宅用地的用地遥 对于前者依然按照农业用地

标准进行征税目的是为了保证城市绿化用地需要袁并
保护以此为生的农民的利益遥 对后者则按照住宅用地

标准进行税收征管遥
不过袁自 90 年代初开始袁日本地价已经处于下降

通道袁平抑地价已不再是税制改革的主题遥
与 以刺激经济恢复为宗旨的不动产激励税制改革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袁 日本政府一直试图通过税改

为萎靡不振的经济注入活力遥 主要政策举措包括院降低

不动产登记许可税尧取得税尧遗产继承税的税负袁鼓励

国民增加不动产的消费投资曰 制定鼓励个人购买住宅

的优惠税制袁以刺激经济复苏遥
总之袁 日本政府试图通过交易环节税制改革调控

不动产价格的举措在各个时期都未能获得成功尧 实现

政策的预期目标遥
四尧不动产保有环节固定资产税税制改革及其存

在的问题

渝 固定资产税税制的发展过程

日本固定资产税渊以及城市计划税冤的计税依据是

固定资产的台账价格袁 对土地采取买卖交易实例价格

法尧对住宅使用再建筑价格法分别进行评价遥 1962 年袁
日本在中央和地方都成立了固定资产评价审议会袁负
责固定资产评价基准的制定管理工作遥 1963 年建立了

固定资产评价标准制度袁要求市町村按照自治大臣渊现
总务大臣冤 制定的评估标准对本地区固定资产价格进

行评估袁具有法律约束力遥 在不动产泡沫的鼎盛时期袁
固定资产的台账价格不及市场价格的 30%遥 鉴于此袁为
了维护税收公平原则袁1994 年日本对评价标准进行了

根本性修订袁规定台账价格为公示地价的 70%遥 之后袁
鉴于地价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袁1997 年税改制定了在基

准年度之外年度可以对评估价格进行修改的规定袁并
延续至今遥

在 1950 年制度建立时袁 固定资产税适用税率为

1.6%袁1951 年起执行标准税率 1.6%尧限制税率 3.0%的

税率体系遥 1954 年将标准税率和限制税率分别下调至

1.5%和 2.5%袁1955 年将标准税率再次下调至 1.4%袁并
一直延续至今袁2004 年起取消了限制税率的规定遥

渔 固定资产税的性质问题

长期以来袁 固定资产税的计税依据标准一直显著

低于市场价格遥 在地价持续上涨过程中袁虽然多次修改

了计税依据标准袁 但在固定资产税被视为收益税或者

收益性财产税的情况下袁要顺应地价上涨趋势袁提高固

定资产税税负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遥
如果将固定资产税视为财产税袁 那么税负就有可

能超过使用该固定资产产生的收益袁 固定资产价值可

能会受到蚕食遥 而将固定资产税视为收益税或者收益

性财产税袁税负将低于固定资产收益袁让纳税人有一种

安全感遥
隅 固定资产税税制与税收减免规定

虽然从 1994 年税改开始使用了公示地价这一客

观尺度对地价进行评价袁 但在地价下降过程中纳税人

的固定资产税税负不降反升袁引起了纳税人的不满遥 为

此袁1997 年的税制改革在地方税法附则中增加了负担

调整措施这一税收减免规定袁 这就使固定资产税在税

收征管上出现了双重标准问题遥
长期以来袁 日本的固定资产税本着服务于地方政

府取得财政收入的目的袁 一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

来源渊如图 7 所示冤遥 即使是在不动产泡沫时期袁固定资

产税也没有被用作抑制不动产价格上涨的工具遥 在固

定资产评估价格上升导致纳税人税负增加的新形势

下袁在保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稳定的同时袁日本政府制

定了负担调整措施袁以缓解纳税人对税负上升的不满遥
然而袁负担调整措施不仅使固定资产税税制复杂化袁并
且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遥

五尧中国房地产保有环节税制体系构建分析

日本不动产业曾经的繁荣为日本经济的增长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袁但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不动产

泡沫的崩溃更是对日本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巨

大的伤害袁深刻教训必须汲取遥 与此同时袁为了让不动

产市场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袁 进而实现实体经济的健

康发展袁 日本政府也一直通过不动产税制改革不断探

索着前进的方向遥 今天袁我们以客观的态度认真审视日

本的不动产税制改革历程袁发现其中的成功经验袁对当

今在积极探索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尧 保证实体经济健

康发展之路的我国非常重要遥
渝 中国房地产保有环节税制体系的目标

2011 年开始的上海尧重庆房产税改革实践证明袁房
产税对房地产价格调控的影响极为有限遥 虽然也有学

者专家寄希望于通过房地产税改革实现对贫富差距的

调节袁 但他们同时忽视了税收最重要的职能是取得财

政收入遥
叶方案曳就明确提出袁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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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日本市町村税税收收入及构成比例 渊单位院亿日元冤[7]

建立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遥 冶要野在保障基本居住需

求的基础上袁合理设置建设尧交易尧保有环节税负袁促进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冶袁野使房地产税逐步成为地方财

政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之一冶遥
日本在不动产税制改革过程中长期坚持保有环节

税制的稳定袁 通过不动产税收让地方政府获得长期稳

定的财政收入袁 其目的还是要保持实体经济健康平稳

的发展遥 从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看袁地方政府

对土地出让金财政的过分依赖袁 也是导致我国房地产

市场出现波动的原因之一遥 因此袁通过房地产税收为地

方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不仅可以避免房

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袁而且更重要的是袁将为我国实体

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遥 因此袁我国房地

产税制体系构建的目标应该聚焦落实在这一点上遥
渔 实行宽税基尧全覆盖式税收征管模式

一般认为袁 房地产商品具有居住和投资的双重属

性遥 在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袁很多

专家学者都认为应该对投机行为从重课征房地产税袁
而对居住属性的房地产保有行为则从轻课征遥 其实袁这
样的观点是将房地产税视为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工具遥

从日本房地产税制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袁 房地产保

有环节税收是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的稳定来源袁
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遥 当前袁我国房地产市场

发展出现分化袁重点大中型城市开始步入存量房时代遥
随着可供出让土地面积的下降袁 曾经占地方财政收入

比例 40%以上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将减少遥 通过房地

产税袁 特别是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收入为地方政府

提供财政收入来源袁符合形势发展需要遥 因此袁笔者认

为袁 在我国房地产税征管对象从取得环节转移到保有

环节的改革过程中袁 所有的房地产都应纳入征税对象

范围遥 那种按照房地产保有行为的目的区别征收房地

产税的主张不妥遥
隅 以市场价格作为房地产税计税依据基础

计算房地产税的应纳税额离不开计税依据和税

率遥 以房地产评估价格作为房地产税的计税依据是世

界上的通用做法遥 我国也应该以房地产评估价格作为

制定房地产税计税依据的基础遥 当然袁我国在房地产税

计税依据制定尧实务操作问题上还面临着诸多制度尧技
术等方面的难题[8]袁但这不应该成为否认以评估价格作

为房地产税计税依据基础的根据遥 并且袁我国的不动产

固定资产税 城市计划税 市町村民税

淫 横轴数字表示年份袁16 为 2004 年袁以此类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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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制度已经建立袁并且在逐步完善遥 因此袁只要参考

借鉴国外经验建立起我国的不动产价格评估机制袁房
地产税计税依据的基础即可确立遥

予 通过税率调节机制调控纳税人的房地产税税负

税率也是计算房地产税应纳税额的重要因素遥 日

本在改革实践中形成了在地价上涨时期实行标准税率

加限制税率尧 在地价下跌过程中审时度势取消限制税

率规定袁将税率制定的决策权限赋予地方政府袁以便地

方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形势袁灵活决定税率水平遥 这样的

决策模式值得我国借鉴遥
目前袁 妨碍我国房地产税税制体系建立的因素之

一是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袁 如何避免

纳税人税负过高的问题袁 这完全可以通过税率调节机

制加以解决遥 赋予地方政府税率制定决策权限袁在保证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基础上袁由地方政府审时度势袁根
据本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袁 决定符合本地区实际

情况需要的税率水平遥
娱 慎重适用税收减免规定袁维护税收公平原则袁保

持税收收入稳定

日本不动产税制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袁 课征房地

产税的目的首先是给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袁 进而保

证实体经济健康平稳发展袁 这也是我国房地产税制体

系建立的方向遥 然而袁课征房地产税必然会给纳税人带

来税负的增加袁 特别是对那些虽然持有住房不动产但

个人收入很低袁 并不具备税收负担能力的纳税人遥 因

此袁制定相应的税负减免规定很有必要遥 不过袁过多的

税负减免会导致纳税人之间税负的不公平袁 违背税收

公平原则遥 日本滥用税收减免规定导致税制被扭曲的

教训非常深刻袁值得我国汲取遥
日本是世界上使用税负减免规定最频繁尧最广泛

的国家遥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实行的租税特别措

施渊以下简略为野特措冶冤是以扶持特定重点产业优先

发展为目的尧进行定向减税的税制激励政策袁它对日

本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遥 但是袁野特
措冶政策税制同时也破坏了野公平窑中立窑简化冶的税收

原则袁对日本税制健全发展的破坏尧副作用也是显而

易见的[9]遥
当前袁 在房地产税征管问题上许多专家学者都提

出了各种方式的税收减免建议遥 但上海和重庆房产税

试点经验告诉我们袁 减免范围过大将使房产税形同虚

设遥 笔者建议袁在提出税收减免建议之前袁应该认真研

究我国房地产税制的目标遥 否则袁一味地取悦纳税人实

行税收减免袁不仅不能实现房地产税制的目标袁还会破

坏税制公平原则袁影响地方政府税收收入袁到头来受伤

害的还是纳税人遥
总之袁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袁房地产税的确是地

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稳定的税种袁 房地产税收为地方

政府维持健全的财政体质提供了保证遥 不仅如此袁更重

要的是袁 通过房地产税制改革有利于维护房地产市场

健康平稳的发展袁 最终将使我国的实体经济行驶在健

康发展的快车道上遥 因此袁认真研究房地产税税制体系

建立的问题具有极为重要深远的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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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8 年我国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来袁住房市

场发展迅速袁并形成了住房的买卖市场尧租赁市场和保

障市场 3 个维度遥 然而袁 这 3 个市场维度发展极不平

衡遥 其中袁买卖市场发展最快袁成为住房市场的主体曰保
障市场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袁 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发

展曰唯独租赁市场发展滞后袁成为住房市场的野短板冶遥

为促进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袁2016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

了 叶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曳
渊本文称野新政冶冤袁野新政冶与以往住房租赁相关政策有

何不同钥 野新政冶下能否迎来住房租赁的春天呢钥本文对

住房租赁相关政策进行梳理袁并将住房租赁野新政冶与
以往政策比较分析袁在此基础上袁结合住房租赁市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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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规范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对完善我国住房供给体系袁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意义重大遥 本文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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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袁深入剖析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机遇和挑战袁以便给

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参考遥
一尧住房租赁市场的野新政冶新举措

渝 住房租赁市场野新政冶措施

野新政冶从住房租赁市场的供给尧需求和市场秩序 3
个维度提出多项政策措施遥淤 培育市场供应主体院发展

住房租赁企业袁 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展住房租赁业

务袁 规范住房租赁中介机构袁 支持和规范个人出租住

房曰于 支持租赁住房建设院鼓励新建租赁住房袁允许改

建房屋用于租赁曰盂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院给予企业尧机
构尧个人税收优惠袁提供金融支持袁完善土地供应曰榆 鼓

励住房租赁消费院完善住房租赁支持政策袁明确承租双

方的权利义务曰虞 完善公共租赁住房院推进公租房货币

化袁提高公租房运营保障能力曰愚 加强住房租赁监管院
健全法规制度袁落实地方责任袁加强行业管理遥

渔 住房租赁野新政冶与以往相关政策比较

野新政冶之前袁市场也不乏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袁
早在 2001 年袁 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就已成为政府

的一项重要政策遥梳理住房租赁相关政策渊如表 1所示冤袁
不难发现野新政冶存在以下不同院淤 政策的定位不同袁由
野配角冶变野主角冶遥 以往有关住房租赁的政策大多是野配
角冶袁作为健全市场体系袁扩大内需袁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

发展等方针政策配套措施提出遥 例如袁2001 年的政策文

件袁为健全市场体系尧开放市场尧推进改革提到要发展住

房租赁市场曰2009 年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主要是放在

扩大内需和减轻居民尧 企业负担的框架下展开曰2010 年

强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保

障民生的重要手段袁此后袁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政策

基本在 2010 年确定的政策框架下展开遥 到了 2014 年袁
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被放在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政策框架

下袁 是健全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内容袁2015 年进一步从

公积金支持尧 税收优惠等方面支持住房租赁市场袁2016
年系列政策延续了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框架袁提出建立购

租并举的住房制度遥 此次野新政冶目标是以建立购租并举

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袁健全住房租赁市场体系袁因此

野新政冶是专门针对租赁市场的主要政策袁而非发展市场

经济的相关配套措施遥 于 政策手段不同袁野新政冶更多更

全面袁力度更大遥以往的住房租赁政策大多置于建立市场

体系袁促进内需袁发展住房市场等政策目标之下袁作为配

套措施被提及袁具有指导性和总括性袁没有过多的具体措

施袁且力度较小袁效果不明显遥 2015 年政策文件提出培育

住房租赁市场是一个系统工程袁涉及多个方面袁各地要在

金融尧税收和经营管理等给予政策支持遥之后出台了公积

金支付租金袁 税收优惠如个人出租住房房产税暂减按

4%的税率征收等措施袁但相比野新政冶袁以往的政策措施

比较单一遥野新政冶的政策手段出现大幅推进袁从住房租赁

市场的供给尧需求和市场秩序等方面提出了 6 个方面措

施袁相互配合组合发力遥

时间 政策内容概要

2001 年 3 月 15 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曳有关野推进改革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袁健全市场体系冶的章节中袁提到野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噎噎冶

2009 年 3 月 13 日
叶关于 200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0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曳有关
野扩大消费尤其居民消费袁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袁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冶中提到野规范发展
二手房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袁实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财税扶持政策冶

2010 年 3 月 21 日
国务院关于落实叶政府工作报告曳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2010)有关野保障和改善民生袁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冶中提出野倡导住房租赁消费袁盘活住房租赁市场冶

2011 年 3 月 14 日
叶关于 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曳有关
野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冶中提到野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噎噎冶

2011 年 3 月 19 日
国务院关于落实叶政府工作报告曳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2011)有关野加强社会建设和保障改善民
生袁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冶中提到野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噎噎冶

2012 年 12 月 1 日
叶国务院关于印发服务业发展野十二五冶规划的通知曳第二节野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袁促进房地
产市场健康发展冶中提到野培育和规范住房租赁市场袁引导住房合理消费冶

2014 年 3 月 12 日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关于印发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原2020 年)曳的通知中提到野健全住房供应体
系袁大力发展二手房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袁推进住房供应主体多元化噎噎冶

2015 年 1 月 6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叶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指导意见曳中野培育住房租赁市场是一个
系统工程袁涉及多方面袁各地要在金融尧税收和经营管理等给予支持冶

表 1 住房租赁市场历年政策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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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野新政冶下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机遇

渝 机遇一院野新政冶有望释放住房租赁需求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袁 预计 2030
年全国城市化率将达到 65%左右袁 且人口流动逐渐增

多袁据叶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曳显示袁2015 年我

国流动人口规模高达 2.47 亿袁占总人口的 18%袁占城镇

常住人口的 32.1%袁预计到 2025 年袁我国流动人口将超

过 3 亿遥 这意味着城市住房租赁市场存在巨大的潜在

需求遥 野新政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袁释放潜在的租房

需求遥
1. 消除野租买不同权冶
城市很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获得是附着于住房产

权的袁租房往往无法享有这些福利和公共服务袁这就是

所谓住房野租买不同权冶遥 例如我国部分城市袁购房能落

户袁而租房不能曰以及居民只有在学区中买房其子女才

能在该学区中的学校读书袁而租房者被排除在外袁这种

住房野租买不同权冶抑制了大量的租房需求遥 此次野新
政冶提出非本地户籍承租人可按照叶居住证暂行条例曳
等有关规定申领居住证袁享受义务教育尧医疗等国家规

定的基本公共服务遥 野新政冶如果落实的话袁可消除人们

租房后子女无法就近入学袁 老人就医不便等问题的担

忧袁使得租房与买房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袁必然有

利于释放租房需求遥
2. 增强房租的支付能力

房价连续上涨的同时袁 我国主要城市住房租金也

出现持续上扬的态势遥据叶2016 上半年租房市场报告曳袁

一线城市中上海尧北京尧深圳每套住宅平均月租金都超

过了 4000 元遥其中袁上海以每套每月 5133.91 元成为内

地租金最贵城市袁 且二三线城市的租金也高达每套每

月 2000耀3000 元遥 高租金水平增加了城市中低收入者尧
就业不久的年轻人及农民工等租赁房需求者的房租支

付压力袁 抑制了他们租房需求袁 降低了他们的居住质

量袁野蚁族冶野胶囊房冶随处可见袁野群租冶屡禁不止遥 野新
政冶在以往公积金支付租金的政策基础上袁提出了新举

措即对个人承租住房的租金支出袁 结合个人所得税改

革袁统筹研究有关费用扣除问题袁若野新政冶这一措施实

施袁则承租人可提取公积金支付租金袁且租金支出有望

抵扣个税袁 这将较大地增强中低收入者的房租支付能

力袁刺激租赁市场的需求遥
3. 增强租房的稳定性

当前袁住房租赁市场不规范袁且政府监管不到位袁
承租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遥 比如房

东突然收回住房或突然大幅涨租曰 租房质量往往比产

权房差袁装修破旧尧野打隔断冶尧室内设施破旧甚至缺乏尧
物业服务不到位等曰 此外中介机构隐瞒房子真实情况

无理由扣压押金的情况也屡见不鲜遥 承租人不仅居住

条件差袁还经常被迫搬家袁这使得承租人缺乏安全感尧
稳定感遥 因此袁人们倾向于买房安家袁租房实乃迫不得

已遥 此次野新政冶要求出租人保证住房和室内设施符合

要求袁合同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得解除合同袁不得单方

面提高租金袁不得随意克扣押金遥 这样承租方就不会经

常遭遇被迫搬家尧涨租等情况袁有利于稳定租赁关系袁

时间 政策内容概要

2015 年 1 月 20 日
住建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叶关于放宽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条件的通知曳袁野促进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冶

2015 年 10 月 29 日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叶减免税政策代码目录曳渊2015 年第 73 号冤袁按政府规定价格出租公有住房和廉租
住房免征营业税尧个人出租房屋减征个人所得税尧个人出租住房房产税暂减按 4%税率征收

2016 年 2 月 2 日
叶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曳中野完善城镇住房制度袁建立购房与租房并举尧
市场配置与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噎噎袁加快发展专业化住房租赁市场遥 冶

2016 年 3 月 16 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曳第三十五章健全住房供应体系的第
二节中提到野噎噎积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袁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袁扩大租
赁市场房源袁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冶

2016 年 3 月 25 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叶关于 2016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曳野建立购租并举
的住房制度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袁研究鼓励住房租赁经营企业发展的配套政策袁促进房地产去库存冶

2016 年 4 月 14 日
国土资源部 叶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城镇化建设土地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曳袁野鼓励以各类住房配建尧
现有非住宅用地改变用途等方式袁支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冶

2016 年 4 月 15 日
国家发改委等 24 部门叶关于印发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行动方案的通知曳袁中提到野规范房地产市
场秩序袁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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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承租人的安全感和稳定感袁 进而从租房中慢慢体

会到野家冶的感觉袁有利于人们慢慢转变传统的住房消

费观念袁释放租房需求遥
渔 机遇二院野新政冶有望增加住房租赁供给

当前袁住房供给方普遍野重售轻租冶袁住房租赁供给

动力不足遥 野新政冶主要从如下两方面激励租赁市场的

供给遥
1. 培育和激励租赁房供给主体

由于地价尧房价高袁建造或收购住房投入额巨大袁
房屋出租的回报率极低袁投资回收期长袁机构多不愿涉

足住房租赁遥截至 2010 年末袁我国出租房源的 89.5%来

自私人出租袁正规的租赁企业很少[1]遥 鉴于此袁野新政冶提
出培育住房租赁机构遥 鼓励企业通过租房尧购房等方式

筹集房源袁从事住房租赁业务袁给予住房租赁企业生活

性服务业的相关政策支持曰同时支持尧鼓励房地产开发

企业利用已建成住房或新建住房开展租赁业务袁 引导

房地产开发企业与住房租赁企业合作发展租赁地产遥
由于建房或收购住房投入巨大袁野新政冶 提出给予房屋

租赁企业金融支持袁 支持符合条件的住房租赁企业发

行债券尧不动产证券化产品袁稳步推进房地产投资信托

基金渊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袁REITs冤试点袁以减轻

房屋租赁企业的资金压力遥 此外袁采用多种方式增加租

赁住房用地有效供应袁 有利于房屋租赁企业拿地或降

低土地成本遥
当前住房出租的收益比较低袁 以北京为例袁2009耀

2014 年住房出租的回报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袁2013 年

北京住房租金毛回报率约为 2.12%袁若除去维护渊折旧冤
成本袁净回报率大约为 1.5%袁投资回报率甚至低于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 3%[2]遥 而房产税还未全面铺开袁多套住

房持有成本极低袁在房价快速大幅上涨情况下袁住房所

有者往往手持房源待价而沽袁宁可空置袁也不愿出租遥
因此袁野新政冶对个人出租住房进行鼓励袁比如按照 5%
的征收率减按 1.5%计算缴纳增值税曰 个人出租住房月

收入不超过 3 万元的袁2017 年底之前可按规定享受免

征增值税政策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袁增加房屋出租人的

收益以鼓励其出租房屋曰同时袁支持个人委托住房租赁

企业和中介机构出租住房袁 对房地产中介机构提供住

房租赁经纪代理服务袁适用 6%的增值税税率曰对一般

纳税人出租在实施营改增试点前取得的不动产袁 允许

选择适用简易计税办法袁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

值税袁以减轻房屋租赁公司的税费成本遥

2. 增加住房租赁房源

住房租赁市场上供需野错配冶较严重袁由于租赁房

需求者大多是就业不久的青年人尧 农民工等中低收入

群体袁为减轻房租负担袁他们需求中小套型的出租房遥
据 2015 年住建部对 16 个外来人口集中的大城市进行

专项调查袁租住需求以中小户型为主袁50 平方米以下占

比 75%遥 但过去的房地产黄金 10 年袁房地产开发出的

房子往往以大户型尧低密度为主袁中小户型尧适租型房

源较少遥 这种租赁供需野错配冶袁使得住房租赁以野群租冶
或野打隔断冶的方式供给袁损坏房屋及相关设施袁致使许

多业主因担心自己的房子受损袁宁愿空置也不出租遥
野新政冶通过鼓励新建租赁住房和允许改建房屋用

于租赁两种渠道增加适租型房源遥一方面鼓励各地应结

合住房供需状况等因素袁将新建租赁住房纳入住房发展

规划袁合理确定租赁住房建设规模袁并在年度住房建设

计划和住房用地供应计划中予以安排袁引导土地尧资金

等资源合理配置袁有序开展租赁住房建设遥 另一方面允

许将商业用房等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袁土地使用年限

和容积率不变袁土地用途调整为居住用地袁调整后用水尧
用电尧用气价格应当按照居民标准执行袁允许将现有住

房按照国家和地方的住宅设计规范改造后出租遥
隅 机遇三院野新政冶有望优化租赁市场环境袁提高市

场效率

市场运行有赖于良好的市场环境遥 当前袁住房租赁

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袁据叶剑平等[2]的调查袁
租赁合同行为发生时袁按照政府部门拟定的范本签订合

同的仅为 2.2%袁 大部分承租方和出租方采取私下签订

合同形式袁有的甚至采取口头形式签订合同袁不进行备

案登记的非常普遍袁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形同虚设遥 而且

对房屋中介机构的监管不到位袁 中介从业人员素质不

高袁提供虚假信息的情况时有发生袁使得租赁供需双方

信息不对称袁复杂的野交易摩擦冶增加了沟通尧谈判等交

易成本袁延长交易时间袁极大损害了租赁市场效率遥
野新政冶强调完善住房租赁法律法规袁推行住房租

赁合同示范文本和合同网上签约袁 落实住房租赁合同

登记备案制度曰并落实地方责任袁推行住房租赁网格化

管理遥 加快建设住房租赁信息服务与监管平台袁推进部

门间信息共享曰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管袁完善住房租赁企

业尧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信用管理制度袁全面建立相关

市场主体信用记录袁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袁对严

重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遥 这些举措有利于提高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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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人员素质袁提升服务水平袁同时进行网络化管

理袁多部门信息共享袁有利于查处弄虚作假行为袁减小

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袁从而减少承租双方的野摩擦冶袁
降低交易成本袁提高租赁市场效率遥

三尧野新政冶下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挑战

渝 挑战一院如何转变住房消费观念

我国传统观念认为袁拥有住房产权才算是野家冶袁才
算在一个城市安定下来袁而租房居住没有野家冶的感觉袁
只是城市漂一族遥 而且野有恒产者有恒心冶袁拥有房产能

给人一种自豪感和自信心袁但租房难以有这种效用袁因
此袁这种传统观念下袁人们购房的意愿很强袁租房只是

一种无奈的选择遥 住房租赁野新政冶提出研究租金抵扣

个税问题袁消除野租买不同权冶袁以及规范租赁市场秩序

等多方面鼓励住房消费袁 但是人们固有的住房消费观

念野购房安家冶短期内较难转变遥 如何加强宣传和引导

住房租赁消费观念是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一个挑战遥
渔 挑战二院如何管理好房价上涨预期

当前袁房价畸高且快速上涨袁使市场产生了房价上

涨预期袁进而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遥 由于人们预期房价

还会大幅上涨袁企业和个人都会野重买卖轻租赁冶袁只在

意开发或买入住房一段时间后卖出获得房价上涨的差

价收益袁而不在意租金水平和出租率袁因为房价上涨的

差价收益远高于租金收益袁 且资金占用时间短袁 回收

快遥 在强烈的房价上涨预期下袁 加之住房持有成本极

低袁 住房市场更多的是投机而非投资行为遥 住房租赁

野新政冶虽提出了多项激励住房租赁市场的需求和供给

措施袁但只要人们房价持续上涨预期没变袁市场供需双

方仍会野重买卖轻租赁冶袁野新政冶效果会大打折扣遥 因

此袁 如何抑制房价大幅上涨袁 引导和降低房价上涨预

期袁使市场主体从住房投机回归到住房投资上来袁是发

挥野新政冶效果袁促进租赁市场发展的又一挑战遥
隅 挑战三院如何完善住房租赁野新政冶细则

住房租赁野新政冶定下了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的基调袁但主要是中央层面的概括性的规范性说明袁缺
乏更加具体的实施细则遥 比如野新政冶提出研究个人承

租住房的租金支出抵扣个税问题袁 但具体如何实施没

有细则曰野新政冶要求出租人按照相关法律和合同袁保证

住房和室内设施符合要求袁 合同期内不得单方面提高

租金袁 但住房和室内设施应符合什么标准没有具体规

定袁 如何管理租金价格袁 如何制定双方满意的租金水

平袁如果承租人涨租如何惩戒等也没有具体方案曰对住

房出租方给予金融支持袁但对贷款利率优惠尧贷款期限

等没有具体规定袁 推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也无具体

措施曰又比如野新政冶在增加房源方面袁允许野商改住冶袁
水电气价格按居民标准收袁 允许个人将现有住房按照

国家和地方的住宅设计规范改造后出租袁 是支持租赁

住房建设中的亮点遥 但什么情况下可以改尧什么情况下

不可以改袁没有详细的规划说明袁改建的标准是什么袁
如果违规袁谁来管袁怎么管袁都没有具体细则遥 野新政冶还
提出规范租赁市场袁强加监管袁但如何监管袁对违规行

为如何惩戒均无具体规定遥 目前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缴

税行为十分不规范袁野新政冶 提出的税收优惠政策就处

于尴尬境地袁要实现税收优惠政策效果袁还得看各地方

的实施细则遥 因此袁根据各地住房租赁市场现状因地制

宜制定野新政冶的实施细则袁才有望发挥野新政冶效果遥
予 如何激励地方政府落实执行住房租赁野新政冶
如果大力支持租赁房建设袁增加租赁房土地供应袁

则会挤占住房开发和销售的土地供应袁 从而减少地方

政府土地出让和税收收入遥 此外袁一方面袁由于住房出

租的收益率太低袁个人和企业都野重售轻租冶袁要想激励

个人尧企业从事住房出租袁需要地方政府对其给予补贴

或税收优惠等措施袁 这无疑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负

担遥 另一方面袁由于租房消费租金水平较高袁租赁关系

不稳定袁承租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袁享受的公共服

务受限制等原因袁租房需求受到抑制袁要想释放市场的

租房需求袁需要地方政府对住房承租方进行租金补贴曰
加强租赁市场监管保障承租人合法权益袁 完善住房租

赁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等袁 这些无疑需要地方政府投入

大量的人力尧物力和财力遥 因此袁作为具体的实施者的

地方政府袁在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中袁可能要损失部分土

地出让和税收收入袁同时还需投入大量的人力尧物力和

财力遥 这样地方政府还愿意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吗钥
如果地方政府不积极尧不给力尧不配合袁国务院的文件

再好袁也只是一纸空文袁或者野雷声大雨点小冶袁住房租

赁市场还是难以真正发展起来[3]遥 因此袁如何激发地方

政府的积极性袁 使其因地制宜地完善和落实中央政策

是发展租房租赁市场的一大挑战遥
综上袁结合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现状袁野新政冶给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带来了机遇袁但让野新政冶发挥效果袁让租

赁市场真正发展起来仍存在一些挑战遥 只有充分认识

当前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机遇和挑战袁才能抓住机遇袁
克服挑战袁真正迎来住房租赁的春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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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面对竞争激烈的电动汽车国际市场袁我国以比亚迪为代表的生产商虽然在电池技术方面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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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enterprises and academics. This paper, based on value chain theory, combined with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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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袁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迅速袁尤其是以比亚迪

为首的电动汽车产业发展迅猛遥 2015 年全年袁比亚迪

新能源乘用车销量逐渐增加袁 比亚迪的纯电动大巴相

继进入美国及日本市场遥 我国政府为促进新能源汽车

企业的健康发展袁 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提出了各

类经济激励措施袁如财政补贴尧税收减免袁取消牌尧号出

行限制等袁从引导和强制两方面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遥
伴随着野中国智造冶的不断推进袁我国相关企业在纯电

动汽车关键的电池技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袁 有的专利

和技术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技术[1]遥企业创新能力在不

断提高袁逐渐缩小了与传统汽车强国间的差距遥在这样

的背景下袁如何保持住优势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袁
不断延展产业的价值链等问题逐渐成为行业内外关注

的热点遥 对于该类问题的研究袁学者任庆娟等[2]提出电

动汽车企业应该通过资本参与型模式促进相关企业间

的合作袁包括核心技术的互补及资源的整合等遥 在如何

提高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袁 汽车电池技术的

创新一直被认为是关键点袁 国外学者 Zeina 及 Samih[3]

长期以来致力于该类问题的研究袁 他们为了测试电动

汽车电池的性能做了大量的实验袁 如在改变汽车载荷

的情况下袁 测试电动汽车载一名乘客至五名乘客不同

阶段的电池性能袁 模拟从 0 加速直到达到稳定速度时

电池的性能等遥 Agus 等人[4]对一种磷酸铁锂电池进行

了测评袁 认为电动汽车的电池存储能力直接影响了汽

车的性能袁必须严格控制促使电池寿命变短的环节袁如
电压遥国内学者于晓勇等人[5]从电动汽车企业拥有专利

技术成果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技术创新

的重要性遥黄健柏及白冰[6]则对电动汽车企业技术创新

模式进行了探讨袁 提出了合作创新模式下企业投资决

策的 3 个阶段期权价值和产品价格间的关系袁 企业可

以在此基础上根据发展需要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遥 雷

星晖等人[7]针对该类问题提出了以知识共享为导向的

电动汽车创新网络构成及网络组织内各要素的特点遥
还有部分学者基于消费者角度研究了电动汽车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问题袁如 Nicolai 等人 [8]研究了国外消费者

选择电动汽车的偏好问题袁提出电动汽车的动力系统尧
电池蓄电能力及充电桩的设置是否便捷是消费者购买

时优先考虑的问题遥国内学者张立巍[9]以比亚迪为研究

对象袁研究了该企业的六大核心竞争力袁分别为产业转

换尧创造性模仿尧以多胜少尧化繁为简尧多头并进和成本

为王遥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多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尧

技术专利尧知识尧管理能力尧市场等袁它往往也会因行业

的不同表现形式也会有所差异[10]遥我国电动汽车企业要

保持竞争优势袁一方面需要提高产品的技术创新力袁另
一方面也需要提高相关的服务水平袁 本质上就是为消

费者带来更环保尧更方便尧更实用的体验价值遥 因此袁如
何通过对比其他相关企业袁 系统性地分析本企业的价

值链袁发现存在主要问题袁结合自身优势提出有针对性

的解决方案袁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遥 由于电动汽车产业

价值链较长袁在企业竞争力评价中,一些因素具有模糊

性,因此本文采用模糊评判方法对电动汽车企业竞争力

进行综合评价袁 以期归纳出我国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

争力影响因素袁 为制定相关政策及扶持发展提供理论

指导遥
一尧电动汽车企业价值链分析

企业价值链是指企业从信息获得到研究尧开发尧设
计尧生产尧销售及售后服务活动的全过程[11]遥电动汽车企

业价值链是从原料购买到产品出厂所有的生产经营过

程曰主要包括供应商尧整车生产尧物流尧市场营销尧售后

服务等组成的供应链体系遥 价值链对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形成机制取决于企业如何在整个价值链的不同环节

创造价值袁并对价值创造的过程进行科学化的管理遥 在

电动汽车企业袁如果抓住了这些创造价值的关键环节袁
也就抓住了整个电动汽车价值链遥 这些特点决定了电

动汽车企业价值链与一般企业价值链有所区别袁 因此

有必要对各个环节进行分析袁 确定哪些环节可以创造

价值袁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遥 国外学者迈克

尔窑波特将价值的创造过程分为了两个方面院一方面为

基础性活动袁它直接创造价值并将价值传递给客户曰另
一方面为支持性活动袁它不直接创造价值袁但是它为基

础活动提供条件并提高基本活动的绩效水平[12]遥因此本

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对电动汽车企业价值链进行深入分

析袁具体情况如图 1 所示遥
渝 基础增值活动

1. 内部后勤原料进货

电动汽车原材料除了常规汽车生产性物料外袁还
包括生产电池的原材料袁主要为正极尧负极尧隔膜和电

解液等原料遥 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例袁我国制造该类型电

池的原材料 60%依赖于进口袁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企业的发展[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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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动汽车企业价值链

2. 生产

电动汽车企业生产环节主要由电池及电机等组件

的生产和整车生产组成曰 尤其是电池的生产直接影响

着电动汽车的质量袁该过程的生产速度及成本的控制袁
成为我国相关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方面遥

3. 外部后勤产品运输

外部后勤产品运输指将电动汽车等产品通过物流

从生产商配送到不同区域销售商或零售商的一系列管

理活动遥 由于我国的电动汽车企业多采取经销商代理

方式进行产品的销售袁 销售商为了节约库存成本往往

只是采购部分产品类型进行展销袁 消费者购买产品时

往往对交货速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遥 如何提高产品的

交货效率成为影响生产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遥
4. 市场营销

由于电动汽车与传统能源汽车存在差异袁在市场

营销方面也需要进行创新及改进袁从而不断增加产生

价值的环节袁如美国的特斯拉公司就采用自营全球的

零售尧服务及充电网络袁全面控制了整个市场营销价

值网络袁不仅提高了服务水平而且建立了良好的品牌

效应遥
5. 售后服务

电动汽车售后服务包括接待前的准备尧迎接客人尧
环车检查尧现场问诊及故障确认等环节袁这些环节的服

务都成为增加或保持价值有关的活动遥 电动汽车产品

由于其使用周期长尧电池养护重要等因素袁所体现的售

后服务主要为充电桩的建立及电池电机的保养等方

面袁这些环节的服务水平不仅有利于扩大市场规模袁而
且可以在为客户服务中实现价值增值遥

渔 辅助增值活动

1. 企业战略

电动汽车企业战略是根据企业的愿景或企业的发

展目标袁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尧国家政策及市场机遇等

提出的相应目标尧计划尧策略尧绩效等的动态管理过程[5]遥
科学合理的企业战略将正确引领着企业健康发展袁反之

则限制企业的发展袁为此电动汽车企业在面对传统企业

行业竞争的背景下袁应该制定更为环保尧更长远并具有

差异性等特征的企业发展战略遥
2. 品牌管理

电动汽车企业的品牌一方面属于企业的无形资

产袁代表着企业文化及形象曰另一方面品牌还具有一定

的价值性袁不仅可以影响顾客的购买选择袁还会影响该

企业在市场中的口碑遥 加强对电动汽车企业品牌管理

体系袁不仅可以提高行业的话语权袁如美国的特斯拉汽

车公司渊Tesla Motors冤利用技术创新较早地奠定了在电

动汽车领域的行业标准曰 而且可以提高消费者的荣誉

感及忠诚度袁 如国人在选择比亚迪产品时会增强民族

自豪感袁扩大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力袁而这些都成

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的重要目标[13]遥
3. 产品设计与技术开发

电动汽车产品设计主要包括对汽车外形尧色彩尧性
能尧充电装备及电池等的设计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

步袁 汽车设计的不断创新可以增加汽车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遥 电动汽车产品对技术的要求较高袁尤其是在电池

技术方面袁 我国现有企业虽然在电池技术方面掌握了

一些技术及专利袁 但与国外先进企业间还存在较大的

差距遥 产品设计与技术不仅有利于提高成本优势袁而且

可以延长价值链上的增值活动遥
4. 人力资源管理

员工的培训在电动汽车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更

为重要遥 由于产品的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

才袁 这也对此类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新的挑

战曰同时正是由于相关科创人才的大量聚集袁也将成

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源泉[14]遥 尤其是随着我国电动

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袁 急需相关领域的高水平人才袁

辅助增值活动

企业战略

品牌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电动汽车产品设计袁技术开发

采购

基础增值活动
内部后勤原

料进货

电池及电机等组

件的生产

电动汽车

整车生产
外部后勤产品运输 市场营销 售后服务

利润

孙俊成 基于价值链的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系构建研究

39窑 窑



No.22017
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人才团队才可能为提高我国电动

汽车的自主创新能力奠定基础袁从而逐渐摆脱对国外

供应商的依赖袁建立自主知识品牌袁真正提高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遥
5. 采购管理

电动汽车的生产需要大量的零部件袁 这些零部件

来自不同的国家遥 在此过程中袁采购对企业成本控制尧
生产质量及速度等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遥 虽然采购不

直接创造价值袁 但对于提高价值链的其他环节起到了

保障作用遥 由于我国部分电动汽车企业生产规模较小袁
在与供应商进行议价时往往处于劣势袁 很难在此环节

降低成本[15]遥因此袁需要联合相似企业进行共同购买袁标
准化相关产品袁从而降低采购成本袁提高企业在该环节

的竞争力遥
二尧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

渝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袁为了解该类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与劣势袁需要

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估遥国内学者胡宜挺及李万明对企业

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及作用机理进行了研究袁提出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由管理尧技术及文化 3 个方面构成[10]遥 本

文基于此研究初步设计出了包含 3 个一级指标尧15 个

二级指标和 36 个辅助指标的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

评价指标集遥 在此基础上袁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对上述

各项指标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袁形成了电动汽车企业核心

竞争力评价指标袁具体见表 1 所示遥

目标层 A 准则层 B渊一级冤 子准则层 C渊二级冤 方案层 U渊三级冤

核心竞争力

核心市场能力渊B1冤

环境整合能力渊C1冤
1. 市场环境适应能力渊U1冤
2. 产业环境适应能力渊U2冤
3. 宏观环境适应能力渊U3冤

市场积累能力渊C2冤
1. 核心产品品牌信誉渊U4冤
2. 企业形象美誉度渊U5冤
3. 市场占有率渊U6冤

市场拓展能力渊C3冤 1. 市场布局合理度渊U7冤
2. 售后服务能力渊U8冤

核心管理能力渊B2冤

战略管理能力渊C4冤 1. 战略规划能力渊U9冤
2. 战略实施能力渊U10冤

组织管理能力渊C5冤 1. 部门职能整合能力渊U11冤
2. 流程再造能力渊U12冤

人力资源管理渊C6冤
1. 组织集体学习能力渊U13冤
2. 整合核心人才能力渊U14冤
3. 团队管理协作能力渊U15冤

经营管理能力渊C7冤
1. 债务资本率渊U16冤
2. 人均营业收入渊U17冤
3. 人均税后利润渊U18冤

企业文化建设渊C8冤
1. 企业文化凝聚力渊U19冤
2. 企业文化独特性渊U20冤
3. 跨文化融合能力渊U21冤

核心技术能力渊B3冤

技术创新能力渊C9冤 1. 电池尧电机及整车专利技术累计渊U22冤
2. 产品开发的 R&D 投入强度渊U23冤

技术整合能力渊C10冤 1. 与外界合作能力渊U24冤
2. 新技术转化能力渊U25冤

技术应用能力渊C11冤 1. 生产应变能力渊U26冤
2. 技术改进能力渊U27冤

技术延展能力渊C12冤 1. 核心产品差异化能力渊U28冤
2. 跨领域技术应用能力渊U29冤

表 1 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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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分别

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

出综合评价各指标对总目标的权重遥 其中的定性指标

数据主要通过专家调查法获得 [14]曰 对定量指标选取了

2010-2015 年比亚迪公司的数据及年报作为计算依据遥
渔 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模糊综合评价

1. 确定因素集和评语集

第一层因素集为 A={b1袁b2袁b3}={市场能力尧 管理能

力尧技术能力}曰第二层因素集分别为 B1={c1袁c2袁c3}={环

境整合袁市场积累袁市场拓展}曰以此类推共 12 个因素遥
评语集为 V={v1袁v2袁v3袁v4袁v5}=喳很好袁较好袁一般袁较

差袁很差札={1袁0.8袁0.6袁0.4袁0.2}遥
2. 确定权重向量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

争力评价指标的权重遥 邀请了经济学尧管理学等领域的

10 位专家袁 采用萨蒂提出的 1-9 标度法对评价指标进

行两两比较袁并构造区间数互补判断矩阵 Q=渊qij冤n伊n袁qij=
[qij-袁qij+]袁i袁j沂N曰分别用 A1袁A2袁A3 表示院

A1=
[0.500袁0.500] [0.500袁0.561] [0.561袁0.675]
[0.439袁0.500] [0.500袁0.500] [0.500袁0.561]
[0.138袁0.325] [0.439袁0.500] [0.500袁0.50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A2=

[0.500袁0.500] [0.138袁0.325] [0.500袁0.500] [0.439袁0.500] [0.500袁0.500]
[0.138袁0.325] [0.500袁0.500] [0.325袁0.439] [0.561袁0.675] [0.675袁0.862]
[0.675袁0.862] [0.561袁0.675] [0.500袁0.500] [0.325袁0.439] [0.500袁0.500]
[0.500袁0.500] [0.500袁0.561] [0.561袁0.675] [0.500袁0.500] [0.325袁0.439]
[0.138袁0.325] [0.500袁0.561] [0.500袁0.561] [0.675袁0.862] [0.500袁0.50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A3=
[0.500袁0.500] [0.138袁0.325] [0.325袁0.439] [0.500袁0.500]
[0.138袁0.325] [0.500袁0.500] [0.500袁0.561] [0.561袁0.675]
[0.500袁0.561] [0.325袁0.439] [0.500袁0.500] [0.675袁0.862]
[0.439袁0.500] [0.561袁0.675] [0.325袁0.439] [0.500袁0.50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根据公式 qij-+qji+=qji-+qij+=1 及 棕=渊棕1袁棕2袁 噎袁棕i袁
噎袁棕n冤T 计算得到以区间数形式表示的权重向量袁分别

用 棕1尧棕2尧棕3 表示院
棕1=渊[0.3250.417]袁[0.305袁0.358]袁[0.269袁0.335]冤T

棕2=渊[0.356袁0.446]袁 [0.316袁0.382]袁 [0.308袁0.351]袁
[0.239袁0.315]袁[0.275袁0.326]冤T

棕3 =渊[0.426袁0.319]袁 [0.537袁0.446]袁 [0.371袁0.425]袁
[0.585袁0.472]冤T

根据公式 P=渊pij冤n伊n 及

公式 pij=P渊棕i逸棕j冤=max{0袁d渊棕i冤+d渊棕j冤-max渊棕j+-棕i-袁0冤}2
计算建立可能度矩阵袁分别用表示院

p1=
0.500 0.635 0.721
0.268 0.500 0.569
0.358 0.251 0.50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p2=

0.500 0.369 0.251 0.618 0.487
1.000 0.500 0.095 0.694 0.359
0.000 0.128 0.500 0.255 0.367
0.094 2.157 0.581 0.500 0.693
0.354 0.058 0.105 0.226 0.50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p3=
0.500 0.258 0.391 0.457
0.000 0.500 0.125 0.301
0.059 0.235 0.500 0.682
0.217 0.351 0.458 0.50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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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 棕=渊棕1袁棕2袁 噎袁棕i袁 噎袁棕n冤T 及 棕i=
n

j = 1
移pij /

n

i = 1
移 n

j = 1
移pij 计算权重向量袁分别为院
棕1=渊0.538袁0.269袁0.247冤T

棕2=渊0.429袁0.392袁0.395袁0.237袁0.341冤T

棕3=渊0.309袁0.421袁0.536袁0.541冤T

3. 建立总模糊判断矩阵

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各评价指标论域于评语等级

的隶属度袁并构造模糊判断矩阵如表 2 所示院

目标层 A 准则层 B渊一级冤 子准则层 C渊二级冤 权重值 模糊判断矩阵

电动汽车
企业核心
竞争力

核心市场能力渊B1冤
W1=0.3

环境整合能力渊C1冤 0.484
市场积累能力渊C2冤 0.269
市场拓展能力渊C3冤 0.247

核心管理能力渊B2冤
W2=0.2

战略管理能力渊C4冤 0.229
组织管理能力渊C5冤 0.202
人力资源管理渊C6冤 0.195
经营管理能力渊C7冤 0.203
企业文化建设(C8冤 0.171

核心技术能力渊B3冤
W3=0.5

技术创新能力渊C9冤 0.309
技术整合能力渊C10冤 0.221
技术应用能力渊C11冤 0.236
技术延展能力渊C12冤 0.234

0.5 0.3 0.1 0.1 0
0.3 0.3 0.2 0.1 0.1
0.6 0.2 0.1 0.1 0
0.4 0.2 0.2 0.1 0.1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0.4 0.2 0.2 0.2 0
0.3 0.3 0.2 0.1 0.1
0.5 0.3 0.2 0 0
0.4 0.3 0.1 0.1 0.1
0.5 0.3 0.1 0.1 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0.5 0.3 0.2 0 0
0.4 0.2 0.2 0.2 0
0.6 0.3 0.1 0 0
0.4 0.3 0.2 0.1 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利用模糊判断矩阵的合成计算的综合评价结果为 Pi=棕i窑Ri袁 然后选取一级指标权重 [0.3袁0.2袁0.5]窑
0.658 0.226 0.073 0.028 0.005
0.598 0.283 0.086 0.021 0.012
0.755 0.179 0.042 0.014 0.01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0.6945袁0.2189袁0.0601袁0.0196袁0.0089]

表 2 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综合评价表

4. 最终模糊综合评判结果

根据公式 C=K伊PT=[1袁0.8袁0.6袁0.4袁0.2]伊[0.6945袁0.2189袁0.0601袁0.0196袁0.0089]T=0.9153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可以得出袁比亚迪电动汽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等级为最高级野很好冶遥

三尧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价值链及核心竞争力理论袁从价值定位尧
价值活动尧 价值创造和战略控制角度构建电动汽车企

业核心竞争力模型[16]袁具体如图 2 所示遥
通过图 2 可以发现袁 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目标层尧评估因子层尧价值手段层

及价值运作层 4 个层次遥 首先袁价值定位主要体现在

电动汽车的安全性能尧产品价格尧汽车动力性能尧环保

及充电桩的分布等遥 以比亚迪电动汽车为例袁该企业

的汽车电池及驱动技术目前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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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价值链构建的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模型

电动汽车野唐冶类型车采用革新性电子技术袁用电动四

驱代替结构复杂的机械四驱袁 实现全面电动四驱袁使
该车型始终保持强劲的动力和经济的油耗遥 同时此项

技术还带来更强的抓地力尧更高的安全性尧更强劲的

动力遥 而纯电动汽车野e6 先行者冶搭载了比亚迪自主研

发的铁电池袁成为全球首款采用铁电池为动力的纯电

动汽车袁动力能源转化率高达 90%袁远高于传统燃油

车曰 并且该类型的电池使用周期长袁 循环充电 10000
次后袁仍有 70%容量 [17]遥 这不仅提高了汽车的动力性

能袁而且减少了频繁更换配件的成本遥 其次袁价值活动

方面主要是指通过增加研发成本袁 加强技术创新袁通
过与上下游企业的沟通合作提高生产效率袁并将非核

心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曰同时加强传统汽车的售后及

电池电机等的保养袁如比亚迪的电动汽车电池专利技

术获得了第十七届中国专利奖评为的野中国专利优秀

奖冶称号[18]曰第三袁价值创造环节主要包括通过扩大市

场占有率尧整合资源尧减少库存及加强营销等遥 通过多

年的努力袁 比亚迪电动汽车已经成功进入国际市场袁
并不断拓展其销售网络遥 第四袁战略控制方面包括品

牌管理尧供应链管理尧协同发展及信息化管理等袁例如

比亚迪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电动汽车售后服务理念相

融合袁并提出了野专业优质尧勤奋专注尧热情真诚尧主动

贴心冶的比亚迪品牌特征遥
本文对电动汽车企业的价值链进行了分析袁 在此

基础上结合核心竞争力理论袁 以比亚迪电动汽车企业

为例探讨了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问题遥 通过研究发

孙俊成 基于价值链的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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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袁 我国电动汽车企业在价值链上存在较大的提升空

间袁尤其是以比亚迪为代表的相关企业袁虽然在汽车电

池及电机技术上取得了较大优势袁 但是相较美国特斯

拉及日本的日产等汽车企业袁 在整车生产方面还存在

一定的差距遥 在此背景下袁本文基于价值链理论袁从基

础增值活动与辅助增值活动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当前

我国电动汽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曰 考虑到该产业综合

评价过程涉及因素较多袁 采用了德尔菲法构建了相关

评价指标体系袁在此基础上从企业的核心市场能力尧核
心管理能力和核心技术能力进行模糊综合评价遥 通过

评价发现影响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价值

点袁基于企业发展的价值定位尧价值活动尧价值创造和

战略控制角度构建了电动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模型袁
为相关企业提升竞争力提供了理论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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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本文利用叶国际功能尧残疾和健康分类曳渊ICF冤的理论性框架袁将老年人跌倒的危险因素从身体功能

与结构尧活动与参与尧环境因素等 3 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袁发现老年人身体功能与结构的退变是跌倒危险因素集中

区袁从而证实了衰老与跌倒之间存在直接联系遥 伴随增龄袁老年人的跌倒不可避免遥 提示我们应在老年人的活动参

与能力和环境因素方面进行更多的干预工作遥
揖关键词铱 跌倒曰国际功能尧残疾和健康分类曰危险因素曰身体功能与结构曰活动与参与曰环境因素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
three aspects of the elderly risk factors of fall were analyzed such as body function and structure, activity and participa鄄
tion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factors. Degeneration of body function and structure are regularly the major risk factors of
falls especially the elderly people were concerned, and there is a direct link between aging and falls. With the increas鄄
ing age, the elderly fall is inevitable which is suggesting that we should deal more with older people忆s ability to partici鄄
pate in activities and environmentalfactors.
Key Words: fall;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risk factors; physical function and
structural; activity and participation; environment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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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老龄化社会到来后袁 老年人跌倒的问题受到

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袁 成为老年医学重要的研究课

题遥 跌倒在我国国民意外伤害死亡原因中占第 4 位袁而
在逸65 岁的老年人中则为首位袁 同时老年人跌倒后引

发的死亡率与年龄关系密切[1]遥 跌倒还可能导致老年人

不同程度的残疾袁并影响其身心健康遥 老年人跌倒的发

生常常不是一种意外袁而是与潜在的危险因素相关遥 寻

求老年人跌倒客观的评估和分析工具袁 有针对性地采

取预防措施袁可有效降低老年人跌倒的发生率遥 叶国际

功能尧 残疾和健康分类曳渊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袁ICF 冤 作为世界卫生

组织正在用于综合分析身体尧心理尧社会和环境因素的

一个具有系统性的评估工具袁实现了运用统一尧标准化

和国际化的语言在个体和社会水平上描述与健康状况

相关的功能类别袁可以应用于社保尧就业尧人权尧科研尧
教育尧训练尧保健以及政策制定袁甚至是社会经济和人

类发展等各个领域[2尧3]遥
本文依据 ICF 在个体和社会水平上描述健康和功

能的理论框架袁包括身体功能尧身体结构尧活动与参与尧
环境因素等 4 个成份[3]袁在此框架下综合关于老年人跌

倒的众多研究袁 再次分析这一系列的危险因素与老年

人跌倒之间的关系遥
一尧定义与流行病学

渝 定义

跌倒是指突发尧不自主的尧非故意的体位改变袁倒
在地上或更低的平面上[4]遥 此定义最早以专家共识的方

式在欧洲跌倒预防协作网发布袁包括以下两类院淤 从一

个平面至另一个平面的跌落曰于 同一平面的跌倒[5]遥
渔 流行病学

跌倒是老年人伤残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遥 据美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06 年公布数据显示院美国每年

有 30豫的逸65 岁老年人出现跌倒遥 大约 180 万逸65 岁

的老人因跌倒导致活动受限或医院就诊 [6]遥 截至 2014
年袁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达 2.12 亿袁占总

人口比重为 15.5%[7]遥 据段春波等[8]在北京尧姜玉等[9]在
上海尧彭轲等[10]在深圳对中国这三个特大型城市社区老

年人跌倒的流行病学调查袁按 30豫的发生率估算袁每年

将有 6000 多万老年人发生逸1 次跌倒袁 由此产生的医

疗费用给老年人及其家庭将造成严重负担遥
二尧相关危险因素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11尧12]认为老年人跌倒是多因素

交互作用的结果遥 跌倒是环境尧生理尧病理和心理等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袁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累积效应遥 危险

因素越多袁发生跌倒的可能性越大遥 故而本文使用 ICF
这一评估工具袁 将多方面的危险因素归入身体功能与

结构尧活动与参与尧环境因素这 3 个方面进行分析遥
渝 身体功能与结构

1援 平衡功能

平衡是指人体所处的一种姿势或稳定状态袁 以及

在运动或受到外力作用时袁 能调整并维持姿势的一种

能力遥平衡功能下降是老年人发生跌倒的主因之一遥研

究[12]发现平衡能力差的老年人跌倒的风险会由此增加

3 倍袁所以干预平衡功能可降低跌倒的发生率遥 衰老会

对平衡功能产生不利影响袁可限制独立行动能力尧降低

姿势稳定性和减弱对外界干扰的反应能力遥 60 岁是平

衡能力强弱的分水岭袁并且此后每 10 年可下降 16豫或

更多袁跌倒的风险即随之增加[13]遥 老年人平衡能力测试

可以作为预测跌倒的指标遥 研究[14]发现袁39.8豫跌倒者

表现出程度不一的静态平衡能力降低遥 有研究[15]表明袁
动态平衡测试相较静态平衡测试能更好反映出跌倒的

风险遥 如站立时袁静态平衡功能减弱显示具有中度跌倒

风险袁而对其倾斜尧转向尧坐-站转移的平衡能力的测试

结果异常则提示高度跌倒风险遥
2援 步行功能

主要是指老年人步态的稳定性遥 姿势稳定性的下

降和步态不稳是很多老年人需要面临的问题遥 60 岁以

上老年人中 15豫存在步态异常袁而 85 岁之后仅有 18豫
的老年人步态正常[16]遥周明等研究发现老年人跌倒风险

与其步态存在相关性,主要是步长尧步高尧平稳性尧连续

性尧 直线性等特征遥 老年人行走多采取谨慎的缓慢踱

步袁步幅短且不连贯尧踝关节背屈差尧髋关节伸展能力

小尧 脚无法抬到某个适合的高度等均可导致跌倒风险

增加[17]遥
3. 感觉系统

感觉系统包括视尧听尧触觉尧前庭觉及本体感觉等袁
通过影响其传入中枢神经系统的信息袁 从而改变人体

的平衡功能遥 人的视力在 50 岁后逐渐下降袁表现在视

力尧视觉分辨率尧视觉的空间尧深度感及视敏度的下降袁
同时老年人更易患眼部疾病从而增加跌倒的风险遥 其

中视敏度受损尧黄斑变性尧视野缺损尧深度感知觉尧中央

视觉障碍和周围视觉障碍等使老年人被障碍物如台

阶尧路缘尧树桩尧人行道裂缝等绊倒的可能性增加[18]遥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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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性听力损失尧 老年性耳聋甚至耳垢堆积等都会影响

听力袁导致老年人很难听到有关跌倒危险的警告声音袁
即使听到声音后其反应时间也会延长袁 必然增加跌倒

的风险遥 前庭功能有维持机体立体定向的作用袁前庭功

能障碍的老年人姿势及步态受损明显遥 本体感觉系统

与维持体位的稳定性相关袁 所以前庭功能和本体感觉

的退行性减退均可导致眩晕和平衡功能下降袁 从而增

加跌倒的风险[19]遥
4. 中枢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的退变往往影响感觉尧肌力尧智力尧
肌张力尧反应能力尧反应时间尧平衡能力尧步态及运动协

调能力袁 增加跌倒的风险遥 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吉

兰-巴雷综合征渊Guillain-Barre Syndrome冤尧多发性肌炎

及重症肌无力等均可在不同机制作用下引起老年患者

身体部分或全身乏力袁增加其跌倒可能性遥 帕金森病尧
脑卒中尧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等同样可导致老年患者

神志模糊尧判断力及认知功能下降袁也是增加跌倒风险

的因素之一[20]遥由于人体运动和感觉需要高级中枢进行

运动计划尧问题解决尧分配性注意和应对变化袁研究[21]表
明痴呆的老年患者跌倒风险增加两倍遥 故目前认为在

认知域影响跌倒的因素主要有 4 个袁 即多任务处理注

意力尧执行功能尧信息处理功能和反应时间[22]遥
5. 肌肉骨骼系统

下肢肌肉骨骼系统结构尧 功能的退变和相关疾病

对老年人平衡功能会产生不利影响袁 导致老年人举步

时抬脚不高袁 行走缓慢及步态不稳袁 继而引发跌倒风

险遥研究[23]表明由于睾酮尧生长激素尧线粒体和肌蛋白等

合成下降袁导致老年人肌纤维减少袁肌力下降袁平衡测

试表现差尧步态形式不正常尧移动性减少遥 尤其是下肢

肌力中髋外展肌尧膝伸肌尧踝背屈肌的肌力下降与跌倒

之间具有显著性关联遥 研究[24]发现疼痛可增加 56豫的

跌倒发生率袁特别是足部疼痛和慢性疼痛遥 其原因可能

与疼痛干扰中枢认知执行功能尧 对肌肉的影响以及疼

痛引发的心理问题等有关遥
6. 心血管系统

心血管系统病变引起心绞痛尧 心肌梗死尧 心力衰

竭尧晕厥等均可导致跌倒的发生遥 心脏节律异常也是部

分老年人跌倒的诱因袁有研究[25]显示房颤是老年跌倒的

独立危险因素遥 原因可能与房颤患者心输出量减少尧并
存窦房结疾病尧 压力感受反射受损及同时服用大量药

物有关遥 血管压力调节异常也是老年人跌倒的常见原

因遥 老年人以高血压为常见症状袁研究[26]显示老年人

高血压尧 脉压不稳等可导致平衡功能尧 步态和步速异

常袁引发跌倒的风险增加遥 而体位性低血压尧药物相关

性低血压尧 餐后低血压和颈动脉窦综合症亦可导致老

年人脑供血不足袁进一步诱发晕厥袁增加跌倒的风险遥
有研究[27]提示血压控制未达标老年人的跌倒风险上升遥

7. 内分泌系统

老年糖尿病患者长期血糖尧血脂异常尧不合理使用

降糖药物尧血管并发症尧周围神经并发症等构成了跌倒

的病理学基础遥 研究[28]发现袁老年人中糖尿病患者的跌

倒发生率明显偏高袁尤其是使用胰岛素治疗者袁其发生

跌倒的风险高于非糖尿病者[29]遥糖尿病患者常由于血糖

异常导致酮症酸中毒尧高渗性糖尿病昏迷尧药物或胰岛

素剂量过大引起的低血糖反应等袁 可直接引起意识障

碍袁导致跌倒的发生遥 糖尿病合并周围神经病变袁导致

感觉功能进行性受损袁提供错误的下肢本体感觉信息曰
若并发足部病变袁引发足部损伤袁造成行走速度减慢尧
足底感觉缺失尧静态平衡能力下降尧行走距离及稳定性

降低袁这些均可诱发跌倒的发生曰若合并自主神经病变

导致心血管反射异常袁 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导致大脑供

血不足从而发生跌倒遥 其他代谢疾病如痛风尧营养不良

等均可因局部疼痛尧肌力减弱等原因诱发跌倒遥
8.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统的退化虽与老年人跌倒无直接关系袁但
许多老年人因泌尿系统疾病伴随尿频尧尿急尧尿失禁等

症状袁 加上本身膀胱储尿量及憋尿能力下降而需要较

频繁或匆忙入厕袁从而增加跌倒风险遥 其主因就是匆忙

入厕时可能导致绊倒或滑倒遥有研究[30]对尿失禁老年女

性进行干预但并未减少跌倒发生率袁 因此泌尿系统疾

病与跌倒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渔 活动与参与

梳洗尧 修饰等内容是日常生活能力评估的项目之

一遥 研究[31]发现,独立的梳洗尧修饰是跌倒的保护性因

素袁 从而证实了日常生活能力下降是跌倒的危险因素

之一遥 有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研究[32]显示袁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自理程度渊需要辅助冤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功能缺陷渊中度以上冤是老年人跌倒的危险因素之一遥
1. 个人因素

优 年龄及性别

伴随增龄袁老年人机体各器官功能逐渐衰退袁运动

反应越来越差袁从而增加其跌倒风险遥 唐雨欣[33]等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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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尧 北京社区老年人的调查显示袁>60 岁老年人的跌倒

发生率为 35.54%遥 而李新辉[34]等发现我国老年人的跌

倒发生率在 65耀80 岁人群中为 30.0 豫袁 而>80 岁则为

50.0豫遥 国外研究[35]显示 85 岁以上老年人跌倒受伤率

几乎是 65耀74 岁老年人的 4 倍袁 其中女性又普遍比男

性跌倒的危险性高袁 特别是 70 岁以上女性比男性高

58豫袁可能与骨质疏松有关遥
悠 体重指数

跌倒的发生风险与体重指数密切相关袁 体重指数

越大袁跌倒的发生率越高袁故肥胖是老年人意外跌倒的

重要危险因素之一[36]遥
忧 药物因素

药物对跌倒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袁 药物治疗跌倒的

相关疾病可以减少跌倒的风险袁但药物的副作用尧剂量

不足或过量尧使用不当则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遥 研究[37]发
现袁 是否服药尧 药物的剂量以及复方药都可能引起跌

倒遥 药物在老年人体内代谢相对较慢袁易发生蓄积袁可
影响人的意识尧精神尧视觉尧步态尧平衡等方面从而引起

跌倒遥 尤其是服用镇静尧催眠及抗惊厥类药物可使老年

患者本体感觉下降袁 意识混乱袁 反应时间延长不良反

应袁从而增加跌倒风险遥 而氨基糖苷类抗菌药尧利尿剂尧
奎尼丁等药物都可以干扰前庭正常功能袁 增加跌倒的

风险[38]遥 国外 Nevitt 等[39]和国内于普林[40]对社区老年人

跌倒情况的研究均显示袁 服用 4 种以上药物是老年人

跌倒的危险因素之一遥 对于部分药物与跌倒的关联强

度见表 1遥

药物 关联强度

精神类药 强

抗高血压药 弱

降糖药 弱

使用 4 种以上的药物 强

表 1 药物因素与老年人跌倒的关联强度

注院 本表摘录于叶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曳

尤 心理因素

沮丧尧抑郁尧焦虑尧情绪不佳等不良心理状态可导致

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及意愿下降袁
从而增加跌倒的风险遥 沮丧可能会削弱老年人的注意

力袁潜在的心理状态混乱也会导致老年人对环境危险因

素的感知和反应能力下降遥 有研究[41]表明害怕跌倒尤其

是跌倒后对再次跌倒存在的恐惧心理可作为单独的危

险因素遥 这种恐惧心理造成老年人自信心丧失袁自发性

行为能力减低袁 肌肉力量下降和步行能力不稳定性增

加袁进而影响步态和平衡能力袁导致跌倒风险的增加遥与
之相反袁老年人如果对自身能力估计过高袁对危险的认

识不足也可引发跌倒风险遥 研究[42尧43]发现袁76耀80 岁的老

年人如不能正确评估自己的运动能力袁 其跌倒率高达

81.63豫袁原因是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普遍存在不服老的

心理袁对许多事情都勉强为之从而增加了跌倒风险遥
2援 社会因素

国外研究[44]表明袁老年人的婚姻状态尧家庭收入尧受
教育水平尧享受的医疗条件等与跌倒发生相关联遥 国内

研究[45]显示空巢老年人的跌倒发生率较高袁其主因是空

巢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内容依靠自理完成袁
大部分情况下是在冒险的状态下完成袁 这大大增加了

老年人跌倒的概率遥有研究[46]指出袁有效的家庭支持尧日
常 24 小时陪护袁熟悉老年人特有的生活规律和习惯等

均可起到预防跌倒的作用袁尤其是对有跌倒史尧抑郁症

或痴呆症的老年人遥
隅 环境因素

研究[47]表明袁环境因素与 60.3%的可独自活动患者

跌倒有关袁与 43.7%不能独自活动患者的跌倒有关遥 其

中生活环境在老年人跌倒的环境因素中占首位袁 不良

生活环境包括过强或过暗的灯光袁 湿滑尧 不平坦的地

面袁步行途中的障碍物袁不合适的楼梯台阶宽度尧高度袁
不合适的家具高度和摆放位置袁沙发过于松软袁卫生间

没有扶拦及把手曰 另外不合适的鞋子和助行器等均可

导致跌倒遥石婧等[48]研究发现楼梯宽度合适和日用品易

于取放是预防多次跌倒的保护因素遥
由于国内的个人居住面积比较拥挤和狭小袁 老年

人会以室外活动为主袁 从而增加了室外跌倒的发生概

率遥 室外的危险因素袁包括台阶和人行道缺乏修缮尧雨
48窑 窑



2017 年第 2 期 瞿 强 基于 ICF 框架的老年人跌倒危险因素的相关分析

雪天气尧拥挤等遥
三尧结语

跌倒是由老年人身体机能退行性变尧 合并多种疾

病尧药物因素尧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多方面协同作用

的结果遥 所以规范跌倒风险评估体系袁即客观尧全面的

风险评估体系是有效干预老年人跌倒的前提遥 本文运

用 ICF 的理论框架袁从身体功能与结构尧活动与参与尧
环境因素等方面来入手分析老年人跌倒的相关危险性

因素遥 发现跌倒危险因素主要集中在身体功能与结构

方面袁特别是平衡和步行袁两者能力的下降与身体机能

退变密切相关遥 其中平衡的三个环节院感觉输入尧中枢

整合和运动控制均和年龄密切相关袁 其能力强弱的风

水岭出现在 60 岁[13]袁说明衰老与跌倒之间存在直接联

系遥 随着增龄袁老年人的身体功能与结构发生改变袁导
致跌倒风险不可避免的增加遥 值得我们反思以往我们

做了大量措施来干预老年人的平衡功能袁 从而预防跌

倒效果如何钥 是否合理钥
ICF 理论提醒我们应对老年人活动参与能力和环

境因素进行干预遥 需要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尧
心理状态尧药物使用尧社会经济条件尧居家环境等方面

进行干预遥 首先是老年人的心理因素袁特别是跌倒发生

后产生的恐惧心理尧还有不服老的心理袁这方面的干预

研究还不是很多遥 其次对于老年人的鞋类尧服饰以及助

行器的选择方面袁也没有比较好的干预研究遥 还有社会

因素中袁 对老年人跌倒后如何自行自己起来的这方面

宣教有所缺失袁 甚至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正确扶起跌倒

老人袁这值得大家深思遥
本文借助 ICF 的理论框架跌倒相关危险因素进行

了剖析袁希望能在干预跌倒方面提供些许思路袁能对今

后的相关研究及预防工作提供些许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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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在野健康中国冶战略背景下,社会对中小学健康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袁卫生保健工作意义也更显重

要袁这给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带来一定职业压力遥 本研究采用抽样方法对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进行职业压力和心理

健康状况问卷调研袁探讨卫生保健教师的压力源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袁并提出有助于应对职业压力的策略遥 研究

结果显示袁卫生保健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值得关注袁其心理压力主要来源于管理制度因素尧角色与社会认同因素尧
个人及家庭因素尧工作负荷因素遥 本研究从国家宏观层面尧学校中观层面和个人微观层面提出改善卫生保健教师的

心理现状的策略遥
揖关键词铱 卫生保健教师曰 职业压力曰 心理健康状况

Abstract: Under current social background, the requirements for healt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re
becom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ealth care work is also more important, which poses a certain oc鄄
cupational pressure on health care teachers. This study uses sampling method to investigate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health care teachers, explor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health care teachers, and puts forward some methods to improve their mental health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health care teachers is worthy of attention.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mainly comes
from management system, role and social identity, personal and family, and job load. This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health care teachers from national policy support, school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nd teacher self-improvement.
Key Words: health care teachers; occupational stress; mental healt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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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研究背景

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职业心理健康包含 3
个核心内容院主观幸福感尧有成效的工作尧对社会有价

值遥 职业心理健康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袁世界卫生组织

从健康心理状态尧人际关系尧对事业的追求等方面对职

业心理健康提出了衡量标准遥 其中袁压力预防是职业健

康心理学特别关注的对象袁20 世纪 70 年代袁Kyriacou
首次对教师职业压力进行界定袁 即由教师职业本身引

起的一种负性情绪体验袁 认为由教师职业背景对其生

理尧心理和行为产生的不良影响遥 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

中袁教师职业压力指由于作业时间长尧负荷大尧责任重尧
管理难等工作方面的因素袁致使教师产生的疲劳感尧紧
张感尧挫折感等负性情绪遥

多个研究者基于教师职业特点袁 提出了教师职业

压力理论和健康模型遥 1978 年 Kyriacou 和 Sutcliffe 认

为教师职业压力是教师消极情感反应综合征袁 根据教

师知觉到的威胁性事件作为对教师产生压力的压力

源袁由于教师的人格尧信念尧态度和价值观等因素决定

教师是否能够知觉到威胁袁 表明教师压力的产生跟自

身的个人特征有关遥 模式中提出教师表现出的生理尧心
理尧行为受到实际压力源的影响袁实际压力源是由于个

体知觉到的潜在压力源转换而来袁 所以潜在压力源是

产生主观压力感的原因袁 教师需要通过适应机制减少

压力感袁若处理不当就会产生消极情感袁带来一系列身

心问题[1]遥
在这个模型基础上袁1983 年 Brenner 等提出了新

的理论模式遥 教师压力主要来源还包括学校尧社会等外

部环境因素袁强调了环境特征的作用袁压力是由外界刺

激产生行为反应遥 教师感受到不同压力是由于环境因

素尧 个体因素与非职业因素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而

产生的遥 模式提出实际压力源会给个体带来紧张度状

态袁从而对教师心理和行为带来不良影响遥 而紧张度是

由评价尧应对机制等共同调节的[2]遥

Dick 和 Wagner(2001)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

展袁如图 1 所示袁压力与紧张度以及自我效能尧社会支

持等变量之间存在一定关联袁工作负担尧他人非议尧领
导支持尧应对策略等都是影响工作压力的重要因素袁教
师压力越大袁表现出倦怠症状越多袁也就更容易出现不

良行为袁 所以采用可行的应对策略将导致职业压力水

平降低[3]遥
职业引发个体压力反应的内外环境刺激为职业压

力源袁主要可以分为工作组织因素和个体因素遥 这两个

因素之间交互作用袁形成压力系统作用于个体袁从而产

生不同的应对反应遥 工作组织因素又可具体划分为组

织内部因素渊职业特殊性尧职业地位尧职业发展尧职业要

求等冤和组织外部因素渊人际关系尧工作环境等冤袁个人

因素包括个性特征尧生理因素等[4]遥
根据教师职业压力理论模型袁 职业本身会带来心

理健康问题袁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在现有的关于教师职

业压力的研究中袁 对卫生保健教师职业和心理现状的

研究相当缺乏遥 现今国家对健康教育越来越重视袁2015
年 11 月召开的第八届中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大会

指出袁 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全面提升我国健康教育和健

康促进工作水平袁对卫生保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袁卫
生保健教师的心理压力也随之增加遥 鉴于卫生保健教

师职业的特殊性袁 对卫生保健教师职业压力及心理现

状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5]遥
本研究探讨学校卫生保健教师职业压力对心理健

康的影响袁 并据此提出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学校卫生教

师的心理调节策略遥
二尧研究方法

渊一冤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袁覆盖了全市 16 个区袁包含了

小学尧初中尧高中尧九年一贯制学校尧完全中学等各级各

类学校的卫生保健教师袁 在学校卫生保健教师规范化

培训班上进行调查渊集中答卷冤袁问卷统一发放集中填

写袁并于 30 分钟后统一收回遥 问卷以匿名的方式填写袁
向被试描述本次研究意义袁要求据实回答遥 共发放问卷

129 份袁收回问卷 129 份袁其中有效问卷 128 份袁有效问

卷比率近 100%遥
渊二冤 测量工具

本研究选用叶教师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调查问卷曳
进行调查分析袁 该问卷从教师的职业压力尧 工作满意

度尧教师工作倦怠尧生理健康状况尧心理健康状况等多图 1 Dick 和 Wagner渊2001冤教师职业压力扩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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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度进行分析袁 能够真实反映教师心理压力和健康

状态遥 根据该选项是否是带来职业压力感的主要因素

设定问题袁问卷采用李克特渊Likert冤计分方式袁由野不是

造成压力的原因冶到野是造成压力的关键原因冶 进行 5
点计分[6]遥

渊三冤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遥

三尧研究结果

渊一冤 被试的人口统计学特点

在回收的 128 份有效问卷中袁 男性卫生保健教师

只占 1.6%曰大多数为本科学历袁占总体的 76.6%曰职称

层级中副高级的卫生保健教师非常少袁 只占到被调查

者的 1.6%曰 非专职的卫生保健教师占到被调查者的

27.3%袁月收入基本上成正态分布渊见表 1冤遥

被试特征 人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性别
男 2 1.6 1.6
女 126 98.4 100

学历
本科及以上 98 76.6 76.6
专科及以下 30 23.4 100

职称层级

副高级 2 1.6 1.6
中级 40 31.3 32.8
初级 70 54.7 87.5

无职称专职卫生教师

16 12.5 100
是 93 72.7 72.7
否 35 27.3 100

月收入渊税后冤

3000 元以下 10 7.8 7.8
3000-4000 元 26 20.3 28.1
4000-5000 元 48 37.5 65.6
5000-6000 元 24 18.8 84.4
6000 元以上 20 15.6 100

表 1 测试对象的主要基本情况渊N=128冤

渊二冤 卫生保健教师职业压力水平分析

问卷从 18 个方面要求被试做压力自我评定袁适当

性量数 KMO 值为 0.864遥此外袁Bartlett爷s 球形检验的近

似卡方值为 995.374渊自由度为 153冤袁P﹤0.001袁具有统

计学意义袁变量间非彼此独立袁说明非常适合做因素分

析遥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压力类别的因子负荷矩阵袁
然后采用最大变异法进行直交转轴袁 同时依据因子负

荷值尧 归类不当等原则删除 1 道题目遥 共选取 4 个因

素袁解释总方差的 63.631%袁特征值均大于 1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 Cronbach爷s 琢 系数 0.80袁见表 2遥
表 2 卫生保健教师职业压力类别因子载荷矩阵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不良躯体感觉 工作倦怠 负性情绪 自我意识

1. 早晨起床时袁我感觉非常累袁可是又不得不去面对一天的工作遥 .823
13. 失眠遥 .770
15. 呼吸困难或者头晕遥 .691
2. 在工作中整天与学生打交道袁对我来说确实压力很大遥 .687
4. 工作让我有快要崩溃的感觉遥 .653
14. 消化不良或者食欲不振遥 .543
7. 我担心我的工作使我变得越来越没有同情心了遥 .833
6. 自从开始干这份工作袁我对学生越来越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遥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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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1 主要由不良躯体感觉因素组成袁 因素 2 主

要由工作倦怠因素构成袁因素 3 由负性情绪因素构成袁
因素 4 由自我意识因素构成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有 10.4%
的被调查教师压力非常大袁有 47.2%被调查教师压力比

较大袁两者合计共 57.6%的教师认为工作有压力袁而完

全没有压力的仅占到被调查人群的 1.6%遥 可见卫生保

健工作在学校的重要性及职业本身的特殊性袁 给卫生

保健人员带来一定的压力遥
渊三冤 卫生保健教师压力来源分析

问卷中调查了 20 个方面的压力源袁采用探索性因

素分析袁 其中适当性量数 KMO 值为 0.890袁 此外袁
Bartlett爷s 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1331.592 渊自由度

为 190冤袁P﹤0.001袁具有统计学意义袁说明非常适合做

因素分析遥
对于量表中压力源部分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抽取

共同因素袁并根据陡坡图检验因素数目遥 根据因子的贡

献率及实际意义袁 保留 4 个因子遥 同时依据因子负荷

值尧归类不当等原则删除 4 道题目遥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不良躯体感觉 工作倦怠 负性情绪 自我意识

8. 我并不真正关心有些学生的状况遥 .744
16. 担心下岗遥 .725
11. 我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袁非常生气遥 .594
12. 我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袁非常紧张遥 .513
10. 我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袁情绪低落遥 .529
17. 想离开这家单位遥 .515
5. 我感觉袁我的工作对学生的生活有积极的影响遥 .791
3. 我能非常有效地处理学生的各种问题遥 .652
9. 跟学生在一起的时候袁我很容易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遥 .634
特征值 6.373 1.954 1.371 1.120
累计方差贡献率渊%冤 63.631

渊续表冤

表 3 职业压力来源因素分析表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管理制度与体系 社会与角色认同 个人及家庭 工作负担

20. 单位的规章尧制度和各类要求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遥 .798
17. 工作不能得到领导的理解与支持遥 .793
18. 在工作中不能不断提升自己遥 .741
16. 被动地适应单位各种改革遥 .666
8. 工作缺乏成就感遥 .787
6. 职称评聘遥 .774
3. 学校与家长过分关注学生的分数遥 .594
5. 考核与评比渊比如袁评比太多袁考核内容与模式僵化冤遥 .580
9. 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遥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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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出 4 个方面因素构成了教师职业压力主体袁
占到压力源变量信息特征的 65.710%遥如图所示袁造成

卫生保健教师压力的主要来源可划分为院管理制度与

体系渊包括规章尧制度与要求不合理曰工作得不到领导

的理解与支持曰在工作中不能不断提升自己冤占特征

值 20.425%曰角色与社会认同(包括工作缺乏成就感曰
职称评聘曰 考核与评比曰 社会地位等 ) 占特征值

18.351%曰个人及家庭因素渊包括子女就业曰家人支持曰
人际关系曰经济负担)占特征值的 15.505%曰工作负担

(包括学生问题曰 工作负担曰 业务能力冤 占特征值的

11.429%遥
经过因素分析的结果提取 4 个因素袁即 野管理制度

因素冶尧野角色与社会认同因素冶尧野个人及家庭因素冶尧
野工作负担因素冶袁共包含 16 个题项 袁量表的 Cronbach
琢 系数值为 0.898袁4 个因素构念的信度的 Cronbach 琢
系数分别为 0.866尧0834尧0.734尧0.731袁表明该量表内部

一致性信度较高遥
渊四冤 卫生保健教师对压力的应对

43.4%的教师认为学校不重视教师的压力袁并没有

帮助老师减轻或者预防压力遥 42.7%的卫生保健教师通

过非正式渠道了解如何应对压力袁84.3%的教师不完全

了解心理健康知识袁 当面对压力时并不能够用良好的

方式来应对遥 大部分教师感觉职业压力较大袁如果可以

重新选袁只有 8.5%教师选择该职业袁卫生保健教师对于

该职业的信念不坚定遥
四尧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结果符合 Dick 和 Wagner 等人提出的教师

职业压力理论模型袁结果显示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的

职业压力与工作负担尧领导支持尧应对策略等有关袁压
力源也可划分为外部工作因素及内部个人内因素袁但
表现出其职业特殊性袁 因此就卫生保健职业的特点袁
我们分析其压力来源并提出指导其心理健康的具体

策略遥
渊一冤 卫生保健教师的压力来源

问卷调查了 20 个方面的压力源袁采用因素分析的

方法袁 统计分析出四个方面因素构成卫生保健教师主

要压力源袁 造成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心理状态不佳的

原因袁即管理制度因素尧角色和社会认同因素尧个人及

家庭因素尧工作负担因素遥 这与其他文献中研究出来的

压力源有一定差异袁 说明卫生保教教师所面临的压力

具有其特殊性遥
1. 管理制度因素

学校的教育管理体制不完善是造成卫生保健教师

职业压力的关键因素遥 首先袁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在校内

职业定位不清楚袁 尽管需要此职业人员但大家并不重

视袁这使得卫生保健教师感到压力袁缺乏动力遥 第二袁缺
乏良好的培训制度袁面对不断增加的业务内容袁飞快更

新的健康知识袁多种多样的健康问题袁很多卫生保健教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管理制度与体系 社会与角色认同 个人及家庭 工作负担

累计方差贡献率渊%冤 65.710

12. 子女教育或就业问题遥 .826
19. 家人对自己的工作支持不够遥 .707
4. 担心自己能否被学生接受遥 .701
13. 经济负担渊包括住房问题袁工资发放不及时等冤遥 .600
1. 负担过重渊比如袁工作量大袁经常需要加班等冤遥 .809
2. 担心学生出各类问题遥 .804
7. 对教师业务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渊比如袁多媒体教学等冤遥 .608
特征值 6.535 1.537 1.328 1.114

渊续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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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缺乏对新知识学习的热情袁知识老化袁停留在原地的

专业知识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些问题袁 使得许多教师产

生焦虑尧强迫等心理症状曰第三袁缺乏规范的教师教学

工作量制度袁卫生保健教师与其他各科有很大区别袁应
具有职业特殊性袁不能按照一般任课老师以上课尧备课

和作业批改量作为工作量袁 他们的很多工作没有办法

简单量化曰第四袁缺乏科学有效的激励制度袁有些学校

对于卫生保健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袁 卫生教师在

学校中的地位也相对较低袁得不到领导的支持和理解袁
很多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受到打击遥

2. 角色与社会认同因素

目前卫生保健教师角色定位不明确袁许多学校没

有将其作为重要的健康教育岗位上专业的教师袁仅作

为学校中的教辅人员袁没有晋升尧职称评聘的渠道遥 现

有人员的专业背景情况也很复杂袁一种是原有教师转

岗而来袁一种是医护人员转岗而来遥 职称的晋升也存

在一定问题袁高级职称的比例非常少袁并且都是在任

现职前评定袁专业也与本职业无关曰中级职称在现职

岗位上封顶遥 在人才选拔过程中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中没有卫生教育教师资格证书袁没有合适的考核方

式袁 甚至有些学校的卫生保健教师是非编制内的袁这
导致卫生教师对职业发展和专业成长都产生了种种

困扰袁进而产生消极的情绪袁削弱工作的积极性遥
大众对于卫生保健人员的工作内容和性质的了解

还不够充分袁许多家长只重视孩子的学习问题袁对于健

康保健的重视程度不够袁 因此认为卫生保健教师并不

重要遥 作为学校教辅人员袁工作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都得

不到保障袁导致卫生保健教师压力增大袁负面情绪随之

而来遥
3. 个人及家庭因素

面对压力袁很多卫生保健老师采取消极应对方式袁
容易产生错误认知袁出现负面情绪袁影响心理健康遥 部

分教师自我效能感低袁缺乏提升自我的途径袁但是对自

我的期望很高袁所以容易产生压力遥 部分卫生保健教师

在学校中并非教师编制袁所以薪资待遇尧经济地位相对

较低袁这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遥 社会支持感较低

的个体袁健康状况较差袁而且压力水平也较高遥
家庭中的很多困扰同样给卫生保健教师带来不良

影响袁遇到烦恼得不到家庭的支持袁个体无处宣泄不良

情绪袁缺乏足够的归属感遥 除此之外袁他们同样会面临

家庭事务尧子女学习成长尧住房等问题袁这些都是卫生

保健教师心理压力的来源遥
4. 工作负荷因素

负担过重是卫生保健教师压力来源的关键原因遥
尽管卫生保教教师教学工作不大袁 但是承担很多繁杂

的工作袁 卫生保健教师承担了整个学校学生的卫生保

健工作袁健康教育工作以及全部的学校卫生管理工作袁
既要对内也要对外袁责任非常重大袁社会期待卫生保健

教师不仅能够保证每个孩子安全尧卫生尧身体健康袁同
样期待卫生保健老师健康知识信念传授给学生袁 并在

行为方式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遥 但是这些要求并不是

卫生保健教师独自能够承担的袁 较高的社会期待和卫

生保健教师职业角色之间存在一定差异造成矛盾和冲

突袁这种不对等矛盾下袁卫生保健教师觉得付出的多袁
得到的回报少袁久而久之对工作会产生不满袁对职业产

生倦怠袁甚至部分老师会想辞职遥
许多卫生教师选择教师职业是因为认为教书育

人可以为社会做贡献袁但是他们很少进入课堂进行教

学袁所以和学生之间的情感也较淡袁作为教师的光荣

感和使命感也比一般教师弱袁体验不到教书育人的快

乐袁缺乏教育责任感遥 这些都影响卫生保健教师身心

健康发展遥
渊二冤 应对职业压力促进心理健康的建议

通过对卫生保健教师压力的分析袁其产生的因素

多种多样袁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以帮助其缓解工作所

带来的心理问题遥 需加强政策制度的支持袁同时促进

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革袁加强卫生保健教师自我的心理

素质遥
1. 建立国家政策保障的长效机制

公平公正的教师职称制度是提高教师整体素质袁
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袁 促进教师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方

法遥 为了优化师资队伍结构袁加强工作积极性袁在职称

评聘时要结合卫生保健教师工作性质和面临的困境袁
改革和完善卫生保健教师职称评聘制度袁 保证与其他

学科教师具有同等职称晋升机会遥
卫生保健教师收入因素是影响其心理状态的重要

因素袁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渊2010-
2020冤曳强调要依法逐步提高教师工资水平袁改善其工

作学习和生活条件[7]遥 这需要国家对卫生教育经费加大

投入力度遥 如果国家对于卫生保健教师的社会地位和

经济收入做相应改善袁提供完善的福利保障袁对卫生工

作投入足够的经济支持袁教师对收入水平满意袁激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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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动力和决心袁其工作投入感也会增强遥 因此需要在

加大对卫生教育经费投入基础上袁 提高卫生保健教师

绩效工资水平袁构建具有良好激励性质的薪酬制度遥 根

据一定的绩效标准袁 给予卫生工作表现突出的学校特

别奖励袁形成校与校之间的良性竞争袁这都是提高卫生

保健教师职业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径遥
2. 提高学校管理效能

改进学校组织管理体制对于卫生保健教师队伍健

康发展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袁 是影响卫生保健人员心理

健康的关键因素遥 学校需进一步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重

视袁提高学校管理效能遥
为了适应新的要求和改革趋势袁 卫生保健教师需

要不断学习专业知识袁不断加强专业技能遥 学校应该完

善卫生保健教师培训尧进修等制度袁对卫生保健教师进

行专业化的培训袁通过培训给卫生老师带来新的观念尧
思想袁为卫生保健事业提供高素质人才袁使得卫生老师

有足够的实力在竞争激烈中不断成长袁不断进步袁塑造

健康心理遥 针对不同卫生保健教师开展不同类型的岗

位培训袁如岗位适任性培训尧岗位能力提升培训尧研究

能力提升培训尧学历提升项目等遥 除了开展各类针对卫

生保健教师职业能力的培训袁 还可以定期举行各个区

县卫生保健教师之间的交流会议袁 针对当前学校的健

康事件进行及时的探讨解决遥 卫生保健老师在学习交

流过程中不但能够获得知识技能提升袁 同时能够改善

其孤军奋战的局面遥
学校应根据卫生保健工作确定卫生保健教师的工

作量及考评制度遥 卫生教师由于专业属性不同袁为了合

理的安排和分配工作需要制定规范性的工作量制度袁
并根据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卫生保健教师的能力与业绩

进行评价遥 卫生保健人员的目标不是让学生有好的成

绩袁而是让学生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生活方式袁所
以要根据目标制定针对卫生保健工作的考评制度遥 学

校需要采用目标导向尧层次评价等多元评价体系袁让卫

生保健教师明确自己的岗位职责袁 及时看到自己的成

绩和不足袁这样才有动力一步步朝向目标发展遥
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制度遥 在保障卫生保健教师

物质基础的前提下袁关注教师的工作体验袁校领导应提

高对卫生保健工作的重视程度袁 如经常通过座谈会等

方式了解卫生保健工作的进展情况袁 适时适当地满足

卫生保健教师合理的要求袁 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共同激

发卫生老师对工作的积极性袁 意识到自己在岗位中的

重要性袁加强对卫生工作的信心袁发现工作中的乐趣袁
进而在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8]遥

3. 卫生保健人员自我完善

除了对于工作组织因素提出的策略外袁 卫生保健

教师自身的调节和自我支持也同样重要遥 本研究基于

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改善卫生保健教师心理素质

的几点建议袁从 3 个层面上发掘其自身的积极潜力袁有
利于形成有效应对职业压力的健康心理系统遥

渊1冤 建立积极的压力认知遥 心理学家 Ellis 强调认

知在情绪和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袁 消极情绪是由于对事

件的错误认知产生的[9]遥 很多卫生保健人员工作时总是

满腹牢骚袁唉声叹气袁认为付出大于回报袁很大原因是

对压力的错误认知成的遥 研究表明袁当遇到压力时袁如
果个体认为压力源有助于自我提升时袁 压力会对个体

产生积极的意义遥 所以要正视客观压力袁摆正心态袁以
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工作压力袁面对现实袁接受挑战袁
找到理想和现实的结合点遥

渊2冤 培养积极的人格特质遥积极的人格特质是能够

自我调节尧自我导向的适应性整体遥 积极人格是为个体

适应工作袁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的关键遥 通过培养乐

观心态尧提高自我效能感尧加强心理韧性袁树立正确的

卫生保健职业理想袁从而建立良好的人格特征遥
渊3冤 构建积极的支持系统遥营造积极的社会工作环

境袁建立与其他同行之间的联系袁面对棘手的问题能够

找到互帮互助的人袁加强与家人和亲友的密切沟通袁努
力得到同事尧家长尧学生的信任和满意袁创建和谐友爱

的工作生活体系[10]遥
卫生保健教师承载着促进儿童健康的重要职责袁

其自身的身心健康对培育学生非常重要遥 只有卫生老

师自己身心健康袁 宣传的健康知识和理念才更加容易

被学生接受袁才能胜任健康教育工作[11]遥 本研究为健康

中国战略的重要人才培养提供参考袁 以期保障卫生保

健教师积极向上的良好心理状态袁 进而促进该职业人

群可持续尧全面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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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院野欲人爱己先自爱冶遥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对

自己都不负责的人会对他人尧集体和社会负责任袁一个

对自己都不爱护的人会爱护他人尧集体和社会[1]遥 笔者

对近几年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袁 发现学者们对自爱都

持肯定的观点袁认为只有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别人袁自
爱是道德教育和生命教育等必不可少的成分[2]遥

护理专业学生首先要学会自爱袁 将来才能在临床

上更好地去关爱患者袁 自爱是护理专业学生的必备素

质之一遥 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

的组织者尧实施者和指导者袁是加强护理专业学生自爱

教育的中坚力量袁对学生自爱素质的提高有重要作用遥
本研究通过调查分析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专业学生的自爱现状袁 为辅导员加强对护理专业

学生自爱教育提供依据袁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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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期圆 园1 7 年 6 月
晕燥援2Jun援 圆 园 1 7

作者简介院 李婷婷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袁讲师遥 电子邮箱院465548935@qq.com

揖摘 要铱 自爱是护理专业学生的必备素质之一遥 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人袁是加强护理专

业学生自爱教育的中坚力量遥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125 名护理专业学生的物质性和精神性自爱两大方面进行

调查袁并提出了辅导员加强护理专业学生自爱教育的几个方法遥
揖关键词铱 自爱曰 自爱教育曰 辅导员曰 护理专业学生

Abstract: Self-concern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qualities for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As the first pers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nselors are the backbone of strengthening nursing students忆 self-concern educa鄄
tion. In this paper 125 nursing students are surveyed about physical and spiritual self-concern byusing questionnaire
method. And several ways are proposed about counselors strengthening nursing students忆 self-concer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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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对象与方法

渝 研究对象

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护理专业本科二

年级学生 125 名遥 其中男生 18 名袁女生 107 名袁平均年

龄 20依0.63 岁遥
渔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

在同方知网数据库尧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输

入关键词院自爱袁自爱教育袁辅导员和护理专业学生曰了
解并总结相关研究遥

2. 问卷调查

优 问卷设计

通过文献检索查阅大学生野自爱冶包括的内容袁根
据内容参照苏州大学周友焕编制的 叶女大学生自爱现

状调查问卷曳[3]袁自行设计叶护理专业本科生自我关爱现

状曳调查问卷袁并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遥
悠 问卷发放和回收

利用学生晚自习时间分 4 个班级集体发放尧 当面

填写尧当面回收问卷遥 问卷发放时袁进行了讲解袁强调了

纪律袁避免被调查者在填写问卷时的相互干扰遥 问卷回

收率及问卷有效率均为 100%遥
3. 数据统计及分析

将问卷的数据录入 excel 软件袁并对数据进行统计

及分析遥
二尧结果与分析

渝 自爱及自爱教育内涵更加明晰袁有助问卷设计

1. 自爱的内涵

傅蝶[4]在其研究中指出袁自爱包括两个方面院一个

是物质性的自爱袁一个是精神性的自爱遥 所谓物质性的

自爱就是关心自己的生存袁维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遥 所

谓精神性的自爱袁主要包括自我尊重和自我实现遥
近年来袁关于大学生自爱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遥

周友焕等[2]关于女大学生自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恋爱

交友尧就业和心理健康方面遥 本研究的问卷设计选取了

大学生物质性自爱渊健康要要要饮食尧运动和作息冤和精

神性自爱渊专业思想自我实现和自我认知冤两大方面的

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查遥
2. 自爱教育的内涵

傅蝶[4]在其文中提出院自爱教育就是教育者对受教

育者施加的影响袁而影响是有计划尧有目的的袁通过影

响使受教育者能够自己重视自己的生命品质遥 他认为

自爱教育主要包括 4 个方面院 一是让学生对自己的生

命有自觉的认识袁懂得尊重自己的生命袁知道生命来之

不易袁珍惜生命曰二是让学生树立一定的安全意识袁学
会保护自我以及学会保护自我的方法和技巧曰 三是让

学生具备一定的成长意识袁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学习袁促
进自身的成长曰四是使学生学会认识自我渊包括认识自

己的个性尧优点和缺点等等冤袁使学生学会超越自我袁并
最终实现自我遥

渔 护理专业学生自爱现状

1. 物质性的自爱

优 饮食方面

从图 1 看出袁很多学生在饮食方面存在不良习惯院
有 22.4%的学生一日三餐一般或经常不规律曰51.2%经

常或有时用零食代替主食曰42.4%不按时吃早餐袁 甚至

8%仅偶尔吃早餐遥
悠 运动习惯

从图 2 看出袁仅有 41.6%的同学有每天或每周至少

一次的运动习惯遥
忧 作息方面

22 人渊17.6%冤每天或几乎每天袁36 人渊28.8%冤经常

会晚上在寝室熬夜聊天尧玩游戏或看小说遥

图 1 学生饮食情况调查结果

图 2 学生有氧运动情况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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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袁护理专业有部分学生在饮食尧运动和作息方

面并没有养成好的生活习惯遥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说

过院野在一切幸福中袁人的健康实甚过其他幸福袁我们可

以说一个身怀健康的乞丐要比疾病缠身的国王幸福得

多遥 冶护理专业学生在校期间课程多尧实训多尧学业压力

重袁健康的身体是一切的前提遥 护理专业学生应学会关

注自己物质性的自爱要要要健康袁 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

习惯袁为自己的实习及未来护士职业打下良好基础遥
2. 精神性的自爱

优 专业思想

调查内容 调查结果 百分比渊%冤

对目前学习状况满意程度
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者 12.5

一般 60.8
是否喜欢护理专业 不喜欢或非常不喜欢 6.4

对未来就业有何看法 比较悲观 3.2
将来会从事护士这个职业吗 可能不会或肯定不会 27.2

表 1 学生专业思想情况调查结果

调查发现袁 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对目前学习状况满

意程度一般袁 部分学生将来可能或肯定不会从事护士

职业遥 有部分护理专业学生还处于迷茫阶段袁不太关心

自己的学习状况和将来的专业发展及就业遥
消极的专业思想袁被动的就业观念袁自暴自弃不能

做到自爱的弱者心态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尧 就业及未

来职业规划与发展袁 阻碍着大学生的自我成长和自我

超越遥 进行大学生专业思想和就业方面的教育袁可以帮

助他们梳理正确积极的专业思想和就业态度袁 从而促

进他们自身成长和自身价值的实现遥
悠 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是对自己的认识和了解袁 是职业生涯规

划的第一步袁只有真正深入地了解自己袁才能进行科学

的职业定位遥 调查发现袁很多学生还不能明确地认识自

己袁不能清晰地认识自己的优缺点袁对生活没有目标和

计划袁对自己的业余时间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袁空闲

时无所事事遥
三尧讨论

渝 自爱教育的意义

1. 有助于生命安全和精神人格教育

韩传信 [5]的论述中指出袁自爱教育可以让人树立

正确的生命观袁培养对他人和自己生命珍惜和尊重的

态度袁增强爱心和社会责任感袁体会生命意义和人格

尊严遥

2. 使学生对自爱概念及内涵的理解更加全面

有研究[6]对学生实施自爱教育方案两周后发现袁学
生对自爱概念的理解更加明晰袁 从自我保护尧 自我接

纳尧自我实现尧关爱他人等方面对自爱的内涵理解更加

全面了遥
3. 让学生更加重视自爱行为的实施

同一研究 [6]发现袁学生接受自爱教育后袁饮食起

居更加规律尧 生命安全行为加强尧 个人价值观更加

积极遥
渔 辅导员加强护理专业学生自爱教育探讨

从对护理专业学生自爱现状调查结果及自爱教育

意义总结来看袁 辅导员加强学生自爱教育的责任及意

义重大遥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院

调查内容 调查结果 百分比渊%冤
您觉得认清/认识自己重要吗钥 一般重要 14.4

您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的优缺点吗钥 一般或不清晰 48
您对生活的目标和计划方面钥 一般或不清晰 62.4
当您空闲时袁您一般会觉得钥 生活比较无意义袁无所事事袁空虚 20

表 2 学生自我认知情况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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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自爱理论教育活动

加强自爱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爱观袁
让学生掌握一定的自爱理论知识遥 可在学生中间组织

开展丰富多彩的自爱理论教育活动袁比如院阅读书籍及

写读后感渊推荐叶遇见未知的自己曳冤[6]尧观看电影及写观

后感渊比如电影叶当幸福来敲门曳叶心灵捕手曳等冤[6]袁邀请

专家做自爱教育主题讲座尧开展自爱教育主题班会遥 通

过以上理论教育活动袁让学生认识自己尧关注自己尧爱
护自己遥

2. 社团实践活动影响

社团是大学生课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它在潜

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和思想遥 在大学中袁越来越

多的学生在课外加入学校社团遥 社团开展的各色活动

会对大学生的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袁 社团和社团活动

在大学生中的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袁 是他们接受社会

化的良好平台[7]遥
通过健康知识比赛尧体育运动比赛尧自爱主题演讲

及歌唱比赛等实践活动袁让学生体验自爱袁重视自己的

物质性和精神性自爱状况袁 通过社团实践活动真正培

养学生的自爱能力遥
3. 网络教育并行

在经济全球化尧信息多元化的时代袁互联网正在悄

然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遥 当前野90 后冶的大学生大部分

时间会用网络沟通交流遥 作为辅导员要利用好 QQ尧微
信尧朋友圈尧易班等网络工具袁在网上开展一系列自爱

教育活动袁借助网络力量来推动大学生自爱教育遥 要改

变单一的以说课尧灌输为主要途径的教育方式遥
4. 发挥心理咨询中心的适时介入引导作用

目前袁各高校几乎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袁
对于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学生袁 辅导员可引导他

们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袁通过专业老师的适时介入袁改
变不良的自爱观袁消除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遥

5. 以身作则

一个好教师必须十分重视野言传冶外的野身教冶袁要以

自身的行为去影响学生袁真正成为学生的表率袁使学生

从教师身上懂得什么应为之尧什么不可为遥作为辅导员袁
要从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尧 从行动上不断规范自己袁树
立野一切为了学生冶的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遥只有不断提

高自身的道德素养袁才能培养出自爱的新型人才遥
自爱是一个人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重要力量袁

是护理专业学生必备的素质遥 真正的自爱既是对处于

社会关系中的自我的爱袁同时又是建立在人格独立尧个
性自由的基础上的自我的爱[8]遥 在我们需要被爱时首先

要学会自爱袁希望通过一系列活动袁能够真正提高护理

专业学生的自爱意识和能力袁处理好对自己的爱袁为将

来临床关爱别人打好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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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渊以下简称医技

学院冤自 2011 年建立以来袁发展成为设有护理学尧康复

治疗学及卫生教育 3 个专业的二级学院遥 目前有在校

生 1028 人袁毕业生 390 人袁明确办学定位为培养应用

型本科专业医学类专业技术人才遥 毕业生就业情况良

好袁获得学生尧用人单位及同类院校的普遍认可遥

在 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曳渊2012 年冤 中袁
野护理学冶和野医学技术冶都被定为与临床医学并列的

国家一级学科袁体现了学科专业的发展遥 学科的发展

离不开教育的支撑袁医学技术专业得到重视的同时也

有很多不足遥 目前发达国家医学高等教育已形成培养

医生尧护士尧医学技术人才齐头并进的格局袁这是其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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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期圆 园1 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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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院 朱胜群,女,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初级实验师遥 电子邮箱院 zhushqun@163.com

揖摘 要铱 医学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袁没有充分的实验室设施和良好的临床实习基地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

的医学生遥 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重视实验实训条件建设和实训管理袁实训中心不断探索规范化管理袁结
合教学情况探索后续发展规划袁努力为培养高层次尧应用型的专门人才创造条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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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尧 科研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重要条件和成功经验遥
当前我国医学技术从业人员严重缺乏袁不能满足卫生

人力市场需求袁与发达国家差距大遥 扩大高等教育规

模袁尽快提升从业人员数量与质量袁使各层次尧类型

医尧护尧技人才按比例协调发展袁成为我国卫生事业发

展的迫切需求咱1暂遥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袁 没有必要的实验

室设施和良好的临床实习基地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

医学生咱2暂遥医技学院围绕培养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定

位袁加强实验实训条件建设,下设有护理实训中心及康

复实训中心袁教学医院实训基地 2 处袁嘉善基础部医技

实训中心 1 处曰 实训室专职实验员 3 人 渊中级职称 2
人袁初级 1 人冤袁嘉善校区实验室兼职实验员 1 人曰固定

资产 33419183.40 元袁面积共计 2786 平米渊数据截止到

2017 年 6 月 22 日冤遥为保证实训室的有效运转袁实训中

心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尧 形成一套适用于自身的

运转流程并严格执行袁 以满足护理及康复治疗专业的

学生实验实训课程要求遥
一尧实训室管理运行情况

护理专业目标是培养掌握护理学基本知识和技

能尧从事临床护理工作的高级技能性人才咱3暂遥 我院护理

专业在教学过程中袁强调实训操作的重要性袁重视实训

室的管理工作袁以规范管理为目标遥
渊一冤 完善的实训室管理制度

护理实训中心制定了完整的管理制度袁除学校现

有的规章制度外袁设立实训室工作制度尧安全管理制

度尧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制度尧开放实验管理制度

等遥 明确岗位人员的工作职责袁进行年度个人岗位职

责汇报及述职遥 认真做好实训室的各项记录袁如实训

工作手册袁开放实训室的各种记录及仪器设备使用记

录等遥
渊二冤 充分利用实训资源下的实训室开放管理制度

开放实训室是实训教学较为关键的环节袁 是培养

学生专业技能的基本保障遥 护理实训中心除正常教学

外袁 空闲实训室在有教师许可及在场的情况下都可预

约开放袁此外周一至周四晚 4:00-7:30 为晚训时间遥 充

分利用实训室资源袁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实训室的周转

率和使用率袁为同学的操作练习提供条件咱4暂遥
渊三冤 发挥学生资源袁参与实训室管理

实训室长时间开放必然面临很多管理上的问题袁
为保证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实训室的用物整齐袁达到有

效开放的目的袁 构建科学合理的实验室开放管理模

式袁实训中心积极引导安排学生参与管理遥 教学中袁以
实训室为单位袁安排室长负责管理纪律及用物曰晚训

中袁 实训中心聘请勤工俭学学生担任小小护士长袁担
任各间实训室的负责人袁管理学生考勤尧纪律尧用物整

理尧安全等问题袁并做好记录咱5暂遥 这些同学的护理管理

能力得到提升袁 专业操作技能上往往也表现突出袁如
在学院举办的操作技能比赛中袁他们通常能够取得较

好成绩遥 2013 级学生管理团队 5 人获得了野校级学生

先进集体称号冶遥
渊四冤 实训室的物品管理

实训物品的有效管理是学生课内外护理实训的

基本保障遥 护理实训用物多而零散袁使用频率高袁耗材

多袁学生训练结束袁有时不主动整理用品袁实训室用物

杂乱袁严重影响学生实训效果遥 实训中心按课程类别袁
以操作技术为单位袁 参照规范化的操作技术流程袁整
理操作用物包袁下发至各实训室袁由室长接收保管袁操
作结束后归还实训中心遥 实验员定期对实训仪器尧设
备进行检查尧维修袁及时补足耗材袁保证实训教学的正

常运行遥
渊五冤 建立各种激励机制袁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实训中心与课程教师保持密切联系袁学生的实训

室表现与平时成绩挂钩遥 此外课程设置中重视操作技

能的学习遥 期末考试包括操作成绩尧笔试成绩及平时

成绩袁未能通过操作考试的同学一律取消期末考试资

格遥 与此同时积极举办操作技能竞赛袁营造氛围袁激励

学生不断提高护理操作水平遥 对于自主管理的学生团

队袁进行学生投票的优秀评选袁并积极鼓励他们申报

各类课题咱6暂遥
二尧实训室发展规划

康复医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袁 是医学的一个重要

分支袁它是研究伤尧残尧病后造成的机体功能障碍袁并对

障碍进行康复评估尧康复训练尧康复治疗袁以达到改善

或重建患者身尧心尧社会功能为目的医学科学遥 康复医

学具有多科性尧广泛性尧社会性的特点袁它也是一门应

用性尧技能性很强的学科遥2014 级康复学生将实行理实

一体化教学袁 在上海杉达学院要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实训基地完成大学三年级的教学遥 康复实训中心包括

不同地点的两处袁 如何保证学生在两个实训环境中的

适应袁两个实训室的信息共享和设备管理袁是康复实训

中心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探索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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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 实训设备管理

分散在实训基地的设备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困

难袁 目前拟采用学校实验员与合作医院安排的专门设

备负责人对接的方式袁实验员定期去与负责人对接袁了
解检查设备的使用尧运行情况遥 这些设备主要作为理实

一体化教学中学生实训使用的操作设备袁使用频率高袁
借鉴学校实训室的管理运行方式袁 安排学生作为协助

管理角色袁提高学生的管理能力遥
渊二冤 实现实训中心的网络信息共享, 进一步开放

实验室

上海杉达学院要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实训基地实

训室建有摄像尧云网络系统袁与学校的教室连接袁可以

扩充学生的学习资源袁 解决学生在校阶段难以接触病

人的问题遥
渊三冤 设备信息化管理模式

康复设备种类繁多尧 使用复杂袁 如何保证使用效

率袁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是实训中心需要研究的问题遥 目

前学校已经为固定资产编贴代码标签遥 在大数据时代

以及智能设备普及的环境下袁进一步丰富标签的内涵袁
例如将设备的名称尧操作流程视频尧注意事项等信息包

含在标签中袁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提高效率袁必然能扩

大实训室的信息开放程度袁 有利于培养出高质量的康

复学生遥
三尧讨论

渊一冤 实训室共享

目前医技学院有 3 个专业袁 在实训室按照专业划

分的情况下袁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资源的浪费遥 因

此袁实训中心正在学院内部积极尝试资源尧设备等信息

的共享工作袁推动尧完善实训资源的共享机制建设袁各
专业间沟通现有资源以进行整合袁 实现跨系部尧 跨学

科尧跨专业共享使用实训资源袁实训课程设备共享袁提
高设备使用率袁减少不必要的设备购进咱7暂袁控制成本遥提
高各种实训实践场所及设备尧 实训实践等环节的信息

化管理咱1暂遥
渊二冤 加强实验教学队伍的建设

实训室实现规范化管理离不开高层次尧稳定的实

训室管理人才队伍遥 实训的有序开展需要实训室人员

与教师的良好配合袁 除了必备的实训室管理能力袁针
对性地提升实训室管理人员的临床操作技能袁让他们

适当参与到实训带教中袁参与科研课题袁有助于提高

实训室管理的效率遥 明确实训室管理人员上升通道袁
有助于队伍的稳定袁保证实训中心的持续运行及长远

发展遥
实训教学在医学教育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

彰显袁实验教学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验室

的教学条件和管理水平遥 不断改善实践教学条件和环

境尧实现规范化管理袁满足教学需要袁强化学生实践技

能培养袁 积极探索具有特色的医学技术实训教育管理

模式袁为培养高层次尧应用型的专门人才创造条件袁是
医技学院实训中心的长期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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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翻译渊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袁CAT冤
野能够帮助职业译员优质尧高效尧轻松地完成翻译工作遥
CAT 并非全自动的机器翻译软件袁 而是翻译人员的辅

助工具遥 与纯人工翻译相比袁质量相同或更好袁翻译效

率则更高遥 企业级 CAT 工具还着重于翻译流程的自动

化和可管理性袁在帮助个体译员的同时袁大幅度提高了

企业和团队的整体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遥 [1]冶野借助计算

机辅助翻译系统中的翻译记忆技术及丰富的语料库袁
翻译人员的翻译质量也能得到强有力的保证袁同时袁翻
译过程中的校对尧 排版也能通过计算机辅助系统得以

优化遥 [2]冶翻译效率的提升同时可以使翻译成本大幅下

降遥
目前袁 诸多全球著名的本地化公司和翻译公司使

用计算机辅助翻译产品遥例如袁仅一家著名的 CAT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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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期圆 园1 7 年 6 月
晕燥援2Jun援 圆 园 1 7

揖摘 要铱 计算机辅助翻译(CAT)是全球化背景下翻译发展的新趋势袁普及 CAT 技术是而且应当是学校外语

专业的重要任务遥 本文对上海杉达学院 SDL Trados 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的建设进行了构想袁对实验室在课程研

发尧科研项目攻关尧社会化培训尧校企合作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相关讨论遥
揖关键词铱 计算机辅助翻译曰 翻译专业曰 课程研发曰 校企合作

Abstract: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CAT) is a new trend of transl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Popu鄄
larization of CA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This article design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DL Tra鄄
dos CAT lab in Sanda University, and discusses the role of the lab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rriculum,
research project, social training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s.
Key Words: computer-assisted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maj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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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L Trados 的客户就包括超过 300 家全球零售品牌尧
全球十大汽车制造商尧20 大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中的

18 家尧十大全球软件领导者中的 9 家遥对于外语专业的

毕业生而言袁 掌握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已经成为他们

进入跨国公司和翻译公司的必备条件遥
一尧计算机辅助翻译的基本原理及流程

渝 基本原理

翻译记忆技术是狭义 CAT 工具的核心技术袁 其技

术主张是野做过的事无需再做冶遥 译员工作时袁系统在后

台建立翻译记忆库渊translation memory袁TM冤这一语言

数据库遥 每当原文出现相同或相近语句时袁系统会提示

用户使用记忆库中的最接近译法袁 译员可以根据需要

采用尧舍弃或编辑重复出现的文本遥
野记忆库技术冶决定了 CAT 工具主要适用有重复或

重复率较高的科技尧新闻尧法律尧机械尧医学等非文学翻

译领域袁能帮助译员节省大量时间袁免去重复劳动袁提
高翻译质量袁但对小说尧戏剧尧诗歌等强调文学性尧多样

化的文本类型不太实用遥
渔 工作流程

CAT 工作流程可分为译前尧译中尧译后 3 个阶段遥
1. 译前院主要有 3 项准备工作遥 一是对各类型源文

件进行格式过滤及句段切分曰 二是原文及已有译文的

对齐及记忆库建立曰三是从原文中抽取尧翻译术语并建

立双语或多语术语库袁为预翻译尧编辑做好准备遥 实际

项目中还涉及字数统计尧 计费及语言服务协议签订与

履约遥
2. 译中院主要是在记忆库尧术语库野双库冶辅助下进

行预翻译袁确定匹配率及实际翻译工作量袁并确保译文

风格统一尧表述准确遥
3. 译后院主要完成质量保证渊quality assurance冤尧桌

面排版渊desktop publishing, DTP冤尧语料回收与管理工

作袁确保最终产品符合用户要求及双方协议约定遥 实际

项目中还涉及语言资产管理尧反馈与总结等遥
以上是 CAT 工具操作的一般流程遥
二尧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的必要性研究

渝 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语言翻译市场的新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袁 语言翻译成为各大型企

业尧 跨国公司国际文化和经济交流中重要的一部分,实
实在在地成为贯通世界的高速通道袁 也客观上刺激着

计算机辅助翻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遥 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院

首先袁翻译的规模急剧性增长遥 全球化大大提高了

国内翻译的需求量遥 根据 2016 年中国语言服务业大会

暨中国翻译协会年会上的 叶2016 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

展报告曳袁 野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袁全国约有 72495
家语言服务及相关服务企业袁2015 年中国语言服务行

业创造产值约 2822 亿元袁在 2011 年 1576 亿元产值的

基础上增加了 79%袁年均增长近 19.7%遥 语言服务业作

为新兴服务业的组成部分袁已经具有相当规模遥 [3]冶
其次袁翻译的领域专业化转变遥 翻译的需求越来越

多元化尧个别化袁专业背景强遥 例如汽车尧化工尧机械尧金
融尧法律尧通信尧医药等专业领域的翻译袁这些实务翻译

相较文学翻译袁 无论在翻译思路上还是翻译标准上都

有很大的不同遥
再次袁翻译的形式多元化呈现遥 传统翻译主要是纸

质文本的翻译遥 现在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袁 除 word 外袁
ppt袁pdf袁excel袁甚至是网站尧视频字幕尧图片等多种翻译

形式纷纷出现遥 形式上不仅是简单的纸质材料的翻译袁
更涉及对视频尧音频的技术处理与翻译遥

最后袁翻译的要求追求规范和效率遥 由于实务翻译

所对应的业务自身的特点袁往往要求翻译的周期短尧语
言简洁尧逻辑性强尧术语统一规范等袁而人工翻译的效

率实在有限遥 高效高质的翻译需求大大刺激着 CAT 工

具的开发尧运用遥
渔 适应人才市场对翻译技术人才素质及技能的新

要求

在语言翻译市场大变化格局下袁 掌握计算机辅助

翻译工具已成为新时期翻译工作的一项重要技能遥 在

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袁要翻译技能和翻译技术并重遥 此

外袁翻译项目管理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业务素质要求遥
目前在中国袁CAT 技术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遥作为高

校袁普及 CAT 技术应当是学校外语专业的重要任务遥
三尧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的可行性研究

渝 国内高校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的发展

继香港中文大学后北京大学开设了大陆首个计算

机辅助翻译专业遥 台湾诸多大学和澳门大学也早已开

设了计算机辅助翻译的专业或课程遥2007 年袁北京大学

率先提出了翻译专业硕士加计算机辅助翻译硕士双学

位的培养模式遥 2017 年 7 月即将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 叶全国 MTI 教育与就业调查报

告曳显示袁野参与调研的渊全国 195 所冤MTI 高校中袁82%
已经开设了 CAT 相关课程遥 [4]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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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高校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建设情况概览

据了解袁 全球两百多所高校已经加入了 SDL 大学

合作计划袁 大陆已建立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的高校

有 30 所袁如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尧西安外国语大学尧
四川外国语学院尧兰州大学尧厦门理工学院尧西安翻译

学院等遥 很多是同声翻译实验室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实

验室并存遥 其中上海的高校有华东师范大学尧上海交通

大学尧上海理工大学 3 所遥
渊三冤 我校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的功能期望

实验室能提供全真的企业翻译管理与操作环境袁使
教学更具有实践性遥教学中的学生管理袁作业分发尧交付尧
批改尧反馈等流程均可完整模拟企业实际翻译中的项目

团队管理流程袁使教学与实际紧密结合袁同时也让学生及

早熟悉实际翻译工作的流程与操作袁以及翻译团队中不

同角色的分工与职责袁在最大的程度上学以致用遥
实验室能积累自己独有的翻译教学与翻译科研等

知识成果遥通过配备翻译记忆库与术语库服务器袁可便捷

导入与储存不同文件类型中的语料曰并伴随学校教学与

科研的发展袁不断丰富资源储备尧筑高教学与科研平台遥
实验室能提供大量优质的翻译范例供师生参考袁

使翻译更轻松袁降低了教学难度的同时袁也使学生的翻

译实践更具指导性与比较性袁增强了学生的自学动力遥

予 我校 SDL Trados 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建设

框架

1. SDL Trados 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的建立目标

实验室的建设目标为院淤 模拟真实工作环境袁提高

学生使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的技能曰 于 储存积累教

学资料曰盂 采用网络共享式的教学模式袁促进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曰榆 树立培养现代化的翻译思想遥
2. SDL Trados 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功能

优 多功能教学平台院SDL Trados 提供全真的企业

翻译管理与操作环境遥 教学中的学生管理袁作业分发尧
交付尧批改尧反馈等流程均可完整模拟企业实际翻译中

的项目团队管理流程遥
悠 课堂教学流程院依托 SDL Trados 全真模拟现实

翻译环境袁开展翻译教学曰模拟翻译项目袁开展合作式尧
任务型学习曰在教学的同时注重评价袁评学结合袁培养

学生辨识尧分析和解决翻译问题的能力遥
忧 项目翻译实践流程院野在 SDL Trados 下创建真

实翻译情境袁使翻译学习与社会需要相关联袁增强学生

对现实翻译现象的敏感性曰形成文类尧题材多样的平行

语料袁为课堂教学提供真实案例曰由学生尧教师尧译语专

家尧终审专家组成线性互动工作链袁实现方法指导与质

量控制的有机统一曰学生通过三级译文对比袁构建翻译

图 1 SDL Trados 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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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能力曰帮助学生熟悉翻译标准和规范袁掌握项目翻

译的分析尧实施及评估程序袁增强实际应用能力和对翻

译工作的适应性遥 [5]冶
3. SDL Trados 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架构

系统组成包括数据库服务器尧翻译记忆库服务器尧
术语库服务器尧互联网访问接口尧项目管理服务器尧许
可证管理尧客户端平台袁如图 1 所示遥

4. SDL Trados 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培训及认证

Trados 公司负责实验室的安装袁 并提供 1 天的分

别针对教师和学生的免费培训遥 教师还可以免费参加

初尧中尧高级认证考试袁教师人数不限遥另 SDL Trados 提
供了业界唯一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应用认证体系遥 通过

有关 SDL Trados 的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的全面专业教

育遥SDL Certification 是业内第一个行业认证标准考试袁
用于考量翻译员对 SDL TRADOS 软件专业技能的熟

练程度的标准遥 每个通过 SDL 认证的翻译员都可获得

业界肯定袁目前袁越来越多的翻译员力求通过参加一门

SDL 认证培训课程袁提高其知名度和可信度遥
四尧我院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发展的几点设想

渝 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的开设

1. 教材编写和引进

当前袁 关于计算机辅助翻译运用的讨论与研究尚

处在初始阶段袁 将翻译技术作为教学内容的教学研究

还不多遥 目前主要有台湾史宗玲渊2004冤编写的叶电脑辅

助翻译曳[6]袁 钱多秀编写的 叶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渊MTI冤 系列教材院 计算机辅助翻译曳[1]袁 王华树编写的

渊2015冤叶计算机辅助翻译实践曳[7]等遥
我们可以考虑从国外引进优秀的计算机辅助翻译

课程的相关教材袁 或组织在计算机辅助翻译领域颇具

经验的教师编写教材遥
2. 产学结合探索

产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培养

应用型人才的途径袁 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

能力为重点的校企合作的模式遥
比如袁展地集团与南师大展开合作袁挂牌成立野坤

德展地国际语言文化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冶袁双方将联合

实施横向研究课题野翻译项目尧管理课程开发项目冶袁并
对战略合作的项目尧成果进行推广和宣传遥 通过三方战

略合作袁在开展教育与培训认证合作尧申报精品课程尧
出版教材或其他教学资料尧组织与开展课外活动尧理论

研究与师资交流 4 个方面进行联合袁 实现全方位合作

共赢遥 学生也将有学校和企业的野双导师冶[8]遥
因此袁可以通过将真实企业翻译项目引入学校袁或

安排学生到翻译公司实习袁 提升学生计算机辅助翻译

软件的实践能力遥
3. 教学重点研究

突出学生对计算机辅助翻译操作系统的翻译操作

流程的熟悉掌握曰突出对学生加强翻译项目的培训曰突
出对翻译不同类型文本的翻译标准的掌握遥

4. 师资力量构建

校企尧 校际合作解决实务翻译教学师资短缺问题袁
包括引进有经验的技术翻译人士和培养传统的翻译教

师遥 另一方面袁 与国外大学联合开设计算机辅助翻译课

程袁利用国外的有效教学资源培养我国急需的翻译人才遥
据不完全统计开设此类课程的国外大学有加拿大约克大

学尧英国伦敦帝国大学尧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等遥
渔 计算机辅助翻译的社会化培训

1. 社会化培训的现实需要

目前,我国有相当数量的人在参与翻译,但真正能

够运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提供高水平服务的翻译人

才仍然有着很大的缺口遥
当前袁 专门的实务翻译人才培养在我国还不多见,

只有极少的社会培训机构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而高等

院校作为人才输送的重要部门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

进行计算机辅助翻译人才培养,为广大的社会兼职翻译

人员开设相关的课程遥
2. 社会化培训的价值意义

实施社会化人才培训无论对于接受培训者尧 翻译

公司还是计算机辅助翻译行业都是多赢的举措袁 可以

提高我校在翻译行业的社会影响力袁 提高翻译公司的

市场竞争力和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遥
3. 社会化培训的成功案例

北大培训院北大曾举办野计算机辅助翻译高级研修

班冶遥共 96 课时袁内容包括院淤 强化英汉双语交流能力袁
切实提高翻译水平渊语言强化课程冤曰于 通晓机器辅助

翻译原理袁 熟练掌握相关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渊CAT
课程冤曰盂 翻译团队管理袁质量控制渊管理课程冤曰榆 新

时代翻译行业发展研究与讨论渊案例研究与研讨冤遥
四川外语学院培训院SDLTRADOS 软件培训及认证

考试考点定在四川外语学院教育技术中心袁 但他们是

单一的认证培训遥
隅 培训内容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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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具体国情袁 国内的

计算机辅助翻译社会培训模块可包括院
1. 计算机辅助翻译服务总览渊现代语言服务概论尧

计算机辅助翻译基础知识尧计算机辅助翻译基础冤
2. 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 渊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与

技术尧计算机辅助翻译规则与规范尧计算机辅助翻译质

量保证技术冤
3. 计算机辅助翻译项目管理 渊计算机辅助翻译流

程尧计算机辅助翻译团队翻译项目管理冤
4. 计算机辅助翻译实践与案例分析

5. 职业素质培养渊职业道德尧文化交流尧信守承诺尧
信息保密等冤

五尧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建设及衍生项目规划

渝 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建设项目遥 建成能够允

许 30耀50 人同时在机器辅助环境下学习翻译相关课程

的实验室袁 培养一批能够熟练运用机器辅助翻译技术

进行实务操作和教学的师资袁 为我校外语学院主要语

种及兄弟院校跨校辅修的学生尧 社会人员提供实验室

环境下的翻译相关课程教学遥
渔 科研攻关项目遥教师组团形成翻译组袁申报科研

项目袁重点研究以下课题院传统翻译教学和市场翻译需

求的差异尧职业化翻译所要求的基本素质尧职业翻译教

学的主要内容尧翻译实验室的建设等遥
隅 野职业翻译冶课程研发和开设项目遥尝试开设野职

业翻译冶课程袁探寻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内容的设置袁
包括院 商务翻译和科技翻译进阶尧CAT 原理和软件使

用尧团队管理尧质量控制尧项目管理方式实践教学遥
予 国内院校实地考察项目遥 选择几所已经建成翻

译实验室的兄弟院校袁如北京大学尧四川外国语学院尧华

东师范大学尧上海交通大学等考察取经袁学习他们在课

程设置尧实验室建设尧校企合作方面的经验袁重点了解计

算机辅助翻译的前景尧合理性尧操作重点和难点等遥
娱 中外合作交流项目遥 与国外已经开设了计算机

辅助翻译教学专业或课程的大学如加拿大约克大学尧
英国伦敦帝国大学尧 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等开展

联合办学袁并定期组织教师校际交流学习袁以便利用国

外的有效教学资源培养我国急需的翻译人才遥
雨 校企合作交流项目遥 参照南师大与展地集团的

合作袁可以寻找有实力的翻译公司袁在教育与培训认证

合作尧申报精品课程尧出版教材或其他教学资料尧组织

与开展课外活动尧 理论研究与师资交流等方面开展合

作遥 以后也可考虑学校和企业的野双导师冶制遥
与 大型笔译项目承接遥 利用实验室各种功能高效

高质地合作完成笔译项目袁 同时可远程支持大型会议

多项译稿处理任务袁服务社会袁产生良好的社会及经济

效益遥 尤其是承接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大型项目的翻

译袁对于提高学校知名度大有益处遥
屿 社会培训与考试遥实验室建成后袁针对目前需求

巨大而专业 trados 培训缺乏的特点袁 可面向社会开展

SDL Trados 认证考试培训遥 并可以申请成为 SDL Cer鄄
tification 全球认证考试考点袁提高社会影响力遥

总之袁建成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袁有助于培养符

合新时代要求的翻译人才袁使他们不仅具有常规的翻译

技能袁更具有专业翻译技术和翻译项目管理能力袁为学生

日后进入大型企业尧跨国公司和翻译公司工作打下基础遥
同时袁校企合作尧社会培训与考试尧承接大型翻译项目等

衍生项目袁可以进一步扩大学校在社会中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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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3 日袁24 岁的纽约大学毕业生亚当窑
皮维罗托渊Adam Pivirotto冤在著名的视频网站 Vimeo 上

发布了自己的一个新短片叶方法派曳渊Methods冤袁开头就

是两位演员在做重复性渊repetition冤练习袁而这正是半个

月后上海戏剧学院国际表演工作室组织的为期十天的

迈斯纳大师班上最令人熟悉的画面遥 随着短片内容的

进展袁男女主角在排演叶罗密欧与朱丽叶曳的过程中以

及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迈斯纳方法中常用的一些训练方

法袁最多的就是重复性训练袁观察渊observation冤对手尧引
发冲动(impulse)尧做出反应(reaction)等等袁而男女演员

也出现了大师班中学员们常常会烦恼的一些问题袁那
就是演员个人生活经验与舞台角色行为的距离尧 过度

思考与自然真实表演的差距等等遥
说起方法派袁人们常常会马上想到马龙窑白兰度尧

梅丽尔窑斯特里普等伟大的美国演员袁 他们都在电影

大银幕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形象袁自然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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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期圆园 1 7 年 6 月
晕燥援2Jun援 圆 园 1 7

揖摘 要铱 笔者参与了 2016 年 10 月 14-24 日在上海戏剧学院举办的野迈斯纳方法冶国际表演大师班的学习袁
这是美国表演方法派中的迈斯纳方法首次在中国举办公开教学遥本文尝试对美国方法派中李窑斯特拉斯堡袁斯黛拉窑
阿德勒和桑福德窑迈斯纳等人在表演训练方法上的异同点做个简单的梳理袁并对表演教学方式和体系进行思考遥

揖关键词铱 方法派曰 迈斯纳曰 表演曰 注意力曰 想象力

Abstract: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master class about Meisner techniques in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on October.
2016, the author has tried to get through to those different methods acting skills in America, such as Lee Strasberg,
Stella Adler, Sanford Meisner etc. This article aims at teasing out the acting teaching system about Methods in America
and impacts of changes in teaching wherever it is. This is just some thoughts on Acting Methods in America.
Key Words: methods; acting; repetition; imagination; im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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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短片叶方法派曳剧照

富有冲击力遥 而方法派是强调在假想情境中展开真实

行为的一种表演技巧袁这迫使演员通过运用刺激和想

象对身体提出要求袁 因此身体才会有创造性的反应遥
方法派演员通过体验或生活于角色渊living in the part冤
来创造有想象力的有机演出遥 方法派演员更愿意根据

刺激对舞台上的对手和事件在戏剧情境里做出反应袁
反应就是指依赖冲动的作用袁依赖在认知中产生的动

作也就是方法派大师桑福德窑迈斯纳所说的 野动作中

的真实冶[1]遥
一尧从斯坦尼到方法派

方法派是由斯坦尼体系演化而来袁 而且它的训练

计划是由组合剧院开创的袁直至后来广泛传播袁成果丰

富遥 从组合剧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张到上世纪后期袁
方法派已经成为美国最著名又最有争议的表演训练模

式遥 不过在中国的表演学习过程中袁我们长期以来接受

的都是来自所谓的苏联体系的影响更多袁情景尧角色分

析等等字眼袁充斥着整个学习的课堂袁并且在教学过程

中对斯坦尼体系以及后期的变化有十分大的误解遥 因

为在斯坦尼表演体系初创时袁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更偏

向于研究演员在舞台上内在的自我感觉袁 也就是说局

限于创作心理袁即体验过程袁其最重要的元素是情感记

忆尧创造想象尧舞台注意尧交流尧注意力集中等等渊这正

是我国表演教学传统受到早期苏联专家影响以致到如

今仍强调内心尧体验等等的原因冤遥 但到了中后期袁在研

究了表演创作过程的客观规律之后袁 斯坦尼斯拉夫斯

基认为袁对于所有现实主义流派风格的演员来说袁创作

中的内在心理因素与外在肢体因素同等重要袁 且是不

可分离地尧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遥 而且袁舞台创作手法

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袁 但在创作过程中却存在着共同的

前提与规律袁并且对每一个演员来说袁这些前提与规律

既不可推翻袁也不可回避袁因为它们是由舞台艺术的本

质所决定的[2]遥 从后期的变化上袁可以看到此时的斯坦

尼体系袁与后来的方法派注重由内向外尧内外结合的表

演方式实际上已经十分吻合遥 尽管斯坦尼曾经一度否

定在舞台形象中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袁 并进而把内

心生活与形体动作对立起来遥 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 1905 年俄国革命失败后颓废派的影响遥 不过袁
他最终创造了完整的舞台现实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遥
就因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把角色的体验过程看作

是舞台艺术中的决定因素袁 有些人就误以为他对角色

的外部体现重视不够袁 并且认为斯坦尼体系并不追求

色彩鲜明的尧富有外在表现力的表演方式遥 这显然是一

种偏见袁 而且影响了我国的表演教学和研究很长一段

时间袁直至当下袁就在迈斯纳方法大师班第一次进入中

国袁来到上海戏剧学院时袁很多从事第一线表演教学和

工作的人们袁 也依旧停留在这些误区袁 一时很难跳出

野过度思考冶的怪圈遥
根据组合剧院的

创始人兼导演哈罗

德窑克勒曼的观点,方
法派表演是兼顾 野训
练演员的手段与演员

创造角色所用的技巧

的冶[3]遥 这种技巧将塑

造舞台角色与重视研

究体验角色的生活结

合起来,从演员本身出

发,强调演员自我的个

人探究与身体渊情绪冤
记忆尧经验和世界观的展现遥 而李窑斯特拉斯堡自 1949
年开始在野演员工作室冶教授表演时袁就坚持认为袁所有

伟大的演员都 野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工作要要要演员自身

的修养以及演员对角色的研究冶遥 在这个过程中,野演员

可能暂时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强调自身的艺术创作方

面,但是在一个完整而可信的形象在舞台上被创造出来

之前袁这两个方面都必须掌握冶[4]遥 而教授方法派的表演

教师兼导演罗伯特窑刘易斯认为袁舞台上的一切行动必

须是野真实地去体验的,但又被艺术地控制着,合理地被

运用于塑造特定的角色,运用于体现戏剧场景的大背景

大环境袁以及经过选择的剧本和剧作家的风格,并且戏

剧性得以在舞台上被呈现出来冶[5]遥

图 2 康斯坦丁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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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窑斯特拉斯

堡尧 斯黛拉窑阿德勒等

几位方法派大师的享

誉世界不同袁 桑福德窑
迈斯纳似乎非常低调袁
直到此次大师班上袁大
家亲身经历了来自西

部剧院的教师们手把

手教导迈斯纳方法之

后袁才真正体会到用具

体方法来解决表演中

问题的力量遥
迈斯纳方法中袁最

具标志性的重复训练袁
便是建立在观察对手尧
观众和环境的基础之

上遥 对迈斯纳而言袁演
员立足舞台袁并对舞台

文本之外的现实世界

做出实时反应袁而且在

真实生活与舞台场景

中交替反应遥 与过去建

立在文本基础之上的

排演过程不同袁迈斯纳

方法要求演员抛弃文

本的限制袁回归到自身

的直觉反应上遥 正如开

头提到的短片里的女

主角一样袁因为受到了

自 己 即 将 扮 演 角 色

渊叶罗密欧与朱丽叶曳中
的朱丽叶冤和剧本的限

制袁反而在重复练习中

无法真正释放自己内

心的压力袁不能将注意

力集中在对手身上袁而
是活在了自己的身体

和脑子里袁忽略了外部

环境袁与外界没有任何连接和反馈袁这是极其糟糕的表

演状态遥 可惜的是袁我们很多演员袁甚至一些教授表演

的老师们袁仍然习惯于野脑海中演了千遍尧身体仍在原

地冶的状态袁而这正是桑福德窑迈斯纳最常说野从你的头

脑中跳出来渊get out of your head冤冶的原因遥
方法派坚持主张演员有创造性地去把握角色的生

活袁 并且要通过有想象力的即兴表演去找寻一条有机

地表达那种生活的方式遥 斯特拉斯堡不止一次地指出:
野对演员来说重要的是要调动自身冶[6]遥 阿德勒坚决主张

在剧本之外也要做出选择遥 她说:野在你的选择中呈现

的,是你的天赋遥冰冷的词句当中绝对产生不了表演遥[7]冶
在方法派的表演当中袁 演员们认为自己是有创造

力的艺术家袁 他们的生活及灵感被认为是角色材料的

一部分 渊这种方法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重点放在演

员对角色的野转换冶上程度不一样冤遥 这种自我袁并非难

以驾驭的尧虚无的形式袁它更可能是时刻变化着的袁使
得舞台上的现实有各种形式袁 这种选择上的变化对于

艺术家来说是自由的表现遥 针对不同的角色袁演员的自

我塑造各有不同袁但有一件事不会变:即他们在演出中

的个人投入[8]遥
二尧不同的方法派训练方式

演员在舞台上的投入表演的要求袁使得演员对自我

的认知尧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训练等等袁显得尤为重要袁这
绝非对角色形象固有的套路化模式化的搬演遥正如一直

被争论的, 方法派表演是植根于固定的性格化方法的遥
这一种批评会认为方法派演员会从剧本出发找到一种

性格化塑造的方式然后以此将他们的演出固定下来遥他
们回避不确定性和随机性,而提倡野独一无二的冶角色表

演遥其实并非如此袁记得迈斯纳方法训练中袁对于很多表

演方法派也都会用的野葬礼冶情景设定袁演员们根据个人

情感尧经历尧体验尧想象等途径袁展现出各式各样在葬礼

上可能会出现的状态袁或悲或喜袁或痛或哀袁完全不是有

些批评者认为的刻板化表演遥个人化的体验意味着首先

要把记忆与角色联系起来,然后把在这些记忆中浮现的

情感与动作进行改造,赋予艺术化的形状遥 当然袁不可否

认袁在影视戏剧表演的舞台上袁因为叶教父曳等经典作品

和形象的深入人心袁方法派对自我的依赖和对性格化表

演的推崇的确影响了一大批演员遥
在训练方式上袁方法派表演以即兴表演见长袁比如

斯特拉斯堡的乱语训练渊gibberish冤,阿德勒的转述训练

渊paraphrasing冤,还有迈斯纳的重复练习等等遥 其中乱语

训练袁是两个演员用胡言乱语的方式交谈袁其中一个用

胡言乱语对对方说了一通袁听的一方如果不明白袁可以

说野嗯钥 冶袁讲的一方可以用除开能够共同理解的语言外

图 3 李窑斯特拉斯堡

图 4 桑福德窑迈斯纳

图 5 斯黛拉窑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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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手段袁力图把事情讲清楚袁继续用胡言乱语进行

交流遥 这样做使得演员能够更加仔细而真实地去聆听袁
并且会注意到其他手段极强的语言表现力遥 这个练习

让人注意到演员之间的沟通是可以通过身体尧音调尧神
情和外观等等各种途径来实现的袁 也可以帮助演员打

破陷入一种节奏的僵局袁 帮助演员在戏中或独白中发

现新的元素遥
在此次迈斯纳方法大师班中袁 学员训练采用了很

多次的敲门训练 渊door&activity冤 则是典型的进阶式训

练遥 此训练采用组合搭配式袁演员分别有所准备袁既需

要个体专注于自己的活动袁 又要接收来自外部环境的

变化袁观察对方袁以便及时又随机地对舞台上发生的事

做出反应遥 于是袁这将演员训练提高到相当大的难度袁
是注意力尧想象力以及随机反应能力的集中体现遥 方法

派演员所想要做的是找到一个意图(或者是目的尧目标尧
行动尧任务尧愿望尧主线)袁这都是可变的袁对各种想象中

的可能性是开放的袁但是方法派表演的实质在于袁演员

是有意图地去探索袁 达成有创造力行动的重要因素[9]遥
事实上袁从演员自身而言袁这个所谓的内心冲动袁有时

候是特别迷茫的袁甚至摇摆不定的袁掺杂了许多因素袁
就像短片叶方法派曳中的女演员袁有对个人未来的期许

和迷茫袁有个人情感关系上的考虑袁有对角色和剧本呈

现的压力等等袁 以至于在随机反应中表现出很多不确

定性袁没有给对手适当尧准确地转达信息袁造成表演过

程的不顺畅遥
即兴表演方式对演员训练的作用十分明显袁当然袁

前提是演员必须要有一定的天赋袁 这是后天训练无法

改变的基础遥 在敲门训练中袁其中一个角色在门内做着

自己事先准备的事情袁全然不知门外将会发生什么事袁
但与另一个角色存在着某种关系上的联系袁 敲门的动

作必须带有强烈的尧明确的意图和目的性袁而且从情感

上必须立刻影响到门内的人袁使之做出相应的反应袁且
两者关系体现在互动中袁 原有的门内行动也将转换成

为两人共同的行为内容遥 起初袁两者会观察尧倾听袁做一

定的重复训练袁便于建立起两人之间的关联袁因为无逻

辑的重复训练会帮助双方打开自我袁释放内心意图袁随

着关系的明确袁便进入到合理化的问答尧对话尧行动中袁
两者会更加真实地活在现有的情景和状态中遥 一切行

动都是即兴的袁没有任何事先准备的剧本袁双方演员在

上台之前并不知道会走向何方遥 因此袁我们看到袁在进

行敲门训练的阶段袁 不少演员会迸发出不错的灵感和

体验袁观演效果绝佳遥 这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表达袁就
是真实地活在想象世界中渊truthfully living in the imag鄄
ination冤遥 当然袁 也有让人啼笑皆非的表演袁 是真的在

野演冶另外一个角色袁而非舞台上的自我遥 此时想到世人

对野表演冶一词的贬义理解袁大概就从这些虚假的尧脱离

了真实社会自然状态而来的吧遥
不论是斯特拉斯堡还是阿德勒尧迈斯纳方法袁方法

派演员训练都十分强调自身直觉反应袁 这在即兴表演

中体现得最明显遥 方法派认为即兴创造的本质是帮助

演员发展和创造在舞台上的自发性袁 当然并不否认要

在理解角色的基础上去创造人物袁 只是认为即兴创造

的本质是在每次演出时都能表现出一些不同的东西袁
他们可以避免单纯和机械式的模仿遥 在美国袁有成千上

万的表演爱好者最初都在从事脱口喜剧 渊stand-up
comedy冤的表演和训练袁而且美国老百姓也是世界上最

喜爱情景喜剧渊sit-com冤的观众群之一袁我认为这在一

定程度上使得方法派表演训练得到了极大的开展和良

好的效果遥 加之因为民族特性的不同袁美国演员在遵从

个人直觉和冲动方面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袁 在戏剧表

演课程中袁从来就不需要我们表演教学中野解放天性冶
的步骤遥

回到本文开头提及的短片上袁 扮演朱丽叶的女演

员因为无法从自己的情绪记忆中体会到朱丽叶角色的

痛苦袁 选择了自残的行为袁 从肉体的痛感到精神的痛

苦尧情感的纠结袁直至舞台上的呈现袁经历了一个个体

自我与舞台角色的转换袁 最终获得了成功袁 但代价甚

大遥 与此同时袁表演训练的搭档尧现实生活中的男友以

及舞台上的罗密欧袁同一人却活得轻松袁在个人角色尧
社会角色与舞台角色之间切换自如遥 在我看来袁不论在

哪个国家和地区袁 表演教学中的这个领域都会十分有

趣袁而且也很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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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本文试图通过齐白石尧黄宾虹两位艺术家的艺术历程袁探讨艺术家怎样在野不变冶中抱定所本袁在变

化中推陈出新曰确信变法的目的在于使其精神特质中野不变冶的因素得以显现和阐扬袁并探讨中国画中的野变冶与野不
变冶问题遥 中国画之理尧法则尧传统中永不改变的因素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评判中国画的价值标准遥 因此袁所谓的野变冶
就是使这种本源的野不变冶的东西袁在新的时代中得以彰显袁使其更具生命的活力遥 由此袁中国画仍是中国画袁但不是

以往的中国画了遥
揖关键词铱 齐白石曰 黄宾虹曰 守常曰 达变曰 经曰 传统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two artists and to discuss how an artist can hold a fixed position in 义con鄄
stant义袁 make new in the change袁 and to make sure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change is to manifest and interpret the 义in鄄
variable义 elements of the spirit袁 and to discuss the 义change义 and 义invariant义 problems in Chinese painting.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painting袁 the laws, and the unchanging elements of tradition have become the values that we judge the Chi鄄
nese painting today. Thus, the so-called 义change义 is what makes this original 义invariant义 manifest in a new age, making it
more vital to life. As a result, Chinese paintings are still Chinese paintings, but no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Key Words: Qi Baishi; Huang Binhong; keep unchanged; change; classic;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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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古典文化结构和文化形态袁体现在现代绘画

的追求上袁认定传统文化是一种动态性的演变尧延续和

积累的过程袁切实地做着体现文化内涵而不是表面形式

努力的近现代美术家黄宾虹袁在其理论实践并举的生涯

中袁通过对古典传统的精彻理解和野衰年变法冶袁开创了

前无古人的野浑厚华滋冶的现代审美新境界遥他的山水充

满了强烈的现代感和鲜明的民族特性遥其野衰年变法冶的
成功就在于将自身的野浑厚华滋冶的品性发展为一种极

致袁最终实现了古典山水向现代山水的转型遥
在中国美术史上可谓是自立加法尧创宗立派袁有着

平民情感和布衣气质的艺术大师齐白石袁 在他的晚年

变法中袁 一改变法前的冷逸画风袁 创造了一个多姿多

彩尧生气勃勃的他自己的绘画世界遥 他的绘画具有的现

世生趣和现代感袁大巧若拙﹑大俗大雅﹑似与不似的独

立画风同样给予我们许多启示遥
作为革故鼎新的人物袁 两位艺术家都强调推陈求

变遥 然而袁在其变法中又始终含着不变的因素遥 他们的

精神气质和心性袁他们对于画之理的追求袁在其变法的

前后都不曾有任何的改变遥 由此袁推而广之袁一个民族

的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袁肯定也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尧不
变的东西遥 所谓的野变冶就是使这种本源的野不变冶的东

西袁在新的时代中得以彰显袁使其更持久袁更具生命的

活力遥
一尧野经冶与传统中野不变冶的元素

渝 野经冶
野抱经求变冶中袁野经冶即指事理尧常道尧规范遥叶孟子窑

尽心下曳中有野君子反经而已矣袁经正而庶民兴冶[1]的记

载袁可见野经冶的重要袁是理和道遥 求变是指变化尧变通遥
而野变则通袁通则达冶袁进而使理尧道得以彰显和实现遥 若

死守野经冶而无变通袁则经无以显达曰一味求变而无所

本袁则如木无根袁水无源袁失去了变之价值与意义遥
叶辞海曳中野经冶指常道和规范曰历来被尊崇为典范

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曰 也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亦指

儒家经典部分遥 叶旧唐书窑经籍志上曳院野四部者袁甲乙丙

丁之次也袁甲部为经冶[2]遥 本文中的野经冶即指常道规范袁
也暗含经典之意袁是中国传统艺术积淀的总称遥

渔 传统中野不变冶的因素

这里所谓的野传统冶袁有着延绵千年的漫长过程遥 既

有对传统因袭陈腐﹑已沦为绘画发展障碍的一面袁也有

对传统中优良正确然而却日益消泯丧失部分挖掘的一

面曰既有宋的传统袁亦有元的传统曰既有文人画淡﹑雅﹑

柔﹑逸的传统袁又有院体画富贵刚硬﹑谨严合度的传统曰
既有笔墨技法之传统袁 亦有精神价值取向和思辨方式

的传统曰既有画像石﹑岩画﹑壁画﹑远古陶文的传统袁亦
有石窟﹑青铜器﹑民间艺术的传统噎噎总之袁传统是个

多元化的概念袁并且是呈动态发展演变的遥 是一个不断

往里复加的过程袁今天的拓展亦必成为以后的传统遥 虽

然传统有它的多元和动态性袁 但传统中仍然存在不变

的﹑稳固的因素遥
首先袁这与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是分不开的遥 中

国人的传统是把精神和物质浑然一体的袁 认为这就是

宇宙天地本来的状态袁而其中精神又起着绝对的作用遥
南宋朱熹说得很明白院野天地之间袁有理有气遥 理也者袁
形而上之道也袁生物之本也 曰气也者袁形而下之器也袁生
物之具也冶 [3]遥 正因如此袁精神性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

特征和特性遥
在中国传统艺术的这种精神性的映射下袁 体现在

传统中国画中不变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即以野形写

神冶﹑野意境冶﹑野气韵生动冶﹑野不似之似冶 等具体的问

题要要要在野形神冶的关系上袁中国传统艺术从来就要求

野以形写神冶遥 早在刘安叶淮南子曳中就指出野君形冶袁即指

人物的内在精神袁并指出野画者谨毛失貌冶的君形说的

形神论袁为后来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奠定了基础遥 顾恺之

认为袁中国绘画必须野传神冶袁是一种重精神的认识和表

达方式曰野意境冶亦是如此袁仍是源于中国传统艺术重视

人的主体性遥 野艺为心之表袁心为物之君冶[4]遥 而意境袁即
是艺术主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袁 是艺术中一种情境交

融的境界遥 意境中既有来自艺术家主观的情袁又有来自

客观现实升华的境遥境中有情袁情中有境遥南齐谢赫袁将
野气韵生动冶作为六法之首袁虽然当时是针对人物画而

言的袁要求以生动的形象表现人物内在的生命和精神袁
但其中包含了中国画创作的一般原理遥 野不似之似冶亦
是同理遥 这里的野似冶而非像袁是主观映射下的客观遥 以

上这些都是传统中不可更易的价值判断标准遥 除此之

外袁 还有中国传统中所特有的重整体的思维所体现的

直觉思维和辩证思维袁 以及在这种思维影响下的绘画

上所讲求的野虚实相生冶野计白当黑冶等等哲学问题遥 这

些都是传统中不变的理与法则袁 是我们应当传扬的有

价值的﹑稳固不变的传统遥
二尧两位艺术家的野变冶与野不变冶
渝 野变冶的心理需要即变法的原动力

齐白石在他五十七岁时的日记中写道院野余作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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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袁未称己意袁从此决定变法袁不欲人知袁即饿死京

华袁公等勿怜袁可余或可自称快事也冶 [5]遥 那么袁齐白石

的己意到底是什么钥
二十七岁到五十岁这段时间袁 齐白石逐渐进入文

人画家的行列袁并拜倒在金冬心尧徐青藤尧石涛尧八大的

门下袁 他所追求的境界必然与他原有的民间情愫与现

世趣味拉开距离遥 他的野未称己意冶是因为他的民间情

怀和乡土气息与青藤尧八大的人生感受是完全不同的遥
如果没有醉心雪个的经历袁 齐白石是不会认识到雪个

的冷逸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袁 因此也无法用冷逸的画

风传达他的情愫遥 这正是他日后所提出的野胸中山水奇

天下袁删去临摹手一双冶[6]遥 他的变的心理需要是重新找

回真实的自己袁并表达真实的自己遥
黄宾虹晚年的变法并无这样阶段性的心理要求袁

他所谓的变是一直贯穿始终的遥 如他的叶自题山水曳所
述院野泥古疑古袁均属失误曰知心维新袁尤当善变可耳冶[7]曰
在叶论新派画曳中所述院野画有新派袁近代名词袁从古至

今袁名家辈起袁极堕扶偏袁无时不变袁因人因地袁年代不

同袁物质盈亏袁趋易乘便袁除旧翻新袁由来已久遥 [8]冶
渔 无论其笔墨形式怎样变都不能隐蔽其精神特质

的一致性

纵观两位画家变法前后袁无论其笔墨形体怎样变袁
都不能隐蔽其个性的一致性袁 这是他们变法前后不曾

改变的东西袁那是个人的尧个性化的标识和痕迹袁这似

乎又是永恒的遥
1958 年齐白石遗作展览会展出了一幅四尺整纸大

鲤鱼渊如图 1冤袁老人 90 岁记说这是他 20 岁所作袁已具

有相当成熟的水墨功夫袁而其造型则具有野鱼盘冶瓷画

的意匠特色袁 这幅画在造型上所流露出的民间特色可

以看作是齐白石的早期面貌遥 而就那条大鲤鱼游动的

气势尧用笔的力度和笔致的表现而言袁我们能在他变法

后的画作中找到相同的气息遥 我想这种相同的气息就

是性格里不曾改变的东西袁 是他心性的体现和所在:老
人对生活敏锐的观察袁伴着一种童心般的趣味性遥 由形

似到神似袁抹不掉的是艺术家天性所具有的品质遥
我们再以黄宾虹早期尧中期尧晚期的山水画为例遥 图

2 为叶百丈虬龙呈变幻曳袁是他 39 岁的作品袁虽然在笔法

和墨法上有不成熟的因素袁甚至是有摹古的痕迹袁但我

们仍能感到他所一直追求的野浑厚华滋冶民族性的山水

意境遥在他中期的作品里渊如图 3冤袁其画法已不采用先勾

后染的常规成法袁在墨法和笔法的具体运用上已具有了

自己的表达方式遥 这样的方式使其更接近他所追求的浑

厚华滋的意境遥 衰年变法时期渊如图 4冤黄宾虹将浑厚华

滋的山水意境追为一种极致遥 虽然三幅画是不同时期的

作品袁但我们看到他在意境的表达上是相同的遥 这也体

现了黄宾虹是由传统山水向现代山水转型的集大成者遥
隅 野变冶的价值

1. 其精神特质中野不变冶的因素得以彰显与阐扬

两位艺术家之野变冶袁其价值就在于使他们性格里图 1 图 2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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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野不变冶的东西得以显扬和表现袁使其性格中那个

永恒的标识和痕迹更加清晰与鲜明遥
齐白石的晚年变法袁 可以说是寻找自己的过程袁

当这个有着民间真趣的老农决定变法的时候袁也正是

他要用绘画表达自己的时候遥 因此流露出的正是他自

己的天性了袁那是一种农人的尧民间的乐生之趣的自

然流淌袁并已幻化为他的血液袁进入他的一呼一吸之

中遥 这种标识和痕迹就像叶百年孤独曳中 17 个奥雷连

诺额头上的野灰十字冶一样袁成为其生命所独有的象

征袁这样的标识已生长在他们的灵魂里了袁是永无法

抹去的遥 而黄宾虹终其一生所追求的野浑厚华滋冶民族

性袁也正与他的精神气质是相同的袁对浑厚华滋的追

求也正是对他自身的实现遥 他晚年变法后的画风和面

貌袁将野浑厚华滋冶表现得更加畅快与淋漓袁达到了一

种极致的精神境界遥
2. 这种个人的阐扬又是超越自我之上的

如果一件艺术作品仅仅属于艺术家个人的体验而

同这个时代无关联的话袁仍不能算作真正的艺术作品袁
他一定是有着时代的强音和时代的印记曰 此时艺术家

的心灵袁 不但属于他个人袁 更属于整个时代和整个民

族遥 齐白石和黄宾虹的绘画袁不仅表达了自己的内心世

界袁 而且他们特有的审美理想追求又是与他们所处的

时代是同步的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遥
三尧中国画的野变冶与野不变冶
前文已提及传统中稳固不变的因素袁 中国画中不

变的因素亦是如此袁即院传神尧不似之似尧意境尧气韵生

动等袁它们仍将是评判中国画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取向遥
石涛言野笔墨当随时代冶袁绘画语言自身的革命性是因

时代和艺术家个体之变而引发的遥 那么袁这里的野变冶是
要尊重和继承传统中野不变冶的因素袁即本文所指的野抱
经冶袁那么在此基础上的变袁才是中国绘画之变袁同时袁
中国画才可能在新的时代得以彰显并使其更具生命的

活力遥
渝 中国画之野变冶要尊重传统中那些野不变冶的因素

这里以最具创造活力和艺术个性的石涛为例遥 其

曾言院野夫画袁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冶 [9]袁但同时他又强调不

能野空诸依傍冶遥 虽然石涛一再呼吁野搜尽奇峰打草稿冶袁
企图以山水造化这一充满生命力的新鲜材料来作为绘

画的表现对象袁但仅仅出于此显然是不够的袁还需要承

继传统中有价值﹑稳固不变的因素袁无论是传统的绘画

精神和一以贯之的准则袁 还是传统的笔墨程式和表现

语言遥 虽然他信誓旦旦野不立一法袁是吾宗也冶 [10]袁然而

却言野不舍一法袁是吾旨也冶 [11]曰虽然石涛的画论离经叛

道袁野万点恶墨恼杀米颠曰几丝柔痕袁笔倒北苑冶[12]袁但实

际上却如傅抱石所言袁野全自经典出冶遥 石涛所绘黄山七

十二峰袁虽野皆自出己意为之袁神到笔随冶[13]袁然而却又

野与古人不谋而合冶[14]袁野各仿佛一宋元名家冶遥
可见他的艺术发展道路是在传统之上的变更遥 如

艾略特在叶个人才能与传统曳中说院野我们反而往往会发

现不仅他的作品中最好的部分袁而且最具个性的部分袁
很可能正是已故诗人们袁也就是他的先辈们袁最有力地

表现了他们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部分遥 [15]冶
渔 传统中野不变冶的因素是通过艺术家个体的野变冶

来实现的

如沈颢﹑石涛﹑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都曾提出过

似与不似的问题袁 他们都用各自不同的绘画语言和造

型方式诠释着对形神问题的理解遥 早在明代袁 沈颢在

叶画簏曳中提出野似而不似袁不似而似冶曰清代大家石涛提

出野不似似之冶曰黄宾虹提出野绝不似物象者与绝似物象

者袁皆欺世盗名之画袁为绝似又绝不似物象者袁此乃真

画冶曰齐白石提出野不似为欺世袁太似为媚俗冶曰傅抱石曾

列作画程序院不似渊人手冤要似渊经过冤要不似(最后) [16]遥
从本质上言袁艺术无疑是最强调独创的袁任何一种

真正的艺术都具有不可摹仿性和不可重复性遥 中国画

亦是如此遥 作为中国画大家袁无论是齐白石﹑黄宾虹﹑石

涛袁还是傅抱石﹑潘天寿 袁他们都以各自的绘画语言方

式诠释着传统中那些野不变冶的永恒价值曰他们以各自

不同的感受和面貌袁 一次又一次地给中国画平添着新

的活力遥
四尧结语

野变冶与野不变冶是一对矛盾袁二者互相依存袁野变冶源
于野不变冶之中袁野不变冶则需野变冶来得以显扬与实现遥 固

守而不变袁犹如死抱传统袁终将使本性泯灭曰一味求变袁
则如木无根袁水无源袁更无表达了遥

就艺术家个体而言袁野变冶 的价值就在于使其性格

中野不变冶的因素更纯粹和单纯袁使其性格中那个永恒

的标识和痕迹更加清晰与明确遥 野变冶的过程是逐渐将

那个真实的自我彰显出来的过程遥 并且袁艺术家变法后

的作品袁不但是最好的部分袁就是最个人的部分袁也同

样能体现出传统的精髓所在遥 那么此时的艺术作品袁不
仅属于艺术家个人袁而是更具时代性和民族性了遥

那么中国画生命的延续与发展也同样要尊重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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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变冶与野不变冶的因素袁在此基础上的表达要要要野变冶又
同样是尊重自己民族性格中那些野不变冶的因素的曰传
统中野不变冶的因素是通过艺术家个体野变冶来实现的遥

由此袁推而广之袁从艺术家自身的性格扩展到整个

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遥 艺术家的野变冶与野不变冶与包括中

国书画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野变冶与野不变冶的辩

证法是相一致的遥 正如黄宾虹所说袁野变易人间阅沧海袁

不变民族性特殊冶[17]遥人类社会包括人类文化渊当然也包

括中华民族的文化冤袁像沧海变桑田袁桑田变沧海那样袁
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袁但是这种野变冶中有某种相对稳定

的尧不变的因素袁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特殊的性格遥
野变冶才有发展袁才有活力遥野不变冶的是我们的本色袁

民族的命根遥 叶易曳曰院野变则通袁通则久冶 [18]袁我们的本色

也只有在变化中才能得到发展袁才能有持久的生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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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目的 深入了解野95 后冶大学生在使用微信朋友圈时的习惯和特征袁以期为学校和社会对大学生的

舆论引导提供实证的参考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上海杉达学院一到四年级学生进行随机问卷调查袁收回有

效问卷 320 份遥对部分学生进行采访袁并结合文本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遥结果 经分析发现袁对野95 后冶大学生的舆论

行为有几种误读院野无病呻吟冶袁内容参与度高袁舆论领袖过度依赖袁甄别能力低等遥 结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袁采用学

生喜欢的新媒体互动与体验方式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袁掌握野去权威化冶的领导力和野去中心化冶的
主动权袁能使舆论引导工作事半功倍遥

揖关键词铱 95 后大学生曰舆论引导曰个性化曰去权威化曰去中心化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post 95s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use of WeChat moments in the habit and
characteristics, to provide a positive reference for the community or school in the guid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ro鄄
cess of public opinion. 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freshmen to senior students in Sanda University were
surveyed, and 32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Some students were interviewed, and the text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misunderstandings of public opinion behavior of the
post 95s students: 义nonsense义, the content of high participation, opinion leaders transition dependence, screening ability
etc.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how that the students忆 new media interaction and experiential
style are adopted to guid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of public issues. Mastering 义de-authoritarianism义 of
the leadership and 义decentralization义 of the initiative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guide public opinion work.
Key Words: the post 95s college students; public opinion; de-authoritarianism; decen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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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21 日袁微信上线曰2012 年 4 月 19 日袁

微信开启朋友圈功能遥 短短几年袁微信以即时尧强关系

化等社交特点袁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遥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渊China Internet Network Imfor鄄
mation Center, CNNIC冤2016 年 8 月公布的 叶第 38 次全

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曳显示[1]袁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微

信朋友圈的使用率已经达到 78.7%遥微信朋友圈是基于

微信联系人形成的熟人社交平台袁 随着用户规模的拓

展尧产品功能的丰富袁弱关系社交也逐渐渗入袁在产品

内部形成多个相互平行尧自成体系的圈子遥
微信的朋友圈以其纯文字的信息发送尧 图片以及

小视频尧网页和链接尧推送广告尧评论和转发等功能袁在
传播私人化尧平民化尧个性化的信息方面深受大学生们

的欢迎遥 大学生可以将自己喜欢的文章尧图片尧视频以

及自拍照尧 生活上的琐碎记录发送到朋友圈中进行分

享曰对别人分享的内容进行转发或者评论遥 发尧转尧赞尧
评是大学生微信朋友圈最基本的使用功能[2]遥

各类学术造假事件尧学生自杀危机事件袁到近几年

的大学生犯罪事件等袁都一再警醒人们袁高校教育已经

成为了危机舆情发生的野重灾区冶遥 2016 年 2 月北大学

生涉嫌弑母案发生后袁北京大学官微通报了此事袁引起

了高校学生在微信朋友圈中的热议袁 有网民称院野马加

爵尧药家鑫尧林森浩三人袁中国野80 后冶袁大学生袁杀人犯遥
所犯下的命案在当年都引发全国巨大轰动袁 并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袁最终全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遥 吴谢宇袁野90
后冶袁大学生袁网上悬赏通缉袁涉嫌弑母潜逃遥 应试教育

下的高学历犯罪袁忽略了对大学生心理疏导遥 过度脆弱

敏感袁可悲浴 冶受众在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再次产生怀疑

的同时袁也给野90 后冶大学生贴上了野高学历犯罪冶的标

签遥 2016 年 3 月 27 日袁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院大一学

生芦海清在成龙校区一宿舍学习室被室友杀害袁 该事

件又让大学生们产生了对校园安全的担忧遥 野感谢室友

不杀之恩冶的信息在朋友圈不断传播遥 当医院认定野死
者系头颈离断伤致死冶的信息传出后袁各类微博和朋友

圈流传的谣言一次又一次震动着大学生的敏感神经[3]遥
另一方面袁高校学生群体思想活跃,对各类事件敏感程

度高袁 利用手机微信表达个人态度情绪逐渐成为大学

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在一些突发的高校危机事

件中袁微信所提供的平台和空间袁已经从舆论的收集与

转发地逐渐转变为舆论的主要传播地袁 学生在舆论中

的主动性得以充分发挥袁 成为重大舆论的引爆者和积

极参与者遥 因此袁利用微信建立高校信息管理和舆论引

导平台袁 形成适应新形势的信息管理办法和舆论引导

艺术袁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遥
一尧野95后冶大学生微信朋友圈的信息传播特点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袁 随机选取了杉达学

院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袁发放调查问卷 350 份袁回收问

卷 330 份袁有效问卷 320 份袁其中男女生比例约为 1院3袁
涵盖学校所有专业的学生袁大学一年级耀大学四年级的

比例分别为 40%尧30%尧20%尧10%遥
1. 原创者院图片尧视频是主流的发布方式

从使用频率来看袁80%的学生表示每天会翻看朋友

圈曰20%的学生会不定时看看朋友圈遥调查结果表明袁微
信朋友圈已经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遥 有些学生甚

至表示袁野如果不看朋友圈袁 这一天都会觉得不舒服冶遥
从微信朋友圈的发布内容形式来看袁用文字+图片的形

式记录分享自己的生活尧 转发有用有趣的信息文章分

别占 42%和 36%曰还有 10%的人会发布商品渊代购尧微
商冤等内容遥 受访者表示袁纯文字的内容形式过于单调袁
又因为朋友圈有折叠文字的功能袁 很容易让自己的信

息淹没在不停更新的朋友圈中袁 而纯图片的形式简单

明了袁视觉感受上有较强的冲击力曰文字+图片的形式

可以让读者的理解更加多样化袁 加深对原有内容的记

忆遥这表现出了大学生对自己朋友圈经营的主动性遥从

使用目的来看袁62%的学生表示会发表生活动态尧 分享

自己的心情和一些娱乐消遣的照片曰25%的学生会发表

和学习有关的内容曰 还有 10%的学生是为了结交新朋

友袁扩大自己的交际圈遥 大学生通过朋友圈建构自己的

社交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遥 从此结果上分析袁虽然熟

识的人可以利用朋友圈交流袁 但是更多地是在展示自

我尧分享状态遥
2. 转发者院互动交流和自我表达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渊见图 1冤袁朋友圈转发内容的主

图 1 野95 后冶大学生朋友圈活跃状况

Wang Yiming On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of Moments for the Post 95s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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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源是微信好友和公众账号遥26%的学生表示转发好

友发布的内容袁42%的学生转发来自于公众号内容袁两
者都是通过第三人的效果袁野用别人的嘴巴说自己的事

儿冶袁但两者的互动效果是不同的遥 转发朋友发布的内

容袁哪怕朋友转发的内容也非自创袁这种亲近感会让大

家贴上野同一类人冶的标签曰转发公众账号内容袁是对内

容的部分认同袁纯粹地进行一种传播遥
3. 沉默者院不是野非活跃用户冶
调查显示袁26%的学生从来不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内

容袁19%的人很少发布朋友圈遥 主要原因是渊见图 2冤袁大
部分人不喜欢自我表现曰 少部分人不想让自己的隐私

泄露袁不想把自己的生活状态和想法袒露给微信好友遥
这批人虽然不愿意自己被别人发现和了解袁 但总是默

默地观察其他人的朋友圈状态遥 他们也很活跃袁只不过

是内隐式尧非公开化的活跃[4]遥 所以笔者认为将沉默者

划为野非活跃用户冶并不合适遥 用户行为始终是动态流

动的袁今天的沉默者或许就是明天的原创者遥

原创者尧转发者尧沉默者在朋友圈的活跃方式各不

相同袁原创者的主动性更强袁发布内容得到回应的满足

感多于内容的信息本身的含量袁野点赞回应即是满足冶曰
转发者选择最为中庸的方式袁 将个人真实的情感隐藏

在别人的帖子中袁野我快乐但我不直接说冶曰沉默者的沉

默不语不代表内心情感未被触发袁只是他们采用野内敛

表达冶遥
二尧对野95 后冶大学生微信舆论行为的误读

我们一般会将现在的大学生归类为野90 后冶袁其实

野95 后冶与野非 95 后冶渊指 1990 年至 1995 年之间出生的

人群冤之间在很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遥野95 后冶在微信

朋友圈里更喜欢分享日常心情和生活照片袁相比于野非
95 后冶对分享百科信息的热情袁野95 后冶对游戏动漫以

及娱乐搞笑方面表现出了更高的兴趣遥 野95 后冶更追求

野与众不同冶袁寻求别人的关注遥 所以袁社会上大多人会

对野非 95 后冶朋友圈上的很多行为产生误读[5]遥

1. 误读一院野95 后冶在朋友圈中喜欢野无病呻吟冶
前文的调查中所示袁62%的野95 后冶学生会发表以

野心情冶等状态为主的分享袁网络社交变为了他们的日

常必需品遥 由于社交网络和娱乐方式的多元化袁让他们

有了更多个性化的可能遥 有些学生甚至每天就是发表

野早上吃了面包袁中午吃什么冶的状态袁就会得到朋友圈

连串的共鸣遥 野非 95 后冶觉得这是一种野矫情冶袁一种野无
病呻吟冶遥 其实袁野随意冶和野随性冶的背后袁表现出 95 后

对社会认同感的渴望与实际状态之间的落差遥 他们更

渴望野被关注冶野被宠爱冶袁尽所能地让自己野不同冶袁呈现

更多表达自我的渠道来吸引别人的更多关注[6]遥 问卷调

查显示,87%的学生表示希望别人对其发表的内容点赞

和评论,其中 92%的人表示希望收到别人的评论,这样

说明阅读者对他的重视以及能够了解别人对自己的看

法和态度遥 野希望看到别人的评价遥 因为这样会让我觉

得我发的东西是有人认真看的冶遥 69%的被调查者希望

被人点赞袁 但是多数人表示点赞有时可能只是 野随手

点冶袁野点赞只是敬意袁评论才是友谊冶遥
2. 误读二院野95 后冶 对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内容参与

度高

野95 后冶对朋友圈发布的信息的参与度是相对而言

的遥 问卷调查表明袁超过 67%的学生都会对别人发布的

内容点赞袁但只有 24%的学生会对内容进行评论遥 多数

人认为会给认同的观点和感兴趣的内容点赞袁 但是评

论一般是对熟人的支持尧认可或者是对其观点的反对袁
表明自己的立场遥 点赞和评论只是在一种熟人圈子的

意见的表达遥 野95 后冶是个性化的袁野去中心化冶的袁而又

非常野矛盾冶的群体袁他们希望别人对他们关注尧重视袁
但对别人发出的内容又不愿过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遥

3. 误读三院野95 后冶对意见领袖过度依赖

舆论认为袁在使用微信朋友圈时袁野95 后冶野随手发冶
的现象非常普遍遥 在越来越多的公共议题讨论中袁大学

生们满足于随手转发袁 借此完成一次次立场的宣示或

品味的呈现遥 在这一次次野随手发冶之间袁将独立判断和

表达的权力让渡给意见领袖袁成为思想的寄生虫袁将对

理性尧客观意见的点赞和吹捧转化为了一种盲从[7]遥 但

这次的调查显示袁高达 96%的学生表示袁基本不随意在

朋友圈里转发内容遥 他们在朋友圈营造的是野趣缘冶圈
群袁哪怕是自己喜欢的意见领袖的文章袁如果不符合朋

友圈群的文化也不会转发遥 74.2%的学生表示袁在转发

的同时也会用文字表述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袁 哪怕是对

图 2 沉默者不发布的主要原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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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的观点的反驳遥 野95 后冶的学生在朋友圈里进

行独立评论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袁 虽然他们的表达

或许拙劣尧平庸袁但他们无论是用口头的还是文字形式

坚持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袁都是对自我的一种反思遥
4. 误读四院野95 后冶对信息的甄别能力低下

朋友圈中既包含积极向上的野正能量冶信息袁也充

斥着形形色色的野负能量冶信息遥 这些不良信息袁比如垃

圾信息尧标题党尧道德绑架等袁都会影响大学生价值观

的判断遥
野95 后冶在微信朋友圈中的信息甄别能力一直被认

为是野负数冶的[8]袁但这次调查彻底颠覆了这个观点遥 83%
的学生回答袁像野中国人就转冶的此类推送文袁在野95 后冶
这里是行不通的遥 55%的学生回答袁对于电视尧网络上的

一些新闻或事件袁多数都是带着怀疑的态度去阅读遥 对

一件事件的解读会去参考几方的评论后再做自己的判

断遥 甚至有 32%的学生表示袁在对公共事件的讨论上袁
会等新闻或事件发酵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进行转发或评

论遥 当网络被谣言尧假新闻尧反转新闻充斥的时候袁大学

生对信息的甄别变得越来越谨慎袁 也越来越 野去中心

化冶袁对权威缺乏信任袁这个现象值得社会和媒体深思遥
三尧野95 后冶大学生朋友圈的舆论引导方法

1. 采用学生喜欢的方式袁引导学生自我表达袁积极

参与公共议题讨论遥
第一袁融合多个信息传播平台遥 微信舆论场的信息

传播并不依赖于单一的平台袁 而是通过整合多种信息

传播平台袁实现信息的发散性传播遥 在这些平台中袁既
有看得见的实体平台袁也有看不见的虚拟平台遥 一是即

时通讯平台遥 可以通过文字尧视频尧语音尧图片等信息直

接传送给学生遥二是社交互动平台遥微信舆论场的信息

传播所依赖的主要是社交平台袁 通过朋友圈上的原创

文章发表引导学生自主评论遥 在朋友圈中有一个颇为

重要的功能就是野所在位置冶功能遥 95 后的学生不依赖

于血缘尧地缘等的接近袁他们更看重于是否和他有共同

的兴趣与爱好袁 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可以利用朋友圈

的野所在位置冶功能选择一些有意思又不失场景说服力

的场所增强发布内容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袁 同时激发学

生的兴趣点袁利用野同一类人冶的接近性进行互动遥 三是

资讯平台遥 在微信中袁可以订阅相关的资讯信息袁依托

各大媒体的微信公共平台袁 微信用户可以获得实时资

讯遥 学校可以开设官方或兴趣组的公共账号袁通过对公

共事件尧时事的评论文章发表引导学生正确甄别信息袁

认识事实的真相袁 积极参与到对时政问题等的讨论中

来遥四是直播平台遥这是现今深受野95 后冶大学生喜爱的

一种互动平台遥 调查发现袁78%的学生对老师的转发内

容和意见的发表会特别关注袁 也会受到老师的舆论引

导而对事件的看法有所改变遥 隐藏在网络背后的野95
后冶 的大学生在面对面的交流上展现出了薄弱的那一

面袁因此学校可以推出野网红教师冶袁与学生以直播的方

式进行野面对面冶互动[9]遥
第二袁掌握发布的时间点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

节遥 95 后的学生随性尧自我尧但不张扬袁如果不能掌握

野在正确的时间说正确的话冶的原则袁就无法进入到学

生的小群体中遥 调查发现袁 在晚上 9耀11 点之间是野95
后冶最为放松的时间段袁放松时也是对观点意见更能理

性地接受的时候遥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袁在小群体的网络

中进行官方的引导会更容易让学生接受袁 较少激发抵

触的情绪遥
2. 野去权威化冶构建领导力

面对着一群从社交媒体中走来的野95 后冶学生袁已
经不可能再用直接传达硬性要求和命令的方法去建构

领导力遥 在他们的意识里袁野世界是平的冶袁每个人都是

平等的袁每个人都是权力的拥有者袁每个人都是信息的

传播者遥 在这个信息越来越开放的互联网时代袁当学生

都在用 QQ 交流信息袁都在野朋友圈冶里晒心情的时候袁
学校教师真正的领导力来自于师生双方所掌握信息的

野分享冶袁 而这种野分享冶往往是通过软性的交流来实现

的遥 想要了解野95 后冶学生的家庭情况尧思想动态尧心理

状况等等袁学校绝不能游离在网络之外袁必须学会用社

交媒体的方式野说话冶[10]遥 传达教育和管理信息的方式袁
也必须适应社交媒体的语境袁变单向尧硬性的命令为多

向尧生动的解释遥 要努力开拓学生教育管理的野网络主

战场冶袁这不但是领域的改变袁更是社交语境和教育方

式的变革遥 在野95 后冶眼里袁教师的权威仍在袁但是不是

绝对的袁如果教师还保持硬性的传达方式袁那么学生就

会野拆掉冶你的权威遥
3. 野去中心化冶掌握主动权

野朋友圈冶的信息流动与传播是群落与群落之间的袁
有人说袁现在的信息社会让我们又回到了野部落化冶的
时代遥 它与原始部落化的区别是袁消弭了等级与等级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袁 改变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达

和阐释模式遥 这样就出现了多样化袁多中心化的形式袁
对学生的引导也已经无法延用传统的层级为基础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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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式遥 在网络社交媒体野部落化冶的今天袁在师生的

野朋友圈冶中选好野群主冶尧培养好野舆论领袖冶尧把握信息

传达和阐释的主动权尤为重要遥 野去中心化冶并不代表

就没有了中心袁 在对信息的原始编发时教师还是要做

认真尧严肃的野报道者冶和野把关人冶袁所有信息的传达和

解释野以此为准冶袁并保留解释余地袁防止传达失真尧理
解模糊和解释混乱遥 要防止误解和谣言的产生袁对不确

定的事情不要轻易传播和承诺 [11]遥 还要高度重视学生

野舆论领袖冶的培养遥 现实交往中的领导者尧管理者尧活
跃者往往会成为社交网络中的野舆论领袖冶袁他们往往

也是野话题冶制造者和舆论引导者袁因此教师必须重视

对他们的培养和引导袁保持野朋友圈冶舆论环境的健康遥
随着社交方式的不断变化袁 舆论引导的方式不能

一成不变袁要分析不同时代人的特点袁随之进行调整改

变遥野95 后冶的大学生袁不再一味地躲在别人的言论背后

自我呈现袁从毫无压力的转发背后走向了言论的前台袁
接受朋友圈里其他人的检视与评论袁 以更加自信的姿

态参与到公共讨论之中遥 舆论的引导者更应熟悉掌握

社交媒体的应用袁做好社交媒体的野应用达人冶和野舆论

领袖冶袁在野去中心化冶的网络语境中把握主动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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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由于高校师资来源和管理体制的约束袁大学生双创教育难免出现野外行教育外行冶的尴尬局面遥 解

决这一难题的方法是社会化袁尤其是社会力量的内化遥 作者根据帕森斯渊Talcott Parsons冤的 A-G-I-L 社会系统交换

模型尧班杜拉渊Albert Bandura冤袁的 P-E-B 三元交互决定论模型尧阿斯汀渊Alexander W. Astin冤高等教育的 I-E-O 模

型袁结合应用型高校的长期实践袁摸索总结出双创教育社会化的理论推广模式袁在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工作中具体化

为野双创训练计划生态链冶袁并于实际工作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袁在野上海市高校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示范校冶建设过

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遥 为进一步推进高校双创教育工作袁作者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院双创训练计划实施原则的社

会化尧双创教育师资队伍的社会化尧双创教育平台的社会化遥
揖关键词铱 社会化曰 双创教育模式曰 双创训练计划生态链

Abstract: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source of teachers and the restric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 college students忆 inno鄄
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evitably has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of layman education. The killer of this
problem is socialization, especially the internalization of social forces. According to Parsons忆 AGIL social system ex鄄
change model, Bandura忆s PEB ternary reciprocal determinism model, Aston忆s IEO model, comb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long-termpracti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gropes and sums up the theoretical promotion model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 it is
embodied as the 义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 ecological chain义, and it has obtained a good effect

社会化：应用型高校双创教育模式与双创训练计划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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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从事大学生创新创业渊以下简称院双创冤教育

工作的广大同仁不乏做好工作的热情,但是其中的大部

分人没有亲身实践过双创遥 如果不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难免出现野外行教育外行冶的尴尬局面遥 如何摆脱这一

尴尬钥 笔者在应用型高校的长期实践中摸索总结出社

会化的双创教育工作模式袁 并在主管双创训练计划工

作时具体化为野双创训练计划生态链冶遥 其在实际工作

中获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袁在野上海市高校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示范校渊培育冤冶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遥
高校是学生踏入社会前的最后一站袁 双创能力是

现代社会关键人才的高端能力袁 构建与社会融合的大

学生双创教育模式是提升这一能力的根本性保证遥 而

实现大学生双创教育模式高效化的途径就是社会化袁
即社会价值观的内化袁尤其是社会力量的内化遥

一尧双创教育社会化相关理论简介

以 野双创教育社会化模型冶尧野双创训练计划生态

链冶为主题进行文献搜索袁没有一条文献与之相同甚至

相近袁这里只能对相关的理论进行简明而要的阐述院
渝 帕森斯的野A-G-I-L冶社会系统交换模型

塔尔科特窑帕森斯渊Talcott Parsons,1951冤的野A-G-
I-L冶模型也被称为社会系统的交换模型遥 这个模型将

社会系统分成 4 个不同的方面袁如图 1 所示院

野A-G-I-L冶模型中的 A渊adaptation冤即适应袁是指

系统要与环境发生一定联系袁系统为了能够存在下去袁
必须有从环境中获取资源的能力遥G渊goal attainment冤即
目标达成袁是指任何系统都有目标导向袁系统必须确定

自己的目标并调动系统资源和引导成员去实现目标遥 I
渊integration冤即整合袁是指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功

能袁 能够使系统各部分协调为一个起作用的整体遥 L
渊latence冤 即模式维持是指能够维持系统价值观的基本

模式并使之在系统内保持制度化[1]遥
帕森斯认为教育属于维持模式系统袁 因为它的最

大功能就是将社会文化系统内化袁即人的教育社会化遥
帕森斯的教育社会化理论给双创教育工作者的启示是:
高校双创教育工作的必要性遥 在野大众创新袁万众创业冶
的格局下袁高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袁培养适应社

会环境的毕业生袁是义不容辞的任务遥
渔 班杜拉的 P-E-B 三元交互决定论模型

帕森斯自称野不可救药的理论家冶,其理论帮助我们

解决了双创教育社会化的必要性问题袁 而可行性则需

要阿尔伯特窑班杜拉 渊Albert Bandura袁1986冤 助一臂之

力遥 班杜拉的野三元交互决定论冶袁强调人尧行为尧环境三

者之间具有双向的互动和决定关系袁 并且具有因果关

联遥 三元交互决定论模型如图 2 所示遥

in the actual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义 Shanghai University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Training Program
Demonstration School (training)义, it has played its due role.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ree policy suggestions: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training plan,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du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dual education platform.
Key Words: socialization;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mode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鄄
gram ecological chain

图 1 A-G-I-L院社会系统的交换模型 图 2 P-E-B: 三元交互决定论模型

高红霞袁等 社会化院应用型高校双创教育模式与双创训练计划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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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袁P 代表人的主体因素袁B 代表行为袁E 代表环

境袁箭头代表因果关系的作用方向遥 班杜拉的一般的社

会认知理论渊social cognitive theory冤强调在人的行为的

过程中袁自我效能和社会过程是相互作用的[2]遥 这一理

论给双创教育工作者指出了工作的思路袁 那就是制订

双创教育工作计划时袁高校要充分认知本校的野自我效

能冶袁尤其是与社会过程的交互作用袁进而考虑如何提

升双创教育工作的野自我效能冶遥
隅 阿斯汀高等教育的 I-E-O 模型及扩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阿斯汀 渊Alexander W.
Astin袁1991冤基于系统论和控制论等管理学原理袁提出

了高等教育的输入-环境-输出模型 渊Input-Environ鄄
ment-Output model袁简称 I-E-O冤,如图 3 所示遥

阿斯汀将大学生学习成果渊学生个性尧知识尧技能尧
态度尧价值观尧信念等冤视为学生投入渊个人特征尧家庭

背景尧学生入学前的教育尧社会经历尧人际经验等冤与大

学环境渊项目尧课程尧设施尧院校环境尧教学风格尧同伴尧
课外活动尧文化尧经验等冤的函数[3]遥

图 4 所示的应用型大学生社会化扩展模型是高红

霞等人渊2015冤在研究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时所进行 I-
E-O 模型的理论扩展[4]遥 大学生发展过程除了受到个人

动机和需要的内在影响之外袁 还会受到社会环境和社

会需要的外在影响遥 因此袁大学生的自我实现过程袁很
大程度上可以用社会化程度来度量遥图 3 阿斯汀 I-E-O模型

图 4 应用型大学生社会化扩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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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对应用型大学的教育工作而言具有一般

性袁 也就是说可以运用于包括双创教育工作在内的许

多方面遥
二尧双创教育社会化模型与生态链

在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中袁我们将前述的野应用型大

学生社会化扩展模型冶推广应用为野双创教育社会化模

型冶袁并进而在双创教育的核心工作要要要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工作中袁具体为野双创训练计划生态链冶遥
渝 应用型大学生社会化扩展模型的推广院 双创教

育社会化模型

作为应用型大学生教育的核心内容袁 双创教育同

样适用于高等教育的输入-环境-输出模型遥 我们在实

际工作中袁 将应用型大学生社会化扩展模型推广为大

学生双创教育社会化模型,如图 5 所示遥

大学生双创教育社会化扩展模型的理论意义在于

其一般性袁 可以为应用型高校的双创教育的投入-产出

提供思路遥其实践意义是院其一袁双创教育的投入决定双

创教育的产出遥大学生双创教育的投入不仅直接影响产

出的变化而且受双创教育投入的影响袁经历不同的双创

教育袁 大学生的双创教育能力会产生不同的成长变化遥
其二袁注重双创资源的凝聚[5]遥我们不能单纯依赖学校显

性双创资源袁更应该挖掘其潜在的双创资源曰不仅要注

重利用学校双创资源袁还应当凝聚社会双创资源和家庭

双创资源袁从而实现投入端的 1+1+1>3 的功能遥 其三袁

注重第二课堂对大学生双创教育社会化的主导作用[6]遥
通过我们的个人努力和人际互动袁丰富和优化双创教育

社会化过程袁提高这一过程的效率和效果遥
渔 双创训练计划生态链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是高校双创教育的核心

内容袁在促进高等学校转变教育思想观念尧改革人才培养

模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袁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社会

化的意义不言而喻遥 我们摸索出野社会化生态链冶的工作

模式运用于双创教育而形成的 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生态

链冶袁就是最大限度地融入社会化因素袁从而形成野社会需

图 5 大学生双创教育社会化推广模型

高红霞袁等 社会化院应用型高校双创教育模式与双创训练计划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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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引领尧学生兴趣契合尧训练项目驱动尧社会力量扶助尧社
会效益实现冶这一社会化的生态链遥其实际上对应农耕的

备种要选种要耕耘要施肥要收获 5个阶段遥 这一社会化

的生态链将学校与社会衔接袁让学生提早了解社会需求袁
接触社会资源袁获得社会帮助袁成果服务社会遥 我们认为

这是国家倡导野大众创业袁万众创新冶的终极期待,也真正

实现了创新创业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力量的内化遥
三尧对双创教育工作社会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双创教育社会化的价值不仅得到教育社会学专家

的理论支持袁 也在高校的双创教育实践中得到实践验

证袁 已经发展到可以通过教育管理部门提炼为实施指

导原则和实施措施建议的阶段遥 因此提出若干政策建

议袁仅供参考遥
渝 双创训练计划实施原则社会化的政策建议

对于应用型大学而言袁 双创训练计划不应是象牙

塔中的自拉自唱袁 而应是与社会相关方面协调一致的

大合唱遥 因此建议对叶教育部创新性实验计划指南曳中
的实施三原则野兴趣驱动尧自主实验尧重在过程冶[7]进行

发展和补充遥 即根据应用型大学的使命和社会责任进

行社会化改造袁 鼓励各个高校根据自己的办学模式进

行个性化处理遥 比如上海杉达学院根据自己民办及应

用型高校的特点袁将实施原则扩展为野社会需求引领尧
学生兴趣契合尧训练项目驱动尧社会力量扶助尧社会效

益实现冶这一双创训练计划的社会化生态链遥
渔 双创教育师资队伍社会化的政策建议

毋庸讳言袁 目前高校双创教育的师资是双创教育

木桶最短的板子遥 解决此问题袁聘请企业导师袁采取野双
导师制冶是十分必要的袁而且要长期坚持下去遥 但是由

于人员编制和物理距离袁学生感到面授难及时尧函授难

野解渴冶遥 因而袁破除传统观念束缚袁鼓励高校教师兼职

创业和在职创业袁 职称评定以及其他待遇政策还需要

再放开一点遥
隅 双创教育平台社会化政策建议

在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袁不仅仅是双创社会规范尧
价值观念尧知识与技能的内化袁还在于社会双创机构的

内化遥 通过探索学校与社会深度融合途径袁建立起高度

社会化的双创教育平台遥 该平台发挥着将野大学生双创

教育社会化推广模型冶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的功能遥 用一

个平台首先凝聚起学校尧社会尧家庭三各方面的双创资

源袁实现优势互补和雪球效应曰其次将双创第一课堂和

第二课堂的运作相衔接袁发挥 1+1>2 的效应曰再次在这

一平台上定期组织的培训尧竞赛尧讲座尧俱乐部活动中袁
学生有了高质量尧针对性的双创社会性互动机会袁从而

也会激发个人的双创努力曰最后袁这样一个社会化的平

台袁也是双创训练计划生态链运行的资源尧课堂和组织

保障条件遥 形成这样一个平台袁学校需要有相应的组织

措施和政策遥 比如袁这个平台运作机构要要要创新创业学

院的建立和完善袁 针对高校双创教育资源短缺建立的

校企合作机构袁 并且将这两个机构通过一定的组织手

段和政策实现密切联系遥
双创教育社会化是解决高校双创教育难题的一把

钥匙袁期待同仁们有更深入的研究与尝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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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线性代数课程教学现状

线性代数是大学最主要的数学公共基础课程之

一袁能培养学生的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学好线性代

数袁有利于学生提高抽象思维尧逻辑推理和归纳判断的

能力尧 科学计算和数学建模的能力和用数学语言描述

问题和用数学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遥 线性代数的教

学内容主要是行列式尧矩阵尧线性方程组尧特征值与特

征向量和二次型遥 线性代数具有逻辑性强尧抽象性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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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期圆园 1 7 年 6 月
晕燥援2Jun援 圆 园 1 7

揖摘 要铱 线性代数是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课袁由于线性问题广泛存在于科学技术各领域袁解大型方程组尧解
特征值特征向量袁已成为各类技术人员经常遇到的课题遥 但线性代数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的逻辑性袁学生学习

时普遍感到有一定难度遥 为有效提高线性代数的教学效果袁本文提出将简单的数学建模实例和数学软件融入线性

代数教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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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知识联系密切且内容相互渗透的特点遥 在实际教

学中袁偏重基本概念和定理袁学生普遍反映这门课程概

念多袁计算复杂袁定理难以理解袁不好掌握袁更不要说做

到举一反三袁融会贯通遥
在数学类课程学习的过程中袁许多学生会问野我们

为什么要学钥 冶野学这个有什么用钥 冶由于课程本身概念

多袁理论性强袁计算量大袁许多学生产生了畏难的情绪遥
民办高校的学生数学基础较薄弱袁在学习线性代数时袁
发现要与计算量有些大的方程组打交道袁 学习的积极

性就大打折扣遥 而事实上袁对于许多工科或者经济管理

类的学生来说袁线性代数作为基础课袁是为后续课程如

运筹学尧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做准备的遥 如何让学生有兴

趣学袁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遥
数学建模能很好地将数学理论和具有实际背景的

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袁但对于民办高校的学生来说袁
对这方面的接触较少曰 数学软件能大大提高计算的效

率袁但学生对于如何使用也不太了解遥 因此袁我们可以

在民办高校尝试将数学建模的实例与数学软件融入线

性代数教学遥
二尧线性代数教学的几点思考

渝 将数学建模实例融入线性代数教学

数学模型是使用数学知识和语言袁 尽可能精确地

刻画实际问题遥 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袁就是数学建模遥
如果将数学建模的思想融入课堂教学中[1]袁一方面可以

使数学教学课堂目的更加明确袁 另一方面可以锻炼他

们利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袁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遥 对于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袁我们可以侧重于学科的交叉运用袁
比如袁在讲求解行列式的时候袁讲到将行列式如何化为

一个上渊下冤三角行列式袁可以将基本思路告诉大家袁然
后将班上的学生分为几个人一组袁 让学生用 C 语言编

写出计算一个四阶行列式的程序袁然后在课堂演示遥 这

样有助于学生加深对行列式计算的理解袁 比笔算练习

减少计算时间袁又达到学习的效果遥 在讲到矩阵乘法的

时候袁 也可以让学生编写程序来计算两个矩阵相乘的

结果[2]遥 在讲到矩阵求逆的时候袁可以引入案例应用矩

阵编制 HILL 密码[3尧4]遥 对于经济管理类学生袁我们可以

侧重于与专业背景相关的数学建模实例的介绍遥 比如

在讲到线性方程组的时候袁 引入案例交通网络流量的

分析问题和互付工资问题袁 介绍完后可以布置数学实

验练习题取代传统的书本作业遥

引入数学实验袁有助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袁激发

学生学习的兴趣遥 由于现在线性代数的课时较少袁我们

可以尝试开设数学实验的选修课袁 让感兴趣的同学对

MATLAB 软件先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遥
在文科专业的学生中袁开展数学建模肯定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遥 但结合数学软件袁在课堂上介绍一些实

例袁学生还是会有些兴趣的遥 为此袁我们对一些实例做

了整理遥 鉴于时间的关系袁我们只整理了几个适合的

实例遥
渔 将数学软件 MATLAB 融入线性代数教学

由于线性代数本身具有抽象性和逻辑性的特点袁
计算量大袁课堂讲述只会举一些简单的例子袁比如行列

式计算袁最多不会超过四阶遥 而实际问题中袁碰到的绝

大部分是大规模的袁 所以在线性代数教学中引入数学

实验是十分重要的遥 利用软件工具进行实验有以下的

一些好处院
好处一院 对于低阶渊三阶及以下冤的线性代数问题袁

MATLAB 能提供图形帮助袁有利于牢固地掌握概念遥
好处二院 对于高阶的问题袁MATLAB 能提供计算

程序袁方便而简捷袁节省时间遥
好处三院 由于解题快捷袁在课程中可以较多地放进

线性代数的应用实例遥 扩展学生的视野袁提高学习的目

的性和积极性遥
MATLAB 具有强大的数值计算和数据可视化功

能袁适合工程计算遥 该软件以矩阵为基本运算单元袁提
供了大量的内置函数袁 对学生今后数学建模的练习起

到很好的促进作用遥
例如袁在讲到求逆矩阵的时候袁通常教师只会讲到

二尧三阶矩阵求逆遥 而引入 MATLAB 这个工具以后袁不
会受阶数的限制袁且效率高遥

如院

计算方阵 A=
3 0 3 -6
5 -1 1 -5

-3 1 4 -9
1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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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的逆矩阵遥

解院 在 MATLAB 命令窗口输入院
A=[3,0,3,-6;5,-1,1,-5;-3,1,4,-9;1,-3,4,-4];
B=inv(A);
即可求出逆矩阵遥
A=[3,0,3,-6;5,-1,1,-5;-3,1,4,-9;1,-3,4,-4];
C=[A,ey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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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C=rref(C)
V=U0C(:,5:8)
即用初等变换的方法求逆矩阵[5]遥
而学生对于 MATLAB 中袁线性代数相关的函数都

不太了解遥 为此袁笔者将常用的 MATLAB 函数进行了

整理遥
特殊矩阵赋值函数

Zeros(m,n) 全零矩阵 m*n
Eye(n) 单位矩阵

Rand(m,n) 随机数矩阵

Inv(A) A 的逆矩阵

Rank(A) A 的秩

线性方程组 AX=B X=inv(A)*B=A\B 左除

XA=B X=B*inv(A)=B/A 右除

A^n A 的幂矩阵

矩阵 C 的行初等变换的 MATLAB 表示式为院
渊1冤 行交换院 c([i,j],:)=c([j,i],:)
渊2冤 行乘数院 c(i,:)=k*c(i,:)
渊3冤 行相加院 c(j,:) = c(j,:)+ k*c(i,:)
U0=rref([A,B]),输出的结果就是增广矩阵 C 的精简

行阶梯形式遥
x1+4x2+7x3=1
8x1+5x2+2xn=3
3x1+6x2-2xn=5
A=[1,4,7;8,5,2,;3,6,-2];
B=[1;3;5];
C=[A,B];
U0=rref(C)
初等变换乘子矩阵的生成

行交换 E1gen(n,i,j)院
使 n 阶矩阵中的第 i,j 两行交换

function E=E1gen(n,i,j)
n=size(A); E=eye(n);
E(i,i)=0; E(j,j)=0; E(i,j)=1; E(j,i)=1;
乘子矩阵 E2gen (n,i,k)院
使 n 阶矩阵中的第 i 行乘以 k
function E=E2gen(n,i,k)
n=size(A); E=eye(n); E(i,i)=k;
E3gen(n,i,j,c)院
使 n 阶矩阵中的第 i 行乘以 k 加到第 j 行上

function E=E3gen(n,i,j,k)

n=size(A); E=eye(n); E(j,i)=k;
如院E3=E3gen(3,1,3,4)

A3=E3*A=
1 0 0
0 1 0
4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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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窑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 a32 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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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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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4a11 a32+4a12 a33+4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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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MATLAB 提供了计算方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各

步骤的函数遥 这 3 个步骤是院
渊1冤 用 f=poly(A)可以计算方阵 A 的特征多项式系

数向量 f曰
渊2冤 用 lamda=roots(f)可以求特征多项式 f 的全部

根 lamda渊表示为列向量冤曰
渊3冤 用函数 p=null([lamda*I-A])直接给出基础解 p,

将 n 个特征列向量 p 排在一起袁就是的特征向量矩阵遥
[p, lamda]=eig(A)

输出变元中的 lamda 是特征值袁p 是特征向量遥

A=
1 -1 2
0 2 1
0 0 1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求以上矩阵的特征值遥
A=[1,-1,2;0,2,1;0,0,-1];
B=2*A^3+A-5*eye(3);C=inv(A)+eye(3)
fa=poly(A),ra=roots(fa)
fb=poly(B),rb=roots(fb)
fc=poly(C),rc=roots(fc)
可见袁MATLAB 提供了各种线性代数计算所需的

函数袁只要知道这些函数袁使用起来就比较方便了遥 为

此袁笔者又整理了一部分的函数名遥
数组和矩阵基本运算函数

zeros要要要创建零矩阵

eye要要要创建单位矩阵

ones要要要创建全 1 矩阵

size要要要数组的维数

cat要要要串接数组

rand要要要创建均匀分布的随机矩阵

randn要要要创建正态分布的随机矩阵

randperm要要要生成随机整数排列

linspace要要要创建线性等分向量

logspace要要要创建对数等分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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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z要要要计算非零元素的个数

nonzeros要要要找出矩阵中的非零元素

nzmax要要要计算矩阵非零元素所占空间

blkdiag要要要创建以输入元素为对角线元素的矩阵

compan要要要创建友矩阵

hankel要要要创建 Hankel 矩阵

hilb要要要创建 Hilbert(希尔伯特)矩阵

invhilb要要要创建逆 Hilbert 矩阵

pascal要要要创建 Pascal 矩阵

toeplitz要要要创建托普利兹矩阵

sparse要要要生成稀疏矩阵

full要要要将稀疏矩阵转化为满矩阵

spdiags要要要提取对角线或生成带状稀疏矩阵

speye要要要单位稀疏矩阵

sprand要要要生成均匀分布的随机稀疏矩阵

sprandn要要要生成正态分布的随机稀疏矩阵

sprandsym要要要生成对称的随机稀疏矩阵

wilkinson要要要创建 Wilkinson 特征值测试阵

dot要要要计算向量的点积

cross要要要计算向量叉乘

conv要要要矩阵的卷积和多项式乘法

deconv要要要反卷积和多项式除法运算

kron要要要张量积

intersect要要要计算两个集合的交集

ismember要要要检测集合中的元素

setdiff要要要计算集合的差

setxor要要要计算两个集合的异或

union要要要计算两个集合的并集

unique要要要取集合的单值元素

expm要要要求矩阵的指数

logm要要要求矩阵的对数

funm要要要通用矩阵函数

eig要要要计算特征值尧特征向量

三尧实施情况及教学效果

笔者于 2015耀2016 学年第二学期袁 在自己的教

学班的教学过程中袁 穿插介绍了线性代数相关概念

的 MATLAB 函数名及其使用袁 并让学生课后利用

MATLAB 来巩固概念曰在讲述逆矩阵的时候袁介绍了逆

矩阵在实际中的应用袁 并让学生用 MATLAB 求解高阶

矩阵的逆袁 大多数学生比以前有了更高的学习效率和

学习积极性遥
四尧结语

笔者在线性代数课程中尝试将数学软件 MATLAB
和简单的数学建模实例穿插入线性代数教学中遥 从学生

课堂的反馈来看袁大部分学生在听到实例的时候袁比在听

定理概念的时候袁关注度和思想集中度较高遥
当然袁笔者还需要收集更多的建模实例袁便于课堂

教学遥此外袁还是要将数学软件 MATLAB 和简单的数学

建模实例两者结合起来袁 如果单独介绍 MATLAB 软件

的话袁学生容易依赖软件计算答案袁而不是真正搞懂其

中的概念曰 如果单独介绍数学建模实例而没有数学软

件的实践袁学生对于实例本身没有深入的理解遥 我们要

做的是通过软件的介绍袁设计一些简单的数学小实验袁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去实践遥 如何设计一些和每一章

的知识点相关的数学实验袁 也是我们今后在线性代数

教学中要努力的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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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英语教材改革及教学设施建设取得了较

大的成绩袁这使得传统的英语教学变得愈加生动有趣袁
但课本的教授者要要要教师本身潜在素质的开发还明显

不够遥 课堂上袁三尺讲台就是教师发挥自身才华和魅力

的舞台遥 在这个舞台上袁教师的风采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学生的学习热情遥

本研究以教师个人魅力为主题袁 以上海杉达学

院外语学院日语系二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袁 试着探

讨大学英语教师身上有待继续开发的魅力资源袁以
期帮助外语教师利用个人魅力这种无形资源袁 深化

专业技能袁改善教学模式袁最终提升自身素养袁提高

教学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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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期圆园 1 7 年 6 月
晕燥援2Jun援 圆 园 1 7

作者简介院 忻元洁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外语学院英语系袁讲师遥 电子邮箱院sherryrainbow@sina.com

揖摘 要铱 本文论述了在外语教学活动中外语教师的个人魅力对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作用遥 通过问卷

调查分析袁得出了 3 个最重要的影响英语教师个人魅力的因素院教学能力袁人格魅力和语言能力遥 文章同时介绍了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师生关系的方法和途径遥
揖关键词铱 人格魅力曰 教学能力曰 语言能力曰 师生关系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ersonal charm of a college English teacher in improving stu鄄
dents忆 learning initiativ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author reveals
three important factors: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a teacher, the personality of a teacher and the language capacity of a
teacher. This article also introduces some effective means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 in class and promote the relation鄄
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n and off the class.
Key Words: personality; teaching ability; language capacity;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论大学英语教师的个人魅力对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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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忆 Personal Charm in
Improving Students忆 Learning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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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调查对象及方法

2017 年 3 月袁 笔者以上海杉达学院外语学院日语

系翻译专业二年级的 50 名同学作为研究对象袁对其进

行关于大学英语教师个人魅力对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的作用的问卷调查遥本次调查旨在探究院淤 大学英语教

师所具有的个人魅力有哪些主要构成因素曰 于 大学教

师个人魅力对学生的影响遥 之所以选择非英语专业的

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袁 是因为非英语专业的英语课程较

少袁更具有唯一性和客观性遥 以非英语专业学生作为调

查对象袁更能够突显教师魅力这个研究因素遥
二尧调查内容

问卷内容分为两大题遥 第一题为排序题袁请学生对

构成大学英语教师个人魅力的 10 个因素按重要性依

次排序遥 第二题为选择题袁请学生对第一题中的 10 个

构成因素对学习者带来的积极影响进行陈述袁在野A.非
常同意 B.同意 C.不一定 D.不同意 E.非常不同意冶中做

出选择遥
三尧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发现袁 学生认为最重要的 3 个构成大学英语

教师个人魅力的因素依次为院教师课堂教学魅力尧教师

的人格魅力和教师语言魅力遥 受调查学生对这 3 个因

素对英语学习者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的认同度最高遥80%
以上的受调查学生选择了野A.非常同意冶遥由此可见这 3
个因素对于构成教师个人魅力及对教学所带来的积极

影响有较大作用遥 本文将依次对这 3 个因素展开分析遥
渝 教师课堂教学魅力

课本是教学的工具袁 现代外语教学更趋向于双向

的互动式教学袁 而不是教师单方面根据书本的知识输

出袁毕竟语言的实质是双方的交流遥 所以教师与学生在

课堂上和课外的一系列互动对于建立良好的师生互信

关系有着重要意义袁 同时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也有辅助作用遥 所以教师应当在课堂内外与学生展开

积极的交流[1]遥 比如袁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创造性地开发

课本内容袁根据课本的内容袁安排学生出演英语话剧袁
鼓励更多的同学参与其中遥 而不是单纯针对某一位课

堂积极性颇高的学生提问袁要让尽可能多的同学参与袁
不要忽略弱势学生的需求袁要给予积极的鼓励遥 这样的

活动很少会有学生反感袁 因为它让课堂变得更加轻松

活泼袁与大多数学生的年龄需求也相符遥 其次袁在课堂

以外袁教师也可以组织全班性质的活动袁比如走进大自

然袁在户外展开一些娱乐活动袁做些英语的游戏遥 环境

的改变可以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激发有相当作用袁同
时可以拉近教师和学生以及同学间的距离袁 还可以帮

助一些学生减轻在课堂上发言的胆怯心理遥 因为袁在不

同的课外活动中大家的了解增加了袁 使用英语会话的

机会也同时增加袁那么用英语交流也会逐步变成习惯遥
在同样一群人之间袁即使环境换回了课堂袁也不会返回

到最初的羞怯状态遥 当然袁这些都需要教师良好的组织

协调能力遥 由此可见袁我们所说的教师的魅力不仅存在

于课堂内袁还可以延续到课堂以外袁外语教师需要更多

的长期投入包括对课程内容的准备和对学生情感上的

投入遥 一个能够把学生从不懂教到懂袁再到熟练掌握的

老师是一个好老师曰一个能够把学生从不懂教到懂袁再
到熟练掌握并能让整个过程在生动活泼的情况下实现

的教师是学生理想中的魅力十足的好老师[2]遥
渔 教师的人格魅力

关于教师的人格魅力袁 首先从教师给予学生的整

体印象即个人形象出发遥 众所周知袁一个人的形象对于

别人对其的认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袁尤其是为人师表袁
以良好的形象出现在学生们面前将更有利于增加学生

对其的好感袁从而间接影响教学效果遥 当然有一点应该

指出袁笔者这里所探讨的个人形象并非是野选美冶袁尽管

美丽的外表能让人赏心悦目袁 但并非是作为魅力教师

的必要条件遥
我们从教师的仪表着装入手遥 由于职业的需要袁教

师不能随心所欲打扮自己的外型遥 建议以简洁大方为

主遥 然而在简洁大方的范畴内袁教师应当考虑到自己对

学生所具有的表率作用袁不应动辄名牌加身袁因为这对

于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学生可能产生不良的导向作用遥
此外袁教师是一个与学生联系紧密的职业袁所以理想中

的教师应当始终保持自身的活力袁 并参考其所教授学

生的年龄层次选择不同款式色彩的衣物遥 比如袁小学教

师可以选择粉淡的暖色调袁 对于年幼的学生而言增加

亲切感曰而对于教授成年学生的教师而言袁应采取较稳

重深沉的颜色袁 以避免给学生带来欠成熟的感觉遥 当

然袁作为教师不应该把过多的心力放在自身的外表上袁
过于艳丽花哨的衣服袁会转移学生的听课注意力袁反而

会影响教学效果遥
其次袁教师还需具备良好的个人品德尧性情尧学识

和修养遥 这是教师人格魅力的内在体现袁这些因素会从

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遥 教师不光是学生们学习上的导

师袁同样应发挥价值观世界观等精神层面的榜样作用遥

Xin Yuanjie The Role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忆 Personal Charm in Improving Students忆 Learning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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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魅力是老师赢得学生尊重和爱戴的关键所在遥
在多年的教学中袁笔者发现袁虽然教过的学生英语

水平参差不齐袁但只要教师尊重他们尧认可他们袁在教

学中不断鼓励激发他们袁多花些时间和他们交流袁就会

激发他们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性遥 有些学生可能一开始

对这门课并不感兴趣袁但由于教师的人格魅力袁从喜欢

老师开始逐渐喜欢上了所学的科目遥
所以袁学生所喜爱的尧具有人格魅力的老师袁不仅

是课堂上的教授者袁还是课堂外的朋友遥 由于这样的关

系和情感袁学生更愿意聆听老师的想法和教学内容袁更
愿意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遥 因而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也自然获得了提升遥
隅 教师的语言魅力

作为外语教师袁 口语表达能力也影响着学生对老

师的印象遥 外语教师的口语水平一定程度上也是教学

质量的保证遥 首先袁外语教师应当具备良好的发音袁这
一点对于一些老年教师或受地域方言影响较重的教师

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遥 外语教师教授的是一门语言袁语
言的魅力最直接也最通常的展现便是在口语方面遥 教

师应当在自身口语能力过硬的前提下袁 展现英语语言

的美感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袁并鼓励学生开口袁模仿

教师的良好发音遥 发音是学生认知一个新的单词的第

一步袁 错误的发音不但影响学生的口语表达准确性和

为外界的接受度袁还会造成其自身的听力障碍遥 良好的

口语表达能力袁 是外语教师个人魅力的强有力组成部

分遥 教师一口流利动听的英语袁会使学生在领略英文美

感的同时袁 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袁 促使他们以教师为楷

模袁提高学习的积极性遥
与此同时袁 外语教师应该在英语教学上与时俱进遥

语言是一门艺术袁 而且是一门永不停息的发展中的艺

术遥所以一个优秀的外语教师应当时刻关注英语语言发

展的新动向尧新的表达方式袁并把它们引入课堂袁丰富课

堂教学内容袁调节课堂气氛遥 现在的学生经常接触到西

方电影和歌曲袁所以他们学习英语的途径不仅仅局限于

课本了遥如果教师的授课内容还局限在课本的狭小范畴

内袁对于活跃的学生群体而言袁教学很可能会显得过时

了遥所以外语教师应当恰到好处地把一些时兴的表达方

式或学生们不甚知晓而又普遍实用的表达方法介绍给

学生遥 事实证明袁学生对于一些非课本内容的妙趣横生

英语用法或是英语国家的习俗等更具兴趣袁记忆能力也

更强遥而且袁因为和老师有了共同的关注点袁这也有助于

提高学生对教师的好感度遥笔者将列举两个实例进行对

比遥 教师 A 与教师 B 同时对一个 30 人的班级用同一本

教材进行试点教课遥 教师 A 在讲授教材内容的同时袁适
时穿插生动有趣的外语小知识遥 教师 B 照本宣科一丝

不苟地讲授教材袁认真书写板书遥 课后对该班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和相关测试遥 结果发现院学生普遍对教师 A 的

认同感和喜爱度偏高袁认为其授课轻松活泼袁寓教于乐袁
学生更喜欢和此类教师接触袁同时在其课上的积极性和

思想集中程度较高遥 对于教师 B袁学生认为其是一位治

学严谨的合格教师袁但其授课模式枯燥袁缺乏与学生的

互动交流袁学生上课有时会乏力走神遥 在之后针对课堂

授课内容的测试中袁对教师 A 所教授的课程袁学生掌握

度较高袁特别是那些额外穿插补充的学生们较感兴趣的

内容更是记忆深刻遥 而教师 B 所教的内容袁学生虽然笔

记详实袁却难以完全记忆袁掌握度一般遥 从上述实验中袁
我们不难看出袁英语作为一门语言袁本身博大精深袁教学

不仅仅局限于课本内容袁外语教师适当补充课外趣味小

知识袁不但可以活跃学习气氛袁还可以拉近师生距离袁让
学生感到教师明白他们的关注点和兴趣所在袁同时有助

于调动课堂积极性袁使学生对教师所教授的其他内容的

关注度也相应提高[3]遥
此外袁 教师在课堂中应尽量使用英文与同学们对

话袁 灵活地把需要学生们了解的知识融合在日常口语

对话中袁 可以引入当时的社会热门话题和关注焦点为

学生们补充单词句法[4]遥 同时袁教师还可以引用英语著

作中的佳句名句袁 提高学生对英语语言美感的欣赏能

力袁激发学习兴趣遥 这样袁也展现了教师个人的语言知

识面和才能袁使学生产生欣赏崇敬之情袁因而更愿意向

这样的教师学习和靠近遥 这是教师个人魅力在课堂教

育中能发挥出最为理想化的情况遥
四尧总结

现代语言教学的方法袁 强调教师的表率作用以及

师生之间的经常性交流袁同早期的训练方法相比袁更需

要师生之间建立较为和谐互信的关系[5]遥 那么袁在学生

心目中怎样的外语教师才是他们所喜爱的呢钥 以下是

一位外国教师桑德拉窑伊诺斯对学生意见的记录遥
一个好老师知道的东西应比书本上的内容多得多遥
它不应言行高傲袁不要像命令仆人似的命令我们遥
他必须具有控制课堂的能力遥
他的课应该组织得有条有理遥当我们还出于兴奋状

态袁关心卷子中的内容的时候袁他应该把卷子发给我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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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老师应年轻活泼袁或心境年轻活泼遥
他必须喜欢我们遥 要知道袁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他

喜不喜欢教书遥
这些真诚感人的意见是贝鲁特一所学校的英语学

生写的遥这些是学生眼中的野好老师冶的形象遥学生是教

育的主体袁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袁所以他们的意见应当

引起重视遥 教师首先应当热爱他的职业袁只有热爱了自

己的工作才能在岗位上投入百分百的热情遥 其次袁教师

应该主动与学生建立更为人性化的师生关系遥 学生喜

欢有同情心的老师遥 这个老师应当记得野他自己当学生

时是什么样儿的冶袁他应当野be on our wavelength冶遥 教师

应当懂得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袁学会尊重学生尧平
等相待遥 尤其是当人们学习一门外语时袁会表现出像小

孩子一样的柔弱无助袁产生畏惧和无依无靠的感觉遥 他

们往往因为害怕犯错不敢说外语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外语

教师应当通过不断表扬他们的进步来帮助他们克服心

理障碍遥 对于掌握较好的学生袁 还可以提出更难的问

题袁进一步挖掘潜力遥 心理学家已经证明袁表扬做得好

比惩罚批评做得不好袁更能激励学生遥 对于学生所犯的

语言错误绝不能加以讥讽让其难堪袁 这会使学生对学

科和老师产生双重厌恶袁也有违教师本质[6]遥
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不是一件轻松的事[7]遥 但是袁在

教师正确的指导和鼓励下袁学生会发现袁英语学习已经

成为习惯遥 在轻松活泼的环境下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能

得到最大的激发袁从而使师生的配合更富有成效遥 一个

魅力十足的外语教师就是激发学生主动性的关键袁他
能让学生从其手中接过一把语言交际的钥匙袁 走向语

言学习更广阔的世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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