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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的 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渊2010-2020 年冤曳中提出:野坚持以开放

促改革尧促发展遥 开展多层次尧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

作袁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遥 冶上海杉达学院根据国

际化办学的策略袁努力推进国际化办学的实践袁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遥
高等教育的一般概念是袁在完成中等教育的基础上

继续进行的教育遥如果我们把中等教育的完成简单定义

为高中毕业袁那么高等教育就是在高中毕业之后继续进

行的教育遥 与之前的教育相比袁高等教育有以下特点院
首先袁高等教育是专门教育袁或者说是专业教育遥

其含义是袁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受教育的内容可以是

差异化的袁包括知识技能内容的差异化袁知识与技能组

合的差异化袁职业目标的差异化袁以及由此决定的有效

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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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达学院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念与实践

贾巧萍
渊上海杉达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本文通过上海杉达学院在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尧实施与推进过程中的思考和做法袁阐述高等教育国

际化的目标尧内涵与实效遥
揖关键词铱 高等教育国际化曰国际化的内涵曰国际化的目标曰国际化的实施

Idears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anda University

Jia Qiaoping
渊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Sanda University, explain the goals, contents and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ent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goal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mple鄄
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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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过程的差异化遥

其次袁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遥
其核心在于高等教育是社会活动袁 亦即高等教育不是

象牙塔内的自娱自乐袁 也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机构的自

身职责遥 高等教育机构置身社会环境之中袁充分发掘和

整合社会资源袁关注社会需求袁与行业企业社会组织携

手合作袁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遥
第三袁 当技术进步使得地域障碍能够被轻松跨越袁

经济一体化已成现实袁全球供应链成为企业生产运营的

基本竞争力时袁高等教育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再是一个封

闭的国家环境袁而是面向全球的国际环境曰高等教育所能

整合的资源也不再是狭小的地方或国内资源袁而是丰富

而广阔的国际教育资源曰高等教育要培养的不再是基于

地方思维为地方经济服务的人才袁而是有用国际视野袁整
合全球资源袁服务本土经济和地方需要的国际化人才遥

基于上述理解袁我们知道袁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适

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遥随着经济的日益全球化袁社会

对于人才的要求发生了根本改变遥 高等教育要做的是整

合国际资源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袁那
么高等教育过程国际化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要途径遥

一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

理性的行为基于一定的价值追求, 价值追求决定

着一定行为的目标取向, 高等教育国际化自然也应该

有明确的目标[1]遥 在具体探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容和

措施之前袁 我们必须明确高等教育国际化究竟要实现

什么目标遥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或必然途

径袁我们已经无须回答要不要国际化的问题袁但我们必

须回答为什么要国际化的问题袁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理

清高等教育国际化要实现的目标袁 从而帮助我们正确

规划实现国际化的路径遥
程星[2]说院大学国际化究竟为哪般钥 有人将目标设

定在增强一个国家的野软实力冶袁借出国办学来弘扬民

族文化袁提升国际影响曰有人将目标设定在经济方面袁
借联合办学袁双学位等项目进行创收袁以弥补教育经费

的短缺曰更多的大学将国际化作为大学发展的捷径袁试
图提升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袁 以此扭转其在国内排名

中的劣势地位遥
我们更认同他紧接着的结论院所有这些所谓野国际

化冶的努力袁都遗漏了一个大学至为重要尧及其关键的

野利益相关人冶要要要学生遥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以学生为本袁为学生创造机会袁把

学生培养成合格高效的职场人和社会人遥因此袁高等教育

国际化的目标一定要围绕学生的未来发展需要而设定遥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看高等教育国际化要实现的

目标遥
1. 个人环境院
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袁如今走出家门袁随时可

以遇到来自不同国度的人遥 即使不在上海袁或者不出家

门袁身边也可以随手找到来自不同国家的物品遥
事实告诉我们院生活在当今世界的人们袁存在于一

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中袁不管个人愿不愿意袁国际化元

素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必要的内容遥 不仅如

此袁事实还告诉我们院当三星电视机越来越多袁长虹不

见了曰当西门子冰箱越来越多袁海尔必须认真思考了曰
当卡西欧手表已经不稀奇袁上海手表更不会有人记得遥

也就是说袁 我们虽然自然存在于一个全球化的环

境中袁 但我们必须通过国际竞争力来争得立足于世界

的权利遥 民族工业如此袁学生个人亦如此遥
也就是说袁作为高等教育机构袁我们要给学生的是面

对经济全球化时的宏观视野和危机感袁 是作为地球村村

民所必须具备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袁 是在全球化职场

上的竞争能力遥我们需要帮助学生建立立足于世的根基袁
在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袁实现自身的价值遥

2. 企业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袁对外联系越来越多遥 从最初

的外资引进袁合资企业袁到后来的跨国公司总部经济袁再
到民族企业走向世界遥 不论哪个阶段袁全球视野袁本土行

动都早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运营选择遥 不论是外资企业进

来袁还是中资企业出去袁亦或只是中资企业在国内迎接外

资产品的挑战袁都需要了解外国企业尧外国产品尧外国技

术尧同时更了解本土市场尧本土需求尧本土文化的员工遥
因此袁作为高等教育机构袁我们要做的是把学生变

成了解国际产品袁也了解本土需求袁具有国际思维也具

有本土执行力的职业人袁不管是帮助外企进入中国袁还
是帮助中资投向外国袁亦或是帮助中资站稳国内市场袁
都能够面对挑战袁赢得竞争遥

3. 社会氛围

与经济全球化尧 商品-资本-技术的国际流动同步

的是人员的国际流动遥 在所有的国际交往中袁不论是文

化交流还是商务谈判袁都离不开与人的交往遥 在上海这

样的国际大都市袁 海纳百川早已成为城市的自觉和自

豪遥 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袁要求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氛

Jia Qiaoping Idears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and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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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中的人一定要有对不同文化的敏感和包容遥
因此袁作为高等教育机构袁我们要做的袁是给学生

国际文化认知的机会袁给学生跨文化交流沟通的能力袁
以及对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敏感和包容遥

综上所述袁我们认为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袁是
为学生提供国际教育环境袁 使学生有机会体验国际文

化的交流和碰撞袁形成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包容袁养成

观察问题袁分析问题的国际视野袁从而具备在国际市场

上具备核心竞争力的职业人遥
二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容

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袁有的强调是一种过程趋势袁
有的强调是一种结果袁尚无公认的定义[3]袁不同的定义

包含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容遥
如 Knight[4]说袁在大学和国家的层面上袁将跨国的袁

跨文化的袁或者全球的考虑融入高等教育的目的尧功能

或教学过程中袁就是高等教育国际化遥 这里提到了高等

教育目标国际化袁功能国际化袁和教学过程国际化遥
如奈特渊2012冤说袁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不同的国家尧

地区袁对于不同的高校尧参与者而言袁有着不同的含义袁

不可以一概而论遥 对一些人来说袁高等教育国际化意味

着一系列诸如学生尧教师在内的人员流动袁国际合作项

目袁跨国课程及国际学术研究活动曰还有些人认为高等

教育国际化是通过新型的手段袁诸如建立海外分校尧启
动网络课程袁在别国推广本国教育模式的活动曰对于更

多的人来说袁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包含了跨国尧跨文

化尧全球化等因素在内的课程及教学实践活动[5]遥
根据奈特的说明袁 高等教育国际化至少包含以下

内容院人员国际流动渊师生交流冤曰教学过程国际化渊国
际合作项目曰跨国课程曰国际学术研究活动冤曰跨国教育

活动渊海外分校曰网络课程冤遥 其中最重要的是课程及教

学活动的跨国尧跨文化等因素遥
2014 年和 2015 年袁西南交通大学连续发布野大学

国际化水平排名冶遥2015 年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了 7 个

一级指标袁19 个二级指标袁53 个观测点袁覆盖学生国际

化尧教师国际化尧教学国际化尧科研国际交流尧文化交

流尧国际显示度尧国际化保障等方面[6]遥 课题组选取了

115 所国内高校袁按照指标体系收集数据袁经过统计袁按
归一法排序遥

西南交通大学野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冶评价指标体系
渊根据中青在线评价指标体系说明整理冤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

学生国际化

来华留学生
一学期及以上

荫 来华留学生占在校生比例
荫 层次及人数
荫 专业及人数

派出学生

荫 海外学习交流工作实践学生数渊一学期以上冤
荫 参加国际比赛人数
荫 参加国际会议人数
荫 学生层次及人数

就业国际化
荫 应届毕业生海外升学人数及比例
荫 应届毕业生在全球 500 强企业就业数及占应届生比例
荫 海外校友会数

教师国际化

教师交流
荫 国外国际会议人数
荫 国外讲学/进修人数
荫 国外合作研究人数

教师队伍构成

荫 外籍教师渊半年以上冤占学校专任教师比例
荫 聘请海外名誉教授尧客座教授人数
荫 国外获得学位的教师人数
荫 国际组织尧国际刊物认知人数
荫 国外学习/工作渊一年以上冤人数

教学国际化

课程
荫 非语言类专业使用外语授课课程数?
荫 通过国际认证专业数
荫 MOOC 课程数

中外合作办学
荫 机构数
荫 项目数
荫 合同数

贾巧萍 上海杉达学院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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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上海杉达学院的国际化理念和实践

上海杉达学院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认识可

以归纳为院
我们理解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袁 虽说本科教育更

重视基础与素质袁 但是不同专业的学生日后需要的专

业能力和基本素质各有不同袁 而且不同学校在不同学

科专业方面各有所长遥
我们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是通过不同的教

育活动和教学过程把学生培养成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

展需要的职业人员遥
我们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和实现需要顶层

设计袁战略思考袁组织保障和制度落实遥
上海杉达学院国际化办学的措施院
1. 关于学生国际化

上海杉达学院积极推进学生海外学习项目袁 尤其

是一学期或一年的交换生项目袁 一方面增加学生海外

生活体验袁 学会更好地理解和包容不同文化和不同人

群袁另一方面通过课程对接和学分互认袁促进教学改革

和教师教学能力提高遥
中外合作项目为学生提供了海外学习-升学-实习

的机会袁提升了学生在就业市场的国际竞争力遥
与跨国企业的合作为学生提供了海外培训-国内

实习就业的系统环境袁 使教学与实践直接与跨国企业

的需求对接遥
国际交换生的到来袁 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提出

了新的要求袁 中外学生合班上课增加了学生之间的直

接交流袁对于开阔学生视野袁增进相互了解袁起到了巨

大的推动作用遥
2援 关于教师国际化

上海杉达学院积极引进海外师资袁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每年有稳定的海外师资来校任教曰依托政府支持引进

海外名师曰鼓励各学科积极聘用优质的海外客座教授遥
以中外合作项目为基础袁通过助教制度袁培养和锻

炼青年教师袁形成一支稳定的国际教学团队遥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

科研国际交流

研究 荫 国际合作科研项目数
荫 来自国外的科研经费

成果
荫 国际联合发表论文数
荫 国外获得专利数
荫 中外联合实验室数

国外 荫 孔子学院开办情况

文件交流 国内 荫 校内研究国外经济文化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建设情况
荫 国外在校内设立语言文化推广机构情况

国际显示度 荫 QS 世界大学排名
荫 ESI 前 1%学科数

国际化保障

国际化理念
荫 国际化发展规划
荫 人才培养定位中的国际化体现
荫 学校国际化评估工作

经费 荫 年度经费预算中国际合作与交流所占的比重

机构与人员

荫 学校国际事务委员会
荫 二级学院外籍院长配备
荫 国际交流处/国际教育学院
荫 校级专职管理人员数

平台建设 荫 教育部来华留学示范基地

信息资料 荫 图书馆外文书刊数及比例
荫 外文数据库数量

校园国际化

荫 校内标语-指示牌使用中外文
荫 学校二级单位有外文网站
荫 举办国际会议数
荫 举办国际大中型文化活动及运动会数

渊续表冤

信息来源院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5-12/14/content_11934901.htm

Jia Qiaoping Idears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and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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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海外归国人员在教学中的作用袁 通过欧

美同学会杉达分会袁凝聚力量袁分享经验袁形成国际教

学团队的中坚力量遥
以国际学生教育及契机袁形成系统的课程体系袁开

发新课程袁探寻高效的教学模式遥 同时袁通过学生海外

学习与国际学生教育项目袁促进教师交流袁支持我校教

师海外讲学袁引进海外师资来校讲学遥
加强与跨国企业的合作袁引入企业师资袁对接企业

人才规格需求的同时袁 加强对不同国家企业文化的认

知和感受遥
3. 关于教学国际化

教学国际化策略之一是课程设置的国际化遥 课程设

置是拓展国际和跨国知识的主要阵地[7]遥教学过程的核心

是课程遥 上海杉达学院通过中外合作项目和聘请海外师

资袁通过海外名师和海归留学师资袁通过国际学生教育和

课程开发袁建立了一批全英语教学的专业课程袁为国际商

务尧信息技术等方向的教学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遥
一些专业引进了国外职业资格证书的相关课程袁丰

富了本科培养方案的内涵袁加强了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遥
一些课程建设中有意识地采用全英文尧双语尧中文

同步建设和推进袁 在统一教学内容和共同改进教学方

法与考核方法的同时袁根据不同学生能力与需求袁创造

提高学生外语语言应用能力的途径袁 同时直接把引进

课程的成果推广到更多课堂中去遥
4. 关于国际化保障

上海杉达学院设立了教学委员会双语教学管理分

委员会袁负责双语和全英文师资与课程的认定袁教学过

程监督袁以及教学效果评价遥

学校设有国际事务分管副校长袁国际交流处负责国

际项目开拓与管理袁师生国际流动的管理与服务袁国际

合作伙伴的联络与维护曰国际教育学院负责国际学生的

汉语言文化教学遥 各二级学院设有国际项目负责人遥
学校通过国际交流处年度预算和其他途径提供教

育国际化经费保障遥
国际交流处及各学院积极开展国际文化活动袁通

过国际文化节等活动袁营造校园国际化氛围袁通过学校

英文网页联通学校与世界遥
四尧展望

我们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袁坚持以学生为本袁
为学校的学科专业发展服务袁 为教师学术能力发展服

务袁为学生职业能力与素养服务遥
经过多年努力袁我们目前初步形成了国际化氛围袁

建立了一支具有国际教学能力的队伍袁 形成了一些面

向国际学生教育的课程袁但课程数量袁教学效果袁师资

团队等仍有很大发展空间遥
目前各学院在对外合作与教育国际化方面的认识

与行动不平衡袁一些学院和专业仍需破冰遥
在合作院校和国际学生来源方面虽然已经包括了

美洲欧洲亚洲的不同国家和学校袁 但除语言专业外基

本限于可以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和项目遥 学校

需要在拓宽学生外语语种方面做更多努力和尝试遥
总而言之袁 高等教育必须始终坚持以学生培养为

主要目标袁以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为依托袁以教学理念尧
教学手段和教学过程国际化为基本内容袁 才能培养出

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具有国际视野袁 跨文化交流与包

容能力袁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人才遥

贾巧萍 上海杉达学院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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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与思考

王林浩 衣 苗 华 华 张乐风 鞠 巍
渊上海杉达学院 国际交流处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遥 国内高等教育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袁民办

高校的差距更为明显遥 民办高校必须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办学水平和核心竞争力袁并以此推动自身的改革与

发展遥 本文基于上海杉达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袁探讨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存在的问题及今后

发展的方向遥
揖关键词铱 民办高校曰国际交流与合作曰改革和发展

Thoughts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for Private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Wang Linhao Yi Miao Hua Hua Zhang Lefeng Ju Wei
渊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 Cooperation,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鄄
ucation today in China. The discrepancy in the level of education between domestic education and that of some ad鄄
vanced foreign countries has been recognized. It is especially true with the privat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The
privat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must enhance their quality of education, compatibility, re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The article provides an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i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issu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for privat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s well as it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by Sanda University.
Keywords: privat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exchange & cooperation, reform &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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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国民办高校迅速崛起袁已成为高等教育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

业大众化的进程遥 与此同时袁民办高校一系列的困难和

问题也凸现出来袁阻碍了其进一步的发展壮大遥 它山之

石可以攻玉袁民办高校大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袁利用

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核心竞争力袁
是民办高校推动自身改革与发展的重要途径遥

一尧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民办高校办学中的作用

在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袁 民办高校面临

着来自生源市场和就业市场的严峻挑战袁 民办高等教

育必须在逆境中开拓新思路袁 通过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推动自身的改革和发展遥 对于民办高校而言袁国际交

流与合作既是机遇袁又是挑战遥
渝 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推进袁 国际交流与合

作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遥 对于民办高校而言袁开
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提高办学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遥
民办高校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袁 必须要适应社会变化

和需求袁努力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遥 民办高校开展国

际交流与合作袁既是生存发展的需要袁也是办学现状的

需求遥
首先袁生源竞争的需要遥 社会生源总量逐渐减少袁

高校招生环节竞争激烈袁民办高校要想占有一席之地袁
必须靠优质教育和办学特色吸引学生遥 广泛建立友好

的校际合作关系袁选择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外院校袁重点

考虑同本校专业设置相似的国外院校袁 提升自身办学

的核心竞争力袁吸引优质生源遥
其次袁培养社会人才的需要遥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

市袁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多袁涉外服务等方

面需要大量精通某一国家语言或专业知识的人才遥 民

办高校开展各类国际合作项目袁 主要是为了引进国外

优质的教育资源尧特色的课程和教育方式袁培养符合社

会需求的人才遥
再次袁优化教育资源的需要遥 国际合作办学可以引

进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袁使用国外的优质资源袁结合我

国自身特点培养人才遥 民办高校招录的学生文化基础

相对薄弱袁若想将他们培养成复合型的国际化人才袁就
要为学生创造出更好的学习环境袁 让他们接受到国际

化的优质教育遥
最后袁解决学生就业问题的需要遥 就业情况对民办

高校招生具有显著影响遥 开发好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袁

增加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袁 提供学生涉外企业的实习机

会袁对学生就业有着实质性的帮助遥 在当今大学生就业

难的形势下袁用人单位最关心的是野技能冶而非野学历冶袁
使学生掌握好实用技能是解决学生就业问题的关键遥

渔 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的意义

1. 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学科建设中的

作用

国内的部分民办高校在创建初期基本根据公立学

校的模式袁根据当时的师资条件袁开设一些传统学科来

弥补当时的社会需求遥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袁应用型专业

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袁 学校必须通过综合改

革袁引进优质资源袁根据社会需求袁改造学校现有的传

统专业袁制定培养优秀人才的教学计划袁引进培养学生

综合能力的课程袁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遥
2. 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加强师资建设

中的作用

国内的民办高校一般建校时间不长袁 师资队伍也

相对比较年轻袁 优化师资队伍是民办高校一项长期的

系统工程袁民办高校要为教师提供在国外深造的机会遥
教师必须接受国际教育的最新教育理念和学术上的最

前沿信息袁 了解先进的教学方法袁 然后才能分享给学

生袁拓展学生的视野遥 民办高校在把本校教师送出去的

同时袁还要把国外一流的教师请进来遥 创造出国际化的

学术氛围袁 这是提高学校师资水平和国际化程度的有

力措施遥
3. 民办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学生培养中的

作用

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是仅仅停留在招

收留学生尧 派遣交换生尧 互换师资和交流学术的形式

上袁更为重要是民办高校对国际上先进的办学理念尧运
行机制尧管理方式尧教学内容和方法加以吸收和借鉴袁
这对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有着极为积极的作用遥 学生

能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校际交流中学到最新的课

程袁体验先进的教学方法袁提高外语的读写能力和跨文

化交际能力袁 这对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无疑能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遥
二尧杉达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现状

过去的五年,是实现我校野十二五冶规划目标的五

年袁 也是建校以来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快速发展的

五年遥
渝 野十二五冶期间的工作回顾

王林浩 衣 苗 华 华 张乐风 鞠 巍 民办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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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与合作总体发展情况院野十二五冶期间袁我

校共接待国外境外团组 273 个袁约 978 人次袁与美国尧
加拿大尧英国尧日本尧西班牙尧瑞士尧奥地利尧法国尧芬兰尧
荷兰尧保加利亚尧波兰尧新西兰尧泰国尧柬埔寨尧越南等 16
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尧澳门地区的 52 所学校建立了校际

合作交流协议袁并保持积极良好的合作关系遥
外籍教师队伍不断壮大院野十二五冶期间袁我校共聘

用外籍教师 235 人次袁平均每年 47 人次袁占专任教师

总数约 9%遥 多数外籍教师承担外语听说课程的教学袁
部分外籍教师分别担任不同专业课程教学袁 包括国际

经济与贸易尧护理尧传媒尧信息等遥 此外袁在上海市政府

支持下袁聘请了 7 位海外名师袁分别在信息技术尧护理尧
金融尧法学等专业任职遥

中外合作办学持续发展院野十二五冶期间袁我校继续

推进与美国瑞德大学合作举办的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

专业中外合作项目袁通过了教育部中外合作项目评估袁
使项目连续 13 年顺利运行袁 招生总人数达到 866 人袁
在校生 266 人袁累计赴美学习人数达 289 人曰学校与芬

兰中腾应用科技大学尧 塞纳应用科技大学建立了双学

位课程项目袁共同培养学生遥 2015 年袁我校申报了与奥

地利克莱姆斯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旅游管理本科专

业袁同时启动了高级管家服务尧精神卫生运动康复等国

际课程合作的磋商遥
教师国际化日益加强院野十二五冶期间袁我校专任教

师中有一年以上海外学习和研究经历的教师达 99 人袁
约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18%袁 其中 84 人获得海外学位遥
同时袁参加各类海外研习与进修人数超过约 170 人遥

双语与全英语课程建设稳步发展院野十二五冶期间袁
我校共开出双语课程 22 门袁与瑞德大学合作办学项目

的全英文课程约 15 门袁面向国际学生的国际商务项目

与信息技术项目有 10 门袁其中 6 门课程获得上海市全

英文示范课程立项袁1 门已获得上海市全英文示范课程

称号曰我校举办了 4 次国际学术会议曰参加各类海外研

习与进修的教师超过 170 人遥
来华留学生有所增加院野十二五冶期间袁我校共招收

国际学生 273 人袁其中长期留学生 56 人袁平均每年约

11 人袁主要集中在国际商务尧信息技术和汉语专业遥 学

校建立了国际教育学院袁加大招收各类留学生的力度遥
学生出国境学习常态化院野十二五冶期间袁我校学生

出国出境学习实习 753 人袁 获得市政府和学校出国留

学奖学金 353 万遥 其中出国出境一学期及以上袁定向培

训 6 周及以上的总计 548 人袁年均约 110 人袁占在校生

总数的约 1%遥 短期出国出境学习实习的学生参加了包

括合作院校暑期学校尧硅谷创新创业国际调研尧华尔街

金融国际研习班尧 海峡两岸高校模拟商展竞赛与创新

能力竞赛等项目遥 其中袁2014耀2015 年参加硅谷创新创

业国际调研的学生每年约 20 人袁华尔街金融国际研习

班每年约 20 人袁海峡两岸高校学生创新能力竞赛每年

6 人袁2011耀2015 年海峡两岸高校模拟商展竞赛每年约

5 人遥我校学生通过校际合作项目直接升入海外学校硕

士项目的累计超过 150 人袁占毕业生人数的约 0.3%遥
国际化办学水平开始展现院在过去的五年中袁我校

与境外院校在学术交流尧合作办学尧访学人数等方面均

有历史性的突破遥 在上海民办高校中袁我校率先获得招

收港澳台学生资格袁 率先成立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杉达

分会袁 率先成为上海市政府留学生奖学金及台湾学生

奖学金的授予单位遥
渔 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野十二五冶期间,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化有了长

足的发展袁尤其是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理念和思路袁各
项工作初具规模袁为今后奠定了扎实的发展基础袁但面

临的问题与挑战依然严峻遥
1. 各学院国际化发展水平不均衡

近五年以来, 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规模在稳步扩大袁
可仍有一些学院没有分管国际交流的院领导或助理,
一些院系尚未建立标杆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或开展实质

性的合作项目遥
2. 留学生工作任务繁重

近五年以来,留学生人数增长袁但只占全校学生比

例的 0.1%袁其中正式注册的学历生几乎没有遥上海市教

委叶教育国际化工程野十三五冶行动计划曳要求争取到

2020 年袁 外国留学生在全市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

生中所占比例达到 20%左右袁其中 50%以上为学历生遥
加大出国留学支持力度袁建立多渠道经费保障体系袁争
取到 2020 年在上海高校学习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在

学期间 10%有海外短期学习或实习经历遥 对照上海市

教委的要求袁我校发展只处于起步阶段袁任务很繁重遥
3. 学生海外交流数量和质量有待提升

我校本科生去海外学习和实习的人数虽然年年增

加袁但占全校学生的比例只有 1%袁学生获取信息的能

力不够袁语言达不到出国要求遥
4. 教师国际交流程度有待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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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师出国学习进修的人数虽然年年增加袁但
在国际会议上发言及国外讲学的人数还是屈指可数袁
我校召开的国际会议数还很少袁 参与国际合作科研的

教师更少遥
5. 全英语双学位课程数量和质量有待提升

我校仅有两个全英语双学位课程袁 尚不能满足留

学生的学习需要袁教学质量也有待提高遥
三尧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向及思考

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渊2010要
2020 年冤曳渊以下简称野叶纲要曳冶冤确定了扩大教育开放的

方针院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尧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尧提高

交流合作水平曰 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袁 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

批国际合作办学项目袁 探索多种方式利用国外优质教

育资源遥 叶纲要曳明确指出院要开展多层次尧宽领域的教

育交流与合作袁提高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曰鼓励学校吸引

境外知名学校尧教育和科研机构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尧实
训尧研究机构和项目曰支持中外大学间的教师互派尧学
生互换和学位互授尧联授等遥 叶纲要曳为民办高校展开国

际合作指明了方向袁意义深远遥
渝 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困难

1. 获取国外优质资源较难

民办高校由于历史短尧 积淀少袁 与公办学校有差

距袁 难以寻找国外知名高校合作已是不争的事实遥 目

前袁 与民办高校交流与合作的外方院校大多数是一些

规模较小或名气不大的院校遥 尽管近年来一些民办高

校努力寻求与国外名校合作的机会袁但从总体上看袁国
际合作的层次还是不高袁合作项目的质量也参差不齐遥

2. 师资不足

民办高校不少教师的外语水平偏低袁 国际交流与

合作受到限制遥 在国际合作办学的开展过程中师资不

足是较大问题袁国际合作办学对老师的要求很高袁授课

老师不但要专业能力较强袁 还要有能力用全英文教授

本课程袁这对民办高校的不少老师来说难度较大遥
3. 经费有限

经费问题是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中面临

的主要问题遥 民办高校经费投入有限袁开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经济基础薄弱遥 寻找优质的教育资源要付出相

当的成本袁引入先进的课程尧师资尧理念需要巨大的投

入袁这对自给自足的民办高校是一大挑战遥 不少民办高

校因为经费问题袁 被迫搁置合作项目或者把成本转嫁

到学生身上遥 一个中外合作项目往往要运行两三年之

后才谈得上收益袁这对民办高校而言袁压力可想而知遥
经费问题袁 成为了制约民办院校国际合作项目可持续

发展的瓶颈遥
4援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科研基础薄弱

民办高校科研力量薄弱袁 很多民办高校以课堂教

学为主袁不注重科研和技术创新袁偏向于开设不需要大

额资金投入的文科专业曰开设理工科的民办高校袁其实

验室尧科研教学设施和科研机构数量少尧层次低遥
5. 整体生源质量不高

民办高校的生源主要以高考投档分中最低分数群

或未达到公办高校录取标准的生群为主袁 生源质量较

低袁缺乏竞争力遥 加上国际合作对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

要求比较高袁 导致民办高校的很多学生参与国际交流

的难度较大遥
渔 提升民办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的思考

1. 建立自我监管体制袁打造国际合作交流特色

民办高校要想引进优质的国际合作院校袁 首先要

野自立自强冶袁构建自身特色袁以得到国外大学的认可遥
我们不仅要有优质资源袁而且要有自己的特色遥 在国际

交流与合作过程中袁 上海很多民办高校没有照搬国外

课程和理念袁而是结合中国社会需求进行了野汉化冶袁形
成独特的优势遥 同时袁越来越多的学校在着力打造专业

特色袁这将是民办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遥 杉达学院地

处上海袁利用国际大都市的魅力袁打造好我们自己的专

业袁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学校与我校交流合作袁在互派

留学生尧教师交流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遥
2. 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袁 争取政府政策经费

扶持

政府要为民办高校走野国际化冶之路创造更有力的

支持性政策环境袁同时从转变政府职能尧提供服务的角

度加以引导和管理遥 叶纲要曳实施以来袁在国家出台的

野扩大教育开放冶重大举措和试点工程中袁对民办高等

学校的扶持已经初见成效遥 上海市教委在野十二五冶规
划的实施过程中袁 已经把发展扶持民办教育纳入高等

教育的一部分袁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也投入大量财力

建立了海外名师尧学生出国学习实习奖学金尧留学生英

语师资培养尧留学生政府奖学金等制度袁为学校国际交

流与合作提供了资金保证遥 与此同时袁由于体制机制等

原因袁民办高校在产学合作尧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尧培养

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尧体制创新等方面体现出的优势袁在

王林浩 衣 苗 华 华 张乐风 鞠 巍 民办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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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办学中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遥 因此袁政府要鼓

励支持民办高校以不同层次尧多种形式尧跨学科领域地

开展国际合作办学袁 要扩大和挖掘民办高校招收来华

留学生遥 建议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和制定支

持民办高校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的相关政策与措施曰教
育主管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袁逐步地尧渐进地开禁和批

复符合报批规范的民办大学提交的国际合作办学项

目袁并出台相关政策袁扶持优秀的办学项目和机构袁大
力推进民办高校的国际合作办学向纵深发展遥

3. 通过教育国际化推进民办高校的改革与发展

教育国际化应提升为民办高校的发展战略袁 这既

是学校转型发展和内涵建设的需要袁 也是衡量学校工

作的质量标准之一遥 民办高校应在教师国际化尧教学过

程国际化尧学生国际化等方面袁全方位地推进教育国际

化袁不断提升教育国际化的水平袁并以此推动学校的改

革与发展遥 以杉达学院为例袁教育国际化理念的深化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院
渊1冤 教师国际化遥 其内涵包括了中方教师的培养培

训及外籍教师的聘用与管理工作遥 优化教师任教课程

结构袁必须以学科专业建设为导向袁以中外合作项目和

国际学生教育交流项目为依托袁 积极建设国际课程师

资团队袁 加强全英语教学团队和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

设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曰充分发挥外籍教师在外语语言

教学中的作用袁 同时加大外籍教师在专业课教学中的

比例曰继续鼓励学院聘请海外名师袁鼓励教师积极参加

国内外国际会议袁开拓教师海外讲学渠道袁积极寻求国

际科研合作袁与国外学者共同发表科研论文遥
渊2冤 教学过程国际化遥即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国

际合作袁采用不同的形式和方法袁推进学科专业国际化

进程遥 如中外合作办学尧国际课程嵌入尧全英文示范课尧

学科专业国际认证尧欧盟 ECTS 学分认证尧中外学生共

同组班学习等袁 积极推进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在课程教

学中的应用袁 逐步开发和共享面向国际合作伙伴的慕

课资源曰 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和教学

计划袁引进适应国际化大趋势袁有利于应用型国际化人

才培养的课程曰 通过课程嵌入袁 引进职业能力培训课

程袁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尧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曰通过

引进职业资格证书和课程与项目认证袁 对接国际标准

和市场需求袁提高人才培养的适用性遥
渊3冤 学生国际化遥包括来华留学生教育和学生赴海

外学习实习遥 为吸引更多的学生来民办高校学习袁除了

课程设置的特色外袁英语课程的建立也十分重要遥 我校

通过各种途径建立和推进国际教学师资团队袁形成野汉
语+英语课程+实习冶的模块组合袁建立双方的双学位课

程袁加大国际教育项目的推广曰加快推进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的建设袁积极拓展以东南亚学生和合作院校交换生

为主要生源的汉语教学项目曰 并积极开展时间灵活尧内
容多元尧形式多样的短期留学生教育活动袁积极开展创

新创业教育等内容的新项目开拓遥 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尧
开拓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袁继续支持和鼓励学生参加

各类国外境外调查尧研习尧暑期学校尧国际会议尧学科竞

赛等活动曰 支持和鼓励学生参加海外高校直升项目曰做
好毕业生就业情况跟踪工作袁调查和研究学生国际就业

能力情况袁为人才培养规格和教育教学过程提供导向遥
基于我校交流与合作的实践袁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

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存在的问题与今后

发展方向遥 我们相信在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渊2010要2020 年冤曳的指引和教育部对民办教育

的大力支持下袁 民办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将会开创

出新局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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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近年来袁上海杉达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渊CSUN冤等国外著名专业院

校的相关学院建立了密切联系和合作关系遥 尤其是与 CSUN 的迈克窑科博艺术尧传媒与交流学院在艺术与设计尧创
作技巧上的高质量尧多样化的探究袁让我们看到与世界接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袁看到与世界先进教学理念尧教学方

法等接轨的切入点袁也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尧碰撞与挑战遥 目前袁两院间的合作发挥了各自优势袁取得了一定成

效曰在跨界学科交流尧跨国作品展览尧学术讲坛尧远程网络平台合作共享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遥
揖关键词铱 伙伴与标杆曰交流曰碰撞曰兼容曰融合曰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美师生作品展览与交流
要要要跨越太平洋的艺术文化兼容并蓄

席跃良
渊上海杉达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作者简介院 席跃良袁男袁上海杉达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袁教授遥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袁国家一级美术师袁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遥
电子邮箱院yaoliangx@126.com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at Sanda University has established close relationship and part鄄
nership with some overseas universities, including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 Northridge (CSUN). Through the quality
and diversifies exploration with the School of Art,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at CSUN in art and design as well as
creative techniques, we have seen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connecting with the world, the contact points with the
world忆s advanced teach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also the differences, clash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urrentl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has utilized advantages on both sides, and we ex鄄
pect new achievements in cross-displine communications, cross-border work exhibitions, academic forums, distance net鄄
work sharing, etc.
Keywords: partnership and benchmark, exchange, interaction, mer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ino-American Exhibitions and Exchanges
of Faculty and Students

要要要The Cross-Pacific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rts
Xi Yaoliang

渊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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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交流要要要与 CSUN艺术窑设计跨国合作综述

渝 选择 CSUN 相关院系作为合作伙伴与标杆的

缘由

我们选择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相关院系

作为我校艺术与设计学院渊以下简称野我院冶冤的合作伙

伴与标杆袁理由是院除了两院间学科与专业教学类型相

近尧各具特色外袁CSUN 更具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尧工作室

体系的优势及适宜取经与赶超的标杆特色遥
CSUN 迈克窑科博艺术尧传媒与交流学院艺术系袁在

研究生和本科生教育的深度及广度体现在动画设计尧
视觉传播美术尧平面设计尧公共艺术尧插图设计尧视频/数
字艺术尧画室艺术尧制陶尧绘画尧美术教育尧摄影尧印刷及

雕刻等领域遥 教学与研究注重高质量尧多样化袁不仅体

现了每个学生的美学历程袁 而且清楚地展示出对各自

学科的掌握程度遥 建筑尧环境尧音乐尧政治尧流行文化及

方言袁代表了学生在个性化学习中所呈现的几大主题曰
追求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方式也是他们艺术系学生所代

表的多元文化的体现袁 艺术系成为展示学术和艺术成

就的朝气蓬勃的大本营遥
CSUN 毗邻动画产业园区袁与迪士尼尧梦工厂尧华纳

兄弟尧尼克尔顿影业及罗曼影业展开了积极的合作袁也
为学生实习提供便利遥 该院动画专业所开设的设计类

课程分三部分院 初级课程为动画制作原理打下扎实的

基础曰 中级课程把这些技巧运用到 2D 和 3D 电脑动画

制作中曰 高级课程使学生们有机会将想象力和技能体

现在综合性的动画设计项目中遥
平面设计专业的学生学习如何通过文字和图像把

思想和信息结合起来袁 掌握各种具有产业水准的方

法要要要从传统的到数字化的方法曰 注重具体项目的达

标要求和服务的对象袁参与整个设计过程遥 美术教育专

业的学生要完成一整套加州认证的视觉艺术课程袁在
进入教师资格学习之前袁首先完成工作室艺术尧美术教

学尧课程规划等预设课程的学习遥 绘图专业袁为有效地

表达思想袁学生要学习美术及数字媒体的技巧尧概念性

解决问题的方法尧构思和设计袁个人表达方式等遥 绘画

专业有机会观摩世界顶级的美术馆和艺术博物馆袁如
翰墨艺术馆尧盖蒂艺术中心袁诺顿西蒙艺术馆尧卡尔费

城尧中国城尧西好莱坞和圣塔莫尼卡的艺术画廊等遥 印

刷专业为学生提供传统尧创新和跨学科方面的探索袁教
授凹版印刷尧浮雕尧丝网印刷和平版印刷四种方法和研

发自我操控的尧个性化的作品遥

上海杉达学院与 CSUN 间的合作与交流袁 为双方

师生在跨学科尧跨专业尧跨国家的基础上展开积极互动

提供了可贵的机遇遥
渔 我院与 CSUN 迈克窑科博艺术尧传媒与交流学院

的前期交流活动

我院与 CSUN 迈克窑科博艺术尧传媒与交流学院的

跨国合作袁通过多次考察尧互访袁相互了解袁瞄准适合学

院发展轨迹的目标袁逐步进入共谋发展环节遥
1. 双方交流的起点是艺术的素质拓展遥 首次接待

迈克窑科博艺术尧传媒与交流学院的来访袁是 2012 年 5
月 11 日举行的叶美国音乐教育曳讲座袁主讲人是来自

该院音乐系的贝克渊Katherine Baker冤教授遥 讲座中袁她
为我院学生介绍了美国艺术发展的嬗变历史尧美国艺

术教育中的音乐教育和音乐教育发展中的体制建设

等内容遥
音乐袁似乎与艺术设计没有直接关联袁其实却具异

曲同工之妙遥世界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贝多芬渊Ludwig
van Beethoven冤在第六交响曲叶田园曳创作体会中讲到袁
他面前常常浮现出一幅幅与曲调相关的画面曰 古罗马

的建筑学家维特鲁维渊T窑U窑Uitwvius袁公元前 1 世纪冤提
出建筑的野适用尧坚固尧美观冶的原则袁还把建筑艺术比

喻为野凝固音乐冶[1]遥CSUN 教学与研究中注重高质量尧多
样化袁包括将音乐尧流行文化及方言等引入其中袁代表

了艺术与设计学生在个性化学习过程中所呈现的几大

主题遥 这次讲座袁无疑拓展了同学们的视野袁有助于拓

展艺术创作的含量和深度遥
2. 2012 年 6 月 14 日袁迈克窑科博艺术尧传媒与交流

学院副院长鲁宾博士带领艺术系王美钦博士尧 韩德森

博士一行 3 人袁 来我院访问交流遥 鲁宾博士做了关于

叶美国媒体跨专业学习要要要将新闻袁戏剧袁电影电视艺

术和传媒交流结合起来的新专业曳的学术讲座遥 参加此

次听讲的除了艺术系的学生袁 还有新闻系和外语学院

的学生遥 这一命题袁贴近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

之一野新媒体设计冶系列跨界尧跨学科的转型发展曰对我

院正在进行的政府专项建设 野视觉新媒体实验室要要要
苹果机房冶野数码摄影工作室冶野数字印刷工作室冶野媒体

综合工作室冶教学设施建设提供了支撑曰而且对新闻系

后来的转型发展袁为野网络与新媒体冶新专业的申报提

供了强有力的境外依据遥 王美钦尧韩德森博士面向艺术

设计系学生袁分别做了叶美国艺术教育曳叶跨学科及多种

学科美术教育曳的学术讲座遥 她们详细介绍了美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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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艺术设计的发展趋势袁 展现了美国现代艺术教

育新台阶院在目前这个知识经济时代袁人们不仅需要各

种有用的知识作为求职谋生的手段袁 而且需要审美的

智慧作为自我依托遥 此种智慧在艺术表现领域袁有助于

实现从无到有的创构或打破陈规的立新曰 在精神生活

方面袁 则有助于培养静观万物的鉴赏趣味或自娱自乐

的审美自由[2]遥 凭借这种智慧袁人们有望恢复自我的本

来真知袁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袁于环境设计尧艺术装潢

中品味华润雅丽意趣噎噎
此外袁王美钦尧韩德森两位博士听取了笔者的叶包

装设计曳的课程讲授遥 她们对野中国喜糖纸盒系列包装冶
专题抱以极大的兴趣袁对学生设计完成的相关作品袁尤
其对中国民族传统元素的上佳应用袁做出很高的评价袁
认为中国元素的色彩尧 图案及关于盒子的故事等别具

品位遥 她们拟将作品为案例介绍给美国 CSUN 美术系

的学生遥 课后袁两位博士与学生进行了亲切的交流袁拍
摄了一帧帧喜糖包装图像袁带回美国遥

CSUN 此次由学院副院长鲁宾博士带队来我校再

访袁直接进入我院课堂尧讲坛袁直面艺术与设计主题遥 来

访期间袁 还与校领导就进一步推动合作办学尧 访问学

者尧联展等具体事宜进行协商和讨论袁为进行校际间的

跨国交流与合作开篇遥
3. 2013 年 3 月我校代表团一行 4 人访问了 CSUN袁

与 CSUN 迈克窑科博艺术尧传媒与交流学院院长尧副院长尧
艺术系主任尧新闻系主任尧教授专家及该校相关学院领导尧
教师以及中国籍访问学者尧 研究生等 20余人进行了广泛

交流袁并参观了野美术展览中心冶和野CSUN艺术实验中心冶遥
野CSUN 艺术实验中心冶的亮点是系列野工作室冶建

制袁包括野设计项目工作室冶野陶瓷艺术工作室冶野动漫工

作室冶野印刷工艺工作室冶野视频媒体中心冶和野校报编辑

部冶等袁从这里可以看到其办学成功之所在遥 其次袁艺术

系各专业高扬野创造性艺术冶的学士尧硕士群袁包括视觉

传播美术尧平面设计尧公共空间艺术尧绘画尧多媒体制作

等十多项均是集大成者遥
二尧碰撞要要要野SD装饰画展冶野三校作品联展冶的反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袁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设计尧
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遥 中国当代艺术与传统文化

的结合赋予中国当代艺术鲜明独特的地域性袁 这种地

域性归根到底是一种共同的人文思想遥 其中所蕴含的

哲学尧美学思想策动着我国当代的艺术与设计教育袁以
此精髓入手袁结合当代作品的实例袁体现出中国艺术与

设计必须走出民族化之路袁 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占有

一席之地遥
渝 CSUN 校长来访对 野SD 学院装饰画展冶 给予

赞赏

2013 年 9 月 CSUN 大学校长戴安窑F窑哈里森博士

等一行三人来访我校袁 双方进一步沟通讨论了两校合

作发展意向遥 期间戴安窑F窑哈里森校长一行访问了杉达

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袁 饶有兴致地观摩了正在展出的

野SD 学生装饰画优秀作品展冶遥
野SD 学生装饰画优秀作品展冶是我院艺术与设计

学院环境设计和视觉传达设计两专业学生叶装饰画曳课
程的优秀习作汇报展遥 装饰画渊Decorative Painting冤袁是
一种非常讲究与环境协调和美化气氛的特殊艺术品

类袁又可分为野中式装饰画冶野新中式装饰画冶野欧式装饰

画冶野英式装饰画冶野美式装饰画冶野法式装饰画冶等样式遥
前面两种属于我国本土形式袁 其他都属于西方欧美的

形式遥 哈里森校长对学生的作品情有独钟袁逐幅地仔细

观赏尧评点袁详细询问作品的寓意尧绘制方法尧制作工艺

等问题遥在她的眼光里袁野这些都是新的浴 渊These are all
new! 冤冶她对杉达学生运用中国传统元素把东方韵味融

入到设计中的创意大加赞赏袁 如寓意意境中的中国诗

词意匠尧风水尧图腾尧文哲思想等曰图案样式中的纹理尧
肌理尧祥云等曰材料质地中的编织尧刺绣尧拼贴尧镶嵌等曰
色彩与象征元素中的中国红尧中国蓝尧龙凤呈祥尧中和

之美等噎噎这些袁无疑与欧美审美理想尧西方文化产生

野碰撞冶袁这种野碰撞冶体现了中国艺术的风格和特色袁就
是野中国风冶遥

渔 野三校教师艺术与设计作品联展冶要要要中西文化

的彰显

得益于戴安 F窑哈里森博士对野SD 学生装饰画优秀

作品展冶 的赞赏与厚爱袁4 个月后的 2014 年 2 月初袁
CSUN 发起主办了野上海杉达学院尧上海师范大学尧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三校教师艺术作品联展冶袁2014
年 3 月~4 月袁作品在 CSUN 美术展览中心展出遥本次联

展精选出各校 25 件作品袁是三校艺术与设计教师较高

水平的示范性汇合遥 展览作品凸显出中尧美文化传统方

面的差异袁在观念与表现上发生野碰撞冶袁碰撞的野火花冶
产生相互的理解尧学习和共享遥 联展袁使艺术与设计教

育的交流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遥
联展中 CSUN 的教师作品袁 较多地显示了欧美西

方文化的支撑点袁其传统艺术理想以完美尧理性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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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核心范畴遥 他们把形状和韵律尧精密和清晰尧和谐

与秩序的要求袁作为一以贯之的艺术规范遥 作品在很高

程度上具有理智的特质袁一定程度上袁它们都带有各自

逻辑性目的[3]袁与中国传统的美学主张相比较袁毫无朦

胧尧神秘的因素遥 而且东方的科学体系中有很大一部分

是非实证主义的袁 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画的笔墨抒情

与含蓄寓意尧环境设计中的空间意识与风水观念尧平面

设计中的象征与图腾表现以及如同先哲的野易学冶那样

扑朔迷离的情趣等袁多为从偶然中总结经验袁跳过推导

过程直接得出事物内在联系渊即所谓的野道冶冤袁这样一

来袁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尧学术体系中袁不可避

免地透析出较多带有神秘色彩的朦胧意境遥
我院教师参展的 25 件作品袁从选题尧立意尧技法等

方面刻意把握住了野中国风冶特色遥 其中包括笔者的马

克笔服装效果图一组 5 件袁 是中国元素的服饰时尚的

写意遥 中国画叶应是绿肥红瘦曳袁寄情于我国宋代词人李

清照婉约尧 朦胧诗词意境的表达袁 其他 4 幅中国画如

叶锦上添花曳叶傲雪曳叶花的牵手曳叶一家亲曳都充满中国元

素的精神风骨与诗情画意遥 程宏老师的叶品位国粹曳一
组 5 幅袁分别采用瓷板画尧瓷板篆刻尧中式家具渊京剧脸

谱元素冤等袁将我国传统匠艺尧材质尧手法体现得很到

位袁而叶昆明滇池紫园别墅三楼主卧室设计曳则是典型

的野新中式风格冶的室内设计遥 万轩老师的叶王朝红葡萄

酒包装设计曳更具中国王朝文化尧宫廷品味尧大汉佳酿

之概遥 樊灵燕老师的叶临江别墅主卧设计曳极具浓厚淳

朴的中国乡村别墅木结构建筑的室内设计风范遥 赵一

恒老师的水彩画叶人体系列写生曳袁画的是活生生的当

代中国风情人遥 戴慧萍老师的 叶金陵十二钗香水瓶包

装曳等 2 件袁把野金陵十二钗冶的故事传写得淋漓尽致遥
还有如费雯俪老师的装饰画叶冰上梦蝶曳和叶龙吟图曳尧
黄振彬老师的摄影创作叶绣花鞋曳和叶一龟一世界曳等袁
都鲜明地抒发出传统的风情习俗与民族精神遥

中国当代艺术用一种新的语言形式去表现最为传

统的哲学思想袁 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得以以一种新的

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遥 中国当代艺术与设计袁使中国传

统哲学得以传承和延续袁 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使中国当

代艺术与设计具有了独一无二的地域性尧民族性遥
三尧兼容要要要野中美学生设计作品展冶亮相于上海

野兼容冶袁其完整意义是野兼容并蓄冶遥 指把不同思维

观念尧不同艺术风格尧不同地区特色的作品集中在一起

保存尧展示出来遥 艺术与设计是世界性的袁世界性兼容

着不同国家尧不同地区尧不同民族风格的独立性和个性

化袁越是民族的越有世界性袁这是世界性对独立性尧民
族性的野兼容并蓄冶遥 当然袁民族性尧个性化并不代表纯

精华无优劣袁还应有先进与后进之别遥 艺术上的观念尧
风格无不打上地区和民族的烙印袁东尧西文化袁中尧美文

化尽然遥 但袁相互间产生的野碰撞冶袁并非是水尧火难容遥
因此袁碰撞了就可以取长补短袁还可以融会贯通遥

以野SD 学生装饰画作品展冶和野三校教师艺术作品

联展冶 为先导袁CSUN 师生首次看到中国风情的师生作

品遥 因为有了前番的野碰撞冶袁于是有了繁荣尧赞赏和推

崇袁引发出了上海杉达学院和 CSUN 的野中美学生设计

作品联展冶袁并于 2014 年 6 月 15 日亮相于上海市群众

艺术馆遥
此次展览袁汇集了两校设计与艺术专业学生的 150

余件优秀设计作品袁展示了两校多元化的设计尧艺术创

作成果袁 向国内外观众展现了设计学各专业学生的设

计思想尧创意能力和表现水平遥 展览作品以中尧美作品

两大部分呈现遥 中方分为装饰画与商业插画尧效果图表

现技法尧包装与平面设计尧模型制作与展示尧服装与服

饰设计尧摄影与数码艺术尧设计构成与基础绘画尧环境

与室内外设计等曰美方分为数字动画尧美术教育尧平面

设计尧绘图绘画尧摄影艺术尧印刷与雕刻等遥
同时还召开了以 野当代国内外设计艺术教育发展

走向的思考冶为主题的设计教育论坛遥 各位专家分别从

叶设计教育新形势与新课题 曳 叶Think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曳叶图书出版在应用型设计人才培养中的 野跨
界冶思考曳叶设计艺术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曳
等多方面对未来设计艺术教育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

讨遥 在场学生与专家们进行了热烈精彩的互动遥
四尧融合要要要野中美学生设计作品展冶加州再携手

21 世纪袁是以创造为特征的时代袁不同学科门类之

间的交叉与融合尧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尧不同风

格技法的多样与融合都更为深入与普遍袁新的创意尧新
的产品尧新的样式尧新的信息不断产生袁乃至涉及到人

们新的生活方式袁深刻影响着社会尧科技尧文化尧教育的

发展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和实践领域遥 这一

社会变化趋势袁对艺术与设计提出更为迫切的新要求袁
为大学艺术教育提供了更为现实的新的范式遥

2016 年 4 月袁我院与 CSUN 迈克窑科博艺术与传媒

学院再度携手袁叶中美学生设计作品集窑二曳大型精品画

册正式出版曰 同时袁野第二届中美学生艺术与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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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冶在美丽的 CSUN 大学校园举办遥
两校艺术类学生的百余幅优秀设计尧艺术作品袁展

示了中尧美两校多元化的设计思想尧创意能力和表现水

平遥 这些学生作品袁汇聚了富有想象力与实验色彩的主

题袁同学们从不同专业的独特视角袁将自己敏锐的观察

与认识袁以图像化尧艺术化的形式表达曰许多作品以跨

界的步伐打破设计固有的范畴与形式袁从历史与文化尧
科学与技术中寻求新的语意与形态曰 或以应用艺术的

观念与方法袁对环境设计尧视觉传达设计尧产品设计领

域的空间尧装饰尧模型尧影像尧媒体尧雕刻等进行多维形

式语言的探索曰 一系列观念新颖尧 民族元素鲜明的选

题袁使展览与作品集更具时代性色彩与前沿性姿态遥
展览和画册作品以中尧美两大部分呈现遥 中方展示

了建筑景观与室内设计尧效果图表现技法尧模型与展示

设计尧字体图形与招贴尧包装与装帧设计尧动漫与插画

设计尧产品造型设计等领域的作品曰美方推出了动画设

计尧绘画创作尧美术教育尧陶瓷艺术尧平面设计尧版画设

计等门类的作品遥 两校间所有作品均为导师指导下的

课程优秀习作袁部分作品在各类竞赛中获奖遥
展出期间袁 笔者还给 CSUN 的部分学生和教师做

了一场题为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赏析冶的学术讲座袁
从内涵尧名录和赏析三部分展开遥 在座的 CSUN 师生专

注尧热情袁对中国传统国粹文化的博大精深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袁现场秩序井然尧气氛活跃尧交流踊跃遥 跨出国

门袁讲学传道袁弘扬中华国粹文化袁为我校设计文化与

国际接轨翻开了新的一页遥
五尧 感受要要要艺术与设计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回顾

与展望

艺术与设计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袁是出于知识传播尧
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袁 形成一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文

化自觉遥 早在世纪之交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叶关于高等

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曳中予以确立遥 高等教

育的野国际化冶尧野适切性冶和野质量冶相并列袁被认为是当

前世界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 3 个重要目标遥 艺术与

设计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袁 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十分深

远的影响遥
艺术与设计学科野东学西渐冶和野西学东渐冶互相补

充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袁在我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遥 出

于提升自身通用性尧交流性和开放性袁上海杉达学院艺

术与设计学院与 CSUN 迈克窑科博艺术尧传媒与交流学

院的结对跨国合作袁进行跨国展览尧跨界讲学尧联合培

养人才尧联合出版师生设计作品尧联合开通网络信息高

速公路等一系列联合办学尧学术交流遥 当然袁这短短几

年中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袁不乏有不尽人意之处遥 在全

球化日益深入和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今天袁 艺术与设

计的国际交流在新环境尧新形势下袁其职能也发生了一

些新变化遥 需对国际交流的进程进行回顾袁对现状进行

反思袁 并对艺术与设计学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进

行展望遥
渝 艺术与设计学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回顾

中国艺术在数千年的传统发展中袁 始终处于封闭

状态袁国际化一度是一个陌生的词汇遥 过去中国艺术与

设计的变革最基本的主题和最突出现象袁 就是中西艺

术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脱离旧形态的大变动背景下

的碰撞与融合袁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野国际化冶遥 这种

最朴素的野国际化冶思想袁为中国艺术带来了三个重要

影响院
一是以野中西融合冶的思想改良中国艺术的各种思

潮兴起袁对应于前文所提出的野通用性冶遥 比较具有代表

性的是李叔同先生 1917 年在叶新青年曳上发表了与吕

微尧陈独秀等关于野美术革命冶的讨论遥 当然野美术革命冶
不只是艺术问题袁而是整个野新文化运动冶的先导遥 后来

又有徐悲鸿尧 李毅士和徐志摩等如何看待西洋印象派

和野兽派绘画的论战[4]遥
二是以野中西独立冶的思想将中国艺术引向国外袁

保持中国艺术的本色袁让世界了解中国遥 反过来通过各

种渠道和形式将原汁原味的西方艺术引入国内袁 与中

国艺术交相辉映袁让中国拥抱世界袁对应于前文所提到

的野交流性冶遥
三是以野中西互补冶的思想借鉴其他国家的合理成

分袁进而激发创作与设计灵感遥 通过互相吸收与借鉴创

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人类艺术文化遥 对应于前文提到

的野开放性冶遥
列数当前国内的高等艺术教育国际化的话题发

现袁尽管艺术与设计教育国际化已逾百年袁各种形式推

陈出新袁但从野国际化冶的动因上看袁我们仍然是按照以

上三种路径来策划推进艺术教育的国际化遥 即野方法层

面的通用性冶袁野执行层面的交流性冶以及野思想层面的

开放性冶遥 西方艺术的形式语言与手法在与中国传统艺

术的语言形式与手法的碰撞交流中袁 一方面作为外来

因素打破了旧体系的内部平衡曰 另一方面它自身也在

中国文化语境中产生了全新的创作成果袁 大大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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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艺术语言的审美内涵与形式意蕴遥 这一方面在叶中
美学生设计作品集窑二曳CSUN 戴安窑F窑哈里森校长和迈

克窑科博艺术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 Dan Hosken 的序言

中都有提及遥
当前袁我们艺术与设计学院的专业教师袁把国际化

逐渐看成为一种在新起点上实现设计教育质量从量变

向质变提升的桥头堡遥 视觉尧环境尧产品尧数字媒体艺术

等 4 个专业渊含方向冤都希望争取先机遥 尽管以野通用

性尧交流性和开放性冶为主旨的国际化思路没有发生根

本变化袁但在内涵和意义上有了新的思考袁可分为三种

方式院
一是 野现代大学的国际化平台搭建冶袁 体现在对

野3+1冶野2+2冶 留学生和教师进修访学模式的探索与建

设袁以及网络平台尧信息高速公路尧远程课程教育等方

面的追求遥
二是 野着眼于民族文化精神传播的交流模式建

设冶袁 这种模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举办各种展览展

示尧讲学活动袁出版作品袁设计工作营等等遥
三是 野立足于通用性人才培养的艺术创作基地建

设冶袁CSUN野艺术实验中心冶的亮点是系列野工作室冶建
制袁包括野设计项目工作室冶野视频媒体中心冶等袁以及同

为加州州立大学的富乐敦分校野高大上冶的野现代环境

空间体验中心冶等袁格外使人怦然心动遥 希望我们建成

那样的基地袁也希望那里成为我们的基地遥 其次袁老师

们看到了美方高扬野创造性艺术冶的学士尧硕士专业学

科群等十多项的建设袁均属集大成者袁至少 5 年内是我

们值得竖起的学习标杆遥
目前袁我们在面向国际化进程中的问题还不少院一

是教师外语水平和对国外的了解有待提升曰 二是信息

化和网络建设等基础设施普及率较低袁网上资源尧国际

数据库少袁 近年来虽不断取得进展但要普及到所有师

生袁还有明显的差距曰三是中国高校缺乏艺术类核心学

术期刊袁且大部分学术期刊的国际化程度低袁英文期刊

少尧 学术水平低尧 难以成为本领域国际学术争鸣的阵

地曰四是国际合作与交流资金短缺袁上海市对民办高校

特别是示范校创建校近几年投入的扶持基金的力度加

大袁但毕竟不可与公办高校相提并论袁经费拮据已成为

制约我们二级学院国际化的重要瓶颈遥
渔 艺术与设计学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展望

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渊2010要
2020 年冤曳中提出的野鼓励面向世界冶袁为艺术与设计学

科高等教育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发展前景遥艺术与设计

学科高等教育国际化应从更高的层面上进一步拓展遥
1. 目标观念国际化

传统的艺术教育思想往往更为注重继承传统袁这
种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教育价值观遥 我们

必须融入国际潮流袁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理念基础上

确立并界定中国艺术与设计本土化的观念袁 本土化策

略应包含两个方面院 第一是对国际化优点的吸收与融

合曰第二是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5]遥 需努力提

升师生使用现代设计语言的能力袁 艺术与设计教学教

育必须在保持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同时袁 使用国际

通用的设计语言遥 现代设计语言包括现代设计理论尧现
代设计观念尧 现代设计思维方法及现代设计形式表达

等遥 现代设计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袁设计教育者

需及时了解和掌握现代设计动态和趋势遥 对现代设计

语言的采用袁是中国设计走向世界袁得到世界文化认可

的前提袁只有这样袁我们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与当

代世界的艺术与设计界平等对话遥
2. 互动交流常态化

近年来袁 上海杉达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主办或参

加诸如 野国际创意设计营冶野国际大师进课堂冶野国际艺

术比赛冶野国际论坛冶野国际金犊奖冶野国际展览冶野国际研

讨会冶等活动遥 这对提高师生的设计尧创作国际化专业

水平袁推进现代设计走向世界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曰同
时袁 这也是对艺术与设计各专业国际交流成果进行检

验的手段之一袁突出了转型发展这一新职能的作用遥 这

一职能的发挥前景是巨大的袁如果整合好资源袁办成具

有国际影响的国际艺术节或艺术与设计大赛尧 国际创

意设计营也大可探索与实践遥
3. 课程体系全球化

今年袁上海杉达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开始与 CSUN
迈克窑科博艺术与传媒学院建立了网络共享平台袁和其

他一些国外大学网络上的交流也越来越方便了遥 也常

常可以看到 CSUN 及国外学校一些翻译自世界知名高

校的公开课袁 这些网络公开课把艺术生带入了一种新

的理念袁就是要要要免费尧传播尧更新尧发展遥 学生开始愿

意甚至沉醉于浏览国外名校课程的海洋袁 哪怕暂时外

语水平跟不上袁也可以从中筛选自己需要的内容袁不断

充实和完善自己遥 在公开课模式中袁更多的思维和教学

模式可以被激发袁 更多的教学资源与课堂模式可以被

尝试和运用袁课堂的开放性与交流性也将大大增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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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叶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曳的格式袁使论

文层次清晰明了袁参照学术期刊常用标题层次模式袁建
议投寄本刊的论文内标题采用以下标题序号表示法院

一尧自然科学类论文建议采用阿拉伯数字序号表示

层次如下院
1
1.1
1.1.1
1.1.1.1
注意事项院
1. 此种编序所有序号一律左顶格遥
2. 最末一位数字与标题文字之间要空一格遥
3. 下级标题隶属上一级标题内容袁 逻辑 渊包含关

系冤清楚遥
二尧社会科学类论文建议采用中文数字表示法

层次如下院
一尧

渝
1.
优
注意事项院
1. 各级标题退二格渊第一级标题可居中冤遥
2. 第一级序号后用顿号袁 第三级序号用齐底线黑

点渊西文句号冤袁第二尧四级序号的括号外不用标点也不

空格遥
3.二尧四级序号不用半括号表示袁也不用半括号表

示再下级序号遥
4. 序号按标题级次顺序采用遥
文章如在段内需层次表述袁建议采用野淤于盂榆冶

序号袁其序号后不用标点曰段内如用野第一冶野第二冶野第
三冶 或野首先冶野其次冶野再次冶表述袁在其后加逗号遥 建议

不采用半个括号序号袁如院1冤尧一冤等袁也不采用外文字

母作层次序号遥

4援 科学研究协同化

艺术与设计学科开展研究性的活动袁 主要针对与

教学相关课题类的研究活动遥 学校国际交流管理部门

如国际交流处等袁 在组织二级学院的各类国际交流活

动中袁对艺术学科专业的教学特点尧交流需求以及交流

上需解决的问题等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袁 充分利用较

易掌握的国外各类资源条件袁 联合各设计专业开展诸

如对国外艺术院校的课程设置尧教学特色比较尧基地建

设尧地区艺术特色尧交流工作模式等方面的研究遥 在做

法上袁一方面可进行研究项目的境内外申报曰另一方面

结对院校间还可联合开发科研尧专题项目等等袁还可用

建立地区性论坛的形式协同开展科研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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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尧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袁经济

发展需要大量高水平的西语工作者遥 我国西语教学 20
世纪 50 年代才开始袁起步较晚袁直到上世纪末才获得

长足发展遥 西语的社会人才基础十分薄弱袁高校西语又

全是零起点本科专业袁研究生教学也不普遍遥 目前全国

的西语人才十分短缺袁高质量的西语人才更是紧缺遥 由

于汉语和西语的语际距离特别大袁西语语法十分复杂袁

培养高水平西语工作者并非易事袁 需要更长时间的磨

练袁更加艰苦的努力遥 所以袁如何多快好省地培养高水

平西语工作者袁成了我们重要的研究课题遥
一尧我国西语人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关于培养高水平西语工作者袁我们应该了解袁在 21
世纪的今天袁 高水平的西语工作者究竟应该具备哪些

基本条件? 纵观国内几十年来教育体系和教育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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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袁 我们发现袁 西语人才观在传统的强调学生必须

德尧智尧体尧美全面发展的前提下袁已经从过去侧重强调

学生西语听尧说尧读尧写尧译专业能力的观念袁转变为侧

重培养学生具有国际视野袁了解国际规则袁能够参与国

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观念遥 这种观念已经逐渐占据

着主导地位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袁很多中国人走出了国门袁但

是当他们跟其他文化尧教育背景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袁就
能看到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遥 许多从国内培养出

来的高材生袁他们在专业上非常突出袁但思维方式却比

较僵化尧偏执袁社会交往能力较差袁除了自己狭窄的专

业知识袁往往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尧怎么表达自己遥
这些问题的根子在教育袁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尧家庭教

育和社会文化教育遥
例如袁某企业从德国引进一台设备袁德方只派一个

人袁就把相关的技术谈判尧进出口手续尧设备交接尧押
运尧 技术服务全包了遥 而我们若要向德国出口一台设

备袁则要去一个团队袁有若干行政负责人尧技术负责人尧
工程师尧技师尧普工尧会计遥 这种差别是不同职业教育观

念带来的结果遥
展望世界袁 许多国家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增

强国家竞争力尧发展实体经济的战略选择袁力求在国际

竞争中建立可持续的人才和技术优势遥 然而在我国袁职
业教育体系还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袁 人才培

养模式还比较陈旧袁国际化程度不高遥 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袁 我们的西语专业自然应该思考如何培养国家真正

需要的应用型尧国际化人才遥
二尧杉达学院西语人才国际化培养的思路和实践

作为零起点的本科外语专业袁 教与学两个方面都

有其内在的规律遥 我们不能违背规律尧异想天开地缘木

求鱼,而应该按照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教育观念袁尽量优

化教学方案尧调整教学内容尧改进教学方法袁实现多快

好省地培养应用型尧国际化西语人才的目标遥
上海杉达学院在西语人才国际化培养的过程中袁不

断思考袁不断实践袁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培养模式遥
1援 奠定扎实的西语基本功

首先袁我们牢牢抓住西语基本功教学遥 中外教师齐

心合力袁培养学生良好的语音尧语调和学习习惯遥 每一

位教师都非常努力地做好每届学生的西语专业思想教

育袁培养他们的专业精神和国际视野袁因为只有在学生

相信自己学习的价值和目标时袁 才能培养真正的专业

精神遥 同时袁我们坚持双外语教学袁坚持应用性原则袁许
多学生在就业时表现出良好的西语和英语能力袁 受到

用户单位的欢迎遥 连续三年袁我们有五六位学生参加国

际性的 F1 中国大奖赛的志愿者服务袁他们同时用西语

和英语工作袁受到普遍好评遥
2援 积极组织内容丰富的西语报告

我们邀请西语专业名校毕业生以及企业家尧 国际

友人来校作报告袁讲述企业需要怎样的人才袁我们的学

生应该拥有怎样的国际视野等内容遥 由于这些内容丰

富的报告涉及西语业界本身袁 涉及西语学生的成功经

验尧成才之路袁因此更能打动学生遥 一位玻利维亚进口

商来校参加塞万提斯节的活动袁 他给同学们介绍了他

的成长之路袁阐述了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袁在提供鲜活的

西语语言大餐的同时袁 既加深了同学们对玻利维亚的

了解袁又增添了个人成才的思考遥 这样袁日积月累袁打开

同学们的国际视野遥
3援 坚持应用型和国际化培养方向

我们从 2010 年建系之初就坚持应用型和国际化

方向遥 我们在训练学生良好的西语基本功的基础上袁进
一步拓展外语听尧说尧读尧写尧译能力袁创新地延长了西

语口译课程设置袁 从国内一般院校的一学期或者两学

期扩展到四个学期袁从二下学期就开始西语口译训练遥
创造了不同年级不同评价标准的教学经验遥 始终保持

学生很高的预习水平和兴奋的学习状态遥 在教学中始

终注意渗透国际文化交流的知识和经验袁 影响着同学

们将来的工作表现遥 现在袁野口译课是工作袁在工作中学

习袁在实践中提高冶的口号深入人心袁口译课成为大家

喜欢的课程遥 多所国内高校的同行邀请杉达开公开课

或者采取了类似的思路遥
4援 努力开展口译实践

我们抓住一切机会袁 为不同年级的学生创造口译

实践的机会遥 西语国家总领事尧政府机构代表尧大学领

导或进口商来访袁我们都会让学生上台口译练习遥 既锻

炼胆量袁又锻炼口译遥 尽管表现参差不齐袁但是即使是

不成功的口译也能促进该学生的学习遥 同时袁如果有真

实的西语工作机会袁我们也会让比较优秀的学生参加遥
这种短暂的工作锻炼袁 常常给学生特别巨大的国际文

化交流的冲击遥 有些同学发现自己讲不好中国故事袁在
交流中感受失败袁 对同学的教育和促进作用是非常明

显的遥 口译课有力地促进了学生口语和口译能力的普

遍提高袁 构成杉达西语的一大特色并成为上海市重点

陈 泉 应用型西语人才的国际化培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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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培养对象遥

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在校内外创造学生口译锻炼的

机会遥 我们组织外教访问校园旁的阳光社区袁学生轮流

充当翻译遥 此外袁我们还积极安排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在

不影响课程学习的情况下袁参加真实的西语工作遥 每年

到西语相关机构尧 企业承担工作的学生超过 20 人次遥
我们还鼓励学生利用周末或假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袁
特别是涉外工作袁增长阅历遥 除了要求学生完成实习任

务外袁还要求学生汇报实习体会袁介绍工作经验袁让这

种实习影响更多学生遥 我们的学生在外语实习中得到

了锻炼袁好几次我们的学生在与名校学生的竞争中袁获
得用人单位的好评遥 考虑到西语实习的机会有限袁我们

正与校企合作企业一起袁 积极筹划开办学生外贸实践

型公司遥 希望借此为我们的学生创造更多更好的锻炼

运用西语能力尧学习实践商务知识的机会遥 我们认为这

将是培养国际化应用型西语人才的好办法袁 不过还需

要跨越不小的障碍遥
5援 不断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

我们先后与西班牙著名的阿尔卡拉大学尧萨拉曼卡

大学和内布里哈大学签订校际合作协议遥 2013 年起连

续三年每年在 60~65 名学生中有 15尧16 名学生到合作

院校学习遥 今年更是增加到 24 人遥 我们本着对家长尧对
社会负责的态度袁从国际化培养学生的目标出发袁与外

方大学共同确定详细的教学计划袁并要求外方学校严格

管理袁完成全部教学计划袁包括与中国教师共同完成毕

业论文指导工作遥 几年来取得很好的效果袁赢得了学生

和家长的欢迎和称赞遥 每年有 6尧7 人申请继续读研遥 已

经取得硕士学位回国的学生都能正常就业遥令人鼓舞的

是袁一些出国时成绩不是很好的同学袁经过国外的学习

和共同的管理袁有了很大的改变袁有的毕业后回国在外

贸公司工作遥 我们成功地通过国际化教学合作袁利用国

外优质的教学资源培养了一批西语人才袁体现了因材施

教原则遥 与此同时袁我们正与秘鲁著名商学院 ESAN 研

究生院商谈合作袁 有望开拓拉美方向的国际合作之路袁
继续利用国外优质教学资源培养我们的西语人才遥

6援 坚持实施校企合作

我们的校企合作单位黄山亚和进出口贸易公司袁
是一家专注中南美洲国际贸易和商务咨询的公司遥 公

司老总是外贸行家袁又是西语专家袁极大地缩短了学校

与市场的距离遥 公司每年吸收西语学生实习并且会录

用袁使我们学生的国际化培养多了一个抓手遥 公司在多

年的外贸实践中积累了一整套培养外销业务员的经

验袁 大大地促进了我们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视野的

扩大遥 现在袁公司老总直接给学生上课袁既讲理论袁更讲

实践遥 企业走进校园袁参与到高校的职业生涯发展课堂

上袁在授课过程中袁传递给学生关于企业理念尧国别文

化尧专业需求尧能力标准等方面的最新信息袁提高了学

生对国际贸易和跨国文化交流的认识遥 目前公司还在

积极着手准备在四年级学生中选择优秀学生袁 由企业

送到拉美西语国家的客户公司带着任务实习袁 参加国

际展览袁并与公司员工一起常驻国外 3~6 个月袁经受语

言尧文化和社会的锻炼袁然后回企业服务遥 这是校企合

作实现国际化教学的一种模式创新袁 把学生的实习锻

炼移到了国外袁 期待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出高水平

的国际化人才遥
7援 建立市场导向的培养方案

我们还试图根据学生将来的主要就业方向来设计

我们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遥 我们突破了传统西语院

校的课程设置袁 进一步按照应用技术型学校的要求开

设课程遥 我们的特色就在于由外教尧中教或企业家来担

任应用型 叶商务管理曳尧叶市场营销曳尧叶国际贸易实务曳尧
叶拉美概况曳尧叶西班牙概况曳尧叶西语涉外秘书曳 等课程袁
大大拓展了学生的国际视野遥 例如袁在涉外秘书课上经

常介绍国际性公司秘书工作特点和要求尧 中外职场的

文化现象尧有效与无效国际交流的案例曰在外贸实务课

中袁企业老总除了介绍公司业务案例外袁还特意安排三

次与其外国客户互动袁充分利用外国客户资源袁为学生

提供尽可能多的国际化学习环境遥 我们还曾经邀请正

在本市实习的西班牙大学生来校交流创业思想遥 让学

生在这个过程中懂得创新创业的真正精神是坚持不

懈尧个性创新和团队力量遥 中外学生的头脑风暴袁使这

种活动既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能力袁 又提高了对外国学

生和国情的了解遥
8援 重视教材建设

在实现西语应用型尧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袁有
一个关键的环节是教材建设遥 西语教学界的教材基本

以语言文学为主线袁 应用型尧 技术型西语教材十分短

缺袁与时代要求不符遥 为此袁我们正与合作企业老总一

起编写叶西语外贸实务曳遥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编写一本

西汉双语兼顾袁既方便学生理解外贸原理袁又帮助学生

提高外贸西语运用能力袁更能实际操作外贸实务的书遥
这是一般引进教材都做不到的事情遥 本书的优点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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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老总清楚地知道哪些知识已经过时袁 哪些知识需要

补充和加强遥 另外袁我们已经在多年教学的基础上完成

了叶西班牙语涉外秘书曳的撰稿袁还有一本新概念叶国际

贸易谈判曳也已经启动袁我们将与外国行家共同完成遥
出版这类西语教材的最大困难在出版社袁 因为印数十

分有限遥 但是袁考虑到国际化尧应用型教材在西语人才

国际化培养中的决定性意义袁 我们必须克服各种困难

取得成功遥
9援 加强师资培养

西语应用型尧国际化人才培养过程中袁最关键的还

是师资的培养遥 只有我们教师对培养应用型尧国际化西

语人才的认识转变了袁教师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才能

得到改善袁我们才能真正有条件实现这个目标遥 然而这

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袁 恰恰需要在实施的过程中逐步实

现遥 为此袁去年我们三位教师利用暑假去合作企业挂职

锻炼袁学习外贸知识遥我们将继续组织教师去企业轮训遥
同时袁我们在寻找机会赴国内外合适的院校进修尧锻炼袁
逐步改善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结构遥 我们始终认为袁专业

教师应该走在社会和市场的前沿袁 深入国内外企业调

研袁了解企业的真正需求和要求袁拓宽视野袁加强自身的

理论知识袁专业修养袁帮助教师在上课过程中素材更饱

满袁内容更新鲜袁方法更灵活袁更受学生欢迎遥 国际化西

语人才需要更多国际化教师来培养遥我们会继续要求青

年教师重视科研袁鼓励教师一专多能的发展方向遥
10援 创建中本贯通的培养模式

我们以战略眼光尧现代理念和国际视野来研究中本

贯通的培养新模式遥 在学校的支持下袁2014 年 11 月我

们开始了西语专业中本贯通培养课题的研究遥 2015 年

秋季招生的试点立即受到中职学生家长的欢迎遥这种贯

通培养将发挥中职学校和应用本科大学两方面的主动

性和优势袁做到 1+1 大于 2遥 同时袁这种模式又给我们西

语人才的国际化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我们相信袁学
习外语需要在适当的年龄段进行袁在中职学生中发现好

苗苗并进一步在大学深造袁是培养符合上海地区要求的

高水平外语工作者的好办法袁也是节省社会资源尧促进

教育公平尧有助于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好模式遥
11援 明确实训培养方向

在总结前阶段经验的基础上袁 我们将努力落实应

用型人才国际化实训的以下四个方向院 淤外贸谈判技

巧遥 将由校企合作伙伴的专业人士主导进行袁以西语国

家贸易的实际案例对我们的学生进行实训袁 以巩固和

拓展学生已经获得的知识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于涉外文秘实务遥 将由专业秘书或有经验的人士主导

进行袁以西语国家领事馆尧办事处尧代表处尧公司等实际

工作的案例对我们的学生进行实训袁 以巩固和拓展事

先学过的秘书知识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盂导游

基本技能遥 将由专业导游或有经验的人士主导进行袁以
不同类型国际旅行社的实际工作需要和案例对学生进

行集中实训袁 以提高对旅游业的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遥 榆国际会展口译遥 将由校企合作企业尧国际会

展公司尧 翻译公司或外国驻沪机构等有经验的人士主

导进行袁将组织模拟操练尧集中实训袁提高对布展和会

展口译工作的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三尧展望

回顾这几年我们走过的西班牙语应用型人才国际

化培养之路袁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袁我们的辛勤努力取得

了一些成果和经验遥 但是国际化培养是一个需要不断

深化的过程遥 首先我们要不断提高认识袁认清我们所面

对各种现实遥 例如袁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西语毕业生就

业情况与专业相关度状况曰了解社会人才观尧社会各界

对西语毕业生的实际要求曰其次袁我们需要解决专业建

设与区域需求如何对接的问题曰 课程建设与职业需求

如何对接的问题曰 西语专业如何与企业深度合作的问

题曰国外企业如何进校园的问题曰如何引入创业基金袁
合作建设和运营学生创业企业的问题遥 再其次袁在中本

贯通领域袁我们还需要做好西语专业野中职-应用本科-
专业硕士冶一体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曰需要

解决中职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的分流问题曰 需要确定

不同学习阶段的国际化培养目标与实施办法等遥 这些

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国际化培养人才的方向和行

动遥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袁我们自然还需要解决培养职业

教育野双师型冶教师队伍的问题袁特别是研讨和制订中

本贯通培养的七年教学大纲和培养计划曰 同时研讨不

同年级的教学方法和不同阶段的实训内容等遥 不管怎

样袁 应用型西语人才的国际化培养之路我们会继续走

下去袁坚定不移遥 我们的目标是把应用型西语人才的本

科教学计划向上下两个方向延伸袁 使中本贯通的国际

化培养变成一个完整的尧高效的教学工程遥

陈 泉 应用型西语人才的国际化培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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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合作背景

教育部 2009 年下发的叶教育部 商务部关于加强服

务外包人才培养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

见曳渊教高[2009]5 号冤中明确指出院野高校要根据服务外

包产业所涉及专业的特点袁采取灵活措施袁按照国际先

进技术和全球化的理念袁 探索多种模式培养服务外包

人才遥 冶从 2008 年起袁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规模以年均

62.4%复合增长率迅速扩大遥
基于行业发展需要袁 上海杉达学院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将人才培养目标锁定在为软件服务外包企业

输送应用型人才上袁 通过与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广泛合

作袁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袁构建适应软件服务外包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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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期圆 园1 6 年 6 月
晕燥援2Jun援 圆 园 1 6

作者简介院 陈楠生袁男袁上海杉达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袁副教授遥 电子邮箱院cns958@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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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印度 IT 服务外包企业在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遥 从 2013 年起袁上海杉达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院已先后组织了 3 期学生赴印度 Infosys 全球培训中心学习袁学生回国后均被该公司录用袁实现了培训与就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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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课程体系袁 探索校企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有

效途径袁 为长三角地区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源源不断地

输送人才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遥
但目前国内高校计算机专业学生能力远不能满足

企业的要求袁 主要表现在学生掌握软件开发技术能力

不足袁缺乏系统综合项目实践训练遥 从根源上看袁主要

是由于专业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无法满足行业发展

的需要袁 高校的专业教师缺少企业工作经历与项目开

发经验遥 为了突破这一瓶颈袁必须改变现有的课程体系

和人才培养模式袁依靠 IT 企业的技术优势袁强化校企

合作袁共同实施人才培养战略遥
印度软件服务外包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遥 在世界

500 强企业中袁有四分之三企业的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给

印度的软件企业袁但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长袁印度本国

的计算机专业学生数量已远远不能满足这些企业的需

要遥 因此袁从 2004 年起袁包括塔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渊TCS冤尧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渊Infosys冤尧威普罗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渊Wipro冤等多家印度著名的软件服务

外包企业纷纷到中国发展袁寻求更多的人力资源遥
印度软件业飞速发展袁 得益于印度政府的大力扶

持遥1984 年袁拉吉夫窑甘地执政伊始袁印度政府就把计算

机的开发当成了一件大事袁 他甚至因此而被人戏称为

野计算机总理冶遥 拉奥总理执政后袁政府又采取了许多新

办法支持发展信息产业袁特别是推出了许多优惠政策袁
包括免除进入高科技园区的公司进出口软件的双重赋

税袁允许外商控股 100豫袁免征全部产品用于出口的软

件商的所得税等遥 此外袁印度良好的计算机教育机制也

是促使软件业发展的基础遥 印度高校非常重视计算机

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教育袁 以培养出复合型软件工

程师要要要不但懂程序设计袁而且懂哲学尧历史尧艺术等袁
多学科教育的成果能拓展他们的思维袁 赋予他们创新

的意识袁而这正是优秀软件工程师必备的条件遥
我国高校计算机专业教学如何借鉴印度 IT 人才

培养的成功经验钥如何创建本专业的品牌与特色钥只有

通过校企合作尧产教融合的运行机制袁深化本专业的发

展内涵及人才培养模式袁才能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目标遥
Infosys 是印度历史上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 IT 公

司遥 总部位于印度的中南部城市班加罗尔渊Bangalore冤袁
在全球拥有雇员超过 12 万人袁 分布于 45 个国家遥 In鄄
fosys 在 1999 年通过了 CMMI5 级 渊软件工程规范最高

级别冤认证袁2008 年国际外包专业组织发布全球软件出

口 100 强中袁Infosys 和埃森哲尧IBM 名列全球前三名遥
Infosys 公司自 2004 年在上海建立分公司起袁一直

希望找一所中国的高校开展稳定的合作袁 他们曾找过

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多所中国重点高校袁 但都没有进

行深入合作遥 上海杉达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在校

企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袁 也一直希望与国际知名

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袁 希望这些企业能参与到学

院的教学和专业建设中遥 2009 年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

工作委员会与浦东软件园联合启动野千人计划冶袁为我

们提供了合作的机遇遥 野千人计划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能实施袁但通过参加野千人计划冶启动仪式袁我们结识

了 Infosys 负责教育研究工作印度方面的负责人袁 并通

过不断往来袁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和友谊遥 同时袁在该

公司实习的上海杉达学院学生的优异表现袁 也令该公

司对我校有了全新的认识袁于是袁双方都期待着能深入

合作袁建立互惠共赢的合作关系遥
二尧Infosys人才培养理念给我们的启示

Infosys 公司对人才培养非常重视袁 公司专门成立

了教育研究机构渊E&R冤袁位于班加罗尔市公司总部袁主
要负责培训课程的开发尧培训计划的制定尧知识产权和

相关技术考试认定标准以及对新的 IT 技术研究等袁同
时对具体培训实施计划的落实袁 有一套科学完整的教

学评估与质量保证体系遥公司在印度迈索尔渊Mysore冤等
地建立了多个培训中心袁 其中迈索尔全球培训中心每

年为印度高校和世界许多国家培养上万名计算机专业

的学生袁为印度 IT 产业发展做出了贡献遥
从 2013 年起袁上海杉达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已组织了 3 期学生赴印度 Infosys 在迈索尔市渊Mysore冤
的全球培训中心学习遥 所有学生培训结束回国后袁均被

该公司录用袁实现了培训与就业对接遥 如今袁Infosys渊中
国冤 公司已成为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产

学研合作基地袁 印度迈索尔市的 Infosys 全球培训中心

成为上海杉达学院印度实践基地袁Infosys 的技术总监

也被聘为我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指导委员会的专

家和兼职教授遥
Infosys 公司的职业培训在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袁

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院
1. 科学完整的课程体系

Infosys 培训课程体系袁 主要是其教学研究机构

渊E&R冤对行业主流技术进行分析袁拆解知识模块袁组织

技术专家共同制定相应的教学标准与教案袁 编制对应

陈楠生 Infosys 人才培养模式对高校计算机专业教学改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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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业尧实验与实训项目及考核要求袁并根据行业发展

需求不断推出新的课程袁如院大数据应用尧HTML5尧移动

技术开发等遥
Infosys 培训课程分为两个部分遥 第一部分是员工

素养层面渊或软技能 Soft Skills冤的培训袁内容包括院如何

建立有效的人际关系尧 社会伦理道德尧 社交礼仪和服

饰尧沟通技巧和信件规范等遥 目的是提高员工的交流沟

通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遥
第二部分是技术层面渊Technical Training冤的培训遥

技术培训是在第一部分培训的基础上进行遥 教学目标

渊Learning In The Stream冤非常明确袁即使员工掌握专业

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袁满足公司各项目的需要遥
Infosys 的培训过程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

程袁即 Step By Step 层层深入教学过程遥 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包括以下几种教学方式院
课堂教学渊Classroom Session冤遥 教学 PPT 由公司教

学研究机构渊E&R冤统一制作袁教案的改进需要担任该

课程的所有老师一起讨论后制定出新的教学方案遥
实验尧作业教学渊Lab Session冤遥 公司内网有统一定

制作业系统尧项目实验体系和考试系统遥 学生每天作

业或实验完成提交至作业系统后袁方可进行第二天的

学习遥
答疑渊Problem Based Learning冤遥以教师现场答疑和

内部网论坛答疑等形式进行遥 我校赴印度培训期间袁
Infosys 公司还专门在教室中安排 2耀3 名辅导教师袁随
时解答我们学生所提出的问题遥

成功案例教学 渊Expert Model冤 与实际项目实践

渊Post Project冤遥主要取自公司已完成的成功案例中的素

材原型袁由老师在实践课上引导学生完成遥 也可以组成

4~5 人的团队袁 在老师指导下通过 2 周左右的时间完

成遥 表 1 列举了我校学生在印度期间所进行了部分项

目内容遥

项目名称 Project Name 项目描述 Description
Intellect Technologies Careers.com 在校工作发布与申请门户

online portal for posting and applying jobs
One Point Telecom Portal 在线电信服务添加尧阅看尧使用门户

online portal for adding, viewing and availing telecom services
SunriseLuxuryResort.com

在线住宿预订与相关服务袁餐厅订位袁节事规划袁Spring Spa 产品与服务使用门户
online portal for booking accommodation and related resident services, reservation of
tables, planning of events and utilizing the Spring Spa products & services

SpeedVehicleTrade.com 在校车辆买卖门户
online portal for buying and selling cars

StopNShop 在线添加尧搜索尧购买门户
online portal for adding, searching and purchasing items

FourthDimension.com 不同企业在线员工认证安排门户
online portal for scheduling Certifications for different companies' employees

IBIBank.com 在线银行运营门户
online portal for banking operations

SeekYourCareer.com 在线工作发布与申请袁补习与培训课程门户
online portal for posting and applying for jobs, crash courses and training

表 1 综合实践项目列表

2. 经验丰富的教学团队

Infosys 教育研究机构渊E驭R冤的教师都是具有丰富

实战经验的技术专家袁 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 5%袁具
有硕士学位的占 35%袁 他们均是从事研发工作 5 年以

上的优秀员工袁 有些教师过一段时间后还会回到一线

继续从事开发工作袁 以此保证教师始终掌握最新的专

业技术遥
他们在教学过程中袁 经常会以项目开发实际应用

为例进行讲解袁使学生更容易理解理论知识的涵义袁同
时也使培训更接近项目实战需要遥

3. 高效完善的作业保障体系

Infosys 的培训课程之所以有效袁 除了与其科学的

课程体系尧雄厚的师资力量有关外袁还与其课后高效完

善的作业保障体系有关遥 Infosys 课后的作业体系与国

内作业最大的区别在于袁 它是所有课程作业的有机整

体渊Stream 设计冤遥 国内老师一般布置作业只考核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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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袁前后没有太大的联系袁各门课的任课老师也是各

自为政袁相互之间作业没有连续性遥而 Infosys 每门课程

作业是分散的且按文档开发来设计项目袁 这些项目是

连贯的袁所写的每一行代码袁所做的每一步设计都是为

后续学习打基础遥 整个课程学完后袁所有小项目可最终

集成为一个大的项目袁这让学员感到袁他们的每一个工

作都像在为一座大厦添砖加瓦遥 这样的作业设计袁使学

员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袁为什么这么做袁这样做有什

么用遥 学员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进步袁随时享受学习的

成功和喜悦遥
在教学安排上袁通常是上午上课袁下午上机实践袁

完成相应的作业遥 作业是加了写保护的 PDF 文档袁文
档给出非常详细的步骤袁基本上涉及当天讲过的全部

知识点袁这个文档可以指导学生完成作业遥 Infosys 规

定袁 这些作业必须在当天完成后上传到服务器上袁统
一评阅遥 尽管作业的难度不大袁但量多袁学员要回顾当

天所学的知识袁很多学生要做到很晚才能完成遥 通过

这种方法学习袁不仅使学员掌握所学的知识袁提高动

手能力袁而且培养了学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文档做事

的习惯袁为今后的项目开发和团队合作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遥
考试分为理论考和实际上机操作袁 理论考以选择

填空为主袁但在评判时答对的加分袁答错的则要减分袁
这就要求学生对所学习的知识必须完全理解袁 牢固掌

握袁否则无法取得好成绩袁甚至可能被扣成负分遥
三尧强化内涵建设袁树立品牌意识

实现特色发展袁必须坚持特色发展的思维袁这就是

要具有院宽度超越思维袁借助各方力量有效进行资源的

跨界整合曰高度超越思维袁与其他高校同类专业比较实

现差异化发展曰深度超越思维袁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优

势创造品牌特色遥
我们之所以能建立起国内重点高校都没有与 Infosys

公司所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袁正是坚持了这 3 种野超越

思维冶遥 目前组织学生赴印度的培训项目袁全国只有我

们一所学校袁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对

我们这个项目大加赞赏袁 认为这是上海杉达学院一个

优质的教育品牌遥
通过在印度近三个月的学习袁 学生们对现代软件

服务外包企业有了全新的认识袁在专业技能尧职业素养

以及学习和工作态度上有了明显的进步袁 主要表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院

1. 学习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

出国前袁 学生在学校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容

乐观袁学习的目的性不强袁自主学习能力薄弱袁学校一

些专业缺少与行业对接的课程袁 教学以课堂灌输式的

应试教育为主袁实践应用课程比重偏少袁缺少实践应用

的针对性袁造成学生的职业发展不明确和被动学习遥
学生赴印度学习期间袁完全是按企业要求行事袁从

服装礼仪到日常行为规范袁 从专业技术学习到实际项

目开发袁均遵照 Infosys 公司对企业职员的标准要求遥因
而袁学生在校期间一些不好的习惯必须要摒弃袁例如袁
将食品饮料带入教室袁穿拖鞋进教室遥 取而代之的是袁
男同学每天要着白衬衣尧系领带尧穿黑色皮鞋袁女同学

要着有领子的衬衣遥 另外袁迈索尔培训园区提供许多雨

伞和自行车袁 我们学生使用后都能按照规定放到指定

位置遥 在 3 个月的学习期间袁没有一名学生出现迟到旷

课现象遥
2. 专业技术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虽然出国前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基本上

完成了所有专业基础课的学习袁但专业理论并不扎实袁
项目开发能力也非常薄弱袁 一些学生在企业招聘时往

往在笔试阶段即被淘汰遥 电子商务和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专业的学生袁计算机专业基础比较薄弱袁特别是一

些英文专业术语袁基本没有接触过遥 这两个专业的一些

学生面对就业选择时袁 对自己从事本专业的工作缺乏

信心袁 甚至有的同学考虑选择技术含量低的行政岗位

工作遥
面对企业培训内容袁学生都非常努力袁对于不懂的

问题当天必须搞清楚袁有的学生为了弄懂当天的问题袁
放弃了吃饭曰 电子商务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

学生袁除保证每天的正常学习外袁还要加班补习没有学

过的知识袁同学间相互鼓励袁相互帮助袁在后续课程学

习中袁大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遥 据印度老师反映袁杉达

学生所取得的成绩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遥 过去很多

学生对于软件开发有种恐惧感袁但通过培训袁学生将软

件开发野敲冶代码当作一项愉快的事情袁专业技术能力

和自信心明显加强遥
3. 外语交流能力得到加强

学生到印度后有一个适应过程袁开始大家只能听

懂一些简单的句子或单词袁电子商务专业和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学生对计算机专业术语单词也比

较陌生遥 但大家在课堂上积极回答老师提问袁课后又

陈楠生 Infosys 人才培养模式对高校计算机专业教学改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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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着老师问问题袁交流学习体会袁同时袁他们也结交了

一些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袁在不断的学习交流中提高自

己的英语听说能力袁开学两周后袁绝大多数同学基本

上能够听懂印度老师的讲课袁并能自如地与印度老师

进行交流遥
与 Infosys 公司的合作袁 为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提

供了有益的经验袁对扩大我校的影响袁提升学生的就业

竞争力将发挥重要作用遥

Chen Nansheng The Inspiration to Computer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the Mode of Human Resources Training in Info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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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也不断深

化遥 虽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尚未被明确界定袁但
国际化已成为国内外高等教育的一大趋势遥 我国高等

教育国际化虽然起步晚袁 但发展至今已初具规模袁主
要形式包括来华留学生教育尧孔子学院尧双语教学和

全英文教学等遥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袁高校教

师在教学中如何与时俱进袁 基于先进的学习理论袁采
用与国际接轨的课堂设计和教学组织方法袁是教师必

须思考的问题遥
一尧教育国际化涵义

渝 教育国际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涵义涉及面很广袁 从不同的角度

有不同的认识遥 1995 年汉斯窑迪窑威特(HansDe Wit) 等
学者在叶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曳一书中探讨了高等教育

国际化涵义袁并归纳出三种观点[1]遥 第一种观点把高等

教育国际化看作一个发展的趋势与过程袁 高等教育的

国际化是把国际的意识与高等学校的教学尧 科研和社

会服务的职能相结合的过程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大

学联合会渊IAU冤把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为野把跨国界和

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工作尧 科研工作和

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冶 [2]遥 奈特渊Jane
Knight冤也趋向于过程的观点袁认为国际化是将野国际的

维度冶渊international dimension冤 整合到高等学校的教

学尧研究和服务等诸项功能中的野过程冶[3]遥 所谓的野国际

维度冶主要指国际的尧跨文化的尧全球的观念遥 另一位专

家威特渊De Wit冤赞成国际化是野过程冶的观点袁通过这

一过程袁使教育沿着更加国际化方向发展遥 此外袁我国

由汪永铨先生主编的叶教育大辞典:高等教育卷曳中也把

高等教育国际化界定为 野各国高等教育在面向国内的

基础上面向世界的一种发展趋势冶[4]遥 加拿大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国际教育理事会专家小组认为袁野国际化就是

一国为成功地参与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做准备的过

程遥 在加拿大袁多元文化的现实就是国际化的舞台遥 这

一过程应该渗透到中学后教育系统的各个方面,促进全

球的理解,培育有效地生活和工作在多样化世界的各种

技能遥 冶刘庆石渊2009冤指出国际化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尧
政策和各项措施袁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它的过程遥 从外延

上说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指野大学在 teaching袁learn鄄
ing袁research袁service 和 management 方面的开放性尧交
流性和通用性冶[5]遥

第二种观点倾向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高等教育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包括课程的国际内容尧与培训

和研究有关的学者与学生的国际流动尧 国际技术援助

和合作计划遥阿勒姆渊Arum冤和瓦特渊W Water冤基于对美

国在过去 30 年中使用的概念和定义的分析, 认为高等

教育国际化包括 3 种主要因素: 淤课程的国际内容曰于
与培训和研究有关的学者和学生的国际流动曰 盂国际

技术援助与合作计划遥 为此,他们给出的高等教育国际

化的定义是野与国际研究,国际教育交流与技术合作有

关的各种活动尧计划和服务冶[4]遥
第三种观点强调形成国际化的精神气质和氛围,国

际教育与教育的国际化是同义语, 包括全球的意识尧超
越本土的发展方向及发展范围袁 并内化为学校的精神

气质和氛围[6]遥 美国教授哈若瑞渊M Harari冤把国际教育

与教育的国际化视作同义语,他认为国际教育不仅应当

包括课程尧学者和学生的国际交流尧与社区的各种合作

计划尧培训及广泛的管理服务,还应当包括野明确的赞

同尧积极的态度尧全球的意识尧超越本土的发展方向及

发展范围,并内化为学校的精神气质冶遥这里强调的是态

度尧观念方面的国际化,即要树立全球意识并形成国际

化的精神气质和氛围[5]遥
渔 教育国际化对专业教师的影响

在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诸多研讨中袁 专业教师受

到国际化影响的问题经常被忽略袁Stohl渊2007冤指出野如
果高校要国际化袁专业教师必须国际化遥 [7]冶早在 1977
年袁 国外学者就开始从宏观角度研究不同国家高等教

育体系中的教师进行调查袁Altbach and Lewis 渊1996冤从
1991 至 1993 年对 14 个国家的教师进行调查袁指出野在
未来几年袁 教师生涯各个方面的国际化会不可避免的

增加遥 [8]冶
Bedenlier 和 Richter渊2015冤的研究表明一线教师

在几个层面上受到高度教育国际化的影响袁包括个人

层面袁学校层面和全球层面遥 对个人的影响包括个人

发展和专业发展的机会与需求曰国际晋升和任职的机

会曰与外国同事共事曰外语应用曰工作强度和压力增加

等遥学校层面的影响来自教学袁科研和服务等遥 教学计

划的国际化曰面对更多的国际学生及向其授课曰国际

科研团队和发表曰科研结果的国际传播和可见度遥 在

全球层面上袁英语成为通用语言曰合作尧互联性尧知识

的传播曰政策环境和全球的发展曰开放的观念和视角曰
异质性和多元化曰应对未来的挑战曰教师的国际流动曰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和学术竞争等[9]遥 在这一系列

Meng Haiying The Reform on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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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当中袁教学计划的国际化袁英语成为通用语言

以及面对更多的国际学生及向其授课等几方面给高

校教师带来的影响最大遥 为应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

的挑战袁高校教师在教学中应该采用先进的教学设计

理念袁将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与技术相融合袁提升学生

学习体验遥
二尧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

渝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根据 Merriam 等(2007)袁用来解释成人学习行为的

学习理论主要有以下五个院
- Behaviorism渊行为学习理论冤
- Humanism渊人文主义理论冤
- Cognitivism渊认知学习理论冤
- Social cognitivism渊社会认知学习理论冤
- Constructivism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冤
基于不同的学习理论袁学习目的尧学习行为和教师

在教学中的作用都各不相同遥 面对不同的学生袁教师应

该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袁 充分调动所有学生的学习潜

能和主动性袁这也是通常强调的因材施教遥
传统教学中袁教师定位是基于认知主义学习理论遥

根据认知主义学习理论袁对学习者来说袁学习的目的是

提高能力和技能以便更好的学习遥 学习的过程就是学

生处理信息的过程曰 而教师的角色就是组织学习内容

来提升信息处理的过程遥 因此作为教师的首要任务就

是将教学内容传递给学生袁 确保学生在课堂学习后能

够完全掌握教学内容遥 从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出发袁学校

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袁课本是主要的教学内容袁教师

的主要职责就是传输知识袁 而学生则是被动接受知识

的工具遥 以野教师为中心冶的学习就是这种传统的教学

观的体现遥
今日世界袁技术的进步和教育的国际化也给高等

教育带来了冲击和挑战遥 今天的大学生是野网络新一

代冶袁是握着鼠标成长起来的一代袁他们能轻而易举的

在网络上获取信息和知识袁 个性表达更加直接和有

效遥 因此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当今大学生的学

习需求袁教师的教学观亟待转变袁从以野教师为中心冶
转向为以野学习者为中心冶袁而这正是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所提倡的遥 建构主义认为袁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

得到袁 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袁
借助其他人渊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冤的帮助袁利用必要

的学习资料袁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遥 建构主义

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尧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袁也就

是说袁既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袁又不忽视教师

的指导作用袁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尧促进者袁而不

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10]遥 例如目前很多国外课程

中出现的野教师冶一词使用的是 instructor渊指导者冤袁而
不是传统的 teacher渊教师冤或 lecturer渊讲师冤遥学生是信

息加工的主体袁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袁而不是外部刺

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遥 以野学习者为中心冶
的学习能够通过信息收集和整合尧提问尧沟通交流尧批
判性思考和问题解决等方式更有效的构建知识体系遥
另外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 野情境冶尧野协作冶尧野会话冶
和 野意义建构冶 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 渊何克抗袁
1997冤袁 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就可

以概括为:野以学生为中心袁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袁教师作

为组织者尧指导者尧帮助者和促进者袁利用情境尧协作尧
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尧积极性

和首创精神袁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

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遥 在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下袁学
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曰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

者尧指导者袁也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尧促进者曰教材所

提供的知识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对象曰媒体是用来

创设情境尧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袁即作为学生主

动学习尧协作式探索的认知工具遥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袁 教师要思考的是如何以

学生为中心袁强调野情境冶和野协作学习冶对意义建构的

重要作用袁重视学习环境设计袁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支持

野学冶袁最终完成意义建构遥
渔 建设性组合原则课堂设计方法

建设性组合原则 渊Constructive Alignment Princi鄄
ples冤由 John Biggs 博士首创袁是目前教学设计和设定

预期教学效果所遵循的一个基本的教学理念遥 所谓野建
设性组合原则冶袁 就是要求教学过程中的预期教学目

标袁教学活动和评价方法等各个环节协调一致袁要求学

生在课堂上积极参入各种活动袁 对自己的学习负责遥
野建设性组合原则冶教学设计法包括学习目标袁学习活

动和评价方法三部分内容遥 学习目标向学生说明课程

结束后学生通过参与一系列的教学活动能够知晓袁感
知或实践的学习内容遥 学习活动指让学生能够实现教

学目标的一切活动遥 评价方法则能帮助教师发现学习

活动是否有助于学生实现学习目标遥 三者关系如图 1
所示 [1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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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建设性组合原则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袁应
首先设定预期学习目标袁明确本节课程结束后袁希望

学生知道什么袁理解什么或者能够做什么袁再设计评

价方法以帮助学生实现学习目标袁 最后设计学习活

动袁使学生通过教学活动实现学习目标遥 设定预期目

标时使用不同的动词 渊如 identify袁describe袁compare/
contrast袁analyze袁generalize袁reflect冤 来体现不同的学习

层次袁以此来确定学生的学习效果遥 教学活动和评价

方法设计也必须与这些动词所体现的层次相一致遥 以

教学活动激活学习活动袁从而达到预期学习成效遥 而

评价方法注重形成性评价袁用以反映学习成效从多大

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学习效果遥 这样袁学生要想逃脱

学习过程就难于过关遥
建设性组合原则充分体现了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

心的思想袁 有利于充分提高学生在课堂学习上的积极

性遥 同时该原则方法简单易行袁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强遥
过去在教学设计的时候袁 通常以章节为单位设计教学

内容袁设定每章的学习目标袁但是一章内容一般都不可

能在一次课堂上完成袁造成学生对学习目标不明确曰教
学活动也以教为主袁学生为主的学习活动不多曰评价方

法也过于集中遥 运用建设性组合原则后袁可以以每堂课

为单位袁 重构教学内容遥 让学生明确每堂课的学习目

标袁并有针对性的设计评价方法袁随时检验学习效果遥
更重要的是袁围绕预期目标设计教学活动袁让学生时时

参与其中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遥 可使用的教学

活动包括互动类活动 渊如 debate, role playing, student
panel, group assignments, think-pair-share, Jigsaw冤,个人

作业 渊如 case studies, concept mapping, compare/con鄄
trast, research paper, one minute feedback, reflective

writing冤和学习实践渊如 field trip, simulation, interview,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冤等遥 教学活动的选择取决于

学习目标袁教学内容袁学生类型袁教学环境甚至学生的

学习地点遥 无论选择何种教学活动袁其目的都是为了帮

助学生实现预设的学习目标袁激发学习兴趣袁提高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遥
隅 BOPPPS 教学设计模型

BOPPPS 是根据教育学人的认知理论提出的一种

教学过程设计袁由 6 个单词的首字母组合遥 这 6 个单词

描述了知识点设计的全过程袁即引入渊bridge-in冤要要要吸

引学生的兴趣尧目标渊objective冤要要要让学生知道该课程

要到达的教学目标尧预测渊pre-assessment冤要要要了解学

生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尧 参与式学习渊participatory
learning冤要要要让学生多方位参与教学从而掌握知识尧后
测 渊post-assessment冤要要要了解该课程是否到达教学目

的 尧 小结 渊summary冤要要要总结知识点等 6 个部分 遥
BOPPPS 模型的核心有两点院一是强调学生全方位参与

式学习而不只是听讲曰 二是要及时获得学生的反馈信

息袁以调整后续教学活动遥
BOPPPS 教学设计模型充分体现了建设性组合原

则袁并比之更加细化遥 两者都强调在教学设计中要明确

学习目标袁综合采用多种课堂教学形式袁积极鼓励甚至

要求学生参与课程教学活动遥 这就要求教师要精心安

排上课内容和方式袁课前应认真准备袁做好学生的教学

需求分析袁 在教学计划中考虑 野这次课主要内容是什

么冶袁野这次课如何更好地引入冶袁野学生应该做些什么袁
又会做些什么冶袁野课堂中间如何进行学习活动冶袁野怎样

在教学内容上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袁 如何回答学生的

一些问题冶等袁同时告诉学生该课程的教学计划安排袁
希望学生给予哪些支持和配合袁 通过教学需求分析使

互动式教学更有针对性袁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袁提高教学效果遥
BOPPPS 模型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学生反馈遥

BOPPPS 模型中有课前预测和课后评价袁都是为了获取

学生学习和知识掌握情况袁以便对后面教学进行调整遥
因此在教学设计时袁 为了鼓励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并了

解教学效果袁教师应及时掌握学生学习动态袁收集学生

的学习信息并把有关的答案反馈给学生袁 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曰 利用反馈信息修改教学内容袁 改进教学方

法遥 获取反馈信息可以有多种形式袁包括在教学过程中

随时提问尧电子回答器渊clickers冤尧各种小测验尧反馈信

图 1 建设性组合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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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表等遥
三尧基于联通主义的新型教育方法

渝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基本内涵

联通主义渊Connectivism冤袁也有译为野关联主义冶袁由
加拿大学者西门斯渊Siemens冤于 2005 年在其论文叶关联

主义院 一种数字时代的学习理论曳渊Connectivism院A
learning Theory for the Digital Age冤中正式提出遥 另一位

加拿大学者唐斯渊Downes冤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袁其
观点与西门斯十分一致袁 因此两人被一致认为是联通

主义的核心代表和领军人物袁 同时也是联通主义学习

理论的实践形式要要要cMOOCs 的核心推动者遥
联通主义理论认为袁野学习就是在一个云雾状网

络中袁核心要素不断迁移的一个过程袁这个迁移的过

程不完全受学习者本人的控制曰学习( 即可付诸行动

的知识袁actionable knowledge) 可以存在于我们自身之

外的组织或数据库等实体中曰学习就是将不同的信息

集合进行连结袁这些连结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学到更多

的知识曰这些关系渊或连结冤比我们自身掌握的知识还

要重要遥 冶[12]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最基本的观点是八条原则

渊Siemens, 2005冤袁分别为院
1. 学习和知识存在多样性的观点中遥
2. 学习是与特定的节点和信息资源建立连接的

过程遥
3. 学习也可能存在于物化的应用中遥
4. 学习能力比掌握知识更重要遥
5. 为了促进持续学习袁我们需要培养和维护连接遥
6. 发现领域尧 观点和概念之间关系的能力是最核

心的能力遥
7. 流通渊准确尧最新的知识冤是所有联通主义学习

的目的遥
8. 决策本身是学习的过程遥
这 8 条原则反映了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初创阶段最

基本的思想院 前 3 条和第 8 条强调学习和知识的网络

分布性尧学习的联通性尧多样性和过程性特征曰第 4尧5尧6
条概括了开放联通的网络时代学习者应具备的能力曰
第 7 条指出了联通主义学习的目的院让知识流通遥

联通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包括节点渊node冤尧关系/
连结渊connection冤和网络渊network冤遥野网络的妙处在于它

的简洁性袁它至少包含两个要素院节点和关系遥节点就是

任何一个可以连结到其他要素上的要素冶遥 根据西门斯

的阐释袁节点可以是某个数据尧信息尧知识袁或某个人尧某
个组织尧某个子网络等遥 连结就是两个节点之间的任何

一种类型的关联遥 节点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自主性袁一个

节点可能存在于一个网络袁即使它与其他节点间不是强

连通的遥 每个节点都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运作遥 网络就

是诸多节点的聚合袁 它对节点实施有限的作用和影响遥
斯蒂芬窑唐斯对野网络冶有进一步的研究袁他提出网络具

有 3 个要素袁除了节点尧连结袁还有流曰网络具有 5 个属

性袁即密度尧速度尧流量尧可塑性渊Plasticity袁连结被创建

或摈弃的频率冤和连通度袁这些属性决定了不同网络间

的差异渊Downes袁2006冤遥因此联通主义的核心思想是院知
识存在于学习者自身之外的实体上 渊如个人计算机网

络尧组织等冤曰学习就是编织个人社会知识网络的过程曰
要在不同节点和网络之间建立关系袁将网络中的弱连结

变为强连结遥学习者个人和整个网络之间是双向促进的

关系袁知识流在其间得以流动和创造遥 这种由个人到网

络再到组织之间的知识发展周期能够让学习者的知识

库通过网络连结而处在不断的更新之中遥 一言以蔽之袁
在网络互联的世界里袁在不同实体之间建立关系( 连结)
的能力就是数字化学习以及生存的法宝 [13]遥

渔 联通主义指导下的教学模式

信息时代袁 无所不在的网络会同无所不在的计算尧
无所不在的数据尧无所不在的知识袁使得知识的传播已

经不必局限于大学课堂遥 云计算尧数字课本尧移动网络尧
高质量流式视频尧即时信息收集等袁技术方面的可供性

已将大量知识和信息推动到野无固定地点的冶网络上遥联
通主义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依托袁 联结各信息节点袁探
索各信息流之间的隐性显性联系都要借助于网络和信

息技术的支持遥在联通主义指导下的互联网技术与学科

知识融合袁催生出了慕课渊MOOCs冤袁混合式学习渊Blend鄄
ed Learning冤袁翻转课堂渊Flipped the classroom冤和移动

学习渊Mobile Learning冤等新型教学模式遥 如果说第一代

教育以书本为核心袁第二代教育以教材为核心袁第三代

教育以辅导和案例方式出现袁那么如今第四代教育即是

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遥通过将技术与新媒体等媒介与学

科知识和教学法有效融合袁可以改进学习体验袁真正实

现野以教师为中心冶向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转变遥
1. 慕课

慕课袁即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袁是将传统的课程经

过改造以短视频渊微课冤尧 虚拟实验尧在线习题尧在线讨

论尧在线考试等多种混合式在线教学方式呈现的课堂遥

孟海樱 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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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2年 1月-2015年 7月的慕课课程门数的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院https://www.class-central.com/report/moocs-stats-and-trends-2014/

图 2 2014年世界主要慕课在线课程供应商的课程分布

数据来源院https://www.class-central.com/report/moocs-stats-and-trends-2014/

慕课发源于美国袁2011 年秋袁 斯坦福大学的巴斯蒂安窑
图伦 渊Sebastian Thrun冤 与大卫窑史蒂文斯 渊David
Stavens冤尧迈克窑索科尔斯基渊Mike Sokolsky冤联合创办了

以营利为目的在线课程供应平台 Udacity渊在线大学冤遥
2012 年 4 月袁达芙妮?科勒渊Daphne Koller冤和安德鲁窑
恩格渊Andrew Ng冤推出了名为 Coursera 的网站袁包括哥

伦比亚大学尧杜克和普林斯顿大学等 87 所名校都先后

成为该网站的合作伙伴遥2012 年 5 月袁麻省理工学院和

哈佛大学联合推出 edX遥 在很短的时间内袁数以百万人

次的学习者加入 Coursera尧Udacity尧edX 美国三大慕课

课程平台学习免费的在线课程遥 叶纽约时报曳将 2012 年

称为野慕课元年冶袁使慕课的概念从 2012 年开始在全世

界流行遥 图 2 是 2014 年世界主要慕课在线课程供应商

的课程分布情况遥 图 3 是 2012 年 1 月-2015 年 7 月的

慕课课程门数的增长情况遥
2013 年袁被称为中国慕课的元年袁清华尧北大尧复旦

等国内一流院校纷纷宣布加入慕课的行列袁 开始了中

国慕课的新纪元 1遥 果壳网在 2013 年成立了野MOOC
学院冶袁不到一年就成为了集合资源最全面尧学习者最

多的慕课中文社区遥 目前中国的慕课平台主要有学堂

在线袁好大学在线袁华文慕课和智慧树等遥 有数据显示袁
到2020 年全球慕课课程将达到 5 万门袁 中国慕课课程

将在未来 3 年剧增遥 到 2016 年全球慕课学习者将超过

1 亿袁到 2020 年慕课学习者将突破五亿袁中国成为慕课

学习者增幅最大的市场 2遥
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袁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

席卷全球尧蓬勃发展袁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学习方式遥
慕课借助技术的力量尧资本的助推和市场的机制获得迅

速发展袁在颠覆传统的同时也给高等教育带来机遇遥它与

现实的大学课堂尧社区培训体系尤其是与各类网络学习

平台以及支撑这些网络平台的互联网运营商联盟袁共同

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在线课程遥 慕课使那些原本属于全球

顶尖大学的优质课程袁通过互联网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遥通
过学习慕课课程获得名校证书或入学通知的励志故事层

出不穷曰很多教师也通过慕课平台成为明星教师袁受到学

生追捧遥这种历史性的转变袁颠覆了传统大学课堂教与学

的方式袁也为大众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袁开启了学习革

命的新纪元遥 同时袁它对于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尧促进

教育公平尧提高教育质量也有着重要作用遥
2. 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一般称为野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冶袁是慕

课实施混合式教学的重要载体袁 也是慕课课程区分于

一般网络课程的重要标识遥 翻转课堂将传统学习过程

的在教室里上课听讲座袁回家做作业尧练习袁转变为在

家中在线上课尧听讲座袁在教室里讨论尧答疑做作业袁即
野课外学知识袁课内互动冶遥 野翻转课堂式冶是对基于印刷

术的传统课堂教学结构与教学流程的彻底颠覆袁 引发

教师角色尧课程模式尧管理模式等一系列变革遥
翻转课堂的特点可以归纳为院 教学视频短小精悍

渊碎片化学习冤曰教学信息清晰明确渊重点尧小结冤曰重新

建构学习流程渊信息传递原知识内化冤曰复习检测方便快

捷渊大数据处理冤遥 翻转课堂重构课堂内外时间袁将学习

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遥 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

Meng Haiying The Reform on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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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交通大学慕课研究院 2015 年 7 月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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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选择学习进度曰 非母语学习者可以随时暂停讲座

视频曰责任制意味着学生们为上课做更多的准备遥 学生

自主规划学习内容尧 学习节奏尧 风格和呈现知识的方

式袁教师不占用课堂的时间讲授信息袁由学生课后完成

自主学习遥 而课堂变成了老师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

之间互动的场所袁包括答疑解惑尧知识的运用等袁从而

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遥
翻转课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翻转学习遥 作为

一种教学方法袁 翻转学习把直接教学从集体学习空间

转移到个人学习空间袁 从而把集体空间变成一种动态

的尧交互的学习环境袁老师在学生运用概念和创造性地

参与科目学习过程中给予指导遥
翻转学习中袁 教师可以把宝贵的课堂时间用于布

鲁姆教学目标分类法中较高层次的学生活动袁 这将使

学习变得更为深入遥 同时翻转学习提供了一个可行的

方法袁 可以将学生从内容驱动的教学禁锢中解放到项

目学习和问答式学习的自由空间袁 而又不会抛弃必要

的直接教学的价值遥 促使学习更广泛尧更加自然袁更加

看重学生的热情和兴趣袁而又不否定内容知识的价值遥
四尧结语

教育国际化既是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要

求袁也是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会的积极推动的结果袁更是

新时代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遥 高等教育国际化为

我国高等教育和高校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袁 也带来了

多方面的冲击遥 面对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袁高校要转变

教育观念袁 即教育观应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由
传统教育向创新教育转变遥 教师也要重新审视自己的

角色袁在先进教学理念的指导下袁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

为学习的促进者袁 由教学的管理者转变为学生的引导

者袁使教学过程不再是简单的传输过程袁而是学生积极

主动尧富有创造性的参与过程曰利用全新的教学方法袁
重构教学内容袁激发学生主体意识袁调动学生主动学习

的积极性袁从强调学习的结果转向强调学习的过程袁从
单纯教师的教转向师生共同活动袁 从封闭的教学组织

形式转向开放的教学组织形式袁 最终实现从 野教学生

学冶到野教学生自己学冶的转变遥

孟海樱 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变革

37窑 窑



野大众创业袁万众创新冶活动正在我国高校积极推

进遥 创新为创业的先导袁是创业活动的精神动力和智慧

源泉遥 大学创新教育是确保一个国家科技文化先进性

得以继承和发扬的根本途径遥 科技进步及文化艺术事

业发展越快袁 各国政府和高教组织就越重视创新型人

才培养袁以期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遥 目前在创新

教育方面袁我国很多高校挑战与机遇并存遥 在诸多西方

高校创新教育模式中袁德国大学的创新教育独具特色袁
可以作为我国高校学习的典范遥

一尧德国高校创新教育背景简介

西方近代诸多教育概念袁如公民教育尧义务教育尧师
范教育等理念大多可溯源于德国遥德国高等教育独树一

帜袁在世界教育史上影响甚巨遥 19 世纪初, 普鲁士教育

改革者及语言学家洪堡兄弟渊Wilhelm von Humbold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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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von Humboldt冤倡导教育改革, 以创办柏林大

学为契机, 坚持 野学术自由冶野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冶野教尧
科尧学统一冶三原则袁德国大学教育随之进入全速发展

快车道遥 该教育思想与体制至今为当代德国大学教育

的基本模式遥 此后袁德国学界虽有高等教育改革思路之

种种争论, 而野洪堡理念冶(The Humboldt Idea) 则确定无

疑, 争论焦点也仅限于如何处理科研尧教学及学习三者

关系而已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德国崛起于战争废墟中遥 随

着经济腾飞袁科研教学亦直追世界先进水平, 其因亦在

于大学教育体制坚定贯彻学术自由尧 教育与科研相结

合的野洪堡理念冶遥 20 世纪 80 年代后, 强盛之德国已望

项背于美尧日袁位列世界经济三强遥 进入 21 世纪袁科技

竞争加剧袁高等教育再临挑战遥 鉴于此袁1985 年德国议

会 通 过 叶 高 等 学 校 总 纲 法 曳 渊Das Recht der
Hochschulen冤袁规定高校办学形式为野自我管理冶渊Selb鄄
sterwaltungsrecht冤,并对高校办学愿景做出阐述: 野高校

之任务在于通过研究尧 教学和学习, 以培植和发展科

学尧文化及艺术, 并为大学生从事涉及科学知识和方法

或艺术创造能力的职业做准备遥 冶这表明, 德国的高等

教育已在法律上强调其 野独立性冶 必与社会实际相联

系曰研究尧教学和学习不可囿于象牙塔中, 应考虑职业

及社会各方之实际需要遥 同时袁政府也期望大学除了为

学生进行职业能力准备外, 还应促进个性发展, 努力创

新袁以养成理性思维和批判能力袁更好担当社会责任遥
近年来袁 德国教育不断反省, 在保持传统学术自

由尧 教育与科研统一的教育思想和制度, 以及严谨尧务
实尧高效教育手段和方法的同时, 积极改革大学内部组

织结构, 加强跨学科研究与教学袁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为旨归袁完善培养模式遥 具体改革措施有: 淤 强调高等

学校独立性, 扩大高等学校自治权曰 于 进一步促进高

等学校有特色尧多层次曰 盂 力求课程设置面向实际, 加
强与社会组织交流尧密切与社会的关系, 培养学生参与

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曰 榆 提倡独立活动的人才培养模式

等遥 该新模式有利于学生拓宽知识面, 使学生多种能力

得以培养袁特别是在自主学习能力尧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能力尧组织能力尧独立科研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遥
二尧当代德国高校创新教育特色

基于上述背景袁 当代德国高校以创新教育享誉世

界袁其教育理念尧师资选拔尧课程体系尧教学模式尧教学

管理等各个环节袁无不体现创新教育导向遥 具体而言袁

有如下特色院
1援 充分的教育教学自由

自由的教育教学环境是激发师生创新能力的关键

因素遥 自由尧民主的学术氛围是德国高校的一大特色遥
德国法律明确规定学术及教育教学自由遥 高校师生享

有自由从事科研和教学活动的权利袁 以及自由学习的

权利遥 教学自由使得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按照其

认为最好的方式教授学生袁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涉遥 科研

自由意味着师生能够按照个人意志在继承旧知识的同

时创造新知识遥 学习自由则意味着学习者根据自己的

观点选择课程尧教师和学习方式遥 这些学术自由既是指

导德国大学学术实践的核心理念袁 同时也在其教学制

度中得以落实遥 同时袁德国高校的基层学术组织建制给

予了教授较高的学术权力袁 这是推动德国高校实现教

学和研究创新发展的关键遥 德国高校教授是终身职位袁
是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袁 在研究项目中享有很大的学术

权力袁教学管理完全由教授组成的野内务委员会冶渊Inner
Faculty冤负责遥 教授在高校课程设置尧考试安排尧教师聘

用和科学研究工作等方面有着绝对的控制力袁 并有权

参与高校行政事务管理遥 这种半自治的运行模式不仅

有效地保护了教授和学生的学术自由袁 而且也为高校

创新力的培育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和土壤遥
2援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德国大学保持创新活力的重要保障之一是拥有独

特的师资队伍袁教师评聘晋升制度严格袁教授职位门槛

高袁从而确保师资的高质量遥 博士学位是获得教授资格

最基本的条件袁博士毕业后可被聘为初级讲师渊或研究

员冤袁 从事教学和科研辅助工作遥 德国教师评聘制度规

定袁初级讲师不得在现任教大学晋升袁以促进高校之间

教师流动袁有利于提高高校整体师资水平遥 初级讲师经

过 9 年的工作以后袁 完成 2 篇高质量的教授资格论文袁
并完成至少 3 个与专业方向相关的不同内容的专题报

告袁由答辩委员会讨论评议袁通过者获得大学教授的任

职资格遥 严格的教师遴选程序和高标准的任职资格遴

选袁不仅确保高校师资的质量袁也给高校创新带来活力遥
教授是德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遥 根据叶德国高校总纲

法曳规定袁教授可以委任为终身制袁不得随意解雇袁绝大

部分人员纳入公务员体系袁大约只有 5%的 C2渊相当于

英美国家 W2 级别冤教授是有期限的职位遥 教授在高校

教师职务中比例高袁一般 60%左右袁德国实行大学教授

强制流动的政策袁通过评聘分离袁获得教授资格的人不

刘开颜 当代德国高等院校创新教育特色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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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授予单位应聘遥 通过这种政策强制人才流动袁保证

大学吸收各方学者袁汇集了不同学校的长处和特色袁避
免了野近亲繁殖冶的弊病袁这样大学水平参差不齐的现

象就无从产生遥
3援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德国高校教学方式灵活袁师生充分互动遥 授课方式

分为讲座尧练习和研讨遥 研讨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模式袁
是根据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理念创立的一种教学方

法遥 首先袁教师提出问题, 鼓励学生先自己学习尧研究袁
再带着研究的结果和教师交流讨论遥 研讨活动通常进

行 3 个月或更长时间袁其后袁教师会针对某一领域提出

若干题目供学生选择遥 选定题目后袁学生独立或 3~5 人

一组在教师指导下完成一篇研究报告或论文遥 之后袁学
生根据自己的研究题目做 20耀30 分钟的学术报告袁进
行多轮次的讨论交流袁最后袁教师进行点评总结遥 研讨

课的规模有严格限制袁人数控制在 20 人左右袁确保每

个学生可进行深度研讨袁 教授的科研精神和思维方法

在研讨课上得到充分传递遥 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使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主动学习的意识袁形成创新思维遥 此

方法目前已被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所采纳袁 成为

教学方法的主流模式遥
4援 密切的校企合作关系

当代德国应用型高校极其重视校企合作袁 可以说

其著名的野二元制冶渊Dual System冤职业教育体系是以企

业为主体袁高校的理论学习为辅助遥 以企业为主体就意

味着以实践为主体遥 应用型高校学生在学习期间袁学校

的作用是配合企业传授专业理论袁并以实践验证理论袁
这与我国通行的以理论为先导的模式刚好相反遥 在实

践中求真务实是德国高校教育教学的基本方式遥 高校

是真知的孵化器袁而企业是真知的试金石遥 这一模式确

保德国高校教师教得野真冶袁学生学得野实冶袁企业做得

野新冶遥 教尧学尧做三位一体袁循环创新袁多方受益遥
由于上述密切的校企合作关系袁 来自于企业兼职

教学专业人员在德国高校教师队伍中的比例较高袁是
高等学校教学专业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在一些高校袁
兼职教学专业人员甚至多于全日制教学人员袁 这说明

兼职教师在高校中具有重要作用遥 据 1991 年统计袁德
国高校兼职教师占专业教学人员的 29%遥

三尧德国模式对我国应用型高校创新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不仅是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基地袁也是国家

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遥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

期袁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是高校面临的一

项紧迫任务遥 虽然我国与德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差异明

显袁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袁借鉴以上德国经验袁可为我国

应用型高校创新教育改革带来如下几点启示院
1援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国家和地方各级教育部门应该积极转变职能袁改
进管理方式袁减少高校的行政审批事项袁逐步落实野去
行政化冶袁依法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遥 高校应该按照国

家法律法规袁自主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曰自主设置和调

整学科尧专业曰自主设置教学尧科研尧行政管理机构曰自
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曰自主管理和使用人尧财尧物和经

费等遥 同时要不断完善高校治理结构袁完善校长选拔任

用办法袁改革高校内部管理体制袁建立有活力尧高效率尧
更开放的高校管理体制袁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袁避
免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扰和影响遥 在高校的日常管理

中袁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尧学术评价尧学
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袁尊重学术自由袁实行基层学术组

织的民主管理袁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遥 积极探索教授治

学的有效途径袁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尧学术研究和学校

管理中的关键作用遥 总之袁野制度宽松袁创新活跃冶袁这是

德国高校创新模式成功的根本源泉遥
2援 完善教师评价制度

高校要结合各自办学实际袁 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

改革遥 全面实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袁建立符合高

等学校特点的灵活的用人机制遥 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尧职
业道德尧 学术规范教育袁 形成良好学术道德和学术风

气遥 加强教师岗位管理袁完善教师评价标准袁将创造性

工作实绩作为教师考核尧聘用的重要内容袁把创造性教

学效果作为教师考核的核心指标袁激励教师潜心治学尧
开拓进取袁确立以创新为导向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遥
要努力创造条件袁 让高校教师创造性地从事教学和科

研袁为了激发学生兴趣而进行教学和科研袁从教学过程

和学生互动中得到的灵感袁创造新知识袁形成知识继承

和创新的良性循环遥
3援 改进教育方式和教学模式

目前袁我国部分高校依然沿袭传统的野传承式冶教学

模式袁即以教师为中心袁由教师通过讲授袁把教学内容灌

输给学生遥 教师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主导袁学生始终处于

被教育的地位遥这种教学模式虽然有利于教师对课堂教

学的组织尧管理与控制袁但是学生袁即学习的主体袁却处

于被动地位袁长此以往袁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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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被消磨袁以至扼杀遥高校教师应更新教学观念袁采取研

讨尧交流尧实践尧互动等方式袁发挥学生主体地位袁注重创

新意识教育袁努力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能力和批判精

神遥同时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袁强化实践教学袁提高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遥 野高校创新即是方式方法之改

变冶袁 这是德国高校创新模式成功的有效途径遥
总体而言袁创新教育与教学在我国高校推进举步维

艰遥其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的惯性阻碍遥
德国模式思路清晰袁目标明确袁实用性强袁可为借鉴遥

4援 调整人才培养模式袁加强校企合作

紧密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袁 尊重普

适教育原则袁 遵循人才成长规律遥 根据高校的办学定

位袁优化知识结构尧课程体系尧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袁注
重通过实践和科研培养人才袁 形成各具特色的多样化

人才培养模式遥 不断深化教学管理改革袁积极推进以选

课制尧弹性学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学分制管理袁完善促进

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和个性发展的评价方式袁 形成有利

于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尧主动学习的良好机制遥 积极推进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袁按照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尧促进学

生健康发展尧 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袁 逐步形成分类考

试尧综合评价尧多元录取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袁逐步改

变重进口尧轻出口袁重论文尧轻素质袁重服从尧轻创造的

教育现状遥
加强校企合作是我国应用型高校开展创新教育的

必由之路遥 长期以来袁由于行政级别及企事业单位性质

的差异袁高校自诩象牙塔袁企业则为试验田遥 高校师生

在校园里学种田袁却不肯渊或不能冤下地种田遥 高校环境

中诞生的创新袁多半属空中楼阁袁很难落地遥 这样的创

新不但无益袁反而消耗资源袁助长浮夸遥 创新教育若离

开企业袁 只会成为高校的内耗式的自娱自乐袁 不可持

续袁难出成果遥 校企合作是应用型高校创新教育的起点

和终点袁这一德国高校创新模式我们亟需借鉴遥
四尧结论

当代德国高校创新教育优势明显袁特色鲜明遥 这一

优势植根于德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遥 中华文明延绵

五千年袁以海纳百川尧兼容并包为基本文化特征遥 当代

中国教育虽走过弯路袁但总体趋势是保持特色袁博采众

长袁积极进取遥 目前我国政府大力倡导的野大众创业袁万
众创新冶活动为我们学习德国提供了契机遥 让我们在了

解当代德国创新教育上述 4 个特色的基础上袁 更新理

念袁结合国情积极验证袁取长补短袁消化吸收袁相信中国

高校创新教育之树终将枝繁叶茂袁成果丰硕遥

刘开颜 当代德国高等院校创新教育特色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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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杉达学院留学生汉语教育的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逐步提高袁 越来越多的外国

人士期待走进中国袁了解中华文化袁感知当代中国遥 国

际化成为当今高校发展的一个首当其冲的议题[1]遥 上海

杉达学院渊以下简称野我校冶冤国际化的办学方针符合时

代要求袁着眼于社会的需要和民众的期待遥2015 年 9 月

我校国际教育学院成立袁 主要任务是负责留学生语言

生的招生尧管理及教学工作遥 本文总结留学生汉语教育

工作袁分析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袁探讨杉达学

院发展汉语国际教育的理念尧方法和途径遥
二尧我校留学生汉语教育面临的问题

留学生教育面临的关键难题是教学遥 杉达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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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期圆 园1 6 年 6 月
晕燥援2Jun援 圆 园 1 6

作者简介院 崔维真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袁讲师遥 电子邮箱院cuiweizhen@sandau.edu.cn
周婷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袁助教遥 电子邮箱院mickeyzt@sandau.edu.cn

杉达学院留学生汉语教育的经验、挑战和对策

崔维真 周 婷
渊上海杉达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本文总结了上海杉达学院留学生教育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袁分析了杉达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招

生尧教学及管理上存在的困难和困惑袁探讨了杉达学院留学生教育的对策袁并对发展留学生教育的理念尧方法和途

径进行探讨遥
揖关键词铱 民办高校曰汉语国际教育曰招生曰汉语教学

Experience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Students忆
Education in Sanda University

Cui Weizhen Zhou Ting
渊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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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处于起步阶段袁留学生人数较少袁国别多袁母语背

景不同袁且汉语水平差异较大遥 老师上课面临的最大问

题就是学生背景迥异尧汉语水平不一袁教学难度较大遥
从我校本学期留学生实际来看袁既有来自欧洲的芬兰尧
荷兰尧保加利亚尧乌克兰和英国的留学生袁又有来自亚

洲的日本留学生以及来自美洲的哥伦比亚留学生袁还
有来自中东阿拉伯和非洲的留学生遥 现有两个汉语班袁
一个是初级班袁一个是中级班遥 初级班既有学了一个学

期的老同学袁又有汉语水平零起点的新同学曰中级班既

有汉语水平较高袁 已经取得汉语水平考试渊Hanyu
Shuiping Kaoshi, HSK冤五级证书的同学袁又有刚刚取得

HSK 三级证书的同学遥 他们在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以

及认知风格和学习方法等方面袁存在较大差异遥 分级教

学成本较高袁 教学过程中留学生汉语老师教学难度很

大袁 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协调学生水平不一带来

的课堂管理难题遥 怎样针对水平不一的留学生进行汉

语教学成了一大难题遥
我校留学生汉语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软尧硬

件设施亟待升级遥 高校发展留学生教育一定要解决好

留学生的吃尧住尧行等基本问题遥 留学生到中国来学

习袁饮食问题是学校要考虑解决的一大难题遥 亚洲地

区的留学生饮食习惯与中国人比较接近袁但欧美国家

的留学生不太习惯中餐袁中东地区的留学生需要到穆

斯林餐厅就餐遥 目前杉达学院金海校区仅有一家穆斯

林餐厅袁学生食堂提供的外国菜种类不够丰富袁供留

学生选择的余地较少遥 然而校外的宝龙城市广场中外

餐饮种类丰富袁品种多样袁可以有效解决众口难调的

饮食难题遥
从住宿方面来看袁 现有的留学生公寓不能满足留

学生的住宿需求遥 突出矛盾是床位紧张袁无法接待大批

量的留学生同时入住遥 留学生公寓的生活设施一应俱

全袁 能够满足留学生的基本住宿需求袁 但住宿费用较

高袁来自欠发达地区的留学生感觉学习成本较高袁希望

能够在住宿费方面给予优惠遥 据了解袁东华大学根据留

学生的不同需求袁 向留学生提供住宿费用从低到高的

二人间尧三人间及四人间供留学生选择遥 同时袁由于高

校留学生住宿接待能力有限袁 东华大学也允许一少部

分留学生自愿到校外住宿遥 从长远来看袁如果能够向留

学生提供不同档次住宿条件袁 让他们根据自身经济状

况和生活习惯进行选择袁 更加有利于扩大留学生规模

和促使生源多样化遥

从交通方面来看袁金海校区位于上海浦东新区袁毗
邻自贸区及迪斯尼乐园袁附近有地铁 9 号线在建袁但地

理位置相对较为偏僻遥 从金海校区到浦东外国人聚居

地金桥工业园区尽管直线距离仅需半小时袁 但乘公交

却需要将近 1 个小时遥 目前杉达仅向教职员工提供来

往市中心的班车线路袁班车服务暂未面向留学生开放遥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留学生到校学习的意愿遥 上

海海事大学尧东华大学为方便更多留学生到校学习袁提
供面向碧云尧 联洋及虹桥等大型外国人集聚区的多条

线路供留学生选择袁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了留

学生到校学习人数遥
留学生教育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转变观念尧 拓宽思

路遥 要充分意识到留学生教育是学校国际化的重要抓

手袁要充分领会叶上海杉达学院教育国际化 2016 任务

表曳的精神遥 一般来说袁寒暑假是高校发展留学生教育

的黄金时段遥 很多高校在寒暑假都承担夏令营尧 游学

团尧 强化班的语言教学任务遥 这就需要动员全校的力

量袁如能够向留学生提供餐饮服务的食堂袁提供住宿服

务的留学生公寓袁提供后勤保卫工作的后勤保卫处袁提
供签证尧居住许可办理的国际交流处袁提供教学活动场

地的教务处袁 提供交通服务的班车车队袁 提供汉语教

学尧管理的国际教育学院遥 因此袁发展留学生教育就不

能仅仅依靠国际交流处尧国际教育学院袁而需要全校协

同解决留学生教育面临的难题遥
最后袁留学生教育面临的突出难题是招生遥 上海高

校留学生招生受学校地理位置影响较大遥 上海留学生

在校人数超千人的高校包括复旦大学尧上海交通大学尧
华东师范大学尧东华大学袁无一不毗邻外国人聚居地袁
比如浦西的虹桥尧徐家汇袁浦东的联洋尧碧云社区遥 留学

生也更愿意选择到地理位置优越尧 交通便利的市中心

高校学习汉语袁 同时课余时间还可接触了解中国社会

及中国文化遥 在这些方面袁我校面临着许多不利因素袁
需要研究如何应对遥

三尧我校留学生汉语教育的实践和对策

渝 杉达留学生汉语教育的实践

1. 根据留学生情况袁采用分级教学模式

高校一般按照留学生汉语水平分班定级袁 选用教

材袁安排师资进行教学遥 这就要求留学生汉语老师能够

将这些不同文化背景尧 不同汉语水平的留学生融合在

一起袁并能够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尧教学模式让每位留

学生在课堂上都学有所得遥 留学生汉语老师必须能够

崔维真 周 婷 杉达学院留学生汉语教育的经验尧挑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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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学生的文化差异袁 在课堂上能够及时捕捉到学生

的情绪变化袁尽早化解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畏难情绪袁鼓
励留学生坚持学习汉语遥

同时袁还要面对汉语学习自身的问题袁比如日本学

生在汉字学习方面存在天然优势袁但对欧美学生来说袁
汉字就是汉语学习中最大的障碍遥 一方面袁教师需要注

意提醒日本学生汉字与日文中的汉字的区别曰 另一方

面袁 教师还要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帮助欧美学生练习

汉字遥
2. 根据分级教学模式袁教学方法多样化

通过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可以化解混合编班

的难题遥 在初级班的教学中袁 教师可以利用 PPT 制作

野图片要词汇冶袁帮助留学生复习生词尧学习汉字遥 教师

还可通过创设情境袁 让留学生明白在具体语言环境中

如何开口说汉语遥 为了提高留学生学习汉字的热情和

积极性袁教师给留学生分发汉字笔画尧偏旁描红本袁帮
助他们识记汉字笔画尧偏旁和部首遥 通过与学生社团的

同学一起学习毛笔字也极大地提高了留学生们学习汉

字的积极性遥
针对中级班同学的特点袁 教师鼓励留学生树立通

过 HSK 考试的目标遥 结合 HSK 考试的题型袁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有的放矢地帮助留学生解决汉语学习中的语

法难点遥 中级班的日本留学生一般读写能力很强袁但听

说能力稍弱遥 为了鼓励日本学生大胆开口说汉语袁多次

举办中外同学汉语学习交流沙龙袁 让日本同学介绍日

本的文化习惯尧国情民情等袁有效地提高了开口率袁还
让他们更加喜欢学习汉语遥

3. 向留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课

为了帮助外国留学生尽快地融入杉达的校园环

境袁 学院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给留学生提供

感知中华文化尧认识中国朋友的机会遥 对刚刚来杉达的

留学生来说袁 文化活动课能够让他们在紧张的学习之

余袁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袁认识新朋友袁解决生活学习

上的一些难题遥 对已经在杉达一段时间的留学生来说袁
文化活动课能够让他们帮助新同学快速融入环境袁给
新同学树立一个较好的榜样遥

目前袁学院为留学生举办中国武术尧书法尧绘画和

烹饪等活动来丰富留学生的业余生活遥 为了让留学生

能够更好地感知中华文化袁 国际教育学院的老师们亲

自动手示范包饺子袁 留学生们也感受到了动手包饺子

的乐趣遥 在太极课上袁同学们感受到太极的魅力袁在轻

松舒缓的一招一式中感受中国文化野以弱制强尧以柔克

刚冶的魅力遥 在书法课上袁同学们拿起毛笔一笔一划认

真地写下汉字袁 在笔墨的清香中放松心情遥 在绘画课

上袁同学们跟中国同学一起勾勒梅兰竹菊袁体会中国绘

画写意的内涵与底蕴遥 学院还计划举办乒乓球尧 羽毛

球尧网球尧踢毽子等运动项目袁以及诗歌朗诵尧讲演尧摄
影大赛等活动袁激发留学生学习汉语尧融入校园生活的

热情遥
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留学生的业余生活袁还减轻了

他们的孤独感袁 并且使他们了解中国学生的校园生活袁
扩大了与社会的接触遥精彩纷呈的校园文化既能够熏陶

留学生的心灵袁又能够开拓他们的视野袁对学校尧对中国

的感情会逐渐加深袁对中国社会尧中国人的认同度会逐

渐提高袁产生内在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4]遥
4. 师资队伍建设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急需稳定的师资队伍遥 师资队

伍不仅需要教师汉语言专业知识结构合理袁 而且需要

教师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丰富袁 熟悉留学生汉语

学习特点遥 具体来说袁应该理清传授汉语言语言知识与

培养汉语语言技能的区别袁 既要教会留学生汉语的拼

音尧词汇尧语法等知识袁又要能够培养留学生熟练运用

汉语的能力袁听说读写能力全面发展遥 在教学过程中袁
不仅要让留学生掌握汉语言文化知识袁 而且能够形成

汉语的语言运用能力[5]遥
很多人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袁 认为只要能说中国

话就可以教汉语遥 如果只是让留学生说两句日常用语袁
或许这样讲是可以的遥 中国人教一句尧学生学一句袁基
本也可掌握一些简单的日常会话遥 但是袁如果想让留学

生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汉语的听说读写能力袁 形成汉

语语言知识系统袁提高汉语语言能力遥 学院就必须加强

对现有师资力量的培训工作袁 注重教学大纲尧 教学计

划尧教案的编写工作袁同时鼓励形成共享教学资料尧分
享教学经验及心得体会的良好工作氛围遥

考虑到留学生汉语言培训课时量较大袁 学院应利

用校外师资力量袁 从其他高校聘请专业的对外汉语教

师加入现有的师资队伍袁 提升现有师资队伍的教学水

平及教学质量遥 只有师资队伍稳定了袁教学工作才能稳

定发展袁教学质量才能得到提高遥 教学质量提高了袁才
能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到校学习袁才能创建优质品牌袁形
成良性互动遥

另外袁在留学生汉语教学过程中袁应充分发挥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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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桥梁作用遥 一般来说袁留学生汉语教师的主要任务是

搞好教学袁提高教学质量遥 但留学生汉语教师又不能跟

教中国学生的老师一样袁下课即离开教室遥 因为与留学

生接触最多的人就是任课教师袁 留学生最信赖的人往

往也是任课教师遥 根据实践经验来看袁留学生最容易向

自己的任课教师倾诉学习尧生活方面的苦闷和困难遥 任

课教师往往是留学生寻求帮助的第一人遥 教师作为留

学生管理部门和学生的桥梁袁应该起到积极传递信息尧
及时沟通各方意见尧协调各方利益的中介作用遥

从留学生管理部门角度来说袁 既要负责学校层面

的国际交流工作袁 又要事无巨细地负责留学生教学及

管理方面的工作遥 时间一长袁肯定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

况遥 教师作为管理部门与留学生的沟通桥梁袁在弥补尧
完善尧促进留学生管理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遥

因此袁学院应充分发挥教师的桥梁作用袁建立教师

信息反馈制度袁定期召开教师座谈会遥 管理部门不仅可

以通过教师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袁 同时也可以通过教

师向学生说明情况袁帮助学生解决问题遥 这样可以形成

遇到问题及时化解尧遇到矛盾及时沟通尧遇到困难及时

帮扶的良性互动局面袁减少文化隔阂与误解遥 管理部门

可以采用柔性管理模式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及心理教

育袁并且能够在准确掌握情况的基础上袁针对不同的学

生采取不同的管理对策遥 从积极的角度着手袁减缓野文
化休克冶的负面作用袁提供必要的生活尧娱乐信息袁切实

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袁减轻思想压力袁帮助留学生尽快

适应在异文化环境中的学习和生活遥
渔 我校留学生教育的对策

1. 正确认识提高经济效益与树立专业品牌的关系

招收留学生不仅可以提升高校的国际化程度袁而
且可以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遥 然而袁尽管留学生汉语言

培训能够为高校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袁但
汉语言学科的专业地位并未得到提升袁 部分高校仅仅

将其视作创收工具来对待袁 未能形成发展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尧提升汉语培训质量尧创造知名教育品牌尧形成

规模效应的良性互动局面曰未能正确尧全面认识留学生

汉语言培训的作用与意义袁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袁忽略留

学生汉语言培训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经济投入袁 前期投

入比例不合理袁 造成留学生招生尧 后勤及教学服务滞

后袁影响留学生入学学习生活袁进而影响留学生汉语言

培训质量的提高遥
我校应大力发展以本科学历教育和汉语言培训为

主的留学生教育袁强化规模效益袁强化语言培训品牌及

文化体验基地的内涵建设遥 在机构设置及条件建设方

面加快步伐袁加大国际化投入袁使之符合国际化事业的

要求袁相信能够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到校学习袁由此带来

的经济效益也会是水到渠成的遥
2. 建立健全招生制度和奖学金制度

要逐步建立吸引外国留学生的招生制度和奖学金

制度袁整合资源并开设吸引留学生的特色专业袁加强海

外宣传[2][3]遥 高校的优势不在于向留学生提供单一的汉

语言培训袁因为汉语语言培训社会机构同样可以做好遥
高校应该结合自身专业优势袁 整合特色专业及优势专

业袁向留学生提供野语言+专业+实习冶的授课模式袁以争

取留学生资源遥 全英语的野语言+专业+实习冶的模式袁我
校已经开始实践袁 目前与芬兰高校合作的项目运行良

好袁广受好评遥 这些留学生在杉达既能接受高质量的全

英语授课袁又能体验中国文化尧感知汉语魅力袁还能接

触中国企业袁了解中国企业的运作模式遥 相信这样的经

历会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提供帮助遥
在奖学金制度方面袁 学院将积极争取上海市教委

的支持袁参与市教委的短期游学项目袁如野上海暑期学

校冶等遥 借助市教委提供的平台袁展示杉达学院留学生

汉语培训的独特魅力遥 同时袁学院将合理利用奖学金制

度鼓励留学生语言生到校学习袁向学习态度认真尧学习

效果突出的留学生颁发奖金袁 鼓励他们继续留在杉达

学院学习汉语遥 此外袁学院还要建立专门的实习基地袁
有计划地将留学生推荐给国内外贸企业袁 将需要出口

贸易信息尧 海外推广及贸易合作的国内企业与拥有双

边文化背景与语言优势的留学生连接起来袁 让他们能

够利用自己的所学袁 既取得培养方案所要求的实践学

分袁又锻炼实践能力袁为日后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打

下良好基础遥
3. 发挥中介的积极作用

留学生招生途径有两种院野走出去冶和野请进来冶遥 前

一种指的是出去参加教育展遥 其优点是与当地高校尧中
介机构及学生个人建立直接联系曰缺点是投入高尧产出

小袁费用花了不少袁招生作用却微乎其微遥 后一种是利

用留学生中介的力量在海外招生遥 其好处是费用低袁但
缺点是中介追求经济效益尧利润最大化遥 如何发挥中介

的桥梁作用袁 同时减缓中介的消极作用是学院需要切

实考虑的一个议题遥 目前袁 学院主要通过事先充分了

解袁事中规范流程尧签订协议袁事后落实细节来规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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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之间的合作遥 考虑到目前学院走出去招生存在诸

多难题袁利用中介进行海外招生是势在必行的遥
四尧总结与展望

受制于机构设置及条件建设袁 民办高校发展国际

化必须加大投入袁处理好追求经济效益与发展专业尧创

建品牌的关系曰建立健全招生制度及奖学金制度袁并且

能够妥善利用中介进行海外招生袁 使留学生在校数量

逐年稳步增长遥 同时袁在教学研究及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也要加大投入袁注重教学质量及服务质量的提升袁依靠

内涵建设取得国际化建设的长远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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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5 日耀5 月 3 日袁法国 CEFAM渊全称冤
商学院的 11 位 MBA 学生作为上海杉达窑美国瑞德窑法

国 CEFAM 的共同合作项目的学员首次来到我校学习遥
学生们除了学习母校所规定的课程之外袁还围绕野了解

杉达尧了解上海尧了解中国冶的主题袁学习了中国的历

史尧文化尧民俗尧法律尧经济等课程遥
2011 年 10 月 29 日袁 我校成功举办了由上海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和京都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的第 25 届

上海市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遥 围绕 野中日建交四十周

年袁我能做什么冶的主题袁大胆展示自己的才能遥 渊图 1袁
封 2冤

2011 年 5 月袁台湾文藻外语大学两岸合作处主任

来访遥
2011 年 9 月 7 日袁 日本惠泉女学园大学学生访问

团来访遥
2011 年 11 月 19 日袁美国全球教育代表团来访遥
2011 年 12 月外教圣诞节活动袁 时任董事长李储

文尧副董事长袁济和强连庆出席遥 渊图 2袁封 2冤
2012 年 2 月 26 日耀3 月 11 日袁日本惠泉女学园大

学短期班 14 人来校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遥
2012 年 2 月 29 日耀3 月 3 日袁 张增泰副校长率团

访问澳门科技大学袁签署了学术合作交流框架协议遥 该

年度首次有 5 位学生作为保荐生被推荐在该校攻读硕

士学位遥
2012 年 3 月 26 日耀4 月 3 日袁 时任副董事长袁济尧

强连庆率团访问日本惠泉女学园大学尧创价大学尧早稻田

大学尧东京经济大学尧京都外国语大学等遥 渊图 3袁封 2冤
2012 年 4 月 17 日耀4 月 28 日袁李进校长率团访问

美国瑞德大学尧兰德大学尧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尧加拿

大圭尔夫大学尧乔治学院尧皇家大学袁并与美国兰德大学

和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签署交流协议遥 渊图 4袁封 2冤
2012 年 4 月 25 日袁西班牙语系举办文化活动遥
2012 年 5 月 14 日耀5 月 17 日袁美国兰德大学师生

10 人首次来我校访问袁与我校学生交流遥
2012 年 5 月 29 日袁柬埔寨国务部长尧柬埔寨 Pan鄄

nasastra 大学校长 KolPheng 来我校访问遥 渊图 5袁封 2冤
2012 年 6 月 26 日袁中美合作瑞德大学第六批学生

毕业典礼在我校举行遥
2012 年 7 月 16 日袁副校长贾巧萍代表我校和加拿

大皇家大学签署校际交流框架协议遥
2012 年 9 月 17 日袁日本 FSG渊全称冤教育学院来访

我校遥
2012 年 9 月 28 日袁 美国瑞德大学校长 Rozanski袁

美国前纽约州教育部长袁 现美国教育合作培训协会

渊ACET冤 主席 Robert J. Maurer 和日本惠泉女学园大学

校长川岛坚二等参加我校 20 周年校庆庆典和中外校

长论坛遥 渊图 6袁封 2冤
2012 年 10 月 14 日耀23 日袁 副校长贾巧萍率团访

问英国东伦敦大学尧艾克塞斯大学尧伯明翰城市大学尧
中央兰开夏大学袁 并与东伦敦大学签署与我校商学院

金融尧会计专业合作的协议遥
2012 年 10 月 16 日袁美国爱荷华大学来访遥
2012 年 10 月 24 日袁 我校与西班牙内布里哈大学

签署协议袁 这是我校建立西班牙语系后第一个和西班

牙签署的校际交流协议遥
2012 年 10 月 25 日袁 日本创价大学山本英夫校长

率团来我校访问袁 代表该校创办人池田大作先生接受

我校授予的最高顾问荣誉称号并签署派遣学生到我校

上海杉达学院国际交流大事记

渊2011 年-2015 年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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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期圆园 1 6 年 6 月
晕燥援2Jun援 圆 园 1 6

国际交流处

注院 文字所附照片见封二尧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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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日语教学实习的协议遥

2012 年 11 月 7 日袁阿根廷尧哥伦比亚尧古巴尧西班

牙尧墨西哥五国总领事副总领事来访袁五国总领事同时

来我校访问在我校历史上是第一次遥李进校长会见了各

位领事袁希望他们帮助我们寻找西班牙语国家的高校进

行合作袁为我们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遥 渊图 7袁封 2冤
2013 年 1 月 18 日袁 中美合作瑞德大学项目第九

批 33 位学生赴美留学遥
2013 年 2 月 25 日~3 月 10 日袁日本惠泉女学园大

学短期班 9 人来校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遥 渊图 8袁封 2冤
2012 年 3 月 21 日袁美国兰德大学来访遥
2013 年 4 月 22 日~29 日袁张增泰副校长率团访问

美国爱荷华大学和瑞德大学遥 渊图 9袁封 2冤
2013 年 4 月 24 日袁 澳大利亚罗根市市长 Cr Pam

Parker 来我校访问遥
2013 年 5 月 29 日袁我校首届野国际文化节冶在学校

拉开帷幕袁本次文化节以介绍日本文化为主袁并进行中

日文化比较袁活动内容丰富多彩袁吸引众多师生参与遥
渊图 10袁封 2冤

2013 年 6 月 16 日~6 月 23 日袁李进校长尧张增泰

副校长率团访问芬兰中腾应用科技大学尧 荷兰鹿特丹

应用科技大学和荷兰应用科技大学袁 并与芬兰中腾应

用科技大学尧 荷兰鹿特丹应用科技大学签署了校际合

作协议袁为我校加入教育部应用科技大学联盟做准备遥
2013 年 7 月 20 日~10 月 17 日袁 我校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的 34 名大四学生赴印度接受印孚瑟斯企业

渊Infosys冤培训中心要要要迈索尔全球教育中心渊GEC冤为
期三个多月的软件开发培训遥 培训结束后袁他们全部被

印孚瑟斯技术渊上海冤有限公司正式录用为实习生遥
2013 年 9 月 22 日袁第 7 届科学与工程网络计算国

际会议渊ICICSE2013冤在我校举行袁协办单位有河南财

经政法大学尧 哈尔滨工程大学尧 南京理工大学尧 美国

STEMES 协会尧美国爱荷华大学和美国麦迪克斯计算公

司袁会议执行主席由我校特聘首席教授尧美国爱荷华大

学医学院副教授倪军担任袁 会议主席由我校信息科学

与技术学院院长徐子闻担任遥 渊图 11袁封 3冤
2013 年 10 月 17 日袁野老龄健康服务性学习冶 国际

研讨会开幕式在我校举行遥 会议由我校与上海复旦大

学附属华东医院共同主办袁 同时也得到了世界健康基

金会渊Project HOPE冤尧上海市护理学会尧上海交大医学

院附属仁济医院和浦东新区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鼎

力支持遥 渊图 12袁封 3冤
2013 年 10 月 25 日袁 台湾文藻外语大学林思伶校

长来访袁续签交流协议遥 渊图 13袁封 3冤
2013 年 10 月 31 日袁英国东伦敦大学来访遥
2013 年 11 月 6 日袁 西班牙内布里哈大学代表团

来访遥
2013 年 11 月 7 日袁 芬兰中腾应用科技大学校长

Pekka Hulkko 一行来我校访问袁 并为我校中层干部介

绍应用科技大学的教学计划遥
2013 年 11 月 13 日袁日本和服设计大师来校表演遥
2013 年 11 月 26 日袁我校举行首次野我最喜爱的外

教冶评选活动袁通过学生投票和评教相结合的方式袁外
籍教师 Ryan O忆Connor尧 Christopher Paul Hurley 和明本

典子经学生推荐袁被评为野2013 年最喜爱的外籍教师冶袁
并于 2013 年 12 月 21 日外教圣诞活动期间获表彰遥

2013 年 12 月 5 日袁李进校长率团访问澳门科技大

学遥 渊图 14袁封 3冤
2014 年 3 月 25 日袁德国富克旺根艺术大学来访遥
2014 年 4 月 15 日袁台湾龙华科技大学葛自祥校长

一行来访遥
2014 年 4 月 24 日袁荷兰鹿特丹应用科技大学学生

代表团来访遥 渊图 15袁封 3冤
2014 年 5 月 7 日袁兰德大学学生代表团来访遥
2014 年 5 月 20 日~29 日袁 贾巧萍副校长率团访问

芬兰中腾应用科技大学尧荷兰大学尧荷兰鹿特丹大学尧瑞
士商学院袁与荷兰大学签署学生交流协议遥

2014 年 5 月 26 日袁 法国法兰西商学院院长来访袁
与商学院商量学生合作事宜遥

2014 年 6 月 5 日~12 日袁 李进校长率团访问保加

利亚瓦尔纳自由大学和克罗地亚大学袁 就学生交流事

宜与学校进行深入交谈遥 渊图 16袁封 3冤
2014 年 6 月 15 日袁我校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

分校的学生画展隆重开幕袁Edward Alfano 和 MagdyRizk
教授专程来访遥

2014 年 6 月 23 日袁加拿大道格拉斯学院董事长和

副校长欧阳光伟等来校访问遥
2014 年 6 月 25 日袁中美合作瑞德大学第八批学生

毕业典礼在我校举行遥
2014年 9月 17 日袁东京大学学生代表团来校访问遥
2014年 9月 19 日袁波兰华沙社会与人文大学来访遥
2014 年 10 月 22 日袁奥地利克雷姆斯 IMC 应用科

Chronicle Event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Sanda University 渊2011耀201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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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学校董事会主席 Mag Boyer Heinz 等来我校访问袁
商讨与我校旅游专业的合作遥 渊图 17袁封 3冤

2014 年 11 月 7 日袁台湾真理大学林文昌校长来我

访问袁并签署两校合作交流协议遥
2014 年 11 月 9 日袁台湾大叶大学武东星校长一行

来我校访问遥
2014 年 11 月 9 日袁 法国精神康复运动学院校长

Gerard Hermant 一行来我校访问遥
2014 年 11 月 14 日~19 日袁 荷兰国际管家学院

CEO Wennekes 先生和中国市场 CEO Kaufmann 先生等

来我校给旅游专业学生进行高级管家项目的培训袁参加

培训的学生可获得国际高级管家的证书遥 渊图 18袁封 3冤
2014 年 12 月袁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杉达分会建立遥

渊图 19袁封 3冤
2014 年 12 月 6 日袁我校举办野村上春树在中国冶的

国际研讨会袁来自东京大学尧日本大学尧美国 UCLA 的

专家及国内高校研究人员共同参加遥 渊图 20袁封 3冤
2014 年 12 月 15 日袁荷兰管家学院来访遥
2014 年 12 月 22 日袁日本筑紫女学园大学来访遥
2014 年 12 月 29 日袁加拿大教育领事来访遥
2015 年 3 月 3 日袁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副校长一行

来访遥
2015 年 3 月 16 日袁惠泉汉语短期班开学遥

2015 年 4 月 13 日袁李进校长率团访问美国袁参加

瑞德大学 150 周年校庆遥
2015 年 4 月 16 日袁 澳洲澳大利亚 TAFE Western

来访遥
2015 年 4 月 29 日袁 荷兰鹿特丹应用科技大学师

生代表团来访遥
2015 年 4 月 30 日袁保加利亚瓦尔纳自由大学副校

长来访遥
2015 年 5 月 21 日袁美国梅西赫斯特大学学生夏

令营遥
2015 年 5 月 22 日袁美国圣文森特大学校长和商学

院院长来访遥
2015 年 6 月 3 日袁美国西洛杉矶大学校长来访遥
2015年 7月 25日袁德国路德维希港经济大学来访遥
2015 年 9月 14 日袁留学生开学典礼遥 渊图 21袁封 3冤
2015 年 9 月 23 日袁 德国法兰克福应用科技大学

来访遥
2015 年 11 月 4 日袁校第二届国际文化节暨第五届

游学周遥
2015 年 11 月 19 日袁 文藻外语大学日语系主任来

校演讲遥
2015 年 11 月 28 日袁 台湾义守大学萧介夫校长等

来访遥

上海杉达学院国际交流大事记

鉴于上海杉达学院官方的英文名称是野Sanda Uni鄄
versity冶遥经查袁教育部网站公布的英文名称也是野Sanda
University冶遥从本期起本刊学校英文署名统一为野Sanda

University冶袁 英文摘要中单位的署名和地址统一为

野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冶遥 特此说

明袁望周知遥

本刊规范“上海杉达学院”英文署名的说明

叶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曳编辑部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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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从企业的视角研究大学生职业能力的评价体系尧职业能力要素的重要度以及职业能力的满意度袁
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调整和优化培养方案袁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遥 职业能力评价体系主要由知识尧
技能和素质三部分构成袁企业最看重的是技能和素质曰旅游企业对旅游管理系学生的技能和素质方面的表现较为

认可袁但对自我认识尧自我学习尤其是外语水平的满意度较低遥
揖关键词铱 职业能力曰评价体系曰重要度曰满意度

Abstract: Researching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n students忆 career capabilities, the importance of evalutation factor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career capabilities from the view of companies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the training system of the major and improving students忆 employability.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career capabilities is
composed of knowledge, competence and quality. This result shows that the degrees of satisfaction of the companies are
high on students忆 competence and quality, but lower on students忆 self-awareness, self-learning and especially their for鄄
eign language.
Keywords: career cap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 importance, satisfaction

基于社会评价的大学生职业能力研究
要要要以上海杉达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为例

张懿玮 夏林根
渊上海杉达学院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The Research of College Students忆 Career Competence Based on
the Social Evaluation

Zhang Yiwei Xia Lingen
渊School of Tourism & Hotel Management,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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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培养正在成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

和加强内涵建设的重中之重遥 从企业的视角研究大学

生职业能力的评价体系尧 职业能力要素的重要度以及

职业能力的满意度袁 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调整和优化

培养方案袁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袁提升学生的就业竞

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遥
一尧职业能力的评价体系

野职业能力冶是如何构成的袁大学生应该具备什么

样的职业能力袁学术界众说纷纭遥 例如袁蒋及平渊2001冤
将职业能力划分为专业能力尧方法能力尧社会能力和职

业能力[1]袁李福东尧皮洪琴等渊2012冤将职业能力划分为

基本职业能力和关键能力两大类袁 基本职业能力包括

岗位认知尧基础操作尧工作任务执行尧工作改进和创新袁
关键能力包括专业关键能力尧 方法关键能力和社会关

键能力[2]遥 陈宇渊2003冤认为袁职业能力不能局限于动手

能力尧操作能力和理论知识等袁态度尧敬业精神尧协作精

神和行为评价等也属于野能力冶的范畴[3]遥 严君渊2005冤将
职业能力划分为基础能力尧专业能力尧技术能力尧人际

能力和智力能力袁认为除了一般的听尧说尧读尧写尧算等

最基本的技能外袁上进心尧责任心尧自尊心尧能自律和品

行好等素质也是从业者重要的基础能力[4]遥 汤晓华尧吕
景泉等渊2012冤从知识尧能力和素质三个维度来构建职

业能力模型[5]遥 朱颂梅和齐晓梅渊2013冤将职业能力划分

为显性职业能力和隐性职业能力袁 显性职业能力包括

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袁隐性职业能力包括职业素质尧方
法能力和社会能力[6]遥

社会上的职业许许多多袁 但不同的职业对职业能

力的基本要求则大同小异遥 简而言之袁 职业能力就是

野工作任务的胜任力冶[7]遥 这种野胜任力冶是知识尧能力和

态度三种因素类化迁移和整合的结果[8]遥 职业能力应当

是一个评价体系袁由知识尧技能尧素质三大类的十九项

要素所构成袁如图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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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职业能力评价体系

二尧职业能力的社会评价

通过对用人单位的调查袁 分析企事业单位对职业

能力评价要素的野重要度冶的评价以及对大学生职业能

力野满意度冶的评价袁可以反观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袁从而找到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培养方案袁实
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切入点遥

此次受访的企事业单位袁 都是与上海杉达学院旅

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签订协议的实习基地遥
旅游管理系设有旅游管理尧酒店管理两个本科专业袁所
有学生均根据教学计划的安排参加为期 6 个月的专业

实习和 4 个月的毕业实习袁 许多学生实习结束后转为

正式员工遥 受访的企事业单位对于大学生职业能力野满
意度冶的评价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遥

此次受访的企事业单位都属于旅游行业袁 其中酒

店尧 旅行社尧 会展公司及其他单位分别占 74.6%尧
13.8%尧11.6%曰国有企业尧外资企业尧中外合资企业尧民
营企业和事业单位袁分别占 46.9%尧23.1%尧8.5%尧19.2%
的和 2.3%遥 这些企事业单位向大学生提供的主要是一

线工作岗位袁其中服务人员尧办公室文员尧销售人员和

其他分别占 84.6%尧30.9%尧23.2%尧6.4%遥
调查问卷根据上述职业能力评价体系设计袁 主要

包括三部分内容院第一部分为企事业单位的基本情况袁

张懿玮 夏林根 基于社会评价的大学生职业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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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袁得到职业能力要素野重要度冶的总平均

值为 5.58袁职业能力要素野满意度冶的总平均值为 5.33遥
以 5.58/5.33 为原点构建坐标图袁 横轴是旅游企事业单

位对职业能力要素野重要度冶的评价袁纵轴是旅游企事

业单位对旅游管理系学生职业能力野满意度冶的评价遥
将野重要度冶和野满意度冶的分值标记在坐标图上袁形成

图 2遥
1. 对职业能力要素野重要度冶的评价

IPA 图显示袁 有 8 个职业能力要素即人际沟通尧团
队协作尧灵活应变尧心理素质尧身体素质尧职业道德尧服
务意识和企业忠诚位于重要度较高的第玉象限袁 有 2
个职业能力要素即自我认识尧 自我学习位于重要度较

高的第郁象限遥 也就是说袁技能类的 8 个职业能力要素

中有 5 个要素渊人际沟通尧团队协作尧灵活应变尧自我认

识尧自我学习冤尧素质类的 6 个职业能力要素中有 5 个

要素渊心理素质尧身体素质尧职业道德尧服务意识尧企业

忠诚冤的重要度比较高袁而知识类的 5 个职业能力要素

渊专业知识尧行业知识尧外语水平尧学历学位尧学习成绩冤

主要是单位的类型尧性质以及提供的主要工作岗位曰第
二部分为企事业单位对职业能力要素的重要度的评

价曰 第三部分为企事业单位对旅游管理系学生职业能

力满意度的评价遥 问卷采用李斯特量表法袁将职业能力

要素的野重要度冶划分为野极其重要冶至野极其不重要冶7
个不同等级袁将职业能力要素的野满意度冶划分为野极其

满意冶至野极其不满意冶7 个不同等级遥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50 份袁回收 140 份袁回收率

93.33%袁其中完全有效问卷 86 份渊即填完问卷所有内

容冤袁半有效问卷 44 份渊即完全填完问卷第一和第二部

分冤袁总有效率达 92.85%遥
本研究采用 IPA 分析方法袁将职业能力要素的野重

要度冶尧野满意度冶组合进行评价遥 由于 IPA 方法简单易

行袁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包括旅游业内的各个领域 [9]遥
根据调查数据袁计算 19 项评价要素的重要度和满

意度的平均值袁得到表 1遥
表 1 职业能力评价要素的重要度和满意度评价

类别 要素
重要度 满意度

平均数 众数 排序 平均数 众数 排序

知识

专业知识 F1 4.95 5 16 5.13 5 17
行业知识 F2 4.89 4 17 5.07 5 18
外语水平 F3 5.47 6 13 5.06 5 19
学历学位 F4 4.63 5 18 5.28 5 13

技能

学习成绩 F5 4.52 5 19 5.18 5 14
人际沟通 F6 5.98 6 5 5.39 5 7
团队协作 F7 6.03 6 3 5.37 5 9
知识运用 F8 5.49 5 11 5.35 5 10
灵活应变 F9 5.88 6 9 5.43 5 6
自我认识 F10 5.81 6 10 5.18 5 14
自我学习 F11 5.92 7 8 5.29 5 11
岗位操作 F12 5.45 6 14 5.29 5 11
创新创业 F13 5.08 5 15 5.17 5 16

素质

心理素质 F14 5.98 6 5 5.39 5 7
身体素质 F15 6.02 6 4 5.53 5 3
职业道德 F16 6.25 7 1 5.62 6 1
服务意识 F17 6.22 7 2 5.62 6 1
形象气质 F18 5.49 6 11 5.49 6 4
企业忠诚 F19 5.97 7 7 5.45 6 5

图 2 职业能力评价的 IPA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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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位于重要度较低的第芋象限之中遥 由此可见袁在旅

游企事业单位看来袁人际沟通尧团队协作尧灵活应变尧心
理素质尧身体素质尧职业道德尧服务意识尧企业忠诚尧自
我认识尧 自我学习等 10 项职业能力要素最为重要曰相
比于野知识冶袁旅游企事业单位更加看重学生的技能和

素质遥 这一情况足以说明袁随着市场竞争愈趋激烈袁酒
店尧旅行社等旅游企业正变得越来越务实遥 由于高层次

人才难以留住袁 他们对员工学历学位的要求正在逐渐

降低遥 对于绝大部分一线岗位袁 他们并不要求很高学

历袁甚至会更青睐民办高校尧专科和高职的学生遥 同时袁
由于人才的大量短缺袁 很多旅游企事业单位也放低了

对于学习成绩尧专业知识和行业知识的要求遥
旅游企事业单位属于典型的服务性行业袁 大部分

工作直接与顾客打交道袁因此人际沟通尧团队协作和灵

活应变方面的技能极为重要遥 野知识冶可以在工作实践

中继续学习和积累袁而人际沟通尧团队协作和灵活应变

的技能则需要长期养成袁 旅游企事业单位特别注重这

方面的潜力不足为奇遥
素质类的绝大部分职业能力要素都非常重要袁其中

以心理素质尧身体素质尧职业道德和服务意识等四大要素

尤为显著遥作为服务性行业袁旅游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强度

大尧要求高袁一线服务人员还面临着所谓野社会地位冶等问

题袁因此一线员工必须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遥
同时袁服务质量是旅游行业的生命线袁员工是否具有较强

的服务意识也成为考察其职业能力的重要指标遥
有意思的是袁 人们习惯上认为作为服务性行业的

旅游企事业单位袁必定非常讲究员工的野颜值冶袁但野形
象气质冶 一项职业能力要素却在 IPA 图中位于重要度

较低的第域象限袁这说明旅游行业正在告别靠野脸蛋冶
吃饭的年代而步入凭野本事冶立业的新时代遥

2. 对旅游管理系学生职业能力野满意度冶的评价

IPA 图显示袁技能类的人际沟通尧团队协作尧知识运

用尧灵活应变等 4 项要素袁素质类的心理素质尧身体素

质尧职业道德尧服务意识尧形象气质尧企业忠诚等 6 项要

素袁都位于满意度较高的第玉象限和第域象限袁表明旅

游企事业单位对旅游管理系学生的技能和素质方面的

表现都较为认可遥
IPA 图显示袁知识类的专业知识尧行业知识尧外语水

平尧学历学位尧学习成绩等 5 项要素及技能类的自我认

识尧自我学习尧岗位操作尧创新创业等 4 项要素袁都位于

第芋象限或第郁象限袁表明旅游管理系学生在这些方面

的表现不甚理想遥究其原因袁一方面源于生源质量问题袁
目前民办高校招生的录取分数线一般都处于 野垫底冶的
状态袁学生普遍存在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的问题 [10]遥 另

一方面袁教育主管部门对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尧学术型

高校与应用型高校要求并无多大区别袁实行的是同一个

评价标准袁导致所有高校的课程设置基本类同袁课堂传

授的知识与用人单位的要求不相匹配遥 此外袁民办高校

的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大都来自于公办学校袁既缺乏实

践经验袁也受到传统教学体系的深刻影响[11]遥 这是作为

民办高校的上海杉达学院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现实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 旅游企事业单位对上海杉达学院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学生野外语水平冶的满

意度袁在所有 19 项职业能力要素的满意度评价中处于

最低位置遥 虽然包括外语水平在内的知识类职业能力

要素的野重要度冶略逊于野技能冶和野素质冶袁但从学生的

长远发展看袁外语水平无疑非常重要遥 不论是高星级酒

店的服务接待还是旅行社的国际旅游业务袁 都要求具

有较高的外语水平遥 近几年袁旅游管理系学生的大学英

语四级通过率超过 90%袁六级通过率近 40%袁但就旅游

行业而言袁外语能力最重要的是听和说的应用能力遥 外

语应用能力的不足将直接影响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

力和未来更好的职业发展袁这个难题必须破解遥
在 IPA 图中袁学生的野自我认识冶尧野自我学习冶两个

评价要素位于重要度较高的第郁象限袁 表明企事业单

位非常重视学生这方面的技能袁 但旅游管理系学生这

方面的表现却差强人意遥 野自我认识冶要求学生能够清

晰地认识自己袁摆正位置袁放平心态袁踏踏实实工作遥 旅

游企事业单位都要求员工从基层一线岗位开始做起袁
但有些学生自认为是本科生袁野高不成袁低不就冶的现象

比较普遍袁导致不乐意从事一线服务工作袁就业后频繁

跳槽遥 野自我学习冶要求学生在工作岗位上能够不断学

习袁以适应工作和自身发展的需要遥 野自我认识冶尧野自我

学习冶 技能的欠缺已经成为毕业生职业发展的重要障

碍袁这是不争的事实遥 学生在学习习惯尧学习兴趣方面

的问题袁 是作为民办高校的上海杉达学院值得关注的

又一个严峻现实遥
三尧对策与建议

1. 调整培养方案袁不断提升学生的技能和素质

当前大部分高校的培养方案主要还是以知识传授

为主袁 学生技能和素质的培养主要是通过课外活动和

社会实践袁然而课外活动覆盖面有限袁很多社会实践也

张懿玮 夏林根 基于社会评价的大学生职业能力研究

53窑 窑



No.22016

揖参考文献铱
[1] 蒋及平.对综合职业能力内涵的思考[J].职业技术教育渊科教版冤袁2001袁22渊10冤院18-20.
[2] 李福东袁皮洪琴袁曾旭华.高职学生职业能力模型的构建[J].职教论坛袁2012渊30冤院53-56.
[3] 陈宇.职业能力以及核心技能[J].职业技术教育袁2003渊33冤院26.
[4] 严君.基于职业能力模型的职业资格制度建设研究[D].浙江大学袁2005院36.
[5] 汤晓华袁吕景泉袁洪霞.基于职业能力的技能人才知识尧技能尧素质系统化模型建模与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袁

2012袁33渊2冤32-35.
[6] 朱颂梅袁齐晓梅.大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当代教育科学袁2013渊23冤院35-39.
[7] 徐国庆.解读职业能力[J].职教论坛袁2005渊12 月下冤院1.
[8] 邓泽民袁陈庆合袁刘文卿.职业能力的概念尧特征及其形成规律的研究[J].煤炭高等教育袁2002渊2冤院104-107.
[9] Martilia John A, James John C.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J]. The Journal of Marketing,1977,41(1):77-79.
[10] 奚云霞.民办高校教育质量管理研究[D].扬州院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袁2007院18.
[11] 张懿玮袁夏林根.旅游管理专业实习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袁2014袁35渊23冤院5-9.

流于形式遥 学校应该构建知识尧技能尧素质三位一体的

本科教育人才培养体系遥 所有的课程袁除了基本的知识

传授目标外袁还应明确技能和素质目标袁并以此确定具

体的教学计划遥 课堂教学要改变野照本宣科冶式教学方

法袁积极探索案例教学尧现场研讨尧课堂讲演等更强调

学生互动和参与的教学方式遥 要改革以书面考试为主

的课程考核方法袁提倡有利于考察技能和素质的论文尧
社会调研尧面试等更加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遥

2. 实行产教融合袁不断提升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

当前很多高校的旅游类专业都建立了校外实习基

地袁但校外实习和校内教学往往脱节袁并未真正实现产

教融合遥 必须加强教学和实习的内在联系袁要根据企业

的需要重新设置课程体系袁改革教学计划袁变革教学过

程袁知识的传授要始终以野企业有用尧学生能用冶为目

标遥 校外实习基地往往较为分散袁不易管理袁要在搞好

校外实习基地的同时努力建设校内实习基地袁 尤其要

注重建设生产性的实习基地袁 将专业课程搬入实习基

地袁边讲授边实践袁边实践边总结遥 要大力培养野双师

型冶师资队伍袁既要积极引进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投入日

常教学袁又要鼓励年轻教师到企业去挂职锻炼袁从根本

上改变野从书本到书本冶的状态遥
3. 加强双语教学袁不断提升学生的外语水平

在大开放尧全球化的时代中袁现代大学毕业生必须

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遥 除了继续加强基础英语的教

学之外袁还必须强化双语甚至全英语教学工作遥 目前很

多高校已经开始尝试双语教学袁但开设的课程有限袁学

时不足袁普及率较低遥 即使是双语课程袁部分课程使用

英语的比例也较低遥外语教学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革遥师

资方面袁 既要通过各类教育培训不断提升专业教师的

外语水平袁 又要采取激励措施提升教师开设双语或全

英语课程的积极性曰 教材方面袁 既要引入国外优秀教

材袁又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体现我国国情的双语教材曰
教学方面袁要坚持小班教学袁加强师生互动袁提升双语

教学效果遥 随着出入境旅游的快速发展袁非英语国家目

的地和非英语国家的游客持续增长袁 在搞好英语教学

的同时袁还要积极开设日语尧韩语尧法语尧西班牙语尧德
语等语种的教学袁使学生能有机会学习第二外语袁从而

增加就业的竞争力遥 此外袁学校还要千方百计为学生创

造良好的外语学习环境遥
4. 积极教育引导袁 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学

习能力

学生职业能力的提升不仅取决于学校的培养方案

和教学体系袁取决于教师的有效教学袁还取决于学生自

身的努力程度袁而这与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学习能力显著

相关遥 必须做好教育和引导工作袁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

兴趣和学习能力遥 要传递旅游业的正面形象袁使学生充

分了解旅游企业职业上升的通道袁对未来充满向往和憧

憬袁真正喜欢旅游业和旅游专业遥要开设专门的课程袁让
学生充分认识自己袁尤其是认清自身的知识尧技能和素

质与旅游企业要求的差距袁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袁增强学

习的主动性遥还要把培养自我学习能力作为所有课程的

基本要求之一袁全面训练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遥

Zhang Yiwei Xia Lingen The Research of College Students忆 Career Competence Based on the Soci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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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concepts of Confucius theories of governing a nation are义 Tao,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courtesy,
credibility, harmony, creation and respect义. To discuss the governan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we have to come back to
the origins and live sources of Chinese philosophies. Looking at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es and Five Major De鄄
velopment Theories, we can see today China忆s governance concepts, theor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trategic frameworks
are no longer at the practical levels of being 义applied utensils义, but have reached the status of Tao. This status quo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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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治国之道在当代中国治国理政中的价值

邵龙宝
渊上海杉达学院 公共教育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儒学的治国理念的核心概念是野道尧仁尧义尧礼尧信尧和尧生尧敬冶遥 探究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袁应该回到

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和得以创生发展的原点要要要叶易经曳遥 从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来看袁今天中国治国理政的

思想尧理念和战略框架的构建已经超越了形而下的野器冶的层面袁有了形而上的野道冶的境界和依据遥 这个境界和依据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袁二是中国传统野道冶文化的经典资源和实际的治国理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遥 儒学精髓的

创造性转化必须面对现代性的矛盾和张力袁既要反思儒学传统扼杀个体主体性的弊端袁又要批判现代性的科技和

资本逻辑造成的各种异化现象袁以培育具有中国灵魂和世界眼光袁有仁爱之心和法权人格的现代公民遥 当代中国的

治国理政是野道冶文化的智慧治理袁不管吸取多少西方的治理知识尧技术和经验袁我们要创造的是中国式的治理模

式袁是在中国话语体系下构建的中国式的智慧治理遥 智慧的治理是要处理好当下中国政府的公正尧市场的效率尧社
会的和谐三者的关系曰处理好国家尧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关系曰处理好野自由与公平冶尧野民主与效率冶等一系列矛盾遥

揖关键词铱 儒学精髓曰治国理政曰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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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

体系袁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尧文化传统尧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决定的袁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遥 冶[1]近年

来人们愈益认识到儒学精髓深藏着尚未被人们深刻认

识的巨大活力和治国之道的不竭资源遥 一个拥有 13 亿

人民和 5000 年从未中断的文化和文明的中国肩负着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使命遥 创造性地诠释传统

的治国之道为今天的治国理政所用袁 不仅是中国道路

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袁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曰不仅

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袁都是一个担当和使命遥
一尧儒学传统治理理念的核心价值

儒学的治国理念的核心概念是野道尧仁尧义尧礼尧信尧
和尧生尧敬冶遥探究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袁必须回到中国哲

学的源头活水和得以创生发展的原点要要要叶易经曳遥从四

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来看袁今天中国的治国理政的思

想尧理念和战略框架的构建已经超越了形而下的野器冶的
层面袁有了形而上的野道冶的境界和依据袁这个依据一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袁二是中国传统野道冶文化的经典资源和

实际的治国理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遥符合野道冶的治

理是最高境界曰行野仁冶是治国之道的根基曰野义冶的治理

实质是野致良知冶及公私之辩曰野礼冶是社会秩序与和谐袁
是国家富强尧文明的表征曰野信冶是治理者对民众的敬畏曰
野和冶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曰野生冶是治国之道的活力即

创新袁野敬冶体现治理者对人民的忠诚遥
1. 符合野道冶的治理是最高境界

道的内涵十分丰富袁在叶易经曳中有野一阴一阳之谓

道冶的哲学思想袁在儒家有野天道是阴阳袁地道是柔刚袁人

道是仁义冶袁强调野得道多助袁失道寡助冶袁儒家的野道统冶
实际上就是指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遥 野道冶在道家则

是有六个方面的内涵院 一是孕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曰二
是宇宙尧自然尧社会和个体人生运行的总规律曰三是真善

美的精神实体曰四是指导社会人生的总原则曰五是野道者

反之动冶袁预示着任何一事物总是向相反方向演化袁充满

朴素的辩证法曰六是最高的认识境界袁能超越世俗的短

见按照客观规律行事袁消解自我中心的迷障遥
2. 行野仁冶是治国之道的根基

孟子的人禽之辨即四端说院恻隐尧羞恶尧辞让尧是
非袁即仁义礼智遥 仁在儒家那里是最高的道德规范袁仁
的最高境界是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冶袁就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遥仁的核心是爱人遥把野仁冶的学说运用到具体

的政治治理之中就是仁政德治袁实行王道袁反对霸道政

治袁使政治清平袁人民安居乐业遥 仁爱的深层内涵是重

视人袁富有人权思想袁关注人的物质生活袁即重民生袁强
调无恒产无恒心曰强调富之袁教之袁把富民作为施教的

前提和基础遥 强调利民尧富民尧保民尧爱民尧体察和顺应

民心的向背遥 野仁冶是儒家的治国之道的根基所在遥
3. 野义冶的治理实质是野致良知冶及公私之辩

荀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袁不在于他是两足直立行

走等自然属性袁而在于有情义尧道义和正义袁有是非尧善
恶尧荣辱等精神遥义在王阳明那里就是野致良知冶袁领导干

部要有良知袁 确立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信仰遥 格物尧致
知尧正心尧诚意尧修身尧齐家尧治国尧平天下袁修身是根本遥

义是社会治理中领导者最根本的品格遥 野己身正袁
不令而行袁己身不正袁虽令不从冶遥 领导干部必须清廉自

come about for two reasons: One is Marxist theories, and the other is the classical resources of traditional Taoist culture
and the real practice of, an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lessons drawn from actual governance. To creatively transform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we need to confront the paradoxes and tension of modern society, reflect on the demerits
within Confucius traditions that kill individuality, and criticize all kinds of alienations brought about by modern tech鄄
nologies and capital theories. The hope is to cultivate modern citizens with Chinese souls, world-wide vision, love and
benevolence and high consciousness about the rights of law. Modern China忆s national governance is the wise Taoist ways
of managing the country. No matter how much Western knowledge, technologies and experience we learn, we need to
create wise Chinese-style modes of governance with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ystem. To be wise we need to coordinate
appropriatel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rket,
and the harmony of the societ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nation, the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citizens, and facilitate
well the series of conflicts between freedom and justice, democracy and efficiency.
Keywords: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national governance, contemporary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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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尧接纳忠言尧严谨庄重袁方能使得治理有效遥 领导者能

与众同好袁与众同恶袁与众同乐尧同忧才能治理好天下遥
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袁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袁同天下之利

者则得天下袁擅渊夺冤天下之利者失天下遥 冶义利之辨是

衡量治理者在治理过程中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袁 为国

为民还是只为自己袁这是治国理政的实质即关键命题遥
4. 野礼冶是社会秩序与和谐袁是国家富强尧文明的

表征

礼有三本院天地是生命的根本袁祖先是种族的根本袁
君长是政治的根本遥 野礼有三本院天地者袁生之本也曰先祖

者袁类之本也曰君师者袁治之本也遥冶渊叶荀子窑礼论曳冤礼不仅

是人的立身之本袁也是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基础遥礼
是治理民众的标准袁是宇宙尧自然和社会运行的规律袁是
天道尧地道和人道的内在法则袁最完备的礼使人依据自己

的身份表达情感和礼节仪式袁且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遥礼是

最高的准则尧根本原则遥野礼治冶的缘起是因为人的不断膨

胀的欲望与生存资源的相对匮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袁亦
即野欲恶同物袁欲多而物寡袁寡则必争矣冶遥 荀子强调礼的

制定尧运行尧遵守都要合符野道冶袁这个野道冶才是礼的实质袁
是礼的真正内涵和意蕴遥 野礼治冶对今天的依法治国有诸

多借鉴意义袁野礼治冶即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袁是国家繁荣昌

盛的前提和基础袁同时是富强尧文明的表征之一遥
5援 野信冶是治理者对民众的敬畏

孔子曾说过院野人而无信袁不知其可冶袁孟子的道德

修养六境界说中讲到 野可欲之谓善袁 有诸己之谓信

噎噎冶袁野信冶主要是指在与人交往中要讲信用袁遵守诺

言袁诺言必须符合道义遥 野信冶往往与野诚冶结合即诚信袁
信以诚为基础袁野诚冶自然能信袁离开野诚冶无所谓信遥 信

从根本上说是对自我讲信用袁 即不自欺袁野治理者的内

心之野信冶就是治理者对民众的敬畏袁是民心所向的基

石遥 老百姓对治理者的信任建立在治理者自己内心要

有对道德尧 对他人尧 对自己的诚实守信以及对人民的

野敬畏冶和讲野诚冶讲野信冶的基础上遥
6. 野和冶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

野和冶在天道方面表现为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袁道并

行而不相悖冶曰在人道方面表现为野和而不同冶野执两用

中冶曰在艺术方面表现为野八音克谐冶野五色调和冶曰政治

上表现为野政通人和冶野老者安之尧少者怀之冶遥 野和冶在现

实社会生活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袁野和谐社会冶野和谐世

界冶袁以和为贵尧和气生财遥 世界和平源于各个国家和民

族的内部和谐袁 国家尧 民族的和谐源于每个家庭的和

谐袁每个家庭的和谐源于每个人的身和心的和谐遥 和谐

可以说是治国理政的一个根本目标遥
7. 野生冶是治国理政的活力即创新

儒学的根本实际上就是秉持天地良心袁坚守生生之

道遥仁义礼智信袁温良恭俭让袁圣贤智仁勇袁讲的都是对生

生之道功用演化的描述与论证遥天地人三才一贯之道袁人
在天地之间袁人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效仿天地创造美和

爱袁创生野真善美冶遥 大德人生于天地之间袁就要努力野做
人冶遥 野生冶的本质含义是野创新冶袁创新就意味着变化袁正
所谓野变则新袁不变则腐曰变则活袁不变则板冶遥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袁才使得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袁才使得野中国

道路冶野中国模式冶影响整个世界遥野生冶在现代性社会中追

求的就是返朴归真尧不工而工的人生境界袁以出世心态做

入世之事袁能把最大潜能即创野生冶的力量发挥到极致遥
野生冶在当今时代表现为主体的自我观念尧个性自觉和情

欲迸发等文化意识的上升袁只要能驾驭自身的贪欲和邪

念袁提升自己的人文力袁日新之谓盛德袁每天推陈出新袁不
断改革创新才称得上深厚的品德袁生生不息袁循环往复袁
革故鼎新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本源遥 人民的幸福建立在整

个社会的创造力上袁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建立在每个人的

创作性人格的建构与创造性思维和才能的培养之上遥
8. 野敬冶体现治理者对人民的忠诚

叶庄子窑渔父曳云院野真者袁精诚之至也袁不精不诚袁不能

动人袁故强哭者袁虽悲不哀曰强怒者袁虽严不威曰强亲者袁虽
笑不和遥 冶讲的就是野诚敬冶遥 中国有句俗语野精诚所至袁金
石为开冶袁强调做人做事要讲野诚敬冶袁要以真诚待人袁表里

如一袁不可虚伪假装遥 野诚敬冶就要敬天地君亲师袁这里

突出的是亲和师袁与天地君并列袁也就是孝道的重要性袁
尊师敬长的重要性袁敬长尊贤的重要性遥对人对事都要讲

一个野敬冶袁人在做尧天在看袁野头上三尺有神灵冶都是在讲

野诚敬冶袁这是中国人的信仰袁这个信仰不能丢袁这是中国

人的传统法遥 野敬冶是治国理政者最重要的品格遥
野信冶与野敬冶是要官员们对民众有一种敬畏心遥 要

想取信于民袁官员们首先要解决不能自欺欺人的问题袁
从心底里确立人民为大尧人民是天袁以人民的利益为根

本的信念曰王阳明的野四句教冶告诉我们野无善无恶心之

体遥 冶我们人人内心都有一个定盘针袁警察尧法官和检察

官袁野知善知恶是良知冶袁关键的问题是野为善去恶是格

物冶袁要格物致知袁正心诚意袁在修身上下功夫遥
二尧儒学精髓运用于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思考

儒学精髓的创造性转化必须面对现代性的矛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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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袁既要反思儒学传统扼杀个体主体性的弊端袁又要

批判现代性的科技和资本逻辑造成的各种异化现象袁
以培育具有中国灵魂和世界眼光袁 有仁爱之心和法权

人格的现代公民遥 它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院儒学是一

套野信天尧法祖尧重生冶的人文主义袁野修心固本冶尧野内圣

外王之道冶本质上是一种合于天道的国家治理原理曰其
基本模式是儒道互补遥 国家治理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主

体性行为袁应该从各级领导的野人心冶尧野道心冶的自我治

理开始袁而自我治理的要义是野治理尧管理尧法理尧伦理尧
心理冶野五理并重冶的治理遥

1援 儒学精髓的创造性转化必须面对现代性的矛盾

和张力问题

现代性之于中国传统文化既是批判的坐标袁又有着

自身的缺陷袁恰好是弘扬传统文化精髓所要对治和克服

的对象遥儒学传统之于现代性又是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的对象遥有一个人治本质的遗存与制度规范的法治要求

的矛盾遥 在今天要实现德法兼治袁就要找到克服当下腐

败问题的文化根由遥孕生儒学传统的土壤和社会背景是

宗法专制主义的自然经济袁这与今天我们立足的现代性

社会存在种种矛盾和拮抗遥封建伦常的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必然导致对个体主体性的戕害袁而个体的生成则是现

代性的标志遥马克思曾说院野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袁个人袁
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袁就越表现为不独立袁从属于

一个较大的整体噎噎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袁
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遥冶[2]作为传

统文化表征的儒学的价值观在社会层面表现为野责任先

于自由袁义务先于权利袁群体高于个人袁和谐高于冲突冶
[3]袁在精华中杂糅着糟粕遥儒学的价值就是在这样一个传

统与现代的矛盾和拮抗中展开的院一方面儒学要受到现

代性的洗礼袁要反思和批判扼杀个体主体性的弊端和糟

粕曰另一方面又要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科技和资本逻

辑带来的导致人的金钱拜物教的异化现象袁这是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一把关键的钥匙遥要充分认识

老传统的精华如天人合一尧仁爱尧厚德尧自强尧中庸之道

等与近现代思想启蒙带来的科学尧理性尧民主尧自由等积

极因素的联姻袁是中国道路的文化背景因素之一遥 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要要要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袁仁
者爱人的人道精神袁刚柔相济的坚韧精神袁贵和尚中的

中和精神袁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袁必须与西方文化的积

极因素要要要科学精神尧法治尧民主尧自由和主体人格的独

立进行综合创新袁 以培育具有中国灵魂和世界眼光袁有

仁爱之心和法权人格的现代公民遥
2援 人文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

建立在忧患意识基础上的道德自觉的人文主义是

一套野信天尧法祖尧重生冶的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曰野修
心固本冶野内圣外王之道冶 本质上是一种合于天道的国

家治理原理遥
道德是权力的前提尧 王道是权力的正当性基础袁它

可以指导每一中国人的精神重建袁 尤其是政治精英尧企
业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实践中提升生命的境界遥儒学的仁

义礼智信尧野四维八德冶 是日用伦常的道德伦理形态袁是
德目袁是一种伦理精神袁在它的背后有一种精神力量支

撑着袁这就是关于儒家文明的一套信仰体系袁它不同于

西方基督教的纯精神性尧 彼岸性和超验性的基督教信

仰袁它是一套野信天尧法祖尧重生冶的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

神遥 儒家虽然是要在人间建立道德王国袁但孔子对野天冶
十分敬畏袁中国传统有天命崇拜尧圣王崇拜和祖宗崇拜

的信仰特征遥 野天冶在孔子儒学中有着终极信仰的意味遥
中国民间信仰信奉 野头上三尺有神灵冶尧野积善余

庆袁积恶余殃冶尧野人在做袁天在看冶尧野因果报应冶都和这

个野天冶即野老天爷冶有关系遥 野老天爷冶是道德的象征袁对
野老天爷冶的敬畏是民间信仰的一个特点遥 野法祖冶也就

是我们野祖宗崇拜冶的传统袁野以民为本冶是指治理者应

按照人的生命演化即人的心性活动的规律来进行社会

治理遥 要用自己的人心推想他人的心性良知去关照世

界袁去认知社会遥 当然也要注重对社会和人心的调查研

究袁要认识经济尧政治尧社会尧文化的变迁袁如此就能正

确认知一切社会问题遥 社会的病症是多方面的袁是极其

复杂的袁但均可在人的心性上去找寻袁从经济结构上袁
从文化观念上袁良知教育上去找遥 儒家的野内圣外王之

道冶本质上是一种合于天道的国家治理原理遥
十八大报告指出袁野坚持以人为本袁执政为民袁始终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遥 冶 同时强调袁野以人为

本尧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政治活动的最高标准遥 冶治
国理政的根本是各级领导人心中要有人民袁 能不能治

好自己的心袁领导干部的野人心冶野道心冶主要体现在有

没有对人民的敬畏之心袁 真正确立起中国人之为中国

人的做人的信仰袁 确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自信尧道路的自信尧理论的自信和文化的自信袁老百姓

自然就能确立起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袁 也能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和信念遥
3援 要从国家治理精英的野人心冶野道心冶的自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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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治国理政是为了兴邦尧善政袁善政要从治理

者自己的善心修养入手遥 孔子的教育其实就是人文主义

的野成德之学冶遥 儒学就整体而言袁道德与知识袁两个轮子

都要转袁所谓野博学于文袁约之以礼冶袁不能转一轮袁一轮不

转遥中国文人重视品格尧人格袁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袁
是我们老祖宗的好传统袁要活化它遥活化的要义是要有良

知袁要知善知恶袁为善去恶袁要有道德自觉尧自主的能力曰
要自律袁自己来管理自己袁自己来约束自己袁然后是自我

负责遥儒家的做人信仰的教化就是成人教育遥成人教育的

核心是重视体验袁即悟道尧践道遥可见袁我们的道统文化原

本就与自然合拍袁直接通过对道的崇拜即生生之道来立

德袁即培育良知遥 国家治理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性行

为袁应该从政治精英尧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的野人心冶野道
心冶的治理开始遥野四个全面冶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总体规划

和框架结构袁也是更加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遥学习贯彻这

一精神不仅需要政治精英尧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对国家

发展战略有高度的自觉袁所有民众都应该对此有自觉意

识袁而最为关键的是上述三种精英能不能从自己开始野正
心冶野诚意冶野格物冶野致知冶野修身冶野齐家冶遥 如此袁方能取信

于民遥 取信于民是社会治理的基础遥
4援 中国式治理的基本模式是儒道互补

象征着宇宙自然尧社会人生的总规律和真善美精神

实体的野道冶文化袁是中华民族的最根本精神遥 道文化是

最讲规律的文化遥 野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有一个

很高的理念袁这个理念来自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尧中国

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袁在这一点上袁中国共产党可以说

是世界上对规律最尊重的政党遥 中国有今天袁是因为我

们党一直力图从规律来把握国家袁 从人类来把握中国袁
从历史和未来来把握这个民族遥 冶[4]中国文化是野道冶文
化袁是儒道互补形成的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袁区别于西

方的逻各斯文化和野神冶文化袁道文化的第一个内蕴是认

为任何事物都离不开野一阴一阳之谓道冶的朴素辩证法遥
中国式治理的基本模式是儒道互补院 它注重天地

人三才一贯之道袁尤其重人袁认为天地之间人是最尊贵

的袁人应该顶天立地袁强调野人能弘道袁非道弘人冶袁肯定

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遥 在野人冶与野道冶之间袁认为主体人

能捍卫尧弘扬作为法则与正义野道冶的客体遥
其实袁在国家治理上袁不仅是儒道互补袁在中国历

史上儒道法互补才真正能说明问题袁 儒家推崇仁政礼

教的柔性治理袁由內圣而外王袁道家崇尚清静无为的非

刚尧非柔的自然中道治理袁法家注重苛严峻法的刚性治

理袁从实际的治理实践来看袁外儒阴法就是一柔一刚的

政府治理的互补关系遥 国家的整体治理和老百姓的个

体治理的互补性即儒道治理的互补性袁 这就是儒道法

刚柔相济尧 官治和民治有机结合的善治境界的哲学意

蕴袁这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效用遥
5援 和而不同野协和万邦冶野中庸之道冶是处理国际关

系袁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本原则

野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主要解决几个问题院一是天

地人袁二是生存与发展袁三是中国与天下袁四是如何实

现大同世界遥 这套智慧维系了中国 5000 年遥 冶[5]这里的

中国与天下就是国际关系袁 实现大同世界即 野大道之

行袁天下为公袁选贤与能袁讲信修睦噎噎冶的理想社会是

传统中国人的天下观遥
习近平总书记近些年来一次次向世界传递了超越

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袁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

展的愿望遥提出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的大国外交理念袁正在

为形成世界新秩序奠定基石遥 习近平说野为了和平袁我们

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遥偏见和歧视尧仇恨和战

争袁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遥 相互尊重尧平等相处尧和平发

展尧共同繁荣袁才是人间正道遥 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袁
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袁共同推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遥 冶[6]在国际政治上我们已经

能从国际视野来看待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遥 习近平在纪

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

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袁野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

民族的文明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袁是我们必须

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冶遥他特别强调袁野一是要维护世界

文明多样性噎噎历史反复证明袁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

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袁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

灾难曰二是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噎噎每个国家尧每个民

族不分强弱尧不分大小袁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

重曰三是要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噎噎对人类社会创造

的各种文明袁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袁都应该积极吸

纳其中的有益成分袁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

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尧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袁把跨越时

空尧超越国度尧富有永恒魅力尧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

精神弘扬起来噎噎四是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遥 要坚持古

为今用尧以古鉴今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

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尧紧密结合起来袁在继承中发展袁在发

邵龙宝 儒学治国之道在当代中国治国理政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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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继承袁坚持有鉴别的对待尧有扬弃的继承袁努力实现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尧创新性发展遥 冶儒家文明是维护

人类文明多样性尧化解人类文明冲突的主要力量遥中华文

化的野和冶是和谐袁和而不同袁协和万邦袁但野和冶并不是无

原则地和稀泥袁孔子认为野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袁亦不可

行也冶袁礼就是理袁是原则性袁这种有理性的有原则的野和冶
才是野仁冶的真正意蕴和精神实质所在遥

6援 道之以德袁齐之以礼袁德法兼治是儒家治理之道

的基本原则

子曰院野道之以政袁齐之以刑袁民免而无耻曰道之以

德袁齐之以礼袁有耻且格遥 冶孔子主张用道德教化而不要

用刑罚处罚的方式来治理才能培养出有道德水平的子

民遥 儒家主张野天秩有礼冶和野礼者人道之极冶袁道家主张

野礼者乱之首冶和野镇之以无名之朴冶袁与法家的野礼出于

法冶和野一民之轨莫如法冶相互之间也形成了互补遥
儒家的为国之道重礼袁讲求野为政以德冶曰道家野以

正治国冶袁讲求野守母存子冶曰法家野唯法为治冶袁讲求野抱
法处势冶遥 荀子野礼治冶思想对我们当下野依法治国冶的启

示是院抽取了道德的法律是徒劳的袁而没有法律信仰的

法规更是僵化的教条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当于新

时代的野礼治冶袁是 21 世纪我党文化战略方面的顶层设

计袁是用来收拾转型社会出现的野人心冶尧野道心冶跌落的

问题袁同时用全面野依法治国冶来引领社会的价值观导

向袁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遥
德法兼治即良法善治遥 良法是善人制定袁对任何人

具有普遍性特征袁 法的规则要强调权利和义务既界限

分明又对立统一遥 权力不能侵犯公民的权利袁法规之间

不能相互冲突袁且具有长期不变性和稳定性袁还应有先

在性尧可行性和公开性的特性遥 良法一定是能捍卫人们

的权利和自由袁体现正义性袁保障人的生命尧人身尧财产

的安全袁维护社会成员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利益交往袁
对以侵害他人的方式而获得利益的人必须进行惩罚袁

体现和维护社会成员承担责任的平等袁 同时维护社会

成员们的机会平等遥良法还应保证社会成员的自由遥法

以最合理的义务性规则来约束每个人的行为袁 从而给

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一个最大可能的自由活动空间遥 良

法是防止暴政袁制裁犯罪袁维护正义的法律遥 与之相对

应是恶法袁恶法就是维护独裁专制尧维护暴政尧侵害人

权尧肆意剥夺人们的自由尧损害正义的法律遥
善治是野善者治理冶袁是温良公正的治理者曰就治理目

标而言袁善治又是野仁爱的治理冶遥仁爱的治理应包括以下

内涵院一是对大众的关爱袁领导者自身具有仁爱之心袁在
品格上具有野恭宽信敏惠冶各种德行要要要野仁冶为众善之

德遥二是自爱袁在金钱财富问题上洁身自好尧廉洁正义遥三
是爱自己的亲人遥四是野泛爱众冶袁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有特

别同情的恻隐之心和悲悯情怀遥 五是仁者与天地万物一

体袁在日常治理实践中让公众享有更充分的公共物品和

更高满意度的公共管理袁实现公众福利的最大化遥这种以

仁爱之心的治理就是善治袁善治强调建立在彼此心贴心

的信任加契约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和合作遥善治是野善态治

理冶袁是领导者在治理实践中将自身的美德融进去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袁也就是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冶袁去体现服

务民众的美德尧大德和全德遥真正的野仁爱之治冶是德治与

法治的统一袁是崇尚仁爱宽厚的政治袁是制约君权袁伸张

民权袁主张敬民尧爱民尧养民袁以民为本尧以民为心袁野仁民冶
野恤民冶和野视民如伤冶的治理遥 养民者袁以利民为鹄的袁切
实重视民生袁以野正德尧利用尧厚生冶为头等大事遥

总之袁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是野道冶文化的智慧治

理袁不管吸取多少西方的治理知识尧技术和经验袁我们

要创造的是中国式的治理模式袁 是在中国话语体系下

构建的中国式的智慧治理遥 智慧的治理是要处理好当

下中国政府的公正尧市场的效率尧社会的和谐三者的关

系曰处理好国家尧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关系曰处理好野自由

与公平冶尧野民主与效率冶等一系列矛盾遥

Shao Longbao The Value of Confucianism Governance of Governing Principl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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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复合应用：对高校法律学科的改革

法商复合应用课题组
渊上海杉达学院 胜祥商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在传统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跟不上发展需求的现实情况下袁复合应用人才培养理论应运而生遥 本文

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经验的前提下袁提出复合应用培养路径应包括完善学分制度和新型的考试与评价制度遥 具体培

养模式包括野专业课程冶加野实践课程冶袁野专业课程冶加野实习考核冶袁以及野应用讲授冶加野案例讨论冶遥 同时应当依照

野设立科学的教学计划冶野完善导师制度冶野重新设计毕业证书冶等七个要素重新构建适应复合应用的课程体系遥
揖关键词铱 高等教育曰法学教育曰复合应用曰课程体系

Composite Application of Law: Reform of University
Legal Education

Compound and Practical Law and Business Research Group
渊Shengxiang School of Business,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Today traditional models of legal education are insufficient for meeting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e
have to explore composite application models for teaching law. For this issue, we raise the opinion that the way of a
composite application model consists of a consummate academic credit system, new test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The
specific training modes include professional courses plus practical courses, professional courses plus practice examina鄄
tions, and applied teaching plus discussion of legal cases. Besides, we should construct a course system incorporating
seven factors including developing scientific teaching plans, improving the mentoring system, redesigning the gradua鄄
tion certificate, and so on.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legal education, composite application, cour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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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治国家和社会的建设速度加快袁 我国传统

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已跟不上发展的需求遥 笔者从事

法学教育和实践多年袁 按照法律学科的复合性和实用

性袁提出了野复合应用型冶法律人才的培养思路尧路径和

模式的改革方案袁 以创新的思维和措施完善我国高教

法治建设遥
一尧复合应用理论的必要性尧合理性和可行性

渝 必要性

复合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背景是院 我国高校传

统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化袁没有形成特色曰法学毕业

生就业在市场上呈现供大于求的情况曰 传统的公检法

岗位新旧轮替与毕业尧就业不同步等遥
针对上述多年来的顽疾袁 创立复合应用型法律人

才培养模式就成为解决问题的野上策冶了[1]袁因为如果选

择其他应对措施袁 比如取消法学专业的设置或者减少

招生数量袁对高校决策者来说风险较大袁而且直接影响

学校的资源遥 毕竟袁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多层次尧多需

求的袁所以培养也必须是多样化尧专业复合的遥
渔 合理性

国家尧 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建设急需复合应用

型法律人才遥 改革开放 30 多年袁应用型法律人才不是

多了袁而是太少了袁尤其是能够在国际上进行专业应对

的复合法律人才更是难得袁极其抢手遥
隅 可行性

高校有条件培养复合应用法律人才袁因为袁只要对

传统的教学体制和机制加以合理的改革和设计袁 高校

的专业复合应用特色必然就会显现尧形成遥 而且袁高校

可以按照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袁 随时调整专业应用特

色的侧重点袁把法律人才快速地渊通过和其他专业的学

分交叉尧教学系列讲座和考核冤与其他专业复合遥
所以袁无论从宏观理论上看要要要国家法治建设尧社

会法治发展尧高教法治必需袁还是从微观措施上看要要要
市场人才需求尧地方经济需求尧学校专业特色袁法律专

业复合应用都是必经之路遥 对高校法律学科而言袁早改

优于晚改遥
二尧复合应用培养模式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袁 因政治背景和学科

发展的限制,法律应用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遥 建国以后

直至 80 年代前, 对法律复合应用培养模式的研究也一

直处于空白状态遥1981 年袁法学教科书开始重视法学和

社会学应用遥 但直到 1992 年以后袁法学复合应用才被

真正重视遥
因为袁改革开放引发了诸多专业复合问题,法律复

合培养的任务异常艰巨遥 改革使社会出现社会离心力

增强袁市场应用多元化尧多变化的现象遥 经济尧政治尧技
术乃至社会尧家庭领域出现了空前多的新问题袁承担建

设法治社会任务的国家法律制度和法学培养人才模式

面临着无法回避的改革挑战袁此其一遥
其二袁经济发展尧技术进步产生的诸多法律新问题

让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某些论断和方法错误尧过时[2]遥 相

关的论争则使法学教师日趋成熟,增强了创设新的法学

教育理论尧框架和方法的能力遥
其三袁其他学科的发展让法学可以尧也应该和它们

复合遥 如自然科学尧哲学尧心理学尧社会学尧经济学等学

科有它们各自的思维方式袁所以袁我们应该通过法律和

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袁 突破法学研究者长期固守的注

释法学的思维方式,提出新命题尧新范畴和新框架遥
据教育部统计袁截至 2014 年袁全国有近 500 所普

通高校设立了法学专业袁 其培养模式基本上是以培养

公检法人员和法学理论研究的课堂教育为主袁 教学方

法可以归为解释主义袁 主要是通过运用各种方法来解

释各种法学理论尧法律现象形成的原因尧在差异中把握

法律规律等袁用解释为法学家尧立法尧司法者提供审视

法律和运用法律的理论方法袁 对法律问题的发展做出

预判[3]遥
三尧复合应用培养模式的路径和模式

渝 国外的法律复合应用培养现状

以美国大学为例袁专业复合主要有两种模式袁第一

种为两个专业的复合袁这种形式比较常用遥 如卡内基大

学规定了人文尧艺术复合学士专业袁科学尧艺术复合学

士专业等遥 有的大学列出了可复合的专业列表袁如伊利

诺斯大学的专业复合列表中包括了会计学尧工业工程尧
机械工程尧计算机科学等遥

第二种专业复合方式是一个专业为主袁 另一个专

业为辅遥 如梅隆大学的科学专业中袁计算尧生物学复合

专业袁计算尧金融专业复合袁社会学尧艺术专业复合等遥
不论如何复合袁学生都能获得两个学士学位遥

如果美国学生希望选择的复合专业不在校方规定

的范围之内袁 学院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设立新的复合

专业遥 如斯坦福大学的专业复合是 MBA/教育学硕士袁
MBA/科学硕士和 MBA/公共管理学硕士遥 有新的复合

需求袁就由系一级的教学单位提交申请书遥 复合专业申

Compound and Practical Law and Business Research Group Composite Application of Law: Reform of University Legal Education

62窑 窑



2016 年第 2 期 法商复合应用课题组 法律复合应用院 对高校法律学科的改革

请程序的关键是野控制协商冶袁即在两个学院院长之间

的商讨遥 院长们就学时尧学费等问题达成一致袁马上就

能开办新的复合专业遥
另外袁国外大学十分重视通识教育遥 通识教育重在

野育冶而非在野教冶袁因为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袁
它提供的野育冶是多样化的遥 通过多样化的选择袁学生获

得应用性的知识与能力结构袁确保应用发展遥 美国哈佛

大学自 1982 年就规定了学生在文艺领域尧 史学领域尧
社会分析与道德领域尧科学领域尧外国文化领域这 5 个

领域里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遥 要求学生用本科学习的

1/4 时间来学习上述领域的 8耀10 门课程袁 每个领域至

少选修 1 门课程遥 这种设置的最大优点是打破传统的

课程模式袁强调课程设置应该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袁
而不在于学生掌握学科的系统知识遥

渔 培养路径

我们可以考虑这样的复合应用培养路径院
1. 实施完善学分制袁构建更灵活尧有效的教学管理

制度

我国高校目前虽然已经实行了学分制袁但还是存在

诸多问题院学分制相对狭隘袁没有弹性[4]遥实际上袁这样的

学分制只能算是部分学分制袁 因为把每个学年分开计

算袁缺乏灵活性和有效性遥 而完善学分制是以学习量为

单位的学分制袁 评判的标准是学生完成学业的程度袁即
以选课制尧导师制和弹性学制为基础的教学管理制度遥

具体说袁 完善学分制要求课程必须标准化尧 模块

化袁学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以及市场尧就业尧个人需要

等方面进行全面的选修遥 对于没达到要求分数的学生袁

则要求他们延长学习年限遥 这有利于法律复合应用人

才的培养袁提升教育质量遥
2. 建立完善的考试与评价制度

考试与教学评价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途径袁它
应该具有更强的导向性和选拔性遥 所以袁应该建立严谨

的应用考试制度遥 注重考试的应用内容与学生能力的

发挥遥 同时袁还应该建立互补的教学评价机制袁保障教

学过程和教学结果一致性遥
隅 培养模式

我们建议实施这样的复合应用培养模式院
1. 野专业课程+实践课程冶模式

以基础知识为主干袁以应用为主线袁形成交叉融合

的知识结构遥 开设实践性强的法律应用系列课程袁如律

师诉讼技巧尧商务法律实用尧谈判技巧尧法律职业水平

训练和测试等遥
2. 野专业课程+实习考核冶模式

利用模拟法庭等实践课程深入具体案件遥 学生可

以在律师或者老师的指导下参与到律师实务中袁 如代

理当事人尧调查取证等遥 在实习考核部分袁把实习学生

划分小组袁 由指导老师与实习单位的律师进行具体指

导袁共同考核实习成绩遥
3. 野应用讲授+案例讨论冶模式

老师的讲授必须主要围绕应用遥 老师和学生之间

可以进行讨论尧甚至辩论[5]遥 老师指导案例应用袁让学生

从不同角度尧 不同层面剖析问题袁 激发学生的主动思

考尧切入思路和应用能力遥
图 1 是高校一般专业复合应用的培养体系遥

复合应用培养体系

评估指标体系 产尧学尧研合作

教学管理弹性遥
专业学科深度复合遥

课程内容应用尧
考试尧评价制度遥

校企合作平台袁
双师型师资比例遥

图 1 复合应用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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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律复合应用而言袁 因为每一个和法律复合的

学科均有着各自的学科优势袁有着特定的角度袁所以袁
从不同专业研究法律复合应用问题袁 就能够打开复合

应用的宏观层面和微观操作袁 提出更接近市场需求的

培养模式袁防止对法律复合的研究只重理论轻应用袁只
重法律尧轻复合学科的不合理现象遥

四尧构建复合应用体系的七要素

必须制定科学的应用课程体系袁 才能为法律复合

应用培养模式提供合理依据[6]遥 创新法律复合应用课程

体系袁要依照下列七个要素设计遥
渝 设立科学的教学计划

既要保证课程设计的逻辑性和可选性袁 也要强调

课程的开设方式袁 使课堂的理论教学与实际的实践活

动相结合袁老师的授课与讨论相结合袁必修课和选修课

相结合袁 切实地把课程的设计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联系起来遥
渔 建立完善的选修课体系

选修课应包括应用政治学尧 应用哲学尧 应用社会

学尧 应用心理学等配套的人文科学课程遥 我们称之为

野应用人文学科系列课程体系冶遥
隅 制定柔性化的课程

最大限度地引导尧安排学生的知识兴趣尧交叉专

业尧实践能力和素质结构袁包括跨学科尧跨行业的选修

课程遥 重点是必须加强对学生修读课程的选课尧教学

指导遥

予 实施完善的导师制袁防止学生盲目选课

严格落实导师制袁 使完善学分制和不该缺失的

导师制更好地相结合遥 把导师制纳入合理的教师考

核体系遥
娱 科学设计并严格实施各项制度

科学设计并严格实施跨学科的研讨班尧学分认可

证书制度尧辅修尧选修专业制度尧校际合作学位制度尧
双学位制度尧完善学分制度尧交叉学科学位制度等创

新制度遥
雨 按照就业市场尧 创业需求创新地重新设计毕业

证书

在毕业证上加以明确的复合专业注明 渊也可以在

野法学士学位证冶后附上复合专业的课程表和考核成绩冤袁
可以让市场清楚地了解毕业生复合应用的知识背景和能

力袁从而起到毕业生尧市场和国家野多赢冶的效果[7]遥
与 在校内建立野专业复合应用检测标准框架冶
测试标准框架的基本要素是院专业主任尧二级学院

或者校级领导是否具备相对成熟的复合应用思路和实

施方案曰市场渊就业单位冤对毕业生的全面反馈评论曰该
专业的应用型师资比例数遥

总之袁对高校法律学科改革的论述尧创新的思考很

多遥 本文的结论是院高教行政尧高校的管理层应该尽快

地组织实施袁 在实施中不断改进尧 完善创新方案和措

施遥 只有真正计划地野试点冶实施袁才能务实地深化尧完
善高校法学学科的复合应用创新改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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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序言

1872 年 8 月 28 日袁杉村广太郎出生在日本和歌山

县和歌山市袁 其父为幕府时代末期和歌山诸侯的家臣

杉村庄太郎遥 广太郎 3 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人世袁其母含

辛茹苦把他养大遥16 岁时他从和歌山中学中途退学袁志
向成为一名律师袁只身来到东京求学遥 先在英吉利法律

学校渊中央大学前身冤就读袁毕业之后入读美国人创办

的国民英学会袁 他的英语能力在那里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遥 1891 年袁刚满 19 岁的广太郎担任叶和歌山新报曳的
主笔袁可一年之后他又回到东京袁入读自由神学校遥 之

后在本愿寺文学寮担任英文教师袁业余时间在叶反省杂

志曳渊叶中央公论曳前身冤发表文章遥1897 年袁他辞去教职袁
在东京美国驻日公使馆担任翻译遥 1903 年 12 月袁受池

边三山渊1864-1912冤之邀袁进入东京朝日新闻渊朝日新

闻社的前身冤工作袁笔名野楚人冠冶袁主要承担外电翻译遥
叶朝日新闻曳从 1904 年连载至今的著名评论栏要要要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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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人语冶袁便是杉村命名的遥

1904 年 8 月袁 杉村翻译了托尔斯泰为反对日俄战

争发表在叶泰晤士报曳的叶日俄战争论曳遥 日俄战争之后袁
1907 年他赴英国任报社的特派记者袁 驻英期间写就的

叶大英游记曳在报上连载袁以潇洒轻快的笔调一举成名遥
这份连载后来结集成册袁1908 年 1 月由有乐社出版发

行袁扉页上写着野这本小册子献给我最爱的母亲冶遥 这本

畅销书两年间连续出了 7 版遥
杉村此后多次被派往欧美袁 回国之后把游历各国

的新闻制度导入日本袁 成为日本新闻制度改革的积极

推动者遥 1911 年 6 月创设野索引部冶袁之后的野报道审查

部冶尧野缩印版冶 都是在他的提议之下创设或实施的遥
1914 年袁杉村被派驻比利时遥他作为日本代表参加了两

届野世界新闻大会冶1渊1915 年旧金山袁1921 年夏威夷冤遥
历任朝日新闻社审查官尧顾问等职袁同时也是世界新闻

会议议员袁英国新闻记者协会会员袁美国新闻学教授会

会员遥
同时袁 他的 叶最近新闻纸学曳渊庆应义塾出版局袁

1915 年 12 月冤尧叶新闻纸的内外曳渊日本评论社袁1927 年

3 月冤尧叶新闻之话曳渊朝日新闻社袁1929 年冤等著作袁为新

闻学在日本的本土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遥 其

中袁叶最近新闻纸学曳是 1910 年为母校中央大学创设新

闻研究科准备的讲义曰叶新闻纸的内外曳是他 1909 年至

1926 年间发表的有关新闻伦理的杂论集袁 包括他在世

界新闻大会发表的两篇英文论稿及两届大会的参会总

结报告曰叶新闻之话曳是朝日常识讲座丛书之一渊第一套

第 10 卷冤袁杉村在卷首特别指出袁该书放在这套常识丛

书里不是很妥当袁这本书的内容袁大部分是别人到现在

还未写过的遥 叶新闻之话曳出版后翌年袁由王文萱翻译的

中文版叶新闻概论曳渊1930 年冤在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袁现
代书局于 1932 年 12 月再版袁 黄天鹏在卷头语中说明

了此书的由来遥
关于杉村个人生活袁有非常不幸的一面袁在他凄美

的随笔中袁透露着点点滴滴遥 1921 年袁10 岁的长女去世

之后袁次年长子也因病去世遥 1923 年关东大地震引发的

火灾袁又让他失去 20 岁的次子和 17 岁的三子遥 还好四

子尧五子停学一年袁在关西纪州伯父家游玩而幸免于难[1]遥
1924年袁杉村移居千叶县我孙子市袁开始在他创刊的叶朝
日画报曳上连载随笔叶湖畔吟曳遥 杉村一生著述颇丰袁1937
年至 1943 年的 6 年间袁 日本评论社陆续整理出版了他

的全集袁共有 18 卷遥 杉村广太郎于 1945 年 10 月 3日去

世袁享年 73 岁袁葬于千叶县松户市八柱灵园遥
本文追溯杉村广太郎参与两次世界新闻大会的情

形袁聚焦中日两国政府与报界对于大会的重视程度袁折
射两国参会者对于大会的贡献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

力袁并真实反映两国代表的交往遥
二尧1915 年旧金山大会

1915 年 2 月 20 日袁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袁野巴拿

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冶在旧金山开幕袁历时 9 个半月袁
于 12 月 4 日闭幕袁中国产品获奖章 1218 枚袁为各国之

冠遥 此届博览会召开各种大会 822 个袁 与新闻出版

渊Press冤相关的 8 个[2]袁世界新闻大会只是其中的一个而

已袁 参会者的往返差旅费也都由主办方支出遥 在 1900
年的第五届巴黎世界博览会及 1904 年的圣路易斯百

周年纪念博览会上袁举办过类似的大会袁不过出席大会

的国家很少遥
而本次大会注册登录的会员数有 957 名袁 随行的

家族人员有 1230 名袁 共 2187 名袁 超出主办者预料的

50%以上袁除美国外袁有 29 个国家参加袁美国的 48 个

州里头袁只有 2 个州的代表未出席遥 697 名代表来自加

州以外袁123 名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袁其中大部分是外

国政府委派的记者[3]袁欧洲只有法国没有派代表参会遥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主任塔尔科特窑威廉姆

斯尧国民记者协会会长霍斯默尧美国新闻社社长协会会

长英厄姆尧 美国新闻学校教授会会长索普等都出席了

大会遥

1 本文采用民国时期新闻史学界译法袁而不采用叶申报曳的译法遥 半六院国际报界会议记略袁黄天鹏编袁叶新闻学刊全集曳袁光华书局袁1930
年袁第 297 页遥 野新闻事业之国际组织袁昔有耶世界新闻大会爷袁近有耶国际报界会议爷袁前者系世界从事新闻事业者自动之结合袁以谋世

界新闻事业之进步曰后者则系国际联盟所召集袁以沟通各国政府对于新闻事业之改善与革新遥 冶而杉村广太郎也将其汉译成野世界新

闻大会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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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筹办者密苏里大学新闻系主任沃尔特窑威廉

姆斯 渊Walter Williams袁1864-1935冤2 在 1915 年 7 月 26
日经由美国驻日大使馆发往日本外务次官珍田捨巳

渊Sutemi Chinda袁1857-1929冤的信函中袁已将两位中国

代表列入大会副主席候选名单渊China. Chen chi, Peking
Daily News, Peking. Yang Siu On, Peking Jib Pao, Chi鄄
na.冤[2]遥 这里的 Chen Chi 可能就是指来自中国的巴拿马

世博会监督尧筹备事务局局长陈琪渊1877-1925冤袁另一

位可能是杨小鸥袁这是中国官方推选的名单遥 而日本方

面推选的两位副主席袁一位是杉村广太郎渊K. Sugimu鄄
ra冤袁另一位是德富猪一郎 渊I.Tokutomi袁1863-1957冤袁即
大名鼎鼎的德富苏峰遥 杉村同时又在五位候选大会执

行委员名单里[2]遥
大会会期预定在 7 月 5 日至 10 日袁因 7 月 4 日刚

好遇上星期日袁独立纪念日庆祝活动延至 5 日袁所以大

会是从 6 日正式开始的遥 每天上午分别就报纸的目的

政策尧报纸的内容尧报纸的制作维持及倾向尧报社的事

务等问题做专题演讲遥 而每天下午则分别由大会所属

国民记者协会尧新闻学校教授会尧特殊新闻杂志协会等

部门举行各类研讨会[3]遥
开幕式于 7 月 6 日上午 9 点半开始在博览会演艺

中心节日大厅渊Festival Hall冤会场隆重举行遥 参会者约

有一千人袁到会的日本记者还有叶大阪每日新闻曳渊1876
年 2 月 20 日创刊冤的铃木清节尧叶都新闻曳渊1884 年 9 月

25 日创刊冤的后藤长荣尧叶报知新闻曳渊1872 年 7 月 15 日

创刊冤 的粟山博尧叶中央新闻曳渊1883 年 1 月 22 日创刊冤
的谷口文彦尧叶日美 The Japanese American News曳渊1899
年 4 月 3 日创刊冤的安孙子久太郎渊1865-1936冤等近二

十人袁外国代表各自散乱登上主席台袁而当日本代表列

队上台就坐时袁台下听众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3]遥 W窑威

廉姆斯主持并致开幕词后袁 博览会主席查尔斯窑摩尔到

会致辞袁而加州州长尧旧金山市长未能到会祝贺袁威廉姆

斯会长临时决定让叶泰晤士报曳的华特生上台演讲袁没想

到他滔滔不绝地进入战争话题袁结果有两三位德国记者

拂袖而去袁场面非常尴尬遥 幸好由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

周刊叶平民曳渊Commoner冤的主笔布莱昂救场袁他以野世界

的事件与报纸冶为题做了将近一个小时演讲袁获得台下

喝彩遥 当日下午各国分别派代表发表 5 分钟演讲袁来自

日本的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植原悦二郎渊1877-1962冤以
野报纸的平民化冶为题做了演讲袁反响热烈遥

次日袁学术氛围渐趋浓厚遥 名誉会长英厄姆的野当
今世界报纸的倾向冶尧伊朗公使的野立宪时代伊朗报纸

的发展冶尧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主任 T.威廉姆斯的野公
众与广告冶尧 瑞士的肖普博士的 野战时欧洲大陆的报

纸冶尧倪茜上尉的野澳洲新闻记者最低工资法冶等[3]演讲

都很有分量遥
杉村广太郎的演讲安排在第三天上午袁他与叶泰晤

士报曳的华特生作为当日重要的演讲者被安排在最后遥
杉村演讲的题目是 On Anonymity in Journalism渊关于报

纸上的匿名主义冤袁他站到台上刚说两句袁哥伦比亚大

学的威廉教授站起来院野请高声说话遥 冶这让杉村大为紧

张袁不由拼命抬高声音坚持到最后遥
杉村首先对署名与匿名做了区分遥 他认为署名标

志着个性袁如果个性能够被建议的话袁无论是赋予真实

姓名还是假名袁都称之为野符号冶遥 有时候袁比起真实姓

名袁假名能够让人更加了解一个人袁并且能够更加容易

鉴别这个人遥 而没有写名字的情况或是刻意地隐藏个

性而使用的名字袁都算作匿名遥 日本早期报纸出于保护

作者的目的出台了野名义编辑渊Nominal Editor冤冶制度遥
当一个报社被指控触犯法律时袁 那些报社的代表们独

自承担责任袁尽管他们可能什么违法的事情也没做遥 所

以编辑或作者能够以他们喜欢的任意方式编辑尧 写作袁
完全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遥 但 1909 年 5 月日本颁布了新

的新闻出版法袁废除了之前的野稻草人渊men of straw冤冶保
护政策袁出台了世界上最早的野署名人渊signer冤冶制度[4]遥
随后袁 杉村对于匿名主义的各种理由以及欧美各国报

社的匿名主张逐一进行了驳斥遥 他认为匿名意味着低

估一个人的自身价值袁 作者们发现其实自己的名字就

是一种资产遥 名字本身就富有一种吸引力袁或者说名字

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读者判断是否去读的标准遥 匿名

2 本国内论著中多数译为野威廉冶袁个别场合还有笔误遥 比如把原名写成野Walter William冶袁少了个野s冶袁既不规范袁也不够严谨遥 本文统一

译为野威廉姆斯冶遥 沃尔特窑威廉姆斯全名为 Marcus Walter Williams袁本论简写为 W窑威廉姆斯袁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主任塔尔科

特窑威廉姆斯简写为 T窑威廉姆斯袁以示区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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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种现成的没有任何商标的商品袁 它往往让读者

对自己该读什么感到无所适从[4]遥 当一篇写得很好的文

章出现匿名袁读者会想知道谁是作者袁好奇心也许能激

发兴趣遥 但这取决于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个

性程度袁而不是一味的匿名[4]遥 杉村还有一些编辑技巧

上的建议至今看来颇有新意遥 他认为要使用不同的类

型风格袁采用各种各样野吸引眼球冶的标题尧副标题袁总
结一整篇新闻的要点袁放在野故事冶的首段袁使用图片尧
照片让整个新闻事件可视化袁 这些策略都可以被报纸

采用袁以便让读者自己去决定哪些读袁哪些不读[4]遥 这个

观点虽然不是他本次发表的重点袁 然而在 6 年之后的

大会上演变成核心观点遥
接下来袁泰晤士报的华特生发表的野报纸的近代倾

向冶袁观点与杉村刚好相反袁提出抹杀个人的论调[3]遥
不知何故袁 杉村在他的本届大会记录里只字未提

中国代表的参会情况袁 而国内学者对此已有定论院
野1915 年 7 月 6 日袁世界新闻大会开幕遥由于路途遥远袁
中国新闻界代表未能及时赶到袁暂由欧阳祺代表参加遥
第二天袁中国新闻界正式代表五名出席大会遥 他们分别

是北京报界公会代表朱淇尧广州叶时敏报曳代表尧叶香港

华字日报曳代表李心灵尧叶循环日报曳代表杨小鸥尧英文

叶北京日报曳代表冯穗等五人遥 冶 [5]

大会最后出台了野世界新闻大会章程冶袁并按照章

程进行选举袁正式确定了名誉会长尧会长尧副会长尧执
行委员遥 五位执行委员在闭会之后进行了商讨袁确定

下届大会于 1918 年复活节后的星期二开始在澳洲悉

尼举行遥
举办方认为袁该届大会非常成功袁无论从会员数尧

国别数袁 还是有质量的论文发表等各个方面都超乎举

办者的预期遥 然而袁参会的多数日方人员认为袁实在是

无聊透顶袁 所谓的大会有名无实袁 不过是一出闹剧罢

了袁论文发表极少有扎实的研究[3]遥 但是袁杉村广太郎却

站在第三者立场展开了议论袁 他认为日美两国因文化

价值取向不同袁评判标准自然也就不同遥 不论如何袁能
够在欧洲大战余波中袁顺利完成预定议程实属不易遥

三尧1921年夏威夷大会

上届大会约定于 1918 年在悉尼召开第二届世界

新闻大会袁因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困难袁一直拖到 1920
年初袁主办方倪茜上尉才向各国发出邀请函袁约定在 10
月份召开袁但突然在 6 月份发生变故袁延期至次年三尧
四月份 [6]袁由于一延再延袁悉尼最后只好放弃主办权遥

W窑威廉姆斯会长于是询问日本方面能否承办袁日方回

应无法解决 3 周时间几百人的宾馆住宿问题袁 而此时

从报上得知悉尼停开会议的檀香山 Honolulu Advertiser
社长找到 Honolulu Star-Bulletin 主笔檀香山市长法灵

顿渊Wallace R .Farrington袁1871-1933冤袁两人商谈之后

旋即与 W窑威廉姆斯会长会晤袁三人一拍即合袁最后决

定在夏威夷举行第二届世界新闻大会遥 檀香山市民听

闻消息后袁热情高涨袁筹款十万元作为会务费用[3]袁而法

灵顿随后被任命为夏威夷总督袁 使得会议筹备进展更

加顺利遥
该届大会主办方依然是美国袁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战胜国袁为了给即将举行的华盛顿会议做铺垫袁掌
握更多话语权袁确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袁美国政府高

度重视袁做了精心安排遥 在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拍发外

务大臣的急电中袁特别提到大会攸关日本长远利益袁希
望能够选派四到五名擅长英语的名记者参会遥 大会预

备会议从 10 月 10 日开始袁花了 2 天时间袁主要内容是

选定委员及议题袁 后面 5 天组织参会人员进行观光活

动遥 大会正式会议从 10 月 17 日开始至 21 日袁共 5 天遥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1 日组织会后视察活动袁 参会人员

大致不少于 320 人袁会期前后共 22 天遥 而在此期间袁主
办方又在闭幕当天召开 野第一届泛太平洋新闻大会冶
渊First Pan-Pacific Press Conference冤遥

杉村广太郎接受世界新闻大会组委会委员长头本

元贞渊1863-1943冤的推荐袁作为大会组委会 7 位执行委

员之一袁与头本元贞尧山县五十雄渊1869-1959冤一行于

1921 年 10 月 2 日从横滨前往夏威夷袁11 日下午抵达

檀香山遥 他们错过了 11 日上午 10 点正式开始的新闻

大会开幕式袁 并错过了 10 日晚上的盛大欢迎晚宴袁当
晚出席的有英国尧挪威尧希腊尧澳大利亚尧新西兰尧菲律

宾尧中美洲尧加拿大尧香港尧美国尧中国的记者代表袁日本

方面只好由当地日文报纸叶日布时事曳记者代表日本向

大会致辞遥 开幕式由夏威夷总督法灵顿主持袁他首先宣

读了总统哈定 渊Warren G. Harding袁1865-1923冤9 月 8
日拍发的贺电袁 电文披露总统殷切期望本届大会能够

成为对终结国际军备竞赛尧 保卫世界和平的理想提供

足够理解的先驱袁 当今文明国家之间特别是太平洋两

岸互相对立的国民之间产生了武装冲突的不安定因

素袁虽然彼此之间制度显著不同袁然而只要努力去沟通

交流袁求同存异袁调和情感袁高扬人类进化的理想袁就完

全可以避免国民之间发生武装斗争遥 然后讲述了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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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的产业及其现状袁 感谢国际新闻大会能够在当地召

开袁并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加强各国的友好合作精神袁增
进相互了解袁共同解决世界性大难题袁促进世界和平遥
大会执行主席威 W窑廉博姆斯博士做了基调演讲遥

实际上袁杉村一行到达檀香山之后袁于次日凌晨三

点半出发袁被主办方安排巡游夏威夷尧毛伊各岛袁17 日

早晨才回到檀香山遥 日本外务省密切关注本届大会的

各种细节安排袁 领事馆安排人员取得会议资料并记录

活动内容遥
杉村在 17 日上午 10 点开始的大会上做了题为

Logical Basis of News Value渊新闻价值的逻辑学基础冤的
讲演遥他首先发问袁报纸应该印刷什么内容钥这是一个陈

旧的问题遥野应该冶这个单词在这方面有两个含义[4]遥他接

下来紧紧围绕报纸的两大特点展开论述遥第一是报纸的

野每日出版冶袁第二是报纸野传播的广泛性和迅速性冶遥 他

认为袁每天早晨冲击人们大脑中的部分想法更加容易成

功遥 报纸的社论就是例子袁它的新闻价值来自思考[4]遥 这

种 野有规律地重复冶 在部分读者中形成一种 野阅读习

惯冶遥 世界上没有一家报纸会像那些日本报纸一样印刷

系列野讲谈冶遥 野讲谈冶是一种讲述日本古老浪漫故事的

形式遥故事的内容包括勇气尧爱情尧复仇等等遥这些故事

为人熟知袁并且其中大多数故事都已出版成册[1]遥 关于

第二点特征袁杉村特别关注读者的阅读兴趣袁因为传播

的广泛性与迅速性直接与此关联遥 公众想要在报纸中

读到关于他们了解的事袁 与读者有关的事物是他们最

想知道的[4]遥 读者并不希望被报纸指导自己从来不知道

的事物遥他们想要学习更多他们早已熟知的事物遥他们

并不通过报纸来寻求自己从未接触过的知识尧经历尧和
信息[4]遥 无论如何详细地去描述山水风景袁报纸的新闻

报道不会有任何价值遥 无论如何系统地尧科学地解释行

星活动袁它的新闻价值也是微乎其微袁除非它与人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遥 总而言之袁所有的新闻报道必须接地气

渊smell human冤[4]遥 所以袁他比较认同威斯康星大学布莱

耶渊W窑G窑Bleyer冤教授的观点袁新闻价值由新闻直接影

响读者生活的程度来衡量袁效果越明显袁影响的读者数

量越多袁新闻也就越有价值遥 越是利用报纸的特征袁越
能获得新闻价值遥

与前一届大会不同的是袁杉村比较关注中国代表遥
可以说袁董显光代表的活跃程度已然超乎他的想象遥

中国新闻界此次派出了 6 人的代表团袁 人数居美

国之后遥 他们分别是代表叶申报曳的王伯衡袁代表叶密勒

氏评论报曳和天津叶华北明星报曳的董显光袁代表上海日

报公会和英文叶大陆报曳的许建屏袁代表天津叶益世报曳
的钱伯涵袁代表广州报业公会和广州叶明星报曳的黄宪

昭袁叶申报曳驻檀香山访员王天木遥 因为董显光是大会主

席威廉博士的学生袁且与许多参会代表相熟稔袁所以自

然成为中国代表团团长[8]遥
17 日下午袁董显光做了题为野中国对于世界报界之

诉求渊An Appeal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Press
of the World冤冶的讲演袁他的发表最受欢迎袁而杉村最感

兴趣的是美国代表格拉斯发表的 野美国新闻界的现在

与将来冶 [3]遥 王伯衡尧许建屏渊Jabin Hsu冤尧黄宪昭渊Hin
Wong冤分别做了题为野中国与报纸渊China and Press冤冶尧
野中国报界对于世界报界之意见渊Chinese Press Opinion
of World Press冤冶尧野美国宜组织一新闻记者团至中国

渊Why Not a Journalistic Mission to China冤冶[8]的讲演遥 总

体来说袁中国代表的讲演集中于报界的历史现状袁议论

广泛而不够有深度袁大而笼统袁与新闻原理之探讨相去

甚远遥
头本元贞措辞激烈的野日美应该开战吗钥 冶顿时让

会场炸开了锅袁 明知有违禁止议论政治及宗教的大会

章程规定袁却偏要抛出他的政治论遥 结果袁他的发表没

有被编入大会论文集[3]遥 其实袁1921 年春美国报刊连篇

累牍地发表各类美日之间发生冲突的文章袁 而日本也

争锋相对袁 日美之间为争夺太平洋制海权将会发生战

争的舆论甚嚣尘上遥 头本的这番言论在如此氛围中也

属自然流露遥 会议期间袁 加州 叶沙加缅度蜜蜂曳渊The
Sacramento Bee冤日报主笔麦克拉奇渊Charles Kenny Mc鄄
Clatchy袁1858-1936冤却意外地与杉村广太郎相知相遇袁
而且成了好友遥

大会决议案中最出彩的要数 野全面公开华盛顿会

议冶的建议遥 这是加州桑塔莫妮卡渊Santa Monica冤的德

拉津提出的袁 他主张华盛顿会议的所有讨论都应该向

新闻记者公开遥 但因英国代表激烈反对袁不得不对此进

行妥协遥 变成野只要不妨碍会议秩序袁应该让新闻记者

进入会场遥 冶 [3]除了大会决议案及关于新闻电报的决议

案之外袁还有诸如大会章程修正案尧对大会主办方的感

谢等总共三十余项议案获得通过遥 其中包括杉村提交

的野新闻记者养成后援案冶遥20 日的最后一场会议上袁当
审查委员长将杉村的建议宣读的时候袁 杉村与董显光

正在窃窃私语袁突然从后面响起了 C. K. 麦克拉奇的声

音袁野想做演讲的话赶紧吧浴 冶遥 杉村不由自主地慌忙站

陈立新 杉村广太郎与两届世界新闻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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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袁鉴于决议案也没有完整宣读袁就没有必要再进行

演讲袁便说了句院野本案的宗旨几乎不言自明袁是很简单

的东西袁所以没有必要重新说明袁希望能够全场一致通

过遥 冶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袁立刻获得全场一致通过[3]遥 会

长选举更是戏剧化袁全场起立投票袁一致通过 W窑威廉

姆斯博士继续担任会长袁当 W窑威廉姆斯博士回到会场

时袁全场又起立袁唱起了叶他是一个快乐的好小伙曳渊For
He忆s a Jolly Good Fellow冤袁歌声结束后袁会长发表了就

任演说[3]遥
以 W窑威廉姆斯博士的话来说袁 本届大会非常成

功袁不仅在于 42 个国家的代表互相结成友谊袁而在于

为实现报纸的自由袁开启了报界戮力同心之发端遥 在无

线通信的运用尧 报纸电报费的减价等方面也达成了诸

多协议遥 另外在新闻记者的培养尧虚假新闻的惩治等方

面交换了意见遥
四尧与董显光的交往

杉村广太郎在他的夏威夷大会参会记述中袁专辟一

节来谈论野排日记者冶遥一开头就谈到董显光渊Hollington
K. Tong袁1887-1971冤袁 因在著名反日派美国报人密勒

渊Dr. Thomas F. Millard袁1868-1942冤创办的叶大陆报曳当
过记者袁 本次又代表 叶密勒氏评论周刊曳渊Millard忆s Re鄄
view冤参会袁所以也一并被列入野排日记者冶黑名单遥 但让

人颇感意外的是袁杉村与董显光私交甚笃遥
董显光出生于浙江鄞县茅山乡董家跳一个基督信

徒家庭袁在上海的教会学校读完中学袁毕业后入职奉化

龙津中学袁当过蒋介石的英文老师遥 1909 年赴美留学袁
在密苏里州的派克学院渊Park College冤半工半读袁毕业

后入读密苏里大学新闻系袁 四年之后又在纽约的哥伦

比亚大学新闻系学习一年袁期间在当地几家大报兼职遥
1913 年袁因母亲去世辍学回国遥 野1915 年初袁以美国叶纽
约时报曳驻北京记者的身份袁率先将日本提出的耶二十

一条爷发到美国袁作为叶纽约时报曳的头条新闻袁公开披

露袁世凯勾结日本的阴谋遥 冶 [9]杉村称他擅长英语袁而
且是个极其爽快的男人遥 两人在马桑尼亚渊Matsonia冤号
轮船上初次见面之后袁一见如故袁在旁人看来似乎有十

年旧交[3]遥
巡游夏威夷尧毛伊各岛时袁他俩同坐一辆车袁而在

基拉韦厄火山宾馆袁他俩甚至同住一个房间遥 观赏火

山夜景时袁董显光拉着杉村的手袁生怕他因近视看不

清脚下袁一不留神摔下去遥 开会期间拍集体照也站在

一起袁如同亲兄弟那样出入同行袁不离左右遥 当董显光

听闻杉村准备乘坐天洋丸回国时袁说最好跟他同船同

舱一起前往日本袁结果真的同船了袁不过没有买到同

舱票袁但至少可以同桌吃饭遥 见此情状袁同船的近藤贱

男君开玩笑说袁野你们俩简直就是双胞胎啊浴 冶董显光

笑着回了一句袁野他是我的父亲遥 冶 而杉村则呼应道袁
野排日不排日只是意见不同而已袁不管你有多么排日袁
我们的友情决不改变浴冶 [3]两人在这种非正式的私聊空

间袁真是无话不谈遥
董显光是一个非常在乎朋友的人袁 这位虔诚的基

督徒甚至一度违背职业操守制造假新闻来解救朋友遥
野当他获悉袁世凯将加害于国民党人王正廷之时袁刻意

制造王正廷将出任中国驻美公使的假新闻袁 促成在美

国出现欢迎王正廷就任的舆论袁 迫使袁世凯不得不取

消杀王计划遥 冶 [10]

董显光晚年跟随蒋介石去台湾之后袁 先后出任驻

日尧驻美野大使冶袁1952 年出任驻日本野全权大使冶之时袁
杉村广太郎已去世 7 年遥

五尧结语

杉村广太郎被誉为野日本新闻界的鬼才冶遥 这位可

以称得上是野日本的戈公振冶式人物在叶新闻纸的内

外曳 扉页上写着院野谨以此书献给埃德蒙窑伯克之灵冶遥
埃德蒙窑伯克渊Edmund Burke袁1729-1797冤这位爱尔兰

人被冠以野自由保守主义者冶而著称于世遥 可想而知袁
同样经历丧子之痛的伯克在杉村的心目中占有何等

重要的地位遥
杉村广太郎作为日本代表袁 在连续两届世界新闻

大会上宣读他的英语论文袁 可以说这在他的职业生涯

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袁他的论文很有质量袁非常有

深度袁至今散发着光芒遥
他的署名制主张昭示着未来发展趋势袁 自媒体时

代似乎也绕不开这么一个规律性的东西遥 众多微博大

V 以及吴晓波尧罗辑思维尧李银河尧张鸣等署名公众号

的出现袁足以证明个性署名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遥 按

照杉村的定义袁野罗辑思维冶 虽不是实名袁 但不属于匿

名袁而是个性化署名遥 杉村还从营养学尧消费学尧心理学

的角度对新闻价值的内在逻辑进行探讨遥 新闻必须是

新鲜的尧 易消化的东西袁 新闻编辑必须遵从可视化原

则袁如同剔掉骨头内脏的生鱼片蘸上酱油芥末袁让你吃

了上顿还想着下顿袁日报纸媒的魅力就在于此遥 因此袁
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报道必然能够强烈地吸引公

众袁并且这样的新闻报道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遥

Chen Lixin Sugimura Kotaro in Two Sessions of The Press Congress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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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只有通过媒介传播才能体现新闻价值袁因此媒

介在前尧新闻随后袁媒介渊日报冤在广泛接触读者的刹那

产生了新闻价值遥 事实上袁读者参与了内容生产的最后

一公里袁即价值传播与意义生成袁直至形成社会舆论遥如
今的自媒体时代也同样如此袁亲历者在新闻现场把新闻

信息搬上自媒体之前袁它还没有形成新闻袁只有当它在

互联网上发布之后有了读者才算新闻遥发布新闻早已不

是记者尧编辑的特权袁在记者的稿子没有被机构媒体录

用或已被采用但还没有发行之前袁 他还只能被称之为

野记者冶袁还不是野新闻记者冶遥 只有当稿子与读者见面产

生价值之后袁才被赋予新闻的灵魂袁此时记者的劳动价

值得以真正体现遥 对于非机构媒体的自媒体来说袁虽没

有严格的审查袁但也必须有一个自律的约束过程遥
杉村的新闻观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具有指导实

践的意义遥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袁内容生产者与信息消费

者合二为一渊prosumer冤袁新闻信息产品与生活消费品一

样袁也将进入 C2M渊用户对新闻生产冤模式袁即用户主

导袁按需发送袁朝着个性化尧定制化方向发展遥
大国间的博弈在国际新闻界的震荡持续至今遥 百

年之前袁美国连续举办两届有全球影响力的野世界新闻

大会冶遥 百年之后袁中国连续成功举办两届非同凡响的

野世界互联网大会冶袁梦想之路已经启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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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渊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袁
CAPM冤 是由美国学者夏普 渊William Sharpe冤尧 林特尔

渊John Lintner冤尧 特里诺 渊Jack Treynor冤 和莫辛渊Jan
Mossin冤 等人于 1964 年在资产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袁是现代金融市场价格理论的支柱袁广泛应用于

投资决策和公司理财领域遥 CAPM 作为现代金融理论

的基石之一袁阐述了系统风险渊茁冤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关

系遥 CAPM 被提出后袁国内外许多学者就其有效性争论

不休袁既有支持该模型的实证结果袁也有否定该模型的

证据袁以下是对于 CAPM 的文献进行综述遥
一尧传统实证研究对 CAPM 的支持

传统的实证研究主要致力于验证三大方面院第一袁

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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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文献综述

潘贵芳
渊上海杉达学院 嘉善光彪学院袁浙江嘉善 314100冤

揖摘 要铱 20 世纪 60 年代袁夏普渊William Sharpe冤袁林特尔渊John Lintner冤以及莫森渊Jan Mossin冤等人在马克维

茨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渊CAPM冤遥鉴于这一理论的简捷性与可操作性袁该模型一经

提出便对金融理论的实践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袁成为现代金融学的理论基础遥 但是袁其有效性也广受国内外学

者质疑遥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袁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争论进行梳理袁以求为探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中国市场上的应用提供理论参考价值遥
揖关键词铱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曰系统性风险曰收益

Abstract: The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 was put forward in the 1960忆s by William Sharpe, John Lintner and
Jan Mossin. Because of its operability in predic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ock risk and return, it soon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finance. However, the capability of CAPM suffers lots of arguments in academic area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CAPM, and tries to ascertain its theoretical value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d its applica鄄
tion in Chinese market.
Keywords: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beta,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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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距为零曰第二袁有且只有会影响证券的预期收益曰第
三袁的系数为正遥 Lintner 渊1965冤[1]和 Douglas 渊1968冤[2]通
过对个股的实证发现袁 如 CAPM 模型所述收益与系统

性风险呈正相关的关系袁但是截距显著的不为零袁并且

研究结果表明除了 茁袁还存在其他非系统性风险对收益

率产生影响遥 针对这一现象袁Miller 和 Scholes 渊1972冤[3]

认为袁 基于个股的实证研究可能本身存在一些数据问

题遥 为了提高精准性袁避免数据问题袁 Lintner 渊1965冤袁
Douglas 渊1968冤袁Black袁Jensen 和 Scholes 渊1972冤[4]以及

Fama 和 MacBeth 渊1973冤[5]就股票组合做了实证检验袁
并如 CAPM 模型所预言的那样袁 平均股票收益与之间

的正相关关系成立遥
尽管早期的研究未提供完全的支持袁 但是至少他

们的研究都证明收益与的正相关关系袁 且无充足的证

据否决 CAPM遥
二尧CAPM 的质疑风潮

渝 美国实证研究对于 CAPM 的质疑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起袁 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对

CAPM 的质疑狂潮袁不少研究发现平均股票收益与之间

的这种正相关关系消失了遥 与此同时袁许多其他因素被

发现对于股票的收益具有解释能力遥 如 Litzenberger 和
Ramaswamy 渊1979冤[6]通过对纽约证券交易所 1936耀1977
年的股票进行实证研究袁 发现股息收益率渊dividend
yield冤 也会正向影响股票的收益率遥 Campbell and
Shiller 渊1989冤[7]也证实了他们的观点遥 除了股息收益

率袁Stattman 渊1980冤 [8]和 Rosenberg袁Reid 以及 Lanstein
渊1985冤[9]发现另一个影响收益率的因素院B/M渊账面市值

比冤遥 他们的研究表明袁高账面市值比的公司的收益率

往往伴随着高收益遥 除此之外袁Basu 渊1977冤[10]还发现袁
相较于其竞争对手而言高市盈率 渊price/earnings ratio冤
公司往往会获得超额收益遥 但是他在这份研究中未否

定 CAPM袁 他将这一现象归咎于市场失效遥 但是袁Ball
渊1978冤[11]对 Basu 渊1977冤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袁认为这并

不是市场失效所引起的袁 而是 CAPM 本身的问题遥 因

此袁Basu 渊1983冤[12]又做了一份补充研究验证市场有效

性袁 肯定了市盈率对于预期收益的影响遥 另一个对

CAPM 提出质疑的研究是 Banz 渊1981冤[13]遥 他以纽约证

券交易所 1936耀1975 年所有股票为研究对象袁 将所有

上市公司按其市值大小分成 3 组进行实证研究袁 发现

小规模公司相较于大规模公司能够获得更高的平均收

益率袁这种现象在小规模公司中尤为明显袁但是在大尧

中型公司中未发现明显的影响遥 Reinganum 渊1981冤[14]袁
Brown 等人渊1983冤[15]以及 Lamoureus and Sanger 渊1989冤[16]

都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遥 对于这种现象袁Klein 和 Bawa
渊1977冤[17] 解释认为会出市值规模效应主要是由于大小

公司之间的信息对称性问题遥 他们认为袁小公司信息不

对称性问题更为严重袁 因此会让投资者承担更高的信

息风险袁需要更高的收益作为补偿遥 Dijk 渊2011冤[18]将这

一市值规模影响归因于流动性问题遥 他的观点指出袁小
公司的股票在证券市场中的交易较为不活跃袁 因此会

产生流动性问题袁需要更高的风险补偿袁以获得比大公

司更高的平均收益率遥
对于 CAPM 的检验最著名和引起最大争议的检验

来自于 Fama和 French 渊1992冤[19]遥Fama和 French 渊1992冤
根据 Banz 渊1981冤的研究袁将公司股本纳入研究范围袁
通过对纽约证券交易所袁 美国证券交易所以及纳斯达

克这三大证券市场上从 1963 年 7 月到 1990 年 12 月

的所有股票纳入研究袁 证实了市值规模对收益有很强

的解释力遥 除此之外袁他们还将账面市值比作为解释因

子袁发现账面市值比相较于市值规模袁对于收益率有更

大的解释力遥 至于袁 在这次研究中袁Fama 和 French
渊1992冤得出了与 Fama 和 MacBeth 渊1973冤完全相反的

结论袁发现对于收益率的影响微乎其微遥同时值得注意的

是袁Fama 和 French 渊1992冤与 Fama 和 MacBeth 渊1973冤
这两份研究在研究程序尧研究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袁不
同之处仅在于研究的时间段以及研究结果这两方面遥
这似乎意味着 CAPM 的研究结果对于研究的时间段异

常敏感遥
对于 CAPM 的质疑未止步于此袁Jegadeesh 和 Tit鄄

man 渊1993, 2001冤[20尧21]提出了野惯性效应冶遥 野惯性效应是

指股票的收益率有延续原来的运动方向的趋势袁 即过

去一段时间收益率较高的股票在未来获得的收益率仍

会高于过去收益率较低的股票遥 Barberis袁Shleifer 和

Vishny渊1998冤[22]将这一现象解释为保守性偏差导致投

资者对新信息的反应不足袁 使得股价在短期表现出惯

性遥 Rozeff 和 Kinney 渊1976冤[23]袁Tinic 和 West 渊1984冤[24]袁
Pettengill 等人 渊1995冤[25]袁Fletcher 渊2000冤[26] 以及 Lam
渊2001冤[27]还提出了野季节性效应冶袁他们发现股票的平均

收益率在一月份尤其高遥 Lindley 等渊2004冤[28]对野一月效

应冶做了相关研究袁发现野一月效应冶不显著袁甚至在一

些年份中对于收益率的影响为负遥
渔 其他国家实证研究对于 CAPM 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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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于 CAPM 的质疑主要来自于对于美国数据

的研究袁 这就引来不少学者袁 如 Kothari袁Shanken 和

Sloan 渊1995冤[29]的疑问袁认为这有可能是偶然现象而非

一般现象袁因此不足以否定 CAPM遥然而 Djajadikerta 和

Nartea 渊2005冤[30]对于新西兰证券市场 1994 年到 2004
年这 10 年数据的研究发现袁市值规模对收益起着非常

显著的影响袁 账面市值比对于收益率也有一定的解释

力遥 Brown 等人 渊1983冤[31]袁Chan袁Hamao 和 Lakonishok
渊1991冤[32]袁Capaul袁Rowley 和 Sharpe 渊1993冤[33]分别在澳

大利亚证券市场尧 日本证券市场以及欧洲证券市场也

不同程度上发现了市值规模尧 账面市值比对收益率的

影响遥 这些实证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 CAPM袁至
少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并不是收益的唯一解释因子遥

三尧CAPM 真的失效钥 持续争论

渝 阶段效应

关于 CAPM 的争论一直未停歇袁 不少 CAPM 的支

持者如 Black 渊1993冤[34]认为 Banz 渊1981冤发现的市值规

模效应只是一个阶段性效应遥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袁Black
渊1993冤通过对 Fama 和 French 渊1992冤的再次检验袁发现

市值规模对收益的解释力在 1981-1990 年微乎其微遥
Amihud 渊2002冤[35]袁Hirshleifer 渊2001冤[36]和 Schwert 渊2003冤[37]

也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不存在市值规模效应遥 即使市值

规模效应存在袁Jagannathan 和 Wang 渊1993冤[38]也质疑市

值规模效应的重要性遥 在他们所研究的 100 组数据中袁
市值规模最大的 40 组占据 NYSE 和 AMEX 90%左右

的份额遥
渔 计量经济方法差别

除此之外袁Amihud袁Christensen 和Mendelson渊1992冤[39]

指出袁实证结果受所采用的计量经济方法影响遥 上述绝

大部分的研究都采用了最小二乘法 渊Ordinary Least
Squares冤袁Amihud袁Christensen 和 Mendelson 渊1992冤的研

究认为袁广义最小二乘渊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冤相较

于 最 小 二 乘 法 更 为 有 效 遥 Amihud袁Christensen 和

Mendelson 渊1992冤通过对 Fama 和 French 渊1992冤的数

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得出了与他们完全相反的结论袁
结果表明 茁 与收益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遥 Roll 和
Ross渊1994冤[40]也证实了 Amihud袁Christensen 和 Mendel鄄
son 渊1992冤的观点遥 但是袁广义最小二乘本身存在的未

知的真实参数和未知的真正的收益协方差矩阵也受到

不少质疑遥
隅 数据误差

不少 CAPM 的拥护者将不显著的 茁 与收益之间的

关系归咎于数据误差遥 CAPM 阐述的是风险与预期收

益之间的关系袁 虽然历史收益数据对预期收益有一定

的指示作用袁 但不可否认存在一定的数据误差渊Bodie袁
Kane袁Marcus袁2009冤[41]遥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市

场组合的选择遥 CAPM 理论中所阐述的市场组合包括

所有风险投资袁不仅包括普通股市场袁同时也应包括债

券尧商品尧房地产甚至人力资本市场遥Roll 渊1977冤[42]认为

将股票市场作为市场组合的近似并不完全是在测试

CAPM遥 然而 Stambaugh 渊1982冤[43]指出 CAPM 的实证结

果对于市场组合的选择并不敏感袁 股票市场在整个风

险市场中占据绝对的地位袁 可以近似地代表整个市场

组合遥
四尧CAPM在中国的实证研究

虽然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较为短暂袁 但是自

1990 年开始袁 国内一些学者对 CAPM 也陆续做了一些

研究遥
其中较早的是施东晖 渊1996冤[44]的研究袁在此研究

中袁 他选取了 50 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A 股股票袁以
1993 年 4 月 27 日到 1996 年 5 月 31 日的双周收盘价

为样本袁 发现上海股市中股票的系统性风险与其预期

收益间存在着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袁 且非系统性风

险在股票定价行为中也起着重要作用遥 杨朝军尧 邢靖

渊1998冤[45] 选取 1993 年 1 月 4 日至 1995 年 11 月 30 日

作为研究时间段袁将上海股票市场中的 179 家股票按 茁
系数的大小划分为 18 个股票组合袁采用横截面的多元

线性回归方法对日收益率进行分析袁 结果也显示上海

股票市场股票的定价并不完全符合 CAPM 的预期袁系
统风险并非是决定收益的唯一因素遥 之后袁陈浪南尧屈
文洲 渊2000冤[46]通过选取上海 A 股从 1994 年 1 月 4 日

到 1998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价作为样本袁根据股市中的

三种市场格局渊上升尧下跌和横盘冤划分了若干时间段

所得出的不同值进行分析袁 得出与股市收益率的相关

性不稳定遥 陈石清袁帅富成 渊2009冤[47]以上海证券市场从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8 日的周数据为研

究对象袁 将上证 180 指数代替上证综合指数作为市场

收益率袁 发现上海股票市场的组合收益率和系统风险

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显著袁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上海股

票市场的检验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理论不相符袁 说明

其在中国不适用遥 除了上述学者之外袁还有不少学者的

实证研究都否定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中国的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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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袁如刘佳珍 渊2011冤[48]袁周鑫 渊2013冤[49]等遥
但也有相关学者认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中国有

一定的适用性遥 方成 渊2012冤[50]通过选择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上证 180 指数成分股袁选取 2009 年 1 月 9 日

到 2010 年 12 月 22 日期间的数据对 CAPM 进行实证

检验遥 结果表明院上海资本市场股票组合的平均超额收

益率与其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袁且非系统性

风险也对收益率起着显著的解释力遥 朱顺泉 渊2010冤[51]

通过选取 2003 年 8 月 1 日到 2006 年 7 月 31 日渊中国

处于股权分置改革期间冤 上海证券市场上的所有股票

为样本袁 发现这 3 年数据的结果显示基本与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所预期的一致遥

五尧总结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虽然备受争议袁但是袁它为投资

者进行风险衡量以及确定所得到的额外回报是否与其

风险相匹配提供了参考袁 近几年被我国引进并应用到

各个投资决策和理论研究领域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我国证

券市场起步晚袁发展不成熟袁难以满足 CAPM 严苛的基

础假设条件袁 其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有效性值得进一

步探讨遥 一方面我们应尽力对 CAPM 模型本身的不断

改进袁 使 CAPM 模型更加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实证分析

和理论研究袁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曰另一方面袁我国也

应该完善证券市场的建设袁 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

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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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C模式在高校网站CMS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郭 欣 徐 芳
渊上海杉达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揖摘 要铱 对于高校而言袁网站是宣传学校文化理念以及教育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遥 传统的网站建设具有一

些局限性袁例如院语言的纯解释性执行尧服务器端脚本与前端脚本混在一起从而不利于后期的系统维护尧安全性不

强等袁从而使得所开发的网站性能不高尧安全性不强尧网站可扩展性不足遥 针对这些特点袁本文主要研究如何在新技

术的帮助下建立学校的网站袁从而帮助学校更好地对外宣传遥 在研究 MVC 模式和 CMS 的基础上袁构建了一个高校

网站 CMS 系统袁该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方法具有一般意义袁对其他高校的网站设计与开发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遥
揖关键词铱 MVC 模式曰CMS曰网站系统

A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MVC Model in the
University CMS System

Guo Xin Xu Fang
渊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袁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websit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institution. Through the website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latest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university bet鄄
ter and faster. Traditional website construction has some limitations. For example: pure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the
server side script being mixed with the front end script, which is unfavorable to system maintenance, the security not
being strong enough, and so on. So website performance is not high, security not being strong, and the website can still
be extended. According to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how to establish a website of the university with the
help of new technologies, so as to help the university promote external publicity. Based on research of the MVC model
and CMS, a university CMS system website is constructed.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the system is of
general significance, and i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other universities忆 websit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MVC model; CMS; websi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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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通讯以及 WEB2.0 的快速发展袁网站作为

一种宣传途径袁其表现形式和技术不断地更新提高遥 但

是袁传统的开发模式存在语言的纯解释性执行尧服务器

端脚本与前端脚本混在一起从而不利于后期的系统维

护尧安全性不强等缺点袁使得应用传统模式开发的网站

性能不高尧 安全性不强尧 网站可扩展性不足遥 MVC
渊Model-View-Controller冤 的出现使得 Web 开发结构清

晰袁条理清楚袁框架层次分明袁并且易扩展与维护遥 对于

学校而言袁因为牵涉到的部门尧学院比较多袁网站良好

的扩展性和可维护性是至关重要的袁所以选择 MVC 模

式作为学校网站建设的模式是再合适不过了遥 CMS
渊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冤 作为一种常用的网站内

容管理系统袁在网站后期维护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袁
它提供给校内各单位一个统一的维护平台袁 使得学校

的对外宣传内容具有连贯性和流通性袁 消息的更新更

加及时和准确遥 本文围绕野如何利用 MVC 模式构建学

校网站 CMS 系统冶这一问题展开研究遥
一尧CMS简介

CMS 中文译为野内容管理系统冶袁从 2000 年开始成

为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袁 从商业门户网站的新闻系统

到个人的博客都可以使用 CMS 实现[1]遥 在国外袁CMS 已

经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袁尤其是在较大规模的公司中袁已
经通过应用体现了其价值和优势袁如 Microsoft尧Interwo鄄
ven尧Documentum 等公司已经开发出功能强大的 CMS袁
并且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遥 在国内袁也出现了很多的

CMS袁如 asp 版的动易的 CMS袁php 版的 PHPCMS 等袁它
们相互竞争袁在技术尧服务上不断更新和提高[2]遥

CMS 的设计思想是将网站的数据内容与其显示相

分离袁从而解决网站功能扩展困难尧内容更新不及时尧
维护成本高等难题遥 CMS 的具体设计思路是院页面设计

存储在模板里袁 内容数据存储在数据库或独立的文件

中遥 当用户向页面发出访问请求时袁各部分联合生成一

个标准的 HTML 页面袁响应用户的请求遥CMS 各部分的

基本分工和实现流程如图 1 所示[3]遥
由图 1 可见袁CMS 是一种位于 Web 前端 渊Web 服

务器冤和后端网站系统或流程渊内容创作尧编辑冤之间的

软件系统袁提供直接的接口给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遥 内

容的创作人员尧编辑人员尧发布人员使用 CMS 接口非

常容易提交尧修改尧审批尧发布内容袁从而加快了内容的

更新袁提高了准确率袁降低了信息获取的开销遥
二尧MVC模式介绍

MVC 即模型-视图-控制器袁是 Xerox 公司在 20 世

纪 80 年代为编程语言 Smalltalk-80 发明的一种软件设

计模式袁 目的是实现程序中的数据模型和用户界面程

序代码分离袁最近几年被推荐为 Sun 公司 J2EE 平台的

设计模式袁并且越来越受到开发者的欢迎 [4]袁主要有 3
部分组成院

模型渊Model冤是一组类袁用于说明正在处理的数据

以及如何操作这些数据的业务规则袁 基本上是用来和

数据库进行交互的遥 类似 Entity Framework尧LINQ to
SQL 这些工具的作用遥

视图渊View冤是应用程序的界面袁用来处理数据的

页面显示样式遥
控制器渊Controller冤是一组类袁用于处理来自用户尧

整个应用程序流以及特定应用程序逻辑的通信袁 是用

户界面和数据库进行交互的媒介遥
MVC 中的每个视图都是通过控制器去渲染的袁控

制器会向视图提供所需要的渲染数据袁 并通过视图展

示出来袁 视图和控制器通过 Views 文件夹下面对应的

controller 名字的文件夹来进行关联遥 视图展示模型中

的数据有两种方法袁 一种方式是通过 ViewBag 属性把

模型实例添加到视图的数据字典中袁 然后在视图中显

示他们遥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控制器中的 return View()方
法袁 向该方法传递模型实例袁 这样模型实例会赋给

ViewData.Model 属性袁接着在视图页面引用该模型实例

的类型袁 这样就可以在视图页面使用智能感应提示来

调用该模型实例的各个字段袁也就是强类型视图遥 关于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主要功能袁如图 2 所示[5]遥
三尧基于 MVC模式的网站 CMS系统基础架构设计

高校网站 CMS 系统在设计时面临以下问题院
1. 如何设计高度灵活的数据存储和数据处理机

制袁以支持未知的尧相互差别很大的用户需求

从根本上说袁CMS 的首要任务是分离数据的管理图 1 CMS分工和实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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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的展示遥 对数据的管理而言袁虽然总体上学校的

各个院系尧 部门网站对数据存储和数据处理的需求都

很类似袁但各院系尧部门仍有一定的特殊需求遥
2. 设计合理的模板解析引擎尧 提供方便的数据获

取接口

在数据的展示方面袁各院系尧部门对网站外观的要

求千差万别袁 不可能构建一个能内置任何前端界面要

求的 CMS 系统遥 普遍的思路是基于模板技术袁由用户

使用模板设计语言根据自己的需求设计制作页面展示

模板袁由 CMS 提取填充页面内容所需的数据袁将模板

解析为网站前端页面袁将数据填充到前端页面中袁以形

成最终的展示效果遥
3. 还需要解决系统的易用性尧 权限配置和安全设

置方面的要求

由于各院系尧部门普遍缺乏专业的信息管理人员袁
网站的管理工作通常由行政人员兼职负责袁 因此对网

站管理的易用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曰 由于网站管理人

员相关知识技能水平参差不齐袁 因此对网站各种功能

的权限控制要求也较为严格曰由于各院系尧部门不可能

投资建立自己的服务器和机房袁 因此通常只能是学校

分配虚拟主机部署网站曰对网站的安全性要求也较高遥

MVC 模式的设计思想与 CMS 中内容与形式分离

的需求不谋而合袁可以有效解决以上高校网站 CMS 系

统的设计难题遥 根据 MVC 模式可以把网站 CMS 系统

的总体结构在逻辑上分为三个部分院 视图 View尧 模型

Model 和控制器 Controller遥 其中袁视图 View 代表呈现

给用户的界面袁包括 Web 页面尧WAP 界面尧SOAP 等等袁
用于界面显示曰模型 Model 代表业务数据袁及访问和修

改数据的相关规则袁 负责与数据源交互曰 控制器 Con鄄
troller 位于视图与模型之间并处理二者的消息映射和

业务逻辑袁负责接收用户的 HTTP 请求袁将用户的输入

翻译成数据请求并判断该请求交给哪个模型来处理袁
然后选择合适的用户视图来展示经模型处理后的请求

输出[6]遥 具体架构如图 3 所示遥
四尧基于 MVC模式的网站 CMS 系统实现

渝 系统目录规划

建立一个名字为 SandauCMS 的 web 应用程序袁使
用 ASP.NET MVC3 作为结构框架遥

网站大致分为这么几个部分袁 首先应用程序默认

建立了 3 个部分也就是 MVC 的核心院Views 文件夹袁
Controllers 文件夹和 Models 文件夹遥 Views 文件夹用来

存放所有视图文件袁Controllers 文件夹用来存放所有的

图 2 MVC组件类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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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文件袁Models 文件夹用来存放所有的数据模型遥
除了以上 3 个文件夹外袁 视图中所使用的所有 CSS 样

式文件全部放在 Content 文件夹中袁所有的图片则放在

Image 文件夹中袁 所有的 javascript 文件以及 jquery 库

都放在 Scripts 文件夹中遥
渔 模型对象的设计

1. News 模型对象

采用 EF 作为模型对象到数据库表的具体映射袁在
Model 文件夹中创建 News.cs 的类文件并且设计所有

News 表相关属性袁 包括院newsID尧newsTitle尧newsDate尧
newsPart尧newsWords尧newsCreateTime 和 newsUpdate鄄
Time遥 通过该 Model 生成具体的 controller 以及 EF 的

上下文对象 NewsContext袁 通过该对象可以直接对数据

库进行增尧删尧改尧查等操作遥
2. Account 模型对象

创建 AccountModels.cs 的类文件用来映射用户权

限角色相关属性遥 用户操作可以分为 3 种方式袁第一种

就是登录创建 LogonModel 登录类文件院
public class LogOnModel
[Required]
[Display(Name = 义User name义)]
public string UserName { get; set; }
[Required]

[DataType(DataType.Password)]
[Display(Name = 义Password义)]
public string Password { get; set; }
[Display(Name = 义Remember me?义)]
public bool RememberMe { get; set; }
}
其中袁[Required] 代表当用户没有在该属性上进行任

何输入的时候将提示验证非空信息遥[Display(Name=义User
name义)] 代表该属性字段在视图中渲染显示的值为 User
name 而非 UserName 属性名遥 [DataType(DataType.Pass鄄
word)]代表该属性字段在用户输入的时候将采用密码输入

的常规方式不可见遥 该类文件具有 3 个属性字段院User鄄
Name表示用户姓名袁Password 表示用户密码袁Remem鄄
berMe表示是否记住密码遥

第二种就是修改密码创建 ChangePasswordModel
登录类文件院

public class ChangePasswordModel
{
[Required]
[DataType(DataType.Password)]
[Display(Name = 义Current password义)]
public string OldPassword { get; set; }
[Required]

图 3 基于 MVC模式的网站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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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样的 3 个属性字段都需要用户进行非空输入袁

同时对于 newpassword 的输入有最小长度的要求袁而密

码匹配验证也是在属性级别进行验证袁 使用的 System.
Web.Mvc 命名空间的 Compare 方法遥

第三种就是注册用户 RegisterModel 类文件院
public class RegisterModel
{
[Required]
[Display(Name = 义User name义)]
public string UserName { get; set; }
[Required]
......
}
注册类有四个属性字段 UserName尧Password尧Con鄄

firmPassword 以及 Email遥 4 个属性字段都是必填项袁其
中 Email 采用 DateType.Email 来验证遥

隅 控制器的设计

1. NewsController
NewsController 中需要有所有 news 的集中展示页

面袁该方法需要返回一个 db.News.toList( )对象渊db 为

NewsContext 的实例化对象冤遥 该方法使用 int id 作为参

数袁并且使用 db.News.Find(id)方法来取得具体的某条

新闻内容袁 最后返回该 News 对象创建新闻的动作袁使
用 news 对象作为输入参数袁该参数会把页面中的所有

表单中的相关字段都作为 news 的属性通过 httppost 方
法提交到数据库遥 通过 db.News.Add (news) 以及 db.
SaveChanges( )方法来实现创建新闻的业务逻辑尧编辑

具体某篇新闻的内容遥 编辑某篇新闻时袁首先需要通过

get 方法从服务器端获取该新闻的所有相关字段袁然后

通过 httppost 把修改过的新的 news 对象递交到服务器

进行数据的修改遥 执行删除操作的时候和编辑类似袁首
先也是需要使用 get 方法从服务器获取数据袁用来给用

户确认该新闻的具体信息袁 然后通过 db.News.Remove
(news)以及 db.SaveChanges( )从数据库中删除该数据[7]遥

2. AccountController
AccountController 作为用户帐户控制器 袁 调用

membership 中的许多方法进行数据验证袁 如果要使用

membership 中的方法袁则需要在 web.config 中进行一定

的修改和配置遥

首先袁 需要在 web.config 中添加<membership></
membership>节点袁该节点的 defaultprovider 属性表示所

要使用提供程序的名称袁这里使用 DefaultMembership鄄
Provider 作为该提供程序的名称遥 在<membership></
membership>节点中添加一个<provider></provider>节
点袁该节点中的<add />节点具有许多属性袁鉴于篇幅这

里不再一一列出遥
然后袁使用到以下方法院
LogOn( )方法实现用户的登录业务逻辑处理袁该方

法需要重载袁以满足 httpGet 和 httpPost 的请求袁用户点

击登录袁首先通过[HttpGet]LogOn( )来加载表单以让用

户进行用户名和密码的输入袁 用户输入完成点击提交

则调用[HttpPost]LogOn( )方法用来提交表达进行验证袁
所以[HttpGet]LogOn( )方法只是返回一个 View( )袁具体

的业务逻辑的处理是放在[HttpPost]LogOn( )中的遥 然后

对输入框进行输入的验证使用 ModelState 的 isvalid 属

性袁如果返回 true 则验证成功袁之后匹配用户输入的用

户名和密码袁则使用 Membership.ValidateUser[8]遥
LogOff( )方法用来实现用户的注销业务逻辑袁该方

法直接调用 FormsAuthentication.SignOut( )方法袁并通过

return RedirectToAction (义Index义,义Home义)重定向到首页遥
Register( )方法使用 RegisterModel 对象作为传入

参数接受用户的表达输入袁并且需要两个重载袁分别对

应用户的 get 和 post 请求袁get 请求中并没有实质性的

内容袁只是用来渲染注册视图给用户进行表单的输入袁
post 请求中同样首先进行模型的输入验证遥

ChangePassword( )方法需要提供两个参数袁旧密码

和新密码袁 如果修改成功返回 true袁 并且跳转到

ChangePasswordSuccess 视图遥 这里牵涉到使用 Mem鄄
bership.GetUser( )方法获取用户的信息袁使用 User. I鄄
dentity.Name 作为第一个参数袁第二个参数是用来确定

该用户是否在线袁这里使用 true 代表该用户在线遥
这里还重写了系统默认的 Dispose 方法袁该方法是

用来释放相关资源的遥 使用以下代码院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Dispose(bool disposing)
{db.Dispose( );
base.Dispose(disposing);}
db.Dispose( )的意思就是释放 db 对象的所有资源袁

这里就是指 EF 框架生成类 NewsContext 和数据库交互

的所有资源遥每次调用完 controller 中的动作之后袁都会

自动执行该动作袁用来释放资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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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CMS 中的新闻列表视图

至此所有的 AccountController 的业务逻辑已经全

部完成袁接下来就是视图的设计遥
予 视图的设计

1. Shared 文件夹视图

该文件夹主要用来存放所有的视图共享文件袁其
中就包括了登录模块视图 _LogOnPartial.cshtml 以及帐

户权限登录的所有视图的母版视图 _Layout.cshtml遥
2. Account 文件夹视图

根据 AccountController 中的动作设计袁创建相关的

LogOn.cshtml尧Register.cshtml尧ChangePassword.cshtml 和
ChangePasswordSuccess.cshtml 4 个视图文件遥

LogOn.cshtml 视图文件使用 _Layout.cshtml 作为母

版页袁并且使用 @model SandauCMS.Models.LogOnMod鄄
el 调用 LogOnModel 数据模型对象袁这样在视图中就可

以使用 LogOnModel 强类型对象了袁并且针对该对象属

性会有自动提示袁 该视图引用了两个 js 文件院jquery.
validate.min.js尧jquery.validate.unobtrusive.min.js袁这两个

文件主要是用来实现 ajax 相关验证的遥 之后使用

@using (Html.BeginForm( ))来形成 form 表单袁再使用

@Html.LabelFor( )强类型 html 辅助方法显示 UserName
的 Label 表单袁@Html.TextBoxFor( )强类型 html 辅助方

法显示 UserName 的输入 TextBox 表单袁 使用 @Html.
ValidationMessageFor ( ) 强类型 html 辅助方法显示

UserName 表达输入错误验证信息遥 同样的 Password 和

RememberMe 的相关表单也通过强类型的 html 辅助方

法实现袁 不同的是 RememberMe 字段需要使用一个

@Html. CheckBoxFor 来生成 checkbox 表单袁 用来生成

用户的 Cookie袁 避免重复输入登录验证遥 使用<input
type=义submit义 value=义登录义 />来提交表单数据到服务器

进行登录验证遥

Register.cshtml 视图文件 尧ChangePassword.cshtml
视图文件尧ChangePasswordSuccess.cshtml 视图文件和

LogOn.cshtml 视图文件的内容类似遥
3. News 文件夹视图

该文件夹视图主要是用来新闻后台维护的袁 总共

有 5 个视图文件院 分别为 Index.cshtml尧Create.cshtml尧
Delete.cshtml尧Edit.cshtml 和 Detail.cshtml遥 Index.cshtml
对应所有新闻的新闻列表袁 包括创建新闻以及某条新

闻的修改和查看详细内容尧删除功能遥 Create.cshtml 对
应创建新闻页面遥 Delete.cshtml 对应删除新闻页面遥
Edit.cshtml 对应修改新闻页面遥 Detail.cshtml 对应详细

显示某条新闻的内容遥
4. Sandau 文件夹视图

该文件夹视图主要是用来显示前台页面的袁包括以

下几个视图院SandauNews_LayoutPage.cshtml 渊该视图文

件是作为新闻列表页面袁 以及详细内容页面的母版视

图冤尧Default.cshtml 学校首页视图文件尧NewsList.cshtml
新闻列表页面和 NewsDetail.cshtml 详细新闻内容页面遥

五尧系统使用情况

该系统主要由部门及学院信息管理人员使用袁正
在使用的行政部门有 17 个袁学院有 12 个袁还有若干专

题网站由信息办进行统一编辑管理遥 同时为了系统的

安全袁考虑到教职工身份验证的安全性袁采用从信息门

户单点登录的方式进行访问袁 通过设置不同账号角色

实现不同权限遥
为了更进一步方便大家的使用袁 我们进行了相关

系统操作培训遥 投入使用一年后袁用户反馈情况如下院
用户体验方面袁信息发布及管理便捷尧用户界面友好袁
比如从信息的起草尧审核尧发布到整个网站的创建袁只
要利用系统配置工具便可轻松配得袁 而无需编写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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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曰在系统运行方面袁由于采用了 JAVA 技术袁一次

编译后袁其后访问效率极高曰平台还支持图文一体的仿

Word 的在线编辑功能袁使得用户的编辑选择有了很大

的灵活性袁 用户可以通过像使用 Word 一样使用此功

能袁从而也缩短了用户的学习时间遥 该系统整体得到了

使用人员较好的反馈遥
六尧结语

本文在研究 MVC 模式和 CMS 的基础上袁 构建了

一个高校网站 CMS 系统袁学校各个部门通过该 CMS 可

以方便地进行新闻内容的发布和更新袁结合 MVC 模式

将数据库尧web 应用服务器的制作与发布进行分离袁提
高了访问速度袁增加了系统安全性袁系统后期的扩展性

更加良好袁便于进行二次开发袁在使用中可以满足使用

人员的不同需求遥 该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方法具有一般

意义袁 对其他高校的网站设计与开发具有一定的借鉴

作用遥 但是该 CMS 只是实现了主要功能袁有些功能还

有待改进袁其应用范围也有待于进一步扩大袁我们还需

要做大量的后期实践尧完善尧维护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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