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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嘉善光彪学院从成立之初袁就定位为上海杉达学院的一个校区袁以一尧二年级学生为主遥 2013 年实

施 "1+3"教学模式袁全体大一新生都在嘉善校区就读袁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础部"遥 学生在基础部的学习经历对未来

四年的学习尧生活尧成长尧成才袁以及走向社会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遥 笔者对国内外高校新生教育的研究成果试做论

述袁并对嘉善校区近年来新生教育的探索进行归纳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基础部的"育人"功能袁提高教育质量和

水平遥
揖关键词铱 中外国家曰新生教育曰启示

Abstract: Since the day of campus construction, Jiashan Guangbiao Campus has been defined as the basic college of
Sanda University. All the freshmen and some sophomores study on campus. In the year of 2013, the campus began to
implement the 义1+3义campus functional layout adjustment and freshmen concentrated on their study in Jiashan. From that
day, the campus has been the basic college in reality as well as in its nam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in Jiashan has the
vital significance for their study, life, growth, as well as being a useful person and stepping into the real world in the
next four years. The author tries to discus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freshmen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make a
summary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freshmen education On Guangbiao campus in Jiashan. The overall aim of the study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educating student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education.
Key Words: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曰 freshmen education曰 enlighte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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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关于新生教育理论简述

渝 野学生发展冶理论

野学生发展冶理论是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的重要理论

和哲学基础咱1暂袁该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袁它以学

生为研究主体袁也是新生教育的遵循原则袁大致可分为

以下四个方面院
1援 个体与环境互动理论遥 该理论强调人与周边环

境的相互作用袁典型代表是阿斯廷渊Astin冤的野学生参

与冶理论遥 他认为袁大学环境对学生的成长起重要作用袁
主张以野学生发展冶为中心的管理尧教学模式袁号召学生

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遥
2援 社会心理理论遥 奇克林渊Chickering冤提出大学生

心理发展理论袁指出七个方面院淤发展能力袁包括智力尧
体力和人际关系曰于情绪管理袁包括认知和控制个人情

感尧情绪的能力曰盂从个体独立发展到互相依存曰榆建

立自我认同曰虞建立成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曰愚确立

发展和奋斗目标曰舆确立个人自身的价值观遥
3援 认知结构理论遥 美国教育哲学家威廉派瑞

渊William Perry冤致力于教学过程的研究袁提出了学生的

智力与伦理发展九阶段院淤狭隘对错观曰于接受多种

权威曰盂多样化次要观点曰榆多样化关系论曰虞相对主

义关系论曰愚预见性的关系论曰舆初步相信相对论曰余
转向信奉相对论曰俞信相对论遥用这种推进式的演变过

程袁提高学生思维及分析能力袁使学生拥有复杂的价值

判断和道德推理的思维方法遥
4援 人格类型理论遥 迈耶窑布里格斯渊Myer Briggs冤根

据人们对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不同兴趣区分了外

向和内向两种类型曰 判断方式区分为思考和直觉曰感
知方式分为理性和感性曰处理与外部环境关系时袁区分

为判断与感知遥这四类不同的个性维度产生了 16 种人

格类型遥该理论有助于针对各类学生的个性特点袁指导

学习袁调解矛盾袁并进一步理解个体差异对学生发展的

影响遥
综上所述袁野学生发展理论冶具有综合性袁指导美

国大学新生教育凸显以学生为本袁追求个性化发展的

理念遥
渔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素质教育论

1援 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叶共产党

宣言曳 中指出院野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

标和共产主义者的基本原则遥 冶培养野全面发展的人冶袁
首先确立学生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存在袁即野自主性冶遥

正如马克思在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曳中所指出的院
野人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尧自觉的活动冶遥 同时袁野人的

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遥 在其显示性上袁它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冶袁 揭示了 野全面发展的人冶的
野社会性冶内涵遥 另外袁马克思从对人的本质和实践活动

的理解出发袁强调人的野文化性冶咱2暂遥
2援 关于野素质教育冶论遥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在 2001

年发布了 叶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

定曳袁提出了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袁以提高国民素质

为根本宗旨袁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

点袁造就有理想尧有道德尧有文化尧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冶咱3暂遥 素质教育的

内容为院思想道德素质尧文化素质尧业务素质和身体心

理素质遥
3援 以野立德树人冶为引领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

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袁 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曰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引领袁在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尧 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上下

功夫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袁正确认

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遥
4援 中国学生的野核心素养冶框架遥 北师大的专家组

发布了中国学生核心素养框架袁以野全面发展的人冶为
核心袁分文化基础尧自主发展尧社会参与三个方面袁综
合表现为人文底蕴尧科学精神尧学会学习尧健康生活尧
责任担当尧实践创新六大素养袁并进一步确定具体表现

要求 咱4暂遥
5援 教育部的管理规定遥 今年袁 教育部修订下发了

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曳袁 体现了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高等教育工作的新理念尧新思想尧新战略袁突出

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袁体现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袁高
等教育改革的需要袁体现了创新创业尧依法治校尧提高

质量等新要求遥
在我国袁大学新生教育袁应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的全面发展观点袁坚持素质教育尧培育学生的核心

素养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遥
二尧国外大学的新生教育

国外大学对新生教育探索较早袁 它的发展过程包

含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袁是
实践和创新的结果遥 美国全国新生教育指导者协会

渊NODA冤和标准促进委员会渊CAS冤在 1986 年出版了

Chen Xinzhong Enlightenments of the Freshmen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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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学生服务或发展项目指导纲要曳袁 从政府层面对新生

入学教育有了统一要求袁即野帮助新生实现适应转型袁
为新生展现大学广阔的学习机会袁 让新生融入大学的

生活冶三个方面袁这标志着美国新生教育走向了专业的

发展道路咱5暂遥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袁美国许多高校经历了野定向

辅导冶和野新生研讨课冶阶段袁至 90 年代袁以野学生发展冶
理论为指导袁投入大量的研究袁实施野新生头年计划冶
渊FYE冤遥 新生头年计划开展目的是使大一新生取得进

步尧获得成功遥成功的衡量普遍标准是院淤学习能力尧智
力得到发展曰于有效开拓和保持人际关系曰盂找到自

身定位并明确发展方向曰榆选择自己的职业方向和生

活方式曰虞个人身心健康曰愚发展一种完整的哲学态

度遥 新生头年计划分为服务尧学术支持尧课程尧课外活

动尧评估机制等五种类型袁以学生为中心袁鼓励学生主

动投入学术及非学术活动中去咱6暂遥
美国的叶学生服务或发展指导纲要曳和各高校普遍

实施的野新生头年计划冶袁体现了美国高校新生教育发

展已经成熟的特征院大学逐渐平民化尧教育理念逐步人

性化尧教育内容综合化尧教育模式柔性化尧新生教育评

估标准化遥 美国野新生头年计划冶的成功经验袁为我们提

供了可学习和借鉴的模式遥
三尧中国大学的新生教育

中国的野大学新生教育冶经历了野迎新模式冶野帮助尧
服务模式冶以及野集体宣讲模式冶三个阶段咱7暂遥20 世纪 90
年代袁高等教育开始向野大众化冶方向发展袁野大学新生

教育冶概念逐渐被高教界认识和接受袁但野迎新模式冶是
主流袁时间短袁目标是新生能在校园内有规则地接受教

学袁正常生活遥 该模式简单统一袁管理效率高袁但无暇顾

及学生特殊需要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袁 高校招生规模逐步扩大袁新

生特质呈多样性袁导致野帮助尧服务模式冶出现遥 进入 21
世纪袁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袁对高校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

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遥 教育部提出了野巩固尧探索尧提高尧
发展冶的方针袁以领导讲话的方式袁第一次提到了高校

要做好新生困难学生的入学和注册工作遥
新生群体的特征和要求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可以

归纳为院思想开放袁认知能力趋于成熟袁但缺乏理性思

考袁容易迷失自我曰竞争意识强烈袁心理素质偏低袁抗挫

折能力差曰成长于安逸环境袁缺乏自制和自理能力遥 针

对这些问题袁很多高校以野集体宣讲模式冶对学生开展

了学业尧生活尧心理等方面的教育袁如院爱校荣校教育尧
理想信念教育尧校纪校规教育尧专业成材教育尧安全卫

生教育尧军训国防教育尧心理健康教育等遥
总体上袁我国新生教育是有成效和积极意义的袁但

也有学者指出了问题袁如教育周期短尧教育内容单一尧
教育形式单一尧教育缺乏专业化等遥 出现这些问题主要

是高校对新生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脱节袁 国家

相关部门对新生教育的功能发挥重视不够袁 大学新生

教育的科研力量薄弱袁 新生教育活动评估缺乏等因素

造成的遥
四尧中外大学新生教育的对照

根据美国及我国新生教育的简述袁两者相同点为院
淤两者目的基本一致袁都是以学生为本袁让学生尽快融

入大学的学习和生活遥 于两者都认为袁大学新生教育是

引导学生确立价值观的渠道遥
两者的差异点为院淤历史沿革的差异院美国大学新

生教育经历一百多年袁有三个阶段遥 中国的大学新生教

育发展时间短遥 于新生教育目标的差异院美国大学的新

生教育内在目标是对新生在学术适应和社会交往上的

帮助和指导袁外在目标是改善和提高教育质量遥 中国的

新生教育缺少官方统一的要求和规定袁 各高校对新生

教育目标理解与期望也不同遥 盂新生教育内容差异院美
国高校将以往一系列成功有效的做法和项目凝聚整

合袁推出野新生头年计划冶袁为学生提供一个学业发展和

个人发展的平台遥 我国高校的教育内容中袁缺少提供类

似野学业辅导冶的服务遥 榆运行机制的差异院美国大学设

置野新生教育中心冶袁全面计划并组织袁确定负责人统筹

执行计划袁教师参与袁并有机构监管计划实施和评估遥
中国的高校将之作为学生工作部门的一项工作袁 各参

与部门按习惯做袁缺乏系统关联研究遥 虞新生教育主体

的差异院美国高校已形成一支稳定的尧专业化和职业化

的新生教育队伍袁 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营造良好的氛

围遥 我国高校新生教育管理队伍主要是凭野经验冶袁缺乏

培训袁工作人员变动多遥
五尧上海杉达学院新生教育现状归纳

渝 上海杉达学院新生的主要特点

第一袁新生来自二十多个省尧市袁具有野三多一低冶
的特点院淤40%的学生来自大城市袁学生受家庭生活环

境影响袁接受新事物多袁见多识广袁思维活跃袁拥有各方

面特长渊尤其是艺术类冤的多袁对其他同学拥有野优越

感冶遥 于独生子女占绝大多数遥 从小受父母溺爱袁养成

陈新中 中外新生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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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以自我为中心冶的个性袁纪律意识薄弱袁自律能力较

差袁尤其是独立生活和自理能力上缺陷明显袁快速融入

集体生活难度较大遥盂家庭经济条件较优者占多数遥这
些孩子中相当部分责任意识较低尧感恩意识较差尧抗挫

折能力弱袁还易产生野花钱买服务冶的思想袁对学校的设

施及教师水平高要求遥 榆学生录取分数较低袁基础知识

相对薄弱遥 有的学生高考失利袁没考进理想学校袁进入

民办大学袁心理受重挫袁容易产生自卑心理曰有的学生

高中阶段由于各种原因袁学习成绩不佳袁偏科厉害袁进
入大学学习困难袁容易迷失方向遥

第二袁很多新生受家庭环境影响袁在学校活动中有

展示才华的强烈愿望袁迫切想表现自己的独特个性遥 杉

达有不少学生来自于家族企业或有良好人脉袁 已有较

明确的就业目标袁但录取的专业却不野对号冶,焦虑感严

重遥 也有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袁面对高额学费袁感
觉压力在身遥

第三袁基础部位于浙江嘉善袁硬件设施与金海校区

有差距袁校园文化建设仍在摸索之中遥 一半以上任课教

师上完课赶班车袁野来去匆匆冶遥 直接与学生相处的辅导

员队伍变动较多袁且野80 后冶尧野90 后冶的居多遥 整个校园

全是大一新生袁缺乏野朋辈冶引导和帮助遥同时袁基础部面

临的校区管理尧教学管理尧学生管理等任务重袁压力大遥
渔 上海杉达学院基础部新生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基础部以野需求导向冶尧野问题导向冶为指引袁以学生

的野参与度冶与野获得感冶为衡量标准袁针对上海杉达学

生的特点及需求袁在新生教育中不断探索遥
1援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袁 向新生展示学校的第一张

野名片冶
近几年袁利用政府资金和学校自筹袁改造建成高规

格的图书馆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尧实验实训楼尧旅游与

酒店实验实训中心渊学术活动中心冤尧体育运动设施尧生
活园区等一大批设施袁打造花园式环境宜人的校区遥 每

年录取通知书发出后袁 专门人员在基础部热情接待前

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袁消除野上海的大学为什么在浙江

嘉善报到冶的顾虑遥
2援 野迎新冶和野入学教育冶袁融入新创意

传统的野迎新冶袁以学生到达学校报到开始遥 杉达将

野迎新冶及对新生的教育提前遥 学生收到野录取通知书冶袁
就能读到学校写给家长和学生的涵盖内容丰富的信袁
了解学校对学生的基本要求遥 提前开通野迎新网站冶袁并
设置交流平台袁 吸引学生浏览及就个性问题与学校交

流遥 组建野易班冶和专业 QQ 群袁让学生野未进学校门袁先
闻学校和同学声冶遥

传统的野迎新冶报到靠学生工作人员和后勤服务完

成遥 杉达的全体校领导在报到日出现在报到现场尧学生

宿舍尧食堂袁与学生交流袁给学生以野惊喜冶遥 各二级学院

月 份 版 块 内 容

九月
渊入学初冤

迎新活动
适应教育

开学典礼尧野入学第一课冶尧学校介绍尧学院专业特色介绍尧大学生活介绍尧
校园生活设施介绍尧新生心态疏导讲座尧宿舍人际交往讲座等遥

十月
十一月

适应教育
职业规划教育
党建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袁大学学习方法与策略袁人际交往袁自主平台启动袁党章学习
小组袁党课公选课袁党校培训袁采访老党员等遥

十二月
专业教育
艺术教育
职业规划教育

名家教授讲座尧专业大赛尧优秀学长讲座与交流尧高雅艺术进校园尧一二窑
九歌咏比赛等遥

一月 诚信教育渊考试前冤 相关讲座尧案例尧主题班会等遥
二月

渊寒假冤 感恩教育 家庭尧伦理讲座袁主题演讲尧社会实践项目等遥
三月 安全教育尧心理健康教育 恋爱尧心理尧财产安全讲座与辅导等遥
四月 职业规划教育尧艺术教育 就业指导讲座尧艺术培训尧艺术展示等遥
五月
六月

创新创业教育尧体育运动月 学术讲座尧就业方向讲座尧校运动会尧体能普测等遥
七月 军训尧国防教育 军训系列活动尧学生艺术汇演等遥

七月尧八月
渊暑假冤 社会实践 暑期社会实践袁项目组织与自选相结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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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尧 教授在各专业学院学生报到处接受学生和家长

对学业方面的询问遥 隆重尧壮观的开学典礼在可容纳

三千多名学生的体育馆举行袁校长激情演讲为新生指

明方向曰二级学院院长尧专业主任为新生上野专业教育

第一课冶袁照亮专业学习的路径遥 学校三十多位专职教

师参与迎新袁在维持校园迎新秩序外袁提前与学生沟

通和交流曰学校各部门通力合作袁确保迎新车辆直接

在宿舍区停靠袁 减轻新生及家长来回搬运行李之苦曰
学校安排新生家长与校区领导的大型见面会袁恳谈交

换意见遥 学校的一系列措施袁给家长和新生留下了美

好的第一印象遥
3援 第一年新生教育工作有目标袁层层推进有方向

思政课程内涵丰富袁结合新生实际袁落地基础部袁
发挥主阵地尧主渠道作用遥

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制订新生素质教育培养计

划遥 利用课间尧晚自修及每周三下午时间袁通过教师讲

学尧实际训练尧实践体验尧分组研讨尧主题活动等方式开

展时事政治教育尧心理健康教育尧职业规划教育尧文化

艺术素养教育尧创新创业教育及卫生健体教育渊表 1冤遥
此外袁 还有贯穿一学年的文明创建活动袁 社团活

动袁学业报告及辅导袁与院长尧教授午餐活动袁以及结合

有意义纪念日开展的时政教育等遥
4援 搭建各类平台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有措施

搭建计算机尧外语尧演讲三个自主学习平台袁教师

主导袁强化管理袁参与度达到全覆盖遥 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袁养成团队精神尧人格修为等

基本素质遥 演讲平台激发新生对自身野正能量冶的发掘袁
提升自信心袁展示自我袁提升自我遥 搭建网络新媒体袁
野易班冶工作室袁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袁发掘校园新闻袁宣
扬野主旋律冶遥

搭建各类学生社团组织尧 志愿者组织尧 干部训练

营尧党校培训班尧教学信息员尧计算机助教等平台袁培养

责任意识袁 弘扬奉献精神袁 让学生融入校园的日常活

动袁增强校园主人翁意识遥
5援 发掘地方资源袁合作共建袁学生综合素质拓展见

成效

学院与嘉兴尧嘉善各有关单位加强联系袁深化合作

交流遥 如与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尧嘉兴血站尧嘉善宣传

部尧文明办尧嘉善第一人民医院尧民工子弟学校尧烈士陵

园尧法院尧银行尧广播电视台等单位合作开展一系列活

动袁寓教于乐袁让新生们野从做中学冶遥 学院一些活动得

到了上海市教委及嘉善县的表彰袁 在社会上产生很好

的影响袁 同时也帮助学生更好了解社会袁 促进其对慈

善尧社会正义和公民责任的理解袁拓展综合素质遥
6援 美丽校园袁校园文化调动新生尽快融入

嘉善校区教学设施齐备袁 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尧
酒店与旅游实验实训中心野高大上冶曰实验大楼成为野自
主学习冶好去处袁校园网络覆盖袁各类运动场馆渊房冤带
野灯光冶袁吸引学生健身曰技防尧人防为平安校园保驾护

航曰野理念石冶尧野校训石冶尧道旗尧宣传栏渊屏冤倡导学校主

流文化曰大树下袁林间小道旁处处是学习休息好地方遥
高雅艺术进校园尧学生艺术团汇演尧呈现形式多样遥 健

康向上尧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袁吸引初次离乡尧离亲新

生的注意力袁冲淡思乡恋家情感袁帮助新生尽快融入

新的生活圈遥 每年数十场自愿报名的野与院长尧教授午

餐活动冶袁当面聆听袁平等交流袁拉近师生距离遥 每年数

十场国内外专家尧学者的讲座野抢票冶入场袁开拓学生

视野遥
7援 因材施教袁内外结合袁抓学业提升有措施

学生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袁 学业基础参差不

齐遥 新生报到后袁学院组织全体学生开展野测试冶袁根据

野摸底冶情况分班袁任课教师可以在第一课堂上选择合

适方法来掌握授课进程袁做到因材施教袁提高课堂教

学效果遥
探索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联动遥 第一课堂抓紧尧管

严袁消除缺课现象曰探索教学改革袁完善教学质量保证

体系遥 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尝试学生穿野正装冶上
课堂袁培养学生职业素养袁大大减少了学生迟到尧打瞌

睡现象遥 第二课堂搞活袁采取早尧晚自习点名制袁课余答

疑值班制袁自主学习尧师生研讨尧教学设施全开放袁利用

野学霸冶讲座尧专家指引尧竞赛交流等多种形式曰开展如

英语语言俱乐部尧英语电影与欣赏尧希腊文化尧英语广

播尧 英语角等丰富多彩的专业社团活动曰 通过教师主

导尧辅导员督促尧学院参与的计算机和外语两个野自主

学习平台冶袁使学生掌握学习方法袁巩固尧提高课堂教学

效果袁达到学业提升的目的遥
8援 野条块结合袁以块为主冶的学生教育工作组织落

实有保障

嘉善光彪学院院长由学校校长兼任袁 调动全校资

源袁重视并支持在基础部的工作遥 嘉善校区的组织机构

和人员配置强袁 尤其是与新生教育工作密切相关的部

门骨干人员稳定袁队伍年轻尧学历层次高袁工作有活力遥

陈新中 中外新生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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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吸收新知识袁 接受培训袁 外出交流学习呈常

态袁内部培训尧总结交流形成制度袁适应生源不断变化袁
处置各类状况有章法遥 校区各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协调

有效率袁吸引任课教师留宿校区参与学生活动袁有措施

有保障遥
基础部全方位地贯彻 野以学生为本冶野为了学生的

终身发展冶的理念袁努力从教书育人尧管理育人尧服务育

人尧环境育人等多方面发力袁让大一学生在野学会学习尧
学会做事尧学会共处尧学会发展冶方面扎实起步袁扣好大

学生活的第一粒扣子袁完成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转变袁
从家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袁工作有成效袁学生有获得遥

六尧问题与思考

对比美国大学的野新生头年计划冶和国内大学的

经验和做法袁基础部的新生教育工作还存在如下一些

问题院
1援 大学新生教育的评估尧反馈工作尚欠缺袁有待建

立和探索遥 虽然我们有年终工作总结考评袁但因大学新

生工作评估体系在我国尚未出现袁 故这项工作基本是

个空缺遥
2援 对新生教育的课程教育模式袁 尤其是高考录取

模式改革后的大学与高中的衔接袁 开始成为摆在新生

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课题袁可组织力量研究推进遥
3援 囿于教学资源的因素袁野新生定向辅导冶乏力袁无

法对学生的个性需求尧专业选择开放更大空间遥 美国大

学野新生研讨会冶式的小规模课程群尧学习团队尧个性化

辅导等形式袁在我校基础部可以逐步依条件部分试行遥
4援 新生有相当多时间在宿舍区度过袁 国外大学有

野居住生活计划冶袁重点传授生活所需基本技能尧时间管

理尧学习技巧等遥 目前基础部创建学生的社区学习工作

是薄弱点袁可创造条件袁在组建野生活要学习共同体冶方
面探索遥

5援 新生信息素养的培养教育非常重要袁它能在野信
息爆炸冶的时代背景下袁使学生有效地搜集尧评估和使

用信息遥 基础部可采用计算机教师与图书管理人员组

合的方式予以拓展遥
6援 对新生第一年教育缺乏系统研究袁 少见研究课

题申报袁更无研究机构助力遥 建议在总校的野高教研究

所冶指导下袁成立新生教育研究小组袁对相关课题开展

深入探讨袁研究出成果袁争取开展杉达版的野新生头年

计划冶袁更好地指导工作遥

揖参考文献铱
[1] 吴雨涵.中美大学新生教育比较研究[D].杭州院中国计量大学袁2012.
[2] 林崇德.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袁凝练学生核心素养[N].中国教育报袁2016-09-30渊4冤.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Z].1999-06-13.
[4] 杨成志.核心素养的教育本体论归因[N].中国教育报袁2017-04-05渊5冤.
[5] 庆承松袁张勇.美国高校新生教育发展及启示[J].高校辅导员学刊袁2010袁2院91-95.
[6] 韩映雄袁林倩仪.基于大学生成功学习的美国本科新生体验计划[J].比较教育研究袁2009袁10院76-79.
[7] 庆承松袁张勇.我国高校新生教育研究综述[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袁2008袁8院1-7.

Chen Xinzhong Enlightenments of the Freshmen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10窑 窑



一尧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我校是一所恪守公益性尧 非营利性办学原则的本

科民办院校袁立足建设多科性尧国际化尧高水平的应用

型大学袁 注重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遥
我校着力培养的本科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袁 不同于

各综合重点院校培养的研究型应用人才袁 不同于各高

职院校培养的技能型应用人才袁 是通过系统的知识传

授与能力训练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尧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尧专业技术与综合实践能力尧职业生

涯发展潜力袁拥有中华美德尧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袁符
合上海区域经济行渊企冤业一线需要的技术尧管理与社

会服务领域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遥 这种人才需要

在专业知识基础上袁有较强的实践尧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揖摘 要铱 本文从上海杉达学院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人才需要的角度出发, 指出数学教育

在大学生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 阐述了我校实施数学教育的几个环节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遥
揖关键词铱 数学教育曰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曰 民办高校

基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数学教学改革初探

史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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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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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能力袁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双方面要求的人才遥

二尧高等数学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要

基础

数学是研究客观世界野数量关系冶和野空间形式冶的
科学遥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数学科学的发展袁现代数学

内容更加丰富袁方法更加综合袁应用更加广泛遥 大数据

科学以统计学为基础曰航天飞机尧卫星系统是微积分的

直接应用曰生物科学以微分方程为基础曰临床医学以概

率论为基础袁等等遥 可以说袁如今的信息时代袁无论从理

论上还是方法上袁方方面面都与数学密切相关遥 因此袁
能否运用数学观念进行定量思维是衡量一个民族科学

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遥
高校是国家培养科学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人才的

重要基地袁大学生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袁是影响整个

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袁所谓野少年强则国强冶遥 国家的强

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教育的质量和受高等教育

的人数遥 高等数学作为高校的通识教育课程袁起着培养

理性思维能力尧创新思维能力的作用袁是高校素质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础遥
国家教育部对经济管理类尧 工科类本科数学基础

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为院高等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尧工
科类专业本科生的数学基础课程应包括微积分尧 线性

代数尧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袁它们都是必修的重要基础理

论课遥 高等数学各课程的基本概念尧基本理论尧基本方

法和运算技能袁 可为学生学习各类后继课程和进一步

扩大数学知识面奠定必要的连续量尧 离散量和随机量

方面的数学基础遥
曾经有学者说院野在高校学的数学知识, 毕业后若

没有机会去用, 或许很快就会忘掉遥 然而不管他们从事

什么工作, 唯有深深铭刻在头脑中的数学的精神尧数学

的思维方法尧研究方法尧推理方法和看问题的着眼点等,
却随时随地发生作用, 使他们终生受益遥 [1]冶

所以说高等数学教育的教学目标和根本意义袁不
是要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数学家袁 而是让学生在掌

握数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中袁形成数学能力袁
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袁树立数学思想袁通过建立数学思

维模式袁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尧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

以及严谨的思维能力袁使学生拥有创新意识和能力袁促
进学生的全面素质的发展和提高遥

我校所致力培养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袁 就是需要

综合素质高袁具有归纳抽象的思维方式袁逻辑推导尧建

模分析的思维习惯袁具有谨慎探索尧勇敢创新的精神袁
在掌握基本的基础理论知识基础上袁 能将学到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用在经济管理尧工程建设等岗位上袁从事设

计尧编程尧管理尧操作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遥
因此袁 高等数学教育在我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中具有其独特的尧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遥
三尧我校在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中实施数学教

育的几个环节

我校数学教研室一直随着学校的发展不断成长与

进步袁围绕学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这一目标袁结合

数学自身的特点袁严格教学管理袁与时俱进袁不断适应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遥
我们进行数学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归结为十六个

字院转变观念尧学生为本尧重视实践尧提高氛围遥 具体来

说袁即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袁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

野质量工程冶计划的精神袁切合我校办学理念和办学特

色袁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学生袁以传统高等数学教学内容

为主线袁同时处理好知识传授与素质培养之间的关系袁
处理好数学知识的继承与现代化的关系袁 辅之以数学

竞赛尧数学建模等数学实践活动袁提高高等数学的教学

质量袁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袁融入数学文化袁逐步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数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袁以适应我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求遥
渝 转变教学观念袁优化教学方法

反思传统的高等数学教学观念袁 过于重视数学知

识的掌握,对学生的数学教育不分专业和层次袁只强调

数学知识的传授袁 对数学发展过程的普及以及蕴含在

数学知识中的数学思维方式的教育少之又少, 甚至忽

略遥 这种教学观念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袁会妨碍

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发展袁 最终导致学生形成对数学和

数学教学狭隘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遥
然而数学的重要之处不是公式尧计算和证明袁而是

数学思想遥 只有掌握了数学的思想方法和数学教育的

精神实质袁 才可以在今后的实际工作学习生活中真正

发挥数学教育的积极作用遥 在高等数学的教学中需改

变单纯的传授知识教学方式袁 要注意在传授知识的同

时传授数学思想袁所谓野授之以渔冶袁注重培养学生的数

学素质遥
1. 不断完善数学类课程教学计划袁 将各专业的数

学课程设置与该专业培养目标相结合袁 在教学大纲上

正确把握各专业的数学课程的广度和深度遥 数学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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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置的原则是以传授知识为基础, 以能力培养为重

点袁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核心遥
2援 注意讲授数学知识的背景来源袁 在整个数学理

论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和其它概念之间的联系等袁 使学

生能建立起知识体系的概貌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袁领
悟到博大精深的数学思想与数学文化袁 进而提高学习

兴趣遥
渔 学生为本袁科学地认识及对待学生

由于近年来的扩招袁学生规模迅速扩大袁地区性教

育质量的不同导致学生的数学程度参差不齐遥 其次袁我
校为民办本科院校袁 生源以及培养目标也与其他公办

一本综合院校不同遥 在数学类课程的教学上袁就要考虑

各种因素袁因材施教遥 在数学类课程教学上袁不能像一

流综合性院校那样注重理论和概念的理解深度袁 也不

能像普通职校一样只讲计算方法袁强调计算袁没有数学

思维的培养遥 要结合民办学校的学生实际情况袁有的放

矢遥 教学只有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 才能有效地使学生

获得认同袁才能在民办高校教学中取得好的效果遥
隅 重视实践袁加强数学建模

国务院 叶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

决定曳 中明确指出: 实施素质教育, 重点是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遥 我校的数学教育要培养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袁就不能闭门教学袁只在数学的概念和理论

中打转袁自我封闭遥 而是应该重视知识和能力之间的转

化遥 数学实践活动的开展袁弥补了传统数学教学中的不

足袁在数学与相关学科之间打开通道袁对培养我校大学

生综合素质提高有特殊的作用遥
1. 组织开展校级高等数学竞赛袁 组织学生参加浙

江省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遥数学竞赛是一种以数学语言

为媒介袁以理论知识尧定量思维来表现和传承的文化活

动遥学生在参与过程中袁将许多具有创新性尧灵活性和探

索性的知识和方法综合在一起袁学生得以深刻体会到数

学的重要性[2]遥 另外袁开展数学竞赛活动袁是数学思想在

学校中的宣传袁是数学文化在学校中的传承与普及遥
2. 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遥 由于

数学建模的过程可以说是模拟了科学研究的过程袁不
仅拓宽了学生的眼界袁 也让学生在参与建模过程中切

身感受到数学模型在社会生产尧经济管理尧科学技术等

方面的应用遥 曾经有学者说野一次建模袁终身受用冶遥 数

学建模对于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应用数学能力具

有特殊的作用[3]遥 所以, 在大学开展数学建模的实践活

动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遥
3. 开设数学辅导课遥 由于数学类课程计划学时不

足袁无法满足一部分学生对数学知识的需要袁利用第二

课堂时间袁开设辅导课袁将数学知识讲深讲透袁更加综

合袁解决了我校部分学生数学知识野吃不饱冶问题遥 从参

加浙江省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的成绩来看袁 我校学生

获奖率逐年上升袁 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打下坚实

的数学基础遥
4. 构建数学建模系列讲座模块遥 数学建模竞赛题

涉及到数学的众多分支, 传统的基础知识所包含的数

学知识远不能满足数学建模问题的要求遥 为此, 我们只

有通过系列讲座形式, 围绕数学建模竞赛, 组织专题讲

座遥 如线性规划尧统筹方法尧微分方程尧最优投资决策优

化模型袁以及计算机学科的 MATLAB尧SPSS尧LINGO 等,
以弥补学生应用数学知识和数学编程软件知识的不足,
从而保证成功参赛遥

予 提高氛围袁融入数学文化

数学不仅是一种科学袁也是一种文化遥 数学在培养

大学生的人格品质和人文精神尧 提高大学生的思维方

式和综合素质尧 提升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方

面, 都有着十分重要尧不可替代的作用[4]遥 我们应该注重

数学文化的熏陶袁注重在校园里形成正确认识数学尧积
极学习数学的氛围遥

1. 利用课余时间制定数学类课程公共答疑时间

表袁面向全校学生答疑遥同时建立 QQ 答疑群尧微信讨论

群袁通过各种途径为学生提供学习指导遥 答疑是课堂教

学的延续袁是数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袁有利于师生的

野双向沟通冶野教学相长冶遥 更重要的是在学校内形成探

讨数学的良好氛围遥
2. 在教学过程中增加数学科普内容袁 比如著名数

学家的生平小故事尧数学名题尧数学观点尧数学与美学

等等内容遥 陶冶学生情操尧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尧
开阔学生的视野袁让学生直观体会数学的价值袁切实感

受数学进步的历史长河遥 这样将数学科普知识穿插在

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方式是渗透数学文化的一个非常有

效的方法袁深受学生喜爱遥
3. 一线数学教师的言行也是学生正确认识数学的

最直接影响者遥 在教学活动中袁数学教师严谨的数学思

维尧对数学的理解尧言行中对数学的热爱和对真理的追

求等等袁都会最直接引起学生的共鸣袁从而激发学生对

数学的兴趣袁形成正确的数学观遥 因此袁不断提高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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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本身的数学素养也应该是我们努力去做的遥

综上所述,数学教育与我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

密切相关袁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应用能力方面袁数
学教育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袁 是其他学科教育无法

替代的遥 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袁能紧跟我校办

学理念与培养目标袁与时俱进袁完善课堂教学尧课外实

践尧训练和竞赛有机融合的高等数学实践教学体系袁加
强数学文化教育袁全面提高学生数学素质袁使数学教育

更适应社会人才的需求袁 实现我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的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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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2014 年以来袁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推进过程中特别

强调创建野应用型本科冶和培养野应用型人才冶遥 一直以

来袁我国高等教育重视培养理论型尧学术型人才袁忽略

培养技术和技能型人才遥 而人才市场需要的动手能力

强袁业务技术扎实袁很快能够独当一面的应用型人才遥
人才供需在此处失衡遥

当前国家对民办本科院校建议发展方向为院 建设

为野应用型本科冶遥 民办本科院校的学生生源质量不如

公办本科袁技术和应用能力又不如高职高专袁如果要在

揖摘 要铱 会计专业强调应用能力和职业素养袁但是目前会计人才培养结果与企业对会计岗位能力要求不对

称袁出现了结构性失衡遥 基于此袁文章提出构建会计岗位胜任力模型袁阐述了该模型构建思路袁并以出纳岗位为例袁
阐述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过程曰最后分析该模型构建会对应用型本科会计专业人才培养带来影响遥

揖关键词铱 岗位胜任力曰 应用型本科曰 会计专业曰 人才培养

Abstract: The accounting major emphasizes applic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 However, at present, the result of the
training of accounting majors an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ability of the accounting post is asymmetrical, and the struc鄄
tural imbalance has emerged. So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build the model of accounting post competency model, and
expounds the way of the model, and takes cashier post as an example to elaborate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Fi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model will affect the training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Key Words: post competency曰 applied undergraduate曰 accounting major曰 the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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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当中求生存袁 最好方式是提高学生应用能力和职

业素养遥 财会类专业袁尤其是会计专业已经成为国内在

校生最多的专业袁因此提高会计学这个野第一专业冶学
生的应用能力和职业素养具有较强现实意义遥

目前财会类人才培养分为两个层面院 一是通过学

历教育袁即通过中职尧高职高专尧本科尧研究生等进行比

较系统的课程教育袁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袁达到学历

要求的学识水平曰二是通过会计考试考证袁主要包括会

计从业资格证尧初级会计师尧中级会计师尧高级会计师

等职业资格证书袁 但是仍然不能证明这些具有证书的

财会人员能够胜任哪一个会计岗位遥 而企业需要的是

能够明确说明其岗位胜任力的证明袁 毕业证和职业资

格证书都无法准确说明这一点遥 尽管在一些院校财会

专业设置了实训课程袁 但是实训课程一般都是综合训

练袁按照岗位分别训练的内容是有限的遥 财政部相关会

计职称认证考试都是理论学习与综合水平测试袁 也不

支持按照岗位胜任力认证遥 因此可以说袁基于岗位的胜

任力模型构建恰恰满足了人才市场需求袁 因此具有较

强的实践意义遥
二尧会计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的思路

会计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是受到了人力资源管理

中岗位设置相关的理论启发遥 岗位设置需要有岗位任

职资格尧岗位价值和岗位能力模型三个方面遥 三个方面

形成了岗位说明书袁岗位设置要野因事设岗冶袁而不能

野因人设岗冶遥 构建岗位胜任力模型最终目的是要增强

会计专业学生应用能力和职业素养袁所以袁构建过程中

必须和会计专业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密切结合起来遥
会计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要解决四个关键问题遥

1援 模型中要确定会计岗位的范围

确定模型中会计岗位范围之前袁 必须对会计岗位

职责进行梳理袁对会计岗位职责进行细分袁做到岗位职

责不重复[1]遥 会计基本职能是核算和监督袁按照这两大

职能袁 会计岗位可以分为会计核算岗位和会计监督岗

位袁这样实现会计岗位之间的不相容[2]遥 同时袁要适应当

前国家对会计人才培养要求从野财务会计冶向野管理会

计冶转型袁在模型构建中袁要在重视核算职责的基础上袁
更加强调会计管理渊监督冤职责遥

2援 模型中要确定不同会计岗位所需的胜任力

模型中会计岗位胜任力包括通用能力尧岗位特需

能力尧会计职业素养三个方面遥 而通用能力指胜任两

个和两个以上会计岗位需要掌握的会计知识与技能遥

会计岗位的主要职责是通过会计能力来体现的遥 会计

岗位通用能力包括了基础核算知识与技能尧凭证账簿

报表编制知识与技能尧 会计信息化使用知识与技能尧
资金管理知识与技能尧 办公自动化应用技能等方面遥
会计岗位特需能力是特指某一个会计岗位单独要求

掌握的知识与技能遥 这块能力与特定岗位相关遥 比如

出纳岗位能力尧成本核算岗位能力尧薪酬核算岗位能

力尧往来业务核算岗位能力和固定资产核算岗位能力

等等遥 会计职业素养主要是从会计职业道德角度出

发遥 会计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袁职业道德要求较高袁
具体表现为会计八项职业道德遥 因此袁对会计岗位职

业素养内容予以强调遥
3援 模型中要建立岗位胜任力说明书

在人力资源管理模块中袁 岗位说明书包括确定岗

位任职资格尧分析岗位职责尧建立岗位能力模型遥 岗位

描述主要借助于岗位设置目的尧岗位工作关系尧岗位责

任尧岗位胜任力和岗位职业生涯设计遥 在岗位设置目的

中要简述特定岗位的主要工作和发挥作用遥 岗位工作

关系是指特定岗位与企业内部尧 外部以及与财会部门

内部工作关系遥 岗位职责指的是特定岗位在会计核算

和管理中职责袁 注意设置岗位职责时要按照不同岗位

提出不同的职责要求遥 岗位胜任力要包括通用能力尧岗
位特需能力尧会计职业素养三个方面遥 岗位职业生涯设

计主要是给岗位未来五到十年职业发展指明方向遥
4. 模型构建要与会计专业课程体系密切结合

在构建岗位胜任力模型中袁 在设计不同岗位所需

要能力时要与会计专业课程体系相结合[3]遥 一般会计专

业课程体系是按照初级财会理论与实务尧 中级财会理

论与实务和高级财会理论与实务来设计遥 因此袁模型中

必须阐明每个岗位所需要能力可以分别通过哪些课程

或者实践来实现袁 并制定出岗位能力是否实现的考核

标准和依据遥
三尧以出纳岗位为例袁阐述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过程

在模型中确定会计岗位的范围是按照会计核算和

监督岗位来选定的遥 选定 12 个会计岗位渊出纳岗位尧资
金管理岗位尧 成本费用核算岗位尧 采购与成本核算岗

位尧销售利润核算岗位尧薪酬核算岗位尧往来业务核算

岗位尧固定资产核算岗位尧稽核管理岗位尧总账报表岗

位尧档案管理岗位尧财务主管岗位冤进行了岗位胜任力

模型构建遥 之所以选择这些岗位袁是因为它们都是比较

常见的袁也是比较核心的岗位[4]遥 出纳岗位属于企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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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资金管理岗位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计岗位袁也是会

计专业学生毕业后往往首先从事的岗位遥 下文以出纳

岗位为例袁从出纳岗位描述的五个方面袁即岗位设置目

的尧岗位工作关系尧岗位责任尧岗位胜任力和岗位职业

生涯设计来详细阐述出纳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遥
1援 出纳岗位设置目的

按照会计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袁 为了实现货币资金

收付业务和实物资产业务管理的相分离袁 为有序地开

展现金收付尧银行存款结算等日常收支业务袁规范实行

货币资金登记和结存管理袁妥善保管库存现金尧有价证

券尧财务印章和有关票据袁降低货币资金管理风险袁设
立出纳管理岗位遥

2援 岗位工作关系说明

出纳岗位和企业外部产生工作关系单位主要是

银行等金融机构袁和企业内部产生工作关系的主要是

涉及要报销业务的部门和个人袁和财会部门产生工作

关系的是涉及到收付款业务的会计岗位以及稽核管

理岗位遥
3援 岗位职责

出纳岗位职责包括相关票据审核尧 现金银行存款

收付业务处理尧负责现金及有价证券的保管和盘点袁负
责有关货币资金数据核对尧资料交接尧现金日记账和银

行存款日记账登录及其他职责遥
4援 岗位胜任力

出纳岗位胜任力包括通用能力尧岗位特需能力尧会
计职业素养三个方面[5]遥 出纳岗位通用能力从基础核算

知识与技能尧凭证账簿报表编制知识与技能尧会计信息

化使用知识与技能尧资金管理知识与技能尧办公自动化

应用技能等方面进行阐述遥 岗位特需能力包括掌握并

具有票据贴现尧托收承付尧汇兑业务知识与能力袁掌握

并具有银行系统和企业财务系统自动对账的知识与能

力尧 掌握并具有开展货币资金清查知识与能力和掌握

并具有对违规使用资金依法整改的知识与能力遥 会计

职业素养要求会计岗位有诚信意识尧合规意识尧服务意

识和全局意识遥
5援 出纳岗位职业生涯设计

在对出纳岗位职业生涯进行设计时规划 3 年尧5 年

和 10 年职业发展方向袁包括岗位转换尧职称升级尧岗位

升迁等方面遥 比如 3 年里出纳员轮换到其他 2 到 3 个

会计岗位袁获得初级会计师证书袁参加相关继续教育培

训袁以及 3 年后获得升迁到单位财务主管机会等等遥
四尧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对应用型本科会计专业人

才培养的影响

构建岗位胜任力模型是以企业目前实际的会计岗

位职责为主线袁通过对会计岗位细分袁与财会相关知识

与技能袁按照不同的岗位尧不同级别进行串联尧汇集袁将
会计实务操作和会计理论知识密切结合袁 以此作为学

生技能训练的重点袁将理论知识形象化袁并完成跨学科

知识的综合运用[6]遥 构建一套会计岗位胜任力的指标模

型袁 从而把会计专业学生的学业职业发展规划与会计

岗位能力要求结合在一起袁 让会计专业学生明确大学

毕业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岗位胜任力遥
构建岗位胜任力模型袁将引导应用型本科会计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由过去核算型转变为管理型袁将日常教学

训练内容由实操型转变为实战型袁日常实训中从专项能

力训练转变为综合能力训练袁日常教学实训中重难点由

核算流程掌握转变为控制企业经营风险袁缩短财会专业

学生从大学课堂学习到融入岗位实践的距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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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儒家野忠恕冶思想是其野仁学冶的重要内容袁野忠冶与野恕冶可谓是野因忠而恕冶袁也可谓是野己欲立而立

人袁己欲达而达人冶野己所不欲袁勿施于人冶遥 儒学中的微言大义能够在现代教育中给予人们以新的启迪与思考袁更好

地引导人们达到野仁冶的境界遥 在教学行为活动中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要更好地做到野忠冶袁忠于自己袁提升个人的道

德修养和精神境界袁为自己也更好地为他人遥 进而实践野恕冶的思想袁推己及人袁将心比心袁实现教学活动中相互理解

以及个人间的和谐相处袁凸显儒家的野仁冶袁最终实现教育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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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and spiritual realm and practice. Afterwards, 义forgiveness义 should be appli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We will treat others as we expect to be treated so as to realize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ersonal harmony in
teaching and highlight the Confucian 义benevolence义. The goal of education will be finally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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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儒家野忠恕冶思想概念阐述

叶论语曳被认为是儒家忠恕思想的主要依据袁孔子

的野仁冶学思想体系中袁忠恕思想是一个主要的内容袁也
是孔子学说中对于个人行为道德进行规范和实践的主

要内容遥 叶论语窑里仁篇曳中提到院野子曰院耶参乎浴 吾道一

以贯之遥 爷曾子曰院耶唯遥 爷子出袁门人问曰院耶何谓也钥 爷曾
子曰院耶夫子之道袁忠恕而已矣爷遥 [1]冶

然而在众多的文献资料中袁 对于儒家忠恕思想的

理解众说纷纭遥 冯浩菲在文章叶关于孔子忠恕思想的界

说问题曳中提到袁后代学者对孔子忠恕思想的理解大致

分为两派遥 一派的理解是将野忠恕冶作为一个概念来看

待袁统一进行诠释遥 另一派的理解则是将野忠冶野恕冶作为

两个概念来看待袁分别进行诠释[2]遥 根据前一派的理解袁
野忠恕冶是具有内外尧体用尧本枝等主从关系的一个概

念遥它的具体含义就是野己所不欲袁忽施于人冶[2]遥根据后

一派的理解袁野忠冶与野恕冶是并列对立的两个概念袁野忠冶
就是野己欲立而立人袁己欲达而达人冶曰恕就是野己所不

欲袁勿施于人冶[2]遥 持此观点的有杨伯峻等人遥
因此袁野忠恕冶 作为统一概念来讲可以理解为有了

思想上的忠袁才有行动上的恕袁是因果关系袁因为做到

了忠袁才会更好地做到恕遥 野忠冶和野恕冶分开作为两个概

念来讲袁杨伯峻认为野忠冶是野恕冶的积极一面袁也就是说

野忠冶和野恕冶不是同一层次的道德遥 野忠冶是有积极意义

的道德曰野恕冶则要求层次较低遥 李景林在叶忠恕之道不

可作积极表述论曳中认为袁忠恕所强调的是对野己冶的限

制和要求袁而非对人的限制和要求[3]曰在现实的伦理关

系中亦强调个体角色和野分位冶的限制性袁它体现了一

种价值平等性的精神袁 排除了原则的抽象性所可能引

发的道德任意遥 对忠恕的所谓野积极表述冶袁易于导向对

其限制性规定的忽视,助长对现代社会业已造成很大危

害的自我中心态度[3]袁是应予纠正的遥
忠恕概念无论如何界定袁 其要体现的中心内容是

儒家思想的野仁冶遥 要达到孔子的野仁冶袁从肯定意义上来

说院野夫仁者袁己欲立而立人袁己欲达而达人冶渊叶论语窑雍

也篇曳冤[1]袁孔子用野忠恕冶解释野仁冶袁野仁冶包含了人世间的

一切美德袁这也正是教育的任务和目的所在遥 不仅教师

要具备这些美德袁 更是要作为教育工作者教授这些美

德遥 儒家的教学内容即以野仁冶为核心袁重视道德教化袁
儒家的教学思想把野仁冶的思想与野爱人冶野孝悌冶野中庸冶
野忠恕冶等紧密联系起来构成整体的道德教育体系遥 本

文从儒家野忠恕冶思想的角度分析其对教学的启发与运

用遥
二尧教学之野忠冶
众所周知袁孔子是我国古代很重要的教育家尧思想

家遥 他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依然非常受用遥 在叶论语曳中袁
每一句简短的语录都蕴含着深远的意义遥 其 野有教无

类冶野因材施教冶等都是对教育者与受教者的启发引导遥
对于教学这一活动来讲袁 教师和学生均要承担不同的

角色和任务才能更好地完成这一行为遥
叶论语曳开篇就说到野学而时习之袁不亦说乎冶[1]袁人

生最幸福的三件事之一就是学习袁 然后按一定的时间

去温习尧实践遥 老师和学生都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尧实
践来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素养袁 在学习中寻找幸福

与精神寄托袁忠于自己的内心遥 学生作为被教育者更应

该把学习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袁做好学生的本职工作遥
野子以四教院文尧行尧忠尧信[1]冶袁即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

学生院历代文献袁社会生活的实践袁对待别人的忠心袁与
人交际的信实渊叶论语窑述而篇曳冤遥 对于教育者来说袁传
授知识是基本的职责所在袁在教学活动中要做到野忠冶袁
忠于职守袁忠于自我的内心遥 叶论语窑学而篇曳中袁曾子

曰院野吾日三省吾身冶之一就是野为人谋而不忠乎钥 [1]冶即
尽己之力为人谋事袁忠于职守遥

对上而言袁即组织而言袁是否做到了岗位所提出的

要求曰
对中而言袁即自我而言袁是否时刻提醒自己学习并

完善自身曰
对下而言袁即学生而言袁是否竭力传道授业解惑遥
野忠冶即野中心冶袁和内心息息相关袁多用于对个人道

德的约束袁尽己之心为人袁野忠袁敬也袁尽心曰忠冶渊叶说
文曳冤遥 在教学活动中袁我们应该尊崇孔子的野德冶袁实践

其野忠冶袁对于所拥有之物时刻怀有感恩之心并珍惜珍

重袁对于教育者而言袁那些需要具备而未达到的目标袁
要野忠于自我的内心冶袁力求去努力获得并达到提升自

我的目的遥 经常反省自己的所言所行袁野子曰院耶默而知

之袁学而不厌袁诲人不倦袁何有于我哉钥 爷[1]冶即孔子说院
野把所见所闻默默地记在心里袁 努力学习而不厌弃袁教
导别人而不疲倦袁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哪些呢钥 渊杨伯峻

译注冤冶教育者做到了这些袁可谓做到了野忠冶的一部分遥
在课堂上袁教导学生不仅仅要传授其知识袁更重要的要

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袁教会其自我学习的本领袁课堂讲

授时袁教师要尽力备好课袁讲好课袁带给学生的务必是

尽力谋划准备的遥 野子曰院耶不愤不启袁不悱不发遥举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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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三隅反袁则不复也遥 爷[1]冶渊叶论语窑述而篇曳冤袁即院孔子

说院野教导学生袁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袁不去开

导他曰不到他想说出来却说不出的时候袁不去启发他遥
交给他东方袁他却不能由此推之西尧南尧北三方了袁便不

再教他了渊杨伯峻译注冤遥 冶教会学生也要野忠于自我冶袁
每一堂课认真听讲袁跟着教师的思路去学习研究袁对于

要点更要以点带面自行去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袁在
学生的这一角色上扮演好学习者袁无愧于自己的内心遥

野忠冶就是野己欲立而立人袁己欲达而达人遥 冶这也是

野仁冶学思想内容的体现遥 教学活动中袁无论是教育者还

是学生袁都在学习并践行着孔子的野仁冶学思想袁野夫仁

者袁己欲立而立人袁己欲达而达人遥 能近取譬袁可谓仁之

方也已遥 [1]冶即院仁是什么呢钥自己要站得住袁同时也使别

人站得住曰自己要事事行得通袁同时也使别人事事行得

通遥 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一步去做袁可以说

是实现仁道的方法了渊杨伯峻译注冤遥 野温故而知新袁可
以为师矣冶袁在教学活动中袁对于所教授的内容要经常

温习袁反思袁尽力去发现新体会袁这样才能成为更好的

老师遥 学生经常温习旧知识袁多思考袁多去发掘新的思

想袁才会有更大的进步遥
三尧教学之野恕冶
曾子曰: 野 夫子之道袁忠恕而已矣冶渊叶论语窑里仁曳冤[1]遥

野忠冶和野恕冶作为一个概念来讲袁其关系可以说是野因忠

而恕冶袁做到了野己欲立而立人袁己欲达而达人冶才会自然

而然做到野恕冶遥野恕冶是野如心冶袁跟内心也是息息相关遥宋
代朱熹在叶四书集注曳中提出野尽己之心谓忠袁推己及人

谓恕冶[4]袁野忠冶和野恕冶可谓分别代表了野尽己冶和野推己冶遥
在叶论语窑卫灵公篇曳中袁子贡问曰院野有一言而可以终身

行之者乎钥 冶子曰院野其恕乎浴 己所不欲袁勿施于人遥 [1]冶
野恕冶是人道德规范的要求标准遥 通过将心比心袁换

位思考袁推及他人袁推及自身以外的万事万物遥 在教学

活动中体现在教育者自身与学生两层关系上遥 要求学

生做到的事情袁自己是否已经做到并做到很好了曰学生

希望教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否自己有意愿去学习并珍

惜遥 野恕冶是野仁德冶的基础袁以善意为出发点袁不加害于

他人袁对于自身要严于律己袁所言所行完备成熟并正确

可行方可施于他人遥 在论语中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也

提到了不少袁野不患人之不己知袁 患不知人也冶渊叶论语窑
学而曳冤[1]袁即野别人不了解我袁我不急曰我急的是自己不

了解别人遥 冶野君子求诸己袁 小人求诸人冶渊叶论语窑卫灵

公曳冤[1]袁即野君子要求自己袁小人要求别人遥 冶野君子病无

能焉袁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冶渊叶论语窑卫灵公曳冤袁即院君子

只惭愧自己没有能力袁不怨恨别人不知道自己遥 对于自

身的修养和要求要努力提升袁 这样才会对他人有所要

求袁要求其完善人格袁向野善冶靠拢遥
教学行为中要做到野将心比己袁推己及人冶袁即心中

有他人袁爱学生袁能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袁
才可体会他人之心袁 这样便能更好地和学生处理好关

系遥 教学中虽风格不同袁但都可以通过野恕冶的思想找到

合适的方式袁达到与学生课堂上融为一体的境界遥
要做到儒家的野仁爱冶袁首先就需要做到野恕冶袁宽厚

待人袁推己及人袁学会换位思考袁这不仅仅是个人品德

修养的提升途径袁更是达到和谐人际关系的纽带遥 大学

生处于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时期袁野尽
己冶野推人冶可以帮助其建立良好的观念遥

教学者或者教学活动中的管理者不仅要从自我内

心出发思考解决问题袁也要学习孔子野恕冶的野己所不

欲袁勿施于人冶袁所言所行首先考虑自己是否喜欢袁需要

强大的责任心与同理心袁不可敷衍了事遥 子曰院野君子不

以言举人袁不以言废人冶渊叶论语窑卫灵公曳冤[1]袁教育者对

于受教育者也要做到如此袁即院不因为人家一句话说得

好便提拔他袁不因为是坏人而鄙弃他的好话遥 不因为与

一些同学的亲近关系而特殊对待袁 也不因为学生调皮

或所做的厌恶之事而鄙弃他遥
当代大学生个体意识较强袁 注重自我感受袁 在生

活尧学习中常常会陷入自我为中心袁忽略野己所不欲袁勿
施于人冶的思想袁因此教育活动中要注重对学生野恕冶的
思想的教育袁提升自我人格境界袁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

基础遥
孔子对于野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钥 冶只提到

了恕袁在杨伯峻的注解中解释为院野忠冶渊己欲立而立人袁
己欲达而达人冤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道德袁未必每个人都

有条件来实行遥 野恕冶只是野己所不欲袁勿施于人遥 冶则谁

都可以这样做遥 因此在教学活动中都应该时刻提醒自

我遥做好野忠冶袁从而做好野恕冶遥 野忠冶是主体的自我要求袁
指诚恳尧 积极地为他人袁 以自身道德的完善为目的遥
野恕冶是主体对待客体的原则袁自己不想要的任何事物袁
就不要加给别人遥

四尧讨论

孔子的野忠恕冶思想相互补充袁相互规定袁相互包

含遥 通过野尽己而推己冶实现野仁冶的目的遥 教学中袁具体

来说袁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做到野忠冶袁要时刻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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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尧能力尧素养等水平袁野温故而知新冶袁学习学科的

前沿知识袁才可以更好地达到野恕冶的思想遥 野将心比心袁
推己及人冶不仅可以与受教育者和谐相处袁促进教育的

目的袁更能教会学生自己实践野恕冶的思想遥 学生的为人

处世之道以及三观在不同时期尧 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

变化袁通过用经典作品中的思想去启发尧感染尧调整学

生的思想极其重要遥 儒家的野忠恕冶思想不仅是对个人

内在素养的引导袁更是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外在交往袁而
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影响尧相互促进的袁只有达到内在

与外在的共同提升袁才会深刻地领悟儒家思想袁实践于

现实生活遥 可以说袁野耶忠恕爷之道是目前最合适的教育

伦理的前提冶[5]遥
儒家学说中虽然呈现出来的是只言片语袁 但其阐

发的蕴意却是深厚的遥 在我国袁野教育冶 一词最早见于

叶孟子窑尽心上曳中的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袁三乐也冶一
句遥 孔子作为我国最早的思想家尧教育家尧政治家袁其学

说尧 理论尧 思想境界都最早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人格气

质袁进而影响着民族气质袁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遥
在现代教育中袁 教书育人者应该反思自我的内外修养

和精神导向遥 同时袁更应该指导学生寻找淡忘或遗失的

精神力量袁提升他们的个人素养袁端正其人生观尧价值

观袁达到教育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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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积极心理学的内涵

积极心理学的产生缘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美国

兴起的以人的积极心理品质为研究内容的积极心理学

运动遥 当时袁以塞利格曼渊Seligman冤等人为代表的美国

心理学家首次将人的乐观尧幸福感尧好奇心尧心理弹性尧

利他尧智慧和创造的勇气等作为实证研究的课题遥 这种

关注人的优秀品质和美好心灵的心理学 , 便被称为积

极心理学[1]遥积极心理学并不是一门新的心理学科,它是

相对于消极心理学而言的遥 消极心理学指的是以矫治

社会或人存在的问题为中心的心理学遥 因此它的关注

揖摘 要铱 本文以积极心理学为视角袁认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思路袁更是与上海

杉达学院学生培养目标高度契合袁以积极心理学为主要理论依据袁结合我校基础部学生特点提出以开设积极心理

学课程尧开展积极心理体验活动为主的心理健康教育对策遥
揖关键词铱 积极心理学曰 大学生曰 心理健康教育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Posit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a new wa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t 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student忆s cultivation objectives of Sanda Uni鄄
versity, to positive psychology as the main theoretical basis.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in Guangbiao Col鄄
lege袁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hich include positive psychology
cours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activity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Key Words: positive psychology曰 college students曰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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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对人类的心理障碍与疾病心理问题的评估和矫

正遥 而积极心理学的关注点则放在了心理健康和良好

的心理状态方面袁研究人的优点和存在价值袁关注正常

人的心理机能袁重视人性中的积极方面袁它强调心理学

除了关注人类的心理障碍与疾病外袁 还应对人类的优

秀品质和人类力量的发掘以及人类自身所拥有的潜能

进行研究袁主要致力于个体积极人格尧主观积极情绪体

验和群体组织系统三大方面的研究[2]遥
以积极心理学理论为指导袁 建立一种幸福的心理

健康教育模式袁 是使学生的心理发展朝着积极的方向

发展袁 进而从心理健康教育中体验到主观快乐的有效

途径袁 同时也是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效性

的一条重要途径遥
二尧上海杉达学院基础部学生特点分析

2013 年 9 月开始袁上海杉达学院实行野1+3冶模式转

型袁 建立了旨在加强新生管理尧 强化基础教学的基础

部袁所有新生一年级均在基础部就读袁二年级以后在上

海金海校区就读遥 虽然目前我校已开始实行部分专业

野2+2冶模式袁但基础部的在校学生绝大多数仍是大一新

生袁而大一新生刚刚步入大学校园袁除了和其他高校新

生具有诸多共性之外袁 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大学生的特

殊性遥 从总体上看袁我校基础部学生思想行为特点主要

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院
1. 渴望成才袁但又存在自卑心理遥 这样的心态在众

多民办高校大学生中较为普遍地存在袁 这可以说是他

们区别于重点高校大学生的最为显著的一个心理特

征遥 进入民办高校的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历高考

失利而不得不做出野无奈冶选择的袁他们在高中时期也

是不错的学生袁他们并不甘心袁大部分人在进校之初袁
往往有很强的不服输心理袁 对学习抱有一种强烈的积

极性袁 特别渴望成功袁 渴望与自己昔日的同学一起进

步遥 但是袁 高考失利的阴影一直在他们的心中挥之不

去袁无形之中增加了他们的心理压力袁其自卑心理也由

此而生遥
2. 基本道德水准较高袁 抵御外界干扰能力不够

强遥 思想活跃尧易于接受新鲜事物袁但抵御外界干扰的

能力较弱遥 我校基础部大部分学生都能对经济发展带

来的社会变化表现出积极的态度遥 他们热衷于社会流

行时尚袁崇尚理想人格袁鄙视不道德行为曰他们社会活

动能力和参与意识强袁具有较强的奉献精神袁善于帮

助他人袁喜欢参与公益事业和集体活动袁对学校的各

种活动都有极高的热情袁同时在相关活动组织和策划

上都有着独特的见解袁创新意识强遥 但他们在具体的

现实生活中缺乏理性和务实精神袁往往在诱惑和现实

中难以把握方向袁跟着感觉走袁对利弊尧后果尧危害考

虑得较少遥
3. 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袁但缺乏持久的自我约

束力和控制力袁自主意识强而自律意识弱遥 他们能够

理解学校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的目的袁知道自身存在

的不足袁认为学校的严格管理是对他们的爱护袁多数

学生能够主动尧积极地配合学校的管理遥 但由于我校

办学历史相对短袁 与历史悠久的高校条件反差大袁学
生入学后难在较短时间内适应大学生活遥 部分学生已

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袁缺乏自我约束能力和自我控

制的能力遥
4. 求知求学欲望不够强袁学习毅力不够持久遥 学生

希望通过大学几年的学习能够切实学习到生存技能袁
但部分同学存在自卑心理袁感觉低人一等袁缺乏明确的

人生追求袁甚至存在野混文凭冶的心态遥 他们虽然能够正

确认识自己的处境袁清楚自己在社会竞争中的位置袁但
是部分学生学习目的不够明确袁学习态度不够端正袁没
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袁刻苦精神不够袁自主学习的能

力和毅力不够遥
5. 价值取向多元化袁现实性功利性比较突出遥 我

校属于民办高校袁许多学生认为袁在民办高校中传统

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教育关系发生了改变袁 学校与

学生的关系变成了消费提供者与消费者的关系遥 学

生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袁 他们认为自己花昂贵的学费

上学袁就必须为自身的发展尧为父母的期望而努力学

习袁学好专业技能以换取更好的前途袁要求学校提供

高水平的管理和高素质的师资袁 却较少关注自身的

身心修养袁对学校的德育工作表现漠然袁甚至存在抵

触情绪遥
6. 学生喜爱活动但攻书不勤遥 因学习基础较差尧学

习习惯不良尧学习方法不合适尧缺乏恒心等等原因袁许
多学生不太野啃冶书本袁因而其理论与书本知识不太扎

实遥 大学相对于高中来说袁 有相对比较宽松的学习环

境袁 许多学生进入大学以来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上的

不适应遥 学生刚入校时有点应接不暇的感觉袁慢慢地就

容易产生厌学情绪袁但他们喜爱活动袁在文艺尧体育尧学
生社团尧 社会实践等一切有益的活动中积极性与热情

极高遥

庞玉洁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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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积极心理学视域下上海杉达学院基础部心理

健康教育对策探讨

上海杉达学院渊以下简称野我校冶冤以野共建杉达袁共
享杉达冶为价值目标袁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袁强化

管理尧引导自信尧导向自主学习袁形成外语尧计算机能力

特长袁养成团队精神与人际沟通等基本素质袁培养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遥 由此可见袁我校学

生培养目标正是在坚信学生自身拥有优势资源的基础

上制定的袁重视学生内在的积极面袁强调对学生的优秀

品质和发展力量的发掘以及对学生自身所拥有的潜能

的开发遥 我校对于学生所进行的教育主要是发展性教

育袁心理健康教育也主要为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袁这也

和积极心理学理念高度契合遥 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袁我
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应该包括培养全体学生健全

的心理素质和帮助个别学生心理问题两个方面遥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应根据不同年级尧不同个体的心理

特点和心理需求袁分别提出各年级心理健康教育的侧重

点和具体方法袁保证心理健康教育持续地尧有针对性地

开展下去遥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心理需求提出不同的教

育目标袁针对我校基础部大一学生袁所设立的目标应在

于培养学生良好的适应能力以及自我管理和时间管理

的能力袁 使其掌握一般心理保健知识和心理调适方法袁
顺利完成个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变遥 基于此袁我校基

础部心理健康教育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院
1援 开设积极心理健康课程

心理健康课是针对全体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

一种路径袁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阵地袁主要目标是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袁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袁增强自

身心理保健和调节能力遥 塞利格曼提出积极心理学主

要是进行积极预防袁 所谓积极预防就是希望发挥人性

中的优点袁培养积极的人格力量袁从而提升心理健康水

平遥 我校坚持在基础部所有新生班级开设心理健康课

程袁 让大一新生在进校之初就系统地了解心理健康常

识袁有意识地提升他们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袁培养他们

积极的认知模式袁增加他们的积极情绪体验袁培养他们

积极的人格特质袁 以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极具挑战性的

大学新生活遥
在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袁 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体

会到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教学内容可以根据积极心理学

的研究内容来进行调整和改进遥 应以培养学生积极情

感袁 塑造积极人格和营造促使学生积极本性发展的环

境为主要内容遥 因此袁 在心理健康课在课程内容编排

上袁可以包括以下方面院
优 大学生心理适应与成长遥 帮助大学新生尽快适

应新环境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袁学会自我管理袁培养

独立生活的能力袁顺利完成人生重要的转折遥
悠 培养大学生的自我意识遥 包括培养塑造良好的

人格品质袁认识自我袁接纳自我袁提升自我等内容遥
忧 大学生学习心理辅导遥帮助他们规划目标袁学会

管理时间袁在大学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成就感尧充实感遥
尤 大学生人际交往心理辅导遥 帮助他们建立和谐

的人际关系袁掌握人际沟通技巧遥
由 大学生恋爱心理辅导遥 帮助大学生树立积极向

上的恋爱观袁在恋爱中获得成长遥
邮 大学生情绪心理辅导遥 引入幸福心理学的相关

内容袁引导他们塑造阳光心态尧获得更多的快乐体验袁
培养健康情绪袁获得健康身心及成就感遥

铀 大学生挫折及压力应对遥 帮助他们学会适应大

学生活环境袁积极地应对大学生活袁使学生能够面对挫

折充满希望 , 具有应对逆境的心理弹性遥
犹 感恩教育和生命教育遥激发学生的幸福体验袁让

学生对自己尧对生活充满希望和乐观袁体验成功和成长

的快乐与价值感遥
2援 采取多样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袁 重视对学生

进行体验式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老师可以开展多种形式

和方法的教育袁如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袁通过团体

内人际交互作用袁 促使个体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

式袁以促进良好的适应与发展的助人过程袁是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的有效路径[3]遥 大一新生初来乍到袁对新的

学习生活环境的熟悉需要一个过程袁在这个过程中特

别需要贴心的指导和帮助袁 在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中袁
带领学生做一些团体辅导和心理游戏袁促使学生积极

参与和亲身体验袁可有针对性地指导解决大学生普遍

存在的适应问题袁 帮助他们搭建学习成长的交流平

台遥 目前我校还不具备开展专门体验式教育课程的条

件袁但我们积极采用第二课堂的形式袁组织学生参加

一些体验式活动袁根据学生的实际心理需求袁设计一

些学生比较喜欢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袁如院新生心理

适应团体心理辅导尧人际关系团体心理辅导尧情绪管

理团体心理辅导尧时间管理团体心理辅导等袁使学生

在体验式活动中相互学习袁共同进步遥 同时袁可通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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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心理委员开展一些朋辈互助活动袁如在班级定期举

办心理班会尧趣味心理游戏等活动等袁让学生在积极

愉快的体验中形成乐观尧幽默尧感恩等良好个性[4]遥 另

外袁学校可充分利用每年的心理健康节动员全校师生

积极行动起来袁可开展一系列专题讲座尧心理电影尧心
理剧尧 现场咨询和心理测试等学生感兴趣的活动袁提
升学生对自身及他人心理健康的关注度袁优化学生的

心理素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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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院野把
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结合起来袁把立德树人尧
规范管理的严格要求和春风化雨尧 润物无声的灵活方

式结合起来袁使高校始终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遥 [1]冶高
校大学生党建品牌建设是新时期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

法的重要途径之一遥 依靠品牌效应袁实质性推动高校基

层党建工作袁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活力袁是全面提升

高校党建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路径遥
一尧大学生党建品牌建设的内涵

党建品牌袁是指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为核心袁以
服务社会和群众为重点袁以加强组织建设为保证袁体现

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目标袁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尧凝聚力

和影响力袁 党建领域中具有特色亮点的成熟经验和优

秀成果[2]遥 党建品牌的构建应该兼具创新性尧先进性和

揖摘 要铱 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是当前高校党务工作者共同面临的问题遥 本文将品牌概念引入大学生党

建工作袁阐述党建品牌的内涵尧意义袁结合民办高校党建现状袁探索民办高校大学生党建品牌建设的路径遥
揖关键词铱 民办高校曰 大学生党建曰 党建品牌

民办高校大学生党建品牌建设的路径探索

李 洁
渊上海杉达学院 嘉善光彪学院袁浙江嘉善 314100冤

On the Path of Party Construction Brand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 Jie
渊Jiashan Guangbiao Campus袁 Sanda University袁 Jiashan袁 314100袁 China冤

作者简介院 李洁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嘉善光彪学院袁讲师渊思政冤遥 电子邮箱院chloelj@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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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期圆 园1 7 年 12 月
晕燥援4Dec援 圆 园 1 7

Abstract: How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party construction is a common problem university party workers are fac鄄
ing.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actual party construc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brand to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party
building brand, and explores the way of building brand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private colleges曰 party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曰 party building brand

26窑 窑



2017 年第 4 期

推广性遥 首先袁党建品牌建设的前提应是创新性袁富有

特色的工作尧 独创性的思路和措施才能构建品牌曰其
次袁要符合党的先进性要求袁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曰最
后袁品牌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建工作袁因此袁党建

品牌应具有推广性袁应是较为成熟的工作经验和成果袁
能够满足基层党建革新的现实需求遥 简而言之袁党建品

牌就是党建工作中形成的具有一定创新性袁 符合党的

先进性的较为成熟的工作经验和成果遥
二尧民办高校大学生党建品牌建设的意义

1援 有利于提高民办高校党建的科学化水平

高校党建的根本任务是解决野培养什么人袁怎么培

养人冶的问题[3]袁而我国民办高校办学时间短尧起步晚袁虽
然发展迅速袁但鉴于资源等问题袁党建科学化水平有待

提升遥而通过大学生党建品牌建设袁以主题鲜明尧内涵丰

富的特色党建活动为抓手袁建立特色制度袁可以强化组

织育人的功能袁实现党建科学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遥
2援 有利于提高民办大学生对党建工作的认同感

据相关调查显示袁野大学生虽然对共产党的领导高

度认同袁但是袁在入党等问题上功利主义明显遥 [4]冶同时袁
野90 后冶大学生政治野冷感冶[5]袁对政治问题的兴趣度和关

注度普遍下降袁政治参与热情也不高遥 民办高校大学生

的这些特征也非常明显遥 党建品牌是党建工作的形象

化尧具体化尧生动化体现袁通过鲜明主题尧特色制度尧品
牌活动和响亮口号袁 可以增强党组织对大学生的吸引

力和影响力袁弘扬党的主旋律袁营造积极向上尧追求进

步的健康和谐校园文化[6]遥
三尧民办高校大学生品牌建设的实践路径

1. 党建品牌意识的培育

野大学生党建品牌的思想前提是树立品牌意识遥 [7]冶
品牌意识就是创新意识尧探索意识尧突破意识遥 大学生

党建工作关系到党在高校中的执政形象和执政基础袁
关系到能否为党培养好社会主义人才的国之大计袁因
而袁必须以创新思维开展党建工作袁善于发现总结党建

工作的创新点尧切入点袁积极思考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新

挑战和新问题袁突破常规袁打破现有党建工作中的种种

制约袁主动尝试新的工作模式遥 民办高校相较于公办高

校更灵活袁更易出亮点袁更应培育品牌意识袁在工作中

探索尝新袁总结经验袁形成民办高校特有的党建品牌遥
同时袁品牌意识的培育离不开党建品牌文化的建设袁品
牌文化是形成党建品牌的外部环境遥 因此袁民办高校在

推行文化育人尧打造校园文化时袁要鼓励党建品牌课题

研究袁组织研讨交流袁打造包容进取的品牌文化氛围袁
为党建品牌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孵化环境遥

民办高校党建品牌意识的培育应实行边实践边培

育的总策略遥 鉴于民办高校资源局限等问题袁过长周期

的顶层设计尧制度规范袁不利于民办高校大学生党建品

牌意识的培育遥 应从实际出发袁边实践边总结袁边培育

边发展遥 从当前已得到广泛认同尧具有实际效果的特色

党建工作经验和成果入手袁培育党建品牌遥 特别是民办

高校中创新性的党建工作思路尧优秀党建传统袁都应该

成为民办高校建立党建品牌的重要依据遥 对于这些党

建成果和经验袁应该加强品牌意识的培育和建立袁进行

有效引导遥 同时袁更应以此为切入点袁进行党建品牌培

育的系统规划袁在实践中进行有效布局袁在有效布局中

完善制度建设袁在制度建设中形成整体规划遥
2援 党建品牌队伍的培育

大学生党建的目标是培养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尧综
合素质强尧专业素养高的社会主义人才袁这亦是党建品

牌建设的目标遥 因而袁建设一支政治素养高尧业务素质

强尧 群众基础好的党建队伍是品牌建设能否成功的关

键要素遥 民办高校党建品牌队伍的培养应将重点落在

基层党支部特别是党支部书记的培养方面遥 党支部书

记应能够深刻理解大学生党建的意义袁 熟悉党建工作

的主要内容袁熟悉党员发展的流程袁同时又深入学生袁
能在关键时刻亮出党员身份袁发出党的声音袁体现党的

先进性遥 因而袁加强对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培养与培训是

党建品牌队伍培育的重要工作遥 党支部书记的培养教

育应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遥 从人选上袁要鼓励青年党

员特别是学生党员勇于承担袁主动承担党内事务曰要形

式上袁应多样化袁既要按照菜单式培养尧模块化教育袁又
可依靠野老带新冶等方式曰从内容上袁要系统规划袁理论

学习尧业务培训尧团体辅导等活动都应合理安排遥
3援 党建品牌的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是党建品牌建设的根本保障[8]遥 党建品牌

的制度建设分为培育制度尧 品牌制度化和管理考核制

度三方面遥
优 培育制度

如前文所言袁 党建品牌的建设必须培育品牌意识遥
而品牌意识的培育需要制度的保障遥 鉴于民办高校大

学生党建品牌培育边实践边培育的总体思路袁 在培育

制度方面袁应做好三方面遥 其一袁建立党建品牌培育的

顶层设计遥 品牌的培育可以边实践边培育袁然而党建品

李 洁 民办高校大学生党建品牌建设的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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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建设需要长远规划尧合理安排尧整体部署遥 只有将

党建品牌培育纳入学校规划中袁 才能保证品牌建设的

源动力遥 其二袁建立党建品牌培育的鼓励制度遥 以问题

思维建设党建品牌是确保品牌创新的重要方法袁 在此

过程中袁建立宽容鼓励的培育制度尤为重要遥 对于民办

高校中党员拥护尧 学生认同的党建新方法新机制要及

时分析尧总结袁积极鼓励尧善于引导袁推进学习型党组织

建设遥 其三袁建立党建品牌队伍培育制度遥 以制度的形

式袁将党建品牌队伍的培养和教育固化袁确定队伍培育

的总方针总政策袁规划培育的内容和形式袁以此保证党

建品牌建设的生命力遥
悠 品牌制度化

党建品牌制度化是党建品牌建设的基本原则遥 只

有将建立的党建品牌制度化袁 才能将其先进的工作经

验和优秀的成果普化推广袁实现学生党建工作的目标遥
民办高校在对大学生党建品牌制度化过程中袁 应注意

制定可推而广之的制度遥 民办高校的创新思维活跃袁创
新能力强袁 党建工作中可能产生多种新的思路和特色

方法袁但作为大学生党建品牌树立的经验和成果袁应满

足可推广的要求遥

忧 管理考核制度

任何一个品牌都有生命周期袁 大学生党建品牌形

成于大学日常党建的日常管理尧 学生培育尧 实践活动

中袁其建设的根本目标仍然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信仰袁
真正拥护党尧拥护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党员遥 因此袁建立

管理考核制度袁是确保党建品牌实现目标的重要途径遥
民办高校大学生党建品牌的管理考核制度应包含党员

建设考核尧品牌考核评估两方面遥 其一袁党员建设考核

制度遥 党建品牌建设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和方法袁最终仍

然需要各个大学生党员去建设与维护遥 对于党员建设

的考核袁可以从党员培训学习尧帮扶爱心尧志愿服务等

方面入手袁通过制度的考核和监督袁提高党员素养袁增
强品牌内党员模范作用的发挥袁树立党员先进形象遥 其

二袁品牌考核评估遥 党建品牌亦会有自身的生命周期遥
特别是民办高校资源投入产出比要求最大化的前提

下袁建立定期的品牌考核评估制度非常重要遥 应制定定

性和定量的考核标准袁 定期对建立的大学生党建品牌

进行考核袁 评估品牌的实际效应和影响力袁 测算动力

值袁建立合理的品牌退出机制袁以此最大程度上激发党

建品牌的活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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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特殊性袁在改革开放尧国
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袁 企业管理中才注

重引进西方战略管理理论袁 战略管理的研究也就经历

了从短期到长期袁从零散到系统袁从主观随意到科学有

效袁从个体决策为主到群体决策为主的转变遥 短短三十

多年中国企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袁 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

的数量也直线上升至居全球第二袁 举世瞩目的成绩的

取得得益于国家对企业的规划战略及各企业对自身的

战略研究遥 有必要将 20 世纪末西方战略管理研究的新

进展做一番梳理袁 对国内战略管理的研究历程特点进

行分析袁以期形成独特的研究个性袁推动相关研究的进

一步深入开展遥

揖摘 要铱 本文对 20 世纪末西方战略管理研究形成的合作竞争战略尧集群战略尧边缘竞争战略新进展进行总

结袁将此与我国战略管理研究历程特点进行比较袁发现我国在借鉴西方先进战略管理理论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六

大特色遥 本研究希望为推进更为精准有效的战略管理问题研究提供借鉴遥
揖关键词铱 企业战略曰 竞争战略曰 发展趋势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wester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on th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strate鄄
gy, cluster strategy, edge competitive strategy progres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omparing this with the character鄄
istics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in China袁it is found that China has formed its own 6 characteristics while draw鄄
ing lessons from western advanced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This study hop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of more accurate and effective strategic management.
Key Words: enterprise strategy曰 competitive strategy曰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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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20 世纪末西方战略管理研究的新进展

正如戴尔公司总裁迈克尔窑戴尔渊Michael Dell冤所
言袁野商业中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冶遥
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主要特征的 21 世纪袁 市场

变化加快尧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袁企业之间的竞争

对抗性增强袁企业竞争优势的可保持性降低遥 在复杂

多变的环境中袁难以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制定详细的战

略规划袁 同时也不存在对任何环境都适用的通用战

略遥 有时, 企业精心培育和发展起来的独特资源和能

力可能因为竞争对手的行动尧环境的变换以及新技术

的出现而在一夜之间失去了竞争优势[1]遥 因此袁在新的

竞争环境下袁 原有战略管理理论受到极大冲击和挑

战遥 如何有效地制定战略袁使企业在复杂快变的环境

中保持竞争优势成为新形势下战略管理研究的主要

内容遥 纵观 20 世纪末西方战略管理的研究成果袁不难

看出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遥
1援 合作竞争战略或战略联盟

合作竞争战略或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

上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企业 , 为共同开发或拥有市

场尧共同使用资源等从而实现加强竞争优势的战略目

标袁通过各种协议尧契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或优势相

长尧风险共担尧生产要素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的一

种合作模式[2]遥
随着网络经济时代的来临袁 企业之间的关系进入

一个新阶段遥 美国学者詹姆斯窑莫尔 渊James Moore冤在
1996 年出版的叶竞争的衰亡曳一书中袁提出了企业生态

系统观院明确地将生态学的原理用于商业研究袁提倡企

业应该和谐共生于一个丰富而利益相关的动态系统中遥
同一年纳尔巴夫和布兰登伯格渊Nalebuf&Brandenbuger冤
合著出版的叶合作竞争曳提出了企业经营活动不仅有竞

争袁也应该有合作袁提出了合作竞争渊co-petition冤 的新

理念遥 它是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如何创造价值和获取价

值的新思维袁强调合作的重要性袁有效克服了传统企业

战略过分强调竞争的弊端遥
2援 集群战略

集群是网络经济企业发展的又一个特征遥 1990 年

迈克尔窑波特渊Michael Porter冤继最先在叶国家竞争优

势曳中提出集群概念袁1998 年在发表的叶产业集群与竞

争曳文章中袁波特又提出了企业集群对维持企业竞争优

势的重要性院 在一定的地理位置上集中的企业既可以

享受集群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袁 又可以

保持自身行动的敏捷性袁 基于诚信基础上的企业集群

既可以减少交易带来的人财物的浪费袁 又可以使企业

之间更快地学习共享经验尧知识尧技能袁从而有利于企

业创新机制的培育遥 在未来变幻莫测的环境中袁企业之

间的竞争将体现为集群之间的竞争[3]遥
3援 边缘竞争战略

1998 年布朗与艾森哈特渊Brown & Eisenhardt冤合作

出版的叶边缘竞争曳提出边缘竞争战略观点遥 认为战略

最重要的是对变革进行管理: 一是对变革做出反应曰二
是对变革做出预测曰三是领导变革遥 领导变革意味着走

在变革的前面袁甚至是改变竞争游戏的规则袁有效地将

变革管理三个层次的内容融合在一起袁 是管理变革的

关键遥 他们认同战略和组织结构相匹配的传统的战略

理论袁提出边缘竞争战略的成功实施袁需要相应的组织

结构的支持袁 这种组织结构的特点是在固定式结构和

松散式结构之间寻求最佳的结合形式[3]遥
二尧国内战略管理的研究历程特点

1援 直译西方著作文献

由于西方的工业化与理论研究都早于我国近半个

世纪袁 所以我们对于管理理论的研究首先是采用最有

效的方法院对西方经典战略文献书籍进行翻译袁把先进

的管理理论介绍到中国遥1981 年许是详翻译的伊戈尔窑
安索夫渊Higor Ansoff冤的叶公司战略曳渊Corporate Strategy冤
一书是我国引进的较早的战略管理专著袁 至今翻译引

进的国外书籍已经有两百多本[4]遥
2援 与中国传统战略管理思想相结合的研究成果

早在 2500 年前袁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武

就在其代表作中系统阐述了竞争战略的思想遥 1984 年

李世俊等学者撰写了叶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曳一书袁用
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思想来指导企业战略研究遥 此后还

有 2004 年李德义的叶中国古典联盟战略曳尧2006 年张文

儒教授的叶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曳等著作袁都是运用古

代战略思想来指导我国现代的企业战略研究遥
3援 对转型期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的情景嵌入式研究

任何理论的研究都是为一定阶段的社会服务的袁
因此它的研究就脱离不了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遥 中国

企业的发展环境与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异遥 西方

国家的经济体制一般都是市场经济袁 与我们的体制差

距较大袁 因此就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战略原理来

指导我国的生产实践袁而且如果要更快与国际接轨袁中
国企业必须要创新袁有自己的独特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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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经济发展历史袁 是从完全的计划经济转

向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轨的体制袁 从对外开放到加

入 WTO袁从单一所有制向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转变袁这就

使得企业的战略选择不像过去有较长的可保持性袁不
需要考虑竞争互动与合作等事宜遥 现在袁竞争对手的互

动尧先动优势尧多点竞争等都是企业的研究重点遥 除了

企业间的对抗性越来越强外袁 市场环境的变化也不断

加快袁要求企业能对环境变化做出快速反应袁主动适应

变化袁 在战略计划的制定中增加其柔性或者适应性袁
1998 年汪应洛尧李恒尧刘益提出了柔性战略的概念[5]遥

在转型经济的体制背景下袁 中国企业发展环境具

有高度的复杂性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遥 在静态条件下发

展起来的西方战略观点已经无法适用遥 中国企业战略

管理学科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据中国企业在不同情景

下所表现出的需要去引进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的理论和方

法袁去解读这些理论和方法袁去研究在应用这些理论和方

法过程中需要进行的修正和创新[6]遥 徐淑英渊2006冤[7]提到

两种类型的情景化研究的方法院应用型方法渊the appli鄄
cation approach, 即将现有的研究问题尧理论尧测量和研

究方法应用到中国的情境中冤 与创造型方法 渊the cre鄄
ation approach, 即创造中国情境中特定的研究问题尧理
论尧测量和研究方法冤遥 她建议国内学者可以在中国情

境中创造必须通过完全不同的视角才能发现的新的理

论袁即国内学者要做情景嵌入式研究遥
要对环境变化做出快速反应袁环境扫描和机会识

别是导航袁 它为战略决策提供必要及时准确的信息遥
因此袁环境扫描和机会识别成为现代战略管理的研究

重点遥
三尧战略管理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根据战略管理理论的演进规律和最新进展袁 分析

近期国内外发表的战略管理理论论文与学术著作袁除
表现出从系统复杂性理论角度思考战略的制定与实

施尧战略制定要求全体成员的参与尧企业之间的竞争表

现为集群或商圈之间的竞争[8]这三个共同点外袁还表现

出以下几个明显的不同点院
1援 战略将成为未来国内管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遥
上海财经大学王玉教授在 叶国内外管理学研究热

点和发展趋势的比较分析:2001耀2009曳一文中袁以同时

具有学术性和应用性的 7S 结构作为区分管理学研究

领域的标准袁 统计分析了国内外 2001耀2009 年管理学

各研究领域的研究方向和变化趋势袁 并归纳出国内外

管理学各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类型及相关研究方向遥研
究采用的样本来源于国内外 SSCI 收录管理类期刊影响

因子排名较前的五本期刊遥 国内期刊为叶管理世界曳叶中
国工业经济曳叶南开管理评论曳叶经济管理曳叶财贸经济曳曰
国外期刊为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尧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尧Strategy Management Journal尧Long
Range Planning尧Harvard Business Reviews遥 限于篇幅袁
只考察累计出现次数在 20 次以上的关键词袁所有出现

次数在 20 以上的关键词都将在其后具体分析袁此处不

列出这些词及其出现次数的详表遥 对不属于管理学范

畴的关键词袁如国内期刊中的经济增长尧货币政策尧产
业结构尧产业集群和高技术产业等词条袁或是无法与行

为概念平行参考袁或仅代表一种方法(或方式)的关键

词袁如国外期刊中的 open door policy尧developing coun鄄
try尧emerging markets尧brainstorming尧micromanagement尧
compensation 等词条袁给予剔除遥 研究发现袁战略管理尧
人力资源管理尧 组织结构是近年国外管理学的热点研

究领域曰 公司治理和竞争优势是近年国内管理学的热

点研究领域遥 关键词词频的变化趋势反映袁战略将成为

未来国内外管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遥 如图 1 所示遥

2援 学习西方的实证战略管理研究方法袁但矫枉过正遥
管理研究者们对实证方法的理解和运用有了明显

的提升袁从学术期刊刊载论文的类型可以初步看出研究

方法规范性提高带来的影响遥例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金占明等袁采用许德音等对论文类型的定义和分类方

法袁对 2012 年发表在叶管理世界曳叶南开管理评论曳以及

叶管理学报曳上的战略管理类论文进行统计袁将近 10 年

前后的实证类论文所占比例进行了对比统计袁结果如下

图 2遥 可见在近 10 年袁这 3 种期刊上的实证型战略管理

类论文比例均有大幅增长袁都是呈倍数增长遥叶南开管理

评论曳的转变最为彻底袁100%是实证论文曰其它两份杂

志虽然类型多元化袁但实证型论文的数量也已过半遥 许

德音等曾指出的作为高水平研究野标杆冶的实证型论文

比例过低的问题袁到 2012 年应该已经不存在[9]遥

图 1 国内外管理学研究主题的分布

董晓玲 对 20 世纪末中外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特点的比较分析与思考

31窑 窑



No.42017

虽然管理研究者们对实证方法的理解和运用有了

明显的提升袁但是袁这种提升却有过分的特征院淤 不加

辨识地追随西方研究热点袁迅速大量跟进并模仿袁脱离

了中国的管理现实遥 这样既难以产生原创性成果袁又不

能指导我国的管理实践遥 于 热衷于在中国情境下利用

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的管理理论遥 盂 在已有模型中添加

一些并不十分必要的调节或中介变量袁 有时甚至画蛇

添足遥 榆对文献中检验结果不一致的问题进行一些并

不高明的重复验证袁缺乏学术新意[3]遥
3援 国内战略领域的研究比较偏爱于上市公司主

题袁国外战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过程的动态研

究及企业内部基于资源和能力的竞争优势构建方面遥
国内战略领域的研究对价值链方面的研究 9 年中

呈上升趋势遥2003 年以后, 对竞争优势的关注在下降到

一个稳定位置袁2007 年对人力资本的关注出现拐点[10]遥
国内外战略领域受关注度的变化趋势有明显差异遥

国外战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过程的动态研究及

企业内部基于资源和能力的竞争优势构建方面遥 2001耀
2004 年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战略计划尧战略管理和竞争优

势袁2005 年起更多研究侧重于决策制定, 即战略过程的

动态博弈遥 对联盟(企业间的战略性联盟)的研究有逐步

上升的趋势袁对全球化的研究在 2009年是最少的[10]遥

国内外战略领域的研究变化趋势在图 3 中可见一

斑遥 国外战略领域除了在 2006 耀2007 年有微小回落

外, 整体上呈野波动增长型冶, 尤其是在 2007耀2008 年有

大幅上升袁2009 年基本保持稳定遥国内战略领域整体上

呈现野波动衰退型冶袁 2007耀2009 年的下降幅度较大[10]遥
4援 创新被认为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最主要途径遥
目前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

演变袁这也是中国企业实现战略升级的必由之路遥 汪锋

等对新材料产业国家基地的自主创新问题进行了研

究遥 他们认为中国新材料产业经过几十年努力袁具备了

良好的发展基础袁要实现产业的跨越升级袁需要制定新

材料产业技术路线图尧培育新材料产业的系统集成者袁
并建构实现自主价值的新材料产业生产网络遥

野以工业设计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的升级路径冶是
谢洪明等就 OEM 企业战略升级进行探讨的结论遥 温兴

琦等探讨了企业环境创新的主体及企业环境创新的路

径遥 他们认为袁企业环境创新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创新系

统的重要内容袁只有对企业环境进行创新袁企业其他方

面的创新才能发挥更大效果[11]遥
5援 国内战略管理类著作提出了不少新观点遥
周三多等的叶战略管理思想史曳是在总结国内外企

业战略管理研究成果后袁关于野史冶的一次大胆尝试遥 全

书从战略管理流派的演变尧 企业成长与竞争理论的变

革尧企业组织与领导角色的转换尧中外战略思想家的学

术思想 4 个方面袁 较系统地评述了当代企业战略管理

思想发展的历史遥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探索袁借鉴吸收了

哲学尧宗教尧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遥 该

书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实践问题和导向型战略管理整

体框架袁 剖析了战略形成所需关注的持续经营优势构

建尧业务演化路径选择尧竞合互动关系处理三大实践主

题袁研究了战略实施相关的决策尧变革尧激励 3 类支撑

行动[12]遥
金碚等的叶竞争力经济学曳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管理

学理论袁通过对产业成长和企业竞争过程的分析袁构建

了一个解释竞争力的跨学科理论框架袁 对竞争力现象

做了合乎理论逻辑和客观现实的解释遥 作者独具匠心

地提出了竞争力研究的 3 个层次: 竞争力理论经济学尧
竞争力应用经济学和竞争力研究[13]遥引用该书的管理学

论文主题有企业竞争力尧核心竞争力和品牌竞争力等遥
张蕊的叶企业战略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曳考

虑的是企业进入战略经营时代后袁 考核企业经营业绩

图 2 实证型论文在战略管理类论文所占比例

图 3 国内外 2001耀2009 年管理学各研究领域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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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指标体系更新遥 该书把卡普兰战略积分卡的 4
个层面扩展为 5 个层面袁增添了技术创新层面袁以创新

为战略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内核袁 从而体现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遥 引用该书的管理学论文主题有绩效评

价尧平衡计分卡和经济增加值等遥
代吉林等对政府主导型国企集团公司战略成长价

值模式进行了研究遥 他们认为国企绩效提升的关键在

于野资源识别尧资源控制尧资源增值和信托责任冶源 个方

面袁 岭南集团的成长案例较好地检验了战略成长价值

模式袁 说明该模式对于政府主导型国企集团公司具有

一定的可适用性和推广意义[12]遥

袁胜军等从 2011 年公布的叶财富曳500 强尧月砸粤晕阅杂
世界最具价值全球品牌 100 强谈起袁论述了品牌的重要

性袁分析了中国企业品牌战略的现状和面临的困惑遥 最

终袁借用生物进化论的原理构建了中国企业品牌战略选

择过程模型袁并对模型的使用及注意事项作了说明遥
6援 国内外对战略管理研究关注点有一定的差别袁

但基本是殊途同归遥
王玉教授在 叶国内外管理学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的比较分析:2001耀2009曳一文中经过对大量文章关键词

的统计分析袁 对国内外管理学各领域的研究热点做了

总结归纳袁如表 1 所示遥

研究领域 国内研究热点 国外研究热点 国内外研究热点相同点

战略
战略公司类型 (如上市公司尧 跨国公
司)尧竞争优势尧人力资本尧价值链尧竞
争力

基于资源基础观的竞争优势尧战略管理的
动态研究尧决策制定机制的研究尧战略计
划与战略实施尧企业的战略行为渊如联盟尧
并购尧产品开发冤

竞争优势尧跨国公司尧价值链

表 1 国内外管理学研究热点

该文为避免统计的每年关键词出现总次数不一致

的影响袁 以各领域某年出现的次数总和占该年所有领

域出现次数总和的比重作为衡量该领域发展变化的指

标袁沿用王亮亮尧彭晓东渊2007冤的分类[14], 将 2001耀2009
年国内外管理学各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按 野波动增长

型冶野波动衰退型冶野凸对称型冶和野稳定型冶四种类型 1 进

行类型划分遥
通过对各领域内主要关键词引用频率变化的考察,

兼顾对各领域发展趋势类型的判断,将国内外管理学各

研究领域细分方向的发展趋势汇总如表 2 所示遥 需要

说明的是袁 某领域整体发展趋势与其内部某一具体研

究方向的发展轨迹不一定完全吻合[12]遥

类型 国内研究领域细分渊主要关键词冤 国外研究领域细分渊主要关键词冤

波动增长型
价值链尧规制尧资本结构尧服务业尧人力资
源管理尧绩效评价尧知识尧企业社会责任

决策制定尧战略联盟尧学习型组织尧绩效评
估尧项目管理尧组织行为尧权力影响尧知识
管理尧价值观

凸对称型
上市公司尧竞争优势尧竞争力尧独立董事尧
供应链尧治理机制尧中小企业尧企业家尧技
术创新尧知识管理

公司治理尧组织结构尧人力资源管理尧客户
关系尧管理风格尧研究开发尧技术创新尧社
会责任

波动衰退型 企业管理尧治理结构尧国有企业 组织变革尧运营管理尧企业文化

表 2 国内外管理学各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总之袁在对战略管理研究中袁我们一方面要关注西

方经济发达国家的研究热点与先进做法袁 达到取长补

短尧弯道超车的目的袁另一方面更要从本国企业发展的

实际情况出发袁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途径遥

1 野波动增长型冶表示该领域受到持续关注袁发展势头强劲袁是该时期的研究热点遥 野波动衰退型冶表示该领域在前一阶段已被着重研究袁
其发展趋于成熟袁因而逐渐淡出学者视线袁在现阶段不成为研究重点遥野凸对称型冶表示在考察期的一段时间内得到较多关注遥野稳定型冶
表示该领域或者在前一阶段已达到成熟袁发展稳定袁或是还未受到过重视袁关注度一贯如此遥

董晓玲 对 20 世纪末中外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特点的比较分析与思考

33窑 窑



No.42017
揖参考文献铱

[1] 毛武兴袁陈劲袁王毅.动态环境中企业核心技术能力的演化过程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袁2006袁20渊1冤院124-29.
[2] Spekman R E, Forbes T M, Isabella L A, Macavor T C. Alliance management: A view from the past and a look

to the future[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98,35(6):747-72.
[3] 金占明袁段霄袁刘星袁王克稳袁杨颉.管理学研究的理性回归和道德坚守要要要管理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J].

管理学报袁2014 袁7:937-943.
[4] 金占明, 杨鑫.改革开放三十年院中国战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之路[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23渊2冤: 18-35.
[5] 汪应络袁李垣袁刘益. 企业柔性战略跨世纪战略管理研究与实践的前沿[J]. 管理科学学报,1998,1渊1冤院22-25.
[6] 海林袁李铁瑛袁王成.中国企业战略管理行为的情景嵌入式研究[J].管理学报, 2009, 6渊1冤院78-83.
[7] 蓝海林袁徐梅鑫袁欧洁敏.战略管理在中国院发展历程及未来趋势[C].第五届中国管理学年会要要要组织与战略

分会场论文集袁2010.
[8] 雷如桥袁陈继祥.战略管理理论的沿革最新进展及发展趋势[J]援商业研究袁2004袁12院27-28.
[9] 许德音袁周长辉援中国战略管理学研究现状评估[J暂援管理世界袁2004袁5:76耀87.
[10] 王玉袁南洋袁许俊斌.国内外管理学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的比较分析:2001耀2009[J].管理学动态袁2010袁8院

171-177.
[11] 苗莉.管理学百年回顾与展望要要要第 4 届野管理学在中国冶学术研讨会述评[J]援管理学报袁2012袁2院184-195援
[12] 邓三鸿袁严明.对我国管理学研究最有影响的国内学术著作要要要基于 CSSCI 的分析[J] 援管理学报,2010袁5院

666-676.
[13] 陈佳贵.竞争力经济学评介[J].中国工业经济,2003袁8院92-94.
[14] 王亮亮袁彭晓东.国内外管理科学学科发展趋势研究[J].北京院科学学研究,2007袁5院959-962.

Dong Xiaol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inking on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34窑 窑



哈佛大学迈克尔窑桑德尔渊Michael J.Sandel冤教授的

野公正冶课程风靡全球遥 桑德尔教授从哲学尧伦理学角度

追问 野为了挽救若干人的性命而不得不杀死一个人是

否公正冶袁刑法当中的类似困境是义务冲突袁即行为人

同时需要履行两个及以上的义务,而由于履行其中的一

个义务而不能履行另一义务的情况遥 不同于桑德尔教

授袁 本文将追问刑法中的公正要要要从刑法角度如何解

决义务冲突袁行为人怎样做出抉择袁以及做出怎样的抉

择才是刑法中的正当行为遥

一尧解决义务冲突的现有方案及其评价

渝 三个基准还是一个基准钥
目前袁根据不同的参照物袁基本上形成了法定刑基

准尧法益基准和利益基准袁它们被视为三个独立的义务

衡量基准遥 果真如此吗钥
1. 法定刑基准

这种主张以利益衡量的思想为理论根据袁将义务等

级高低的判断寄托于刑法设置的法定刑高低遥 野一般情

况下袁 可以根据不履行义务所构成犯罪的法定刑的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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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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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解决义务冲突应先将刑法中的义务与刑法中的利益严格区别开来袁 义务冲突绝不等同于利益冲

突袁因此不能以衡量利益大小的利益基准来衡量义务等级的高低遥 在刑法规范层面袁应当基于义务基准来衡量义务

和解决义务冲突袁而这有赖于在刑法价值维度对秩序价值优先的坚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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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来判断袁法定刑重的就表明其侵害的权益重要袁相应

的义务价值就高冶[1] 遥
首先袁这完全是一个循环论证遥 法定刑重袁该义务

的等级较高袁而法定刑轻重设置的依据又是什么钥 行为

人不履行较高等级的义务则会被配置较重的法定刑遥
其次袁野对于某些法律义务袁在其未被履行时袁法律往往

只规定要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爷袁而没有规定相应的法

定刑冶[2]遥如此一来袁自然无从比较法定刑的轻重遥再次袁
利益的大小只是设置法定刑轻重的考虑因素之一袁但
不是全部因素袁甚至不是决定性因素遥 利益越重要袁立
法者对损害该法益设置的法定刑也越重袁 这是罪刑均

衡的要求袁然而罪刑均衡只是一种应然袁而非实然遥 有

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袁 大约 77%的罪刑关系符合罪

刑均衡的要求袁 而大约 23%属于罪刑失衡遥 再具体一

点袁野在立法上袁 罪量的轻重变化对刑量的轻重变化只

有大约 28%的解释力袁或者说袁罪量的大小只能解释大

约 28%的刑量轻重冶[3]遥 那么将法定刑轻重作为衡量义

务轻重的基准恐怕是一个注定要落空的美好愿望遥
2. 法益基准

通说认为法益侵害是犯罪的本质袁 所以义务的衡

量应该采用法益排序的方法院当个人利益相冲突时袁生
命法益优于身体法益袁 身体法益优于财产法益曰野个人

利益与全体利益相冲突时袁以全体利益为优越曰全体利

益相冲突时袁以较高之全体利益为优越冶[4]遥 法益衡量基

准最大的优点在于稳定尧普世遥 抽象法益价值的上述排

序可以说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刑法所确认袁 且不会因为

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动遥 然而一旦遇到具体问题袁
就显现出无法掩饰的僵化袁从而导致法益基准的失灵遥
例如当短暂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就能避免价值巨大的财

产损失时袁这样的行为应当允许袁虽然自由法益高于财

产法益曰 医生不能为了挽救危及生命的重症病人而强

行抽取任何一个健康人的血液袁 即使抽象的生命法益

在个人法益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遥
3. 利益基准

野法益衡量不应只就质方面衡量袁 也应顾及其它各

种与法益评价有关之具体状况袁亦即应采用耶利益衡量

说爷的观点袁在具体个案中袁依照法律社会所共同肯定的

价值观袁对陷入冲突法益持有者之具体利益尧行为人所

欲达到之目的及其他各种情况袁从事耶整体性评价爷冶[5]遥
有学者认为冲突义务的等级关系 野取决于受危险法益

的价值 渊Wert dergef hrdeten G俟ter冤渊如生命尧 健康尧财

产冤袁取决于规范对象对于受保护客体担负的法律位置

渊Rechtlieche Stellung冤渊保障人地位或者单纯的救助义

务冤袁取决于危险的远近渊N覿he der Gefahr冤和损害产生

的可能性 渊Wahrscheinlichkeit des Schadeneintritts冤冶[6]遥
也有学者强调义务主体与相关人的关系袁 认为衡量义

务的关键因素野并非只根据与它相关的法益的重要性袁
或者面临的危险的大小袁 而是根据义务人与相关人之

间联系的等级而决定院根据叶刑法典曳第 323c 条的规

定袁特别的保护或者保障义务渊保证人义务噎噎冤显然

比一般的救助义务更重要渊第 323c 条是没有特别保护

义务的人对他人不救助构成的犯罪袁即见危不救罪袁笔
者注冤冶[7]遥 台湾学者曾淑瑜认为袁决定义务位阶的因素

包括院野1.遭受危险的法益价值袁例如生命尧身体尧自由尧
财产等的价值顺位曰2.负担义务者对保护客体所处之法

律地位袁 例如特定保护人之地位或单纯之救助义务曰3.
危险之迫切性袁即危险之远近曰4.发生损害可能性之大

小等冶[8] 遥
4. 结论院只有一个衡量基准

不难看出袁利益基准是对法定刑基准和法益基准

的升华和具体化遥 不仅如此袁由于生命法益优于身体

法益尧身体法益优于财产法益的排序只能适用于个体

法益袁即使能适用于国家法益尧社会法益袁同为生命法

益之间尧同为国家法益间的义务冲突的解决还需放弃

宣示意义大于实践意义的抽象排序袁还原法益背后一

个个鲜活具体的利益来解决袁法益基准的实质就是利

益的衡量遥 法定刑基准则是衡量法益轻重的结果袁而
非衡量法益的标尺遥 因此袁法定刑基准尧法益基准和利

益基准实为以利益为核心的一个基准袁法定刑基准和

法益基准只不过是利益基准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形态

表现而已遥
渔 义务的等级高低是否取决于利益的大小钥
利益基准综合了法定刑基准尧法益基准的内容袁俨

然成为衡量义务的不二标准遥 对比适用于紧急避险领

域的利益基准和适用于义务冲突领域的利益基准袁不
难发现除了其应用的领域有变袁 实质内容无非是法益

价值尧危险紧迫程度尧损害结果三大方面遥 紧急避险本

身就是一个化解利益之间冲突的概念袁 适用利益基准

天经地义袁但野义务之间的冲突冶显然不等同于野利益之

间的冲突冶袁野义务高低冶放在了野利益大小冶的秤上衡

量袁能使用相同的计量体系吗钥 换言之袁义务与利益究

竟有无根本界分钥 义务履行与利益实现是同义语吗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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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义务的含义

对义务的界定往往附随在对权利的理解过程中袁
不仅伦理学家如此袁法学家也如此遥 伦理学者通常认为

义务与权利是相对应的袁野有用尧 有效地通过人与人之

间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并满足人的需要袁即为耶权利爷袁通
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而适应并增进人的需要袁即
为耶义务爷冶 [9]遥 法学界在定义和解释权利的过程中袁对
义务形成了如下几种观点院淤 资格说袁权利意味着野可
以冶袁义务意味着野不可以冶遥于 主张说袁义务就是被主张

的对象或内容遥盂 自由说袁义务意味着主体的意志不自

由和行为不自由曰榆 利益说袁权利是法律所承认和保障

的利益袁义务则是负担或不利遥 虞 法力说袁义务是对法

律的服从袁 或为保障权利主体的利益而对一定法律结

果所应承受的影响遥愚 可能说袁义务是由法律所决定的

和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的一定行为的必要性遥 舆 规范

说袁 认为义务是为了满足权利人的权利需要而做出必

要行为的尺度遥余 选择说袁认为权利是行为的选择和是

否免除义务人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的选择袁 义务主体则

没有选择的自由 [10] 遥
撇开学科的不同袁上述对义务的认识传递出两个信

息袁第一个是义务与权利相关袁第二个是义务意味着必

须尧应当遥 前者与本文无关袁我们重点关注后者遥 野应当冶
有 4 种用法院淤 要求行为人未来做出某一行为曰于 对

人的已经做出的行为进行评价的应当曰 盂 表达对事物

的某种状态的希望意义上的应当曰榆 对事物尧或事物的

状态进行推测意义上的应当 [11]遥 只有第一种野应当冶等
同于义务袁它又可以分为两类院第一类是主体自我提出

行为要求的应当袁 这主要属于个人伦理意义上的自我

要求袁是伦理学领域探讨的课题曰第二类是外界社会成

员或社会群体对个人主体提出行为要求的应当袁 是社

会其他成员对一定的主体做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的要

求袁这才是法学领域研究的义务[12]遥义务的社会性袁即社

会成员对某一主体的行为要求这一点非常重要袁 它将

日常生活中的微小义务尧 两个或多个主体间不具有社

会效用的相互的行为要求排除在外遥
2. 义务与利益尧义务履行与利益实现的关系

义务与利益不同袁义务意味着负担袁承担义务就是

承担不利袁而利益往往意味着获得遥 义务关系与利益关

系也不同遥义务具有不可放弃性尧不可违背性袁因义务主

体履行义务而得到保护的利益的实现可以说具有必然

性曰没有义务保护的利益关系非常脆弱袁利益的实现具

有或然性尧任意性遥以紧急避险和义务冲突为例袁避险人

对实施避险行为有很大的选择余地袁从而依赖避险行为

保护的利益袁不论国家尧公共利益甚至是避险人自己的

利益袁都有随时被放弃的可能性曰义务冲突当中的义务

主体对任一义务关系中的义务履行没有任何借口推脱遥
只要义务履行者和履行义务的承受者间的义务关系存

在袁履行义务的承受者就始终有理由期待义务主体履行

义务袁因为义务主体无法不受到义务对其行为选择上的

限制遥 面对同时需要得到救助的两个落水小孩袁他们的

父亲即使最终只救助了一个小孩袁想必也没人否认他和

另一个孩子之间的救助义务自始存在遥
综上袁义务具有保证利益实现的强制色彩袁义务

履行带来利益的实现袁利益的实现却不意味着义务的

履行遥
3. 利益大小不能决定义务轻重

正因为利益不是义务的题中应有之义袁 利益的价

值尧利益的紧迫性尧利益的可弥补性等不能够作为衡量

冲突义务等级高低的内容遥 如果坚持利益的衡量基准袁
至少有两方面的弊端院一方面是架空义务冲突概念袁因
为将义务的冲突归结为利益的冲突袁 义务的内容就被

抽干袁成为一个空洞无物尧毫无意义的影子概念袁最终

形成既强调义务冲突不同于利益冲突袁 又用利益冲突

暗渡陈仓的奇怪现象曰另一方面是掩盖尧忽视了义务主

体之所以承担义务的根据遥 义务主体履行义务虽然客

观上使得他人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袁 然而这并不是他

行动的出发点遥 义务主体承担义务的表面根据是行为

规则中的义务规定袁 实质根据则是来自社会生活的共

同评价和义务人自己的承诺遥
因此袁冲突义务的衡量基准必须以野应当冶为出发

点袁否则义务冲突就失去了独立于利益冲突的意义遥
二尧设定解决义务冲突的义务基准

明确了解决义务冲突要以义务尧 而不是利益的衡

量为判断基准袁接下来就要考虑义务的轻重如何计算遥
渝 以义务主体为依据可行吗钥
有学者提出野对与法律义务相适应的身分渊本文对

野身分冶与野身份冶不予以区分袁笔者注冤进行排序以解决

法律义务之间的冲突冶[13]袁 该观点在反对利益基准方面

值得肯定遥 存在的不足有两个院一个是过于粗疏袁对一

般身份之间尧特殊身份之间的义务冲突没有深入探讨曰
一个是过于抽象袁 以财产利益为内容的一般身份和特

殊身份发生冲突时袁 财产利益较小的特殊身份一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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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财产利益较大的一般身份吗钥不一定遥适用该观点解

决刑法中的义务冲突还会产生概念混乱的问题遥 由于

刑法中的身份具有特定意义袁 刑法把要求具有特定身

份的人才能构成的犯罪称为纯正身份犯袁 把具有特定

身份作为刑罚加减根据的犯罪称为不纯正身份犯袁因
此在刑法中一般身份意味着没有身份袁 而特殊身份包

括身份犯的身份却又不仅限于此遥
渔 义务基准的核心是义务规则

至此袁 义务冲突的解决之道还是要从义务自身着

手遥 义务的核心含义是野应当冶袁由野应当冶+野行为冶构成遥
对义务排序袁如果抽象的在应当与应当之间比较袁正确

的行为和正确的行为之间比较袁 就会走上康德的将义

务绝对形式化之路遥 但如果把义务野置换冶为义务规则袁
在义务规则的平台上对义务保护的利益以及除利益外

塑造义务的因素进行比较则是具体可行的遥
义务规则本身不是义务袁是关于义务的内容尧义务

成立的条件的规定袁其构成要素是野条件冶渊主体范围尧
时间尧地点尧事件尧状态条件等冤+野应当冶+野行为冶遥 任何

义务如果不补充野条件冶袁只是一堆抽象尧静止尧观念上

的想象行为要求袁义务规则能使野想象冶成为野现实冶袁把
某种抽象的行为模式落实为具体尧现实的行为遥 没有不

附任何条件的义务袁 即使那些刑法上最常见的绝对义

务袁如不得杀人的义务袁也只是相对于其他义务来说拥

有最广泛的义务主体袁 对义务履行条件的要求最少而

已遥 在极端情形袁这些绝对义务也会面临着冲突袁此时

同样需要拎出被省略的条件来解决冲突遥 义务排序实

则是对义务规则各个要素袁 主要是条件和行为要素的

比较遥
刑法中所有的义务冲突都已经限定了主体和时

间袁即相同主体尧相同时间袁绝大多数冲突义务的行为

内容也相同袁据此义务的排序可分为两种情况来讨论院
淤 主体相同尧时间相同尧行为内容相同时袁义务主体与

履行义务的承受者距离渊空间距离冤越近尧履行义务的

承受者的利益实现越依赖义务主体尧 履行义务的承受

者遭受侵害的机率越大尧 义务履行遭受的阻碍越小等

等袁简言之义务实际履行的机率越大袁该义务排序越靠

前遥 义务实际履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袁 不可能一一列

举袁只要涉及义务主体尧义务履行的承受者尧二者的互

动状态尧义务履行的客观环境的因素袁就是义务实际履

行要考虑的因素袁就都在衡量范围内遥 于 主体相同尧时
间相同尧行为内容不相同时又分两种情形院第一种是一

方义务的履行将满足义务承受者对生命尧身体尧自由等

人身利益的要求袁 另一方义务是非人身利益的满足遥
野生命尧身体完整性尧自由和名誉被看做是和财产利益

相比更高一层的利益遥 因为这些利益不仅包含了财产

利益还包含一些因依附于个人的特征而无法用客观标

准加以衡量的其他价值冶[14]袁 因此满足人身利益的义务

优先于非满足人身利益的义务遥 第二种是双方义务的

履行都是满足非人身利益的情形遥 如果双方都是绝对

义务或相对义务袁 则按照行为内容相同的排序原则比

较优先性曰如果一方是绝对义务袁另一方是相对义务袁
则绝对义务的履行优先于相对义务的履行遥

总之袁冲突义务的衡量原则以义务为衡量单位袁通
过义务规则的条件要素和行为要素为义务排序遥 衡量

原则只是对义务冲突的原则性解决袁 现实解决还要依

靠义务主体对原则的执行袁 执行结果才是刑法给予评

价的对象遥
隅 义务冲突困境中选择的刑法命运

义务主体在义务冲突困境中有选择部分义务履行

渊野部分冶指冲突义务中的一个或一些义务袁而非履行某

义务不完整冤和不选择任何义务两种情况袁每种情况的

刑法命运各不相同遥
1. 阻却违法的选择

按照义务衡量的原则袁 冲突义务之间有等级高低

之分袁 面临义务冲突困境的行为人选择履行了等级高

的义务袁这一选择不具有刑法上的违法性袁是一种正当

行为遥 阻却违法的义务冲突包括实际履行概率大的义

务和履行了绝对义务的两种情形遥
2. 免除责任的选择

这一结果包括三种情形院第一袁如果冲突义务双方

经过衡量原则的检验袁最终处于同一等级袁或者无论如

何都不能确定冲突义务双方的等级袁 行为人任意履行

了其中一方义务的选择不阻却违法袁 但阻却责任遥 第

二袁冲突义务有等级高低之分袁行为人最终履行的却是

低位阶义务袁无论行为人有意为之尧无心之过还是不得

不如此选择袁这种结果都构成义务的违反袁自然无法阻

却违法性遥 只是鉴于义务冲突的前提袁即使履行低位阶

义务也不具备可谴责性遥 第三袁相冲突的义务中袁单方

义务涉及生命等人身利益袁 履行了不是涉及生命等人

身利益的义务遥
3. 构成犯罪的选择

义务冲突困境中的义务主体有可能在无论如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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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履行全部义务时袁 对依赖于他的义务履行承受者

一视同仁袁不履行任何一方义务遥 对此袁存在主义者认

为不做出任何履行义务的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遥 的确袁行
为人的这种态度表明了他的选择袁 可惜这一选择是最

糟糕的选择袁构成犯罪的选择遥 如何区分不做选择导致

义务不履行和做出选择却还有不履行的义务呢钥 很简

单袁只要义务主体选择履行义务袁就有客观上实际履行

义务的行为袁不然根本谈不上刑法评价遥 都有未曾履行

的义务袁义务主体却有犯罪和不犯罪的天壤之别袁原因

在于一个不做任何尝试就完全放弃了自己背负的义

务袁从而既不是法秩序认为正当的行为袁也不具有可容

社会宽恕的理由袁 另一个却已尽了最大努力去履行自

己的义务遥
如果在我国野四要件冶犯罪论体系中对上述几种选

择做评价的话袁只有野阻却违法的选择冶可能被无罪开

释遥 之所以是野可能冶而不是野一定冶被无罪开释袁因现行

以社会危害性为核心的野四要件冶犯罪构成能否降低对

义务主体的期待袁 从而使其有机会像紧急避险当中的

利益主体一样出罪尚存疑问遥
三尧义务冲突的终极体现与解决

义务冲突困境中行为人应该如何选择袁 行为人实

际做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袁 显然是从规范角度寻找

义务冲突的解决之道遥 其实人的一切选择都是出于对

某种价值的追求袁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义务冲突的本质是

价值冲突袁 义务冲突的衡量就是在不同的刑法价值或

同一刑法价值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取舍遥
渝 利益基准与义务基准的价值观分歧

利益基准和义务基准的对立体现在同等级义务冲

突的情形遥 按照利益基准袁行为人在等级相同的义务当

中任意选择一个义务就能阻却违法袁 因为这种情况下

重要的不是履行了或者没有履行哪一个义务袁 而是一

个义务都没有履行遥 而义务基准认为袁在冲突义务的等

级相同时袁 义务主体的选择只能降低其主观上的可谴

责性从而减轻乃至免除责任遥 问题在于袁当等级不能确

定的义务尧等级相同的义务发生冲突袁没有被履行的义

务是否能像某种利益一样袁就此一笔勾销不再存在钥 如

果义务对义务承担者和履行义务的承受者的意义袁和
利益对于利益获得者尧利益丧失者的意义一样袁义务的

存在有什么必要呢钥 利益基准说过多关注了国家在义

务冲突困境下的感受袁 却忽略了义务冲突困境涉及的

每一个人的感情遥 反观义务基准袁它站在保护义务关系

双方相互信赖的角度袁 认为即使义务等级相同或无法

确定袁 义务主体也不会获得违背其中任何一个义务的

特许要要要义务仍然需要履行遥 因冲突义务的等级相同

而未能履行义务改变不了义务主体放弃了不能放弃的

义务这一事实袁 也无法消除义务主体在义务关系存续

期间辜负了来自义务承受者期待的事实遥
义务基准看似不懂变通尧 甚至有些教条的认识恰

恰体现了其与利益基准的不同价值观院 义务基准维护

人们对义务尧对刑法规范的信仰和坚持袁利益基准则保

护人们在利益或法益面前的权变袁 具有强烈的功利主

义色彩遥
渔 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的冲突及解决

刑法如果采取利益基准的立场袁将着重满足个人

的诉求袁强调个人自由曰如果着眼于义务基准袁则着重

照顾社会需要袁重视社会秩序遥 因此袁在价值维度袁义
务冲突的衡量与解决依赖于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的

关系遥
1. 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的冲突

通常认为袁 自由与秩序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遥
自由与秩序的统一源于各自内在需求的统一性袁野人
们出于种种原因袁通常都乐意使他们的自由受到某些

对社会有益的控制遥 它们愿意接受约束袁这同要求行

动自由的欲望一样都是自然的袁前者源于人性的社会

倾向袁而后者则根植于人格自我肯定的一面冶[15]遥 自由

与秩序的分立根源于个人与社会的区分袁个人只有在

社会中才成为真正的人袁没有个人的存在就不会有社

会的存在袁自由和秩序的关系也一样遥 自由只能是带

着镣铐跳舞袁没有社会秩序的限制袁个人自由难以保

证曰秩序只能是变动中的平衡袁没有个人自由的向往袁
社会秩序死水一潭遥

在刑法这样一种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中袁 自由和

秩序更多体现为二者的碰撞尧对立遥 当自由与秩序发生

冲突时袁强调自由高于秩序者有之袁强调秩序高于自由

者也有之袁它们永远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两难问题袁而不

是有你无我的敌对问题遥 刑法过多地关注自由需求袁势
必会弱化对秩序的需求曰刑法过多地关注秩序需求袁势
必会弱化对自由的需求遥 这一点在义务冲突困境中更

加凸显遥
2. 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冲突的解决

价值冲突的解决是野法的最为困难的问题冶袁甚至

野不要指望任何人能够根据客观性和规律性这样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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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来回答法的终极问题冶[16]遥 目前对于解决价值冲突有

如下观点院淤 利害原则遥 这一原则有 3 层含义袁一是利

与利相冲突时取较大的利曰 二是害与害相冲突时取较

小的害曰三是利与害相冲突时取利舍害遥 于 苦乐原则袁
即避苦求乐的功利主义原则遥盂 法的价值等级体系论遥
该观点期望高度量化尧精确化各种价值的大小袁从而建

立起固定的价值等级体系遥榆 法律秩序位阶结构说遥该
观点把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看作价值判断体系袁认为所

有的法律规范并非处于同一位阶袁在出现价值评价矛盾

时袁上位阶的法优于下位阶的法[17]遥 虞 法的价值中心

论遥主张在所有价值当中确定一个价值为中心遥愚 综合

测评论遥 主要内容是院野拒绝纯粹抽象地谈论法的价值

的优先选择袁 强调价值的取舍和位列应根据具体的价

值冲突状况及其相关因素来确定曰 拒绝绝对具体地衡

量尧评判法的价值问题袁强调具体与抽象尧现实与未来尧
目前与长远的有机结合曰拒绝用单一的野利害冶标准或

野苦乐冶标准进行价值计算袁也拒绝根据某种中心来决

定价值取舍或位列袁主张从实在与理性尧具体与抽象尧
现实与未来尧个别与一般的结合出发袁进行全面估价袁
再作出价值决策冶[18]遥

利害原则和苦乐原则都体现出功利主义袁 具有简

单尧机械的缺陷曰法的价值等级体系论企图抽象的量度

法的价值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袁 因为脱离具体情

况去量化价值大小根本不可能曰 法律秩序位阶结构仅

适用于不同等级的法律规范袁 对于相同等级法律规范

不适用曰从不同角度观察得出的中心价值都会不同袁因

此确立一个不变的中心价值没有任何意义曰 综合测评

论的最大优点是将法律价值冲突置于具体情况袁 从实

际出发提出解决价值冲突的原则遥 当然所谓联系实际

也是相对于那些抽象地谈论法律价值大小而言袁 个案

究竟怎样要由价值主体去实现遥
3. 结论

在义务冲突这一具体问题上袁 刑法在秩序和自由

两个基本价值之间袁应以秩序价值为主遥 理由如下院第
一袁刑法如果不首先保护秩序袁自身就失去了安身立命

的条件袁又如何能保护公民的自由钥 刑法作为补充法袁
作为法律控制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袁 不把秩序价值作

为首要考虑袁如何能保护整体法秩序的安全钥 何况秩序

价值优先并不是抛弃自由价值袁在文明社会袁不保护自

由的秩序是不可能长久的遥 第二袁义务基准更契合秩序

价值而不是自由价值遥 利益基准以利益为基础袁对秩序

的保护有一个从量到质的过程曰 义务基准仅看义务有

没有被履行袁刑法规范有没有被违反袁不存在履行部分

义务也保护了社会秩序之说袁对秩序的保护更彻底遥 这

一点从分析两种基准价值观的分歧当中可以得到验

证遥 第三袁有一种观点认为袁义务冲突意味着法秩序已

经无法对义务主体发出命令或禁止的指示袁 任何选择

都应被社会所接受遥 只有秩序价值优先袁才能消灭该观

点的生存空间袁 否则医生为挽救一个轻微病人而杀死

另一个重症患者的行为竟然在刑法视线之外遥 只有秩

序价值优先袁才能适用本文提倡的义务基准袁认定医生

的行为违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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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源于保险合同袁 是由于机会主义行为而

带来更大风险的情形遥
在体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道德风险是从事体育活

动的相关社会群体为了获得自己最大利益袁 不惜违反

各种制度和规范袁 以牺牲他人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

为代价的行为表现[1]遥 探究体育道德风险的成因袁可以

从外在层面要要要商业化尧制度缺失等外在因素袁内在层

面要要要人和体育自身特性袁 根本层面要要要体育道德形

成的过程三个层面去理解与分析遥
一尧外在层面

体育道德风险是体育的内在属性袁 体育运动兴起

伴随出现了体育道德风险袁 但初期体育道德风险现象

并不严重遥 近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以来袁体育领域逐渐

进行了职业化尧商业化改革袁同时也伴随出现了功利主

揖摘 要铱 体育道德风险是当今体育领域高发现象袁对体育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袁学界对体育道德风险的

成因也是众说纷纭袁莫衷一是遥 本文从外在层面渊商业化尧制度缺失等外在因素冤尧内在层面渊人和体育自身特性冤尧根
本层面渊体育道德形成的过程冤三个层面阐释道德产生的机理和演化路径袁分析体育道德内在的发展逻辑袁寻找体

育道德风险发生的根本原因遥
揖关键词铱 体育曰 道德风险曰 成因

Abstract: The moral hazard in sports is a frequent phenomenon in sports, resulting in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develop鄄
ment of sports. The causes of moral hazard in sports also are divergent in academia. This paper analyzes from the exter鄄
nal causes, internal causes and the fundamental causes and explain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sports moral, attempting to
find out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moral hazard in sports.
Key Words: sports曰 moral hazard曰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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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袁体育道德风险问题愈发严重袁成为体育领域的一大

顽疾遥 关于体育道德风险成因的研究袁前人多从外部因

素去研究道德风险的成因遥 笔者认为袁尽管这些成因不

是体育道德风险形成的根本原因袁 但外部因素在一定

程度上加剧道德风险的程度或加速了道德风险形成的

速度袁亦值得研究遥 归结起来袁有这样几点遥
渝 社会整体道德风险影响体育道德风险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袁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袁社会分工

愈加精细袁 传统社会的小作坊已经不适应大机器生产

时代的要求遥 伴随着电气化时代的到来袁传统的道德观

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遥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袁社会经济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遥 但同时袁
也出现了社会伦理水平下降尧 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降

等现象遥 体育系统作为整个社会的子系统袁必然受到社

会其他领域的巨大冲击袁在这种情况下袁体育道德风险

日益加剧袁严重冲击了固有的体育伦理袁加速了体育道

德风险的发展遥
渔 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1980 年袁萨马兰奇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袁他果断指

出 野商业化是使体育运动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强有

力的因素遥 冶 奥林匹克的巨大潜力开始被充分释放出

来袁奥运营销舞台从此异彩纷呈遥 洛杉矶奥运会举行的

1984 年成为奥运营销史上标志性的一年袁 美国商人彼

得窑尤伯罗斯得到奥运营销授权后袁将萨马兰奇的理念

淋漓尽致地付诸了实践袁 由此开启了体育商业化轰轰

烈烈的大幕遥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袁许多单项竞技体育比

赛都加速了体育商业化和体育职业化的进程袁 组建职

业联赛袁 引入赞助商和冠名商袁 体育产业体量迅速扩

大遥 职业化尧商业化体育扩大了体育领域的规模和影响

力袁 让体育产生更大的生产价值袁 也让更多人接受体

育尧参与体育袁这无疑是对体育自身袁对整个社会都是

利好的事情遥但同时经济利益对体育是一把双刃剑遥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袁金钱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突出袁刺激

人们对物质条件追求的欲望袁 引发拜金主义和利己主

义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袁资源的配置袁包括运动员这种

特殊的人才资源通过市场去调节袁 体育道德价值要经

受市场的检验遥 崇尚金钱尧崇尚自我尧追求高额报酬和

一己私利在一些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的人生观中占主

导地位袁导致私欲膨胀袁一些违反体育道德的现象不断

涌现袁体育道德风险日益凸显遥 商人的逐利本性逐渐显

露袁 迁就商业利益而不尊重体育运动规律的事情时有

发生袁例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袁大量游泳比赛和体操

比赛被安排在并不是最佳比赛时间的上午进行袁 原因

是因为作为 2008 年奥运会北美地区的独家电视转播

商要要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渊NBC冤认为北京与美国有 10
多个小时的时差袁 北京时间早上正是美国人下班后的

休闲时间袁比赛放在北京时间上午有利于提高 NBC 在

北美的收视率遥
隅 制度建设落后袁立法不完善袁监管缺失

制度建设的滞后也是体育道德风险加剧的一个重

要原因遥 制度建设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起着基础

性和根本性的作用遥 我国长期实行人治而非法治袁法制

观念淡薄袁法律法规制定滞后遥 同时长期人治也导致了

过分依赖于思想教育袁认为只要做好人们的思想工作袁
提高体育工作者自身的道德修养袁 就可以使人们具有

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道德行为遥 实际上袁思想道德

教育固然重要袁 但是袁 若没有科学完备的各种竞技规

则袁没有对于违规者严厉而公平的制度化惩罚袁人们的

道德心理防线远不足以抵挡商业化过程中巨大的利益

诱惑遥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袁所谓法无禁止即可行遥 体

育市场发展迅速袁 立法和制度建设滞后于市场经济的

发展袁 这就造成了体育领域有大量介于道德与法律之

间的灰色地带袁加之执法不严袁就造成了道德风险活动

的猖獗袁体育道德风险频出遥
二尧内在层面

体育道德风险的外在层面解释了近代体育兴起以

来袁体育道德风险日趋严重的外在原因袁但这种归结方

案过多地将体育道德风险问题归结为制度化等外在因

素所导致的影响袁 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体育自

身的特殊性遥
体育道德风险的外在层面只是决定了体育道德风

险的高低袁并不是体育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遥 道德风险

源于人的自利本性袁要探究道德风险产生的内在原因袁
我们还是要从道德风险根本之人的自身找原因遥

渝 理性人的假设和机会主义动机

西方经济学关于人类经济行为所做的基本假定是

理性人假设遥 亚当窑斯密在叶国民财富的性质及来源曳中
提出袁理性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袁其理性

行为目标都是自身利益最大化遥 由于理性人追求个人

利益最大化袁极易形成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遥 社

会上将频繁出现各种不道德行为比如损人利己[2]遥 机会

主义动机袁 是指有关经济主体在非均衡市场运行中使

陈 理袁等 体育道德风险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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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内化袁同时使成本和费用外化袁逃避经济责任袁为
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3]遥

渔 体育活动中利益主体的不一致

体育的利益格局是体育发展过程中社会的政治尧
文化尧 经济等资源在从事体育的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和

配置的方式与状态遥 资源配置的方式与状态的变化袁形
成了从事体育成员之间的利益分化袁 并最终导致不同

的体育利益主体出现[4]遥
当前我国的体育利益主体包括国家体育总局或单

项运动协会渊中心冤尧职业体育俱乐部尧运动员尧教练员尧
裁判员尧观众尧赞助商尧大众传媒和赛事服务人员等[5]遥
他们之间的利益诉求往往是不一致的袁 国家体育总局

或单项运动协会渊中心冤是体育赛事尧活动等的管理者袁
利益诉求多为政治利益袁 目的是营造良好的体育发展

环境遥 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利益诉求为保持俱乐部在竞

技体育比赛的成绩遥 赞助商除了获取体育产业利益外袁
还希求通过比赛平台来增加品牌曝光度袁 提升品牌价

值遥 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利益诉求为提升运动员的竞技

水平袁提高运动成绩遥 裁判员对比赛具有比赛的野终审

权冶袁利益诉求是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遥 新闻媒体则主

要通过赛事报道来提升观众对媒体的关注度袁 增强赛

事的社会影响及商业价值遥 观众的利益诉求是通过媒

体报道或现场观赛来满足休闲尧娱乐尧观赏的需求遥
隅 体育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

一部分行为主体拥有另一部分行为主体不拥有

的信息袁我们称其为非对称信息遥 体育参与各方在法

律地位上是平等的袁但这并不意味着袁他们在占有信

息方面是平等的遥 第三方如果验证的话需要消耗大量

的精力尧物力和财力袁在经济上是不值当的袁甚至第三

方根本无法验证这些信息遥 这样占有信息优势的一

方袁往往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袁去做损害其他参与

方利益的事情[2]遥
予 体育活动中的不确定性

人是可能的存在物袁虽然人的行为及其发展方向袁
总体上可以做出一种趋势上的判断并总结其规律袁但
这仅是一种概率性上的判断遥 除了极其简单尧逻辑极其

清晰的事物以外袁很难做出与原假设完全相同尧毫无差

别的判断遥 这不仅是因为人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极其复

杂的协作社会袁 社会的每个因素都会影响到事件后续

的进展袁还因为人的存在是一个主观能动的过程袁人总

是会根据不断变化的存在环境袁 不断修正自己做出既

定的选择[6]遥
技能主导表现难美类尧 技能主导对抗类比赛项目

的特殊性袁 决定了其运动成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裁判

员的道德与业务水平[7]遥 因此袁政府在培养运动项目裁

判时袁 既需重视其裁判技术水平袁 亦要重视其人格品

质遥 虽然体育史上有很多兢兢业业袁恪尽职守的优秀裁

判袁 但实际上并不是每个裁判都能公平公正客观地给

出评判结果遥 若将体育竞赛的评判袁完全寄希望于某一

具体的人而不是依靠客观的制度体制袁 那就具有极大

的体育道德风险遥 此外袁体育道德不仅仅是一种理性认

识袁更是一种理性的实践袁体育道德认识和现实行为之

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袁有此知未必践此行袁这也就是明

朝著名哲学家王阳明提出野知行合一冶的原因遥
娱 体育道德风险产生的内在成因

参与体育运动的各方本质上都是以追求盈利最大

化为目的的野经济人冶袁其经济行为是理性的袁并在各种

约束的限制下袁追求目标的最大化遥 因野经济人冶的有限

理性袁行为中广泛地存在不确定性尧信息不完全性袁机
会主义倾向就有了更多的实施空间遥 机会主义倾向可

能诱导人不仅不一定遵守契约袁而且即使守约袁也可能

使合同执行按照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袁 这便诱发道德

风险遥
三尧根本层面

内在层面的理性人的假设和机会主义动机尧 利益

主体不一致尧信息不对称尧不确定的存在解释了体育道

德风险的成因遥 但体育道德风险终究是一种道德行为袁
若在体育道德行为研究过程中忽略了道德形成过程中

情感经验的积累袁 使道德概念僵化为外在的制度约束

力则是舍本逐末的遥 要从根本上探寻道德风险的成因袁
就要从哲学范畴探求道德产生的机制袁 理清道德的内

涵尧体育道德内在的发展逻辑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育

道德风险的问题遥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阿道希尔窑霍耐

特的承认理论就从爱尧 法律和团结角度解释了道德产

生的过程袁从根本上阐释道体育德风险的成因遥
渝 体育与道德

道德是体育内生属性之一袁 竞技体育规则化即是

体育道德属性的外在表现之一袁 无法想象没有规则的

体育是何等的可怕袁就如同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一样袁
必将一片混乱遥 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参与体育运动袁即
是对体育道德本身的承认袁 这种内生性的承认既是对

体育的认可袁也是对体育道德约束的认可与尊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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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人与社会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集合袁 社会正是在人与人之

间的相互认可与交流过程中不断发展和进步遥 社会个

体间互动与交往中的承认袁 既是对人之个体存在性的

认可袁 也是人与人之间乃至于整个社会环境在价值观

念层面的一种沟通与契合袁 是对一种价值共同体的追

求与构建遥 这种价值体在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过程中袁更
多地呈现出一种规范性尧秩序化的社会运行规律袁这便

是社会道德规范性的本质[8]遥
隅 体育道德形成的路径

霍耐特的野爱冶野法律冶野团结冶承认理论阐释了体育

道德形成的路径袁 也给体育道德风险产生提供了哲学

社会学的解释遥 野爱冶是指人在与最亲近的人交往过程

中相互承认进而逐步积累起来的情感经验袁 人之主体

通过他人的承认而逐渐形成自我的承认袁 由此形成社

会交往中最根本的自信袁 并将在个体交往过程中的情

感经验升华为情感道德袁这既是社会道德的雏形袁也是

社会道德在具体的个体之间的微观体现遥 体育诞生于

远古时期之追逐尧竞赛袁个体之间由野爱冶而形成体育竞

赛中最根本的体育道德袁 即是体育最本源的公平公正

公开的竞争原则遥
个体之间的情感道德扩展到全社会袁 成为社会关

系构建的基础遥 个体情感的道德在顺应社会发展的规

约需求袁形成了普世的社会道德袁以野法律冶为核心的社

会制度便为这种道德需求提供了界定与规范的依据遥
这种社会规范对于个人来讲不仅仅是强迫性的要求顺

应与服从袁更重要的是对个人社会权利的保护遥 这种社

会权利使个人价值在社会交往中得以体现袁是野爱冶之
个人相互承认的实现遥 体育之中的野法律冶是以竞赛规

则为主的体育法律法规体系袁 为公平公正公开的体育

道德原则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遥
野爱冶之个体承认在上升为体育道德之后袁便逐渐

生成了社会所共有的道德价值遥 这种价值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具有地域特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袁 将持有相同

道德价值的个体更加紧密联合在一起袁这便是野团结冶袁
这种团结不仅是对既有团体之个体权利的保护袁 更是

让持有同样道德价值观的个人产生道德认同感和群体

归属感袁从而加入这个社会集体遥 体育道德背后的文化

价值正体现于此袁对体育的认同即是对体育道德尧体育

文化的认同遥 而体育道德尧体育文化则可将更多的社会

个体裹挟进来袁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认同遥 诸如袁奥林

匹克精神就是如此一步步形成的遥
予 体育道德风险的发生机制

正如矛盾的正反两面袁既然有对体育道德情感的承

认袁必然就有对体育道德情感的不承认曰既然有对体育道

德价值的认同袁必然有对体育道德价值的不认同遥而体育

道德风险之所以发生袁即是社会个体对于已经形成的体

育道德价值观念的不认可袁对既有体育组织群体归属感

的缺失袁其根本是个体自身拒绝加入体育群体组织袁这便

是阿道希尔窑霍耐特承认理论中的野蔑视冶遥这种野蔑视冶体
验是对人的社会情感的不承认袁社会价值的不认同遥

人是可能的存在物袁 无法用既有的经验去判断体

育活动中个体对于体育道德情感的承认和体育道德价

值判断取向袁便引发了体育道德风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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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的考试制度已有悠久的历史遥 作为了解学生

学习情况和学校培养水平的一种重要途径袁 考试制度

伴随着教育制度不断发展袁为学校尧企事业单位等选拔

人才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遥 考试的形式多种多样袁

常见的有笔试尧面试尧考查遥 在高等教育中袁考试作为教

学工作的重要环节袁是评价人才培养状况的重要手段遥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袁 大学现行考试制度形式多

样化袁但是笔试仍然是评价学生所学知识的主要手段遥
考试作弊[1]的歪风邪气在一些学校也变得普遍袁败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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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学风袁助长了大学生错误的考试观念袁考试竞争

使学生的价值观念发生错位袁 许多大学生产生了投机

取巧心理遥 这样既不能准确地评价学习情况与教学效

果袁又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原则袁就这个问题一些文章讨

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2]遥
为了更好地避免学生在考试中作弊袁 有的高校在

一个考场中采用两套难度相当的试卷袁即 A尧B 卷袁然后

采用野梅花交叉冶的方式发放试卷遥 对在同一教室里同

时进行两门及以上课程的考试时袁 做到前后左右不同

考卷尧不同课程交叉间隔遥 本文只讨论试卷发放实行两

种试卷类型渊A尧B 卷冤野梅花交叉冶间隔的情形[3]遥 对于考

生人数相等的两个考场袁如果考生座位布局不一样袁那
么 A尧B 卷的份数也可能不一样遥一般情况下袁一个考场

中总考生人数是已知的遥那么袁如何得到 A尧B 卷准确的

份数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袁同时对印制 A尧B 卷的份

数与座位的安排具有指导意义遥 事实上袁可以从数学的

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4]袁 只要根据座位安排的特

点袁就可以求出 A尧B 卷准确的份数遥
2 模型的假设与约定

2.1 模型假设

优 一个教室作为一个考场袁 教室的座位是逐行且

逐列对齐的袁其中行和列互相垂直遥
悠 考生的座位之间没有空行渊列冤遥事实上袁考生的

座位一般是隔若干行渊列冤进行安排的袁但不影响得到

的结果遥
忧 考生不一定坐满教室的所有行渊列冤座位袁每一

行渊列冤中考生数量就是需要分发试卷的份数遥
尤 考场中只采用 2 种试卷类型袁即 A尧B 卷遥 每个

考生的试卷类型与前后左右的考生都不一样遥
2.2 约定

定义 1 如果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袁 在一行中考生

没有空缺袁就称这一行是连续的袁否则称为间断的曰对
于列有同样定义遥

图形 表示教室座位已经被损坏袁 图形 表示座

位上没有安排考生袁图形 与 表示座位上有考生袁并
且分别被分到 A 卷与 B 卷遥
3 行渊或列冤连续的座位布局

一个考场中考生人数已知袁 即 A尧B 卷份数的和遥
如果再知道 A尧B 卷份数的差袁就可以计算出 A尧B 卷的

份数遥
定理 1 设某一行是连续的袁 如果该行中考生数量

为偶数袁那么该行需要分发的 A尧B 卷份数相等曰如果考

生数量为奇数袁 那么该行中分给第一位考生的是 A 卷

渊B 卷冤袁A 卷比 B 卷份数多渊少冤1 个曰对于列同样成立遥
证明院设这一行共有学生 n 名是连续的遥
优 先讨论 n 为偶数的情形院
当 n=2 时候袁结论显然成立遥假设 n=k渊偶数冤成立袁

下面证明 n=k+2 也成立遥
根据假设袁n=k+2 中前面连续的 k渊偶数冤个袁需要

分发的 A尧B 卷份数相等遥 连续座位的安排紧挨着的试

卷类型不同袁后面 2 个肯定有一个 A 卷和一个 B 卷遥所
以袁当 n=k+2袁需要分发的 A尧B 卷份数相等遥

悠 当 n 为奇数的情形院后面 n-1 个连续的偶数个

考生需要分发的 A尧B 卷份数相等袁 多出来第一个考生

的试卷袁因此袁第一位考生的是 A 卷渊B 卷冤袁A 卷比 B
卷份数多渊少冤1 个遥

对于列的情况袁同理遥 证毕遥
这个定理告诉我们袁如果某一行渊列冤是连续的袁只

要找出考生数量为奇数的行渊列冤袁并确定第一位考生

的试卷类型袁就可以求出 A尧B 卷份数的差遥
例 1 一个考场中考生总人数是 46 人袁第一行第一

列考生为 A 卷袁座位布局如图 1 所示袁分别求出该考场

中所有 A尧B 卷的份数遥

根据定理 1 可知袁 只需要考查第 2袁8 列第一位考

生的试卷类型袁就可以得出所有 A尧B 卷份数的差遥 A 卷

比 B 卷份数共少 2 个袁 所以 A 卷为 22袁B 卷为 24遥 同

理袁第一行第一列考生为 B 卷袁可得到 A 卷为 24袁B 卷

为 22遥
根据定理 1袁对于行与列都是连续的考场袁有下面

的推论遥
推论 1 设一个考场中所有行与列都是连续的袁如

图 1

潘 程 考场中两种试卷的份数与座位布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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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总行数与总列数不全为奇数袁 那么需要分发的 A尧B
卷份数相等遥

例 2 如图 2 所示袁考场中使用的座位 3 行 4 列的袁
无论第一行第一列是 A 卷还是 B 卷袁考场中 A尧B 卷份

数都是相等渊如图 3尧图 4冤遥

4 行与列间断的座位布局

一般情况下袁教室可能存在被损坏的座位袁或者座

位不能安排考生但又不能及时做调整袁 所以考场的布

局存在行与列间断的情况遥 对于间断的行袁把该行分成

若干连续的分段袁考生数量为偶数的分段可以不考虑袁
只考虑考生数量为奇数的分段袁 根据这些分段中第一

位考生的试卷袁 得到的 A尧B 卷的份数差就是该行总的

A尧B 卷份数差遥
定理 2 设某一行是间断的袁 由考生数量为奇数的

分段中第一位考生的试卷袁 得到的 A尧B 卷的份数差就

是该行总的 A尧B 卷份数差曰对于列同样成立遥
定理 2 相当于定理 1 的推广袁 其实本质还是定理

1袁所以结论是成立的遥
例 3 考场中使用的座位布局如图 5 所示袁 考生总

人数 57 人遥 假设第一行第一列是 A 卷遥 分别求出该考

场中所有 A尧B 卷的份数遥
通过图 5 观察到袁第 3袁6 列有被损坏的座位袁先求

出这两列 A尧B 卷的份数差袁再求出其他列的 A尧B 卷的

份数差袁最后就得到总的 A尧B 卷的份数差遥具体求解过

程如下院
渊1冤 第 3袁6 列院根据定理 2 可知袁需要把这两列分

成若干连续的分段袁只考虑考生数量为奇数的分段袁这
两列 A 卷比 B 卷的份数多 1遥

渊2冤 其余列院根据定理 1 可知袁A 卷比 B 卷的份数

多 2遥
该考场总的 A 卷比 B 卷的份数多 3袁 所以 A 卷为

30袁B 卷为 27遥同样袁第一行第一列是 B 卷袁也可以求出

A 卷为 27袁B 卷为 30遥
5 总结与展望

在同一个考场中袁采用多种试卷类型考试时袁能够

较好地避免学生在考试中作弊袁 从客观上减少作弊的

可能性袁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优良考风遥 对于考场中采

用两套难度相当的 A尧B 卷袁并以野梅花交叉冶的方式发

放试卷的情况袁能够知道该考场每个试卷类型的份数袁
这对试卷份数的印制与座位的安排具有指导意义遥 通

过本文的讨论袁在考场中总人数知道的情况下袁根据考

场座位的布局袁分别考虑了座位是连续与间断的情况袁
从而得到 A尧B 卷的份数遥 对考场中进行三门及以上的

考试袁这种情况比两门考试的易于安排袁本文不再进行

讨论遥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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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袁 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

充分展示出来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野获得感冶[1]遥 野获得

感冶 不仅成为党中央重要会议和文件中频频提及的重

要概念袁也成为大众尧媒体和学界的野热词冶之一遥 基于

时政热词的提出袁当前袁对于野获得感冶的研究主要是从

人民群众的野获得感冶进行研究遥 野获得感冶已经从物质

层面的获取提升到了精神层面遥 大学生是祖国发展的

生力军袁 而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学生是否

学有所获遥 高校提高学生野获得感冶袁是有针对性地提高

教育质量的理性选择遥 笔者通过对野获得感冶相关文章

的总结袁认为进行由人民层面野获得感冶延伸到大学生

野获得感冶的相关研究很有意义遥
一尧关于大学生野获得感冶概念的界定

野获得感冶是一个本土性非常强的野中国概念冶袁在
国外尚不存在直接的概念对应遥 国外社会治理中的一

揖摘 要铱 笔者经过对当前野获得感冶和大学生野获得感冶的研究整理袁从野获得感冶的概念尧层次尧路径尧解决的

问题和最终意义等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遥 在归纳中分别从宏观尧中观尧微观三个层面袁内因和外因两个视角进行分

析遥 从而对当前学界对野获得感冶尤其是大学生野获得感冶的研究现状做全面的梳理袁为后续的研究寻找和突破口遥
揖关键词铱 获得感曰 大学生曰 文献综述

Abstract: After studying the current 义sense of gain义 and the undergraduates忆 义sense of gain义, the author summarizes its
concepts, levels, paths, problems and final meaning of 义sense of gain义. The paper analyzes from the macroscopic, inter鄄
mediate and microcosmic aspects and studies its internal causes and external causes. The article makes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义Sense of Gain义, especially the undergraduates忆 义Sense of Gain义, so as to find a trend and break鄄
through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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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热门概念袁如野幸福感冶野主观生活质量冶等袁都被用来

评价公民生活状况袁与野获得感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袁但
这些概念往往更偏重主观感知袁且在评价主体尧评价内

容与评价标准等方面与野获得感冶存在一定的区别遥 准

确把握野获得感冶的内涵袁不能简单地将其解释为这些

外来概念的野同义词冶袁而需要从提出背景尧含义尧特征尧
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尧意义等方面理解它遥

什么是野获得感冶袁学术界尚没有形成统一认识遥 蒋

永穆等认为袁野获得感冶是指人民群众因野获得冶而产生

的正向心理感受[2]遥 王继兵认为袁有野获得冶袁才能有野获
得感冶曰但有野获得冶袁并不必然有野获得感冶曰而有野获得

感冶袁往往能产生新的野获得冶[3]遥 翟慎良进一步指出袁野获
得感冶之所以如此受重视袁是因为野获得感冶虽是一种主

观感受袁却是实实在在的野幸福指数冶[4]遥 事实证明袁野获
得感冶与野参与感冶密切关联遥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袁也不

是别人赐予的袁而是在积极参与中获得的袁在努力奋斗

中获得的遥 那野获得感冶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讲如何界定钥
周海涛等认为袁野获得感冶是对参与机会尧认同程度尧成
就水平和满足状况的综合感受遥 学生野获得感冶就是指

学生在求学期间袁 因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满足了学生

学习和生活的需求袁获得了参与机会袁得到了认同袁并
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正向综合心理感受[5]遥

综上所述袁大学生获得感是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袁因
学校提供的公平教育服务满足了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需

求尧被尊重的需求袁有更多的参与机会袁得到了认同并

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正向综合心理感受遥
二尧野获得感冶研究的层次

随着野获得感冶一词的提出袁学术界也纷纷开始对

其进行相关的研究遥 笔者对近两年来野获得感冶相关论

文进行分析袁发现现有的野获得感冶研究可以归纳为宏

观尧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遥
1. 宏观层面院研究国家人民整体的野获得感冶
野获得感冶要以获得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尧经济利益

为基础袁这体现在人民群众收入增长尧能够享有充分的

社会保障尧良好的公共服务等遥 但野客观获得冶并不仅仅

局限于物质利益与经济利益上的野获得冶袁还包括获得知

情权尧参与权尧表达权尧监督权等政治权利袁文化尧社会尧
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以及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誉遥不
仅如此袁 它还体现为人民群众能够获得实现自我价值尧
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机会遥更重要的是袁野客观

获得冶还包含了未来维度要要要在拥有野当下获得冶的基础

上袁能够确认野获得冶是可持续的尧不断发展的袁野当下获

得冶在未来不仅不会消失袁还会更多尧更好[6]遥
2. 中观层面院研究以高校大学生为主体的野获得感冶
学生是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最终体验者遥 教育改

革要取得成效袁要将野以学生为本冶落到实处袁就要使各

项改革举措既要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和认知习惯袁又
不断提升学生的实际野获得感冶遥 这其中袁高水平实现教

育公平是前提袁确保改革的质量和育人的质量是关键遥
3. 微观层面院 研究高校大学生在某个领域学习或

学习某项知识的野获得感冶
袁春波在研究大学英语教学中大学生的 野获得

感冶时发现袁实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可以让大学英语

学习者获得多样化的英语学习资源和学习环境以及

个性化的英语学习服务袁从而满足他们大学英语学习

的实际需求袁使得他们在获得更多的英语知识和能力

之后产生更多的满足的幸福的体验和感觉袁拥有更多

的野获得感冶[7]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野获得感冶提出之后袁已经深入民生

和民心袁相关学者已经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多个层面遥
三尧提升大学生野获得感冶的途径

在提升野获得感冶的途径方面袁主要从外在途径和

内在途径两方面来进行归纳总结遥
1. 外在途径院主要为提高学生获得知识途径的数量

陈剑云在中学生的野获得感冶研究中提出袁在中学

生的生涯指导中袁应该从体验式教育尧互联网+尧开发多

样的生涯课程几个路径去满足学生生涯野获得感冶的需

求[8]遥 大学生生涯发展的野获得感冶也可以通过获取资源

数量的增加上来拓宽学生野获得感冶的路径遥 还可以增

加校外活动来提升学生的野获得感冶袁继续增强校企合

作的密切度袁让大学生收获更多书本上学校到的知识袁
获得更多的体验遥

2. 内在途径院提高学生自身思想认识

周海涛等在民办高校大学生野获得感冶的调查和分

析中发现院野获得感冶与学习力尧能力发展和情绪管理等

相关袁最突出的相关变量是学习力曰学生情绪适应性与

参与机会相关度最高袁 学习实力与认同程度相关度最

高袁学习动力与成就水平尧满足状况相关度最高[5]遥
因此袁不同群体的获得感提升途径不同袁笔者从不

同层次尧不同人群来探讨野获得感冶袁目的是通过总结可

以更加具体尧 更有针对性地他们探索相应的提升获得

感的途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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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野获得感冶解决的问题

1. 宏观层面院解决国家社会存在的问题尧矛盾等

野获得感冶的提出解决了发展质量尧改革成败的评

价标准问题遥 通过野包容性发展冶来提升公民野获得感冶遥
不论从理念的内涵还是从具体落实策略来看袁 其针对

的都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不公尧 贫困及两极分化

问题遥
2. 中观层面院 解决高校大学生群体学习过程中目

标不明确尧学习动力不强尧对高校学习认知不强甚至认

知错误的困境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袁 教学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

学生是否学有所获遥 不断提升学生的野获得感冶袁根本目

的就是要解决大生群体在学习过程中目标模糊甚至缺

失袁学习因无目标而无动力的问题遥
3. 微观层面院 解决学生在某一领域或学习中出现

的困难或产生的困惑

传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途径已经逐渐不适用于当

前知识大爆炸的信息现状袁 高校在给学生提供学习平

台和资源的时候袁要充分考虑到当代学生的个性特点尧
实际需求袁 提供多种多样的学习资源和学习环境供其

选择袁从而不断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袁让学生从领域学

习中和学科学习中获得知识尧获得方法袁使他们学有所

得尧学有所获遥
综上所述袁从如何提升野获得感冶相关研究中可以

看出袁已经有学者探析了具体的解决方式袁但对于提升

大学生野获得感冶的措施的相关研究还是比较欠缺遥
五尧野获得感冶研究的意义

1. 宏观层面院增加人民群众的福祉袁推动国家社会

的持续健康发展

提升人民群众的野获得感冶袁可以增强群众信心尧凝
聚改革力量袁提升人民群众的野获得感冶解决了发展和

改革野为了谁冶的问题[9][10]遥提升人民群众的野获得感冶袁并
不意味着改革要单向地为人民群众输出利益袁 而是深

刻地指出了发展尧 改革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实现自

我价值尧社会价值的机会袁通过改革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和社会创造力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袁从而推动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遥
2. 中观层面院让学生能在大学里获得更多知识尧更

多体验并为高校提升教育水平提供重要指标

在当今社会袁大学生的教育野获得感冶是衡量大学

教育和大学生成才的重要指标[11]遥 在大学教育中袁通过

尊重人尧启发人尧重视实践与创新尧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等措施来提升大学生的教育野获得感冶袁这对提高我国

高等教育水平尧实现野人才强国冶战略和文化软实力的

提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3. 微观层面院 学生能更高效更全面地掌握某个领

域的知识

大学英语教学中大学生的野获得感冶的研究指出袁
大学生英语课堂中学习费时低效尧 聋子英语尧 哑巴英

语尧中式英语等问题屡见不鲜袁直接导致大学生课堂上

英语收获不足尧野获得感冶不强的问题[7]遥 教学改革提升

课堂野获得感冶的同时袁也对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和成绩有着深远的意义遥
由此可见袁野获得感冶 已经成为了提升国民幸福的

重要指标袁成为了学生成才的重要指标遥 提升大学生获

得感是当今各大高校在教育改革和管理中应该重视的

一个重要环节遥 重视各个领域的获得感袁深入了解大众

需求袁增加实际需求袁使得人民劳有所获袁学生学有所

获遥 精神和物质层面都有切实获得感袁国家才能长治久

安袁学校方能全面地落实野以人为本冶遥
六尧小结

笔者分别从野获得感冶的概念尧路径尧解决的问题和

意义等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遥 在归纳过程中分别从宏

观尧中观尧微观袁内因和外因的视角进行总结遥 但综合现

有文献来看袁野获得感冶研究尚存在三方面的不足院
优 对于野获得感冶虽已有诸多讨论袁但尚缺乏对这

一概念的细致剖析曰
悠 野获得感冶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词袁目前仍无

法与国外建立理论与实践上的概念对应袁 难以实现国

内外的理论探讨与经验共享遥
忧 对于大学生野获得感冶的概念界定和相关研究尚

欠缺遥
就大学生野获得感冶袁笔者从已有研究中总结发现

了以下几点新的研究视角院
优 对于大学生野获得感冶调查甚至是单纯野获得感冶

的调查还没有权威的测量工具遥
悠 如何提升野获得感冶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研究还需

要在更多视阈下进行探索和分析遥
忧 提升野获得感冶的途径从以量为主的提高逐步向

以质为主的提高转变遥

仝 皎 大学生野获得感冶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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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宿舍是学生重要的生活尧学习尧休息和娱

乐场所遥 诸多美国学者[1]指出袁校园宿舍环境是实现学

校办学使命和目标的关键遥 特别对刚进入大学的大一

新生而言袁学生要完成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转变袁从家

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遥 因此袁针对大一新生的宿舍管理

就显得更为重要遥

一尧大一学生宿舍管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渝 大一新生特点鲜明

一项对民办高校大一新生的调查显示袁91%的学生

都刚满 18 周岁袁 还有 8.7%左右的新生未满 18 周岁曰
60%的学生表示自己是家庭中第一个考入大学的成员袁
近 75%的学生表示第一次住校生活遥 众多民办高校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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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员在大一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袁 发现现在

的学生个体差异较大袁求知欲强尧有激情尧有热情袁听
话袁纪律较好曰性格张扬袁短时间内很容易脱颖而出袁不
太愿意妥协袁不太惧怕老师曰对学校还是有期待感尧新
鲜感袁校园活动热情度高袁但是急于展现自己袁不按章

办事遥 同时生活自理能力有待提升袁 容易受同辈的影

响袁缺乏自学的意识与能力袁心理素质和个人文明素养

偏低遥 根据舒伯渊1953冤[2]的野生涯发展理论冶袁15 岁至 24
岁的青少年正处于探索阶段遥 大一新生正处于此阶段袁
必须适应新的角色与环境袁经过野成长冶和野探索冶袁随后

野建立冶较固定的适应模式遥 因此袁如何依据学生的特

点袁针对性地做好宿舍管理工作袁帮助学生尽快适应集

体生活袁加强对学生的养成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遥
渔 宿舍环境直接影响学生个人发展

近几年袁随着民办高校管理日趋规范化尧严格化袁
大一新生往往都被要求住校袁 在调查中发现近 80%的

受访者一天中约 12 小时以上在宿舍中度过曰77.5%的

大一新生没有兼职经验或兼职工作遥 这使得宿舍成为

了新生们学习尧人际交往尧休息和娱乐的主要场所遥 同

时袁在住校期间袁新生有更多机会和同学尧任课教师尧辅
导员接触袁渐渐成为了校园文化活动的主体参与者遥 窦

娜渊2013冤[3]指出袁宿舍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尧人生观尧
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阵地袁 学生宿舍是学生毫无保留地

展现天性的重要场所袁 而现今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

取向正出现多元化倾向袁尤其是大学生袁自己的各种定

位不够稳定的情况下袁难免抵制不了不良的诱惑袁甚至

受到侵蚀遥
隅 大一新生宿舍中常见问题

新生宿舍有两大问题比较突出遥 一个是学生自理

自立能力有待提高遥 新生刚刚离开家长的照顾袁大多数

新生初次体验集体生活袁从野甩手掌柜冶到什么都要自

己干袁 最集中的问题表现在宿舍卫生上遥 第二个问题

是袁人际交往能力有待提高遥 谭茹文渊2011冤[4]指出如果

室友之间不能够和睦相处袁 那么宿舍将只是他们睡觉

的地方而已袁缺少归属感遥 而缺少归属感的学生容易变

得孤僻遥 同样的袁如果将自己封闭在宿舍这样一个小圈

子中袁缺乏与多数人的交流与沟通袁对于日后的长远发

展也很不利遥 因此袁在大一新生从家庭化个人到社会化

个人转变的重要时期袁运用合理的宿舍管理办法袁营造

一个良好的宿舍环境袁搭建平台和载体袁为大一学生的

成长成才服务袁这些工作对于学生的影响不容小觑遥

二尧目前民办高校宿舍教育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渝 硬件设施问题

入住学生宿舍可以看作大学生涯的一个标志性事

件遥 学生宿舍也是学生人际交往尧互相交流尧学习不同

地域文化的重要场所遥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袁只
有最低层的需求被满足以后袁 人才会追求更高级的需

求遥 然而园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组成部分袁现
在的投入力度与学生实际需求是不匹配的遥 许忠旺尧彭
小银渊2013冤[5]在研究中发现袁中国民办高校的硬件设施

现状并不令人满意遥 很多宿舍楼仅有一间值班室袁缺少

学生学习尧活动场所袁还仅仅把宿舍看作是学生睡觉的

地方遥
渔 宿舍管理模式和管理人员设置问题

民办高校目前有两种宿舍管理模式袁 一是物业管

理公司进驻学生园区管理模式袁二是高校后勤尧保卫部

门和学生处三位一体管理模式遥 但无论哪种管理模式袁
民办高校对于宿舍园区的高层管理工作往往由后勤和

学工部共同分担袁缺少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遥 设有园区

管理中心的学校袁 管理中心负责工作也一般由学生处

1-2 名同志兼任袁任务较重袁从而更难专设人员针对大

一新生开展针对性的管理和服务遥
民办高校宿舍最基层的管理人员一般由两部分群

体组成院一是辅导员兼住楼辅导员袁晚上住在楼内值班

室内曰二是聘请专职宿管员管理袁负责楼内日常卫生尧
安全工作遥 第一种白天带班晚上住楼模式袁往往会降低

辅导员对岗位的认同感袁24 小时在学校工作袁辅导员的

压力和挑战不言而喻遥 第二种专职管理员模式袁聘请的

工作人员通常都是阿姨辈叔叔辈袁学历层次难以保证袁
容易出现重管理轻教育的情况袁 进而使得大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宿舍断层遥
隅 新生宿舍品牌活动缺失

学校党尧团组织积极开展各类校园文化活动袁很多

活动都想从物理空间上请学生野走出寝室冶袁参与到校

内外的各项活动中去袁 但针对新生开展的宿舍文化活

动还很少袁 甚至在大一刚入校的黄金时期教育活动是

缺失的遥 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原因主要在将大一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般化和普通化了袁 惯性思维认

知觉得班级管理重于宿舍管理袁 对于大一新生而言安

排好住的地方就可以了遥
三尧关于新生宿舍管理模式创新的几点思考

渝 日常管理传统阵地逐步由野教室冶向野宿舍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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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大一新生管理模式是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统

一管理袁包括开展团日活动尧主题班会和大学生形式政

策教育等遥 阵地转移并不是要打破班级的概念袁而是将

原有的班级活动推广到生活园区去遥 在主题选定等方

面要更贴近大一学生的特点尧学生生活和实际困难遥 更

好地整合人力物力资源袁 发挥班级干部在园区中的积

极作用遥
渔 注重野教冶与野学冶袁建立大一新生养成教育和素

质培养基地

学生宿舍是大一新生的一个重要课堂袁 新生养成

教育和素质培养首要解决的就是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

和个人文明素养遥 以往的新生宿舍教育容易忽视初期

的野输入冶袁即没有野教冶学生如何提升自理能力和文明

素养袁也没有要求学生野学冶动作操作遥 因此袁结合马扎

诺的分类学中心智过程领域知识习得的三个阶段袁可
以优秀学生寝室参观学习为结合点袁 将这些程序性知

识进行自我加工袁完成野认知冶和野结合冶阶段袁再开展评

比野示范渊星级冤寝室冶袁达成野自主冶的第三阶段袁让学生

的行为内化为自动行为遥
其次袁通过基地的建设袁可以进一步推进新生管理

模式的改革和提升学生宿舍的物质保障遥 逐步增加与

学生生活尧学习有关系的设施尧场所袁改善新生入住感

受袁 也从一定程度上提升大一学生对于民办高校的认

同感袁为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良好基础遥
隅 加强对园区学生组织的建立和培养

最新修订的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曳总则部

分中提到院野实施学生管理袁 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合

法权利袁教育和引导学生承担应尽的义务与责任袁鼓励

和支持学生实行自我管理尧自我服务尧自我教育尧自我

监督遥 冶而学生宿舍区正是一个推行学生自治管理的最

佳试点遥 在民办高校宿舍管理人员配备不够的情况下袁
建立野自我管理尧自我服务尧自我教育冶为核心理念的学

生组织袁如在大一新生入校时就组建野学生园区自治管

理委员会冶曰 在大一新生中选聘宿舍辅导员助理队伍曰
筹建各宿舍楼楼管会尧党员工作站袁完善卫生尧安全检

查制度等袁帮助学生在宿舍中完成从野被管理者冶到野管
理者冶和野服务者冶的角色转变遥 同时袁依托这些学生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寝室文化节活动袁 丰富大一学生的

业余生活袁促进楼内学生的沟通袁增强楼层荣誉感袁营
造良好宿舍氛围袁 调动广大同学参与园区文明建设的

积极性袁 从而更好地发挥宿舍管理在民办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中的作用遥

揖参考文献铱
[1] Upcraft M, Gardner J, Barefoot B. Challenging and Supporting the First-year Student: A Handbook for Im鄄

proving the First Year of College[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袁2005.
[2] Super DE. A theory of vocational development[J]. American Psychologist,1953袁8:185-190.
[3] 窦娜.宿舍文化建设要要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阵地[J].辽宁高职学报袁2013袁7:100-102.
[4] 谭茹文.浅谈大学宿舍文化构建[J].科教导刊袁2011袁4院152-153.
[5] 许忠旺袁彭小银.新时期民办高校学生宿舍文化建设探析[J].中外企业家袁2013袁7: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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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上海杉达学院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袁 运用校企合作学生职业实践平台进行校企双方信息互

通袁其中叶学生职业实践反馈评价表曳反映学生实践表现袁记录学生职业素质现状袁学校学生教育部门根据学生情况

介入针对性教育尧培训袁取得良好效果袁对提高学生职业素质尧职业意识尧职业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遥
揖关键词铱 应用型高校曰 职业实践曰 反馈教育

Abstract: Aiming to cultivate talents for application, the college where the author works has developed a professional
practice platform for students by cooperating with enterprises. Through this platform, both parties can be well communi鄄
cated and the Feedback for Students忆 Professional Practice is a form to keep record of each student忆s activities during
their vocational practice, which demonstrates the real performance of each student. By studying these feedback forms,
related college departments can carry out target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students so as to achieve good vocational
results. Meanwhile this study has positive effect on raising students忆 vocational awareness and improving their profes鄄
sional qualities and capabilities.
Key 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曰 professional practice曰 educational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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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应用型高校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重要性

渝 大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意义

职业素养的意义在于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袁 增强

市场竞争力袁其重要内涵是具有爱岗敬业精神尧专业技

能尧团队合作精神尧人际关系处理技能等综合素质遥 用

人单位对人才的选择往往比较注重综合素养袁 而且如

今就业难的问题日益加重袁 用人单位聘用人才的余地

也在加大遥 因此袁对于大学生来说袁职业素养的提升就

意味着比较多尧比较好的就业机会遥
如今就业市场基本实现了双向选择尧 自由择业袁

职业素养好的学生往往更加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遥 从

企业的角度看袁具有较高职业素养的人才更能够适应

社会的竞争和工作压力袁 获得发展的机会会更多袁而
且更能为企业节约成本袁提高效率袁提高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遥 从学生个人角度说袁获得适应社会的生存能

力袁是对个人将来的发展尧获得优秀工作业绩大有裨

益的事情[1]遥
渔 高校职业素养教育的的现状

1. 通过对应届毕业生的问卷调查和座谈袁 我们发

现袁学生普遍缺乏职业素养自我提升意识遥 他们缺乏求

职目标和想法袁 有的希望通过多参加社会实践获得实

践经验袁 有的希望进入社会和用人单位体验工作后的

感受袁但是袁真正进入用人单位后袁往往会过分关注经

济利益尧不考虑职业前景与长远发展尧不考虑个人的能

力和优劣势而只希望得到高薪袁 也有的从单位实习回

来后袁没有任何思想或者技能上的收益遥
2. 相当部分学生对于就业期望值过高,对用人单位

给予的待遇以及所分配的工作不满袁 认为工作与自身

的定位不符合, 或者在择业过程中普遍追求高大上袁即
高收入尧大城市尧高职位袁但是这种想法与实际情况是

不符合的遥 首先袁学生的工作经验尧人际关系尧创新能力

尚不具备为单位创造价值的水平袁 而且目前人才流动

的情况非常普遍袁 很多高技能人才尚未能找到合适的

位置袁何况刚刚毕业的学生呢遥 因此用人单位在对学生

进行实践阶段的考察后袁 基本已经看清楚学生的优势

和劣势袁 给予的评价往往和学生的自我评价存在一定

的差距遥 这也说明了学生的职业定位和自主职业意识

与现实情况存在差距遥
3. 高校在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尧 职业道德素养培

育尧职业素质培训与指导上还存在不科学性遥 表现在院
一是缺乏统筹规划的思想遥 针对目前多数大学生在进

行职业生涯规划时过于注重个人自我感觉的情况袁学
校应该从实际需求和人生发展的角度袁 客观地进行职

业教育的统筹规划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袁使其

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遥二是盲目性遥高校职业素养

教育应将教学重点放在培训的过程和动态发展上袁而
不是盲目地进行课程设定袁安排工作实践遥 有针对性地

结合当前社会需求袁 对职业环境进行准确的分析尧评
估袁才能准确地制定学生职业素养教育规划遥 三是课程

设置急功近利遥 野为了工作而设定课程冶这种急功近利

的思想在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上是存在

的遥 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将职业素养教育等同于就业

培训而不是将之视为动态的发展过程尧 关乎学生一生

的重要教育内容[2]遥
二尧高校校企合作学生职业实践软件平台内容

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袁高校在利用校企合作尧双创

工作等方面帮助学生提高职业素养尧职业意识尧职业技

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遥 特别是开发学生职业实

践平台这个创新之举袁 不仅让高校与企业联系越来越

紧密袁也让学生和企业提前相互了解袁互相得到更多的

信息遥
经过前期认真细致的调查实践袁结合以往工作经

验袁平台设置了三个端口袁分别为企业渊用人单位冤端尧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心渊平台管理冤端尧学生

端遥 这三个端口将分别为企业尧高校尧学生提供不同的

功能服务袁实现整个平台数据的自动化管理尧存储和

实时共享遥
1. 企业渊用人单位冤端口

企业又称为用人单位袁 包括校外用人单位和校内

用人单位两类遥 用人单位可用指定的账号渊由教育中心

发放管理冤 和自己设定的密码进行登录企业 渊用人单

位冤端口遥 用人单位登录到该系统后袁能够修改自己的

密码尧维护企业简介网页地址尧创建和发布岗位招聘信

息尧查询应聘信息尧定向或者群发面试通知尧定向或者

群发面试结果尧发布岗位招聘信息的状态尧登记录取学

生信息尧登记学生工资尧根据教育中心的时间要求对已

招聘的学生进行评价袁评价信息参见叶学生职业实践评

价表曳等遥
2. 学生办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心 渊平台管

理冤端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心渊平台管理冤是该平

台的管理机构袁是企业与学生之间信息的管理尧对接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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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袁其端口功能包括基于账号密码登录尧维护企业基本

信息尧对企业分类管理尧维护学生基本信息尧对学生进

行分类管理尧审核岗位招聘信息尧设置岗位招聘信息查

看权限尧查看岗位招聘报名情况尧岗位招录情况尧审核

面试通知尧检索统计打印学生工资尧查看企业对学生评

价并进行后续教育遥
3. 学生端口

学生是该平台的主要服务对象袁通过登录袁学生可

以维护自己的简历尧查看与自己权限相应的招聘信息尧
查看用人单位简介尧报名提交尧查看面试通知尧查看面

试结果尧查看评价信息等遥
三尧校企合作学生社会实践平台中的反馈教育内容

学生职业实践平台中的签约企业定期对参加实习

的学生评价打分袁学生教育处根据评价介入后续教育袁
这对于提高学生职业素质尧职业意识尧职业能力具有积

极的意义遥 平台与其他就业平台最大的区别在于反馈

部分袁从学生入职开始袁每 3 个月或离职时由企业人事

及所在部门根据反馈表渊见附件冤的内容给出评分和改

进意见遥 这等于直接告诉学生袁他们离合格的社会岗位

人还差多远遥 分数高的优先考虑推荐实习袁出现不及格

分数的则由辅导员及学工部门尧 专业课老师进行针对

性教育遥 综合来讲袁职业实践平台是为向本校学生提供

更好的职业实践服务袁让学生在职业实践中获得经验尧
得到更好成长袁 而组织开发建设的一个网络化职业实

践管理尧服务平台遥
在该平台的反馈教育中袁 高校在收到企业反馈的

学生职业实践表格后根据学生分数和企业意见开展的

针对性教育尤为重要遥 笔者在运营该平台的经验中总

结发现袁反馈教育主要分为三种类型院
1. 职业实践过程中专业技能部分分数较低的学生袁

由专业课教师提出整改方案并予以长期监督遥 此教育可

通过学生专业课理论及技能的学习和考核予以检验遥

2. 职业实践过程中沟通交流尧 人际相处部分分数

较低的学生袁 由辅导员和学院心理咨询室进行辅导和

效果跟踪袁运用野朋辈冶教育尧环境育人尧榜样带动尧心理

学专业知识教育等方式进行引领袁 提高学生人际交流

能力和情商[3]遥 从实际经验中了解到袁此项教育效果比

较突出袁而且学生接受度较高袁提升速度较快遥
3. 职业实践过程中职业意识尧 工作态度部分分数

较低的学生袁由职业规划课程教师尧职业规划室进行个

别教育及长期沟通袁追溯学生思想根源袁运用焦点解决

技术尧生涯教练的方式肯定学生正向表现袁必要时联系

学生家长袁家校合作袁共同创造学生正确就业心态遥 此

教育需要定期开展多次袁以了解学生动态及教育效果袁
且教育方法需要专业人士进行遥

通过反馈教育袁 校企合作的意义从单纯的推荐实

习尧实现就业转化到了共同关注学生职业素质尧高校职

业素质教育效果遥
四尧应用型高校职业实践平台中反馈教育的推广

前景和局限性

从目前高校教育教学创新工作的现状来看袁 还存

在着教学理念尧管理思路尧与社会联系的程度尧推广手

段等诸方面的不足遥 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就业指导还

局限在开设就业指导尧 就业形势与就业政策讲座等形

式上袁教学内容多为面试技巧尧择业心理尧求职书写作

等袁 这些浅层次的教学和服务解决不了学生就业遇到

的难题袁 也容易导致学生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发生错

位[4]遥 因此袁新形势下袁高校应将大学生职前教育摆在重

要的位置袁以适应社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要求遥 这已经

成为摆在每所高校面前的紧迫课题遥
通过建立职业实践教育平台袁 对大学生职业素养

进行反思性教学袁是教学研究的新的思路与走向遥 在实

践中得到真实的反馈袁进而进行深入的反思袁对于高校

教学改革和学生专业成长都大有脾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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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衡量标准渊优秀标准冤 得分

工作态度渊15 分冤 热情服务袁积极主动遥
细心回答服务对象问题袁始终保持笑容遥

执行力渊15 分冤 服从工作指挥及现场调度安排曰积极配合工作遥
严格执行工作计划袁有效应对紧急任务遥

工作纪律渊15 分冤 遵守岗位各项规章制度及工作操作规范曰
忠于职守尧坚守岗位遥 不迟到不早退遥

工作积极性渊15 分冤 面对问题用积极心态去解决曰
有不断进取尧勤奋好学的精神遥

沟通能力渊10 分冤 善于主动与同事渊同学冤和服务对象沟通曰
沟通过程能清晰表达沟通内容遥

学习能力渊10 分冤 态度认真袁勤奋好问遥 能快速学习和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尧服务技能袁并迅速运
用到工作中遥

发现问题的能力渊10 分冤 能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袁并积极主动地提出解决方案遥
合作精神渊10 分冤 工作中有意愿向同事渊同学冤伸出合作之手曰

同事寻求工作上的帮助时袁能热情帮助遥
总 分

总体评价及建议院

附件

渊单位名称冤学生职业实践评价表

工作编号院_________ 学生姓名院___________
所在岗位院

评分院请按照实际情况在每项考核指标的得分栏打分袁总分 100 分袁90 分 以上为优秀遥
评价人签名院 日期院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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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袁 我国高校上网人数目前几乎达到 100% ,
其中 95.5%高校大学生将互联网作为重要的信息渠道

社交网站遥 有分析说袁通过新媒体营造的虚拟空间已成

为大学生的第二生存空间遥 新媒体对于当代大学生来

说袁早已不只是一种工具袁而是一种环境遥 因此袁新时期

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袁 深入网络

阵地袁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与精神诉求袁努力营造积

极向上的网络文化遥 易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揖摘 要铱 上海杉达学院易班建设发展至今袁已初步形成其独有的推广模式袁但也面临一定的工作瓶颈袁如推

广难度大尧学生注册率高但使用率低等问题遥 要解决这些问题袁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深入探索易班活跃度的影响因

素遥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生行为特点和需求袁分析制定相关推广策略袁为易班建设和发展拓宽思路遥
揖关键词铱 易班曰 活度跃曰 影响因素曰 推广策略曰 易班建设

Abstract: Until now the construction of E-Class in Sanda University has formed its unique promotion mode. However, it
also faces some bottleneck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of popularizing, and the low utilization rate compared with the high
enrollment rate.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activity of E-
Class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忆 behavior and their needs, and
analyzes and formulates relevant promotional strategies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broaden th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lass.
Key Words: E-Class; activity曰 influential factors曰 promotional strategies曰 E-Clas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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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交网站遥
一尧研究对象与方法

将上海杉达学院基础部易班的使用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遥 采用随机问卷调查的方法袁线上线下相结合袁调
研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袁对易班的需求面尧需
求度尧 需求内容和形式等遥 此次调查共回收问卷 530
份袁有效问卷 521 份袁有效率达到 98.3% 遥

二尧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发现袁大学生使用易班的频率较高渊96.7%冤袁
这说明易班在基础部的推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袁 得到

了学生的认可[1]遥 尽管注册使用易班的学生人数众多袁
但主要还是为了查找资料袁 以及看辅导员老师发布的

通知遥 在调研中袁我们发现袁选择野看老师发布在易班上

的通知冶以及野查找有用的学习资料冶两者的比例最高袁
分别为 36.08%和 22.16%袁野选择与同学保持联络冶和
野放松娱乐冶的比例较低袁分别为 18.4%和 17%袁而使用

易班结识新朋友的学生比例最小袁仅仅占 6.7%遥这说明

易班用户的忠实度和回头率不高袁 仍然需要探索有效

的网络服务模式袁 增强易班版块内容的趣味性和实用

性袁让学生用户形成特定的使用习惯袁从而提升大学生

对易班网络的黏着度遥 在易班上拥有博客袁并且经常更

新的大学生人数较少袁使用易班宠物尧花鸟市场尧微博

等拓展功能版块的大学生比例仅仅为 23.3%袁 这说明

易班功能拓展服务模式难以贴近学生的需求遥 作为一

个以 SNS 社区为基础平台的网络袁 不能仅仅定位于让

学生看老师发布的重要通知以及查找有用的学习资料

的低需求层次上遥 大学生使用易班网络平台袁他们同样

希望与同学保持联络和放松娱乐遥 但目前易班平台过

分细化了班级实名制的管理袁 忽视了主社区的宣传和

建设遥 因为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易班平台袁所以易班的

平台众多袁 加之学校之间缺少不同平台交流和沟通的

渠道袁使得校际之间学生交流途径受到很大限制袁因而

导致在易班结识新朋友的学生比例只有 6.7% 遥
三尧易班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援 学生注册率高但使用率低遥 易班的使用主体

只是以易班学生管理团队为主的学生袁 一些学院在

线下重点宣传和推介的内容也会在短期内得到较多

的关注袁 但更多的学生并未对易班的使用产生相当

的偏好度遥
2援 教师平台推进难度大遥 虽然在易班强大的宣传

攻势下袁已经有部分教师入驻易班平台袁但使用率仍然

远远低于注册率袁且注册的教师也以青年教师居多遥 老

年教师往往不会或者不习惯运用网络平台与学生交

流袁青年教师由于时间等问题往往也不能够按时在线袁
更有部分教师对易班平台本身就有抵触情绪袁因此袁易
班教师平台的推进难度较大遥

3援 开放性不够高袁内容限制较多遥 通过线上投票和

线下谈话袁 我们了解到学生对于易班的抱怨主要集中

在网速慢尧打开特定窗口程序繁琐遥 必须正视的是袁解
决当前技术层面的问题并非朝夕之功遥 那么在硬件条

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袁 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易班

在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的作用呢?我们认为袁易班建设要

真正得到学生的认可袁发挥它特有的功能袁必须与目前

的教育资源实现错位竞争遥
4. 易班发展中没有突出其与学校联系紧密尧 传播

范围固定等特有优势遥 学生难以从易班中满足自己的

需求袁 如发表和交流对学校的软硬件的意见并获得回

应与解决遥 学生很难从易班获取与自身关联性较强的

信息袁所以对易班也就失去了兴趣袁易班的网络思政平

台作用很难体现遥
5. 易班平台的活跃度存在着显著差距遥 有些易班

工作如火如荼袁有些则平淡无奇袁甚至少有人问津遥 又

如袁在易班开展活动推广时袁易班指导教师和易班发展

中心的学生团队工作热情高涨袁 然而广大学生使用易

班的热度却大相径庭袁 一些学院在线下重点宣传和推

介的内容也会在短期内得到较多的关注袁 但更多的学

生并未对易班的使用产生相当的黏度[2]遥 这些问题最直

接反映在各学校易班平台和学生个体的易班使用活跃

度上遥 探索易班活跃度的影响因素与提高机理袁无疑对

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

践意义遥
四尧分析影响易班发展的因素袁制定易班推广策略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过: 野什么是教育钥 简单一句

话袁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遥冶其实易班要想在大学生的

网络天地中占有一席之地袁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满足大学

生的情感需求袁 让易班成为大学生网络生活的一种习

惯袁传播教育的正能量遥 要让学生不仅在易班上能找到

自己想要的信息袁分享自己的心得袁还能结交自己想交

的朋友遥 为了提高易班的活跃度袁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渝 共赢机制的构建

1. 宣传采用多渠道尧多方式遥 多方式多渠道吸引新

生进驻易班尧参与易班遥 新生未进校前袁通过新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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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生 QQ 群袁详细介绍基础部及专业情况曰新生报到

时袁通过野易班欢迎你冶野易路有你冶野易报到冶野易起来志

愿冶野学长学姐对你说冶野易班招新冶 等一系列活动以及

精美的易班开学大礼包渊包括易班使用说明尧校园文化

地图尧卡套尧扇子尧文件袋等冤让新生快速了解易班尧使
用易班袁使之得到新生和家长的欢迎遥 新生在校后袁通
过野易冶军训尧寻找每周易班野正能量冶等特色活动袁提升

易班活跃度遥
我们对学生使用易班的时间进行了问卷调查袁发

现 12 点尧17 点尧21 点是易班使用高峰期遥 同时对学生

的关注热点进行了分析,定期召开线下野网络舆情分析

会冶袁 对易班上学生的行为特点和关注点进行分析判

断袁并根据学生网络行为尧学生的关注点进行分析袁从
而制定后续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袁 有针对性地进行活动

的策划遥
2援 各个职能部门的合作遥 与团委尧党校尧图书馆等

部门紧密合作遥 建立易班平台袁提供服务袁组织校园大

型活动袁推广团学 e 家尧基础部党支部尧基础部图书馆

志愿者等特色易班活动[3]遥
3. 开展易班使用调研遥 为了更好地开展易班工作袁

分 4 次对 1000 名左右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袁分析学生

的网络社交特点袁 根据调查结果指导工作开展袁 并在

QQ尧微博尧微信等社交平台上开通基础部易班的官方平

台袁拓展校级平台工作面遥
渔 管理机制的构建

1援 重视易班团队建设袁分工明确遥 定期组织成员进

行尧拓展培训袁每周召开例会袁通过头脑风暴袁讨论各类

活动的策划袁制定团队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袁鼓励团队

成员发挥积极性和潜力遥 一支精干高效的学生管理团

队是必不可少的遥 在这个团队中袁既有专门的后台管理

人员袁各级各类版主和信息管理员袁还有一批热心的一

般社区网民[4]遥
2援 发现和培养意见领袖遥 意见领袖的存在袁使得易

班中的学生所能获得的信息量大大增加遥 学生也可以

通过 @ 意见领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袁获
得意见领袖的支持来达到改变学校某些政策等目的遥
充分利用意见领袖在群体中的重要影响力袁 合理反映

学生的诉求袁以点带面袁做舆论的引导者遥 在包括易班

在内的大学生网络思政论坛中袁 意见领袖往往是一个

班级尧年级或者一个群体的灵魂人物遥 发挥好意见领袖

的作用袁使其以先进模范形象示人袁以正面有力的语言

传递思想袁以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感染同学袁往往会使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遥
3援 重视辅导员的作用遥 现阶段袁学生的野易班冶黏度

与自己辅导员的野易班冶黏度关系极高袁学生对野易班冶
的忠诚度和使用频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辅导员的培育

引领遥 因此袁很多高校在制订易班推进策时都提出要把

辅导员队伍建设与野易班冶建设相结合袁要求辅导员通

过开设野易班冶博客尧组织班级线上活动等措施袁将野易
班冶作为开展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落实推进遥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事务管理骨干力量的

辅导员袁既是各高校开展野易班冶建设的具体实施者袁又
是野易班冶的核心用户遥 探索易班在以辅导员为代表的

高校教师群体中的推进策略袁 对进一步吸纳更多的专

业教师尧行政管理人员袁甚至服务员工加入野易班冶有积

极意义袁有助于促进师生共建袁形成合力袁营造全员育

人的良好局面遥
隅 利用易班创新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

将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与易班线上活动相结合遥 网

下校园文化活动促进网上活动的持续开展遥 利用易班

用户的班级人际关系的特殊性袁 高校在通过易班网络

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时袁活动的网络目标人群非常明确遥
学校管理员账户可以定向发布活动的信息袁 学生的参

与率因此大大提高袁促进了活动的持续有效开展遥 比如

上海杉达学院高雅艺术进校园抢票活动放到了易班

上袁马上就登上了主社区热门帖子的头条袁三天里有近

12000 次关注袁3000 余人次回帖遥 这样开展活动袁在聚

集人气的同时袁活动的效果也大大提升遥 还要注重网上

校园文化活动在网下的延伸和拓展遥 通过易班开展的

网上活动袁不应该仅仅止步于网上袁而是应该在网上开

展活动的同时袁顺势延伸至网下袁深入到广大同学们的

生活中袁以提升活动的效果袁促进活动的深入开展遥 我

们的校长在线接待日活动袁 就是利用易班而设立的一

个网上互动平台遥
予 考核激励机制的构建

根据调查袁 开展班级竞赛是激励同学们多上易班

的最主要因素袁 班级的集体荣誉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因素遥 从个体角度出发袁易班本身的内容和质量也是促

使同学使用它的关键因素袁 想要扩大易班的使用率和

影响力袁本质上还是要进行易班内容的自我提升袁这才

是持久有效的方法遥 另外袁与奖学金挂钩尧个人物质奖

励等方法也可激励一部分的同学多上易班遥 同时袁朋辈

62窑 窑



2017 年第 4 期

效应和网络效应也能有效促进学生上易班袁 如果周围

的同学朋友都在用易班袁 那么会有更多的学生被带动

去使用易班遥 柔性激励袁部分同学对易班社区排名尧综
合实力等个人数值较为看重袁 也可以适当增加社区排

名赛尧综合实力排位赛等激励措施袁以提高学生使用易

班的积极性遥
娱 评价机制的构建

易班评价机制应当做到数量型指标与质量型指标

结合袁 综合指标与个别指标结合易班现有的评价指标

主要为 EGPA渊班级累积活跃度冤遥这个指标主要由班级

成员累积在线时长尧发话题尧网盘尧相册数量等综合计

算而成遥 此指标易得尧易比较袁适合在对班级进行综合

考评时运用遥 但若只采用并强化 EGPA 这一个数量型

衡量指标袁 容易引起只求数量不求内容袁 班级恶性竞

争袁 浪费时间刷空帖等问题遥 因此还应当结合具体活

动袁引入质量型指标和个体指标袁如发帖的回帖数尧浏
览数尧鲜花数袁以及对帖子的评价投票等遥 例如可以在

年度最有影响力讲座评选中参考好评回帖数和浏览

数袁 在易班个人贡献奖中参考个人综合实力和社区排

名增幅进行考评等等遥
总之袁野易班冶 在网络班级建设和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前瞻性袁 而且也在当前的实

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袁 虽然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

些不足之处袁但通过努力可以逐步得到改善袁野易班冶网
络平台的应用存在很大的发展前景遥 希望通过野易班冶
经验的分享袁让更多的人认识野易班冶尧使用野易班冶袁将
其建设成为特色的网络育人平台袁 使之真正成为学校

培育学生的一个有效平台和载体遥

话题 投票 网盘 相册 游戏 个人博客 课程表 微博 站内信

党建工作

团学工作

帮困助学

心理辅导

日常管理

各功能下易班班级活动一览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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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同样

承担提高教育质量尧培养合格人才的重任遥 民办高校的

思政工作必须强化理想信念价值引领袁做到全程育人尧
全方位育人 [1]遥基于此袁上海杉达学院基础部于 2014 年

9 月启动基础部演讲平台项目袁建设传播野正能量冶[2]的
校园平台遥 从提高学生的演讲能力入手袁通过讲授尧传

播和展示等多环节袁依托演讲平台袁激发大一新生对于

野正能量冶的挖掘袁提升学生自信心袁探索民办高校思政

工作新的实现路径遥
一尧工作理念

人生观上张扬个性尧社会观上政治野冷感冶[3]袁这些

特点在野90 后冶大学生身上愈发明显遥 上海杉达学院基

揖摘 要铱 2017 年 2 月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的叶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曳指出袁
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遥 本文以有声教育演讲为载体袁探索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的

实现路径遥
揖关键词铱 演讲曰 思想政治教育曰 高等教育

以演讲为依托开辟思政工作校园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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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部演讲平台从锻炼学生口才与演讲能力入手袁 通过

对演讲内容和主题的提炼袁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袁培
养学生良好的品行袁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尧世界观遥

1. 提高学生自信心袁激发学生自身野正能量冶
通过演讲平台的运行袁帮助民办高校学生摆脱野淘

汰者冶的自我定位袁提高自信袁给予自身更加理性和正

确的定位袁从而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爱尧对生活的热情

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袁使野正能量冶充满其身遥
2.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袁发掘身边的野正能量冶
通过演讲平台的运行袁 从学生最喜爱和乐于参与

的口才能力培养为切入口袁依靠演讲形式袁鼓励学生挖

掘身边的野正能量冶袁从而将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实落小遥
3. 传播校园野正能量冶袁使其成为野新常态冶
每个人身上都有野负能量冶和野正能量冶袁通过演讲平

台的运行袁帮助学生完成多次自我审视和自我评估袁激发

其自身的野正能量冶袁并将校园中的野正能量冶集合起来遥
4. 强化理想信念的价值引领

通过演讲平台的运行袁 在内容的引导中增强对学

生理想信念的教育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尧价值

观和世界观袁形成校园优良校风和学风的良好氛围遥
二尧文件依据

2017 年 2 月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的叶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曳指出袁坚持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遥 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和各环节袁形成教书育人尧科研育人尧实践育

人尧管理育人尧服务育人尧文化育人尧组织育人长效机

制遥 上海杉达学院基础部演讲平台的设置就是以文件

精神为指导袁以校园作为思政工作的根据地袁思政理论

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袁坚持全方位全过程育人遥
三尧整体思路和实施过程

渝 整体思路

1. 野正能量冶讲授

野正能量冶讲授分为两块内容遥 其一是讲座袁通过邀

请知名学者尧主流思想研究者等进行讲座袁为大一学生

全面解析野正能量冶曰其二是教学袁通过野慕课冶野网络公

开课冶等形式袁传播演讲技巧袁帮助学生完成野正能量冶
的传递遥

2. 野正能量冶传播

野正能量冶传播分为两块内容遥 其一是在全班三十

几位同学面前演讲三分钟袁挖掘自身野正能量冶如对第

一次演讲自我感觉不满意可以再次演讲袁 完成自己的

野最佳三分钟冶视频遥 野最佳三分钟冶系列演讲袁根据学生

入学的时间分为两个阶段遥 一个是入学初学生对于大

学生活的探讨袁另一个是军训期学生对于军训尧纪律尧
爱国等多方面的思考曰 其二是训练营阶段要求部分学

生完成在 200 位学生面前的演讲袁即野挑战你的自信冶
系列袁挖掘校园的野正能量冶遥

3. 野正能量冶展示

野正能量冶展示分为两块内容遥 其一是基础部演讲

平台野TOP 10冶的风采展示曰其二是根据演讲平台整个

过程学生的完成情况袁 最终以能力等级认证的方式对

学生的演讲能力进行区分性肯定遥

图 1 演讲平台野正能量冶常态化总体思路图

李 洁袁等 以演讲为依托开辟思政工作校园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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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 训练营阶段

训练营阶段活动为专家教学尧野正能量冶分享会和

野挑战你的自信冶系列演讲活动遥 训练营的成员通过普

训阶段选拔出优秀的演讲者袁 结合开放式的自主报

名袁坚持择优与兼顾公平方针袁确定训练营成员后开

展活动遥

渔 具体实施过程

上海杉达学院基础部演讲平台的实施包含三个阶

段袁分别为普训阶段尧训练营阶段和成果展示阶段遥

1援 普训阶段

普训阶段主要活动是专家讲座尧 演讲技巧传授的

视频教学和以班级为单位的野最佳三分钟冶系列演讲遥

图 2 演讲平台实施过程图

阶段 推行步骤 运行内容 运行方式 预期效果

普训阶段

1. 专家讲座 渊1 课时冤 野正能量冶解析 讲座 学生了解野正能量冶的内涵

2. 视频教学渊2 课时冤 演讲技巧教授
视频教学 渊通过素材库
下载冤 学生初步了解演讲步骤和技能

3. 实训渊1 课时冤 演讲实训
以班为单位袁 每位学生
完成 3 分钟演讲

帮助学生挖掘自身野正能量冶

表 1 演讲平台普训阶段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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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援 成果展示阶段

成果展示阶段活动主要是总结演讲平台运行以来

的各项成果袁分为两部分遥 一部分是针对全体同学的演

讲历程回顾袁 包括以完成平台各阶段课时数为评价标

准的演讲能力认证证书颁发和军训阶段再一次的 野最
佳三分钟冶的展示曰另一个部分是传递校园野正能量冶的
典型野TOP 10冶的风采展示袁对训练营阶段确定的野TOP
10冶候选人袁通过对其演讲平台历程的整合梳理袁完成

其自身的野成长履历冶袁树立榜样作用袁传播野正能量冶遥
四尧特色总结

1. 层次性演讲组织模式

上海杉达学院基础部演讲平台在运行过程中采用

差异化的层次性演讲组织模式袁即根据不同阶段要求袁
按照演讲受众面的广度分为三个层次遥 其一是面向所

有学生袁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完成的袁以班级为单位完成

30 人面前的野最佳三分钟冶演讲展示曰其二是面向部分

学生的袁 要求部分学生以系和学院为单位完成 200 人

面前的野挑战你的自信冶演讲展示曰其三是面向少数学

生的以野TOP 10冶为代表的 500 人面前的野TOP 10冶演讲

展示遥 层次性的演讲模式袁不但有利于筛选出优质的人

才袁更加使得学生能力呈现阶梯式提升遥
2. 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演讲主题设计

演讲平台的运行过程中袁 均实行既定主题与自由

发挥相结合的模式袁即演讲平台设定每次演讲的主题袁
再由每个演讲人对主题进行自我解读袁 最终形成属于

每个人不一样的演讲稿遥 因而袁演讲主题的选择袁能够

促进学生再思考尧再认识遥 通过选择性主题的演讲袁能
有效促进学生对于核心价值观的进一步学习和探讨袁
从而改变自我袁提升自我袁完善自我遥

3. 新媒体的应用

演讲平台自成立开始袁 就积极开展新媒体微信公

众平台的筹备袁2015 年 5 月微信号开始运营遥微信平台

基础板块一共分为 3 个袁其一是演讲活动纪实曰其二是

演讲技巧介绍袁平台会定期推送一些演讲技巧袁供学生

阶段 推行步骤 运行内容 运行方式 预期效果

训练营阶段

1援 专家教学渊2 课时冤 资深主编尧作家等专家对
野正能量冶作深层次解读

以普训阶段选拔和自
主报名相结合确定训
练营人员

学生深入理解野正能量冶的内涵

2援 经验分享会渊1 课时冤
高年级学生尧在校老师与
大一学生开展 野正能量冶
经验交流

全体训练营学员
从身边的师长入手袁 学习身边
的野正能量冶

3援野挑战你的自信冶 系列演讲
活动渊2 课时冤

院系 野挑战你的自信冶系
列演讲渊1 课时冤

训练营学员结合主题袁
传播自身野正能量冶

以系或者学院为单位袁 完成 3
分钟演讲
培养部分学生具备 200 人面前
演讲的能力袁 选拔参加校园内
传播野正能量冶

基础部演讲平台野TOP 10冶角
逐活动渊1 课时冤

挖掘野正能量冶演讲典型
人物

以训练营选拔优秀人
员结合自主报名确定
野TOP 10冶候选人

培养优秀学生具备 500 人面前
演讲的能力袁在校园内挖掘野正
能量冶典型人物

表 2 演讲平台训练营阶段实施内容

图 3 层次化演讲模式

普训阶段演讲主题 训练营阶段演讲主题

第一期主题 我的大学梦 选题 1 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第二期主题 感恩 选题 2 做时间的主人

第三期主题 幸福的定义 选题 3 走出寝室还是宅宅宅

第四期主题 诚信

选题 4 压力是你的好朋友

选题 5 大学学习方法之要我学与我
要学

选题 6 如何成长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表 3 演讲平台部分主题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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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曰其三是 200 人面前演讲活动的专场介绍袁这些专

场 NO.1 也是基础部演讲平台 TOP 10 的有力角逐者遥
4援 增强学生野获得感冶
演讲平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袁每

一个同学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袁 展示出当代大学生的

风采袁并让优秀的演讲人脱颖而出遥 在参加演讲的过程

中袁无论是否取得优异成绩袁同学们都得到了一次很好

的锻炼机会遥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袁 这个平台让学生在

演讲的过程中袁 学到了如何用简洁扼要的语言将自己

的想法传递给大家袁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集体遥
5援 开辟思政教育新路径

当今社会袁大学生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尧多变性和差

异性增强袁与传统的观念和教育模式相碰撞袁影响着大

学生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和价值观遥 大学需要通过校园文

化建设培养大学生的人格袁为学生营造积极进取尧健康

向上的环境遥
大一新生入学袁每个辅导员平均带班 200 人次袁要

在第一学期了解所有学生有一定困难遥 通过演讲平台

的开展袁无论是以班级为单位的 30 人前演讲还是以系

为单位的 200 人前演讲袁 都可以帮助辅导员较快地熟

悉学生袁了解学生的想法袁从而为今后的思政工作打下

基础遥
6援 榜样与荣誉并行

演讲平台要求学生在演讲素材上结合自身事例袁

摒弃名人名事曰在语言表达上要求质朴真实袁摒弃华丽

辞藻袁这使得学生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形成了探寻野最真

实的自我冶的思维遥 通过一个个真实事例的传递袁校园

内形成了野正能量圈冶遥 特别是基础部演讲平台 TOP 10
的产生袁更能让榜样发挥作用曰对于普通同学袁演讲平

台会根据他参与的情况袁发放演讲能力的等级证书袁使
得学生在感受榜样引领作用的同时袁 自身能力也得到

肯定袁从而将文化育人有形化尧实质化遥
两年多来袁基础部演讲平台硕果累累遥 训练营成

员尧TOP 10 获得者之一袁2014 级学生陈彦妃在学校

第一季野杉达演说家冶比赛中袁获得了总冠军的好成

绩曰训练营成员 2014 级学生胡子娅尧陈华明在野嘉兴

市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大学生演讲比赛冶 中获得一等

奖尧二等奖曰训练营成员尧TOP 10 获得者之一刘泽敏

成功参演叶谁的青春不迷茫曳电影拍摄袁成为了野校园

新星冶曰训练营学员 2015 级学生唐豪峰在野杉达演说

家冶比赛中荣获全校第二名曰演讲平台各辩论队的优

秀选手们也频频在学校各类活动中担任主持人工作

等等遥
7援 不足与期待

平台在运行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袁 像普训阶

段的学生动员问题尧专家讲座的专家邀请问题等袁一度

减缓了平台运行的野速率冶遥 特别是资深理论研究专家

的讲座邀请袁成为了目前平台运行中的难点遥
上海杉达学院基础部演讲平台运行三年以来袁从

图 4 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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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到有袁 到如今已完成一万余人次的普训和 670 人次

的训练营活动遥 在演讲平台的素材库中袁为学生储备的

视频素材已超万份袁这是对每位学生演讲的记录袁更是

他们成长的记录遥 通过一年年的积累袁演讲平台传递的

野正能量冶也将越积越多袁从而开辟出一块思政工作的

校园根据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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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达学院嘉善光彪学院大事记
渊2001 年 7 月耀2017 年 12 月冤

荫 2001 年 7 月袁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嘉善县与上

海杉达学院渊原杉达大学冤合作举办嘉善光彪学院遥
荫 2002 年 6 月袁上海杉达学院和嘉善县人民政府

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书遥
荫 2002 年 11 月袁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批准正式成

立上海杉达学院嘉善光彪学院遥
荫 2002 年 12 月袁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遥 上

海市尧浙江省相关领导和曹光彪先生等出席奠基仪式袁
并挥锹奠基遥 曹光彪先生捐赠 300 万元遥

荫 2003 年 3 月袁 学院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遥
高玲慧尧何炳荣尧孙建华尧俞鹤祥尧李泉明尧强连庆尧袁
济尧施福升尧李庆等出席会议袁强连庆董事长主持会议遥
8 月召开第二次会议遥 相继明确了领导班子院袁济兼任

学院院长尧施福升任常务副院长遥
荫 2003 年 9 月袁首批 736 名浙江省新生报到遥
荫 2004 年 6 月袁嘉兴市委书记尧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黄坤明袁嘉兴市委副书记尧市长陈德荣等市领导和县

领导到学院检查指导工作遥
荫 2004 年 9 月袁学院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袁常务

副院长施福升任总支书记袁下设机关党支部尧教工党支

部尧学生党支部等遥
荫 2005 年 5 月袁美国瑞德大学代表团到访学院遥
荫 2005 年 9 月袁首次本科生 355 人报到遥
荫 2006 年 3 月袁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小玲到院

视察指导遥
荫 2006 年 6 月袁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摩瑞斯分校师

生来院参观交流遥 成功接待建院以来的第一个国外大

学师生代表团遥
荫 2006 年 6 月袁学院党总支荣获野上海市教育卫

生工作党委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冶称号遥 党总支书记尧
常务副院长陈新中出席颁奖典礼并领奖遥

荫 2006 年 10 月袁 学院二期工程开工暨学术活动

中心奠基仪式隆重举行遥
荫 2006 年 11 月 27 日袁叶嘉兴日报曳以叶野家门口袁

我们自己的大学冶要要要写在嘉善光彪学院二期工程开

工之际曳为题袁整版报道学院办学情况遥
荫 2007 年 9 月袁教师公寓野杉达嘉苑冶 开工遥 建筑

面积 3.3 万平方米袁由两幢多层尧四幢小高层共 216 套

住房尧会所及地下人防工程组成遥2010 年第一批教职工

入住遥
荫 2007 年 11 月袁曹光彪先生的长子尧香港知名实

业家曹其镛一行到学院视察指导遥 将捐款 1000 万元建

造的学术活动中心袁命名为野望月楼冶遥2008 年 8 月袁野望
月楼冶落成遥

荫 2007 年 12 月袁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葛圣

平来学院视察遥
荫 2007 年 12 月袁 上海市人大侨民宗委员会主任

张伟江等来学院视察指导遥
荫 2008 年 5 月袁 师生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 10 万

余元袁组织志愿者参加嘉善县募捐活动遥 三天共募捐善

款 263932.9 元袁由慈善总会统一转交四川灾区遥
荫 2008 年 10 月袁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何毅亭

和浙江省尧嘉兴市尧嘉善县主要领导视察学院遥
荫 2009 年 1 月袁学院董事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召

开遥 会议决定第二届董事会由强连庆尧袁济尧李庆尧陈新

中尧何炳荣尧俞鹤祥尧何全根等组成袁选举强连庆为第二

届董事会董事长遥
荫 2009 年 4 月袁学院创建野节约型绿色校园冶项目

被收入上海市教卫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主编的创

建案例集遥
荫 2009 年 7 月袁学院丁苑春等教师首次领取嘉善

县人才补贴遥
荫 2009 年 9 月袁游昀之老师荣获野上海市模范教

师冶野上海市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冶遥
荫 2010 年 1 月袁学院董事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召

开遥 上海杉达学院向嘉善光彪学院增资 5700 万元袁决
定建造图书馆尧改造体育运动场等遥

荫 2010 年 7 月耀10 月袁学校积极参加野世博冶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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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活动遥26 名学生成为上海世博会的志愿者袁直接为世

博会服务遥 学院荣获野嘉善县上海世博会环沪护城河安

保工作先进单位冶称号遥 常务副院长陈新中被授予野嘉
善县上海世博会环沪护城河安保工作突出贡献个人冶
称号遥 三名同学被授予野嘉善县上海世博会环沪护城河

安保工作先进个人冶称号遥
荫 2011 年 9 月袁李进受聘担任上海杉达学院第五

任校长袁兼嘉善光彪学院第二任院长遥
荫 2013 年 3 月袁学院董事会第二届第四次会议暨

第三届第一次会议召开遥 选举李进为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长遥
荫 2013 年 5 月袁学生志愿者野结对空巢老人袁十载

传承关爱情冶 荣获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精神文明

十佳好人好事遥
荫 2013 年 7 月袁学院进行野1+3冶基础部布局调整遥

龚发志副院长牵头对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袁 医学实验实

训中心尧 复合型图书馆等首批上海市政府扶持资金项

目在基础部改造完成并投入使用遥
荫 2013 年 8 月底袁学院门口增挂野上海杉达学院冶

校牌遥 3200 余名大一新生全部到嘉善校区报到遥
荫 2013 年 9 月袁 上海杉达学院 2013 级新生开学

典礼在嘉善体育馆隆重举行遥 李进校长给大学新生上

第一课袁各二级学院院长寄语新生遥 全体校领导出席开

学典礼遥
荫 2013 年 9 月 10 日袁 上海教育新闻网报道学院

办学情况院叶访上海杉达学院嘉善校区袁 寻民办高校内

涵建设之路曳遥
荫 2013 年 10 月袁美国瑞德大学教师到学院交流遥
荫 2014 年 2 月袁 刘婷婷老师荣获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颁发的野2013 上海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冶荣誉称

号遥 孙俊成老师荣获上海市首届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

能大赛二等奖袁仪根红老师荣获首届上海高校青年教

师教学竞赛人文社会科学组二等奖遥 苏仕银尧任雅华

等先后荣获野上海高校后勤双争活动服务明星冶野绿叶

奖冶等称号遥
荫 2014 年 9 月袁改造学生活动中心为大学生素质

教育中心袁包括体育尧艺术尧心理健康尧职业规划尧创新

创业教育等内容遥 其作为每年的迎新报到场地袁受到新

生和家长的欢迎遥
荫 2014 年 12 月袁学院与嘉善县野精神文明建设同

创共建座谈会冶举办袁共建单位嘉善县委宣传部尧县文

明办尧团县委等 13 家单位领导出席遥
荫 2015 年 1 月 5 日袁叶嘉兴日报曳以野搭起课外实

践和社会公益的桥梁要要要耶社会大课堂爷活跃大学生的

身影冶为题袁报道基础部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遥
荫 2015 年 1 月袁举行新闻媒体交流会遥 来自上海

电视台尧新华通讯社尧文汇报尧解放日报等十家媒体记

者采访遥
荫 2015 年 2 月袁嘉兴市在嘉高校负责人会议在校

基础部召开遥
荫 2015 年 6 月袁学院邀请嘉兴市野红船宣讲团冶进

校园袁宣讲野红船精神冶遥
荫 2015 年 6 月袁 在 2015 年海峡两岸大学生信息

素养竞赛中袁7 名学生获得全能一等奖 1 个尧 计算机应

用能力单项金奖 1 个尧计算机应用能力单项银奖 2 个遥
荫 2015 年 6 月袁叶点滴小爱袁汇聚大爱要要要上海杉

达学院基础部建立义务献血野活血库冶曳获得上海市教

卫工作党委系统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提名奖遥
荫 2015 年 12 月袁 演讲平台喜结硕果要要要学院学

生在嘉兴市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演讲比赛总决赛中喜获

佳绩袁胡子娅同学夺得一等奖尧陈华明同学获二等奖遥
荫 2016 年 1 月袁原嘉善县委书记高梦良袁董事尧嘉

善县政协副主席俞鹤祥袁曹光彪先生女婿尧董事李庆袁
女儿曹其智袁原董事长强连庆袁原校长袁济袁原常务副

院长施福升等陪同参观校园袁并出席了学院 2016 年度

总结表彰暨团拜会遥
荫 2016 年 3 月袁来自法国尧俄罗斯尧菲律宾尧南非尧

也门等国的留学生到校区学习遥
荫 2016 年 4 月袁嘉善光彪学院董事会召开第三届

第四次会议遥 嘉善县委书记许晴等董事出席袁并视察了

校园环境袁走访了图书馆等地遥
荫 2016 年 5 月袁大一学生杨泓菲在全国大学英语

竞赛中荣获特等奖遥 学院共有 37 名学生获奖遥
荫 2016 年 5 月袁 学院荣获 2015 年度浙江省创建

治安安全单位活动成绩突出单位遥
荫 2016 年 6 月袁学院党总支再次荣获野上海市教

育卫生工作党委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冶称号遥
荫 2016 年 7 月袁护航 G20袁大学生志愿者参加嘉

善县举办的平安志愿者誓师大会遥 从 8 月 6 日到 30
日袁学院师生员工放弃暑假休息袁积极为 G20 峰会召开

开展安全排查尧巡逻等活动遥
荫 2016 年 8 月袁与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签订共建

上海杉达学院嘉善光彪学院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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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室协议袁打通学生就医野绿色通道冶遥

荫 2016 年 9 月袁秦雯尧史伟老师在第二届上海高

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获奖遥
荫 2016 年 10 月袁野中荷合作国际管家课程冶在野望

月楼冶开班遥 改造后的酒店管理专业教学实训中心正式

启用遥 首批 36 名 2014 级学生在此举行第一次全封闭尧
全天候的集中学习遥

荫 2016 年 10 月袁 教育部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秘书长韩玉灵教授来学院调研遥
荫 2016 年 10 月袁17 名大一学生在浙江省大学生

高等数学竞赛中获奖并接受表彰遥郭倩慧同学获一等奖遥
荫 2016 年 12 月袁学院荣获征兵工作先进单位袁多

名学生应征入伍遥
荫 2017 年 2 月袁 周士心老师当选 2016 上海高校

辅导员年度人物遥
荫 2017 年 4 月袁上海杉达学院蝉联七届野上海市

文明单位冶称号遥 嘉善校区同步挂牌遥
荫 2017 年 5 月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遥 上海杉达学

院 25 周年校庆徽标在运动会上发布遥 嘉善电视台叶嘉
善新闻曳报道了运动会盛况遥

荫 2017 年 6 月袁上海杉达学院与西塘张正文化产

业旗下的泰杉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袁
支持地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遥

荫 2017 年 6 月袁嘉兴市在禾高校反邪教警示教育

推进会在学院召开遥
荫 2017 年 6 月袁2016 级学生军训袁 并举行了军训

成果汇报表演暨总结表彰大会遥 结束后袁大部分学生搬

迁到总校继续大二年级的学习遥
荫 2017 年 9 月袁 学生在 2017 年浙江省大学生高

等数学竞赛中获佳绩遥 取得 3 项一等奖尧9 项二等奖尧7
项三等奖的好成绩遥其中经管类排名第 19袁工科类排名

第 34袁文科类排名第 27遥
荫 2017 年 9 月袁叶嘉兴日报曳以叶夯实基础求创新尧

科学发展上台阶要要要嘉善光彪学院 15 周年科学发展

纪实曳为题袁整版报道学院办学情况遥
荫 2017 年 9 月袁 举行校地共建恳谈会和 15 周年

院庆座谈会遥 李进校长与嘉善县委书记许晴共谋职业

教育发展大计遥 上海杉达学院 25 周年校庆暨 2017 级

新生迎新晚会在报告厅举行遥
荫 2017 年 10 月袁 第二期 野中荷合作国际管家课

程冶开班遥
荫 2017 年 11 月袁新落成的嘉影院首次放映叶建党

伟业曳电影袁400 多名师生一起观看了电影遥
荫 2017 年 11 月袁野青春唱响十九大袁 不忘初心跟

党走冶上海杉达学院纪念野一二窑九冶运动歌咏比赛在报

告厅隆重举行遥
荫 2017 年 11 月袁嘉善县人大尧政协领导等到学院

调研指导并座谈遥
荫 2017 年 11 月袁 副县长范国良到院宣讲十九大

精神遥
荫 2017 年 12 月袁上海市高校学生公寓野六 T冶建

设专家组一行检查野六 T冶学生公寓建设情况遥
荫 2017 年 12 月袁 上海杉达学院嘉善职业技术学

院在嘉善校区揭牌成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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