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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设计与整合模型构建
——基于“行为-认知”视角

迟考勋

（山东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商业模式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不少
优秀企业（如戴尔电脑、阿里巴巴）乐于将自身成
功归因于卓越的商业模式设计。关于“如何设计
商业模式”，学者们已形成了“行为视角”与“认知
视角”两种较为成熟的研究视角。行为视角聚焦
于企业客观商业模式结构，认为商业模式设计是
设计者选择并组合构成要素来形成商业模式类
型，进而根据内外部环境需求选择不同类型商业
模式的过程；认知视角则以个体头脑中的商业模
式图式（business model schema）为核心，认为商
业模式设计是设计者组合利用先前图式来认知
性建构起新商业模式图式的过程。行为视角研
究将基于环境信息分析的完全理性行为视作设
计商业模式的关键，没能认识到“信息分析活动
是由个体认知所引导”的特征，而且也很难回答

“在缺少有效信息支持背景下如何开展商业模式
设计活动”这一问题；认知视角研究将基于先前
图式的意义建构活动视作设计商业模式的关键，
尽管能够弥补行为视角研究的不足，但却忽视了

“认知活动结果需借助具体行为才能够得到真正
展现”的特性，也无法体现出商业模式的“利益相
关者互动结构”这一本质属性。

实际上，商业模式是设计者的认知与行为共
同作用下的产物，认知引导着具体设计活动的开
展，而这些活动的结果则会通过反馈来丰富认

知。因此，融合行为视角与认知视角研究观点能
够更为完整地回答“如何设计商业模式”问题。
鉴于此，本文在对行为视角、认知视角及“行为-
认知”整合视角商业模式设计研究加以述评的基
础上，从“认知引导行为”与“行为反馈认知”两个
维度着手，构建起商业模式设计的“行为-认知”
整合模型，这对未来研究开展具有启发价值。

一、行为视角商业模式设计研究

行为视角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认识与设
计商业模式的主流视角，相关研究聚焦于回答

“实施何种行为来设计商业模式”这一问题。该
视角可区分为“要素组合”与“环境匹配”两个研
究流派，前者关注部分（构成要素），后者则关注
总体（整体结构）。

（一）要素组合流派
商业模式是一种价值创造结构，设计商业模

式首先需认识商业模式的基本结构，而构成要素
则是认识这一结构最为重要的切入点。早期要
素组合流派认为，商业模式由多样化的商业要素
组合形成，这些要素具有创造价值的潜力，不同
类型与性质的要素造就了不同的商业模式。基
于此，设计商业模式需主要做好“确定要素种类”
与“填充要素价值”两项工作，前者重在明确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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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结构应包含的商业要素（如市场战略），后者
则重在选择具体的开发要素价值的方式（如差异
化市场战略）。

“确定要素种类”在早期研究中十分流行，学
者们或源自理论演绎，或来自于案例归纳，提出了
经济利润模型、战略要素模型、交易系统模型等一
系列模型化观点。然而，这些不同模型对于商业
模式构成要素的揭示却往往并不全面，而且过于
繁多的研究观点也不利于商业模式统一概念的
形成，这驱使研究者尝试对它们进行归纳总结，以
构造起更为系统化的构成要素模型，较具代表性
的成果为Morris等开发的“F-P-R模型”。“F-P-R
模型”是一个由“基础层”（foundation）、“专有层”
（proprietary）、“规则层”（rule）三个层次要素所组
成的结构系统，不仅详细阐述了供给要素、市场要
素等商业模式基础要素，更强调了“连接方式”“规
章制度”等特殊要素的重要价值。目前“确定要素
种类”已不再是研究主流，学者们对此基本达成了
如下共识：（1）基于“确定要素种类”所塑造出的是
一般化商业模式；（2）研究中可借鉴已有观点，无
需开发新的一般化商业模式；（3）结合一般化商业
模式探讨“如何设计满足企业需求的特殊化商业
模式”问题更具研究价值。

特殊化商业模式反映着不同企业对价值创
造与获取方式的差异化认识，设计特殊化商业模
式需依赖“填充要素价值”工作，这是一个包括

“备选方案”“设计流程”“资源支持”三项核心内
容的系统工程。首先，建立较为详细的商业模式
要素价值开发方式的备选方案体系是“填充要素
价值”工作的基础，目前Morris等的观点在理论
界最具影响力，其主要对六种商业模式基础要素
的价值开发方案进行了详述。尽管围绕这一观
点诞生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关于“连接方
式”“规章制度”等特殊要素的价值开发方案并未
得到关注，而这却是展示商业模式独特价值及维
系商业模式持久竞争力的最为重要部分。其次，
在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遵循着特定工作程序，设
计者会结合企业需求按照一定的步骤来做出选
择，相关研究聚焦于商业模式设计的流程化工具
开发，成果多出现在实践类期刊中。例如，Zott
和Amit认为，创新型商业模式设计应依次解答

“顾客需求是什么”“需开展何种活动来满足需

求”“如何开展这些活动”“谁来开展这些活动”
“如何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如何获取收益”
六个问题。最后，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集
合体，其构成要素的价值开发方式通常是以“核
心企业或利益相关者的资源价值最大化”为标准
进行选择。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了两类问题：一类
是探讨核心企业如何利用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
或通过资源拼凑方式来决定技术合作方式、竞争
战略等构成要素的具体形态；另一类是分析核心
企业如何借助说服行为、社会关系等来获取并配
置利益相关者资源，进而据此决定商业模式构成
要素的具体形态。总的来说，当前对“基于何种
资源、开展何种活动来填充何种要素价值”这一
问题的研究并不成熟，也忽视了关于“连接方式”

“规章制度”等特殊要素价值开发方式的分析，这
有待未来研究加以完善。

要素组合流派在两个方面为商业模式设计
研究做出了贡献：一是详细分析了商业模式的构
成要素，这为认识与设计商业模式提供了具体方
向；二是聚焦于要素层面分析能够更好地辨识商
业模式与战略管理、市场营销等理论之间的关
系，有助于隶属这些理论的操作工具（如市场细
分工具）在商业模式设计中得到有效应用。然
而，商业模式不仅仅是要素组合，更是一种整体
结构，过于关注构成要素使得相关研究无法评估
商业模式总体价值创造潜力，难以有效解释商业
模式的整体差异性。

（二）环境匹配流派
商业模式结构反映了企业的价值创造逻辑，

这是一个整体概念，指的是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
规律，设计商业模式就是要打造起这样一条逻辑
链条。环境匹配流派认为，类型区分是从整体上
解释商业模式差异性的首要任务，不同类型商业
模式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创造逻辑，设计商业模式
是一个对这些逻辑加以选择的过程，而内外部环
境因素在此起着决定性作用，“区分商业模式类
型”与“选择最优商业模式”是两项最主要工作。

商业模式类型是要素组合的必然结果，但要
素组合流派研究多未能对商业模式类型加以理
论归纳分析，导致商业模式类型零散，缺乏代表
性。环境匹配流派对此做了极大改进，Amit和
Zott结合价值链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资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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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观、战略网络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提出了
NICE类型观，它包括新颖型（N）、锁定型（I）、互
补型（C）、效率型（E）四种具体类型。在此基础
上，两位学者又开发出了关于新颖型与效率型商
业模式的测量方式，并探讨了四种类型商业模式
的前因。尽管也有学者聚焦于分析包容性商业
模式、平台模式等特殊类型商业模式，或者围绕
创新理论将商业模式区分为“原始创新”与“模仿
创新”“渐进式创新”与“颠覆式创新”等类型，但
NICE类型观的坚实理论基础与可测量性使之在
理论界获得了最为广泛地认同。

在确定商业模式类型的基础上，商业模式设
计可简化为环境匹配过程，即根据内外部环境需
求选择最优商业模式类型。当前学者们主要分
析了不同商业模式类型与不同环境要素匹配的
绩效表现，以启发不同环境下的商业模式选择问
题。相关研究认为匹配效果是做出合理选择的
最直接标准，探讨了不同商业模式与市场战略、企
业资源、竞争环境等之间的匹配效果。环境匹配
是一项持续性工作，这一方面是由环境的动态性
特征所致，另一方面也与设计者在初始阶段很难
设计出完美商业模式有关。基于此，学者们开始
关注商业模式类型的动态调整过程，并主要从试
错学习视角开展了研究。有的学者关注商业模
式初期设计，认为设计者会同时相互独立地实施
多种商业模式，它们在组成要素上具有相似性，通
过比较分析实施效果来评定所实施商业模式的
价值高低，从而确保最终所选择的商业模式与环
境间具有较好的匹配性能；另一些学者则关注商
业模式执行过程中的适应性调整议题，他们开发
出商业模式动态模型，认为商业模式执行结果引
发试错学习，设计者会据此来调整商业模式类型，
这种调整主要呈现在构成要素层面上，对不同要
素的不同程度调整导致了商业模式类型的不同
变化，并且调整过程会面对组织惯性阻碍。

环境匹配流派的贡献在于归纳得到不同的
商业模式类型，为整体层面的商业模式研究提供
了基础。该流派主要有如下两点不足：一是环境
匹配思想属于静态分析，重在关注商业模式选择
结果而非刻画做出这种选择的过程，相关研究并
未对“如何分析环境信息”“如何评定不同类型的
商业模式潜在价值”等问题进行解答；二是现有

研究对环境的过于强调使其忽视了设计者的主
观能动作用，导致它们在对“为何不同企业在相
同环境背景下会做出不同选择”“为何企业在缺
少环境震荡影响下仍会做出创新选择”等问题的
解答上缺少有效的办法。

总体而言，要素组合流派与环境匹配流派具
有一体两面的关系，均遵循完全理性决策逻辑，
认为无论是要素还是类型都是设计者根据内外
环境需求所做出的最优选择，而资源与能力则是
导致不同设计者做出不同选择的本质原因。然
而，完全理性假设在现实中却很难实现，这不仅
是由信息不对称所致，更因为有限的认知资源使
得设计者不可能搜集与处理所有相关信息，因而
最优选择仅代表一种理想状态，如何依赖有限信
息来设计商业模式可能更符合现实需要。

二、认知视角商业模式设计研究

认知视角是对行为视角研究的有力补充，其
遵循有限理性决策逻辑，认为商业模式设计包括

“图式建构”与“图式推广”两个阶段，前者是指组
合利用先前图式来对环境信息加以选择性注意
与解释，在头脑中形成一种商业模式图式；后者
是指将这种图式推广成为在企业层达成共识的
商业模式客观结构。

（一）图式建构阶段研究
商业模式图式是近些年出现的新概念，建构

商业模式图式应首先对商业模式图式概念加以
解构。虽然目前缺少这方面的系统研究，但学者
们通过参考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Susan Fiske 和
Shelley Taylor关于图式的定义，业已形成如下共
同认识：（1）商业模式图式是由“一组特殊的商业
模式要素及其对应的信息”与“这些要素之间存
在的关系”所构成的认知结构；（2）商业模式图式
与商业模式“交易系统”观点相一致，可从设计元
素（内容、结构、治理）与设计主题（新颖型、锁定
型、互补型、效率型）两个方面加以解构；（3）商业
模式图式的形成需依赖设计者基于先前图式的
意义建构活动。因此，尽管认知视角与行为视角
所遵循的设计逻辑截然不同，但在最终的商业模
式设计结果上却是相同的。另一方面，意义建构
是塑造商业模式图式的主要认知活动，学者们对

迟考勋：商业模式设计与整合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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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投入了大量研究精力。
意义建构指的是在模糊与不确定情境中，设

计者对环境信号与组织事件进行扫描、解释与反
应的过程。有的学者对该过程进行了一般化解
读。例如，Chesbrough和Rosenbloom认为，新创
企业商业模式设计过程是一个意义建构过程，最
初需要借助创业者的认知成分来形成商业活动
的启发式逻辑（heuristic logic），进而在发展过程
中，逐步形成商业活动的主导式逻辑（dominant
logic）。另一些学者则受到认知心理学影响，注
重于对意义建构的实施机制加以详细解释。例
如，Martins 等认为，在缺少外部环境震荡影响
下，设计者会主动追求创新型商业模式设计，他
们组合利用其他行业商业模式图式中所包含的
知识来解释本行业的环境信息，从而在头脑中创
造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图式，并经过修正来推广应
用，体现为类比推理（analogical reasoning）与概念
连接（conceptual combination）两种具体的生成性
认知过程。

图式建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
如下不足：一方面，Amit和Zott的近期研究发现，
不同商业模式类型的设计前因与设计过程存在
较大差异。然而，当前研究却多聚焦于创新型商
业模式的设计过程，鲜有关于其他类型的研究，
更缺少不同类型间的比较分析，这极大降低了研
究的普适性价值。另一方面，有限理性决策的核
心逻辑包括“先前图式”与“认知过程”两个支柱
性概念，并且前者决定着后者。然而，当前研究
却过于关注刻画认知过程，忽视了对影响该过程
的先前图式加以考察，使其难以对不同设计者所
呈现出的差异性认知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异质
性商业模式设计结果做出合理解释。

（二）图式推广阶段研究
完整的意义建构过程包括意义给赋行为

（sensegiving），指的是高层管理者利用象征性工
具来战略性地影响组织其他成员的意义建构活
动。意义给赋并非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行为，而是
高层管理者与组织其他成员之间的互动行为，那
些接收意义（meaning）的组织其他成员也会对环
境信息做出解释，有可能质疑那些由高层管理者
所开发出的意义。商业模式图式是一种设计者
建构得到的特殊“意义”，要想演变为企业层面的

客观商业模式结构，就需要对该图式加以外部化
推广，以确保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同。这一推广
过程会面对诸多约束，认知视角研究主要探讨了
由认知惰性所带来的约束。有的学者关注了企
业员工的认知惰性，指出员工先前所经历的商业
模式为自身所熟知，已嵌入到认知结构中，设计
者不太容易说服他们接受新商业模式；有的学者
则关注了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认知惰性，在已
有商业模式仍具有盈利潜质的情况下，利益相关
者对接受新模式往往并不热衷。

“克服认知惰性”是商业模式设计者在图式
推广阶段的主要工作。结合意义建构观，学者们
认为，除了环境震荡引发企业危机之外，设计者
还可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化行动来克服认知惰
性，如借助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来解释
新商业模式的优越性，从而说服利益相关者接受
新模式。主动的策略化行动是由能力所支撑，相
关研究指出设计者尤其需要具备对环境变化的
感知能力与逻辑分析能力，这使之能够较为精确
的识别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会与威胁，确保所建
构的商业模式图式的推广价值较为明显，从而有
助于提升话语实践的实施效果。还有一些学者
认为，降低新商业模式图式的颠覆性程度也可以
有效克服认知惰性，形成了如下两种观点：一是
新商业模式图式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现有模式
的一些特征，以缓和新模式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所
带来的认知性冲突；二是在保留现有模式的基础
上来推行新商业模式图式，以两种模式的客观实
施效果为证据，使利益相关者意识到新模式的价
值所在，进而接受新模式，但这要求设计者具备
同时管理两种模式的高超能力，能够做好对有限
资源在两种模式上的合理配置。

图式推广主题目前较少得到关注，这一方面
与认知视角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学者们多默认个
体商业模式图式就是企业商业模式结构有关，另
一方面也是由当前研究多将意义建构视为认知
过程，仅关注环境信息的扫描与解释所致。事实
上，“社会化”是意义建构观的固有特性之一，商
业模式设计者与利益相关者的社会互动机制不
仅发生于图式推广阶段，而且在图式建构阶段也
同样重要，因而忽视关于社会互动机制的分析必
然导致对意义建构过程解释的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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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认知视角研究同时关注着商业模
式构成要素与整体结构的设计过程，而将商业模
式设计区分为“建构商业模式图式”与“推广商业
模式图式”两个阶段则是该视角研究最为重要的
贡献。认知视角虽然与行为视角遵循着截然不
同的决策逻辑，但却并不脱离行为视角的成熟研
究观点而存在，两者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也即
商业模式既受主观认知影响，又由具体行为所塑
造，因而基于“行为-认知”整合视角来探讨商业
模式设计问题极具价值。

三、“行为-认知”整合
视角商业模式设计研究

“行为-认知”整合视角研究的出发点是现实
主义立场（realism），也即承认商业模式是客观存
在的结构，但关于商业模式的认识却不能仅仅通
过观察来实现，还必须借助意义建构方式来对商
业模式内部要素组合加以塑造。换而言之，学者
们较为认同商业模式是认知与行为互动作用下
的产物，这种互动具体包括“先前图式及认知活
动引导具体行为”“与环境发生互动的行为反馈
认知”两个维度的内容。

（一）认知引导行为研究
现实主义在认识论上与解释主义（interpre-

tivism）相似，认为商业模式是主观建构出来的，
设计者的认知特征决定了他如何认识商业模式
及实施何种商业模式设计活动，这实际上体现的
是认知视角意义建构观。

结合上述认识，“认知引导行为”主要通过如
下途径实现：先前图式引发认知活动，而认知活
动又会进一步激发出开展具体活动的意图。相
关研究认为，基于先前图式开展的认知建构活动
（如信息扫描与解释）能够带来一系列极具想象
力的商业模式设计想法，这会驱使设计者很有动
力去与利益相关者探讨这些想法，或者进行实地
调研来进一步完善这些想法。例如，Martins等
关于亚拉文眼科护理公司的研究中，发现创始人
Venkataswamy医生在产生类似于麦当劳模式的
廉价眼科手术模式的想法后，不仅与谷歌主任医
师Larry Brilliant进行了深入交流，还专程到麦当
劳大学进行了考察与学习。

追求差异性是商业模式设计的初衷，设计者
所开展的活动不同是导致商业模式产生差异性
的重要原因。因此，相较“认知如何引导行为”，
回答“认知为何会引发不同行为”这一问题对于
构建商业模式设计的“行为-认知”整合模型更有
意义，而“以意义建构过程为分析核心”与“以先
前图式或认知活动为切入点”则是解答这一问题
的关键前提。一些学者将意义建构过程作为整
体来看待，并聚焦于商业模式类型设计，分析了
不同先前图式所导致的差异性意义建构过程，以
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商业模式设计活动。例如，与
行业主流商业模式相关的先前图式将引导设计
者对环境信息做出惯例化的解读，开展能够提升
现有模式效率的活动；而与行业主流商业模式相
悖的先前图式则将引导设计者努力发掘环境信
息中所蕴藏的机会，开展变革组织结构、引入新
利益相关者等商业模式创新活动。另一些学者
则将意义建构过程区分为不同阶段，认为不同阶
段有不同的意义建构目标，因而设计者会在不同
阶段使用不同的先前图式、开展不同的认知活
动，这最终将导致不同阶段的具体商业模式设计
活动的不同。这类研究在对商业模式构成要素
与类型的解释中均较为适用，极具发展潜力，已
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总体而言，“认知引导行为”维度的研究观点
可归纳如下：（1）认知视角意义建构观是研究开
展的理论基础；（2）先前图式与认知活动是研究
的切入点；（3）“行为是基于先前图式的行为”与

“认知活动结果需借助行为来实现”是“认知引导
行为”的主要方式；（4）意义建构的不同阶段反映
着不同的“行为-认知”关系。

（二）行为反馈认知研究
现实主义在本体论上与实证主义（positiv-

ism）一致，认为商业模式是存于环境中的客观实
在物，环境需求影响设计者对商业模式的认识，
而识别环境需求则依赖着设计者与环境互动，这
实际上体现的是社会视角意义建构观，可细分为

“设计者与客观环境互动”与“设计者与利益相关
者互动”两类互动行为，它们代表着“行为反馈认
知”的两种途径。

“设计者与客观环境互动”已引起了理论界
广泛关注，这以试错学习研究为代表，学者们将

迟考勋：商业模式设计与整合模型构建

5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设计者与客观环境的互动行为视作是验证商业
模式假设（图式）的方式，通过评估假设中所蕴含
的价值，设计者可以据此来重新构思商业模式。
价值评估结果会以两种形态加以呈现：一是商业
模式整体结构在特定环境中的执行效果；二是商
业模式的不同构成要素对商业模式整体结构的
不同影响效果。因此，设计者与客观环境互动行
为的结果反馈可引发其对商业模式构成要素与
整体结构两个方面的重新思考。另外，“设计者
与客观环境互动”是以经济价值来评估商业模式
假设的优劣，由此带来的反馈属于对意义建构整
体过程的反馈，因而评估效果不佳往往意味着需
要完全颠覆现有商业模式假设，重新开始意义建
构活动。为避免重新开始意义建构活动，商业模
式设计者通常会同时试验多种商业模式假设，但
这要求他们拥有高超的资源配置技巧。

商业模式是核心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易
结构，因而设计商业模式必然要求设计者与利益
相关者进行持续性的互动沟通。相关研究认为，
商业模式不仅仅是设计者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
一种设计者与利益相关者所达成的集体性共识，
这需借助互动行为来实现，这种互动行为在意义
建构不同阶段均会发生，设计者会根据互动结果
来对商业模式要素与结构进行渐进式调整。例
如，Mehrizi和Lashkarbolouki的研究发现，尽管设
计者能够意识到现有商业模式的不足，需要调整
某些构成要素，但在与利益相关者互动后，设计
者却更改了初始认识，反而强化执行现有模式以
证明其合理性。“设计者与利益相关者互动”是以
合法性标准来评判商业模式要素与结构，因而由
此带来的反馈可能并不会产生显著的经济价值，
但却有助于获取利益相关者的认同。从本质上
说，“设计者与利益相关者互动”体现的是双方基
于“资源与能力”的博弈，拥有资源优势（如垄断
技术）或卓越能力（如谈判技巧）的设计者在互动
中具有更多话语权，这会使反馈对设计者主观认
知的影响程度较小。

总体而言，“行为反馈认知”维度的研究观点
可归纳如下：（1）社会视角意义建构观是研究开
展的理论基础；（2）社会互动是研究的切入点；
（3）“设计者与客观环境互动”与“设计者与利益
相关者互动”是“行为反馈认知”的主要方式；（4）

意义建构的不同阶段反映着设计者与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不同互动关系。

四、整合模型构建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整合模型构建
基于上文分析，本文构建了商业模式设计的

“行为-认知”整合模型（见图1）。具体如下。
（1）该模型包括行为层次与认知层次两个层

次的内容。行为层次体现的是行为视角商业模
式设计研究内容，也即设计者通过与利益相关者
互动来选择并构造商业模式要素与整体结构，在
此基础上分析商业模式结构与环境的匹配情况；
认知层次体现的是认知视角商业模式设计研究
内容，也即设计者基于先前图式来认知性的建构
起商业模式图式，并推广该图式，确保其能够被
利益相关者所广泛共享，最终成为企业客观商业
模式结构。

（2）意义建构过程是商业模式设计的核心，
该过程融合了认知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意义建构
观，包括扫描、解释、反应三个阶段，不同阶段有
不同的目标，这意味着不同阶段的“行为-认知”
互动机制也不相同，而意义建构的结果则体现为
设计者建构的商业模式图式获得利益相关者的
普遍认可，成为企业最终执行的商业模式。

（3）“行为-认知”的互动过程是由“认知引导
行为”与“行为反馈认知”所构成的双向过程，可
区分为“设计者与利益相关者互动”及“设计者与
客观环境互动”两种类型。前者聚焦于意义建构
过程，目的是为商业模式构成要素或整体结构争
取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并据此来决定是否需要进
行调整，后者则聚焦于意义建构结果，目的在于
评价商业模式整体结构能否满足环境需求，并据
此来决定是否需要重新开展意义建构活动。

（4）先前图式是关于商业模式构成要素与整
体结构的认识，其引导意义建构过程，并进而影
响设计者选择何种方式来与利益相关者进行互
动，互动结果反馈则会进一步丰富先前图式。资
源与能力同样影响设计者对于互动方式的选择，
并且也决定着互动行为反馈给个体认知的内容。

（二）未来研究展望
商业模式是一个认知建构与互动行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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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商业模式设计的“行为-认知”整合模型

作用的产物，本文构建的模型反映的仅是基于
“行为-认知”整合视角的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模式
设计过程，未来研究可继续完善该模型，对商业
模式设计过程更为详尽的揭示。

首先，意义建构过程是“行为-认知”整合模
型的核心，未来研究可在如下方面对其加以进一
步探讨：一方面，意义建构不是一个单向过程，不
同阶段之间具有互动关系，因而可能会发生阶段
倒退现象，未来可对“意义建构过程进入下一阶
段的激发因素”“发生阶段倒退的原因及带来的
结果”等内容进行探索；另一方面，本文模型仅考
虑了设计者的先前图式、资源与能力等个体因素
对意义建构过程的影响，没有关注外部环境的影
响力，而这却恰是传统意义建构研究备受质疑之
处，因而未来除了进一步丰富个体影响因素外，
还需探讨规章制度、经济背景、社会文化等外部
环境因素对意义建构过程不同阶段产生的影响。

其次，未来学者们可基于本文所构建的一般
化模型开展案例研究与量化实证研究，从而使该
模型更为具体。相关研究可尝试解答如下问题：
不同商业模式设计者（如在位者与创业者）所展

现出的“行为-认知”互动机制有何差异，分别带
来了什么样的互动结果？设计不同商业模式类
型（如模仿型与创新型）的“行为-认知”互动过程
有什么不同？意义建构不同阶段有着怎样的商
业模式设计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设计者基
于何种先前图式开展了怎样的认知活动，又是基
于何种资源与能力开展了什么样的行为与利益
相关者发生互动？为了详细且有效解答上述问
题，除了融合认知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意义建构理
论之外，还应根据研究需求，充分借鉴制度理论、
资源基础观、社会心理学等理论或学科知识。

最后，开展案例研究与量化实证研究的前提
是对关键概念进行理论解构。从“行为-认知”互
动过程来看，设计者的先前图式不仅是“认知引
导行为”的起点，也是“行为反馈认知”的终点，因
而如何在商业模式领域中对先前图式进行解构，
并开发出相应的测量方式是探索“行为-认知”整
合视角商业模式设计过程的重要基础，未来可在
这一方面加强研究。另外，尽管学者们已基本对
商业模式构成要素形成了统一认识，认为其包括

“基础层”“专有层”与“规则层”三个层次的要素，

迟考勋：商业模式设计与整合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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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前研究却聚焦于基础层要素设计，忽视了后
两个要素，未来研究可对此加以改进。

总体而言，商业模式不仅是设计者认知图式
的体现（认知视角），也是被利益相关者所广泛认
可的具体结构（行为视角），因而设计商业模式反
映为一个主观认知与客观行为相互融合的复杂
过程，在对认知视角与行为视角商业模式设计主
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连接两个视角的研究
观点能够对“如何设计商业模式”问题给出更为
完备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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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of business model research is business model design,and we can giv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swerto the problem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erspective. The
paperreviewsthe study on cognitive perspective, behavioral perspective and cognitive-behavioral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model design. Then, based on the two dimensions, which are“cognition guides
behavior”and“behavior couples back cognition”, the paper builds up a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gration
model of business model design. By providingsome suggestionsfor future studies, this paper is aimed at
promoting the study of business mode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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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移动金融作为互联网金融的新成员，已逐步成为传统金融外不可或缺的金融模式。借助移动金融的现实手

段，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深化“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征信模式、完善监管和执行机构、打通数据壁垒等措施实现

移动金融与个人征信系统的融合，建立健全大范围的个人征信系统，对于健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为推动个人征信系

统改革、构建信息合作新模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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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动金融和个人征信系统的现状

通常意义上，移动金融泛指通过无线网络传
输技术并使用移动智能终端，如平板电脑、智能
手机、无线POS机等设备来开展支付、转账、信
贷、融资等金融活动及进行金融企业内部管理和
对外产品服务的一种新型的业务方式。更为简
单地说，即金融机构借助移动通信技术为社会大
众提供相关的金融服务。移动金融的迅速发展
是移动互联技术发展催生的产物，如今已普遍融
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呈现继续扩张的趋势。当
前，移动金融在业务形态方面涉及P2P网贷、众
筹融资、移动支付等模式。其中，移动支付业务
是移动金融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移动支付主
要指经济主体通过移动设备、互联网等方式向金
融机构或者商户发送支付指令产生资金转移的
一种市场经济行为，进而实现移动支付的支付过
程。移动支付具有可移动性、及时性、个性化定
制等特点，它把移动设备、互联网、商品供应商和
金融机构集成一体，为用户提供支付服务，大大
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到目前为止，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征信业已比
较成熟，个人征信最早正式出现于美国，如艾克

飞（Equifax）、益百利 (Experian) 和环联（Tran-
sUnion）是美国个人征信行业中最著名的三家公
司；而中国征信业起步较晚，最早出现于1932年
的“中华征信所”，迄今已逾84年。个人征信系
统又称消费者信用信息系统，主要是指以个人发
生的经济行为为依据，由个人征信机构给每个人
建立一个“信用档案”提供给金融机构、金融监管
机构、司法部门以及政府使用的信用体系。为
此，中国人民银行专门成立征信中心，并于2015
年出台《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
法》《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范个人征信
系统相关操作；除央行外，还有一些民营征信机
构作为辅助，但力量有限，规范程度不够，对整个
征信系统的补充作用较小。我国个人征信系统
正式运行于2006年1月1日，目前，该系统收集
的自然人数以及信贷数据信息量巨大，已为近
8.8亿多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查询量日均近
257万次。该系统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收录自然
人数最多的征信系统，该系统的数据也被广泛应
用于商业活动和政府政务管理当中，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国务院正式发
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国发〔2014〕21号），它以法律、法规、标准和契
约为依据，以健全覆盖社会成员的信用记录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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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础设施网络为基础，以信用信息合规应用和
信用服务体系为支撑，以树立诚信文化理念、弘
扬诚信传统美德为内在要求，以守信激励和失信
约束为奖惩机制，目的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
和信用水平，标志着我国公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步入战略期。

移动金融发展势头如火如荼，各种形式的移
动终端支付设备覆盖面广，具备了信息征集的客户
群体和良好的数据来源口径；个人征信系统也具备
了基本的要素，政府行为的介入为个人征信系统的
大发展奠定了政策支持，以银行业为切入点建立个
人征信系统恰恰也符合了当前移动金融发展的方
向，二者不谋而合，这客观上形成了“天时、地利、人
和”的局面，有利于二者的最终融合发展。

二、移动金融和个人征信系统
融合的关键点

由于国家经济水平、社会文化、法律、金融市
场等外部环境不同，一国征信行业的规划与征信
市场的发展并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和明确的实
践标准。例如，西班牙有西班牙数据保护局等相
对完备的征信管理机构，也出台了《西班牙个人
数据保护基本法》《关于执行个人数据保护基本
法的皇家法令》等法律法规，西班牙的个人征信
业务发展较为规范，信息主体权益保护较为全
面。英国秉行“严进”的态度，对企业征信要求较
高，并且持续性进行评估和监督。而且英国的征
信业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有着完善的法律法规
进行规范管理，如《数据保护法案》《信息自由法
案》《公共信息法》《消费信贷法案》等，有一套完
备的市场组织管理体系，运行相对成熟；在实践
操作层面且对个人不同的信用信息有完整的保
留时限规定。美国相对而言，实行相对更为宽松
的准入制度，但美国也有较为完善的征信评估体
系，且已运行成熟，能够弥补因宽松的准入制度
留下的“缝隙”，这就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环境。国内的征信市场远远没有做到美国那样
成熟，拿FICO来说，它曾覆盖了美国本土超过
90%以及绝大部分国家的信用评分市场，以数字
打分来直观体现信用水平高低，分数越高代表信
用程度越好，违约可能性越低。

我国个人征信始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
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们征信业发展步伐缓慢，
市场完善程度低，仍然在探索实践阶段。虽然在
近些年，政府相关部门重视程度的加强、相关法
规法规的出台规范了个人征信操作的市场行为，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个人征信系统的实际应用
程度与国家经济水平和社会现阶段的发展情况
还不够吻合和匹配，不能够完全满足社会需要的
客观矛盾依然存在。表现突出的问题有：较为全
面地涵盖社会的个人征信系统尚未建立、公民个
人信用记录缺失、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不健
全、市场信用服务补充机制不充分，等等。因此，
要规范个人征信系统需要借用移动金融的现实
手段，找到二者结合的关键点，才能最终建立健
全大范围的个人征信系统。具体可以从以下几
点着手。

（一）理清脉络，强化认识
建立个人征信系统首先需要明确几个问题：

一是个人征信系统的建立单依靠某一主体无法
完成，需要多个主体的协作，具有公益的性质；二
是现阶段以央行为主的个人征信系统中央行和
私营征信机构在业务上并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
系，而是合作的关系；三是个人征信系统建立的
唯一目的是为了更为广泛收集更为精确的完备
的经济人信息，体系的运作要围绕这一目的展
开，应尽量避开外力的干预。对个人征信系统的
脉络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能简单地混同常规
管理机构。

（二）鼓励私营征信机构发展
私营商业者的力量在历史长河中往往起着

重要的助推作用，为推动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
缺少的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业主是最为
活跃的群体，也是市场规律调节下最能拉动经济
增长的力量。个人征信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不能
忽视私营机构的作用，私营征信机构必不可少。
以央行为主导的个人征信模式对信息收集范围
有限，必须借助私营商业者无处不在的商业活动
更为广泛地收集信息（见图1）。此外，通过宏观
调控，借助私营商业者如阿里巴巴、财付通、腾讯
等知名企业的移动支付业务平台，以经济政策鼓
励和引导私营商业者积极加入征信体系的建设，
通过共建共享机制，不仅能极大地扩大征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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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库，而且能够实现多赢。
从上图可以看出，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征信

机构与私营征信机构对经济主体采集信息的维
度并不完全相同，两者各有侧重，如果能鼓励私
营征信机构的发展和加入，对更为合理的个人征
信体系建设可谓“如虎添翼”。二者的优劣势也
显而易见，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促成更为
完美结合的个人征信体系。

（三）以大数据为依托，融入信息时代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

现代征信业的发展影响巨大，以大数据为核心的
征信，使现代征信业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它
通过非定向的全网获取信任数据，呈现海量化、

信息全面的特点（见图2）。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是重大的突破，传统的个人
征信系统数据主要靠相对零散的收集，且存在更
新慢、有较强的滞后性等缺点，现有的采集手段
也很难短时间内解决这一问题。大数据时代的
到来，特别是移动金融的发展带动移动支付平台
的发展突破了这一难题，日常使用的移动支付平
台可以实时动态更新个人数据，且能精准化地收
集全方位的信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
信息收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微信的使用，需
要用户实名使用且可以绑定用户银行卡号、手机
号码等较为私密的信息，数据的真实性有了很大
的保证。

来源：世界银行

图1 公共征信机构与私营征信采集信息类型

图2 Crosman关于传统征信与大数据征信的比较

从比较情况可以看出，大数据征信较之传统
征信模式优势明显，评估方法的选择主动性更
大，评估变量也更多、保证了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数据的处理也依靠机器完成，节省了大量人力成
本。

三、移动金融和个人征信系统
融合的可行性举措

北大方正信息服务中心市场总监古成军表
示，社交数据并不能充当征信的基础数据来用，

薛 微：移动金融与个人征信系统的融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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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以“锦上添花”的角色来补充央行征信。他
认为征信工作的展开有两个难点：一是个人有
力的征信指标还在传统大银行手中，如何与互
联网银行这样的新行业互通、量化成统一的信
用指标，需要政府层面的宏观运作；二是现阶段
个人征信系统的保密性较差，大量的个人隐私
信息外泄，没有有效的管理机制与技术手段做
保障，给个人和企业带来不小的麻烦，甚至事与
愿违。

目前，国内已经具备了移动金融和个人征信
系统的融合土壤，如现阶段兴起的诸多互联网公
司都可以成为二者结合的纽带，例如腾讯公司和
阿里巴巴公司，在自身业务为优势以相对低廉的
经济成本获得了大量的数据，依靠业务的基础上
拥有了覆盖社会各个层面的庞大用户群，并且是
较为稳定的用户群。在此大数据基础上，就可以
以金融和数学相结合的算法，为每一个个体经济
人储存和授予信用额度，能够完美地实现移动金
融和个人信用的融合。

个人征信系统早已有之，如以中国人民银行
为代表的官方传统个人征信系统关注重点侧重
于财务指标，这较为单一；而网络技术的兴起改
变了这一模式，互联网征信综合了个人财务状况
和经济人的社交人脉、日常网络行为、个人兴趣
爱好、教育背景等多重维度，从多个方面“锁定”
经济主体，能够得到更为全面的信息，为个人征

信的建立奠定了数据基础。除此之外，以银行业
为主的传统征信制度覆盖的主要是在银行有过
借贷历史和相关还款记录的人群，并且这些数据
依旧是停留在过去时的静态数据，而互联网征信
不仅覆盖了有过互联网行为的人群，还在不间断
更新用户信息，更可以做到不间断地动态更新，
解决了信息滞后的难题。

现阶段，针对移动金融和个人征信系统融合
的可行性举措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的建立保证征信体系正常运转的

政治保障，应尽快制定更为详细的、全面涵盖征
信体系的规章制度，确保征信体系有法可依。在
充分考虑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现实情况下，应广泛
吸纳国外在个人征信立法方面成熟的经验，“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作为以央行为主导的个人征
信体系模式的法律保障。此外，法律法规的制定
应该具有全面性和前瞻性的考虑，一定阶段内作
为市场经济可通用的规则，不因经济结构等的改
变而失去作用。

法律法规的建立是确保征信市场有法可依
的基础，不仅要确保个人征信系统在法制的环境
下运行，还要以法律手段保护征信系统数据的安
全，在数据的保密、使用、转移等环节的安全。国
外成熟的个人征信系统大部分均已针对个人征
信数据立法，这对我国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图3 2015年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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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托移动支付平台，深化“官方主导、
民间参与”的征信模式

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平台已经成为普
通经济主体消费的主流趋势（见图3），依托现有
的和将来可能出现的移动平台作为个人基本数
据的收集平台，是深化“官方主导、民间参与”征
信模式的正确选择。

从上图数据可以看出，第三方移动支付已经

融入经济主体生活，占额比重达到72.9%的支付
宝和占额比重为17.4%的财付通就占到了整个
移动支付领域的90.3%，这进一步奠定了以移动
支付为数据依托的征信系统新模式势在必行的
地位。此外，个人征信反映的其它信息采集情况
也与政府主导的领域不谋而合（见图4），更加说
明了政府主导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的可行性和科
学性。

图4 2014年个人征信系统反映信用状况的其它信息采集情况

（三）完善监管和执行机构
个人征信系统的参与机构和主体是作为“运

动员”的身份上场，而“裁判员”则是规则执行的
最后裁定者，而针对违反规则的经济主体和个人
成立具有强制力的个人征信系统的监管和执行
机构则尤为重要。比之常规的系统内部监督检
查机构，个人征信系统的监督和执行机构应为独
立第三方，完全脱离个人征信系统的利益各方，
保持高度的独立性，这不仅是作为监督机构的基
本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要保障个人征信系统的公
平、公正、廉洁运行。

（四）促进部门联通，实现数据共建共享
个人征信系统的全面建立，最重要因素之一

是数据来源的广泛性和可靠性，广泛性决定了征
信系统的覆盖面大小，只有足够多的群体纳入系
统，才能够使征信系统的应用更广泛；可靠性决
定了数据的真实性，也直接影响着征信信息的准
确性。建立多个部门和行业的合作，打破界限壁
垒，数据库不仅服务于政府，还可以服务于合作
机构和单位，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从而实现共
建共享。

图5 截至2014年底个人征信系统接入机构情况

薛 微：移动金融与个人征信系统的融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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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5所示，目前个人征信系统接入的机构
比较广泛，主要集中与金融领域，这就为个人征

信接入其它社会系统提供了借鉴。

图6 个人征信系统历年收录账户数变化趋势

从图6可以看出，个人征信系统吸纳的个人
账户数量越来越多，尤其是贷款账户数也达到了
4亿多个，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支付终端的普及
为借贷提供了更为方便的途径，如蚂蚁花呗等新
兴借贷工作，通过手机即可操作，与之相似的移
动支付衍生品仍在陆续出现，相信随着移动金融
的持续发展，这一数据仍会继续扩大。

四、移动金融和个人征信系统
融合的战略性意义

（一）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考察时曾指出：“国

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
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
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
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信用是一个
人重要的品质，是立足于社会的根本，是人与人
之间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石，是国家和民族生
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国家能够长久稳定、和
谐发展，一个社会组织能够健康运行，信用是最
为根本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一语中的，指
出了信用问题的精髓。利用移动支付平台，将移
动金融和个人征信系统相融合，更进一步健全了
社会的信用体系，促进了社会系统体系的进步和

完善，带来的社会效益便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长久
维持。

（二）推动个人征信系统改革，促进信用信息
共享与整合

我国个人征信系统起步晚、发展慢，在具体
个人征信操作层面有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存
在。以移动支付平台为抓手的移动金融和个人
征信系统的结合，通过大范围、多层次、更深入地
信息收纳，能够建立起“大数据”的公民个人信息
库，这为个人征信系统的完善打下了坚实的数据
基础；此外，以金融领域为主导的多行业广泛参
与，更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征信体系，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个人征信系统的改革。除此之外，多行
业、跨部门的信息融合，建立了庞大的数据网络，
在促进个人征信系统的发展外，实现了真正意义
上的数据的共建共享，实现“多赢”。

（三）构建信息合作新模式，提供行业示范榜样
信息多元化、准确性、详细性等特征成为了

个人征信系统和移动金融融合的最为显著的特
征，这成为了新的信息合作模式。该合作模式不
仅促进不同领域信用信息的共享和整合，同时更
加实践了信息信息的应用，加之由于互联网技术
依托的各领域源源不断的、准确的信息来源，将
成为未来信用市场主要的信用力量。“一切数据
皆信用”，这将是未来征信业的大势所趋；将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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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杂及被边缘化的数据进行整理、匹配和整合，
再转换成信用数据，不仅能使评估更为精准，也
提升了信用评估准确性。以移动支付平台为基
础的移动金融和个人征信系统的融合，事实上也
为同行业或其他行业多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一个
示范榜样，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征信不是一个简单
的独立领域，更是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采用
合理的模式将信息服务于社会才是我们的应有
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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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member of the Internet finance, mobile finance has come to be an indispensable
financial mode. With the help of mobile finance, it is advisable that we establish and improve laws and
regulations, promote the credit reporting pattern that features“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attended by the
people”, perfect monitoring and executing agencies, and break down data barriers, so as to integrate the
mobile finance with the individual credit reporting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lete large- scale
individual credit reporting system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perfecting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individual credit reporting system and creating new patterns of informatio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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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现状分析

年 艳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摘要：浙江省尚未推行全省范围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是从2016年年底嘉兴、桐庐、宁波三地陆续开始了地方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在分析浙江省试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背景的基础上，对三个试点地区的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从筹资机制、保障政策、运行机制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从优化和完善制度设计、加快信息系统建设、

加快推进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成本控制制度设计等四个方面为浙江省构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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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省长期护理保险现状分析

（一）长期护理保险推行背景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失能、

半失能老人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在这样的背
景下，失能老人的照护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
避的社会话题，更是亟须破解的难题。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浙江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加深，
2017 年末，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080.08
万，占总人口的21.77%，比上年同期增长4.80%，
其中：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分别为25.23万人、
50.2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7.99%。在过去十
年里，浙江省老龄化系数由2007年底的15%提
高到2017年底的21.77%；老年人口净增381.48
万人，年均增长4.45%。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
剧，老年人日常护理需求也持续上升。年龄越
大，失能的概率就越大，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
显示，我国65～69岁、75～79岁、80～84岁、90岁
及以上年龄段需要生活护理的比例分别为
5.1%、14.3%、25.6% 和50.3%[1]。另国家第六次
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浙江省空巢家庭比例超过
40%，在家庭保障功能缺失的背景下，老年人长

期护理的刚性需求日趋增长。
（二）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先行
2016年12月30号，浙江省嘉善县出台了浙

江省首个《关于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
(试行)》，并陆续出台《嘉善县长期护理保险实施
细则（试行）》《嘉善县长期护理保险统一需求评
估办法》《嘉善县长期护理保险项目目录管理办
法》和《嘉善县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机构定点管理
办法》等配套政策。2017年10月全省率先发放
长期护理保险，首批共299人享受。2017年6月
30日，嘉兴市在嘉善县先行先试的基础上，颁发
《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嘉兴市长期护理保险
暂行办法的通知》），在全国率先实施“城乡一体、
覆盖全民”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17年3月，
桐庐县出台了《关于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工作的实施意见》，于2017年8月，发放首批长期
护理保险待遇。作为全国首批开展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试点城市之一的宁波于2017年9月26号
印发了《宁波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方案》，并
与2017年12月28日印发《宁波市长期护理保险
试点实施细则》，也就意味着宁波市本级及海曙
区、江北区、鄞州区、高新区、东钱湖度假区范围
内正式开始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截止到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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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浙江省长期护理保险已在桐庐、嘉兴、宁波
三个地区先行试点。

二、现有试点方案比较研究

（一）筹资机制比较
1. 筹资渠道比较
通过对比三个《指导意见》，嘉兴、桐庐都坚

持多方筹资、责任共担的原则，明确长期护理保
险资金的筹集由政府、医保基金和个人共同负
担，接受企业、单位、慈善机构等社会团体和个人
的捐助。同时，强化个人缴费责任。基金按年度
筹集，参保人员按年度、按标准一次性缴纳。宁
波市则从市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
结余中先行安排2000万元资金作为启动资金，
逐步探索建立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长期护理保
险多渠道筹资机制。

2. 筹资标准比较
在筹资标准上，嘉兴、桐庐两地实行的是定

额筹资，区别是两地的筹资标准不一样。嘉兴市
2017年筹资标准暂定为120/人/年，其中城镇职
工个人30元，医保基金30元，政府补助60元；城
乡居民个人30元、政府补助90元。桐庐县筹资
标准为 90/人/年，其中个人 30 元，医保基金 30
元，政府补助30元，另外本身免缴城乡居民医保
费的低保残保人员由县财政全额补助，个人无需
缴费。宁波市现阶段个人和单位暂不缴费。

（二）保障政策比较
1. 保障范围比较
从三个试点地区实践情况看，三地虽然都遵

循基本医疗保险的原则，但是各试点地区对参保
范围的规定还是存在差异的。其中宁波市将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不含住院医保人
员）纳入保障范围。嘉兴、桐庐两地则将本地区
所有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
对象全部纳入了护理保险的参保范围，100%覆
盖基本医疗保险的各类参保群体。

2. 保障对象比较
具体保障对象各试点地区都侧重失能程度，

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并没有包括失智人员。三地
的服务保障对象主要针对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的
重度失能参保人员，且至少要经过不少于6个月

（或者180天）的治疗，生活仍不能自理。
3. 保障条件比较
从现有试点方案来看，三地都规定参保人员

必须在“重度失能”的状态下，才可能获得保障待
遇。但是对于如何鉴定重度失能，有些地区规定
了明确的量化标准，比如嘉兴市按照“双盲法”原
则，对失能人员进行重大疾病状况、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状况、精神状况、感知觉与沟通能力状况、
社会参与能力状况等的综合评估，评估结果分为
正常、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四个等级。
而其他两个地区只是规定对于“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需要长期护理的重度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可为其提供相应的保障。

4. 保障内容比较
从护理形式来看，除了宁波提供专业机构护

理（专护），养老机构护理（院护）两种护理形式外
其他三个试点地区都提供专护、院护和居家护理
三种护理形式。再就服务内容而言，各试点地区
都规定了具体的服务内容，或详细或简略。嘉兴
市就具体的服务标准给了相对比较详细的说明，
其他两地大致说明了服务内容，并没有做进一步
明确的规范。

5. 保障水平比较
从保障水平来看，各试点地区在封顶线以及

基金支付比例的设定等方面均有差别。试点地
区中宁波市保险受益人按每人每天40元的标准
结算。嘉兴市长期护理保险设定了最高支付限
额，长期24小时连续护理：定点医疗机构为2400
元/月，定点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为3000
元/月，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的费用按
70%支付，定期上门居家护理的给付标准是1200
元/月，定期上门居家护理的，费用按80%支付。
桐庐县支付标准如下：在医疗机构护理的按40
元/日结算；在养老护理机构护理的按30元/日结
算；居家上门护理的，护理服务费用实行按月定
额补助结算，标准为540元/月。

（三）运行机制比较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健康有效运行，需要协

调好经办、承办及护理三大机构的关系，明确三
者的功能定位。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长护保险
基金的使用绩效，浙江省试点县市均建立“市场
机制、购买服务、政府监督”管理模式，逐步通过

年 艳：浙江省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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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委托有资质的商业保险公司参与
经办。

1. 经办机构
从试点县市颁发的试点方案来看，负责经办

长期护理保险业务的通常为两类机构：一是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二是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三个试
点地区中宁波市规定市和各区医疗保险经办机
构是长护保险经办机构。嘉兴和桐庐则规定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是长护保险经办机构。

2. 承办机构
浙江省试点地区均建立委托第三方经办监

管的管理模式，政府购买服务委托有资质的商业
保险公司参与经办。同时，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发
展与长期护理社会保险相衔接的商业保险，满足
多样化、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需求。

3. 护理机构
长期护理保险最终给付的是服务，所以护理

机构对长期护理保险持续健康运行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总体而言，三地护理机构要获当地人
力社保局的批准，签订服务协议，但是试点阶段
长期护理保险的经办机构可暂时将具备从事长
期护理服务条件和有服务能力的机构作为试点
机构。

三、浙江省构建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建议

（一）在试点基础上优化和完善制度设计
目前三地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均由人社部

门主导，并出台实施细则和相关配套文件，进入
初步实施阶段，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还是存在不少
问题，制度层面的，操作层面的都有。因此现阶
段必须充分结合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要在
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优化和完善各项制度参数，增
强制度的科学性。例如在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
同时制定服务标准：包括根据不同等级的服务给
付确定相应的时间标准、内容标准。通过将护理
服务标准化，保险受益人可根据评估结果了解自
己可以得到什么标准的服务，而服务供给方则可
了解应该给予什么样的服务以及该服务的报酬
是多少；再有长护保险服务过程中还包括了一些
护理用品的使用，在长护保险具体实施过程中，

应该明确服务护理用品目录，包括产品价格等相
关信息，从而引导服务双方合理利用护理资源，
避免引起纠纷。另外还需要加强对长护保险的
宣传和跟踪，提升实施效果和社会反响。

（二）加快信息系统建设
完善的信息系统可以为长护保险经办管理

服务提高重要而有效的技术支撑。通过与民政、
公安、医院、统计等部门信息系统对接，实现省、
市、县、乡镇、村的网络互连、信息共享，健全长期
护理保险基础数据库，在进行失能等级评估的时
候以各部门数据作为依据和参考，确保补助发放
工作的公平性。比如通过和现有的城镇企业职
工信息系统对接，审核申请人是否已经享受过与
残疾人保障、老年服务等相关护理服务补贴政
策，避免重复享受。充分利用信息化的技术与手
段，通过事前提醒、事中审核、事后分析的方式，
加强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全程监管，防范和规避风
险。

（三）加快推进护理服务体系建设
长护保险最终给付的是服务，服务的供给需

要专业的护理机构以及专业的护理人员。与西
方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浙江省护理服务机构和人
员供给都相对不足，必须加快长期护理保险供给
机制改革。在护理服务机构方面，针对现有护理
机构供给不足的状态，可以对各地区养老机构功
能进行调整，向护理型养老机构转变，实现“医养
结合”；另外需要建设一批专业性的护理机构，实
现服务的专业化。在专业护理人才培养方面，一
是可以通过课题立项，组织高校及行业相关人员
共同研究制定紧缺护理人才培养方案，提高长护
人才专业化水平；二是大力发展专科护士的培养
和使用，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专业标准，完善其
评估机制, 建立健全专科护士准入、审批、质量监
控和保障制度，避免韩国出现的由于放宽了对护
理人员培训机构的要求，从而导致的护理服务质
量的降低。三是对在职护理人员的知识结构进
行优化，加强康复指导、老年护理、社区预防保健
护理方面的继续教育。

（四）完善成本控制制度设计
成本控制是长护保险制度健康运行的关键，

医疗保险经验表明在共付的机制下个人的服务
需求可能会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各试点地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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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具体费用的时候设定了封顶线，如嘉善县按
照护理方式设定了不同的补偿标准，居家服务规
定最高补偿限额暂定每月1200元，医疗机构按
定额120元/日结算，养老机构按定额80元/日结
算，从而降低道德风险，抑制消费扩张效应，避免
过度消费。与此同时建立独立、科学的第三方评
估体系对整体费用的控制尤为重要。在宁波、嘉
兴等地的实际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失
能等级评定标准，实施科学、客观、动态的失能等
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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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p to now, the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in Zhejiang province. However, from the end of 2016, Jiaxing, Tonglu and Ningbohave taken the
lead in establishing local long-term care system. After adequatel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long-term care
system in the three pilot areas, so as to provide useful suggestions for building a long- term care system
suitabl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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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旅游职业教育困境及人才培养创新探索
——以瑞士洛桑模式为标杆的提升路径

李凤英

（上饶城乡规划局，江西 上饶 334000）

摘要：国内旅游市场前景广阔，当前旅游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和提高人才培养效

益。当前我国旅游职业教育存在创新和人文文化素养培养待提升、专业建设国际化程度不够高、教学实训条件缺乏市

场考量等问题，参考国际公认的餐旅教育成功模式——瑞士“洛桑模式”经验，从人才职业素养、国际化办学、培训体

系、师资双元发展、实习制度、教育品质保证等六个方面提出“洛桑模式”对我国旅游职业教育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旅游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洛桑模式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李凤英（1953-），女，江西上饶人，硕士，主要从事城乡规划研究。

第16卷第3期
2018年9月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Vol.16 No.3
Sep.2018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
升，旅游事业蓬勃发展。根据《“十三五”旅游业
发展规划》：“十二五”期间，旅游业全面融入国家
战略体系，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2015
年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度达到 10.8%；
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全面繁荣发展，中
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世界第一大国
际旅游消费国，世界第四大旅游目的地国家[1]。
旅游类相关专业近年来成了“香饽饽”，各高职院
校纷纷开设如酒店管理、旅游管理、导游等旅游
相关专业。在旅游职业教育如雨后春笋般竞相
开办的同时，作为旅游职业教育工作者，有必要
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学校人才培养是否符合市场
需求？二是当前旅游职业教育能否发挥应有的
人才培养效益？

二、当前我国旅游职业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

相较瑞士 1893 年设立的洛桑旅馆学院、美
国 1922 年康乃尔大学成立餐旅学院，我国旅游

职业教育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始
有旅游相关专业[2]。总体而言，我国旅游职业教
育发展历史并不长，人才培养的规模还不能满足
当前旅游市场的需求。但从当前职业教育的招
生和就业情况来看，选择旅游类专业的学生存在
专业认知片面化的现象，职业准备不充分，就业
对口率不高；根据对当前就业市场的普遍调查，
旅游类专业人才有空洞化现象，高职学生学用落
差大无法满足市场需要，毕业生从事旅游相关工
作人数比例低。旅游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新能力和人文文化素养有待提升
旅游职业教育重视技能的培养，对学生文化

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旅游行业从业人员应
具备热忱、独立、注重细节、人际沟通能力强等特
质；从旅游管理人才能力培养层级来看，外语能
力、组织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与领导能力不
可或缺，最重要的是创新能力。由于高校扩招和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生源不足，学校无法采用面试
方式甄选招录与职业需求匹配的学生。加之部
分学生认为从事旅游专业可环游世界、学习多种
语言等，选择学习旅游类专业，而现实工作与主
观期待存在认知落差，影响学生学习与就业；毕
业生与“行业精英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仍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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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差距，对行业的热爱、坚守和忠诚还有待进
一步养成。

（二）专业建设国际化程度不够高
旅游专业的蓬勃发展与国际化大背景密不

可分，目前很多旅游高职院校纷纷开展国际化办
学。通过采取合作办学、师生互换、境外研修等
方式，与国际接轨，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初步实现
了“走出去”的目标，但是“请进来”还有很大的差
距，主要表现在核心课程与国际标准还存在一定
差距、外籍专业教师数量、师生中外交流合作项
目偏少上。当前现实条件下，让所有学生“走出
去”，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和素养并不太可能。因
此“请进来”就尤为重要，让学生感知不同文化，
有助于学生了解文化的差异性，培养学生尊重、
包容、理解的品质。此外，专业核心课程与国际
标准衔接不够，也局限了学生就业的环境，当前
学生就业多以本土旅游企业为主。

（三）教学实训条件缺乏市场考量
旅游专业教育涵盖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烹

饪、旅游运输、会展等领域，职业院校旅游专业都
会开设核心课程，但受到实训条件限制，一些细
分行业的职业培养课程，看似多元，实则浮于表
面，不能真正满足实际需求。虽然实训场所充
足、功能齐备，但是要实现实践教学与真实生产
经营环境融合、与行业标准无缝对接，无论在硬
件设施，还是在软件保障上均有待改善，实训设
备与教学环境情境化建设水平有待提高。

（四）教师学术和实务双元能力不足
旅游业为综合性产业，其教学内容具备跨学

科与多元化特点，与实务运作结合性强。因此，
旅游专业师资除应具有跨学科特性外，还应具备
相关行业从业经验，以保证教学效果。目前，旅
游专业师资中，具有硕士、博士学位者占大多数，
实务经验较缺乏。许多新开专业面临着没有成
熟的授课教材的情况，教师承担着编撰教材、研
讨备课等任务，还须满足教师评价要求的科学研
究、学生辅导及其他教育相关服务，导致教师无
法在多任务的压力下分配时间参加行业实践提
高实务能力。另一方面行业教师虽能提供丰富
的实务经验，但在授课内容安排与教学技巧上往
往缺乏系统性培训，教学效果无法达到预期目
标。当前这种由学术教师专职理论教授，行业教

师提供实务经验的半边圆上课方式，是否能真正
满足课程要求的理论与实务结合值得深思，学术
教师和行业教师的两套培养方式是否衔接合理
有待论证。旅游专业普遍存在师资力量双元能
力不足现象。

（五）学校缺乏有效的实习管理制度
为弥补学用落差，各高职院校推出校内实

习、校外实习与国际实习项目。但实习制度缺乏
细致完整的规划，对实习学生缺乏有效的辅导与
监管；课程与实习的衔接路径不明确，学生无法
获得有意义的学习经验，实习学生变成廉价劳动
力，实习制度不能发挥效用，导致大量毕业生因
实习阶段产生的消极、厌倦、抵制情绪而离开旅
游行业。在学业评价压力下，旅游类专业制定相
应毕业门槛，将实习或技能证书纳入毕业门槛选
项。设置初衷是为保证学业品质和教育效能，但
在执行层面上容易走样，有些学生选择自主实
习，实习场所与所学专业不符，找关系盖章，完成
实习鉴定，实习制度形同虚设。

三、瑞士职业教育与“洛桑模式”特色

瑞士为欧洲天然资源缺乏的小国，却以优质
产品与服务享誉世界，其全球竞争力位居世界前
列。瑞士国家竞争力主要依靠优质的人力资源，
瑞士“洛桑模式”是国际公认的餐旅管理成功办
学模式[5]，为很多旅游教育提供了办学参考。瑞
士餐旅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有以下几点。

（一）对师生严格的选拔和培养制度
洛桑酒店管理学院招生的要求极为严苛，不

仅要求申请者要有良好的学术能力和职业经历，
要通过三个电脑评估测试来考察申请者的思辨
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心理和举止仪态等，入学后
学生还要通过种种考核，不合格者将会被淘汰，
淘汰率有时高达50%。入学后每位新生都要经
过18周的酒店基本锻炼，来了解酒店服务的基
本工作内容。

在师资的选拔和任用上，洛桑酒店管理学院
最主要的标准有两条：行业经验和教学能力。通
过选拔程序的教师还要面临严格的定期考核，并
且被要求不断地创新教学，否则会被辞退。学院
实行高工资制，并且鼓励老师一专多能，允许教

李凤英：我国旅游职业教育困境及人才培养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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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企业中担当一定的职务，并会主动向企业推
荐他们担任兼职顾问，从而保证教师不脱离经营
管理实践。

（二）理论与实务结合的教育理念
瑞士洛桑模式的教育理念就是“理实一体”，

无论课程设置、师资培养与教材编写都要依此原
则。洛桑的学生在完成学校基础理论课程学习
后，每半年到企业实习一次，现场实际操作。洛
桑专业教师必须具有行业经验，学校为鼓励教师
熟悉了解行业市场，允许教师在企业兼职，推荐
教师担任企业顾问，确保教师与市场经营管理不
脱节。教师在完成三至五年的教学任务后，必须
重新回到行业，调查研究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出现
的新问题，不断更新教学内容。瑞士洛桑酒店管
理学院采用大酒店经营的场景理念规划设计教
学楼的功能区，内设7间不同风格的餐厅，完全
由学生自己管理。餐厅没有正式的厨师和侍应
生，上课时学生轮流充当顾客和侍者的角色，教
师在一旁现场指导和授课。洛桑酒店管理学院
的教学设备不断更新，始终与教育科技发展和应
用水平保持同步。学生可以随时使用相关教学
设备，通过系统模拟的操作，直观了解现代化酒
店管理的理念和思想。一流的教学设施与职业
教育理念完美融合，营造出相得益彰的教学环
境。洛桑模式按照饭店经营模式布局，将教学设
备与环境情境化，整个学校本身就是一座饭店，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分析市场、设计营业场所、解
决销售问题[7]。课程运作强调餐旅、客房营运、社
交和沟通能力，让学生从观察、实务体验中学习
提高[8]。

（三）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学校多元运作
模式

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学校各方参与的教育
模式，各司其职而独立运作。政府从源头依照地
方经济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负责财政支援，承担
教育评估与监督，维护教育品质。行业协会在学
校课程设置上提供指导意见，依据行业需求制订
职业技能指标，负责教师培训。学校根据企业订
单量身打造课程体系，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高质量
人才资源，确保企业基本人力补充与高品质人才
培养[9]。企业经过政府、行业协会批准投资，提供
实习场所和实习机会，参与实习现场人才培训工

作，减少学校设备投资浪费。多方紧密合作，形
成良性循环与互动，确保教育品质。

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的使命是培养未来的行
业领袖，因此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它始终与企
业界保持紧密的战略合作，积极邀请企业人士参
与教学与管理环节，并且为酒店提供定期和不定
期的员工培训。学院还把企业关心的经营管理
问题、发展前瞻性问题作为自己的科研课题，并
将科研成果用于教学、反馈给企业，给企业发展
提供理论支持。同时，洛桑酒店管理学院注重培
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并贯穿于理
论课、操作课、实习、项目设计的各个环节，也因
此容易培养出勤于思考、充满自信的创新性人
才。

四、“洛桑模式”对我国旅游职业
教育的启示

瑞士职业教育与“洛桑模式”通过理论结合
实务、产业结合教学，实用至上的办学理念，建立
起扎实的技术与优质人才资源。审视当前我国
旅游职业教育现存的问题，结合瑞士职业教育与
洛桑模式经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重视专业人才职业忠诚度和创新能力
培养

旅游专业人才的职业忠诚度不高和创新能
力不足是目前国内职业人才培养所面临的共同
问题，也是毕业生人才流失率过高的症结所在。
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重点考察学生对旅游服务
业的认知和行业忠诚度；按照卓越人才培养目标
设置进阶课程体系，建立滚动淘汰机制。因此，
旅游职业教学在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养成学生的
职业素养以外，重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团队
协作能力和创新管理能力，使其达到本专业“卓
越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借助杰出校友的力
量，实现职业发展的良好传承。以建立专业校友
会为抓手，建立旅游职业人交流平台和新生入学
季、毕业季定期返校交流机制，以校友的职业发
展轨迹引领在校生的职业生涯发展，利用校友在
业内的影响力为入学新生和毕业学生提供职业
生涯发展指导。在充分调研和论证行业发展需
求的基础上，明晰多元人才培养目标，完善人才

22



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满足新业态岗位工作
的需求。提升人才培养规格。在重视学生的技
能和基层督导管理能力培养的基础上，将“提高
学生的文化素养、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这
一原则融合于人才培养过程中，养成学生的职业
理想、团队精神和创新意识，激励学生不断追求
卓越。增设学生创业基金，扩大学生创业基地，
为学生创业提供技术支持和业务指导，全面提升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二）推进专业国际认证，提高人才培养国际
化程度

课程建设上，引进先进教学经验和教学方
法，优化教学内容，合作开发国际化课程并通过
认证。深化国际间合作与交流，推进国际特色课
程教学。专业建设上，以世界旅游组织旅游教育
质量认证（UNWTO-TedQual）为标杆，精心组织，
加强建设，高质量地通过认证，提高专业在国际
上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尤其是将国外先进的成
熟人才培养经验“请进来”。开发反映现代科技
在专业应用的最新课程，做实创新创业课程，提
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新技术应用能力。改
革英语学习方式，在专业课程之中嵌入英语学
习，加快双语教学课程和全英文授课课程的建
设，潜移默化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丰富养
成教育载体和课程内容，加强服务业文化教育，
教会学生如何提供“有温度的服务”，提升学生对
行业的忠诚度和专业教学的贡献度。学术交流
上，积极举办国际会议，为专业教师和学生提供
教学切磋和学术交流的平台，扩大专业的国际影
响力。

（三）建立政府、企业、学校紧密分工的培训
体系

从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角度出发，提升人力资
源素质。通过政策领导与行政扶持，依托国家产
业发展，结合人力市场需求，做好顶层规划，再以
此为依据循序渐进培养人才，有效达成目标。考
察瑞士的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学校多元运作模
式可知，唯有紧扣经济发展、市场需求与人才培
育政策，才能培养出国家与社会需要的人才。统
筹多部门，依照旅游产业发展状况分析人才缺
口，预估未来旅游人才培育总量，依据培育人才
层次比例，对专业招生进行总量管制。政府可采

取减免税收等行政举措，鼓励职业协会、企业、学
校共同培育人才，由行业协会制定职业资格标
准，学校教师制定培训方案，企业提供学生实习
与教师驻点通道，学校依据职业标准与行业专家
意见修订课程大纲，协助企业员工教育训练，打
造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合作的畅通管道，达到
教育和市场资源的整合。

（四）打通师资双元发展的通道与途径
师资是学校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人才培育

成功与否的关键。目前在本科或职业院校中，大
部分师资通过高等教育体系培育，较具学术倾向
而行业经验存在不足；另一部分师资根据需要从
行业内聘请，这部分教师比例较低。这种学术教
师与行业教师分立的授课方式，仍存在教学上难
以融合的问题。瑞士洛桑模式下教师必须具备
行业经验，同时鼓励教师企业兼职或担任顾问，
并定期回炉企业培训，这种教师个人专业的双元
发展，可提供行业师资与学术师资合体模式，是
更佳的师资力量选择方案。因此未来应创造条
件，对缺乏行业经验的教师，创造条件让其到行
业中汲取新知，鼓励教师企业挂职，熟悉专业市
场状况与问题；对于企业师资，提供教学理论与
教学技能培训。这样形成专业的教学团队。

（五）落实多轨循环的校内与校外实习制度
学生实习是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

缺乏一套完整配套的实习制度，学生送到实习单
位，学校缺乏有针对性的妥善辅导计划，给学生
提供反思总结的机会有限。瑞士洛桑模式下学
生半年在校学习，半年实习；再回归学校完成半
年理论学习，半年实习，在校期间保证校内实务
实习搭配。如此多元循环的实习安排旨在帮助
学生在完成理论学习后，再进行理论印证；或从
职场总结行业经验，再回校讨论深化。实习制度
的成功，除有赖于政府、职业协会、企业、学校的
联动合作外，实习计划编制应从教育的角度出
发，规划实习期间的辅导和实习后的反思总结。
学校应该提供基础的设备与环境氛围，让实习前
有校内实务实习经验奠定基础，在校外实习中落
实学生辅导，在实习后协助归纳反思回馈，完善
实习制度，形成完整体系。以酒店管理专业为
例，可以借鉴洛桑模式，实行严格的工学交替。
引入酒店管培生标准，实施精英化培养和国际化

李凤英：我国旅游职业教育困境及人才培养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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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充分发挥信息化顶岗实习管理平台作用，
注重实习过程中实习单位和实习生的信息采集
与反馈，实现顶岗实习的全程指导与质量监控。

（六）执行教育品质保证的旅游教育
学习成果是检验教育目标是否达成的重要

指标，目前大部分学校都有毕业门槛。瑞士餐旅
教育在各学习阶段的完成以证书方式授予执业
资格，也可累进证书继续接受教育获取文凭或学
位。反观我国，旅游教育常沦为考证教育，很多
证书考试内容无法全面准确地鉴别学生职业能
力，应尝试建立学校教学品质保证机制，从课程、
师资、设备、产出确立学校教育品质。在学制改
革方面，可设计二年一阶段循序渐进式培训，各
学习阶段通过职业资格鉴定方授予证书，严格把
关，累进证书取得学位文凭，保证教育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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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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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并不断深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仅是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

的现实所需，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破解社会发展新矛盾，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需

要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各方主体对于校企合作缺乏一致的认知；校企合

作中的文化价值割裂与冲突；校企合作中的“壁炉”现象；校企合作相关的地方政策和法律不完善。为破解校企合作困

局，应加强文化嵌入，夯实校企合作育人的文化基础；实施共同治理，建立校企合作的机制保障；推动院校变革，建立

“观念、机制、人才培养、师资建设”四环联动的协同机制；加快制度建构，夯实校企合作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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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
成熟健全的工业体系。然而，长期积累的诸多矛
盾和问题也开始暴露，一是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下；
二是要素供应效率下降，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逐步
下滑；三是科技创新能力滞后，国内制造业企业
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四是环境资源约束加强，
多年来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发展使得环境资源
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同时，外部
面临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
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等局面，在内外部双重因素
的影响和作用下，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步入
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
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
会矛盾也发生了转移，“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经济的基本特
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力人口质量
紧密相关的教育类型，其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到
整个社会的发展层次和质量。破解新时代下社
会发展新矛盾，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满
足社会大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需要优质的职
业教育作支撑。党的十九大对于职业教育改革
也做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提出要加快完善职业
教育和培训体系，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正如火如荼开展，然而，校企合作现状却不容乐
观，面临着合作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广度不足、
效度较低等问题，这已成为新时代下制约职业教
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破解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中的困局，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效发展，实现
职业教育与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
相挂钩，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
对接，成为职业教育走向现代化征程中必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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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新时代下开展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的必要性分析

第一，经济增速调整要求推进职业教育校企
合作。新时代下，我国经济增速转档升级，国民
经济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经济
发展由重增速转为重质量，而新的发展动能就是
创新。创新是一项高度依赖知识、技术的社会生
产性实践活动，要让创新在全社会推而广之，不
仅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更需要
一支庞大的坚守在生产服务一线岗位的技术技
能人才大军；要让创新驱动发展，不仅需要高端
人才做好科学基础研究，产生创新成果，更需要
无数的基层技术人员将其应用于生产实践当中，
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职业教育作为
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阵地”，担负着为创新
驱动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的重任，而要让创新与生
产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就需要大力推进职业教
育校企合作，培育创新发展新动力。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推进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新时代下国民经济发展方式正处于
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有多重内涵，包括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高
污染、高耗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变，由投资拉动
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规模、数量型向效率、质
量型转变等。这些转变在制造业领域体现得尤
为明显，亦尤为迫切。作为“世界工厂”，要实现
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就必须
在制造业领域大刀阔斧地变革，积极推动制造业
发展方式转变，让“中国制造”成为“精品制造”

“高端制造”“智能创造”。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
要职业教育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适时调整人才
培养规格，要更加注重中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
养，尤其是要进一步提升技术教育在教育体系中
的比重，强化新生代技术技能人才的实际操作能
力和创新能力，进而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制作”的
品质。就此而言，必须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校企
合作，只有让教学贴近生产，促进“产学研”一体
化，才能让制造业拥有一支有能力承接和推动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人才队伍。

第三，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推进职业教育校企
合作。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是我国国民经济进行
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经济结构再
平衡的必要过程。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主
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要深入促进对传统产业
的升级改造，二是，要不断加快壮大和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三是，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而这
其中的每一个方面，都需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来
推进和配合。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很多策略，如
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商业模式的创新、产业链
及价值链的建设、产品开发和换代、新技术新工
艺的应用等等，而这每一个策略要落地实施，都
需要大量精通相关专业领域知识的技能人才。
传统型企业虽然可以在企业内部培训人才，但企
业毕竟不是教育机构，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难免
有心无力，通过与职业院校合作，双方充分发挥
各自的优势，就能为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注入人才
动力。同样，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的任务，都需要企业主体来承担，而企
业则需要专业人才来支撑，推进校企合作恰恰能
满足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第四，保障改善民生要求推进职业教育校企
合作。就业是民生之本，新时代下的经济增速换
档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都会对就业市场造成
一定程度的冲击，在这样的局面下，提高城镇居
民的就业质量，承接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
成为新时代下党和政府保障改善民生必须着力
解决的问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产教融合为
载体，深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缓解当前我国
就业结构性矛盾和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重要途径。一方面，加强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
合作，能够提高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和社会需求
的适切性，从而提升青年劳动者的就业率，同时
改善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另一方面，加
强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合作，能够统筹协调学
校与企业的教育资源，从而放大学校教育与企业
培训的成效，为更多需要接受职业培训和技术培
训的失业人员提供服务，改善社会整体就业状
况。因此，加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能有效帮助党
和政府实现保障改善民生的目标。

第五，提升人力资本素质要求推进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由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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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2017年第一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在城市人力资
源市场中，超过54.7%的企业聘用技术技能人才
时对技术等级或者职称有着明确的要求，而在求
职者群体中，拥有技术等级的人数占比不足
35%，拥有职称的人数占比仅为20.5%，各技术等
级和职称的岗位需求大于劳动者供给，其中高级
技师、高级工程师、高级技能人员尤为紧缺。可
见我国的人力资本素质亟需提升。只有提升了
全社会的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才能推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出新常态，步入更高阶段。因
此，面对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需求，只有大力
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通过“产学研”一体化，
来提升我国技术技能人才数量储备和改善人才
供给结构，进一步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整体素
质。

三、新时代下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的问题反思

（一）各方主体对校企合作缺乏一致的认知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让行动有的放矢，卓

有成效，就必须要有先进的思想理念作为指导。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一项牵涉面广、工作难度大
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地方政府、教育主
管部门、学校、行业组织、企业等各方主体认识统
一，步调一致，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因此，确保
各方主体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认知高度一致，
促进各方主体的认知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然
而，就当前全国各地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实
际情况来看，各方主体在思想认识方面并不统
一。首先，在政府层面，部分分管职业教育的干
部没有深刻认识到校企合作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在思想上表现出只顾当前显性成果，忽视长效机
制建设的倾向，在具体工作中热衷推动职业院校
与企业“运动式”“一阵风式”合作，反而挫伤了学
校和企业之间展开合作的积极性。其次，在学校
层面，一些职业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尚未深刻认
识到校企合作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没有认识到校企合作是建立职业院校教育优势
的关键举措，在推进校企合作过程中，出于对校
企合作会给现有教育模式产生一定冲击的担忧，

而对相关工作积极性不高，甚至敷衍了事。最
后，在企业层面，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
主要由各类学校承担，社会性组织参与办学的程
度很低，绝大多数企业经营管理者都认为教育就
是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责任，企业自身并没有相应
的社会责任，因此，在与职业院校的合作过程中，
大多数企业经营管理者都抱着功利性的心态，只
希望通过校企合作获得人力资源方面的助力，对
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则意兴阑珊。在这样的思想
认识状态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往往徒有其表，
并不能真正实现学校与企业的融合、教学与生产
的融合。

（二）校企合作中的文化价值割裂与冲突
作为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

职业院校与企业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
当两者的文化价值不能有机融合的时候，同样会
为校企合作带来重重困难。第一，职业院校与企
业的价值追求割裂。职业院校是培养人才的地
方，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属性，而企业是创造利
润的场所，具有很强的经济属性，两者的性质决
定了学校与企业的价值追求存在着天然的异质
性。在校企合作中，职业院校往往希望能够依托
企业的车间、生产线、技术人员减轻自身在实践
教育方面的资源投入压力，同时完善教学体系，
提高实践教育质量，而企业则更看中职业院校能
够为自身的经营、生产提供较高素质和技能的劳
动者，有利于改善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降低人
才培养和招聘成本。由于价值追求存在“错位”，
在校企合作推进过程中，往往出现学校希望加强
的工作企业方面却漠不关心，而企业关注的生产
环节学校表现出不甚重视的尴尬局面。第二，校
企合作中面临着两种不同文化氛围的冲突。组
织文化氛围是指萦绕于社会组织整体环境中，并
能够体现该组织所推崇的特定传统、习惯风貌及
行为方式等精神格调。由于校企双方的主体属
性、价值观念以及职能不同，两者的组织文化氛
围也差异巨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职
业院校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大多以自由、宽松、平
等、和谐为主基调，而企业倡导的文化氛围，大多
强调纪律、紧张、服从、有序，长期浸染在不同导
向的文化氛围之中，使得职业院校师生和企业员
工在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差异明显，甚至

金祖旭，贾少华：新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问题反思与实施路径

27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难以相互适应，如果学校和企业的管理者不能良
好地进行调适，就会使校企合作陷入十分被动的
局面。

（三）校企合作中的“壁炉”现象
壁炉是一种靠墙砌筑成的炉型取暖设施，使

用时在炉膛中燃烧木材或者其他可燃物。由于
壁炉的背部就是房间的墙壁，可燃物在炉膛中燃
烧时，暖意充满房间，但壁炉背面的墙壁仍然是
冰冷的，因此人们就把这种“一头热，一头冷”的
现象称为“壁炉现象”。在当前的职业教育校企
合作中，往往体现出校企冷热不均的“壁炉”现
象，一方面，学校对参与校企合作展现出极大的
热情，并积极推动，而另一方面，企业却表现出很
强的漠视感，在校企合作中处于被动状态。之所
以出现这种现象，根源在于学校和企业在合作中
的收益与风险不对等。就职业院校而言，与企业
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只有收益而没
有风险的行为，职业院校可以依托企业的车间、
生产线、技术人员减轻自身在实践教育方面的资
源投入压力，同时完善教学体系，提高实践教育
质量，在此过程中，学校仅仅付出了一定的人力
成本和极少的资金投入，因之而获得的教育质量
提升却十分显著。就企业而言，在当前校企合作
的机制和模式尚不成熟的阶段，企业为了满足职
业院校的实践教学所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
力，但所能获得的仅仅是职业院校师生提供的少
量智力服务和科研支持，在企业接受实训的学生
并不能为企业创造多少经济价值，反而需要熟练
技术工人甚至技师、高级技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来进行指导。况且，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
人力资源的流动性很高，即使企业投入人力物力
帮助职业院校培养了合格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
这些人才也完全可以选择“另谋高就”，不一定会
长期为培训他们的企业效力，企业在无法保障其
对人力培养的专用性的情况下，将面临着投入无
法获得产出的风险。与此同时，企业还需要应对
激烈的市场竞争，倘若投入大量资源与职业院校
合作，而又无法规避其他市场主体的“搭便车”行
为，则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削弱企业自身的竞争
力。因此，在校企合作机制建设不完备的情况
下，部分企业出于“理性”考量而不愿意过多参与
校企合作，校企合作出现“壁炉”现象就不难理

解。
（四）校企合作地方性法律政策体系不完善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作为一项社会性系统工

程，不仅需要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大力支持，更需
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反之，不仅有可能
造成校企合作走样变形，还有可能导致校企合作
各方主体矛盾纠纷不断。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美
发达国家在实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过程中，都
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不论是德国的

“双元制”、英国的“三明治”，还是澳大利亚的“新
学徒制”，都是在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下才得以
顺利实施。如德国，为了建立起良好的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体系和保障机制，不仅联邦政府颁布了
几十种相关法规，以法律形式明确划分了学校、
企业、学生等多方主体在合作过程中的权利、责
任和义务，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很多配套补充条
例，这些具有强制性的规定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迫使广大企业不得不承担起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社会责任。

一直以来，我国不断强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的法律政策体系建设，相继颁布了《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引导、支持职业
教育发展的文件，在政策文件中也涉及到呼吁和
推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相关内容。2018年2
月，由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了《职业学校校企合
作促进办法》，从宏观层面上对校企合作的形式
和保障进行了规定，这也是当前我国为规范职业
教育校企合作所制定实施的专门性文件，有效解
决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专门法的缺失问题，对职
业教育发展意义重大。从国家层面来看，我国已
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校企合作的法律政策体系，
然而，从微观实践层面，地方性支持校企合作的
法律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对地方政府应当在职
业教育校企合作中履行何种职能、企业主体应当
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职业教育以及违反义务时应
当承担何种责任，缺乏详细明确的规定，导致很
多地区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处于各方主体各行
其是的状态。目前，仅仅宁波、大连、东莞、中山
等地方政府制定了关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
规条例。地方性法律政策体系建设滞后已成为
制约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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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校企合作的现实要求，还需要各级地方政府深
化探索，加快制定符合地方发展实际的校企合作
法律政策条例。

四、新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的实施路径

（一）加强文化嵌入，夯实校企合作育人的文
化基础

二十世纪上半叶，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
波兰尼（Karl Polanyi）首先提出了“嵌入”的概
念，他认为在传统社会发展中，经济行为并不是
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在某种社会关系之中，是
社会发展系统的一部分，同时，其认为社会经济
行为的动机和根源并不总是为了谋取利益，也
可以由各种非经济因素（政治、文化、宗教等）引
发。之后，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关于经
济行为的社会嵌入理论。社会关系与合作主体
的嵌入性有多重维度，也有诸多路径，其中文化
嵌入是十分重要的一种。嵌入本质上是一种

“求同存异”的过程，以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
状态，是不同主体和组织在相互学习、借鉴基础
上，逐渐实现融入的过程。嵌入始于主体之间
的合作，最终又反作用于合作主体之间的行为，
良性的嵌入会促进主体合作的效率，显著提升
合作成果，恶性的嵌入则会导致合作主体信任
度降低，不断推高合作成本，降低合作效率，最
终导致合作关系破裂。以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
理论视域来审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过程中出现
的文化价值割裂与冲突问题，可以看出该问题
本质上就是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异质性阻碍
了合作双方主体文化氛围的良性嵌入，使得合
作主体的行为难以协调，最终导致合作崩溃。
因此，积极进行文化嵌入，夯实校企合作育人的
文化基础尤为重要。一方面，职业院校管理者
和一线教师要深刻认识到职业教育本身的特殊
性，要理解职业教育的教育性与职业性的合一，
如果说教育性与企业文化较为疏离，那么职业
性则与企业文化紧密相关，要培养出适应企业
工作环境的合格人才，就必须让学生接受企业
文化的熏陶，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而这一点正

是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契合点。另一方面，
企业经营管理者要认识到组织文化必然具有多
元性，生硬僵化的企业文化会劣化企业的工作
氛围，最终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积极借鉴学
校文化中人性化的一面，能够丰富企业文化的
内涵，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

（二）实施共同治理，建立校企合作机制保障
纵观现阶段全国各地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

绝大多数都是学校领导和企业管理者之间本来
就具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在这层私人信任关系的
基础上，职业院校和企业在落实校企合作的各项
工作时才得以顺利推进，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了
信任关系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
则从侧面说明了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市
场机制的缺失。作为一种大范围内实施的职业
教育产教融合模式，社会层面的校企合作必然不
可能长期依赖私人关系来运作，加之现代职业教
育具有典型的开放性特征，学校、政府、行业、企
业、家庭、社区、中介机构等各类主体都在有形或
无形地参与其中，仅凭有限的私人社会关系，是
不可能良好协调各类主体的价值主张和利益诉
求的，因此，搭建校、政、行、企的共同治理平台，
建立校企合作的机制保障，既是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学校与企业深
度融合的现实要求。搭建校企合作共同治理平
台，需要在职业院校与企业“双主体”办学的基础
上，基于公平、互动、协调、协作的原则，建立起政
府有效介入，各方合作主体决策参与和行动选择
的模式，以制度体系、组织框架和运行机制保障
校企合作的有序推进。首先，职业院校管理者要
摒弃传统办学和治校思维，打破封闭僵化的理念
障碍，从思想层面接纳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主体
的多元参与治理；其次，企业要和职业院校一道
积极探索创新学校多元治理的体制机制，以开
放、包容、平等、合作的心态参与院校多元治理平
台的搭建和完善工作，促进校企合作的多元化治
理落地；再次，要积极调整组织架构，进一步健全
企业参与办学的治理组织体系，发挥出企业在完
善职业院校治理结构方面的作用；最后，政府应
加强统筹协调，建立起既能够激发各方主体治理
动力，又能够满足各方主体利益诉求，并能对校
企合作各项工作产生正向影响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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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院校变革，建立“观念、机制、人才
培养、师资建设”四环联动的协同机制

校企合作的本质是要实现社会主体层面的
产教融合，它不仅意味着办学模式的变革，还会
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教学模式，彻底改变职业
教育的面貌，因此，职业院校要深入推进校企合
作，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人才培养项目和实践教学
等具体工作层面，而要从职业院校整体的教育改
革和长远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校企合作，要从办学
观念、合作机制、人才培养及师资队伍建设等各
个方面实施变革。第一，革新观念。职业院校
管理者和教师要深刻理解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
规律，充分认识到校企合作对职业院校教育水
平和质量提升的重要意义，主动革新教育教学
观念，迎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育人时代的到
来。一方面，职业院校要摒弃过去教学过于注
重理论、知识传授而忽视技术、技能训练的传
统，提高技术技能教育、实践教育在教学体系中
的地位和比重，让职业教育回归技术性、职业性
的本质。另一方面，职业院校要逐步弱化人才
培养的行政计划属性，将教育的眼光投向人力
资源市场，用人才培养的价值和技术服务的价
值赢得企业的青睐和支持。第二，构建机制。
首先，职业院校要从封闭化管理走向开放式管
理，要从一元化管理走向多元化治理，要在平等
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建立校企“互信互利，共管
共赢”的合作机制。其次，职业院校要与企业建
立双方认可并共同遵守的合作协议，并对双方
在合作过程中的权利、责任、义务做出明确具体
的规定，使校企合作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最大
限度地预防和减少校企双方矛盾纠纷的发生。
第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职业院校的人才培
养规格要对接企业的用人标准，加强学生的职
业素养教育，做好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积极搭
建校企合作育人平台，让学校人才培养过程与
企业生产实践过程紧密结合，同时，强化对受教
育者的工匠精神培育，使受教育者在企业实习
实训过程中能够有所获，实习结束后能够留得
住，向企业输送切实所需的高素质人才，真正保
障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收益。第四，师资队伍
建设。职业院校要与合作企业展开深入、广泛
的人才交流，打破学校与企业间的人事壁垒。

职业院校要创造机会和条件，引进企业骨干管
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进学校，参与专业建设、教学
管理、专兼职教学等工作；企业要为职业院校师
资力量的打造提供资源和便利，吸纳职业院校
教师到企业进行挂职锻炼，允许教师个人以产
权、专利、管理和技术等要素参与企业股权分
红，推动科研向生产转化。

（四）加强制度建构，夯实校企合作制度基础
制度建设是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一项

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只有以制度为载体，才
能有效约束校企合作各方主体的决策和行为，提
高校企合作的运作效率，降低沟通成本和管理成
本，从根本上保障校企合作各方主体的合法权
益，最终实现各方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一，要
扎实推进地方性校企合作法律制度建设。基于
国家完善的校企合作顶层制度建构，各级地方政
府应围绕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加快起草
制定地方性校企合作法规，强化地方校企合作法
规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的衔接度，保障政策的
有效落地实施，通过地方性校企合作法规制度建
设，进一步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合作义
务，保障企业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主体
地位，确保企业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第二，
要加快完善集团化办学制度。集团化办学是实
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有效模式，也是探索学
校、政府、行业、企业、家庭、社区、中介机构等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职业教育市场化办学的有益尝
试。职业院校要进一步创新和丰富集团化办学
模式，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组织结构和治理结
构，形成以校企合作为基础的现代职业院校制
度，巩固和继续发展集团化办学制度，推进职教
集团由松散型向紧密型发展。第三，完善企业参
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激励制度。企业与职业院校
进行合作，往往投入大于受益，因此，不能只用具
有强制性的硬约束，也要注重激励制度的建设，
充分发挥出企业管理者和基层员工的能动性。
一方面，国家要从顶层设计上建立鼓励产学研结
合、激发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意向的优惠政策，
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等，并且将其制度化，同
时各级地方政府要根据本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
水平和产业格局，针对性地建立地方性校企合作
激励制度和办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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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vocational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faces a series of new problems: the lack
of a 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e cultural value separation and conflict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the“fireplace”phenomenon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s well as
the imperfectrelated local policies and laws.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better face the new era, adapt to the new era, and lead the new era, we should strengthen cultural embedding
and consolidat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education; implement joint
governance and establish a mechanism guarantee for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mote the refor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stablish a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the four concepts of“concept, mechanism,
training, and team”;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system.
Key words: new era;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blems; approach

Reflec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n the Problems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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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结合模式下“液压与气压传动”
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刘 飞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402760）

摘要：“液压与气压传动”是一门理论与实践性都很强的机电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传统的课程教学重理论教

学而轻实践教学。为提高高职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让复杂的液压元件能够被学生清晰直观地理解，进行了虚拟与实

践相结合的教学改革探索：在理论教学方面，运用仿真软件设计并仿真简单的液压回路，同时运用三维设计软件分析

液压元件的复杂结构；在实训教学方面，开展液压元件实物拆装训练，要求学生完成相应实训手册中各个项目的操作；

最后通过考核评价体系改革评估学生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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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广泛运用于国民经济
生产的各个领域，优越的性能使其在机电设备中
的应用日益增加。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也是高
等职业教育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电一体化、工
业机器人、电气自动化等专业的基础课程，该课
程为学生以后从事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维护、
保养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由于传统的教学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分离，最终导致学生无论是
理论还是实践水平都得不到提高[1-3]。而且，随着
全国高职院校招生规模逐年增加，原有的教学实
训设备、实训人员、实训时间都不能满足现有的
教学需要。液压零件属于精密元器件，需要学生
认真、细致地操作，但学生在实训过程中损坏液
压元件的事情屡屡发生，经常导致液压系统无法
正常工作，更有甚者，因操作不当致使液压油泄
漏，造成了对实训场地极大的污染。因此寻找一
种区别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新型教学模式成为当
务之急。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学院“液压
与气压传动”教学团队认真分析当前90后高职
学生的学习情况，并结合学校教师、实训人员以
及实训设备等实际情况对该课程做了一系列的
探索。课程教学团队首先明确课程的培养目标

是使学生具备初步掌握液压与气压传动的基本
概念、基本技能，并能够初步设计与搭建简单的
液压（气压）回路；能运用所学的液压（气压）传动
基础知识去解决工程的实际问题。基于以上培
养目标，教学团队从理论教学、实训教学、考核评
价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取得了良好效
果。

一、理论教学改革

（一）引入虚拟软件教学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只能看见液压（气

压）回路却不能见到电气回路，因而很难明白各
种执行元件和控制元件动作过程，逐渐对“液压
与气压传动”产生了厌学心理[4]。基于此，我们引
入了Fluid SIM——全球著名的液压与气压元件
制造商Festo公司和Paderborn大学合作开发的
应用于液压与气压传动的教学仿真软件。该软
件用户界面可操作性强，拥有类似制图软件Au-
toCAD的图形操作界面，并可根据需要设置相应
的参数，方便学生学习掌握。借助此软件，填补
传统教学中学生只见液压（气压）回路、不见电气
回路的缺陷，学生可以同时设计电气－液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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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回路，同时还能借助仿真操作练习加深对电
气动、电液压的理解，增加学习兴趣。

液压元件结构复杂，为了解其内部构造，往
往需要拆卸这些复杂的液压元器件，拆卸过程中
还要面对粘稠的液压油，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很多
90后大学生对该课程失去了兴趣。基于此，我
们引入三维设计软件Solidworks。该软件用户界
面人性化，而且画面非常逼真，具有易学易用的
特点。教师教学过程中调出各大液压元件供应
商的三维模型，导入Solidworks后，使用软件的隐
藏、透视、剖视、装配以及运动仿真等命令，就可
以清晰地认识液压元件的内部构造，让原本复杂
的结构变得简单直观，同时还避免了实物拆装过
程中液压油的泄露对实训场地的污染。学生通
过操作电脑软件了解液压元件的结构，也增强了
本门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

（二）引入联想-启发式教学
在校学生由于缺乏企业实际工作经验，对液

压系统缺乏足够的认识与了解，在进行理论学习
时，往往感到非常地迷惑与茫然，因此，我们实行
启发式教学，尝试在理论教学中引入联想。如，
在开篇讲解液压系统的组成时，我们引入了初中
物理中的串联电路来讲解。通过对图1所示的
串联电路与液压系统的原理图进行对比联想，让
学生认识到典型的液压系统的动力元件（液压
泵）、执行元件（液压缸）、控制元件（换向阀、节流
阀）、辅助元件（油管）、工作介质（液压油）分别相
当于串联电路的电源(干电池)、电灯泡、开关、导
线、电流，这样既将抽象的液压系统变得贴近生
活，也使复杂的液压元件功用变得生动形象，易
被学生理解掌握。

再如，在讲解液压辅助元件中的冷却器时，

1-电灯；2-电源；3-开关；4-滑动变阻器；5-油箱；6-液压泵；7节流阀；8-换向阀；9液压缸

图1 串联电路与液压系统对比图

常用的冷却器有风冷式和水冷式两种。通常在
教学课件中也只有简单的图片，学生理解起来并
不直观。针对学生大多都为男生的情况，我们引
入了影视剧里面经常出现的两款重机枪来给学
生阐述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冷却方式：马克沁重机
枪拥有一个硕大的枪筒，枪管包含在枪筒里面，
通过装在枪筒里面的水来冷却枪管，这就是水冷
式结构；日军的92式重机枪枪管上重叠着许多
像甜甜圈样的散热片，可以有效增加散热面积，
从而实现对枪管的冷却，这就是风冷式结构。实
践表明，由于男同学普遍对武器拥有浓厚的兴
趣，这样的讲解能迅速提高他们的兴趣，取得良
好的学习效果。

（三）引入工程实例教学
高职学生通常数学和物理知识相对薄弱，普

遍对复杂的流体力学公式以及其计算不感兴
趣。而传统的教材一开篇就阐述伯努利方程和
连续性方程，使学生一开始就对这门课程产生厌
学情绪。再加上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各节知识
点相对独立分散，使最后的液压回路的学习变得
更加困难，而传统教学又大多以教师分析各种液
压元件符号与液压回路的功能与作用为主，教学
过程抽象枯燥，缺乏直观性，自然调动不起学生
兴趣。

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大胆地在课程中引入了
工程实例教学，实现了液压与气压传动理论教学

刘 飞：“虚实”结合模式下“液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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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程实例的有机结合。我们利用团队教师具
有企业从业经历的优势，在选择工程案例教学
时，力求让案例具有代表性，能将液压气动与传
感器、电气控制与PLC、机械传动等知识有机结
合起来。这样的工程实例教学不仅对液压与气
压理论知识进行了一次复习，同时也强化了学生
的动手能力，让学生足不出校就能接触到未来工
作可能接触的工程实例[5]。

二、实训教学改革

（一）开展液压元件实物拆装
各种液压泵、液压缸以及控制阀是本门课程

进行教学的重点环节，然而液压元器件结构复
杂，学生学习起来较为困难。虽然借助虚拟实现
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
问题，但是对于一些复杂结构，学生依然无能为
力。基于此，我们在实训教学过程中设置了液压
泵、液压缸、液压控制阀等复杂液压元件的拆装
实验，让学生通过实际的动手操作，来系统、直观
地认识液压元件的内部构造与工作过程[6]。经过
几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
的拆装实验操作规程：首先，将学生以班级为单
位，按照7-10人组成一个小组，并选出小组长；
其次，在拆装前由教师对本次拆装过程进行技术
交底；最后，学生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完成液压元
器件的拆卸、清洗、分析、装配。整个过程严格按
照 6S 管理，即整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
（seiso）、清洁（seiketsu）、素养（shitsuke）、安全
（security）规定，各小组根据拆装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进行讨论，并由小组长收集整理问题及解决方
法与全班同学交流分享。实训过程中，所有学生
都要认真记录实训拆卸步骤、所需工具、思想领
悟等方面的内容；实训结束后，整理、提交《液压
与气压传动实训报告》。

通过这种项目式实训，学生不但可以清楚地
认识液压元器件的复杂结构与工作过程，而且还
可以直观了解液压元件的外形轮廓尺寸、安装位
置，这样也使得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7]。

（二）去校企合作企业参观实训
液压与气压传动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我校在保障学生安全的前提下，由教师带领学生
进入校企合作的汽车整车制造厂进行短期的参
观实训。在参观过程中，学生既可以直接观察液
压（气压）元件在汽车制造过程中的工作情况，也
能够亲身感受汽车制造企业的管理理念与企业
文化，为其在校努力学习及向职业人转变奠定思
想基础。

三、考核评价体系改革

合理的评价体系不仅可以评价出学生的学
习效果，而且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液
压与气压传动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
强的专业课程，传统的评价体系非常注重对学生
理论知识掌握情况的考查，而忽视对其动手能力
的考查。这样的评价体系不仅不能准确反映学
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会导致
高分低能情况的发生。基于上述情况，我校教学
团队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形成了“5311”的课程
评价方案[8]，即本门课程成绩 = 理论考试成绩
(50％) + 综合实训操作成绩(30％) + 在实训小组
中的表现 (10％) + 平时考勤与作业 (10％)。其
中，综合实训操作主要考察学生拆装齿轮泵、叶
片泵、轴向柱塞泵、活塞式液压缸、伸缩式液压
缸、换向阀、溢流阀、减压阀、节流阀以及初步设
计与搭建简单的液压（气压）回路的能力。

四、结论

“液压与气压传动”教学团队通过引入虚拟
软件、实行联想-启发式教学、引入工程案例、开
展实物拆装、去校企合作企业参观实训、改革考
核评价体系等多种手段对“液压与气压传动”课
程进行了系统改革，这样的改革不仅充分调动起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还激发出学生的创新精
神，培养了其发现问题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取得了满意的改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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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ransmission”is a specialized basic course of electromechanical
specialty with strong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holds that theory teac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ractice teach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make the
complex hydraulic components clearly and intuitively understood by students, our teaching team conducted a
teaching reform combining virtuality with real practice. In theory teaching, we use simulation software to
design simulation of simple hydraulic circuit and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complex
structure of hydraulic components; in practical training, we carry out physical disassembly training of
hydraulic components and require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 corresponding training manual in each project’s
operation. Finally through the evaluation system reform, we assess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students
effectively.
Key words: combination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ransmission;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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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导向的会展色彩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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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义乌 322000）

摘要：当前会展色彩教学采用传统的艺术类色彩构成等课程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强调色彩技法，与行业实践差

距较大。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会展色彩课程基于行业特殊性，将色彩理论知识的学习、应用技能的提升和思维创新能

力的培养相结合，充分利用新媒体、机房等多种教学资源，引入企业实际项目，以行业岗位工作任务为参照，用会展行

业真实设计任务进行考核方式调整，为学生从事会展设计、策划类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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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行业作为朝阳产业，发展速度极快，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紧缺，会展教育需要更多的优质
教学资源，调整人才培养计划，改革课堂教学，提
高会展人才培养质量。我校是少数将会展色彩
纳入会展专业基础课程的院校，该课程对会展专
业人才培养整体技能架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
义。它是一门融知识性、实践性和操作性为一体
的应用型课程，以能力本位为出发点，对其它会
展设计类专业课程的建设起着引领、示范作用，
对学生核心职业技能的培养、职业素质的提升有
重要意义。经过会展色彩的学习，使学生全面、
系统地掌握展会服务、展台设计、VI设计、婚礼
策划等多领域的色彩搭配和色彩分析，更好地适
应未来的工作岗位。

一、会展色彩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内容缺乏高职教育特色
由于该课程任课教师大部分来自学术型本

科院校，从未有过高职学习经历，在课程教学过
程中，直接套用学术型本科院校艺术类专业色彩
构成或者是传媒类专业色彩课程的教学内容，课
程没有按照高职的要求重新定位，课程内容侧重

色彩构成知识，甚至关注学生手绘能力，对会展
展台设计等后续课程的延展作用有限，基本不涉
及未来会展岗位实操所需要的VI设计、展台配
色设计、节事活动配色设计等会展行业设计应用
领域。这种情况会让学生对于会展色彩课程的
认知产生偏差，课程认同度下降，专业基础课的
地位不能得到体现。特别是课程教学过于关注
色彩理论知识的讲授，而忽略了行业工作亟需的
色彩应用与分析能力，对学生后续学习工作并无
实际意义。

（二）课程教学与行业实践差距较大
会展色彩教学实践中，现今仍普遍采用“教

师讲授-学生作业”的传统教学模式，问题明显。
在教师讲授部分，理论脱离实际，教师口头讲授，
学生依靠想象来理解。教学设备比较陈旧，比如
投影设备的影像效果不佳。会展专业学生普遍
缺乏色彩知识基础，很难完成体会感知，往往教
师课堂上讲解辛苦，学生却无法理解，很难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更难以将掌握的色彩构成知识应
用在未来相关行业的工作中。

（三）学生作业过分强调色彩技法
大部分高职院校，包括我校会展专业的相关

色彩及设计类课程，由于教师大多照搬普通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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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专业的教学安排，手绘上色等美术基础训练
占比较大。这种训练对高职院校会展专业的学
生来说，缺陷明显：由于学生缺少美术基础，手绘
并不容易且过程枯燥，极易让学生产生厌倦情
绪，并且局限了学生对色彩知识的思考运用和创
造性思维的培养。

二、会展色彩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会展色彩应当以职业能力为导向，针对课程
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调整课堂教学内容和方
法，把色彩设计知识和职业技能融入到教学实践
中，将色彩基础与会展专业设计相结合，将色彩
理论知识的学习、应用技能的提升与思维创新能
力的培养相结合，并且要特别注意专业针对性，
适当地在教学单元中选择专业项目与典型工作
任务，进行课程设计和改革，为后续课程打好色
彩基础，使学生在课程中所学知识与能力最终可
以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去。具体改革内容如下。

（一）改进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多媒体、机房、网络教学资源，联系

企业进行人才培养的合作，改进教学手段，丰富
教学方式，整合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机房多媒体教学。会展色彩对于多媒体要
求较高，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遇到多媒体
设备陈旧带来的变色色差、图片失真等一系列问
题，这就使得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利用更加
体现出互动的教学设备，另外会展色彩课程教学
的部分内容可以使用Photoshop等设计软件进行
教学，为以后的设计课程打好基础。

新媒体网络教学。会展色彩除了正常的教
学资源外，为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
性，应当整合网络教学资源，建设网站，学生通过
网络进行技能训练，通过新媒体资源教师与同学
积极互动。

企业支持。会展设计类的课程，具有很强的
现实指向性。妥善利用企业资源，借助优秀的婚
礼策划公司、校企合作单位等相关色彩设计类公
司，邀请企业专家进行教学讲座，对学生实际技
能的提升具有很强的意义。

（二）改进教学方法
在了解学生特点的基础上，寓教于乐，因材

施教，改进教学方法，改革课堂教学。
引入真实案例，以任务为导向进行教学单元

改革。将真实的案例导入课堂教学可以有效地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行业认知水平。以任务
为导向，鼓励学生进行思考研究，从而发现和解
决问题。和过往教学方式相比，优势在于能将学
生的动手能力与思考能力有效提升。例如，在色
彩基础理论知识教学中，整合常规的色彩三属性
理论，并适当加入专业知识理论，强化职业技能，
增加学生学习需求与乐趣。将色相、明度、纯度
等专业色彩基础知识通过会展设计案例来进行
融会贯通的讲授，将色环制作、色彩推移、空间混
合等或手绘或电脑设计的实训环节，改变成为学
生收集二手资料，包括色彩物理变化基本表现、
婚庆和年会等活动设计图片和展会展台图片进
行解构分析。

改革后的课程，教师讲授自由度提高，关注
点变成引导学生实训，更直观地理解和掌握知
识，使得学生能够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会展设计真
实案例，有效提高学生的色彩敏感度，形成一定
的感触能力和分析能力，为后续色彩运用模块的
学习打下基础。

以行业岗位工作任务为参照，进行课程实训
改革。通过改革，让会展色彩课程实训变成行业
岗位工作任务的实训。以策划案中的VI设计为
例，标准的工作任务流程是“前期调研-信息处
理-初稿-终稿”。结合之前提到的色彩基础知识
教学实训，学生进行二手资料的收集与处理这一
实训内容，就是前期调研、信息处理的工作任务。
在色彩基础理论知识教学实训部分，学生先进行
选题确定创意，后通过软件完成设计工作，这与真
实的会展行业进行会展色彩理解和设计工作的
流程相似。在色彩应用的实训部分，展台空间的
色彩设计更是现在行业内的主要工作内容，实训
模拟对于学生行业设计能力提升作用明显。

对比传统的会展色彩课程，改革后的实训任
务能够根据高职院校会展专业学生美术基础实
际能力，将实训重点放在色彩感知，实训能力培
养的重点则关注专业色彩技能和创造能力，让学
习重点回归色彩技术本身。同时，在应用技能的
训练上，二手资料收集与内容整合分析处理、软
件操作，更加贴近会展行业人才需求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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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应该说，改革后的会展色彩，能够为学生提
供更为广阔的能力提升的空间，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创造思维和创新能力职业核心能力。

（三）调整考核方式
会展色彩课程原先的考核方式是期末进行

随堂测验或者提交作业。本课程非传统意义上
的设计课程，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需要学生的多
种能力发展，文案能力、表达能力是企业招聘的
主要职业诉求。因此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会展色
彩课程考核应当关注对学生组织协调能力、团队
合作能力、设计能力、文案能力、色彩分析能力、
表达能力的综合性考察，而非绘画技能。

以小组项目考核为题，要求学生完成一个会
展色彩展台设计或者活动、婚庆用色设计，以巩
固和检验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让学生把会展色
彩的理论知识与行业技能、创新思维进行综合运
用。例如，以主题庆典，如婚礼、公司年会、运动
会开幕式、小型音乐会等活动庆典作为设计对
象，解释具体的色彩设计理念；如以典型的西式
海滨婚礼为主题，色彩环境要求活泼、自由、纯
净、浪漫、唯美等。接着，教师将现有的该类型优
秀婚礼作品进行示范剖析讲解。最后，学生在教
师的引导下从该主题设计对象的设计要点分析
入手，先运用网络资源进行二手资料的收集与处
理，再根据色彩属性等基本理论和专业设计理

论，结合色彩与环境、宗教、年龄、民族、地区、心
理特征等关系来完成设计创作。用会展行业真
实设计任务来进行考核，一方面能提高学生的行
业素养，另一方面能让学生熟悉会展设计中的色
彩架构理念和流程，提升职业能力，真正做到融
会贯通、学以致用，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

本研究从行业职业技能本位出发，对会展色
彩课程的教学手段进行多样化变革，关注新媒体
资源的应用和开发，引入真实企业案例，以VI设
计色彩搭配应用等学生容易遇到的工作任务为
参照，进行课程改革，培养学生专业色彩技能和
创造能力，更加贴近会展行业人才需求的实际情
况；改进考核方式，以小组项目设计为考核内容，
让学生熟悉设计架构理念和流程，切实提升学生
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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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teaching model and method of exhibition colour course lay stress on colour and art
technical skill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actical exhibition industry.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learning colour theoretical knowledge, improving practical and innovation skills should
be done in the professional capacity- oriented exhibition colour course. And making full use of multiple
teaching resources, importing enterprise programs, standardizing the curriculum criteria according to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adjusting evaluation mode are needed to optimize the
colour of exhibition course so that it can cotntribute to helping students to carry on the career of exhibition
design and planning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lour of exhibition; professional capacity; teaching reform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on Professional Capacity-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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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Chenming
(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Yiwu 322000, China)

38



职业技能大赛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刘海蓉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2）

摘要：计算机网络应用职业技能大赛以实际网络工程项目为载体，运用当前主流网络技术，从网络组建、设备配置

调试、网络应用等方面对学生专业实践能力进行考查，大赛知识点和技能点对应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网络组建与应用

的要求，与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一致，可以将职业技能大赛中的能力要求引入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

学，开展专业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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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校职业技能大赛是推动学生职业能力养
成，检验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给高校
办学注入了新的活力，逐渐成为激励教学和展示
教学成果的重要舞台。国家对职业技能大赛高
度重视，国家层面有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地方有
省级职业技能大赛，形成了“普通教育有高考，职
业教育有大赛”这一高职办学的亮点。首届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于2008年6月在天津举行，全
国技能大赛先后设置了“计算机网络应用”比赛
项目。湖北省自2013年起也连续多年举办了计
算机网络应用省级职业技能大赛。计算机网络
应用赛项作为职业技能大赛的常规赛项，有承办
院校提供场地保障支持，知名网络通信企业提供
比赛设备，拟定竞赛试题，强调学生团队实践能
力的考查，日益成为技能大赛中的参赛队伍较
多、影响力较大的赛项。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以
下简称“笔者所在学校”）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自
2011年被确定为省级特色专业以来，以职业技
能大赛为抓手，不断深入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主要就如何将职业技能
大赛和专业实践教学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实践能
力的形成进行探讨。

二、计算机网络应用
职业技能大赛的意义

计算机网络应用赛项聚焦计算机网络工程
领域岗位的主要岗位技能，以工程项目为基础，
围绕计算机网络工程领域的先进技术、主流产
品，包括云计算融合网络部署、移动互联网络组
建与优化、网络空间安全部署、云计算网络服务
环境搭建、无线网络规划与实施等，力求突出工
程实践，着重考查学生的安全意识、工程能力、职
业道德、组织管理能力、工作计划性和团队协作
精神。职业院校可以通过参加比赛，以赛促教，
以赛促改，引领计算机网络专业的教育教学改
革。通过竞赛提升职业院校计算机网络专业学
生的动手能力，工程实践能力，促进社会对网络
工程相关岗位的了解，提高职业院校计算机网络
专业的社会认可度，增强职业院校的学生的就业
质量和就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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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机网络应用职业技能大赛
竞赛特点与技能要点

（一）计算机网络应用职业技能大赛的特点
计算机网络应用赛项分为省级赛和全国大

赛两个层级。湖北省级比赛通常安排在每年的
3月份，省级赛报名每个高校限报一支参赛队，
每队由3名队员组成，再从获得省级大赛一等奖
的队伍中遴选参加国家大赛。近几年，参加湖北
省该项目的赛队稳定在40个左右，是参赛队伍
较多的赛项之一。竞赛分2天进行，每场比赛时
间为4个小时，每天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比赛时
间段，在赛前进行抽签决定比赛的时间，每天的
竞赛试卷不同，同一天上午和下午参赛的队伍也
进行相应的隔离，确保了比赛的公平公正性。在

比赛过程中，3名队员相互协作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试题，并将操作结果以文档的方式进行上交。

竞赛试题考查的内容是基于当前正在使用
最新技术的一个完整项目，并选用了较为主流的
网络设备、服务器和综合布线设备。参赛团队要
在4个小时内完成所有的工作任务并进行结果
上交。按照大赛的要求赛点以及比赛各部分分
值的分布，在开始训练阶段，要求3名队员不过
早区分自己的工作任务，而是全部进行网络设备
调试的学习，主要是对交换机、路由器、无线网
络、防火墙等内容进行熟悉，这样做的目的是要
求每名队员在心中有全局观，做到胸中有整体，
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专项任务。队员分工流
程如表1所示。

（二）计算机网络应用职业技能大赛的能力
要点

表1 计算机网络应用职业技能大赛队员分工及时长安排

队员1

队员2监任队

长（配置调试能

力较强，组织能

力强）

队员3

比赛时长 共计240分钟

10分钟

阅读分析赛题

25分钟

15根网线制作

15根网线制作

进行服务器配置（云平台的安

装、云服务的配置）

60分钟

交换机的配置

（VLAN的划

分、链路可靠性

配置、IRF的实

现）

广域网链路的

配置、MSTP+
VRRP的实现、

路由器的接口

地址

60分钟

无线网络功能

的配置

路由协议、VPN
的配置

Linux
服务器服务安

装

55分钟

防火墙功能的

配置

Windows
服务器的服务

安装

30分钟

导出实验数据，

整理上交文档

计算机网络应用职业技能大赛作为最为权
威的职业赛事，主要考查学生的项目实践能力。
如图1所示为2017年某省级职业技能大赛拓扑
结构图，比赛考查了计算机网络的拓扑规划能
力、IP地址规划能力、数据中心搭建与实施能力、
设备配置与连接能力、有线无线网络融合能力、
无线Wi-Fi网的应用配置、网络安全规划与实施
能力、出口规划与实施能力、云计算网络的规划

及实施能力、服务的搭建与调试能力、应用的接
入与测试能力，以及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包括
现场问题分析与处理、团队协作和创新能力、安
全、环保等意识。具体考查内容和技能点如表2
所示。

表2中所体现的计算机网络应用赛项竞赛
知识点和技能点，恰好对应了计算机网络技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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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计算机网络应用赛项竞赛知识与技能点

图1 2017年某省级职业技能大赛竞赛拓扑结构

序号

1

2

3

4

5

考查内容模块

网络组建

（网络设备配置与

调试）

数据中心技术

无线网络组建

网络安全技术

用户认证与审计

具体内容

线缆的制作与连通性

IP地址划分实施

交换机配置与调试

路由器配置与调试

VPN
IPv6

局域网的设置

广域网配置

网络设备虚拟化

无线控制器配置与调试

防火墙配置

上网行为管理

相关技能点

按568B的标准制作线缆，并测试其连通性

VLSM、子网

VLAN、STP、RSTP、MSTP、MAC、802.1X、端口安全、端口聚合、

VRRP等

BGP、RIP、OSPF、ISIS、单臂路由、NTP、DHCP、QoS、ACL、VRRP
GRE、L2TP、IPsec等
IPv6基础、DHCPv6、隧道配置

PC局域网：Windows操作系统 IP的配置、打印共享、文件共享等

PPP、NAT、NAPT
IRF II、BFD MAD、LACP MAD、跨设备链路聚合

SSID配置与管理、无线网络加密、安全、AP与AC之间的连接与

管理等

防火墙基本配置、攻击防护、病毒防护、加密VPN技术、路由安全

技术、交换机安全技术等

配置使用安全网关设备，对用户进行认证及审计等

刘海蓉：职业技能大赛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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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网络组建与应用的所有要求，有些还超出了正
常教学计划范畴。这些实践能力和计算机网络
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一致，可以以此来构建高
职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体系。

四、基于职业技能大赛要求构建高
职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教学体系

（一）按照技能竞赛的能力要求进行专业课
程改革

笔者所在学校根据职业技能大赛的考查模
块，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课程改革，开设了构建企
业网络、构建无线局域网络、网络信息安全技
术、服务器的搭建与配置、网络综合布线等项目
化核心课程，并对课程考核方式进行了改革，加
大了实践考核的力度。见表3。为了拓展学生
的实践环境，我院构建了校内实验室、校企合作
校内工作室、合作企业、校企合作项目4大实践
环境，在校内建设了锐捷网络工程实验室、H3C

网络工程实验室、信息安全实验室、网络综合布
线实验室等校内实践场所；同时将校企合作项
目引入学校，专门建立了模拟企业工作环境的
校企合作校内工作室，由专职教师和企业共同
进行建设；针对网络工程专业无法让所有学生
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企业实习的性质，在具体实
施的过程中将学生每6人分成一个项目小组，指
定项目负责人，由专职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带
队进入企业承接的项目现场进行实习，成功解
决了学生整体和分散的问题。在学校学习期
间，针对不同的项目，采用了多种训练手段，利
用思科模拟器、HCL 云实验室、NESP 模拟器、
VM Ware等虚拟环境结合真实设备进行训练实
践，让学生在真实项目中体验到用所学知识技
能解决问题的收获，激发学生积极、主动解决未
知问题的兴趣，学校支持、企业协助、教师辅导、
学生努力形成了较为良性的循环。

（二）将职业技能大赛要求充分融入日常
教学

6

7

服务器配置部分云

服务

工程实施报告

H3C CAS软件安装

云资源管理

云服务管理

根据《任务书》撰写工程

实施报告

配置安装文件、安装CVK/CVM/CIC、配置 root用户、配置磁盘分

区

云平台的资源管理；在云平台部署Windows/ Linux系统搭建AD
域控制器、DHCP、FTP、WEB、DNS等功能对外服务

动态资源扩展业务管理、组织管理、虚拟桌面池管理、虚拟机电

子流管理等

根据《任务书》的描述，按要求描述出设计思路及对相应技术的

理解

表3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项目化课程体系与技能大赛技能模块对应关系

项目化课程体系

构建企业网络

构建无线局域网络

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服务器的搭建与配置

网络综合布线

网络工程项目管理

对应技能大赛内容模块

模块1：云计算融合网络部署

模块2：移动互联网络组建与优化

模块3：网络空间安全部署

模块4：云计算网络服务环境搭建

模块6：综合布线规划与设计

模块7：工程项目实施规范和文档规范

知识点

交换机和路由器的配置

无线局域网的组建配置

防火墙的使用与配置

云服务器的部署、网络服务器的配置

综合布线与弱电工程

网络配置的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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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竞赛可以说是一种高强度的集中
式、非常规的教学活动，它所承载的却是日常教
学的目标。日常教学面对的是广大学生，职业技
能竞赛面向的是极少部分学生，学生对知识技能
的理解接受能力有所不同，要将日常教学的普遍
性和技能大赛的针对性结合起来。首先要注重
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锻炼。学生在大学一年级
第一学期完成计算机网络基础课程后，从第二学
期开始开设有针对性的专业课程，笔者所在学校
开设了中小企业网络组建和网络操作系统。对
于网络组建的培养和锻炼采取了分段培养的方
式，在计算机网络基础课程中让学生熟悉计算机
网络协议的工作原理、熟悉常见的网络设备以及
一些常见的实验环境，在此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
双绞线的制作能力。双绞线的制作看似非常简
单，要能够快速准确完成线缆的制作却要付出极
大的努力。在网络组建能力模块中，开设中小型
企业网络组建和大中型网络组建两个部分，相对
于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等设备的需求有所不
同，中小型企业网络组建一般属于单核心网络，
主要锻炼学生VLAN的划分与通信、STP的设置、
PPP的部署、简单路由协议的部署、NAT的设置
等，让学生循序渐进进入网络工程领域。在大中
型企业网络中，使用到了更为广泛的技术，如数
据中心的堆叠技术、网络可靠性的MSTP+VRRP
技术、更为复杂的路由协议，在一个大中型企业
网络中通常会遇到多种路由协议，如静态路由、
RIP路由、OSPF路由和BGP路由等，并且需要对
数据包的传输路径进行控制和分流。为了保证
网络数据传输的可靠性还需要进行VPN和防火
墙部署，这些技能更加复杂，掌握起来更加困
难。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有一个整体系
统的观点，就是通过学习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
标，而不是简单的单个技能的学习，用一个相对
完整的项目作为能力驱动去学习。在服务器搭
建和网络综合布线中，更是强调了实践练习的重
要性。项目实施中，从整体规划到部分实施，再
从部分实施到整体项目集成这一过程，反复锤炼

学生的实践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职业技
能大赛的要求融入日常教学，学生带着目标去学
习，也便于发现优秀同学参加职业技能大赛。

（三）按照职业技能大赛标准进行职业资格
认证

计算机网络应用职业技能大赛是通过招标
方式参加比赛承办的，如今年来承办比赛的
H3C、锐捷等都是网络通信行业较为知名的厂
商，这些厂商的设备在实际应用中都占有很高的
比例，同时网络协议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不同
的厂商在解决问题时采用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学
生只要熟练掌握了一个厂商的技术，就可以起到
触类旁通的效果。目前，各大厂商都实行了职业
资格认证，学生通过日常学习具备了较强的实践
能力，更容易获得企业职业资格认证。

五、结语

每年举办的高职职业技能大赛有效促进了
教学的进行，笔者所在学校将技能大赛的能力目
标和日常教学相结合，通过教师的付出、学生的
努力、学校的支持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计算机
网络工程人才培养途径，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提
高，就业能力得到加强，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也
得以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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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职非英语专业新生英语学习动机调查

赵凤玉

（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广东 云浮 527300）

摘要：近年来民办高职蓬勃发展，已成为我国现代化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办院校不同，民办高职院校

学生有其自身特点。为更好地促进民办高职学生的英语学习，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对广东省民办高职2016级新生

的英语学习动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其整体学习动机强度比较低，工具动机是被调查院校多数学生英语学习的主

要动机，内在动机对英语学习动机有根本性影响。据此教学中应制定合理的教学策略以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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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学习动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到国内
外学者的广泛关注。Oxford和Shearin指出：学习
动机直接影响语言学习者使用语言学习的频率，
影响语言学习者使用语言的流畅度，影响语言学
习者在语言学习结束后继续使用该语言的时间
长度。语言学家Chomsky认为：激发学习者的学
习动机极具重要性，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语言教
学都在尝试着使学习者对教学资料产生兴趣。
Gardner[3]的著名言论指出学习动机的重要性：

“只要具备学习动机，任何人都能学好一门语
言”。显而易见，绝大多数学者都意识到学习动
机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因此，在过去几十年
中，大量学者进行了学习动机的研究并提出了相
关的理论。

目前关于学习动机的研究有两大趋势，一部
分学者关注于动机的概念和分类等理论研究，另
一部分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动机内部结构的实
证研究上。目前为止，关注民办高职生英语学习
动机的研究较为少见。本研究拟以动机相关理
论为依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问卷及访
谈的形式，对广东省民办高职的非英语专业新生

进行英语学习动机的调查研究，旨在解决以下问
题：1.调查民办高职院校非英语专业新生学习动
机的现状；2.探索影响大一新生学习动机的因
素；3.制定、调整教学方法和策略，提高教学质
量。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300名广东省民办高职2016

级非英语专业的大一新生作为研究对象，包括数
字媒体与艺术2班和5班、舞蹈编导2班、计算机
软件1班、财务管理2班、学前教育1班和通才教
育班。这些班级的学生英语学习年限都在六年
以上，在进入大学之前，都经历过高中生活，参加
过高考。表1显示了此次调查研究中受试对象
的具体信息。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定量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定性研究采用访
谈法。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必要的补充，可以进
一步验证定量研究的准确性。

1. 定量研究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是依据高一虹等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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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外语》上的论文“中国高职生英语学习动机
类型”中的问卷，同时结合调查院校的特点和专
业设置进行了相应的改动。此调查问卷包括两
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调查被测试对象的基本信
息，包括性别、专业、家庭背景和英语高考成绩；
第二部分以28个与英语学习相关的陈述性观点
作为调查试题，试题分为两个维度，包括动机类
型和动机强度，动机类型的试题又进一步细化为
内在动机、学习情境、成绩动机、出国动机、发展
动机、社会责任动机和信息媒介动机。问卷的
28个试题，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要求被试根据
实际情况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中选择
相应的数值。发放问卷前，会向被试清楚地阐明
本问卷调查的目的，问卷完成后要求第一时间收
回问卷，以确保调查的信度和效度。在所有调查
问卷被收回后，将所有的数据输入到Excel表格
内，再通过SPSS软件进行分析。研究主要分析
了每种动机类型的平均值和方差，以及不同性
别、专业和英语成绩与动机类型的关系。除此之
外，还利用t检验验证了个体差异与动机类型和
强度之间的关系。

2.定性研究
问卷调查结束之后，从被试者中随机抽取了

30名学生，进行半开放一对一形式的访谈，访谈
的问题是基于问卷中的试题, 主要包括：学习英
语的目的；影响英语学习动机的因素。

三、调查数据分析

（一）民办高职院校非英语专业动机类型数
据分析

问卷调查统计数据表明，7种英语动机类型
的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成绩”“个人发展”“信息

媒介”“社会责任”“内在兴趣”“学习情境”和“出
国”。其中，“成绩”动机的平均值（3.6454）最高，

“出国”动机的平均值（2.8503）最低。
数据表明，多数大学生学习英语的根本目的

为通过四、六级考试，即成绩动机。原因如下：第
一，院校大部分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认为此类证书
会直接跟他们的毕业证书挂钩，被形势所逼，把
通过此类考试作为目标；第二，院校大部分非英
语专业的学生，受中国考试系统的影响，在面对
强大的就业压力时，主观上认为多取得证书是毕
业后可以顺利找到就业机会的法宝。

平均值最低的为出国动机，这意味着调查院
校中有出国动机的学生占极少数。民办院校多
数学生本身缺乏英语学习兴趣，对英语缺乏自信
心，也就不会把出国深造或工作作为自己实际的
理想或目标，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根本无法达到出
国的基本条件（雅思或托福考试），更不会奢望应
用自己的弱项在一个陌生国度生活或学习。除
此之外，随着世界经济的疲软，很多国外留学生
都选择回国发展，在此情境下，学生认为没有出
国找工作的必要。

在访谈结果中也显示，多数学生认为英语是
一门工具，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不同的目标和理想
（例如通过四六级考试或者找一份好的工作），这
就是我们俗称的证书动机（成绩动机）。这也更
进一步证实了问卷调查结果中成绩动机占比最
大的可靠性。同时，也有个别学生阐释他们学习
英语仅仅因为此课程为必修课，他们别无选择。
这种现象表明，少部分学生仍然对为什么要学习
英语感到迷惑。

（二）动机类型与个体差异的关系
1.动机类型与性别的关系
通过t检验，结果表明男女生只有内在动机

表1 受试对象的基本信息

专业

性别

家庭背景

类型

文科

理科

女性

男性

乡村

城市

人数/人
190
104
197
97
137
157

百分比／%
64.6
35.4
67.0
33.0
46.6
53.4

赵凤玉：民办高职非英语专业新生英语学习动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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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在明显差异（t=3.205>1.96），而在其它动机
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差异。男生的内在动机平均
值为2.71，女生为3.03，男生的内在动机方差为
0.829, 女生为0.797。这些数值的差异，体现出女
生普遍要比男生有更强的英语学习动机，并且内
在动机的个体差异要小于男生。这可能是由于
英语属于语言类学科，女生对语言类学科天生比
男生要敏感，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英语。内在动机其实很多都具有Gardner提出的
一体性动机的特点，即高成绩与长期努力密不可
分，正因为女生比男生有更强的内在动机，因此
她们乐意在英语科目上长期努力，也就导致了最
终的成功，而男生相对低的内在动机，致使他们
不愿意付出太多的辛苦，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
数的女生高考成绩要高于男生。

2.动机类型与专业的关系
t检验测试结果显示，文理科学生总体学习

动机差异值|t|为3.204超过1.96，表明在英语学习
方面，文科和理科学生的学习动机存在较大差
异。文科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总平均值为
3.2175，而理科学生仅有0.9509，数据表明文科生
比理科生有更强的学习动机。观察其他动机类
型的t检验值，可以发现文理科学生除了在内在
动机方面有显著性差异外（|t|=3.065>1.96），其他
类型的学习动机并无显著性差异。这样的数据
表明，导致文理科学生学习动机总体差异的根本
原因在于其本身的内在学习动机差异。此外，文
科生内在动机的方差值为0.80025，理科学生的
内在动机方差值为3.065，这两个数据的巨大差
异显示出文科生的英语学习内在动机差异并不
大，而理科生却大相径庭。导致以上数据差异的
原因可能如下：（1）英语是一门人文学科，更容易
受到文科生的青睐；（2）文科生中女性的占比较
大，对语言天生的敏感程度要强于男性，更愿意
付出努力，因此成绩高于男性，也就导致了内在
动机的提升；（3）在工作领域方面，文科性的工作
应用英语的可能性高于理科性的工作，导致了文
理科学生对英语重视程度的差异，从而引发了内
在学习动机的显著差异。

3.动机类型与高考英语成绩的关系
t检验结果清楚地显示高考英语成绩及格的

学生对英语有更强的内在动机（平均值3.2727，

方差0.68359）。经过测试，高考英语成绩及格的
学生中，有64%的学生在问卷中表明他们对英语
歌曲和电影感兴趣，而且超过一半的学生都表示
他们对语言学习有浓厚的兴趣。而在高考英语
成绩不及格的学生中，仅有17%的学生在问卷中
表示他们喜欢英语。数据表明，成绩相对优异的
学生学习英语大多出于内在驱动力，而成绩相对
落后的学生是被迫学习英语的，他们的目的是通
过考试。

在个人发展动机方面，两类学生也存在显著
性差异(|t|=2.989>1.96)。成绩优异的学生有更强
的个人发展动机，他们非常注重英语在未来职业
中的应用。另一方面，成绩优异的学生更愿意在
实际生活中应用英语，从而更加自信地把英语当
作他们的强项，以求更长远地发展。相反，高考
英语不及格的学生，大多是被迫学习英语的，他
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考试拿到学位证书。不同
程度的个人发展动机直接导致了两类学生在英
语学科上的差异化表现。

同时，两类学生在总体学习动机程度上也存
在极大差异(|t|=3.729>1.96)。成绩优异的学生总
体学习动机程度高，他们更愿意在英语学习上花
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成绩相对落后的学生则
恰恰相反。这两类受试群体在成绩上的差异也
暗示了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与学习表现有直接的
关系。

此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其它动机的平均
值都是高考英语及格的学生高于不及格的学生，
只有成绩动机的平均值则恰恰相反（不及格学生
3.7038；及格学生3.5597）。这一数据更加充分地
证实了成绩落后的学生是被迫学习英语的，他们
的目标是通过考试，因此成绩动机要高于成绩优
异的学生。但成绩与动机的反差说明，仅仅依赖
高的成绩动机是很难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的。

在访谈结果中显示，影响学习者英语学习动
机的主要因素包括三点：(1)社会需求。随着国际
化和中国的快速发展，英语已经被应用在各个领
域中，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学生被全球化环境
所影响，因此努力学习英语。(2)学习环境。在中
国，英语学习主要是通过教师的讲授或课堂的参
与，因此，教师、学生和学习材料都是学习环境的
主要构成要素。(3)自身兴趣、态度和自信心。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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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社会需求和学习环境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有
很大的影响，但这些毕竟都是外部因素。作为学
习者而言，内在动机才是根本性的因素。

四、调查结果

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学生的专业、性别、英语
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下，工具动机名列第一，是被
调查院校多数学生英语学习的主要动机。与公
办院校不同，民办院校高职新生出国动机明显不
足，同时，整体的学习动机强度也相当低。少数
学生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大学英语没有清晰
的认识，学习动机明显不足。

性别差异和内在动机的差异也对学生英语
学习动机有着巨大影响。女生更加关注个人发
展，比男生展现出更强的学习强度。内在动机直
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态度和自信心，对英语
学习动机有根本性的影响。此外，学习环境作为
外部影响因素也对学习者有一定的影响。

五、教学改进策略

（一）以文化为载体，提高内在动机
调查结果显示内在兴趣在七种英语学习动

机中排名最低。然而，学生只有真正对英语感兴
趣，才能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活动中。语言是文
化的载体，大学英语教师不应该仅仅讲授语言学
习技巧，也要注重英语语言文化的介绍，以此来
提高学生的内在学习兴趣。同时，英语教师还应
该鼓励学生观看英文电影，阅读英文报纸杂志、
经典著作等，让他们了解真实的英语文化。除此
以外，学院和教师应该尽可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
机会与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交流。以这些切实
可行的方法，更好地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内在学
习动机。

（二）改进评价体系，合理化学习动机
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通

过四六级考试，并顺利拿到学位证。当他们实现
了目标，英语学习的热情和动机也就随之消失。
长期以来，很多高校把四级考试作为评价英语学
习的黄金标准。笔者认为学院和教师应该重新
考虑四级考试的地位，并制定更加科学的评价体

系，毕竟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交流而不是考
试，只有制定出科学的评价体系，学生们才能拥
有正确的英语学习动力。

（三）帮助学生树立合理的学习目标
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些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

目的尚不明确。人类的行为都是以目标为导向
的，只有制定出适当的学习目标，学生才能主动
为了实现目标而不断努力学习。教师应该帮助
学生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子目标，使学生的学习
循序渐进。在制定目标时，应遵循以下几个原
则：1.目标要清晰具体；2.目标应在学生能力范围
内并具有挑战性；3.教师应给学生提供及时有效
的反馈。

（四）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有自信的学生会有持久的动力保持学习的

积极性。尤其对于研究中的民办高职学生，他们
在过去的学习过程中失败多于成功，因此缺乏自
信心。教师可以安排难度适当的任务，让学生体
会到自身在任务中的重要性，使其获得成就感；
也可以适时地表扬学生，鼓励其良好的表现，必
要时给予学生反馈；同时应用成败归因论，让学
生意识到成功与自身的努力程度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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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明
确大学英语教学要“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就业
为导向”，贯彻“加强实用，加强表达，加强听说”
的“三加强”的要求。课堂教学应以培养学生的
英语应用能力作为教改的主攻方向。因此，提高
学生的英语口语应用能力是高职英语教学的重
要目标。然而，高职院校由于生源质量的局限，
学生学习习惯欠佳，学习能力有限，缺乏持续不
断地强化英语口语练习的动力和耐力，短时间内
学生很难突破语言学习的瓶颈。教师虽然进行
了各种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尝试，学生英语口语学
习的效果却一直差强人意。

在此背景下，一种独特的教学模式“翻转课
堂”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并逐渐为广大英语教师
所熟悉和认可。所谓“翻转课堂”就是翻转课堂
活动和家庭作业的作用，即在传统教学中，学生
通过在课堂上听课获取新知识，课后通过家庭作
业练习巩固。而在“翻转课堂”上顺序正好颠倒
过来，学生课前通过观看教师的微课视频获取知

识，课堂上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练习巩固知识
和技能。这种模式提供了“一个动态和互动的学
习环境，教育者引导学生应用概念并创造性地参
与主题”（翻转学习网络，2014，第1页）。也就是
说，“翻转课堂”淡化了课堂40分钟概念，将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扩展到课前与课后，减少教师
课堂讲授时间和内容，增加大量的课堂活动，发
挥多种现代化平台与手段的辅助作用，引发学生
积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构建师生共鸣的“和谐
课堂”。它对促进教育信息技术应用，使学生成
为学习的主人翁，使不同起点的学生真正实现个
性化学习，从而增强高职学生的英语口语应用能
力将起到重要作用。

二、“微课”和“翻转课堂”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微课”和“翻转课堂”的研究很早开始

了。荷兰教授LeRoy A. McGrew在1993年提出了
60秒课程，英国教授T.P.Kee提出了1分钟讲座
（Shieh，2009）。而早在2000年文献中就出现了
“翻转课堂”这个词（Lage，Platt和Treglia，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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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有关“翻转课堂”实施的文献都来自
北美。2008年，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学院的
高级教学设计者、在线服务经理David Penrose首
先在教学中应用了“微课”。他称微课为“知识脉
搏”，认为只要有相应的作业和讨论辅助，微课可
以实现和传统的长时间教学相同的效果。其核
心思想是将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紧密结合而产
生“更集中的学习体验”。“翻转课堂”起源于美国
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的林地公园高中。2007年
春天，由于天气恶劣或距离远等原因，许多学生
无法按时到校，因而赶不上课程进度。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化学教师Jonathan Bergmann和Aaron
Sams开始使用录制软件将课程PPT和他们的声
音录制成视频，并将视频上传到网络上帮助学生
学习(Bergmann & Sams,2012)。2010 年，美国的
一些中小学开始使用Khan学院的课程来进行

“翻转课堂”的实验。2011年Salman Khan在TED
演讲“视频重塑教育”中提到他上传到Youtube的
许多免费教学视频都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并在大会上多次强调翻转课堂的核心理念与优
点，使其广为人知。2016年，Khan学院拥有来自
190个国家的4200万注册用户，辅导课程从基础
数学到经济学，艺术史，计算机科学，健康，医学
等。随着基于网络的教学技术的成功实施，翻转
课堂在北美的教育机构获得了不同学科和不同
教学层次的支持。这种教学法也一直被认为是
教育技术领域的主要趋势之一（Watters，2012）。
2013年，乔治梅森大学的Noora Hamdan博士，皮
尔森教育发展中心的Patrick McKnight博士以及
翻转教学网络的Kari M.Arfstrom博士提出了“翻
转课堂”的四个支柱：灵活的学习环境，文化学习
转型，精心设计的教学内容和专业教师(Huang et
al.，2014)。

（二）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对“微课”和“翻转课堂”的研究已成

为中国学者的关注焦点。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
南洋学院通过结合微课和翻转课堂实施了一项
教学改革措施。卢海燕（2014）通过对中国大学英
语教师和学生的特征，以及教学环境的分析研究，
讨论了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模式应用的可行
性。杨晓宏等（2014）提出了在中国进行翻转课堂
教学实践的问题和发展路径，从意识、实践和模式

创新三个维度构建了教学模式的地方战略体系。
沈瑛等(2015)从探究社团体系的认知临场、社会
临场和教学临场三个视角，论述了基于探究社团
体系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构建及其对大学英语
教学的意义。陈圣白（2015）在口译教学的内容体
系、技能体系、任务体系和评估体系等方面进行了
创新研究，创建了语料库驱动的口译“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雷雯(2015)通过研究微课这一新型的
课程教学资源和翻转课堂的深度结合，针对当前
大学英语教学自身的特点，得出大学英语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实施势在必行的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人
们在“微课”和“翻转课堂”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
了诸多成就，对此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具有很大的
启示和价值。但同时我们也了解到目前的一些
研究缺乏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高职院校的相关
研究相对较少，我们仍需要继续研究和完善如何
让“微课”和“翻转课堂”更好地适用于高职院校
的教学。其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具
有高度的自我控制力和主动性，而这正是许多高
职学生所欠缺的。此外，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过程
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所以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改进，这将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

三、基于微课与翻转课堂的高职
英语口语教学模式改革过程与成效

（一）构建基于微课的高职英语口语翻转
课堂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高职英语课程教学
充分依据地方社会需求，贯彻“加强实用，加强表
达，加强听说”的“三加强”的要求，在学生英语口
语应用能力的培养方面开展了深入的教学改
革。组织学生开展市场经营户与企业主的英语
使用情况调查，了解国际商贸活动的常规交易流
程与交际内容，使得教学内容更加适合地方需
求，编写完成了《英语实训教程——商务英语听
说教程》。并以此为蓝本，拍摄了10个单元，30
个主题（每单元3个场景）共82个5分钟左右的
微课视频。分为“经典句型”“听力”“情景对话”
三个部分，由中教、外教和学生共同参与录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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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微课视频制作完成后，英语教师将视频上传
到在线课程平台让学生在课外自主学习，而知识
点的内化和掌握则是在课堂中通过教师的帮助
和学生的协助一起共同完成。这就将传统教学
模式中知识传授（课上进行）和知识内化(课后完
成)两个阶段的顺序进行了翻转，形成了基于微
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具体步骤如下：学生在课前通过在线课程平
台自学教师的微课，由于教师的微课一般集中反
映某个知识点、具体问题或教学环节，所以要求
学生在观看微课视频时要将重点、难点做笔记。
在课堂上，学生必定是带着问题而来，教师帮助
学生对尚未理解或有疑问的知识点进行指导，并
精心设计大量的口语活动对微课视频中要求掌
握的句型和对话进行反复练习。因此，这些知识
可以在课堂活动中更大范围地应用。翻转课堂
口语教学模式使得教学时间更为灵活，从而允许
更加动态和互动的课堂学习体验。教师为学生
提供个性化的指导，让学生在具体环境下运用其
所学知识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师生之间进行高质
量的学习互动，最终使得学生的学习更加自主，
口语能力大大提高。

（二）基于微课的高职英语口语翻转课堂取
得的成效

第一，在这种新的教学模式下，学生需要课
前观看微课视频，并在线做笔记，为完成单元作
业和测试还要查阅课本资料，课前就了解了口语
教学内容中涉及到的重点和难点等，在课堂上有
备而来，授课时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氛围自然
就大大增强了。改变了以往传统课堂上学生课
前不预习，脑袋空空地走进课堂，听课或课堂讨
论时均为“低头族”的现象。在课堂上，教师就学
生在课前学习微课视频的内容进行提问，充分掌
握他们在课前都学到了什么，有什么疑难需要解
决。在此过程中，教师给学生提供深度思考的机
会，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
从根本上创新了学生的英语口语学习环境，使学
生从单纯的课堂听课转变为课前自主学习微课
视频，课堂上提出问题，在教师和同伴的帮助下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达到提高学习效果和
学习兴趣的目的。

第二，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学生可以充

分利用微课教学视频，根据自己的情况在课下反
复练习。他们可以随时暂停和重放视频，反复接
触学习资料和资源会加强和加深学生对材料的
理解。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读音录下来，反复对
比纠正发音。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录音
比对，让错误发音得到及时纠正，正确的读音和
口语表达模式得到及时强化，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增强学习效果。同时，每个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基础和学习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学
习计划，做到学习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个
体差异。这样就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

第三，在以微课为载体的翻转课堂中，课堂
教学时间得到重新分配及合理利用。教师讲授
时间减少，学生练习和实践的时间大大增加。教
师将原来课堂讲授的内容转移到课下，在课堂
上，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更多的对话和口语实践类
的活动，从而高效地利用课堂时间，不断提升学
生的英语口语应用能力。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
情扩展到了课前与课后。

第四，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够减轻学生口语
交际时的紧张焦虑感，营造灵活轻松的学习氛
围。许多高职学生自信不足，对英语口语表达有
畏惧心理，他们在课堂上不愿开口，怕出错被同
学嘲笑，因而干脆放弃讲英语。而以微课为载体
的翻转课堂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安全空间，他们可
以不被干扰地通过微课视频进行学习，而且能够
多次重复观看和练习模仿，在轻松自在的环境
中，让学生放心大胆地说。通过反复模仿练习，
大多数学生会产生讲英语的自信和欲望，从而极
大地提高英语口语应用能力。

以微课为载体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职
英语口语教学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我校
17级学生在2017年5月全国高等学校英语应用
能力口语考试中通过率达到86%，超过全国平均
通过率31%，这是历年来我校学生在该项考试中
取得的最好成绩。

四、基于微课与翻转课堂的教学
模式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施了以微课为载体的翻转课堂教学模

50



式一个学期之后，我们对我院66位高职英语教
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教师在教学
改革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高质量的微课视频制作困难
微课视频的质量对学生的学习兴趣有较大

影响，而制作高水准的教学视频不仅要求教师有
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而且还要根据学生的特点
以适当的形式呈现出来。对教师而言，制作教学
视频不难，但是制作高质量的教学视频并非易
事。我们对66位高职英语教师进行的有关“微
课和翻转课堂”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其中8%的
教师认为制作微课视频“非常困难”，73%的教师
认为“有点困难”，只19%的教师觉得较为容易。
问及“你在微课和翻转课堂教学中遇到的最大困
难是什么”，有将近50%的教师回答是“制作微课
视频很困难”。此外，也有学生反映微课视频质
量不高，比如他们反馈说“微课视频可以做更好
一点”“视频很无聊”“视频质量差”“声音太轻了

“等等。通过这些数据，让我们了解到利用微课
教学让教师们面临着困难和挑战，他们急需提高
制作微课视频的技能，并充分了解高职学生的特
点，在教学视频中彰显英语口语的“鲜活性”和

“趣味性”。
（二）教师工作量增加
在实施新的教学模式过程中，教师经常抱怨

制作微课视频和课堂教学设计需要花费太多的
精力和时间，而且有时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等。问卷调查结果也反映出这个问题。同样在
回答“你在微课和翻转课堂教学中遇到的最大困
难是什么”这个问题时，88％的教师选择“准备时
间太长”。显而易见，在实施新的教学模式时，教
师需要扮演多重角色，不仅要承担常规的课堂教
学任务，还要课前进行微课视频录制，课后在线
辅导以及动态评估，这些任务使得教师感到负担
相当沉重。尤其在起始阶段，微课视频制作和准
备，课堂教学设计和管理无疑都会增加教师的工
作量。

（三）课堂控制和管理困难
在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需要转变他们在课

堂上的角色，不再是以往以教师为主的单纯授
课，学生被动接受，而要成为学生的引导者和帮
助者，许多教师难以适应，感到控制和管理课堂

的难度加大。根据我们的调查，有三分之一的教
师认为“很难控制和管理课堂”。也有学生反馈，
有时因为网络或教学设备出现问题而导致课堂
的混乱，课堂秩序需要改善。

为确保高职英语口语教学改革的顺利实施，
教师必须切实解决在新的教学模式下所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在此我们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五、基于微课与翻转课堂的高职
英语口语教学改革的应对措施

（一）加强教师培训
青年教师思维活跃，易于接受和大胆尝试新

事物，他们的微课往往能给学生带来较好的视听
效果。但是因为缺乏微课制作的相关技能，在课
程设计过程中，他们也经常无法处理内容和效率
的问题。设计和制作微课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
涉及许多细节和技术问题，并且需要理论支撑，
所以教师们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只有熟
练的教师可以更好地实施翻转课堂教学，因此我
们必须加强对教师的培训。首先，教师要定期地
参加现代教育技术培训，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
构、拓展知识面、提高自身的现代教育教学素养
和专业能力。敢于面对微课和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中遇到的问题，并积极地去尝试，不断进步。
其次，教师应当始终更新教学理念，以微课为载
体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必须紧密联系课程目标
和内容。课程目标要简单而具体，内容要清晰易
懂，使学生拥有更加深入透彻的学习体验。课堂
教学设计要聚焦细节，设计主题完整的问题，从
而引发学生思考，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
高。此外，高职英语口语教学要紧跟时代，录制
微课的时候，在表达方式上要凸显流行性和鲜活
性。还要根据高职学生的特点适当加入一些具
有幽默性和趣味性的内容，教师要特别注意语言
语调，声音要富有感染力，这样的微课视频会避
免枯燥，更具特色，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有效管理和利用课前和课堂时间
翻转课堂是一种更加注重学生自学和教师

指导的教学模式，而提高教学效果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做好课前和课堂时间的管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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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学生要安排好时间通过观看微课视频
自学，教师要求学生有目的、有意识地带着自己深
入思考过的问题进行预习，并熟悉教材内容。在
自学过程中，教师也能够通过多种有效的交互平
台和学生进行交流，督促他们完成学习任务。例
如，在线公告栏可用于单方面发布通知，解决重要
和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电子邮件、在线讨论区、
QQ、微信等方式也可用来与学生交流。这些方式
是教师了解学生需求、倾听学生心声的有效途径，
也是使师生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的有效手段。

课堂上，学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重点和难点
上，教师就需要通过组织有效的课堂活动积极引
导学生学习，比如角色扮演、双向翻译、英文辩论
以及电影片段配音等，使学生的口语技能得到充
分练习。教师还可以通过动画、音乐等多种手段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始终保持活力积极完
成学习任务和目标，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因此，
只有加强教师和学生课堂内外的教学互动，才能
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强大作用。

翻转课堂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模式，它促进学
生和教师的角色交替，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整
体素质。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翻转课堂教学的
支持，不断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让教师
不仅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更要拥有敏锐的应变
能力，为高职英语口语课堂开辟新的教学路径。

（三）正确认识现代教育技术在高职英语口
语教学中的作用

现代教育技术不管如何发展和达到何种先
进水平，它的定位始终应该是辅助高职英语口语
教学。现代教育技术的作用不是替代教师，而是
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初
衷是辅助英语教学，它不能完全取代教师的责
任，而是更好地协助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取得更
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该利用好这一辅助工具，
充分发挥其创造良好的语言习得条件的主导作
用，节约宝贵的课堂时间，提高学生语言学习的
效率。

教师首先应该有效指导学生使用多媒体网
络资源。教师能够帮助学生选择多媒体网络资
源，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不同的需求给他们推荐
适合的资源，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教师还可
以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进行有效的指导。例

如，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设置不同形式和难度
的话题，全面检查和督促学生自学。

伴随着微课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逐步发
展和完善，高水准的教学视频越来越多，在线学
习平台的使用也变得越来越方便。因此，我们相
信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减少教师的工作量是可
以完全可以实现的。

（四）改革教学评估体系
传统的教学评估体系不适合高职英语口语

“翻转课堂”，我们需要进行改革和完善，在这个环
节中，我们也应当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比如学
生可以利用智能手机完成学习任务。例如，在一
个单元的学习结束后，为了评估学生的知识掌握
情况，教师可以布置一些口语技能实践练习让学
生完成，包括语音训练和日常及商务情景对话训
练。布置语音训练作业时，教师提供英语朗诵的
模仿材料，包括文本文件，声音文件和视频资料，
学生通过模仿训练，向教师提交用手机录制的音
频或视频作为其实践成果。日常及商务情景对
话练习，则由教师选择符合生活实际的口语话题，
将技能训练和真实的环境相结合，让学生进行适
量的操练和模仿，培养学生日常和商务英语沟通
能力。学生完成口语实训活动，向教师提交手机
录制的视频作为实训成果。教师通过口语技能
实践、测验等方式给予学生及时的测评和反馈，让
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及时改进学习策略。
教师也要根据测评结果及学生的反馈进行集体
辅导或个性化指导，对课堂活动和微课视频做适
当的调整，以优化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和翻转课堂相匹配
的教学评估体系，它不仅包括知识点掌握的程
度，还包括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使之成为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手段。

六、结语

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时代，正
在逐渐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学习风格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全民教育、
素质教育、个性化学习和终身学习已成为时代教
育发展的重要特征。现代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
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它在促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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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教育和分享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水平，建
设学习型社会，促进发展教育观念改革和培养创
新人才等方面均发挥了独特和重要的作用。高
职英语教师应尽快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更新教
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提高现代教育教学素养，积
极探索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从而提高高职英语
口语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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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course and flipped classroom, which incorporate the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re a new trend of oral English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Exploration on how the micro-course and
flipped classroom promot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ccording to a survey among English teacher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measures tha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ral English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may include: strengthening teacher
training; effectively managing and utilizing the pre-class and classroom time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modern education technology in oral English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reforming the previous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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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到基础法语课的语法教学中，能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提高学生综

合运用语言的能力。在该模式实施的过程中，必须结合线上线下综合评价体系，才能保障线上学习和课堂教学效果的

最大化，做到线上线下优势互补，促进学生持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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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互联网、多媒体、移动等日新月异的科
学技术，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模式利用线上线下
的合作实现混合式教学，是一种对传统课堂教学
模式的革新。该模式“即在自由时间观看教学视
频，把面授课堂时间用作体验式练习、小组讨论、
问答环节。”这种“学习知识在课外，内化知识在
课堂”的模式，引发了对教学结构、教学流程、师
生角色、课程管理、教学环境、评价体系等一系列
的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效率，让学生有机会
学以致用，增强了自信心。但线上课程需要学生
有能力在课外自主安排学习，完善的线上线下综
合评价体系就成为该模式有效实施的保障。

在高校外语类课程教学实践中，翻转课堂
作为教学手段已有较多的应用与研究，但基于
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法语语法教学中的应
用研究却很少。本文以“基础法语”课程内的语
法内容作为实践案例，分析把基于微课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运用在法语语法教学时带来的改变
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传统法语语法教学法存在的问题

基础法语阶段，语法作为教学的重点，成为

学生们打好语言基础的关键。目前在中国，基础
法语课程内关于语法的内容，大部分还是以教师
课堂讲授，学生课后操练的传统教学法为主进行
授课。但在基础法语的学习阶段，尤其在应用类
的外语院校，恰恰应以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为目
标，让学生过语音关、口语关，使学生能够在不同
的语言领域、结合情境，用法语进行日常沟通和
交流。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授语法，知识点鲜
有机会输出，缺乏交际目的和任务导向，使得语
法学习往往和听说读写等其他语言能力脱节，学
生感觉枯燥，缺乏学习动力。根据笔者的观察，
传统的语法教学法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

1.填鸭式教学，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课堂缺
乏互动，学生容易疲乏，效率低下；

2.机械地掌握法语规则，忽视语言的操练和
运用，学生学了就忘，实际运用能力差；

3.有些教材的语法内容编排，忽视了学生的
实际语言能力，造成过度讲解；

4.因学时限制，教师讲解完知识点后，留给
学生实践的时间不够，语言无输出机会，挫败学
习的积极性；

5.语法学习往往与语言的其他能力脱节，外
语的综合运用能力无法提升。

54



二、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
法语语法教学中的实践

针对以上的问题，笔者在基础法语阶段的语
法课程中实施了以微课作为翻转形式的混合式
教学法。根据教材和大纲，把基础法语阶段第一
学年中有关语法的内容重新组织编排，制作成
32个8-12分钟的讲解视频，依托浙江省高等学
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上作为线上课程的支
撑平台，开展教学实践。

（一）翻转课堂的设计思路
Jackie Gerstein提出的翻转课堂模式可以分

为四阶段：概念探究、意义构建、演示与应用、体
验参与。在前两个阶段，学生作为个体进行非共
时学习，意思就是把课程内容放在课前作为预
习，让学生通过观看微课，对某个语法点有初步
的了解、认识和架构。后两个阶段是学生作为群
体在课堂上的共时学习，针对该语法点，教师引
导学生进行深入地体验与运用，学生通过积极参
与，深化对知识点的感知，完成内化的过程。

笔者在设计翻转课堂的时候，主要借鉴了翻
转课堂不同阶段的几位代表人物：艾瑞克·马祖尔
(Eric Mazur)、莫林·拉赫(Maureen J. Lage )、乔纳
森·伯格曼( Jonathan Bergmann)和亚伦·萨姆(
Aaron Sams )所提倡的翻转思路，结合外语教学中
常用的交际教学法和任务教学法，在每个语法点
的学习中，构建了三步翻转流程和三个核心原则。

1.三步翻转过程
观看微课，思考问题，归纳总结。教师把语

法知识点制作成微课上传到课程平台，学生于课
前进行自主学习，观看视频，思考问题，带着问题
来到课堂。在这个阶段，鼓励学生自主地学习，
要求学生对所学材料进行观察、分析、归纳、总
结，还希望学生能够深入思考，提出问题。

课堂讨论，实际运用，内化知识。乔姆斯基
认为掌握语法规则有两种途径：一是发现规则；
二是创造性地运用规则。课前观看微课，让学生
发现规则，而课堂时间，就成为创造性运用规则
的时间。在课堂上，教师不必再重复微课内容，
而是针对学生的疑问，有的放矢地引导学生进行
讨论、分析、提炼、总结，从而提高课堂效率。课

堂教学打破了由教师单向传授的模式，互动形式
更为多样，教学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头脑风暴、情
景模拟、个案分析、任务设计、主题演讲、分组讨
论、语法游戏等。通过一系列需要学生亲身体验
和参与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思
辨、团队协作以及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以达到
知识内化的目的。

课后跟进，自我评估，总结回顾。由于课堂
时间有限，为巩固教学效果，教师引导学生在课
后进行与语法点相关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以
任务为导向的创造性语言输出，深受学生的喜
爱。这类练习要求学生围绕语法知识点，做到活
学活用，不仅锻炼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还激发
学习和创作的热情。除此之外，学生在网上完成
自测练习，了解自己对该语法点的掌握情况，有
针对性地进行课后补习。教师也可通过网上反
馈，完成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方案，精准补学。

2.三个核心原则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为提高教学效率，保持

学生的学习热情，需把握三个核心原则：
（1）J.S.Bruner提出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

学原则。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牢记自己只是课
堂的组织者，其任务是引导学生一步步地完成对
知识点的感受、理解、架构、体验、应用和内化。

（2）问题导向原则。教师应了解知识点的重
点和难点，在制作微课时设计有针对性的问题，
在课堂上能够通过观察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与
掌握情况，不断抛出问题，引发思考和讨论。以
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
力，也帮助教师牢牢抓住学生的注意力。

（3）任务导向原则。这对于提升学生对语法
学习的兴趣至关重要。教师在组织语法内容时
应以交际任务为导向，设计循序渐进式的任务，
使学生有机会学以致用，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
力，增强信心，提高学习兴趣。

（二）案例详解
为读者能更清晰地体会基于微课的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基本流程，在这里，笔者以讲授条件
式现在时conditionnelprésent为例，做一个案例
详解。该案例中的微课时长为10分钟，课堂时
间为90分钟。

课前：学生登录课程网站，观看10分钟的教

龚一芳：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法语语法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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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视频。教师提前布置思考问题，例如：条件式
与直陈式的意义区别？如何方便快捷地记忆条
件式现在时的动词变位？条件式最常见的用法
有哪些？除了思考教师提出的问题，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也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在观看视频后，
学生思考材料、组织问题，上传讨论区，老师课前
整理问题，安排好课堂答疑和讨论的思路。

课堂：1.头脑风暴。把问题一一列出，大家
共同探讨、分析、归纳、总结。教师采用苏格拉底
问答法，通过巧妙的提问，启发、引导学生，使学
生通过自己的思考，一步步地找到答案。在此过
程中，教师把条件式现在时的意义、构成和用法
用了视频之外的另一种形式进行探讨，根据与学
生的课堂互动，了解学生已经理解的和尚未清晰
的部分，有针对性地引导和解惑。

2.了解了条件式现在时的意义、构成和用法
后，把条件式现在时的用法进行逐一操练，让学
生深入地体验和运用。

用法一：使用条件式现在时表达愿望。首
先，让学生听法语歌曲《我叫伊莲娜》(Je m’ap-
pelle Hélène)，找出歌词中使用条件式现在时
的表达法，找出这些表达的原形动词，领悟用条
件式现在时来表达愿望的意义，组织学生学唱该
段歌曲；其次，让学生阅读乔治·佩雷克(Georges
Pérec)的诗歌《思考/整理》(Penser / Classer)的节
选，找出条件式现在时的表达法及其意义，并让
学生参照该诗词的结构，进行即兴创作。

用法二：用条件式现在时表达建议。首先，
让学生听《听力理解》1级水平第一单元第三课
的听力材料《保持精力充沛》。该听力材料使用
了命令式来给予建议。老师首先引导学生听材
料、看图片、归纳Léa给她朋友提出的所有关于
保持精力充沛的建议；其次，让学生用条件式现
在时来改写这些建议；接着，让学生体会和总结
用命令式和用条件式现在时来给予建议时的区
别；最后，进行角色扮演游戏。让学生两人一组，
分别扮演Léa以及她的朋友，围绕“如何保持精
力充沛”这个主题，组织3-5分钟的对话，要求使
用条件式现在时给予委婉建议。

课后：1.视频采访。学生以3-4人小组形式
制作3-5分钟的采访视频。要求根据主题设计
采访内容，全程采用法语交流，并使用条件式现

在时来表达愿望或给予建议。采访主题（3选
1）：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该如何有效减肥？学
好法语有哪些好方法？采访对象：说法语的人
（老师、本专业学生、二外法语学习者、外国留学
生等）。学生剪辑好视频后上传到班级公共平
台，进行互评及教师打分。评分结果和视频内
容，教师在下一次课上给予点评。2.网上自测。
学生到课程平台完成练习，了解自己对该语法点
的掌握情况。

（三）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问卷调查
为了解学生对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的反馈，笔者以浙江外国语学院2017级法
语系大一的42名学生作为对象，做了一个问卷
调查，以下为问卷的部分结果（见图1-图3）。

关于能否按时收看微课这一问题，有同学提
到：“光看线上课程比较难理解”，也有同学提到：

“更喜欢课堂实时讲解，线上教学进度偏快。”笔
者也进行了反思，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为：教师在课程伊始，并未完全设计好综合评价
体系，学期末未把线上课程的真实数据，即以学

图1 是否支持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调查

图2 为何支持该模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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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观看时长、提交作业总数、提交测验总数、笔记
数、发帖/回帖数为依据由平台计算出的线上综
合成绩，作为该课程总评成绩的一部分，而只笼
统地作为参考。实践证明，如果完全依赖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无法保障线上课程平台利用率的最
大化。建立有效的线上线下综合评价体系和线
上监督机制是实现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的有
力保障。

三、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运用于法语语法教学中的反思

综上所述，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运用
在语法教学中，对教学效果有诸多促进作用：微
课学习灵活机动，可反复温习；课堂内容更有针
对性，精准补学；学生主体、教师主导，提高学生
思辨和学习能力；以输出促学，任务导向，提高学
生参与度和兴趣；互动形式多样，师生关系、生生
关系更为紧密；评价形式升级，线上线下结合，以
评促学，涵盖所有环节；语言学习的各个能力有
机结合，语法学习不再单一枯燥。根据笔者实践
经验，在设计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的思路时，
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1.线上课程短小精悍。微课必须浓缩知识
点、消除冗余信息、降低认知负荷、提高学习效率。

2.线上线下融合互补。线上内容为线下课
堂服务，学生带着对线上课程的思考来到线下课
堂，线下课堂着重操练，激发学生的思辨、分析、
合作和创造能力。

3.课堂教学形式丰富。以问题和任务为导
向设计教学活动，围绕学习者为中心，注重体验

性和创造性，让学生们能够学以致用，增强语言
学习的信心。

4.互动形式尽量多样。线上线下的讨论互
动、课堂内外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能促进师
生关系，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

5.评价体系必须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课程评价体系，才能够以评促学，保障线上学习
和课堂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培养学生持续学习的
良好习惯。

基础法语学习阶段，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和方法至关重要。语法作为基础法语课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如果采用由教师单向教授的模
式，学生容易疲乏，语言输出不够，教学效果一
般。如果采用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
让学生更主动地参与学习过程，提高学习能力，
课前准备更为充分；课堂上教师有的放矢，重点
突出，精准补学，能够大幅度提高课堂效率；课堂
讨论互动、体验练习、协作学习、游戏创作等方式
能够提高学生的思辨和合作能力；课后创造性任
务输出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语法知识点和其他
语言能力有机会结合，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有机
会提升，学习动力和信心得以增强；线上测试能
让师生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为后续的教与
学打好坚实的基础。不过，在该模式实施的过程
中，需配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才
能够保障线上学习和课堂教学效果的最大化，促
进学生持续学习，养成良好的外语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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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行技术革命以快速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为了顺利实行技术革命，他

提出了“百家争鸣”,既要自力更生又要“洋为中用”,建立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既要着眼长远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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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以促进我国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后，面对蓬勃发展的世界新技术革命和
我国工业生产与科学技术的落后状况，他明确提
出了“技术革命”的重大战略思想，而且反复强调

“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
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要在继
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
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
去。”[1]350-351；“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
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

351。不仅如此，为了切实实行技术革命，他还根
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我国的国情，提出
了一整套指导我国技术革命的方针政策。

一、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

无论科学研究还是技术创新，都是探索未知
世界的创造性活动，都充满着许多不确定性。是
由于认识未知世界的复杂性，不同观点、不同学
派之间的学术争论是经常发生的，科学技术上的
是非真伪也并不是可以轻易作出正确判断的。

“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1]280

只有经过各种观点、学派之间的争论，才能促进
真理的发展。并且，人们总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

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科学中
的是非问题，只能通过自由讨论特别是科学实践
去解决。毛泽东深刻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
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
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
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尽管在社会
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
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
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即使不是由于有意压
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
长。就是说，科学技术不同学派、不同理论的矛
盾运动，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条内在规律。因
此，要正确地处理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是非问题，
实行技术革命，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快速、健康发
展，必须营造和谐宽松从而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
会环境。

毛泽东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并依据人类认识
规律，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他一再指出，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
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讲学术，这种学术也
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
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
来越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
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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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
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
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
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
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
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
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1]229-230并且，由于社会主
义社会中各种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发展科学文化
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而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是“百家争鸣”方针的践
行者。比如，1956年初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
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毛泽东《新民主
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
法。事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是否要
向苏联共产党方面反映此事的报告上批示：“我
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禁止。这是对学术思
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
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
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
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1]9又
如，针对我国建国初期由于深受苏联影响，有关
大学和研究机构采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
摩尔根学派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并粗暴对待
摩尔根派学者的状况，毛泽东在1956年4月底5
月初多次以自然科学尤其是遗传学方面的问题
为例，阐述向外国学习和学术争论问题。在他的
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当年8月在青
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并以“百家争鸣”方针为
指导，系统地纠正了过去的错误。1957年4月，
当毛泽东读到遗传学家李汝祺教授发表在《光明
日报》上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后，非常
赞成。他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该文，并且亲自代
拟了“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
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
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
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
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
性意见来。”[3]453-454他为作者改换的题目是“发展
科学的必由之路”。这个简明而精辟的论断，是
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概括，也是对“百家争鸣”
方针的深刻阐述。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我国的遗

传学快速发展，大大缩短了与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的差距。

二、必须坚持既要自力更生
又要“洋为中用”的方针

在革命和建设中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
外援为辅，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同样，他对依
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实行技术革命、加速发展科学
技术充满自信。1958年，他在提出要把党和国
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上来的同时，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
方针，走我国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他说：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
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
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
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3801964年底，他在谈到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时进一
步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
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
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
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的强国。”[2]341正是由于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方针的指引，我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
发达国家实行严密技术封锁，后来又因中苏关系
恶化而难以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
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自主创新，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科学技术成果，其中包括以“两弹一星”为
标志的尖端技术领域的成功。

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
是盲目排外。我们在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
同时，还要积极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洋为
中用”。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
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
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
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4]作为知识体系，
科学技术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与具有阶级
性的一般社会意识形态不同，不属于上层建筑，
而属于知识形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因而没有阶
级性。在实践上，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本身，包
括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研究和在生产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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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实验技术、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开发与应
用，都是没有阶级性的。只有当科学技术的研究
和利用为某个阶级所控制并受其思想支配，用来
为该阶级服务时，才表现出阶级性来。同时，科
学技术的“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
中西”[1]82。比如，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
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因此，作为人类共同创造
的财富，科学技术又是没有国界的，它的基本原
理具有世界普遍性或国际性。这就决定了科学
技术能够在各国各地区之间进行传播和转移而
互相交流。

实践表明，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在独立自主
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学习和引进已经成熟的国
外先进科技成果，并加以消化吸收，往往可以快
速发展科技、振兴经济、缩短同世界先进水平的
差距，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同样，我国也必须尽
可能地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为我所
用，才能尽快实现技术革命，增强我国的科技实
力，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的作用，并有效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
平。毛泽东指出，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科
学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处于比较落
后的状态。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
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在技术方面，
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
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1]42。但是，真正的核
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不可能指望人家拱手相送，而
只能靠我们自己自主创新。我们学习外国先进
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通过消化吸收，用来研究中
国的东西，创造和发展中国自己的科学技术，做
到“洋为中用”。“洋为中用”与自力更生是相辅相
成的。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成果，可以增强自力更
生的能力；而自主研究开发的能力越强，吸收外
国先进成果的能力也就会越强。“我们接受外国
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
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
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
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
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1]82基于“洋为
中用”的目的，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要遵循正确
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
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

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
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
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41就是
说，学习外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
避免形而上学绝对化的观点。对于外国的东西
既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搞“关门主义”，又
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搞“全盘西化”。这两
种倾向，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
事业不利，都必须坚决克服。

三、必须建立一支宏大的
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主
张尊重那些有知识、有专长、有贡献的人”[5]。新
中国成立以后，科学技术专家和知识分子作为和
平建设时期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科学文化知识
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国家经济文化的建设者，是
决定国家强弱兴衰的关键因素，更受到毛泽东的
格外重视。他一再告诫全党，革命需要知识分
子，建设更需要知识分子，没有科技人才就不能
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
面更好的国家。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
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
上的先进水平，“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
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1]2。

然而，我国大规模经济技术建设与人才短缺
的矛盾却十分突出。据统计，包括科学研究、教
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高级知
识分子，1949年仅有6万多人。到1952年底，全
国总人口近5.75亿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1580
万人，其中科技人员仅有42.5万人，全国平均每
万人口中不到7.5个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
只有269个科技人员。这40多万科技人员按门
类分，工程技术人员16.4万人，卫生技术人员
12.6万多人，教学人员12.1万多人，农林业技术
人员1.5万人，科学研究人员仅8000人。即使到
1955年底，虽然各类科技人员有了较大增加，但
科研人员也仍然只有1.8万人，高等院校毕业生
只有21万多人。同期每万名国民中的在校高校
学生，苏联是86人，波兰是50人，美国等西方发
达国家更多，而我国却只有5人[6]。显然，我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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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有成效地实行技术革命，尽快改变经济技术落
后的面貌，建成先进的工业国，必须高度重视知
识分子问题，必须尽快培养大量的各个门类的科
技人才。毛泽东在1957年7月急迫地指出，为了
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
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
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
伍。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
上解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
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
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
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
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
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
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
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
的”[3]550，更不可能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的先进
国家。当年10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不
仅再次强调了建设科学技术队伍问题，而且进一
步明确提出了干部队伍也要实行知识化、专业
化。他指出：“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
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1]309并要求，
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
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
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
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
专。只有这样，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才能成为技
术革命的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才能成为技
术革命的直接参与者和推进者。

在突出强调造就工人阶级科学技术队伍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毛泽东根据当时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刚刚起步的社会背景，以及对当时
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估计，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和
政策。其中主要包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用
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技术研究；把政治和业务、
政治和技术统一起来，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科技
专家和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生产实
践相结合，用科技成果为工农服务、为社会主义
服务。在毛泽东关于造就工人阶级科学技术队
伍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科学技术
和知识分子政策。从而，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又红
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极大地调动了国内广大知

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
且还使一大批在国外的科学技术专家克服重重
困难回到祖国的怀抱，报效祖国。

四、既要着眼长远，稳步发展，又要集
中力量，争取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

毛泽东认为，要实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我
国的科学技术，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
平，必须要有一个既有宏伟目标又有具体实施步
骤和措施的计划。1956年1月，他高瞻远瞩地指
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
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
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2据此，
当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
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领导人的组织下，汇
集600多位科学家，并邀请近百位苏联专家，按
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历时数月反复
论证，编制出《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
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确定了我国
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及其措施，为当时全国
人民向科学进军提供了行动纲领。20世纪50年
代中期至60年代初，我国成功地实现了航空、核
能、火箭、电子、自动化等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的启
动，促进了航空、电子、船舶、兵器、核、航天等一
系列新兴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我国独立自主地
发展尖端科学技术打下了基础。由于1956年制
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已于1962年基
本完成，我国又于1963年提前着手制定了第二
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即《一九六三年——
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个规划的总
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
生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科学技术
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重
要和急需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学技术，接近和
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特别是，在两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及其
实施过程中，鉴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所面临
的严峻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决定集中
力量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作出了对中国安全和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
决策。1956年，国家在制定第一个发展远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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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把原子能和平利用列为12项带有关键意义的
重点任务的第一项，同时部署了两个更大的项
目：原子弹和导弹。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强调，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
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同月，周恩来主持中央
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
设想。会后，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
空工业委员会，负责导弹的研制工作和航空工业
的发展工作。5月，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军委会
议，讨论聂荣臻提出的《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
工作的初步意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中央
果断作出发展导弹技术的决策。1957年，我国开
始研制发展包括导弹、原子弹在内的尖端武器。
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
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中央决定以中国科学院
为主组建专门的研究、设计机构，拨出专款，研制
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7月，党中央作出《关于
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为
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
工业的建设，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
加强各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并要
求国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
校和地方研究机构五大类型科研单位以及工业
卫生和防护医疗等部门协同作战。1962年 11

月，毛泽东在批阅二机部关于爆炸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的规划的报告时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
工作。当月，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以周恩来为主
任的15人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务是加
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
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坚强有力的领
导，全国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
位的科技人员的大力协同，使我国自力更生研制

“两弹一星”的工作顺利进行。以“两弹一星”为
核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的辉煌成就，不仅是我国国
防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
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它带动了中国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填补了许多学科空白，为我国实现技
术发展的跨越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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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strategic thinking of Mao Zedong. In order for the smooth going he put forth a set of strate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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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形成、内容和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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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在“三农”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

融合发展、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科学制订战略

规划，强化制度供给，构建乡村振兴保障机制，使乡村振兴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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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国内政界、学界迅速掀起了对乡村振兴战略相
关问题讨论的热潮，引发了人民群众对乡村振
兴的美好期待。这些关注与期待，折射出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
的高度重视与人民群众现实生活追求的高度契
合。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于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和着力解决当下“三农”现实问题，具有鲜
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使命感，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
研究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准确把
握其核心要义、探索乡村振兴实现路径，对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形成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形成是一个逐步积累、
不断丰富的过程，是在对我国“三农”问题深刻认
识、不断深化与完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
和梳理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的若干重要论述，
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的乡村振兴思想脉络，以及在
此思想指导下所遵循的发展轨迹。这些一以贯
之的思考和实践，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思
想指导和实践思路。

（一）坚持“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地位，形成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思想

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我国农
业贡献率持续下降，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农民增
收渠道单一，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短板”，因而必须高
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2013年习近平在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
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
作都会比较主动。”[1]可见习近平把“三农”工作良
性发展作为中国发展大局的“压舱石”，突出了农
业农村工作的基础性地位。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必须加大政策扶持
和稳定投入力度。习近平2015年7月在吉林省
调研时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
民、淡漠农村。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不松劲，在认识的高
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好势头。”[2]为
了解决农村土地”无人耕种”问题，确保农业生产
后继有人，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上
强调，要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把加快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
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
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
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1]。

64



农业大而不强，农村发展无序，农民收入不
高的现状，决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
点在农村。为此，习近平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上指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
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
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质量。”[1]习近平这些重要论述，立足我国农
村发展现实和自身历史使命，把解决好“三农”问
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
村改革力度，切实把农业农村发展摆上优先位
置。

（二）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出城乡融合
发展思想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困局
还未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不平衡，城市建设明显优于农村；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
会保障供给远远滞后于城市；2017年城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6396元，而农村居民仅有
13432元，收入倍差为2.71，差距较为明显。缩小
城乡差距，关键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和实现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需要重塑新型的城乡关
系。

2013年11月，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
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
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3]习近平认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不仅只要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也要
有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要把工农、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和
推进,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4]。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
中，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得到不断强化和提升，为
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思想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

（三）着眼于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性地提出土
地“三权”分置思想

土地是广大农民的生活保障，然而依靠土地
从事小规模经营并不能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所以
农民选择进城务工以增加工资性收入，是当前农
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而农村劳动力的大

量转移，必然会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但问题在
于：土地承包主体与经营主体在没有完全分离的
情况下，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土地流转规模，进
而影响农业现代化的顺利推进。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强
调，深化改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研究好农村土
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同年
12月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将土地承
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2016年10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提出“落
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
权‘三权’分置格局，为促进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制度
保障。”至此，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思想正式
形成。它是习近平农村改革思想的创新发展，不
仅赋予了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也为下一步推进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奠定了基础。

（四）紧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首
次提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思想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当前，我国现
代农业发展受资源禀赋、结构失衡、环境约束和
科技支撑不足等因素影响，农业现代化与工业
化、城镇化、信息化始终未能同步推进，因而加快
农业现代化建设是走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道
路必由之路。

习近平就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发表若干重
要讲话。2014年 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指
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
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
牢固的。”[5]习近平认为，推进农业现代化需要农
业科技支撑，必须重视和依靠科技进步来推进农
业现代化，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道
路才会走得更远更好。

农村生态宜居、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条件基
本接近是衡量农村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建
设美丽宜居乡村，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村
居民生活水平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013
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

陈光军：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形成、内容和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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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要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
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
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6]。习近平关于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战略构想提供思想源泉。

二、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思
路和目标要求，在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提出，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
的“七条道路”（即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质量
兴农、绿色发展、文化兴盛、善治、中国特色减
贫）；同年3月，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会议时强
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推动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从习近平论述时间
和内容逻辑上来看，这些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层
次递进关系，总体要求、“七条道路”与“五个振
兴”在思想上始终一脉相承、相互联系，是一个统
一的有机体，而其核心要义就是要通过推动“五
个振兴”，走好“七条道路”，最终实现“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因
此，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应该围绕这
5句话20字来展开讨论。

（一）“产业兴旺”是乡村经济振兴的基础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必须牢牢抓住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建设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
体系“三个体系”，依靠保障的制度基础，全面提
升农业综合效益。

第一，发挥资源优势促进农业结构调整，通
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
加值，力争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第二，提高
农业机械化利用水平，加大现代科技服务农业力
度，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科技运用
的作用；切实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从根本上
改造传统农业，加快推进农业的转型升级，提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积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有机衔接。第三，通过推进农村土地有序流
转，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经营产业化、规
模化水平；通过完善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体系,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机制，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社会化水平。第四，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开发农业
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
育价值，为农民就业创业创造条件。

（二）“生态宜居”是乡村生态振兴的关键
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建设功能完备、服务
配套的美丽乡村，使乡村成为吸引城乡居民生产
生活的宜居地。

第一，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持续减少农业生
产中的化肥、农药施用量，加大对农村重金属超
标、地下水污染治理力度，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有
效形成资源节约、环境优越的产业结构、生产生
活方式，确保农业生产生态化和农产品供给安
全。第二，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着力改善农
村垃圾、污水处理等公共设施，大力推进“厕所革
命”和卫生运动，促进乡村生态宜居。第三，改革
创新乡村生态治理体制机制，注重维护乡村生产
生活场域的环境质量和生态效益，倡导低碳绿色
可持续发展理念，促进乡村产业绿色发展和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发挥生态宜居环境吸引各类资源
要素下乡的积极作用。第四，建立农业发展与生
态保护协调发展机制，摒弃依靠资源消耗型的传
统生产方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传统农业
技术向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转变。

（三）“乡风文明”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保障
坚持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乡村

文化振兴，促进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乡村文明体系。

第一，深入挖掘、保护、传承和发展优秀农耕
文化、民俗文化和乡土文化，探索以文化促旅游、
以文化带市场的乡村文化产业化道路，使之成为
文化振兴的动力源泉。第二，加强农村思想道德
建设，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推进，引导农
民树立现代价值观念和法治意识，促进农村社会
风气良性转变，使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得到大幅提
升。第三，农民良好生活习惯的形成以及农村文
明乡风的形塑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涵养新的
社会风气，必须要持续开展移风易俗行动，革除
农村固有陋习；必须建立乡村德治体系，把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作为提升农民精
神风貌的重要手段。第四，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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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充分利用现有文化阵地，鼓励农民群众利用
各种节庆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基层
组织要积极创建“党建小舞台”，引导群众参与健
康文明的文化生活，使他们在活动中陶冶情操、
接受教育、提高素质。

（四）“治理有效”是乡村社会振兴的前提
推动乡村治理有效，必须要充分发挥法治在

乡村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注重自治、法治与
德治相统一，改革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提高治理
水平。

第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导向，落实十九
大提出的“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
制”[7]措施，制定实施方案，确保基层治理工作有
序、有效开展。第二，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
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在法律框架
下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
主监督”，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当前农
村社会治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第三，重视发挥

“德治”对于预防和减少农村社会矛盾的重要作
用，加强德治建设，要通过以榜样立德、以文化养
德、以村规促德，切实发挥德治在农村社会治理
中的基础性作用。[8]第四，强化农村基层组织政
治功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农村改革发
展和新农村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和核心作用。

（五）“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必须要把城乡融合发展

共同富裕作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重
塑城乡关系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生活幸
福指数的关键举措。

第一，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乡村贫困，
确保农村贫困人群实现全面小康，把保障和改善
民生，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作为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的奋斗目标。第二，努力提高农民收
入，努力走好新时代产业、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解
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通过释放农村
土地、宅基地的增值收益活力，壮大集体经济，增
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第三，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抓住供给重点、补齐服务短
板，切实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如，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推进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9]；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就

业质量[10]；强化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解决好农民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11]；加强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12]；提高农
村社会保障水平，让农村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
医、住有所居[13]。

三、乡村振兴实现路径探讨

（一）制定战略规划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与中央统一部署

同步推进。首先，要做好规划，切忌盲动；其次，
要因地制宜，不搞“千村一面”；再次，要抓好衔
接，不乱折腾。

第一，把握好规划的时间节点。从长期来
看，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人力、物力、
财力的有机结合，是人才、资源、战略的有效统
一。必须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同步推进，因而各地区各部门要着眼乡村振兴战
略的中、长期目标编制规划，中期规划做到
2020-2035年，远期规划则要做到2050年。第
二，突出区域差异。编制地方规划或专项规划要
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村庄的发展基础、资源条件、
区位优势，结合乡村文化和民族习俗等元素，制
定符合区域实际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突出差
异，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第三，注重规划的
延续性。乡村振兴规划具有系统性、长远性特
征，因而规划必须做到既要与国家整体战略协调
一致，又要与乡村发展需要相适应。建议乡镇一
级在中央、省级规划部署出台后，利用三年时间，
即在2020年以前，制定具有指导性和操作性的
实施方案，编制乡村振兴的详尽性规划，形成多
规合一的规划体系。而在当前基层干部队伍流
动性大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强规划的统筹管理和
系统衔接，确保规划的延续性，使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二）强化制度供给
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在于体制机制和

政策设计，优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折
不扣地抓好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文化传承、基层
社会治理、农民增收保障等。

第一，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宅基地“三
权”分置制度，加快推进农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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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土地连片整治，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高效
现代农业提供土地保障。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
济产权制度改革，以市场为导向，改革创新集体
经济收益分配机制，积极探索新型集体经济的组
织形式、经营方式，优化制度供给。第二，抓好农
村人居环境提升计划的部署和落实，构建山水林
田湖综合治理体系，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切实把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作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重要抓手。第三，创新乡村传统文化保护、
传承和发展机制，尤其对特色村寨、特色文化要
出台地方性法规加以保护；同时加大对农村文化
市场的规范管理，杜绝封建迷信和低俗活动占领
农村文化阵地。第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制
度建设，村民或村民代表积极参与村民自治，法
治建设有效提升，建立起自治、法治、德治“三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第五，加大农业支持保
护制度的落实力度，严守耕地红线，确保粮食安
全；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突破口，构建现
代农业三大体系，着力提高农业竞争力和生产
率。

（三）激活资源要素
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农业科技创新、人力资

源合理配置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要素，激活这
些基本要素，有助于缓解乡村振兴中较为紧张的

“人、地”关系。
第一，激活农村土地资源必须深化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指导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规范流转，
当前应以完善“三权”分置制度和推进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为抓手，借鉴“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发展模式，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14]第二，发展高效现代农业必须依靠
农业科技创新。一方面要着力构建新型农业科
技创新体系，鼓励和支持农业科研院所提高农业
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运用转化能力，引导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小农户广泛运用农业科技增产增
收；另一方面则要坚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注重培育农业科技型、技能型和创新型经营
主体，依靠科技的力量激发和释放乡村振兴活
力。第三，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农村青壮年劳动
力的日益减少，使得农村人口结构性和老年化、
空心化问题日趋突出，农村缺乏大量懂经营、善
管理的乡土人才的事实，已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

主要因素，因而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的基层干部队伍显得十分必要。要抓住人才
培育的关键环节，为优秀人才施展才华营造良好
环境, 大力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农
民专业合作社水平，多途径壮大农业龙头企业，
引导和鼓励返乡人员回农村创业就业；加大政策
扶持力度，想方设法吸引农村青壮年在农务农，
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完善基层干部队
伍培养、配备、管理、使用机制，采取个人自荐、单
位推荐、组织选派等方式下派年轻干部到农村基
层挂职锻炼或担任领导职务；畅通大学生村官晋
升通道，支持大学毕业生留任乡村农技员，充实
乡村振兴基层工作队伍。

（四）构建保障机制
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推进，要从主体责任

落实、推进组织振兴、完善投入长效机制入手，构
建完善的保障机制。

第一，落实责任主体。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明
确中央、省、市（县）、乡（镇）、村（社区）五级工作
职责，落实县委书记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责任，
形成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格局。第二，突
出基层组织的政治功能。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
组织是促进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要通过抓实基
层党建，强化基层组织领导核心地位，进一步突
出政治功能，确保乡村振兴顺利开展。第三，建
立乡村振兴稳定投入机制。财政优先向农业农
村投入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一方面要加
大支农扶农惠农利农资金投入力度，统筹使用不
同层级、不同渠道的财政涉农资金，针对关键环
节精准投入；另一方面，要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改
革，强化金融服务“三农”发展力度，努力拓宽投
融资渠道；推动资本下乡，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
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集体资源保值增值，从而
解决乡村振兴资金短缺问题。第四，以维护广大
农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科学建立乡村振兴指标
体系、评价体系、统计体系，完善各级党委、政府
政绩考核机制，督促责任主体切实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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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院校图书馆服务学校特色教育中具有育人、服务学科建设、密切校企合作以及提供智库支持等方面的

功能。在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时代，高职院校图书馆因馆员综合素质制约、领导重视程度不够和特色不明显等原因，

存在功能发挥被弱化的趋势，应充分认识图书馆的价值作用，建立健全学科馆员制度，建设学生馆员保障机制，给予经

费和资源保障等，充分挖掘图书馆服务学校特色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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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校园文
化建设被赋予了特殊重要的使命。教育部强调，
高校图书馆“应全面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专访中谈到“现在，我经常
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
式”。不止书，习近平还与图书馆、书展有缘。
2013年3月，习近平在刚果出席了恩古瓦比大学
图书馆启用和中国馆揭牌仪式。2016年3月，习
近平参观了“世界最美图书馆”——斯特拉霍夫
图书馆，4月习近平视察中国科技大学时，专程
去图书馆与同学们亲切交流，充分显示习总书记
的重视。

图书馆是与教师队伍、教学设施同等重要
的高校教育三大支柱，但目前图书馆在高职院
校中有被边缘化的倾向，一方面是受信息化冲
击，另一方面是得不到学校的足够重视。特色
是始终伴随大学发展历久弥新的古老话题，地
方高校办学特色问题已成为高等教育界的热门
话题、成为地方高校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在服
务特色教育方面，图书馆具有强大的育人、信息
服务、环境熏陶、内涵提升等方面的功能。新形
势下，重视图书馆服务特色教育的功能具有特
殊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图书馆服务
特色教育的功能体现

馆藏图书的借记和归还、广大师生的信息搜
集和知识获取等都通过图书馆来实现。大学教
育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包括教育方向的预设性和
教育过程的无序性、教育途径的开放性和教育结
果的多样性、教育主体的自主性和教育内容的隐
含性、教育目的的隐蔽性和间接性与教育方法的
诱导性和渗透性等，让图书馆在育人、服务学科
建设、链接校企合作以及提供智库支持等方面的
功能显得异常重要。

（一）育人功能
育人是图书馆的主要功能，图书馆的育人功

能具有隐性和间接性特征。图书馆每天开放时
间平均在10小时以上，许多学生有超过一半的
课外时间在图书馆中度过。当学生进入图书馆
这一特殊环境中时，会产生情绪体验和思想认知
反应。图书馆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人文环境，引导
学生追求知识和向往美好；健全的管理制度规范
着学生的言行；另外特色的建筑和空间布局、丰
富的馆藏、优美的环境、丰富的文化活动、馆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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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举止等，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教育着广大学
生。

（二）学科建设服务功能
学科建设发展反映出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发

展趋势，体现学校综合实力和教育的特色。图书
馆能够利用强大的情报信息网络和文献资源，主
动收集情报和分析，及时提供全面准确的情报和
信息，服务于学科建设。作为情报信息的集散
地，图书馆收集、保存的大量一次文献，进行再次
加工开发，形成二次或三次文献，是重要的情报
信息来源。

建立起学科馆员制度的图书馆，能够通过学
科馆员与其专业相对应的院系对接，提供专业领
域所需图书馆藏和信息情报资源，强化服务的针
对性、跟踪前沿的及时性，提升不同层次科研人
员利用图书馆资源的充分性。高职院校需要在
服务地方发展方面有所侧重，从而更加重视学科
建设。图书馆应抓住这一契机，借助信息网络平
台，在满足教学、科研、读者服务的基本要求上，
克服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困难，建设有自身
特色的网络学科情报信息服务，加强同类院校图
书馆间合作交流，提升服务学科建设发展的水
平，推动学校教育创特色发展。

（三）密切校企合作功能
学校图书馆同时承担着对社会开放的职

责。在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发
展趋势下，高职院校与企业、地方政府、其他科研
机构联系更加密切。图书馆的服务可以走进企
业一线，了解企业的信息需求与行业的发展趋
势，搜集企业和行业情报，推广图书馆各项信息
服务，通过资源建设，从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升
级为学校、企业、行业的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
这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升级、竞争情报、专
题调研等智库型服务，也能根据调查到的企业招
聘、发展情况，为学生就业、教师科研、学校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

（四）智库服务功能
在大力发展智库的背景下，图书馆可以凭借

文献资源丰富、人才资源充足、信息技术先进、具
备咨询服务经验等优势，扩展服务内容，挖掘潜
在用户，开展智库型咨询。高职院校图书馆更接
近实践一线，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优势和职

教属性，积极主动地为教师科研、学科建设、企业
竞争、行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提供情报分析与
决策支持，为有需求的用户提供富有特色的、个
性化的智库型服务。

二、制约图书馆功能的主要因素

在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的时代，高职院校图
书馆功能存在被弱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馆员综
合素质欠缺、领导重视程度不够以及特色不明显
等几个方面。

（一）馆员综合素质欠缺
在发达国家，图书馆员一直是一份极有分量

的职位，被称为“知识最渊博的人”，博览群书者
才可胜任。营造并发展良好的图书馆形象，不仅
需要在环境和硬件设备上加以改善，还应通过馆
员的全面优质服务，吸引更多的人到图书馆，享
受书籍带给人们的酣畅和心灵上的慰藉。馆员
是人们了解图书馆的重要窗口，直接影响图书馆
的形象。图书馆较先与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时代
接轨，知识更新较快，对馆员知识能力、信息整合
能力要求极高。但现实生活中，很多大学对馆员
的配备不够重视，有的甚至将受到过处分的教师
安置为图书馆馆员。

（二）领导重视程度不够
信息服务是图书馆的本质，但互联网和信息

化发展却有让图书馆服务边缘化的趋势。一些
领导没有很好地认识到图书馆强大的服务特色
教育功能，简单地把图书馆理解为纸质图书和期
刊的借阅流通和处理，忽视了图书馆的信息服务
职能。信息化本来是有利于提升图书馆形象的
因素，但这种对图书馆认识方面的偏差，导致对
图书馆实体价值的轻视，顺理成章延伸为对图书
馆人员配备上的歧视，在资金和资源配备上忽
视，这制约了图书馆强大信息检索、发现等信息
功能的发挥。

另外，由于学校往往将信息和网络服务、舆
情整理等职能赋予独立的网络管理部门和宣传
部门等，这也降低了对图书馆的重视程度。

（三）特色不明显
很多学校的图书馆作为一个综合服务部门，

馆藏或服务没有形成特色，也没有体现出其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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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特色教育和学科建设的紧密关联性。

三、充分挖掘图书馆功能，
服务学校特色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17日在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上主旨演讲中强调说，“这是最好的
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信息化、科学技术的飞
速发展，使图书馆提供的管理和服务能够更加科
学化、合理化、人性化，但也意味着馆员需要具备
更高的文化素养，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管理层
需要认清时代发展的规律，做好引领，提升观念，
以更好地促进图书馆全面发展。世界已然进入
网络化的大数据时代，四面八方的信息持续地轰
炸，每个人都需要具备信息筛选和信息提炼能
力。图书馆亟需高素质人才，将巨大的信息源进
行后期整合、加工、转化、提炼、筛选，把有价值、
可利用的信息从中攫取出来，成为有助于学科建
设的情报和知识。学校特色教育需要通过学科
建设来体现，图书馆通过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
来服务于学校的特色教育。图书馆应更加深度
融合信息化发展，把信息化培育成图书馆更大的
优势。

（一）领导重视，充分认识高校图书馆服务学
校特色教育的功能

加强图书馆与院系学科之间的联系，各个院
系可推选一位知识全面、了解学科建设和专业知
识，并且认同学科馆员制度建设重要作用的教
授、学者，参与到学科馆员制度建设中，有机结合
学科发展动态与图书馆信息管理，定期或不定期
交流信息，促进学科建设和特色教育发展。

“从读者中来，到读者中去”，是学科服务环
境下图书馆提升自身价值和作用的途径。一方
面，图书馆服务能够融入师生教、学和其他活动
的一线，嵌入过程，为师生提供一种到身边、到桌
面、随时随地的服务。另一方面，需要做好学科
服务的规划与设计，明确以师生为中心的学科服
务基点，塑造学科馆员的角色，加强学科服务的
系统性和协调性等。

领导要切实认识到图书馆的重要功能，把图
书馆建设当成头等重要的事务去抓，在人员、资
金、资源、机制等多方面给予图书馆更好的发展

和提升空间。
（二）建立健全学科馆员制度，搭建图书馆服

务特色教育功能的工作机制
“图书馆员是图书馆事业的灵魂”。图书馆

员在图书馆发展的进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并随着图书馆的发展而壮大。馆员到位的服务
被看作是现代图书馆的标志。21世纪以来，图
书馆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改变了传统图书馆的业
务流程、工作内容和服务模式，并引发了馆员角
色的变化。图书馆服务从只重文献收藏、不重利
用的被动服务阶段，提升到能够提供深层次的主
动信息服务阶段，图书馆员也从传统的咨询馆
员、参考馆员发展到学科馆员、核心馆员。学科
馆员是拥有丰富的某一学科（专业）或者某些学
科领域知识，能够组织学科信息资源，专门负责
与对口学科进行联系，为师生（用户）提供主动、
有针对性信息服务的馆员；是图书馆高级专业技
术人才，是某个学科专业的文献信息专家。而核
心馆员是天赋较高，在工作中经过较长时间的教
育和培训，有较高专业技术和技能，且博学多才
的馆员。他们主要从事业务指导，文献的深加
工，特色服务以及个性化方面的服务。核心馆员
的要求更高，是图书馆的稀有资源，要培育和提
高图书馆的核心能力，就必须重视对核心馆员能
力的培养和创造。实施学科馆员制度有助于参
考咨询与专业学科更紧密结合，咨询范围更广
泛。

网络环境下，学科馆员的职责发生了改变。
学科馆员要深入到教学、科研活动中，成为教师、
团队成员、科研伙伴、学习顾问等，重视学科联络
职能。要以信息需求指导资源建设，将用户服务
与资源组织相统一，特别强调对网络资源、电子
资源的选择、评价、组织与管理。要充分利用网
络技术，开展多种形式信息揭示、发布、导航服
务，更注重提供深层次的、主动的学科研究指导
性服务，提供学科信息个性化定制服务、主动推
送服务、检索代理服务等。学科馆员成为事实上
的教师，负责科研用户信息素质教育，并成为网
络环境中的课件设计者、网络学习的指导者、技
术环境的维护者。

相比之下，参考馆员没有学科分工，主要限
于馆内被动服务，为到馆读者提供获取文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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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帮助。而学科馆员不再依托图书馆大楼，
而是分布在科研群体中，组合到科研团队里，通
过参与科研活动，完成有针对性的信息组织与服
务。以用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是学科馆员
信息服务的重要特征。

图书馆需要建立健全学科馆员服务制度，引
进和培育更多核心馆员，从注重资源建设转向以
服务为本，从以图书馆内部业务管理为重点转变
到以服务为核心，从提供一般性服务转向提供专
业化、个性化服务，从文献服务转移到提高知识
含量和知识价值的工作上来。网络时代，新技术
的发展并不会减少最终用户对图书馆的依赖，学
生、教师、科研人员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和技能亲
自获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学科馆员因其主动需
求联络与分析、评价、过滤，进行渗透性服务，将
扮演更多、更重要的角色。

（三）加大学生馆员保障机制建设
学生馆员多从经济相对困难的同学中选聘，

与各院系、班级紧密联系，对他们的教育培养，既
是图书馆高效履行教育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可靠保证，也是图书馆精准扶贫的有效措施。学
校特色教育的成效需要通过学生理念的培育和
自身成长体现出来。从不同院系、不同班级招聘
学生馆员，通过他们的工作和影响，能够更加深
远、高效地发挥自身的岗位教育功能。一些高校
图书馆也通过开展诸如“我做图书管理员”等特
殊岗位锻炼活动，使学生实现角色转换，引导他
们积极参与到图书管理工作中，让他们了解图书
分类法、图书流通过程、文献资料的使用方法等
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亲近图书馆的情感，
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认知，达到了很好
的效果。以创业教育为特色的学校，在学生馆员
的选聘、事务的安排和考评中就要体现创业的理
念。学生馆员在工作中可以学到较多的图书馆
知识，还可以培养契约意识、职业道德和职业技
能，学习处理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创业所要
求的基本素质。

有意识地挖掘学生馆员的岗位育人功能，并
制订工作机制予以保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图书馆需要对学生馆员的管理和运行机制
进行适当调整和完善，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中的
教育功能。

（四）给予经费和资源充分保障
一是网络资源保障。在网络阅读环境中，阅

读不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信息内容及其接受方
式变化已经使阅读者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发生
变化，并最终改变其阅读和生活习惯。目前大学
生已经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数字读物，但他们普遍
缺乏科学有效的检索方法，存在浅阅读倾向。为
此，需要适应图书馆被利用模式的转变，改善数
字阅读环境，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学校应根据
学生需求建设一定规模、环境良好的电子阅览
室，按照在校生人数和经费许可配备适量的计算
机，满足学生利用电脑进行数字阅读的需求。另
外，应研发更符合学生阅读和学习习惯的硬件设
备终端，改善移动数字图书馆用户软件客户端的
用户界面和操作方式等。在以创业教育为特色
的学校，加强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既是图书馆建设
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创业教育目标达成的途径。

二是专业人才资源的保障。要建设符合学
校专业特色的学科导航库，拥有特色信息资源，
并开展个性化信息服务，需要有既精通学校特色
专业又胜任图书馆馆员的人才充实到图书馆。
要紧紧围绕专业设置、重点学科有计划有针对性
地搜集和收藏相关文献，形成自身特色，并通过
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开发和传递，形成二次或三
次文献，为相关读者群体提供知识化、专业化、个
性化的集成服务。要注重对读者信息需求的获
取和分析，广泛而全面地掌握读者不同的信息需
求，对信息资源按照学科体系进行深加工和学科
导航，进行个性化定制，以提高信息服务的质量
和效率。要加大学生馆员聘任规模，通过学生馆
员来搭建图书馆和学科建设之间的桥梁，发挥特
殊教育的优势。

三是场馆设施保障。在向数字信息化、智能
化、生态化不断迈进的进程中，高校图书馆已成
为综合性、多功能的多样化服务中心，成为满足
学习、科研、交往、展示等多种功能要求的场所，
成为教育的第二、第三课堂。图书馆的阅览空间
模式、功能结构都已经发生了极大转变，它必须
不断满足新时代不同读者群诸如休闲娱乐、学术
探讨、夜读、冥想、思考、眺望、休息与放松等的要
求。如笔者所在学校近两年在图书馆空间布局
和氛围营造方面投入巨大，增设咖啡书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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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等，内部空间和外立面都进行了重新设计和
装潢，以营造有利于体现学校创业创意和国际教
育的特色。

四是经费和机制保障。无论是人才培养和
引进、学生馆员规模的扩大、场馆设施增设和改
造等等，都离不开经费的投入和保障。同时学科
馆员与各部门、院系的合作，图书馆工作人员的
考核、奖惩等方面，都需要很好的机制，才能够达
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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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s of librar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uch as edu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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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iving support for idea bank.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librarians' comprehensive
quality restriction, and lack of leadership supervision, the function has been weakened.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subject librarian system, building the student librarian guarantee mechanism, providing
adequate funds and resources are needed to fully develop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the characteristic
education of the librar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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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声读物是数字阅读时代的辅助阅读载体，具有图书资料和音像资料双重属性，在内容和受众方面有其自

身的特点，也具有其他阅读媒介不具备的优势。我国有声读物市场方兴未艾，图书馆的有声读物资源发展也处于起步

阶段。在发展过程中，有声读物也存在着标准、版权、声音类型和阅读习惯等方面的问题，未来需要在TTS技术、行业

规范、与图书馆合作和宣传普及等方面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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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声读物的概念与起源

有声读物，也叫音频书，或有声e书，英译为
audiobook 或 talking book。1996年，美国有声读
物出版商协会（APA）对有声读物做了如下定义：
其中包含不低于51% 的文字内容, 复制和包装
成盒装磁带、高密度光盘或单纯数字文件等形式
进行销售的录音产品[1]。国内对有声读物的定义
为：以声音为主要展示形式，需存储在特定载体
并通过播放设备解码载体内容，以听觉方式阅读
的音像作品[2]。

在西方国家，从历史上就养成了听书的习
惯，他们常常雇佣牧师为他们朗诵。1952 年在
纽约创办的凯蒙德唱片公司（Caedmon Records）
是第一家以出版发行有声读物为主营业务的公
司。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盲人基金会为了照
顾盲人和战场上退役的伤残军人,找人朗读纸质
书籍,然后录制成磁带,播放给有阅读障碍的人
听。在法国，40 多年前，法国妇女出版社（Des-
femmes）和有声读物出版社（Livraphone）根据社
会需求率先制作发行了一种有声读物，成为法国
有声读物的肇始。而在德国，用聆听来获取知识
的学习方式始于二战后，当时的德国百废待兴，

为了有效解决当时德国的“教育灾难”，根据受教
育是每个公民的权利的宪法，德国决定试办“现
代社会教育广播电台”，即教育信息通过电台短
波传播。这种广播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放送于公
众的教育内容方面的有声读物。它在开播后，逐
步取得了成功[3]。

在我国，始于唐朝、流行于宋朝、盛行于清朝
的一种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评书，发展到民
国和新中国成立后，以今古传奇和人物演义为主
要讲说内容，以电台为媒介，培养了国人最初的

“听书”习惯①。其后，在电台出现的长篇小说连
播和广播剧则是我国有声读物的正式开端。

二、有声读物的实现形式

有声读物的硬件支持目前包括：PC，便携式
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掌上电脑），电子书
阅读器，专业听书机，PSP（PlayStation Portable，多
功能掌机），随身听类设备（如 iPod，MP3，MP4
等），车载终端设备，点读机，智能手机等。

通过硬件设备的支持，有声读物目前的实现
形式有：电台播放，光盘播放，在有声读物网站或
专业音频软件上在线收听，从有声读物网站或图
书销售网站购买/免费下载到个人设备收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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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下载听书应用APP客户端收听，文本语音转换
技术（TTS）直接转换收听（语音合成）。

有声读物从内容上看属于图书资料，而从形
式上看则属于音像资料，因此具有双重属性。因
为有声读物的这双重属性，决定了它的内容特
色、受众特点与部分发展路径。

三、有声读物的特点

（一）有声读物的内容特点
由于有声读物以音频为表现形式，在一定程

度上框定了其内容特色，即给了读物更大的艺术
表达空间，从而给受众以更加丰富的情感感受。
因此有声读物的内容范围从语言学习读物、低幼
读物、经典文学，到恐怖/悬疑/冒险/科幻/武侠/言
情/小说，以及畅销书中的小说、热播剧集原著小
说、网络文学等，始终以文学为主要内容，体现出
有声读物一定的休闲娱乐作用。近年来由于受
众范围扩大，有声读物的内容也相应扩充到其他
人文社科类读物，如营销、管理、财经、励志、职场
等促进个人职业进阶的读物，以及国学、历史、哲
学、宗教、传记、艺术、科普、两性、饮食、养生等与
个人生活和个人旨趣相关的有声读物。

（二）有声读物的受众特点
由于有声读物发端于电台广播的历史以及

其自身的音频形式，其早期的受众多为老年人、
司机、有车族、家庭主妇和眼疾患者。随着有声
读物内容的扩充，受众逐渐扩大到低幼儿童、语
言学习者、学生、网游爱好者、白领、商务人士
等。随着电视和IT技术的发展，人们使用屏幕
的时间越来越长，造成眼睛疲劳甚至疾病，从客
观上催生了更多类别图书的阅读体验从视觉转
向听觉。

四、有声读物相较于
其他阅读媒介的优势

（一）价格优势
目前国内的有声读物部分为纯免费产品（免

费的电子书在一些具备TTS功能的设备上可直
接实现听书，也有一些独立有声读物为纯免费产
品）；国内大部分付费有声读物单本价格远低于

纸质图书价格②；有些有声读物网站或网店以听
书卡的形式收取费用，在某一段期限内（如月卡、
季卡、年卡）不限次数和种数进行畅听，平均到每
本书的价格更加低廉。

（二）时间和空间优势
有声读物可以“为时间创造价值”，使受众充

分利用碎片化时间（上下班/学路上、旅途中、家
务中、运动中、病中，等等）；也摆脱了场所对阅读
的限制，大大提高了阅读自由度；相较于纸质图
书在体积方面也存在较大优势。

（三）阅读体验优势
有声读物具有比纸质图书更丰富的阅读体

验优势。在真人朗读的有声读物阅读中，有感
情、分角色、配乐式的朗读形式极大地满足了受
众对作品的艺术和娱乐感受。《华盛顿邮报》书刊
版编辑迈克尔·德达在提到有声读物时强调，“在
讲述者声情并茂的话语中，读者领略到一种全新
的意境。似乎看见格林兄弟和安徒生等文学大
师们，正穿过历史的烟尘向自己挥手致意。他们
好像在给围着篝火席地而坐的孩子们，轻声细语
地讲述着天上地下人间天堂的动人童话。”德国
的有声读物爱好者这样描述道：“一个好的朗读
人，一个好的导演，一个好的图书内容，会让那些
印刷文字富有生命力，充满活力。”

（四）媒介优势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两成以上国民有
听书（有声阅读）习惯[4]，移动有声APP平台已成
为听书的主流选择。技术方面，很多阅读设备内
嵌TTS功能，可以直接实现模拟声音阅读，数字
文本到语音的过渡非常流畅。这些都有利于“听
书”的发展。

（五）感官优势
眼睛是人类获取信息最重要的器官，在感知

信息的几大器官当中，大约有80%的信息是通过
眼睛获得的。当前，大众对电视、电脑及各种移
动设备频繁使用和过度依赖，使眼睛处于超负荷
工作状态，眼部健康状况堪忧。有声读物解放双
眼，让耳朵分担了眼睛的部分任务，起到了保护
视力的作用，这也是许多人选择听书的原因。在

“动听中国”网站的有声社区,一项题为“你为什
么喜欢听书”的调查结果显示,有约40%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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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眼睛太累，因此改为听书。
基于以上优势，听书目前已经成为一种重要

的“阅读”方式，尤其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
睐，有声书市场不断扩大，在我国目前的听书用
户已接近5亿[5]。

五、图书馆的有声读物资源概况

在美国，图书馆是有声读物的最大销售渠
道。比如兰登书屋，图书馆是其有声书的主要团
体客户。2006年，加拿大的Over Drive公司成为
兰登书屋旗下Books on Tape部门的第一个分销
商，以为其众多的图书馆顾客提供可下载的有声
书。Over Drive负责向美国以及全球3000家公
共图书馆提供有声书的下载服务[6]。OCLC 于
2009 年也建立了自己的电子听书库 (OCLC
NetLibrary eAudiobooks),并推出全球范围内的外
借服务,成功吸引了很多的用户。

国内图书馆的有声读物资源主要来自专业
数据库和有声读物移动端及网站。数据库主要
有时夕乐听网有声读物数据库、库克数字音乐图
书馆有声读物子库和金报电子出版中心持续更
新出版的有声数字图书馆。移动端主要有上海
图书馆正在使用的阿基米德FM平台打造的读者
社区，由用户创造内容（UGC）且多为免费的喜马
拉雅FM、荔枝FM、蜻蜓FM等平台；此外，还有如
华润怡宝百所图书馆计划中的“有声图书馆”专
辑等企业参与制作资源。

六、有声读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标准问题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有声读物标准是DAIS

（Digital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ystem）格 式 的
DTB(Digital Talking Books)，这种标准下的有声读
物具备卓越的导航定位、全方位的输出形式和丰
富的阅读体验等功能[7]。虽然我国的盲文出版社
是DAISY联盟③的副会员，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
仍未正式颁布有声读物的国家标准，国内也没有
针对DTB的手持播放器销售，各系统制作有声读
物各自为政，功能尚处于基础阶段。国内有声读
物的标准化、多功能化制作前景仍不明朗。

（二）版权问题
为了保护版权，有声读物一般会采取一定的

版权保护技术，如数字版权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简称DRM）技术④、流媒体技术⑤以
及MP3分销模式⑥。其中DRM是较为流行的一
种版权保护技术，然而这种技术却早在几年前就
已被黑客破解，网上的破解版本比比皆是。流媒
体技术虽然可以解决任意下载问题，但无法解决
用户利用实时播放进行的其他形式侵权问题。
而MP3分销模式只是使得先前由出版商承担的
技术保护责任转移到零售商身上，并未真正解决
版权问题。

（三）声音问题
真人朗读与合成语音一直是有声读物领域的

重要矛盾。真人朗读作品会形成独立的有声读
物，而合成语音的TTS技术属于电子书的附加功
能。后者由于近年电子书阅读设备技术的突飞猛
进而发展迅速，其语音质量也在逐渐提高，这无疑
冲击了真人朗读作品市场，从而引起版权争议。

2009年 2月，亚马逊宣布，Kindle的文本转
换语音功能可有效阅读每页书，而美国作家行业
协会抗议是侵犯版权，或钻多媒体版权的空子。
同样的 Kindle 阅读器争议也出现在英国。而
2013以后在我国大陆上市的电子书阅读器Kin-
dle Paperwhite没有嵌入TTS功能。

（四）阅读习惯问题
对于习惯了看书的人来说，“听”书对阅读感

官的颠覆让他们一时无法接受。人们习惯了通
过视觉与文字的接触延伸出对内容的联想与思
考，担心沉湎于听书而放弃视觉阅读,会很难安
静下来,接受信息和文化难免从众、被动、缺乏分
析, 也容易失去最可贵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由于
技术限制，各种听书形式对于想跳读、重读，拥有
标签、导航等功能的深度需求尚不能很好地满
足。而对于部分读者“想看的时候看，想听的时
候听”的与电子文本同步阅读的需求习惯，也尚
存技术拓展空间。

（五）信息转化率问题
信息转化率是书中的信息被记住和回忆并

在恰当的时候被提取和运用的比例问题，涉及的
是阅读的效果问题。听书不同于看书，可以根据
阅读者的节奏调整，而是要根据播讲人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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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理解力跟不上或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已
经随着播讲人的速度继续听下去了。根据大脑
知识加工的机制，看书的内容记住率是30%，听
书能记住20%[8]，而碎片化时间里的听书又受环
境干扰，信息转化率会更低。

七、有声读物的定位及未来发展策略

（一）有声读物的定位
目前的阅读形式有纸书阅读、电子书阅读和

有声书“阅读”三种。从对市场、技术以及受众的
分析来看，大部分读者仍执著于用眼睛作为感官
媒介的前两种阅读形式，而听书则是一种在碎片
化时间、空间有限、眼部不适等特殊条件下的备用
阅读方式。因此，在当下的数字阅读时代，有声读
物仍是一种辅助阅读载体。而作为辅助阅读载
体，有声读物仍有相当大的提升与发展空间。

（二）我国有声读物的未来发展策略
首先，应进一步开发和利用TTS技术。TTS

技术作为阅读设备的附加功能，一方面比较适合
非情节性读物的音频化，大大提高有声读物比
例，且能很好地响应读者对不同内容作品的声音
类型选择，一定程度上缓解真人朗读作品和合成
语音的矛盾；另一方面非常符合读者对文本、语
音同步阅读的需求，提升阅读体验。

其次，应建立健全有声读物出版发行产业
链。出版社、音像公司、文化传媒公司、有声读物
网站或APP开发商、通讯公司、设备商、电商等发
行终端以及文字作者和播音者之间应建立良好
的合作关系，使内容制作、发行和服务等各个产
业链条顺畅运行。为规范行业行为，应尽快建立
有声读物行业协会。

另外，应加强内容和软硬件提供商与图书馆
系统的合作。图书馆用户是有声读物的重要读
者群，要扩大有声读物受众，一方面有声读物内
容提供商应积极成为图书馆多媒体资源的提供
者，以数据库、APP或网站链接形式介入图书馆
资源；另一方面，需要软硬件提供商向图书馆提
供具有TTS功能的阅读设备或APP应用，便于读
者随时调整阅读形式。此外，图书馆应注重发
现、整合和揭示各种类型各种渠道的有声读物资
源，并尝试开发有声读物特色数据库，为读者提

供内容丰富的有声读物资源。
最后，应加强对有声读物的宣传普及。如推

出有声读物专业报刊、有声读物书评专版、有声
读物专栏、有声读物推介等；以有社会影响力的
真人朗读演员（作者本人、著名配音演员、专业播
音员、评书表演艺术家）作为真人朗读作品的宣
传卖点吸引读者；还可以设立有声读物奖项，以
评奖方式培育和发现有声读物精品，继而利用精
品效应起到宣传普及的作用。

注释：

①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84%

E4%B9%A6/1290657?fr=aladdin。

② 国内三大音频平台中，喜马拉雅 FM 的 vip 用户月费

15 元，有声书免费听；蜻蜓 FM 和荔枝 FM 有声书免

费；京东有声书价格均低于纸书价格。

③ 该联盟为非营利的全球性组织，采用基于互联网文档

格式的开放标准，专门从事将图书转换为数字音频格

式文件的工作。

④ DRM技术，即禁止消费者购买有声读物后，对其随意

进行格式转化、复制或者在多台设备上播放同一听书

产品。

⑤ 流媒体技术，即多媒体文件在互联网上以实时的、无

需下载等待的方式进行播放的技术。

⑥ MP3分销模式，即在没有DRM保护的条件下，在线

零售商向听众销售适合在各种数字设备上收听的有

声书，通过提高市场竞争程度、打破垄断为有声读物

的健康发展营造可能的健康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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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diobooks are a kind of assisted reading vectors in the digital reading ear, which has dual nature
of book data and audio-visual data. Audiobooks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n contents and audience, and
also has some advantages comparing with other reading media. The audiobook resource should be developed
in the librarie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standards, copyright, voice type and reading habit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audiobooks. The exploration on TTS technology, industry standards,
cooperation with libraries and popularization should be carri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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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ivate colleg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al system in
China. Different from public colleges, the students in private colleg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earning, a survey on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of the freshmen enrolled in 2016
in private colleges in Guangdong is made by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e result shows
that most of them have the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instead of internal motivation, which fundamentally
influences English learning. So some rational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adopted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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