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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
支持系统的策略

周良斌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2）

摘要：针对新形势下高职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表现出的自我认知偏差较大、耐挫力不足、依赖心理较强等不

良心理状况，从社会、高校与自身等多方面分析其成因，提出高职院校应当从拓宽社会支持、健全心理服务机制、强化

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品质教育等多种策略入手，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支持系统，以期提升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实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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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7 年度湖北省职成学会重点课题“高职院校‘四三一’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

azjxh17027），2016年度湖北省教育厅教研项目“‘互联网+教育’”视阈下高职院校就业指导教学模式创新研

究（项目编号：2016jyxm0785）。

作者简介：周良斌（1971-），男，湖北黄冈人，教授，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
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高职大学生中也
掀起了创新创业的热潮。目前，全国高职在校大
学生已逾千万人，约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一
半，其中有相当大比例的高职大学生会参与到创
新创业活动中去，但是，创新创业对于任何人来
说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良好的心理支持
系统，容易造成较大的心理波动。

一、创新创业活动中的高职
大学生不良心理状况分析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社会劳动
力需求结构的急剧变化，高职生受学历层次不
高、继续深造概率小、就业选择较少等因素影响，
已悄然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主力军。根据
《2017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统计数据，2016
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重为3.0%[1]，其中高
职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重（3.9%）高于本科
毕业生（2.1%）。同时，对2013届大学生的跟踪
调查显示，毕业3年后有5.9%的人选择自主创

业，其中高职高专毕业生的比重（8%）明显高于
本科毕业生（3.8%）。

对于高职大学生群体而言，创新创业既意味
着发展和机遇，又意味着风险和压力。创新创业
活动往往是“十年磨一剑”，从开始创新创业到最
终获得创新创业的成就感，存在着一定的反馈时
效性。越发展需要持续投入的时间就会越长、需
要具备的意志力与心理韧性也越强。相应的，反
馈时效性越长代表着个体产生心理波动的可能
性越大（如图1所示），不良心理状况的发生率也
更高。因而，在迎接创新创业发展良机的同时，
高职大学生们也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面对
复杂多变的创新创业环境和激烈残酷的市场竞
争，高职大学生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焦虑与压
力随之产生，进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2]。

高职大学生在创新创业中产生的心理健康
问题既有外界环境变化的诱因，也有个体的内源
性心理动因。陶钧宜认为，创业压力、社会适应、
发展愿景等方面的困扰，使得高职大学生创新创
业群体成为各类心理行为问题的易感人群，其偏
执、抑郁和敌对等因子分高于全国成人常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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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国良等学者指出[4]，与普通本科生相比，高职生
在遭受挫折失利时，更易产生失望、悲观的心理，
并通过抑郁、冷漠、偏激、逃避等心理行为与情绪
反映出来。如果没有良好的疏导宣泄，极易形成
严重的心理偏差，长此以往，甚至会引发厌世、轻
生等极端自我攻击行为，对于高职大学生的成长
来说不啻为巨大的心理隐患。

二、当前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
心理支持系统亟待加强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高职
院校大学生已然成为大学生创业群体的中坚力
量。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各高职院校
在改善创新创业环境、营造创新创业氛围等方面
作出了较大努力，创新学院、创业基地、创业模拟
大赛等举措层出不穷，而在应对高职大学生创新
创业心理困境方面却普遍存在不足。高职大学
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意志力薄弱、
创业信心不足、心理韧性低等不良心理状况。而
创新创业心理素质的缺失正是导致高职大学生
缺乏创业信心、陷入创业心理困境的关键因素之
一[5]。很多高职大学生创业者心理素质极差，又
缺乏科学的心理调适方法，创业中一旦遇到挫折
就感到心灰意冷，甚至会一蹶不振。面对新形势
下出现的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困境问题，构
建和完善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支持系统，已
经成为亟需各高职院校关注的重要课题。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指出，高职教育应“注意加强学生现有心理实
际需求和求职就业过程中心理素质的联系”[6]。
然而调研结果显示，很多高职院校将创新创业教

育指导局限于创业融资、编制计划书、营销实务
等企业创办行为指导，忽略了高职大学生创业意
向、创业信心、创业意志力等心理品质的培养，对
于高职大学生心理状况的关注与支持也远远不
够，出现了相对滞后的状况。一些高职院校的心
理咨询和服务体系尚不健全，针对大学生创新创
业开展的心理服务工作往往内容单薄，形式单
一，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很多高职院校虽然开
设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但是由于“大学
生创新创业”所引发的心理冲突与其他心理冲突
既具有相似性，又存在特殊性，现有的心理健康
教育课已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三、构建高职院校
创新创业心理支持系统

创新创业除了受到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的影响，也与个体的心理成熟度有着紧密
的联系。发达国家的创新创业教育发展历程已
经表明，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创新创业的关键，创
新创业不仅要考验个体的能力，更考验其意志
力、自信心、创新思维、自我调适等非智力性心理
品质，需要得到相应的教育和扶持。目前我国高
职院校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教育工作存在一定的
滞后性，构建创新创业心理支持体系的问题近几
年已引起一些学者重视，并有少数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但内容尚需细化，现实指导意义尚需加强。

当前高职大学生大多为95后独生子女，有
着旺盛的精力和高涨的创业热情，但缺乏必要的
从业经验；自主意识较强，但缺乏团体协作意识；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定型[7]，对未来的期
望过于理想化。这些都导致高职大学生在面对
创新创业“瓶颈”时，往往存在着心理脆弱、行事
冲动、情绪波动大的情况，也容易遭遇创业失败，
并带来更多心理上的困惑。此外，在耐力、意志
力、压力承受等创业心理品质上，高职大学生群
体也存在一些问题。

本研究认为，创新创业心理服务支持机制的
建立对于激发学生创业意识、培养学生创业能力
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构建高职院校
创新创业心理支持系统需要准确把握创新创业
背景下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心理现状，从完善

图1 反馈时效性与心理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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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创新创业心理服务机制以及
创新创业孵化中的心理指导等方面加强大学生
创新创业的心理支持，帮助其提升创新创业心理
素质，积累创新创业心理资本，增强抵御创新创
业风险的能力（如图2所示）。

（一）创新创业心理教育课程建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中
明确指出要“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挖掘
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这
就意味着高校不仅要开设相关必修课程，帮助学
生了解自主创业的相关理论，还要切实激发起大
学生的创业意识与动机，使创新创业理念深入人
心；不仅要传授创业知识技能，更要着力提升高
职生的创新创业心理品质，解决大学生创新创业
中的思想迷茫、价值观错位等问题，使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创新创业观，以实现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的教育目的。

为此，各高职院校应面向全体学生开设有益
于提升创新思维能力、创新创业情商、创业心理
资本等的选修课程，将创新创业心理教育融入到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去[8]。针对创新创业所
特有的不确定性、风险性、波动性、突发性等特
征，通过有意识的培养、锻炼，提高高职创新创业
大学生市场适应力、风险承受力等方面的心理素
质，以增强其创新创业心理资本。

（二）创新创业心理咨询机构建设
高职院校应提供及时、有效、专业的创新创

业心理服务，包括创业心理素质测试、创业心理

问题咨询、创业心理调适等，为创新创业大学生
提供专业化的心理辅导，以缓解其心理压力，提
升其创业信心，增强其创业意志。其中，应重点
突出创业心理咨询工作（Career Counseling）[9]，通
过创业心理咨询室、创业心理素质拓展室、团体
心理辅导室等一批专业的场地设施开展有针对
性的创业心理咨询服务，以促进高职大学生创业
技能训练、创业决策能力培养、创业心理素质培
养等。

另外，各高职院校应加强创新创业心理服
务的制度建设，明确创新创业心理咨询服务的
具体目标、任务、方法、内容等，将创新创业心理
咨询服务工作落到实处。同时，高职院校也应
建立具体的高职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机
制，准确把握高职创新创业大学生独特的心理
特点，制定并落实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预案，建立
院系、咨询机构、医疗机构之间的心理危机转介
机制，防止由创新创业心理危机导致的恶性事
件出现[10]。

（三）创新创业心理互动平台建设
创新创业好比“十年磨一剑”，绝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够轻易实现，需要强化内、外两方面的心
理支撑。一方面，高职大学生们要努力提升心理
调适能力，增强心理韧性，培养较强的抗挫折能
力；另一方面，社会的关注和帮扶、家庭的支持和
关怀、团队成员间的理解和信任，也有利于创新
创业大学生得到心灵的滋养和情感的慰藉，有利
于其健康心理品质的形成和积极心理资本的积
累。因而，高职院校应多角度开发和整合相关资
源，充分调动起社会、学校和家庭等各方面教育
力量[11]，通过创新创业导师座谈会、双创小组经
验交流会、家校共育联络卡、校友项目扶持计划
等多种形式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互动平台，
实现情感的传递和心理的支持，不断增强创新创
业大学生的创业认知力、创业愿景、创业意志和
创业效能感，帮助创新创业大学生成功走出创新
创业心理困境。

（四）创新创业校园文化氛围建设
良好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会对大学生产生

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高职院校应围绕大学生创
新创业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努力营造积极
向上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如：通过校园广播

图2 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支持系统构建

周良斌：高职院校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支持系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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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校园公众号、校报专栏等多种媒介大力宣传
创新创业政策；开辟创新创业宣传栏推广创新创
业先进经验；开通创新创业公众号及时推送创新
创业资讯；定期举办创业基地开放日活动，打造
学院创业基地的品牌形象；精心组织“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学
校创新创业创效大赛”等赛事，对表现优秀的团
队给予表彰和奖励。与此同时，高职院校应精心
提炼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精神内涵，并将其有

机融入到校风、班风、教风、学风之中，形成浓厚
的创新创业校园文化氛围。

构建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支持系统是
双创时代背景下又一重大研究课题。高职院校
迫切需要构建和完善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服务
长效机制，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和改进高职大学生
创新创业心理问题的应对策略，以帮助创新创业
大学生走出心理困境，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心理
素质，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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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因子分析、有序Logit模型和最优尺度模型对420个义乌“洋创客”有关创业环境满意度的调查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洋创客”的创业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经济因子、政策因子、政务因子、人文因子和配

套因子等5个因子，且对创业环境总体满意度均具有正面影响；就重要性而言，经济因子和人文因子最为重要，配套因

子较为重要。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提高“洋创客”创业环境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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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环境作为创业的重要条件，其优劣程度
决定区域创业活跃度。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
40年的历程，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
断提高，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吸引了许多外商到
中国投资创业。尤其是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
和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纷
纷来到中国创业，成为“洋创客”。

义乌作为“一带一路”的支点城市，拥有全球
最大的商品市场，被誉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义
乌也是创新创业示范城市，具有浓厚的创新创业
氛围，吸引着越来越多怀揣着创业梦想和热情的
创客。据统计，义乌平均每天新增老板约200
个。同时，义乌还是一座开放性的城市，被冠以

“小联合国”的称号。数据显示，2017年，义乌有
来自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入境，共计48.7万
人次，常驻外商人士有近2万人。义乌倍受“洋
创客”青睐，“洋创客”已成为义乌一个重要的“双
创”群体，并且，随着义乌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洋创客”也将越来越多。而当前，“洋创
客”的处境比较尴尬，既不同于外商直接投资，又
有别于本土创业者，往往被政策制定者忽视。因

此，探讨“洋创客”的创业环境及其环境满意度评
价，对更好地激活“洋创客”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潜
力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有关满意度评价主要应用在商业领域中的
顾客满意度研究，后来被逐渐运用到创业环境的
评价中。创业环境评价领域的研究非常丰富，主
要有GEM模型、五维度模型和创业生态模型等。

全 球 创 业 观 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是由英国伦敦商学院和美国百森
学院共同发起成立的国际创业研究项目。该模
型将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分成一般环境条件和
创业环境条件两大块。而创业环境条件主要从
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与培训、研
究开发的转移、商务环境、有形基础设施、进入壁
垒、文化与规范等八方面对创业环境进行评价。

Gnyawali和Fogel（1994）认为创业环境应该
是多种因素的组合。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政
策和法规、社会经济条件、创业和管理技能、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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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持及非资金支持等五个方面。该模型是
国内外学者研究创业环境的权威模型之一。

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尝试从生
态学视角分析创业环境（Aldrich，1990；Tan，
1998）。该理论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构
建创业生态系统。创业战略和支持要素属于创
业微观层面，其中创业战略是创业生态系统的中
心组织，而投资机构、孵化器、供应商等外部组织
则是创业的支持要素；创业网络属于中观维度，
是创业支持要素的模块整合和拓展；而创业环境
则属于宏观层面，这与GEM的研究相似。

有部分学者对农村创业环境进行过探讨，基
本上都是从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等方面
进行评价（朱嘉蔚和朱晓妹，2009；孙红霞等，
2010）。而张晓芸等（2014）还从政策支持、社会
经济、科技文化、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等5个二
级指标和34个三级指标考察了农民对农村创业
环境满意度创业，结果表明受访者对基础设施满
意度较高，而金融服务和科技文化满意度较差。

综上可知，国内外学者或机构对创业环境的
研究较为成熟，成果颇丰。但是，少有文献从“洋

创客”视角，对创业环境满意度进行过探讨。因
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调查设计

（一）问卷设计
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实际情况，我们

从市场监管、优惠政策、行政审批、行政办事效
率、金融机构贷款、非税成本物流服务及总体满
意度等11个方面对“洋创客”进行满意度调查。
问卷采用或转化为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评分，即

“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并
分别赋分为“5、4、3、2、1”。

（二）样本选取
本次调查从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历经

两个多月，项目组成员通过走访、面谈和问卷等
形式，随机发放纸质和网络问卷共460份，回收
问卷445份，问卷回收率96.74%。问卷审核整理
过程中剔除填写不完整、填写有错误或前后矛盾
的 问 卷 后 ，有 效 问 卷 420 份 ，有 效 问 卷 率
92.14%。样本具体构成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样本构成

特征变量

性别

学历

类型

男

女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本科或大专

研究生

百分比/%
76.65
23.35
5.19
34.91
46.46
13.44

特征变量

年龄

年龄类型

20岁以下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61岁以上

百分比/%
3.98
34.19
28.81
22.01
6.09
4.92

从表1可知，“洋创客”以男性为主，年龄主
要集中在20-40岁之间，并且文化程度较高。

三、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利用统计软件SPSS22.0版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并对各变量与创业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分
析。具体见表2。

由表2可知，与总体满意度相关系数较高的
三个因素分别为金融机构贷款、行政办事效率和

中介服务。
（二）因子分析
由于影响总体满意度的因素较多，为了便

于分析，我们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降维。首先
我们对回收的数据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
Cronbach's α系数为0.820>0.7，对于社会调查来
说，其信度是可以通过的。而 KMO 为 0.783>
0.7，同时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值为635.668，自
由度为55，sig值小于0.01。因此，数据适合做因
子分析。

我们摘取前5个公共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

6



率为78.143%。可见取前5个因子时，已提取了
各原始变量的78%左右的信息。从理论上讲，累
计方差贡献率应大于85%，但在实际的社会调查
中，我们认为大于75%也是满足需求的。此外，
从第6个因子开始，特征值差异较小，折线趋于
平缓。综合考虑，认为可提取5个公共因子。

然而初始载荷阵结构不够简单，各因子的典

型代表变量不是很突出，容易使因子的意义含糊
不清，不便对因子进行解释。为此须对因子载荷
矩阵实行旋转，达到简化结构的目的，使各变量
在某单个因子上有高额载荷，而在其余因子上只
有小到中等的载荷。在运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
法之后，得旋转因子载荷矩阵（表3）。由此可以
看出，经旋转后，因子便于命名和解释。

表2 各因素的描述性统计

项目

对市场环境监督的满意（S1）
对创业优惠政策的满意（S2）
对行政审批程序的满意（S3）
对行政办事效率的满意（S4）
对金融机构贷款的满意（S5）
对非税成本的满意 （S6）
对物流服务的满意 （S7）
对中介服务的满意 （S8）
对医疗卫生条件的满意（S9）
对教育条件的满意 （S10）
对创业环境总体满意 （S）

样本数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均值

2.56
3.08
2.87
2.93
3.46
3.45
3.00
3.40
3.47
3.39
3.37

标准差

.066

.072

.065

.064

.051

.050

.052

.500

.600

.054

.063

最大值

5
5
5
5
5
5
5
5
5
5
5

最小值

1
1
1
1
1
1
1
1
1
1
1

Pearson系数

.059
.135**
.236**
.345**
.434**
.270**
.178**
.370**
.221**
.216**
1.000

表3 得分系数矩阵表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项目

对市场环境监督的满意（S1）
对创业优惠政策的满意（S2）
对行政审批程序的满意（S3）
对行政办事效率的满意（S4）
对金融机构贷款的满意（S5）
对非税成本的满意 （S6）
对物流服务的满意 （S7）
对中介服务的满意 （S8）

对医疗卫生条件的满意（S9）
对教育条件的满意 （S10）

初始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成份

f1
-0.073
0.016
-0.033
-0.170
0.630
0.609
-0.168
-0.008
-0.104
-0.011
3.734
37.340
37.340

f2
0.636
0.58

-0.006
-0.076
0.042
-0.088
-0.007
-0.194
-0.04
-0.086
1.251
12.515
49.855

f3
0.006
-0.093
0.613
0.64

-0.145
-0.048
-0.063
0.012
-0.065
-0.079
1.063
10.627
60.482

f4
-0.041
-0.088
-0.121
-0.024
-0.073
-0.038
-0.136
0.000
0.609
0.661
0.985
9.852
70.334

f5
-0.164
-0.031
-0.082
0.016
-0.103
-0.109
0.739
0.596
-0.031
-0.135
0.781
7.810
78.143

注：摘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旋转方法：Kaiser 正規化的最大方差法

许 珂，尹飞霄：义乌市国际创客创业环境满意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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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知，各个公共因子与这些因素密切
相关：

第一个公共因子F1主要解释的是金融机构
贷款、非税成本，可以命名为经济因子；

第二个公共因子F2主要解释的是市场环境
监管、创业优惠政策，可以命名为政策因子；

第三个公共因子F3主要解释的是医疗卫生
条件、教育条件，可以命名为人文因子；

第四个公共因子F4主要解释的是行政审批
程序、行政办事效率，可以命名为政务因子；

第五个公共因子F5主要解释的是物流服
务、中介服务，可以命名为配套因子。

其中，F1 解释了37%的原因，表明获得金融
机构贷款和非税成本这两个经济因素是影响“洋
创客”创业环境满意度的重要因素；F2 解释了
12%的原因，表明市场环境的监管与创业优惠政
策是两个较为主要的因素；其它三个因子起到了
较好的补充作用。

利用得分系数矩阵，可以计算出每个样本五

个因子的分值：

Fj =∑
i = 1

10
Si*fji （1）

其中，式（1）中，表示因子数，取值范围为1-
5，表示项目数，取值范围为1-10。

（三）回归分析
1.系数估计
有序Logit回归模型主要用于处理反应变量

为有序分类的一种数据分析方法，其中Logit为
变换函数。最优尺度模型是预测多分类因变量
的一种方法，它能够通过最优变换将定性变量定
量化（Xiao和Boyd，2006）。本研究的因变量为
1-5级的满意度Y是多分类变量，既可看作有序
变量，也可视为多分类变量。所以，本文采用两
种方法分别进行回归，相互验证。由于控制变量
中，只有创业年限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回归模
型估计控制变量时只考虑创业年限。本文采用
软件SPSS21.0进行模型估计，得到的系数估计结
果如表4所示。

表4 系数估计

变量

S=4
F1

F2

F3

F4

F5

EI

有序模型（1）
估计

3.044***
0.608***
0.020*
0.208*
0.307**
0.406**
1.850***

标准差

1.134
0.216
0.146
0.163
0.183
0.204
0.216

Wald
5.887
7.937
2.619
2.718
4.036
3.963
73.529

最优尺度（2）
Beta

0.106
0.033
0.142
0.054
0.085
0.676

标准差

0.053**
0.076*
0.084*
0.066**
0.064*

0.069***

F

3.962
2.694
2.881
3.675
2.787
5.131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从显著性水平看，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政
策因子和人文因子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
过检验；经济因子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分别通过
1%和5%的显著性检验；配套因子在模型一和模
型二中分别通过5%和10%的显著性检验；而控
制变量创业年限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1%的显著
性检验。

2.模型拟合
从表5的模型拟合可知，模型一中似然比检

验模型中自变量偏回归系数是否全为零，sig=

0.000，说明至少有一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
零，并且通过拟合优度检验。伪决定系数Cox &
SnellR2 以及 NagelkerkeR2 越接近 1，拟合度越
高。本研究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程度。模型二
中相关指标显示模型具有较好的统计学意义和
拟合优度。

由表6显示，所有变量的容差在转换前和
转换后均大于0.2，表明模型不存在显著的共线
性问题；此外，模型的重要性程度指标显示：经
济因子和人文因子最为重要，配套因子较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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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模型拟合

有序模型（1）
-2对数似然值

Sig.
Cox和Snell
Nagelkerke

266.991
0.000
0.643
0.686

最优尺度（2）
F

Sig.
R2

调整的R2

23.190
0.000
0.673
0.646

表6 重要性和容差

要，而政策因子和政务因子重要性程度并不是
非常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金融机构贷款、非税成本、创业优惠
政策、市场监管以及总体满意度等11个方面对
义乌市“洋创客”进行创业环境满意度调查，并运
用因子分析、有序Logit模型和最优尺度模型对
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因子分析
表明，“洋创客”的创业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可以
归纳为经济因子、政策因子、政务因子、人文因子
和配套因子；（2）有序Logit模型和最优尺度模型
回归显示，经济因子、政策因子等这5个因子对

“洋创客”创业环境总体满意度的评价均产生具
有正面影响；（3）最优尺度的重要性分析发现：经
济因子和人文因子最为重要，配套因子较为重
要，而政策因子和政务因子在重要性程度中起补
充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
建议：

1.梳理相关创业政策，厘清涉外条款，培育
和支持洋创客。政府需要从宏观上重新统筹，而
主管部门需要对相关政策进一步明确受惠对象
和范围，业务部门则联合出台相应的操作细则，
统一口径。

2.持续推进“减税降费”工作，深化义乌金融
改革，减轻“洋创客”负担。义乌需要继续完善国
家税改政策，大力推广“收费清单”制，清理涉外
收费项目，规范涉外收费，取缔违规设立的收费
项目，坚决杜绝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强制违规收
费；完善义乌金改中的涉外金融内容。

3.完善医疗和教育服务，营造良好的人文环
境，增强“洋创客”的获得感。义乌需要就涉外教
育和涉外医疗卫生等服务进行规范和创新，增设
教育和医疗的绿色通道，增加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中涉外服务项目。

4.规范中介服务，减少中介乱象，提高服务
质量。涉外中介服务要做到服务项目规范化，服
务内容差异化，以更好地满足“洋创客”个性化的
需求，业务主管部门需要对中介服务进行规范和
监督，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5.深化政务改革，改善政务环境，提高办事
效率。利用互联网+政务的应用，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大力推广“义网通办”项目，优化涉外审
批流程和环节，提高行政办事效率。

营商环境包括影响企业活动的社会要素、经
济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等方面，是一项涉
及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众多领域的系统工
程。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招商
引资的多寡，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区域内的经营企
业，最终对经济发展状况、财税收入、社会就业情

变量

F1

F2

F3

F4

F5

EI

重要性

0.044
0.011
0.053
0.015
0.031
0.023

容差转换后

0.733
0.754
0.676
0.793
0.650
0.513

容差转换前

0.713
0.796
0.601
0.757
0.658
0.482

许 珂，尹飞霄：义乌市国际创客创业环境满意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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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factor analysis, ordered Logit model and the optimal scale model to analyze
the survey data of 420 Yiwu“Foreign Makers”about the satisfa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can be
summed up into five factors: economic factor, policy factor, government factor, humanity factor and
supporting factor, and they a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importance, economic factor and humanity factor are the most important, while
supporting factor is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Finally,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research,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satisfaction; ordered Logit model; optimal scale model

The Assessment Of Satisfaction Index Of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In Yiwu

XU Ke, YIN Feixiao
（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Yiwu 322000, China）

况等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如何优化涉外营商环
境，提高“洋创客”的创业环境满意度，壮大“洋创

客”队伍，对推动义乌外贸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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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跨境电商人才是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具有跨境电商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高职跨

境电商人才培养及其模式建构应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遵循“立德树人，全面发展”“基础领先，多科融合”“校企合

作，‘双元’育人”和“整合资源，创新实践”等人才培养原则，并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方式及条件等层面建构目标

明晰、思路清晰和内容具体的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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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
〔2019〕4号）（以下简称《方案》）指出，我国职业
教育“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的时候”，要“深化
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案》的
印发体现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其模式改革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发展迅猛，人才缺口
巨大[1]，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进入快车道。自教育
部2015年设立高职（专科）跨境电商专业方向以
来，国内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实践已取得了令
人称道的成绩，但也存在学生知识面较窄和实践
能力欠佳等问题。在学术界，有关专家学者对高
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
成果，但在人才培养原则及模式问题上，观点见
仁见智，还须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进一步阐明
人才培养原则，构建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内容具
体、操作性强的人才培养模式。

本文在总结分析国内外跨境电商人才培养
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探讨高职跨境电商人

才培养原则继而构建普适性人才培养模式，以期
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跨境电商教育教学理论体
系，在实践上对高职院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提供
借鉴和参考。

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
及其模式研究现状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应该明确人才培
养原则，积极建构与教育功能相适应的人才培养
模式[2]。人才培养模式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继而
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广义而言，人才培养模式包
括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教学评价和质
量监控等内容，涵盖了包括培养目标、培养内容、
培养方式和培养条件在内的人才培养诸要素[3]。
高职跨境电商人才是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具有
跨境电商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
才，探讨其培养原则及模式建构需对前人相关研
究作一梳理分析。

（一）国外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理论探索
文献资料显示，国外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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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基于电子商务专业框架内进行，注重教学内
容、方法及手段等微观研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较少。有学者指出高校电商人才培养实际和企
业人才能力需求之间存在矛盾，需根据企业需求
设立教学内容[4-5]。Rezaee et al.（2006）指出世界
各国电子商务课程都强调人才培养目标、技能规
格、发展远景、教学方法和认知内容，课程教学主
题、话题和任务基本相同[6]。还有些专家基于建
构主义理论框架探讨了“做中学”教学方法，认为

“做中学”模式是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
的有效途径[7-8]。Beránek（2015）研究了实践教

学对电商创新创业能力的作用，提出电商教学中
应加大创业风险教学内容[9]。在课程设置上，有
学者认为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理
念的创新而适时优化[10]。

（二）国内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研究现状
中国知网（CNKI）检索发现，2013年以来，国

内发表的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研究论文数量逐年
增多（见图1），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成为学界研究
热点。前人研究主要面向高职院校，涵盖国际贸
易、商务英语和电子商务等专业，涉及人才需求、
培养模式和校企合作等主题（见图2）。

图1 论文发表年度趋势 图2 论文主题分布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者更注重宏观研
究，多从专业解构、能力需求及校企合作视角探
讨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连远强（2016）提出
了“理论教学-认知演示-验证模拟-虚幻操作-
实境演练”的“五位一体”递进式跨境电商人才培
养方案[11]。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是复杂的系统工
程，其模式建构和培养实践需要明确目标，优化
课程设置，打造教师队伍，深化校企合作[12-14]。校
企合作协同育人是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改革方
向之一，高子清等（2017）总结了“2+2”订单式、

“3+1”就业实训与顶岗实习模式和校企课程对接
三种校企合作模式[15]。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过程
中要理论、实训和实践相互融合，重视“教学做”
耦合[16]。邹华胜等（2018）专家学者强调师资建
设的重要性，指出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需要打
造“双师型”跨境电商教师队伍[17]。

纵观前人研究和实践，国内外专家学者已在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及其模式构建方面进行了积
极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文献梳理也发现：
（1）前人研究对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目标阐释
不明晰，课程设置欠具体，培养模式模糊、可操作

性待加强；（2）发表的文献以实践总结和建议分
析为主，整体研究少有理论依据和建构；（3）前人
研究对人才培养模式各环节关系把握并不十分
准确，结论效能不高。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还
须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阐明人才培养原则，建
构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内容具体、操作性强的人
才培养模式。

三、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原则

人才培养原则是人才培养及其模式建构的
准则。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及其模式建构应
按照跨境电商发展的要求、高职教育的特点以及
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
国教育大会及《方案》等会议和文件精神，遵循以
下原则。

（一）立德树人，全面发展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立德”是途径，

“树人”是目的，“全面发展”是根本目标[18]。“立德
树人”是教育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更是高职跨境
电商人才培养的根本。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

12



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
教学全过程，关注学生职业生涯和可持续发展需
要，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要深刻把握

“立德”“树人”和“全面发展”的内涵和关系，培养
适应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要求的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回答好高等职业教育

“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和“怎样培养人”三
个教育根本问题。

（二）基础领先，多科融合
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要优先培养学

生国际商务、商务英语、电子商务和国际贸易等
专业知识和技能，夯实学生可持续发展基础，同
时鼓励学生掌握多学科知识、取得多类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业本领。“专业领先，多科
融合”原则是《方案》“1+X”证书制度改革的要求
和体现。

跨境电商行业生态体系复杂，交易产品种
类繁多且不断扩展，跨境电商职业岗位、职业活
动要求跨境电商人才具有较高外语水平、跨文
化交际、电子商务和国际商务等综合知识和技
能[19]。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一方面要优先培
养学生国际商务、电子商务、商务英语等专业基
础知识和技能，为以后继续教育、学历和职业提
升夯实基础，另一方面要强调数据分析与应用、
视觉设计等跨境电商相关的多学科知识的掌握
和运用，将学生培养成“一专多能”复合型技术
技能人才。

（三）整合资源，创新实践
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要整合所有教学资

源，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供实施保障。具体来
说，就是要从满足学生知识学习、技能提升需要
出发，整合教材、图书和数字资源等教学资源，充
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和网略教学资源，实现线上
线下教学资源深度融合，推进互动化、个性化教
学活动[20]。

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过程中还要积极创
新实践教学模式，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努力
使学校教学活动与跨境电商职业活动无缝对
接。教学过程中创新学生第一课堂以外的课外
实践活动，努力打造学生创新创业平台，激发学
生创新创业意识，以服务跨境电商业态发展需要
和就业为导向，将培养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型

人才培养目标落到实处。
（四）校企合作，“双元”育人
“校企合作、‘双元’育人”是深化职业教育

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
及其模式建构的重要原则。《方案》指出，高职院
校应主动与具备条件的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开
展合作，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落实到人才培养
过程中。

跨境电商是互联网和经济全球化催生的贸
易新业态，受政治和技术因素影响，发展变化
快。跨境电商行业对人才的实践能力要求高，国
内智联招聘、58同城等招聘网站和跨境电商企
业访谈发现，目前企业一般要求学生毕业时就有
一定的跨境电商实战经验。校企合作设计人才
培养方案、共建实训基地和开展项目教学，让学
生不出校门便可接受跨境电商实战训练，这对缓
解校企人才供需矛盾、提升高职教育教学质量具
有重要推动作用。

四、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影响整个培养过程继而影响
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高等学校内
涵建设的核心。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可
基于以上培养原则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
方式和条件等层面建构运行。

（一）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依据国家教育目的和学校性质、

任务提出的具体人才培养要求。依据培养原则、
企业需求及教学实际，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
式的培养目标可归纳为：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
技并修、全面发展，适应跨境电商发展需要，具有
诚信守法、协作创新和开放包容等素质，掌握互
联网、电子商务、商务外语和国际商务等知识和
技术技能，面向跨境电子商务网站规划、营销、数
据分析及运营和网络客服等工作领域的高素质
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二）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学校选定的各类各种课程的设

立和安排，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两
部分。公共基础课是各专业学生均需学习的有
关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素养的课程，包括

相廷礼：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原则及模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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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英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在此不
再赘述。

专业课程是支撑学生达到上述培养目标，掌
握跨境电商专业领域知识、能力、素质的课程。

遵循“专业领先”、“多科融合”等培养原则，已有
跨境电商专业方向的国际商务、电子商务专业可
依据培养目标设置完整的跨境电商课程体系（见
图3）。

图4 非跨境电商专业方向的跨境电商课程体系

图3 跨境电商专业方向的专业课程体系

其他有培养跨境电商人才需求的专业，如
国际贸易、应用英语和商务英语等，其专业课程
已涵盖了部分跨境电商知识体系，在教学过程
中，可以以岗位人才需求为导向，在第一学期开
设跨境电商平台实务实践课程或跨境电商基础
课，鼓励学生跨境电商创业，以“隐型课程”、第

二课堂的形式提升学生的跨境电商实践能力和
创业能力。随后从第二学期开始以必修（跨境
电商主修课程）和选修（跨境电商辅修课程）课
的形式逐渐开设跨境电商物流管理和跨境电商
营销等跨学科课程（见图4），并鼓励学生积极考
取相关证书。

（三）培养方式和条件
培养方式是是实现培养目标、完成课程教

学内容的途径。宏观上，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
养要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落实“校企一
体化双元育人”机制。校企合作可采用“2+2”

“3+1”等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推行现代学徒制
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微观上，教学过程中要及
时将跨境电商行业、企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规
范纳入课程教学内容，强化学生实习实训。应
以培养学生选品分析、采购、营销策划、视觉/产

14



品设计、平台运营、客户服务和物流管理等职业
活动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为核心，因材施教、因需
施教。教学方法上宜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案
例教学、项目教学等方法，坚持学中做、做中
学。教学手段上要注意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与跨
境电商课程教学深度融合，善于利用丰富的网
络教学和移动学习资源，充分利用慕课、在线开
放课程、翻转课堂和真实跨境电商交易平台，使
教师授课和学生实践相得益彰，课堂教学与课
外网络自主学习互为补充。

培养条件是人才培养实施的保障，其中师资
队伍是关键。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首先需要
培养、引进一批具有多学科知识和跨境电商实践
能力相结合的专兼职教师队伍。高职院校跨境
电商教师要以国家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和校企合
作为契机，深入跨境电商企业一线挂职锻炼，或
者进行跨境电商创业实践，切实提高自身跨境电
商实务能力。高职院校在政策上为跨境电商教
师企业锻炼和创业予以支持，并提供电脑、网络、
实训软件和实训室等教学设施和资源。同时鼓
励和支持从校外知名跨境电商企业聘请业务骨
干担任学校兼任教师，将他们自身积累的一线最
新技术技能传授给学生，通过培养打造理实结合
的专兼任教师队伍为实现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目
标保驾护航。

高职跨境电商人才是目前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明确其培养原则
继而建构目标明晰、思路清晰和内容具体的高职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对贯彻执行《方案》和落
实国家“人才强国”和“贸易强国”战略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在总结分析前人相关研究和实践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立德树人，全面发展”“基础领先，
多科融合”“整合资源，创新实践”和“校企合作，

‘双元’育人”等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原则，并
从培养目标、内容、方式和条件等层面尝试建构
了高职跨境电商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
式。高职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须以培养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为跨境电商专业方向和非
专业方向学生依据以上培养原则设置不同的跨
境电商课程体系。宏观上坚持校企合作、协同
育人，推行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微
观上以跨境电商职业活动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为
核心，强化师资队伍实践能力，坚持互联网、信
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因材施教、因需施
教。本研究是贯彻落实《方案》、“深化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次尝试，理论上
有助于丰富跨境电商教育教学理论体系，实践
上能为高职院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借
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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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talents in cross border e- commerce（CBE）are versatile both in CBE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From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level, the education of CBE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ts mode construction should follow certain principles including enhancing
morality to foster full-grown talents, colle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etc., and designing a targeted, clear and
detailed education mode in accordance with teaching objectives, syllabus, train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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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现状不佳，学生对国际商务礼仪的知识和技能掌握不足，这其中既有学生自身不够重视的原因，也存在教学方面的

问题。实施以职业素质形成与职业技能培养为主线的国际商务礼仪课程教学改革，激发学习兴趣，强化实训教学，加

强企业参与，提升高职学生国际商务礼仪素养，满足国际环境下社会、企业对高质量国际商务礼仪人才的需求。

关键词：高职学生；国际商务礼仪素养；现状；问题；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度科研项目立项不资助项目“高职学生国际商务礼仪形象养成的研究”（项目

编号：2017004）。

作者简介：姜申心（1992-），女，浙江江山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国际商务研究。

在企业的商务活动或对外交流过程中，规范
到位的国际商务礼仪不仅影响到业务工作的顺
利进行，而且关系到涉外公司甚至国家的荣誉。
在全球化的当今社会，在企业以绿色可持续发展
为发展目标的背景下，了解和掌握交际文化差异
与国际商务准则变得越来越重要。培养具有较
高国际商务礼仪素养的毕业生是各大高职院校
满足社会相关人才需求的一项迫切任务。开展
高职学生国际商务礼仪素养养成教育十分重要。

一、高职学生具备国际
商务礼仪素养的重要性

国际商务礼仪素养作为高质量职业素养的
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学生、学校、企业和社
会的关注。高职毕业生只掌握商务礼仪技巧已
不能够满足企业和社会的高标准需求，兼具国际
商务礼仪素养才能增强其就业竞争力，找到一份
相对满意的工作。高职院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
满足企业、社会需求的毕业生，根据对浙江省涉
外企业的调查，有87%的企业认为知晓和掌握国
际商务礼仪知识和技能是非常重要的[1]。所以，

高职院校在教授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开设国
际商务礼仪课程，重视高职学生的国际商务礼仪
素养的养成，培养高职学生的国际化交际能力，
提升高职学生的职业素养。

此外，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讲，员工的素质代
表着企业的形象。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把职业素
养作为对应聘者进行评价的重要指标。特别是
涉外企业还要求应聘者具备专业的国际商务礼
仪素养，充分理解并掌握国际商务礼仪的内涵和
技能，知晓并会运用国际商务交往常识和规范，
以便在国际商务活动当中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
和企业形象。

二、高职学生国际
商务礼仪素养的现状

笔者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为样本，
进行了一次商务礼仪素养现状调查。调查采取
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调查对象。经过抽样，共确
定109个样本，涉及国际经济与贸易和国际商务
两个专业。本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回收
有效问卷105份，有效率为96.33%。调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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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的在校学生对商务礼仪知识有些许的掌
握，30.4%的学生对于商务礼仪的知识没有太多
的了解；有4.3%的学生积累了较多的理论知识，
但是不知道应该如何灵活运用；只有极少数的学
生参加过专业课程，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由此可
见，该校学生的国际商务礼仪素养培养现状堪
忧，对国际商务礼仪素养的重视情况上呈现了参
差不齐的分布，总体上对国际商务礼仪课程的学
习不够重视。大多数的学生对于国际商务礼仪
的知识和技能了解不多，也不会正确使用相关国
际商务礼仪，这会对其将来的职业发展产生不利
的影响。

三、高职国际商务礼仪素养
养成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际商务礼仪教学处于发展阶段，笔者
通过近几年对国际商务礼仪课程的学习，结合教
学实践经验，总结出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
的一些问题。

（一）学生自身不够重视
学生对于国际商务礼仪素养的重要性认识

不足。他们认为国际商务礼仪课程没有很强的
理论性，内容简单，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就能够
理解。并且该课程的考核方法单一，考核内容简
单，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就能够通过，学习国际
商务礼仪只是为了完成学校和老师布置的学业
任务。学生只满足于浅显的理论知识了解，忽视
了实训练习，这样会严重影响学生对于国际商务
礼仪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和掌握，以致最终学习效
果欠佳。

（二）教学忽视学生层面的需求
学校在教学设计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

层面的需求。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和国际商务
专业的学生来讲，更需要的是有关国际层面的商
务礼仪知识和技能。国际商务礼仪素养与一般
的商务礼仪素养相比，前者更加注重国际性，而
在目前的教学当中，两者所教授的课程内容十分
相似，前者国际性并没有被体现出来。在缺少国
际性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所教授的国际商务礼仪
知识与企业的实际工作要求不相符，很难对具体
国家进行有针对性的商务礼仪教学。此外，高职

院校对国际商务礼仪教学计划制定不全面，授课
教师普遍缺乏国际商务礼仪相关知识，因此难以
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的商务礼仪素养和职业竞
争力，教学效果较为有限。并且，国际商务礼仪
素养和综合能力训练教材的编写明显滞后，致使
学生在上课过程中感到教材的内容落后于时代，
教学资料缺少时效性。

另外，分析高职学生的学习情况可知，他们
的学习特点为理论领悟能力较差，但实践应用能
力较强，因此教师在组织教学时应当侧重于讲授
实践应用性强的知识内容。然而，事实上一些高
职的国际商务礼仪教学理论与实践脱节，重课堂
知识的讲授，轻实训练习的组织。实用的实训教
材、合适的教学实训场地以及优良的师资的缺
乏，再加上高职学生本身的学习习惯，对该课程
的不重视心态以及本已偏少的实训课时，导致他
们无法较好地掌握课程内容，教学效果更难以得
到保证。

（三）学校侧重于满足企业基本需求
一些高职院校侧重于满足企业对毕业生基

本职业素养的要求，而忽视了企业在商务活动中
面临的多样化国际环境时所需的国际商务礼仪
素养。事实上，企业倾向于招收具备专业国际商
务礼仪素养的毕业生，调查资料显示，71%的企
业认为商务礼仪素养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影响很
大，商务礼仪对沟通交际、业务往来及涉外接待
等都有积极作用，能够促使涉外沟通的有效进
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涉外企业会越
来越多地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
客户，中西方不同的时间观、饮食观和语言习惯
都会造成国际商务礼仪的差异，因此企业员工在
与外商打交道时需要知晓相关国家的商务礼仪
知识，以免在商务活动中造成沟通障碍，业务活
动不能够顺利展开。

四、高职学生国际商务礼仪素养
养成的教学改革途径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有必要依据先进的教
学理念，以职业素质的形成与职业技能的培养为
主线，以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为目标，实施相关
的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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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第一，因为现今许多影视作品借鉴与参考了

礼仪专家、礼仪学者的看法，运用了大量标准的
礼仪规范，所以在礼仪教学过程当中，运用影视
作品的某些片段，结合礼仪的相关知识与技巧，
能够抓住学生的眼球，调动学生的课堂学习积极
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在欣赏影视的同时，对礼仪
的运用也有了更深的感悟。

第二，成立国际礼仪学习的兴趣小组，定期
开展小组实践活动。例如，在涉外企业商务合作
国家中选择某个特定国家作为小组的研究对象，
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际商务礼仪方面的调查与研
究，搜集特定国家的相关信息，从历史背景、文化
习俗、礼仪个性与风格到商务礼俗与禁忌等方
面。还可根据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涉外礼仪趣味
表演，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礼仪的兴趣，提高学习
的积极性。

第三，开展各种国际商务礼仪知识竞赛，并
给予适当奖励。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通
过竞赛来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国际商务礼仪知识
和技能，鼓励学生相互监督，相互竞争。运用激
励手段，对于学生取得的成绩和进步给予适当鼓
励，使之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的自觉行动
意识。

（二）教学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求
第一，教材是一门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是

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是教学大纲的具体
化。在国际化飞速发展的义乌，高职毕业生在求
职的过程中想要脱颖而出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需要了解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差异以及国际商务
准则。为适应高职学生对国际商务礼仪教育的
发展需要，学校需加强国际商务礼仪教材建设，
为了与传统的礼仪教育相区别开来，应更多地强
调商务礼仪的国际性和时效性的特点。

第二，学校应注重实训教学，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将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合理分
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比例，在课堂上给学生
布置一系列的实训作业，然后对学生使用礼仪的
准确性做出评价和反馈，让他们在学习国际商务
礼仪之后能够迅速巩固知识。例如，可以通过结
合国际时事，针对某个国家进行教学层次设计。
在确定了以国家为基础的针对性教学层次设计

后，还需要依据这个国家相关的商务礼仪文化，
设计具体的教学实践案例。在实践案例的国家
选择上，从对浙江省内的涉外企业、相关的外贸
管理和服务部门的沟通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浙江
省范围内的涉外企业，大多与美国、日本、韩国及
欧洲、非洲、阿拉伯地区的国家有贸易往来，所以
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以上国家和地区的案例学
习，更适应企业与社会的发展需求[2]。通过案例
教学，对比中西方商务礼仪文化的区别，可以提
高学生学习国际商务礼仪的兴趣，使之积极参与
到课程学习中来，切身体会到中西方文化差异给
国际商务礼仪素养养成带来的各方面影响。

第三，为让学生更系统、高效地学习国际商
务礼仪，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主要包括形体训练教学法、情景模拟法、体验教
学法、案例分析法、团队合作法等创新礼仪教学
方法，以上方法体现了高职教育的职业性、实践
性和训练性。例如，在求职礼仪的实训中，教师
要求学生准备求职简历，通过现场导入真实面试
场景，由学生扮演应聘者参加面试，依据教师提
供的面试话题进行讨论，演练面试过程中的无领
导小组讨论环节，引导学生亲身参与，全员参与，
身临其境地了解无领导小组讨论的过程。这样
既避免了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在台上讲，学生在
台下无所事事的状况发生，也通过小组活动锻炼
了学生的组织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和倾听能力。
针对国际商务礼仪课程的操作性和应用性强的
特点，教师通过设定国际商务礼仪的教学情景，
让学生在具体体验中接受面对面的信息刺激，强
调学生的自主参与和亲身经历，这能够有效地提
高学生学习国际商务礼仪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充分考虑到学生对于课堂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需求[3]。

（三）引导学生针对企业的需求进行学习和
实践

高等职业院校在国际商务礼仪的教学过程
中应增加“企业参与”的部分，彰显企业在教学过
程中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聚焦企业和行业发展
所需要的国际商务礼仪知识和技能。在对于企
业国际商务礼仪培养方式的偏好调查中得知，
50%的企业希望学校开设商务礼仪实训课程来
提升高职学生的国际商务礼仪素养，14%的企业

姜申心：高职学生国际商务礼仪素养养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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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开设商务礼仪课程，与企业合作开展专项模
块培训占12%，短期商务礼仪讲座占10%[4]。所
以，学校可以依据企业的培养偏好来制定国际商
务礼仪的课程形式，更高效、系统地培养企业所
需要的高素质礼仪人才。

第一，学校可以引入企业专业礼仪人员参与
国际商务礼仪的课程教学，通过开展座谈会的形
式制定相关的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模
式，让学生依据企业的需求来学习国际商务礼仪
知识。也可以邀请企业优秀兼职教师来开设短
期商务礼仪讲座，让学生近距离、全方位地接触
国际商务礼仪知识和技能。

第二，在与学校合作开发课程的涉外企业

中，开设实习基地，开展实训课程、专项模块培
训，推动课程内容与生产实践和职业标准的对
接，利用课程设计，架设多样化的商务活动环境，
培养学生在不同商务环境下的随机应变能力，进
一步提高学生在国际商务礼仪素养方面的综合
应用能力。

随着我国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到世界
经济之中，我国的各行各业都无法回避与其他国
家各个行业的交流与竞争，所以培养精通国际商
务礼仪的人员至关重要。学校应从各方面加强
学生的国际商务礼仪等职业能力素养的培养，建
立他们的职业形象意识，实现自身发展，进而提
升就业能力和应对实际工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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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aching, and finally meet the demand for high-quality talents know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iquette in
face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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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过程中，教学资料是最重要的材料支撑，二级学院作为教学资料的主要来源，做好教

学资料的管理尤为重要。当前教学资料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教学资料管理缺少统一的分类标准。为此，需对日常

教学工作所涉及的材料进行详细的分类，按照目的性、参考性、完整性、针对性的原则，根据优质高职院校考核目录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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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国全面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
职业院校建设计划；2010年，国家继续扩展延伸
高职教育，提出建设骨干高职院校；2015年，在
示范性高职院校和骨干高职院校建设的基础上
继续提出建设更高层次的优质高职院校，并对优
质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专业特色、社会服务、综
合办学水平、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契合度等
方面作了具体要求。高职院校的发展受到越来
越多的重视，可以说，已经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
的层面。在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过程中，各方面
的材料都需要以教学资料作为支撑，二级学院作
为教学资料的主要来源，做好教学资料的管理显
得尤为重要。

教学资料是指二级学院在实施教学的过程
中累积的所有与教学相关的最原始的材料[1]，比
如实践实施计划与总结、试卷与审批表、学生试
卷、数据采集资料、学生等级考试报名材料、课
程建设、专业评估、教学评估、毕业设计等材
料。教学资料详细记载了二级学院教学管理工
作的概况，真实地反映了二级学院教学管理层
次，也直接影响了学校的教育工作的整体水平，
是建设优质高职院校的重要环节[2]。

一、优质高职院校二级学院
教学资料管理的问题

在优质高职建设的过程中，二级学院教学资
料时常面临检查考核，每次临检，都是对教学资
料管理人员的一次考验，根据检查目录收集资
料、整理资料是一项工作量不小的工作。这些工
作完全可以在平时完成，但目前二级学院教学资
料管理存在很多问题，可总结为：第一，二级学院
领导对教学资料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从而导致
相关资金投入的不足；第二，教学资料的管理通
常由教科办行政人员负责，其资料管理的专业素
养不高；第三，缺少相应的管理制度；第四，缺少
统一的分类标准。

只要二级学院将教学资料管理工作提上日
程，前三点的问题都可以随着领导的重视与关注
得到解决，因此文本主要针对第四点问题展开一
些讨论。目前，教学资料的整理都是由教学秘书
负责，在实际分类整理的过程中，分类标准多由
教学秘书自定，在工作交接、资料查阅时就会存
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这是造成教学资料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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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优质高职院校二级学院
教学资料的分类

（一）教学工作资料
1.学院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学院

实训设备的综合性统计、台账、清查等材料，该项
永久保管。（2）上级下达的有关教学工作的文件
材料。（3）国际会议与论坛相关材料。（4）学院有
关实训设备申请、启用、维修、处置、移交、分配等
材料。以上三项保管年限为30年。（5）开展教学
检查相关材料、评估材料（含教学督导组工作材
料）。（6）数据采集等统计材料。（7）学院工作计划
与总结材料。（8）考试与监考安排（含期末考试、
补考、社会监考。（9）学院与教研室考核等材料。
以上五项保管10年。（10）教学进程表。（11）3+2
专升本材料。以上两项保管3年。

2.专业建设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
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材料。（2）专业标准。（3）
实验室论证、申报与建设材料。以上三项永久保
管。（4）校企合作相关材料。（5）国际交流合作相
关材料（含学生出国交流材料）。（6）社会服务材
料。（7）教研室活动与专业教学评估材料。以上
四项保管30年。（8）学院技能运动会材料。（9）顶
岗实习材料。（10）职业技能鉴定材料。（11）专业
开课计划、教材征订、课程调整申请材料。（12）专
业实习计划与总结及有关材料。（13）教研室会议
记录。（14）期末试卷审批表。以上七项保管10
年。

3.课程建设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
课程教学大纲。（2）校企合作共同授课材料。（3）
专业课程试题库。以上三项保管30年。（4）在线
课程建设材料。（5）双语课程建设材料。（6）公选
课申请材料。（7）课程标准材料。以上四项保管
10年。

4.师资队伍。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教师
课表。（2）教学技能比赛获奖证书。以上两项保
管30年。（3）课堂教学材料、授课日志、学期授课
计划、实践教学进度表。（4）教改结题证书。（5）教
学工作量核算、登记材料。（6）实践实施计划、总
结、实践周课程材料。（7）外聘教师聘任工作相关

材料。以上五项保管10年。（8）教师听课记录
本。（9）试卷批改、课程成绩登记、试卷装订等相
关材料。以上两项保管3年。

5.学生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学生学
籍卡片。（2）学生学籍变更文件材料（升级、留级、
休学、复学、转学、退学）。以上两项保管30年。
（3）毕业综合实践环节材料。（4）学生一类、二类竞
赛结果汇总、获奖证书。（5）学生注册统计表。（6）
等级考试承诺书、确认表。以上四项保管3年。

（二）科学研究类
科研与社会服务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专利学期汇总表、申请书或证书扫描件。该
项永久保管。（2）上级有关科研工作的文件材
料。（3）科研项目学期汇总表、结题证书扫描件。
（4）科研论文学期汇总表。（5）著作（含教材）学期
汇总表）原件。（6）科研成果获奖学期汇总表、获
奖证书复扫描件。（7）开展各类培训的材料。以
上六项保管30年。（8）科研学术交流活动材料。
该项保管10年。

三、优质高职院校二级学院教学
资料管理的原则与对策

（一）优质高职院校的二级学院教学资料管
理的原则

优质高职院校的二级学院教学资料管理有
以下几个原则：（1）目的性原则，教学资料的管理
必然是为了给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依据，为科研和
社会服务活动提供参考[3]；（2）参考性原则，资料
存在的意义在于其参考价值，教学资料管理的意
义也不例外；（3）完整性原则，残缺不全的资料是
很难展现其参考意义，只有准确完整的材料才能
发挥其最大的作用[4]；（4）针对性原则，学院下设
不同专业，专业设置的课程也不尽相同，因此二
级学院的教学资料管理要有针对性，针对不同的
专业和课程要有不同的要求，体现相应的专业特
色；（5）多样化原则，教学资料形式多样，包含实
物、印刷品、电子材料等，管理时应分门别类做好
各种形式的整理。

（二）优质高职院校的二级学院教学资料管
理的对策

1.根据优质高职院校考核目录设置教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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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整理类目。在教学资料分类时，要根据优质高
职院校考核的条目，对教学资料整理设置的类目
做相应的增减，或者将原有类目增加一列标记：
是否为优质高职检查材料。如此一来，平时即可
做好积累，一方面优化资料的管理，另一方面不
需要再专门为了考核制作相应材料，减少不必要
的工作量，提高教学资料管理的工作效率。

2.根据分类准确编目，有序排列。在整理教
学资料时，纸质材料一般需要装进档案盒长期保
存[5]，因此，档案盒封面的条目最好能够统一模板
打印，设置学年、学期、类目名称、卷号，总卷数等
详细情况，有序排列，整齐美观，也便于准确查
找、随时调用。涉及不能打印的教学材料，如期
末考试试卷装订本、领取登记、会议记录、学生实

习等材料，要求装订成册，用黑色签字笔书写封
面信息，字迹要清晰工整，图文清晰。

3.根据教学资料的保管期限，定期归档与清
理[6]。教学资料日积月累，而档案储存室空间有
限，在分类的类目中，可设置相应的保管年限，教
学资料管理人员定期对各种类目的教学资料进
行系统地清理。

总之，做好教学资料管理不仅仅是为了保
存和管理教学过程中形成的有价值的文件材
料，更是为二级学院的教学决策提供依据，为日
常的教学管理及科研服务，也是为教学方法的
改进和教学研究的深入提供参考，是提高教学
质量最基础的手段，对推进优质高职院校的建
设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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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qualit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eaching materials are crucial
among the all.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hat secondary colleges well manage teaching materials they provided.
At present,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is the lack of a
uniform standard of categorization. Therefore, daily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be sorted into detailed
categories under principles of purpose, reference, integrity and pertinence. Certain categories of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be carefully arranged and class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ssessment directory of high
quality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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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分析
——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14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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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14级在校大学生三年体质健康水平的测试分析，发现学生大二时的体质健

康水平成绩要高于大一、大三时。原因在于大一学生刚入校体育锻炼不足，且缺乏有效的体育锻炼方法，大二时学生

有充足的体育锻炼时间，大三时学生则忙于升学、就业等，较少参与体育锻炼。因此，大一阶段学校要合理开设公共体

育课程，体育教师要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体育锻炼方法，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大二阶段学生要进行适当的提高训练，

大三阶段要组织学生开展必要的体育锻炼。以此构建系统的体质健康工作体系，达到全面增进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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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国家在不同时期先后制定了《国
家体育锻炼标准》《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等一系
列制度，2002年在全国试行《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其后又多次修订。《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对青
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的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目的是为了贯彻落
实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学校体育要
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的精神，促进学生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把
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1]。
自2014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修订
版）试行以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认真组织
推广试行，每年对在校生进行大学生体质测试，
并及时将测试数据通过互联网报送至教育部“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对大学生
进行体质健康水平的分析可以为公共体育课教
学、学生管理、学生自身运动处方的制订等提供
有效依据，对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促进学生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提高
体质健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14级在校学生。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搜集相关文献资料，为课题研究提供支持。
2.数理统计法
用Excel对 2014级在校大学生三年的体质

测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逻辑分析法
对调查研究所得的资料进行逻辑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14级在校大
学生体质测试状况

1.全国普通高校体质健康测试单项及格成绩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里设置了符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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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校实际情况、简便易行的测试项目，他们的
可靠性、有效性、客观性、可操作性等在多年来
的学校体育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这些测试项目
涵盖了人体形态、机能、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的
多个方面[3]。《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从小学
到大学都分别规定了相应的评价指标，这些指
标是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项目的测

试值进行评价的。除BMI是根据所测得的身高
和体重需要进行计算外，其他项目是直接利用
测试值进行查表评分（注:BMI=体重/身高的平
方，体重的单位为kg，身高的单位为m）。根据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解释，大一、大二和
大三，三个年级男生和女生的及格成绩如表1
所示。

表1 全国普通高校体质健康测试单项及格成绩

男生（大一、大二）

男生（大三）

女生（大一、大二）

女生（大三）

1000米
4分32秒
4分30秒

800米

4分34秒
4分32秒

50米
9秒1
9秒

10秒3
10秒2

立定跳远
（cm）
208
210
151
152

引体向上

10
11

仰卧起坐

26
27

体前屈
（cm）
3.7
4.2

6.5

肺活量

3100
3200
2000
2050

2.2014级在校大学生各项测试的及格率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自2014年以来，到

2016年12月份，对2014级在校大学生共进行了
体质测试3次。及格率见表2。

表2 2016年在校大学生体质测试及格率/%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1000米/800米
78.6
86.15
74.65

50米
80.51
91.47
84

引体向上/仰卧起坐

80.89
86.09
89.81

立定跳远

75.47
83.17
71.48

体前屈

78.92
85.17
81.72

肺活量

87.63
89.44
84.32

从测试数据来看，2014年和2016年的两次
测试，各项测试的及格率要低于2015年。三次
测试的各项测试的及格率均高于70%，说明2015
年整体的身体素质是不错的。

3.2014级在校大学生各项测试的优秀率

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2014级在校大学生
2014年与2015年的测试成绩优秀率要比2016年
高。从图1可以看出，2014级在校大学生从大一
到大三测试优秀率的变化呈抛物线型。

表3 2014级在校大学生体质测试优秀率/%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1000米/800米
18.60
26.15
14.65

50米
10.51
21.47
14.0

引体向上/仰卧起坐

20.89
26.09
29.81

立定跳远

15.47
23.17
11.48

体前屈

18.92
25.17
11.72

肺活量

23.02
30.88
21.95

4.2014级在校大学生测试的平均得分
测试的平均得分可以反映学生的总体体质

水平。从表4可以看出，2014级学生在大二的平
均分普遍高于大一与大三时的平均分，这说明在
校参加一年以上体育锻炼对增强体质是有作用
的，而大三学生因为专升本、找工作等原因缺乏
必要的体育锻炼，从而导致平均分偏低。义乌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2014级在校大学生的总体体质
水平平均分均在70分以上，2014级学生总体的
体质水平不错，说明学校进行的各项提高大学生
体质的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二）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14级在校大
学生体质测试结果差异原因分析

1.刚入校体育锻炼不足

于开洋：在校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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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进入大学以后学习压力减小，生活比较
安逸，许多同学将大学当成了放松的天堂，整天
除了上课就窝在宿舍里上网、聊天、吃零食，很少
去主动参加户外活动，导致体育锻炼严重缺乏，
从而使大一的测试结果平均分、优秀率、及格率
都要低一些[4]。

2.大二有充足的体育锻炼时间
大一新生刚刚进入校园，各种课程安排都比

较多、比较紧，而到了大二，学生则拥有更多的课
余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与需求选择不同类
型的公共体育课程，也可以参加校园各种活动或
自主活动，充足的体育锻炼时间，使2014级在校
大学生在大二一年的体质水平提升到了比较高
的水平。

3.大三学生专升本、找工作，缺乏必要的体
育锻炼

到了大三以后，公共体育课减少，大部分的
同学都忙于找工作、专升本，占据了大三学生的
大部分时间，从2014级在校大学生在2016年的
测试就可以看出，运动时间不足导致了2014级
在校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要低于他们在大一
和大二时的成绩[5]。

（三）提高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大学
生体质健康水平的对策

1.给新生合理开设公共体育课
每个分院每个学期都开设不同的公共体育

课，一般来说，大一时各个分院的其他课程安排
得都比较紧，而公共体育课的安排相对较少，针
对大一学生的身体状态，可以选择更加科学的开
设公共课的方式与课时，适当的给大一新生多开
设一些符合体质健康需求的公共体育课程，进行
有针对性的练习和锻炼[6]。

2.进行科学锻炼
许多同学在锻炼时只想追求特定的效果而

盲目地进行锻炼，这种做法往往得不到想要的效
果，体育教师应对在校大学生的可与锻炼进行科
学的指导，使他们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从而使
自身的锻炼更具有针对性与效果性，取得事半功
倍的效果。

3.对大二的学生进行提高训练
大二时的学生通常已经有了不错的体魄，再

进行普通的锻炼可能效果不会很明显，而一些提
高性的训练会取得更为显著的效果。可以经常
性地进行一些耐力跑练习和登山练习等等，再适

图1 2014级在校大学生体质测试优秀率变化

表4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体质测试平均分

2009年
2011年
2012年

男生

样本数

1284
1284
1284

平均分

65.90
78.27
63.86

女生

样本数

1546
1546
1546

平均分

73.84
83.26
75.18

总体

样本数

2830
2830
2830

平均分

71.96
81.00
7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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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开展一些比赛型的运动，如男生可以开展一些
球类运动，女生可以开展一些羽毛球、游泳等运
动。各个分院督促进行，并辅之以奖励和惩罚措
施，促使学生持之以恒地锻炼。

4.大三学生也要进行必要的体育锻炼
各个学院对大三的在校生经常性地组织一

些体育锻炼项目，可以利用闲暇进行一些强度较
小的有氧运动，例如慢跑、健美操、夜跑等等。

5.构建系统的体质健康工作体系
学校设立专门的体质健康社团，由专职的体

育老师作为指导老师，便于学生在体质健康测试
过程中随时解决不懂的问题和有效提高体质健

康测试成绩。
通过对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14级在校

大学生三年的体质健康水平的分析对比，发现学
生大二时的体质健康水平要高于大一、大三时，
其原因是大一刚入校体育锻炼不足、缺乏有效的
体育锻炼方法，大二时有充足的体育锻炼时间，
大三时则忙于专升本、找工作等而疏于体育锻
炼。因此，学校要为大一新生合理开设公共体育
课程，体育教师要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体育锻炼
方法，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对大二学生进行适
当的提高训练，对大三学生组织开展必要的体育
锻炼，构建系统的体质健康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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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he test and analysis of the physical health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of 2014 in Yiwu
Industrial&Commercial College for three years, it is found that the physical health level of students in their
sophomore year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ir junior year because of the lack of physical exercise for freshmen
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 physical exercise methods. In the second year of college, students have enough time
for physical exercise; while in the third year collegestudents are busy with further study, employment and
others, so less involved in physical exercises. Therefore, to freshman school courses in public sports should
be ope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hould guid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correct way to exercise
scientifically; for sophomore students to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raining, for junior students to organize the
necessary physical training, so as to build the system of physical health work system, achieve the goal of
comprehensive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physical health level.

Key words: Yiwu Industrial &Commercial College;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level

Analysis on Physical Health Conditionsof College Students in
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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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商务汉语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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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商务汉语教育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立足义乌，采用实地调查的方式，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汉语学习动机和学习需求进行调查，发现商务汉语人才培养存在培养目标不够明确、课程设置比较单

一、教学方式陈旧落后、实习实践机会缺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拓宽课程体系、注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建立

实习实训基地等对策，以期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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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国际传播在实现新时期“一带一
路”倡议构想，实现丝路沿线国与国之间的经
济交流、文化传播和融合方面承载着重要使
命。要实现“互联互通”，关键靠“人通”。在新
的历史时期培养适应“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的
商务汉语人才，寻求汉语国际教育更大发展，
是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本文在“一带一路”
倡议构想下，以沿线国家实际的商务汉语人才
需求为导向，探讨人才培养、需求、模式等相关
问题，以期提高商务汉语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商务汉语
人才的需求分析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迅
猛发展，给全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商
机，商务汉语正是在这一形势下产生和发展起来
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为汉语国际推广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其目的是通过开展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文化合作，为
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稳定和谐的外部环境，开
启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新格局。不管是经济合
作还是文化交流，语言互通都是重中之重，没有
共同的语言基础，如何谈交流与合作。因此汉语
国际推广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

首先，从宏观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
济的发展，以及与之教育、文化的交流合作，对商
务汉语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加大，推动商务汉语的
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洽
谈中需要对中经贸人才，为商务汉语教育的发展
提供了更大的机遇和需求。

其次，从微观上来看，受企业和个人利益
驱动，进一步推动了商务汉语的发展。人力资
本理论认为，语言不再只是身份的标识和潜在
的有价值的技巧，而是根植于人的一种语言属
性。语言技巧和其他技巧一样，可以看成是个
人和社会通过投资可以获利的经济资源[1]。语
言的掌握和精通会为个人、企业带来经济利
益，即通常我们所说的“经济资源必然带来经
济价值”。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推
广，中国对沿线各国的投资日益扩大，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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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与沿线国家企业的业务往来、商贸洽谈
及合作也日益频繁，因此，无论是中国企业，还
是当地企业必定急需一些当地的商贸人才，而
这些当地人才必须是既精通商务汉语，又熟知
中国商贸文化。由此，学好商务汉语与个人利
益，还与企业、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再次，汉语学习动机及语言需求的不同对汉
语人才的培养需求也有所不同。适应“一带一
路”需要的商务汉语人才培养的类型包括商务汉
语翻译人才、商务汉语经贸人才、商务汉语教学
人才、商务汉语导游人才等等。对商务汉语人才
培养的目标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初级通商
务汉语人才，能用汉语进行简单的交流，包括工
作交流或生活交流，初步了解各国的经济、贸易、
文化；第二层次是商务汉语通人才，要求精通汉
语及商务汉语方面的知识，能用汉语解决在商贸
洽谈、工作方面的交际和沟通问题。第三层次也
是最高层次的商务汉语人才，即高端汉语人才，
这类人才要求对目的语国家的经济、文化、历史、
政治、国情、外交、艺术等方面精通，包括精通中
国国情汉语、经贸汉语、外交汉语、医学汉语、政
策汉语等。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汉
语学习动机调查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与沿线国

家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必然使商务汉语的作用
日趋增强，这势必对商务汉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使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带一
路”商务汉语人才培养是个大工程、“慢工程”，需
要我们制定规划、做好调研，并注重质量。首先
要厘清的问题是“一带一路”建设亟需什么类型
的商务汉语人才及如何培养这些人才[2]。

为全面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学习
动机及需求情况，采用随机发放调查问卷的方
式，以丝路沿线国家在义乌工作的企业领导、管
理人员、普通外商、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调
查问卷200份，回收198份，有效问卷为196份，
有效问卷率达98%。同时，对研究对象进行个案
访谈，为保证访谈的真实性、可靠性，对访谈内容
进行录音和记录，采访录音达1000多分钟。基
于问卷调查、采访资料及相关研究，我们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汉语学习动机、现状、需求等分
析如下。

（一）关于汉语学习动机及目的
为充分了解沿线国家对汉语学习的动机及

目的，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两类问题：第一
类是学好汉语能做什么（可归纳为汉语学习动
机）；第二类是来中国的目的（可归纳为汉语学习
需求）。通过统计、整理、分析调查问卷，可以得
出，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的汉语学习动机及来中
国的目的都与今后的工作有关。见图1。

由图1可以看出，关于汉语学习动机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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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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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为将来工作打基础的占56%，其中“做生意”
达23%，“找工作”占19%，“学专业”占14%。可
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学习动机与实际工
作、生活紧密相联。另外，单纯为了“学汉语”的
占12%，以“旅游”为目的的占13%，对中国文化
感兴趣占10%，还有9%的人是因为其他原因学
习汉语。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汉语学
习的目的主要以就业为主。

（二）关于汉语学习的需求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中国的目的进行
问卷调查及访谈，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
看出：对“去中国的目的”各选项进行分析，占主
导地位的仍为就业，占60%，其中，选择“当翻译”
的占18%，选择去公司工作的占16%的，15%的
人选择“经商”，希望自己开公司的人占11%；剩
余 40%的人当中，“去中国留学”的有10%，有
10%的人去中国是为了“交中国朋友”，了解中国
文化的人占8%。详见图2。

图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汉语学习需求调查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丝路沿线国家汉语学习
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就业。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人才的培养要
以培养应用型、创新型的商务汉语人才为主，要
围绕培养就业人才来进行。

三、商务汉语人才培养的现状及不足

合格的商务汉语人才，一方面具备较强的汉
语交际能力，熟练运用商务汉语专业知识进行商
贸交流、洽谈；另一方面，还能熟练地使用各项现
代化办公设备，具备专业学科知识，是复合型、应
用型、创新型的商务汉语人才[3]。现今我国各高
校面向留学生开设的商务汉语专业寥寥无几，在
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商务汉语人才方面存在很
多不足。

（一）培养目标不够明确
国内面向留学生开设商务汉语专业的高校

屈指可数，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目前

商务汉语专业有两个班，学生共26人，培养目
标是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和经贸专业用
语，有较强的经贸洽谈业务能力，了解中国商务
礼仪及商业文化知识，能够熟练地运用汉语进
行商贸合作、商贸洽谈、处理商务活动中的各项
工作。商务汉语人才培养目标比较笼统、宽泛，
并未具体化，缺乏针对性。各阶段的培养目标
也未明确规定。

（二）偏重语言基本知识传授，忽视语言能力
及文化的培养

对外汉语教学比较注重语言基本知识的教
学，而忽视语言能力及文化的培养。在对外汉语
课堂教学中，受传统语言教学方法及原则的影响，
我们往往过分强调传授语言知识，如强调学生增
加汉语词汇量和使用正确的语法规则，而忽视学
生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培养学生正确使
用语言的能力[4]。可想而知，无论学生词汇量有
多大，如果忽视语言能力的培养，在商贸谈判中，
可能会找不到准确的词汇及表达方式，由于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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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确而影响翻译、谈判的质量，进而影响商务谈
判的效果，制约贸易双方的进一步合作。

（三）课程体系有待完善，课程设置比较单一
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培养方案中

相关的商务汉语课程开设比较少，仅开设商务汉
语综合、阅读、中国文化、HSK、法律等相关课程；
财务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宏观经济学、商务礼仪
等课程并未开设。商务汉语的教学除词汇、语法
等基础训练以外，还应注重学生对相关综合知识
的学习掌握。我们深知，汉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
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汉语是一种交际
工具，它是所有综合知识在语言方面的具体体
现，若忽视文化知识、商务汉语实训的教学，语言
本身就是“空壳”。“一带一路”倡议迫切要求我们
突破语言、文化与种族的限制。因此，在商务汉
语专业的课程安排上，除商务汉语专业基础课
外，要尽可能多地安排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等
类型的课程。如果商务汉语专业毕业生缺少必
要的综合文化知识，他们即使拥有足够多的词汇
量，正确的语法，而对中国文化及跨文化方面知
识掌握得不够，在工作实践中也会造成失误，影
响商务谈判的顺利开展。

（四）教学方法单一，实习实践机会缺乏
商务汉语的教学方法比较单一，遵循传统的

对外汉语教学模式，课堂讲授为主，学生缺乏实
习实践机会，缺乏“动手”能力。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商务汉语专业的学生曾到出入境管理局、
涉外服务中心参加商务贸易方面的调解，但参与
的学生较少；同时，商务汉语专业实训基地有待
建立。可以安排专业的学生在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有外贸进出口业务的外贸公司或企业实
习实践，学生将自己在课堂内所学的相关知识运
用于实践，就能巩固所学的知识。

（五）商务汉语教材单一，师资队伍缺乏，教
学方式陈旧落后

当前，全国各高校为适应实际需要，纷纷开设
了商务汉语专业，但教材的知识结构和教学内容
都比较单一，培养方案中涉及的相关商务汉语课
程开设得比较少。一些重要的课程如财务管理、
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等学分较低，学生学的
时间短，犹如蜻蜓点水，略知皮毛，学不到真的东
西。有的高校甚至压根没有开设过这类课程。

另外，真正的商务汉语专业教材也屈指可
数。至于适应“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的商务汉语
教学资料几乎为零。同时，师资队伍方面，大部
分商务汉语专业教师的专业背景为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或为汉语国际教育，甚至还有一些边
缘学科，如汉语言文学、英语、阿拉伯语、社会学
等专业。这些教师商务汉语专业的相关知识匮
乏，缺乏商务背景知识，连最基础的商务方面的
知识都需要咨询百度，因而对商务汉语专业课程
讲解不够充分。至于商务汉语课程教师，虽然其
学科专业知识扎实，但不具备对外汉语教学经
验，不了解对外汉语教学的原则、方法，他们采用
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同中国学生大同小异，因
此教学效果欠佳。

四、立足“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商务
汉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

商务汉语人才的培养要适应“一带一路”倡
议对人才的实际需求，肩负起为丝路沿线友邻国
家及世界各国培养具备综合文化素质和较强竞
争力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商务汉语人才的
重任。

第一，拓宽课程体系，搭建以商贸汉语为核
心的课程教学平台。为顺应“一带一路”倡议，我
们要拓宽课程体系，搭建以商贸汉语为核心的课
程教学平台，充分强调开放性、实用性与针对性，
除开设商务汉语课程以外，还可增加诸如旅游、
国际关系、经贸、法律等专业的汉语选修课。学
生可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及需求有针对性地选
择适合自己的课程。该平台能将学生的商务汉
语学习和就业需求相结合，有助于培养适应“一
带一路”倡议需要的商务汉语人才。

第二，以人才需求为导向，明确改革目标，改
革传统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一带一路”倡议
的深入推广，对商务汉语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
同时对商务汉语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
此，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也应做相应调整，改变
传统的着眼商务汉语基础知识的掌握，侧重于培
养学生的应用能力，特别是翻译能力的培养。比
如，对商务汉语教材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其专业特
色，同时还要考虑到毕业生今后的工作需求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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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向，可以增加以下课程：合作会议的同声传
译、商务洽谈、商务合作所需要的政策法规课程、
一带一路活动中涉及的操作说明、产品简介、维
修指南等方面素材的翻译等。同时，教材的内容
应涉及金融、会计、法律、保险等各个商务领域。

第三，将汉语、商务、文化三者相结合，注重
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
是培养学生能用所学语言进行交际。商务汉语
教学包括汉语知识、商务知识和文化知识三个方
面。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商务文化和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重中之重[5]。让他们理解并
学会运用，在实际商务工作中不断提高跨文化沟
通的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务通”，为“一带一
路”建设服务。

第四，立足“一带一路”倡议，改革陈旧单一
的商务汉语教学方式。我们应严格遵循“一带一
路”倡议，从“实际性”“应用性”“交际性”出发，在

教学中大力提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的原则，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法，提
倡案例教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挖
掘学生的各项潜能，培养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独
立思考、善于合作、积极探索的能力。

第五，建立实习实训基地，拓宽专业学生的
实践机会。各高校可与一些外资企业或公司开
展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训教学及实践实习的机
会，加强对学生商务技能的培训。大胆推行“产
学合作”，加大企业、公司参与教学的广度及深
度，聘请企业专家、研究人员等为学生开展讲座，
这样能增强学生学习的趣味性、针对性和目的
性，能尽可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促进商务汉语人才的培养。商务汉语专业的实
训基地要尽量安排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
合作或外贸进出口业务的公司，这样，学生能够
将所学应用于实践，巩固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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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概况课程改革中“激发—交流式”
+微信教学法的运用

陈 旦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摘要：中国概况课程是来华留学生进行学历教育的必修课程，但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课堂教学方法

就是其中的突出问题。传统的教学方法无法在有限的学时内完成繁多的教学内容。改革传统教学，采用“激发—交流

式”课堂教学法，加以新媒体（微信）的辅助，将课堂分为课前“思”—课中“讲”“议”“辩”—课后“评”三步曲，增加学生自

主学习与交流的时间。通过这种方式激励留学生自主学习，实现知识“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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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概况课程的现状分析

中国概况课程是来华留学生接受学历教育
的一门必修课程。在教育政策层面，教育部、外
交部、公安部令第9号《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
生管理规定》指出，汉语和中国概况应当作为接
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的必修课；汉语为高等
学校培养外国留学生的基本教学语言[1]。从现实
意义角度，中国概况课程不仅能激发留学生对中
国文化的了解与研究兴趣，对他们正确认识中
国、消除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误解，增强他们与中
华民族间的“亲和力”有很重要的导向作用。同
时，该课程为留学生融入当地社会创造条件，帮
助留学生排除因文化知识缺失而造成的负面心
理影响，帮助他们应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文化差
异，做到在不同场合下行为举止得体，更好地融
入当地社会。中国概况课程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且应用汉语教授中国概况课程。

当前中国概况课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
诸多问题，亟需进行教学改革。中国概况课程
涵盖中国地理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文学
艺术、科技教育、医药体育等各方面，课程安排

的学时为72学时/学期，而面对的授课群体是不
同国别、学历、文化、汉语水平的来华留学生，如
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过中国概况课程对浩瀚
的中国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是值得探讨的问
题。目前的课堂教学主要使用的是传统教学模
式：即以教师为主体的一言堂，学生被动接受知
识，学生自身学习动机的强弱决定成绩的优劣；
教材及课堂语言较为精深晦涩，留学生在语言
理解上存在难度；教学仅限于课堂时间，对于课
前、课后缺乏有效的利用和监督。因此，如何打
破传统教学模式，保证教学的质量与效率，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文化学习能力是
课程改革的重点。

祖晓梅[2]等认为传统的中国概况课程教学方
法无法激发学生的兴趣，因为传统教学以介绍中
国的客观文化知识为主要内容，以“课文—讲授
—提问”的模式为主，课堂以教师为中心，学生成
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老师运用演绎法将客观文
化知识进行过度概括，再将教师自认为重要的知
识点教给学生，缺乏真实的文化语境。这种教学
模式基本遵循的是人文学科的教学传统，却忽视
了对外汉语教学中跨文化的独特性和教学对象
的复杂性，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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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概况课程
教学方法改革与探索

为打破传统教学模式，金泳利[3]提出“激发—
交流式”课堂教学法。这种教学法是将教师的

“讲”与“评”（较少时间）、师生间的“议”（较多时
间）、学生间的“辩”（较多时间）与“思”（贯穿全过
程）结合起来的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双向交流式
课堂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突出学生的主体性
和个性教育，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和探索问题，
将知识“内化”，发展自身潜能。这种课堂教学法
为中国概况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思考方向。

除此以外，李跃文[4]认为“互联网+”教学可以
提高教学效果。“互联网+”学习方式可以激发学
生内在动力：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我监控学习
状态、自我促进学习动力。因此，将“互联网+”融
入“激发—交流式”课堂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内
在动力，提高教学效果。“互联网+”教育模式的典
型代表是MOOC（慕课）、微课，但慕课和微课的
制作都依赖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并非短时间内凭
个人力量能够建立的。短期内可以实施的方案
是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5]，因为微信是包括留
学生在内的大众群体都已在使用的新媒体，易于
使用，经济便利。苗宁也认为以微信为代表的新
媒体可以融入教学，师生关系可以得到优化和改
善，学生的中心地位得到强化，学生开口交流的
机会大大增加，学习兴趣得到激发[6]。

因此，本课改将探索基于微信等新媒体辅助
下使用“激发—交流式”课堂教学法对中国概况
课程进行教学改革。

“激发—交流式”课堂教学法强调学生通过
发现与探索去构建知识，重视培养教学对象的自
主性和能动性。课堂教学法分五步：讲—思—议
—辩—评。金泳利提出的课堂教学法将五个步
骤都集中在课堂之中，但中国概况课程内容繁
多，课时有限。因此，要借助微信跨时间、空间的
优势将课堂拓展至课前预习和课后反馈。同时
依据中国概况的特性将五个步骤做了调整。

新的课程教学分“三步曲”：课前通过新媒体
（以微信为例）引导学生“思”—课堂上“讲”“议”
“辩”—课后通过新媒体“评”。

第一步：课前“思”。在课前将所有学生分
组，建立不同的微信小组。教师依据课程设计问
题，要求学生根据问题，有目的地把自己分配到
的内容预习一遍并完成习题。学生再以微信的
形式将内容反馈给老师，老师可以根据答题情况
了解学生的兴趣点和薄弱项。

第二步：课堂上“讲”“议”“辩”。
“讲”是指老师先用较短的时间把本堂课的

知识框架罗列出来。
“议”是指学生根据课前预习的内容，将自己

掌握的那部分知识分享给同班同学。
“辩”是指教师就某一个知识点提出疑问，由

学生根据已掌握的知识说说自己的观点，也可以
辩论的形势分正反方进行讨论。

第三步：课后“评”。课后教师通过微信对学
生的课堂表现进行评价，对课上的重难点进行进
一步解释。若学生课后有疑惑，也可以通过微信
即时沟通。

以中国概况课程中关于中国人口国情的问
题为例：

第一步：课前“思”。课前将学生分成三个微
信小组，给每个微信小组分配一个思考题，要求
学生们自主学习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三个问
题分别是“有人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剥夺
人权的行为，你同意吗？”“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越
来越严重，有人提议全面开放生育政策，但是另
一部分人担心全面开放会引起人口爆炸式增长，
你的观点呢？”“有人认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
意生孩子，于是提议设立生育基金，每月从工资
中扣除一部分作为生育基金，等生孩子的时候可
以提取使用，你同意这种做法吗？”学生可以从这
三个问题的答案中了解到中国人口政策的原因、
中国人口现状以及未来人口政策的可能性分析。

第二步：课堂上“讲”“议”“辩”。
“讲”：教师先用较短的时间对“中国人口”章

节的知识点进行结构性罗列（人口发展历史—人
口政策内容—人口政策原因—人口发展趋势—
未来的人口政策）。

“议”：学生根据自学内容对知识点进行填
充，说说自己知道的内容，同学之间可以互相补
充。因为课前每组同学所学习的内容不同，同
学之间可以互通有无，学生作为“小老师”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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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给同班同学上课，学生的表现欲和积极性大
大提高。

“辩”：老师将课前的三个问题再次抛出，将
学生分成两组进行辩论。学生可以在辩论过程
中将知识“内化”，提高教学效果。

第三步：课后“评”。课后老师利用微信对学
生的课堂表现作出综合评价。同时，可以推送时
事评论等，让学生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焦点，让
学生“身临”中国文化、社会真正之“境”。

三、中国概况课程教学改革效果分析

Ann C.Wintergerst 和 Joe Mcveign 提出文化
教学一定要发挥学生主体参与性，给他们布置
任务，让他们对文化产生好奇并渴望完成任务，
这会激发他们学到更多的文化[7]。“激发—交流
式”课堂教学法就是基于这种理论，使学生最大
限度地处于主体激活状态，主动、积极参与讨
论、观察、分析，使学习成为他们的自主活动。
新媒体教学可以拓展课程的教学时空，在课堂
前和课堂后加入知识输入和互动交流，并在教

师和同学的监控之下保证知识的准确性，突出
了学生的主体性。

从授课学生的期末问卷调查来看，学生的满
意度在90%以上。学生对课程提出的建议包括：
增加上课时间；多学一些跟历史、文化、艺术有关
的知识；资讯很丰富，所以每个单元要有一课综
合最重要的知识等。由此可见，学生对新的教学
法认可度较高，学生兴趣得以激发，学生学会主
动发现问题、思考问题。

从授课学生的期末成绩来看，以义乌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2017级国际教育学院文秘专业（商
务汉语方向）10名留学生为调查对象，第一学期
他们接受的是“课本—讲授—提问”的传统教学
法。调查对象都是通过HSK（汉语水平考试）4
级的留学生，语言能力较好，汉语授课无障碍。
实行传统教学法的学生期末考试成绩60分以上
占比70%，平均分71.65分，标准差高达20.94，两
极分化较为严重。成绩以学生学习意愿为分界
线，对中国概况感兴趣的同学较好地掌握本门课
的内容，而对本课程不感兴趣的同学期末试卷得
分只有二三十分。见图1。

图1 调研留学生传统教学下中国概况期末成绩

一年以后，该校2018级国际教育学院文秘
专业（商务汉语方向）15名留学生接受了新式教
学法（因课程设置原因，无法在2017级对象中研
究新式教学法的效果）。研究对象的学情与
2017级相当。较传统教学法，新式教学法实行

后的期末成绩显示60分以上占比提升10%，达
到80%；80分以上的人数达到66%。同时，平均
分较之前提升7分左右，达到78分；标准差下降
1分（见图2）。 可见，新式教学法下的学生成绩
有显著提升，大部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激

陈 旦：中国概况课程改革中“激发—交流式”+微信教学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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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通过自主学习，学生能更好地掌握知识点。

四、反思与改进

“激发—交流式”课堂教学法突出学生的主
体性和个性教育，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和探索
问题，将知识“内化”，发展自身潜能。新媒体的
介入提高了教学效果，形成良性循环的课堂激
励机制。就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教学法适用
于汉语水平达到四级以上，掌握一定自习能力
的汉语专业班留学生。教学规模以小班化教学
为主，人数在20人以内，这样才能有效地做到
每个学生都得到“激发”和“交流”。除此以外，
这种教学法也可用于中国学生的教学。目前，
其他高校较多地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中国学生的
大课教学中，如金泳利在管理学院选修课中对
中国学生使用此种教学法。但此种教学法仍存

在不足之处，如标准差依然较高，说明学生之间
的知识掌握程度依然存在差异，仍有一小部分
学生学习热情不高，单纯的任务式教学法无法
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完成整个教学过程耗费
的时间至少需要120分钟，但每次课时只有80
分钟，如何压缩时长的同时保证教学质量仍需
探索；学生觉得中国概况内容繁多，需要在每一
章节最后加入一次复习总结课，因而如何高效
地让学生掌握知识点也需探索。我们认为这些
不足可以通过引入线上app，通过线上学习软件
和线下课堂相结合的方式完善“激发—交流式”
教学法。通过app学习任务和经验值获取等手
段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实现“寓教于乐”；同
时，把课前的任务、课中的活动、课后的评价都
纳入线上学习软件中，提高课堂效率，同时又方
便学生实时复习、查阅。在今后的教学中，笔者
将不断完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图2 调研留学生“激发—交流式”教学法下中国概况期末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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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为市场的发展和壮大，义乌聚居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义乌市委市政府创新工作方法，出台并实施了“一二

三四五”少数民族管理和服务工作模式，成为我国独树一帜的少数民族规范化管理城市，从而在多民族融合方面充实

和完善了“义乌经验”。本文对义乌市少数民族规范化治理的“义乌多民族融合模式”的路径、机制及其要素进行了全

面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我国“少数民族发展悖论”的“义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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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的规范化治理是我国一直以来最
为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区域
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传承之间
的诸多矛盾，将是我国未来一个历史时期需要
特别重视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义乌基
于市场的发展而实现的少数民族治理模式的创
新，为习总书记所强调的“义乌经验”，进而也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入一种新的要
素和内涵。

一、多民族融合的“义乌模式”

从历史上来说，甚至在40来年前，义乌都是
一个非常纯粹的汉民族居住区域。随着市场的
兴起，特别是随着市场兴旺而带动的产业发展，
义乌的人口很快地由40多年前的50万人左右扩
展到180万以上的人口，民族成份也由单一的汉
族发展为有53个民族融合聚居的社会主义“大
家庭”。

（一）义乌现有的多民族聚居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

除门巴族和珞巴族外，义乌市登记53个少数民
族共126524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9.71%。其中

超过1万人的有苗族（3.3）、布依族（2.5）、土家族
（1.7）和回族（1.3）等4个少数民族，彝族、壮族等
11个少数民族超过1千人。特别值得说明的是，
在这些少数民族人口中，共计有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儿童79151人。

此外，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少数民族在义
乌的分布也具有空间上的均衡性，流入万人以上
的就有江东、苏溪、廿三里、稠江、福田、佛堂六个
镇街。其中穆斯林流动人口有14572人，其中回
族和维吾尔族最多，分别为12009人与1993人，
集中分布在江东、稠城、福田街道[1]。

（二）义乌现有的多民族融合
多民族的融合是一个社会过程的结果，它主

要表现在日常生活的非生产性的环节中。而这
种属于日常生活的非生产性的社会环节中，教育
是一个最为直接的视角。

义乌的多民族融合表现在教育领域中，就
是在义乌的少数民族子女可以得到与义乌户籍
子女基本上差不多的教育权益。对此，义乌市
教育部门想方设法，通过公办学校挖掘潜力，民
办学校改良条件等做法，努力创造条件保障这
些学生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基本实现了学
生以居住地为目标的就近入学，义务教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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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民族学校多民族班级成为义乌中小学发展
的一种新常态。在2004年，全市新市民子女就
读人数仅为1.4万人，2007年、2008年相继跃升
到3.6万、3.9万人。到2011年，在公办学校就读
的新市民子女达25662人，在民办学校就读的
26937人，共计52599人，占义乌全市在校小学
初中学生128471人的40%[2]。在个别学校，新市
民学生所占的比例甚至可以高到70%以上。因
此尽管仍然有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差异，但
是就学生个体的感受来说，“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这个概念并不明显，他们已经与本地户籍的
学生享受同等的权益。

这种同等权益，实质性地体现在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的财政拨款制度上。根据市委市政府的
有关政策规定，义乌市还建立了新市民子女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将公办中小学接收义乌新市民子
女就学的经费列入年度教育经费预算，由财政统
一安排，按照学生数拨付生均教育经费，把义乌
新市民子女列入免费义务教育范畴，全部免除所
有义务教育段学校学生的课本费、杂费、作业本
费，并把家庭困难的义乌新市民子女纳入减免学
杂费和营养餐补贴的范围[3]。

当然，作为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城市，义乌市
的多民族融合还有一系列更加全面的政策体
系。其中，最为代表多民族融合的，当推“外来人
口本地化”政策。义乌在全国率先将“外来打工
者”改称为“外来建设者”。每年均在外来人口中
开展“引进人才突出贡献奖”“十佳外来务工优秀
青年”“十佳新义乌人”等评选活动，邀请各民族
的外来建设者旁听市人代会。许多外来建设者
当选为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并吸收部
分在义乌时间相对较长、威信高、乐于为群众办
事的人员，参与本地的治保、调解、巡防组织，增
强外来建设者的认同感和融合意识[4]。

（三）义乌市多民族融合的工作机制
义乌的多民族融合，来源于义乌的市场发

展，也来源于义乌市委市政府及其整个社会对来
到义乌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规范化治理。义
乌对来到义乌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规范化治
理，可以归整为“一二三四五工作模式”的真心努
力和倾情付出[5]。

1.围绕一个主题

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城
市民族工作主题，积极发挥各族同胞自身优势，
一起推动义乌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繁荣，共同致
力于义乌国际商贸名城建设。同时，充分尊重各
族同胞的民族习惯和民族传统，努力创造开放、
平等、包容的经济社会环境，使各族同胞共享发
展成果。

2.确保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确保外来少数民族同胞合法

权益。工会、劳动部门妥善处理涉及少数民族职
工的投诉案件，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第二
个重点是做好外来少数民族同胞便民服务工作，
为其免费提供仲裁代理、诉讼代理，积极做好困
难群众帮扶工作。公安部门建立了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信息库，在各少数民族居住较集中的社区
设有社区少数民族咨询服务窗口，积极提供便利
的法律咨询、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生活服务等。

3.做好三篇文章
这三篇文章分别是市场、企业、社区。义乌

是建立在市场上的城市，一些具有经济实力和商
品意识的少数民族同胞，围绕市场繁荣从事各种
经商服务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全市登
记注册的少数民族外贸公司有48家、经营少数
民族特色商品约400家，3000多名来自宁夏的阿
语翻译活跃在义乌市场上。

义乌外来少数民族同胞70%以上在生产制
造企业务工，因此义乌积极探索在企业开展民族
工作新机制。劳动部门定期组团到少数民族地
区招工，与新疆喀什、和田及宁夏吴忠等少数民
族地区签订劳务合作协议，宁夏吴忠市还在义乌
设立办事处。梦娜袜业、宝丽诗化妆品等少数民
族员工较为集中的企业，专门在食堂开设清真窗
口；新光集团专门建立少数民族员工档案，在生
产生活方面给予关心，尊重其生活居住习惯；义
江公司为方便穆斯林员工过宗教生活，每个主麻
日公司都统一派车接送。

近年来，义乌市在少数民族同胞比较集中的
社区开展了城市民族工作进社区（居）试点工
作。以社区服务中心为基础，设立社区少数民族
咨询服务窗口，专门安排户籍、计生、司法等干
部，为社区少数民族同胞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活
动。利用电教室、宣传栏、组织文体活动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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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民族宣传教育活动，加强社区干部群众对少
数民族同胞的了解，增进了友谊。

4.健全四项机制
一是组织领导机制，成立市民族宗教工作领

导小组，把民族工作列入镇街年终工作考核。
二是合作交流机制，市政府与宁夏吴忠市建

立少数民族重点流出地和流入地民族宗教工作
协作机制。聘请新疆维吾尔族民警、吉林朝鲜族
民警前来义乌协助少数民族事务治理，聘请阿訇
在伊斯兰教临时活动场所主持宗教仪式。

三是联席会议机制，建立民族宗教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市政府定期召集有关部门单位进行商
讨研究。

四是经费保障机制，市财政每年拨出专款用
于民族教育、医疗事业，200多名少数民族儿童
享受免费保健服务、3500多名少数民族儿童免
费享受8种疫苗接种。

5.打造五项工程
一是民生工程。义乌现有400多家各类民

族风味饮食店；在商贸区设立异国风情街，以优
惠政策吸引少数民族特色店面入驻；为使外来少
数民族同胞过好宗教生活，义乌市设立了伊斯兰
教临时活动场所等；去年市财政又投入350多万
元对伊斯兰教临时活动场所进行修缮，完善了服
务功能，提高了场所档次。

二是稳定和谐工程。近年来，义乌伤害少数
民族感情的商业经营行为时有发生，对此，政府
高度重视，本着以人为本、民族优先的原则，妥善
予以处置；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
民族体育活动，来满足各民族群众的体育文化需
求，如针对义乌穆斯林青年喜爱运动的实际，经
常组织开展篮球、足球友谊赛等各类赛事，既切
磋了球技，又增进了友谊，促进了民族融合。

三是宣传工程。在媒体上开展“少数民族同
胞在商城”“少数民族在义乌”系列报道，宣传少
数民族同胞在义乌创业的典型事迹，引导和鼓励
更多的民族同胞在义乌安心创业、勤劳致富。

四是教育工程。坚持把包括少数民族学生
在内的外来建设者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纳入本地
义务教育范畴，稳妥有序地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
学问题。根据少数民族需要，市里扶持设立了民
族幼儿园，专门接纳少数民族儿童入园学习。目

前在全市中小学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共有1273
名，分布在全市129所学校。

五是参政议政工程。自2006年开始，每年
市人大、市政协会议召开之际，专门邀请20余名
外来少数民族代表旁听，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
建议。目前，全市有金华、义乌两级外来少数民
族政协委员4名。

二、义乌多民族融合
规范化治理的学理分析

从学理的角度来看，义乌的多民族融合得益
于义乌市政府在“多民族融合（刘易斯）模型”的
基础上，积极地从“三个路径”出发，推行“三大要
素”的制度创新，从而开创了义乌市少数民族工
作的全新局面。

（一）义乌的“多民族融合（刘易斯）模型”
刘易斯是发展经济学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

经济学家之一，其研究成果铸就了发展经济学上
的一个高峰，特别是其“刘易斯模型”简单明了地
阐述了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基本过程及其规
律，而这个模型又可以完全适用于义乌多民族融
合过程的理论阐述。

“刘易斯模型”原本是用于讨论二元经济条
件下，“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劳动力的转
移及其工资福利变化的基本理论，应用到义乌的
多民族融合模型中，可以把“现代部门”设置为义
乌的经济区域，把“传统部门”设置为少数民族区
域，据此经典的“刘易斯模型”就可以转化成为如
图1的“义乌多民族融合模型”[6]：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起始点上，义乌的社
会发展均衡点为E乌1，相应地，少数民族区域的
社会发展均衡点为E族1，在义乌市场巨大的拉
力作用下（也正是因此，我们假设义乌市场对劳
动力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的直线D乌），少数
民族区域一些先行者来到了义乌，在少数民族区
域表现为劳动力的供给曲线由S族1减少到S族
2，相应地，义乌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乌1增长
到S乌2，由此，义乌的社会发展均衡点由E乌1
扩展到E乌2，少数民族区域的社会发展则表现
为平均报酬由P族1提高到P族2。这样的过程
一再地重复发生，义乌的社会发展均衡不断地右

邢承设，曹荣庆：论少数民族规范化治理的“义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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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少数民族区域的社会发展均衡也表现为平均
报酬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义
乌与少数民族区域之间的这种要素流动并不是
单向的，也不是单一的，劳动力不仅由少数民族
区域流向义乌，也可能由义乌反向回流到少数民
族区域，这可能表现为少数民族区域的劳动力需
求曲线由D族1增加到D族2，这样少数民族区
域的社会发展均衡点就由E族3扩展到E族4，最
终形成少数民族区域平均报酬由P族3上升到P
族4，这个均衡点和报酬水平的变化，其经济内
涵就是某种资源由义乌流向了少数民族区域，从
而既提高了少数民族区域的平均报酬，也直接提
升了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义乌多民族融合的路径
上图中以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曲线的移位而

表达的义乌与少数民族区域的资源流动，在现实
经济活动中是通过以下三个路径实现的。

一是经济路径。经济路径首先表现为市场
路径，也即一部分少数民族通过义乌市场而实现
劳动力的空间转移，最初的形式是单纯的市场采
购，然后是批发，最终融入整个市场。随着市场
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义乌市委市政府“贸工联动”
战略的推行，一部分少数民族企业家也在市场的
联动下茁壮成长，其中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企业
家甚至依托于义乌的市场发展而在家乡实现了

产业化，这也就是图1中少数民族区域劳动力需
求曲线由D族1增加到D族2的经济内涵。当
然，更多的少数民族介入义乌市场的路径还是比
较单纯的，单纯地以劳动力的身份融合到义乌的
市场和产业之中，也即通俗意义上所说的“外来
务工人员”。由于这些少数民族介入义乌经济的
通常路径是在义乌的企业中找到自己的就业岗
位，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把他们归类为产业路
径。随着义乌市场的国际化发展，经济路径发展
出了一种特殊的模式，这种模式既不从事市场业
务，即不能归于市场路径，但又不能纳入企业员
工的范畴，也即不能归于产业路径。这种市场路
径和产业路径双方都既有关联同时又相对脱离，
便是当下颇成气候的市场翻译一族。比如说宁
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现在至少有3000人在
义乌做阿拉伯语翻译，此外，新疆的维吾尔语翻
译和云南的回语翻译也颇成气候。

二是社区路径。社区路径也可以分为两个
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在“8小时外”对义乌社会生
活的融入，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治理的介入。在这
方面，义乌更具亮点的工作是一些外籍人士对社
区治理的投入，有几个“老外”甚至已经成为知名
度颇高的公众人物，他们参与社区治安巡逻，邻
里矛盾调解，真正地实现了“新义乌人”的社会状
态。另外一个方面是前面已经介绍的以就学为

图1 义乌的“多民族融合（刘易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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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形式的社区生活介入，以及由婚姻方式而纳
入义乌的少数民族，也构成了以社区路径对义乌
的融合。

三是公共路径，或者说是政府路径。随着整
个城市的国际化，义乌市委市政府也特别支持和
鼓励外来建设者参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
陪审员，努力营造“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公平”的
社会环境。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一个城市的政治
生活中，如果这种少数民族“新市民”的政治介入
达到一定比例，那么其多民族的融合自然就已经
和谐与宜居了。

（三）义乌新市民融合规范化治理的制度
要素

从义乌多民族融合规范化治理的“三种路
径”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义乌对来到义乌的少数
民族兄弟姐妹规范化治理的三大“制度要素”。

一是经济契入。以贸易行为和企业参与为
组合的经济活动是义乌整个规范化治理体系的
基础，以此为基础，整个治理体系便具有了造血
机制，这是我国长期以来民族治理过程中一直没
有解决好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因为这种治理
体系契入的是一个具有真正自我运行能力的市
场，以及基于这个市场而运行的充满活力的经济
体系，因此这个治理体系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
而且是可以动态创新的。

二是福利双生。义乌多民族融合的少数民
族规范化治理体系的基点是经济契入，因此其首
先的一个结果便是经济收入，而且是一种基于自
我成长和发展的经济收入，这决定了由此形成的
治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和动态创新。与这种必
须自己付出劳动而获得的福利有所不同，在义乌
的少数民族还可以无偿地获得主要来自于政府
的一系列公共福利，这包括在某种角度上来说与
劳动收入联结在一起的诸多社会保障福利，如养
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也有直接来自于财政拨款
的公共福利，如义务教育体系等。这样两个体系
的福利加在一起，基本上保障了义乌少数民族的
个人权益。

三是治理相向。从前述的少数民族规范化
治理措施体系中可以看出，义乌市委市政府对在
义乌的少数民族治理是立体化全方位的，也是积
极主动的，从中可以看出义乌的多民族融合治理

体系的一个明显特点，即“有为政府”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但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相对高
地，义乌的多民族融合治理体系中“有为政府”的
特点同时还伴随着“无为政府”的特点，特别是在
几个少数民族比较聚居的社区，其内部很多事务
都具有典型的自治性质。从上而下的政府公共
治理和由内而外的社区自治治理结合在一起，组
成了独具义乌特色的多民族融合治理体系。

经济契入，福利双生，治理相向，这三大制度
要素组合在一起，共同奠定了义乌的多民族融
合，也奠定了义乌经济社会的和谐共荣发展。

三、义乌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全国背景

在义乌的多民族融合中，有一个数据特别有
意义。目前在义乌的126524个少数民族，计有
儿童79151人，这可以认为很多少数民族对义乌
是持有一种长期居住的愿望的，换句话说，他们
的这种人口流动具有某种终极性意义。因此，义
乌这个具有终极性意义的多民族融合，也就自然
地具有了全国性的背景和意义。

（一）少数民族发展的“空间与收入悖论”
我国各民族的聚居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但是相
对来说，少数民族的聚居是比较明显的。据第六
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113792211人，占总人口的8.49%[7]。但是在另一
方面，我国的民族自治总面积却多达616.29万平
方公里，占了全国总面积的64.2%[8]（见图2）。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国全体居民的经济收
入水平却呈现出某种相反的分布形态。从2018
年我国各省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9]来看，收入居
前的基本上都是汉族聚居区域而不是少数民族
聚居区域。

作为汉族集中聚居的典型区域，三个老牌的
直辖市加上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区域，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基本上都处于前列，相反，作为我国少
数民族集中聚居的西藏、新疆、贵州、宁夏、甘肃、
云南、广西等省份，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则基本
上居于后列位置。

如果再引入我国的人口密度地图[10]（见图3）
和我国喀斯特式贫困地图[11]（见图4），就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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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空间分布

图3 中国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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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的喀斯特式贫困空间分布

图5 中国“少数民族的收入悖论”空间分布地图

邢承设，曹荣庆：论少数民族规范化治理的“义乌模式”

4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出一条变化了的“胡焕庸线”，从而形成一张中国
的少数民族“空间收入悖论”地图（见图5）。

在图5中可以看出，把经典的“胡焕庸线”在
川贵交界处转折延伸到南海边的两广交界处，一
个“少数民族空间收入悖论”就自然形成了：在线
的西边，是我国各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域，但是只
有在线的东边，才是我国居民较高收入的区域。

（二）中国少数民族“空间收入悖论”的破解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特别重视解决少数

民族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总量，各种各样的民族
优惠政策一直延续到当前，这些政策也取得了重
大的突破和进展，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少
数民族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但是从总
体上来说，特别是从义乌的“多民族融合（刘易
斯）模型”来看，其政策的效果显然不是最好的，
少数民族聚居的“空间收入悖论”依然存在，而且
还有某种程度的扩大化趋势。

因此，必须创新我国的民族区域政策，在现
有的民族政策的前提下，把义乌的多民族融合效
应尽可能地扩大化，一方面扩大少数民族在义乌
的融合，另一方面特别要扩大少数民族在我国东
部沿海经济发达区域的融合，也即从历史上一直
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的边疆化取向扭转过来，
政策的空间取向从边疆化转化成为东部化，让尽
可能多的少数民族融入到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区
域，搭乘东部经济发展的快车，分享东部经济发
展的恩惠。

事实上，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东部化融合不仅
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少数民族的经济收入水平，也
可以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国土环境总体上的脆弱
局面，只要人对自然的压力减弱到一定的程度，
自然环境就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修复，从而恢复
其良好的生态局面。

如此一举两得的政策措施，自然应该强化执行。

四、多民族融合的“义乌方案”：
简短的对策和建议

从政策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多民族融
合的“义乌方案”必须立足于义乌等东部经济发
达区域，但也要得到西部少数民族区域的支持和
配套，更要得到中央相关部委的领导和协调，形

成政策创新的顶层设计。
（一）进一步优化义乌多民族融合的“一二三

四五工作模式”
从总体上来说，义乌的“一二三四五工作模

式”基本上可以有效地推进多民族的融合，因此
目前的工作主要是如何进一步总结经验，使义乌
的多民族融合工作可以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得
到进一步的推进。

（二）全面创新我国的民族政策，把义乌的
“多民族融合（刘易斯）模型”提升为国家战略

如前所述，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将近
1.2亿，自治面积也超过600万平方公里，单凭义
乌一个县级市的努力肯定远远不够，因此建议将
义乌的“多民族融合（刘易斯）模型”提升为国家
战略，从国家的层面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义乌式
的多民族融合。

1.将义乌多民族融合的“一二三四五工作模
式”提升为国家战略

将义乌多民族融合的“一二三四五工作模
式”提升为国家战略，以期动员更高层级的资源，
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更高程度的多民族融
合，从而在最大的程度上解决我国少数民族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问题。

2.政策资金的目的地改革
在继续做好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工作的同

时，将一部分政策资金从区域拨付首先转变为人
口拨付，然后再纳入到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地归入
其民族政策资金，统一发挥财政政策资金的作用。

3.结合义乌多民族融合的“一二三四五工作
模式”，形成新的政策资源和工作空间

特别是中央财政，应该创新一些少数民族的
扶持资金，从而生成新的政策载体，加快经济发
达区域的多民族融合工作。当然，其他政府职能
部门也应该根据这个逻辑创新自己的工作内涵。

4.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
可以参照当前我国“物遗”和“非遗”的保护

工作，在更加优惠和更加重视的前提下，在少数
民族融合地把少数民族原有的民族文化予以保
护。应该相信，在少数民族的融合地，即使按照
同一的标准和规范，在“物遗”和“非遗”的保护政
策下，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会具有相对更大的竞
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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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markets, a large population of minorities comes to
settle in Yiwu. In view of this, Yiwu municipal government creatively formulates and implements the“One to
Five”minority administration and service mode, making itself a unique standardized administration city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and enriching“Yiwu Experience”regarding multi-ethnic fusion as well. On the
basis of survey, the present study made an in- depth analysis of“Yiwu Multi- ethnic Fusion Mode”for
minority standardized administr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elaborated on the methods, mechanism and
elements involved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inally“Yiwu Solution”was proposed to the Paradox of
Minor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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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异国风情街”语言景观实探

许文强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宾王商贸区（又名“异国风情街”）是义乌市外籍人员聚居区之一，根据Lefebvre“三维空间”框架探究该地区

公共标牌的语言分布、语言景观的创设机制以及外籍人士对语言景观的态度。通过实景分布调查和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异国风情街”多语现象显著，在多语博弈中脱颖而出的强势语言依次为汉语、英语、阿拉伯语；官方语言标牌的创

设主要反映官方意志和权力，而非官方标牌的创设主要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非官方标牌争取语言权利的同时会受到

官方政策的支配和管控。从实际功能来看，外籍人士语言服务问题仍有待解决，政府应重视语言规划和语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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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的不断深入，中国与沿线国家交往日益
密切，人口跨域移动成为常态，在国内开放程度
较高的城市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外国人
集聚区。义乌作为“新丝路”的起点，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外商踏足这座商贸之都寻求机会。据义
乌市统计局数据显示，每年到义乌采购的外商近
50万人次，其中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
万多名外商常驻或定居义乌，形成了不同民族杂
居的多语社区。这种突破了传统地理边界的多
语社区汇集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语言
接触频繁，语言问题错综复杂。跨国多语社区的
语言生活状况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语言景观研究是近些年社会语言学研究的
热点，主要考察公共空间内标牌的语言使用情
况，可以成为反映某个地区语言生活实态的重要
依据。目前国外已有不少学者从语言景观的视
角来考察多民族聚集区的语言生态，并开展了广
泛的实证研究（如Ben-Rafael 等人，2006；Lou，
2010）[1]，涵盖多语现象、英语传播、语言政策、民

族身份等热点议题，并持续向纵深发展。但国内
对该类多语社区的关注不够，目前仅有少数学者
对一线城市的外国移民聚居区语言景观进行实
证研究，如俞玮奇等人（2016，2018）分别考察了
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韩国侨民聚集区和更为开放
的国际社区语言景观实态，并讨论了该类社区的
语言管理和规划问题[2-3]；巫喜丽、战菊（2017）调
研了广州市“非洲街”的多语景观现状，发现该地
不同语码地位差异显著[4]。总体而言，这种新型
多语社区的语言景观现状是多语博弈的结果，反
映了不同语言族群的地位关系，开展此类研究有
助于了解在华外国人的语言生活状况以及存在
的语言问题，为国家层面的语言措施提供参考，
利用语言景观构建新的社会语言环境，促进不同
族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本研究主要考察义乌市外籍人员聚居区之一
——宾王商贸区（又名“异国风情街”）的语言景
观现状，并探讨其创设机制和存在的语言问题。

二、研究方法

（一）抽样区概况
义乌市宾王商贸区，俗称“异国风情街”，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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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是义乌市中东客商主要
聚居地之一。根据宾王社区的人口统计数据，该
地区境外常住人员1300余人，境外机构400余
家，涉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散居外籍人士主要
来自阿拉伯、伊拉克、巴基斯坦、叙利亚等中东国
家，主要操持英语、阿拉伯语及其他小语种，主要
信奉伊斯兰教。此外，由于宗教纽带，该地区目
前有500多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维吾尔族和
回族为主）经营清真店铺300多家。宾王商贸区
已逐渐成为不同民族和文化相互交融的跨国多
语社区。

（二）语料采集
本研究主要通过田野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方

式采集数据。首先使用手机拍摄义乌市宾王商
贸区八条街道两侧的语言标牌（包括路牌、门牌、
建筑名称牌、店名招牌、宣传海报、广告牌、警示
牌、信息牌等）。语料收集完毕之后，我们对语言
标牌进行归类和编码，按照国际语言景观研究常
用的分类方式将语言标牌分为两类：（1）官方标
牌，即政府设立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标牌；（2）私人
标牌，即私人或企业所设立的用作商业或信息介
绍的标牌。为了精确解读语言标牌信息，我们将
对分类过后的语言标牌按照语言种类、优势语
码、标牌功能等特征对所得标牌进行编码。在编
码过程中，依据Backhaus（2007）的个体法将有明
显边框的语言标牌作为一个计量单位[5]，并对各
类标牌的频数及所占百分比进行统计分析。

除照片作为数据外，研究者还对该地区外
籍人士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部分研究对象进
行访谈，了解他们对于该地区语言景观的态
度。研究者还走访了宾王社区街道办事处相关
工作人员，了解研究区域的定位、人口信息等状
况，并且采访了商店标牌制作者以及不同年龄
层次和国籍的外国人，了解标牌制作者的动机
和读者的态度。

（三）分析框架
（1）Lefebvre“三维空间”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Henri Lefebvre认为空间是社

会关系的一种产物，其形成受不同群体权力斗争
的影响。他将空间划分为三个部分：（1）感知空
间，指的是具有物理形态可测量的社会空间；（2）
构想空间，指的是由科学家、规划家、工程师、政

治家等不同决策者构建的概念化空间；（3）生活
空间，指的是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所生活的空间[6]。

Trumper-Hecht认为语言景观的形成也可以
参照空间的三维概念加以诠释。语言是种族身
份的象征，会成为不同语言族群权势斗争的焦
点，比如维护本族语言在公共空间的主导性，或
者争取一定程度的能见性。Trumper-Hecht 认为
语言景观研究可以考察与“三维空间”相对应的
三个维度：（1）实体维度，对应“感知空间”，考察
可观察和记录的标牌语言的实际分布情况。（2）
政治维度，对应“构想空间”，考察不同决策者的
意识形态如何影响语言景观的构建。（3）体验维
度，对应“生活空间”，考察居民或语言使用者对
语言景观的态度和理解[7]。

（2）Scollon&Scollon“语码取向”
Lefebvre“三维空间”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语

言景观研究的宏观框架，在对多语标牌进行微观
语言分析时，Scollon&Scollon（2003）的“场所符号
学”理论，尤其是其中的“语码取向”可以较好地
反映多语标牌中语码形式与语码地位的关系。
他们认为不同语码在物理空间中的置放方式可
以反映其优先关系。例如，中心包围式的标牌
中，中心位置的为优势语码，边缘位置的为弱势
语码；上下排列式的标牌中，上端位置的为优势
语码，下端位置的为弱势语码；左右排列式的标
牌中，左端位置的通常为优势语码，右端的为弱
势语码（书写方向从右到左反之）[8]。此外，字体
大小和颜色等因素也能影响语码的突显性，比如
字体较大、颜色鲜艳醒目的为优势语码。

三、结果与讨论

（一）标牌语言分布情况
义乌市“异国风情街”标牌语言种类众多，出

现了汉语、英语、阿拉伯语、日语、韩语、维语等十
几种语言，标牌语言组合模式多元化，呈现汉、
英、阿、汉英、汉阿、汉英阿、汉日、汉韩等十几种
组合模式。具体来说，在我们拍摄到的568块标
牌中，单汉语标牌占38.7%，汉英和英语标牌占
30.2和7.1%；其余按照所占比例大小排列的依次
是汉英阿标牌，占9.2%；汉阿标牌，占5.6%。如
表1所示。

许文强：义乌市“异国风情街”语言景观实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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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标牌中，汉语共出现 502 次，占比
54.8%；英语出现277次，占比30.2%；阿拉伯语出
现106次，占比11.6%；日语、韩语、维语和其他语

种在该地区的语言景观中出现次数较少，各占比
0.6%、1.2%、1.1%、0.4%。各种语言在“异国风情
街”标牌的分布见表2。

表1“异国风情街”语言组合形式

语言形式

汉语

英语

阿拉伯语

汉英

汉阿

汉维

汉韩

汉日

英阿

汉英阿

汉英日

汉英韩

其他

数量

220
40
15
171
32
10
8
2
7
52
4
3
4

所占比例/%
38.7
7.1
2.6
30.2
5.6
1.7
1.4
0.3
1.3
9.2
0.7
0.5
0.7

表2 各语码出现频次统计

语码
汉语
英语

阿拉伯语
日语
韩语
维语
其他

数量
502
277
106
6
11
10
4

频率
54.8%
30.2%
11.6%
0.6%
1.2%
1.1%
0.4%

我们依据 Scollon&Scollon（2003）的语码取
向，根据标牌语码的位置、大小和配色等因素
来确定多语标牌的优势语码，结果如表 3 所
示。在279块多语标牌中，优势语码主要有汉
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其中，以汉语作为优势
语码的标牌有196块，占比70.2% ，其次是英语

75块，占比26.9%，以阿拉伯语作为优势语码的
标牌有8块，仅占比2.9%。在汉语参与构建的
所有标牌中，汉语多居于主导地位，英语居于
第二主导地位，阿拉伯语虽然应用广泛，但与
汉语和英语同时出现时优势地位被削弱，多居
于从属地位。

表3“异国风情街”多语标牌的优势语码

标牌语码

汉英
汉阿

汉英阿
汉英日
汉英韩
英阿
汉维
合计

数量

171
32
52
4
3
7
10
279

优势语码
汉
117
26
37
3
3
/
10
196

英
54
/
15
1
0
5
/
75

阿
/
6
0
/
/
2
/
8

日
/
/
/
0
/
/
/
0

韩
/
/
/
/
0
/
/
0

维
/
/
/
/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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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表1、表2和表3的数据和问卷结果来
看，“异国风情街”的语言景观多语现象显著，出
现了汉语、英语、阿拉伯语、法语、日语、韩语、维
语、波斯语等十几种语言，反映了该地区语言生
活的多样化和复杂性。由于该地区的地理人口
优势以及官方政策取向，汉语是该地区的官方用
语，也是该地区语言景观中能见度最高的语言，
在多语博弈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英语是该地区
语言景观中能见度最高的外语，是该地区中外日
常商贸活动的主要辅助用语，实用价值高；阿拉
伯语虽然在该地语言景观中可视程度弱于汉语
和英语，但该地区外籍客商主要来自中东地区，
由于该语言族群的使用和支持，所以在该地区也
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无论是本土商铺还是定居
该地外籍人士经营的商铺，大多会在标牌语言中
给予阿拉伯语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场所居于优
势地位；日语、韩语、维语同属该地区的弱势语
码，也反映了该语言族群在该地的数量劣势。

（二）官方和非官方语言景观创设机制
将标牌划分为官方标牌和非官方标牌以考

察不同设立机构和不同功能标牌的语码分布异
同，结果如表4所示。官方设立的语言标牌，包
括路牌、指示牌、建筑名、标语等绝大多数使用
汉语单语或汉英双语，汉语在所有官方设立的
多语标牌中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非官方标
牌，主要是一些店铺和商业机构设立的招牌和
广告，其语言选择和语言偏好较官方标牌更为
多样化。除了常见的汉语单语标牌和汉英双语
标牌，非官方标牌中还出现了不少英语单语标
牌、阿拉伯语单语标牌，以及汉阿双语标牌和汉
英阿三语标牌，日语、汉语、维语等在私人标牌
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呈现。总体来看汉语在非官
方标牌仍然保持优势地位，但其优势地位较官
方标牌相比为弱，英语和阿拉伯语的地位得到
凸显，在一些商铺招牌中成为优势语言的概率
增大。

表4 官方和非官方标牌的语码分布

设立机构
类别
汉语
英语

阿拉伯语
汉英
汉阿
汉维
汉韩
汉日
英阿

汉英阿
汉英日
汉英韩
其他
合计

官方（n=144）
路牌
23
0
0
26
0
0
0
0
0
0
0
0
0
49

指示牌
12
0
0
13
0
0
0
0
0
0
0
0
0
25

警示牌
11
0
0
17
0
0
0
0
0
0
0
0
0
28

建筑名
19
0
0
11
0
0
0
0
0
0
0
0
0
30

标语
1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12

非官方（n=424）
店牌
102
33
11
68
26
7
6
2
6
31
4
3
4

303

广告
43
7
4
34
6
3
2
0
1
21
0
0
0

121
从宏观角度来看，该地区官方标牌和非官

方标牌呈现较为一致的语码地位关系，在多语
角力的格局中脱颖而出的优势语码依次为汉
语、英语、阿拉伯语。但从微观来看，官方和非
官方标牌在语言种类、语言组合型式和语言偏
好等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官方标牌语言
反映了显性的语言政策及官方意识形态，而私
人标牌语言则体现隐性的语言政策及“草根文
化认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法》第13条，各类名称牌、建筑物、指示牌、
标志牌、招牌、标语等牌匾用字应当使用规范汉
字；其他面向公众的公共设施用字用字，如确需
使用外文，应当与规范汉字、汉语拼音同时使
用。通过对宾王社区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
的访谈，研究者了解到，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落
实和义乌市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义乌市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不同部门各司其职，公安局、民
政局等积极推行并严格规范地名标志和道路交

许文强：义乌市“异国风情街”语言景观实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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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标识等官方标牌的标准化，保证其语言形式
严格遵守国家法规条例，其英译标准采用“汉语
拼音专名+英语通名”和完全汉语拼音两种译法
（如图1和图2），集中体现了官方意志和权力。

指示牌、公告牌等官方标牌也大多配备英语翻
译，可以反映出当地政府部门重视英语的地位，
将英语作为树立国际化城市形象以及服务外籍
人员的工具。

图1“汉语拼音专名+英语通名”译法 图2 完全汉语拼音译法

对店主的访谈结果显示，受经济因素驱动，
大多数店牌在其招牌、广告海报的制作上添加
不同的外文翻译主要是为了吸引消费者，如一
些外籍人士经营的清真餐厅和穆斯林日常用品
的商店，经常会在店牌和广告设计中给予阿拉
伯语优先地位，一方面表示对穆斯林群体的身
份认同，吸引该群体消费，从而实现经济利益

（如图3和图4），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在多语竞争
格局中为本民族文字争取一定的地位。但根据
相关条例，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官方意志，市场监
管局、行政执法局、城管委等部门对滥用外文等
的私人语言标牌进行定期的整顿和拆除，反映
了权力机构可以通过控制群体的语言使用来对
该群体实施管控。

图3 清真餐厅招牌上的阿拉伯语翻译 图4 穆斯林日用品商店海报上的阿拉伯语翻译

（三）语言景观和语言需求
本研究主要依靠问卷和访谈来获悉“异国风

情街”外籍人士对该地区语言景观的真实态度和
需求，共获得有效问卷88份。被调查对象主要
来自中东、南亚地区，包括伊朗（21人）、伊拉克
（15人）、摩洛哥（14人）、突尼斯（12人）、土耳其
（11人）、印度（10人）、斯里兰卡（5人）。其中男

性72人，女性16人；年龄主要分布在30-50岁之
间；主要操持英语、阿拉伯语、法语、波斯语以及
其他小语种；职业都是商人，其中有68人常年往
返于义乌和本国，20人长期定居义乌；83人会说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仅有5人只会一种语
言；78人在该地区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语言
是阿拉伯语。10人最常使用英语和其他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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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此外，71人具备不同程度的英语听说读写能
力，17人不具备英语听说读写能力；11人具备不
同程度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77人完全不具备
汉语听说读写能力。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义乌市“异国风情街”往
来的外籍人士大多具备多语能力，但不同语言在
该地区的活跃度程度和地位是不同的。首先，由
于中东客商在该地区外籍人士中比例最高，且本
土许多外贸公司为这部分人群配备了翻译，因此
无论是与同乡的日常交流还是与中国本土商人
合作过程中，阿拉伯语都是该地区绝大部分外籍
人士最常使用的语言，英语次之，是外籍人士在
该地公安机关办理信息登记、酒店住宿以及日常
出行、就餐购物等需要与当地居民交流最常使用
的语言。至于对该地区语言标识的态度，有
35.4%的受访者表示完全看不懂，33.6%表示仅
能看懂很少一部分，21.5%表示能够看懂一部分，
5.5%表示自己能看懂大部分，仅有4%表示自己
能完全看懂社区里的语言标识。此外，还有
84.3%的受访者表示外出购物就餐时更愿意选择
用自己母语书写标牌的店铺，这能使他们获得一
种身份上的认同感。

综合问卷和访谈结果，研究者发现该地区外
籍人士融入本地社会困难较大，主要原因之一便
是语言问题。官方部门虽然重视构建语言桥梁，
一方面不仅将英语作为服务外籍人员的主要沟
通工具，还定期组织外籍人士学习汉语并开展关

爱外籍人士子女公益活动，但另一方面，有关部
门在语言景观建设和外语翻译服务方面的努力
还有待加强。调查结果显示，外籍人士迫切需要
完善多语标识和多语服务的场所主要是政府机
构、公共交通、医院、银行、餐馆、宾馆、超市等，需
要政府和社区管理者共同的支持。

四、结语

跨国多语社区是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加强
和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必然产物，义乌市“异
国风情街”是该类言语社区的典型代表，语言生
态和语言问题错综复杂，也对该类社区语言管理
和服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如何科学规
划各种语言在多语社区语言景观中的分布，如何
维护不同群体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和权利，如何
给予非官方标牌语言选择一定的自由度的同时
加强对其语言的引导和规范，对于构建开放包容
的国际化城市形象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
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跨国多语社区是联通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桥梁，当地政府部
门有必要从社区基层语言管理着手，重视外籍人
员语言需求，回应并解决语言问题，合理规划民
族语言、世界通用语和强势外语之间的地位关
系，利用语言景观传播国家政策，从而助力国家
层面语言战略和规划目标的实现，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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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d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actuality in Binwang Business
District（also known as“Exotic Street”）, one of the main areas for foreign immigrants in Yiwu city.
According to Lefebvre’s“three- dimensional space” framework, the author explored the languag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igns in this area, the creation mechanism of the language landscape and the attitude of
foreigners towards the language landscap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nguage landscape of“exotic street”is
significantly multilingual, and the dominant languages that stand out in the multilingual game are Chinese,
English and Arabic in order. The creation of official language signs mainly reflects the official will and
power, while the creation of unofficial signs is mainly driven by economic interests. In addition, the problem
of language services for foreigners still needs to be solved. The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management.

Key words: linguistic landscape; multilingual community; language planning

Linguistic Landscape Investigation of“Exotic Street”inYiwu City

XU Wenqia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 Introduction to China is a compulsory course in foreign students’education, but in the class
there are abundant problems. Proper teaching approach is a prominent proble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pproach cannot be so effective to deliver abundant contents in limited teaching time.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shortness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pproach, the study focuses on a new approach named as‘Motivate
– Exchange’mode, assisted by the new media (wechat). The new approach includes three parts:‘thinking’
before class;‘teaching’,‘sharing’,‘discussing’ in class;‘assessing’after class. Through this new
approach, the time of communication and self-study for students are increased. This mode motivates foreign
students to learn by themselves and‘internalize’the knowledge.

Key words: Introduction to China; Motivate – Exchange Mode; Wechat

The Practical Study of‘Motivate-Exchange’Teaching Approachwith
WechatOn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China

CHEN Dan
（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Yiwu 322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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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加权马尔科夫模型的浙江省CPI预测

王 平，张小梅

（武汉理工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研究地区CPI的变化趋势，对全面把握地区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保持CPI基本稳定，维

护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传统马尔科夫预测模型存在对历史数据均衡看待，且预测结果比较笼统

的问题，对不同特点的历史数据加权重和模糊数学处理预测结果的方法进行了改进，并用改进后的模型对浙江省CPI

进行了预测，由模型预测得到2019年4月浙江省CPI为1.973%。

关键词：CPI；预测；马尔科夫链；权重；模糊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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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反映居民家庭
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
况的宏观经济指标。CPI与居民的经济生活有
着密切的关系，也是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晴雨
表，CPI过高或过低都反映出经济运行不正常，
都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CPI过高，表明
物价整体水平较高，对于老百姓来说，收入遭到
了缩水，购买能力下降，生活成本增加，生活水平
出现下降。从表面看，物价的上涨使生产者的利
润空间增大，盈利能力变强，对企业有利，但实际
上随着物价的上涨，民众的消费意愿也会下降，
对商品的需求量减少，生产者的产品销售量也会
相应下降，导致企业库存积压，资金无法回笼，生
产无法完全延续或扩大。同时，原材料的价格也
在上涨，企业的生产成本会增加，生产者并不能
在物价上涨中获得多少利益，相反会影响他们正
常的生产和经营，也使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处于不
利的状态。CPI过低，表明物价整体水平较低，
老百姓的购买力增强，看起来短期内民众得到了
实惠，福利水平提高了，但从长远看对老百姓也
是不利的。物价下降，导致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
挤压，盈利能力降低，挫伤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

极性，不得不削减产能，使得社会供应量减少，物
价就会出现反弹。此外也会导致社会用工量的
减少，失业率上升，职工的整体收入水平下降，老
百姓的购买力反而降低，生活质量下降，最终使
老百姓陷于不利的境地。对于宏观经济而言，
CPI过低，市场银根紧缩，货币流动速度降低，消
费不振，经济增长乏力。因此，保持CPI在合理
的区间运行至关重要。

科学预测CPI变化趋势，对全面把握宏观经
济运行状态，进而采取对应的调控政策和措施，
保障民生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等具有重要
的意义。关于CPI预测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大
量研究，主要方法有：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1]、向
量自回归模型[2]、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3]、灰色
模型[4]、马尔科夫模型[5]、神经网络[6]、支持向量机[7]

等，但都不尽如人意。其中，马尔科夫预测模型
是通过对大量的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推断事物
的未来走势，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
传统的马尔科夫预测模型忽视了不同特点的历
史数据对推断事物后期发展的影响不同，并且只
能对事物的发展趋势作定性分析。本研究采用
对不同的历史数据加权和借鉴模糊数学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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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传统马尔科夫预测模型进行改进，使其
能体现不同特点的历史数据对预测结果的影响
程度，并借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预测对象进行定
量分析。最后，运用改进后的马尔科夫预测模型
对浙江省CPI走势进行预测。

一、加权马尔科夫预测模型

马尔科夫过程是研究事物状态及状态转移
规律的统计特性理论，它通过不同状态的初始概
率及状态的转移概率来确定状态之间的变化趋
势，以达到预测事物未来发展状况的目的。马尔
科夫链最基本的特征是无后效性。马尔科夫理
论认为，事物的“将来”状态只与“现在”的状态有
关，与“过去”的状态无关，即系统变量t+s时刻的
一个状态值只与前t个时刻的状态相关，而与t时
刻以前的状态无关。马尔科夫预测模型的基本
原理是：依据变量的前若干时段的状态值，对变
量的后某一时段的状态进行预测。传统的马尔
科夫预测模型只能用作变量的定性预测，并且将
变量之前各时刻的状态值对后续预测的影响均
衡对待，没有考虑不同时刻变量的状态值对预测
后面状态值的作用不同，应用范围受到了一定的
限制，预测精度也不尽如人意。本研究采用改进
的加权马尔科夫预测模型预测变量发展趋势，其
一，对变量在不同时刻数据依据特点采用不同的
权重，合理利用全部已知信息；其二，运用模糊数
学中的级别特征值法定量计算预测目标的具体
值，以提高方法的适用性。加权马尔科夫预测方
法具体步骤如下。

（一）系统变量状态划分
一般根据变量 xi 的已知样本的均值 μ 和标

准差 σ，将变量状态值划分为若干级别。本研究
将浙江省CPI划分为5个级别，具体如表1所示。

（二）计算1步（基准时刻）和多步状态转移
概率矩阵

1步状态转移概率矩阵 P1 ={ }pij ，其中：

Pij = Sij∑s
（1）

式中，Sij 为数据样本中状态 Si 经过1步转

移到状态 Sj 的个数，∑si 表示状态 Si 在样本中

出现的总次数。
n步状态转移概率矩阵为：
Pn =Pn

1 （2）

（三）计算各阶的自相关系数
阶数是为预测系统变量而选取的状态转移

的步数，也就是从某一时刻算起，到预测目标的
级数，阶数也成为滞后期或步长，一般取4-6，各
阶的自相关系数为：

rk =
∑
i = 1

n - k
（xi - μ）（xi + k - μ）

∑
i = 1

n - k
（xi - μ）2∑

i = 1

n - k
（xi + k - μ）2

（3）

式中，rk 为阶自相关系数，n 为系统变量的
样本长度。

（四）计算各阶的权重
所选取系统变量各时段值（阶数）的权重为：

wi = || rk

∑
k = 1

m

|| rk
（4）

式中，m为预测时需要计算的最大阶数。
（五）构建预测状态转移概率矩阵
根据求出不同步长的状态转移概率矩阵，以

第一个选定的基本时刻为初始状态，结合各阶的
状态转移概率矩阵，以及滞后时刻的各个状态，
构建预测状态转移概率矩阵。

P ={ }P（k）
i （5）

式中，k 为步长；P（k）
i 为状况 Si 第 k 阶的概

率值（预测状态转移概率矩阵中第 k 行第 i 列的
概率值）。

（六）计算预测变量处于各状态的概率
预测变量各状态的概率为其在预测状态转

移概率矩阵中各阶状况转移概率与对应的权重
之积的和，即：

表1 变量的状况级别划分标准

状态

S1

S2

S3

S4

S5

状况值区间

xi ＜ μ -1.0 σ

μ -1.0 σ ≤ xi ＜ μ -0.5 σ

μ -0.5 σ ≤ xi ＜ μ +0.5 σ

μ +0.5 σ ≤ xi ＜ μ +1.0 σ

xi ＞ μ +1.0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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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
k = 1

m

wkP
（k）
i （6）

转移概率最大的状态即为预测目标对应的
状态。

（七）求级别特征值
首先计算各阶的模糊数：

di = Pη

i

∑
k = 1

m

Pη

i

（7）

式中，di 为各阶对应的模糊数，η 为最大概

率作用指数，其值越大，越能突出最大概率作用，
一般 η = 2 或4。

于是，级别特征值为：

H =∑
i = 1

m

i × di （8）

（八）求变量的预测值
变量在 t + x时刻的预测值为：

x（t + s）
i =

ì

í

î

ïï
ïï

TiHi

i + 0.5 Hi > i
BiHi

i - 0.5 Hi < i
（9）

式中，Ti 和 Bi 分别为状态 Si 的上、下限，i

为状态级别。

二、浙江省CPI走势预测

图1为2015年1月-2019年3月浙江省CPI
走势图（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局），从图2可
知，在这51个月内浙江省CPI基本稳定，最小为
0%，最大为3.3%，仅1个月超过 3%，其余都小于
3%，基本在国际公认的恰当范围内，说明4年多
来浙江省经济运行状态良好。以这51个月浙江
省CPI资料为基础，利用加权马尔科夫模型预测
浙江省2019年4月的CPI。

图1 2015年1月-2019年3月浙江省CPI走势

通过计算，在这51个月中，CPI的平均值 μ =

1.8020%，标准差 σ =0.49739，根据表1中的CPI
状 态 划 分 方 法 ，将 CPI 状 态 划 分 为
S1、S2、S3、S4、S5 ，它们的界定范围如下：

S1 ∈ ( ]-∞，1.3046 ；

S2 ∈ ( ]1.3046，1.5533；

S5 ∈ ( ]2.2994， +∞ 。

则这 51 月 CPI 状态级别划分结果如表 2
所示。

取步长为5，即时滞为5个月，也就是以预测
目标前5个月的状态为参考。计算1-5步的转移
概率。以1步转移概率为例：

确定 P11 的值，也就是一步转移概率矩阵中

第1列第1行的概率值。

S3 ∈ ( ]1.5533，2.0507 ；

S4 ∈ ( ]2.0507，2.2994 ；

王 平，张小梅：基于加权马尔科夫模型的浙江省CPI预测

55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P11 = s11（1） ∕ s1 ，s11（1）表示样本中状态 S1
经过1步转移到状态 S1 的次数，s 1 表示状态 S1
在样本中出现的总次数，当 S1 出现在数据序列

的最后一位时，则不计入s 1 中计算。

从表2可知，S1 经过1步转移到状态 S1 的次

数共有4次，分别为2015年的1月到2月、2到3

表2 2015年1月-2019年3月浙江省CPI状态级别划分

2015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PI
0.0
0.8
0.9
1.2
1.1
1.4
1.6
1.9
1.7
1.7
2.0
2.5

状态

S1

S1

S1

S1

S1

S2

S2

S3

S3

S3

S3

S4

2016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PI
2.0
2.5
2.3
2.0
1.5
1.5
1.4
1.4
2.0
2.0
2.4
2.1

状态

S3

S4

S3

S3

S2

S2

S2

S2

S3

S3

S4

S3

2017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PI
2.8
1.3
1.6
1.9
2.4
2.2
2.1
2.2
2.0
2.4
2.2
2.4

状态

S5
S1

S2
S3

S4

S3

S3

S3

S3

S4

S3

S4

2018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PI
1.7
3.3
2.3
2.2
1.8
2.0
2.0
2.2
2.9
2.8
2.2
2.0

状态

S2

S5

S4

S3

S3

S3

S3

S3

S5

S5
S3
S3

2019
月份

1
2
3

CPI
2.1
1.6
2.5

状态

S3

S2
S4

月、3到4月、4到5月，S1 在样本中共出现6次，

且未出现在最后一位，故 P11 =4/6=1/3。再看

P12 ，S1 经过1步转移到状态 S2 的次数为2次，分

别为2015年的5月到6月，2017年2月到3月，故
P12 =2/6=1/3，S1 经过1步转移到状态 S3 的次数

为0，故 P13 =0，S1 经过1步转移到状态 S4 的次数

为0，故 P14 =0，S1 经过1步转移到状态 S5 的次数

也为0，故 P15 =0。同理，可求得1步转移概率矩

阵 P1 中其它各行元素的值，根据计算的状态转

移 Pij ，于是可得到1步转移概率矩阵：

P1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ú

ú
2 ∕ 3 1 ∕ 3 0 0 0
0 4 ∕ 9 1 ∕ 3 1 ∕ 9 1 ∕ 9
0 4 ∕ 12 7 ∕ 12 1 ∕ 4 1 ∕ 12
0 1 ∕ 7 6 ∕ 7 0 0
1 ∕ 4 0 1 ∕ 4 1 ∕ 4 1 ∕ 4

根据1步转移概率矩阵P1可分别得到2步、
3步、4步、5步转移概率矩阵，依次如下：

P3 =P 3
1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ú

ú
11 ∕ 36 344 ∕ 1051 130 ∕ 567 19 ∕ 243 29 ∕ 486
29 ∕ 648 276 ∕ 1549 555 ∕ 1076 1010 ∕ 5961 271 ∕ 2951
29 ∕ 864 1261 ∕ 9253 511 ∕ 908 321 ∕ 1745 227 ∕ 2721
11 ∕ 504 357 ∕ 2578 772 ∕ 1323 197 ∕ 1134 187 ∕ 2268
25 ∕ 144 339 ∕ 1769 283 ∕ 672 270 ∕ 1901 433 ∕ 6048

求各阶的CPI自相关系数，即 k =5，由式（3）
求得到各阶的系数为 r1 =0.55700，r2 =0.50467，

r3 =0.24333，r4 =0.26492，r5 =0.08702。

根据各阶自相关系数由式（4）求得其权重为
w1 =0.33616，w2 =0.30458，w3 =0.14686，w4 =

0.15989，w5 =0.052518。

构建预测概率矩阵。由于滞后期为5阶，即

向前推5个月，因此，以2018年11月—2019年3
月的CPI所处的状态，构建相应的预测状态转移
概率矩阵，预测2019年4月的CPI。

预测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共有5行，第1行对
应1步状态转移矩阵，第2行对应2步状态转移
矩阵，第3行对应3步状态转移矩阵，第4行对
应4步状态转移矩阵，第5行对应5步状态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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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由于 2018 年 11 月的 CPI 处于状态 S3 ，故

取 P1 的第3行作为转移概率矩阵预测状态转

移概率矩阵的第1行；2018年 12月的CPI处于
状态 S3 ，取 P2 的第 3 行作为转移概率矩阵预

测状态转移概率矩阵的第2行；2019年 1月的
CPI处于状态 S3 ，取 P3 的第3行作为转移概率

矩阵预测状态转移概率矩阵的第3行；2019年
2月的CPI处于状态 S2 ，取 P4 的第2行作为转

移概率矩阵预测状态转移概率矩阵的第4行；

2019年 3月的CPI处于状态 S4 ，取 P5 的第4行

作为转移概率矩阵预测状态转移概率矩阵的
第5行。

计算 2019 年 4 月的 CPI 各状态的转移概
率。先将各阶的权重乘以预测概率转移矩阵对
应的行，再将预测概率转移矩阵各列相加，得到
各状态的最终状态转移概率，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状态 S3 的转移概率0.57577在所有

状态转移概率中最大，故2019年4月浙江省的
CPI处于状态 S3 。

表3 预测概率矩阵

初始年

2018/11
2018/12
2019/1
2019/2
2019/3

最终状况转移概率（加权和）

阶数/状态

1/S3
2/ S3
3/ S3
4/ S2
5 S4

权重

0.33616
0.30458
0.14686
0.15989
0.052518

预测状态转移概率矩阵

状态S3
0

1/48
29/864

120/2273
694/15561
0.02206

状态S2
1/12

367/3024
1261/9250
801/4966
305/2075
0.11851

状态S3
7/12
38/63

511/908
492/931
809/1474
0.57577

状态S4
1/4

19/108
321/1745
460/2679
211/1199
0.20133

状态S5
1/12

17/216
227/2721
98/1143
226/2713
0.08232

根据预测概率矩阵，求2019年 4月浙江省
CPI。首先计算级别特征值，由最综状态转移概
率，求各状态模糊数 di 。取 η =2.0，由式（7）-（8）

求得预测目标各状态的模糊数为：
d1 =0.001237；

d2 =0.035707；

d3 =0.842780；

d4 =0.10305；

d5 =0.017227。

于是，求得状况级别的特征值为：
H = 1 × 0.001237 + 2 × 0.035707 + 3 ×

0.842780+4×0.10305+5×0.017227=3.0994。
由于 H = 3.0993> i =3，所以，由式（9）求得

2019年4月浙江省的CPI预测值为：
x2019/4 =（2.2277×3.0993）/（3+0.5）=1.973 %。

2019年3月份浙江省的CPI较高，主要是猪
肉价格上涨较大造成的，4月份猪肉价格有所回

落，估计CPI也会随之下降，这一预测结果有一
定的可信度。

CPI是衡量市场上物价总水平变动情况的
一个指数，是用来观察经济中发生通货膨胀还是
通货紧缩的一个指标。保持CPI在一个合理水
平，对老百姓、对企业、对整个经济都有利。研究
CPI变化发展的趋势，对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状
况，保持CPI基本稳定，维护经济良好的秩序等
具有积极的作用。传统马尔科夫预测模型对历
史数据均等对待，限制了有价值信息作用的发
挥，且对预测目标只能作粗略估计。本研究采用
对不同历史数据加权重的方法改进，强调了有价
值信息的功用，充分利用了原始信息，同时运用
模糊数学的方法处理预测结果，使预测结果更加
具体细致。运用加权传统马尔科夫模型对浙江
省CPI进行了预测，预测得到：2019年4月浙江
省CPI增幅为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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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changing trend of regional CPI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regional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nd
measures, maintain the basic stability of CPI and mainta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the traditional Markov forecasting model has a balanced view of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forecasting results are relatively general, the method of weighted weight of historical data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ethod of fuzzy mathematics processing forecasting results are improved,
and the precipitation in Hangzhou is forecasted by the improved model. The model predicts that Zhejiang’s
CPI will be 1.973% in Apri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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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需发挥首位度区域的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来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绍兴

市越城区首位度提升问题的研究，对提升绍兴市大城市功能、有效融入杭州湾建设均有重大贡献。基于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文章对绍兴市越城区的首位度状况进行了评价分析，从激发越城区创新潜力和活力、进

一步提升越城区协调发展首位度、积极促进越城区绿色经济转型、致力营造越城区开放发展新阶段、全力打造越城区

共享发展新局面等方面提出了有效提升越城区首位度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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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首位度的概念最早于1939年由马克·
杰斐逊（M.Jefferson）提出，他将一个国家内人口
规模第一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比值称为
首位度，用来描述一个国家首位城市在全国范围
内发挥影响力的程度[1]。近几年，“首位度”已经
成为不少地方出台促进中心城市发展的热门词
汇。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提高南宁首位度，打造引领全区发展的核心增长
极”；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南京省会
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尤其是2019年
初，莱芜正式并入济南，更引起舆论热议，认为此
举将更好发挥省会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有利
于提高济南首位度。区域经济发展中，城市首位
度是较为权威的衡量标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
镇体系中的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
度。首位区域作为核心区域，凭借其集聚效应和
辐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2]。城市首位
度的研究主要基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关
键指标，通过关键指标的分析，了解地区首位度

发展的特色和短板，便于寻找城市发展的侧重
点。首位度的研究，对绍兴市越城区的进一步发
展极具时代意义：一方面，绍兴市作为杭州湾大
湾区重要城市之一，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关
键时期；另一方面，绍兴市三区两市一县发展不
平衡，越城区首位度不明显，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城市的发展和升级。本文以绍兴市越城区经济
发展质量为研究对象，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对越城区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分析，并提出针
对性的对策措施，以达到提升越城区首位度，促
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二、绍兴市越城区近年发展数据统计

改革开放40年来，绍兴市走上了快速发展
的道路。统计数据显示，40年来尤其是2008年
以来，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开、大城市建设的推
进、行政区划的调整，越城区空间规模、人口规模
不断扩大，人口集聚效应显著增强，经济实力不
断提升。本文选取2008年、2015年、2017年作为
关键年份提取有关数据（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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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数据可知，近十年越城区不管是区
域面积、人均 GDP、地方财政收入、进出口贸
易，互联网普及等都快速提高。常住人口增
多、居民收入提升、地方经济实力快速增长，都
说明了越城区近年建设质量的提高。五大发
展理念对越城区未来发展方向做出了更全面
的要求。越城区作为绍兴市的中心城区，需要
在经济、创新、人才、开放、交通等各个维度凸
显其集聚优势。

三、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绍兴市越城
区首位度经济发展指标统计及评价

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指经济增长，更注重
经济发展中的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发展度

突出的是区域创新发展能力的提升，协调度强
调区域经济发展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的协调，而持续度突出的是区域发展中经济
质量、形式、公平、共享的提升，主要包括绿色发
展水平、开放发展水平和共享发展水平三大方
面的发展进步。本文以2018年数据为基础，对
绍兴市越城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
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五个方面进行评
价分析。

（一）越城区“创新发展”首位度评价指标分析
提升创新发展水平主要在于创新基础、创新

投入、创新成效的提升。根据五大发展理念统计
评价指标体系[3]，选取“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
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等5项指标对“创新发展”首
位度进行评价，具体分析见表2。

表1 2008年、2015年、2017年越城区经济、社会关键指标

关键指标

越城区面积（平方公里）

地区生产总值

人口密度

人均GDP
地方一般财政收入

进出口总额

招商引资总额

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专利申请量/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宽带家庭占比

2008年
90.1平方公里

382.47亿元

0.4561
5.8687

4.24亿元

238.27亿美元

1223.5万美元

10.4
4046件/97.72

0.823

2015年
167平方公里

495.33亿元

0.2546
8.2010

21.96亿元

19.46亿美元

1490万美元

10.78
4224件/69.80

0.949

2017年
498平方公里

810.62亿元

0.1526
10.6689

62.85亿元

439.97亿元

31994万美元

10.9
6525件/85.88

0.952

表2 越城区2018年创新发展首位度关键指标

区域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越城区排名

关键指标

企业R&D经费支
出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重/%
1.24
1.33
1.84
1.68
2.37
3.48
6

百万人口发明专利申
请授权数/件

106.48
108.55
126.76
108.45
92.79
310.89

5

每万名就业人员中
R&D活动人员数

20.07
111.28
149.78
133.16
64.79
222.42

6

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占工业增加

值比重/%
92
69.5
157.4
115.4
38.8
101.1
4

本级财政科技拨
款占本级财政经
常性支出比重/%

1.29
6.75
5.19
8.15
5.24
7.9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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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的统计数据表明：绍兴市越城区在各
项指标排名中均没有优势，基本处于后几位甚
至末位排名。因此，越城区创新发展首位度不
明显。

（二）越城区“协调发展”首位度评价指标
分析

协调发展重点强调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的
协调发展。本文选取能体现协调发展内容的“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教育文化卫生支出占比财政
支出”“三产增加值占GDP比重”“居民消费占
GDP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项指标
作为关键指标来评价。具体分析见表3。

表3 越城区2018年协调发展首位度关键指标

区域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越城区排名

关键指标

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
82.78
71.64
67.03
62.24
56.03
59.28
1

教育文化卫生支出
占比财政支出%

37.13
33.84
39.26
36.11
31.24
30.59
2

三产增加值占
GDP比重

60.5166
0.4654
0.4185
0.4407
0.4285
0.4557

1

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

0.5623
0.2155
0.3976
0.3714
0.5346
0.4401

1

人均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5.9996
4.3221
4.2806
4.0412
3.9042
3.9705

1
表3统计数据显示，相较于其他县市区，在

协调发展首位度方面，越城区各项指标均处于领
先地位，只有“教育文化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
重”这一项指标略落后于上虞区。越城区“人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明显高于绍兴市其他
地区，其中部分原因是居住位置靠近市区的民众
更愿意在越城区消费，如平水镇、福全镇等，提高

了越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因此，越城区协
调发展首位度较为明显。

（三）越城区“绿色发展”首位度评价指标分析
加强绿色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

主要从节能减排及污染物治理的角度测度，本文
研究中主要选取了“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等
指标进行评价，见表4。

表4 越城区2018年绿色发展首位度关键指标

区域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越城区排名

关键指标

万元GDP能耗（吨
标准煤/万元）

0.0462
0.1908
0.1108
0.0459
0.0828
0.0817

2

空气质量优良率

0.79
0.8
0.82
0.80
0.89
0.91
6

城市污水处理规
模（万立方米/日）

90.4
90.6
22.5
24.75
16.05
15.35
2

节能环保支出占
财政支出比重

0.0179
0.0312
0.0174
0.0034
0.0108
0.0126

2

森林覆盖率

0.472
0.55
0.395
0.61
0.635
0.654
5

由表4统计数据可知，绍兴市三区两市一县
中，越城区政府比较重视城市污水处理规模、节
能环保支出等项目，工作比较扎实，但相较于其
他地区，尤其是嵊州、新昌两地，越城区的空气质
量优良率和森林覆盖率较低，这与地域所处地理

位置有关；越城区万元GDP能耗，优于柯桥上虞
等地。可得结论，相较于其他区市县，越城区绿
色发展首位度并不明显。

（四）越城区“开放发展”首位度评价指标分析
开放发展维度选取“出口占GDP比重”等4项

俞爱平：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绍兴市越城区首位度经济发展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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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作为开放发展的关键指标，具体分析见表5。

表5 越城区2018年开放发展首位度关键指标

区域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越城区排名

关键指标

出口占GDP比重

0.4759
0.5081
0.2878
0.2591
0.1863
0.3380

2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占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0.003848
0.00400
0.006115
0.003465
0.003768
0.00177

2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亿美元）

1.65
3.28
3.30
2.86
1.13
0.33
4

进口总额（亿元）

54.19
24.76
27.15
337.26
3.94
3.81
2

由表5数据统计显示，越城区开放发展综合
指数较好，出口占比、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及出口
总额等三项指标都位居绍兴各区市县第二位，但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资金相对排位较低。虽然有
部分历史传统原因导致转型升级过程中招商引
资吸引力不足，如越城区缺乏大型生产性企业、
传统成片的生产园区等，但同时也说明，越城区
新型开放型商业模式还没有完全形成。

（五）越城区“共享发展”首位度评价指标
分析

共享发展强调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
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选取

“城镇居民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
收入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地区信息化发展指
数”“卫生机构床位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目”4
项指标为关键指标，见表6。

表6 越城区2018年共享发展首位度关键指标

区域

越城区

柯桥区

上虞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越城区排名

关键指标

城镇居民收入占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

1.1289
1.1372
1.2802
1.2309
1.2021
1.2707

6

农村居民收入与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

0.6766
0.6641
0.6866
0.7038
0.6565
0.6411

3

信息化发展指数

96.94
91.97
95.34
94.15
92.44
94.55
1

卫生机构床位
数/张
7108
4285
3875
5754
3435
2604
1

医疗卫生机构/个
367
325
392
256
134
274
2

通过表6数据统计可知，越城区在信息化发
展、卫生机构床位数两项指标上有绝对的优势，
但“城镇居民收入占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在
绍兴全市排位最低，但此项数据各区县市差距并
不明显，也侧面反映绍兴地区共享发展总体较
好。绍兴市主要高校、市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
院都集中在越城区，是卫生机构床位数、医疗卫
生机构、信息化发展等首位度明显的原因。因

此，有效利用越城区内各大高校、医院等现有资
源，更凸显中心城市首位度效应。

四、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绍兴市
越城区首位度提升建议

（一）不断激发越城区创新潜力和活力
由于地域及历史的原因，越城区不能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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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一样强调制造型产业的首位度，而应该考虑
人才集中、市中心人口集中等优势，提升创新发
展的首位度，尤其是科技创新和人才创新[4]。

1.强化越城区基础研发和产业创新双动力
越城区传统产业支柱虽然不明显，但集聚了

绍兴文理学院等5所高校，有效利用高校资源，
可以做好诸多基础项目研发工作。如绍兴文理
学院和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都开设有纺织印
染相关专业，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有建筑类专业，
有先进的装配式建筑，有研发设备基础。通过强
化基础研发，做好新兴产业的创新，形成双动力，
推动越城区创新首位度的提升。

2.强化越城区开放式创新体系的建设
在“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越来越复杂，单

独依靠某一地区或者某个机构开展研发工作的
难度较大[5]。越城区作为绍兴市中心城区，紧邻
杭州、宁波、上海，背靠地区高校资源，依托湾区
经济建设，构建越城区开放式创新体系。如整合
省内科技创新资源，发挥区域科协、高校、科创大
走廊等资源的整合与协同作用，围绕新兴产业、
提高越城区在重大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
力，提升区域创新首位度。

3.强化创新人才高质量发展
若要有效提高创新发展首位度，实现创新成

果的转化能力，必须完善创新人才的引进培育机
制[6]。在区域研发机构建设、高新技术企业人才
引进、专利申请等方面加大力度、提高效率。建
立科学有效的创新人才管理机制，构建合理的创
新人才引进与流动机制。

（二）进一步提升越城区协调发展首位度
越城区协调发展指标中，教育文化卫生支出

占比虽不明显，但三产增加值的比重、人均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等指
标都说明越城区协调发展首位度较好。柯桥有
纺织印染业，上虞有化工产业，诸暨有袜业、珍珠
业、铜加工等产业，嵊州有领带服装、厨具电器、
机械电机三大传统主导产业，而作为中心城区，
越城区不能与之在传统产业上竞争，却可以作为
消费和服务的主要产出地，进一步提升第三产业
的比重，提高服务质量。

1.积极提升服务业协同增值竞争力
与柯桥、上虞等地区主导产业机构不同，越

城区自身具备的消费和第三产业的首位度明显，
积极构建提升服务业协同增值竞争力的体系，有
利于消费和服务等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
服务业为例，其核心竞争力在于内部掌握核心服
务技术的人力资源的价值增值[7]，所以面向服务
型企业的产业引导基金过程中，应更多地针对与
服务型企业有上下游产业链关联的企业进行组
合投资，以提高现有服务业融资需求获得量。

2.拉升消费内需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增长
消费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

力。以越城区旅游消费为例，作为5A级旅游景
区鲁迅故里等景点所在地，当前区域旅游经济虽
发展较好，但依托鲁迅故里等展开的全域旅游效
应并不明显，未能形成辐射面较大的经济区域。
鲁迅故里作为越城区旅游市场的核心要素和旅
游产业的主要业态，若要形成全域旅游，则必须
处处见景观、人人是导游，科学规划和管理区域
内与旅游产业有上下链条关系的餐饮服务业、酒
店住宿业、特色产业生产销售业、地区文化产业
等。要充分挖掘旅游资源，以旅游资源驱动型发
展模式促进越城区消费内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首位度[8]。

（三）积极促进越城区绿色经济转型
通过表4的数据分析可知，越城区当前空气

质量等指标仍有很大提高空间。要进一步加大
越城区绿色经济转型，更有效地提高绿色发展首
位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加强区域形象塑造，做好产业品牌绿色化
越城区旅游经济知名度较高，绍兴古城形象

深入人心，努力打造区域形象的绿色化，对进一
步推进越城区绿色经济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
用。一方面要树立绿色品牌意识，加强宣传，构
筑政府带动、企业联动、市场推动的发展格局，发
挥地方政府形象塑造的公共服务作用，建设外在
品牌形象；第二，要加强绍兴历史古城的文化产
业挖掘工作。文创产业作为绿色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应鼓励非遗、旅游文化等对地方经济的
品牌塑造作用，打造集收藏、参观、研究、销售等
于一体的博物馆、产业园等；第三，要在现有区域
品牌中，重点打造一到两个富有越城区地方特色
的绿色经济拳头品牌。

2.突出营运环境，力求园区经济绿色化

俞爱平：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绍兴市越城区首位度经济发展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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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城区应依托袍江新材料省级特色产业基
地、节能环保产业示范基地等载体，在高新技术纤
维、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药物等高新技术领域
有新的突破，推进“机器换人”，加快推进传统产业
的转型升级，力求园区绿色经济加速发展。

（四）致力营造越城区开放发展新阶段
从表5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越城区在出

口、进口总额及GDP占比、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
金等方面，与绍兴市其他县市区相比没有明显的
首位度，基本排名在第二位，意味着越城区对外
经济贸易等开放发展上存在着较多的不足，也一
定程度上意味着越城区欠缺促进地区开放经济、
出口创汇的企业或行业。

1.搭建平台，精准招商
越城区应该紧抓杭州湾湾区经济的战略机

遇，加快推进城区开放平台建设，营造开放发展
环境，精准招商。同时，应在行业转型升级过程
中，带动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出口创汇，建立与
国外政府和企业稳定的合作关系，比如可以设立
姐妹友好城市，树立城市开放形象。

2.对标一流，扩大招商
绍兴市地处杭州、宁波中间，越城区可以对

标附近宁波中心城区、杭州中心城区等开放发展
相对较好的省内一流城市，与一流城市进行资源
对接和共享推荐，引入引领性招商项目，打造城
市地标项目。不应仅限于绍兴市内进行资源共
享，应鼓励政府、企业、市场走出去。

（五）全力打造越城区共享发展新局面
由表6统计数据可知，受中心城区区位优势

的影响，越城区共享发展首位度较为明显。为更
有效地发挥共享首位度优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
入手。

1.建立越城区区域内一体化合作共享机制
在越城区一体化发展战略指导下，将越城区

中心城区与周边农村的发展协调统一，将人才、
医疗、技术等资源共享，提高地区民众的共享指
数。如进一步做好人民医院、中医院等三甲医院
资源双下沉工作；鼓励新兴科技人才带技术“下
乡”指导带动周边企业创新发展；中心城区高校
与周边地方经济企业发展人才共享，将专业人才
和地方企业发展需求有效结合，促进企业技术改
进等。

2.积极构建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当前越城区信息化发展指数虽表现较好，但

仍存在诸多不足。以医疗信息为例，绍兴市各大
医院和乡镇医疗机构之间，网络信息没有完全共
享，看就诊历史信息互通仍未实现，病人重复检
查费时费钱，更大的不良后果是可能延误病人最
好的诊疗时机。因此，还需要加强各领域信息共
享服务平台建设，同时在平台建设过程中加强个
人信息保护。

改革开放40年来，绍兴地区经济发展取得
了较大进步，三区两市一县的区划结构的调整，
让各区县市的经济发展各有侧重点。主城区的
首位度优势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探究的方面，本课
题因受研究时间所限，在加强首位度指标建设
上，仍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细节分析，加深对策建
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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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往会计信息系统侧重于协助财务人员完成会计核算任务。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企业对会计信息的

要求转变为通过运用管理会计工具方法，参与单位规划、决策、控制、评价活动并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信息，推动实

现单位战略规划。我国会计信息系统经历了会计电算化、ERP会计信息系统、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三个发展阶段，目前

以管理会计为设计方向的会计信息系统是战略管理、成本管理、预算管理、绩效管理和投资管理五大功能模块的有机

结合。未来我国会计信息系统将迎来财务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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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常被视为商业语言，因此会计信息系统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AIS）就是“情报语
言”，即提供信息的工具。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
来临，财务智能化进入了会计、审计和税务等工
作中，由机器自动化处理了众多原始凭证的录入
和核算工作，从而大大减轻了会计人员的工作任
务，提高了核算的准确度。目前，会计信息系统
更侧重于以会计核算为基础，通过对会计信息的
筛选和审核，参与单位规划、决策、控制和评价活
动并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信息。

二、会计信息系统的发展变革

（一）会计电算化阶段
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企业经济的发展，而且

孕育了我国会计电算化的萌芽期。传统的手工
核算逐渐难以适应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会计电算
化应用而生。该时期财务软件主要目标是把财
务人员从重复性的手工记账、算账、报账工作中
解脱出来，以DOS平台为主的软件应用局限于账
务、报表、工资三个模块[1]12。该阶段的特点是软
件通过完全模仿手工做账在单机上操作，每个模
块单独核算，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数据不能

共享，这也意味着该阶段只是会计数据的核算处
理，基于计算机的会计信息系统还没有形成。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商品化财务软件的蓬
勃发展，会计信息系统也引来了实质性的发展。
以“用友软件”为代表的财务与管理软件企业大
量涌现，促使了软件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为实现
财务部门内的信息收集、数据共享创造了有利的
条件。该阶段的核算型软件具备对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收入、成本和利润这六大会计要素
进行全部账务处理和报表输出的功能[1]13。核算
型软件实现了财务部门内的数据收集、核算和共
享，大大提高了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准确率。
企业通过该阶段的系统处理实现了事后核算和
分析，但是对企业业务和事项的事前预测、事中
决策还无法掌控。企业各部门的软件功能仅限
于进行部门内的业务核算和处理，部门之间无法
进行数据共享。共享性缺乏导致各相关部门的
资源无法达到利用最大化，企业各部门的数据形
成各自的“孤岛”，信息的同步整合和实时分析难
以达成[2]9。1996年4月，我国首次提出财务管理
软件应由“核算型”向“管理型”发展[2]8。“管理型”
软件的特点是软件的核心模块不再是财务部，而
是把企业财务信息与业务信息（即供应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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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采购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和存货核算
联系在一起，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企业财务
业务一体化将实现更大程度的数据共享，改变以
往会计信息系统只能对企业的经济交易活动进
行事后核算和分析的弊端。多部门数据的共享
满足了信息使用者对经济业务事前、事中和事后
的把控，有利于管理者的管理和决策。

（二）ERP会计信息系统阶段
1998-2008年是实现企业财务与管理软件

业务信息化和财务信息化的关键10年。这一阶
段，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电子商务经济的迅
猛发展，迫切要求会计信息处理的环境满足网络
性、即时性和共享性。企业迫切要求会计软件从
以核算为主的会计电算化向管理型会计信息化
转变。1998年，用友推出企业管理软件ERP（en-
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U8系统，ERP系
统改变了传统会计交易处理系统中仅关注财务
数据和会计交易，进而将企业所有经营活动集成
在一个会计信息系统中来协调和管理数据、业务
流程和资源。ERP系统软件的开发以模块化为
主，这种人性化的设计方便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添
加和减少模块。典型的ERP模块包括：财务（总
账和报告系统）、人力资源和工资、收入循环、支
付循环、生产循环、项目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系
统工具等。ERP系统通过在一个数据库中存储
企业的所有信息消除了部门之间的壁垒和简化
了信息流，同时确保数据可以同步输入到不同系
统，其采集和录入一次性完成，而非重复多次。
ERP系统可以在一个单一的数据访问结构中并
入多个权限和安全模式，消除了会计电算化软件
阶段数据库的安全保密性不足、财务数据极易暴
露、数据可能被随意查询和恶意修改等信息安全
问题。企业员工可以更快速地从部门外部获取
数据，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管理层对公司的各个
层面具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大的控制能力，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通过财务管理达到对企业
战略性管理的需求。

ERP阶段，我国会计信息系统的发展不但实
现了财务业务一体化，而且2009年4月财政部发
布的《关于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指导
意见》等一系列规则与制度促使了我国会计信息
系统迈向标准化和国际化。我国的会计信息系

统由最初的全盘引用国外财务软件的被动局面，
变为追赶国际准则，到本世纪初逐渐把我国的软
件设计标准变成国际通用标准，在会计信息系统
的规则制度中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三）管理会计信息系统阶段
近年来，人工智能逐步普及到各行各业中，

会计人员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利用职业判断力对
信息系统处理产生的数据和生成的报表进行后
续筛选和审核，以便提供专业化的建议。人工智
能（AI阶段）对会计工作的影响主要停留在会计
核算阶段上，该阶段会计信息软件设计趋向于管
理会计和信息技术相结合。管理会计信息系统
是指以企业的财务管理系统和供应链管理系统
为基础，借助计算机和网络等信息手段，对信息
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分析和报告等操作处理，
为企业有效开展管理会计活动提供有用信息支
持的各功能模块的有机结合。管理会计信息系
统基于以下模块：战略管理模块、成本管理模块、
预算管理模块、绩效管理管理和投资管理模块[3]。

1.战略管理模块
战略管理指对企业整体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和目标，以及资源分配做出决策和管理的过程。
企业战略一般分为三个层次，包括选择可竞争的
经营领域的总体战略、某经营具体竞争策略的业
务单位战略和设计各职能部门的职能战略。因
此，战略管理模块软件的设计通常以企业财务、
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之间
的因果关系为主要内容[4]。对于具体企业而言，
加强战略管理会计的应用有助于企业转型升
级。首先，企业核心管理者和会计人员需要转变
传统的管理会计观念，提升战略管理理念，不仅
让管理会计服务于内部经营活动，更需要统筹外
部资源，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其次，建立高
层—中层—基层三个层面的战略管理会计执行
队伍，高层人员通过运用战略管理会计提供的信
息进行企业战略制定；中层人员对企业战略进行
任务分解和监督执行；基层人员则负责具体实施
每个被分解的任务，同时对无增值的任务进行反
馈。最后，企业应梳理分析现有的业务流程，优
化内外部的管理环节，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2.成本管理模块
成本管理作为管理会计的一个模块，从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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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是管理会计的衍生。成本会计和管理会
计有着许多交叉的内容，比如管理会计中的预测
分析、决策分析和全面预算等与成本会计的成本
预测、成本决策、成本费用预算等相互交叉。同
样，成本会计体现的就是企业成本的控制和管理
的理念，这与管理会计相符。成本管控是管理会
计的基础，科学有效的成本管理将降低各类企业
生产和运作成本，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

3.预算管理模块
预算管理指以企业战略目标为导向，对企业

内部各部门的财务以及非财务资源进行全面的
预测和筹划，它通过业务、资金、信息、人才的整
合，明确责权，根据企业各部门实际所需合理分
配资源。预算管理通过把企业所有关键问题融
合于一个体系中进行有效的管控，实现企业资源
利用的最大化。预算管理顾名思义是对企业未
来一段时间内收支情况的预计，通过预算编制模
块（包括预算申报、审批、汇总、调整、最后发布等
一系列工作）；预算控制模块（包括预算执行过程
的跟踪和调整）；预算分析模块（包括采用多种分
析方法将预算数据与实际数据进行比对从而为
绩效考核提供有利的依据）。

4.绩效管理模块
绩效管理模块主要实现业绩评价和激励管

理过程中各要素的管理功能，其软件设置一般包
括业绩计划和激励计划的制定、业绩计划和激励
计划的执行控制、业绩评价与激励实施管理等，
为企业的绩效管理提供支持。当前，很多企业进
行绩效管理多年，但是成效适得其反，不仅没有
带来绩效的提升，反而给各级管理者造成了负
担，甚至引发了考核者和被考核者的矛盾，加深
了企业内部矛盾。究其原因，企业评价体系中考
核细则的针对性和合理性难以保障绩效考核的
公平性和公正性。智能时代下，会计信息系统在
软件设计中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势，一方面使企
业绩效考核指标的制定更科学更客观，另一方面
使绩效考核结果趋于数据化，让数据说话，使结
果和实际情况更匹配[5]。

5.投资管理模块
投资管理模块主要实现对企业投资项目进

行计划和控制的系统支持过程，其软件设置一般
包括投资计划的制定和对每个投资项目进行及

时管控等。投资决策是管理会计控制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既是企业管理控制中最基础的环节，
也是直接影响组织生存发展的核心环节。在投
资决策中，投资项目的预计收益和获得该收益的
概率是企业管理者关注的两大重点。通过对管
理会计中投资管理模块的完善和普及，采用软件
对管理会计信息进行有效的分析、加工和决策，
减少了人脑在思考过程中非理性影响。同时，会
计信息系统将投资信息转变成标准化的形式输
出，帮助信息使用者得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根据财政部 2014 年 10 月印发的《关于全
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我国
的管理会计体系是一个由理论、指引、人才、信
息化加服务市场构成的“4+1”管理会计有机系
统[6]。其中，理论体系是基础，指引体系是保
障，人才队伍是关键，信息系统是支撑，通过现
代化的信息化手段，充分实现会计和业务的有
机融合，支撑以管理会计为主的会计信息系统
的应用和发展。

三、我国会计信息系统发展趋势展望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云计算将应用于会计信息系统完成企业会计
核算、会计管理、会计决策等内容，助推企业会计
信息化建设。企业即将迎来财务云（financial
cloud）时代。以往，企业自行选择购买财务软件，
并将其安装在企业的电脑系统中进行财务处理。
在财务云的框架下，只需要将会计信息网络导入，
通过外包的形式选择不同的服务机构，比如会计
师事务所、财务公司等进行处理。企业可以根据
自身需求将数据分段打包，比如薪资数据包、固定
资产数据包、采购数据包、销售数据包等，上传至
财务云平台给外包公司处理。财务云形式的会
计信息系统带来的好处主要是以下几点。

1.降低了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成本。在财务
云形式下，企业不再需要购买昂贵的财务软件，
这就意味着企业不需要为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
设花费大量的财务，同时还无须承担信息系统的
维护工作。企业只需保证所有的电子设备连接
到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把财务工作外包给指
定公司进行定制化的财务处理。

宓海燕：会计信息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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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快地适应新的业务处理方法和会计准
则的变化。以往，企业通过更新会计软件来适应
新会计准则的变化，新业务产生也无法及时有相
应的软件模块进行有效的处理。会计事项或业
务的处理、会计准则的更新与会计信息系统的升
级更新往往无法同步，使得业务处理无法保证及
时性和准确性。云财务模式下，企业不仅可以根
据企业的新业务选择相应财务服务，同时也无需
担忧会计准则的更新问题。

3.企业之间的信息传递更加便利。越来越
多的企业之间的经济交易和企业与银行、税务、
工商之间的业务往来都将在网上完成。公司所
要采集的是电子数据而不是传统的纸质记录的
数据。云财务顺应了云端数据共享的趋势，同时

保证了数据传递的及时性。
4.大量的数据加强了企业会计控制。在云

财务模式下，企业之间的数据得以最大程度的共
享，企业不再成为“信息孤岛”。企业不但随时可
以查询到企业采购、销售、库存等内部数据，而且
还可以及时了解供货商、合作伙伴、代理商的外
部数据，内外结合，有效地加强了企业会计控制，
帮助企业信息使用者做出更准确的决策。

目前，不少企业仍对企业数据上云持观望态
度，主要是出于对会计信息安全的考虑。通过加
强云计算应用的安全性、国家相关标准及法规的
制定和对财务云运营商的监管等，企业在不久的
将来可以放心上云，会计信息系统也将迎来一个
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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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focused on collecting, storing, processing and
transferring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task of accounting. With the adven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the requirement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for enterprises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realization of strategic planning through the use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tools.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participates in planning, decision- making, control, evaluation activities and provides useful
information for information use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change of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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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Storm是当前流式大数据计算处理的主要平台，它配置了一个自动任务调度框架，但并未考虑到网络节点负

载不均衡，调度方式单一。文章提出了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将子拓扑中组件线程都分配到固定的

工作节点上；基于负载均衡任务调度策略，应用贪心策略选取资源数量最大的工作节点进行分配，实验结果表明此任

务调度策略具有较好的实时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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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物联网、
社交网络等在各个领域内都得到广泛应用，每天
都会产生海量数据，人们已经逐步进入了大数据
时代。大数据时代如何高效地处理海量数据已
经成为当前工业界以及学术界重点研究的方
向。大数据的计算模式包含批量计算、流式计
算、交互计算、图计算等，且当中以批量计算、流
式计算为主。批量计算一般处理存储在数据库
中的海量数据，适合应用在实时性较低的环境
下，常见的有Hadoop生态系统；流式计算以数据
流的方式计算进入到内存中的工作节点，只要数

据源保持活动状态就会持续不断的生成数据，且
无需进行存储，适用在实时性要求较高且处理窗
口局部数据的应用领域中。流式大数据平台可
以显著地提升在线数据密集型应用的用户体验，
因此被广泛应用在各类实时性要求严格的行业
领域中，如金融、证券领域等。

一、Storm模型框架

如图1所示，一个完整的Storm分布式系统
由4类节点组成：

图1 Storm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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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控节点。用户会将拓扑作业提交给主
控节点，直接将任务分配给工作节点，提供状态
获取接口。

（2）工作节点。是Supervisors运行的后台节
点，完成Nimbus分配任务的监听动作，属于分布
式部署。

（3）控制节点。是一个Web服务器，将计算
结果反馈给用户，并提供给制定端口网页服务。

（4）协调节点。负责所有节点的协调配置管
理，也是维持Storm系统稳定、实用性的关键因素。

二、任务调度优化

（一）Storm基本模型
1.Storm拓扑逻辑模型
拓扑结构一般都是应用二元组（C，S）来描

述，当中 C ={ }c1，c2，…，c || c 表示拓扑顶点集

合，每个顶点表示1个组件，符号定义为Spout或

Bolt；S ={ }s1,2，s1,3，…，s ||C - i, ||C 表示拓扑中有向

边集合，每个组件表示相邻组件间的数据流传
递。当 Si, j ∈ S→ ci，cj ∈C，i≠ j ，即表示 ci 组件

发送了数据，并由 cj 接收。因此就可以定义拓扑

逻辑模型为具备上述特征的有向无环图。
图2为一个Storm拓扑逻辑模型，图中组件

集 为 { }ca，cb，…，cg ， 数 据 流 集 为

{ }sa,c，sa,d，…，ce,g 。数据初始顶点 Spout 为：

ca，cb ，主要功能为数据的输入以及发送到流式

计算群待处理；其余的节点表示为Bolt，主要功

能为接收上一组件数据并将计算结果发送给下
一组件；数据流的终端节点 cf，cg 直接将结果展

示给用户或保存到数据库中。
假设任意组件 ci，cj，ck ，cj 是 ci，ck 的中间

组件，组件 ci 发送的数据可以经过 cj 组件到达 ck

组件，则表示组件 cj 的关联组件为 ci，ck 。例如

图2中的 cd 组件的关联组件为 ca，cb，cg ，组件

的关联组件为 ca，cf 。

2.流任务
在拓扑逻辑模型中，每个组件都可以并行处

理多个任务，且每个任务由一个工作线程处理。
而 对 于 其 中 任 意 的 组 件 ci ∈C ，存 在 任 务

Ti ={ }tt1，ti2，…，ti ||Ti ，当中 tij 表示 ci 运行的第 j

个任务，尤其是任务数量为1的组件 ci ，则可以

直接定义 Ti ={ }ti1 = ti 。其中任务关联则表示存

在上一任务流和下一任务流之间存在较大的数
据流关联。图3为图2中的任务拓扑实例模型，
例组件 cd 有三个任务：td1，td2，td3 ，因此任务关

联 以 td1 为 例 ，它 的 关 联 任 务 分 别 为

ta，tb，tg1，tg2 。子拓扑中各个组件必须存在数

据流，即子拓扑中任务是可以数据流动的。

（二）任务调度策略
在Storm集群中，资源都是由工作节点Su-

pervisor 构成的，slot 表示任务工作节点内存资
源，每个slot表示一个内存资源，且每个slot都只
能被一个线程（Work）占用。在每个slot中每个
Work则会包含多个Executor执行器，当中每个

图2 Storm拓扑逻辑模型

图3 拓扑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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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or执行器有很多个Task任务。Storm默认
的调度器为EventScheduler，它是通过轮询策略
来搜索集群中所有拓扑结构的工作节点，并将资
源较为均匀地分配给任务进程。

上述任务调度策略较为简单，任务分配较
为均匀，也已经被应用到较多的场景中，但上述
资源分配调度只是平均分配集群资源，并没有
充分考虑到具体任务对于磁盘、内存、CPU等需
求都不一样，甚至子拓扑结构的关联任务需求
资源都不一样，这就会给流式数据任务调度性
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当某些业务对于
CPU的需求较高时，若采用上述任务调度策略
就会致使子拓扑中的任务都运行在同一个工作
节点中，很容易发生集群工作节点负载不均衡
的现象。

（三）任务调度策略优化
为了更好地解决上述任务分配不均匀以及

负载不均衡问题，本研究提出了直接分配固定节
点的分配调度策略，该任务分配调度策略将子拓
扑中的计算组件强制运行在一个固定机器上，且
分配计算任务较为简单的子拓扑，这就可以促进
组件的维护管理；基于负载均衡策略，将子拓扑
中多个线程均衡地分配到集群的各个工作节点
上，这就可以确保组件可以获取到相似的线程数
量，以此来降低同性资源竞争，将一些对CPU需
求较大的相似组件分配到不同任务处理，以此来
获取到更加均衡的资源调度。

1.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
基于固定节点的直接分配调度策略则是

将子拓扑的组件线程都分配到一个固定的物
理节点上，避免元组在不同节点间传输，提高
任务调度的运维管理能力。子拓扑中组件固
定分配给某一个物理节点，当数据临近该物理
节点，就可以直接就近分配给该节点，以此降
低带宽开销；计算得到的数据结果Bolt直接分
配给该节点，提升数据存储速度。具体任务调
度优化步骤如下：

（1）目标定位。判断需求子拓扑是否已经上
传到集群资源上，并从Storm拓扑模型中找到需
求子拓扑进行下一步任务分配。

（2）确定目标是否需要分配。根据定位到的
目标子拓扑，判断其是否已经被任务调用分配

过：已经被调用过，则进入下一步；否则分配调度
资源。

（3）定位目标线程。要对需求子拓扑中线程
进行分配调度，已经被分配过线程不能被调度。

（4）目标组件分配确认。根据得到的需求子
拓扑所有组件的线程，并确认目标组件是否要被
分配资源。

（5）工作节点定位。在确认目标组件需要分
配资源后，找到分配的相关执行器，接下来定位
子拓扑进程节点。

（6）得到目标资源。根据上述定位到的目标
进程得到相关资源slot，并判断slot资源是否可
以满足子拓扑需求，当无法满足时要将已经被占
用的slot释放，供需求子拓扑调用。

（7）分配调度。循环上述过程，并将所有非
目标子拓扑的任务调度都分配给Storm的调度管
理器EventSchedule实现。

2.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
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应用贪心算法思

想，在每次对任务进行调度时尽可能地分配slot
数量最多的节点。定义符号 Li（i = 1，2，…，t）

Ki（i = 1，2，…，t）表示第 i 个子拓扑需求进程

数量，表示第 个子拓扑需求线程数量。任务调
度策略步骤如表1所示。

四、实验和评价

（一）实验环境
实验所用的Storm环境搭建在Linux虚拟机

中，Linxu虚拟机数量为6；Storm集群由1个Nim-
bus节点、5个 Supervisor 节点构成，内存为8G，
CPU为4核，每台服务器硬盘大小为80G。

（二）数据时间性能测试
将本文任务调度算法应用在实时性要求较

高的交通领域中，并从中获取得到上百亿海量的
车牌识别数据，并将其输入到集群系统中。将集
群计算组件Bolt的并行度设置为5，以此来测试
集群计算时间。从图4可以看出，数据处理时间
基本为0.6毫秒，波动范围很小，即一条实时数据
从传输到计算识别完成所需的时间，表明本系统
可以实时计算处理高并发数据流，具备非常好的
时间效率。

范秋生：大数据流式计算框架的任务调度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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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步骤

Storm拓扑逻辑模型需要资源的子拓扑进行提交，已经分配的子拓扑不处理；

循环获取得到子拓扑中进程数量 Ci =（i = 1，2，…，t），且计算每个子拓扑中组件的并行度之和
Si =（i = 1，2，…，t）

根据任务需求判定包含组件是否为特殊组件，例CPU需求较高的任务：如果属于特殊组件，调转到4；否则
调转到5
将特殊组件线程分配给不同线程，线程组件会均衡的分配到线程中，调转到6
根据每个线程可分配执行器数量，实现平均分配，并判断剩余线程数量

计算每个工作节点中可以使用到的内存资源Slot数量，并降序排列

判断当前节点是否已经被分配过：若第一次分配组件线程，则将其分配给资源数量最大的Slot；否则选择下
一个工作节点

当子拓扑中进程还存在线程未被分配调用，跳转循环步骤4到步骤7；否则跳转到9
当所有的子拓扑都已经被调度分配，或当前没有Slot数量可以被调用，结束上述过程；否则循环步骤3到步
骤8

（三）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
略评价

将某一个子拓扑作业“List”中的所有进程分

配到工作节点“storm-node”上，且提交该作业任
务给Nimbus节点，将并行度设置为5。表2表示
各个工作节点使用情况：在storm-node工作节点

图4 不同数据并发量下计算时间

表2 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调度结果

工作节点

storm-node
storm-node
storm-node
storm-node
storm-node

可用 slot
8
8
8
8
8

已用 slot
5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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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有一个进程，即list；其它工作都没有工作，
即集群中其它的slot都是闲置的。

通过将子拓扑list的并发度定义为2、4、6、8，
将该list提交到集群中，分别将引用sotrm默认的
调度器以及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
策略进行识别时延对比，实验结果如图5所示。

根据图5可知，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
度策略因降低了各个数据的网络关联度，明显地
降低了数据处理时延。

（四）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评价
为了更好测试集群负载均衡任务调度策略

的正确性，在当前集群环境中配置以下任务负

图5 不同并发下的两种调度器的处理时延

载，并实时记录各个集群的使用情况：
1.创建一个子拓扑T1，包含了一个spout（1

个任务），两个bolt（均为8个 task），定义并发度
为4；

2.创建一个子拓扑T2，包含了spout（1个任
务），3个bolt（前两个bolt为8个task，第三个bolt
为1个task），定义并发度为3；

3.创建一个子拓扑 T3，包含了 spout（1 个

任务），2 个 bolt（均为 8 个 task），定义并发度
为3；

在提交每个子拓扑作业后，集群中节点slot
数量的使用情况如表3，分析表3可知在完成T3
子拓扑提交后，集群中每个节点都应用了2个
slot。由此可得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可以将
子拓扑中作业进程平均分配给各个工作节点，且
在任务调度时，选择可用资源数量最大的节点进

表3 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

S-node
S-node1
S-node2
S-node3
S-node4

T1
可用 slot

8
8
8
8
8

已用 slot
1
1
1
1
0

T2
可用 slot

7
7
7
7
8

已用 slot
2
2
1
1
1

T3
可用 slot

5
5
5
6
6

已用 slot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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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配。
Storm是当前处理流式大数据的主要框架，广

泛应用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领域行业中。Storm
自带任务分配调度器未考虑现实环境中任务需

求以及负载均衡，这就会对任务调度性能产生比
较大的影响。文章提出了两种优化调度策略来
解决上述问题，实验结果表明具有较好的实时处
理效率，可以应用到行业领域的实际工作中。

参考文献：

[1] 鲁亮，于炯，卞琛，等. Storm环境下基于权重的任务调度算法[J]. 计算机应用，2018，38（3）：699-706.

[2] 鲁亮，于炯，卞琛，等. 大数据流式计算框架Storm的任务迁移策略[J].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8，55（1）：71-92.

[3] 孙怀英，虞慧群，范贵生，等. 大数据流计算环境下的低延时高可靠性的资源调度方法[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2017，43（6）：855-862.

[4] 蒲勇霖，于炯，王跃飞，等. 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下的阈值调控节能策略[J]. 计算机应用，2017，37（6）：1580-

1586，1598.

[5] 梁毅，侯颖，陈诚，等. 面向大数据流式计算的任务管理技术综述[J].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2017，39（2）：215-226.

[6] 杨秋吉，于俊清，莫斌生，等. 面向Storm的数据流编程模型与编译优化方法研究[J].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2016，38

（12）：2409-2418.

[7] 宋杰，孙宗哲，毛克明，等. MapReduce大数据处理平台与算法研究进展[J]. 软件学报，2017，28（3）：514-543.

[8] 孙大为，张广艳，郑纬民. 大数据流式计算：关键技术及系统实例[J]. 软件学报，2014，25（4）：839-862.

Abstract: Storm is the main addition to current stream-based large data computing. It configures an
automatic task scheduling framework, but it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unbalanced load of network nodes
and the single scheduling mode. In this paper, a task allocation and scheduling strategy for direct allocation
of fixed nodes is proposed, in which component threads in sub- topologies are allocated to fixed working
nodes. Based on load balancing task scheduling strategy, the greedy strategy is applied to select the largest
number of working nodes to allocate resourc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ask scheduling
strategy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effective. It has good real-tim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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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亚洲铜》是著名诗人海子的备受误解与争议的名诗。本文运用“语象”理论对该诗的诗歌结构、表现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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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亚洲铜》是一首短短的小诗，却是海子诗
歌中最出名的一首。以至于《海子诗全编》《海
子诗全集》等书都以之为开篇。但是这首诗之
所以有名，恐怕其引起的争议之烈也要贡献一
份影响吧。历来对这首诗赞誉有之，批评也有
之。事实上，正如西川在《海子诗全编》“编后
记”中指出“诗歌界一直存在”“对于海子诗歌价
值的怀疑”[1]1167，正是这种怀疑使称誉者的理由
显得主观片面，而批评者的理由则似乎更为客
观充分了。

对于众多从名家到不知名读者的，从正式
公开到私底下发表的对海子诗歌的批评、评论，
本文无意一一辨析。本文想做的是正面亮明自
己的立场与论证。本文认为对海子诗歌失读与
误读的重要原因在于方法系统的选择，以及细
读工夫做得不够。诗歌解析、研究的目的是用
尽量冷静客观的语言揭示诗歌的脉络结构，让
读者根据这个结构自行去完成对诗歌价值的判
断与赏析。这也就是我面对有些混杂凌乱、晦
涩难懂的海子诗歌，比如这首《亚洲铜》的时候
想做的事情。相信在这个老老实实的工作的基

础上，读者们自然会对那些曾经困惑我们的问
题作出判断。

二

对于《亚洲铜》的一个通常的批评是，“亚洲
铜”，这是一个抽象的地域名称与抽象的物质类
名的组合，不符合对诗歌意象具体、感性的要
求。这种批评固然有道理，但是它没有注意到在
当时诗歌界本身就发生过一场悄悄的反对意象
的变化[2]26。在这里我首先提出用“语象”这样既
有“语”又有“象”的比较具有开放性的概念取代
通常说的“意象”概念。这样做的原因也许一时
说不清楚，得另外撰文解释，但至少海子本人也
确曾反对过“意象”的概念，他说，“我觉得，当前
中国现代诗歌对意象的关注，损害甚至危及了她
的语言要求。”[1]1028

有过海子诗歌阅读经验的人都会承认，他的
诗是很难读，很难懂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
因，我认为是语象，或者说意象的拼接，跳跃，衍
生，其强度与幅度过大所致。这一点，我觉得可
能受顾城影响，或者说两者表现出某种相似。顾
城在《关于诗的现代技巧》中曾说道：“有一次，我
看到太阳，一下就掠过新鲜、圆、红、早晨等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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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念，想到了草莓、甜而熟的草莓，于是就产生
了这句话：‘太阳是甜的’。”[3]59在这里很清楚，由
于诗人感受的丰富性，在其“头脑”中瞬间产生了
很多意象，或者说语象，这些语象之间相互抱团、
干涉、拼接、衍生，最后产生的话语由于省略了中
间环节，就容易让人不知所云。

在海子那里，让我们举一个西川讲述的著名
的小故事为例。西川说：“海子的美学课很受欢
迎，在谈及想象这个问题时，他举例说明想象的
随意性：‘你们可以想象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
裤’。”[1]10这句话比顾城的“太阳是甜的”一句更令
人摸不着头脑，也更为复杂。而且像游泳裤这样
没有传统诗意的，甚至显得有些脏的东西出现在
诗中，难道是表达一种渎神的反文化姿态？再
者，海鸥的外形，与游泳裤的外形，相差甚远，从
喻体的相似性来说，这个比喻也不高明。海子到
底是怎么考虑的呢？我认为，这句话也体现了语
象的拼接、剪辑原则。这句话描写了海鸥，海鸥
一般是活动在海天之间的，大海，天空，海鸥飞
翔，这是我们可以锁定的现实场景。在这个现实
场景上，隐含了一上一下两个层次的区分：上面
一层是天，想象从天延伸到上帝，下面一层是海，
想象从海延伸到游泳，进一步延伸到游泳裤。海
鸥是存在于海天之间的鸟，这样两个层次的想象
就集中到海鸥身上，产生了海鸥是上帝的游泳裤
的拼接。

那么，这种拼接的诗意价值何在呢？是不是
光光为了拼接而拼接呢？进一步的思考有助于
发现语句深层的诗意。从上面一层的层次来说，
上帝是看不见的形而上的存在，从下一层的层次
来说，在海上游泳的人，和他的游泳裤是能够看
见的。当然，处于中间状态的海鸥，也是能够被
看见的。现在这个中间状态的海鸥，成了可见不
可见，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面的拼接线，它成
了上帝的游泳裤，也就是成了显现不可见的形而
上之物存在与运动的聚集点；我们都没见过上帝
游泳的样子，但没关系，因为海鸥是上帝的游泳
裤，你看到海鸥飞翔的样子，就知道上帝是怎么
游泳的。这样总体说来呈现的一个对比的境界
是：在广阔的海上人在游泳，而海上更广阔的天
空中是上帝穿着海鸥的游泳裤在游泳。这显然
是一幅意味深长的诗歌画图。

这种语象拼接、衍生诗艺的产生，归根到底
是由海子为人所不及的诗性思维的广度、深度和
复杂度所决定的。海子在《诗学：一份提纲》中一
开篇就说：“我写长诗总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
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也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
要说，这些元素和伟大材料的东西总会胀破我的
诗歌外壳。——我得舍弃我大部分的精神材料，
直到它们成为诗歌。”[1]1038在这段话里可以看得很
清楚，在海子的头脑中存在着太多的，用他自己
的话来说是元素和诗歌材料，这些内容物太多，
承受了太大的压力，以至于想要争先恐后地表达
出来。但是由于人类语言线性表达的限制，不可
能在一句话中说出所有的内容，所以很多东西只
能“舍弃”。但是海子本人在说上面这段话的时
候同样舍弃了很多东西，他没有指出我们所指出
的“语象的拼接”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他说“我
得舍弃……直到它们成为诗歌”，这句话意味着
海子很清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行成为诗歌
的，而不是诗人主观干涉的。这就是说，这些海
子说的诗歌材料、诗歌元素，它们都是有生命的，
它们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相互干涉、拼接、衍生，最
后成为我们看到的样子表现出来。这就很好理
解了。

三

在这种对海子的拼接艺术的理解的基础上，
我们来看看海子的名诗《亚洲铜》。这首诗写于
1984年10月，一共四段，全诗如下：

亚洲铜，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

这里

你是唯一一块埋人的地方

亚洲铜，亚洲铜

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

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亚洲铜，亚洲铜

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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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上的白鞋子

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

亚洲铜，亚洲铜

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

月亮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首先来看第一段。这一段字面意义非常简
单，关键是对“亚洲铜”这个词语的称谓和含义的
理解。指责的人说“亚洲铜”过于抽象，不符合意
象具体性的要求，肯定的人则认为“亚洲铜”指的
是黄土地以及黄土地下埋的铜器。这两种意见
都有道理。我们前面已经提出，“亚洲铜”不是意
象，而是语象，正因为是语象，所以一方面，它的
语词的能指层面也参与了诗意的生成，比如，

“铜”这个词的语音，与最后一节的击鼓的声音，
就存在着一种拟音的关系，从而可以产生某种诗
意；另一方面，正因为它是语象，所以比较抽象，
比较有开放性，不能被死板地限定为某种一成不
变的经验之物，而是可以具有多种理解，并且随
诗意的延伸而变化延伸。

对于第一段还要补充的一点是，这里一开篇
就是两个“亚洲铜”的叠用，这种叠用除了表现激
烈的情绪流之外，也生动地表现了语象拼接的紧
张语境。在这个紧张语境中，辅音语音t带头的
两个语象“土”和“铜”，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亚洲
铜”的两种含义，同时出现，相互争持，最后是

“铜”占据了上风并表现出来；但是，那个被抑制
的“土”的语象仍然转移到“你是唯一一块埋人的
地方”中的“埋”字上从而表现了出来。这其实就
是语象拼接的一个例子：“亚洲铜”里的“土”被扯
下来拼在“埋”字上了。

接下来看看在这种拼接原则作用下的诗意
衍生。第一段写“亚洲铜”是唯一一块埋人的地
方，但是第二段又说到鸟和海水，什么“主人是小
草”，“住在细小的腰上”，那就更是荒诞不通了。
但实际上这里和前面“海鸥是上帝游泳裤”中的
结构模式有点类似：第一段讲的是黄土，是下的
层次，后面一段就转到鸟，是上的层次，这里隐含
了一种上和下，静和动，束缚和自由，忠诚和理智
的对比，这种对比本身就是一种拼接，是诗意衍

生和衔接的手段；接着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段最后
一句是怎么回事。我们来解释这句诗中两个重
要的语象：“主人”与“秘密”。“主人”一词的出现
看起来很突然。我们可以联想到《一份提纲》中
海子对主奴关系的理论兴趣：“米开朗基罗塑造
了一系列奴隶——除裸体外身无一物的人——
主体与奴隶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1]1040，所以在此
出现“主人”一词并不奇怪，它的出现使沉默忠实
的“亚洲铜”，与“爱怀疑爱飞翔”的鸟儿们形成对
照，前者是奴隶，替主人看守着“野花的”秘密，但
又是什么秘密呢？关于“秘密”这个语象，在海子
小说体的诗歌《你是父亲的好女儿》中，表述得非
常清楚，这个作品一开篇就对草原上的野花作了
详细描写：“脚下这些野花，很碎很小……小得仿
佛已经进入了秘密深处，小得就是秘密自己。另
外有些野花，是紫红色的，黄色的，长得比较高，
一丛一丛的，凭借它们你可以预感到这附近一定
有一个大湖，可以预感到就隐藏在这周围的秘密
的泉水，她们就是一片大水在草原上走向自己故
乡时留下的隐秘的足迹，她们既想隐去，又不想
隐去。”[1]754

这样就很清楚了，野花的秘密在于它所隐藏
同时也是显现的泉水的踪迹，而泉水在本诗中显
然是从“亚洲铜”上走过，泉水像飞鸟一样走过

“亚洲铜”，留下后者看守自己秘密的踪迹。走到
哪里呢？“走向自己故乡”，显然，正如成语所说

“百川归海”，它是走向本诗中说的“淹没一切”的
“海水”那里。

综合以上分析，第二段呈现了一个忠诚、沉
默、厚实、固定不变的“亚洲铜”的形象，这个形
象与自由的小鸟及流动的海水形成一种上和
下，静和动，主和奴的对比，这种对比与前面游
泳裤的例子一样，也是一种两个层面的拼接，如
果说在前一个例子中游泳裤是起衔接作用的拼
接线的话，那么这里例子中青草就是起类似作
用的拼接线，因为它既扎根黄土，又面向蓝天。

接下来看本诗的第三段，这一段是对“亚洲
铜”发出吁请。这一段中“河流”这个语象是哪里
来的呢？很显然，是第二段中隐身的，没有出现
过，但被我们分析出来的秘密的泉水那里来的。

“白鸽子”则和上段的鸟儿是同位语。也就是说，
第三段又是对第二段的拼接与延伸。亚洲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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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的，沉默的，正因如此，所以要吁请它打破这
种状态，这也是情理之常。所以这一段使用的都
是吁请的语气：“亚洲铜，亚洲铜/看见了吗?……
让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穿上它干什
么呢？当然是穿上它与河流一起以轻灵的姿态
回到大海的广阔故乡去。

但是，“亚洲铜”这样一种抽象的语象，怎能
对它进行吁请呢？一个沉默的，固定的，没有脚
的形象，怎么能和飞鸟及河流一起奔向大海
呢？无论如何，这里存在着一个诗意上的欠
缺。在接下来的最后一段，也许诗人也已经意
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一段中“亚洲铜”的含
义又发生了新的转移与延伸，“亚洲铜”变成了

“心脏”：“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
脏叫做月亮”。

“亚洲铜”是怎样变成“心脏”的呢？这里意
义衍生的依据在于一系列的语象拼接：首先是

“亚洲铜”这个语象铿锵有力的语音与“咚咚”的
击鼓的鼓声发生了关联；击鼓又和跳舞发生关
联，因为人们常在击鼓的时候跳舞；跳舞的“跳”
又和心脏的跳动发生关联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语
象拼接，沉默的“亚洲铜”活起来了，心脏跳出了
埋在黄土下面的黑暗，上升到空中变成了“月
亮”。这样与前面天与地的对比呼应，又产生了
黑暗与光明（月亮）的对比，也就是说，第四段呼
应了第三段的吁请，跳舞的心脏呼应了“亚洲铜，
亚洲铜”鼓声的吁请，上升到天空中变成了月
亮。“月亮”也是海子喜欢的语象之一。太阳是
火，月亮是水，月照万川，月光如水，月亮是阴性
的，母性的，这是月亮和第三段的“河流”的关系，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月亮和吁请的目
标：大海故乡的关系。诗歌到月亮这里戛然止
步，但是整个境界也因此突然开阔高远起来。

四

骆一禾曾评价海子“自我和生命之间不存在
认识关系”[1]4，这个评价如果意味着海子已经超
越了作为通常语法、工具理性基础的对象性思
维、线性思维、单向思维的话，那么这是完全到位
的，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对海子
其人其诗作出公平的评价。“不知道这诗写些什

么”，“乱七八糟不知所云”，这也许就是我们阅读
海子诗歌的通常反应；但是，骆一禾的评语又绝
不等于说海子的思维就是混沌无序，充满原始冲
动和激情的一团浆糊。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
看到，在海子诗歌中同样存在着某种逻辑与法
则，我相信本文的研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
这种独特的逻辑与法则。比如，通过前面的研究
我们已经看到《亚洲铜》中存在的一个一上一下
的对比，这个对比又吸纳了诸如生与死、主与奴、
动与静、陆地与海洋、沉默与发声、黑暗与光明等
等这样一系列的对比围绕在它四周，形成了一个
复杂的意义空间，化用波德莱尔的说法是“语象
的森林”。在这个语象的森林中，海子的诗歌语
象不是僵化死亡的，而是活生生有自己的生命和
意志的，这些语象不断发生相互的干涉、纠缠、拼
接、衍生，用海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焦虑、和解、
对话”，最后才产生我们可以看到的诗歌文本。
对于我们读者来说，从这个固定僵硬的文本回复
到那个活生生的焦虑、和解、对话的诗意空间，是
诗歌解读与欣赏最主要的工作，用海子本人诗歌
中的含义来说，这个过程，也就是《亚洲铜》这首
诗本身所表达的从土地到河流再到大海的还乡
过程。

如果说，针对《亚洲铜》不够具体、实在的指
责，我们一定要为“亚洲铜”这个“意象”寻找一个

“客观对应物”，以便在我们读完全诗之后给我们
的头脑留下一个比较完整的感觉印象的话，那
么，我觉得这个客观对应物应该是“语言”，或者
说“诗歌”本身。这也就是说，《亚洲铜》也可以理
解为一首自我指涉的，关于诗歌本身的诗歌。黄
土地及其下面埋葬的死者与铜器，“象征”了旧
的，古典的，僵化死亡的民族语言与写作；河流

“象征”了一种新的，像河流一样欢快吟唱着的语
言和写作；而最后大海则是写作达到的最高境
界，是海子心目中的“覆盖一切”的大诗的境界。
在这首诗中，海子既表达了对民族传统的热爱与
眷恋，也表达了对新的艺术追求的热烈向往。如
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首诗，那么，海子本人写于
两年后的一段日记，可以说是对这首诗的最贴切
的注脚，他写道：“……旧语言旧诗歌中的平滑起
伏的节拍和歌唱性差不多已经死去了。死尸是
不能出土的，问题在于坟墓上的花枝和青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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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学和新语言新诗的诞生不仅取决于感性的
再造，还取决于意象与咏唱的合一……语言的姻

亲定在这个青月亮的夜里。即，人们应当关注和
审视语言自身，那宝石，水中的王……”[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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