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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业者经验是创业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认知视角下创业者经验研究主要关注“认知要素对创业者经验生

成的影响”与“创业者经验对认知要素发展的影响”两个研究主题。在对认知视角下创业者经验研究的基本分析模块

加以理论阐述的基础上，围绕上面两个主题进行系统的文献述评，揭示出当前关于创业者经验、经验学习、心理资本及

认知风格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现状，初步构建起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从区分研究概念、深化研究内容、完善研究方

法三个方面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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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视角下创业者经验研究述评与理论框架构建

迟考勋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 淄博 255000）

一、引言

创业者经验（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的概
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工业化初期，但直到20
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步得到重视。创业者经验
是创业学习的直接结果，具有知识或知识结构属
性[1]，在本质上隶属于创业者认知的范畴。创业
学界关注企业者经验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创业者
在识别、评价、开发创业机会过程中的差异。创
业者经验研究是创业认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认知视角来开展相关研究能较好地揭示创业
者经验的来源及作用机理。

创业认知研究作为对创业特质研究的反思，
以及对创业行为研究的深化，自上世纪90年代
兴起以来，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目前
已经发展成为创业学界的主流研究视角。认知
包括两个维度的内容，即静态的“认知图式”与动
态的“认知风格”。认知图式是表征概念、概念特
征以及特征之间关系的认知结构[2]，知识或知识
结构是其形成的基础；认知风格则是个体进行信
息处理时，所展现出的特殊化与一贯性方式[3]，其
不仅包含“启发式”（heuristic）、“类比式”（analog-

ical）等思维方式，也包含这些思维方式所对应的
信息处理机制。从认知的内容构成来看，创业认
知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创业行为背后的认知图式
构建与认知风格选择两个方面，而在关于这两个
方面的研究中，学者们又不断尝试从创业学习，
尤其是经验学习、心理资本等领域中汲取相应的
理论思想与知识，以对认知图式与认知风格的形
成、变化、选择等内容进行更好的解释。其中，经
验学习是认知形成的主要途径，而心理资本尽管
并非认知内容的构成要素，但却是认知内容形成
的重要影响要素。

认知视角下创业者经验研究主要聚焦于经
验生成及经验转化为认知两大内容，将创业者经
验、经验学习、心理资本、认知风格作为基本的分
析模块，并以创业者经验为核心连结点，探讨这
些模块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
从认知视角下创业者经验研究的基本分析模块、
认知要素对创业者经验生成的影响，以及创业者
经验对认知要素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对相关文
献进行述评，揭示出当前关于创业者经验、经验
学习、心理资本及认知风格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现状，并构建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未来研
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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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知视角下创业者
经验研究的基本分析模块

经验学习、心理资本与认知风格是认知视角
下创业者经验研究的基本分析模块。其中，经验
学习是创业者经验生成的关键机制；心理资本与
认知风格则不仅影响经验学习的进行，而且也会
随着创业者经验的积累而得到发展。目前创业
学者关于这三大模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
富的成果，这些成果为揭示不同模块之间的关系
连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经验学习
学习理论源于心理学对个体行为的研究，自

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以斯金纳、布鲁纳等为代表
的学者，基于教育情境，提出了行为学习、认知学
习等多种理论观点。创业研究引入学习理论主
要是为了突破“特质论”中“创业者能力不会随创
业实践得到发展”的论断的局限，因而更关注创
业者知识结构生成这一议题。当前研究通常以
Kolb所提出的经验学习模式为出发点[4]，认为创
业学习是创业者将创业活动中所产生的信息转
化为经验的过程，包括信息获取以及将信息转化
为经验两项主要内容[5]。

从信息获取来看，学者们多假定任何经历都
会为学习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围绕创业者过往
的工作经历、创业经历等进行了大量研究。随着
学界对创业失败的关注，以及“关键事件学习”观
点的提出，如何从创业失败中学习迅速成为当前
研究的热点问题[1][6]。从信息转化来看，Politis首
次将具体的创业活动内容（机会识别、应对新生
缺陷）纳入到创业学习分析中[5]，并将詹姆斯·马
奇基于组织层面提出的探索和开发两种学习方
式，引入到个体层面的分析中，但却未能深入分
析创业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内在心理机制；为了解
释这种内在心理机制，学者们多借鉴Kolb所提
及的“反思”机制与“理论化”机制[4]，认为前者是
对创业经历进行回忆、清理、整合、分享，后者则
是运用已有知识背景与概括能力将反思结果归
纳成知识。

经验学习是连接创业活动与创业者经验的
桥梁，其本身是一个将外在的信息转化为内在的

知识的过程。创业者认知要素对这一转化过程
具有显著的影响，决定着创业者如何对创业关键
事件结果进行反思，以及如何将创业活动信息概
念化为经验知识。在认知视角下创业者经验研
究中，学者们在经验学习方面重点关注的是认知
要素对创业者经验生成的影响机制问题。

（二）心理资本
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最早可以追

溯到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Luthans 和
Youssef基于对传统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
会资本的认识，提出了心理资本的概念，并将其
划分为自我效能、乐观、希望、韧性四个维度[7]。

心理资本在创业研究中的引入是源于学者
们对积极的心理力量与心理品质的关注。由于
创业活动面对着高度不确定性的压力环境，因而
创业者必须拥有顽强的心理品质来保证创业成
功，这种心理品质就是心理资本，其能够增进对
创业者对压力的理解与应对能力[8]。例如，Corey
等认为，心理资本可以建构个体的情感能力，让
他们可以从压力与问题中反弹，并更好地应对不
确定环境[9]；Baron也指出，在不确定与不可预测
的创业环境中，积极的情感有助于机会发现、资
源获取，并提升创业者对高压、动态环境的忍受
能力[10]。另外，一些学者也指出，由于创业者通
常面对着十分严峻的财务、人力及社会资源的短
缺，因而心理资本往往是创业者唯一拥有的具有
竞争力的资源[8]。总体而言，在创业研究中，心理
资本在解释创业者差异化的心理抗压能力、不确
定性应对能力等方面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它的四
个维度也被很多创业研究学者所借用。

心理资本表现为创业者的一种心理状态，在
“创业活动—创业者经验”与“创业者经验—创业
认知”两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这也即是说，
心理资本不仅影响创业者开展经验学习的意愿
与偏好，也决定着创业者经验是否会带来认知偏
差。另一方面，随着创业者经验的积累，心理资
本也会产生变化。在认知视角下创业者经验研
究中，学者们在心理资本方面重点关注的是心理
资本对上述两组关系的影响机制，以及心理资本
的发展问题。

（三）认知风格
作为心理学领域的重要概念，认知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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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style）方面的研究已有逾70年历史，它
是指个体在进行信息收集、处理、评估时，所展现
出的一贯性偏好方式[3]。从组织研究领域来看，
Allison和Hayes所提出的“直觉—分析”模型与
Kirton提出的“适应—创新”模型是目前最常用
的两种认知风格模型[11-12]。在创业研究中，“直觉
—分析”风格模型获得了更多的应用，而认知风
格与创业环境的匹配性问题则是重点研究内
容。学者们对匹配性问题的关注多是受到认知
的连续介质理论（Cognitive Continuum Theory）的
影响。根据该理论，人们的认知风格会在“分析”
与“直觉”两个极点之间进行波动，而风格的选择
也应与工作环境相匹配[11]。

在管理研究领域，Mintzberg较早关注了这种
匹配性思想，认为政策层面的管理需要理性（分
析）风格，应对模糊与复杂性则需要直觉风格[13]；
Allinson和Hayes的研究也认为，个体在结构化
程度较高的环境中将倾向于采用分析风格，而在
结构化程度较低的环境中将采用直觉风格[11]。
由于创业环境是一种不确定性较高的低结构化
环境，因而学者们普遍认为，直觉认知风格更适
合在创业环境中应用[14]。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
们又发现，创业者的认知风格并非一成不变，而
是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动态地调整自身的认知
风格，这表现为创业者的认知平衡能力[15]。例
如，Kickul等的研究发现，创业者会在辨识机会
方面表现出更多直觉风格的成份；而在评估机
会、制定计划、配置资源方面，则表现出更多的分
析风格成份[16]。

认知风格将直接影响对创业活动信息的解
读与吸收效果。另外，随着经验的积累，创业者
认知平衡能力或适应性能力也会发生变化。在
认知视角下创业者经验研究中，学者们在认知风
格方面重点关注的是认知风格对经验学习的影
响机制，以及认知风格的合理选择问题。

三、认知要素对创业者
经验生成的影响

创业者经验的生成是一个经验学习的过程，
会受到认知层面要素的影响。从这方面的研究
来看，学者们主要聚焦于心理资本、先前经验知

识及认知风格三类要素，认为它们会影响创业者
如何解读创业信息[17-18]。

（一）心理资本的影响
心理资本会影响创业者经验的生成，当前研

究呈现出如下两种特征：一是学者们多是从心理
资本某个具体维度出发来开展了相关研究，如
Cassar关注了乐观维度[19]；二是学者们多是在研
究中引入情感因素这一变量，认为情感因素能够
体现心理资本的高低[1]，并主要分析情感因素对
创业者经验的生成过程的影响。

研究内容也基本可概括为如下两类。有些
学者聚焦于负面情感，认为负面情感意味着较低
的心理资本，这不利于经验学习。例如，Shep-
herd认为，创业失败会带给创业者负面情感（如
悲伤），这种负面情感能够影响经验学习能力[1]；
根据Wells和Matthews的观点，负面情感之所以
能够对经验学习产生影响，主要原因是会影响到
分配给信息处理过程的关注度[20]。另一些学者
则聚焦于情感偏差，认为情感偏差是心理资本盲
目增加的外在体现，也会对经验学习产生负面影
响。例如，根据Ucbasaran等的观点，连续创业者
在创业活动中投注了大量精力，创业失败将为其
带来很高的情感成本，因而他们不会接受当前失
败结果，仍然会对该项创业活动持有乐观态度，
这将阻碍其从创业失败经历中学习[6]；Cassar也
认为，创业者存在一定的情感偏差，会对创业活
动信息进行不客观的评价，难以形成精确的经验
知识[19]。

事实上，不仅是情感因素所带来心理资本降
低可负向影响经验学习的效果，心理资本的增加
也并不必然会提升经验学习水平，这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忽视外部信息所致。例如，Hmieleski和
Baron指出，高度自信的创业者会过度依赖先前
经验与已有信息，并忽视对当前环境的判断与额
外信息的获取，这容易导致错误决策的产生[21]。

（二）先前经验知识的影响
通过对创业信息进行处理，创业者可以获得

有价值的知识，而知识的不断积累则可以减少学
习障碍、增强学习效果。创业者会根据所拥有的
先前经验知识来对当前创业活动所形成的信息
进行处理，从而影响经验学习[17]。

在相关研究中，有的学者直接分析了知识

迟考勋：认知视角下创业者经验研究述评与理论框架构建

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结构对经验学习的影响，如Ucbasaran认为，有
经验的创业者会充分利用他们先前储备的知
识，更有效率地对信息进行处理，而这又为他们
带来更多新颖的经验知识[22]；Seawright等指出，
先前经验的积累会使创业者形成一种的创业知
识结构，这种结构有助于创业者更好地处理、转
换、储存、恢复及使用创业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
[17]。另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则引入了认知图式
（schemas）的概念。例如，Gaglio认为，经验丰富
的创业者会拥有更为完备的认知图式，这有利
于其对创业信息进行更好的解释[23]；Mueller和
Shepherd 也指出，拥有机会原型（prototypes）的
创业者，能够更好地从失败中进行学习[14]。然
而，根据Jones和 Casulli 的观点，先前认知图式
并非总是有用，在环境呈现出新颖性与缺乏规
则的状况中，由先前经验所形成的认知图式的
使用价值将会降低[18]。

总体而言，在关于创业认知的研究中，信息
处理过程是当前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并多认为先
前经验知识较多的创业者会拥有更为完善的认
知图式，从而更好地进行信息处理。也有一些学
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经验知识丰富容易导
致信息过载与盲目自信[18]。

创业过程起源于创业者由先前经验知识所
形成的认知图式，但丰富的先前经验知识却并
不必然带来较好的创业成果，这还取决于创业
者能否意识到这些先前经验知识的价值，以及
能否合理利用这些先前的经验知识。这也即是
说，先前经验知识往往仅是构成认知图式的基
础，而认知风格选择的合理性却决定着认知图
式的应用效果。

（三）认知风格的影响
如果说先前经验知识对于经验学习的影响

具有静态性特征，那么认知风格对于经验学习的
影响就呈现出了动态性特征。相关研究所要问
答的是，创业者如何借助认知层面的因素来将先
前经验知识与当前创业活动信息进行有效的比
对，从而更好地对信息进行解读与消化。Mitch-
ell等认为，具有一般化意识（awareness）的创业
者，能够将特殊的事件连接到更合适的背景中进
行处理[24]。这里的背景代表的就是一种先前经
验知识，而特殊事件与合适背景的连接机制则被

看作是一种匹配（alignment）或推理机制，这恰是
直觉认知风格的信息处理方式的体现。因此，在
这一方面的研究中，学者们重点关注的是匹配或
推理机制对经验学习的影响。

Gentner提出的匹配概念是推理机制研究的
基础[25]，很多研究借鉴了这种概念[14][17][18]。有的学
者关注类比推理或结构化匹配，如 Mueller 和
Shepherd认为，创业者通过采用机会原型来辨识
当前创业环境中的机会，对这种机会原型的使用
是进行结构化匹配（structural alignment）的过程[14]；
有的学者则聚焦于启发推理机制，如Holcomb研究
了启发推理对于经验学习的影响[26]。

相比以上研究，Jones和Casulli关于比较推
理机制的研究较为综合，同时对启发推理与类比
推理进行了分析[18]。其中，启发推理是指直接根
据过去经验来形成认知框架，来指导对当前创业
活动信息的处理，是一种表面化的推理过程，所
使用的经验通常是那些很容易被回忆起来的经
验；类比推理则是通过将过去经验与当前创业活
动进行更深程度的结构化匹配，找到两者之间的
内在关联，并进而依托这种内在关联性来处理信
息。两位学者进一步指出，上述两种推理机制都
是基于创业者直觉来开展，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
境，也都具有自身的缺陷。启发推理基于演绎模
式，适用于相似的环境或工作中的快速决策，强
调经验与当前创业活动的表面相似性，但这种表
面相似有时却并不代表真实状况相同，容易带来
错误的决策；类比推理则基于归纳模式，适用于
前后不相似、复杂的创业状况中的决策，当先前
经验与当前创业活动不存在表面相似性时，就需
要分析两者的内部一致性程度，通过结构化匹配
来指导信息处理，这要求创业者具有较高的抽象
逻辑能力。

四、创业者经验对
认知要素发展的影响

创业者经验具有知识属性，是认知的构成内
容之一。目前学界基本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
共识，即随着经验的增多，创业者所拥有的认知
图式也会更加丰富。因此，在关于认知视角下创
业者经验作用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是“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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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经验如何通过引发心理资本发生变化来影响
认知图式的应用”，以及“创业者经验如何影响认
知风格选择”两大问题。

（一）对心理资本发展的影响
创业者经验可以促进心理资本的发展[21]。

从当前研究来看，创业者经验对于心理资本的四
个构成维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在自我效能
方面，Bandura和Locke认为，积极的工作经验会
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27]；在乐观方面，Kuckertz
和Wagner指出，通过从先前经验中学习，创业者
会保持较为客观的乐观水平，并更为谨慎地去评
估创业机会[28]；在希望方面，Ucbasaran认为，先前
失败经验会激励创业者去积极开发新的思想与
寻找新的信息，这有助于他们进一步去寻求更多
的创新性机会[22]；在韧性方面，Politis和Gabriels-
son研究发现，有经验的创业者在面对创业失败
时，会比没有经验的创业者拥有更低的心理成本，
从而对未来创业活动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性[29]。总
体而言，创业者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与乐观维度
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而随着学界对创业失
败研究的深入，为了更好地解答“创业者如何从
失败中复苏”“创业者如何开发新方法来避免后
续创业失败”等问题，心理资本的希望与韧性维
度也逐步为学者们所关注。

从创业者经验对心理资本的影响机制来看，
学者们的观点可概括为如下两种途径。首先，创
业者经验本身是一种人力资本，其能够为创业者
带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而这些资本可以促进
心理资本发展。例如，在自我效能研究方面，
Farmer等指出，借助先前经验知识，创业者能够
形成较为精确的认知图式，从而可将自身特质与
创业者特质进行更为清晰的比较，最终增强其成
为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30]；Zhao等也认为，借助
先前创业经验，创业者不仅能够形成创业技能与
绩效战略，使自己对创业活动更为精通，而且也
能够通过俱乐部会议、商业交易等方式融入到创
业者群体中，从而获得向成功创业典范学习的机
会，这均有助于提升自我效能感[31]。其次，创业
者经验对心理资本某一维度的影响，能够引发心
理资本其它维度的变化。例如，根据Jenkins等
的观点，先前经验可以缓解创业失败所带来的悲
伤情绪，提升创业者的反弹能力，而这种反弹能

力又能够激发自我效能、希望与乐观从失败经历
中恢复[32]；Hmieleski和Baron也认为，先前成功经
验会使创业者对未来创业活动进行更乐观的估
计，而在乐观状态下，创业者经验又会引发自信
心的大幅度提升[21]。

根据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影响机制主要体现
的是“具体化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
本）向“抽象化资本”（心理资本）的转换机制，而
认知因素（如认知图式）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则具
有正向调节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创业者经验不仅能使心理资
本增加，也会导致心理资本的下降。例如，Uc-
basaran等研究认为，失败经验尽管可以增加希
望维度的心理资本，但过多的失败经验也会使创
业者丧失改进的动力与信心[22]。

（二）对认知风格发展的影响
根据认知风格的匹配性思想，创业者认知风

格的发展是指其能够根据创业环境变化来选择
合适的认知风格，也即拥有较强的认知风格平衡
能力。在关于认知风格平衡能力的研究中，学者
们的出发点是将分析风格作为创业者的主流认
知风格，并认为直觉风格的存在会平衡分析风格
的应用[15]，因而平衡能力较强也就意味着创业者
会更合适地应用直觉认知风格，而这又是由先前
经验与情感输入来决定的。根据上述观点，创业
者经验是在与情感因素的互动中对创业者认知
风格的发展产生影响的，这也得到了学者们的认
可。由于情感因素常被视为是心理资本变化的
外在体现，因而当前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丰富
的经验与较高的心理资本将为创业者带来较强
的认知风格平衡能力，这又具体包括如下两个方
面内容。

首先，一些学者认为，经验丰富的创业者拥
有更为完善的认知框架，因而会积极有效地使用
直觉认知风格的推理机制，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不
确定性较高的创业环境中更好地识别与开发机
会。例如，通过借鉴专家信息处理理论（Exper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Seawright等认为，
先前经验的积累会使创业者形成一种创业知识
结构，这种结构有助于创业者更好地处理、转换、
储存、恢复及使用创业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17]；
Mueller和 Shepherd则认为，创业者是通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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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原型来辨识当前创业环境中的机会，这种机
会原型的形成是创业者经验积累的结果，经验丰
富的创业者多持有主观认知风格，倾向于借助来
自多个背景下的经验，采用类比推理方式来处理
当前创业问题[14]；Jones和Casulli进一步分析了直
觉认知风格下的启发推理与类比推理方式，并认
为前者适用于借助那些容易被回忆起来的经验
所进行的快速决策，后者则适用于借助先前不同
背景下的经验所进行的复杂决策[18]。

其次，还有学者指出，创业失败是一种常态，
但经验丰富的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后，并不会导致
心理资本大幅度减少，这使得他们能够较为合理
地对失败原因进行分析，从失败中获得经验来指
导后续创业活动。例如，Uy等分析了先前经验
在创业者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
变化中的影响作用，指出富有经验的创业者能够
认识到，创业活动在压力环境下发生失败是正常
的，因而他们会乐意选择回避应对（avoidance
coping）策略来处理创业失败，并且不会产生心理
上的内疚与恐慌[33]；先前经验能够减少创业失败
所引发的负面情绪[32]，而随着负面情绪的缓解，

创业者能够对创业失败的反馈信息进行更好的
分析，并修订现有商业管理方面的知识[1]。

总体而言，学者们对“丰富的经验与较高的
心理资本可以增强认知风格平衡能力”的认识是
建立在如下两个基础之上：丰富的经验带来较为
完善的认知图式，较高的心理资本确保对创业信
息的正确解读。上述两个基础实际上就是创业
者元认知资源与元认知监控的体现[34]，因而认知
风格平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是元认知
能力。

五、模型构建与研究展望

（一）模型构建
在认知视角下，创业者经验并非是一个独立

的研究模块，而是与经验学习、创业认知相结合，
形成了一条“经验学习—创业者经验—创业认
知”的研究主线，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创业知识
的迭代更新，以及由此引发的认知适应性问题。
根据上文的文献回顾，本文尝试构建起如下的认
知视角下创业者经验研究的理论框架（图1）。

图1 认知视角下创业者经验研究的理论框架

在这一概念框架中，如下几点有必要加以说
明：首先，认知适应性是创业学习与创业环境共
同驱动的结果[16]，研究中应注重两个方面内容的
结合，以避免在解释“为何具有相同经验的创业
者会表现出不同的认知风格”，以及“为何身处相
同环境的创业者会表现出不同的认知风格”等问
题上存在的局限性；其次，从创业学习方面来看，
创业者在创业准备阶段积累了初始的经验和知
识，在相关经验知识和认知的指导下开展创业活

动，并借助经验学习所带来的结果反馈与认知反
馈[34]，创业者观察、实践、检验和修正初始的知识
和认知，获得新的知识，构建新的认知图式，增强
自身的认知适应性能力；最后，从创业环境方面
来看，网络环境已经成为当今创业活动的主战
场，尽管这种环境为创业活动带来便利及充足的
信息，但也因网络关系的复杂性、动态变化的快
速性，以及信息超载所引发的创业活动之间因果
关系的较高模糊性，而使创业者往往面对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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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不确定性，需要在创业活动中进行更为及时
的认知风格转变，确保其与创业环境的相一致。

（二）研究展望
结合上述分析，基于“经验学习—创业者经

验—创业认知”这样的一条研究主线，当前系统
性的研究在细节上不够深入，而具体化研究又
呈现出观点零散的特征，均未能很好的回答创
业者经验迭代更新与创业者认知适应性方面的
问题。鉴于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对如下方面加
以重视。

第一，区分研究概念。未来研究有必要对
创业者经验与创业者两个概念的类型加以区分
与组合。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创业者经验对于
创业活动的指导价值是不同的，研究中不仅有
必要考虑“失败经验—成功经验”“相似经验—
异质经验”“创业经验—工作经验”等基础性经
验类型的划分，还应对上述经验进行更为详尽
的维度区分，如将相似经验区分为产业相似经
验、地域相似经验、时序相似经验[35]。在此基础
上，未来研究应比较不同经验在提升创业者认
知适应性能力方面的差异，揭示出创业者经验
所适用的创业环境，并进而与经验学习研究相
结合，探讨哪些创业活动信息值得通过学习机
制来形成有价值的经验。另一方面，不同类型
的创业者所积累的经验与心理资本是不同的，
这会导致创业者具有不同的认知风格。未来研
究应关注“新手创业者—专家创业者”、“顺序创
业者—组合创业者”的类型区分，比较不同类型
创业者的初始认知特征存在的差异，揭示其如
何通过对关键事件结果的解读来提升自身的认
知适应性能力，以及先前经验知识与心理资本
特性对经验学习的影响力。

第二，深化研究内容。无论何种类型的创业
者，他们均需要借助经验学习来获得相关知识，
从而不断完善自身的认知图式与认知风格，这不
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阶段化过程，而且也需要依
托创业者内在的信息处理技巧，并且会受到心理
特质的影响，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对这一过程机制
加以揭示。首先，经验学习的起点是创业活动的
具体结果，未来研究应对不同类型创业者如何识
别创业环境中触发经验学习的关键事件加以分

析，并同时考虑学习阶段划分与学习方式方面的
内容，揭示创业者在经验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活动
机制，有助于经验学习研究与创业认知研究的更
好契合。其次，经验学习中的反馈不仅包括结果
反馈，还包括认知反馈，其通常是借助元认知过
程来对创业思维的形成与提升产生影响[34]。未
来研究应关注不同类型创业者的元认知差别，以
及经验学习与元认知的相互影响作用，从而揭示
元认知资源与元认知监控之间的互动机制如何
使认知反馈信息融入到元认知资源中，进而带来
创业者认知适应性能力发生变化。最后，心理资
本不仅是经验学习的重要影响因素，也会在经验
学习过程中发生变化。未来研究应综合心理资
本的四个维度，分析不同维度心理资本对经验学
习的作用方向与程度，以及创业者经验对不同维
度心理资本的影响情况，并探讨心理资本四个维
度之间相互作用机制，解释与验证情感因素与心
理资本的关联机制。

第三，完善研究方法。尽管目前学者们已经
采用了实验、案例等方法开展了相关研究，但在
变量测量、数据收集等方面仍需加以完善。首
先，改进测量指标。主要应对如下两方面指标加
以完善：创业失败指标方面，由于非经济损失，如
情感打击，往往会对经验学习带来更大的限制，
因而在测量中应同时考虑经济损失与非经济损
失指标[22]；心理资本指标方面，目前研究多借助
情感指标，如悲伤情绪，来间接测量心理资本的
某几个维度，未来研究有必要系统考虑心理资本
四个维度，开发直接测量心理资本的指标体系
[32]。其次，创新测量方式。主要应改善认知风格
的测量方式，鉴于创业者直接宣称的认知风格使
用情况的低可信度，以及精确测量认知风格使用
情况的困难性，未来研究有必要在识别创业者特
质、创业者经验等内容的基础上，明确不同认知
风格使用的边界条件，从而进一步确定创业者认
知风格的真实使用情况。最后，实施追踪研究。
由于创业者经验、心理资本、认知风格等关键变
量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因而有必要考
虑时间因素的影响，采用文本分析、纵向数据分
析等来实施长期跟踪研究，以提升研究结论的精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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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cognitive perspective, researches of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which is at issue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focus mainly on two topics: the impact of cognitive factors on the 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and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factors. After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for basic analysis modul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overview ofthe two topics above, thereby revealing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mong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experience learning,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cognitive style. Finally, it draws up a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offer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cognitive perspectiv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literature revi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Model Constru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from Cognitive Perspective

CHI Kaoxu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00, China）

迟考勋：认知视角下创业者经验研究述评与理论框架构建

9



第17卷第3期
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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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17 No.3
Sep.2019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的价值观引导

滕进芝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摘要：近年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蓬勃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在不同层面出现了一些“偏

离”：价值观念错位、价值评价偏差、价值认同缺失、价值取向模糊等。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能简单地以利诱人、以术导

人，要坚持正确价值观的导航，立足创业过程的不同时期，发挥其“指挥官”“检察官”“审判官”的作用，真正将价值观引

导寓于创业的整个过程中，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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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指引，让高校
的创新创业教育站在了新的起点上。相关数据
显示，2018年毕业的大学生（820万）中，3%的应
届生在毕业半年内便开始创业，这个数据意味着
每年约有25万应届生从工商局领到了营业执
照，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业。而在2011年的
时候，毕业生（660万）毕业半年内创业率仅为
1.6%，7年间创业人数同比增长133%，净增14.4
万人。与此同时，一年一届的中国“互联网+”创
新创业大赛，参赛项目从第二届的11万个，到第
三届的37万个，再到去年第四届的55万个。年
度数据骤增的背后彰显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
红火。

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蓬勃发展的当下，以利
诱人、以术导人，简单以成败论英雄等价值观“缺
位”、“错位”问题也逐渐凸显。事实上，比起创业技
能的训练，创新创业过程中的价值观引导更为重
要，与扣好人生第一颗纽扣有着莫大关系。创新
创业教育不能过多强调创业之“术”，忽视创业之

“道”，要注重培养学生诚信、敬业、守法等正确的价
值观，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价值目标，妥
善处理好个人价值与他人价值、社会价值、国家价

值的关系，保证创新创业教育走上正确的轨道。

一、“偏离”的镜像：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的实然图景

（一）价值观念错位：理念认识偏离了创新创
业教育的正确航道

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
开“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创业教育的
理念逐渐被国人了解。经过这些年的摸索与实
践，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个
个创新创业中心、创业大厦、创业基地、创业训练
营，以及规模不等的孵化器等先后涌现，各种创
新创业大赛更是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但不
可否认的是，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亟待明确回应的
前提性问题还游走在模棱两可的处境中，关注如
何创业多，关注为何创业少；关注眼前利益多，关
注长远发展少；关注实战者多，关注理念者少；关
注创业成功者多、关注创业失败者少等“重术轻
道”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相关教育主体对创新
创业教育的定位，还存在一些误读与误导，对创
新创业教育的价值认识还停留在做生意赚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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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五花八门的“创业技巧和策略”、培养“学生老
板”、岗位职业培训和企业家速成训练等狭隘的
层面；盲目鼓励学生过早介入创业实践，忽视创
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积累；过多关注学生创业技
能和技巧的训练，缺少对其主体意识、创新思维、
团队精神、抗挫折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理
念是行动的先导，对创新创业教育基本价值观念
的错位容易将创新创业教育带入视野狭窄、急功
近利、本末倒置的发展怪圈，长远来看，不利于创
新创业教育的健康长远发展。

（二）价值评价偏差：评价标准的功利性背离
了创新创业教育的终极目标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价值来自于教育
本身所承载的终极目的，即人的全面自由的发
展，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促进创业者自我
价值的实现，唤醒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意识，使他
们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中自觉地去认识和体验，在
探索与实践中充分发挥个体的创造力；二是促进
每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三是为创业活动赋予道
德价值，即创业者主动在一切方向上探索传承人
类宝贵的创新精神，最大化地实现知识在社会中
的运用等[1]。

但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际开展中，创收
的财富多少、创业的成功与否、创业学生的比例高
低往往成为了衡量创新创业教育的标准。在这
一指挥棒的导引下，创业学生对成功的渴望也更
加强烈，对财富的追求也更加迫切。评价指挥棒
的不良导向作用会强化创业学生在创业之初萌
发的追求个人财富积累的外在动机。知道为什
么创业其实比如何创业更有价值，可以更有效地
推动创业者从自发的创业向自觉的创业转变。

创业之初追求财富、渴望成功无可厚非，一个成功
的创业者的成就最直接的体现往往也是财富的
创造，但资本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带来更多的
财富，而且在于它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社会，创业
的最终价值也不是谋利，而是服务社会、惠及民
众，世界上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有一个从追求外
在财富动机向追求社会责任和成就感的内在动
机的转化过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功利、短视的
评价体系不仅掩盖了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价值，
还会阻断创业学生外在动机向内在动机转化的
进程，错失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的有利时机。

（三）价值认同缺失：准则认同的缺失束缚了
创新创业教育的行动自觉

认同的字面意思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赞
许、遵从”。价值认同则指“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
践活动中能够以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作为标准
规范自己的行动，或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尺
度、原则为追求目标，并自觉内化为自己的主导价
值观”[2]。价值认同内在于人的思想系统中，是经
过理性思考和价值选择之后的理性认同，但往往
外化为行为和行动。只有内心认同才会自觉践
行，才能获得思想和行为的规范性，也才能够按照
既定的准则做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也
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准则作为行为标准，
给创业者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提供导向。
但在笔者的调研中发现，一些本不应该成为问题
的问题、本应该是创业者早就达成共识的价值观
念还存在认识上的巨大差异。笔者对“你认同下
列哪些创业理念（多选题）”这一问题调研的结果
如图1所示（调研对象为浙江省某高职院校创业
学院学生，参与答题人数为515人）。

图1 创业理念认同调查

滕进芝：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的价值观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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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调研不能够全面反映价值认同缺
失这一现象，但也能够反映一定的问题。从此次
调研看，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主流价值缺乏基本
的认同，仍然信守“赚钱是王道”“成功是英雄”等
片面的价值认知。价值认同是高校开展创新创
业教育需要提前厘清并澄清的前提性问题，对基
本的价值缺乏基本的认同，又何谈行动中的自觉
践行？创新创业教育中的主流价值认同缺失，会
束缚实践开展中的行动自觉，使创业者因缺乏主
导价值观的指引而陷入发展方向的迷失、个体道
德感的下滑以及创业团队的分崩离析。

（四）价值取向模糊：价值立场的摇摆不定消
解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效

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是价值哲学的
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
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
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

值取向[3]。就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而言，指的是创
业者在面对价值冲突与矛盾时，凭何依据、作何
选择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设计了三个问题进行调
查（调研对象和人数同上）。

问题一：“如果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
你更愿意留在大城市选择赚钱多的项目进行创
业还是回家乡进行扶贫方面的创业？”（单选题）

问题二：“假如你现在创业陷入严重的财务
危机，已经走投无路。刚好有个人向你伸出援
手，但前提是帮助他代销一批假货，你是否会答
应？”（单选题）

问题三：“有个朋友跟你同时起步做电商，你
坚持诚信品质立身，绝不卖假货。而他出售的产
品一直掺假，但成本低、利润高，一年下来比你多
赚百万。你会作何选择？”（单选题）

调查结果分别见图2-4。

图2 大城市和家乡创业地点选择调查

图3 财务危机时诚信原则遵守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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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笔者还从中选取部分同学进行访谈，
访谈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创业学生的纠结与摇
摆不定。三个问题其实都有矛盾、冲突与对立的
方面，看似明确选项的背后，其实都考验着他们
的价值立场。一方面是机会多、赚钱快的大城
市，可以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回家乡
创业可以带动更多的人民共同致富，助力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
出于创业初期现实因素的考虑，不得不做出社会
价值暂时让位于个人价值的选择。而当所坚守
的正确价值立场与企业实际经营发生冲突时，有
近30%的创业学生受到错误价值立场的影响，表
现出了摇摆不定的价值取向，这是我们开展创新
创业教育需要重点关注的。价值取向的模棱两
可与价值认同的缺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仅
会束缚创新创业教育开展的行动自觉，更是会消
解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效，让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
大打折扣。

二、走向认同：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需要正确价值观的导航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虽然主要发生在经济领
域，但并不是单纯的商业谋利行为，更不是价值
无涉的“真空地带”，创业是发生在人身上的故
事，必然与政治基础、法律保障、道德约束等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创业者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可或缺的“经济人”，也应该是

引领风气、堪当楷模的“政治人”“社会人”与“道
德人”[4]。价值观念错位、价值评价偏差、价值认
同缺失、价值取向模糊等问题也告诉我们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需要正确价值观的导航。

正确的价值观对创业者本人而言是一种约
束力，是个人行为的“内在调节器”，是个人心理
生活中的道德“向导”，是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服
从于道德准则的“自我法庭”[5]。“小胜靠智，大胜
靠德”。对创业实践而言，正确的价值观更是对
企业的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坚持公平公正、守
法、诚信经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不仅是
企业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更是决定企业能否
基业长青的重要法宝。对高校而言，应该注重发
挥正确价值观在不同阶段的作用，真正让价值观
引导贯穿创新创业教育的始终。

（一）创业之初，发挥正确价值观“指挥官”的
作用

每个人在行为发生前，都需要在善与恶、道
德与不道德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的依据是深植
于内心的道德律，也就是价值观。也就是说，人
们选择什么样的行为，除了客观条件的制约外，
主观上则受制于内心的价值观。在行为发生之
前，价值观就是我们的“指挥官”，指挥我们做出
这样抑或是那样的行为选择。当一个人有了正
确的价值观标准，有了坚定的信念后，即使没人
监督，也会自觉做出有利于社会的行为。

如前所述，创业学生在面临冲突、对立与矛
盾时所表现出来的摇摆不定以及准则认同的缺

图4 售假利润诱惑对诚信坚守情况影响调查

滕进芝：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的价值观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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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等问题，实际上就是正确价值观“指挥官”作用
的缺位。高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之初，盲目跟
风随大流，过早地让学生涉足创业实践，忽视了
对学生创业价值观体系的塑造与完善，致使学生
在创业实践中因缺少正确价值观的引领而陷入
迷茫、困惑。正确价值观对创新创业教育起着强
基固本作用，指导学生正确认识诚信、敬业、守法
等价值观的重要性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前提工
作，能切实提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的效果。

因此，高校在学生入学之初、创业行为发生
之前，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价值观教育，了解学生
在创业之初的价值困惑与迷茫，针对共性问题着
重进行价值观澄清。价值观澄清是一个人考虑
是否要进行创业时的逻辑起点，起着创业者从自
发的创业向自觉的创业转变的重要作用。只有
真正拥有价值观，才适合开启这一段筚路蓝缕、
波澜壮阔的创业人生旅程。价值观澄清是指在
人的价值观形成过程中，通过分析和评价的手
段，帮助人们减少价值混乱促进同一价值观的形
成，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效地发展学生思考和理解
人类价值观的能力。价值观澄清的主要目的不
是传授和灌输价值观，而是通过选择、赞扬和实
践过程来增进富于理智的价值选择[6]。通过价值
观澄清，学生对自身所坚持的价值观进行了重新
审视与调整，对正确与错误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入
剖析与对比研究，更加深刻领悟到正确价值观的
引领作用以及错误价值观的不良导向作用，一定
程度上也提纯了创业动机、提升了创业层次和创
业精神境界。

（二）创业之中，发挥正确价值观“检察官”的
作用

创业实践开始后，高校更多地将课程内容的
重心放在创业技巧和策略的讲授、资金与产品的
实际困难解决、团队的管理等方面，一味地从解
决学生实际困难入手，忽视了对学生在创业过程
中出现的价值取向摇摆不定的关注。

创业实践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过程。这
个过程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常常会遇
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与挫折，产生一定的情绪
波动在所难免。一方面，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其他动机和立场的诱惑和干扰，会动
摇甚至背离创业者创业之初的信念与准则，可能

诱使其做出不正确的选择；另一方面，创业者在
创业的过程中，会遇到来自外部的各种困难，由
于对市场千变万化的动态性了解不够、对资金周
转的灵活性分析不足等客观原因，创业者可能会
为了企业生存放弃自己正确的价值观，铤而走
险，失守诚信的底线，游走于灰色的法律空隙地
带。高校要抓住教育引导的有利时机，针对创业
之中的价值困惑与迷茫展开针对性指导，巩固价
值观澄清的阶段性成果，发挥正确价值观“检察
官”的作用。

一方面，高校要更加关注创业学生的情绪波
动与心理变化，通过谈心谈话、心理咨询等形式
走进、走近、走深学生的内心世界，对学生的行为
进行检视与监督，排除种种不纯正的动机和目的
的干扰，帮助其克服创业过程中过于依赖、自卑、
畏缩等的人格障碍和急于求成、目标多变等的行
为障碍，引导学生在与困难与挫折的斗争中，树
立不屈不挠、奋斗拼搏、追求卓越、积极向上的精
神品质。另一方面，高校也可以运用案例教学，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创业成功与失败案例的对比，
创设认同情境和践行平台，让学生在参与体验中
体会诚实、守信、敬业等基本价值规范的重要性，
当面对诱惑与矛盾时，能够自觉用正确的价值观
检视内心世界，坚定信念追求不动摇，继续自己
的创业征程。

（三）创业之后，发挥正确价值观“审判官”的
作用

创业之后包括创业初步成功之后和创业暂
时失败之后两种情况。创业初步成功之后，创业
者的目标追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初
步成功后取得的成绩易使创业者沾沾自喜乃至
忘乎所以。如何避免创业者创业之初所呈现出
来的自信、勤俭、开放、慈善等品性变为自负、奢
华、冷酷、欺诈？如何让价值观引导助力更大规
模、更广视域、更深层次的创新创业实践？如何
继续巩固夯实创业者的价值观体系？这些都是
发挥价值观“审判官”作用需要着重努力的方向。

发挥价值观的“审判官”作用，就要引导创业
者回顾过去的创业历程，对某些行为所造成的后
果进行评判和鉴别。创业过程中的很多行为都
与价值观、道德行为准则息息相关，当自己的行
为符合一定的价值观或是道德行为准则时，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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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积极的情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反
之，就会产生否定的情感，受到良心的谴责。只
有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自我谴责，才能产生纠正
和弥补自己行为所造成不良后果的动机和动力，
并力求避免再发生类似的行为。

创业暂时失败，是从此一蹶不振还是总结教
训从头再来？不同的选择检验着价值观这位“审
判官”的作用。创业成功固然重要，但通过创业去
奋斗去追求成功的过程更难能可贵。福布斯原
中国代表胡润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英国有几
个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很快又聚集在一起，不是

互相慰藉、发牢骚，或是准备东山再起，而是把自
己的经历拍成了一部纪录片，是失败的经历，告诉
大家我们是怎么失败的，然后又回到各自的生活
轨迹中去。虽然创造的不是有形的财富，但他们
总结出的失败教训对其他人的借鉴意义，绝不亚
于有形的财富[7]。因此，创业暂时失败后，引导学
生反思总结失败教训，正确认识有形财富与无形
财富的辩证关系，培养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品质
也是价值观引导的重要内容。哪怕之后他们不
再创业而选择从事其他工作，通过创新创业教育
学习到的整个价值观体系也将让他们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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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developed vigorously, stepped onto a new stage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but there are also some

“deviations”at different levels: the misplacement of values, the deviation of value evaluation, the lack of
value identity, the vagueness of value orientation and other“absence”and“misplacement”of valu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not simply be lured by benefits
and guided by skill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correct values, base ourselves o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play the role of“commander”,“prosecutor”and“judge”, truly guide
value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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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来华留学生“双创”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有利于提升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水平，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以CDIO

理念为指导，从留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培养、课程体系规划、师资队伍建设、多元主体构建、评价体系完善等多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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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来华留学
生人数持续增多，鼓励其留华就业，提高就业能
力和就业水平，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自从
2014年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即“双创”理念后，创新创业成为一种新的就
业形势，创新创业教育也逐渐纳入高校人才培养
体系中。如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双
创”人才培养的发展，成为各高校教育发展的新
思路，并纷纷通过开设相关专业与课程，组织学
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开展校企合作，组织第二
课堂等方式推进“双创”教育的发展。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地处国际商贸城市
义乌，创业氛围浓厚，学校自2007年招收来华
留学生以来，已累计培养来自五大洲90多个国
家的8400余人次留学生，且为主动适应市场和
学生发展的需要，依托地方和学校双重创业优
势，学院于2017年开设文秘专业（商务汉语方
向），积极探索学历留学生商务能力和双创能力
培养新路径。但来华留学生创业存在想法单
一、起步艰难等现实问题，基于此，借助CDIO理
念，分析留学生创新创业的现状和“双创”教育
的影响因素，构建来华留学生“双创”人才培养
模式。

一、CDIO理念下的
“双创”人才培养模式

CDIO即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施
（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是以产品研发到运
作的一个生命周期为载体，以学生为主体，将课
程和实践有机结合的一种工程教育模式[1]。
CDIO理念对来华留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同样具有
指导作用。

（一）CDIO理念与创新创业的契合点
两者在本质上都要求学生“做中学”，并重视

实践的作用（图1）。
具体而言，首先，在创业前期，应基于市场需

求对整体规划进行构思，这就需要高校在“双创”
教育中培养学生对未来创业生涯构思先行的意
识。其次，在创业初期，创业设计方案及相关产
品的开发也将直接影响公司未来的走向和发展，
学校应在课程体系中纳入创新创业计划教学。
第三，完成创新创业构思和设计后，则需将构思
和设计投入实施过程，这也对学生的知识活用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应变能力等提出了培养需
求。最后，创新创业的运行环节则是检验创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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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成功的关键。任何产品和计划在实施过程中
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市场需求、技术
革新等进行调整与改进。这也需要高校在创新
创业教育中做好跟踪调查指导，帮助学生及时改
进与创新。

（二）CDIO指导下“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
的融合

首先，CDIO要求构建集个人、人际交往能
力、产品、过程和系统构建能力为一体的课程体
系[2]。“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需要高校建
设科学合理，集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课程体系。

其次，CDIO要求教师注重实践，要求学生主
动学习。这对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也具有指导意义。一方面教师应改变传统的教
学模式，注重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
思维能力，也要求学校提供设施和条件鼓励学生
将课堂所学创业理论、专业知识应用于实践。另
一方面，学生应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主动将专
业知识与实践问题相结合，提升独立思考问题的
能力。

最后，运用CDIO理念培养人才的有效性需
要通过有效的考核来衡量。创新创业教育与专
业教育融合的教学效果同样需要建立一套科学、
完备、与时俱进的考核体系进行评价，用以改革
和完善教学模式，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对创新
创业人才的需要。

二、来华留学生
“双创”能力培养因素及现状

本研究以来华留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及“双
创”培养现状为调查内容，以在义乌一年以上的

来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展开了相关的调研，并
从以下几方面对“双创”能力培养现状进行分析，
找出问题。

（一）来华留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文化认知
研究首先对留学生的创业意愿，创新创业认

知渠道、效果和障碍几方面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调查问卷显示，来义留学生虽有不同的学习

目的，但其中有83.75%的学生表示是因为看好
国际商贸名城义乌的市场潜力，希望能来华学习
后借助语言和专业优势开展国际商贸往来，从而
获得创业机会。可以看出，对留学生进行创新创
业教育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和前景。

如图2所示，在创新创业的各种认知渠道
中，有51%的留学生通过媒体认知创新创业，
22%的留学生在与本地和本国朋友的交往中认
知创新创业，15%的留学生表示可以在课堂授课
中培养创新创业意识，但课外实践和企业等认知
渠道使用率较低。认知渠道与认知需求之间存
在矛盾，只有23.5%的学生留学生认为通过媒体
认知创新创业是有效的，31.5%的留学生倾向于
通过人际交往认知创新创业，36%的留学生表示

图1 CDIO理念与创新创业的契合点

图2 在义留学生创新创业认知现状

王赛君：基于CDIO理念的来华留学生“双创”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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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课外实践和企业等可以最直观、最有效地认
知创新创业，而9%的留学生认可课堂内学习的
效果。

从图3可以看出，问卷调查中分析出的另一
个矛盾是，大多数留学生都有创业的想法，但会
遇到各种创业障碍，导致难以实施。32%的学生
表示存在办理签证、工商许可等政策困难，25%
的留学生表示在与中国人合作中存在语言、跨文
化交流等障碍，22%的留学生表示缺乏合作对
象，社会支持不足，其他留学生则存在缺乏创业
资金、创业想法单一、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此外，如上所述，八成以上留学生都有创业
意愿，但其创业想法较单一，创新意识不足，多数
学生都会选择开办外贸公司，将中国产品出口至
本国或将本国特色产品进口至中国，即担任中介
者的角色。这也说明中外经济合作有待深入和
拓展，提高相互间的交流水平，将贸易领域往更
深层次方向发展，从日常必需品拓宽至教育科技
医疗等更高端的领域中去。

（二）课程体系设置
来华留学生在华期间，大部分的学习时间和

知识学习都来源于课堂，因此课程体系、教学设
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双创”人才培养的成
功与否。

但调查问卷显示，留学生从课堂学习中获得
的创新创业知识较少，课程体系设置仍存在问
题，一是缺乏专门的创新创业课程，目前该校文
秘（商务汉语）专业开设的课程仍以商务语言学
习、听说技能训练、通识教育等为主，并未设置专

门的创业课程，学生缺乏相应的专业教育。二是
部分创新创业教育来自于校内讲座，时间短内容
浅，学生往往无法形成系统的学习和认识。课程
体系设置方面的问题是课堂创新创业教育面临
的主要障碍。

（三）实践能力培养
留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实践教

学活动的开展。实践教学是实现“双创”人才培
养的重要环节，是对理论学习的补充与检验，对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
力有重要的作用[3]。因此，高校在留学生培养中
应通过课程设置、活动开展等方式提高学生在
实际中的应变能力，增强创新创业意识并形成
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综合职业能力。在针对

“双创”人才培养的实践能力培养中，应遵循开
放性、参与性、体系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原则，
通过校内外的实践活动安排，达到具体的实践
能力标准。

（四）教育主体角色定位
来华留学生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应该是集

政府、学校、社会、企业、教师、学生等多主体为一
体的全方位的教育生态系统。学生对于创新创
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来源除课堂授课外，更多的
应来自于社会交往、企业实践等。但目前，留学
生“双创”能力的培养更多的是停留在政府政策
层面，教师和学生缺乏参与主动性。另外，企业
也并未作为教育主体参与其中，无法发挥其实践
指导作用。社会作为留学生参与面较广的一个
教育主体，也未扮演好培养积极正确的创新创业
意识的导向角色。

（五）考核体系
留学生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最终需要一套

行之有效、科学系统的考核标准来检验，从而起
到约束、激励的作用。但由于目前创新创业教育
仍处在摸索起步阶段，全面而科学的考核体系尚
未形成，这会导致教师和学生对“双创”教育产生
应付式心理，缺乏主动教与学的意识，也会导致
高校在来华留学生“双创”人才培养中流于形式，
看似在大力推进“双创”教育，实则收效甚微。此
外，考核体系的缺失也会使得政府和高校在未来

“双创”教育发展中无法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
见，从而影响其发展的进程与质量。

图3 在义留学生创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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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来华留学生
“双创”能力培养模式建构

根据上述对“双创”能力培养因素的分析可
知，来华留学生“双创”能力培养模式建构应创新
创业意识培养先行，以课程体系设置为基础，建
设高素质师资队伍，加强实践能力培养并完善考
核体系。

（一）培养来华留学生创新创业意识
学校地处国际商贸名城义乌，且创业教育又

是学校的三大特色之一，培养留学生的创新创业
意识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应在校内营造浓
厚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支持和鼓励中国学生的
各类创业工作室和社团组织吸纳来华留学生参
加，入驻我校创业园，提供留学生创业实践机会，
并指导其参加各类型、各级别的创新创业大赛，
如我校已连续两年组织留学生参加浙江省“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将留学生的创业梦想
形成创业规划，培养创新意识，激发其创业热
情。其次，组织或鼓励学生多多走出课堂，走进
国际商贸城及当地企业，感受当地浓厚的创业氛
围，激发创业灵感。

（二）构建阶梯式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设置的基础是人才培养目标，基于

留学生群体的特殊性，提出阶梯式课程体系构建
理念。

1.第一阶梯——通识型“双创”教育。培养
初期要先让留学生形成明晰的创业意识和积极
的创新精神，并具备基本的创业理论知识。为
此，在课程设置的第一阶段应开展通识型教育，
且课堂模式应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形成课
内课外、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如在课程内容方
面，应教授创新创业必备理论知识，但考虑到留
学生的学习主体特性，为了避免“填鸭式”枯燥教
学，可以在其中加入案例学习，介绍学校中外学
生成功的创业故事和历程；在教学方式方面，除
了教师授课外，还可安排小组组建创业团队模拟
创业，提出具有创新性的创业想法，感受体验式
教学法；在课程形式方面，除教师课堂授课外，还
可聘请企业人士来校开设讲座，分享经验，让学
生更真实地接触企业。

2.第二阶梯——深度型“双创”教育。在现
有的商务汉语专业教学中设置创业教育必修课，
遵循课程多元化、国际化、本土化并存的原则，通
过实地调查等，结合面向中国学生开设的创业课
程，同时兼顾留学生的国际化特点，打造留学生
品牌学科与优势专业[4]。可以开设经济相关或具
有地方特色的创新创业课程，如“当代中国经济”

“电商运营实务”“义乌国际商贸发展史”等课
程。此外，在课程设置中，应注重学科交叉性，在
教学过程中引入热点问题的创新性探讨以及专
业领域的创业案例分析等内容。通过此阶段的
教育，能帮助留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中运用所学
专业知识，提高创业机会的识别和捕捉能力，把
握时机进行创业。

3.第三阶梯——因材施教型“双创”教育。
经过第二阶梯的学习，留学生对创新创业理论知
识和专业知识已有基本的掌握，此时应采用小班
化教学模式，以理论转化为实践为目的，让每个
学生可以展示其不同的创业想法，也可以为其配
备创业导师，满足学生对提升创业实践能力的需
求。此外，也应在课程体系中加入实习实训环
节，组建创业团队进行真实创业，教师做好跟踪
指导。

（三）建设跨学科教师团队
留学生在语言、文化和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多

元化特征，对高校创新创业型师资队伍建设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应从两方面做出努力，一
是培养校内跨学科创新创业师资团队。面向来
华留学生的教师应兼具留学生教学能力和创新
创业知识。高校可以在目前的留学生师资队伍
中选择一批教师，对其进行创新创业教育培训，
鼓励教师通过理论学习、参加培训、走进企业等
多种方式增强自身的创新创业能力，从而逐渐培
养一批跨学科、跨领域的创业导师。二是加强校
企合作，聘请企业管理人员、知名创业人士等来
校授课，将企业导师纳入学校师资队伍中。

（四）推进产教融合，使教育多主体化
留学生“双创”人才的培养仅靠学校是做不

到的，教育的主体应是多元化的。首先，学校应
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组织留学生深入企
业，既可以了解义乌创业文化，也可以参与创新
创业实践活动。通过与企业的合作，留学生可

王赛君：基于CDIO理念的来华留学生“双创”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19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以在实践中积累创业经验，激发灵感，发展创新
性思维，发现创业契机，寻求社会支持，为将来
的创新创业规划打下基础，也可以吸引他们留
在义乌创业，为义乌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其
次，寻求政府支持，设立中外联合创业园，优化
中外学生合作创业新模式。中外学生可以在创
客空间里进行创业知识共享，完成创业协作。
义乌高校也可与周边院校组成联合创业园模
式，强化校校合作，优势互补，竞争发展。最后
鼓励创业园走出校园与社会接轨，学习更先进
的创业经验。

（五）完善考核系统
考核应是双向的，既是对教师的考核，也是

对学生的考核。在教师考核方面，通过对教师专
业教学能力和实践指导能力、学生满意度调查等
多方考核，提升教师教学热情，促进其创业导师
能力的培养。在学生考核方面，结合留学生自身

特点，少理论多实践，注重考核的多样性，不再以
考试分数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可以将课堂表
现、案例分析、创业想法、企业实践等纳入考核系
统，学校也可以借由考核选拔一批有创业潜能的
人才，从而引导其实现创业理想。

四、结语

虽然当前对于来华留学生“双创”能力培养
的机制还不成熟，如课程体系有待完善，政府支
持政策有待明确，企业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但
是随着“双创”热潮的发展以及来华留学生经济
促进作用的日益凸显，高校也将联合政府、企业、
社会等多方力量，通过课程设置、师资培养、课外
实践、考核体系等多方面的努力，初步构建来华
留学生“双创”人才培养模式，为社会输送一批更
优秀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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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will not only help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mprove the training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ed talents, but also promot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DIO theory, this study aims to build the training mode from the
aspects of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curriculum system, teaching group, evaluating standards, etc., thus
facilit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career-creat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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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经济、教育、个体等原因的综合影响，大学生情绪智

力较低，主要表现在自我认识能力、抗压能力、自我约束及激励能力不强以及自我中心主义色彩明显，以至于不能准确

认识、了解并且快速有效地适应社会环境。研究表明，在现有教育、经济环境下，传统的家庭、学校教育理念及模式重

视智力教育而忽略最基本的道德、情绪教育，造成大学生综合素质能力不高，是导致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较低的主要

原因。因此，有必要加强“四位一体”教育，提升高校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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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社会竞争压力也
不断加大，这就对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近5年来，我国大学生毕业人数不断上
升。2014年达到 727万人，2015年达到 749万
人，2016年比上年增加7万人，2017年同比增长
5.15%，多达 795 万人，2018 年甚至达到 820 万
人。近年毕业的大学生基本为90年代以后出
生，“独生子女”“经济优渥”“自我主义”等是他们
这一年代所特有的标签。校园生活中，高校大学
生逃课、打架、玩手机、沉溺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
等负面新闻已让社会大众大跌眼镜。职业生涯
中，刚毕业大学生中有83%不能在最初的几个月
内适应工作，更甚至有44%的大学生在工作两年
后仍然不能适应工作。这不禁使人反思大学生
到底怎么了。因此，加强对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的研究迫在眉睫。

一、概念阐释

（一）情绪智力
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又称情商）

研究在近年取得了较快发展。对于情绪智力如
何定义，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但总体上看，

都认为情绪智力是正确理解自己与他人的情绪，
有效应对并对它们加以利用的一种能力[1]。目
前，对于情绪智力主要存在两类典型定义：一是

“能力”模型的定义。顾名思义，能力模型定义把
情绪管理看成是个人的一种特殊能力，主要包括
认识和理解情绪，并且发挥能动性运用情绪促进
交往、成功的能力。二是“混合”模型的定义。此
类定义认为情绪管理不仅仅是一种能力，而且是
能够正确进行自我认识、抗压管理、自我约束及
激励、有效感知他人等方面综合素质的体现。笔
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将选择第二种观点进行
分析讨论。

（二）社会适应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是心理上接受、适应、融入社

会的一种能力。关于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研究，
目前主要有两个趋势：第一，新生刚入学时的适
应问题；第二，大学生毕业时社会适应问题。文
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第二个趋势。当前，有不少
国内相关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大学生毕业后存在
的难以适应社会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工作、生活
及人际方面，其心理上随之会出现失望、自我否
定等负面情感内容。基于此，文章对大学生社会
适应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作、心理、人际、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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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四个方面进行。
纵观目前的研究，尽管情绪智力理论与社会

适应能力的研究均非常多，但是将两者结合起来
进行论证的研究成果却较少。情绪智力在不同
程度上影响着学习、人际、环境、心理及未来的适
应性。良好的情绪智力将有利于大学生的职业
发展及未来的成功[2]。鉴于此，本文将情绪智力
划分为自我认知、压力管理、自我约束与激励及
自我中心意识四个方面，从上述四个方面论述高
校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以进一步深化目前的研
究成果。

二、高校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现状描述
为深入了解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现状，采取

问卷调研的方式，从自我认识能力、压力管理能
力、自我约束及激励、自我中心意识四个方面进
行分析。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本次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4
份。参与调查的男性103人，占据样本一半以
上；受调查女性81人，占据样本的44.02%。学历
层次上，本科受调研人数最多，121人，占据样本
量 的 65.76% ，其 次 为 大 专 ，占 据 样 本 量 的
23.37%，研究生参与调研的人数只有20人，占
10.87%。通过调研，发现高校大学生社会适应能
力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自我认识能力较弱，无法清晰准确定位职
业发展

如图1所示，调查发现，16.07%的受调查者
认为自己社会适应能力较弱，44.02%的受调查者
认为自己的自我认识认知能力较弱。由此，就产
生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大学生毕业后发现不知
道自己要干什么，不喜欢自己目前的工作，导致
频繁跳槽，最终还是无法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调查显示，刚毕业大学生中有83%不能在最初的
几个月内适应工作，更甚至有44%的大学生在工
作两年后仍然不能适应工作。这无疑增加了公
司的机会成本及沉默成本，让许多公司管理人员
甚为苦恼。同时，也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发展造成
了不良影响。

2.压力管理能力不强，不能适应与日俱增的
社会压力

大学生抗压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不能够完成工作任务，另一方面是
不能有效处理工作、生活及家庭的关系。如图2
所示，共有58%的受调查大学生认为自己不能

表1 受调查者基本情况

指标

性别

学历

分类

男

女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样本数量

103
81
43
121
20

占比/%
55.98
44.02
23.37
65.76
10.87

图1 自我认知能力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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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有效地完成任务，常常需要经过反复修改
才能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无形的压力让大学
生难以适应，个别大学生甚至自杀以结束目前
的生活状态。同时，刚步入职业生涯的大学生，
不知如何正确处理工作、生活、家庭的关系，他
们既要应对上级领导的任务要求，还要应对生
活、家庭中不同的压力，比如“催婚”“房贷”“车
贷”等，这些均让大学生身心俱疲。共有52%的
受调查者表示，不能以正确的方式应对暂时面
临的压力[3]。

3.缺乏自我约束与激励，沉迷网络而忽略人
际关系

如图3、图4所示，目前9.78%的受调查大学
生认为自己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能力，容易沉浸
于手机游戏、网络游戏、追剧等网络中不能自
拔。44.15%的受调查大学生认为自己缺乏足够
的自我约束能力，不能控制不良的嗜好及习惯。
50.55%的受调查大学生认为（非常同意及同意）
自己没有自我激励能力，一旦遇到逆境，容易自
我迷失、自我消沉，难以鼓起勇气继续前进。这
样的情况给用人单位带来了诸多损失[4]。缺乏自
我约束能力，造成工作效率低下，不能及时同上
级沟通，以至于无法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在
一定程度上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缺乏自
我激励能力，容易丧失自信心、朝气，给公司工作
环境、工作氛围带来不良的影响。

4.自我中心意识较强，缺乏情绪管理及沟通
技巧

调查发现，大学生自我中心意识比较强。如
图5所示，10.33%及40.22%的受调查大学生非常
同意及同意自我中心意识较强，在沟通中基本不
太会注意他人的感受。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在
职场生涯中，诸多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无法控制自

图2 有效完成任务统计

图3 自我约束及激励能力评价统计

图4 网络沉迷统计

图5 自我中心意识情况统计

刘海蓉：情绪智力理论下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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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情绪，跟同事、上级争吵。此外，48.37%的大
学生认为自己非常不会察言观色，不懂得如何正
确掌握沟通技巧进行愉快地沟通。

（二）成因分析
基于情绪智力理论，目前大学生自我认识能

力、抗压能力、自我约束及激励能力不强以及自
我中心主义色彩明显，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原
因、教育原因、个体原因所引起的。

1.经济原因
第一，优渥的经济条件导致自我中心主义明

显，不能正确感知他人。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
当下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均较为优渥。独生
子女深受家庭成员的宠爱，几乎可以说是在百依
百顺的环境中长大，很难同与自己三观不一致的
人沟通、交流。久而久之，自我中心意识扎根于
心底，难以消除。第二，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社
会压力不断加大，深处“象牙塔”的大学生在没有
体验过压力的情况下，很难一下适应整个社会的
快节奏发展。此外，经济发展不断推动科技发
展，大规模数码产品的出现，使大学生成了“低头
族”“手机控”，一味沉迷网络，而忽略身边的人、
事、环境。

2.教育原因
第一，传统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注重应

试教育。小学、初中、高中甚至上了大学，均被迫
刷题，大量的时间、精力均投于此，这让大学生误
以为只要成绩好，老板、公司、社会就会接受、宽
容他们。第二，大学生责任感教育不强。责任感
是影响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大
学生身处的环境使其很少承担责任，应该担当的
责任亦被父母承担，缺少了适应社会的过渡期。
此外，现在的教育仍较多灌注枯燥的理论知识，
即使有些学校开设实践教育课程，但是大多流于
形式。

3.个体原因
首先，大学生适应社会意识不够强烈。受传

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很少关注
实习机会，而一味追求学习成绩，这就容易造成
大学生轻视社会适应意识的培养，更没有意识到
培养社会适应能力的迫切性。其次，大学生综合
素质不高。盲目追求学习能力，忽略情绪管理、
自我控制、自我激励，导致与社会的脱节。

三、情绪智力理论下高校大学生
社会适应能力提升路径

如前所述，高校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较差是
由经济、教育、个体原因导致情绪智力不高所引
起的。因此，要重塑大学生情绪智力，培养大学
生自信心、责任心及社会意识，就需要深化教育
体制改革，加强“四位一体”教育，提升大学生社
会适应能力。

（一）学校教育
第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思想认知。改变

应试教育方式，不断加强思想教育。思想教育能
改变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帮助大学生充分了解和
认识社会，使大学生明白当代社会需要的是具有
责任感、奉献精神及良好品德的人，帮助他们更
好地适应社会。这就要求高校在教育教学过程
中，传授理论知识同思想教育相结合，加强理论
教育的实用性，多举办具有政策性、社会性、效用
性的讲座，为大学生提高社会敏锐度，树立责任
意识提供帮助[5]。

第二，改革教育模式，加强素质教育。良好
的教育模式不仅应包括对知识的理解、消化，还
应当包括对知识的应用，使知识能够深入社会，
解决社会问题。首先，加强通识教育。大学教育
除了较为高深的专业教育之外，还应加强通识教
育，使大学生对社会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其
次，转变课堂理念。传统的课堂教学多为“填鸭
式”，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要转变理念，以学生为
中心，以学生为导向，采用“翻转课堂”等形式，充
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作用。再次，重视实
践教育。在课堂教育中，不断加强实践教育，使
学生能够深入企业，了解社会，发现问题，运用所
学的理论知识解决社会问题。最后，加强素质教
育。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培养学生抗压能力，创
新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第三，丰富校园文化，培养实践能力。首先，
丰富校园活动，举办各种讲座、沙龙，让大学生了
解目前社会的需求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改
进，以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其次，不断举
办各类竞赛，培养实践能力。各类竞赛不但需要
专业知识，更考验大学生的团结互助精神、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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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自我克制力。通过参与竞赛，了解社会需
要的应用型人才的特点，提升自己的情绪智力，
使情商、智商双发展。

（二）家庭教育
第一，转变教育观念，注重培养大学生综合

能力。转变家庭教育中“考名校”的教育理念，使
家长认识到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才能适应社会
发展，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不但要追求“智力”教
育，更要追求“情商”教育。家长可以通过电视、
网络等手段，不断向孩子普及德育、情育，帮助孩
子养成尊重他人、勤俭质朴、感恩、互帮互助的美
好品质。

第二，改变教育方式，重点关注大学生心理
发展。目前大多家庭的教育方式使大学生处于
被动状态。要改变父母承担一切的教育方式，父
母把握好“收”“放”的尺度，循序渐进地使孩子感
受承担责任的必要，以适应社会的发展。目前家
庭教育中也较少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一方
面，父母要用正确的方式向大学生传达健康的心
理知识，以帮助其在遇到困难时能自我拯救；另
一方面，父母要加强与大学生的积极沟通，了解
大学生心理状态，及时为大学生疏解心理问题。

第三，通过言传身教，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
应性。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一定要做好孩子
的榜样，以正确的方式向大学生传授如何与他人
相处，应对压力及自我约束与激励。遇到问题
时，不骄不躁，不急不馁，给孩子足够的思考时
间，营造适合孩子健康成长的家庭氛围。

（三）社会教育
第一，发挥网络教育优势，深入了解社会现

实。不断升级发展的网络为教育资源的推广提
供了一定的技术基础。一方面，积极在网络上发
布教育资源，让大学生能够通过网络深入了解社
会现实，将大学生“沉迷网络”的爱好同关注社会
相结合，发挥网络优势。另一方面，善于管理网
络。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发布教育资源的同
时，也要时刻注意一些不良资源对大学生的思想
侵蚀。网络教育要以正能量为导向，为学生提供
更高层次的文化产品及服务。增强正面积极的
宣传，从尊重他人、尊老爱幼、关注情绪等多个方
面潜移默化的影响来推动大学生适应社会。

第二，利用政府企业资源，提供职业实习机

会。学会教育要善于利用政府、企业资源。首
先，要时刻关注政府、企业动态，了解政府、企业
部署，为大学生提供见习平台。大学生通过政府
活动、企业活动，有利于培养自力更生、公平竞
争、效率效益等市场经济理念，同时促使其对于
压力管理、时间管理等意识的接受与适应。其
次，政府、企业与高校的互动模式，同样为政府、
企业创造价值。不仅帮助高校解决实训经费不
足的问题，还实现了技能训练的目的，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第三，净化社会不良风气，有效夯实精神基
础。大学生难以适应大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由于当今社会风气不良。一方面，社会要加强

“公平”“公正”“清廉”建设，不能让歪风邪气蔓
延，另一方面强化大学生对社会正能量的认知，
提升大学生的认知能力，为今后有效适应社会夯
实精神基础。

（四）自我教育
第一，增强自我约束力与自我激励能力。自

我约束能力与自我激励能力是情绪智力的重要
内容，加大对大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及激励能力
培养，能提高大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首先，大
学生需要养成养好的生活习惯，制定有效的作息
时间表，在恰当的的时间里做正确的事，不要沉
迷于各种网络游戏、小说而不能自拔。其次，要
正确认识到成功和失败的关系。不能因为一时
的失败而迷失斗志，要不断进行自我激励，提升
自己的自信心。

第二，积极融入社会并加强社会认知力。大
学生要主动把握机会，主动融入社会。在校期
间，多参与学校举办的各种讲座、沙龙，提前认识
社会，了解社会，以备不时之需。在工作期间，要
虚心好学，多与同事、上级领导沟通，向他们观
察、学习为人处世之道，有选择地吸收，取其精
华，弃其糟粕。遇到问题时，不仅要知其然，更要
知其所以然，为自己将来适应社会奠定认识基
础，以更快更好地适应竞争激烈的社会。

第三，调整自我心态不断树立集体意识。当
代大学生大多为父母家人宠爱，没有集体意识，
普遍以自我为中心。这就需要大学生调整心态，
转变角色，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在特定情况
下放弃个人利益，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刘海蓉：情绪智力理论下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研究

25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1] 储祖旺.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教程[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38.

[2] 宋志英. 高校心理咨询本土化的探索[J]. 江苏高教，2011（3）：28-33.

[3] 眭国荣，丁晖. 构建“四位一体”的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培养新体系[J]. 江苏高教，2015（1）：95-97.

[4] 毛振明，邱丽玲，李海燕，陈帅. 通过体育课程改革培养学生社会性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假说——行政班体育课走

向走班制体育课：“班文化”走向“队文化”[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8（3）：1-5.

[5] 陶卫. 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提升的对策与路径研究[D]. 南昌：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5.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social adaptability is one of the hot issues of social concern. Due to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economy,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reasons, college students have lowe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eak ability in self- recognition, stress- resistance, self- restraint and self- motivation) and
remarkable self-centeredness. So they cannot be accurately understood and known, and adapt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traditional family and school education concepts and models attach importance to intellectual
education while ignoring the most basic moral and emotional education, resulting in low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which leads to lower social adapt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four in one”education is the correct way to improve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daptability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Social Adaptability
Under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LIU Hairong
（Huanggang Polytechnic College, Huanggang 438002, China）

新时期职业教育的新型质量观，既是对职业
教育增强服务经济社会能力的关注与要求，更是
对学生未来发展的期望与诉求。情绪智力理论
下，大学生是这样一个群体：参与社会分工，自身
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素质，能够通过为社
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获得合理报酬，在满
足自我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的同时，实现自我价
值最大化。职业适应能力需要具有良好的心态、

优秀的人际沟通能力、坚定的指令执行力、严格的
时间把控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和持续不断的创
新力，这些都是构成职业人素质必不可少的。要
实现培养职业适应能力的目标，就必须有符合高
校自身特点的创新性职业指导措施，要有适应地
域性市场的职业指导手段。高校把职业指导落到
实处，把职业指导的最终效果融入到学生的人格
特质中，才能够为企业输送专业性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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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精细化职业指导问题浅析
——以广东部分高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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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供给-需求”严重失衡、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高校对在校学生纷纷开展精细化职

业指导。文章在界定精细化职业指导概念的基础上，从精细化职业指导的基层建设和存在问题两方面分析高校精细

化职业指导的现状,并提出了精细化职业指导的具体措施。高校开展精细化职业指导需要在创新职业指导措施、提升

职业指导教师专业素质、更新职业指导案例等方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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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全国
高校毕业生人数统计及预测》报告，我国2018年
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820万人[1]。而在此前，
2001年我国高校毕业人数约为300万人，2010年
为631万，不到20年的时间，高校毕业生人数净
增长520万，年平均增长幅度达10.2%[1]。在如此
庞大的就业人群下，市场的岗位需求却难以与之
匹配。为解决高校毕业生求职“供给-需求”严重
失衡的问题，我国高校在“课内、课外”不断探索
具有创新、创意、与时俱进的职业指导模式，将精
细化职业指导思想贯穿学生大学生涯的各个阶
段，力求提升在校学生的职场竞争力。

二、相关概念和现状

（一）“精细化职业指导”的概念界定
1911年，泰勒在其《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

首次正式提出“精细化”的管理思想。其后，“精
细化”管理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极其盛行，

最典型的有丰田公司的“精益生产”理论。正是
因为“精细化”管理思想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近
些年，我国高校也纷纷将“精细化”的管理思想与
大学生职业指导进行深度融合，试图缓解并解决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职业指导”在传统意义上等同于“就业指
导”，是在社会发展和就业形势不断变化的过程
中提出的[2]。高校精细化的职业指导，更强调的
是为学生提供优质职业指导服务的方法和理念，
它首先需要通过职业理论知识或者职业规划的
制定，使学生对职业的认识和选择有清晰的了
解，并在学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协议的过程中为双
方提供职业咨询和指导服务，帮助学生科学、合
理择业，同时也促使用人单位能够招聘到合适的
人才[3]。同时，“精细化职业指导”更多地体现在

“精”“细”和“实”三个层面上，“精”即为精益求
精，“细”则为更加细化，而前两者最终都体现在

“实”上面，即高校职业指导工作要落到实处，要
兼具时效性[4]。

本文在之前学者研究基础上，对“精细化职
业指导”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认为“精细化职
业指导”是高校在学生入学之后对其职业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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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一系列指导、辅导和咨询等服务，它将精细
化与个性化相结合，一方面学校为学生提供各种
公共性与差异化的职业指导服务，另一方面学生
在整个过程中主动参与，积极转换角色定位，最
终达到提升毕业生工作质量，深化高校职业指导
工作的目标。

（二）广东地区高校“精细化职业指导”的
现状

本课题小组在研究国内外有关高校精细化
职业指导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广东部分高校
进行调研，现将有关广东地区高校“精细化职业
指导”的现状总结如下。

1.职业指导基层建设
（1）设置职业指导服务机构
本次所调研的广东部分高校中，华南师范大

学、广东药科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和广
州大学等高校成立了校内“毕业生就业指导中
心”；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
成立了“学生就业、创业教育学院”或“学生就业、
创业研究院”等校内机构。以上机构在软硬件设
施各方面均较为完善。

（2）职业指导内容建设
在高校学生职业指导内容的建设上，调研高

校一方面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为学生开设“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其它就业和创业课程，
另一方面，大部分调研高校都实行校内校外多个
课堂的模式，例如举办就业和创业讲座、开展创
业和就业知识竞赛、深入创业和就业基地开展实
战演练等。

（3）职业指导宣传建设
在职业指导宣传上，主要以微信公众号、群

发职业指导通知、张贴宣传栏海报等方式进行，
部分高校把学生参与职业指导的相关活动记录
下来，学期期末计入学生综合测评成绩中，与学
生激励机制挂钩。

2.职业指导存在问题
（1）职业指导工作流于形式
在所调查的广东高校中，大多数还只停留在

对职业指导的宣传、基本课程开设、创业竞赛实
施等理论和书面层次，缺乏项目最终的实施落
地。以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创业”大赛为例，学
校只负责比赛场地的提供、评委专家的邀请等会

务工作，而考核学生项目的好坏也大多重视策划
书的书写。对于项目是否能够真实地实施落地，
或者后期如何实施落地，学校似乎没有这方面的
行动。总之，校内比赛项目多，但能落地的项目
寥寥无几，学校也缺乏对学生项目落地方面的指
导与支持。

（2）职业指导缺乏个性化和多样化
当前，市场信息瞬息万变，市场岗位种类和

岗位需求也在不断更新。而许多高校仍旧沿用
多年之前的职业指导方案和指导模式，特别是案
例分析、竞赛项目的实施范围、就业指导方案等
方面千篇一律。同时，在某些学生感兴趣的领
域，由于学校的制度规制，导致很难得到校内资
源的支持。加上对校内就业、创业协会活动实施
自下而上的多层次审批，导致校内职业指导活动
开展缓慢，也缺乏新意。

（3）职业指导工作队伍专业素质有待提高
目前，大多高校校内职业指导机构为“校-

院”两级制。例如，某高校成立了校级毕业生就
业指导中心，同时学院内成立了就业办。一般而
言，校级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为就业
或职业指导专任教师；而院级就业办的就业或职
业指导工作人员都为兼职指导人员，他们可能兼
任学生日常工作管理、学院内部党务工作处理等
工作，并非专职的职业或就业指导教师。“校-院”
两级职业指导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的悬殊，致使职
业指导工作难以形成“上-下”一体的迸发力，在
最需要为学生创业和就业提供职业指导的基层
却缺乏与之相匹配、具备较好的职业指导专业能
力的教师。

（4）职业指导实施和考核生硬化
职业指导过于指标化和生硬化，盲目鼓励学

生就业、创业。众多高校对于学生职业指导工作
的重视表现在追求高就业率上，以为各学院能拿
出一份高就业率的表格，就证明学校办学水平
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强。在学校组织的大型招聘
会上，学校鼓吹某些用人单位薪资福利，急于让
学生签订就业合同，完全不顾及学生就业后可能
带来高离职率等问题。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环境下，个别高校没能做好咨询、辅导等
服务工作，政策解读有失偏颇，盲目鼓励学生创
业。同时，个别高校也存在虚报就业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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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校内职业指导机构对招聘单位审核不严
部分高校在职业指导过程中对招聘单位审

核不严。许多高校知道，毕业生工作难的一个原
因是招聘单位要求较高，因此，部分高校对招聘
单位资质审核较为放松，以为为学生增加了可以
选择的就业岗位，而实际上这部分企业抗击市场
风险能力弱，学生在进入企业后可能会因为不满
企业的管理或工作环境而选择离职，更有甚者可
能会因为企业破产或倒闭而失业。

三、案例分析与讨论

本文在总结广东地区各大高校职业指导方
法和水平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选取广州某
大学作为典型案例分析，并结合其2017年毕业
生就业质量报告相关内容，讨论其精细化职业指
导工作的成功之处。

（一）该校精细化职业指导的具体措施
课题组调研的该所高校的精细化职业指导

方面，在广东地区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该高校
除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教育，提供体系化的就业
服务，更是引进大众化的创业教育，以此提升学
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比如推出该校极具特色的

“1+N”课程建设标准化和“N+1”就业市场多元化
措施。

1.开展职业生涯教育
在职业生涯教育中，结合学生专业特点和专

业导论，以新生为对象组建“无领导职业认知成
长小组”；积极指导学生完成大学四年的“职业生
涯规划践行书”；鼓励学生参与校内校外举办的

“我和大学有个约定”“大学生涯规划大赛”等活
动；积极开展与专业相关的职业按照主题教育活
动，例如“职业角色转变论坛”“面试技巧专题讲
座”和“就业创业政策知识大赛”。

2.提供体系化就业服务
该校体系化的就业服务首先表现在把工作

责任具体化，然后是提供个性化的职业指导服
务，再是组织企业精英进校园活动。学校推行学
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把就业工作目标分解、
明确和细化到每一个就业部门和相关学院，在学
校组建优秀的职业指导团队；学校定期宣传和开
展“求职诊聊”和“星期二有约”等职业指导活动，

为学生提供一对一、专业化和个性化的职业咨询
服务；学校还不定期地邀请例如广州电视台经济
频道总监谭伟新、广州聚焦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总经理朱文龙、公务员考试应试及求职应聘礼
仪研究专家赵玲玲教授等知名人士到校为学生
开展与就业创业相关的讲座。

3.实施大众化创业教育
该学校在新生入学之初，便在职业规划和就

业指导相关课程的教授指导过程中向学生灌输
创业的思想。学校努力营造学生创新创业的成
才氛围，例如该校与广州市某职业能力培训指导
中心合作，连续多年举办SYB创业培训和模拟创
业实训。同时，学校还特批成立创新创业研究
院，为具有一定创业潜力的项目提供办公场地支
持和课程理论指导。大批学生在此过程中收益
匪浅，创业成功，受到风险投资公司、专家、学生
和媒体的一致好评。

4.开展“1+N”课程建设
该校除开设“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公共必修课以外，还积极拓展学生必修课堂外的
职业能力指导和培训课程。例如开设“创业理论
与实践”“职业形象塑造”“现代企业管理”等就业
创业选修课程。同时开办更具特色和影响力的
创业精英培训班，且课程活泼，特色鲜明，培训班
实施“三明治”式的培养体系，鼓励学生创业，协
助和引导学生成功实现创新。

5.拓展“N+1”就业市场
在就业市场拓展方面，该校有着自己独特的

方案。除校内招聘会外，学校及时在官网发布大
学城附近最新的招聘会信息，并将信息精确化发
送到每位毕业生的指定邮箱。同时以学校的校
园招聘为主阵地，巩固重点客户群、整合资源，通
过“就业调研百企业”等活动拓宽校园招聘渠道，
增强校园招聘企业的质量，发挥校友、地利等优
势，自行组织开展“珠三角九城市高校毕业生联
合招聘会”“广东省环保企业招聘专场”和“广东
省高校毕业生大学城专场供需见面会”等大型招
聘活动。

图2是该高校的精细化职业指导工作措施。
（二）该校精细化职业指导下的毕业生就业

基本状况
从本次调研情况来看，该校在极具特色的精

王浩岩：高校精细化职业指导问题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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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精细化职业指导工作措施

细化职业指导工作下，本科生的初次就业率达到
了92%以上，具有较高的就业水平；近三年，毕业
生入职平均薪酬也稳步增长，显示就业质量不断
提高；由于地域性缘故，该校毕业生超过85%在

珠三角地区就业；同时，毕业生在企业单位就业
的趋势上升，说明毕业生融入市场、适应市场的
能力在增强。该调研高校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就
业发展分析见表1。

表1 调研高校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就业发展分析

初次就业率

珠三角就业比率

企业单位就业比率

2015年/%
95.68
89.43
67.72

2016年/%
92.12
90.04
68.22

2017年/%
93.98
86.98
69.43

注：数据来自该调研高校《2017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正是在学校科学的精细化职业指导方针的
指引下，该校2017届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93.98%，在广东省各高校中排名前5。表2是该
调研高校2017届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的统计
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该校各学院和专业的初次
就业率均在90%以上。

以上数据中，该校2017年各学院专业合计
初次就业率均在90%以上，部分专业就业率接近
或达到100%，说明该校精细化职业指导措施得
当，达到了理想效果。

（三）该校精细化职业指导下的毕业生就业
质量

在对该校毕业生就业满意度的调研过程中
发现，该校2017届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总体满意
度达90.88%（具体如图3所示），远远超过广东省
同期本科毕业生评价就业满意度。同时，这部分
对目前工作持整体满意的毕业生都表明受学校
精细化职业指导的影响较大。在精细化职业指
导的影响下形成了良好的就业心态，端正的工作
态度，对工作环境、市场环境能够很快适应，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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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调研高校2017届本科毕业生分学院分专业初次就业率统计

地理科学学院

法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教育软件学院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育学院

经济与统计学院

旅游学院

地理科学

地理信息系统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法学

电子商务

工程管理

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

物流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社会工作

行政管理

化学（非师范）

化学（师范）

化学工程与工艺

食品科学与工程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5年制）

建筑学（5年制）

建筑学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学

金融学

会展经济与管理

旅游管理

85.71
93.10
93.75
94.30
82.05
96.25
94.44
97.67
97.37
90.74
95

98.90
93.55
85

87.50
100
94.74
100
96.61
90.59
92.79
91.37
96.05
92.31
96.36
83.33
96.15
95
80

97.37
92.98
100
89.47
94.74
89.29
90.91
92.68
96.65

91.80

94.30
94.12

95.45

93.41

98.31

91.64

94.47

91.33

94.55

91.53

95.91

学院 专业 分专业初次就业率/% 学院合计初次就业率/%

王浩岩：高校精细化职业指导问题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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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与设计学院

人文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体育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

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

合计

动画

工业设计

绘画

美术学

艺术设计

汉语言文学（非师范）

汉语言文学（师范）

历史学（师范）

历史学（非师范）

对外汉语

生物工程

生物技术

生物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数学与应用数学（非师范）

信息安全

信息与计算机科学

社会体育

体育教育

给水排水工程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交通工程

土木工程

日语

英语（非师范）

英语（师范）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物理学

播音与主持艺术

广播电视新闻学

广告学

舞蹈编导（非师范）

舞蹈编导（师范）

音乐学

思想政治教育

83.33
95.92
100
97.37
94.87
95.45
95.71
91.67
100
97.37
94.83
93.33
92.98
95.24
93.75
96
100
96.23
94

94.44
97.14
97.30
95.02
92.86
90

91.30
92.86
92.86
95.45
88.89
96.55
90.70
92.86
100
95.08
92.86
93.98

94.37

95.69

93.71

95.52

95.15

95.50

90.61

93.82

93.14

95.51

92.86

学院 专业 分专业初次就业率/% 学院合计初次就业率/%

注：数据来自所调研高校《2017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表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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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处理与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对个人
在公司的发展前景充满希望，而且专业与工作的
匹配度相对较高。图3是该校2017届毕业生满
意度调查结果。

四、结论

精细化职业指导的最终目的是根据职业本
身的要求、市场的容纳程度以及学生的个性制定
一整套职业指导规划与服务。做好精细化职业
指导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本次调研的典型高校案
例职业指导具体措施和最终实施效果即可说
明。要实现高效、学生满意的精细化职业指导，
需要在学生进校的一两年内进行职业指导的理
论学习和职业规划，让学生对职业指导有深刻的
认识。同时，企业家、职业指导专家的引导作用
也十分重要。而最能影响学生对职业指导的认
识和最终就业能力的锻炼的还是校内的职业指
导机构和人员以及学生参与校外市场的深度。

学校在进行精细化职业指导的过程中既要做好
普遍性的职业指导理论工作，也要进行个性化的
职业指导，让职业指导丰富多彩，学生特点、特长
全面绽放。专业性、特质性、极具市场浓度的活
动要积极地在校内召开，学校也应该在此过程中
与市场内的标志性企业建立友好、长期合作关
系，实现校内校外的双向互动。

要实现精细化职业指导的目标，首先要有
符合高校自身特点的创新性职业指导措施，
要有适应地域性市场的职业指导手段，要培
养专业性的高素质人才，把精细化职业指导
落到实处，把精细化职业指导的最终效果融
入到学生的人格特质中。例如本次调研的高
校精细化职业指导案例，有其极具特色的“1+
N”课程和“N+1”市场建设标准，有符合其地域
性的市场招聘活动，能够为企业输送专业性
的高素质人才。这是高校在开展精细化职业
指导工作中可以学习的地方。再者，精细化
的职业指导工作需要一支专业化的指导教师
团队，需要明确分工、高效合作的指导机制，
这样才能把精细化职业指导的每一项工作落
到实处，把握市场的最新动向。最后，精细化
职业指导还应该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当今
社会互联网无处不在，“互联网+”思维也应该
在精细化职业指导过程中充分体现，这既是
职业指导教师应该学习的，也是学生需要去
接触和思考的。把握互联网，运用好“互联
网+”思维，有可能极大地改善职业指导过程
中就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学生提供更加
全面有效的职业指导信息。

图3 调研高校2017届毕业生满意度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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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语言交流主要依赖于纸笔，新媒体话语则主要依赖于输入法（主要为拼音输入法）。在新媒体话语环

境中，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也应突出实用性和应用性。分析留学生在新媒体话语中的语言偏误，从“语素的分类”“语素

的构词能力”“语素的构词位置”“语素的义项”四个方面着眼，进行语素的分类和分层教学，提高汉语词汇教学的效率，

增强留学生在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加工与提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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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话语视域下留学生的
语素加工与提取偏误

新媒体是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
生的，它依托手机、电脑等网络终端设备，让报
刊、电视、广播、电影等传统媒体形式更易被大众
所接触和选择。新媒体的呈现形式主要为图文、
视频等，其载体则主要为网站、微博、微信、APP
等，具有创造性、便捷性、多样性、碎片性等特
点。新媒体话语是指在新媒体环境中，人与人以
文本和口语（语音）为主要传播方式所产生和使
用的话语。在通讯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
动越来越依赖网络媒介、自媒体平台和网络终端
设备（计算机、手机、平板电脑等）。语言信息的
输入和提取也不同于传统的纸笔时代，键盘输入
法（主要是拼音输入法）成为了输入和提取信息
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也不
例外，他们用微信交友、用淘宝购物、用自媒体软
件（如抖音、快手等）记录生活点滴。为顺应这一
时代潮流，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汉语水平
考试（以下统称为HSK）机考考点，国外也有许多

汉语培训学校和机构在汉字教学中引入拼音输
入法教学。拼音输入法有其便捷性和可操作性，
但在留学生使用过程中，一些语言偏误依然屡见
不鲜，这不利于信息加工与提取的顺利进行。本
文以产生偏误的原因为分类标准，列出留学生在
微信交流平台中出现的两大类语言偏误现象。

（一）拼音输入错误
（1）放给我手机号码。（放－发）
（2）老师，你现在在帮公司吗？（帮公司－办

公室）
（3）老师，您放行吧。（放行－放心）
（二）拼音输入正确但汉字提取错误
（1）我想情你吃饭。（情－请）
（2）我要怒力学习汉语。（怒－努）
（3）我箱知道你在哪个地方学习瑜伽。（箱－

想）
在本人所搜集的50个偏误语料中，第一类

偏误有 15 例，占 30%，第二类偏误占比高达
70%。相对于传统的纸笔书写，电脑输入形成了
一种新的语言使用方式和经验，而且这种新的语
言经验会作用于语言的认知与加工。显然，拼音
输入法在方便了沟通与交流的同时，也会让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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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素义知识的汉语学习者产生信息输入与语义
提取不对接的情况。

二、新媒体话语视域下
语素教学的必要性

（一）准确把握和使用词的一般含义
语素是现代汉语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单

位。“汉语的词是由语素组成的，大量的语素以及
语素和语素的多种组合方式，正是汉语词汇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1]上古汉
语以单音节为主，现代汉语中的词汇是双音节化
和语素化的产物，词汇中的“语素大多数是由上
古汉语的词演变而来的”[2]，它们虽然经历了语
义、词性的发展和变化，但其在现代汉语中的意
义或多或少都与本义存在着关联性。如800个
常用汉字中的“果”，本义是“树上结的果实”，在
1200个常用词汇中带有语素“果”的词语有“水
果、结果、效果、苹果”，虽然有了“果”的引申义

“结局”，但稍加联想就会发现依然与其本义有着
联系。

此外，虽然现代汉语的词汇义不是语素义的
简单叠加，但我们依然能从其中的语素义中准确
把握和提炼词汇的一般含义，这对于新媒体话语
时代语言信息的正确提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如当语言学习者理解“贵、重、要、点”的语素
义后，就能非常自如地提取相关词汇“贵重、重
视、重要、要点、重点”的语义信息。

（二）通过语素的类推和拓展提高加工和提
取效率

字（语素）和词是一个系统，语素是词汇的
基础，词汇是语素的载体。虽然汉语是一种高
语境语言，形、音、义缺乏明显的外在联系，但也
并非无理据可寻。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若
能适时适当地利用汉字部件与语素（汉字）、语
素与词语之间形、音、义的关系，进行语素（汉
字）和词汇的类推及拓展教学，定能提高留学生
对语言信息的加工和提取效率。如“日”，它既
是构字部件又是构词语素，但无论是作为部件
或是语素，它都与“时间”相关联。如800个常
用汉字中的“时、间、星、昨、明、早、晚”等，1200
个常用词语中的“生日、节日、日记”，此外还可

以与别的常用字组成“周日、日子、星期日、日
期、明日、昨日、早日、时日、今日、近日”等1200
个常用词语之外的词语。在这样的学习过程
中，学生的词汇量像滚雪球一样得到了拓展，而
且他们能有意识地去总结和归纳汉语当中规律
性的知识，逐渐形成良好的字感和语感。据统
计，在依托网络平台交际的时候，有98.8%的留
学生会选择拼音输入法，现在的智能拼音输入
非常便捷高效，仅仅输入声母便有许多相关汉
字供选择。若对一个语素（汉字）的部件义和语
素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可以提取出准确的
汉字，生成正确的词汇和语流。

（三）理解语素的文化义，突出汉语教学的文
化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一
个民族的语言深刻反映了该民族的思想和行为
特点。深刻挖掘语素义及其所负载的文化信息，
可以加深留学生对汉民族文化的了解。如清明
节放假的时候，学生会问为什么这个节日叫“清
明节”，有些不明就里的学生还会给老师发“清明
节快乐”之类的信息。“清”和“明”两个字都属于
常用字，学生对其语素义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说一说“清明节”
的传说、由来和习俗，并由此扩展出“明”的相关
词汇“说明、证明、明白、聪明”。这样的教学过程
兼顾了语言与文化，在活跃了课堂气氛的同时，
也将文化融入进了语言教学。

三、新媒体话语视域下
语素的加工与提取策略

（一）依据语素的分类进行加工与提取
本文以800个常用汉字（语素）和1200个常

用词语为研究对象，根据语素在1200个常用词
语中的独立性，将它们分为自由语素、粘着语素
和单用语素。自由语素指的是既可以独立成词
又可以与别的语素共同构成词语的语素；粘着
语素指的是没有独立成词能力，必须与别的语
素合作方能构成词语的语素；单用语素指的是
只能独立成词，没有构词能力的语素。依据以
上定义，现将800个常用字（语素）具体统计如
表1。

贾晓蕾：新媒体话语视域下汉语语素的加工与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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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的统计来看，自由语素占比最高，占
800个常用字（语素）的60%；其次为粘着语素，占
比37%；单用语素占比最少，为3%。自由语素能
独立成词，语义信息较透明，它们的语素义与它
们所构成词语的词义关系较为紧密，如语素“爱”
的相关词语“爱好、爱情、可爱、热爱”，语素“帮”
的相关词语“帮助、帮忙”等。徐晓羽（2004）通过
组词实验发现，留学生用能单独使用的语素所组
的词语数量明显多于不能单独使用的语素。在
对外汉语教学的初级阶段中，教师应对自由语素
加以强化教学，使学生明确这些语素及其相关常
用词汇的语义，以便他们在新媒体话语环境中的
语言加工及语言信息的提取。此外，我们还发
现，在28个单用语素中，大部分为“三、四、五”等
数词，“呀、吗、呢”等语气词，这些词或者语义信

息明确，或者语法位置固定，不属于留学生的词
汇学习难点，教师可以单列单用语素的教学单
元，用两课时完成教学内容。粘着语素信息的加
工与提取我们将在本文“语素的构词位置”中加
以论述。

（二）依据语素的构词能力进行加工与提取
本文所说的构词能力指的是参与构词的数

量，独立成词的情况不包括在内。本文对800个
常用字（语素）在1200个常用词汇中进行检索与
统计，结果显示800个常用字（语素）共构成1305
个词次，平均每个语素构词1.63个。1200个常用
词汇中，仅有83个词语没有涵盖在内。这1200
个常用词汇全部来自HSK四级词汇列表。HSK
是测试母语为非汉语者的汉语水平的国际汉语
能力标准化测试，通过HSK四级是众多汉语学
习者的学习目标，代表着你掌握了较好的汉语能
力，是进入中国全日制高校获得学历的通行证，
也是到一些外资企业求职应聘的敲门砖。我们
对800个常用字中的语素在1200个常用词汇中
的构词数量进行了统计，见表2。

表1 各类型语素的数量及比例

自由语素

数量

478
比例

0.60

粘着语素

数量

294
比例

0.37

单用语素

数量

28
比例

0.03

表2 语素构词能力统计

构词数

数量

比例

1
233
0.44

2
129
0.25

3
67
0.13

4
36
0.07

5-9
50
0.10

10-20
8

0.02

20以上

1
0.002

从表格数据来看，有44%的语素只构成一个
词语，这些语素的存在大大降低了汉语词汇的能
产性，也增加了学生的识记负担，学生很难从中
找出汉语的构词规律。然而经仔细分析发现，语
义信息较为明确的自由语素在这些能产性低的
构词语素中占比较高，约占89.4%，教师可在课
堂教学语料中适当提高这些词语的循环复现率，
让学生在语流中练习提取语素义信息的能力。
此外，还有半成以上的语素可以构成两个及以上
词汇，“构词数达到3个以上的语素，语素义独立

出来的可能就会加大”[3]，教师可以通过类推和拓
展法增加学生的词汇量，进而让学生在词汇信息
中明确语素义。

（三）依据语素的构词位置进行加工与提取
语素意识的形成与语素的构词位置具有非

常密切的关系。如学生对于“老”这一时常放在
词首的语素，会逐渐形成语感，并能根据语言经
验进行扩展，加工和提取相关词汇信息就会相对
简单，如当他们学习了“老师、老板”等词语后，就
能推知“老婆、老公”中的“老”并不是“年长”的意

表3 语素构词位置统计

构词数

构词位置

数量

比例

1
词首

136
0.58

词尾

97
0.42

2
词首

36
0.28

词尾

41
0.32

首尾

52
0.40

3-9
词首

18
0.12

词尾

26
0.17

首尾

109
0.71

10以上

词首

1
0.11

词尾

1
0.11

首尾

7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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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根据语素在双音节词汇中的具体位置，我们
将语素分为词首语素、词尾语素和首尾语素。表
3是按800个常用字中的语素在1200个常用词汇
中的构词数量分列的各类语素构词位置的统计。

表格数据显示当语素构词数达到3个及以上
时，语素的构词位置较为不确定。说明语素的构
词能力与构词位置的稳定性成反比。这是因为，
随着语素构词能力的增强，语素义也会变得丰富，
单一的构词位置显然无法满足语素义的复杂多
变。此外，我们还发现粘着语素中，有相当大的比
例构词位置较稳定，占比44%。在对外汉语课堂
中，教师可对语素教学进行分类：对于构词位置相
对稳定的语素，采用类推法进行教学，如词尾语素

“员”的词汇“运动员、飞行员、驾驶员、服务员”，词
首语素“感”的词汇“感动、感觉、感情、感谢、感冒、
感兴趣”等；对于意义较为透明的首尾语素，教师
则可将教学重点放在语义信息的明确上，并将这
些语素和词汇置于语流中加以加工和提取，方便
学生对于汉语词汇组合规律和词汇义的认知。

（四）依据语素的义项进行加工与提取
汉语当中常用的汉字数量为3500个左右，

而这些汉字的排列组合却产出了5万左右的汉
语词，并且汉语词还在不断地吸收外来词汇、新
兴词汇。语素义的多音多义性，是汉语能产性的
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汉语学习者的难点所在。留
学生常抱怨：“老师，为什么你们不多生产一点儿
汉字，为什么一个汉字有好几个发音，还有好几
个意思，真的很麻烦。”因此，通过对语素义项的
分类来指导对外汉语的词汇教学就会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表4是语素的义项统计。

从表4可以看出，在800个常用字（语素）中

有65%的语素是单义语素，也就是说，虽然语素参
与了构词，但大部分语素义依然保持不变。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先单列单义语素展开教学，加
强学习者对汉语词义的理解和认知。表格数据
显示，依然有35%的多义语素存在。仔细研究
800个常用字（语素）中的多义语素，我们发现其
中大部分都含有亲属关系。如由“动”在1200个
常用词汇中所构成的相关词语“运动、动物园、动
作、活动、感动、激动”，前面四个词语表示“位置的
变化、身体的活动”，后面两个词语表示“感情的变
化”，他们共同的亲属义项就是“变化”。教师可以
在教学中充分利用语素义的亲属关系进行拓展
教学，方便学生对相关语言信息的加工和提取。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让留学生在新媒体话语
环境中正确加工使用和提取汉语信息，避免由于
对语素义和词汇义关系的理解偏误而导致沟通
交际失效。本文采用了语料搜集法、一对一访谈
法、数据统计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留学生在新
媒体话语环境中出现的语言偏误进行了分类总
结，并对800个常用字（语素）和1200个常用词汇
进行了量化统计。研究结果显示，在对外汉语教
学过程当中，教师应从“语素的分类”“语素的构
词能力”“语素的构词位置”“语素的义项”四个方
面着眼，进行语素的分类和分层教学，以提高汉
语词汇教学的效率，方便留学生在网络媒介中的
语言信息加工与提取。

本文仅从统计的角度分析了语素在汉语词汇
中的使用情况，但对于语素在不同构词位置的意义
差别，语素与整词语义的关联度，单义语素与多义
语素的构词能力差异等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
析。我们需进一步细化和量化语素义的分类和使
用，并将其内化于留学生语素义形成的动态过程
中，为留学生提高汉语能力水平提供切实的帮助。

表4 语素义项统计

义项数

数量

比例

1
341
0.65

2
110
0.21

3
42
0.08

4
26
0.05

5-9
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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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场采购、跨境电商、国际物流是拉动义乌国际贸易改革试验区发展的三驾马车，但由于现行出口退免税制

度与行业细化又融合渗透的因素，现行场景下这三种贸易与服务方式均无法彻底享受国家零税率政策，在处理优惠政

策与退免税风险应对关系上，分享经济也对管理层的税收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本文研究认为，税收治理手段应适应

贸易服务方式与盈利模式的变革，在当前不能实现零税率最优税制目标时，作为一种次优选择，应对试验区内市场采

购、跨境电商、国际物流在出口终端实行单环节无票免税，并予以合法化。

关键词：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税务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严才明（1962-），男，浙江淳安人，博士，研究员，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政税收、国际贸易、自贸

区理论政策与实务研究；陈家翔（1973-），男，江西永新人，大学，主要从事税收服务与管理研究。

义乌是一个以国内市场起步又以国际贸易
走远的经济体，从“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到

“买全球、卖全球”，义乌经济借力改革开放与一
带一路从浙中腹地走向蔚蓝色海洋，无疑离不开
市场采购、跨境电商、国际物流三驾马车的力
量。然而，随着义乌国际贸易改革试验区市场采
购贸易与跨境电商的兴起，数字经济的融合与渗
透在使传统批发零售业的盈利模式发生颠覆性
转变的同时，也给增值税改革与税收治理方式提
出了新课题。

一、义乌国际贸易
改革试验区的功能定位

义乌国际贸易改革试验区以市场采购贸易
起步，逐步形成进出口并举、电商与市场融合、国
际国内一体的跨境电商贸易格局，并借力义新
欧、义甬舟、一带一路开放大通道，形成优质高效
的国际物流服务体系。整个功能区定位高端、业
态多元、功能完善，与义乌现有的市场采购、跨境
电商、国际物流三大特色经济无缝对接，并在空
间布局上向金义保税区块拓展，在功能内涵上向

港务船务、贸易金融、离岸服务、科创研发等服务
模块拓展，逐步实现自贸区服务功能。

按照省委省政府批复的框架方案，试验区范
围涵盖义乌全市和金义都市区，首期重点建设区
块68平方公里，作为全省四大都市区的重要经
济板块，试验区实行空间上统一规划、功能上统
一布局、政策上统一覆盖、招商上统一品牌，聚焦
市场和贸易两大特色，对标国际贸易自由港，以
体制机制创新与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为抓手，
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目标，实现小商品贸易与
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力争融入中国（浙江）自
由贸易试验区。

在操作层面，试验区将围绕自由贸易，发挥
义乌市场采购与跨境电商零售业务优势，继续在
国际贸易板块发力，推动市场与产业、制造与科
技创新、物流与金融服务的一体化联动创新，实
现从产业链、供应链到价值链的提升。为此，省
级层面将予以充分赋权，并加大资源要素与政策
倾斜，努力拓展发展空间。

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园区层面，国家将把
市场采购零售出口无票免税政策复制到跨境电
商零售出口，对试验区内因不能取得进项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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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应报关结汇单证的电商零售出口业务实行
无票免税，允许在试验区开通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1210）业务并实行过渡期行邮税简易征收政
策。逐步将试验区建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物流
货代通关一体化、外贸综合与产业一体化、金融
支付增值服务一体化的投资高地和贸易便利、
监管高效、法制规范的全国性跨境电子商务示
范性区域。

二、市场采购盈利模式
与税收治理方式

市场采购贸易源于义乌市场，指的是外商从
分散的市场摊位分别采购各类杂项物品打包出
口的贸易方式。由于采购分散、有些市场摊位不
能提供发票，物品琐碎、报关时无法编码归类，通
关效率很低又不能不管，货物出口后，按传统的
大宗货物一般贸易方式出口报关、结售汇和退免

税申报要求根本无法操作。于是，海关借鉴于旅
游购物将其归为一种特殊的免税贸易方式。其
规范定义是，市场采购是外商或有资格备案的市
场采购经营者向市场集聚区内的市场经营户采
购货物并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报关（海关代码
1039）出口的贸易方式，由于市场经营户提供的
货物均为零星非自产杂项物品且不能提供发票，
市场采购贸易在货物报关环节实行增值税免税
政策。

市场采购已成为义乌国际贸易之肱骨，2017
年市场采购免税出口额达到281.1亿美元，约占
同期义乌自营出口额的80%。2015年起，义乌的
市场采购业务已实现采购商、市场经营户与物流
服务商联网采购，即采购商或由采购商委托的物
流服务商与市场经营户签订供货合同后，即可以
通过联合采购平台启动物流、支付流与信息流。
目前平台已联网采购商771户，经营户6.5万多
家。市场采购出口业务的一般流程如图1。

图1 市场采购交易模式与物流服务流程

图1显示，该交易模式首先由市场户根据合
同发起，达成交易后在综合管理系统中录入商品
名称、规格型号、计量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内
容形成交易清单，委托出口的，也可按代理协议
由贸易经营者录入，货物由贸易经营者联系物流
公司接货并承担代理报关业务，海关验放后，物
流公司将出口货物信息通过综合管理系统传递
给市场户或采购商确认，信息录入确认后再传递
给税务端，最后由市场户在次月申报期内汇总办
理免税申报，委托出口货物可由受托方代办免

税。整个过程全程电子信息化管理，不实行免税
资料单证备案管理。需要退税的，由市场户分别
开增值税发票给采购商，也可通过市场综合服务
平台按报关单汇总条目数据在线申请开具，从非
一般纳税人市场经营户收购的出口货物只能开
具征3%退3%的增值税发票，退税时附加税费不
能退还，更多的时候摊主不愿提供发票。

市场采购联网信息平台免税系统运行后，市
场采购实行全流程的无纸化监管，无需市场采购
主体上门申报，也无需纸质单证备案，出口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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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端的所有市场集聚区经营户信息，在免税管
理系统均有详细记录，纳税人申报免税的遵从效
率明显提高。但系统设定的需要供货商确认的
信息内容比较细，有商品名称、规格型号、计量单
位、数量单价、金额、采购商等6个要素，属于从
多个摊户收购的合单业务，还需共同确认，只有
经营户确认后的要素信息才能到税务端与出关
信息比对，信息确认比对通过后，出口批量统计
与免税确认自动完成，但货源与进项发票难以有
效溯源，免税只是概念性的，免税金额无法计算。

应该说，与一般贸易退免税单证要求比，市
场采购免税管理模式已是很宽松了，但试点以
来，市场经营户的货物联网确认率一直难以实现
全覆盖，显示了与一般网络交易自主申报率不高
的类似特征。据本文调研分析，一是市场经营户
有顾虑，认为采购商离场后货物是否出口或者由
谁申报出口，市场经营户也不知情，不敢隔空确
认报关信息是否属于自己提供的货物；二是由于
经过报关商品分类与归类后，报关单上的货物名
称、数量信息与商户实际供货信息会有差异，怕
确认错了承担责任；三是怕确认多了会被自动认
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而许多达到规模标准的
市场户本身没有记账核算能力，也无力购买会计
服务，且其经营的货物大多数不能取得进项抵扣
票。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操作层面解决不
了又无力担当。目前管理层让外贸综合服务企
业在货物出口结关后代理确认，以提高出口信息
免税确认率，也有利提高通关效率、减少口岸滞
阻。但这只能是个权宜之计，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作为代理服务商，要在出关终端确认出口货物的
交易真实性，显然也是勉为其难的，物流服务商
也不能自求其证。因此，对市场采购出口货物的
税收管理，目前比较现实的选择是绕开退税问
题，也绕开发票问题，实行单环节免税。毕竟，货
物是报关离境的，市场经营者不求享受零税率，
管理层也不应要求其必须取票，承担增值税链条
的链接责任。

义乌市场采购货物免税管理模式借鉴于旅
游购物贸易方式，但其购物数量相对更大、品目
更杂且人货分离，事后信息确认或提供凭证难度
更大。实行单环节免税方式，无需提供与购进货
物相应的合法有效凭证，但限定其从市场集聚区

的市场经营户采购，其免税风险是可控的。因为
市场集聚区是有形的，市场经营户及出口货物是
可见的，免税主体、申报主体及相关法律责任也
非常明确，2018年市场采购贸易额约300亿美
元，约占同期小商品市场交易额的45%。

2017年，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市场采购业务
试点从义乌扩大到浙、粤、湘、川等四个省份的专
业市场，说明国家对市场采购贸易盈利模式的免
税方式和流程还是肯定的。

三、跨境电商的盈利模式
与交易流程的监管服务

原先的义乌市场以面向国内消费终端的批
发零售业务为主，国内市场逐渐饱和后，市场采
购贸易接续发力，但电商模式的兴起，使实体市
场以联营、自营、租赁为主的百货经营模式随着
商铺租金上涨和商圈地块边缘化而衰落，市场摊
位那种拼价格、做批量、同质化的经营套路根本
难以抵挡电商的冲击，一些靠联营出租摊位盈利
的摊主也已渐渐失去了采购能力、经营能力和对
品牌商的控制力，市场嗅觉弱化。市场采购贸易
虽然也靠量，但经营户与采购商的信息不对称，
其信息获取能力、坪效与电商根本不在一个赛
道。因此，义乌市场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跨境电
商的接力。

（一）电商跨境出口贸易的盈利模式与交易
流程

所谓跨境电商，实际上是电子商务参与国际
贸易的一种盈利模式，电商本身是注册在平台、
从事线上货物或服务贸易的交易主体，需要依附
于平台与网络发生跨境电子交易，需要厂商店家
或市场经营户提供货源，需要支付平台完成支
付，物流平台及其线下实体提货送达，也离不开
平台、代理服务商提供的居间服务。跨境电商在
注册后，还需要完成海关、税务、外汇资料备案，
并通过电子口岸平台进入通关服务平台，完成申
报主体与出口商品备案，再进入跨境电商服务平
台办理注册，开通跨境代理申报、有票退税、结汇
业务，并通过该平台向海关传递汇总申报数据。
跨境电商需要在交易平台展示其交易物品，从消
费者勾选物品、平台撮合交易成功后，即进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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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出口交易流程。如图2。

图2 跨境电商出口货物交易流程

跨境电商的盈利模式按收入归属分，有销
售差价模式与代理服务模式，前者以进销差价
作为电商的毛利，将电商征税纳入货物销售范
畴，后者以收取促销服务费为盈利模式，自行适
用于代理服务税目。对小规模纳税人而言，两
种模式的征免税处理上没什么差别，但对上了
规模的一般纳税人电商，两者之间的税收待遇
则大不相同。

以备货模式分，跨境电商还分为保税备货模
式和跨境直邮模式。前者先备货后找订单，将货
物囤放在保税区，待消费者下单后配送，如网易
考拉模式。跨境直邮则是消费者先下单，商家跟
单在国内或海外采购，统一打包出入境，清关后
配送到户，如洋码头模式。保税备货模式以物流
半径短、到货速度快见优势，多适用于快频、爆款
品类，且进口货物在批量进区时保税、零售出区
时再征税，关检效率高，征税也规范。而跨境直
邮模式以个人代购为主的2C业务见长，以邮件
形式实现点对点销售。该模式下，邮件在海关是
否被抽检征税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成本价格和毛
利的不确定性，海关快件通关系统查验率的高
低，也决定了跨境电商直邮业务的通关效率与税
收成本。

“市场采购+海外仓”的盈利模式意在提升跨
境电商对海外市场终端控制能力，缩短销售半
径，也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提高通关效率。具
有集中备货功能的公共海外仓还可按出租仓位
收取租金，服务境内一批电商群体，海外仓未售

物品可视同出口保税区货物享受退免税。
从实体店铺到跨境电商，再从平台网店到直

播卖货，跨境电商正在形成一种借助社交平台引
流、吸粉、卖货的盈利模式，这种类似于电视购物
形式的电商直播销售模式，跨境电商通过抖音、
快手等社交平台在线上搭建直播中心，与线下营
建的产品展示室、直播室、办公会议室、仓储间、
加工坊形成一体化的商业综合体，以直播人设、
豪车、嵌入式广告、车间场景的形式吸粉引流，借
流量推销潜质商品，催生爆款和网红。

国际贸易试验区的电商园区是线上线下出
口业务主体的集聚空间，也是货物与服务出口的
要素聚合场所，功能完备的跨境电商园，可以形
成一个集制造、交易、集货、支付、物流、结算、结
汇等贸易功能为一体的产业链，还可整合商务、
会计、法律、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资源，形成多主体
交互渗透的闭环式生态圈。只有线上线下产业
链、供应链与服务链的有效对接，才能适应跨境
电商订单小额、快频、碎片化的运行特征，这对原
传统2B业务的出口退免税单证比对模式言，也
是一种挑战。

义乌跨境电商的兴起源于市场采购贸易，其
主要业务集中在线上接单、市场采购的非邮路出
口贸易，即海关税则编号为9610的出口业务。
据统计，2017年义乌实现电商交易额2230亿元，
约占全国同期交易额的0.8%，相当于该市同期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5倍，远高于全国同期
20%左右的占比水平。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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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6亿元，占同期电商交易额的33.6%，高出全
国同期占比水平6个百分点，跨境电商交易额中
70.8%为2B业务，29.2%为2C业务，后者远高于
同期海关统计的全国平均1.1%的水平。这表
明，义乌的电商交易额、电子商务外向度、电商零
售出口份额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无论是
2B还是2C业务，货源绝大多数取自市场经营户，
其电商交易额远大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网络交
易额远大于网络消费额的指标对比，也显示了义
乌市场辐射力强、外向度高的鲜明特征。

义乌跨境电商交易中的零售出口即2C业务
增长也很快，2017年217.3亿元,占同期跨境电商
交易额的29.2%，比上年提高7.6个百分点，2018
年达到310.1亿元，占比再提高到38.9%。据统
计，该数据已占全省同期的50%，全国同期的
24%。但与义乌市场采购贸易额近300亿美元的
规模相比，其跨境电商交易额只占37%。这表
明，无论是跨境电商贸易额还是跨境电商零售出
口额，义乌的增长潜力均很大，义乌国际贸易改
革试验区和自贸区的试点，将给跨境电商带来体
制性赋能。

（二）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贸易的盈利模式与
监管服务流程

2019年义乌成为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后，可直接从事保税进口、海外直邮进口的海
关1210业务。从营商场景与硬件建设看，义乌
国际邮件物流通道、保税物流监管平台已建成，
Ebay、Amazon等海外电商平台，Paypal等支付平
台及Made in China、乐天等知名跨境电商也相继
入驻义乌，加上义乌数以十万计的网店和小微电

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的拓展已水到渠成。
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是比较难做的，很

难形成出口业务这个量，2017年全国海关平台
统计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只有902亿元，约占
同期跨境电商交易额的1.1%。这除了跨境电商
零售业务本身琐碎、小额、快频等特征性因素外，
与现行进口税则和监管效率也不无关系。按现
行规定，境外货物合法入境的通道一般有一般贸
易（2B）、跨境电商（2C）、个人直邮、携带入境四
种途径，跨境电商又分保税区发货、海外散件直
邮、海外仓集货直邮等模式，入境物品以终端支
付价为税基，在限额内按物品计税，限额外作为
货物按一般贸易计税。个人直邮或自携入境的
物品由海关抽查，限额内免税，单件或全年累计
超出双重限额之一的，征行邮税。

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贸易形势，我
国的进口税收政策也变化很快。原先，我国对跨
境电商、旅客携带、邮寄方式零售入境的商品，实
行单件金额500元以下、合理数量的普通货物全
免税的办法，2016年4月后统一实行清单管理、
以货物或物品分类执行不同的征税方法，海关对
跨境电商进口物品按货物要求验核通关单，并对
化妆品、婴幼儿配方奶粉要求提供首次进口许可
批件备案制度，对贸易属性的货物按一般贸易规
定征退税，对非贸易属性的个人物品单次限额
2000元以下的免关税，进口环节税改按简易办
法合并征收行邮税，综合税率按增值税标准税率
17%的70%即11.9％计算，并给出1年时间的过
渡期，过渡期后全面恢复按标准征收行邮税。如
表1。

表1 过渡期行邮税简易征收税率表

商品品类

母婴、食品、保健品

化妆品

个人洗护

价格

低于500元
高于500元
低于100元
高于100元
低于100元
高于100元

新政前

行邮税免除

10%
行邮税免除

50%
行邮税免除

70%

新政后

11.9%
11.9%
32.9%
32.9%
11.9%
32.9%

税费变化

+11.9%
+1.9%
+32.9%
-17.1%
+11.9%
-38.1%

注：有效税率为增值税普通税率的70%，随深化增值税改革的降率而同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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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变化曾一度引起一些口岸和保税
区的入境通道滞阻、邮包堆积现象，原因是贸易
属性的进口货物与消费属性的进口物品的差别
税负问题。我国原先设定的10%、20%、30%、
50%四档行邮税分别适用来源于不同国别的商
品、普通物品和消费税物品，2016年5月全面营
改增后整合为15％、30％、60％三档，2018年11
月再整合为15%、25%、50%，2019年4月再次将
食品药品从15%调为13%，纺织品、电器从25%
调为20%。虽然多次整合归并降低了行邮税税
负，但跨境电商邮包进口物品税负仍远高于一般
贸易，这对以分销代发模式为业的低小散跨境电
商而言，实践中很难监管。因此，国务院常务会
议再次将单次免关税限额从2000元提高到5000
元，年度限额从2万提高到2.6万。超过限额的
部分按货物进口计税、按个人自用物品监管，即
不执行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形
成了跨境电商进口小散物品免税、超限物品税负
与一般贸易进口相对平衡的格局。为防止跨境
电商化整为零逃避进口税收，2019年电商法实
施后，要求跨境电商的平台运营主体须在境内注
册登记，对C2C买手模式的个人跨境代购业务监
管趋严，不允许进口2C物品流入市场再次销售，
但可以在各国家级试验区间以“跨境电商”模式
转运。

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仍然存在监管效率
低、遵从成本高的问题。按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一般申报流程，交易平台、电商或其境内代理
人、支付商、物流服务商均需通过试验区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或通关平台传输交易、支付、物流信
息并电子签名，以承担数据真实性责任，直邮进
口的，可以委托邮政服务商办理。物品进口时
按“清单核放”方式申报报关，申报清单效力视
同报关单，计税价格为实际交易价，包括零售价
加运保费，以订购人为纳税义务人，平台、物流
或申报企业为代缴义务人，平台或境内代理人
承担交易真实性和交易者身份信息真实性的审
核责任。

因此，1210物品进关时的单价与限额确认
仍是决定通关效率与电商成本的关键因素，清单
核放式的申报额小量大，海关提高抽检率则通关
效率低，海关抽检少则临界物品税款流失风险

大，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电商零售进口毛利的不
确定性，也是跨境电商税收监管难点所在。电商
的优势是价格透明，关检的优势是数量透明，但
额小、量多、货杂的跨境电商零售物品却让两者
难以结合发挥，品牌与质量的一致性确认、杂项
物品的汇总难度所体现的公平与效率两难选择
难以破题。

四、国际物流服务的
盈利模式与启运端免税操作

借助我国东南沿海通往内陆腹地的交通
枢纽地位和商品流量优势，金华、义乌的陆港
物流业一直较为发达，随着市场采购与跨境电
商的兴起，义乌的物流业又借“一带一路”平台
与通道将义新欧、义甬舟连接起来。发达的国
际物流成了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走向世
界的轮毂。

国际物流涵盖范围很广，是典型的生产性现
代服务业。作为内陆城市，义乌的国际物流以节
点性干线运输、仓储物流及终端配送为主，订舱、
报检等国际货运代理业也较发达。已逐渐形成
了集运输、存储、分拣、监装、加工、配送、信息咨
询、商品展示、抽样检验、报检、出具CIQ证书等
基础物流业务体系和代收、分拣、短途运输、验
货、出货物清单、叉车出租，装卸、包装、拆箱验
货、贴签，报关、报检、商品归类、CIQ监装、国际
认证、产地证书等增值物流服务体系。

义乌陆港是国际贸易改革试验区内的园区
式物流企业，专营集装箱、场站与港务服务业务，
具备海关、检验、跨境电子商务监管等口岸通关
服务功能与大型仓储分拨条件，园区内公共保税
仓储、保税物流、跨境电商园区、跨境电商供应链
管理服务配置一应俱全，已具备从物流港到贸易
港、喂给港到启运港的转型基础，并将集散区域
延伸辐射到皖赣腹地。其国际物流服务流程如
图3所示。

现代物流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干线航运外，一
般都提供端到端的一体化服务，包括航运、物流、
供应链管理、仓储、多式联运、报关服务，这种端
到端的物流解决方案使整个供应链可靠、可控、
可视化。但物流与服务一体化的运营模式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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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的增值税及其发票管理带来治理难
题。按现行增值税规定，交通运输税目适用9%
的税率，而仓储与物流辅助、代理服务归属同适
用6%税率的不同税目，既然是一体化业务模式，
其运输与服务的增值边界是难以清晰划分的，而
增值税发票规定不同税目的业务收入不能合开
也不能混开，否则在税收征管法上就是个很严重
的问题。这种物流模式如与跨境电商结合在一
起，也给跨境电商与国际物流服务享受零税率优
惠带来证据规范上的风险。

义乌的国际物流主要以节点运输、短驳物
流、仓储辅助、货代服务为主，严格意义上讲，只
是跨境物流的节点运输承接与国际货运的代理
服务，属于国际干线物流的境内服务商。因此，
物流企业很少直接与船东接触，也无法取得国际
运输票据作为零税率或免税申报凭证。按目前
实际操作的免税申报流程，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取
得收入和财政补贴时会以“货运代理服务”出具

增值税普通发票，在向货物运输企业转付运输费
用时取得对方运费发票，代理服务收入中含运费
收入，也含其他服务收入，这种开票方式类似于
无车承运模式，但收入类型更混合。货运企业开
给货代的发票则五花八门，有国际航运境外票
据、运单，有境内增值税货运发票，也有铁路“境”
字号结算发票，有些就没票据，有票据的也是按
月汇总开具的，无对应性可言，费用也以人民币
支付，没有第三方出关证据。因此按传统出口退
免税管理要求，这种跨境物流根本无法申报享受
零税率，征免税申报或备案也是形式上的，相当
于按月进入税收征管系统申报一下收入即自动
享受免税或差额计税。由于境内外运费、境外跨
区域、跨交通工具运费是联运分段结算的，启运
端或终端货代企业对物流发生的真实性，是否均
属于跨境物流，无法提供符合退免税条件的申报
凭证。目前，境内的国际货运代理收入仍需征
税，只是可以扣除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后差额

图3 内陆口岸出口物流通关流向图 内陆口岸进口保税物流通关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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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税、开普通发票，出口企业代收国际海运费、保
险费未按代垫费用操作要求并取得票据的要征
税，实际上作为出口业务组成部分的跨境物流代
理服务未享受到零税率，应该是物流与代理服
务、进口与出口物流难以清晰划分，税收管理水
平跟不上的权宜办法，出口物流供应链上与此关
联的节点还有试验区承接国际物流的短驳物流
与仓储辅助业务，如果没有类似自贸区保税区的
特殊优惠政策，也存在免税链条不畅、零税率享
受不充分的问题。义乌国际贸易出口以小散物
品为主，对仓储、短驳集散物流依存度高，分散仓
储成本高，无票免税操作难度比市场采购难度还
大，集中仓储则面临试验区范围划定和功能定位
问题。

五、居间服务的盈利模式
与退免税责任问题

无论是市场采购、跨境电商还是国际物流，
供应链中很多服务内容都是按社会分工由第三
方做的。这种居间服务模式实际上分享了货物
贸易的出口增值，其收入也是对外贸易收入的组
成部分，甚至还可能是表面上的国际贸易组织
者。如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是为供货厂商代理出
口货物定舱、物流、报关、保险、结汇、退税业务
的服务中介，需要时也垫资或融资，收取代理
费用和融资收益。厂商承接订单时即可在平
台发起委托需求，输入基本信息和委托出口商
品信息，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确定受理委托的，
派员验货监装，选择启运港和目的港，代理联
系船运公司并订购舱位，取得订舱单、预配提
单，并由受托物流公司报关启运，海关对照实
际货物与线上传递的报关清单、发票、装箱单
信息审验放行。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理出口业务的退免税
方式却与原一般贸易代理出口退免税规定不同，
即由代理方按外贸收购业务申报退免税，厂商要
开增值税发票，由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配齐单证后
直接申报，而退税款又是按代理合同约定要求退
付给厂商的，代理商收取的代理融资费用直接免
税或开服务费征税发票供厂商抵扣。

代理出口按一般贸易退税，这在以前是有风
险、很忌讳的事。这种贸易方式仅在境内就至少
有三个分享主体，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和供货厂家，地理上还分处三个空间，生意是电
商、厂商与外商做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完全是
局外人，对出口业务真实性可以说基本上不知
情，但作为出口退税的申报人，外贸综合服务企
业需要承担出口业务管理者和监督者的责任，政
策规定出口货物应该是生产性一般纳税人自产
或视同自产货物，厂商要备存外贸合同、代理服
务合同、开户银行账号，厂商开出并注明代办退
税专用的增值税发票则是指向外贸综合服务企
业的，金额也要求与离岸价一致，这些原本是跨
境电商的义务均成了申报者的责任。而且，政策
还规定厂商生产能力与业务真实性由外贸综合
服务企业风险识别与分析管控，对年退税额100
万以上的生产企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还应实地
核查订单、设备、贸易真实性、单证一致性、生产
能力匹配性、物流凭证和收汇凭证，且核查覆盖
率不低于退税业务的75%。主管税务机关发现
企业有欺诈行为的，降低管理类别、停办退税并
加以处罚。因此，管理层如果都按条款认真起
来，作为代理方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退免税法
律责任是很重的。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专长在服务而非贸易，
在整个供应链的各参与主体中属于第三方，由于
实际上不是出口业务的经营主体，其掌握的出口
货物交易信息也是间接、不对称的，外商资信靠
中信保，企业信息靠天眼查，信息渠道少且可靠
性低，从某种程度讲也是原先出口退免税管理中
归类于“四自三不见”的风险业务。让这种以融
资为媒、靠代理分享增值收益的服务中介来承担
出口退免税风险责任，无疑是不靠谱的。实际
上，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对境外客户信用与出口商
品交易实质性信息也没有穿透能力，属于两头都
不靠，收取的那点代理服务费根本无力承担发生
虚假出口或骗取退免税的风险。但任何一笔出
口退免税都得有人承担税收安全风险，如果代理
服务商不作为出口主体直接承受出口退税，跨境
电商又往往飘渺在线上的虚拟空间，税收就只能
直接退给供货厂商，但实践中代理服务商与厂商
往往分处异地，如将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申报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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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退免税直接退到异地生产厂商或店家开户行，
无论综合服务企业所在地国库还是税务机关都
担当不起。

六、对义乌国际贸易试验区
跨境贸易方式的税收治理建议

由于数字经济的融合、渗透与分享，现代社
会分工已越来越细，无论是市场采购、跨境电商
还是国际物流，其分享的利润已被摊得很薄。因
此，在跨境电商盈利模式下，让供应链中单一主
体承担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举证责任都是无能为
力的，而运用价格机制分摊转嫁交易成本和举证
责任，则小微零售电商没有传导能力，分散责任、
层层追究，管理层也没这个能力和精力。为此本
文建议，作为一种探索，可在国际贸易改革试验
区试行对市场采购、跨境电商中的零售出口、境
内出口向国际物流终端实行无票免税，并对微商
实行企业所得税定额征税。

对试验区内的注册市场经营户、跨境电商和
国际物流主体列入区域单一窗口平台监管，跨境
电商或市场采购出口货物，未取得合法有效凭证
但能在平台登记销售方名称、纳税人识别号、销
售日期、货物名称、计量单位、数量单价、总金额
等进货信息的，给予免征增值税。按照“源头可
溯、风险可控”原则，B2C免税备案只要求在平台
单一窗口录入购货方、购进商品相关信息和出口
信息，每笔跨境货物都可以从平台追溯到供应
商；跨境支付机构在支付前按规定也会对电子商
务交易的真实性与合规性审核，再凭电子交易信
息通过银行支付。B2B业务则以业务嵌套方式
通过平台B2B退税模块与税务退税系统对接，输
入税控数字证书签名后的电子数据和增值税发
票认证信息，仍可以无纸化退税，实现零税率目

标。平台内为出口货物提供仓储、运输的物流服
务商，提供货代、船代、外贸综合服务的代理服务
商，均可以就通过支付平台结算的跨境服务收入
实行无票免税，支付平台凭电子交易信息支付并
对其作交易真实性、合规性审核。为便于管理，
国际物流供应链各环节的物流辅助与服务功能
也应向国际贸易试验区集聚，集聚度越高、运行
效率也越高。

当然，对试验区内跨境贸易主体实行无票免
税仍应是自主申报式的。电商只在平台登记了
进货信息，并不需要提供进货凭证，供货商有无
完税无需电商担责，跨境电商自己的免税核算无
凭证支撑。二是进货信息与报关信息并不审核
比对，否则，按原出口退免税信息比对方法，对应
关联信息的匹配成功率会很低。三是无票免税
只在终端一个环节，供应链区外节点的免税链条
没有贯通，税法要求的出口货物零税率目标仍没
有实现，市场采购与跨境电商零售出口实行无票
免税不能理解为供应链全链条各节点自动免税，
也不应理解为跨境电商在可以取得合法进项凭
证的情况下为其前后端纳税人避免或减少纳税
义务而故意不去取得。

提供交易真实性证据问题属于电商渗透行
业税源管理的共性问题。由于行业分工细化参
与主体众多，在目前以票管税模式下，实现多环
节连环免税问题无解，如果不是在封闭式的试验
区、自贸区，任何单环节免税还可能成为前端税
款流失的通道与后端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的剪
刀。当然，试验区内各主体按小规模纳税人征
3%退3%也可以操作，但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因
此，试验区内对市场采购、跨境电商、国际物流零
售业务在出口终端试行无票免税与所得税核定
征收，是目前此类跨境贸易与服务方式零税率无
解条件下的次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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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ket purchase, cross-border business and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is the troika which
makes progress in Yiwu international trade reform experimental zone. However, due to the factors of current
tax refund tax system as well as the industry refining and fusion penetration, all of the three trade and service
methods cannot completely enjoy the policy of zero- tax rate of VAT. In the relationship of enjoying
preferential policy and tax risk dealing, the sharing economy has also challenged the management ability of
tax administrat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ax governance means should adapt to the changing of trading and
profit model. Since the optimal tax system goal of zero tax rate cannot be achieved, we can make a tax free
operation at the export terminal for all trading models of market procurement,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in the experimental zone, as a sub-optimal option, and make it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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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税收制度的改革能够切实推进地方财政税收体系的完善，从而协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关系。十九

大的召开代表着未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深化，地方税收制度将进一步完善。但目前我国分税制运行中财政

支出结构、事权与财权的划分、现行支付制度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分税制完善和发展的核心阻力，欲切实推进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就需从平衡地方财政支出机构、统一事权与财权、扩大支付转移力度三个方面入手，解决分税制

度运行中的阻碍，弥补和完善分税制度中的不足，为健全地方税体系奠定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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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央和地方在不同地域范畴中需要承担不
同的责权事务，但为了国家的长久发展，职责范
畴的不同不能干预到事权和财权的统一[1]。分税
制通过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源和税收基本管理
权限的划分，分配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基本
的税收收入分配，从而协调中央和地方政府责权
不一的问题，因此分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于国
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在市场经济的
发展中，市场机制中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受到多个
方面的限制，市场经济调节的自由性以及滞后性
会导致宏观经济发展出现失衡，在此过程中政府
必须以外部力量的形式介入市场调节机制中，中
央通过对国家和社会资源的二次分配，调节基本
的收入差距，但是中央对资源的再配置过程中难
以解决公共产品的问题。公共产品的排他性受
限于时空等因素，因而公共产品是不同层级政府
提供，以供某一受益范围内人民受益的产品。公
共产品对地域性的限制导致了各级政府必须按
照自身财权和事权的范畴适当分配公共产品，以

提高整体的财政效率，而这也是分税制度建立的
必要性之一。分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够提高
不同层级政府的效率。综合以上两点，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完善分税制度有着重
要价值。

二、十九大的召开
对我国税收制度运行的影响

（一）税收制度改革提出明确要求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

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
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
约束有利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
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在加快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
从战略高度对税收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全新的要
求，即从深化制度的角度入手健全地方税收制
度。税收作为国家发展的政策工具，制度的构建
和完善中，需要以新时代新思想作为指导，要“贯
彻新发展理念”，通过鼓励研发具有创新理念的
税收体系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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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税收制度的改革过程中，还需要充
分考虑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下的新矛
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作为指
导，制定税收制度完善与改革中的目标与原则，
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设定为：通过
税收制度的改革构建税法统一、调节有度、税负
公平的税收体系；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
原则设定为：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从公平、
民主、法制等角度出发满足人民的需求。

（二）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建立全面规范

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利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
绩效管理。”而法律是目前最具有约束力和效力
的制度标准，因此税收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完善的过程中要逐渐上升到法律规范，在新时
期的税收制度改革中税收法定原则将会被全面
落实。

同样地，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也代表着我
国的费改税将持续推行，在推行过程中将会对税
收的性质进行严格的控制，新开征的税种需要及
时出台有关的法律政策加以规范。在此过程中，
需要中央统一税种的开征权，并且中央需要做到
统一立法。在中央辨析税种特点后以立法授权
的形式为各省级部门授予税收的管理权限，全面
落实税收法定的原则，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二、十九大后我国分税制运行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分析

（一）不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
分税制度运行中，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行政费用急剧膨胀、财
政支出结构僵化、缺乏支出控制机制。

1.行政费用急剧膨胀
在当前分税制运行的前提下，多数地方政府

在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过程中对于中央的财政拨
款依赖性较大，导致中央行政费用支出连年递
增，行政费用规模不断增大。同时分税制度下各
级政府都分别设立国税局和地税局两个行政管
理机构，导致税务行政管理机构过于臃肿，行政
管理人员过多，从而造成行政管理中的人事费用
急剧增加。

2.财政支出结构僵化
目前财政供给并没有按照一定科学依据划

分出范围，导致地方公共服务难以呈现出均等
化，因而财政结构支出不合理[2]。财政支出结构
的僵化主要是由以下三点原因造成的：一是财政
支出过程中预算执行过程过于随意，二是地方政
府的长官意识导致财政支出易受到首长左右，三
是税收法定原则下的财政支出预算管理体系尚
未形成。上述原因造成财政支出结构僵化和不
合理问题。

3.财政支出控制不足
分税制度运行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尚未形成

统一的财政支出控制机制，财政支出控制机制的
构建，能够有效规避财政支出过程中支出膨胀的
现象。但就目前我国财政体系发展而言，支出控
制机制的缺乏导致了财政支出膨胀。造成我国
支出控制机制缺乏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地方
政府缺乏控制意识，地方各级部门在财政支出控
制中未形成统一的控制意识，导致财政支出控制
机制的缺乏；二是上世纪财政包干制度下衍生出
的既得利益者难以舍弃利益，从而难以构建财政
支出控制机制；三是当前我国缺乏科学有效且成
熟的财政控制机制，尚未有经过实证研究的典型
财政控制机制值得推广。

（二）不明确的事权与财权划分
分税制度的运行在我国限定了不同层级政

府的事权范畴，同时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力进行
了分配，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地方事
权逐渐增多，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未根据职权的
增添展开改革，导致地方事权范畴的划分与实际
事权范畴呈现出一定差距，财政收入难以适应事
权需求，最终导致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划分上出
现以下几点问题。

1.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不
明确

目前我国分税制运行中《宪法》《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中，
对于地方政府的整体职能和事权的界定过于宽
泛。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的边属界
限并没有明晰的定义，尤其是一些需要中央和地
方政府共同承担责任的事权[3]。譬如2004年，中
央政府将60%以上的公共服务转嫁到县及县级

刘明玉：十九大后我国分税制运行中亟待解决问题及应对策略

49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以下政府中，地方的财政总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
入的45%，但是财政总支出占总财政支出72%左
右。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不明
确，直接导致了支出责任过于分散化，让县级以
下政府财政发展受阻。

2.固态化的财政权力，无法满足事权发展的
需求

分税制度运行下，我国的地方和中央之间责
权和财权的不明确导致了财权变动无法随着事
权变化而及时跟进调整。财权的固态化发展让
不同层级政府的基本财政支出难以灵活调整，也
直接导致了各级政府在突发情况下基本应急资
金调用紧缺问题。财政权力固态化只能满足静
态事权的发展，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的过
程中财政工作内容和事权只会越来越丰富和多
样化，工作内容不可能保持静态不变，因此财权
的具体分配过程中，固态化的财政权力，难以满
足事权的发展需求[4]。

3.财政支出责任划分不够合理
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下放，能够让地

级政府承担更多的财政责任。但是中央对地级
政府下放的财权和事权不代表中央可以全权交
予地级政府承担所有的财政支出责任，财权和事
权的下放不是让中央置身事外，而是让中央能够
和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承担相应的财政
支出责任，通过不同层级之间责任制度的确立，
完善分税制度的运行。

（三）不完善的现行转移支付制度
不完善的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导致了我国经

济发展过程中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合理改善
现行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实现公共服务的均
等化。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需要从以下几个现存
转移支付制度的问题入手，才能切实解决当前分
税制度运行中亟待处理的问题。

1.转移支付结构不科学
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整体结构的不科

学性表现在专项补助和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发
展不协调，前者的比例过大，而后者的比例过
小。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中财力的均
等化调节能力受限，投入到地方公共服务中的
可支配财力较小，从而直接造成地方政府多数
日常管理工作无法展开，也无法实现公共服务

的均等化。
2.转移支付系统不健全
分税制运行过程中转移支付的建立是为了

减少各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从当前的财
政转移支付系统的构建情况分析，财政转移制度
支付的建立初衷和实际发展处于背道而驰阶段，
在二级转移过程中省级以下的政府往往财政转
移支出的力度较小，转移支付系统中平衡各级政
府收入差距的目标将无法达成。同时各级政府
间的转移支付系统缺乏有效的监管主体，财政部
门、审计部门、税务部门等部门之间的关系未明
确，缺乏有效机制将各个部门联系起来，从而督
导转移制度系统良好运行[5]。

三、十九大后我国分税制运行中
亟待解决问题的应对策略

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分税制度的改革中不
仅仅要重视以往分税制度运行过程中遗留而来
的问题，更需要从时代发展的长远角度，为分税
制度未来的运行和发展提供更好的发展策略，要
用具有前瞻性的思维，完善和调整分税制度，让
分税制能够更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一）调节财政支出结构
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中，需要

通过调整公共服务项目的比例，让财政支出更加
合理。同时需要根据我国现行财政支出中存在
的问题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1.完善司法制度
分税制度运行下，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

构存在的支出控制不足和行政费用膨胀问题的
根源是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过程中缺乏有效
的司法监管，监管的缺失导致了财政支出中责权
意识不明确。因此通过司法制度的完善，能够从
以下几个方面约束财政支出，让财政支出更加科
学合理：一是司法监管能够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
力度，通过公检法三个部门的联合监管，使财政
转移支付资金不被擅自挪用，保障资金的专款专
用；二是通过公检法三方部门的监管，让地方政
府财政支出与其适用性相匹配。在未来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财政资金的
额度和适用性必然会增加和拓宽，在此过程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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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法三方部门的介入，能够保障我国税收法定原
则的全面落实，保障财政支出中资金的稳定性和
使用性。

2.优化地方政府的投资结构
针对分税制运行下我国财政支出过程中支

出结构僵化的问题，需要通过优化地方政府的投
资结构加以解决。提高地方政府的资金使用效
率能够让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更加合理和灵活，能
够直接改善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僵化的问题，加以
公检法三方部门的司法监管，能够让我国地方政
府的财政支出更具有效率。优化地方政府的投
资可以从增大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入手，促进经
济的快速转型，从而让我国政府投资结构更具有
保障性。

（二）完善财权与事权的统一性
1.财力协调，健全地方税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

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意味
着当前分税制运行中权责的不清晰问题已引起
高层重视。为了实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
需要从财政协调入手，在保障中央和地方形成良
好财力格局的基础上，让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财
政事权。

同时在健全地方税体系的过程中，地方税体
系的改革与完善需要同当前的税制改革紧密联
系在一起。譬如在税制改革过程中，以充分授予
原则将房地产税作为市级政府的专享税，同时下
放财权，让地方政府在专享税的征收中获取一定
自主权，从而加速房地产税的改革，健全政府税
收体系的构建。

2.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
责任

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建立权责清
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进行拆解，权责清晰、财力协调指的是中央和地
方政府税体改革过程中财权的分配，而区域均衡
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则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
税体改革中的事权基本分配。区域均衡是要通
过责权明晰的方式，让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基
本公共财政支出责任更加清晰。在此过程中中
央和政府为了更好承担责任和合理分配财政支
出比例，要从公共资源的配置入手，将公共资源

更好地引入社会基本服务项目中，实现公共服务
的均等化发展。

3.确定地方不同层级政府的支出范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的过程

中，仍需要坚守市场原则，弱化行政手段的干
预。但涉及社会公共服务的内容必须通过行政
手段介入调节，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结合十九大报告的整体思想，我国分税制运行过
程中仍需采用创新精神，以创新精神为指导，在
市场和政府的中间领域中，通过创新融资等方
式，政府要拓宽资本进入社会公共服务中的机
会，让民间资本也能够渗透我国公共服务体系，
从而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1.构建科学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不同时期财政支付转移制度的构建有所不

同，财政支付转移制度的构建尤其要贴合市场经
济的发展规律和时代的发展情况。只有结合地
方实际发展情况才能制定更完善的财政支付政
策，因此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构建中需要结合
当前时代的发展规律，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
是制度建设过程中应该以中央到地方的财政转
移制度次序建立支付制度；二是强化当前财政支
付的转移力度，优化支付的基本结构，缩减城乡
之间的差距；三是通过对财政体制的整体管理，
有效减少指向不明或者重复性的财政补助，切实
扶持和发展需要资助的项目，满足不同地方财政
发展需求；四是强化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监
管，通过强化监管，让财政支出能够得到合理的
分配和使用。

2.加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转移支付
力度

分税制度在我国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地
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需要通过财政转移
支付力度的强化，激发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
经济活力，从而促进各地区利益的均衡发展。
同时加强对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转移支付力
度的管理，直接促进民族地区团结发展，对于稳
固民族地区社会的安定有一定益处。边疆地区
的交通和公共基本服务项目的建设较为欠缺，
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协调各级政府的利益，转移
支付力度适当朝边疆地区倾斜，能够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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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发展中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适当缩减地区
经济差异。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税务制度
改革提出的新要求为分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

供了明确的思路。从新时代发展要求出发，基于
实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力求我国分税
制度改革方向的高度正确性和前瞻性，在实际问
题的解决中也融入对新时代乃至未来财政税收
体系发展的思考，以期能够解决我国新时代财政
税收体系发展中的问题，使税收真正成为国家实
现职能的强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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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tax system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ocal fiscal tax
system, so as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finance and local finance. The convening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represents the future of China’s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ill be further deepened,
and the local tax system will be further improved. However, the three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system of
pay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in the operation of China’s tax division system are the core
resistance to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x division system,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balancing local financial expenditure agencies, unifying the power of affairs and financial affairs, and
expanding the power of payment and transfer, and to solve the obstacle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urrent tax
distribution system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to make up for and improve the current
tax distribution system. It will lay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local ta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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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金华信息经济产业园一期一标段的BIM技术应用为例，运用Autodesk Revit、CATIA、施工动画模拟、动

画、效果图3DS MAX等软件，构建建筑结构三维模型、管线模型，配合无人机辅助现场交流BIM+VR、BIM+GIS辅助

城市规划及管理技术，对现场技术人员进行交底，发现施工中存在或者可能发生的问题，减少实际作业返工，达到提高

工作效率、提升施工质量、减少工程变更、缩短施工周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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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信息化、城镇
化程度不断地提高，建筑产业现代化的进程逐步
加快。BIM技术加快了建筑业信息化的发展速
度，优化了建筑信息化的发展环境，加速推进信
息技术与建筑工程管理，在提高生产率，节约本
钱和缩短工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BIM技
术对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运营管理，是实现建筑业
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实现项目精
密化管理、企业集约化发展的有效路径。BIM技
术在建设工程中的应用是全过程的，项目立项、
勘查、设计、施工、验收、运维等各环节均有不同
的运用内容与形式，目前在设计、施工阶段的运
用非常广泛[2]。本文将以金华信息经济产业园一
期一标段为例，探讨BIM技术在建筑工程建设过
程中的应用。

一、金华信息经济产业园
一期一标段项目BIM建模组织

金华信息经济产业园一期一标段项目位于
金华市开发区，东起永康街，北靠李渔路，西起婺
州街，是浙江省2016年服务业重大项目及重大
产业项目，也是政府主导建设的重大产业项目。

其地上建筑面积8264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42876平方米，1号楼高64米，2号楼高42.85米，3
号楼高85.5米。本项目地下1、2层为汽车车库，
1号楼主楼为酒店，裙房为酒店配套康体娱乐
用房，2号楼3号楼首层为门厅及商业用途，其余
楼层为办公用。

构建工程的BIM模型，主要解决以下关键
问题：

第一，准确计算工程量。在初期设计阶段为
业主提供项目的全生命期成本预算，和工程变动
带来的成本变化；在业主预算范围内，寻找更多
方案，加强项目成本控制[3]。

第二，进行4D模拟。在项目施工前，发现并
解决空间矛盾，为空间矛盾展现更多的解决方
案；快速标示计划、工序或定位问题；提高现场
的生产率，减少浪费；为项目庞大的空间运输提
供计划信息，支持其他运输分析，减少工程变更。

第三，开展工程分析（结构，照明，能耗，机
械，其他）。通过自动化分析，减少时间和成本投
入；提高设计分析的质量，收缩计划分析的周期，
提升施工质量、缩短施工周期。

第四，参数化变更管理。消除信息传递障
碍，缩小设计师与业主、监理、承包商、供应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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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信息传输和交互时间，使工程变更具备实效
性，实现对项目的动态控制和有效管理，提高工
作效率[4]。

（一）模型拆分
1.按专业分类拆分
按照专业分类划分成不同子文件夹。当前

以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五个专业分类，
有关模型保留在有关文件夹中。各拆分模型之
间不得有重复构件。

2.按楼层拆分
基于专业划分的基础上，要求每层单独拆分

为一个文件。各拆分模型之间不得有重复构
件。目前分为地下二层、地下夹层、地下一层、地
上一层、地上二层、地上三层、地上四层、地上五
层，五层以上按楼号分别进行楼层划分。

3.子模型
根据阶段，使用和专业区分子模型，子模型

都应该能够独立执行BIM应用程序。各子模型
应相对独立，模型内容可有重复使用。

（二）模型整合
1.按专业整合
对应于每个专业，整合所有业态和楼层的模

型，便于各专业进行整体分析和研究。
2.按施工顺序整合
按实际施工顺序一步步整合模型，便于排查

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3.项目完整模型
将各专业的整合模型组合至一个完整的模

型中，以用于项目综合分析。

二、土建施工BIM技术应用

利用三维软件进行场地布置和样板区间的
展示，通过三维软件（revit、lumion、fuzor等）制作
出布局以及样板区间模型。场地布置要满足地
方规范的要求，规范里的要求必须达到，只能比
规范多不能少。样板区间是指在施工现场以外
的空场地进行缩小版的施工现场部件的展示。
可以充分展示现场的施工工艺。结合施工临时
设施布置标准，建立三维场地布置模型，通过三
维技术交底实现现场场布一一落实到位。

项目施工中主要针对支模架进行模拟，通过
模板设计软件所带的三维出图功能，形成整体三
维排架布置图，对现场施工班组进行交底，并结
合模型。项目中有三个专项支模架施工方案，分
别为高大支模架、悬挑工字钢支模架、贝雷架支
模架。

（一）高大支模架
高大支模架搭设高度达到17.35m，跨度为

16.8m，搭设高度远超8m的规范要求，是现场班
组碰到的最高支模架，通过6次的方案整改，最
后以扣件式脚手架方案通过，见图1。

图1 高大支模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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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悬挑工字钢支模架
十一层楼面净悬挑1.4m，在十层楼面处，埋

设Φ20圆钢压环，布置7.0m 长的18#工字钢挑
梁，悬挑2.8m，内锚 4.2m，挑梁间距均为1000、
1100mm等，转角处布置9.0 m 长的18#工字钢挑
梁，悬挑3.7m，内锚5.3m，然后在工字钢挑梁上
搭设支模架立杆。

（三）贝雷架支模架
3#楼共 20层，高度为 82.5m，首层为门厅及

商业，其余楼层功能为办公。贝雷架位置在屋面
外侧，悬挑净3.5米，悬挑高度29.4米，总长度
36.8米。支模架体具备高度超高，悬挑长度超
大，构件荷载较大的特征，搭设落地式支模架不
但工料浪费严重，亦影响工期，且因超高稳定性
较差，架体变形难于掌控，势必对挑梁的施工质
量和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方案选用了较能
保证承载力和稳定性的贝雷片桁架作为悬挑结
构部分的承重支模架体系。

通过BIM建模，发现107处图纸错误，主要
问题是建筑结构图纸的不符；部分结构与建筑的
碰撞，例如基础和集水井的碰撞；基础与基坑距
离过近，基坑无法放置，是否考虑下降基础等。

对整个施工流程进行BIM预演，细化每一个

施工步骤，增强了材料的利用率，避免材料剩余、
浪费。并且运用BIM算量软件可以保证计划材
料与实际材料相匹配，提高了模板、方木、钢管等
材料的利用率。达到计划与实际用量一致，节约
材料。

采用贝雷架支模体系，从数据表中明显看出
采用贝雷架支模体系大大减少了人工投入，工期
也明显缩短。对比现在工程清单计价，人工费是
主要费用支出，采用贝雷架支模体系可以减少人
工量，从而增加项目利润，减少施工成本。

三、钢筋工程BIM应用

钢筋作为建设工程的三大主材之一，是工程
结构的主要受力材料，在建筑施工中起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但钢筋工程作业长期以来缺少先进
的技术手段，生产效率较低、发展水准不高。
BIM技术具有三维可视化、面向对象的建模与信
息关联等特点，与钢筋施工模型化（见图2钢筋
BIM模型）、信息化、自动化的需求相吻合。在三
维模型中进行钢筋效率化建模与智能翻样，根据
项目需要，可对复杂节点的钢筋模型进行综合优
化，利用BIM模型自动导出钢筋料单（见表1）。

图2 钢筋BIM模型

对比传统钢筋翻样及生产加工作业方式，经
实践，钢筋原材加工直接利用率为99.51%，提高
作业效率50%以上，直接经济效益率为28.8%。
基于BIM的钢筋工程技术应用，可实现钢筋模型
化翻样、信息化高效配送，作业效率高、质量可
靠、节约成本、降低劳动强度、减少环境污染，有

助于提高钢筋工程生产水平与产业化升级，具有
良好的社会与经济价值，符合绿色施工、节能减
排的发展趋势。

本项目由于特殊性，两个轴网上的柱子都带
有型钢，而且这两根轴网之间的梁也带有型钢，
这对现场的钢筋师傅无形中形成了极大的难度，

谢荣耀，吴华君：BIM技术在工程项目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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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通过BIM技术进行先前排布对钢筋排布
的先后顺序进行模拟减少误工时间。

项目经过4D施工模拟可视化，对项目主体
阶段及机电安装阶段进行4D进度编排，模拟对
象动画，给现场管理实时调整进度计划，给方案
提供选择依据，给项目部管理提供支持[5]。

四、砌体工程BIM应用

通过BIM软件快速进行砌块排布和工程量
提取，提高施工质量和外观质量观感，减少材料
耗损，节约成本。使用BIM技术的多专业协同和
可视化功能，对砌体工程的每面墙体进行模型建
立和砌块排布，构造柱和圈梁等构件的合理安放
布置和机电专业预留洞的准确预留，一是节省技
术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二是降低砌体排砖对
技术人员自身的经验和空间想象能力要求，三是
通过直观展示提高对不同层次的施工人员的技
术交底，四是避免了二次开洞和错留空洞的封堵
造成的材料和时间的浪费。

结合BIM进行幕墙深化设计，精装修BIM深
化，无人机辅助现场交流，BIM+VR应用，来助力
项目实时掌控和调整施工部署，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实际作业返工[6]。

经BIM建模，比对应用，获得如下成果：

1.累计发现设计图纸问题：土建356项，安装
423项，共779项。

2.地下室管综调整优化，出具优化方案：发
现多处碰撞点，60项需要优化。

3.支吊架布置优化：管线综合后支架优化布
置点，出具布置图多份并计量统计；抗震支架布
置图50张，计量表30份。

4.材料计量表：地下室强电桥架配件计量表
3份，消防喷淋点位计量表1份。

5.管线综合全程跟踪：熟悉现场安装环境，
了解现场施工人员识图能力、各施工班主安装速
度，预留洞口复核，出具管线优化平面图，管线现
场安装指导协调，安装管线模型记录。

五、结语

金华信息经济产业园一期一标段工程引入
BIM技术，在安装前期发现图纸错误问题，并现
场协同安装，使施工阶段管线安装无一返工，成
本估算时间大幅减少5%，节约成本0.5%。在建
筑工程建设过程中，BIM技术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它对建筑工程建设中的质量、施工进度、成
本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为协调建筑工程中各
方主体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在今后的建筑工程
建设中可望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表1 钢筋料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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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BIM method in Jinhua Information Economy Industry
Park Phase I. With the help of Autodesk Revit, CATIA, construction animation simulation, animation and
3DS MAXtechnology, the3Dstructural model of the building and thepipeline model are constructed. Combing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assisted on-site communication, BIM+VR and BIM+GIS are employed
to assist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technical explanation to on-site technicians. Potential
problems would be detected, which could reduce reworking in practice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work efficiency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so as to reduce engineering adjustments, and shortening
construc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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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ance methods innovation,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faculty’s professionalism and cases upd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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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发展，配电网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混合算法对配电网接地电阻进行优

化研究，对于电网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具有重要的作用。采用传统的算法进行电阻检测，误差相对较大，采用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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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伴随着近些年工业的
快速发展，民用和工业用电量急剧增加，对于电
力系统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电网接地
对于维护供电网的稳定运行，保证供电设备安全
和运行人员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
国的中低电压网主要通过中性点进行有效的接
地，此种方式接地可以提高供电的持续性和高效
性[1]。但是，随着电力系统的长期运行，极易造成
非接地薄弱地区发生击穿，造成电网设备的破
坏，影响电网的稳定运行。接地电网系统的电阻
检测是对电网接地系统稳定性的一个非常有效
的衡量标准。因此基于混合算法对配电网接地
电阻进行优化研究，对于电网运行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已经有较多的学者
对于基于算法的配电网接地进行了研究，但是通
过混合算法进行的研究较少。

一、混合优化算法理论及模糊理论

（一）信息融合技术和模糊理论
信息融合技术近十几年才广泛应用在电网

接地技术处理方面，信息融合就是将多个数据信
息进行汇集，通过多方面的信息得到准确而有效
的结论。随着工业用电系统的越来越复杂，数据
融合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越来越深入，信息融合

技术按照信息融合的结构层次分为数据层融合、
特征层融合、决策层融合。

（二）群体比幅比相算法
群体比幅比相算法通过从电流数据中选出

几组数据，并且通过逻辑判断找出接地系统中的
故障，具有简易、高效的优点，但是此种方法的输
出方式不够灵活，只能通过图形和符号的形式进
行输出，不适合多选线的判据。图1所示为群体
比幅比相算法隶属函数图。在不考虑误差和干
扰的情况下，故障线路电流滞后电压为90°，但
是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环境干扰和测量误差的影
响，在角度和幅度方面都存在误差，因此定义稳
态幅值故障测度如下式所示：

（三）突变量算法
突变量算法主要用于NES，通过与自动调节

的消弧线圈进行结合，通过改变电抗值，对电压
进行折算，改变消弧线圈中残余电流，利用线路
消弧线圈的电流变化，挑选出不同的故障电路。
突变量算法的测度隶属函数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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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波包算法
小波分析可以有效地分析信号的时频，但是

在高频段相对于其他算法来说频率分辨率较差，
在低频段相对于其他算法来说时间分辨率较
差。小波包算法可以采用一种更加精细的分析
方法，频带进行多层次划分，并且可以根据信号
的特征，自适应地选择相应的频带，匹配信号频
谱，提高时频分辨率，提高小波算法的准确率和
应用范围[2]。

二、多判据混合算法的DSP 实现

DSP是一种微信号处理器，其中需要对信号
进行优化。DSP采用先进的内核结构，通过硬件
的并行处理，极大地缩短了数字滤波和傅里叶变
换算法的计算时间[3]，有助于提高数据处理能力
和数据处理速度。

（一）硬件实现
图3为整个DSP硬件平台的结构框图，系统

分为基础处理和高级处理部分。基础处理主要
是通过A/D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成可处理的
数字信号。通过将40路模拟信号输入到A/D转
换器中，在A/D转换器中将40路模拟信号转换成
40路数字信号[4]。

采用DSP信号处理具有非常良好的特点：具
备了足够的输入输出通道，对模拟量以及开关量
的处理非常快速和高效，同时电磁兼容性良好，
界面相对较为友好。设计过程中考虑到系统功
能的可扩充性和可升级性，可以通过CPLD编程
修改系统的逻辑[5]。

（二）软件实现
嵌入式应用系统的软件设计和一般的程序

设计不同。既有各种计算程序设计，还要结合具
体的硬件电路进行各种输入输出程序设计。软
件设计必须在硬件、软件功能划分基础上进行，
系统软件由四大部分组成：初始化、采样、故障判
断和通信显示[6]。整个系统软件采用模块化结构
设计，将各功能按模块化结构设计为可独立进行
编程调试的子程序块，这样不仅便于程序的调试
和连接，更有利于今后程序的移植、修改和实现
功能扩展。而且利用现有的通用软件包，能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接地模型仿真分析

（一）接地电阻仿真分析
1.混合遗传算法的接地电阻相对误差
采用PSCAD建立仿真模型，对接地电阻混

图2 突变量算法的测度隶属函数

图1 群体比幅比相算法隶属函数

图3 DSP硬件平台的结构框图

雷 雪：基于混合优化算法的配电网接地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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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算法进行测量方法验证分析，模型中设置激励
电压为5V，频率设置为90Hz，为了研究混合算法
对接地电阻的测量结果的影响，在仿真模型中5
个接地电阻的情况如表1，通过计算混合遗传算
法和传统方法计算误差值也如表1所示[7]。

从表1可知，采用传统的算法进行电阻检
测，相对误差较大，编号1、2、3、4、5相对误差分
别为27.42%、34.81%、19.26%、34.81%、12.07%，

采用混合算法进行电阻检测相对传统检测方法
来说，误差减少一个数量级，编号1、2、3、4、5相
对误差分别为 0.13%、1.77%、0.08%、1.77%、
0.04%。

2.混合遗传算法的普适性
采用模型试验，研究接地回路不良导致局

部电阻变化，对于混合算法的影响，其中四个
支路电阻均设置为10Ω，第五个电阻R5电阻
值变大，阻值取值为 500Ω。仿真结果如表 2
所示。

如表2所示，实测值为采用传统的电阻测量
方法所得的电阻值，计算值为采用混合算法计算
得到的电阻值，通过误差对比分析可知，采用传
统的计算方法得到的电阻误差较大，最大值为
33.2%，而采用混合算法测得的电阻误差较小为
0.05%[7]，说明采用混合算法对于接地电阻误差测
算精确度更高。

表1 接地电阻的相对误差

编号

1
2
3
4
5

电阻值/Ω
6
5
8
5
12

相对误差/%
传统方法

27.42
34.81
19.26
34.81
12.07

混合算法

0.13
1.77
0.08
1.77
0.04

表2 接地回路不良下仿真结果

序号

R1

R2

R3

R4

R5

组织/Ω
10
10
10
10
500

传统方法

实测值/Ω
13.3178
13.3178
13.3178
13.3178
502.7481

误差/%
33.2
33.2
33.2
33.2
0.6

混合算法

计算值/Ω
10.0049
10.0049
10.0049
10.0049
500.2468

误差/%
0.05
0.05
0.05
0.05
0.05

3.接地极数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接地极数量对于接地电阻也具有一定的影

响，因此通过两种情况分别模拟电阻误差，情况
1设置为无接地不良地极，各个接地极的电阻为

10Ω。情况2为存在接地不良地极，采用增大另
外一个接地电阻值为500Ω的方法，模拟接地不
良这种情况。

表3 接地极数量不同时仿真结果

编号

1（3）
2（7）
3（10）
4（12）
5（15）
6（20）

情况1（无接地不良极）

传统方法

50.4
16.8
11.3
9.3
7.3
5.5

混合算法

0.20
0.02
0.03
0.03
0.06
0.12

情况2（存在接地不良的地极）

传统方法

98.2
19.98
12.6
10.3
7.8
5.7

1.02
0.36
0.24
0.23
0.17
0.13

混合算法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13
0.13
0.13
0.13
0.13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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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3所示，当电极较少时，采用传统方法
测得的接地电阻误差加大，最大误差为存在不良
地极时，达到98.2%，随着电极数量的增加，传统
方法的误差值呈减小趋势。采用混合算法可以
极大地减小电阻值误差。

（二）实验室高压接地故障仿真分析
采用Metlab软件中的SIMULINK工具包构

造一个简单的模型，通过在屏幕上绘制框图模拟
一个系统，并且动态地控制这个系统，相比于传
统的仿真软件具有直观方便的特点，通过建模、

分析和设计，提供一种动态的仿真模型[8]。如下
图5所示为距母线6km A相接地，故障初相角为
0，过渡电阻为 100Ω。此时系统的零序电压及
各条线路的零序电流如图6所示。

从图5-6可知，当电网发生故障时，线路电
流瞬时增大，故障线路电流与非故障线路相差
180°，之后，电流慢慢衰减到相对稳定，故障线
路与非故障线路的反相关系依然满足，且故障线
路电流大致等于非故障线路电流之和，这与理论
分析相吻合[9]。如表4所示混合算法计算结果。

图5 仿真零序电压波形图 图6 仿真各线路零序电流波形图

表4 混合算法计算结果

基波比幅比相

五次谐波

小波法

总测度

权系数

1
0.3693

1
-

测度集

0.5002 0.3964 0.9998 0.3245 0.2791
0.1441 0.1629 0.1741 0.8559 0.1738

0 0 1 0 0
0.5535 0.4566 2.0641 0.6406 0.343

正确否

正确

否

正确

正确

随着我国电网系统的不断发展，通过混合优
化算法对电网接地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
此本文通过混合优化算法对电网接地电阻检测
和选线电流故障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1.采用传统的算法进行电阻检测，误差较
大，编号 1、2、3、4、5 相对误差分别为 27.42%、
34.81%、19.26%、34.81%、12.07%，采用混合算法
进行电阻检测，误差减少一个数量级，编号1、2、
3、4、5 相对误差分别为 0.13%、1.77%、0.08%、
1.77%、0.04%。

2.实测值为采用传统的电阻测量方法所得

的电阻值，计算值为采用混合算法计算得到的电
阻值，通过误差对比分析可知，采用传统的计算
方法得到的电阻误差较大，最大值为33.2%，而
采用混合算法测得的电阻误差较小为0.05%。
说明采用混合算法对于接地电阻误差测算精确
度更高[10]。

3.当电极较少时，采用传统方法测得的接地
电阻误差加大，最大误差为存在不良地极时，误
差达到98.2%，随着电极数量的增加，传统方法
的误差值呈减小趋势。采用混合算法可以极大
地减少电阻值误差。

雷 雪：基于混合优化算法的配电网接地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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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distribution network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The study of optimization of grounding resistance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based
on hybrid algorith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power grid operation. The
traditional algorithm in resistance detection may result in big error. However, the error could be reduced by
an order of magnitude when the hybrid algorithm, which is more accurate for measuring grounding resistance
error, is employed.

Key words: hybrid algorithm; distribution network; DSP

A Study on Grounding Optimization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Based on Hybrid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LEI Xue
（Huanggang Vocationaland Technical College, Huanggang 438002, China)

62



第17卷第3期
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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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17 No.3
Sep.2019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进入新阶段

毛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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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以来高校思政理论课建设经历了两大时期三个阶段，始终坚守意识形态阵地，重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的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断创新和完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课

程体系和教学体系，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纳入党和国家制度安排中，

提升到战略和全局的高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承担起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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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主干渠道和核心课程，处于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宣传和实践的前沿阵地，一直肩负着培
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
班人的历史使命。梳理建国以来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程建设的历程，认清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
设的主要成就，准确把握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建设的前进方向，可以助推高校新时代思想政
治工作的高效开展。

一、建国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程建设和发展历程

有不少学者对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课程建设情况和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经
梳理主要有以下三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第一，
五段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历经创建和形
成时期（1949—1966）、荒芜时期（1966—1978）、
全面展开时期（1978—1992）、规范建设时期
（1992—2004）和整体推进时期（2005—）等不同
历史发展阶段”[1]。第二，六段论。我国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和建设大体经历了初建与探
索时期（1949—1965）、停滞与无序时期（1966—

1977）、恢复与形成时期（1978—1984）、调整与提
高时期即实施“85方案”时期（1985—1997）、发展
与规范时期即实施“98方案”时期（1998—2004）、
整合与升华时期即实施“05方案”时期（2005年
至今）几次重要演化历程[2]。第三，两段论。“以改
革开放为线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在
这两个大的历史阶段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建
设和改革既有前后一贯的继承关系,又有建立在
创新基础上的发展关系”[3]。同时，可以发现著述
者普遍认同改革开放后以“85方案”“98方案”

“05方案”①为标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经历了
三次突破，引领着三个阶段的发展。

笔者认为，基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功
能，我们必须结合时代主题和社会环境变化，结
合社会意识形态变迁的基本轨迹和动因，结合
党和国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需求，从更
长远的视角考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情
况。笔者完全赞同改革开放是个大的界碑，将
建国以来70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以改
革开放为界大体上划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两
个历史时期，同时认为党的十八大以后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逐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即两大时期三个阶段划分。依据在于党的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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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建设纳入党和国家制度安排中，提升到战略
和全局的高度。

第一阶段，起步建设和无序发展阶段（1949
年至1978年）。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意识形态教育，但基本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的
附属存在，缺少自身独立的主体地位，课程建设
整体上处于自为状态。正如教育部政治理论教
育司在《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
问题》的调研报告所说“一九五七年到六一年间，
政治理论课所以被取消，‘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
理论课所以被篡改利用，从政治理论课教学本身
来看，原因就在于对政治理论课的科学性认识不
足，坚持不力”[4]72。

第二阶段，规范建设和深化改革阶段（1978
年至2012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坚
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课程改革中的指导地位，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方法，坚持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在坚持继承与不断创新
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发
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是地位和作用日益凸
显；二是课程体系不断完善，课程设置日趋科学
规范；三是以“教师”“教材”“教法”为主的课程
建设持续得到改进，“立德树人”的课程功能不
断得到加强。

第三阶段，全面创新和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通
过一系列重大会议、文件和切实举措，将意识形
态工作提升到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将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纳入国家重
大制度安排中，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课程
体系、师资培训、教材编写、教法创新、学科建设、
保障体系等各方面全面加强和改进。2015年党
中央连续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普通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高等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建设标准》等三个标志性重要文件，从
中办、国办到中宣部、教育部，从宏观指导到具体
指标，三个文件一气呵成，层层推进，切实有力。
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

标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全面进入创新和
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的主要成就

如前所述，建国以来高校思政理论课建设经
历了两大时期三个阶段，这两大时期是有明显区
别的，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的，符合历史发展的连
贯性与接续性的规律和特征。从总体上看，前
30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阵地，重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课程建
设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
重要经验，也为后面提供了深刻的教训。改革开
放以来的40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成
绩有目共睹,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全方位整体推
进。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为高校思政理论课建
设跨入新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地位日益凸显。
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教育教学中的

特殊重要地位，“85方案”表述为“明确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是高等学校一切思想政治教育的基
础”，“98方案”表述为“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培养他们成为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在此基础上“05方案”强调“充分发挥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
当代大学生，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是社
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
展的根本保证”。

第二，不断完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主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和课程整
体规划。

回顾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
结论：“思想”“政治”“理论”高度概括和凝练了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定位和功能特征，而“时
代”“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指引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和基本脉
络，不断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三进”、体现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品格是思想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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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课的主要任务和方向。比如“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从课程名称演
变和教学内容建构，就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完整过程以
及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个理论成果的内在联
系，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
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实践，理清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努力实现
新旧理论成果的深度融合，具有典范意义。

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整体规划。以整
体性的眼光、体系化的思路构建必修课程与辅修
课程、线上课程与线下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相辅相成的立体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以
教学方法改革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探索专门性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论，推进集成创新的教学
方法改革[5]。近几年“课程思政”成为一个热门概
念，一些省市和高校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在
改革框架及路线图上，就是要从国家意识形态战
略高度出发，既牢牢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思想
政治教育中的核心课程地位，又充分发挥其他所
有课程育人价值，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素
养课程、专业课程三位一体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课程体系”[6]。笔者认为这种探索，增强了思政理
论课对其他课程的辐射和引领作用，又发挥了其
他课程对思政理论课的支撑和协同作用。

第三，不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带动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和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因就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课程建设得益于
学科建设的推进和学术成果的积累。为了“加强
高校思政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
伍”，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马克思
主义理论”增设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
教育”等五个二级学科。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
级学科设立的一个直接动因就是为了推进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4]222。近几年有不少专家撰
文认为“建构思想政治教育一级学科的时机、条
件业已成熟”，呼吁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由“二级
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以支持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的可持续发展[7]。

学科建设水平还直接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材体系建设上。教材是教学之本，教材建设
是整个教学工作的基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材建设就其历史来讲，大体上经历了从自编教
材到编写供不同类型院校使用的教材，再到教育
部推荐示范教材并评选优秀教材，再到由中央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统编教材这四个
阶段[8]。“ 05 方案”出台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材编写不统一，内容选取随意性大，理论体系
的科学性不够，大多数教材缺乏权威性。实施“
05 方案”以来，中央把教材纳入中央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集中编写，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基本内容由国家统一规定，而且制定了严格
的审定制度。由中宣部、教育部负责教学大纲和
教材编写工作，组织由学术带头人任首席专家，
理论研究人员、教学人员以及实际工作部门同志
组成的编写课题组，集中编写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材。要求教材编写必须做到“三个充分
反映”和“一个充分吸收”，即充分反映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最新经验，充分反映哲学社会科学
特别是本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充分吸收广大一
线师生的意见和建议。教材定稿前要经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审定。目前教材进入体系化阶段，
强调以统编教材为基础，建设思想性、科学性和
可读性统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立体化教材体系，
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第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凝聚
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中坚力量。

马克思主义学院在高校思政理论课建设中
至少有两方面重大意义：一是强化课程建设的管
理机构；二是集聚和壮大人才队伍。全国高校第
一家马克思主义学院是1992年北京大学成立
的，但当时响应者寥寥，其中的艰难和坚持当事
者至今谈及时尚心绪难平[9]。2015年7月《普通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强调要

“建强独立二级机构，重点建设一批马克思主义
学院”，要“研究制定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
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机构科学规范建
设。实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工程，建设一
批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研究宣传、人才
培养于一体的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学院，使之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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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坚强战斗堡垒。”在
中央的直接关怀和强力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全国高校出现了争相建立的局面，到2016年
年底，突破了 400 家，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布
局。目前条件成熟的本、专科高校成立马克思主
义学院，提升马克思主义学科和思想政治教育教
学水平成为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总结高校思政理论课改革和发展的成绩和
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党中央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顶
层设计，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是思政
理论课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进入新阶段

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
加频繁，如何发挥正能量，增强对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的阐释力，在多元中确立主导，这是思想
政治理论课面临的新挑战；面对多元多样多变的
各种思潮和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何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多样中求得共识，这是思想
政治理论课面临的新要求。2016年12月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
的总体要求。此后，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质量和水平为基本目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教育定位和教学要求、教学目的和主要任务、
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人才队伍和保障体系等作
出全面新部署，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理
论指导和实践指南，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
设进入全面创新和科学发展的新阶段的重要标
志。继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
会之后，2019年3月又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全局出发，深刻阐述了办好思政课的重大
意义，深入分析了教师的关键作用，明确提出了
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大要求，坚定了把思政
课办得越来越好的信心和决心，为我们推进思政
课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导。

第一,将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赋
予思政理论课铸魂育人的伟大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
前进的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
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
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思
想政治理论课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
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
阵地，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是进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课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事关意识形态工作大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后继有人，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必须始终摆在突出位置，持之以恒、常抓不
懈。在思政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
调：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
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
明、毫不含糊。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
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
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第二，进一步强化思政理论课的主渠道功
能，赋予统领高校课堂教育教学主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
强调，高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要用好课堂
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
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
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
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与“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相辅相成，如
果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主渠道”，那么从学生入
学开始，包括专业课、通识课在内的各类课堂教
学活动、各种教育活动，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
段或支脉的“渠”，要汇聚成流，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引领所有的教学和实践活动同频共振，协同前
行，充分发挥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
及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任务上的特殊地位和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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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顶层设计，持续推进制度建设，切
实抓好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的教材、教师和教
学三个方面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出，要办好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关键是把教材编好，建设好教师队伍，
把课讲好。近几年围绕教材、教师和教学三个方
面国家密集出台文件和制度，包括《普通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教社科〔2015〕2
号）、《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教社科
〔2015〕3号）、《高等学校马克思学院建设标准
（2017年本）》（教社科〔2017〕1号）、《新时代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科〔2018〕
2号）等，2019年以来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养规划（2019—2023
年）》、修订并下发《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标准（2019年本）》（教社科函〔2019〕9号），8月1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
意见》，就完善思政课课程教材体系,建设一支政治
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
课教师队伍,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
亲和力、针对性，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等方
面提出了二十条意见。

这一系列文件聚焦教材、教师、教学三个方
面，从目标到举措，从标准到要求，从项目到经
费，明确、具体、详尽，充分体现落实、落细的原则
和精神，共同构成了新时期高校思政理论课建设
的制度主体，极大提升了思政理论课在教育资源
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对坚持不懈传播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讲清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科
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用科学思想武装学
生头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提出
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以思政理论课教学改革和
创新为支点，以问题为导向，以提升质量和水平
为目标，不断促进思政理论课建设的科学化、规
范化和现代化，为思政理论课的教学质量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

第四，思想政治理论课“坚持在改进中加
强”，展现出新的变化和特点。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阶
段思想政治理论课喜迎发展新契机，呈现出新特

点，主要体现在四“大”上。一是大视野。把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紧
密结合，把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四个自信”作为课程“三进”工作的新内
涵，发挥好在理论武装、政治引领、思想教育、道
德修养等方面，以及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形成和培育上的重要作用，完成为新时代立德
树人的历史使命。二是大方法。习近平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具
体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要从“大局”“大势”和

“大事”着眼和着手，把握好“事”和“化”、“时”和
“进”、“势”和“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内在联系，
从而提供了全面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科
研的哲学方法和基本思路。三是大提升。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正在从过去的“做到”“做好”向

“做实”“做强”转变。2017年教育部以教材、教
师、教学建设为突破口，实施“师资攻坚”“教材攻
坚”“教法攻坚”“机制攻坚”，取得明显成效；2019
年继续在“思路创优”“师资创优”“教材创优”“教
法创优”“机制创优”下功夫。全国上下以提高思
想政治理论课质量和水平为核心的攻坚战全面
推进，学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明显提升。四是大
格局。中宣部、教育部会同多个部门多方力量，
立足全方位全过程，协同推进，努力构建高校思
政课建设的大格局，学科之间、校际之间、队伍之
间的协同联动正在形成，学科协作平台、“互联
网+”教育资源建设平台、网络集体备课平台建设
热潮兴起，教育资源、教师资源、实践资源、宣传
资源不断整合，凝聚起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
强大合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对意识形
态的领导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主干渠道和核心课程”，“实现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的灵魂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
新的历史使命，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
高校思政课建设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
梦想鼓与呼，启发觉悟，传播真理，培植理想和信
念，唱响时代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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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1985年8月，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标志着“85方案”的形

成。1998年6月，中宣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标志

着“98方案”的诞生。2005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

见》，标志着“05方案”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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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gone through two major periods and three stages with
great success achieved (in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ideological position and the attention to the localization of
Sinicized Marxis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particular, constant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have been made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featured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aching system,
which fully display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rich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w t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he Party reinforces its leadership on ideolo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ogether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en brought to a strategic and
overall height, which opens up a new era and assigns a new mission fo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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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故事讲政治
——基层党员干部开展主题教育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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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首要的目标要求就是“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但对于工

作生活于基层，譬如车间班组、社区农村的党员干部来说，如果一味强调“用学术讲政治”，很难说能达至预期效果。由

此主题教育在坚持讲政治的前提下，不妨转换叙事方式，藉由善于讲故事、习惯于讲故事、巧妙地讲故事，在基层党员

干部心中春风化雨，渐渐浸入基层党员干部头脑，进而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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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良军（1972-），男，湖北荆门人，学士，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党的建设研究。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我
们在新时代立足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与战略部
署，有利于顺应党领导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一伟大社会革命进程，将党建设成为始
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
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1]。应该看到，贯彻落实“理论学习有收获、
思想政治受洗礼”这一主题教育的两大具体目标
要求，对于中高级党员领导干部与拥有一定政策
水平、具备较高理论素养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
干部来说，问题不大，完全可以做到通过持续深
入的理论学习、原著辅导、专题讲解等严肃认真
的学术活动，让主题教育走向深入；但对于工作
生活于基层，譬如车间班组、社区农村的党员干
部来说，如果也奉行“上下一般粗”，强调“用学术
讲政治”，则基于他们的学术功底不深厚、政策理
论水平普遍不高，很难说能与前述党员干部那样
达至“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的预期
效果。由此，主题教育在坚持讲政治的前提下，
不妨转换叙事方式，藉由善于讲故事、习惯于讲
故事、巧妙地讲故事，使高深、宏阔、精辟的理论，
如同春风化雨，渐渐浸入基层党员干部头脑，进
而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服务发展、促进改

革、造福群众的强大物质力量。

一、用故事讲政治
具有必然性与可行性

（一）用故事讲政治富含历史底蕴
用故事讲政治，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独特

组织、领导工作方式方法，和争取民心、赢得民
意的有效途径。毋庸置疑，与五四运动以来，那
些试图以所谓“精英革命”取代“大众革命”，从
而改变旧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早期政党不同，中
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明确宣示自己代表劳苦
大众，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人民政党。由此
如何发动、组织、领导与号召底层群众加入到自
己的队伍中来，尤其怎样使党的主张、路线方针
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党一直以来殚精竭
虑也要解决好的头等大事。毕竟积贫积弱之
下，彼时的中国劳苦大众大都没有受到系统的
学理教育，一时之间也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与
其他政党有什么质的区别与分别。由此，讲故
事成为不二选择，也成为最能有效打动、启发、
感染劳苦大众的路径。譬如井冈山时期，毛泽
东同志每到一处，都在与当地群众的交谈中，不
失时机地讲出一些生动鲜活的故事，让群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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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党所领导的红军还就是与国民党率领的“白
狗子”泾渭分明、迥然有异。尤其延安时期，不
仅毛泽东同志善于以故事的形式将党的主张予
以潜移默化，植根于党员干部、边区群众心中，
刘少奇等同志也分外注重将逻辑严明的理论故
事化，让台下群众不仅喜欢听、听得进，更深感
相当有道理，“于我心有戚戚焉”[2]。

（二）用故事讲政治饱含文化传统
古往今来，在严肃的话题中讲故事，本身就

是将理论学术观点通俗化，使人易于接受与理
解的惯有表达方式与方法。“凡益之道，与时偕
行。”回望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年来绵延不绝、
繁衍生息、一脉相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文化的
教育与传播。而教育、传播者取得成功的重要
秘诀之一，即是善于用故事的形式和载体，讲出
内心里其实真正想表达的道理与观点，让受众
反复咀嚼、细细琢磨，并从中归纳、总结、提炼出
与教育、传播者本意相差无几的道理与观点。
别的不说，一部《论语》在今人眼里也是“高大
上”，阅读理解起来伤脑筋、颇思量。只是置于
当时的场景，孔子往往并非板着面孔做学问、一
本正经讲道理，相反却总是习惯于以讲故事的
方式，让弟子们自行去感悟、理解与消化，进而
形成普遍一致的看法与定论。又如“百善孝为
先”的观念，如果同今人写论文一般，硬是执着
于将为何要行孝、怎样去行孝、行孝的价值和意
义等逐一学术理论化，估计还是会有太多的民
众宁愿选择去听行孝、尽孝的优美动人故事。
正基于此，今天我们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与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基本上多是选择了向
历史学习、从先哲那里取经，力求将二十四字的
内涵故事化，最终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
人知晓、个个践行的知行合一目的。

（三）用故事讲政治暗含实践逻辑
用故事讲政治与用学术讲政治并不矛盾，学

术讲座中需要凭借讲故事来接地气，好的故事中
多蕴含着深刻、深奥的学术思想与观点。社会实
践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理论武装无止境。
诚然，党的理论每一次的创新发展，其实也呼唤
着党的理论学术化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但也
别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不仅仅只
是时代化的过程，也有大众化的全盘考量与细致

谋略。因此，用学术讲政治的过程中，也须因地
制宜、因人而异，力求雅俗共赏、各美其美[3]。换
言之，用学术讲政治不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之乎
者也”，让台下党员干部如听天书，“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相反，学术与故事共同发力，珠联璧
合、有机统一，才能让再深奥的理论也变得亲切
随和、平易近人。譬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
合纵横捭阖，将党的治国理政理论挥洒得生动淋
漓，台下听众并不感到枯燥乏味、空洞乏趣，内中
原因，就在于他总是恰如其分地运用一条条典
故、一个个经典故事，将所阐述的观点与道理大
众化，使之接地气、显生气、有人气。而反过来，
并非用“故事”讲“政治”，而仅仅是纯而又纯的一
个又一个故事连番轰炸，听众听完固然哄堂大
笑，却难以引发思考与此后的深入研究。至少
《习近平讲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可以说内中讲
述的每一则故事，经由系统、深入的思考之后，都
能成就一篇理论文章，进而“条条大路通罗马”，
一样达至“用学术讲政治”的立意与初衷。

二、用故事讲政治重在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
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尤其中华五千年文明蕴育
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顽强
拼搏与不懈奋斗所形成的革命文化，以及新中国
成立以来不断丰富、发展与繁荣的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内中包含着大量的故事。对此，要想让这
些故事启迪人、感染人、塑造人、教育人、培养人，
应该、也有条件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使之成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正基于此，用故事讲
政治具有现实可行性，完全能够做到在对基层党
员干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以大量的故事来印证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通过
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故事，让基层党员干部充分认
识到坚守初心、履行使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
而“重整行装再出发”，实现干事创业敢担当、为
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启发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自古以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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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与生俱来的目标追求与价值理念，也是古
人对于所谓君子的评判与衡量标准。由此“天
下为公”“协和万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思想，成为
五千年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权稳固、
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主流思想。而考察我们
党的初心和使命，其实正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进行转化与创新、创造的基础上，结合党所
面临的形势、任务与事业而确立。为此，在面向
基层党员干部的主题教育中，不妨大胆讲述一
些中华优秀传统故事，让党员干部深感践行初
心和使命，务必超越封建时代的那些“父母官”，
自觉地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和使命进行到底。譬如“苏武牧羊”的
故事，折射的是忠诚忠心、信仰信念；“苏堤”“白
堤”的故事强调为官一任，理当造福一方；“四不
知”官员的故事，则告诫当官、发财，从来两道，
要想让自己流芳百世，就应该一身正气、两袖清
风。显然这样的故事对于基层党员干部来说，
既有味道，更受启发、鞭策与鼓舞[4]。

（二）以红色革命文化故事教育人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忘记历史，就等于

背叛。从我们党1921年成立，到社会主义革命
取得最终胜利，迎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开天辟地之变革、脱胎换骨之盛世，实际上内
中也一直有故事在流传，一直是这些故事激励着
今天党员干部不可、也不能忘记初心和使命，矢
志保持建党时共产党人那样一种精气神，既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又不断进行“刀刃向内”、刮骨
疗毒的自我革命，让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
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成为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中流砥柱。譬如井冈
山时期“朱德的扁担”故事，就告诉党员干部只有
与群众一起干、一起苦、一起累，才能让群众铁了
心地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又如，红军长征路
上不胜枚举的故事，就能让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绝非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即能实现，而必须付出更为艰巨、更为
艰苦的努力。再如，毛泽东同志“进京赶考”的故
事，意在告诫党员干部千万不能取得了一点点成
绩，就开始骄傲自满、洋洋得意，而应该面对扑朔

迷离的“黑天鹅”与咄咄逼人的“灰犀牛”，愈发战
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谦虚谨慎、戒骄戒
躁，艰苦奋斗、求真务实，“俯首甘为孺子牛”，坚
决不当李自成。

（三）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故事塑造人
“物之所在，道则在焉。”实践一再表明，文化

具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特殊功效，
能够让特定对象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与感染、
教化与认同，自觉地以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准
则与道德规范行为处事。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70年，我国各族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在党的
领导下，奋发图强、攻坚克难，励精图治、再接再
厉，推动中国号巨轮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可以说文化的作
用功不可没，文化中绵延的生动鲜活故事起到了
点拨、清醒、催化的特殊“化学效应”。譬如“农业
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故事，说明纵然自然环
境与条件恶劣，但人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并非完
全消极被动，只要善于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昂
扬不向命运低头、不向困难妥协的斗争精神，就
完全有可能将一切以往视为的“不可能”，变成实
实在在、可触可感的“有可能”。又如，改革开放
以来涌现出的无数改革先锋故事，对于今天我们
身处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愈进愈
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关键时
间节点，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无疑具有思想上
的补钙壮骨、能量上的续航加力作用，有利于新
时代“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无畏
前行路上的“拦路虎”和“绊脚石”，勇于攻克一个
又一个“娄山关”与“腊子口”[5]。

（四）以当代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的故事
鞭策人

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活在这个伟大的
祖国与时代，每个人都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
与进步的机会，都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
会。事实也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在我们身边涌现出太多的优秀共产党员与时
代楷模，是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
勤于作为，让善良的人们看到其实幸福并不遥
远，只要肯吃苦、愿奋斗，就能收获幸福，抵达心
中的“诗和远方”。于此，在对基层党员干部开展
主题教育过程中，应该适时地将这些优秀共产党

刘良军：用故事讲政治

71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员与时代楷模的故事讲出来，使党员干部深刻认
识到践行初心和使命并非“蜀道难，难于上青
天”，只要心中有信仰，脚下有行动，就一定能在
新时代有新气象新作为，谱写党员干部干事创
业、为民服务新篇章。譬如老革命军人、优秀共
产党员张富清的故事，完全无须过多渲染，就能
让基层党员干部在“学思悟”中深感真正共产党
人就应该对党忠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清正廉
洁。又如，名校毕业、主动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
机会，转而回到家乡帮助贫困群众致富奔小康的
黄文秀同志的故事，相信基层党员干部听了之
后，既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感动的泪水，也会由衷
生发豪情，愿意决战决胜，坚决不让小康路上有
一个人掉队，进而在广袤基层演绎新时代的青春
之歌。

概而言之，基于这些当代优秀共产党员、时
代楷模生活工作的场景，往往让我们觉得熟悉与
亲切，所以在主题教育中以故事的形式将他们串
联，让一幕又一幕的镜头次第闪现，就能使基层
党员干部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反躬自省，不断砥
砺初心，勇于兑现使命，“不待扬鞭自奋蹄”，建功
立业新时代。

（五）以反面典型的负面故事警醒人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既然故事

有正面、先进、积极、向上进取的故事，也有反面、
后进、消极、颓废堕落的故事。因此用故事讲政
治的过程中，也需要统筹兼顾、科学谋划，既将正
面典型的故事宣讲得淋漓尽致、娓娓道来，也将
负面典型的故事予以无情解剖、深刻评析，如此
用故事讲政治才显得丰满厚重，让基层党员干部
知所趋附、有所指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
无罪、闻者足戒。譬如谈到党员干部为何要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就可以讲一讲红军长征途中张
国焘大搞分裂、另立“中央”的故事；谈到党员干
部务必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
私，则可以讲一讲谢步升、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
故事；谈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
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时，则可
以讲一讲那些焚林而猎、竭泽而渔，严重破坏生
态环境，最终付出代价、受到大自然报复的故
事。如果说正面故事让人如沐春风、催人奋进，
反面故事则使人如坐针毡、引以为戒。由此正反

结合、双向作用，就能让党员干部坚定守初心的
恒心，强化担使命的信心，立志扎根基层天地，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

三、用故事讲政治须秉持的
原则与坚守的底线

（一）用故事讲政治的终极目标、价值归依，
是理直气壮“讲政治”

诚然，人生就是故事，故事反映人生。但故
事毕竟不是人生的全部，要求讲故事必须有鲜
明的价值导向。不仅如此，即便寻常时候的人
们讲故事，为何要讲述这个故事、怎样讲述这个
故事，应该说内中都包含着讲述人的观点、立场
与情感倾向，让讲述的故事呈现出讲故事人鲜
明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由此用故事讲
政治，尽管借助了故事叙事的方法方式，但绝对
不能“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偏离了用故事
讲政治的主题、主调。也即用故事讲政治，其着
眼点也好、落脚点也罢，都应牢牢把握“讲政治”
这一重点、重心，让讲政治的意图一览无余、跃
然纸上。否则泛泛而论、夸夸其谈，哪怕故事新
鲜新颖新奇，到底因为与讲政治的要求风马牛
不相及，而只能使主题教育走了过场，乃至矮化
为一般性的庸常叙事。

（二）用故事讲政治要求选好、选准、选精
故事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衍生的故事也是卷帙浩
繁，令人目不暇接。应该说这既是坚定文化自信
的物质基础，却也给如何用故事讲政治带来困扰
与难题。即主题教育过程中，千万不能“捡到篮
子里的都是菜”，或随随便便地拿故事制造场景、
活跃气氛，或干脆以无聊代替有趣，靠庸俗博取
掌声。“台上一刻钟，台下十年功。”一些讲课人之
所以能够面对基层党员干部侃侃而谈，信手拈来
的故事是那样打动人心，引发共鸣，让人“余音绕
梁，三月不知肉味”，其实往往不是激情冲动式的
随心所欲，而是事前做足了功课，做好了准备，有
一个对故事选取的反复斟酌与酝酿过程。“不选
贵的，只选对的。”选好、选准、选精故事，才能真
正实现用故事讲政治的精妙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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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故事讲政治要求有血有肉，注重故事
与观点的有机融合、完美统一

既然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前置条件下的用故事讲政治，既然是为着党员干
部的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显然用
故事讲政治切不可沦为市井意义层面上的所谓
故事会，而是要使之成为严肃认真的会场、课堂
与讲台，要求即便用故事讲政治，也必须在故事
前有态度明确的观点表达、论点表述，于故事后
有扼要且浅显的结论概括、意义阐发。否则从故
事到故事，只能是生动性有余、严肃性不足，虽然
气氛活跃，但主题教育的功能难以彰显。由此，
用故事讲政治并非一概排斥理论的演绎，而是讲
求、强调故事与观点、一般性叙事与逻辑论证的
有机统一、完美融合，最终有血有肉，既通过故事
来强化基层党员干部对于观点的认可认同与消
化吸收，又藉由观点来统领故事的铺陈，确保用
故事讲政治“形散而神不散”，服从、服务于理论
宣讲的主题与每一层次的相应观点。

（四）用故事讲政治的概念不能泛化，更不能
从此“以不变应万变”，试图放之四海皆管用

要看到用故事讲政治，本质上是用学术讲政
治，是“用学术讲政治”基于特定教育、宣讲对象的
一种方法变通与载体“变身”，其丝毫也不曾否定、
漠视、淡化用学术讲政治的主题教育基本共识与
目标价值取向。因此，一方面用故事讲政治的概
念不能泛化，不能认为只要是面向基层党员干部，
便可以一律奉行、崇尚用故事讲政治。毕竟这里
所指的基层党员干部，主要指那些文化程度不高、
受教育水平低、日常政治理论学习欠缺的城乡一
线党员干部。另一方面，“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纵然此后对于基层党员干部的其他主题教育培
训，仍然沿用“用故事讲政治”的思维思路，也应该

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因人而异，不能简单地“以不
变应万变”，觉得放之四海皆有效。毕竟学习无止
境，特别是大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新时代，基层党
员干部的理论功底、政治能力、政策水平，不可能

“涛声依旧”、裹足不前，要求用故事讲政治必须适
时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契合基层党
员干部变化了的思想政治提升需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的，主题教育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
建设再上新台阶、再显新水平的迫切需要，是新
时代永葆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所作各项决策与部署的迫切需
要[6]。对此，要想主题教育见到实效，除了抓好党
员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特殊人群”之外，也
须同样重视基层党员干部开展主题教育的成
效。而基于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理论水
平、文化程度等与党员领导干部实情的相对弱
势，却又对于故事的便于理解接收、易于消化转
化，因此用故事讲政治具有现实运作、实际运用
的可能、可行与可靠性。实践表明，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用故事析理明道的方式方法予以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我们党一直以来善于
用故事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加以继承、发
扬，在对基层党员干部开展主题教育中，对标“守
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主题教育总目
标，侧重于用故事讲政治，让基层党员干部与党
员领导干部同频共振、相向而行，同样能达至理
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的，让
主题教育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真正实现党员、干
部的无遗漏、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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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arry out the themed education of“Remain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the foremost requirement isto get theoretically fruitful result and to rece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aptism. But for party members working at grassroots level, such as workshop groups
and community rural areas,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 if“academic politics”is emphasized
only. Therefore, adhering to the premise of talking about politics, a change in the way of narrative, that is
being good at telling stories, being used to telling stories, be skillfully telling stories, wouldhelp the theory
gradually be infiltratedin the minds of grass- roots Party members, and then be transformed into a strong
material power.

Key words: story; politics; grassroots Party members; themed education

Politics through Stories
——New Method for Themed Education of Grass Roots Party Leaders

LIU Liangjun
（CPC Jingmen Municipal Party School, Jingmen 44800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mainly relies on paper and pen, while new media
discourse mainly relies on input method (mainly pinyin input method).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discours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Chinese should also highlight its practica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language errors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new media discours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vocabulary teaching and enhance the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extraction ability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the article classify and stratify morpheme teaching from four
aspects: morpheme classification, morpheme word-formation ability, morpheme word-formation position and
morpheme meaning.

Key words: new media discours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morpheme teaching

Processing and Extraction of Chinese Morpheme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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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Yiwu 322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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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音合成技术的电子书平台听书功能比较
——以京东读书、多看阅读、掌阅为例

张立菊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摘要：语音合成技术是语言信息处理领域的前沿技术，应用于人机交互、阅读和教育、泛娱乐等领域，经历了六个

发展阶段，目前处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学习阶段。京东读书、多看阅读、掌阅三大电子书平台嵌入了基于语音合成

技术的听书功能，其设置同中有异，各有特色。从合成语音的相关评测标准来对三大电子书平台的听书功能进行评

测，其在自然度、错误率、情感等方面表现可圈可点，但也存在情感表达失当、多音字错读、停顿错误等问题，还有极大

上升改进空间。语音合成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电子书平台日益普遍的应用，弥补了专业音频平台真人朗读的有限

内容，给读者带来越来越丰富的听书体验。

关键词：语音合成；电子书；听书功能；京东读书；多看阅读；掌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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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立菊（1979-），女，吉林辽源人，硕士，馆员，主要从事图书馆研究。

一、语音合成的涵义及历史发展阶段

语音，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
用。语音是语言的外部形式，是最直接地记录人
的思维活动的符号体系，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发
展和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最基本、最重要的交流方
式之一。而让机器开口说话，则是人类千百年来
的梦想。语音合成是人类不断探索、实现这一梦
想的科学实践，也是受到这一梦想不断推动、不
断提升的技术领域。

语音合成，又称文语转换（Text to Speech，简
称TTS），是一种可以将任意文本转换成相应语
音的技术。这一技术涉及声学、语言学、听觉与
发声机理、自然语言分析、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
科学的深度学习等多个领域[1]，是语言信息处理
领域的一项前沿技术，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
将文字信息转化为可听的声音信息，也即让机器
像人一样开口说话。

语音合成的发展经历了机械式语音合成、电
子式语音合成和基于计算机的语音合成发展阶
段。具体说来，其大概经历了六个阶段的发展。

一是起源阶段，18至19世纪，用机械装置来模拟
人的发声，如以精巧的气囊和风箱去搭建发声系
统，可以合成出一些元音和单音；二是电子合成
器阶段，20世纪初，出现了用电子合成器来模拟
人发声的技术；三是共振峰合成器阶段，20世纪
80年代，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比较
复杂的组合型的电子发生器；四是单元挑选拼接
合成阶段，上世纪末，随着PSOLA①方法的提出和
计算机能力的发展，单元挑选和波形拼接技术逐
渐走向成熟，并开始进入实践领域；五是基于隐
马尔科夫模型（HMM）的参数合成阶段，上世纪
末本世纪初，HMM的出现较好地描述了语音信
号的整体非平稳性和局部平稳性，非常适合移动
嵌入式平台[2]；六是基于深度学习的语音合成阶
段，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深
度学习的语音合成技术逐渐被人们所了解，
DNN/CNN/RNN②等各种神经网络构型都可以用
来做语音合成系统的训练，更好地模拟人声变化
规律。

基于计算机的语音合成技术，一个文本转
语音的合成系统通常包含三个处理阶段，即文
本处理、声学参数预测和声码器。文本处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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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归一化、分词、多音字等，声学参数预测将文
本特征转换成声学特征，声码器则是把声学特
征合成声音[3]。

二、京东读书、多看阅读、
掌阅的听书功能比较

人工智能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
命的核心动力。当语音合成技术发展到了深度
学习阶段，AI技术的介入水到渠成。在电子书
阅读市场，有相当比例的商家在电子书阅读界面
嵌入了基于TTS技术的听书功能（有的平台称为
朗读功能），将其产品打造成为电子书+音频书相
结合的产品形态。TTS技术在电子书平台的应
用旨在与专门的听书应用争夺音频图书市场，依
托其更多的电子书资源，同时又能轻松规避真人
读书③版权等优势，在视觉和听觉上吸引更多受
众。为了达到这种商业目的，众多电子书平台布
局TTS技术，或者引入专门的语音处理技术企
业，或自行研发相关技术，经过几年的发展，形成
了目前各具特色的听书功能。笔者根据电子书
平台的受众与影响力、听书功能成熟度等情况，
筛选出京东读书、多看阅读、掌阅三个电子书平
台进行比较研究。

（一）京东读书、多看阅读、掌阅三大电子书
平台概述

1.京东读书
京东作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涵盖线

上、线下实体、虚拟等多元化交易场景，利用“京
东云+AI”作为智慧零售、智能物流等的解决方
案，而其语音合成技术已经服务于京东内部场景
和外部用户以及计算机视觉在智慧零售的实践，
其旗下产品京东读书LeBook于2012年上线，提
供出色的电子书购买和阅读服务，支持epub、
PDF、TXT（UTF-8）格式的电子书。京东读书的
听书功能采用的是自家技术团队研发的TTS技
术，有15种可选音色。

2.多看阅读
多看科技成立于2010年，2012年被小米公

司全资收购，致力于面向互联网的电子书阅读应
用，支持TXT、epub、PDF格式的电子书。多看阅
读的语音合成由科大讯飞④提供技术支持，有17

种可选音色。
3.掌阅
掌阅是一款专注于智能手机阅读领域的经

典阅读软件，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我国领先的
移动阅读分发平台，支持 EBK3、TXT、UMD、
epub、CHM、PDF全主流阅读格式。根据掌阅网
站介绍，目前公司月活跃用户达到1.1亿。掌阅
的语音合成由百度语音⑤提供技术支持，有10种
可选音色。

（二）京东读书、多看阅读、掌阅三大电子书
平台听书功能比较

1.三大电子书平台听书功能设置
通过对比三大电子书平台的听书功能设置，

初步得出如表1所示的对比结果。
三大平台音色分类方法不同，种类都比较丰

富，各有特色音色。京东读书的特色在于实验室
两种音色，相比于普通版的情感男女声，朗读更
加富有感情；多看阅读的特色在于针对不同类型
的作品推荐相应的角色语音，如王瑞宁语音，是
适合职场、科幻类作品朗读的，洪七公语音，是适
合武侠、玄幻类小说朗读的，南襄是适合青春校
园类小说朗读的，但多看阅读的语速与其他两家
相比偏快；掌阅的情感男声表现不俗。至于声音
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语音合成模仿人声的效果，
则需要利用语音合成技术的相关评测标准。

2.三大电子书平台听书功能评测
关于语音合成技术，业界有一项著名比赛：

Blizzard Challenge，由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和日
本名古屋工业大学联合组织发起，从2005年开
始举办，每年一次。作为国际上规模最大、影响
力最大的语音合成大赛（英语为主），Blizzard
Challenge每年都吸引众多国际一流的科研单位
和一流企业参赛，中国参赛团队屡屡在大赛上夺
冠，其中科大讯飞更是连续十四年（2006-2019）
蝉联冠军。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Blizzard Chal-
lenge的大赛组委会由来自京东的相关人士（英
文名Zhizheng Wu）领导[4]，以组委会负责人的身
份参与到语音合成赛事中，可见京东在TTS技术
方面具有相当野心。

Blizzard Challenge的评测关键指标主要包括
合成语音的相似度、自然度、可懂度、错误率和篇
章表现力（或称段落总体感觉）等，其中篇章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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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要包括：愉悦感、停顿节奏、重读、声调、情
感、耐听性等。根据研究需要，笔者选出其中的
自然度、错误率、停顿节奏、声调、情感作为评测
项，以《时间的朋友2017》（作者：罗振宇）这本书

的第一章第三节《大者越大，强者恒强》作为评测
素材，挑选三大电子书平台听书功能中各自音色
表现最好的一种⑥，以正常语速对朗读进行评测，
得出如表2的结果。

表1 三大电子书平台听书功能设置

功能

平台

音色种类

音色选择

语速调节

定时关闭功能

TTS技术支持

京东读书

15

通用版13种

实验室2种

有

有

京东AI

普通女声

普通男声

情感女声

情感男声

可爱萝莉

呆萌小新

台湾普通话

东北话

河南话

粤语

四川话

湖南话

陕西话

普通女声

普通男声

多看阅读

17

普通话13种

方言4种

有（偏快）

有

科大讯飞

王瑞宁（付费）

洪七公（付费）

田芳叔（付费）

白娘子（付费）

梅宗主（付费）

晴雪（付费）

南襄（付费）

东方教主

方茴

郭嘉

小鲜肉

男主播

王老师

港姐（粤语）

辣妹子（四川话）

傻根（河南话）

女汉子（东北话）

掌阅

10

离线语音6种

在线语音4种

有

有

百度语音

男主播

女主播

青年男声

青年女声

粤语

娃娃音

情感男声

磁性男声

磁性女声

萝莉音

表2 三大电子书平台听书功能评测

评测项

平台

自然度

错误率

停顿节奏

声调

情感度

京东读书

自然

2处多音字错误

3处停顿错误

明显

强

多看阅读

自然

无

2处停顿错误

不明显

弱

掌阅

自然

无

1处停顿错误

明显

强

具体来说，自然度方面，三家平台的朗读自
然度都比较好，模拟人声的相似度很高，语音清
晰。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中英文混读衔接极

不自然，这是TTS技术的共同难点，在语料库⑦建
设过程中，录中文是一批人，录英文是另一批人，
两种语言结合起来，再用机器学习训练出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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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就会变得非常怪，导致衔接不自然。
错误率方面，京东读书在多音字的处理上

仍不够完善，导致2处多音字错误。多音字也
是TTS技术的难点之一，语料库建立后，要对语
料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概率。假设有 5000 个
词，基于二元语法计算出2500万个概率，帮我
们去计算推断句子的概率，再针对场景建立算
法[5]。基于概率的场景判断失误，就可能造成读
错多音字、连读错误，以及下面要提到的停顿错
误等问题。

停顿节奏方面，三家平台的整体节奏较好，
段间停顿和句间停顿较为合理，符合真人发声规
律，存在个别停顿错误，共同错误出现在最开始

“1.3 大者越大 强者恒强”一句的数字3与后面第
一个“大”字的错误连读。其他停顿错误包括章
节名与正文之间没有停顿、特殊场景下将分开的
两个词连读等。

笔者选取的是三家平台中表现最好的音色，
它们在声调和情感度表现方面都比较好，京东读
书和掌阅尤其明显，但整体还是未达到人声标
准。京东读书的语调接近台湾腔，掌阅的语调接
近评书腔，因为语料库建设和深度学习方面存在
缺陷，声调多有失误，尤其段尾声调的处理都不
理想，造成整体韵律无法摆脱机器发音的窠臼。
情感度方面亦是京东读书和掌阅表现更好，但因
上面提到的声调问题以及AI技术自身的壁垒，
合成语音的情感表现存在用力过猛和情感单一
的问题，有些不需要抒情的地方表达过度，有些
需要其他种类抒情的地方，如放松、惊奇、温顺、
喜悦、愤怒、焦虑、厌恶、轻蔑、恐惧、悲伤等，合成
语音都无法表达。TTS技术的这些缺陷会在愉

悦感、耐听性等方面造成负面评价，最终影响用
户体验。

3.小结
通过比较三大电子书平台的听书功能，自然

度与真人声音的相似度均已达到已经相当高的
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在汉语韵律调节、中英混
读的衔接自然度、情感多层次化等方面的设计，
尤其是在情感方面，需依赖“情感意图识别”“情
感特征挖掘”“情感数据”以及“情感声学技术”
等，是个系统工程，同时具有多种情感演绎的语
音数据的储备即语料库，也非常重要[6]。结合相
关对比分析，三大电子书平台的听书功能都有可
圈可点之处，在真人语音朗读内容欠缺的条件
下，电子书平台的听书功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大电子书平台的电子书内容各有偏重，如果同
一本电子书三家平台都有，倾向于利用掌阅的听
书功能，其听书体验相对更好。

三、结语

随着AI技术的深入应用，TTS技术正在发生
日新月异的变化，并在人机交互、阅读和教育、泛
娱乐等领域攻城略地，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一技术依托各平台越来越丰富的电子书数量，
不断弥补着专业音频平台真人朗读内容有限的
不足，摆脱了音频图书版权的束缚，节省了人力
和时间成本，带来电子书“阅读”的畅快视听感
受，使读者的听书体验越来越丰富，推动着“耳朵
经济”的持续繁荣。当机器模拟人声越来越成
功，也将推动全民阅读、终身学习推广到更广泛
的群体。

注释：

① PSOLA，即基音同步叠加技术，着眼于对语音信号超时段特征的控制，如基频、时长、音强等的控制。

② DNN，即深度神经网络，CNN，即卷积神经网络，RNN，即循环神经网络。

③ 各家也在布局专门的听书模块，这里面的听书不同于电子书模块中的听书功能，而是真人朗读或真人讲书。本

文探讨的是基于TTS技术的听书功能，因此不涉及真人朗读模块。

④ 科大讯飞成立于1999年，是国家级骨干软件企业，专业从事智能语音及语言技术研究、软件及芯片产品开发、

语音信息服务及电子政务系统集成。

⑤ 百度语音是百度旗下AI开放平台中的一项服务。

⑥ 京东读书表现最好的音色是实验室类别中的普通男声，多看阅读表现最好的音色是普通话类别中的男主播，掌

阅表现最好的音色是在线语音类别中的情感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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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语料库，指经科学取样和加工的大规模电子文本库。借助计算机分析工具，研究者可开展相关的语言理论及应

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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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xt- to- speech（TTS）, which has been applied to various fields like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reading and education, and pan-entertainment, is a frontier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processing. After six stages of development, it is currentlyunderdeep learn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Listening function based on TTS technology has been embedded in three main e-book platforms,
includingJingdong Reading, Duokan Reader and iReader, which sharesimilar settings with
individualfeatur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three platforms is relatively good in terms of evaluation criteria of
naturalness, error rate, and emotion. Nevertheless,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like inappropriate
emotional expression, mispronunciation and pause errors with much room to improv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TTS technology and its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application in e-book platforms would make up for limited
contents of human reading on professional audio platforms while bringingricher experience of listening to
books for readers.

Key words: text- to- speech technology; e- books; listening function; Jingdong Reading; Duokan
Reader; i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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