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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之德与君子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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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君子创业刚健有为，自强不息，顺势而上，戒惕盈满，是为“乾”；君子创业厚德载物，担当责任，增强忧患意

识，坚守中正之道，内敛美德，低调务实，互利共赢，回馈社会，是为“坤”。“乾”“坤”之德互根共生、交互为用，合力助推

君子创业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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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余敦康先
生强调，《周易》智慧，特别是“涉世妙用”，是一座
发掘不尽的宝藏[1]。其主旨集中体现于“乾”“坤”
二卦之中。乾者，健也，坤者，顺也[2]436。二卦蕴
含丰富，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值得人们
结合时代特点予以传承、创新和弘扬。本文拟从
君子创业的视角对“乾”“坤”二卦之德作出进一
步的阐释。

一、“乾”：君子创业自强不息

“乾”卦辞为：“元、亨、利、贞。”[2]13宋人朱震解
曰：“元，始也。亨，通也，升降往来、周流六虚而
不穷者也。利者，得其宜也。贞者，正也。”[3]。其
意为，创始才能畅通，不断地创生万物才能使之
各得其宜，得其正固。《乾·彖传》高度颂扬了“乾”
创生天地万物的大德：“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
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2]20意为“伟大
啊！上天的开创之功，万物依赖它获得了生命的
形式，它们统属于上天。天道运行变化，形成了
一年四季，万物从而各自找到了生存发展的适宜
位置”。《周易·系辞上传》云：“日新之谓盛德。生
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2]367生育万物就叫崇高
的品德，层出不穷创生不已就叫做易，主动生成
各类物象就叫做乾。熊十力先生解《乾·象传》

说：“天行健，明宇宙大生命，常创进而无穷也，新
新而不竭也。君子以自强不息，明天德在人，而
人以自力显发之，以成人之能也。”[4]由此可见，

“乾”卦之旨在于赞美上天的开创之功。君子效
法刚健运行的天道，应当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创
生新事物，不断为人类造福。君子创生新事物的
当下之功业莫过于创业。创业就是敢为天下先，
想前人未曾想，走前人未曾走过的路，是砥砺人
格、修养品德、践行仁爱、福泽社会的壮举。新时
代呼唤君子们顺应历史潮流，遵纪守法，积极投
身于创业的实践中去，勇于和善于创业。因为君
子通过创业才能够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施展才
干，履行使命，带动社会全体成员走上共同富裕
文明的康庄大道，无愧于时代重托。

根据“乾”卦的内容，人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君
子创业的基本路线图。

“初九：潜龙勿用。”[2]14 理学家朱熹释云：
“‘潜’，藏也。‘龙’，阳物也。初阳在下，未可施
用，故其象为‘潜龙’，其占曰‘勿用’。”[5]即潜藏的
龙不宜有所作为。《乾·文言传》中子曰：“龙德而
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
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
龙’也。”[2]29龙是用来比喻有才德而尚未显扬的君
子，君子操行坚定不为世风所改变，不务虚名，潜
心求学而不苦闷，言行不为世人赏识也不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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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意的事就做，忧虑的事就不做，意志坚毅而不
可动摇，这才是潜龙的品德。君子刚刚起步时，
应学习潜龙的德性。因为此时的君子处在重重
压力之下，能力不足，又缺乏经验，不可崭露头
角，盲目行动。明智之举是潜藏下来，修养德性，
用心研学，提高能力，观察局势，等待时机。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2]15子曰：“龙德
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
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2]29龙是比喻德行高尚而
能秉持中正之道的君子。君子的日常言论要信
诚，日常行为要谨慎，严防邪念滋生，保持忠诚的
本性，利于世人而不夸耀，德行博大而能化人。
这是君子创业的基本功。此时的君子虽然仍需
低调处世，但是可以走向社会初试牛刀，谋取适
合自己的位子。从创业的视角看，君子开始把自
己修炼成的品德、学识与能力付诸实践，以验证
其是否有益于社会。这里的“大人”借指人民群
众，亦即今天的广大消费者。就是说，君子的品
德、学识与能力到底如何要由广大消费者来评
判。这个阶段君子的作为大约相当于《论语·学
而》中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6]1的阶段，这个

“习”应该是练习、实践的意思。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2]15

“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
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
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
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2]29-31君
子以忠信培育品德，以修饰言辞确立信诚，这是
促进事业发展的根本。知进则进，努力抓住时
机。知止则止，不违天命，行为符合道义。所以，
君子居上位不骄傲，处下位不忧愁，勤勉奋进，随
时提高警惕，虽然处境艰难也没有灾害。九三爻
位处下卦之上，上卦之下，居上下之间，危地也。
象征君子创业处于困难境地。这是由于君子创
业起步不久，人才、资金、信息和经验等资源短板
补齐尚需时日，还未形成核心竞争力，面对激烈
的市场竞争，会遇到诸多难题。这时君子要有信
心，有定力，倍加勤奋，锐意进取，进德修业，苦练
内功，以诚信经营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以坚守道
义开拓市场。当进则进，当退则退，顺势而为，就
可进入新天地。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2]18船山先生释云：

“‘四’超出于下卦之上，故曰‘跃’。居上卦之
下，仰承二阳而为退爻，以阳处阴，故又曰‘在
渊’。或跃也，或在渊也，疑而未决。志健而虑
深，则其跃也，不以躁进为咎；其在渊也，不以胆
怯为咎；两俱似咎而皆无咎也[7]。君子创业到了
这一阶段已初具实力，犹如在渊之潜龙，跃跃欲
试，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潜入水底。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有胜有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关键是君子要及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正确
研判形势，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把握准市场脉
动，伺机而行。总的来说，君子在市场竞争中的
胜负乃属于兵家之常，虽有小败，亦有斩获，更
为重要的是经受了胜负的磨砺，锻炼了能力，增
长了见识，仍是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2]19清人陈梦雷
解说：“以阳居中，中正也。纯阳居上之中而得正，
有飞龙在天之象。居上之中，人所共仰，有利见大
人象。二与五皆刚健中正，而五居尊位。以圣人
之德居天子之位，故万人乐得而见之。即《文言》
所谓‘圣人作而万物睹’也。”[8]九五，阳刚居中，占
尽天时；与九二相应，亦得地利也。君子创业至
此，经过“见龙在田”“终日乾乾”和“或跃在渊”的
长久打拼趋于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
团队建设富有凝聚力（亦有人和之利），打造出了
自己的品牌，核心竞争力已成，万事俱备，且兼具
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完全有能力抓住机遇，乘势而
上，不仅广泛占有国内市场，而且走出国门，享誉
海外，成为万众瞩目的成功人士。

“上九：亢龙有悔。”[2]19《日讲易经解义》曰：
“此一爻是言处势位之极者当知所变通也。亢，
过于上而不能下也。周公系乾上爻曰：上九居卦
之终，阳极于上而不下，如龙飞之入于天，而不复
潜蛰于渊之象，是亢龙也……日中必昃，月盈必
亏，天道之不容亢也。物穷必变，器满必溢，人事
之不容亢也。”[9]君子创业此时达到了顶点，事业
成功圆满。与此同时，也会逐渐积累一些问题，
产生隐患。例如，经过长期迅速的规模扩张，团
队庞大，人员众多，存在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弊
端，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下降；制度和体制机制
建设需要完善；机器设备老化，亟需更新换代；经
营理念难以适应新的局面等等。君子应当保持
清醒的头脑，增强忧患意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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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适时更新经营理念，调整经营策略，制定新的
发展规划，转变发展方式，定期培训员工，及时引
进新技术设备，加大技术和工艺流程改造的力
度，促进产品与服务升级换代，主动引领消费升
级，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利于行稳致远。否
则，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势必走向穷途末路。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2]20朱安群等先生
理解为：六爻皆阳，一爻接一爻地运转循环，周
而复始，没有哪一爻能够算是开端（无始亦无
终），犹如一群龙，没有哪一条可称首领。意即
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条条都保持中正之道，不
肯冒尖，因而是吉利的[10]。在整个社会范围内，
君子创业成功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在君子
的引领和帮助下，许多社会成员纷纷加入到创
业队伍之中，又由于国家鼓励创业的诸多政策
措施落地生根，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创业主体
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极大地助力了全民创
业大潮。君子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社会活力
竞相迸发，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人民群众充分
享受到了获得感与幸福感，呈现出了盛世太平
之景象，全体中华儿女齐心协力共圆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前景令人振奋。

二、“坤”：君子创业厚德载物

根据《易》理，阴阳二气互相转化，交互为
用。“乾刚变坤，则济以柔。坤柔变乾，则济以
刚。”[11]因此，乾后必济以坤。“坤”德可对“乾”形
成互补，对君子创业大有补益。

《坤·彖传》赞美了《坤》之开创之德：“至哉坤
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2]42。意思是，坤道崇高，万
物得以资生，大地顺承了天道的施与。它蕴藏深
厚，辽阔无垠，具有含、弘、光、大四种品德，故能
成承天之功，各种物类都能繁衍生息。《坤》之大
德集中体现为顺承天施，宽厚辽阔，承载万物。

“坤”德对于创业的借鉴意义是，君子应效法“坤”
之顺承宽厚、承载万物的美德，胸襟博大，甘于担
当社会责任。

“初六：履霜，坚冰至。”[2]44人们脚踩着薄霜
时，就能预感到坚厚的冰层快要冻结成了。这里
的忧患意识很明确。王充闾先生指出：“根本问

题在于慎终如始，时时保持忧患意识。谨慎之
道，突出表现为防微杜渐、小中见大、因中见果，
把握量变与质变的辩证规律。”[12]它告诉创业的
君子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应该始终抱有忧患意
识。这是因为创业艰难百战多，尤其是在事业成
功之际极易产生骄傲自满的思想，稍有不慎就有
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造成满盘皆输的后果。因
此，君子要高度警觉，善于观察、分析，从一些细
微之处发现问题的苗头，未雨绸缪，及早采取防
范措施，化危为机。正如有人指出的：“创新创业
路漫漫，成功与风险并存，机遇与挑战相伴。既
要敢为人先，顽强进取，勇于面对挑战，又要未雨
绸缪，精心谋划，谨慎实施，防范风险；既要锐意
开拓，敢试敢闯，又要胆大心细，稳扎稳打，留有
余地。既要看到诸多利好条件，又要进行严密的
风险评估，充分认识到创新创业之不易。这就是
保证创新创业成功的辩证法。”[13]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2]45梁庄先生
说：“具备直方大品德，即使‘不习’也‘无不利’，
地体安静，是其方也；地道曰方，天道曰圆，来氏
曰：直，至柔者动而刚也，方，至静而德方，大，涵
弘而光大。”[14]李鼎祚曰：“地育万物，生长收成，
听其自然而无所造作，阳动至二，万物化光，故曰

‘不习无不利’。”[15]大地以其平直、方正、广博的
品德化育万物而无所造作，自然没有什么不利。
《坤·文言传》就君子之德加以引申：“直其正也，
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
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
也。”[2]49直是内心的正直，方是行为的道义。君子
用恭敬谨慎来保持心中的正直，用道义来规范行
为上的悖乱，恭敬、道义树立起来了，他的品德就
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君子创业头绪繁多，任重道
远，想要光大事业，首先要学会做人，做到内心纯
洁，行为正直，秉承中正之道。“君子持守中正之
道从狭义上讲就是要谨守道德和法律；从广义上
理解就是要遵守自然和社会规律。”[16]同时，还要
有博大的胸襟。因为君子创业必须建立一支具
有高度凝聚力的庞大团队，只有如此才能发挥出
强大的协同力与战斗力，从而攻坚克难，创造辉
煌。而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作为团队核心的君
子要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从谏如流，能够广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博采众长，汇聚成强劲的前进

宋 辉：“乾”“坤”之德与君子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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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2]45

金春峰先生释“含章可贞”为“埋头苦干，脚踏实
地。”[17]陈望衡先生认为：“这一爻主要侧重于将
大地作为忠臣的形象来赞美。‘章’为美，‘含章’
将美包含在内，这是说大地有内美。美为内美，
意味着不张扬，这就是谦虚。‘或从王事，无成有
终’，就是说，为君王效劳，劳苦功高，却不图有
赏，只是尽臣子本分。”[18]二位先生的阐释表面上
看似有别，然而，从大地之德的根本上讲实则意
涵相通。因为坤为臣子，臣子应该像大地一样默
默无闻地付出，尽职尽责，不事张扬，否则就有违
臣道，没有善终。本爻对于君子创业而言，也是
有意义的。那就是君子创业应切忌浮华、高调，
追求眼前利益，而应该眼睛向内，注重练内功，强
基本，严格管理，这样在市场竞争中才能有底气，
有底牌，不断发展壮大。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2]46扎紧了口袋，如
咸口不言，没有责难，也没有赞誉。该爻承接上
一爻之意继续讲述为臣之道。为人臣子宜静默，
忌多言，恪守臣道。君子人格意味着沉静、独立、
处之不动，“注重内美、内善、内真”[19]。对于创业
来说，君子宜少说多做，低调务实，加大研发力
度，组织科研攻关，努力创新创造，保守重大决
策、经营策略、发明专利、工艺绝活等商业秘密，
培育核心竞争力。这是君子创业的必由之路，也
是受到社会规则和法律法规所保护的。

“六五：黄裳元吉。”[2]47《坤·文言传》云：“君子
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
于事业，美之至也。”[2]50君子内心充满美好，通达
事理，恪尽职守，遵从礼仪，心中积聚着美德，运
用于行动上，扩大到事业中，这是最为美好的。
市场竞争中比拼的不仅仅是实力，而且还有企业
的形象、信誉，以及经营者的人格、口碑等等。创
业的君子不仅要修养好品德，还要学会用恰当的
方式展示出自己的良好形象，增强在社会公众中
的亲和力、感染力。例如，在捐资助学、对口帮
扶、保护环境、促进公平竞争与协作等方面作出
自身的贡献，赢得社会的好评，这无疑会增进在
社会中的公信度、美誉度，助力事业发展。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2]47王弼注云：
“阴之为道，卑顺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阳
之地，阳所不堪，故战于野。”[20]阴盛极而战，必两
败俱伤。在市场活动中，经营主体应遵循国家宏
观调控政策，结合自身的优势，精准定位，合理配
置资源，在国家亟待加强的薄弱产业、公共服务
领域和欠发达地区加大投入力度，开辟新的利润
成长空间，实现错位发展，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而不应集中在某一行业一哄而上，
进行恶性竞争，导致两败俱伤的恶果。

“用六：利永贞。”[2]48利于永远坚守正道。这
对君子而言是忠告。君子创业要走正道，遵纪守
法，自觉维护公共利益，懂得感恩，回馈社会。楼
宇烈先生深刻指出：“作为正在逐渐展开的生命，
我们像树木一样，是有‘本’有根的存在，所以，不
忘本、‘报本反始’就应当是贯穿于生命的主线。”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生生不息的中华之
‘道’正在于一代又一代君子对‘本’的不息灌
溉。”[21]楼先生讲的是要人们在传承中弘扬和光
大中华文化这个“根”。同理，走正道，忠诚于消
费者，以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开辟市场，用适
当的方式回馈社会，也是君子创业之本“根”，守
住了这个“根”，就会事事通达，事业根深叶茂。

三、结语

周广友先生认为，“《易》所说的，被认为是挺
立人道、以人合天的实践方式。只有充分实现了
自己的德性，才能‘与天地合其德’。与天地合德，
则天人之道通而为一，是为修德所能达到的最高
境界。”[22]《易》之“乾”“坤”二卦正是从天地、阳刚
与阴柔两方面揭示了君子的创业之德。君子创
业的阳刚之德表现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顺势而
上，永不言败；阴柔之德则强调厚植品德、居安思
危、内敛含藏、容载万物、担当责任的美德。君子
创业成功的奥秘在于“与天地合其德”。“乾”“坤”
之德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融合、互根共生、交
互为用，共同演绎出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中华创
业文化，不仅助力君子创业行稳致远，而且合力推
动中华民族走向持久繁荣昌盛。

4



参考文献：

[1] 中国路径的“道”与“本”——“余敦康学术思想与成就研讨会”发言摘要[N]. 光明日报，2016-10-24（16）.

[2]（魏）王弼撰，（唐）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23.

[3]（宋）朱震. 汉上易传[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

[4] 熊十力. 读经示要[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81.

[5]（宋）朱熹. 周易本义[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134.

[6] 杨树达. 论语疏证[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

[7]（清）王夫之. 船山易学[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6.

[8]（清）陈梦雷. 周易浅述[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3-4.

[9]（清）牛钮，孙在丰. 日讲易经解义[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24-25.

[10] 朱安群. 十三经直解第一卷[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30.

[11]（清）李道平. 周易集解簒疏[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2.

[12] 王充闾.《周易》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N]. 光明日报，2016-09-02（13）.

[13] 王林，宋晓璐. 论《周易》与创新创业[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3）：76.

[14] 梁庄. 易极——周易补注[M]. 北京：华龄出版社，2017：7.

[15]（唐）李鼎祚. 周易集解[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50.

[16] 牛天，宇宋辉.《周易》论君子的社会责任观[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1）：84.

[17] 金春峰. 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解答《周易》古经的一些问题——读《周易》札记[J]. 周易研究，2015（4）：17.

[18] 陈望衡. 周易玄机[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29-30.

[19] 刘克梅. 让君子和风吹散公德雾霾[N]. 光明日报，2016-02-04（13）.

[20]（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 王弼集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0：228.

[21] 楼宇烈. 勉为真君子[N]. 人民日报，2016-11-30（19）.

[22] 周广友.《周易》富含生命哲学意蕴[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4-12（2）.

Abstract: Junzi (Chinese traditional word, i.e. a man of noble character) starts up business in an
vigorous and promising way, who can seize the chances to push forward and be caution of self-satisfaction. It
is defined as the Virtue of‘Qian’(Chinese traditional word, i.e. Heaven and Masculine). On the other hand,
Junzi starts up business with great virtue and responsibility, who can raise the awareness of hardship and
stick to the right principles with great virtue and down-to-earth attitude in order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s
and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It is defined as the Virtue of‘Kun’(Chinese traditional word, i.e. Earth and
Feminine). The Virtue of Qian and Kun are coexisted and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in order to promote and
stabilize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Junzi.

Key words: Qian; Ku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Junzi; Constantly Striving; Great Virtues

The Virtue of Qian and Kun and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Junzi

SONG Hui
（Bo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Bozhou 2368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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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高职院校科研绩效评价工作中的问题与不足，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高校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通过粒子群—蛙跳算法及改进BP算法先后优化、训练BP神经网络。仿真结果分析表明，经过

训练的科研绩效评价BP神经网络模型评价速度快，评价准确率高，极大地提高科研绩效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客观

性，对于高职院校教师科研绩效评估及科研水平提升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关键词：层次分析法；BP神经网络；粒子群—蛙跳算法；改进BP算法；科研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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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P神经网络的高校科研绩效评价模型

乔维德

（无锡开放大学，江苏 无锡 214011）

基金项目：无锡市2019年度社会事业领军人才资助项目（项目编号：WX530/2019/005）
作者简介：乔维德（1967- ），男，江苏宝应人，教授，主要从事自动化、智能控制、高等教育等研究。

一、引言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是高职院校的生命力，高
等职业教育质量取决于高职院校的综合办学水
平和高校教师的综合能力。当代高校肩负着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基本职能和任务，
高校教师是职能和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其综合能
力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教师履行职能和完成任务
的成效。高校基本职能和任务相互之间是相辅
相成、密不可分的。高校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可
以更好地促进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
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所以，开
展科学研究是提升高校教师综合能力的重要举
措和必要途径。目前，很多高职院校虽然高度重
视教师的科研工作，但是往往忽视对教师科研工
作及其科研成果的绩效评价，从而导致科研成果
片面追求数量、成果水平普遍不高等现象。对高
校科研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是高校科研管理的核
心内容。通过科研绩效评价，可以全面分析和掌
握高校教师的科研综合水平和能力，根据评价结
果进一步健全完善科研管理政策和制度，优化科
研经费分配，引导和调整高校教师的科研方向，

提高高校科研管理水平和科学研究效益。通过
构建科学、规范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评价方
法，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高校教师本身及
科研经费等科研要素的潜力，促进高校科研发展
模式由注重成果数量多的粗放型增长向注重成
果质量高的集约型增长转变。然而，目前不少高
职院校仍套用本科院校甚至本科“双一流”大学
的科研评价体系，其评价标准与高职院校科研工
作实际存在着相当大的落差。所以，高职院校的
科研绩效评价体系，需要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和
不同的时代发展要求，对评价指标进行动态调
整，并且实施有效评价。目前许多学者对高校科
研绩效评价进行了多维度研究。蔡爱丽在分析
高职院校科研工作特点基础上，确定高职院校教
师科研评价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评价教师科研
绩效[1]；丁洪提出了多目标多属性的高校科研绩
效模糊评价模型[2]，等等。但由于高校科研绩效
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呈现复杂时变的非
线性关系，单纯采取传统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
方法来评价高校教师科研绩效，往往会出现较大
随机性和局限性。于是有学者利用较强非线性
映射功能的BP神经网络来评价科研绩效，如：张
友海提出基于BP神经网络的科研绩效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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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3]，朱晴、王晶晶提出一种基于粒子群优化
的 BP神经网络评估模型[4]，等等。以上评价方法
在教师科研绩效评估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
在一些问题，如BP算法的计算过程复杂、收敛速
度慢、易陷入局部最小；粒子群算法的局部寻优
能力差，易陷入局部最小，等等。这些因素会导
致评价结果与实际值存在较大偏差，评价结果往
往准确度不高，难以客观、精准评价高校教师的
科研绩效。为此，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建立高职
院校教师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合理赋予评
价体系中各指标权重，建立基于粒子群—蛙跳算
法和改进BP算法优化训练BP神经网络的科研
绩效评价模型，为高校科研绩效评价提供更加科
学化、智能化的评价手段和方法。

二、科研绩效评价模型

建立基于BP神经网络的高校教师科研绩效

评价模型。首先采用粒子群—蛙跳算法优化BP
神经网络的初始结构，选取影响高校教师科研绩
效的指标数据作为训练样本对BP神经网络进行
学习训练，训练好的BP神经网络经过测试检验
后便用于高校教师科研绩效的实际评价，评价模
型原理如图1所示。科研绩效指标数据经过预
处理（即归一化）后作为BP神经网络输入变量，
网络输出变量 S* 经过反归一化处理后得到的 S

为高校教师科研绩效的BP网络评价结果。Q为

BP神经网络的期望（理想）值，即利用层次分析
法计算得出的专家评审结果；ωij 为网络输入层

与中间层之间的连接权值；Tki 为网络中间层与

输出层之间的连接权值，中间层、输出层节点阈
值分别为 θi 、θk ；E 为BP网络输出与期望值之

间的误差。BP神经网络在学习训练过程中，通
过不断调整 ωij 、Tki 、θi 、θk ，直至E达到规定的

误差精度。

图1 高校教师科研绩效评价模型原理

三、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建立递阶层次结构
影响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科研绩效评价的因

素较多，并且各因素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关联，所
以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科研绩效评价指标结构
体系时，需要遵循以下操作原则。

原则一：科研绩效差异化评价原则。评价时
要综合考虑教师不同的学科类型，不同学科领域
的科研活动呈现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科研成果
也有不同的呈现形式和研究价值。

原则二：科研绩效持续发展评价原则。科研
绩效评价指标，要引领学科研究方向，实现教师
专业化成长以及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原则三：科研绩效不交叉评价原则。评价指

乔维德：基于BP神经网络的高校科研绩效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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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避免指标之间存在因果、交叉等联系，杜绝科
研绩效的交叉评价、重复评价等现象。

原则四：科研绩效全面评价原则。评价指标
要综合考虑科研项目、成果、获奖等各方面因素，
指标要系统、全方位地反映科研评价绩效。

在参照文献[1]的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以及咨
询高职院校教师、相关专家学者意见基础上，建
立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该
体系具有目标层（A）、一级指标层（B）和二级指

标层（C）、三级指标层（X）的四层结构模型，如表
1所示。高校教师科研绩效评价为目标层，一级
指标层由科研项目、科研成果、指导学生项目组
成，二级指标层由课题立项、课题经费、课题结
题、论文成果等10项指标组成，三级指标层由国
家级科研课题立项、纵向课题资助、SCI收录论
文、学术专著、国家发明专利、学生科技竞赛获奖
数等51项指标组成。

表1 高校教师科研绩效评价层次结构

高校教师科

研绩效评价

（A）

科研项目（B1）

科研成果（B2）

课题立项（C11）

课题经费（C12）

课题结题（C13）

论文成果（C21）

国家级科研课题立项（X1）

省部级科研课题立项（X2）

市厅级研课题立项（X3）

校级科研课题立项（X4）

国家级学会科研课题立项（X5）

省级学会科研课题立项（X6）

市级学会科研课题立项（X7）

纵向课题资助（X8）

横向课题资助（X9）

国家级科研课题结题（X10）

省部级科研课题结题（X11）

市厅级科研课题结题（X12）

校级科研课题结题（X13）

国家级学会科研课题结题（X14）

省级学会科研课题结题（X15）

市级学会科研课题结题（X16）

横向科研课题结题（X17）

SCI收录论文（X18）

ISTP、EI收录论文（X19）

SSCI收录论文（X20）

CSSCI期刊论文（X21）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X22）

CSCD期刊论文（X23）

普通期刊论文（X24）

《新华文摘》转载（X25）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X26）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X27）

目标层（A） 一级指标层（B） 二级指标层（C） 三级指标层（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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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造权重判断矩阵
利用1—9比率标度法求取高校教师科研绩

效评价的一级指标权重判断矩阵A-B，二级指标
权重判断矩阵B1-C、B2-C、B3-C，三级指标权重
判断矩阵C11-X、C12-X、C13-X、C21-X、C22-X、C23-
X、C24-X、C25-X、C31-X、C32-X，文中列出的表2、表
3、表4分别为一级指标权重判断矩阵A-B、二级
指标权重判断矩阵B1-C、三级指标权重判断矩
阵C11-X，其它指标权重判断矩阵因版面限制在
此略。其中，判断矩阵中A-B 中的“5”表示指标
B1（科研项目）比指标B3（指导学生）明显重要，

“7”表示指标B2（科研成果）比B3（指导学生）强烈
重要，“9”表示指标B2（科研成果）比指标B3（指导
学生）绝对重要，而“1/5”表示B3（指导学生）明显
没有B1（科研项目）重要，“1/7”表示B1（科研项

目）没有B2（科研成果）非常重要，“1/9”表示B3

（指导学生）绝对没有B2（科研成果）重要，其它判
断矩阵类似。

高校教师科

研绩效评价

（A）

科研成果（B2）

指导学生项目（B3）

著作成果（C22）

专利成果（C23）

技术转让（C24）

成果获奖（C25）

指导学生数（C31）

学生科研成果（C32）

学术专著（X28）

学术译著、工具书（X29）

教育部规划教材（X30）

一般高校教材（X31）

国家发明专利（X32）

实用新型专利（X33）

外观设计专利（X34）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X35）

转让费<5万元（X36）

5万元<转让费<10万元（X37）

转让费>10万元（X38）

国家级奖励（X39）

省部级奖励（X40）

市厅级奖励（X41）

校级奖励（X42）

国家级学会奖励（X43）

省级学会奖励（X44）

市级学会奖励（X45）

大学生专业大赛获奖数（X46）

大学生实践创新获奖数（X47）

学生优秀毕业设计数（X48）

学生专利数（X49）

学生科技竞赛获奖数（X50）

学生论文发表数（X51）

目标层（A） 一级指标层（B） 二级指标层（C） 三级指标层（X）

表2 一级指标权重判断矩阵A-B

表3 二级指标权重判断矩阵 B1-C

A
B1

B2

B3

B1

1
7
1/5

B2

1/7
1
1/9

B3

5
9
1

B1

C11

C12

C13

C11

1
1/5
5

C12

5
1
7

C13

1/5
1/7
1

乔维德：基于BP神经网络的高校科研绩效评价模型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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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定指标单权重
利用方根法得到权重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

然后通过归一化数学处理求得高校教师科研绩
效评价各指标相对于上一层指标的权重向量。
以一级权重判断矩阵A-B为例，计算过程如下:

（1）求矩阵A-B每一行的乘积 Mi ，即：

Mi =Bi1·Bi2……Bij （i，j = 1，2，3）
（2）求乘积 Mi 的n次方根，得到
-
Wi = n Mi （n=3）

（3）对方根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得到

Wi =-Wi /∑
i=1

n -
Wi

由 判 断 矩 阵 A- B 的 权 重 向 量
W =（W1，W2…Wn）

T（n = 3）求得一级指标相对于

目标层的权重向量为:
W（1）=（0.32，0.50，0.18）T

同理，按上述方法计算得到二级指标相对于
一级指标权重向量分别为：

W（2）
B1 =（0.30，0.15，0.55）T ；

W（2）
B2 =（0.22，0.15，0.28，0.20，0.15）T ；

W（2）
B3 =（0.70，0.30）T

同样，按上述方法计算得到三级指标相对于
二级指标的权重向量分别为：

W（3）
C11 =（0.34，0.22，0.11，0.05，0.15，0.08，0.05）T；

W（3）
C12 =（0.70，0.30）T；W（3）

C13 =（0.30，0.20，0.10，0.04，

0.15，0.08，0.04，0.09）T；W（3）
C21 = 0.17，0.14，0.12，

0.10，0.10，0.06，0.04，0.10，0.09，0.08）T；W（3）
C22 =

（0.35，0.20，0.25，0.20）T；W（3）
C23 =（0.40，0.30，0.20，

0.10）T；W（3）
C24 =（0.15，0.30，0.55）T；W（3）

C25 =（0.34，

0.22，0.11，0.05，0.15，0.08，0.05）T；W（3）
C31 =（0.50，

0.30，0.20）T；W（3）
C32 =（0.30，0.60，0.10）T

（四）计算合成权重
通过对各指标层的指标单权重作合成计算

后，可以得到三级评价指标X1、X2、X3………X51对
目标层的合成权重，即为：W =W（1）=W（2）=W（3）=
（0.03264，0.02112，0.01056，0.0048，0.0144，
0.00768， 0.0048， 0.0336， 0.0144， 0.0528，
0.0352， 0.0176， 0.00704， 0.0264， 0.01408，
0.00704，0.01584，0.0187，0.0154，0.0132，0.011，
0.011，0.0066，0.0044，0.011，0.0099，0.0088，
0.02625，0.015，0.0188，0.015，0.056，0.042，
0.028，0.014，0.015，0.03，0.055，0.0255，0.0165，
0.0083，0.004，0.01125，0.006，0.00375，0.063，
0.0378，0.0252，0.0162，0.0324，0.0054）。

四、BP神经网络优化及训练

图1中高校教师科研绩效评价模型中的BP
神经网络，其结构参数需要经过反复学习训练实
现优化。因为在训练过程中网络输出受参数初
始值影响较大，学习很容易陷入局部极值，所以
本文利用粒子群—蛙跳算法对网络神经元之间
连接权值及节点阈值等参数进行优化，得到最优
初始参数，然后采取改进BP算法训练BP网络，
最终实现BP神经网络输出与专家评审结果（即
由层次分析法计算而得）之间的误差满足规定精
度要求。网络优化及训练步骤为[5]：确定BP神经
网络的拓扑结构，选取科研绩效评价训练数据输
入至网络，通过粒子群—蛙跳算法迭代运算和搜
寻，当迭代更新次数达到设定迭代数后，输出蛙
群最优个体位置，然后将其作为BP网络初始连
接权值和节点阈值，再利用引入动量项及自调整
学习率的改进BP算法训练BP神经网络，通过不
断调整网络权值和阈值，最终实现网络误差在规
定范围内。

五、科研绩效评价应用算例

（一）数据归一化处理
影响高校教师科研绩效的评价指标有51

个，各指标量纲、单位并不完全一致。如果选取

表4 三级指标权重判断矩阵 C11-X

C11

X1

X2

X3

X4

X5

X6

X7

X1

1
1/6
1/8
1/8
1/7
1/9
1/9

X2

6
1
1/6
1/8
1/6
1/6
1/8

X3

8
6
1
1/5
3
1/3
1/5

X4

9
8
5
1
6
3
1

X5

7
6
1/3
1/6
1
1/5
1/6

X6

9
7
3
1/3
5
1
1/3

X7

9
8
5
1
6
3
1

10



的样本数据过大，而且将这些数据直接用于输入
神经网络，往往会直接拖慢BP神经网络的训练
速度以及精度，所以需要将数据进行归一化的
数学处理[6]，转换后的数据范围为[0，1]。当然，
BP网络输出值同样需要经过反归一化处理，便
于将其还原成正常的科研绩效评价值。转换公
式中的X*为归一化数据值，X、S分别为原始数据
样本的输入和输出量，Xmax 、Xmin 分别为原始数

据最大和最小值。

X* = X -Xmin
Xmax -Xmin

S* = S - Smin
Smax - Smin

（二）BP神经网络结构确定
BP网络输入层神经元节点数 n 选取为51，

分别与高校教师科研绩效评价的51个指标相对
应。输出层神经元对应网络输出评价结果 S ，输
出节点数 m为1，S 设定5个评价等级，分别为优
秀[100～90]、良好（90～80]、中等（80～70]、一般
（70～60]、较差（60～0]。网络中间层神经元节点

数 h 由 h = [（2n +m)1 2， ]2n +m 确定，通过反复计

算测试，确定 h 为36。BP网络拓朴结构为51—
36—1，中间层神经元传递函数采用tansig，输出
层神经元传递函数选用purelin，中间层和输出层
节点激活函数均采用Sigmoid。

（三）参数设置及BP神经网络训练
初始化粒子群—蛙跳算法参数：粒子群规模

为 N =50，ω1 = 1.4 ，ω2 = 0.5；R1 =R2 = 2 ，粒子群

和蛙跳算法的最大迭代次数分别为300、150。
BP神经网络训练目标误差精度设定为0.0001。
BP神经网络的最多迭代次数为350。选取某高
校150位教师科研绩效评价数据的训练样本，训
练样本含各评价指标 X1~X51 数据值以及专家评

价得分Q，专家评价分是由层次分析法推算的综

合得分，即通过 X1~X51 指标值与其指标合成权重

的乘积之和计算而得，得分 Q 作为BP神经网络

的期望输出值。利用表中150组数据对经过粒
子群—蛙跳算法优化的BP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学习算法采取改进BP算法，当网络训练步数达
到125步时，BP网络满足规定目标误差精度，网
络训练速度快、时间短。

（四）BP神经网络测试
选取除训练样本以外的另外26组数据作为

测试样本，样本数据经过归一化处理后输入至
两类BP神经网络，即一类是未优化的BP神经
网络，另一类是经过粒子群—蛙跳算法优化的
BP神经网络，分别对神经网络输出误差情况进
行统计分析，如图2、图3所示。从图中明显得
出，没有经过粒子群—蛙跳算法优化BP神经网
络输出的科研绩效评价误差，最大可达0.78，而
经过粒子群—蛙跳算法优化BP神经网络输出
的科研绩效评价误差，最大值小于0.05，误差减
少了接近16倍。即采取粒子群—蛙跳算法优
化BP神经网络对科研绩效评价的准确率得到
显著提升，所以更加适宜用于高校教师科研绩
效评价。

六、结语

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BP神经网络、粒子
群—蛙跳算法构建了高职院校科研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架设了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有效用
于高职院校科研绩效评价。通过评价指标的科
学选取及其权重合理分配，增强了评价指标体

图3 经粒子群—蛙跳算法优化BP神经网络评价误差

图2 未优化BP神经网络评价误差

乔维德：基于BP神经网络的高校科研绩效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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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科学性、客观性及可操作性。BP神经网络
通过粒子群—蛙跳算法优化其初始结构参数，
利用样本数据及改进BP算法对BP神经网络加
以学习训练，建立科研绩效评价模型。实践证

明，该模型评价速度快、评价精准度高，为高校
科研绩效评价提供一种崭新的方法，对于高校
科研管理与评价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推
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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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y in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constructs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it through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model of BP neural network, which is optimized and trained
through the BP algorithm improved by particle swarm- frog leap algorithm. It is showed i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that the trained BP neural network model’s performance is fast and accurate, which means a much
more scientific, fair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system. It provides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value for both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BP neural network;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frog le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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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与方向指南。我们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按照“三势”“三因”要求持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三进”工作，将“立德

树人”的总目标贯彻到培育时代新人中，切实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开创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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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在继往开来中展现新的气象、新
的境界、新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相继召开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等重要会议，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为着眼点，深刻阐释和解答了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
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不
仅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创新提供了根本
原则，更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总目标，培养一
流人才，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大学的科
学指南。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新的历史方位下加强和
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统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既是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又是其主要内容。因此，必
须全面准确领会，不断指导实践。

（一）紧紧抓住“一个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

的十九大的主线和灵魂，是我们把握十九大精神
的“纲”。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胜利召开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这一重大历史判断，
为我们高举旗帜、立论定向，把握大势、总揽全局
提供了总设计、总定向、总指引。党的十九大报
告的最大亮点，就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且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起
点上，提出并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对十八大以来我们
党理论创新成果的最新概括和表述，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高度，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的“新目标”与“新使命”，
面临的‘新矛盾’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引领了党
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指引着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伟大
征程。因此，我们要用这一重要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将其转化为推动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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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准确把握“四个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

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时代底蕴，需要从多重维度进
行理解。从历史维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产
生于社会主义中国这片广阔土壤，是我们党经过
长期实践孕育和艰辛理论探索形成的重大理论
创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
晶，其精神实质与核心要义均继承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从现实维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主要矛盾转化、治理范式转换、
历史方位变换等重大命题的的科学判断，具有很
强的时代性和科学性。从发展维度看，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我党对科学
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以及社会进步规律的认识，展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巨大理论勇气、超凡政治智慧、宏阔远见
卓识和深邃独创精神，为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作出了中国原创性重大贡献，是我们党迈进新时
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四是从
国际维度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为全球生态和谐、国际和平事业、建构美丽
世界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深刻理解“六个新”
一是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切实理

解“三个意味着”这一重大政治判断的时代方位、
现实坐标和国际视野，把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水平摆在重要位置，努力增强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方向性、长远性、战略性和创造性。二是
充分认识“新判断”的现实地位，回应社会主要矛
盾在新的历史方位发生的新变化，聚焦社会各界
对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求与教
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优质教
育资源供给，增强现代教育的开放性、可及性和
共享性。三是自觉担负“新使命”的时代担当，增
强制度自信，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把个人
梦想融入中国梦，珍惜韶华，付诸实践，增长本
领，促进思想政治工作落到支部、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落到支部、从严教育管理党员落到支部。四
是深刻领会“新思想”的真理力量，正是源于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我国高

等教育事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教育发展道路。五是系统掌握“新要求”的政
治保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各项工
作，加强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全面加强领导班
子自身建设，提高政治站位、自觉心系大局、勇于
担当作为，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实好。六是
勇于承担“新期待”的光荣职责，构建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育人工作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师
风建设。抓好工作责任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推动
各项任务落地生根，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强保证。

二、“三势”“三因”要求是高校
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的原则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
大事，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1]。在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
因势而新”[2]。从“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的“三势”，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

“三因”，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深刻内涵。
高校肩负着传播阐释科学理论、弘扬发展先进文
化的重要职责，应当在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创新
理论走在前列，扎实有效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师生头脑，
把牢思想理论的“方向盘”，筑就“四个自信”的“压
舱石”，率先学准学精学透、真懂真信真用，增强

“三进”的研究深度、实践广度和推进力度。切实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办
学治校各方面、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做到所有工
作都围绕和聚焦这一主线，有立场、有情感、有温
度，深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综合改革。

（一）丰富教学内容，用好“两个课堂”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

势而新”就是要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当做当前乃至今后长期学校思
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务必做到人
人学、人人讲、人人懂，实现师生全覆盖，让党的
创新理论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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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鲜亮底色。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解决思想问
题与实际问题的优势发挥出来，在理论研究与实
践感悟中体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厚重底蕴，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程
统筹结合，发挥好同心同向、合力育人的作用。
要把实践作为第二课堂，丰富实践内容，创新实
践形式。广泛开展形势政策宣讲、科技帮扶、文
化宣传、学术调研、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深入开
展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大学生“紫光阁”实习计划、
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经典项目，组织实施
好“牢记时代使命，书写人生华章”“重走改革开
放之路，砥砺爱国奋斗情怀”等新时代社会实践
精品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理解、提高认识，
体验新时代的巨大变化，感悟新思想的实践伟
力，切实增强行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创新话语体系，增强“四个认同”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但充盈了思想政

治教育的内容，更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话语模
式。高校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时代的便利条件，采
取符合青年心理发展特征，开展多形式、分层次、
全覆盖的学习培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主心骨”“定盘星”“度量衡”，引
导广大师生确立高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
论认同、情感认同。要不断创新宣传方式，运用
网络直播、微博微信、影视欣赏等大众化、形象
化、生活化、通俗化的方式，多角度、多层面解读，
增强学习宣传教育的时代感、吸引力、亲和力与
感召力，把科学理论的丰富内容转化为适合高校
师生的“营养大餐”。要抓好教育培训，组织开展
好党支部网络培训、示范培训。在持续开展千名
高校优秀辅导员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校园巡讲”和“网络巡礼”活动的基础上，聚焦学
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纪
念改革开放、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等重大主题，开展网络宣讲。

（三）优化运行模式，构建长效机制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需要我们

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整合教育资源和育
人力量，不断提升依法治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日常管理的水平，建立健全系统化育人
长效机制，逐步形成一系列有效的制度规范。一
要顺应形势，明确工作要求。学校要在充分理解、

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各项工作的总体规划、
阶段目标、任务分配、责任落实。二要紧贴实际，
形成工作规范。具体细化教育方案，通过党委（党
支部）理论学习、研讨交流、素质培训等系列制度，
尽量通过量化的方式规定融入方式、途径、频次。
三要压实责任，明确底线红线。突出党员领导干
部的表率作用，对全体师生提出刚性要求、行为规
范和工作考核。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立场和情感，充分体现到办
学治校、管理服务之中，体现到广大教师教育教
学、学术科研和社会服务之中，体现到广大学生求
知求学、成长成才之中，让这一重要思想在大学校
园、在师生头脑中深深扎根。

三、“三培养”目标是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培育时代新人、落实“立德树

人”任务的光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
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
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2]青年学生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是时代新人的
主体力量。因此，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必须处理
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全面素质教育、系统性
综合改革与关键性难点突破、教师思想政治工
作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以拓宽“需
求侧”为根本，以优化“供给侧”为保障，以创新

“思想侧”为突破，切实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一）要充分把握学生的实际情况，全面拓宽
“需求侧”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每一代
学生也都有自己的特质和特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方式方法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发
展变化，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沿
用好办法、改进老办法、探索新办法，不断提高工
作能力和水平。要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变化趋
势，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
障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坚持践行贴近实际、贴近
学生、贴近生活的“三贴近”的原则，使教学内容
更符合国家要求，结合实际更具有针对性，教学

祝小茗：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发展的路径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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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上达到入脑入心，更具有亲和力，更能被学
生接受，切实提升学生获得感。要将普遍性大众
化的教育与差别化个性化的教育结合起来，深入
研究特质、研究区别，对症下药、量体裁衣，奔着
现实问题和活的思想做工作，以满腔热情去温暖
人心，换取信任，融化“铁石心肠”，消融“心头坚
冰”，使思想政治工作在新时代焕发出持久的凝
聚力、感染力与穿透力。

（二）要紧密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优
化升级“供给侧”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师是关键。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作为“一支不可或缺的队伍”

“一支值得信赖的队伍”，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
神、打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梦之队”的筑
梦人。打铁必须自身硬，给人一瓢水，自己必须
有一桶水。因此，优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这
一“供给侧”，就要始终围绕数量充足、素质过硬
来开展。要立足高站位、着眼高质量、坚持高标
准，配足配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队伍，不
断加强理论武装、业务培训、作风锤炼，努力成为
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
成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排头兵、职业化专业
化建设的推动者和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先行
军，更好地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
责任[3]。要深入挖掘和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在思想
政治工作中的作用，把知识教育同价值观教育、
能力教育结合起来，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同向同行，既当好“经师”，更当好“人师”，引导
学生提升精神境界、涵养文化品性、加强政治素
养、夯实理想信念。

（三）要时刻秉承与时俱进的进取心态，不断
创新“思想侧”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没
有止境，思想的开拓也就没有止境。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必须树立“大思政观”，用开放、包
容、发展的思想，不断认识教育规律，发展教育思
想，创新教育方法，实现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环节
的人才培养理念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
全面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实施“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打通育人“最后一公里”，
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由全面施工到内部精装

修”，使教育教学更有温度、思想引领更有力度、
立德树人更有效度，努力形成青年学生人人都能
成才、人人皆可出彩的生动局面，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四、“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高
校实现“四个服务”宗旨的根本保证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
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凸显了
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
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就曾指出：“高
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
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2]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本质
特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党领导高校工作的具
体体现，也是开展高校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抓
手。在我们党的所有工作中，没有脱离政治的业
务，也没有脱离业务的政治。切实加强高校党的
建设，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始终坚持党对
高校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
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不动摇，始终坚持
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不动摇，坚定不移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在高校向纵深发展，确保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大学的办学方向不偏，“四个服务”的根本宗
旨不移，落实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要求不虚。

（一）维护核心，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
战略高度，强化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政治标准
和政治担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
位，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把政治要求体现到高校
工作各方面、各环节。要对标十九大精神、中央
教育工作部署、中管高校巡视要求，全面查找高
校在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执行党的
政治路线、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完善和落
实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要聚焦中管高校巡视发现的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执行不到位、高校领导班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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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不够强、高校基层党组织作
用发挥不充分、党建工作责任不落地等问题，全
面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实现高校党的建设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

（二）从严治党，深化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
要遵循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坚持和加强党对

高校的全面领导为目标，坚持远近结合、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明确高校各级党组织建设职责，建
立健全覆盖党务工作者、青年人才、院长（系主任）
及各项业务管理骨干的完整教育培训体系，将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高校最基层、落实到每一
名党员。要牢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
明导向，把党支部建设作为学校党建工作最重要
的基本建设。把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作为重要抓
手，完善校、院（系）两级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制度，
督促党组织书记和班子成员履职尽责，认认真真
地种好自己的党建工作“责任田”。要围绕党建目
标，紧盯重要环节、关键节点，画出路线图，制定任
务书。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进一步增强高校
学习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的主动性，进一步增强贯彻执行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自觉性，进一步加强高校领导
班子和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的
组织力，进一步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推进
落实高校党委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

（三）狠抓落实，强力聚焦实效取向
要向质量要实效，实施“基层党建质量年”行

动，推进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着力抓好制度建设，以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为重点，出台务实
管用的政策文件，推动党的建设要求在高校落地
生根[4]。加强制度的监督执行，制定高校党建工
作测评体系，强化制度可执行、可评估、可检查，
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在高校执行有力、落实到位。
强化责任落实，开展各级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
核，把党建工作责任落实作为检验高校领导干部
政治意识的一把尺子，以问责追责倒逼党建工作
责任落实。推进典型引领，实施高校党建“对标
争先”计划，开展创建党建先进高校、党建标杆院
系、先进基层党支部，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发

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全国高校成为
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聚焦薄弱环节，填补
一批“洼地”，着力推进民办高校党的组织和党的
工作有效覆盖，尽快扭转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
学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党建工作薄弱状况。

五、“牢牢掌握意识形态
工作领导权”是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发展的战略旨向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了全
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5]，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
展重大成就的科学概括，也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发展的科学概括。党的十
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权放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第一条，更加体
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决定性作用。高校处于意
识形态斗争的前沿，是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
汇的地方，而青年又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易于接
受新鲜事物，容易受到错误思潮影响和干扰。要
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高度，深刻认
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独有特性。
当前，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面临多样化社会思潮
的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市场逐利性的
挑战，传统教育引导方式面临网络新媒体的挑战，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繁
重。因此，必须牢牢掌握工作领导权不放松，充分
发挥高校人才聚集、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敢于亮
剑，理性发声，不断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一）铸魂立心，主动引领
新时代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把为

大学生铸魂和价值引领放在首位，在“为国家立
心、为民族铸魂”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要以理
想信念教育为基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深
培厚植、广泛践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时代精神和广泛共识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理想信念、坚守价值
追求、聚合磅礴之力[6]。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要求贯穿于办学育人全过程，坚持贯穿结合
融入、落细落小落实，尤其是要与高校制度建设、

祝小茗：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发展的路径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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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风学风建设结合起来，引导师生深入理解、准
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和实践
要求，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积极推动“好家风、好家训”
活动，用优良的学风、文风、校风引领知识教育、
引领师德建设，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发
挥首批全国文明校园的引领示范作用，促进形成
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

（二）强化担当，管好阵地
高校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履

行立德树人重要职责，必须要有强烈的阵地意识，
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抓阵地建设和阵地管理，绝
不给错误思想和观点提供传播渠道。要进一步强
化党员干部的政治责任、专家学者的社会责任、教
师的育人责任，加强各类讲座论坛、校报校刊、社团
活动的规范管理，努力拓展主流思想舆论发声渠
道。当前，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网而生、因网而
聚、因网而增。需要我们把握互联网具有使用价值
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把网络阵地建设和管理摆
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既要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
化，做大做强网上正面思想舆论，又要严密防范网
上意识形态渗透。要不断推动网络思想政治工作
建设，引导师生树立网络意识，培养批判性思维，提
升媒介素养，建设好、守护好网络精神家园。深入
实施“易班”推广行动计划和中国大学生在线引领
工程，引领校园网络平台建设，加强对高校校园网
络阵地建设的辐射带动和示范引导[7]。

（三）区分层次，压实责任
高校党委要强化政治意识，强化守土责任，

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线，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织密责任网络，拧紧责任链
条，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要不
断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理论武装，提
高价值引领、解疑释惑、舆论斗争、凝聚共识的能
力，绝不能让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旁落。要耐心细
致地做好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广大教师
当好学生的引路人，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
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坚决反对和抵制各
种错误观点，绝不允许错误思潮在高校传播。要
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断提升高校网络文化
建设队伍的专业本领和责任意识，引导他们明方
向、善发声、敢亮剑，在众说纷纭中凝心聚力，在
众声喧哗中主调领唱。要把意识形态工作要求
体现到考核评价中，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与管党治
党、办学治校、教育教学紧密结合，努力营造海晏
河清、风清气正、和谐稳定的高校政治生态环境。

总之，新的历史方位需要我们深刻把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要求”。对
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而言，就是要从“立德树人”
的“新高度”明确工作发展的“新定位”，从系统把
握“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与“因势而谋、
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新目标”探索深入推进党
的创新理论“三进”工作的“新路径”，从“把党的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的“新战略”确保高校实现“四个
服务”的“新使命”，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
导权”的“新旨向”上，激发广大师生投身实践的

“新动力”。切实把党中央的重大部署转化为做好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荣使命和政治担
当，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大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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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业是否需要转型受制于专业特性、行业发展、高考改革政策等因素影响，旅游专业的强应用性、旅游行业

的快速发展变化性、国家高考制度改革等要求旅游管理专业及时转型。以地方本科院校重庆工商大学的旅游管理专

业转型为例，分析该专业国际化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理清该专业国际化转型的发展历程，总结专业国际化转型的

四种推进路径和四个基本保障，提出地方本科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进行国际化转型需要特别注意地方经济环境的支撑

性、国际合作项目的强度、地方高校的支持力度、国际师资队伍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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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管理本科专业
面临的宏观形势

1.旅游业发展新变化要求人才培养调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旅游业取得了骄人成绩，
但也发生了新变化：一是跨界融合成为新趋势，
农业+旅游，互联网+旅游等形式出现，表明全域
旅游时代来临；二是品质旅游成为新目标；三是
旅游新业态层出不穷，短租公寓、共享旅游等不
胜枚举；四是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并行发展，且
势头正猛；六是自主、自助旅游大兴其道。产生
并服务于旅游行业的旅游管理专业必须顺应新
形势进行变革。

2.新的专业质量标准要求进行专业改革。
十九大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双一流”建设目标要求各级各类高校在新形势
下重新找准定位。同时，2018年，教育部颁布的
旅游管理类专业质量国家标准明确提出了要“培
养掌握现代旅游管理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专业
技能，具有国际视野、管理能力、服务意识、创新
精神，能够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经营、管理、策

划、规划、咨询、培训、教育等工作的应用型专业
人才”的培养目标[1]。

3.新高考改革倒逼专业革新。按教育部高
考改革文件要求，今后高考考试科目变为“3+X”
形式，不分文理科，淡化录取批次划分，考生志愿
填报变为专业+学校，志愿投档变为一档多投
等。为适应新高考改革，今后各高校之间的招生
竞争将变得异常激烈，依靠优势专业、特色专业
吸引考生将成为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生存的法宝，
全力推进“大类招生、分类培养”模式也将在地方
本科院校内得以真正实施[2]。

二、重庆工商大学
旅游管理专业的现状

1.开设旅游管理专业的院校数量众多。据
统计，重庆市开设旅游管理专业的院校有114
所，旅游管理类专业在校生总人数42000人。其
中，本科院校17所，占比14.9%；本科在校生人数
7858人，占比18.8%。而重庆工商大学旅游与酒
店管理方向在校本科生共680人，人数占比为
8.65%。人数占比虽然不高，但在竞争上面临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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尬境地：一是跟“上”比，比不过985、211高校西
南大学、重庆大学等的优质生源和人才培养的高
层次定位，二是跟“下”比，比不过高职院校、中职
院校的定位清晰的技能型人才培养。

2.专业下设二级方向多集中在旅游管理。
按教育部本科院校专业目录划分，旅游管理本科
专业下涵盖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管理、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四个方向。就重庆市开设
旅游管理类专业院校看，70.6%的院校都开设了
旅游管理方向，而此方向要求学生掌握酒店管
理、旅游管理、会展管理等各方面知识，这势必使
得各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趋于同质化。

3.专业学生整体就业情况不理想。据麦可
思研究发布的2017年我国高校专业就业统计，
旅游管理专业是就业率较低的专业之一。而重
庆市教委抽样调查表明，全市旅游管理本科生行
业就业率约40%，本地就业率73%；旅游管理高
职生行业就业率约55%，本地就业率78%。旅游
行业一路高歌猛进，而旅游教育却状态低迷，究
其原因，主要在于整个旅游行业收入水平低，旅
游管理类人才与行业脱节，学生就业的思想观
念、态度在变化。

4.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同质化。重庆市
开设旅游管理类专业的本科院校有17所，在人
才培养上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理论课时
占比70%，实践课时占比30%；培养方式碎片化，
重视大四阶段的毕业实习和大一阶段的课程认
知实习，缺乏大二、大三阶段的提高实践；课程与
教材内容陈旧、重复，旅游行业发展变化较快，专
业教材编写和出版明显滞后两年以上。旅游管
理专业成为各高校的“限制发展专业”，突出表现
在经费投入、师资队伍建设、实践实训场地建设
上明显弱于其他传统专业发展。

5.旅游管理类专业师资队伍问题突出。 专
业“科班”出身教少，老一代专业教师中多由其它
专业转行而来，专业素养不高；新一代教师中多
从学校到学校，对旅游行业发展熟悉度不够。普
遍学历层次不高，“双师”型教师更是缺乏。以重
庆工商大学旅游学院为例，共有旅游管理类专业
师资26人，其中博士3人，硕士17人，学士6人。
教师学科专业背景中，由多到少依次是：地理、旅
游管理、农业经济、历史、外语、经济、心理学、哲

学。“双师”型教师仅有8人，而真正具有旅游行
业背景的教师仅有5人。

三、旅游管理专业国际化转型的
必要性与可行性

1.我国国际旅游发展需要大量国际化旅游
人才。随着国际旅游业的发展，中国成为全球最
大的旅游客源国和第三大旅游目的地国。2017
年中国出境旅游市场达到1.31亿人次，出境旅游
花费1152.9亿美元，同比增长6.9%与5.0%。截
止2018年3月，我国正式开展组团业务的出境旅
游目的地国家（地区）达到129个。同年，中国接
待入境游客13948.24万人次，同比增长0.80%，
规模总量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入境旅游市场的
规模和增速分别为2916.53万人次和3.60%，规
模总量同样创下历史新高[3]。国际市场的快速发
展对旅游管理类专业人才需求量剧增。

2.重庆经济对外开放步伐加快要求国际化
转型。自国家对重庆明确了“两点”发展定位之
后，重庆经济的国际化之路迅速推开，开通渝新
欧班列、建立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批准成立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系列
举措推动大批外商来渝，大批国内投资者走出国
门。优美的山水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推动重
庆旅游快速发展。由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中
商产业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最热门的50
个旅游城市排行榜，重庆排名第一；世界旅游及
旅行理事会（WTTC）2017年10月发布城市旅游
影响数据显示，重庆位列全球发展最快的10个
旅游城市榜首；携程《2017年重庆旅游大数据报
告》显示，重庆接待入境游客量、接待国内游客
量、本地游客量等多项指标增速居全国前列。重
庆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的定位也为我校旅游管
理专业的国际化转型提供现实要求。

3.我校国际化教育实践为本专业国际化转
型积累了丰富经验。在重庆工商大学“十三五”
发展规划中，明确了“三型一化”（创新型、应用
型、复合型、国际化）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目
前，我校已与25个国家（地区）的100余所高校建
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拥有“国际商学院”和“现代
国际艺术学院”两个教育部首批中外合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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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出了“2+2”“3+1”中外高校合作培养国际化
商科人才的新路，是重庆市首家成建制设置AC-
CA、CFA等特色国际班的学校，这些国际化实践
为旅游管理专业转型积累了丰富经验。

四、旅游管理专业
国际化转型实践

（一）国际化转型发展历程
我校旅游管理专业国际化转型大致经历过

三个阶段。
1.准备阶段（2005-2008）。2005年，为适应

教育国际化发展需要，在学校制定的“三型一化”
人才培养战略指导下，我院旅游管理专业被学校
确定为首批国际化转型试点专业，并率先启动了
旅游管理本科专业课程“双语”课程教学建设，至
2008年，合计开设了7门“双语”课程，并要求所
有双语课程必须采用全英文原版教材，这为国际
化转型做出了前期教学试点和准备。

2.启动阶段（2009-2012）。随着学校正式启
动“国际学生交换学习”项目，2009年，我院先后
接纳了来自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国际交换生，
为国际化转型进行初步尝试并积累了一定经
验。2011年，与希尔顿全球合作共建了实践教
学基地，开始探索酒店方向的国际化实践基地建
设。2012年，与希尔顿全球合作，开设酒店管理

“希尔顿班”，进行定制式人才培养，希尔顿全球
派出部门经理为该班进行80个课时的全英文授
课，开始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新模式。

3.快速发展阶段（2013-2017）。在此阶段，主
要是成建制开设国际旅游特色班，建设全英文国际
化课程，在海外设立固定式或非固定式实践教学基
地，开始国际教育合作项目。如2013年，开设双语
授课的“国际旅游特色实验班”，同年开始招收旅游
管理硕士研究生留学生，后在此班级基础上拓展为
全英文授课的“国际旅游与酒店管理”实验班，将留
学生与国内学生共同编班。2014年，启动了全英文
授课的“国际化课程建设计划”，编制了国际化课程
建设规划，首批建设课程7门，出版国际化专用教材
3本。与美国韦德恩大学合作“硕士直通车”项目，
国际化教育在教材建设、生源层次上进一步拓宽。
2017年，与斯里兰卡HTCey Leisure 旅游公司合作

建立了旅游管理海外实习基地。
（二）国际化转型实施路径
结合学校背景和学院实际情况，旅游管理专

业国际化转型主要从四个方面实施。
1.国际教育与合作。我院旅游管理专业国

际化走在全校前列（表3）。2009年我院便与泰
国皇家理工大学（RMUTL）合作旅游管理的倒

“2+2”模式，即学生在泰国学习两年、之后在我校
学习两年，双方互认学分，同时获得双方旅游管
理的学士学位。同年，启动了中非、中泰“国际学
生交换学习”项目，先后接纳了来自博茨瓦纳、泰
国等国家的国际交换生。2011年我院与希尔顿
全球合作共建了实践基地（获批市级“大学生校
外实践教育基地”），2012年继续与希尔顿全球
合作，开设酒店管理“希尔顿班”特色实验班。
2013年开始开设“国际旅游特色实验班”，同年
开始招收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留学生，已毕业一
届3人，目前在校学习硕士研究生留学生9人，分
别来自泰国、肯尼亚、博茨瓦纳、法国等国家。
2016年开始招收旅游、酒店管理本科留学生，分
别来自泰国、肯尼亚，同年，与美国韦德恩大学
（Widener University）合作，开通“硕士直通车”项
目。2017年，我院与斯里兰卡HTCey Leisure 旅
游公司合作建立了旅游管理海外实习基地，与美
国韦德恩大学签订了教育合作“酒店管理硕士直
通车”项目协议。同年，开设全英文授课的“国际
旅游与酒店管理”实验班，将留学生与国内学生
共同编班。积累了一定的留学生教育教学经
验。2018年，与英国林肯大学合作启动硕士直
通车项目，进军欧美市场。

2.国际化课程建设。为适应国际化发展需
要，2005年，我院启动了专业课程“双语”教学，
开设了“双语”课程，目前已开设“双语”课程7
门，其中“旅游学概论（双语）”获批为重庆市级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2014年，启动了全英文
授课的“国际化课程建设计划”，编制了国际化课
程建设规划，首批建设课程7门，2016年启动第
二批6门国际化课程建设，完成了课程建设的教
学大纲、课程讲义的编写和课程PPT课件制作
等，其中3门课程经过几年的建设应用总结，已
经集结出版为国际化课程教材。

3.国际师资队伍建设。为专业国际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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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支撑，强化国际化师资队伍是关键。
我院先后派出11位教师参加了出国培训或研
修学习，拥有3名海归博士，有4位教师本科是
英语专业毕业，先后聘请了2名外教，邀请了6
位海外学者来我院交流访问、讲学，派出海外讲
学教师1人。目前我院能够承担国际化专业课
程全英文授课的教师共有8人。通过整合全校
师资、外教和合作伙伴希尔顿全球资源，初步形
成了由13人组成的具有一定实力的旅游管理
专业国际化课程师资队伍（其中，院内教师 8
人、校内教师3人、外教2人）。此外，还有希尔
顿全球教师2人。

4.学生国际流动。学生国际交流是国际化转
型的重要指标之一，2009年，我院启动了“国际学
生交换学习”项目，先后接纳了来自博茨瓦纳、泰
国等国家的国际交换生30余人，派出国外高校交
换生30人次。2011年启动“学生海外实习计划”
以来，先后向美国迪斯尼、新西兰、哥斯达邮轮、纳
米比亚、斯里兰卡等派出海外实习学生7批次30
人次。2013年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现有在读外
国留学生14人。近五年来，我院学生考入境外高
校留学深造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多，自2012年以
来，先后有24人考入境外高校留学深造。

（三）国际化转型的保障措施
1.学院成立了国际化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和

工作小组，制订了《旅游管理专业国际化推进方
案》，向学校争取到了特殊项目人才引进指标和
全英文授课的留学生本科学历教育专业建设专
项经费，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国际化办学理念
和教育观念基本形成。

2.制订了《留学生本科学历教育专业培养
方案制定原则指导意见》《旅游与酒店管理国际
班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目
标：“培养适应旅游业发展需要，具备较高的现
代管理理论素养、系统的旅游管理专业知识和
较强的英语语言能力，具备创新意识、创业精
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
化交际能力、熟悉国际旅游运行规则，能够参与
国际旅游事务和国际旅游市场竞争，能从事涉
外语种（英语）导游及出境旅游领队、出入境旅
游业务运作，能在国际高端品牌酒店、豪华邮轮
从事管理与服务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国际

化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3.制订了《教师出国进修指导意见》，通过整

合全校师资、外教和合作伙伴希尔顿全球资源，
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实力的国际化专业课
程师资队伍。

4.制订了《旅游管理国际课程建设规划》，打
造了由公共课程、跨文化交际课程、学科基础课
程、专业课程、希尔顿专项课程、实践教学课程构
成的国际课程体系，开出全英文授课课程31门。

五、地方本科院校旅游管理专业
国际化转型的思考

1.地方经济发展状态直接影响国际化转型
需求。地方本科院校的旅游管理专业国际化转
型能否成功受制于两个大的地方环境因素。一
是专业所在高校的国际影响力。211及以上高
校国际化转型难度比地方本科高校容易，主要是
此类高校的国际地位较高，能够获得国外高校认
可，进而能在国际师资引进和交流、国际办学、国
际科研合作等方面获得优势；二是专业所在城市
的国际地位，一般地，我国沿海城市高校专业的
国际化转型较为容易，原因在于其对外开发较
早，开发力度较大，转型意识强，渠道和手段较
多，城市国际化程度高，培养人才的市场需求量
大，同时，转型技能型专业较为便利。

2.国际合作项目少成为转型的短板。按专
业国际化转型标准，国际合作是重要指标之一。
受制于专业所在城市、专业所依托院校的国际地
位和专业的国际地位，地方本科院校在国际项目
合作上往往较少，甚至缺乏。我院在国际合作项
目中也存在较大问题，主要体现在国际合作办
学、国际科研合作上，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学校
和学院的国际影响力较弱，另一方面也在于我院
教师整体科研能力较弱，科研合作渠道较少，在
国际期刊发文较少，参与国际会议较少所致。

3.学校配套政策影响国际化推进速度。推
动旅游管理类专业本科教育国际化发展，地方
本科院校的政策、资金支持至关重要。在政策
指导下，通过设置奖学金或助学金形式对国际
留学生直接进行资助，将增项目对大学生的吸
引力，但每年学校对我院国际交换生或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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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经费较少，一般在2万元左右，资助人数在
3人左右，其余是学生自费参加。另外，学校缺
乏用国际化项目专项基金的方式支持课程建
设、教材建设、师资培养、外聘教师、实习基地建
设、国际交流、项目管理等，也影响了专业国际
化发展更为有效。

4.国际化师资队伍是转型成功的关键。教
师是教学理念的具体实践者。我院旅游管理类
专业本科教育国际化发展首先必须实现师资队

伍的国际化，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教育理
念的教师，强化教师的外语水平，丰富教师的国
际知识和经验，促进教师的专业国际化成长，这
样才能实现国际化的办学。因而必须要加大国
际师资队伍培养和建设的支持，通过选拔和挖掘
现有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中有潜力、有外语基础
的骨干，大规模派往海外进行培训、进修或攻读
学位，鼓励和支持教师申请访问学者，引进和招
聘国际人才等措施和途径，形成国际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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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a major needs transformation is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such as specialty
characterist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policy, etc. The strong
applicability of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reform of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call for the timely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jor. Taking
the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transformation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for
example,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macro situ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the major
transformation, and propo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is
major. Then it summarizes the basic ideas of its transformation: clarifying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ransformation, establishing the measurement index of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establish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motion mode; Then,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four promotion paths and four basic
guarantees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of the university are
summarized.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four aspects that should b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in local universities: the support of local
environment, the strength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s, the support of local univers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faculty.

Key words: tourism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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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在高职院校采购报销中的应用
——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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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采购报销流程在高职院校中常因流程繁琐、规范多、材料细让报销人员和财务人员感到压力。高职院

校采购报销业务实施“最多跑一次”具备可行性。首先，梳理采购报销流程及要素，理顺采购报销相关主体及主体之间

的职责关系；其次，借助互联网数据信息化共享平台，实现流程再造、数据互通；再次，建立采购报销流程方案，使操作

流程可视化；最后，对实时生成的操作数据妥善保存，既可分类管理，又可统筹协调，形成一套完善的数据体系。高职

院校建立采购报销“最多跑一次”机制是加速采购报销业务的有效途径，更是未来学校实现创新管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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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推行“四张清单一张网”
改革，随着有效经验的取得，形成了以“最多跑一
次”为目标的改革新局面。2018年5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审
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推广浙江省“最多跑
一次”成功经验。2018年11月30日经浙江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
过，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浙江省保障“最多
跑一次”改革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更是从法
规层面保障“最多跑一次”的落实。《规定》还鼓励
教育等其他领域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参考《规
定》积极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一、“最多跑一次”理论
和实践经验分析

（一）“最多跑一次”的意义
“最多跑一次”是浙江省委省政府深化全国

“放管服”任务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破除要素市场化配置障碍，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解决长期以来重审
批、轻监管、弱服务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近年
来浙江省各地“最多跑一次”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表明，“最多跑一次”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便利
了广大群众，增强了市场活力，深化了“互联网+”
在新时代政府工作中的应用，也将意味着未来我
国政府工作会有质的飞跃。

《规定》阐释着“最多跑一次”改革必将是一
个动态的调整过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简政放权、公开便民、加强监管、优化服务的原
则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由此可知，“最多跑
一次”不是一个固定的可完全照搬的模式，需各
个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整合资源、理顺关系、创新
理念、规范流程，制定出科学有效、切实可行的改
革方案。

“最多跑一次”的意义在于以优化服务为导
向，通过转变理念、创新管理方式、加强监管等手
段为群众办事带来便利，提升单位工作效益。

（二）“最多跑一次”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技术
支持

通过对浙江省各地方“最多跑一次”有效经
验的分析研究发现，“最多跑一次”关键是先明确

“一件事”的范围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1]。将所办
理的事务进行内部要素整合、关联、规范流程、明
确要求是确定“一件事”的前提。这样才能让改
革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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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最多跑一次”的核心是对大数据的有
效运用[2]。将传统档案式数据转化为互联网数
据，在“一件事”范围内进行各项数据之间的关联
与共享，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科学的流程规
范，建立容缺受理机制[3]并结合数据监管手段对
办理的业务进行跟踪处理，加强数据的维护和处
理分析能力，明确相关责任。

二、高职院校采购报销业务的
现状和解决思路

（一）高职院校采购报销现状
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的管理模式尚在信息

化的探索阶段，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学校采购报销业务一直努力向信息化发展，可
项目从论证到结算，还是离不开传统线下跑腿
模式。这样的结果导致教职工项目积极性不
高，学校资金转化速度缓慢，校领导的监管受
限，学校资金运转动态呈现不足。为解决教职
工对采购报销流程和制度不熟悉，采购报销效
率低问题，一些高职院校还设立了“采购联络
员”“报销秘书”等岗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也设立了“采购联络员”，但实际上对采购报
销业务推动力度并不大，反而因岗位职责不明
确，岗位工作和职称评审相分离，导致采购联络
员们工作积极性不高。2018年学校开放采购系
统网上业务，经过两年的调整升级，便利了学
校采购报销业务，但离“最多跑一次”的要求仍
存在较大的距离。

（二）高职院校采购报销存在的矛盾
采购报销适用对象为在校教职工，财务部

门负责采购报销流程的规范性，管理层关注资
金使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三者间的关系围绕
资金运转展开。在全面发展高职院校办学质量
的大背景下，项目资金能否有效运转意味着学
校发展活力是否充沛。而资金运转离不开采购
报销，可见理顺采购报销业务是问题的关键。
从这一角度出发，目前高职院校采购报销中存
在的主要矛盾是教职工追求采购报销的简明
化、高效率与采购报销制度严格、权威、繁多之
间的矛盾。

以上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如何将采购报销制

度严格、权威、繁多的特性通过方法创新、技术
创新等途径，在不违反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整合
各项要素，实现采购报销的一体化便捷式服务
模式。

（三）高职院校采购报销的解决思路
1.将采购和报销视为“一件事”
产生报销业务的不仅有采购，还有非采购性

质的公差、会议等，但采购占比较大。从整个项
目实施角度出发，若将采购和报销分为“两件事”
会造成监管困难、职责不清、材料交接不齐全、到
款不及时等问题，所以从当事人、材料及流程三
者考虑，将采购和报销视为“一件事”是有现实意
义和可行性的。

2.梳理并分析原采购报销涉及的流程与
要素

采购报销流程启动的前提是该项目已经过
论证获得通过，资金到位。然后根据项目涉及采
购物资的不同属性，确定一种或多种采购方式。
不同的采购方式都以标准详尽的采购流程为基
础以不同侧重点进行适当的简化，形成各采购方
式下固定式的采购流程。最后，将相应流程生成
的材料/凭证以报销形式汇总。

3.流程再造，数据共享
流程再造的原则是把握住关键环节，记录下

重要信息数据，让数据代替腿脚跑起来，再造的
流程要有利于职责分配，有利于监管，确保数据
完整有效[4]。如图1。

4.采购报销中各大主体间关系梳理
第一，校管理层。整体把控学校采购报销工

作的权威性、科学性、合理性。立足“最多跑一
次”改革目标，协调多部门合力改进采购报销工
作方案。

第二，校财务部门。具体落实学校采购报
销的业务内容，确保流程规范，信息真实，人员
明确。存在的困境有：1.如何将规范流程在全
校范围内落实，做到采购报销流程的顺畅。2.
如何确保采购报销信息的准确性，如采购验收
与报销凭据信息的准确。处理的关键是通过固
化且全面细致的采购报销流程操作界面将关键
信息上传至数据信息化共享平台，并对收集的
数据进行审核。

第三，教职工。面对主攻于教学科研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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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师，采购报销应做到便利、快捷、科学。面
对现实采购报销的困境，一方面与教师不熟悉
采购报销相关规章制度有关，另一方面采购报
销在客观上具有繁杂性和多样性[5] ，解决的关
键是借助数据信息化平台让流程可视化，实现
凭据、材料信息化传送并及时获得反馈和指导
意见。发挥联络员的服务作用，为教职工提供
采购报销咨询。

第四，联络员。完成校财务部门和教职工在
采购报销中的信息对接工作以及政策传达等工
作。现状是兼职联络员岗位要投入很多的精力，
承担项目负责人的工作和责任。所以，回归联络
员的联络工作，明确其岗位职责，提高数据信息
化共享平台的业务功能。

5.建立监管和责任落实机制
监管和责任机制是确立教职工、财务部门、

校管理层三大主体关系的保障，只有监管到位，
“最多跑一次”才能发挥效益，才能长足发展。否
则，改革流于形式，浪费资源，甚至给采购报销带
来隐患。

三、采购报销数据信息化
共享平台的建立

（一）数据信息化共享内容
1.按照平台所设定的流程形成信息化操作

数据
在对采购报销流程和要素进行梳理的基础

上，设定套餐式的采购报销流程。因为采购方式
的不同以及报销是否一次性完成的区别，直接影
响操作流程。所以对流程的操作进行信息化处
理，使其可视化。不同流程的设定明确规范了操
作步骤，可视化的操作步骤为后续的监管或责任
划分带来了便利。

2.对生成性数据进行分类形成系统数据库
采购报销会生成很多数据信息（凭证），如供

应商信息、报价信息、资产信息、时间信息、经办
人信息及资金流信息等。将所有信息数据化，分
类归总，形成系统数据库。

3.子系统数据信息模块嵌入实现数据共享

图1 采购报销数据化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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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
目前高职院校在管理方面已有一些数据平

台。如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有校园OA系统，
内部包含报修功能、公告通知、采购系统、财务系
统、教学系统等等。而数据信息化平台的建立将
融合采购系统、报销系统、资产管理系统、供应商
数据库、项目管理、资金管理等等系统功能于一
身，实现数据共享，数据互通。

（二）数据信息化共享平台应发挥的功能和
维护

1.依据采购报销层级和功能属性对登入人
员设立权限

为确保数据的保密性和安全性以及数据管
理的可靠性，必须对平台使用者按照层级、功能、
性质进行统一标准的权限设置。

2.为学校的预算、资产管理、项目审批等业
务提供基础数据

平台具有拓展子系统能力，即能将采购系
统、财务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等有机统筹，实现全
校数据信息一体化，为学校决策规划提供可靠的
信息数据依据。

四、“最多跑一次”方案在
采购报销中的实用价值

（一）降低操作成本，提高采购报销效率
1.材料/凭证由平台生成，向平台传送
数据信息化平台将流程和材料（凭证）相融

合。采购报销每个流程的各个环节都可能生成
相关材料（凭证）或需要材料（凭证）作支撑，材料
齐全，是推进流程的关键，数据平台将流程中生
成的审批盖章、情况说明、入库信息等材料（凭
证）留底，为最后的报销提供依据。与传统采购
报销中报销人需要向各个部门收集材料，譬如向
采购中心收集采购结果确认单、验收单，向资产
管理部门收集入库单相比，大大提高材料收集效
率，降低材料（凭证）丢失风险。

2.签字审批环节集中化办理，项目进程清晰
明了

以往一个项目的推进，采购阶段线上审批，
报销环节要纸质签字。同一个项目涉及多份材
料（凭证）每份材料都有签字要求，如立项、参数

编写、合同、验收、发票、报销单等一连串单据需
要分阶段及时找到项目单位领导签字，不仅导致
经办人工作压力大，上级领导部门也难以实时把
握学校各项目的进程。数据信息化平台将审批
签字环节集中，可对各个项目的进度及规范情况
进行实时查询，减轻经办人的工作量，实现项目
进度可视化。

3.有效化解联络员身份的尴尬
在传统的操作模式下，联络员身份尴尬。一

方面联络员岗位与职称晋升分离，另一方面岗位
职责不明晰工作量大且不计入个人业绩。数据
信息化平台的建立，让联络员不再越俎代庖回归
到联络服务的轨道上来。

（二）流程再造和数据平台的应用让监管更
有效

校管理层对采购报销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宏
观把握上，平台可以提供数据信息，为管理层及
时作出正确的调整方案提供依据。

校财务部门和采购中心对采购报销的监
管锁定在审核流程的规范性，材料的齐全性，
凭证的真实性。信息平台中数据的自动生成
也提高了其真实性，且通过数据共享和集中处
理更能突显各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为监管带
来便利。

项目负责人通过平台可以实时自查，避免失
误和遗漏。

联络员借助平台将项目负责人、本单位领
导、校财务部门、采购中心及资产管理等部门之
间的工作整体把握起来，提醒可能存在的问题，
对项目情况实时汇报。

（三）责任更明确，落实更到位
传统的采购报销，项目负责人关注项目开

展，采购报销则落到采购联络员身上。由于联
络员和项目分离，容易出现项目负责人中途改
变采购数据或预算的现象。为避免该问题发
生，财务部门设置了一批审批环节，如此又造成
了效率不高。

在“最多跑一次”的信息平台下，将各流程操
作可视化，明确责任人的每一步操作，自动留下
数据。“最多跑一次”模式的开展让项目负责人能
够更完整地把握项目进程，提升项目负责人的实
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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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最多跑一次”应用于高职院校采购报销，是
一项可行的改革内容，它是适应时代的学校管理
模式，更是当下行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追随国家

“放管服”改革脚步的积极措施。高职院校可结
合自身情况，把握采购报销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采用信息化手段，打破信息壁垒，创新操作流程，
协同多部门工作，落实监管和责任，达成“最多跑
一次”的目标。此外，还可为改革留存发展空间，
便于今后的管理模式再创新，提质又增效。

“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是一个既定的过程，而
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需本着“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原则，在管理创新的道路上不断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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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traditional procurement reimbursement process often
causes the reimbursement personnel and financial personnel to feel the pressure due to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many specifications and fine materials. It is feasible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procurement
reimbursement business to implement“run once”. First of all,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the procurement
reimbursement process and elements, and straighten out the responsibi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evant
subjects and subjects of procurement reimbursement. Secondly,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rnet data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achieve 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data interchange. Finally, the operation data generated
in real time can be properly preserved,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and managed and coordinated to form a
complete data system.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celerate the procurement and reimbursement business to set
up the“run once”mechanism of procurement and reimburs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t is also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school to realize innovative management.

Key words:“run once”; data sharing; procurement reimbur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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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策层面和5G新技术的发展将支持VR技术融于职业教育。针对当前虚拟学习系统构建现状、主要类型及

存在问题，从教学领域、技术领域和具体建设内容三个方面设计了虚拟现实技术在高职院校的应用策略，构建虚拟现

实内容管理系统平台、虚拟现实内容创作软件和协同硬件组成的混合学习系统。提出了计算机端、移动手机端和线下

学习的三合一VR混合学习模式，并利用5G的边缘技术探讨了沉浸式VR编辑/异地多人协同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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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是助推职业教育
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浙江省坚持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和创新的核心理念，全面深入推
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2008年12月颁布的《浙
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教育信息化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中提出，推进“互
联网+教学”，建设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管理平
台，认定1000项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1]。
同年12月，工信部也在产业发展指导意见中明确
指出：要引导和支持“VR+教育”发展，推进虚拟现
实技术在职业教育领域课程、教学环境等方面的
应用，提高专业技能训练水平，推动科普、培训、科
研、教学的融合发展[2]。

虚拟现实技术通过创建一个交互式的虚实
结合或全虚拟世界，使用户产生沉浸式、身临其
境的体验，具有沉浸性、交互性、想象性的特
点。虚拟学习系统的组成要素包括教学、技术
和5G网络平台。教学是虚拟学习系统的根本，
虚拟学习系统本质上是为了教学而产生的；技

术是指虚拟学习系统的软硬件基础，现有计算
机硬件的性能已经能够支撑虚拟学习系统的构
建，VR教学资源作为软件基础，虽然其设计开
发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在技术上已经能够完
整呈现；5G网络平台是虚实融合的社会形态，
需要学习者能够通过网络或者社区共同参与进
入虚拟学习系统，高速、泛在、低功耗、低时延的
5G网络将成为基于VR技术的虚拟学习系统不
可或缺的要素之一[3]。

一、虚拟学习系统
构建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构建现状
传统职业教育中，由于理论知识的抽象性与

学习的积极性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理论知识教学
效率较低，在职业技能培养中，受到课时、场地、
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学习者无法根
据自身实际的需要获取相对应的训练量，实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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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低，部分实践性操作安全风险相对较大。理
工科类以程序性知识居多，随着虚拟现实技术以
及3D打印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呈现方式和学
习平台都必须改进才能满足教学需要。

随着VR显示技术、感知交互技术、内容制作
技术等领域的突破，国内外公司和教育研究机构
尝试对VR技术在教育领域进行应用研究，使之

逐渐成为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研究热点。在国
内，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对VR技术的应用也逐渐重视起来。
在中国知网，分别以关键字“VR”+“高职”和“虚
拟现实”+“高职”查阅文献，剔除无关文献后，共
获得文献246篇，其中与高职专业相关的文献76
篇，其分布如图1所示。

图1 高职虚拟现实研究专业文献分布图

我国高职教育的虚拟现实研究中，以计算
机、建筑、工业等相关专业为多。例如赵炎在宿
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计算机组装”这一
课程中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让学生与虚拟对象交
互，学习计算机的硬件知识，使学生的学习兴趣
获得极大的提高[4]。陈颢、吕美萍在江西建设职
业技术学院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展“建筑构造”
课程，帮助学生理解枯燥的构造原理[5]。姜雪在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化工工程系，尝试使用
虚拟现实技术开展化工认知实训，达到了预期的
实训目的[6]。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自动化专业、护理专业
在资源库开发过程中，运用VR技术进行啤酒生
产线操作环境的仿真模拟、虚拟手术与护理教
学案例的开发；南华大学医学院建设多层次综
合性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近3年来约
有300名学生参与中心项目，获全国性奖项以
及科研项目[7]；袁南辉将VR技术应用在“教育声
电系统”的课堂教学中，课堂教学评价结果显示
基于VR技术的教学改革达到了预定效果，解决
了传统教学中难以用语言和绘图表达清楚的抽
象、工程、经验等方面知识的教学问题[8]；金纯将

VR技术应用于农林类职业教育中，有效克服了时
间、季节对教学的影响，控制成本资源[9]；黄新平将
VR技术应用于医学职业教育，降低了教学的难
度，满足难点教学的需求[10]；梅婷将VR技术应用
于职业教育的工科实训课程中，提高了效率，减少
了投资成本[9]；2017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开设了
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赛项，促进了VR技术
在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培养上的推广应用。

“虚拟现实”作为学术术语早在20世纪60年
代就有研究者提出，20世纪80年代VR技术已经
运用在娱乐、教育等多个领域[11]。大量的实践和
研究表明，VR技术由于其沉浸性、交互性和想象
性，在教育领域，特别是职业教育领域具有积极
作用，使用前景十分广泛。职业技能培养多半是
基于实践性教学开展的，但是传统职业技能教学
中由于课时、场地等多方面原因的限制，学习者
无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获取相对应的训练
量。VR技术在各领域都能够为学习者提供虚拟
的仿真环境和材料，集成了大数据、云计算的VR
教学平台可以收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相关的
数据，通过云计算处理，为每一位学习者制定个
性化学习策略，实现精准教学。职业教育应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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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教学的基础上结合科研探究，但是部分实验
对于环境有比较苛刻的要求，需要较长的时间才
能显示实验结果。

（二）主要类型
虚拟学习系统是基于相应的硬件支持之上

的，根据不同的硬件支持和展示效果，主要可以
分为四类：桌面虚拟现实、沉浸的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的虚拟现实和分布式虚拟现实[12]。

桌面虚拟现实利用计算机进行仿真，将屏
幕作为使用者观察虚拟世界的窗口，通过键盘、
鼠标等常见的输入设备实现与虚拟现实世界的
交互。使用者通过输入设备，在屏幕上360°观
察虚拟世界，并操纵其中的虚拟对象。但是桌
面虚拟现实缺少完全的沉浸，仍然会收到周围
世界的干扰，最重要的是交互方式并非是自然
的交互。在经费、资源、开发团队等资源有限的
情况下，桌面虚拟现实是可行性较高的选择，与
实际操作相比，利用桌面虚拟现实的教学中，学
生可利用多样化的交互方式控制虚拟对象，操
作方便灵活，并可以实现反馈信息的实时获取，
能够有效帮助学习者掌握入门技能。沉浸的虚
拟现实能够提供完全沉浸的体验，通过输入设
备实现较为自然的交互，使用户产生身临其境
的感受。沉浸的虚拟现实同样由软硬件构成，
相比桌面虚拟现实，在硬件上对于硬件性能的
要求更高，对于虚拟资源的要求也更高。沉浸
的虚拟现实在高职教育教学中，能够实现对于
危险场景的模拟，使用者用自然的交互方式实
现虚拟的技能操作，从而培养使用者的职业技
能。现有较为常见的增强现实的虚拟现实主要
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端实现，通过屏幕，使用
者可以感受到与平时感受不一样的现实世界。
分布式虚拟现实是指多个使用者通过计算机网
络连接在同一个虚拟空间，与该空间里的虚拟
对象进行交互，以达到协同工作的目标。分布
式虚拟现实是虚拟现实技术更高境界的使用，
通过分布式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实现虚拟的小
组合作，开展新形态的合作学习。

桌面型虚拟现实技术在实践教学中主要有
演示实践、实操实践和复习回顾三种应用方式。
现有的虚拟现实教学软件可以实现放大、缩小、
特写、慢动作等功能，从而为学习者提供全面的

展示效果，便于学生观察。在实操实践中，学习
者可以在虚拟现实软件中进行实践，并得到实时
的反馈信息，为学习者熟悉操作提供了便利。在
复习回顾中，学习者可以通过虚拟现实学习软件
迅速回顾实践场景及操作过程，其可重复性，进
一步加强了学习者对于技能的掌握程度。通过
增强现实的虚拟显示技术，可以将抽象、平面的
知识鲜活地展示在学习者面前，帮助学习者认识
更为真实的世界。在建筑专业，可以为学习者展
示建筑物的内部构造，在医学专业，可以帮助学
习者认识生物的生理构造。在分布式虚拟现实
技术的支持下，学习者可以开展合作学习，学习
不再是闭门造车，而是与其他同学，甚至是其他
院校的学习者一起开展各种充满想象力的创造，
能够有效培养学习者的创新精神。

高职院校应当根据自身专业特色以及经费
的投入，选择合适的虚拟现实技术。现有的虚拟
现实技术教育应用中，桌面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
最为广泛；沉浸的虚拟现实技术在维持较低的硬
件投入基础上提供了较好的沉浸体验；增强现实
的虚拟现实技术对于硬件要求较低，但是应用面
较窄；分布式虚拟现实技术尚未在教育领域普
及。虚拟现实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以零散
的场景体验式、教学资源开发和使用为主，何种
教学内容更加适用技术开发和呈现，资源的使用
需要配备何种设施，基于虚拟技术的教育教学应
当配合怎么样的教学方法与系统建设等方面缺
乏深度思考。

不同类型的虚拟现实技术有其独特的使用
方式，高职院校在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展技能教
学时，不仅需要根据虚拟现实技术的基础条件开
展合适的教学，更需要注重软件的配套开发以及
课程的改革，才能保证虚拟现实技术在高职院校
的技能培养中发挥出全部优势，有效提高学生的
技能掌握程度。

（三）存在问题
由以上现状和类型描述可知，基于虚拟现实

的学习模式和学习系统已经在高职院校开展，但
现阶段虚拟现实技术资源、内容管理平台和虚拟
现实开发软件还不完善，很多技术问题还未能解
决，相关的设备市场也不完善，所以高职院校大
多采用单一模式进行教学。希望随着5G技术进

赵俞凌，陈晓龙，姚 远：VR技术视域下高职虚拟混合学习系统类型与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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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商业化阶段，5G通信技术的高速传输和低
延迟性能将实现VR大容量图像内容的三维建模
和线上PC端和移动手机端的情景在线。因此本
文提出一种线上PC端、移动手机端和线下的三
合一混合学习模式。设计一种虚拟现实内容创
作软件独有的异地多人协同模块，能够支持局域
网内近百人、广域网内超过30人的协同教学。
通过该模块，能够实现大规模VR教学、不同校区
之间的集体授课，以及跨学校的专业交流与慕课
教学。

二、虚拟现实技术在
高职院校的应用策略

（一）教学方面
高职院校需要打造协同共创的虚拟空间，构

建资源的多源异构平台，采用多元主体方式，将
学校、企业、师生等加以链接，突破传统教学的基
本结构，形成智慧协同的在线混合学习模式[13]。

2019年工信部印发《关于加快共享制造新
模式新业态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鼓励各院校和企业进行内网改造，建设新型
基础设施[14]。高职院校应树立将先进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过程结合的积极理念，转变教师教育
观念，引导教师使用交互性、实时性强的VR技术
创设沉浸式的教学情境，提高教学的体验感和有
效性，同时要注意引导VR技术和传统手段的有
效融合。职业教育管理层应重视对VR基础设施
的投入与建设，如高配置的机房、VR专用的硬件
设备与软件等，为教师将VR技术应用于职业技
能培训搭建良好的实验实训平台，使后续的资源
开发、学生实训成为可能。

基于VR技术的教学资源的使用更加注重学
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而职业院校学习者自主学
习和探究能力普遍不足。职业院校应当统筹管
理原有的信息资源，储存到学校系统数据中，通
过研讨会、参观考察等方式建立线下交流平台，
推广VR教学优秀案例，方便更多职业院校获取
经验。通过课前、课中、课后不同环节，推进VR
资源在预习、课内学习、复习等环节的使用，提高
资源的利用率。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购买专业公
司开发的VR资源或自主开发资源，推进资源开

发标准和规范的形成。积极推进教师对职业教
育竞赛资源、企业优秀的VR案例资源的引入与
教学化改造。组建由编程人员、媒体制作人员、
职业教育专家、职业院校学科教师组成的多元化
VR专业团队，共同从标准、开发、评价等多个方
面共同解决VR资源在设计和开发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探索VR技术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其中
编程人员和媒体制作人员共同负责VR教学资源
的开发与基础设施的建设；职业教育专家负责对
教育资源的选择、实用性、开发标准等方面进行
指导；学科教师负责对本学科的教育资源进行梳
理、选择与应用。此外，也可以开展校企、校际之
间的人员引进与流动，根据不同的VR项目针对
性地进行应用探索。

（二）技术方面
技术方面可以充分整合VR虚拟现实场景

生成技术、基于图形和图像的混合智能建模等
技术构建更满足学生需求的虚拟学习系统。利
用移动设备形成的机会网络来缓存卸载和计算
卸载，传输庞大的数据流量，以此大幅度降低本
地信息的处理时延。缓存卸载技术通过将热点
数据文件缓存在边缘计算节点处，可以大幅度
减少骨干网络对于热点视频的重复冗余传输，
并降低传输时延。计算卸载技术，用于弥补移
动设备计算能力的不足。在计算卸载中，计算
资源有限的移动节点通过将计算任务卸载到附
近具有空闲计算能力边缘计算节点中，实现数
据的高效处理。如图2所示移动边缘计算，通
过将部分计算服务从云计算中心分发到网络边
缘，在网络边缘实现任务的高速计算、资源的协
同管理以及分布式存储/缓存等功能，而不再是
通过主干网来传输庞大的数据流量，以此大幅
度降低本地信息的处理时延。为实现用户流畅
观看VR视频提供了技术支持，满足了学习者随
时随地通过移动终端访问虚拟学习系统，进行
线上线下混合学习的愿望。

5G与VR如何结合，如何将VR+5G应用到
教学中，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适合高职学校教学，
是目前急需研究的。作为实施基础的模拟系统
平台，适应性测试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标
准化和开放性，制作专业的屏幕规范和技术规范
标准，选择符合国际标准的主流产品；灵活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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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系统要具有很好的兼容性，适合三维数
字城市数据的多功能应用；可管理性和自动化能
力，系统设计要考虑集中式以及自动化管理能
力，可以考虑网络要素，即通过网络来对系统进
行管理，同时提供丰富的管理手段，降低人工和
管理成本，使系统维护管理方便；易用性，系统需
要提供良好的操作界面，方便师生操作，符合编
程人员制作习惯。

（三）具体建设内容
虚拟混合学习系统具体建设内容主要围绕

如下四个方面。
1.虚拟现实内容管理系统平台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蓬勃发展，VR技术的

受关注程度日益凸显，各行各业的应用也在不断
地深入。与此同时，场景资源严重匮乏，内容质
量良莠不齐，严重影响了用户在使用VR产品过
程中的用户体验。建设一个内容管理系统平台，
打造VR内容生态系统，旨在为用户提供集内容
分发、共享以及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云平台，设
计出面向行业用户的虚拟现实行业内容发行平
台，联合行业内容开发团队与行业内容使用者，
比如高校、职校等教育用户，让他们有优质、专业
的VR 内容可用。构建内容丰富、定位明确、分
类清晰的内容管理平台，并为用户提供快速查
找、下载以及共享内容等功能，成为亟待解决的
严峻问题。

2.与行业企业联合开发虚拟现实内容创作
软件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蓬勃发展，VR技术的
受关注程度日益凸显，各行各业的应用也在不
断地深入。与此同时，场景资源严重匮乏，场景
开发难度大等问题，严重阻碍了VR技术的推广
与内容的丰富。构建面向全行业用户的便捷实
用的平台软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
联合行业企业龙头共同联合开发一套虚拟现实
内容创作软件，为教育、企业等行业领域打造的
VR内容创作软件。它能够帮助非开发人员进
行高效的行业内容开发及应用，并且提供教学
考练、异地多人协同、交互逻辑编辑等功能，解
决用户在高风险、高成本、不可逆、不可及、异地
多人等场景下的教学培训、模拟训练、营销展示
等问题。

产品必须具有易学易用、快速搭建场景、图
形化交互编辑器、丰富的创作资源预设、多样化
学习途径、多种模型数据导入等功能，适配主流
VR硬件，支持5DT数据手套与气味硬件，让用户
能够用真实场景中的常用操作习惯更加自由地
与虚拟场景进行交互，不受硬件限制。气味硬件
能够根据不同的场景散发相应的气味，从味觉上
刺激用户，增强虚拟现实的沉浸感。

3.VR协同硬件组成
通过整合操作手柄和头戴式设备的360°

精确追踪技术，提供超逼真3D画质、立体声音
效，在虚拟现实世界里打造出超乎想象的真实
体验，为职业教育学校提供授课教学、内容展
示、实践操作、技能训练。革新现有VR单人单
视角教学模式局限。产品结合虚拟现实内容创
作软件平台创新性地实现了基于广域互联网的
异地多人协同，打破了制约VR教学应用发展的
空间及人数限制。利用VR协同交互课桌小组
协同沉浸式虚拟现实教学终端，用户可实现多
人在同一空间内的交互协同，打破传统教学模
式，是虚拟现实小组教学的重要组成，异地多人
协同还可以应用于远程教学及培训、异地间的
协同实验等方向。

以虚拟现实小组教学为标准，针对性设计的
强大功能分区与存储空间，可满足各类相关设备
的存储、安放。造型设计高端大气，完美搭配各
类场地。可升级的显示屏设计，可一键切换的使
用模式，方便日常多功能使用需求。

4.利用 5G网络移动边缘计算实现沉浸式
VR编辑/异地多人协同

VR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经越来越成熟，其
发展目前遇到技术瓶颈，由于VR内容的渲染需
要高性能的图形处理设备支撑，使其终端设备
笨重且价格昂贵，而5G的出现有可能帮助VR
技术突破瓶颈，实现质的飞跃。5G的出现将会
带动云渲染技术的发展，通过集中渲染，将VR
内容通过5G网络传送至各个体验终端，终端的
设备将只需要实现显示功能，设备会变得小而
轻巧。

移动边缘计算是5G网络采用的核心新技
术。它通过将部分计算服务从云计算中心分发
到网络边缘，在网络边缘实现任务的高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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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协同管理以及分布式存储/缓存等功能，
而不再是通过主干网来传输庞大的数据流量，以
此大幅度降低本地信息的处理时延。

目前，智能手机终端的VR应用多数是基于
本地独立的APP运行。VR视频相比传统视频所
需流量更多，并且对带宽和速度的要求更高，在
主流的4G网络的传输速度下，用户是难以流畅
观看在线VR视频的。而5G网络的理论速度为
10Gb/s，5G网络相较于4G可以获得快10到100
倍的速度，因此5G网络的普及和移动边缘计算
技术是VR技术应用于移动学习的基础，能够支
持局域网内近百人、广域网内超过30人的协同
教学。通过该模块，能够实现大规模VR教学、不
同校区之间的集体授课以及跨学校的专业交流
与慕课教学。

2019年是5G网络快速发展的一年，国家大
力推动5G基站的全面建设，不断完善网络设
施，部分发达地区例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已
实现5G网络的覆盖，但地区差异很大，中小城
市的普及较低，处于这些城市的高职院校在VR
技术的应用上较为滞后。VR技术在职业教育
中的应用以零散的场景体验式为主，何种教学
内容更加适用VR技术开发和呈现，资源的使用

需要配备何种VR设施，基于VR技术的教育教
学配合怎样的教学方法等方面还缺乏系统思
考。VR技术应用于职业技能培养，是一种辅助
教育技术，在职业技能培养的过程中VR技术有
一定适用性，但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实践性训
练，要避免以VR技术代替传统实训、否定传统
实训、虚假创新等误区，使之能够把教学、技能
实训、评价、反馈等多个环节有机融合在一起，
发挥积极作用。新型的VR教学模式，通过人机
交互，情景教学，提高学习兴趣，培养职业技
能。现阶段职业教育可采用“熟练的虚拟操作+
实际动手训练”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积极探索技
术支持下的教学新模式。

教育质量的提升和教育技术的变革密切相
关。高职院校应树立将先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过程结合的积极理念，转变教师教育观念，引
导教师使用交互性、实时性强的VR技术创设沉
浸式的教学情境，提高教学的体验感和有效性。
同时要注意引导VR技术和传统手段的有效融
合。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以及人工智能、大数
据、物联网不断发展，特别是5G技术的成熟和普
及，相信基于VR技术的虚拟学习系统会越来越
完善，在职业教育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图2 移动边缘计算网络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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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5G new technology both support the integration of VR
technology into vocation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virtual learning system construction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as
designed from three aspects: teaching field, technical field and specific construction content. The blended
learning system was constructed by virtual reality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platform, virtual reality
content creation software and collaborative hardware.A three- in- one VR blended learning model for
computer, mobile and offline learning was proposed, and 5G edge technology is used to explore the
immersive VR editing / multi-perso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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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工场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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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工场是一种面向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构建的校企协同育人创新型生态系统。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与大连东软共建的“数字工厂”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通过打造示范性实训基地、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和双师型师资培

养基地，构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创新生态，实践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有良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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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
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此基础
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
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和《关于印发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
要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提出要用约
10年时间，总体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
互动的发展格局，健全完善需求导向的人才培
养模式，基本解决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重大
结构性矛盾，使教育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
贡献显著增强。

2019年4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教装
备专业委员会联合各行业的标杆性企业一同进
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探索，以吸引行业内优势
企业与学校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基地，引入企业
优质培训资源及课程进入教育体系，探索双师型
人才培养的模式，引入更多的优质实习实训项
目，为学生提供更多有竞争力的优质工作岗位。
在此背景下，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
南信院）与大连东软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软）面向软件技术专业，共建基于数字

工场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整合产业资源，
校企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通过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实训基地、师资队伍、
能力认证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充分发挥数字工
厂育人主阵地和主渠道作用，更好地为社会培养
产业急需、技艺高超的高素质IT技术技能人才，
提升专业社会服务的功能。

一、数字工场

（一）数字工场的内涵
数字工场是东软面向经济发展与产业升

级构建的校企协同育人创新型生态系统，是项
目实践与理论教学的最佳组合。数字工场通
过整合3000+名工程师、500+双师、300+行业客
户、1000+项目案例的资源，引企入教，实施基
于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为
院校提供专业化、全流程、进阶式的人才培养
服务。

数字工场不仅对学生提供专业化、全流
程、进阶式的五阶段人才培养，并为入场学生
颁发东软写实性学习经历证明，组织学生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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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东软职业技能测评，通过测评获得相应等
级认证证书，获得产业认可的通行证；组织部
分学生参与实际工作，在数字工场离岸中心承
担初级工作；对于入场学生进行就业推荐，面
向东软合作伙伴及东软系公司推荐就业并为
学生建立东软学生档案，使其享受东软校友待
遇，终身享受东软猎头服务，持续提升学生自
身价值。

（二）数字工厂生态系统
数字工场聚焦高校“人才培养、科技开发、

社会服务”三大功能，面向软件技术专业群，深
化产教融合，通过共建东软离岸开发交付基地
（生产性实训基地）、软件项目开发实训基地、
软件+X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东软职业能力认证
培训中心（江苏）、教师教学创新研究中心、智
慧教育教学创新基地、智能软件应用工程研究
中心等七个子项目，构建校企深度融合协同育
人生态系统，打造校企共生共长命运共同体
（如图1）。

二、产教融合基地建设

（一）深化产教协同育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为深化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南信院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以数字工场为空间载体，
以软件项目开发的标准、流程、规范为主线，以软
件项目开发主流岗位领域为导向，以“课程项目、
实训项目、简单真实项目、复杂真实项目”为牵
引，分阶段、模块化培养学生的基础能力、岗位能
力、职业能力，实现从学生到准工程师的高效迁
移，培养综合素质高、技术能力强、具有创新意识
的优质人才（如图2）。

在课程设置上，面向Java工程师、Android工
程师、数据分析工程师、Web前端工程师、测试
工程师、运维工程师等主流软件开发相关工作
岗位，构建以项目为牵引的理实一体的模块化
课程体系，将职业核心能力、职业综合素养、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将行业

“新理论、新标准、新技术、新应用、新产品”及时
融入课程教学内容。开展1+X证书试点工作，
将职业等级能力认证与课程教学相融合，使学
生在获得毕业证书的同时，可以同时获取若干
职业能力等级证书[1]。

（二）对接行业资源，共建优质教学资源
南信院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以CDIO工程

教育理念[2]、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和混合式教育理
念为指导，引入东软在金融、政府、地产、电商、物
流等行业的项目案例，校企组建资源开发团队，
共同建设高质量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活页式/
工作手册式新形态教材、生产性实际教学案例
库。通过引入行业“五新”项目案例，为开发高质
量的课程资源、双元教材和生产实际教学案例库
提供支撑（如图3）。

为满足1+X职业能力等级证书培训需求，以
及高职扩招百万带来的生源多元化人才培养的
需求[3]，同时满足面向职工、就业重点群体、建档

图1 数字工场产教融合生态系统

图2 数字工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图3 校企共建优质课程资源

李维勇，李建林：基于数字工场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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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卡贫困劳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开展大规模
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建设若干岗位方向的职业
培训包。职业培训包涵盖指南包、课程包和资源
包，是依据职业标准或企业岗位技术规范，针对
某一职业（工种）开发的集培训目标、培训要求、
培训内容、考核大纲等为一体的职业培训资源总
和，是职业培训机构对劳动者开展政府补贴职业
培训服务的工作规范和指南。

（三）创新教学模式，深化“三教”改革
本着“育人为本、融合创新、面向应用、彰显

特色”的原则，深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
改革[4]，打造“五动”课堂。以学习者为中心，系统
规划教学环境、教学形式、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价，
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度，满足学生个性
化需求，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促进
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发展；以教学为中心，建
设信息化教学平台，以信息化引领教育理念和教
育模式的创新变革，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
技术应用到教育教学改革中。

南信院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强调以成果
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强调课程
目标达成，专注于教学过程中实践项目的过程管
理与质量控制，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模
式，着重帮助学生实现知识技能的转化，提升教
学效果（如图4）。

（四）校企深度融通，打造“双创”孵化平台
南信院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依托东软在

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经验和体系，建设一体化应
用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基地（SOVO，Student Of-
fice & Venture Office）[5]。通过“普适性+专业性+
运营性”课程和专题专项活动等，构建“创新创业

普适教育+创新创业项目实践+虚拟公司运营+
创业成果孵化+资源政策扶持”的渐进式培养、螺
旋式上升的双创实践平台，建成一流的数字人才
创新创业项目孵化平台，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
业教育、人文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融
合，为学生提供创意激发、创新实践、创业孵化等
系统化服务（如图5）。

双创孵化平台按照创新到创业的7个阶段
（创意阶段、技术发展阶段、商业化计划阶段、企
业计划阶段、形成企业阶段、早期成长阶段、高速
增长阶段），构建一套较为成熟的校园孵化器体
系，包括创意机制、产权机制、创业扶持机制、创
业循环机制。按照孵化器模式导入创新创业服
务，设立创业诊所，从技术、管理、知识产权、市场
开拓、投融资等方向提供“一对一”的管理咨询服
务。构建全方位、一体化的创业导师队伍，牵引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成果转化。

三、建设成效

南信院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以校企合作
为途径，以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面向主流软件
开发岗位，按照企业软件开发流程、规范和标准，
构建以实际项目为背景的实践教学体系，搭建面
向企业真实开发环境的实训场景，训练和提升学
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职业素质。按照“系统导
向，功能复用”的原则，建设“一个平台，多个方
向”的实训室。同时，通过整合东软产业资源和
工程师资源，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融合、课堂
教育与课外技能素质培养相融合、课程与职业技
能证书相融合、专业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创新创业
教育相融合、教学活动与教学质量保障相融合”，

图4 课程实践平台功能特点

图5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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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培养学生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人
才培养基地以CDIO-OBE理念为指导，结合企业
用人需求，制定了个性化、全覆盖、深融合的人才
定制培养实施方案，实现由“通用、统一、无差异”

到“专用、针对、有差异”的人才输出转变。围绕
区域产业经济发展，服务高校人才培养、科研、社
会服务的需求，构建了良性发展的校企协同育人
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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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factory is a new cooperating mode between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complying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Digital factory, jointly built by Nanjing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alian Neusoft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forms a talent cultivating base
integrating practice and teaching. It functions as a model training bas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cubator and double- professionally- titled teachers training center. It is a creative educating mode of
cooperation which puts teaching into practice and it achieves great significance in working process oriented
talent cultivating reform.

Key words: digital factory;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training base;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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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我国金融体系改革进入深化阶段，传统的金融体系受到巨大的冲击，金融行业用人标准

随之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金融行业对金融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在培养金融人才时，应当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改革课程体系，完善教学设备，改进教学方法，同时优化师资队伍，培养出互联网金融时代新型的复合型金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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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互联网金融”一词连续5年
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当前，我国互联
网金融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出现了各种新
型业态模式。为了适应金融行业对人才的需
求，高职院校金融专业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更加
注重提升互联网思维和新技术应用，培养新型
的复合型金融人才[1]。而当前，不少高职院校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依旧采用传统的金融人才培
养模式，导致教学质量不高。本文对互联网金
融背景下高职院校金融专业在实际教学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有效改革措施。

一、高职金融专业
实践技能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实践课程体系设置滞后
目前，互联网金融技术已经运用于众多领

域，如众筹、P2P网络借贷、第三方支付、理财产
品销售等等[2]。随着互联网技术对金融行业的不
断渗透，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发出了新的产
品、销售渠道、营销手段。许多金融机构都推出
了互联网产品业务，如各大银行推出手机银行
APP，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人保集团联合推出

“智行天下”车险业务综合服务平台，使客户足不
出户就可办理众多业务。然而当前高职金融专

业的实践课程依然将学习重点放在小键盘、字符
录入、点钞、真假币识别等传统窗口业务，对于新
业态的相关技能少有涉及。这导致学生掌握的
技能与当前金融行业需求不符，培养的学生大多
只能适应传统金融机构基层网点岗位，而由于互
联网金融的冲击，原先大量的基层网点面临收缩
归并。因此，高职院校金融专业的传统实践课程
体系将不再适合时代的需求。

（二）实践教学设备不够完善
当代复合型金融人才应当拥有互联网技术

应用能力和互联网思维的创新能力，高职学生在
校期间就应进行相关的训练。由于金融行业的
安全性和保密性，无法承接大量实习生，实习生
也无法真正深入了解金融机构的业务，所以高职
院校的实践课程主要利用校内实训室进行模拟
训练。随着大数据金融、众筹、信息化金融机构、
互联网金融门户、第三方支付、P2P网贷等互联
网金融新模式的出现，目前滞后的教学软件及设
备已经难以满足学生的实践操作需求，严重影响
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三）教学方法缺乏先进性
高职金融专业课程的实践课程教学方法单

一。金融专业是应用型很强的专业，但是目前高
职院校的教学侧重于理论，实践环节薄弱，缺乏
对学生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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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金融专业课程的教学工具也缺乏先进
性。目前大部分金融实践课程教学还是采取传
统单一的灌输式教学方法，缺乏微课、慕课、云课
堂、雨课堂等新型的多媒体教学工具，很难调动
学生实践操作的积极性。

（四）教师队伍缺乏金融行业实践经验
目前，高职院校教师考核评估体系不够完

善，大部分高职院校对教师的考核主要为教学工
作量、科研成果等，而对教师的实践经历很少考
虑。高职院校金融专业教师大多缺乏金融行业
实践经验，空有专业资格证书，严重缺乏社会实
践经验，对于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业更是鲜有涉
及，这样的师资是难以培养出具有新技术和新思
维的学生的。 此外，由于金融行业工作压力大，
很少有实践经验丰富的员工到学校兼职教学。
因此，高职院校金融专业目前严重缺乏在互联网
金融新技术方面有着丰富理论知识和实战经验
的新型教师。

二、高职金融人才培养要求

（一）培养应用型人才
当今金融市场对于“客户服务型”“业务操作

型”等实用型人才需求很大。因此，在培养金融专
业人才的时候应当进一步加强金融基层岗位的
实践操作能力和服务技能的培养。社会需求主
要体现在：一方面市场提供合格的专业人才不足，
另一方面该方面人才稳定性差，常有违约、跳槽等
现象出现，造成金融业一线人才短缺。而很多金
融企业在意识到了该问题后，在招聘一线员工时
更倾向于选择动手能力强、能够熟练操作的人员，
这就导致了实践能力强的人才更为抢手。

（二）综合素质要求更高
复合型人才一向是经济社会所偏爱的，尤其

是金融专业人才欠缺的情况下，对金融人才的综
合素质要求更高。金融机构对专业人才综合素
质要求的提高，是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竞争的需
要。要求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
需人才涉及的专业知识面更宽广，不仅限于金融
专业知识，也需了解金融行业其他领域的知识，
如保险代理，互联网金融等。二是对于这些专业
知识的实践技能要求更高，如具备良好的职业道

德修养，使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商沟通交流，熟练
运用电子信息技术，及时准确处理业务等。

（三）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
各行各业都有其职业道德，金融专业也不例

外。在强调提高专业人才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
能的同时，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也不能丢
失。在企业的工作中，诚实守信、责任感、集体荣
誉感、团结合作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四）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
具备过硬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职业操守，依

旧不足以满足社会对金融管理专业人才的需
求。在金融业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从业人员还应
具备相应的创新意识，能够在遇到问题时作出正
确的判断，及时恰当地处理应急性问题。互联网
金融的发展使得大数据技术使用越来越普及，作
为金融专业人才，要掌握收集、处理和分析数据
的能力，同时具备创新能力。

三、金融专业实践课程体系改革对策

（一）科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高职金融专业应定位于培养新型复合型人

才。互联网时代的金融业是运用信息技术和传
统金融的整合来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
息中介服务。因此，高职金融专业学生在掌握新
时代金融产品和业务相关知识的同时，还应当具
备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新技术运用能力、创新能力
和推广能力。这样的人才定位才能培养出与未
来金融行业人才需求相匹配的复合型金融人才。

（二）课程体系改革
高校金融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应当符合互联

网金融模式的需求。在传统金融知识的基础上，
增加互联网金融业务相关内容，同时增加实训课
程，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参与校外金融企业的实
践，了解现阶段金融市场环境。一是改进金融专
业基础课的结构。对于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
等基础课程，增加采用互联网进行收集数据和调
研分析的实训，培养学生的互联网思维。二是优
化专业课的结构。对于金融学、保险学、证券投
资学等核心专业课程，引导学生操作热门互联网
金融平台上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对互联网金
融产品服务的体验。三是增设互联网金融的纯

毛怡萱：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高职金融专业实践课程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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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课程。如开设互联网金融产品投资交易课
程，由学生操作简易的小额贷款和投资理财产
品，初步了解互联网金融投融资的模式。另外，
针对一些热门互联网金融产品，可以聘请金融机
构的专业人员来学校开讲座，让学生熟悉金融市
场最新发展方向。

（三）完善教学设备，改进教学方法
一是升级原有的银行、保险、证券类实训室，

配备高质量的教学软件，建设高质量仿真实训场
景。将各类金融业务整合到一个金融生态圈中，
实现线上线下的业务串联。

二是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互联网金融相关的
热点话题，运用互联网金融经典案例来分析互联
网金融的特点和经营模式。教师可提前准备一
个互联网金融热点问题，让学生课外查阅资料进

行分析讨论，撰写案例分析报告并制作PPT，在课
堂上进行展示。另外，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提升课
堂教学效果，将多媒体技术运用到教学中，运用网
络教学平台给学生提供金融资讯、案例等资源，培
养学生通过互联网深入学习的能力。例如，教师
可以将主流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操作流程制作成
微课视频，方便学生直观地学习。

（四）优化师资队伍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全能型教师。高职

院校应当为专任教师提供更多到金融机构一线
学习的机会，甚至脱产到企业进行全方位的学习
交流，丰富教师的实践经验，让教师充分了解行
业最新动向[3]。另外，可以定期聘用互联网金融
从业机构中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或业务专家走
进校门进行专业知识传授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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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the reform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has entered a stage.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system has been greatly impacted. The standards of employment in the industry have
changed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 for financial talents in financial industr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reposition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reform the curriculum system, perfect the teaching
equipment, improve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optimize the teaching staff, to cultivate a new type of inter-
disciplinary financial talents in the era of Internet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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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考核机制下“团队考核”方式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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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是高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校体育课程围绕课程考核探索了“三位一体”考核机

制，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入“团队考核”的模式，通过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对比实验，得出实验结论:团队考核更容易形成

共同的目标，团队成员的团队情感更容易建立，更快地帮助弱势学生建立心理安全防线。团队考核具有更高效、更人

性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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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其中
课程考核就是重要一点。课程考核的目的、设计、
实施和反馈是高校课程考核的要素，它们通过彼
此交互和变化，构成了考核运行的机制[1]。考核
目的是考核运行的核心，考核设计是考核目的的
转化，考核实施是对考核设计的实际运作，考核反
馈具有检前导后、健全完善的作用。教学是人才
培养的核心环节，课程考核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课程考核不仅对教师的教学具有调节和评价的
功能，同时也能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课程考核
制度是否科学合理，对人才培养有关键性作用[2]。

经过多年的探索，我校公共体育课程形成了
“三位一体”考核方式，即从“体质测试（30%）+阳
光长跑（20%）+期末考试（50%）”三个方面进行
评分。“体质测试”评分是依照教育部颁布的《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的测试内容和评价标准
来给予评分。“阳光长跑”是我校开展多年的课外
阳光活动，本校大一和大二的学生每学期要根据
学校的要求在规定的日期里去达标“阳光长跑”

的次数和公里数，目前男、女生的及格公里数分
别为30次75公里和30次60公里，满分成绩为男
生46次115公里，女生45次90公里。按规定男
生每次跑步的公里数不能少于2.5公里，女生不
少于2公里，每公里都有相应的配速，如不达标
成绩作废。“期末考试”是根据每个专项课程的期
末最终考试成绩来评定考试分数。这样“三位一
体”的多元考核评价方式摆脱了传统教学考核评
价片面化与单一化的弊端，更加客观地从学生的
身体素质、课外活动频率和课堂效率三个方面进
行综合评判。“三位一体”考核评价方式注重了考
核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多元性，但仍存在不足，特
别是“期末考试”的方式。长期以来，高校体育教
学技能考核方法相对比较单一，一般采用个体考
核方法，以教师教什么，学生考什么为主要的考
核内容，注重学生个体在体育知识、体育技能和
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发展，忽视了个性，意志，情感
等非认知因素的发展，特别是忽视了对学生发展
性目标的培养，如自主学习能力、合作与沟通能
力、创新能力等方面。有鉴于此，本研究针对“期
末考试”的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引入团队化考核
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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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考核”的方式，使学生除了自我认知
以外，还要学会与他人沟通和合作，激发自身潜
能，融入或带领团队去完成既定目标。这不仅实
现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
要》中提到的运动参与目标、运动技能目标、身体
健康目标，还能逐步实现心理健康目标和社会适
应性目标。

二、实验对象与方法

（一）实验对象
实验对象为我校2018学年大一武术选项课学

生，以分院为单位，共5个分院的学生，在10个体
育选项中自由选课，最终形成5个班级的学生。分
别为建筑工程学院、创业学院、机电信息学院、经
济管理学院和人文学院，其中人文学院的班级人
数为38人，其余4个分院班级人数均为30人，故选
择除人文学院以外的四个分院的学生作为研究对
象。学生的平均年龄在18岁至21岁之间，由于建
筑工程学院和机电信息学院班级的男生较多，根
据男女生比例把四个班级两两分为对照组和实验
组，机电信息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的班级为对照
组，编号班级1和班级2，男生为40人，女生为20
人；建筑工程学院和创业学院的班级为实验组，编
号班级3和班级4，男生为39人、女生为21人。两
组实验人员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上无显著差
别，P>0.05，具有比较意义。如表1所示。

（二）实验方法
田麦久先生项群训练理论把运动项目按竞

技能力的主导因素划分为体能主导类和技能主
导类，体能主导类包括快速力量性、速度性、耐力
性，技能主导类包括表现准确性、表现难美性[3]。
武术套路属于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项群，此项群
主要包括健美操、体育舞蹈、形体、瑜伽、武术（套
路）等，这类项目共同特点是力求完成高难度精
彩动作的同时展示运动美、人体美。高校体育课
开展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增强学生的

身体素质，培养学生的道德和意志品质，促进学
生的身心健康。太极拳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以
中国传统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辩证理念为
核心思想，集颐养性情、强身健体、技击对抗等多
种功能为一体，是高层次的人体文化[4]。它的运
动形式负荷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对个体身
心健康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有着极为重
要的促进作用。根据本校公共体育选项课武术
课程的子纲，本学期武术选项课的课程内容为

“24式太极拳”，32个课时，因本校实训周以及假
期的原因，实际上课课时为26个，其中20个课时
作为新课讲授及阶段化复习，4个课时为综合复
习，2个课时为期末考核课时。对照组和实验组
的课程进度、教学计划、考核内容，以及教学教师
均为一致，唯独最后的考核方式不同。期末考核
内容为“24式太极拳”整套演练，演练评价标准
统一。实验组采用5人一组的团体形式进行考
试，分组采用自由组队模式，要求在第一节下课
前组队完毕，并规定不能在本学期课程进行中更
换队友。如实验组在“团队考核”时出现错误，按
出现次数累计计算，例如5个人分别各出现1次
动作错误，按 5 次计算，并按标准给予最终成
绩。对照组以传统考核方式进行单独演练，演练
结束按照评分标准（见表2）给予评分。

三、实验结果与分析

（一）实验结果
经过一个学期的课程学习，最终对照组与实

表1 对照组别及编号

组别

班级（编号）

男、女生比例

对照组

班级1
28:2

班级2
12:18

实验组

班级3
26:4

班级4
13:17

表2 武术课考试评分标准

技评分数

90-100

80-89

70-79

60-69

60分以下

演练评分标准

动作规格正确，路线清晰，节奏合理，精神饱

满，手眼身法步配合协调，无错误动作。

动作规格较正确，动作路线较正确，节奏较

合理，精神较饱满，出现 2个及以下错误动

作。

动作规格一般，动作路线基本正确，节奏一

般，出现3个及以下错误动作。

动作规格和路线基本正确，出现4个及以下

错误动作。

不能完成成套动作，出现 5个以上错误（不

含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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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组的考核成绩如表3所示。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对照组的班级1和班
级2合格率分别为86.7%和90%，实验组的班级3
和班级4合格率分别为83.3%和100%，总体合格
率的百分比为88.4%与91.8%，在统计学意义上
存在差异，但并不明显。从良好率和优秀率的数
值上就可以看出两组的差异就非常明显，对照组
的班级1、班级2良好率和优秀率分别为6.7%和
10%，实验组的班级3、班级4优秀率都为16.7%，
有着显著性差异P<0.05。

（二）实验结果分析
1.形成共同的目标
目标是指活动所希望达到的境地、结果和标

准，它对人的行为具有导向和鼓励的功能。团队
考核的确立，使得目标不再是个人的目标，而是
整个团队的目标。个人的自身能力作用被弱化，
团队的表现对结果的关系被强化。团队成员为
了实现自己与团队的共同目标，会自愿、主动、积
极地与其他成员协同合作，共为一体，共同提高，
以求夺得最好的成绩。 团队共同目标的确立，
使团队成员必然实现优势互补，虽然每个学生在
个人技能、性格特点上存在差异，但在练习中都
努力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和优势，发挥团队的战
斗力。从对日常课程自由练习时的观察可以发
现，实验组的学生更加珍惜时间，同学之间的互
动多，课堂氛围好，提问积极。相比对照组的两
个班级学生，积极练习的人员明显偏少，学生之
间的互动较少，提问的学生寥寥无几，近半数学
生选择独自一人站着发呆或选择拿起手机化解
尴尬。

2.团队情感的建立
团队情感特征体现在责任感、凝聚力、快乐

等方面[5]。责任感和凝聚力会激发成员学习的主
动性，当团队凝聚力较稳定时，团队成员的集体
意识就会明显增强，对团队的忠诚度就会提高，
会把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突出的个人能力将升
华为团队成功的一部分，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
强，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学
生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水平差异，都是零基础学
生。但在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运
动能力是存在差异的，由于实验组是团体作战，
所以能力突出的学生在团队中就发挥了作用，能
力稍弱的同学会成为他们的帮助对象，在团队责
任感的驱使下，本身对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学生也
会为了不拖团队后腿而积极练习。

3.建立心理安全防线
心理安全是个体层面的概念，是反映个体可

以充分展示自我而不担心对自身形象、地位等产
生负面影响的一种感受，也是群体内成员间互相
支持的一种普遍感受，这种感受能使成员愿意承
担具有创新性和需要一定勇气去完成的任务[6]。
现在的大学生以独生子女居多，容易以自我为中
心，集体归属感、荣誉感不强，缺乏团队合作意
识。个别学生意志薄弱，心理承受能力差，缺乏责
任感和责任心，往往表现在组织性纪律性不强，对
外部世界漠不关心、不合群。其实这种表现很大
程度上是心理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体育课程学
习以学生身体练习为主要方式，由于每个学生在
身体条件、兴趣爱好、运动技能方面存在个体差
异，势必会导致一些身体素质弱、协调性差、从小
缺乏运动锻炼、运动技能学习不理想的“弱势学
生”产生厌学、厌动情绪，学习效果越来越差。实
验中两个组别都存在这种“弱势学生”“各自为战”
的现象。对照组学生中，“弱势学生”的弱点被放
大，最终导致考核不理想；而“团队考核”能让实验
组团队成员间树立一个共同的信念，为“弱势学
生”建立一条安全的心理防线，“弱势学生”很快被
照顾，团队成员能够容忍其错误，帮助扶持他，进
而使之自信心增强，并积极尝试，大胆练习，掌握
课堂内容[7]。正如《纲要》中所提出的心理健康目
标和社会适应目标这两大教学目标，倡导健康心
理状态，正是在校大学生最需要改善与提高的个
性心理。通过改革考核方式，激发学生们对运动
锻炼产生兴趣，提高人际交往等能力。

组别

班级（编号）

不及格

及格（60-70分）

良好（70-89分）

优秀（90分以上）

合格率

对照组

班级1
13.3%
36%
44%
6.7%
86.7%

88.4%

班级2
10%
33%
47%
10%
90%

实验组

班级3
16.5%
16.5%
50.5%
16.5%
83.5%

91.8%

班级4
0%

16.5%
67%
16.5%
100%

表3 对照组与实验组的武术课期末考核成绩

周 南：“三位一体”考核机制下“团队考核”方式的实验研究

45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1] 蔺丽娟. 普通高校课程考核现状研究——以集美大学为例[D]. 厦门：厦门大学，2013：1-2.

[2] 廖平胜. 考试学[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83.

[3] 田麦久. 运动训练学[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35-36.

[4] 李英杰，陈晓琦. 太极拳[M]. 北京：中国国家摄影出版社，2013.

[5] 吴铁钧，刘电芝，王立，等. 大学生学习型团队的特征[J]. 当代教育科学，2010（17）：56-58.

[6] 陈国权，赵慧群，蒋璐. 团队心理安全、团队学习能力与团队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08：26（6）：

1285.

[7] 肖力.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考核改革的理论探索——“团队考核”模式的构建[J]. 运动精品，2019，38（1）：37-38，41.

实验证明，实验组“团结协作”学习要比对
照组“各自为战”学习成效要高，最终考核成绩
两组存在明显差异。考核是检验课堂教学的一
种形式，本研究的“团队考核”不是学生考核人
数简单意义上的叠加，而是期望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形成“组建团队—合作交流—共同进步—
完成考试”的考核价值链。团队考核的方式不
一定适用于所有的体育项目，但对于当前高校
所开展的大部分体育项目具有可操作性，有着
积极的推广意义。

Abstract: PE cour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E
course in Yiwu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ollege (YWICC for short) centers on course assessment and
probes into the“trinity assessment mechanism”.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group assessment”model and it
draws a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experi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at group
assessment is more likely to shape a common goal, form team spirit, and help the vulnerable students build
psychological security. Group assessment is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individualized.

Key words: universities;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group assessment

Study of“Group Assessment”Under“Trinity Assessment Mechanism”:
A Case Study of Wushu Course in YWICC

ZHOU Nan
（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Yiwu 322000, China）

46



第17卷第4期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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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17 No.4
Dec.2019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培养

王小龙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重庆 402760）

摘要：高职院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学生的技能水平培养至关重要。随着我国的汽车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

尤其要注重学生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的培养。分析高职院校学生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培养中的问题，提出从故

障诊断思路及观察推理能力入手，提高学生的故障诊断设备使用能力，搭建培养学生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的平台，加

强双师教师队伍建设，多管齐下培养学生的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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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汽车技术的更新迭代，与之对应的，对
维修人员的维修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
目前情况来看，高职院校教学的重点放在理论和
简单技能的教授，对于故障排除能力的培养明显
不足，导致学生的综合素质不高[1]。原有高职院
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培养学生的技能以
学会汽车发动机变速器等总成拆装、一二级保养
维护和了解零部件构造原理等为主，这些基本的
维修保养技能可以满足相对基本的汽车维护保
养及零配件更换需求，但对汽车的实际故障维修
仍显不足，加之智能化汽车、油电混合及纯电动新
能源汽车等新型汽车技术的出现，汽车故障也更
具复杂性，从原来的机械故障居多转变为包括电
气线路的综合性故障，这就对汽车维修人员的技
术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如故障诊断与排除能
力。基于此，培养高职院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专业学生的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对汽车维修行
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一、学生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
培养的问题分析

在培养学生的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的过程
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实际维修经验丰富的

“双师型”教师缺乏、实践教学方法较传统和实践
教学设备仪器不足等问题。

（一）缺乏具有汽车故障维修实际经验的实
践教学教师

教师是实践教学工作的主体，只有培养出一
大批具备高水平实践指导能力的汽车专业教师，
才能从根源上保障汽车专业学生具备较高的故
障诊断与排除技能。高职院校的教师来源渠道
是以公开招聘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
生为主，虽然这部分教师接受了七至十年的学校
专业知识教育，然而大多停留于理论知识的学
习，技能方面的训练较少，真正的动手操作能力
欠缺，离高职院校真正需要的“双师型”教师的实
践能力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高职院校
从企业聘请到校兼职任教的技术专家，虽能为专
业教学传递一些企业技术，然而这些兼职教师多
以企业的工作为主，在学校汽车专业教学上花的
时间和经历比较有限。这就导致了高职院校专
业教师虽有足够数量，然而缺少汽车维修实践经
验的汽车专业教师成为普遍问题。

（二）实践教学方法传统单一，故障诊断排除
能力的培养思路不够优化

高职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
目标是高技能型应用技术人才，这就决定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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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技能培养的重要。现有的课程体系中实践
教学课程的课时比例不够，且部分高职院校的实
践课程设计中针对学生故障诊断排除能力的训
练项目和模块相对较少。

现有高职阶段汽车专业的实践教学主要以
培养学生的汽车构造知识、发动机和变速器拆
装、电气设备检修等为主，针对学生故障诊断与
排除能力的课程设计和内容则不够优化。如现
有课程一般包括发动机、底盘、电气设备维修、故
障诊断排除和汽车电子控制技术等，其实践教学
的方法也存在着传统式、被动化教学，未转变教
学思维，总是以“教师教、学生跟着做”等老的思
路和方法组织学生实训，教师将实训项目、要求、
步骤、工具准备等写于黑板，学生不用主动思考
太多，只需要执行操作即可，被动接受知识和技
能训练，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此培养的学生
是具备一定机械化操作的一线维修工、装配工，
而不是既懂汽车元件原理和维修又有汽车故障
诊断与排除能力的应用技能型人才。

（三）实践教学设备不足，影响学生故障诊断
排除能力培养

高职院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发展不
均，资源和设备的种类和数量也存在不小差异，
如将其作为重点建设和发展的专业，则学校在
财政、人力和技术上投入较大，实训车辆和设备
较完善。但是部分高职院校的实训设备老化，
且数量不足，如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课程的
实训项目，部分院校用于实践教学的仍是十几
年前使用目前已淘汰的桑塔纳2000直列四缸发
动机，使用多年未更新换代，与市场上的i-VVT
可变气门发动机、缸内直喷、废气涡轮增压T发
动机等新技术脱节；从数量上而言，学生在实训
时仍存在四五个人一组拆装一台发动机或变速
器，这就难以保证每个学生独立动手操作的时
间。汽车整车的故障诊断实训课程中，多数高
职院校的实训用车主要来源为校企合作企业赞
助车辆及自主申购两个渠道，鉴于企业赞助车
辆有限和学校办学经费紧张等原因，学校自主
申购的实训用车会倾向于选择价位较低的二手
车，如大众桑塔纳 、比亚迪、奇瑞QQ、长安悦翔
V3\V5和众泰汽车等相关车型，且数量比较有
限，这就导致了七八人甚至更多学生共用一台

汽车，多人共用KT600、X431等汽车检测教学仪
器和故障诊断仪设备等，加之教师的精力有限，
要指导三十名左右的学生同时开展实训，其实
践效果会受到较大影响，对学生故障诊断与排
除能力的培养有一定制约。

二、学生故障诊断
与排除能力培养的对策

目前，大部分汽修从业者自身故障排除能力
不足，专业技能不强，使中级、高级汽修人才缺
乏。对此，需要在高职教学中，加强对故障能力
的培养[2]。学校可探索以提高学生自身的故障维
修技能的观察推理能力和汽车故障诊断仪器设
备使用能力等要素为基础，深入推进汽车专业校
外实践基地建设，为学生技能培养搭建平台，并
保证学校师资实践技能高水平，为学生技能培养
保驾护航。

（一）学生故障检修思路和观察推理能力的
培养

现有高职院校的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
针对学生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的教学方法和实
训项目不够优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先
布置故障实训项目和讲解任务步骤，最后在汽
车上设置故障，让学生按照设定故障诊断环节
开始排除故障。基于此教学方法，学生多是被
动式学习，知识和技能较模式化，缺少主动性，
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故障诊断思路。对此，在故
障诊断项目实训中，教师在设置好汽车的相应
故障后，应更多传递给学生诊断和排除故障的
思路，先易后难，先检查汽车油电是否正常，再
检查保险、继电器的通断情况，再到线路短路、
断路的电压和电阻测量，最后检测电器元件，让
学生在诊断和排除故障的过程中逐步掌握系统
化、科学化的故障诊断思路。对于部分高职学
生而言，在故障诊断排除中，还需要培养必要的
观察和推理能力，能够通过故障现象观察推理
出相对准确的故障点，应用学习到的先易后难、
先油电后线路的故障诊断思路，最终排除故
障。如电控发动机的综合故障中，故障现象是
发动机无法启动，学生首先上车启动几次发动
机，感受故障情况，根据此时发动机的状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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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运用所学的故障诊断思路分步骤去诊断问
题。鉴于发动机无法启动的原因较多，电源供
电不足、起动机线路问题、燃油系统油压不足、
燃油泵保险和继电器断路、喷油器损坏、点火线
圈或高压缸线无信号等都可能造成发动机无法
启动，这就凸显出学生诊断故障时的观察分析
及推理能力的重要性。如此时认真观察是否起
动机运转无力导致的发动机无法启动，就能通
过推理迅速找到故障点，即汽车电源供电不足
或起动机线路问题。所以，从学生自身的故障
诊断与排除能力的培养而言，首先需形成科学
合理的诊断思路，具备相应的故障观察分析推
理能力。

（二）故障诊断设备使用能力的培养
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时代的到来，汽车电气

方面的故障也更复杂化，从原来简单的线路老
化、短路等线路问题，延伸至汽车各智能系统的
程序处理和编程，这就给汽车维修从业者制造了
新的技术难度。在实际的汽车维修实践中，部分
故障难以通过维修人员原有的经验和技术诊断
与排除，对于疑难故障、综合性故障等，可以利用
汽车专用的故障诊断仪器来诊断与排除，有效提
高维修效率和准确率。基于此，就要求汽车专业
的学生能够熟练应用各种汽车故障诊断设备，这
也是提高其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的重要途径。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学生运用掌握
的汽车维修技术标准和专业知识，学习利用
KT600解码器、X431综合故障诊断仪、示波器和
尾气分析仪等相关检测仪器，读取发动机ECU、
ABS防抱死系统等的故障码、读取喷油脉宽和1
缸点火提前角等数据流、检测曲轴/凸轮轴位置
传感器的波形及电压等，通过专用汽车诊断设备
完成汽车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三）教师深入企业提高维修技能，做好学生
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培养的领路人

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是高职院校学
生专业技能培养的保证和前提，只有授课的专
业教师自身有较高的技能水平，才能保障培养
学生具备高水平的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的实践
技能。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汽车检测与维
修技术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上的经验值得
参考。作为重庆市财政支持专业和重庆市重点

建设专业，学院先后与北汽新能源汽车、东风小
康汽车、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众泰汽车等知
名汽车公司开展校企合作项目，借助校企合作
平台，创新合作形式和内容，多方位打造“双师
型”教师队伍。校企深度融合为高职院校各专
业教师的技能提升搭建了教师技能训练和提高
的企业平台，校企合作平台可为高职院校的专
业教师提供技术岗位顶岗实践、项目合作开发、
教师寒暑假技术培训和观摩学习等方式。学院
利用校企合作平台，创新教师培养培训方式，其
中专业教师深入到合作企业一线进行操作工、
班组管理副职、技术员、产品设计和技术研发助
理等相关岗位顶岗实践成为提高其专业技能最
有效的方式，为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打下了
技能基础。

要培养学生具备较高的故障诊断与排除能
力，就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汽车故障诊断维修
的实践经历，即汽车专业教师应在汽车维修企
业有不少于累计六个月的一线维修经历。学院
的汽车专业教师到合作企业进行顶岗实践以一
线维修岗位为主，如教授“汽车故障诊断与排
除”课程的教师到企业的机修、汽车电工岗位顶
岗实践，真正参与企业的技术生产，而非传统的
观摩学习，真正锻造出一批具备汽车故障诊断
排除实战经验的“双师型”教师，为学生技能的
培养提供有力保障。汽车专业教师在企业维修
岗位的顶岗实践，成为教师真正掌握实际维修
技能最有效的途径，并将其应用于学生故障维
修能力的培养中。

（四）拓宽校外实践基地，搭建培养学生故障
诊断与排除能力的平台

校内实训中心的建设是高职学生技能培养
的基础，校外的实习实践基地则是学生专业技
能的技术实践平台，能更加充分提高学生的汽
车故障诊断与排除技能，因此，促进校企深度融
合，搭建好校企合作的校外学生实习实践基地
尤为重要。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外引共建的方
式，建立了多个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校外
实践基地，用以培养学生的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
等维修技能。校外实践基地包括潍柴重庆汽车
有限公司、重庆公交集团第一维修公司、江铃汽

王小龙：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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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有限公司、长安汽车三厂、长安汽车五厂和上
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等汽车类维修生
产企业。高职院校的校外实践基地多数用于学
生大三期间的顶岗实习，然而，重庆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建立的校企实践基地比较重视学生在校
期间大二阶段的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的培
养，规定大二阶段的学生利用寒暑假时间到校外
对应的实践基地进行技能顶岗训练，主要通过汽
车电工、汽车机电维修工等岗位逐步掌握汽车维
修的实际经验，将学校所学的理实一体化知识真
正应用到企业的维修岗位实践中，切实提升学生
的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为保证校外实践
效果，学校规定，寒假时间周期为一周或者两周，
暑假顶岗时间为两周至四周，且实行轮岗制，即
学生本学期在某一企业的某一岗位，下学期则更

换岗位或企业，滚动式学习企业的岗位技能。如
此，学生可在大学二年级掌握基本的故障诊断与
维修技能，且对汽车企业的行业发展、内部运营
与维修岗位的实际需求有一定了解，为大三下学
期到企业顶岗实习打下一定基础，在锤炼学生故
障诊断与排除能力的同时，又让其更加清晰自身
未来的职业发展路径。

高职院校的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培养
的是既会发动机、变速器等总成拆装，又懂汽车
电气原理故障诊断与排除方法的应用型高技能
人才。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的培养要多方面着
手，多渠道发展，从校内实训中心的设施设备更
新、校外实习实践基地的平台搭建和“双师型”教
师队伍的培养提升等方面，逐步改进实践教学模
式和方法，切实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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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the skill level of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automobil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technolog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intelligent level in our country,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ability of
automobile fault diagnosis and elimin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bility of fault diagnosis and elimin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suggests that it should start from
the idea of fault diagnosis and the ability of observation and reasoning, improve students’ability of using
fault diagnosis equipment, build a platform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ability of fault diagnosis and elimina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team of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s and train students’ability of fault
diagnosis and elimination in multiple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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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
济的高速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维系。长期
的高投资在刺激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积累
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一是导致自然资源严重透
支，难以支撑经济的续久发展。二是盲目的重复
建设导致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相关产品滞销，企
业之间恶性竞争，产品价格长期低迷，使得不少
行业陷入全面亏损的窘境。三是大量上马一些
高污染、高排放的项目，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
破坏，吞食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同时，随
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也在减弱。出口的确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对
我国经济的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凭借人力
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一跃成为制造
大国和“世界工厂”，物廉价美的中国产品深受海
外消费者的青睐，“中国制造”遍布全球各地，为
我国换来了可观的贸易顺差，增强了国力，促进
了国内就业，推动了一大批产业的发展。但随着
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减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这种比较优势正在缩小。同时，由于当前国际经
济形势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贸易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日益猖獗，给我国的出口贸易带来严峻的挑
战，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削弱。面对
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党和国家及时调整经

济发展的战略，确立以消费为本驱动我国经济持
续发展的长期方针，坚定推动实施“供给侧结构
改革”“积极扩大内需”的经济转型发展策略，实
现新旧动能转换，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绿色、可
持续发展。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化，不仅是顺
应经济发展形势、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需要，也
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客观需要。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指
标，它综合反映了劳动者就业、居民收入、物价、
利率、产业结构、社会保证体系、居民消费、生活
水平等经济社会发展多方面情况[1]，也是考察经
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参考之一。研究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影响因素，对制定经济产业发展政策，优
化社会资源配置，加强有效供给，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物质生活需要，促进消费，保持经济健康发
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的因素较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有些
指标可以量化，有些指标不可量化。运用数学模
型分析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因素，指标选择
必须遵循可操作、可量化的原则。国内学者对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影响因素进行了一些研究[1-6]，虽
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多是区域性研究，或
者选择的指标欠妥当，难以准确把握事物的真
谛。本研究从全局的角度，选取农村居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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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收入、人口数量、城镇化率四个较为贴
切的指标，研究它们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影
响。由于这些指标数据一般存在同向变化，也就
是共线性，如果运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模型
的参数，有时得不到所有自变量的参数，即使得
到了，它们也丧失了对因变量的解释作用，不能
客观反映现实实际。岭回归可以较好解决这一
问题，回归的参数可以客观反映解释变量与被解
释变量的关系，符合客观真实实际，在实际生活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7-12]。因此，本文采用岭回归
分析它们对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影响。

一、岭回归基本原理

岭回归是最小二乘法的改良与深化，是专门
用于解决数据共线性这种病态现象的有效方法，
对共线性数据分析具有独到的效果。它通过放
弃OLS的无偏性优势，以损失部分信息、降低拟
合精度为代价，换来回归系数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1]，回归的系数能客观解释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
系，能够更好地应用于实际问题。

多元回归线性回归模型可表示为[1]：
Y =Xβ + ε （1）

式中，Y 为因变量，X 为自变量（为多变量
矩阵形式），β 为回归系数，ε为误差。

如果回归系数 β按照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则[1]：

β =（XTX）-1XTY （2）

但如果自变量 X 数据之间存在多重共线，
则行列式｜ XTX ｜的值接近于0，XTX 为接近于
奇异矩阵，矩阵 XTX 接近不可逆小，求得的系数
将不稳定与不可靠，更缺乏解释性，无物理意义。

岭回归是对OLS的一种补充，基本思想就是
给矩阵 XTX 加上一个对角阵，尽量将奇异矩阵
转化为非奇异矩阵，以使矩阵 XTX 尽可能可逆，
以便能够求出回归系数和提高参数估计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得到的参数更能真实反映客观实
际。但同时对回归系数 β 的估计不再是无偏估

计，从而降低拟合精度。岭回归求解回归系数 β

方法为[1]：
β =（XTX +KI）-1XTY （3）

式中，k 为岭回归参数，k = ϵ[ ]0，1 ，k = 0 ，

则变为最小二乘法估计[1]。 k 越大，消除共线性
影响效果越好，但拟合方差越大，拟合精度越低；
k 越小，拟合方差越小，拟合精度越高，但消除共
线性影响作用越差。因此，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
最佳平衡点，使k既能足够消除共线对参数估计
的影响，又尽可能要小，以减小拟合方程，提高拟
合精度。复相关系数 R2

Adj 是反映拟合精度的重

要指标，它随 k 的增大而减小，k 选取原则是：在
岭轨迹变化趋于稳定时选取其最小值。

二、我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影响因素分析

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关
系最为密切，但它们并不存在完全的包含关系，
因为居民的消费是多样性的，既有物质的消费，
也有非物质消费，如信息、文化、娱乐、健康等，
即使是物质消费，有些也不属于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的范畴，如水、电、气等基本生活必需品，还
有餐饮、食品类消费大部分也不在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之列。但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与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有比较大的交集。居民个人消费又可
分为城镇居民个人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个人消
费支出，由于现阶段我国城乡差别仍然较大，城
镇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收入高，消费能力也比
农村高，因此，他们的消费支出是不同的，对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影响不同。除此之外，人口
数量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人口数量越多，所需要消费
的物品越多，自然会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相应
增加。城镇化率反映了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
比重，在人口总数一定的情况下，城镇居民越
多，这一比例越大，消费总量越多，必然带动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增多。因此，本研究以城镇居
民消费支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人口数量、城
镇化率为影响因子，借助岭回归方法，分析它们
对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影响。

2000-2018年十九年间，我国社会消费品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了1015.5301%，反映出我
国经济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人民收入稳定增
加，消费能力不断增强，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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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注入了长久的
动力。表1为2000-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
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人口数量、城镇化率统计
数据（数据来源于2000-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这4项指标也
随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而增长，表明它们存在共线
性，需要运用岭回归模型研究自变量和因变量的
关系。

表1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统计数据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万亿

3.4153
3.7597
4.0911
4.5842
5.3950
6.7177
7.6410
8.9210
10.8499
12.5343
15.8008
18.7206
21.4433
24.2843
27.1896
30.0931
33.2316
36.6276
38.0987

农村居民收入/年元

1670
1741
1834
1943
2184
2555
2809
3224
3661
3994
4382
5221
5908
7485
8383
8223
10130
10955
12124

城镇居民收入/年元

4998
5309
6030
6510
7182
7942
8697
9998
11243
12265
13472
15160
16674
18488
19968
21392
23079
24445
26112

人口数量/亿
12.674
12.767
12.845
12.923
12.999
13.076
13.145
13.129
13.280
13.345
13.409
13.474
13.540
13.602
13.678
13.746
14.035
14.092
14.151

城镇化率/%
36.22
37.66
39.08
40.53
41.76
42.99
43.30
44.90
45.68
46.59
49.70
51.27
52.57
53.73
54.77
56.10
57.35
58.52
59.58

王 艳：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影响因素分析

表2 回归系数

模型

常数

X1

X2

X3

X4

非标准化系数

B
47.393
0.001
0.002
-3.937
-0.112

标准误差

33.356
0.001
0.001
2.911
0.290

标准化系数

Beta
-

0.262
0.951
-0.147
-0.070

T

1.421
1.555
3.238
-1.316
-0.388

显著性

1.77
0.142
0.006
0.209
0.704

共线性统计资料

容忍度

-
0.007
0.002
0.017
0.006

VIF
-

136.083
412.189
59.285
154.840

设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镇居居民消费支
出、人口数量、城镇化率分别为 X1 、X2 、X3 、X4 ，

令 X = [ ]X1，X2，X3，X4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

Y，对X和Y进行线性回归[1]，则：
Y = βX + ε （4）

（一）最小二乘法回归
以表1中的数据为样本，运用最小二乘法估

计回归系数 β 。借助SPSS软件工具，求得回归

系数，结果如表2所示。
在回归的非标准化系数中，β1 = 0.2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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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2 = 0.951、β3 = -.0147 、β4 = -0.070 ，虽然模型

的复相关系数 R2
Adj = 0.99726 很高（最大值为1），

说明模型有很高的拟合精度，但从表2中的标
准回归系数看，回归系数差距很大，不能反映实
际情况，并且 β3 、β4 为负值。如果按照此逻辑

分析，人口数量和城镇化率与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成负相关，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人口数量越
多，消费的物品越多，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应随之
增多；城镇化率越高，城镇居民占比越多，城镇
居民消费能力比农村居民强，低消费群体向高
消费群体转化的人数越多，应该推动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增加。实际上，人口数量和城镇化率
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应该成正相关。之所以出
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自变量数据存在相关性，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参数只有数学上的意
义，而没有物理上的意义，即无法客观反映自变
量与因变量的影响关系。

共线性诊断。判断自变量是否存在共线性，
首先可以从最小二乘法回归系数中的共线性统
计资料中初步掌握，它有2个指标：容忍度和膨
胀系数（VIF），其实它们二者可以合为一个指标，
因为膨胀系数是容忍度的倒数，所以最直观的指
标就是膨胀系数。如果其中有一个自变量的

VIF大于10，就可以表明存在共线性。其次可以
从共线性诊断进一步核实，它有3个指标，一是
考察特征值，如果某一维度的特征值大于10或
等于0，就证实存在共线性；二是考察条件指数，
若某一维度的条件指数大于30时，就可以证明
存在共线性；三是考察方差比例，如果在任一维
度，任一自变量的方差比例大于0.5，就表明存在
共线性。

从表2的共线性统计资料可见，4个自变量
的 膨 胀 系 数 VIF 分 别 为 136.083、412.189、
59.283、154.840，均大于10，说明存在多重共线
性。再观察表3中的共线性诊断结果，特征值：4
维度为0，5维度为1.04E-5，非常接近于0，证实
存在共线性；条件指数：3、4、5维度的条件指数
分别为38.138、204.736、674.614，都大于30，也证
明存在共线性；方差比例：X1 在5维度为0.97，大

于0.5，X2 在4维度为0.66，大于0.5，X3 在4维度

为0.93，大于0.5，X4 在4维度为0.76，大于0.5，

同样证明存在共线性。综上所述，自变量满足共
线性的所有条件，说明4个自变量数据之间存在
严重的共线性。无怪乎回归的参数不能客观反
映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解决的最好办法就
是采用岭回归法估计回归系数。

根据回归参数（非标准参数）得到的回归方
程为：

Y = 47.393 + 0.001X1 + 0.002X2
-3.937X3 - 0.112X4

（5）

（二）岭回归
按照岭回归算法估计回归系数。运用SPSS

软件工具实现，设定迭代步长取0.01，以确定最
佳岭回归参数 k 。运行程序得到岭轨图，如图2
所示，其中纵坐标为回归系数，横坐标为最佳岭

回归参数。
从图1可见，当 k 逐渐增大时，各自变量系

数逐步趋于稳定，当 k =0.40以后，自变量系数基
本不变，故最佳岭回归参数取 k =0.40。

将 k = 0.40 加入程序再运行，得到回归参数，
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见，4个自变量的回
归系数分别为：β1 = 0.2485266 ，β2 = 0.2356311，

β3 = 0.2065879 ，β4 = 0.2080238 。4个自变量的

表3 共线性诊断

维度

1
2
3
4
5

特征值

4.739
0.258
0.003
0.000

1.04E-5

条件指数

1.000
4.286
38.138
204.736
674.614

方差比例

常数

0.00
0.00
0.00
0.03
0.97

X1

0.00
0.00
0.00
0.03
0.97

X2

0.00
0.00
0.24
0.66
0.10

X3

0.00
0.00
0.60
0.93
0.01

X4

0.00
0.00
0.01
0.76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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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系数在数量级较为合理，且皆为正数，可
以客观反映它们对因变量的影响。复相关系数
R2

Adj = 0.9742203，相比最小二乘法回归，R2
Adj 有所

下降，主要因为为了解决共线性，岭回归舍弃了
一些信息，导致拟合精度出现下降，但下降幅度
并不大，也比较高，还是可以接受的。相关系数
与岭回归参数的变化如图2所示。

岭回归估计的标准化系数值可以客观反映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2]。在4个标准岭回
归系数中，由于 β1 > β2 > β4 > β3 ，因此，据此可以

判断4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即对我
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影响程度从大到小因素依
次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城
镇化率、人口数量，这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

本世纪初19年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
了10454%，大大高于城镇居民的425%，加之农
村居民消费支出主要以物质消费为主，而城镇
居民消费支出多样化，物质消费逐步降温，非物
质消费不断升温，因此，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影
响最大，也说明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有待进
一步开发，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处于次席。19年
间，城镇化率提高了64.5%，而人口数量仅增长
11.7%，城镇化率提高，意味着城镇人口增加和
高消费群体的增加，推动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的增加，所以，城镇化率排名第三，人口数量位
列最后。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对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的影响，是指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变化影
响程度，而不是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绝对贡献。如
果以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对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绝对数计算，那应该还是城镇居民的占
比大。

根据回归的非标准化系和常数，我们可以得
到最终岭回归方程，即：

Y = -83.763368 + 0.00087632X1
+0.0004064X2 + 5.5470817X3
+0.3345138X4

（6）

三、结语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最后一环，也是生产的
最终目的。消费更是检验生产有效性的砝码。
生产的产品只有顺利、有效地消费掉，生产才有
存在的意义，否则，不仅再生产无法延续，而且造
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样的生产毫无价值。消费
是生产的动力，消费越旺，产品流通的周期越短，
库存越少，就迫使生产者扩大再生产，满足市场
需求，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当前，我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步入中高
速，经济发展的重点从速度转向速度和质量并
重，尤其注重加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经济
发展的动力从投资、出口为主转向消费、投资、出

图1 岭回归岭轨图

图2 相关系数R2与岭回归参数k的关系

王 艳：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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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并行，特别强调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外
部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消费在我国
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逐步成为
支撑我国经济持久发展的坚强和主导动力。目
前，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超过60%，并且这
一数值还在逐年上升。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进一步贯彻实施
“供给侧结构改革”措施，以市场为导向，开展投
资生产活动，优化配置社会资源，补齐国民经济
发展的短板，不断提高有效供给，为消费者提供
更加丰富和质量更优的产品。同时，要引导消
费者合理消费，积极挖掘消费潜能，努力培植消
费新的增长点，不断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除此之外，要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老百
姓无后顾之忧，敢于花钱、大胆花钱，要建立职
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长效机制，促
进劳动者收入稳步增长，让老百姓有钱花、有底
气花。我国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有广大消
费尚不足的农民，只要我们认真把脉市场，施之
以策，就能撬动巨大的消费蛋糕，助推我国经济

继续腾飞。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

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分析其影响
因素，对指导生产，提升消费，促进经济平稳有
效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多元线性回归中，
一般回归系数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如果
自变量数据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这种估计方法
得到的方程拟合精度较高。但如果自变量数据
之间存在相关性，且我们又要掌握自变量和因
变量的关系，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参数就难
以进行解释。岭回归可以克服这一缺点，能有
效解决变量数据存在的相关性问题[1]，回归的参
数能客观描述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运用岭
回归分析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城镇居民消费
支出、人口数量、城镇化率对我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对我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影响程度从大到小因素依次是：农村居民
消费支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城镇化率、人口
数量。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最大，人口数量
影响最小。

表4 岭回归结果

模型参数

X1

X2

X3

X4

常数

拟合精度

方差分析

显著性

非标准化系数

B

0.0008762

0.0004064

5.5470817

0.3345138

-83.763368

RMult

0.9891849

指标

回归

误差

F值

159.191138

标准误差

0.0000548

0.0000173

0.3392404

0.0228389

15.309890

R2

0.9784868

df

4

14

标准化系数

Beta

0.2485266

0.2356311

0.2065879

0.2080238

T=-15.77497

R2Adj

0.9742203

SS

2517.785

55.356
SigF

0.000000

标准差

15.9981631

23.3929672

16.3514792

14.6466503

SigT=0.000

SE
1.9884737

MS

629.446

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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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努力实现的目标。建筑行业基于信息的建模技术也已

经逐步应用于建筑项目管理过程中。分析虚拟施工的BIM模型优化技术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多层次技术

的BIM模型建立规则，搭建虚拟施工过程的数据流模型，最后从场景的元素划分及其组织管理、场景的生成和应用两

个方面，研究模型的组织与优化技术。对基于虚拟施工的BIM模型优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也为虚拟施工提供了

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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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
术正在不断为国内各行各业注入新鲜血液，推动
各行业飞速发展。建筑行业也不例外，为了实现
建筑行业各类数据的追溯及建筑项目的全寿命
周期管理，BIM技术逐渐被建筑行业所使用，基
于信息的建模技术已经逐步应用于建筑项目管
理过程中。BIM技术的应用范围包括建筑项目
的招投标、方案设计、施工、销售和运维等。但由
于数据量的庞大以及计算机资源的占用量大等
问题，BIM模型迟迟未得到大范围全面应用。针
对以上问题，为了避免由于设计等环节的不足导
致其后大量工程变更，影响项目的整体交付进
度，近年来许多施工单位尝试并应用虚拟施工技
术。虚拟施工技术的主要应用点包括施工作业
现场的提前布局及规划，施工过程的虚拟仿真和
路径优化，项目施工过程的虚拟管理。

二、虚拟施工技术研究现状

现场施工布局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施工布

局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复杂性，施工布局受到施
工场地现状、交通情况和原材料位置存放等影
响，如何合理地处理以上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和制约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二是差异性，每个项
目的施工情况都不一样，不同项目都要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具体的施工方法。基于以上两点，
施工现场布局要设定相关的原则，建立评价施
工现场布局的最优评判策略，从而提升施工效
率，基于信息技术的虚拟施工技术在其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建筑项目的施工过程及
项目整体虚拟管理方面，近年来使用最为广泛
的是VC技术[2]，VC技术一方面可以对建筑项目
施工过程的全流程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的表
达，另外还可以通过综合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建
立IFC、BIM等模型，实现施工现场的可视化监
控和动态管理，最大限度地发现施工现场可能
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以达到优化使用流程
和节约施工成本的目的。

综上所述，对于虚拟施工技术的实施，其关
键在于BIM模型的建立。由于BIM模型占用的
计算机资源较多，并且一旦涉及到多个制约因素
的联合虚拟仿真时，其效率和资源占用量会更
大，因而影响了虚拟施工技术的推广应用。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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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原因国内外学者对虚拟施工技术的BIM模
型进行了许多优化研究。何波等提出了基于拆
分技术的BIM模型优化技术[3]，但是由于项目施
工过程是一个动态实时性比较强的活动，将项目
简单地拆分，在数据协同性和模型同步性方面都
有着很大的问题。针对此种情况许多学者又提
出了基于多层次级细节的理念及场景管理的理
念[4]，此种理念通过多层次细节深度模型的建立，
实现不同阶段，不同场景下模型的同步加载，不
仅满足了视觉效果，而且避免了无关计算，提高
了计算和渲染效率。

但是纵观国内外研究，大多仅停留在概念性
探讨，真正贴近施工现场，综合考虑机械设备、原
材料和人力资源等情况的综合优化技术并不多
见，VC技术不仅仅是针对施工现场的工序方面，
还应该考虑人力、成本、原料和设备等因素[5-7]。

基于此，本文将综合施工过程中的机械、人员、建
筑等，通过多维度数据管理，进行优化并组织，研
究基于虚拟施工的BIM模型优化技术。

三、虚拟施工过程的
数据流模型搭建

建立BIM模型和基于VC平台进行仿真，其
本质目的是尽早发现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
及时对施工过程中的资源进行合理调整及分配，
提升施工的效率，保证施工安全，提升施工质
量。优化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模型的搭建，模型的
搭建首要步骤是进行施工过程的数据流程分析，
因此本文首先研究虚拟施工过程的数据流。整
个施工过程中涉及到的流程，即建筑施工虚拟仿
真数据流程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建筑施工虚拟仿真数据流程模型

从图1的模型可以看出，建筑施工虚拟仿真
过程可以分为四个大的环节，分别为数据输入、
数据整理、施工过程的可视化模拟、虚拟施工过
程的动态监控。其中数据输入阶段又可以大体
分为四个阶段：目标计划、专业模型、其他模型和
非结构化文件信息。每个大模块中包含若干个

小的子模块，每个子模块数据经过安全约束规
则、系统阈值、基础数据规范等数据的标准化过
程，为虚拟施工引擎的建立提供数据支撑，从而
实现对虚拟施工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力资源、设备
资源、原材料等的调度仿真，以及对空间、施工安
全、能耗、碰撞干涉、环境、人力资源、设备运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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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等的动态分析，达到对场地布局、现场成本及
安全、质量等的合理优化及动态监控。

综上，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在VC中恰当地对
需要处理的数据进行组织，并进行适当的渲染和
优化，减轻虚拟施工过程中计算机资源的占用，
提高CPU的利用率。

四、人力资源及设备建模规则

根据人力资源和设备情况的复杂程度可以
分为三个层次等级（初、中和高级）。三个等级包
括的信息逐渐增长，为了更好地描述设备等级模
型的定义，加入了自由度的理念，同时依据人力
资源、设备在虚拟施工中所具备的确定运动情况
设置固定独立的运行参数。如图2所示。以塔
吊的BIM模型为例，本文设置了初、中、高三个等
级的信息模型。从模型的信息量方面，三个等级

的模型信息依次增多，从大概的轮廓模型到制造
模型再到真实的模型，从机械自由度方面来看依
次为Q<4，Q>4和多自由度，逼近真实。从虚拟
施工中的应用方面来看，依次为具备基本的移动
和旋转及路径分析、人员和场地的动态分析及相
应模拟、详细工序中人员和机械设备的模拟，主
要涉及到人的动作行为、身体情况预测和预警、
设备的理化性能状态监测及预警，具备动态相应
的模拟。

在虚拟仿真的不同时段，为了更好进行模型
的展示和渲染，在不同时刻可以进行不同模型的
调用和选取，从而提高模型的渲染效率。但在实
际施工过程中，每个专业质检的协同工作情况较
多，因此在相同时刻不同空间中，虚拟仿真平台
可能会加载各专业、深度不同的模型，这就要求
模型的建立要清晰，并进行合理的组织和优化，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借鉴了场景管理的理念。

（a）初级模型 （b）中级模型 （c）高级模型

图2 塔吊不同等级层次的模型信息

五、模型的组织与优化技术研究

（一）场景的元素划分及其组织管理
为了实现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各项资

源进行一一映射，从而实现虚拟仿真，需要对资
源进行统一组织和管理的容器或者平台[8]，科学
研究上习惯叫这个平台为场景。对应到虚拟施
工中可以认为一个建筑工程中可以分为许多个
小的场景。通过对场景的有效组织和合理调配，
可实现对整个施工过程的虚拟仿真。每个施工
场景都是由股东的元素组成的。详细信息如图
3。场景中的元素主要分为效果、符号和模型信

息三大类，其中模型主要可以从地形及场地、静
态和动态模型三个角度考虑，效果信息主要从环
境、光线和材质等方面考虑，符号信息主要从提
示、反馈和展示信息三个方面考虑。通过以上模
型可以对先生场景进行更加真实的模拟。

（二）场景的生成技术及其应用
依据场景的大小不同，可以实现对相应模型

的一一匹配，从而实现对场景的合理组织及优
化。本文所涉及的场景模型是使用树形关系来
搭建的，通过固定的ID可以实现树形关系的批
量调用和查询。在视角广阔时，可以对场景进行
整体的控制和展示，当视角范围逐步缩小时，场
景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动转化，其中细节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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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微观场景的调用逐步显示出来。微观场
景渲染模型算法如下：

L1：输入基础数据、规则阈值、实时数据→场
景组织和分析；

L2：判断分析是否合理，“是”跳至步骤L3，
“否”退出；

L3：输入场景遍历、模拟深度设置→微观场
景资源和空间准备；

L4：判断工程是否正在施工，“是”跳至步骤
L5，“否”跳到步骤L3；

L5：判断模拟深度的高低，“高”跳至步骤
L6，“低”跳至步骤L7；

L6：高等深度模型加载，各专业及材料模型
选择深度为400的模型，设备及人力资源模型选
择高级模型，跳至步骤L8；

L7：中等深度模型加载，各专业及材料模型
选择深度为300的模型，设备及人力资源模型选
择中级模型，跳至步骤L9；

L8：生成高级深度微观场景，跳至步骤L10；
L9：生成中级深度微观场景，跳至步骤L10；
L10：生成微观场景。

六、结论

本文搭建并优化了虚拟施工过程的数据流
模型，制定了基于多层次的BIM信息模型搭建规
则。通过对多层次虚拟施工过程的数据流程进
行分析，借助VC虚拟仿真技术，研究了BIM信息
模型的优化技术。与其他研究不同，本文引入了
人力资源和设备等概念，并借鉴了机械领域的相
关规则，对搭建基于建筑全寿命周期的BIM模型
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提出了基于虚拟施工的BIM模型的生成方
法，为虚拟施工的高效运行提供了理论支持。基
于多层次深度模型的建立，可以根据不同场景和
不同的深度要求，调用不同复杂度的模型，使得
虚拟施工的计算机资源占用量明显降低，提升了
虚拟仿真和动态分析的效率。本文所提出的建
模规则和模型优化技术，为后续理论在实际中的
应用打下了理论基础，但距离具体应用和针对具
体施工环境的仿真，仍需要做更加深入和全面的
研究。

图3 虚拟施工场景元素构成及其关系

张 年：基于虚拟施工的BIM模型优化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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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zation has become the goal
that all walks of life strive to achieve. Information-based modeling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to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BIM model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of virtual construction, proposes a BIM
model establishment rule based on multi- level technology, builds a data flow model for the vir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finally studies the organ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of the model from two
aspects of scene element division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cene generation and application. It
provides a certain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BIM model based on virtual construction and
new research ideas for virtu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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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杯酒留痕》采用后现代主义多元叙事聚焦转换的手法凸显小说人物对人生、家庭等伦理主题的深入思考，

展现现代社会底层人群复杂、矛盾的心理状况。尽管没有过度地描绘人物的情感悲伤，但依然能够体会到小说人物在

各自创伤体验中积极探寻自我救赎的路径。新颖的叙事方法、精巧的伦理结构让读者感受到作者主张人性复归与社

会反思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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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是当代英国著名的小说
家，1996年凭借自创长篇小说《杯酒留痕》获得
英国年度文学布克奖。作为一部通过死亡记录
来诠释生命的震撼人心的力作，《杯酒留痕》一度
受到文艺界的热评。世间总有些不够时尚、不够
高雅甚至谈不上光彩的凡人，无论人生是否精
彩，只要活着同样值得关注[1]。二十余万字的《杯
酒留痕》始终将主题定格在死亡与重生上。伦敦
酒馆中，雷、伦尼和维克将随同已故好友杰克的
儿子文斯共赴海滨马盖特，抛洒杰克的骨灰并完
成他的遗愿，而杰克的遗孀埃米则独自踏上探望
智障女儿琼的另一段旅途。在没有曲折故事情
节的旅程中，杰克的三位好友将昔日岁月娓娓道
来，彼此倾诉着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经历，
碎片化的内心独白让人物在接力叙事中陈述各
自看似失败甚至并不光彩的人生经历。以从事
保险推销行业的雷为例，他嗜好赌博，一辈子唯
利是图，私生活混乱，是一个社会底层生活中的
典型失意者[2]，尽管如此，雷在矛盾的内心世界中
依然怀揣着往昔陪伴妻女幸福时光的美好回
忆。或许作者是想通过一种对荒诞人生废墟中
的重构，去探寻通向人类灵魂深处自我拯救王国
的愿景。《杯酒留痕》中的死亡并未给人带来恐惧
和遗憾，反而成为一种希望重生的象征。在追忆

逝者的旅程中，通过叙述者自我灵魂的洗礼仿佛
探寻到生命意义的新起点。长期以来，小说的叙
事结构和伦理内容都是评论界关注的重点，《杯
酒留痕》通过多元叙事结构构筑史诗抒情般的社
会写实，凸显出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

一、多元叙事中聚焦手法的运用

《杯酒留痕》的七位叙述者的回忆横跨六十
年，由75个长短各异、内容有别的人物内心独白
构成。每位叙述者在各自陈述的章节均是主角，
但在其他叙述者的叙述中则成为了听众和历史
见证者。小说通过聚焦手法的频繁转换模糊叙
述主体，解构时空架构，属于典型的后现代主义
叙事风格。

（一）聚焦与内聚焦
聚焦手法最初源自电影拍摄，后被引入文学

创作与评论。法国叙事学研究者热奈特最先区
分内聚焦、外聚焦和零聚焦。零聚焦即为小说中
常见的全知叙事者，人物行为和内心皆为其所
知；而在内聚焦中，叙事者仅仅知道角色（聚焦
者）独自的行为和心理。内聚焦基本是一种意识
流，通过内心独白将主人公的内心意识直接展示
给读者，对个体生活意识展开无所不知的描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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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性的独白。《杯酒留痕》的内聚焦手法往往可
以将故事情节打断，实现碎片化的拼接，发生很
多心理位移，如雷坐在教堂中，思绪却可回溯到
对往昔友谊、爱情的回忆中[3]。当然斯威夫特也
非常重视叙事形式同主题呈现的契合，除了赋予
叙述者充分的独白空间，采用陌生化手法再现碎
片化的后现代世界，他还遵循明暗分明的伦理主
线展开轮回叙事，注重刻画人物内心深处的人性
挣扎与善恶抉择。其中明线是文斯同三位老人
的送葬旅程，暗线为杰克三位老友的人生伦理反
思之旅以及独立女性埃米的亲情之旅。仅仅数
个小时的送葬之旅，变成了各参与者对自我人生
的独白和反省。朋友间的心结与恩怨通过内聚
视角不断得到转换式呈现，个体的伦理冲突与善
恶交锋也得到凸显。

（二）多重性外聚焦
与内聚焦叙事手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家

也运用大量强调外部观察的外聚焦叙事手法，仅
仅将描述的空间范围界定在人物言语举止活动
中，而人物的感觉、意识、情感皆不在外聚焦叙述
之列。复杂的是，聚焦主体身上发生的事件每次
都被多重外聚焦主体再现。叙事章节呈现碎片
化特点，多位参与观察聚焦的观察主体在描述聚
焦对象时并无一人是全知全能的，完整的叙事结
构变成由多位聚焦者的聚焦片段拼接而成的叙
事[4]。如在描述主人公杰克临终前对死亡的态度
感知时，作者分别通过他的三位好友加上文斯、
埃米五人的外聚焦来展开叙述。多重新视角的
外部聚焦为多声部话语提供叙事可能性，对多重
性外聚焦的描述汇集与意识流般的内聚焦一同
证明《杯酒留痕》中七位主人公聚焦叙事的个人
特色和迥异的叙述风格。从个体认知、意识形
态、心理解读多个层面展开描述，分别从不同的
视角展示小说主题。

（三）聚焦手法转换
聚焦转换发生于内聚焦同外聚焦之间，或仅

仅存在于不同聚焦者的意识流切换中。杰克三
位好友和养子文斯的送葬旅程记录同各自的人
生回忆，混杂着另一旅程中埃米的叙述，让小说
叙事在聚焦转换中不停穿插。人物的内心独白、
相互间的言语、行为举止描绘杂糅并进，让整部
小说俨然变成一部节奏跌宕起伏的交响乐，而由

聚焦转换带来的语言松散、无序也让读者脑洞大
开，因为叙事碎片化让故事情节发展变得延宕，
读者需要通过完成对不同聚集者的叙述切换及
言语拼接，方能推测情节发展的脉络和方向。斯
威夫特正是选取此种方式打破了传统线性叙述
手法，让文本75个章节在内外聚焦叙述的频繁
切换和主人公模糊不清的叙述中呈现碎片化特
征[5]。通过抛洒骨灰和探病双向旅程中的回忆和
讲述让故事人物的复杂关系与陈年往事缓缓呈
现，犹如每个人以自身不同色彩拼接出各自在伦
敦多年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的画面。而在看似
凌乱的叙事形式背后，却有较为清晰严谨的伦理
结构，通过伦理关系的梳理，读者依旧能发现故
事情节跌宕起伏的内在关联性以及每个人物对
战争、生死、家庭、爱情等伦理话题的思考，使小
说整体呈现无限的新鲜可读性。

二、伦理身份建构与秩序的重建

对叙事方式中蕴含伦理意义的挖掘一直受
到文学创作和评论的关注，小说《杯酒留痕》多
元聚焦叙事也蕴藏着诸多内涵深刻的伦理内
容。从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来看，残酷的二战
摧毁了很多人类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
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真空。战后经济增长复苏
在激发大众物质消费欲望的同时，却又现实地
忽略了对混乱伦理关系的重建。《杯酒留痕》关
注伦敦社会底层民众生活，通过讲述小市民的
悲欢离合表露各色人物的道德伦理特征，也让
世人感受到英国底层社会小人物的精神创伤、
道德救赎和信仰危机。围绕着死亡与重生，斯
威夫特也在不断思考人生的价值和出路，基于
身份关系所形成的道德规范也是作者重点考察
的对象。社会、家庭身份的人为改变真的能够
导致伦理身份的改变吗？因为现实生活的伦理
混乱所引发的冲突真的无法和解消除吗？带着
疑问和思考，作家也清醒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
的伦理关系以及人性的复归、救赎也是随着人
的主体性进化而发展的。小说《杯酒留痕》基本
从朋友、血缘、夫妻三种关系解构角色的伦理身
份，再现人际间及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引发
读者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伦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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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朋友伦理身份的错位
小说的道德困境始于朋友间伦理关系的错

位，主人公杰克和雷在二战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友
情谊，可谓“生死之交”，而杰克妻子埃米自然成
为雷的朋友。但早在战争期间雷就对杰克照片
中的妻子怀有好感，退役后雷对埃米更是亲近有
加，在同杰克保持亲密朋友关系的同时，还时常
独自陪同埃米驾驶汽车去福利院看望杰克的智
障女儿琼。雷在内心情感和肉体欲望驱使下抛
弃了社会伦理，成为插足朋友夫妻关系的隐匿
者，做出背叛友情的伦理选择。而在杰克临终
前，雷在面临金钱诱惑时再一次暴露出人性弱贪
婪欺骗的弱点。杰克生前向儿子借1000元给
雷，委托其赌马，雷在帮忙投注以高赔率获取
34000元的奖金后，纠结究竟是否将赌马盈利交
还杰克，矛盾中雷依然选择隐瞒盈利所得，仅将
本金归还杰克，并在内心冲突中自我安抚，声称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雷的见利忘义与情感欺骗
实际背弃了自身和杰克之间的战友之情，伦理道
德关系的混乱实际上有损雷的道德形象，但在杰
克去世后，雷在为其送葬的全过程中依然有对自
身违反人性良知的内心纠结和自我反省。

（二）亲情伦理关系的解构
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亲情伦理关系解构是

导致小说出现各类伦理困境的导火索。从表面
看，雷是伦理混乱的制造者，他与杰克妻子埃米
的私情解构了其与杰克之间的忠贞友情，而见钱
眼开也让其成为辜负朋友信任的“失信者”[6]。但
通过对伦理关系的深入剖析不难发现，杰克抛弃
智障女儿琼才是导致伦理混乱的直接原因。杰
克以琼身残为由拒绝承担一个父亲所应承担的
伦理责任，五十余年不曾去福利院探望，不但将
父女亲情关系割裂开来，而且抛弃作为父亲应尽
的伦理责任，这无疑导致了埃米感情的出轨，让
家庭伦理秩序发生坍塌和混乱。在伦理选择中，
杰克最先解构了其与女儿的血缘伦理关系，更为
看重的却是和雷、伦尼和维克间的朋友之情。这
让读者清楚地看到杰克作为朋友重情重义，作为
父亲的亲情伦理选择却显然是非理性，甚至是缺
德的。在父女血缘关系被人为隔断后，杰克试图
建构一种超越血缘的养父子关系，他对养子文斯
视如己出，甚至手把手地教导文斯继承自己的屠

夫行当。而文斯由于知道自己同杰克并无血缘
之亲，心理一直存有芥蒂，加之养父对琼的遗弃
态度，内心更是有所纠结，时常表现出对父亲之
爱的强烈抗拒。

（三）夫妻伦理关系的间隙
不可否认杰克服役期间与埃米存有较为深

厚的夫妻之情，也曾一同收养因战争失去双亲的
四岁孩童文斯。但杰克抛弃智障女儿直接导致
其同妻子间伦理关系的瓦解。与杰克不同的是，
埃米在亲情和理性意志的掌控下，独自承担探望
照顾女儿琼的家庭伦理责任。期间也正是因为
杰克的缺席，让雷有更多机会体贴、陪伴，甚至占
有埃米[7]。可以说，埃米对婚姻伦理底线的失守
很大程度来自杰克对亲生女儿琼的厌弃。尽管
杰克深爱着埃米，甚至豁达地原谅了妻子出轨的
事实，并且临终前还在为妻子余生的幸福谋划，
但杰克几十年来对亲生骨肉的离弃让埃米与他
在感情上早已形同陌路。正如雷所谈及的，“即
便是杰克偶尔看望琼几次，哪怕陪同埃米在琼的
身边多待一会，感情都有转机的可能，如今，一切
都显得太迟了”。直到杰克去世，埃米仍然以拒
绝为杰克骨灰做最后的送别来作为杰克逃避父
亲伦理责任的回应，情愿一人独自去福利院探望
自己的骨肉。

（四）人性的救赎与秩序重建
小说《杯酒留痕》虽然在主题内容上着力表

现战后英国社会底层民众在精神、伦理上的危
机，但通过诸多细节描绘，读者也能够发掘不同
人物在危机中探寻自我救赎的持续性努力。在
集体赶赴海边抛洒杰克骨灰的送别之旅中，经历
不同精神道德危机的几位好友均通过自然朝圣
净化内心、求得人性的救赎。此种对逝者的别离
同新生的追求实际是基于伦理关系重构而进行
的一种自我反思。不同叙述者实际都对自己的
一生经历有所回顾，在内心的善恶斗争中呈现一
种勇于面对自我的理性思考。因此不但要重视
小说中伦理关系的解构，而且也要看到人在社会
交往中及自我内心世界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重
新探索伦理关系的复归和建构，为稳定的伦理秩
序的重建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8]。例如，雷在送
葬旅途中的回忆思考让人感受其有告别杰克和
告别旧我的反思，其幡然醒悟并主动将自己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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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赌马的真实结果告诉文斯，凸显其对人性邪恶的
深刻反省，彰显人性向善的伦理归宿。而小说结
尾年过七旬的埃米也通过自我反省决定摆脱自
身对男性的依附，重新找回作为自由独立人格的
女性的新生活。

三、《杯酒留痕》的社会反思

《杯酒留痕》时常让读者穿行于历史回忆与
现实场景中，勾勒出一幅幅生动逼真的凡人生活
画卷。独特的叙事手法与多条伦理关系主线并
行不悖，强化了小说人物的叙事功能，引导读者
与小说人物一同对战争、死亡、家庭等主题展开
社会性伦理反思，彰显出作家探索人性升华、完
成文学教诲功能的情怀。

（一）特殊时期——战争岁月中的“生与死”
杰克和自己三位好友的人生交汇点正是二

战战场，尽管战争给杰克留下了伤疤，战友不断
牺牲的讯息让其持续感受死亡的气息，但其对战
争的记忆依然充满无尽荣光。杰克常常和家人
提及自己和雷在战场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经
历，就连临终前也不忘选择自己的骨灰盒为留念
战地的“金字塔”。小说中对战争思考最多的当
属维克，作为一名海军士兵，他眼中的舰艇不过
是“一些漂浮的棺材”，它们的“内脏”充斥着令人
作呕的汽油、火药味，恶劣的环境中每一个士兵
都蜷缩着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当炮弹降临身边
时，所有的幸存者都要痛苦地面对一具具战友的
尸体被装入袋中抛入大海[9]。而战争给文斯和伦
尼带来最深的记忆的便是二战期间令人心生恐
惧的德军空袭，破坏力极强的炸弹往往会将整个
街区夷为平地，落点半英里范围内所有窗户都被
震碎。当炸弹落入文斯家里时他还是个婴儿，文
斯曾谈及，“空袭中如果你还听得见爆炸声意味
着你还活着，否则，也许你就无知觉地玩完了”，

“战争是一段让所有社会规则都被遗忘的岁
月”。战争给文斯带来的是永远无法抹去的伤
害，内心的阴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消除，
他无法找到自我的存在，也无法融入家庭生活，
只有开车时才能感受自己生命的存在。

《杯酒留痕》中斯威夫特通过人物的回忆向
读者展示二战中英国民众是如何面对死亡与选

择生存的。尽管怀揣着对战争的痛恨，但杰克的
三位好友对那段并肩经历枪林弹雨的岁月充满
无限怀念。杰克去世后，三位好友遵从他的遗愿
在从军纪念日一同瞻仰海军纪念碑，虽然他们年
事已高，但还是努力到达了山顶目的地。他们矛
盾和复杂的内心告诉世人，面对死亡，老兵来了，
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军人的尊严，这是对逝者的
尊重，也是生者为生命尊严做出的最后努力。战
争带来的不仅有痛苦和死亡，它也造就出伟大的
友谊和尊严，生命的延续本身就充满同死亡命运
之神抗争的力量。

（二）和平时代——日常生活中的“生与死”
《杯酒留痕》中同战争回忆历史空间相对的

现实空间也可分为“生”和“死”两大块。其中
“生”的空间是小说人物自身通过劳动谋取生存
的空间，如杰克的肉铺、伦尼的果蔬店、文斯的二
手车行等，因为理想和现实存在遥远的距离，杰
克无法实现自己成为医生的愿望，雷也不愿仅仅
成为一名保险推销者，这些生存的职业远非他们
理想生活想要的，但挣扎努力于生存空间的平凡
劳动者依然试图将它变为自己的生活乐园，于是

“生”的空间便出现了解脱生存压抑的狂欢场所，
酒吧、咖啡馆、赌场……而表征“死”的空间有医
院、监狱、殡仪馆。杰克好友维克就是一名从事
保管尸体、主持葬礼的殡仪员，杰克谈及自己的
肉铺时总是将其和对面的殡仪馆联系在一起，肉
铺是世俗生活的物资供给之地，而殡仪馆则是肉
体解脱、灵魂超度的必经场所。生死空间的并置
让人感受到社会底层民众的欢乐与痛苦，人生的
价值来源于生命的历程，正是因为死亡是必然
的，所以生命的过程才是重要的。不论生活如何
艰辛，只要还有生命，人就可以通过努力同命运
进行抗争，并在现实中寻找体会生活的乐趣。

（三）守护责任——家庭生活的破碎与和谐
小说《杯酒留痕》中人物的家庭生活基本是

破碎混乱的，但最终都以相互原谅与和解告终。
小说中当属杰克的一家最为破碎，因为杰

克对女儿琼的无情让埃米感情出轨，养子文斯
也对他避而远之。伦尼则因为女儿的悲惨遭遇
结下了心病。而雷的家庭基本是妻离子散
[10]。似乎每个破碎的家庭都存在无法调和的
矛盾，无奈的孤独者都有自身的渴望，希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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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幸福，但现实中得不到；这实则是一个责任
和宽容的问题。父亲杰克的离世唤醒了文斯成
长中温暖的父爱记忆，文斯用送葬的实际行动
主动承担起儿子应尽的伦理责任，从绕道海军
纪念碑、大教堂到最后将父亲骨灰抛入大海，文
斯完成了与父亲的心灵对话之旅，实现了父子
伦理关系的复位。埃米在懂得杰克多年来对自

己的关爱和为家庭做出的付出后，也决定和雷
断掉一切关系，踏上了一条告别旧我、建构新我
的伦理回归之路。通过人物的自我反省，反映
出斯威夫特对英国社会乃至全球范围内道德失
范、理性不足、人性失真的忧虑，怀着对道德秩
序和价值观的复古心态，我们能窥见作家渴望
家庭幸福、社会有序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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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self-salvation in their traumatic experiences. The novel narrative method and exquisite ethical
structure make readers feel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the author’s claim of human return and social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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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输出即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以文化为载体向民族集体外群体传播辐射我国风俗思想以及精神价

值，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民族文化典籍是记录具备相似行为模式及活动范畴的民族群体书籍，是民族文化的载体，

对其进行翻译对文化输出有着积极的作用与影响。文章探讨了文化输出对不同民族典籍翻译模式的影响。其中，文

化输出背景要求民族典籍以直译模式保证输出的数量要求，归化模式则保证了文化输出的效率与质量，译介模式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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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输出

（一）文化输出的背景与内涵
文化输出即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以文

化为载体向民族集体外群体传播辐射我国风俗
思想以及精神价值。文化输出的概念最先是在
十六大中作为新时期外交重要策略被提出，由

“走出去”的内涵提炼而来[1]。其后，在与文化有
关的政策战略里，一直渗透着文化输出的思想。

文化输出包含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文化，
即凝聚在文学典籍作品、建筑、风俗纪念品等独
具民族或集体特色的实体物质中的集体精神思
想与价值观。二是输出，输出即通过外显直接
的途径以文字或口语等表述形式向外群体呈现
内容，或通过象征意向等含蓄的内隐表达形式
间接地影响外群体的认知、情感与行为。与输
入相反，输出的方向是外向的，其针对对象指向
的是现有内容环境以外的个体或群体。文化输
出的概念内涵决定了输出的内容实质为文化，
也限定了文化的传播路径是输出。为了保证文
化输出的可持续性，必须先保有丰富的文化内

容及多维的输出途径。所幸中华文化历史悠
久，不同历史阶段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及载
体。而当代开明的思想环境及迅速发展的信息
科技也为输出提供了丰富的可行路径。

（二）文化输出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输出能够高效传播我国的思想价
值、展示我国的综合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2]。因
此，文化输出有着必要性[3]。一方面，文化输出的
必要性体现在辐射影响中的高效性。通过输出
对外群体产生影响的内容有多种，按物质客观性
可分为实体输出与虚拟输出。前者是指通过实
际的客观物质的向外移动搬运输出资源，其中，
经济输出是其主要代表形式。经济输出通过提
供物质能够在短期内迅速起到输出的影响效果，
但由于输出的货币与实物难以回收、不可循环利
用，损耗较大。而文化输出则与之相反，通过精
神文化与价值观的输出展现我国民族文化，虽然
作用周期较长，但实体物质损耗较少甚至在循环
过程中能不断提炼升华，具有较高的可持续性。
同时，文化输出产生的精神价值观层面的影响更
为长久深入。因此，文化输出的影响与辐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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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有着更高的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文
化输出的必要性体现在文化输出的重要性。文
化中蕴含的思想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的精髓，是在
改革深水区中支撑民族攻坚的强心剂，是在国家
腾飞过程中鞭笞民族不忘初心的保鲜丸。实体
经济的建设可以通过技术的不断打磨渐进完善，
甚至可以通过外交互换资源，但失去了民族文化
的国家会丧失民族灵魂，沦为逐利的机器。因
此，民族文化的输出在于向国际范围内的外群体
展示我国的民族灵魂与凝聚力，宣扬中华民族进
取的决心和不改初心的底线。

同时，文化输出还具备一定的紧迫性。国际
政局复杂多变，外交关系错综复杂，而主导国际
关系的归根结底始终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
国际影响力。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保障民生
可持续高效发展的能力，是经济、科技等可以以
实物及数据展现的硬性实力以及以文化、政治等
意识形态渗透的软性实力两方面的综合体现。
综合国力更多是国家实力的内在核心，而国际影
响力则是国家实力的对外展现，是一个国家在国
际中被认可的程度以及话语权强弱的体现。文
化输出则是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通过
文化输出扩大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辐射范围，
通过积极进取、包容广博的文化精神建立国家和
民族之间的文化吸引，提升国际影响力与话语
权，反之，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提升又能反向
促进文化输出的速率。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互
相促进的动态正循环。此外，从二战后美国苏联
冷战到近期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贸易战，历史以
事实说明了弱国无外交、落后必挨打的道理。如
果不进行文化输出，一方面可能倒退回闭关锁国
的局面，因缺乏交流与互动，使文化日渐失去活
力，导致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阻碍文化的发展与
国家实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不进行文化输出在
更极端的情况下还可能导致本土的民族文化被
外来文化侵蚀。如日本通过极具暗示性的低俗
动画与影视对我国进行文化输入，蚕食我国积极
进取吃苦耐劳的民族文化，带来好逸恶劳的享乐
主义乌托邦的误导。文化封闭的思维下本土文
化无法适应文化输出与传播的新形式与新途径，
更无法对无孔不入的软性文化侵蚀产生警惕和
抵抗[4]。所谓不进则退，在国际局势复杂、外国文

化不断通过各种花样百出的新奇包装试图对我
国进行文化输入的背景下，文化输出具有相当的
紧迫性。

二、民族典籍翻译

（一）民族典籍翻译内涵
民族典籍是指记录具备相似行为模式及活

动范畴的民族群体的典故与书籍[5]。民族典籍可
分为纪实性典籍和传记式典籍，前者是指对民族
发展历史中的人物及事件进行客观详实、不带记
录者主观感情色彩记录下来的典籍，后者是指基
于现实，通过描述与刻画渲染渗透了民族情感与
文化的典籍。民族典籍直观记录了特定历史文
化背景下的民族表达习惯、风格和内部语言，对
其的解读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顾名思义，民族典籍翻译是指对民族典籍的
翻译。狭义的民族典籍翻译仅仅指把民族典籍
语言对应为阅读对象所能理解的语言，而广义的
民族典籍翻译还包括通过一定的翻译策略使得
翻译作品契合阅读对象所处的文化，促进民族典
籍翻译成果的解读与传播[6]。

（二）民族典籍翻译的作用
民族典籍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对其进行

翻译有积极的作用与影响。一方面，从影响范
围的角度讲，民族典籍的翻译首先能够在民族
内部对民族典籍起到梳理、完善的作用[7]。由于
民族典籍、尤其是少数民族典籍的原版多以民
族特有的语言编就，而且年代久远的民族典籍
还可能是以文言、古语等语言编写的，因而即使
是通晓民族语言的民族内群体，在理解民族典
籍的过程中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或偏差。但
民族内部群体对自身的发展历史及文化典故更
为熟悉，甚至有其内部约定俗成的表述和语言
生态，因此，借助这一内群体优势，结合民族典
籍翻译的语言优势，能够补充完善民族典籍的
内容，梳理民族典籍的种类及发展脉络。其次，
民族典籍的翻译能够完善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
体系。中华大家庭由多个民族构成，不同民族
之间有着自己独有的语言文化，使得各个民族
之间的典籍存在一定的语言隔阂。同时，不同
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是不断碰撞、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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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典籍中，即使是记录同一历史事件，由于
视角与立场的不同，不同的民族也存在差异。
如满人入关成立清朝，在满语的典籍中会为这
一历史赋予英雄主义色彩，而当时的汉民族对
这段历史的描述则更多涵盖着屈辱，并渗透着

“反清复明”的思想。因此，通过民族典籍的翻
译，把民族语言翻译为华人范围内通用的汉语，
能够避免民族典籍解读的片面性，促进民族间
的文化融合，完善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体系。
最后，从外部维度，民族典籍的翻译还能起到传
播民族文化、对外部民族进行文化输出的作
用。这也是民族典籍翻译最重要的作用及目标
指向。通过把民族典籍翻译为国际范围内通用
的语言，使得民族文化输出覆盖更大的范围。
抑或是把民族典籍翻译为其他民族独有的民族
语言，使得民族文化输出具有更高的精准性。

另一方面，从应用性的角度讲，民族典籍的
翻译有助于为文化输出提供实体工具载体[8]。如
上文所述，文化输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战略方
针，能够有效提升本国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从
经济的角度讲，主动出击、提供良好保障服务的
一方才可能成为获利方。因此，提升文化输出的
效果必须先使输出内容被输出对象理解和接
受。通过民族典籍的翻译，使得其以输出对象的
语言直观呈现，免去了输出对象通过查阅资料等
间接手段理解文化典籍，有助于文化输出效率的
提升。同时，民族典籍的翻译还有助于从理论层
面上梳理与完善翻译理论，不同文化由于不同历
史人文因素的影响，在当下环境中对不同类型的
翻译接受效果不同，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对
翻译理解模式的偏好模式也会发生改变。通过
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对比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时
期翻译偏好模式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有助于
完善民族典籍翻译理论。

三、文化输出对民族典籍
翻译模式的影响

在文化输出的背景下进行民族典籍的翻译，
有着积极的作用。而民族典籍的翻译由于理论
流派的差异和应用目标的不同，衍生出了不同的
风格和模式。而不同的民族典籍翻译模式，受到

文化输出的影响也略有差异。
（一）文化输出对民族典籍直译模式的影响
民族典籍的直译模式是文化输出背景下应

用最广的模式。究其原因，第一，文化输出需要
输出量的保证。根据传播学的理论，阅读率、转
发率、转化率是逐层递减的[9]。即对于民族典籍
的翻译作品，进行二次传播的人远少于阅读者，
而在阅读者与传播者中对其中传递的文化进行
更深入的挖掘与探索，甚至践行其中的文化价
值观的，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只有保证民族典
籍翻译的数量处于较大的基数范畴，才能保证
文化输出的传达程度。而文化输出背景下民族
典籍需求的数量与多数译者的主观翻译水平和
客观翻译工具等条件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使
得多数译作是以直译的模式进行翻译的，即通
过词汇和句子成分的逐一对应完成对语言的翻
译。第二，民族典籍中蕴含着特定的民族文化
意象，而这些民族文化意象往往渊源悠久，通过
民族语言命名的形式成为了约定俗成的民族符
号，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和简约性，在翻译后对应
的语言中难以找到等价的替代意向进行直观形
象的表达，只能通过音译并加以解释的方式进
行直译。第三，多数民族典籍更适合直译模式，
尤其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民族典籍的
翻译承担着宣扬民族文化精神、鼓舞民族士气
的使命，通过通俗易懂的直接翻译，能够在被战
俘等紧迫且客观条件有限的情景下更直抒胸臆
地表达民族情感。

因此，文化输出背景下对民族典籍的直译模
式是肯定和鼓励的。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对文
化输出需求的增加，必然促进民族典籍直译模式
的发展。同时，随着科学技术在文化输出中的应
用，直译模式可以引入包含庞杂语言词库的计算
机辅助手段，可以使得民族典籍直译模式的效率
更高。

（二）文化输出对民族典籍归化模式的影响
民族典籍翻译中的归化模式是指通过意象

的对应使翻译作品更吻合阅读对象的文化[10]。
翻译的归化模式通过削弱本民族语言中的文化
色彩，赋予译作更多的新文化特色，有助于促进
阅读对象对民族典籍的理解。如将“过着牛马
不如的日子”翻译为国际范围内较为通用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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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时，使用归化模式的翻译可能译为“to live a
dog’s life”。因为“做牛做马”在中国民族文化
中指代较为低贱的底层生活，但在英语语言文
化中，较少用“牛马”形容底层生活，而是以狗为
底层生活的意象。在这个例子中，使用狗替代
牛马的意象，就是根据英语语言文化作出的归
化调整。民族典籍的归化模式对译者有着较高
的要求，一则要求译者熟悉本土民族文化，对民
族典籍中的意象有深入的理解与觉知，二则要
求译者涉猎广泛、博闻强识，对翻译语言的文化
典故也有一定了解，否则错用典故或文化意象，
不但达不到文化传播的效果，还可能贻笑大方。

一方面，文化输出对民族典籍翻译的归化模
式有需求。翻译的归化模式有助于提升译作的
表达效果，促进阅读对象的理解。在文化输出的
背景下，翻译归化模式的使用是民族典籍翻译质
量的保证。目前全球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从来
不缺乏可以阅读和吸收的信息，人们对阅读的要
求越来越高，只有表达精准、生动形象的高信息
才能引起传播对象的关注。归化模式下的译作
省去了阅读对象理解揣摩被译语言的认知资源，
提升了译作的质量。同时，在信息更替迅速的时
代背景下，民族典籍翻译的归化模式有助于保证
文化输出的效率。另一方面，文化输出会促进民
族典籍归化模式的发展。正是文化输出的需求，
使得民族典籍翻译中对归化的要求逐渐提升，归
化模式除了应用在民族文学作品中，还应推广至
民族外交纪实等不同种类的民族典籍中，以促进
民族文化间的理解与沟通。

（三）文化输出对民族典籍译介模式的影响
民族典籍的直译模式和归化模式都是从翻

译文字的直观对应程度上解读民族典籍的翻译
的。即这两种翻译模式更多考虑的是语言学层
面的翻译效果。但民族典籍翻译的根本目的是
文化传播与输出。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就需要考
虑语言文字载体以外的因素。译介模式正是考
虑了民族典籍翻译成果在文化输出中的主体与
途径的翻译模式。译介模式包含了五大要素，分
别为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
译介效果[11]。

首先，译介主体关注的是“谁翻译”的问
题。民族典籍的翻译多由熟悉本土民族文化的

土著译者完成。在文化输出的背景下，一方面
译介主体除了要熟悉民族文化典故、精通民族
语言和翻译语言、掌握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
技巧以外，还需要对民族精神有高度的认可。
究其原因，民族典籍的翻译过程及翻译成果渗
透了译介主体对民族典籍及其中蕴含的民族文
化的主观解读，为了保证文化输出的正向效果，
促进民族文化的认同，必然需要认同民族文化
的译介主体。另一方面，文化输出背景下还应
挖掘与培养有意愿深入了解、传播民族文化的
外民族译者。对民族典籍的翻译比单纯的阅读
更能促进深刻的记忆与理解，因此，培养外民族
译者能够使文化输出的效果更深入。同时，外
民族译者对翻译目标语言所处的文化也有更深
刻的理解，对容易引起文化误会的语言表达更
敏感，能够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

其次，译介内容关注的是“译什么”的问题。
在文化输出背景下，一方面，对民族典籍的翻译
应该覆盖全面，以期全面展现民族文化风貌。可
通过民族典籍中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展现民族思
想、精神风貌，而通过对民族纪实性典籍的翻译
则能客观展示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但另一方
面，对民族典籍的翻译内容也需要有一定的侧重
和取舍。对于特定历史时期表现了消极主义的
民族典籍应适当修饰改编，在客观展现民族文化
的基础上渗透积极乐观的民族文化、强化逆境中
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同时，译介途径强调的是翻译成果的传播途
径。文化输出需要结合时代特点。纸媒传播曾
经是民族典籍翻译成果的主要传播途径。但随
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新媒体的兴起，民族典
籍的翻译成果能够通过网络得到更便捷高效的
传播。因此，文化输出对效率的要求使得民族典
籍翻译的译介模式需要时刻保持对传播途径的
关注。

此外，译介受众指的是翻译成果最终抵达及
指向的阅读对象。民族典籍的翻译需要覆盖较
大的范畴，使文化输出的效用最大化。译介受众
涉及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对象，对不同译
介受众阅读偏好的研究能够保障文化输出的针
对性。最后，译介效果指的是译作对文化输出任
务的达成效果的评价与反馈。译介效果是民族

金 平：文化输出视域下的民族典籍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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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翻译的最后一环，文化输出战略注重对译介
效果的收集与评估，促使民族典籍翻译在过程上
构成完整的正循环，也促使翻译风格的不断优化
调整，使民族典籍翻译更切合读者心理，进而达
成高效文化输出。

总的来说，文化输出对不同的民族典籍翻
译模式的影响各有不同，各种民族典籍翻译模
式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有效促进文化输出成果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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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use cultural output as the carrier of the cultural“going out”
strategy to spread Chinese traditional ideas and spiritual values to outside world.National cultural classics
are books that record ethnic groups with similar behavior and activity patterns, and are carriers of national
culture. Translating them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ultural outpu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output on translation models of classic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output
requires that the national classics use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mode to ensure the quantity requirements of the
output, and the naturalization mode guarantees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cultural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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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嫦之死：重读与阐释
——对张爱玲名作《花凋》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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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文本批评理论认为，作者在编织文本时往往有意无意地留下一些空白与悖谬，为读者的阅读留下丰富

的阐释空间。对张爱玲《花凋》文本的深层解读揭示了郑川嫦以疾病与生命为代价向家庭与社会索取爱的无意识心

理，展现了旧时代女性在追求现代性自我时遭遇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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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献疑

在张爱玲的众多名作中，《花凋》不是最著名
的，但显然也是精心构制，令人百读不厌的一
篇。阅读《花凋》，当笔者以一种舒适惬意的“悦
读”心态尽情地沿着张爱玲流畅的文笔顺流而下
的时候，在两处遭遇了“意外”，产生了意脉不畅
的疑点：

第一个疑点是关于川嫦的疾病的。在《花
凋》文本中，疾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主
要表现在对结构的标志与对情节的推动。《花凋》
讲述的是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女孩川嫦的悲剧
故事。川嫦出生在一个没落家庭，这个家庭坐吃
山空，危机重重，川嫦唯一的出路是嫁给从海外
留学归国的医生章云藩。整个文本可以说是以
疾病为标志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川嫦已经
准备接受云藩，和云藩姊姊姊夫夜深跳舞回来，

“家里已经默认了……”（省略号是原文所有）当
笔者最初读到这里的时候，心情是相当放松的，
以为这会是个温馨的喜剧故事。但接下来第二
部分的发展实在让人大感意外，川嫦不仅病了，
而且一病不起，最后竟然香消玉殒。而作为这样
两个对比鲜明的部分之间的结构连接的，却只有

“家里已经默认了”与“她脸上发烧”之间的一个
省略号，六个小圆点。从文本审美的角度看，笔
者始终觉得这样的转折太过突然，也有损于文本
结构的平衡。比如，作为上下两部分的连接处，
固然可以简略一点，但此处也不能完全没有交
代。对于造成川嫦命运转折的得病之由，作者是
不是可以多少说些什么呢？但是在这里竟什么
都没有说，只有六个沉默的小圆点。这些小圆
点，笔者称之为文本的空白。如果作者不是在这
六个小圆点的空白与沉默下面隐含了什么深层
意蕴的话，那只能是小说在结构构思上的缺陷与
败笔了。

第二个疑点是关于云藩的。云藩是海外留
学回来的医生，川嫦病后他自然而然地担负了
恋人与医生的双重职责。他“天天看她，免费为
她打空气针”，而且从小说自身的交代看，这样
做起码持续了半年（“这是半年之后的事”），或
许是两年（“病了两年，成了骨痨。她影影绰绰
地仿佛知道云藩另有了人”）。尽管憧憬浪漫的
川嫦对于“耶教徒式的愉悦”“科学的手指”等等
是不满意的，但是从男性的角度来看，云藩的表
现已经算得上不错，他有一颗厚道的心，只是生
来不善言辞而已，否则，他究竟要怎么样才能让
川嫦满意呢？这样，如果我们肯定云藩对川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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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顾是悉心尽力的，那么为什么川嫦的病却
没见什么起色，最终竟至于病亡了呢？如果我
们自身也有生病、求医、住院的经历，那就很容
易明白，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专职私人医生悉
心照料的待遇！难道云藩是《围城》里的那种假
冒海归招摇撞骗之流吗？当然，根据我们的生
活常识，一个再高明的医生，也不可能治好每一
个病人，有时候恰恰自己的亲人是最棘手的。
但是当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笔者还是有一种
微妙的感觉，觉得从文本自身的逻辑来说，作者
明明对云藩是采取一种正面、肯定的笔调的，他
却没有把川嫦治好；反之，云藩没有把川嫦治
好，小说应该表达一种对云藩的责怪、抱怨情
绪，把云藩刻画成“酒精里的孩尸”那种漫画式
的形象。现实生活中不乏“医闹”事件，不正是
家人把亲人病亡的原因归结到医生身上而发泄
愤怒情绪吗？但是，小说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
种情绪。这种反差笔者称之为文本的悖谬。这
就是对文本的第二个疑点所在。

友善的读者朋友可能对笔者的这种献疑不
以为然。那么我们来看看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
的回忆录《我的姊姊张爱玲》，里边说到川嫦的原
型是张爱玲的表姊黄家漪[1]72-73：

这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郑川嫦的原型

黄家漪，与张爱玲是表姐妹，二人的关系非

常亲密，她的父亲也是个坐吃山空的遗少，

德行不太好。黄家漪郁郁寡欢，爱玲到港大

读书后，她又少了一个可以说话解闷的知心

人，生活更苦闷更忧郁了。她也有着美妙的

大学梦，但父亲不愿出钱，他快吃空了，急于

把几个漂亮女儿嫁给有钱有势的人。正在

这时，黄家漪得了肺痨，在那个时代是难治

之症。也请了一个年轻的男医生，家漪对他

有好感，但她的病更重了，他也另有了女朋

友。不久，黄家漪病死了。想想自己的家，

想想舅舅的家，想想表姐的命运，爱玲百感

交集。“两年后（即1944年，引者注），我姊姊

发表《花凋》，是一种哀悼的心情，她哀悼三

表姊这朵鲜花的凋谢，也哀悼她失去了一位

知心的女伴。”（原引文如此，引者注）

根据这段传记资料，关于《花凋》的创作背
景，似乎都清楚明白，无须多说。首先针对第一
个疑点，人们可以回答说这个小说就是以张爱玲
的表姐黄家漪为原型而创作的。家漪得的是肺
痨，川嫦也是肺痨，无须解释，所以第一个疑点认
为在省略号处作者应该多说几句的观点并不成
立。第二个疑点，肺痨在那个时代是难治之症，
所以川嫦的死不能怪到云藩头上。

但是笔者仍然认为，传记和小说，实事和文
本，它们之间是有所不同的。如果我们把传记拉
长就能成为一篇小说，那是不是意味着搜集传记
资料就可以代替对小说的阅读呢？我们的答案
是否定的。现代文论也认为，文本是一种有着自
己意志和逻辑的开放系统，它的生命力甚至有时
候连原作者本人都未能估量[2]。因此，面对文本，
我们的首要之务不是先验地设定某种实事与理
论，而是忠实于自己的阅读感受，调动自己的阅
读经验，开展一场充满未知的文本探索之旅，抹
平空白，消除悖谬，发掘文本背后的深层含义，使
文本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充分地体现出来。而这，
就是我们这篇文章想要做的工作。

二、释疑

肺结核是一种结核杆菌感染肺部造成的疾
病，在1940年代链霉素发明之前，这是一种令人
谈虎色变的难治之症，甚至是绝症。川嫦得病的
时候链霉素还没有产生，这似乎让人觉得她的死
是铁定不能抗拒的。但是对医学稍有了解的人
都愿意承认，很多疾病的痊愈，涉及到人的主观
与客观的诸多方面。客观的药物固然重要，但是
主观的康复意志与身体素质或许是更重要的。
事实上，在链霉素发明之前不乏有从结核菌的威
胁下康复逃生的例子，而即使是今天，全世界也
还是有为数众多的人口死于肺结核，这显然不是
缺少链霉素的关系。

因此，笔者不同意在川嫦之死和肺痨之间划
上等号。况且，有一些医学经验的人都愿意承
认，肺结核其实是一种起病缓慢、病程长的消耗
性疾病，我国民间一般称为“肺痨”。所谓久病成
痨，身体素质好的人，即使感染了结核杆菌也会
自行痊愈，相反，久病身虚之后一经感染将成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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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那么，川嫦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得了这种
病呢？小说中明明还提了一句“自幼身体健壮，
从来不生病”，说明川嫦并不是林黛玉式娇弱的
盆花。从小说的叙述来看，她一开始所得的，可
能仅仅是一般的感冒而已，但是感冒最后竟发展
成肺痨，使素来体健的川嫦失了性命，那么这中
间的空白、省略，不是很值得我们探问吗？川嫦
为什么竟至于一病不起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云藩为治疗川嫦使用
的医术：打空气针。这种空气针，又叫“人工气胸
术”，是在链霉素发明前治疗肺结核最有效的一
种技术。该技术的原理是用注射针管将空气注
入胸膜腔，造成人工气胸，利用胸膜腔的空气压
力使病变的肺脏萎缩，从而达到治疗肺结核的目
的。肺结核治疗的发明人是意大利医生卡洛·佛
兰里尼，1912年，该技术在第7届国际结核病大
会获得医学界认可，从而在欧洲和美国广泛应
用。这一技术大约在1930年或稍前，由医学生
引入中国，在上海肺病疗养院最先采用，并且疗
效颇佳。唐希尧在《三十年代北平防痨情况简
述》一文中说：“当时是没有特效药的时代，人们
得了结核病就如宣判死刑，结核病比现在的癌更
为可怕，肺结核病人如能作人工气胸就认为是有
救了。”[3]

当然，在旧中国，不是所有病人都能得到这
种先进的医疗机会的，而川嫦的幸运之处在于，
她不但有机会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而且给他治
疗的还是一位从维也纳学成归来的医生，他“天
天来看川嫦，免费为她打空气针”。这是多么优
越的医疗条件，但还是没能控制住川嫦的病情。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如果一位望子成龙的家长请了高考试卷的
命题人来给孩子做家教辅导功课，这位孩子最后
竟没考上大学，请问这是为什么？这时候家长应
该追问老师的责任还是孩子的责任？笔者觉得
这个情况和川嫦的情况有点类似。疾病的治疗
和康复既然涉及主观和客观的方面，那么，如果
客观方面找不到原因的话，能不能换个角度从另
一方面思考一下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川嫦主
观上就没有希望自己的病好起来？

病人自己不希望自己好起来的情况，听起
来有些荒诞。笔者想起一些我们生活经验中极

为寻常的事例。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成长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父母忙于在外工作养
家，家里兄弟姊妹众多，这些情况都使得父母不
能无微不至、一视同仁地给众多子女分配有限
的玩具、零食与关爱。这种情况对于那时候的
大多数孩子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如果有一
天某个孩子生病了，病得还不轻，这时候全家的
人都来关心他，对他低声细语，和颜悦色，父母
满足他所有的愿望，兄弟姊妹把心爱的玩具让
给他，那么，这时候会在小病人的心里引发什么
感觉？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什么都没有发
生，他的毛病好了就好了，接下来又投入到与兄
弟姊妹的争夺吵闹之中。但是对于某些孩子来
讲，的的确确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在生病前
后的遭遇构成了一对强烈的反差，由于生病而
突然涌来的爱和关注，让他突然意识到先前的
匮乏，意识到原来疾病可以带来这么多的好
处。这个时候会不会在他心里有意无意地不断
产生这样的暗示：千万不要让我的病好起来，否
则我现在所有的都会离我而去；相反，如果我的
病更重些的话，我会得到更多。会不会有这种
可能呢？这种推理看似荒诞可笑，但是内中的
逻辑却是中规中矩，切中人性的。在这种推理
中，为一种内心的匮乏与渴望所驱动，疾病不仅
不是一种对身体的伤害，一种不幸的事情，反倒
是一种获得幸福的手段，因此产生了一种不希
望自己的病好起来的心理暗示。回到小说，虽
然川嫦不是小孩，但是她如果产生这种不希望
自己好起来的心理暗示，也没有什么奇怪。而
且，正因为她不是小孩，她的心理动机与暗示力
量要比小孩的复杂、强烈得多，这或许是导致最
后她一病不起的根本原因吧。具体来说，笔者
认为川嫦之所以产生不想让自己的病好起来的
想法，在她的潜意识中，有如下三个原因。

首先，也许川嫦是想通过“生病”来获得身边
的人的更多的爱和关注。这些人包括她的父母，
姊姊姊夫，云藩，以及其他的亲戚朋友。这些人
都会在她生病的时候围到她身边关心她，这会不
会让她感觉得到了更多的爱和关注呢？的确，她
生活在一个人人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的家
庭，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她的父亲只知道吃喝
玩乐，坐吃山空，花钱如流水，却舍不得把钱花在

陈 婉，毛靖宇：川嫦之死：重读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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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学费上；她的母亲只知道怨天尤人，埋怨
丈夫，为一点私房钱和丈夫怄气，争吵；她的姊妹
们表面上“温柔知礼”“勾肩搭背”，实际上，“从小
剧烈的生活竞争把她们造成了能干人”，她们弱
肉强食，泼辣有为，占尽了家里有限的资源。川
嫦在这个失序的家庭中的处境和地位是：

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

缓，又有点脾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

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

的疼爱，因此她在家里不免受委屈[4]47。

这段话可以和小说下面一段话对比：

从小不为家里喜爱的孩子向来有一种

渺小的感觉。川嫦本来觉得自己无足轻重，

但是自从生了病，终日郁郁地自思自想，她

的自我观念逐渐膨胀。硕大无朋的自我和

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栓在

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她受不了这痛苦[4]68。

这段话出现在川嫦得病两年后。此时她的
病况已经很明显了，加之受到余美增言辞的刺
激，她似乎嗅到了死亡的气息。所以张爱玲这
段话极准确地传达了川嫦此时的心理活动。“她
的自我观念逐渐膨胀”，并不是从病情加重才开
始的，而是“自从生了病”就开始的。这之前她
可怜兮兮，没有人多看她一眼，生病后她竟然出
现了“自我膨胀”，这里说的“自我膨胀”应该是
指由于疾病她得到了亲人朋友更多的爱和关
注，已经把自己看得更重要了吧。而这时候，刻
薄无情的余美增，不但抢走了云藩，更不知分
寸，不留口德地弦外带音，冷嘲热讽，句句带损，
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但如果是以前的川嫦，本
来就没有觉得自己有多重要，被别人损两句，受
点委屈，是家常便饭，又怎么会有“受不了这痛
苦”的激烈反应呢？笔者认为，这时候之所以产
生这样的痛苦，恰恰证明川嫦的自我已经悄悄
地膨胀了，而这种膨胀正是亲人朋友关爱浇灌
的结果。这样来看，以上因果关系的链条中补
上一环就可以使整个事件清楚呈现，从而证明

我们的论点：从小缺乏爱和关注的川嫦，向来觉
得自己渺小。有一天她偶然生病了，由于疾病
她感受到了来自亲人朋友的爱，这种爱让她的
自我逐渐膨胀，在这种自我膨胀的同时她“终日
郁郁地自思自想”，这种思想中可能包括以下内
容：如果我的毛病好起来，我就得不到这些额外
的爱了，一切又回到最初的状况，如果我一直这
么病下去，我就能继续得到人们的关爱，甚至更
多。这种想法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
识的。作为一种自我心理的暗示，这些想法可
能真的影响了她的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对她的
病情发展造成了影响。

其次，川嫦会产生不要让毛病好起来的自我
暗示的原因，我认为也包括对父母，特别是对父
亲的报复。因为父母，特别是父亲更看重钱，不
舍得在女儿身上花钱，而现在女儿生病了，那笔
钱还是得花，甚至花得更多，这样似乎进行了对
父母的抗议和报复。小说有下面一段：

好不容易熬到姊姊们都已经出嫁的一

天，姊姊们一个个都出嫁了，川嫦这才突然

地漂亮了起来。可是她不忙着找对象。她

痴心想等爹有了钱，送她进大学，好好地玩

两年，从容地找个合适的人。等爹有钱……

非得有很多的钱，多得满了出来，才肯花在

女儿的学费上——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

狂妄的奢侈品[4]48。

奢侈品何所谓狂妄？作者在这里有些不择
言了，意在用这种不太确切的形容传达对太高而
不可能得到的追求的愤懑。川嫦生活的年代，女
子上大学对富家小姐来说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如
果川嫦也能得到上大学的机会，就可以摆脱令人
窒息的，“谁都不用想一个人享点清福”的家庭，
投入外面全新的世界，也可以得到自由恋爱的机
会。但是上大学对川嫦来讲竟然这么难。因为
她有一个自私的父亲，他没有把子女的教育当回
事，本能的反应是先满足自己吃喝玩乐，生活排
场的需要，他肯让她上大学的前提是要有挥霍不
了的钱，他才可能像一桩寻常的挥霍那样，挥霍
这笔钱送她上大学。

对于这样的父亲，即使知道“他不过是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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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脾气”，也有可能在内心深处产生某种恨意和
报复心理吧。所以，当川嫦一开始生病的时候，
这种恨意会不会在她的潜意识里抬头，说：要生
病就生吧，爹这么吝啬不肯在我身上花钱，现在
可该他难受心疼的了；如果我没有生病让他花
钱，他不还得把钱胡乱挥霍吗……如果的确有这
种可能的话，那么，这种心理，也真的可能暗暗地
左右了她的病程。

最后，笔者觉得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应该是
川嫦对云藩的心理有关。川嫦有可能通过自己
的生病来观察、考验结婚的对象云藩的表现。恋
爱之中人的心理，总是非常敏感复杂多变的。川
嫦爱云藩吗？笔者觉得很难说。小说关键的一
段是这么写的：

川嫦见了云藩，起初觉得他不够高，不

够黑。她的理想的第一先决条件是体育化

的身量。他说话也不够爽利的，一个字一个

字谨慎地吐出来，像隆重的宴会里吃洋枣，

把核子徐徐吐在小银匙里，然后偷偷倾在盘

子的一边，一个不小心，核子从嘴里直接滑

到盘子里，叮当一声，就失仪了。措词也过

分留神了些，“好”是“好”，“坏”是“不怎么太

好”。“恨”是“不怎么太喜欢”。川嫦对于他

的最初印象是纯粹消极的，“不够”这个，“不

够”那个，然而几次一见面，她却为了同样的

理由爱上他了。

他不但家里有点底子，人也是个有点

底子的人。而且他齐整干净，和她家里的

人大不相同。她喜欢他头发上的花尖，他

的微微伸出的下嘴唇；有时候他戴着深色

边的眼镜。也许为来为去不过是因为他是

她眼前的第一个有可能性的男人。可是她

没有比较的机会，她始终没来得及接近第

二个人[4]50。

这两段话其实就是一段用第三人称出现的
内心独白，意脉颠三倒四，活生生写出了川嫦对
云藩的复杂心理。首先，她的第一印象是不满意
的，看到了很多消极的地方，但是几次见面后却
为什么爱上他呢？这时候的爱是真的假的？似
乎是真的，因为这时候看到的他有底子，齐整干

净……这时候她看到的都是优点，似乎是真的喜
欢他，但是前面说的“为了同样的理由”已经是暗
带玄机，后面放了一通烟雾弹后，又话锋一转：

“也许为来为去不过是因为他是她眼前的第一个
有可能性的男人”，“她没有比较的机会”，“没来
得及接近第二个人”，如果云藩知道她的这种想
法，肯定会大大受伤，因为这意味着她其实并不
爱他，只不过出于某种不得不如此的情势而转变
态度。所以如果我们在后面读到中秋节家宴请
云藩那一段，郑家那种闹哄哄全没有体面的场
景，就会同意让川嫦快点嫁出去逃避这个家庭是
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她实在呆不下去了，所以“没
来得及接近第二个人”。

如果承认川嫦对于云藩的态度没那么简单，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在得病之初川嫦可能产生
一种非常复杂犹豫的心理。首先，在她的无意识
里可能以疾病来抗拒、拖延一种不是完全情愿
的、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如果她的病一直拖下
去，那么她就可以暂时不用那么仓促地去决断，
或许就可以把事情考虑得更清楚些；其次，她也
可能想用生病来试试云藩到底会怎么样对待
她。她自己的原生家庭，对她来说其实是一个很
不好的婚姻的示范，这一定让她产生了不安全
感，因为她的父亲花天酒地，孩子生了一大堆，她
的父亲和母亲天天吵架，家里没一天安生……所
以她必须在“大事定矣”之前确定云藩是不是像
她父亲那样不负责任的人，而生病似乎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

三、结论

作者编制的文本，可能有意无意地使用一
些空白和悖谬，让读者感到困惑，让阅读增添趣
味。而这些空白和悖谬之处，往往只有细心敏
感的读者才能领略到。通过前文的论证，我们
似乎可以承认，在文本表面的叙述之下，还隐藏
着川嫦复杂的心理活动，这就是我们抹平空白
和悖谬之后得到的“真相”，我们可以把这种“真
相”概括叙述如下：川嫦并不是林黛玉式的千金
小姐，她平素的身体是强健的。在她和云藩等
人跳舞至深夜回来的时候，她很可能只是因为
受寒得了感冒。因为在那个时代，像她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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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子平时很少运动，也很少出门，结果这次突
然跳舞到深夜，剧烈的运动，激动的情绪，可能
使她出了很多汗，走到外面乍然被夜风一吹，得
了感冒。感冒原本不是什么大病，最初的病情
想必是不严重的，但悲剧的是，它竟然成了残酷
的死亡的诱因。这种悲剧性看似偶然，其实却
具有深刻的必然性。比如，我们可以推想，一个
从小在家里缺乏存在感，又身体棒棒、从不生病
的孩子，一旦生了病，即便是感冒发热，这场病
会给她带来什么？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
要她尝到生病的一点小小的甜头，受到家人们
难得的一点点关注与呵护，就有可能推动自我
意识的膨胀，产生一系列复杂隐秘的心理，比
如，想通过生病来吸引亲人朋友的爱和关注；或
者想通过生病花钱来对吝啬而不负责任的父亲
进行报复；或者想通过生病拖延一桩她不是很
情愿的婚姻；或者想通过生病对了解还不是很
深的男朋友进行考验。这样一些复杂的心理交
织在一起，很可能是无意识的，她自己未必都注
意到，或者愿意承认，但是这种无意识的作用却
暗暗地对她的身体产生了影响，仿佛不断地在
对身体说：你不要好起来，你要病得更严重些
……结果她的病真的越来越严重了，最后严重
到一病不起的地步。

写到这里的时候，笔者不禁不得不承认，在
写作这篇论文的过程中始终感到一种道德上的
负罪感：一个人生病已经是不幸的事情，你却还
在那里说是她自己暗示自己不要让毛病好起来，
所以才越来越重的，你安的是什么心？如果有人
这样来指责笔者的话，笔者将不知道如何回答。
也许这只是批评家的工作而已。有趣的是，笔者
注意到其实张爱玲因为写这篇《花凋》，也遭到了
道德上的强烈谴责，她的舅舅读到这篇小说后，
暴跳如雷：

《花凋》的命运则相反，发表后使得张爱

玲的舅舅暴跳如雷。张爱玲是舅舅家的常

客，与几个表姐妹打得火热，舅舅也很疼她，

凡她所问的关于家族的旧事，他都十分认真

地回答。爱玲以小说成名，他十分高兴，一

篇篇地找来读，夸她有出息。可是当他读到

《花凋》时，大发脾气，对妻子说：“她问我什

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她反倒在文章里骂起

我来了!”[1]72

张爱玲为什么甘心冒着得罪舅舅的危险而
写这样一篇小说呢？也许是因为她的考量超越
了个人情感的层面，而达到一种严肃的文化思
考探索的层面吧。川嫦和她的父母一家人，其
实是一类文化的代表。拿川嫦这个人物来说，
她既是女性的代表，又是没落贵族家庭的一
员。川嫦的悲剧在于她不但是女性，而且是没
落贵族家庭的女性。这个没落贵族家庭所代表
的文化，已经失去了适应、应对现实的活力，只
是凭着一种惯性在勉强维持。川嫦在这个家庭
中，虽然是年轻一代，但本质上和她母亲没有什
么不同，她根本称不上是现代女性，而只是憧憬
着做一个现代的女性而已。在张爱玲的小说
中，我们能看到一系列的女性形象，比如《金锁
记》里的曹七巧，《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沉香
屑 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等等，多多少少都是
这种在新旧文化嬗变之际的牺牲品。如果说白
流苏尚能凭自己的精明能干与命运之神的眷顾
而最终达成所愿的话，川嫦的悲剧则在于，她在
生存和斗争的路上没有什么武器与凭藉，正如
本文所述，她也许在一次偶然的生病之后发现
了疾病的武器，可以用它来向社会、向周围的人
索取、抗争、报复，但也许她没有料到的是，她最
终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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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text criticism theory holds that when weaving texts, the author often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leaves some gaps and paradoxes, leaving rich interpretation space for readers’reading. The
deep interpretation of Zhang Ailing’s novel Flower Withers reveals Zheng Chuanchang’s unconscious
psychology of seeking love from family and society at the cost of disease and life, and shows the tragic fate of
women in the old times when they pursued their modern self.

Key words: Flower Withers; text; blankness and paradox; disease; un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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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provides an
fundamental guidance and direction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uided by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s long as‘Three
Keeping’(i.e.‘Keeping Change with the Times’,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and‘Keeping Abreast of
the Times ) ,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oos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requests of‘Three Entering’put forward by the Party , that is, the education should be entered in textbooks,
classrooms and minds. The overall objective of education is to foster virtue and morality, to implement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o firm the leadership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break new ground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Students in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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