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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视域下网络学习共享平台切入实践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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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新工科人才。将学生的工程知识转化为工程能力，实践教学发挥着重要

作用，但实践教学现状不尽人意。本文在新工科视域下，基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整合企业资源、课程资源，结合微

助教教学辅助系统及网络技术，搭建网络学习共享平台，应用到实践教学中，以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更好地培养新型

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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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适应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高校需
培养更多的工程人才。2016年 6月，教育部第
一次提出了“新工科”的概念[1]，随后，2017年 2
月和4月，教育部分别在复旦大学、天津大学召
开关于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明确提
出了我国工科教育改革的目标，即以立德树人
为引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能力多
元化和创新型的新工科工程人才[2]。如何将学
生的专业知识转变为工程知识，工程知识转化
为工程能力，实践教学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
互联网技术、通讯技术、知识数字化技术的飞速
发展，慕课、翻转课堂、智慧课堂、微课等基于网
络技术的新型教学模式应运而生。这些教学模
式突破了学生原有的学习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
性，课程资源共享，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创新教学模式、深化教学改
革、提高学习效率和改善学习效果创造了非常
有利的条件。但这些新型教学模式更多应用在
理论教学中，实践教学应用还比较缺乏[3]。实践
教学还存在诸多问题[4]。

近年来，我国很多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特

别是一些刚由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的高
校，为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确立了新的办学定
位，如“建设应用技术型高校，培养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5]，这也符合教育部
提出的“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各类高校纷纷
加大对实验室的建设经费投入，从硬件上改善
学校实践教学条件，积极探索并不断开展实践
教学改革研究，这也为实现国家提倡的创新创
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虽
然实践教学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实践教学
质量却并不乐观，大多实践课程中验证性实验
偏多，而且很多实验课程仍与实际生产相脱
节。在一些地方高校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
践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如：对实
践教育教学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有待提高，一些
地方高校实践课程内容不够丰富，教学方式方
法过于单一，针对性与实效性不强，所对应的实
践教学改革措施缺乏系统设计与整体规划等[6]。

本文在新工科视域下，对有效利用网络技术
及资源，开发学习共享平台，并切入到高校实践
教学过程中进行初步探索。为加快高校实践教
学改革，基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整合企业资
源、课程资源，促进企业优质资源与专业课程资
源整合和共享，结合微助教教学辅助系统，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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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质量进行监控管理，以提高实践教学质
量，培养新型工科人才[7]。

二、实践教学现状调查和分析

为了解大学生实践教学状况，设计了一份大
学生实践教学状况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对象
为本院各本科专业学生520名，问卷主要内容包
括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教师教学能力、实践内容
等12个问题[8]，具体如表1。

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问题1：实验前，学生对实验的目的和意义
是否明确。其各选项分布如图1所示。做实验
前，学生对实验的目的和意义明确占20.50%，基
本明确占25.68%，不明确占53.82%。说明很大
比例的学生在实验前对实验的目的和意义不明
确。反映学生对实验课的盲目性，在实验课前没
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问题2：实验课占总课时的比例。其各选项
分布如图2所示。B比较适宜占76.89%，另外A、
C选项分别占8.44%、14.67%。表明现阶段实验
课占总课时的比例比较适宜。

表1 实践教学问卷调查内容

具体问题

问题1：实验前，学生对实验

的目的和意义是否明确

问题 2：实验课占总课时的

比例

问题 3：您喜欢的实验授课

方式

问题4：在您做过的实验中，

是否有由您自己设计的实验

方案？

问题5：实验教师备课、实验

准备、实验操作情况

问题6：实验课内容与校外企

业实习的相关联程度

问题7：您认为指导老师的实

际操作动手能力在实践过程

中的作用

问题8：您认为学校安排实习

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9：您喜欢哪类老师指导

你们学习

问题10：您在校外实训基地

实习中的收获

问题 11：您认为专业实践课

程对专业操作技能的培养

效果

问题12：您对本校实训、实验

的设备、设施配置情况是否

满意

A
明确

要加大比例

完全按照教师讲授

的做

有

认真、规范

基本没有

非常重要

实习时间太少

理论水平高

很大

操作技能明显提高

满意

B
基本明确

比较适宜

教师讲授基本操作

和原理，提出问题，

经师生讨论后完成

无

一般

少部分相关

比较重要

实习内容与专业相

关性不足

工作经验多

很一般

操作技能初步学会

较满意

C
不明确

要降低比例

教师提出实验目的和

要求，学生自学为主，

教师辅导

不认真也不规范

不相关

一般重要

实习安排与学生就业

准备相关性不足

操作能力强

没有什么收获

培养操作技能较差

一般

D

不重要，可有可无

实习过程中缺少教

师的有效指导

积极主动负责任的

掌握岗前技能

获得熟练的专业技

能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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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您喜欢的实验授课方式。其各选项
分布如图3所示。6.70%认为完全按照教师讲授
的做，53.13%认为教师讲授基本操作和原理，提
出问题，经师生讨论后完成，40.17%认为教师提
出实验目的和要求，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辅导。
表明学生更喜欢互动式、讨论式、创新式的实验
授课方式。

问题4：在您做过的实验中，是否有由您自己
设计的实验方案。其各选项分布如图4所示。
80.23%回答没有，19.77%回答有。表明只有很少
部分同学在实验课中会自己设计实验方案。学
生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积极性，缺乏创新思维。

问题5：实验教师备课、实验准备、实验操作
情况。认真、规范占62.05%，一般占28.57%，不
认真也不规范占9.38%，表明大部分老师上实验
课比较规范、认真负责。

问题6：实验课内容与校外企业实习的相关
联程度。76.33%回答基本没有，23.67%回答少
部分，表明实践教学内容与企业实际生产脱节。

问题7：您认为指导老师的实际操作动手能
力在实践过程中的作用。40.54%的学生认为非
常重要，39.64%的学生认为比较重要，11.71%的
学生认为一般重要，8.11%的学生认为不重要，可
有可无。表明大部分学生认为指导老师的实际
操作动手能力非常重要。三个问题的具体分布
如图5所示。

问题8：您认为学校安排实习最主要的是哪
个问题。实习时间太少占26.46%，实习内容与
专业相关性不足占19.08%，实习安排与学生就
业准备相关性不足17.67%，实习过程中缺少教
师的有效指导占36.79%。表明学生更愿意在企
业花更多的时间进行实习锻炼，同时希望在实习
过程中能够接受更多的老师指导。实习内容与

图4 问题4的选项分布图1 问题1的选项分布

图2 问题2的选项分布

图3 问题3的选项分布

图5 问题5、6、7的选项分布

刘明玉：新工科视域下网络学习共享平台切入实践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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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相关性不足和实习安排与学生就业准备相
关性不足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学院应尽可能
提高实习企业与学生专业的相关性，通过实习真
正提高学生的专业技术水平。具体分布如图6
所示。

问题 9：您喜欢哪类老师指导你们学习。
19.28%的学生认为应该理论水平高的老师，
25.11%的学生认为应该工作经验多的老师，
31.84%的学生认为应该操作能力强的老师，
23.77%的学生认为应该积极主动负责的老师。
A、B、C、D四个选项所占比例差不多，反映我们
教师应该积极主动负责并具有理论水平高、工作
经验多、操作能力强的综合能力。具体分布如图
6所示。

问题 10：您在校外实训基地实习中的收
获。42.67%认为收获很大，31.56%认为收获很
一般，8.44%认为没有什么收获，17.33%认为能
够掌握岗前技能，表明近60%的学生收获较大，
也有一部分学生收获甚微，反映校外实习实训基
地的实习质量有待提升。问题11：本专业实践

课程对专业操作技能的培养效果。36.04%认为
操作技能明显提高，48.20%认为操作技能初步掌
握，15.76%认为操作技能较差，表明校内实践课
程对专业操作技能的提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反映实践课程培养效果还有提升的空间。问题
12：您对本校实训、实验的设备、设施配置情况是
否满意。90%以上的学生对本校的实验设施比
较满意。具体分布如图7所示。

综合分析：学生在上实践课的时候基本上很
盲目，很被动，不积极，学习积极性不高，实验前
的准备不够充分。校内实践教学质量总体不高，
缺少创新型、设计型、综合型实验内容，与企业实
际生产脱节。

产生上述现状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高校实践教学的极端重要性与现实中对

实践教学的普遍忽视形成悖论，实践教学的改革
意识淡薄。很多高校教师更重视理论教学质量，
而忽视了实践教学质量。

2.实验教学的课程体系陈旧，实验教学内
容更新缓慢，大多实验课程为演示性、验证性
实验，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偏少，学生始终处于
被动接受知识状态，上课积极性不高。虽然实
验课比例提高了，但质量不高，这种实验课程
很难提高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综合处理问
题的能力，基本上不符合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
养目标。

3.实验教学管理不够规范，实践考核制度不
够健全，导致学生忽视实践课程的学习。

4.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够深入，实践教学
内容与企业实际生产脱节。

三、网络学习共享平台
切入实践教学的优势

基于网络学习共享平台的实践教学，可以培
养学生发现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强化
学生的实践意识，使学生不仅能动脑，更能动
手。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实践创
新能力。同时可以完善和发展实践教学管理，实
现教师对实验教学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
化。同时整合企业资源、课程资源，实现优质资
源的共享。让学生积极、有效地完成实践学习环图7 问题10、11、12的选项分布

图6 问题8、9的选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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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通过实践学习来巩固理论知识，提高动手能
力，实践教学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并且解决了
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缺少企业工程师指导的问
题，为实践课的指导老师提供一个具体、客观、全
面的实践课程考核办法[9]，实践课指导老师减轻
了教学负担。

具体内容和目标：
（1）学生能够利用网络技术制作的学习网页

进行方向性的预习。预习内容循序渐进，包括与
实验相关的理论知识讲解、实验目的介绍、实验
仪器介绍、实验注意事项、实验步骤的讲解和演
示、实验数据分析的目的讲解、实验总结的方向
指导。学生可以通过电脑或手机随时学习，且学
习有方向，有兴趣。

（2）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如果遇到解决不了
的问题，可以通过观看录制的实验讲解视频自行
解决问题，如果确实还是不能解决，就可以让老
师指导，这样便解决了实践课程教学答疑时学生
问题多，实验指导老师忙不过来的问题，提高了
课堂效率。

（3）添加微助教系统后（注：微助教是一种教
学辅助系统，不是微课），可以通过微助教的微课
程点到，在实验开始前花15-20分钟进行预习环
节的微课程答题，实验结束后再花10-15分钟的
微课程答题。微课程系统能够及时记录学生们
的答题情况，避免了学生不参与或抄同学答案的
问题；记录的学生答题情况，成为期末学生学期
分数的客观依据，进一步完善了实践教学质量考
核制度。

（4）实验课上老师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微课程
进行点到和答题，另对学生不能解决的问题进行
指导，最大程度地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提高学
习效果。

（5）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自主安排学习时间，
基础较差的学生，可以提前做好实验准备，不至
于出现上课时盲目的现象。

四、网络学习共享平台的构建

本文是一种实践教学方法的初步探索，这种
方法适用于绝大多数实践课程，包括课程实验、

工艺实训、课程设计、生产实习等，大多工科专业
的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实验内容较多，基于
网络学习共享平台的实践教学，学生可通过大量
的实验课程资源共享，对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
验过程等可视化和综合化，通过开发新的实验项
目，可实现实验由验证性、演示性向综合性、设计
性转变，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
精神[10]。具体措施主要有：

（1）资源库网页的构建。三种方案：第一种
是教师通过自身的学习，自行开发制作网络平台
或APP系统，成本也比较低，但建设的周期比较
长；第二种是在学院官网上增加一个实践教学资
源共享模块，这种方案成本也相对较低；第三种
是购买专业网络教学平台，方法简单，功能完善，
教师只需上传共享资源，平台建设效率高，但成
本较高。

所构建的网络学习共享平台主要分为6个
模块，如图8所示。

（1）实践教师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对象是
实践教师。实践教师是网络平台的管理者，管理
模块时主要完成网络资源的管理、整理收集和完
善实验资源、开发新的实验项目、编写实验指导
书、实验相关的理论知识讲解、实验目的介绍、实
验仪器介绍、实验注意事项、实验步骤讲解演示、
实验数据分析讲解、实验总结的方向指导等，此
外还有录制实验过程视频等任务。

（2）学生学习模块。该模块学生可以通过电

图8 网络学习共享平台构建模块

刘明玉：新工科视域下网络学习共享平台切入实践教学研究

5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脑或手机APP实名注册登入，随时查阅或下载相
关资料，合理安排时间、地点进入模块，对将要进
行的实验提前预习，根据自身的兴趣选择开放性
实验项目学习。教师可根据学生选择实验的数
目和人数，合理安排实验指导时间。

（3）整合企业资源和课程资源，搭建企业共
享资源模块。该模块主要包括除教学计划以外
的其它教学资源，如企业综合实践生产项目资
源，特色实践教材的教学资源，专业知识的链接、
专业知识的测试题库，其它高校相近专业开设的
实验项目、实验操作视频、实验设备介绍等。学
生可以通过进入到该模块，扩展知识面，提高学
习的兴趣，进而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4）交流模块。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企
业工程师与学生之间可以通过该模块在线交流，
学生在线与实验指导老师互动答疑。教师布置
课后作业，可根据作业情况对学生进行考核。学
生之间也可在线交流讨论。

（5）学生创新设计模块。学生可利用该模
块提供的对应课程的仿真软件平台，选择实验
指导老师所开发的新的实验项目或学生自己设
计的小实验、小制作项目在仿真平台进行仿真，
遇到问题可与老师在线交流互动。仿真以后，
可以由实验室提供元器件材料，让学生自行完
成相关作品的制作。这样就能很好地实现实验
由验证性、演示性向综合性、设计性转变，提高

实践教学质量。
（6）微助教系统模块，在微助教中建立专业

实验课程，在该微课程中根据各个主题来构建每
个实践主题的题库，实验开始前可以检验学生的
预习情况。拍摄专业课程实验教学视频，视频中
对实验步骤进行讲解、演示和分析，同学们在实
验前可以观看视频预习，视频也可以在实验过程
中作为一种指导。微助教还有讨论环节，可以针
对某个问题让大家一起讨论，形成一种热烈的学
习气氛。同时可利用微助教系统对学生进行考
勤。微助教可以记录每一位同学的学习、答题、
讨论、出勤情况，并能导出成绩，这给老师一个非
常真实、有效的考核学生的辅助工具。

五、结束语

实践教学与网络学习共享平台相结合，学生
的学习更方便、更有效，实验效果更好。打破了
传统实践教学教学方式方法单一，学生学习积极
性不高的现状。丰富了教学资源，实验由验证
性、演示性向综合性、设计性转变。进一步深化
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整合了企业资源，以综合
工程实际项目指导实践，使学生更好地把专业知
识转变为工程知识，工程知识转化为工程能力，
培养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工程技能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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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加拿大多伦多地区汉语教学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立足大多伦多地区，基于语言学、教育学视角，通过

发放调查问卷及走访调研，了解该地区的汉语教学状况。发现多伦多地区汉语教学在师资力量、课程体系、教材、教学

方法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提出加强师资培训、优化课程设置、开发本土化特色教材及本土化教学法等对策，以期更好

地服务该地区汉语教学的发展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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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及综合国力的
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加拿大的汉语
教育。笔者利用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学习的机会，
以多伦多地区汉语学习者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
调查和实地走访一线教师及学生，了解该地区汉
语教学推广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力求提供公正客
观的汉语教学情况实证研究报告，为在该地区的
汉语教师提供教学依据和参考[1]。

多伦多是安大略省的省会，加拿大最大的城
市。该地区49%的居民是来自全球各国共100
多个民族的移民，多元文化共融共生。人口普查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加拿大总人口
为35151728人，华人总人数已超过200万，多伦
多地区的华裔人口已达700705人，占多伦多总
人口数的12%。伴随着中加交流合作的逐步深
入，汉语已成为继英语和法语两种官方语言之后
使用最多、最广泛的语言。加拿大政府日益加大
对汉语教育的支持力度，汉语在多伦多地区推广
和传播的机构包括：各类大中小学、孔子学院、语
言中心、私立中文学校等。

多伦多地区是加拿大人口最为密集的大都
市，相对于该地区汉语教学重要性而言，对多伦
多地区汉语教学现状的研究则相对比较欠缺，因
此加大对多伦多地区汉语教学状况的调查分析

有利于改进和提升加拿大的汉语教学。

一、多伦多地区
汉语教学现状实证调查

（一）研究对象
本文立足于多伦多地区，研究对象包括多

伦多大学、约克大学、怀雅逊大学、怡陶碧谷艺
术学校、多伦多第一中文学校、多伦多新东方中
文学校、多伦多侨文中文学校等学校的汉语教
学负责人、教师及汉语学习者。研究对象分为
以下三类：一是在大学任教的汉语教师及选修
汉语的学生，涉及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怀雅
逊大学及怡陶碧谷艺术学校，调查的教师及学
生总计56人，占总调查人数的62%；二是在多伦
多中文学校任教的汉语老师及学生，包括多伦
多新东方中文学校、多伦多第一中文学校、多伦
多侨文中文学校。对于这些学校的汉语学习者
及教师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人数共计35人，占
26%；三是在社区学院及孔子学院任教的汉语
教师及学生。

（二）研究方法
设计“多伦多地区汉语教学现状研究”调查

问卷，通过问卷调查搜集这七所学校汉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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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教学对象、师资情况、教学方法、教材、教
学效果、学生满意度等方面内容，采用邮件、微
信、实地发放等形式随机发放调查问卷200份，
实际回收198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96份，有效
回收率为98%。本调查问卷从最初的问卷调查
到最终发放及回收，共经历了“问卷设计——确
定维度——拟定初稿——讨论修改——访谈修
正——预测问卷——正式问卷”等环节，经过反
复修改评定，最大限度地提高了问卷的信度和
效度。

1.性别比例
在回收的196份有效问卷中，女性共100位，

占调查总人数的 51%。男性 96 位，占比为
49%。调查对象的男女比例基本平衡，符合抽样
调查的一般规律，确保调查数据真实可靠。

2.年龄构成比例
调查对象的年龄构成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

20-25岁，76人，占调查总人数的38.8%；10-19
岁，48人，占调查总人数的24.5%；31-40岁的有
25人，占比为12.8%。这三个年龄段的人数共计
149人，占调查总人数的76%；同时10-25岁之间
的学习者主要是中小学生、大学生及部分工作
者，占调查总人数的63.3%。由此可见，多伦多
地区汉语学习的主力军是在校学生。

二、多伦多地区汉语教学现状分析

对多伦多地区汉语教学现状调查问卷及访

谈报告进行分析，发现多伦多地区的汉语教学存
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师资队伍、课程
设置、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四个方面。

（一）师资力量匮乏
师资力量薄弱匮乏，成分复杂，且缺乏专业

系统的师资培训。
与多伦多汉语教学迅猛发展相比，近年来全

职汉语教师的数量虽明显增长，但汉语教师仍匮
乏，且成分复杂[2]。笔者随机采访了25名汉语教
师，发现大部分都不是科班出身，成分复杂，专业
背景有应用语言学、汉语国际教育、英语、会计、
数学、法国语言与文学、历史、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等。仅6.4%的受访教师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而理工科专业的教师高达40%，因此超过半数的
汉语教师专业基础知识薄弱，未接受过相关专业
的培训。70%的受访教师表示自己的汉语知识
比较欠缺，还有待提高，急需学习汉语言文学及
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知识。教师的教龄差距较
大，新手教师占5.3%。汉语教师性质包括加拿
大本土全职教师、加拿大本土兼职教师、国家汉
办公派教师及志愿者四种类型，学历从专科到博
士不等。详见表1。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21%的教师表示仅用汉
语授课，这些教师多为科班出身或经过系统的专
业知识及对外汉语教学培训；超过60%的教师表
示会混用普通话、英语和方言，这样有利于提高
课堂效率，学生易于接受；借用英语、法语或其他
小语种授课的教师占19%。

表1 多伦多地区汉语教育师资情况

专业背景

任教原因

教龄

学历

教师性质

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出身

0-6个月

专科

本土全职

比例/%
6.4
17.1
15.5
3.5
24.6

语言学

感兴趣

6-12个月

本科

本土兼职

比例/%
10.7
8.5
15.4
21.6
45.7

英语

师资力量不足

1-2年
硕士

公派教师

比例/%
12.5
22.6
25.1
43.7
16.9

其他

其他

2年以上

博士

志愿者

比例/%
70.4
51.8
44
31.2
12.8

（二）课程设置单一
现阶段多伦多地区汉语教学系统包含两大

部分：一是“官方教育系统”，包括高等教育机构
（大学及社区学院）和多伦多教育局下属的公立
学校两个教学机构；二是“非官方教育系统”，如

私立中文学校、教会中文班及课外补习班等[3]。
通过与私立中文学校负责人及管理人员的访谈，
发现大多数私立学校面临严峻挑战，如经费短
缺、师资力量缺乏、教学场地不稳定、学生流动性
大等，大部分私立学校不能像宗教学校那样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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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支持，只能自负盈亏，面对生源不稳定、师资
匮乏等不利条件，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在
课程设置方面，这些汉语教育机构的问题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课程体系不完善，缺乏科学的培养目标和
教学大纲

作为学分制课程的汉语课在多伦多地区的
大学及社区学院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隶属于文学
院和专业研究学院。当前多伦多高校的汉语教
学课程设置包括语言学课、中国文化、中国历史、

中国概况等。同时，会开设寒暑假短期班及夏令
营班。以York University（约克大学）为例，目前
开设的课程有现代标准中文、中国文学概论、汉
语言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古典汉语、商务汉
语、中国古典小说、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性等。
约克大学的寒暑假短期汉语课程作为交换项目
将参加实地考察，计6学分。

约克大学汉语课程概况详见表2。
多伦多汉语教学课程体系不够完善，缺乏统

一的教学大纲、教学目的和培养目标，同时汉语

表2 约克大学汉语课程概况

类别

课程设置

授课时数

授课教材

授课内容

教学方法

师资力量

课外活动

内容

分为零、初、中、高四个等级。华裔学生和非华裔学生分班授课。选修课包括中国文学、历史、地理、文

化、经济、政治等课程

100学时/年，2学分

选取《中文听说读写》《新实用汉语课本》《走进中国》《当代中文》等教材，语言材料与时俱进，贴近实际

生活

综合听、说、读、写四项基本技能，培养学生拼音、汉字、语法等语言要素

交际法、听说法、直接法、语法翻译法及多媒体教学等

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为主，包含非科班或语言学出身的担任助教

中华才艺、书法、剪纸、绘画、舞蹈、唱歌和演讲比赛等

教学课时少，课型划分过于粗糙，极少单独设置
听力、阅读、汉字、口语等课程，大部分汉语课均
以综合课形式呈现[4]。多伦多地区重音轻文的汉
语教学倾向明显，比如汉字教学，由于缺乏专业
系统的训练，初学者虽对汉字兴趣浓厚，但因未
单独设置汉字课，学生很难在短期内消化吸收，
长此以往，学生就会产生汉字焦虑症，回避汉字，
难以掌握汉字。

2.汉语言测试缺乏知名度
作为课堂教学四大环节之一的语言测试，其

知名度和重要性在多伦多地区并未受到重视。
由于课程体系不完善，教材不统一，学校的教学
自主性特别强，因此在推进统一考试方面就比较
困难。当前比较成熟的评定汉语能力标准的考
试有：汉语水平考试（HSK）、汉语水平口语考试
（HSKK）、商务汉语考试（BCT）、和中小学生汉语
考试（YCT）[5]。由于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多伦多
的汉语教学并未实现产业化经营和商业化运作，
也未形成本土认证的语言测试。问卷调查发现，

65.4%的学生表示没有听说过HSK、HSKK、BCT、
YCT考试；19.5%的学生表示虽然听说过，但没有
计划参加；仅有15.1%的学生表示听说过上述考
试并计划参加。

汉语水平考试在多伦多地区尚有很大的发
展和推广空间，从语言测试的角度研究汉语教学
依然是研究的热点和努力的方向。

（三）教材参差不齐
汉语教材种类繁多，适合本土的汉语教材

比较缺乏。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加拿大汉语教
材问题形势严峻，各高等院校、私立中文学校、
教会学校的汉语教材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教
材。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目前市
面上虽存在英语和法语两种注释的汉语教材，
但这些教材是大陆或海外的通用型教材，真正
适合加拿大本土的合适教材屈指可数，只能“矮
个里挑长个”，教材选择方面缺乏针对性和科学
性[6]。超过72%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现在所使
用的汉语教材，因此多伦多地区的汉语教材编

陈夏瑾：多元文化融合下汉语教学现状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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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流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与当地汉
语教师的访谈，我们了解到超过60%以上的教
师认为缺乏合适的汉语教材，而85%以上的教
师表示急需更新汉语教材。

教学任务和实际授课进度难以匹配。通过
调研有65%以上的教师表示自己很难完成规定
的教学任务。原因是学习者大部分选择周末上
课，每周四个小时，课时有限，经常会出现教师一
个学期上不完一本书的情况。教师为了完成教
学任务，经常会赶进度，跳着讲，学生很难在短时
间内消化吸收，容易使学生产生焦虑情绪，在某
种程度上也会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也
会导致学期末不能完成教学任务，影响课文的连
贯性。

绝大部分的汉语教材忽视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过分注重听说读写语言技能训练，教材的
辅助练习册及课后练习题型固定，形式单一，诸
如亘古不变的选词填空、看拼音写汉字和完成句
子等。这些问题与国内的应试教育息息相关，国
内竞争激烈的应试教育不得不使教材向技能训
练看齐，但是，海外教材的研发和编写要注重培
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做到有针对性及本土化。

目前多伦多地区本土的汉语教材大部分是
各类学校教师自编的讲义，这类讲义没有出版发
行，只在学校内部使用，也缺乏交流互通，造成教
学资源的浪费，对保存本地汉语教材成果造成不
利影响。同时，多伦多本地的汉语教材倾向于华
人华侨，忽视了外籍人士，针对性有所欠缺，未做
到真正的本土化。因此，研发和编制适合加拿大
本土的汉语教材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四）教学方法比较单一
调研访谈发现，多伦多地区的汉语教学普遍

采用任务教学法、交际教学法及翻译法等教学方
法。这些教学法各有所长，但也存在很多不足。

学生最为喜爱和接受的教学法是任务教学
法。在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根据特定的语言及
交际项目，设计可操作的、具体的任务，学生通过
参与、体验、交流、互动等方式完成任务，以达到
学习和掌握语言的目的[7]。这种教学法有利于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
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然而，现阶段与任务
教学法相匹配的汉语教材极度缺乏，汉语教师面

临的严峻挑战是如何把握任务的难易程度。假
如任务太难，会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挫伤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长此以往学生会丧失学习汉语的
兴趣；假如任务过于简单，学生在课堂上会浪费
学习时间，某种程度上也会滋生骄傲自满的情
绪，不利于促进教学效果的实现。部分汉语老师
拘泥于传统教学法，缺乏创新的决心和勇气，而
部分专业素质不高的汉语老师在创造有效的语
言交际环境方面存在一定困难，同时在任务教学
法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很难把控好课堂秩
序，不能有效地管理好课堂。

交际法注重以学生为中心，主张采用多种
教学手段，以功能意念为纲，在教学中创造接近
真实交际的情景并采用小组活动的形式[8]。据
调查，半数以上的教师在教学中忽视语法教学，
而注重听说训练，教师尽量不纠错以鼓励学生
多说汉语。仅30%的学生认为自己在交际中注
重语法，绝大部分学生表示希望教师能纠正自
己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外国学生来说，他们活
泼、积极，推崇轻松、愉悦的授课环境，因此要求
他们坐在椅子上认真听老师上课显然非常困
难。在授课过程中教师经常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来管理课堂秩序，造成时间浪费。部分教师由
于长时间使用翻译法进行汉语教学，忽视口语
教学，教学方式单一，课堂氛围沉闷，学生容易
失去兴趣，不利于培养学生用汉语进行交际的
能力。

三、多伦多汉语教学的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师资培训，互通有无，推进汉语教
师本土化。

注重汉语教师教学技能及专业素养培训，提
高其专业能力及汉语教学水平。加强对汉语教
师进行岗前培训，强化教师的汉语本体知识、对
外汉语教学法、中国传统文化及加拿大本土文化
等方面的教学；同时，定期开展岗中培训，组织汉
语教学培训及研讨会，互通有无，查漏补缺，互勉
互鉴，共同进步，为汉语教师提供学习和交流的
平台。

加强多伦多地区各高等院校、汉语教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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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交流合作，定期组织课堂观摩，加强交流，取
长补短，吸收先进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提高
教学技能和教学效果[9]。为多伦多地区的汉语教
师进修培训创造更多的机会，汉语教师可到中国
大陆高等院校及对外汉语教学基地进行专业培
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除此之
外，还可强化汉语教师资格认定标准和专业能力
规范，定期开展汉语教师教学质量评估，促进汉
语教师本土化，将汉语真正纳入多伦多的教育体
系，组建完善的汉语教师培训和交流中心。

第二，优化课程设置，明确培养目标和教学
大纲，宣传普及汉语水平考试。

优化课程设置，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目标和
教学大纲，完善课程类别，建立健全本硕博学位
培养体系，提高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普及率。注重
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的教学，“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10]。谈及敏感问题时，教师要
化被动为主动，用积极开放乐观的态度正面回答
学生的问题，时刻关注学生意识形态方面的冲
突，让学生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积极开设书法、剪纸、武术、太极拳、舞蹈、工
艺品制作、功夫等中国文化课程，吸引学生。将
汉语课程学习和其他课程学习相融合，例如，音
乐课上增加中国歌曲欣赏学习，手工课可将剪纸
与中国结制作相融合，体育课可学习中国功夫、
太极拳等，将中国元素融入当地课程的学习，潜
移默化，让汉语融入学生生活。

充分借鉴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体系，加强
汉语水平考试（HSK）、商务汉语考试（BCT）、汉
语水平考试（HSKK）、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
的宣传及普及力度，针对学生汉语水平、文化背
景及年龄方面的特点，细化教学层级，将汉语水
平考试和学生实际利益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考试动力。

第三，加强合作，充分利用和开发本土化特
色教材，积极开发数字化教材及网络教学平台。

缺乏合适的本土化教材是多伦多地区汉语
教学的一个重大难题。在现有教材的基础上，加
强中加两国汉语教师的交流合作，结合两国教师
各自的优势编写本土化特色教材，培养教师利用
和开发教材的能力。两国教师共同合作编写的
教材不仅能充分展示中国国情实际，而且符合加

拿大风土人情，更具科学性、趣味性和针对性。
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网络资源库及网

络教学平台，放入教师的教案、教学资源等，资源
共享，提高教师的备课质量和备课效率。为非科
班出身的汉语教师提供备课材料，同时补充汉语
本体知识，弥补其专业背景及教学能力方面的不
足。同时，该平台也可以成为一线汉语教师交流
教学经验的基地，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知识传播的
前沿阵地。

在重视高质量本土化特色汉语教材研发的
同时注重教材推广及团队建设。海外教材市场
的开拓与国内市场差异悬殊，面对新市场、新读
者、新渠道，注重培养一批会外语、懂出版的人
才。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纸质
教材的推广面临印刷推广成本高、空间跨度大等
难题，可以将其数字化，充分发挥多媒体教材的
优势，加强宣传推广。

第四，充分挖掘教学法独有的优势，探索适
合本土教学的教学法。

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当地学
生的特性，寓教于乐，创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气
氛，摆脱传统教学枯燥乏味的特点，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任务教学法的使用要充分关注任
务的难易程度，将任务的交际性、真实性与实际
生活应用相联系，同时教师在选择语言素材方
面要全面考虑学生的汉语水平、学习兴趣、动机
等因素，以“学生为中心”，增加学习者开口说的
机会。

教师在运用交际法进行授课的过程中要学
会选择合适的交际话题，一方面话题的选择要符
合学生的兴趣，最好是选择与他们日常生活或亲
身经历相关的话题，另一方面也要符合教学目标
和教学内容。在交际练习过程中，教师要时刻把
握好纠错的“度”，指导学生将交际主题具体化、
条理化，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在教学中我们要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根
据学生的特性和具体教学内容，适时调整教学方
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造轻松愉悦的学
习环境。

近年来，汉语教育在加拿大取得了长足发
展，继英语及法语之后，汉语已成为加拿大使用
人数最多的语言，排名第三。而作为华人集聚地

陈夏瑾：多元文化融合下汉语教学现状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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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伦多，汉语使用更为频繁，在近一个世纪的
发展中，多伦多的汉语教学从无到有，在曲折中
前行，迎来了多伦多地区汉语学习的新时代，汉
语已被纳入加拿大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本文通
过问卷调查及个案访谈，对多伦多地区汉语教学
现状进行研究，发现多伦多地区汉语教学在师资
力量、课程体系、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一些
问题，提出加强师资培训、优化课程设置、开发本
土化特色教材及本土化教学法等对策，希望能为

多伦多地区汉语教学提供借鉴，以期更好地服务
该地区汉语教学的发展及研究。

综上所述，由于受个人时间及精力的限制，
本文关于多伦多地区汉语教学现状的研究还存
在一些不足。比如，本文的研究范围不够广，研
究内容有待深入挖掘，对于相关理论的表述还不
够准确到位，相关的调查研究及数据分析还不够
全面细致等。因此，希望今后能对此进行进一步
的研究。

Abstract: Chinese teaching in Toronto, Canad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and pedagogy,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Greater
Toronto Area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spotinvestiga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ere are problems concerning
teachers, curriculum system,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methods.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like strengthening teacher training, optimizing curriculum, developing localized
characteristic teaching materials and localized teaching methods, so as to better serve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oronto.

Key words: Multiculturalism; Chinese teaching; Canada

An Empirical Study on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Toronto, Canada

CHEN Xiajin
（Yiwu Industrial & Commercial College, Yiwu 322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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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校企文化融合是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校企深度合作、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当前校企文

化融合主要存在高职院校对企业文化认识片面、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缺乏职业引导性、校企文化的融合缺乏双向性等

问题。校企双方须分工协作，从提升高职师生对校企文化融合的认识、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将实

习实训与教学活动相结合、营造氛围等方面入手，共同推进校企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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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相较于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最大
特点是职业性，这一特点也在高职院校的校园文
化中得到了充分显现。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与企
业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实现二者的
有效融合才能进一步彰显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
培养和提升高职生的职业素养，促进我国高等职
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

一、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内涵

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发展
所需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高职院校校园文化
建设与企业文化建设之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只有在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渗透企业
文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等职业教育的作
用。高质量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培育
浓厚的育人文化氛围，使学生快速认同社会与企
业文化，促进学生较快成长为高素质的技能型人
才，帮助学生毕业后更快地融入社会生活，更快
地被企业和社会所认可[1]。

（一）校园文化内涵
校园文化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包括院校

领导、教职工在内的众多人员，以校园为主要空
间，以教书育人为基本导向的群体性文化，它在
校园建筑、校园景观、校园绿化等物质层面和以
文化活动、校风学风、规章制度、行为准则等精
神层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营造和谐的校
园文化氛围，增强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的活力，帮
助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促进高等
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相较于普通高等院
校，高等职业院校的校园文化具有更强的职业
特点，这就要求高等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活动
必须要立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充分发挥
自身的优势，与本地企业保持长期的良好合作
关系[2]。

（二）企业文化内涵
企业文化是指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过

程中，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为所有员工共同认
可并自觉遵循的、具有较强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
念与行为规范。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良
好的企业文化不仅能帮助企业塑造良好的企业
品牌，有效吸引客户，还能为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融入新鲜的精神血液，使企业能紧跟时代发展潮
流，与时俱进，为企业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的
文化基础，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
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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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职业院校校园文化
与企业文化相融合的意义

（一）有利于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良好的校园文化是推动职业教育可持续发

展的动力之一，只有拥有良好的校园文化，才能
使高职院校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处于优势地
位。要想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高职院校就必须
主动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向优秀的本地企业学
习，充分了解这些企业的发展理念、制度规范与
企业文化，并将其运用于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实
践中，保持自身教育教学的先进性；同时，高职院
校不仅要向学生讲解职业知识，还要锻炼学生的
职业素养，使学生在校园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学会如何更快地融入社会、更快地被企业接受。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等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目
标，使其形成自身独特的办学特色，培育出企业
发展所需的技能型人才。因此，促进高职院校校
园文化与企业文化更好地融合，可以使学生逐渐
熟悉和认可企业文化，采取相应的措施提升自身
的职业技能，为自己今后的顺利就业奠定坚实的
基础[3]。

（二）有利于为社会培育出更多高素质的技
能型人才

高职院校是为社会输送技能型人才的重要
阵地，随着高等职业院校的逐年扩招，毕业生数
量逐渐增加。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开始进入
经济转型时期，企业对人才需求也随之发生变
化，不仅要求员工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能，还要求员工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能充分认
可企业文化，部分企业甚至将企业文化的认可度
作为一项重要的用人指标。这就要求高职院校
必须将文化建设作为重点教学内容，使学生在具
备良好职业素养的同时，更快地适应与接受企业
文化，进入企业后能快速上岗。高职校企文化的
融合，不仅有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提前
做好上岗准备，还能使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活动
始终与企业的经营管理需求保持一致，培育出更
多高素质的全面技能型人才[4]。

（三）有利于有效解决现阶段就业难的问题
现阶段，高职院校毕业生普遍存在就业难

的问题，很多毕业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
位，而很多企业也找不到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
人才，人才与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对接断裂。
一方面，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与企业具体
的经营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校园文
化与企业文化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毕业生
在完成学生到员工这一角色转换时困难重重，
难以适应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这就要求高职院
校在进行知识和技能讲解与传授的同时，还要
对学生进行工作能力和适应能力方面的锻炼。
例如：高职院校可以与企业进行交流合作，企业
为高职生提供专业对口的岗位实习机会，使学
生能全面了解企业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纪律，帮
助学生在实习期间重新审视自己，及时调整自
己的心态，快速地适应和满足企业和社会对技
能型人才的需求，有效解决高职院校毕业生就
业难的问题[5]。

三、现阶段高职院校校园文化
与企业文化融合中存在的问题

推进优秀的企业文化进入高职校园，不仅有
利于培育出高质量技能型人才，还能推进高职院
校的可持续发展。但相较于国外的高等职业教
育，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着办学理念较为落
后、教学模式比较陈旧的问题。因此，如何采取
措施推动高等职业院校的可持续发展是相关教
育从业人员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而加快高
职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发展又是实
现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但两者的融
合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高职院校对企业文化认识片面
普通高校的教育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科型人

才，而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目标是培养技能型人
才。新时期，高职院校要在全面了解社会发展和
行业特点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和创新校企合作的
形式和内容，在建设高职院校的企业文化时融入
相应的企业文化和职业文化，构建具有专业特色
的校园文化。但现阶段大部分高职院校对企业
文化的认识存在偏颇，很多教师并没有真正了解
和掌握企业文化的具体内涵、企业文化与校园文
化的共性、两者融合发展的必要性等。如果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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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及管理者对教育教学活动仅停留在培养和
锻炼学生的专业技能方面，不考虑如何将企业文
化与校园文化进行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文
化的作用，这将严重降低学生在就业中的核心竞
争力，使学生找不到与自身相符合的工作岗位，
十分不利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

（二）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缺乏职业引导性
近年来，我国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逐渐加

大，国家也出台了扶持职业教育的诸多政策，高职
院校在数量、规模、软硬件配置等方面都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但在具体实践中，具有鲜明职业特色和
校园文化的高职院校较少，管理者对企业文化缺
乏深刻的认识，校园文化建设仅局限于建设相关
设施和开展文化活动，缺乏专业相关的技能竞赛
与实训实习，高等职业教育缺乏职业引导性，不能
有效引导学生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

（三）校企文化的融合缺乏双向性
校企文化的融合发展具有双向性即“输入”

和“输出”。“输入”指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企业
文化，“输出”指向合作企业输出校园文化，使企
业文化形成中也融入校园文化。但目前很多高
职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发展仅处于

“输入”阶段，基本甚至完全没有“输出”。校园文
化的建设发展仅仅停留在开展文体活动的阶段，
严重偏离企业文化的具体内涵；同时，很多企业
也严重忽视了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没有吸收容
纳校园文化。这种校企文化的融合发展方式不
对称也不科学。高职院校毕业生在进入企业后
需要在短时间内融入企业文化中，这也彰显出了
企业文化强势性和单向性的特点。上述现象出
现的主要原因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存在一
定的问题，缺乏鲜明的院校特色，校园文化与企
业文化互相脱节；师生对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的
认识存在偏颇，相关活动流于形式，严重影响校
企文化的融合发展。

四、促进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与
企业文化融合发展的路径

（一）提升职业院校师生对校企文化融合的
认识

由于受应试教育的长期影响，很多教师都认

为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学生
只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就能顺利
就业了，但这种思想是片面的。高职院校要对师
生进行校企文化融合方面的教育与培训，提升教
师对校企文化融合重要性的认识，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各种文体活动，使其能在参与文体活动的过
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二）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
高职院校要帮助学生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

规划。首先，高职院校可以邀请企业中的优秀人
才及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到校向在校生分享相关
经验，与学生进行交流，使学生进一步感受和理
解企业文化；其次，高职院校要聘请专业人员辅
助制定实训实习计划，提升计划的科学性与可行
性，为提升学生职业素质提供有效的保障；此外，
高职院校要根据本校学生的学习情况与学风特
点开展文体活动，并在这些文体活动中渗透企业
文化与职业精神，在加快校企文化融合发展的同
时，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
养；最后，高职院校要与企业进行合作，企业要定
期邀请学生到企业进行参观，使其亲身感受企业
文化。

（三）实训实习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实训实习是实现校企文化融合的主要平台，

它能有效加强企业与院校间的交流与合作。职
业院校不仅要安排学生进行校内实训，还要邀请
企业人员亲自到校指导学生的实训工作，使学生
能及时了解最新的职业资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
上岗；在学生到企业实习时，职业院校要与合作
企业实现零距离的接触，使学生能全面了解合作
企业的企业文化。

（四）发挥网络在校企文化融合中的宣传作用
当前阶段互联网已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科

技教育手段被应用于教育教学中，高职校企文化
融合也不例外。高职院校可以通过校园网、微信
公众号、微博等优质网络宣传平台向学生推送优
秀企业家、优秀毕业生的先进事迹，企业先进的
经营宗旨、价值观念、管理理念、道德行为准则等
内容，使学生初步掌握有关企业文化的基础内
容，在促进校企文化融合的同时，帮助学生提升
自身的就业核心竞争力，准确找到适合自己的企
业与工作岗位。

胡 震：高职院校校企文化的融合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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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总而言之，实现高职教育校企文化深度融合
是很有必要的。高职院校校企文化融合不是校
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的简单对接和组合，高职院校

宏观上要重视整体规划、对接角度、融合层面的
设计，具体做法上要利用各种现代化的教育技术
手段提升师生对校企文化融合的认识，帮助学生
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在实训实习中渗透企
业文化等，实现高职院校、学生、企业三方共赢的
局面，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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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e integration of campus and enterprise meets the nee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well as deep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enterpri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modern enterprises. Problems incampus- enterprise culturemainly fall intothe colleges’
unilateral understanding of enterprise culture, a lack of professional guidance in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a lack of bilatera linteraction during the process. Thus, both thetwo side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bilateral culture integration by improving teachers’and students’understanding ofit, guiding
studentsthrough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career planning, combing practice with lecture, creating favorable
atmosphere 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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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内陆区域跨境物流运营模式与税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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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沿海经济发达、货源充沛，近海内陆区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区位优势和货源优势，但从货物运输

模式选择的经济性分析视角看，走海铁联运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有成本优势，公铁联运的运输路线的选择、货源配置的

合理性方面尚有改进必要，跨境物流的免税操作仍需破题。各地应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有效整合中欧国际班列资

源，在货源与运力配置中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鼓励各运输模式的平等竞争，管理层对国际铁路货物运

输的财政补贴政策可逐渐退坡，辅之以对出口流向跨境物流的实质性零税率政策。

关键词：一带一路；跨境物流；税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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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理论与实务研究；陈家翔（1973-），男，江西永新人，大学，主要从事进出口税收实务研究。

“一带一路”是我国提出并得到世界各国积
极响应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其发展的基础是互
联互通，合作的基础是共建共享，开放之路的基
础是共同繁荣。五年多来，这一国际合作实践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目前，“丝绸之路经
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覆盖东亚、南
亚、西亚、中亚、东盟、独联体和中东欧七个地区
65个国家，有136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与我国
签署了合作共建文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累计投资超过500亿美元，贸易总额超过3万
亿美元，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
作区，创造了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工作岗
位。作为世界级市场的货源集散地与我国内陆
腹地通往东南沿海的交通枢纽与近海内陆区块，
近年来，近海内陆区域G地在打通小商品贸易新
通道、建设跨境物流税收治理体系方面作了许多
探索。

一、近海内陆区域的区位优势
与跨境物流模式

长期以来，G地一直是我国内陆地区通往东

南沿海的重要通道，也是沪昆、浙赣、杭长铁路的
重要枢纽，因其靠山近海“气压江城”的地理位
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种位势在和平年代
的内陆交通上也是得天独厚。近年来，近海内陆
区域海陆一体联运的跨境物流模式又让其货物
集散功能重振雄风，先后开通多条铁路货运专线
与海陆联运专线，让小商品重走丝绸之路，融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一）跨境铁路班列开启内陆区域链接丝绸
之路经济带新通道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之一，该区块有
两支“钢铁驼队”，一是中欧铁路班列，从G地出
发，分北线、中线、南线分别在三个口岸出境，其
中北线从满洲里口岸出境进入俄罗斯，中线从二
连浩特口岸进入蒙古乌兰巴特后接入北线；南线
从兰新线在阿拉山口进入哈萨克斯坦再转到东
欧；中欧铁路国际班列三条线均在莫斯科交汇，
目前最远可达西班牙马德里，全程13052公里，
途经十几个国家。二是中亚中东铁路班列，有两
条支线，一条支线是从G地到中亚五国，另一条
是从阿拉山口到伊朗首都德黑兰。

两支钢铁驼队自2014年首发以来，已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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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11条线路，分别占全国同期已开通的65条
线路、49个境外沿线城市的17%和18%，累计往
返运行铁路货运班列近900列、发送标箱超7万
个，约占同期全国发运班列数和标箱数的七分之
一。货源集聚苏浙沪皖等8个省市2000多种商

品，辐射欧亚大陆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丝
路沿线主要贸易国家的全覆盖，成为我国运营效
益最好、市场化程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中欧班
列。见图1。

（二）陆海联运大通道再现海上丝路新辉煌

图1 丝绸之路经济带G地中铁联运国际班列运行线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走向是从中国东南沿
海各港口出发经南海过印度洋到欧洲各国，长三
角湾区宁波港与舟山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
港之一，已开通“一带一路”集装箱航线90余条，多
条高速公路作为链接宁波港与内陆腹地的出海通
道，承担着这些货源进出口陆港联运的功能使命，
其货运周转量在全国干线物流中举足轻重。

据海关统计，2018年该区域共实现外贸进
出口总值3769亿元，进出口规模居全省第三位，
仅从G地口岸报关出运的集装货物就达到89万
个标箱，这些货物如果全部走铁路，相当于满装
的8900个铁路货运专列，平均每天25列。从公
路运输量看，2018年该区域货运柴油加载量达
到50万吨，按此套算的货运周转量约在235吨左
右①，是同期该区域货运周转统计量的4倍，也说
明该区域的中转货物流量之巨和吞吐潜力之深。

2019年10月，e-WTP“菜鸟号”班列又从G
地首发，总货值29万美元的82个标箱20万件邮
包在历经17天后到达比利时城市列日，这是华
东首条跨境电商国际班列，也是马云在博鳌亚洲

论坛提出的建立e-WTP（世界电子贸易平台）的
设想，EWTP班列的开通，催生出该区域网上丝
路的新视界。

二、区域货源优势
与“网上丝路”的形成

Ｇ地出口流向的货源95%的货源来自长三
角地区，绝大多数货物的短驳物流运输半径在
200公里以内，这表明该供应链是有产业和货源
支撑的，其公路运输成本在合理范围内。Ｇ地还
是一个以国内市场起步又以国际贸易走远的经
济体，从“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到“买全球、
卖全球”，从内陆腹地走向蔚蓝色海洋，无疑离不
开市场采购、跨境电商、国际物流三驾马车的力
量和一带一路开放大通道。

（一）市场琳琅满目，足以给一带一路提供充
足货源

G地小商品市场目前有7.5万个摊位销售26
个大类180多万种商品，2018年市场交易额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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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3亿元、市场采购出口贸易额320亿美元，这
些货物大多数来自省内各供应商，经市场通过海
铁联运或铁路班列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
地有55万客商、2万家外贸公司（贸易商行）、
1056家物流企业，与6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保持经贸往来，每年到G地采购的外商超过50
万人次，常驻外商3万多人。许多外商直接进入
市场与货主直接洽谈生意、采购货物，并通过自
己报关出口运出境外，集货区域92%在G地周
边。作为国际化商贸城市，G地还吸引了来自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万多名境外商人，连续成
功举办14届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以“丝路文化
驿站”为代表的5300多家各类涉外机构，为多元
文化相互交融提供了良好契机和可靠平台。

（二）出口主体众多，足以给跨境物流提供产
业支撑

G地也是长三角区域市场主体密集度最高
的区域，2018年底有注册登记市场主体100万
个，约占Z省的七分之一，年度有销售实绩的市
场主体37万个，其中出口供货主体15万多个。
从2016年到2018年，该区域出口额从3171亿元
增加至3658亿元，年均增长7.4%，这一出口额位
列全国城市第八。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出口额达到1572亿元，占49.3%，出口规模占
全省同类同口径出口额的 23.0%，占全国的
2.7%。G地的公路货运周转量在Z省位于领先
水平，仅义乌的年出运集装箱即达100万GP，
2018年邮政快递业务量36.6亿件，增长43.3%，
快递业务量仅次于广州，居全国第二位，其中跨
境快递业务量达5610万件，同比增长76.8%，该
区域有陆路货代企业1000多家，航空货代企业
100多家，全球四大知名快递公司和18家国际知
名船运公司均设有办事处，随着e-WTP国际或
邮包货运班列的开通，跨境电商搭建“网上丝绸
之路”的业务潜力很大。该区域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的服务主体中，民营服务主体占96.3%，通过
一带一路海陆两大通道的输出货物和跨境物流
中，民营企业的出口贡献额与享受出口退免税额
占比也在90%以上。

（三）跨境电商开辟网上丝绸之路给两大通
道带来新的繁荣

该区域的电子商务发展很早，有全国第一

个电子商务村。2018年网络零售额达到2870
亿元，网络消费额863亿元，在长三角27个城市
中处领先地位。G地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
内有12万个跨境电子商务账户，电商密度全国
第一。世界各大交易撮合平台如淘宝、天猫、京
东、速卖通、ebay、敦煌网、wish均已入驻，其中
淘宝、天猫以84.8%的撮合交易份额一统天下，
家居、服装、服饰、鞋包、运动户外的交易额分列
前五。星罗棋布的电子商务专业村吸引着数万
名网红直播带货，形成演艺、直播、售货、物流一
条龙式的产业供应链。2018年国企区域跨境电
商交易额2368亿元，约占全国同期跨境电商交
易额的3%，通过邮包形式出口的跨境电商零售
出口310亿元，是全国海关统计电商零售出口
额的三分之一。

三、中欧运输班列的经济学分析

借助交通枢纽地位和商品流量的资源优
势，G地开通一带一路联运模式的两大通道，其
历史贡献功不可没，发展前景也非常美好，但在
货运资源配置、运营模式选择及成本效益分析
上，亦有可改进完善之处。

（一）区域间运输货源竞争矛盾依然突出
该区域曾以小商品海洋著称，出口货源十分

充沛，但进口货物尚缺消费市场支撑。随着国际
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深入推进，其进出口平衡的
问题会有所好转。从近年来物流加载结构看，两
条通道的出口货源仍以小商品为主，并逐步向家
电、机械设备、汽车等大宗物品拓展，货物原产地
也已从本地小商品逐渐向周边省市辐射，目前已
集聚了长三角及周边8个省市的货源，集货半径
在300公里以内。2018年从本地口岸报关出口
的货物有89万个标箱（20GP），分别走国际铁路
班列、海铁联运和高速公路陆海联运通道出境，
海铁联运和陆海联运份额占大多数，其中国际铁
路班列的年货运量在300列3万标箱（20GP）左
右，约占货运量的3%，近年来受国内其他城市相
继开通国际货运班列影响，城市间的货源竞争激
烈，原集货区域的货源绕道到西部城市去发货装
运的现象时有发生。目前全国已有59个城市开
通中欧班列，仍不断有新的城市加入，2018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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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量是2016年的3.7倍，运行线路同质化、运力
浪费现象很突出，由于货源与市场空间的有限
性，各地班列在国内拼抢货源持续激烈，甚至发
生运输货物倒流玩境内一日游的现象，许多返程
班列也不能满装，出现许多空箱托运返程，但各
地都不愿为此合并减少班次。该区域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为贱金属、杂项制
品、纺织品、塑料、零部件等，占比超70%，出口商
品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高，与西部城
市比也缺少地理竞争优势，货源流失问题需要从
经济学上客观分析。

（二）铁路国际班列的运输成本优势难以
发挥

铁路班列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比海上运输时
间短、比空运价格低。但该区域通过铁路班列
直接出口的货运量不到5%，主要因素还是运输
成本问题。该区域通过国际班列出口的五类产
品多为普通低值工业制品，运价比时间更敏感，
况且走铁路到欧洲也动辄1万多公里，时间15~
20天，与海运时间比没有多少优势，长途跋涉还
有许多现实问题。

一是无论北线、中线还是南线，到出境口岸
的距离都太远，走铁路到中亚五国有成本优势，
但到海运可及的欧洲近海城市就没有优势。据
本文计算，浙中腹地到满洲里口岸，铁路最近也
要3600多公里，到霍尔果斯口岸要4778公里，
仅境内运输时间就要6~7天，时间成本不说，如
在清关中发生什么问题处理起来效率很低。随
着开行数量增加、线路重叠，导致铁路运力浪
费，出境口岸转运压力大，在阿拉山口、二连浩
特口岸都出现班列拥堵滞留问题，运输时间增
加，服务质量下降。

二是从G地到马德里13052公里，要从陆路
穿越8个国家，由于各国铁路建设标准与运行
体制不同，如中国与欧洲采用的铁路轨距是
1435mm的标准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前苏
联国家和一些东欧、中东国家采用的是1520mm
的宽轨，而西班牙采用的是1668mm的超宽轨，
班列到马德里要换三次轨，每次都要将集装箱
吊装到对方国家的火车上，发生吊装费 292.5
元/箱次，滞留时间与衔接成本还不算。从满洲
里进入俄罗斯经过大片无人区，运价低但线路

长，与海运比，算经济账也不划算。
三是途中发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具有不确

定性。每一次进出境、每一次换装甚至每一次
停靠都可能发生费用，而且各国体制不同、法律
文化差异，有些境外费用没有凭据还有些不明
不白，这对运输企业的成本核算与申请财政补
贴都是问题。

四是与海运比，其运费成本处于劣势，时间
也没有优势。据本文调研分析，目前中欧班列
站到站的境外运费均价为6500美元/箱，加上集
装箱滞留和返空费用，成本约合11元/箱公里，
国内铁路20GP集装箱运价是0.69元/箱公里=
149.5 元/箱+0.6603 元/箱公里 ×4778（阿拉山
口）÷4778，合计运输成本约11.7元/箱公里，单
位运输成本与陆路比不算高（公路集装箱
9.3695元/箱公里），但与海运比，虽然各船运公
司因航线距离、淡旺季、运行时间、货物品类的
不同而定价各异，缺少绝对可比性，却仍有相对
比较价值。从船公司网络报价看，20天到货广
州-莫尔兹港（几内亚）均价1000美元/20GP，深
圳-布里斯班750美元/20GP，25天到货上海-纽
约（9800～12700英里）2600美元/20GP，深圳-纽
约2300美元+315美元（ODAI）①，平均运价只有
1~2元/箱公里，如果考虑到铁路班列集装箱按
实际装运吨位或货值算，运输成本差距更大，单
算经济账不划算。

（二）地方争相补贴影响了陆路国际物流的
市场化运营机制形成

据中国物资储运协会统计，目前中欧班列始
发地对货源的争夺已拓展至1500千米范围内，
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为鼓励班列开行，通过提高财
政补贴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与该区块的民
营主体比，其他58个城市的中欧班列的运营主
体均为国资或国有控股。为鼓励班列扩张，帮助
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各地均采取不同程度的财政
补贴方式予以扶持。补贴金额视运行成本与地
方财力而不同，一般是实际营运成本的40%，高
的50%甚至60%。财政部对铁路运费补贴封顶
限额是0.8美元/箱公里，并要求逐年退坡。但由
于各地政府运输目标设定不同，货源竞争激烈，
一些地方以各种形式“暗补”企业吸引外地货源，
高额补贴加剧了价格机制扭曲，也导致低价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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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揽货现象频发，阻滞了国际物流陆路运输价格
市场化机制的形成。

四、跨境物流运营模式中的
税收治理问题

营改增后，增值税零税率在实践中因为退免
税申报凭证问题难以实际操作，按传统货物出口
退免税单证的匹配申报或备案要求，跨境物流企
业根本做不到，单凭电子信息申报审核退税，税
收风险又很大。对内陆口岸而言，由于国际干线
运输的零税率操作不在本地发生，中欧班列的境

外运输收入的国际结算与零税率操作也由中铁
公司汇总申报，但发生在内陆区域的税收业务，
如启运端或终末端的短驳物流与跨境物流是享
受零税率还是免税，跨境物流企业与国际干线物
流的退免税票证衔接，与下游供货厂家、跨境电
商、国际代理服务业务的征免退税衔接等都没有
破题。

（一）跨境物流的运营模式与供应链税收
征管

我们分析发现，内陆区块铁路国际班列的供
应链流程有这样九个节点（图2）：

图2 内陆区块铁路国际班列的供应链流程节点

其中每个节点还有具体的分工，由不同主体
按分工合作完成，按各自的运营模式分享收入。
就启运端或终末端的短驳物流与跨境物流而言，
实际上仍是整个国际物流供应链的组成部分，理
论上，其出口流向的货物、劳务与服务是应该享
受零税率的。

内陆口岸进出口物流也是按链式结构专业
分工的，G地口岸的主要功能模块有，一是国际
物流板块的干线物流场站服务、托运服务、物流
服、短驳运输业务，二是口岸平台板块铁路联运
口岸业务，三是跨境电商撮合交易业务，由网易
考拉、天猫、贝宝等入驻电商平台操作。

跨境物流业务主要体现在国际货运代理服
务上，业务范围涵盖国际物流、海铁联运、甩挂
运输、仓储服务、报关报检、海外仓、供应链金
融，提供一站式物流供应链服务，分工还可以按
细类延伸，如国际物流包括承接国际海运标准
箱、特种箱、国际铁路、航空、海运，散杂船运、甩
挂运输、危化、生鲜运输等业务，与船公司直签

订舱代理协议、代办签证延期、政府邀请函等代
理业务；代收货物、分拣、装卸、包装、验货、提供
出货清单等仓储业务；代理报关、报检、进口清
关业务等。

由于跨境物流涉及货物与服务进出口，跨境
端的业务需要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封闭运行，其
进出口物流的流程也很复杂。国际物流企业业
务空间跨度大、流动性强，税收治理难度也大，体
现在资源耗用与税收贡献配比上不匹配。2018
年G地60户登记国际物流企业仅申报营业收入
667万元，783户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申报营业收
入95.6亿元，其中免税申报73.6亿元，占77%。
这些免税申报是否符合免税条件、有无单据支
撑，均很难核实，即使如此，许多企业仍声称处于
亏损状态。如某公司2018年申报营运量4632个
标柜、销售4463万元，其中免税销售3067万元，
平均运费收入9635元/箱，按中亚6000公里运输
跨度算，箱公里运费收入只有1.6元，明显亏损，
全年缴纳增值税为0，还进销项倒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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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境物流服务各节点的免税操作尚待
破题

跨境物流是货物出口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近
海内陆区块的国际物流主要以节点运输、短驳物
流，仓储辅助、货运代理服务作为主，从严格意义
上讲，只是跨境物流的节点运输与国际货运的代
理服务，属于国际干线物流的境内服务。根据规
定，纳税人提供的直接或间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免征增值税，而提供国内段托运、仓储、分
拨、代理报关等服务不属于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
务范围，不能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目前，多数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既提供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
务，又提供国内段托运、仓储、分拨、代理报关等
服务，取得的代理服务收入通常是打包收入，既
包含运费收入，还可能包含仓储、代理报关等其
他服务收入，货代公司将所有费用统一开具免税
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就跨界业务或一体化业务模
式而言，企业确实很难将业务界限清晰划分，但
由于增值税对不同的行业细类税目适用不同，也
可能涉及税率、可抵扣条件的差异，给税收管理
带来难题。另一方面，内陆区域货运代理多为二
级以下，有些还是层层嵌套代理，货运代理在什
么情况下适用交通运输业、什么情况下适用代理
服务业，选择余地很大。按政策规定，国际货运
一级代理收入可适用零税率，但目前从一级代理
开出来的增值税发票五花八门，除了收入税目差
异外，还有同一收入名称不同税率的，税率栏填
写从0、*、免税、3%、6%、9%各种情况都有，二级
代理在收付转接中也照样画葫芦，发票开具随意
性很大，形成按议价能力取得抵扣票的局面，如
果下游议价能力强，可以0税率一票开到底而没
有任何凭据支撑，或者就凭其从上游取得的0税
率或免税票。国际物流究竟是免税还是零税率，
如果是零税率应该提供哪些凭证可以享受出口
退税，如果是免税，是否可以循环转接一道道免
下去，下游供货厂家、跨境电商是否可以一同做
免税操作等，均需要在政策上分析明确。

五、提高跨境物流
资源配置效率的建议

为繁荣一带一路长期稳定发展，从长远看，

还是应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
用，无论是货源配置，还是运力调配，均应遵循价
值规律，提高运行效率，对输入一带一路沿线比
较落后的国家的货物，可以在运营初期给予必要
补贴，但财政补贴不能作为一种常态化政策工
具，更要避免因为补贴引起的国内各城市间中欧
班列的无序竞争。对跨境物流的税收治理，也需
要顶层设计、统筹谋划。

（一）全国一盘棋有效整合跨境物流资源
面对目前中欧班列发车启运站点多、货源

竞争无序的问题，铁路部门应予统筹协调，以
“货源地发车”的原则，只鼓励小宗零担货物向
中心站点集中，并根据国内货源和铁路网线布
局统筹规划出几条干线运输线路，在同一条线
路上在沿线城市增挂集装箱加装点，分类编组
国内各主要城市的货源，调度专用运输车辆，有
效改变目前各地中欧班列线路重复带来的资源
浪费和恶性竞争带来的价格扭曲现象，真正打
造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形成发展合力，提高
车辆运行效率。浙中腹地出口的产品多为小商
品，随着中欧班列向欧洲腹地的延伸，也可逐渐
实现货源转型，转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
品，这不仅可以提高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
可降低单位价值的出口货物运输成本，实现出
口数量与效益的双增长。

（二）发挥市场作用鼓励各运输模式平等
竞争

纯粹从经济层面分析，目前无论是中欧、中
亚还是中东铁路班列，其运输价格与运输成本结
构是不同的，这种模式只有在国有或国有控股的
企业或财政补贴下才能公益性运行，当然从战略
层次看，意义深远、很有必要。但如长期如此，规
模不断扩大，企业又处于亏损状态，地方财政负
担能力是个问题。本文以为，管理层需要统筹谋
划，充分考虑货运、运力、必要性和经济性，按市
场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确定运力规模。从技术
层面看，一是铁路部门可以加强与境外有关国家
的价格谈判，最大可能地降低境外铁路的运价和
换轨转运成本，二是货运运营主体如何选择运输
路线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问题，由于各条
线路的中欧班列穿越国家不同，其运价、价外费
用、通畅程度不同，俄罗斯境内铁路线长、单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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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低，一些独联体国家线路短、运价高但到站时
间缩短，价廉路短的热门线路则很可能造成拥堵
增加滞留成本。因此，如何选择线路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除了互联互通，还需要信息沟通。三是
货运企业如何提高铁路班列集装箱空间利用率
问题。目前20GP标准集装箱的最大装载量是25
吨/箱，但一些地方的集装箱平均运载量只有十
几吨，离满载还有较大差距，这种现象在国内65
条中欧运输线路中均不同程度存在，这也是中欧
国际班列运输效率低、运输成本货值占比高的重
要因素之一，主要原因还是市场、货源、运力配置
的平衡问题，因为这个因素，也造成了区域间的
货源竞争。对浙中腹地这种近海内陆区域而言，
货源应该不成问题，但日货杂量小，保质期、交货
期不同，能否集长三角之力走拼箱、沿线增挂之
路，值得探索。毕竟浙中腹地物流流量再大，货
源也是通过周边集散完成的，现在一些高铁小站
的始发终到列车很多，如果按客源，有些小站根
本够不到启运地条件，但该小站如果处于区域节
点，就可以把沿线各站的客流都带上，虽然发运
初期以空装为主，但整条线路看还是兼顾公平效
率的。因此，在启运地设置和班列挂名上，国内
各城市间也完全没有必要争一时长短，甚至花钱
去买冠名和统计数据，而应遵从价值规律，以铁
路部门对运力和运输成本的最佳配置为标准。
四是在运输模式选择上也应坚持市场选择原则，
陆海空各行其道。G地作为近海内陆区域，对长
途出海到欧美的货源，海铁联运或公路短驳+海
运的运输模式是最经济的，走海铁联运模式的海
上丝绸之路比其他线路更加经济便捷，目前这一
大通道出运的货物占大头，也是市场选择的结
果。本文建议，应赋予企业货物运输模式的市场
选择权，对离海岸线比较近的欧洲城市，公铁联
运可以用海铁联运模式替代，对运输线路较短、

目的地终端远离海岸线的货物，如中亚线路，可
以走国际铁路联运，对运输线路长且纵深西部内
陆广袤腹地的货物，可以在西部城市就近组货，
通过铁路班列集约出行。

（三）以实质性零税率操作助推跨境物流
发展

对中欧国际班列的运输成本实行财政补贴
可以培育铁路运输市场的发展，应该说对促进“一
带一路”经济带的拓展与延伸贡献很大，但目前该
政策已实施了5年，整个货源市场和运力市场也
已接近饱和状态，由于开通运输线路的城市多，财
政补贴力度不一，也客观上造成了区域间货源竞
争和运力过剩问题，如果短期内还有城市加入角
逐，运力与货源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为此，财政部
在前期已出台财政限额补贴政策。本文以为，短
期内为培育市场给出境铁路班列必要的财政补
贴是必要的，但市场行为毕竟最终要由市场发挥
资源配置作用，而走义甬舟海上丝绸之路的货物
运输完全是市场模式，企业完全没有补贴还有盈
利。因此，出境货物的运输模式选择也应推给市
场，各地的财政补贴可以逐渐退坡，实际上，如果
陆路跨境物流程序能透明操作，各节点都能实质
性享受零税率政策，才是公平竞争的本义。

所谓实质性零税率政策，就是要分类实施现
行国际物流的零税率政策，探索对出口流向的跨
境物流实行点到点、点到站、站到港的零税率操作
路径。可以通过免抵退办法退还进项税，也可以
分段实施免税，可以从平台物流先试点，逐步实现
从以票管税到信息管税。对进口流向的物流，应
明确征税，无论货代公司还是实体物流企业，均不
得向供货企业开具零税率发票和免税发票。应
鼓励基层税务机关探索分段免税衔接，明确服务
发生地的税收管辖权，限制终末端站点所在地的
长臂管辖权，虹吸三线以下城市的经济税源。

注释：

① ODAI，北美海运价格中的附加费用，组成方式=码头费（ORC）+文件费（DOC）+反恐费（AMS）+港口安全附加费

（ISPS）。

严才明，陈家翔：近海内陆区域跨境物流运营模式与税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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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astal areasin China boost developed economy and abundant supply.Though inland near
the cost enjoys better location and supplyas regard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Maritime Silk Road
transport with both rail and sea has better cost advan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transport mode choice.It is necessaryto improve route options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for highway-
railway transport while duty free practice ofcross-border logistics is under negotiat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we should reinforce the idea of taking the whole country as a whole and integrat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resources effectively, take fulluse of market inallocation of supplies and transport capacity and
then encourage fair competition of each transport model. The policy of financial subsidies to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rail should retreat gradually with a substantially zero-tax-rate policy on cross-border logistics in
exportas a substitute.

Key words: The Belt & Road; cross-border logistics; tax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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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创客的培育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处于培育阶段的农业创客，除了面临市场和自然的双重风险外，还面临

创业经营的风险，资金需求量大，回报周期长，因而客观上会面临更高的融资约束。浙江省从信贷融资、抵押担保及保

险保障等方面初步构建了农业创客的金融支持体系，但受农业创客自身素质偏弱、金融意识淡薄、金融需求复杂等因

素影响，农业创客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方式单一等问题依然存在，建议从完善农业创客金融扶持政策、创新融资产品

与模式、强化政银保合作、搭建农业创客融资服务平台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农业创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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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
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
国家针对“三农”问题做出的重要战略抉择。农
业创客不仅是农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更是乡
村振兴的主要生力军，加快这一群体的培育，为
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力量，是乡村振兴战略顺
利实现的有效保障，然而，农业创客的培育是一
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人力、物力、技
术等要素投入，更需要具有先导性作用的资金来
持续不断地带动这些要素进行有机粘合，共同支
撑农业创客的培育和发展。

一、金融服务农业创客相关研究

随着“创客”一词引爆全中国，农业创客这个
群体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与农业创客同时出
现的还有农民工创客和农创客等词，三者极易混
淆。农业创客指的是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理
念，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流通等新业态的
返乡下乡创业创新群体，这一群体可以是农民、

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大学生及从事农业领域
的法人[1]。“农创客”一词，是由浙江省农业厅于
2015年首创提出的，主要指有创新突破的投身
现代农业创业的大学（大专）毕业生或在校大学
生。而农民工创客侧重的是农民工这一创业群
体，从创业主体角度看，农业创客的范围要比农
民工创客、农创客广，从创业对象角度看，农业创
客、农创客主要针对农业领域，均属于农业经营
主体，而农民工创客并没有范围的界定。

另外跟农业经营主体相关的，还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一词，经常出现在中央涉农文件中，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指经营规模大、集约化程度
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业经营组织和有文化、懂
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主要包括新型职业农
民、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
业。而创客主要指在新兴产业和新业态领域的
创新者，那些善于把新技术、新思想应用到农产
品生产、销售、流通中的人都可以界定为农业创
客。所以，农业创客不能等同于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界定的标准侧重专业化、
规模化、集约化等生产要求，而农业创客界定标
准更侧重的是农业领域创新创业这一特质，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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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违背，都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攻
坚力量。

国外没有农业创客这个提法，但对现代农业
领域的金融服务研究也不少。如Deininger.K等
利用市场结构化的动态模型，对美国农业金融市
场供给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充分性竞争有
助于提高农村金融供给效率[2]。

Abate,GashawTadesse等以埃塞俄比亚为研
究样本，利用回归分析法，得出农村金融市场的
发展状况与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3]。
尽管各国农业背景的差异性较大，但国外研究者
普遍认为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有利于释放农村
经济活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国内理论界对农业金融服务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创业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创客
的金融服务问题并未涉及。如肖华芳、张海洋等
通过社会调查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约束使得农
户的创业行为受到抑制[4-5]。朱文胜、王德群指出
发展不规范、治理结构不健全以及抵押担保不足
等需求侧存在的缺陷，是造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融资难的一个重要方面[6]。对于农户创业、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困境。刘刚等提出通过释
放土地融资效能，以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
资困境。黄可权等提出改进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贷款利率定价机制，来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融资绩效[7]。黄金华等提出应开发信贷联保、
农产品订单权利抵押等创新信贷支持模式，以提
高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金融服务效率[8]。周学东等
则提出通过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
策，引导金融资源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配置[9]。
国内外有关现代农业金融服务的研究成果对农

业创客金融服务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但是研究中还存在以下局限性：（1）现有文献
中对农业金融服务的研究呈碎片化状态，缺乏系
统性的深入研究。（2）现有文献中对创业农户、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更多
的是从探讨的角度提出相关的概念框架，具体细
节性安排涉及较少。（3）现有文献中对农业创客
这一新群体的金融服务问题并未涉及。

二、浙江省金融服务农业创客现状

（一）浙江省对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金融支
持政策

浙江省目前并未专门针对农业创客出台相
关政策文件，但是对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金融支
持政策文件是在不断完善的。2012年，浙江省
正式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意见中对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进行了明确界定，并要求农村合作金
融机构、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
要加强对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开展土地
承包经营权、海域使用权等抵押贷款和应收账
款、专利权、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质押贷款，各
类政策性农业担保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要
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为服务对象，以提升农业
经营者总体实力，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此
后，浙江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还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相关政策文件（见表1），初步构建了包括信贷融
资、抵押担保、保险保障等在内的浙江省农业经
营主体金融支持体系，也为金融服务农业创客奠
定了有效基础。

表1 浙江省金融服务农业创客主要相关政策措施

时间

2013年1月

2015年9月

政策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

育发展家庭农场的意见》

《浙江省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综合

改革试点方案》

主要政策措施

加强家庭农场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开展大型农用生产设施设备抵

押、流转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质）押等新型信贷业务，并优化农业

保险服务，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完善政府补助和商业保

险相结合的家庭农场保险体系。

推进金融服务创新，构建多层次农业金融支撑体系，包括建立完善

农业融资担保体系。支持按有关规定、创新开展粮食补贴信用贷

款、组建联合社农民资金互助会，助力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

难”、“融资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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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机构对农业创客的金融服务现状
1.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近年来，浙江省不断加大对“三农”工作的投

入力度，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优先发展农业农
村，通过政府引导、财政贴息、强化考核等有效手
段，不断加大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
户、农创客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
度。从2008年开始，浙江省设立农业贷款风险
补偿基金及农业产业化贴息资金，对涉农贷款进
行风险补偿。从2014年开始，浙江省财政厅每
年划拨3000万元资金，用于家庭农场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信用贷款、保证贷款和抵（质）押贷款
的贴息，省财政按3%的贴息率给予贷款贴息。
据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统计，2018年，浙江全
省涉农贷款余额3.6万亿元，农户贷款余额1.3万
亿元，农房抵押贷款余额205亿元。以上三指
标，浙江均居全国第一[10]。

2.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在政府主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下，

截至目前，浙江省有小型农村金融法人机构82
家，营业网点4235个，新型农村金融法人机构81
家，营业网点358个，基本实现每个县（市）有2家
以上独立小法人机构和所有乡镇金融网点的全
覆盖。部分城市商业银行也通过设立专营机构，
提供专业化、专属化及系统化的特色金融服务，
进一步推进涉农服务体系改革，如中信银行杭州
分行在“三农”业务集中的重点区域设立涉农专
营机构。除信贷服务体系外，浙江省共有各类涉
农担保机构60家，涉农融资担保体系初步形成，
同时，保险保障体系也进一步健全，浙江省在全

国首创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模式，为农业防
灾防汛、风险融资及灾后补偿等发挥了重要作
用。目前浙江开办的省级农险险种有22个，根
据险种不同，可以享受中央、省、县（市、区）三级
财政共计55%～93%不等的保费补贴。

3.服务渠道不断拓宽
浙江省在努力完善农业创客金融服务体系

的同时，充分发挥多元化金融组织作用，不断进
行金融创新，拓宽农业创客服务渠道。在金融创
新过程中，浙江省高度重视服务质量和服务网络
的建设，有效提高农业创客融资效率，并鼓励农
村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银行业开展大型农业机械、
土地承包权、专利、专有技术、注册商标等创新抵
押贷款方式[11]。与此同时，鼓励地方政府搭建金
融支农综合服务平台，拓宽金融服务平面，如安
吉县在2017年建立了以政府为引导主体、金融
机构为支持主体、联合社为实施主体、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为受益主体的合作平台，政府、金融机
构和联合社采取5:3:2的三方共担式风险防控机
制，建立长期的风险金池，通过财政资金撬动社
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投入。

4.服务模式不断创新
浙江省金融机构借力金融科技，创新抵质押

方式，针对农业创客金融需求的多元化，不断创
新金融服务模式，开发创新金融产品。如工行浙
江省分行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农业创客信用
档案，采用“整村打包批发、集中统一授信”的模
式，为农业创客开展统一授信；海宁市供销社则
引导推动实力较强的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
社开展内部互助融资，并积极探索“银行+合作

表1（续）

龚旭云：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浙江省农业创客的融资困境与破解

时间

2017年8月

2018年9月

2019年2月

政策文件

《关于合力推动政策性金融更好支

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通知》

《浙江省农业厅关于加快农创客培

育发展的意见》

《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

见》

主要政策措施

明确要求创新一批贷款流程优化、适用性强的金融产品，总结推广

一批典型示范较强、辐射带动明显的融资模式，力求“十三五”期间

年均贷款增速高于浙江省同业平均增速

加强农创客融资渠道对接，鼓励设立农创客发展基金，对接创投机

构、众筹平台，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创客企业，要求省级农业信贷

担保公司向市县延伸时覆盖农创客，通过保费补贴、风险代偿等形

式提供担保支持，化解农创客因无资产抵押而造成的贷款难问题

从融资总量、信贷结构、产品创新、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的20条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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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员”的信用合作模式，由合作社为社员贷款
提供担保；农行浙江省分行将互联网金融服务

“三农”作为党委“一号工程”，推广“农e贷”；浙
商银行针对从事乡村旅游农业创客发展诉求，推
出“民宿贷”。

三、浙江省金融服务农业创客的
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农业创客金融需求复杂，信贷获得性偏低
农业创客在进行技术研发、新产品开发及市

场推广的各个环节，都需要资金的投入，尤其是
家庭农场，智慧农业领域，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光
靠农业创客自身的资金积累很难满足其生产经
营的要求，银行贷款等外源融资是大部分农业创
客的不二选择。另外，农业创客的金融需求层次
多，个性化明显，除了资金之外，对金融信息、保
险服务、新金融服务的需求力度也较大。而金融
机构对农业创客的经营情况、盈利模式、新技术
的应用潜力和市场投入的风险等无法获得全面
的数据，因此很难把握对农业创客信贷投入的风
险。农业创客本身存在经营管理经验欠缺，管理
松散，规模较小，科技技术转化程度低，预测和抵
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均衡，在融资信用和贷款规
划方面呈现出数量大、周期短等特点。供需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和农业创客自身的弱质性制约了
金融机构对农业创客的金融支持，农业创客的融
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二）农业创客自身素质偏弱，金融服务可持
续性不高

目前，虽然浙江省的农业创客数量在不断增
加，但是其整体的金融素质偏弱。农业创客在创
业过程中，由于自身规模不大，资金流小，投资能
力不足，投资方式相对单一且保守，导致自身抗
风险能力较弱，容易受宏观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
影响。同时，农业创客大多数是由小家庭作坊演
变而来，经营规模小，资产有限，能提供的抵押担
保严重不足，金融机构服务农业创客的风险成本
相比成熟的大中型农业企业而言要高。另外，农
业创客在经营过程中，财务信息不透明、管理制
度不健全，无法为银行提供完整的财务报表和信
息资料，金融机构要准确识别农业创客的生产经

营及财务状况相对较难，信息获取成本相对较
高，导致金融机构面向农业创客的金融服务可持
续性不高。

（三）农业创客融资方式单一，多元化融资体
系有待完善

农业创客的资金来源除自身的资金积累外，
可分为两类，一是债务性融资，二是权益性融资，
大部分农业创客通过银行贷款等债务性融资来
解决生产经营中的资金困境，但是债务性融资一
般适用于短期资金需求，因其需要抵押品，信用
融资额度有限，民间借贷成本高，资金来源缺乏
可持续性。权益性融资相比债务性融资，成本低
且可以解决农业创客在发展壮大过程中的长期
资金需求，但是作为权益性融资代表，股权融资
市场主板门槛高、限制条件多，农业创客很难达
到其要求，新三板、科创板的服务对象则主要为
高科技和高新技术企业。另外，创业投资、天使
投资发展仍不充分，大部分创投基金偏好盈利能
力强、业务模式清晰的较成熟企业或者具有发展
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农业创客获得风险投资的
机率较低。

（四）农业创客农业保险需求旺盛，但险种
少、供需不匹配

农业的属性决定了其风险较大，气候、灾害、
疫情等风险因素难以衡量，经营风险较难控制，
因而农业创客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较大。但是，目
前浙江开办的省级农险险种总共是22个，主要
限于水稻、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保险范围较
窄，远不能满足种植养殖业的保险需求。近年
来，经营大棚蔬菜、瓜果、花卉、苗木、菌类等经济
作物类的农业创客蓬勃发展，还有经营一些特色
产品的，如生态养殖、休闲农业的农业创客也不
在少数，他们有较强的保险意识和参保意愿，但
是找不到合适的保险产品，或者已有的保险产品
设计不科学，不能给农业创客相应的风险保障，
造成农业保险市场的供需不平衡、不匹配问题。

（五）农业创客金融意识淡薄，对众筹等新型
融资方式认知不足

互联网金融融资模式的出现为化解农业创
客融资难提供了新的途径，但是受农业创客认
知、融资模式自身问题和政府严监管等多种内外
部因素的影响，其作用发挥有限。首先，很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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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客的文化程度偏低，金融意识淡薄，对互联
网金融这一新金融业态缺乏了解，导致其不敢、
不愿意也不知道怎么去利用互联网融资方式。
其次，由于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发展历程较短，互
联网金融融资模式中仍存在多种不安全问题，尤
其是P2P，暴雷事件频出，给金融领域带来很多
不稳定因素，使得政府对P2P网络借贷采取严监
管措施，P2P网贷数量不断下降。再次，互联网
融资模式作为新兴事物，其自身机制也有待完
善。如众筹模式，众筹平台需要的参与者众多，
审核众筹项目的机制仍未完善，缺乏平衡众筹项
目的利益机制以及透明的退出渠道等问题，制约
了众筹平台的发展和众筹融资模式的推广。

（六）农业创客金融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宣传
也不到位

围绕乡村振兴，国家出台了不少金融支农的
政策，一定程度上为农业创客的培育和农业现代
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金融支农政策的有效
实施，需要各个部门的通力协作，个别部门的工
作不到位，往往会影响金融支农政策的整合和衔
接。目前，农业创客经营种类涉及农业产业链各
个环节，不仅包括种植、养殖、农业技术服务等，
还包括智慧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农业科技
等，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而目前浙江省政府出
台的政策大多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创
客并不适用。另外，由于宣传的不到位，很多农
业创客对金融扶持政策的了解不够，甚至不知道
政府出台了相关的金融扶持政策，而选择利息相
对较高的民间借贷。

四、金融支持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
国外经验借鉴

（一）美国
美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由政府、合作金融和商

业银行共同组成，其中合作金融体系对推动美国
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的农业合作金
融体系，最早由政府牵头设立，最终转为民办体
系，整个过程中，政府给予了极大的优惠政策。

合作金融体系包括各种合作银行、土地银行
以及信用银行，合作金融体系在美国政府的扶持

下对农业生产开展金融支持。一般对于资质完
善、信用等级较高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可以通过
商业银行获得信贷，而资历较浅的、具备市场潜
力的创业创新项目则可从政策性或扶持性的合
作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等到创业项目获得市
场认可，并达到一定规模后，再转向商业银行融
资。这种多层次的农业金融体系，各自分工，相
互补充，对美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成长起到了
真正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另外，美国还拥有非常
完备的信用查询系统和健全的信贷风险控制系
统，为农村金融体系开展支农服务创造了良好的
内外部条件。

（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农村金融服务效率举世瞩目，除

了提供贷款外，还提供一系列的金融特殊服务，
如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理财规划服务，除了为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日常运行和维护提供信贷资
金外，还提供风险咨询、技术辅导、不动产规划、
利润投资计划等全方位支持。此外，澳大利亚金
融机构对创业农户和组织提供特殊的风险管理
工具,用以应对因气候和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通过完备的金融服务体系，澳大利亚的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可以灵活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和盈利
模式，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实现财富增值的同时，
有效规避风险。

（三）日本
日本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政府政策性金

融机构和以民间合作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合作性
金融构成，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合作性金融。
除这两大要素之外，还包括一些合作经营组织，
如基层合作组织、信用社、信用协会等，这些组织
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其主要任务就是为那些基层
的各类农村资金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在这些
要素的相互配合下，让地少人多的日本农业得到
了快速的发展。在日本的农村金融体系中，有一
个不可或缺的机构，那就是农林渔业金融公库，
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同属于
日本的政策性银行，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主要服务
于难以从中央农林金融机构等金融机构获得金
融支持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并向他们提供优惠
利率的长期贷款。贷款期限为10-50年，贷款利
率低于其他金融机构[12]。另外，在日本还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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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降低了农
业风险，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面临的风险提供了
较健全的保障。

五、提升浙江省金融服务农业
创客效果的政策建议

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大部署，立足破解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农业创客
的金融瓶颈制约，提升农业创客金融服务的可得
性、便利性和精准性，既需要农业创客自身的规
范发展，也需要融资环境的改善，既需要深化改
革不断完善农业创客金融服务体系，也需要金融
机构、产业部门等利益相关主体的积极探索和全
力配合，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提升金融服务农
业创客效果。

（一）深化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完善农业创
客金融服务体系

一是要加强农村合作金融（农村信用社、农
村合作银行）的支农功能。从国外的实践经验来
看，多层次、完备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实现金融支
农的有效保障，而农村合作金融又是农村金融体
系的核心。建议浙江省政府相关部门“围绕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尤其是农业创客的迫切需求”，开
展农村合作金融支农创新试点，而政府通过购买
相关服务进行支持。二是引导农村民间金融规
范发展。民间金融是浙江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
特色，是浙江省农村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
跟农业创客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和精准性
息息相关。政府应加强对农村民营银行、民间金
融协会及小规模的农村私营银行等的引导，同时
还要加强对农村民间借贷的规范管理，让民间金
融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三是完善农业保险体
系。建议浙江省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积极构建以
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商业性农业保险为辅的农
业保险体系。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的同时，鼓励商业性
保险公司积极介入“三农”，开发具有针对性的、
符合地方农业经济特色的保险产品。

（二）完善农业创客金融扶持政策，加大宣传
力度

近年来，浙江省陆续出台了《浙江省农业厅

关于加快农创客培育发展的意见》《关于金融服
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等跟农业创客金融服务
相关的政策文件，但更多条款都是原则性规定，
可操作性不强。可以考虑专门针对农业创客金
融扶持制定政策文件，为农业创客融资提供政策
保障。同时，建议将金融机构服务农业创客情况
纳入对金融机构的考核，以鼓励金融机构向农业
创客提供贷款倾斜。还有，要把支持农业创客融
资的政策落到实处，可以考虑针对农业创客金融
扶持政策建立专门督查机制，督促金融机构将政
府已经出台的每项支持政策落地落实。另外，要
加大宣传力度，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银行业协
会牵头，与银行金融机构、村委会合作，建立农业
创客金融知识培训机制，定期对农业创客开展金
融知识讲座，并进行融资示范、融资规划指导和
诚信教育，通过加强培训，提高农业创客的金融
意识和诚信意识，同时，帮助农业创客熟悉银行
业等金融机构的涉农金融产品、涉农金融服务及
政府的金融支持政策。

（三）创新融资产品与模式，拓宽农业创客融
资渠道

为提高农业创客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效果，浙
江省政府应联合各大金融机构，努力创新支农金
融产品，同时，发挥浙江省互联网金融优势，探索

“互联网+金融+农村”等创新融资模式，为农业创
客拓宽融资渠道。可以考虑通过发展实物众筹
或股权众筹的方式打通成熟农业创客的发展通
道。农业创客制作的产品和技术的推广需要得
到市场的检验和认可，众筹平台不仅仅是资金的
筹措平台，更是农业创客产品和技术宣传、推广
的一种重要方式。农业创客的产品和技术如果
能够得到众筹粉丝的认可，使之参与到农业创客
的股权众筹中来，那么，农业创客后续成立企业
并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风险会降低。“尝鲜众筹”是
我国第一家农业领域专门性众筹平台，为农业项
目的创业发起人提供募资、投资、孵化、运营的一
站式服务。农产品和农场众筹是一个新概念，由
于参与、回报方式都更加个性化，充分尊重投资
者的意愿，将是未来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
另外，要引导和鼓励风险投资基金投向优质的农
业创客组织，为农业创客步入资本市场创造条
件，推动农业创客的孵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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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金融科技应用，提高金融服务农业
创客效率

现代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是金融科技，金融科
技的运用不仅有利于提高金融体系效率，而且有
利于加快金融产品创新，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
本。针对农业创客金融服务的科技应用，可从三
个方面着手：一是提升业务运营能力，以电子化
为主要手段，有效延伸服务半径、延展金融渠
道。让农业创客能够全时段、零距离享受基础金
融服务；二是提高风险控制能力，通过强化大数
据资源整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强农业创客信
贷融资的风险监控与管理；三是增强客户信息获
取能力，利用大数据技术，推进金融机构精准营
销。基于对海量数据的梳理与整合，抓取目标客
户群体，预测目标客户的融资需求。并结合人工
智能实现自动化精准营销，为农业创客群体构建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营销方案。

（五）强化政银保合作模式，发挥保险风险分
担与融资增信作用

“政银保”模式，是由政府为农业创客融资提
供担保，银行金融机构负责发放贷款，保险公司
负责对农业创客的信用风险进行承保，对于超期
而未进行偿还的贷款由政府、银行、保险公司共
担的一种模式。采取政银保模式，由政府设立资
金池来提供担保，可以降低银行金融机构对贷款
抵押物的依赖，缓解农业创客因缺乏抵押资产而
融资难的困境。另外，保险产品不仅可以有效地
分散农业创客生产经营风险，同时其信用保证、
信用保险类产品可以提高农业创客信用水平，有
效分散农业创客信贷风险，从而提高银行金融机
构向农业创客贷款的意愿和积极性。该模式具
有较强的金融普惠性，可以帮助那些规模不大而
急需资金的农业创客在经营困难和资金短缺时
顺利获得信贷资金。

（六）依托政府公信力，搭建农业创客融资服
务平台

农业创客融资约束的根源在于农业创客与
资金供给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而农业创客融
资服务平台的搭建，有利于实现农业创客信用
信息和融资供需信息的共享。由政府牵头组

织，搭建农业创客融资服务平台，依托政府公信
力，借助互联网金融将各参与方（政府相关部
门、银行、保险公司、投资者、农业创客及相关服
务机构）有效联系起来，降低借贷市场中各环节
成本，并通过农业创客融资机制创新、征信系统
共享、项目分析与风险识别机制的引入和风险
分担机制的建立等，降低农业创客融资风险，实
现各方资源的有效整合。平台中的投资者可以
是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网贷公司、保
险机构、基金公司和个人投资者甚至农业创客
自身，发挥各类金融机构投资主体作用的同时，
积极吸收民间资本，以扩大平台融资供给。平
台的融资方式可以多样化，包括借贷、风险投
资、融资租赁和众筹等，投资者和农业创客可根
据自身需求选择融资方式，平台根据需求和供
给者各自选择自动撮合。

农业创客不仅是农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
更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生力军，加快这一群体的培
育，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力量，是乡村振兴
战略顺利实现的有效保障。近年来，浙江省不断
加大对“三农”工作的投入力度，面向农业创客的
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
务渠道不断拓宽，服务模式不断创新。但是，农
业创客金融需求复杂，并受自身规模、投资能力、
经营管理能力等诸多因素限制，导致金融机构面
向农业创客的金融服务可持续性不高，农业创客
信贷获得性偏低。要打破浙江省金融服务农业
创客所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借鉴国外经验，构
建多层次、完备的农业创客金融服务体系是实现
金融支持农业创客的有效基础；创新融资产品与
融资模式，是拓宽金融服务农业创客渠道的有效
手段；强化金融科技运用，加大金融支农宣传，是
提升金融服务农业创客效率的有效保障；同时，
强化政银保合作，发挥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融资增
信作用，有利于分散农业创客信贷风险，从而提
高银行金融机构向农业创客贷款的意愿和积极
性。在此基础上，发挥政府公信力作用，搭建农
业创客融资服务平台，发挥各类金融机构投资主
体作用，同时，积极吸收民间资本，为农业创客的
融资需求进一步拓宽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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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pital support is essential to the training of agricultural makers,because those in the
incubation phase are faced withnot only dual risks of the market and the environment, but the risk of
entrepreneurship, large capital demand and long return cycle,which objectively resulting high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A financial supporting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makers has been preliminarily established in
Zhejiang Province through credit financing,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insurance guarantee and etc.
However,due poor capacity, weak financial consciousness and complex financial demand, the financing is
still difficult, expensive withfew choices for the makers.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perfecting financial
support policy, renovating the products and financing mode,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among
government, bank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setting up financing service platform to better serve
agricultural maker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aker; financing; financi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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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继电器剩余电寿命智能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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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用于电磁继电器剩余电寿命预测的BP神经网络模型，采取粒子群—蛙跳算法及改进BP算法分别优化、

训练BP神经网络。实验结果表明，经过粒子群—蛙跳算法优化的BP神经网络模型能快速、准确实现电磁继电器剩余

电寿命预测，提高继电器剩余电寿命预测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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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电磁继电器作为自动控制系统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件，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信
息产业以及各种电气电子设备中。电磁继电器
属于机电一体化器件，包括电磁和机械传动两
个组成部分，结构比较复杂，而且电磁继电器制
造过程中有些装配调整还需要通过手工操作完
成，因此，与其它电子元件相比，电磁继电器的
使用可靠性要差一些。然而，电磁继电器的可
靠性直接关乎和影响自动控制系统以及电子设
备性能的可靠性，对电磁继电器可靠性研究已
成为人们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对继电器剩
余电寿命加以预测是其可靠性研究的重要方向
和内容。电磁继电器电寿命则是继电器触头带
负载后的动作次数。目前，有国内外不少学者
提出电磁继电器电寿命预测方法，如：利用时间
序列分析理论预测继电器电寿命，建立以超程
时间和吸合时间为主变量的继电器双变量寿命
预测模型；将电磁继电器的接触电阻作为预测
参数，通过预测接触电阻阻值来预测继电器电
寿命；通过分析电磁继电器触头的机械磨损程
度，应用失效机理分析预测继电器寿命；根据对

电磁继电器运行时电、磁、热等数据状态检测进
行寿命预测；运用灰色模型GM预测继电器贮存
寿命；采取回归分析方法建立继电器多元线性
回归寿命预测模型；利用基于BP神经网络的继
电器寿命预测方法，通过继电器寿命试验获取
继电器接触电阻的原始数据来预测继电器电寿
命；通过果蝇优化算法与BP 神经网络结合方法
来预测继电器的接触电阻值，间接预测继电器
贮存寿命，等等[1-3]。以上学者们对于继电器电
寿命预测问题提出的方法，在继电器电寿命实
际预测中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依旧存在明显不
足：灰色预测方法对历史数据的依赖性特别强，
中长期预测误差大，预测精度差；回归分析模型
较为简单，其算法相对低级，对于继电器中非线
性数据及其数据特征间相关性多项式回归不容
易建模；BP算法在优化训练神经网络过程中的
收敛速度慢、计算量大，会陷入局部最小值；果
蝇优化算法寻优精度低，局部寻优能力弱，而且
非常容易陷入局部极小点。所以，笔者使用基
于粒子群—蛙跳算法优化的BP神经网络，将其
应用于电磁继电器的剩余电寿命预测，并通过
仿真实验，表明本文采取的方法预测误差小、预
测速度快、预测精度高，能有效提高电磁继电器
剩余电寿命预测的精度和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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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构建要素

（一）BP神经网络结构原理
BP神经网络结构原理示意图如图1所示。

共有输入层、隐含层、输出层三部分,其中隐含层
可以是一层，也可以是多层。输入量Xj由输入
层神经元经过隐含层神经元节点作用后，在输出

神经元节点输出Ym。Ym与BP神经网络期望输
出量Q的误差，利用对网络样本的学习训练，通
过反向传播不断调整输入层与隐含层节点之间
的连接权值ωij、隐含层与输出层节点之间的连
接权值Tjk、隐含层和输出层节点阈值[4]，促使网
络误差持续下降，直至网络输出Ym接近或等于
BP神经网络期望输出量Q。

图1 BP神经网络结构

（二）BP神经网络输入量与输出量确定
由于电磁继电器触头在动作过程中反复开

断及闭合，产生电弧，导致继电器触头磨损加大，
触头厚度会不断减小变薄，触头的自由行程随之
会相应增加，而触头的超程即从动触头与静触头
接触瞬间起到衔铁完全吸合时触头移动的距离
逐渐变小,直到触头失效，即电磁继电器电寿命
结束为止。由此可见，电磁继电器的剰余电寿命
与其触头的自由行程和超程紧密相关。考虑现
行电磁继电器可靠性寿命实验中自由行程和超
程都不容易被测量，而吸合时间和超程时间可以
动态反映电磁继电器触头的自由行程和超程变
化情况，而且吸合时间、超程时间也容易测量，所
以，BP神经网络的输入量有两个, 一个输入量为
吸合时间,即从电磁继电器线圈激励到继电器的
动触点与静触点第一次产生碰撞所用的时间；另
一个输入量为超程时间，即电磁继电器触头在超
程阶段移动所用的时间。因为是利用BP神经网
络模型实现电磁继电器剩余电寿命预测的目标，
所以，BP网络输出量选定为电磁继电器的剩余
电寿命。

（三）BP神经网络样本数据获取
电磁继电器的吸合时间、超程时间可以通过

对继电器线圈电流和触头电压的动态检测得
到。为分析电磁继电器在动作过程中的吸合时
间、超程时间与继电器线圈电流及其触头电压大
小变化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4组触头转换的小
型通用电磁继电器4JRX-13F作为试验继电器,
用于继电器寿命测试，利用IEEE-488并行接口
卡，利用高速实时数据采集技术，通过HP数字储
存示波器，对继电器线圈电流和触头电压进行并
行、同步的高速数据采集，获取继电器动作过程
中触头电压和线圈电流[5]。然后将采集的触头电
压和线圈电流等动态数据输入计算机中，通过计
算机加以分析并处理这些数据，便可以得到电磁
继电器的吸合时间和超程时间。图2为电磁继
电器吸合时触头电压和线圈电流动态测试波形，
其中，①为吸合时继电器触头电压变化曲线，②
为吸合时继电器线圈电流变化曲线，U、I分别为
触头电压和线圈电流，Tct、Txt分别为超程时间
和吸合时间, Tct = T2- T1, Txt = T1, T1为继电器
触头第一次闭合所需时间，T2为继电器衔铁运
动至完全闭合所需时间。图3为试验电磁继电
器动作8万次检测的超程时间和吸合时间的动
态变化数据值。从图3的超程时间、吸合时间与
继电器动作次数的关系曲线中的数据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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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磁继电器动作次数在逐渐增加时，继电器的
吸合时间Txt不断增大，而超程时间却不断减小，
而且超程时间和吸合时间的数据都呈现一定的
分散特征。

在电磁继电器进行寿命试验时，设定继电器

的完全寿命即继电器从开始工作直至接触失效
的触头动作次数为S，在触头每次动作次数为1、
2、3、…、S 时，对应的超程时间为 Tct1、Tct2、
Tct3、…、TctS，吸合时间为 Txt1、Txt2、Txt3、…、
TxtS。对电磁继电器的完全寿命S进行均等划
分，分成m个，则在每段寿命段的继电器平均动
作次数、平均超程时间以及平均吸合时间分别记
为Sh*、Tcth*、Txth*，其中h=1，2，…，m，通过推算
得到继电器的剩余电寿命为Slh*=S- Sh*，由此
通过处理获得m组BP神经网络输入、输出量即
超程时间、吸合时间、剩余电寿命对应的样本数
据Tcth*、Txth*、Slh*。

三、电磁继电器
剩余电寿命预测模型

图4为电磁继电器剩余电寿命BP神经网络
预测模型。BP神经网络的输入量为吸合时间
Txt、超程时间Tct，BP神经网络输出量为电磁继
电器剩余电寿命Sl。ωij为网络输入、中间层间
的连接权值，Tki为中间、输出层间的连接权值，
θi、θk分别为中间层节点和输出层节点阈值。
首先，采集电磁继电器完全寿命试验数据并进行
归一化处理；其次，建立电磁继电器剩余电寿命
预测的BP神经网络，利用粒子群—蛙跳算法优
化BP网络结构，最后采取样本数据对BP神经网
络进行训练和测试。

四、BP神经网络优化及训练

BP神经网络的电磁继电器剩余电寿命预测

图2 电磁继电器吸合时动态测试波形

（b）超程时间与动作次数变化关系

图3 电磁继电器动作80000次的吸合及超程时间数据

（a）吸合时间与动作次数变化关系

图4 电磁继电器剩余电寿命预测模型

乔维德：电磁继电器剩余电寿命智能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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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Sl与实际剩余电寿命（即网络期望输出值）Ql
之间存在着偏差E，为准确预测继电器剩余电寿
命，网络权值ωij、Tki及节点阈值θi 、θk等结
构参数需要经过反复学习训练加以优化，在学习
过程中由于BP网络输出受到网络结构参数初始
值影响比较大，故本文采取粒子群—蛙跳算法对
网络结构参数ωij、Tki、θi、θk进行优化，得到
最优初始参数。考虑传统BP算法收敛速度慢且
容易陷入局部极值，然后利用改进BP算法训练
BP网络，最终实现BP神经网络输出的电磁继电
器剩余电寿命预测值Sl与实际寿命Ql之间的误
差满足规定精度要求。BP神经网络优化及其训
练的步骤为[6]:确定BP神经网络的拓扑结构，设
置粒子群—蛙跳算法的初始化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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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
其作为BP网络初始连接权值和节点阈值。选取
训练数据输入至神经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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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继电器剩余电寿命
预测应用实例

（一）数据归一化处理
用于电磁继电器剩余电寿命预测的吸合时

间Txt、超程时间Tct、剩余电寿命Sl等样本数据,
如果数据过大并将其直接输入网络，往往会增加
计算复杂度，会直接拖慢BP神经网络的训练速
度，精度也大受影响, 所以在网络训练之前，需要
对数据做归一化处理，确保处理后的数据范围为
[0,1]。本文采取最大值—最小值的处理方法，即
运用MATLAB工具箱中的mapmin_max函数功能
实现转换[7]。当然，BP网络输出值也要进行反归
一化处理，便于将其还原成正常的电磁继电器剩
余电寿命预测值。

X* = X -Xmin
Xmax -Xmin

S* = S - Smin
Smax - Smin

式中，X* 为归一化数据值，X、Xmax 、Xmin 分别

为网络输入量的原始样本数据及最大、最小值。
S、Smax 、Smin 分别为网络输出量的原始样本数据及

最大、最小值。
（二）BP神经网络结构设计
本应用的BP神经网络采取三层前向神经网

络，其中网络中间层为1层。BP神经网络输入层
神经元单元数目n为2，对应电磁继电器动作过
程的吸合时间和超程时间。输出层神经元单元
数目m为1，对应预测的电磁继电器剩余电寿
命。一般中间层的神经元单元数目比较难以确
定，可以根据反复试验和设计经验来选择。中间
层 神 经 元 单 元 数 目 p 可 通 过 解 析 式

p = [ ]（2n +m）1/2,2n +m 进行确定[8]，这里p选取

为4比较合理。BP神经网络的拓朴结构设计为
2—4—1。中间层的神经元传递函数选用tansig，
输出层的神经元传递函数选取purelin，中间层、
输出层神经元激活函数采取Sigmoid。

（三）BP神经网络训练
在训练BP神经网络之前，需要进行相关参

数设置。初始化粒子群—蛙跳算法参数为：粒子
群规模为N=60，ω1=1.2，ω2==0.3；R1=R2=2，粒
子群算法、蛙跳算法的最大迭代次数分别为
400、180。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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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本文选取上述电磁继电器4JRX-13F寿命试验中
测得的200组数据，将每组的吸合时间、超程时
间作为输入量传给经粒子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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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直至BP网络满足规定目标误差精度或
者达到最多迭代次数。从图5的网络训练曲线

图5 BP神经网络训练误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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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当网络训练步数达到120步时，能满足目
标误差要求，网络训练时间短。

（四）BP神经网络测试
为检测判别已优化训练好的BP神经网络性

能好坏，需要采用除训练样本以外的其它若干组
测试数据作为测试样本加以验证。这里选取43
组测试样本数据输入至两种BP神经网络,一种
为未优化BP神经网络，另一种是利用粒子群—
蛙跳算法优化的BP神经网络，对两类神经网络
输出的继电器预测电寿命的相对误差进行研究
分析，如图6、图7所示。从图中明显得出，没有
优化的BP神经网络输出的继电器预测电寿命的

相对误差最大值为12.5%，而经过粒子群—蛙跳
算法优化BP神经网络输出的继电器预测电寿命
的相对误差最大值仅为1.6%。因此，采取粒子
群—蛙跳算法优化的BP神经网络对电磁继电器
电寿命预测的准确度得到显著提升，所以更加适
用电磁继电器电寿命预测。

为再次验证粒子群—蛙跳算法优化BP神经
网络性能，对比分析其它智能算法优化BP神经
网络，选取上述同样数据作为训练样本和测试样
本，性能比较如表1。通过比较得出，粒子群—
蛙跳算法优化的BP神经网络训练速度、训练误
差及预测精度均最优。

图6 未优化BP网络的电寿命预测相对误差

图7 优化BP网络的电寿命预测相对误差

表1 不同算法性能指标比较

优化及训练算法

BP算法

果蝇算法及BP算法

粒子群-蛙跳算法及改进BP算法

训练时间/s
19.50
13.85
10.25

训练误差

2.1325e-02
3.2325e-03
1.6873e-04

预测精度/%
77.5
86.7
98.4

六、结语

本文提出基于BP神经网络的电磁继电器剩

余电寿命预测模型，该模型采取继电器的吸合时
间和超程时间作为BP 神经网络的输入量，继电
器剩余电寿命作为BP 神经网络的输出量，利用
粒子群—蛙跳算法优化BP 网络的初始结构参

乔维德：电磁继电器剩余电寿命智能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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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选取样本数据及改进BP算法先后训练BP 神
经网络，并加以测试验证。实验结果分析表明，
建立的电磁继电器剩余电寿命预测模型，能够实
现较快的预测速度和较高的预测精度，实验结果

令人满意。该模型用于电磁继电器剩余电寿命
预测是完全可行的，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也给
电磁继电器电寿命预测及其可靠性研究提供有
指导意义及借鉴作用的技术方案。

Abstract: A BP neural network model is proposed to predict the residual electrical life of
electromagnetic relay.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leapfrog algorithm and improved BP algorithm are used to
optimize and train BP neural network respective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BP neural network
model optimized by PSO leapfrog algorithm can quickly and accurately predict the residual electrical life of
electromagnetic relay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prediction.

Key words: electromagnetic relay; BP neural network; PSO leapfrog algorithm; residual electrical；life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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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检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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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AdaBoost和RBFSVM算法组合成级联分类器，利用OpenCV的HOGDescriptor类提取待检测对象的

HOG特征，通过实验分析本文设计的AdaBoost-RBFSVM级联的分类器在分类准确率、误报率方面都有较好的分类效

果，其检测效率也有大幅提高。

关键词：AdaBoost；RBFSVM；HOG；OpenCV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范秋生（1972-），男，湖北黄冈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计算机应用研究。

一、引言

行人检测是图像识别领域研究的热点，特别
是在智能监控、智能辅助驾驶、人机交互等方面
有着广泛的应用，其目标是获取每个行人在视频
图像中每帧的空间位置。由于在行人检测中会
因行人体型差异、姿态多样性、背景复杂性和来
自视角、遮挡、尺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行人
检测是一项相当复杂的智能行为识别技术。

根据对行人描述方法的不同，行人检测算法
大致分三类：基于形状模板匹配的方法、基于表
观特征描述的方法以及基于形状和表观特征相
结合的方法。根据将行人是看作一个整体还是
分部件进行检测，行人检测方法又分为基于整体
的检测和基于部件的检测。

当前，主流的行人检测方法是基于表观特征
向量的检测方法，使用能够描述目标表观特性的
特征向量表示目标模式和非目标模式，然后使用
基于统计学习得到的分类器对特征向量进行分
类检测。其中，在目标特征提取方面，HOG特
征、LBP特征、Haar-like特征等在不同领域图像
检测中都有着不同的应用，这其中尤其以HOG
特征在行人检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在机器
学习算法的选择方面，AdaBoost[2]和 SVM算法取

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还是存在过度拟合和训练时
间过长等缺点。本文针对行人检测中存在的问
题，采用基于HOG特征，使用AdaBoost和SVM级
联的机器学习算法实现对视频监控中行人的实
时检测。

二、统计学习算法

（一）AdaBoost算法
AdaBoost是一种基于级联模型的分类迭代

算法[3]。级联是指整个分类器由多个弱分类器加
权构成，每一级比前一级复杂。其核心思想是：
初始时，训练集中的样本的权重都被设置相同的
权重。然后，在第（t=1，2，3，…，T，To迭代次数）
次迭代中，不断调整样本的权重，样本的权重由
t-1次迭代结果而定。在每次迭代之后，对被分
类错误的样本进行权重调整，使得分类错误的样
本得到更高的权重。这样被错分的样本贡献被
突出出来，获得一个新的样本分布。在该样本分
布下，对弱分类器再次进行训练，得到新的弱分
类器。这样经过T次循环，共得到 T个弱分类
器，最后，把这T个弱分类器按照一定的权重组
合起来，就得到最终的强分类器。

算法描述如下：
输入：训练集：（x1，y1），…，（xn，yn），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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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 为样本描述，y1 为样本标识，y1 ∈（0，1）；其

中0，1分别表示正样本和负样本。在行人检测
中，定义0为行人，1为非行人。

初始化：初始样本设置相同的权值Wi，j = 1
n

对以下步骤进行t=1，2，…，T次循环：

①权重归一化：qt，i = Wt，i∑j = 1
n Wt，j

②对每个特征 f ，训练一个弱分类器

h（x，f），并计算所有特征的弱分类器的加权错

误率。

εf =∑i
qi|h（x，f） - |yi

③按最小错误率，选择最佳弱分类器 ht（x）。

εf =min f∑i
qi ||h（x，f） - yi

=∑i |h（x，f t） - |yi

ht（x） = h（x，ft）

④根据最佳弱分类器进行权重调整：

Wt + 1，i =Wt，i β
1 - ei
t ，βt = εt1 - εt

其中，ei = 0 表示 xi 被正确分类，ei = 1表示 xi 被

错误分类。
⑤最后得到强分类器：

C（x） =
ì
í
î

ï

ï

1 ∑
t = 1

T

αtht（x） 12∑t = 1

T

αt

0 其他

其中 αt = log 1
βt

。

算法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AdaBoost算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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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向量机（SVM）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

是一种基于VC维理论和结构风险最小原理基础
上的机器学习算法，主要处理二元样本的分类问
题。其核心思想是寻求待测样本的最优分类面，
即使得样本分开的两个分类界面之间的距离最
大，以保证最小的分类错误率。对于线性可分情
况，存在一个或多个超平面能够使得训练样本完
全分开，SVM的目标是找到其中的最优超平面；
对于线性不可分的情况，SVM采用核函数映射的
方法，通过非线性映射把样本空间映射到高维特
征空间，使得在原样本空间中非线性可分问题转
化为线性可分问题，在高维特征空间内，寻找最
优分类超平面。

对于组训练样本集 T ={（xi，yi）| xi ∈Rn，yi ∈
{ }1， - 1 ，i = 1，2，…，}n ，SVM要求解的问题，

转化为求解式（1）、（2）的最优解问题：

Min：g（w，ε）12 W
2 +C∑i = 1

N εi （1）

Subject to：yi（ <w，φ（xi） > +b）
1- εi，i = 1，2，…，1 （2）

其中，εi 为松弛变量，C为惩罚因子。根据

Wolfe对偶形式，（1）、（2）式的最小化问题可表示
为：

Min：W（α） = 12∑i = 1
N ∑j = 1

N yi yjαiαj

K（xi，xj） -∑i = 1
N αi

（3）

Subject to：∑i = 1
N yiαi = 0，∀i：0αi C （4）

K（xi，xi） =<φ（xi），φ（xi） > （5）

SVM分类器的判别式为（6）：
g（x） = sign（WT x + b） （6）

将非线性映射 x→φx 代入（6）式，SVM分类

器的判别式变为（7）：

g（x） = sign[ ]∑t = 1
T wtφt（x） + b （7）

其中：
（1）b是分类阈值，可以用任一个支持向量

求得，或通过两类中任意一对支持向量取中值求
得。

（2）其中，K（xi，xj）为核函数，常用核函数

的有：
（a）线性核，linear：K（x，y） =< x·y > ，线

性分类时使用。
（b）多 项 式 核 ，poly：K（xi，x） =（ < xi，

x > +1）d ，d是自然数。
（c）径向基核，Radial Basis Fuction（RBF）核。

K（xi，x） = expæ
è

ç
ç

ö

ø

÷
÷- xi - xj

2

gp2 ，gp > 0
（d） sigmoid 核 ，

K（xi，xj） = tanh（kxT y - δ）d ，其中 k，δ ，均是

常数。
（3）径向基核函数（RBF）在分类检测中表现

出了较好的效果，本文中改进的SVM算法中采
用径向基核函数（RBF）作为SVM分类器的核心
函数。

（三）AdaBoost-RBFSVM级联算法
传统的AdaBoost级联分类器在行人检测的

过程中，由于负样本被移除，在剩余的负样本与
正样本中提取到的特征可能非常相似，因此会造
成前几级用少量的弱分类器就可以对检测目标
进行分类，而后几级则需要组合更多的弱分类器
才能实现对检测目标进行分类。随着弱分类器
个数的增加，样本的训练时间必然会大大增加，
学习难度增加，这很容易造成分类器的过度拟
合，从而导致分类器的分类效率下降、稳定性变
差等。

由于AdaBoost算法存在的不足，而SVM算
法在解决小样本、非线性及高维模式识别中
具备特有的优势，本文中改进传统的AdaBoost
级联分类器，将SVM算法与AdaBoost算法结合
起来，实现AdaBoost与 SVM的级联分类器。算
法的核心思想是：在算法开始时，设置 Ada-
Boost 级联分类器的每一级弱分类器的最大个
数 nH ，当某一级的弱分类器个数达到 nH 时，

分类误报率仍然未达标时，则由 SVM 分类器
取代AdaBoost分类器进行分类，而此时SVM分
类器只需对 AdaBoost 分类器选取的特征进行
训练即可，因此可以极大缩短 SVM 分类器的
训练时间。

算法设计：
（1）初始化。设置分类器每一级的最低分类

准确率d，最大误报率f和级联分类器总体的误
报率 Ft ，以及每一级弱分类器的最大数 nH 。

范秋生：基于AdaBoost-SVM算法的行人检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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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造两层循环。外层循环在总体的误报
率 <Ft 的情况下对分类器进行训练，内层循环训

练AdaBoost级联分类器。
（3）内层循环训练AdaBoost级联分类器。在

训练中通过不断增加弱分类器个数对AdaBoost
级联分类器进行评估，判断是否达到分类目标；

若达到，分类器训练完成；否则，继续增加弱分类
器数量，而当弱分类器数量达到 nH ，而误报率仍

未达标时，由SVM算法取代AdaBoost算法分类
器进行训练。

（4）当总体误报率达到 Ft 时，算法结束。

算法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AdaBoost-RBFSVM级联算法

三、系统设计

本文中基于Opencv设计与实现行人检测系

统，系统的实现主要包括特征提取、分类器训练
与构造、行人检测等主要模块。

在行人检测过程中，HOG（Histogram of Ori-
ented Gradients，HOG）梯度方向直方图与其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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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描述子相比，保持了几何和光学转化的不变
性。因此，HOG特征描述子特别适合行人检测，
在行人检测中具有极高的检测成功率。其核心
思想是利用光强梯度或边缘方向的分布对待检
测目标的外形进行描述，通过将整幅图像分割成
小的连接区域（cells），每个连接区域上生成一个
方向梯度直方图或者连接区域中的边缘方向，将
这些直方图的组合来表示待检测目标的特征描
述子。

HOG特征提取过程如下：
（1）灰度化，将图像看做一个x,y,z（灰度）的

三维图像；
（2）划分成小cells（2*2）；
（3）计算每个cell中每个像素的梯度；
（4）统计每个cell的梯度直方图，即可形成

每个cell的特征描述子。

本文中采用OpenCV中的HOGDescriptor类
实现行人检测过程的HOG特征提取，主要用到
以下接口：

HOGDescriptor构造函数
CV_WRAP HOGDescriptor( ) : winSize(64,

128), blockSize(16,16), blockStride(8,8),
cellSize(8,8), nbins(9), derivAperture(1), win-

Sigma(-1),
histogramNormType(HOGDescriptor:L2Hys),

L2HysThreshold(0.2), gammaCorrection(true),
nlevels(HOGDescriptor:DEFAULT_NLEVELS)
主要参数：
winSize窗口大小
nbins梯度方向数
nBins表示在一个单元（cell）中统计梯度的方

向数目，如：当nBins=9时，在一个单元内统计9个

（a）winSize （b）Cell

范秋生：基于AdaBoost-SVM算法的行人检测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c)block

图3 参数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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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梯度直方图，每个方向为180°÷9=20°。
确定上述的参数后，就可以计算出一个

HOG描述子的维度了。
参数示意图如图3所示。

四、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检验本文中所设计AdaBoost-RBFSVM
算法对行人检测的有效性，我们进行了行人检测
实验。实验过程包括：分类器的实现、样本选择、
测试指标选择、行人检测等过程。其中，分类器
采 用 AdaBoost- RBFSV 算 法 ，使 用 VS2010 +
OpenCV编程实现。在样本选择中，我们从视频
监控中选择5000个正样本，其中3000个用于训
练，2000个用于测试，并利用视频文件随机生成
10000个负样本。这里的正样本是指样本图像
中含有行人，负样本是指不含有行人任意图片。
采用检测准确率（Positive rate，PR）和误报率作为

行人检测算法的指标，准确率是指检测出行人占
图像中实际正样本数量总数的比例，误报率
（False positive rate，FPR）是指负样本中检测到行
人的数量与负样本总数的比例。

根据§2.3算法思想，对设计的测试样本集
进行训练和检测实验，设置①每一级分类器的
最低分类准确率d=0.999，每一级分类器的最大
误报率f=0.4。经测试AdaBoost分类器按照如下
设置，其分类效果最优，即：AdaBoost级联分类
器设置为7级，每一级弱分类器的最大个数 nH

分别为1，6，8，11，12，16，分类器采用7级，每一
级弱分类器的个数分别为1、6、8、11、12、16和
29时，而在AdaBoost-SVM级联分类器中设置每
一级的最大弱分类器个数 nH = 10 ，这样在前3

级采用 AdaBoost 级联分类器，而后 4 级采用
SVM分类器。

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设计的 AdaBoost-

表1 分类效果比较

RBFSVM级联分类器在行人检测方面具有较好
的检测准确率和极低的误报率，特别是在图像复
杂时，AdaBoost-RBFSVM级联分类器检测效果
会更明显。

为了检验本文所设计算法的效率，在相同试
验环境下对传统AdaBoost 级联分类器和Ada-
Boost-RBFSVM级联分类器的运算时间进行比
较，实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相比传统AdaBoost级
联分类器，AdaBoost-RBFSVM级联分类器可以
大大缩短检测时间。这是由于在 AdaBoost-
RBFSVM级联分类器中，大量的训练样本已经被

前几级的AdaBoost级联分类器排除，从而导致
SVM的训练样本大大减少，因此SVM的支持向
量个数和训练时间都将大大减少。AdaBoost-
RBFSVM级联分类器具备较好的实时性。

五、结论

行人检测方法在智能监控系统、智能辅助驾
驶、人机交互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针对
传统基于AdaBoost和 SVM分类器存在的问题，
本文采用AdaBoost和RBFSVM相结合的算法设
计分类器进行行人检测，在特征提取上采用
OpenCV提供HOGDescriptor类进行HOG特征提
取，最后通过实验分析。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
AdaBoost-RBFSVM级联的分类器在分类分类准
确率和误报率等方面都优于传统的AdaBoost级
联分类器，同时还可以保证分类器的训练速度和
检测速度。

classifier
AdaBoost级联分类器

AdaBoost-RBFSVM级联分类器

Accuracy of detection（PR）
99.00
99.56

The rate of false positives（FPR）
0.44
0.00

表2 检测效率比较

分类器

AdaBoost级联分类器

AdaBoost-RBFSVM级联分类器

平均检测时间（s）
0.4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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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makes a cascade classification with AdaBoost and RBFSVM algorithm. The HOG
features are extracted using HOGDescriptor of OpenCV. From the pedestrian detection experiment with the
specified sampl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AdaBoost-RBFSVM cascade classification is superior in positive
rate and false positive rate of classification and that the training time is greatly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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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建扶贫是中国共产党深化贫困治理的特色制度安排，表现为基层党建与扶贫工作的深度融合。基层党建

通过价值引领，提升了扶贫工作的高地站位，通过涵养社会生态激发了脱贫攻坚内生动力，通过组织的动员和强化，建

构起了党建扶贫的组织体系，通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自觉，促成了党建扶贫工作走深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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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建与扶贫工作融合的要义是基层党
组织围绕脱贫攻坚中心来谋划、推动和改进党的
建设工作，将党的工作优势转化为脱贫攻坚的动
力，以脱贫攻坚成果检验党的建设成效。脱贫攻
坚是助力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行动，是我们党坚守初心、赢得民心、增强党性的
最有力举措。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来看，抓好党
建为最大的政绩。习近平总书记说，“越是进行
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1]39，

“抓好党建促扶贫，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
经验”[1]32。因此，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抓基
层、打基础工作中，摒弃了党建与扶贫“两张皮”
现象，树立了“围绕扶贫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扶
贫”的工作理念，实现了基层党的建设与扶贫工
作同频共振、深度融合，做到了两者同谋划、同部
署、同落实、同考核。

一、价值引领：
提升党建扶贫高地站位

党建扶贫是中国共产党深化贫困治理的特
色制度安排，充分彰显执政党长期致力于改善
民生的善政的伦理取向，在我国具有无可比拟

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说，“党是我们事业
的坚强领导核心。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
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2]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全面强化基层党的建设，用好基
层党员队伍，有助于保证扶贫正确方向和协调
各方进而形成脱贫工作的强大攻坚合力。中央
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中
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达到457万个，有54.4万名
村党组织书记。可见，党的组织和工作已延伸
到基层每一个角落，这有助于党反贫困的立场、
态度和举措从中央到贫困村庄畅通无阻地传达
和落实，强化了贫困治理的权威性和动员力，也
有利于发挥基层党组织优势，整合基层政治力
量，调动社会优势资源，实现党建扶贫点上出成
效、面上全覆盖。

现阶段，扶贫工作语境下的贫困主要来自
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匮乏。贫困的出现既
有个体功能性障碍因素，也有自然层面、社会层
面、结构层面等社会性原因。对于“贫中之贫、
困中之困”的贫困，完全依靠个体的自主性力量
已难以实现真脱贫或者脱真贫。放眼中国当
前，扶贫工作已进入了深水区和决胜期，留下的
都是“老大难”问题，需要闯难关、啃硬骨、涉险

46



滩，脱贫攻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显而易见。面
对困难，攻坚拔寨，习近平总书记说，“需要采取
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
工作，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1]21党
建促脱贫、脱贫固党建，两者双向发力、强基固
本，这既厚植于中国优越的政治制度，又开创新
的建树、新的征程。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对标国际标准量化贫
困人口并采取精准扶贫措施，成功实现了阶段性
的减贫目标任务，又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国的扶贫工作为世界减
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也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

“中国方案”，这个“中国震撼”与中国当下要求的
党的建设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存在着一
贯性的关联，中国选择了一条稳步脱贫工作与执
政党基层建设嵌构整合之路。消除贫困人口，逐
步改善民生，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指数是中国最大
的民心政治，是党的建设最重要的职责使命，关
乎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党道德形象。中
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处在扶贫工作的第一线，与
群众有着极强的互构性，始终走群众路线，使党
群和干群关系更为密切，打通了中央扶贫政策在
基层“最后一公里”，这为全社会、全员成功脱贫
夯实基础。同时，扶贫过程的本质是共建、共治
和共享，全社会、全员、全过程地参与贫困治理和
共享脱贫攻坚果实，增进基层群众对党的思想认
知和情感认同，使扶贫成效经受住基层群众和时
间的检验，这又为我们党执政合法性提供了稳固
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根基在基层，打赢
脱贫攻坚战，关键要看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3]。
总书记突出强调了党建的中心要向基层下移，要
与主业工作相融合。基层党建引领脱贫攻坚的
方向，是要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提升基层党组织
的引领力和战斗力。在攻坚克难时期，扶贫工作
要取得实效离不开引领力和战斗力，即需要加强
党对扶贫事业的全面引领和组织领导，发挥党的
政治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
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基层党建促脱贫工程。不
断凝聚起基层党员、群众、干部等各界力量，形成
全社会脱贫共建小康的共识，将基层党建迸发的
活力转化为脱贫攻坚的动力，实现基层党建与扶

贫工作互融互通、互推互进，如期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阶段性脱贫目标，夯实中国共产党在
农村、在基层、在贫困地区的执政基础。

二、生态涵养：
激发党建扶贫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
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健康的政治生态，引
领着党员和干部的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是党的
工作焕发活力的动力源泉。党建扶贫是政治站
位的亮旗，是中国当下乃至今后的一项艰巨的政
治性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净化基层环
境和涵养健康的政治生态，激发党建扶贫的内生
动力。我国党建扶贫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相对健康的社会环境
和政治生态。但是，扶贫领域中仍然出现弄虚作
假、工作不实的形式主义作风和漠视群众利益不
作为的官僚主义现象，这些不良现象和作风与党
的健康政治生态和扶贫工作宗旨格格不入。党
中央将二〇一八年定为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在
这一年里，从中央到地方广泛深入开展了责任落
实不到位、资金管理混乱、工作措施不精准、考核
结果不严格等问题大检查，查处了一大批群众感
受直接、反映强烈的案件，这是向扶贫领域中政
治生态问题的集中亮剑行动，引导党员干部在扶
贫工作中把功夫真正下在察实情、出实招、求实
效上。

乡村社会生态是乡风文明的集中表达，良好
的社会生态是扶贫工作中扶贫对象成功脱贫的
内生动力。乡风文明是“农民群体自身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是农民群众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得到
相对满足的外在体现，是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的
充分展示。”[4]乡风文明建设是扶贫工作中一项重
要内容，脱贫过程中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新
风尚需要良好的乡风引领带动，脱贫致富的社会
环境、舆论氛围需要乡风文明来营造。习近平总
书记说，“扶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5]摆脱
贫困不仅是物质上的脱贫，更为重要的是在智慧
和思想上脱贫。党建扶贫通过党对群众的思想
引导、精神鼓励、技能培训等方式，将扶贫与扶
智、扶志结合起来，将脱贫攻坚与乡风文明结合

陈光军：从价值引领、组织动员到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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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普惠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事业，在思想
意识、科学文化、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精神面貌
等方面引导和帮扶贫困对象，在贫困地区形成富
于创造、勇于进取、勤劳致富、脱贫光荣的社会环
境，营造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为脱贫
攻坚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健康的社会生态需要理论上的坚定、头脑上
的清醒、行动上的自信，同时把握舆论阵地的主
导权，进而形成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的共识。一
方面，扶贫是接续性工作，如何将可持续性脱贫
与基层党建、社会生态结合起来，在解决贫困群
体收入问题的同时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是接下
来脱贫攻坚工作需要面临的课题。探讨中国扶
贫工作的开展，总结扶贫工作经验，研究扶贫开
发理论，促进扶贫政策顶层设计，推动政策措施
不断完善，减少扶贫工作中盲目性和无序性，为
脱贫攻坚注入思想动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党
管宣传、党管舆论的工作优势，在基层做好思想
动员，传播党的好声音，宣传国家扶贫政策主要
目标、重点任务、关键举措。讲述扶贫好故事，树
立先进典型，坚定贫困地区干部和群众的信心和
决心。引导全社会参与和支持扶贫开发工作，全
员心动、行动共同激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内生
动力。

三、组织动员：
建构党建扶贫组织体系

组织动员是特定群体为了实现既定目的而
采取的促进性措施，囊括人员、目标、责任、效果
等方面内涵。组织动员是基层党建和脱贫攻坚
的题中之义，党组织通过精神感召、功能发挥和
成员激励建构起扶贫组织体系，为扶贫工作提
供政治保障。首先，组织为达成特定目标，会培
育塑造自己的精神文化来激发成员行动自觉，
这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内生力量。基层党组织的
力量来自于组织本身及其成员的精神层面的

“精气神”，抓基层党建理所当然要建设组织的
“精气神”，这种“精气神”就是讲政治、敢担当、
重作为，在扶贫工作上表现出的就是党建促脱
贫攻坚的政治责任和担当。在基层扶贫一线，
基层组织是扶贫工作的力量所在，脱贫攻坚过

程中需要引领力、组织力、战斗力和创造力，而
基层党组织通过固基础、强能力、重作为担起这
项政治责任。“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
因素”，组织目标既定的情况下，成员的作用至
关重要。基层党员和干部在扶贫最前线，是扶
贫工作的骨干力量，要管党员、抓干部、聚人才，
增强党员干部和人才队伍在扶贫工作中的主动
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扶贫是社会治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理性
看待脱贫攻坚，提升政治站位，拓宽扶贫工作的
广度和深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明确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
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6]

基层党组织站位高、眼界宽、视域广，将扶贫工
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任务主动担
当、主动对接。在组织领导中，强化组织的政治
担当，落实党的扶贫政策，发挥组织在扶贫工作
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在组织考核中，履行党建主
体责任，将脱贫攻坚任务作为党建考核的重要
指标，纳入书记述职评议内容中，融入基层组织
工作方方面面，倒逼抓基层党建促脱贫目标的
实现。

扶贫是组织性和计划性都很强的公共事务，
建立在集体行动能力之上，需要有“头雁”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说，“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
键靠支部。”[1]31“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
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扶贫开发
工作部署的战斗堡垒。”[1]32基层党组织直接面向
基层、面朝农户、面对农民，其思想是否先进、作
风是否过硬、行动是否高效，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思路是否清晰、办法是否可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扶贫工作成效高低。扶贫工作中，应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主心骨”、战斗堡垒作用。树立关心基
层、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鲜明导向，整治乡村
软弱涣散的党组织，提升组织力和战斗力，选优
配强基层党组织班子，确保带领群众遵守公共契
约，参与脱贫治理，维护共同利益，从而全面提升
基层扶贫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习近平总书记说，
“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在人的观念，能
力、干劲。”[1]52抓住干部这一关键因素开展党建
促脱贫工作，将基层本土干部、上级派遣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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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以及在扶贫一线中识别出的年轻干部的角
色定位与党组织建设、脱贫工作结合起来，发挥
干部所长，形成脱贫攻坚合力。重视区县、乡
镇、乡村一级班子的配备，提高他们思想认知和
工作能力，着重培养懂基层、爱农村、能战斗的
基层党员干部，发挥党员干部的“头雁”效应，将
党员能力建设与扶贫行动结合起来，培养既懂
党建又会扶贫的“双带头人”。重视人才对扶贫
工作的智力支撑作用，在脱贫攻坚行动中引入
和培育专项人才，支持人才在管理、生产、技术、
信息服务方面的能力成长，重点打造一批技术
行家、致富能手和产业带头人。打造基层干事
创业的良好氛围，让人才在基层“下得去、干得
好、留得住、流得动”。

四、行动自觉：
促进党建扶贫走深向实

脱贫攻坚已进入决胜阶段，要在思想上动
员、组织上发力，作出精准的举措和务实的行
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中说，

“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实践
证明党建是脱贫的有效手段，党建扶贫已成为当
下社会共识。脱贫攻坚阶段要把“知与行”“学与
做”“想与干”结合起来，紧盯扶贫薄弱环节和重
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需求导向和效
果导向相统一，通过优化组织、明确目标、落实责
任、细化工作、完善监督、建立考核等方式，促成
扶贫工作朝成效看、向深里走、往实处做的行动
自觉。

基层党支部是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最
前线指挥部，党支部当好“火车头”首要解决党性
和作风问题，朝着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目标努力。
针对党支部弱化和功能不强的状况，选优配强一
支政治可靠、作风正派、工作力强的支部队伍，发
挥党员在脱贫中先锋队和主力军作用，带领群众

“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力往一处使”，以点带
面凝聚人心和汇聚脱贫攻坚合力。同时，基层党
支部要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管理，改进以往工作方
法，转变不良工作作风，以实际行动帮助困难群
众脱贫致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困不是基
层应有的面貌，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主

动依靠和服务群众，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善于发
现基层问题，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和生产中难题，
要“通过为农民办实事，密切党群关系来使广大
农民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7]。

扶贫是一项多主体、多领域、多部门的协同
性综合性工作，要在党建的引领下，发挥党组织
的优势，形成内容明确、各司其职、有序脱贫的工
作格局。一方面，基层党支部担负起脱贫工作的
主体责任，立足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治理，在公共
事务管理上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普惠
化、均等化；在发展生产上着力壮大集体产业，培
育农村新增收点；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上借用新媒
体手段，探索市场对接机制；在农村社会环境上
营造公平、开放、有序竞争的局面。另一方面，将
脱贫工作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政治任务，层层压
实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党组织组织能力
强不强，抓重大任务落实是试金石，也是磨刀
石。”围绕脱贫攻坚，要实施扶贫精准考核，量化
考核，发挥考核指标的“指挥棒”作用。通过走访
调研、交叉督查和随机抽查，全面督查基层党组
织在扶贫工作中的履职尽责情况，引导扶贫工作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建立扶贫监督与考核机制，确保扶贫政策、
扶贫资金、扶贫人才等要素的合理分配和有效传
递，加强对党支部、党员和干部等扶贫主体的监
督检查，定期、不定期对扶贫效果进行科学评估，
对扶贫工作中责任不到位、措施不精准、效果不
明显的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要采取负向激励手
段，构建起脱贫攻坚的问责体系。

基层党建与扶贫工作深度融合是基层治理
工作的重要一环，亦是一项合乎党心、顺应民意、
符合时代特征的基础性工程。这项工程的实施
是对基层党员干部再动员、对群众力量的再组织
和对基层社会环境再塑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一是要加强村级班子建设。充分发挥贫困村第
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作用，把加强村级班子建设
作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关键一环。村“两委”班子
是农村群众的主心骨，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

“领头雁”，其抓落实、促发展能力如何，直接关系
到基层的各项工作的开展。二是要加强农村党
员队伍建设。积极开展选树典型活动，树立一批

陈光军：从价值引领、组织动员到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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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iving poverty through Party building is an institutional measure of CPC in combating
poverty, which features a deep integra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and poverty-relief work. With value
guidance, the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poverty-relief work; by protecting the
social ecology, it stimulates the internal impetu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he mobilizat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it constructs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for poverty relief; through the
conscious actions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members, it facilitates the advancement of poverty-
relief work.

Key words: Party building and poverty relief; value guidanc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From Value Guidance and Mobilization to Conscious Actions: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and Poverty-relief Work

CHEN Guangjun
（Sichuan Minzu College, Kangding 626001, China）

党员标杆。同时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
把农村优秀的人才列入到党员积极分子培养的
队伍中，壮大优秀农村党员队伍。全面开展党员
结对帮扶活动，积极探索党员带头、干部带动、群
众积极参与的精准扶贫模式。三是要加强村级
致富带头人培养。要充分发挥先进党员模范带
头作用。一方面通过身边的致富典型，使群众学
有“目标”、看有“样板”，以点带面，以面带片，带

动一方群众共同致富，通过致富典型的产业项目
与扶贫攻坚相结合，带动贫困户发展，提供就业
岗位，增加贫困户造血功能；另一方面，引导党员
中的致富能人主动与贫困户结对帮扶，指导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把党员资源真正用到刀刃上，实
现“真扶贫”。最终达到贫困群众获得实惠，人民
幸福指数上升，党员队伍素质更加过硬，基层党
组织更加坚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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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应用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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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德树人是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应用英语专业要明确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目标，在专业教学中融入思政

教育，开展课程思政，推进三全育人，实现学生英语语言应用技能培养和思政教育的统一。在高职应用英语专业课程

思政实践中，要提高专业教师的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修订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加入课程思政的要求，挖掘专业教学

中的课程思政资源，制订课程思政实施方案，为专业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提供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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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教育部颁发的《关于职业院校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指出，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不断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
作，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
育、技术技能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1]。高
职应用英语专业要明确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目
标，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推进三全
育人，实现应用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语言应用技能
培养和思政教育的相互统一、相辅相成。因此，
我们要深入挖掘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内涵，提升
课堂教学的育人功能，在专业技能训练中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从理想信念、心理健康、国际视野、
文化自信、职业素养等方面对学生实现价值引领
和品德塑造，通过“课程思政”，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建立文化自信，增强职业
素养，确保高职应用英语专业实现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应用技能型人才根本目标。

一、课程思政的内涵及其意义

（一）课程思政的内涵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政课程”是指学

校开设的为实现思政教育目标的显性课程，在内

容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和核心价值观，如“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等，由思政理论专业教师向学生传输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思想道德规范。专业“课程思政”是
指将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相关联，在专业课
程教学中融汇思政教育相关内容，通过专业知识
教学实现立德树人的“润物细无声”，使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树立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相符合的三
观，是思政教育的隐性课程。要注意的是，课程
思政不是将专业课程思政化，将专业课变成思政
课，而是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设计思政教育目标，
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提炼专业课程中蕴
含的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念和范式，并将他
们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符合马克思
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规范[2]。

（二）高职应用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的诉求和
意义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格局对中国经济、
社会和文化，尤其是新生代的三观产生深远影
响。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活动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引导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
展潮流。高职院校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应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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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专业要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特点和《高职应用英
语专业教学标准》要求，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
根据《标准》，“应用英语专业要培养能熟练运用
英语技能和相关业务技能，在科技、贸易、生产、
管理、服务等领域和文化交流中，从事一线服务
工作和管理工作的高端技能型英语人才”。高职
应用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技能的提高一方面依赖
于专业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另一方面，根据语
言学习的特点，也依赖于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
较强的自学能力。课堂内，专业教师运用各种不
同教学方法，以精心选用的教材为载体，向学生
传授英语知识和技能。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
和掌握语言，专业教师会在英语语言知识传授过
程中融入其承载的文化知识。而课时的限制和
突出能力本位的教学目标使文化知识的传授浮
于表面，不能深入全面解析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
优劣。课堂外，学生通过完成老师布置的听说读
写任务以及大量语言输入提高语言技能。

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发展，多媒体、互联网、自
媒体等网络传播渠道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英语
学习资源，也给学生加强自我学习带来便利。与
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全球化和信息化所带来的
弊端。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科学技
术领跑全球的优势，将其核心价值观与文化产品
动态结合，通过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社交媒体、
时尚杂志等媒介，传输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
方文化和价值观。高职学生在通过这些便利的
渠道学习英语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西方
文化和价值观，甚至产生盲目崇洋，对本土文化
失语的现象。因此，专业教师的思想教育和价值
引领作用尤为重要。一方面，专业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内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
观，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和职业素养。另一方
面，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教会他们用辩证的
方法看待西方文化和价值观。

二、高职应用英语专业
“课程思政”的原则

专业课程教师在“课程思政”的过程中，要
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专业课程在价值引领和育人目标上要

保持与思政课程的同向同行。只有保持思政课
程和专业课程在教育教学目的、方向和要求的
一致，才能达到“立德树人”的最终目标。在专
业教学中，从教材选用、教学内容、知识传授到
技能培养各方面应当与思政课程的价值引领和
育人导向相结合统一。

二是专业课程教师要注重思政课程显性教
育与专业课程隐性教育的统一，将二者有机结
合，拓宽育人工作的途径和方式，提升立德树人
的实际成效。思政课程是显性教育，引导学生坚
定“四个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专业课程是隐
性教育，将思政教育融入到专业知识和技能传授
当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思政教育，并转
化为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行为，实现思想和价
值引领的“润物细无声”。

三是确保专业课与思政课的有机结合，专业
教师和思政教师的协同合作。开展“课程思政”
的目的，是要着力建立思政课“价值引领”、综合
素养课“以文化人”、专业课“润物无声”的课程思
政教育体系，着力建立全程、全员、全方位育人的
新平台和新机制，形成学校各部门、各专业教师
参与思政教育的常态化[3]。这就要求专业教师要
清楚地了解思政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教
学目标，保持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在教学进度、
内容和目标上的一致性，在思政课程“价值引
领”下，在专业教学内容中同步开展思政教育。
同时，思政教师也应在课程思政资源挖掘、思政
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协助、指导专业教师，形成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的局面。

三、高职应用英语专业
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一）提高专业教师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
高职应用英语专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师

资力量雄厚，专业教师基本都具有硕士以上学
位，拥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完全能够胜任
英语知识和技能传授的工作。但是，课程思政对
专业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过
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外，专业教师还应具有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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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育德意识和较强的育德能力。
育德意识指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关注思

政教育资源，把握思政教育时机，主动培养学生
思想道德品质的意识。在育德意识方面，一些应
用英语专业教师对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结合
统一还没有建立正确的认识，谈思政教育而色
变，认为思政教育就应该由思政老师在思政课程
中开展，在英语专业课程中开展会影响专业知识
和技能传授的效果。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思想，
首先要对专业教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
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政治站位，使他们认识到课程
思政与知识传授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

育德能力指教师在培养学生道德品质的过
程中应具备的技能和才干。专业教师具备了育
德意识，还要有与之匹配的育德能力。专业教
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懂得思政
教育的规律，掌握相应的思政教育手段和方法，
善于挖掘专业知识传授中的思政教育资源，利
用与学生相处时间较长的优势，与学生进行深
入的思想交流，以科学的方法在专业课程中开
展思政教育。

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以下
途径实现。一是多渠道培训，既可以为专业老师
提供机会参加教育部高教司不定期举办的课程
思政国培项目，也可以是本校或同类院校中实施
课程思政效果良好的专业教师举行的讲座和报
告。二是交流合作，既要学习同类院校同专业课
程思政的优秀做法，也要加强本专业教研室的交
流和合作。可以通过教研活动、集体备课、公开
课等方式进行课程思政的头脑风暴和思想提
炼。三是评价与激励，学校和二级学院教务部门
应建立健全课程思政评价机制，评估课程思政的
效果。将教师课程思政纳入考核机制，设立奖惩
制度，鼓励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做好课程思政。
我校外语外贸学院就在党员考核制度中明确规
定了课程思政开展的加减分项，以此激励党员教
师积极开展课程思政课堂教学和研究。

（二）修订应用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专
业课程标准

2019年6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职业院校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
见》。意见指出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不断加强学校
思想政治工作，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
文化知识教育、技术技能培养、社会实践教育各
环节”。应用英语专业要按照“指导意见”的要
求，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
目标，强化课程思政，构建“思政课程+课程思政”
的格局，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实现思政
教育和英语技能培养的有机统一[4]。具体来说，
我们结合本专业教学实际，在培养目标中添加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人文素
养、职业道德和文化自信”的内容。在培养规格
方面，添加“思想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职业素养
和身心素质”的内容。在“课程设置及要求”方
面，增加了“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一栏，为了将每
门课程的思政要求具体化，我们修订了专业核心
课程标准，每门核心课程配套“课程思政建设方
案”。方案由专业课程教学组讨论制订，包括课
程思政功能定位、课程思政育人目标、课程思政
资源、课程思政教学理念和方法、课程思政教学
效果评价以及课程思政建设保障六个方面。方
案整理了具体到每一个单元的应用英语专业课
程思政教育切入点和结合点、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和教学案例，为英语专业课程开展思政教育提出
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指导意见。

（三）挖掘应用英语专业课程中的思政资源
应用英语专业具有的人文属性和语言文化

学习的特点便于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学。教
师在课程思政中使用的思政教育资源对引领学
生的正确思想和价值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专业教师要在浩瀚的英语语言学习资源中挖掘
适合高职学生的思政教育资源，引导他们形成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家国
情怀、四个自信、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

1.应用英语专业教材的选用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体现教学的理

念和课程目标。应用英语专业教材选取上，应根
据时代和社会发展潮流，结合专业培养高素质应
用型技能人才的目标，避免选用的教材过度强调
原版引进，或者编著教材追求“原汁原味”原封不
动照搬英美文章，全盘展现英美国家文化和价值
观。因此专业教师选订教材时应甄别能满足教
学任务，同时蕴含丰富思政教育资源、丰富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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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
材，通过听、读、看的输入学习培养应用英语专业
学生的说、译、写的输出能力。同时，专业教师在
推荐学生课后自主学习材料中，也要扮演起甄别
师的角色，推荐的材料既要体现伟大时代和构建
文化自信的需要，也要兼顾青年学生对未知世界
及西方文化的好奇心。

2.挖掘专业教学内容中的思政教育资源
应用英语的人文属性决定了每一门专业课

程都有思政资源可以挖掘。我校应用英语专业
在课程思政建设中，以点带面，以核心课程为试
点，带动其它课程，制订“课程思政实施方案”。
课程思政资源的挖掘不是以一门课为单位，而是
以每个单元为单位。以单元或项目主题为依托，
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自信、国际视野、
职业素养等方面的思政教育资源，通过课后英语
材料听读、课堂英语讨论汇报、专业教师点评等
方式融入思政教育。在线课程建设也是开辟思
政教育的有利阵地。以“外贸函电与谈判”为例，
在“国际贸易历史与发展”这一章中融入“丝绸之
路”、一带一路等内容，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的历
史文化自信。2020年春天由于疫情的影响，各
高职院校在开学季只能采用在线教学的方式授
课，专业教师在教学中将由于疫情影响发生的故
事、社会经济影响、国际局势变化等融入思政教
育。如“翻译实务”课程教师结合日本援助新冠
肺炎物资时的诗句谈中国文化和翻译，通过比较
中文古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与英文译法

“Mountains and rivers on foreign land, wind and
moon under the same sky”，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髓，建立他们的文化自信。“外贸函电与
谈判”教师结合疫情对中国当前国际贸易的影响
谈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国际贸易应对，培养学生
国际视野；“综合英语”根据教材单元主题结合全
国其他各省对湖北的援助谈中国的制度自信，只
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全国一
盘棋，各种救援物质和救援力量的高度统一调
度。结合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援助、中国对其它疫
情国家的援助以及全球科学家共同合作开展疫
情研究和疫苗开发等谈习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命题。

专业教师还可以结合自媒体等当代大学生
喜闻乐见的信息传播媒介开展思政教育。如我
校“商务英语”课程建设通过微信公众号每周向
学生推送有关世界形势、本地国际贸易形势与发
展、本土文化英文表达等方面的文章和听力材
料，要求学生在课堂上汇报相关内容，取得良好
的效果。

四、结语

高职应用英语专业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不仅肩负培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求的英
语语言技能人才的重任，还要承担引领学生正确
的价值观、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国际视野和职
业素养的责任。在课程思政建设上，英语专业教
师要培养育德意识，提高育德能力，制订课程思
政实施方案，挖掘课程思政资源，在课堂教学中
科学、有效地开展思政教育，达到立德树人的最
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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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o foster students’virtue as well as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major of Applied English should clarify the training objective of
fostering students’virtue and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by integrating virtue education into
academic courses to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virtue education. Teachers of
academic courses should improve their virtue education awareness and ability in pedagogical practice. Major
standard and course syllabus should be revised to include the requirement of virtue education. Virtue
education resources should be explored and implementation projects should be made to help academic
courses teachers implement virtue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pplied English major; virtue education in academic courses;
pedagog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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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sult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While transforming students’engineering knowledge into engineering ability, practical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which, however, is not satisfying currently. Based on production-teaching
interac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is paper pulls resources from the both sides together and
builds an online open platform equipped with teaching application auxiliary systemand network technolog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 in gquality and boost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trainingin practical teaching.

Key words: new engineering; practical teaching; network technology; resource sharing

A Study of Embodying Practical Teaching in Online Open Platform
in Perspective of New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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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旃陀石窟铭文分类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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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旃陀石窟中所遗存的各类铭文记载包含着伐迦陀迦王朝的相应历史信息，伐迦陀迦王朝的王室谱系，其

统治势力兴起扩张的状况，以及对宗教性场所的供奉布施情况。这些铭文作为当时针对佛教所作布施供奉行为的确

实证据，既包括统治阶级也包括普通大众。各种篇幅较短的愿文存在一些基础性的形式规律，进一步显示了当时特定

佛教信徒群体所遵循的教义基础具有普遍的大乘佛教形式。用以标示的标记类铭文，主要是与邻近墙面上的图像材

料有着直接的指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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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71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胡俊麟（1991-），男，浙江金华人，博士，主要从事南亚文化研究。

一、伐迦陀迦王朝的历史背景

阿旃陀石窟中艺术创作活动的发展与伐迦
陀迦王朝对于阿旃陀石窟布施供奉力度的增强
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伐迦陀迦王朝是阿旃陀
石窟最为重要以及主要的施主，对于伐迦陀迦王
朝历史背景的深入了解无疑有助于理解他们对
于阿旃陀石窟中艺术创作活动发展所产生的重
要影响。伐迦陀迦王朝的西部分支——婆蹉瞿
尔摩支系（Vatsagulma）是阿旃陀石窟最为重要的
施主，特别是其君主诃梨西那（Harisena）、宰相彘
天（Varahadeva）是阿旃陀16号窟的施主。统治
阶级的个人布施供奉并不是古代印度佛教组织
机构获得赞助的唯一途径。Vidya Dehejia[1]指
出，根据相应的铭文证据，可以发现印度如今残
留的兴建于公元50年至250年间的佛教遗迹，基
本上都是依靠多位个人施主的共同布施才得以
成立。而当时间来到公元4至5世纪，也就是笈
多时期，王公和他们的朝臣开始成为佛教最为显
著的赞助者。这一针对佛教布施供奉在形式途
径和来源上的改变，或许与佛教在西北印度民间
逐渐不再流行，影响力减弱有关。

伐迦陀迦（Vākātaka）势力兴起于公元3世
纪，由于已知碑铭中没有提及任何确切的年代与
地点，所以其兴起的具体时间与具体地点尚未可
知。有关伐迦陀迦的石刻类铭文大多未能保存
至今，直到波罗婆嚩底笈多（Prabhavati Gupta）的
浦那铜板（Pune Plate）①被发现，学者们才依据此
铜板所提供的古文书证据将伐迦陀迦势力的历
史存在定为公元5至8世纪之间。在百乘王朝
（Satavahanas）式微之后，伐迦陀迦王朝逐步崛
起。在公元6世纪遮娄其王朝崛起之前，伐迦陀
迦王朝一直是德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统治王
朝。基于他们与南部一个名为Vallura的政治家
族的密切关系②，以及他们早期行政指令中曾使
用帕拉瓦王朝（Pallava）的相关技术性术语，V.V.
Mirashi认为伐迦陀迦王朝应起源于德干的中部
及南部地区[2-3]。总的来说，Mirashi的观点是有
一定道理的，尽管他将伐迦陀迦王朝与阿姆劳蒂
（Amaravati）一处早期的铭文联系起来的做法是
无法成立的。因为在该处铭文中，“伐迦陀迦”只
是一位具体施主的姓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可以
将这位施主与伐迦陀迦王朝联系起来。

现已发现数量最多的伐迦陀迦王朝时期铜
板是波罗婆罗西二世（Pravarsena-II）时期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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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几乎所有铜板上都有伐迦陀迦王室谱系的
记录。与此相似的是，阿旃陀石窟16号窟的铭
文中也有伐迦陀迦家王室谱系的记载。但是，所
有这些铭文中都没有确切时间日期的相应记载，
只有Hisse Borala发现的一则铭文中提到了塞迦
纪年（S'aka era）即公元458年。其余的铭文中只

有当时君主在位统治时间的相应记载。基于现
有的铜板以及阿旃陀石窟中的铭文，伐迦陀迦王
朝的统治有两个统治中心不同的支系，分别位于
维达尔巴地区的东西两边，被称为难提伐弹那支
系和婆蹉瞿尔摩支系（Vatsagulma）。

Mirashi推断的伐迦陀迦王朝谱系如图1所示。

图1 Mirashi推断的伐迦陀迦王朝谱系

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类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出
现任何伐迦陀迦王朝发行的钱币，因此伐迦陀迦
王朝被认为没有发行自己的钱币，而是允许其治
下政治势力所发行的钱币在其统治势力内流
通。但是，近年来在Paunar地区，也就是被认为
是伐迦陀迦王朝的补罗婆罗补罗-难提伐弹那支

系（Pravarapura-Nandivardhana branch）曾经的统
治中心补罗婆罗补罗（Pravarapura），发现了一些
伐迦陀迦王朝的钱币。Ajay Mitra Shastri对这些
钱币做了相应的研究[4]，将其中一些钱币定为是
补罗婆罗补罗-难提伐弹那支系中不同的君主所
发行的。他据此提出，伐迦陀迦王朝的婆蹉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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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支系君主们应该也各自发行过钱币。由于这
些钱币的材质为铜，且质地较轻，可以推测这些
钱币是用于日常流通的。对于数额更大的昂贵
交易，会使用贵金属如银和金制成的钱币。这一
点可以通过在婆蹉瞿尔摩支系的统治中心维达
尔巴地区(Vidarbha)出土的旃陀罗·笈多二世金
币得到证实。沃希姆（婆蹉瞿尔摩支系曾经的都
城婆蹉瞿尔摩Vatsagulma）也出土了西萨特拉普
王朝发行的银币。这些银币的正面有佛教支提
和斯基泰人半身像[5]，表明了伐迦陀迦统治家族
与佛教信仰之间存在的早期联系。

在百乘王朝于公元200年前后式微之后，根
据相应的铭文记载和钱币证据，该地区涌现出了
几个不同的统治势力。其中有与西北德干以及
西印度(Aparanta)关系密切的阿毗罗势力（Abhi-
ras），黑河下游的甘蔗族势力（Iksvakus）以及统
治海得拉巴邦南部的塞种人。通过对这些政治
势力的研究，可以一窥先于伐迦陀迦王朝崛起之
前便一直存在的对佛教的布施供奉行为。其中
一则重要的证据是作于纳西克石窟10号窟中阿
毗罗君主伊湿伐逻西那（Isvarasena）在位第九年
时所作的一则铭文，其中记载了一位名叫Visnu-
datta的塞种人女性施主对僧伽所作的捐助。通
过钱币上的记录可以发现塞种人在当时已经给
自己取了印度化的名字，由此也可表明他们自身
在宗教上的印度化。因此，一部分塞种人也很有
可能转化为了佛教徒，或是在自身的宗教归属问
题上采取了一种融合的倾向。这种混合了印度
教与佛教的信仰倾向，在赞助支持龙树山佛教僧
院建立的甘蔗王朝统治者身上也有所体现：虽然
甘蔗王朝的统治者自身仍然保持印度教信仰，但
他们的妻子，也就是龙树山最主要的施主，似乎
已经转化为佛教徒。

以宗教信仰归属看，伐迦陀迦王室本身是
一个婆罗门家族，主要信仰供奉湿婆、毗湿奴，
供奉对象兼而有之[6]。尽管诃梨西那本身很有
可能是个印度教徒，但他依旧直接赞助并推动
了阿旃陀石窟作为佛教石窟的开凿与发展，并
倾尽全力支持他的宰相彘天所作的各类赞助佛
教的行动。

除去上文已作讨论的当时针对宗教信仰活
动相对自由宽松的态度，王室施主们乐于赞助供

奉与自身信仰宗教不同的其他宗教或许还有别
的原因。基于戒律或是其他原因而发展起来的
部派僧团，一旦发展成为可以自治的信仰团体，
势必会急于与当地统治者建立一种确实且坚定
的联系，以保证自身在当地的存续。以这个角度
来思考，或许统治阶级所作的赞助布施并不一定
就是一种宗教上宽容的表达，而仅仅是一种出于
自身政治职责上的自觉表现，与统治阶级对于佛
教信仰认同与否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二、正式的布施捐赠记录类铭文

在公元4世纪末伐迦陀迦王朝的统治与权
力相对巩固之时，统治阶级之中印度教信仰已
经成为占据统治性地位的宗教信仰。但是佛
教寺院在当时依旧保持着知识文化中心的地
位，依旧受到当时君主及其朝臣和封臣的景仰
与赞助。

伐迦陀迦王朝婆蹉瞿尔摩支系存世的铭文
中，至今只有四则铜板铭文是被确认早于阿旃陀
石窟16号窟中铭文的。其中三则是婆蹉瞿尔摩
支系君主文底耶沙克提二世（Vindhyasakti II）③和
提婆西那（Devasena）④[7]颁布的，一则是诃梨西那
颁布的。这些铭文记录为我们提供有关伐迦陀
迦王朝布施捐赠的重要信息，他们会将土地与整
个村庄赐予当地的印度教领袖。同时，伐迦陀迦
王朝并未使用全新的纪年系统，而是用君主的在
位年数作为他们历史记录的时间体系。

在阿旃陀石窟中保存至今的铭文中，16号
窟、17号窟和26号窟中的三则铭文与阿旃陀石
窟受到的主要捐献直接有关。这些铭文中不仅
涉及伐迦陀迦王朝的捐赠委任，还有与当地封臣
王公有关的捐赠委任。除此之外，9号窟、20号
窟和26号窟还有三则铭文也非常重要。这些铭
文记录都具备一种将它们与其余铭文记录区别
开来的基本特征。它们在措辞上都显示出相对
正式的特点。同时它们都被细致地刻入石面之
中，不像其他铭文一般被简单地绘写于石面之
上。它们出现的位置显然也经过考虑，通常处于
骑楼最为显眼的高处，或是内龛主佛像的底座
上，表明施主想要凸显自身身份地位以及与特定
石窟紧密关系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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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6号窟的彘天铭文
这则32句的铭文⑤被细致地雕刻于16号窟

外骑楼墙面的最左侧。遵循阿旃陀石窟铭文的
普遍情况，以印度南部婆罗米字体的梵语写成。
这则铭文记录的重要性在于其记录了伐迦陀迦
王朝统治谱系以及诃梨西那统治及权力扩张情
况的珍贵历史信息。其中称赞诃梨西那作为统
治者，将伐迦陀迦王朝的疆域拓展至前所未有的
程度：西至阿拉伯海，东至孟加拉湾，北至讷尔默
达河（Narmada），南至黑河。但这则铭文中对于
诃梨西那的称赞有些过于夸张，需要谨慎面对，
因为在铭文所提及的地点中并未发现任何曾被
诃梨西那征服或统治的相应证据。

但是，16号窟的施主并不是诃梨西那，而是
诃梨西那手下富有权势精于政治的宰相彘天。
受到其父亲在信仰上的影响，彘天被描述为“完
全忠于佛陀”（21句）。作为铭文的作者，他也在
铭文中表达了他布施供奉16号精舍窟的动力
所在。他强调了世间存在的短暂，包括“生命，
财富与幸福”，希望通过这一以他父母名义所作
的慷慨馈赠，来获取宗教上的福报，获得终极的
救赎。在其宣示中暗示了他最强烈的愿望不仅
只是获得个人的解脱，也包括致力于实现他人
的解脱。这种通过慷慨布施以换取宗教上福报
的思路在阿旃陀石窟中的布施供养铭文中非常
常见。

这则铭文的最后十句与16号窟的开凿兴建
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大部分是文学化的描写，
但其中依旧对该精舍窟的主要组成元素有所涉
及，包括阶梯入口处的龙王神龛（nagaraja）以及
与精舍窟相邻的蓄水池。由此可以推测，16号
窟的相应开凿以及装饰工程，包括窟内的大部分
壁画，在这则铭文雕刻之时已经接近完成。但
是，内厅左右侧的部分墙壁虽然已经敷上泥浆，
却没有进行相应的绘制。

（二）17号窟的乌彭铎笈多铭文
这则29句的铭文被细致地雕刻于17号窟外

骑楼的左侧[2]120-129，[8-9]。作为诃梨西那的封臣，乌
彭铎笈多是17号精舍窟、19号支提窟以及20号
精舍窟的施主。铭文中提及乌彭铎笈多赞助布
施此窟开凿的动力来自其兄长的不幸早逝。除
了其自身家族的谱系之外，铭文中还包括了对诃

梨西那的赞颂，称诃梨西那是无可争议的最高统
治者，是世间的守护者，用翠堵坡和精舍装饰世
间（21，22句）。这则铭文并没有对窟内的绘画
或雕塑有任何涉及。

（三）26号窟的佛陀跋陀罗铭文
这则19句的铭文被雕刻于26号窟右侧门

径上方骑楼的后壁上[9]77-79，[10]132-136，保存情况良
好，其中只有一句无法进行完全辨读翻译（17
句）。作者是名为佛陀跋陀罗的比丘，他有一位
好友，名叫Bhavviraja，是阿湿波（Asmaka）国的
已故宰相。佛陀跋陀罗为了纪念这位好友，起
心修建了这座支提窟。铭文中还提到了两个
人，名叫 Dharmadatta 的和尚以及他的学生
Bhadrabandhu。26号窟的兴建开凿工作在他们
的监管下得以顺利完成。虽然铭文中没有提到
诃梨西那是阿湿波的统治者，但或许可以假定
这则铭文创作于伐迦陀迦王朝依旧享有统治权
力的时期，只不过封臣们在铭文中省略了这层
统治关系⑥。

三、篇幅较短的形式类供养铭文

迄今阿旃陀石窟中发现数量最多的铭文就
是各种篇幅较短的愿文。这些愿文大多直接绘
写在窟内空闲的墙壁上、柱面上和雕塑的底座
上。针对此类铭文的深入研究揭示出此类铭文
存在一些基础性的形式规律，进一步显示了当时
特定佛教信徒群体所遵循的教义基础。许多学
者都注意到了这些篇幅较短的供养性铭文，并且
认为它们具有“普遍的大乘佛教形式”[11-12]。

Gregory Schopen[13]在其多篇文章中以侧重大
乘佛教的视角对多处印度铭文进行了考察研究，
讨论其中有关福报转化以及出家信徒和在家信
徒之间的区别等重要问题。根据其理论，大乘佛
教时期的愿文，以其最简的形式，应为“yad atra
pun
·
yam
·

tad bhavatu sarvva-satvānām anuttara-j
n~ānāvāptaye”（“于此凡有任何的功德的话，均
为一切众生获得无上智。”）这一供养性铭文形式
的基本要点就在于将施主的福报与功德回向与
转移给与此捐献物无关的人。通常认为这一观
点仅仅属于大乘佛教，因为如此将福报与功德转
移的行为无疑会打破小乘佛教中业力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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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报应，即个人的福报与修行应该全然依靠自
身的努力。但是，Schopen也指出巴利语佛教典
籍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因此，他根据自己对于铭
文的研究，提出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对于功德转
移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达。在小乘佛教的铭
文中，个人将自己的功德转移给他人（通常是父
母）并没有特定的目的。而在大乘佛教的铭文
中，这样的行为一定要与“一切众生”相联系，并
且，一定会提及一个特定的目的，即获得“无上
智”。这样的不同或许是因为大乘佛教中出现了
菩萨观念的缘故。Schopen还将自己对于该问题
的研究更进一步，他发现大多数带有“无上智”的
愿文中还会提及施主的姓名与头衔，其中70%的
愿文中都有“释种比丘”（S'ākya-bhiks

·
u）这一头

衔，还有20%愿文中有“最上优婆塞”（paramopa-
saka）这一头衔，其余铭文要么使用了别样的头
衔要么过于残缺，导致相应部分无法辨读。在某
些铭文中，明确表示这两种头衔的施主是大乘佛
教的信徒，而且，非大乘佛教的部派从未使用过
这一头衔。Schopen由此推定这两种头衔指的都
是大乘佛教信徒，“释种比丘”用以指出家信徒，

“最上优婆塞”用以指在家信徒。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阿旃陀石窟中的愿文研

究非常重要，因为阿旃陀石窟中的大部分愿文都
明显地符合Schopen所提出的相应分类特征。在
48则愿文中（包括前人学者之前做过辨读，如今
已模糊不清的部分愿文），有24则包含“释种比
丘”这一头衔（2号窟1则，4号窟1则，9号窟7
则，10号窟9则，16号窟3则，22号窟2则，26号
窟1则），4则包含“最上优婆塞”这一头衔（2号窟
1则，4号窟1则，6号窟1则，22号窟1则），1则包
含有较为奇怪的变体“S'ākyopāsaka”（2号窟1
则）。上述29则愿文中，又有15则包含符合大乘
佛教愿文形式的“无上智”（2号窟2则，4号窟1
则，10号窟4则，11号窟1则，16号窟3则，22号
窟3则，26号1则）。除此之外，有13则愿文包含
上述两种头衔，但不符合大乘佛教的愿文形式（9
号窟8则，10号窟5则）。有4则愿文符合大乘佛
教的愿文形式，但没有两种头衔（9号窟1则[11]260，
10号窟1则[14]91，20号窟1则，26号窟1则）。这三
类愿文加在一起共32则，可以归入阿旃陀石窟
中的大乘佛教愿文，占据了阿旃陀石窟中愿文总

数48则的三分之二。余下可供辨读的愿文无法
明确地归入大乘佛教愿文范畴之中。

余下的33则愿文之中只有1则可以被明确
地认定是属于小乘佛教时期的愿文，即出现在
10号窟的一则愿文。这则铭文位于10号窟内厅
右廊的第七根立柱的立佛画像下方，其中提到了
制多部的名称[14]93。制多部是大众部的分支之
一，其部派的铭文可见于阿马拉瓦蒂（Amarava-
ti）、龙树山、卡尔利（Karle）和纳西克。由于该部
派的典籍现已不存，对该部派的具体教义如今也
知之甚少。值得注意的是该则铭文的位置，将这
则铭文放置于立佛画像下方的做法或许可以将
该部派与佛像崇拜联系起来。

由此，可以明确地发现阿旃陀石窟中大多数
的愿文都属于大乘佛教时期。考察这些铭文在
窟内的位置以及它们与捐献供养物品的位置关
系，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规律。在阿旃陀石窟共
计48则愿文中，有34则（四分之三）位于绘制或
雕塑而成的佛像附近，清晰地表达了与捐献供养
物品之间的关系。这34则愿文中又有25则可以
归入大乘佛教愿文范畴之中，且出现在完成度较
低且尚未被那些较正式的雕刻铭文所占据的区
域。它们大多出现在9号窟和10号窟内，被草草
地绘写在内厅的柱子之上，且所指涉的佛像也不
属于对老旧支提窟的重新装饰工程之中。

继续考察与这些愿文相关的供养佛像，可以
发现，布施捐献这些佛像的功德主大多是出家信
徒，而非在家信徒（只有三处例外）。针对佛像的
供养与崇拜一般被认为与在家信徒的联系更为
密切。有的学者认为对于佛像进行供养和崇拜
的观念起源于在家信徒的宗教性需求，“在家信
徒对于佛陀形象的使用相较出家信徒来说更为
普遍”[15-16]，继而渗透并改造了出家信徒对于这一
问题的看法。但是，通过相关铭文证据的分析研
究，可以发现在对佛像礼拜与捐献出现的最初阶
段，出家信徒就是最主要的赞助捐献者[17]。显然
在阿旃陀石窟开凿兴建的历史时期内，出家僧尼
是可以拥有财富并且乐于将自身的收入捐献给
僧伽的。典型的例子就是26号窟的施主佛陀跋
陀罗，他的布施捐献使得26号窟这一惊人的支
提窟得以开凿兴建，并得到各种雕塑与绘画的华
美装潢。窟内的铭文显示，佛陀跋陀罗显然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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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仿阿折罗为佛兴修石窟的行为⑦，并强调了僧
人作如此布施的巨大功德[10] 114-17。对于出家信徒
与在家信徒在佛像供养与崇拜上不同之处的相
关研究，或许可以将相关铭文作为研究的主要来
源，因为相关铭文是特定历史情境下佛教徒相应
行为的真实记录，而非佛教典籍中与现实情况存
在一定差距的理想化描述[18]。

如上文所述，阿旃陀石窟中的大乘佛教出家
信徒对佛像有大量的供养与崇拜行为。尽管相
关铭文显示，女性信徒，无论出家或在家，在贵霜
时期的佛像供养与崇拜活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
色，数量几乎与男性信徒相近，但是，阿旃陀石窟
的出家信徒赞助捐献者中，没有一位是女性。这
一变化发生于公元4至5世纪间，且不仅限于阿
旃陀石窟，几乎所有该时期的印度佛教遗址内女
性功德主的数量与记载都急剧减少。这一现象
或许与佛教女性信徒在这个历史时期逐渐减少
有关，但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具体原因与细节至
今尚未可知。

尽管阿旃陀石窟中大多数愿文都可归入大
乘佛教信仰范畴，但与这些愿文相联系的图像所
表达与关注的重点却是佛陀在过去世的事迹或
是成佛前作为释迦牟尼的相关事迹，这一特点在
很大程度上又与小乘佛教传统相符合。小乘佛
教典籍《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是阿旃陀石窟
中视觉材料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为1号窟、2号
窟、16号窟以及17号窟内大量的壁画提供了文
本基础。这些图像中不符合小乘佛教传统的一
项特点在于对菩萨形象的偶像性表达。菩萨形
象在阿旃陀石窟中的绘画与雕塑中频繁出现，表
明菩萨在阿旃陀石窟中是受到崇拜的。除了17
号窟外骑楼前壁左侧的救八难菩萨形象和2号
窟内龛入口左壁著名的菩萨形象可以被确定为
莲花手菩萨外，其余菩萨形象的具体身份均难以
确定。

四、用以标示的标记类铭文

阿旃陀石窟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铭文与石窟
受到主要布施与个人捐献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
邻近墙面上的图像材料有着直接的指涉关系。
其中大多数铭文只是用来解释图像中故事主人

公的描述性标记，还有一些是草率作成的剪短记
录，用来指示画家进行后续的绘制工作。只有极
少数的铭文对所绘图像的主题做出相应描述或
是解读，用来加深对相应图像表达的理解。

（一）解读性铭文
这类对图像做出阐释的铭文在阿旃陀石窟中

仅有一例，见于2号窟外骑楼左侧通往僧房的前厅
上。绘于后壁及右壁上的两幅故事性壁画中穿插
有与所绘故事场景直接有关的文字。Heinrich
Lüders对这些铭文作了辨读，并将其确定为是对
圣勇（A

-
rya S'ūra）所著的本生鬘（Jātakamālā）

中堪忍宗本生（Ks
·
āntivādin Jataka）和慈力王本

生（Maitrībala Jataka）的引文[19]。Dieter Schlingl-
off[20]对破损不堪的壁画残片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
确认了这些壁画的确与这些铭文有着直接且密切
的关系。

堪忍宗本生壁画绘制于该厅的后壁之上，以
水平式的构图形式呈现，由于破损严重，现在只
能拼凑其中的残片以考察故事内容。在修行者
在一群妇女围绕下说法的场景中，画中一把椅子
的背面写有“Ks

·
āntivādin”，由此该幅壁画的故

事主人公得以确认。在此场景的下方，还有几句
选取自本生鬘堪忍宗本生原文的铭文，既对绘画
场景做出了说明，还对这个故事所传达的精神内
涵作了补充性的评论[21]。

慈力王本生壁画绘制于该厅的右壁上，形式
与堪忍宗本生壁画基本一致。有一则写有“Mai-
trībala”标记，可以表明故事主人公的身份。一
处破损极其严重的画面上方有选取自本生鬘堪
忍宗本生原文的铭文[21]41-51。

上述两则本生壁画及相关铭文是阿旃陀石
窟相关艺术创作中将图像与文本结合的良好示
范，可见当时的创作者对这一创作理念与表现手
法已有了相当的理解并进行了相关的实践。可
惜的是这种创作手法在阿旃陀石窟中没有得到
更广泛的应用。当然，现实情况可能远没有想象
的那么复杂，或许可以假设当时游历参访阿旃陀
石窟的在家信徒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甚至不识
文字，那么他们只能依靠窟内的僧人将壁画中这
些富有教化意义的文字复诵给他们听，如此一
来，在壁画中将图像与文本结合的做法似乎就没
那么有价值了。

胡俊麟：阿旃陀石窟铭文分类与分析

61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二）描述性铭文
阿旃陀石窟内此类描述性铭文最重要的例

子可见于22号窟内龛的右壁上。此处绘有八
个应身佛（manushi buddhas）像——过去七佛与
未来佛弥勒，每个佛像的下方均有描述其具体
身份的铭文[10]111-12。而且，与七佛及弥勒相关的
菩提树名，也被放置在画中菩提树的上方。这
一组佛像的下方还有对应的愿文，表明这组佛
像是由一位大乘佛教信徒“释种比丘”供养捐献
的，并在结尾强调了供养捐献佛像的功德。由
此可见，应身佛的观念在阿旃陀石窟中有着相
对重要的地位。除了22号窟的这一组应身佛
像之外，17号窟的正门梁上也绘有类似一组八
个应身佛坐像以及他们各自的菩提树，16号窟
的内厅左壁上也有类似的佛像以及相应的三则
愿文。

其余可供辨读的描述性铭文包括用以判明
所绘故事场景中人物身份的简短标记。16号窟
厅内前壁右侧的须大拏太子本生壁画中的三则
描述性铭文，判明了故事中出现的三个人物[14]96。
17号窟也有类似的情况，尸毗王和因陀罗的名字
以铭文的形式在画中分别出现了4次和2次。在
上述例子中，所有故事人物的名字都是在壁画绘
制完成之后用黑色颜料直接写在画面之上的，因
此表明这些铭文的用途就是判明画中人物的身
份。而在17号窟外骑楼左墙上绘有一个绿色的
夜叉形象，表明其身份为摩尼跋陀罗（Manib-
hadra）的铭文是用红色颜料书写的。

（三）用于创作的导引性铭文
本文讨论的最后一类铭文全部出现在阿旃

陀石窟中尚未进行任何绘制工作的区域，用红色
或黄色的颜料写成。这些区域已经过敷泥处理，
应该已有相应的绘制规划，但实际绘制却从未完
成。这类铭文很有可能就是用来在规划区域标
定壁画中人物位置的标记。Begley就在16号窟
中没有任何绘制内容的区域中发现了这样的导
引性铭文[22]。从古文书学的角度对这则铭文进
行考察，可以发现这则标记铭文在时间上与外骑
楼的雕刻铭文相同。这则铭文使用黄色颜料写
成，虽然由于损毁过于严重导致具体内容已经无
法辨读，但极有可能是难坨出家故事壁画中未绘

制完成的部分场景的名称。17号窟中也有类似
的导引性铭文，使用红色颜料写成，可见于前廊
的左壁上，共有两行，其中只能辨读出几个词语，
可能包含有名称信息。另一则包含有相同姓名
的标记铭文出现在17号窟外骑楼后壁校门的左
侧[14]96。在20号窟内厅左壁，有一则残破的两行
导引性铭文位于一座佛龛和第二个石室僧房之
间[10]111。此类铭文在21号窟中还有三例。这类
供绘制工程具体实施的导引性铭文，可以证明阿
旃陀石窟中的壁画在绘制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具
体且细致的规划阶段，负责制定相应计划的艺术
家也应该是阿旃陀石窟绘画工匠群体中经验最
为丰富、技法最为精妙的师匠级艺术家。

六、小结

通过对阿旃陀石窟现存铭文类材料的初步
整理与探究，可以将这些材料分为三大类：正式
的布施捐赠记录类铭文，篇幅较短的形式类供养
铭文，以及用以标示的标记类铭文。有关阿旃陀
石窟所受主要布施捐献的记录集中于4号窟、16
号窟、17号窟和26号窟中的雕刻类铭文中。这
些铭文提供了有关阿旃陀石窟最重要的施主诃
梨西那的相关历史信息以及伐迦陀迦王朝统治
阶级对于阿旃陀石窟布施供奉的具体情况。同
时，这些铭文中也包含有各个石窟建筑的细节以
及开凿和装饰的具体情况。

篇幅较短的形式类供养铭文是阿旃陀石窟
三类铭文中数量最多的铭文。这类铭文大多与
信仰大乘佛教的僧人所供养捐献的佛像有关，体
现出大乘佛教对于阿旃陀石窟的显著影响。与
此相对应的是阿旃陀石窟绘画中体现出的小乘
佛教传统。

标记类铭文与阿旃陀石窟中的图像材料
直接相关。其中在图像中引用佛教典籍中原
文的做法，或许可以表明阿旃陀石窟内的壁画
原本只是为了助益窟内僧人的修订而绘制，并
非面对流动的在家信徒。用于指导创作的导
引性铭文，对揭示阿旃陀石窟中装饰类艺术的
具体创作过程以及创作者的具体信息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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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参考“Pune Plates of Prabhavatigupta”：http：//siddham.uk/object/ob00143。

② 根据瓶首石窟（Ghatotkacha）中的相关铭文，诃梨西那大帝的宰相彘天就是来自于这个名叫Vallura的政治家

族。这个名字在南印度颇有名望，似乎与这个家族的起源地有关，而这个起源地似乎就是今天海得拉巴东北方

向20公里外的韦卢尔（Velur）。

③ 沃希姆铜板铭文：文底耶沙克提二世在位37年时颁布的一组四块铜板铭文，其中记载了三位君主的名字：波罗

婆罗西那（Pravarasena），萨婆西那（Sarvasena）和文底耶沙克提（Vindhyasakti）。这也使得对阿旃陀石窟16号窟

中铭文有了新的解读：由此可以发现伐迦陀迦王朝在波罗婆罗西那一世后便发生了分裂，比学界之前认定的分

裂时间要早很多。这些铜板铭文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伐迦陀迦王朝铭文，内容主要是将一个村落赐给一个

婆罗门群体。

④ Hisse-Borala石刻铭文：Hisse-Borala是位于婆蹉瞿尔摩向南约75公里的村庄。该石刻铭文记录了诃梨西那之

父提婆西那（Devasena）手下一位封臣建设婆蹉瞿尔摩地区中达尔萨那（Sudarsana）湖的事迹。铭文中对于婆蹉

瞿尔摩的明确记载成为确定婆蹉瞿尔摩支系曾经都城的关键信息。

⑤ 有关这则铭文的不同释读版本参考：INDRAJI Bhagwanla. Rock Inscriptions [M]// BURGESS James. Inscriptions

from the Cave Temples of West-lndia. Mumbai：The Government Central Press，1922。

⑥ Walter Spink将此作为伐迦陀迦王朝统治明显迅速衰落的证据，提出这证实了阿湿波在当时“已经宣告独立”

（SPINK W. Ajanta in 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ontext[J]. Pathik，1990（2）：12.）。Karl Khandalavala则提出相反的

观点，他强调倘若诃梨西那仍在位，阿旃陀窟内铭文中不会省略对他的赞颂，据此他提出该窟内的铭文年代较

晚，至少晚于诃梨西那在位期间（Khandalavala K. The History and Dating of the Mahavana Caves of Ajanta[J].

Pathik，1990（2）：21.）

⑦ 即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阿折罗阿罗汉（CBETA，T51，no.2087，p.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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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亡灵”一词隐喻了欧阳江河对九十年代诗人主体身份的认定，“虚构”一词则包含对于诗歌本体论、方法论

的暗示。“亡灵的虚构”这个关键词的搭配可以方便而准确地概括欧阳江河九十年代的诗学思想。这种诗学思想刷新

了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为诗歌表现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压抑了主体感受的

兴趣，阻断了通往读者的道路，因而导致了一些读者与批评家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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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江河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坛比较重
要的诗人和批评家。众所周知，由于国内外文化
语境的改变，中国诗歌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发生了
一种深刻的变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使得
原有的诗歌评价与阐释体系在仓促之间难以适
应。但同时，有关的诗人与理论家仍然没有放弃
从纷繁复杂的时代表象中抽绎某种主题进行诗
学建构的努力，比如，孙文波提出了“中国话语
场”的问题，韩东、于坚、伊沙、徐江等人对“口语
诗歌”“后口语诗歌”的提倡等。在种种对于诗歌
写作观念、立场与策略的构想模式的百家争鸣
中，欧阳江河的声音显然不可忽视。他的为数不
多的几篇论文如《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当
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站在虚构这边》《90年代
的诗歌写作：认同什么?》等在当时都产生了比较
大的影响，特别是他《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
一文中对于“知识分子写作”的“两层意思”的概
括，在1998年发生的“知识分子”与“民间”两大
阵营的论战中，不仅为同一阵营的知识分子战友
所引用，也成为口语派的论敌频繁攻击的对象。
本文试图对欧阳江河九十年代的诗学理论进行
一次简要的概括，以便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某种
参照。

欧阳江河的诗学理论可以简要概括为“亡
灵”的“虚构”这样两个关键词的搭配。“亡灵”“虚
构”，都是在他的文章中频频出现的语汇，而选择
这两个词作为对他的诗学理论的概括，是考虑到

“亡灵”一词可能隐喻了他对九十年代语境下诗
人主体身份的认定，“虚构”一词则包含对于诗歌
本体论、方法论的暗示。而无论是“亡灵”或“虚
构”，都隐含了一种对于诗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
理解以及价值判断。从而，这种对其诗学理论的
概括与理解，能够充分地与同一阵营中的其他知
识分子诗人、理论家的诗学理论区别开来。

一、作为主体的“亡灵”

首先，“亡灵”一词隐喻了本身作为诗人的欧
阳江河对于九十年代诗歌活动的主体——“诗
人”的自我身份的判断和理解。世界是在世界中
活动着的人的世界，文化是在世界中活动着的人
的行为的痕迹。所以，对于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
人类文化行为的考察，首要的也是必要的一环是
对于这种文化行为的主体的认定与考察。

在《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1]45一文的结尾
处，欧阳江河以诗性的语言对“亡灵”的概念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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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作了详细的，甚至是不厌其烦的阐述和说明：

记住：我们是一群词语造成的亡灵。亡

灵是无法命名的集体现象，尼采称之为“一

切来客中最不可测度的来客”。它来到我们

身上，不是代替我们去死而是代替我们活

着，它证实死亡是可以搭配和分享的。在语

义蕴藏和内在视域这两个方面亡灵都呈现

出追根溯源的先验气质，超出了存活者的记

忆、恐惧和良心，远远伸及一切形象后面那

个深藏不露的形象。……（对话）既不达成

共识，也不强调差异。……最终在无可无不

可与非如此不可之间建立起了自我的双重

身份……

从以上引文来看，将诗人称之为“亡灵”，首
先是具有一种在身份认证上的自我分裂的策略
性模式，其次也表现出了一种自嘲自渎的无奈的
时代之痛。而在这种自我分裂的策略模式和自
嘲自渎的情感体验之下，深藏着的是在其大无
外，其细无内，无处可逃的时代语境挤压之下的
冷峻锐利的理性的控制性力量。对于这种理性
的控制性力量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和
理解知识分子写作以及评论的那种“非个人化”
的路径和风格。

不过在这里我想继续追问的是产生这种“亡
灵”的时代语境。在1998年参加郑州的一次有
关九十年代诗歌的讨论中，欧阳江河指出了“现
时”文化艺术界所面临的双重影响，即跨语际交
流及国家主义的影响[2]273。这种双重影响可以粗
略地理解为产生这种“亡灵”的国内和国外的语
境。对于跨语际交流语境的应对需要解决的主
要是诗歌创作中“影响的焦虑”的问题，这是中国
现代新诗从“娘胎”里就带来的，而在一个后现代
全球化的语境里被不断强化的问题。对于国家
主义的应对考虑的则是诗人在国家权力体制和
文化、政治甚至是经济生活中的定位问题。这两
个问题对诗人们来说其实只是一个问题，因为它
们无疑都联系着一个“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身
份”的问题，而且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只要一个共
同的答案就足够了。

对于前者，欧阳江河在《1989年后国内诗歌

写作》中写道：“对国内的诗人来说，以下问题无
法回避：我们的写作处于怎样的影响之中？我们
是在怎样的范围内从事写作的，我们所写的是世
界诗歌，还是本土诗歌？”他对这一问题的自问自
答是：“……诗歌界受到外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但……所有这些影响在融入我们的本土写
作之后，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东西”[1]79。外来影响
的焦虑在欧阳江河看来并不是一个很成问题的
问题，现代阅读、阐述、翻译、传播的新兴理论已
经足够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效的思路和方
法。他着重关注与思考的还是第二个问题。在
《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一文中，有一段话非
常有名，概括了当时诗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理解和
焦虑：“1989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属于那
种加了着重号的，可以从事实和时间中脱离出来
单独存在的象征性时间。……在我们已经写出
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
断。……以往的写作……几乎成为一种隔世之
作……”[1]49。虽然直接说的是“已经写出和正在
写的作品”，但是对于和“作品”具有血肉和灵魂
上依存关系的诗人来说，以往作品的实效显然具
有“腰斩”之痛，甚至这种痛楚是不便言明的。一
种时代的失落和焦虑之感从诗意的叙述之中曲
折而强烈地透露了出来。

众所周知，从文革后期开始的一段时间里，
诗人的写作和主流意识形态曾经面对共同的目
标达成过一种亲密的合作关系。但是，以1989
年为转折点，特别在中国社会的价值目标和知识
构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之后，敏锐的诗人们迅即
感受到了原有价值体系的失落和身处边缘的孤
独。欧阳江河清晰地认识到：

在国家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显然是

政治话语而不是文学话语，前者可以通过以

下三种途径“擦去”后者的影响。一是通过

把思想变成群众运动……，把可能对政治话

语造成危害的诗歌写作排除在国家生活之

外。二是通过调动新闻界、出版界和电视界

等国家宣传机器，制造出消费性质的大众阅

读市场，去掉阅读中的精神性、个人性、时间

性和距离感，把大众的阅读需要变成物质

的、甚至是生理上的需要，以此割断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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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其三，通

过任意规定上下文关系来改变文学话语的

性质[1]87。

这三种途径不仅是一种压制，而且是“权
力的某种消遣形式”以及一种“比压制更不可
测的权力游戏”。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下，那
种传统的“权力与文字的联姻”从而给文人写
作“注入持续不断的、类似于使命幻觉的兴奋
力量，赋予他们的作品以不同寻常的胸襟和命
运感”的时代结束了，暗示了与传统形态有所
不同的新型的写作主体和诗歌追求、审美风格
的产生。

理解这种新型的写作主体和审美风格，关
键在于对“亡灵”的理解。对于“亡灵”的宣谕和
召唤是《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一文的总结性
的收结，它同时提供了对于上述国内国外双重
语境压力的回应，并且其实是一种对于新的诗
歌写作型态的宣谕和召唤。“亡灵”是通过智
慧的锋刃从“我们”的肉体存在、世俗存在、现实
存在身上剥离出来的一种“不可测度”的存在。
这是一种否定性、批判性的存在。通过从“我
们”身上剥离出这种“先验气质”的、“超出了存
活者的记忆、恐惧和良心，远远伸及一切形象后
面那个深藏不露的形象”的、“没有国籍和电话
号码”的，“在无可无不可与非如此不可之间”进
行自我对话的“词语造成的”亡灵，诗人的写作
变成了一种时代的边缘人与坚守者在古今中外
广大浩淼的文本世界之中，以及在文本世界与
现实世界之间的互文性的漫游。这或许可以被
称为一种“非人”化的写作。

二、“虚构”的本体论性质

“虚构”一词是现代小说学的概念。欧阳江
河在一篇解读张枣的诗歌《悠悠》的文章中以“站
在虚构这边”为标题，并且将此标题作为他的一
本论文集的命名。我理解“虚构”在欧阳江河那
里具有一种诗学本体论的性质。当然。诗歌本
质上是一种想象，从而也可以说是一种虚构。我
理解的欧阳江河的“虚构”是以诗歌与现实的特
殊关系为参照的。这种“虚构”和将写作主体定
位为“亡灵”的前提构成了必然的逻辑关系。

欧阳江河说，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老而
又老的理论问题。在1998年的诗歌论战中，诗
歌与现实、诗歌与生活的关系成了一个焦点。谢
有顺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所代表的将诗歌写作不
断知识化、玄学化的倾向，是当下诗歌处境日益
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写作的资源是西方
的知识体系，体验方式是整体主义、集体记忆式
的，里面充斥着神话原型、文化符码、操作智慧，
却以抽空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为代价。面对这
种挑战，知识分子阵营中如臧棣则强调他们实际
上并没有放弃对日常经验的重视和对日常事物
的探索，并认为诗歌的日常性问题是一个风格问
题，不是关于诗歌的本质性的价值判断问题。有
意思的是，作为知识分子阵营中的重要一员，欧
阳江河似乎自始至终都未发一言。我的理解是，
按照他的诗学观念，他认为对民间阵营的指责不
值得回应。问题在于对现象的观察是有目共睹
的，但是对现象的理解和解释却因诗学立场和追
求的不同而大相径庭。

在1998年郑州举行的关于“九十年代诗歌”
的讨论会上，欧阳江河在《90年代的诗歌写作:认
同什么?》[2]273一文中讨论了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
系问题，他说：

自由空间的延展，人们对新的时间观、

新的生存节奏及新环境的逐渐适应，以及迁

移的普及化，削弱了地域特质对诗人写作的

影响，诗人不再局限于某时某地进行创作，

诗人可以基于词的立场——发明或虚构的

立场——去制作，评论及命名自己的作品，

并且，文本的意义可以衍生自写作本身，而

不必在“预设的现实”中去寻找资源。

但这种诗学原理及写作方法，不一定是

相互协调的。因为诗人不大可能逃避地方

性的特有阳光、空间、地貌及节奏，以及口

音、民俗，隐性宗教及教育交融累积的历史

因素，还有地域经济的特色，种种因素构成

那些难以界定却有迹可寻的国家认同意

识。而且，众所周知，中国诗歌历来欠缺“物

质性”。即使是直接描述生活状况的及物写

作也不大可能唤起这种物质性，如何能奢望

在写作过程中持虚构的立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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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在宣言和常识的意义上

认同历史、认同现实是一回事，通过写作获

得历史感和现实感是另一回事，现实感是个

诗学品质问题，它既涉及了写作材料和媒

质，也与诗歌的伟大梦想、诗歌的发明精神

及虚构能力有关。我的意思是，现实感的获

得不仅是策略问题，也是智力问题。

在这里，首先确定的前提是写作是一种“虚
构”，一种“基于词的立场”的“制作，评论及命名”
行为。其次才考虑到怎样“虚构”的问题，即以一
种“智力”性的因素加工处理国际性的以及本土
性的“阳光、空间、地貌及节奏，以及口音、民俗，
隐性宗教及教育”种种因素获得作为一种诗学品
质的历史感和现实感。那么，究竟如何虚构呢？
这种虚构的现实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在欧阳江河那里，现实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国际化、全球化压力之下的“本土化”问题。
欧阳江河以陈东等人的诗为例，指出这种虚构的
现实是文本意义上的现实，也就是说，不是场景的
客观呈现以及事态的自然进程，而是写作者所理
解的现实，包含了知识、激情、经验、观察和想象。
这种虚构现实的载体不再是一种“诗意辞藻”的
语言，而是一种“复合性质的定域语言”，即“基本
词汇与专用词汇、书写词根与口语词根、复杂语
码与局限语码、共同语与本地语混而不分”的语
言。这种观点的提出实际上回答了诗歌界一度
引起讨论的口语语汇与书面语汇、古典语汇优劣
之争的问题，实际上是对民间诗派口语化写作立
场的一种应答。

在这种语言的操作问题上，欧阳江河说：“它
涉及语码转换与语境转换，这两种相互重叠的转
换直接指向写作深处的现实场景的转换。”转换
的结果是作者“借助改变作品的上下文关系重新
确立了写作的性质”[1]67。欧阳江河说这种语言是
介于书面语言与口语之间的一种中间语言。它
的引人注目的灵活性主要来自对借入词语的语
码转换。这种转换看似是即兴的、不加辨认的，
但实际上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语言的操
作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因为现代语言学对观察世
界方式的介入而产生的以智性想象为主导，包融
感性想象的，在现实与文本、世界与本土之间的

互文性写作过程。

三、文本分析与结论

欧阳江河经常以解析他人诗歌的方式来表
达自己的诗学建构。他对张枣《悠悠》一诗的细
读分析文章《站在虚构这边》使我们可以更为清
楚地看到上述互文性写作的内在流程乃至其本
人的“亡灵的虚构”的诗学思想。在分析了张枣
诗中的“超声音”后，欧阳江河说：

张枣为《悠悠》找到了这样一种方案，它

既属于诗，又属于理论。读者在后面的讨论

中将会看到，实际上《悠悠》的写作涉及到两

个不同的诗学方案。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深感一个诗人在体制话语的巨大

压力之下，处理与现代性、历史语境、中国特

质及汉语性有关的主题和材料时，文本长

度、风格或道德上的广阔性往往起不了决定

性的作用，如果不把诗学方案的设计、思想

的设计、词与物之关系的设计考虑进来的

话。……张枣是从诗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现

实场景的角度去考量的。《悠悠》为读者提供

的诗学角度，简单地说就是坚持文学性对于

技术带来的标准化状况的优先地位，同时又

坚持物质性对于词的虚构性质的渗透[3]119。

在这里，词的意义既不在于它在词典中的意
义，也不在于现实场景中的指涉意义，而是一种
在与其他语汇的交织关系中被确定的互文性意
义。物质性和词的虚构性质的相互渗透造成的
既不是现实生活的空间，也不是诗人、批评家、读
者个人精神世界中的孤立空间，而是一个在与其
他文本互文性关系中被不断阐发的诗歌空间。
这个空间或者可以说是一个由诗人、读者、环境
（也是一种文本）以及已经进入人类文学史、文化
史的诗歌与理论文本序列共同造成的公共空
间。比如说，张枣诗中的语音室，在欧阳江河那
里变成了一种“展示了由高科技和现代教育抽象
出来的后荒原风景[3]121”的场所，语音室里耳机传
出的声音，是一种被过滤了人的自然属性，只与
播放系统和收听系统的机器质地、技术指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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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声音”。语音室里怀孕的女老师，是语音室
里唯一不用戴耳机的人，但是，她从语言室的超
声音中游离出来，想要听听原汁原味的生活，听
到的却也不过是全球化时代毫无特色的晚报的
叫卖声。再如，在分析“‘晚报，晚报，’磁带绕地
球呼啸快进”一句时，欧阳江河注意到磁带只有
按照预先设定的转速才发出声音，如果“呼啸快
进”的话，它将是无声的。他追问道：“一个失去
了声音的声音词，会不会转移到别的语义层，作
为一个时间语码起作用？”[3]137他由此在西方文学
视野中展开了广泛的联想：从阿喀琉斯的盾，到
渔王的圣杯，济慈的希腊古瓮，布莱克的轮子
……，这些意象全都有一种“乡愁般”的诗歌仿型
倾向。通过与进入文学陈列馆的经典意象的相
互指涉，欧阳江河发掘或者说拓宽了原诗构筑的
诗性空间。

从以上所引的例子来看，欧阳江河对原诗语
言、意象与结构的解读分析，虽然有情感感受的成

分在内，但主要还是基于一种建立在阅读经验与
逻辑思维基础上的理性的联想。显而易见，这种
理性联想的心理流程和一般意义上的诗歌欣赏
的心理流程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由于打破了阅
读主体的主观限域，并且同理，在创作中是打破了
创作主体的主观限域，广泛地出入在众多的语境
和文本之间，这种写作无疑为诗歌表现开拓了广
阔的天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在很大程
度上消解压抑了个人感受的兴趣，自己阻断了通
往更多的读者的道路，因而导致了诸如民间派诗
人的不满与揶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写
作可以称为一种“非人”的写作，一种亡灵的虚
构。也许，在欧阳江河的诗歌抱负里，诗本来就和
现时性无关，他要造就的是一些能够在时间中静
止下来的东西，这正如他在《1989年后国内诗歌
写作》一文的最后引用的一句诗所宣示的：

诗歌教导了死者和下一代[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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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柔力球运动文化意蕴与现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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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极柔力球运动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思想与现代体育文化发展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兼具集健身、娱乐、

表演、竞技于一体的多元体育文化属性。太极柔力球运动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共生理念、“以柔克刚”的辩证思

维，借助“关照运动者体育文化内心需求”“倡导社会和谐的体育文化”“继承与创新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思路”三种形式

的现代体育文化发展诉求的表达，使太极柔力球运动在现代体育文化发展中焕发出蓬勃生机，昭示着民族传统体育在

现代全球化发展中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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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1991）山西晋中卫校白榕老
师以中国传统太极文化与现代体育运动相结合的
创新思维所发明的太极柔力球，兼具了健身、娱
乐、表演、竞技的多维性功能特点，适合不同性别、
年龄、阶层人群的体育需求，所以从发明至今彰显
出其强大的生命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
26个省份在推广太极柔力球运动，受众大约2000
万，并且在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运
会上，太极柔力球被纳入正式比赛项目。在国外，
太极柔力球运动的影响力逐步在增强。2006年5
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菖蒲河公园向
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介绍太
极柔力球的玩法。目前在日本、德国、法国、意大
利、奥地利、荷兰、新加坡、俄罗斯等20余个国家相
继成立了柔力球运动相关协会及组织，多次成功
举办了柔力球国际邀请赛、欧洲柔力球锦标赛等
赛事。所有这些都说明太极柔力球在体育现代性
发展中已经被世界广泛接受与认可。

一、太极柔力球运动文化产生的源泉

太极柔力球的发明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白

榕老师在体育课教学中游戏的灵感。起初，为了
解决体育教学中拳击训练的安全性，将掏空的拳
击手套加入注水的排球球胆，增加了拳击对抗中
击打的缓冲性，学生受伤的几率大大降低[1]。在
训练间隙，白榕老师与学生用注水的排球球胆相
互间抛投玩耍，而正是这个注水的排球球胆抛接
玩耍成为现在太极柔力球运动形成的雏形，后来
在玩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善了球的造型、改进了接
球的方式（球拍接球），然后突发奇想尝试了将中
国的太极文化、套路表演与西方体育竞技文化融
合的创新玩法，最终形成了现代太极柔力球运动
文化。由此可以看出，太极柔力球运动是载有多
样文化属性的体育文化。

首先，太极柔力球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太极文
化。“太极”与“柔”两个关键限定词诠释了该项运
动的本质属性，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弧形引化过
程”作为柔力球的核心技术[2]，从根本上改变了传
统的硬性击球方法，充分展示了含蓄婉转、以柔
克刚的巨大魅力。其次，太极柔力球的展现借用
了中国传统文化武术套路配以音乐的表演形式，
具有高度的美感艺术性。太极柔力球在开发之
初就成立了创编组，目前已经创编出8种基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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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左右绕翻、头上平线、正反绕翻、平侧旋转、正
反抛翻、身后抛接、弓步绕翻、八字绕环）。所以
太极柔力球运动又兼具了武术套路、韵律体操的
艺术之美。最后，太极柔力球吸纳了现代体育竞
技性优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竞技文化。竞技性
是现代体育文化发展的生命力。由此太极柔力
球采纳了隔网对抗竞技特点，效仿现代网球、乒
乓球、羽毛球等规则，制定了太极柔力球竞技性
比赛规则，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换发出现代体育
气息的生机与活力。

二、太极柔力球运动文化意蕴

太极柔力球运动发明根植于太极文化，在价
值功能上追求的是集健身、娱乐、观赏、竞技于一
体；在文化构成属性上是集太极、武术套路、隔网
竞技球类文化于一体，是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于一身的多元复合型文化。因此，太极柔力球运
动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哲理。

（一）“天人合一”的和谐共生文化理念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核。早

在西周时期的《周易》中就强调“天地之大德曰
生”，人是自然产物，要在自然中生存，儒家学派
代表人物孔子也曾说“天道敏生，地道敏树”，诸
如此类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还有很多，无不彰显
了天地赋予人类生命的伟大意义。由此逻辑延
续发展，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提出了“天人合
一”思想，就是要求人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
相处。比如儒家学说中的“天人相参”“钓而不
纲，弋不射宿”“仁民而爱物”等，道家学说创始人
老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强调的都是人与自然相处中要遵循自然法
则，实现无为而治的目标。

“合和”即统“一”是太极文化的重要表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多仁人志士都将太极文
化解读为“一”。当然这个“一”不是现在当前人
们所理解的数量大小，而是蕴含着世间万物都
归为统一的整体。东汉许慎在解释“一”与太极
的关系中论道：“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
地，化成万物。”为了更好地展示太极文化的和
合统一性，人们用十分形象的太极图符号进行
表达。太极图中黑白两部分分别代表太极文化

中的阴阳两极，白中的黑点与黑中的白点表达
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两极同生于一个
整体的圆中，表达了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哲
学思想。

白榕老师在发明太极柔力球之初就确定了
将中国传统的太极文化作为该项目的核心特质
文化植于其中，因此，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文
化理念就孕育在太极柔力球运动之中。在后续
的发展中，太极柔力球运动在内容与形式上都
完美诠释了“天人合一”的运动太极文化理念，
而且以带有太极符号标志的球拍作为表演工
具，更直观明了地表现出坚定的太极柔力球文
化的溯源。太极柔力球运动技术核心“弧形引
化过程”，要求在技术运行过程中，无论是平翻
摆、立翻摆还是垂立拍绕翻、头顶平绕翻始终保
持柔力小球围绕人的中心做弧形运动，将球牢
牢地掌控在人的范围之内，体现出“人球合一”
思想。弧形引化，缓冲了球的冲力，这与直接击
打回球方法存在本质区别，体现了运动技术

“合”的思想，但是动作技术“抛”要求做到圆融
转换的浑然天成、一气呵成，二次发力在太极柔
力球运动中会被判罚犯规，这些技术特点又反
映了太极柔力球技术动作完成要求的“一”，与
太极文化“整体化一”的思想完全契合[3]。运动
者在表演过程中，锻炼部位囊括了颈、肩、腰、腿
等多个部位，变化复杂、随机多样的弧形动作,
对训练者中枢神经系统机能和培养逆向的思维
能力有着良好的作用，因此又表现出人的身体
机能和谐发展问题。太极柔力球运动兼顾太
极、套路音乐表演、隔网竞技对抗文化于一体，
体现了不同文化的融合。

（二）“以柔克刚”与“反者道之动”辩证思维
的道家“柔性”文化

老子在《道德经》中特别突出了“柔”的力
量，揭示了“柔能胜刚、柔能攻坚”的辩证思维。
太极柔力球运动之“柔”的思想根源正来自于中
国传统文化经典之作《道德经》。“柔”是太极柔
力球运动四大技术特点之首，也是这项体育运
动项目最大特色与魅力所在[4]。那么，太极柔力
球运动为什么要内含“柔性”这一主要特征呢？
探讨太极柔力球的“柔性文化”，我们需要弄清
下面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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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极柔力球运动为什么要“柔”。在现
代球类运动的竞技体育中，人们已经习惯了“以
硬碰硬、以刚克刚”的竞技对抗方式。无论是进
攻还是防守，无不以展现出绝对力量之美为荣，
虚闪躲挪往往被冠以懦弱的标签。事实上，这是
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柔”的误解。太极柔力球
运动之“柔”，是技术特点更是一种比赛手段与方
法，并不是“弧形引化过程”力量小，而是充分运
用了物理学原理化解外来者强大的动能，从而转
化为更有利己方进攻的条件。所以，太极柔力球
之“柔”，蕴含的是一种辩证与逆向思维的哲学文
化，也是一种战略，可以认为“形柔实不柔”。“柔
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经典处事哲学，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第二，太极柔力球运动如何实现“柔”。“柔
性”体现在太极柔力球运动技术运用各个环
节。笔者将其归纳为“迎球反其道”“圆融变其
柔”“抛球转其性”。“迎球反其道”是太极柔力球
运动柔性技术产生的前提。在隔网对抗的球类
运动竞技常规思维下，运动者会将来球以“硬碰
硬”的回应方式快速击打出去，但是太极柔力球
击球方式突破常规的思维，采用先主动迎接来
球，实现了人球合一，这种“反者道之动”逆向思
维的击打方式是实现太极柔力球变“柔”的前
提，即：如果没有主动迎球这一环节，后续的化
硬为柔也就无从谈起。“圆融变其柔”是指太极
柔力球运动通过弧形引化将球的运动轨迹发生
转变，从而实现柔力球围绕人体某一中心旋转，
是太极柔力球运动的关键技术，也是太极柔力
球化硬变柔关键过程。“弧形引化过程”从物理
学角度看，通过对球的方向不断改变，大大降低
了直击所产生的尖锐角，外界来球对人的冲击
力在悄无声息中被化解，所以这种弧形引化正
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道家的“反者道之动”思
想，是太极柔力球“柔”的具体体现。然而，太极
柔力球与其他太极运动一样需要呈现出“刚性”
一面。在“弧形引化”后利用球的旋转后的离心
力，连贯地将球快速抛出，通过引化后蓄积的旋
转动能瞬间转换的切线飞出的直线速度具有强
大的动能，实现了太极柔力球“有柔到刚”的转
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虚实”“对立统一”
的哲学意蕴。

三、太极柔力球运动文化发展中的
现代表达

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发展，打破了原
有民族文化自我欣赏的“藩篱”，以相互交流与互
融为特征的世界民族文化“现代性”发展已成为
当代文化发展的潮流。正如鲁迅先生在《且介亭
杂文》中所说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体现
出民族文化的共享性。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民
族文化都能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广泛传播呢？怎
样才能让民族文化被广大的人群所接受而成为
世界文化呢？

太极柔力球运动起源于中国，是中国传统太
极文化以新的形式融入现代体育文化体系之中，
是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创新性的文
化表达，是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
等的完美结合，因此能够焕发出蓬勃生机，表现
出强大的生命力。

（一）太极柔力球文化之美：关照运动者内心
需求

运动之美在于健身、运动之美在于健心、运
动之美在于欣赏，因此健身、健心、欣赏都是体育
运动功能，而能够满足运动者内心真正需求的体
育运动才是能够普及的运动。

太极柔力球运动从发明之初就注重“健身、
娱乐、竞技”各种功能于一体的属性特征，它与单
纯的传统太极运动相比更能显示出其娱乐、竞技
的一面，丰富了太极运动表达的形式，它与单纯的
武术套路、舞蹈相比又多了几分哲学涵养与激烈
竞争性，它与隔网对抗类球类运动相比增添了浓
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与观赏性，因此，太极柔力
球运动功能的多样性，能够满足众多体育爱好者
的内心需要。从太极柔力球运动发明至今，已被
验证了适合老、中、青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也被
验证了适合中、外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民族[5]。
在运动表现空间要求上，太极柔力球运动能够“上
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因为它可以不受场地严
格限制，生存在“陋巷茅屋”，也能够在严格规则的
要求下走上国际竞技舞台的“大雅之堂”。

太极柔力球运动文化之美在于它的普适性
与高雅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人文性与自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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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能让中国传统太极文化在现代体育全球
化的浪潮中焕发生机，在于它契合了现代社会人
们对体育功能的心理诉求。纵观人类社会体育
项目发展史，能够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所需的体
育运动项目细数起来也是凤毛麟角。正如前所
述，西方体育文化凸显竞技性，追求力量之美，是
一种人的机体“硬碰硬”素质的比拼，在身体素质
提高的同时，而常常忽视运动者机体和谐发展，
因此运动伤病、运动寿命终止时常伴随左右；而
东方传统体育文化过于追求机体发展的和谐，追
求竞技中“点到为止”式的谦虚、礼让、和谐的发
展理念。因此，太极柔力球运动文化的复合多样
性特点，能够满足不同体育运动层次需要的人
们，能够更大程度地吸引世界范围内的受众群
体，能够被不同人群所接受。

（二）太极柔力球文化之蕴：内嵌人类社会和
谐发展理念

世界和谐是当前人类社会共同倡导的发展
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中
指出：“各国都应当致力于建设一个包容的世界，
营造共同和谐的氛围。我们主张包容，反对大小
通吃、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自己发展得好、生
活得舒适，也要让别人同样发展得好、生活得舒
适。太平洋足够大，完全容得下太平洋各国。各
国即使有竞争，也应当是良性竞争、良性互动；有
问题有分歧，大家商量着解决。”[6]促进人类交流、
增进了解、和谐共生，让世界“友谊之花”处处开
放是体育文化重要的社会功能。然而，在当前世
界体育文化一体化进程中，体育应然的社会功能
在功利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各种贿赂、徇私舞
弊、乱用禁药等不良行为屡见不鲜，对社会、个人
造成恶劣影响，有时候体育被当作国家政治博
弈、集团利益获取的工具。很显然，现实社会中
体育运动的实然表现与人类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之间的差距还很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太极柔力球运动在现代性的体育文化发展
中始终将和谐理念内嵌在“骨子里”，始终以一种

“润物细无声”的姿态传递着“和合”思想，使参与
者品味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奥的哲学意蕴与现代
社会发展哲学的真谛，从而使现代的人们得以广
泛地认可与接受。在太极柔力球运动中，阐释和
谐理念无不体现在方方面面：器物（柔力球拍）之

美给人以世间和谐的直观印象，象征着阴阳、天
地之间的和谐统一；技术中的“弧形引化、化发一
体”的运动轨迹体现出该项运动尊重自然规律，
利用自然规律的和谐；形式上融合了太极“柔性”
文化、套路表演的艺术美感，竞技体育的“刚性”
文化，彰显了不同物物间的和谐共生。

总之，太极柔力球运动在现代体育文化发展
中全面地表达了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与当下世
人的理想追求相得益彰。它向现代社会表明：这
项运动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而且
更是代表了当今社会发展的先进文化。

（三）太极柔力球文化之路：继承与创新是传
统文化发展的必要路径

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战略方针，创新才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焕生机与活力的必由之
路。

五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时至今日
保留下来的近千项（977项）[7]，但是能够走向世
界被众人所接受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又有几
何？这也是多年来国内体育界人士关心的话
题。纵观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史，太极柔力球
运动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革的典型
代表。太极柔力球运动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的发展要求进行了现代诠释。太极柔力
球运动文化之“根”是中国传统优秀的太极思想，
但是它没有禁锢在传统文化原封不动的表现形
式，而是通过挖掘太极文化中具有的积极的精
髓，赋予其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含义，使它
与现实文化发展要求对接起来，实现了“根”的诉
求与现代文化发展要求的统一。具体继承与创
新表现在：将太极文化加入现代武术套路表演、
西方体育竞技元素，使形式与内容更加丰富，从
而增加了体育运动受众群体；坚持树立“弧形引
化过程”为太极柔力球运动的核心技术，也就是
坚定地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

四、结语

太极柔力球运动文化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
的；既有传统文化精髓，又符合现代文化发展要
求。其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体育文化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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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蓬勃生机，源于它坚持了中国传统太极文
化“根”的诉求与文化现代性发展的要求。因此，
通过太极柔力球发展现状、文化意蕴与现代表达
的分析，昭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要树立
传统文化核心思想地位，坚持文化属性多元化的
融合，最终体现出传统文化发展要满足众多群体
的体育心理需求、符合当前社会发展中人们所追
求的价值期许、坚定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发展思

维相结合等文化现代表达。正如习总书记指出
的：传统文化发展问题就是按照时代的新进步、
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
扩展，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同时他又指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
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
的地方[8]。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紧跟时代性发
展要求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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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ji softball is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culture and
modern sports culture development thinking. It has the multi- cultural attributes of fitness, entertainment,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on. The harmonious symbiosis concept of“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and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of“flexibility and rigidity”contained in the Taiji softball sport make it grow even
stronger and more vibrant. The three forms of modern sports culture development demands, including caring
for the inner needs of sportsmen’s sports culture, advocating a harmonious sports culture in society, and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the development ideas of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have also facilitated its
development. This shows the way of survival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Taiji softbal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cultural implication; modern expression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Modern Expressions of Taiji Softball

WANG Hao
（Guangdong Police College, Guangzhou 51026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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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图书馆工作影响及应对
——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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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承受着巨大考验，图书馆也在其中。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在资源建设、读者服务、阅读推广活动和信息素养教育方面的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图书馆人针对疫情不断

调整工作侧重点和服务方式，如外借图书延期归还、数据库漫游延期或免费使用、疫情信息多形式展示、多种线上活动

开展等。在应对疫情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图书馆汲取了宝贵经验，获得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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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12月在湖北武汉首次出现不明原
因肺炎患者[1]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或“疫情”）逐渐蔓
延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为了遏制疫情，各省陆
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14亿
中国人几乎停止了全部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

“在家”成为最广泛的号召，全国各类学校不断推
迟着开学时间。严重的疫情影响着社会经济的
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高校图书馆。因为此次疫
情，高校图书馆的大部分工作被迫陷入停滞，对
后续工作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然而，图书馆人
并没有被疫情所打倒，而是在合作伙伴的倾情助
力下，针对疫情不断调整工作侧重点和服务方
式，开辟出一条疫情期间可圈可点的服务路径，
为今后出现类似事件的积极应对积累了经验。
本文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

“我校”）为例，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图书馆的
工作影响和应对情况。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
图书馆的工作影响情况

（一）资源建设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主要影响了我校图书馆纸质

图书的采购工作。在已经落实经费且经费比上
年度大幅增加的情况下，疫情使图书采购招投标
工作被迫推迟，势必造成上半年经费执行率下降
和全年图书采购工作吃紧；要与我校选书委员会
协同好，保质保量地完成图书采购工作，需要付
出更多努力。

（二）读者服务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使这个寒假不断“延长”，成为

超长寒假。浙江省启动一级响应后，我校图书馆
立即响应，暂停每周借阅区开放一天的安排[3]，假
期借还书受到影响。另外，疫情也使图书馆暂时
停止了对校外读者的服务，这一措施可能影响到
正式开学后，给校外读者利用我校图书馆造成不
利影响。

（三）阅读推广活动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校图书馆的线下活动

全面停滞。年度活动的重头戏读书节系列活动
预定从四月初开始，前期需要通过馆内协同设计
活动方案，准备实体资源，并依托管理系统做好
相关活动的数据筛选、汇总或统计工作。疫情之
下，读书节活动受到影响，并可能影响到正式开
学后的活动安排。

（四）信息素养教育影响
我校图书馆2017年出台《学生文化素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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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认定管理办法》，面向大一学生开展非课程必
修学分的修习，并于2018年对该办法进行了修
订。根据学分修习流程和要求，本学期是大一学
生修习课外阅读学分的关键阶段，新冠肺炎疫情
将压缩学生的修习时间，给学生的课外阅读计划
造成影响。

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图书馆的应对情况

我校图书馆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种种不利，联合合作伙伴，为宅家的广大读者继

续教学、科研、学习提供资源保障；以各种形式帮
助读者了解新冠肺炎的疫情动态和相关知识，科
学抗“疫”；开展线上抗“疫”活动满足读者的精神
文化生活，助力打赢疫情阻击战。

（一）我校图书馆在服务方面的应对措施
1.针对疫情带来的无法正常开学的局面，我

校图书馆在原先的寒假期间外借图书延期归还
的基础上，继续顺延图书归还期限，确保开学后
外借图书的免责归还，消除读者的后顾之忧。此
外，在数据库资源供应商的大力支持下，原寒假
期间大部分在订数据库的漫游账号延期使用，有
的数据库甚至延期到年底。

类别 名称

在订数据库

试用数据库

其他数据库

（部分）

免费使用数据库名称

1.中国知网CNKI（《全球学术快报》WEB端和APP、中国知网OKMS·汇智云服务版、知网研学、知网在

线教学服务平台https://k.cnki.net/）
2.维普中文期刊（http://qikan.cqvip.com/ ）
3.博学易知学习平台（http://www.twbxyz.net/html/homeKs/）
4.EPS数据库（http://www.epsnet.com.cn/）
1.中科教育旗下全部数据库（我校试用的是专业课学习数据库和中科考试题库：http://lib.vipexam.org）
2.博看网博看有声刊（https://voicepc.bookan.com.cn/35784/index）
3.设计师之家资源库（www.51sjsj.com）
4.环球英语多媒体数据库（http://www.englibrary.com/index.htm）
5.海研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http://www.hiresearch.cn/）
6.翼狐设计学习库（http://lib.yiihuu.com/）
7.MET全民英语学习资源库（https://Lib.52met.com）
8.田田阅读（http://www.ytzhihui.com/）
1.万方数据（http://webstads.sciinfo.cn/stads.do?index）
2.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http://ipub.exuezhe.com/qw.html）
3.皮书数据库（https://www.pishu.com.cn）
4.“智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及VIP 课程（https://www.zhihuiya.com/）
5.全球案例发现系统（www.htcases.com）
6.机械工业出版社工程科技数字图书馆（电子书阅读权限：http://ebooks.cmanuf.com）
7.墨香报纸库（http://publib.mxpaper.cn）
8.集刊数据库（http://www.jikan.com.cn/）
9.中华数字书苑（微信关注“数字书苑”公众号）

10.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http://library.koolearn.com/encryptedLogin/3661efc5c11824cf）
11.维普考试服务平台（扫码关注维普“掌上题库”）

12. KUKE(库克)音乐（www.kuke.com）
13.中华传统音乐数据库（http://music.cdcgcart.cn/）
14.51CTO学院（“51CTO学院教育版移动端”微信小程序）

15.爱迪科森网上报告厅（http://www.wsbgt.com）
16.爱迪科森职业全能培训库（http://www.bjadks.cn）

表1 疫情期间我校图书馆限时免费使用的在订数据库和试用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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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疫情期间多个数据库通过不同形式面向
全社会免费开放使用（免费时间限于此次疫情期
间，下同），没有IP地址限制，也不需要VPN设
置，多数数据库只需免费注册后即可正常使用，
非常便捷，其公益之心得到图书馆界和广大读者
的广泛赞誉。本文梳理了我校图书馆在订数据
库、试用数据库以及其他部分数据库的限时免费

情况，见表1。
3.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同的读者因生活、学

习、科研等原因需要获取新冠病毒及其造成肺炎
方面的知识。针对这一需求，越来越多的资源提
供商加入到提供相关知识的队伍中来，本文仅就
我校图书馆在订数据库的相关资源情况进行汇
总，见表2。

表2 疫情期间我校图书馆在订数据库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资源（2020年3月11日）

名称 资源

中国知网CMKI

维普中文期刊

国研网

EPS数据库

EBSCO外文数据库

超星移动图书馆

（APP）

资源内容

1.新冠肺炎专题研究成果网络首发平台（OA）
2.新冠肺炎科普图书推荐（在线浏览与下载）

http://cajn.cnki.net/gzbd/brief/Default.aspx
新冠肺炎防控与诊疗专栏：http://qikan.cqvip.com/Qikan/Academic/
virusIndex?from=index
疫情影响每日专报[4]（疫情速递、重要政策、经济追踪、金融市场、行业影

响以及提示与建议）：http://www.drcnet.com.cn/www/int/Leaf.aspx?uid=
9101&version=integrated&leafid=26493
新冠疫情实时监控平台：http://www.epsnet.com.cn/
以“COVID-19”（新冠肺炎英文简称）为检索词检索到相关资源2000多
篇，持续增加中：http://search.ebscohost.com/
1.《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宣传手册》等图书

2.开学前第一课：如何预防新冠肺炎、新冠肺炎防疫第一课（张文宏）等

课程

3.宅家防疫之知识问答题库等

资源类型

1.期刊（含外文）论文

2.电子书

期刊论文

资讯、数据等

实时数据、趋势图

期刊论文、新闻

1.电子书

2.在线课程

3.专题

针对各数据库推出的免费政策和相关资源，
图书馆及时梳理，通过微信公众号、QQ群等平台
及时向读者推送，方便读者获取资源。

（二）我校图书馆的活动安排
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不得不长时间宅在室

内，时间久了会对人的精神和心理带来不利影
响。为了丰富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缓解颓靡
心态，同时在精神上助力前方疫情防控战线上
的以医护人员为首的抗“疫”者打赢这场人与病
毒之间的攻坚战，我校图书馆在无法开展线下
活动的情况下，积极调整活动策略，联合合作伙
伴或业内联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线上活动，有
本校范围内开展的活动，有区域性活动，也有全
国性活动。

相关活动有：（1）利用“望·道”朗读亭的手机
朗读功能模块开展“为爱发声，共抗疫情”线上朗

读作品征集活动[5]，素材库中还特别添加了“共同
战‘疫’”素材库，鼓励参赛者通过声情并茂的朗
读为所有处于疫情中的人们加油打气。（2）长三
角科普场馆联盟、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联盟等机
构共同打响科普战“疫”——线上竞答活动，以答
题的方式达到宣传防疫知识、识破疫情谣言、科
普动物生态保护等目的。（3）我校试用数据库

“MET全民英语”学习资源库面向全国举办战
“疫”保卫赛——“MET全民英语”口语网络竞赛
2020年春季赛[6]。（4）由智慧芽公司面向全国主
办2020首届“智慧芽”院校专利分析大赛[7]，参
赛者可以通过主办方提供的免费资源全球专利
数据库及VIP 课程进行学习。这一活动给宅家
的读者一个学习新知识充实头脑的机会，有助于
加强读者对专利知识的了解，为我校图书馆计划
开展的知识产权服务打好基础。（5）由中信出版

张立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图书馆工作影响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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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编辑主持开展线上直播读书分享会“做复杂世
界的明白人”，疫情之下，把宅时间作为最好的充
电时间。

三、新冠肺炎疫情
对图书馆工作的启示

疫情是一场大考，我校图书馆在疫情期间做
出种种应对措施，对今后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
作用。

1.完善预案制度。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范
围内爆发后，教育系统做出推迟开学的决定，并
要求院校提前制定开学预案，做好开学后的防控
准备。图书馆也积极制定开放预案，保障开放安
全。我校图书馆制定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但其
中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容有所忽视，此次疫
情给图书馆完善制度方面提出警示，应对图书馆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增加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应对内容，并纳入相应的开放预案，形成
制度机制。

2.完善场所、设备等条件。像新冠肺炎疫情
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图书馆的开放
空间提出了更高要求。我校图书馆的环境在近
几年的内外改造后有了明显改善，但要更好地防
控疫情，还需加强读者进馆的有效管控、场所的
通风性能开通、公共设备及书报刊的有效消毒以
及对读者的防疫知识宣传教育等工作。以此次
疫情为契机，改造、完善图书馆场所、设备等，也
是图书馆服务读者的长久之计。

3.资源建设及服务启示。（1）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纸质资源使用受限，数字资源的重要性和
便捷性凸显出来。因《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
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要求以及经费问题，目前
多数高校图书馆的资源比例仍以纸质资源为高，
我校图书馆亦如此。此次疫情再次提醒我们，图
书馆资源建设的侧重点应从纸质资源为主逐步
转移到数字资源为主，这不仅是此类疫情期间的
必然选择，也是数字化时代的大势所趋。（2）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对纸质资源利用的影响，图书馆应
从服务角度打开局面，如加快校内外流通站建
设，将纸质资源按专业或人群特点分散开来，分

流资源的同时也是分流人群，减少读者在图书馆
的总聚集，降低疫情防控风险；再如提供纸质资
源跑腿服务，通过志愿者送书上门服务、校内跑
腿或同城快递服务，让读者无需到图书馆就能方
便获取所需纸质资源。

4.工作模式挑战。新冠肺炎疫情使居家办
公、远程办公成为主流工作模式，这需要工作人
员克服居家办公的一些缺陷，如容易被家人、家
务等干扰工作，家庭环境容易让人产生懒散状态
等。另外，组织内部的集体交流也改为线上会
议，钉钉、学习强国等应用中的线上会议功能进
入高频率使用阶段，这是对工作人员利用科技辅
助办公能力的挑战和磨练。居家办公除了日常
工作外，还有科研。科研是一项需要高度集中注
意力的工作，居家科研给工作人员带来的挑战更
大，但同时又给科研提供了一段绝好的大块时
间，是出科研成果的绝佳时机，需要工作人员克
服环境干扰，以高度的专注力和热情在科研方面
攻坚克难。

5.在线课程建设。停课不停学是疫情期间
教育部门对各类学校的任务要求[8]，我校积极通
过各在线平台如中国大学 MOOC（https://www.
icourse163.org/）、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
共享平台（http://www.zjooc.cn/）、智慧职教（https://
www.icve.com.cn/）开展线上教学。这是在线课程
迅速发展的重要阶段，我校图书馆尚未开设信息
素养教育课程，但可以借由这股发展势头展开在
线课程的调研工作，了解各平台的功能特点和课
程内容，为未来开设相关课程做好技术和内容方
面的铺垫工作。

四、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社会各领域各行
业承受着巨大考验，图书馆也在其中。在付出
重大代价的同时，图书馆也在利用现代科技不
断努力调整工作形式，体现着图书馆人面对疫
情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始终不变的服务意
识。新冠肺炎疫情阻隔了人群，却没有阻隔图
书馆的服务。在这次疫情阻击战中，图书馆没
有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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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various sectors of the society have been undergoing great
tests, and libraries are also among them. The work of our library has been affected to varying degrees in
resource construction, reader service, activities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However, librarians have
not been defeated by the epidemic. With the help of partners, they have constantly adjusted their work focus
and service methods, such as delay of the return of borrowed books, delay of database roaming or free use of
it, multi-form display of epidemic information, and various online activities. In the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the epidemic situation, the library has learned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gained useful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COVID-19; library management; read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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