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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证的创业大学生知识获取、
转移模式及路径研究

——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大学生为例

宋国臣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摘要：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团队分析了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大学生创业情况、创业知识构成和创业知识

的获取路径。创业大学生知识获取、转移的途径主要有现代学徒制、创业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创业大赛平台的引

领和激励、网络创业知识的挖掘和获取四种方式。应通过建立诚实守信的心理契约、建立优化知识转移机制、构建

虚拟和现实创业学术社区等方式来促进大学生创业知识的转移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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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被称为“小
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的国际商贸名城—浙江
省义乌市。义乌浓厚的商业氛围为义乌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提供了良好的便利条
件。创业教育一直是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鲜
明的办学特色和重要品牌，学院先后被评为“创
业型试点高校”、“省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
基地”和“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
从事电子商务创业具有“门槛低风险小”的天然
优势，因此电子商务也成为大学生创业的首选
方向。目前，学校有1000余名在校生投身创业
实践活动，年收入超3500万元。学校自2008年
单独设立创业学院以来，创业学院先后开设电
子商务创业班、创二代实验室、速卖通实验室
等，并设立有12800平方的创业园。目前，创业
学院已初步形成电子商务培训、大学生创业、创
业基地孵化等集创、教、研“三位一体”的创业教
育管理模式。

当前，知识组织、知识转移是人文社会科学
的重要研究范畴。但是，已有的研究过多地偏重
纯理论的研究，基于实证的知识转移研究仍然较

少。正如郑州大学付立宏教授所言：“现有关于
知识转移的研究成果大都是思辨的产物，少见实
证研究。”[1]南开大学于良芝教授也坦言：“国外图
书馆学著述更多地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而我们
国内的著述更多地建立在思辨的基础上，它们的
区别在于前者产生知识（knowledge），后者产生
观点（personal opinion）。”[2]基于此，本文将在分析
调查创业大学生知识转移案例的基础上，深入分
析创业大学生知识获取、转移模式及其路径，并
试图探索总结出创业大学生知识转移、获取的特
点和规律。

二、创业大学生调查分析

（一）创业情况调查分析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每年面向

有志于创新创业的学生招生120名，分3个班进
行创业分类管理和培养。由于创业学院大一新
生正处于创业理论学习和探索的初级阶段，调查
分析的意义不大。因此，我们主要面向大二大三
的240名创业大学生进行调查分析，重点从创业
平台、创业规模、团队人数、年销售额、创业等级、
未来愿景等方面分析创业学生的创业情况，并以
此作为分析研究创业大学生知识获取、转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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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基础。调查结果见表1。

创业学院大二大三创业学生原本应有240
人，但经过调查，有17位学生认为自己不适合
创业，中途退出了创业班；这也侧面反应出大学
生创业的风险性与残酷性并存，并非每一位大
学生都适合创业。因此，本次调查共设计并发
放调查问卷223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198份，
有效回收率为88.8%。在所调查的198位同学
中，选择做国内电商（主要包括淘宝、京东、天猫
等）的同学有69人，占总人数的34.8%；选择做
跨境电商（主要有速卖通、eBay、wish等）的同学
有125人，占总人数的63.1%；选择同时兼做国
内电商和跨境电商的同学有31人，占总人数的
15.6%；选择做微商及其它的同学有35人，占总
人数的17.7%。选择做跨境电商的人数远远超
过选择做国内电商的人数，说明当前国内电商
（淘宝、京东、天猫等）竞争异常激烈，大学生做

国内电商的发展空间已经被严重挤压，以小额
贸易出口为目标的跨境电商正在成为大学生创
业的主战场。

在对198位创业同学的团队人数调查中，团
队中1～3人、4～7人、7人以上的分别有105个、
67个和26个，分别占比53%、33.8%和13.1%。由
此可以看出，在校创业学生中大部分还处于创业
的初级阶段，团队人数少规模小。在对198名从
事创业的大学生销售额调查分析中可以看出，营
业额在20万-50万的创业学生较多，营业额在50
万以上的同学占比较少，营业额在100万以上的
占比更是少之更少。由此可以看出，创业大学生
人均营业额仍然偏低，他们当中真正能在电商平
台做大做强的凤毛麟角。

创业等级是一个店铺发展水平、规模的重要
体现，所以创业学生的创业等级占比基本与销售

表1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学生创业情况调查分析

调查项目

主要从事创业平台

创业团队人数

年销售额

创业等级

未来愿景

调查选项

国内电商（阿里巴巴、淘宝、拼多多、天猫等）

跨境电商（亚马逊、速卖通、eBay、wish等）

微商及其它

1～3人

4～7人

7人以上

20万元以下

20万～50万元

50万～100万元

100万元以上

钻石卖家（初级卖家）

皇冠卖家（中级卖家）

金冠卖家（高级卖家）

其它未分等级卖家

未来坚持创业并有明确奋斗目标

未来可能创业优先于就业

未来放弃创业，选择就业

说不清楚，暂时无法决定

比例/%

34.8

63.1

17.7

53

33.8

13.1

32.8

40.9

18.7

7.1

38.9

41.5

0.05

19.55

38.9

22.3

19.6

19.2

注：创业等级一栏中，由于各个创业平台对卖家采用不同的评分等级和划分标准，所以我们在统计中进行了归类

整合，尽量按照大众所能接纳的钻石卖家、皇冠卖家和金冠卖家进行区分；由于有些电商平台未标明或者取消了卖家

等级评定，故设置了“其它未分等级卖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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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占比相符。处于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的钻石
卖家和皇冠卖家占总数的80%以上，处于高级阶
段的金冠卖家仅有一人。在创业学生对未来愿
景调查分析中，有38.9%的学生会选择毕业后继
续创业，19.6%的同学会在毕业后放弃创业然后
选择社会就业，其余部分同学则基本持观望状
态，仍在创业或就业两者之间徘徊。

（二）创业大学生知识构成及知识获取路径
分析

经过和创业导师以及创业同学的商议和沟
通，我们将敏锐的创业嗅觉、网店美工装修技术
和外语水平、创业平台的研判和选择、创业团队
的掌控力、创业事业拓展、有效的客服沟通等作
为创业知识调查的重要选项，同时，为了减少对
被调查者的误导，我们将各个选项以随机排序的
方式发放给被调查创业大学生。最后统计结果

如下表2，各选项得分均值高低依次为敏锐的创
业嗅觉（9.68分）、创业团队的掌控力（9.61分）、
创业平台的研判和选择（9.53分）、创业视野拓展
（9.33分）、网店美工装修技术、外语水平等（9.30
分）、网络营销技术及策略（9.26分）、客服沟通技
巧（9.21）。由此可以看出，创业大学生并没有将
网页制作和店铺装修经营等基础性实用性知识
放在创业行为和创业知识的首位，而是将敏锐的
商业嗅觉、灵活的团队掌控、谨慎的创业平台选
择等作为创业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创业
的头部构成和灵魂。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创业知识获取的途径主要包括学校专创
业导师的专业指导（9.59）、为创业学生设置的创
业课堂（9.28）、团队之间的沟通交流（8.62）、网络
创业知识获取（8.51）。

表2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生知识构成与获取渠道均值统计分析

调查项目

创业知识构成

创业知识的获取渠道

调查选项

敏锐的创业嗅觉

创业团队的掌控力

创业平台的研判和选择

创业视野拓展

网店美工装修技术、外语水平等

网店营销技术及策略

客服沟通技巧

创业导师的指导

学校专设的创业课程

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网络创业知识获取

分值

9.68
9.61
9.53
9.33
9.30
9.26
9.21
9.59
9.28
8.62
8.51

三、创业大学生知识获取、
转移的途径分析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创业大学生知
识构成中既有显性知识，又有隐性知识，既包括
理论知识，又包括应用知识，集中表现为多种知
识类型的交叉融合和有效集中。经过调查和梳
理，我们发现创业大学生知识获取、转移的途径
主要有现代学徒制（由导师向学生的知识转移）、

创业团队成员的沟通与交流（由创业学生向创业
学生的知识转移）、创业大赛平台的引领和激励
（创业高手之间的知识转移）、网络创业知识的挖
掘与利用（由网络向创业学生的知识转移）四种
途径。

（一）现代学徒制仍然是创业大学生知识获
取、转移的重要路径

目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设有
创二代实验室、速卖通实验室、wish实验室、花样
年华工作室等多个由创业导师指导、运营和管理

注：此表分值得分标准为：创业学生按照每个调查选项按照0-10分的分值来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宋国臣：基于实证的创业大学生知识获取、转移模式及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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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业工作室。创业导师大多数都具有国内电
商和跨境电商的实践经验，有4位创业导师所带
领的创业团队年销售额超过了200万元。每个
创业导师负责20-30人的创业团队，团队成员根
据导师的指导和自身的特点选择国内电商或跨
境电商作为自己创业的主攻方向。创业导师会
在创业平台研判和选择、产品优化选择、关键词
描述及优化、店铺经营及管理、产品营销、爆款产
品打造、直通车推广等方面对创业大学生进行全
方位的指导。案例1：

家境贫寒的陈同学一直在跨境电商平

台速卖通上从事电商创业工作，由于周围

同学大都在做打底裤、裙子等女装服饰，陈

同学在速卖通平台上也一直跟风从事女装

的经营。从事创业一年多来，创业成绩平

平。为此，她专门请教了金牌创业导师，导

师在分析研判她的创业平台之后，给出了

以下建议：

①产品结构优化。女装同质化竞争太

过激烈，采用产品差别化发展战略，考虑增

加饰品、首饰等产品，选品上要做“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产品要定期“推陈出新”。

每天上传几款新产品，同时将3月内曝光量

低的产品及时下架，以提高整个店铺点击率

和浏览量。

②关键词优化。定期从速卖通后台筛

选搜索量全球排名靠前的关键词，并运用热

搜的关键词不断充实、调整、优化自己的产

品信息描述。

③打造爆款产品。选取成交量排名靠

前的2-3款产品作为爆款预选，同时对选择

的爆款产品进行限时大折扣和直通车推广，

两种营销推广方式叠加运用，以点带面，最

终达到以爆款产品带动整个店铺快速增长

的目的。

④开通海外仓。开通海外仓可以让客

户在 15 天甚至更短时间内收到货物，从而

极大地提升用户购物的满意度。

陈同学按照金牌创业导师的指导方法，

不断调整优化店铺经营方法和策略，不到半

年便取得明显成效，2018年整个店铺的经营

业绩达到了13.6万美元，并组建了稳定的4

人创业小团队。

由此可见，由创业导师和创业学生所形成的
现代学徒制仍然是创业大学生知识获取、转移的
重要的途径。

（二）创业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
根据调查，创业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相互

学习也是实现创业知识转移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事电子商务创业的大学生在平台筛选、产品选
择、产品优化、店铺运营、流量曝光等方面遇到问
题时，往往会向有经验的创业同学求助，进而实
现了创业大学生之间正向有序的知识转移。当
一个班级出现几个创业较为成功的学生时，班级
其他同学就会以成功者为榜样，并不断向创业成
功者学习创业知识和经验，进而带动整个班级的
创业激情，提升整个班级的创业成功率。创业学
院经常出现个别班级创业情况较好、其他班级创
业情况一般的局面，这正是由各个班级创业知识
转移的不均衡所导致的。

（三）创业大赛是创业大学生知识获取、转移
的重要平台

学校每年都组织创业大学生参加浙江省乃
至全国的创业大赛，近年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创业大学生已经荣获浙江省和全国创业大
赛奖项26人次，在同类高校中名列前茅。2018
年，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创业作品“蹭范趣
——专注城乡家宴服务”荣获全国“创青春”创业
大赛金奖，是全国唯一一个问鼎金奖的高等职业
院校。创业大学生通过参加创业大赛获得了与
全省乃至全国创业高手同台竞技的机会，既开拓
了创业视野，又提高了创业技能。因此，创业大
赛是创业大学生加快知识转移、促进知识转移增
效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对于创业大赛平台的重
要性，有创业导师这样评价：“大学生通过参加创
业大赛，既增长了知识，又拓展了创业视野，变得
更加自信与成熟了，整个人形象彻底改变了；如
果仅仅依靠在学校内学习与创业，几乎很难完成
这样的蜕变。”

（四）网络创业知识的挖掘和与利用
网络创业知识的发掘和利用也是创业大学

生知识获取、转移的重要途径。根据调查，当创
业大学生在网店运营中遇到困难时，上网需求
帮助已经成为大多数创业大学生的首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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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各大电商平台已经开通了较为完整的网店
运营指南和相关视频，大学生足不出户即可掌
握一系列网店运营知识和技巧。以跨境电商平
台速卖通为例，该平台发布了店铺装修、营销策
略、如何开直通车、关键词优化等多个视频，可
以手把手教创业者进行店铺装修经营等活动；
该平台还精心设置了开店常见问题问答FAQ，
创业者遇到任何疑惑即可通过FAQ快速获得相
应的解答；此外，该平台还设有虚拟社区论坛，
创业大学生可以通过论坛学习相关创业知识并
发现商机。据我们统计，目前淘宝、天猫、京东、
拼多多、wish、ebay等平台都开通了关于网店经
营的相关视频和FAQ，创业者可以据此轻松打
开电商创业的大门。

创业大学生不仅在网上挖掘和获取相关的
创业知识和技巧，而且还通过对网络信息知识的
及时捕捉，开辟创业新天地。比如速卖通平台主
要针对的是俄罗斯、巴西、西班牙等国家，创业大
学生于同学通过网络搜索并分析这些国家的服
装穿着、饰品佩戴等特点，通过与工厂合作等方
式研发出适合这些国家居民爱好和品味的服装
和饰品，从而在跨境电商创业上取得了较大成
功。创业大学生周同学上网时无意中发现，有很
多人抱怨专卖老人鞋帽衣服的网店很少，给长辈
买衣服的时候很难选到合适的款式，因此周同学
马上调整产品方向，开通专卖老人鞋帽衣服的网
店，取得较好的销售业绩。

四、加快创业大学生知识转移的
策略和措施

根据知识转移的分散理模型理论，一个团队
如果有成员对自己的知识有所保留，不愿同其他
人分享自己擅长性的知识，那么这个团队的知识
转移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知识共享就会面临风
险[3]。一些创业大学生为了维护自己的核心商业
利益，往往不愿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和技巧，进
而造成创业知识转移上的障碍和鸿沟。影响大
学生知识转移的因素主要有转移的主体和客体
（能力势差、表达和接受能力等）、转移机制、转移
情境、转移策略等，要加快创业大学生知识转移
的有效性[4]，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建立诚实守信的心理契约
良好的信任关系是促进创业大学生知识有

效转移的关键核心。知识转移的主体和客体之
间要消除相互猜忌的不信任心理，双方应建立互
帮互助、诚实守信的心理契约[5]。优秀的创业者
即知识转移主体要尽可能地放下心中芥蒂，敞开
心扉，将自己丰富的创业知识与其他创业者分
享，尽最大可能促进创业知识的转移，从而带动
整个创业班级或团队创业知识的集聚和增值；而
其他创业者即知识转移客体则要信守承诺，遵守
不侵犯优秀创业者核心商业利益的精神契约。

（二）建立完善知识转移机制
学校层面应制定优化知识转移的机制和措

施[6]，比如优秀创业大学生愿意分享其创业知识，
并积极带动其他同学创业者，学校可以考虑给予
其增加学分、评奖评优等奖励；在创业知识共享
过程中，对某些通过简单仿制优秀创业者产品、
低价竞购等不正当手段获利，并恶意侵犯优秀创
业者核心商业价值的创业大学生要制定相应的
惩罚措施。要通过制定完善相应的制度和措施，
畅通知识转移渠道，促进创业大学生知识转移的
正向有序流动。

（三）构建虚拟和现实兼具的创业知识交流
社区

要构建虚拟创业学习社区，比如建立创业
BBS等，创业学生可以充分自由地讨论交流有关
创业的知识信息，从而促进创业知识的有效转
移；同时在实体方面，要定期举办创业论坛，邀请
校内外的创业达人创业大咖来校开展讲座或学
习交流，以此带动创业学生的知识增值。要组建
稳定的组织机构来专门负责策划和实施创业大
学生知识分享、转移的方案和活动，通过一系列
举措来保证创业大学生知识转移的有效性、可持
续性和稳定性。

（四）创建学习型组织，开发完善大学生知识
共享方式

知识组织的理想状态就是充分发挥员工的
创造性思维能力，建立起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
平的、可持续发展的组织。要加快知识转移，创
业大学生就必须以团队为基础，创建学习型组
织，设定未来愿景，加强团队学习，充分发挥团队
成员的创造性思维，让学习型组织成为创业大学

宋国臣：基于实证的创业大学生知识获取、转移模式及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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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知识转移的重要阵地和催化剂。同时，要开发
和完善创业大学生知识共享方式，搭建共建共享
的创业大学生知识数据库和平台，要将优秀创业
者的成功经验做成经典案例集锦并配以创业导
师的精彩点评，供初级创业者借鉴和使用。

综上所述，以电商为主的创业大学生知识转
移有别于一般的学术性知识转移模式，学术性知
识具有公共性、可共享性等特点，而创业大学生

本身就具有较强的逐利性、排他性等特点。因
此，创业大学生的知识转移注定要受多种因素的
影响和制约，比如如何说服优秀创业者尽最大可
能地分享其创业知识、如何避免优秀创业者在知
识分享转移过程中其核心商业利益不被侵犯、如
何建立创业知识转移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信、如
何畅通创业知识转移机制等等，这些都是有待解
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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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e analyzed the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situation, the composition of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 and their acquisition path of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in YiwuIndustry & Commercial College；And totally there were four ways for entrepreneurial
college students’acquisition and transfer of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 which were modern apprenticeship,
knowledge transfer among entrepreneurial members, the guidance and incentive of entrepreneurial
competition platform, and the excav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online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 Therefore, we
should establish honest and trustworthy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ptimize knowledge transfer mechanism,
build virtual and real entrepreneurial academic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transfer and efficiency of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entrepreneurship；e- commerce；knowledge acquisition；knowledge
transfer；transfer mod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Mode &Path of Entrepreneurial College
Students’Knowledge Acquisition &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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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教育阵地被视为大数据应用的重要领域。从教育层面来看，高校是大数据的使用

者和发展者，提升高校对于大数据的运用和重视，引导高校运用大数据来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具有重要意义。高校

要树立大数据思维，提升大数据素养能力；创新认定机制，提高资助精准化程度；强化数据安全意识，加大数据保护力

度；推动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大数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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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因人而生，由人发展，为人所用，具有
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
网＋”行动计划，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1]。2017
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
体学习中明确指出：“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
阶段”，要懂得大数据，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大
数据推进各项工作的本领，不断提高对大数据发
展规律的把握能力，使大数据在各项工作中发挥
更大作用[2]。从国家层面来看，把大数据当作基
础性战略资源的举措，表明了大数据在新时代科
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家人才强国战
略中的突出定位，势必要抓住大数据在新时代的
战略机遇；从高校层面来看，大数据有助于推动
高校资助工作的精准化水平，有助于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实现。由于高校精准资助工作综合多
个领域，融合多个部门，涉及不同要素，构建新型
的精准资助协同体系需要从各方诉求出发，寻找

“最大公约数”，靶向瞄准，从而推动高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的规范化、常态化和可持续

化。可以说，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认定
离不开大数据，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认
定关键在于大数据，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
认定的大数据应用已成客观趋势。

一、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学术研究述评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
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国家“十三五”规划关
于对学生资助工作整体布局中，更是将“精准资
助”的理念贯穿始终。关于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认定研究文献在近四年出现迅速增长，给高校
资助工作带来了新思路，但也存在些许不足。总
体来看，一是剖析有限。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分析
和实践研究层面围绕大数据来探索高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的实现路径作了不少先驱
性的研究，但还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如聚焦
于引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面临问
题的因果分析及大数据视域下精准认定家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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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困难学生工作的价值诉求和未来展望策略选
择的阐释不足，侧重于从理论维度解释框架，较
少从实践维度框架构建的视域寻找高校精准资
助工作的整体性对策；部分研究成果偏重于对目
前高校精准资助工作的“政策导向”和“问题导
向”，对以大数据来提升高校精准资助“何以可
能”“何以可为”则略显不足。二是视角有限。截
止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三全育人”、“互联
网＋”、协同管理等视角对大数据与高校精准资
助育人工作“逻辑关联”“何以可能”和“何以可
为”等进行了研究，研究主要从客观科学角度阐
述目前高校在实施资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引发高校未能做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
认定的因素多而复杂，学者们结合目前全国高校
在资助领域面临的问题、困境和实际进行了深入
剖析，譬如，大数据思维视角（李悦，2018；胡徽，
2019）、大数据时代资助机制创新（王凤磊，2018；
陈涵，2019）、资助数据平台构建（朱平，2017；魏
金婷）等。整体上看，大数据视角下高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研究大都经历了大数据在
推进高校资助过程中所含有的价值意蕴，然后阐
述当前存在的对大数据认识不足、利用不足、发
展不足，最后提出大数据时代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精准认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刘玉霞，2016；
林于良，2017）。三是认识有限。当前高校在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中存在高校、地方民政
部门、家庭、大学生协同效应单一问题，没有有效
发挥合力作用，无法形成资源互补效应。譬如，
认定程序公平公正问题（谭亚军，潘用学，2018）、
贫困生认定机制偏差（杜志欣，2019）、资助错位
困境（壮丹丽，2018；娄志刚，2018）、资助力度水
平不合理（谢秀兰，2018）等。同时一些学者主张
探索保障型资助到发展型资助格局转型：黄维
（2018）提出大学生资助制度需要提升资助理念、
完善资助内容、瞄准资助对象、健全资助主体以
及优化资助效率,进而实现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王长喜（2019）提出建立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的弱
势补偿机制,优化无偿资助和有偿资助的比例结
构,提升“资助-自助-诚信-感恩”育人实效等。
四是内容有限。多项研究表明大数据有助于激
活高校精准资助工作的内生动力，相关的理论基
础有基于大数据提升资助育人新模式（李静，

2019）、大数据下精准资助工作载体创新（陈涵，
2019）等；李茜茜（2019）探究在“三全育人”模式
下的资助内容、存在的问题,提出依托大数据信
息,更精准地实现资助育人,为高校实现立德树人
目标打下坚实基础；牛晓峰（2019）提出构建以大
数据为基础、以课程体系为载体、以校园文化为
纽带、以育人队伍为主体、以成长成才为目的的
精准化资助育人模式。由此得知，以上研究文献
中运用大数据来实现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的“供给侧改革”，有助于拓展高校精准资助育
人的工作新内容，为高校的精准资助工作转型优
化升级提供参考。

二、大数据与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精准认定逻辑关联

高校资助工作是衡量一所高校育人水平和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党的十九大报
告明确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可以
说，精准不仅是扶贫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学生
资助工作的内在要求，而大数据可以做到资助工
作由原来的“粗放”与“漫灌”向“精细”与“精准”
逐渐转变。

（一）提升工作效能，打通教育领域精准资助
“最后一公里”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
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
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运用大数据
实现精准资助在战略上更加凸显以学生为中心，
这是以学生为主体思想的重要体现。在指导思
想上大数据有利于固化形成一种精准精神，即精
准的思想、精准的态度、精准的贯彻、精准的执
行；在方法手段上大数据有利于精准到生，靶向
瞄准，个性化施策；在实施效果上大数据有利于
创新精准资助可持续发展的系列方法模式，有助
于打通教育领域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针对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问题，2018年教育部、财
政部曾印发《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高校对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认定，主要依据《高等学校学生及家
庭情况调查表》，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组织
实施，二级学院党委副书记为组长，辅导员、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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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负责具体组织和审核工作，年级或班级成立认
定评议小组，开展民主评议工作[3]。2019年，教
育部发布《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的通知》，其中
对高校贫困生资助方式有所调整，文件指出：“取
消高校学生申请资助时需由家庭所在地乡、镇或
街道民政部门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予以证明的
环节，改为申请人书面承诺”[4]。从上述两个文件
对比可以发现，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资助
时，不再需要向有关部门证实“家庭确实困难”
了，这一政策既保证了贫困生可以享受到相应的
补助，同时还有助于贫困生有尊严地获得教育环
境。由此得知，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资助工作也在
与时代同步发展，同向同行，这也为大数据在资
助工作领域的运用创造了新环境。具体而言，一
是大数据能够推动高校资助工作方式转变，有助
于将之前的主观认定转向依靠客观数据对贫困
学生进行客观认定；大数据可以通过获取学生所
在生源地经济水平信息、学生家庭经济及成员信
息、学生日常消费情况、学生本人及受资助信息，
从而实现经验型思维向基于数据支撑的科学型
思维的转变，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精准资助工
作各要素和各环节，推动资助工作指导方式创
新，防止片面依赖经验决策或因经验不足难以决
策等情况发生。二是大数据可以依据贫困家庭
的精准扶贫数据，将此类家庭的贫困学生进行梳
理，建立贫困学生数据库，由高校等机构共享，促
使认定更加精准与科学，真正做到“一个不错”

“一个不少”。三是高校运用大数据理念与技术，
采集、分析与处理学生消费信息，打造智慧资助
数据系统平台，实现对贫困生的动态管理，从而
进一步提升学生资助政策实施成效，提高资助精
准度。

（二）促进教育公平，寻求教育领域精准资助
“最大公约数”

精准资助是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立德树人是主旋律，精准资助是关键词，资助精
准度不高或实效性不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短板。大数据能够解决当前高校在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中的问题，为科学认定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决策基础，并将极大提升高校
精准资助工作效能。从思想上看，精准资助从制
度和根本上保障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

而失学，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观在新时代的重
要发展；从大学生发展视角上看，精准资助中提
出的资助育人理念，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接班人
所具有的重要特质，以及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加
快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路径[5]。具体到大数据而
言，一是大数据通过获取、处理和分析资助数据，
以有效的信息技术手段和计算方法，发现和提取
受助信息数据的价值，为高校资助工作提供高附
加值的应用和服务，促使了高校资助工作的创新
化与深度化。二是大数据能够实现精准识别和
提高资助效率。从资助对象的纳入环节来看，存
在着资助对象识别不精准、识别过程不规范现
象，而大数据有助于提升精准资助的科学运行机
制，以保证扶贫政策执行的规范和有序。三是实
现精准识别。大数据能够精准识别资助对象、简
化工作流程、促进数据互融互通、精准分配资助
资金、动态调整追踪。四是提高资助效率。大数
据能够准确甄别贫困的真实性，通过采集学生的
日常生活消费数据、勤工俭学、社交特征以及行
为轨迹等信息，非常精确地知晓其经济状况，为
确定名单提供可靠依据。

（三）实现供需匹配，优化教育领域精准资助
“内容供给”

高校是大数据的使用者和发展者，提升高校
的大数据素养和引导高校使用大数据来创新资
助工作是大数据时代高校资助工作内容质量提
升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大数据有助于推动高
校资助工作“供给侧改革”与优化内容供给，这也
意味着高校资助工作的内容质量提升必然以大
数据为驱动要素。具体而言，一是创新高校资助
信息精准化体系。大数据方便对数据进行分类
管理，能够结合定量测评和定性分析，保障指标
机制科学化，做到资助数据信息的精准化运用。
二是完善高校资助信息精细化程度。大数据可
以设计实施大学生信息采集、跟踪管理、信息更
新全方位全节点的资助数据可视化。三是优化
高校精准资助指导服务工作。指导服务是资助
工作的基础工作，要更加个性化、精准化。大数
据以精细化管理为手段，以信息化平台为基础，
通过分析学生年度和学期受助金额和受助形式，
形成数据共享、集成与分析模型，从而开展精准
性的开展资助工作。大数据以互联网大数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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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保障，可以全方位的对签约就业协议或劳动
合同就业、其它形式就业、升学、出国出境、未就
业和暂不就业等情况的贫困生进行精准界定并
分类统计。有助于精准帮扶特殊贫困群体，通过
一对一服务，精准推送政策和信息。四是大数据
资助能够彰显教育公平公正，营造风清气正的校
园风气。在传统的资助工作方法里，提出申请、
出具证明、投票公示、名单确定等环节都具备人
为操作的可能性，而大数据分析的客观性能有效
地遏制不公正现象，让资助的款项真正进入贫困
学生的口袋。

三、运用大数据不断提升高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精准化水平

大数据能够拓展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
准认定的实践路径，创新精准认定工作机制，推
进精准资助实施进一步优化升级。

（一）树立大数据思维，提升大数据素养能力
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迫使高校资助中心

建立起以数据说话的定量决策思维，根据时间长
度、空间广度的大数据分析，使高校精准资助工
作主客体对相互之间思想和行为变化及特征的
把握更加真实、全面，既能从变化的数据中寻找
因果关系，又能从系统的数据中寻找关联要素。
具体而言，一是整合数据资源。进一步整合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数据资源，将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
息系统与民政、扶贫、残联等部门有关信息系统
对接，对基础信息进行共享和比对，加强资助数
据的获取、筛选、整理、组织、分析和决策，确保建
档立卡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家庭学生、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等信息全部
纳入“贫困生”数据库，同时确保信息真实有效。
二是细化资助服务体系。高校资助中心应遵循

“数据为主、价值导向、精准认定”的工作思路。
关注特殊困难大学生进入大学后生涯成长，运用
大数据精准资助帮扶，加强多维度、全程化精准
资助指导力度，建设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资助
工作指导师资队伍，将大数据素养能力提升和大
数据知识纳入高校资助工作指导教师培养的内
容体系，培养大学生资助工作的大数据专门人
才，不断完善精准就业服务发展支持体系。三是

加强工作协同。运用大数据来处理海量信息，对
信息处理的要求更高，信息的采集、分析、处理和
存储各个环节更需要各部门间建立资源共享、协
作攻关的动态合作机制，科学利用大数据进行信
息整合，打造精准资助工作“一盘棋”格局，否则，
大数据战略只能是一盘散沙。

（二）创新认定机制，提高资助精准化程度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精准不仅是扶贫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学
生资助工作的基本要求。运用大数据精准认定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是要做到对象认定精准、
项目匹配精准、项目力度精准。具体而言，一是
对象认定精准。大数据提升指标机制科学化，保
障对象认定精准。大数据进一步健全“信息采
集、量化测评、民主评议、实地走访”四维程序，并
结合定量测评和定性分析，集中认定与动态调
整、校内评议与校外走访的认定方式，探索新生
入学前家庭走访新模式，做到认定对象指标明
晰，精准认定资助对象。二是项目力度精准。信
息手段智能化，保障资助力度精准。大数据以精
细化管理为手段，以信息化平台为基础，增强资
助和受助数据共享、集成与分析功能，保证实现
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确保资助
力度真正符合学生实际所需。首先，运用大数据
将学生家庭所在地、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收入情
况、教育支出情况、医疗支出情况、负债情况、受
灾情况等进行汇总；其次，利用大数据对学生心
理和生活状况进行集成分析，并用算法科学检测
学生饭卡消费、银行卡收支、学生贷款记录等情
况，做到每学期对数据库进行更新。通过细致的
情况统计和优化数据统计方法，筛除不能反映真
实情况的“坏数据”，保留“好数据”，形成科学量
化评估指标体系，进而最终确定受助学生名单[6]。

（三）强化数据安全意识，加大数据保护力度
提高数据安全保护意识，确保信息安全是用

好数据的前提。具体而言，一是提高安全防范意
识，确保隐私安全。在享受大数据为资助工作带
来便捷的同时，需不断强化资助工作人员的数据
安全保护意识，提高受助群体的隐私保护，在数
据采集、使用与共享的过程中，强化数据监督检
查和信息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大数据精准资助工
作安全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水平。二是不断完善

10



学生资助信息安全管理机制，切实保护受助学生
个人隐私。规范学生资助信息系统的使用权限
与范围，科学与严谨公开各类学生受助详实信
息，强化学生资助信息终端设备及网络环境安全
管理，落实信息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学生资助管
理人员的信息安全防范意识。强化数据各阶段
使用保护，在资助数据使用阶段，运用技术对数
据进行智能分类，通过对敏感数据进行特别标识
与脱敏处理或者“差别隐私”，将数据信息模糊处
理，促使大数据库的查询不是现实精确的结果，
而只是相近的结果，防止信息泄露。在资助数据

共享阶段，对数据异常调用行为进行实时监测，
并制定统一、完整的资助信息管理规范体系。

总体来看，在大数据背景下，不再是“一把钥
匙开一把锁”，而是“一把钥匙可以开不同的锁，
而同一把锁也可由不同的钥匙来开”。利用大数
据开展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有利于
实现资源配置的精准化，有利于资助管理决策的
科学化，有利于在资助公平和学生尊严之间找到
平衡，既充满人性，又精准高效。可以说大数据
技术与高校资助工作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引发“资
助生态”的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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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he education position is seen as an important field
of big data from education level. As a big data users and developer, it’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dentify the college students with finacial difficulties by using the analysis of big data. The
colleged& universities must set up big data thinking, and improve their data literacy; We should innovate the
recognition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funding and we should strengthen data security
awareness and strengthen data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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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医学ESP课程体系模型，以新创建的ESP学科体系模型为课程讲授的核心内容，以医学ESP课程的先进

教育价值理念为指导，目标是使学生全面掌握医学专门用途英语学科体系的本质规律和方法体系，亦即现代医学的思

想方法和语言表达方法及言行规范方法，以及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科研思想方法，具备运用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这个工

具进行医学工作的思考、表达、实践和研究的基本能力，实现培育医者仁心、塑造现代医者的全面素质，培养创新型医

学专门人才。实施“师生共创，英医结合，能质双收教学模式”，运用精细化定量化指标评价方法，强调边教学边改革完

善的改革机制。该研究以典型案例为标本，力图创建ESP通用的课程体系模型，并为高校外语教育教学改革探讨创新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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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用途英语（ESP），是以专言专语形态和
特定表达方式规范和表达、交流各种专门学科、
专门职业和专门领域的专门内容的英语。这个
概念揭示了专门用途英语的本质和本质规律，为
ESP研究和教学提供了核心内容体系。医学专
门用途英语，是以西方医学的医言医语形态和特
定表达方式规范和表达医学学科、医疗医药职业
和医疗医药领域的专门内容的英语。本研究以
现代医学ESP为典型样本，探讨以创新的ESP学
科体系为中心内容的ESP课程体系的整体内容
和通用模型。

一、医学专门用途英语的课程体系

探讨医学专门用途英语的课程体系，按照科
研的逻辑方法，还是要从明确概念入手。中国科
学院院士郭雷说：“科学成果创新至少依赖两个重
要方面。一是科学概念的创新，这是建立新理论
的基石和知识进步的阶梯；一是科学方法的创新，
这能让人类不断拓展自身的认知能力，推动科学
向纵深发展。”[1]我们力图运用科研逻辑的创新方

法，建立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体系的创新概念。
（一）医学专门用途英语的课程体系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的课程体系，是医学专

业，也就是医学院校整体课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
分，是其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科目的课程体系。

1.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体系的概念内涵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的课程体系，是在21世

纪先进教育价值理念指导下，紧紧围绕医学专门
用途英语这个学科的内容体系，为实现医学院校
培养目标和本学科课程体系目标，按照课程模型
构建的教学活动应用体系。

2.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体系的概念外延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体系，特指医学专门

用途英语技能教育学科课程体系，其中包括本科
生、专科生、中专生的学科体系规律课程和硕士、
博士研究生的科研理念方法课程，以及在职医务
人员贴岗培训课程。

3.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的性质
ESP作为应用语言，是思维和实践的专门

工具。ESP课程，是素质养成和技能培育课，是
通过掌握ESP工具而塑造职业理念、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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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职业能力的课程。它不是单纯的语言知识语
言技能课程，区别于普通公共英语课；又不是用
英语讲的零碎医学课，它以独特的内容和功能

成为医学高校课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
其中工具技能性辅助课程和人文塑造课程（见
图1）。

图1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性质示意

4.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功能体系
医学ESP学科体系（模型）的研发成功，使得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有了独立而系统的教学

内容，同时也赋予了本课程素质培养、技能培育、
助力医学课程学习和培养从业能力及创新研发
能力等多种功能（见图2）。

图2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的功能体系

（二）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体系模型

二、指导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的
先进教育价值理念

指导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的先进教育价

值理念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面对整个教育领域的
先进教育价值理念，一个是针对医学专门用途英
语教育的先进教育价值理念。

（一）21世纪中国先进教育价值理念
素质教育是21世纪中国教育的主导理念和

伊小琴：创新型专门用途英语（ESP）课程体系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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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实际上已经界定了21
世纪素质教育的素质体系，报告指出要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2]，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
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

（二）医学专门用途英语教育的先进教育价
值理念

1.现代西医学科的先进价值理念。世纪之
交，现代西医学科的先进价值理念是什么？从总
体思路上说，就是重建西医学科的学科体系。重
建的思路就是补上残缺的短板，使这个学科如同
木桶一样圆满起来[3]。这个短板就是人文的缺失
和人文教育的缺失。

2.专门用途英语教育的先进价值理念。教
育部高教司2007〔1〕号文件提出，大学英语教
学要“切实提高大学生英语专业水平和直接使
用英语从事科研的能力”[4]。英语专业水平，对
于医学生来说，就是要具备医学专门用途英语
的水平和能力，具备直接使用医学专门用途英
语从事医学药学科研的能力。这实际上就是
提出了医学生运用英语从事专业工作和专业
科研的专门素质能力要求，就是培养目标的专
门要求。

三、医学专门用途英语的
课程体系目标

在先进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以医学专门用途
英语学科模型为工具，运用医学专门用途英语本
质功能体系统领法，系统揭示其学科内容体系；
通过教学，使学生全面掌握医学专门用途英语学
科体系的本质规律和方法体系，亦即现代医学的
思想方法和语言表达方法及言行规范方法，以及
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科研思想方法，具备运用医
学专门用途英语这个工具进行医学工作的思考、
表达、实践和研究的基本能力，实现培育医者仁
心、塑造现代医者的全面素质，培养创新型医学
专门人才的理想目标。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
近水楼台的便利，可以自然而然地进行现代医学
人文精神的教学和人文素质的塑造，从而填补现
代医学教育和现代医学学科的空白。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本质功能体系统领法，就
是以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的功能体系和学科
的本质特征（专门表达方式和专言专语等）为核
心，向上联及医学专业专门思考方式，平行统领
医学专业学科体系，延伸规范医学专业行为实践
方式及活动内容；由此方法，建立以医学专业人
文功能为中心，技术功能为手段的医学专门用途
英语课程体系目标和目标分解体系；运用这个方
法模式，有效可控地实现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
体系育医者仁心、强医者能力、塑医者素质的医
学专门人才培养目标。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体系目标的分解主
要考虑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分教学阶段的目
标设计体系，第二个方向是教学实施功能上的目
标设计体系。

（一）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体系分教学阶
段的目标设计体系，即课程内容结构目标体系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学科体系包括现代医学
人文功能内容和现代医学专业方法技术功能两
大部分。

医学院校本科生教学阶段目标是完成医学
专门用途英语学科体系内容的教学，使学生具备
直接运用医学专门用途英语从事医疗专业工作
的能力和素质（在工作中能够直接运用医学专门
用途英语进行专业的思考、表达、实践活动和一
般的实验研究）。具体分阶段设计是：第一学年
侧重现代医学人文功能内容，第二学年侧重方法
技术功能内容，第三学年侧重实验和研究及毕业
论文即科研创新功能内容。形成相应的能力和
素质。

医学院校硕士研究生侧重医学科研功能内
容；博士生侧重创新科研功能内容，形成相应的
能力和素质。

（二）教学实施功能结构目标体系
具体包括：医学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大纲（医

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体系教学实施目标和目标
体系）——医学专门用途英语教材体系（医学专
门用途英语学科创建目标和目标体系）——医学
专门用途英语教学计划（课程目标体系）——医
学专门用途英语教案（课时目标体系）——医学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评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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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学专门用途英语的课程内容

（一）医学专门用途英语学科内容整体模型
简示

“西方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的表达
方式—相应的一套规范用语”——“西方医学的
方法论—西方医学的思想方法和专业技术方法
的复杂体系（检查、诊断、治疗、康复、预防、药学
等等）—相应的方法技术术语体系”——“西方医
学的价值观—西方医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体系
—相应的专言专语描述体系”——“西方医学的
道德观—西方医学的道德规范（包括职业情感、
职业态度）—相应的专言专语体系”——“西方医
学的人生观—从业人员做人做事干事业成家立
业的社会倾向要求（包括理想、信念）—相应的专
言专语体系”——“西方医学领域的制度观—医
药制度体系—相应的专言专语体系”——“西方
医学的科学观—西方医学领域对科学精神、科学
方法、科学技术、科学设施的系统应用—相应的
专言专语系列体系”——“西方医学的创新观念
—创新方法体系和创新实践经验—相应的专言
专语体系”——“西方医学的实践观念—医药工
作的实践制度、实践活动和实践经验—相应的专
言专语体系”——“西方医学的学科观念—西方
医学的庞大的学科体系框架—相应的分科的专
言专语体系”等等。

（二）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内容的载体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的教材体系由教科

书体系—辅助教材体系—补充资料体系构成。
教科书体系承载医学专门用途英语完整的

学科体系内容，这些内容分解在本科不同年级、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分册教材体系之中。

分册教材体系对应配备辅助教材体系。辅
助教材可以设置两种，一种是教学参考资料汇
编，以英语原版为主；一种是方法能力练习册，配
合习练科目设计，需要创新和不断完善。

补充资料体系是为教师教案预留的创新载
体，教师在备课活动中，随时利用大数据资源，充
分发挥英语语言教学原汁原味、一步到位的优
势，从而起到对医学专业课程的补充和领先引导
作用。

五、医学专门用途英语的课程实施

我们认同课程实施的动态性、改革性和师生
共创的主体参与创新性；认为现有的课程实施理
论探讨尚有不足，尚不到位，因而无法采纳搬
用。根据专门用途英语及其课程体系的特点和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教学的成功经验，为有效
实现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目标的要求，我们创
立了“师生共创，英医结合，能质双收教学模式”。

（一）以方法为操作的核心点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学科体系本质上是一个

方法技术性的工具体系。它的功能就是提供教
学中师生共同操作的核心操作点。

（二）教师为教学主导
其主导功能包括：以目标体系为依据，传道

——通过创造教案和实施教学活动，全面系统
传授医学专门用途英语学科方法技术体系，为
学生打造学习现代医学学科内容、从事医疗专
业工作，影响终生的思想武器，保证让学生入脑
入心，内化于心理世界；策划——对“教—学—
练”教学活动进行总体顶层战略策划和课时战
术策划设计（包括教学主导的英医结合，就是将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学科方法结合医学专业学科
内容，进行课堂系统教学；设计现代医学重点、
焦点、热点课题问题，供师生运用医学专门用途
英语学科方法进行课上课下的实战分析；引导、
指导学生自主选题，运用所学方法分析医学专
业内容），保证方法体系向能力体系的转化和素
质质量的转化；掌控管理——通过创造性的教
学管理活动，调动学生学习训练的主观能动性、
创造热情和创造力，从而创造性地实现课程体
系的目标任务。

（三）学生为学习的主体
主体的功能任务是：全面系统地学习掌握医

学专门用途英语学科体系的方法技术；学习活动
全程英医结合，就是每当学到新的医学专门用途
英语学科方法技术，就结合医学专业课程同时学
到的知识内容，分析后者运用的是什么样的思考
方式、表达方法和医学术语，将分析结果形成心
得体会、分析报告，可以进行批判评价，也可以引
出改革创新思路，甚至创新成果。通过学习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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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目标要求——掌握医学专门用途英语
学科的思想武器，树立运用这个思想武器于现代
医学的学习实践的意识，养成运用这个思想武器
的习惯，练成熟练运用这个思想武器的能力，形
成现代医学高级专业人才的素质。

（四）实施方法——师生教学共创法
通过上述功能任务，实现师生教学共创。共

创形成的连锁反应，使共创形成较丰富的内容和
效果，具体包括：共创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实
施活动，本课程是两条腿走路的活动方法，第一
步是方法技术点的教和学，第二步就是结合同步
医学专业课程的应用习练，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
主体性参与，构成课程实施活动；共创英医结合
活动，其成果就是不断地共创完善本课程的学科
体系，同时也共创完善现代医学学科体系；共创
培养目标和课程目标达成成果，同时也是共创新
世纪新型专业人才培养方法和新型能力素质教
学方法。

共创活动遵循的原则要求是：尊重和调动
学生学习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应用医学专门用
途应用学科的思想武器于现代医学学科知识、

课题，从选题、分析到形成成果，以及其中的方
法形式，由学生自主创新；教、学、习练，充分运
用媒体工具和大数据资源；调动和展示学生的
兴趣与才艺。

（五）充分利用考核的测评功能
医学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是工具性技能课程，

如同机动车驾驶技能课程，以学会、掌握为目
的。可以借鉴驾考科目考试经验，以考试过关为
测评认可。

把思考方式、思想方法、表达方式、表达方
法、医言医语的技术方法，按照思想观念体系、技
术观念体系、方法技术体系分门别类，再各自分
解为系列教学科目和考试考核科目，设计权重
（重要程度）分值，随教学随考核，使考核成为教
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科目考核促进教
学积极性，检验教学质量，为实现培养目标和课
程目标服务的角色功能。

（六）创建精细化管理的课程实施教学文件
——教学计划和教案

精细化管理的课程实施方法见图3。

图3 师生共创 教学相长课程实施办法（借鉴驾驶学习科目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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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advanced educational ideasof Medical ESP,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SP
curriculum model takes the newly created“ESP discipline systemmodel”as its core content. The initial goal
is to help students acquire the essential law and method system ofMedical ESP, that is, the method of
thinking,expressionand medical practice standards of modern medicine along with humanistic spiri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ies, which altogether will contribute to specific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Furthermore, througha teaching mode of 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onand medicine-English integration with
a detaile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ystem, areformmechanism in which teaching goes hand in hand with
improvementshould beemphasized. Taking typical cases as examples, this study tries to construct a universal
model for ESP curriculum system and to provide new thoughts on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Key words: ESP discipline system model; method of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humanistic spirit; a
universal model for ESP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ESP Curriculum Model

YI Xiaoqin
（HuanggangPolytechnic College，Huanggang 438002，China）

六、医学专门用途英语的课程评价

本研究通过对现有的医学英语课程考核现状
和负面效应进行分析，并结合成果导向教育的相
关理念，得出理论基础指导下的动态化过程评价
这一评价模式，在优化我国医学英语课程考核体
系以及切实改善我国医学英语教学质量、培养全
面发展人才上有一定参考价值。研究表明，医学

英语理念指导下的动态化过程评价能从多维度、
多时段、多角度地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更科学的
评价，能帮助教师更科学和适时地对学生的学习
效果做出评价，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增强
学生学习英语的自信心，最终达到提高学生英语
水平的目的。运用课程模型进行的定量化课程评
价方法包括：运用精细化定量化指标评价方法，设
计评价表体系，设计评价指标模型，考试考核纳入
评价体系机制，设计评价指标的权重和分值。

伊小琴：创新型专门用途英语（ESP）课程体系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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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生是教学的服务对象，混合式教学模式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学生这一主体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生

具备适应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良好学习方式，才能使教学资源和教学设计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有效学习的发生。对高

职学生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学习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问题进行归因分析，总结为高职学生

学习动机水平较低、思维表达能力较弱和探究精神较缺乏。建议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采取如下对策：通过加强课程思

政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和学习精神；优化课程混合式教学实施方案使学生能在教学过程中磨炼自身的学习

方式；采用动态的过程性评价以跟踪反映学生的学习状态，从而帮助学生改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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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相关文献综述
近年来混合式教学模式相关研究中，学生这

一主体越来越受到重视。如Garrison等构建的探
究社区模型提出，混合式教学模式要实现有效教
学，必须同时具备教学存在、社会存在和认知存在
三个核心要素。在对该模型不断实践和研究过
程中，学习者自身的个体因素受到了重视[1]。如
Shea等通过实证分析，确定“学习存在”可作为探
究社区模型的第四个要素，“学习存在”是指学习
者对自身的认知、行为和态度实施自我管理的过
程[2]。兰国帅等和蒋艳双等从不同的维度，通过
实证分析验证了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学习存在”的
作用[3-4]。上述研究表明了教学工作者在混合式
教学模式中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因素，但还没有在
实践层面开展进一步的具体研究。本文以学生
学习方式为切入点，调查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学生
层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有助于学生开展有
意义的深度学习，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反思思维
和高阶思维。

Marton、Booth和Biggs等人通过系列研究表
明，学习的差别是由于学习方式的差异造成的，
学习方式是学习意图和相应学习策略的有机组
合，可分为表层式学习方式、深层式学习方式和
成就式学习方式[5]。高凌飚认为，教师应当把帮
助学生转变学习观和学习方式作为一项重要的
工作，把学生是否越来越倾向于深层式学习作为
衡量教学是否成功的标志[6]。随着信息化教学在
我国的发展，国内学者开展了信息化教学背景下
的学习方式研究，如王森对大数据时代研究生学
习方式进行了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归因分
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7]；李伟在深刻认识网络
环境、网络技术对现代教学重要价值的基础上，
探究了基于网络环境的有利于提升学生自主、合
作、探究式学习绩效的学习方式[8]。

（二）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学习方式
1.混合式教学模式对学习方式的要求
从教学特性维度，可以将混合式教学模式分

为讲授式、自主式、交互/协作式三类。讲授式混
合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方式的要求最低，它要求
学生在线上或线下听完教师讲授后，完成作业；
交互/协作式混合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方式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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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最高，它要求学生在教师线上或线下的支持下
与同伴进行交流与协作，从而共同形成对问题的
理解或是对任务的解决方案；自主式混合教学模
式对学生学习方式的要求介于上述两种模式之
间，它要求学生通过在线自主学习教学资源后，
参与线下的教学和交流活动。一方面，教师应根
据学生的学习方式现状采取适当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另一方面，教师应在混合式教学过程中重
视学生学习方式的培养。

2.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学习方式三要素
国内大多数学者从自主性、合作性、探究性

三个要素来调查和研究学习方式，但混合式教学
模式下的相关研究仍比较缺乏。不论是哪种类
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其基本步骤均包括教学准
备、教学实施、教学评价三个阶段。在教学准备
阶段，除了教师需要做好教学设计等准备工作，
学生也需要在学习方式的自主性方面做好准备，
包括自主学习的态度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教学
实施阶段，学生需要体现并锻炼学习方式中的合
作性和探究性，不论是线上的网络学习还是线下
的课堂学习，都需要学生通过相互的交流合作来
探究问题，最终完成知识的建构；在教学评价阶
段，上述学习方式的三要素是评价的重要内容，
是对教学进行改革的重要依据。

在高职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生自主学习方
式主要表现为：①对混合式教学模式有较全面的
认识，接受该教学模式且对此持有开放的、积极
的态度；②能够明确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能制
定线上自主学习计划，为衔接面对面授课做好准
备；③能够并乐意在整个混合式教学模式过程中
进行自我监控，保持高度的精力集中和身心投
入；④能够并乐意根据学习目标及时检查学习进
度，进行自我调节；⑤能够并乐意根据学习评价
结果进行自我检查、总结和补救。

合作学习方式主要表现为：①能够在线上的
讨论区发帖，对问题开展有意义的讨论；②能够
在面对面授课过程中配合教师完成各种形式的
教学活动；③能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学习，
明确小组分工与角色；④能够独立思考，又能与
其他同学相互启发，相互促进；⑤能够总结提炼
小组合作形成的学习成果，进行汇报分享，相互
取长补短。

探究学习方式主要表现为：①能够将学习内
容与实训实践相联系，质疑并发现有价值的问
题；②对需要探究解决的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
比课堂中既有的知识更有吸引力；③能够通过网
络搜寻对解决问题有帮助的在线课程资源或相
关信息；④能够多方面、多角度地去思考问题；⑤
能够将探究所得的答案在实训实践中进行验证。

二、调查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问卷调查的设计与实施
调查问卷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按学习

方式的自主性、合作性和探究性三要素进行编
制。上述学习方式三要素包含的每一点具体内
容，即为调查问卷中的一个问题。为便于学生理
解，问卷所有问题均经过通俗化的语言改编，然
后要求被调查者对照自身情况进行评分，按“非
常符合”（90-100分）、“较为符合”（80-89分）、

“基本符合”（70-79分）、“略有不符”（60-69分）、
“难以符合”（0-59分）五个等级进行自我评价
（鉴于本文篇幅限制，问卷具体内容与调查结果
请联系作者）。被调查学生首先评估符合等级，
然后在等级范围内打出贴切的分数。被调查学
生自我评价的分数越高，说明其在混合式教学模
式下学习方式的表现越好。

本文调查的对象为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18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共285人。调
查问卷通过混合式教学过程中常用的“智慧职
教”平台发布给学生，共发布并收回有效问卷
285份。问卷在开展混合式教学的3门专业核心
课程即将结束时发放，此时学生对相关概念和自
身情况有较好的理解，对自身各方面的评价也较
为客观。问卷回收后，课程组所有教师开展集中
研讨，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最后总结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调查结果的分析
1.整体情况分析
取被调查学生对问卷中所有项目的自我评

分平均值。如果被调查学生的自我评分平均值
属于“非常符合”或“较为符合”分值范围，该学生
具备了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较好的学习方式；属于

“基本符合”范围的学生，其学习方式能适应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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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学模式，但需要有较大的提升；属于“略有不
符”或“难以符合”范围的学生，其学习方式的总
体水平还不能适应混合式教学模式。从比例来

看，属于“基本符合”以上的学生占了绝大多数，
说明被调查学生从整体上来说，学习方式水平能
适应混合式教学模式。调查结果具体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习方式的整体表现

选项

调查结果

非常符合/%
17.35

较为符合/%
32.92

基本符合/%
35.56

略有不符/%
9.64

难以符合/%
4.53

2.自主学习方式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该批高职学生在学习自主性

方面的优势有：对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接受性较
强，对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持有开放的、积
极的态度；能通过线上自主学习，为线下的教学
环节做好准备，保证整个教学环节的有效开展；
能够通过自我调节，跟上学习进度。上述三个相
关项目被调查学生自我评分平均值分别为
85.32、82.36和83.13。存在的问题是：线上自主
学习的整个过程中难以始终保持高度的精力集
中和身心投入；对学习效果的自我检查和总结能
力较弱，需要教师在面对面授课之前开展全面的
测验才能发现其知识掌握的薄弱之处。上述两
个相关项目被调查学生自我评分平均值分别为
75.52和73.23。

3.合作学习方式分析
该批高职学生在学习合作性方面的优势和

不足之处都比较明显：他们乐于且善于在线上线
下以各种方式开展合作交流，但过程中表现出独
立思考和提炼总结的能力不足。优势方面，如下
三个项目的平均分值分别为87.24、84.92、84.67；
能够在线上讨论区发帖，对问题开展有意义的讨
论；能够在面对面授课过程中配合教师完成各种
形式的教学活动；能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学
习，明确小组分工与角色。不足之处有：难以通
过独立思考与其他同学相互启发，相互促进；总
结提炼小组合作成果不够充分，汇报分享的效果
不佳。上述两个相关项目的平均分值分别为
71.55和73.13。

4.探究学习方式分析
探究性学习方面相对比较弱。优点是，被调

查学生能够将学习内容与实训实践相联系，质疑
并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认为需要探究解决的问题
比课堂中既有的知识更有吸引力。上述两个相

关项目的平均分值分别为81.48和82.74。探究
性学习的弱点表现在三个方面：在面对难题时，
不善于在线上自主搜寻对解决问题有帮助的学
习资源；在多方面、多角度思考问题方面有所欠
缺；不善于自觉地将探究所得的知识应用在实训
实践中。上述三个相关项目的平均分值分别为
76.22、71.69和75.38。

三、存在问题的归因分析

（一）高职学生学习动机水平较低
学习动机是推动、维持学习者的学习活动，

并使之趋向一定学习目标的内部动力机制。高
职学生学习动机水平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部分学生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和学习目标,部
分学生则学习功利性过强。前者认为自己是学
习的失败者，对学习失去信心，因而没有明确的
职业规划和学习目标，缺乏最基本的学习动
机。后者感受到就业压力的沉重感，片面地根
据自己的认知努力为就业增加砝码，在考级考
证、技能竞赛、学生干部、社团活动、校外兼职等
方面优先倾注时间和精力，专业课学习往往只
对实用的部分感兴趣，对能夯实职业基础，使知
识和技能活学活用的理论部分则应付了事。

调查结果中自主性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
可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高职学生较低水平的学
习动机。混合式教学需要学生能在线上自主学
习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线下面对面的教学
活动。没有明确职业规划和学习目标的学生，
难以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持续保持高度的精力集
中和身心投入，也不愿深入地自我检查和总结
学习效果。功利性过强的学生则选择性地开展
自主学习，表现为学习投入在章节之间有很大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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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学生思维表达能力较弱
虽然我国高职的教学模式有了较大的改

革，但大学之前的传统教育偏差仍对高职学生
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的学习合作性有较大的
负面影响。以高考为指挥棒的教育阶段，教师
围绕教材讲解和书面练习是学生获取知识的
主要途径，考试则是检验教学成果的主要方
式。另外，我国传统文化氛围偏向于以统一的
标准来规范和评价学生，而忽视个性思维；偏
向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个
体学习思维和师生之间的等级界限。这样的
文化氛围使学生在合作学习中往往过于保守，
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高职学生相对来说
较为活跃，但异质性思维能力和总结表达能力
较弱。

混合式教学模式对学习合作性有更高的要
求。在混合式教学的实施方案中，学生线上学习
后，需要进行小组合作学习，通过小组成员之间
的交流、讨论来分享线上自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和产生的疑问，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协作来完成
任务清单中的学习任务。之后，小组需要对合作
学习的成果进行总结，用PPT等形式展示和汇报
学习成果，通过汇报来分享创新成果、补充遗漏
知识点和解决仍存在的问题。

（三）高职学生比较缺乏探究精神
高职学生在探究性学习的经验积累、方法应

用、渠道和工具选择等方面都比较欠缺。但相比
探究的兴趣和能力，高职学生更为缺乏的是深入
探究的精神。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通过
自主学习去探究疑问，然后在线下教学活动以及
相关的实习实训中得到验证。但是，我们在混合
式教学实践中发现，高职学生在探究问题的过程
中比较容易出现心理冲突和负面情绪，使探究性
学习过早地停止。具备深入探究问题的精神才
能使学习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积极调整心理状
态，改变策略和角度，寻找不同的学习资源，迎难
而上，持之以恒，反复验证，最终彻底解决问题。
高职学生缺乏探究精神的原因通常来自于以往

“失败”的学业经历，高考的失利再一次强化了他
们“我不适合学习”的自我认识，产生了所谓的

“习得性无助感”。我们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
施过程中须加以引导。

四、高职学生学习方式的培养对策

（一）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加强课程思政
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加强课程思政，能使思

政内容与专业内容结合更紧密，使思政教育在形
式上有更多的师生互动，通过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领相结合，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和学
习精神，从而有效地、全方位地提高学生的学习
自主性、合作性和探究性。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
加强课程思政的措施主要有：①在线教学资源中
融入思政元素，使思政教育过程更加生动化和形
象化；②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巩固和强化思政教育
内容，纠正在线学习中的偏差；③在课后要求学
生学以致用，以思政教育的感悟解决学习方式中
存在的问题；④在混合式教学的评价体系中突出
思政教育的评价指标；⑤在混合式教学的反思阶
段，优化思政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二）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优化实施方案
学生良好的学习方式能提高混合式教学模

式的教学效果。反之，合理的混合式教学实施
方案能使学生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磨炼自身的
学习方式。因此，我们要优化混合式教学模式
的实施方案：①优化学习清单中个人学习任
务。好的学习清单是学生开展自主学习的向
导，能锻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究学习能
力。优化方向是使之符合教学目标，与教材内
容相结合，在学习思路和难易程度上循序渐进，
并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②优化小组合作学
习任务，锻炼学生合作学习能力。小组学习任
务要在个人学习任务基础上进行设计，但要具
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合作学习空间。③优化课堂
教学活动，丰富活动形式，给学生提供尽量多的
交流表达和相互评价的机会，使学生的自主学
习和合作学习成果有用武之地，从中进一步引
导学生通过探究来解决问题。

（三）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重视过程评价
混合式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方式具有较

高的要求，而其教学过程本身又能促进学生形
成良好的学习方式。因此，混合式教学模式需
要重视过程评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对学
生表现出来的学习自主性、合作性和探究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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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面评价。在评价指标方面，相对测验和考
试，增加资源利用程度、交互程度和答疑情况
的比重，分别体现学生在混合式教学过程中表
现出来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能
力和态度。在评价方式方面，应采用动态的过

程性评价，对上述资源利用程度、交互程度和
答疑情况等三个指标，在学期中设置评价点，
如每周或每单元一评价，并形成动态的发展变
化的数据，以及时反映学生的学习状态，帮助
学生改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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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students are the service object of teach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tudent side in recent related researches of blended learning. Only when students have a
good learning method adapted to blended learning can th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design play their due role
and promote the occurrence of effective learning. B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learning method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under the blended learning mode, the paper finds out the main problems and
makes an attribution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level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s on the low side, the ability of thinking expression is weak and the explorative spirit is
in shortage. In the light of the problems and their internal causes,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in the blended learning mod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spirit
can be improved by strengthening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optimize the
implementation program of blended learning so that students can hone their learning style in the process of
course; and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learning style by adopting dynamic process evaluation to reflect
students’learning state in time.

Key words: blended learning mode;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learning method

Investig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Learning Methods & their
Training Countermeasures Under BlendingLear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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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提高手工实训课效果
——以“纸艺花卉康乃馨制作”一课为例

蔡伟发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2）

摘要：传统手工实训课效果较差，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很难完成一件较为完整的手工作品。本课以在有限的

课堂里学生有效完成一朵康乃馨的制作为目标，通过课前的“微课”和“二维码”导学，帮助学生课前自主学习，课中教

师巧设各种教学场景和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和制作热情。借助教学平台的投屏功能进行课堂示范教学，节约了教

学时间，也解决了传统教学中的困难，让学生在较宽松的课堂时间里完成制作，提高了教学效果。

关键词：信息化；手工实训课；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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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蔡伟发（1960-），男，湖北黄冈人，硕士，教授，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研究。

手工是学前教育专业实用性、应用性较强
的课程。手工教师经常要运用手工知识与技能
开展教学活动，同时还要动手为学生制作大量
的玩具、教具，并结合季节、节日等及时更新学
生活动场所的环境。根据笔者近几年的调查和
访谈，本市学前教育专业手工实训课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满堂灌
教学依然存在。目前，课程改革一直强调以学
生为主体，但教师的满堂灌、输出式的教学活动
依然存在，单纯枯燥地讲解理论知识，无法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造成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差。（2）
讲解示范无法面向全体。由于教师在讲台上讲
解示范时，示范的位置无法顾及后面的学生，后
面的学生看不清教师的完整操作。（3）学生动手
能力薄弱。学生在有限的课堂里很难完成一件
完整的作品，更缺少专业技能联系岗位应用的
综合能力。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开展教学
活动，提高教学效果，是笔者一直思考并尝试解
决的问题。

2016年 6月 7日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
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要深化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发展，依托信息技术营造信
息化教学环境，促进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和教
学内容改革，推进信息技术在日常教学中的深

入、广泛应用，适应信息时代对高素质人才的
需求[1]。笔者根据文件精神，结合自身的教学
实际，在本校学前教育专业一年级手工实训课
教学中开展相关的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和
探索，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现以国规
教材《手工实训教程》第一章第五节“纸艺花卉
——康乃馨制作”一课为例，阐述信息化教学
策略的实施与成效。

本课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先学后教，以学定
教”的教学方式，运用多种信息化教学手段，巧设
教学情景和教学活动，提高课堂实训效果，具体
实施过程如下。

一、用“微课和二维码”，
帮助学生课前自主学习

“微课”是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形式，它能把
课程的知识点和学习资料以直观易懂的方式呈
现给学生，帮助学生自主学习，同时它又具有可
重复观看的优点，可以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
解。笔者充分利用“微课”的辅助教学功能，精心
设计了一个三分钟的康乃馨制作“微课视频”。
上课之前，在网络教学平台推送自己设计的“康
乃馨制作”微课，通过任务单的设置、在线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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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获得制作康乃馨材料、工具、制作步骤
的认识。在手机普及的时代，“二维码”也已经成
为信息化课堂教学的强大工具。课前笔者将康
乃馨课程内容转换成二维码，让学生使用自己的
手机扫描二维码自主学习。学生观看微课，分享
知识点内容，了解康乃馨的结构特征，学习康乃
馨的制作方法。通过讨论、自主探究，单独或小
组合作制作，最后把课前制作的作业和自拍的制
作过程视频提交平台，并自述预习情况。教师在
教学平台查看评估学生的预习情况和质量，为实
施课中教学做好充分的准备。

二、用“电子相册和微视频”，
作为课中讲解依据

随着越来越多的互联网进入课堂教学，许多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能融入信息技术，充分发挥信
息技术配置教学资源的独特优势，改善课堂教
学，使课堂变得更加精彩。在教学“纸艺花卉
——康乃馨制作”时，通过情景导学、互动展评、
精讲点拔、设计升华，最后结合岗位应用五大环
节来完成教学目标，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教学环节一：情景导学
为了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制作

热情，笔者以2018年6月26日学校为2016级学
生隆重举行的离校暨成人礼仪式的真人真事为
素材，精心制作了一个电子相册。在新课讲授
前，利用教室“班班通”播放该电子相册，在场的
学生跨越时空见证了一场永不散场的青春盛
典。一曲校园歌曲《逐梦》深情地回首校园生活
的帧帧影像，画面中一张张熟悉、亲切而又充满
朝气的脸庞，展现青春奋斗的能量，其中最令人
难忘的是学生代表向班主任和老师献花的环节，
一束素雅的康乃馨代表着感恩，一个深情的拥抱
表达的是深厚而又真挚的师生之情，所有的不
舍、感激都定格在美丽的瞬间。画面中临别的拥
抱、真情的泪水、感恩的康乃馨也让在场的学生
深深地感动。此时教师抓住时机适时引导：“同
学们，你们的成长、成才离不开班主任和老师们
的默默付出。他们辛勤育桃李，如今博得满园
香。康乃馨是感恩之花，也是母亲之花。母亲节
即将来临，如果你们能亲手制作一束带着浓浓爱

意的康乃馨送给关心、爱护着你们的母亲，母亲
一定会十分欣喜，也会深深感动。行动起来吧，
让我们怀揣一颗感恩的心，做个感恩父母、感恩
老师、感恩社会的人。”真情实景的导入，改变了
以往枯燥的课堂气氛，学生们带着愉快的心情进
入了课中的学习环节。

教学环节二：互动展评
师生回顾课前预习内容，展示课前制作的作

品，采用多元评价方式点评课前制作。首先，学
生通过“班班通”实物投影仪互评、自评自己和他
人的作品，教师提示评价要点：色、形、牢固度、饱
满度、圆润感[2]。对于表现好的同学，教师及时给
予鼓励。其次，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做出综合判
断，并对组合造型不好的作品借助“班班通”作具
体点评，如：花蕊没包好、花瓣没有扭转、花朵不
圆润等。

为查找康乃馨在组合造型时出现上述问题
的原因，教师回放学生自拍的课前制作过程微视
频，指出学生课前制作时出现的一些错误操作，
再针对性地对组合造型时遇到的难题讲解答疑，
让学生真正掌握康乃馨组合造型知识。这一环
节是学生获取和掌握新知识的重要环节，也为下
一环节教师的教学活动作了很好的铺垫。

教学环节三：精讲点拨
为了让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加牢固，教师利

用教学平台投屏功能，现场示范康乃馨制作时应
把握的几个技巧，边示范边精讲点拨制作时的几
个重要知识点，用更直观形象、容易理解的教学
方式帮助学生掌握制作技能。学生通过电脑实
时观看教师示范，化解了传统教学中教师在讲台
操作时坐在教室后面的学生看不见的难题，也节
约了教学时间，让学生在较宽松的时间里完成制
作。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还可继续回看视
频，加深理解，帮助学习。而这些恰恰是传统教
学中无法解决的难题，采用了信息化教学手段
后，都一一迎刃而解了。

教学环节四：创新升华
展评分析、精讲点拔完成后，将学生分成几

个小组，提升、创新制作康乃馨。这个时候教师
应再次将自身的角色定位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组
织者和引导者[3]。通过有效的课堂引导，引导她
们在会制作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精加工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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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和不断探索的精神。
第一组同学：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继续完

善，让康乃馨的美更充分地表现出来。
第二组同学：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爱好进行染

色处理，花瓣剪好后，在花瓣的边沿锯齿处，用水
彩笔或水粉颜料进行染色。提醒注意每一朵花
只能用同一种颜色染，避免花色杂、乱。

第三组同学：使用色彩渐变手法进行创新制
作。花瓣选取三至四种同类色手揉纸组合而成，
既有色彩对比，又和谐统一。

第四组同学：引领她们尝试运用不同材料和
制作方法进行创新制作。如：皱纹纸、棉纸、蛋糕
纸；制作方法也可以采用卷曲、折叠、粘贴等。

教师巡回指导学生制作时，利用平板电脑
即时拍摄学生作品，并同步传输到“班班通”电
子白板上，对制作中的优缺点及时点评，提高制
作效率。

制作完成后，前后作品集中展示对比，学生
们成就感油然而生。此时教师再适时点拔：其实
艺术的美不仅仅在于作品的本身，更在于自己所
付出的创造和努力。

教学环节五：岗位应用
接下来引导学生要学以致用，学会把技能应

用到将来的岗位工作中，巩固课堂效果。
发布图片，让学生明白纸艺花卉在日常生活

和环境创设中的广泛应用。播放本校学姐教小
朋友做纸花的微视频，让学生明白制作纸花是一
种较好地训练学生观察力的方法，可以让学生手
脑并用，提高手眼协调能力。

通过课前的导学制作、课中的精讲示范和课
后的技能岗位应用，有效地完成了本节课的教学
目标。

三、“微场景和网络平台”课后评价

传统的课后评价大多采用形式单一的访谈
或问卷调查。笔者将信息技术运用到课后评价
中，利用网络特有的开放特性，对学生的学习过
程、学习效果进行随时的监控和评估，同时教师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能及时反馈和改进。针对
职业院校学生对电脑、手机的运用操作较为熟练
的特点，课后教师将学习兴趣、制作效果、作品创
意、能力提升等评价内容的二维码分享给学生，
让学生通过“手机微场景”进行评价，教师可以更
全面直观地查看到学生的真实评价，个别”手机
微场景”运用不熟练的同学，可以直接在网络平
台进行评价。

学生一致认为，《纸艺花卉——康乃馨制作》
一课运用了信息化教学手段后，那些抽象、难解
的技能理论知识变得直观、通俗、易懂，学习活动
也变得更加有趣、有效。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
里掌握制作技能，并学会把技能巧妙地融合进日
常生活和岗位应用中，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四、结语

本课采用了微课、教学平台等信息化教学
手段后，让知识的传递在课前，吸收内化在课
内，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
教学理念，它不仅让学生开心自主地学习，也
突破了传统教学中的现实困境。今后我们将
继续借助信息化提供的教学平台优势，不断探
索，组织更多灵活多样的教学，大力提高教学
实效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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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EA的城市商业银行运营效益分析

舒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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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DEA和超效率DEA方法分析了我国部分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运用效率。从DEA分析结果看，我国大

部分城市商业银行运营效率较好，只有少数运营效率稍有欠缺。结合模型的分析结果，对无效的城市商业银行提出了

改进措施。同时对有效的城市商业银行，运用超效率DEA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它们的效益，分出了它们效益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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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业银行是为适应地区经济发展、服
务地区实体经济、满足所在地城市地区居民和
经济社会需要而诞生的区域性银行。同国有大
型银行或全国性民营银行相比，城市商业银行
虽然规模较小，但机制体制新、自主性强、经营
灵活，对储户有更强的吸引力，更有利于对中、
小、微企业的扶持。城市商业银行主要定位服
务于中小企业，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
特的作用，具有大中银行不可替代的功能。我
国城市商业银行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目
前，几乎每一座大中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城市
商业银行，为完善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补
充。并且，许多地方的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多年
的探索发展，形成了完备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先
进的运营模式，规模得到有效扩大，经营业绩稳
步提升，纷纷跃升为上市公司。当前，我国上市
的城市商业银行有二十多家，占整个上市银行
的一半以上，表明城市商业银行在我国运营取
得了成功。城市商业银行既是金融机构，也是
独立的经济实体，尤其是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
必须遵循相应的合同义务和法律责任。因此，
在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城市商业银行也应
该注重自身的经营效率。一方面，是对全体股
东的负责，确保他们的投资利益；另一方面，是
维护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企业只有得到

了良好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服
务。客观评价城市商业银行的运营效率，对推
动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完善
公司治理，提升金融系统为实体经济服务质量，
促进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数据包络分析（DEA）是集运筹学、经
济学、管理学于一体的交叉科学，是用于多投
入、多产出优化问题的有力工具，本文运用DEA
和超效率DEA对我国部分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
运营效率进行分析。

一、DEA模型简介

DEA是一种常用于多投入、多产出决策问题
的方法，它建立在相对效率的基础之上，来评估
决策单元之间的相对有效性，不仅能指明评价单
元是否有效，而且还能指出无效评价单元的改进
策略。DEA利用包络线代替生产函数，通过数学
规划获得优化问题的最优点，将这些点用折线连
接起来，形成一条包络线，再将所有决策单元的
投入产出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形成边界点。位
于边界点上的决策单元被认为有效，设定效益值
为1，预示其投入产出组合最佳；不在边界点上
的决策单元被认为无效，预示其投入产出组合不
匹配，并以特定的有效点位参照，给出其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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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值。它的优点是不需要建立生产函数，指标
不受量纲影响，不需要人为设定权重，便于操作，
结果直观，容易理解[1-2]。

常用的 DEA 模型有投入导向（CCR）和产
出导向（BBC）。CCR是从投入的角度对评价单
元的无效率程度进行测量，侧重于在不减少产
出的条件下，要达到技术有效时，各项投入应
该减少的程度；BBC是从产出的角度对评价单
元无效率程度进行测量，侧重于在不增加投入
的条件下，要达到技术有效时，各项产出应该
增加的程度。由于CCR模型容易理解，一般应
用得最多。

超效率DEA是传统DEA的发展，主要用于
解决当出现多个评价单元同时有效时，传统
DEA无法对其效益进一步判断不足的问题。能
够对同时有效的决策单元的效益进一步细化，
区分它们效益的高低。超效益DEA与传统DEA
在计算上的差异在于，在计算某个有效评价单
元的效益时，将自身排除在外，由其它评价单元
线性组合来表达。直观理解就是让投入按原来
比例继续增加，考察有效的评价单元效益值发
生的变化。

二、投入与产出指标

合理确定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是利用
DEA方法的关键。银行在投入方面的内容比较
多，例如场所、设备、人员、技术等等，在产出方面
也很多，例如营业收入、利润、固定资产增加、社
会效益等等，但DEA是建立在数学模型基础之
上的，所以选取的投入指标必须可量化、可操作，
并且尽量要与研究问题贴近，选择要害性、代表
性、典型性的一些指标，才能真正揭示问题的真
相，客观反映决策对象的实际[3-4]。

银行的运营效率，不能仅看利润总量，也不
能光看每股收益，而要看它的利润与规模、经营
方式是否相匹配，看投入产出组合是否相吻
合。从决策角度出发，最能体现银行投入的指
标是银行的资本规模，可以用银行总资产来衡
量，包括固定资产、现金资产、贷款资产、证券资
产、汇差资金等，其中，一些资产通过资本运作
可以获得收益，而一些资产不能直接获得收益，

但获利目标又不可缺少。每股净资产是体现上
市银行资本规模的核心指标，从银行的经营策
略看，每股净资产价值越高，应该带来的每股收
益越多。负债经营是银行经营的基本方式，负
债主要为储户存款，负债率越高，表示存款越
多，可用于生息的资本越多，对于盈利也越有
利，因此，负债率应该划归投入指标[5-6]。存贷比
对银行的盈利有重要的影响，存贷比越高，表明
放贷的资本越多，生息的资本占比越大，当然会
带来更多的利润，因而，这一指标也应属于投入
指标。每股收益最能直接反映银行的经营业
绩，其值越大，普通股股东所享有利润越多。净
资产收益率反映了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是银
行运用自有资本盈利的客观反映，其值越高，表
明资产给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成本收入是反
映银行在控制成本上的能力，是间接衡量银行
盈利能力的指标，其值越低，说明银行单位收入
的成本越低，反映银行管理水平较高，成本控制
较好，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银行盈利能力越
强。净利差是衡量银行净利息收入水平常用的
指标，其值越大，表明银行毛利率越大，资本运
营效益越好[7-8]。

因此，为了科学、准确、客观分析城市商业银
行的经营效率，以净资产收益率、成本收入比、净
利差、每股收益为DEA模型的产出，以每股净资
产、资产负债率、存贷比为DEA模型的投入。由
于成本收入比越小越好，而产出指标又是越大越
好，故将成本收入比这一指标用其倒数表示，使
产出的定义与指标的实际意义相吻合。

三、城市商业银行运营效益分析

以我国上市的10家城市商业银行为例，利
用DEA和超效率DEA对它们的运营效率进行
分析。这10家城市商业银行有关的投入产出
指标数据如表 1 所示（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
2019年年报）。

运用DEA分析评价单元的效益主要有四个
衡量尺度：纯技术效率（vrste），反映的是技术程
度、管理水平、创新能力，其值 1时，说明资源利
用达到最优；规模效率（scale），指产业结构通过
优化配置对产出单元所发生作用的大小，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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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际规模与最优生产规模的差距，其中为1
时，说明已经达到了最优规模；综合效率（crste），
又称技术效益，指不考虑规模收益时的技术效
率，其中，crste=vrste×scale，代表的是其值为1
时，表示评价单元的效率有效，小于1则说明评
价单元的效益无效；规模效益增长趋势，代表增
加投入时规模效益的变化趋势，其中，irs代表递
增、-代表不变、drs代表递减，即：irs表示增加投

入可以带来更大比例的产出；-表示增加投入产
出增加比例不明显，drs表示增加投入产出也可
能增加，但增加的比例有所下降，说明采用增加
投入方法提高效益是不可行的，遇到这样的情
况，要合理控制资源的投入。

运用DEAP2.1软件工具对这10家城市商业
银行的运营效率进行分析，选用以投入为导向的
CCR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评价对象的投入和产出统计数据

城市银行

无锡

杭州

西安

南京

上海

长沙

成都

宁波

郑州

青岛

每股净资产

/元
6.30
10.57
5.50
9.27
11.43
10.63
10.27
16.51
5.42
4.89

资产负债率

/%
92.76
93.89
91.49
93.46
92.08
93.05
93.62
92.36
92.03
91.84

存贷比

/%
66.25
67.23
87.63
66.93
81.89
66.80
62.27
66.51
67.74
81.21

净资产收益率

/%
10.73
12.13
11.94
16.45
12.94
15.61
16.63
17.10
16.53
8.27

成本收入比

/%
29.66
28.71
25.68
27.39
19.98
30.59
26.52
34.32
26.46
31.88

净利差

/%
1.79
1.91
2.12
1.98
1.93
2.55
2.24
2.41
2.28
2.10

每股收益

/元
0.68
1.19
0.61
1.42
1.36
1.49
1.54
2.41
0.47
0.39

表2 城市商业银行运营效益评价结果

城市银行

贵阳

杭州

西安

南京

上海

长沙

成都

宁波

郑州

青岛

crste
1

0.849
1
1
1
1

0.997
1
1
1

scale
1

0.985
1
1
1
1
1
1
1
1

vrste
1

0.878
1
1
1
1

0.997
1
1
1

规模效益增减

-
irs
-
-
-
-
irs
-
-
-

超效率DEA
1.06784
0.84902
1.11085
1.03415
1.29634
1.07969
0.99654
1.40784
1.51381
1.02088

效益排序

6
10
4
7
3
5
9
2
1
8

从表2可见，10家测评的银行有8家的综合
效益指数效益值为1，说明它们运营的效益都有
效，只有杭州银行和成都银行的综合效益指数
小于1，说明它们运营的效益无效，但差距不大，
与有效值很接近。但从表2还可看出，如果这
两家银行增大投入，产出增长比例会提高。而
其它银行增大投入对产出的意义不大。反映这

些银行若要提高运营效率，主要应在技术、管
理、创新方面下功夫，坚持内涵式发展，提质增
效，降本挖潜。

对无效的两家银行进行投影分析。original
value 为原始值，radial movement 为投入冗余值，
slack movement 为产出不足值，projected value为
达到有效时的目标值。首先对杭州银行进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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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投影，分别以DMU8、DMU1、DMU9为参照对
象，权重分别为0.231、0.217、0.552，结果如表3
所示。

由表3中投影分析结果可知，当投入维持不
变时，杭州银行若要使投入产出组合最优，也就
是综合效益值为1，那么产出需要调整：净资产

表3 DMU2投影分析结果

variable
output 1
output 2
output 3
output 4
intput 1
intput 2
intput 3

original value
12.13
28.72
1.91
1.19
10.57
93.89
67.23

radial movement
0.000
0.000
0.000
0.000
-0.182
-1.617
-1.158

slack movement
4.723
0.060
0.417
0.000
-1.173
0.000
0.000

projected value
16.853
28.78
2.327
1.190
9.215
92.273
66.072

收益率要提高到 16.853%，即产出不足（slack
movement）为 4.723 百分点，净利差应提高到
2.327%，即产出不足为0.417个百分点。当产出
维持不变时，杭州银行若要使投入产出组合最
优，也就是综合效益值为1，还可以调整投入：每
股净资产降低到9.215元，冗余值和不足值兼有，
说明杭州银行的3个投入指标组合不合理，最终
投入冗余值应为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之和，即
1.173+0.182= 1.355元；负债率下降到92.273%，
投入冗余值为1.617%。至于成都银行，效益值
与有效值1十分接近，且规模效益有效，只是纯
技术效益略低，不需要调整投入产出，只需要加
强管理和提高经营策略就可达到有效的目的。

另外8家银行运营虽然都有效，但普通DEA
得到的效益值均为1，不能进一步区分它们运营
效益的高低，这时我们可以利用超效率模型对它
们的效益进行分辨，找出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
使其运营效益分出高低。借助超效率DEA模
型，运用matlab2014软件工具对10家银行的综
合效益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见，
原8家综合效益指数为1的城市商业银行的效益
指数发生了改变，各不相同，并且均大于1。由
超效益DEA得到的综合效益值的大小，可以对
待评价的10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运用效益进行排
序。从表2可见，郑州银行、宁波银行、上海银行
的效益指数很高，分别排前3位，表明它们的运
营效益更好。郑州银行主要因为每股净资产低
和净利差大，宁波银行主要因为每股收益高和净

利差较大，上海银行主要因为每股收益率较高和
成本收入比较低。其它后5位虽然排出了次序，
但综合效益指数差别很小，表明它们运营的效率
在伯仲之间，2家综合效益指数小于1的银行的
综合效益没有改变，说明超效率DEA只是改变
有效的评价单元的效益值，不改变无效的评价单
元的效益值。

四、结语

城市商业银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
然产物，对丰富资本市场、多渠道募集国家建设所
需资金，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在解决地方
中、小、微企业资金缺乏问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对资本的需
求急剧增加，各地城市商业银行应运而生，它不仅
解决了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而且打破了大型
国有银行的垄断，对形成我国金融系统多元化、多
格局发展的局面，通过竞争机制，促进金融部门提
高服务水平，改善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等具有积极
的意义。实践证明，我国一大批城市商业银行，在
借鉴现代商业银行管理和运营的模式基础上，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赢来了发展
机遇，不少城市商业银行已成功上市，成为股份制
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随
着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不断增多，城市商业银行
之间的竞争也不可避免。城市商业银行若要在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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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发展模式，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和提高
治理能力，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商业银行管理
和经营理念，以服务为本，创造利润为根，提高资
本的运作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盈利能力，对股东
和储户负责。要办出自己的特色，积极寻求差异
化发展道路，形成核心竞争力，提高业务和服务水
平，加强风险控制，丰富和优化金融产品，发展优
质客户，做精做细市场，努力为驻地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通过DEA和超效率DEA方法，对我国部分
上市城市商业银行运营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证
明，我国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运营效率较好，只有
少数稍有欠缺。结合模型分析，指出了提高我国
城市商业银行运营效率的改进措施。对于运营
效率同时有效的城市商业银行，通过超效率DEA
方法对它们的效益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排出了
它们经营状况优劣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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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A and super efficiency DEA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efficiency of some listed city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DEA analysis, most of China's urban commercial
banks have goo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nly a few of which are slightly deficien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model, some improvement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invalid city commercial banks. For
the city commercial banks which are effective at the same time, we use the super efficiency DEA method to
further analyze their benefits and distinguish their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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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提升员工的适应性绩效？从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切入开展研究可更为本质地解答该问题。基于“工作

需求—资源”模型，采用“组织干预—员工能力—员工绩效”逻辑，构建了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适应性绩效影响

机制的分析框架，并侧重分析员工的三种柔性能力的中介效应。通过对305名员工样本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支持性

人力资源实践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员工柔性能力和适应性绩效；技能柔性、认知柔性以及关系柔性在支持性人力资源实

践对适应性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具备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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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组织效益源于不同员工工作绩效的有机整
合，在以变革性与动态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组织
中，仅注重从任务绩效（Task Performance）与关系
绩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两个传统绩效维度
上激发员工潜能已经很难为组织带来可持续发
展优势，员工有效适应工作场所变化所产生的一
系列效能才是当下组织效益的最重要来源，这种
效能被称为“适应性绩效”（Adaptive Perfor-
mance）[1]。全球公认的“未来工作与协作”领域的
思想领袖雅各布·摩根在其经典著作《重新定义
工作》中也指出，学习能力和将学到的知识应用
到新的和独特情境的能力是未来评判优秀员工
的重要原则。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提升员工的
适应性绩效”就成为了理论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
问题。

对于该问题的解答，当前主要有两类研究
趋向。一类关注员工的能力，如Pulakos 等[2]的
研究认为，员工个人的认知能力与知识技能对
具有变革性和动态性的适应性绩效的预测作用
更大；渠彩霞和王忠[3]的研究也发现，员工的自

我效能感对适应性绩效起积极作用。另一类则
立足于“工作需求—资源”模型，认为要想不断
适应工作当中出现的新需求，员工必须付出更
大的精力与时间，而如果在工作中得不到相应的
资源支持，员工就会产生倦怠心理，最终并不会
带来适应性绩效，也即组织支持是影响员工适应
性绩效的关键因素。典型研究如，Griffin等[4]研
究认为，团队支持有助于提升适应性绩效；钟卫
东等[5]的研究也发现，支持性组织氛围能够激发
员工的创新活力，这有益于提升适应性绩效。
在人力资源研究领域，上述这些组织支持被称
为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SHRP），它具体是指组
织向员工投资并认可员工贡献的管理实践[6]。
客观来说，尽管两类研究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
成果，但也存在如下两方面不足：一方面，关注
员工能力的研究未能进一步考察“为何员工会
存在能力差异”的问题，导致无法更为本质地发
掘出影响适应性绩效水平的因素；另一方面，关
注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的研究虽然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员工能力研究的不足，但对于影响
机制的认识却十分薄弱，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
也因缺乏统一的理论逻辑而导致观点杂乱。这
些不足使得当前研究对于“如何提升员工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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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绩效”问题的解答并不完整，严重制约了理
论发展与实践参考应用。

事实上，根据人力资源研究领域的“组织干
预—员工能力—员工绩效”逻辑，员工能力与支
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密切相关，也即支持性人力资
源实践通过提升员工能力来最终促进适应性绩
效提升。进一步从员工能力层面来看，适应环境
变化的能力与适应性绩效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
它在研究中多被界定为柔性能力[7]。结合这些认
识，本研究将基于“工作需求—资源”模型，采用

“组织干预—员工能力—员工绩效”逻辑，同时关
注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与员工柔性能力，实证分
析“员工柔性能力对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与适应
性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从而弥补上述研究不
足，更为系统地解答“如何提升员工的适应性绩
效”问题。

二、研究假设与分析框架

（一）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与适应性绩效
依据“工作需求—资源”模型，工作需求与

工作资源之间的均衡状态能够有效作用于员工
工作态度/动机等因素，实现员工绩效水平的改
善[8]。在以变革性和动态性为主要特征的工作
场所中，员工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来满足工作
要求，因而容易出现工作倦怠、投入降低等不良
行为。人力资源实践作为组织中与个体直接相
关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通过向员工传达关键
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来影响员工个体的绩效，
而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旨在对员工进行投资并
认可员工贡献，为员工提供所需资源与情感支
持，营造一种支持性的环境与氛围，这等同于为
员工提供了高质量的组织资源，促使员工在工
作需求与工作资源间达到均衡状态。一方面，
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为员工打造“强连接”的关
系网络提供了契机，能够满足员工在工作场所
中的人际需求；另一方面，从组织学习的角度
讲，公平的绩效评价与合理的职业发展空间能
够提高员工学习与工作的积极性，培训则促使
员工实现自身能力（技能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增
值，满足员工应对工作场所不确定情况的需
求。依据社会交换理论，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

通过提供工作资源为员工带来的组织支持感[9]，
促使员工改变工作投入，展现出组织公民行为，
进而影响员工绩效。刘善仕等[10]通过实证研究
验证了员工的组织支持感可以显著增强人力资
源实践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作用。依据以上
研究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适应

性绩效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

（二）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与员工柔性能力
诸多研究认为人力资源实践活动是提高员

工柔性能力的手段。Huang和Cullen[11]以台湾制
造业人力资源经理为样本进行随机调查研究后
发现，人力资源实践活动对员工柔性存在影响
作用。邢会等[12]通过对110家样本企业的研究
发现高绩效人力资源实践对组织层次的人力资
源柔性存在积极正向的影响。支持性人力资源
实践主要通过为员工提供广泛的培训学习机
会、激励的薪酬体系以及合理的发展空间等组
织资源投入来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员工人力资本
的提升。van Dam和 Thierry[13]认为加大促进员
工技能发展类的管理实践有利于企业培养具有
多样化技能的员工，为员工适应不同的工作环
境提供了机会。Shafer等[14]也指出培训开发等
实践活动有助于员工拓展自身的技能领域，使
员工有能力应对工作场所中可能出现的新情
境。同时，提供共同的学习机会，有利于员工之
间构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加员工之间的互
动动机，促进员工对同事的工作给予支持与帮
助，根据组织需要投入到合作性的工作当中。诸
多研究证实如果人力资源实践具备足够的支持
性与公平性，员工更倾向于在工作场所调整自身
的行为，因此会变得更加具有柔性[15]。激励的薪
酬体系与职业发展也会鼓励员工与能力出众的
员工进行交流，因为他们希望掌握更多的新技
能，在薪酬、职业发展等方面都有所改善。鉴于
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技能

柔性具有积极的影响

H2b：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关系

柔性具有积极的影响

H2c：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认知

柔性具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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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员工柔性能力与适应性绩效
现代企业处在充满不可预测性的竞争环境

当中运行，“不断重新定义个体的工作”是有机组
织的一个核心特征[14]。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柔
性能力意味着员工拥有冗余的技能、经验等资
本，不断改进自身的知识库，对工作有较高的控
制力，且在工作上可能表现为富有创造力或新颖
有益的想法，以此获得更高的生产率[16]。“人力资
本冗余”使员工产生对工作的胜任感，认为自己
的资质能够满足工作要求，促使员工在工作场所
内容变动时能够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行为[17]。
具体而言，拥有柔性能力意味着员工掌握充足的
知识与技能储备，具备更高的创造力特征，能够
适应工作场所中不同的岗位职能，有效执行多样
化的任务。

员工的柔性能力是多维度的，按照三维度的
划分：技能柔性作为员工技术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员工的工作绩效存在积极影响[18]；认知柔
性表现为员工在工作当中具有更多的创新行为，
能够不断地接触新的环境、产生新的想法[19]，因
而能够主动适应工作场所变动，获取良好绩效产
出；关系柔性表明员工存在一种双赢心态，能够
在工作中相互依赖、相互帮助，有助于员工持续
地学习和快速地成长，更好地释放自身的创造
力，在组织环境变化时展现出多种有益于企业的
行为。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a：技能柔性对适应性绩效存在积极

正向的影响

H3b：认知柔性对适应性绩效存在积极

正向的影响

H3c：关系柔性对适应性绩效存在积极

正向的影响

（四）员工柔性能力的中介作用
人力资源实践是组织与员工基于互惠和社

会交换关系的相互投资，有效的人力资源实践可
以对员工的能力等因素产生影响。一方面，支持
性人力资源实践作为一种组织的投资行为，能够
增强员工做出积极互惠行为的动机[20]，提高自身
柔性能力；另一方面，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员工
在特定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柔性能力又具备路径
依赖性，因而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从
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看，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能
够影响员工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等，而员工具备
的知识与技能构成的“资本池”决定了员工在各
种组织活动中的责任能力。Chu-Chen[21]研究发
现，通过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组织的人力资源
投资会显著正向影响组织绩效；Hsu等[22]的研究
同样发现，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能够提升组织的
人力资本和内部沟通频率，进而提升组织绩效；
戚振江[23]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支持了人力资本作
为人力资源实践与组织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
在外部劳动力市场快速变化的今天，员工柔性能
力（技能柔性、认知柔性、关系柔性）是成为人力
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是不争的事实。据此，本
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a：技能柔性在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

对适应性绩效的影响关系中具备中介作用

H4b：认知柔性在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

对适应性绩效的影响关系中具备中介作用

H4c：关系柔性在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

对适应性绩效的影响关系中具备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如下的研究概念模
型（图1）：

图1 研究概念模型

迟考勋：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员工柔性能力与适应性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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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样本与变量测量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企业内部的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或咨询人员等类型员工，这类员工
拥有知识并利用知识进行价值创造。采取委托
问卷星网站服务和人际关系网络两种方式回收
数据，两种方式都借助问卷星平台，问卷以微
信、邮箱、朋友圈等方式获得。样本收集从2015
年3月到5月，历时两个月，共发放问卷422份，
收回问卷 350 份，回收率为 82.9%。在收回的
350份问卷中，剔除答案自相矛盾及明显雷同的
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05份，有效回收率为
72.3%。

（二）变量测量
首先，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以Kuvaas[24]开发

的实践量表为基础，本研究根据中国文化背景
对量表进行了翻译和修正。量表包括职业开
发、培训机会和绩效评估三部分，共17个题项，
其中职业开发和培训机会均包括5个题项，绩
效评价包括7个题项。其次，员工柔性能力以
Beltran-Martin等[25]开发的人力资源柔性量表为
基础，在孟繁强[19]等翻译基础上修订而成，共20
个题项，其中技能柔性和关系柔性均包括8个

题项，认知柔性包含4个题项。最后，适应性绩
效采用陶祁和王重鸣[26]开发的适应性绩效四维
度问卷，包括四个子问卷，共计25个题项。所
包含的四个维度及其对应的子问卷分别为：压
力和应急处理（8个题项）、人际和文化适应（7
个题项）、岗位持续学习（6个题项）和创新解决
问题（4 个题项）。4个子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91、0.94、0.92 和
0.85。本量表为七点制等级评定量表，从 1（完
全不符合）到 7（完全符合）。另外，本研究控制
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工作年限、岗位
职务六个个体层面变量与企业规模、企业性质、
行业三个组织层面变量。

四、实证分析与检验结果

（一）变量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首先运用SPSS 19.0软件进行变量相

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支持性
人力资源实践与技能柔性、认知柔性、关系柔性
以及适应性绩效呈正相关关系；技能柔性、认知
柔性、关系柔性与适应性绩效之间均呈正相关关
系。这些结果为分析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的作
用效应以及三种柔性能力的中介作用效应提供
了必要前提。

表1 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N=305）

变量

1 SHRP
2 技能柔性

3 认知柔性

4 关系柔性

5 适应性绩效

均值

3.68
3.89
3.93
3.75
3.93

标准差

.639

.456

.441

.570

.419

1
1

.510***

.540***

.599***
.552**

2

1
.714**
.442**
.755**

3

1
.456**
.818**

4

1
.535**

5

1

（二）信度检验
采用SPSS 19.0 软件进行各个量表信度检

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结果可知，各个量表的
Cronbach’а值均大于0.7，达到接受水平，表明
各个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

（三）效度检验
本研究以Mplus 7.0统计分析软件为工具，

采用结构方程技术对各个构念的测量模型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并选取 CFI、TLI、RMSEA、
SRMR等指标检验聚敛效度，拟合情况如表3所
示。由分析结果可知，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各个
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范围为 0.610-
0.802，且 t值均达到显著水平；技能柔性各个测
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范围为0.514-0.736，

注：***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指在.01的水平上显著；*指在.05的水平上显著；SHRP指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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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t值均达到显著水平；认知柔性各个测量题项
的标准化因子载荷范围为0.508-0.678，且t值均
达到显著水平；关系柔性各个测量题项的标准化
因子载荷范围为0.626-0.752，且t值均达到显著
水平；适应性绩效各个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
荷范围为0.513-0.618，且 t值均达到显著水平。
由表3数据可看出，各变量的拟合指标均在可接
受范围之内，表明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均具有良

好的聚敛性。
进一步，本研究采用竞争模型比较法检验各

个变量的区分效度。基准模型由支持性人力资
源实践、技能柔性、认知柔性、关系柔性和适应性
绩效五个因子构成，分别与一因子、二因子1、二
因子2、三因子模型进行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
可看出，基准模型的拟合指标最优，说明各个变
量具备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2 信度分析结果（N=305）

变量

SHRP
员工柔性能力

适应性绩效

维度

技能柔性

关系柔性

认知柔性

题项数

17
8
4
8
25

Cronbach’а系数

.946

.758

.789

.767

.920
注：SHRP指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

表3 构念测量模型的整体拟合结果（N=305）

模型

SHRP
技能柔性

认知柔性

关系柔性

适应性绩效

CFI
0.934
0.883
0.951
0.999
0.868

TLI
0.926
0.836
0.931
0.998
0.856

卡方/自由度

2.380
3.950
2.182
1.056
2.169

RMSEA
0.067
0.098
0.062
0.014
0.062

SRMR
0.041
0.055
0.041
0.019
0.052

因子载荷范围

0.610-0.802
0.514-0.736
0.508-0.678
0.626-0.752
0.513-0.618

注：SHRP指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

表4 区分效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305）

模型

基准模型

三因子

二因子1
二因子2
一因子

因子

SHRP,SK,C,R,A
SHRP,SK+C+R,A
SHRP+SK+C+R,A
SHRP,SK+C+R+A
SHRP+SK+C+R+A

CFI
0.968
0.900
0.883
0.833
0.832

TLI
0.958
0.879
0.862
0.803
0.804

卡方

140.272
274.421
309.109
401.584
405.350

n
80
87
89
89
90

卡方/n
1.753
3.154
3.473
4.512
4.504

RMSEA
0.050
0.084
0.090
0.107
0.107

SRMR
0.040
0.060
0.064
0.070
0.070

注：SHRP指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SK指技能柔性；C指认知柔性；R指关系柔性；A指适应性绩效

（四）检验结果
运用Mplus 7.0软件，采用全模型分析方法

对假设进行验证。首先，验证支持性人力资源实
践对适应性绩效的直接影响（图2）。结果显示：

两者之间的路径系数 r = 0.333，在95%水平上的
置信区间为[0.241,0.426]，不含0，表示支持性人
力资源实践能显著影响员工的适应性绩效，H1
得到验证。

迟考勋：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员工柔性能力与适应性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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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直接效应检验

其次，运用Mplus 7.0软件，构建包括中介变
量的全模型语句进行分析（表5）。结果表明：支
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对技能柔性存在积极显著的
影响（ r = .331，p < .001），H2a得到验证；支持性

人力资源实践对认知柔性存在积极显著的影响
（r = .309 ，p < .001），H2b得到验证；支持性人力

资源实践对关系柔性存在积极显著的影响
（ r = .497，p < .001），H2c得到验证；技能柔性对

适应性绩效存在积极显著的影响作用（r = .282 ，

p < .001），H3a得到验证；认知柔性对适应性绩

效 存 在 积 极 显 著 的 影 响 作 用（ r = .491 ，
p < .001），H3b得到验证；关系柔性对适应性绩

效 存 在 积 极 显 著 的 影 响 作 用（ r = .109 ，
p < .001），H3c得到验证。对全模型进行分析时

发现，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对适应性绩效不存在
积极显著的影响作用，说明技能柔性、认知柔性
和关系柔性在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对适应性绩
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完全的中介作用。

表5 变量的路径分析结果（N=305）

变量

SHRP
技能柔性

认知柔性

关系柔性

中介变量

技能柔性

.331***

因变量

认知柔性

.309***
关系柔性

.497***
适应性绩效

.015
.282***
.491***
.109**

注：***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指在.01的水平上显著，*指在.05的水平上显著，SHRP指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

Mackinnon[27]建议，若间接效应乘积项的置
信区间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不显著，若该置信
区间不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鉴于此，本
研究继续运用Mplus 7.0软件，采用Bootstrap分
析方法（Bootstrap=1000），进一步对中介效应进
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技能
柔性在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对适应性绩效影
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为0.093，且95%水平上的

置信区间范围不包括0，表明技能柔性的中介
效应显著，H4a得到验证；认知柔性在支持性人
力资源实践对适应性绩效影响过程中的中介
效应为0.171，且95%水平上的置信区间范围不
包括0，表明认知柔性的中介效应显著，H4b得
到验证；关系柔性在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对适
应性绩效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为 0.054，且
95%水平上的置信区间范围不包括0，表明关

表6 中介效应检验的Bootstrap分析（N=305）

自变量

SHRP

总中介效应

中介变量

技能柔性

认知柔性

关系柔性

.319

因变量

适应性绩效

.237

中介效应

.093

.171

.054

.401

95%水平置信区间

Lower
.043
.111
.008

Upper
.144
.232
.100

注：SHRP指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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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柔性的中介效应显著，H4c得到验证。同时，
结果表明，总的中介效应为0.319，且95%水平
上置信区间范围不包括0，说明总中介效应也

显著。
SEM路径系数见图3。

图3 SEM全模型路径系数分析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工作需求—资源”模型构建了

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适应性绩效影响的
分析框架，并探析了员工柔性能力（技能柔性、认
知柔性、关系柔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305
份员工自我报告数据为样本，得到了相关验证，
并得出以下研究结果：一方面，“支持性人力资源
实践—员工柔性能力—适应性绩效”的逻辑框架
被证实。说明，组织的支持性人力资源系统，包
括有目的的培训、绩效评价以及职业发展空间等
管理活动的实施或干预，能够显著影响员工的适
应性绩效水平。另一方面，员工柔性能力在支持
性人力资源实践与适应性绩效的影响效应之间
存在中介效应，表明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活动，
需要通过中介因素方能对组织的适应性绩效产
生正向影响。其中，员工技能柔性能力的提升，
在组织对员工能力开发的过程中有较强的中介
效应。

（二）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首先，进一

步探究了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适应性绩
效的影响机制，这一重要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
究议题。本研究主要基于员工个体层次，针对支

持性人力资源实践进行分析，以期从一个较新的
角度丰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研究。其次，进一步
找寻和验证了人力资源实践对绩效影响的中介
因素。以往对员工个体行为的研究多将态度或
行为变量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探讨，本研究认为，
在不确定性加强的外部环境下，无论是对组织能
力，抑或员工个体能力的提升，均是高绩效水平
的本质和基础所在。最后，组织层面的管理实践
或干预行为，直接对应或首先影响的应是员工的
能力转变，但柔性能力是一个多维的变量，本研
究所选取的员工柔性能力包括技能柔性、认知柔
性和关系柔性三个维度，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

“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适应性绩效”的影响机
制研究。

从实践意义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员工能
力，主要是智力或智慧是企业中最为宝贵和稀
缺的资源，组织的一切管理行为应围绕员工的
能力获取、配置、开发和利用而进行。本研究的
结论证实，企业对员工的能力提升进行投资是
有意义的，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有助于提升员
工的柔性能力，进而提升员工绩效和组织有效
性。员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高流动率往往使得
企业怀疑对员工的能力开发和投入只是“为他
人做嫁衣”，但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也
许问题的关键点不是企业要不要对员工进行能
力开发，而是应该进行哪些能力的开发和如何

迟考勋：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员工柔性能力与适应性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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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开发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当前充
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企业在提升其任务绩效
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升知识员工的适应性绩
效，而提升员工的突发问题的解决能力、创新能
力、岗位持续学习能力等，则是与适应性绩效提
升更为相关的柔性能力。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是调查样本存

在局限性，比如样本的年龄层次普遍偏低，部门
分布比较集中，选取比较随机，以及样本的数量

较少，其代表性有待提升；其次是本研究使用的
量表均为国外的成熟量表，尽管经过多次调整和
修正，仍然难以确保与中国的文化环境十分符
合，未来研究需要对量表进行更为细致的调整或
者对量表进行重新开发，以使其更加满足中国背
景和文化环境；最后是本研究对员工柔性能力的
定义较为宽泛，维度划分还需细化和深化，而且
对从员工个体能力跃升为对组织绩效产生重大
影响的柔性能力探索，也需要更高阶层面的理论
建构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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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improve staff’s adaptive performance? The question could be essentially sol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ortive human resources practice. Based on job demand- resource model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organization intervention- employee ability- employee performa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mpact analysis framework of supportive human resources practice effect on adaptive
performance when focusing on analyz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ployees’three flexible abilities. It is
shown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305 samples that supportive human resources practice apparentl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staff’s flexibility and adaptive performance while skill flexibility, cognitive flexibility
along with relation flexibility are fully qualified as a mediator in the process of supportive human resources
practice influencing adaptiv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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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财政政策被运用于调控经济，以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从财政

支出角度出发，研究财政政策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联性，有利于客观认识以及指导调控政策出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0-2017年的数据，通过构建横截面回归、固定效应模型、GMM工具变量检验，发现财政政策具

有挤出效应。鉴于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无法得到很好的改善，政府有必要重点关注财

政支出对民营企业的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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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转轨的背景下，我国大量企业面临着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尤其是相对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更难获得较大额度、较长期限的贷款，
且在贷款成本上高于国有企业[1-2]。为企业解困，
为新经济体发展注入更多活力，是政府扭转经济
困局、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创新创业、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举措。“十三五”规划中强调，政府要
发挥解决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的核心作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通过积极财政政策解决民营
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与货币
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那
么直接，也少有深入研究。过去研究影响企业融
资约束问题多集中于微观层面，从宏观经济政策
渠道来进行的研究很少。在西方国家二十世纪
初的前三十年，很少看到财政政策影响企业融资
渠道的研究成果，国内相应的研究报道也比较
少。分析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经济政治体
制具有单一性特征，同时又处于经济转型阶段，
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手段调控企业生产经营的行
为更加频繁，因此针对我国财政政策与企业融资
的关联性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报道中，关于财政政策与企业融资
约束的研究多以现金流敏感模型作为原型，分析

财政政策是否影响企业现金的持有动机。与以
往的文献比较，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运用我
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研究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
可以改善企业融资约束，为我国政府使用财政政
策调节企业经营活动提供理论依据；（2）本文利
用上市公司财务相关数据构造数据面板，采取截
面数据回归分析同面板数据GMM分析相结合的
方式，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稳健的保证，同时
不同以往研究的结论，本文认为财政政策在影响
企业融资约束的路径上存在不对称效应。本文
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同时提出本文
假设；第二部分为模型设计，包括样本的选择，变
量的选取；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以及稳健性
检验；第四部分为本文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Modigliani 和 Miller 的 MM 理论[3]表明在完
美的资本市场中，企业的融资决策与环境无关，
然而在现实市场中，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逆向选
择等诸多引起资本市场摩擦的因素，企业面临
融资约束的问题成为现实问题，企业内外部融
资成本的差异性，便会导致企业融资约束。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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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itz和Weiss的研究[4]表明信息不对称使得市场
主体彼此交易地位不同，所以这就使得融资活
动变得十分复杂。Fazzari等[5]的融资约束理论
认为，现实中市场的不完全性是造成企业融资
约束的重要原因。连玉君[6]的研究发现，具有融
资约束的企业会保留更多的现金用于风险防范
以及投资。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和
主要经济体相继出台大量宏观经济政策以刺激
经济的增长，刺激效果研究成为了产业界和理论
界关注的重点。然而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融
资的相关研究中，鲜有从财政政策角度出发去揭
示两者的关联。查阅相关文献发现，1970-2008
年间欧美西方国家基本没有采用财政政策去调
节企业的生产活动，相关理论研究更是少之又
少。鉴于中国特有的经济政治体制，政府实施的
财政政策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非常重要。部
分学者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缓解企业融资
约束。胡坚等[7]认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
政府财政支出会产生挤入效应，能够有效地提升
私人固定资产投资的水平。任曙明等[8]则对积极
的财政政策做了定义，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为企业创造稳定的外部生产
环境，同时为企业提供担保，抵消因经济下行造
成银行惜贷的外部融资因素，进而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观点。张延[9]的研究
结果表明，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社会投资具
有挤出效应，即会挤占企业融资空间，增强企业
的融资约束程度。张婧予[10]通过对1980-2012年
年度经济数据分析，认为政府购买的增加与投资
的下降之间具有同期的显著负相关关系，也证明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存在挤出效应。还有一些
学者对不同阶段财政政策和财政支出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张文君[11]根据财政支出增长率的高
低来衡量财政政策周期，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积极的财
政政策通过加大投资、提供补贴和融资担保降低
了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然而民营企业同时还受
到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作用，融资约束并未
得到明显改观。帅雯君等[12]通过考察财政支出
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分析财政政策实效，发现不同
经济发展阶段财政支出表现为挤出效应和挤入

效应交替的区制转移。
总结现有文献，本文认为长期实施稳健货币

政策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对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
影响更为显著。鉴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即在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二元结构下民营企业不
能享有同国有企业相等的待遇，尽管政府实施了
积极的财政政策，但由于庞大的信贷资金会汇聚
到大型公共投资领域，反而会挤占民间投资的空
间，进而影响商业银行在借贷的审批上对民营企
业采取更加严格的借贷行为。整体来看，积极的
财政政策同企业融资约束在关联性上可能呈现
一种模棱两可、此消彼长的局面。我国民营企业
在规模上虽不及国有企业，但是在数量上却占据
着绝对的地位，所以财政支出与企业融资约束应
该呈现正相关关系，可理解为财政政策对社会投
资具有挤出效应，而在偏紧的财政政策下，所有
企业则都会面临着融资成本的增加。据此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
改善具有不对称性，即可以改善国有企业的融资
约束问题，无法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

假设2：紧缩财政政策下，国有企业和民营
企业都将面临融资约束加重的问题。

假设3：财政支出总体上对企业融资约束呈
现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出具有挤出效应。

不同于以往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缓解
企业的融资约束的观点，本文从中国独特的经济
结构出发，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存在不对称
效应。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0-2017年公司
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同时将样本分为积极财政
政策区间和稳健财政政策区间，通过横截面回归
分析、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GMM稳健性分析得
出具体结论。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0-2017年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

公司的财务数据，为统一数据口径，所有数据均来
源于CSMAR数据库，同时本文剔除金融类公司，
ST企业，企业成立年份过少，以及相关缺失变量
的观测值之后，本文的最终样本为1099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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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定义
本文实证检验共有六个变量，核心变量为融

资约束与财政支出，企业年龄（AGE），企业成长
性（GROWTH），盈利能力（ROE），企业规模
（SIZE）为控制性变量。我们借鉴靳庆鲁[13]、张文
君[11]的方法，CF代表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并且
该值越大表示企业现金预防持有性动机越强，融
资约束程度越高。借鉴陈胤默等[14]、马红等[15]的
方法，GROWTH代表企业的成长性，本文用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的比例来代表，即主营业
务收入增速越快，表明企业有更快的发展速度，
即具有成长性；企业盈利能力以ROE指标来表

示，净资产收益率往往代表企业在去除负债指标
后的盈利状况，更能反映企业的发展潜力；企业
规模SIZE，本文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来表示，
企业总资产越大，企业规模也就越大，同时也表
示企业可以采取规模化生产，因而需要大量的资
金。企业年龄AGE，我们以上市企业成立年份和
观测年份末期的差值来表示，以后文献表明企业
年龄越大，具备拥有更多的生产储备资金的可能
性，而初创企业大都面临融资约束的问题。本文
解释变量为财政政策变量，借鉴张文君[11]的方
法，以2000-2017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率来代
表，以字母GF表示，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融资约束

企业成长性

企业年龄

盈利能力

企业规模

政策

代表符号

CF
GROWTH

AGE
ROE
SIZE
GF

变量定义

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

企业成立年份到样本观测年份

净资产收益率

企业总资产取对数

财政支出历年增长率

（三）模型构建
基于张文君、张延等[9][11]的实证检验方法，我

们稍作变换后得到如下检验模型：
CFi，t = β0 + β1*GFt + β2*SIZEi，t +
β3*GROWTHi，t + β4*ROEi，t + β5*AGEi，t + ξ

（假设3）
上式中 CF 为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

量，下标字母 i 代表企业个体，t 代表年份，SIZE

代表企业规模水平，GROWTH 表示企业的成长
性，ROE 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AGE 表示企业
年龄的变量，SIZE、GROWTH、ROE、AGE 均
为控制性变量。 β1 为主要测试变量，根据本文

的假设3，我们预期其系数应该显著大于零。为
了验证假设2，我们以财政支出增长率中位数为
界，位于之上则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区间，位于之
下则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区间，我们再以 SGF 代
表稳健的财政政策区间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假设
2 验证模型如下所示：

CFi，t = β0 + β1*SGFt + β2*SIZEi，t +
β3*GROWTHi，t + β4*ROEi，t + β5*AGEi，t + ξ

（假设2）

β1 为主要测试变量，根据假设2，我们预期

其系数应该显著大于零，即在稳健或者相对于积
极的财政政策期间，财政支出与企业融资约束程
度成正相关关系。根据假设1，积极的财政政策
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应该是不对称的，为了验
证假设1，我们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两大类，验证模型如下所示：

CFi，t = β0 + β1*G*LGFt + β2*SIZEi，t +
β3*GROWTHi，t + β4*ROEi，t + β5*AGEi，t + ξ

（假设2）
其中 G 为虚拟变量，G = 1，代表国有企业，

M = 1，代表民营企业，LGF 代表积极财政政策区
间财政支出增长率。根据假设 1，我们预期
G*LGF 系数应该为负，M*LGF 系数应该为正，即
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缓解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
但是会加强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样本企业在研究期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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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表可以看出，融资约束变量最小值和最大
值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这为研究货币政策对融
资约束的影响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本文假设
中，财政政策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约
束的改善是不同的，因此融资约束变量的差异

性可以有助于研究不同的财政政策对不同融
资约束水平带来的冲击。同时控制性变量的
巨大差异化也有助于丰富样本企业的多样化，
为我们后文的实证分析得出一般性结论提供
保障。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CF

ROE

SIZE

CF

GROWTH

AGF

均值

0.0476
5.5886
21.8415
0.1499
0.6824
16.4656

方差

0.0858
19.5069
1.2943
0.0458
0.6857
6.8289

最小值

-0.5654
-541.02
18.4207
0.0664
0.0002

2

最大值

0.9014
160.9650
26.8234
0.2264
22.9344

68
（二）相关性分析
表3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我们以***

代表变量在1%水平线显著，**代表变量在5%
水平下显著，*代表变量在 10%水平下显著。
表3中财政支出GF总体上与融资约束的相关
性为正，企业的经营年限以及经营规模均与融

资约束成正相关关系，同时在相关系数检验
中，我们发现GF同CF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为
正这一结果同本文假设3一致，但是简单的相
关性检验只能提供给我们变量之间大致的关
系，结论并不稳健，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实证
分析。

表3 变量相关性

cf

grow th

age

roe

size

GF

cf

1
0.1095***
0.0000

-0.0603***
0.0000

0.1862***
0.0000

-0.0327**
0.0014

0.0527***
0.0000

grow th

1

0.0028
0.1449

0.0891***
0.0000

0.0273***
0.0006

0.0531***
0.0000

age

1

0.0368*
0.0526

0.3198***
0.0000

-0.3743***
0.0000

roe

1

0.1707***
0.0000
-0.001
0.9199

size

1

-0.2519***
0.0000

GF

1

（三）回归分析
（1）假设1检验结果
我们分别运用横截面OLS回归，固定效应

模型，GMM 稳健分析验证在积极的财政政策
下，财政支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非对称效应。
表 4 为积极财政政策下国营企业样本回归结
果，G*LGF 的系数始终为负，OLS 回归下，

G*LGF 的系数为-0.171，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下，
G*LGF 的系数为-0.145。一般情况下，在存在
异方差或者自相关的情况下，GMM更为有效，
GMM检验对工具变量的选取比较严格，工具变
量不能同被解释变量的扰动项相关，但要同内
生解释变量有所关联。所以工具变量的选取直
接关乎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各变量一阶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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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具变量，GMM检验下，G*LGF 的系数为-
0.170，在1%水平下显著，以上结果表明积极的
财政政策可以缓解国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然而
表5中，在给定积极财政政策区间下，财政支出
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除
了在固定效用模型检验下，M*LGF 系数不显著
外，在基准OLS回归中，M*LGF 系数为0.0742，
GMM稳健回归结果中，M*LGF 系数为0.0899，

均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加
重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在积极财政政策
下，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大量投资汇聚到铁
路、机场、公路等大型公共项目中，商业银行也
会把更多的精力集中于承担大型工程建设的国
有企业。与之相对应的是，民营企业的融资需
求无法得到满足，融资的外部条件进一步恶化，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依然存在。实

表4 积极财政政策下国营企业样本回归结果

G*LGF

SIZE

ROE

AGE

GROWTH

Cons

（1）
OLS

-0.171*
（-2.04）
-0.00138
（-0.92）
0.000364**
（2.68）
-0.000491
（-1.39）
0.0118**
（3.12）
0.110**
（3.28）

（2）
FIX

-0.145
（-1.85）
-0.0199***
（-5.91）
0.000204**
（2.66）
0.000527
（0.80）
0.0323***
（5.92）
0.477***
（6.91）

（3）
GMM
-0.170

（-1.65）
-0.0238***
（-3.50）
-0.00291
（-1.82）
0.00300
（1.76）
0.0312*
（2.38）
0.544***
（4.10）

表5 积极财政政策下民营企业样本回归结果

M*LGF

SIZE

ROE

AGE

GROWTH

Cons

（1）
OLS

0.0742
（1.80）

0.00440***
（4.78）

0.000815***
（13.09）

-0.00101***
（-5.26）
0.00812***
（5.10）
-0.0535*
（-2.54）

（2）
FIX

0.0541
（1.38）
-0.00237
（-1.18）

0.000667***
（10.65）
-0.000379
（-1.12）
0.00709**
（2.76）
0.0883*
（2.16）

（3）
GMM

0.0899*
（2.16）

0.00533***
（5.01）

0.00119***
（3.88）

-0.00112***
（-5.76）
0.00606**
（2.91）
-0.0744**
（-3.17）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 0.05, **p< 0.01, ***p< 0.001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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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结果同本文假设1基本一致。
（2）假设2检验结果
为了验证假设2，我们以财政支出增长率中

位数为界，位于之上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区间，位于
之下则为紧缩稳健的财政政策区间，我们以 SGF

代表紧缩的财政政策区间的财政支出增长率，根
据假设2，稳健或偏紧的财政政策下，无论是国有

企业或民营企业都面临着融资成本的增加，因此
这个时期财政支出应该同企业融资约束正相关。
表6结果表明，在三种不同的回归分析中，财政支
出 SGF 的系数始终为正，除固定效用检验中统计
不显著外，财政支出 SGF 的系数在基准OLS回归
中为0.0742，GMM回归中为0.0899，该结果验证
了本文假设2，即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企业的融

表6 紧缩财政政策下全样本回归结果

SGF

SIZE

ROE

AGE

GROWTH

Cons

（1）
OLS

0.0742
（1.80）

0.00440***
（4.78）

0.000815***
（13.09）

-0.00101***
（-5.26）
0.00812***
（5.10）
-0.0535*
（-2.54）

（2）
FIX

0.0541
（1.38）
-0.00237
（-1.18）

0.000667***
（10.65）
-0.000379
（-1.12）
0.00709**
（2.76）
0.0883*
（2.16）

（3）
GMM

0.0899*
（2.16）

0.00533***
（5.01）

0.00119***
（3.88）

-0.00112***
（-5.76）
0.00606**
（2.91）
-0.0744**
（-3.17）

资约束程度会变得更加严重。
（3）假设3检验结果
假设3表明我国目前民营企业在规模上虽

不及国有企业，但是在数量上却占据绝对的地
位，所以财政支出对企业融资约束从总体上来讲
应呈现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我国的财政支出的

挤出效应占主导地位。表7中 GF 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OLS回归中，GF 系数为
0.0585，固定效应检验中，GF 系数为 0.0245，
GMM稳健性检验中，GF 系数为0.0725，该结果
验证了我们的假设3——我国的财政支出具有
挤出效应，会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表7 我国财政支出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联

GF

SIZE

ROE

（1）

OLS

0.0585**

（2.97）

0.00190**

（2.77）

0.000766***

（17.99）

（2）

FIX

0.0245

（1.67）

-0.00668***

（-4.75）

0.000579***

（14.08）

（3）

GMM

0.0725***

（3.64）

0.00413***

（5.02）

0.000577*

（2.53）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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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财政支出总体上具有挤出效应，而积
极的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会放宽国有企业的融
资约束呢？基于前述文献梳理，无论是通过利率
传导还是信贷传导机制，国有企业依靠中国独特
的体制优势，相比较于民营企业会更多地获得财
政支持，进而挤占了资本市场的融资空间，因此
财政支出总体上具有挤出效应。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已有研究结论基础上，运用上市企
业财务数据，根据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
财政政策与我国企业的融资约束总体存在正相
关关系，财政政策总体上挤占民间投资；（2）实
施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
降低，财政支出同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负相关，然
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存在，财
政支出无法为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情况带来太
大改善；（3）在实行稳健或者偏紧的财政政策期
间，财政支出同企业融资约束成正相关，企业融
资成本增加。

在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下，财政支出会挤占
社会投资，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多地偏向于缓
解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并不能得到很好缓解，对此问题本文提
出如下对策建议。

站在政府角度，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应
该重点关注财政支出对民营企业的传导，改善
民营企业的资金流动性，尤其是在当下经济下
行、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这点尤为重要，要
落实国家政策扶植民营企业的初衷。政府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关注结构化的调整，不同类
型的企业应该采取相应灵活的政策，国家在实
施产业政策时，应坚持市场经济为主导，完善资
本市场，降低民营企业融资的门槛，让民营企业
可以搭上政策的春风，帮助民营企业更好更快
地成长。

站在企业角度，我国企业不论国企还是民企
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即银行贷款占据企业融资
的大部分，由于银行信贷同经济周期的关联性很
大，非常容易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因而企
业的融资也就同经济周期的关联性分不开。当
前我国处于经济下行阶段，经济结构转型也即意
味着企业的生产更新换代，企业要想顺利转型就
不应过多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应把重点放到关
注自身财务管理和经营管理上，类似于当下的宏
观审慎管理政策。在企业高速发展的阶段，一旦
面临国家实施的宽松财政政策，企业应该留存部
分现金，把资金用于创新发展方面，鉴于企业创
新需要一定时间，这样既可以抑制企业过快生
长，同时也为步入紧缩财政政策周期时的企业提
供更多的创新推动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宏观经济
政策带来的冲击。

Age

GROWTH

Cons

（1）
OLS

-0.000840***
（-6.05）
0.0113***
（9.51）
-0.000766
（-0.05）

（2）
FIX

-0.000243
（-1.00）
0.0174***
（8.79）
0.179***
（6.24）

（3）
GMM

-0.000922***
（-6.61）
0.00808***
（5.33）
-0.0470**
（-2.58）

表7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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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fiscal policies are always
used to influence economy for enterprises’alleviating the financial constraints.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policy and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is conducive to knowing the adversity of the firms
and making policies for easing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scal expenditure. With the
resul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 fixed-effect model, and GMM test, it was found that
fiscal policy has a crowding-out effe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0 to 2017.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 and expensive financing of private enterprise under active fiscal polic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ansmiss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 to private enterprises.

Key words: fiscal policy；financing constraints；fiscal expenditure；GMM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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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on the Financial Data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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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使用统计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工具，对河北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识别并对其可达性

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1）河北省A级景区空间分布呈集聚态势，区域分布均衡性较低，其中自然类A级景区集

聚程度高于人文类A级景区。（2）1995～2017年，河北省A级景区聚集态势并未改变，且集聚程度有加强趋势，表现为以

原集聚地为中心不断集聚。（3）从景区可达性来看，河北省人文类A级景区可达性最好，自然类A级景区可达性较差，其

空间分布格局具有较强的交通指向性。（4）基于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呈集聚格局，高值聚集区主要分布在秦皇岛的

北戴河以及唐山、保定和石家庄的市辖区，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在张家口和承德的北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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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国民经济中的综合性产业，是拉动
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作为发展全域旅游的先
决条件，旅游资源、区位交通对制定区域旅游的
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影响[1]。因此，识别区域旅
游资源的空间结构及其通达性具有重要的意
义。当前，关于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分区
结构特征、交通网络可达性等方面的研究已有较
多成果。在空间格局方面，朱竑和陈晓亮[2]以中
国2286个A级景区为基础，分析了中国旅游景
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谢志
华和吴必虎[3]以509处4A级旅游景区为样本，基
于GIS空间分析工具，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
式探究了这些景区的空间结构。潘竟虎和李俊
峰[4]运用最近邻距离指数、基尼系数、热点分析等
方法对2012年中国2000多个A级旅游景区的空
间分布模式进行了定量研究。在可达性方面，勒
成[5-6]、王姣娥[7]、潘竟虎[8]基于栅格时间成本分别
研究了南京市旅游景区的可达性、长三角旅游景
区的可达性、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性以及中
国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空间可达性等。孙建
伟等[9]和王美霞等[10]基于矢量路网数据分析了湖
北省A级旅游旅游景区、武陵山片区旅游景区的

可达性。
纵观当前研究成果，多数研究都基于某一个

时间节点的静态数据分析区域内A级景区的空
间结构特征和可达性，而从时空混合角度探讨区
域内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的较少。河北省
旅游资源丰富，A级旅游景区众多，截止到2017
年7月，共有A级景区368个，但目前为止，关于
河北省A级旅游景区的研究还比较匮乏[11]。本
文以河北省1995～2017年的A级旅游景区数据
为基础，充分利用地统计方法和GIS空间分析工
具，在分析河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特
征的基础上，对其可达性进行综合评价，以期为
河北省的区域旅游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

一、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河北省环抱首都北京，东与天津市毗连并

紧傍渤海，东南部、南部衔山东、河南两省，西倚
太行山与山西省为邻，西北部、北部与内蒙古自
治区交界，东北部与辽宁省接壤。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地貌复杂多样，高原、山地、丘陵、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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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类型齐全。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河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河北省共有A级景区368处，其中5A级景区6

家，4A级景区116家，3A级和2A级景区分别为
106家和139家，A景区最少，仅有1家。具体见
表1。

表1 2017年河北省不同等级旅游景区分布统计

地市

石家庄

唐山市

秦皇岛市

邯郸市

邢台市

保定市

张家口市

承德市

沧州市

廊坊市

衡水市

合计

各级景区数量/个
A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2A
3
14
15
5
12
17
18
14
19
13
9

139

3A
6
9
8
10
11
15
21
7
7
11
1

106

4A
26
13
15
12
8
12
12
8
2
6
2

116

5A
1
1
0
1
0
2
0
1
0
0
0
6

总数/个
36
37
38
28
32
46
51
30
28
30
12
368

比重/%
9.78
10.05
10.33
7.61
8.70
12.50
13.86
8.15
7.61
8.15
3.26
100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包括河北省 1995～

2017年A级旅游景区数据（景区所在地址、景区
等级、等级公告时间、景区类型等）以及高铁、普
铁、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等交通数据。其
中，河北省A级景区数据来自河北省旅游局，各
类交通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年《河北高速公路
及城乡公路网》地图册。A级景区数据主要使用
google earth和ArcGIS软件实现数字化；各类交通
数据主要使用ArcGIS软件进行空间配准、矢量
化，在拓扑结构查错分析之后，形成交通网络。

（三）研究方法
1.空间结构识别
（1）最邻近指数分析
通常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有均匀型、随

机型和集聚型三种。一般使用最邻近点指数法
来分析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最邻近点指数
法的计算公式为：

NNI =-D0 /----DE （1）

-
D0 =

∑
i = 1

N

di

N
（2）

----
DE = 0.5

N A
（3）

式中，NNI 为最邻近点指数；-D0 为点的平

均最邻近距离；di 为第 i个点与其最邻近点之间

的距离；N 为点数目；----DE 为点随机分布时的平

均距离；A为研究区的总面积。当 NNI = 1时，表
示点状态要素为随机分布；当 NNI < 1时，说明点
状态要素为集聚分布；当 NNI > 1时，表示点状要
素为均匀分布。

（2）变异系数分析
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简称 Cv

值）也是一种常见的识别空间结构的方法，表示
为Voronoi 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
值。通过计算点状目标的Voronoi多边形面积的
变异系数，可分析出点状目标的空间分布特征。
当 Cv 值属于33%-66%范围时，点集为随机分
布；当 Cv 值为小于33%时，点集为均匀分布；当
Cv值大于66%时，点集为集聚分布[12]。

（3）基尼系数分析
基尼系数是地理学中一种常用的描述离散

区域空间分布情况的重要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熊素英：河北省A级景区空间结构识别及可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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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i =
-∑

i = 1

N

pi1npi

1nN （4）

C = 1 -Gini （5）
式中，Gini 为基尼系数，pi 为第 i 个县区内

旅游景区的个数占全部旅游景区个数的比重，N

为研究区内旅游景区分布的县区个数，C 为旅游
景区分布均匀度。基尼系数一般介于0～1之
间，其值越高，说明景区分布集中程度越高，景区
空间分布不均匀性越大。

2.可达性测度
（1）景区可达性评价
旅游景区交通的可达性可以反映空间范围

内某一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难易程
度。当前计算可达性的模型有多种，本文以某一
景区到达其他各景区的平均通行时间来衡量该
景区的可达性，同时该方法也能反映游客在该景
区的中转便捷度。其计算公式为：

Ai =（∑
j = 1

n

Tij）/n （6）

式中，Ai 为景区 i的可达性，其值越小，表明

该景区的可达性越好；Tij 为景区 i到景区 j 的最

短通行时间，n 为景区个数。具体计算过程为：
首先将矢量数据转化为1 km×1 km栅格，按照
设定的速度标准计算通过每个栅格的时间成本，
再利用ArcGIS的cost distance工具求出河北省A
级旅游景区的可达性。

（2）县级单元景区可达性评价
为了从整体上刻画居民旅游出行的便利程

度，反映旅游景区可达性在行政区域单元上的分
布情况，本文以县（区）为单位，从县级单元尺度
对景区可达性进行综合评价。计算公式为[13]：

Sj =（∑
i = 1

mj

ki）/mj （7）

ki =
ì

í

î

ï
ï
ï
ï

12∑i = 1

m

（ci + ci + 1）

2
2 ∑i = 1

m

（ci + ci + 1）
（8）

式中：Sj 为第 j 个行政单元的整体景区可达

性，Sj 越小说明该行政单元到旅游景区越便

利。 mj 为第 j 个行政单元范围内的栅格个数，

ki 表示第 i 个栅格的景区可达性，Ci 表示第 i 个

像元的耗费值，Ci + 1 是指沿运动方向上的第 i + 1
个像元的耗费值，m为像元总数。

（3）ESDA空间关联分析
引入ESDA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探测空间

关联结构模式。全局 Moran’s I 指数是一种常用
的检验地理事物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的空间
统计分析方法，取值范围为[-1,1]，其值为正值，
表示可达性的空间布局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
其值为负值，表示可达性的空间布局具有负向空
间自相关性；其值为0，则表示可达性呈现随机
的 空 间 布 局 ，为 空 间 不 相 关 。 由 于 全 域
Moran’s I 只是从整体上揭示空间事物是否存在
空间自相关性，无法刻画局域集聚和空间自相关
性。因此，利用局域 Moran’s I 考察空间事物可
能存在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并找出高—高集聚
区和低—低集聚区。

二、旅游景区空间结构识别

（一）空间结构类型和分布均衡性
在河北省的368个A级景区中，人文类景区

有244个，自然类景区有124个。由表1和图1可
知，景区数量分布较多的地市为张家口、保定、唐
山和秦皇岛，每个市的A级数量都超过了35个；
衡水最少，仅有12个，其它地市景区数量都在30
个左右。全省景区密度19.57个/万km2，最高的
是秦皇岛和廊坊，高达48.53个/万 km2和 46.77
个/万km2，最低的为承德、衡水和张家口，密度在
10个/万km2左右，其它地市的景区密度在20个/
万km2左右。通过分析不同类型景区的空间分
布特征，发现河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呈现
集聚分布态势，各类型A级景区最邻近指数 NNI

均小于1，Voronoi多边形面积变异系数 Cv 均大

于66%（见表2）。
为分析河北省各类型 A 级景区的均衡程

度，分别计算各类景区的基尼系数 Gini 和均衡
度 C 指数，结果发现其 Gini 均大于0.7，C 小于
0.3，表明各类 A 级景区在各区县分布具有不均
衡性。进一步进行空间核密度分析（图 1、图
2），发现这种不均衡性主要受交通以及自然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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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等级交通线路时间成本

速度（km/h）
时间成本（min）

高铁

250
0.24

普铁

100
0.6

高速

120
0.5

国道

70
0.86

省道

60
1

县道

40
1.5

城市道路

30
2

其它

10
6

图1 河北省A级旅游景区分布图 图2 2017年河北省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图

赋资源特征影响。人文类景区由于受历史、人
口、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其分布一般紧邻交
通网络，主要集聚在城镇内；而自然景区由于对
自然禀赋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要求较高，所以主
要集聚于太行山、燕山等山区以及唐山、秦皇岛
的海滨地带。

（二）空间结构特征演变
通过对河北省1995～2017年A级旅游景区

数量的统计，得到各年份A级景区数量和等级结
构变化图（图3）。由图3可以看出，1995～2017
年河北省A级景区数量的增长状况呈现波动
式。在2005年、2011年以及2016年出现了三个
明显高点。1995～2005年呈现先缓慢增长再快
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2A级景区呈现大幅度增
长；2006～2011年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尤其是在
2000年和2011年，2A、3A、4A级景区均增长迅
速，达到了历年的增长高峰；2012～2016年整体

增长幅度放缓，但2A和3A级景区还是呈现增长
态势。

以 2005、2011 和 2016 年为临界点，分析
1995～2017年河北省A级景区空间结构演变特
征（表 3），统计结果表明，各类型 A 级景区的
NNI 均小于1，且 Cv 值均大于66%，空间分布类

型属于集聚型，而且随着景区个数的增多，各类
型A级景区的 NNI 均呈现下降趋势，Cv 值持续

上升。这说明，1995～2017年，河北省A级景区
空间分布类型并未改变，且集聚程度越来越
大。从空间分布的均衡性来看，各类型A级景
区的 Gini 系数均呈现增加趋势，C 值相反，呈现
下降趋势，这表明随着景区个数的增多，各类型
A 级景区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逐渐加大。其
中，自然类A级景区在各年份的聚集程度均最
高，不均衡性也最大。

分析河北省A级景区在三个时期临界年份

熊素英：河北省A级景区空间结构识别及可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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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5-2017年河北省A级景区及其等级结构变化图

表3 河北省A级景区空间结构特征演变

年份

2005

2011

2016

等级类别

所有A
人文

自然

所有A
人文

自然

所有A
人文

自然

景区数/个
80
48
32
245
146
99
352
229
123

密度（个/万km2）

4.26
2.55
1.70
13.03
7.77
5.27
18.72
12.18
6.54

NNI
0.88
0.88
0.76
0.83
0.80
0.67
0.82
0.76
0.72

CV/%
78.21
76.84
91.30
106.12
129.68
162.70
111.52
126.88
160.89

Gini
0.72
0.67
0.59
0.84
0.80
0.71
0.88
0.85
0.72

C
0.28
0.33
0.41
0.16
0.20
0.29
0.12
0.15
0.28

的核密度，也发现河北省A级景区的集聚效应在
不断加强。2005年，A级景区主要集聚秦皇岛、
衡水等地，密度大于100个/万 km2；2011年，A级
景区的空间分布表现为以2005年的集聚中心向
边缘扩散，集聚面积加大，且邯郸、保定、张家口、
唐山等地市的景区密度均大于了100个/万 km2；
到了2016年，这种以原集聚地为中心的边缘扩
散效应更加明显。

三、旅游景区可达性测度

（一）A级旅游景区可达性分析
利用景区可达性公式（公式6）计算各种类

型A级景区的可达性，并对其进行等时圈统计，
结果表明，所有 A 级景区的平均通行时间在

2.1～7.4 h之间，平均值为3.3 h，其中有171个景
区可达性小于等于3 h，占所有景区的46.5%；人
文类A级景区的平均通行时间在1.8～6.4 h之
间，平均值为3.1 h，其中有166个景区的可达性
小于等于3 h，占所有人文类A级景区的68%；自
然类A级景区的平均通行时间在2.5～7.3 h之
间，平均值为3.8 h，其中有12个景区的可达性小
于等于3 h，占所有自然景区的9.7%。说明人文
景区的可达性最好，自然景区的可达性最差。利
用反距离加权（IDW）算法插值生成河北省各类
A级景区可达性的空间分布图（图4），可以明显
看出，所有A级景区的可达性在空间上呈现出以
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圈层结构，沿北京、天津周
边，以及北京—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交
通干道走廊的可达性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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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5年，2011年，2016年河北省年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图

较差的景区主要分布于张家口、承德等地。人文
景区可达性空间分布特征与所有A级景区较为
相似，但整体可达性优于所有A级景区。自然景
区可达性较差，仅有唐山、廊坊市可达性较好，其
他区域可达性均在3 h以上，尤其是四周海拔较
高的山区，可达性明显低于其他区域。主要原因
是人文类A级景区主要分布于交通发达的城镇
地区，而自然景区集聚程度较高，且多分布于海
拔较高但交通不便的山区。

（二）县域单元可达性分析
为了从宏观上更好地把握河北省A级景区

的可达性空间差异，本研究以县(区)为单位，计算

河北省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公式 7，公式
8）。结果表明（表5，图5），所有A级景区的县域
可达性平均通行时间在2.8～131.7 min之间，平
均值为26.6 min，可达性小于等于40 min的景区
占所有景区的86.6%；人文类A级景区的县域可
达性平均通行时间在3.2～131.7 h之间，平均值
为29.7 min，可达性小于等于40 min的景区占所
有人文类A级景区的79.6%；自然类A级景区的
县域可达性平均通行时间在4.1～179.6 min之
间，平均值为49.1 min，可达性小于等于40 min的
景区占所有自然景区的38.9%。这说明在县域
可达性上，所有A级景区的可达性最好，人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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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河北省A级景区县域可达性时段分布

景区类型

所有A

人文

自然

统计类型

个数（个）

占比（%）

累计（%）

个数（个）

占比（%）

累计（%）

个数（个）

占比（%）

累计（%）

可达时段（min）
0-20
56.0
32.6
32.6
53.0
30.8
30.8
20.0
11.6
11.6

20-40
93.0
54.1
86.6
84.0
48.8
79.7
47.0
27.3
39.0

40-60
17.0
9.9
96.5
25.0
14.5
94.2
54.0
31.4
70.4

>60
6.0
3.5

100.0
10.0
5.8

100.0
51.0
29.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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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次之，自然景区最差。从图6还可以看出，所
有A级景区县域可达性空间分布格局与人文类
A级景区较为相似，均表现为：北部张家口、承德
的大部分县区可达性较差，南部各县区可达性较
高，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张家口和承德北
部的张北、康保、尚义、沽源、丰宁、围场等县区的
交通网络不发达。对于自然类A级景区，除张家
口、承德北部区域可达性较差之外，沧州和邢台
的大部分区域可达性也较差，这主要是因为自然

类A级景区空间分布均衡性较差，位于沧州、邢
台两市的自然类A级景区数量很少。

3.3可达性分布的空间关联分析
引入全局 Moran’s I 指数进行整体定量描

述，探测河北省A级景区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关联
结构模式（表6）。结果表明：各种类型A级景区
的县域可达性 Moran’s I 估计值均为正，且检验
结果较为显著，说明河北省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
上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呈集聚格局。其中，自

a 所有A级景区 b 人文类A级景区 c 自然类A级景区

图5 不同类型A级景区的县域单元可达性等级

a 所有A级景区 b 人文类A级景区 c 自然类A级景区

图6 河北省A级景区县域可达性LISA集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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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县级单元整体可达性的全局 Moran’s I 估计值

I
Z
P

所有A级景区

0.367
8.159
0.000

人文类A级景区

0.418
9.188
0.000

自然类A级景区

0.541
11.683
0.000

然类A级景区的估计值最大，说明其空间分布集
中程度最高，这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

由于全域 Moran’s I 只是从整体上揭示景区
可达性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无法刻画景区可
达性的局域集聚和空间自相关性。因此，利用局
域 Moran’s I 考察河北省A级景区县域可达性可
能存在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性，找出高—高集聚区
和低—低集聚区。基于 ArcGIS 的 Cluster and
Outlier Analysis工具计算各类型A级景区县域可
达性的局域 Moran’s I ，并生成相应的LISA集聚
图（图6）。可以看出：所有A级景区，可达性高值
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秦皇岛的北戴河，以及唐山、
保定和石家庄的市辖区，可达性低值聚集区主要
分布在张家口和承德等北部区域；人文类A级景
区的空间集聚格局与前者相似，可达性高值集聚
区主要分布在唐山、保定和石家庄的市辖区，可
达性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在张家口和承德等北
部区域，石家庄、保定、张家口接壤县区以及秦皇
岛、唐山、承德接壤县区；自然类A级景区的空间
聚集格局与前两者不同，可达性高值聚集区主要
分布在秦皇岛、唐山、石家庄和邯郸，可达性低值
聚集区除了张家口、承德北部以外，沧州、邢台等
地也有分布，原因同上节内容，这里不再赘述。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1）河北省A级景区空间分布在整体上呈现

集聚态势，空间分布不均衡。各类型A级景区的
最邻近指数 NNI 均小于1，变异系数 Cv 值均大

于66%，基尼系数均大于0.7。相对而言，自然类
A级景区集聚程度高于人文景区，这主要是因为
人文类A级景区多分布在交通发达的城镇地区，
而自然类A级景区主要分布在自然禀赋和生态
环境较好的山区及海滨地带。

（2）1995～2017年河北省A级景区空间结构
演变特征表明，随着景区个数的增多，各类型A
级景区的集聚态势并未改变，相反其集聚程度和
不均衡程度均不断增强。核密度分析表明河北
省A级景区的集聚效应不断加强，主要表现为以
原集聚地为中心的边缘扩散效应愈加明显，集聚
面积加大。

（3）河北省各类型A级景区平均可达性表
明，人文类A级景区可达性最好，自然类A级景
区可达性最差。从空间格局上来看，可达性总体
上表现为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圈层结构，沿北
京、天津周边，以及北京—保定—石家庄—邢台
—邯郸等交通干道走廊的可达性明显高于其他
区域，可达性较差的景区主要分布于张家口、承
德等地。

（4）在县域可达性上，河北省所有A级景区
的可达性最好，人文景区次之，自然景区最差。
县域可达性全局 Moran’s I 估计值均为正，且检
验结果较为显著，说明河北省A级旅游景区在空
间上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呈集聚格局。县域可
达性LISA集聚图表明可达性高值集聚区主要分
布在秦皇岛的北戴河，以及唐山、保定和石家庄
的市辖区，可达性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在张家口
和承德等北部区域。

（二）讨论
当前，多数研究都基于某个时间节点的静态

数据分析区域内A级景区的空间结构特征和可
达性，从时空混合角度探讨区域内A级景区空间
格局的研究较少。河北省旅游资源丰富，A级旅
游景区众多，但是关于河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
结构演变与可达性的研究成果较少，本研究可以
为河北省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优化提供参
考。受数据获取难度和文章篇幅的限制，文中没
有考虑航空交通的影响，也没有考虑铁路的班次
时刻信息。在大众游、周末游等趋势背景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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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火车的班次时刻信息对景区的可达性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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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GIS spatial analysis tools and some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accessibility of the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Hebe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Hebei Province isintensive, and
the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areas is unbalanced; of whichthe natural attraction distribution is more intensive
than the cultural attraction one. (2)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for the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Hebei Province from 1995 to 2017 indicate that the aggregate trends of various types of
the A- 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have not changed. Moreover, the degree of various types of the A- 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aggregation is increasing. (3)Accessibility of the cultural attractions is better than other
types of the 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ccessibility coincides with traffic lines.
(4)The holistic accessibility at the county level shows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LISA agglomeration figures
illustrate that the hot zones where the transportation is convenient aredistributed in the areassuch as
Beidaihe of Qinhuangdao, the municipal districts of Tangshan, Baoding, Shijiazhuang, while the cold spot
areas are located in Zhangjiakou, Chengde where the transportation is poor.

Key words: Hebei Province;A-grade Tourist Attractions；Spatial Pattern；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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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祝小茗

（武警长白山边防支队，吉林 延边 133613）

摘要：2020年春天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一场艰辛困难的防控

疫患的阻击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防控形势呈现积极向好的发展态势。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显著优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需求，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弘扬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与世界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彻底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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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
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疫情就
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地各部门迅速行
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
学防治，精准施策，当前已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平稳恢复的态势。同时，
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态度，中国向近八十个国
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盟提供援助，分享防控、诊
疗经验，与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卫生专家视
频会议。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无论是物资援助
还是技术合作，时刻传递着同舟共济的中国担
当，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极大地彰显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彰显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
显著优势

回顾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尤其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国家的发展变化以及
所创造的伟大奇迹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国家
的最高领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里面也曾经谈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
领导一切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
大优势[1]。在十三个显著优势里面，这一条也被
放在了第一条，并在这一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考
验与检验。

一是中央的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多次对防控疫情
作出重要指示，并深入到抗疫的第一线调查研究
作出部署。2020年1月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习近平专
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必须高度重视
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
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
延势头。1月22 日，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
作面临严峻挑战，习近平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
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正月初一，中央专门召
开会议来讨论疫情防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了重要讲话，对于如何来防控这一次疫情，应
该采取的措施等等，都有了非常明确的指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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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成立
了由李克强总理任组长专门负责的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部署。
在此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时刻跟踪疫情蔓延形势
和防控工作进展情况，不断作出口头指示和批
示，亲自在北京、武汉抗疫前线指导疫情的防控
问题，李克强总理在武汉考察，到了抗疫的第一
线。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始终在抗疫的第一线
指挥部署。正是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之
下，疫情防控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疫情才得
到了有效的控制。

二是党员干部展现“硬核”担当。这次疫情
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是对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能力素质的一次大考。
对于各级领导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
不仅需要一叶之秋的细微洞察力，更需要勇挑重
担的领导魄力。疫情发生以来，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主要的负责同志坚守岗位，靠前指挥，严
格落实领导干部带班、干部24小时值班和疫情
报告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广大党员干部，迅速把握中央和省、市关于新型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及时传达党和政府的
有关政策和要求，坚定了广大群众增强战胜疫情
的信心。面对看不见的病毒，民众中出现恐慌、
传言，各种不同立场的声音在社会蔓延，广大党
员干部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定盘针的作用，不信谣
不传谣，坚定信心，明辨是非，站稳政治立场，积
极参与疫情防治知识普及，引导公众正确理解、
主动配合、科学参与疫情防控，众志成城打赢疫
情防控战，确保各项工作领导有力、落实到位。

三是基层党组织积极行动。“一个支部一个
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
没有硝烟的、无声的斗争之中，党的各级组织迅
速行动，组织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战
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我们不难看到，在
全国各地一夜之间几乎按下了暂停键，全面进入
战时状态，落实“战时机制”。全国各地纷纷采取
镇（街道）、村（社区）党员干部带头分片包干、全
覆盖登记排查、全方位服务引领等方式，构建起
了市、辖市（区）、镇（街道）、村（社区）、村（居）民

小组五级防护网络。党员志愿者带头挨家挨户
开展宣传摸排，针对居民群众，用“大喇叭”传统
工具逐栋喊话，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打赢
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工作优势。非公企业党组织
积极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主动慷慨解囊捐钱
捐物，为防疫工作贡献力量。有的党组织成立了
后勤保障队，有的党组织成立了疫情防控队。正
是因为各级党组织积极地行动起来，尤其是基层
党组织能够积极地行动起来，才保证了在疫情防
控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稳定，人心的安定。

四是普通党员和群众积极投身于疫情防控，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刻，广
大党员群众，坚守初心、担当使命、迎难而上，做到

“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的工作”“哪里有
困难，哪里就有党员站在第一线”[2]。我们不难看
到，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有的部门成立了临时党
组织，有的医生提交了入党志愿书。上海支援武
汉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要求领导先上、党员先上，
率先进入重症病房。很多地方的医疗、公安、应
急、市场监管等系统的广大党员主动放弃春节假
日，带头坚守岗位，带头冲锋在战“疫”一线和急救
转运前线。党员骨干带头组成志愿服务队，全体
党员佩戴党徽上岗，一支支由共产党员和入党积
极分子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冲锋在抗击疫情一
线，扎实工作、经受考验，用行动践行了初心和使
命，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总之，从这次疫情防控的顶层设计、具体部
署，到各项措施的具体落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
优势。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
部署，没有中国共产党协调各方的这种能力，疫
情的防控可能不会如此顺利。这一点和西方国
家在面对灾难方面所出现的一些情况，形成鲜明
对比。历史反复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
各次自然灾害过程中，哪里有困难，哪里最危险，
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
员先锋做表率——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
人民的中流砥柱。

二、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需求

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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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人类社会形态作出了科学划分。他认为，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人类进步的社会历史产
物，而社会主义是以人民为本，由于社会是人的
社会，人是社会的人，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强调以
人民为中心，强调实现人的解放，强调实现人的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是因为如此，唯物史观认
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坚持人民立场就要以为人类谋解放为它的政治
追求，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
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这与中国共产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高度一致的。在
这一次疫情的防控过程之中，党和国家始终把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
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也
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
记反复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及时收
治所有确诊病人”，体现了党对人民生命安全、身
体健康的高度关怀。随着抗击疫情工作的有序
进行，总书记和党中央又提出，要确保疑似和确
诊病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确保一个都不漏，
强调务必高度重视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关心爱护，
确保医务人员持续健康投入战胜疫情斗争[3]。在
抗“疫”的大考面前，总书记强调，广大党员、干部
要冲到一线，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集
中精力、心无旁骛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
做到位。全方位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既是自觉履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具体体
现，也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人
民利益高于一切。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
力量，我们党高度重视和关心爱护奋战在一线的
医护人员，要对医护人员进行定期体检，从各个
方面提供支持保障，适当照顾他们的亲属，当好
医护人员与家人的传话筒、联络员，让医护人员
心无旁骛打好疫情防治战。

人民群众是疫情防控的主力军。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
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
密防线。”[4]在党中央领导下，广大基层工作人员
立足岗位、不辞辛劳，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作出应
有的贡献。他们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引导群众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两大环节上，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镇都发挥了
重要作用，整个社会上下联动，形成了群策群力、
群防群治、共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和社会氛围。中
国内地的所有省市区全部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I级响应机制，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摸排，掌
握来自、到过疫情高发地区，或与疫情高发地区
人群有过密切接触的群众。积极听取专家意见，
果断采取包括区域局部阻隔、适当延长春节假期
等措施，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当部分媒体还在鼓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
主”“自由”之际，美国工人世界党撰写的《社会主
义基础如何帮助中国抗击冠状病毒》尖锐指出，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属性，就是在危机中
或紧急情况下，人民的福祉优先于资本主义利
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新冠肺
炎病毒的各项措施，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
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在资本逻辑的运转之下
是很难做到的。当美国出现紧急情况或危机时，
首要考虑的是维护财产关系。国民警卫队一次
又一次地动员起来，阻止绝望的人们‘抢劫’商店
以获取所需的物资，政府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
阻止企业囤积、投机和涨价，哪怕是捐赠给慈善
机构的食物、水、毯子和发电机，最后也只可能被
存放在仓库里。”[5]另据2020年2月8日的《纽约
时报》报道，美国各地的医院急诊室已经人满为
患，包括药物、呼吸机和口罩在内的重要医疗用
品严重短缺。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和降低成本，
拥有数百家医院的大型营利性医疗集团甚至会
对口罩、防护服和手套等短缺用品保留库存[6]。
而在中国，对于新冠肺炎患者都是免费救治。通
过比较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以人为本，以
人民群众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充分地体现了社会
主义制度珍爱生命，保护人民的本质，充分地反
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利益高于一
切的制度特色，也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三、彰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独特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切为了人民、人
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

祝小茗：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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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推动国家发展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的显著优势。中国革命是依靠人民战争取得
胜利的，中国的建设和改革也是依靠亿万人民群
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取得成功的。我们
要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同样要彰显和
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优势。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
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运用人民战争的
传家宝，迅速打响疫情防控总体战。广大医务工
作者不怕牺牲、连夜奋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
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人民群众主动配合、守望
相助，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指示号召“宅”家战

“疫”；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
员等坚守岗位、日夜值守；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
艰险、深入一线；广大志愿者真诚奉献、不辞辛
劳。生产工人加班加点增加医护用品的生产供
应，志愿者忙碌在疫情防控的各个角落，还有许
许多多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坚守岗位、真诚奉献，
全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千方百计筹集医护用品
捐赠回国助战“疫”。他们积极参与，积极行动，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持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汇聚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的强大力量源泉。

在这次疫情防控的过程之中，人民群众蕴含
着抗击疫情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是我们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硬核支撑。虽然，这次疫情
防控的重点在武汉，在湖北，但武汉并不孤单，因
为全体中国人民都同武汉，同湖北的人民紧紧地
站在一起。在这次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过程中，
这种全民动员，齐心协力的情况，处处都能够看
到。疫情防控需要财力和物力支持，于是国家财
政和地方财政，在极短时间内为疫区投放了数百
亿甚至上千亿的资金，全国各地向灾区捐款捐
物。东北的大米，西北的水果，山东的蔬菜，以及
其他全国各地的物资，医疗物资，生活物资等等，
源源不断地向武汉，向湖北集中，保证了疫区人
民基本生活的需要。

在抗击疫情出现人力资源短缺的吃紧阶段，
党和政府动员各方救援力量。一封封饱含决心
的请战书，诠释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一个个
科研工作者与疫情赛跑，进行科研攻关，展现了
中国人民的拼搏精神；一批批志愿者涌向湖北，

涌向武汉，彰显了中国人民同舟共济、肝胆与共
的精神；一群群白衣天使，主动请缨，奔赴疫情防
控的第一线，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仁心大爱和责任
担当。这次的疫情防控过程中，亿万人民群众都
投入到了这场无硝烟的、全民的战争中，习近平
总书记与全国九千万党员共同缴纳特殊“党费”，
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共同抗击疫情，彰显了紧紧依
靠人民抗击疫情的显著优势。就连美国疾病控
制与预防中心（CDC）都深深慨叹，“当中国政府
对湖北省3500万工人实施部分隔离时，还宣布
冻结租金、贷款和信用卡支付。美国政府能做到
吗？银行会容忍冻结信用卡债务、汽车付款、保
险费和抵押贷款吗？即便是遭遇全民健康危机，
美国仍有数百万人在带病上班，因为有4000多
万工人没有带薪病假，待在家里照顾生病的家庭
成员意味着他们将面临失业的危险。关于到底
该如何预防，政府给出的建议仅限于告诉他们去
接种疫苗，和一系列咳嗽药和发烧药的广告。为
即将面临的健康危机或自然灾害做准备而动用
政府资金，这根本不在美国的议事日程上！”[7]

四、彰显坚持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
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
中力量，保证重点。”[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全
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制度优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
就。无论“两弹一星”的技术突破，还是载人航天
技术、高铁技术的突破，都主要依靠我国自己的
力量。每一项重大成就的取得，也离不开我们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这种优势的彰显和发挥。在当
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可以调动各方面
力量和资源解决重大问题；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
构，可以使地方服从中央统一组织协调；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可以
汇聚更加广泛的力量、资源和智慧；公有制为主
体的所有制结构，可以集中有限资源用于急需的
领域、行业。

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共同见证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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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疫情
爆发后，党中央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印发《关于
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
政治保证的通知》，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坚强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同时指出，
要加强联防联控工作，加强有关药品和物资供给
保障工作，加强医护人员安全防护工作，加强市
场供给保障工作，加强舆论引导工作，加强社会
力量组织动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上面千条
线，下面一根针”，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形成
了全面动员、集中部署、稳步巩固疫情防控工作
的局面，各地、各部门坚决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
导，统一行动抓好战“疫”力量的区域统筹。各省
份各地区因地制宜、量体裁衣，既兼顾到本地区、
本部门的防御需要，也考虑到了重点地区和对全
国的影响。正是因为我们具有这种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显著优势，我们才看到在这次疫情防控过
程中上下一盘棋，举全国之力，以“一省包一市”
的对口支援方式，组织了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军队等各个方面，调派了330多支
医疗队，调动了4万多名医护人员进行援助。一
架一架军用飞机，运送着大型防御物资到达武汉
双流机场，一批一批军队医院的医护人员，奔赴
抗疫最前线，争分夺秒阻断疫情蔓延，构筑起坚
不可摧的病毒防护墙，展现了中国力量。其行动
之迅速有力，令人赞叹，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
家都难以企及的。这不仅体现了国家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能力，充分地展示了综合竞争国力、科
研攻关能力以及高度的社会整合能力，更彰显了
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和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执政
能力。

五、彰显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优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是习近平2013
年 3 月 23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
向世界提出的，2015年9月习近平在纽约出席第
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时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
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9]2017
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继续强调，
各国人民要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美丽的世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更明确
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
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
贡献的显著优势”[10]。新冠病毒是一种人类共同
面对的灾难，也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在面对疫
情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病毒的高度
传染性让任何人难以置身事外。当我国已经见
到曙光的时候，世界不少国家疫情严重起来。西
方一些国家对疫情的应对动作迟缓，一些防控措
施朝野难以达成共识，甚至不检测，不报感染数
等。面对世界上多点暴发且不断蔓延的疫情，没
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指出的那样，“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
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疫情没有
国界，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11]

诚然，这次疫情对全球的冲击是全面的，各
国的不同反应实际上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
国家治理体系。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用难以
蠡测未来前景、具有风险的“群体免疫”来应对疫
情，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商业本性，注重利益而
不注重正义。疫情传播没有国界、阶级和种族之
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人逐渐开始认识到，单
纯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最终有可能带
给人类更大灾难。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更清楚
地认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在疫情防控
中取得的积极成果，是中国文化讲究“仁义”，主
张“天下一家”，尊重个体和不同社会“和而不同”
的生动体现，即使面对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也要
对生命给予尊重和为拯救生命做出持续努力，而
生命的价值就在拯救生命的不断努力之中得到
了终极呈现，传递着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文化意义。

综上所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的显著优势，是我们增强定力、坚定信心的基本
依据。“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
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12]，是习近平在2020年春
节团拜会上讲话的结束语，同时也是党和人民
不畏风浪、直面挑战的庄严宣言。我们笃信，有

祝小茗：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61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有14亿中华儿
女的磅礴力量，有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奋斗，一
定能够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时刻彰显“中国之治”特殊优势，
如期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的目标任务，不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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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19-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s an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paroxysmal incident
in the spring of 2020. It is also a blocking action of plague prevention of COVID- 19.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he situation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VID-19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We mu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remarkabl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uphold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and adhere to the people-
centered value needs, and rely fully on the people.We should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of socialist
countries in concentrating their efforts to accomplish major tasks, and unite ever more closely to create a new
mutually beneficial partnership and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order to win the people's war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2019-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Key words: 2019-Novel Coronaviru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periority of system

Success in Fighting Against 2019-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Highlights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U Xiaoming
（Changbaishan Border Detachment，Yanbian 133613，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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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君子的敬业精神包含敬畏职责、勤勉刻苦、持之以恒、专心致志、锐意创新、精益求精等，这种敬业精神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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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敬业思想，这主
要集中体现在君子人格上。君子人格内涵丰富，
爱岗敬业则是其重要方面。君子的敬业精神包
括敬畏职责、勤勉刻苦、持之以恒、专心致志、锐
意创新、精益求精等等，这些优秀品德构成了中
华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繁衍
生息、兴旺发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深
入挖掘君子的敬业精神，阐发其当代意义，对于
人们履行使命，实现理想抱负，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敬畏职责

《周易·蒙》（下文只注卦名）卦辞：“初筮告，
再三渎，渎则不告。”[1]58第一次占筮，神灵告诉了
他，轻慢不敬地再三占筮，神灵就不会告诉他
了。《大过·初六》：“藉用白茅，无咎。”[1]174恭敬地
用白茅草铺垫着祭品，没有灾祸。在西周以前，
由于生产力和认识水平低下，人们对未知领域希
望通过占筮来获得神灵的告示。这在今天看来
不科学，然而，先民们却是极其恭敬的，尤其在殷
商时期占筮是经常性的活动。《礼记·表记》云：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2]1310。《左
传·成公十三年》：“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
事，在祀与戎”[3]673。都说明人们从事公务活动时

须心存敬畏，兢兢业业，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解·九四·象传》：“‘解而拇’，未当位也。”[1]234懈
怠懒动，说明其人怠于职守，不称其位，只能走
人。敬畏工作职责首先要严守工作纪律。《师·初
六》：“师出以律，否臧凶。”[1]75王夫之释云：“师一
出，即当以律，乃可胜而不可败。初六乘险而处
散地，反以律为不善，而恣其野掠，其败必矣。”[4]

师卦讲的是行军打仗纪律必须严明。引申开来
讲，任何一个单位或团队，也无论做任何工作，所
有成员们都应该无条件地遵守纪律，敬畏职责，
如果拖拉散漫，想要取得事业发展是不可想象
的。《萃·九五》：“萃有位，无咎”[1]260。君子萃心力
于职位，无过错。敬畏工作职责要求从业者应把
职责放在神圣的地位上，作为人生的崇高追求，
而不仅是谋生手段，在其他方面宁可做出一些牺
牲也要尽心尽力做好工作。在现实生活中，许多
劳动者都很好地传承了君子敬畏工作职责的精
神，科学家郭永怀、王逸平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在飞机失事时为保护装
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与警卫员至死紧紧抱在一
起，成为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
奖章的科学家[5]。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王逸平
研究员为获得临床药代数据，多次冒着生命危险
以身试药，为新药研制作出了突出贡献。当代青
年人应该对树立岗位意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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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时代楷模”那样敢担当、能奉献，忘我工作，这
是成就人生价值的前提，舍此则一切无从谈起。

二、勤勉刻苦

《周易》高度赞扬了君子勤勉刻苦的优良美
德。《乾·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
无咎。”[1]17君子白天勤奋努力，夜晚戒惧反省，虽
然处境艰难，但不会有灾难。《周易·升》的卦象是
上卦为坤，坤为地；下卦为巽，巽为木。荀爽曰：

“地中生木，以微至著，升之象也。”[6]其意为：木植
地中，由小之大，年年生长，这是升卦的卦象。寓
意日积月累，不断积蓄势能，终成大器。《升·象
传》释云：“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1]263进一步
明确了升卦的意旨。《升·上六》：“冥升，利于不息
之贞。”[1]264君子深夜不眠，这是有利于勤劳者的
贞兆。《井·象传》：“君子以劳民劝相。”[1]272宋代理
学家程伊川解曰：“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
井之象。君子观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劳徕其民，
而劝勉以相助之道也。劳徕其民，法井之用也；
劝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7]总之，《周易》是在赞
美君子为民操劳勤奋的崇高品德。《尚书·周书》
曰：“怠忽荒政”，“功崇惟志，业广惟勤”[8]。懈怠
轻忽，必然荒废政事。伟大功业源自于崇高志
向，完成伟大的功业，需要勤奋不懈地努力奋
斗。唐代文学家、思想家韩愈关于“业精于勤，荒
于嬉”[9]的格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君子的勤勉
刻苦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著名数学家华罗
庚说过，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
分之一的灵感。勤能补拙，熟能生巧。勤奋能使
人逐渐发现事物的奥妙，把握规律性，“由技入
道”，工作时左右逢源，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现在的青年学生生活在幸福年代，尤其需要克服

“等靠要”的懒惰思想，虚心学习劳动人民吃苦耐
劳的美德，要懂得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勤奋是
成就人生的必由之路，成功只会眷顾那些勤奋刻
苦的人，与懒惰的人向来无缘。那些有卓越成就
的科学家和“大国工匠”们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勤
勉刻苦、不知疲倦地拼搏才站在了事业巅峰。“当
代蔡伦”张美云教授，为了研制出应用于我国航
空航天、轨道交通等重大工程领域的“特种纸”，
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作狂”，加班加点如同家常便

饭，终在该领域结出了累累硕果[10]。当然，倡导
人们学习君子勤勉刻苦的敬业精神，应正确领会
其精神实质，要有一种积极上进、不知疲倦的精
神状态，而不是不要休息，应注意劳逸结合，讲究
科学的学习与工作方法，注重提高工作效率。

三、持之以恒

老子告诫过人们：“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
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11]166《家人·象传》云：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1]219《恒》卦辞：“恒，
亨，无咎，利贞。”[1]195蒋凡先生解《恒》卦说：“上卦
是震，震象征雷，其性刚而动；下卦是巽，巽象征
风，其性柔而顺，沿物之隙，无所不入。卦象所
示，刚雷动于上，而和风应于下，事物运动，顺遂
物性而无所不入，所以事业辉煌而传之久远。”[12]

从《恒》卦象所显示的自然现象中悟出了恒久之
理。陈望衡先生讲得更简明：“整个恒卦讲求恒
道。恒道为恒久之道，这恒久之道即天地之道。”
[13]既然恒久之道为天地之道，那么，人们就应该
遵循恒久之道身体力行之。违反了天地之道，不
会有好结果。所以，《恒·上六·象传》：“‘振恒’在
上，大无功也。”[1]200《恒》卦给人们的启迪是：无论
在什么岗位上，只有根据工作性质的要求发扬

“钉子”精神，坚持细心观察、认真思考，反复练
习，经过长期不懈地认真钻研，不断总结经验教
训，才能使业务技能臻于娴熟精湛，掌握“绝活”，
从而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来。如
果不安心本职工作，不能沉下心来长久深入下
去，老是浮在表面，跳来跳去寻找所谓的“感觉”，
其结果必然是荒废青春，一无所成。革命导师马
克思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
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
的顶点。”[14]人们在职业生涯中不仅要付出艰辛
的汗水，而且还常常会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挫
折、打击，甚至失败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定的意
志和顽强的毅力，就会因畏惧困难、遭受挫折而
退缩，以至于功败垂成。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愈
挫弥坚，保持定力不动摇，迎难而上，克服重重险
阻，最终攀登上新高峰。因此，磨炼意志，增强耐
挫能力是人们的必修课。我国杰出科学家竺可
桢长期坚持观察物候和气候变迁，五十年来从不

64



间断，写出了巨著——《物候学》和《中国近五千
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科院院士陈军
29年间一直进行电池研究，为电动汽车、规模储
能等重大应用提供了新选择[15]。竺可桢、陈军及
其团队用实际行动印证了巴甫洛夫的名言——

“坚定的人创造生活”[16]。

四、专心致志

《旅·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1]314旅人
三心二意，进退犹豫，离开了住所，结果还是遭遇
了灾祸。《管子·心术下》：“专于意，一于心，耳目
端，知远之证。”[17]注意力集中，思想专一，耳朵仔
细听，眼睛用心看，这是深刻认识事物的依据。
道家对修道之法有着深入系统论述，其思想精髓
与君子修业要义一脉相通，值得人们体悟、借
鉴。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11]35。河上公释
云：“得道之人，捐情去欲，五内清净，至于虚极。
守清静，行笃厚。”[18]62庄子讲“坐忘”，即“隳肢体，
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19]156。他借女偊之
口讲述了修道之法：“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
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
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
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
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19]139-140在《庄子》寓言中，
有很多身怀绝技的工匠，其经验值得汲取。例
如，庖丁解牛的动作一举一式无不合于音乐的节
奏，轻松自如，优雅得体[19]65；佝偻丈人捕蝉，犹如
从地上拾取一样轻而易举，其成功之道是“用志
不分，乃凝于神”[19]346；梓庆作鐻，见者叹为鬼斧神
工，因为他作鐻前必斋戒静心，斋戒三日，不敢怀
有功名利禄之心，斋戒五日，不敢怀有是非美恶
之心，斋戒七日，就进入了忘我境界。这时，专注
于工艺技巧而排除了外界干扰[19]355；捶钩老人，捶
钩轻重不差毫厘，其诀窍是“年二十而好捶钩，于
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19]405。这些能工巧匠共同
的奥秘是：“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19]65他们能
够排除外界纷扰，静心疑神，长期专注于自己的
工艺技巧，勤学苦练，从而使自己的技艺达到了
出神入化的境地，这与大国工匠精神不正是息息
相通吗？道家关于修道的论述给人们以深刻启
示：面对充满诸多未知的世界，人们感叹人生苦

短，不能蹉跎岁月，而应该行动起来把有限的精
力集中用在工作上。人生的意义在为社会创造
价值。专心致志于某一技能或领域才能为祖国
建设做贡献，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水滴石穿
的秘密就在于滴水旷日持久地冲击某一点，才有
这样的效果。许多有成就的君子都是心无旁骛
长期“聚焦”既定的目标，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
劲和不达目的永不放弃的干劲，坚忍不拔，久久
为功。如果全体劳动者都能够专心致志于自己
的事业，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
去，在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发光发热，建功立
业，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就会早
日变成现实。在人生短暂的生涯中集中精力于
某一目标，尽力攻克，并不是说不需要宽厚的基
础知识，具有广博的学识能使人思维活跃，触类
旁通，同时也是“专”的前提条件。

五、锐意创新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0]351汤之《盘
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21]《周易·系辞
下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1]399。《易传》把创生
万物视为天地之大德，可见其对创新的重视程
度。北宋思想家张载亦曰：“学贵心悟，守旧无
功。”[22]我国历代圣贤都十分重视创新创造的重
大意义。这是因为只有创新创造才能开辟出新
天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发
展与进步，从而造福于黎民百姓。

习近平同志说：“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
步的重要力量。”[23]“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
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
运。”[24]全体中华儿女都应该积极踊跃地投入到
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伟大实践中去，做新时代
的真君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出自己
的光和热。因此，敬业不能满足于一丝不苟、严
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还需要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
地发挥聪明才智，大胆试、大胆闯，勇于探索未知
领域，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人
类由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这样才能助力中
华圆梦，使人生出彩。雷凡培先生认为：“工匠精
神是一种心无旁骛、志如磐石、锲而不舍的技术

宋 辉：论君子的敬业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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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也是一种勇于创新、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
精神品格。”[25]年逾八旬的何镜堂院士有着一颗

“年轻的心”。他说：“成功的关键就是在文化传
承上，结合环境特征和实际使用要求进行创新，
体现时代的风貌，实现艺术和功能的统一。”[26]创
新创造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也没有任何捷径可
走，需要具有扎实深厚的科学文化功底，严谨认
真的工作态度，善于寻根究底的坚定执着，以及
勇于解疑探幽的锐气等等，创新创造的成果孕育
于辛勤的汗水中。正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
花香自苦寒来。”没有一种不务虚名、埋头苦干实
干的劲头，缺乏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勇闯新路的胆
略都不可能体会到创新创造的快乐。创新创造
除了个人的努力以外，往往还离不开团队的精诚
协作，需要团队全体成员的合力攻关，还要有一
个宽容失败的良好社会氛围。邓稼先、郭永怀、
陈军、何镜堂、张美云、王逸平等科技精英是我国
广大劳动者中立足岗位创新创造的先进典型，是
顶天立地的真君子，全体炎黄子孙都应该向他们
学习，工作不停步，创新无止境，奋力开拓，锐意
进取，敢于担当，不辱使命，谱写出绚丽多彩的人
生乐章。

六、精益求精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20]71这里讲
的是雕琢骨器、玉器的认真劲。《史记·孔子世家》
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
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27]1559理学大师
朱熹要求学生：“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
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
暗记，只是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28]

读书学习时对字句要细心斟酌，反复琢磨，不能
粗心大意。人们工作时也应该像雕琢工艺品和
读书学习那样反复琢磨、推敲、深思，一丝不苟，
技能才能日益精进。毛泽东同志称赞白求恩：

“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他的医
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
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
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29]毛泽东同志称赞白
求恩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及批评一些人见异思
迁、鄙薄技术工作，对于当今的人们来说仍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杨建新先生说：“工匠精神是
一种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30]

工作精益求精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它
要求人们有极高的精神境界，能奉献，对工作乐
此不疲，愿意为此倾注全部精力，能够排除干扰，
不随大流，甘于寂寞，心无旁骛钻研业务，不计较
名利得失，以不断进步为乐。正如习近平同志所
说的那样：“敬业是一种美德，乐业是一种境界。”[31]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如果缺乏一种精益
求精、止于至善的精神追求，遇事得过且过，敷衍
应付，那么，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做不好工作，更
遑论有大的成就。有些人的能力看似平常，然而
对工作却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钻劲，从而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骄人的业绩。例如，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钳工首席技师巩鹏，是中国航天精
密加工领域钳工专业的领军人物。他在30年的
职业生涯中，默默坚守，苦练技术，掌握了行业顶
尖的“超精加工”技艺——“巩氏研磨法”，能将工
件平面研磨至12级精度[32]。湖北荆州文物保护
中心的陈绍慧专攻纺织品修复工作，数千年前的
丝织品在她手中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她说：

“这个工作单调枯燥，要求又很严格，要静得下心
来、坐得住。一件纺织品的针线修复少则一天，
多则一个月、一年，甚至几年。”[33]这种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精神正是新时代君子们应
该大力弘扬的敬业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精神
财富。

七、谦逊和悦

《中孚·彖传》云：“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
说而顺，孚，乃化邦也。”[1]332中孚卦象是阴柔之
爻居于内，阳刚之爻居于外，其基本品质是谦
逊和悦，像人具有柔顺、刚健、和悦、谦逊四种
美德，秉此化行德教，可以教化全国。《咸》卦
辞：“咸，亨，利贞”[1]189。咸卦的上卦为兑，兑为
泽，为阴；下卦为艮，艮为山，为阳。上兑下艮，
其意为山中有泽，山气水息，互相感应；上阴下
阳，阴阳交感，万物亨通，属于吉利的贞卜。也
可用来比喻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互相感悦，心
灵相通，情境交融，则事业兴旺发达，无所不
利。孔子说的“君子有九思”，其中就有“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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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貌思恭”[34]的内容，他要求人们待人接物时
面色要温柔和悦，容貌要谦逊恭敬。对于从业
人员而言，谦逊和悦的为人处世之道是不可或
缺的职业素质。这是因为只有谦逊，放低身段，
倾听他人的意见，才能及时发现不足，从而有所
进步；只有和悦待人，才能赢得同事的好感，建
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有助
于个人顺利成长；只有和悦待客，才能感化消费
者，得到他们的认可，迎来回头客。单位、团队
的成员之间互相谦逊和悦，则能够营造一种温
馨和谐的氛围，增强凝聚力、向心力，提高协同
力，有利于事业做强做大，行稳致远，从而为每
一个成员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特别是一些窗
口行业或岗位的员工更应该注意自身的言行，
甚至包括一举一动，对待顾客和消费者都要谦
逊和悦，耐心周到，微笑服务，举止合乎礼仪规
范。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强烈的亲和力、感染
力，得到顾客的好感，不断巩固与扩大顾客群
体，这无论对单位、团队或个人在社会中树立起
良好形象，促进事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国
医大师禤国维给病人诊病时脸上总挂着慈祥的
微笑，末了还加一句：“放心，能治好，别急别急，
慢慢来！”说得病人心里暖暖的[35]。国医大师们
不但医术高明，还对患者心怀大爱，能够设身处
地为患者着想，与患者进行心灵沟通，抚慰心

理，很好地诠释了医者仁心的真切意涵，构建了
和谐的医患关系，不仅为广大医务工作者，而且
也为所有的从业人员树立了榜样。

八、结语

总之，君子的敬业精神具有永恒的魅力与时
代价值，历久弥新。它蕴含着真善美的价值导向
功能，值得当代人努力学习，深入领会其精神实
质，并发扬光大之。就其真来讲，君子的敬业精
神表现为真心实意地对待工作职责，认认真真地
做好工作，而不是三心二意、懈怠马虎、偷懒耍
滑；就其善而论，君子的敬业精神表现为不折不
扣、创造性地完成本职工作，而且与团队的其他
成员精诚团结协作，促进团队的事业发展，也为
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可谓善莫大焉；就其美而言，
君子的敬业精神充分表现出了人性的光辉。君
子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勉刻苦，专心致志，精益求
精，止于至善，谦逊和悦的态度等等就向人们释
放出了无形的美感，使人们受到感染，得到教
益。如果人们都能够像君子那样做人做事，这个
社会将会充盈着正能量，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新气
象，社会的浮躁、戾气等消极因素就会销声匿
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传承与弘扬君子
文化是多么迫切、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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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生态题材电视剧以人类、生态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呈现“中和之美”的审美性生态观和现代性生态

观，凸显人类主体在追索生态美的过程中获得精神的超越、自我的可持续以及“俯仰之美”的人格观，并站在更宏大的

人类文明视角上，向世界呼吁“和羹之美”的文化观，从而具备了强烈的中国古典美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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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化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人类
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面对大气污染、水
源匮乏和森林锐减等一系列问题，十九大报
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千年大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此背景
下，“生态文明”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有关学者着重强调从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
一系列生态纪录片正是回应了这一要求，从
不同角度建构着生态中国的形象。”[1]不同于
纪实性较强的生态纪录片，作为我国电视剧
新兴类型的生态题材电视剧，以更加戏剧化、
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式回应了生态环保这一
新时代议题。

所谓生态题材电视剧，是指以人类社会和
生态环境的关系为核心建构故事的电视剧。
它通过表现人类对生态环境从“征服”到“友
好”的转变叙事，批判人们过去以“主客二分”
为哲学基础的狂妄做法，引导人们以“生态整
体利益”的美学思维善待自然环境，并与之形
成依存、和谐、圆融的关系，让观众反观自身、
思考未来，树立环保意识，承担生态责任，共建
美丽中国。事实上，生态题材电视剧并非凭空
产生，早在 1992 年由白唐执导的《山花烂漫

时》，就讲述了统万城在人类的索取中成为废
墟，又由人民治理环境、植树造林的故事。该
剧主题曲所传唱的“中华儿女壮志豪情代代
传”即宣誓了我们改善自然环境的初心和勇
气，奠定了此后生态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整体基
调。因此，讲述开拓荒原、创造绿色奇迹的电
视剧，如《绝地逢生》（2009）、《大漠军魂》
（2010）、《最美的青春》（2018）、《右玉和她的县
委书记们》（2018）；讲述生态致富、协调农村经
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电视剧，如《清凌凌的水
蓝莹莹的天》（2008）、《家园》（2009）、《永远的
田野》（2010）、《幸福生活万年长》（2011）、《五
月花开》（2013）、《永不褪色的家园》（2015）、
《青恋》（2017）、《让我听懂你的语言》（2019）；
讲述用法律武器保护自然、严惩环境破坏者的
《深呼吸》（2005）和《阳光下的法庭》（2018）等
电视剧相继登陆中央电视台及上星卫视，共同
构成了中国生态题材电视剧五光十色的艺术
世界。而这些电视剧之所以吸引人，除了积极
向上的主题、丰富完整的故事以及神形兼备的
人物等“标配”，还在于其表层叙事结构之下所
隐含的中国古典美学观念，这些美学观念不仅
提升了电视剧的艺术精神，而且重塑了观众的
审美思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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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显“中和之美”的生态观

“中和之美”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是
历代思想家美学原则和生存智慧的集中体现，是
中华文明得以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礼记·中
庸》篇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达道也”，意指不偏不倚的守中是天下的根本，
天地万物的和谐是天下的法则。这其中所推崇
的尊重规律、万物一体的理念，是对现代生态美
学理论的一种增补和扩充，铸就了当今社会我们
所需要的彰显“中和之美”的生态观。

“中和之美”的生态观蕴含着人类对自然生
态超脱功利、凝神观照的审美化态度。人类在自
然界中与万物共存，应该自觉地摆脱物质欲望的
精神束缚，遵循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追求天人
合一的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意味着“人与自
然的如婚礼一般的‘亲密性’关系，作为与真理同
格的美就在这种‘亲密性’关系中得以自行置入，
走向人的审美的生存”[2]。只有永远趋向并保持
这种“亲密性”关系，人类才能与自然和谐共生，
才能体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平和心境，才
能获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
审美享受，才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
和之美”。

中国生态题材电视剧即关注人类与自然万
物的关系问题，强调尊重自然、维持平衡、促进可
持续的重要性，彰显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圆融之
美。《绝地逢生》展示人类和土地资源的关系，贵
州乌蒙山区是严重的石漠化地区，当地居民为了
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石漠化环境，通过种植耐寒
抓土的花椒，变“石山村”为“生态村”。《大漠军
魂》反映人类和沙漠水资源之间的关系，内蒙古
库布其沙漠常年缺水、寸草不生，军人黄天祥为
了改变“沙漠种树难”的困境，身先士卒，发明了
容器植树法，给沙漠带来一抹绿色。《最美的青
春》立足人类和生物资源之间的关系，塞罕坝自
清朝以来遭到开围放垦和战争破坏，植被和动物
受到重创，以冯程、覃雪梅为代表的大学生放弃
城市的安稳生活，扎根塞罕坝，重建“梅花鹿跑
着、鸟儿叫着”的生态景观。《右玉和她的县委书
记们》聚焦人类和气候资源之间的关系，右玉县

地处毛乌素沙漠的风口地带，常年闹“黄龙”，右
玉县历任书记奔赴一线，通过元宝坑、河滩泥和
培植育苗基地等方式植树造林，创造了充满生机
的“绿色右玉”。我们都知道，生态环境涉及影响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
以及气候资源，因此这四部电视剧成为展示人类
与自然“中和之美”的最好注解，深刻地指明了人
类改造恶劣生态环境的心愿与勇气。

如果说这种超功利性的“中和之美”侧重表
达人与自然之间审美性的生态观的话，那么，中
国生态题材电视剧其实还阐释了关于经济与环
境协调发展的现代性的生态观。前者是人类在
实践活动中与环境所达成的一种亘古不变的“和
解”，后者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对非
生态行为的动态“反思”；前者是对生态病症、非
可持续化等固有问题的补救与解决，后者是对经
济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新矛盾的展望与想象；前
者发挥了具有“移情”效果的审美功能，后者展示
了具有“启迪”意义的现实功能。因此，“中和之
美”也暗含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生共赢、花
开并蒂的生态观，深刻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
倡导的“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中的钱大宝关闭
弟弟钱二宝的污染工厂，成立渔业公司，既恢复
了上水村旖旎的风光，又探索了一种“养鱼致富”
的农村商业模式。《幸福生活万年长》中的万跃进
等人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植树造
林、关闭漂染厂、惩治乱倒建筑垃圾行为，而且招
商引资、申请专利，促成了汾水镇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五月花开》中的李瀚阳通过野樱桃来治
理脆弱的沙漠，并从中发现了野樱桃的巨大商
机，用智慧、科技和环保意识开启了家乡榆州的
新篇章。《青恋》中的林深等人返乡创业，发展有
机农业、兴办民宿、买卖白茶，开创了一条致富乡
村的绿色生态农业之路。《让我听懂你的语言》中
的徐浩宁为了保护曼掌村，请求父亲终止傣寨二
期的开发，为了守护自然的神灵而放弃经济的发
展，这无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好注
解。进一步看，现代性生态观的核心正在于，努
力为现代性的环境危机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危
机”即意味着转变与超越，只有化解“危机”，才能
在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寻求到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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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就是生态题材电视剧的叙事立场和现实
价值。

二、传达“俯仰之美”的人格观

中国生态题材电视剧以人类、生态和社会之
间的辩证关系为切入点，弘扬彰显“中和之美”的
生态观，向观众展示人类改善自然环境的累累硕
果。汾水镇的青山绿水、云舍村的仙桥瓦房、塞
罕坝的茂密林海、右玉县的沙漠绿洲以及曼掌村
的傣族风情等，这些都是生态美的具象表现，“是
一种万物相互制约的，不断发展、不断变化却又
保持动态平衡的‘自然而然’的状态”[3]。而实际
上，在追索生态美的过程中，人类也获得了人格
的完善、主体精神的超越以及自我发展的可持
续。因此，生态美只是生态题材电视剧的表层结
构，人格美才是其蕴藏的内里之意，生态美孕育
人格美，人格美推动生态美，两者相辅相成，交相
辉映。

具体而言，中国生态题材电视剧传达了一
种“俯仰之美”的人格观。“俯仰”的中国古典美
学观念最早出自于《周易·系辞上》，“仰以观于
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也。”这是
古人观看世界的方式，也是他们试图超越生命
的印证。儒家学派则进一步把“俯仰”明确为人
类建构主体精神的根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
于人”，由此成为“社会人”和“自然人”相融合的
顶天立地之人。中国生态题材电视剧所塑造的
正是一个个敢为人先、心怀坦荡、有勇有谋的人
物形象，他们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在困境、挣
扎、迷失之中创造绿色奇迹，展示俯仰万机而淡
然自若的人格魅力。以《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
们》为例，历任县委书记在落雁堡安家，迎难而
上，拓荒种树。梁怀远率先提出“种树不饿肚”
的指导方针，齐距明建设树苗培育基地，陆广元
和彭耀珊越挫越勇大战黄沙洼，赵华杰忍受疾
病折磨参与植树，杜如云冒批斗之风险保护书
记们的笔记本，常绿解决右玉的通电通水问题，
武铸牺牲生命保护树林。此外，《大漠军魂》中
的黄天祥、《幸福生活万年长》中的万跃进以及
《永不褪色的家园》中的李慕林等亦是如此，他
们用一次次的生命实践守护脚下的热土，无愧

于天地，尽显“俯仰之美”的崇高人格。
人物形象是电视剧的灵魂，是传达“俯仰之

美”人格观的重要策略。而拟人化的意象符号同
样也能达到这种传播效果，相同或不同意象的排
列、重复和组合，可以深化电视剧的主题、思想观
念以及审美情趣，拟人化的艺术意象则更能折射
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作品的美学品质，富于隐喻
意味。《最美的青春》即是鲜明的例证。该剧又名
《功勋树》，“功勋树”这个拟人化的意象是整部作
品的精神符号，它深埋于塞罕坝的土壤，向着塞
罕坝的高空延伸，与天地参、屹立不倒，成为人类
主体“俯仰之美”的深刻隐喻。剧中最有哲理韵
味的片段是冯程等人两次保护功勋树的意象场
景：第一次是郑老三为了娶媳妇砍伐功勋树，第
二次是郑老骥为了做棺材砍伐功勋树，冯程等人
誓死守护。质言之，守护功勋树，并不只是守护
一方净土那么简单，而更意味着守护人类主体

“俯仰天地”的精神品格以及不拘捡括、啸傲纵逸
的自由心灵。“意象之所以能够彰显剧作主题，一
是意象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即它作为一种能指
符号背后隐藏的所指意义；二是它必须在叙事时
间上反复呈现，而不是仅仅作为叙事进程中的的
孤立元素偶然存在。”[4]显然，相同意象的复沓表
述，不仅严厉地鞭挞了那些为了个人欲望和蝇头
小利而破坏生态的贪婪人格，而且深情地礼赞了
那些为了铲除丑恶、懒惰、冷漠而不断超越的审
美人格。

如果说人物形象和意象符号确立了“俯仰之
美”人格观的内在基因，那么，电视剧中俯拍和仰
拍的镜头语言则对这种人格观进行了视觉强
化。《永远的田野》第十三集中，俯拍镜头下的环
保志愿者叶思雨坐着小船徜徉在芦苇荡中，缅怀
因保护丹顶鹤而去世的丈夫铜光明，当她抬头，
仰拍镜头拍下成群结队的丹顶鹤飞向天际，再配
以叠化、摇镜头以及独白“我的存在是你生命的
延续”，最后定格在叶思雨“泪中带笑”的释怀表
情上结束此场景。这一俯一仰之间，有的不只是
思念和哀伤，而更是铜光明牺牲生命的高光时
刻，是他的高尚人格在叶思雨生命中的“延续”。
同样的“延续”还表现在《五月花开》的结尾处，仰
拍镜头下的郑向东告知李瀚阳想把野樱桃的种
子带到其它地方去，之后一个近50秒的俯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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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拍摄了郑向东开车驶入画面的过程，沙漠、
夕阳、车和人融为一体，预示郑向东即将带着野
樱桃造福更广阔的天地，延续拓荒精神。这不禁
让观众对人物的胸襟和气度肃然起敬。可见，

“俯仰之美”的崇高人格固然可贵，但更弥足珍贵
的是，我们要将其延续下去，延续给每一个存在
于自然界的人类个体，延续给每一位观众，这正
是中国生态题材电视剧的艺术价值所在。

三、呼吁“和羹之美”的文化观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出自《三国志·夏侯
玄传》，意指制作美味的汤羹需要调和不同的味
道。习近平总书记曾借用这一古典美学观念向
世界传达我们的文化观，他希望人与人之间、文
明与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包容、平等对话，从而构
建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生态题材电视
剧以生态建设者为主要表述对象，以生态文明
建设为基本价值取向，共同演绎“人之和”与“文
明之和”相得益彰的文化观，向世界呼吁“和羹
之美”。

纵观中国生态题材电视剧中的生态建设者，
他们并非孤军奋战、各自为阵，而是相互磨合、团
结协作，最终实现“合异”，达到“人之和”的境
界。《永远的田野》展示一种“梦想之和”：村委会
主任黄榆、外来人口乔海山、村干部大美丽、丹顶
鹤饲养员叶思雨和村民天喜等，他们虽然职位不
同、身份各异，但是却都心怀守护望海村的梦想，
从而保住了这个生态村。《最美的青春》呈现一种

“知识之和”：冯程了解坝上气候、覃雪梅懂得育
苗技术、赵天山极具管理能力、隋志超和沈梦茵
专治病虫害、季秀荣能够观测天气情况、李铁牛
掌握打铁技术，他们各自拥有专业技能，和而不
同，奉献青春，重建了最美的塞罕坝。《右玉和她
的县委书记们》则揭示一种“理念之和”：梁怀远
提倡“右玉想要富，就得风沙住”，齐距明倡导“哪
里能活哪里栽，先把局部绿起来”，陆广元主张

“以林促农，种树种草，防风固沙，控制水土”，他
们从前人的经验中汲取养分，不断更新植树理
念，最终创造了绿色右玉。正如有关学者指出：

“生态电视剧要在反映‘人与人的关系’中反映
‘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生态电视剧理应强化

‘科学发展’理论在剧情内容中的哲理统领作用，
但是它不应将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空洞的说教
和乏味的图解而成为新闻的人工复制，而是让这
种‘关系’哲理‘从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5]从
《永远的田野》到《最美的青春》，再到《右玉和她
的县委书记们》，我们看到的正是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融洽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前者是
后者的必要条件，后者是前者的自然流露，两者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实际上，“人之和”只是一个引子，是创作者
的一种见微知著的叙事策略。人类的发展进化
和生命实践催生了人类文明，人类文明是人类智
慧、意识和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所以“人之和”
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文明之和”，这也成为中国生
态题材电视剧一以贯之的文化诉求。但是反观
现实，资本主义国家将数以万计的“洋垃圾”输送
到中国，并把污染较严重的制造业设到中国，试
图进行污染转移，这严重破坏了文明的多样性，
也违背了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构想，亦是对我国所
呼吁的“和羹之美”文化观的亵渎。“文明不断承
续，不断发展，于是行至‘生态’之境；文明可以
涵养，可以形塑，因而有了‘建设’可能。”[6]因此，
中国生态题材电视剧以建设生态文明的方式做
出回应，从中国实际出发，发出“中国声音”，站在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视角上倡导生态保护。如
《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从中国特有的新农村
建设出发，展示农村经济和生态的双重转轨；《家
园》聚焦重渡沟景区的生态开发，关注我国生态
旅游业的发展；《让我听懂你的语言》描绘独特的
傣族风情和民俗文化，致敬原生态的大自然。通
过这些电视剧不难发现，我们不仅主动承担起保
障全球生态安全的重任，而且努力向世界展示我
们的新农村面貌、生态经济以及民俗特色，让世
界看到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赢得应有的尊重和赞
美，促进“文明之和”。

四、结语

总体而言，中国生态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正处
于方兴未艾之际。“通过电视剧的方式来传达生
态文明与环境保护的重要理念，具有更广泛的现
实意义和普世价值。”[7]所以更多的作品如《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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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寻找北极星》《水润中华》《黄天厚土》
和《擦亮蓝天》等有望在未来与观众见面。可以
说，此类电视剧紧密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议
题，凸显人类主体在生态实践中所获得的自我超
越，强调“人之和”与“文明之和”对于构建共同体

美学的重要意义，追求生态美、人格美和文化美，
洋溢着浓厚的中国古典美学观念。这不仅是一
种“中国特色”，更是一种“创作标准”。唯有以此
为准绳，中国生态题材电视剧才能真正成为中国
呈现给世界的“绿色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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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beings, ecology and society, Chinese
ecological TV series present the aesthetic ecological view of“the beauty of harmony”and the modern
ecological view. Chinese ecological TV series highlight the human subject’s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self-
sustainability and personality view of“the beauty of elevation”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ecological beauty.
Chinese ecological TV series appeal to the world for the cultural view of“the beauty of symbiosis”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us possessing a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Key words: Chinese ecological TV Series；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the beauty of harmony；the
beauty of elevation；the beauty of symb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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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学”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从文献的整理到思想的提炼，逐渐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体

系。在实践路径方面，尤其注重立足传统，探本求源，兼容并包，重点突出，是“新子学”研究与时俱进、彰显文化魅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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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著名《庄子》研究专家方勇先生于2012年10
月22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新子学”的构
想》一文，提出了构建“新子学”的系统工程，立刻
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随后，方勇先生又发表
了《再论“新子学”》《三论“新子学”》等系列文章，
具体阐述对“新子学”体系建构的诸多想法和工
程进展，可以说在国内外文化学界掀起了一股讨
论“新子学”的热潮，也吸引了更多人对“国学”和
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和再思考。诸子子学的兴
起缘于商周以来的传统知识体系，加上社会矛盾
的日益突出，发展到今天更加丰富多元、历久弥
新，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或因循守旧或标新立异
等不同趋向，为此，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诸子
子学就成了新时代的学术难题。方勇先生在文
章中指出：“‘新子学’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
物，也是我们在把握其发展规律与时机后，对其
做的进一步开掘。它将坚实地扎根于传统文化
的沃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概念与学术体系，以
更加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同时，它也将成
为促进‘国学’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加快传统

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民族文化的新变
革、新发展，为中国之崛起贡献出应有的力量。”[1]

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要求，“新子学”
的构想应运而生，“新子学”学术文化工程的发展
从提出到今天已经六年有余，成果显著。笔者不
揣浅陋，想从自身学术背景出发，对“新子学”体
系构建过程中的内容、方法、意义做一点梳理。

二、如何定义“新子学”

“新子学”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子学基础之上
的一种学术发展要求和时代进步的具体表现，方
勇先生曾经说过：“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学问，
无论玄学还是理学，抑或乾嘉汉学，都是对前代
学术的反省，是对时代诉求的回应。学术的生命
力就在于不断调整自身，适应时代的发展。”[2]因
此，要想弄清“新子学”的内涵，首先要了解什么
是“子学”。

从知识体系分类角度来看，“子学”的概念是
由中国传统学术观念产生发展而来。为了确定
学术研究的对象、特点、范围等，将中国传统图书
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由此而发展出了“子部
之学”，也可以称之为“旧子学”。从历史的发展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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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看，子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非常复杂的，如
《四库全书·子部总序》中写道：“自《六经》以外，立
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
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
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
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
自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
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
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
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子学”的研究对象和
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
学术体系和研究对象也有所调整和更新，例如《丛
书集成》的编纂，就是对古代重要丛书元典进行重
新分类编排。这样在《四库全书》中《子部》的诸多
书目就被重新编排到新的体系中去了。

再从思想特征角度来看，子学是以孔子、老
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体系。商周以来，中
华传统文化主逐渐形成体系，礼乐祭祀文明的发
展，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提高，诸子百家思
想的爆发和碰撞，丰富了子学系统。随着社会的
不断发展和进步，春秋礼乐秩序在先秦以后走向
崩塌，王官文化体制随之土崩瓦解，士大夫阶层
成为文化主体，被禁锢已久的思想得到空前解
放，出现了儒家、法家、墨家、道家、阴阳家、名家
等众多思想流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来
临。方勇先生指出：“子学系统代表了中华文化
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是个体智慧创造性地吸收王
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后，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邃
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军
事、教育、技术等诸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
展开。”[1]这种文化活力，源于它对中华文化最核
心的“六经”智慧的创造性吸收和发展，以及其自
身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第一代子学原典
《论语》《老子》《墨子》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就曾认为：“在中国哲
学史各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
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
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3]子学的思想内容丰
富、思维形式多样，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特征，尤
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全球化程
度日渐提高，子学需要再一次焕发新的活力，“新
子学”应运而生。

方勇先生首先说明，这里的“子”指的是“诸
子百家”之“子”，而非“经史子集”之“子”，这就明
确了“新子学”不是依据传统知识分类而来，而是
兼具百家思想的新生态，重视思想特质和内涵，
剔除方技（天文算法、射、御、术、谱录等），“结合
历史经验与当下新理念，加强诸子学资料的收集
整理，将散落在序跋、目录、笔记、史籍、文集等不
同地方的资料，辨别整合，聚沙成塔；同时，深入
开展诸子文本的整理工作，包括对原有诸子校
勘、注释、辑佚、辑评等的进一步梳理；最终，则以
这些丰富的历史材料为基础，缀合成完整的诸子
学演进链条，清理出清晰的诸子学发展脉络。依
据子学发展的完整性，再进一步验证晚清民国以
来将《论语》《孟子》等著作‘离经还子’的观点，复
先秦百家争鸣、诸子平等之本来面貌，并重新连
接秦汉以后子学的新发展。”[1]由此可以看出，“新
子学”的提出并非无源之水，它依然深深扎根中
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由于经学在中国
古代文化中占据主流，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就会流
失很多非经学的内容，因此也就无法得知先秦诸
子子学的真实原貌。现代学术规范要求我们必
须打破经学思维的桎梏，以科学的研究形式整
理、发掘先秦诸子之思想内涵，尽可能全面地把
握诸子百家的思想形态和精神特质，为我们呈现
出原生态的文化盛宴。因此，“新子学”的内涵首
先是对“子学”的再认识，扎根本土化学术研究，
对诸子之学推陈出新。

其次，“新子学”的内涵，应该侧重对中华传
统文化精神内涵的提炼。从美学意义上来讲，

“新子学”的构建能深刻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人文
精神特质，彰显出历代文人士大夫及思想家的
独立品格和信仰操守。方勇先生曾经指出：“就
深层意义而言，‘新子学’是对‘子学现象’的正
视，更是对‘子学精神’的提炼。所谓‘子学现
象’，就是指从晚周‘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
文化运动’时期，其间每有出现的多元性、整体
性的学术文化发展现象。这种现象的生命力，
主要表现为学者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学派
之间平等对话、相互争鸣。各家论说虽然不同，
但都能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不尚一统而贵多
元共生，是谓‘子学精神’。”[4]中国历史人文主义
传统的核心是“人”，人的存在价值和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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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周时期就被认识和强调，诸子百家都关注
“人”的发展，楼宇烈曾经在《人本精神是中国文
化的核心》一文中说道：“以人为本是维持人的
独立性、主体性、自我自律这样一种精神，而不
是去支配这个、支配那个，这才是中国的传统的
人本精神。我们一定要知道，人本主义不是从
西方来的，是我们中国的土产，而且是这样一种
原汁原味的土产。”[5]因此，诸子百家的道德品
格、独立精神、理性创造，以及对现实的关怀仍
然是“新子学”关注的重点。

三、构建“新子学”体系的实践路径

“新子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具有丰富性、复
杂性和重要性，它承载着“全面复兴诸子学”的重
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文化工程。如何高效、科
学地进行“新子学”研究，构建完善系统的“新子
学”体系，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笔者借
鉴多年的美学研究经验，认为在方法论层面，应
该注重把握以下三个维度。

（一）追源溯流，立足传统
多元格局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文明

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延伸发展，
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中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
的现代性创造活力。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源远
流长，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仍然有诸多借鉴作用。
因此，“新子学”的研究首先应该正视传统，立足
文本，回到中国思想的源头。

章太炎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发出这样
的感慨：“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自
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无论是中国古典美学和
中国艺术哲学，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殷周
初期，礼制渐存，到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思想
争鸣，方勇先生认为：“中国学术的革新，几乎每
一次都是对先秦学术的重新发掘。”[6]公羊学作为
汉代地位最高的文学流派，完美地结合了当时的
诸子学和早期的经学传统。魏晋玄学崇尚老庄，
强调调和儒道，达到儒道兼容的境界。宋明理学
作为当时儒家哲学体系的主导力量，吸收了道教
的宇宙自然观和佛教的人生命运观，是对儒道佛
思想的一次创造性融合，朱子曾说：“理学最
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清

代学术以反思明亡为己任，重视“死”的人生主
题，刘宗周有言：“治心救国。”理学结构中开始重
视人本思想，以气论重构心学，将阳明学推向更
高形态。此时的儒学发展为重视实践和考据两
派，先秦诸子思想再次回归学术视野，百家义理
风起云涌，思想争鸣动荡不安，儒学传统地位开
始动摇，近代思想开始兴起。李鸿章、曾国藩、左
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都于晚清近代在
思想史上画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反观中国学
术发展历程，先秦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地位无法取
代，先秦的诸多思想元典也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
思想源头，“新子学”研究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正本
清源的学术理念，立足传统，“对诸子学资料进行
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将无规则散见于各类序跋，
笔记、札记、史籍、文集之中的有关资料，予以辨
别整合，聚沙成丘”[4]，是对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

立足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就是要忠
实于对文本的发掘，不可妄自揣测、过度解读，甚
至是凭空捏造原典没有的内容。对中国古代典
籍的全面收集和整理工作冗长而复杂，研究者必
须坚持和遵守上述原则，尽可能原汁原味向公众
呈现文本的真实面貌，采取科学、公正、理性的态
度对待整合工作。对文本原意的正确解读是帮
助理解其思想的重要步骤，只有忠于原著的研究
工作才能真实还原诸子思想的精华。

（二）返本开新，兼容并包
“新子学”之“新”在研究方法上首先体现在

对义理的阐释方面，忠于文本但不囿于文本，即
在对文本作出完整的阐释基础之上，能够科学地
进一步引申和阐发，把握文本的客观实意，剖析
出更加丰富的思想内涵。这就好比建造高楼大
厦一样，忠于文本是将大厦的地基和建筑形式完
成，科学地进一步阐释是对建筑的造型艺术加
工，只有稳定的地基和牢固的建筑为前提，艺术
装饰部分才能锦上添花。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
研究范式，美籍华人学者傅伟勋认为有五个层
次：“实谓层次、意谓层次、蕴谓层次、当谓层次、
必谓层次。”[7]第一层是指文本之表面意，也就是
文本的翻译工作。第二层是指作者想要表达的
内容。第三层是指隐含在文本之中的言外之
意。第四层是根据文本和时代背景，提炼出作者
的思想内涵。第五层是由研究者完成作者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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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未完成之事，进一步延伸作者和文本的思想义
理。这五个层次由浅入深，贯通始终，将文本、作
者、读者、世界、研究者等因素进行合理调动，体
现了科学的阐释理路。“新子学”的体系构建过程
应该遵循这五个层次，作出与时俱进的阐释努
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子学”的研究应该是不
断追求真理的进步过程。

“新”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是在方法论角
度实现兼容并包的原则。一是对中西文化视阈
的兼容并包。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科学主
义渗透到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去，五四时期提出

“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掀起了复兴诸子子
学的小高潮，对各类子学的研究著作多达200多
种。直到今天，中国古典文献的考证、译注、编
撰、校释等工作仍然受西方科学实证主义的影
响，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另一方面，西方人文
主义的发展启发了研究者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思
想阐释，借鉴西方的研究范式、思维模式和知识
系统来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系，这也
是当代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中华传统文化具
有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特点，需要借助西方科学的
理论架构完成自我体系的构建，“新子学”体系的
构建正是运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理
念。对此，方勇先生强调：“唯有摆脱二元对立、
非此即彼的固定思维模式，才更为接近文化多元
的发展立场。当今世界已非西方文化中心论的
时代，文化多元化是人们的必然选择。中国学术
既不必屈从于西学，亦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而
应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厚沃土,坦然面对西
学的纷繁景象。子学研究尤其需要本着这一精
神，在深入开掘自身内涵的过程中，不忘取西学
之所长，补自身之不足，将西学作为可以攻错的
他山之石。”[1]二是对不同学科内容的兼容并包。
陈寅恪曾经感慨：“国人治学，罕具通识。”尤其是
当代学术体制下，更难有通识之学者大家，更多
的专业化研究，学科细分导致学术研究中的盲点
越来越多，尤其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中，很多学
者只埋头自己的研究领域，对其他相关学科没有
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无法在研究道路上走得更
远。诸子之学在当今可以细分为哲学、文学、历
史、美学、艺术、书法、绘画、教育等不同学科分
支，“新子学”的研究应该打破各学科的学术壁

垒，相互借鉴，融会贯通，整体把握，构建体系化
的学术系统。扬雄《法言·君子》曰：“通天、地、人
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诸子之学就是贯
通天、地、人的智慧之学，它涉及天文、地理、社
会、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先秦诸子的文本著作
可以阐发多层义理，需要将各家学说勾联起来解
读，才能正确认识其思想旨意。现代学科架构的
理论依据是西方学术思想范式，而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研究并不能生搬硬套，方勇先生认为：“‘新
子学’要在复合多元的学术森林中找寻中国古代
学术思想之真，这就不能有先在的理解架构。而
要在古典的语境下摸索古人的问题意识和表达
方式，就要熟悉古典研究的专门技术（如音韵文
字训诂等），要高度重视哲学研究者不太关注的
文献工作（如版本目录校勘等）。”[2]“新子学”体系
的构建过程也是融合不同学科知识体系的过程，
诸子思想发展至今，枝繁叶茂，当同系一根，在交
互贯通的研究背景下，不仅丰富了各学科的理论
内涵，也促进了不同学科的纵深发展，为不同学
科研究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三）宏观综合，提纲挈领
著名美学家叶朗曾经说过：“学术研究的目

的不能仅仅限于搜集和考证材料，而是要从中
提炼出具有强大包孕性的核心概念、命题，思考
最基本、最前沿的理论问题。”[8]“新子学”体系的
构建正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在复杂的诸子之
学中汲取思想的精华，构建一套科学的理论体
系，首先需要有宏大的研究视角，从浩繁的文献
资料中搜集、整理、提炼、阐释。有学者认为要
建立“道（一）、心（知）、天”三位一体的复合本体
论，从哲学美学角度来看，本体论的主流观点是
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复合本体论的说法有待商
榷。还有学者提出“新子学”的“一元”与“多元”
关系，认为：“‘一元’指的是中国内部历史中的
经学模式，亦即一种强有力的唯一性的秩序结
构与叙事方式；‘两元’则代表清末以来中西作
为主体与客体的对抗，以及相互博弈争胜的局
面。”[9]这是从客观的角度总结“新子学”的体系
构建特征，实则方勇先生承认经学在中国历史
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但他强调，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进步，传统经学呈现出来的落后性需要得到
子学的补充，“子学－儒学”亦或“子学－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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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儒学必须要返回
到原始儒学上去，将经学的成分尽量排出，之
后，儒学中的子学精神将更鲜明地呈现出来，它
将表现出平等、多元、善于应变、面对全球等新
特质，由此，儒学又将会获得鲜活的生命力。继
而，它将作为子学中的一种在当代依旧发挥其
重要作用。”[10]“新子学”的主体性特征是在其把
握整体诸子之学的基础上完成的，需要宏观综
合，以子学的共同问题意识和整体性出发，实现

“子学”在当代学术视野下的创造性转化。主体
与多元共存，融会贯通，从文献考证到哲学思
辨，“新子学”理论的体系大厦才渐趋完美。

如何能在浩繁的卷帙中搜寻子学思想的熠
熠星光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
是贯通古今的学术视野。中国当代学术体制的
一大弊病是从时间上划分学术研究的内容，例如
文学学科，分为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
又细分为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
文学、元明清文学等不同研究方向，可能在具体
研究时还会再做进一步的划分。“通古今之变”是

“新子学”体系构建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只有打破年代界限，才能真正体会到中华文化一
脉相承、源远流长的精神内涵。王充《论衡》曰：

“博览古今者为通人。”先秦子学的产生有其特定
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生产因素，需要研究者追
宗溯源，子学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又在不同时
期融入了新的思想因子，体现出不同的思想特
征，需要研究者站在当下，回顾历史，科学梳理，
这才能成为“新子学”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严
复所说的“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二是融
汇百家的学术路径。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思路
和方法众多，如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校勘、注
释、训诂等，刘勰认为诸子是“入道见志”之作，

“道”与“志”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但是在中国

古代传统观念中，先秦诸子子学多被称为“文章”
之学，也就是“义理”之学，如今看来，是一种片面
的划分。如金圣叹对《庄子》的认识就是散文作
品，多从文学角度解读，甚至用《庄子》来点评其
他文学作品。“新子学”的研究视野应该更加开
放，融会贯通多种研究路径，顾颉刚认为：“中国
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
的”，“旧时士大夫之学动则称经、史、辞章，此其
所谓系统，乃经籍之系统，非科学之系统也”[11]。
当下“新子学”的研究应该兼顾不同学术路径，打
破经史子集的情感割裂和思想藩篱，注重儒家、
墨家、法家、道家等关联性，从不同维度建立一套
科学的理论体系。

“新子学”的出现是当代学术独立和自由发
展的体现，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省和调整的回
应，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把握“新子学”的研究
对象和概念内涵是研究者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方
勇先生强调“新”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对‘新子
学’的理解就是：把握现代学术的自觉意识，以开
放的心灵面对传统，以沉潜的形态面对现实，以
复合多元的研究，寻找贯通古今的中国智慧。”[2]

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工程必然会让中国
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它将促进中国传统学术理念
的现代化转型，解决经史子集的融合问题，启发
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以崭新的姿态面对
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新子学”丰富的内涵由文
本而至思想，最终上升为精神价值，在不断提炼
与阐释中构建出一套多维立体的“新子学”理论
体系。它的实践路径和研究范式是开放的、包容
的，具有美学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资本盛行的社
会中，它所蕴含的精神更显得难能可贵。简而言
之，“新子学”是一项面向过去，关注当下，展望未
来的文化工程，我们希望它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更
好地展现中华文化的自信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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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the“New Studies of Pre- Qin Scholars”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aesthetic value. Once again, it triggers the thinking of the studies of Pre-Qin Scholars and the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The“New Studies of Pre- Qin Scholars”is not only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Studies of Pre-Qin Scholars”, but also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ideas extrac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documents, it gradually builds up a system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New Studies of Pre-Qin Scholars”；system construction；methodology；practice approach

Path and Method: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New Studies on Pre-Qin Scholars”

ZHANG Shuo
（Shanghai Qibao High School，Shanghai 210097，China）

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make a relatively complete handcraft in limited class time, which
shows poor efficiency in traditional manual training course. In this lesson, 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make a
paper carnation. As students preview the lecture with the guidance of micro lectures and QR codes, teachers
can stimulate students’enthusiasm of learning and creation by skillfully employing various scenarios and
activities in class. The screen mirror function on teaching platform saves the time of demonstration and
meanwhile, solves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which enables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 task with enough
in-class time and finally improves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Key words: informatization; manual training course; teaching efficienc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Handicraft Training Course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Methods：Taking“Paper Flowers-

Carnation Making”Classas an Example

CAI Weifa
（Huanggang Polytechnic College，Huanggang 438002，China）

张 硕：路径与方法：“新子学”体系建构的逻辑理路

（上接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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