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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行业协会职能研究综述及展望

张　宏,叶　敏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在后双重管理时代,行业协会作为新的治理主体,日益成为社会治理体制转型中的重要力量.由数据

可知,虽然行业协会数量不断攀升,但大多数行业协会苦于无法树立威信而挣扎在生存边缘.究其原因是行业协会

职能定位不明确、职能内容不完善阻碍了职能作用的发挥,进而削弱了协会在行业当中的影响力.因此,为了帮助

行业协会取得更好得的发展,本文以行业协会职能为中心,对国内外有关行业协会职能研究文献进行深度梳理和分

析,总结归纳出当前职能研究方法的特点及不足,并提出未来进行行业协会职能研究时的几点改进建议,期望能帮

助学者建立更加完善和切合行业协会职能受众诉求的职能内容,进而为行业协会的发展助力.

关键词:行业协会;职能内容;职能研究;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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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协会是工商业界中企业之间的成员互益性

联合组织[１],在协调政企关系、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有

重要作用[２].随着政府从市场经济中的逐渐“退位”
和管理疆域的收缩,其作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第三

部门,成为政府职能承接、延续政府服务社会的必然

选择,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对行业协会的职能诉求

急剧攀升.但囿于历史遗留内因和中国特色国情,
被冠以“亚政府”和“准政府”头衔的行业协会存在职

能定位不清晰、职能内容不健全,职能发挥不到位等

种种问题[３],这些不足衍生出行业协会“无作为”、
“不作为”、“难作为”的现状,无法发挥出行业协会职

能作用,成为其树立协会威信,走向专业型、服务型、
自主型社会组织道路上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鉴于此,为了改善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真正发

挥其在经济、社会、政治和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

用,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本文以行业

协会职能为中心,从研究方法视角对国内外行业协

会职能研究的文献进行深度梳理和分析,发现学者

对行业协会职能的研究较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而为

数不多的定量研究中,也倾向从行业协会的角度进

行协会职能审视,在明确职能定位和职能内容时缺

乏行业协会和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间的交互视角.
且学者在研究时忽略了各职能之间的重要性差异,
只明晰了“它是什么”,但是对“先做什么”却没有进

行更深层次的诠释,难以对协会在明晰职能内容之

后要采取的行为进行进一步指导.故而,为弥合上

述不足,本文提出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将政府、企
业以及其他行业协会职能受众共同作为研究主体,
根据各主体对协会职能的需求对现存的协会职能内

容进行审视和改进,确立出最契合主体诉求的行业

协会职能.同时,综合各研究主体对职能的重视程

度大小对职能进行先后排序,帮助行业协会在职能

履行时有的放矢,为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树
立协会威信,走向自主治理的道路助力.

一、相关概念

行业协会作为专业性社会组织的代表和一种重

要的组织形态,日渐受到大家的重视,并且成为政府

制度改革的重要力量[４].但目前学术界对行业协会

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论,针对行业协会的大多数



研究也往往涉及社会组织的其他衍生机构团体.例

如,岳经纶、郭英慧[５]在其研究中指出,行业协会不

仅是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致使其两者在概

念定义上趋同,而且行业协会也是一种特殊的非营

利组织,并随着市场的发展,行业协会与非营利组织

之间的界限将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徐建牛、孙沛

东[６]在其研究中用“草根行业协会”指代从民间发展

起来的行业协会,并认为该行业协会具备极强的民

间组织特性.此外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２０１４)»中还提出“行业协

会商会”的说法,对行业协会和商会两个主体进行统

筹定义[７].这些概念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一方面指

出各概念主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另一方面也让

行业协会的定义模棱两可.因此,为了帮助各界更

好地理解行业协会的内涵,本文选取“非政府组织”、
“非营利性组织”、“民间组织”、“商会”等四种组织分

别与行业协会进行对比,明确各主体的概念边界,协
助读者从不同层面把握行业协会的概念特性和内容.

(一)行业协会与“非政府组织”(NGO)
“非政府组织”最早出现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联

合国文件中[８],其由英文词组 NonＧ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译化而来,因此在文献写作中学者也

会将“非政府组织”简化为 NGO.它是指在地方、国
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志愿性公

民组织(«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一条).正如字面意思

表述,“非政府组织”强调组织的非官方性,与政府主

导的相关组织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但是这里的“非
政府性”并不意味着与政府毫无关联甚至与政府对

立,恰恰相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其发展历程中

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９].清华大学在２０００
年曾针对 NGO 做过一次大规模研究,结果显示将

近４０％的“非政府组织”涉及行业协会、学会领域,
行业协会成为“非政府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且是经济类 NGO的典型代表[１０].

(二)行业协会与“非营利组织”(NPO)
“非营利组织”是不以盈利为组织存续目的,向

社会提供服务的非政企机构[１１].美国的莱斯特
萨拉蒙(LesterSalamon)教授对“非营利性组织”的
主要特征进行了梳理和概括,最终归纳为五个方面,
也被称为５特征法,分别为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

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１２].其中非政府性和非营利

性已成为“非营利性组织”的基本特征,受到大家的

广泛认可,尤其是非营利性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指

出了其与企业等利益组织存在根本不同,这一点也

与日本学者重富真一[１３]的观点不谋而合.需要明

确的是非营利性不是指组织不进行财富的积累,而
是强调组织收入不得用于个人分配,而应该投入到

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学术界对行业协会和

非营利组织的区分不是特别明显,在研究时将两者

当成同一概念的情况也时有发生[５],甚至还存在有

行业非营利组织的说法[１４].但通过对两者进行进

一步的分析和对比,我们可以认为行业协会是行业

中将企业联系起来讨论行业共同问题、采取共同行

动的非营利性的中介组织[５].
(三)行业协会与“民间组织”(CivilSociety)
在我国,中国民政部管理下的非营利组织称为

“民间组织”,是由公民自愿组成的、有共同利益诉求

的非营利性社团[９].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

独立性、自愿性、非政党性和非宗教性的特征[１５],强
调对“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制约性和独立性[１６],根
据现有法律规范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单位与各类公益性基金会,其中行业协会

是社会团体的重要分支[９].此外在美国霍布金斯大

学研究中心制定的分类法中,行业类非营利组织被

作为组成民间组织的１２个组成部分之一,在民间组

织的构建框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１１].
(四)行业协会与“商会”(ChamberofCommerce)
商会是服务、流通类组织的联合[８],在«中国大

百科全书»(简明版)中,“商会”被定义为:“由城市工

商业者组建的民间行业组织,分两种类型:一指城市

商人按其经营商品的类别划分组建的行业性组织;
一指由多个行业性商会组建的跨行业协调组织[１７].”
该定义并没有将其与行业协会进行区分,两者的概

念界限非常模糊,因此在研究中不少学者并不对两

者作详细的区分,而是一度将行业协会商会作为一

个特定名词进行相应的调研[１８Ｇ２０].但在国内的相关

官方文件中则将商会作为一种经济协会,包含在行

业协会中[８].
上述四种组织虽然名称上相去甚远,侧重点也

各有不同,但都在某些方面与行业协会呈现出一定

的共通性,而这种共通性将其与行业协会联系在一

起,成为混淆行业协会概念的影响因素,具体如表１
所示.

综合上述论点,本文认为行业协会是行业内企

业自愿参加,以增进行业内企业利益为宗旨,为提高

行业治理有效性和促进行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跨政

府、跨企业的互益性联合组织.从宏观层面来讲,其
能够成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延伸,利用“第三

２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第４０卷



方组织”的职位便利,帮助改善行业内治理的效率和

效益;而就微观层面来看,其对营造更加稳定、有序

和高效的行业环境,帮助行业内企业更好更快地发

展也大有助益.
表１　行业协会与相近概念的辨析

类型 侧重点 与行业协会的联系

非政府组织(NGO) 强调组织性质的“非官方性”,与政府组织进
行区分

行业协会是经济类 NGO的代表

非营利性组织(NPO) 强调组织存续目的是“非营利性”的,与企业
等利益组织进行区分

行业协会属于广义的非营利组织范畴,是行
业中的非营利性的中介组织

民间组织(CivilSociety)
采用“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析框架,强调组织
功能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制约性和
独立性

行业协会是组成民间组织三大分类中社会团
体的重要分支,也是组成民间组织的１２个细
分条目之一

商会(ChamberofCommerce) 强调行业组织的经济特性,与行政类组织进
行区分

商会是行业协会中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

注:资料来源于文献整理.

二、行业协会职能诉求的凸显

(一)政府治理体制转型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九大上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２１].这是自十八大提出社会治理体制改

革以来又一次对社会组织在政府体制改革中的重要

性进行肯定.在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加
大对社会组织的重视和扶植力度,提高社会组织的

参与程度已然成为体制转变的重要内容.而行业协

会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分支,其在治理体系中的地

位和作用也逐渐凸显,日益成为业界和政府越来越

强烈的共同意向[１２],在政府的制度改革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４].从社会治理层面来看,它是对政府建

立的“公序”的补充[２２],成为政府面对解决“市场失

灵”和“政府失灵”问题中的必须依赖的一种权力主

体[２３],是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重要力量.而

从社会发展层面来看,随着国家治理疆域的收缩,行
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介入,类似“第三方机制”的存

在,能有效弥补政府从市场经济中“退位”后遗留的

职能空白,完成公共职能的有效供给[２４],实现政府

“监管”到市场“自治”转型中社会发展的稳定.
(二)行业应对市场变化的有效手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明确

宣示.面对新局面和新形势,改革势必成为党和政

府必须牢牢把握的主线[２５].这为我国经济高速发

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带来机遇,但面对经济全球化

带来的多方利益主体的入侵,业内竞争环境也急剧

恶化,行业内和行业间竞争与贸易摩擦时常发生,建
立标准化的行业规范和营造安全有序的贸易环境成

为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首要任务.而行业协会作

为行业内企业的利益联合组织,能够协调各企业之

间的利益冲突,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来规范企业竞争,
并为其提供相应的保障机制[２６].除此之外,协会还

能够及时依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行业规范[２７],在
“快经济”市场中,减少企业的反应时间,把握市场发

展的最新动态.对企业在国外市场的竞争中也能起

到事前预警和事后协调等作用,帮助维护行业协会

成员及整个行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利益[２８].
(三)企业自身发展壮大的重要路径

国外市场持续渗透和竞争逐渐升级对企业提出

了更高的期待,更具效力的组织制度和更具优势的

成本管理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手

段.而研究表明行业协会为企业提供的必要服务和

技术支持对完善企业管理理念和制度建设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２８Ｇ３０],并且其作为企业外的“第三方协调

者”与资源提供者,不仅能调解企业间的利益冲突提

高企业组织运行效率,在降低单个企业搜集市场信

息和进行交易前的经营决策成本方面也大有裨益.
此外面临行业间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摩擦,还可以

降低单个企业反倾销诉讼和应诉成本[３１],这些为企

业发展壮大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也成为企业获取

竞争优势的另一重选择.
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型、行业竞争环境的恶化和

企业发展壮大的需求,从宏观到微观对行业协会的

职能作用发挥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也为行业协

会的发展提供契机,协会数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６６０５
个[３２],发展到２０１４年的近７万个[３３],成为社会组织

中最活跃的部分.然而现有的行业协会发展现状仍

不容乐观.国内大部分行业协会的生存状态处于难

以维持或勉强维持的状态[２２],即使是行业协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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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温州地区,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行业协会处

于名存实亡的境地[３４],其中行业协会职能不清晰、
职能缺位,职能作用发挥不到位是影响其发展的重

要障碍[３５].在此阶段,明确行业协会职能定位,完
善行业协会职能内容是帮助行业协会发挥职能作用

的重要前提[３６].

三、现有研究的综述

行业协会“能办事儿”“会办事儿”是协会成长发

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其进行自我提升和树立威信的

重要路径[３７].而其中,确立协会职能定位,明晰协

会职能内容是协会“办事儿”的前提.因此为了帮助

行业协会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能,树立协会威信,国内

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研究主体对此展开了

广泛研究.本部分将主要综述该研究领域的研究内

容和研究结论.
(一)国内研究

本文依照学者在研究时采用的研究方法将国内

学者在行业协会职能方面的研究分为以下四类:

１．内容分析

贾西津等[３８]通过分析相关文献和资料,对我国

行业协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并结合中国转型

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提出协会的主要职能在于协

调和服务.这一观点得到康晓光学者的赞同,同样

是对行业协会发展进程进行分析,康晓光[３９]还认为

行业协会除了协调和服务职能之外,还包括代表职

能、沟通职能、监督职能、公证职能、统计职能、研究

职能.而陈荣峰[４０]则在二者的基础上将协会职能

分为４大部分:维权服务、行业自律、参与功能和中

介功能.此外张建民[４１]在分析国外行业协会职能

演变进程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行业协会的职能内容主

要包括基础性核心职能、优先职能和其他职能.其

中核心职能强调服务会员,包括信息提供和行动协

调;而优先职能包括市场支持和市场补充;最后是行

业公共性强、对协会商会组织能力要求高的其他职

能.谢增福[４２]则对官方文件中针对协会职能的相

关条例和规定进行分析,认为协会职能包括:自律、
协调、监督和维权、协助政府部门加强行业管理等４
类,并指出协调是行业协会的本质职能,而且随着市

场经济的层次提升,行业协会也衍生出一些现代职

能,包括在对外贸易中保护国内市场、帮助企业拓展

国外市场,以及反倾销职能.

２．归纳总结

刘斌和杨浩[３１]侧重描述行业协会的行政作用,

将其职能概括为代表职能、沟通职能、协调职能、监
督职能、公证职能、仲裁职能等６项,也变相揭示出

为何行业协会一直被冠以“准政府”、“二政府”头衔.
而朱英[４３]则着重体现行业协会处于政府和企业间

“第三方组织”特殊地位,将行业协会职能概述为代

表、服务、自律和中介等４项职能.至于郑江淮和赵

向莉在研究时更多地表达出行业协会作为“企业利

益表达的代表”对企业发展所承担的职能义务.其

中郑江淮[４４]将行业协会职能归纳为利益代表、提供

服务、促进社会契约形成以及执行被授权等４项,且
指出作为企业的利益代表,为企业服务是其核心职

能.赵向莉[４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企业

视角的１４项行业协会职能,包括:创办了刊物和简

报、组织宣传活动、行业调查和分析、经验推广、通报

行业重要事件和政策变化、组织培训、引导企业参与

公益活动、制定行规并监督执行、协调会员间关系、
协调政企关系、协调会员与非会员关系、参与职称评

定、参与许可证发放工作、参与企业年终评审等.
王民等[４６]倾向将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在公益社会中

职能的延伸,在研究指出行业协会的４项基本职能

为维护权益、行业自律、公共服务、政策建议,将公共

服务纳入到协会职能内容当中.江静和张健在研究

时,将行业协会看成一个组织团体,突出其在组织发

展过程中的管理职能.其中江静[４７]将行业协会的

功能归结为４点:利益代表、提供服务、提供社会契

约、执行被授权的管理职能等４项;而张健[３５]认为

行业协会主要包括３项职能:服务、代表和管理,并
且对管理职能进行进一步细化,分为制定行业标准、
行业规划、解决行业纠纷、发放许可证等.此外,
王勇[４８]在研究时突出政府治理体制转型的大背景

下行业协会作为政府职能承接主体应承担的职能义

务和内容,指出行业协会主要职能应分为协会服务、
内部自律和政府委托等３大类,明确了行业协会的

“非政府”属性,同时也暗示行业协会在政府治理体

制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杨剑和黄建[３]在总结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企业比较全面

的对行业协会的职能内容进行了概括,他们指出行

业协会职能内容可以分为３个层次:政治、社会和经

济.其中政治方面,包括提供组织支撑和制度平台,
确保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化解政企沟通障碍;社会

方面,包括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

秩序;经济方面,代表、维护成员利益,承担社会公共

服务等.此外还创新性提出行业协会有助形成新的社

会价值的功能,对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政府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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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案例研究

陈宪等[４９]通过对上海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进

行分析,将其功能概括为服务、协调和沟通３项.
刘张君[５０]则通过对银行业为代表进行分析,得出行

业协会主要包括行业自律管理会员、协调会员、服务

会员和监管当局助手等４种职能.张宏[３０]通过对

胶州市行业协会发展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将行业协会

的职能概括为以下５点:服务、行业自律、整合资源、
协调、管理和组织培训.孟亚男[３７]以中关村一个

IT行业的行业协会为研究主体,认为其作为中介性

民间组织的主要功能体现在３个方面:资源整合、权
利整合、行业管理和服务.梁昌勇等[５１]以安徽省粮

食、饲料和旅游等３个不同行业的行业协会为研究

对象,阐述了行业协会在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行业企

业行为、维护行业秩序等行业功能.肖凤翔和贾旻[５２]

则以现代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指出行业协会参与

职业教育治理的职能有３类:决策咨询、管理和服

务.此外余晖[５３]还采用多地域、多行业案例研究的

方式,将行业协会职能分为信息提供和协调行动.
上述７位学者虽然研究的案例主体不同,但是从中

总结出的行业协会职能殊途同归.首先,强调行业

协会的协调和服务作用,印证了协会作为“第三方组

织”的中介特性和为企业谋福祉的核心宗旨.其次,
在研究中均未指出行业协会的政治和社会功能,研
究视角局限在行业内,而没有上升到政府和社会层

面,职能内容局限.
但根据已有研究显示,学术界已意识到上述不

足,并且对其进行了部分改进.阳盛益[２３]以温州行

业协会作为分析主体指出除行业自律、制定行业规

范、服务企业、提供咨询之外,发展公益也是行业协会

的重要职能.而同样以温州为研究主体的周莹等[５４]

则对其社会功能进行进一步细化,得出保护社会环

境、维持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也包含在行业协

会职能内容中.周俊、宋晓清[５５]以杭州和温州两市

为研究对象,提到在两地行业协会职能内容中,稳定

社会环境、发展行业公益是重要组成部分.杭州行

业协会的５大重要职能分别是:行业培训和咨询,信
息提供、行业自律、行业品牌建设及价格协调;温州

行业协会的５大重要职能包括:组织会展、行业资料

整理、发布信息、行业培训和行业公益事业.

４．调查研究

王名和孙春苗[５６]主要以问卷调查收集的信息

为依据,据问卷分析结果提出,目前行业协会的职能

内容主要体现在行业层面,包括提供信息、维权和培

训等.而赵向莉[５７]则主要聚焦在企业层面,通过问

卷调查收集到的相关信息,指出行业协会在企业层

面的职能主要分为３类:信息功能、协调功能和管理

功能.黄蔚佳[５８]在研究中采用调查研究中的访谈

法对广西省转型期间行业协会的职能进行探讨,并
将其概括为以下４种:实现政府与企业的沟通、帮助

企业维权、服务企业及帮助行业自主管理.
(二)国外相关研究

在针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收集时,由于国内

外语言文化的差异,中文语境下的行业协会在西方往

往对应多种不同的英文名称和含义[３８],其中单从翻译

上来看,外文的行业协会通常被翻译成Tradepromotion
industryassociation和Tradeassociation[５６],有时也被

称为Businessassociation,Employerassociation[２２],但
如果从意义上来进行区分,NGO、NPO 等组织内涵

与其也有颇多相似和重合之处,正因为如此,在研究

时二者与行业协会的用法常被混淆,界限不是非常

明晰[１８Ｇ２０],所以在进行文献搜寻时有必要对这两者进

行同步检索.因此本文以Tradepromotionassociation、

Tradeassociation、Businessassociation、Employer
association、NGO、NPO 等六个关键词进行文献检

索,并将不符合文中研究主题和要求的文献剔除,最
终梳理概括为以下三大类:

１．内容分析

根据学者的研究内容,可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

主要探讨行业协会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职能.通过对

文献和资料进行分析,Lindberg[５９]提出,行业协会

具备 稳 定 市 场 环 境,维 护 市 场 秩 序 等 职 能;而

Hollingsworth等[６０]认为行业协会不仅包括上述两

种职能,还包括对行业内和行业间竞争进行规范,保
护行业内企业利益等功能;Doner和Schneider[６１]则

站在更高的层次,提出行业协会不仅有对社会经济

发展环境和竞争格局有稳固维序功能,同时还具备

行政监督和管制等职能.
第二类着重聚焦行业协会在政府和企业间的特

殊地位.在研究中,Frahana[６２]阐述了行业协会作

为议程设置者、良心维护者、合作者、专家、游说家、
实施者等六种角色所具备的其在组织、协调、沟通、
代表、发布信息、执行等６项职能.而Sabine[６３]具

体提出行业协会的五个核心职能层面:角色、权力、
责任、合法和承诺.

此外Schaede[６４]和 Nelson[６５]在研究时还将协

会作为自主治理运营团体指出,对协会进行自我管

理,执行相关规章条例也是其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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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案例研究

通过对文献进行分类,主要可从以下两点来进

行分析:a)促进行业发展,Tendler[６６]、Athreye和

Chaturvedi[６７]分别以巴西家具行业协会和印度行业

协会为研究对象,指出行业协会具有信息传递和组

织研发创新等职能;Kalle[６８]、Wolfgang和 Michaela[６９]

以香港、丹麦、芬兰和德国作为研究主体,认为技术

推广也包含在其职能范围当中;Schneiberg[７０]、Ville
和 Merrett等[７１]以美国消防保险业和新西兰羊毛

协会为中心开展研究,结果显示促进产业间合作、规
范行业竞争也是行业协会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b)保护环境,Lee、Jung和 Kwak[７２]以小型干洗店为

研究对象指出贸易协会在环境保护方面具有的监督

和管控职能.Sinh[７３]、Turnock[７４]、Haigh[７５]通过对

泰国水用户合作社、欧洲东南部的环境非政府组织

和牛津布鲁克大学共同支持的土地复垦研究项目进

行研究,指 出 行 业 协 会 具 备 宣 传、倡 议 等 职 能.

Bailey[７６]还通过对英国有关气候变化的案例进行研

究指出,制定章程和落实政策也包含在行业协会的

职能内容当中.

３．调查研究

该类研究,学者主要从可持续发展方面来进行

分析和概述.Kennedy和Dornan[２]以非洲、亚洲和

南美洲中１２家以旅游为导向的非政府组织为研究

对象,采用背景研究和非结构化访谈两种研究方法

探讨了这１２家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方面的职能,并指

出提供教育培训、制定发展的相关官方政策和进行

研究、投资属于其职能内容.Ramamoorthy、Poyyamoli
和 Kumar等[７７]以印度南部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为

例,通过实地访问、非正式访谈、小组讨论、现场调查

以及查访当局的有关记录等方法进行两次数据收

集,认为行业协会具备改善环境职能.Elizabeth[７８]

等以秘鲁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为例,通过对其中２８个

非政府组织的组织代表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提出

NGO在野生动物保护中的四项职能:宣传、倡导、发
展和扶植畜牧业.另外,Dario和 Wolfram 等[７９]还

以菲律宾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人种学研究方法对其

进行调查,得出保护森林也是行业协会职能的重要

组成部分.

四、国内外研究特点及不足

从上述文献回顾来看,国内外学者针对行业协

会职能研究的特点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进行分析: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学者都倾向采用内

容分析、归纳总结、案例分析等定性研究的方式对协

会的职能和内容进行研究,例如,张健[３５]、孟亚男[３７]、

Lindberg等[５９]、Kalle等[６８]都是根据已有文献或资

料进行协会职能的提取和归纳.而对于定量研究的

关注稍微有所不足,目前能获取到的文献资料不足

定性研究的五分之一.并且在同一研究中,国内学

者通常只采用一种研究方法,例如,王名等[５６]和赵

向莉[５７]在收集数据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黄蔚

佳[５８]的数据则关键依靠访谈调查获得;而国外学者

更偏好多种研究方法综合使用,例如 Kennedy[２]在

研究时采用了背景研究和非结构化访谈两种研究方

法,Rajamanikam等[７７]在获取数据时结合了实地访

问、非正式访谈、小组讨论、现场调查以及查访当局

的有关记录等５种方法,研究方式也更多元化.
第二,在职能的研究上,国内外针对行业协会职

能的研究层面很广,在国家、市场、企业层面都有所

涉及.相较国外,国内学者在行业协会职能方面的

研究更加丰富,阐述的职能内容也更全面,例如其中

涉及到行业协会的社会职能、经济职能、行业建设职

能、公共服务职能以及组织自我管理职能等,而国外

学者对协会职能研究的层次更深、更细,善于从一些

具体的案例中进行某种细小职能的提取,例如,

Lee等[７２]和Sinh[７３]则只探索了行业协会在环境保

护中的职能,阐述的职能内容更为精准.此外,国内

对职能的研究多从市场的角度出发,探索其在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包括维护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竞争、
解决市场纠纷等,但国外则更多围绕环境、教育和可

持续发展展开,例如改善环境、保护森林、保护野生

动物等.
第三,在选取对比研究主体的跨度上,国外学者

选取的跨度更大.国内学者的对比研究主体多是选

取不同省份或市级区域内的行业协会组织,例如

梁昌勇等在进行对比研究时以安徽省粮食、饲料和

旅游等３个不同行业的行业协会为研究对象.但国

外的研究则更多的是在不同国家间选取对比主体,
例如,Kennedy和 Dornan[２]在研究时选择非洲、亚
洲和南美洲中１２家非政府组织为研究对象进行对

比研究.
除上述特点外,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还同

时呈现出单主体研究视角,以及对职能重要性不加

区分等不足.其中单主体研究视角是指在研究中,
以某一方团体或组织作为研究的对象,站在其立场

对文中研究的问题进行鸟瞰.例如,黄蔚佳[５８]在研

究行业协会职能时,关键针对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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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领导进行问卷的发放和数据的收集;Elizabeth[７８]

在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时也主要非政府组织的组织代

表作为访谈对象.结合上文所述已有研究文献可

知,现有针对行业协会的职能研究在选取研究对象

时较多围绕某一类主体进行,要么是行业协会的工

作人员,要么是行业协会的领导和代表,并以他们的

观点为支撑进行行业协会职能内容的搭建,但“屁股

决定脑袋”,不同地位主体对协会职能的诉求和看法

存在差异[５８],如果只从一方视角进行行业协会职能

的构建势必会有失偏颇,难以制定出最契合行业协

会职能受众需求的职能内容,而这将会大大降低协

会职能作用的发挥[８０].
而对职能重要性不加区分则是指行业协会内各

项职能的重要程度相同,协会在承担和履行职能时

没有轻重缓急之分.根据现有研究可知,国内外研

究多局限于协会职能内容的丰富,即解决行业协会

职能“是什么”的难题,但是对确立职能履行的先后

顺序,即“先做什么”却鲜有涉及,学术界默认各项职

能对政府、企业以及其他行业协会职能受众的重要

性等同,而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一视同仁的职能内

容只会让面临资源困境的行业协会在履行职能时无

的放矢,影响职能作用的发挥.

五、结　语

无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从企业的角度,各界

对行业协会职能作用的诉求越发凸显,行业协会职

能内容作为协会职能作用发挥的重要前提,也愈发

受到重视.本文以学者在分析行业协会职能研究过

程中采用的研究方法为依据,对国内外行业协会职

能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明确了现有研究的特

点及不足.针对上述不足,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研究

中学者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改进:
(一)将多个主体纳入行业协会职能的研究体系

中,实现受众需求与职能的契合

身处不同背景和环境下的主体对行业协会职能

的需求不同,因此在确立行业协会职能时要从多主

体角度出发对行业协会职能内容进行审视,重视政

府、企业和行业协会职能受众在职能内容确立过程

中的角色,认识到其对修正行业协会职能的重要作

用,并将其一起纳入职能的研究体系中来.具体可

以采用以下方法:第一,对上述主体分别进行调研,
了解其对行业协会职能的需求和期待;第二,将各个

主体的调研结果与现存的行业协会职能体系进行对

比;第三,根据对比结果对现存的行业协会职能进行

修正,补其所需,去其所弃,实现受众需求和职能之

间的契合.
(二)构建职能重要性与职能权重间的对等关

系,明晰行业协会各职能重要程度

主体的差异性和资源的有限性表明对协会职能

一视同仁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在此情况下,应该树立

一个衡量标准,量化各个职能的重要性,让协会在进

行职能履行时有据可循.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首先,让各个研究主体对协会职能进行重要性打分,
分数越高代表职能越重要;接着,将各个研究主体对

职能重要性的打分进行对应加总得到各个职能的总

评分;最后,以总评分为依据来分配职能权重,分数

越高权重越大,而具备高权重的职能在同等情况下

有优先履行权,总权重相加等于１.经过上述方式

构建职能重要性与职能权重之间的对等关系,不仅

能直观清晰地反映该职能的优先等级,而且可以有

效帮助行业协会在履行职能时有的放矢.
(三)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等研究方法的独特优

势,更有效地收集相关调研数据

为了达到上述两个研究目的,在研究时可以结

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的优势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一
方面,问卷调查是一种量化方法,适合进行具体数据

的收集,学者可以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研得

到各主体对职能重要性的评分数据,并以此作为分

配权重的依据,会大大提高职能重要性划分的说服

力.另一方面,相较问卷调查,访谈偏定性研究方

法,适合进行意见、看法的收集,因此运用访谈法与

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沟通可以深入了解各主体的需

求和期待,进而对现存的行业协会职能内容进行全

方位审视,最终构建出最契合主体需求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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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postＧdualmanagementera,industryassociations,asnewgovernancesubjects,are
increasinglybecominganimportantforceinthetransformationofsocialgovernancesystem．Fromthedata
wecanseethatalthoughthenumberofindustryassociationscontinuestorise,mostindustryassociations
sufferfromtheinabilitytoestablishprestigeandstruggleontheedgeofsurvival．Thereasonisthe
functionalorientationofindustryassociationsisnotclear,andthecontentoffunctionisalsonotperfect．
Theseweaknesseshindertheexertionoffunctionsandthenweakentheinfluenceofindustryassociations．
Therefore,inordertohelpindustryassociationstodevelopbetter,thisarticletakesthefunctionof
industryassociationsasthecenter,comprehensivelysortsoutandanalyzestheresearchliteraturesonthe
functionofindustryassociationsathomeandabroad,summarizesthecharacteristicsandshortcomingsof
thecurrentfunctionalresearch methods,and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relatedtothefunctionof
industryassociationsinthefutureresearch,inthehopeofhelpingscholarstobuildmorecomprehensive
functionalcontentwhichwillmeetstheneedsofaudience,andthenmakecontributionstothedevelopment
ofindustry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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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搜索的时间维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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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知识经济时代,时间已成为知识搜索战略的构成要素.综合以往与知识搜索的时间维度相关研究,围

绕“搜索什么知识”、“何时搜索知识”及“如何搜索知识”三个主题展开研究,系统梳理了知识年龄及时序问题、知识搜

索速度及时机问题、知识搜索的时间认知决策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上述三个方面主题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创新性

地提出未来知识搜索时间维度研究的时间边界、时机选择、时间认知、时间演化等四个前沿问题.

关键词:知识搜索;时间维度;知识年龄;搜索时机;时间压力

中图分类号:F２７３．１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２Ｇ００１１Ｇ０８

　　知识搜索作为创新管理领域一个新的研究热

点,近年来备受学术界关注,学者们主要聚焦于知识

搜索的纵深度、宽广度、距离维度、知识源特征来划

分知识搜索维度[１Ｇ３].动态环境下,组织创新过程中

的知识搜索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对时间的敏感性,表
现为“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搜索企业所需的

知识”[４],并且企业从外部搜索汲取新知识的速度也

引起重视[５].一些研究从知识时间边界角度将知识

搜索模式区分为时间探索与时间利用[６]、前沿技术

搜索与成熟技术搜索[７]等,但大多研究仍停留在静

态时间点和企业进入市场速度的客观时间上,忽视

了企业的知识搜索特征随时间或产业环境的变化呈

现动态性[８Ｇ１０].从演化经济学角度而言,知识搜索

被认为是一个解决创新问题的过程,企业创新是随

着时间推演不断及时地从外部搜索知识更新自身知

识基的结果.因此知识搜索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

动态时间序列,先前或现在的搜索行为会影响后续

发生的搜索活动[１１Ｇ１２].由于以往的静态研究并未回

答“企业间如何围绕创新展开知识搜索竞赛”[１３],这
启发笔者思考企业当前搜索时机(Timing)的选择

问题,研究组织决策者如何结合企业生命周期和行

业特征掌控搜索的节奏,尤其是何时采取何种搜索

行动最有利于组织获取竞争优势.
在复杂多变情境下做出正确的搜索决策,要求

管理者综合考量企业知识搜索的速度、时机抉择、时
序先后及时间压力等问题[４,９],分配好管理注意力

资源和关注调节焦点识别来自外部的时间压力并进

行环境感知,透过时间维度理解与解释组织与外部

环境的复杂关系.基于此,本文结合以往相关研究

对知识搜索时间维度的三个基本问题进行综述:“搜
索什么知识(客观视角)”、“何时搜索知识(竞争视

角)”及“如何搜索知识(主观视角)”,其中“搜索什么

知识”主要涉及到搜索的知识年龄(旧知识/新知识/
潜在知识)及时序问题、“何时搜索知识”主要聚焦知

识搜索速度及时机问题、“如何搜索知识”主要关注

知识搜索的时间认知决策问题.围绕知识搜索的主

观、客观和竞争三个视角,本文构建如图１所示的综

述思路,下面将分别探讨这三个主题并试图建立三

者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企业新旧知识搜索目标是

否会影响搜索速度与搜索时机选择,后者反过来是

否会影响企业搜索到的知识类型及时序模式;其次,
搜索速度和搜索时机是否与管理者的时间压力及注



意力之间具有双向影响关系;最后,时间压力与注意

力分配对企业搜索到的知识类型及时序模式是否产

生影响,新旧知识搜索目标将会带来哪些方面的时

间压力及认知冲突.本文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并提出未来知识搜索时间维度研究的前沿主题.

图１　基于时间维度的知识搜索研究综述构思

一、搜索的知识年龄及时序模式

(一)搜索的知识年龄

知识年龄是知识搜索文献关注的一个重要时间

特征,多数研究将搜索到的知识划分为新知识或旧

知识[１４],最近搜索或出现的知识系通常意义上的新

知识,包括企业新知识、行业新知识及行业外新知

识[２].潜在新知识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现有

研究对潜在知识的界定与研究相对尚处于起步阶

段,个别研究(如Rosenkopf等[１５])将潜在知识等同

于尚未发现的科学知识或产业领域之外的新知识.
由于存在有限理性和路径依赖,企业倾向在现有知

识域附近搜索解决问题的方案,搜索旧知识还可以

为企业获得积极的反馈,但是过度开发过去旧知识

可能陷入“时间近视症(Temporalmyopia)”[１６].还

有学者将搜索旧的或者以前的知识视为利用性搜

索,而搜索新的或最近的知识视为探索性搜索[６].
虽然搜索知识的新旧程度对创新产出均有影

响,但是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关于旧知识,一些学

者(如 Katila[２])认为旧知识不能满足环境变化的需

求,但也有学者强调旧知识因聚焦特定知识域而更

可靠、对企业价值更高[１７];关于新知识,有研究主张

搜索最新技术知识提高创新水平,尤其对潜在全新

技术的探索给企业带来突破性发明[１８],但新知识在

可靠性、利用风险及搜索成本方面不抵旧知识.针

对这种争论,学术界从新旧知识平衡利用角度将知

识年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推进到非线性领域[１９],这
些研究进一步证实前沿知识或成熟知识在企业创新

和市场回报中的作用[７].近年来,关于知识年龄影

响搜索绩效的研究争论逐渐减少,其原因可能是该

方面研究难以找到新的切入点,以Jung等[３]为代表

的学者开始探索知识属性(如知识原创性)对搜索绩

效的影响,还有研究尝试探讨知识搜索时间与其他

边界模式的多元组合[２０].总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

对新旧知识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且以高

技术行业(如制药、机器人等)实证研究初步肯定了

旧知识和新知识在创新中的非互斥关系,但是以往

研究并未探讨不同行业及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

企业,在搜索新知识或旧知识的动机、强度方面的

差异.
(二)搜索的时序模式

组织知识搜索战略具有时间依赖性,时间成为

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搜索活动的重要线索,从时间

顺序角度考察知识搜索行动的前后关联性将具有重

要意义.时序模式中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要素

反映一个组织的搜索与学习状态转换,并使组织可

以反思过去的搜索活动和展望未来的搜索行动[９].

Gavetti等[２１]将企业知识搜索行为划分为前向搜索

(Lookingforward)与后向搜索(Lookingbackward)
两类,前者基于决策者随时间的经验积累与绩效反

馈结果强化过去的决策,后者基于决策者对未来与

计划行为可能结果的评估来做出组织行动.前向搜

索成功实施的条件是组织能够设定目标与绩效期望

引导意见不同的团队,调整当前行为不需参考未来

的计划,相反后向搜索中决策者对未来有一幅认知

蓝图[２２].另外,由于市场中可以获取的新兴技术机

会与互补技术知识之间存在时间滞后,这要求企业

具备持续搜索的能力[２３].结合创新理论,企业对同

一或相似创新问题持续关注或周期性搜索该领域知

识可被视作连续搜索.但在技术探索与搜寻的过程

中,企业也会在探索式学习和开发式学习间不停转

换[２４],通过这种间断时序搜索模式提升组织的柔

性.这种间断时序是一种典型的非连续搜索,当技

术进步曲线和技术扩散曲线出现节奏不协调时,不
连续搜索与创新的机会就存在.总之,基于过去搜

索行动和经验的总结反思,组织对现在和未来的知

识搜索决策及方向能够论证更为合理,但关于过去

搜索、现在搜索及未来搜索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现有

研究并未详细探讨.
(三)知识年龄与时序模式研究述评

上述对知识年龄及时序模式的研究,基于时间

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发展线索[１２],将旧知识、新
知识及潜在知识纳入企业知识搜索内容研究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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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并且连续创新和不连续创新理论将企业连续或

间断搜索问题推到创新理论与实践的前沿.但是,
未来研究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首先,将知识

搜索的年龄与内容相结合的研究相对欠缺,对企业

而言新旧程度不同的技术或市场知识发挥的作用存

在较大差异;其次,可以将知识搜索的年龄与知识搜

索空间相结合,且区分探索本地或远程新旧知识对

创新的不同作用机理;最后,关于知识搜索是否连续

的研究较少,未来应拓展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

企业如何采取连续性搜索的研究,并探讨间断搜索

对企业创新资源配置或产生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为

此,纳入知识年龄、时序模式及知识搜索的连续性,
结合知识搜索内容与搜索空间可以构建知识搜索的

时间边界整合模型(图２).

图２　知识搜索的时间边界整合模型

二、知识搜索的速度与时机选择

(一)知识搜索的速度

虽然以往创新学者假设“知识搜索活动能促进

创新结果”[１],但在竞争优势的创造与毁灭加速交替

背景下,外部搜索到的知识也被期望更快速的应用

于企业创新中[８,１３].目前,学术界基于时间竞争(TimeＧ
basedcompetition,TBC)的创新搜索研究中存在两

类看似相悖的观点:一类研究从创新先动者优势角

度,提倡企业加快产品创新速度或伺机选择新产品

上市的时机以获得占领市场先机,并比竞争对手对

外部环境做出更快速的反应;另一类研究质疑创新

中“快即是好”的观点,管理者追求速度可能会导致

对创新过程与时机缺乏理性分析[４,８],此后有研究

发现搜索中快学习与慢学习两者需要平衡[９].产生

上述悖论的原因可能是搜索速度取决于决策情境是

否清晰,在模糊情境下后行动可能比快速搜索收益

更多.如 Grimpe等[２５]从行业类型角度对企业的知

识搜索节奏进行实证,发现中低技术行业和中高技

术行业的企业在创新搜索方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性.从上述研究可知,现有对知识搜索速度的研究

主要侧重新产品或市场先机,但知识搜索过程中的

知识扫描、获取、整合与应用等环节的速度还缺乏细

致探讨.
(二)知识搜索的时机

学者们为了从时间维度剖析管理实践者的战略

行动,最开始简单地将时间归结为企业竞争优势的

来源之一,后续更具体地研究时间(时机)与新产品

开发或市场进入等组织各类具体行动之间的关系[４].
以往知识搜索研究大都遵循一种“由外及内”的观

点,重点关注存在于企业外部的各种市场类和技术

类知识源,但知识搜索活动可能会受到竞争对手的

影响而需要调整目标企业自身的搜索策略[１６].有

学者强调相对对手的搜索时机造成组织间产品创新

的差异[２７],并发现竞争对手对焦点企业搜索时机的

影响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效果:“排斥效应”和“激化

效应”.此后,Chen等[２８]少数研究尝试探讨新创企

业如何与在位企业竞争,但均未将相对竞争对手的

知识搜索时机这一问题进行细化研究.
引入平行搜索视角后,知识搜索活动事实上成

为一种学习竞赛过程,在搜索时机选择上存在三种

策略:领先竞争对手、与竞争对手保持同步以及跟随

竞争对手,并且有研究发现与竞争对手同步搜索并

不利于创新,领先搜索有可能发明全新产品和跟随

搜索促进研发更多新产品[２７].考虑外部环境中的

竞争对手行动时机后,有学者指出目标企业知识搜

索效果是自身搜索策略与相对竞争对手的搜索时机

的函数[１６],Boudreau等[２９]发现创新问题复杂性和

竞争对手增加引发的市场多样性均对知识搜索产生

积极影响.搜索时机是知识搜索研究中一个比较新

的研究主题,但现有研究仅限于相对对手的搜索时

机,但从知识搜索客体看,搜索时机还涉及其他创新

问题的解决者(如供应商、顾客等).上述研究旨在

揭示“企业在什么时候做出正确的搜索时机选择”,
但以往关于搜索时机的研究并未考虑不同类型企业

(如新创企业与成熟企业、本地企业与全球企业)的
资源禀赋差异性,这可能导致知识搜索的问题解决

方案并不具有针对性.
(三)知识搜索速度时机与时间边界的相互影响

首先,企业搜索新旧知识或搜索的连续性影响

搜索速度与时机选择吗? 在组织惯例的影响下,企
业倾向搜索与现有知识基础相接近的知识,现有知

识基础的新颖性与多元性直接影响组织未来的知识

搜索策略[３０],并且知识搜索与期望绩效比较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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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管理者搜索速度与时机决策的重要信息源[３１].
由于新的机会和威胁会根据组织内部和外部动态性

发生持续变化,组织也需要持续权衡时间维度上的

探索和利用策略,当前绩效结果与绩效预期相匹配

时组织延续原有的搜索策略,但是连续搜索在某个

阶段如何因产品或企业特征不同而选取不同的搜索

时机仍不得而知.
其次,知识搜索速度与时机对搜索新旧知识或

搜索连续性策略选择的影响? 在搜索时机选择上,
企业首先考虑的问题应该是何时开发新产品或采用

新技术、如何进入市场、进入市场的次序等问题,在
此基础上,结合不同行业特征选择适宜的知识搜索

速度.在搜索时机选择方面,领先搜索有助于企业

搜索到更具新颖性的异质性知识,而跟随搜索可能

搜索到更多成熟知识[１４].如果将竞争对手纳入搜

索时机框架,搜索时机选择将为企业从技术发展与

市场需求的差距中搜索不连续创新机会.
综上所述,知识搜索随时间或竞争关系的动态

变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考虑竞争互动情境下

的核心企业知识搜索时机选择(如领先、同步或跟

随)的演进规律还有待探索.结合搜索时机对知识

时间边界的影响,围绕企业与对手间知识搜索策略

的竞争,并考虑过去(现在)的搜索时机选择对现在

(未来)的影响.比如,借鉴 Katila等[２７]等研究,领
先、同步和跟随是根据本企业相对竞争对手在利用、
探索和没有搜索这三种平行搜索竞赛策略中的选择

加以判定.核心企业知识搜索时机抉择取决于上一

阶段竞争对手搜索时机策略选择,并且核心企业与

竞争对手当前搜索速度与搜索时机选择影响企业下

一阶段的时序模式.

三、知识搜索的时间压力与注意力

(一)知识搜索的时间压力

管理者对时间的主观感受(如快慢、紧急)影响企

业知识搜索决策,基于特定时间情境的管理者认知构

成管理者行动的基础[４].关于知识搜索的时间压力,
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方面,从组织即兴角度

考察“即时特征”对知识搜索的影响.知识搜索的时

间临近促使组织思考与即兴学习(Improvisational
learning),即兴能力要求企业在截止日期之前(Temporal
proximity)立即做出知识搜索的决策,通过这种方

式将管理经验转化为企业绩效[９].即兴有助于线性

时间和周期时间的综合,综合过去的搜索经验与未

来的搜索预期制定现在的知识搜索方案[３２].当面

临外部短时间内创造满足消费者需求产品的时间压

力,组织通过搜索外部类似解决方案加以应对[５].
另一方面,从经验学习角度,探索复杂多变情境下的

知识搜索活动.在快速搜索决策前提下,基于西蒙

的“有限理性”理论可知企业全面掌握与评估外部信

息几乎不可能,管理者以“满意原则”作为决策的标

准[３３],借助不同搜索决策的试错找出较优的搜索策

略.还有研究发现时间压力与知识搜索存在倒 U
型关系[３４],即在一定程度上时间压力有助于知识搜

索,但当感知时间压力超越临界点之后会导致管理

者认知冲突与效能感下降.在快节奏市场中,行业

地位不同的企业(如领先企业或跟随企业)感知时间

压力的强度及所处情境不同,未来研究应该探索这

些企业在采取搜索行动的时间跨度与速度方面的差

异性.
(二)知识搜索的高管注意力

高层管理者的注意力影响知识搜索以及创新绩

效,高层注意力的分配对企业知识搜索速度有显著

影响.一方面,在高层注意力的时间维度(关注过

去、关注现在和关注未来)上,有学者[３５]发现高层注

意力聚焦当前技术或新兴技术将导致企业进入新市

场不同的节奏,还有研究证实高层注意力焦点影响

组织战略的响应速度[３６].基于管理者认知判断,前
向搜索反映组织决策者对未来及执行搜索计划后可

能结果的评价[４],后向搜索倾向通过渐进式学习和

对组织惯例的适应性选择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２１].
另一方面,关于高层管理注意力的空间维度(关注外

部和关注内部),由于“外部焦点”和“内部焦点”相互

竞争管理者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内外部注意力配置

不同对企业洞察外部机会和传递外部竞争压力的感

知存在显著差异,其对企业知识搜索策略和时机选

择的影响机制值得深入探讨[１３].还有研究基于调

节焦点理论,发现CEO促进性焦点积极影响探索与

开发活动,但是预防焦点不利于探索活动[３７].高层

管理者或高管团队对前一阶段的知识搜索结果的反

馈以及对未来知识搜索目标的预期,均会影响其注

意力的分配及对下一阶段的知识搜索决策[３８].以

往研究将注意力与知识搜索相结合,丰富与扩展了

知识搜索理论,但处于行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

业管理者注意力对知识搜索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

性,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三)知识搜索的时间压力和高管注意力与知识

年龄及搜索时机的影响模型

演化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不同组织的资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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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认知存在差异,即是在相似的外部环境条件

下,企业的知识搜索策略会有不同.企业搜索从客

观的“速度”转向主观的“时机”,将管理者对时间的

认知导向充分挖掘出来,管理者对时间压力的感知

和对稀缺注意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无疑影响对外部

新旧知识的搜索.相反,组织的惯例以及响应策略

往往遵循一定的路径依赖性[３９],企业现有的知识结

构、所涉及的技术范围以及之前知识搜索行为也会

对知识搜索的时间目标或是否持续搜索带来影响.
领先对手获取行业内外的新知识对管理者具有时间

任务压力,并且新知识相对于旧知识更具有模糊性

与不确定性,故对目标企业的管理注意力分配及认

知也会产生一定影响[４０].
关于知识搜索时间压力对搜索新旧知识和做出

正确的搜索决策的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极度竞争

压力下的即兴表现对组织的影响是同时存在利

弊[４１],未来需要探索时间压力和高管注意力对企业

知识搜索的作用机制.同时,搜索时机选择也会影

响管理者的注意力及感知时间压力,比如在技术革

新较快的行业,知识搜索将使管理者面临不同的时

间压力[１０],因此企业管理者的注意力资源配置也有

所不同.具体而言,领先搜索决策使得企业管理者

关注企业外部及未来绩效,跟随搜索企业更多关注

企业内部与当前绩效[３７].
为此,基于“管理认知—搜索行为—创新结果”

视角,本文构建一个基于时间维度的知识搜索的最

新研究模型(图３).首先,当前知识搜索研究尚未

构建个体(如CEO调节焦点类型)、团队(如高管团

队注意力和时间压力)、组织(如感知环境的机会与

威胁程度)层面上知识搜索时机前因模型,知识搜索

时机与企业搜索的知识年龄之间相互影响,但是搜

索时机与知识年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仅受到企业

类型与行业特征的调节,还受到企业管理认知层面

因素的调节作用[２１].其次,在知识搜索的时序模式

特征方面,T１阶段的知识搜索行为通过绩效结果反

馈影响 T２阶段的搜索行为,进而对后续阶段创新

绩效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对这种动态时序影响的关

注还不够.最后,知识搜索主观时间维度的研究相

对处于起步阶段,管理者主观认知因素对企业搜索

的客观知识属性和竞争时机的综合影响模型尚未有

研究系统探究,并且复杂关系研究可能还需要综合

问卷、案例、仿真等多种方法加以揭示.

图３　知识搜索时间维度研究的一个最新模型

四、结　语

传统知识搜索的研究较多考虑搜索内容与搜索

机制[４],但是这二者如何随时间变化并对创新绩效

产生影响的研究极少.演化经济学指明了先前知识

搜索的经验或知识存量影响后续搜索模式的选

择[４２],但是企业知识搜索的内容及路径具有惯性,
这种惯例使得企业倾向选择在现有地域或知识基附

近搜索旧知识.为了适应环境动态变化,企业应搜

索一些突破式创新所需的新知识或潜在知识,然而

知识新旧程度不仅是动态时间轴中的相对位置不同

或者对企业而言是否熟悉,而且知识搜索的年龄还

取决于企业对知识搜索速度或时机掌控[２７].时间

除了作为知识搜索的一种客观存在之外,企业决策

者对时间的主观感知或稀缺注意力资源的分配客观

反映其应对外部技术机会与市场扰动的能力,企业

搜索时机选择及新旧知识搜索取舍对创新绩效均有

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知识搜索的时间维度展开

为知识年龄及时序问题、知识搜索速度及时机问题、
知识搜索的时间认知决策等三个方面主题,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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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者之间围绕时间线索构成的逻辑关系,最终构

建一个“管理认知—搜索行动—创新结果”的综合研

究模型.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及理论发展动向,未来知识

搜索的时间维度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
第一、知识搜索的时间边界探索.现有研究主

要将知识搜索的时间维度等同于知识的新旧程度,
探讨不同搜索战略对获取新旧知识的影响以及后者

对创新绩效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均基于高技术行

业(如国外机器人、制药行业等)所得出的结论并不

一定适合我国大多数传统制造类行业.因此,未来

研究应该基于本土不同行业及企业特征,一方面运

用管理问卷及专利数据探索不同搜索速度与时机对

其搜索新知识或旧知识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创

业企业或成熟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另一方面采

用案例或内容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深入剖析基于时

间维度的知识搜索模式内涵、特征及对创新的影响,
并弥补现有专利数据和问卷调查无法较少关注默会

知识的不足.
第二、知识搜索的时机选择问题.时基竞争模

式下,知识搜索速度备受关注,但是当前关于搜索速

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尚未明确,企业相对竞争

对手在搜索时机选择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未来应

该结合行业特征和企业特征探讨搜索速度对结果影

响的差异性,立足竞争视角综合考虑企业“从哪儿搜

索”和“何时搜索”的问题,并借助非合作博弈理论、
纵向案例跟踪、时间序列数据等方法揭示企业知识

搜索速度或时机选择的演进规律.
第三、知识搜索的时间认知研究.虽然现有研

究认识到知识搜索受到管理者对主观时间认知的影

响,但是时间压力的性质(如挑战性时间压力与阻碍

性时间压力)、感知强度及所处的情境对知识搜索活

动的影响机制仍值得探讨.跨越管理者个体、高层

团队及组织三个层面对时间的感知、注意力分配等

因素影响搜索时机与知识年龄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并且时间认知层面的前置因素对搜索行动与

创新结果之间关系的权变作用机制还需细致探究.
第四、知识搜索的时间演化问题.有关过去、现

在和未来的时序要素反映一个组织的搜索与学习状

态转换[１２],但是现阶段知识搜索行为及绩效结果对

企业下阶段知识搜索结果的影响缺乏研究.因此,
未来的研究还可以通过构建仿真模型(如系统动力

学模型)或纵向时间序列跟踪数据,探索基于上一阶

段绩效结果反馈的搜索策略调整过程及不同阶段的

知识搜索策略的动态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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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钱庄的信用危机管理(１８４３—１９４９)

刘梅英
(浙江理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近代上海钱庄的发展经历了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向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作为金融中介机构,钱庄在

自我发展与政府控制的两个阶段,主要面临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竞争风险、投资风险与国家风险等几种信用风险

危机的考验.为了化解各种危机,钱庄积极发挥自身信用风险控制优势和行业协会的同业监管优势进行管理;而政

府以牺牲钱业利益为代价维护金融环境稳定的做法则使钱庄陷入前所未有的国家信用危机包围之中.钱庄在成长

中积累的应对来自市场、同业、政府各种危机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将给当今金融改革以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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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上海钱庄作为从传统社会成长起来的金融

中介机构,经历了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

过渡并向中国推进的过程,历经近代中国诱致性制

度变迁向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变的历史.具体来看,

１８４３—１９２７年是上海钱庄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
开埠通商以来,外国金融机构入驻上海以后,借力钱

庄熟悉市场、掌握较多信息、庄票流通广泛、通晓商

业习惯等优势,使用钱庄庄票,拆借钱款给予钱庄贷

放市场,双方互利合作共赢发展.之后,华资银行落

地生根,同样借助钱庄的优势,凭借同业拆借关系获

得共同的发展机会.这一时期,政府或者支持、或者

无力管控金融业.这给了钱庄繁荣发展的空间,使
其成长为多功能的金融实体,一度与外资银行、华资

银行三足并立.１９２７—１９４９年是上海钱庄强制性

制度变迁阶段.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公债政策、法律

制度、货币改革和监管政策全方位管制钱庄发展,致
使其生存空间受到最大程度地挤压,从而全面走向

衰落.上海钱庄尽管不断探索革新发展之路,以适

应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形势变化的需要,但由于近

代国民经济整体破产而最终走向被改造之路.
钱庄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在发挥信用中介、支付

中介、信用创造、金融服务的作用同时,难以避免遭

遇各种信用风险乃至危机的考验.西方资本主义不

断加深侵略、晚清民国政府不断更迭的政局以及南

京国民政府扩大干预金融,致使上海钱庄既有可能

面临系统性信用风险危机———如经济金融危机和国

家政策变化引起的信用危机———的考验,又有可能

随时面临与金融行业密切相关的非系统性信用危机

的影响.从信用危机产生的不同趋动因素来看,主
要影响钱庄发展的是以下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

险、竞争风险、投资风险、国家风险、等等.在已有的

研究中,国内外学界较多地考察了并认同政府政策

对钱庄迅速衰落的影响[１],而对于钱庄的其它风险

危机类型及其表现较少全面论及.关于风险危机的

管理,刘梅英[２]从钱庄内部控制,同业公会对钱庄进

入退出和业务管理,政府法律对钱庄约束管理等方

面进行了总体考察.杜恂诚等[３]从不同侧面证实钱

业公会在钱庄危机管理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而对钱

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危机类型,以及钱庄

如何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类型的危机管理尚未有全

面、系统性的研究.本文在此方面尝试进行一些探

讨,以期能够总结经验,服务金融改革的现实.



一、流动性风险危机及管理

(一)流动性风险危机及其表现

流动性风险是指钱庄无力为负债减少或资产增

加提供融资的风险,即用于即时支付的流动资产不

足而丧失清偿能力的风险.当流动性不足时,钱庄

无法以合理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

的资金,从而影响盈利水平.实行独资或合伙为主

的上海钱庄自有资本较少.其近代获得发展的新契

机是外资和华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拆借款项给钱

庄进行各种金融业务,但也会因拆款随时被抽走而

发生流动性风险.这是整个近代上海钱庄随时面临

的最大信用风险和危机之一.
上海钱庄自有资本白银多者几万两,少者仅几

千两,存款额和贷放额往往是自有资本的几十倍甚

至更高,这就必然产生流动性风险.钱庄融资的渠

道一般是向熟人送折的方式存入款项,通过同业拆

借借入款项贷放给熟悉的工商业者.外资入驻上海

以来,钱庄通过买办居间向外资银行拆款,通过熟人

向票号拆款,然后转贷出去,通过利差获益.如

１８７８年,上海钱庄从外资银行和票号的拆票总额为

３００万余两,到１９世纪末则超出了１０００万两,在２０
世纪初,一些大钱庄每家拆进高达七八十万两.１９
世纪末以来,华资银行日益繁盛,又成为钱庄拆进款

项的主要来源.据测算,１９１２至１９３５年,华资银行

通过上海钱庄投放到国内工商业的资金总额高达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万元.[４]

巨量拆借款项便利了钱庄满足资方的流动性,
但拆款贷放又扩大了负债方流动性风险.钱庄负债

主要是熟人和关系户工商业存款,且不太注重吸收

存款,而过分倚重拆款容易受制于人,从而造成钱庄

流动性风险大大增加.如１９１１年１０月社会动荡造

成钱业危机,并使外资债权银行受到连累,其中６家

大钱庄欠８家外国银行的拆票１８２万两无法偿还.
到１０月下旬,未偿还的拆票达到８８０万两.[５]６１Ｇ９０买

办许杏泉通过礼拜票拆款方式,把二十几万两拆给

许家四大钱庄,收取短期拆息,结果四大钱庄遇到风

险倒闭.外商银行公会质疑这次拆款的正当性,提
出要由保人大丰号经理邵琴涛赔偿.[６]辛亥危机以

后,外资银行提出向钱庄进行抵押拆款,但双方在共

同利益驱使下拆款交易一直都在进行着,如１９２４
年,外资银行对上海钱庄拆款额又高达千万两之多.
外资银行向钱庄拆款,在解决负债流动性时,钱庄的

生死大权操纵于外国银行手中.外资银行一旦抽走

拆款,容易引起钱庄的挤提和歇业风险.如有记载

称,辛亥革命前,叶澄衷所开的“各钱庄倒闭时亏欠

银行拆票约２００余万两,至今未理,银行遂停止拆

票.之后数年间无银拆市面”.[５]６１辛亥革命后,银
根奇紧,钱庄有多家倒闭清理.流动性风险随时可

能会给上海钱庄的经营带来不稳定性.
(二)流动性信用危机管理

１．应对流动性信用风险危机的资本金制度

钱庄股东自有资本数额不大,难以应对流动性

风险危机.辛亥以来,钱庄“不能不赖固有之资本及

仅少之存款为财源流通,资金异常缺乏.金融市面

固未尝不可以此渐臻稳静,惟以小资本而营大交易

之一庄,恐渐觉活动之难矣”.[５]６１各钱庄为增强实

力,均通过建立正、附本①和内盘②制度来稳固资本

基础.当正、附本不足时,钱庄将主要靠无限责任股

东随时垫付款项应对风险.钱庄还通过内盘来提高

本钱庄股东信誉.[７]１０６Ｇ１１１股东之间订立合同彼此约

束,邀请业界有声望者做“保人”聘用经理,以应付各种

信用危险.根据钱业习惯,如果新钱庄要进行长期放

款,其资本不敷分配时,则由保人尽力帮忙,代为垫付.

２．通过建立联号制度确保资本的流动性

联号指钱庄投资于多种事业或同种事业而开设

的数家分店.各分店会计完全独立,业务上互为联

络,在营业上互通有无.镇海叶氏在全国拥有１０３
家钱庄和票号,还通过子女联姻,与宁波许春荣合资

开设“四大”联号钱庄;镇海方家在上海开设联号钱

庄共计１７家之多,寿康钱庄经理屠云峰坚持稳健经

营,常年是多单.如各联号庄遇有缺单,也多由寿康

带头供给调剂,成为各联庄的总号.③ 各联号钱庄

之间通过头寸拆借和同业借贷两种方式互通有无,
还代收各自的庄票,通过互轧平账④进行清算.联

号业务往来有效解决了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３．通过发行庄票,建立票据清算制度和现金储

备制度增加资本流动性

钱庄借助发行庄票的优势代为外资和华资银行

０２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第４０卷

①

②

③

④

正本是钱庄股东投入的资本金,是议单(合同)上订定的资

本.正本既有股息,又有盈余分红.附本即护本,是由股东缴入作为

定期存款另行存入钱庄并收取一定利息的股本.附本一般不准随意

动用,只有钱庄不敷周转时才可启用.钱庄根据附本,年末结账时给

股东一定的息金.
内盘是钱庄向其它钱庄存入的定期存款.
做多单、缺单,是金融术语,如果看好未来价格上涨前景投

资而买入就是做多单,缺单就是预测未来投资价格下跌,则通过更低

价格买入就是多缺单.
轧平账是指会计上账务支出和进账之间平账.



进行票据清算.在进口贸易中,华商使用钱庄庄票

付款给外商进口货物,外商凭庄票到外资银行结算.
外资银行把收到的外资汇票折合成上海规元①与所

收庄票相抵,完成进口结算;出口时,华商利用外资

银行开给外商的支票到钱庄兑现,钱庄通过外资银

行进行支票结算和票据互轧.庄票便利了钱庄与外

资银行的业务联系,解决了资本的流动问题.为便

利同业划账,１８９０年,上海钱业公会通过汇划总会

使用“公单”②,进行业内和华资银行５００两以上收

解轧帐和清算.为此,华资银行须向钱庄预存巨款.
据估计,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该项汇划存款的总额

约有７０００~８０００万两.[８]银行存款推动了钱业的兴

旺发达.
票现基金制度则是为解决５００两以下现银收解

问题确立的制度.１９２５年,钱业公会成立了票现基

金委员会,要求各庄交纳基金和银找基金.借以维

持“金融稳定.[５]５３１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日,钱业公会又成

立了“钱庄的钱庄”———联合准备库.联合准备库成

立财产保管委员会,登记、保管财产多缺状况;要求

钱庄各自开设往来账户,缴存３０万元以上的现金,
并以缴纳立时变化的货物栈单、有估价的房产契据

和现金条作担保等,用以抵御各种风险.钱业准备

库“对内谋基础之巩固,对外则充实其力量为钱业之

总枢”.一旦遇到金融恐慌,准备库调剂盈虚,使“人
心于以安谧,金融赖以稳定数载以来成效卓著”.[９]

钱业联合准备库集中同业存款抵抵御风险的做法一

定程度上避免了钱业的流动性危机.

二、信用风险危机及其管理

(一)信用风险危机及其表现

信用风险是指上海钱庄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

险.上海钱庄开展金融服务时,过分倚重当事人的

声誉、信用和影响力的做法会使钱庄遭受道德风险

和逆向选择危机的影响.加上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

随时发生,信用危机无时不在.１９２７年前,上海钱

庄与金融各业、工商各业联系密切,在双方遵守信用

前提下通常不会出现信用风险.一旦发生系统性风

险,则会产生各种信用危机;１９２７年以来,政府加强

对金融业的控制又会造成系统性风险,因而信用风

险是贯穿钱庄发展始终的主要风险危机之一.
近代比较重大的信用风险事件包括１８８３年的

倒账风潮、１９１０年的橡胶股票风潮和１９２０年的信

交风潮.倒账风潮是由于工商各业经营失败导致钱

庄贷出的款项无法按期收付,而导致大批钱庄破产

倒闭的风潮.１８８３年,金嘉记丝栈经营失败倒闭.
这致使其从４０家钱庄借贷款项高达５６万两无法偿

还.各钱庄为避免遭受更大牵连纷纷紧缩贷款,收
回旧贷,停放新贷,结果使更多商户倒闭.接着,胡
光墉囤积生丝投资生意失败导致自己的阜康雪记钱

庄倒闭.有业务联系的外资银行、票号纷纷抽回借

给钱庄的拆款,致使钱庄的大面积歇业.信用危机

从丝绸业扩展至地产各业.当年,徐润经营地产拖

欠２２家钱庄２５０余万两无法偿还而使这些钱庄受

到牵连,上海金融危机向全国扩展.１９１０年,中国

橡胶股价暴跌导致“橡胶股票风潮”的发生.橡胶公

司纷纷成立时,股价不断飙升.这引发大批钱庄加

大信用放款力度,并接受股票质押,或大发庄票,间
接参与炒股.在股价大跌、股市全面崩溃时,钱庄大

量贷款收不回来,从而引发更加严峻的信用危机的

产生.另一个案例是信交风潮.１９２０年７月,虞洽

卿创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开始了创办交易所

的新时期.１９２１年,上海开设的交易所共达１１２
家、信托公司１２家,涉及的资本总额不下２亿元.
大批交易所和信托公司从商业行庄借贷进行股票交

易投机.随着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纷纷倒闭,钱庄投

机事业失败,其中“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６４号经纪

人,松泰、兆丰号主贾荫希倒欠益慎、生大等７家钱

庄共计规元７万数千两之多”使钱庄大面种受到影

响.[１０]沙逊洋行买办程谨轩自己广置地产,其子程

霖生、孙子程贻泽投资衡余、衡昌等６家钱庄为地产

业融资,但这些钱庄未能幸免经营房地产失败而歇

业的悲剧.钱业公会理事长秦润卿通过自己开设的

四恒钱庄对程氏放款白银８６．６万两也因程氏经营

失败而发生倒账.在１９３１年负债清理账目中,程氏

以房地产抵押的负债计规银１４３８万两,信用借款负

债达６３１万两,合计达规银２０６９万两之巨,信用借

款绝大多数来自银钱业.[１１]这些案例说明,上海钱

庄的信用贷放会受到工商各业流动风险危机的牵

连,严重者会引发钱庄大批倒闭歇业.
(二)信用风险危机管理

１．通过合伙筹资,并以股东个人资产担保有效

降低自身信用风险

多数合伙制钱庄股东按出资比例获取利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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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上海规元是从１８５６年始通行于上海的一种作为记账单位

的虚银名目,又称九八规元,是以元宝(实银)的重量,加以升水,再以

九八除之,得之数即为上海通用的标准银(虚银).
公单指上海钱庄在票据清算过程中用以划抵款项的凭单.



担风险,担负无限责任.无限责任制度是钱庄降低

风险的有效制度安排之一.当钱庄资金周转出现问

题时,股东会按出资比例调动家产资金予以垫付.
钱庄清理时,股东也同样会填补资产和负债的缺口.
如程氏由于投资地产失败而致自家钱庄歇业后,为
了清偿债务,钱庄“将程氏地产核实估计值银２６８０
余万两,照市价以８折计,约有２１００万两”,用以完

成无限责任清偿,避免了更大的危机.[１２]３４Ｇ４０钱庄通

过无限责任制度有效抑制了行业内更大的风险出现,
也使股东能够在筹资过程中权衡自身和合伙股东的

实力,以求稳健经营,防止和杜绝各种信用危机.

２．通过拓展关系网络,强化信用边界降低工商

业各业的信用风险

上海钱庄与工商各业的信用交易是建立在血

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在熟人社会里,关系放款

的达成和履行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其制约力非常

强.这种以信任为基础的道德约束机制,使任何一

个交易对象如果发生违约,将付出比预期收益更大

的成本.一方面,工商业和钱庄大多互相投资,要么

工商业主就是钱庄股东或经理,要么钱庄多向自己

熟悉的工商业关系户放款;另一方面,为避免信用风

险,钱庄依照惯例,会事前通过“跑街”了解工商业者

的经营状况,通过向往来工商户送折子,凭折加盖私

人印鉴来办理各种业务.如有账目差额,钱庄则通

过工商业者存款、票据保管等业务作抵平账.若与

中外银行进行拆借,钱庄一方面通过关系网络如钱

庄投资者进入外资银行当买办,或买办投资钱庄,或
钱庄业经理兼做华资银行经理等形式构建稳固的关

系;另一方面钱庄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与银行合作,如
代办票据业务、代理中外银行推广钞票、领用华资银

行兑换券、共组银团联合放款等方式达到互为控制、
互为约束的目的.

３．通过钱业公会,规范约束钱庄并协助追讨失

信工商业者

一是上海钱庄通过钱业公会对经理人的激励与

约束机制达到维护机构信用的目的.钱庄通过激励

机制如红利制度、宕账制度,督促经理为钱庄整体利

益考虑;也通过设置督理和年终结账制度决定是否

继续聘用经理,使经理全力负责钱庄各种倒账事

宜.[７]１０７Ｇ１１１为约束经理权力过大,１９１７年２月,钱业

公会规定:如果经理造成呆账数目过高,则禁止该经

理从事钱庄业.钱业公会还提出防范同业风险五项

办法,明确禁止经理人参与投机,要以身作则,存放

款项须通盘计划,不准迁就滥放.[１２]３４Ｇ４０

二是上海钱庄通过钱业公会,遵守行业规程加强

监管.钱业公会对于新成立的会员钱庄或“未入园”①

的上海钱庄要求实行报告注册制,这些钱庄需要向钱

业公会报告、注册.新成立的汇划钱庄,须要通过集

股、请保证人、签订合同、报告钱业公会的４个程序才

能入会.召集会员表决,需有出席会员２/３赞成方为

合格.[１３]«１９２３年钱业公会章程»又详细规定了入会

程序:要求“开业前一个月,将资本总额、股东姓名、住
址及所占股份,并经理人及合股时之保证人开单报告

公会,召集会员投子表决,得投２/３会员通过,方认为

加入同业,在会注册.”[５]６６２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入会程

序既要详细报告,又要通过会员代表大会(后是先董

事表决,后会员大会表决２道程序)的表决通过才算

是会员.政府加强控制以后,钱业公会先要遵守政府

文件要求,再要向政府呈准注册等,加强入会控制,这
对风险起到了很好的隔离作用.

三是上海钱庄既受钱业公会的违规惩罚机制限

制,又受公会协助同业追讨欠款的信用保护.如果

业内发生倒账,同业公会为维护行业信用,将会在同

业中披露违规成员信息,处以罚金,取消钱行牌照资

格;或者开除会员资格;严重者永远驱逐失信钱庄经

理和股东.[１４]如有工商业者发生倒账,则向全体同

业宣布倒账事件,使同业无一机构再次向该倒账工

商者业进行贷款,起到集体惩戒作用.但这种制约

机制有一定的边界和临界点,一旦超出临界点,信用

放款等软约束仍无法避免违约现象发生.假如受地

理交通条件的限制,钱庄的追账和集体惩戒难以起

到约束作用.所以有评价称:“钱庄利益稳厚,经理

多精明干练,些微利益,鲜有漏算,其唯一风险,只有

倒账而已.倒账大都由于信用放款,危险殊难推

测.”[１５]对于本地的欠款,钱业公会一般会直接找到

欠款者索欠;对于外地的欠款,则一般是通过上海商

会与外地商会联合协助和督促,或取得当地钱业公

会的支持和配合,向逃债人追讨欠款.[１６]

三、竞争风险危机及其管理

(一)竞争风险危机及其表现

竞争风险危机是指金融界同业竞争造成机构安

全经营的可能性.近代上海钱庄既面临钱庄同业之

间的竞争,又面临中外银行的竞争.自外资银行入

驻上海以来,钱庄多过分依赖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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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借款项,但是当双方利益发生冲突之时,往往会从

合作转向竞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之后,华资银行整

体实力壮大,开始与上海钱业竞争,从而发生相对严

重的竞争性风险和危机.
钱庄早期主要通过与外资银行和票号的合作开

展业务.“外资银行服务外商,票号服务于大商人汇

兑和政府,资本有剩余,而钱庄由于规模较小,信誉

不太高,吸收存款有限,但却又服务于整个中小商人

资金 不 足,只 好 依 赖 票 号 和 外 国 银 行 的 支

持”.[１７外资银行接受钱庄庄票是二者合作主要原因

之一.但１９００年,钱庄推出的当日划账、隔日提现

的汇划制度引起外资银行强烈不满,多次发起拒收

庄票行动.１９０３年,外资银行又一次反对庄票隔日

付现.１９１０年的上海橡胶股票风潮发生时,外资银

行又提出拒收１０日庄票,并试图修改钱业惯例,引
起钱庄和商界群起抵制.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为抵制

日货,禁止现银出口.但外资银行却集中现银抢运

国外,并决定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起,要求商家出货一

律不收远期庄票.在华商强力反对下,以外商接受

７０余家信用卓著的汇划钱庄庄票而告结束.[２]

上海钱庄与华资银行的业务竞争逐渐加剧.在

存款业务上,随着银行竞争加剧,钱庄信用存款业务

难以满足工商业放款需求,须要通过各种形式吸收

更多的存款.这对银行占优势的存款业务提出直接

挑战.在放款业务上,随着市场风险的扩大,钱庄的

信用放款逐渐向抵押放款转变.而银行不仅遵循商

业传统适度开展信用放款,还扩大抵押放款.双方

放款业务方面均竞争加剧.工业发展扩大了融资,
融资需求推动了银行发展,而钱庄因资力制约无法

满足工业放款的数量.钱庄与商业的密切联系使商

业放款占据相对优势,主要是因为商业放款单笔数

额不大,使用期限较短,商家抵押品较少.在汇兑业

务上,华资银行分支机构多和资金雄厚的优势成为

取代钱庄的重要原因.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以后,
钱庄的申汇市场逐步被银行押汇业务所取代.１９３３
年,银行业票据交换所的成立严重冲击了钱业汇划

制度和票据清算业务.１９３５年金融风潮后,钱业联

合准备库加入银行业票据交换所,迫使钱业向银行

业交存的款项大大增加了.
(二)竞争风险危机管理

１．锐意改革以图增强行业竞争力

一是不断扩大和改革经营范围.随着外资银行

的控制和华资银行实力的增长,上海钱庄占据主导

地位的形势发生改变.“废两改元”政策使钱庄银两

兑换业务顷刻间失去了市场.钱庄的存放款业务成

为主要业务,上海钱庄增设储蓄存款、抵押放款、工
厂放款等业务项目,兼营地产信托业务,推广使用承

兑汇票,力求扩大经营.在存款方面,钱庄不仅扩大

存款来源,还在存放款方式和利率等方面进行改革.
在继续熟人存款方式之外,也广开门路扩大存款渠

道.在放款上,钱庄既发挥信用放款的优势,又有意

限制信用放款比例,扩大抵押放款规模,尤其是对工

业的抵押放款.其中钱业公会主席秦润卿经理的福

源钱庄发展良好,其刚成立的前三年的放款全部是

信用放款.从１９００年开始,福康钱庄对丝茧、花纱

布、房地产业等开始进行抵押贷款,当年抵押放款比

重就占４３．８％,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两年抵押放款超过了

信用放款,１９２７年抵押放款比重达到７０％.[５]７７９Ｇ７８０

钱庄还增加各种中间业务,如保管贵重物品,代客买

卖有价证券等,以增加钱庄利润空间.到１９３６年

时,仿效银行开展业务的钱庄已占上海钱庄总数的

２/３以上.
二是钱庄努力改变组织形式,积极增资扩股.

１９３３年３月以后,为贯彻执行“废两改元”政策,上
海钱庄原以银两为单位的注册资本均改为以银元为

单位重新进行注册登记,不少钱庄趁机增资扩股,以
图增强自身资本实力.[１８]有些钱庄尝试改组为银

行,如正明银行由益丰钱庄改组而成,上海浦东商业

银行在钱业巨子裴云卿支持下成立,福源钱庄曾改

为豫源商业银行,等等.

２．通过钱业公会调整营业规则,联合同行应对

银行业的竞争

面对外资银行拒用庄票的行为,钱庄为维护行

业利益,联合同业成员积极斗争,并借助上海商会的

力量进行调停.如在橡胶风潮中,在上海商会调停

之下,外国银行团不得不答应推迟１个月(实际上是

无限期的推延)缩短庄票的期限.为提升钱庄同业

抵押放款力度,钱业公会直接出面限制信用放款.

１９３５年,钱业公会决定对于采办洋货的商号,尤其

是以销售奢侈品的商号,不给予信用借款;在市场未

复常态以前,各钱庄营业应采取慎重态度,对于业务

的信用借款没有限制的情况,应更加谨慎,以能保存

实力.面临被挤出的票据清算业务,钱业公会带头

改变策略,积极利用上海票据交换所为本业服务.
钱业公会代表会员钱庄接受上海票据交换所的全权

管理,并督促各个钱庄将各银行现存的各钱庄的汇

划款项一律转存钱业联合准备库,并正式加入上海

票据交换所,密切了钱庄与银行的联系.上海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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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改革的作法,有效抵御了各种竞争风险的发生.

四、投资风险危机及其管理

(一)投资风险危机及其表现

投资风险危机是指钱庄在买卖动产、不动产及

证券时,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以盈利为第一目的钱庄会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进行各

种动产及不动产的投资和投机经营,因而时常面临

投资风险危机的考验.
上海钱庄把从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拆借来的款

项大量投向工商业.同时,为扩大利润回报率,钱庄

展开了对房地产和股票公债的投资活动.如１９３２
年前,福源钱庄的投资为以公债为主,１９３２年后,则
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主,公债的比重下降;１９３４年福

源钱庄经营的房地产比重高达８１％,１９３６年三者比

重约为４∶２∶１,１９４５年三者比重为６∶９∶１.[５]８０９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钱业出身的孙衡甫和常熟人

孙直斋独资或者合资开设惠丰钱庄、荣康钱庄、惠昌

钱庄以便更好为地产进行融资等.[５]７６８Ｇ７６９

上海钱庄对地产的投资热情随着上海地价的

不断升值而愈加高涨.这种现象先后引发了１９
世纪８０年代钱庄投资者徐润地产经营的惨败,以
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程氏房产停业清理.外商开

辟的租界带动上海地价猛增,房地产投资与日俱

增.外资买办徐润投资钱庄,并较早涉猎房地产

业.他大量从外资银行和钱庄借款,最终在１８８３
年金融风潮中遭遇惨败.徐润负债金额中,欠２２
家钱庄１０５万两,股票抵押借款４２万两,洋行房

产找头抵款７２万两,各存户款３３万两,总计２５２
万两.[１９]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地产大亨程氏家族的多

家钱庄利用程氏在沪的声望和房地产的厚实基础

大量投资地产,并为地产融资,最终发生资不抵

债,致使钱庄倒闭.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鼎甡

钱庄存款数额为１５０万元,放出账款中地产押款

占６０％,信用放款占４０％,但受到地产呆滞及信

用放款愆期的影响而停业.[２０]大量的地产投资及

倒欠危机冲击钱庄,从而引发各种投资风险,严重

者引发金融危机.
上海钱庄还积极投资股票和债券.１９世纪末

至２０世纪初,钱庄受辛亥革命风潮影响,投资橡胶

股票引发倒闭及行业的歇业风潮即是明证.英商麦

兰格志拓植公司发售的橡胶股票推高橡胶价格、推
高股价.钱庄不仅向投机商人提供短期信用贷款,
还大量购存投资股票.如新旗昌洋行买办、上海正

元钱庄主要股东的陈逸卿,调动与自己有往来钱庄

的信用,又向外资银行拆借款项,借用川汉铁路公司

总收支施典章存放公款发动正元、谦余、兆康等

十余家钱庄购存巨额股票.到１９１０年７月,外商失

联致使股票价格一落千丈.半年时间,十股橡胶股

票价格从７０两跌至７两,引发正元、谦余、兆康等数

家钱庄倒闭,亏损公私款项达数百万两.其它受牵

连而倒闭的钱庄不计其数.橡胶风潮引起上海金融

和商业系统巨大震动.
(二)投资风险危机的管理

１．借助同业与交易方的关系信用和政府与商会

的协调,避免更大危机

１８８３年金融风潮发生后,为了使徐润及时清还

钱庄信贷,２２家钱庄联合起来共同向其施加压力,
集体紧缩贷款.徐润为了维护在行业界内的声誉,
不得不低价抛售大量地产和卖出大量股票.面对橡

胶股票风潮,上海钱庄纷纷求助上海道台蔡乃煌与

商会会长周金箴,后由政府出面担保,汇丰等九家外

资银行向上海钱庄借出３５０万两,钱庄押债票给银

行,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担保,这样橡胶股票

风潮才暂告一段落.但扣除所欠外资银行款项后,
钱庄将其余借款存入源丰润票号和义善源银号.而

依赖沪关库款和维持市面的借款开展业务的双方借

款一旦被政府抽走,即出现资金周转不灵,最终导致

三个月后中国最大票号源丰润倒闭,牵涉倒闭的分

号１７家.１９１１年３月,义善源银号倒闭,累及分号

２３家.面对钱业危机,上海商务总会会同钱业公会

请求中、交两行筹借５００万两出面救市,向汇丰银行

借款２００万两,并与外国银团交涉,阻止其停兑长期

庄票,以缓和金融危机.[２１]上海钱庄遭遇危机,最终

尚需金融各业相互支持,共渡难关.

２．通过同业公会加强钱业管控严禁投机

信交风潮时,上海钱业公会召开会议明确要求

同业不准组织交易所.经会长秦润卿提议,同业公

决对内力劝同业:一勿贪图近利,二勿做股票押款;
对外电部纠正各交易所股票投机.[２２]钱庄公会联合

银行公会向北京政府发函,请求政府出面纠正不良

风气,维护金融秩序;并通过上海总商会电请北京币

制局停止铸造银元,以避免市面流通急需的白银流

出上海.为防止同业卷入投机事业,１９２１年钱业公

会连续召集钱庄经理会议,决定慎签银票,签字须由

正副经理同时签字,或由经理选派监察常驻账房进

行监视,防范风险随时发生.１９２４年,上海、北京等

地公债交易价格暴跌,加上江浙战争一触即发,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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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洋厘银拆①走高,从而引发一批钱庄倒闭.永春

钱庄因投机亏损１０万余两而倒闭,裕丰汇划庄、隆
裕钱庄和庆丰钱庄相继卷入危机.钱业公会在«钱
业月报»登载,推进裕丰钱庄的破产清理,决定“控制

各钱庄的银款进出额度,以减少当时钱业的紧急情

况”,要求同业通力合作,共渡难关.[２３]为防止钱业

过度负债加大投机风险,钱业公会要求废除拆票.
秦润卿认为:“似应将拆票设法废除”,并决定:“函知

洋银行公会请为注意,一面将去函分登西文各报,并
于常会时提出追认.”[２４]１９２５年钱业公会再次讨论

“银行拆票”问题,“务祈同业格外注意,同业幸甚,大
局幸甚.”[２５]但长期以来钱庄倚重拆票,所以只能强

调钱庄尽量做“多单”,而不是缺单.

五、国家风险危机及其管理

(一)国家风险危机及其表现

国家风险危机是指因国家政治经济和金融政策

变化及国家信用风险的存在造成的潜在金融损失的

可能性.国家风险危机会对整个金融市场未来收益

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政治环境变化、法律法规和各

种政策转变对钱庄的影响,包括政府摊派公债承购

对钱庄利润的影响等.晚清历次政治危机,尤其民

国建立、北京政府政权频繁轮换,政府在金融法律法

规上较少建树,但为财政需要而通过内外公债发的

行加强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钱庄受制于推陈

出新的金融法律和政策,严重约束了业务经营空间.
而政府公债摊派以及延迟还本付息的作法达到登峰

造极的地步,这引发了钱庄面临的国家信用风险.
抗日战争及内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针对钱庄出台的法

律法规直接剥夺了钱庄的合法生存空间.[２６]

辛亥革命及新旧政权更替引起大批钱庄倒闭,
而南京临时政府及北京政府的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政策又推动了钱庄的发展.但在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

间南京国民政府强制推行的摊派公债政策,１９３１«银
行法»的颁布、１９３３年废两改元政策以及１９３５年的

法币政策对钱庄生存造成了沉重打击.[２７]１９２７年５
月,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及其下设的附属机构金融

监理局,监理全国关于金融行政上的一切事宜,加强

对钱庄的组织控制力度.１９３５年７月,财政部设置

上海钱业监理委员会,检查各钱庄账目,审核账表及

押品,加强控制钱庄.抗战后期,英美等各国银行被

日本接收导致上海游资泛滥.日据时期,钱庄投机

盛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不承认日伪金融机构

的合法性而要求关闭伪钱庄重新登记等,从而使一

批钱庄再次遭受政局变动影响.１９４７年,国民政府

不仅颁布新«银行法»、«缴存存款准备金实施办法»
加强法律规范,还规定票据制度和金圆券币制改革

等,成立钱业全国联合会,直接逼迫钱庄走上破产倒

闭的道路.
南京国民政府强行要求上海钱庄参与临时垫借

款项和公债摊派开启了钱业通过垫款和购买公债转

接国家信用风险的历史.１９２７年,钱业公会决定向

蒋介石南京政府临时垫借款项各１００万元(银行业

各２００万元),同意认购“二五库券”.之后南京政府

不断要求垫款和发行债券借款.[２８]国民政府还开出

优厚的折扣条件吸引银钱业投资,致使钱庄负担沉

重.钱庄因政府违约或延期还本付息而背上巨大的

国家信用风险.１９２７年以来,南京国民政府５年内

共发行公债额达１０．５８亿元,实际公债只有面额的

５３．５％.１９３１年发行的公债延期还本付息,１９３２年

宣布停止支付所有政府债券.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３年

内共发行债券５７８００万元.１９３６年政府又一次对

公债延期还本付息,发行“统一公债”,取代一切旧

债.为了减少开支,国民政府以降低公债年息的办

法进行支付,而使钱业蒙受重大损失.１９２７—１９３５
年间,上海钱业公会认购公债达２６５万元,押借公债

款项达２６９７．５万元,共计押借承购公债达２９６３万

元之多.[５]２０７Ｇ２０９面对各种国家政策和信用风险,钱庄

不仅失去特色业务优势,还要承担国家转嫁的风险

危机.
(二)国家风险危机的管理

１．充分发挥钱业公会作用展开与政府的谈判和

较量

以«银行法»颁布为例,１９３１年的«银行法»明确

规定钱庄设立运营资本额最低额、银行的职能和运

作程序,这与钱庄长期以来形成的经营惯例相违背.
上海钱庄实行合伙制的筹资形式,资本少、规模小,
以人际信用为主开展业务,通过钱业公会的习惯法

规范运作,重信用而轻抵押,重合伙而轻股权,重惯

例而轻法律.面对«银行法»的新规定,上海钱庄通

过钱业公会呈请中央各部,历陈要求钱庄以抵押放

款为主、将财产证明书呈报官厅审核、实行公司组织

等规定不合时宜,强烈要求另订«钱庄法»,最终结果

使«银行法»没有被全面推行,但是相关规则多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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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二分二厘半,即洋７．２２５钱).银拆是以银两表示的同业之间相互

拆借的利率.



实践.[２９]到１９４７年新«银行法»推出时,南京国民政

府不得不多次征求钱庄业的意见,进行多次修订,设
计了符合钱庄业特色的法律条文.但即便这样,钱
庄也已完全被控制在政府的监管之下.

２．通过钱业公会联合银行同业公会共同应对国

家信用风险

从政府要求钱庄垫付和承购押借款项来看,

１９２７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多次与上海钱业公会讨

价还价,要求其充足购买“二五库券”,钱庄和银行的

同业公会多次召开同业会议和两业联席会议,商讨

解决办法.１９３２年,面对政府公债延期减少止付的

情形,上海钱业公会联合银行公会,一方面采取紧缩

政策,严格限制押放;另一方面由各业团体联合反对

政府延期支付方案,并联名致电平津汉杭等地银钱

业公会,提出严肃抗议,最后妥协答应筹款,协助渡

过难关.[３０]但洋厘暴涨引发恐慌,钱业公会分头向

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请求支援,各行抛售现银数百

万元,洋厘市价才恢复正常.
总体而言,无论面对南京政府的法律法规的推

行,还是货币金融政策的落实,又或者是承购押借债

券,上海钱庄都会从行业利益出发进行权衡和周旋.
最终在钱业公会与政府的较量中,多数钱庄选择妥

协让步,很多风险直接转嫁到银钱业身上.钱庄面

临的国家信用危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面对顺

应时代要求的法律和政策,钱庄多会适时调整和改

革;需要共同维护金融稳定时,钱庄与政府也会联合

起来积极应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合作.

六、结　语

近代上海钱庄发挥着强大的多元化金融功能,
但由于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无时不在,这又考验

着钱庄的危机管理能力.为了化解各种危机,钱庄

积极发挥自身信用风险控制优势和行业协会的同业

监管优势进行管理;而政府以牺牲钱业利益为代价

维护金融环境的做法则使钱庄陷入前所未有的国家

信用危机包围之中.经济金融环境的复杂性和钱庄

自身的局限性又使钱庄应对和管理风险危机时,表
现出一定的无力抵抗,但危机过后钱庄又能恢复经

营,适时改革,保持顺应金融市场的变化.钱庄在成

长中积累的应对各种危机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历史

遗产,给予当今金融体制改革以有益的启示.
上海钱庄作为金融机构,面临着金融系统所有

的风险.尤其是在近代社会经济环境不断变化的条

件下,在从自发演化向政府控制转型过程中,钱庄以

盈利为第一目的,业务范围广泛但不规范,制度规则

以行业信用为前提,风险危机管理以探索和发展中

遇到问题为契机.钱业公会以行业利益为准,在面

对流动风险、信用风险、竞争风险、投资风险、国家风

险等各种风险时,才从应对的角度开展自救,或者从

减少损害的角度事后弥补.这是钱业不断进行防范

风险,风险却不断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政府对钱庄

的控制是以政府的财政政策或者统治目的出发,因
而不得不损害钱业的整体利益.尽管面对每一种金

融风险,钱庄从自身到行业组织,包括政府层面都积

极努力.但信用风险危机日益扩大,这是由于钱庄

自身经营的特质,以及制度缺陷导致的逆向选择和

道德风险造成的;而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环境动荡不

定以及日趋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方式不完全适用于钱

庄,也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矛盾纠纷中的风险不时

呈现.
尽管上海钱庄风险危机管理具有历史特征和行

业特征,但是,这对于当今民间金融机构风险控制和

管理仍然有很大的警示意义,需要审慎而健全地进

行内部控制和行业控制以及法律监管.一是金融机

构首先要注重风险防范,经营原则以信用制度建设

为前提,安全性为第一,盈利性为第二,审慎投资,做
好事前调查、事中监督、事后弥补的制度建设;二是

完善私营金融机构的资本筹集制度,加强准备金制

度建设,组织结构建设和激励与约束机制建设,避免

过度倚重关系网络和信用融资;三是从金融风险管

理的角度来看,无论从机构自身、行业协会,还是政

府,其金融风险控制的知识和能力都是一个不断积

累、不断提高和完善的过程,而风险控制会因知识能

力的有限而扩大.因此,要加强知识储备,完善行业

协会的组织、协调、维护和惩戒职能;四是正确处理

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政府能从金融机构的行业

特色出发,以法律法规为前提,使金融业能够依法合

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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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词悬空结构的生成机制及形成动因

孙文统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郑州４５１２００)

　　摘　要:介词悬空是汉语中一类较为特殊的语法结构.现行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该类结构的合法程度、结构分类

与使用范围等描写层面,缺乏形式化的手段详尽地刻画该类结构的生成机制及其形成动因.文章以形式句法学为

理论框架,在对古今汉语中的介词悬空结构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以形式化的手段揭示其内部结构与生成机制,

并对该类结构的形成动因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

关键词:介词悬空;形式句法;生成机制;形成动因

中图分类号:H０４３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２Ｇ００２８Ｇ０５

　　介词悬空(Prepositionstranding)是指在介词

短语中由于介词宾语缺失而产生的介词滞留现象.
介词悬空在汉语中并不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在
不同的语言中往往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在以英

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中,介词悬空是一种较为常见

的语法现象,比如说英语的特殊疑问句和关系从句能

够轻易地使介词滞留在句末而形成介词悬空结构:
例１:Whomididyouborrowthisbookfromti? ①

例２:Johnboughtabookwhichihetookgreat
interestinti．

上述两例均由 whＧ短语移位而形成介词悬空结

构,移位后留下语迹(Trace),在语义上与先行项同指.
汉语一般不允许介词悬空,即在汉语中,介词必

须严格管辖(Propergovernment)其宾语成分,介词

悬空通常会导致不合语法的句子产生,比如:
例３:教育既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同时也对

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例４∗ :教育既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同时也

对e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例３和例４中,例３合乎语法,例４不合语

法.原因在于例３中的介词“对”严格管辖其宾语成

分“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例４中的介词

“对”后面宾语缺失(e表示缺失的介词宾语),在句

子中找不到其语义所指,因此句子不合语法.
但是汉语中确实存在着数量有限的介词悬空结

构,此类结构早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在现代汉语中

亦不乏用例:②

例５: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

成之.(«论语卫灵公»)
例６:科学技术既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也能危害

人类,这是一个常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

存»)
关于汉语中的介词悬空结构,国内前辈学者围

绕其结构特征、使用范围、悬空动因以及表达功用等

方面已经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

研究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介词悬空

结构的句法语义特征进行深入的描写.在形式句法

学的理论框架下对该类结构进行科学的分类,揭示

其生成机制,并对该类结构的形成动因提供科学合

理的解释.



一、前人的分析以及存在的问题

国内语法学界已经对汉语介词悬空现象做出了

较为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董秀

芳[１]以«史记»语料为基础,深入研究了古汉语中

“与”、“以”、“为”等介词宾语缺失的情况,并将此类

情况称为介词宾语的“零形回指”.彭睿[２]从构式语

法化的视角探索了“从而”、“以及”等词的词汇化演

变.刘丹青[３Ｇ４]对自然语言中的介词悬空现象做出

了统计,为其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并且对框式介词以

及先秦汉语中的介词悬空现象做出了广泛而深入的

归纳与总结.何洪峰[５]深入研究了先秦介词“以”的
悬空与词汇化,指出“以”字空位宾语的篇章功能在

于回指上文话题和非话题性的事物、行为或事件.
张谊生[６]全面深入地讨论了汉语中介词悬空的方式

与句法后果,并详细论证了介词悬空的动因以及表

达功用.此外,蔡吉利[７]也深入研究了介词悬空的

性质和动因,并详细论述了和介词悬空密切相关的

语法化现象.
经过对汉语介词悬空相关研究进行简要的梳

理,可以发现,尽管学界对该类结构的语义特征、结
构类型、句法后果及表达功用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

研究,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在:第
一,关于介词悬空结构系统的、专题性的研究较少,
大多数研究往往在讨论词汇化现象时偶尔涉及到汉

语介词悬空问题.其次,以往关于介词悬空的研究

仍然以描写语言现象为主,缺乏形式化的手段对该

类结构进行清晰的刻画并揭示其生成过程.第三,
对该类结构形成动因往往从语用功能入手,尚不能

从语言结构内部出发,从解释性的高度探索该类结

构生成的形式化动因.

二、介词悬空的结构类型以及句法表现

(一)介词悬空的结构类型

张谊生[８]指出,汉语中大概有“以、与、为、从、
因、自、被、给、叫、据、按、依”等２０多个介词可以允

许其宾语缺失,形成介词悬空结构.由于汉语中的

介词大都由动词虚化而来,根据上述介词的虚化程

度及其语义特征,可以将汉语中的介词悬空结构分

为三类:宾语提升式、宾语脱落式以及凝固成词式.
第一类介词悬空结构在古汉语中较为常见,在

该类介词悬空结构中,介词宾语经移位提升(Raising)
至句子的前部,介词之后并未使用“之、此”等复指代

词,从而形成介词悬空的状态.古汉语中“以、为、

与”等表示对象和工具的介词通常以这种形式进行

悬空.比如:
例７: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百姓召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
例８:勾践心虞文种,故不为发兵,哀公遂死于

越.(冯梦龙著«东周列国志»)
例９:晋武帝为中抚军,迎常道乡公于邺,志夜

与帝相见,帝与语,从暮至旦,甚器之.(«三国志
魏书»)

表示来源和原因的介词如“自、因、用、由”等,也
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介词悬空结构,比如:

例１０:惟俊风与旭日,俱东方自出也.(陆心源

著«唐文拾遗»)
例１１:臣恐陛下淫非之辩而听其盗心,因不详

察事情.(«韩非子存韩»)
例１２:若从周家尊尊之文,岂宜舍其孙而立其

弟? 或文或质,愚用惑焉.(«北齐书卷四十四»)
例１３: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

由宁,殷道复兴.(«史记殷本纪»)
此类介词悬空结构在先秦至两汉之间较为常

见,到唐宋时期之后就相当少见了.在现代汉语中,
此类介词悬空结构被视为不合语法的表达方式.

第二类介词悬空结构在近代和现代汉语中均较

为常见.这类介词悬空结构中的介词宾语于介词后

脱落,在介词之前也没有明确地显现.表示被动的

介词如“被、为、叫、让、给”等经常以这种方式进行悬

空,比如:
例１４:路易十六被弑之后,皇后也被捕下狱.

(苏雪林著«棘心»)
例１５:张无忌身上常脉和奇经隔绝之后,五脏

六腑中所中的阴毒相互不能为用.(金庸著«倚天屠

龙记»)
例１６:汪化堂笑眼瞅着酒壶,说:“哈! 看你问

得多傻,叫抓住了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酒?”(冯德英著

«迎春花»)
例１７:这种丢三落四别说会成就“大事情”,就

是他学生生涯中唯一当上的一次“官”也让弄丢了.
(韩仁均著«杂文»)

例１８:朱延年给问得无话可说,他转过口气来

说:“当然要配货,不要一个劲屁股后头追”(周

而复著«上海的早晨»)
和第一类介词悬空结构不同的是,此类表被动的

介词宾语由于脱落而在文中找不到明确的语义所指,
即介词的悬空对象隐含在句中,在形式上难以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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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介词悬空结构由于介词宾语的悬空而致

使介词与其后的成分紧邻共现,久而久之,其间的边

界消失,最终凝结为一个独立的双音节词汇.比如

介词“用、拿”等可以和其后的连词“以、来”等凝固为

“借以、用以、拿来”等双音节词汇,比如:
例１９:以后大妃又几次送去亲手烧成的饭菜,

更使代善想入非非,不由得前去登门致谢,借以了解

她的真意.(李文澄著«努尔哈赤»)
例２０:这是我自己造出一把尺子,用以度量万

事万物.(李宗吾著«厚黑学»)
例２１:１００倍的收益成为华尔街的一个经典案

例,很多风险投资家都愿意把它拿来给自己打气.
(张剑著«世界１００位富豪发迹史»)

而“据、按、照、依”等介词可以和其后的动词性

成分凝固为“据说,据传,按说,照说”等双音节词汇,
比如:

例２２:文章不通的人,据说,多数会打牌.(老

舍著«四世同堂»)
例２３:据传,蒋介石一反常态,杖责了蒋纬国,

并剥夺了他的带兵权.(陈廷著«蒋氏家族全传»)
例２４:按说,来了一位客人,实在不应当有什么

大惊小怪的地方.(老舍著«老舍短篇小说集»)
例２５:三爷用扇子柄刮了刮头皮道:“照说呢,

倒也是应该”(张爱玲著«倾城之恋»)
在例１９至例２５的例句中,由于介词宾语缺失

而造成介词与其后的成分长期紧邻共现,最终凝固

成为独立的双音节词汇.
(二)介词悬空结构的句法与语义特征

上文讨论了汉语中介词悬空结构的三种主要类

型,下文将进一步论述介词悬空结构的句法及语义

特征.上文提到,第一类介词悬空结构的宾语经移

位提升至句子的前部,从而使介词的宾语缺失而形

成介词悬空结构.在这类介词悬空结构中,介词宾

语必须在句子的前部出现,宾语提升移位所留下的

语迹在语义上必须与其同指.如果介词在语义上的

宾语在句子前部缺失,则会导致句子不合语法或者

语义不明确等情况产生.比如:
例２６:

a．魏元忠i,本名贞宰,仪凤中以封事召见.高

宗与ti 语,无所屈挠,慰喻遣之.(刘肃著«大唐新

语»)

b．? 高宗与ti 语,无所屈挠,慰喻遣之.
在例２６中,a句经替身移位后的介词宾语语迹

与其先行项在语义上同指,句子合乎语法.b句中

由于介词后的宾语语迹找不到与其在语义上同指的

先行项,因此句子不合语法.
第二类介词悬空结构在形式上与第一类具有一

定的继承性,其缺失的介词宾语在文中有可能找到

其明确的先行项,但由于此类介词悬空结构的介词

大多为表示被动语义的介词,其缺失的宾语在语义

上大多不甚明确或不宜说明,因此此类介词悬空结

构的宾语在多数情况下隐含在句子中,找不到其明

确的语义所指,比如:
例２７:

a．晋人i,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ti 戮,
无益于君,不可悔也.(«左传文公十三年»)

b．公子 围 曰:“高 伯 其 为 戮 乎,报 恶 已 甚 矣.”
(«韩非子难四»)

在例２７中,a句介词“为”所缺失的宾语在语义

上与“晋人”同指,而b句中缺失的介词宾语隐含在

文中,找不到其明确的语义所指对象.
在现代汉语中,表示被动的介词如“叫、让、给”

等的介词宾语有较强的悬空趋势,如无特别的语义

要求,一般不会将其宾语明确地显现在句子中.而

缺失宾语的介词与其后的动词性成分在线性上形成

的“介词＋动词”结构,具有一定凝固性,有时可以独

立使用:
例２８:

a．被打受辱成了矿工的家常便饭.(潍坊晚报,

２０１４年３月)

b．小坡看了看小英的身上,并没 有 被 打 的 痕

迹.(老舍著«老舍长篇小说集»)

c．她被打了,她也不后悔.(矛盾著«林家铺子»)

d．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她也觉得好像刺心

的痛苦.(胡适著«我的母亲»)
在例２８的各项例句中,“被打”分别做句子的主

语、定语、谓语和补语,具有一定的凝固性与独立性.
第三类介词悬空结构的独立性最强,此类介词

悬空结构的宾语缺失以后,介词与其后面的成分经

过长期的紧邻共现而凝固成词,最终实现了句法与

词法的跨结构转换.比如下例证明了“因而”一词从

紧邻共现到凝结成词的演化历程:
例２９:

a．适人恐惧.而有疑必i.因ti 而离.(«墨子
备城门»)

b．太子竟见废i.隋室因此i 而乱.(«太平广记»)

c．当清兵进村时,她便把婆婆和子女藏到洞中,
因而,全家人安然无恙.(曹秀君著«古今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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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２９中,a句中介词在语义上的宾语位于介

词之前,b句中介词后使用了复指代词“此”来指代

其语义先行项,而c句中“因而”已经凝固成为一个

连词,用来引导原因状语从句.
在此类介词悬空结构中,缺失了的介词宾语往

往隐含在篇章中而无须明确显示出来,介词作为一

个黏着语素,可以与其后的动词性成分凝固成为一

个双音节复合词.比如上文提到了“借以、用以、因
而、据说、照说、按说”等.除此之外,由于此类介词

已经高度虚化,此类语义相近的单音节介词还可以

相互结合而形成双音节的复合介词.比如“按、照、
依、据”等单音节介词可以两两组合,形成“按照、依
照、依据”等复合介词,“依按”一词在现代汉语中虽

然不常见,但古汉语中却有用例:
例３０:拔追悼诛伐之人,或所嗔畜物,皆依按道

法格律,不可轻慢也.(«道法会元»)
因此,本文将此类介词悬空结构中的介词视为

一黏着词素,其先与其后的单音节成分合并成词之

后方可进入句法推导.

三、介词悬空结构的生成机制以及形成动因

上文深入地研究了汉语介词悬空结构的句法及

语义特征,本节将分别探讨其结构的生成机制与形

成动因.
上文指出,第一类介词悬空结构常出现在古汉

语中,其结构中的介词宾语经提升移位至句子的前

部,移位留下的语迹在语义上与其先行项同指.这

是由于汉语介词与动词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依存于演

化的关系,古汉语中表示对象和工具的介词诸如

“与、以”等的虚化程度较低,尚保留着较强的动词

性.以下是此类介词做动词使用的例句:
例３１:

a．则与一生彘肩.(«史记项羽本纪»)

b．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左传庄

公十年»)
在进行句法推导时,运算系统倾向于将此类“介

词＋宾语”的结构和“动词＋宾语”结构等同视之,介
词宾语的提升移位并不会违反“空语类原则(Empty
CategoryPrinciple,ECP)”[９]而导致句子不合语

法.而下面一例可以作为为此类结构中介词宾语提

升移位的有力佐证:
例３２: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诗经干旄»)
这句话的正常语序应为“以何予之”.介词宾语

“何”经提升移位至介词“以”的前部.因此,以“克明

俊德,以亲九族”为例,第一类介词悬空结构的生成

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第一类介词悬空结构生成示意图

此类介词悬空结构的生成过程如下:由于古汉

语介词的动词性较强,运算系统先将介词短语和动

宾短语合并生成一并列性结构[１０],然后整个结构继

续以左向合并的方式依次与功能性语类 T 和 C合

并生成一完整的句子,之后,介词宾语经提升移位至

CP的标识语位置[１１],原位置的宾语经系统删略,形
成其表层线性表达式.该结构的形成动因在于宾语

通过提升移位的方式核查功能性中心语 C所携带

的焦点语义特征[＋Foc].
第二类和第三类介词悬空结构的介词宾语大多

隐含在篇章中,往往找不到明确的语义所指.此外,
这两类结构中的介词较为虚化,只能作为附加成分

(Adjunct)进入句法推导.将其视为宾语提升会违反

“移位的局域性限制(ConditiononExtractionDomain,

CED)”[１２].因此,本文认为,这两类介词悬空结构

的介词与其后的句法成分以直接合并的方式进入句

法推导.以“张三被杀”为例,第二类介词悬空结构

的生成过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第二类介词悬空结构生成示意图

此类介词悬空结构的推导过程为:句法系统从

词库中提取词项,生成词汇序列{张三,被,杀,v,

T},以左向合并的方式依次生成上述例句.根据

“主语内在于 VP 假设”[１３],主语“张三”基础生成

(Basegenerate)[１４]于轻动词vP的标示语位置,然
后经提升移位至[spec,TP],形成表层语言表达式.
该类结构的形成动因在于悬空介词宾语的语义自足

性、双音化[１５]的韵律要求以及句法推导的经济性要求.
第三类介词悬空结构的介词更加虚化,比如说

“据X”已经成为一个较为能产的词汇表达式.这类

结构中的介词与其后成分的凝结发生在词库中,进
入句法推导时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词项.比如“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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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学习努力”的生成过程可以用图３来表示:

图３　第三类介词悬空结构生成示意图

在进入句法推导之前,介词“据”和动词“说”在
词库中已经凝固成一副词性词汇,上面例句的词汇

推导序列为{据说,他,学习,努力,v,T}.该序列仍

然按照左向合并的方式进入句法推导.词项“据说”
作为状语,在主语提升移位至[spec,TP]后,左向附

加至 TP左侧,从而生成完整的句子.此类介词悬

空结构的生成动因在于此类结构中的介词已经虚化

为以黏着语素,在双音节化的韵律要求下,先与其后

的单音节词汇凝固成词,然后进入句法推导.此外,
该类结构的语义自足性、句法推导的经济性也是该

类介词悬空结构的形成动因.

四、结　语

作为汉语中一种较为特殊的语法形式,介词悬

空结构拥有自身较为独特的句法及语义特征.大量

的语言事实表明,汉语中主要存在三种介词悬空结

构.按结构中介词的虚化程度,可将其分为宾语提

升式、宾语脱落式以及凝固成词式.第一类介词悬

空结构经宾语提升移位、语迹删略生成,旨在核查所

提升宾语的焦点语义特征[＋Foc].第二类和第三

类介词悬空结构的句法推导按照左向合并与左向附

加生成,其形成动因在于介词宾语的语义自足性、双
音化的韵律要求以及运算的经济性要求,其不同之

处在于第二类结构中的介词结构生成于句法运算,
而第三类结构中的介词与其后单音节词素在词库中

已经凝固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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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的短文本情感分类

王正成,李丹丹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目前短文本情感分类主要采取统计自然语言处理、情感语义特性两种方式,而将这两种方式相结合进

行情感分类的研究较少,故提出将这两种方式进行结合,设计基于词向量与情感本体相融合的短文本情感分类方

法.首先利用 Word２Vec模型训练词向量,以相加平均法合成短文本向量;在此基础上结合基于情感本体所得出的

每条短文本的情感值,构建词向量与情感本体相融合的短文本表示模型;最后采用K 最近邻分类算法完成短文本情

感分类.相比传统的基于词向量、基于情感本体或其他单一技术路线的分类方法,词向量与情感本体相融合的分类

方法在准确率、召回率、F１值均有明显的提升.

关键词:短文本情感分类;词向量;情感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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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以微博等众多平台为代表的自媒体不断涌

现,用户成为信息传播的主动者,在网络社区中分享

知识、经验和感受等,于是大量主观性的评论数据爆

发性增长[１].从大规模的文本数据中挖掘用户情感

价值信息具有重要意义,而挖掘用户情感价值信息

前提在于判别用户情感倾向.情感倾向的判别是在

给定的文本分类模型下,依据文本内容所体现的情

感特征,自动地对文本进行分类,从而帮助人们组织

文本、挖掘文本信息.

一、文献综述

本文研究的短文本情感分类是根据文本内容所

体现的用户意见的情感极性,将带有相同特定情感倾

向的短文本归为一类,即文本情感分类[２].目前短文

本情感分类主要采取统计自然语言处理、情感语义特

性两种方式[３].统计自然语言处理是指利用文本中

情感词的权重等特性对分类器进行训练来识别文本.

Pang等[４]的研究表明,文本分类中若采用布尔值作

为权重的 Unigram,分类效果最好.Isidoros等[５]所

设计的集成分类器架构是利用统计机器学习分类方

法,确定情感的极性.杨锋等[６]根据词语顺序共现

随机网络和情绪词表对短文本进行情感分类.杨小

平等[７]对用户评论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和分析,通
过构建网络节点和拓扑连接关系的知识图谱进行情

感分析.
根据情感语义特性进行分类的方法是指利用情

感词极性来判别文本情感倾向.Philipp[８]根据情感

词极性将人类的情感划分成６种基本类型,包括愤

怒、厌恶、恐惧、欢乐、悲伤和惊喜.Gamon[９]采用了

NLPWin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利用情感文本的句法

结构特征来进行文本分类.Tong[１０]建立了电影评

论情感词典,对每一个情感词汇的情感极性进行人

工标记,以评论中情感词的极性判别情感倾向.桂

斌等[１１]根据情感词在正负微博文本中出现的概率

对文本进行情感分类.史伟等[１２]在划分情感本体

(分为评价词本体和情感词本体)的基础上,构建了

模糊情感本体作为分类依据.唐晓波等[１３]对微博

表情符号进行情感分析,构建了某微博产品的领域

情感词典,进行微博产品评论的文本分类.
此外,张群等[１４]提出了词向量与 LDA 相融合



的短文本分类方法,将表示文本情感分类的两种方

式相结合,解决了短文本特征稀疏问题及主题聚焦

性差的问题.这表明情感分类可将情感词与统计处

理两者不同的技术路线相结合进行.目前将这两种

文本特征表示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较少,大多数情感

分类方法都是采用单一技术路线进行.因此本文以

微博评论文本为研究对象,提出一种结合两种方式

的短文本特征表示方法,即将情感词语义特性进行

量化,与基于统计自然语言处理的分类方法相结合,
利 用 情 感 本 体 词 库 的 语 义 特 性,融 合 基 于

Word２Vec的词向量,形成新的文本特征向量,之后

通过 KNN分类器进行短文本情感分类,查看分类

效果评估该方法.

二、基于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的

短文本特征表示方法

　　 Word２Vec采用神经网络语言模型 (Neural
networklanguagemodel,NNLM)和 NＧgram 语言

模型,将每个词都表示成一个实数向量[１５].而情感

本体则是对某个中文词汇或短语予以特性的描述.
本文的情感本体主要借鉴大连理工大学信息检索研

究室整理和标注的中文情感词汇本体库,其词汇情

感共分为７大类２１小类,并标注各个词汇的词性、
情感类别及极性[１６].

本文将以上两种方法进行结合,其方法过程描

述如下:
(一)基于 Word２Vec的词向量合成

采用向量相加平均法得到文本数据集D 的基

于词向量的短文本特征,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dm′＝ 
wj∈d′m

C(wj)/Nm

＝ {C(wm１),C(wm２),C(wm３),,C(wmj)},
其中:dm′表示D 中第m 篇短文本的基于词向量合

成的短文本表示,Nm 为词数,wj 为当前短文本第j
个词(j＝１,２,３,,Nm),C(wj)是经过 Word２Vec
模型计算得到的词wj 的词向量,C(wmj)是经过相

加平均后得到的第m 篇短文本中词wj 的词向量.
(二)情感值计算

每条评论的情感值是由其情感词的数量和在情

感本体中指定的强度来决定,定义公式如下:

dm″＝ 
n

i＝１
Ni×Qi,

其中:dm″表示数据集D 中第m 篇短文本的情感值,

Ni 表示短文本中第i个词的情感极性,Ni 的取值

范围为{－１,０,１}(－１表示贬义,０表示中性,１表

示褒义),Qi 表示第i个情感词的情感强度.
由于中文情感本体库中情感词数量有限,并没

有包括所有的情感词,特别是微博表情库.微博表

情是在微博评论文本中常见的一种抒发用户情感的

途径,而对于某些表情,无法在情感本体库中找出对

应的情感词进行计算.因此,对于无法进行情感值

计算的表情,本文采用与这些表情相近的且是包含

在情感本体库中的情感词进行代替,例如微博表情

库中的“[亲亲]”,在情感本体库中找不到与之直接

对应的情感词,但可以用“亲热”这一相近的词进行

代替,该词在情感本体库中属于“乐”这一大类,“快
乐(PA)”这一小类,情感极性为褒义,情感强度为

５.此外,针对网络词汇,很难能够权威地肯定该词

的情感值,本文通过 Word２Vec词向量模型,根据词

向量之间的余弦距离,查找与之相关的近义词来判

断该新词的情感极性和强度,如表１所示.
表１　网络词汇情感值示例

网络词汇 最近词 余弦距离 情感极性 情感强度

坑爹 郁闷 ０９４３９０ 贬义 ５
萌萌哒 可爱 ０９１６８９ 褒义 ５
腹黑 黑心 ０９６４６５ 贬义 ７
心塞 难受 ０９３０８４ 贬义 ５
吐槽 抱怨 ０９０８２３ 贬义 ９

　　即便如此,仍然有一部分微博表情无法确定其

情感倾向,例如“熊猫”、“咖啡”、“话筒”等表示静物

或动物的微博表情,很难确定其情感极性以及情感

强度.故本文将这一类微博表情的情感极性定为中

性,即不计入评论文本的情感值计算.
(三)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相融合的文本特征表示

将所得到的每条评论文本的情感值,记为dm″,
作为该文本的除词向量以外的一大特征,与基于词

向量合成的模型dm′进行顺序拼接,得到词向量与

情感本体结合的短文本特征,公式定义如下:

dm ＝{dm′;dm″}

＝{C(wm１),C(wm２),C(wm３),,C(wmj);dm″},
其中:“;”表示向量顺序拼接操作,dm 为文本数据集

D 中第m 篇短文本的词向量与情感本体结合的向

量表示.

三、基于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的

短文本情感分类过程

　　根据本文所提出的短文本特征表示方法,现对

如何应用该方法提出对应的短文本情感分类过程,
其方法流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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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的短文本情感分类流程

(一)文本数据集构建

本文的小规模数据集用于训练文本分类器,需
要进行标注.而大规模数据集用于训练生成词向量

和情感值相结合的模型,所需数据并不需要标注.
因此本文分类流程属于半监督学习.

由于本文是以微博评论文本为例进行研究,故
大规模无标注数据集和小规模有标注数据集都应来

自微博的评论文本,其所包含的领域与分类任务一

致,且大规模无标记数据集应包含足够的领域(包括

科学技术、社会、金融、互联网等).
(二)评论文本预处理

１．文本去重

文本去重即是去除文本评论数据中重复的部

分.针对微博平台,有些用户在转发微博时系统可

能会自动进行评论,评论内容为“转发微博”;其次同

一用户由于想要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能会进行重

复评论;再者用户在评论时存在复制他人评论的可

能性,导致出现不同人的评论内容相同.因此需要

删除重复的文本数据,但为了存留更多的有用语料,
文本去重只对完全重复的语料进行处理.

２．机械压缩去词

机械压缩去词的目的就是去掉一些连续重复累

赘的表达,将多个连续重复的词语压缩至一个.由

于微博的评论文本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没有意义的

文本数据很多.例如,“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以及

“好呀好呀好呀”.这类语料的特点是在于将某些词

语连续地重复地进行表达,这对基于本文方法的短

文本特征结果产生较大的干扰.

３．针对微博评论文本的其他处理

删除评论中存在的大量网页链接,这些对于评

论文本的情感倾向挖掘没有意义.除此之外,用户

在评论微博时会＠其他用户,或是用户在回复其他

用户的评论时,该用户所抓取的评论内容的形式为

“回复＠其他用户名:＋‘该用户的评论内容’”.并

且,用户在评论某微博或回复他人评论时,该用户的

评论会多次出现,意味着用户多次进行情感表达,这
会对情感分类产生影响.故在进行文本数据预处理

时,不仅需要把每条评论的用户名删除.另对同一

用户的多次不重复评论进行处理,只保留该用户评

论中最长的一条,避免用户的评论重复次数对分类

结果产生影响(在此视同一用户多次对同一微博评

论的情感倾向是一致的).

４．短句删除

虽然精简的辞藻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比较良好的

习惯,但是由语言的特点知道,从根本上说,字数越

少所能够表达的意思就越少,要想表达一些相关的

意思就一定要有相应量的字数.因此,要删除掉过

短的评论文本数据,以去除掉没有意义的评论.根

据实验经验,４~８个国际字符都是较为合理的下

限.故此,经过前三步预处理后得到的短文本评论

若小于等于４个国际字符,则将该语料删去.

５．分词

进行预处理以后,主要对短文本数据进行分词.
本文选用Python的中文分词包“jieba”进行中文分

词.经过实验测试,“jieba”的分词精度高达９７％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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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短文本特征表示

根据本文所提出的基于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的短

文本特征表示方法,计算预处理后的文本数据相对

应的短文本特征,后将短文本特征数据输入情感分

类器进行情感分类.
(四)分类器选择

情感分类器主要有支持向量机、K 最近邻和朴

素贝叶斯.支持向量机对处理样本量少的数据效果

较好,但大样本时优势并不明显,且这种非线性算法

的计算复杂度较高,也不适合在大样本数据上做训

练.贝叶斯分类是根据某对象的先验概率,利用贝

叶斯公式得出后验概率,以最大后验概率的类作为

该对象所属的类.而 KNN分类器是根据距离度量

个体间的差异性,将距离相近的归为一类.而本文

所提出的对某条短文本数据的特征表示的本质就是

n维向量,可依据向量之间的距离来进行短文本分

类.故本文将选用 KNN分类器进行分类.

四、实验结果及分析

(一)实验设置

通过Python对微博平台数据进行网络爬虫,
爬取不同领域(包括科技、社会、财经、互联网等)下
的热门微博评论,本文总计收集５０万条微博评论样

本作为训练生成词向量和情感值计算的大规模样

本,另收集３万条微博评论作为情感分类的样本数

据.使用Python进行短文本预处理,包括文本去

重、机械压缩、短句删除、包括针对微博文本的特殊

处理以及评论文本分割.
经过以上处理,最后总计得到大规模数据集

２０１２４５条,小规模数据集１６８３２条.
本文将利用 Python进行 Word２Vec的词向量

训练,根据经验设置词向量维数为５０、１００和１５０,
用以测试不同维数下在KNN分类器下的分类效果.

(二)评价指标

１．Precision、Recall、F１分数评价指标

本文采用的评价指标主要是准确率P(Precision),
召回率R(Recall)和F１值.为了方便描述三种评

价指标的计算公式,建立分类结果表２.
表２　分类结果

归属类别 属于此类 不属于此类

实际属于此类 TP FN
实际不属于此类 FP TN

　　表格中TP、FP 表示分类系统与实际分类结果

一致的文本数,FN、TN 则表示分类系统与实际分

类结果不一致的文本数.
准确率P 表示分类的正确率,计算公式为:

P/％＝ TP
TP＋FP×１００．

召回率R 表示分类的完整性,计算公式为:

R/％＝ TP
TP＋FN×１００．

F１值综合考虑准确率和召回率,计算公式为:

F１/％＝２PR
P＋R×１００．

２．AUC(Areaundercurve)评价指标

AUC是指 ROC曲线下的面积,取值范围一般

在[０５,１０],且其面积越大,分类效果越好.而

ROC曲线是指对于某分类器在不同的阈值下,会得

到一组(FPR,TPR),以FPR 作为横坐标,TPR 作

为纵坐标,作出曲线图.其中对FPR 和TPR 定义

如下:

FPR/％＝ FP
FP＋TN×１００,

TPR/％＝ TP
TP＋FN×１００．

为消除本文小规模数据的样本数目对本文分类

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 AUC评估不同样本量下的

分类结果.
(三)结果分析

针对不同维度下(５０维、１００维、１５０维),测试

本文方法的 AUC值随样本量大小变化的情况,并
比较其他两种分别基于情感本体和词向量模型的分

类方法.其中样本量从已预处理好的１６８３２条小规

模数据中随机抽取２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４０００,１６８３２条

进行实验.训练集与测试集的比例依照 KＧFold
CrossＧValidation(K 取常用值,即K＝１０)方法进行

１０次交叉验证,最后得到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不同样本数量的分类效果(５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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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样本数量的分类效果(１００维)

图４　不同样本数量的分类效果(１５０维)

由图２—图４可知,当样本数目大于１２０００时,
三种分类方法的分类效果达到较好的水平,并且此

时维数对分类效果的影响较小.因此从计算效率的

角度考虑将维数设置为５０,样本量设置为１２０００,对
三种分类方法进行测试,取１０次１０折交叉验证结

果的均值,如表３所示.
表３　分类结果比较(５０维)

分类方法 F１值/％ P/％ R/％
本文方法 ７６６ ７６７ ７６４
词向量 ７３３ ７３２ ７３４

情感本体 ７５１ ７４９ ７５３

　　从表３可以看出,相比其他两种分类效果,本文

的分类效果较佳,F１值至少提升３３％,准确率P
至少提升３５％,召回率R 至少提升３０％.并且

从图２—图４可看出,本文方法的 AUC值在样本量

大于１２０００时,均较优于其他两种方法.综上,本文

所提出的基于词向量和情感本体的文本特征表示方

法可有助于提升短文本情感分类效果.

五、结　语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短文本特征表示方法,即综

合情感词特征和词向量的文本特征表示.实验部分

探讨了不同词向量维数以及分别基于词向量和基于

情感本体在 KNN 分类器上的分类效果,综合得出

本文方法的优势.然而本文方法不足之处在于,一
是仅简单地将情感值与词向量拼接作为文本的特征

项,二是缺乏对网络词汇情感倾向判定是否恰当的

评估.后续将对某一领域和网络词汇的情感强度和

极性判定,以及词向量和情感值的其他结合方式等

情况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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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textsentimentclassification:
Basedonthewordvectorandemotional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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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present,twowaysaremainlyadoptedforshorttextsentimentclassification:statistical
NaturalLanguage Processing and emotionalsemanticcharacteristics,whiletheresearches on the
combinationofthetwomethodsisfew．Thus,thispaperwilldesignaclassificationmethodthatisbased
onthecombinationofwordvectorandemotionalontologyisdesignedinthispaper．Firstly,theword
vectorwastrainedbyWord２Vecmodelandshorttextvectorwassynthesizedbyaddingaveragemethod．
Onthisbasis,shorttextexpression modelwhichintegrateswordvectorandemotionalontology was
constructed by combining emotional value of each shorttext．Eventually,shorttext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wascompleted by using KNN algorithm．Compared withthetraditionalclassification
methodswhicharebasedonthewordvector,emotionalontology,orsomeothersingletechnicalroute,the
classificationmethodcombining wordvectorandemotionalontologygetsanobviousimprovementon
precision,recallrateandF１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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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和隐喻的力量

———从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角度解读«黄色壁纸»

何　靓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从米尔斯提出的女性主义文体学相关理论的视角,对女性主义先锋作家吉尔曼的著名短篇小说«黄色

壁纸»进行文本细读.讨论了小说的日记体写作手法和吉尔曼作为女性、女性阅读者和女性写作者三重身份之间的

关系,以选词和语句层面的分析表明女性阅读和写作所使用的语言体系仍被置于男性权威之下,进而与女性的身份

一样受到压抑和消声;从“黄色”和“壁纸”的隐喻意义入手,进一步揭示了女性写作与阅读与其身份意识之间的矛盾

关系,探讨了建立独立女性文学表达的可能性与其在重构女性精神世界、帮助女性获得独立自由中的特殊作用.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体学;«黄色壁纸»;日记体;隐喻

中图分类号:I１０６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２Ｇ００３９Ｇ０７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Perkins
Gilman)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是美国

最早的女性主义先锋作家之一,曾担任«先驱»月刊

出版人,同时身兼社会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演讲人、
商业艺术家、教师等多重职业身份.除曾入学罗得

岛设计学院之外,吉尔曼所受正规教育并不多.但

她的 家 族 却 是 女 性 先 驱 辈 出:姨 祖 母 斯 托 夫 人

(HarrietBeecherStowe)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TomsCabin)被称为“引发了南北战争的女

人”,其作品具有十分深刻的社会影响.吉尔曼的作

品中渗透着她痛苦的生活体验:两段婚姻,困扰终身

的产后抑郁症,折磨身心的乳腺癌.罹癌三年后,吉
尔曼在加州帕萨迪纳自杀,那里也正是吉尔曼短篇小

说代表作«黄色壁纸»(TheYellowWallpaper)的诞生

之地.
«黄色壁纸»和凯特肖班(KateChopin)的«觉

醒»(TheAwakening)被视为女性文学经典必读之

作,也是吉尔曼的成名作,初版发表于１８９９年.小

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了美国中上阶层的一位知识女性

由于患上轻微的精神抑郁症而被内科医生丈夫约翰

安置到一座偏僻孤立的深宅大院里进行“休养治疗

(restcure)”[５].这种疗法使她不得不与刚出生的

孩子分开,不得随意出门,不得做任何与思考有关的

事情(譬如写作),只能整日呆在贴着黄色壁纸的育

婴室中.为了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约翰让自己

的妹妹珍妮“照顾”“我”.珍妮尽职尽责,把“我”的
一举一动都如实地报告给约翰.“我”的精神在监狱

般的生活中走向崩溃,渐渐对墙上的黄色壁纸产生

了幻想.“我”总觉得有很多女人藏在壁纸的图案后

面,她们挣扎着想出来却又被阻隔拉扯.最终,“我”
决定帮助女人从壁纸中出来,甚至融入了她们.“我”
撕碎壁纸,把房门锁起来,在地上四处爬动.匆匆赶

来的约翰费力打开房门,却被“我”的怪异行为吓得晕

倒在地.“我”从他的身体上爬了过去.
小说从女性的视角,以日记的文体和细腻的笔

触记录了女性是怎样在男性看似关心尊重,实则被

压制被消声,被剥夺身心自由,逐渐陷入癫狂的心理

状态.吉尔曼以她个人受诊于心理医生并接受“休
养疗法”的经历为基础,真实地反映了在十九世纪初

女性所遭受的压迫.以往对«黄色壁纸»的解读往往



从女性主义批评和哥特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小说内

容和人物形象,或者从精神病治疗与女性话语的关

系,以及使用福柯“权力与规训”的理论来细读文本.
但是对文本内容的解读很容易产生主观倾向,使得

带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渗透痕迹.因此,本文希望从

女性主义文体学这一比较新的视角,通过将文本分

析和语言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新审视吉尔曼的这篇

杰作,希望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得出一些不同的结

论.

一、女性主义文体学

１９９５年,英国语言学家萨拉  米尔斯 (Sara
Mills)出版«女性主义文体学»(FeministStylistics)
一书[１３],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系统论述女性主

义文体学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的著作.在引言中,
米尔斯不仅阐述了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研究范围和方

法,还指出了传统文体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存在

的一些问题.米尔斯认为“语言和读者是文本意义

产生的一部分,每个读者或评论家因个人背景、经历

或关注点的不同会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产生不同的结

果,这也是为何大部分文学评论倾向于主观性.这

种主观性实际上也显示出菲勒斯中心主义潜移默化

的影响,即使是女性主义批评家也很难真正摆脱因

意识形态对文本产生的割裂.因此,女性主义文体

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多少能有一套系统的方法、
理论的建构,使得批评变得客观起来,使得‘即使不

同读者阅读也能产生一个相同结论’变得可能”[２].
因此,米尔斯详细分析了阅读阐释对文本意义建构

产生的影响,提出应该更加重视女性读者对某些文

本的阐释,允许多种结论的产生.
西方女性主义文体研究是女性主义理论与语言

学多个分支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批判性语言

学和批 判 性 话 语 分 析 理 论[１２](criticallinguistics
and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的结合.米尔斯拓

展了女性主义的内涵与文本的选择范围,认为“女性

主义文体学不仅描述文本中的性别歧视,而且运用

语言分析的方法审视文本,揭示叙述视角、能动作

用、隐喻及物性系统等是如何出乎意料地与性别问

题相联系.同时,我也建议女性主义文体学的

分析对象应不仅局限于文学文本,而应包括其他一

切能够服务于论点的文本形式,比如广告或新闻报

道”[１２].这种广阔的视角为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进一

步发展拓宽了道路.近年来,女性主义文体学飞速发

展,已“自然成为了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一个分

支”[１３].
«女性文体学»分为理论和方法两大部分,系统

的结构也反映出米尔斯希望女性主义文体学能够作

为一种有理论支撑的文学批评方法真正被运用于实

践之中.在理论部分,米尔斯讨论了女性主义文本

类型、语言的性别区分以及性别和阅读的关系.之

后从语词层面、句子层面以及语篇层面进行了丰富

的文本分析.通过将语言学分析方法与文学批评方

法相结合,女性主义文体学试图从传统的女性主义

批评重理论轻文本的倾向中另辟蹊径,从语言的细

微之处发掘出女性阐释与表达的可能性.同时,米
尔斯所选用的文本不拘泥于文学作品,还有大量的

广告、海报等其他文本形式,大大拓宽了女性文体学

的研究范围.
而«黄色壁纸»作为女性主义著名的代表作,自

１８９２年发表以来就被许多文学批评家进行解读,文
中“我”的形象更是在此过程中被定义、反思以及重

塑,成为某种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女英雄”.

二、日记体:文学、性别、身份

苏珊兰瑟在其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出:“«黄色

壁纸»是许多因意识形态原因险些被埋没的众多作

品之一.意识形态往往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内容是否

具有冒犯性,是否会引起争议.比如«黄色壁纸»最
早投稿的«亚特兰大月刊»的编辑就拒绝了这部短篇

小说的刊载,原因是‘如果(他)使得读者变得跟读完

了这篇小说的自己一样痛苦,那么(他)将无法原谅

自己’.”[８]但是,类似于“让人绝望”或者“给人痛苦”
的评价也同样被给予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然
而坡的作品却一直再版,并拥有为数众多的学术研

究者.
兰瑟的评论将问题的关键聚焦于为何相似主题

的作品会因为作者的性别而受到不同的评价.实际

上,对«黄色壁纸»感到恐惧和焦虑的多数是男性评

论家,而正是众多女性批评家对«黄色壁纸»从女性

主义角度做出的解读将其中的“我”塑造成了１９世

纪反抗男权的“女英雄”.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不能

单单以性别歧视简而话之,需要考虑吉尔曼所处的

时代和她的女性身份.但吉尔曼在«黄色壁纸»中毫

不掩饰地对女性写作者和读者的心理进行了探讨,
利用最隐私的日记体手法对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份意

识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揭示.虽然是篇幅

不长的中篇小说,但是«黄色壁纸»包含了丰富的阐

释空间,仿佛吉尔曼在邀请着女性读者和她一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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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的空间中(即日记体小说特有的私密性语言)展
开一场对文学、性别和身份的精神分析.

吉尔曼利用日记体对“我”最深刻最隐私的身心

体验进行细致的公开叙述.在中国五四期间,鲁迅

的«狂人日记»同样利用日记体的形式描述出处于边

缘状态和弱势地位的个体,具有某种异己性质.和

吉尔曼的小说作对比可以发现,虽然两部作品的作

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属不同

的性别,他们的作品却具有某种内在的共通性:在一

般情况下,不论是“女人”还是“疯人”,他们都被剥夺

了在公共领域发言的权力;反过来说,他们讲出任何

大逆不道或荒诞不经的话语,也因而都拥有了某种

合理性[６].
在写作日记的过程中,读者和作者二者合一,形

成了一个独特、封闭的阐释循环.日记的内容不会

进入公共领域,又赋予了日记作者某种程度上的言

说自由.这也是为什么吉尔曼会让囚徒般的“我”使
用日记这一文体来呈现隐含作者的心理状态:书写

本身成为一种对男性压制的反抗,“我”也得以在日

记中发声,写出对约翰所代表的男性力量最真实的

感受.
在小说开头,“我”便告诉读者“约翰是极其现实

的.约翰对信念这一说法无法忍耐,对迷信怀有强

烈的恐惧,而且言及任何无法感知、未经目睹且无法

以数字记录的诸事,都会遭其公开嘲笑”.由此可以

看出,约翰的性格使其对妻子的病情具有先在的偏

见和无知,在他看来,妻子的病是源于她过于丰富的

想象力,源于她“编故事”的能力.所以,他面对妻子

的质疑“感到好笑”,“我”也认为或许“我”无法更快

好起来的一个原因正是:“你瞧,他不相信我生病

了!”[１０]２０５Ｇ２０６.
在这句感叹句中,吉尔曼使用了“你瞧”来直接

引起读者的注意,而句尾的感叹号加深了句子讽刺

又无奈的意味.在此,吉尔曼想要“拉拢”的读者显

然是女性,因为在她的时代,女性被认为是脆弱的,
敏感的,和“歇斯底里”天生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吉
尔曼自己正是这种观念下的受压迫者.因为产后忧

郁症,她被丈夫送到当时著名的心理医生威尔米

切尔(也就是“休养疗法”的创始人)处接受诊治,被
迫放弃一切与精神活动有关的工作.因此,«黄色壁

纸»也正是吉尔曼自己真实的心理写照.正如小说

中的“我”无法被理解一样,吉尔曼在现实生活中也

因为这次治疗濒临崩溃.
日记体在文本内部消除了除“我”之外的存在,

因而能够最有效地作为个体的“我”发出自己声音的

媒介,探讨在面对男性的物化和拒绝时,“我”作为女

性内心真正的愿望和反应.日记体由此被认为是女

性私语式的情感话语,它为女性大胆表达自己提供

了一种“私人场域”.但另一方面,日记体又因这种

隐蔽性使得其话语内容的权威性岌岌可危.其太过

自我的表达很容易让读者质疑其客观真实性而将其

置于边缘.
这种二重性也同样成为小说中“我”之处境的隐

喻.一方面,日记是她在丈夫的剥夺监视下唯一能

够保有的言说途径;另一方面,又因为它的私密性无

法成为和外界沟通交流,诉说自己的媒介:“我不知

道缘何要写这些.我不愿去琢磨.我琢磨不透的.
我还晓得约翰会觉得荒唐.但我必须用某种方式来

诉说我的感想———这将如释重负!”[１０]２１６句尾的感

叹号再次展现了“我”矛盾压抑的心情,寻求理解,寻
求自由,又没有办法表达这种诉求.和约翰几次的

沟通都以失败告终,这也预示着日记体虽可为女性

表达自我却又在无形中成了男性权力的帮凶,不断

消解压抑着“我”的话语和诉求,再次显示出女性被

剥夺和压制的边缘地位.
日记体成了女性写作受制于男性主导的文学创

作传统、女性被赋予的从属地位的一种体裁表征.小

说中的“我”虽然意识到丈夫对自己看似关心,实则强

迫和忽视的真相,但仍旧因为在言语中的弱势和对自

身意义的不明确而不能真正打破丈夫和其所营造的

空间的束缚.因为“我”不停告诉自己“亲爱的约翰!
他特别疼爱我,不愿我生病”,所以在每次谈话的对峙

中最终都是“我”在约翰的强势和拒绝中败下阵来,
“我又没能给自己找出充分的理由反驳”[１０]２１６.

而约翰的“爱”究竟多大程度上是对于“我”这个

个体的爱? 这是“我”无法区分清楚,也不想去揭示

的.“我”的日记中,只有约翰的话以直接引语的形

式保留下来,伴随着和约翰一次次沟通的失败,“我”
的病情也一步步加重,陷入“倾诉———拒绝———自我

安慰———倾诉”这一没有结果的循环中.
在“我”最后一次尝试告诉约翰自己的情况,希

望他能带自己离开时,他答道:“(１)家里的维修还没

完工,我此刻也离不开镇上.(２)当然了,若是你病

得厉害,我定能而且也会带你走,但亲爱的,不管你

自己意识到没有,你的确好多了.(３)我是位大夫,
亲爱的,所以我看得出.(４)你在长胖,也有气色了,
胃口也好多了,我确实对你要放心得多”[１０]２１９.

这段话可谓层层推进,揭示出男性语言对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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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达的压制和解构:第(１)句中表明约翰不带“我”
走的真正原因.但是为了维护自己“好丈夫”的形

象,他在第(２)中又强调了自己的拒绝是为“我”考
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句中,约翰使用了“真的”
和“的确”,暗示他根本不相信妻子的话,也不相信妻

子拥有描述自己客观病情的能力,他的判断全部是

基于他的自以为是.第(３)句进一步以“大夫”的身

份来压制妻子,巩固自己作为男性的权威性和正确

性.最后,在第(４)句中,他再次以自己所认为的事

实来解构妻子的主观感受,并用“我确实对你要放心

得多”给“我”进行心理强化.自始至终可以看出,约
翰一直掌握着话语的主导权,其看问题的角度完全

是处于他自身的考虑,并没有真正去关心和理解妻

子的病情.
“我”想以“或许身体上好些了———”来继续谈话

时,约翰因为睡眠持续被打断显示出了不耐烦的神

情,并且“打量我的目光里含有那么一股怨嗔苛责的

意味”.破折号的使用表明“我”的谈话被打断,同时

表现出“我”对约翰那带有苛责的凝视产生的恐惧.
“我”感受到了约翰的拒绝,“以至于我吐不出一个字

来了”[１０]２１９.
约翰之后的一段话更使“我”完全丧失了话语

权,完成了对“我”的消声:“(５)‘亲爱的,’他说,‘我
求求你了,看在我的份上,也看在我们孩子的面子

上,同样也是为着你自己,你绝不要有一瞬间让那想

入非非的念头蹦到你的脑子里去! (６)对于像你这

般性情的人,这是再危险、易入迷不过的事儿了.
(７)这是某种虚幻不实的愚蠢幻觉.(８)我作为一名

医生这么嘱咐你,难道你连我都信不过么?”[１０]２２０

第(５)句中,约翰用恳求的语气放低了自己作为

男性的姿态,动摇“我”渴望诉说的决心.之后先说

“看在我的份上”,提醒“我”意识到自己“妻子”的身

份和责任;再用孩子提醒“我”作为母亲的身份和责

任,最后才是“我”作为个体的身份.对“妻子,母亲,
女人”三个身份的先后排列不仅表明约翰并没有将

“我”作为一个独立女性个体来看待,更一步步解构

了“我”作为个体女性的独立性,再次使“我”符号化,
模糊化.句尾的叹号暗含命令的语气,显示出男性

对女性的规约欲望;第(６)句的主语不是表示个体的

“你”,而是“像你这般的人”,暗示了男性对女性的高

人一等的姿态;第(７)句中将“我”的病情等同于“愚
蠢的幻想”,充满了贬义,显示出男性权威对女性的

蔑视;第(８)句中则再次强调自己“医生”的权威地

位,同时,反问句又提出了自己作为丈夫和男人的压

倒性的力量.至此,“我”的话语权被彻底剥夺,“所
以我当然说就此不再提及”[１０]２２０.这段对话是小说

中为数不多“我”以直接引语的方式进行转述,表明

了这段话对“我”精神产生的难以遗忘的冲击.这是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鼓起勇气向约翰表明自己

想要离开的愿望,但却遭遇了约翰最粗暴和直接的

忽视与拒绝.“不再提及”既表明“我”完全失声,也
表明了“我”对约翰不再抱有希望.“我”更加退入内

心世界,是之后“我”精神状况失控的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我”在日记中使用了大量的感叹

号,直观地表明“我”内心的不安与愤怒.日记写作

通常是平静的回忆式陈述,在标点符号的运用上多

为句号.其写作通常与叙述之事间有一个时间沉

淀,也意味着一段感情沉淀的时间.再者,写作日记

通常是在比较私密放松的环境之中,比如夜晚的卧

室或书房,因而下笔相对也更从容.但“我”的日记

却既要偷偷地写,又是在近乎封闭、充满监视的环境

里———“我”丧失了情感沉淀的时间和来自私密空间

的安全感———感叹号提醒着读者去揣摩“我”内心真

实的感受.同时,对转折词如“但是”“却”“然而”等
的运用也鲜明地展现了“我”真实想法与外界现实的

反差:转折词前经常是约翰或珍妮认为、希望“我”能
如何如何,而在下一行的转折词之后往往会是“我觉

得”、“我想”.“我”的真实诉求被长期搁置、延宕,这
才是“我”生病的根本原因.

作为日记体呈现出来的小说不仅呼应了作为病

人的“我”像日记一样无法被他人阅读和理解,也因

为“我”的女性身份表明男性的压制和束缚中,女性

最终将陷入沉默,所有的自我书写都相互抵消,自我

的存在面临消失和分裂的困境.日记体既像女性作

家面临的语言困境的隐喻,又像整个女性身份错位

与缺失的隐喻:女性写作无法以男性语言进行构建,
也无法传达女性真正的心理需求,因为她既不被允

许写作,写出的日记从本质上来说也不会被他人看

到;同时,女性身份意识的觉醒在１９世纪是痛苦的,
因为这些写满诉求的日记除了让她更加陷入自己的

困境之外,没能提供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黄色壁纸的隐喻:伴随阐释的重构

如果说读者从小说中看到的是“我”作为女性个

体一步步崩溃的解构过程,那么透过“我”对壁纸孜

孜不倦的阐释尝试却表现出一个新的女性形象以读

者和解码者的身份进行重构.苏珊兰瑟认为:
“«黄色壁纸»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解读文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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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新途径,这篇短篇小说实际上是这种修正性阅

读的一个认知过程.因为叙述者本身就亲身参与了

某种形式的女性主义解读———她一直试图弄清壁纸

的意义.”
这实际上是将叙述者和读者的关系进行了转换

和类比.面对复杂难辨,迷惑人心的壁纸,叙述者

“我”就像面对复杂文本的读者,想要通过自身的认

知和思考,将自我建设投射到对文本意义的解读中.
但这个过程往往并不那么顺利,特别是在充斥着男

性主导权的语言结构中构建起女性独立的言语阐释

空间更加困难.正如女性主义文体学家所提出的:
“女性读者应当秉持这样一种阅读理念,即不应把文

本当做意义承载的容器,而是作为作者所留下的一

系列充满模糊可能性的踪迹,读者需要不停地质疑

和询问,去试图抓住这些踪迹”[１].
之所以在此强调女性读者的地位,是因为«黄色

壁纸»巧妙地展现了男女之间在阅读和写作行为上

的差别.«黄色壁纸»详细展现了吉尔曼完成这篇文

稿的过程—即作为女性作者的心理—这是一篇女性

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写下的故事,从中读者可以窥

视到吉尔曼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对女性写作的看

法.同时,她笔下的“我”对壁纸的研究与解读又仿佛

是女性读者阅读行为的一个镜像,其描写深刻地反映

出在面对男性语言主导的文本时女性读者感到的迷

惑、压抑以及愤怒.如果把文中的“我”对壁纸意义一

步步的构建解读为写作的过程,那么“我”最后的癫狂

则表明了吉尔曼自己对女性作家身份的矛盾态度:癫
狂究竟是源于对创造力的压抑还是过分纵容?

在«女性文体学»中,米尔斯认为女性的形象在

文学作品中总是以某种类型的隐喻出现,比如鸟,尤
其是笼中鸟.[２]４０娇小、柔弱、美丽、顺从,这些特质

似乎总是被反复类比于女性,而且是某种理想的女

性.她们需要依附于饲主并要尽力赢得饲主的欢

心,以期被给予更舒适的生活,却从不会想要从笼子

里出来.即便有些冲出笼中的鸟儿,她们的下场也

往往以悲剧告终,成为某种反面教材—更加巩固了

“笼中鸟”的形象.吉尔曼所处的１９世纪正是第一

次女权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女性获得了相对多的教

育权,同时也引发了对女性是否适合工作的争论.
而写作,作为女性在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前提下首先

想到的职业,首当其冲受到了社会传统观念的质疑.
在中产阶级男性的意识中,“女士发表作品只为三种

理由:爱 听 赞 扬,爱 金 钱,或 是 有 做 好 事 的 愿

望.”[１１]５１写作,会从精神和经济上赋予女性前所未

有的独立性,而这无疑会威胁到男性在家庭与社会

中的主导地位.正如在发表了上述言论之后,女作

家夏洛特扬的父亲似乎做出了某种让步,表示“如
果夏洛特愿意写教诲性的小说,并把挣到的钱赠送

出去,那么他会不吝赞赏之词并克制住怒火.”[１１]５１

但很显然这是种以退为进的妥协,因为“教诲性的小

说”是小说创作中最不需要想象力、最容易被反过来

利用为宣扬某些男性传统道德的类型,而分文不取

则意味着要求女作家自愿放弃经济自立的可能性.
写作与家庭生活之间存在的某种对立自１８５０

年 后 就 让 许 多 立 志 于 成 为 作 家 的 女 性 感 到 焦

虑.[１１]６０这种焦虑也经常反映在女作家的创作中:比
如作品反复出现的和房间(比如伍尔夫讨论女性写

作的«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房屋(比如«黄色壁

纸»一开始就对房屋的外观进行了详细描写),土地

以及大海(伍尔夫«到灯塔去»中大海的象征意义)相
关的描写.这些重复的意象既暗示了她们对家庭生

活的重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显示了家庭生活对女

性经验的束缚,即她们只能写她们所熟悉的东西.
壁纸也是这一系列“房屋隐喻”中的一个.但«黄色

壁纸»中的“壁纸”意象需要和那个“壁纸背后的女人”
意象联系起来理解:两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演变,显
示了“我”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精神运动.

初始时“我”想勉力以所谓的理智来思考壁纸的

图案,以克服对它的厌恶和恐惧,此时壁纸的图案在

“我”看来是“折断的脖颈”和“两颗眼白上翻的眼

球”[１０]２１２,分别象征着“扼杀”和“监视”.我虽然不

喜欢壁纸,但是又庆幸图案阻隔了它们接近“我”的
企图.而在“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约翰表明想

要离开却遭到拒绝,壁纸成了“我”唯一的兴趣对象,
“我”不再厌恶它.上面图案也产生了变化,“凭借月

色,花纹的肌理演变、幻化成了栅栏!”[１０]２２１月色在

文学传统中经常和女性与癫狂联系在一起,这里表

明了“我”精神的进一步崩溃.而“栅栏”则隐喻着

“禁闭”与“隔离”,此时“我”肯定地认为“那个图案里

朦胧黯淡的暗纹是一个女人.”[１０]２２１图案从监护者

开始转变为镇压者,“我”开始同情“栅栏”后的女人.
最终,“我”认同了她们,此时所有原本是“那个女人”
的动作开始以“我”为主语,读者慢慢不再能够分辨

描述的究竟是“我”还是壁纸后的女人.壁纸已经完

全变为邪恶的存在,是“我”必须要“一点一点,尽力

尝试着褪去的束缚.”[１０]２２６

“我”对壁纸进行了一系列的认知重构,隐喻的

一系列变形既是“我”精神状况不断恶化的显现,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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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对与约翰的关系的重新审视和建构;也象

征了在创作和意义生成过程中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地

位———“我”即吉尔曼作为女性对艺术的渴望与受到

的压抑.壁纸既是叙述者形象和生活的隐喻,又是

其打破封闭,建构自我的突破口.最初的厌恶是因

为壁纸肮脏沉闷,模糊不清的状态正好影射着叙述

者不能掌控的生活现状.“我”此时还寄希望于约翰

身上,相信他对自己的爱护,相信他最终会带自己脱

离这种生活.但是随着言语交流的一步步崩盘,
“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和约翰身份上的不对等,他不

可能理解“我”,也不可能帮助“我”痊愈.
壁纸上的图案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它慢

慢变成“我”无所事事的生活中唯一和思维与精神活

动相联系的部分.当“我”把精神投注在壁纸上时,
它便开始具象化为“我”的形象,和叙述者的状态形

成一种对应:
夜里,在任何光线下,于黄昏的薄暮中,烛光下、

灯火里,还有最糟糕的便是凭借着月色,花纹的肌理

演变、幻化成了栅栏! 我的意思是指壁纸外在的图

案,而隐藏于其后的那个女人简直呼之欲出,再清晰

不过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壁纸背后呈

现的影像是何物,那个图案朦胧暗淡的子模式,但现

在我可以很肯定那暗纹是一个女人.在白昼的天光

下,她显得柔韧克制,安宁平和.我以为是那时呈现

的图形使得她能如此沉静.好生奇怪.在那几个小

时里,我持守缄默.[１０]

在隐喻结构中,日光象征着男性的力量,理性和

活力,而月光则总是和女性相对应,预示一种潜在的

疯狂的力量,温柔和神秘.同时,两种时间与心理状

态上的呼应也和“我”的抑郁症状表现产生对照:白
天病情相对稳定,晚上则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时段,伴
随着失眠和幻觉.

不论是“我”的病症还是对壁纸的解读,实际上

都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根源———男性权威的束缚和

压制.小说中作为“我”的对立面的女性形象,约翰

的妹妹珍妮,即是传统社会中理想女性的形象:“她
是位理想完美、尽心尽职的女管家,看来没啥职业比

这个更适合她了.我完全相信,她肯定认为正是写

作让我惹病上身的!”[１０]珍妮对待壁纸的态度和约

翰如出一辙,她与“我”的关系正如壁纸和图案后面

的女人.
珍妮代表着认同男性统治传统的女性,她们顺

从命运,安于做男性身后沉默模糊的影子.«阁楼上

的疯女人»中详细描述了１９世纪小说中“屋中天使”

的女性形象,她们没有自己的个性,存在的意义在于

体现出男性心目中女性应该具备的勤奋、贤淑的理

想品德.女性天生就该属于家庭,属于丈夫,属于孩

子,她可以成为任何身份除了她心中真正的自己.
因此,与“屋中天使”相对应的“疯女人”形象其实象

征着镜子另一边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让

男性权威感到恐慌,也让珍妮这样的传统女性感到

恐惧.小说中珍妮对“我”的不认同并帮助约翰对

“我”进行监视实际上表明了女性在内外语境中对自

我的双重异化,她们既是两性关系中的“他者”,又是

自我的“他者”.
显然,珍妮代表的传统女性和约翰代表的男性

权威都不是女性主义文本的理想读者.他们不可能

理解壁纸真正的奥秘,因为壁纸已经成为一种质疑

男权,反抗传统对女性禁锢的隐喻,唯有具有相同认

知结构的“我”(也代表着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读者)
才能解开壁纸的秘密.

因此,虽然大多数的解读认为小说最后“我”最终

进入疯癫的状态,但在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视角下却可

得出另一种不同的结论.“我”在最后终于和壁纸后

面的女人合二为一,象征着“我”完成了在男性权威中

对女性文本含义的独立构建,“我”终于打破了对想象

力和创造力的束缚,从“壁纸”后走入现实的生活.
黄色本是生命力和活力的象征,但是文中壁纸

的黄色却是“种极陌生的黄色它让我联想起一

切我见到过的黄色的东西———不是像毛莨那类漂亮

的植物,而是些老旧污秽、腐败恶劣的黄色.”[１０]２２３

壁纸的黄色隐喻着女性在封闭的家庭生活中创造力

和生命力的萎缩,女性写作很难在这种受到限制的

环境中产出有意义的作品,甚至连她们独立的精神

个性都开始走向崩坏.吉尔曼曾在杂志上发表过好

几篇文章论述繁琐封闭的家庭生活对女性造成的伤

害,她本人也极力想要摆脱这种无形的幽闭,希望到

户外去创作、去建立和他人(尤其是女性之间)的社

交关系.正如文中的“我”最终和壁纸后的女人融为

一体,得以“到了外面,一切事物都是绿色而非黄色

了.”[１０]２３０绿色和衰败的黄色再次在视觉和心理寓

意上形成对比,表达吉尔曼对打破家庭生活束缚和

压抑的渴望.
在现实生活中,吉尔曼最终下定决心结束原先

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她与丈夫华特协议离婚,结
束了“休养疗法”.此后,她热衷写作并出版自己的

作品,在各大社会集会进行宣讲促进社会福利、妇女

权力等相关议题,并在«黄色壁纸»发表二十五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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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了探讨女性乌托邦可能性的著作«她的国»
(Herland).吉尔曼已然从身心的折磨和痛苦的逃

避中的涅槃,以文字为利刃一点点撕破了覆盖在自

己身上的壁纸,重获新生.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在«黄色壁纸»中,吉尔曼展示了女性

话语的缺失和重建的必要性及其对女性突破束缚和

压迫的重要意义.而女性主义文体学为«黄色壁纸»
提供了一种紧密联系文本的解读方法,使得理论分

析得以以文本为依托,从文本最基本的语词构成处

切入吉尔曼对男权社会的批判;之后再从隐喻的选

择、生成和发展中分析女性作家对特定意象的关注,
揭示出更大层面上女性写作的局限和困境.可以

说,在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解读下,«黄色壁纸»既是女

性主义经典文本,也是关于女性通过写作与阅读争

取自由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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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paper”,thispaperfurtherrevealsthecontradictoryrelationbetweenwomenswriting,readingand
identity,anddiscussesthepossibilityofestablishingafemaleindependentexpressionanditsspecial
functioninreconstructingfemalespiritualworldandhelpingthefemalegainindependenceandfreedom．

Keywords:feministstylistics;TheYellow Wallpaper;dairystyle;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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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中的女性关怀

陈蔚青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主旋律.七十多年来,随着俄国作家对战争与人的关

系的全面反思,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彰显.阿列克西耶维奇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中不仅反思了

战争的残酷性与反人性,还着重探讨和挖掘了女性在战争语境下的生命价值和审美理想.作家通过打破传统的女

性形象的塑造方式、重构女性话语、谱写女性精神谱系表达了对战争中女性群体的深切关怀和高度肯定.«我是女

兵,也是女人»一书既填补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女性历史的空白,也将苏联反法西斯文学所蕴含的人道主义

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峰.

关键词:«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阿列克西耶维奇;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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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

三个浪潮中,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这两个主题贯穿

始终.人道主义主题则随着俄国作家对战争与人的

关系的全面反思而逐步深化.重视人的价值和个性

发展,维护人的尊严及权利渐渐成为苏联反法西斯

战争文学不可忽视的新的思想倾向.然而,作家们

对作为战争中的“人”的组成部分和有着独特体验的

女性的关注仍然较少.为了书写女性历史、为战争

中的女性群体发声,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阿列克西

耶维奇耗时四年,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二战的苏联

女性,让“亲历大事件的小人物”口述自己在战争中

的悲欢离合,表达对战争和生命最原始的感受和看

法.作家笔下既没有贯彻始终的中心人物和情节线

索,也没有主观的心理分析,只留有女兵们朴实的话

语和真挚的情感.«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摘取

战场上最为细小的马赛克,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女性

战争图景,诠释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女性苦难.而作

家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女性群体的深切关怀和高

度评价既谱写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新篇章,

也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

推向了新的高峰.

一、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女性空白

由于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方,苏联

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从诞生之日起便被爱国主义和英

雄主义两大主题占据.苏尔科夫、列别杰夫库马

奇、西蒙诺夫等为首的一批作家以积极乐观的笔调

大力歌颂苏联儿女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痛击法西斯

邪恶势力的英雄事迹.正如阿托尔斯泰所说:“战
争开始了苏联文学的新阶段战斗中的人民在一

次次流血奋战中从自己身上发现了更多的精神力量

苏联文学在战争时期成为真正的人民艺术,传
递出人民的英雄气概.”[１]然而,众多歌颂战争中英

雄的丰功伟绩和描绘胜利画面的文学作品虽富有极

强的战斗号召力,却难掩自身对战争原因的深层思

考和对人物内心情感挖掘的不足,在思想性和文学

性上都有待提升.
在战火平息之后,随着斯大林逝世、第二次苏联



作家代表大会举行和苏共二十大召开等一系列重大

历史事件的发生,苏联作家对战争与人的关系这一

重大命题的思考逐步深入.以肖洛霍夫的“揭示了

普通人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具有深刻的人道主

义思想”[２]的«一个人的遭遇»为起点,一小部分富有

社会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秉持人道主义精

神,重新审视哪怕被称为“正义”的战争,更多地挖掘

战争的残酷性、荒谬性和反人性.邦达列夫、贝科

夫、巴克兰诺夫等人一反过去集中描写载歌载舞、欢
庆胜利的喜悦场景的文学惯例,通过书写战争中平

凡个体的不幸遭遇,揭示出战争给普通人民带来的

身心重创,让人们陷入沉思:当一个个平凡的人为集

体、国家献出一切之后,集体和国家又该对他们负起

怎样的责任呢?
但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尽管

从最初的概念化、片面性的框架和大肆弘扬英雄主

义和爱国主义的基调走向了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与肯

定,但“从整体上说,战争的英雄主义题材始终被陈

旧的观念和陈旧的方式反复表达着,尽管有极少数

作品对卫国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行为提出过不同的

看法和质疑,却很少有作家全面、严肃、深刻、哲理地

重新反思这一场战争以及与其有关的众多理念.”[３]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对人性尤其是女性的重视程

度和挖掘力度与西方战争题材文学相比仍有较大的

不足.文学作品里千篇一律的送儿上战场、为孩子

日夜祈祷的母亲形象,苦苦等待丈夫归来、照料家庭

的妻子形象和对战事一无所知却充满美好希望的女

儿形象既反映出俄国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和东正教

思想对广大作家的荼毒之深,也体现出人们当下对

战争中的女性的生存境遇所作思考和阐释的不够深

入.哪怕是在极少数以女性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

里,如瓦西里耶夫的著名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

悄»和鼓舞了一代爱国青年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女性形象的真实感与立体性仍较显单薄.

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书中,尽管作家有意

将作品的主人公由男兵改成女兵,但由于受男性视

阈的局限,作家笔下的女兵的生命逻辑略显生硬和

牵强.女性敏感、温柔、娇羞的天性一律被男主人公

瓦斯科夫视为与军事操典格格不入的品质,而他对

女兵们表现出的爱护有加、遗憾惋惜等态度表面上

充满人道主义的关怀,实则却体现出其以自我为中

心,对女性居高临下的俯瞰姿态.作品中隐含的不

平等的男女级差观念使小说在表达人性主题时稍显

乏力.而在名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里,科斯莫杰

米杨斯卡娅虽打破了以往作家惯于刻画男性英雄和

描写场面宏大、惊心动魄的战争画面的写作手法,但
依旧难逃样板化、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无处不

在的阶级斗争意识和为国捐躯的政治号召使卓娅这

一本该灵动有趣的少女形象迷失在了意识形态的话

语洪流中,成为了“高大全”的典型代表,沦为了政治

宣传的强大工具.总而言之,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

学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还存在着简单

化和概念化的问题.女性在时代剧变语境下所独有

的心灵体验与感悟仍是一个问号.在绝对理念的驱

动下,作家们忽视了对战争中的女性生存境遇和精

神成长的挖掘,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女性历

史仍存在不少空白.

二、战争语境下的女性苦难

从俄国文学诞生之初到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

的蓬勃发展,俄国女性除去作为男性视角下被创造

出的空洞能指外,始终未能获得“真实”的解放.随

着农奴制废除、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再到

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召开直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际以

及苏联国内人权运动的兴起,俄国女性运动一路高

涨,妇女们渐渐走出家庭,接受教育,投身社会变革,
女性意识强势觉醒.以阿列克西耶维奇、彼特鲁舍

夫斯卡娅、乌丽茨卡雅、托尔斯塔雅、托卡列娃等为

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在２０世纪下半叶正式踏上历

史舞台,由此打破了俄国文坛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
她们从自身独特的女性经验出发,采取不同的叙事

方式和写作技巧,自觉地探寻俄国女性的生存境遇

和性别意义,逐步丰满了女性符号的语义内涵,彰显

出不容小觑的强大力量.其中阿列克西耶维奇以在

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基础上,揭露女性苦难、书写

女性史诗的创作手法独树一帜.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看似只是一部战争中的

女性的回忆录,实则却是阿列克西耶维奇精心构筑

的一部反思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命运的作品.
作家以近乎自然主义的冷峻风格详细地描写了苏联

女性在战前、战时、战后所经历的种种折磨与苦难,
将战争的恐怖与性别压迫的残酷血淋淋地展现在我

们面前.正如阿列克西耶维奇本人所述:“承受苦难

是一门艺术,必须承认,女性是有勇气踏上这一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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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４]４０８

在战前,面对兵力紧缺的困境,女性们纷纷响应

国家号召,积极投身于战场.有不少女兵都是跟随

自己的爱人、父亲或兄长的步伐,抛下原本宁静的生

活,拿起武器,瞄准敌人的头颅.女飞行员邦达列娃

为了追随第一批就上了前线的丈夫,留下自己还在

襁褓中的小女儿,申请作战.狙击手丹尼洛夫采娃

则为了和心爱的人一同奔赴战场放弃了成为一名演

员的梦想转而学习射击.残酷的战争迫使女性将男

性那付沉重的十字架放在了自己柔弱的肩膀上,走
上了一条看不到尽头的不归路.她们出于家庭责任

感和宗教信仰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的崇

高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道德力量令人肃然起敬,却也

同时反映了在父权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依
靠和追随男性、甘愿放弃个性的发展成为了当时女

性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战争中的女性盲目地从“追
随”中提炼出一种“幸福”,将与男性同生共死,为男性

赴汤蹈火看成精神成长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经之路.
在战时,尽管作家笔下的女性有着不同职业、不

同年龄和不同背景,但从她们的叙述里我们能感受

到一个共同点,即从踏入战场的那一刻起,大多数女

兵便下定决心与“自我”中的女性化特质决裂,力图

与男兵一争高下,建功立业.女兵们“把头发剪得短

短的,甚至故意去改变走路的姿态”[４]２３;面对战场

上男兵们的冷嘲热讽,她们则时刻要求自己:“比男

兵更加努力,还必须证明自己不比男性差”、[４]２３５“把
柔弱的心攥在拳头中”.[４]６２从表面上看,对自身的

严格要求和对战功的向往体现了女兵们积极上进、
英勇无畏的爱国主义情怀,但却从深层反映出女性

内心深处对男权传统秩序的认同———女人必须像男

人一样生存,才能赢得与男人的“平等”.父权文化

虽早已日益丧失了它的外部约束功能,然而它却深

深地渗进女性的潜意识之中,引导着她们做出一些

非自觉的归顺于父权压迫的价值判断.
尽管女兵们始终秉持着“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坚

定信念,但一些专属于女性的个性却会在战争这个

特殊场景不经意地显露出来,使她们不得不承受比

男性更多的痛苦,付出更多的代价,做出更为惨烈的

牺牲.首当其冲的便是母性的撕裂与分离.正如波

伏娃在«第二性»里论述的那般:“女人是在做母亲

时,实现她的生理命运的;这是她的自然‘使命’,因
为她的整个机体结构,都是为了适应物种生存.”[５]

对孩子自发的热烈的爱是一切母亲的本能.然而为

了完成任务,身为母亲的联络员拉丘卡维奇不得不

将战争物资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间,甚至不惜“为
了让宝宝热得哭出来,就用盐揉搓他”,[４]４８以求通

过关卡;游击队的女兵切尔诺娃怀着身孕还把地雷

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噗噗跳的心脏.母性的撕裂

给战争中女性的命运添上了一抹更浓厚的悲剧色

彩.其次被摧残的还有女兵爱美的天性.在战争

中,“不管女人们简述的是什么故事,哪怕是说到死,
她们也绝不会漏掉美的话题.”[４]２１６对于射手阿赫梅

托娃而言,“战争中最可怕、最糟糕的事,是穿男士内

裤”;[４]７３洗衣姑娘们则因为长期洗衣负担过重指甲

脱落;步兵斯特洛采娃竟会在同伴不幸身亡后发出

惊叹:“她躺在棺材里是那么漂亮就像一个新娘

”[４]２１６对美的格外关注与追求使战场上的女兵有

别于漠视一切、冷静理性的男兵,经历了更多的挑战,
深陷在美与摧毁一切美的战争的矛盾中无法自拔.

除了母性和爱美的天性,女兵们对爱情的向往

与渴求是她们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最为突出的个性.

２０１３年莫斯科时代出版公司再版的«我是女兵,也
是女人»“几乎是作者的重新创作作家把许多曾

被报刊检查部门禁止或被迫自我删去的内容发表了

出来,率直地写出了战争期间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

都让人噤若寒蝉的话题,比如战争的残酷,战争中的

女兵感情和男女关系”[４]４４１在战争的时代背景

之下,爱情常被认为是一种隐秘地被埋藏起来的“糟
粕”.女性个人的命运一旦与社会变革力量结合起

来,以爱情为代表的女性的个性意识总会被“革命意

识”或“民族意识”所替代,从而销声匿迹.阿列克西

耶维奇通过描写女兵对爱情的向往和不懈追求以彰

显女性的个性意识,宣扬抗争精神,呼唤个人自由,
从而打破了爱情外面罩着的冠冕堂皇的革命主义外

壳,用爱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男权话语的霸权地

位.与此同时作家也通过一系列案例揭露了战争中

爱情悲剧的实质:男人与女人对爱情乃至整个人生

追求的不同态度和处理方式.战争中的女性比男性

少了选择,多了负担.不少女兵甘愿为男性铤而走

险、放弃自我,而男兵们的感情则显得相对短暂和凉

薄.许多男兵为了逃避责任或是保持自我的完整性

而竭力挣脱女人意愿的缠绕,战争一结束就抛弃了

自己战时的伴侣,另觅他人.男女两性在对感情和

人性的理解方面的隔膜在战争的特殊语境下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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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女兵们在对爱的意义的领会上承受着一种绝

对的困惑和悲凉.
胜利的钟声敲响,女兵们本该在战后迎来幸福

圆满的大结局,殊不知,苦难的梦魇却仍不愿离去.
男兵们享受着鲜花与荣誉,沉醉于回忆往事,对自己

英勇杀敌的传奇故事津津乐道,女兵们却不得不“像
鱼 儿 一 样 沉 默,谁 都 不 承 认 自 己 在 前 线 打 过

仗”,[４]１２５有的女兵甚至会因为佩戴了和男人一样的

战争勋章而遭到质疑.战场上的胜利仿佛只属于男

性,女兵们则拖着残疾的身躯,神经衰弱,噩梦连连.
除了肉体上的伤痛,女兵们的心灵也承受着巨大的

打击.战后,男性们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她们,只愿与

未参军的女性约会、结婚;连那些本该给予更多包容

和体谅的同性也对她们大加指责:“女人们就都冲着

我们大喊大叫:‘我们知道你们在前方干的那些事!
用你们的年轻身体去勾引我们的男人,前线的婊子!
穿军装的母狗’”[４]２９５直到过了几十年,女记者

维拉特卡琴柯在«真理报»上写到这些孤立无援的

女兵,提出她们“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问题”,[４]１０９人

们才多多少少对这些参与过战争的女性予以关注.
残酷的战争使女兵们的内心发生了异化.怯懦与勇

敢、绝望与希望、世故与单纯、冷漠与温情,在同一个

女兵身上我们能看到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态度与品

格.而战争和性别的双重压迫给女兵带来的异化或

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她们永恒的孤独.这份孤独包含

着双重意味,一方面,它触及到女兵的生存和精神处

境.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被时间遗忘,化为历史的

尘埃使女兵的孤独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它又是女

兵自我的选择.面对社会风气的改变,面对人民对

战争 的 看 法 的 改 变,一 些 女 兵 “不 肯 脱 掉 军 大

衣”,[４]１８２甚至选择以独居的方式反抗异化的社会,
拒绝异化的话语,以孤独来表达社会意识形态力图

抹煞的女性的个性.女兵的异化与孤独标志着战争

语境下女性和个性的双重受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阿列克西耶维奇绝非一个

和平主义者,她并未否定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

性与必然性.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确捍卫了俄国神

圣的国土和俄罗斯民族的尊严,但战争的胜利也掩

盖了一个个平凡的人,尤其是女人所遭受的肉体和

精神的双重打击.作为一个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看

待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意图消解

国家和阶级层面的战争观,通过揭示战争的最广大

参与者,也是最直接受害人,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女性的无助与无奈,重塑人类共同的战争观,即战争

是对个体价值的否定与撕裂,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

践踏和扭曲.作家也并非一个眼中只有苦难与不幸

的悲观主义者.在阿列克西耶维奇看来,苦难与生

命的奥秘有着最直接的联系.通过搜集和记录苏联

女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种种苦难事迹,阿列克西

耶维奇意图揭示出女兵们所承受的伤痛不仅来自于

战争本身,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压迫也是令女

兵们陷入生存困境的重要原因这一悲剧性的主题.
历史的前进、胜利的到来掩盖了女性的苦难与功绩,
浸润着性别压迫策略的文学传统也将鲜花与掌声献

给了浴血奋战的男性.阿列克西耶维奇以一种新的

艺术真实证实并阐释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未曾

书写过的女性苦难,揭示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又

一层悲剧性.

三、深切的女性关怀

阿列克西耶维奇以直白的笔触血淋淋地揭开了

掩埋在胜利之下的女性之殇.正视历史与伤痛、肯
定和赞颂女性在战争中的顽强奋斗和巨大贡献是作

家和女兵们的共同诉求.作家从打破传统的女性形

象的塑造方式、重构女性话语、谱写女性精神谱系三

个方面入手,表达了对战争中女性的深切关怀和对

建立一个充满和平、平等与爱的世界的向往.
俄国自１９世纪以来,一大批才华横溢、出类拔

萃的文学大师争相涌现、一部部闻名遐迩、脍炙人口

的文学名著令世人折服.俄国作家笔下那一系列温

婉动人的“理想女性”形象也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人性的典范的理解,不同的

民族各有不同中国人的理想是智者,印度人是

苦修者,罗马人是统治者,英国人和西班牙人是贵

族,德国人是士兵,俄罗斯人的理想则是妇女.”[６]然

而在千年父权制社会和古老又根深蒂固的东正教思

想的双重影响下,俄国女性意识长期处于被压制甚

至扼杀的困境.作为现实生活里男权的女性价值尺

度的投射,俄国经典文学中为人赞美和歌颂的“理想

女性”形象总是具有温顺、忍让、宽恕和无私奉献的

崇高品质.从«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季扬娜到

«贵族之家»里的丽莎,再到«活尸»中的露凯丽娅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索尼娅,一直延续至拉斯普

京创作的纳斯焦娜,男性作家往往将笔下的正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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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物塑造为精神救赎的化身,在她们身上倾注了

自己的审美、宗教和道德理想.“理想女性”大多笃

信上帝、乐于奉献、拥护宗教禁欲主义精神.从这些

在男性身边总是默默无闻、温顺忠诚的“附庸品”角
色身上我们能深深感受到:“女性形象的原初所指即

便有过,也被偷换抹煞了被偷换成物,偷换成雌

伏于人的、从属性的‘地位’,或从属性的文化等级,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女性形象变成男性中心文化中

的‘空洞能指’(劳拉莫尔维语).”[７]男作家们认同

和赞美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本身,而是延续千年的

父权文化为女性所规定的职能.
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一个个女性形象已

褪尽了俄国传统文学中“理想女性”的完美与柔弱.
严酷的战争将人性中哪怕是最微小的弱点与矛盾通

通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坦克兵、机枪手、火车司

机、拖拉机手战场上的女性不过是一群有着最

基本的生理需求和顽强的求生欲望的普通人.她们

时而顽强拼搏、英勇杀敌,时而迷惘彷徨、失去前行

的方向.阿列克西耶维奇通过记录战争中一个个极

富个性、活泼生动的女性的故事,打破了俄国传统的

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刻画出一幅光辉夺目的艺术

群像.由此,我们对战争中的女性真实的生存境遇

的精神状态有了更透彻、更本质的了解.
除了重塑女性形象,阿列克西耶维奇还积极建

构女性话语,为战争中的女性争取话语权.依据福

柯“话语即权力”的理论,话语和权力不可分割,话语

是掌握和运用权力的关键.传统社会中男性牢牢地

把持着话语权,建构起各式四处渗透的权力,以确保

自身的统治地位.而女性在年复一年的沉默中,被
驱逐到话语的边缘,沦落至第二性的从属地位.为

了跳出传统男性话语的牢笼,寻找女性话语的重构

方式,阿列克西耶维奇首先严厉抨击了传统男性话

语的片面与阴暗.她不仅多次在自己的创作摘录中

表达了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传统男性话语的不

满,还借用女兵之口控诉了传统男性话语的冠冕堂

皇:卫生指导员杜布尼亚科夫嘲讽战争影片中穿得

整整齐齐的护士形象;冲锋枪手柳步契克则诉说着

自己对战争书籍和英雄书籍的厌恶;而战地军医扎

贝利娜直接使用“虚假”[４]２４５一词控诉传统男性话语

操控下的战争书籍和影片.真实的战争远不是一两

个男性英雄迅速带领军队取得胜利的童话故事,而
是由一个个女性的“疾病缠身,咳嗽不断,睡眠不够,

肮脏不堪,衣衫褴褛”[４]５１拼接而成的心酸血泪史.
而通过几次穿插不同的女性在接受采访、回忆往事

时被身旁的男性打断、指正甚至责骂的细节,阿列克

西耶维奇揭示出凌驾在战争这一阴性名词之上的男

性霸权.
接着,作家积极响应法国女思想家埃莱娜西

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提出的“妇女必须参加

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的号召[８],以女性的

身体为载体来描写女性在战争中的独有的体验,打
造出属于女性的经验世界,从三个方面解构了俄国

文学传统的男权话语体系:阿列克西耶维奇先是毫

不留情地扒开男权制度为男性打造的强权铠甲,通
过塑造一系列比男性更勇敢和进步的女兵形象和穿

插战场上女救男的情节,犀利地揭示和嘲弄了一部

分男性自身的虚伪、软弱和无能;其次,作家采用与

大多数男性作家史诗性、全景式的宏大叙事截然不

同的叙事模式,把目光集中于女性私人的生理和心

理世界,将女性意识隐藏于字里行间,以充分的个人

化、碎片化、情绪化和反逻辑化叙事实现了对男作家

严肃、理性的叙事方式的解构.阿列克西耶维奇笔

下,有在战场上第一次经历初潮却误以为自己受伤

了的少女侦察员汉吉穆洛娃,有虽然饥肠辘辘但仍

把鸡蛋打碎用来清洗靴子的工兵排长沃尔科娃,还有

偷走男兵衬衫用作女性月经用品的通信兵卡贝尔达.
通过挖掘这些独特而私密的女性经验,作家将

女兵们无限丰富的个人素质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而通过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描写男性的一举一动,
则将战场上男性的真实行为与气质展现得淋漓极

致.阿列克西耶维奇由此又解构了以往男性作家笔

下男性士兵趋向英雄化、模范化却苍白无力的创作

规范,将男性形象塑造得更为鲜活和立体;除此之

外,阿列克西耶维奇还描写了大量女兵之间的同性

情谊以解构传统的异性爱情神话.在小说中,男性

并不是女性获得精神满足和实现自我成长的唯一源

泉,同性间的相互扶持和鼓励是女兵们积极向上,英
勇作战的不竭动力.在骑兵连一起担任卫生指导员

的瓦西里耶夫娜两姐妹相互扶持、齐心协力,在战火

中分离又重逢的故事感人至深;而对被盖世太保迫

害致死的女性战友们充满敬意的地下工作者维列夏

克时刻不放松警惕、英勇奋战;柯娜柯沃城五姐妹在

战场上一同出生入死,最后却只有维什涅夫斯卡娅

得以存活.而她认为自己独活的意义便是给后人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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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那几位亲如姐妹的战友的故事.尽管战争的黑暗

与残酷令闻者伤心、听者落泪,但阿列克西耶维奇通

过对极端环境中美好人性的挖掘与讴歌和女性群体

自强不息的美好品质的描写,从谴责暴力、反思战争

的基本思想上升到了关怀生命、关怀全人类的高度.
女性人物在苦难中的不抛弃、不放弃的顽强毅力和

勇于牺牲的高贵品质再次升华了小说的主题.
与阿列克西耶维奇设想的不同,苦难与血泪并

未带给女兵自由,反倒成了束缚她们的枷锁.在接

受作家的采访时,有的女兵不愿回忆往日的辛酸历

程,生怕再次陷入痛苦的泥沼、难以自拔.有的女兵

则选择美化过去,如做公开的演讲般“将可怕的事件

表现为伟大的事业”.[４]１０１甚至有时从同一个女兵身

上,作家会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阿列克西耶维奇

对尊重和敢于回忆的女性持肯定态度,赞扬她们珍

藏过去的相册、保留战争留下的勋章的做法.而对

那些 “企 图 用 理 想 和 理 念 去 偷 换 和 替 代 生 活 本

身”[４]１０１的叙述人,作家则通过运用不同的谈话方

式、设置不同的问题等方法引导她们听从内心的召

唤、回归最真实的自己.被采访女性在回忆往昔的

过程中反复审视自己,重新认识自己.阿列克西耶

维奇对女性历史的寻找与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同步

展开、相辅相成,女性在战争中的精神成长轨迹和伟

大功绩愈加明晰.而在帮助女兵们“除掉无用的岩

层,找到闪光耀眼的金子”[４]８６之后,作家又通过对

文献资料的选择、人物及其叙述的筛选和排列、角色

和环境的统筹和描写等方面进一步梳理了战争中的

女性的精神谱系,将战争中女性意识的发展和自我

的成长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是女兵,也是女

人»既是一部女性心灵的成长史,也是一部战争与女

性的关系的演变史.通过追溯女性在战争中的命运

变迁,阿列克西耶维奇表达了对战争中女性群体的

肯定与赞美之情,对战争的残酷和顽固的父权制进

行了强烈的谴责,抒发了对爱与平等的向往与呼唤.
一直以来,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对男性士兵

饱含关注和关怀,却遗忘了正是在硝烟四起的战场

上才诞生了一批新的阴性名词.阿列克西耶维奇在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中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

的女性形象,解构了传统的男性话语,为女性发声,并
将一个个平凡女性的故事汇聚成了一部英雄史诗.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以对战争中的女性的深切

关怀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长廊中熠熠生辉.

四、结　语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
植根于世世代代俄国人的记忆之中.七十多年来,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创作历久弥新,展现出高

尚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人文关怀.越来越多的俄国

作家逐渐超越民族文化和阶级立场的视点,崇尚人

性,敬畏生命,发掘蕴藏在普通个体身上的美好价

值.阿列克西耶维奇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文学传统,
运用“阴性书写”,结合女性的特殊生理和心理经验,
向前更进一步,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在战争与父权制

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女性群体,对战争发出了更为

深刻的质疑与责问.正如瑞典文学院写给她的颁奖

词一般:“她的多声部书写,是纪念我们时代的苦难

和勇气的纪念碑.”[９]

作家笔下鲜见宏大的枪林弹雨,多是女兵们真

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强调平凡与伟大的统一,女性

与人性的和谐是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最终诉求.作家

对战争中女性的深切关怀和为战争中女性争取言说

权利的尝试,既填补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女

性历史的空白,同时也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所

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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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东向政策”下印度Ｇ东盟关系
对中国的挑战及其对策

曾泳心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１)

　　摘　要:新阶段“东向政策”下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全面得到深化,从地区格局变化以及地缘因素考虑,印度－东

盟关系的强化将对中国的外部环境产生双重影响.中国既要认识到中国－印度－东盟三者关系仍然是以和平共处

与共同繁荣为主流,同时亦要认真研究印度－东盟对中国崛起的猜忌进而可能存在着牵制中国的意图.因此,中国

应当未雨绸缪,在和平共处的前提下妥善预防和规避这种风险.

关键词:东向政策;印度Ｇ东盟;中国;挑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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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缘政治视角中,地缘政治格局及特征变化是

基于地理环境的动态性质,其中包括气候变迁、资源

转移、产业变化、人口及资本流动.[１]印度与东盟有

着特殊的地理、历史及文化联系,当前在“东向政策”
的框架下两者的关系实现全面深化.新阶段“东向

政策”运行的地理范围由南亚Ｇ东南亚扩大至更为广

泛的亚太地区,印度与东盟的相关活动一定程度改

变了区域格局.而与此同时,印度Ｇ东盟关系的变化

及对地区格局的作用将对作为近邻的中国产生双重

影响.当前中国正处和平崛起关键时期,更新周边

环境形势变化重要性不言而喻.基于此角度,本文

尝试探讨印度与东盟关系的加强可能给中国带来的

挑战,并提出解决方案.

一、新阶段“东向政策”

１９９１年,印度拉奥政府为吸引外资进而缓解经

济危机推行了“东向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增强与东

盟的经济往来.在“东向政策”的帮助下,１９９３—

２００３年间,印度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由２９亿美元

提升至１２１亿美元.[２]４Ｇ５印度藉此迅速扭转了经济

危局.因此,印度历届政府对这项政策保持着较好

的延续性.随着地区形势和国家利益的变化,印度

开始对这项政策进行调整.２００３年,时任外长亚施

旺特辛哈宣布“东向政策”步入新阶段,其内容与

此前有着显著区别.新阶段合作对象仍以东盟为核

心,并拓展至澳大利益及中国等东亚国家.具体合

作领域也从纯粹的经济问题转向更广泛的政治、经
济和安全问题,尤其重点加强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

域及建立自由贸易安排方面的合作.[３]新阶段“东向

政策”存在以下明显的战略性转变:
第一、政策被提升至战略高度,并作为印度大国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向政策”由原先短期的、
被动的政策转变为具有长期规划的、主动的战略.
相较于９０年代印度政府将“东向政策”作为突破经

济与外交困境的试探性政策,新阶段印度政府在保

持政策延续性的基础上,不断对此政策赋予新的内

涵使其更好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布局,甚至在外部形

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将其视为对外战略的主要支柱

之一.
第二、亚太地区战略地位凸显,印度意图在该区

域发挥重大影响.基于对自身国际地位、角色的认

识与现实的需求,亚太地区显然是未来印度实现世

界性大国地位的地缘依托.而东盟占据亚太地区重

要的地缘位置,东盟围绕自身所建立的系列合作机



制为印度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提供关键的平台.由

此,印度借助“东向政策”而规划出南亚Ｇ东南亚Ｇ亚

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突破路线.
第三、不再满足于经济领域的合作,政治及安全

领域的份额开始提升.伴随国力提升,印度渴望进一

步扩大其影响力,追寻世界性大国地位.因此,仅限

于经济方面的发展已难以满足印度的需求.而在新

安全形势影响下,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为保障

自身安全并维持稳定的外部合作环境,印度必然需要

与相关区域组织和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
第四、重视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并与之在东盟地

区展开竞争.中国在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能力不断

突出,当前印度面临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关键时

期,与中国保持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与

此同时,即使在综合国力方面印度难以与中国匹配,
难以谈及进入东南亚地区能从根本上遏制中国.但

两国同时作为东南亚地区邻国的地缘事实导致了两

国平行崛起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竞争.[４]

２０１４年,莫迪政府宣布对“东向政策”再次进行

强化和升级,称为“东向行动政策”,在主要内涵未改

变的情况下,意在通过东盟为跳板更为积极的参与

到亚太地区的合作当中.实际上,这表明“东向政

策”为印度带来多方面的实质性利益,印度政府将长

期依赖于此项战略.因此,值得中国重视并将其长

期置于研究视野当中.

二、印度Ｇ东盟关系现状

通过新阶段“东向政策”的发展,目前印度与东

盟的关系得到全面的加强与深化.双方全方位的合

作呈现出多、双边相结合,政治、经济、安全及文化多

轨并行的特征.
(一)政治合作

新阶段印度Ｇ东盟政治合作主要呈现几个特征.
其一,互相借助对方影响力.东盟围绕自身为核心,
建立包括东亚峰会、“１０＋１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

坛等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这为印度进入亚太地区

乃至世界舞台提供重要的平台与介质.而基于印度

的崛起速度与增长潜力,东盟希望印度能够平衡东

南亚地区各方力量.同时,东盟整体化日渐加深,对
国际地位与角色产生新的要求,增加与地区大国互

动可提升国际影响力.其二,双方合作保持多、双边

模式.印度与东盟长期维持和平、进步、共同繁荣的

伙伴关系,并定期更新双方合作行动计划纲要,以应

对不断变幻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２０１２年,印

度Ｇ东盟宣布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标志两者合作步

入新阶段.而不仅如此,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

国先后与印度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尤其新加坡

在接洽印度参与东盟地区合作上发挥重要作用.值

得一提的是,部分东盟国家利用大国支持,希望主导

东盟地区事务.这从印尼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

间,印度与东盟关系不断升温可见一斑.①

(二)经济合作

发展经济贸易合作仍是新阶段“东向政策”的核

心内容.相比以往,经济合作的方式、时效及空间距

离具有较大的提升.首先,推进印度Ｇ东盟自由贸易

区建设.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启动建立自贸区

(FTA)的进程,更加开放地接受与其他国家的贸易

安排,利用更加稳定的合作机制增强经济安全,推进

经贸发展.② 而印度也及时抓住区域经济一体化契

机.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双方签订«印度与东盟全面经济

合作框架协议»,同意建立印度Ｇ东盟区域贸易和投

资区,着力在货物、服务和投资领域实现自由贸易.
此后在２００９签订了«货物贸易协定»,这几乎连接了

１８亿人口、GDP总值４．６万亿美元的综合市场,超
过９０％的产品实现贸易自由化,４０００种产品将免除

关税.[２]１２０１５年,双方签订«服务与投资自由协定»,
印度Ｇ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收效显著.其次,加强区

域间互通对接.在双方领导人看来,改善和构建地

区间的交通基础设施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效

益,往往要比降低关税大得多.[５]新阶段印度Ｇ东盟

在增强区域连接方面做出诸多实质性动作.例如,
加快印度Ｇ缅甸Ｇ泰国三边公路与印度Ｇ缅甸Ｇ老挝Ｇ越

南Ｇ柬埔寨一路高速交通网络建设.同时,鼓励私营

部门参与到铁路及物流网络构建.此外,发展海运

物流网络与海事服务也是重点内容.需要注意的

是,缅甸作为“东向政策”通向东南亚的“金色大门”
正引起印度较大的重视.印度及时调整对缅政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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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这期间,印度与东盟关系进展明显.２００３年,印度与东

盟签署«印度Ｇ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印度加入东盟«联合反恐合

作宣言»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多次会议中东盟国家领导人欢迎

印度与东盟国家加强联系.参见 GovernmentofIndia,Ministryof
External Affairs．Annual Report:２００３Ｇ２００５ [R]．New Delhi:

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２０１４．
张蕴玲的研究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过投资Ｇ贸易

网络使东亚经济体联系起来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

性.而自贸区的建立是东盟寻求在经济方面的机制建设,但由于多

方面的原因,东盟与其他国家建立的自贸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市场一体化安排,而是带有综合功能的经济合作机制.参见张蕴玲．
对东亚合作发展的再认识[J]．当代亚太,２００８(１)．



加大对缅甸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而东盟则乐

于接收外部资源以尽快推进东盟地区一体化,着力

实现内部平衡发展.
(三)防务安全合作

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是印度Ｇ东盟双方安

全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与海盗,
维护东南亚海域航行安全.首先,反击恐怖主义威

胁.２０１５年美国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全球恐怖

主义索引»中,印度排名第６位,而泰国、菲律宾分别

排在第１０、第１１,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东南亚国家则

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６]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与组织

的严密性导致打击难度增大,印度与东盟对此保持

长期性合作.２００３年,双方签署«联合反恐宣言»加
强情报交流和信息共享.同时,两者在东盟地区论

坛当中频繁交换经验,双方的反恐演习已形成常态

化、机制化.其次,打击东南亚海域海盗.由于马六

甲海峡及其他东南亚海域海盗猖獗,严重影响印度

与东盟间的经贸合作与航行安全.因此,定期举行

联合演习与巡逻成为双方的常规性手段.例如,印
度与印尼在安达曼海域常年保持一到两次的联合巡

逻.
(四)社会文化合作

由于历史原因,印度与东盟文化相互交融,有着

良好的社会基础.当前双方的社会文化合作水平较

高,主要涉及自然灾害管理与紧急状况处理、环境气

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健康与疾病防御、教育与文

化、人员交流等方面.双方在官方及民间层面俱有

不同程度的合作.例如,２００７年印度向东盟发展基

金捐献１亿美元,用于鼓励开发双方的社会合作项

目.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印度东盟在雅加达举办印度Ｇ东

盟文化之夜,开展文化、艺术、宗教交流活动,旨在加

强双方的相互认识和理解.特别要提到是,东盟社

会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形成了完整的人类、社会、环境

等问题的解决机制,印度多次表示对东盟所成立的

社会文化部门的尊重和支持,并积极地参与到其中.

三、印度Ｇ东盟关系加强可能

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印度Ｇ东盟关系在新阶段“东向政策”的框架下突

飞猛进,从地区格局与地缘角度考虑,中国的外部环

境将会受到双重影响.一方面,地区格局力量对比因

印度Ｇ东盟关系的加强而朝着多元化趋势发展.同

时,作为中国在亚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两者关系加强

也为中国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基于印度

与东盟在某些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分歧,两者对于中国

的崛起仍然保持着怀疑、防备的态度,其关系的加强

可能有着联合牵制中国的意图.考虑到印度与东盟

十分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因此,根据印度Ｇ东盟的

利益判断,在不与中国产生正面对抗的基础上有限平

衡中国崛起的影响力,并在地缘安全、南海问题等领

域对中国施加一定压力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第一,印度“大国战略”与东盟“大国平衡战略”

在平衡中国影响力方面存在利益契合点.面对中国

的崛起,印度«不结盟２．０»报告中提出,印度未来的

对外战略与安全将会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挑战,中
国的影响力将会严重地冲击印度的地缘政治利

益.[７]而东盟方面则认为印度是平衡中国在东南亚

地区的关键力量,对于维护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起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就东盟而言,各国俱是根据本

国利益制定对印政策,但平衡中国的意图不尽相同,
因此与印度需求一拍即合.２０１５年,莫迪访问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时重申“东向政策”的升级,而作为回

应,印尼副总统优素福卡拉表示:“希望东方(中
国)与西方(印度)能够实现更好的平衡.”[８]印度对

于大国地位孜孜以求,其希望在东盟地区与中国展

开竞争,大幅扩大在东盟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影

响力.而东盟认为多元化合作将减少对于中国的依

赖,弱化潜在的“威胁”.针对于此,中国面临如何与

印度在东盟地区实现合理竞争合作的难题.同时,
在中国Ｇ印度Ｇ东盟三方关系中,中国如何调整角色

定位也触及能否妥善处理中印及中国Ｇ东盟关系.
第二,印度与东南亚国家军事防务合作加强,可

能对中国周边安全造成压力.例如,印越双方都疑虑

中国的崛起,以期通过双方紧密的军事合作换取自身

的安全.延续冷战时印越关系,越南得到印度的高度

重视,印度视越南为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消减中国影

响力的重要筹码,双方的防务关系已深化和扩大到防

务合作的所有领域,包括军工产品生产.[９]２０１６年９
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越南时宣布向越南提供５亿美

元贷款,用于两国间的防务合作.[１０]显然,印越对于

认为应合力应对“中国威胁”已在军事领域做出较多

举动.而越南作为中国邻国,因其对中国的认识不足

与防备之心,并被印度作为制衡中国的筹码,将对中

国周边安全产生不和谐因素.
第三,印度插手南海问题,对南海问题复杂化起

到推波助澜的作用.２０１４年,印度与越南两家油气

公司签署南海两个区块油气资源的勘探协议,越南

石油首席执行官杜文后称:“这个协定将为印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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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其他近海区块的合作铺路”.[１１]２０１５年,印越签

署了«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印越国防合作共同愿景声明»
旨在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和军事训练活动.不仅如

此,印度还与印尼等东盟国家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
意图给中国施加压力.一方面,印度与东盟国家开

采南海争议区块油田有损中方正当利益和能源安

全.另一方面,印度试图以插手南海焦点事务而扩

大国际影响力,使得南海问题复杂化程度加深.尽

管印度现今在南海问题上仍处于敲边鼓的状态,并
不急于像美国意图全面插手,但其在南海的举动将

对中国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四、中国面对印度Ｇ东盟关系

加强潜在挑战的对策

　　在印度Ｇ东盟关系加强并有可能对中国形成挑

战时,中方应未雨绸缪,秉承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和

平与发展的大框架下妥善预防和规避这种风险.鉴

于印度对华政策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对

印政策以保持平稳为主.而东盟作为三方关系的中

轴,将是处理三方关系的关键.因此,中国应更加拉

近与东盟的距离,将这组关系可能带来的挑战以和

平的方式解决.根据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现状,主要

从三方面入手.
(一)以经济手段拓展中国Ｇ东盟经济关系

１．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扩大

在东南亚的市场份额

由于东盟国家内部的基础设施现状已难以满足

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通讯网络、电力以及交通设

施建设的缺口无法匹配东盟国家的发展速度.世界

经济论坛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在全

球基础设施排名中除新加坡、文莱与马来西亚排名

靠前,剩余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排名均不理想,并且在

这份榜单中印度也仅仅排在８１位.[１２]东盟共同体

正式建立后,促使东盟各国加快实现东盟内部互联

互通的步伐.而目前印度在基础设施存量上“自身

难保”,尚且无力深入涉及投资东盟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中国依靠强大综合国力的支撑,投资建造东盟

国家的基础设施比印度更有技术和基金优势,可以

争取投资建设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世界银行研究

表明,基础设施能力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

系,基础设施存量每增加１％,国内生产总值(GDP)
将增长１％.[１３]如此一来,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能够有

助于中国在更高水平上与东盟展开经济合作,优化

资源配置,提升在东盟的经济话语权.

２．主动承担地区经济发展大任,推进区域经济

一体化

诚然印度与东盟在各层级的区域经济合作都取

得进展,但与中国相比,其与东盟的贸易体量还相距

甚远.当前印度Ｇ东盟自由贸易区处于初步建设阶

段,仍有大量的分歧和矛盾亟待解决.而反观中国Ｇ
东盟自由贸易区已正式启动６年,双方在经贸方面

优势互补,已在长期合作中建立了一定的默契并积

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为满足扩大贸易的需求,双
方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正式完成自由贸易区升级谈判并

签署升级«议定书».[１４]２０１７年,中国继续保持东盟

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前５个月贸易额达到１９５６．６
亿美元,大幅增长１６．２％.[１５]显然,中方应对与东盟

贸易中出现的问题保持关注,及时更新落后的协定、
合作机制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贸易体量及要求.

此外,除了保持对贸易形势更新的警觉外,我们

还应注意地区经济逐渐加强的一体化趋势及东盟在

此方面的新需求.东盟共同体成立后,区域经济一

体化被视为其共同体的主要支柱,东盟重视推进其

内部及与非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举措.而中国有

信心也有能力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承担拉动

增长的重任.[１６]因此,中方应加强利用其所牵头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能够施加重大影

响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平台,发挥在整合区

域经济发展方面的强大综合能力,进一步强化对于

东盟的经济吸引力.值得一提的是,中方“一带一

路”倡议旨在推动更高水平、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合

作.基于如此难得的机遇,应加快推进与沿线国的

接洽与具体项目的落实.
(二)以安全合作巩固自身权益

１．加强与东盟军事互访和高级将领会晤,谋求

共同安全

东盟国家对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军事实力的上

涨常常处于忧虑和防备状态,军方之间的熟悉度和

信任不足.中方应增进与东盟的军事交流,加强与

东盟 国 家 军 方 的 战 略 互 信.２０１４ 年,“海 上 合

作———２０１４”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在中国青岛举行,该
演习由中国主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共同举

办,旨在推动各国海军之间的深入交流和务实合作,
为及时应对日益突出的海盗、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

全问题打下牢固基础.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中国海军赴

新西兰参加东盟海上安全演习;２０１７年５月６日,
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抵达胡志明市进行友好访

问.诸如此类能够增进双方关系的活动中国应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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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承担和参与.关于共同安全,中国Ｇ东盟俱有诸多

共同利益与可实现基础.安全共同体是东盟共同体

三大支柱之一,东盟希望利用东盟部长扩大会议、东
盟地区论坛、“１０＋３机制”、东亚峰会等多边合作保

障东盟地区及其周边环境的安全与稳定.① 而２０１３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提出:
“愿与东盟国家商谈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共同绘

就睦邻友好的美好蓝图”.此举旨在加强对话与合

作,谋求共同安全.[１７]基于两者在共同安全的需求

与愿望,推进安全共同体建设将是对中国Ｇ东盟关系

的实质性提升.[１８]而涉及构建安全共同体面临诸如

南海问题、个别国家利益、传统安全思维等困难,国
内学者认为加强共同安全观宣传推广、促进合作领

域由经济领域向安全领域扩展以及加强安全交流等

手段可发挥重要作用.[１９]

２．坚定中国立场,掌控南海问题主导权

南海争端时至今日仍然悬而未决,域外国家的

介入是重要原因.前文提及印度与越南等东盟国家

在南海的举动影响南海争端的解决,针对于此,中国

仍应坚持“双边机制”解决争端,与南海主权国进行

双边谈判.而在涉及具体行动上:第一,扩大海上巡

逻范围和频次.中国的永兴岛在南海区域中有极高

的战略价值,其面积足够用于建造广阔的军用机场

和军用港口并可控制周边辽阔的范围.中国可以永

兴岛为基地加强巡逻,对印度和东盟国家制造威慑,
回应印度与东盟国家的联合军演.第二,加强南海

巡航抑制非法取油活动.越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已

占领万安滩(越南称为思征滩)建立油井进行非法油

气资源开采.２０１２年,中国海监南海总队南海定期

维权时共发现了在中国南海管辖区域内共有外国非

法油气平台３０余座.[２０]为保障南海资源不被非法

窃取南海资源,中国方面的战机、潜艇、海监船应制

定合理巡航方案,增强威慑.第三,将中国在南海的

岛礁建设作为维权资本.据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报

道,越南与马来西亚分别花费５年和３０年时间在南

海区域修筑６０亩土地,而中国仅在１８个月内就修

筑了３０００多英亩.[２１]中国以遵循南海各方宣言为

前提,扩大了美济礁、永暑礁和渚碧礁等岛礁的面

积,其建设活动主要是为了改善驻岛人员的工作和

生活条件.[２２]但尽管如此,中国如此高效的建设还

是展现了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坚定维护南海主权的决

心.美国国防部发布的２０１５年度«中国军力和安全

发展报告»中披露:“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最终会

在这些修筑过的岛礁建设什么,但可能包括港口、通

信和监控系统、物流支持和至少一个机场.”[２３]可以

肯定,中国当前的填海造陆潜藏着巨大的军事潜力.
基于对中方实力的忌惮,印度等域外国家介入南海

势必有所顾虑,将会更加谨慎地做出决策.
(三)以文化软实力强化中国Ｇ东盟关系

印度与东盟互动之时,印度政府积极运用印度与

东南国家在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诸如民主政体、宗
教、哲学传统等是印度所具备的丰富资源.由于地理

位置的原因,东南亚各国的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两
者文化存在共同的理解,在传统友谊方面中国并不落

印度下风.东盟至今对中国存在防备的心理,一定程

度上表明双方的了解仍旧不足.２０１３年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将周

边外交提至与大国外交并重,且尤其把东南亚作为当

前周边外交的最优先考虑和急务.[２４]仅有共同的政

治、经济及安全利益,还不足以保证双方在不断演变

的国际、地区关系发展中保持稳定.通过促成共同的

文化与价值观作为双方关系的基础,有利于中国Ｇ东

盟关系的长期性发展.除了在外交政策上开拓与东

盟的关系,中国还应从加强文化交流入手.
首先,找寻合理利用华人华侨群体力量的途径.

东南亚地区华人华侨人口数量巨大,他们同时熟悉

掌握母国与居住国的语言文化,许多华人华侨事业

有成,在东南亚当地有着广泛的政商关系与社会人

脉网络.[２５]故此,中国国务院侨办、商务部、外交部

等相关部门应积极主动与华人华侨群体建立联系,
商洽如何高效推动中国与东盟更深层次的合作.其

次,积极落实好中国向东盟国家承诺提供的政府奖

学金名额,鼓励东南亚学生到华留学.留学生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较为准确地表达双方的理念,能够成

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桥梁.再次,广西、云南等

省份与东南亚国家接壤,能够更加便利地进行区域

内部合作,共同发展.广西南宁在承接中国Ｇ东盟博

览会等各式交流项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努力加强

城市文化建设和变通能力,有利于双方合作更加有

效地开展.国家软实力在国家关系发展中所承担的

任务愈来愈重,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中国与东盟

同处中华文化圈,两者的传统友谊是双方文化合作

的有机土壤,增强文化交流将持续推动东盟国家以

更加开放、信任的态度对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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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与旧的东向政策不同,新阶段印度与东盟关系

的加强是基于双方利益基础上各取所需,印度力图

扩大影响力进而实现大国梦,而东盟则为了保持东

南亚地区稳定以争取更多的利益.地缘位置接近的

中国势必受到印度Ｇ东盟关系发展的影响,及时研究

这两者关系加强对于中国可能出现的“弊”以尽早防

御,这样方能帮助中国建立起和平、稳定的地区崛起

环境.但中国还应认识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乃是

三者关系的主流,在面对可能存在的挑战时应把握

好分寸,从实际意义上帮助亚洲实现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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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手工艺的发展现状与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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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传统民间手工艺是我国劳动人民在自然与人生的对话中积累下的文化瑰宝,但在时代与社会的变革

中,我国传统手工艺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文章从内部原因、外部冲击与时代变革三个角度分析了当代手工艺

产业发展的局限,并针对其局限性从政府支持、教育提升、科技进步、品牌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发展建议.同时,从

区域公用品牌的角度讨论了传统手工艺营销的可能性,为传统民间手工艺产业的复兴提供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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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传承数千年的璀璨文化中,建立在发

达的农耕文化与手工业基础上的手工艺术带来了

一个又一个奇迹.一片土地、一个民族中具有代

表性的工艺美术技法与作品,不仅是经济文化的

象征,也是当地人民最独特的记忆.在人性断裂

的工业文明时代,传统手工艺是复归人性的最佳

方式之一[１].手工艺,即“以手工劳动制作的具有

独特艺术风格的工艺美术”[２].我国手工艺品样

式与类别纷繁复杂.手工艺品按照行业分,有雕

塑、印染、刺绣、编织、陶器、剪纸、风筝、皮影、木

偶、首饰、服饰、年画等;按社会属性关系分类,主
要分为宫廷手工艺、民间手工艺与民族手工艺;按
历史范畴分类,则主要分为原始社会手工艺、传统

手工艺与现代手工艺.

一、传统手工艺发展现状

在当代,传统手工艺是指新石器时代至前工业

时期开创制作的手工艺[３].按照产品价格,传统手

工艺品又可分为高档品与实用品.高档品即具有较

高经济价值与收藏价值的手工艺品;实用品则更加

普及,价格比高档品低,多出现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之

中[４].
在民间,手工艺技法与相关知识如工序、标准、

秘诀等,多通过父子、师徒之间以作坊等形式一脉相

承[５],流传文本较少.按照撰写者意图与身份划分,
传统手工艺的留存文本主要分为官方规范文本、工
匠述录文本与文人研究文本.官方规范文本代表,
如«考工记»,代表着传统手工艺最高水平;工匠述录

文本一般只流传于专业手工艺人之间,外行难以接

受与理解;文人研究文本为将文人情趣与专业手工

技术相结合的作品,是流传范围最广的手工艺文本,
代表作有«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６].２００８年第

一次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普查显示,全国普查的１８８１
种工艺美术产品中,发展情况良好的为９９８种,占总

数的５２．２３％,其中生存困难的５３５种,已停产的

１１４种[７].
对于我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发展的现状,学界观

点颇具争执.一种观点认为民间手工艺的发展不容

乐观,正在逐渐消失;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间手工

艺已经开始转型[８].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有其合

理性,但都不能简单地用以概括我国手工艺发展现

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贫富差距显

著,经济发展方式也多有不同,所以不同地区、不同

品类的手工艺发展现状差异悬殊.有些地区的手工

艺,比如赣南客家的香包、绣鞋、漆器等,由于产品实

用性在现代社会中严重下降,审美趣味又跟不上年



轻人步伐[９],虽然历史悠久产品丰富,也难逃没落的

境遇.而在天津,以任金生为代表的毛猴手艺人,将
毛猴与天津六、七十年代城厢老院,小品«不差钱»等
故事相结合,创作出了不同系列反应现代生活与情

趣的作品,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１０],将天津毛

猴的创新发展引向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不同的手

工艺传承人,不同的地区政府与专业机构会为当地

的民间手工艺发展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大力开展,手工技艺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

了政府的重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将“振兴传

统工艺”列为国策,彰显着人性与个性的手工艺品在

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开始扮演起独特而重要的角

色[１１].

二、手工艺发展局限原因

虽然在近年传统文化热潮下,通过政府和相

关机构的扶持及一批手工艺从业人员与爱好者的

努力,我国部分地区的传统民间手工艺品又重新

回到大众视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由于社

会历史背景与我国传统手工艺传承发展模式等诸

多原因,手工艺产业弘扬、发展的局限性依然不容

小觑.
(一)内部原因

我国传统民间手工技艺大多以父子、师徒形式

一脉单传,核心技术均属秘密不会外传.而且学徒

学习周期很长,多为边学边做.虽然传承人技艺学

习基础扎实,但从入门到出徒大多需经历数年甚至

十数年,时间成本过高,必然会导致技艺传承与发扬

面临困难.同时,很多民间技艺如烧陶、柳编等,对
当地气候、原料等因素有很强的依赖性,大部分有经

验的匠人都久居故土,生活与当代都市距离较远,教
育水平与思维眼界也相对局限[１２],导致作品的审美

与创意水平难与时俱进.很多作品只是对固有传统

纹样进行模仿与重复,与当代人,尤其是当代年轻人

的喜好脱节.手工艺品的供给情况无法适应现代消

费观念和需求的变化.
同时,由于国家教育经费对于工艺美术项目投

入不足,行业内获得国家全额拨款的教育单位仅占

１４．７％,导致教育资源缺乏,教育水平偏低[３].尤其

改革开放后,国内艺术院校大范围引进国外现代化

艺术设计教育,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与我国传统手

工艺相分离.习惯了计算机设计的学生很难认真投

入到手工艺术的学习与创作中去.

现在早已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宣传

与营销在任何行业、领域均有其必要性.而传统的

手工艺人往往只是埋头苦干,对当代社会的形式与

发展知之尚浅,而且单人或者单个作坊的效率较低,
产品无法批量生产,产品虽然制作精美富有历史文

化价值,却很难培养高忠诚度的固定消费群或形成

大规模市场影响.
(二)外部冲击

首先,现今各大旅游景区已成为民间手工艺品

的主要销售平台之一.很多景区为了创收,盲目地

将手工艺品甚至是打着手工艺旗号的工业制成品打

上旅游纪念品的标签,无视传统手工艺品本身的文

化内涵与故事特性[１３].这种行为无形中便降低了

传统手工艺品的文化价值与审美品位.而且由于部

分不法商贩的存在,手工艺市场山寨现象泛滥,粗制

滥造产品众多,价格机制混乱,产品质量监管匮乏,
市场环境亟待改善.

其次,现代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响颇深,审美趣

味也随之改变.随着科技的发展与普及,现代年轻

人的审美也早已“工业化”.传统手工艺品与工业制

成品相比,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先

天不足.而且作为反工业化代表的传统工艺美术艺

术风格与现代的室内装潢风格[９]、服装配饰风格等

经常难以搭配.即便某些单品的审美价值可以被消

费者肯定,也会因与大众生活的脱节而难以激发更

广大更长久的市场需求.
随着市场结构变化,部分手工艺传承人为了开

拓市场增加利润,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以安徽

黄岗柳编为例,２０１６年区域产业已实现产值５０亿

元,但绝大部分产品均销往欧美市场,国内市场几乎

无处寻觅黄岗柳编的身影.增收纵然可喜,但此类

经营模式会直接导致产品设计为满足外国消费者喜

好而丧失本土韵味,虽然产品数量得到了扩大,但实

际上文化却产生了断代.
(三)时代变革

民间手工艺最初源自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可被

视为艺术品,但同时又具有很鲜明的实用价值.但

随着时代变革与科技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改变,很多曾活跃于百姓生活中的手工

艺品都悄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失去了生存根基.
例如,被列为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温州

米塑艺术,源于宋盛于清,常见于婚庆、祝寿、建新

房、祭祀等活动[１４],但随着现代人们生活习惯的变

化,婚庆祭祀等习俗的形式与内容发生了巨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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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轻人开始选择西式的婚礼庆典,同时祭祀在

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也被大大弱化,所以米塑的市

场自然也会随之萎缩.
再者,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扩张带来了

巨大的自然环境变化,民间手工艺所依赖的自然资

源日渐萎缩.随着某些地区手工艺需求的萎缩,经
营情况恶化,原本依靠手工艺品为生的村民纷纷进

入城市打工,放弃了手工艺生产.从业人员流失与

原材料缺失直接导致手工艺品生产难度与生产成品

加大,进一步威胁着手工艺产业发展.
此外,市场化的今天,无数手工业者不得不在市

场与初心中纠结.在商业化浪潮的席卷中,各类明

目的挑战下,不免会有很多作品在妥协中失去了原

有的味道[１５],也丧失了传统手工艺的核心价值与发

展机会.

三、传统民间手工艺发展路径

(一)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政府可为传统手工艺提供

更多经济支持,推进特色经济发展,实行适当的税收

优惠政策,并努力完善专利、商标的注册与保护体

系.此外,政府可参考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成立专业

的协会与生产合作社等组织,为手工艺发展提供专

业的研发、生产、销售支撑[３].
老艺人是传统手工业传承的根基.很多民间手

工业技艺流传至今只有几位老艺人可以完整掌握.
政府应对老艺人进行积极有效地保护,给予生活、医
疗、创作等多方面的扶持[１６].组织培养年轻传习人

队伍,并鼓励面临手艺传承危机的老艺人将经验知

识进行书面化整理,改变手工业“不立文字”的传承

模式,阻止失传现象的发生.
此外,作为当地特色手工艺对外传播窗口的旅

游景区,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对景区手工艺销售与

宣传情况进行整治与管理.首先应树立知识产权意

识,对劣质山寨仿冒手工艺品进行管理与控制.其

次要为真正能代表当地文化历史特色的手工艺品提

供销售上的扶持与帮助,结合景区与地方特色,构建

特色手工艺品购物旅游区、传统手工艺产业园、手工

艺主题旅游节等宣传销售平台,打造既有时代感又

有历史感的特色精品传统手工艺产业.
(二)促进现代化工艺美术教育

现今我国的教育体制至少要求学生进行１６年

的全日制学习才能完成高等教育,而手工艺人的培

养也需要从青年甚至少年时期开始,跟随师傅进行

十余年的苦练.两个体制时间上与教学方式上的冲

突导致民间手工艺人只能夹缝中求生存,众多艺人

都错过了接受良好文化的机会.但民间手工艺不只

是技艺的传承,对传习人的行业道德、文化修养、审
美水准都有很高的要求[１４].所以如何弥补手工艺

人文化教育水平的缺陷是当今的重中之重.
笔者建议,首先,各类相关高等院校,应积极开

展传统手工艺方面专业的教育与人才的培养,开发

适应手工艺学习的教学体系与教育环境,在对专业

技艺进行学习的同时重视学生的文化、历史、美学、
市场营销与道德伦理教育,让新时代的手工艺人发

展成具有高超技艺的综合型艺术人才.当今的手工

艺已不仅仅是用来满足温饱的手段,更是民族与地

区文脉和历史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的手工艺

传承人,应当树立更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力求将蕴

含着传统情怀与现代志趣的文化与美学元素融入我

国的工艺美术作品中,让手工艺成为我国国家形象

的重要名片.
成熟手工艺人可由政府、协会等机构组织高层

次培训学习,开拓思路、更创新高.近年来苏州镇湖

刺绣产业与清华大学、中央美院等知名院校合作,让
绣娘们有机会与国内著名画家直接接触学习,用美

术为刺绣提供了新的优秀创作灵感与素材[１７],为隐

居民间的技艺打开了学院艺术的天窗.
(三)与科技、新媒体相结合

科技相结合并不是指鼓励机器化批量生产,而
且鼓励手工艺人通过新的科技手段与媒体平台对自

己的产品进行营销、推广.一个产业,一个公司,一
种产品如果无法完成消费者群体的更新于传承,就
无法完成自身的延续.对于我国的传统民间手工业

产业来说,难点不仅仅在于传播与弘扬,更是在于要

在年轻人中进行传播与弘扬.如果不能把在青年消

费者群体中扎根,那无论如何产品也没有未来.
苏州８５后团扇匠人李晶所创立的嗜闲居工作

室,就是具有新思维的成功典范.他们将传统缂丝

技艺与现代审美和消费形式相结合,对传统纹样进

行现代化提升,以微商、淘宝店作为经营的主战场.
他们摆脱传统手工艺品经营的桎梏,嗜闲居的姑苏

团扇成功走出了文玩爱好者的小众圈子,与影视剧、
时尚芭莎、超模刘雯等的合作,让几千年前的缂丝团

扇焕发出新的光彩.
如今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人们的消费者习

惯、消费者模式与媒介接触点不停地发生着变化.
手工艺品也不能只依赖着传统小农时代的销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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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应对新科技新媒体多接触多学习,与电子商务接

轨,做到线上与线下联动,扩大自身产品的认知度与

传播范围.青年市场代表着未来市场,如果手工艺

的发展不能适应当下青年人的消费模式,变会在未

来的市场中无法立足.
(四)促进品牌化发展

众多学者皆认为品牌化是传统手工艺发展的可

行之选.品牌作为“物质产品”、“情感利益”、“意义

价值”等多种因素的共同载体[１８],是传统手工艺产

品向现代市场进军的必经之路.确立品牌开发体系

可能帮助现有的粗放经营的传统手工艺产品明确自

身的品牌价值,细化产品分类,树立产品差异化理

念,明确发展方向,提升消费者忠诚度,能够帮助手

工艺产品更好地融入现代市场.
品牌化与产业化是相互推进的.品牌化可以推

动手工艺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产业化也会为品牌化

的完善奠定稳固的基础.我国有很多传统手工艺品

不是没有市场,而是当市场扩大时,由于人力与资源

不足,无法满足大批量订单的需求,而难以扩大经

营.我国很多民间手工艺都具有鲜明的区域性与集

群性,如果能将当地手工艺人集中起来,以合作社或

产业园的形式,进行产业化发展,会有效增强手工艺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经济带动能力.
同时,品牌化经营也是对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

的保护.品牌的建立能够促进手工艺行业发展的规

范化,增强经营者的法律意识,推动商标体系建设与

品牌视觉系统标准化.但由于传统手工艺产品大多

具有地域性与公共性,其知识产权的归属会呈现出

多元化特征[１３].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

川成都地区出产的丝织提花织锦蜀锦为例,在其源

远流长的发展传承史中无论是文化内涵还是技巧艺

法都是由所有的蜀锦传承人、生产者所共享的,没有

哪一个企业或个人可以完全代表蜀锦或决定蜀锦的

未来.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区域公用品牌的建

设符合现阶段传统手工艺的发展需求.
目前学界对于区域公用品牌的界定尚不明

确,但不同学者间的观点相差并不大.浙江大学

胡晓云教授认为,区域公用品牌是指“特定区域

内相关组织和机构所共有的,在品牌建立的地域

范围、品牌品质管理、品牌使用许可、品牌行销与

传播等方面具有共同诉求与行动,以联合提高区

域内外消费者的评价,使区域产品与区域形象共

同发展的品牌”[１９].区域公用品牌的相关权益不

归某个企业或集团、个人拥有,而为区域内相关

机构、企业、个人等所共有,品牌命名方式多为地

域名称加产品名称,如“盘锦大米”.目前我国区

域公用品牌的品牌主体多为相关行业协会,品牌

的组织建设模式多为政府支持与协会主导.
近几年我国农产品品牌化的推进如火如荼,众

多带有地理标志意义的农产品品牌都进行了区域公

用品牌建设.但目前手工艺品牌的发展与研究依然

属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区域公用品牌是建立在一定

区域内的独特资源基础上,对该区域有代表意义,并
能为该区域的美誉度、形象与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贡

献的品牌[２０],所以区域公用品牌的特性和要求与传

统手工艺的特点是非常吻合的.我国民间能够流传

至今的传统手工艺,大多是基于本地的历史、地理、
文化、生活、物产等特点所衍生出的,能够代表当地

特色的文化产品,而且手工艺品的成功推广所带来

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势必会对当地经济发展与企业发

展形成积极影响.以手工艺品牌公用品牌“宝鸡凤

翔泥塑”为例,近年来凤翔泥塑的兴起推动了众多当

地相关企业的崛起,带动了刘营村７０％以上的农户

家庭从事泥塑产业,不仅解决了众多劳动力的就业

问题,也促进了整个凤翔县的经济发展[２１].
李秀丽、董珺[２１]认为手工业区域公用品牌具有

五个特性:第一,非排他性:即区域内的相关企业与个

人有权共享品牌效益.第二,非竞争性:一家企业的

扩张并不会影响区域内其他企业对该品牌的使用,同
时其他企业使用该区域品牌也不会增加社会成本.
第三,权利主体分离性:即手工艺区域品牌的申请人

与所有使用者相分离.第四,外部性:即手工艺区域

品牌的某些使用者或使用单位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与

产生的相关影响会同时对区域内其他手工艺品生产

人或企业产生影响.第五,继承性:与其他新成立的

品牌不同,手工艺区域手工业品牌形神但是神不新.
手工艺区域公平品牌必然是通过区域内某些群体和

个人经过长期的探索发掘逐渐发展形成的,是一代代

手工艺人对传统技艺与文化不断传承的结果.
此外,由于对原产地的依赖性与使用主体的公

共性,地理标志产品与区域公用品牌成为了两个息

息相关、相辅相成的概念.地理标志又名原产地标

志.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起源于一个多世纪前的法

国[２２].在我国,地理标志是指“某商品来源于某一

国家、地区或特定地方,且该商品的品质、信誉等特

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的标志”[２３].«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规定»中,地理标志产品的形成有两种情

况,一是在特定地区种植或养殖的产品,二是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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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特定地区并在本地区按照特定工艺生产或加工

的产品.所以,区域公用品牌与地理标志产品的内

涵联系紧密,很多区域公用品牌的核心与内容就是

由地理标志产品,比如“烟台苹果”既是一个水果的

区域公用品牌,同时又是地理标志产品.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分为瓜果蔬菜、粮食油

料、畜禽蛋奶、水产品、茶叶、中草药、烟草、食品饮

料、酒、轻工产品等十余类,其中多数为农产品.轻

工产品中包括瓷器、纺织品、乐器、服装等手工艺品.
地理标志体系不仅可以保护手工艺产品知识产权,
监督产品品质,维护市场秩序还会有效增加产品的

溢价价值.一项研究现实,葡萄牙消费者愿意为有

地理标志证明的葡萄酒多付３０％的价钱[２４].目前

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网公示的地理标志产品

总计１７４４个,其中手工艺品仅有９２个,与农产品相

去甚远.这并非我国特有的情况,在以艺术闻名于

世的法国与意大利,手工艺品牌的品牌建设与地理

标志产品发展面临着同样尴尬的局面[２５].
我国手工艺的经营者多为个体艺人、工作室或

中小型企业,并不具备建设与维护品牌的资源与资

本,难以形成强大的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完善区

域公用品牌与地理标志产品建设,以区域的知名度

为依托,能够大大加深消费的品牌记忆与品牌认知,
从而加速品牌的推广进程.同时,以区域的名义发

展手工艺,能够激发手工品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挖掘,
更好地丰满产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乡土特色.

区域公用品牌成立的前提是政府的扶持,产业

协会的有效管理与相关部门的配合[２６],如这三者能

够有机运转,即可为现今粗放式发展的民间手工艺

产业进行精细化转型,为生产与经营提供科学的指

导与支持,同时能够将“散户”的手工艺人的联动起

来,扩大产出,提高生产效率,为市场规模的扩大和

产业化发展带来可能.

四、结　语

很多国际奢侈品牌,发迹之初依靠的就是传统

手工艺产品.他们之所以能完成从小作坊到顶级奢

侈品的转型,就是因为采用了现代化的品牌运营与

设计理念,才使得产品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得到最

大的升华[１２].传统手工艺品并不是与现代元素接

轨就会变成“挂羊头卖狗肉”.以传统文化为精髓,
以现代化营销为手段,通过政府扶持、教育跟进、科
技结合与品牌化打造,传统手工艺品才能得到真正

的传承与发扬.此外,本文借鉴如今我国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的成功经验,建议传统手工艺产业也应

结合自身特色走上一条区域公用品牌化的创新发展

道路.
现阶段,区域公用品牌的研究依然处于新兴阶

段,手工业品的区域公用品牌方面理论与实践均存

在很大的空白,未来在手工业区域公用品牌的可行

性、操作流程、实践意义、价值评估等方面依然有着

很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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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周　赳,龚素瓅,陈建勇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在传统纺织产业向“时尚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培养符合时尚产业发展需求的纺织品设计人才是当

前纺织教育的迫切要求.针对当前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脱节的问题,以服务“纺织产品链”创新为基础,

创建起“纺织品＋时尚”为理念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起“二段进阶型”路径.以“时尚任务”驱动为要求重构课程体

系,实施“积极课堂”教学模式;整合校内外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建立“双跨界”教学团队及促进机制;拓展学生国际视

野,搭建国际化教学环境和平台,来培养具有纺织品创意创新设计能力和引领时尚消费的纺织品设计人才.

关键词:时尚;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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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纺织制造大国,“十二五”末纺织工业年产

值达７．０７万亿元,产能和市场份额世界第一,但纺织

产业仍处于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低端[１Ｇ２],要实现从

纺织大国到纺织强国的转变,以“纺织＋时尚”为理念

的“时尚纺织”是实现产业转型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根据«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浙江

省时尚产业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精神,传

统纺织业将向时尚产业转型升级,从纺织产业链的低

端制造迈向高端智造,从贴牌加工迈向以创意创新设

计为核心的时尚产业[３].要引导传统纺织产业向时

尚产业转型,人才培养是关键,因此,培养能够通过纺

织品的创意创新设计来引领时尚消费的纺织品设计

人才成为纺织教育的迫切要求.剖析当前高校纺织

品设计人才培养的现状,研究和实践接轨“时尚纺织”

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

浙江理工大学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改革为例,分

析改革思路、措施和实效.

一、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背景

时尚产业是指涵盖时尚理念和时尚信息的传播

与服务,时尚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销售等系列与时尚

生活相关的经营活动,横跨文化、传媒、设计、制造、

咨询、服务等多种产业形态和产品类型的产业集合

体[４Ｇ５].时尚产业不是单一产业,是能引领时尚生活

和流行消费的高创意、高市场掌控能力的高附加值

产业[６Ｇ８].以接轨“时尚纺织”为目标来实现纺织产

业的转型升级,其关键是开发满足时尚纺织生活需

求的产品,即时尚纺织品,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时尚纺织品与一般纺织品的区别在于满足不同消费

层的消费需求,一般纺织品满足的是消费者纺织生

活最基本的物质保障,而时尚纺织品需要满足消费

者个性化的时尚纺织生活需求.因此,要达到开发

时尚纺织品的要求,培养的纺织品设计师必须具备

“艺工商”融合创新的知识和能力,集纺织品创意设

计、创新技术、市场营销于一体.

分析当前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的现状,主要存

在以下主要问题:

１．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与纺织产业发展脱节.

随着时尚产业的快速发展,接轨“时尚纺织”的传统

纺织业转型升级急需大批纺织品设计人才,现有纺



织品设计的人才培养方式是:按工科类或艺术类进

行分类招生,采用工科类和艺术类进行分类培养,因
此,分类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的短板明显(如图１).

工科类纺织品设计学生注重培养学生严谨科学的逻

辑思维,重视产品的加工工艺和产品内在质量,但由

于“艺”的知识和能力短缺,使开发的纺织品存在与

市场脱节的问题;艺术类纺织品设计学生注重培养

学生感性自由的发散思维[９],追求产品外在的美观

效果,但由于“工”的知识和能力短缺,使开发的纺织

品往往与生产工艺脱节.

图１　纺织品设计人才分类培养特征和主要问题

　　２．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方

法欠缺.“时尚纺织”是以“纺织＋时尚”的理念来

引导传统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由于时尚产业是一

种新型产业业态,加上分类招生和分类培养的限

制,国内纺织院校接轨“时尚产业”的纺织品设计

人才培养方法至今尚处探索阶段,尚未构建起与

时尚产业快速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

方案及课程体系,未能有效培养“既有纺织品创意

创新设计能力,又能够通过产品开发引领时尚消

费”的纺织品设计人才.

３．接轨“时尚纺织”整合校内外教学资源的方法

欠缺.虽然目前国内纺织院校建设了大量优质的校

内外教学资源,如校内的各级精品课程、多层次实验

室和校外的实习实践基地等,但是缺少有效方法和

机制,能够让校内外优质的教学资源聚焦到接轨“时

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目标上来,特别是缺

乏接轨“时尚纺织”的校内外教学资源整合的顶层设

计.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源于

１８９７年创办的蚕学馆,是中国最早创办的新式纺织

教育,一直在为中国的纺织丝绸行业培养专业人才,

许多毕业生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１９７９年,浙

江理工大学首创“艺工课程叠加”的模式进行纺织品

设计人才培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该人才培养模式

已经无法满足时尚产业快速发展对纺织品设计人才

的需求;２００８年,结合境外纺织院校的成功经验,开
始着手面向时尚产业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

２０１０年,以启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试点为契机,

针对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过程中工程技术教育过

多,审美教育和时尚教育缺乏的现状,进一步探索以

“纺织产品链”创新为核心的纺织品卓越设计人才培

养方法;２０１２年,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卓越工程

师培养计划获得教育部高教司批准,正式提出接轨

“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的核心理念是

“纺织品＋时尚”,即需要培养的纺织品设计人才不

仅具备纺织品的设计能力,而且要具备通过开发产

品“引领纺织品时尚消费”的能力.

二、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

人才培养改革思路

　　针对当前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构

建起与“纺织产业向时尚产业转型升级”保持一致的

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思路,

主要体现如下:

(一)明晰接轨“时尚纺织”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改

革整体思路

时尚产业不是单一产业,是横跨文化、传媒、设
计、制造、咨询、服务等多种产业形态和产品类型的

产业集合体,时尚产业具有跨越第二和第三产业界

限的特征,因此接轨“时尚纺织”的人才培养必须以

人才需求为导向,将“纺织＋时尚”的产业升级理念

和“产品＋时尚”的产品创新理念融合,确立以“纺织

品＋时尚”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理念,培养的纺织品设

计人才需要具备通过时尚纺织品的开发来引领时尚

纺织生活消费的知识和能力,接轨“时尚纺织”的人

才培养理念和改革整体思路如图２所示.时尚纺织

品的开发需要依托纺织产品设计、生产和营销的“纺
织产品链”来完成,针对“纺织产品链”各环节的创新

要求,从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出发进一步明确

人才培养目标为:精通纺织产品链各环节的创新(纺

织原料创新、纺织面料创新、面料造型创新)、掌握领

先的纺织加工技术(纤维加工、织造加工、染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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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通晓流行纺织艺术(造型、纹饰、色彩)、又具备

通过纺织品开发引领时尚纺织生活(个性化需求、差
异化消费、针对性营销)的知识和能力,能在纺织原

料、纺织面料到面料造型产品(服装服饰和家纺装饰

产品)的创新中引领纺织品“技术时尚、艺术时尚和

消费时尚”的发展方向.

图２　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

人才培养改革整体思路

(二)构建起“纺织品＋时尚”的“二段进阶型”人

才培养路径

接轨“时尚纺织”的人才培养以“纺织品＋时尚”

为核心理念,针对人才培养目标制订培养方案,构建

起与传统培养模式不同的、以接轨“时尚纺织”为特

色的专业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二段进阶型”培养路

径.在专业基础教育中除了工程基础教育,增加艺

术基础教育;在专业教育中融入消费时尚、技术时

尚、艺术时尚的专业教育模块,如图３所示.在专业

基础教育阶段,采用科学严谨的直线递进式路径,培

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要求学生精通纺织品从原料、

面料到造型成品的加工工艺以及必需的艺术设计基

础知识;在专业教育阶段,采用感性自由的折线融合

式路径,通过消费时尚、技术时尚和艺术时尚模块课

程设置来培养学生“艺工商”融合的发散思维能力,

要求学生具备“纺织品＋时尚”的纺织品创意创新设

计知识和能力.接轨“时尚纺织”的人才培养需要通

过“纺织品＋时尚”的聚焦作用来实现接轨“时尚纺

织”的创意创新人才的培养.

图３　“纺织品＋时尚”思路下的“二段进阶型”人才培养路径

三、培养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

设计人才的主要举措

　　(一)构建“时尚任务”驱动的课程体系,实现校

内外教学资源联动

根据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将“纺织品＋时尚”的理念转

化为以“时尚任务”驱动为引领、以“时尚纺织品”

展示为聚焦的改革举措,重新构建起校内专业教

育和校外企业教育相互关联的课程体系,如图４
所示.“时尚任务”是纺织品创意创新设计的具体

方案,要求学生在专业课学习前就制定“时尚任

务”,在学习过程中将校内外优质教学资源融合,

针对“纺织品＋时尚”的设计构思不论是来自技术

时尚或艺术时尚,一定要接轨消费时尚,开发的时

尚纺织品可以通过批量生产和个性化消费应用来

引领时尚纺织生活.

在课程体系设置上按工程类、艺术类、时尚设计

类及专业拓展类校内教育课程学分比为２∶１∶２∶１
来设置,并按理论教学学分不超过总学分７０％,实
践教学学分不少于总学分３０％来分配理论教学和

实践教学学分.校内基础教育包括专业和学科导

论、纺织工程类课程和纺织艺术类课程;校内专业教

育包括纺织品设计原理类课程、纺织品设计实践类

课程和专业拓展类课程.校外企业教育包括企业认

知实习、企业工程实习、企业设计实习、企业毕业实

习、毕业设计５个依次递进的企业课程(卓越计划企

业环节累计１年).校企联动贯穿人才培养始末.

学生在“时尚任务驱动”下通过校企联动的教学资源

实现渐进式主动学习,完成毕业设计和纺织品制作,

并通过时尚产品展示来验证学生专业知识和动手能

力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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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纺织品＋时尚”思路下的校企联动的

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资源建设

(二)建设接轨“时尚纺织”的校内外教学资源,

提升纺织品设计人才的创意创新设计能力

１．接轨“时尚纺织”校内外教学资源包含校内外

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育资源.由于时尚产业对于时

效性有着特殊的要求,结合纺织工程国家专业综合

改革试点专业建设,以国家级、省级和校级三位一体

的精品课程体系为核心,带动整个校内专业课程建

设和教材建设,教学内容始终处于吐故纳新的动态

平衡中.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和网络课程,构建起

优质校内专业教学资源;建设线上线下联动的课程

教学资源体系.从导论课(例如“现代纺织与人类文

明”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等)、基础课(例如“纺织品

CAD”国家资源共享课程等)、专业课(例如“纺织品设

计学”浙江省精品课程、“素织物设计”校精品课程、
“花织物设计”校精品等)、拓展课(例如“探索时装的

奥秘”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等)等分模块进行建设.

结合校内纺织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央地

方共建纺织工程专业实验室和专业创新能力实践基

地建设,构建起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多层次、开放性校

内实验教学平台和优质校内实验教学资源,满足学生

“时尚任务”驱动的校内创新实践的要求.

２．产业需求对时尚设计师的实践能力有深化训

练需求,结合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卓越工程师培养

计划实施,积极构建以国家级校外实习基地为核心的

校外实习实践基地群.例如省部级及以上校外实习

基地有:巴贝领带服饰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级大

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浙江嘉欣丝绸集团纺织服装

实践教育中心,省部级中国纺织服装人才培养基地;

宏华数码印花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省部级中国纺织服

装人才培养基地;万事利丝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省

部级中国纺织服装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实习基地都

是时尚纺织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每届学生都有机

会在这些基地实习实践,接触市场前沿风尚,接触先

进的技术和营销理念.学生能“真刀真枪”地投入到

实训中,做到人才培养与产业、市场的无缝链接.

在校内外教学资源的整合利用上,通过“时尚任

务”驱动的人才培养和教学方式,在专业基础教育和

专业教育环节将校内外教学资源有效整合联动,并

贯穿整个人才培养进程始末,激发了学生对专业学

习的兴趣.
(三)创新“积极课堂”教学模式,建立“双跨界”

教学团队及促进机制

以学生为本,创新满足“纺织品＋时尚”人才培

养需要的“积极课堂”教学模式,推动人才培养“从以

教师为中心的教向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学转移”.

通过启发式教学、团队式合作、任务式驱动等不断提

升教学效果.通过开展启发式理论教学,引导学生

积极思考纺织品设计的专业问题;强化学生团队式

合作,培养学生通过团队合作来解决专业问题的

综合能力;通过任务驱动式实践教学,整合校内外

教学资源来实现纺织品创意创新设计;依托网络

化课程教学资源,为学生创造超越课堂的全天候

学习环境.

建立起“双跨界”的教学团队及管理促进机制,

即校企跨界的教师配置和知识跨界的教师培养.充

分利用校外实习基地资源,邀请国内外“一流设计

师、工程师、企业家”开展多形式教学,参与学生的课

程作业、创新作品评价,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的积极

性.“纺织品＋时尚”专业课程教学需要教师本身具

备“艺工商”多元知识融合的素质.借鉴境外高校成

功经验,培养青年教师的知识多元化,鼓励艺术背景

青年教师进修产品工程设计知识,工科背景教师进

修产品艺术设计知识,通过师资本身的知识融合来

促进纺织品卓越设计人才的培养.
(四)搭建国际化教学环境和平台,拓展学生国

际视野

时尚产业的全球同步化趋势,必然要求我国的

纺织时尚产业需尽快与国际接轨,吸收和借鉴国外

时尚产业有用的养料和发展的经验.高校在人才培

养上,要积极搭建国际化教学环境和平台,拓展学生

国际视野,提高学生国际化能力.浙江理工大学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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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开展与国外相关高水平纺织院校合作,如英国曼

彻斯特大学２＋２合作项目、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

学３＋X合作项目、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优秀本

科生交流合作项目,聘请国外教授为学生讲授专业

课程,如美国肯萨斯州立大学教授JoyKozar来校讲

授«Fashionandmarketingoftextilesandapparel»课
程.学院也选派青年教师赴国外交流和培训,选派

交换生赴国外合作大学进行学习.

四、接轨“时尚纺织”的纺织品设计

人才培养改革成效

(一)学生全面展现时尚设计才能

近５年来,以“纺织品＋时尚”为理念的接轨“时尚

纺织”的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１项,省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以上８项,培养的纺

织品设计专业毕业生４００多人,毕业生平均就业率高

达９８％以上.学生共获全国大学生“挑战杯”二等奖、

省一等、二等奖等４０多项,有６０多人次在全国及国际

纺织品设计大赛中获大奖,获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

利近１００项,发表１０多篇核心刊物以上论文,获得８项

国家、省部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目前在浙江省重点

建设的纺织时尚企业中,如巴贝领带、凯喜雅国际、万
事利集团、达利丝绸等,都由笔者所在高校历届纺设毕

业生担当设计团队负责人,新毕业学生迅速融入各个

团队,独立担当起纺织品设计重任,形成人才梯队,得

到社会和行业的高度认可.浙江巴贝领带有限公司、

浙江凯喜雅国际有限公司给予纺织品设计毕业生“贵
校培养的学生综合素质强,专业能力优,在众多高校的

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迅速成为公司骨干”的评价.

(二)成果得到纺织服装界的高度认可

以“纺织品＋时尚”为理念的人才培养改革与实

践得到纺织类高校的一致认可.多次在纺织类高校

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交流会上进行改革经验交流.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对成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

“成果对国内其它高校纺织高等院校纺织类专业设

计人才培养改革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和推广意义”.

东华大学、苏州大学等１０余所高校来校交流与学习

取经.除了对纺织院校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产生

影响外,对其它相关专业也起到示范作用,如服装设

计与工程,丝绸设计与工程、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等

专业.成果也得到媒体广泛关注.中文核心期刊

«丝绸»２０１５年“时尚浙江”专刊,在时尚人才专栏

中重点介绍纺织品设计专业和毕业生作品;中国教

育报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以«贡献科技人才,扮靓“杭
派女装”»为题头版头条报道了我校纺织类人才培养

改革“专业链对接产业链,实现双链零距离”的特色;

光明日报、新华网、绍兴日报、浙江在线等媒体也作

了专题报道.

五、结　语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纺织产业向时尚产业转型方兴未艾,

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向“注重纺织时尚创意、创新能

力培养”转型也是必然趋势.通过接轨“时尚纺织”的
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创建了以“纺织品

＋时尚”为理念的人才培养新模式,规划出以接轨“时
尚纺织”为特色的专业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二段进

阶型”培养路径,构建起适应“时尚任务”驱动的课程

体系和校内外教学资源,在笔者所在高校已经取得一

定的“时尚引领、校企联合、创意创新”人才培养改革

实效,同时,以学生为本的新型教学模式和教学队伍

建设也有效促进了改革实践成果的提升.接轨“时尚

纺织”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成果可为面

向新经济的传统专业改革提供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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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Jiu ,GONGSuli,CHENJianyong
(SilkInstitute,CollegeofMaterialsandTex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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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isurgentforthecurrenttextileeducationtotraintextiledesigntalentsconformingtothe
requirementsoffashionindustrydevelopmentunderthebackgroundof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
traditionaltextileindustryto＂fashionindustry＂．Inviewoftheissuesofdisconnectionbetweencurrent
textiledesigntalenttrainingandthedevelopmentoftheindustry,basedonserving＂textileproductchain＂
innovation,anewtalenttrainingmodefollowingtheideaof＂textile＋fashion＂iscreated,andthe＂two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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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of＂fashiontaskdrive＂;＂activeclassroom＂teachingmodeiscarriedout;qualityteaching
resourcesinsideandoutsidetheschoolareintegrated;＂doublecrossover＂teachingteamanditspromoting
mechanism are established;students＇international vision is expanded and internationalteaching
environmentandplatformaresetup．Asaresult,thetextiledesigntalentsowningtheabilityoftextile
originalityandinnovationdesignandleadingthefashionconsumptionareculti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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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分析

汪阳子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属于应用型的创意创新人才,其人才培养是将中国传统优势的纺织产业向时尚产

业转型的基础之一.对境外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梳理,归纳境外欧美国家、日韩和港台地区纺织品设

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点,并通过与中国内地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和分析,提出国内内地高

校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优化方案.通过设置可选择的专业创新模块,构建起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从而

实现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的差异化培养.

关键词:境外;中国内地;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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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时尚产业在全世界尤其

是发达和新兴国家中快速增长,我国传统优势的纺

织产业也正在向时尚产业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纺

织品设计专业人才的培养方式也面临着升级和优化

的要求.如今的纺织行业不仅需要具有专业基础知

识和动手能力的设计人才,更期望具有创新思维、个
人魅力、能够独立进行设计研发的专业设计人才.
同时,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需要构建适应行业发展

的专业课程,境外的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是很

好的参考.本文将通过分析境内外纺织品设计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和路径的异同,提出境内纺织品设计

专业人才培养的优化方案.

一、境外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境外纺织品设计专业中课程以社会需求为导

向,强调为大工业生产而设计,强调艺术与技术的统

一,并推崇和发展包豪斯教育理念中的校企合作人

才培养模式.夏雨[１]研究描述了包豪斯理念对其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指出艺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

指导性,因此需要大量的市场调查,并熟悉生产的工

艺和流程.在倪明[２]的教学模式启示中,提出纺织

品设计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注重学生实际能力培养

贯彻强调将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强调工作室教

学模式,并以自主探究的课题研究形式进行各项专

业课程的学习,在巩固了学生的基础知识的同时培

养了学生的专业设计能力,又有效地与企业进行了

对接.
除此以外在流程化的设计项目制教学当中,

将引导学生熟悉完整的调研、设计、小样制作等过

程及方法.石晶[３]提到项目化教学法是境外许多

大学对高年级学生进行综合训练的综合方法;张
建辉[４]也详细描述教学过程会锻炼学生的独立思

考能力、思维创新能力、鼓励学生以创造性思维解

决问题.
(一)英国、美国、欧洲家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

养分析

殷沛枫[５]描述了欧洲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
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荷兰等国绝大多数的艺

术院校都遵循了包豪斯教学理念,其理念强调:艺工

结合的教学模式,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培养目标.



在其设计理论中还提出三个基本观点:艺术与技术

的新统一、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现代设计必

须遵循自然且客观的法则来进行,才能逐步由理想

主义走向现实主义,更科学、理性的表现艺术.王军

亮[６]也强调包豪斯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的办学模

式;眭建华等[７]提出纺织品设计人才培养以理论结

合实践为基本框架.实训部分以自主研究、课题项

目制进行各项专业课程的学习,杜群[８]和刘杰[９]也

提到此类培养架构既巩固了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
培养了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还能与企业有效交流、
合作.国外“项目制”教学,可在项目进行过程中锻

炼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创新思维能力、自我宣传能

力、项目讲解能力以及小组合作能力,能够有效的帮

助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很好地锻炼自身的综合能

力,并起到了良好的衔接作用.

１．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专业人才培

养分析

在圣马丁的纺织品设计本科教学计划当中,三
年的课程被分为三个阶段,１１个模块.阶段一的模

块１)、２)、３)、４)教学内容为设计概念、方法和调研

过程的介绍以及实践探索,利用批判性思维深化

主题概念,探索学生自身的设计风格;阶段二的模

块５)、６)、７)、８)为调研、设计方法的实践应用以及

方向的选择;阶段三的模块９)、１０)、１１)为毕业设

计的实践与应用.该校纺织品设计本科课程大纲

见表１.

表１　中央圣马丁纺织品设计本科课程大纲

阶段 模块 教学内容 具体内容

一

１) 概念介绍 风格梳理、调研方法、技术研究方法、设计原理

２) 调研过程与方法
设计、色彩介绍.机织、针织、印染、调研方法,计算机辅

助设计方法学习

３) 调研、概念、设计与交流
调研、概念、设计与交流、调研和制作方法的应用以及个

人风格探索

４) 文化历史理论以及实践探索
文化历史理论以及实践探索,批判性思维深化主题以及

探索个人设计风格

二

５) 纺织品设计调研方法 自主建立纺织品设计调研方法

６) 方向选择 方向选择以及拓展性设计制作

７) 未来服装和环境的纺织品设计 特殊的设计方法和材料的探索

８) 概念设计、未来发展方向的确立 公司或政府合作设计项目

三

９) 毕业设计主题项目的调研、发展 未来职业规划相关主题设计

１０) 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

１１) 毕业设计的制作与答辩 毕业设计的制作与答辩

　　
　　在三年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形成其独特的个

人设计方法和设计风格,并在与公司的合作实践设

计中学习如何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在英国的艺术设

计教育体系当中鼓励学生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

题,在一对一的辅导中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给出指

导意见,并给学生拓展自由发展的空间,以启发式的

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实践创造

能力以及团队合作意识.

２．美国帕森设计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以帕森设计学院本科的时尚设计专业为例,其
课程是以设计为主导通过二维、三维、四维的方式围

绕着主题概念进行研究,通过探索手工制作与数字

技术间的平衡应用,改善视觉创意能力,在它的核心

课程当中强调自我的发展,课程的内容包括视觉传

播策略、材料研究和以系统性的思维实现时尚设计.
在艺术和设计的历史和理论课程以及相关的工坊学

习中将引导学生获得研究、写作和批判性推理的技

能.同时作为开发创意探究的概念基础,课程还包

括商业和媒体研究,拓宽学生对行业的了解.在毕

业设计模块中帕森设计学院为学生设计理念的表达

方式提供了多种选择:包括服装、时尚产品设计、材
料研究、时尚相关的社会文化研究:论文、纪录片等.
在以工业为中心的设计背景下与外部合作,以提高

学生的设计灵敏度.该校时尚设计本科课程大纲见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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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帕森设计学院时尚设计本科课程大纲

阶段 单元编码 单元名称 阶段 单元编码 单元名称

第一年 PUFY１０００ 综合工纺 第二年 PUFD２２２０ 设计工坊

PUFY１０１０ 综合研讨会 PUFD２２３０ 视觉传达工坊

PUFY１１００ 可持续发展系统 PUFD２２４０ 技术创新工坊

PUFY１０２０ 空间/物质性 PLFS２０４０ 服装史讲座

PUFY１０３０ 绘图/想象 PLFS２０４１ 服装史习题

PUFY１０４０ 时间 PUFD２２２１ 设计工坊２
PUFY１００１ 综合工坊２ PUFD２２３１ 视觉传达工坊２
PUFY１０１１ 综合研讨会２ PUFD２２４１ 技术创新工坊２
PUFY１０００ 历史中的物体 程序选修

程序选修 文科选修

第三年 PUFD３３２０ 设计工坊 第四年 PUFD４２２０ 毕业论文１:构思

PUFD３３３０ 专业工坊 PUFD４２２１ 毕业论文２:完成

PLFS２０５０ 时尚研究简介讲座 程序选修

PLFS２０５１ 时尚研究简介练习 文科选修

PLFS３５００ 高阶调研研讨会:时尚 学校演讲选修

PUFD３３２１ 设计工坊４
PUFD３３３１ 专业工坊２

程序选修

文科选修

　　在帕森设计学院强调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

模式中,将立足点放在培养社会实需、实用的人才

上,帕森的本科毕业生可在专业领域内充当各种各

样的角色:设计,创意;研究实践,造型,视觉营销,纺
织品,市场营销,公共关系或生产制作.

３．意大利马兰欧尼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以马兰欧尼时尚设计专业本科为例,在其三年的

课程中通过研讨会、个人辅导、工坊培训、访问考察、
讲座、信息技术培训、图书馆会议、小组项目和独立研

究的教学形式提升学生的各方面能力.第一年的课

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从各种方向、背景以及可能性的

理论知识框架以及基本原理,此外还有打版以及立体

构成类课程向学生介绍所需要的技术并协助学生进

行实践应用,使他们能够在第一年结束时以二维的形

式成熟的表达并陈述他们的作品.第一、二年的课程

鼓励学生以挑战性的方式实验、思考,从而实现设计

想法,深化第一年所学到的知识技能,发展自己的个

人风格,并将个人风格细化到不同的市场应用当中.
第三年课程目标是通过大量的练习使得学生能够熟

练地完成某品牌的消费者、竞争对手、价格的统计,且
学习营销、推广以及商业企划,并在此基础上为其公

司的市场定位,或是自己独立完成设计系列.该校时

尚设计本科课程大纲见表３.马兰欧尼时尚设计本

科课程大纲中,第一年阶段包含模块 AD、FED、PCC、
HAD;第二年模块包含单元BR、AFI、PS、FCCP;第三

年包含模块PC、CD、RTP;选修单元为CD、IPP.
表３　马兰欧尼时尚设计本科课程大纲

阶段 单元编码 单元名称　 内容

第一年

AD 结构设计 打版、立体构成设计、技术文件制作

FED 面料探索与设计 印染、针织、打褶、廓形和细节制作

PCC 作品搜集与创造 发展个人风格以及细化的市场应用

HAD 艺术与服装史 艺术与服装的历史与关系

第二年

BR 品牌分析 １９００年至今的时装研究

AFI 艺术与时尚的相互作用 艺术以时尚的关系,以及面料材料、珠宝、鞋类、发型妆容的发展

PS 个人风格 反思性学习、熟练运用技术表达个人想法

FCCP 时尚、文化和当代视角 时尚与消费主义、时尚摄影与欲望、性别认同与身体、未来时尚

第三年
PC 系列准备 个人系列的调研

CD 系列设计 个人系列的设计

RTP 理论调研与实践 产业化信息搜集

选修单元 CD 系列发展 个人系列发展

IPP 产品化作品集准备 个人系列完成或公司市场定位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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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兰欧尼的教学体系是强调创造力的深入研

究,从新趋势以及新的设计理念中寻求灵感,结合对

当代时尚企业的分析研究,同时结合个人经验,将文

化、艺术和设计作为灵感来源.密集的设计课程鼓

励学生发展自己的“视觉语言”,通过专业技能以及

设计方法的学习,结合图形设计以及视觉传达设计

相关知识,创造出适合当今时尚奢侈品市场的独特

个人风格和形式.
在意大利的纺织类专业当中,本科三年的教学

目的也是引导学生形成独立的个人风格,在有限时

间里教授学生时装设计、时尚产品设计、男装女装配

饰设计等相关的理论知识、技术方法和材料面料的

相关知识,以及如何将调研过程的方法应用于个人

设计.从手绘技巧、服装制作基本知识开始,快速地

进入服装设计技术知识.学生将根据客户要求或是

品牌形象要求,结合市场需求和其他市场影响因素,
开发创新,自主的开展个人创造性研究.

意大利时尚课程的教学模式当中还非常强调对

市场的研究和分析,通过对市场的调研引导学生设

计出符合市场需求同时又具有特色的创意时尚

产品.
(二)日本、韩国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日本、韩国的培养模式中除了专业基础知识理

论、实践课程,以及创造力培养课程外还有对传统文

化的推陈出新.

１．日本文化学院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日本文化服装学院的时尚纺织品专业在第一年

的课程安排为染色基础、机织基础、专业概述、技术

实践,服装的构成要素,身体与布之间的关系等课

程.通过制作衣服而学习技能,同时也培养设计的

构思、设计表达能力基以及审美能力.以纺织品的

各种原料、组织、加工方法为基础,逐渐理解设计的

定义,如何设计以及设计和技术间的关系.
第二年的课程内容为纺织品制作的各种工序和

技法,各种各样机器的使用,通过实践机器制作全面

深入了解工艺以及设计过程.然后尝试以独立设计

图案花型以及工艺组织图的方式来进行纺织品的设

计.另外还要以趋势性的材料和时尚的动向为基础

来进行商品的规划设计.第三年中将会根据纺织品

界的实际业务,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本,再根据销售市

场来模拟整体的设计规划.每个学生以商业化成品

为设计目标,可根据个人的方向或擅长的技术锁定

其设计产品所使用的工艺技术(织、染或两者兼顾).
通过原创作品的制作(整体过程的实际应用)加强应

用能力和创造性.

２．韩国弘益大学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在弘益大学美术学院的纤维美术时装设计专业

中,课程目标为施行纤维美术和时装设计等相关的

理论和技能教育,培育从事纤维美术以及时装等各

领域的人才.在课程当中引导学生学习纤维美术的

艺术表现方式和创作倾向,提高能主导高附加值的

时装创作领域设计师的创造能力.其本科专业课程

包括:纤维基础造型、纤维艺术论、纤维服装平面设

计、染色织物设计、时尚造型基础、时装绘图、服装造

型、现代服装设计概论、立体裁剪、时尚插图研究、全
球时尚商品化、平面图案设计等课程.

弘益大学的专业特色在于培养出来的人才可任

职与各个纤维和时装相关的企业:纤维贸易公司、装
修设计公司、室内设计公司、汽车企业等;也可以成

为纤维和时装杂志的记者、时装协调员、电影和游戏

领域的设计师、舞台设计师等.专业的教学宗旨是

通过时尚领域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二、国内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

(一)内地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在我国内地现有的纺织类专业教学体系中,大
部分的基础和专业课程是以工程类课程为主,实践、
创新类课程较为匮乏.正如楼利琴等[１０]所剖析的,
目前教学体系中培养的目标是以加强分析翻样能力

和提高生产制造技术的应用能力为主,缺乏纺织品

设计创意、实践类课程以及可提升学生手工制作能

力的工艺操作课程.冯飞芸等[１１]提到高校对大学

生工程实践能力缺乏重视.董震等[１２]和祝洲杰

等[１３]也提出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教学体系具有一定

的滞后性.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导致境内学

生的原创设计能力和实践制作能力与境外的纺织品

设计院校的学生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
(二)港台地区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１．香港理工大学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香港理工大学服装与纺织专业课程当中学生将

根据专业成绩以及职业理想,从服装和纺织设计、服
装和纺织营销、时装零售、时装、纺织技术和服装产

业内部、针织服装设计和技术这六个专业方向中选

择一个方向进行深入学习.其课程特点为培养出的

学生除了具备专业能力外还具有团队合作、领导、有
效沟通能力,企业家精神以及终身学习精神,还具有

批判性、创造性思维,具备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该校服装与纺织本科课程特色项目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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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香港理工大学服装与纺织本科课程特色项目

项目 特色专项能力 核心能力Ｇ专业技能

１ 资源整合能力 文字表达、口语表达、合作、协调

２ 实践力
批判思考、解决复杂问题、

技术设计、设备选用

３ 创意力 创意力、原创力

４ 人文情怀 合作、协调、解决复杂问题

２．台湾辅仁大学专业人才培养分析

台湾辅仁大学艺术学院应用美术学系的艺术与

文化创意专业课程的目标在于厚植与培养文化创意

产业跨领域整合与经营管理人才,以增进产业进步

与发展.其课程的教育目标是推动人文情怀与服

务,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培养跨领域文创产业

创意整合人才;强化学生的实务能力与文创产业接

轨.其课程的特色可以归纳为四大项专业能力:资
源整合能力、实践能力、创意能力以及人文情怀.

目前境内的纺织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境外纺

织类高校中的培养模式有很大的区别,除了在专业

分流时间上的差异外,在本科教育阶段的课程结构

与时间安排也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对境内外的纺

织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梳理、分析和比较显得尤

为重要.通过总结境外的特色教育模式,并结合我

院纺织专业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各方面能力,使学

生能够主动自觉的学习纺织类专业内容,通过独立

的思考、分析、探索、实践来完成学习目标.在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形成一套自己的思维探

索方法,以开放性的思维解决实际设计中出现的问

题,寻找创新思维和可行性制作工艺之间的平衡.

三、国内外纺织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

在欧美国家(地区)的纺织类专业课程培养模式

中,特色的地方在于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办学

模式,“项目制”教学模式,“自主探究”教学模块以及

文化研究教育模块.除此以外,还非常注重过程教

育,即设计概念和设计制作过程.
(一)境外学院纺织类专业教育模式横向对比结

构与时间安排

与境内专业设置情况相似,英、美、日等境外院校

的纺织类专业也分为纺织品设计和纺织工程两种方

向,纺织品设计类的院校的教育模式以文化研究、工艺

图案设计以及成品设计制作为主,注重设计方法的培

养,工艺技术的学习以及设计概念的创新和突破;而工

程类院校的教育模式则以纤维材料加工、成型技术为

基础,以计算机模拟为设计辅助,侧重于功能性和实用

性.但不同于境内的培养模式的是英、美、日等境外国

家(地区),特别是英国纺织类专业更注重专业的可持

续发展,以及文化、技术的传承.所以在培养模式中除

了鼓励学生花费大量时间练习纺织工艺技能,更引导

学生以前瞻性的眼光发展设计主题,以灵活变通的方

式解决问题,并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归纳方法.欧美、日
韩以及港台地区纺织类专业设置见表５.

表５　欧美、日韩以及港台地区纺织类专业设置

国家(地区) 学校分类 学校 专业名称

美国
艺术

工程

罗德岛设计学院 纺织品

纽约时装设计学院(FIT) 纺织品/表面设计,布料造型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纺织工程

英国
艺术

工程

伯明翰艺术学院
纺织品设计(纺织构造、纺织印刷和表
面设计、刺绣设计)

利兹大学 纺织品设计

伦敦时装学院 时尚纺织品(刺绣、印染、针织方向)
中央圣马丁设计与艺术学院 纺织品设计

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 纺织品设计

爱丁堡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纺织品

曼彻斯特大学 材料科学与纺织技术工程

欧洲

艺术

工程

马兰欧尼设计学院 纺织与表面设计

法国时尚学院(ESMOD) 纺织品/表面/材料设计

欧洲设计学院 服装设计:纺织品设计方向

奥斯陆国立艺术学院 纺织品艺术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材料与纳米技术工程

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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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国家(地区) 学校分类 学校　　　　 专业名称　　　　　

日本
艺术

工程

日本文化服装学院 时尚纺织品

日本多摩美术大学 纺织品设计

女子美术大学 染织品设计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设计经营工学,尖端纤维科学

韩国 艺术
弘益大学 纤维美术时装设计

建国大学 纺织品学

港台
艺术

工程

台湾辅仁大学 艺术与文化创意(纺织品方向)
香港理工大学 服装与纺织品

　　以英国本科教育模式为例,其课程结构及时间

安排见表６,可知英国课程内容、时间安排、形式以

及学生学习形式上的特点.
表６　英国课程结构及时间安排

模块分类 英国纺织类专业

课程内容 文化研究课、理论课、实践课

时间安排 灵活(可预约)
课程形式 一对一讨论

学习形式 自主学习

(二)境外纺织品专业课程中的特色模块

通过对境外纺织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特别是

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地区)的教育模式的梳理,可
归纳出三种模块模式:“自主探究”教学模块,“文化

研究”教学模块,“项目化”教学模式.

１．“自主探究”学习模块

在境外纺织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特别是英国、美
国等发达国家(地区)的教育模式当中,“自主探究”
学习模式是一种常见的教学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强

调学习的主动性和个人学习方法的养成,通过学生

独立的思考、分析、探索、实践来完成学习目标.注

重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判断质

疑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想象创新能力,理解能

力,自我表达能力.鼓励学生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过程当中形成自己的一套思维探索方法,以开放

性的思维解决实际设计中出现的问题,寻找创新想

法和可行制作工艺之间的平衡.
在“自主探究式学习”教育模式中,学生作为学

习的主体,在老师的监督与引导下,以灵活的学习方

法掌握知识,完成导师布置的课题任务.通过阅读

推荐书目和其他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收集实践技

术资料,完善纺织品设计相关知识储备.

２．“项目化”教育模式

与境内传统的课程安排不同,英国的设计学院

主要采取“项目化”的教学形式,在教学过程中要求

学生以老师规定主题项目,以个人或是小组的形式

发展设计概念,并利用学习到的纺织制作技能独立

完成面料的设计与制作.此种教育模式与国内传统

的课堂作业形式相比更能锻炼学生的设计思维以及

综合设计能力.在“项目化”教育中所使用的小班化

讨论模式,一对一指导模式以及一对多项目陈述模

式,与国内的教育模式相比更具有针对性,根据不同

学生的学习状态和程度更精准的给出评价.并在过

程中引导,促进学生进行设计反思,以此提升专业能

力.还能培养学生的深入思考以及跨领域思考能

力,经过一对一的讨论引导学生从概念衍生出设计

思路,再根据设计思路制作小样和作品.

３．“文化研究”教育模块

“文化研究”是针对论文以及主题研究的,一种

可跨学科应用的创新研究方法和教育模块.在此模

块中将锻炼学生的归纳能力以及深入思考能力:如
何把个人经验、日常生活、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等总

结为“文化现象”,并在研究此种文化现象的过程中

发现文化与人类活动、人类表达方式、和人类生活方

式间的关系.
“文化研究”也是锻炼学生跨学科思维能力的一

种方式:综合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从
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历史、人类文化学和经济学跨

领域多角度的探索,并解决现代社会的新问题,突破

常规模式寻找答案,通过“文化研究”模块教导学生

以灵活变通的方式和开拓性的思维来适应这个快速

变化的世界.
和境内纺织类教育模式相比,这三种模块模式

的特色在于强调学生自主意识的提高,让学生通过

各个项目化的模块学习,在工坊实践中解决实际操

作的问题,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相比较下国

外的长时间工坊制作环节除了能够在实践的同时加

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对设备的理解能力,更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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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索和尝试性的实践操作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创作灵

感和设计思路.与境内理论教条式的教育模式相

比,在实践中创新更容易开发出突破传统的设计产

品.除此以外,“文化研究”教育模块更是特色显著,
此模块能够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和发展观,树立

文化传承,以及运用设计改变生活的目标.

四、优化方案

通过比较梳理境内外纺织专业类院校的课程设

置及培养模式的差异,可看出境外的纺织专业类学

生在工艺制作、概念创新方面都更加具有独创性和

个人风格.其思维模式能够有效的在未来工作当中

灵活变通的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但不足之处是境外

的艺术类院校为了减少思维的局限,对纺织工艺基

础方面的理论知识教学较不深入,可能会导致学生

的创意想法在工业化生产当中遇到一些工艺、材料

应用上的问题.因此,本文针对中国内地高校纺织

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参考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特

色模式模块,提出设置三个可选择的专业创新模块,
增加纺织创新人才的多样化.

(一)个人学习方法、设计方法研究模块

借鉴欧美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纺织高校,特别是

英国纺织类专业教育中的“自主研究”、“项目制”,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辅助指导的学习的形式,引导学

生形成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以及研究方式,并调动

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

创新设计能力,并以具体的设计实践项目巩固其设

计方法.在教学以及与工厂协作的过程中,强化学

生的实操与设计实践能力,也将衔接学校教育和企

业实际需求.
此模块可与专业基础课结合,使学生在课程中

老师的指导下,尝试使用自己的学习、研究方法实践

操作完成设计作业,课程作业的形式与内容还可与

企业实际设计需求相结合,此种合作形式不但可以

鼓舞学生做出更好的设计作品,还可以有效地和企

业对接.
(二)文化、传统工艺研究创新模块

文化传承与创新在境外教育体系中也是贯彻始

终的一大方针,特别是日本纺织类院校.对传统工

艺以及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也是我国纺织类院校

的愿景之一.因此文化、传统工艺研究创新模块也

有一定的必要性.
此创新模块可与毕业设计相结合,在选题中增

加文化研究、工艺创新等研究类的设计主题.为传

统技艺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新研究目标,使学生在完

成毕业设计的同时为维护、传承和创新提出构想,推
进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技术的现代化进程.

(三)以学生为主体的综合设计模块

参考境外纺织品设计专业中设计实践以及实验

操作的课时比例,以基础知识为主,实践操作为辅的

学习模式,增加以学生为主体的综合设计模块.以

开放性的主题概念和成品形式促进学生的跨学科思

维拓展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创新设计制作能

力,提高学生个人特色以及全方位素质,利于学生毕

业后融入社会,且对时尚领域做出贡献.
该综合设计模块可以课程作业形式穿插在专业

基础课程中,并结合各类纺织相关设计比赛或是设

计展览的主题概念,在学生工艺学习的基础上,以个

人或小组的形式完成.

五、结　论

境外纺织类院校的纺织品设计专业普遍采用

“自主探究”、“文化研究”、“项目化”特色教育模式,
不但可以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加强学生的实践动

手能力以及实际设计能力,而且能够引导学生的创

意思维,发展个人特色.因此,参考境外纺织品专业

教学模式是提高我国高校纺织品专业人才素质的有

效举措.通过研究与分析境外纺织品设计专业的教

学模式,可以增加三个供学生选择的专业创新模块:
“个人学习方法、设计方法研究模块”,“文化、传统工

艺研究创新模块”和“以学生为主体的综合设计模

块”.此类创新模块的增加有利于构建纺织品设计

人才多样化的培养模式,从而实现纺织品设计人才

培养的差异化、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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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的机制构建与实现路径

陈毕晟,方　平,陈　蔚
(浙江理工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校友资源是高校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也是助推高校发展的多元动力之一.植根于国家“双创”战略需

要,文章提出以高校校友协同学校“双创”人才培育的理念,对高校校友资源在协同培育“双创”人才的机制、所应承

担的角色和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索.凝练出“四位一体”校友协同育人工作体系、“三个一”校友协同育人工程、
“三化两联合”校友导师育人工作机制等具有鲜明特色的资源整合路径,提出了个性化与项目化相结合、分散型与集

中型相结合的校友协同“双创”人才培育工作思路,总结了在校友资源参与下的“双创”人才培养成效.提出的校友

协同培育“双创”人才探索可为其他高校开发、整合校友资源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提供经验和参考.

关键词:高校校友;协同育人;创新创业;校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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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当前世界范

围内对大学作用与功能的共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强调,人才培

养是我国大学的核心工作和第一要务[１].２００３年,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人才资源

是第一资源,而校友资源是学校最富饶的人才资

源.”[２]高校校友资源具有丰富性、潜在性和可持续

性,是高校得天独厚的育人资源.学校的发展离不

开校友的支持,校友的发展也离不开学校的培养和

帮助.校友资源是高校的社会资本,也是学校重要

的人才资源、教育资源、公共关系资源、信息资源和

物质资源[３].高校的人才培育不同于中小学的人才

教育,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还需要紧密结合专业、
行业和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因此,校友如何配合

学校的人才培育,应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

用,如何在人才培育中形成价值共识,并最终实现双

赢选择,这是当前高校校友工作所要思考的共性问

题,也是当前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４].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都成立了校友专职工作

机构,相对来说,知名高校和东部高校发展较快,也

发展得较好[５].在校友资源的开发和运用方面,已

有不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如湖南大学汪建武[６]提

出校友资源开发中“科学性”、“情感性”、“互利共赢

性”和“可持续性”等理论原则;西安理工大学陈瑞[７]

提出利用“一卡、二刊、三网、四库”加强校友载体和

平台建设的方法.以上文献为校友资源的开发研究

建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一些工作思路和

方法.但目前大部分校友资源研究主要是探讨如何

利用和开发校友资源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服务[８],
鲜见关于校友参与高校“双创”(“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的深入探讨,实践案例则更少.

２０１４年９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

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双创”一词由此

开始走红.２０１５年３月,李克强总理又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予以推动,并将“双
创”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战略高度.随着

时代的发展,“双创”战略对高校人才的培养也提出

了新的要求.因此,培育“双创”人才也成为高校的

时代使命之一.本文结合当前形势和笔者所在高校

的校友工作特点,以校友资源为依托,构建了独具特



色的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工作机制,把校友资

源有机融入到学校“双创”人才培育的过程中,走出

了一条特色鲜明、富有成效的“双创”人才培养之路.

一、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

理念及设想的提出

　　高校的核心任务是人才培养,而培养适合社会

发展需求的人才是体现教育教学成果的核心竞争

力.经过多年的探索,认为相对于传统的应用型、研
究型、综合型等高校基本人才培育的理念而言,培育

“双创”人才的理念定位,更切合当前国家和社会发

展所需.这既是对高校传统人才培育理念的进一步

优化,也是对目前“以能力、素质培养为导向”的人才

培养模式的进一步提升.但就实际而言,当前很多

高校在培育“双创”人才过程中,都遇到了课程设置、
实践基地、师资配备、资金配套等核心教育要素缺乏

的实际问题,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双创”人才培育的

规模和质量.本文认为,坚持把校友资源作为学校

可争取、可依托的重要办学资源之一,充分重视和释

放广大校友所积累创新创业的实践经验、人生智慧、
财富资金、社会资本等对学校培养“双创”人才的独

特价值和积极作用,树立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

的工作理念,才能实现校友内蕴的资源优势和学校

日益凸显现实需要之间无缝对接,也就是把校友资

源内在特点和高校培养双创人才实践呼唤之间的高

度契合性充分展现出来,体现高校开放办学、合作办

学的内涵,切合当前科教协同创新的时代要求.

二、校友资源整合体系路径的构建

校友资源既有可积聚的优势,也有易分散的特

点,在利用校友资源培育“双创”人才的过程中,重视

校友资源的挖掘和引入,可形成独具特色的校友资

源整合体系.对此,本文从“工作体系、育人模式、工
作机制、基金运作”四个方面构建了独特的“双创”人
才的协同培育体系.

第一、构建学校、学院党政班子、学院校友联络

服务中心、班级校友工作委员“四位一体”的工作体

系(图１).充分发挥并调动各级组织及校友会的力

量,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整合校友资源

信息,深入挖掘校友资源;各学院可结合自身实际,
广泛动员专任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骨干等力

量,强化校友资源的挖掘和联络,增强与校友的交

流,促成校友资源与学院、学生需求的有效衔接,不
断增强校友参与学校育人工作的热情.笔者所在的

高校２０１２年开始实施班级校友工作委员制度,目前

聘任的班级校友工作委员已覆盖全部班级;２０１３年

学校成立学院校友联络服务中心,这支由学院学工

办主任、行政办主任、系主任、专业老师和辅导员等

组成的学院校友联络服务中心队伍能够使校友资源

有效地融入到学院的各项工作中;学校则相继成立

各层级的学校、学院各地方、行业、专业校友会组织,

２０１５年学校成立校友导师联盟;这些都成为了对接

校友资源的重要平台和渠道.

图１　四位一体”校友协同育人的工作体系

第二、构建“三个一”工程校友协同育人模式.
即通过“一班级一校友导师、一专业一校友基地、一
学院一校友协同育人品牌”的校友协同育人工程,让
校友参与到学院、学生班级集体建设、专业技能培

养、实践课程教学等人才培养各个方面.“一班级一

校友导师”就是让校友走进每一个学生自然班,在生

涯规划制订、专业能力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等方面助

力学生成长成才;“一专业一校友基地”就是让每个

专业的学生走进校友企业的实习基地,增强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并促进产学研的结合;“一
学院一校友协同育人品牌”就是各学院结合各自的

专业特色,打造适合学生发展需求和校友资源优势

相结合的育人品牌.“三个一”工程的实施能够实现

优质、多元的校友资源进班级、进专业,使校友资源

的覆盖面、惠及面不断提升,并形成具有专业特点、
学院特色的校友协同育人品牌.

第三、建立和完善校友导师工作机制,依托校友

导师团队和校友课堂,打造多层级、多行业的企业家

创业导师队伍.实施“校友导师全程化、培育方案个

性化、创新项目实战化”和“理论＋实践”、“课堂＋基

地”的系统培育模式,如图２所示.在引进校友导师

资源的同时,按照“以管理增实力,以服务促发展”的
思路,积极打造一支热情高、素质硬、效应强的高水

平校友导师队伍.通过制定«校友导师职责»,明确

校友导师工作目标体系,规范校友导师的准入、聘
任、考核制度,能够有效推动校友导师的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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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提升和协同发展.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１日,笔者所

在的学校组建了校友导师联盟,通过联盟执委会与

全体理事的努力,充分凝聚联盟校友导师的力量,积
极投入到学校协同育人中.同时,也搭建起一个校

友导师相互增进交流、促进合作、资源共享的大平

台,截至目前,校友导师数量已近５００人,其中大多

数来自毕业５至１０年的年轻校友,该机制体现了校

友资源参与高校育人的模式创新.

图２　“三化两联合”模式创新示意

第四、优化校友基金运作模式,以项目化的思

路,提升校友基金在促进“双创”人才培育中的积极

作用.将以往校友反哺母校设立奖学金、助学金的

传统形式改设为“双创人才培育基金”,把基金的激

励效应体现到促进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提升的

过程之中,如由校友导师联盟发起的项目孵化培育

项目,由学校和校友企业共建的孵化基地、实践平台

和人才培育基金等.一改原有的奖学金评比模式,
通过以赛事促实训、以竞赛评优生等形式,提高学生

的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和市场研判能力,培养适应市

场所需的创新创业人才.

三、校友协同“双创”人才培育

工作体系思路的建立

　　“双创”人才应具备创新创业所需的素质、能力、
水平等多种要求,较纯粹的应用型、研究型人才,其
培育过程势必要突破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更多地

体现为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相结合、课堂学习和基

地实训相结合.结合校友资源和学生需求,按照个

性化与项目化相结合、分散型与集中型相结合的思

路,才能构建起“从启蒙教育到技能辅导再到项目实

战”的一站式“双创”人才培育平台,形成极具特色的

工作体系.
(一)实施创业的启蒙教育

通过让校友导师担任学生创新创业导师,指导

学生进行创新创业素质能力培养,激发潜能.如:学
校法学院联合校友导师成立“法商协同育人中心”,

开设“模拟法庭”,以案说法,传授实务经验,包括案

例筛选、诉讼文书撰写、庭审活动排演、诉讼技巧、等
等,让在校法科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得到锻炼

和提高;学校另一学院聘请校友担任“校友课堂”创
业导师,合作培养“卓越服装设计师”,为“创业训练

营”的学生开特殊课程,由导师和学生双向选择组成

核心团队,校友导师除了开展课堂式的创业教育之

外,还开设实战实训课,培养学生的市场研判、团队

管理、营销策略等创业技巧和能力.这些都是重要

的创业启蒙教育形式.
(二)实施校友基地的创业孵化

通过利用校友基地资源,为学生的初创项目,提
供微型企业发展所需的导师、技术、经费、场地等方

面的支持.如笔者所在高校“麦扑”、“隐蔽者”、“无
象皮具”等从孵化园走出去的创业项目已被业界所

认可.校友导师联盟组织开展的“创客”项目,通过

以校友导师为主导的精英成长营、资本项目相亲等

形式,为学生提供点子培育、项目启动到加速提升的

全程扶持.目前,两年已有二批近５０个项目已得到

校友导师联盟育人基金单项最高５万元人民币的资

金支持,以及校友创意产业园的场地优惠配套政策

等.这些都是大学生创业孵化的典型案例.
(三)实施校友企业的创新实践

专业技能培养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实践环

节则尤为关键.在实践教学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

下,学校可以依托校友导师实习实践基地来协同育

人,提升素质能力为导向的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如

经管学院实施了彩虹引领工程,把“赤橙黄绿青蓝

紫”七种颜色作为七类不同职业发展方向,每种颜色

均相应配有资深的校友导师做“教练”,对学生进行

全程式的分类指导和岗位实习,构建起精细化人才

培养机制,提高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和创新能动力.
截至２０１７年,在近１００家校友导师企业建立的实习

实践基地,每年有数千名学生到校友企业实习实训,
以学习促实践、以实践带创新,加强学生在实践创新

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等专业素质和非专业素养

的提升,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四)实施校友文化育人

校友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

一所大学的历史积淀、人文品格和办学理念,以潜移

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师生的思想和行为,也是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内在支撑.学校高度重视校友文化建

设,以项目化、品牌化经营的理念,不断丰富校友文

化内涵,增强校友文化的感染力、引领力和辐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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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校通过开展多种主题的校友文化活动,积极弘

扬“关爱、感恩、传承、共赢”的校友文化,组织开展如

“校友文化节”,校友大讲堂、校友故事汇、“感恩言行

形象大使”和“感恩言行之星”评选活动、“弘扬校友

文化,争做模范公民”演讲比赛、校友企业专场招聘

会等活动.通过这一系列文化活动载体,学校与校

友、校友与校友、校友与在校生的良性互动关系更为

紧密,校友协同“双创”育人工作更加深入.
本文提出的校友协同“双创”人才培育工作体

系,可以深度有效地挖掘校友资源,充分利用校友自

身的优势,激发校友参与学校培育“双创”人才的热

情.在这个工作体系的指导下,笔者所在的高校在

“双创”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鲜明的成效.

四、校友协同“双创”人才培养成效的表现

在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过程中,充分挖掘

校友自身所经历和储备的创新创业精神等多方面优

势,能够极大地丰富“双创”人才培养的实践,赋予其

时代内涵,浓厚学校的育人氛围.以下是笔者所在

高校在实行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体系后涌现的

典型案例.
(一)大学生“双创”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

校友参与学校“双创”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和主人

翁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校友导师的积极参与和辅

导培育下,在校大学生自主创业意识和氛围不断增

强.近三年来,创业项目和团队１５０余个,数十个创

业项目或创意工作室进驻企业、社区和创业园区.
在校期间创业的杭州麦扑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主要与

旅游局合作,共同开发手机自助旅游导航软件,得到

了天使基金３８０万的首轮投资.由学院组织教师和

校友导师指导的第二期浙理创客项目«TOING(途
影网)———杭州乐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荣获浙江省

第十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实践类金奖,
«原创街头服装品牌BeYourMuse»项目黑白鸭舌

棒球帽成为网红品,等等.
(二)创新创业教育的平台得到有效补充

几年来,学校校友导师团队积极深入班级、走近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在学生中形成了强有力的感召

力和影响力.据统计,从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校友导

师参与学生的专业指导、职业规划、就业创业、心理

健康、班团建设等活动达 ５００ 余次,参与校友达

６０００余人次,参与学生近５００００人次;在杭州经纬

国际创意产业园等校友企业建立“双创”人才培育基

地和实习实训基地近１００个,每年吸纳数千名学生

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的效

应进一步增强.
(三)校友协同“双创”人才培养模式不断丰富

学校各学院依托校友资源,结合学科专业特色,
积极实施校友协同育人的项目品牌战略,优化“校友

大讲坛”、“校友故事汇”以及学院的校友协同育人品

牌,全方位、多角度地用校友文化激励学生,形成在

校生自我参与、自我发展、自我成才的良好氛围.如

生命科学学院“生命之树”、艺术与设计学院“麦扑人

才培育项目”等等.在这些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通过

引入校友课堂,为学校课堂教学提供了有效的延伸

和补充,弥补教学中教学实践基地、教学师资力量、
专业实践能力培养、资金等方面的不足,既拓宽了学

生视野,完善了学生知识结构,又进一步增强了学生

的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竞争力.

五、结　语

校友协同培育“双创”人才是对拓宽人才培养的

新尝试.探索与实践表明,校友资源融入学校人才培

养、教育教学、学术科研、文化交流与传承等方面的积

极效应日益明显,尤其在推动学校“双创”人才培育过

程中,校友的情感认同得到进一步升华,可最大化地

发挥校友资源在学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因此,在校

友协同育人体制机制、校友资源整合运用、校友企业

创业孵化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不断加以探索和完善,
有利于推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助推人才培养质量的

进一步提升,为国家输送更多高素质的“双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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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热点领域与演化路径分析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视角

赵春鱼a,刘培峰b

(中国计量大学,a．高等教育研究所;b．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以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被 CNKI检索的学习分析技术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借助 CiteSpace５．０
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探讨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时空分布、研究热点和变化趋势.研究表明:我国学习分析

技术研究越来越受关注,师范类高校研究人员为研究主体;研究热点聚焦于大数据、信息技术和个性化学习等领域;

研究角度和内容经历了对海量数据的“解释分析”到“主动引领”的变化.

关键词:学习分析技术;CiteSpace５．０;热点领域;演化路径;科学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G４３４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２Ｇ００８５Ｇ０６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相关研究领域的大量使

用,教育领域充满海量数据信息.对这些海量的

数据进行分析,需要教育技术领域进行技术革新,
这促进了学习分析技术的发展.学习分析技术概

念在２０１１年的首届“学习分析和知识国际会议”
中被提出,会议对其定义是:学习分析技术是测

量、收集、分析和报告有关学生及其学习环境的数

据,用以 理 解 和 优 化 学 习 及 其 产 生 的 环 境 的 技

术[１].«２０１２NMC地平线报告(高教版)»也给出

了类似的定义:学习分析技术是指对学生的大数

据进行分析,以评估学生的学术进展、预测学生未

来的表现,找到学生潜在的问题[２].由此可以看

出,学习分析技术是以学生及其学习环境为研究

对象;以海量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对数据的挖掘、
提取、归类、分析和总结,进而对学生学习状态和

教学成效实现统计、测评和判断.
学习分析技术概念一经提出,便得到广泛关注,

并迅速被运用到教育系统的各个方面,其中美国新

媒体联盟(NMC)所发布的年度地平线报告已成为

国际研究学习分析技术发展的风向标.早在学习分

析技术这一概念产生以前,与之相关的技术、工具和

平台就已经开始了基础性研究,为学习分析技术的

产生、发展奠定基础,如通过交互文本、视频、音频和

系统日志来对学习者和学习环境信息等内容进行分

析,分析方法主要有参与度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内容分析方法等.早期的学习分析技术研究

以结合学习分析理论开发学习分析的应用软件和在

线学习平台为主;随着对学习分析应用研究和平台

创新不断深入,开始转向实践应用,并围绕教与学的

主题研究不断细化.那么,迄今为止国内学习分析

技术研究进展如何,取得哪些实质性突破,当前研究

聚焦于何处以及将来会往哪方面发展,对于这些问

题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本文借助CiteSpace５．０
对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发展现状,研究热点及

可能趋势进行可视化文本分析,以期较为全面地把

握我国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现状.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鉴于学习分析技术概念于２０１１年正式被提出,
因此本研究将文献时间点截取为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７年６月;中国知网(CNKI)是目前学术文献较

为集中的网络检索平台,因此将研究对象确定为被

CNKI检索的正式发表文章.以“学习分析技术”为
主题词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得到２６３篇文献.剔

除与主题不符合的研究文献后共得到２６０个分析样

本,其中期刊文献２１５篇,学位论文４５篇.数据采

集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助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与情报学学

院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５．０对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进展进行知识图谱分

析.CiteSpace是一个文献挖掘可视化软件,通过绘

制科学知识图谱的形式来帮助读者理解所从事的研

究领域,它既能够展示某个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状

况,也能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和发展前沿进行

探测.具体做法是将从知网下载好的２６０篇文献数

据输入到CiteSpace５．０软件中,将网络节点类型选

择为词共现、关键词共现分析等,选择标准为每个时

间切片前３０％的数据,同时选择默认的阈值,运行

CiteSpace５．０软件得到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图,并根

据图谱进行研究和解读.

二、研究结果

(一)学习分析技术研究时空分析

１．时间分布

从每年的文献量可以看出领域研究的热度.分

析最近几年学习分析技术相关文献的年度分布(见
图１),发现学习分析技术自２０１１年正式提出以来,
研究热度逐年上升,２０１３年以后成倍增长.从侧面

提示学习分析技术研究发展的潜在性.

图１　学习分析技术相关文献刊出年份

一览表(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２．空间分布

统计发现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机构以高校为

主,且高校间分布不均衡.通过对排名前十位的机

构发文数量分析(见图２)东北师范大学有２３篇

(１４．７４％),华东师范大学有１９篇(１２．１８％),北京

师范大学有１４篇(８．９７％)、华中师范大学有１４篇

(８．９７％),浙江工业大学６篇(３．８５％),可以发现学

习分析技术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师范类高校.笔者

认为,学习分析技术的研究领域是人类的学习现象,
从属于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畴,与师范类院

校的研究对象交叉、重合,且教育技术类学科在综合

性师范类院校的布点最多、最广.但从一个侧面也

提示,由于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知识壁垒较高,一线

教育工作者对此开展研究缺乏计算机、教育技术等

知识储备,致使将学习分析技术全面运用于日常教

育教学改革还有一定的差距.

图２　排名前十的学习分析技术研究机构发文数量分析

如图３所示,在对２６０篇学习分析技术论文的

作者进行数据统计会发现,发表有关学习分析技

术的论文最多的是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

息技术学院的赵蔚教授,发表了１１篇论文;其次

是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的姜

强教授,发表了８篇论文;排名第三位的是华东师

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的顾小清教授,发表了８
篇论文.这表明他们是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领

域的领军人物,这也进一步说明师范类高校的教

育信息技术专业是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主要

研究机构.

图３　排名前十的学习分析技术研究作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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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期刊分布

从期刊来源看,主要集中于教育信息技术类期

刊,包括:中国电化教育１５篇(１０．５６％)、中国教育信

息化１５篇(１．５６％)、电化教育研究１３篇(９．１５％)、
开放教育研究１１篇(７．７５％)、远程教育杂志９篇

(６．３４％)等.笔者认为,由于学习分析技术研究本

身的跨学科性壁垒,研究专业性较强,研究成果主要

发表在专业性期刊中,教育类综合性期刊发文较少,
也从一个侧面提示学习分析技术研究尚停留在技术

层面,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有待加强.
(二)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用来表述文献的主题、内容、思路以及

研究方法的关键性词汇,主题词是从文献标题、摘
要、关键词和索引词位置提取的名词性术语.在

CiteSpace中同时选中“关键词”和“主题词”进行共

词网络分析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揭示学习分析技术研

究领 域 的 核 心 研 究 内 容,也 即 研 究 热 点.通 过

“NodeTypes”和“TopNperslice”设定,剔除“学习

分析”和“学习分析技术”节点后,得到“学习分析技

术文献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２０１１—１０１７)”(详见图

４),图中节点大小代表学习分析技术研究关键词或

主题词的词频大小,连线代表两词之间的共现关系,
圆点大小和连线的厚度代表着中介中心.

CiteSpace中Q值(Modularity)和Si值(Silhouette)
是衡量聚类效果的关键指标,一般认为,Q＞０．３,Si
值越接近１时说明聚类效果越好.如图４所示,在
本研究的聚类中,Q＝０．６３３８,Si＝０．７３６８,说明本

研究所得出的聚类网络是稳定的.

图４　学习分析技术文献关键词共词网络

图谱分析(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从高频关键词和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两个维度

探索当前我国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热点.首先进行高

频关键词分析(具体见表１),出现频率较高的依次

是“大数据”、“分析技术”、“数据挖掘”、“信息技术”、
“MOOC”、“个性化学习”、“学习过程”、“可视化分

析”、“学习行为”、“社会网络分析”等,反映了目前我

国学习分析技术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其中“大数

据”出现频次最高,远远大于其他高频关键词,说明

在学习分析技术研究领域中,大数据是一个不可回

避的研究背景,也可以理解为学习分析技术是大数

据研究在学习领域的一个深化.
表１　排名前十位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名称 频次

１ 大数据 ５２

２ 分析技术 ２４

３ 数据挖掘 １８

４ 信息技术 １６

５ MOOC １６

６ 个性化学习 １２

７ 学习过程 １０

８ 可视化分析 ９

９ 学习行为 ９

１０ 社会网络分析 ８

　　其次,进行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分析.中介中

心性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弗里曼提出,它测量的是

一个点在多大程度上位于图中其他“点对”的“中
间”.他认为,如果一个行动者位于其他行动者中

间,可能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３]也即中介中心性

关键词可以提示两个研究领域的转换或连接.由图

１和表２可以看出,“大数据”、“MOOC”、“信息技

术”、“分析技术”所对应的关键词节点的中心性都大

于０．１０,这表明它们具有高中介中心性,也说明它

们在学习分析技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且“信息技术”
的中心性值则远远大于其他中心性关键词.从排列

位置来看,“信息技术”位于“大数据”、“数据挖掘”等
聚类与“学习过程”、“分析技术”等学习相关聚类中

间,由此不难得出“信息技术”是“大数据”与学习研

究领域的中介作用,即借助信息技术将大数据与学

习研究领域相连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数

据冲击社会的各个领域,倒逼传统“教”与“学”活动

变革,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使得 MOOC、

SPOC等在线学习得以实现并扩散,学生学习痕迹

被全部保留,从而使得学习分析成为可能.由此不

难理解,信息技术成为大数据研究领域与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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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中介.此外,同时大数据还连接了互联网、智
慧教育与个性化学习.同理,大数据的使用使得具

有高度私密性的学习信息能够被抓取、分析,并由此

形成服务于个性化学习的智慧教育.
表２　排名前十位的高中心性关键词

序号
高中心性关键词

关键词名称 中心性

１ 信息技术 ０．５０
２ 分析技术 ０．２７
３ 大数据 ０．２０
４ Mooc ０．１２
５ 学习行为 ０．０７
６ 非正式学习 ０．０７
７ 学习过程 ０．０６
８ 数据挖掘 ０．０５
９ 高中信息技术 ０．０５
１０ 社会网络分析 ０．０４

　　第三,比较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发现

关键词“大数据”出现的频次大于“信息技术”,而“信
息技术”关键词的中心性值又大于“大数据”,表明在

学习分析技术研究中,“大数据”是研究热点,是大多

数研究开展和实施的基础和背景;“信息技术”是连

接大数据研究与学习领域研究的关键节点,信息技

术手段的运用与发展影响着学习领域的大数据分

析,并日益成为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重点.
(三)学习分析技术研究演进路径分析

为了解不同时间段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发展

变化情况,在“学习分析技术文献关键词共词网络图

谱(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的基础上绘制了学习分析技术

研究前沿关键词时序知识图谱(见图５).发现国内

学习分析技术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
一阶段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的奠基时期;第二阶段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的起步时期;第三阶段为２０１５年以

来的全面腾飞时期.

图５　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前沿时序图谱(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１．奠基期: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作为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

奠基时期,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学习分析技术研究

的概念辨析、范围区分等,共搜索到相关文献９
篇.从核心词来看,研究侧重点在于使用数据挖

掘的分析技术工具或思路展开学习分析(见图５),
如李青等[４]认为学习分析技术具有多样化的数据

来源、现代化的分析工具与方法、可视化的分析结

果、面向学生和教师等系列特点,数据挖掘方法和

学习分 析 是 与 教 育 密 切 相 关 的 分 析 技 术;魏 顺

平[５]介绍了应用数据挖掘算法和工具将来自eＧ
Learning软件系统(主要是网络教学平台)的原始

数据进行挖掘的案例;张涛[６]介绍了电子档案袋

的使用等.

２．起步期: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作为国内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

起步时期,对其研究由原来的简单概念研究开始向

深入化、精细化方向发展,研究内容由抽象的理论研

究转向实践探索,两年共搜索到相关研究文献６３
篇.从图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主

要有大数据、MOOC、教育数据挖掘、智慧教育、社
会网络分析、教学设计等等,体现了国内研究者对学

习分析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如何通过学习

分析技术为教育领域内各要素服务,国内对其研究

进行了很多的实践性探索.具体研究内容包括:a)
智慧教育:运用学习分析技术支撑智慧教育的发展

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如柯清超[７]提出云计算

理念下的智慧校园建设,并认为数据挖掘与学习分

析技术是实现智慧教育的两大基石;b)MOOC中的

学习分析技术.MOOC等在线课程学习过程中,
积累了大量的学习痕迹数据,研究者开始探索如

何使用 这 些 数 据[８Ｇ９].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如 胡 艺 龄

等[１０]通过对国际知名学者斯蒂芬唐斯的采访,
向国内学者系统介绍了数字化时代进行有效学习

的解决思路,即通过知识点间的网络连接,帮助学

习者获得知识、发展能力,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最

初的联通主义和 MOOCS中;c)学习分析技术在教

育教学和教育管理中的其他应用,包括学业质量

评价[１１]、数字化(网络)学习[１２Ｇ１３]、培训活动[１４]、远
程教育[１５]等.

３．腾飞期:２０１５年至今

２０１５年开始,国内学习分析技术进入全面深化

发展时期.目前发表学习分析技术为主题的相关文

献有１８８篇.从图５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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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主要有智慧学习、在线学习行为、学习分析技

术规范、混合学习等等.具体为:a)智慧学习.代表

研究有吴红艳[１６]设计并尝试应用了智慧学习视角

下个性化在线学习系统,郁晓华等[１７]提出了在线教

与学的智慧教育,唐丽等[１８]探索了智慧学习环境下

基于学习分析的干预机制等;b)在线学习.有代表

性的是郑勤华等人２０１６年在«电化教育研究»中从

建模方法、课程评价、教师评价、学习评价四个方面

系统介绍了基于学习分析的在线学习测评建模与应

用[１９Ｇ２２];c)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其他方面.包括规

范性研究[２３]、混合式学习[２４]等.表明该时期的研究

已开始深度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重视学习环

境的优化和教学优化,通过借助建构结构应用模型

和技术规范来对教育大数据潜在数据进行深度分析

和挖掘.
从学习分析技术研究进程来看,国内对于学习

分析技术的研究早期(２０１４年以前)侧重于对于海

量互联网数据的适应性分析,研究的初衷是对海量

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并用以解释教育现象;后期

(２０１５年以后)研究的侧重点偏向于运用学习分析

技术为个性化学习、智慧学习提供支撑.总体来说,
学习分析研究呈现从教育数据的“解释分析”走向个

性化学习“主动引领”的演进轨迹.

三、结　语

本文应用 CiteSpace５．０,以多元、动态视角对

学习分析技术概念自引入中国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

信息挖掘、整理和知识图谱分析,进一步理顺近年来

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时空分布现状、发展趋势和热

点领域,从而为把握我国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现状提

供依据.主要结论如下:

a)从时空维度来看,学习分析技术自２０１１年提

出以来,引发研究热潮,研究潜力巨大;从研究机构

来看,师范类高校引领了学习分析技术研究主流,主
要研究人员归属于计算机或教育技术相关单位;学
习分析技术研究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融入教育教

学完整环节的程度不深.

b)当前学习分析技术研究主要聚焦于大数

据、信息技术、个性化学习等领域.其中,大数据

是学习分析技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信息技术在

教育领域的应用使得学习领域的大数据分析得以

实现,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成为学习分析技术研

究的关键.

c)学习分析技术自提出以来,经历了奠基期、起

步期和腾飞期的演变路径,研究内容从对现有数据

的数据挖掘到运用数据引领和指导个性化学习的转

变,总体而言体现对海量数据的“解释分析”到“主动

引领”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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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自我概念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个体社会化视角

甄月桥a,张殷鹏b,朱茹华c

(浙江理工大学,a．机关党委;b．马克思主义学院;c．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所,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培养大学生亲社会行为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大学生长期生活在校园中,缺乏对社会的认

知,为使大学生更好适应和服务社会,不能忽视对其社会化的引导.而实现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路径就是通过自我

概念的内化作用.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和«亲社会倾向量表»对杭州下沙高教园区９５０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大学生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得分总体较高,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在人口学上存在差异;自我概念九

个维度中除自我批评维度外,其余八个维度均与六种类型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概念内容与结构维度上,

道德自我、自我行动对亲社会行为具有良好预测作用.正确把握认识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对促进大学生

个体社会化的良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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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

望.”[１]这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青年人做出的新判

断、新要求.青年大学生作为实现中国梦的主体力

量,他们能否顺利完成社会化将关系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因此,积极探讨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自我概

念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有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担当意识的培养,更有助于高校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个体社会化研究,是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

诸多学科研究的焦点.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烈耶

娃认为:“个体社会化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

面,个体通过学习知识技能、在人际交往中逐步获得

社会经验的过程;另一方面,包括个体自我主动融入

社会环境,积极参与社会关系互动的过程.”[２]可见,
个体社会化不仅是个体被动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
更是个体积极内化观念、增强体验的过程.而目前

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环境对个体行为模式的

影响方面,即:个体行为模式如何受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心理、宗教、法律等因素的制约.按照安德

烈耶娃等人的观点,个体社会化是外在教化影响与

个体自我内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关注社会

教化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忽视个体社会化的内在动

因:自我概念对个体的积极引导与内化作用.
自我概念主要指,“个体在生活环境与人际交往

形成的经验基础上对自身的一种综合看法,包括个

体对自我生理、心理、道德等多方面的自我评价”[３].
而亲社会行为通常指:“一切符合社会行为规范且对

他人和社会具有积极作用的行为,如捐献、安慰、帮
助、分享、同情与合作行为等.”[４]在自我概念与亲社



会行为的关系问题上,王楠[５]研究发现:“大学生亲

社会行为在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间起中介作用.”但
其缺乏对自我概念不同维度与不同类型亲社会行为

关系的深入探讨.因此,笔者以个体社会化理论为

视角,从自我概念内容和结构维度,深入挖掘其对６
种类型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旨在寻找提升大学生亲

社会行为水平的有效途径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工具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杭州下沙高教园区９０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选取浙江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工商大

学、浙江财经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计量大学６
所高校,对性别、年龄、学历、生源地等进行随机抽

取,覆盖文、理、工等学科的大学生,共发放问卷９５０
份,获得有效问卷８９４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４．１％.
被试基本情况详见表１所示.

表１　被试基本情况一览表

分类 变量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４９５ ５５．４０
女 ３９９ ４４．６０

年龄

１８~２０岁 ２１４ ２３．９０
２１~２２岁 ３４８ ３８．９０
２３~２５岁 ２８１ ３１．４０

２６岁及以上 ５１ ５．８０

学历
本科 ５０８ ５６．８０

研究生 ３８６ ４３．２０

生源地

农村 ３９８ ４４．６０
城镇 ２７３ ３０．５０
城市 ２２３ ２４．９０

专业

文科 ２４７ ２７．６０
理科 ３１８ ３５．６０
工科 ３２９ ３６．８０

是否为

独生子女

是 ３９９ ４４．６０
否 ４９５ ５５．４０

兄弟姐妹

个数

１ ３９０ ７８．８０
２ ７９ １６．００
３ １５ ３．００
４ ８ １．６０
５ ３ ０．６０

(二)测量工具

１．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SCS)
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修订版),该量表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１~５分,其中

对反向计分题进行重新编码,共７０题,涉及社会自

我(SO)、家庭自我(FA)、生理自我(PH)、心理自我

(PER)、道德自我(ME)、自我批评(SC)、自我行动

(B)、自我满意(SA)、自我认同(ID)９个维度和自我

概念总分(TOT)维度.除自我批评为负向因子,其
余维度均为正向因子.经检测,分量表和自我概念

总量表Cronbacha系数在０．６６２~０．８９６之间,且
分量表与总量表相关性较高,维度分量表相关较小,
信效度达到要求.

２．亲社会倾向量表(PTM)
运用寇彧修订的 GustavoCarlo编制的«亲社

会倾向量表»,从“非常不像我”到“非常像我”,按５
点计分,共２６题.包括匿名、公开、依从、利他、紧
急、情绪性６个维度.笔者亲测,亲社会倾向总表

Cronbacha系数在０．８以上;分量表a系数在０．６
以上,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性绝对值在０．６１８~
０．８４５之间,分量表的相关性绝对值在０．４~０．６之

间,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自我概念现状及人口学差异分析

研究发现,９０后大学生自我概念９个维度按项

目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家庭自我(M＝４．１７９)、道
德自我(M＝４．０２４)、自我认同(M＝４．００３)、自我行

动(M＝３．７８３)、社会自我(M＝３．７５３)、生理自我

(M＝３．７５１)、心理自我(M＝３．６１０)、自我满意(M
＝３．５１６)、自我批评(M＝３．２０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大学生自我概念在性

别、学历、年龄等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结果显示:

１．不同性别大学生自我概念得分上的差异

大学生在心理自我(t＝－２．３０３∗,p＜０．０５)、道
德自我(t＝－６．０９５∗∗∗,p＜０．００１)、家庭自我(t＝
－３．３２２∗∗,p＜０．０１)、自我批评(t＝２．０５８∗,p＜
０．０５)、自我行动(t＝－２．４７９∗,p＜０．０５)、自我认同

(t＝－４．１０３∗∗∗,p＜０．００１)和自我概念总分(t＝
－２．８３５∗∗,p＜０．０１)７项上呈显著差异,但在其他项

三个项目上差异并不显著.除自我批评项外,其他维

度女生得分均高于男生.

２．不同学历大学生自我概念得分上的差异

本科生与研究生在社会自我(t＝－３．６５０∗∗∗,p＜
０．００１)、生理自我(t＝－２．５９２∗,p＜０．０５)、道德自我

(t＝－２．４４６∗,p＜０．０５)、自我行动(t＝－３．１２０∗∗,

p＜０．０１)、自我满意(t＝－２．３４６∗,p＜０．０５)和自我

概念总分(t＝－２．７３３∗∗,p＜０．０１)６项上均存在显

著差异;在自我批评维度上,本科生得分高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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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但在其他维度上研究生得分均高于本科生.

３．不同年龄大学生自我概念得分上的差异

１８至２６岁 以 上 的 大 学 生 在 社 会 自 我 (F＝
４．１４６∗∗,p＜０．０１)、自我行动 (F＝４．２９２∗∗,p＜
０．０１)、和自我概念总分(F＝３．０４８∗,p＜０．０５)３项

上呈显著差异.经事后比较发现,在这三项上,２１－
２５岁大学生得分高于１８~２０岁大学生.

４．大学生在其他选项上的自我概念得分差异

大学生自我概念在生源地、学科分布及独生子

女与否选项上差异并不显著(p＞０．０５).
(二)亲社会行为现状及人口学差异分析

研究显示,９０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６种类型按

项目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为:紧急(M＝４．０３６)、利他

(M＝４．０２８)、情 绪 性 (M ＝３．７４６)、匿 名 (M ＝
３．７２２)、依从(M＝３．７０９)、公开(M＝３．４６４).运用

SPSS考察人口学在性别、学历、独生子女与否、生源

地、学科及年龄段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

显示:

１．不同性别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得分上的差异

在性别因素上,大学生在紧急(t＝－２．０１１∗,

P＜０．０５)、利他(t＝－３．５１９∗∗∗,p＜０．００１)、依从(t＝
－２．６９１∗∗,p＜０．０１)和亲社会行为总分(t＝－２．３０１∗,

p＜０．０５)４项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女生得分均高于

男生,但其他３个指标上差异不显著.

２．不同学历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得分上的差异

本科生研究生在紧急(t＝－２．４０６∗,p＜０．０５)、
匿名(t＝－２．６０５∗∗,p＜０．０１)、情绪性(t＝－２．１６５∗,

p＜０．０５)、依从(t＝－３．４１３∗∗,p＜０．０１)和亲社会

行为总分(t＝－２．９９４∗∗,p＜０．０１)５项上呈显著差

异,且５个维度均表现出研究生高于本科生.

３．不同年龄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得分上的差异

１８岁至２６岁以上的大学生在匿名(F＝４．６９４∗∗,

p＜０．０１)、依从(F＝５．２０８∗∗,p＜０．０１)及亲社会行

为总分(F＝３．９８５∗∗,p＜０．０１)３项上存在一定差异.
经事后比较发现,２３~２５岁大学生得分高于１８－２２
岁大学生.

４．是否独生子女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得分上的差异

独生子女与否选项上,大学生在依从(t＝－２．５０３∗,

p＜０．０５)和公开(t＝３．０５２∗∗,p＜０．０１)亲社会行为

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其他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及总分

上并不存在差异.

５．不同生源地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得分上的差异

生源地上,来自农村、城镇、城市大学生亲社会

行为得分仅在紧急(F＝３．４６２∗,p＜０．０５)维度上存

在差异,经事后比较发现,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得分明

显高于生源地为农村的大学生.

６．不同学科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得分上的差异

研究发现,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在学科分布上无

明显差异(p＞０．０５).
(三)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

事实上,以往研究多关注自我概念一般水平或

自我概念的单个因子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但自我

概念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结构,自我概念一般水

平与具体水平不容混淆、等价.因此,本文从综合、
内容、结构等不同维度深入探讨自我概念对亲社会

行为的影响.
本文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双尾检验法”,对自

我概念总分及其９个维度与亲社会行为总分及其６
种类型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结果显

示:除自我概念的自我批评维度与亲社会行为６种

类型及总分间的相关性不显著外,其他如:社会自

我、家庭自我、道德自我、生理自我、心理自我、自我

认同、自我行动、自我满意８个维度均与匿名、依从、
公开、利他、紧急、情绪性６种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呈

显著正相关.笔者认为,自我批评是负向因子,故其

与亲社会行为并不存在显著相关.
表２　大学生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矩阵

变量 紧急 利他 匿名 情绪性 依从 公开 亲社会总分

社会自我 ０．３３１∗∗ ０．３１８∗∗ ０．２５３∗∗ ０．２８７∗∗ ０．２４３∗∗ ０．１８３∗∗ ０．３３７∗∗

生理自我 ０．２１４∗∗ ０．２３８∗∗ ０．１９１∗∗ ０．１２６∗∗ ０．１５８∗∗ ０．０７５∗ ０．２０６∗∗

心理自我 ０．３４６∗∗ ０．３７７∗∗ ０．２９９∗∗ ０．２６９∗∗ ０．３０４∗∗ ０．１７８∗∗ ０．３６９∗∗

道德自我 ０．３８０∗∗ ０．４４３∗∗ ０．２８１∗∗ ０．２５７∗∗ ０．３１４∗∗ ０．１０８∗∗ ０．３７８∗∗

家庭自我 ０．３２７∗∗ ０．３８４∗∗ ０．２６７∗∗ ０．２８２∗∗ ０．２９６∗∗ ０．１６７∗∗ ０．３６７∗∗

自我批评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８
自我行动 ０．３８５∗∗ ０．４２９∗∗ ０．２９９∗∗ ０．２８１∗∗ ０．３００∗∗ ０．１３９∗∗ ０．３８５∗∗

自我满意 ０．３０９∗∗ ０．２９６∗∗ ０．２３６∗∗ ０．２６８∗∗ ０．２２１∗∗ ０．１９４∗∗ ０．３１８∗∗

自我认同 ０．３７７∗∗ ０．３９５∗∗ ０．２８７∗∗ ０．３００∗∗ ０．３１５∗∗ ０．２１０∗∗ ０．３９７∗∗

自我总分 ０．４０８∗∗ ０．４２９∗∗ ０．３１５∗∗ ０．３２１∗∗ ０．３１５∗∗ ０．１９９∗∗ ０．４１７∗∗

注:“∗”表示p＜０．０５;“∗∗”表示p＜０．０１;“∗∗∗”表示p＜０．００１,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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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表２中的相关系数分成三类:较高相关|
r|≧０．３、低相关０．１≦|r|＜０．３、弱相关|r|＜０．１.
形成的主要研究结论有:a)自我概念总体状况与除

公开亲社会行为外的５种亲社会行为及总分均显著

高相关(|r|≧０．３,p＜０．０１);这说明自我概念整体

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b)社会自我、家庭自

我、心理自我、道德自我４个因子均与紧急、利他及

亲社会行为总分都呈显著高相关(|r|≧０．３,p＜
０．０１);但生理自我与公开亲社会行为呈弱相关(|r|
＜０．１,p＜０．０５);该结果证实了刘志军等[６]的结

论.同时在研究范畴上有效拓宽了余娟[７]以中学生

为被试的研究.c)自我行动、自我认同、自我满意均

与紧急亲社会行为及亲社会行为总分呈显著高相关

(|r|≧０．３,p＜０．０１);以上结果不仅充分说明自我

概念与亲社会行为关系密切,而且从实证角度进一

步佐证了郭兰等[８]对关于自我概念是影响亲社会行

为的关键因素的阐述.
(四)自我概念对亲社会行为的回归

本文为探讨自我概念整体状况对亲社会行为的

预测能力,又以自我概念总分为预测变量,以亲社会

倾向为因变量进行一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
发现:自我概念总分可分别解释紧急、利他、匿名、情
绪性、依从、公开及亲社会行为总分维度１７．０％、

１８．４％、８．７％、１０．８％、９．８％、４．２％、１８．１％的变异量.
表３　自我概念总分对亲社会行为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预测变量 B R２ 调整R２ F 常量β t

自我总分

紧急 ０．８１９ ０．１７０ ０．１６９ １８２．０８５ ０．４１２ １３．４９４∗∗∗

利他 ０．８９３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３ ２０１．５７５ ０．４２９ １４．１９８∗∗∗

匿名 ０．６５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６ ８５．１９６ ０．２９５ ９．２３０∗∗∗

情绪性 ０．６６１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７ １０７．８３７ ０．３２８ １０．３８４∗∗∗

依从 ０．６１２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７ ９７．１２３ ０．３１３ ９．８５５∗∗∗

公开 ０．４６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１ ３９．２４５ ０．２０５ ６．２６５∗∗∗

亲社会总分 ０．６７４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０ １９７．０９７ ０．４２５ １４．０３９∗∗∗

　　事实上,笔者还以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

相关的８个维度及自我概念总分为预测变量,以亲社

会行为６种类型及总分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方法

得到:自我概念中的自我行动、自我认同、自我满意３
个因子对情绪性亲社会行为及亲社会行为总分具有

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生理自我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

著负向预测作用,这４个维度可分别联合预测１３．５％
和２０．７％的变异量.这有效扩展了王楠[５]和谢志萍[９]

的研究,结果详见表４所示.

表４　自我概念８个维度对亲社会行为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R２ 调整R２ F 常量β t

紧急

自我行动 ０．４６２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５ １６４．７６３ ０．３１９ ６．０３５∗∗∗

自我认同 ０．３８５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６ ９６．６０６ ０．２１１ ４．８１２∗∗∗

生理自我 －０．２７７ ０．１９７ ０．１９４ ７２．６６４ －０．１９５ －４．３８３∗∗

道德自我 ０．１６５ ０．２０１ ０．１９８ ５５．９７２ ０．１１０ ２．２２１∗

利他

道德自我 ０．３４６ ０．１９８ ０．１９７ ２２０．４６２ ０．２２１ ４．５５７∗∗∗

自我行动 ０．４１８ ０．２１８ ０．２１６ １２４．１６１ ０．２７６ ５．３４３∗∗∗

自我认同 ０．３０５ ０．２２４ ０．２２１ ８５．６４８ ０．１６０ ３．７３６∗∗∗

生理自我 －０．２４ ０．２３６ ０．２３３ ６８．６３３ －０．１６２ －３．７２５∗∗∗

匿名
自我行动 ０．３０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６ ７４．８４１ ０．１８９ ４．６６４∗∗∗

自我认同 ０．２９５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９ ４４．４０２ ０．１４６ ３．６００∗∗∗

情绪性

自我认同 ０．３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５ ８４．２３９ ０．２１１ ４．７７６∗∗∗

自我行动 ０．３５４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３ ５２．０７ ０．２４１ ４．９９７∗∗∗

生理自我 －０．３５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３ ４２．７２５ －０．２４４ －５．１６８∗∗∗

自我满意 ０．２７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１ ３４．５４３ ０．１３５ ２．９７７∗∗

依从

自我认同 ０．３６３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９ ８７．７７３ ０．２０３ ４．４０５∗∗∗

自我行动 ０．２９４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７ ５４．２７８ ０．２０７ ３．８７８∗∗∗

生理自我 －０．２４２ ０．１２１ ０．１１８ ４０．８２４ －０．１７４ －３．７２１∗∗∗

心理自我 ０．１６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１ ３１．７７３ ０．１１０ ２．０４５∗

４９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第４０卷



表４续

因变量 自变量 B R２ 调整R２ F 常量β t

公开

自我满意 ０．３８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１ ３８．７９５ ０．１７１ ３．７７４∗∗∗

自我认同 ０．３１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７ ２３．０８７ ０．１４９ ３．３０２∗∗

生理自我 －０．１５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１ １７．０８１ －０．０９８ －２．２０７∗

亲社会总分

自我行动 ０．３７０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０ １５９．１４９ ０．３２１ ６．９３８∗∗∗

自我认同 ０．３８７ ０．１８６ ０．１８４ １０１．４８２ ０．２６６ ６．２９８∗∗∗

生理自我 －０．２４３ ０．２０３ ０．２０１ ７５．６９９ －０．２１６ －４．７６６∗∗∗

自我满意 ０．１３５ ０．２０７ ０．２０３ ５７．９４１ ０．０８６ １．９８１∗

　　此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从自我概念

的内容、结构两大维度考察自我概念对亲社会行为的

预测能力.结果显示:心理自我与自我认同进入所有

回归方程;而道德自我和自我行动进入大部分回归方

程;进一步比较个别解释力发现:道德自我对紧急、利
他、匿名、情绪性、依从及亲社会行为总分的解释力分

别为:１４．６％、１９．８％、１．５％、１．８％、２％、１４．１％.详

见表５.自我行动对紧急、利他、匿名、情绪性、依从及

亲社会行为总分的解释力分别为:１５．６％、１８．３％、

７．７％、８．６％、９％、１５．１％.结果见表６所示.
综上,自我概念总体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影

响,自我概念具体维度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也

不容忽视,道德自我、心理自我、自我认同和自我行

动等维度均是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

表５　自我概念内容维度对亲社会行为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R２ 调整R２ F 常量β t

紧急

道德自我 ０．４１７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５ １５２．１８２ ０．２７８ ６．８１３∗∗∗

社会自我 ０．１７０ ０．１６８ ０．１６６ ８９．６８７ ０．１４６ ３．５１７∗∗∗

心理自我 ０．２０８ ０．１７２ ０．１６９ ６１．５５１ ０．１３３ ２．８１５∗∗

生理自我 －０．１４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３ ４７．８３２ －０．０９９ －２．３８７∗

利他

道德自我 ０．５２２ ０．１９８ ０．１９７ ２２０．４６２ ０．３３３ ７．９１９∗∗∗

家庭自我 ０．１６２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０ １１９．６０９ ０．１３０ ３．０３３∗∗

心理自我 ０．１９７ ０．２１６ ０．２１３ ８１．５５５ ０．１２１ ２．７２１∗∗

生理自我 －０．１２３ ０．２１９ ０．２１６ ６２．４３１ －０．０８３ －２．０４５∗

匿名
心理自我 ０．２９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１ ６９．２５７ ０．１７１ ４．１７３∗∗∗

道德自我 ０．２６０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５ ４２．４５８ ０．１５６ ３．８２１∗∗∗

情绪性

社会自我 ０．１８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１ ７９．６５３ ０．１５４ ３．４３４∗∗

道德自我 ０．１８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８ ４９．４７３ ０．１１９ ２．６５９∗∗

生理自我 －０．２２２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３ ３５．１１０ －０．１５５ －３．５８２∗∗∗

心理自我 ０．１９７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１ ２８．８０２ ０．１２５ ２．４９６∗

家庭自我 ０．１４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１６ ２４．３５ ０．１１５ ２．４３∗

依从

心理自我 ０．２９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７ ８６．２４９ ０．１９１ ４．０４２∗∗∗

道德自我 ０．２４７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６ ５４．２０６ ０．１６８ ３．７５３∗∗∗

生理自我 －０．１６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１ ３８．０１０ －０．１１５ －２．６７７∗∗

家庭自我 ０．１３７ ０．１２０ ０．１１６ ３０．３３４ ０．１１７ ２．５６７∗

公开
社会自我 ０．１７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６ ３３．９２５ ０．１３４ ３．０８６∗∗

心理自我 ０．１５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９ １９．１０５ ０．０８８ ２．０４１∗

亲社会总分

道德自我 ０．２４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０ １４６．２６８ ０．２０２ ４．７１５∗∗∗

心理自我 ０．２１１ ０．１７１ ０．１６９ ９１．９８５ ０．１７ ３．５５９∗∗∗

社会自我 ０．１０９ ０．１８１ ０．１７８ ６５．５１６ ０．１１８ ２．７４６∗∗

生理自我 －０．１４２ ０．１８８ ０．１８４ ５１．３１１ －０．１２６ －３．０３∗∗

家庭自我 ０．１１４ ０．１９４ ０．１８９ ４２．７１５ ０．１２ ２．６３７∗∗

５９第１期 甄月桥等:大学生自我概念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个体社会化视角



表６　自我概念结构维度对亲社会行为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R２ 调整R２ F 常量β t

紧急
自我行动 ０．４０４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５ １６４．７６３ ０．２７９ ７．２４５∗∗∗

自我认同 ０．３４５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６ ９６．６０６ ０．１８９ ４．９１６∗∗∗

利他
自我行动 ０．４７５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２ １９９．４２８ ０．３１４ ８．２８８∗∗∗

自我认同 ０．３５３ ０．２０４ ０．２０２ １１４．２２５ ０．１８５ ４．８８９∗∗∗

匿名
自我行动 ０．３０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６ ７４．８４１ ０．１８９ ４．６６４∗∗∗

自我认同 ０．２９５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９ ４４．４０２ ０．１４６ ３．６００∗∗∗

情绪性

自我认同 ０．２８７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５ ８４．２３９ ０．１５５ ３．５７４∗∗∗

自我行动 ０．１９７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３ ５２．０７０ ０．１３５ ３．０４０∗∗

自我满意 ０．１７７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６ ３６．１１０ ０．０８８ １．９６４

依从
自我认同 ０．３４４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９ ８７．７３３ ０．１９２ ４．７８９∗∗∗

自我行动 ０．２４９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７ ５４．２７８ ０．１７５ ４．３６４∗∗∗

公开
自我满意 ０．３０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１ ３８．７９５ ０．１３３ ３．１７３∗∗

自我认同 ０．２３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７ ２３．０８７ ０．１１２ ２．６６７∗∗

亲社会总分
自我行动 ０．２８３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０ １５９．１４９ ０．２４５ ６．４０８∗∗∗

自我认同 ０．３４０ ０．１８６ ０．１８４ １０１．４８２ ０．２３４ ６．１１０∗∗∗

三、大学生社会化、自我概念、
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分析

(一)大学生社会化:自我概念的作用不可低估

人的社会化过程,从个体角度看是个体自我积

极主动参与社会互动,不断学习社会规则,并将外界

社会对自我的各种约束、规范和要求逐步内化为个

体心理特质,外化为个体稳定的行为模式的过程.
换言之,离开自我概念,个体不可能完成真正的社会

化过程.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自我概念的作用不

可低估.原因如下:
首先,大学生社会行为目标的形成和确定在很

大程度上依靠其对自身能力的觉知.大学生依据自

身掌握知识和观念会对自身行为的价值意义做出评

判,进而决定是否采取相应行为.著名心理学家班

杜拉(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也认为,行为者在对

社会信息予以关注的基础上,会将榜样力量以浓缩

符号形式进行内化保存,进而依靠组织反应,产生动

作再现或继续得到强化.在此过程中,个体获得行

为与结果的认知体验,形成完整的自我概念系统.
其次,积极的自我概念能够给大学生社会行为

发展提供持续的心理动力.自我概念的心理维度主

要反映了主体在与社会现实互动中的自我价值感和

心理成熟度.当理想自我与现实社会达到相符且满

意程度时,积极的自我概念将有利于增加大学生成

功情绪体验,进而有利于提升大学生自尊心、自信

心,这有利于个体采取积极的利他性的社会行为.

再次,自我概念的激发和调节作用对社会行为

的发生有较大驱动作用.这一方面表现在自我概念

对社会行为的发生有驱动作用,在个体有意识的行

为活动中,自我概念可激发主体克服困难,迎难而

上,完成既定行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自我概念

对干扰因素的抑制、解释作用,它帮助主体抑制一切

与行为目标无关的行为,引导行为发展方向.
由此可见,良好的自我概念不仅对大学生人格

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提升大学生社

会行为发生的能动性有重大推动作用.
(二)自我概念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影响显著

本文研究发现,自我概念中的自我认同、自我满

意、自我行动、生理自我４个维度可联合预测２０．７％
的变异量,这充分表明自我概念这四个因子对亲社

会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这是因为大学生自我

认同、自我满意、自我行动主要反映其认知水平、情
感需求及行为抉择,即该群体的自我概念状况及水

平.同时,自我概念总分能单独解释利他和亲社会

行为总分１８．４％、１８．１％的变异量,表明自我概念

总体对亲社会行为影响显著,进一步验证了王楠的

研究结果.
较高的自我认同水平有利于促进亲社会行为的

发生.事实上,“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

象物.在 其 现 实 性 上,它 是 一 切 社 会 关 系 的 总

和”[１０].人的发展离不开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个体

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将自我与他人、与社会

进行比较.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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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自身经历而形成的反思性自我”[１１].当个体经

过反省的自我判断与社会提供的相对稳定的社会规

范相一致时,个体较易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更易采

取符合社会价值标准的亲社会行为.否则,则可能产

生认同危机,进而导致偏离社会标准的失范行为.
积极的情绪体验利于个体调节自我认知,克服

认同危机,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大学生人

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确立,生理上和心理上也不够

成熟,情绪变化较为激烈.他们对自我反思的主观

性认知程度不高,自省过程中建构的“理想我”与客

观世界中的“现实我”较易产生矛盾与冲突,易产生

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出现自卑、情绪低落等心境,
归属感降低,进而产生偏激性或退缩性社会行为.
而良好的自我概念在面对矛盾和冲突时,则积极调

整自我,达到个体与社会的一致性平衡,产生较高的

心理支持感和满意度,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自我行动作为协调人际关系、适应社会法则、保

持心态平衡的一种“策略性”行为,其本身就需要通

过亲社会行为来获得.通常当主体与关系发生对象

交往顺利、关系和谐时,则大学生与社会的关系呈良

性循环,更易做出亲社会行为.反之,则会直接影响

主体亲社会行为的发生,甚至产生个体社会融入困

难问题.
此外,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生理自我对亲社会行

为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亲社

会行为发生存在一定的吻合.如:残疾人勇救落水

老人,病患闯火海救出襁褓中的婴儿.其前提都是

将自我安危置之度外,未将自身生理状况作为必备

条件加以考虑,而是完全从主观愿望出发所做出的

亲社会行为.
综上,自我概念对亲社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作

用.正如自我知觉理论强调:“若个体自认为自己是

一个乐善好施的人,那么,他就会很自然的做出亲社

会行为.”[１２]就本文研究得到的大学生在自我认同、
自我满意、自我行动、道德自我等维度上得分有待提

高的事实.教育工作者必须清醒地看到身处多元环

境中的大学生,存在自我认知模糊,自我认同感和自

我满意度感偏低,社会角色定位不准,自我概念出现

偏差,尤其是道德自我建构面临巨大挑战,造成在行

为抉择上亲社会行为弱化现象.针对大学生社会化

过程存在的问题及本文的结论,提出了新时期在弘扬

社会正能量的同时,牢牢把握高校大学生群体自我概

念的特征,从提升主体的自我认同、自我满意、自我行

动、道德自我入手,有效提升其亲社会行为.

通过上述分析与讨论,不难发现自我概念中的

自我认同、自我满意、自我行动、生理自我、道德自我

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有显著影响.提升大学生亲社

会行为,促进大学生个体社会化良性发展,教育工作

者要重视从自我概念上下功夫.如:清楚地了解和

把握校园中大学生主体的诉求,发挥榜样引领作用,
塑造学生道德人格;有条件的院校应开设心理课程

与讲座,建立心理辅导一对一机制,有针对性地提高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积极帮助大学生合理宣泄负

面情绪,正确认识和评价自我,提高自我认同感和自

我满意度;多渠道组织大学生学习进入社会所需的知

识技能,学以致用;强化实践训练,提高自我行动力.

四、结　语

培养大学生亲社会行为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任

务之一.大学生长期生活在较为封闭的校园中,接
触社会面较窄,为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

识,不能忽视对其社会化的有效引导.合理情绪行

为疗法的创立者、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

强调,个体的认知和信念、观念等是影响个体行为的

关键,是促成个体行为发生的中介要素[１３].由此可

见,实现大学生亲社会行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

自我概念的内化和调节作用,增强大学生对社会责

任感、道德感的信念、价值观、偏好等来强化亲社会

行为.本文对９０后大学生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

关系做了有益的探讨,但研究视角还可进一步拓展.
事实上,自我概念是一个极为广义的概念,后续研究

可就自我概念的延伸部分如自恋、自我关注、自我意

识、自尊[１４Ｇ１５]等作进一步探究,对自我概念与亲社会

行为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质性分析,通过定量研究技

术精确地考察自我概念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产

生.当然,关于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的跨文化比

较研究也是值得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方向.
另外,本文采用的方法较为单一,未来研究可考

虑个案研究,通过个体访谈等方式获取被试更多的

信息.也可尝试模拟真实情境的实验研究,为加深

对大学生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理解提供可

靠的实验数据支持,以提高对大学生自我概念与亲

社会行为的认知,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与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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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提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

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

代感和吸引力[１].”这是当前形势下,运用新媒体和

新技术手段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顶层设计和重要指

导意见,也为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中的运

用和实践指明了方向.从高校思政教学实践看,信
息技术与思政课之间无论是从理念认知还是教学实

践来看,都与“高度融合”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具体

表现为目前各类新媒体和新技术手段的开展已经从

最初的微课、翻转课堂(FLIP)、慕课(MOOC)、小规

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等进入混合教学的阶

段,研究方向已从概念界定,模式选择阶段进入到课

程建设阶段,并最终融入教学阶段,但是由于信息技

术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领域窄,使用信息技术的思

政教学各环节之间缺乏系统性关联,从而导致信息

技术运用虽然使用频次较高但对思政课实效性提升

效用不显著,思政信息化教学表面热而实质冷的问

题较为突出.
信息技术在思政课中的运用已不仅仅是当前信

息化浪潮背景下的被动选择,或只作为教育研究服

务促进教学教改工作的工具,而是两者之间不断地

交汇融合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和教学形

态[２].但对于新型教学模式和教学形态能否成为思

想政治理论课实现高效课堂教学的契机则有不同的

看法:一是认为信息技术能改变传统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授课方式,代表思想政治教学改革未来方向,可
以成为思想政治课高效课堂教学的契机,并希望藉

此促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出现突破性进

展[３].二是认为信息技术运用过程中简单跟风运用

或不恰当使用,不仅无法提升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

果,反而有丧失传统思想政治课优势的风险,需要对

这种教育领域的热潮进行谨慎冷静的思考[４].从以

上分歧可见,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课未高度融合是

造成思想政治课实效性无法大幅提升的重要原因,
而信息技术与思政课深度融合形成系统化的教学模

式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信息技术与思政课深度融合各子系统分析

所谓深度融合即在实现信息技术与思政课两者

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全新的理论教学模式,促进

教学教改工作,充分凸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



效性,并在实现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两者之

间的双向建构过程中,突破“使用”、“运用”等传统范

畴,实现理念和机制的高度整合,形成了一个由新的

核心理念、运行机制,外部环境构成的与传统教学形

态截然不同的教学综合系统.这一教学综合系统以

深度融合为目标,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不同教学模块结合,形成了彼此独立又相互

关联的若干子系统,聚合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的系统构架,体现为信息技术与思政课融合的强度、
广度和深度等.协同论认为各子系统之间互相协调

配合就能协同效应,形成耦合关系.反之,各子系统

彼此互不关联或相互掣肘,就会造成整个管理系统

内耗增加[５],系统内各子系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

能整个系统将处于无序状态,因此对各子系统状况

进行具体分析是建立深度融合机制的基础.与传统

的硬件设备运用于思政课堂教学不同,本文所界定

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具的信息技术手段主要是指

新媒体新技术手段,即主要通过移动技术、网络技

术、三维计算机技术、数据分析技术、数字化学习技

术、和综合技术等技术类目类别为主的模式,根据其

系统化程度以及在思想政治课中的广泛程度和运用

特点可分为以下几个系统:
(一)规模化课程系统

规模化课程系统是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融合的最主要形式,包括各类在线开放精品课程、慕
课(MOOC)、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体系,
以及各高校依托此类课程体系而形成的网络教学体

系等;在信息技术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借用 PC或移

动终端,搭建网络学习平台以帮助学生构建一个自

主、开放的数字化学习环境为核心目标,通过在线学

习、在线互动、在线测试等一系列方式为载体,同时

借助丰富的后台数据检查学生学习情况,使对学生

学习的过程性评价得以落实,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

的教学过程.规模化课程系统是思政实体理论授课

方式一种重大变革,优点在于以优质教育资源广泛

共享为基础,打破传统学习方式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提
升教学效果等.但在推进规模化的信息系统课程建

设的过程中由于各校建设水平不一,教师开展信息

化教学的意愿和技能不一,学生进行网络学习的自

主性和自律性不一等问题相继凸显,成为影响系统

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二)碎片化教学辅助系统.
这是目前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的辅

助教学系统.主要以微博、微信、QQ等各种互动交

往型的社交工具和平台,以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和心

理状况的手机运用,以及各类以提高课堂管理效率

为主的网络平台和运用为载体.在信息技术形式上

主要表现为以特定的网络社交工具和信息情境影响

师生互动和交往模式,并通过塑造舆论焦点和舆论

共识等影响教学内容.其优点在于能有效地辅助理

论课主体课堂提高教学的效率,针对当前思想政治

课大班教学师生互动不充分的问题,网络课程师生

互动不充分的问题,实现碎片化学习方式的嵌入.
使得教师有意识地参与到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去,并
形成教学的土壤和成长环境,将有助于大幅提升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当前这种辅助教学方

式组织化程度不高,组织系统内部的主体作用的发

挥受限和客观环境保障不到位的情况下,未能发挥

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三)虚拟实践教学系统.
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中的运用形

式主要是通过创设具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容和意

义的虚拟仿真场景,对学生开展具有一定教育目的

的实训活动.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运用过程

中,Virtualreality(VR)虚拟现实技术平台可以更

多地被运用于思政课实践活动中.一般认为,VR
实践教学“是顺应信息时代下的新媒体环境发展需

求及学生的接受方式、生活方式发生重要变化而创

设的实践教学形态,它符合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发展

规律及新生代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较之其他实

践教学方式,它具有无可比拟的实践优势”[６].目前

该技术手段在思想政治课中的使用范围并不广泛,
但随着未来若干年份中 VR技术运用于教学将成为

一种趋势,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将有效地改善当

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时间和空间受限的特

点.
根据协同论的观点,信息技术与思政课的深度

融合并不会自发的实现,唯有从宏观环境入手,分析

信息技术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机制中的各个子系

统及相互关系,考察影响两者融合的诸因素,探究信

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融合机制,才是实

现两者深度融合必经之路.规模化课程系统、碎片

化教学辅助系统、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是各类信

息技术与思政课各领域融合的阶段性成果,基本涵

盖了当前思政课传统教学领域中的课堂教学、实践

教学及部分第二课堂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是分

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融合机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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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融合各子系统协同关系序参量分析

序参量是指综合系统内外对各个子系统协同作

用发挥起决定性作用的参量形式.对于思政课信息

化综合教学体系而言,判断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教

学系统中的序参量形式,并分析它对各子系统以及

子系统间相互关系的影响,是实现系统内部各子系

统相互耦合,呈现有序发展的核心要素[７],也是进一

步研究信息技术和思想政治理论深度融合路径的关

键所在.目前对各子系统以及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关

系造成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
(一)教育体制环境差异

教育体制环境对系统间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对各子系统平衡关系的影响.信息技术与类思政类

学科教育融合的主要形式在西方教育体制环境下主

要以规模化课程系统形式呈现,促成这一融合的动

力、价值关怀、建设机制、保障机制均与本土思政课

的融合形式不同.西方建设规模化系统课程重要原

因是高校生源锐减,基于成本控制而提出的以标准

化形式提供的课程传播形式,其内在动力源自于教

育市场化的需求,相关的课程体系需经市场调研,由
网络教育平台联合各高校以商业化的资金投入的运

作方式开展课程建设,课程内容和课程组织形式具

有强烈的市场化特点,并主要通过高昂学费的方式

约束学生的学习行为,通过线上测验等方式监测学

习结果,对学习者学习行为的约束力较弱.而中国

建设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的目的在于运用信

息技术以促进课程教学教改,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

和教学实效性,其建设推动力主要源自于教育教学

改革的顶层设计,肩负着学生价值观、人生观塑造的

重任,以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促进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责任.主要通过政策和规划导

向,由教育主管部门推动,名校牵头建设,通过实体

课堂以及学校对课程的有效管理,对学习者的学习

行为进行辅助和约束,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
当前国内思政课在信息化建设方法论层面过多

依赖于西方信息化教学经验,造成思政信息化教学

综合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发展不平衡以及互相掣肘的

局面.在西方教育体制环境下基于强烈的市场化动

因,信息技术与类思政课程的高度融合呈现为规模

化课程系统占绝对主导地位,而碎片化的教学系统、
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缺失的特点.目前我国思政

课程教学中,主要通过在线开放课程、微课、慕课或

部分混合式教学的方式开展思政课程的信息化建

设,信息技术在第二课堂和思政实践教学领域中的

运用未受到应有重视,造成思政综合教学体系中各

子系统发展不平衡,碎片化教学辅助系统和信息化

实践教学平台系统的功能和优势未能较好发挥.同

时,西方教育体制下基于自下而上和网络平台主导

的课程建设组织形式使得信息化课程教学内容选择

缺少倾向性,在课程设置上具有分散性,在课程效果

监测上缺乏制约性,无法保证三大系统课程内容体系

的连贯和同向,呈现无序和非系统化的特征.而对于

中国的思政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而言,不仅要求内容

选择的规范化也要求建设方式上的系统化,如借鉴西

方信息化建设方式将缺乏系统的规划,易导致各子系

统出现教学资源选择的分歧和价值观的冲突,出现各

子系统之间互相掣肘、实效性抵消的情况.
(二)思政课学科教学特点

思政课学科教学特点对系统间关系的影响主要

体现为对各子系统耦合关系的影响.思想政治课教

学的特点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意识形态性、批判性

和社会实践性、强时效性等鲜明的学科特点,决定了

信息技术手段与思政课的深度融合区别于其他学

科.其中意识形态特征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特

征,也是思政信息化教学综合系统三大子系统协同

关系的内在规定和价值倾向.该特征要求思政信息

化综合教学系统的学科定位和教学资源选择必须谨

慎,注意甄别和选择,要在科学性、学术性的基础上

强调鲜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判断,以巩固马克思主

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宗旨,以无产

阶级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教学内容.批判性和社会实

践性是思政课作为主要指导性理论的基本特点,体
现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的三大子系统功能倾

向性.例如思政规模化课程倾向于系统性理论教育

功能,但以慕课为例,慕课的网络在线教学模式只是

做到了课程资源的共享,却无法给予学习者校园文

化熏陶、社交互动等能力的培养[８].同时,由于慕课

缺失课堂教学,教师言传身教的人格魅力、师生间口

传心授的情感交流都不复存在[９].因此,慕课只是

一个课程的传递共享平台,仍需教师的讲授[１０].而

思政学科教学的批判性思维和社会实践性则更多地

依赖于校园文化、社交及舆论环境等客观外部教学

环境,以及相关学生活动和社会实践等.碎片化的

辅助教学系统、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则承担着通

过信息技术手段,按思政课教学要求构建外部教学

环境、突破实践教学限制条件开展教学以达到良好

思政课教学效果的重要功能.强时效性决定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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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持续更新的必要性,是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学

系统的三大子系统耦合功能发挥的主要场域.理论

联系实际并适当地根据不断丰富的理论时代内容等

对教学内容进行充实和完善是思想政治理论学科的

核心要求.思政学科资源建设过程中,后期更新和

维护的频率等将要远远高于其他学科,且三大系统

的相关资源更新必须保持同步,方能真正形成耦合

关系,形成协同效应.在资源更新过程中,规模化课

程信息系统提供理论引导,碎片化教学信息系统提

供即时教学资源,而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则按其他两

大系统提供的教学资源适时调整实践活动内容.在

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教学系统中,影响各系统

之间关系的具体因素很多,找出起决定作用的序参

量,就能把握整个系统的发展方向.

三、参量因素影响下的信息技术

与思政课深度融合机制

　　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融合过程中,本
土化的教学情境及思想政治特定学科两大参量因素

影响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教学体系将主要通过控

制外部参量和加强内部协同,以相同的教育目标和

深度融合为指向,形成一系列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

探索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的具体路径.
(一)形成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导系统三大子系

统均衡发展的教育理念

共同的教育理念主要是指基于共同的教学目标

和技术环境并渗透于所有子系统和系统要素之中,
形成包括实现资源共享,丰富课堂表现形式、拓宽师

生交互方式、虚拟教学环境、完善记录评价等涵盖整

个教学目标系在内的教学形态的塑造.教育理念的

一致性是在外部社会情境和思政课学科特点的影响

下实现协同机制的基础,有助于各子系统协同,实现

信息技术与思政课之间的融合程度以展示性———工

具性———实质性层次不断深入.贯彻思政信息化综

合教学系统的三大子系统均衡发展的教育理念是形

成协同教育模式的基础.
在开展各类信息系统平台系统建设时,不仅要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并使之成贯穿三大平

台系统建设的理念导向和价值目标,更要充分考虑

思政课的意识形态工作主阵地定位,开展各类信息

平台建设时,均要以思想政治课为主体和依托.要

根据各个子系统当前所处的不同建设阶段和建设要

求做好规划,在全面开展规模化课程系统建设的同

时,强调碎片化教学系统和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

在思政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实现三大系统建设

的均衡发展.在全力开展规模化课程系统建设时,
处理好“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关系,客观看待西方

经验,审慎对待西方教学资源,不以技术手段使用的

强度和范围来衡量信息技术与思政课的融合程度,
并适时结合不同的学生类型,学校特点和授课层次,
制定恰当融合策略,因地、因时制宜,不搞一刀切.
要鼓励碎片化教学系统的多元化发展,可以根据学

校的地域、教育层次、教学特点、校园文化等,积极探

索截然不同的建设模式,使之成为思政教学不可或

缺的环节.并以学校为主体积极探索适合微博、微
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工具运用于思想政治课的实践研

究,将各富有蓬勃生机的教育素材和教育思想融入

其中,形成富有特色的第二课堂模式.要加大对虚

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的投入和研究力度,加强顶层

设计,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深入探索思政课程教学

内容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连接点,围绕思政课的建设

要求,逐步形成虚拟现实场景规范化建设范式.
(二)建设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三大子系

统协同发展的教学模式

突破实体课程、网络课程、实践课程壁垒,根据

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各子系统的功能倾向,
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探索与规模化课程系统、碎片

化教学系统以及与实践教学系统建设的有效连接方

式,以发挥系统协同效应.首先是围绕思想政治课

学习的知识、情、意三大目标系,以现有的课程理论

知识体系为基础,在建立各种类型思政学习资源库

的基础上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综合利用各种技术和

媒体形式,及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

现的新理论、新政策、新成果开展学习和研究,结合

学生特点和学校实际开发适合网络学习特点的各类

型的思政学习资源,包括微课视频、讲座视频、学生

活动视频、调研视频以及相关的学习材料、互联网＋
教材等,除固定的教学内容外,还可以将动态的课堂

讨论、学生思政社团活动、实践教学成果等纳入资源

体系,实现思政综合化信息系统平台内部各种资源

的有效流通和运用,并根据实际更新平台资源,建立

三大教学系统平台定期联动更新制度,确保三大信

息系统平台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其次是根据三大系

统功能倾向,建立互补性的教学模式,实体课堂与网

络课堂相结合、课内教学与课外教学相结合、现实教

学与虚拟教学相结合的思政信息化综合教学体系.
在规模化课程系统教学开展过程中,学习者进行思

政相关课程的系统性学习,并通过答疑、考试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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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学习流程,主要体现学习的深度和系统性.
碎片化教学辅助系统通过各类社交工具和新媒体工

具,提前形成问题讨论的场域,塑造思政课教学的外

部环境,并使教师能提前了解学生对于当下社会热

点问题的关注度和基本态度,并及时调整规模化教

学的线下讨论教学设计,有效提高线上和线下交流

活动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学习的灵活性和即时性.
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系统则通过规模化教学的理论指

导,碎片化教学系统的情境导学,模拟国家政治和社

会生活中的某一领域、某一问题状况,由学生开展调

研、分析,从而实现规模化课程和碎片化教学的扩展

和延伸.因此,在规模化课程系统中,无论是社会热

点、教师观点和学生作品、社交活动以及课程实践教

学活动中所取得的成果,均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技术

手段实现更完整的记录,更大范围的有效传播,发挥

思政教学隐性教育的功能,实现实体课堂和网络课

堂、课内教学和课外教学、现实教学与虚拟教学的有

机衔接.
(三)建立思政科信息化教学综合系统三大系统

协调运行的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规范碎片化教学系统和虚拟实

践教学平台系统建设形式,防止随意性和分散性.
为充分发挥协同教学模式重要作用,应从顶层设计、
制度建设、硬件保障三个方面保障并推动信息技术

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深度融合.一是要将信息技

术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同领域的融合推进工作纳

入思想政治工作的顶层设计框架,精心部署,有步

骤、有重点地推进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

学工作的融合.推动各个学校的基层探索机制,形
成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结合的推动体系.在学

校内部,成立推动融合工作的领导机构和组织体系.
二是要加强制度保障,形成合力.规模化课程系统

建设时间早,拥有较规范的建设方案和机制,碎片化

教学系统以及虚拟实践平台系统的建设则必须以规

模化课程系统为参照,避免建设过程中的分散性和

随意性,应由思政教研部门提交行之有效的建设方

案,教学资源须经教学团队讨论和专家评估,建立资

源更新的联动机制以及建设实效性评估机制等.三

是要实现信息技术实施的硬件和软件保障.加大对

多媒体教学资源开发的投入力度,增强课程资源的

表现力和吸引力.加强对信息系统平台的日常维护

和管理,确保信息技术各子系统顺利运行.同时建

立相应的培训和激励机制以引导教师自觉掌握和运

用信息技术工具等.
思政课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的三大子系统协同

发展的教学模式必须以资源平台为基础,以三大系

统综合性思政教学为主导,以信息化互动交往圈为

环境与保障,共同构建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课深度

融合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体系.
以上的系统、参数和机制,可以用图１表示:

图１　融合机制概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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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１可以看出,实现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深度融合,必须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综

合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而影响思政子

系统协同作用发挥的主要是教育体制环境差异和思

想政治学科教学特点等两大参量因素.

四、结　语

通过探究两大参量因素影响下系统协同作用发

挥掣肘受限的原因,本文提出了协同教育理念、协同

教学模式、协同保障机制等作为实现信息技术和思

想政治理论课深度融合的对策,有助于提升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真正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育人功效.在信息系统和思政课深度融合发展过

程中,思政信息化教学综合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

渗透,其内涵和外延将不断变化.在不同的教育主

体和教育层次视角下,思政信息化综合教学系统也

将呈现截然不同形态和模式,各子系统及相互之间

的关系将被赋予全新的功能和定位,结合不同主体

层次进行个案分析和开展实证研究是进一步丰富和

完善此项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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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eepintegra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with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courseis
conducivetoenhancingtheteachingeffec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course．Synergisticsisusedto
sortouttheinterrelationshipsbetweenlargescalecurriculumsystem,thefragmentededucationＧaided
systemandthevirtualpracticeteachingplatform system whichareproducedintheprocessofdeep
integra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with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course．Suchconclusionisdrawn
thatenvironmentaldifferenceofeducationalsystemandcharacteristics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arethe mostimportantfactorswhichinfluencethesynergeticrelationshipamongthesystems．Deep
integra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 with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coursecanberealizedby
synthesizingeducationconcept,synthesizingeducation model,synthesizingsafeguard mechanism and
playingthesynergisticeffectof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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