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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刚性约束下旅游需求研究述评

谢慧明,吴应龙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旅游需求由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决定.伴随着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旅游需求受气

候资源、环境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影响日益显著,资源刚性约束的相关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气候变暖对滑雪旅游需求

的影响、季节波动对观光旅游需求的影响、旅游资源对特色旅游需求的影响、海洋垃圾对滨海旅游需求的影响等方

面.未来关于资源刚性约束下旅游需求的研究中,资源环境影响因素有待从单一要素过渡为多要素组合,资源环境

约束机制有待从直接机制过渡为间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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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刚性约束下旅游需求研究需要首先明确两

方面问题:一是哪些资源影响旅游需求,二是哪些资

源对旅游需求形成刚性约束.影响旅游需求的资源

主要包括气候资源、环境资源和旅游资源,它们往往

对旅游需求形成刚性约束,但不同资源的刚性约束

表现不同.这取决于旅游需求及其量化指标、相应

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样本.本文遵循“旅游需求概念

及其传统决定因素———旅游 需 求 的 资 源 环 境 成

因———旅游需求资源约束的经验研究”思路,对相关

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并得到了若干研究结论.

一、旅游需求概念及其传统决定因素

旅游需求是旅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旅游需求包含消费意愿和有支付能力两层含义.厉

新建等[１]在研究旅游需求时认为还必须考虑闲暇时

间的约束,即旅游需求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有旅

游欲望和足够闲暇时间的消费者在各种可能的旅游

价格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旅游产品的数量.旅游

需求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旅游需求是一种旅

游意愿,包括实现了的旅游意愿和未实现的旅游意

愿.广义旅游需求的数据一般来源于调查.根据调

查时间,旅游意愿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事前旅游意

愿,即首次去某地旅游的意愿,如中国城市居民的出

境旅游需求[２],对特定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意愿[３Ｇ４],
以及对不同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意愿进行排序[５].第

二类为事后旅游意愿,即再次去某地旅游的意愿,如
重新访问的意愿[６Ｇ７].第一类旅游意愿通过探索游

客对全新旅游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了解影响其决策过

程的因素,第二类旅游意愿考察的是游客对已经游

历过的旅游景点的满意度、忠诚度、重访意愿和推荐

意愿.
狭义的旅游需求一般采用货币标准和人数标准

来衡量.考虑到数据的可用性和一致性,游客人数、
旅游支出或旅游收入是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旅游需

求指标.第一,大部分学者偏好游客人数,即对旅游

景点产品的需求数量,与传统需求定义的需求量相

对应[８Ｇ１２].在此基础上,旅游人次除以旅游者所在

地区的总人数而重新构造的旅游倾向指标,也是一

类人数标准的旅游需求指标[１３Ｇ１４].第二,旅游支出

也是衡量旅游需求的重要定量指标[１５Ｇ１８],旅游支出

除以人数得出的旅游人均支出指标,也被用于指代

旅游需求[１９Ｇ２０].第三,停留时间是新型的旅游需求



指标.旅游人数和旅游支出或收入主导了过去四十

年的旅游需求建模和预测研究[２１];停留时间越来越

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和重视[２２Ｇ２７].旅游者决定留在度

假胜地的时间长短是假期的基本特征,它对旅游目

的地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入住率和旅游收入[２８].
旅游需求函数估计由来已久.不管是在理论层

面还是在经验层面,不管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

层面,不管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影响旅游

需求的最重要因素都是旅游价格.当旅游需求为旅

游消费需求时,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收入水平是影

响旅游需求的最重要因素.旅游价格具有三类含

义:第一类含义指的是旅行成本,旅行成本包括门

票、旅行的货币费用、旅行的时间成本、花费在景点

上的时间成本[２９];第二类含义指的是消费者价格指

数(CPI),在大国旅游模式中,各州、省、市之间 CPI
的差异也可用来刻画旅游成本[３０];第三类含义指的

是替代品价格水平,譬如,由于国际旅游和国内旅游

互为替代品,因此国际旅游的价格水平同样影响着

国内旅游需求[１０,３０].收入水平是影响旅游需求的

又一关键因素.Coenen等[３１]研究了瑞典家庭收入

水平对国内旅游需求的影响;Yang等[２０]认为收入

水平对中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有着显著影响.

二、旅游需求的资源环境成因

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地区环境质量恶化,旅
游需求问题研究者开始关注资源因素[３２].资源一

般可以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其中社会资源包

括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包括实物资源

和环境资源[３３].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
气候资源也逐渐地进入研究视野,成为自然资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非人力资源,还是实物资源、
环境资源或是气候资源,它们又可以进一步细分,如
非人力资源包括文化资源等,实物资源包括水资源、
土地资源和海洋资源等,环境资源包括水环境容量

资源和大气环境容量资源,气候资源包括气象资源

和温室气体等.在诸如此类资源中,有些学者认为

它们均是旅游资源.此时,旅游资源被认为是足以

构成吸引旅游者的自然和社会因素的统称,即包括

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３４].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旅游

资源是实在物,是能激发旅游者旅游动机、能为旅游

业所利用、能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自然与社

会的实在物[３５].因此,旅游资源既包括现实性的也

包括潜在性的,既有物质类的也有非物质类的,旅游

资源的效能旨在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生态)[３６].

环境和生态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广义的资源概念之

中,但环境资源和气候资源等很多时候均作为一种

潜在的外在存在.它们不直接构成旅游资源本身,
但却是旅游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它们与社会资源

相似,均为一种潜在的存在,但它们的影响外生,故
极具刚性.因此,环境资源中的环境容量资源、气候

资源中的气象资源等游离于旅游资源核心之外,能
对旅游需求产生刚性约束.土地资源和文化资源等

也对旅游需求的快速增长形成了诸多约束,但生态

文明建设框架下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被率先重点

关注.
气候是决定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环境因

素[３７].气候是度假体验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旅

游活动是在当地气候条件下组织的,气候决定了一

个特定的区域是否适合旅游[３８].气候资源对旅游

需求的影响可以根据时间跨度的长短分为短期的气

候和长期的气候.短期的气候指的是特定时间特定

地点的大气状况,也被称为气象或者天气.长期的

气候指的是某一地区长期的大气状况.天气决定了

特定旅游活动的最佳时刻,是被旅游者体验的气候.
气象和天气往往通过直接影响游客的旅行体验和满

意度来影响旅游需求.Kozak[３９]对前往马略卡和土

耳其的１８７２名英国和德国游客进行调查后发现,享
受良 好 的 天 气 是 他 们 出 行 的 原 因.Richardson
等[４０]发 现 气 温 是 影 响 旅 游 需 求 的 重 要 因 素.

Falk[２５]也提出日照时长和降雨量对旅游需求存在

显著影响.总的来说,旅游研究主要使用的气象变

量有温度、降雨量、日照时长、湿度和风速等.也有

学者偏向于同时考虑多种气象因素对旅游需求的影

响[４１].然而,这些变量大部分是高度相关的,将这

些变量纳入旅游需求模型可能会导致估计有偏

误[４２].RossellóＧNadal[４３]也指出将温度与其他气象

变量纳入旅游需求模型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针对此

类问题,Oterogiráldez等[２３]研究发现北大西洋涛动

对主要在大西洋地区和地中海地区观测到的温度、
风暴、降水和风速具有重要影响,可以作为综合气象

因素的 代 理 变 量.Katerusha等[３７]和 Farajzadeh
等[４４]认为生理等效温度可以作为反映人类热舒适

性感知的各种气象参数的汇总.相对于气象因素,
气候对旅游需求的影响相对间接.一方面,气候变

化会影响旅游业的生态环境.譬如降水量显著下降

对水资源储量造成严重影响,温度升高和降水量下

降使森林更易受到火灾,空气和海水温度的升高有

利于某些生物体(如蚊子,藻类)的扩散,诸如此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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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旅游活动的正常提供[３８].另一方面,长期的气

候变化趋势会影响旅游需求,如全球气温升高会造

成海平面上升进而间接影响旅游业[４３].
环境资源是旅游需求的另一影响因素,大部分

研究围绕环境污染展开.环境污染会损害人体健

康,旅游地的环境污染除了危害游客的身体健康还

会对旅游需求造成潜在影响.Mace等[４５]认为污染

物会对游客身体造成伤害之外更会造成一种心理上

的损害.空气质量往往是游客进入旅游地最先注意

到的问题.Li等[７]研究发现雾霾危机会降低北京

国际游客的满意度,从而引起游客重访意愿的降低.

Becken等[４]调查了６００名将中国作为旅游地的美

国和澳大利亚居民,发现他们特别关注中国的空气

质量.Tang等[４６]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

的衡量指标,研究环境污染对旅游需求的影响.结

果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对马来西亚的旅游需求

产生负面影响,海洋污染也会对旅游需求产生影响.
倪国江等[４７]指出溢油污染会对滨海旅游业产生多

方面损害,严重的海洋污染会使景区在未来一段时

间内关门歇业.除了环境污染对旅游需求的约束

外,有学者研究了水资源存量约束对旅游需求的影

响,如 Garcia等[４８]认为水资源是约束马略卡岛旅游

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需水量巨大和沙滩退化造成马

洛卡的旅游业正变得难以为继.
旅游资源禀赋对旅游生产力的分布有着深刻的

影响.旅游资源一词包含着两种含义:一是旅游吸

引物,即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并让他们造访的自然

和人文事物;二是旅游业资源,即旅游业中各种能创

造价值的资源[４９].早期旅游吸引物的研究主要考

虑旅游景点的个数.王凯[５０]主要考察了全国重点

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五项

占主导地位的旅游资源.根据这五类旅游资源数

量,他计算了各地旅游资源的绝对丰度、相对丰度、
总丰度、组合指数及整体优势度等.此类研究忽略

了景区之间的异质性,故有部分研究探究某一具体

景点对游客的吸引力.如,潘宝明[５１]研究了扬州的

文物保护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戎玉中[５２]详细分析了

杭州南宋文化对游客的吸引力.不过,异质性研究

的评价方法往往是定性的,不同旅游资源对旅游者

的吸引力不具有可比性.随着旅游资源研究的深入

和评价方法的更新,学者们开始关注旅游资源可持

续性的评价[５３Ｇ６０].旅游资源可持续性评价的指标主

要包括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度、价值独特性、传统文

化保护等.

三、旅游需求资源约束的经验研究

旅游需求的资源环境成因研究讨论了资源环境

对旅游需求的具体影响,即便有些研究并未落脚到

旅游需求本身.譬如,气候变化对旅游的影响包括

气候变暖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进而影响海岛旅游

业,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等也会对游客的出游决策或

特定地区的旅游业产生影响.诸如此类,直接研究

资源环境对旅游需求的影响相对较少;同时,资源约

束重在揭示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相
关研究也较少涉及.因此,旅游需求资源约束的经

验研究不仅关注资源环境对旅游需求的直接影响,
而且关注那些负面影响较大且研究较深入的资源环

境因素和旅游需求类型.
(一)气候变暖对滑雪旅游需求的约束

气候变化对旅游需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旅

游需求而言,有研究表明气候变化会使得加勒比海

国家的旅游需求降低１％[６１].滑雪是人们青睐的冬

季体育运动,多篇文献关注气候变暖对滑雪旅游需

求的负面影响.滑雪旅游需求对气候的变化高度敏

感,气候变化给大型国际滑雪旅游业带来的风险备

受关注.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旅游地积雪厚度会

下降,滑雪者旅游意愿会下降[６２Ｇ６３].在澳大利亚,如
果自然积雪减少,６％的人表示他们会去其它地方滑

雪,７４％的人表示他们的滑雪次数会减少[６４].在瑞

士,８３％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会威胁滑雪旅游业;
如果滑雪者知道接下来的五个冬季会缺雪,３２％的

滑雪者会减少滑雪次数,４％ 的受访者会放弃滑

雪[６５].Damm等[６６]考察了自然降雪条件与每月过

夜停留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气温升高２℃的情

况下,欧洲每个冬季面临１０１０万的旅游住宿减少

量.Falk等[１２]发现冬季气温上升１℃将导致住宿

游客人数下降８％.
(二)季节性波动对观光旅游需求的约束

旅游季节性是指旅游业在短期内的失衡.旅游

季节性既会降低资源利用率,又会带来巨大的环境

压力.旅游需求季节性变动主要是因为气候和社会

两大因素.气候因素指的是季节和气象的更替,社
会因素包括文化社会、道德标准、假期、节日、年龄等

因素[６７Ｇ６９].旅游需求可分为观光旅游需求、商务旅

游需求、探亲访友旅游需求、宗教旅游需求等;其中

观光旅游需求呈现出较大的季节性波动,而非观光

旅游需求的季节性波动相对较小.黄和平[７０]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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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旅游和会议旅游等八种不同旅游动机的细分市

场测量了不同旅游市场的季节性波动,结果显示观

光旅游相对其他旅游需求呈现出更高的季节性.

Rodríguez等[７１]发现学术旅行的停留时间更长能够

降低观光旅游的季节性.
(三)旅游资源对特色旅游需求的约束

城市旅游与滨海或高山环境等地区的旅游研究

不同且更为复杂.城市目的地的吸引力更多地取决

于它所提供的旅游产品种类而不是任何单一的部

分[７２].相对于同时提供各种综合旅游产品的城市

旅游来说,其他旅游往往只提供某种特色的旅游产

品,此时,旅游资源是关键.特色旅游需求源于游客

对特色旅游产品的偏好.Bull[７３]认为森林可以提供

多达１２０种不同的娱乐活动,英国的林地每年吸引

１．７亿成年人,森林吸引游客的巨大潜力是不容否

认的.Hilsendager等[７４]也认为森林可以影响游客

的感官和总体满意度.与此同时,乡村是战后日本

的一个精神家园,是一个不变的情感归属地[７５];星
空也是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其独特的景色能够吸

引更多的游客[７６];野生动物也是一类旅游资源,人
类对动物行为有着解读的欲望且人类对野生动物旅

游会产生特殊的情感[７７];Maekawam 等[７８]指出山

地大猩猩是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独特旅游产

品.葡萄园景观和优质葡萄酒是意大利葡萄酒旅游

的重要资源[７９];在美国纳帕地区,葡萄酒是旅游目

的地市场的独特竞争力[８０].正因如此,特色旅游资

源的破坏和缺失制约着特色旅游的发展.肯尼亚旅

游业的持续低迷或许就是因为肯尼亚一直只能提供

有限的海滩和野生动物旅游产品[８１].
(四)海洋污染对滨海旅游需求的约束

海洋污染由于其扩散范围大、持续性强、难以控

制等 特 点 给 滨 海 旅 游 业 发 展 带 来 巨 大 威 胁.

Mcilgorm等[８２]基于２００８年海洋废弃物造成的损

失率和海洋旅游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出亚太地区

２１个经济体面临的年度海洋垃圾造成的损失为

６．２２亿美元.Ofiara等[８３]认为１９８８年发生在新泽

西州的海洋污染和残渣清理给该州带来的经济损失

范围为１．５９７~３．７９１亿美元.Yong等[８４]计算得

出２０１１年韩国巨济岛上大量海洋垃圾因为大雨冲

刷造成的旅游损失值为２９~３７百万美元,游客人数

从２０１０年的８９万人减少到２０１１年的３３万人.除

了海洋垃圾,海洋溢油污染也会对旅游造成影响.
倪国江等[４７]指出溢油污染对滨海旅游产生的损害

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海水水量受损、生物多样性下

降、观光设施损害,还包括景区门票收入的减少和相

关服务业的萎缩.

四、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文献研究表明:a)旅游需求受经济和非经济因

素共同影响,非经济因素包括人口社会和资源环境,
其中资源环境因素逐渐成为生态文明视阈下旅游需

求问题研究关注的焦点;b)从要素视角来看,影响

旅游需求的资源环境因素包括气候资源、环境资源

和旅游资源,不同资源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旅游

需求具有正向或负向的影响;c)从约束视角来看,气
候变暖与滑雪旅游需求、季节性波动与观光旅游需

求、旅游资源与特色旅游需求、海洋污染与滨海旅游

需求是真正构成约束的几对关系.
未来研究展望:一方面,旅游需求的资源环境影

响研究有待从单一要素向多要素组合过渡.在经验

研究中,非经济因素包括人口社会因素与资源环境

因素.具体来说,人口和社会因素如性别、年龄、教
育、时间、基础设施、拥堵指数、国家安全指数、犯罪

率、恐怖袭击、战争、自然危害和疾病爆发等,资源和

环境因素如温度、降雨量、日照时长、湿度、风速、风
暴、污染物、空气质量、雾霾、二氧化碳、海洋污染、水
资源存量、文物保护、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基于“有无影响”的考

察,除了以往文献研究涉及的资源,其它因素均可成

为旅游需求资源环境影响研究可以拓展的方向.另

一方面,旅游需求的资源约束机制有待从直接机制

过渡为对间接机制的考察.旅游需求的资源约束机

制存在以下几种情形:其一,资源环境对旅游需求的

负面影响可以认为是一种约束,也是最为直接的约

束;其二,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所导致的旅游损失是

另一种约束,该约束直接导致了损失,也可归为直接

约束;其三,资源环境通过拥挤成本或停留时间等中

间变量对旅游需求产生影响,此为旅游需求资源约

束的间接机制.相对而言,基于资源要素的直接机

制讨论有待拓展,间接机制的研究也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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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ontourismdemandwithrigidconstraintofresource
XIEHuiming,WUYinglo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Tourismdemandisdeterminedbyboththeeconomicandnoneconomicfactors．Alongwith
theclimatechange,environmentaldegradationandresourceexhaustion,tourismdemandissignificantly
affectedbytheclimate,environmentandtourismresource．Therelatedempiricalresearchmainlyfocuses
ontheimpactofglobalwarmingonskidemand,theimpactofseasonalityonsightseeingdemand,the
impactoftourismresourceonthespecifickindoftourism,andtheimpactofmarinedebrisoncoastal
tourismdemand．Inwords,weneedtointegratetheresourceandenvironmentalfactorsintothetourism
demandfunctionwithmorecombinations,andneedtoexploremoreindirectmechanismswithresourceand
environmental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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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吕　品１,卢东子１,肖明月２,杨　君１

(１．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２．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科研处,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使用 DEA模型测度了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中国工业分行业的绿色经济效率,然后借助系统 GMM 方法实证

分析工业绿色经济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中国工业绿色经济效率变动整体上呈倒 N 型,粗放型和周期

性特征明显;轻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一直高于重工业,近两年则快速降至重工业之下;经济发展水平与轻工业绿色经

济效率之间呈倒 U 型关系,与重工业之间呈正 U 型关系;行业结构的影响在轻重工业间存在异质性;行业规模产生

负向影响,电力能源占比有着促进作用.

关键词:绿色经济效率;工业;转型发展;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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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在取

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严峻的环境问题.依赖

高投入、高能耗的经济发展方式已对环境造成了严

重的破坏,无法适应经济绿色持续发展的要求.近

年来中央政府更是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推动企业生产向更加集约、更加绿色的

方式转变.工业作为中国主要的能源消耗和三废排

放产业,其绿色发展究竟处于何种水平? 推动或制

约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因素又有哪些? 对上述

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工业生产的绿色

升级,还对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

意义.

一、文献综述

关于经济效率测度的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有数

据包络分析法(DEA)、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和

Malmquist指 数 法 等 方 法,相 关 研 究 可 见 文 献

[１Ｇ３].但上述研究都没有将污染物这一非期望产出

纳入效率评价体系.从能源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效益

角度出发,加入“坏产出”使得测度结果能够更好地

反映经济发展的绿色生产效率,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也有研究考虑了非期望产出,如 Hailu等[４]把污染

排放作为一项投入来计算,Scheel[５]则把污染排放

值的倒数作为非期望产出.魏楚等[６]后期沿用了

Scheel[５]的方法将SO２ 排放总量取一阶倒数用来衡

量非期望产出,Seinford等[７]也使用上述方法做过

类似研究.在非期望产出的变量选取方面,陈诗

一[８]和林伯强等[９]采用 CO２ 的排放量来衡量非期

望产出,钱丽等[１０]和王兵等[１１]则选取废气、废水排

放量等多个指标来衡量非期望产出,胡晓珍等[１２]、
李艳军[１３]则用熵值法将非期望产出拟合成一个综

合污染指数.
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因素众多,已有研究主要

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叶仁道

等[１４]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

正向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企业对绿色

生产的投资会增加,进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１５].当

然,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负

向影响[１６].二是产业结构.部分研究发现第二产

业比重越大,绿色经济效率值越低[１４,１７],当前中国



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阻碍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重要因

素[１８].冉英启等[１９]、岳鸿飞等[２０]则从所有制视角

分析了产业结构的影响,并分析了国有企业和非国

有企业影响的差异性.三是行业规模.钱丽等[１０]

认为规模效率低下是中国企业绿色经济效率较低的

主要原因,过大的企业规模会导致管理机构冗杂,进
而降低企业效率[２１].四是能源消费结构.一般而

言,使用水电、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会提高经济发

展的绿色经济效率.该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能源

效率视角进行,分析绿色经济效率相对较少[２２Ｇ２３].
五是其他因素.城镇化水平[２４Ｇ２５]、教育资源丰裕程

度[１４,２０]、自主创新能力[１６]、金融发展水平和投资

率[１５]等均对绿色经济效率有着一定影响.

二、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

(一)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方法

在测度效率方面,数据包络法已经成为一种常

用的工具.本文采用 Tone[２６]提出的处理非期望产

出的DEAＧSBM 模型来测度我国工业行业的绿色经

济效率,该模型将每一个行业看成一个独立的生产

决策单元(DMU),假设每个 DMU 都分别投入要

素、得到好产出和坏产出,则每个DMU 可以表示成

X∈Rm,Yg∈Rs１和Yb∈Rs２,其经济含义分别为各行

业经济活动的m 种投入、S１ 种期望产出以及S２ 种

非期望产出.定义矩阵X,Yg 和Yb 如下:X＝[X１,

X２,,Xn]∈Rm×n,Yg＝[Yg
１,Yg

２,,Yg
n]∈Rs１×n和

Yb＝[Yb
１,Yb

２,,Yb
n]∈Rs２×n,其中Xi＞０,Yg

i＞０,Yb
i＞０.

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可能性集合表示为:

P＝{(x,yg,yb)|x≥Xλ,yg≥Ygλ,yb≥Ybλ},
其中:λ为权重向量.因此对于DMU０(x０,yg

０,yb
０),

若不存在向量(x０,yg
０,yb

０)∈P 使得x０≥x,yg
０≥yg,

yb
０≥yb 至少一个不等号成立,则DMU０(x０,yg

０,yb
０)

在前沿上是有效率的.
处理非期望产出ρ∗ 的SBM 模型可以表示为:

ρ∗ ＝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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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表示投入以及期望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量;

λ是 权重向量,ρ∗ 是关于s－,sg,sb 严格递减的,并且

０≤ρ∗ ≤１.对于特定的单元,当且仅当ρ∗ ＝１时,即

s－＝０,sg ＝０,sb ＝０时,是有效率的;若ρ∗ ＜１,则说

明此单元效率为零,有必要对投入产出进行改进.上
述模型属于非线性规划,可通过Charnes等[２７]提出的

方法转化为线性规划问题(其中Λ是权重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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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选取及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中国工业２７个行业的

年度数据计算工业的绿色经济效率,具体的指标选

取及数据来源如下:

a)资本投入.资本投入使用资本存量来衡量,
可通过永续存盘法来计算,具体方法为:

Kt ＝Kt－１(１－δt)＋It,
其中:Kt 为第t年的固定资本存量,δt 为第t年的折

旧率,It 为第t年的新增投资额.折旧率δt 用第t年

的累计折旧与(t－１)年的累计折旧之差比上第t年

的固定资产原价,其中第t年的累积折旧用当年的

固定资产原值减去当年固定资产净值得出.最后根

据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对计算出的固定资本存量

进行平减,将数据转化为以１９９９年为基期的固定资

本存量.

b)劳动投入.采用第t年各行业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的年平均就业人数.

c)能源投入.采用各行业能源消耗总量来衡量

能源投入.

d)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采用各行业的工业

总产值衡量期望产出,并以１９９９年为基期进行平

减.关于非期望产出,在DEA模型中,计算结果对投

入产出的指标数量较为敏感,过多的指标会降低计

算效率.因此,本文用熵值法将工业三废这三类污染

指标拟合成一个综合污染指数,将此作为测度各行

业的绿色经济效率的非期望产出.假设存在m 个行

业,n项污染物,则可形成数据矩阵X＝ (xij)m×n.然
后用熵值法将其进行拟合,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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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将指标统一度量,计算i省第j个指标占该指

标总和的比重:Pij ＝xij/∑
m

i＝１xij;

b)计算指标j的熵值ej ＝－ １
lnm∑

m

i＝１PijlnPij;

c)计算各项指标的不同系数gj ＝１－ej;

d)计算权重aj ＝gj/∑
n

j＝１gi;

e)计算i省的综合污染指数vi ＝aj∑
n

j＝１Pij,

即为综合污染指数.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工业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年鉴»«环境统计公报»和«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
(三)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DEASolverPro５．０软件对数据进行

处理,借 鉴 Tone[２６]提 出 的 超 效 率SBM(SuperＧ
SBM)模型,并根据工业行业的生产特点,在规模报

酬可变的条件下使用当期DEA测度方法计算绿色

经济效率.
表１显示了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中国工业分行业的

绿色经济效率.由表１可知,中国工业大部分行业

的绿色经济效率值较低,粗放式发展特别明显.其

中绿色经济效率最低的是非金属冶炼业,平均值只

有０．４０,这主要是因为玻璃、陶瓷等非金属冶炼产

品的生产过程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其行业生产工艺

一直以来就具有高能耗、高污染的特点.烟草制品

业、文体教育行业和通讯设备制造业的绿色经济效

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这主要是因为烟草制品业和

文体教育业属于低能耗行业,其生产过程中的废弃

物排放相对较少,而通讯设备制造业属于技术密集

型行业,其产品生产的技术工艺较为先进,且近年来

该行业的商品销售中技术服务占据了较大比重,而
技术服务则多属于低污染甚至无污染的,因此该行

业的绿色经济效率能够长期维持较高水平,这也应

是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所在.

表１　中国工业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结果

行业
年份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轻工业

食品加工 ０．７０ ０．６７ ０．５８ ０．５４ ０．５１ 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４８ ０．４３
食品制造 ０．５０ ０．５４ ０．４７ ０．５０ ０．５３ ０．５３ ０．４９ ０．４４ ０．４３
饮料制造 ０．４４ ０．４１ ０．３５ ０．３９ ０．４５ ０．４９ ０．５２ ０．５０ ０．４８
烟草制品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纺织业 ０．７８ ０．５５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４１ ０．４４ ０．３７ ０．３９ ０．３７

纺织服装 １．００ ０．９６ ０．８０ ０．７９ ０．７７ ０．８２ ０．７５ ０．６８ ０．５９
皮革制品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０ ０．８３ ０．７６
木材加工 ０．５２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６１ ０．６８ ０．７３ ０．７１ ０．６６ ０．６１
家具制造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７３
造纸制品 ０．３８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３５ ０．４２ ０．４５ ０．５２ ０．４８ ０．４９
印刷业 ０．４６ ０．３７ ０．３７ ０．４０ ０．４３ ０．４６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５４

文教体育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重工业

石油加工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５ ０．８３ ０．７６ ０．７１ ０．６５ ０．５８ ０．５９
化学原料 ０．８４ ０．６３ ０．４４ ０．４５ ０．５４ ０．６２ ０．６８ ０．７１ ０．７２
医药制造 ０．５５ ０．５５ ０．４３ ０．４２ ０．４８ ０．５４ ０．５９ ０．６１ ０．６１
化学纤维 ０．５０ ０．４２ ０．４９ ０．５０ ０．５７ ０．５３ ０．５２ ０．５１ ０．５８
橡胶制品 ０．５３ ０．４９ ０．４２ ０．３８ ０．４１ ０．４４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４３
非金属 ０．５８ ０．４１ ０．２９ ０．２６ ０．３３ ０．４１ ０．４９ ０．５０ ０．４８

黑色金属 ０．７０ ０．５６ ０．４８ ０．６２ ０．７６ ０．８４ ０．８３ ０．８１ ０．７５
有色金属 ０．４５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４８ ０．５５ ０．６３ ０．６３ ０．６７ ０．７１
金属制品 ０．６８ ０．６６ ０．６４ ０．５９ ０．６２ ０．５６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４８
通用设备 ０．４８ ０．５１ ０．４９ ０．５４ ０．５８ ０．５６ ０．５８ ０．５０ ０．５１
专用设备 ０．５１ ０．５２ ０．４５ ０．４８ ０．５２ ０．５４ ０．５６ ０．５４ ０．５１
交通运输 ０．８０ ０．６７ ０．６１ ０．５８ ０．７５ ０．８７ ０．９３ ０．８８ ０．８４
电气机械 ０．７３ ０．８０ ０．７３ ０．７４ ０．７５ ０．７４ ０．６２ ０．６１ ０．６０
通信设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仪器仪表 ０．７８ ０．８２ ０．８２ ０．９８ １．００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９９ ０．９７

注:因篇幅所限,部分年份测度结果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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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行业的绿色经济效率变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

类.第一类是绿色经济效率值一直呈下降趋势的行

业,如纺织服装行业、食品加工业和金属制品业,前
两者均属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提升空间不大,而金

属制品业绿色经济效率下降,一方面是因其对矿产

资源消耗较大,另一方面也说明该行业生产工艺和

技术的变动背离了绿色发展方向.第二类是绿色经

济效率一直呈上升趋势的行业,如有色金属行业.
第三类行业的绿色经济效率呈先下降、再上升、最后

又下降的趋势,如黑色金属业、饮料制造业、交通运

输业等行业,出现这一变动的可能原因是与中国的

经济周期和政策变动有关.
图１是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中国工业总体、重工业和

轻工业平均绿色经济效率变动情况.从图１来看,中
国重工业和轻工业绿色经济效率变化均呈倒 N型,
周期性特征明显.重工业和轻工业都在２００３年之前

均呈快速下降态势,这与许可瑞琳[２１]测度出的结果

一致,之后则开始上升,在２０１０年绿色经济效率达到

高峰,随后再次出现快速下降状态,袁建明[３０]的研究

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出现这一变动趋势的可能原因

是,２００３年之前中国各地政府以 GDP增长为主要政

策目标,环境保护政策相对宽松,且中央对地方政府

的考核也以经济增长为主,因此中国工业发展总体上

以粗放型为主,依赖高投入实现高增长,导致绿色经

济效率持续下降.２００３年中国颁布一系列新的环保

政策,加强了对企业废弃物排放的监管力度,且随后

的“十一五”规划还正式提出了节能减排政策,在政策

倒逼下,工业绿色经济效率逐步提升.随着２００８年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稳增长”再次成了各地经济发

展的重要目标,而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多地环境保护

力度也随之出现下降.另外,金融危机期间,“稳增长”
政策进一步助推了粗放型发展模式,大量资金投入均

为了追求产出增加,忽视了产出的绿色经济效率增长.

图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中国工业绿色经济效率变动情况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重工业的绿色经济效率明显低

于轻工业,但在２０１３年之后,重工业的绿色经济效

率开始高于轻工业.这是由于２０１３年以来,政府部

门对重工业的环境监管趋紧,另外随着重工业原有

老旧生产设备的逐步淘汰,高新技术设备投入的作

用逐渐呈现,且新设备带来生产技术和工艺的革新,
同时降低了企业对劳动力和能源的投入,因此在工

业总体绿色经济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重工业绿

色经济效率的下降速度明显低于轻工业.

三、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上文分析了中国工业绿色经济效率的变动情

况,本部分进一步对工业绿色经济效率变动的影响

因素进行研究.借鉴王兵等[２８]和袁鹏等[２９]的研究,
本文构建的实证模型如下:

　lnGreenit＝α０＋α１lnecoit＋α２(lnecoit)２＋α３enerit＋
α４heterit＋αsscalit＋ε

其中:Green为工业分行业的绿色经济效率,α０ 为常

数项,ε为残差项.变量的具体含义为:

a)经济发展水平(eco):用各行业的工业总产值

的对数来表示.为了检验绿色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

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倒 U型的关系,本文还将工业总

产值的平方纳入到回归方程.

b)能源消耗结构(ener):用电力消耗占全部能

源消耗的比重来衡量.根据能源使用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可以将能源分为清洁能源和非清洁能源,因此

能源使用种类的不同,往往对绿色经济效率有着较

大影响.

c)行业结构(heter):用国有企业占总企业数量

的比重来衡量.通常,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拥有

资源优势和更大的市场份额[１８],因此在设备的更新

换代上更有优势,绿色经济效率会随之上升.

d)行业平均规模(scal):用行业的工业总产值

与相应的企业数量的比重来衡量.随着行业规模扩

大,生产效率会因规模效应而得到提高,但如果制度

和管理不合理,规模大扩张也可能带来规模不经济,
进而导致效率下降.

(二)实证结果分析

表２报告了中国工业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

的实证分析结果.从表２可见,经济发展水平对轻

工业绿色经济效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经济发

展水平的平方项则对绿色经济效率有着明显的负效

应.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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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U型关系,即绿色经济效率随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状态.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

原因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经济发展能够

提升轻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绿色经济效率也因此不

断提升.由于轻工业的行业性质所限,其绿色技术

水平持续提升的空间有限,因此在经济发展到较高

水平后,绿色经济效率提升较为困难.比如,在饮料

制造业中,一些大型厂商几乎垄断整个行业三分之

二以上的市场份额,并且较早拥有较为完备的生

产线,所以其绿色经济效率波动较小,对整体工业

绿色经济效率变化的影响较小.另外,部分轻工

业如服装、纺织等行业的生产并不需要大型机械

设备,且家庭作坊式生产也较为普遍,该类作坊式

生产的环境监管成本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

高,因此持续减排困难重重,进而导致绿色经济效

率下降[２９].
表２　中国工业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

变量
类型

全行业 轻工业 重工业

l．Green
０．３２６∗∗∗

(０．０１７)
０．３６９∗∗

(０．０４７)
０．２８５∗∗∗

(０．０７２)
０．４７０∗∗∗

(０．０６６)
０．３２５∗∗∗

(０．０９８)
０．３５１∗∗∗

(０．１０５)
０．２６６∗∗∗

(０．０１４)
０．１５８∗∗∗

(０．０３６)
０．１３１∗∗∗

(０．０４４)

eco
０．２２８∗∗∗

(０．０５１)
０．３７３∗∗

(０．１５９)
０．６４９∗∗∗

(０．１８４)
０．５６４∗∗∗

(０．０６７)
０．８５９∗∗∗

(０．２７１)
１．７４４∗∗∗

(０．３８５)
－０．２６３∗∗

(０．１２５)
－０．７９５∗∗∗

(０．１８６)
－０．７３３∗∗

(０．３３５)

eco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７)
－０．１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８)

heter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９)

ener — ０．３７４∗∗∗

(０．０６５)
０．５４２∗∗∗

(０．１２５)
— ０．３６１∗∗∗

(０．０６２)
０．３３８∗∗∗

(０．１１２)
— ０．５３７∗∗∗

(０．０８２)
０．６８６∗∗∗

(０．１４３)

scal — — －０．１１９∗∗∗

(０．０４０)
— —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２)
— — －０．１１８∗∗∗

(０．０３８)

Obs． ４０５ ４０５ ４０５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AR(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３ ０．６１５ ０．０７９ ０．２４７ ０．４３１ ０．１８ ０．２１３ ０．５３２

Hansen ０．７６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１ ０．９９９ ０．６０７ ０．５５６ ０．３４６ ０．４１５ ０．２８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AR(２)和 Hansen为p 值.下同.

　　重工业的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

U 型关系,即绿色经济效率随经济发展水平的上

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的时期,政府往往采用增加投资等高投入的方

法来刺激经济发展,特别是对重工业的投入.此时,
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和民众的环境保护和资源

节约的意识普遍不强,粗放型发展特征十分明显,因
此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会导致重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下

降.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政府和民众对健

康和绿色产品的需求不断提升,环境和资源的保护

意识与政策也逐渐增强,进而倒逼企业向更加集约、
更加绿色的方向转型升级,因此绿色经济效率获得

提升.另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居民对

于绿色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企业也有着充足

的资金对生产设备和技术进行更新换代,因此绿色

经济效率会不断上升.
行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差

异,轻工业的行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

著,重工业的行业结构则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

可能是因为轻工业的行业结构以非国有企业为主,
国有企业占比相对较低,因此行业结构变动对轻工

业绿色经济效率影响不显著.重工业,中国有企业

则占据了较大比重,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创新

活跃度和创新效率相对较低,因此其绿色技术进步

的概率较低[２０].另外,重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国有

企业,仍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维持经济稳增长

的任务,特别是在经济紧缩期,保持就业稳定与扩大

投资水平等任务均会导致其绿色经济效率下降.
行业规模对于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负效

应,即工业绿色经济效率存在着规模不经济.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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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的企业规模会带来复杂的组织层级结构,出现

管理效率低下、生产浪费等现象,进而导致绿色经济

效率下降.其次,较大规模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

度与成本一般比较小企业要低,且获得政府支持的

可能性也更大,而较低的扩张成本容易导致大企业

倾向于粗放型发展,进而不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

升.另外,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可能放

松对大企业的环境监管,行业规模扩张进而降低了

绿色经济效率.
能源结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数,这说明电

力能源所占比重越大,行业的绿色经济效率越高.
这是因为相较使用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企业,使用电

力等清洁能源的企业污染物排放量更小,因而其绿

色经济效率更高.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使用

工具面板分析方法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即
基于２SLS方法的面板数据工具变量法.同时,使
用差分 GMM 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报告了检

验结果(表３).
表３　中国工业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稳健性检验

变量
工具面板

全行业 轻工业 重工业

差分 GMM

全行业 轻工业 重工业

l．green
０．７９６∗∗∗

(０．０２６)
０．７６２∗∗∗

(０．０３５)
０．６９３∗∗∗

(０．０６１)
０．３８９∗∗∗

(０．０７１)
０．４０４∗∗∗

(０．０６１)
０．８９１
(０．８３９)

eco
０．２５３∗∗∗

(０．０５４)
０．２１５∗∗∗

(０．０５３)
－１．３９１∗∗∗

(０．４３６)
０．２８７∗∗

(０．１５２)
０．４４４∗∗

(０．１５６)
－６．５６３∗∗

(０．１５２)

eco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８)
０．３４０∗∗

(０．１５２)

heter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５
(０．１１６)

ener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４)
０．２６９∗∗

(０．１１５)
０．１３７∗∗∗

(０．０５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６３)
０．３３４∗

(０．４８３)

scla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２)

Obs． ４３２ ２８８ １４４ ４３２ ２８８ １４４

AR(２) — — —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１ ０．２１７

Hansen — — — ０．０５２ ０．２１７ ０．９９９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 Tone[２６]提出的处理非期望产出的

DEAＧSBM 模型测度了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中国２７个工

业分行业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并借助系统 GMM
方法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经济效率变化的因素,得
出的主要结论有:

a)中国工业绿色经济效率变动总体呈倒 N 型,
粗放性和周期性特征明显.中国工业大部分行业的

绿色经济效率较低,行业粗放式发展特征明显.从

时间上看,有三个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一是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年的下行期,二是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的上行期,三

是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下行期.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

的绿色经济效率在大部分年份均低于轻工业,但随

着轻工业绿色经济效率的快速下滑,２０１３年之后重

工业的绿色经济效率已明显高于轻工业.

b)经济发展水平与轻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之间

呈倒U型关系,与重工业绿色经济效率呈正U型关

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发展能够促进轻

工业绿色技术进步,但由于轻工业行业性质所限,其
技术水平持续提升的空间有限,而部分轻工业存在

的家庭作坊式的分散生产特征,又使得监管成本随

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而不断增长,因此绿色经济效

率会出现下降.对于重工业而言,在经济发展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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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其粗放型发展特征较为明显,因此绿色经济效

率会出现持续下降状态,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

度之后,人们对绿色产品需求的提升以及环保政

策加强均会倒逼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绿色经

济效率提升.

c)行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异

质性.轻工业的行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

显著,重工业的行业结构则有着负向影响.行业规

模对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有着不利影响,能源结构则

对绿色经济效率有着促进作用.
当前中国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水平仍较为低下,

因此未来工业发展应切实注重绿色生产工艺与技术

的提升,减少工业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进而为中

国经济转型发展以及增长质量提高提供新型动力支

撑.此外,增加国有企业经营独立性、改善能源结构

以及合理控制行业规模均是提升工业绿色经济效率

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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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的大学生征信系统设计与实现
———以空乘专业为例

张小丽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艺术系,杭州３１１２３１)

　　摘　要:区块链系统由于具有透明化、数据不可篡改等特征,完全适用于学生征信管理、升学就业、产学合作等

方面,对教育和就业具有重要价值.针对当前国内高校征信系统与专业人才培养衔接不够紧密的问题,论述了区块

链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教育和专业征信领域的初步应用.以空乘专业为例,根据区块链分类选型,在联盟链基础上构

建空乘征信系统,该系统是一个分布式空乘人才数据平台,提供系统核心代码实现,将空乘院校、空乘培训机构、航

空公司上链.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有利于提高空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人才信息资源共享,提升空乘专

业建设的数字化水平.

关键词:区块链;空乘人才;征信系统;设计与实现

中图分类号:G６４６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１２Ｇ０５６９Ｇ０９

　　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的诞生开启了价值互

联网的新时代.近两年来,各国开始大范围鼓励和

支持区块链技术在各行业的发展和应用,中国亦是

走在第一方阵.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发布的«中国区块链

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２０１６)»指出,区块链系统的

透明化、数据不可篡改等特征,对教育就业的健康发

展具 有 重 要 价 值[１].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工 信 部 发 布

«２０１８年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白皮书»,再次重申要

加强区块链技术的创新、试验和应用,以抢占新一代

信息技术主导权[２].
目前,学术界对区块链在征信领域的应用研究

仍处于探索状态,国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以

机构为主.美国高考基金会(ACT)和未来教育研

究所 (IFTF)提 出 “学 习 即 赚 钱 (Learningis
earning)”的理念,用类似学分的 Edublocks记录和

跟踪学生的培训活动、实习经历、社区服务、学校比

赛等各类活动[３]１０３.日本Bitbank株式会社撰文指

出,区块链技术可应用于身份证明,在无法篡改的区

块链上通过密码技术记录个人信息,就不会遗漏任

何数据的变更记录,实现彻底的追踪功能,并且可以

不通过国家或企业等依赖的第三方机构,实现身份

验证和各种网上服务功能[４].国内学者对区块链技

术在教育和征信领域的研究多以展望和预测为主.
杜华[５]从高校学生征信管理、数字教育资源供给、高
等教育服务平台三方面讨论了区块链对高等教育发

展的重大意义,并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提出推动高等

教育发展的新路径.时明生[６]认为将区块链技术应

用于征信体系具有一定优势,但技术、监管与相关法

规的契合还需要继续深入.在互联网、大数据急速

发展的形势下,区块链有助于建立共识信任、扫除征

信业弊病,因此有广阔的发展前景[７].区块链技术

在提供较高公信力的证书系统,降低求学、求职和人

才雇佣的成本方面具有天然优势[８].
综上所述,区块链在教育系统和征信领域的潜

力得到较多认可,并已有成功的个案,但这些研究大



多只是前景展望,未能详细描述基于区块链的征信

系统的具体设计.随着开源区块链项目的不断成熟

和相关脚手架工具的出现,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开发

和部署门槛逐渐降低,提供高效的资源服务和较可

靠的技术支持成为可能.就目前掌握的文献看,基
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在技术选型和应用落地上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创新性,这是区块链技术在征

信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本文简要介绍了区块链技

术及其在教育征信领域的应用,并以空乘专业为例,
通过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架构设计和实现呈

现其价值和意义,为搭建去中心化的教育信任体系、
实现校企高效对接提供了研究方向.

一、区块链定义及其在教育征信领域的应用

(一)区块链技术概况

区块链是分布式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
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集成应用模式.狭义来

讲,区块链是一种链式数据结构,它是通过密码学方

式保证不被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账本.广义的

区块链是利用链式数据结构验证与存储数据,由智

能合约编程和操作数据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

构与计算范式[３]３.简而言之,区块链系统是一个无

需信用(Trustless)、由区块用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

链条[９].区块链去中心化、安全性和不可篡改等特

征可以让参与主体间建立信任,推进可信的数据交

易.数据所有权、交易和精细的授权范围记录在区

块链上,可实现对数据源的约束,提高数据质量.
(二)区块链的分类和选型

根据共识机制、参与范围、去中心化程度、落地

应用场景等因素的不同,区块链一般分为公有链、私
有链和联盟链.公有链(Publicblockchain)是最早

出现的、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区块链;私有链

(Privateblockchain)最为封闭,除非获得所有者许

可,任何第三方都无法获得链上数据的访问权限;联
盟链(Consortiumblockchain)由特定成员组成联

盟,有多个作为记账人的预选节点,限定使用规模和

参与者权限.它通常是由多个利益相关且有意愿共

同维护该区块链健康运转的实体机构发起,必须授

权后才能准入准出该联盟链[１０].
在公有链上部署征信系统,一是资产上链、合约

部署、发起交易需要费用(如在以太坊上部署合约,
需使用以太币)[１１];二是全网公开,无法提供细粒度

的权限控制.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电子证书只提

供姓名、专业、校长签名等简单信息,而对于更具参

考价值的信息,如奖惩情况、在校表现、联系电话等

方面出于保护隐私而未提供[１２].私有链仅在组织

内部使用,因此并不适用本系统.联盟链是若干个

机构共同参与记账的区块链,数据只允许系统内的

成员节点进行读写和发送交易,并且共同记录交易

数据[３]７.联盟链在具备区块链特点的同时,又具

备节点账本可控制、满足监管和准入需求、高性

能、可编程等优点,在构建空乘征信系统方面优势

明显.

Linux基金会旗下的开源区块链项目 Hyperledger
Fabric可作为空乘征信系统的技术支撑和框架实

现.HyperledgerFabric利 用 容 器 技 术 托 管———

Chaincode实现智能合约,同时使用 Hyperledger
Composer作为构建区块链业务网络的协作工具,能
够快速便捷地创建智能合约和区块链应用程序,打
造跨行业的区块链解决方案[１３].区块链网络协作

工具包括 Node．js、NPM、CLI命令行和代码编辑器

等,提供以业务为中心的抽象及示例应用程序,并通

过易于测试的Devops流程创建强大的区块链解决

方案,运行原理如图１所示.

　

节点 网络中存在各个组织的节点

链码
(chaincode)

即智能合约,在网络中执行业务

逻辑

账本 整个网络统一维护的数据库

排序节点 用于达成联盟链里的共识机制

事务∗ Transaction可 以 对 链 码 进 行 调

用,最终查询或更新账本

权限控制∗
联盟链里各组织对网络访问权限

可被精细化控制

图１　Hyperledgerfabric联盟链网络的运行原理[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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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 HyperledgerFabric为基础的联盟链技术方

案,由开设空乘专业的高等院校、定点培训机构、各大

航空公司组成联盟,在一个较大的可信范围内,搭建

空乘从业人员信息自由流动的数据仓库和交换平台.
(三)区块链在教育征信领域的应用

欧盟委员会在«教育行业的区块链报告(Blockchain

inEducation)»中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在教育领域中

应用的可行性、益处及挑战,特别关注这一技术在数

字认证、多步骤认证和学分转让等方面的应用[１５].
区块链作为技术手段可服务于多层次教育体系,无
论在体制层、应用层还是在数据层,都有助于打造未

来“互联网＋教育”的新业态(见图２).

图２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互联网＋教育”新业态[１６]

　　２０１６年,中国首个校园区块链项目由中央财经

大学发起,学生通过校园区块链网络,可查询个人的

学习成绩记录,并可在需要时展示给相关机构,企业

也可使用该系统查询学生的学历证书和获奖情况,直
接降低了招聘和求职成本[１７].２０１７年,麻省理工学院

使用区块链技术发布了首个数字学位证书.该学位证

书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或直接发给雇主,具有防篡

改和可验真伪的特性.同年,麻省理工学院向１００多

名毕业生颁发了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学位证书[３]１０５.
目前国内高校使用的征信系统在数据收集和查

询功能上比较单一,与专业人才培养衔接不够紧密.
以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为例(简称“学信网”),
它只提供简单的学籍证明、新生入学注册、就读或毕

业学校等最基本信息[１８].学信网提供的信息强调

共同性,无视差异性,忽视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等

多方面的考察[１９].昂贵的征信数据仅被用于查证

学历信息的真伪,缺少二次利用,造成信息资源的浪

费.同时,以单一机构作为信用背书需要很大的信

用维系成本,用人单位也应参与学生信息维护,例如

对毕业生进行动态记录和持续追踪.职场履历作为

专业学生征信的一部分,除了可防范简历造假的风

险之外,其提供的征信数据也为人力资源的精细化

筛选、个性化服务和批量化处理提供了可能.

二、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框架设计

(一)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的设计目的

本文从“区块链＋空乘”的角度搭建空乘专业的

征信系统,依托区块链平台可提供的立体架构,完成

信息收集、保存、整理和加工(借助智能合约).在征

信数据收集(事前)、征信数据查询(事中)、征信数据

流动(事后)各环节均涉及多个信息维护主体、多个

信用背书机构,与学信网的学籍、学历信息查询功能

互为补充,降低单点信息维护的负荷和成本.此征

信系统对空乘专业尤其适用.不同于其它行业,空
乘专业旨在培养旅游业高端服务人才,除了对职业

道德有所要求之外,对专业的服务技能如机上英语

运用、机上紧急情况处理、特殊旅客服务、餐饮服务

技能等都有严苛的要求.这些专业技能对乘客满意

度有直接影响,是空乘人才培养和航空公司招聘最

看重的人员特质,却无法通过简单的数字打分和等

级评定来呈现,这也是造成目前空乘招聘成本高、流
程冗余繁杂的重要原因.通过区块链平台,不但学

业成绩数据被分布式存储,而且各类技能大赛、专业

技能考核等方面数据能够多样化存储,图片、音频、
视频等材料都可作为有效数据被合理接收和展示,
且无法作假.空乘学生作为征信主体,在区块链平

台上可以展示相对丰富的人物信息,而且平台提供

了多层次数据查询接口,对于行业招聘和学生求职

具有独特优势.
(二)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框架设计

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以国内开设空乘专

业的高校、定点培训机构和各大航空公司为网络节

点,形成行业联盟,共同维护从业人员的信息账本.
分布式账本包含了个体的姓名、年龄、照片、奖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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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学位证书、技能考核、个人特长描述、实习表现等细

节,是个体信息在区块链上的数字投射,代表了个体

在联盟链内部的数字化身份(eID).区块链作为分布

式共享共信数据库,在根本上降低了数字身份认证中

为公信力所要付出的成本,是一种天然的技术背书.
账本形成后的空乘征信系统预期可以促进空乘

专业数据化治理,打破人才培养、流动的信息桎梏,
实现共享数据流通(见图３).

图３　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框架

　　根据图３,该征信系统运行的智能合约对平台

参与者的权限进行了约束和管理,实现征信信息的

多主体维护.对于开设空乘专业的院校或定点培训

机构,它的权限可以满足对学生信息维护的需求,代
替传统的纸质档案,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职业素养和

专业能力表现进行增删改查等操作.已经毕业的在

飞乘务员的账本由航空公司维护,具体包括飞行时

长、培训记录、带飞记录、放单考核情况以及职位变

迁等.
在联盟链内部,学校可以追踪学生进入航空公

司后的职场行为,甚至取代目前各省教育厅开展的

毕业生调查,协助高校开展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促进

学校和企业在人才培养上的高效精准合作,实现对

人力资源数据的二次利用.航空公司对已有账本的

职业信息部分进行维护,记录空乘从业人员的技能

考核、复训、级别认定情况,能够为公司人才遴选、考
核和奖惩等方面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支撑.定点培

训机构也可以通过查询账本,跟进学员在行业的后

续发展,借力平台数据助推培训行业升级.对空乘

从业人员而言,凭借行业内可信、便捷的数字简历,
在受教育阶段能够制定更加符合自身定位的职业规

划,他们在行业内的岗位评估、职务交流、人才流动

也将更加便捷和有据可依.

三、空乘征信系统的实现

利用 HyperledgerComposer 协 同 工 具 构 建

HyperledgerFabric联盟链网络,需要符合其结构

定义(见图４).

图４　HyperledgerFabric联盟链网络结构定义[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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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文件创建(．cto)

HyperledgerComposer包含一种面向对象的

建模语言,用于定义联盟链网络的业务模型(．cto
文件)[２０].．cto文件主要由命名空间(Namespace)
和资源(Resource)组成.命名空间决定该文件中所

有资源的归属,而资源则包含资产(Asset)、事务

(Transaction)、参 与 者 (Participants)、事 件

(Event)、概念(Concepts)和枚举类型(Enumerated
types).．cto文件中定义学生为资产,学校、定点培

训机构、航空公司为参与者,学生信息创建、更新、查
询、删 除 等 行 为 是 事 务. 这 些 资 源 都 在 org．
schools．league命名空间里(见图５).

图５　精简版的模型文件定义

　　在图５模型文件的实现中,将学生个体定义为

资产,体现了其在征信网络中的流动性.学生个体

的属性涵盖了基本的学籍信息以及空乘专业特有的

属性:Career,其包含 Fly_HourＧ飞行时长,Skill_

RecognitionＧ技能认定,Rank_AssessmentＧ等级考

核,实际应用可以根据需求进行拓展,加入包括形体

展示、特殊旅客服务、应急处理等各项技能的评分.
学校、定点培训机构、航空公司这三类参与者可以对

作为资产的个体信息进行新增、删除、修改、查询的

操作,如图中定义的事务函数所示.
(二)脚本文件实现(．js)
脚本 文 件 通 过 事 务 处 理 函 数 (Transaction

processorfunctions)实现在．cto文件中定义的事务

(Transaction).事务处理函数实现了智能合约中

主要的业务逻辑,其构成需要符合一定的结构:头部

的装饰器(Decorators)、元数据(Metadata),后跟的

JavaScript函数(JavaScriptfunction)(见图６).
根据图６的脚本文件,主要通过事务处理函数

实现了模型文件中参与者对资产的查询操作.作为

智能合约中业务逻辑的具体实现,事务处理函数可

以通过识别事务的调用者,来辅助进行权限的精细

化控制,同时结合．qry查询文件,根据业务逻辑定

制复杂的查询功能.

(三)准入控制文件管理(．acl)

HyperledgerComposer 包 含 访 问 控 制 语 言

(ACL),它对域模型(．cto中定义)中的元素进行声

明式访问控制.通过定义 ACL规则,可以确定允

许哪 些 用 户/角 色 在 业 务 网 络 的 域 模 型 中 创 建

(Create)、读 取 (Read)、更 新 (Update)或 删 除

(Delete)元素.以航空公司为例,设置对学生资源

的访问权限,只允许读取和更新,无法创建和删除.
事实上,在脚本文件中,已经实现通过识别当前事务

处理函数的参与者(Participant),实施编程访问控

制,从而与．acl文件制定的规则协同,构成细粒度的

权限管理和访问控制(见图７).

３７５第６期 张小丽:基于区块链的大学生征信系统设计与实现———以空乘专业为例



图６　事务处理函数中实现的脚本文件

图７　准入控制文件实现代码

　　
图７中以两条规则对．acl文件的声明式访问

控制进行说明,Rule１限定了参与者Ｇ航空公司只

能对资源Ｇ学生个体进行数据的读取、更新操作,而
屏蔽了创建、删除操作.而 Rule２则是开放了所有

参与者对资产的增删改查操作权限.．acl文件的匹

配顺序是从顶部(最具体)到底部(最不具体)进

行,只要参与者、操作和资源匹配规则,就不会评

估后续规则.如果没有规则匹配,则访问控制决

策为拒绝.
(四)查询文件编写(．qry)

HyperledgerComposer中的查询文件是以特

定的查询语言编写的,通过定制查询的规则和输入

参数,查询结果会返回联盟链账本中的指定资源.
同时．qry中定义的查询可以在脚本文件中进行调

用,使业务逻辑更加高效、低耦合(见图８).

图８　HyperledgerComposer中的查询业务编码实现

图８中定义了两个简单查询,一个复合查询,通
过对学生个体属性信息与输入查询条件的匹配,输
出符合条件的账本中的资源信息.

(五)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效果呈现

真实业务场景中,区块链网络需要暴露接口与外

界进行通信,因此,在本地安装 HyperledgerFabric网

络,并使用REST工具生成 Api接口供应用程序/客

户端调用,来完成业务场景展示,具体流程见图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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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系统应用程序的业务逻辑

　　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可以实现学生查

询、学籍更新、信息创建、复合查询和筛选等功能(见
图１０).在联盟链中,空乘院校、培训机构可以记录

学生的学业表现、专业素养和核心能力等重要信息,
并对学生信息进行维护,实现增删改查的操作.区

别于传统的校内教务系统,个体的学习行为和学习

结果可以永久保存在分布式账本上,全网同步且不

可篡改,形成学信大数据,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空乘

人才信用体系缺失、学校培养人才与航空公司岗位

职业能力不匹配等实际问题.空乘专业学生毕业

后,学校、培训机构通过平台查询权限关注其后续发

展,通过对人力资源数据的二次利用,有利于对空乘

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估和监管,助力空乘专业学生的

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反哺教学.

图１０　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

　　航空公司在面试招聘学生时可在联盟链内部进

行资料筛选,比如查询学生英语等级情况、学业成

绩、爱好、在校表现等,根据每次招聘要求的不同,进
行多层次筛选,高效清晰;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航
空公司在联盟链账本记录其培训、实习带飞、绩效考

核、复训、薪酬激励及各类奖惩情况.如该员工跳槽

到另一公司,只要在联盟链内部,该员工仍然具有可

信、便捷的数字简历,便于其在行业内自由流动.

四、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的优势与挑战

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是一个创新型身份

管理方案.它将现实中的个体信息进行区块链上的

数字投射,建立起以数字身份为基础的征信管理系

统,记录空乘人员包括个人信息、学籍档案、职业技

能、岗位流动等在内的信息数据,完善从业者在行业

中的用户画像.此系统借助区块链技术的公信力,
营造“身份即服务”的诚信模式,对空乘人力资源的

数据化治理和系统建设有较大意义.

(一)优势

从技术角度出发,区块链是利用分布式技术和

共识算法构建的一种多中心的信任机制,并在此信

任体系之上实现可信任的数据共享[２１].有别于过

去的中心化公信模式,区块链天然具备的去中心化、
开放、加密等特征,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无需第三方

背书、真正可信的社会关系.它极大地减少了传统

公信力建设所需的资源、时间、成本以及信任背书存

在的潜在风险,降低了生产与服务成本、市场交易成

本以及信用成本.
从本文的案例出发,区块链的技术特征帮助空

乘征信系统解决了当前面临的两大挑战———全行业

参与和征信数据流通.去中心化平台通过智能合约

规则下的“数治”,对不同的平台参与者进行权限控

制,在限定范围内可实现被征信人的静态数据和动

态行为进行增删改查的操作.数据的变更被永久记

录并能够在全网广播,而可追溯的记录可让行业参

与者对信用数据进行二次利用,诸如对空乘人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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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监管、空乘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反哺教学改进等

方面的应用.得益于分布式账本去中心化的特点,
征信数据在平台内多点备份、即时同步,改善了传统

征信平台的数据不全、平台数据上传积极性低、更新

不及时、接入门槛高等问题.平台在合理时间内可

实现对征信数据的撷取、按需处理等工作,并整理成

价值信息.
(二)挑战

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在应用落地方面

所面临的挑战可分为两类:技术挑战和商业挑战.
技术方面的挑战,一是区块链在征信行业缺乏

成熟的应用,目前用区块链相关技术解决征信问题

的成功案例较少.同时,在较大规模的空乘征信系

统中需要能够有效地进行全网同步和共识计算,这
也让区块链能否荷载系统的数据处理需求存在不确

定性.二是区块链应用的安全性.就公有链的平台

现状来看,依然存在诸多的安全挑战,如黑客对区块

链的恶意攻击[２２].
商业方面的挑战,一是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

系统存在法律准入以及合规性的考量;二是对参与

者的教育成本较高,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唯有做到通

达(让用户知道)和信任(让用户相信),才能整合多

方数据,建立数据精准性较高的信用评价;三是行业

上下游缺少统一的平台用于交流合作以及技术成果

转化.无论是平行合作还是产学研结合,建立基于

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都有利于打破信息孤岛、分
享合作带来的数据价值成果.

五、结　语

本文分析了区块链技术在国内外教育和征信领

域的应用,以空乘专业为例,结合空乘专业的特点、
高校专业人才培养和用人单位的招聘需求,在开源

区块链项目 HyperledgerFabric的基础上,设计了

区块链空乘征信系统的基本框架.同时,本文完成

了核心代码的实现和效果展示,在技术选型和解决

空乘专业征信难题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创新

性.
首先,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空乘征信系统从区块

链选型、网络设计、搭建、部署和应用充分考虑了实

际业务场景,有助于构建资源、信息、知识、技能高度

共享的空乘人才平台.联盟链网络中可信、便捷、全
面的数字征信有助于空乘从业人员更好的职业规

划、人才成长和行业流动.其次,以学校、机构、航空

公司为代表的参与者共同参与平台信息创建与维

护,可以更好地利用人力资源数据,实现业务升级.
此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空乘征信系统同时也是一

种协作、透明、高效的身份管理方案.
本文的主要不足在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样本进行

试验,无法验证基于区块链的空乘征信系统对行业

新业态能否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导致成果展示不能

给出更有效力的评价.尽管当前项目的测试运行完

备,可以一窥区块链在空乘行业征信领域的优势,但
此架构如何突破来自商业和技术方面的挑战,真正

运用到实践中去,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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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aracterizedbytransparencyanddatairreversibility,theblockchainsystemi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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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anditisofgreatvaluetoeducationandemployment．Thecurrentcreditinforma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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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语序:汉语表达被动的基本手段

王　艳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汉语中存在大量的“O(＋S)＋V”结构的句子,此类句子与有标记被动句都是 OV 语序结构.对比 VO
语序句子可以发现,现代汉语中“O(＋S)＋V”结构的句子具有被动意义;从历史角度看,汉语句子在没有被动标记

的情况下也可以表达被动意义.被动标记具有区分论元的作用和主观化作用,OV语序是汉语表达被动的基本语法

手段.

关键词:OV语序;被动;被动化;受事主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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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数据显示汉语普通话具有强烈的SVO 语

序倾向[１Ｇ４],同时汉语中也存在很多 OV 语序的句

子.通常所说的“受事主语句”就是其中的一种,例
如:

例１．房子卖了.
例２．芦苇捆好了.
例３．资料他找到了.
例４．这本书我看过.
例１和例２的语序结构是“O＋V”,例３和例４

的语序结构是“O＋S＋V”,此类句子在汉语中很常

见,传统语法研究认为这类句子中的句首名词是受

事论元做主语.董秀芳[５]、潘海华[６]等将“O＋S＋
V”结构中的O看作话题,袁健惠[７]将“O(＋S)＋V”
结构的句子称为“受事话题句”.潘海华认为“O＋
V”结构的句子是话题句① ,句首名词性成分是汉语

中典型的话题,句子的结构是“话题＋述题”,句子中

省略了S.这种观点从逻辑上看确实是合理的,但
是如果仅仅是省略的缘故,为什么要采用 OV 语序

呢?
笔者注意到,“O(＋S)＋V”结构的句子与“被”

字句的语序结构相同,那么两者是否存在相通之处?

“O(＋S)＋V”结构的句子是否具有被动意义? 有

关汉语被动句范围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受事主语句

是否属于“被动句”,本文试图在语言类型学背景下

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一、“被动”和“被动句”

OV语序是汉语的重要语法手段,笔者在«汉语

OV语序手段的指称化效用»[４]一文中曾论证过汉

语中 VO语序通常具有陈述功能,OV 语序则表现

出强烈的指称化倾向,VO 语序和 OV 语序表现出

相对的语法功能.汉语中的 VO语序句子通常表示

主动,那么 OV语序句子是否具有表示被动的功能?
展开讨论之前,需要对相关问题作简要的说明.

(一)“被动”与“被动句”不能等同

“被动”问题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汉
语学界关于“被动”问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

对于汉语“被动句”的范围仍然存在争议.“被动”与
“被动句”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必须理清

“被动”和“被动句”的关系.
“被动”是与“主动”相对的概念,属于语义范畴,

它的特征是“非自主性”“非意愿性”“非能动性”.屈



哨兵[８]认为“被动观念是基于对客体(受事)处于被

某种主体(施事)掌控之下所经历或形成的状态而出

现的一种判断”,其产生基础是“人类思维与认知上

的客体凸显能力和因果推论能力”.被动概念广泛

存在于多种语言中,与人的认知思维能力密不可分.
“被动句”属于句法范畴,指的是表达被动关系

的句式.“被动句”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印欧语语法研

究中引入,马建忠[９]在«马氏文通»中已经列出了被

动句,王力[１０]将谓语所叙述的行为是施于主动者的

句子称为“被动式”.戴维克里斯特尔[１１]在«现代

语言学词典»中对“被动式(passive)”的解释是“对
态作语法分析的术语,指句子、小句或动词的一种形

式,其语法主语一般是动词代表的动作的接受者或

‘目标’.与主动式对立,有时还与其他形式,如‘中
间式’(middle)(如希腊语)对立”.

(二)关于汉语“被动句”范围的争议

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被动句通常有特殊的形

态标记,«现代语言学词典»[１１]对“被动式”的定义显

然是以印欧语为基础的,这些语言中被动句的范围

一般是比较明确的.汉语中存在“被动概念”,在句

法上表现为表达被动意义的句式,但汉语被动句的

范围存在争议.目前讨论的汉语“被动句”主要涉及

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类,有标记被动句.
例５．a．洗衣机被我拆了.

b．洗衣机被拆了.
例６．a．洗衣机叫我拆了.

b．洗衣机让我拆了.

c．洗衣机给我拆了.

d．洗衣机给拆了.
第二类,“O＋V”结构无标记被动句.
例７．洗衣机拆了.
第三类,“O＋S＋V”结构无标记被动句.
例８．洗衣机我拆了.
第一类“有标记被动句”以“被”字句为典型,口

语中的被动标记词还包括“叫”“教”“让”“给”等.此

类句子中有被动标记词,是汉语中最为典型的被动

句,基本上没有争议.第二类和第三类就是通常所

说的“受事主语句”,有的学者将这两种形式称为“无
标记被动句”或“意念被动句”[１２Ｇ１３].这两种句式是

否属于被动句在汉语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不同学者

的看法存在一些差异.比如,梁东汉[１４]、刘叔新[１５]

认为没有“被”字的句式不是被动句;龚千炎[１６]、沈
家煊[１７]、王家年[１８]认为受事主语句属于被动句;王

起澜[１９]、王还[２０]则认为受事主语句中叙述性强的是

被动句,描写性强的则不属于被动句.

二、OV语序是汉语表达被动的语法手段

(一)OV语序能够表达被动意义

虽然学界关于被动句范围的观点存在差异,但
是本文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是 OV语序结构是否表达

被动意义,然后再考虑 OV 语序结构是否属于被动

句.
首先,从历时角度来看,汉语句子在没有被动标

记的情况下可以表达被动意义.洪诚[２１]认为“名受

＋动”是上古汉语被动式的基本句式.张赪[２２]指

出,“名受 (＋名施 )＋动”句式在先秦文献中已经很普

遍了.王力[２３]认为原始汉语里并不存在被动式,但
上古汉语中存在用于被动意义的动词,并一直沿用

到汉代以后.王力认为这类句子的形式与主动句相

同,不能看作被动式.不论这类句子是否属于被动

式,可以确定的是它们能够表达被动意义.汉语自

古以来就能进行主动Ｇ被动转换,这是受“施受同辞

机制”的影响,同一个动词既可表主动义,又可表被

动义[２４].下面是具体的用例:
例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
例１０．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 («左传

郑伯克段于鄢»)
例１１．鲁酒薄而邯郸围.(«庄子胠箧»)
例９中的“良弓”是“藏”的受事,“走狗”是“烹”

的受事;例１０中的“蔓草”是“除”的受事;例１１中的

“邯郸”是“围”的受事.这三个句子都采用了 OV语

序,句中没有出现被动标记词,但都表达了被动意

义.
其次,现代汉语中,与主动性的 VO 语序相比

较,OV语序表现出被动意义[２５].例如:
例１２．a．庄稼收完了.

b．收完了庄稼.
例１３．a．衣服撕破了.

b．撕破了衣服.
例１４．a．鱼捞不到.

b．捞不到鱼.
这三组例句中的a句描述的是一种状态,而b

句则是陈述一种事件.“a句中 O位于句首,从受事

视角描述 O的某种性状,O 是动作的承受者,对于

这种状态没有控制力,由此产生一定的被动义.”[２５]

语序不同,表意功能一定有差别,OV 语序结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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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由被动造成的某种性状,因此给人一种不是被动

的感觉[２５].
从 VO语序与 OV 语序对比的角度来看,汉语

中的 VO语序句子通常表示主动意义,而 OV 语序

句子则通常表示被动意义.OV语序是汉语表达被

动的语法手段,OV语序作为汉语的一种语法手段,
具有被动化效用.OV语序实际上也是一种形式标

记,只是相对于被动标记来说,它是一种弱标记形

式.类型学研究普遍采用句法Ｇ语义标准,因此笔者

综合句法和语义两方面的特征,将 OV 语序表示被

动关系的句子都称作“被动句”.笔者根据被动标记

的有无将被动句分为有标记被动句和 OV语序被动

句,后者包括“O＋V”结构和“O＋S＋V”结构两种.
为了行文简洁,下文的表述中将“O＋V”结构和“O
＋S＋V”结构分别简缩为 OV结构和 OSV结构.

由于被动标记词“被”和“叫”“教”“让”“给”等主

要是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笔者在下面的讨论中以

“被”字句为代表句型来说明有标记被动句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OSV结构被动句在汉语中有时也被

称为“主谓谓语句”,此类句子受话题化因素的影响

较大,表达的被动意义不突显,但不能因此否认它表

达的被动意义.
(二)OV语序被动句在汉语被动句中占很大比例

利用语序表示被动是汉语中的常见现象,无标

记被动句实际上就是利用 OV 语序来表示被动的.
王还[２０]指出,“主语是受事而不用“被”字的句子,在
汉语中比“被”字句要多得多”.杜荣[２６]也认为汉语

中不含被字的隐性被动句的出现率远高于“被”字句

的出现率.宋文辉等[２７]统计了总计２７０万字的语

料中有标记被动句和意念被动句(即本文所指的

OV结构被动句)的出现次数,分别为１９０１、１４８３
次,占总数的比例分别是５６％和４４％.

以上统计数据没有包含 OSV 结构被动句,即
便如此,OV结构被动句的数量已经足以引起我们

的注意,汉语中存在大量的 OV 语序被动句是不容

忽视的语言现象.
(三)汉语“被动句”范围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是

判定标准不同

从意义上看,受事主语句有被动意义;从形式上

看,受事主语句中没有被动标记.从句法形式角度

划分,有标记与无标记相对;从语义角度划分,被动

与主动相对.以意义为标准和以形式为标准来判定

受事主语句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实际上,语序

也是一种标记形式,相对于被动标记词来说,语序的

标记程度较低,容易被忽视.
采用形式标准来判定“被动句”的范围主要是受

到印欧语语法研究的影响,印欧语系语言的形态系

统比较发达,所以研究者们特别关注形式上的标记.
而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句法上,汉语的组合是“磁性”
的吸附,而不是形态的嫁接.仅仅依据形式上的标

记来判定被动句是不够的.“被动”是与“主动”相对

的概念,我们不能忽视这一语义特征,只有综合句

法、语义两方面的特征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

三、不同形式被动句之间的区别

汉语中同时存在三种不同形式的被动句:有标

记被动句、OV结构被动句和 OSV结构被动句.既

然 OV语序能够表示被动,那么为什么有的句子中

会出现被动标记? OV 结构被动句和 OSV 结构被

动句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

思考的问题.
已有很多学者注意到有标记被动句与 OV语序

被动句之间存在差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表意

功能———叙述事件或描写状态[２８];主观色彩———是

否如意[２９];适 用 句 型 和 句 子 独 立 性[２９];语 体 色

彩———口语色彩或书面语色彩[２９].在此基础上,笔
者进一步探讨汉语中三种不同形式被动句之间的差

别,通过考察笔者注意到以下两点.
(一)被动标记具有区分论元的作用和主观化作用

第一,被动标记可以区分施事和受事.

OV语序能够表示被动,但不能标记论元,因此

需要被动标记来区分施事和受事.部分有标记被动

句中,S成分不出现,句首只有一个名词性成分.在

脱离语境的情况下,有时句首名词既可以用作受事

成分也可以用作施事成分,容易产生歧义.例如:
例１５．a．威尔逊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b．威尔逊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例１６．a．主任调走了.

b．主任被调走了.
例１５a中的“威尔逊”和例１６a中的“主任”既可

能是施事,也可能是受事,句子有歧义;例１５b、１６b
通过“被”字标明句首名词是受事成分,句中的语义

关系很明确.
在出现S成分的有标记被动句中,句首出现两

个名词性成分.如果不出现被动标记,有时也会造

成歧义.例如:
例１７．a．小王老张抓到了.

b．小王被老张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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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７a中的“小王”和“老张”可能都是“抓”的施

事,受事隐省;或两者都是“抓”的受事,施事隐省;也
可能“小王”是受事,“老张”是施事.例１７b中“被”
字表明“老张”是施事,“小王”是受事.

无论句子中是否出现S,被动标记都能够起到

区分论元的作用,从而避免句子产生歧义.被动标

记前的名词性成分是受事,被动标记后的名词性成

分是施事.宋文辉等[２７]的统计结果显示,OV 语序

被动句在小说和会话文体中出现得较多.这两种语

体的口语性较强,且都含有大量的语境信息,这些信

息往往具有帮助区分施事和受事的作用,因此对被

动标记的依赖性相对较弱.
第二,被动标记可以表达“不如意”的主观态度.
从历时角度来看,大部分“被”字句都用于表达

“不如意”的事件.刁晏斌[２９]对宋代至清代的６６９
个“被”字句和４２７个受事主语句进行了统计分析,
将句子的表意功能分为“不幸”、“中性”和“好”三类.
统计结果显示８９％的“被”字句表示“不幸”的事情,

１０％为“中性”,１％为“好”,而受事主语句中约６７％
表示“中性”,２８％表示“不幸”,６％为“好”.笔者认

为,“被”字句的“不如意”意义与“被”字虚化为介词

前的“遭受”义有密切关系.
现代汉语中,有标记被动句的典型语义被描述

为“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３０]、“有损”[３１]、“意外事

件”[３２]等.张敏[３３]认为汉语中的有标记被动句通常

含有不幸意味,这是一项区域特征,在东亚、南亚和

东南亚包括汉藏语、台语、孟高棉语在内的多种语言

中都存在这种情况.李宗江[３１]在观察多种语言事

实的基础上推测,表示“有损”义的被动句在任何语

言里都应该是最自然、最常见的;表示“受益”语义的

被动句在任何语言中都是数量最少、结构也是最受

限的.
在没有施受歧义的情况下,被动标记通常起到

主观化作用,表达“不如意”的主观态度.“被”字通

常用于表达“不如意”事件的句子中,表达“中性”事
件或“如意”事件时,一般不太适合采用有标记被动

句形式,用 OV语序被动句形式更合适.看下面两

组例句:
例１８．a．∗书被买了.

b．书买了.

c．书被买走了.
例１９．a．∗书被看了.

b．书看了.

c．书被看烂了.

“买书”和“看书”都是“获益”的行为,说话人没

有表现“不如意”的态度,所以例１８b和１９b可以成

立,而例１８a和１９a不能成立.例１８c和１９c中的

动词也是“买”和“看”,句子却能够成立,因为动词后

的补语成分使句子产生了“受损”义.“买走”和“看
烂”会使物体的形态或领属关系产生一定的变化,这
种变化可能会使物体的领有者因为“受损”而产生

“不如意”的主观态度.
上面讨论的是未出现S的情况,再看出现S的

情况:
例２０．a．粮食被官兵抢了.

b．粮食官兵抢了.
例２１．a．马被她卖了.

b．马她卖了.
例２２．a．会场被老张订了.

b．会场老张订了.
以上三组例句中的a句都是站在受损者的角度

来陈述某种事件,表现出不如意的情感态度;而b句

的表达较为客观,没有明显的情感偏向.例２０a的

说话人是不希望“官兵抢粮食”这一事件发生的;例

２０b则没有直接表现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其它两组

例句也是类似的情况,不再赘述.
(二)OV结构被动句的描写性较强,OSV结构

被动句的陈述性较强

OSV结构被动句中充当谓语的是SV,SV与汉

语主动句的语序相同,句子的陈述性相对较强.OV
结构被动句中 VP成分单独作谓语,施事的隐省更

利于 VP部分的突显,强调 O成分承受的动作行为

及其结果,因此 OV 结构被动句的描写性更强.例

如:
例２３．a．行李整理好了.

b．行李爸爸整理好了.
例２４．a．大门锁着.

b．大门他锁着.
例２５．a．花瓶砸破了.

b．花瓶我砸破了.
对比上面三组例句中的a、b两句发现:a句描

述 O处于某种状态;b句中出现了S,S是施事,致
使 O处于某种状态,SV共同构成句子的谓语部分,
句子的陈述性比a句更强.

陈昌来[３４]认为 OSV结构被动句可能正处于从

叙述句向说明句(描写句)的过渡,具有说明由于某

种动作而产生的状态的作用,而 OV 结构被动句已

经由叙述句过渡为描写句,一个重要的证据是 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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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能加“正”或“正在”构成进行时态句.
前文已经提到,OSV结构被动句的形成在很大

程度上是话题化的结果,很多 OSV 结构被动句删

除S后语义不完整,句子不能成立.如:
例２６．a．牛肉我吃.

b．∗牛肉吃.
例２７．a．相片她看了.

b．∗相片看了.
例２８．a．这句话我不会忘记.

b．∗这句话不会忘记.
这三组例句中的a句都是对某种情况的说明,

删除S后不能表达完整的意义.
相对于 OV结构被动句来说,OSV结构被动句

的陈述性看似较强,但实际上这种陈述性还是很弱

的.将例２６—２８中的a句与相应的SVO语序主动

句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
例２９．我吃牛肉.
例３０．她看了相片.
例３１．我不会忘记这句话.
这三个句子都是对事件的陈述,而例２６—２８中

的a句都是对 O 的情况进行的说明.由此可见,

OSV结构被动句与SVO 语序主动句的差异较大,
与 OV结构被动句更为接近.

四、结　论

汉语中 VO 语序句子通常表达主动意义,OV
语序句子则通常表示被动意义.汉语中“O(＋S)＋
V”结构的句子具有被动意义,此类句子在汉语被动

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在口语性较强的文

体中.“O(＋S)＋V”结构被动句与有标记被动句

都是 OV语序结构,OV 语序是汉语表达被动的基

本语法手段.汉语中同时存在三种不同形式的被动

句:有标记被动句、OV 结构被动句和 OSV 结构被

动句.这三种形式同时存在的理据是:OV 语序可

以表达被动,但是语序不能起到区分论元的作用,需
要被动标记来区分施事和受事;被动标记还具有主

观化作用,表达“不如意”的主观态度;OV 结构被动

句的描写性较强,OSV结构被动句的陈述性较强.
语序是汉语语法的显赫手段,包括修饰语与中

心语的语序、OV语序等一系列现象.语序不同,意
义必定有差别.语序是汉语的基本语法手段,汉语

基本语序 VO与非基本语序 OV之间的联系和分工

是值得重视的课题.语序手段在汉语研究中也应该

继续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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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标记在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中的
应用考察及编写建议

施仁娟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以«汉语口语»系列教材为例,考察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中话语标记的应用情况,结果发现:话语标记在课

文中的出现频率总体较低;每册教材中话语标记的数量基本上都随着教材等级的上升逐渐增加;不同功能类型、语

法化程度的话语标记在教材中的数量不平衡;练习中话语标记的操练较少,题型不够丰富.结合教材现状和教学经

验,建议今后的教材在增加课文中话语标记的使用率、合理安排话语标记的教学顺序、设计多种类型的针对性练习

等方面加强对话语标记的应用.

关键词:话语标记;对外汉语口语教材;应用情况;编写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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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标记是话语或篇章中常见的一种语言形

式,它不表示概念意义,但具有程序功能.它能帮助

说话人更好地组织安排话语结构,表达自己的态度

和情感,引导听话人更好地理解话语.学界普遍认

为,话语标记具有以下特点:语音上它是独立的语调

单位,可与其他语言单位隔开;句法上可独立于所在

的句子,使用上具有可选性;语义上表达程序意义而

非概念意义;语用上具有语篇功能或人际功能.
话语标记常用于口语交谈中,是衡量第二语言

口语流利程度的一个指标[１].对于留学生来说,“能
否正确理解和运用话语标记语是衡量其交际能力的

标准之一”[２]１２４.因此,话语标记是对外汉语口语教

学的重要内容[３].
教材在任何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中都起着至关重

要的标志性作用,在第二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中尤

其如此.[４]对外汉语教材是留学生习得汉语的重要

教学资料,教材课文中话语标记的呈现和练习中话

语标记的操练,都将影响留学生对话语标记的习得.
目前关于对外汉语教材中话语标记应用情况的研究

较少,已有的研究或所考察的话语标记有过度泛化

之嫌[５],或只关注某一本教材中话语标记的应用情

况[６],或只考察一个水平等级的口语教材中所应用

的话语标记[７],缺少以某一套系列教材中应用的话

语标记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本文以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汉语口语»系列教材(第三版)为例,考察话

语标记在整套教材中的分布和使用情况,以期更全

面地了解教材中话语标记的应用现状,为对外汉语

口语教材编写提供建议.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一般来说,与书面语相比,口语中话语标记使用

的数量和种类更多.通过对 HSK 语料库中留学生

作文的抽样分析,笔者发现留学生所用话语标记带

有较明显的口语体色彩,这表明学生所掌握的话语

标记主要来自于口语教材或日常生活.因此,分析

口语教材中的话语标记使用情况比其他教材更为合

适.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口语»教材,是当

今国内对外汉语教学中使用范围较广、师生评价较



高的一套口语系列教材,自１９９７年首次出版以来已

修订了２次.笔者选用这套教材的第三版作为目前

对外汉语口语系列教材的代表,该系列教材共有９
册,分为初级、中级、高级３个级别,每个级别有３
册①.笔者主要统计分析该套教材课文中话语标记

的种类和数量,以及课后练习涉及到的话语标记的

操练情况.
根据语用功能,一般认为话语标记可分为语篇

功能话语标记和人际功能话语标记两类.前者起衔

接语篇连贯话语的作用,如“好”“你看”“总的来说”
等;后者主要表达说话人的情态和态度,如“老实说”
“瞧你说的”“依我之见”等.根据话语标记语法化程

度的高低,又可将其分为明示型和默会型两类[８].
明示型话语标记的语法化程度较低,内部结构松散、
语义明确、习得难度低,如“总之”“比如说”等;默会

型话语标记的语法化程度较高,内部结构紧凑、语义

模糊、习得难度高,如“这不”“可不”等.
(二)研究方法

先采用人工检索的方式,将课文中的话语标记

摘录出来,然后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其分类.统计时

有些话语标记在教材中多次出现,笔者将同一册教

材中多次出现的话语标记视为同一个,而将不同级

别教材中出现的同一个话语标记视为不同的个体.
如,“这样吧”在«中级１»中出现２次视为１个话语

标记,在«中级２»中出现３次也视为１个话语标记;
“这样吧”在６册不同的教材中分别出现,计为６个

话语标记.笔者希望通过分析该套教材课文中话语

标记的种类和数量,以及课后练习涉及到的话语标

记的操练情况,分析目前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中话语

标记的应用情况及其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今后该

类教材的编写改进建议.

二、教材中话语标记的应用特点

通过对教材中话语标记的统计和分析,笔者发

现«汉语口语»系列教材中所应用的话语标记呈现出

四个特点:
(一)总体来说,教材中话语标记的使用频率不高

笔者将«汉语口语»系列教材中的话语标记数量

整理为表１.如表１所示,９册教材包括课文１４９
篇,共使用话语标记２０６个,平均每篇课文使用１．４
个.其中初级教材平均每篇课文使用的话语标记不

足１个,特别是«初级１»整册教材中出现的话语标

记只有３个,平均８篇课文才使用１个话语标记.
中级教材的课文平均使用１．６个,高级教材为２．７

个.考虑到从初级教材到高级教材,课文篇幅不断

增加,即使每篇课文使用的话语标记平均数量有所

上升,但总的来说仍可进一步增加.
表１　«汉语口语»系列教材中话语标记数量表

教材名称
课文篇数

/篇

话语标记

数量/个

平均每篇课文

使用的话语

标记数量/个

«初级汉语口语»
(１、２、提高篇) ６１ ２６ ０．４

«中级汉语口语»
(１、２、提高篇) ５２ ８２ １．６

«高级汉语口语»
(１、２、提高篇) ３６ ９８ ２．７

总计 １４９ ２０６ １．４

　　２０６个话语标记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处于话

轮开头位置的“那”,平均每册教材中出现７次,它并

不表示任何概念意义,只用于开启、接续或转移话

题.大多数话语标记在整套教材中出现３—４次,但
也有一些话语标记只出现了１次,如“说的是”“你还

别说”“说来好笑”“除此之外”等.
(二)不同级别教材中所用话语标记数量呈现出

“总体逐渐上升但中间偶有回落”的趋势,新出现的

话语标记数量变化较为复杂

图１显示了每册教材中使用的话语标记数量及

其发展趋势.从图１中可以看出,教材中出现的话

语标记,数量上从«初级１»中的３个逐渐增加到«高
级提高»中的３８个,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与留学

生口语水平逐步提高的事实相一致.虽然«高级１»
中的话语标记数量相对较少,但不影响总的增长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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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９册教材的具体情况分别为:«初级汉语口语１»(简称

«初级１»),戴桂芙、刘立新、李海燕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出

版.«初级汉语口语２»(简称«初级２»),戴桂芙、刘立新、李海燕编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出版.«初级汉语口语提高篇»(简称«初
级提高»),戴桂芙、刘立新、李海燕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出

版.«中级汉语口语１»(简称«中级１»),刘德联、刘晓雨编著,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出版.«中级汉语口语２»(简称«中级２»),刘德联、
刘晓雨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出版.«中级汉语口语提高篇»
(简称«中级提高»),刘德联、刘晓雨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出

版.«高级汉语口语１»(简称«高级１»),刘元满、任雪梅、金舒年编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出版.«高级汉语口语２»(简称«高级

２»),刘元满、任雪梅、金舒年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出版.
«高级汉语口语提高篇»(简称«高级提高»),祖人植、任雪梅编著,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出版.



图１　每册教材中的话语标记数量

　　初级教材中,话语标记数量依次稳定增加.从

«初级提高»到«中级１»,话语标记数量有较为明显

的增长,但中级教材中话语标记的数量基本相同.
与«中级提高»相比,«高级１»中话语标记的数量突

然减少,«高级２»和«高级提高»基本相同.从９册

教材中话语标记使用数量的整体趋势来看,高级教

材中的话语标记出现了“先回落后增长”的特点.
图２显示的是每一册教材中新出现的话语标记

数量及其发展趋势.从图２中可以看出,每一册教

材相比前一难度等级教材所使用的新话语标记数,
也具有“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的特点.从«初级１»
到«中级２»,每一册教材中使用的新话语标记数逐

渐增加,但从«中级提高»到«高级口语»,教材中使用

的新话语标记数量反而下降,到«高级提高»又明显

上升.这表明整套教材在如何处理话语标记方面缺

乏足够的统一认识.

图２　每册教材中的新话语标记数量

(三)不同类型的话语标记,呈现不平衡特征

在全部话语标记中,语篇功能话语标记有１２２
个,如“好”“那么”“这样吧”“话说回来”等,人际功能

话语标记有８４个,如“看我”“我说嘛”“说实在的”
“我们都知道”等,前者数量约为后者的１．５倍.语

篇功能话语标记重在组织话语保证话语的连贯性,
教材对这类话语标记的使用,有助于留学生习得连

贯流利的话语.语篇功能类话语标记的数量较多,

原因有两个:一是这类话语标记含义较为丰富,功能

也齐全,教材中自然使用较多;二是教材编写者重视

对学生连贯表达能力的培养,有意识地较多使用了

此类话语标记.
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话语标记,都可以根据具

体的功能分成更多的小类.在«汉语口语»系列教材

中,不同小类的话语标记也呈现出不平衡现象,有些

功能的话语标记个体数量较多形式丰富,另一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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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比如在语篇功能话语标记中,表示概括总结

的话语标记有“总之”“总而言之”“总的看来”“综上

所述”等,可用来表示话题转换的话语标记只有“对
了”一个,缺少其他相同功能的话语标记,表达形式

上不够丰富多样.
据统计,«汉语口语»系列教材中出现的默会型

话语标记主要有“我看”“你看”“看你”“对了”“你/大

家知道”“可不(是)”和“这不”等,其余的都是明示型

话语标记,默会型话语标记在数量上明显少于明示

型话语标记.这是因为语法化程度较高的默会型话

语标记本身就较少,而且很多话语标记尚处于标记

化的过程中.另外,默会型话语标记的习得难度较

大,教材编者可能有意识地减少了这类话语标记的

应用.
同时,默会型话语标记的使用频次也相对较低.

除了“对了”出现频次较高,在９册教材中一共出现

２６次以外,其他的话语标记如“可不(是)”出现９
次,“我看”出现５次,“看你”出现４次,“这不”只出

现１次.受到研究者关注的许多默会型话语标记如

“回头”“完了”“也是”“别说”等在教材中均未出现.
(四)话语标记的练习数量不多,题型不够丰富

教材编写者将话语标记与重点短语、构式视为

性质相同的语法结构,在“注释”或“语句理解”板块

中对话语标记有所解释.但在“练习”板块中,有关

话语标记的操练相对欠缺.首先,话语标记相关的

练习数量较少,并非每一课都会对出现的话语标记

进行操练,且每课最多只有一道练习题涉及话语标

记,每个话语标记只练习一次.其次,话语标记与词

语、短语或构式处于同一练习题中,不利于学生对其

性质的把握.话语标记重在语用功能,而其他三种

语言形式重在语法和语义.再次,课后练习题形式

单一,只有一种题型,即根据例句使用话语标记完成

对话,由此容易降低学生的习得兴趣.最后,练习中

出现的话语标记不成系统.对于不同级别教材中出

现的功能相同的话语标记,没有进行整理或对比,学
生也无从进行相应的操练.

三、话语标记编写及教学建议

根据对«汉语口语»系列教材中话语标记应用情

况的分析,并结合教学经验,笔者认为今后的教材应

从课文、练习等板块加强对话语标记的介绍和操练.
(一)增加课文中话语标记的比重

话语标记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元认知的

语言表现形式.话语标记的习得,体现了留学生的

元话语能力.话语标记在教材中数量偏少,说明现

有的教材对话语标记习得的重要意义还缺乏充分认

识.
教材编写要有科学性,教材内容应该系统、准确

和规范[９].目前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中话语标记的种

类和数量都不够丰富,正是缺乏系统性的表现.要

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课文的体裁和语体要尽量多样

化,使包含其中的话语标记更为齐全之外,更重要的

是在教材编写之前编写者应该对话语标记有整体的

认识,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常用的话语标记进行

归类排序,尽可能在课文中融入更多的话语标记.
对于不同功能的话语标记,要力求各种功能平衡齐

全,避免厚此薄彼.对于表示相同功能的话语标记,
要挑选母语者使用最频繁、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或几

个,以重复出现的方式分布在不同的课文中.如同

样是表示坦白、真诚的言说方式,在北大 CCL语料

库中“说实话”要远多于“说真心话”,那么编写教材

时两者中就应该选择“说实话”.“说老实话”“说实

在的”“说心里话”等作为“说实话”的变体,可由教师

在课堂上引申介绍,教材中无需一一呈现.而功能

相同但形式不同的“坦白地说”则可在教材中另行出

现.
虽然初级阶段的留学生汉语水平较低,表达能

力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无法开展话语标记的

教学.相反,有些简单的话语标记如“你看”“好了”
“比如说”等,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介绍相关的

汉字后就可出现在课文中,这样就能从初级阶段开

始培养留学生的元话语意识.
根据调查,高级阶段的留学生汉语表达能力虽

有所提高,但他们对话语标记的掌握情况仍不理

想[１０],可能原因之一就是高级阶段教材对话语标记

的重视不够.笔者建议,高级阶段的教材应该对初

中级教材中的话语标记,特别是高频使用的话语标

记进行重现和深化.重现率是用来评价一部教科书

的标准之一,这一点也恰恰是现有教科书中最薄弱

的地方[１１].适当的重现是有效的复习手段,能巩固

学生的学习效果.重现不仅体现在生词和语法点

上,也应该体现在话语标记上.同时,高级阶段的教

材还应适当增加一些难度较大、但母语者经常使用

的话语标记,使留学生的汉语表达更加地道.如“也
是”“要不”“我说什么来着”等话语标记,都属于跨话

轮话语标记,习得难度虽然较大,但都是母语者在日

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教材中应该有所体现.
汉语话语标记的种类和数量很丰富,习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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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语标记,既能提高留学生的元话语能力,也能使

话语更加灵活多变.
(二)话语标记的分布应遵循“由简至难”的原则

课文中出现的某个语言形式,不论它是否可以

同时作为普通句法成分和话语标记,还是仅可作为

话语标记,都应该按照习得难度“由简至难”出现.
具体来说,体现为三点:

第一,如果某一语言形式既能充当句法成分又

能充当话语标记,课文中应该首先以普通句法成分

的形式出现.一般来说,在初级阶段语法教学是重

点,学生最初掌握的是汉语的句子结构、句法成分等

语法知识.当一个语言形式能充当句法成分时,作
为常态容易被学生习得.比如在现代汉语中,“好
了”有多种用法:

a)当谓语:他的病已经好了.(好了１)

b)充当补语:午饭已经准备好了.(好了２)

c)语气助词:这件事你问我好了.(好了３)

d)作为话语标记:好了,好了,过去的事儿就不

要再提了.(好了４)

e)充当谓语,表示“转变”:不过,现在好了,事情

已经过去,奖金也已花光,一切都已成为了往事.
(好了５)

根据张龙[１２]的研究,“好了１”是最基本的用法,
“好了２”是从“好了１”演变而来的,“好了４”的直接来

源是“好了２”前面的动词省略,在发展过程中受到

“好了１”和“好了５”句法功能的影响.“好了３”与“好
了４”的形成没有关系.可见,教材中“好了”作为话

语标记出现前,应该先出现“好了”充当谓语和补语

的用法,这样才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也有助于学生

的习得.
第二,如果某一话语标记具有多种语用功能,这

些功能在同一册教材中尽量避免同时出现,以免增

加学生的认知负担.但这一话语标记的多种功能应

该完整地出现在整套教材中,而不仅是同一功能的

多次重复.在课文编排中,可先重复已学的功能再

出现新的功能,将不同的功能分布在不同的课文中.
同样以“好了”为例:作为话语标记,“好了”有转换话

题和总结话题两个中心功能,教材编者可以在不同

课文中依次呈现这两个功能.
第三,对于习得难度不同的话语标记,习得难度

低的应该比难度高的出现早.比如,明示型话语标

记比默会型话语标记的习得难度低,所以,“退一步

说”应先于“要不”出现.只有一个辖域的话语标记

比带有两个辖域的话语标记要简单易学,所以“听

说”应先于“谁知道”出现.用于话轮内部的话语标

记比跨话轮的话语标记要容易习得,所以“我说”应
先于“谁说不是”.

(三)设计针对话语标记的练习

常言道“语言不是教会的,而是练会的”,练习是

第二语言教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１３].课后练

习不但提示了教学重点,是复习和巩固课堂教学内

容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检测学生掌握程度的有效方

式,能帮助教师对学生的习得情况有更全面准确的

了解.但是目前几乎所有的教材和教学中,“话语标

记语都没有作为一种专门的教学内容被提出并进行

有针对性的教学”[２]１２５.
语言教材中的练习可以分为机械性练习、有意

义的练习和交际性练习三大类,这三种性质的练习

都可用于话语标记理解和使用的操练.
机械练习包括模仿、重复、替换、扩展等只需付

出较少理解能力的练习项目.朗读、背诵都是重复

和模仿的有效手段.教材练习可直接为学生提供含

有话语标记的句子,要求学生熟读或者背诵这些句

子,将其作为整体进行记忆.如:
练习一:请用正确的语调朗读下面的句子,并体

会划线部分的作用.

a)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b)总之,这件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

c)你看你,都说些什么话呀.

d)大家都以为他能得第一,谁知道,比赛前他病了.
留学生在朗读过程中可以逐渐培养语感并体会

说话人的情感和态度,能更好地了解话语标记的使

用条件.当留学生经过反复训练达到脱口而出的程

度时,话语标记及其使用条件已进入长时记忆.在

日常交际中遇到相似的场景,他们就能将长时记忆

中的话语标记提取出来,生成符合场景的新话语,用
于交际.

替换练习适合于表示某一语用功能的话语标记

具有多种变体的情况.例如,表示消息来源的话语

标记有“据说”“听说”“有人说”“俗话说”“常言道”
“古人常说”“据报道”“据调查”“据研究”等.教材编

者可以提供话语标记之后的话语,要求学生选择合

适的话语标记.这样的练习可以帮助学生丰富话语

标记的使用,同时强化学生对某一语用功能话语标

记语篇结构模式的记忆.如:
练习二:替换下面句子中的划线部分.

a)据说,学校附近很快要建一个商场了.
听说　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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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常言道　古人常说

c)据报道,«战狼２»是２０１７年票房最火爆的国

产电影.
据调查　据研究

有意义的练习需要学生首先较了解练习内容的

意义.事实上,多数语言学习者接触语言时先尽力

获取意义,然后才注意到语言形式[１４],意义和形式

相结合的练习更适合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意义的练

习也有多种形式,如变换句式、回答问题、完成会话

等,练习的目的是让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为
交际练习打下基础.以完成会话为例,可以提供前

后话语要求学生选择不同的话语标记.前后话语之

间的关系在缺乏话语标记的情况下,学生通过认知

努力也能推断出来,而话语标记的存在正是降低了

这种认知努力的程度.同样,练习也可以是提供话

语标记,要求学生完成会话以检验学生对话语标记

辖域的掌握程度.如:
练习三:根据会话,选择合适的选项.
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帮你们办好. ,你

们还没吃饭吧? 我们先去吃饭.

A．也是　　B．对了　　C．你说　　D．这不

练习四:完成会话.

A:这几天好冷啊.

B:谁说不是呢, .
交际练习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利用或创设交际环

境,激活学生的情景兴趣.学生通过真实的交际活

动运用所学的知识,提高交际能力.交际练习中的

话语标记最能体现发话人对话语的组织能力和与听

话人的人际互动,相关的练习有定向问答练习、成段

表达、扮演与模拟等.这些练习中所用的话语标记

可以是开放的,由学生自行决定,也可以是教师指定

的,或者由教师给出一定的情景,让学生在一定的范

围内进行选择.如:
练习五:介绍你们国家最有名的一道菜

要求:
说明这道菜是什么,它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大家

都喜欢吃.
可能用到的词语:
众所周知　不瞒您说　再说　进一步说　一句

话　据说　依我看来

话语标记的习得可具体表现为理解和使用两种

形式,针对话语标记的练习既可单独从理解或使用

的角度入手,也可综合培养学生这两方面的能力.

机械性练习,有意义的练习和交际练习,都能促进留

学生话语标记的习得.教材编写者可以根据课文内

容和难度,在每篇课文之后,选择一种或多种练习形

式进行编排.

四、结　语

教材是课堂教学的基础,也是影响留学生汉语

习得效果的重要因素.话语标记的应用会影响留学

生口语交际能力的提高,应该作为教材编写时需要

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汉语口语»系列教材(第三版)为例,统计教材中

话语标记的数量,考察其数量上的变化趋势,对比不

同类型话语标记的使用现状,分析话语标记在练习

中的操练情况等.结果发现,教材在话语标记的应

用上存在不足,话语标记的使用频率有待提高,不同

类型的话语标记不够均衡,不同级别教材在话语标

记运用方面的衔接需要加强,练习数量和种类也不

够丰富.笔者建议今后的口语教材能提高话语标记

的使用率,同时充分考虑所用话语标记的种类、难度

和功能,并科学设计针对话语标记的有效练习.
笔者希望通过分析一套代表性教材,抛砖引玉,

引起学界对教材中话语标记应用及其课堂教学的重

视.当然,教材编写或修订头绪多、耗时长,在教材

存在不足的情况下,教师应该主动调整、补充有关的

教学内容,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习得话语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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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节庆民俗的组织化传播

宁　威
(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洛阳４７１９３４)

　　摘　要:节庆民俗是一种以天人相依为起点和原型的民间文化制式,是族众创造、记忆、分享和传播的生活性文

化,是族群认同、归属的生存共同体的显性标识;它统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维系族群的文化心理边界,是

一种可操控的规范性力量.节庆民俗组织化传播的先例古已有之.先秦时期是作为统治阶层的知识特权和伦理教

化而存在;汉代以降,官民共享节庆文化进行祀神祈福、宣德教化;近代以来,乡绅祠堂等半官方组织体系在乡村治

理中也利用节庆民俗活动发挥社会关系调控等作用.中国古代社会节庆民俗文化的组织化传播是权力和惯习并存

的场域,具有意识形态化的特征.

关键词:权力场;节庆民俗;组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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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节庆民俗,是华夏族群从聚落时代开始,经
由农耕文明的洗礼而产生的一种天人相依的文化惯

习与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具有浓郁地域痕迹的特色

文化,是沿着时代变迁而不断传承的思想起点和生

活依据,也可称之为“根文化”和“基因文化”.另外,
节庆民俗也可称之为民间“风俗”,“风俗”中的“风”
是指由各地地理(包括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

同而造成的人们思想、行为方面的差异;由于地方山

川风物的不同,形成了人们生活、生产惯习的不同以

及社会规范的不同,并且经由历史积淀下来,这些具

有不同地域色彩的共同性约定和集体性行为则称之

为“俗”.
节庆民俗作为长期在生产活动和生活实践中形

成的风尚、礼仪、习惯等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一般

是在节日、祭祀、庆典等特定时期进行,具有鲜明的

地方特色和民众基础,是这个国家、民族或区域民众

的历史、经济、文化的综合现象.非遗研究专家李开

沛[１]认为,生产活动产生了一系列民俗,生产方式、
婚姻等都有先民所创造的原始民俗相伴随,体现了

族群对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认知以及某个地域所特有

的世界观、审美观.民俗学家陶立璠[２]指出,民俗必

须经过集体的同意和反复履行,才能成为民俗,它是

类型化或模式化的.
节庆民俗是约定俗成、积淀形成的,具有地域性

和实用性寓意.产生于农业社会背景下的传统民

俗,较多反映了农业生产活动,很多大型的节庆民俗

庆典都与农事和祭祀有关.这些由行为和语言所架

构出来的文化仪式活动,其形态是群体性的,内容是

同一性的,具有传播过程中的相对稳定性,节庆民俗

的官方或半官方的组织化传播的特征便是其一.
节庆民俗活动的组织化,古已有之,«礼记月

令»记载:“季夏,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
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祭社稷之灵,为民祈福.”[３]

我国封建社会采取中央集权式的政治制度和官治体

系,官方无论是祈求上苍降福开恩,免除人间灾祸,
还是借此展示太平清明,宣传礼俗,教化民众,节庆

民俗活动始终是一种中介和手段.

一、先秦时期民俗的组织化传播:知识

阐释权的统治阶层权力象征

　　作为权力场的组织化民俗传播,发轫于先秦.



在先秦时代,与农业周期有关的宗教活动为官方和

民间所共同实行[４].春秋战国时期,节庆民俗开始

逐渐成型,作为统治阶级奴隶主贵族和被统治阶级

平民以及奴隶共同参加的集体性活动,在活动过程

和仪式进程中营造了某些氛围,具有精神感召作用;
通过活动的规范和仪式,其目的在于维护一种稳定

的结构与秩序.先秦时期的节庆活动发挥着独特的

社会功能:“借助对节庆日期和共同祭祀对象的规

定,使人们产生了对族群和统治秩序的认同感;通过

对节庆时间、场合、仪式等的安排,有意或无意地对

治下百姓进行管理.”[５]１１１

古代人文领域的“节”,一般是根据一年中自然

界的候与节的变化而设立,并产生了一系列和“节”
相关的文化和知识,如“节序”(时节的次第)、“节物”
(应时应节的风物)、“节文”(礼节、仪式)、“节法”(礼
节与法度)等,包括从气候到物候、从乐律到数术、从
生人到鬼神、从生产到征战、从礼仪到祭祀的各个环

节,统治阶级的各层级在各个节庆时期率领民众组

织的节俗活动,如在特定的天文时间和寓意空间举

行祭祀仪式或庆典活动,以示天命及法统,而民“只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规定的时节,臣民百姓

们也要按照统治阶层制定颁布的天文历法,并根据

官方拟定和推行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做该做的农

事、祭祀以及其它社会性、群体性的活动.节庆民俗

文化作为文化的子系统,与宗教、政治等其他系统产

生关联,体现执政者的统治愿望和治理意图.例如,
节庆民俗活动中很多都具有祈祷仪式,这种仪式活

动来源于“五礼”———吉礼、宾礼、嘉礼、军礼和凶礼.
以“吉礼”为例,其祭祀天帝、日月星辰的天神礼,祭
祀社稷、五岳、山林川泽的地祗礼,还有祭祀先王、先
祖、春祠的人鬼礼等均由统治者直接承担,显示君权

神授的合法性.
节庆民俗与岁时节令有关,节庆文化也就与关

乎节令的天文、气候、农事、宗教等知识有关.在我

国古代早期节庆民俗文化的起源过程中,天文历法

和节令岁时知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人类感知

天地物候变化的智慧累积成果掌握在统治阶级集团

内部,作为特殊资源的知识,是早期节庆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氏族部落到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历程

中,先秦节庆文化体系的重要支撑便是与农事和祭

祀相关的复杂知识,是作为一种知识性特权而被垄

断的统治性文化.进入夏代以后,“制定历法更成为

政府的重要事项和专有权力.天象、岁时的观测颁

布,亦有官员专司.”[５]１１２颁改正朔是历代统治阶级

向外阐释正统的重要举措.统治阶层重视历法与节

俗而指派专司,与其说是对天文科学的重视,倒不如

说是对“天学”施行的研究垄断和发布垄断,用以指

挥和安排与“天学”相互应对的人间事务,这是“天文

政治学”的发端.普通民众无从获得天学知识和天

地相生相伴的奥秘,意味着天人沟通成为统治阶级

的专属权利,利用这一点,统治者可以以天命和天学

的名义发布指令,一切穷通祸福、年承丰歉以及征伐

胜负、王朝盛衰都成为民祭仪式和庆典活动中的冥

冥之物.制订和颁布天文历法以及举行相关的民俗

活动绝非仅仅是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的问题,在古

代中国政治和管理思想中,历法与政治合法性紧密

相关,文化和民众归一性紧密结合.
因为农耕文明是循环往复的,所以产生于此中

的节庆民俗文化也是往复循环的.统治阶层为了统

治的循环性或继承性、合法性以及统治霸权被民众

甘心情愿地、妥协性地接受,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

的,必须要将节日庆典与民俗伦理方面的内容,如天

文历法、农耕节气、祭祀祈祷、耕战仪式等把握在自

己手中,通过对知识的垄断而愚民,使民“只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
同时,由官府规定岁时体系是为了证明政权的

中心和正统地位,即所谓“正朔”.晁福林[６]认为,颁
朔是为了表示周天子的尊严,同时也起到统一历法

的作用.掌握岁时知识所表示的时间系统就能控制

社会秩序和节奏,统治阶级通过建立历法和岁时体

系,把属于自然科学的天文、数学等知识作为一种稀

缺的文化资源,再经由官方传播体系层层向下传播,
知识作为权力的附属物比实际使用集权或威权对民

众加以管理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伴随着节庆与民

俗等文化的下传,统治阶级的施政意图也更为有效

顺畅地传到民间,从而达到一种社会管理和控制.
“在学在王官的时代,祭祀因其所包含的天文、历象、
卜筮、神话等内容和政治意蕴,成为官方所必须控制

的活动.”[５]１１２代替或代表民众与天地鬼神“交流”成
为统治阶级的特权.管理地方的基层官吏往往还要

利用社日、腊日等群体集会的时间向民众传递政务

消息以及发布政令.“宣德政、成教化,助人伦”是节

庆民俗的社会文化功能,节庆活动是“宣德教化”的
绝佳时机,是统治手段在文化领域的扩展,对社会管

理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体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借

用节俗进行的政治与社会治理的传播性意图.
由统治阶级发布历法和主持节庆典礼以及重大

民俗活动的垄断性,也是一种文化表征权力.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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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权力是指官方系统在文化活动中以及由此体现

和衍生出来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中,要充当民俗

文化、节庆文化的发言人和保护人,要利用法统的身

份,在文化的定义、宣传和推广上占据领袖和主导地

位,形成权威的和官方建构的体系,进而定义国家、
定义社会的概念.同时,统治阶级要按照官方的意

志和审美需求对节庆与民俗文化进行包装、解释、强
势推行,借以建构在文化网络中的权力节点.在宣

传中,他们把官方意识形态象征性地增添进文化仪

式中,把民俗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借用或盗用,从而形

成对文化的操控和社会的治理.

二、汉代以降节庆民俗活动的组织化传承:
伦理教化及官民共享的制度与惯习化

　　周代以后,原有的礼乐制度崩坏解体,先秦思想

与信仰系统发生转向,西周时期从周公以来的敬德

保民思想在诸子那里得到进一步阐释,从以前对神

的关注渐向对人的个体关注转移,如孔子以“爱人”
为基础的仁学思想,荀子对人性的阐发,墨子的“兼
爱”说等,无不将注视的目光投向人类自身.社日、
蜡日中,普通人群娱乐活动内容的增加,上巳节等出

游风俗的出现,标志着先秦时期的节令已从原初形

态的岁时祭祀渐渐演变成为愉悦人们心情的民俗节

日.这种具有大众参与性和娱乐性的节日在先秦之

后大量出现,到汉代之后,原有的上古节日和处于萌

芽期的节日,大量被注入平民化和娱人的色彩,原有

的祭祀内容在社会底层相对淡化.[５]１１５

(一)汉代以来节庆文化官民共享的发端

汉代,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上古三

代的神祇文化过渡到人文文化,基本上形成了宗法Ｇ
专制型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伦理Ｇ政治型文化范

式.[７]在这种以血亲宗法伦理为主导的社会中,人们

开始从关注神灵转向关注自身,重视亲族和社区间

的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儒家哲学中的仁义亲孝理

念和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观念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

想.汉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使得大众对

于自然历法、生老病死等不再感到过于神秘而产生

命运多舛或听天由命的印象,祭祀和祈祷的活动由

国家层面转向平民家庭,人们可以熟练地参照节令

节气安排农事和节庆活动的时间,重视人与人而非

人与神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并开始“将年岁节日作为

凝聚家族家庭力量的象征,使节日成为体现伦理道

德的重要载体,具有明显的伦理化特征”[８]２４０,崇天

敬祖、敬老尊长的风气浓厚.“汉魏时期开始,岁时

文化中的历史文化与伦理文化结合,形成岁时新传

统”[９],这种节庆文化传统在此后的若干历史时期发

挥了聚拢族群情感,传承在生产活动和生活实践中

形成的风尚、礼仪、习惯等特定的作用,具有延续社

会社会文化的深远意义.
在对待节庆文化上,汉代官民之间表现为一种

既对立又妥协基础上的互动与融合:对立是指专制

集权的封建时代,官民对立是基本矛盾,他们之间的

利益需求各异;妥协是指在大一统的时代,社会各阶

层的互动与融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官民之间在越

来越多的诸如神鬼畏忌、凶吉避邀、福灾祈禳等共同

社会心理和崇忠尚贤等思想基础上,两大阶级之间

也会达成在文化交往和文化传播上的趋同和共享.
汉代节日中有官民共享世俗欢乐的场景,如东汉时

期的上巳节,“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

宿垢疢为大洁”[１０],腊日时,盛行官方主持的“岁终

大祭,纵吏民宴饮,更有民间斋馔扫涤,遍祭神祖,延
请宗族乡党婚姻宾旅”[１１].

节庆活动中的官民双方既对立又妥协,实现了

节日的良性互动,官方的责任是“总方略,一统类,广
教化,美风俗”[１２],官民双方共同决定着节庆文化发

展的走向,民间信仰与官方祭典发生重叠,官民在共

同思想基础上的妥协与融合,是决定节庆民俗文化

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有的重大的节庆民俗,历
代朝廷以法典的形式对此进行官方认可的附加,在
民间和官方的统合下,节庆生命力不断集结,经长期

实践而得到统一认定、普遍流行.只有这样,民族和

国家的“根文化”和“基因文化”才能不断绵延下去,
同时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继承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只有将祖先的传统智慧、文化遗产加以记忆、积累并

传给后代,后人才能由此找到文化坐标,形成行事圭

臬,而不至于茫然地生存.
(二)宋元以后统治阶级对节庆民俗的利用

宋代士人、市民阶层崛起,“节庆时,君主恩赐节

物,文人做诗记俗,宫廷民俗与民间习俗发生互动,
端午节的辟邪物、配饰品、时花时物无论在宫廷还是

民间,都惊人地相似.”[１３]每逢元宵节等重大传统节

日,官方搭台设置“山棚、棘盆”游乐场所,刻意在市

镇闾里营造与民同乐的氛围.宋元明清作为中国封

建时代物质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精神文化、节庆

文化、民俗文化也日臻完善和丰富,产生了生产类节

庆、祭祀类节庆、纪念类节庆、驱邪祛病类节庆、喜庆

类节庆和社交娱乐类节庆等众多种类的民俗节庆,
它们往往具有盛大、全民性、聚集性、仪式感、娱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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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点.
代际相传、口耳相传、典章相传,经过行为的、语

言的、文字的、示范的纵向传承和横向传播是保证民

俗代代相传、文化香火生生不息的重要机制.例如,
客家人在始于秦征岭南,历魏晋南北朝以及明、清等

时代,带去了不同于南方而略带北方特点的文化,在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苏南、皖南、浙
北、赣东北以及华南的闽西南、粤东北诸地的经济和

文化发展,为之后江南一带以及整个南方的进一步

开发与人文昌盛奠定了基础.
由于民俗活动可以产生较强的“仪式”化群体感

染、群体意识等共同体情感,容易被民众模仿、习得

和传承,因此具有较为明显的教化功能,国家把它当

作教育和培养民众敬天法地、忠君孝亲的文化载体,
以培育“善治”的土壤.

正是因为民俗是在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群体中

通过历史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是经集体记忆、集体遵

守的风气、礼节等习惯规制,而国家是由疆域及其内

部的民众组成的实体,它的巩固建立在族群认同、文
化认同、风俗与习俗认同的基础之上,所以统治阶级

为了使国家的治理平和稳固,就需要与民众达成一

定程度的互动,调动一切资源强化民众与统治阶级

之间的文化认同,从而达到政治认同和法统认同.
而利用民俗文化资源实行官民共享,强化民众的集

群性风俗认同是强化统治认同的便利渠道.

三、近代乡绅“雅士”治村中的节俗:
作为文化统制的惯习

(一)乡绅“雅士”及其社会功能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中央政府的政令一般

只到达县一级,没有现在所谓乡镇一级的政权,官府

政令的传递路线由县衙———衙门胥吏———乡约地

保———乡绅族长———乡民,乡绅族长作为中间枢纽,
具有关键作用.如果代表乡民的乡绅族长认为官府

有些徭役摊派无法接受,就直接拒绝这种官府政令;
违抗政令,乡约地保就会被胥吏送入衙门,乡绅族长

再代表乡民与衙门进行民事司法等的交涉,如果交

涉成功,政令修改,乡约地保则释放回乡.乡绅族长

一般都是族中德高望重、知书达理之人,被称为“雅
士”.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９０％的士绅居于乡间,
因其田产房舍于乡间,又耕读生长于乡间,便每日关

心着乡村事务.从文化道德上的伦理教化,到农时

节令的春耕夏种;从祭祀祖先、祭祀神灵的主持,到

对有伤风化、违背村约的惩治,乡绅作为乡村精英分

子,其观念以乡村社会稳定延续为中心,受到族人敬

畏和拥护,他们是传统乡村的文化传播主体,也是乡

村文化生态架构的组织者和调节者,使乡土文化处

于生生不息的循环与发展之中.
(二)乡村节俗与“雅士”治村

乡绅“雅士”把民俗活动作为乡村统合与治理的

三个方面,即治村、治身、治生,是一种对乡民进行辅

助管理的手段.治村主要是指利用民俗文化的宗族

效应、群体效应来处理乡民和乡村、乡村发展,乡村

与地域的关系,也就是捋顺村落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治身主要是利用各种民俗规制,对乡民特别是青少

年进行修身、激励、奖惩方面的选才培育和养成教

育;治生则是对农业生产、田产买卖置换、水源涝池

等公共设施等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领域的协调、控
制等管理,管理基础很多来源于民俗层面的村规民

约.而节庆时期的民俗活动对于统一乡民思想和行

为步调所起的作用更大.
在对乡村管理的思想体系中,重民俗、重教化的

儒道思想作为乡绅雅士通常具有的价值观念和心理

模式,提倡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乡民,实行“礼治”和
“德治”,由此民俗文化大派用场.以血缘和代际关

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凝聚起强大的力量,通过共同

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节庆活动将乡民牢牢地联系

在一起,每一个人都被纳入巨大的关系网,这一关系

网带有鲜明的集中性、等级性,乡民们讲究道德修

养,亲情融合,互相依靠,同时也形成乡民的从众心

理特点.
民俗大多具有团结宗族兄弟、规范家庭行为等

调控宗族内部关系的功能.过去实施的以神庙、祠
堂为议事场所的“村公会”制度,重要节庆期间开展

的大规模的祭祖、敬神等民俗活动,很多公共事务的

裁定要请长者或乡绅“雅士”议定.乡绅族长沿承古

代的乡村管理思想,利用民风民俗治理乡村社会.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在整个节庆文化活动组织管理

中,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强调人员的组织协调与协

作分工,强调节庆活动所起的固国、群同、农本思想,
并视之为乡村重要的价值归属,突出了民俗文化中

敬天、仁孝、和睦,追求善美的人际情感以及亲情、友
情、族情的精神价值,把儒家礼教文化融进民俗文

化,提倡用节庆民俗活动来实现乡村社会内部关系

调控等管理目标.
(三)节俗惯习治理乡村的意义

之所以利用乡村民俗文化去治理和统合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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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众人遵从的民俗习惯是维系农村社会各种关

系的核心,各种民俗约定和制式是人们把握和分辨

时光运转、认识新旧事物、理解社会变迁、延续乡土

生活的经验准绳和日常凭据,是一种生存路径、生存

智慧、生存志趣和生存制度.凭借这种策略与制度,
乡村士绅可以有理有据地让乡民体会到乡土社会中

固定与伦常的文化内核,将繁复多变的乡村生活规

整化、条序化,并赋予民众一种被控制、被约束而甘

心顺服的意志.既然民俗文化是由广大民众创造并

加以施行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性文化,又是地域内族

众群体认同、心理认同、情感认同的有效标识,它能

够发挥统一族群个体思想与行为、维系乡土名誉和

命运共同体的作用和力量,因此乡土族众也普遍认

为必须依靠乡土民俗文化的精神归宿感和稳定感来

处理变化中的乡村事务.
民俗是一种可供开发的传统资源,可为区域社

会的发展提供文化认同的基础,减缓社会转型带来

的风险、震荡和不确定性.[１４]在过去,以约定俗成的

乡村民俗民约为背景,依托乡绅体系、家族体系等基

层社会组织自治和自我管理的农村,其基层组织又

可以通过各种节庆民俗文化活动,融秩序于节庆礼

俗中,寓管理于文化交流中,形成民间规约与惯习,
养成敬畏天地、谐和天人、敬祖崇德、兄友弟恭、讲和

修睦、遵规守约、同舟共济、互助互济的行为规范,能
极大地节约社会管理成本,管理效果也较为明显.
乡村社会组织以亲缘、地缘、业缘为纽带,这些关系

对乡村社会组织的构成来说是最自然、也是最容易

被认同的.
中国儒家哲学的精髓是“礼”,礼引申为国家的

治理制度,反映了权力和等级名分,同时蕴含着风俗

习惯、行为规范等内涵,节庆民俗文化的精神价值体

现在社会关系调控中,强调“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和“执要群效”的统一步调.所谓“同欲”就是目标和

利益一致.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大到国家,小到乡

村,都是由个体组成的,具有相同精神架构的社会组

织才会产生凝聚力并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内在潜能,
这是组织管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孙子说“上下同

欲者胜”[１５],强调了“人和”和“同心”的重要性,只有

拥护统一的共同目标,使整个族群成员同心协力,才
能形成巨大的向心力和生产力,而节庆民俗活动因

具有群体性和号召性而有助于凝聚民心.中国古代

的治理思想主张整体和个体的有效统一,强调和谐,
主张协同,使矛盾和差异趋于消弭而逐渐协调统一,
在节庆民俗活动中,人际间的和谐交流与上下一心

的行事准则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使族群内部心

意信仰达成一致与和睦,有利于社会的关系调控和

治理.
清廷１９０６年废除科举后,读书人仕途正路基本

中断,传统乡绅体系趋于衰亡,士绅远走商业都驿,
原有宗族制度下的义田荒芜、义学衰落,乡村社会逐

渐被乡村精英们遗弃.随着乡村文化与教育退化,
宗族组织逐渐萎缩,乡村自治性和自主性亦逐渐消

退,乡土社会失去了以乡绅为主要领导构成的重心,
农村传统文化生态难以维持,处于不断失衡与蜕化

状态之中.

四、结　语

节庆民俗是人们长期以来在生产、生活过程中

践行天人相依理念而形成的衍化性文化,是人们岁

时节令的一种习尚活动和文化行为,本身具有惯习

性.但中国古代社会组织化的民俗传播活动融合了

族群(从国家到村落)规范的特定思维和行为模式,
由官方操控,从对天地世间季节交替、万物生长的悟

解和活动性的阐释展演,到集体心意信仰、统治阶级

意识形态的彰显和反映,都体现在民俗传播过程中,
成为反映一个族群特定历史阶段及特征文化的重要

符号.[１６]无论是先秦时期对历法知识、祭祀庆典等

垄断性的掌控,还是汉代以后以节庆为载体的官民

共俗同庆以及潜移默化的宣德教化,以及近代乡绅

雅士治村中对节俗活动的工具化利用,都反映出节

庆民俗文化作为文化权力场中的代表性活态因素而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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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代中国学界尚无“世界历史”的叫法,大多以“西洋史”、“外国史”指代“世界历史”,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初步形成学术意义上的

“世界历史”概念.当时的“世界历史”,一般情况下专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历史,既没有涵盖整个世界,也不符合近代意义上“世界历史”的

定义.本文使用的“世界历史”指称,用以概括当时的世界历史各类课程,亦符合当今的术语习惯和学科规范.对于各个时期开设的世界历史

相关课程,沿用当时的课程名称.

民国时期大学世界历史课程体系的构建

王艳娟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世界历史作为一种新学科进入中国学科体系,是近代中国学科体系转型的典型案例.清末民国时期的

学制变革与史学系科系化,从制度层面、机构建制方面推动了大学世界历史教育的制度化与体系化.民国时期,各

大学史学系基本建立了涵盖世界通史与断代史、国别史与地区史、专门史与专题史及西方史学史与方法论等课程的

世界历史课程体系,基本完成了世界历史学科在大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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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近代中国学科体系转型

进入了关键时期.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的“学术范式

说”和“学术理路说”,运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及方法,
从学术制度的不同面向,对近代中国学科体系转型

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丰富成果.世界历史① 作为一

门新兴学科进入历史学学科并扎根生长,成为近代

中国学科转型的典型案例.至于民国时期该学科是

否基本形成,很长时间内学界的认识是模糊的,或持

否定性评价.学者大多将世界历史学科构建研究的

重点放在１９４９年乃至１９７８年后,对近代大学世界历

史课程的具体构建则是语焉不详.近十年来,已有学

者意识到了世界历史学科构建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从大学史、教育史视角对世界历史教育进行

了概述性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１Ｇ６],但对相关主题的

探讨相对薄弱,而且宏观考察多,微观分析少,汇编材

料多,原始档案利用不够充分.
大学是学科体系构建的重镇,大学课程体系是

一门学科构建的重要路径和保障,也是学科建设的

衡量水准和发展维度.本文从学科构建的宏观视野

出发,聚焦民国时期知名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

大学等不同高校,探究民国时期是否形成了世界历

史教育制度和相关课程体系,并据此考察世界历史

学科在民国大学的构建水平.

一、近代学制演变与世界历史教育的制度化

近代时期,教育制度与学科发展的关系愈加紧

密.世界历史作为一种新学科,其知识传承与学科

建构必须通过教育制度强有力的推进,才能扎根并

巩固其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一)清末学制改革是世界历史教育制度化的开端

京师大学堂在开办初规定设“中外掌故学”课
程,将世界历史纳入讲授范围,为世界历史正式进入

学制系统作了铺垫.１９０４年,“癸卯学制”正式把世

界历史教育写入教育制度,明确规定教学目的在于

使学生“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观
察各国发展,了解大国之所以强盛、小国之所以衰亡

之道,通过了解强弱兴亡的史实,认清“西力东侵”之
后的“东方诸国之危局”.授课原则上,“详于大国而



略于小国,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７]４０３Ｇ４１８

按照京师大学堂章程,文科大学分九门(门相当

于系),“万国史学”被单独列为一门课程,除史学研

究法、年代学之外,另开设三种国别史,其中泰西各

国史和亚洲各国史教材采用流行译本,西国外交史

要求选择翻译合适的西书讲授.
新学制推行之后,各地大学筹备开设世界历史

课程.京师大学堂世界历史课程分为亚洲各国史和

西洋史两部分,任课教师主要是日本教习或教员,教
科书主要根据日文本编辑而成.京师大学堂进士馆

分科首列“史学”,课程内容涵盖西洋史、泰西近时政

治史、日本明治变法史、世界商业史、近世战史略

等.[７]４４２Ｇ４４４各省大学堂、高等学堂、法政学堂、初级师

范学堂亦不出此范围.此后,尽管学制有所修订,但
世界历史教育的规制未曾改变.

１９１０年３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分科,由于经费、
生源和师资等匮乏,“万国史学门”未能开办,“中国史

学门”虽包括世界历史课程,但有关世界历史的分量

小且不完善.[１]７６学制规定与实际推行还有一定差距,
这些不足之处随着民国学制的推行,得以逐步改善.

(二)民国学制发展对于大学世界历史教育的推进

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推行,拓展了世界

历史教育的发展空间.新学制有三点重要变化:其
一、明确了学科归属,世界历史不再单列一门,而是

归置于历史学科下;其二、增设很多世界历史课程,
除西洋各国史外,还有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中的塞

外民族史、东方各国史、南洋各岛史、西洋史概论等

课程;其三、世界历史专题史也得到重视,年代学、人
类与人种学等辅助科目也在开设之列.

哲学、文学等文科门类也设置了世界历史,如西

洋哲学史、印度哲学概论、世界史、英国史、英国文学

史,法国史、法国文学史、德国史、德国文学史、俄国

史、俄国文学史、意大利史、意大利文学史、希腊文学

史、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等.[８]６７８其他如历

史地理部、法政类、商学类等专门学校也多开设了世

界历史课程.[８]５０１Ｇ５０３

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大学推行分组分科制,可以根据

师资自行设置世界历史课程,促进了世界历史教育

进一步制度化.全面抗战以后大学课程虽然有所调

整或缩减,但世界通史作为必修科目一直延续下来.

１９３８年９月,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课程会议,正
式颁行文理法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及最低课程标

准,世 界 通 史 课 程 的 学 分 由 ２~３ 分 增 加 至 ６
分.[９]４９６Ｇ５００自此,世界历史成为史学系及文学院的必

修科目,一些大学的政治、法律、经济类学生也要必

修或选修世界通史课程.
民国学制的发展,促使世界历史进入大学课程

体系并固定下来,推动了世界历史教育的制度化,为
世界历史的知识传承与学术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大学史学系与世界历史课程体系的构建

民国时期,历史学科逐 渐 走 向 学 科 化、专 门

化[１０],史学的独立为世界历史学科的建构和发展提

供了学科空间.当时,北京大学史学系占据了“历史

科系学院化的典范位置”[１１]１２５.
(一)北京大学史学系世界历史课程群组的构建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代行教育部职能,成为民国

大学建构与发展的标杆.１９１７年北京大学(简称北

大)重建史学门,陈独秀积极改革课程,提议将西洋

古代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代史、东洋通史、日本

史、历史研究法等增列为必修科目,增加中国政治法

律沿革史、中国与亚洲诸国交通史、西洋政治史、西
洋外交史、西洋文明史、中国历史教授法、西洋历史

教授法等选修课.[１２]该提议未被完全采纳,乃至有

论者认为:“与其说１９１７年北大所设立的是‘史学

门’,还不如说是‘中国史学门’更符合实际.”[１]７９与在

史学门的冷遇相反,世界历史在其他科系逐渐开设起

来,如哲学门的印度史,英国文学门的英国史、英国文

学史和近代欧洲文学史,政治门的日本近世史等.
全面抗战前的二十年是民国时期高校发展最为

迅速的一段时期.１９１９年８月,“中国史学门依新

制改称史学系”,改变了中国史学门单一的发展方

向[１３],为世界历史学科拓展了发展空间.同时,推
行分组选科制,如史学系学生除了本系必修课,还要

学习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系组的世界历史课

程.正是从这时起,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始由一

国的史学而改为世界的史学”,真正向“中国史与外

国史并重”的方向推进.[１４]７０

１９２０年夏至１９３１年１月间,朱希祖任北大史

学系主任,大力调整史学系课程,使西方史学史与西

方史学方法课程成为史学系学生必修的最基本课

程.[１５]例如,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学年世界历史课程,除了包

含分段的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世史、西洋近百年史

外,还增开欧洲社会变迁史、欧亚交通史、日本史、印
度史、外国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以及新史学(英
文)、唯物史观等当时最流行的各派史学理论课

程.[１６]至１９２７年,世界历史课程基本涵盖了世界历

史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个时段;国别史方面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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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姚从吾(１８９４—１９７０),当时名为姚士鳌,北大史学门重设后的首届毕业生,１９２２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史学,深受德国史学的影响.

１９３６年夏始,姚从吾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

过印度史、日本史,还开设了欧亚交通史、欧洲社会

变迁史、欧洲文化史、外交史、外国政治史等专题

史.[１７Ｇ１９]经过几年的充实和拓展,北大史学系的世界

历史课程体系逐渐构建起来.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陈受颐、姚从吾等相继担任北

大史学系主任,并亲自担纲世界历史课程.陈受颐

是研究世界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专家,强调“博
古通今、闳中肆外”[２０],其开设的世界历史课程有西

洋中古史、近代中欧文化接触研究、文艺复兴与宗教

改革、西洋十七十八世纪史、西洋史籍举要、近代中

欧文化接触史等课程,深受学生喜爱.姚从吾① 深

受德国史学的影响,其增设世界历史课程有东洋史

讲座(专讲苏俄、日本与南洋,强调中国立场,注重近

代演变)、中亚与东亚讲座(注重近代以前)、历史哲

学与社会学讲座.[２１]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史学系世界历史课程有２０余

种,除了分段的西洋史(或称欧洲史)外,史学系还开

设西洋中古民族迁移史、中亚民族史、希腊文明史、
日、美、法、英、俄、德意志、意大利等国别史、专题

史课程,西洋史学史、西洋史籍举要、西洋史学名

著选读等史学课程,另有西洋史择题研究、西洋近

世史择题研究等专题研究.[２２]总之,到抗战前,北
大史学系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世界历史课程体

系,见表１.
表１　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世界历史课程体系(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年)

学年 甲类必修科
每周课时/学分,

任课教师
乙类选修课程

每周课时/学分,
任课教师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学年

西洋上古史

西洋中古史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西洋十七八世纪史

西洋十九世纪史

４/８(停课))
４/８(停课)
４/４,陈受颐

４/４,陈受颐

３/６,刘崇鋐

西洋哲学史

英国文学史

日本文学史

中国外交史

西洋近代外交史

３/６,张颐

３/６,梁实秋

３/６,周作人

３/６,张忠绂

３/６,张忠绂

１９３３—１９３５
学年

近代中欧文化接触研究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

中西交通史

西洋史籍举要

西洋史择题研究

西洋上古史择题研究

中亚民族史

希腊文明史

日本史

法国革命史

２/４(停课)
２/２,向达

２/４,张星烺

２/４(停课)
２/４,姚从吾２/４,聂鑫

２/４,聂鑫

２/４,毛凖

３/６(停课)
２/４(停课)

西洋政治思想史 ３/６(停课)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学年

西洋上古史

西洋中古史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西洋十七八世纪史

西洋十九世纪史

４/６,皮名举

４/６,陈受颐

４/３(停课)
４/４(停课)
３/６(停课)

朝鲜史

中西交通史

西洋史籍举要

西洋上古史择题研究

西洋中古史民族迁移史

西洋史学史

西洋当代史

中亚民族史

希腊文明史

日本史

法国史

英国史

近代中欧文化接触研究

２/２,冯家升

２/４(停课)
２/４(停课)
２/４(停课)
２/４,聂西生

２/４,皮明举

２/４,齐思和

２/４(停课)
２/４(停课)
３/６,王辑五

３/６,聂西生

３/４,刘崇鋐

２/４,陈受颐

注:资料来源:«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度)»、«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

度)»、«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度)»、«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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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６年后,北大的世界历史课程体系基本稳定

下来.从课程体系的结构比例看,世界历史占据史

学系课程的半壁江山,基本实现了由一国史学到世

界史学的转变,为世界历史学科的继续发展奠定了

基础.[１]８４西南联大期间,世界历史课程体系也基本

上保持了如此框架.１９４６年北大复校,课程体系设

置又“恢复了战前的制度”[２３].
(二)民国大学史学系与世界历史教育的推进

民国二十年代以后,学院体制渐渐成为各大学

的主要形态.至１９３１年前,至少有１２所国立、省立

大学及学院,１１所私立大学及学院成立了史学系.

１９３７年底之前成立的３１所国立大学、２４所私立大

学基本设有历史学系.此外,国立、省立、私立的独

立学院,及国立、省市立专科学校,也纷纷设立历史

学系或史地系.历史学与其他文科、社会学科合办

科系仍然在一些建制不完善的院校中存在.１９４１
年前,有６所大学成立“史学研究部”或“史地研究

部”,１９４７ 年 有 ９ 所 大 学 改 组 或 新 建 史 学 研 究

所.[９]５７４Ｇ５８７

以北京大学为典范,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

大学、四川大学等国立大学史学系的世界历史课程

体系逐渐完备.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辅仁大学等私

立大学、教会大学因为外籍师资相对较好,世界历史

课程体系更加详备.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于１９２６年设立,１９２６—１９２８

年间设有西洋通史、西洋近百年史、美国历史、日本

史、远东及太平洋沿岸史、希腊罗马史、俄国史等世

界历史课程,１９２９年设有西洋通史、西洋中古史、西
洋近百年史、美国史、东亚史、西洋史学史、中西交通

史,及西洋哲学史、西洋文学史等别系选修课程.[２４]

后因师资不足,很多课程实际并没有讲授,无法开设

经 济、外 交、宗 教、美 术 等 领 域 的 专 业 史 课

程.[２５]１８１Ｇ１８２１９２９年８月至１９３５年,蒋廷黻任历史学

系主任,强调中外历史课程并重,主张先读西洋史,
利用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再分析综合中国

历史上的大课题.同时,他强调外国历史的教学与

研究不应照搬欧美国家的课程编制,提倡致力于研

究中国的两个邻邦———俄国与日本历史.[２６]世界历

史课程主要集中在欧洲史,一些大国的国别史、专题

史课程也广泛开设.担任这些课程讲授的是当时知

名的外国史专家如刘崇鋐、蒋廷黻、雷海宗、钱稻孙、
张星烺、孔繁霱,及俄籍教师噶邦福(MichaelGA
Panovich)等.[２７]

东南大学史学系于１９３０年设立,其世界历史课

程包括西洋史、东洋史及通论类,涵盖了西洋通史、
断代史类、国别史及专题史共２３门课程.其中,西
洋史课程１３种,包括西洋通史、西洋中古史、西洋

近古史、西洋近世史、西洋现代史、东罗马帝国史、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史、欧洲君主专制时代史、法
国革命史、西洋文化史、欧洲民族殖民史、英国实

业革命史、国别史(英法德意俄美)等;东洋史课程

８种,包括日本史、日本近世史、朝鲜史、印度史、南
洋诸国史、北亚史、回教民族史、欧亚交通史等;通
论课程２种,包括西洋史学史、西洋史部目录学

等.[２８]４８Ｇ４９

武汉大学史学系成立较晚,但发展较快.[２９]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开设了欧洲通史(上古、中古、近代)、
近代欧洲政治史、特殊地域专史、近代欧洲外交史、
中国外交史、近代外国经济史、西洋史学名著选读、
西洋哲学史、西洋文学史等必修或选修科目.１９３２
年增开了西洋文化史、史学研究法等科目;１９３３年

增设了远东近世史、日本史、印度史等科目;１９３６年

增设了俄国史、欧洲政治思想史等科目;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学年增开了英国史、美国史等科目.① 至抗战前,国
立武汉大学史学系已基本涵盖世界通史和断代史、
英美俄日印和远东等地区国别史,以及政治、文化、
外交、经济等专题史课程.

四川大学１９２６年成立历史系.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

任鸿隽任校长,史学系从大学三四年级起,将学生分

为中国历史组、西洋历史组,西洋历史组学生可以选

择某一断代史或方面史、国别史及各种专题史进行

研究,课程涉及西洋上古中古近古史、西洋近世史、
欧洲各国成立史、欧洲各国扩土史、西洋史学史、文
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史、罗马帝国史、英国史、战后欧

洲史、工业革命史、西洋通史等.[３０]抗战时期许多高

校内迁,国立四川大学师资借以扩充,世界历史授课

教师有何鲁之、束世澂、李思纯、杨人楩、李季谷、吴
廷璆、杨东蒓等名师.[３１]

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在体制机构、课程计划、规
章制度诸多方面,直接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史学

系课程以世界历史课程为主,任课教师亦以外籍教

员居多,对世界历史教育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作

为历史学重镇的燕京大学,其史学系课程以西洋史

为主,任课教师除陈垣为中国籍外,全为外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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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国立武 汉 大 学 史 学 系 的 世 界 历 史 课 程 具 体 可 以 参 见

１９３０—１９３７年间国立武汉大学编印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内有

«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



员.[３２]早在１９２４年,燕京大学世界历史课程即有:
古代两河流域史及埃及史、古代希腊及罗马史、欧洲

中世纪史、十九世纪欧洲史、世界现代史、美国史、法
国革命及拿破仑时代、俄国史、东亚史和印度史等科

目,整体框架已经确立起来.其他如金陵大学史学

系,世界历史课程一直是“主干课程”[３３],辅仁大学

史学系本科生、研究所的世界历史课程也相当丰富,
任课教师也相对富足.①

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在１９３７年前开设了西洋通

史、西史大纲、欧洲中古史、近代欧洲外交史、欧洲近

代史、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势力扩充史、国家主义与帝

国主义、战后欧洲、亚洲史、英国史、美国史、日本史、
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哲学史等科目.② 所设科

目之专精甚至领先于当时一些国立大学历史系.
高等师范院校方面,如国立北京师范大学１９２８

年历史系独立,课程设置的原则是“中国史与外国史

并重”,世界历史课程包括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
西洋近古史、西洋近世史、西洋通史、西洋史学名著选

读、东亚各国史、西洋国别史、西洋史学史、西洋文化

史、中国外交史、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经济思想史、
法俄革命史、中西交通史、苏俄研究等,将近２０门.[３４]

由此可见,随着大学史学系科系化,世界历史课

程体系基本确立.抗战期间,各史学系的世界历史

课程有所变革,但主要课程仍得以保留,如西南联合

大学历史系仍有相对健全的世界历史课程体系.[３５]

三、大学世界历史课程体系的结构性考察

总体上,民国大学史学系的世界历史课程体系

已呈现出通史与断代史、国别史与地区史、专门史与

专题史、西方史学史等四大群组,结构逐渐趋向合理

与完善.下文将对大学史学系世界历史的常设课程

作具体分析.
(一)世界通史、断代史课程群组

民国时期大学对世界历史的分期通常分为四个

时期:上古史,自欧亚文明开化至西罗马灭亡;中古

史,自东罗马兴起至百年战争;近世史,自欧洲文艺

复兴至一战前止;现代史,自一战至现今.[３６]这种分

期断代,为当时各大学史学系普遍采用.
比较特别的是清华大学,该校要求一年级大学

生必修通史课,另外史学系学生要加习一年的中西

通史,在四学期内分别学习中西历史四大段.[２４]２Ｇ３这

种课程设置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文科类学生进行世

界历史通史教育,另一方面是为史学系学生深入研

习打下专业基础.由于课程结构特殊,以时代分段

的通史已基本涵盖了各断代史,“按时间、区域或问

题”分类的专史则多属于选修科目,导致每年开设的

断代专史课程不尽相同.如１９２９年开设西洋中古

史、西洋近百年史;１９３０年开设欧洲十七十八世纪

史、欧洲近代史初期;１９３２年则开设上古之近东及

希腊、欧洲中古史、欧洲近代史初期、欧洲宗教改革

时代史、欧洲十七十八世纪史、西洋近百年史、１９１４
年以后之欧洲等课程;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则开出了欧洲

中古史、欧洲近代史初期、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史、欧
洲十七十八世纪史、欧洲十九世纪史等.③ 所开设

科目大多取决于任课教师的研究专长.
与此不同,北大史学系则认为“强分时代与强分

国界,皆不适当”,同时讲授中西断代史,“期于史学

乃能融会贯通”.[１５]史学系致力于断代史课程的建

设,设有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十七八世纪

史、西洋十九世纪史、西洋近百年史等.自１９３２年

始,要求史学系学生必须四年修满中国断代史全部

及西洋断代史二段,或是西洋断代史全部及中国断

代史三段,方可毕业,并且采取两年一轮回的开课方

式,每年开西洋史二段,两年之后周而复始.[３７]国立

中央大学亦将断代史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分西洋

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西洋近世史、西洋

现代史五大段讲授,作为大学二、三年级学生的专业

必修课.[２８]４８

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对世界断代史

更是重视.１９３５年辅仁大学将世界断代史全部列

入必修科目,分上古至七世纪、中古至法国革命、法
国革命至今代三大段讲授.④ 同年,燕京大学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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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辅仁大学史学系设有本科、研究所机构,张星烺、蔡思客、胡
鲁士等担当了相当部分世界历史课程.具体可参见１９３７—１９４２年

间,辅仁大学编印的«私立辅仁大学一览(二十六年度)»、«私立辅仁

大学一览(三十年度)»、«私立辅仁大学一览(三十一年度)».
南开大学史学系世界历史课程开设,具体可参见«南开大学

一览(民国十八年)»、«文科学程纲要(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文学院现

状及其将来»、«南开大学各学院学程时间表(１９３６年度)»等.资料

来源:王文俊．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G]．天津:南开大

学出版社,１９８９:２００Ｇ２７５.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间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的世界断代史课程

设置,具体可以参见国立清华大学编印的«国立清华大学学程大纲附

学科内容说明(民国十八年度)»、«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十九年)»、«国
立清华大学本科暨研究院学程一览(二十一至二十二年度)»、«国立

清华大学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民国廿四年至廿五年度)»等.
辅仁大学史学系世界历史课程授课教师多为外籍教员,如

１９３５—１９４２年间胡鲁士、鲍润生、顾尔格伦、赵光贤、安祺乐、蔡思客

等.具体可以参见«辅仁大学(十九年)»、«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二
十四年度)»、«私立辅仁大学一览(二十六年)»、«私立辅仁大学一览

(三十年度)»、«私立辅仁大学一览(三十一年度)».



上古至纪元前第四世纪、欧洲中世纪史、十九世纪欧

洲史、欧 洲 近 世 史、世 界 现 代 史、西 洋 史 １８１５—

１８７１、西洋史１８７１—１９１８、１９１８年以来之欧洲史等

断代史课程.①

综合来看,断代史的课程讲授中,世界古代史多

以古希腊、罗马为主体,兼及东方古国,基本按国别

史讲授;世界中世纪史的讲授通常都是以中古时代

诸国之兴衰为主;世界近代史以宗教改革史、文艺复

兴史、法国革命史为讲授重点;世界现代史、当代史

的讲授范围主要在国际形势、社会文化运动方面.
(二)地区国别史课程群组

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国际形势的激化,
各大学对国别史的关注也与日递增.国别史课程以

亚洲诸国史和英美史为主,１９２９年国立北平师范大

学史学系开设亚洲各国史,复旦大学有东方诸国史,

１９２３年南开大学开英吉利通史与美利坚合众国通

史.１９２１—１９３０年,开设英国史、美国史的学校有

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等.②

１９３０年以后,各大学史学系陆续增加了俄国

史、法国史、日本史、印度史等课程.１９３５年国立中

山大学设欧洲新兴诸国史;１９３６年国立北京大学设

日本史、法国史、英国史之外,增开了日本近世史、俄
国史、德意志近代史、意大利近代史等科目;[２２]同

年,私立的光华大学历史系开设了法兰西史、英吉利

史、美利坚史、意大利史、德意志史、日本史、朝鲜史

等课程.[３８]其时,开设欧美国史的大学还有上海圣

约翰大学、武昌华中大学、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南开

大学、金陵大学等,且主要集中在英美法俄等国别

史.暂时难以开设国别史的大学则开设了西洋各国

史的综合课程,如中央大学的西洋国别史、四川大学

的欧洲各国成立史、北平师范大学的西洋国别史,等
等.

朝鲜史、日本史、东亚史、南洋史和印度史也是

国别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大学开设亚洲史

已成为普遍现象.１９２５年前,清华大学开设了东亚

邦交史课程[２５]１６９Ｇ１７０.１９２７年后,燕京大学专设东亚

史门类,包括日本史、东洋史、东西交通史与南洋史

地、东洋史、印度史、亚洲史、西亚史、远东近代史、日
本史等课程.[３９]１９３０年,中央大学东洋史在世界历

史课程体系中占二分之一,包括日本史、日本近世

史、朝鲜史、印度史、南洋诸国史、北亚史、回教民族

史、欧亚交通史等８个科目.[２８]４８Ｇ４９清华大学、中央

大学、辅仁大学、厦门大学等校都设有东亚史、东洋

史、东方史等课程,综合讲述东亚各国家各民族的历

史,注重各国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③

九一八事变以后,各大学纷纷将原本附属在亚

洲史、东洋史范围内的日本史独立出来,日本史几乎

成为国别史必开课程.此外,有些学校还轮流开设

日本近百年史、日本近世史等课程,如王辑五分别在

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开设日本近百年史、日本近世史

等课;中山大学设有日本近百年史.④ １９３６年,北京

大学史学系主任姚从吾提出,要从中国立场出发,增
设“东洋史讲座,专讲苏俄、日本与南洋”,“中亚与东

亚讲座,注重近代以前”[２１]２７.
因南洋自古以来与中国关系紧密且保留了大量

史料,南洋史成为大学普遍开设的课程.辅仁大学

自１９３１年始将南洋史列入选修课,由张星烺讲

授.[４０]１９３２年,张星烺亦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授

课,介绍南洋史地、欧人东来以前之南洋史、欧人在

南洋史的历史,涉及菲律宾史、荷属东印度史、马来

西亚史、华侨史、缅甸史、暹罗史、安南史等内容.[４１]

１９４１年,辅仁大学方豪讲授南亚史,涉及越南、暹
罗、缅甸、印度之南亚部分的历史.[４２]北京大学、中
央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武昌华中大学、
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辅仁大学等校都开设了印度

史,北京大学还开设了印度古代史.[４３]

远东史也普遍开设,如１９２６—１９２８年北京大学

开设远东及太平洋沿岸史,１９３３年武汉大学增设远

东近世史,燕京大学有远东近代史等.此外,中央大

学还开设了北亚史、回教民族史,辅仁大学开设中央

亚细亚民族史、亚洲东北史地、印度、印度支那及南

洋民族研究等课程.
综上所述,国别史主要集中在英美法俄四国,及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东亚、南洋及印度国家.“似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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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资料来源:燕 京 大 学 校 友 校 史 编 委 会．燕 京 大 学 史 稿:

１９１９—１９５２[M]．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００Ｇ１０２．历史学系的

近况[J]．史学消息,１９３７,１(６):３９Ｇ４０．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一览(二十

六年度)[A]．北平私立燕京大学,１９３７:１００Ｇ１０２．北平私立燕京大学

一览(二十七年度)[A]．北平私立燕京大学,１９３８:１０５Ｇ１０６．
资料来源:新晨报丛书室．北平各大学的状况[J]．新晨报,

１９３０:６６Ｇ６７．国立清华大学学程大纲附学科内容说明[A]．北京:国
立清华大学,１９２９:９２．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十九年)、复旦大学一览

(十九年春)、中山大学一览(十九年)、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选课指导

书(二十二年度)等.
资料来源: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九年至二十年度)[N]．北

京大学日刊(２４７０号),１９３０Ｇ１０Ｇ１６．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院一览(民国

廿五至廿六年)[A]．私立厦门大学:１９３６:４７．
此处几个大学史学系的课程设置,具体可以参见«辅仁大学

文学院概况(二十二年度)»,第１３页;«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

览(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第１３２、１３９页;«国立中山大学现况(二
十四年度)»,第９２页.



有一所学校开过非洲、拉丁美洲的区域史或国别

史”[４４].１９３３年,中央大学单独开设了菲亚古国史,
包括埃及、苏马、巴比伦、亚叙亚、喜太提、腓尼基、希
伯来、古波斯等国家地区,以研究北非及西亚诸国文

化为目的.[４５]

(三)专门史、专题史课程群组

受历史学专门化发展影响,世界历史课程逐渐

分化出专门史课程.北京大学初期的世界历史课程

偏重讲授历史常识,专门史、国别史因其内容专门精

深,是研究院所的责任.朱希祖任系主任期间,世界

历史教学从基本史实的灌注到兼重专题研究.对于

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强调基础训练和通史讲授,后两

年偏重研究,三四年级学生则要选专题课程做深入

研究.[１４]７１陈受颐继任系主任后,更加偏重专史教

育.中央大学也强调,世界历史课程兼重“智识”和
“专研”两方面,强调专题教研.[２８]４５一般情况下,凡
属于教授研究专长,都可以开设专题史课程,如张星

烺的中西交通史、向达的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聂鑫的

中亚民族史、毛凖的希腊文明史、姚士鳌的西洋上古

择题研究,以及陈受颐的近代中欧文化接触史,等
等.尤其是中西交通史,作为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

的课程,并非一般教员所能胜任,该课程的开设常随

教员流动而时断时续.[４６]

此外,学科建制较为完善的大学文科院系都设

立了学科历史课程,方便了史学系学生的选习,如清

华大学将西洋政治思想史、英国宪法史、经济思想

史、财政史等他系课程列为历史系学程.辅仁大学

将教育系的西洋教育史、哲学系的西洋哲学史等纳

入史学系指定选修科目;[４７]６１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

选习外系的专史课程更多,包括哲学系西洋哲学史、
古印度宗教史、宗教史大纲、基督教史,外国语言文

学系的英国文学史、日本文学史,政治系的中国外交

史、西洋近代外交史、西洋政治思想史,经济系的近

代经济史等课程.
(四)西方史学课程群组

新史学运动影响了世界历史研究和课程设置,
这一影响直接体现在史学方法、历史研究法、西洋史

学史、西洋史学名著集史料选读等课程开设上.这

些课程,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法而在各大学

纷纷开设.
北京大学从１９１８年开始,何炳松便使用鲁滨逊

的«新史学»作教参.[４８]１９３５年,深受德国新史学影

响的姚从吾开设了历史学研究法.西洋史学史课程

的开设,是为了研究“西洋各时代史学之进展,尤注

重近代史学家之生平及其著作与为学方法”[４９],除
正式讲演及指读参考书外,学生须选读西洋史学名

著数种,每学期作报告一篇.
清华大学的西洋史学史,主要讲述西方史学起

源及史学发展概况,兼及文化思想,评论经典西方史

学著作[２４]４.１９３１年,孔繁霱讲授吉朋的«罗马帝国

衰亡史»,雷海宗讲授当时轰动世界的德国历史哲学

家 Oswald Spengler 著 的 «西 方 的 没 落»(The
DeclineoftheWest);刘崇鋐讲授SidneyB．Fay的

«大战的起源»(OriginsoftheWorldWar)和当时新

出版的 William L．Langer的«帝国主义的外交»
(TheDiplomacyofImperialism).北京大学外籍教

师杜捷而(G．M．Dutcher)讲授西洋近代史史料概

论,涉及西洋近代史史料之类别及价值、史料整理和

史料书目等内容.
辅仁大学有陆懋德讲的史学研究法、姚从吾讲

的历史学原理.[４７]６９中央大学开设了西洋史学史、西
洋史部目录学等;北平师范大学设有西洋史学名著

选读、西洋史学史等;四川大学开设西洋史学史;厦
门大学有历史研究法;武汉大学设有西洋史学史、史
学研究法、西洋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这些西方史

学研究法、史学通论、西方史学史、西洋历史专书选

读和西洋史籍举要等课,共同构成了西方史学课程

群组.
民国时期,世界通史断代史、地区国别史、专门

史、西方史学史这四大课程群组在大学史学系已经

基本构建,而且这四大课程群组的专业化,与当今世

界历史学科的子学科相一致.但需要指出的是,各
校史学系普遍存在“轻基本而重专门”的现象,偏重

世界历史专门史的课程设计,引起了史学家缪凤林、
雷海宗、齐思和等人的重视.１９３６年,雷海宗公开

发表论文«对于大学历史课程的一点意见»,将国立

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

等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课程加

以比较,指出中国多数大学历史学系所设的世界历

史课程过于繁重复杂,主张将世界历史课程分为通

史、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题史等四个项目.[２９]１９４０
年,教育部正式颁布课程标准,部定世界历史新科目

表全面施行,对通史和专史偏重发展的格局有所

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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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民国时期教育部颁布的«历史学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５０]

课程属性 课程分组 课程设置 学分

必修课

西洋近世史 十九世纪史;一战后的世界历史在西洋近世史课程中讲授,或单独开设 ６

西洋断代史 西洋断代史必须在西洋上古史(可分设希腊史、罗马史)、西洋中古史、文
艺复兴至法国革命(可分设文艺复兴史、西洋十七十八世纪史或法国革命

史)三种课程中选习两种

８~１２

国别史 包括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德国、意国、法国、印度、西班牙及南洋或巴尔

干等国史,或诸国某一时代史
４~６

专门史 中国外交史(可分国别讲授)、中国殖民史、中西交通史、西洋经济史(可分

国别讲授)、西洋美术史、西洋政治思想史、欧洲殖民史等课程.专史课

目,不论设于任何院系,均可视为史学系课程

４~６

西洋史学史或史学方法 ４

选修课
史籍名著、史前史、世界地理及相关社会科学科目,供大学二、三、四年级

学生选习
３~６

　　从表２可以看出,世界历史断代史、国别史与专

门史等课程一律被列为必修课,以“普通史”为主体.
时人曾评论说:“现行的课程科目虽非完美无憾,也
不可谓非已经十分緻密而十分慎重了.中国通史与

西洋历史,可以供给基础的知识,断代史与国别史可

以指导进一步的阅读,专门史,与选自他系的科目可

以启发‘用史’”[５１].“严格说来,教育部在１９４０年

所公布的各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实乃民国以来大学

教育全面施行统一课程标准之始,各科系原本依据

其学科性质而建立起来的课程结构,至此正式迈入

定型化阶段.”[１１]２１４１９４４年教育部又公布了«修订文

学院历史系学系必修科目表»,将原先的国别史再细

分成亚洲诸国史和西洋国别史,而先前基本架构并

没有多少变化.[５２]

四、结　论

世界历史在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构建,是世界历

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经路径.近代学制的演

变,推动了世界历史教育制度化.作为世界历史教

学与研究的重镇,大学史学系成为世界历史课程体

系构建的关键机构.民国时期,大学史学系的世界

历史课程体系不断发展和调整,已经形成了通史和

断代史、地区国别史、专门史和西方史学史等四大课

程群组.虽然,与中国历史学科构建相比,世界历史

学科的构建水平还比较低,诸多缺憾也限制了中国

的世界历史学科建构水准,但在民国时期,世界历史

课程体系逐渐在中国大学教育制度中扎根下来,为

此后世界历史学科及其子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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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描述的市,皆以文献对具体某市的记载(北瓦除外)为标准.实际情况是,杭城尚有一些无“市”之名而有“市”之实的场所.如

天水桥,早在乾隆年间便是绵丝品的交易市场,“城北天水桥所市,皆绵绸染刷而成者”.([清]丁丙．武林坊巷志:第８册[M]．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８:４２２Ｇ４２３．)再如梅花碑,“在前清时代,本为一极热闹之市场”.该处街道宽敞,摆设着医卜、星相、卖药、糖果等各式摊场.([清]

范祖述．杭俗遗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２０．)以上场所虽未以“市”命名,却属市场之列,但因文献记载之缺憾,无法对其加以详细

分析,故不列入本文的考察范围.

时空解构与城市印象:清代杭州城的
街区市场与经济变迁

蔡禹龙
(１．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思政部,河北 秦皇岛０６６００４;２．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从空间、时间的视角审视城市变迁,是城市史研究中较为基本的思路.清代杭城的街区市场在区域分

布、数量、类别上反映出街区经济变迁的些许面相.市场的聚散程度体现出街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即上城、中城

的市场较为集中,经济优先发展.东街市、菜市等专业性市场的形成是经济变迁的突出表现,前者的形成与发展深

受手工业生产的影响,又体现了城、郊之间的经济互通.清末,菜市场的建立标志着城内市场由分散到集中、由游离

到固定的重大转变,是市政规划与街区经济管理的有机结合.闹市、通江桥市、司前市反映出政治、军事因素对街区

经济的重要影响.羊市街的变化体现了近代交通变革对市场发展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杭州城;街区市场;经济变迁;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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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史研究中,空间视角下的街区市场逐渐成

为学界的关注点.作为江南名城的杭州城(简称“杭
城”),其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关于清代杭

城街区市场的研究,陈学文[１Ｇ２]在综述明清杭城丝绸

业、米粮业、旅游等商业经济形态的基础上,着重分

析了夜市、香市、书市三大特殊的商业市场.蔡禹

龙[３]以清末杭城的考市为中心,深度挖掘了经济现

象背后隐含的文化意义.汪利平等[４]探讨清末杭城

空间结构的变化与旅游业发展的密切关系,认为新

市场的建立适应并促进了杭城商业、旅游业的发展.
可见,古代街区市场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议题,
极具专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街区市场的空间布局

如何? 这种布局与城市的经济形态有着怎样的密切

联系? 这是学界有待深入分析的重要议题.位于杭

城的各类街区市场,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类型,
以市场的街区空间分布为基础,对其进行深度解读,

可以透视出经济变迁的些许状况,有助于深度挖掘

杭城的文化内涵,展示其文化品味.

一、时空解构:杭城街区市场的统计与分布①

“民人屯聚之所,谓之‘村’;有商贾贸易者,谓之

‘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５]从文献的表述可

知,村、市、镇分别代表民居之所、交易之所、防御之

所,各自的功能不言而喻.关于市与镇的演变,有学

者专门做了探讨:州县以外的“草市”演变为集市,集
市进一步发展为市镇.[６]在村、市、镇之中,对市的关

注度甚高,与其相关的指称众多,如“市井”“市廛”
“市肆”等.市为商品交易的地点,“近城则曰‘市
场’,在乡则曰‘墟场’,又曰‘集场’.”[７]在中国城乡

社会,民众多用“市”来表述“市场”之意.因地域之

不同,市的称谓亦有差异,在两湖、华东和北方地区

称之为“集”,在两广称之为“圩”,在四川、云南、贵州



等处则称之为“场”.[８]农村集市曾是学界关注的热

点,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在内的施坚雅模式集此方面

研究之大成.[９]

在城市的空间构成中,市场仍有其特殊的存在

价值,其意义不亚于农村的集市.城市既是资源生

产与分配的系统,也是集体消费的单位.城市所承

载的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为以市为场域依托的商贸行

为.市场是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物品的供应之地,也
是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工业物资交换的场域承载.
严格意义上讲,一个功能完善的城市街区应有市场

的存在.市场的类型与区域分布是城市生态的直接

体现,其时空演变勾勒出经济变迁的历程与面相.
对城市变迁的审视需从空间与时间的双维视角

加以勾勒,“人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在不同地

区、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理解,对这个问题的考察,
可以帮助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以及社会和

时代变迁的轨迹.”[１０]在时间更迭的基础上对街区

市场的空间分布进行统计与分析,有助于深层次的

时空解构.
清代杭城的市场多由南宋临安的城内市场延续

而来,在数量及繁华程度上却远不及南宋时期的临

安城.晚清著名学者俞樾言:“杭自唐以来即称最胜

之区,南宋偏安于此,尤极湖山歌舞之盛.城中坊

市,半犹其旧;而阗城溢郭,尘合云连,故蹊新衢,辄
不可辨.”[１１]３５(嘉靖)«仁和县志»载:“自宋南渡,六
君驻跸,世渐承平,且值地产之盛,故在当时乃有市

镇.”南宋时临安城的主要市场有:菜市、米市、布市、
肉市、药市、马市、花市、珠子市等诸市,鱼行、蠏行、
猪行、羊行、鸡鹅行、果行等诸行,青果团、柑子团、花
团等诸团.还有南瓦、大瓦、中瓦、下瓦、菜市瓦等以

“瓦”为名的市.有文本记录的市场总计５０余个.
至明朝嘉靖年间,杭城中各市数量较南宋时锐减,
“人民物货,迨今五六百年来,其存无几.”[１２]８５Ｇ８６当

时的主要市场有:官巷的寿安坊市、花市,众安桥的

灯市,庆春桥的菜市,惠济桥的惠济桥市,炭桥的药

市,夹城巷的南米市,北关门(武林门)外黑桥的北米

市,候潮门外的鲜鱼行、南猪行、靑果团,打猪巷的北

猪行,衙湾的蟹行,北瓦等市.[１２]８５Ｇ８７

据文献记载,当时人将“瓦”“行”“团”归为“市”
之列.“瓦”之名源于南宋,义取“取聚则瓦合,散则

瓦解”,本为娱乐之所,后演变为贸易兼娱乐之处.
后因战争之故,娱乐功能渐失.«诸行»载:市肆谓之

“行”,又名“团”,如“后市街之柑子团是也.”[１１]４２２作

为南宋都城的临安,其繁华程度为世人共睹.此后,
朝代更迭带来的政治动乱以及战争破坏,让临安城

的经济发展日趋衰落.明朝时,瓦、行、团、市皆不及

宋朝时繁荣,各瓦之中,“惟北瓦犹有酒肆一二存

焉”.[１２]８７又如寿安坊市,旧名花市街,宋朝时,百工

技艺、蔬果鱼肉,百姓食用之物,皆聚于此,“夜则燃

灯秉烛以货”,明朝时,交易之所“仅存二三,不及宋

之盛”.[１２]８６

由宋朝至明朝,杭城市场的数量与繁华程度不

可同日而语,这种颓势到了清初更为明显.受战乱

之影响,清初杭城的城内市场只有寿安坊市、众安桥

市、清河坊市、塔儿头市、众安桥市、褚堂市、菜市、北
瓦等主要市场.它们多是明朝各市之延续,数量虽

少,但其经济功能确实得到了当时人们的认可.(康
熙)«杭州府志»载:“杭郡纳山海之藏,通鱼盐之利,
百货奔赴,最称沃区.然今之为商贾者,折阅不复

行,岂可较昔日哉? 夫国家所重在农,而金粟生死操

其权者则在市.善观国者,于此可察盛衰矣.”[１３]可

见,市已成为衡量当时国政的一个重要标准.
乾隆朝始,社会经济渐次恢复,杭城内市场之增

减亦随之变化.“圣世恬熙,休养生息,百有余年.
户口日滋,化迁日广,市镇亦以殷庶焉”.[１４]２３２据(乾
隆)«杭州府志»的描述,主要市场有清河坊市、众安

桥市、寿安坊市、羊坝头市、褚堂市、塔儿头市、东花

园市、盐桥市、布市.此外,菜市仍是主要的城内市

场,旧有米市已无记载,但增记了闹市、通江桥市、司
前市及荐桥市.[１４]２３２Ｇ２３４至光绪年间,城内新增了羊

市街市、东街市.[１５]３１６Ｇ３１８根据笔者掌握的史料情况

来看,康熙、乾隆、光绪三朝关于杭城空间结构、市场

分布、经济形态之记载的史料较为丰富,另外,康熙、
乾隆时期是清朝有名的盛世时期,光绪朝又是清末

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变期,所以,选择此三朝为时间

节点,极具代表性.三朝期间,杭城(城内)主要街区

市场的分布情况见图１①.

８０６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第４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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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清代杭城(城内)主要市场分布

　　对城市地理空间的解构不能孤立,也不能静止.
空间背后隐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社

会意义,也就是人们理解的社会空间.就市场的形

成而言,区域性的空间场域是城市经济功能的主要

承载与直接体现,市场的分布特征最能反映出城市

的经济变迁.

二、城市印象:街区市场反映出的经济变迁

市场的类型与分布是生产方式的体现,是人类

经济活动作用的结果,其时空演变勾勒出城市经济

变迁的历程.图１是对清代杭城各市的统计及空间

定位,把静态的空间切面进行时间上的排列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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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体察出经济变迁的些许面相.
(一)杭城街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区域性的不平衡

有清以来,杭城被分为上城区、中城区、下城区三

个城区.上城区,即杭城南部区域,南宋时,皇城建于

此,遂称南方为上,区名由此而来.“杭州向有上、中、
下三城之称,其时之划分:大致清河坊以南至凤山门,
从西河坊巷至清波门、涌金门一带为上城;清泰门至

艮山门,再自小粉墙以下至艮山门,众安桥以下至武林

门一带为下城;清河坊经羊坝头、三元坊至众安桥,一
面由东河坊巷绕新宫桥至清泰门,此一圈为中城.”[１６]

从时间的发展顺序来看,上城、中城地区优先发

展.依据文本的记载统计,康熙、乾隆、光绪三朝,杭
州城内市场的数量各有增减,康熙朝时,杭城有１４
个市,因江涨桥市处于郊外的湖墅,不在城内,所以

城内市实为１３个.乾隆朝时,杭城有１６个城内市;
光绪朝时,杭城有１３个城内市.将各市在杭城地图

上标注后,便会发现２０个市中的１９个市分布在上

城、中城地区,只有东街市在下城区.清河坊市、众
安桥市、菜市桥市、盐桥市、褚堂市、寿安坊市、东花

园市始终存在于清代的杭城,它们集中分布在中城

区.该处一直都是杭城经济较为繁荣的地区,成为

城市经济功能的巨大承载者.同在中城的北瓦,明
末清初甚为萧条,至乾隆朝,已不复存在.相反,与
其毗邻的众安桥市,一直都很兴旺.此外,章家桥

市、花市、布市、塔儿头市、洋坝头市,皆分布在上城、
中城地区,直到乾隆朝仍然存在.

影响街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众多,如地理

区位、人口分布、军事防御、政治统治等,其中,军事

防御与政治统治体现着城市的原始功能,也是影响

街区布局的重要因素.乾隆朝,杭城增加了闹市、通
江桥市、司前市.闹市的形成便是军事防御使然.
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年)春,浙江巡抚萧志元在杭城建筑

旗营,以供八旗兵丁居住,形成了人口极为稠密的城

内区域.随着旗人(包括兵丁和一般居民)的增多,涌
金门处形成一个闹市,成为旗人贩卖牛肉的场所.清

初,禁止民间任意宰杀耕牛.«大清律例»规定:“凡宰

杀耕牛,私开圈店及贩卖与宰杀之人,初犯俱枷号两

个月,杖一百.再犯,发附近充军.杀自己牛者,
枷号一个月,杖八十.故杀他人牛者,杖七十,徒一年

半”.[１７]此政策之实施致使牛肉成为珍品.然而,八
旗子弟不顾律令,多在闹市宰杀耕牛,于兵丁之间相

互买卖,供其自食.有诗描述此现象,曰:“私宰耕牛

例有禁,闹市口屋一椽赁.入旗子弟气食牛,可惜惟

知口腹谋.公然营里私相买,屠牛一顾迎刃解.”[１８]

闹市虽因八旗兵丁而兴,成为兵丁及其眷属与杭城汉

族居民进行经济交易乃至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通江桥市位于通江桥西大街,地处杭城最南端,

其产生与发展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通江桥以西过

袁井弄便是浙江省当时最高的行政机构———巡抚

署.在此驱动下,经济日渐活跃,通江桥市由此形

成.志载:“地近抚署,往来冲要,市易百货麕集于

此.”[１５]３１６与通江桥市类似,司前市的形成一定程度

上得益于杭州府署的影响.
(二)专业性街区市场的形成是杭城经济变迁的

突出表现

图１所列的２０个市中,除了康熙年间的北瓦

外,杭城的菜市有３个,即菜市桥市、章家桥市、熙春

桥菜市,花市和布市各有１个,这些都是专业性的经

营市场.菜市以贩菜为主,光绪年间,菜市桥市的贸

易范围逐渐扩大,将褚堂市囊括其中;花市以经营

花、木等园艺品为主;布市以绵、纱等布匹交易为主.
清末,由于城乡经济的融通,某些城内专业性市场的

规模逐渐增大,所以转移到城外,花市便移至武林门

外.该处的“花坞及花园根等处居民,均以种花为

业.玫瑰花一项销场极盛,向由肩贩包销,预先议定

花户,不准私售与人.贩花者共一百七十二人,立有

行规,在武林门外度地建一公所,未入行者不得过而

问鼎.”[１９]此外,专营丝织业的东街市已发展成为丝

绸贸易大街,且为杭城贸易第一街.
东街市是杭城最具特色的街市,它的形成是丝

织手工业发展的结果.清光绪年间,杭城增加了熙

春桥菜市、东街市、羊市街市.已有文本文献对东街

市、羊市街市作了重点介绍.东街市是杭城下城区

当时唯一的市.清初,该处多是水荡,甚显荒凉.随

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及经济的发展,清中叶起,城东一

带的蚕桑业及与其相关的丝织业兴盛起来,机工、机
户逐渐聚集于此,以他们为居住主体的巷、弄随之增

多,莫衙弄、张家弄、听松弄、成衙弄、油石头弄、定香

寺巷、大树巷等多于此时产生.至清末,上城、中城

地区空间发展的有限性进一步凸现出来,东城一带

的丝织业却异常兴盛,形成了以丝织贸易为主的特

色商业街———东街.
清末,随着城市管理的近代转型,新式菜场纷纷

建立.清朝中前期,杭城东城一带多为菜园、水荡,虽
是空旷,却盛产瓜果蔬菜.据«东城杂记»载,杭城为

东南美味所聚之处,蔬菜种类主要有芋区、蒌篙、芹
根、因陈、紫蕨、青羞、盘莼、韭畦、茭菊、叶首、藤花、荐
莒、姜辛、莽甘、薤谈、荼苦等.杭谚云:“东门菜、西门

水、南门柴、北门米”推断,“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

园”.[２０]东园俨然成为当时杭城的蔬菜供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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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江南社会,城乡居民的自发交易促成了

市场的发展,集、市多以自行摆设的摊位为主,并无

统一而固定的场所.杭城的菜贩、菜农多集中在章

家桥、菜市桥等处的露天菜市从事经营活动.也有

零散的菜贩、菜农肩挑菜担,穿行于街巷之中,或吆

喝着散游,或停留于某处售卖.
各式菜摊及担菜散户分布于各处,不利于街区

秩序的维护,也不利于城市建设.清末,巡警局对城

中的菜市场进行了合理规划与统一管理.在此背景

下,清河坊的熙春桥菜场得以兴建.１９０８年初,巡
警局会同商会在熙春桥勘验基地,１０月５日,“子时

破土开工,届时,官绅商莅场,颇不乏人.官界有上

城警察局长刘少尹、宗濂,上二区副官王君联辉,警
察见习员高君廷耀诸人.绅商二界有鼎记钱庄经理

潘君赤文、孔凤春香粉店经理徐君子琳诸人,齐举行

开工礼式,以伸诚敬而示郑重.”[２１]１９０９年２月,清
河坊菜场竣工.２月６日,“将各摊实行迁徙”[２２].

清河坊菜场的建立体现出清末市肆交易及市场

管理的规范化,是城市近代化的一个体现.清末杭城

新式菜场的建立,是代表官方的巡警局与商会及地方

士绅规划的结果,又与商贩及菜农们的配合密切相

关.清河坊素为居民聚居之所,对于街区经济的发展

而言,菜场的兴建更是锦上添花.对于政府而言,建
立统一市场便于市政管理,有利于城市的规划与建设.
市场租金的始收,变相开启了近代市场的税收制度,有
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２３]总之,杭城内菜场的建立

标志着城内市场由散市、小市到有固定地点的大市场

的转变,是市政规划与街区经济管理的有机结合.
(三)街区市场反映出经济变迁中城、郊的互联

互通

城市经济体系的运作深受城乡经济一体化的驱

动,更离不开郊区经济的支撑.在此,仍以经营、交
易丝织品的东街市为例.清初,杭城大量丝行多分

布在城外四乡.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丝行开始移聚

于下城东街、坝子桥、新桥、武林门及胭脂桥一带.
先有徐茂顺兄弟开设的瑞云公绸庄,后有悦昌文、春
源馥、蒋广昌等绸庄的相继开设,东街一带的丝行达

到７０余家.[２４]４５０至光绪年间,丝行倍增,«申报»载:
“杭州自艮山门内至庆春门东街,一路丝行林立,每新

丝上市时,乡人之往来者以数百计.”[２５]“凡妇女之

络、丝、经者,每将所余分两,至彼易钱,藉资津贴.”[２６]

东街市成为丝织业运营的中心区域,是杭城特

色经济的主要标志.与丝织业相关的其它行业也乘

机而兴,铁工、竹器、车木等手工作坊不可计数.街

路两边店铺紧挨,茶楼酒店、点心面馆、鱼行、米店、

官酱园、轿埠、缥作行、照相馆、南北货店,百姓衣食

住行之所用,应有尽有.此外,五行八作的群体给东

街市场增添了活力.杭谚曰:“东街上(机坊)豆儿老

板多,机坊师傅多,湖丝阿姐多,挑担力夫多,黄包车

夫多,泥水木匠多.”[２７]东街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就业

岗位,城东乡民借此机会,涌入城内务工.[２８]

(四)交通变革促成了个别街区市场的兴起

近代以来,铁路的兴办促进了交通变革,也给城

市的发展带来契机.羊市街,地处望江门、清泰门之

间,宋朝时已经存在,地本僻静,因羊线加工而得名.
１９０６年,杭沪铁路动工,铺设铁轨,穿过下羊市街,
并在附近建成车站、马路,该处由此商旅云集,遂成

市场.[１５]３１６１９０９年,该段铁路通车,一些投资者开始

在城站一带兴建旅馆,接待往返的商旅.１９１０年３
月至５月,浙江旅馆连续在«申报»上刊登了宣传广

告,自沪杭铁路通轨以来,往来于杭垣之商贾、旅客

日渐增多.遂在杭城清泰门内的羊市街、紫荆桥与

车站河埠附近之附近,创设一所最上等之旅馆,房屋

一百余间,内有花圃、亭廊、游览与车马停顿之处,
“所有规模之宏大,房屋之宽敞,设备之完备,器具之

精良,以及饮食之清洁,应酬之周到,为杭州旅馆客

栈从来所未有.”[２９]１９１０年,清泰第二旅馆建于城站

板儿 巷,成 为 杭 城 规 模 最 大、设 施 最 完 备 的 旅

馆.[２４]５９０近代交通的变革加强了杭城与外界的互

通,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杭州的旅游业得到进一步发

展,羊市街市便受惠于此.

三、结　语

市场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其形成与发展具有延

续性.它们虽是简单的交易场所,却承载着重要的经

济功能.以宏观视角观察市场的分布,把时间与空间

相结合,便能解析出街区经济的部分形态.通过对清

代杭城的时空解构,不难发现,农、工、商各业以及政

治、军事等要素影响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发展之中又

蕴含着差异性,进而能勾勒出街区经济变迁的些许面

相.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是居民日常生活行为作用的

结果,区域特色的形成突出了人类行为的重要作用.
城市的空间结构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组

成,以街区为空间坐标,能促进分析的微观化.本文

努力让清代杭城的街区市场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形态

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复原,不仅着笔于对空间布局的

描述,更试图勾勒出经济变迁的些许面相,由此牵引

出对城市记忆的珍视.

致谢:本文承蒙浙江大学汪林茂教授指导,谨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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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Ｇspatialdeconstructionandcityimpression:Blockmarkets
andeconomicchangeofHangzhouCityintheQing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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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isabasicideaofurbanhistoryresearchtoanalyzeurbanchangesfromtheperspectiveof
spaceandtime．BlockmarketsinHangzhouCityinQingDynastyreflectedthegeneralcharacteristicof
economicchangeintermsofquantity,typeandregionaldistribution．Theaccumulationanddispersion
degreeofthemarketreflectedtheimbalanceofblockeconomicdevelopment．Forexample,themarkets
whichhadthepriorityofeconomicdevelopmentwererelativelyconcentratedinthenorthdistrictand
middledistrict．Theformationofspecialmarketssuchaseaststreetmarketandvegetablemarketisa
prominentexpressionofeconomicchanges．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weredeeplyinfluencedby
traditionalhandicraftindustry,andembodiedeconomiccommunicationbetweencitiesandsuburbs．Inthe
lateQingDynasty,theestablishmentofvegetablemarketmarkedamajorshiftofintraＧcitymarketfrom
dispersiontoconcentrationandfrom dissociationtofixation,which wastheorganiccombinationof
municipalplanningandeconomicmanagementofblocks．ThethreeblockmarketsincludingNaoshiko,
TongjiangBridgeandSiqianreflectedthatthepoliticalandmilitaryfactorshadsignificanteffectsonthe
blockeconomy．ThechangeofYangshiStreetmarketreflectedtheimportantroleofmodern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onmarket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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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在当代饰品设计中的创新运用

祝爱玉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中国古代金银首饰是传统工艺美术品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的是物质文化,而制作金银首饰的手工

技艺,体现的是非物质文化,两者相辅相成,皆为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将传统工艺作为当代饰品设计研究的一个

切入点,从古代金银首饰历史上的几次关键性转折入手,分析金银首饰成型工艺及装饰工艺发展,剖析当代手工技

艺传承与创新面临的问题,结合传统金银首饰工艺创新设计案例实践分析,探讨金银首饰设计新思路及对策,强调

关注设计观念和材料工艺美学价值、充分挖掘传统工艺设计智慧,树立品牌意识,重视人才培养等多元一体的模式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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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近百年来我国许多传

统手工艺产区逐渐解体,民间手艺人愈发分散.中

国传统金银首饰工艺的研究起步晚,文献史料杂,因
而在工艺美术研究中一直处于薄弱环节.笔者梳理

了大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

关于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史料

的考证和梳理,如«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１]对早

期金银工艺制作和装饰技法的考证、«中国古代金银

首饰»[２]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清代的金银首饰品类、
题材、纹样设计、制作工艺等方面的传承与变迁进行

梳理、«成器之道———中国先秦至汉代对黄金的认识

与工艺技术研究»[３]讨论了黄金制品制作过程中的

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进入２１世纪后,我国在保护

与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将传

统金银首饰工艺与当代生活结合的应用研究还十

分缺乏.本文重点探讨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在

当代的创新运用,通过文献调研、实地考察、设计

案例实践等方法,分析传统金银首饰工艺活化创

新思路,以促进工艺美术领域中传统手工艺的实

际应用.

一、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发展历史

(一)中国古代金银首饰的发展在历史上的几次

关键性转折

根据南京艺术学院郑静教授[４]的观点,中国传

统首饰的发展在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关键的转折,即:
新石器时期、南北朝、宋元时期、明代.这几个时期

的首饰,其造型、材料、工艺、精神内涵等方面都经历

了延续和革新,影响了中国传统首饰的发展.

１．新石器时期

距今一万八千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从自然采

集物、猎物中获得的原材料,如石头、树叶、贝壳、动
物的骨头或牙齿等,通过磨制、钻孔、串联的方法,制
作了项链,构成了人类早期的身体装饰品.随后,以
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

的首饰中,发现了笄、玦、佩、琮等样式,造型上以动

物、抽象几何为主,材质上以玉石为代表,兼有少量

竹木和骨物,装饰上有饕餮纹、鸟兽纹、云纹、夔龙纹

等纹样,这些特征奠定了中国传统首饰的基础,形成

了以图腾和礼仪为特征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首



饰发展的第一次转折.
早期发现的金属首饰,目前有据可查的是出土

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中的金笄、金耳珰、金臂钏,
工艺上有铸造、也有锤打成型的痕迹.春秋战国时

期青铜器发展繁荣,青铜器中的装饰工艺金银错在

带钩上得以大量运用,但相对于总体以玉、石为主的

早期首饰,这些在当时还只是一些个案.

２．南北朝时期

西周早期,陕西和内蒙古出现了失蜡铸造和锻

造的金饰品,随着战争与民族迁徙,草原部落的工艺

与文化开始向华夏地区渗透.到了南北朝,北方游

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游牧民族文化逐渐与

中原文化融合,使首饰的形制出现了变化.比如高

大发髻的流行使早期首饰类型中的笄逐步演化为新

的簪、钗,游牧民族的步摇冠与发钗集合演化为步摇

簪、钗.另外,一些早期首饰逐步被外来首饰类型取

代甚至逐渐消失,如耳珰、玦被耳环、耳坠替代,用于

人死后墓葬仪式的佩戴;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类型,如
臂钏、戒指.首饰的用材也从玉石为主逐渐转变为

以金银为主.在工艺上,金属锻造、錾刻镂空、金珠

粒等工艺逐渐成为首饰制作的主要工艺.南北朝时

期的首饰发展标志着金银首饰成为中国传统首饰的

主流,是传统首饰发展的第二次转折,这一阶段形成

了中国传统首饰新的分类和形制,其基本类型和特

征一直延续到清代.

３．宋元时期

宋代开始,经济繁荣导致民间对首饰产生大量

需求,普通人家嫁娶讲究“三金”,或成套打制“头
面”.金钏、金鋜、金帔坠,是南宋时期聘礼中的“三
金”.宋元时代所谓“头面一副”,表示首饰的基本样

式在此齐备,数量则多寡不同,头面一副少则十几

件,多则二十件以上[５].此时,出现了许多装饰题

材,如花卉、瓜果、虫鸟等.元代首饰与宋代一脉相

承,宋代出土的首饰实物不多,而元代有大量出土.
因此,将宋元时期看作中国传统首饰第三次转折的

关键点,其世俗化的特征使金银首饰得到广泛普及,
为了进行快速生产,出现了锤揲工艺,以便批量复

制,这促进了古代首饰商品属性和行业生态的形成.

４．明代

明代以前金银首饰很少有宝石镶嵌,偶尔的个

案也是经西域传入.但自明代开始,因郑和下西洋

开通的商路,使今东南亚地区出产的红、蓝宝石流入

中国,宝石首次成为中国宫廷首饰的主要材料.随

着黄金产量的减少,出现了累丝工艺:即将黄金拉成

金丝、盘织堆垒成繁复错落的造型,这样不仅节约用

材,还能塑造丰富的首饰层次.金累丝嵌宝的宫廷

首饰十分华丽,非常符合明代宫廷贵族的审美趣味.
镶嵌方式上,宝石保留原石的不规则形态,不仅有包

镶,还有西洋的爪镶样式.明代首饰主要继承了宋

元时期的风格,以龙凤、花鸟、昆虫、佛教内容为主要

题材,与前代大不同的是,明代首饰的造型都由宝石

作为主体进行设计和制作,它改变了中国传统首饰

重纹饰、轻宝石的传统,明代首饰可被视为是中国传

统首饰的第四次次转折.到了清代,首饰基本延续

明的样式,因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宝石资源

减少,因此,清代首饰多采用点兰和贴翠来替代宝石

丰富首饰的色彩.
(二)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的发展

古代青铜工艺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金银工艺

的掌握,但金银与青铜虽同属于金属,两者的加工方

式却有差异.青铜工艺是“塑”的概念,通过加热将青

铜热液注入陶范成形.黄金与白银因材料特性,可持

续地锻打或弯折而不断裂,因此,除了具有更高的可

塑性,还因材料质地柔软而发展出錾、雕、编、织等技

法,这种异于青铜的工艺又称为“金银细工”.金银首

饰从最初原料的采集、加工到成品的完成,大致包括

四个步骤:提炼技术、初步成形、细部加工、表面处理,
而且初步成形之后的工艺已涉及细部加工的技法.

１．成形工艺

中国古代金银首饰成形技术主要有铸造和锤

揲.铸造以“失蜡法”为主,“失蜡法”即熔模铸造,需
以蜡雕成实物,然后在其外面覆上防火材料,在高温

下化去蜡模,形成铸型空腔以备浇铸金属液.锤揲

则将金属放在木底托或者胶板上锤打成片成形.失

蜡法的优点在于可复制与原物近乎一模一样的成

品、处理复杂的细部花纹,由于没有焊接工作,成品

则十分牢固,但因基本是实心铸造,所以金银用料增

加,实物变得更重,而且铸造容易在金属表面留下粗

糙的砂眼,需经过后期抛光才能达到美观的实物效

果.与锤揲、敲花、模冲、抽丝等金银加工工艺比较,
失蜡法非常不符合经济效益,因此在古代金银首饰

的留存实物中较为少见.

２．装饰工艺

中国古代金银首饰细部加工与表面处理技术主

要有錾刻、镂刻、透雕、嵌金、鎏金、缀金珠、焊接、包
镶、抛光等.在这些细工中,或在饰品初步成形后,
用錾刻、镂刻、透雕工艺对金银首饰纹样进一步细

化;或在金属表面以刻刀、锤子、冲头錾出不同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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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或在铜的表面开凿线道,嵌入与之不同色泽的银

丝线以构成细致的图案;或以汞、金箔相溶形成金泥

涂于器物上,烘烤后形成金银相间的装饰效果;或以

极细的金珠点缀成图形赋予饰物表面形成特色肌

理;或以色彩各异的宝石完善贵金属的单一色彩等.
这些细巧复杂的金银细工工艺随着时代审美的发展

而不断更替完善,有材质上的自然属性优势,也有人

文属性上的审美趣味影响.金银材质不仅性质稳

定、可塑性强、可回收、可被分割也可随时熔合,而且

金银也是奢侈、华丽、具有装饰作用的材料.中国古

代宫廷金银首饰精巧玲珑,富丽多姿,很大程度上是

统治阶层意志的表现载体.古代设立的工匠制度,
集合全国能工巧匠为上层统计阶级服务,将手艺人

编入“匠籍”进行统一管理,供给充足的原料,执行赏

罚分明的制度,这是手工艺得以繁荣发展的保障.
手工艺在家族和师徒之间传承,讲究血缘和门户关

系.同时,民间日益昌盛的商品经济,使许多手艺人

在古代得以经营金银铺、珠玉肆为生,他们促进女性

簪戴消费的同时,也发展了民间手工艺.但随着晚

清王朝的没落、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许多历史上的

传统金银手工艺乡镇和集中产区也逐渐消散解体.

二、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在当代

传承活化面临的问题

(一)产业发展受到局限

近年来,我国掀起了传统文化热潮,政府部门和

相关机构支持和鼓励手工艺行业发展,使部分民间

手工艺产品重新回到大众视野,手工艺发展因此迎

来新的机遇期.由于受历史环境、传统工艺传承模

式的影响,金银首饰手工艺产业发展依然存在诸多

局限因素.一是按照父子、师徒形式一脉单传的手

工艺技艺传承方式,核心技术秘不外宣,不利于产业

的发展和创新.二是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了许

多便捷的产品,而年轻人受多元文化影响,选择范围

更加广泛,这对金银首饰产业形成一定的冲击.新

生的“职业匠人”面临着市场化浪潮,难免在作品设

计中掺杂一些妥协因素.三是目前金银首饰手工艺

市场粗制滥造的产品众多,价格机制混乱,质量监管

缺失,市场环境亟待改善[６].
(二)传统工艺传承创新遭遇瓶颈

当前,以“金银细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金银首

饰非遗技艺主要掌握在少数的老手艺者手中,他们

一部分供职于国家支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

地,一部分散落在民间村落、乡镇之中,以重复的劳

作换取报酬.因传统首饰行业的工种枯燥乏味,收
入不高,许多年轻人并不愿像以往那样从事常年的

学徒生涯,而纷纷离开乡镇涌入城市谋生,老一辈的

手艺人受文化层次和审美水平制约,在产品创新上

显然有心无力.笔者曾走访调研上海老凤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金银细工”工坊,其展厅陈

列品基本还是保持比较传统的金银器、金银首饰风

格样式.这里从事金银细作的手艺人约１０人左右,
其中老师傅５人,学徒若干,拥有硕士学历的工艺师

仅有１人.经过访谈得知,诸如“金马”、“金羊”之类

的大型金摆件制作耗时费工,往往需要一个经验熟

练的老师傅集中工作两三个月才能完成,主要针对

订单制客户,售价高达二十万元以上,而适合年轻消

费群体的具有创新性风格的产品则十分缺乏.
(三)消费需求与产品供给形成矛盾

受流行文化、网络文化、甚至科幻文化的影响,
消费者的个性、喜好和审美观念已发生很大变化.
消费者对饰品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材料,而是更

加追求特别的、有趣的和个性化的需求,强调情感和

体验上的愉悦.而传统金银首饰的设计风格、主题

和元素大多陈旧雷同,已然无法满足当下消费者对

产品的新颖和独特性的追求.此外,进入信息经济

时代,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消费行为由

线上模式和线下体验共同促成.在新零售环境下,
金银饰品的设计和销售需要满足消费者更加细分

化、小众化和精准化的要求.

三、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在当代饰品

设计中的运用案例分析

　　有关工艺的研究,学者郑巨欣教授[７]指出:一是

研究需要寻找定位点;二是除了掌握史料还要动手做

实验.传统技艺的活化,还需进行技术实验,使工艺

的研究成果产生新的开发应用价值.基于未来审美

多元化的倾向,探究传统金银首饰工艺的创新式表达

要从观念来源、题材解读、图形设计、材料美学、工艺

语言等方面着手.通过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在当代饰

品设计中的案例运用,塑造金银首饰设计新风格,是当

代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失蜡工艺:从手工到３D成型

脱蜡铸造法是目前金银首饰产品生产的主要手

段,在个性化定制和批量化生产中都得到充分的运

用.以蜡成型分为手工雕刻塑形或电脑３D参数建

模,十分便于前期的修改和校样.
设计师对首饰造型的勾画、明确,通过手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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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话、参数成型的精确计算,完成设计形象的艺术

性传达.如图１,学生毛令兰的作品以自然元素为

设计题材,通过对纯银材质物理属性的探索,用火枪

喷烧纯银表面、控制时间和熔融速度,形成金属特有

的烧皱肌理,结合手工雕蜡树枝和花蕾的造型,利用

传统金工工艺技法,表达首饰设计的艺术创意.如

图２,学生金梦的作品灵感来自中国传统吉祥文化,
以鱼、莲的嬉戏重新诠释“连年有余”的寓意,蕴含新

中式时尚首饰设计趣味,该作品采用３D数据建模、
树脂倒模、脱蜡铸造、抛光电镀、镶嵌等工艺手法,达
成作品的商品性气息塑造.

图１　«素枝»系列①

图２　戒指:«游鱼戏莲»

(二)花丝工艺:设计主题当代化

花丝工艺利用金银材料的延展性,将金、银拉成

极细的丝,通过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等八项主

要技法,制作出精致的金银制品.作为具有民族特

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工艺如何与当下及未来

的消费趋势、多元审美相结合,来适应时代潮流的发

展,成为了一个非遗技艺活化设计的新话题.如图

３,学生李娟的作品灵感来源于对旗袍中盘扣元素的

研究,通过平面装饰图案的设计布局塑造蝴蝶的形

象,研究图案装饰与首饰空间结构的传达,以全手工

制作的方式完成了花丝工艺在大型项饰设计中的探

索.图４中学生南晓旺的作品从扎哈哈迪德的建

筑风格入手,研究建筑营造的流线感和夸张的造型,
汲取当代建筑造型中的几何感元素,塑造首饰空间

的构造,运用花丝工艺完成了简洁而前卫的当代饰

品设计,尝试营造一种刚柔并济的设计趣味,拓展了

传统花丝工艺首饰设计的主题范围,丰富了花丝工

艺的表现题材.

图３　李娟的作品

图４　套件:«未来空间»系列

(三)錾刻工艺:融合身体经验的创意

錾刻是一种基于细部加工和表面处理的特殊概

念.錾刻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手持锋利的刻刀在

金属表面进行加工,以线条形态为主,将金属剔除,
錾刻线条呈现果断、干脆之感;二是以各式不同的錾

子作为冲头,制作者一手握锤子、一手拿冲头进行敲

击,在金属表面留下深浅不一的印子或痕迹.錾刻

工艺往往强调人的身体经验和心手合一的感觉,技
艺娴熟的老师傅通过手的姿势、眼的观察、耳朵的听

音,在心中已对手下的作活做到了然于胸.年轻一

代的设计师通过亲身的实践,掌握錾刻技法的基本

规律,在当代饰品设计中加以运用,正是对传统工艺

活化设计的积极尝试.如图５和图６,学生林依锦

和刘颖佼在云南考察学习期间,深入实践錾刻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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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当地师傅潜心学习,林依锦完成了毕业设计作

品«究竟涅槃»,以９０后的眼光,解读时尚饰品设计

与佛教文化的融合;刘颖佼的作品«阴之阳１»则通

过一款手工锻造、錾刻的胸针,诠释了中国古代哲学

理念在手工艺饰品中的表达,实验性地传达了錾刻

工艺的新生设计样式.

图５　项饰:«究竟涅槃»

图６　胸针:«阴之阳１»

(四)烧兰工艺:丰富饰品的色彩

烧兰源自古老的珐琅技术,起初烧制的色彩被

用来替代宝石,在１２世纪由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国,
到了景泰年间珐琅器制作达到鼎盛,因此也叫景泰

蓝,也可作“烧蓝”之称.画珐琅工艺中将之称为“烧
青”.烧兰指在金、银、铜胎上施玻璃质珐琅釉料,经
大约７５０℃高温焙烧,使釉料软化熔融,直到与金属

胎融为一体,而后经抛光得到成品.烧兰在当代首

饰设计与制作中,因其色彩斑斓、具有强烈而丰富的

艺术语言表现力,深受创作者的喜爱.如图７,在学

生刘颖佼的作品«阴之阳２»中,以烧兰工艺结合锻

造、錾刻塑造太极阴阳图形的质感与色彩对比,形式

感强;图８中学生王嘉暄的作品«庄周梦蝶»运用烧

兰表现抽象几何风格蝴蝶元素的局部装饰,其饰品

套件体现了佩戴的时尚性.烧兰所能表现的艺术色

彩在高级珠宝首饰、钟表的制作中被当做一门奢侈

品级别的工艺使用,造价十分昂贵.

图７　手镯:«阴之阳２»

图８　套件:«庄周梦蝶»

四、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在当代

饰品中的创新设计思路

　　运用当代设计理念和视野,充分解读设计概念,
立足于传统工艺,强调从实践中总结出经验和方法,
探索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在当代饰品设计中的创

新设计思路及传承活化路径,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

践验证理论,理论和实践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一)捕捉设计亮点,拓展创意思维

观念是一种设计的可能性.以当下时代的眼光

和对事物的敏感性,反思传统、现下、未来的饰品设

计观,捕捉问题的亮点,形成饰品设计的多元观念来

源.传统的金银材料,制作研究方法很朴素,但思维

方式充满思辨、富于机智幽默或巧思哲理,与社会关

注的焦点巧妙融合,这就是“亮点”;或者对技艺的专

心琢磨倡导,以技入道,在身体与手的劳作中,钻研

技术,形成物的思想性[８].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张凡

作品«好金主义»系列将日常生活中可以被弃用的贴

身物品以金箔贴之,表达“好金主义”的观念,贴近

行为本身中的掩饰、提拔、赋予出场所隐含的权

利,是一种礼赞和善待;她的另外一个系列作品

«衍异»采用铜鎏足银、足金的技法,装饰点缀翡

翠、珍珠、珊瑚,结合内衣、蕾丝、丝袜、螺纹等贴身

织物效果,通过随形、随意、围裹、缠绕等手法,在
细金宝物中诠释“幻象永远比真实更美好”的观念

意象(图９).

图９　«衍异»作品系列①

①　图片来自张凡作品集«好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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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材料工艺,强调美学价值

近二三十年以来,欧美的首饰设计发生了很大

变化,主要体现在:强调在设计中摒弃身份的象征,
提倡对材料多样性的探索,追求首饰与佩戴者的身

体相得益彰,注重首饰实验性语言的表达,使得设计

者个人的观念或艺术修养在设计中起主导作用.材

料的美学价值,绝非仅仅关注材料自身的价值,而
更关注首饰作品的审美、美学价值以及与实验艺

术的有机关联[９].人类对金银属性的了解和掌

握,是透过文化以及对材质的长时间摸索才逐渐

增加的,金银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们的珍贵价值,
金银带给人们财富、华丽、大俗大雅的体验形成了

其人文多元的属性象征.正是在这种自然属性与

人文属性的交叠下,金银饰品逐渐被赋予丰富的

文化内涵.
现代金匠在对金银技艺驾轻就熟的实践经验

中,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语言,作品体现出别具

一格的人文风格.英国设计师、珠宝品牌 Grima的

创始人 AndrewGrima被誉为“现代首饰之父”,他
没有受过专业的美术教育,创作初期甚至不懂宝石

和工艺,但他认为设计不应该受到技术能力的限制,
于是他颠覆传统珠宝的精细工整与刻板,将粗糙宝

石、凹凸不平的金属表面完美结合,用华丽的现代设

计重新诠释珠宝概念.如图１０,设计师将铅笔木料

刨花通过铸造的方式,用黄金呈现出刨削木片的轻

薄质感和细腻肌理,其心思巧妙,打破了常规质感的

视觉感受.铅笔刨花和黄金孰贵孰廉已经不再重

要,正是这样的矛盾组合和反差带来了材料美学体

验上的意外之喜.图１１日本艺术家JunkoMori的

作品运用金工技艺表现纯银的细腻质感,体现了不

张扬、不炫耀的美.该作品留下了工具的痕迹,在
制作过程中,工具已经融于艺术家的心手,被转化

为视觉上的愉悦享受,也成就了作品本身的艺术

语言表达.

图１０　AndrewGrima作品«铅笔刨花胸针»①

图１１　JunkoMori作品«白银诗歌:春热短歌»局部②

(三)挖掘传统工艺,表达设计智慧

中国传统工艺的设计智慧,与中国独特的地理位

置以及漫长的农耕文明有关.手工艺品类最初的状态

都与使用有关,即使在宫廷工艺和文人工艺中,仍然保

持着实用的痕迹和质朴的传统.中国传统伦理学反对

“奇技淫巧”,以遏制对没有实用价值的技巧过度开发.
传统的设计智慧对金银首饰工艺的创新设计思

路具有重要意义,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审曲面势,
各随其宜”,意为合理运用工艺与具体的技术和材料

的关系,如琢玉时利用玉石的“巧色”雕磨出既顺应

材料又体现功能的物件,是因材施艺的案例;二是

“巧法造化”,强调造物从自然中得到启发,保持人与

自然的和谐关系,如在民间艺术中,香包、鱼盘、门锁

等,其仿生不仅有功能性意义,还象征了中国民间文

化;三是“技以载道”,指技术中包含思想的因素,把
具体的功能操作、技术劳动与理论结合起来.虽然

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精神性始终没有超越实用性,金
银细工制作过程中结合思想性内容,正是使“工艺”
具备独特灵魂所在;四是“人文精神”,强调设计的内

容和形式统一,功能与装饰统一,避免过分追求表面

视觉效果而掉入形式主义,或只讲究功能而忽视了

美感[１０].金银首饰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品,它折射了

社会、时代风俗、人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之间的关

系,是寓意吉祥、材美工巧的综合表现.
(四)建立设计品牌,引导消费趋势

金银首饰传统手工艺制作繁复、耗时费工,却蕴

含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与未来市场需求、
消费趋势相适应的手工艺,是建立珠宝首饰品牌文

化的根基.我国金银首饰市场潜力巨大,但金银首

饰产品风格单一.目前深圳有４０００多家珠宝首饰

加工厂,这是孕育民族设计品牌的优良基础条件.

①　图片 来 自 互 联 网 https://grimajewellery．com/broochesＧ
pendants/goldＧtubeＧbroochＧ１９７７.

②　图片来自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金工首饰工作室微信公众号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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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西方珠宝首饰品牌,创立之初有几个显著特征:

创始人是金匠出身、作坊模式、为宫廷贵族服务、家
族化经营等.诚然,品牌建立有其自身的生长土壤,

我国传统手工艺的品牌化经营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

发展的路径.传统技艺的工艺价值、美学价值和商

业价值如何在当代语境中转化为生动的产品,打动

与时俱进的消费者,在活态传承的过程中,使传统技

艺的精华部分得以延续升级,其核心在于研究重点

消费者人群,细分市场需求,强调设计创新,研究商

业业态,从而促进当代金银首饰产品设计升级和品

牌化发展.
(五)呼吁更多政策,重视人才培养

学者杭间等[１１]曾指出:传统工艺在当今衰退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部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手艺人

还在为生计奔波,部分非遗传承人虽然受到国家政

策支持获得了补贴,但由于补贴有限,他们也无法安

心地进行工艺传承.在国家支持和推崇“匠人”、“匠
心”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涌入手艺人行

列,出现了许多“职业匠人”.他们钻研手艺,虽然是

一种职业化、商业化的选择,但传统与创新的碰撞在

他们设计的产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这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手艺的发展

需要构建多元化的格局,手工艺术人才的保护和培

养更加需要拓宽渠道.在民间层面,应该重视抢救

濒临失传的“金银细工”手工技艺、保护民间手工艺

人的利益,积极对接高校资源,广泛开展手工艺人职

业培训.在高等院校里,可以设置手工艺相关专业,

培养更多的设计人才、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此外,

高校教育应与民间手艺人、品牌商家、博物馆等多方

交流合作,加强资源整合利用,在培养综合性应用人

才的同时,开展持续性的手工艺领域课题研究也是

重要的工作.

五、结　语

本文阐述了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发展在新石器时

期、南北朝、宋元、明代的关键转折时期的特点,分析

了传统金银首饰的内涵、造型、材质、工艺以及审美

趣味的转变.以锤揲成型为主的金银首饰制作,使
古代金银首饰款式造型轻巧,但装饰风格华丽及装

饰工艺多样.在这些华美又朴素的技艺面临失传的

当下,设计的主动介入尤为重要.因此,通过设计案

例的实践,将失蜡铸造、花丝、錾刻、烧兰等工艺与当

代设计思维结合,践行传统金银首饰工艺设计主题

与风格、造型与图案、形式美感与时尚趣味的创造性

表达,最终将设计制作成实验性实物作品,并总结出

传统金银首饰工艺的创新思路:在设计上,注重发现

设计亮点,形成多元创意观念,强调发挥材料工艺的

美学价值,突破传统的设计和材料的视觉感受,以开

放的心态迎接创新,挖掘中国传统工艺的精神内涵,

探索中国智慧的表达语言.在对策上,呼吁树立民

族品牌意识,将技艺发展与创新融入消费趋势,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重视人才梯队建设等.本文的创新

设计案例、代表实物作品对传统金银首饰设计具有

一定的示范价值,可为传统金银手工艺的活化传承

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发.由于史料散杂,对金

银传统手工艺的抢救性保护和品牌化应用,还有待

未来进一步开展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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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创意休闲农业的生态女性主义表征

凌　霓,张　姮
(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创意休闲农业奉行生态发展理念,融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是我国“十三五”规划重点发展产业;

生态女性主义倡导人与自然的多元性和谐发展,呼吁重塑生态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模式.以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通过

分析创意休闲农业的内涵、生态女性主义在创意休闲农业中的体现、创意休闲农业中女性角色的重构,论证创意休

闲农业的发展理念与生态女性主义价值观的内在一致性,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多元协同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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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休闲农业是集创意、休闲、旅游、农业为一

体的新型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形态.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诸多瓶颈被逐渐打

破.与此同时,创意休闲农业融乡村生产、生活、生
态与一体,显示了较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成为我

国“十三五”规划重点发展产业.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中最具影

响力的流派,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索瓦德埃

奥本(FrancoiseDEaubonne)[１]在１９７４年提出.作

为一种多元的文化视角,它倡导多元的生态文化;作
为一种生态伦理学,它呼吁建立一种基于互惠和负

责原则的生态道德伦理观;它不仅是一种哲学或分

析工具,更是一种行动主义和实践指南.它认同并

重视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并把保护生态环境视

为自己的使命;它重新塑造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家庭

消费模式,同时摒弃不友好的消费方式;它关注人类

与其他所有形式生命的相互关联,强调相互依赖和

相互合作,倡导在保证多样性和持续性的基础上,建
立平衡、稳定、完整、和谐的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

和睦相处[２]２０３Ｇ２０５.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自诞生以来,在文学、哲学、

社会学、生态伦理学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

起了不少中国学者的关注.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在中

国知网数据库中搜索到包含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的文献共１８２２篇,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女性

主义相关的研究综述、文学批评、流派述评、内容透

视、跨学科比较等方面,目前尚无采用该理论来分析

具体产业的文献.创意休闲农业奉行生态发展理

念,力图营造绿色、有机、安全的生态环境,与生态女

性主义崇尚的和谐、生态的消费理念不谋而合.因

此,本文尝试以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创意休闲农业

的有关表征作一探讨,旨在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

振兴提供参考.

一、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创意休闲农业的内涵

(一)创意休闲农业的概念

创意休闲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表现形式,是
推动农村繁荣,促进农业增产增效与农民增收的有

效手段.它突破了传统农业的发展模式,延长了农

业产业链,提高了农业附加值,是创意农业与休闲农

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结果[３].关于创意休闲农

业的定义,刘艳琴等[４]认为,它是利用农村自然资源

以及山水田园景观、人文历史民俗风情、农耕文化、
生态环境等资源,发挥创意、创新构思,将农业生产、



农民生活、农村景观和文化创意相结合,设计出具有

独特创意和文化内涵的、以休闲观光为主题的产品

或活动,以提升现代农业的价值与产值,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的一种更高层次的休闲农业形态.创意休闲

农业的基础是农业,目的是休闲,其核心在于用创意

打造农业新业态并提供高附加值的消费体验.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休闲观与巅峰体验

休闲主要是指自由时间、消遣活动和有意义的

体验,或者是这三个因素的融合.休闲是人的本性,
是社会生活中最能给人以自我满足、愉悦的一种活

动,是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尺度[２]２３２Ｇ２３３.自由是休

闲的核心,也是女性主义的核心之一,女性主义与休

闲的目标都是鼓励自主选择,而不是设立限制[５].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流派,是生态

运动与女性主义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环境主义思

潮,它关注改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环境危机和生态

平衡.生态女性主义的伦理文化提倡关爱、关怀和

公正的论理价值.它抛弃了等级制模式、各种歧视

和人类中心的假设,强调相互依赖的关系,尊重和保

护生命形式的多样性,表达人类应在自然的限度内

获得自由的发展.用生态女性主义的维度来看,人
脱胎于自然,对于自然的亲近,是基因的选择.休闲

能使人达到与自然的和谐,人类善于通过到自然中

旅游休闲的方式寻找自我,从自然中汲取能量,在人

与自然的和谐中达到社会、人生的和谐.生态女性

主义的休闲观坚持保护和发展相统一的原则,以保

护环境为途径,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前提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全面提升

人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从人本主义心理学角度出发,休闲活

动给人带来巅峰体验的机会.巅峰体验是一种自我

超越,摆脱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使人觉得自己与宇

宙合二为一,接受事物多样性的存在,不再有高贵贫

贱的评判.巅峰体验让人体验到道德感和使命感,
触发人生非凡的意义与激动,并产生强大的力量.
马斯洛曾指出,最幸福时刻和最满足时刻的巅峰体

验,可经常通过自然体验、审美感知、创造时刻、知识

顿悟、性高潮体验、运动追求获得[６].在乡村、郊野

的休闲能让人与土地、山川亲密接触,人可以从中获

得自然体验、审美感知、创造灵感、知识顿悟和运动

追求等,为人们开拓实现自我价值、体现自由选择、
获得自我满足的空间.

(三)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创意休闲农业

生态女性主义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平

等、和谐关系,创意休闲农业正好支持了这种观点.
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农村大量劳动力向城

市转移,农村社会传统意象上的“男耕女织”逐渐转

变成了“男工女耕”.然而,创意休闲农业的发展却

打破了传统农业男女分工明确的现象,让从业者不

再有鲜明的性别取向,使得男女平等的生态格局在

农业上得以体现.创意休闲农业运用艺术、文化、科
技等手段,集生态性、趣味性、艺术性为一体,将农业

生产、农产品加工业以及旅游服务业紧密连接起来,
从业者除了体力付出,更强调脑力参与、男女从业者

的机会均等.创意休闲农业为人们提供亲近自然、
回归自然的机会,体现的恰恰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性.它不仅能够将农业从单一的生产功能向生态保

护、文化传承、农事体验、观光等多功能拓展,满足城

乡居民走进自然、休闲娱乐的需要,而且能够借助其

经济效益,吸引和调动各类经营主体投入转变经营

方式、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保护产地环境的积极性,
使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得以体现.

生态女性主义反对破二元对立式思维方式,强
调多元和谐、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创意休闲农

业融合了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以绿色生态为引

领,贯穿了农村一二三产业,是实现绿色生态发展的

有力举措,也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新途径.创意

休闲农业的发展强调保护生物多样性,展现民俗文

化的多元性,满足客户需求的多样化,与生态女性主

义倡导的多样性、持续性、相互依赖与合作的发展观

一致;创意休闲农业注重生态资源和乡村人情味,这
种生态意识和“人文开放”的情怀与生态女性主义表

达“尊重自然,关爱生命”的人文关怀不谋而合.

二、生态女性主义在创意休闲农业中的体现

(一)创意休闲农业是生态女性主义“田园意象”
的再现

在环境学里,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
乡村空间主要依托自然环境生成,与之相比,城市空

间则形成了以人工环境为主体的格局.当城市化进

程和工业文明所形成的人工环境造成人的心理压抑

时,田园主义理想浮现.田园主义(Arcadianism,音
译为阿卡狄亚主义)是一种与自然亲密相处的简朴

的乡村生活理想[７].Arcadianism 出自古希腊一个

叫阿卡狄(Arcady)的山区,人们认为那里的居民生

活在一种与地球及其生物和平相处的,像在伊甸园

一样的纯洁状态里.它代表了一种追求纯真、幸福

的田园生活的现代理想,与“城市的腐败、追求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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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混乱生活”[８]１５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表达了

“一种习见的退离城市、权力和政治中心而归隐自然

的冲动”[８]７１.一般认为,田园主义源于１８世纪吉尔

伯特．怀特(GilbertWhite)的生态思想.１８７０年

«塞耳彭自然史»(TheNaturalHistoryofSelborne)
一书出版,该书记录了人与自然的对话,表达了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切合了那些久居都市之中却

永远怀着田园梦想的人的深层心理,使田园主义在

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成为生态思想的主流[９].田

园主义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优越于自然的

存在.
生态女性主义在１８世纪以来田园主义生态思

想的基础上加入了男性与女性、人类与其他物种平

等、多样化、和谐的生存理念,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

和谐共生.生态女性主义的“田园意象”是一种现代

生态中心主义对乡村的描绘,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

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同时充分关注环境、亲近自然、感
知自然、领悟自然、热爱和关爱自然,与自然相濡以

沫,感到精神与肉体上的喜悦与美好的生态景象.
创意休闲农业将人文生态景观与乡野风情运用创意

巧妙结合,为城镇居民体验农耕乐趣、品味农业情

怀、享受田园生活、感知民俗风情提供了广阔空间,
成为再现生态女性主义“田园意象”的重要载体.创

意休闲农业客观上需要依赖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来

营造宜人的休闲氛围,因此从业者需要把山水田园

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积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改善

乡村基础设施,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形
成良好的景观生态格局.通过人投身于自然并与之

互动,从中享受休闲,引起人对自然及人类社会的多

元性、整体性和关联性思考,激发人对自然的关怀、
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对待性别及物种的公正,因而

创意休闲农业也成为生态女性主义宣扬关怀主义伦

理的载体.
(二)创意休闲农业多元性发展目标体现“彻底

非二元论”思维方式

创意休闲农业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

资源,结合农林渔牧业、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

农家生活,供人们在农业领域和农村环境中获得休

闲体验,被称作集生态、生产、生活“三生”于一体的

现代农业[１０].它是创意文化产业与生态文化产业

交叉的集合体,具有多元性发展目标.从城乡统筹

的发展趋势来看,创意休闲农业是城乡一体互动需

求的必然产物,它服务于农村、农业和农民,在发展

过程中强调生态性和地域性.创意休闲农业尊重自

然之美、提升人文之美、崇尚和谐之美,不仅有助于

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可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１１].创意休闲农

业源于农业、取法自然的本真属性,体现着追求人与

自然和谐的生态理想;它倡导将休闲作为回归自然

的消费行为理念,是对“物质利益诱惑与社会关系异

化”的批判;它追求诗意地回归自然的审美境界,是
实现现代农业克服工具理性下的异化现象,回归其

审美价值的必由之路[１２].创意休闲农业的多元性

发展目标以及它对自然与人类发展的重新思考,正
是生态女性主义“彻底非二元论”思维方式的体现,
即“存在是统一的整体,是形式、运动、空间和时间微

妙一体的格式塔”[１３].
(三)创意休闲农业蕴含了生态女性主义审美

按美学的学科定位,自然作为感性对象理应属

于美学的研究领域,自然美也理应属于主要的审美

形式之一.但在父权制文化中的“理性崇拜”传统和

“二元论”逻辑下,艺术作为一种人为创造的理性存

在物,才是传统西方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自然作

为一种完全缺乏理性的自在存在物,被排除在美学

研究之外[１４].
代表生态立场的生态女性主义审美彻底摈弃了

基于人与世界对立、主客二分的传统审美模式,是一

种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的“审美交融”模式[１５]１２０.如

同提出“交融美学”概念的 Arnold[１６]所说的那样,这
种审美放弃了传统美学中欣赏者与被欣赏者之间的

二元分离,跨域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消除

了对立的边界,鼓励分享式的参与,人们会发现艺术

和自然美的最充分、最强烈的体验.
根据生态美学研究者Joseph[１７]的观点,生态学展

示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渗透性(Interpenetrability).
生态女性主义审美是以生态伦理学为思想基础的审

美活动,它以生态意识为提前,必须借助自然科学知

识、特别是生态学知识来引起人的好奇心和联想,进
而激发人的想象和情感[１５].无论是达尔文的进化

论还是马克思的自然观,都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
达尔文站在生态学立场上着重论述了人的自然属

性;马克思则认为,人类不仅是具有自然属性的生

物,而且是具有自然属性的社会人[１８].创意休闲农

业的考虑范围涉及如何将人回归自然的本能与精神

文化需求结合,以及自然与人文有机交融.这种交

融体现在农业观光、生态科普、民俗风情、古镇村落、
民宿农家乐、乡野露营等常见的创意休闲农业经营

模式上,并且从欣赏、品尝、采摘、学习、耕种、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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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戏、养生、淘购等环节上植入各种创意手段来提升

人与自然交互融合的体验感.它从视、听、味、触、嗅
等多种感观要素上促进人的身心融入自然,引导人

们通过生态审美活动获取环境、人类与其他物种之

间相关联的生态知识信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生态文明.
生态女性主义意识中女性因孕育生命而与自然

有着内在联系,女性更贴近自然的观点现实地反映

在创意休闲农业的花田、果园、民宿院落里四处可见

的那些正在自拍的女性游客身上.创意休闲农业中

的耕耘、收割、采摘等农事体验活动,不仅能让人感

受到自然之母对生命的孕育,而且能让人在拥抱自

然之母的同时获得生命的更新,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体会生命价值、分享生命喜悦.创意休闲农业的消

费理念是结合回归自然的心灵愿景与休闲行为,追
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生态理想;通过人

在自然中的审美活动和休闲体验,建构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的生态场景.它蕴含了生态女性主义审美要

点,诠释了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的“自然不是僵硬的,
而是活动的;不是人们剥夺的对象,而是与人类和谐

相处的”[１９].

三、创意休闲农业中女性角色的重构

生态问题的解决须有赖于女性主义视角[２０],需
重视女性价值.所谓“女性原则”,包括“可持续性、
包容性、能动的创造性、多样性、整体性、生命的神圣

性及无性别歧视等”[２１].生态女性主义的最终目的

就是把妇女、自然和弱势群体从隶属、被动的地位解

救出来,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多样化

的和谐关系[２２].
长久以来,由于农业社会狭隘生产方式和性别

分工体系的存在,传统农业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父

权体制农业文化.女性角色与自然一样,处于被支

配的被动地位.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常规农业受机械

论影响和人本主义思想支配,形成了工业化的农业

生产方法,基因控制、农药、化肥等使用虽然增加了

农作物的产量,但却致命地毁坏了当地的土壤,使得

许多农村妇女的处境和当地环境恶化.
与传统常规农业不同,创意休闲农业的发展思

路沿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来营造绿色、有机、安全的生态环境.创意休闲农业

中女性角色的重构不是依托于对自然的统治剥削之

上,而是基于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自然个体存在

物之间的相互信任.

(一)农村妇女的角色转换

创意休闲农业改变了农村经济单纯依靠以体力

劳力为主的第一产业的状况,农业与第二、三产业及

互联网的结合,为期望居家创业的农村妇女性提供

了机会;加之国家政策导向和全国妇联相关工作的

推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村妇女的创新创业激情.
较早介入“农家乐”经营的是农妇,全国妇联是我国

休闲农业的先行支持者.以北京为例,乡村旅游“农
家乐”的第一批实践者是农家妇女;它们因帮助解决

了农村妇女就业的问题而获得全国妇联的第一批授

牌[２３].妇联还联合阿里巴巴,积极为农村妇女加入

创意休闲农业搭建平台,利用“农村淘宝”打造特色

电商农产品品牌.生态旅游与文化创意的结合使手

作农产品成了广大农村妇女发挥创造力的舞台.许

多有手工制作能力和工艺经验的农妇化身为农村特

色民俗手工艺品的设计师和匠人,她们利用农业废

旧物品(例如秸杆)编织、制作成各种乡村旅游纪念

品,不仅实现了生态绿色循环,而且在设计、制作、销
售这些手工艺品的过程中,获得了自我认同.具备

乡土食品手工制作技艺的农妇也在她们亲手制作的

农村土特产(如辣酱、腌菜、腊肉、糕点等)被市场认

可后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
农村妇女加入创意休闲农业,不但能发掘自身

潜力,还能唤醒女性自我意识、实现自我价值、获得

社会认同.在具备良好生态环境条件的乡村,创意

休闲农业成为解决农村妇女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增加

家庭收入问题的可行途径.国外相关研究表明,发
展生态农业旅游正在逐步提升农妇的能力[２４],女性

在生态农业旅游发展中逐渐取代男性的中心地

位[２５].
(二)女性新农人的身份建构

“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跨界经营创意休闲农

业的“新农人”的出现.新农人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

之分.广义的新农人,参照阿里研究院的定义[２６],
主要指具有新理念、新思维、新技术,善于利用互联

网,从事农产品加工、生产、流通或为农业提供指导、
咨询、宣传、推广等服务的个人或群体,其核心是“互
联网＋三农”.狭义的新农人,参照张红宇[２７]的定

义,主要指善于运用互联网思维,以提供安全农产

品、提高农业价值为目标,拥有生态农业理念的农业

生产者和经营者.新农人群体中不乏从城市返乡创

业的大学生、白领、农产品电商、农科技术人员等等,
他们除了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对市场的敏感度

外,还具有较高的生态自觉.由于创意休闲农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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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以及农村的生态、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从业人员主要在农村工作,因此本文所指的

新农人应理解为从都市迁移而来、在乡村就业生活

的狭义新农人.
由于女性的感性思维强,感情丰富,对社会变化

和潮流的感触更敏锐,她们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和

跨文化学习能力.女性新农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和

都市文化熏陶,选择迁往乡村从事创意休闲农业对

她们来说,不单是为了生计,更多是从城市工业给环

境安全造成的影响出发,为了更亲近自然,为自己和

他人创造一个更安全更生态的生活和休闲环境而考

虑.在经营过程中,这些女性新农人可以清楚、客观

地认识到当前时代背景下她们的主体身份和劳作价

值.乡村民宿、有机餐厅、亲子农庄等往往是女性新

农人乐于选择的从业项目.以民宿为例,它与标准

酒店的区别之处在于个性化体验和更贴近“家”的感

觉.以人类演化角度而论,女性是家庭的灵魂,有女

人才更有家的感觉.女主人作为“家”的象征符号,
通常被认为是经营民宿的重要元素,她传递出来的

温馨的“老板娘文化”是乡村民宿的“魂”.能和乡村

民宿“老板娘”聊聊天,请有不同背景或出身的“老板

娘”,讲讲自己对于客栈和民宿的理解以及自身的经

历,是来自繁忙大城市的游客能享受到的除了久违

的宁静与原生态菜肴之外的另一乐趣.这样的乡村

民宿,表现的是故里的亲切、家的温馨,所以能牵动

目标消费者的情感[２８].在２０１６首届北京新农人节

“影响中国—巾帼新农领军人物评选巾帼创新创业

新农人发展论坛暨颁奖典礼”上,来自农庄、民宿的

“老板娘”、“女掌柜”占了多数,她们逐渐成为创意休

闲农业未来发展的新力量.
(三)女性消费者的角色地位

“她时代”社会职业结构全面调整,女性的社会

地位、受教育程度、就业层次和可自由支配收入不断

提高,女性旅游消费在旅游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近年来,随着女性的闲暇时间和经济基础越来越有

保障,以及女性的出游意愿与决策能力进一步提升,
女性旅游者行为特征成为了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

点.新西兰怀卡托大学世界旅游组织(UNWTO)旅
游可持续发展监测实验室中心主任、著名旅游学者

Chris[２９]在其研究中指出,女性更想利用假期来避

免日常生活的喧嚣,获得身体和情感的放松.
从创意休闲农业的角度来看,乡村旅游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达到生态融合[３０].创意休闲农业作为

乡村旅游的核心内容,因其贴近自然的慢生活理念

与都市繁忙的快节凑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女

性旅游的理想选择.罗舒月等[３１]通过对女性乡村

旅游的动机研究发现,都市女性乡村旅游最重要的

五个动机依次为:体验户外情趣,亲近自然;追求食

品安全;欣赏乡村美景;带小孩增长知识和阅历;增
进与家人朋友的感情.不难看出,注重家庭的女性

选择乡村旅游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种消费

体验过程中能获得热爱个人“小家”与关爱地球“大
家”之间的平衡.

正如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徐凤翔[３２]所说,在对为

子孙后代着想、保护生态环境的认识和行动方面,广
大妇女的潜力很大,并将不断发挥作用.她们对自

身与后代生存环境的关切和爱心一旦由家庭型转为

社会型,就会被扩大为对全人类、全球的博爱之情,
她们将竭力发挥其“天性”(自然性),专注地投人到

生态环境保护这项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事业中去.
持“小家”与热爱地球生态的“大家”被看作是女性统

一的天性.
(四)创意休闲农业IP中的女性符号

创意休闲农业的IP(Intellectualproperty)是其

品牌人格化的意象符号,拥有鲜明的可识别性和

吸纳粉丝的能力,是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创意和

人类思想的表达,它受到版权、商标、设计权和专

利法律保护,是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的利器.IP
独具特色、富有情感,是文化创意的产物,是互联

网发展对创意休闲农业品牌化要求的结果,也是

互联网与传统产业嫁接的机遇所在.创意休闲农

业IP的表现形式多样,可以是一个动漫卡通形象、
一套表情包,也可以是一个故事、一种流行文化或

生活方式,但它们都是艺术化、人性化、商业化的

内容.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相比男性,女性与自然之间

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女性更接近自然,更适合考虑

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３３].女性天生具备在个人

“小家”与自然“大家”之间寻找平衡的潜力.因此,
许多创意休闲农业的IP采用了女性形象作为内容

符号,例如经营生态健康土豆的“土豆姐姐”,专业亲

子农场“田妈妈”,生鲜电商 O２O 品牌“小农女”等
等.此外,创意休闲农业的IP化趋势将产生一个从

业者、消费者到产业平台多方共赢的产业生态圈,这
种多元协调、和谐发展的结果也是生态女性主义所

期待的.在IP战略驱动下,创意休闲农业的产业生

态圈将努力为消费者打造“第三地”的生活方式,即
除了日常工作之地(职场)、日常生活之地(家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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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种体验场所.在那里,人们可以融入自然,放
松自己,达到工作、生活之外的第三种状态:休闲.

四、结　语

创意休闲农业奉行生态发展理念,融农村的生

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紧密联结一二三产业,力图营

造绿色、有机、安全的生态环境,是农业与生态休闲

旅游融合发展的新业态.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

第三次浪潮中最具影响力的流派,它倡导人与自然

的多元性和谐发展,视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己任,呼吁

重塑人与环境友好的家庭消费模式.本文以生态女

性主义视角,从创意休闲农业的内涵、生态女性主义

在其中的表现、女性角色在该业态中的重构三个方

面进行探讨论证,认为创意休闲农业使传统农业由

父权制社会“男耕女织”的二元对立分工的农村生活

景象,迈向了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天人合一”和谐

共生、多元协同、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它

的发展符合男女平等、物种平等、两性和谐、人类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世界观,实现一种现代人类技术文

明有利于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现代田园理

想,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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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介入
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社会支持系统的建构

金碧华,周介媛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自闭症儿童被称之为“星星的孩子”.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可以让这些特殊儿童“回归主流”,能够为他

们的康复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但是,当前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的社会支持状况令人堪忧,面临着社

会认同、社会交往支持、专业化投入、社会协同与资源整合等诸多问题.社会工作的介入有助于建立完善的自闭症

儿童融合教育社会支持系统,通过情感支持方面介入、社交支持方面的介入和外部环境支持方面的介入,能够帮助

自闭症儿童走出独孤,最终促使自闭症儿童回归主流社会.

关键词:社会工作;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社会支持系统

中图分类号:C９１６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１２Ｇ０６２８Ｇ０６

　　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的理念源于西方.早在上

个世纪５０年代,发端于美国的民权运动,经过六七

十年代“正常化”思潮,就已经逐渐形成融合教育的

核心理念,并快速运用到自闭症儿童的康复发展中.
作为一种针对自闭症儿童“反机构化”的教育模式,
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旨在强调将自闭症儿童置于普

通班级随班就读,回归到与正常孩子相同的教育环

境中接受各方面知识的传授与指导.其本质上是让

自闭症儿童在主流学校中接受教育,通过原生态的

教育环境来提升他们语言以及社会交往的能力,以
此促进他们健康发展,最终让自闭症儿童回归主流

社会.Hanline[１]认为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无需对

儿童明确区分,所有自闭症学生皆可享受特殊教育

资源并且随班就读;Schulz[２]则提出依据自闭症儿

童的病患程度实施有限度、中度或完全的融合教育;
甄岳来等[３]提出“社会融合教育”理念,核心目标是

通过家庭融合、社区融合、幼儿园融合和学校融合的

教育训练过程重点改善自闭症儿童的社会功能,提
高自闭症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最终实现自闭症孩子

与社会融合;周念丽[４]则从集体、个体、统一和自由

四个方面提出融合教育的四种模式,给予自闭症儿童

最大化的融合选择自由.事实上,融合教育在自闭症

儿童的成长、治疗、发展中起着其独一无二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是一种以

人为本、尊重个别差异的高期望值教育,还应有社会

环境、个别化教学、专业社会支持系统等方面的支

持.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开展的顺利与否较大程度

上受到社会支持系统的影响.如果在自闭症幼儿融

合于普通幼儿园的过程中,有一种适当的支持系统

能够提供必要和有针对性的支持和服务,自闭症幼

儿则能更好的适应融合的环境.但是,现有的应试

教育和社会环境给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的实施带来

了困难.由于缺乏专业的支持系统和充分的社会认

识,使得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陷入困境,自闭症儿童

社会功能发展难以实现.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社

会工作介入的视角来研究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社会

支持系统的建构,通过分析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的

现状和问题,提出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建构起以促进

儿童成长发展为理念、以多层互补为本位的自闭症

儿童融合教育社会支持系统.社会支持是自闭症儿



童融合教育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社会工作的

介入,“润滑”社会各方对于自闭症儿童的关注和支

持,能够为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提供专业的价值观、
专业方法和专业技能,有利于克服自闭症儿童融合

教育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有助于建立完善的自闭症

儿童融合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服务模式.

一、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的社会支持现状

社会支持是一种结合物质和精神综合性的结构

功能表现行为,通过此类行为可以为个体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从而协助个体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某种利益

以维持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５].个体通过不同途径

获得社会支持的力度越大,个体的增能也越受到影

响,当面对挫折时个体所表现出的适应力与抗逆力

也就越强[６].当前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中的社会支

持主要还是来源于自闭症儿童的家庭和亲属,而外

部社会资源的支持力度比较有限.此外,有关自闭

症儿童融合教育的政策保障严重缺失,而少部分

地区开展的融合教育仅仅局限于随班就读模式下

的学校融合,社会融合教育有待社会各界支持.
融合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帮助自闭症儿童更好地融

入社会,需要社会多方的配合互动,发挥社会各个

细胞的支持作用,给予自闭症儿童积极正面的康

复环境.
本文将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的社会支持主要分

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原生社会支持,包括亲属、朋
友、邻居等;另一种是次生社会支持,包括政府组织、
社会机构、学校、社区等.自闭症儿童属于社会边缘

化的特殊群体,近年来对其融合教育的社会支持状

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整体支持力度仍然偏弱.
(一)原生社会支持

原生社会支持主要依赖于中国社会关系的“差
序格局”,认为每个人都是他的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

圈子的中心,就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

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圈子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圈子离中心越近波纹就越明显[７].首先,在原生社

会支持系统中,对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产生影响最

大的是来自与儿童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的支持,
目前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融合教育所需要的时间精力

以及资金支持８０％以上都来自于儿童直系亲属[８].
其次,自闭症儿童家庭的其他亲戚、朋友也对自闭症

儿童融合教育提供了非常大的物质、情感支持.最

后,邻里的支持也是自闭症儿童原生社会支持的一

部分,但目前看来支持力度较小.刘莹[９]通过对江

西省７５例孤独症儿童的现状调查发现,受到认知程

度影响,对自闭症儿童持接纳与帮助态度的占被调

查总人数的１４．５％,持同情态度的占被调查总人数

的１７．７％,持疏远或者排斥态度的占被调查总人数

的２０．９％,多数人无特别态度.由此可见,多数人

无特别态度意味着对自闭症了解甚少,而部分邻居

对于自闭症持排斥、回避的态度,当然也有少部分邻

居能在深入了解自闭症后愿意接纳并且共同参与到

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中来.
(二)次生社会支持

次生社会支持主要依赖于政府和社会机构层

面.在中国目前认定的特殊教育法律法规中,自闭

症儿童并未被明确纳入特殊教育的对象中.一方

面,政府虽然出台了相关自闭症儿童保障性文件,但
是大多数仍停留在基础建设上,还未深入到自闭症

儿童融合教育方面,具体的政策仍未真正发挥作用.
中国公益研究院２０１３年发布的«中国自闭症儿童现

状分析报告»[８]显示,６０．５％的自闭症儿童家长目前

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政府资助,但是大多数自闭症

儿童家庭均表示没有接受过政府的补助,只有少部

分家庭表示接受过微薄的补助或服务.在补助发放

的过程中,多数家庭也受到各种约束条件限制,并不

能享受政策规定的保障服务.政策保障也缺乏长效

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自闭症儿童家庭的困境.另

一方面,专业的自闭症儿童社会机构在自闭症儿童

融合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形成了“康复评

估Ｇ康复教学Ｇ康复监督Ｇ居家泛化Ｇ社会实践融合”的
一站式康复系统训练服务,同时专业的社会机构也

给予了家长情感上的关心与支持,自闭症家庭对于

机构的认可度较高.此外,学校是自闭症儿童融合

教育的主要场所,但是现实中只有４４．８％的学校愿

意接收自闭症儿童,真正对于自闭症儿童接纳并且

有所作为的学校只占１７．２％[９].学校对于特殊儿

童的接纳度和融合教育专业化还有待提升,自闭症

儿童升学就业等相关融合教育的衔接也还需要进一

步加强.而在社区方面,特殊儿童小组开展少之又

少,每个社区中居民配套社会工作者比例极低,受过

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更是凤毛麟角,为居民提供

专业的服务难度较大.

二、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中社会

支持面临的困境

　　目前社会整体对于自闭症缺少正确的理念认

知,而自闭症儿童的融合教育在中国也正处于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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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尚未形成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的整体氛围,社
会对于其发展的支持力度仍较薄弱,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观念情感上对其社会认同不足;社会交

往支持明显不足;学校教育环境仍有待改善,专业化

投入不高;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不强;社会协同与资源

整合力度较弱等.总的来说,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

现今已有的社会支持完全无法满足自闭症儿童家庭

的需要,除学校教育以外,社区、社会融合教育未及

时与学校融合教育配套,自闭症儿童全方面融合陷

入不均衡的发展态势,亟需科学的社会工作价值观

和工作方法引导.
(一)情感支持较弱,社会认同感低

首先,自闭症儿童由于其自身特殊性一直属于

社会边缘性群体,极少出现在社会大众的视野里,其
融合教育更是鲜为人知,因此极难取得社会公众在

观念情感上的理解与支持.在开放程度较高的江浙

沪地区,自闭症儿童康复性的专业机构数量约为

２０５家,远远无法满足社会自闭症儿童家庭的需求,
这凸显了社会对自闭症的陌生与忽视[１０].其次,目
前社会上普通教育单位依然是以学校为主,自闭症

儿童由于在身心上具有一定障碍,学校整体对于自

闭症儿童的理念认识极其缺乏乃至产生偏差.普通

学校教师群体较少接受特殊教育的培训,在自闭症

儿童的融合教育中,不能采用有针对性的教育干预

措施,甚至采用错误的引导方式,对自闭症儿童的正

常融入造成严重的反作用.自闭症儿童在感统上有

较大缺陷,情绪易失控,有少数教师选择直接将自闭

症儿童拒之门外,拒绝自闭症儿童来到所在班级就

读.再次,自闭症儿童家长大多承载了极大的精神

压力,情感上备受煎熬,无法正确认识到孩子患有自

闭症,认为将孩子放置到正常班级中就能促使孩子

突破自我缺陷,模仿正常孩子的行为从而达到治愈

的效果.相比之下,普通正常儿童的家长则相对排

斥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一起随班就读,将自闭症

儿童标签化,夸大了对其的恐惧感和隔离感,乃至出

现联名抵制自闭症儿童入学等行为.这些行为的出

现迫使自闭症儿童遭受不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也剥

夺了他们向正常化靠近的捷径,对于自闭症儿童融

合教育造成极大的阻碍.
(二)社交支持明显不够,社会关系过于封闭

社交关系圈是自闭症儿童家庭的重要精神支柱

之一,也是自闭症儿童社交融合教育的重要使能者.
目前,社会上对于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主要仍旧采取

保持距离乃至主动回避的抗拒态度,自闭症儿童在

大众的心理印象刻板化,不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
即便是属于自闭症儿童社交圈内的人物角色,也常

常因为无法做到发自内心去深入了解自闭症儿童而

与自闭症儿童家庭的社交圈渐行渐远.自闭症儿童

往往被周围的人刻意回避,而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离

严重影响了自闭症儿童的康复与正常融入,同时也

不利于其人生选择.对于自闭症儿童家庭来说,社
交圈子的闭塞和疏离以及长期支付康复治疗费用雪

上加霜,隐性地加大了家庭的物质和精神负担.破

除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的社交排斥困境,社会各界

都是重要的参与者.社会要大力扶持社区融合教育

和社会融合教育的配套发展,寻求不同环境和社会

角色的支持配合,在社交关系上给予自闭症儿童家

庭强大的心理支持.
(三)学校教育环境的支持需要加强,师资力量

过于单薄

学校教育环境的支持是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开

展的有力保障.但是,目前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所

需的学校配套设施不完备,学校师资专业化程度有

待提升,专业师资队伍数量不足,培训程度不够.首

先,自闭症属于儿童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一种亚型.
近年来自闭症由以前的罕见病变成了流行病,越来

越多的儿童需要尽快接受专业的治疗和教育[１１].
但是目前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中最关键的引导

者———普通学校的教师人群,他们对于特殊儿童的

教育知识和技能储备不足,缺乏有针对性、专业化的

干预策略.在特殊的治疗教育工作的技能和方法

上,缺乏专业的理念知识和实操训练,容易采取错误

教育方式或对待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一视同仁的

操作,对自闭症儿童发展产生极大的行为负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自闭症患病的小众性,普通学校教师

自愿参与特殊儿童教育知识技能学习的数量少;而
自闭症儿童专业康复机构的教师由于薪资福利、身
份编制等问题也正面临着大量流失的困境.由于社

会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受过专业培训的自闭症儿童

融合教育的师资缺口越来越大,学校特殊教育支持

无法达到长期持续供给,逐步成为自闭症儿童融合

教育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四)社会工作的支持明显不足,专业化介入不

够深入

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的开展有赖于专业力量的

支持,亟需社会工作价值观引领自闭症儿童融合教

育的发展.近些年,社会工作者已经逐步进驻北上

广等大城市的学校,但是学校社会工作者仍未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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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社工与在校学生配备比例低,学校社工队伍参

差不齐,在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方面干预介入不够

深入,工作方法重复,工作成效不明显.首先,自闭

症儿童融合教育需要结合专业教师的配合和学校社

工的协助,但是如今学校社会工作者的人才队伍建

设跟不上大量自闭症儿童家庭的需求,往往一个学

校社工对接了整个校区的学生,甚至部分学校根本

没有配备学校社工,专业的资源并不能发挥出应有

的作用和价值.其次,社会对于社会工作者的需求

不断增大,但是高层次专业人员的数量并没有较大

提升,因此少数的社会工作者被大量的自闭症家庭、
学校、机构所共同雇佣,往往不能长期待在同一区域

深入服务某些病患,无法发挥出其专业性作用.除

此之外,特殊儿童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甚至包括部分

机构特教,对于自闭症儿童使用的干预策略和治疗

方法大相径庭,重复的工作方法和技巧对于自闭症

儿童的康复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五)社会协同支持需要强化,资源整合调配力

度不够

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融合

教育,更要着眼于社会协同,开拓融合教育的深度和

广度,逐步扩展至社区融合教育乃至全社会的融合

教育.但现实情况却是,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所需

的社会资源数量较少且分布分散,有待专业化的资

源整合.目前我国有关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的政策

法规还需要不断完善,社会协同与资源整合的政策

法规依据不足;只有极少数的社区或是福利社会组

织具备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的资质,并且愿意配合

自闭症儿童家庭对自闭症儿童开展融合教育的康复

训练.部分开展融合教育的学校收支情况堪忧,较
难维持学校长期生存发展,等等.社会资源的匮乏

和整合利用率低下是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发展的一

个瓶颈,亟需社会协同拓展可用于自闭症儿童融合

教育的优质资源,进一步挖掘社会现存资源的利用

价值,在充分整合链接资源的基础上提高资源的利

用率.

三、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社会支持

系统建构的社会工作介入

　　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主要强调将自闭症儿童置

于学校的大环境中,通过使他们与正常孩子的交往

互动,适才适能地开展教育活动.自闭症儿童因为

其特殊性,选择接受正常学校教育活动必然需要极

大的物质与心理支持.目前看来,自闭症儿童融合

教育重视自闭症儿童教育环境的改变,但在社会支

持系统建构过程中却心有余力而不足.对于自闭症

儿童融合教育社会支持系统的建构,社会工作作为

一种有效的介入方法,从方方面面起到不可忽视的

作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是助人自助,从优势视

角结合专业工作方法充分挖掘自闭症儿童的潜能,
为其融合教育的开展有效整合调动资源,目的是帮

助其掌握开发利用自身能力的技能,保障其拥有未

来平等地追求个人发展和美好生活的权利.社会工

作介入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社会支持系统的建构,
必须秉持尊重与接纳的社会工作基本原则,从情感

支持、社交支持以及外部环境支持方面介入,运用个

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工作方法,帮助

自闭症家庭和自闭症儿童建构起以成长发展为理

念、多层互补的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社会支持系统.
(一)情感支持方面的介入

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难以被社会公众所完全接

纳的原因,取决于长期以来社会公众在思想情感层

面上对自闭症的误解和片面认知,使得自闭症儿童

在公众视野中存在感较低.社会工作强调“人在情

境中”,强调人不是完全独立自存的个体.社会工作

提倡融合教育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融合教育,还包括

全社会的融合教育,就是最大程度地将自闭症儿童

置于正常的情境中实现大众认知理念的转变.事实

上,自闭症儿童家庭的心理压力往往超越普通家庭

数倍,家庭内部矛盾较普通家庭更容易被激化进而

引发内部冲突;家庭内部的情感沟通缺乏有效途径,
外部情感支持无法长期巩固强化.当自闭症儿童被

置于正常课堂参与融合教育,自闭症儿童家庭易产

生更多的紧张和顾虑,而社会工作着重建设起自闭

症儿童家庭的心理精神防线,情感上为服务对象与

外界社会搭建起共同支持的桥梁.
在情感支持方面,既要转变部分自闭症儿童家

庭固有保守的想法,也要依靠全社会公众对自闭症

更深入认识.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在专业价值观

的引领下,采用个案工作方法介入自闭症儿童家庭,
通过对服务对象的访谈了解家庭服务需求,运用家

庭个案工作充分转变家庭的治疗康复理念,将“人在

情境中”的思想传达给自闭症儿童家庭,鼓励自闭症

儿童家庭接受融合教育,并且支持自闭症儿童进入

普通学校随班就读.适当增强自闭症儿童家庭对抗

挫折的能力,在必要时刻进行一定的心理干预给予

他们心理和情感上的安慰、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
自闭症儿童经常被大众“贴标签”,社会大众只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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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和接纳,使他们自然融入社会,才
会促使他们在身心上趋于稳定,从而恢复自信.社

会工作者应该倡导全社会尊重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

组成部分,合理运用社区工作的方法,用大力宣传和

扩大影响的手段,促进社区尊重和接纳自闭症家庭,
完善社区对于特殊儿童的配套设施建设,为自闭症

儿童社区融合教育创造良好条件,使其家庭感受到

社区支持.
(二)社交支持方面的介入

社交支持在自闭症儿童的融合教育中占据独特

地位.自闭症儿童主要表现为感统缺陷和社交障

碍,社交支持对于自闭症儿童融入社会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过程中的社会交往

支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支持,另一类是基于社交

关系的间接支持.
第一类直接支持主要是社会工作者直接面对自

闭症儿童开展社交康复性训练,包括游戏疗法、音乐

疗法、感统训练和增强物应用等.通过对自闭症儿

童直接性的外部刺激和训练,使他们建立起自身对

外稳定的情绪反应及适当的行为表现.在自闭症儿

童融合教育社会支持系统中,社会工作者善用“优势

视角”看待问题[１２].优势视角关注人的潜能挖掘和

抗逆力培养,强调在一定资源支撑的情况下人与环

境相互作用,在不断的互动斗争中摆脱人生困境和

实现人的价值提升.在社会工作者看来,尽管自闭

症儿童具有一定的自身缺陷,但是如果调动社会资

源挖掘他们身上的潜能并且充分鼓励发扬,一定程

度上能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积极地融入到日常的学

习生活中去,从而改变社会对自闭症儿童的敏感和

排斥心理,使他们获得社会的尊重、平等对待和理解

支持.
另一类是基于社交关系的间接支持,侧重于除

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以外的亲戚、朋友、邻居等外在

社交圈对自闭症儿童本人及其家庭的社交支持.其

一,亲人长期对自闭症儿童无微不至的关怀支持是

支撑间接支持策略的根本.由于自闭症有其自身局

限性,患者儿童对陌生事物的熟悉信任是一个长期

缓慢的过程.社会工作者通过制定小组计划、开展

长期的自闭症儿童亲子发展小组,既给自闭症儿童

创造与外界接触交流的机会,也为亲子有效互动提

供良好的平台.其二,社工介入的朋辈辅导干预是

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的精髓.将自闭症儿童置于正

常儿童社交活动中,通过社工合理引导朋辈社交干

预刺激自闭症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动社交能力,

培养其走出自己的世界、尝试亲近并融入社会的能

力.其三,包括邻居等在内的外部社交圈对自闭症

儿童表现出友好亲近的态度,有助于消除自闭症儿

童融入社会的抗拒性和被排斥感,为其日后进一步

融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社交支持也反应

在对自闭症儿童家庭的支持上,社会工作介入自闭

症儿童融合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建构,通过召集同

类自闭症儿童家庭群体组建互助小组,搭建组内共

同支持系统.通过同理心引发小组成员分享自身经

历与感受,引起群体共鸣,共同促使自闭症儿童家庭

联合起来,互相支持并且共享自闭症儿童有关的康

复信息、治疗方式以及教育手段等信息,给予自闭症

儿童融合教育社会支持系统最有效的强心剂,这也

是助人自助中心价值观的体现.联合自闭症儿童家

庭组建联合自治组织,在社会平台上反映自闭症儿

童家庭的需求,为“星星的孩子”而发声,在公众视野

中占据一席之地,引起社会广泛重视.社会工作者

还可以为社区的特殊儿童营造专门的康复训练室,
开展特殊儿童互动活动,为特殊儿童尽快融入社区

生活创造有利条件.
(三)外部环境支持方面的介入

在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建构

中,外部环境支持作为系统建构的资源基础尤为重

要.社工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与链接承担着整个

社会支持系统运转的重要齿轮角色,也是支撑起整

个体系的桥梁和纽带.社会工作者在自闭症儿童家

庭融合教育过程中,帮助自闭症儿童寻找专业机构、
有效解读政策、协调学校接纳、经济援助.社会工作

者通过整合自闭症相关的医学康复知识、保障政策

和联合组织等信息,将其传递给自闭症儿童家庭、政
府、学校、康复机构等相关方.首先,社会工作者利

用自身及机构的社会资源,为政府与自闭症儿童家

庭搭建桥梁,结合自闭症儿童家庭的需求,向政府提

议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统一康复机构设立标准,整顿

专业机构良莠不齐;加强对这类家庭的帮扶力度,扩
大救助范围,提升救助水平,完善救助体系;完善自

闭症儿童成长教育衔接,保障其日后就业养老;等
等.其次,在社会组织方面,社会工作者提倡社会组

织增强社会责任感,开设专门针对自闭症儿童融合

教育的组织机构,合理编排自闭症儿童教育康复内

容,帮助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走出困境.再次,社会

工作者要积极与社会主流媒体保持联系沟通,通过

引导主流舆论方向加大对自闭症的宣传力度,消除

社会公众对于自闭症的恐惧和避讳,联合社会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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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伸出援手接纳帮助自闭症儿童融入社会,促使其

与正常儿童一样拥有公平自主选择未来生活的权利.

四、结　语

本文主要从社会工作介入的视角来探讨自闭症

儿童融合教育社会支持系统的建构.社会工作介入

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通过情感支持方面的介入、社
交支持方面的介入和外部环境支持方面的介入,有
利于缓解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面对困境的无望感和

无力感;有利于帮助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建立起与

学校、社会的紧密联系,有效串联起整个社会支持体

系并形成一股“合力”,强有力地给予自闭症儿童家

庭物质、情感上的支持和希望;有利于建立自闭症儿

童融合教育多层互补的社会支持系统,最终促使自

闭症儿童真正融入社会.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在我

国尚未广泛普及,对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的理解、认
同以及自闭症融合教育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支持系统

的认识都有待提升.事实上,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不

仅仅是自闭症儿童个体的融入,更是全社会的协调互

动.我们需要加强对社会工作介入自闭症儿童融合

教育社会支持系统建构的重视,给予更多的专业关

注;同时,社会工作介入过程需要体现社会工作的专业

性、实操性,强化社会工作者的价值理念和伦理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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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作为学前教育师资重要储备的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具

有重要意义.通过自编问卷对２７１名地方应用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地方应用型大学

的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总体水平尚可,但存在生源地与年级上的显著差异;地方应用型大学对学前教育

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状况一般,学校的信息技术类课程与学科专业融合度低.针对学前教育师范生信息素

养及培养现状,借鉴 UＧGＧS三位一体的教师教育模式,构建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的教育共同

体,即以大学为核心、以政府为纽带与保障、以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为实践基地,探索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

素养培养与提升的 UＧGＧS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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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 年颁布的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意味着中国开启教育信息化１．０时

代,其中提出要“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水平”[１].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颁布了«教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
这标志着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进入２．０时代.«教
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提出实施“信息素养全面提

升行动”.信息素养这一概念是由美国信息产业协

会主席保罗泽克斯基于１９７４年最先提出,并由道

尔进一步补充定义,认为信息素养不仅是使用各种

信息工具获取信息来源的技术与能力,还是从不同

信息源中检索、评价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并以此形成

信息解决方案来解决问题.[２]«教育信息化２．０行动

计划»不仅强调要全面提升各级各类学校教师信息

素养,更重要的是明确提出要制定学生信息素养评

价指标体系,将学生信息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３]教育信息化的升级和发展,要求教育人才信息

素养有实质性的提升,一方面要求教育者适应未来

信息化、数字化、人工智能化的社会发展要求,另一

方面要求重视教育者对幼儿阶段早期信息素养的启

蒙与培养.早在１９９６年,全美幼教协会(NAEYC)

就在«技术与３~８岁儿童»中表达了信息技术要应

用于早期教育的观点,提出“在早期教育中适宜地利

用计算机技术能够促进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性发

展”[４].然而,学前教育阶段师资的信息素养对幼儿

早期信息素养的培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前教

育专业师范生作为学前教育师资的准备力量,其信

息素养水平将会影响未来学前教育信息化的升级发

展与幼儿早期信息素养的培育,因此,学前教育专业

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及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以师范生、学前教育师范生、幼师生、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信息素养等为检索词进行文献检索

发现,关于师范生的信息素养相关研究较多.该类

研究主要集中于地方高师院校师范生信息素养的调

查研究.例如,陈永光[５]、齐迎春等[６]对河南省若干

师范院校师范生的信息意识、信息知识理论、信息技

能及信息道德行为等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相应的

培养对策与建议.也有研究者侧重于对师范生信息

素养的实践探究,例如:唐瓷等[７]对成都师范学院师

范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开展实践研究,从人

才培养理念建构、优化实践教学体系、开展混合教学



模式等方面对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钟燕兰等[８]提出基于数字故事创作提

升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构想,设计课程开展

实践教学探索.还有研究着力于从信息化社会中自

媒体、大数据以及“互联网＋”等新的研究视角开展

对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展开.例如,沈强[９]通过调查

发现在高校师范生在自媒体时代下存在信息干扰、
交往障碍、网络游戏成瘾等问题,提出从教学理念、
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实践活动、法律意识等方面着

手,全面提升高校师范生的信息素养水平.
综上所述,关于师范生群体的诸多研究比较充

实和全面,这为本文提供了一些参考与有益启示.
然而,师范生这个群体包含了众多不同学科专业的

学生,不同师范生的信息素养要求因其学科专业的

特殊性而不同.目前,直接关于学前教育专业师范

生的信息素养研究文献数量较少,而关于学前教育

专业本科层次师范生的信息素养研究则更加稀少.
因此,本文以地方应用型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

为研究对象,以学前教育教师职前信息素养为研究

内容,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了解学前教育专业

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及其培养现状,分析其中存在的

问题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以 UＧGＧS三位一体

的教师教育模式为理论基础,构建学前教育专业师

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教育共同体,以期能够

有力提升学前教育教师生力军的信息素养,为幼儿

早期信息素养的培养奠定基础,助力我国教育信息

化在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中的升级和发展.

一、调查概况

(一)调查对象

本文以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滁州学院学前教

育专业本科师范生为调查对象,共计发放问卷２８０
份,回收２７５份问卷,剔除填答不全的无效问卷,获
得有效问卷２７１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６．８％.被调查

对象 中,女 生 ２６４ 名,占 ９７．４％,男 生 ７ 名,占

２．６％;大一学生９９人,占３６．５％,大二学生１０１
人,占３７．３％,大三学生７１人,占２６．２％;在生源地

上,８１．２％学生来源于农村,１８．８％来源于城镇.
(二)调查内容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在问卷发放之

后,对部分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进行深度访谈,以获

得较为全面且深入的调查研究资料.本文采用自编

的«学前教育师范生信息素养调查问卷»,问卷内容

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

性别、年级、生源地、个人信息化设备拥有情况等内

容;二是调查对象的信息素养情况,主要包含信息意

识与态度、信息道德、信息知识、信息技能、信息应用

五个维度的内容,该部分问卷采用５点量表;三是调

查对象的信息素养培养情况,涉及学校信息化环境

建设、信息化课程设置、信息化教学改革以及信息技

术实训等方面的内容.在样本中,信息素养各维度

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在０．６３４~０．７６２之间,总问卷

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０．８２２,信度较好.本文采

用SPSS１７．０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编码、
录入与统计分析.

问卷调查后,访谈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学前教

育专业师范生对信息素养培养需求,以及师范生对

学校信息技术类课程的意见与建议等内容.

二、调查结果

(一)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基本情况

及分析

１．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总体情况

根据２７１个被调查的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

息素养情况(表１),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意

识与态度维度得分较高(均值４．１０),信息道德维度

得分次之.信息知识、信息技能、信息应用等维度的

得分也偏高,其均值普遍超过３．５０.这表明,笔者

调查的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总体水平较

高,这也说明这些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的起点较高.
这一现象令人鼓舞,同时也对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

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提出新的挑战.
表１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

素养五维度均值与标准差

维度 均值 M 标准差SD
信息意识与态度 ４．１０ ０．５７

信息道德 ３．９４ ０．６１
信息知识 ３．５１ ０．７４
信息技能 ３．６１ ０．６８
信息应用 ３．７１ ０．６８

信息素养总分 ３．７８ ０．５３

２．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差异分析

(１)不同生源地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

养差异

以生源地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

信息知识、信息技能、信息应用三个维度在生源地上

存在显著差异,来自城镇的学生在信息知识、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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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信息应用等维度的信息素养均值普遍比来自农

村的学生要高,说明来自农村的学生这三个维度的

信息素养明显弱于来自城镇的学生.这可能与城镇

和农村的信息化环境差异有关,来自城镇的学前教

育专业师范生在平时生活与学习中能够更多地接触

较好的信息化资源与环境.
表２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信息素养在生源地上的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

分类维度
城镇样本

M SD
农村样本

M SD
t Sig．(双侧)

信息意识与态度 ４．２０ ０．５５ ４．０８ ０．５８ １．３００ ０．１９５

信息道德 ４．０３ ０．７０ ３．９２ ０．５８ １．０４３ ０．３０１

信息知识 ３．７５ ０．８５ ３．４６ ０．７０ ２．３３０ ０．０２３

信息技能 ３．８６ ０．６９ ３．５６ ０．６８ ２．８１８ ０．００５

信息应用 ３．９３ ０．７１ ３．６６ ０．６７ ２．５８４ ０．０１０

信息素养总分 ３．９５ ０．５９ ３．７４ ０．５１ ２．６９７ ０．００７

　　(２)不同年级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

差异

以年级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只

有信息知识维度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大一学

生比大二、大三学生对信息知识的掌握要好,这可

能是学前教育专业为大一学生开设了“大学计算

机基础”等偏重信息知识类的计算机课程,他们比

大二、大三学生对计算机课程中的信息知识记忆

还较为清晰.
表３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信息素养在年级上的均值差异显著性分析

分类维度
大一

M SD
大二

M SD
大三

M SD
F 显著性

信息意识与态度 ４．０２ ０．６７ ４．１６ ０．５０ ４．１４ ０．５２ １．５４８ ０．２１５

信息道德 ４．０１ ０．６２ ３．８７ ０．６１ ３．９６ ０．５８ １．４１９ ０．２４４

信息知识 ３．６９ ０．７１ ３．４１ ０．７３ ３．４０ ０．７６ ４．９２３ ０．００８

信息技能 ３．７４ ０．６８ ３．５７ ０．６６ ３．５２ ０．７２ ２．５８９ ０．０７７

信息应用 ３．７１ ０．７１ ３．６５ ０．６９ ３．７８ ０．６４ ０．７８４ ０．４５８

信息素养总分 ３．８４ ０．５６ ３．７３ ０．５０ ３．７６ ０．５３ １．０４８ ０．３５２

　　３．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五维度的相

关分析

为了探究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五个

维度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分析信

息素养五个维度的关联程度,结果见表４.从表４
可知,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五个维度两

两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其中,信息知识、信
息技能、信息应用等维度之间表现出高强度的正相

关,尤其是信息知识与信息技能达相关系数０．７５４,
呈现高强度正相关,这表明学前教育师范生的信息

知识掌握情况对其信息技能及其应用的影响最大.
因此,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提升应

以促进学生对信息知识的牢固掌握为有力抓手,理
论联系实践,强化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信息技能的实

践操作与信息知识与技能的深层次应用,不断提升

学前教育师范生在信息技能、信息应用、信息道德以

及信息意识等方面的信息素养.

表４　学前教育师范生的信息素养五维度

之间的相关分析

维度
信息意识

与态度

信息

道德

信息

知识

信息

技能

信息

应用

信息意识

与态度
１．０００

信息道德 ０．４６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信息知识 ０．３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信息技能 ０．３８２∗∗

０．０００
０．５３８∗∗

０．０００
０．７５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信息应用 ０．４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５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６６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p＜０．０５和p＜０．０１水平上显著(双侧检验).

(二)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状况

要切实提升学前教育师资的信息素养,应重视

和强化学前教育师资的有生后备力量的信息素养培

养,即积极关注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在校期间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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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素养培养教育现状.

１．信息化环境与资源状况

学校的信息化环境与资源是学前教育专业师范

生的信息素养培育与提升的物质化环境,该环境承

载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实践教学与

创新应用.本文调查发现,以滁州学院为代表的地

方应用型大学的学校信息化环境建设与资源基本能

够满足学生信息素养的培育需求,９０．２％的学生反

映学校的宿舍和教室都能方便地接入互联网,９５．
７％的学生反映学校的教室都基本配备了投影仪或

电子白板等基本的多媒体教学设备,７４．３％的学生

认为学校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化资源基本能够满足其

学习需要.与此同时,学前师范生拥有计算机与智

能移动设备的比率高达９０％以上.但是,在本文的

访谈调查中,有部分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反映学校

的信息化环境中的计算机机房与教室的多媒体设备

大多数比较陈旧,只能维持日常基本的计算机课程

教学与实践训练,人工智能化的相关教学设备几乎

没有见过.这些地方应用型高校的信息化环境与资

源只能满足基本的教学需要,有待进一步更新与优

化.

２．与信息素养培养相关的课程情况

目前,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主要是

通过信息技术类课程的开设与实践培养的.然而,
通过问卷数据分析可知,本文中的地方应用型大学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育状况较为一

般.本文调查的高校在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

技术类课程的设置上,目前只是开设较为常规的“大
学计算机基础”“现代教育技术”“多媒体课件设计与

应用”这三门课程.并且对已开设的信息技术类课

程,７５．４％的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表示满意度一般;

７３．６％的学生认为学校开设这些课程的作用一般;

６６．３％的学生反映任课教师只是偶尔采用新的教学

方法与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１８．８％的学

生反映任课教师几乎没有改革过教学方法;在信息

技术类课程的实践训练上,７２．１％的学生认为实践

训练场所的软硬件条件一般,实践训练的时间不够

充裕,在访谈中有的学生要求增加信息技术课程的

实训时间.由此可见,本文中的地方应用型大学在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的课程设置上

并未给予其足够的重视,在常规开设的信息技术类

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学条件与教学效果也较为一般,
且缺乏对这类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相关课程的改革

激励机制.

３．信息素养培养与专业教育融合情况

目前,被调查的地方应用型大学的学前教育专

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与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融合

程度较低.在访谈中有学生反映,在学前教育专业

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专业课教师不突出强调学生采

用图书馆数据库、网络互动平台BBS等信息化的学

习方式开展学习与交流,也很少提及学前教育各种

教育教学活动的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应用创新,只是

要求学生掌握常规化的幼儿园五大领域(健康、语
言、社会、科学、艺术)的教学设计与应用.因此,本
文中的地方应用型大学在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

息素养培养与专业教育融合上并未体现学前教育专

业师范生信息素养培养的特殊要求与专业特点.

Appleton等[１０]意识到信息素养与专业特点之间的

关系,提出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和培

训是要符合艺术和设计的专业特性,并研究了伦敦

艺术大学(UAL)这一特殊的艺术与设计高等教育

机构的三个独立案例,展示了将绘画、基于对象的学

习和基于探究的学习融入信息素养培养的方法.

三、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信息素养培养

与提升UＧGＧS合作机制

　　在本文的调查中发现,虽然目前以滁州学院为

代表的地方应用型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

素养培养起点较高,但不同生源地和不同年级的学

生存在一定差异,学校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状况

也较为一般,学校的信息技术类课程与学前教育专

业融合度较低,未凸显对学生信息化教学创新应用

能力的培养,难以达到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

素养全面提升的目标与学前教育教学信息化应用创

新水平.鉴于此,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

素养培育与全面提升必须要提出新目标,制定新标

准,探索新模式,运用新手段,提炼新机制.
本文借鉴 UＧGＧS(U 表示university大学、G表

示government政府、S表示school中小学及幼儿

园)三位一体的教师教育模式,即由师范大学、地方

政府和中小学以及幼儿园三方协同开展教师职前教

育、岗前培养、入职学习、在职进修等相关活动,以培

养师范生、促进教师专业发展.[１１]协同发展是 UＧGＧ
S三位一体的教师教育模式运行的基本指导理念,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不仅仅

事关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还关系到政府层面教育

信息化政策的有效落实与幼儿园师资的高质量补

给.在教师教育工作中,大学、地方政府、中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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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幼儿园有共同的目标追求与现实需求的互补

性.[１２]因此,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

与提升需要大学、政府与幼儿园三方共同参与,建构

教育共同体,该教育共同体基于内在一致性的目标,
发挥三方各自的优势资源,合作互利,在信息化发展

的时代要求下,共同探讨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信息

素养的全面培养与提升的新机制与新方向.
(一)以大学为核心

在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

的 UＧGＧS合作机制中,大学担当信息素养培养与提

升的教育共同体中的核心角色,需要积极主动地联

合地方政府与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共同参与.

UＧGＧS合作机制运行的第一步,是大学应当分析并

正视目前本校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

存在的问题,如本文调查发现目前地方应用型大学

的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现状与培养存在

一些问题.第二步,结合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

息素养及其培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大学应以学

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与完善为有效抓

手,从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着手,突出学前教育专业

的学科专业特色,积极主动与地方政府、幼儿园合

作,共同讨论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中这类专业学生

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的相关问题,这样才能从根本

之处有效地解决第一步调查种所发现的问题.首

先,通过大学、政府以及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三方

的合作、交流与讨论,结合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

层面,依据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现状特

点与专业特色,结合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具

体落实点以及幼儿园信息化教学发展需求与幼儿早

期信息素养启蒙的要求,在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中提出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发展的

新目标.其次,在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

设置上,合理调整信息技术类课程的内容与结构,设
置多样化的信息技术类选修课程,满足不同信息素

养水平的学生需要,缩小学生信息素养在生源地、年
级等层面的差异;增设幼儿园信息化教学设计类课

程,促进信息技术类课程与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有

效融合,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幼儿园信息化

教学能力.在这一点上,Lowe等[１３]通过对案例研

究说明了如何将信息素养技能整合到专业课程中是

有利和可行的,而不影响课程的其他方面;María
等[１４]采用准实验设计的方法,阐述了提高护理专业

学生信息素养的教学过程是有效的,其主要贡献是

将信息素养教育融入到学生的专业课程中.这些观

点与本文观点不谋而合,并且基于研究验证了信息

素养教育与专业课程整合的有效性与可行性,为本

文提供了启发.最后,在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人

才培养方案中,还应整合“三个课堂”(第一课堂:专
业实践教学,第二课堂:专项实践活动,第三课堂:专
题社会实践)为一体,强化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信息

技术与信息素养培养的实践应用,增加实践部分的

课时与学分.总之,以学前教育师范生的人才培养

方案的修订与完善为基础,才能有效落实学前教育

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第三步,以大

学为牵头单位,联合地方政府与幼儿园等学前教育

机构开展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

升的行动研究.在Pemadasa等[１５]介绍的信息素养

辅导行动研究计划中,每一所学校为新入读高级课

程的学生举办为期一个月的信息素养辅导计划,计
划中将学校图书馆、视听教室、计算机实验室作为协

同教学的学习场地.类似地,本文提出以科研、教研

项目等为载体,强调大学、政府与幼儿园三方共同参

与研究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

的创新策略,以各种行动研究的教科研合作项目强

化教育共同体建设,不断推动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

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的 UＧGＧS合作机制有效运

行.
(二)以政府为纽带与保障

地方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在学前教育专业师

范生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的教育共同体中的内在利

益,是不断推动«教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中的信

息素养全面提升的行动计划能够具体落实与有效开

展.因此,政府在 UＧGＧS合作机制中应该担当重要

的纽带角色,并提供一定的制度和资金保障.第一,
地方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推动大学与幼儿园

等学前教育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强化学前教育

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在幼儿园等学前

教育机构的实践性与操作性.第二,地方政府及其

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教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中关

于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的各个政策落实点,分步

贯彻执行,并以此为契机,鼓励大学开展学前教育专

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的专项实践试点工

作,有效提高并改善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信息

素养的培养状况.第三,地方政府结合地方学前教

育发展现状与大学、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合作建立

学前教育师资信息素养的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

标体系的建立,从地方政府教育政策文件这一层面,
有助于提升地方应用型大学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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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的重视程度,有效提高大学对

学前教育师范生信息素养的培养力度,改善学生的信

息素养培养状况.总之,在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信息

素养培养与提升的 UＧGＧS合作机制中,地方政府教

育部门担当统筹监督的重任,为推动地方学前教育阶

段的师生信息素养提升与发展提供优质的行政服务、
有利的政策保障以及强大的财政资金支持.

(三)以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为实践基地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最

终要落实到实践中去.因此,在 UＧGＧS合作机制

中,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应作为学前教育专业师

范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的实践基地.大学与幼儿

园等学前教育机构建立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共赢关

系,大学强化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实践

应用能力培养,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在幼儿园

等学前教育机构中实习实践学分和课时比例,突出

强调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在实习实践中的信息化教

学活动设计与活动实施,促进学校信息技术类课程

与学前教育学科专业特色的有效融合.学前教育专

业师范生通过在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中的实践操

作,突出信息化教学能力与信息应用创新能力的培

养,能够有效强化其信息素养的提升.Wang等[１６]

认为应以教育实践为契机,在学生实习期间,引导学

生将教学设计、教学多媒体应用和软件设计相结合,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信息的能力.与此同时,幼儿园

等学前教育机构作为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

养培养与提升的实践基地,有利于实现学前教育教

师信息素养一体化培养,有效打通学前教育师资职

前、职后信息素养的培养与提升,也为幼儿园等学前

教育机构自身的学前教育信息化升级与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四、结　语

本文以地方应用型大学的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

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发现目前学前教

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水平尚可,但培养现状较

为一般,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息素养培养课程

设置未体现其专业特殊性,且信息素养培养与专业

课程融合度较低.在此基础上,借鉴 UＧGＧS三位一

体的教师教育模式,探索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信

息素养提升机制,积极建构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

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的教育共同体.大学、地方政

府以及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三方应该基于内在利

益的一致性,建立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尝试将学前教

育专业的学科专业特色融入到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

的信息素养培养与提升行动中,努力贯通学前教育

师资信息素养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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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以来的红色文化研究综述

温树峰,吴瑾菁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昌３３００２２)

　　摘　要:红色文化研究历经很长时间,围绕红色文化的内涵、功能价值、学科建设和弘扬载体等内容进行了多方

探索,尤其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通过对以往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发现还存在着内涵界定

局限性、内容同质化和比较研究缺乏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后续研究的方向:加强红色文化基础理论研究,拓

宽研究视角,结合时代要求来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该研究综述旨在夯实理论基础,为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在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红色文化;时代价值;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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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１世纪以来,红色文化研究已有十余载,学
术界不管是在拓展研究领域、转变研究思路,还是在

深化研究理念上均取得明显进步,与此同时也提升

了红色文化研究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力[１].红色文化

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赋予其极为丰富的内涵.红色文

化虽然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但一直影响着人们的

精神和灵魂,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前进的精神动力.
红色文化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时期,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就有学者开始研究[２],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以翻唱红歌的形式出现红色文化

热潮.但学术界真正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始于２００２
年,最初是由谭冬发和吴小斌[３]提出的“红色资源”
概念,他们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红色资源的内涵

进行了阐述.直到２００４年刘寿礼在«苏区“红色文

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发展研究»[４]一文

中提出“红色文化”的概念,并对其内涵做了探讨,学
术界才开始使用这个概念.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对红

色文化的内涵界定和价值分析,之后随着学术界对

其关注度的提高,更多学者陆续对红色文化、红色文

化资源展开研究.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高校开始形

成高水平的团队研究模式,如南昌大学、浙江理工大

学、井冈山大学、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南昌航空大

学等院校的学术团队,随着研究团队的壮大,“红色

文化”研究迎来了兴盛时期.除了部分高校期刊为

红色文化研究提供特色板块之外,专门的红色文化

学术期刊(如«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和«红色文化学

刊»)的创办更是为促进红色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平

台,在此背景下大量不同研究视角下的红色文化相

关论文被发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红色文化

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国

人的精神要素,融入到我们的主流文化中,朗读红色

家书、唱红色歌曲、读红色书籍、看红色影视、感悟红

色故事成为当下中国新的文化景观.通过梳理

２０００年以来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文献,进行凝结提

炼,查找现有研究的不足,明确未来研究的突破口和

着力点,以期为更好地学习、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

一、２０００年以来的红色文化研究新成果

２０００年之后学界对红色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

的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检索



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检索和筛选中国国

家图书馆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与“红色

文化”和“红色资源”相关的资料,发现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出版了多部著作

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检索并去除

不相关著作,筛选出红色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

的著作有１０部,它们分别从综合性、价值功能、红色

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红色产业和地方红色文化研

究视角进行探索,详见表１.
表１　红色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研究类型 著作名称(发表年份)

综合性
«红色文化概论»(２０１７)、«红色文化研究»
(２０１６)

价值功能
«红色文化与价值引领»(２０１７)、«榜样文化

研究»(２０１５)

文化与思

想教育

«红色文化与思想教育»(２０１２)、«红色文化

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２００８)

红色产业
«红色文化资源与地方经济开发»(２０１２)、
«红色旅游与红色文化传承»(２０１５)

地方文化
«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２０１５)、«陕西红色

文化软实力研究»(２０１０)

(二)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以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为时间范围,在
CNKI数据库中以“红色文化”或者“红色资源”为主

题词检索,筛选得到９５８３篇有效文献,其中核心期

刊发表论文７３４篇,硕博论文６９４篇.根据核心期

刊“引用率”指标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期刊论文８
篇,它们分别从红色文化总论述、内涵、价值、弘扬和

学科建设方面进行研究,详见表２.
表２　红色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期刊论文

研究视角 作者及论文题目

总论述
姚炎鑫«论红色文化»、黎昕«红色文化研究

的新进展»

内涵研究
管仕廷«论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孙红霞
«红色文化内涵探析»

价值研究
王以第«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涵»、邓如辛«试
论红色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弘扬研究 肖发生«定位与提升:“红色资源”的再认识»

学科建设 渠长根«红色文化学科建设刍议»

(三)获得多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在国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数 据 库 中,检 索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立项项目名称包含红色文化、红色资

源、红色文化资源或红色基因的项目,共检索到２７
项(表３),且全部集中在２００９年之后,其中２项重

大项目,３项重点项目.

表３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量

年份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数量/项 ４ ３ ４ １ ４ ７ １ ３

(四)建成多家红色文化研究平台

为更好地学习和研究红色文化,弘扬中国共产

党的先进文化和优良传统,发挥其育人功能,有高校

(如浙江理工大学)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

论一级学科下设置了红色文化研究二级学科硕士学

位点;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了“红色文化与

沂蒙精神”教研部.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专业学术

期刊«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和«红色文化学刊»分别于

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获批创刊.此外,全国多地成立

了“红色文化研究中心”,这些都为加强红色文化研

究提供了重要平台.
(五)创建了多个红色教育基地

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精神,培育和践行红

色文化价值观,目前全国不同省份共设立２００个红

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１２个重点红色旅游景区、３０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和１００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此外,有部分高校把红色文化融入教育教学中.
其中,取得较为显著成绩的主要集于革命老区,如江

西师范大学、井冈山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赣南

师范大学、延安大学、遵义师范学院和嘉兴学院

等[６].其它省份也有些高校关于红色文化研究取得

了可喜成绩,如合肥工业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

二、２０００年以来的红色文化研究新观点

２０００年以来,对红色文化研究的新观点主要从

理论与实践两个视角展开.
(一)理论维度

１．内涵研究

对于什么是红色文化,如何界定红色文化的概

念和内涵,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共识和定论.
一是对红色文化概念的“广狭义”界定.多数学

者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红色文化概念展开研究,
但界定的时间跨度不同.如渠长根[５]从人类社会发

展视角,广义上从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

整个历史过程来界定红色文化;狭义上红色文化特

指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创造出来的物质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周宿峰[６]对红色文化广义上的

界定相对跨度不大,指出红色文化广义上既涵盖了民

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也包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

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红色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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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上它是特指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在领

导中国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形成的革命文化.
二是对红色文化的“政治内涵”界定.从政治学

视角界定其内涵,更直观地体现了红色文化内涵的

政治性,并且将其提升到一定政治高度.张寒梅[７]

指出红色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不一,但其蕴

含贯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

核心内核是不会改变的.李水弟等[８]认为红色文化

是一种政治现象,是反映和服务于中国新民主义革

命的政治文化.肖发生[９]则认为红色文化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内涵.
三是对红色文化的“文化构成”界定.文化构成

界定主要包括两种构成说、三种构成说和四种构成

说.其中,两种构成说是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

方面展开.如刘晓芳[１０]认为红色文化所包含的物

质文化即物态文化(革命烈士和志士曾使用过的物

品,与革命相关的遗址等);精神文化则是中国共产

党在面临困难和考验时的一种信仰、价值观和规范

体现.三种构成说认为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

文化和精神文化三者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杨晓

苏[１１]从创造群体的角度出发,认为红色文化是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过程中,创造产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

方面的总和.而汤红兵[１２]结合湘鄂西红色文化形

成的过程,从物质、精神、制度、行为四个层面论述了

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
总而言之,对红色文化概念和内涵的研究不仅

要追溯历史,在历史发展中找到适合运用红色文化

概念的人物、事件、地域等,同时也要与现实相结合,
从多维学科视角对其进行界定和理解.

２．时代价值研究

在红色文化时代价值的研究中,红色文化的教

育价值是当前学界研究热点.从不同研究视角审视

红色文化,肯定红色文化在各个时期的重要地位,指
出其蕴含的深刻价值.不少学者将红色文化的价值

统称为“社会价值”,认为它既包含政治价值、历史价

值、教育价值,也包含经济价值;也有学者把社会价

值与其余价值相并列.学界对红色文化的价值研究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政治价值”说.研究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必须将其政治价值置于首位,这是由红色文化中所

包含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思想和执政思想所决定,
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将红色文化与党的政治理论、建
设和发展相结合.陈世润等[１４]从社会主义发展必

然性层面指出,红色文化不仅能够传播政治意识、引
导政治行为、造就政治人才,而且能够发挥和谐政治

关系、推动政治稳定和促进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从

嶷[１５]则从中国共产党所倡导主流文化历史使命视角

出发,认为红色文化不仅是为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的

发展提供了支撑和借鉴,同时也具有培养国民政治认

同,维系政治稳定的价值.也有学者从政治哲学的视

野考察红色文化,认为红色文化作为国家记忆在与现

代国家构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其所具有的历

史记忆和国家记忆是国家构建的重要环节.[１３]

二是“经济价值”说.这方面研究主要是基于对

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开展红色文化旅游,发
展红色文化产业而言.如陈世润等[１４]从宏观和微

观视角阐述,指出宏观上红色文化所形成的符合一

定社会意识形态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经济思想,
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经济行为;微观上它

是以现代意识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主体,使人们以先

进意识支配经济行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发挥推动作用.王爱华等[１６]认为红色文化已然成

为２１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

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红色文化不仅是一种文化

资源,更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不可再生资源.也

有学者从红色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层面出发阐述,如
苏东霞[１７]指出红色文化所包含的精神意识形态是

经济建设的方向指标、精神动力,不仅是经济建设的

重要手段,也为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环境.
三是“教育价值”说.挖掘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

最为直接的是弘扬红色文化内涵所包含的先进精神

价值和思想,让人民群众对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形

成一种认知和认同,最后实现全社会的积极践行.
所以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不管是对党的领导干部还

是青年学生党员,都要求他们学习、传承和践行红色

文化.刘建秀[１８]从青少年教育视角指出,红色文化

不仅培养青少年正确价值观,使其具有理想信念和

社会责任,而且也是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熊

来平[１９]指出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是蕴藏在红色文

化中的、能够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产生深刻影响

的属性和意义,集中体现在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

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价值上.
四是“历史价值”说.红色文化所具有的历史价

值不仅是通过在革命、建设时期所遗留下的物质和

精神形态上的展现,而且也展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

足迹.王以第[２０]指出红色文化揭示了社会主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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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必然性,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姚彦鑫[２１]从历史印证的功能出发,认为红色文化不

仅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也昭

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谛.
五是“社会价值”说.有些学者指出红色文化的

社会价值就是指红色文化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健康

发展,它包括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２２].
邓如辛[２３]从红色文化所具有的社会先进性和传承

性角度指出红色文化凸显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

值,认为红色文化传承着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开放历史过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同时红

色文化从本质上决定了在培养新时代公民中的精神

引领和代际相传的效应.
学界对红色文化的价值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上五

方面,每种红色文化的价值研究都是基于其所具有

的内在核心指向,红色文化的社会价值本身就内在

地包含了红色文化的其它价值.
(二)实践维度

２０００年以来,学界对红色文化的实践维度研究

一直未曾中断,弘扬载体不断创新、丰富多样,既有

依托新媒体、党课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有地方

特色红色文化、学科建设和反映红色文化的企业文

化的支撑,多元化的载体形式有利于创新红色文化

的弘扬方式,为开展红色文化研究提供了多样性的

平台和丰富的研究资料.

１．多载体弘扬红色文化

一是依托新媒体.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学
者将红色文化与新媒体发展结合起来,逐渐通过互

联网、手机微信、微博等传承和转化红色文化,得到

很大的关注度和传承度.对于红色文化的弘扬研

究,有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指出要积极利用现代新

媒体网络传播技术进行弘扬.张绍荣[２４]从传播学

视角指出,对红色文化的弘扬一定要积极利用好现

代新媒体网络传播技术,加强影视精品创作和文化

基地建设;同时要注重虚拟环境与现实生活有机结

合,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肖灵[２５]指出弘扬红色

文化不仅需要做到创作好作品,讲好红色故事;而且

要创新应用 VR、AR技术,应用动漫传播和利用好

“两微一端”平台传播红色文化,只有这样实现红色

文化弘扬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三贴

近”,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红色文化需求,紧跟新时

代发展要求.
二是依托党组织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

是加大对党员干部的反腐力度后,借助红色文化培

养领导干部和做好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显得尤为重

要.梁楚晗等[２６]从学生支部“三会一课”制指出,通
过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严格党员管理,从演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弘扬红色文化.李强[２７]从高

校党建视角指出,要积极地把红色文化服务覆盖到

党支部建设、团学联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中,使高校

党建成为红色文化传播与发展的基地.
三是依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把红色文化与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展开研究是高校红色文

化研究的主流趋势,积极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中,通过编写教材、创新教学方式和开

展教学实践等多种途径弘扬红色文化.陈雨[２８]从高

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方式和途径角度指出,必须要坚持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教学方式和途径的丰

富性,发挥红色文化在引导学生主动认知、积极实践

的教学中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陈令军等[２９]建议

推进教材编写改革,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到大学生思

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穿插于«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教

材中.
四是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红

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二
者是源与流的关系,学者们从二者相互促进的角度

进行相关研究.李斌[３０]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红色文化的关系出发,认为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理论来源,具有真理导向和道德教化价

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红色文化的实践形式和

逻辑延伸.杨建辉[３１]指出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脉相承,是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动力.刘莉等[３２]指出,红
色文化代表着革命时期先进的社会价值观,是当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和活水.
五是依托坚定文化自信.现阶段大力倡导要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主要是坚定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
汪建新等[３３]指出要积极倡导通过文化自信来传承

和弘扬红色文化,例如在全国各地建立红色文化培

训基地;同时要做好红色旅游使之成为传播文化自

信的主战场.刘润为[３４]认为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

化自觉,而把握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普遍联系和发

展规律,归根结底是对红色文化的自信,或者说红色

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
六是依托校地合作模式.校地合作主要体现在

地方院校依托地方特有红色文化,通过把红色文化

引入高校实践教学中,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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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①在实践上做了更有意义的尝试即校

地合作,并且这一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与

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合作,２０１３年以来该校相

继在浙江杭州、温州、丽水等地建立了５个红色文化

研究与实践基地,这些基地建设为开展红色文化领

域的学术研讨、实践教学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５]６.
依托多载体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将红色文化入

耳、入脑和入心.为了使红色文化逐渐成为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文化,需要不断丰富和创新

弘扬载体形式,使红色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２．红色文化学科建设

红色文化作为一门探索中的学科,既不同于一

级学科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中共党史,也不同于马

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对于红色文化

学科的创建,浙江理工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走在

全国首列.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浙江理工大学自主设置

了红色文化研究二级学科,包括三个研究方向,分别

是红色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红色文化资政育人研究

和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研究,这个学科是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的拓展和深化.尤其是该校渠长根教

授主编的«红色文化概论»系红色文化研究最新理论

成果,是国内第一本通论性红色文化教材,该校已将

这本教材运用于２０１７新生互动课程中.在２０１８年

５月召开的“全国首届红色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学

术研究讨会”上,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渠长根教授表达了对红色文化学科建设的新思路.
除此之外,２０１１年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了

“红色文化与沂蒙精神”教研部,将“红色文化与沂蒙

精神”列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并且规定了相

应学分,编写了«沂蒙文化与沂蒙精神»校本教材[５].
然而,红色文化作为一门尝试建设中的学科,还仍

需要学者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学科话

语体系构建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的探索,这也将是今

后红色文化研究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和热点之一.

３．地方特色红色文化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

的红色文化散落在中华民族的广阔疆土上,尤其是

在革命时期各个不同地方所展现出来的与红色文化

相关的人、事、物,这些革命红色故土隐藏着深厚的

红色文化底蕴,通过对地方红色文化的挖掘与弘扬,
不仅能够丰富红色文化的内涵,更体现了红色文化

的价值意义.陈再生[３５]以福建地区的独特红色文

化为例,结合福建革命历史、红色思想理论、红色精

神、红色历史名人和红色文化遗址,探讨了福建赢得

“红旗不倒”赞赏的重要原因.沈宝莲等[３６]则通过

把陕西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历史天然博物馆所

具有的物质形态革命根据地、革命旧址、历史文献、
革命文物和精神形态的苏区精神、照金精神和延安

精神运用于大学生党员党性培育中,认为这对于培

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合格建设者和接

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红色文化除了具有红色文化本身的价值功

能之外,还兼有地方属性和特征.在研究红色文化

过程中,要通过研究地方红色文化丰富红色文化的

研究内容,同时红色文化研究也为地方红色文化研

究提供了方向引领作用.

４．红色文化产业发展

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主要是依托红色文化资

源载体,在发挥对其参观和学习、育人作用的基础上

实现红色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开发与利用.尤其是

在对地方红色文化发展中形成产业链接,促进红色

文化产业发展,进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黄永林[３７]

在黄冈红色文化发展文化产业论述中指出,要通过

统筹规划加强联动,增进产业协调能力;综合开发,
加强宣传,扩大产业影响力;注重体验强化互动,提
高产品吸引力;文化科技相互融合,提升产业创新

力.魏本权等[３８]以临沂红色文化为研究对象指出

依托沂蒙红色资源,临沂红色文化产业在开发中已

形成了由经典文学、音乐、电影、电视、戏曲等作品构

成的文化产品链条.邓三好[３９]指出要坚持以改革开

放统揽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全局、科学制定红色文化产

业发展规划、着力改善红色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努力

加强红色文化产业宣传营销,建立健全保障机制.
红色文化产业研究既是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

利用,更是将红色文化转化为它所独有的社会价值.
但是在构建红色文化产业中,要做到保护、开发和利

５４６第６期 温树峰等:２０００年以来的红色文化研究综述

① 浙江理工大学设立了浙江现代革命历史文化研究基地、杭
州红色文化中心(桐庐)和浙南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永嘉)等平台,分
别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举办了“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研究”、
“永嘉包产到户与中国农村改革”、“依托红色文化,推进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等全国性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５年,该校成功入选“全国高校实

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２０１６年,该校成功申报浙江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基地,成为首批十家基地之一;自主设置目

录外二级学科———“红色文化研究”学科点.２０１７年该校渠长根教

授出版了国内第一本通论性的红色文化教材«红色文化概论»,成立

了“德清红色文化研究中心”.２０１８年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成功入

选浙江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单位,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红色

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



用相协调,在不破坏其原有本质属性的前提下发展

红色文化产业.

三、总结与展望

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内学者对红色文化的研究取得

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为进一步深化红色文化研究奠

定了重要基础.现有研究成果中涵盖了红色文化的

概念内涵、价值、弘扬载体、学科建设、文化产业等梳

理分析.关于红色文化的概念内涵,虽然学界是从

不同的研究视角展开,但不外乎集中于红色文化在

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蕴涵的物质、精神和行为文

化;关于红色文化的价值研究,主要是基于其政治、
经济、教育、历史和社会角度而言,除此之外还应该

有更广的价值意义;关于多载体弘扬红色文化研究,
主要是通过体现红色文化的开发、传播、传承和转化

角度展开;关于红色文化学科建设,通过比较红色文

化学科与相近学科在学科设置、学科性质、研究内容

和对象上的不同之处展开;关于地方红色文化研究,
主要是高校依托自身地方红色文化并贯穿于教育教

学全过程,指出红色文化的价值和存在问题;关于红

色文化产业研究,则是通过展现红色文化在开发利

用中为更好地实现其经济价值展开的思考.
虽然已有的红色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是我们

也应该清醒认识到,从深化对红色文化的研究和适

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要求来看,相
关研究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一是对红色文化概念和

内涵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红色文化不同于其

它历史和现实文化,对红色文化内涵的深化不仅只

是保留在历史记忆之中,应当不断对其赋予新时代

的新内涵.今天我们提起红色文化,如果仅仅将其

内涵的时限界定为过去,将红色文化所展现的精神

只是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样的界定容易把红色文

化与新时代要求的先进文化相互剥离,无法将红色

文化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所以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不

应该局限于对红色文化内涵的学术争论,更重要的

是思考如何对红色文化进行生态开发和传承转化,
探索出更适合保护、弘扬和传承的路径和策略.二

是对红色文化研究呈现同质化现象.现阶段学界对

红色文化的研究在内容和观点上呈现出大同小异的

特点,缺乏创新性研究,而且对很多实质性问题的论

述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挖掘,很少从实际效果检验

是否达到研究预设目的,没能真正体现出地方红色

文化的独特性.三是缺乏比较研究,研究领域狭窄.
现阶段对红色文化尤其是对地方红色文化的研究成

果中,缺乏将不同地方红色文化进行纵向比较研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要

深化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拓宽研究视野,丰
富研究视角,还需要明确在新时代下红色文化如何

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着眼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同时要拓宽红色文化研究内容,深入挖掘

其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第一,进一步加强基础理

论研究.目前对红色文化的历史性研究较不充分,
新时期弘扬红色文化,需要进一步加强红色文化的

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要明晰红色文化的内容与特

征研究.同时学术界应该积极探索红色文化学科建

设,进一步完善其研究领域,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
为红色文化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第二,创新

红色文化的研究和弘扬视角.新时代加强对红色文

化研究与弘扬应结合时代特点,将红色文化与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先进性建设、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联系起来;以青少年和党员干部为重点对象,更加

重视红色文化的育人作用;拓宽红色文化的弘扬路

径,将红色文化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结合

时代要求传承和转化红色文化,尤其是要增强红色文

化的品牌效应.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革命精神是对

当代大学生教育应包含的积极内容,红色文化所彰显

的时代价值是大学生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应

继承、发展和转化.要充分借助于新技术的发展积极

打造红色文化多元展示和传播平台,真正使红色文化

进入寻常百姓家,在全社会形成传承、弘扬和践行红

色文化的氛围,进一步发挥红色文化的功能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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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刍议

王秋慧,范冰川,卢璐璐,孙婉君,李家祥,文晓辉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非常

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浙南革命源头,永嘉县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通过对永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

实地调研,深入分析了永嘉红色文化资源现状,从整合优化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永嘉精神内涵、创新红色文化宣

传方式、实施专业人才走进来政策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实施路径,这对加强永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关键词:永嘉;红色文化资源;实地调研;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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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是新时期弘扬红色

精神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

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１],“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２].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对于坚定与党

同呼吸共命运的信念、增强正确的思想意识形态和

价值观念、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
浙江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永嘉县作为浙南革

命的源头,既是红十三军将士英勇奋战、叱咤风云的

主战场,又是永嘉精神的起源地,并且它开创了农业

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的先河.深入挖掘永嘉县红色

文化资源,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其他优势资源的整

体开发与整合互补,既是打造永嘉当地红色文化名

片的迫切需要,又是讲好浙江故事、构筑浙江精神的

目标要求;既是对中央顶层设计的强有力回应,又是

对我党我军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培育形成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现实遵循.
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引起了当地

县委、县政府及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

果,主要包括:一是永嘉县党史研究室为推动革命遗

址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已将被列入全国革命遗

址名录的３４处革命遗址编撰成册,图文并茂地向公

众展示.二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伟大实践———永

嘉包产到户的回顾与反思»、«血染的丰碑红十三军

斗争纪实»等著作成册出版,为当地红色文化的传播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永嘉县的红色文化资源梳理

工作走在浙江乃至全国前列.永嘉红色文化资源的

保护与开发工作已取得丰硕的实践成果,但对其保护

与开发的对策研究甚少,本文基于永嘉红色文化资源

的实地调研情况,提出针对性的保护与开发路径.

一、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现状

近年来,永嘉县委、县政府认真整理、研究红色

文化资源,充分发挥革命遗址“存史、资政、育人”的
重要作用,在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展开实

地调研,力求深入、客观地阐述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

保护与开发的现状.
(一)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主要成果

根据中共党史研究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国革



命遗址普查工作的通知»和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

室的有关部署,永嘉县委、县政府于２０１０年４月启

动全县的革命遗址全面普查工作,摸排全县各地革

命遗址的基本情况及其保存状况,经过严格的筛选

和认定,永嘉已有３４处革命遗址被列入全国革命遗

址名录.２０１０年,永嘉县政府两次修护中国工农红

军第十三军军部旧址,扩大占地面积,扩建纪念广

场,增设红十三军战斗群雕,再现战斗场景.次年,
县政府斥资５００万全面维修、改造、扩建永嘉县革命

历史纪念馆,发挥纪念馆坐落于屿山公园的地理位

置优势,增强其与周围环境的融合性,将永嘉红色精

神渗透于民众日常生活,打造集传承、教育、休闲、娱
乐于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修缮和保护革命遗址的基础上,永嘉县委、县
政府积极推进当地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尤其重视红

色旅游项目开发,成立永嘉发展红色旅游领导小组,
以加快推进永嘉红色旅游的发展为契机,根植拼搏

奋斗的理想信念教育,注入红色文化精髓.近年来,
永嘉县红色旅游年访客量高达数十万人次,红色旅

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在２０１７年公布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以
及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三期

总体建设方案»中,永嘉县红十三军军部旧址均位列

其中,这对传播红十三军英雄事迹,继承发扬坚忍不

拔、百折不挠的红十三军斗争精神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永嘉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国家总体发展规划及

浙江省有关部署,结合当地实际,深入开发红色文化

资源,以图文展示、教育教学、游览体悟等多种形式

传播、发展红色文化,使当地居民将红色精神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二)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实地调研

为深入了解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现

状及当地居民的认知状况,课题组开展实地调研,采
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问卷调查为主,工作

人员访谈为辅.实地访谈主要针对永嘉红色文化保

护的成果、问题、规划等方面展开.课题组在永嘉县

城区域内发放５００份调查问卷,成功回收有效问卷

４５５份.问卷围绕受访者基本情况、居民对当地红

色文化资源的重视了解度、永嘉红色文化资源传播

与宣传途径及当地红色文化发展现状等方面开展调

查,包括单选、多选、填空等多种题型.受访对象基

本情况为:男性(６５％)、女性(３５％);年龄１８岁及以

下(１８％)、１９~３０岁(４１％)、３１~４５岁(１１％)、４６~
６５岁 (１１％)、６５ 岁以上 (９％);学历高中及以下

(３８％)、专科(１７％)、本科(３５％)、研究生及以上

(１０％).
在受访对象中,当地居民对永嘉地区的红色人

物(如谢文锦、胡公冕)及红色基地(如永嘉革命历史

纪念馆、永嘉烈士纪念馆)比较熟悉占比２２％,半数

居民都只是浅薄了解,更有四分之一的受访居民完

全不了解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针对“当地居民对

永嘉地区的革命历史(如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在

永嘉创建)了解程度”,仅一成多居民比较了解当地

革命历史,六成受访居民浅薄了解,高达四分之一受

访居民完全不了解永嘉革命历史,甚至不清楚中国

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在永嘉创建的史实.
调研结果显示,受访居民的年龄越大,对当地红

色历史文化的熟悉程度越高,６５岁以上感受过革命

岁月的高龄群体最熟悉当地的红色历史文化,年轻

群体虽然普遍拥有较高的学历层次,但是对于当地

红色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反而不如受教育程度较低

的高龄群体(见图１).这表明永嘉地区红色文化教

育在青少年中的普及、宣传与形成价值引领方面,仍
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图１　永嘉地区不同年龄居民对当地红色历史文化的了解情况

　　在参观红色文化遗址的频率上,４５岁以上群体

参观频率明显增多,而４５岁以下群体中,半数以上

的频率都在一年以上一次(见图２).结合不同年龄

群体参观红色文化遗迹的频率与其对红色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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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熟悉程度分析发现,鉴于年轻群体对红色历史文

化了解程度的欠缺,其对红色文化遗迹的兴趣不及

了解程度高的高龄群体,较之４５岁以下群体,４５岁

以上群体更愿意花时间前往遗址遗迹圣地感受红色

历史,接受红色熏陶.

图２　永嘉地区不同年龄群体参观红色文化遗迹的频率

　　此外,调查发现,关于“导致当地红色文化发展

滞缓的原因”,１８７位受访者选择“因无人组织、宣传

不到位”,１１８位受访者选择“内容刻板无聊,形式单

一”,１１４位受访者选择“影响不大,距离群众实际生

活远”,３６位受访者表示“本人不感兴趣”.群众普

遍认为,改进红色文化宣传手段、丰富红色文化产品

的展示形式、组织红色文化主题教育活动等手段是

改善当前红色文化发展滞缓的有力措施.这表明永

嘉虽然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但是开发、宣传和

利用的力度仍有待加强,红色文化在当地居民尤其

是青少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融合性、渗透性亟需

增强.

二、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

与开发存在的问题

　　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成果显著,
对于增强红色文化在浙江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提供了

丰富的素材,有利于打造浙江红色文化的精神殿堂.
但问题也较突出,结合调研实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整体规划意识仍需提高

永嘉整体呈北高南低之势,中间是峡谷平原,而
四周群山环抱,革命遗址、遗迹分布广泛、零散.复

杂的地理形势加大了革命遗址保护、维修和开发的

难度,加之缺乏对重要遗址的系统研究,致使革命胜

迹现有纪念设施简陋,内部陈列随意,严重影响参观

教育的视觉效果.
课题组通过采访永嘉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发

现,当地革命旧址产权分散,所有权归国家、村镇集

体、革命烈士后人等所有.分散的产权不利于革命

旧址的开发和整体规划,致使部分革命遗址年久失

修、老化和倒塌殆尽,甚至呈现无人管理的状态.
红色景点零散、“串点成线”的规划意识薄弱以

及革命旧址产权分散等问题,凸显了永嘉县红色旅

游与绿色旅游、古村旅游相结合的开发规划仍不成

熟.从目前来看,永嘉红色旅游仍处于孤军作战的状

态,尽管永嘉县委、县政府提出要借楠溪江的绿色旅

游、古村旅游的盛行带动红色旅游,但尚未对专门线

路做整体规划与开发,距离商业旅游开发尚需时日.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亟待深入挖掘与

弘扬

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凝结着革命先辈优良

的传统、心理品格、精神风貌,对于激发后人活动的

积极性、鼓舞斗志、坚定理想信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永嘉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的策源地,红
色精神历经沉淀,传播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但是各

种主客观因素制约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尤其

是对红色文化精神缺乏深层次的挖掘和传承.实地

调研数据显示当地居民对永嘉红色文化了解程度普

遍较低,究其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由于受历史较短等多种因素影响,红十三

军永嘉斗争史的了解和记载少,这支队伍的功绩一

直鲜为人知[３],党史、军史对这支英雄部队事迹的

记录鲜少.加之红十三军主要领导人大多牺牲在

战争年代,存活下来的老革命前辈少,进而对当时

所发生的真实事件不得而知,也无从考究.直到

１９８３年,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温州市委党史

资料征集办公室本着对历史负责、对革命先辈负

责的精神,广泛征集相关史料信息,对红十三军创

建始末开始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与研究.研究资

料少、起步晚、时间短等因素制约永嘉红色文化精

神的系统深入挖掘,影响受众接受程度,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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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认知、思想共鸣.
其二,永嘉地区的纪念馆、陈列室及重要的革命

遗址展示内容、形式过于单一,主要以橱窗展览、静
态观光、单调讲解为主,未有效利用现代新媒体手

段,缺乏话语双向互动,传统的展馆宣传方式制约永

嘉红色精神的广泛传播和大力弘扬,对青年一代的

影响尤为显著.调研显示,不管是对当地红色文化

的了解程度,还是在红色文化遗址的参观频率上,３０
岁以下的年轻群体都明显低于６５岁以上的高龄群

体.这表明永嘉红色文化资源未对年轻人形成有效

吸引,资源的开发要适应时代发展以及年轻人的行

为方式和思维特点,精神内涵的挖掘亟待增强.
(三)红色文化的宣传方式单一且缺乏吸引力

红色文化宣传工作的实效性以受众者的接受程

度为基础,破除“说教式”的宣传桎梏及“话语裂谷”,
注重平等和谐的交流模式,以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

形式增强吸引力.当前,永嘉革命历史纪念馆主要

面向三类群体:一是青少年群体,采取协议签订的方

式,由学校定期带领学生参观学习.二是机关单位

人员,永嘉县委、县政府以发文形式,自上而下,组织

党性教育活动.三是社会人士自发参观,此类群体

人数较前两类相比少.基于硬性指标要求参观学

习,难以真正实现由教育知识向情感、态度、行为转

化.调研数据显示,“因无人组织、宣传不到位”、“内
容刻板无聊、形式单一”等原因是制约当地红色文化

发展的重要因素,红色文化宣传工作存在一定的问

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对内,仍停留在报纸等传统媒体宣传,尚未切实

运用微信、微博等“微媒体”,实现“指尖上的宣传”.
宣传渠道、方式的单一是导致永嘉县境内难以形成

浓郁红色氛围的关键因素,红色精神的渗透性不足

是导致当地居民对红色文化一知半解、青少年对红

色文化陌生的直接原因,从而产生永嘉红色文化传

承断层现象.
对外,当地政府对永嘉红色文化资源整体规划

缺乏顶层设计,资源的整合、整体形象的研究及策划

未能与“永嘉精神”有效融合,阻碍具有独特吸引力

的红色文化品牌的打造和发展进程.主要体现在无

法将“永嘉精神”的内涵注入地域红色文化整体发展

中,红色文化产业缺乏创意,音像制品、玩具、图形知

识产权等衍生产品的研发生产缺乏本土红色元素的

融入,有待进一步具体化与个性化[４].
(四)红色文化相关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不健全

人才资源作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过程

中的能动因素,是实现永嘉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的基

础和动力,有利于促进地区间信息交换互动,补充外

来新生力量.课题组通过采访永嘉红色文化工作人

员发现,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主要缺乏两种人

才.一是红色文化研究人才.现有工作人员出身专

业与红色文化专业的非一致性限制了对红色文化认

识的广度、深度,制约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入挖

掘.二是导游讲解人才.永嘉各个革命旅游景点的

导游讲解队伍主要分为三种:a)编制讲解队伍,即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统一考试进入机关单位,成为专门

的讲解人员.虽接受过岗前特定培训,但鉴于对红

色文化认知浅显,故而对永嘉红色文化的理解缺乏

全面性、准确性、深刻性和系统性.b)义务讲解队

伍,即了解永嘉革命历史,致力于保护永嘉红色文化

资源的志愿者.此类讲解人员仅对自己感兴趣的某

部分红色知识熟悉,缺乏系统而全面的红色文化知

识储备.c)民间自发组织的讲解队伍,即熟知永嘉

革命历史的当地居民,如退休教师等,自发组织向游

客讲述永嘉革命事迹.该队伍与编制讲解队伍、义
务讲解队伍相比,更具感染力与说服力,宣传效果更

佳,但人数有限.红色文化相关人才的缺乏直接影

响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力度和效度,制约红色文化育

人功能的有效发挥.红色文化资源是新时期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最具说服力的教育素材,红色文化

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专业型人

才[５].因此,培养、引进一批具有红色文化研究专业

知识背景的工作人员,锻造一支具有专业素养的导

游讲解队伍,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发永嘉红色文化资

源,真正使永嘉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三、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

与开发的路径探索

　　２０１６年永嘉县政府制定了«永嘉县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提到要加强

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促进红色旅游产业与其他

产业的融合发展,这为今后永嘉红色文化资源的保

护和开发提供了宏观定位和方向.结合永嘉红色文

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应

充分发挥当地丰富的资源优势,在实现红色文化资

源保护的同时做好开发工作,扩大永嘉红色文化品

牌的影响力,增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助推永嘉红

色文化永续发展、永嘉精神走出浙江,形成广泛的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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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优化红色文化资源,实现资源整体开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

宝贵精神财富,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

常新的生动课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

养.”[６]以红色旅游资源为基础,围绕红十三军军部

旧址,以其他红色旅游景点为补充,打造“红色＋绿

色”、“红色＋古色”、“红色＋今色”主题线路,实现旅

游资源“串点成线”,合理规划永嘉红色旅游空间布

局.以红色旅游为突破口,整合优化资源,实现资源

整体开发.
整合旅游资源,提升永嘉红色旅游的市场竞争

力,离不开旅游景点别出心裁的陈列设计与非同一

般的旅游体验.以红十三军军部旧址为例,其展馆

陈列设施较为简陋、随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观教

育的效果.展馆可对军长胡公冕卧室进行修葺,运
用文字、图片、纪录片视频等多种方式介绍其生平事

迹,展现军长温情的一面.红十三军战史纪念馆的

陈列多以图片和文字为主,可对其进行修葺,建立多

媒体影视系统,完善文字解说系统,运用高科技手段

将纪念馆改造成集声、光、电一体化的现代红军纪念

馆[７]３２,增强视觉整体效果.
早在２０１１年,永嘉县便打造了“红绿结合”的旅

游线路,将永嘉红色景区的规划建设纳入“楠溪江景

区流域旅游开发专项规划”,致力于与楠溪江流域旅

游开发项目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发挥红绿旅游的综

合效益.但该旅游专线未得到普及推广,搜索相关

旅游 App发现,该线路旅游专线较少.究其根源,
还在于红色旅游景点的设置吸引力不强,缺乏必要

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因此,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话语

模式从“主体—客体”结构向“主体—主体”结构转

换,增强红色文化资源话语主体和话语受众的互动

性[８]就显得尤为重要,可通过建立学农基地、游戏基

地等红色素质拓展场所实现.
可将红十三军军部旧址周围的农田开辟为青少

年和党政部门实践基地,种植具有永嘉地方特色的

农作物,在适当位置设置茅草屋,展示战时的干粮、
红军服等物资,使游客在掌握学农知识的同时,进一

步对红军的艰苦奋斗精神有所感触.也可在军部旧

址附近设置一个小型红色素质游戏基地,设射击、打
靶等军事项目,开展信任背摔、逃生墙、过梅花桩等

活动[７]３３,在娱乐的同时增强游客的体魄,培养他们

的团队合作能力以及艰苦奋斗的精神.基地可逐渐

发展成青少年重温革命历史、进行体能训练、弘扬红

十三军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还可以

将红十三军军部旧址打造为红色旅游中心,结合村

落民风特色,实施点面结合的规划布局[７]３２,将永嘉

红色旅游资源连接周边所拥有丰富的自然、人文旅

游资源,打造成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浙南(永嘉)红十

三军红色旅游景区”.
(二)深入挖掘永嘉精神内涵,推动永嘉精神走

出去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中,永嘉人抓住机遇,克服顽固的守旧观念,冲破旧

框框,充分发扬革命时期的吃苦耐劳、勤劳拼搏精

神,脚踏实地、创新创业,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思
想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延伸为当代社会价值观在浙

东南具体化的“永嘉精神”[９],又创造了一批新时代

的承载着艰辛创业历史的红色文化资源.在新时

代,要进一步挖掘永嘉精神的实质性内涵,使其成为

永嘉人民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
首先,要把好精神之脉,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

源.对于红十三军的斗争史,强调对其丰功伟绩、革
命精神及历史地位的研究,借以告慰革命先烈英魂

的同时,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广大群众将艰苦奋斗、
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次,要
积极拓展永嘉精神的时代内涵.一方面,继承发展

“永嘉学派”核心思想,将永嘉的人文符号植入本土,
内化为人文灵魂的基因.另一方面,在时代发展中

不断赋予永嘉精神新的内涵.长期以来,“义利并

举,敢为人先”成为永嘉精神的精髓所在.从红十三

军在永嘉的诞生到包产到户开创全国先河,从创建

全国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桥头纽扣市场到“商
行天下,义行天下”,永嘉精神不断赋予时代内涵,形
成价值认同.最后,通过不断增强红色文化资源话

语主体和话语受众的互动性,提升话语积极性,强化

话语权利,在永嘉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的获得感中,
真正推动永嘉精神走出去.

(三)创新红色文化宣传方式,充分利用新兴媒体

红色文化资源本身是静态的、单调的,只有借助

外部媒介才能使其“言说”,发挥作用.没有合适的

宣传方式和宣传手段,红色文化不可避免会处于“被
边缘化的处境”[１０].因此,采用多种方式创新红色

文化宣传成为形势所趋.
第一,营造文化氛围,打造红色品牌.通过调

研发现,六成以上的永嘉当地居民都希望县委、县
政府能够增加开展红色文化主题教育活动的频

率,丰富红色文化产品的展示形式,研发生产红色

文化玩具、音像制品等衍生产品,形成红色文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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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具体化、个性化,从而促进红色文化知识的传

播及红色精神的弘扬.增强互动性,丰富红色旅

游体验,将红色元素融入“吃、住、行、游、购、娱”等
方方面面,突出红色主题.[１１]比如,在街道墙体上

绘制能够彰显永嘉革命精神的红色文化图案,打
造一批具有永嘉地方特色的红色宾馆,组建地方

红色文化艺术团并举办红色文艺演出.总之,要
在全县范围内营造红色文化氛围,唤醒当地人民

的红色文化自豪感,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留下来

的红色文化精神财富.
第二,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方式.将红色文

化相关知识点编入地方教材,纳入中考知识范畴,增
强青少年对永嘉红色文化的了解与认同;突出红色

革命遗址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吸引学校、机关、企
业及社会团体前来学习、参观;响应广大居民呼吁,
开展与永嘉红色文化有关的革命纪念活动,如开展

重走红军路活动,举办先烈纪念仪式.以丰富的宣

传方式增强红色文化的渗透性,强化红色文化德育

功能.
第三,利用新兴媒体,加大宣传力度.除了依托

当地报社、电视台等影响力大的传统主流媒体开展

宣传工作外,还可利用新兴媒体,打造微博、微信平

台,在展馆放置平台二维码,方便群众扫码入馆,提
高群众对网络平台的关注度.定期推送永嘉红色文

化的相关文章,牢牢抓住人们的碎片化时间,突破时

间、空间限制,实现红色文化传播“永远在线”.依

托节庆活动及名人效应等方式进行宣传,借助红

色文化网络工程的建设,加强网络宣传,在网络上

策划实施一系列大型红色文化宣传活动,构建属

于永嘉的红色品牌,提高永嘉县红色文化资源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加强高校合作,实施专业人才走进来政策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中共永嘉县委和浙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成立了“浙南红色文化研究中

心(永嘉)”,高校红色文化专家为永嘉红色文化资源

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专业理论指导、出谋划策,推动永

嘉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永嘉革命历史纪念馆、革
命遗址遗迹亦为高校提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融合,为培养红色文化专业

性人才奠定基础.实践证明,永嘉地区与高校加强

合作,是互利共赢的战略性安排.
第一,借助高校专业人才扎实的理论基础,为永

嘉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建言献策,凝练“永嘉

精神”的核心,弘扬红色精神,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

转变为经济价值,助力永嘉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

繁荣.第二,以政府为主导,选派工作人员进入高校

系统学习红色文化理论知识,培养红色文化研究、党
史研究专业人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吸引一批专业

人才走进永嘉,为永嘉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意见和应对措施.第三,建立

一支高素质的专业讲解队伍.导游对革命历史生动

形象的讲解对红色文化的宣传至关重要,通过与高

校合作,培养和引进专业的导游团队,对永嘉的革命

遗址进行专业的、权威的、形象的、生动的、真实的讲

解,真正将永嘉的革命精神内化于每个游客的内心,
外化于每个游客的行为.

四、结　语

永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成果显著,但
存在的问题也较突出并且有一定的针对性.复杂的

地理形势和分散的革命旧址产权制约当地红色文化

资源的整体规划开发,鲜少的红十三军史实记录和

单一的宣传方式阻碍红色精神的深入人心,不健全

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影响专业导游讲解队伍的锻

造.实地调研虽然不能全面反映永嘉红色文化资源

保护与开发的整体现状,但在此过程中发现的一些

问题启发我们深入思考:永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

开发中遇到的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其路径探索是

否具有普及性和可借鉴、可复制性,这是未来需要进

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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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cultureresourcesinYongjia,andputforwardtheimplementationpathfrom multipleperspectives,

suchasintegrating and optimizing thered culturalresources,excavating the connotation 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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