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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背景下浙西南社区职业教育发展分析

 钟  扬
(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城乡统筹化对社区职业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社区职业教育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一

个重大历史使命。本文以城乡统筹背景，在分析浙西南社区职业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对社区职业教育

发展进行探讨性分析。

 关键词：城乡统筹；社区职业教育；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Commun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outhwest of Zhejia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ZHONG Yang 

( Lishui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Lishui ,Zhejiang , 323000 )

Abstrac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made new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in the community vocational education.It 

duty-bound to take up this great historical mission.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un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 this paper will have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occupation education community.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 commun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进入“十二五”后，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在城乡统筹过程中，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转

移到城市中，形成新的社会群体，他们大多群居或杂居在城市其它社区中，但这些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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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相对偏低，缺少劳动技能，在城市化飞速发展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今天，他们只能徘徊在城市

的周围，不能满足企业的用人工要求。

浙西南地区的丽水本身就是为传统农业城市，在加快统筹城乡进程中，这一矛盾尤为突出。因此，

如何顺利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以及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合理规划其职业发展已经成为更

好更快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措施。在这个背景环境下，社区职业教

育这个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承载体将历史性、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一重大历史使命。

一、社区职业教育特点

（一）社区生源多元化，素质参差不齐

社区职业教育主要面向社会 , 实行开放招生，因此在入学制度、年龄、学习方式等方面政策比较宽松。

在生源方面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那些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下岗企业的

职工，这些人文化程度较低，技能单一，已经难以适应新兴产业的工作岗位。二是，由于城乡一体化

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这些流动人口文化素质不高、职业技能低下，他们

虽然拥有城市的身份，由于缺乏非农业型劳动技能，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参与劳动就业的竞争能力，而

徘徊在城市周边，无法融入城市圈 [1]。如何对这两类群体深入开展职业教育，加强文化教育和职业技

能培训，掌握适当的劳动技能和科学技术，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 已经成为社区职业教育重要议题。

（二）学习内容具有多元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社区职业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为适应区域经济生产发展的需要，学习内容和教学形式不断地更

新和增加，课程和专业的设置主要以社区近期、长远需要及当地工商企业等机构的需要和就业趋势为

出发点，覆盖面非常广。既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学、人文学科、艺术、卫生保健等基础性教

育课程，也有计算机、管理、建筑、自动化、经济、医学，还有服装设计与缝纫、美容、摄影、栽培、

手工、家政等各种实用性专业和课程。教学形式上，社区职业教育一般与企业合作制定教育计划，实

践课程派教师指导 , 学员通过在实际生产岗位上参加生产劳动，实现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 使得学员

学到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应用和巩固。

二、浙西南社区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浙西南社区职业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 但社区职业教育面临着一些问

题逐渐凸显 ,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对社区职业教育认识存在误区，缺乏全面统一思想认识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首先，人们普遍认为学历教育才是正

规的教育，而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是那些考不上大学的人的教育，因此，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首选的

都不是职业教育。其次，人们认为社区教育就是休闲教育或者是娱乐教育，培训人员也主要局限在老

年人，在社区教育课程内容设置方面也局限于休闲娱乐方面，职业技能教育很难进入社区职教的课程

体系。再次，人们认为，职业教育是企业、职业院校或者培训机构的事情，与社区无关，导致目前的

社区职业教育忽视了在职人员、下岗人员、外来人员等社区各个层面在教育方面的需求，使得职业技

能培训在很多社区教育中处于真空化的状态 [2]。

（二）社区职业教育投入不足，职教资源整合力度薄弱

由于社区职业教育在实践能力上要求较高，针对性较强，因此，它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教育，在办

学条件、师资要求、实验学习、实践能力等方面的投入需求较高。但浙西南地区的社区职业教育目前

大多还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社区教育资源的规划和协调管理。而且浙西南是欠发达山区，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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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基础相对薄弱，在社区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方面明显不足，职教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此外，在

社区职教资源方面整合力度也不强，有的社区国家投资建立了高标准的职业培训基地但不去有效利用，

而另外一些社区却到处寻找培训资源。在师资力量整合方面也是如此，没有一个稳定的高水平、高质

量的师资队伍。

 （三）社区职教机构覆盖规模不大，居民参与性不高

目前，浙西南社区职业教育机构主要由职业培训学校、培训机构等组成，这些培训机构规模较小，

而且大多集中在城市，相对于偏远山区和农村的社区来说，社区居民参与培训程度不高，生源组织困难。

据了解，丽水偏远山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培训的不足 20%，而这些劳动力大多已通过培训转移出去，

留守本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低下，参加培训主动性不高，生源组织难以保

证。另一方面，目前社区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也不高，由于资金和师资条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社区

职教培训的项目非常有限，主要是本地原有的传统培训项目，如农村社区主要是农林作物的培训项目，

很难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要，很难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参与性不高。

（四）缺乏奖励和就业导向机制，社会认可度不高

由于浙西南社区职业教育条块分割，缺乏统一的规范和协调机制，各社区的职业教育基本各自为政，

没有培训奖励激励制度，鲜有对参与社区职业培训的市民实施各种奖励措施。此外，面对社会经济发

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缺乏有针对性、能提高就业技能、能创造就业机会的培训项目。劳动部门

也没有将社区教育职业培训与就业挂钩，没有建立良好的培训就业导向机制，无法真正让社区职业教

育培训深入人心，进一步影响了社区市民认可度和参加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三、浙西南社区职业教育发展对策

（一）政府介入，建立专业机构加强统筹保障管理

由于浙西南属于边远山区，各社区分布零散资源难以协调统一，再加上各社区目前各自为政，状

态松散，社区内各单位之间没有一个法定的隶属关系，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引导与出面，来协调、

吸引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和力量。在开展社区职教方面形成凝聚力与吸引力，在政治上形成强有力的保

障，通过行政手段协调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在资金方面给予更多的援助，支持和帮助社区职教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的介入，建立统一的社区职教专业管理机构，整章建制，统一协调社区的各种

职教资源，推进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宣传，提高社区职业教育吸引力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会各地区、各层次对知识技能的需求愈发强烈，社区职业教育由

于其功能繁多，覆盖范围广，它使各类教育统一在一个综合性的教育机构中，满足了各阶层对不同教

育的需要，社区职业教育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因如此，加大宣传教育，改变人们对社区职

业教育的传统错误看法势在必行。各级政府首先要通过各级会议、印发宣传资料、开展职教大讲堂等

形式，大力宣扬社区职教的重要性，让市民从思想上重视社区职业教育。其次，开设针对性强、实用

性高的各类型职教培训，满足各层次人员的培训需求。再次，针对弱势群体，设立各种的优惠制度，

努力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地宣传引导工作，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职教的认同

度和参与性。

（三）加大投入，统筹社区职教资源

社区职业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并不能仅仅靠某一个部门来承担，各级政府要根据区域经济和

社区职教发展的要求，打破各部门的界限，引导社会各机构通力配合，协调合作，加大对社区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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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统筹各方资源。首先，要加大社区内教育机构之间、学校和社区之间、企业和社区之间的教育资

源合作，合理规划各社区职教体系的布局。其次，要提高师资待遇水平，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社

区职业教育中来，再次，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要求，充分了解不同层次的需求，采用送出去、请进来、

联合办学等形式有针对性的开发新的培训项目和课程 [3]。最后，要遵循学以致用、按需施教和注重实

践的原则，根据市场需求和学员的特点，为各阶层的学员量身打造不同的培训内容。使培训课程充分

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并不断加强课程的通识性、应变性，为社区培训所需要的各

类人才。

（四）就业引导，强化劳动者就业保障

劳动者，特别是城乡统筹过程中大量的农转非劳动力，他们参与社区职业教育培训，最终的目的

是解决就业问题。如果政府劳动部门能将社区教育职业培训与就业挂钩，建立政府引导，社区、企业

参与的培训就业导向机制，降低劳动者参加培训与就业成本，真正解决劳动者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

就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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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丽水由于历史因素，人多地少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GDP 排名全省比较靠后，全市

人均收入相对较低，全市基础养老设施投放不足，养老面临着很大压力。“秀山丽水、养生福地”提

出为丽水今后经济繁荣注入新的活力，丽水应广泛吸收外资、民资兴建养老配套设施，既重视居家养老，

又兼顾机构养老，为丽水今后开发银发经济带来新的活力。

关键词： 生态旅游；养老事业；旅游经济；居家养老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Strategic Research on the Service Industry of Eco 

Leisure for the Aged in Lishui
TIAN Chun-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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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丽水，古称处州，浙江省辖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地理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丽水市工业化进程

和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但目前人均 GDP 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多，仅相当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总

体仍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丽水人口老龄化率居全省第二位，21 世纪头十年，全市老年人口增速全省第一，

具有程度高、速度快、高龄化、空巢加剧、城乡差异大等特征。预计丽水人口老龄化高峰将在 2039 年

出现，波峰比全国前置 5 － 10 年，峰值（35.53%）比全国高出约 4 个百分点。丽水老龄化与其经济发

展水平严重错位，理论上“人口红利期”窗口在“十二五”初期关闭，比全国提早约五年左右。养老

地方财政负担在“十二五”极有可能越过“警戒线”。老龄化既是包袱，也是机遇。我们应未雨绸缪，

把握主动，顺势而为，用好宝贵的“十年机遇期”，把解决老龄民生问题与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有机相结合，

以此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09 年，丽水提出了“发展休闲养生经济，努力把丽水建设成全国最大的“休闲养生福地”的战

略目标，以打造“秀山丽水、养生福地”品牌为核心，围绕“食养、体养、水养、药养、文养”五养要求，

促进生态休闲养生 ( 养老 ) 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力争用 10-20 年时间，把丽水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

际知名，宜人居住、宜人创业、宜人旅游的生态之城、休闲之城、养生之城，使丽水真正成了令人向往的、

名副其实的、回归自然的乐园。

二、丽水养老问题备受社会各界瞩目的原因

1. 丽水市人口老龄化形势尤为严峻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相对比例上升。根据国际通行标准，把 60 岁以上人口占

比超过 10% 或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 作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志。丽水市老龄化率水平在全省

11 个市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衢州，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全国全省水平。自 21 世纪头十年，丽水老年

人口年均增速 5.07%，远高于全省全国水平，增速为全省第一。全市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比 2000 年增

长了 73.42%，其占老年人口比重，已由 2000 年的 10.21% 上升至 2010 年的 15.24%。丽水市 65 岁以

上农村老人为城镇老人的 3.17 倍。丽水在 21 世纪头十年 , 既是城镇化水平提升最快的十年 , 也是农村

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的十年。

2. 养老机构和配套设施缺乏

丽水市社区举办的实体性养老机构仍然处于空白状态，登记在册的民办养老也仅有八家，规模较

大配套设施相对齐全的敬老院目前仅有龙泉市阳光老年福利中心一家。福利中心一共有 360 个床位，

从 2011 年 6 月份起就已经住满了，很多老人正排队等着入住。而其他现有养老机构和配套设施难以满

足不同层次养老人员的不同物质和文化需求。丽水养老机构布局不尽合理，床位信息不畅，既存在“一

床难求”的问题，也存在“床位过度占用”的现象；基层医疗资源的浪费与就医困难并存，2013 年丽

水市基层医疗机构的床位使用率只有 29.8%（县级以上使用率 93.4%），大大低于全国 67.3% 的平均水平，

丽水目前有三甲医院四家，二甲医院不到十家，目前市民患大病住不进去医院现象屡屡发生，存在小

医院无人去大医院挤不进去的尴尬局面，现有涉养老及医疗国有资产资源尚需加强整合等等。

3. 家庭日益小型化，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根据联合国制定的标准，一个社会 60 岁以上人口超过 10% 即为老龄化社会 ; 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

0-14 岁人口占比 15% 至 18% 为“严重少子化”，15% 以内为“超少子化”。中国人口已经出现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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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少子化并存的结构特征 [1]。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严峻的养老困局。

自 2014 年 1 月 17 日浙江省开始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来，截止 2 月底，丽水市已受理了两百

多对想生二胎的“单独夫妇”，但是大部分单独夫妇仍处于观望状态，生活压力大，高龄产妇，带孩

子过于劳累成为他们绝大数人的一种无奈的表述。单纯靠生养两个子女解决市民将来的养老问题，效

果如何仍处于未知数，因此政府主导的养老设施的建立日益显得迫切和重要。

4. 受历史遗留等因素的影响，个人养老储备普遍不足

丽水退休的乡镇企业职工月收入都不高，用于个人养老储备非常艰难。丽水地少山多，大部分农

村老人每月只有参加农保所给的收入相对于居高不下的养老市场简直是杯水车薪，农民负担重，有病

不敢就医，的确是有难言之隐。

 三、提升养老服务产业的策略

立足丽水独居特色的生态环境、倡导绿色环保，以现有水电建设为依托，提倡生态健康养老。吸

引外资，内敛财源培育发展适合丽水实际、体现鲜明特色的养老经济，以此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应大力构建丽水养生福地特色的养老经济

1. 大力发挥归侨人员的力量，引进侨资共建生态养老机构

丽水生态环境在中国属于特殊的生态资源，这种资源与生俱来无人能比。2013 年浙江省环境监

测中心发布了 2012 年《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报告》，丽水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EI) 为 99.5，较

2011 年提高了 5.1 点，位居全省第一位。这已经是丽水市连续十年蝉联这一桂冠。EI 值相较于全省第

二位城市高出近 7 点，丽水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明显优于全省其他城市。丽水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在设

区市排名中居全省第一，其所辖 ( 市 ) 及丽水市区的植被覆盖指数、生物丰度指数明显优于其他地区，

9 个评价单元的生态环境质量级别全为优。丽水市的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在全省优势明显。9

个评价单元的生态环境质量级别全为优，且有 5 个县 ( 市 ) 列全省前十位，分别是龙泉、庆元、遂昌、

景宁、云和。

丽水海外归侨人数众多，建议借助侨资力量兴建养老设施，有力缓解资金压力，把丽水作为归侨

人员颐养天年的天堂和圣地，不仅带动城乡人民的就业，也满足了归侨人员养老的夙愿。

2. 依托丽水物质文明，提升养老服务层次

“秀山丽水，养生福地，长寿之乡”的广告在央视播出后，使得丽水生态环境一夜成名，会陆续

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观光购物旅游，丽水兴建养老设施应结合丽水特有的物质文明，使得青瓷文化、

茶文化、香菇文化和养生福地形成体系。如果单纯的生态环境只是吸引全国养老受众人员的表面现象，

那么深邃的物质文化就是养老设施的灵魂，使得受众人群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气息，颐养天年，活到老，

悟到老，为丽水养老设施注入无穷的活力。

引导丽水旅游企业完善和开发针对银发旅游项目，积极开发五日、七日居家老年旅游线路，这种

有别于观光的旅游项目，可以让省内外老年人更深层次体验丽水当地的旅游文化特色，使这些旅游养

老场所变为养老中转基地客栈，更深入细致的体验丽水的景观文化和物质遗产，避免走马观花似的浅

尝即止现象。积极拓展适合老年人的金融、理财、保险等服务项目，重点做好护理、康复、精神慰藉

等服务工作。建立完善老龄产业的相关行业标准和服务规范，培育特色老年养老服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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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地制宜构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

在当前政府出资有限的背景下，各市各镇应该建立与城市配套的养老服务基地的建设，提倡居家

养老和社区养老的过度，缓解市民的养老压力。加强养老服务制度建设，探索新型养老模式，着力构

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辅助，资金保障与服务相配套，无偿、少偿、有

偿服务三结合，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努力满足老年人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统筹解决“市

民养老”的问题。政府应提供市民养老的基本保障工作，提供市民享受最基本的无偿养老服务，即专

门针对五保户，老弱病残，鳏寡独居的经济贫困水平的市民提供满足其急需的养老工作。对于大众的

中等收入人群，政府应提倡他们走向民办养老机构，使得民办养老机构既有稳定的客源，又能保证足

够的经济收入，继而让民办养老服务机构走向可持续性健康发展；针对收入富足的少数市民，政府应

根据个人志愿进入高端的养老服务场所，实行人性化发展，即满足他们养老所需，同时运用市场化杠

杆引导他们规范发展，优胜劣汰。

居家养老仍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之一，加快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市场化、规范化、

产业化进程。整合社区服务资源和设施，推进建立居家养老服务指导服务中心、筹建应急救助系统。“家

养”与“散养”相结合，重点解决高龄、独居、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全面提升城乡社区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建立居家养老政府补贴制度，借鉴托老所基地的建设，白天孩子把老年人接到托

老所，社区提供文化，休闲，三餐饮食，聚集大家一起学习舞蹈，唱歌跳舞，下棋打麻将，娱乐健身

等活动，有轻微疾病的老人还可以得到社区医生的尽心服务，晚上子女下班后再接送老人回家，实现

白天社区与大家同乐，晚上随子女回家睡觉。

加大政府投入，调整结构、整合涉老资源，完善功能，增加养老机构床位供应量，切实提高床位

使用率和服务水平。重点发展养护型机构，政府投资的养老机构以养护型为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

导民办养老机构向养护型转变。加快将养老机构纳入医保定点单位范围，实现医疗保险与养老服务的

对接。

4. 培育高素质的养老服务队伍

依托丽水二大高等院校与省内优势专业相结合，将城乡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与养老服务相结合，

针对丽水市区及农村富余劳动力想从事养老服务人员进行政府出资的免费 48 学时培训，实现家庭护理

专业资格准入制度，鼓励各高、中等职业院校开设老年鼓励专业课程，提升丽水市后备储蓄性人才，

加快老年医学、护理、营养和心理等方面专业人员，不断充实提升养老服务队伍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

对于新增加的老年护理专业学生，毕业愿意为本地区养老事业机构服务满三年及以上的学生，政

府报销其就学的全部学费，并根据所在单位评议，年终考评合格及以上的工作人员颁发一定的物质奖励，

使得丽水本土培养的养老服务人员得以稳定安心工作，从而全面提升丽水养老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

使得丽水养老服务业上升到新的水平。

充分利用现有的人才引进政策，积极引进专业能力强，服务态度好的骨干养老服务精英，充当养

老服务行业的领头羊，政府主导，行业指导，高校配合，全面提升现有养老服务人员的岗位资格证制度，

使得全市养老服务行业有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市场化。政府着手建立丽水特色的养老设施建设

标准体系、老年护理服务标准体系、养老机构运行管理体系的建设。政府出资兴建的福利型公办养老，

主要对应社会需要帮助的贫困群体，及部分低收入人群，一般划归民政局所属，隶属于公益性全额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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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聘用应有人保局统一公开招考录用；而对应大多数中等收入老年人的养老服务，

属于半公益性，应在政府引导下，吸引社会力量建设运营，如一些挂靠政府的实现差额拨款的事业单

位，一般提倡自收自支的管理方式，人员考核录用介于人保局和单位之间灵活运用；实行市场化运作，

个人出资成立的微利的盈利性养老机构政府应以鼓励扶持为标准，使之顺应市场需求，政府根据其社

会威望和服务人数适当给以一定的资金支持，毕竟他们也为丽水养老事业贡献了力量，该类服务人员

的聘用管理由企业主导，但需要到政府制定部门备案，原则上需要持证上岗。至于纯盈利性面向高档

养老服务，只要顺应市场潮流，政府也应给以鼓励和支持，毕竟知名度越高的高档养老机构的建立可

以吸引省外甚至国外的老年人入住，转而提升丽水养老的知名度。

5. 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吸引民资注入

居民安家养老是政府民生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应不断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确保用于城乡居

民养老事业的经费投入其年增幅幅度不低于当年地方财政支出增长水平 , 让在职职工不为今后养老而

发愁 [2] 。加大地方财政和福利彩票基金对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投入，大力发展农村养老事业，逐步

推进城乡养老服务平等化。政府应该设立专项养老基金，按照长远规划修建养老机构，缓解目前养老

院紧缺，一床难求的局面。

政府应积极鼓励吸引民间资金，加入到丽水养老设施的建设，达到民间投资，政府引导，百姓参与，

共享资源 [3]。应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床位运营和建设补贴等政策，建立适应市场的投资回报机制，

积极引导设立老龄事业发展基金，大力鼓励社会资金、慈善捐助投入老龄事业，注重以资产重组、产

权转让和法人招标、项目发债以及 BT、BOT、TOT 等方式引入资金和项目，让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老

龄民生工程。

政府对民进资本进入丽水养老事业可以在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如给予政府床位补贴，人员补贴，

在税收减免上给予适当优惠，如三年减半征收营业税，同时对于兴建满足 100 张床位的养老场所，政

府应联合国有银行给予适当的优惠，可以优先申请到银行贷款等形式，助其一臂之力。

政府可以号召各事业单位、机关及部分国企，开展民主自愿为结合的市民养老共建基金，集资建

设养老机构缓解政府资金的不足，如每份基金标的额为 1 万元，可以选择十年、二十年后优先入住养

老院，不但可以获得同等条件享受银行存款利息，还可以在其达到退休需要享受养老服务的时候减免

其相应的养老服务费用，标准按每晚回收资金一年，减免 1 个月，最高可以减免 30 个月。

政府可以引导目前国有保险公司与城市共建养老服务项目，政府提供土地资源，保险公司负责筹

集资金，优先满足其投保客户的养老服务，分流缓解政府养老服务的压力，如目前泰康人寿保险股份

公司就倡导了养老社区服务，2013 年，泰康之家·燕园养老生活体验馆在北京昌平揭幕，由保险企业

投资管理的第一家养老社区——泰康之家·燕园的雏形正式浮出水面。同时，泰康首次对外披露了泰

康之家·燕园的实体产品模式与基础服务标准，这标志着泰康虚拟保险产品与实体养老社区服务的对

接迈出了更具实质性的一步。泰康之家·燕园的实体服务费用标准将根据入住选择房型及服务项目的

不同而有相应差别。凡购买“幸福有约”计划内保险产品的客户及父母，享有保证入住或优先入住的

权利。据悉，目前已有客户开始预约 2015 年入住泰康之家·燕园，预约客户的平均年龄在 75 岁左右，

主要来自金融人士、企业家等高知、高管群体。政府购买可以结合本地区的经济状况，提供偏低中等

消费的半福利性的养老机构，鼓励市民购买商业保险，提倡年轻人就做好养老规划，避免到达退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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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扎堆”找养老院的尴尬局面。

6．加快建设生态养生养老体系建设

充分利用丽水生态资源及交通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按照“政府主导、民众参与、市场运作”

的运行机制，采取企业直接投资、委托经营管理、开发闲置农房、福利养老与市场化养老四个融合模式，

构建养生与养老相结合、福利养老与市场养老相结合、政府资金与民间资本相结合、居家养生与村域

养生相结合、养生养老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的模式，打造森林型、临湖型、环岛型、古镇型、宗教型等

多样化养生养老机构，建设一些重点项目，逐步建立与我市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

相协调多元化、多层次的生态养生养老养心服务体系。

政府应先行包装、修建一批生态养生养老项目 [4]。通过包装一批生态养生养老养心项目，增强项

目的吸引力，激发社会投资热情，探索全新的商业运作模式，争取国家、省的支持，实施项目推进战略，

要以各县市街为项目推进主体，通过县市领导亲自挂帅、具体部门牵头、城区旅游管委会重点研究等

措施，采用专题研究、个别突破的特殊办法解决项目存在的具体问题，优先保证养生养老项目的规划、

用地和建设。要通过综合项目的建设营运，带动全市区养生养老市场的形成。通过编制县镇旅游产业

发展规划，实施乡村旅游营销及乡村旅游节庆活动等，广泛宣传丽水乡村旅游资源和优势，大力发展

休闲观光、农业体验、水果采摘等为主的乡村旅游业，扩大丽水在乡村旅游市场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借助白莲节，云和梯田，云和童话，云和雪梨，青田杨梅等重大节日导入旅游宣传项目。狠抓星级养

生养老机构、星级农家乐、A 级景区以及乡村旅游示范点的创建，提升养生养老服务档次和水平，打造“秀

山丽水，养生福地”养生养老特色品牌，使得丽水养生养老服务品质建设达到新高度。

四、结束语

“秀山丽水，养生福地”是丽水市政府结合自身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特色，提倡的富有创造特色的

决定，针对丽水一二产业相对比较弱后，发展生态旅游却有着很强的优势。丽水相对全省来说 GDP 较低，

但是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养老项目还是很有优势，全市有 4A 旅游景区多家，每年吸引国内外游客无数，

旅游总产值在 2014 年达到 266.37 亿元，因此政府主导修建，包装生态旅游养生项目的确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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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十年代丽水区域畲族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

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基本原则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结果。本文根据大量的原始档案，研究了五十年代丽

水区域畲族事业的发展，充分地证明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无比正确。

关键词：五十年代；丽水区域；畲族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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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县）、遂昌、松阳（1958 年 11 月并入遂昌县）、缙云县。下同。] 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

其中又以景宁县、丽水县、遂昌县居多。人口分布的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一般是几户至几十户聚

居成村，结庐云雾缭绕的山腰，也有的村落畲汉两族杂居在一起。解放后，丽水区域的畲族人口集中

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各民族人民友好合作的大家庭中，有计划地开展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经济、政治、文教等事业上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一、丽水区域畲族人口集中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 畲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解放后，丽水区域的畲族人民分得土地 130244 亩，人均 4.14 亩，其中水田 47149 亩，人均 1.5 亩，

旱地 2240 亩，人均 0.07 亩；山林 80855 亩，人均 2.57 亩，还有农具和房子，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始

安居乐业。政府采取有偿与无偿相结合办法进行资金扶持，扶持畲族人民发展经济，这些资金重点是

帮助畲民发展种养业、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在政府的扶持下，丽水区域的畲族

人民依靠集体的力量，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有条件的畲族村还兴建了小型水库、山塘等，

农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在改良品种方面，品种改良较快，尤其是水稻，1956 年起在丽水区域

的畲族人口集中地区推广双季稻，亩产由 100 公斤提高到 150 公斤；六十年代初开始高秆改矮秆，开

始时种“503”、南特号、二九青、奎陆矮等，亩产提高到 200 余公斤。在农业技术方面，有了很大改进，

由火种到水种 , 刀耕到牛耕，种山到种田，在主要的农作物水稻的耕作上，由一犁二耙，深度由不到 0.2

米增加到 0.26 米；推广小株密植，株行距由 0.33×0.4 米改为 0.2×0.2 或 0.2×0.23 米；实行小秧带泥

插，麦类由点播改为条播、散播；选种技术推广黄泥水选种，苏打催芽等新方法，实行塑料薄膜育秧，

秧苗壮抗灾能力强；肥类由过去单一的割青蒿、施草木灰增加为种绿肥、施氮磷钾等化学肥；采用农

药防治病虫害。在粮食产量的提高方面，由于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粮食总产、亩产、人均口粮都有

了增长，粮食总产量由 1949 年的 2666.9 吨增加到 1958 年的 6441.6 吨，粮食亩产由 1949 年的 50.5 公

斤增加到 1958 年的 118.5 公斤，人均口粮由 1949 年的 76.5 公斤增加到 1958 年的 145 公斤。在林果业

生产方面，山是畲乡的优势，畲族人民 50 年代开始就有计划造林尤其是发展油茶生产，丽水县联合乡

联济村 1957 年油茶总产量达 115 吨，比解放前增产 5 倍，亩产突破全县最高纪录，1958 年 8 月，林

业部在联济村召开了全国林业现场会，全国南方油茶产区代表 136 人参观丽水县联济村、青田县黄山

头村，林业部授予丽水县联济农业社“油茶生产红旗”称号。在工业方面，“直到 1959 年手工业在畲

族地区不甚发达⋯⋯完全脱离农业生产靠手工艺谋生的很少”①。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解放后

丽水区域的畲族人民结束了悲惨的命运，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畲民人均年收入

由 1949 年的 39.63 元增加到 1958 年的 137.8 元；住房状况有较大的改变，畲民建房逐渐增多，并从高

山峻岭上或偏僻山庄搬迁到平原来居住；服饰方面，麻衣逐渐减少，穿着日益同汉族相同。

二、丽水区域畲族人口集中地区的畲族人民在政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翻身做了主人，充分享

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解放后，畲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样，享受着“民族一律平等”的权利，人民当家作主，畲民社会

地位提高。一是确定了本民族族称。1953 年和 1955 年国家民委先后两次派出专门调查组，深入福建、

浙江、广东等省的畲乡，进行民族识别调查，并按广大干群的意愿，报请国家民委，1956 年 , 由国务

院正式公布确定族称为畲族 ( 佘田的畲 )，这是解放后在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过程中，进行

——————————————————

① 1932 年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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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1958 年 5 月 29 日撤销云和县并入丽水县以后至 1962 年 4 月 17 日国务院批准恢复云和县建制期间，原云和县范围

称为“云和区域”。

②因 1958 年 1 月 7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景宁县建制，并入丽水县，1962 年 6 月又改属云和县，1984 年 6 月 30 曰经国

务院批准，将原并入云和县的景宁县所辖范围析出设立景宁畲族自治县。所以，1958 年 1 月 7 日至 1984 年 6 月 30 曰

原景宁县范围称为“景宁区域”。

③蓝春翠 (1908—1964)，女，畲族，张村乡暮洋湖村人。解放后，积极组织、领导妇女参加土地改革 , 发展农业生产，

组织互助合作，发挥畲家妇女勤耕劳作的优良传统，带领畲家“七姐妹”小组创“百亩番薯丰产岗”, 受到全国妇女联

合会嘉奖。1960 年应邀参加“五一观礼团”进京观礼。1964 年 7 月逝世。

民族识别的结果。二是建立了畲族乡。1958 年春，建立了景宁县外舍、学田、张村，云和温溪，龙泉

县竹祥等 5 个畲族乡，畲族乡畲族人口一般占 30% 以上，比例最高的张村乡占 56.7%, 低的竹祥乡占

33%，乡长全部是畲族，乡党委正副书记中有 5 人是畲族。是年冬人民公社化，畲族乡自然取消。三

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畲族干部，充实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如 1951 ～ 1957 年，云和

全县有畲族党政干部 39 人，其中区委副书记 2 人，正、副区长 4 人，乡党委正、副书记 13 人，正、

副乡长 20 人；1958 ～ 1961 年，云和全县畲族领导干部 21 人 , 其中副区长 1 人，乡党委正、副书记 9

人，正、副乡长 11 人。景宁县也先后把一批畲族干部安排到各级党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和选送到各级

各类干部学校或党校学习文化和理论知识。另外，五十年代后期 , 世代被压在最底层的畲族人民的代表，

还受邀参加“五一”和国庆观礼，据统计，1956 至 1958 年景宁县有蓝兰根等 10 人先后受邀参加了“五一”

和国庆观礼，1957 年云和县有雷火财等 4 人受邀参加了“五一”观礼，1959 年云和区域①有雷陈高等

3 人受邀参加了国庆观礼，1960 年景宁区域②有蓝春翠③等 2 人受邀参加了“五一”观礼；参与各级党

和政府的工作活动，如丽水县规定每届乡人民代表中畲民代表约占全市 ( 县）乡代表总数 8%，市 ( 县 )

人民代表中畲民代表约占代表总数 10%；一批畲族党员、干部和农民获国家和省级各种先进称号，如

1960 年 3 月，景宁区域小红星大队民兵指导员畲家“铁姑娘”雷桂梅选为出席第一次全国民兵代表会

议代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中央军委赠 56 式半自动步枪一支。

三、丽水区域畲族人口集中地区的文教事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 , 大大提高了广大畲民的文化知识

水平。

在文化方面，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搜集、整理、提高畲族人民的文化艺术，在基层文艺工作者

的努力下，畲族民间音乐、舞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演唱节目，使畲族

古老艺术有了新的活力，并出现一批畲族年轻文艺工作者和歌舞表演骨干。许多优秀新剧目参加省和

全国汇演，获得好评，得了奖，如 1957 年 1 月，遂昌县大柘乡后垄村舞蹈《姐妹采棉》参加浙江省第

二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获三等奖；1957 年丽水县山根村畲族舞蹈《采油茶舞》赴京演出获奖。在教

育方面，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各县根据中央加强民族教育的精神，制订了具体政策，在

政策上给以优惠，经费上优先安排，招生方面适当照顾，对畲族教育进行扶持。如，1954 年丽水县县

政府预算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 416 万元（旧币）,1956 年和 1957 年县政府拨少数民族教育基建费 2 万

元修理危房和建新校舍，少数民族子女上学既可减免学费，还可每月享受人民助学金 3 至 4 元，对困

难的学生还补助棉衣、棉被、蚊帐等，仅 1957 年补助棉衣、套鞋等 913 元。1957 年遂昌县县政府拨

专款给畲族聚居的后垄、妙高等 5 所学校购置课桌、公文橱、图书、风琴、乒乓球台、留声机等教学

与活动用具，并给家庭困难的畲族学生发棉衣、雨鞋、雨伞等。由于政府重视、支持畲族教育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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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畲族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时期。一是丽水区域畲族人口集中地区相继办起了托儿所或幼儿园。如

1958 年丽水县畲村办起幼儿园或托儿所，曳岭公社沙溪自然村的幼儿园，36 名儿童中有畲族儿童 12

名。随着经济的发展，畲族幼儿教育进展较快。二是民族小学纷纷建立。如，丽水县 1956 年有畲村小

学 5 所 ( 初小 2 所，完小 3 所 )，小学生 509 人，1959 年有畲村小学 27 所，畲族学生 1649 人；遂昌县

1956 年畲族学龄儿童 808 人，在校学生 533 人，入学率达到 66%,1957 年 5 所学校被批准为民族小学，

在调配教师、学校设备方面县政府给以大力扶持；松阳区域① 1960 年就有民族小学 6 所；青田县的 11

个畲族自然村中，有 5 个自然村办起小学，畲族儿童都能就近入学。在众多民族小学中，丽水县的上

塘畈民族小学和遂昌县的后垄民族小学办得较为出色。三是少数民族师范教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1952 年 10 月在云和县黄水碓瓦窑创办“云和兄弟民族初级师范”，遵照省文教厅文件规定，从云和、

丽水、景宁、龙泉、庆元 5 县中招收选送生 100 名，招收对象为高小毕业或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的少

数民族（畲民）子女，招收结果，除庆元县未选送外，其他 4 县保送新生共 86 名，学制一年，培养初

小的师资。1953 年秋，正式定名“浙江省少数民族初级师范学校”，直属省教育厅领导管理。1954 年

1 月，为便于全省各地少数民族入学，学校从云和迁至丽水碧湖镇汤坟，招生范围扩大到杭州、温州、

金华 3 个地区的 17 个县、市，师生 280 人，其中教职工 21 人，4 个年级，7 个教学班，包括畲、回、

蒙、汉 4 个民族。1958 年 8 月，学校体制下放丽水县管理，学校亦随县政府搬迁，回迁云和县办学 ( 校

址即现在的云和县委党校及县府招待所 )。1959 年，学校由初师升普师，改名“浙江省少数民族师范

学校”。师生 300 余人，其中教职工 23 人，6 个班级（普师 2 个班，初师 4 个班），包括畲、回、蒙

古、满、汉 5 个民族。因 1960 年 1 月景宁撤并于丽水县 , 学校又于 1960 年 9 月从云和迁往景宁鹤溪镇，

利用景宁原县政府公房办学，师生 500 余人，10 个教学班。四是畲民扫盲运动蓬勃开展。50 年代，丽

水区域畲族人口集中地区出现了家庭、田头地角学文化的新气象。景宁县有畲族农民扫盲班 44 个，学

员 1300 人；丽水县 1950 年至 1957 年，有 1000 多畲族农民参加扫盲学习，1958 年又有 745 人参加学

文化，摘掉文盲帽。丽水区域畲族人口集中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本民族培养了各类干部和专门人才，

促进了畲族人口集中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五十年代丽水区域畲族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

共同繁荣基本原则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结果，充分地证明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无比正确，丽水区域的畲

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道，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和睦共处，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努力把家

乡建设得更加美好，人民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参考文献 :

[1] 丽水市档案局 . 1958 年温州地委和人委涉丽原始文件档案材料汇编 [G].

[2] 丽水市党史研究室 . 金华地委和人委 1958 年的涉丽复印档案材料汇编 [G].

[3] 浙江省丽水地区《畲族志》编纂委员会 . 丽水地区畲族志 [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2.

[4] 丽水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丽水地区志 [M]. 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潘慧莉

——————————————————

① 1958 年 11 月松阳县并入遂昌县以后至 1982 年 1 月 30 日恢复松阳县建制期间，原松阳县范围称为“松阳区域”。



15赵治中： 北宋刺史王元行状考释第 49 期

摘要：北宋的王元，由进士及第，初授延平令，劳心吏治，清正廉洁，堪称贤能；后奉命出使，

羁留辽北 25 年，能坚守节操，不辱使命；归而晋阶刺史，俾守栝苍，守土保疆，仁政惠民；致仕后，

落籍丽水，子孙世家矣。

关键词：王元  奉使辽北  晋阶刺史  俾守栝苍  落籍丽水

中图分类号 : K878                  文献标识码 :A

Comment on History of Prefectural Governor Wang 

Yua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AO Zhi-zhong

(Lishui College, Lishui, Zhejiang 323000)

Abstract: Wang Yua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successful candidate, was at first granted as Yanping county 

magistrate. Diligently and honest and upright, he behaved as a talented official. He was ordered a mission to the 

northern Liao and stayed there for 25 years. He could succeed in sticking to his principles and carrying out his 

mission. When he returned his country, he was promoted as a prefectural governor to protect his people and land. 

After retirement, he settled and rooted in Lishui. 

Key words: Wang Yuan, a mission to the northern Liao，Protect Lishui, Settle in Lishui

曾在处州任过州官的王元，是北宋时期的历史名人，但《宋史》中无传。《宋史》提到过的两个王元：

一为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马步军总管王元；一为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主管殿前司的王元。

两人均是武职战将，与在处州任刺史的王元并非同为一人。 

王元在处州任过州首，这在方志中多有明确的记载。最早的文字，当是何镗总纂的《栝苍汇记》。

 北宋刺史王元行状考释 

赵治中

（丽水学院文学院  浙江丽水 323000）

——————————————————

收稿日期：2014-12-27

作者简介：赵治中（1936- ），男，浙江缙云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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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卷之五《官师志》中，“知州”一栏就列有：

开禧  赵  雝  王  元

嘉定  王梦龙

“开禧”，为南宋宁宗的年号，时间是自 1205 年——1207 年，前后一共只有三年。赵雝在开禧年间

任职处州，另有两个材料还可佐证：

《宋诗纪事》：赵雝，号竹潭。忠简后人。开禧间，为处州太守。有《烟雨楼》诗。案：诗集《东

堂联句》同赵雝和仲，即此行作。《烟雨楼》诗，亦当同咏。（陈思《姜白石年谱》疏）

开禧二年丙寅   ……秋至栝苍，作登烟雨楼《虞美人》词。与处守赵雝东堂联句。（夏承焘《姜

白石词编年见笺校·行实考·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第 317 页）

是否开禧三年赵雝任满，随即由王元接任？南宋开禧仅有三年，嘉定知州已是王梦龙，那末，王元任

职仅一年，是否就卸任致仕？则方志缺乏记载，更无其它佐证材料。《栝苍汇记》记载的是王元任职

南宋，明显与北宋刺史王元生平不符。

对王元较为具体翔实的记载，当推清同治版的《云和县志》卷十二《人物》：

王元，字常侍，本贯江西石磕溪人。登景德间（1004——1007）进士。初授延平令，奉使辽北。

归擢处州剌史。范仲淹、欧阳修咸以诗赠行。莅官廉能，有惠政。致仕后，占籍西阳乡之桑田。

子孙世家矣。

在我国古代，士人十分看重郡望，讲究门第。刘知几《史通》有云：“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竟以姓

望所出，里邑相矜。”百姓为找寻血缘传承，常常追溯姓氏源流。对于王姓，王元在《叙族谱姓氏说》

中，就曾追溯其源流：

盖王本周之姬姓，至灵王太子晋，时人举知为王子，称之曰王子晋。其裔放民间，失其国姓（姬

姓），皆以王为氏，世居太原。由是，封其郡曰太原。厥后，子孙遍中国，几莫能考。……然吾

世袭之家乘，派接西江，支分东浙，则犹凿凿可考。考始祖肃公，晋右军将军羲公之六世孙也，

徙居江东而衍太原之派。朴公因追肃公为始祖。朴公，字梗直，光禄大夫，沔公之曾大父也，周

世宗显德（954—961）中，为汴京枢密院枢密使。云河《北溪王氏宗谱》，民国丁卯重修）

这就是说：王氏源出姬姓，肇始于“大禹谟篇”。周灵王封太子晋于太原，晋就成为王氏鼻祖，太原

也就成为王姓的郡望。嗣后，王氏渐显于秦，扬名于晋。晋朝，“王、谢”齐名，王肃成为江南王姓

之始祖。东晋，王昱出守会稽，成为浙江王姓之始祖。至唐，王姓已是鼎族高门。王孝由会稽迁到江

西南昌。王元远祖王朴，为五代后周枢密使；祖父王沔，为北宋参知政事，后迁奉国侍御使、银青光

禄大夫，知开封府。

从王姓世系渊源可知，北宋的王元是出身于世代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王元因与汉代之王元

同名，故又取名元清。其祖籍，是江西石磕溪。有说真宗“[ 大中 ] 祥符三年三月，始去松溪县学，举

进士第”。这明显有误。祥符三年（1010）进士及第，这与王元出使辽国、受封刺史的经历衔接不起，

因为期间没有二十五年。有作“乾兴三年（1025）及天圣间（1023—1032）者，则益舛误矣”。王元

进士及第，应在咸平三年（1000）之前。初授延平（今福建南平市）知县。随后，他才奉命出使辽国。

在宋代作为出使者，朝廷一般都会冠以更高的头衔，临时假充某一官职，不可能仅凭七品芝麻官。因

而，传说出使前委王元以御史，应是情理之中。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抚郡县，纠视刑狱，整肃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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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职责，品秩虽不高，而权限却颇重。对于王元来说，御史并非职事官衔，而仅是叙阶之称。他就以

叙阶之御史身份，出使辽国。

到达辽北后，王元“命途多舛”，经受种种磨难。而他一直“以忠孝为念”，虽长期被羁留，却

二十五年“衣不解带”，能始终坚守节操，不辱使命。直至晚年，“九月渡邺河，十日一饮一饷。及

归故里，邑遭寇掠，家竟燹焉。吾之亲枝，遘迍（遇难）罹蹇（跛脚），予时俏如穷人，无所归也。”

返乡时，王元处境艰难，十分落魄。后“奉圣朝举为刺史，董治栝苍，身家之荣宠已极。”（引文出

处同前）被朝廷召回后，他受到皇帝的褒奖与恩封，擢为朝散大夫，出守处州剌吏，确实“荣宠已极”。

宋制：朝臣离京出任地方官，欢送仪式颇为隆重。王元出守处州，又正当恩封之后，欢送仪式就

更加隆重。参知政事王曾、谏议大夫王素、枢密杜公、宣抚使范仲淹、翰林学士欧阳修等文武重臣，

曾设宴于十里长亭饯别，并以诗赠行：

辽北羁留二十年，归朝膺罢特陞迁。苏卿勋业应同著，季子才名可共贤。春暖汴城花似绮，

客歌离席酒如泉。栝州到日新民暇，应有葵心向日边。（王曾《送从兄元公赴任》，云和《北溪

王氏宗谱》，民国丁卯重修）

我尚留京国，君行守栝苍。沙头停鷁舫，花底奏莺篁（竹制管乐）。莫叹衰年迈，休嗟客路长。

相期匡致治，勋业继龚、黄。（王素《送元公赴任》，出处同前）

两诗既回叙王元的经历，赞扬他的勋业；更描写欢送的场景：隆重而热烈；也不乏真诚的劝勉。诗章

正如欧阳修所评：“就中别底谁最亲？王曾、王素皆族人。沙头援笔写别意，龙跳虎卧真入神。”    

王侯释官（舍弃京官）辞帝阍（宫门），行行飞旆（燕尾形的旗）连春云。拏舟迎日望东走，

江花飞接天上人。苍山此去应千里，民仰摅才（发挥治世才干）劳抚宁（安抚社会）。莫叹衰年

（衰朽的生命）会晤难，还期联武（共步）趋枫宸（宫殿）。（范仲淹《常侍公剌史处州》，《处

州古代诗词选》，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31 页）

诗作首联为叙写：上句叙说王元辞去京官而去地方任职，下句写出发时的景象与季节；颔联是设想：

想象乘舟出行的路线，及江上行舟的情景；颈联述说到任的地方，百姓对王元的殷切期望；尾联在抒

怀：莫叹衰年就别易会难，还期待日后共步宫廷。范仲淹吟诗后，当即被欧阳修推为“摛文（遣辞作文）

范公真健者”， 赠诗则被评为“老笔腾烟推独写”。

江南有士清且温，乃是枢密朴公之子孙。时年射策当青春，二十五载经风尘。辽北归朝白发新，

恩封剌史东浙滨。诏赐琼林宴老臣，芙蓉绣缛荣锦茵。金花斜押乌纱巾，玉醑（美酒）光浮瑶海

银。舞罢春风罗袖薰，歌翻《白雪》遏行云。醉骑官马出金门，龙钟矍铄惊世人。明日谢恩朝礼毕，

去马萧萧霭行色。故人云集唱《骊驹》（告别之歌），大向沙头张饯席。与君把箸击盘歌，此欢

此乐成蹉跎。（欧阳修《送元公赴任处州剌史》，云和《北溪王氏宗谱》，民国丁卯重修）

节选的七言歌行体诗作，先叙写王元的经历：年轻时科考中第，后又久经风尘。次写，王元归期得赐

琼林宴请，其场面盛大而热烈。接着，写王元辞京赴任，故人云集长亭饯别、赋诗送行的隆重场面与

深厚情谊。

面对皇帝的垂爱厚恩与满朝文武官员的盛情欢送，王元也赋诗酬答：

晨风吹洛水，飘然离帝乡。君恩一何厚，分符守栝苍。苍山隔千里，道路阻且长。宾朋互骈集，

饮饯倾壶觞。我生已衰迈，鬓发披如霜。努力事圣君，欢会不可常。遥望春波绿，碧草萋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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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手一长叹，垂涕沾衣裳。（《出守栝苍，酬范希文、欧阳永叔饯别作》）

古诗感情真挚，层次分明：先写自己的离京赴任，次写宾朋的盛情饯别，再写自己虽年衰发白，仍会

努力事君，末写春别时的感伤情怀。

“莅官廉能，有惠政”，是记述王元在处州刺史任上的宦绩。他为官清廉，擅长政事，施行仁政，

惠及百姓。“致仕后，占籍西阳乡之桑田”，指的是王元到年迈辞官退养，就落籍入户栝西古乡——

丽水西阳乡之桑田，即今云和城郊之拓墅村。

关于占籍西阳乡桑田的原因与经过，太原王氏拓墅系三十五世孙存义有云：

（王元）尝偕同次子惟孝公访西乡浮云，进入峡谷，豁然开朗：谷口即见狮蹲象踞，灵龟汇水口；

南瞰龙腾虎跃，古隘显雄关；西有灵际高峰，石屏出云表；北望鹿鸣凤舞，双鲤越龙门。山奇水秀，

群峰环峙。因择村前广袤，村后临流，民风淳厚，勤劳俭朴之浮云盆地——柘墅村而定居。（2006

年《重修王氏宗谱·序 ）

柘墅是地处沙溪与后山之间的一个古村落，原名高隐庄。在唐宋前，为丽水西阳乡之中心。南宋处州

知州范成大和官居右司的王东里，将西阳乡改名为“浮云”。 柘墅原长约数里，后被大水冲毁，仅留

村头，即现今的村头村，离县城约四、五里。王元定居柘墅后，还在后山的景德寺建了第四殿——观

音堂，以之为家庙。子孙就在拓墅村繁衍生息，王元也就成了今天云和县王姓的始迁祖。传至十二世

孙王宽，携子挺、严在凤山之南开发荒地和建筑街衢，为明景泰三年（1452）建县城奠定基础。经过

36 代的繁衍生息，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王姓已有 8249 人，已成为云和 283 个姓氏中第一大姓，

占全县总人口的 7.4％。王元子孙也有外迁至景宁、青田、文成、泰顺、福建寿宁等地，繁衍了近万人。

2007 年 11 月 12 日，云和王姓子孙在清理元代王挺始创、明代修建的王氏宗祠（1990 年定为县文

保单位，位于县城解放街北司前巷 10 号，座北朝南）时，在望板之上意外地发现一块“圣旨匾”。匾

为香樟木质，长 215.5 厘米，宽 87.7 厘米，厚 6 厘米。匾的四周镶有红褐色边框，上面精雕有 6 条祥龙。

匾中间阳刻圣旨原文：

    奉天承运

皇帝制诰曰：国家刺史之设，典领州郡，责在守土、保民也尔。福建延平府延平县知县，由

进士甫膺兹任，劳心吏治，惟寅惟清。嘉尔贤能，用畀行人之职。乃羁辽北，二十有五年，毋有

二心。是用擢尔为朝散大夫，晋阶刺史，俾守栝苍，以奖尔忠尚。其绥靖封疆，抚辑人民。毋废

朕命，钦哉！

                                                       天圣四年十月二十日

圣旨匾全文共 123 字（标点为本人僭加），具体记录了王元的仕宦经历和被宋仁宗褒赐出任处州刺史

的经过。

圣旨匾弥足珍贵。它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王元生平中原来一些模糊、甚至似是而实非的问题：王

元授延平知县并非荫封，而是“由进士甫（才）膺（领受兹任）”；在任上，他“劳心吏治，惟寅（恭

敬）惟清（廉洁）”。也正因王元心存敬畏，恭敬谨慎，清正廉洁，宋仁宗才嘉奖他“贤能”，并委

以出使辽国的重任；虽然被辽国国王羁留北方达 25 年之久，而王元“毋有二心”，坚守节操，不辱使

命，始终忠于赵宋王朝；回归故里，旋归宋廷后，宋仁宗随即擢拔他为朝散大夫。朝散大夫为朝中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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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按资历升级，多为官吏叙阶之称，职事虽重，但品级并不高。刺史在唐朝为职事官，为州郡的行

政长官，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到宋代仍有刺史一官，多为虚衔，并不赴任。诏书褒奖其对朝廷的忠

诚与品格的高尚。从“晋阶刺史，俾守栝苍”来看，王元任的是职事官，且是赴任履职。朝廷期望他“守

土”浙江西南，平定边境，“保民”——安抚百姓，使其和安相处。“天圣”者，为宋仁宗年号。“四年”

即 1026 年。“十月二日”，载明诏书下发时间。由此看来，朝廷权臣政要在长亭饯行送别王元赴任栝

苍，当是下诏书的五年春天。此时王元已年过古稀。明何镗编纂的《栝苍汇记》卷之五所载王元在“开

禧”任处州知州，清光绪版《处州府志》卷十三《职官志上》载的“庆元”（1195—1200）知府“王元，

字常侍，丽水人”，都与“圣旨匾”述说内容明显不符。《处州历代诗词选》说王元于“庆历元年（1041）

刺史处州，当指出任刺史年龄。由此推出，王元约生于宋开宝四年（971）。

王元任处州刺史有几年？致仕以后状况如何？志书均无记载。

王元卒年，从皇祐二年（1050）七月留下的《北元公遗书》，可知必在其后。王元存年八十岁以上。

王元妻室何氏，年六十而先亡，葬于松阳山。

从《遗书》只知：其长子惟善、次子惟孝、幼子惟良，分别购田和卜宅于龙泉、丽水（今分属云和）、

松阳，占籍三邑。从县志的“子孙世家矣”可知，其后代当为世代显贵的望族。其卷十一、卷十二，

就录有宋、元、明三朝王姓登仕版者：

（宋）王  抱  字素袍，处州刺史元之孙。大观四年（1110），以春秋释褐授乌程主簿，旋擢大理寺评事。

勤敏莅政，廉洁律己。

王东里  字侨卿，绍兴十八年（1148）戊辰科同登王佐榜进士。仕右司。

王  桷  绍兴十八年戊辰科，同登王佐榜进士。

（元）王  挺  字立之，今坊郭人。由人材荐授闽清县尹。莅官清洁，卓有政声。创义塾，建民间

藏书的挂一楼。

       王  严  字敬之，挺之弟，少负俊才，善词赋。咸淳末，以宣蔚李公珏荐授官，固辞。

  王  淮  仕松江路判官。

       王  寄  仕本县尹。

（明）王伯机  举明经，仕石埭知县。

王德升  字伯允，今坊郭人。通易经，隐居不仕。

       王德培  字仲益。⋯⋯洪武间，以明经征至京，引疾归。

王德均  字志衡。⋯⋯ 明初，屡征不起。

王存诚  以儒士征授上林院典簿，寻擢监丞。 

王一卿  嘉靖四十年（1561），以明经领应天乡荐。初授凤阳令，有贤能声。三载改刑部主事，累

功至云南苍梧兵备兼广西按察司分巡道。

王济  南靖知县。

以诗文名世，或从事教职者，亦不计其数，多名满两浙，誉播神州大地。 

 责任编辑：潘慧莉



2015 年20 丽 水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摘 要：龙泉青瓷装饰艺术按类型可分为胎装饰、釉装饰、其他材料装饰三大类。按装饰技法可分

为刻、划花、堆塑、镂雕、镶嵌、嫁接、釉上釉下彩绘等。本文通过介绍手工龙泉青瓷装饰艺术的基

本类型与技法，综述其发展现状与发展空间，并进一步讨论了手工龙泉青瓷装饰的必要性与其独特的

美学特征。在手工制作的基础上，手工龙泉青瓷装饰手法更加灵活多样，除了包含传统龙泉青瓷的基

本美感外还带有更深刻的情感美学特征。

关键词：手工龙泉青瓷  装饰工艺 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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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手工为主要的制作方式，这也使陶瓷比其他的艺术形式留有更

多手作的痕迹。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成熟的瓷器，大至一个新的器形，小至一个把手的诞生都体现了人

类手的进化，可以说陶瓷是一门充满手工情感的艺术形式。而当下的陶瓷产业，机器生产已经广泛渗透到

了整个行业，手工陶瓷变成一种少数化的艺术品，这一点对于龙泉青瓷产业也不例外。笔者将借此文介绍

手工龙泉青瓷装饰艺术的基本情况，并探讨它具有怎样独特的美学特征。

    一、手工龙泉青瓷装饰概述

（一）手工龙泉青瓷解读

手工龙泉青瓷具有很强的“手工性”与“独立性”，它的制作工艺以及呈现的效果与机械生产不同，

具有明显的情感审美特征。首先，手工龙泉青瓷在成型方面依赖于手的操作，强调手与泥土的接触。比如

器皿的成型往往只借助于一般成型工具，如拉坯机、泥片机与一些竹签、修坯刀具等辅助工具。在成型过

程中，制作个体起了重要的主导作用。然后，在手工制作过程中有着灵活、多变的特点。既有的目的在制

作过程中会随时作出调整。其次，手工制作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创造力。手的每一次动作在坯体上留下的

痕迹都会触动制作者的心灵，刺激着作者体悟坯体在手中的变化，探索泥料呈现的多种可能性。

（二）手工龙泉青瓷装饰技法

龙泉青瓷装饰按类型分可分为胎装饰、釉装饰和其他材料装饰三大类。按具体装饰技法可分为刻划花、

堆塑、镂雕、材料镶嵌嫁接、釉上釉下彩绘等。

1. 手工龙泉青瓷胎装饰

（1）刻花：刻花装饰几乎都是斜刀法，只是斜的角度不一，刻痕为内深外浅的斜坡状，具有深浅，宽

窄不一的变化。这种装饰，图案立体感较强，有浅浮雕的效果。

（2）刻、划花：指利用竹针、铁针或是用篦梳状工具在半干的瓷坯上刻、划出线条花纹或图案的装

饰手法。

（3）印花：指用刻或雕有装饰纹样的瓷模，在干湿适当的瓷坯上印或拍出花纹，或用刻有纹样的模范

制坯直接在瓷坯上留下花纹。

（4）贴花：指采用模制或捏塑的方法制出各种人物、动物和花卉的浮雕造型，然后黏贴在需装饰的瓷

坯上的装饰手法。

（5）剔花：指用刀具将事先在坯体表面勾画出的纹样轮廓以外部分全部剔除，使花纹凸起在瓷坯上，

达到浮雕的效果，也称“雕花”。剔花装饰较刻花装饰立体效果更为强烈，一直沿用至今。

（6）镂雕：亦称“镂花”，又称“镂空”或“透雕”。工艺流程是按设计好的图案，将瓷胎镂成浮雕

或将图案外的空间镂空雕透，多用与瓶、熏炉、笔筒等器物。

（7）堆塑：指将手捏、模制、雕塑的立体人物、动物、亭台楼宇的部件等黏贴在器物坯体上的装饰手法。

（8）露胎：露胎装饰是元代龙泉青瓷独有的装饰技法。其工艺流程是：在对瓷胎过釉时，对器物的局

部不施釉，烧成后露胎处呈火石红色，与青釉的釉色相互映衬，产生强烈的色彩对比，具有较高的艺术审

美价值。

    2. 手工龙泉青瓷的釉装饰

点彩：指将铁或氧化铜等点绘在瓷器的釉面上的装饰手法。这种装饰手法是元代龙泉青瓷特有的装饰

手段，这类青瓷传世极少，较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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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材料嫁接镶嵌：又称综合材料装饰。其工艺流程是利用木材、玻璃、纤维、金属等材料嫁接或

镶嵌在青瓷器表或底足预留好的空间位置上用以装饰或弥补造型缺陷的一种装饰手段。这种装饰手法新颖，

效果奇特，是完成纵横向跨度较大的器皿成型的重要手段。

二、手工龙泉青瓷装饰艺术的发展与现状

（一）历史上的龙泉青瓷装饰艺术

历代手工龙泉青瓷装饰都有自身的时代特征。如北宋中晚期龙泉窑，以刻花、划花和篦纹，并结合捏

塑的装饰手法为主，具体图案则有荷花、鸟、鱼、蕉叶、婴戏纹等等。区别于同时代的耀州窑青瓷，风格

显得更加清秀简洁。到了南宋鼎盛时期的龙泉窑青瓷，由于受到南宋官窑的影响，器型上出现仿官窑的类

型，装饰风格也趋向官窑的审美，注重釉色的青玉质感，紫口铁足等特征明显，装饰手法趋于简洁。元代

龙泉青瓷与宋代风格迥异，器型普遍较大，装饰风格也更加豪放华丽，出现划花、印花、贴花、镂刻、点

彩、露胎等多种装饰手法，图案有云龙、飞凤、八仙、八吉祥、杂宝，还有一些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

充分体现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的喜好。明清时期龙泉窑逐渐走向衰落，装饰手法与元代龙泉窑基本相似，

以釉下刻花为主，较为粗糙。

（二）手工龙泉青瓷装饰的现状与发展空间

手工装饰在龙泉青瓷创作中较为普遍。其装饰技法与表现形式在沿袭传统的同时，也有一些探索与创新。

在胎装饰方面，哥弟窑结合装饰表现较为突出。如哥弟绞胎装饰、哥窑或紫金土以化妆土的形式加装

弟窑胎青瓷器表、哥窑瓷塑与弟窑青瓷相结合等。这些装饰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龙泉青瓷本体装饰艺

术语言的发展空间。

在釉装饰方面，龙泉青釉作为釉彩的新形式参与龙泉青瓷装饰，形成了一种清新淡雅、精巧别致的艺

术风格。此外，在综合装饰方面更是丰富多样。如木质、玻璃、金属、纤维等其他材质以拼接镶嵌等形式

介入龙泉青瓷装饰。这些方法无疑是为龙泉青瓷装饰增添了多元的装饰方向，其艺术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它不仅使龙泉青瓷装饰艺术更具活力，更为龙泉青瓷的某些高难度造型的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以往因龙

泉青瓷烧成过程中出现熔融软化而不能实现的纵横跨度较大的一些造型，通过其他材料的后期拼接而得以

实现。

随着制瓷工艺的不断进步以及与其他地区甚至是国外陶瓷艺术家的不断交流，龙泉青瓷的手工装饰艺

术必然会发展得更加多元化，出现更多新颖的并且多元的装饰风格。同时，手工龙泉青瓷装饰的 “手工性”

与“独立性”加深了创作者与青瓷的情感交流，大大拉近了主体与客体的距离。这种交流与亲近在很大程

度上滋生了青瓷创作者对龙泉青瓷装饰艺术语言的探索需求。通过这种频繁的接触与反馈的过程将不断的

促成龙泉青瓷装饰艺术语言的发现与重组，也将为龙泉青瓷装饰艺术打开无穷的发展空间。

（三）手工龙泉青瓷与装饰的发展关系

手工龙泉青瓷装饰艺术是基于手工龙泉青瓷制作基础上的一种装点行为。它依赖于坯体本身的造型特

点，是随着坯体造型的变化而发展的。制作者会根据器物的造型选择装饰语言与装饰技法。比如简洁单纯

的造型往往会选择较为简单的线装饰。造型厚重的器物则会选择厚实的堆塑来装点器表。追求青瓷玉质感

的效果往往会更重视积釉的空间而选择弦纹等装饰。同时，装饰手法也和瓷器制作的各方面因素比如与釉

的发展、烧成条件等等息息相关。我们只要稍稍留意龙泉青瓷发展的历史便会发现每个历史时期的龙泉青

瓷都有其特殊的装饰手法。比如北宋时期，龙泉青瓷尚处于诞生初期，对青釉的烧制还未达到炉火纯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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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此时的釉色偏青黄、青褐，釉层较薄而透明，光泽度强，适合做较多的胎体装饰，主要有雕贴、刻花、

印花等装饰技法。而南宋龙泉窑由于成功配制了石灰碱釉，使釉的厚度可以通过多次施釉达到 1.5 毫米以上，

并且流动性较小，如此烧成的陶瓷釉色如青玉般温润秀美，避免了光泽度太强的缺点。这样一来，南宋龙

泉窑的装饰手法就比北宋更趋于简洁单纯的效果，注重釉色本身的美感，而当今的龙泉青瓷装饰也遵循同

样的艺术规律。

三、手工龙泉青瓷装饰艺术的美学特征

（一）心手相连的匠心之美

日本民艺大师柳宗悦曾说过：“手与机器的差异在于，手总是与心相连的，而机器则是无心的。”在

现代西方工业社会，手工产品甚至等同于优质品，让许多粗制滥造的机械产品甘拜下风。龙泉青瓷的手工

装饰以手工作业为基础，使装饰过程更加细致，感官上更微妙细腻，并且使龙泉青瓷泥料、釉料等特殊材

料的本体语言表现得更为丰富。同时手的运用与心灵的丰富又是相辅相成的。

陶瓷艺人通过长期手工作业与泥土釉料糅合，对材料的掌控更加得心应手，更能达到物我相融的境界。

如青瓷泥坯修整过程中由于修坯刀具在泥坯上的跳跃而形成的线状纹理在经过青瓷艺人的细致探索安排下

形成了特殊的装饰纹样。如图 1-1,1-2 如拉坯过程中口沿多余泥巴挤压过程中形成的类似油滴露水般的纹

络在青瓷艺人的发现并合理利用下也有着另一种装饰韵味。如图 2 比如拉坯成型中利用割线切割修整口沿

过程中形成或柔或刚或带有纹络的切口等如图 3-1,3-2 如拉坯过程中指尖缝隙与泥坯接触形成的细密或深

或浅、或断或续的弦纹。如图 4 再比如在修坯过程形成的拉丝斯现象经过修整挤压形成的斑驳机理等如图 5 

这些在手工制作过程中形成的不寻常的效果经过细致安排与分析都有可能运用到器表装饰上，使龙泉青瓷

在装饰艺术表现形式上更加丰富。

（二）文化积淀的人性之美

手工制品往往比机器制品更能表现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气质。因为手艺是一种需要长时间修行的技艺，

手工艺人艺术风格凝聚了生养他的一方水土之灵气，传承了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每一件手工青瓷作品都

图 1-1 图 1-2 图 2

图 3-2图 3-1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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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独一无二的，却又是整个瓷业传统的一部分，是个性与共性的完美结合。手工的陶瓷制品是几千年龙泉

窑传统的延续，手工龙泉青瓷装饰技艺则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机器生产给陶瓷产业带来了高效的生产方式，却也抹杀了陶瓷与人类与生俱来的亲近感。泥土天生带

有温暖的氛围，所以玩泥巴成了人类幼儿时期最喜爱游乐方式。这些都不是偶然，因为手在与泥土接触中

自然形成的心理体验及心灵对作品的反馈，是手工作业带给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青瓷艺人在瓷土上留下

的每一个印记，都会成为最后烧成的作品独一无二的胎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触碰一件手工青

瓷作品时，会感到一种奇妙的温度，抚摸器皿上凹凸的印记时就像重新体验了其制作的过程与青瓷艺人的

情感，而不是工业制品那种冰冷的感觉，这种心灵与手的化学反应是虚无的，同时也是实在可触摸的，是

一种情绪上的表达，是一种观念的物化过程。它注重创作者的心灵体验，或急促或柔和，或狂暴或祥静。

如图 6-1,6-2,6-3。它使一件普通的器皿成为带有主观情感的器物，成为真正的“人情之碗”。

手工龙泉青瓷装饰艺术是龙泉青瓷能够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失去了手工的特性，龙泉青瓷将逐

渐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走入千篇一律的工业生产困境。因而，在当今社会这个追逐效率与利益的

环境中，更应该保持陶瓷与人类之间最原始的亲密感，也就是人类的手第一次碰触粘土，发现粘土的潜力

的那种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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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天然植物生长调节剂 Biocil 对蔬菜生产的应用效果，对无土栽培樱桃番茄粉娘进

行不同浓度天然植物生长调节剂 Biocil 处理试验，结果表明， Biocil 处理番茄植物随着浓度的增加，

番茄植物在生长、产量和品质方面处理效果先升后降。在结果期之前以 25ml/hm2 浓度最佳，能显著

提高植株株高、茎粗、叶片数、叶宽和叶绿素含量；在结果期喷施浓度为 50ml/hm2 为最佳，能显著

增加结果期植株的株高、茎粗、叶片数、单果重、单株产量、小区产量；显著增加樱桃番茄中氨基酸、

可溶性蛋白、Vc、番茄红素、可溶性糖，干物质含量和降低樱桃番茄果实中硝酸盐含量。

关键词：天然植物生长调节剂；番茄；生长；产量；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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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Cherry Tomato's Growth, Yield and Quality 

by Natural Plant Growth Regulator BIOCIL

TANG Wei-hua, CHEN Mao-quan, PAN Qi , PAN Xi-yu 

( 1. Environmental and Engineering Branch, Lishu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Lishui, Zhejiang 323000; 2. plant Department, 

Aks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ksu, Xingjiang843000 )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natural plant growth regulator Biocil’s application effect on vegetable production, the 

paper experiments the soilless culture cherry tomato powder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tural plant growth 

regulator Biocil, whos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mato plants’ treatment effect rises first and falls later in growth, yield 

and quality by increasing Biocil. Before the period, the 25ml/hm2 concentration is the best,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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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plant height, stem diameter, leaf number, leaf width and chlorophyll content; During the period, spraying 

concentration for 50ml/hm2 is the best,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lant height, stem diameter, leaf number, 

single fruit weight, single plant yield, plot yield; it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Cherry Tomato’s amino acid, soluble 

protein and VC, tomato red pigment, soluble sugar, dry matter content and reduce its fruit’s nitrate content.

Key words: natural plant growth regulator; tomato; growth; yield; quality

樱桃番茄是一种水果型番茄新品种，其果实小巧可爱，颜色、形状多样，品质风味俱佳，营养丰富，

市场需求量较大，经济效益高，近年来在全国很受欢迎，成为一种高档蔬菜水果 [1]。“粉娘”是日本

坂田种苗公司培育的樱桃番茄新品种，2007 年率先引入浙江省试种，由于其优质、抗病、丰产、耐贮

运等综合性状优良，现已成为浙江省主栽的樱桃番茄品种 [2]。

天然植物生长调节剂是一类非激素型的生理活性物质，它利用天然植物作为提取植物生长调节剂

的原料，无毒无污染，对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发展绿色食品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在未来的农业生

产中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果蔬生产上前景较好 [3]。李瑞琴等 [4] 发现许多天然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调

节作物的生长，提高作物的抗病能力，提高作物对不良生长环境的适应性，还能提高农作物本身的免

疫力。天然植物生长调节剂 Biocil，提取于西伯利亚冷杉植物，这种天然的生物制剂对人畜无害，不会

残留在作物中或土壤里，越来越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但该生长调节剂在蔬菜作物上的应用目前国

内尚无相关报道。为了摸索天然植物生长调节剂 Biocil 在蔬菜上的应用效果，本试验以樱桃番茄“粉娘”

为材料，首次研究不同生育期喷施天然植物生长调节剂 Biocil 对其生长、产量及其品质的影响，为准

确有效的指导和推广天然植物生长调节剂 Biocil 在南方樱桃番茄生产上的应用提供了基础数据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植物生长调节剂 Biocil 由俄罗斯 ALSIKO 农业产业集团公司提供。供试植物为樱桃番茄“粉娘”

种子，购于上海惠和种业有限公司。无土栽培塑料桶购于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园区。基质材料：泥炭、

珍珠岩，购于浙江虹越花卉有限公司。

1.2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13 年 2 月 -7 月在丽水职业技术学院蔬菜基地温室内进行。3 月 20 日当番茄苗平均 4 片

真叶时，选择生长均匀幼苗定植于塑料桶，栽培基质为泥炭：珍珠岩比例为 3:1（V：V），每桶定植

2 株。试验设 5 个浓度处理，以清水作为对照见表 1。分别于幼苗期（3 月 29 日）、营养生长期（4 月

20 日）、初花期（4 月 28 日）、盛花期（5 月 10 日）、结果期（5 月 20 日）进行叶面喷施，供试药

剂按每公顷 30000 株折合成每株的用量进行喷施，处理时用地膜做屏障进行隔离，以防雾滴飘移。每

个处理 20 株植株，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复，生长期间其他管理同温室常规生产，果实留四档果摘心，

5 月 25 日开始采收，7 月 12 日拉秧。

 表 1   试验各处理植物生长调节剂“Biocil”使用量 

处理编号 Biocil 制剂用量
（ml/hm2）

加入园试工作液量
（ml/hm2）

工作液总量
（L/hm2）

T1 12.5 0 300

T2 25 0 300

T3 50 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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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 100 0 300

T5 50 50 300

CK（清水处理） 0 0 300

1.3 测定方法

    生长期调查：于每次喷药一周后测定番茄株高、茎粗、叶数、最大叶长、宽，测定参考沈伟其 [5]

的方法测定叶绿素含量

    座果率调查：在番茄开花期和坐果期，调查各小区的座果率，每株查第 1 ～ 3 花序的花朵数、

结果数，计算座果率。

产量调查：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第 1 次采摘，2013 年 7 月 9 日收获结束，共计收获 16 次，计算单果重、

单株产量、小区产量。

品质测定：采收第 1 穗成熟的番茄果实测定品质，可溶性蛋白采用考马斯亮蓝 G-250 染色法测定 [6],

可溶性糖含量采用蒽酮比色法测定 [7]，有机酸含量采用 NaOH 滴定法 [8], 抗坏血酸（Vc）采用 2,6- 二

氯靛酚滴定法测定 [9]，游离氨基酸采用酸性茚三酮染色法测定 [10]，硝酸盐采用水杨酸法测定 [11]，干物

质含量采用烘干法 [10]，番茄红素的测定采用石油醚法 [12]。

采用 DPS 软件包对实验数据进行方差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 Biocil 处理对樱桃番茄植株生长发育的影响

2.1.1 对樱桃番茄株高的影响

表 2 不同处理对番茄生长和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处理
                株高 /cm                茎粗 /cm

04—05 04—27 05—05 05—17 05—24 04—05 04—27 05—05 05—17 05—24

CK( 清水 ) 31.43a 88.97 b 114.53 b 169.00 b 203.70 b 5.29a 7.55 b 8.14 b 9.06  b 9.54   cd

T1 30.83a 94.37ab 119.77ab 174.27ab 208.83ab 5.69a 8.09ab 8.96a 9.92  b 9.60   c 

T2 34.40a 97.26a 127.67a 193.47a 212.03ab 5.43a 8.47a 9.20a 11.08a 9.68   c

T3 30.90a 94.50ab 126.30a 184.67ab 227.63a 5.17a 7.82ab 8.96a 9.60  b 10.38a

T4 31.10a 95.70ab 128.47a 186.73ab 215.47ab 5.35a 7.79ab 8.73a 9.36  b 9.29    d

T5 32.10a 92.43ab 122.60ab 184.47ab 211.27ab 5.55a 8.22ab 8.95a 9.59  b 9.98  b

续表 2

处理
                叶片数 /cm                叶长 /cm

04—05 04—27 05—05 05—17 05—24 04—05 04—27 05—05 05—17 05—24

CK( 清水 ) 9.07a 11.86 b 18.67 b 21.73 b 27.43 b 23.30a 41.20 b 44.07a 46.50a 45.73a

T1 9.20a 12.60ab 19.23ab 22.93ab 27.33 b 23.23a 41.97ab 45.63a 46.53a 46.20a

T2 9.53a 13.63a 19.50a 23.30a 27.60ab 25.13a 43.7a 46.27a 46.83a 48.40a

T3 9.47a 13.56a 19.43a 22.03ab 28.87a 23.27a 42.47ab 44.10a 46.73a 47.97a

T4 9.13a 13.20ab 18.87ab 22.20ab 27.7ab 23.67a 41.90ab 45.13a 45.83a 46.60a

T5 9.27a 13.27ab 19.40a 23.23a 28.6ab 23.37a 41.93ab 45.47a 46.93a 46.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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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处理
                叶宽 /cm 叶绿素含量 /(mg/g FW)

04—05 04—27 05—05 05—17 05—24 04—05 04—27

CK( 清水 ) 19.20a 37.80  c 43.60 b 44.30a 43.70a 2.53a 2.62   c

T1 18.27a 39.87ab 44.53ab 44.43a 42.73a 2.38a 2.71  bc

T2 19.53a 41.17a 45.63a 45.57a 45.73a 2.33a 2.98a

T3 17.96a 37.80  c 44.30ab 44.70a 45.00a 2.45a 2.96a

T4 18.30a 37.73  c 43.60ab 45.33a 45.37a 2.64a 2.97a

T5 18.17a 38.13  c 44.63ab 47.27a 44.13a 2.42a 2.92ab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番茄的幼苗期（4 月 5 日），喷施天然植物生长调节剂“Biocil”7 天后，番

茄植株在株高、茎粗、叶片数、最大叶长、叶宽等均无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处理的次数以及幼苗刚

刚定植生长缓慢有关；从第二次喷药 7 天后发现，在株高、茎粗、叶片数、叶长方面处理后的番茄植

株均高于清水处理，各浓度处理间无显著性差异，T2 处理的株高、茎粗、叶长性状显著高于清水处理；

T2、T3 处理的叶片数显著高于清水处理；从第三次喷药 7 天后发现，“Biocil”喷施处理后株高、茎粗、

叶片数、叶长均高于对照，其中株高方面 T2、T3、T4 均显著高于对照，茎粗方面，所有处理均显著

高于清水对照。叶片数 T2，T5 显著高于清水对照，叶宽仅 T2 显著高于清水对照；从第四次喷药后发

现，“Biocil”喷施处理后株高、茎粗、叶片数均高于对照，其中株高、茎粗方面 T2 显著高于清水对

照，叶片数方面 T2，T5 显著高于清水对照，叶长和叶宽均无显著性差异；从第五次喷药后发现，叶长、

叶宽与清水对照相比，并无显著性差异，在株高、茎粗、叶片数方面，仅 T3 显著高于清水对照。叶绿

素含量在施用一次后并无显著性差异，施用两次后，T2、T3、T4、T5 均显著高于清水对照。

2.2 天然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番茄、黄瓜果实品质的影响

表 3  不同处理对番茄品质的影响

处理
氨基酸
mg/100g

可溶性蛋
白 mg/g

Vc
mg/100g

有机酸
%

番茄红素
mg/100g

干物质
%

可溶性
糖
%

硝酸盐
mg/100g

CK 16.96 c 0.22  b 11.93  c 0.43a 2.61 b 7.04  c 1.83 b 28.80a

T1 26.05 bc 0.30 ab 13.44abc 0.47a 2.81ab 7.10  c 2.14ab 28.05ab

T2 35.58 ab 0.29 ab 15.90a 0.44a 3.04ab 8.20a 2.05ab 26.91ab

T3 36.94 a 0.32 a 15.63ab 0.50a 4.82a 8.30a 2.32a 21.78ab

T4 33.00 ab 0.28 ab 14.83abc 0.47a 3.77ab 7.87ab 1.94ab 26.79ab

T5 30.14 ab 0.34 a 12.58 bc 0.50a 3.52ab 8.16a 2.18ab 20.34 b

从表 3 可以看出，果实氨基酸含量、可溶性蛋白、Vc、番茄红素、干物质、可溶性糖含量，施用

天然植物调节剂“Biocil”后的处理均比对照提高，随浓度的增加，含量均呈先增后减的趋势。氨基酸

含量、VC、番茄红素、可溶性糖 T3 处理显著高于对照；可溶性蛋白含量方面 T3、T5 显著高于对照，

有机酸含量没有显著性差异；干物质含量方面 T2、T3、T5 均显著高于清水处理。随着浓度的增加硝

酸盐含量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但均低于对照，且 T5 处理显著低于清水（p ≤ 0.05）

。

2.3 天然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番茄、黄瓜果实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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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处理对番茄产量的影响

处理 单果重 g 单株重 g 小区产量 g

Ck 15.92 b 648.45  d      6161.9  c

T1 16.49 b 885.86 bcd      8093.1 b

T2 17.87 b 932.33abc  9323.2 b

T3 21.37a 1160.54a 11047.3a

T4 16.44 b       734.31 cd      6343.0  c

T5 21.19a 1003.51ab      9413.8 b

从表 4 可以看出，天然植物调节剂“Biocil”处理后，番茄的单果重、单株重、小区产量均有一定

程度的提高，且随着浓度的升高，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 顺序均为 T3〉T5〉T2〉T1〉T4〉CK。在单果

重方面 T3、T5 处理显著高于其它处理，在单株重方面 T3 处理显著高于 T1、T4、CK，在小区产量方面，

T3 处理显著高于其它处理。

3 结论

施用天然植物调节剂“Biocil”处理后 , 对番茄植株的株高、茎粗、叶片数、叶长、叶宽、叶绿素

含量均有提高，随着“Biocil”浓度的增加，处理效果呈现先升后降的现象。在处理初期（幼苗期喷施

1 次），各处理与清水并无显著性差异，喷施 2 次后， T2 处理显著高于其它处理，喷施 5 次后，T3 处

理显著高于其它处理。

施用天然植物调节剂“Biocil”后 , 能提高番茄中的氨基酸、可溶性蛋白、Vc、番茄红素、可溶性糖，

干物质含量和降低硝酸盐含量 ;T3 处理能显著提高氨基酸含量、Vc、番茄红素、可溶性糖；T3、T5 处

理显著提高可溶性蛋白含量 ;T2、T3、T5 处理显著提高干物质含量；T5 处理降低硝酸盐含量。

施用天然植物调节剂“Biocil”后 , 能提高番茄的单果重、单株产量和小区产量，其中 T3 处理显著

高于对照（p ≤ 0.05）。

综上所述，在樱桃番茄 5 个时期喷施天然植物调节剂“Biocil”对樱桃番茄的生长、产量和品质均

有提高，在营养生长期（结果期之前）喷施浓度以 T2 处理（25ml/hm2）效果最佳，能显著增加番茄植

物的株高、茎粗、叶片数、叶宽和叶绿素含量；在结果期喷施浓度以 T3 处理（50ml/hm2）效果最佳，

能显著增加结果期植株的株高、茎粗、叶片数、单果重、单株产量、小区产量，显著增加樱桃番茄中

氨基酸、可溶性蛋白、Vc、番茄红素、可溶性糖，干物质含量和降低樱桃番茄果实中硝酸盐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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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人工栽培苔藓的病害调查和病原鉴定，已确定病害有灰霉病、白粉病、黏菌、小型真菌。

另有两种病害现象，尚未鉴定出病原物。结果表明，人工栽培苔藓植物病害发生率较高，达 21.6%。

针对各类病害，本文提出对应无公害生产的防治措施。

关键词：苔藓；病害调查；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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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of the Disease

in Artificial Cultivation Moss
ZHU Shu-rui , NIU Yun-zhou

(Lishu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Lishui, Zhejiang, 323000)

Abstract:There were a series of survey on disease and pathogen identification, which were in artificial cultivation of 

moss.The types of disease were botrytis cinerea, powdery mildew, slime molds, small fungi. There were two types 

of disease could not found pathogens. The disease incidence rate of artificial cultivation moss was 21.6%,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survey and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point of publicly harmless production, a set of control methods were 

set up. 

Keywords: moss; disease survey; pathogen identification; control methods 

近年来，苔藓作为“先锋植物”[1] 和生态环境指示物 [2] 被大家广泛认知，苔藓可以针对某一地区

或某一污染源进行生物监测，指示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 [3]。不仅如此，由于苔藓植物具有独特的色泽，

细腻的质感，且四季常青，已被众多园艺家融合到园艺景观设计之中，可用于山石、盆景的装饰、点缀，

乃至独立造景、单独成园 [4,5]。

苔藓植物无论作为生态指示植物还是观赏性植物均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但苔藓的病害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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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美观性和商品质量，大幅度降低其经济价值。因此在人工栽培苔藓过程中，苔藓病害调查与防治成

为目前研究热点 [6,7]，本文拟从室内栽培苔藓的病害调查入手，了解实际生产过程中病害发生情况，为

大棚生产管理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害调查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在润生苔藓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工栽培苔藓棚中，调查取样，

采用“Z”字型的取样方法，在苔藓播种前、播种后、萌发期、抽芽期、生长期、成熟期和休整期进行

调查，采集病害标本，并记录病害发生情况。

1.2  病原物鉴定

    对采集到的病害标本进行病害描述和病原鉴定。根据病害发生特点，结合病原物特征确定病害

种类。

2  结果与分析

2.1 苔藓样本发生病虫害情况

经过 10 个月的调查，共获得 277 份标本，其中发生病害的标本数为 59 份。结果可见表 1。

表 1 苔藓样本发生病害情况

病害类型 病害植物类型 样本数量 病害发生率（%）

灰霉病 狭叶小羽藓 2 0.0072

大灰藓 2 0.0072

提灯藓 3 0.0108

黏菌 狭叶小羽藓 3 0.0108

大灰藓 2 0.0072

小型真菌 大灰藓 1 0.0036

提灯藓 2 0.0072

白粉病 大灰藓 3 0.0108

大羽藓 2 0.0072

苔藓褐化 大灰藓 1 0.0036

大羽藓 1 0.0036

狭叶小羽藓 2 0.0072

鼠尾藓 1 0.0036

青藓 1 0.0036

凤尾藓 2 0.0072

真藓 4 0.0144

丛藓 1 0.0036

土生纽扣藓 2 0.0072

叶尖白粉 白发藓 24 0.0866

总计 59 27

注：病害发生率 =（各样品数量÷样品总量）×100%



33第 49 期 朱姝蕊    钮云州：人工栽培苔藓病害调查及其防治

2.2  苔藓样本病害发生特征及相应防治措施

2.2.1  灰霉病

病害特征：主要发生在狭叶小羽藓、大灰藓、提灯藓的叶片上。发病初期仅叶尖表面出现淡灰白

色粉末，而后颜色渐深，且范围扩大至叶片。病害发生后期，整个叶片被包裹，粉末由最初淡灰白色

变至黑灰色。见图 1。

病原特征：致病病原物为半知菌纲灰葡萄孢属 Botrytis sp.。菌落致密，呈椭圆形至圆形，暗灰色

至黑灰色。其分生孢子梗淡黄褐色，有隔膜，单生或丛生，基部可见膨大；分生孢子呈圆形，无色，

大小平均 5.2×10.8μm。

病发条件：温度 26 ～ 32℃、湿度持续 90% 以上，属于高温高湿性病害。在 4、5 月份频发。

防治措施：

物理方法：灰霉病属于高温高湿性病害，故在日常生产管理中，应注意湿度和温度的稳定性。通

过人工调节，达到一个有利于苔藓而不利于灰霉病发生的生态环境。在晴天上午浇水后，进行闭棚升温，

将温度稳定在 25-28℃，至中午大棚温度升至 30℃时，及时打开通风系统，降温除湿，将温度降低至

28℃，而后傍晚时关闭通风系统，保持大棚温度在 15-20℃。

化学方法：在苔藓移栽种植过程中，植株的抵抗力下降，病菌容易侵染为害，因此要在幼苗移栽

前一天先施用药剂，以增强植株的抵抗力。所用药剂应新旧交替，若 50％速克灵、5o％朴海因已持续

使用一段时间，病菌已产生抗药性。故应尽量交替使用新型农药，如 25％朴瑞风、28％灰霉克、50％

灭霉威、特立克等。

2.2.2  黏菌

病害特征：主要发生在狭叶小羽藓、大灰藓的叶片上。发病初期叶间有白色网状菌丝，而后在叶

片上长出白柄、橙黄色孢朔的黏菌。该黏菌初期颜色淡黄色，后转金黄色，孢子弹射后，呈黑灰色。

见图 2。

病原特征：致病病原物为白柄黏菌属 Diachea sp.。孢子呈肾形至椭圆形，透明无色，大小平均

1.4×3.1μm。

病发条件：温度 15 ～ 25℃、湿度持续 90% 以上，属于低温高湿性病害。在 3、4 月份频发。

防治措施：

物理方法：黏菌病害频发在高湿环境中，故应通过人工加强通风管理，调节湿度，在满足苔藓生

长所必须的湿度前提下，尽量降低大棚湿度。但应注意不能喷水后马上通风，会导致苔藓叶尖萎缩，

不利于其生长。

化学方法：可采用低毒广谱性杀菌剂，如 30% 多菌灵和 10% 的甲基托布津等。

2.2.3  小型真菌

病害特征：主要发生在大灰藓和提灯藓的培养基质上。发病初期，植株间有透明网状菌丝，而后

菌丝扭结，形成小型子实体。子实体表面平滑，初期嫩换色，后转黄褐色。不及时处理，子实体腐烂后，

会引起二次病害，如菌蚊、菌蝇等。见图 3。

病原特征：此类病害的病原物是一种小型真菌，隶属于真菌界小菇属 Mycena sp.。子实体菌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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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0.5-1.3cm，钟形，表面平滑，黄色至黄褐色，有细条纹，湿时粘。菌肉白色，较薄。菌褶白色，直

生，不等长。菌柄细长，常弯曲，长 1-4cm，粗 0.2-0.3cm，上部色浅，中下部近似盖色，基部白色有

毛，内部空心。孢子透明，无色，卵圆至椭圆形，7-9μm×5-5.5μm。

病发条件：温度为 25 ～ 35℃，湿度持续 85% 以上，属于高温高湿性病害。在 7-9 月频发。

防治措施：

物理方法：同灰霉病。

化学方法：可采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700 倍液，或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2.2.4  白粉病

病害特征：主要发生在大灰藓和大羽鲜的叶片上，发生初期，植株间有白色网状菌丝出现，且较浓密。

中期苔藓叶尖变黄，而后顶端出现白色粉末状物质，苔藓停止生长。见图 4。

病原特征：此类病害的致病病原物为白粉菌属 Erysiphe sp.。分生孢子梗上串生 10—20 个分生孢子。

孢子透明无色，呈椭圆形，单细胞，大小平均为 18-34μm，闭囊壳，黑色球形，内含子囊，子囊长卵

形。子囊孢子圆形至椭圆形，单胞无色，单核，大小 15.4×13.4(μm)。

病发条件：生长温差达 8-15℃，湿度在 85% 以上，最易发生。在 3、4 月温差起伏不定时，极易发生。

防治措施：

物理方法：白粉病频发在 3-4 月昼夜温差较大时期，故在大棚日常管理中，应注意尽量降低棚内

温差，避免因温度差异过大影响苔藓生理生长。可采用增加保温设施，如保温层、内设吸热网等。

化学方法：可采用 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50％福美双可湿性粉剂 500 ～ 800 倍液等

进行叶面喷雾防治，以较好控制并减轻病症。但各类药剂不能混合使用，要进行交叉喷施。

2.2.5  苔藓褐化

病发症状：目前栽培的苔藓品种上均有发生，主要发生在叶片上。发病初期叶片顶端变黄，逐步

扩大范围，颜色加深，呈黄褐色。发病后期苔藓整株枯萎，呈暗褐色。见图 5。

病原特征：在黄褐色部位取标本，进行显微观察，尚未能获得有效信息，无法确定其致病的病原

物种类。

病发条件：温度为 25 ～ 35℃，湿度持续 85% 以上。在 6-9 月份频发。

防治措施：

物理方法：苔藓褐化现象多发生于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中，因此防治方法同灰霉病。

化学方法：因尚未明确其致病原物，目前仅能从物理方法着手防治。

2.2.6  叶尖白粉

病害症状：主要发生在白发藓的叶尖。发病初期白发藓叶尖变黄，后有白色物质形成，白发藓生

长缓慢。待湿度增大后，白色物质消失。

病原特征：在发病的叶尖，挑取标本，通过显微观察，白色物质为结晶体，不是病原物。推断此

病害为非侵染性病害。

病发条件：温度为温度为 20 ～ 35℃，湿度低于 80%。在 1-3 月份频发。

防治措施：

物理方法：提高大棚湿度，避免白色结晶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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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方法：因尚未明确其致病原

物，目前仅能从物理方法着手防治。

3. 结果与分析

经过 10 个月的人工栽培苔藓病害

的调查，共获得标本 277 份，病害发

生率较高为 21.6%。通过对人工栽培

苔藓的病害调查和病原鉴定，已确定

病害有灰霉病、白粉病、黏菌、小型

真菌。另有两种病害现象，尚未鉴定

出病原物。在一年的工作中，不仅进

行了病害调查，而且针对以上病害均

提出了防治方法，并已实施应用于苔

藓栽培生产之中。但各类药品使用浓

度，是借鉴农作物种植过程中采用的

数据，虽然对苔藓病害有显著效果，

但是其药理及最佳的药剂浓度尚未明

确，针对此问题，可进一步深入研究

与探讨。

在我国尚未大规模人工栽培苔藓，

润生科技有限公司尚属国内首家。因

为目前该公司生产大棚内没有较为完善的生产设备和管理体系，从而导致病害发生率较高。此外苔藓

从野外到室内栽培，单一的栽培条件，可能导致其本身生理紊乱，抗性的降低。

综上所述，针对人工栽培苔藓病害的防治工作，应综合物理和化学的方法，通过人工调节光、温、水、

气等各项生态指标，提早做好病害防治工作，如有病害发生，及时清理，并喷施药剂，降低病害污染源。

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及时调整防治措施，并且要不断的深入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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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P-OFDM and OFDM/OQAM Systems 

in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 Robustness
 CHEN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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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yclic Prefix based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CP-OFDM) systems and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systems based on offset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OFDM/OQAM) are very 

sensitive to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 (CFO), for it will create interbin interference (IBI). IBI will cause decreased signal-

noise ratio (SNR) and increased bit error rate (BER). In this paper, CP-OFDM and OFDM/OQAM will be compared in 

CFO robustness, both for stationary and flat fading channels. Computer simulations show that in stationary channels, 

thanks to the cyclic prefix, CP-OFDM shows more robustness to CFO than OFDM/OQAM, while in flat fading channels, 

OFDM/OQAM systems allows higher CFO than OFDM systems.

Key words：CP-OFDM, OFDM/OQAM,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 IBI

CP-OFDM 与 OFDM/OQAM 系统对于载波频率偏移
的鲁棒性比较研究

陈  浩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基于循环前缀的正交频分复用（Cyclic Prefix based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系统，以及基于成形滤波器函数设计的交错正交幅度调制正交频分复用（OFDM With Offset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OFDM/OQAM） 系 统 都 对 载 波 频 率 偏 移（Carrier Frequency Offset，

CFO）非常敏感，因为 CFO 会造成比特间干扰（Interbin Interference，IBI）。IBI 会导致信噪比（Signal-Noise 

Ratio，SNR）的降低以及误比特率（Bit Error Rate，BER）的增加。本文分别在静态信道及平衰落信道中

比较了 CP-OFDM 及 OFDM/OQAM 系统对于 CFO 的鲁棒性。计算机仿真结果显示，在静态信道中，由

于循环前缀的存在，CP-OFDM 系统相比 OFDM/OQAM 系统有更好的 CFO 鲁棒性；而在平衰落信道中，

OFDM/OQAM 系统相比 CP-ODFM 系统对 CFO 有更高的容忍度。

关键词：CP-OFDM, OFDM/OQAM, 载波频率偏移 , IBI

中图分类号：TN9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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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第二课堂的高职商务英语专业

就业竞争力提升策略探析

廖晓燕

(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第二课堂活动是第一课堂教学的合理延伸和适当补充，科学设计第二课堂活动有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弥补第一课堂教学的不足、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为了提升就业竞争力，

商务英语专业学生除了要参加学院、社团组织的各类第二课堂活动外，还应该积极参与专业组举办的

各项第二课堂活动。

关键词：商务英语专业；第二课堂活动；就业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of Business 

English Major Based on the Second Classroom 

LIAO Xiao-yan

 (Lishu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Lishui 323000;China)

Abstract: The second classroom activity is the reasonable extension and proper supplement of the first classroom. 

The second classroom activity has remarkable advantages. It can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

d th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arise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first class teaching. To enhance th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the students of Business English Major should 

participate in various kinds of second classroom activities which are held by different departments.

Key words: Business English Major, the second classroom activities, th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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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第二课堂是相对于第一课堂而言的，又可以称为“课外活动”，它是在教学计划规定的必修课程

之外由学生自愿参加的、有组织的各种有益活动，是对课程教学内容的补充和深化，是为了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 它与第一课堂共同构成完整的教育体系，

是第一课堂教学的合理延伸和适当补充，是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业竞争力是指毕业生选择和从事职业所需要的各种能力的总和，是毕业生具有在就业市场上满

足社会和用人单位需求，适合职位要求，战胜竞争对手，把握并获取就业机会、赢得欣赏的实际能力

和比较优势。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不仅是高校内部支撑力、生存力和发展力的一种体现，其竞争力水

平和内在各项要素的组合，也直接反映出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教学的主要目标就

是让学生能够高质量的就业，而专业的第二课堂活动是提升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科学设计商务英语专业第二课堂活动的意义

( 一 )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就业竞争力包括专业技能、学习能力、应变能力、沟通交际能力、表达能力、时间管理能力、承

受挫折能力、外语和计算机运用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通过第二课堂活动，学生参加到自己感兴趣

的团体活动中，要和不同的老师、学生交往，不仅能在活动中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还

能提高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学习能力。通过参加专业组织的各项活动，还能提升学生的专业认同感

和学生的专业技能，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 二 )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不管学什么专业，兴趣都是最好的老师，只有让学生对专业产生浓厚的兴趣，才能引导他们去认

真学习。通过第二课堂，教师和学生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对学生的学

习进行指导，学生则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并通过自身努力，不断丰富自己、超越自己，

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对本专业的学习兴趣。学生对学习感兴趣了，学习也就自然不会成为学生的负担，

这样他们也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学习。

 ( 三 ) 有利于弥补第一课堂教学的不足

第二课堂活动和第一课堂教学是一个教学整体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第一课堂教学有教学

时间有限、教学内容有限、班级人数太多等局限性，不利于实施个性化教学，学生不能很好地发挥其

个性和特长。而第二课堂活动则有开放性、灵活性和广泛性等特点，是第一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和延伸，

不仅可以弥补第一课堂教学的不足，而且还能够巩固课堂教学中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 四 ) 有利于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教学

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而施展教育，其核心就是在认识到学生之间存在的个别差异的

基础上，进行有区别的教育，最终使其成为有用之材。学生间的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尊重学生的

个体差异，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才能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的发展。由于学

生的人数较多，第一课堂教学难以照顾到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可以使学生的

潜能能够得到发挥，长处得到发扬，而个别学生的困难也能得到解决。

三、有利于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商务英语专业第二课堂活动设计

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可以参加的第二课堂活动主要形式包括专业技能竞赛、社团活动、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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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社区活动等，这些活动的组织部门可以是学院、分院、专业组，也可以是社区、社团、协会或班级。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专业建设的角度谈谈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应如何设计第二课堂活动，提高毕业生的

就业竞争力。

( 一 ) 举办专业讲座

在新生入校后可以举行优秀校友讲座，邀请优秀毕业生返校，和学弟学妹们分享在校期间的学习、

生活经验和当前的工作经验。同时可以开设专业认知讲座、职业生涯规划讲座、学业生涯规划讲座和

英语学习策略讲座，帮助新生快速认知专业和适应大学生活。从第二学期开始，可以邀请校内外的行

业企业专家或老师做讲座，如英语四、六级备课讲座、专业考证讲座、职业素养讲座、求职与应聘技

巧讲座等。

( 二 ) 举办各种英语技能竞赛

就我院而言，除了学院或分院每个学期都会组织各种各样的各项社团活动和竞赛外，商务英语专

业组也会组织各种英语技能竞赛，如英语口语比赛、英文写作比赛、大学生英语竞赛、英文产品展示

竞赛、商务英语知识竞赛、英语语音知识竞赛、英语情景剧比赛等。通过专业技能竞赛选拔出优秀的

学生，让他们参加浙江省高职实用英语口语大赛、浙江省英语写作大赛和全国的外贸技能大赛。通过

比赛的组织和教师的赛前辅导，学生在第二课堂接触英语的机会大大增加，如果在比赛中获奖了，学

生也就更加的自信，也会进一步激发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

( 三 ) 组建社区英语学习小组

大学生宿舍社区已成为大学生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社区。为

了进一步提高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可以以寝室为单位，也可以自由组织，采取自愿报名的

形式，组建若干个学习小组，选定小组长，定期开展各种形式的英语学习活动，并做好学习记录，由

英语协会的干事和指导老师对学习小组进行不定期的检查与考核，考核合格的在期末评奖学金是予以

加分，同时可以参加“优秀学习团队”、“文明寝室”的评比活动。社区英语学习小组对学生英语水

平的提高，进一步深化英语教学改革和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 四 ) 成立英语协会，定期组织英语活动

英语协会是商务英语专业的核心社团，教师应走进英语协会，指导学生策划、安排、组织好各年

级的英语活动。协会在第二课堂活动的组织与开展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英语协会要定期

开办英语角活动。在英语角活动中，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学生，相识或不相识同学在没有任何压力，

轻松自然的语言环境中相互交流，在口语表达方面相互促进，既锻炼了学生的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交际

能力又扩大了社会交际面。其次，英语协会要协助商务英语专业教师组织和开展面向所有学生的各类

英语技能竞赛，同时协会也可以举办面向会员的技能竞赛，如英文录入比赛、英文朗诵比赛、英文电

影配音比赛等。此外，英语协会在圣诞节、万圣节等西方传统节日里，可以举办晚会、化妆舞会等活动，

这样使学生能更加直观感受到英美文化，同时一又可以增强他们对英语的兴趣。

( 五 ) 利用校广播电台，播放英语节目

广播站丰富了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为喜爱英语的同学提供了展示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学校可

以充分利用广播站播放英语节目，每天定时向全校学生播放一些难度适当、题材广泛、内容多样的英

语节目。播放英语节目对播音员和收听节目的同学英语能力的提高都是很有帮助的。一方面，参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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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播音的同学由于准备播音素材要接触到大量的英语材料，使得语言输入量大大增加，进一步提高了

他们的口语能力和阅读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收听英语广播节目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及时了

解国际国内重大新闻事件，还能带动了大家学习英语的热情，在轻松的环境中感受英语学习的乐趣，

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四、结束语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核心能力包括商务英语应用能力、国际贸易实务操作能力和国际商务综合能

力，而专业核心能力是解决学生能否满足职业岗位要求、实现提升就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第一课堂

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体系在学生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第二课堂活动对学

生综合素质和商务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能将第一课堂教学和第二课堂活动很

好地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将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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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参与式实践教学与

“四轮驱动”教学体系改革
 曾  骊

(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丽水  323000 )

摘要：参与式教学是以为学习者为中心，运用多种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参与中领会新知识、掌握

新方法、体验新情感，形成正确“三观”并运用到实践中去的教学活动。参与式教学实践活动与理论

教学、课外活动有区别，涵盖课内外教学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性质的特殊性使它很需要参与式实

践教学。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开展“四轮驱动”教学做合一的改革实践，以期实

现教学“知情意行”一体化的过程和成效。

关键词： 思政课；参与式教学；实践育人；四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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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ory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Four-Drive" Teaching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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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icipatory teaching focus on learners, using a variety of teaching forms to let the students grasp 

the new knowledge in the participation, learn new methods, new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form the correct "three 

ideas" and apply to practice in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Participatory teaching practice is different from theoretical 

teaching. It contain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side and outside class. The particular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makes it need participatory practice teaching. Taking " morals tutelage and legal foundation" class as 

example, it should carry out "four- drive"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rdiality" for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it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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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佘双好 . 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体验式教学的思考 [J] . 思想教育研究 .2012（4）:57.

②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 . 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216.

③ [ 美 ]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42.

近年来，随着高校实践育人向纵深领域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逐渐走出

长期以来的“照本宣科”模式转向对实践教学的关注，这一符合高校育人本性的转向，极大影响了思

政课的功能定位、教学方法和发展路径的重新认识。以往置思政课的功能定位以规范、教学方法以说教、

发展路径忽视大学生身心特征的观点与做法，受到来自各方质疑。一方面说明思政课在高校育人中的

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如何开展好实践教学还存在争论。本文从参与式角度提出思政课“四轮驱动”

实践教学方式，以师生言行为媒介，共同参与课程教学和实践活动，在直面相对和互相影响中，实现

学生对课程的体验和感悟。

一、思政课需要参与式实践教学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殊性

1. 思政课是一门理论课程

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性质来看，属于理论课程，集中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显现出社会主义

大学的本质特征。这门课程的开设，内容设置都带有强制性特征。在课程内容上，反映的是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要求，并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南。在课程的根本任务上，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大学生，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这门

课程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从这个角度说，实践教学应处于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补充地位。

2. 思政课是一门特殊的理论课程

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目的来看，又是一门特殊的理论课程，这门课程还要对学生开展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既构造学生内在的精神世界，又要全面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综合素质。因此，

思政课与其它社会科学课程、专业课程的区别在于：其它课程的教学任务主要是传播本学科领域的知

识和技能，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服务社会的实际本领；虽然其它课程也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但

主要教学任务还是课程本身的知识结构。而思政课主要任务除了系统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教学，还要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系列教育，教会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处理问题。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参与式实践教学的需求

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殊性看，这门课程比其它理论课程和专业课程具有更复杂的教学过程，

需要挖掘课程的行动性，以师生的言行方式改变实现课程期待中的变化。思政课不仅有一个显性的教

学过程，而且也有一个隐性的教育过程。 ①

1.“政府——政策”的需要。思政课“05”方案实施以来，思政课的实践教育引发较多关注与尝试，

但收效仍待商榷。《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

强调，要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方式和方法要努力贴

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特点，提倡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 ②

2.“教师——学生”的需要。杜威认为，教育活动并不是一件“告诉”和“被告诉”的事情，而

是一个教师与学生主动参与和共同建设的过程。 ③单一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显然不能满足思想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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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任务的实现。现行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参与太少了，双方缺乏感情上的交流，教师

难以把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认同传递给学生，学生也难以在实践中与教师感同身受。参与式实践教

学不仅可以让教师准确了解学生思想动态、价值取向，有针对性地开展引导，让学生主动表达思想，

丰富和拓宽课堂知识，甚至“倒逼”教师不断优化自身知识结构，真正在言行上做到教学相长。

3.“学生——学生”的需要。罗尔斯指出：“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天分和能力，这些天分与能力不

可能在一个人或一组人身上实现。所以。我们不仅从自己得到发展的倾向的完善本性得益，而且从相

互的活动中获得快乐。仿佛是，我们自己的未能培养的部分是由他人来发展的。 ① 思政课单纯采用灌

输式教学法时 , 学生之间处于独立的学习状态 , 形不成“学习共同体”。如果采用参与式实践教学，不

同成长经历、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的学生，在面对面、言行间互相交流，在补充、质疑、影响中，提

升了理解、掌握、运用课程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4.“学生——课程”的需要。依生命哲学的观点，能够促进人发展的影响力量一定是与生命的特

性相适应的，能够触及人的内心深处，且随着生命历程弥香之物，且有可持续性。② 在中国古典教育

理论中，孔子 “愤启悱发”是最典型的。单一的灌输式教学只是用课程传递知识，而非用该课程影响

学生的身心发展。参与式实践教学最有价值之处，不仅仅关注知识的获得和对问题的思考，而是通过

积极的交流和参与活动，构建激发学生进入“愤”与“悱”的情境、状态后，教师可以对学生及时开

展到位的点拨，实现生命个体的豁然开朗。

二、何谓参与式实践教学

（一）参与式教学的基本内涵

所谓参与式教学，一般界定是“全体师生共同建立民主、和谐、热烈的教学氛围，让不同层次的

学生都拥有参与和发展的一种有效的学习机会，是一种合作式或协作式的教学法。”③ 这个概念包括

三层含义：第一，参与式教学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充分动员不同成长背景、不同爱好个性、不同学

识经验、甚至不同价值理念的学生，主动地、平等地共同参与到教学中；第二，参与式教学应该形式

多样，有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团队实践活动；第三，参与式教学目的在于，学生在参与中领会新知识，

在参与中掌握新方法，在参与中体验新情感，形成正确“三观”并运用到实践中去。因此，参与式实

践教学具备如下主要特性：

1. 主体参与性。在参与式实践教学的课堂里，学生主动参与程度不一，课堂感受和知识获取也是

完全不一样的。因此。要注重发挥学生主体作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目标、教学进度、教学方式

的制定。只有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互动性越高，教师的才智和导引作用才能得到充

分发挥，参与式教学的效用才会更明显。

2. 多重合作性。参与式实践教学有师生合作、生生合作、分组合作等多种形式，师生可以平等地、

民主地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施活动。师生在合作中投入情感，在合作中互相启发，进行平等地学

习探究，增进了彼此的思想情感，有利于提高对课程的学习体验，通过合作群体交流反思，不断发现

——————————————————

① [ 美 ] 罗尔斯 . 正义论 [M]. 何怀宏，何包刚，廖申白，译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354 .

②刘旭东 . 行动 : 教育理论创新的基点 [J] . 教育研究 .2014（5）：5 .

③参与式教学．搜狗百科词条．http://baike.sogou.com/v53766491.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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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并构成新的知识体系。

3. 活动多元性。参与式实践教学活动不仅包括课内实践教学活动，也包括课外实践教学活动，引

导学生参与各种直接活动获得教育体验和提高实践能力。这些实践活动可以通过与课程教学内容与教

学目标对应的方式呈现，也可以作为课程内容的补充，用人与人直面相对的实践活动促进人的身心发展，

立足家国天下的广阔视野中实践“成人”、“达己”的活动。

( 二 ) 参与式教学与理论教学开展活动的区别

1. 立足学生为中心。相比理论教学，参与式教学并非以某一学科体系或科学体系为中心独立设置

的课程，亦非让学生掌握某一课程或某一学科，并非仅仅满足于学生认知的提高。参与式教学着眼于

课程和学生的内在需求，充分激发参与者学习的兴趣，设计的出发点是提高学生做人做事的能力，开

展的目标是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2. 立足直接经验为内容。理论课程学习比较重视间接经验的学习，对人类社会实践结果的学习运用、

掌握，特别是统治阶段意识形态内容和观点的把握。 ① 参与式教学强调学生直接参与教学活动，强调

学生立足直接经验来学习，强调每个学生在实践中感受、顿悟、反思，不断发现原有知识之外的新体验。

3. 立足实践活动为载体。参与式教学既可以是课堂内教学实践活动体验，可以是课堂外的教学实

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应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进行有目的、与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既可以由思

政课师生单独组织，也可以与团学组织及相关部门共同开展，如专业实训、军训活动、社会实践、志

愿服务、创业创新、文体活动等。

4. 立足知行合一为教学观。现行理论课程多把各门知识细分成单一学科，按照专业分科课程方式

开展教育。参与式教学强调课程的综合体验，学生参与实践活动教育是多方面的，包括德智体美劳等

多方面的内容。参与式教学期待每一名学生的成长，通过阐述自己的思想、展现出彩的才华、践行卓

越的品行，促进学生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同时也深化学生对国家、对人类、对人生、对生

命的认识体验，这就是思政课知情意行一体化的过程。

（三）参与式教学与课外活动的区别

1．课外活动不全是参与式教学。参与式教学与课外活动虽然参与主体均为学生，不同的是：参与

式教学属于教学活动，开展的实践活动属于课程意义的活动，应该纳入学校教学计划，有固定的课程

结构和相应实施规范，有固定的场地、学时、内容和指导老师等；课外活动一般被称为“第二课堂”，

属于教学计划之外的活动，是学校教学“第一课堂”的补充，组织安排短期、自由、机动，不一定能

得到场地、时间、师资等相关保障。

2. 课外活动是参与式教学的重要资源。课外活动不等同于参与式教学，所以不能把任何课外活动

都说成思政课的参与式教学。社会实践、参观考察、文体活动、志愿服务等载体是参与式教学的重要

资源，他们具备教育性因素，我们有目的、有意识、有机会地挖掘运用，它们就成为参与式教学的内

容了。

3. 参与式教学是活动与理念的共同体。参与式教学是一项教学活动，是一个名称的变更，更是教

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更新。《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各

——————————————————

①佘双好．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体验式教学的思考 [J]．思想教育研究．201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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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各类学校都要把组织学生适当参加一定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一门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统筹安排，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进行具体督促检查。实验、实训课程也要进一步加强，在时间、内容、组织条件

上予以落实和保证。”① 通过思政课把学生生活实践的直接经验列入学校课程的领域，突出学生作为

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一种以教育因素积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课外活动对人的自然影响本质不同，

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需求。

三、如何开展参与式实践教学活动

当前，不少高校思政课教师已逐步尝试参与式教学，但学生参与的兴趣与教学时效性有待提高。

下面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课”）为教改课程，简要介绍“四轮驱动教学做合一”

参与式教学的实践。

（一）基础课教学现状分析：“三个垄断”造成“三个不强”

为准确了解教学现状与需求，2009 年以来，我们对浙江省“90”后高校基础课教学状况开展了滚

动问卷调研， ② 并召开了师生座谈会。调研内容为必要性评价、学习态度分析、教学方法选择、影响

教学效果主要因素、获取媒介认识等。通过调研结果分析，基础课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三个垄断”

造成“三个不强”：话语权、内容权和考核权的垄断造成时效性、时空性和实践性不强（图 1）。

三个垄断

话   内   考

语   容   核

权   权   权

实    时    实

效    空    践

性    性    性

三个不强

图 1：基础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二）参与式实践教学改革理念：教学做合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42 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

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面对经济、

社会建设新常态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杨叔子院士认为，与其讲经济发展太快了，不如说“四个跟不上”：

一是经济建设发展快，文化建设发展跟不上；二是科学技术发展快，人文文化发展跟不上；三是现代

化建设发展快，优秀传统继承跟不上；四是向西方学习发展快，民族精华弘扬跟不上。③ 好事是“四

个发展快”，堪忧的是“四个跟不上”，所以通过基础课加强对高校学生立德树人的培养尤为重要，

基础课参与式实践教学理念改革表现为“教学做合一”：

确立五种意识：践行意识、双主体意识、开放意识、探讨意识、能力培养意识。

——————————————————

①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 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文献选编（1949-2006）[G].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54.

②曾骊．思想政治理论课“‘四轮驱动’教学做合一”的改革实践 [J]．教育与职业．2012

③ 150．2009 年 10 月开始，我校社科部教师采取无记名自主填写方式，对“90 后”大学生“基础”课学习状况进行滚动调研。

先后在浙江杭州、金华、台州、丽水等地高校发放问卷 2000 份，回收问卷 1985 份，回收率为 99．25％；有效问卷 1961 份，

有效率为 98．79%。

杨叔子 . 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一点理解 [J] . 高等教育研究 20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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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五个原则：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团队合作的和谐性、教学组织的公平性、

教学目标的有效性。

实现五个转变：第一，由教师结论灌输、授业解惑向师生共同探讨解惑转变；第二，由单一教材

教学向多种素材补充教学转变；第三，由单一课堂讲授向课堂教授与多样化教学方式相结合转变；第

四，由单一的学校课堂教学向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转变；第五，由传统的“千人一卷、千人一面”

的考核方式向“知行并进”为目标的考核方式转变。

培养四种职业品质：热爱祖国、奉献社会、艰苦创业、志在四方。

“教学做合一”最终目的是要思政课真正起主渠道的作用，从国家和社会需要出发，从学生思想

实际出发，从学生幸福生活出发，关心学生成长需求，激发学生求知和探索精神，在“教学做”中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成为高素质人才打好思想基础。

（三）基础课参与式实践教学开展：四轮驱动

1. 基础课“四轮驱动”教学做合一的基本内涵

如果将基础课喻为载着大学生驶向成才的越野车，要提高行驶能力与速度，那么它的四个轮子动

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开展参与式教学，就需要为基础课配好“四轮”，教学中实施“四轮驱动”。即“时

政研讨、专题案例、新媒体平台、实践教学”四个轮子互相驱动、交互进行，实现师生学中教、学中做、

学中反思，学中知所以然、学中知如何做，完成知情意行的心路历程与现实对接。

2.“四轮驱动”的基本做法

时政研讨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专题案例是教会学生明辨是非的载体，新媒体平台

是运用网络提高学生参与度的载体，社会实践是言行合一的载体。“四轮”中的每一轮都采用团队研

讨、案例式、专题式、探究式、互动式、情感式等多种参与式教学法，学生参与“四轮驱动”的参与率、

成效列入期末考核学分，通过与课堂教学对接实现教学目标。

知：与团队研讨对接的时政研讨。参与路径：学生团队介绍一周时政要闻——学生反思——师生

研讨——交流要闻权威评论链接——教师点评。在课前安排 10 分钟时政要闻教学，对应全球、全国形

势选择时政专题，引导学生科学认知社会、认知世界、认知人类，提高以理服人的信度。

情：与课程章节对接的专题案例。参与路径：发现培育示范学生典型——选择先进典型——编写

教学案例——提炼基础课教学案例——对应课程章节编撰校本教材——建设网络教学资源库——课堂

教学运用。身边典型是思政课教学的优质资源，最具感染力，师生共同参与校园内先进典型的发掘培

养和学习，能达到以情感人的效果。

意：与网络教学对接的新媒体平台。参与路径：将新媒体平台结合课程内容分块——收集相关图

文视频素材——传输到网络——观看、习作、模拟平台内容——引领学生内在意识、意念、意志——

不符合道德与法律的言行纠错——互动反馈——评价考核。师生共同建立“社会——人生”新媒体教

学平台，制作新媒体视频、课件，在平台中进行教与学的展示、讨论、思辨、观摩、评论，避免作业

抄袭，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动静相宜的自我评价、自我修正的交互平台。

行：与理论教学对接的社会实践。参与路径：建立校园学雷锋常态化基地“爱心乐园”——师生

参与基地志愿服务——拓展社会实践内容——其它实践基地建设、社会宣传、社会调查、社会服务、

创业创新等。基础课各类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计划与学分考核，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关注民生、了解国情，

将知识融入情感，将情感变成意识，将意识化为行动。

                                                责任编辑：潘慧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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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慕课”教学模式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尹铁燕，彭 羽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

摘  要：目前，“慕课”教学模式已成为国内外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 近年来关于“慕课”教

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出来，为“慕课”教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为例，提出了基于“慕课”教学模式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设计与教学评价，为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引进“慕课”教学模式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慕课”教学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Based on the "MOOC" Teaching Mode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Taking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as an Example

YIN Tie-yan， PENG Yu

(School of Marxism，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  550001)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eaching mode of "MOOC"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issues in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on "Research on teaching Mu class"academic achievements ha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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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d, provides a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MOOC" teaching. In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MOOC" teaching mode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teaching mode of "MOOC" introduction.

Key words:  the teaching mode of "MOOC"; the university thought politics theory class; teaching

2008 年，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的网络传播与创新主任 Dave Cormier 与国家人文教育技术应

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Bryan Alexander 联合提出了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中文简称“慕课”)。2013 年被称为中国的“慕课”元年。今天的慕课 (MOOCs) 已经成为高

等学校教学改革的热点，对我国高等教育在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学方式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1]。

因其依托网络平台授课，具有大规模、开放和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发展十分迅速，慕课正被广泛视为

传统大学课程的补充和替代 [2]。“慕课”教学是适应时代需要，在高等教育领域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教

学模式。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运用“慕课”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活动将成为大学教育改革的方向。2013 年，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四所国内知名高校率先实行“慕课”教学模式。慕课

教学中有“微课程、小测验、实时解答”三个核心概念，慕课平台上都是 10 分钟左右的“微课程”。

学生慕课过程中要接受许多进阶式的小测验，答对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学生可以在平台上提问，

从而获得教师或其他学习者的热心解答。所谓慕课教学模式，就是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微课程”，

师生在课堂上共同完成作业答疑、合作探究、师生交流等教学活动的全新教学模式。通过“慕课” 教

学习者可以完成微课程学习获得学分。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如何开展“慕课”教学？如何对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慕课教学”模式下的学生学习行为进行有效监控？如何设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慕课”

教学的内容？这些应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慕课”教学需要关注和解决的一些重点问题。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采用“慕课”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实际教学效果，对于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引进“慕课”教学模式的重要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引进“慕课”教学模式，是适应时代发展、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

的重要路径之一。开展“慕课”教学，有利于大学生主体性发展需要，也是当下课改的重要方向之一。“慕

课”教学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大学生的网络自学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协作能力。目前，

由于“慕课”教学模式在大部分高校课程教学中还处于试验阶段，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探讨“慕课”教学在各门课程中的教学设计。

（一） 有利于在课程教学中体现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增强大学生协作能力

“慕课”教学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局限于书本知识和教师讲授，对大学生调动大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大学生的主体作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舞台。“慕课”教学内容不

局限于单方面的教材，课前的微课程学习是学生与教师进行互动学习的重要内容。“慕课”教学模式

能体现良好的交互功能，能让学生在“慕课”环境下进行交互学习。在“慕课”这个平台上，教与学、

学与学的互动是网上进行的，是即时的．有利于大规模人群间的相互启发，留下思想碰撞的火花 [3-4]。“慕

课”将学习的自主权交给了学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和兴趣及发展要求去选择学习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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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难度、深度、个人兴趣、发展需要等。学习者可以按照教师的要求和教学目标的要求，灵活安

排学习时间，选择学习策略，在“慕课”平台上提交作业，使教师在授课前了解学生的基本学习情况，

从而为课堂有效开展教学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慕课”教学模式增强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

学生可以在“慕课”教学平台于教师进行互动，使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慕课教学中有“微课程、

小测验、实时解答”三个核心概念，慕课平台上一般都是 10 分钟左右的“微课程”。学生慕课过程中

要接受许多进阶式小测试，答对才能继续下一阶段学习。学生可以在平台上提问，从而获得教师或其

他学生的解答。

（二） 有利于体现教育资源的开放性和共享性，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

“慕课”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的特点。从宏观角度来说，“慕课”实现了全球资源共享，学习者

不出门就能享受到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教育资源。贺斌认为，无论学习者是一名在校大学生，还是一名

在职从业人员；无论是为了兴趣体验，还是为了研究深造，学习者不分国籍，只要打开网页，就可以

享受名校名师授课，无需旅行，不受时空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5]。教师把微课程教育

资源通过“慕课”教学平台展现给学生，可以为大学生课前的预习提供必要指导。传统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停留于“教师讲，学生听”，大大限制了大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学习兴趣，而“慕课”提高了大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大学生可以通过“慕课”教学平台扩展视野，满足自身各种需要，弥补课堂教学

的不足。2013 年，“慕课”教学模式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四所国内知名

高校率先进行试点教学。全球首个中文版“慕课”平台于 2013 年 1O 月 10 日由清华大学打造出来，

清华大学的《电路原理》、《中国建筑史》等 5 门课程，北京大学《计算机辅助翻译原理与实践》和

麻省理工学院《电路原理》开始对外开放，学习者可以自由选课。清华大学的“学堂在线”积极引进

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名校高质量在线课程。

（三） 有利于弥补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的有限性，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大学生的业余时间比较充裕，MOOC 平台可以将大学生的业余时间有效利用起来，极大地提高了

时间的利用率。“慕课”教学模式为大学生提供了自由的学习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能够最大程度地利

用业余时间进行网络学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生只要有电脑和网络，就能进行个性化学习。“慕

课”教学的基本流程是：课前学生登陆慕课网站，进行自主、个性化学习，自主观看“慕课”教学的

微视频，学习电子教案和学案、完成作业等，并记下遇到的难题。在此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

生可以通过网络交流工具进行互动。学生记下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到课堂上再二次交流和解决问题。

在课堂上，教师解答多数学生普遍遇到的难题，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并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满

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在课堂结束后，应及时对课堂进行反馈与评价。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间有限，

不能满足每个人的个性化需求，而“慕课”则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进行自主学习的良好的网络学习环境，

大学生在充裕的业余学习时间可以随时充电。此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往往滞后于社会时事政治，

无法让学生把握政治态势，教师可以通过“慕课”平台及时补充时事政治内容，引导大学生关注时事、

关注社会、关注世界的政治发展动态。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引进“慕课”教学模式的教学设计

“慕课”拓宽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目前“慕课”教学获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为今后开

展“慕课”教学提供了一些理论参考。但从总体上看，“慕课”教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通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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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间的教学交流，推动“慕课”教学的深入发展。目前“慕课”教学中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如怎样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怎样开发微课程教育教学资源、怎样规范大学生课前的微课程学习行为、

如何对大学生慕课中的学习行为进行评价等。“慕课”教学在国内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很难满足实

际慕课教学的需要。“慕课”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教师需要综合

教育技术学、社会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等多门学科知识，需要高校教师不断加强网络技术的培训和学习，

学会运用多学科知识开展实际教学工作。目前缺少慕课教学的评价机制。如何建立慕课教学评价机制？

对“慕课”教学中“微课程、小测验、实时解答”如何建立评价？这些都是“慕课”教学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慕课”教学需要综合计算机教育技术和学科知识，教师需要既懂专业知识又懂网络技术，

包括懂微课程设计和“翻转课堂”教学设计，并能针对微课程设置问题等。目前关于微课程设计、“翻

转课堂”教学设计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很难满足实际“慕课”教学的需求。“慕课”教学在国内外

知名高校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他高校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取其精华，为我服务。“慕课”教

学关系到大学教育未来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今后应加强“慕课”教学研究，不断深入剖析学科和课程

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构建系统化、理论化的“慕课”教学研究体系。只有深入做好学科和课程等相

关基础理论研究，在实践教学中积累经验，为“慕课”教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开拓“慕课”教学研

究的新领域。今后需要加强“慕课”教学的深入研究，推动“慕课”教学可持续发展。“慕课教学”

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弥补传

统课堂教学模式的不足。“慕课”教学可以成功实现优质资源的共享，让不能上名校的大学生也能享

受到高质量、个性化的名校教育教学资源。慕课教学模式运用于高等教育中可以提高教学效果，促进

各门学科迅速发展，大力提升大学教学质量。加强“慕课”教学和研究意义重大，今后应在各门课程

教学和研究中积累“慕课”教学经验。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引进“慕课”教学模式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重要路

径之一。各高校应结合自身实际，充分开发出适合本校的“慕课”教育教学资源，积极探索“慕课”

教学的新路径，开展相关的研究和试点，全方位推进“慕课”教学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引进“慕课”教学模式应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结合每门课程特点，选择合适的微课程教育资源，应

积极开发高质量的微课程教育资源。本文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探讨了每个章节中如

何开展“慕课”教学，对这门课程中开展“慕课”教学内容进行了设计，包括教学视频设计、个体教

学活动设计、师生教学活动设计、学习评价设计等。

（一） 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引进“慕课”教学模式，引导大学生树立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在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中，课前由教师制作十分钟左右的生动有趣的微视频。

微视频应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主题，教师可以联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的理想，

谈青年人树立理想的重要性，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实现

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人生理想。在微视频制作中，应向学生讲清楚理想的重要意义。理想教育应常

态化、终身化，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大学生理想教育的践行常态是其生活化的具体表

现，日常化的理想教育为大学生的人生铺平道路。学生在观看微视频后，应设计问题引导大学生思考 :

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的理想中，我们能受到什么启示？我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

理想？如何摆正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上课时，教师可以把课前微课程学习中布置的问题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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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课堂上进行讨论，教师应随时准备平时成绩积分册，对积极回答问题的学生应提出表扬，并给予

平时成绩加分。 

（二） 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引进“慕课”教学模式，培育大学生对祖国的深厚感情

在第二章《继承爱国传统 弘扬中国精神》中，微视频的制作应以爱国主义为主题，教师制作的微

视频中，可以联系钱学森、华罗庚等人的爱国事迹，用榜样让学生感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教

师在微课程中应运用哲学中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观，引导大学生明白国破家亡、唇寒齿亡的道理，引

导大学生摆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使大学生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通过

梳理这些关系，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意识和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学生观看微视频后，教师可以布置

一些问题让学生思考：钱学森、华罗庚为什么会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毫不犹豫地选择回

国呢？大学生应如何把爱国主义精神贯彻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去呢？课堂上教师应首先让学生谈谈

在微课程学习中的体会，并拿出微课程中设置的问题与学生共同讨论，讨论后教师要作出总结，并随

时准备平时成绩积分册，对积极回答问题的学生应提出表扬，并给予平时成绩加分。 

（三） 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中引进“慕课”教学模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在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中，课前由教师制作十分钟左右的微视频。微视频内容

应以“‘三观’教育”为主题，教师可以联系一些正面和反面的例子进行“三观”教育。从正面可以

联系徐本禹在贵州支教的事迹，从反面可以联系“马加爵案件”。在微视频制作中，应向学生讲清楚

树立正确“三观”的重要意义。“三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全过程。学生在观看微视

频后，应设计问题引导大学生思考 : 从徐本禹放弃了读研选择继续留在贵州支教的事迹中，我们能受

到什么启示？“马加爵案件”中，马加爵为什么会选择如此残忍的手段剥夺他人的生命，最终毁掉了

几个家庭的幸福？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何摆正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

关系？上课时，教师可以把课前微课程学习中布置的问题重新放到课堂上进行讨论，教师应随时准备

平时成绩积分册，对积极回答问题的学生应提出表扬，并给予平时成绩加分。 

（四） 在道德教育中引进“慕课”教学模式，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

在第四章《学习道德理论 注重道德实践》中，课前由教师制作十分钟左右的微视频。微视频内容

应以“道德教育”为主题，教师可以联系一些具体案例进行道德教育。从正面来说，可以联系张思德

的英雄事迹，张思德在烧炭时不幸英勇牺牲，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做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

演讲，称张思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从反面来说，可以联系“马加爵案件”。在微视频制

作中，应向学生讲清楚树立正确道德观对一个人的重要性。道德教育贯穿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

个过程。学生在观看微视频后，应设计相关问题，并引导大学生思考 : 从张思德烧炭牺牲的英雄事迹中，

我们能受到什么启示？“马加爵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思考？如何维护生命的基本权利？我们应该树立

什么样的道德观？如何摆正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关系？另外，教师可以针对

互联网信息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引导大学生正确利用 QQ、飞信、微信、BBS、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媒介，

引导大学生在网络虚拟环境中遵守网络道德。《马加爵案件》是一涉及道德和法律相关问题，引发道

德危机，法律权威也受到挑战，给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建设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在巨额不

当利润驱使下，一些企业失去诚信，使用假冒伪劣原材料，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了广大消费

者利益，如劣质婴儿奶粉导致大头娃娃现象、假冒药品害死病人等，都是践踏他人道德与法律的不当

行为。微视频后，应设置相关问题，引导大学生思考并讨论：怎样遵守网络道德？如何维护消费者权

益？如何对企业的行为进行有效监控？上课时，教师可以把课前微课程学习中布置的问题进行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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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随时准备平时成绩册，对积极回答问题的学生应提出表扬，并给予平时成绩加分。 

（五） 在法制教育中引进“慕课”教学模式，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法律意识

在第五章《领会法律精神 理解法律体系》中，引进慕课教学模式，使抽象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形象，

切合大学生实际。教师应首先引导大学生了解宪法和法律的相关内容。 课前由教师制作十分钟左右的

微视频。微视频内容应以“法制教育”为主题，教师可以联系一些具体案例进行法制教育。可以联系

《偷拍录像资料证据案件》、《中国博士生招考行政诉讼第一案》、《未成年人购买手机案》等案例，

引导大学生学会用法律思维，运用法律知识维护个人权益，避免违法犯罪等过激行为发生。在微视频

制作中，应向学生讲清楚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法制教育贯穿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整个过程。学生在观看微视频后，应设计相关问题，并引导大学生思考 :《偷拍录像资料证据案件》

中，偷拍内容是否具有合法性？能不能作为法律证据？《中国博士生招考行政诉讼第一案》中，如何

运用法律保证招考的公正性呢？《未成年人购买手机案》中，未成年人的交易行为是否有效？上课时，

教师可以把课前微课程中这些问题进行再次讨论，教师应随时准备平时成绩册，对积极回答问题的学

生应提出表扬，并给予平时成绩加分。 

（六） 在法治教育中引进“慕课”教学模式，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法律思维方式

在第六章《树立法治理念 维护法律权威》中，引进慕课教学模式，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法律思维方式。

在微视频中，教师应首先引导大学生学会用法律进行思维，并自觉维护法律权威。课前由教师制作十

分钟左右的微视频。微视频内容应以“法治教育”为主题，教师可以联系一些具体案例进行法治教育。

可以联系《我当高级干部脱党叛国》、《向媒体投信宣传反党言论》、《周某从事间谍活动》等案例，

引导大学生用法律进行思维活动，学会运用法律分析案例。在微视频制作中，应向学生讲清楚树立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性。法治教育贯穿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过程。学生在观看微视频后，

应设计相关问题，并引导大学生思考《我当高级干部脱党叛国》中这名高级干部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假如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某人向媒体投信宣传反党言论》中某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

应如何惩罚他？《周某从事间谍活动》中，被告人周某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应该如何惩处？上课时，

教师可以把课前微课程中这些问题进行再次讨论，教师应随时准备平时成绩册，对积极回答问题的学

生应提出表扬，并给予平时成绩加分。

（七）在择业和创业教育中引进“慕课”教学模式，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择业观和创业观

在第七章《遵守行为规范 锤炼高尚品格》中，引进慕课教学模式，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择业观和创

业观。在课前微视频教学中，教师应首先引导大学生了解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道德与

法律，由教师制作十分钟左右的微视频。微视频内容应以“择业和创业教育”为主题，教师可以联系

一些具体案例进行择业和创业教育。可以联系《中国创业榜样》、《马云：电子商务的发展》、《俞

敏洪：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等案例，引导大学生珍惜大学黄金光阴，为将来投身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

知识基础。大学阶段是大学生进行系统文化知识学习的黄金阶段，教师应引导大学生在学校里努力学

好专业文化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在择业和创业时把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到祖国

需要的地方去，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在微视频制作中，应向学生讲清楚正确的择业观和

创业观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学生在观看微视频后，应设计相关问题，并引导大学生思考 : 马云、俞敏

洪的人生经历带给我们什么思考？大学生应如何选择职业？创业需要哪些客观和主观条件？大学生应

该如何择业和创业？上课时，教师可以把课前微课程中这些问题进行再次讨论，教师应随时准备平时

成绩册，对积极回答问题的学生应提出表扬，并给予平时成绩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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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慕课”教学模式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

对于学习评价设计而言， 需要这对测试、作业及习题设计，针对设计效果的反馈情况， 改善教学

设计，以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对于学习支持设计而言，慕课平台网络课程的学习支持十分重要，主

要负责为教学视频、活动及评价工作提供相应的支持 [6]。

（一）采用多主体评价方式，各个主体之间应采取自评与互评相结合

基于“慕课”教学模式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评价主体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评价教师，

有人认为是评价学生，有人认为是评价教学方法，也有人提出测评主要是评价教学效果，还有学者从

综合层面来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测评系统，提出教学测评体系“包含学绩测验体系、素质评价体

系和教学评议三个体系”。[7]。 基于“慕课”教学模式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体系的实施主体应

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效果等内容，这些方面都是基于“慕

课”教学模式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有人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评价有四类评价主体：“管理主体、教育主体、学习主体、社会主体”[8]。这四类主体的评价以及

主体之间的评价构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评价主体系统。基于“慕课”教学模式的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实际教学效果好坏取决于以上四类主体的综合性评价。评价“慕课”教学模式下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实际效果，可以采取各个主体进行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相结合的操作方法。学校和学院

学校应成立“慕课”教学督导组，定期深入课堂，定期通过听课和与教师谈心等方式，对教师的计算

机网络技术水平、“微视频”制作能力、“微视频”质量、微视频问题设置等方面进行全面和综合评价，

对“慕课”教学模式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有效监控。尤其是刚采用“慕课”教学模式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督导组应经常去听课，帮助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进行教学反思，帮助其在教学

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慕课”教学质量。与此同时，同行可以相互评价各自在“慕课”教

学中的教学态度和教学能力等。学生评价可以通过网上评教，制定各项评价指标，让学生对教师的“慕课”

教学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尤其要注重学生对“微视频”的质量评价和对问题设置的合理性进行评价。

（二） 建立综合教学过程评价模式，坚持过程性评价与终极性评价的有机统一

过程评价性是“通过诊断教育方案或计划、教育过程或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正在进行的教育活

动提供反馈信息，以提高正在进行的教育活动质量的评价”[9]。基于“慕课”教学模式的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中应对“慕课”教学过程进行公正性、合理性的评价。教师应及时了解学生的实际需要，

努力实现过程评价手段、方法的多样化和科学性的统一，使每位学生都在“慕课”教学中充分展现自我，

提高对“慕课”教学评价体系的认同度。终结性评价是在某一相对完整的教育阶段结束后对整个教育

实现的程度作出的评价。要建立一个科学的“慕课”教学评价体系必须确定一些具体的指标作为监控

的对象，在设计评价量化指标时，相应的权重值要符合“慕课”教学实际。如“慕课”质量应首先保

证学生出勤率和参与率，让每位学生都参与“慕课”教学活动，这是取得良好“慕课”教学效果的基

础和前提。 除此之外，应鼓励学生开展“慕课”课前的交流和对话，并及时反馈“微课程”学习中的

收获和遇到的相关问题。教师应经常观察学生行为、在“慕课：教学平台向学生提问，或与学生谈心，

跟踪调查“慕课”教学全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情况。

（三） 采用多元化评价方法，使“慕课”教学全过程得到科学公正的评价

就评价主体来说，基于“慕课”教学模式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应是教师对学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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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教师和学生自评、专家组评价、同行交互评价相结合的综合性评价。就评价手段来说，

既要有常规性手段评价，又要运用网络手段进行评价，应建立“慕课”教学评教网，把学生满意度作

为评价“慕课”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应成立“慕课”教学的评估处，并每学期应组织学生给教

师作出评价，评价内容包括“慕课”中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师制作的微视频效果、教师的计算机网络

技术、教师在微视频中设置的问题合理性等项，以此量化教师业绩。专家组的评估则主要是在教学评

估处的统一组织下进行，着重对“慕课”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评估监控，专家组应经常深入“慕

课”课堂，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

总而言之，尽管“慕课”教学在国外和国内知名高校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教学实践中还存

在许多问题，如如何杜绝“慕课”教学中的替学现象，教师如何选择“慕课”教育资源，如何运用计

算机技术检验教学效果，如何对“慕课“教学全过程进行客观公正的监控，今后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

断总结经验。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慕课”教学增强大学生协作能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教学质量，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可以弥补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不足。“慕课”教学的课程质量

保证问题和创新性问题如何得到保证呢？可以通过适当的引导机制，鼓励同一门课程有多个团队制作、

发布，甚至鼓励学校建立自己的慕课平台，在慕课平台上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现象，不但构建

了健康的学缘结构，还可以引进竞争机制，促进慕课平台上的课程提高建设质量。这种做法可以分散

每个课程的选修人数，实现网络小班化教学 [10]。“慕课”教学应成为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通过“慕

课”教学可以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实现名校资源、名师资源真正共享。慕课教学模式运用

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促进各门学科的迅速发展。因此，积极实施“慕课”

教学模式势在必行、意义重大，高校应积极在各门课程教学中引进“慕课”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性课

堂教学设计，并建立科学合理的“慕课”教学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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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验教学作为高校进行实践教学活动的重要手段，有利于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培养大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因此，加强实验教学改革将有助于提高整体教学水平。而实施实验教学的关

键是实验方案的设计和创新。因此，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来说，依据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的能

力要求，结合《培训与开发》实践教学经验，构建实验教学方案，即通过验证性实验、设计性与创新

性实验、跨课程综合性实验、实践训练、行业集成能力实践的教学体系，切实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岗位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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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Practice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JIANG Gui-hong

（Business School of Shihezi University   Wujiaqu, Xinjiang 831300 )

Abstract: Experimental teaching, 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n important mean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help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 practical ability and creative thinking. 

Therefore, strengthe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forms would help to improve the overall teaching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of experiment teaching is the key to programme design and innovation. Therefore, for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ree levels of proficiency requirements of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Divis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 

constructing a hardware experimental teaching programme, the use of validation experiments, experimental, 

cross-curriculum design and innovativ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practical training,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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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capabilities, adaptability and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 practical ability and post.

Key words: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programmes; practice

随着 90 后，甚至 95 后学生进入大学校园，怎样的大学课堂才能吸引学生又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

是高校教师的讨论。教师在讲台上口干舌燥的辛苦讲课，学生却在下面手忙指乱玩手机。大学课堂成

了“低头族”重灾区。如何才能让学生回归课堂，在学习理论知识时不再死记硬背，而是能有兴趣动

手去做？在毕业走向社会时不再眼高手低，而是能岗匹配？那就是做中学，即课堂上增加实际动手的

操作。实验教学是高等学校实现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这一中心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都具有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实验教学

（一）实验教学的含义

实验教学，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使用一定的设备和材料，通过控制条件的操作过程，引起

实验对象的某些变化，从观察这些现象的变化中获取新知识或验证知识的教学方法。

（二）实验教学的要求

1. 教师事前做充分准备，进行先行实验，对仪器设备、实验材料要仔细检查，以保证实验的效果

和安全。

2. 在学生实验开始前，对实验的目的和要求、依据的原理、仪器设备安装使用的方法、实验的操

作过程等，通过讲授或谈话作充分的说明，必要时进行示范，以增强学生实验的自觉性。

3. 小组实验尽可能使每个学生都亲自动手。

4. 在实验进行过程中，教师巡视指导，及时发现和纠正出现的问题，进行科学态度和方法的教育。

5. 实验结束后，由师生或由教师进行小结，并由学生写出实验报告。 

二、《培训与开发》课程性质分析

《培训与开发》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是一门系统地阐述企业员工培训与开发

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具备培训与开发的基本知识，具有分析培训需求、

制定培训计划、管理开发的基本技能，具备从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培训与开发管理工作职能的初步

能力。因此，本课程是一门源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同时也是一门集多学科理论知识、

综合性特征显著的课程。枯燥的理论与实践运用的脱节是教与学的重大障碍。学生学到的知识必须通

过反思实践才能加深理解，最终转化为能力。因此该课程的教学过程必须做到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高

度整合和有机统一。

（一）专业性

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培训与开发》是其今后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必须掌握的

知识和技能。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在设计培训方案时都要用到培训与开发的专业知识，因此，本

课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二）实用性

《培训与开发》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学科，也就是说，学会

了《培训与开发》相关的理论，并进行很好的培训方案设计的实验，对于今后走上工作岗位，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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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员工培训方案是一项必备技能。

三、《培训与开发》实验教学的依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家职业标准体系，为职业教育、

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有关专家，在 2003 年 8 月《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国家职业标准（试行）》的基础上，制定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2007

年修订）》。

（一）职业等级

本职业共设四个等级，分别为：四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三级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一级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由于四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是最低级别的，而作为高校的大学生，

他们有条件直接报考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因此，在这里以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为例。

（二）工作要求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对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的能力（培训与开发方面）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如下表。

表 1                        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能力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

培
训
与
开
发

（一）培训
需求分析

1. 能够运用各种方法采集培训需求信息
2. 能够进行培训需求分析，撰写培训需
求分析报告

1. 培训需求信息的分类和要求
2. 培训需求分析的内容和作用
3. 撰写需求分析报告的要求

（二）培训
方法选择

1. 能够根据培训的对象、范围和内容，
确定培训目标
2. 能够根据培训目标和要求，选择应用
培训方法

各种员工培训方法及其特点

（三）培训
制度管理

1. 能够提出培训制度的草案
2. 能够检查培训制度的执行情况，发现
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1. 员工培训制度的基本内容
2. 起草修订培训制度的要求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的具体工作内容包括培训需求分析、培训方法选择

和培训制度管理三个方面，为了完成这三项工作，需要人力资源管理者具备六项能力，根据这六项能力，

特设计了《培训与开发》课程实验教学方案。

四、《培训与开发》课程实验教学方案设计

（一）《培训与开发》实验教学思路

我校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 211 高校，商学院旨在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多元化的经济管理

类高级人才。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共同生活，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以批判性

思维理解知识，并能举一反三，内化知识，提升能力和素质是大学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

《培训与开发》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核心课，对学生的技能要求比较高，旨在通过实践及实验的方式，

锻炼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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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教学准备阶段，教师应将理论内容设计成操作性强的专业实验，使学生能够将理论内容

有效的运用于实践，从而增强岗位适应能力。

（二）《培训与开发》实验教学方案

实验教学并不是在理论教学的过程中穿插适当单独实验，而是一系列前后联系，由浅入深的综合

性实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理论内容是基础，在讲授理论内容的同时，应根据理论深度适当安排

相应实验，从而增强学生对理论内容的理解和实践技能的运用。目前各大高校对于培训与开发的相关

理论知识的讲解都是比较系统规范的，应该都不会有问题，比较薄弱的就是能力要求方面，针对表 1

中的六项能力要求，特开展不同深度的实验。

《培训与开发》实验教学方案要系统地设计实验教学体系，科学地安排实验教学内容，就需要摒

弃过去实验教学简单、分散、缺乏创新的特点，采用“验证性实验教学→设计性与创新性实验教学→

跨课程综合性实验教学→实践训练教学→行业集成能力实践”的教学体系，切实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岗位适应性。针对体系中的各个阶梯，根据《培训与开发》课程教学内容，合理科学地安排实验教

学内容。

1. 验证性实验教学

验证性实验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数据处理等其他技能，学生们检验一个已知的结果是正

确的，根据实验要求所获得的结果来验证实验原理。以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为主要目的，通过

实验教学，使学生加深对专业基本理论的理解，增强对专业的兴趣。验证性实验通常采用“告诉——

验证——应用”的教学模式 , 学生们用实验验证已学过的理论知识，概念或性质，这种“照方抓药”

模式是高度固定化的。具体在《培训与开发》课程的实验教学上，在内容设置上以知识模块为基础，

如各种培训方法的选择，可以在课堂上让学生实验各种培训方法，学生小组讨论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和

适用对象，从而比教师的理论讲解更有效果。

2. 设计性与创新性实验教学

针对《培训与开发》课程特点，让学生在限定的实验主题情况下，要求学生自行设计培训方案，

与小组同学讨论、确定后，在课堂中进行方案的展示，并将不同小组设计的方案相互比较，总结不同

方案的优缺点，加深对课程理论内容的理解与掌握。另外，学生可借助课余时间完成一些实验室开放

项目和创业活动。在教学内容中，本人将理论内容设计成了十项设计性实验，通过这些实验的训练，

学生基本能够熟悉企业培训的流程，并且具备设计培训方案的能力。详见表 2。

表 2                        《培训与开发》设计性实验

设计性实验 实验名称

设计性实验 1 企业基本情况介绍

设计性实验 2 设计培训需求调查问卷

设计性实验 3 撰写培训需求分析报告

设计性实验 4 培训课程开发与设计

设计性实验 5 设计培训游戏



2015 年70 丽 水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设计性实验 6 新员工培训方案设计

设计性实验 7 在职员工培训方案设计

设计性实验 8 起草培训通知书

设计性实验 9 起草培训协议书

设计性实验 10 设计培训效果评估方案

学生的专业能力取决于实际动手操作，因此，表 2 中的十项设计性实验，是基于企业培训流程而

设计的，而且各项任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全方位锻炼学生的各项能力。设计性实验 1 是要求小组

选择一家企业（最好是学校周边的，便于今后调研）进行为期一学期的跟踪调研，对该企业的基本情况，

尤其是人力资源状况、员工培训与开发情况等进行详细了解。设计性实验 2 要求学生小组运用所学习

的各种方法（主要是调查问卷）采集培训需求信息。设计性实验 3 是在设计性实验 2 获取信息基础上，

撰写撰写培训需求分析报告。在了解企业员工的培训需求状况的基础上，开展设计性实验 4，根据员

工需求进行培训课程的开发设计。有了培训内容，接下来就是培训方法，这是设计性实验 5 中需要完

成的工作，根据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选择合适的培训方法。进而，设计性实验 6 和设计性实验 7 是

设计具体的方案了，如果时间有限，可以只选其一进行，重要的是让学生自己动手设计，能看到学生

的成果。有了培训方案，就需要通知受训人员了，因此设计性实验 8 是起草培训通知书，虽然看似简

单的通知，但是能将培训的相关信息融入其中并且要求格式正确，也是不容易的。为了规避培训风险，

大多数企业员工培训前需要签订培训协议书，因此设计性实验 9 需要学生站在企业的角度起草培训通

知书，要求尽可能降低培训风险的同时又不能打击员工参训的积极性。最后，需要设计培训效果评估

方案，以此来判断企业的培训是否有效。可以说，以上十项设计性实验对学生的要求较高，对于学生

来说是一项重大的考验，但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将这十项设计性实验全部完成，学生一定能获得很

大的收获。

3. 跨课程综合性实验

根据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各课程之间的联系，可以适当地整合部分课程的实验教学，使之有机地结

合起来，使学生在完成实验后，不仅掌握了本门课程的基本技能，而且明白了各课程在专业中的地位

和作用，无形中强化了对专业的领悟。如针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开展跨课程综合性实验，模拟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将《招聘与选拔》、《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等人力资源

管理专业核心课程的实验综合进行，使学生对相关理论有较好的回顾与掌握，并能在实践中锻炼专业

技能。

4. 实践训练教学基地

高校可以根据专业特点，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学生带来实践训练的机会，在实训教师的

现场指导下，使学生能熟悉企业培训流程，锻炼其实际操作能力。如我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在第六

学期期末考试提前进行，在考完试后安排学生进入实践训练基地，进行为期至少两周的专业实习（如

有意向，放假后可继续实习），专业实习的目的是让学生提前进入企业熟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及

流程，将学习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同时，通过实践训练，发现理论学习的不足，还有机会返校进

行针对性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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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业集成能力实践

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到专业教师的课题中，特别是与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研究中。通过参与企业培

训方案设计与培训问题诊断，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其岗位适应性，拓展其综合素质。

五、《培训与开发》实验教学实施中的注意事项

（一）全方位开放实验室，实验内容

实验室、实验内容向学生开放，完善对开放性实验的设置、预约和完成等管理制度。让学生在课

余时间进行案例研讨或方案设计时，能够预约专业的实验室，并且学生在设计各类培训方案是，如果

能够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将更好。

（二）改善实验教学方法

探索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实验教学方法，加强信息化、网络化实验教学平台建设，激发学生实验

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教学的过程中，相关的验证性实验或设计性实验，都是任课教师

自己根据理论内容进行安排的，如果学校周围有标志性的企业或者特殊性的培训模式，也可以要求学

生进行特定的跟踪调查，总结经验，从而加以推广。

（三）改革课堂教学评价标准

进行实验教学，就要打破传统的仅用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作为评定学生成绩的做法。实施过程考核

与结果考核并重的评价标准。建立新的实验考试方式，既注重平时实验结果和实验过程，又注重实验

技能和创造力的培养，引导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实验课成绩从预习、实验及其报告、实

验操作考试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核。制定新的实验成绩评定方法，加强对学生平时实验的过程管理，

并且考核主体不仅仅是教师，同一小组的其他学生可以互相评价判断某位同学在小组实验中所起的作

用，小组互相评价可以判断该组在全班其他小组中的总体成绩，这些都是实验教学中应参考的评价标准。

总之，现代的高校课堂应该坚持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并举，通过教师的系统讲解增强学生的理论

基础，通过实验教学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通过教师设计的不同类型的实验，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

运用，锻炼其实际动手能力，为学生今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基础。因此，实验教学在培养学生实践能

力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扎实完善的实验教学，培养具备岗位适应性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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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结合高职高专英语教学的现状，

本文提出通过了解文化差异，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注重英语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采取不同的导

入方法，使高职英语教学教改有实质性的提高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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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ment of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English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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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inseparable,  influenc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vocational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by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cultivating students'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paying attention to combina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culture teaching, adapting different ways of leading 

i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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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高专英语教学的特点和现状

（一）高职高专英语教学要求

《高等职业教育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 试行 )( 讨论稿 )》当中指出高职英语教学的教学性质和目的是：高

职英语课程以职场交际为目标，以应用为目的，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英语的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

能在日常活动和与未来职业相关的业务活动中进行一般的口头和书面交流；同时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增

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为他们提升就业竞争力及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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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明确指出“提高综合文化素养”，我们的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是将来在从事涉外业务工作时

进行有效交际，因此，我们教学的目标也应该是重点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忽视

英语教学中文化的导入，要重视语言使用和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

（二）应试教育的影响

而在现实中，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得学生和教师将学习和教学重点投入到与考试紧密相关的内容和知识

上，没有意识到教授语言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传授过程。孤立于文化知识教育而抽象地学习语言本体，强

调外语学习的听、说、读、写、译，把精力集中在语言知识的传授上，忽视语言使用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考试的压力所致。比如：教学目标单一 , 教学方法较死板 , 教学内容较陈旧 , 教学中严重

地存在着 " 重知识传授 , 轻能力培养 " 的倾向 , 致使有些成绩相对好的学生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较差。

（三）高职学生的学习状况

高职生入学时基础相对薄弱，知识面较窄，学生英语学习兴趣不浓，英语单词词汇量小，口头表达能力弱。

课外英语学习时间不够。学习目的单一。经过观察，以语言基础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但是当教学内容涉及各国文化背景知识的时候，学生就能聚精会神地听课。可见，学生有强烈的学

习和了解国外文化的愿望。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中适时地进行文化导入和文化渗透，能够较好地进行英

语教学，并且还能够多方面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使学生成为能够适应社会和

国际发展需要的人才。

二、了解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意识

（一）词汇

词是表达概念的，而概念是感性认识和理论认识的结果，对于同一个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头脑中反

映出的意向或者联想可能完全不同。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传统文化等对语言词汇的影响是广泛的。词汇

本身承载着文化含义。

汉语中的“狗”一词常带有“令人讨厌，卑鄙”等贬义的意思，如“走狗”，“狗胆包天”，“狼心狗肺”

等。而“dog”一词在英语中却常用来表示“忠实，友好，可爱”等意思，因为外国人认为狗忠诚、善良，

是人类的好朋友，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类似 “lucky dog”( 幸运儿 )，“love me，love my dog”( 爱屋及乌 )，“a 

gay dog”( 一个快乐的人 ) 这样的表达。

（二）语言习惯

语言是文化环境中的产物，作为记录人类历史和思想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如

中国人在听到别人称赞时总是表示谦虚，经常说“哪里，哪里。还不行，还做得不好，还做得不够”等，

而西方人一般表示接受，总是回答“Thank you”。请看下面的对话：“--- 小杨，你今天穿的大衣真漂亮 !---

哪里哪里，不漂亮。。。”如果是西方人的回答就是“Thank you !”至于中西方语言习惯的差异举不胜举。

因此我们在英语教学中就要注意不断地灌输、渗透这些差异。

（三）交际用语

不同的文化由于历史、地理、经济等因素的不同，有不同的文化习惯。在交流的过程中注意这些差异，

才能更好地理解别人，尊重别人。如果对异质文化缺乏了解，就可能产生误会，妨碍正常交流。中国人打

招呼通常用“吃过了吗 ?”“去哪里 ?”而英语当中通常说“Hi”，“How are you?”而不说“Have you eaten 

yet?”如果这样问外国人会误解为是你想请他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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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文化融入教学当中

（一）文化对比

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导入文化教学，并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以增加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而且，

文化导入的内容不应局限于目的语的文化教学，它还包括对本族语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对本族语文化多～分

了解，我们就能对目的语的文化多一分敏感。比如到圣诞节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关于 Christmas 的专题，

向学生讲解圣诞节的来历、习俗以及圣诞这天大家都要做些什么，还可以教学生唱一两首简单的圣诞歌曲。

然后让大家回忆中国的农历新年，让学生描述的同时，教会学生“春联”、“鞭炮”的表达方式。最后对

这两个节日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进行对比。这样，学生除了学会关于 Christmas 的相关知识，也学会了关于

lunar new year 的很多表达。以后在和外国朋友交流的时候就不会陷入只会说西方文化，却不知道关于中国

文化的英语词汇的尴尬境地。

（二）多媒体手段

充分利用幻灯片、电影、投影仪、录音等多媒体手段，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接触到西方背景文化，激发

学生的愉快情感。比如在给学生看影片《阿甘正传》的时候，就可以补充些文化背景知识，如乒乓球外交、

刺杀肯尼迪等。这样不但能加深学生对影片的理解，同时也学到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些大事。而且，在看过

影片后可以摘取其中一些经典片段，让学生进行模仿。比如上述电影中的经典台词：“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很多学生平时发音不太标准，但是为了能模仿好，会努力去听，去尝试，最后甚至能做到连表

情都带上，读得惟妙惟肖。这种方式，让学生主动去纠正自己发音，而不是被动去记忆发音规则，而且能

激发起学生兴趣，他们会意识到生活中的电影、音乐等都是学习英语的好素材。

（三）创设交际情景

要学会用英语交流，必须要学会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应该怎样表达才算是合理的。在《享在剑桥》

中每一个单元都设有一个 speaking 的部分，当中有一些 functional expression，当中列出了很多有用的句型，

而前面有一个 instruction 的部分，会设计一个情景。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学习完 functional expression 后，

根据设定的背景编一段对话，而且还要上台来表演。这样学生马上就兴奋起来，有的还像模像样地用上了

道具，把手机、挎包全用上。这样能生动地再现交际场景，对提高英语交际能力很有帮助。

四、结语

综上所述，英语教学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要把语言看做是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注重学生英美文化的输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及其对语言的影响。在英语教学中导入英美文化教学，培养

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他们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做到轻松自如，语言得体，从而达到成功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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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新媒体传播背景下，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通过比较新旧媒体的异同，

探索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路径，从而切实把握其发展规律，创新传播媒介，借助现代

新媒体的手段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延伸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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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media background, campus culture of vocational college presents new features.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media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vocational college campu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Grasping the law of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ng media,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and extend the function in the means of modern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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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媒体特点

传统媒体，是指借助一定的物理装置对外发布资讯的媒介，如广播、电视、杂志、报刊等媒介。

与新媒体相比较，它具有如下特征：

1. 主体的单一性

传统媒体的主体单一性，最直接的表现在官方对信息主动权的控制。信息的采集、审校、发布等

环节都有一套严格的工序，受众所接受的信息都已经过严格挑选，代表着官方意志。信息被官方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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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稀缺资源，非精英所不能触及，因此只要钳制住信息主体，就拽住了舆论的喉舌。

2. 传递的单向性

主体的单一性，也决定了传递的单向性，即单向传递的特点。信息从传媒机构以电视、报纸、杂

志等手段传出，一旦被用户接收传递就已完成。传统媒体不同于新媒体，普通用户没有自主权，不像

新媒体用户可以借助手机、网络等媒介自主发布信息，使自己也成为信息传播主体——自媒体。在传

统媒体中用户只是一个接收者，不是一个发布者。

3. 网络的扁平化

在传播网络的构建上，传统媒体主要依靠文字、信号来实现；而新媒体广泛借助于互联网技术，

通过网站、网络社区、微博、微信等媒介传递信息，构建了一个铺天盖地的网络格局。相比之下，传

统媒体形式单一，无法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内容与速度上新媒体更胜一筹，全球资讯转瞬间得以

传播分享，纵深上囊括古今，而且广泛借于音视频技术的组合，实现信息的立体化覆盖，而这些是传

统媒体不能及的。

4. 信息的迟滞性

较之于新媒体，传统媒体最明显的弱势便是信息的迟滞，一般而言，信息在发布前经历了一道系

统的工序，保证了信息的权威却损耗了信息的及时，待大众接收到信息时已“时过境迁”。而新媒体

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当今移动互联网技术，使得信息的传播瞬间实现，且是同步同时，它消解

了地域、民族等边界，实现了信息的全球化。

二、新媒体环境下职业院校校园文化特点

1. 校园文化呈现空前繁荣

新媒体传播技术消解了层级，使传统的意见领袖失去了市场，大众媒介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

且呈现出直接便捷的特点。它使个体都能成为自媒体，可以实现一对多或多对多的格局，甚至信息发

送者也能成为接受者。信息传播中的每一个受众都有平等的信息源，享有平等的传播和接受的权利。

如此一来作为校园文化载体，新媒体会使信息在短时间内快速累积，急剧膨胀，各种文化得以交汇、

碰撞，甚至异域文化也得以扎下根基，校园文化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者喜

忧参半，既能享有纷繁多样的校园文化，使各种思想得以生存，同时又要面对泥沙俱下的不良文化侵袭，

它占据了思想和心灵的空间，使校园深受其扰。

2. 校园文化集聚创新元素

相较而言，传统媒体营造了一个封闭保守的“城堡”，而新媒体帮助拓宽了高校校园文化发展的视野，

使多种文化元素在此交融，使高校校园文化中的创新元素增多。这是校园文化繁荣后的必然结果，也

归因于新媒体自身的特性。年轻人思维活跃、个性张扬、标新立异，对新媒体的使用驾轻就熟，非常

熟悉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因此年轻人与新媒体具有着天然不可分的亲密感。这两者一结合，无穷的创

意和新奇接踵而来，各种别致的心思层出不穷，整个校园俨然创新的试验场。这一效应的放大还得益

于两个因素，一是新媒体的广泛传播，使创新的种子不断放大，继而得以落地开花。二是不同文化的

碰撞、异域文化的熏陶，使创新的真伪得以鉴别，真则存，伪则殁，大则大，小则小。

3. 校园文化机遇挑战并存

传统媒体环境下，信息发送者只要控制好传播载体和意见领袖，受众接受的信息八九不离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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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真，也难有舆论场的爆炸式效应。而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扩散、放大、消弥具有着几何级数的关

系式，而且也会循环往复地加以运作。各种声音在此交汇，各种意见在此碰撞，各种思想在此交锋，

如圆形的古罗马斗兽场。在这种开放式的交互体验中 , 每一个用户都有分享，都有评价，因此校园文

化得以在多元环境中共融共生。各种思潮或阳春白雪，或泥沙俱下，或良莠不齐，对师生的影响愈趋

复杂，要想从中辨识出有益的部分，需要有高超的眼力。因此学校既面临着谋变求新的机遇，也迎受

着腐朽侵蚀的挑战。

三、新媒体环境下职业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路径

1. 构建立体式的传播格局

善于统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优势，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使其相互融合，构建立体化的传播格局。

以新技术为基础进行校园信息化建设，加强软硬件投入，利用当前最新数字化技术完善校园基础网络

建设，利用学校主页、BBS 论坛、手机客户端等载体传播主流价值观，注重网络系统的构建，使传播

系统产生效应最大化。通过大格局的构建形成一批更具影响力、感染力和渗透力的文化形式，同时注

重与社会文化的交融，主动打开象牙塔的大门，将多种文化提炼为有利于学校繁荣发展的优秀文化，

借助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使高校的校园文化与社会大文化水乳交融，互相渗透，形成一个立体的、

生态的、高效的传播网络。

2. 营造多元化的共生环境

多元的校园文化，是催生创新与创造的基础。随着移动新媒体的诞生，各种信息的交汇变得快捷

便利，学生在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异域文化的进入对校园文化的影响非常

明显，且呈现愈加强烈的趋势，无法拒绝与阻拦。因此，在多种文化交汇的校园，努力打造积极的、

健康的主流文化，使其发挥育人功能。再者，学生的思维异常活跃敏捷，个性自我张扬，观念新颖求变，

迎合了互联网的传播特点。在此背景下学生玩转新媒体可以风生水起、炉火纯青，处处显现出年轻人

的优势。年轻人的思想在这个广阔的平台上不断激发碰撞，不同的价值观得以共融共生。最终多元的

文化通过优胜劣汰、此消彼长达成最佳的平衡，促进校园文化的繁荣。

3. 打造专业化的师资队伍

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意识观念的冲击极其强烈，如果没有因势利导，主动适应新媒体环境，无疑是

致命的。高校教师目前对新媒体还存在重视程度低、网络格局小、技能水平低的问题，要主动适应新

媒体环境还需要自身放下成规，学习新媒体技术，掌握新媒体规律，使教师在技能水平上有所提升，

具备现代网络公民的素养。目前高校学生因掌握新事物的速度更快，新媒体的使用普遍比教师娴熟，

因此对教师进行新技术的培训显得尤为必要。只有广大教师熟练地掌握好新媒体应用技术，才能更好

地引导学生在复杂的舆论场淡然自若，使其发挥最大功用，而不至沦为牺牲品。通过打造一支专业化

的师资队伍，使校园文化夯筑起一道坚强的堡垒。教师就是一道过滤器，可以通过教学、管理对学生

施加影响，帮助学生筛选有益信息，淘汰不良信息，在此环境下教师媒体的素养便得到了充分体现。

4. 培养现代化的媒体素养

随着新媒体网络铺天盖地的渗透，各种信息无孔不入，或糟粕或精华对大学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如何在这些良莠不齐的信息中甄别出有用的，是需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特别是当前每个个体都可以

成为“自媒体”，既是一个接受者，又是一个发送者，信息层出不穷、错综复杂，如果不具备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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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素养，是很难从中甄别出有用的信息，甚至可能深陷泥淖。因此学校可以通过开设网络应用的通

识课程，或选修或必修，使学生掌握工具的同时，也具备理解、辨识、鉴赏、评估与再创造的能力。

让新媒体真正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与成长服务，为打造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生活服务。

四、结束语

在新媒体日益迅猛的冲击下，不管是科技浪潮，还是组织推动，高职院校对新媒体的应用实践是

积极努力的，且日见成效。既然已经打开了新媒体的大门，又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不断体现出高

职办学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高职院校只有顺应发展潮流，掌握媒体规律，才能借力使力，顺水推舟，

在新媒体浪潮下建设出一流的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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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徒制”切中了职教发展的脉

试点现代学徒制，国家从制度架构层面理顺技能人才培养流程中的责权利关系，有助于从根本上

调动校企双方合作育人的积极性。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全国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推进会上表示，必须加快推进现代学徒制

试点工作，各地要系统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因地制宜开展试点工作，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中

国教育报》12 月 15 日）

最近几年，呼吁实行现代学徒制的专家建言此起彼伏，针对现代学徒制的专题研究从未间断，各

地尝试开展现代学徒制改革的实践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在教育部层面向全国发布《关于开展现代学

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召开专门会议予以推进并提出统一要求却是史无前例。

由民间倡议变为政府指导意见，由专家研究变为国家发展战略，其质变过程蕴含着国家对多年职

业教育发展历程的总结反思和对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构画，是集实事求是与科学发展为一体的重

大决策。

多年来，得益于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正确引导和企业行业的大力支持，我国职业教育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重振起步，到上世纪末职教办学条件的重点改善，从新千年职业院

校的规模发展，到近十年着力夯实内涵提升，我国的职业教育一步一个脚印，年年都有新突破，对经

济增长、社会繁荣、科技进步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我国职业教育目前的办学水平和发展方式仍然满足不了促进产

业升级、社会转型、科技创新的时代要求。突出表现在校企合作没能真正落到实处，校企融合还不够

深入，企业参与育人的积极性没能得到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单兵作战甚至闭门造车，培养出来的毕业

生与企业需求的差距较大，尤其是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后劲“缺肥少力”，这样不仅制约了学生的终身

职业成长，更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声誉和企业参与技能人才培养、支持职教创新发展的积极性，最

终影响到中国制造品质的提升和“中国智造”进程的推进。

放眼全球职业教育，英国、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各种育人模式、办学机制各有千秋，

其成功无不得益于职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其中尤以德国的学徒制最为典型。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举

世公认，而现代学徒制则堪称德国经济的中流砥柱，被誉为二战后德国崛起的秘密武器。

现代学徒制把职业技能和工艺知识教育同专业理论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相结合，根据企业的需求

量身打造未来工人必备技能。它是传统学徒制融入了学校教育因素的一种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校企

合作由顶岗实习、订单培养不断深化拓展的一种新的形式。按照德国现代学徒制的设计，被录取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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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需与企业签约，而后以双重身份在企业当“学徒”，在职业学校做“学生”交替学习。学徒学习期

间不交学费，每月还可以得到由企业提供的生活津贴及法定社会保险。学习结束后，学徒通过德国工

商总会（AHK）的考核，才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相比德国，我国的职业教育虽也倡导校企合作，但却始终不能摆脱“两张皮”的尴尬，往往使校企“合

作”沦为基于情感的偶然性支持，甚至退化为短视的功利性资助；虽然我国也实行中职教育免费，但

却只限于政府层面的公益普惠，而不是通过让企业付费来强化企业的人才培养责任；虽然也强调职业

教育的第三方评价，但作为用人方的企业却缺乏左右职校办学的杠杆。这是我国职业教育长期没有实

质性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试点现代学徒制，国家从制度架构层面理顺技能人才培养流程中的责权利关系，通过明确责任，

让学校与企业知道各自在人才培养中应该承担的义务，尤其让企业知道自己分内应做的事情；通过明

确权利，让校企双方知道各自能够支配哪些资源，尤其让企业知道能够获得什么具体的收益。这些有

助于从根本上调动校企双方合作育人的积极性。

诚然，现代学徒制早为多国实践所验证，但若要真正在中国实践，也还存在一个任重道远的“本土化”

问题。毕竟，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财政制度和人事制度等，还远不适应推行现代学

徒制带来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学习方式、评价模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要求，这就需要我们立足实际、

放眼长远、尊重科学、自上而下，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智，对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做周密架构和顶层设计，

营造有利于促进产教融合的环境。

【王寿斌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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