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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生态示范区野生杀虫植物资源调查初报

王昌腾

(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丽水 323000)

——————————————————

收稿日期：2015-03-09

作者简介：王昌腾 (1962-)，男，浙江云和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植物分类研究。

摘   要：报道了丽水生态示范区野生杀虫植物资源，共计 285 种，分属于 99 科，212 属，并对丽

水生态示范区杀虫植物资源进行了分析，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杀虫植物；资源调查；丽水生态示范区

中图分类号 :S 688.9   文献标识码：A

Preliminary Report on Wild Insecticidal Plant 

Resource in Lishui Ecological Demonstrative Area

WANG Chang-teng

（Lishui Vocational College, Lishui Zhejiang , 323000）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thewild insecticidal plant resource in Lishui Ecological Demonstrative Area was reported. 

About 285 species under 212 genus of 99 families were reported.The resources of insecticidal plant were evaluated, 

and their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Insecticidal plant；Resource investigation；Lishui Ecological Demonstrative Area

杀虫植物内具有杀虫活性成分，把这些植物的根、茎等器官进行提炼加工可制成植物性杀虫剂。

植物杀虫剂是一种理想的“绿色农药”，具有高效低毒、无公害、不污染环境、作用机理独特、开发

费用低廉等特点，表现出了明显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是一种很有前景的环保农药。丽

水生态示范区地处浙江西南地区，研究示范区的杀虫植物资源，对开发研究植物农药，进行科学的利

用和保护，为保护好示范区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更好地开发杀虫植物都有重要意义。

1 自然概况

丽水生态示范区位于浙江省西南部，辖青田、云和、景宁、遂昌、松阳、缙云、庆元、龙泉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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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九县 ( 市 ､ 区 )，土地总面积 17293km2，山脉属武夷山系，自西向东延伸。地带性土壤为红壤和黄壤，

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温和，光 ､ 热 ､ 水条件良好，山地气候特征明显，自然生态系统

保持较好，森林植被保存较为完整。区内有龙泉凤阳山，庆元百山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遂昌九龙山

国家级级自然保护区。1999 年 12 月，国务院确定丽水市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2 丽水生态示范区杀虫植物资源

通过调查统计，丽水生态示范区杀虫植物 99 科 212 属 285 种，其中蕨类植物 9 科 10 属 16 种；裸

子植物 6 科 9 属 10 种；被子植物 85 科 139 属 259 种。种类较多的科有菊科 26 种，大戟科 15 种，豆

科 14 种，蓼科 14 种，毛茛科 11 种，蔷薇科 10 种，唇形科 9 种，鳞毛蕨科、卫矛科、桑科、芸香科

各 7 种。可见，该区杀虫植物资源丰富 ( 表 1)。

表 1 丽水生态示范区药用杀虫植物资源种类、药用部位、作用方式、分布
科名 种名 活性部位 防治对象 作用方式 分布

石杉科 蛇足石杉 Huperzia serrata 全株 菜青虫 毒杀 全市

石松科 石松 Lycopodium japonicum 全株 蚜虫、毛毡黑皮蠹 拒食 全市

木贼科 问荆 Equisetum arvense 全株、根 菜青虫、玉米象、黏虫 毒杀、拒食 全市

紫箕科 紫箕 Osmunda japonica 全株 小菜蛾、斜蚊夜蛾 抑制生长 全市

海金沙科 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全株 蚜虫、红蜘蛛 杀菌、抑制生长 全市

蕨科 蕨 Pteridium aquilinum 全株 棉蚜 抑制生长 全市

凤尾蕨科 蜈蚣草 Pteris vittata 全株 菜青虫 毒杀 龙，庆

半边旗 P. semipinnata 全株 驱虫抑菌 驱避害虫 青

乌毛蕨科 狗脊蕨 Woodwardia japonica 根、茎 红蜘蛛、蚜虫、螟虫 毒杀 全市

鳞毛蕨科 贯众 Cyrtomium fortunei 根状茎 蚜虫、螨、线虫、蛆 毒杀 全市

镰羽贯众 C.balansae 根茎 肠寄生虫 驱除
龙， 庆，

遂

半岛鳞毛蕨 Dryopteris peninsulae 根状茎 钩虫，蛔虫，绦虫 毒杀
龙，缙，庆，

遂

阔鳞鳞毛蕨 D.championii 根茎 钩虫 驱除 全市

暗鳞鳞毛蕨 D.atrata 根茎 蛔虫 驱除 遂

狭顶鳞毛蕨 D.lacera
根 茎、 幼

叶
绦虫 驱除

龙，缙，庆，

遂

同型鳞毛蕨 D.uniformis 根茎 蛔虫、绦虫 驱除
龙， 庆，

遂

银杏科 银杏 Ginkgo biloba 种子、叶 桃蚜、红蜘蛛、菜青虫 毒杀 全市

松  科 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 松脂、叶 水稻金花虫、负泥虫 毒杀 全市

柏  科 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茎、叶 稻螟虫、棉蚜 毒杀、抑制种群 全市

柏木 Cupressus funebris 叶、种子 稻螟、棉蚜、蚊蝇幼虫 驱虫抑菌 全市

刺柏 Juniperus formosana 根 稻螟、棉蚜 毒杀 全市

罗汉松科 百日青 Podocarpus neriifolius 叶 稻螟、棉蚜、蚊蝇幼虫 抑制生长 松

三尖杉科 三尖杉 Cephalotaxus fortunei 种子 蛔虫病，钩虫 驱除 全市

粗榧 C.sinensis 种子 蛔虫 驱除 龙，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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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杉科 南方红豆杉 Taxus mairei 种子 蛔虫 毒杀 , 驱 全市

榧树 Torreya grandis 花，种子 蛔虫，钩虫，丝虫 毒杀 全市

三白草科 鱼腥草 Houttuynia cordata 全株 棉蚜、红蜘蛛、菜粉蝶 毒杀 全市

三白草 Saururus chinensis 全株 农业害虫 抑制生长 全市

金粟兰科 及己 Chloranthus Serratu 全草 菜青虫 毒杀 全市

丝穗金粟兰 C.fortumei 全草 蚜虫、粘虫 毒杀 全市

宽叶金粟兰 C. henryi 根 菜青虫 毒杀 全市

草珊瑚 Sarcandra glabra 全草 丝虫病、蚜虫 毒杀 全市

杨柳科 垂柳 Salix matsudana 叶、树皮 蚜虫、菜粉蝶、螟虫 驱避 全市

杨梅科 杨梅 Myrica rubra 树皮 茶毛虫、苎麻虫 抑制生长 全市

胡桃科 化香 Platycarya strobilacea 叶 棉蚜、红蜘蛛、菜青虫 抑制生长 全市

枫杨 Pterocarya stenoptera 叶、树皮 地老虎、棉蚜、稻飞虱 胃毒、抑制生长 全市

壳斗科 麻栎 Quercus acutissima 树皮 阿米巴痢疾 抑制生长 全市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壳 斗、 树

皮
稻飞虱、棉蚜、地老虎 胃毒、抑制生长 全市

榆  科 糙叶树 Aphananthe aspera 叶 农业害虫 胃毒
遂，龙，云，

景

榔榆 Ulmus parvifolia 叶 红蜘蛛 胃毒、抑制生长 全市

桑  科 葎草 Humulus scandens 全株 蚜虫、玉米象 胃毒、抑制种群 全市

无花果 Ficus carica 茎、叶 菜青虫 拒食 全市

构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茎、叶 粘虫 拒食 全市

小构树 B. kazineki 叶树皮汁 螟虫、桑蟥、蚜虫 毒杀 全市

桑树 Morus alba 根叶果 蚜虫、菜粉蝶、蝗虫 毒杀、拒食 全市

薜荔 Ficus pumila 茎 菜青虫、菜蚜虫 毒杀、拒食 全市

珍珠莲 F. sarmentosa var. henryi 藤、根 蔬菜害虫 毒杀 全市

马兜铃科 马兜铃 Aristolochia debilis
根、 茎、

果
菜青虫、棉蚜 毒杀 全市

商陆科 商陆 Phytolacca acinosa 根 菜青虫、蚜虫、红蜘蛛 毒杀、抑制生长
缙， 遂，

青

蓼  科
短毛金钱草 Antenoron 

neofiliforme 
全株 农业害虫 毒杀 全市

毛茛 Ranunculus japonicus 全草 桃蚜、山楂叶螨 抑制种群生成 全市

水蓼 Polygonum hydropiper 全株 菜青虫、蚜虫、粘虫 拒食 全市

辣蓼 P. flaccidum 叶、茎 蚜虫、菜粉蝶 毒杀

虎仗 P. cuspidatum 根 螟虫、蚜虫、菜粉蝶 拒食 全市

何首乌 P. multiflorum 全株 蚜虫、水稻害虫 抵制生长 全市

杠板归 P. perfoliatum 全草 蔬菜害虫 抑制生长 全市

萹蓄 P. aviculare 全株 菜青虫、黏虫、棉蚜 毒杀、拒食 全市

蚕茧草 P.japonicum 全草 杀虫 拒食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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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叶蓼 P.sieboldii 全草 杀虫 拒食
龙、缙、

庆

酸模叶蓼 P.lapathifolium 全株 菜粉蝶、马铃薯甲虫 抑制生长 全市

酸模 Rumex acetosa 全株 蚜虫、飞蝗 拒食 全市

齿果酸模 R.dentatus 根、叶 蚜虫 抑制生长 全市

羊蹄 R.japonicus 根或全草 蚜虫 毒杀 全市

藜  科 藜 Chenopodium album 全株 蚜虫、菜粉蝶、棉蚜 毒杀、拒食 全市

土荆芥 C.ambrosioides 全株 滴虫、杀蛆虫等 拒避、毒杀 莲都等

苋  科 牛膝 Achyranthes bidentata 根 农业害虫 抑制生长 全市

柳叶牛膝 A.longifolia 根 农业害虫 抑制生长 全市

青葙 Celosia argentea 种子 农业害虫 毒杀 全区各地

马齿苋科 马齿苋 Portulacea oleracea 全株 菜蚜、粘虫 抑制种群生成 全市

毛莨科 小升麻 Cimicifuga acerina 根状茎 蚜虫 抑制生长
遂昌九龙

山

威灵仙 Clematis chinensis 根 菜粉蝶、地老虎、蚊幼虫 毒杀 龙、莲

山木通 C. finetiana 根 丝虫 毒杀 遂 , 云 , 龙 ,

莲

粗齿铁线莲 C.argentilucida 茎藤 蚜虫 毒杀 遂昌

单叶铁线莲 C.henryi 膨大的根 蛔虫 驱除 全市

毛莨 Ranunculus japonicus 全株 蚜虫、菜青虫 毒杀 全市

扬子毛茛 R.sieboldii 带根全草 截疟，灭蛆，杀孑孓 杀虫抑菌 全市

禺毛茛 R.cantoniensis 全草 疟原虫 抑制生长 全市

茴茴蒜 R. chinensis 全草 菜青虫、粘虫 拒食 全市

石龙芮 R.sceleratus 全草 蚜虫、稻螟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天葵 Semiaqulegia adoxoides 根、茎 菜青虫、粘虫 毒杀 全市

木通科 三叶木通 Akebia trifoliate 根、茎 蚜虫 抑制 遂、龙、

云
大血藤科 大血藤 Sargentodoxa cuneata 叶、根 蚊幼虫、蚜虫 毒杀 遂 , 云 , 龙 ,

景 , 莲
小檗科 十大功劳 Mahonia bealei 根、果 蚊幼虫、棉蚜 拒食 莲

阔叶十大功劳 M. bealei 全草 稻苞虫、棉蚜、蚊幼虫 毒杀 全市（除

松、青）

南天竹 Nandina domestica 根、茎 稻苞虫、卷叶螟 拒杀 遂、龙

六角莲 Dysosma pleiantha 根、茎 蚜虫、稻螟 毒杀 遂、缙、

龙

淫羊藿 Epimedium saglittatum 全草 蚜虫 毒杀 遂、云、

龙
防已科 木防已 Cocculu strilobus 根、茎 农业害虫 神经毒杀 全市

蝙蝠葛 Menispermum dauricum 全株 农业害虫 毒杀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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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科 莽草 Iuicium lanceolatum 种子 蔬菜害虫、地老虎 毒杀 遂 , 云 , 龙 ,

景 , 莲
樟  科 樟 Cinnamomum camphora 全株 粘虫、稻飞虱、稻叶蝉 毒杀、拒食 全市

乌药 Lindera aggregata 叶、种子 地下害虫、蚜虫 毒杀 全市（除

云、青）

山橿 L. reflexa 根 农业害虫 毒杀 遂 , 缙 , 龙 ,

景 , 莲

三桠乌药 Lauraceae obtusiloba 叶、种子 红蜘蛛 毒杀 遂昌、龙

泉

山鸡椒 Litsea cubeba 枝叶 粘虫、血吸虫 拒食 遂 , 云 , 龙 ,

景 , 莲

檫木 Sassafras tzumu 茎、叶 农业害虫 抑制生长 遂 , 云 , 龙 ,

景 , 莲
罂粟科 博落回 Macleaya cordata 全草 线虫、稻蝽、稻螟 毒杀、拒食 全市

黄堇 Corydalis pallida 全草 蚜虫、卷蛾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小花黄堇 C.racemosa 全草 农业害虫 毒杀 全市

刻叶紫堇 C.sincisa 全草 农业害虫 毒杀 全市

十字花科 荠 Capsella bursa-pastoris 叶 菜粉蝶、瓢虫 抗虫、拒避 全市

臭芥 Cornopus didymus 叶、茎 农业害虫 拒杀 全市

景天科 珠芽景天 Sedum bulbiferum 全草 疟疾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垂盆草 Sedum sarmentosum 全草 粘虫 拒食 全市

虎耳草科 虎耳草 Saxxifragr stolonisera 根、叶 杀菌、抑菌 抑制种群形成 遂 , 龙 , 庆 ,

景

钻地风 Schizophragma 

integrifolium

根及茎藤 丝虫病 抑制种群形成 莲

蔷薇科 翻白草 Potentilla discolor 全草 阿米巴痢疾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蛇含 P. kleiniana 全草 治阿米巴痢疾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全草 蚊蝇幼虫 毒杀 全市

龙芽草 Agrimonia pilosa 全草 蚜虫 毒杀 全市

野山楂 Crataegus cuneata 果实 绦虫病 抑制 全市

地榆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根、叶 棉蚜、红蜘蛛、大豆蚜 毒杀 全市

金樱子 Rosa laevigata 根 菜青虫、小菜蛾 毒杀 全市

桃 Prunus persica 根、叶 疟疾，阴道滴虫 毒杀 全市

石楠 Photinia serrulata 叶 蚜虫 毒杀 全市

湖北海棠 Malus hupehensis 叶、果 玉米象 抑制种群生成 全市

豆  科 野豌豆 Vicia cracca 根、叶 飞蝗、蚜虫 麻痹 全市

苦参 Sophora flavescens 根、种子 甜菜蚜、菜青虫、红蜘蛛 毒杀、抗虫 全市

紫荆 Cercis chinensis 根、皮 玉米象 毒杀 全市

皂荚 Gleditsia sinensis 种子、叶 农业害虫 驱除 全市

黄檀 Dalbergia hupeana 茎叶 农业害虫 驱除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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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槐花 Desmodium caudatum 全草 农业害虫 驱除 全市

野葛 Pueraria lobata 根 金花虫、蚊蝇幼虫 毒杀 全市

昆明鸡血藤 Millettia reticulate 根、种子 稻螟、稻飞虱等 毒杀 全市

香花崖豆藤 M.dielsiana 根、树皮 稻叶蝉、稻瘿蚊等 毒杀 全市

紫藤 Wisteria sinensis 茎皮、花 蛲虫病 解毒驱虫 全市

云实 Caesalpinia sepiaria 种子 钩虫病，蛔虫病 解毒驱虫 全市

花榈木 Ormosia henryi 根、茎叶 丝虫病 抑制 全市

细梗胡枝子 Lespedeza virgata 全株 治疟疾 抑制生长 全市

鹿藿 Rhynchosia volubilis 种子 农业害虫 驱虫 全市

酢浆草科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 全株 棉蚜、螟虫 抗虫、毒杀 全市

芸香科 松风草 Boenninghausenia albiflora 全草 解表截疟，杀虫 解毒驱虫 全市

吴茱萸 Euodia rutaecarpa 果实 稻螟、杀虫 解毒驱虫 遂 , 龙 , 庆 ,

莲

野花椒 Zanthoxylum simulans 全草 玉米象、粘虫 拒食、毒杀 龙

竹叶椒 Z. armatum 果皮 血吸虫病，蛔虫病 毒杀 遂

青花椒 Z.schinifolium 果实种子 蛔虫病，丝虫病 毒杀 遂，缙

朵花椒 Z.molle 果实种子 血吸虫病，丝虫病 毒杀 遂，庆

臭常山 Orixa japonica 茎叶 疟原虫、虱子 毒杀 遂 , 龙

苦木科 臭椿 Ailanthus altissima 树皮、叶 菜青虫、蝗虫、粘虫 毒杀、抑制种群 全市

苦木 Picrasma quassioides 果、茎皮 稻螟、稻苞虫、地老虎 驱除、杀菌 全市

楝  科 苦楝 Melia azedarach 根、皮 黏虫、斜纹夜蛾、稻螟 胃毒 , 拒食 全市

大戟科 飞扬草 Euphorbia hirta 全草 阿米巴痢疾 拒食、抑制种群 莲

地锦草 E.humifusa 全草 粘虫、麦蚜虫、红蜘蛛 毒杀 全市

月腺大戟 E. ebracteolata 根 阴道滴虫 毒杀 龙泉凤阳

山

大戟 E. pekinensis 茎、叶 菜青虫、蝇蛆 毒杀 遂

泽漆 E.helioscopia 全草 红蜘蛛、粘虫、棉蚜 毒杀 全市

铁苋菜 Acalypha australi 全草 疟疾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叶下珠 Phyllanthus urinaria 全草 抑菌、杀菌 抑制种群形成 龙、莲

乌桕 Sapium sebiferum 根皮、叶 稻螟虫、稻瘟病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山乌桕 S.discolor 根皮、叶 毒蛾和金龟子 杀虫、抑制生长 龙、遂

算盘子 Glochidion puberum 全株 稻螟、稻蝗、稻飞虱 毒杀、抑制 全市

油桐 Aleurites fordii 全株 棉蚜、红蜘蛛、金花虫 拒食 全市

山麻杆 Alchornea davidii 茎、皮、

叶

蛔虫病 毒杀 龙

石岩枫 Mallotus repandus 根或茎叶 农业害虫 毒杀、拒食 全市

野梧桐 M.japonicus 全株 绦虫、蛲虫、线虫 毒杀 莲，青

粗糠柴 M.philippinensis 茸毛 驱绦虫 驱除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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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让木科 交让木 Dapniphyllum macropodum 叶 蚜虫 拒食、胃毒 遂 , 龙 , 庆 ,

松 , 缙
漆树科 黄连木 Pistacia chinensis 树皮 粘虫 拒食 遂，龙，

莲

盐肤木 Rhus chinensis 根叶、花 棉蚜、稻苞虫 拒食、胃毒 遂，龙，云，

莲

木蜡树 Texicodendron sylvestris 叶 钩虫病；疥癣 胃毒 全市

野漆树 T. succedaneum 根叶、果 稻苞虫 拒食、抑制生长 全市

卫矛科 卫矛 Euonymus alatus 枝翅 玉米象、菜青虫 拒食、毒杀 全市

扶芳藤 E. fortunei 全株 菜青虫、蚊蝇幼虫 麻醉、毒杀 遂，龙，

缙

南蛇藤 Celastrus orbiculatus 全株 蔬菜害虫 抑制生长发育 莲

短梗南蛇藤 C.rosthornianus 树皮 菜青虫、小菜蛾 毒杀 遂，龙，

景

苦皮藤 C. angulatus 皮、叶、

根

蔬菜、水稻及地下害虫 拒食、毒杀 庆，龙

雷公藤 Tripterygium wilfordii 根 稻苞虫、稻飞虱 拒食、毒杀 遂，龙，松，

缙

昆明山海棠 T. hypoglaucum 全株 玉米象、蚜虫 拒食、麻醉 遂，龙，

缙
省沽油科 野鸦椿 Euscaphis japonica 茎皮、叶 稻螟 抑制生长 全市

无患子科 无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果壳 棉蚜、红蜘蛛、地老虎 拒食、抑制生长 全市

鼠李科 长叶冻绿 Rhamnus crenata 果 蚜虫、红蜘蛛 驱抑制生长 景，龙

葡萄科 白蔹 Ampelopsis japonica 全草 蚜虫、菜粉蝶、稻螟 拒食、抑制生长 全市

锦葵科 木槿 Hibiscus syriacus 茎、叶 玉米象、蚜虫 抑制种群生成 全市

梧桐科 梧桐 Firmiana simplex 根 血丝虫病，蛔虫病 毒杀 全市

猕猴桃科 猕猴桃 Actinidia chinensis 茎 稻螟、茶毛虫 毒杀 全市

山茶科 油茶 Camellia oleifera 茶饼 蝇蛆、钉螺 毒杀 全市

木荷 Schima superba 树皮 蟑螂、苍蝇、天牛等 毒杀 全市

藤黄科 金丝梅 Hypericum patulum 根 蛔虫 驱除 全市

堇菜科 紫花地丁 Viola yedoensis 全株 菜青虫、菜粉蝶 触杀 全市

旌节花科 中国旌节花 Stachyurus chinensis 全株 农业害虫 拒食、抑制生长 全市

瑞香科 结香 Edgeworthia chrysantha 花 农业害虫 毒杀 遂，龙，缙，

莲
胡颓子科 牛奶子 Elaeagnus umbellate 叶 棉蚜 毒杀 全市

八角枫科 八角枫 Alangium chinense 茎、叶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 全市

五加科 五加 Acanthopanax gracilistylus 枝、叶 棉蚜、菜青虫、粘虫 毒杀 全市

伞形科 窃衣 Torilis scabra 果实 蛔虫病，阴道滴虫 抑制种群形成 遂，云

小窃衣 T. japonica 果实 蛔虫病，阴道滴虫 抑制种群形成 龙，缙

野胡萝卜 Daucus carota 果实 蛲虫病，绦虫病 抑制种群形成 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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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床 Cnidium monnieri 果 蛔虫、蛲虫病 毒杀 全市

变豆菜 Sanicula chinensis 全草 蛔虫 驱除 遂，龙

杜鹃花科 马醉木 Pieris japonica 枝叶 农业害虫 毒杀 全市

羊踯躅 Rhododendron molle 花、茎叶 农业害虫 胃毒、触杀 遂，龙，松，

缙

马银花 Rh.ovatum 花、根 农业害虫 毒杀 全市

紫金牛科 紫金牛 Ardisia japonica 全株 绦虫 驱除 全市

报春花科 珍珠菜 Lysimachia clethroides 全株 菜蚜 毒杀 全市

泽珍珠菜 L.candida 全草 蛴螬 胃毒、拒食 全市

星宿菜 Lysimachia fortunei 全草 疟原虫 毒杀 全市

柿树科 柿 Diospyros kaki 果皮、叶、 黑刺蛾、黄刺蛾、衰蛾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山矾科 白檀 Symplocos paniculata 叶、根 农业害虫 驱除 全市

安息香科 玉铃花 Styrax obassia 果 蛲虫 驱除 景

木犀科 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果 蚜虫、红蜘蛛 毒杀 全市

马钱科 醉鱼草 Buddleja lindleyana 枝叶 稻螟、稻飞虱、稻叶蝉 拒食、毒杀 全市

萝藦科 毛白前 Cynanchum mooreanum 根 疟原虫 毒杀 全市

牛皮消 C.auriculatum 根 小菜蛾 毒杀 全市

旋花科 马蹄金 Dichondra repens 全草 疟疾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马鞭草科 马鞭草 Verbena officinalis 全草 蚜虫、菜青虫 驱除 全市

臭牡丹 Clerodendron bungei 叶 治疟疾，灭蛆 毒杀 莲，松

海州常山 C.trichotomum 根茎、叶 疟疾，灭牛马身上虱 抑制生长 缙

豆腐柴 Premna microphylla 根茎、叶 疟疾 抑制生长 全市

牡荆 Vitex negundo var. 

cannabitolia 

茎叶 红蜘蛛、地下害虫 抑制生长 全市

夹竹桃科 络石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根茎、叶 棉蛉 毒杀 全市

唇形科 野芝麻 Lamium barbatum 地上部分 菜青虫、蛾类、棉蛉虫 毒杀、抑制生长 全市

紫背金盘 Ajuga nipponensis 全草 蚜虫 拒食、抑制生长 全市

金疮小草 A. decumbens 地上部分 蚜虫、菜青虫 拒食、抑制生长 全市

益母草 Leonurus japonicus 全株 大豆蚜 抑制生长 全市

水苏 Stachys japonica 全草 大豆蚜 毒杀、拒食 全市

紫苏 Perilla frutescens 全草 蚜虫 毒杀 全市

石荠苧 Mosla scabra 全草 疟疾，疥疮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薄荷 Mentha haplocalyx 茎、叶 赤拟谷盗、玉米象 拒避、抑制产卵 全市

夏枯草 Prunella vulgaris 茎叶、花 玉米象 毒杀 全市

茄  科 龙葵 Solanum nigrum 全株 大菜粉蝶、菜蚜 毒杀、拒食 全市

白英 S. lyratum 茎、叶 蚜虫、红蜘蛛 毒杀 全市

酸浆 Physalis alkekeng 全株 小菜蛾、桃蚜、稻螟 拒食 全市

曼佗罗 Datura stramonium 叶、花 蚜虫、菜粉蝶、玉米螟 毒杀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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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床科 爵床 Rostellularia procumbens 全草 疟疾 抑制种群 全市

透骨草科 透骨草 Phryma leptostachya 全草 蝇蛆 毒杀、拒食 庆 , 龙 , 松 ,

缙 , 遂
车前科 车前 Plantago asiatica 全株 蚜虫、红蜘蛛 拒食 全市

茜草科 鸡矢藤 Paederia scandens 茎、叶 赤拟谷盗、粘虫、蚜虫 拒食抑制种群 景 , 龙 , 松 ,

缙 , 莲

水杨梅 Adina rubella 花及果实 阴道滴虫病 拒食 庆 , 龙 , 青 ,

缙 , 遂

水团花 A.pilulifera 花及果实 阴道滴虫病 拒食 全市

茜草 Rubia cordifolia 全株 蚜虫、蝽象 拒食、毒杀 全市

忍冬科 接骨木 Sambucus williamsii 茎、叶 蚜虫 毒杀 景 , 龙 , 松 ,

缙 , 遂

接骨草 S.chinensis 茎、叶 蚜虫 毒杀 全市

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茎、叶 菜粉蝶、稻飞虱、蝇蛆 毒杀 全市

荚迷 Viburnum dilatatum 茎、叶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败酱科 败酱 Patrinia scabiosaefolia 全株 大豆蚜 毒杀 全市

桔梗科 蓝花参 Wahlenbergia marginata 根或全草 截疟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桔梗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根 蚜虫、菜粉蝶、棉蚜 毒杀 缙，青

菊  科 牛蒡 Arctium lappa 叶 菜蚜 毒杀 龙

天名精 Carpesium abrotanoides 全株 菜粉蝶、地老虎 毒杀、拒食 全市

烟管头草 C.cernuum 全草 菜青虫、地老虎 毒杀 全市

金挖耳 C.divaricatum 全草 菜青虫、地老虎 毒杀 全市

千里光 Senecio scandens 全草 蚜虫、菜青虫 毒杀 全市

鬼针草 Bidens pilosa 全株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苍耳 Xanthium sibiricum 全株 菜青虫、大豆蚜 毒杀 全市

一年蓬 Erigeron annuus 全株 菜青虫 抑制生长 全市

小飞蓬 Conyza canadensis 全草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艾蒿 Artemisia argyilevl 全株 蛆、菜青虫、大豆蚜 驱避 全市

茵陈蒿 A.capillaris 全株 蚜虫、马铃薯瓢虫 驱除 全市

猪毛蒿 A.scoparia 全草 蚜虫、小夜蛾 驱除 全市

野艾蒿 A.lavandulaefolia 全草 红蜘蛛、斜纹野盗蛾 毒杀、拒食 全市

黄花蒿 A.annua 全株 菜青虫、红蜘蛛 毒杀 全市

牡蒿 A. japonica 全株 棉铃虫、菜蚜、棉蚜 拒食 全市

豨莶 Siegesbeckia orientalis 全草 疟疾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腺梗豨莶 S.orientalis 全草 疟疾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狗舌草 Senecio kirilowii 全株 治疥疮 抑制生长 松，龙，

庆

鬼针草 Bidens pilosa; 全株 赤拟谷盗 抑制种群形成 松，龙，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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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针 B.bipinnata 茎、叶 蚜虫、螟虫 拒食 全市

苦荬菜 Ixeris denticulata 全草 蚜虫 拒食 全市

抱茎苦荬菜 I.sonchifolia 全草 蚜虫 拒食 全市

苦苣菜 Sonchus oleraceus 全株 甜菜大龟甲 拒食 全市

野菊 Dendranthema indicum 全株 棉蚜、菜蚜、蚊映幼虫 毒杀 全市

鼠曲草 Herba gnaphaii 全草 斜纹夜蛾 拒食 全市

蒲公英 Taraxacum officnala 花、茎叶 棉蚜、菜蚜 拒食 全市

眼子菜科 眼子菜 Potamogeton distinctus 全草 蛔虫病 拒食、胃毒 全市

小叶眼子菜 P.cristatus 全草 蛔虫病 拒食、胃毒 全市

竹叶眼子菜 P.malaianus 全草 蛔虫病 拒食、胃毒 全市

禾本科 芦苇 Phragmites communis 茎叶 黏虫、菜青虫 拒食、毒杀 全市

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 全草 菜青虫、棉蚜 胃毒 全市

天南星科 菖浦 Acorus colamus 根、茎 稻飞虱、地老虎 毒杀、拒食 全市

天南星 Arisaema heterophyllum 块茎 袋衣蛾、家蝇、跳蚤 毒杀 遂

一把伞南星 A.erunescens 块茎 菜粉蝶、黏虫、绿豆象 毒杀 遂

半复 Pinellia ternata 全株 蚜虫、黏虫 毒杀 全市

鸭跖草科 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全株 棉蚜、大豆蚜 拒食 全市

灯心草科 灯心草 Juncus effusus 根 疟疾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莎草科 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 全草 疟疾，痢疾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百部科 百部 Stemona japonica 块根 钩虫病，蛔虫病，蛲虫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百合科 粉条儿菜 Aletris spicata 全草 蛔虫 驱除 全市

萱草 Hemerocallis fulva 叶、根 蚜虫、茄子红蜘蛛 毒杀 全市

万年青 Rohdea japonica 全株 蚜虫、菜粉蝶、蝇蛆 毒杀 全市

玉竹 Po1ygonatum odoratum 全株 农业害虫 驱除 龙 , 莲

牯岭藜芦 Veratrum schindleri 全草 蚜虫、苍蝇 毒杀、拒食 全市

黑紫藜芦 V.japonicum 全草 蚜虫、菜青虫 毒杀 龙

石蒜科 石蒜 Lycoris radiate 鳞茎 青虫、蚜虫、地老虎 拒食、毒杀 全市

薯蓣科 薯蓣 Dioscorea batutas 根茎 玉米象 抑制种群形成 全市

穿龙薯蓣 D. nipponica 根状茎 蚜虫 毒杀、拒食 龙泉，九

龙山

黄独 D.bulbifera 根状茎 棉蚜、地老虎、菜粉蝶 拒食 全市

鸢尾科 射干 Belamcanda chinensis 全株 黏虫、菜青虫、孑孓 毒杀 全市

注：青、云、景、遂、松、缙、庆、龙和莲分别是青田、云和、景宁、遂昌、松阳、缙云、庆元、龙泉和莲都的简写。

3 丽水生态示范区杀虫植物其他用途

丽水生态示范区除杀虫外其他用途，如石松、海金沙、紫箕、狗脊蕨、贯众、三尖杉、南方红豆杉、

鱼腥草、牛膝、大血藤、十大功劳、淫羊藿、乌药、翻白草、穿龙薯蓣、苦参、车前、毛茛等具有药

用价值；如荠、金樱子、木槿、猕猴桃、油茶、柿、豆腐柴、车前、马齿苋、扁蓄、蓬子菜、苣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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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龙葵、益母草、毛茛、龙牙草等可以食用；如侧柏、枫杨、糙叶树、无花果、桑树、珍珠莲、

粗齿铁线莲、单叶铁线莲、山鸡椒、垂盆草、黄檀、乌桕、金丝梅、结香、臭椿、卫矛、南蛇藤、香

花崖豆藤、射干等具有园林绿化功能。

4 丽水生态示范区杀虫植物开发利用与保护

4.1 加强对杀虫植物资源的科学研究　

对当地杀虫植物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生态学特性等进行调查，建立档案，为杀虫植物资源

的合理开发提供科学依据，增加投入，开展对杀虫植物生态、引种驯化、药用成分、杀虫活性、杀虫

机制等研究 , 为杀虫植物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持。建立与野生杀虫植物综合开发相关的研究

和生产企业，使这一资源优势能够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林区经济的发展。

4.2 建立杀虫植物的人工栽培基地　

杀虫植物大多具有适应性强的特点，大力推广人工引种和栽培，不断扩大人工种植面积，推广栽

培杀虫植物，建立杀虫植物试验、示范和生产基地，实现杀虫植物资源开发的无公害、规模化、集约

化生产，为开发生产植物性杀虫剂提供充足原料。

4.3 搞好杀虫植物资源的综合性开发

杀虫植物中相当一部分还可食用或作饲用原料。因此，在进行杀虫剂生产的同时，要有计划、有

步骤地搞好综合性的开发利用工作，避免造成资源的浪费，使资源能够休养生息、持续发展，进而发

挥杀虫植物最大的经济效益，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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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 了解丽水市食品中铝含量状况，对食用面制品铝安全风险进行简评。方法 :2014 年

在丽水市大型超市、农贸市场、早餐供应点和路边摊等地随机采集婴幼儿食品、肉类、水产品类、乳类、

蛋类、茶类和面制食品等 7 类样品共 90 份，按《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工作手册》中方法测定

铝含量。调查丽水城镇 400 人的面制品暴露量。结果 :7 类样品均有铝检出，总检出率为 73.33%；其中

水产品、乳类、茶类和面制食品的检出率均为 100.00%，肉类检出率最低为 36.00%。铝含量检出范围

为 0.24~396.71 mg /kg，均值为 45.79 mg /kg。其中油条中铝含量检出范围为 46.63~251.44 mg/kg，超

标率达 50.00%。丽水市城镇居民食用面制食品每周每公斤体重铝暴露量为 0.65 mg/kg。结论 : 丽水市 7

类食品中铝含量均较安全，油条中的铝残留量存在超标现象，城镇居民面制品中铝的安全风险较低。

 关键词：铝；食品；安全风险           中图分类号：TS207.51     文献标识码：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aluminum safety in the foods 

in Lishui

SHI Lin-mei, LI Qi, SONG Rui-qiang, LI Wei-ying, XU Jun-qing, CHI Bo

（Lishu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2.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Lishui City, Lishui, Zhejiang 323000）

Abst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of aluminum(Al) in the foods in Lishui, and evaluate the Al safety 

in flour food. Methods  A total of 90 food samples from 7 kinds of food were collected from all kinds of foods in 

the major supermarkets, farmers market, breakfast point, roadside stalls by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o detect the 

Al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standard methord and evaluate the Al exposure to 400 local residents. Results  

All kinds of foods were detected with Al, and the total detection rate was 73.33 %. The results showed the detection 

rates of aquatic products, milk, tea and flour products were 100.00 %, while the lowest detection rate was found in 

meat (36.00%). The Al contents were from 0.24 mg /kg to 396.71 mg /kg, with the mean content of 45.79 mg /kg. 

丽水市食品铝安全风险初步分析

 施林妹 1，李启 2，宋瑞强 2，李伟营 2，徐俊卿 2，池波 1

(1.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2. 丽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丽水  323000)

——————————————————

收稿日期：2015-03-07

作者简介：施林妹（1965-）女，教授，主要从事食品检验教学。



13
 施林妹，李启，宋瑞强，李伟营，徐俊卿，池波 :

丽水市食品铝安全风险初步分析第 50 期

The Al contents in cruller were from 46.63 mg /kg to 251.44 mg /kg, with the over standard rate of 50.00%。the 

Al exposure in flour food to Lishui local residents was 0.65 mg/kg every week. Conclusion  The contents of Al in 7 

foods are safe in Lishui. However, the Al residuals of cruller were seriously over standard, which lead to the low Al 

safety in flour food.

Key words: aluminum; food; safety 

关键词：铝；食品；污染；油条

铝是人体非必需微量元素，食品中使用的含铝添加剂是人类膳食铝暴露的主要来源。鉴于铝摄入

过量对健康的危害，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FAO/WHO）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JECFA)

于 1987 年第 31 次会议上，将铝的暂定每周耐受摄入量（PTWI）定为 7mg/kg bw。但在 2006 年的第 67 

次会议上，JECFA 利用更新的毒理学资料，对其安全性进行重新评价，结果认为铝化合物在低于先前

用来制定 PTWI 的染毒剂量下，仍可能对实验动物造成生殖毒性和神经发育毒性，因此将铝的 PTWI 

由每周每公斤体重 7mg 降至每周每公斤体重 1mg。2011 年 6 月，在 JECFA 的第 74 次大会上，委员会

依据每日每公斤体重 30mg 的未观察到不良作用水平（NOAEL），并利用 100 倍的安全系数，将铝的 

PTWI 修订为每周每公斤体重 2mg，并撤销先前执行的每周每公斤体重 1mg 的 PTWI。新的 PTWI 适用

于食品中所有含铝化合物，包括含铝食品添加剂。同时强调对于那些半减期长、在体内有蓄积的物质，

一般不适合作为食品添加剂。 为了解丽水市 7 类食品中铝含量现状，2014 年 1—6 月对销售环节的 7

类食品中铝含量进行检测与分析，并调查 400 名城镇居民的面制品暴露量，为制定相关措施提供依据。

现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4 年 1—6 月选择丽水市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购买点，包括大型超市、农贸市场、早餐供应点和

路边摊等，采集市售样品 7 类：共采集婴幼儿食品 18 份，包括婴幼儿配方食品 10 份，婴幼儿谷类辅

助食品 5 份和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3 份；其中外埠产品 2 份，国内产品 16 份；肉类 25 份，包括畜禽

肉 15 份，畜禽肝肾 10 份，均为本地产品；鲜冻水产品 10 份，均为本地产品；液态乳 6 份，包括外埠

产品 2 份，本地产品 4 份；鲜蛋 10 份，包括外埠产品 4 份，本地产品 6 份；茶叶 5 份；面制食品 3 份，

均为本地产品，总计共 77 份。样品采集后按要求保存。

1.2  方法

1.2.1  样品检测  

按照《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工作手册》[1] 和 GB/T 5009. 182-2003《面制食品中铝的测定》[2]

中的方法进行检测，采用铬天青 S 比色法。主要仪器设备为 754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第三分

析仪器厂）。

1.2.2  评价标准  

按 GB 2760-2011《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3] 判定，面制食品中铝含量（干重）≤ 100 mg / kg 为合格。

婴幼儿食品类、肉类、水产品类、乳类和蛋类均属于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所例外的食品

类别，因此均以 100 mg/kg 为中铝残留检出限；茶类由于非直接带渣食用，且目前残留量非人工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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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污染物限量标准尚未将该指标列入，故本文只描述具体检测值，不判断是否合格。

1.2.3 问卷调查 

设计面制品摄入调查问卷，随机调查 5-65 岁城镇居民 400 人，男女各半，调查每周食用油条、馒

头、饼等面制品的摄入量。

年龄 5-65 岁，男

1.3  统计分析  

对含铝样品数、铝检出率、铝含量范围、检出平均值、检出中位值、四分位间距和超标率等进行

统计描述分析。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90 份样品的铝检出值范围为 0.24-396.71 mg /kg，检出为 73.33%，超标率 2.22%。7 种样品均有铝

检出，其中水产品、乳类、茶类和面制食品的检出率均为 100.00%，肉类检出率最低为 36.00%，见表

1。茶类的铝含量最高，其检出中位值为 153.36 mg /kg，四分位间距为 165.10 mg /kg；其他种类食品的

铝含量检出情况良好。

表 1  7 类食品中铝含量检测结果

食品种类
样品

份数

检出

数

检出率

(%)

检出最

小值

(mg/kg)

检出最

大值

(mg/kg)

检出平

均值

(mg/kg)

检出中

位值

(mg/kg)

四分位

间距

(mg/kg)

标准

限值

(mg/

kg)

超标

率 (%)

婴幼儿食品 18 14 77.78 1.01 19.07 6.27 4.94 6.02 100 0.00

肉类 25 9 36.00 1.62 9.96 6.04 5.84 4.04 100 0.00

水产品 10 10 100.00 2.63 43.08 14.96 12.69 10.42 100 0.00

乳类 6 6 100.00 0.24 0.75 0.42 0.38 0.09 100 0.00

蛋类 10 6 60.00 0.46 6.69 3.89 4.38 4.21 100 0.00

茶类 10 10 100.00 55.45 396.71 188.00 153.36 165.10 - -

面制食品 11 11 100.00 2.13 251.44 74.97 49.10 84.05 100 18.18

合计 90 66 73.33 0.24 396.71 45.79 7.24 43.70 100 2.22

2.2  婴幼儿食品铝检测情况  

18 份婴幼儿食品中铝含量检出范围为 1.01-19.07 mg/kg，其中 11 份样品小于 5 mg/kg，2 份样品大

于 10 mg/kg，5 份样品在 5-10 mg/kg。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和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的

铝检出率分别为 80.00%、80.00% 和 66.67%，铝含量检出中位值分别为 6.04、6.54 和 3.47 mg/kg，见表 2。

表 2  婴幼儿食品中铝检测结果

食品

种类
样品数 检出数

检出率

(%)

检出最

小值

(mg/kg)

检出最

大值

(mg/kg)

检出平

均值

(mg/kg)

检出中

位值

(mg/kg)

标准限

值 (mg/

kg)

超标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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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配方

食品
10 8 80.00 1.01 11.35 5.73 6.04 100 0.00

婴幼儿谷类

辅助食品
5 4 80.00 2.93 19.07 8.77 6.54 100 0.00

婴幼儿罐装

辅助食品
3 2 66.67 2.05 4.89 3.47 3.47 100 0.00

合计 18 14 77.78 1.01 19.07 6.27 4.94 100 0.00

2.3  肉类食品铝检测情况  

选取猪肉 6 份、牛肉 2 份、羊肉 2 份、鸡肉 3 份、鸭肉 2 份、猪肝 3 份、羊肝 2 份、猪肾 3 份、

牛肾 1 份和羊肾 1 份进行铝含量检测，结果显示肉类食品的铝含量检出范围为 0-9.96 mg/kg，总检出

率为 36.00%。5 份畜禽肉的铝含量检出平均值为 7.38 mg/kg，中位值为 7.22 mg/kg；5 份畜禽肝肾的铝

含量检出平均值为 4.98 mg/kg，中位值为 5.00 mg/kg；羊肉、牛肾和羊肾未检出铝；猪肉、鸡肉的铝检

出率小于 50.00%。

2.4  鲜冻水产品铝检测情况 

10 份鲜冻水产品中均检出铝，铝含量检出范围为 2.63~43.08 mg/kg。不同产品铝含量差别较大，小

于 10.0 mg /kg 的水产品有 4 份，大于 20.0 mg /kg 的水产品有 2 份；铝含量淡水虾检出最高，是淡水鱼（含

量最低）的 20 倍。鱼、淡水蟹和淡水虾的铝含量检出平均值分别为 13.24、9.04 和 43.08 mg /kg，中位

值分别为 12.69、6.03 和 43.08 mg /kg，见表 3。

表 3  鲜冻水产品铝检测结果

食品

种类
样品数 检出数

检出

率 (%)

检出最小值

(mg/kg)

检出最大

值 (mg/kg)

检出平均

值(mg/kg)

检出中位

值 (mg/kg)

标准限值

(mg/kg)

超标

率(%)

鱼 6 6 100.00 2.63 27.96 13.24 12.69 100 0.00

淡水蟹 3 3 100.00 4.63 16.45 9.04 6.03 100 0.00

淡水虾 1 1 100.00 43.08 43.08 43.08 43.08 100 0.00

合计 10 10 100.00 2.63 43.08 14.96 12.69 100 0.00

2.5  乳类食品铝检测情况  

本次抽样检测的样品均为大型超市内销售的液态奶共 6 份，其中进口液态奶和国产液态奶分别 2

份和 4 份。进口液态奶和国产液态奶中均有铝检出，检出率为 100.00%，但铝含量检出值均小于 1.0 

mg/kg。进口液态奶的铝含量检出平均值为 0.34 mg/kg，而国产液态奶为 0.46 mg/kg。

2.6  蛋类铝检测情况  

目前土鸡蛋中铝含量并无特定的国家标准，故从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中随机采集普通鸡蛋 7 份和

土鸡蛋 3 份，对两者铝含量进行分析比较。结果显示，普通鸡蛋和土鸡蛋的铝检出率分别为 57.14% 和

66.67%，铝含量检出最大值分别为 6.69 和 5.83 mg/kg，平均值为 3.45 和 4.78 mg/kg。

2.7  茶叶铝检测情况  

抽取本地出产的 4 类茶叶 10 份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茶叶中铝含量检出值均大于 50.00 mg/kg，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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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为 188.00 mg/kg，中位值为 153.36 mg/kg。其中 2 份茶叶的铝含量检出值高达 331.72 和 396.71 mg/

kg，见表 4。

表 4  茶叶铝检测结果

食品种类 样品份数 检出份数 检出率 (%)
检出最小值

(mg/kg)

检出最大值

(mg/kg)

检出平均值

(mg/kg)

检出中位值

(mg/kg)

绿  茶 4 4 100.0 101.77 331.72 211.55 129.86

红  茶 3 3 100.0 55.45 266.87 157.03 148.76

青  茶 1 1 100.0 396.71 396.71 396.71 396.71

白  茶 2 2 100.0 55.78 110.23 83.00 83.00

合  计 10 10 100.0 55.45 396.71 188.00 153.36

2.8  面制食品铝检测情况  

从流动早餐供应点抽检无需膨松剂面制食品手抓饼、鸡蛋饼和鸡蛋灌饼共 3 份（未包括夹心部分），

以及需膨松剂面制食品油条、馒头各 4 份进行铝含量检测。结果表明 3 份无需膨松剂面制食品的铝含

量均较低，分别为 3.33、2.33 和 2.13 mg/kg，合格率均为 100.00%。需膨松剂面制食品中，馒头的铝含

量检出范围为 27.22~87.38 mg/kg，而油条的铝含量检出范围为 46.63~251.44 mg/kg，超标率为 50.00%。

3  讨 论

对丽水市大型超市、农贸市场、早餐供应点、路边摊等地市售食品铝含量现状调查，结果表明本

次采集样品的合格率较高，整体污染水平不高，尤其是主要采自地产的肉类、水产品和蛋类食品。

但是，以下有 6 方面值得注意。（1）合格率虽较高，但各类食品均检出不同程度的铝含量，铝含

量总检出率为 73.33%，说明铝在食品中有一定程度累积，可能与食品本身以及食品生产加工过程的污

染有关。（2）国家卫生部的 GB 2760-2011《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3] 对面制食品中的铝含量有明文

规定其标准限值为 100 mg/kg。目前，各地均有大量面制食品中铝含量的报道 [4-5]，但未见丽水市的报道。

经测定，面制食品中油条的铝含量较高，检出范围为 46.63~251.44 mg/kg，超标率达 50.00%。可能是

油条来自流动早餐供应点，制作过程基本仍采用传统的含铝发酵添加剂，所加剂量较随意。反映丽水

市现做现卖油条的制作过程不规范，存在滥用含铝添加剂量的情况。而无需膨松剂面制食品的铝含量

均低于 3.5 mg/kg，与此类面制食品未使用硫酸铝钾、硫酸铝铵等含铝膨松剂有关。调查 400 名城镇居

民，年龄 5-65 岁，男 200 名，女 200 名。人均每周面制品暴露量 300 克，丽水市市场面制品平均 120 

mg/kg，人均体重按 55 kg 计算，丽水市城镇居民每周每公斤体重铝暴露量为 0.65 mg/kg。2011 年 6 月，

在 JECFA 的第 74 次大会上，委员会依据每日每公斤体重 30mg 的未观察到不良作用水平（NOAEL），

并利用 100 倍的安全系数，将铝的 PTWI 修订为每周每公斤体重 2mg。提示丽水市城镇居民面制品中

铝的安全风险较低，危害有限。调查 400 名城镇居民中有 2 人面制品暴露量每周 1.75 kg，每周每公斤

体重铝暴露量为 3.82 mg/kg，该类人群长期暴露量超标将对身体产生危害。（3）与其他天然食品相比，

茶叶中的铝含量相对较高 [6-7]。检测结果显示茶叶中的铝含量检出平均值高达 188.00 mg/kg，远远超过

一般食品中允许添加的国家标准限值 100.00 mg/kg。主要是由茶树的植物特性决定的，茶树必须从土壤

中摄入高量铝，以提高自身的生长和抗病能力，且茶树叶愈老，其铝含量愈高 [8]。因此茶叶中的高含

量铝问题不容忽视。（4）鲜冻水产品中淡水虾的铝含量较高，可能是水域受污染所致 [9-10]。（5）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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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液态奶和国产液态奶中均有铝检出，但铝含量低，说明二者受牛奶本身和制作工艺中的铝污染均较小。

（6）普通鸡蛋和土鸡蛋，对两者的铝含量检出最大值和平均值均在同一数量级。

铝广泛存在各类食品中。长期摄入会危害人体健康 [11-13]，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减少食品中铝的污染。建议如下：（1）应加强食品营养知识学习，自觉少吃铝含量高的食品；（2）

养成保护环境的习惯，使水、土壤、空气等环境少受铝污染；（3）各类食品生产企业应尽量采用无铝

添加剂取代含铝添加剂，少用铝制加工器具；（4）有关部门对各类食品给出铝限制标准，为执法提供

明确依据；（5）有关部门对食品生产企业从源头上加强管理，提高违法成本。

综上所述，7 类样品均有铝检出，总检出率为 73.33%；其中水产品、乳类、茶类和面制食品的检

出率均为 100.00%，肉类检出率最低为 36.00%。铝含量检出范围为 0.24-396.71 mg /kg，均值为 45.79 

mg /kg。其中油条中铝含量检出范围为 46.63-251.44 mg/kg，超标率达 50.00%。丽水市 7 类食品中铝含

量均较安全，油条中的铝残留量存在超标现象，丽水市城镇居民食用面制食品每周每公斤体重铝暴露

量为 0.65 mg/kg，城镇居民面制品中铝的安全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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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民间器乐曲《十番》的活态考察与分析

摘  要 : 遂昌“昆曲十番”是全国罕见的一种用民间乐器演奏传统名剧昆曲曲牌的器乐演奏形式。

它的起源与明万历年间汤显祖在遂昌任知县积极传教昆曲和创作《牡丹亭》有着密切的联系。“昆曲

十番”经历代艺人的不断传唱衍承，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具有极高的文化研究价值和可观赏性，可

谓是一项民间艺术瑰宝。本文通过对遂昌民间器乐《十番》曲的考察研究，梳理出《十番》曲的乐种

属性和音乐结构的基本特征。以期更好地保护这一传统音乐文化，使之能健康地延续和发展下去。

关键词：器乐曲；十番；活态；特征

Activ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Suichang Folk Instrument Music of Shifan

TAN Xiao

(Lishu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Lishui, Zhejiang 32300)

Abstract: "Kunqu Shifan" in Suichang is a national rare folk musical instrument in the form of traditional Kun Qu 

Qupai. Its origin closely related to Tang Xianzu’s (in the period of Ming Wanli) teaching Kunqu Opera in Suichang 

and creation of The Peony Pavilion. Kunqu Shifan, with the history of more than 400 years, has been sung by many 

generations of artists, which has a higher cultural research and ornamental value. It is a folk art treasure. Through 

the study of Suichang folk instrumental music Shi Fan, this article combs out musical attributes an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 structure.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the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Shi Fan can be continuously 

developed healthily and constantly.

Key words: instrumental music, Shifan, active, characteristics

遂是民间器乐《十番》曲，流行于浙江省遂昌的石练、湖山、妙高、大拓等镇，以石练、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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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高等地的演奏历史和出众的艺术表现久负盛名。《十番》器乐曲，长期来伴随着当地人民群众的生

产生活，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追求，传承着不朽的民族文化思想。它曾经历了形成、衍变、成熟、

发展的艺术成型复杂过程，凝聚了艺人们在艺术构成的历史轨迹中的才能和智慧。今天，当人们欣赏

它时，仍焕发出它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出色的艺术感染力。历史上有着“文十番”、“武十番”、“粗

十番”、“细十番”、“十番笛”、“十番”、“清十番”、“十番箫鼓”、“十番鼓”、“闹十番”、

“十番吹打”、“十样锦”等诸多的称谓，均简称“十番”曲 [1]。

《十番》曲的历史，有着广泛的记载。明代余怀《板桥杂记》与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 . 虹桥录下》

载：《十番》在十六世纪初已在江南一带流行。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与张岱《陶庵梦忆》中有“十

样锦”、“鼓吹”等称呼《十番》之器乐曲名。《中国音乐词典》记载：该器乐曲牌来源于唐代歌舞曲，

宋代词牌；大量的是元、明以来的南北曲曲牌。由此可见，《十番》曲流行的历史长远，是江南一支

颇具影响力的民间器乐曲。

遂昌的《十番》曲兴盛于明末，是流行浙江省各市县《十番》曲中较为特独的一支民间器乐曲 [2]。

其乐种的本质属性和音乐结构的基本特征较其它《十番》曲，也有着风格特征等方面的区别。

为揭开遂昌《十番》曲的真面目，本文拟从该曲的乐种属性和音乐结构的基本特征开始探索、挖掘、

分析、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探索研究该曲开辟一条通畅的途径。

一、遂昌《十番》曲的乐种属性

乐种属性，泛指乐曲种类性质的归属，亦即乐曲的本质特性。遂昌民间《十番》曲的乐种属性概

括为以下诸个方面。

1. 民间器乐丝竹的属性。流行于遂昌县湖山乡奕山村的器乐《十番》曲，原本属于丝竹乐的乐种属性，

《十番》曲自古以来沿袭“游园套曲”，由 [ 步步娇 ]、[ 醉扶归 ]、[ 好姐姐 ] 等联缀成套。其配备的乐

器有笛（二人）、笙（二人）、梅管、提琴、三弦、双清、板鼓、扁鼓、云锣各一人等，其中云锣仍

以演奏主旋律为主。

2. 民间器乐丝竹锣鼓乐的属性。从现在流行于遂昌县石练镇，大拓镇、妙高镇的器乐《十番》曲

的结构来看，明显地具有丝竹锣鼓乐的乐种属性。其乐器的配备除有丝竹所拥有乐器外，尚有大鼓等

打击乐器的加入。

从乐器中笛、笙配备二人演奏及其它乐器的结构形式来看，具有早时 [ 十番鼓 ] 的历史遗踪。清李

斗在《扬州画舫录》道：“十番鼓者，吹双笛，用紧膜，其声最高，谓之闷笛，佐以箫管，管声如人度曲；

三弦缓与云锣相应，佐以提琴，鼍鼓紧缓与檀板相应，佐以汤锣。众乐齐，乃用单皮鼓，响如裂竹，

所谓头如青山峰，手似白雨点，佐以木鱼，檀板，以成节奏，此十番锣鼓也，是乐不用小锣、金锣、

铙钹、是筒，只用笛、管、箫、弦、提琴、云锣、汤锣、木鱼、檀板、大鼓十种，故名十番鼓，——番者，

更番之谓”。从遂昌民间器乐《十番》曲的乐种属性来看，它沿袭了古代《十番》曲乐种的本质属性，

大体显露出古代《十番》曲的风格面貌，以其比较完整、生动的艺术属性，演奏时表现出的宏伟气势，

再现了该曲的古朴形象和从古至今塑造出的无限的艺术魅力。

3. 曲牌音乐联缀成套的昆曲属性。在各地广泛流传的民间器乐《十番》曲中，历史上大都以丝竹

锣或清锣鼓的艺术手法为其主要表现形式。而丝竹锣鼓即以乐器的组合划分为粗、细部分，如以锁呐

或笛主奏乐曲的部分民间称谓和乐器演奏等。遂昌民间器乐《十番》曲具有丝竹乐及其丝竹锣鼓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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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种属性，自然具有历史传承保留的艺术表现形式。但遂昌民间器乐《十番》曲的曲调构成和特性都

与各地许多《十番》曲大相径庭，是众多《十番》曲当中较为独特的一支。各地的《十番》曲的曲调

构成和特性整体保持民间器乐曲牌连接成套的艺术手法，或以民间小调、歌舞曲调等形式贯穿始终，

也有渗入部分的戏曲曲牌。如宁波的《十番》曲由民间器乐曲牌 [ 头段 ]、[ 二段 ] 组合成套；新昌的《十

番》曲由 [ 玉芙蓉 ]、[ 尾声 ] 等曲牌和其它器乐曲调组合成套。遂昌的《十番》曲即以昆曲名剧为其曲名，

由昆曲音乐为组成曲牌并联缀成套，具有曲牌音乐联缀成套即昆曲音乐为主的属性。如以下由各昆曲

名剧为其曲名组合的不同曲牌：

《牡丹亭·游园》由 [ 步步娇 ]、[ 醉扶归 ]、[ 皂罗袍 ]、[ 好姐姐 ] 等曲牌组合而成。

《紫钗记·折柳》由 [ 寄生草 ]、[ 么篇 ]、[ 前三醒 ]、[ 前腔 ]、[ 大红袍 ]、[ 数花 ] 等曲牌连接而成。

[ 南柯记·花报 ] 由 [ 脱布衫 ]、[ 小梁州 ] 等曲牌组合。

[ 邯郸梦·扫花 ] 则由 [ 赏花时 ]、[ 么篇 ]、[ 红绣鞋 ]、[ 迎仙客 ]、[ 石榴花 ]、[ 斗鹌鸪 ]、[ 上小楼 ]

等多支曲牌组联成套。

[ 长生殿·絮阁 ] 由 [ 喜迁莺 ]、[ 出队子 ]、[ 滴溜子 ]、[ 双声子 ]、[ 水仙子 ] 等曲牌组成。

《兰柯山·梅嫁》由 [ 石榴花 ]、[ 斗鹌鸪 ]、[ 上小楼 ] 等曲牌连接。

《琵琶记·劈头》由 [ 油葫芦 ]、[ 小十面 ]、[ 全折十面埋伏 ] 曲调组合。

《西厢记·佳期》由 [ 一江风 ]、[ 十二红 ]、[ 排歌 ] 等曲调组合成套。

《浣沙记·浣沙采莲》由 [ 念奴娇亭 ]、[ 采莲歌 ]、[ 古歌 ]、[ 古轮转台 ] 组成。

《火焰山·借扇》则由 [ 滚绣球 ]、[ 叨叨令 ]、[ 白鹤子 ]、[ 快活三 ]、[ 鲍老山 ]、[ 古鲍老 ]、[ 柳青娘 ]、

[ 道和 ]、[ 煞尾 ] 等多支曲牌联合成套。

《折桂记·打肚》由 [ 懒画眉 ]、[ 桂子香 ]、[ 梁州序 ] 等曲牌组成。

此外，还有《牡丹亭中的拾画》、《檠梦》、《叫画》等；《长生殿》中的《偷曲》、《小宴》等；

《琵琶记》中的《南浦》、《渔樵》等也均由不同的曲牌或曲牌群组合而成。

由此可见，遂昌民间器乐《十番》曲即具有民间器乐竹乐及丝竹锣鼓乐的属性，还具有曲牌音乐

连缀成套并以昆曲为主的乐曲乐种的属性。

二、遂昌《十番》曲音乐结构的基本特征

遂昌民间器乐《十番》曲的音乐风格古朴典雅，浓郁的昆曲音乐色彩别致而独特。其音乐结构的

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属曲牌联缀体制的结构形式。如第一部分阐明的由曲牌连缀成套组合而成的形式，成为该器乐

曲鲜明的艺术特征。由于乐曲以昆曲音乐为主，故其曲牌联缀沿革了戏曲声腔剧种即昆曲等剧种原生

态型的曲牌联缀体制的结构形式。不过其曲牌联缀体制所反映或表现的形态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戏曲

中属于曲牌联缀体制的声腔剧种，如昆曲，高腔等，主要反映或表现在各声腔剧种的唱腔音乐方面，

也就是说唱腔音乐的组合不同的唱腔曲牌连接而成一组套曲，而遂昌民间器乐《十番》曲所反映或表

现的形态，虽然也由不同的曲牌联缀而成，但其艺术形态已不是属于唱腔方面，而是地地道道的民间

器乐曲，虽然发生质的变化，但它们仍沿袭各种民间音乐形式的衍变发展规律，如同民间的器乐曲被

戏曲所吸收那样，戏曲音乐也能转化为民间器乐曲所产生的衍变途径。

2. 异宫异调与同宫同调的曲牌连接，遂昌民间器乐《十番》曲由昆曲的名剧为其曲名，不同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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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音乐构成器乐曲的主体。而这些曲牌常会出现异宫异调或同宫同调连接的状况，如《牡丹亭·游园》

中的 [ 步步娇 ] 与 [ 醉扶归 ] 两支曲牌即是异宫异调曲牌的连接，[ 步步娇 ] 属商宫羽调式，[ 醉扶归 ]

却是羽宫宫调式，（亦有羽调式句式结构的交替，但宫调式明显）；而 [ 醉扶归 ] 与其连接的曲牌，属

同宫同调的曲牌。

3. 段式结构与曲牌的统一特征，某些地方的民间器乐《十番》曲，虽也由数个曲牌联缀成套曲，

但有的曲牌所形成的乐曲会出现数个乐段或一个乐段中包含了二个以上的曲牌。遂昌的民间器乐《十番》

曲，却有着规整的套路，简洁的表现方法，一个曲牌即形成一个乐段，构成曲牌清晰，乐段相连接的

段式与曲牌统一的乐曲组织形式。

在探索、分析遂昌《十番》曲的艺术功能与价值，研究它的历史等方面的问题时，很必要对它的

音乐基础进行分析、研讨，尤其是对它的传抄本和现行民间活态现状的学习和分析，显得更加重要。

三、《十番》器乐曲传抄本的分析

经过多年对相关县市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的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的调研和对遂昌《十番》

曲流行区域的田野采风，发现遂昌《十番》器乐曲的传抄本无论是对该器乐曲的根柢之源，还是寻踪

该器乐曲的体裁形式，或是认识该器乐曲的本质性状方面，具有一定的份量，可以说从《十番》器乐

曲的传抄本中，让我们认识到一些古往今来有关遂昌《十番》曲的艺术史，是一部既对先人交代，又

利后人传承接代具有史料性质的旁证和颇为人们感叹的“活”材料。

在调查的过程中了解到遂昌《十番》器乐曲有两种传抄本。一本是标有民国初年县署有文氏之名

的以《响遏行云》为《十番》曲别名的传抄本，是由原遂昌县文化馆馆长华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

调查民间器乐曲时发现的。另一本是由现遂昌县汤显祖纪念馆馆长罗兆荣于本世纪初年在遂昌县石练

镇石坑口村发现的，由该村村民萧根其保存产署有民国三十八年的《十番曲谱》传抄本。两本传抄本

相同曲名中的曲牌名和曲牌数大同小异，且都有以明代著名戏剧家的名剧《四梦》为曲名的共同点。

依《响遏行云》传抄本抄录的《十番》曲，其曲调名包括《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

郸记》、《烂柯山》、《西厢记》、《浣纱记》、《长生殿》、《火焰山》、《金雀记》、《思凡》、《琵

琶记》、《折桂记》等，共有 93 支曲牌，其中以《牡丹亭》、《长生殿》集聚了较多的曲牌，形成了

曲牌群的演奏形式。如：、《牡丹亭·游园》有 [ 步步娇 ]、[ 醉扶归 ]、[ 皂罗袍 ] 、[ 好姐姐 ] 等曲牌；

《牡丹亭·拾画》有 [ 绵缠道 ]、[ 石榴花 ] 等曲牌；《牡丹亭》的片段还有多支，其中“驚梦”片段有 [ 羊

坡羊 ]、[ 山桃红 ]、[ 鲍老摧 ]、[ 双声子 ]、[ 山桃红 ]、[ 棉搭絮 ]、[ 尾声 ] 等曲牌；“冥判”片段有 [ 点

绛唇 ]、[ 混江龙 ]、[ 油葫芦 ]、[ 天下采 ]、[ 哪吒令 ]、[ 鹊鸡枝 ]、[ 寄生草 ]、[ 赚尾 ] 等曲牌；“思凡”

片段有 [ 诵子 ]、[ 山坡羊 ]、[ 转调第一 ]、[ 转调第二 ] 等曲牌；“数蝶”片段的曲牌由 [ 八声甘州 ]、[ 混

江龙 ]、[ 醉中天 ]、[ 后庭花煞 ] 等组成；“梳桩”片段，“闺塾”片段，“叫画”片段均为一支曲牌，

分别是 [ 懒画眉 ]、[ 一江风 ]、[ 二郎神 ]。

以《长生殿》为曲名的也有数片段。其中“偷曲”片段有曲牌 [ 解三醒 ]、[ 应时明近 ]、“闻铃”

片段由 [ 武陵花 ]、[ 直接 ]、[ 前腔 ]、[ 尾声 ] 等曲牌组合；“齐酉者”有 [ 太师引 ]、[ 赚 ]、[ 江头金桂 ]、

[ 前腔 ]、等曲牌构成；“红日”、“见月”片段仅有一支曲牌，分别为 [ 吕仙大红袍 ] 与 [ 金二字令 ]。

而依《十番曲谱》传抄本记录的并以汤显祖名剧《四梦》为曲名的各包含的曲牌见下列：

《紫钗记·折柳》由 [ 寄生草 ]、[ 么篇 ]、[ 解三醒 ]、[ 前腔 ] 等曲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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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的“游园”片段由 [ 步步娇 ]、[ 醉扶归 ]、[ 皂罗袍 ]、[ 好姐姐 ] 等曲牌构成。“冥判”

片段的曲牌有 [ 油葫芦 ]、[ 思凡 ] 片段的曲牌由 [ 小工 ]、[ 山坡羊 ]、[ 转调第一 ]、[ 转调第二 ] 等组成，

“拾画”片段由 [ 绵缠道 ]、[ 石榴花 ]（另称“千秋岁”）等曲牌组合。

《南柯记》的“花极瑶台”片段由 [ 脱布衫 ]、[ 小梁州 ] 等曲牌组合；“瑶台”片段的曲牌有 [ 鸟夜啼 ]

等。

《邯郸记》的“扫花”则由 [ 赏花时 ]、[ 么篇 ] 等曲牌进行组合。

从两本传抄本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牡丹亭》的“游园”、“拾画”等片段所用的曲

牌是一致的，《紫钗记》、《南柯记》中选用的曲牌也是相同的。但在《牡丹亭》的许多片段和《邯

郸记》的片段来说，依《十番曲谱》传抄本记录的曲牌数量要比依《响遏行云》传抄本所记录的《十番》

曲牌少得多。

四、《十番》器乐曲活态现状的分析

自遂昌《十番》器乐曲诞生的那天开始，它以群众喜闻乐见，生动灵活、自娱自乐的集体活动表

现形式，沟通着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传递着艺人们与观众之间的艺术情结。艺人们将民间游行的时

尚和时兴的民俗风情缠绕在一块，以群众熟悉的艺术层次和结构形式，潜心将艺术的思想情趣和表现

方式及其塑造的艺术形象，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和欣赏习惯。

从遂昌《十番》器乐曲充塞着昆曲的音韵和反映的主题大都是昆曲名剧突出的特征来分析，它都

与自明末以来遂昌各地群众热衷着地追求昆曲这人文情形相吻合。在喜庆佳节和迎神赛会，艺人们设

座演奏或游街巡回演奏。在遂昌石练镇的石练街、柳方、塘头、石坑等村的《十番》器乐曲演奏队伍，

每逢当地的风俗节“七月会”（另称“秋赛会”）、“蔡相大帝出巡日”（当地奉祀的神灵）之日，

旗幡仪仗队伍林列，灯彩、台阁紧随，《十番》器乐曲演奏队伍奏乐开道，盛况壮观，此风俗一至延

续现今。据调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石练镇及其所辖的柳方村还出现女子演奏《十番》器乐曲的

队伍，石练镇大都以 16 岁至 25 岁的姑娘组成，群众俗称“女子大班”；柳方村组织了由 11 岁至 16

岁的少女演奏队伍，人们通称“女子小班”。“女子大班”的均披红戴绿，穿着绸织旗袍，风度翩翩，

容光秀丽，光彩夺目，婷婷玉立，“女子小班”的穿着青一色的长裙，剪着短发型，小巧玲珑，意气风发，

娇意秀美，令人喜爱。她们的演奏都很出色，与男子的《十番》器乐曲演奏队伍的艺术水平不分上下，

常在庙会或佳庆节日露面，表现出女子演奏的独特风貌和女性的风光色彩。现在，石练镇不仅有男子

演奏《十番》器乐曲的队伍，仍然有女子演奏《十番》器乐曲的队伍，不过人们已分别地划称“男子”“女

子”《十番》罢了。在湖山、妙高、大拓等乡镇的《十番》器乐曲演奏队伍，除县城妙高镇的队伍有

男女齐参与外，其它的乡镇大都是由男子组成的演奏队伍。

从遂昌各地演奏《十番》器乐曲的乐器配置来说，也存在着大同小异的情况：

湖山乡奕山村演奏《十番》的乐器有笛、笙、三弦、双罄、梅管、提琴、扁鼓、云锣。除笛、笙

需两人外，其它乐器均一人，队伍由十人组成。

石练镇演奏《十番》配置的乐器包括笙、箫、三弦、梅管、双罄、提琴、九云锣、扁鼓。除笙、

箫配备两人，其它乐器地均一人，常由十人或十二人组织演奏。

县城妙高镇《十番》器乐曲的演奏队伍通常也与上述队伍相似，乐器的配置也都与上述两支队伍

类同。但有时演奏人员较多，配置的乐器件数相应地有所增添。而大拓等乡镇村的《十番》器东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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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队伍人员一般不大稳定，演奏人员时多时少，乐器的搭配与上述几支队伍相比较，显得略有些逊色。

通过对遂昌民间器乐《十番》曲的探索研究，不难发现该器曲的乐种属性和音乐结构基本特征的

特殊性能。它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的广阔视野，我们应当保护、传承好这支珍贵的民间器乐曲，并

为此竭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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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发展的 SWOT 分析

摘   要：近年来，丽水市的全民体育健身事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

又限制了整体上的进步与提高，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也就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本文立足丽水市城乡

体育的发展实际，以 SWOT 的视角全面分析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各种主要优势因素、弱势因素、机

会因素和威胁因素，以进一步明确当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景，探讨体育领域城乡差距问题，为实施

城乡体育和区域体育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的全民健身体系，促进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的建设提供更多

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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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ational fitness in Lishui City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ut the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limits the overall progress and improvement.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mass 

sports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sports in Lishui 

Cit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advantages, weaknes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WO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further clarify the prospect of local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provides mor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national fitness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mass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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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中提到“促进城乡体育资源和公共体育服务均衡配置，逐步建

成城乡一体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中指出：“统筹

城乡社会事业发展要按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

加快推进社会事业向农村延伸，使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鉴于国家和浙江省政策对城乡群众体育一体

化发展的要求和支持，丽水市相关部门也应当紧紧把握住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从理

论和实践角度分析自身在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发展中所面临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而制定更加科

学的发展策略，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的主要内涵与现实意义

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即群众体育城乡一体化，其实质是打破发达城市和相对落后农村群众体育发展

的分割壁垒，加强城乡群众体育紧密、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健身体育的差异，实现体育的城乡一

体化建设。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综合国力水平都已经实现了很大的提升，城乡群众的生活质

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是由于受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城乡发展差距在不断拉大，体育健身资源的

配置也存在很大的不均衡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体育事业的建设步伐，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的实现。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可以让我国的体育事业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坚持与

时俱进，逐渐走上科学与统筹发展的道路，使城乡群众共享现代文明的发展成果，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二、丽水市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发展的 SWOT 分析

（一）丽水市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发展的优势（Strengths）

（1）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得以明显提升。丽水市作为浙江省辖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市，是“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丽水市城乡居民

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为丽水市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2）城乡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快。随着全民健身工程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丽水市在统筹城乡体

育发展的道路上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了大量的全民健身设施。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通过对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村容村貌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这为丽水市城乡群众体育的一体化发

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3）全民健身意识不断提高。伴随着丽水市社会经济的发展 , 丽水市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城

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显著增加 , 人们的体育消费需求也在不断上升，这表明丽水市城乡居民的健康意识和体

育健身意识在不断提高，所以体育人口总数正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如“十二五”以来，丽水市共组织

各类全民健身活动 1000 余次，累计参加人次在 100 万以上，对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丽水市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发展的劣势 (Weaknesses)

（1）农村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落后。城乡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失衡，是全国推进城乡群众体育一

体化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丽水市同样也不例外，由于前期政府在城乡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上的不均衡，

导致城市和农村在体育资源配置上的严重不协调，城市的体育健身环境明显优于广大农村地区。

（2）农村群众健身理念上的落后。由于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对新事物的认知

水平和接受能力相对较弱，具体到业余时间的体育健身上，很多丽水市的农村群众以为都是“玩闹”或“赶

时髦”, 是青少年的事情，自己的体育锻炼完全可以通过农业劳动进行替代，所以在农村地区的体育健身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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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相对较弱，参加体育运动的人口数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

（3）农村体育组织管理能力上的落后。随着全民健身工程的不断推进，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已经越来

越少，体育活动更多的是依赖于体育协会、体育社团等社会团体的组织和管理，加上社区体育指导员数量

的不断增多，城市体育的组织管理形式已经日趋丰富和多样，体育组织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对于

丽水市的农村地区，严重缺乏体育指导员等组织管理人才，农村地区的体育协会、社团数量等都严重缺乏。

（三）丽水市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发展的机遇 (Opportunities)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统筹城乡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为主要着力点，这对城乡公共事业

的建设将会形成有力的促进，有助于推动城乡群众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可以让更多的农村群众公平、合理

的享受到更多的体育健身资源，获取更加优良的体育健身环境。如 2014 年，丽水市共创建（复评）省级体

育项目 16 项 724 个，包括体育强县 2 个（龙泉、遂昌）、体育强镇（乡）23 个、体育先进社区 6 个、体育

特色乡镇 1 个、小康体育村 600 个等。

（2）国家以及地方体育城乡体育法规和配套政策的日趋完善，给丽水市城乡群众体育的一体化提供给

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如《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与发展，将会进一步加大在农村地区和城市

社区等基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均衡协调发展。

（3）近年来，丽水市各类体育赛事和群众体育活动的举办，为当地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的发展营造出

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推动了城乡基层群众对于体育的认知和参与热情。如 2014 年成功举办的国际轮滑公

开赛、中国龙舟公开赛、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中国国际跳棋国际公开赛、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等体育赛事，

不断冲击着丽水市人民的体育视觉，增强了城乡群众的体育意识。

（四）丽水市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发展的威胁 (Threats)

（1）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体育经费投入存在较大差异。目前，丽水市的社会经济正处于重要转型期，

各县市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就使得不同县市和城乡之间在体育事业的建设投

入上会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显然不利于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2）城乡群众体育观念和经济收入上的差别，导致体育消费行为上的巨大差异。目前，丽水市的城市

居民已经具备了体育实物消费、娱乐消费和休闲消费的相关意识，但是对于农村地区的群众来说，大部分

还没用进入体育场馆亲自健身或观赏一场精彩的比赛的意识，对体育用品的消费能力也非常有限。

三、丽水市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城乡体育工作的协调开展

丽水市要想促进城乡群体体育一体化的进程，就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城

乡统筹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促进丽水市社会经济和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随着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目标的提出，社会各界对农民群众公平权利的重视程度在的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对

滞后，体育资源的配置和建设长期落后于城市经济，成为阻碍全民健身工程和城乡群众一体化发展进程的

重要因素。因此，丽水市城乡群众体育的一体化，必须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项要求，让农村群众也能

够享受平等的健康权和健身权，逐渐走上城乡体育协调化的发展道路。

 ( 二 ) 加大公共体育的建设投入，加强城乡体育资源的整合

近年来，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已经成为丽水市公共体育事业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丽水市带动农村体育

事业发展的重点。丽水市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 , 直接影响到丽水体育社会事业的发展，目前需要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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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的建设投入，并且要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同时，丽水市的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促进作用，

拓宽公共体育建设资金的融资渠道，广泛吸引外来资金，将城乡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同当地的旅游资源开发、

历史人文景观的建设进行有效的结合，提高城乡各类体育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更好的满足不同类型群众

的体育建设需求。此外，丽水市城乡群众体育的一体化，要多加强行政机关、大中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之

间体育资源建设的联动与协作，杜绝体育资源重复建设等浪费行为，并且体育健身设施要尽量延长开放时间，

更好的为城乡群众提供健身服务，将现有的体育资源的健身价值最大化，进而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 三 ) 加强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在加快丽水市城乡体育一体化的进程中，必须消除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障碍，这样才能保证城乡群

众体育资源的共享程度，保证每个群众的体育健身权。加强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政府部门无疑起

着主导性的作用，其服务性职能也应当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做好城乡群众体育一体

化的整体规划，重视基层体育组织人才和体育社会指导员的培养力度，做好体育教育和宣传指导工作，如

指导农村地区成立老年体协、农民体协等组织，组织开展农村运动会等竞技活动，在城乡各界营造出良好

的体育健身氛围。另一方面，城乡体育的管理体制要尽快实现从行政主导逐渐向民间主导的转变，减少不

必要的行政干预，采用上下结合、条块结合的策略成立体育协会，并且逐渐朝着各级体育组织的社会网络

化方向发展，逐渐形成社区、街道公共体育资源协调发展，村、镇 ( 乡 ) 相结合的良好发展态势。此外，还

要重视传统体育和民族体育的开发与管理，因地制宜的推进城乡体育的一体化进程，如根据农村农业生产

的实际，定期开展 “植树竞赛”、“耕地竞赛”、“播种插秧竞赛”等活动，可谓一举多得。

( 四 ) 加大体育宣传力度，培养全民健身意识

城乡体育一体化进程的有效推进，需要有舆论的引导，尤其是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当地部门要充

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引导广大城乡群众树立相应的健身意识，激发城乡群众的体育运

动兴趣和热情，在全社会营造出良好的体育健身氛围，提高城乡居民的体育消费能力，让体育锻炼成为丽

水市人民群众的一种生活时尚。

结语 

从 SWOT 的视角对丽水市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各种主要内、外部优势因素、劣势因素、机会因素和

威胁因素的研究与分析，对丽水市城乡群众体育发展现状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从而为丽水市

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道路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依据。作为当地政府部门和体育主管部门，一定要坚持一切从

实际出来，积极进行因势利导，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才能加全

民健身工程的推进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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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及对策

摘   要：中国的生态旅游发展当前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因此，仍然存在一些客观的问题。不过中

国的生态旅游发展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涉外生态旅游在中国仍然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在开发涉

外生态旅游方面，要充分分析当前国际旅游市场的发展需求，同时也要维持自然生态保护和经济效益

的均衡，才能够促进涉外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涉外旅游；生态旅游；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Pres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oreign 

Ecological Tourism Development

ZHANG Tong-hong

( Lishu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Zhejiang Lishui 323000 )

Abstract: China's current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refore, there are still some objective 

problems. But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a unique advantage; foreign eco-tourism in China still has 

large space for development. China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eco-tourism, the development needs to fully 

analyze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rket. In addition, we must maintain a balanced na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benefits to be abl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ecotourism.

Key words: foreign tourism; ecotourism; status quo; countermeasures

当前全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世界的旅游产业规模逐渐扩大，旅游对于整个社会都

带来了深刻的变动，不仅仅是带来经济上的效益，在环境以及文化上都带来了深入的影响，因此，对

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也逐渐成为了当前市场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旅游业带来了更多的人员流

章彤洪

——————————————————

收稿日期：2015-03-01

基金项目：浙江省科技厅高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活动计划项目（编号：2012R30047）

作者简介：章彤洪（1975-），女，浙江金华人，硕士，讲师。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丽水，323000）



29章彤洪 :涉外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及对策第 50 期

动和资金流动的同时，给自然生态环境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当前中国已经是面向世界开放，

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国家，因此，涉及外国游客进入到中国境内旅游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1] ，应该是当前

旅游产业尤其是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核心。中国在开展生态旅游方面相对较晚，不过随着当

前涉外旅游消费者对于旅游产品的生态期望值提升，以及涉外旅游市场的扩大，涉外的生态旅游发展

也方兴未艾。因此，如何促进涉外生态旅游的发展，并且贯彻生态旅游的理念，在旅游产业的发展和

生态环境的保护上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是当前涉外旅游发展需要进行考虑的重要问题。

    一、涉外生态旅游理念的内涵分析

生态旅游是在一个极为具体的经济以及社会条件中产生的。当前中国正处在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段，工业化发展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同时，工业化发展对于中国的生态环境以及自然资源

等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旅游产业和自然生态环境是密切相关的，没有良好的自然生态，也就不

能够更好地吸引游客进行观光。因此，无论从自然生态环境的可延续性，还是从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

可持续性，都应该注重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外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民相对于中国人更加注重环境和

资源保护，他们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也给自己国家的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因此，他们在

进入现代之后都非常注重对环境进行保护。因此，涉外旅游所面向的旅游消费者客户群是外国人，他

们对于旅游产品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所以涉外旅游本质就是涉外生态旅游，对环境的合

理开发和保护也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应有之义。

涉外生态旅游的定义是宽泛的，涉及到的学科层面非常丰富，比如对于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关注，

提升对于自然的热爱，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等，这里就包含了生态学等重要的知识，对于人的全面发

展都有重要的意义。而涉外的生态旅游其本身是具备一定的内涵的，对于涉外生态旅游应该从多个角

度进行分析。

首先，涉外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产品，这种旅游产品主要是面向热爱自然环境，追求自然与人的

融合的外国游客，这种涉外生态旅游实际上是将生态自然环境作为了旅游产品的核心价值所在，通过

旅游公司开发之后形成了一种针对性的消费品。

其次，涉外生态旅游也是一种发展的模式，这一点内涵针对的是旅游产业自身而言的。因为过去

的旅游产业发展主要还是根据已有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但是这样的一种模式显然无法迎合当前逐渐

扩大的涉外旅游市场的需求。涉外旅游的消费者应该是希望在中国找到不一样的东西，因此，涉外生

态旅游成为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一种模式，让相关的业者围绕着这一方面对自身的产品结构进行调整。

就此可见，涉外生态旅游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重要的产业发展模式，对于中国的旅游产

业发展而言也是一种重要的方向 [2] 。生态旅游结合涉外旅游产品的开发，其关键就在于维持环境和经

济二者的平衡，缓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压力，以保护旅游生态和环境的完整性，为现代和未来的发展获

得公平的共享资源。

    二、中国涉外生态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生态资源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幅员辽

阔的中国也具有多元的生态资源，所以中国在充分开发涉外生态旅游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

中国的对外开放至今也是三十多年，中国的对外开放虽然已经朝着多层次和具备纵深的方向发展，不

过中国的对外开放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国的生态旅游产业本身在中国起步也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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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晚，很多中国的生态资源都没有得到更为合适的开发，在科学发展观理念的影响下，中国的生态旅

游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仍然要面对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处理等问题，其发展现状上仍客

观存在一些需要进行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涉外生态旅游出现的经济效益至上的问题

中国的涉外生态旅游相对比较重视经济上的效益，因此，在开发自然生态旅游资源方面都是充分

衡量经济效益才加以开展。中国地方政府在开发自然资源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经济利益导向，相对而

言缺乏科学性和可持续性。一部分的旅游企业在开发涉外旅游产品方面也重视经济效益的实现，所以

在开发新的涉外旅游产品方面，由于自然生态旅游资源所需要的前期开发成本较大，所以也不列入到

常见的涉外旅游产品开发范畴中。这些对于中国涉外生态旅游开发和可持续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负面影

响。

（二）中国涉外生态旅游市场开发难度较大

中国涉外生态旅游所面对的市场开发难度也较大。这一方面主要也是和中国人普遍的环境保护理

念不够浓厚有关系，因为当前的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最重要的仍然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虽然中

国人近十年来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理念都有所提升，但是大部分的中国人仍然出现乱抛垃圾等环

保意识淡薄的状况。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中国在开发涉外旅游产品方面所出现的难度 [3] 。

而且中国现在正处在工业化发展和转型的重要阶段，中国很多地区的工业生产模式仍然对环境造成较

为严重的污染，这种污染由于形成的时间久、成因复杂，所以在进行生态环境整治上也遇到了非常大

的困难。这些方面也是涉外生态旅游开发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一个常见问题，虽然生态旅游会受到广

大国内外旅游消费者的欢迎，但是鉴于当前的环保意识和环境问题，中国的生态旅游发展仍然需要耗

费很大的功夫进行开发。

（三）中国生态旅游区开发存在问题

中国的生态旅游区在开发方面存在一定的乱象。中国自然生态资源非常多，也有很多旅游区域开

发了生态旅游区，但是中国的生态旅游区在开发方面出现一些不当的状况，比如浪费较多的资源进行

开发，或者在自然生态区域进行大量的人造景观建设，或者是修建大量的游乐设施等等，这些超过一

定的幅度就容易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中国的自然生态保护区过度开发所引发的生态

危机，在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常见的乱象，过度的开发不仅仅无法更好地实现涉外生态旅游，同时，

自然生态资源在过度开发的情况下也会出现退化的状况。有很多自然生态旅游区域都没有进行定期的

环境监测工作，同时也没有控制到访游客的数量，这些都对自然生态旅游区域的开发带来不好影响。

（四）中国涉外生态旅游存在人力资源瓶颈

中国的生态旅游在涉外开发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人力资源瓶颈。中国的旅游从业人员众多，但是真

正具备涉外导游资质的并不多。这种资质并不仅仅是持有相关证件，而是在于引导外国游客观赏相关

的自然生态景观时候，能够使用正确的语言表达方式将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介绍给外国游客，这才是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中国在运营和开发涉外生态旅游方面的人才也是普遍缺失的，这一方面也导致中

国的涉外生态旅游发展遇到了还很大的阻力，中国的涉外生态旅游开发目前仍然是不专业的和不科学

的，这个问题的症结主要还是中国的涉外旅游和生态旅游从业者的素养相对比较低，整体水平无法适

应涉外生态旅游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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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涉外生态旅游发展的建议

中国的涉外生态旅游发展存在一定的客观问题，这从旅游产业的外部环境上看，主要是涉外生态

旅游市场相对不够成熟。因为外国来华进行旅游消费的旅客，虽然有一部分对于自然生态旅游有一定

的向往，但是很多第一次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也相对较为倾向中国一些古典的文化景观，对生态景观

的认识并不深刻。而中国的涉外生态旅游，从涉外旅游人才以及涉外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都存在一

定的难题，这些问题是因为旅游企业的开发成本考量，也有配套的支持政策等相关的原因制约。如果

纯粹将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成本都转嫁在涉外生态旅游的开发者身上，这显然是不科学的，而

中国的工业发展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生态环境污染，这些也无疑对涉外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造成了一

定的难度。

因此，中国要真正推动涉外生态旅游进行发展，需要针对在前一个阶段发展涉外生态旅游市场所

存在的客观问题进行调整，积极提升中国涉外旅游产业的质量，形成中国涉外旅游产品的市场优势，

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中国进行生态旅游。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加强对生态旅游理念的实践和推广

中国的旅游业要充分分析和研判当前国际旅游市场所出现的动态，推动中国的生态旅游在纵深上

和内涵方面的发展。当前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开始了几年，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大

部分的中国人仍然是认同的，也支持当前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但是这种理念仅仅是树立仍然

不够，对于涉外生态旅游产业的开发者而言，要真正开发好涉外生态旅游产品，就需要更进一步地在

开发产品的过程中 ，全面分析具体自然生态区域的承载力，合理地开发自然生态环境，避免资源的浪

费或者过度的开发。此外，推广生态旅游的理念也尤为重要，旅游业在开发相关的产品同时，要提升

生态旅游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让外国旅游产品的消费者不仅仅只是知道中国的传统建筑和历史

名城，更要让外国消费者知道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众多，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进行生态

自然环境的旅游消费。

（二）重视对生态旅游区域的科学开发

中国要发展涉外生态旅游产品，还应该重视对于中国生态旅游区域的合理开发，中国的自然生态

资源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不仅仅要考虑当前开发所能够实现的效益，更应该着眼于中国的自然生态环

境的中长期发展。在开发生态旅游区域的过程当中，应该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平衡作为一个重要

的价值取向。中国在开发生态旅游区域的时候，应该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编制以及规划，同时要促进自

然生态旅游区域的有序发展，包括提升其森林防火功能、安全功能等基本的旅游配套功能。同时，生

态旅游区要重视交通建设，特别是面向外国游客的自然生态旅游产品，更需要全方面地考虑该区域的

交通状况，真正促进中国的自然环境保护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涉外生态旅游区域要适应国际旅游产品

的发展要求，能够配套相关的人力和物力，跟进外国游客的合理需求，展现出生态旅游产品的友好性。

（三）促进涉外生态旅游人才和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

人力资源也是涉外生态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只有配套的涉外人才加入到生态旅游产

品的开发当中，才能够让外国游客享受到更好的旅游服务。涉外人才在生态旅游当中不仅仅是提供语

言方面的服务，更是对涉外旅游产品更进一步的推广和影响的重要桥梁。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涉外生

态旅游产品的人才，并不仅仅需要了解掌握英语等国际语言，还应该充分了解各个主要国家的民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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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能够以更为直接和形象的方式，让外国游客可以理解中国在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开发方面，和

他们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联系，从而让外国游客在畅游中国名山大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这一点也尤为重要。此外，涉外生态旅游区域应该重视一些基础配套设备的建设。比如一些

公共的指引牌，面向自助旅行的外国游客，可以通过标示有英语的路牌指引，获取到景区的方位信息，

部分生态旅游区域，应该备有专门的外语人员，可以为不熟悉中国语言的外国游客提供语言方面的帮助。

这些配套到位，能够大大提升中国涉外旅游产品的形象。

 四、结束语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生态旅游概念的提出，无论是针对面向国内的旅游产业发展，还是涉外的旅

游发展，都可以成为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形式。生态旅游的理念强调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

对自然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中国的涉外旅游产品在开发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外国游客来到

中国进行自然生态旅游，对于带动地方经济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中国在开发生态旅游

产品方面，仍然要紧紧扣住中国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要义，也就是要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项核

心的工作。同时，开发涉外生态旅游产品，也需要充分考量外国游客的实际需要，能够为外国游客提

供更为全面的旅游服务，比如各种语言类的指引和服务等。这些不仅仅是一种生态理念的实践和贯彻，

更是对中国的旅游产品开发、旅游产业发展提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中国现在正处在于一个发展的转型

关键期，旅游业一方面要促进自身的发展，也要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涉外生态旅游方面延伸

产业的链条，维持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实现的平衡，促进涉外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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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本科高校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

——基于嘉应学院的调查与分析 

摘   要：为完善和丰富科学有效的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本次调研采取问卷和访

谈的方式，对梅州地方本科高校嘉应学院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根据调查反映的问

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树立专业与服务的就业指导新理念、设置独立工作机构，经费支持，优化

师资、丰富细致就业指导工作内容、创新就业指导工作模式、加强就业指导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地方本科高校；就业指导与服务；调查与分析；工作机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On  Current Status Investig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mployment Guidance and Services in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 Base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Jiaying University 

YAO Wan-qing,  ZHENG Hui-zeng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Guangdong 514015)

Abstract: To improve and enrich th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service system for local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we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employment guidance of Jiaying University which is one of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in Meizhou by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reflected 

（嘉应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姚婉清   郑辉赠

——————————————————

收稿日期：2015-03-22

基金项目：2013 年梅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项目（编号：2013SZY03），嘉应学院联合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编号：

2013SZY02），2014 年嘉应学院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编号：2014SZZ05）

作者简介：姚婉清（1983-），女，广东梅州人，硕士，讲师；郑辉赠（1982-），男，广东梅州人，讲师。



2015 年34 丽 水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by questionnair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stablishing the 

new concept of employment guidance, independent agency, funding support, optimizing teaching team, rich and 

detailed employment guidance work, innovation in the mode of employment guidance work, strengthening the 

theoretical study.

Key words: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employment guidance and services,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agency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

 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递增，市场的供需矛盾也逐渐凸显，就业市场

竞争越来越激烈，就业环境和形势的复杂与多元化给毕业生和高校带来很大压力。特别是处于经济发

展相对缓慢、交通不方便、就业渠道相对窄小的地方本科高校，就业市场和社会需求面相对较窄，毕

业生也多来自不发达地区 [1]。尽管地方本科院校努力地在改革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但与国际就业服

务体系仍有较大的距离，还是属于较浅层次的指导。通过设计问卷调查，对嘉应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

工作进行实证调查，客观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地方本科高校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的阶段特点和找出制约

就业服务工作发展的实际问题，力争在微观层面提出一些有针对性、可操作强的建议和对策，进一步

补充和丰富现行的就业指导工作理论体系，更好地提高地方本科高校大学生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和地方

本科高校的生存发展。

 二、调研方法与数据处理

嘉应学院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是负责全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正处级建制机构，从属于该校学

生工作处。为了更全面把握就业指导工作效率现状及突出的问题，通过两种调查方法进行评价分析。

一种调查方法通过对嘉应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服务次数较多的 16 个学院的大三、大四在校

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采取的问卷调查内容以大三大四学生对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现状的

满意度为主线，设计就业指导工作内容、工作模式、工作机构与人员配置四个基本方面作为考察角度，

学生个人基本信息作为辅助要素，共 16 道选择题，调查共发放 96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913 份，回

收率 95.1％，其中大三占 65.92％，大四占 34.08％。用 SPSS 17.0、Excel 2007 进行数据处理，对问卷

进行统计分析。

另一种调查方法是与该校院系书记、就业指导工作人员、辅导员毕业生及在校学生深度访谈，从

不同角度和层次深入了解就业指导工作状况，并且印证和补充问卷调查所反映的信息。

三、嘉应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的主要问题

（一）就业指导工作满意度总体状况

1. 样本学生对该校就业指导工作的总体满意度较高。样本学生表示对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不了解和

不满意的均在 10％以下，大部分学生比较认同该校就业指导工作。但是，仍有低于 10% 的样本学生对

学校目前的就业指导工作效率还不是非常肯定，就业指导工作的宣传力度和指导力度有待完善和加强。      

2. 大三年级的学生对就业指导工作总体满意度较高。21.9％的大三学生比较满意，比大四年级的

多了 7 个百分点。由此可知，大四年级的学生对学校的就业服务的满意程度明显低于大三年级的，这

可能是大三年级的学生还没完全的接触到就业过程，而大四年级学生是即将走进社会的学生，自己的

独立性、自信度和探索性比较强，而且由于时间紧迫也很难真正领悟内涵，制约了服务质量和效果。

在访谈中，受访者表明嘉应学院较早建立了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学校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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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体制上和软硬件方面全力支持此项工作，但由于机构未完全独立，自主管理权未能充分发挥，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就业指导服务效果；同时，学生未能形成的积极主动的局面，不能很好地与学校提

供的系统的就业指导服务有机结合。需进一步加强以服务为理念，以就业市场为导向，以生为本，拓

宽就业服务的覆盖面，提高广大学生的参与度和认可度。

（二） 就业指导工作内容

本研究对嘉应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开展的就业指导工作内容效果进行分类调查。根据调查结

果，学生对就业指导课的授课内容、就业创业大赛和学校提供校内外实习实践基地和开展创业实践的

满意程度较高，分别达到 77.68%、70.1% 和 68.9%，说明学生对就业指导课和创业指导内容的效果是

比较认可的。但是样本学生对就业技能培训讲座及心理辅导讲座满意度不高，这说明学校在努力提供

学生就业素质平台的前提下，在就业实用技能和心理辅导方面让学生满意还有相当大的上行空间，应

加强这两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在访谈中，受访老师认为学校重视就业指导课程建设和学生创业指导，这两方面内容比较符合学

生的职业需求。学校将就业技能培训融入到就业指导课程，就业指导中心未另外开展此类活动，但是

由于任课教师对就业技能培训把握程度不同，导致学生的满意度不理想。另外，受访的毕业生表示学

校就业指导服务多局限于就业信息的发布、就业政策的宣传、就业指导课的建设、就业单位的招聘工

作等方面，需加强对就业指导服务的主体对象——大学生的服务，如毕业生就业心理辅导、就业价值

取向、职业规划等方面的指导。

（三）就业指导工作模式

调查发现，该校就业指导工作模式主要有就业指导课、就业信息发布或咨询、校园招聘会、就业讲座，

样本学生对就业指导课、就业信息发布或咨询和校园招聘会方式的满意度最高，分别是 78.7%、75.6%

和 65.6%，这说明学生对就业指导课和校园招聘会的指导方式认同程度比较高，效果也突出。另外，

就业服务中心充分利用新媒体网络平台，使就业信息传播效率更快，服务更周到。60% 左右的学生对

其他就业指导工作方式持满意的态度，40% 的样本学生持一般的态度，说明该校在这些方面还存在一

些问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在访谈中，受访者都表示就业指导工作复杂多样，学校提供的指导方式无外乎开设就业指导课、

讲座、招聘会等，过分强调共性，方式简单不能很好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另外，由于经费不足、指

导场地和硬件设施资源有限等因素，导致就业宣传和指导力度不够，就业指导工作的落实情况未能达

到预期效果。受访老师一致认为，若就业指导方式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必然会影响其积极性，而且

需要加强计算机硬件设备和数据库软件等建设，将就业指导工作实效性发挥到极处。

（四）就业指导工作机构和人员配置

从问卷调查统计得出，学生对就业指导课教师和辅导员在就业指导中所起作用和效果比较满意，

满意度均 75% 以上，但是 50.3% 的学生对班主任或其他科任教师所起作用的评价不高，认为在就业指

导工作中任课教师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在访谈中，受访者称由于嘉应学院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成立较早，机构相对稳定，指导内容丰富，

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一定的沉淀。但对于这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嘉应学院专职就业指导队伍匮乏，且忙

于日常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兼职工作人员多为各二级学院辅导员，虽熟悉就业工作，但专业背景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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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仅有少数具备就业指导的相关学科背景，并且缺乏完整的、系统的工作培训，忙于日常学生工

作很难有精力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有针对性的指导，仅局限于“管”就业这一层面。受访者还表示部

分就业指导工作者工作时间短，不能很好掌握就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趋势，缺乏就业指导经验。

四、对策和建议

通过对嘉应学院就业指导工作的满意度调查及就业指导工作内容、工作形式和机构与人员的问卷

和访谈，该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就业指导工作内容不够全面，工作方

式简单、师资素质良莠不齐等问题。通过统计和实证分析，对于如何完善并建立全程化、全员化、信

息化和专业化的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提出如下四点相应建议：

（一）树立专业 + 服务的就业指导新理念

构建高校就业指导工作观念体系，一要有专业的知识，就业指导服务工作者不仅要充分了解就业

政策、就业程序、就业形势等方面的知识，还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人力资源等多学

科交叉的知识，有较强的专业性 [2]。二要有服务的意识，减少行政色彩，将就业服务和学校教育、教学、

管理、社团充分结合，形成全校上下合力，共同提升服务质量。

（二）设置独立工作机构，经费支持，优化师资

学校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应独立设置，提高自主管理权，明确职责范围，更好地突出服务职能，

也方便工作监督和绩效评估。同时，在经费支持上，除了学校按学生学费拨付的就业经费外，还可以

利用地方本科院校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发动社会捐款用于就业指导经费。另外，在师资配置上，塑

造一支专业化、专家化和职业化的就业指导队伍，一方面建立的就业工作队伍锻造机制，拓宽多元化、

多渠道的培养途径，可通过邀请专家进校培训，派出考察学习、企业实训、课题研究等方式，提升就

业指导教师队伍自身职业指导能力，提高教学与社会需求和职场实际之间的结合度。另一方面可整合

高校有专业背景的现有教师资源，深挖教授、专业课教师、管理干部人脉资源等，并且广开社会或校

友资源，邀请校外职业指导专家、名企 HR 担任职业发展顾问。

（三）丰富细致就业指导工作内容

在全程化的就业指导工作体系下，增加实用性较强的工作内容，如小组团队训练、企业参观考察、

就业实习等体验活动形式可适当补充；加强学生就业指导实践环节，加强校企、校地合作项目；完善

就业指导课程，课程设置上引入职业测评、职后心理调适、就业咨询、职业规划、模拟面试、就业礼

仪等内容，共性和个性指导相结合，完善就业指导课程的系统性和实效性；拓展创业教育服务，创业

教育一直是地方本科院校就业指导的一个盲点，在新形势下，应大力加强创业孵化器的建设，开设创

业心理、创业管理、创业财务类等方面的培训课程，依托学校社团，建立创新创业论坛、创业大赛等

系列活动，提升大学生创业实践能力。

（四）创新就业指导工作模式

其一，基于新时代新媒体的应用，打造立体式信息化管理工作模式，畅通就业信息发布和学生指

导的服务渠道。建立以就业指导网站为主的阵地，在网站的形式、内容、功能等方面加强建设，提供

优质就业指导与服务资源。同时建立毕业生信息档案库，资源整合与共享，为学校各部门开展就业指

导工作提供便利；建立以 QQ、邮箱、手机、飞信、电话、手机报等即时通讯工具的交流平台，达到与

毕业生点对点的个性化交流；建立以职业测评、网络课堂、博客论坛等为载体的主动交流和被动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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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沟通渠道，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扩大服务范围以增强就业指导工作力度。其二，根据地方本

科院校生源特色，建立分类指导的工作模式，可毕业生分为就业区域的选择、生源地特征、就业单位

分类、创业意向、家庭贫困毕业生、文科生、理科生、艺术生等类别，进行针对性指导。其三，还可

以采用服务外包的工作模式。通过与社会就业中介服务机构签订合同，为地方本科院校的就业弱势群

体在就业岗位提供、就业心理咨询、就业技能培训等方面提供一站式和跟踪式服务。

（五）加强就业指导的理论研究。

地方本科院校可自筹经费，设立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研究课题，组织教师队伍申报立项研究，且

积极推动教师队伍申报国家、省市有关课题，整合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方式对就

业指导工作的指导思想、内容、方法方式、职业测评等进行系统探讨，促进就业指导工作的发展和完善，

也更好地满足学生的职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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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心态分析与对策

摘  要：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针对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特点，

剖析当今社会的就业形势，通过阐述各种不良就业心态形成的原因，提出具体的解决策略，以帮助高

职毕业生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实现顺利就业。

关键词：高职毕业生 就业心态 自我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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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igher Vocational 

Graduates in Job Hunting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ZHANG Da-yu，ZHANG D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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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 hot issue in current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employment feature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graduat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mployment, elaborated the c

ause of negative mindset, propose specific solutions to help higher vocational graduates timely adjust their mentality 

to find a job successfully.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graduates; employment mentality; self adjustment 

随着全国各高校的招生人数不断增加，近几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急剧上升，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 727 万，创历史新高。加上往届没有实现就业的毕业生人数，待就业的大学生

数量可能达到 810 万左右，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一、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现状

近年来，由于高职毕业生的适应速度快，实践能力强，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较高的水平，但由于国家政策的不断变化，不少学生也仍然面临就业难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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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一是就业环境不尽如人意，某些用人单位选择人才时，往往喜欢选择“高学历”和“名牌大学”

的毕业生；二是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与用人单位存在差距；三是高职毕业生的自身素质仍然存在不足，

心态还不够成熟等。因此，需要加强对毕业生的引导教育，使其理性面对现实，迎接社会挑战，达到顺利

就业的目标。

二、高职毕业生常见的不良就业心态及成因

（一）职业期望值过高

就近几年的就业情况而言，北京、广州、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就业机会多、薪

资水平比较高等因素，依然是毕业生就业的首选。许多大学生怀揣梦想来到这些大城市打拼，希望可以扎

根到这些大城市或进入某些知名企业，找到一份地位高、待遇好、相对轻松的工作，而不愿意去从事基层、

一线生产的工作岗位。高职毕业生对自身的能力估计过高，把用人企业估计过低，过分关注自己的体验和

感受，这样不仅对就业没有好处，即使以后工作了，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失落感。

（二）依赖盲从心理过强

每到毕业即将求职的时刻，有的高职毕业生缺乏应有的热情和主动性，不愿主动寻找就业单位，而是

依赖家长、亲友帮助他们联系工作或者依赖学校帮助他们寻找就业机会。也有一些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并

不根据自己的能力思考，而是一味听从家长、亲友或师兄师姐的安排或建议。这种依赖心理在高职毕业生

的就业中显得比较普遍。适当听取各方建议本身并没有错，但这些建议应当只是作为参考，而不是无视自

身实际和需要盲目地听从。这种依赖一旦成为习惯，会使人逐渐丧失自信心、责任心和判断力，不能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而这种依赖性一但落空，就会很容易出现心理落差，甚至可能会产

生极端行为。

（三）自卑怯弱的心态严重

目前，由于不少用人单位在某称程度上依然存在片面追求名校、高学历毕业生的状况，使得高职毕业

生在与高学历名校毕业生竞争岗位过程中，产生严重自卑怯懦心理，甚至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还有一

些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毕业生遇到这些情况后，往往会变得更加拘谨，如果屡次遭遇失败，会使他们在

择业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勇气和信心。

（四）职业责任感不强

随着每年的就业压力逐渐增大，大多数高职毕业生都能够接受“先就业，后择业”的就业观念。而高

职院校往往采取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毕业生往往到最后一学期就可以提前进入实习

状态，很多的毕业生可以提前与用人单位签约。这些其实都是对毕业生就业很有利的，但是有很多刚入职

的毕业生往往还停留在当学生时的状态，不能适应企业的严格管理和一线的艰苦锻炼，这些都很容易引发

学生的违约和跳槽。很多高职毕业生的心态比较浮躁，不愿意用心去了解用人单位，片面的追求工资高，

环境好等条件。这些不但会对用人单位造成损失，也容易使学校和毕业生的声誉受损，这些还会影响到以

后毕业的高职毕业生就业。

三、高职毕业生不良就业心态的调适

根据高职毕业生在就业中存在的各种不良心态，学校、家长以及学生本人都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通

过鼓励、引导毕业生采取有效对策，积极地面对人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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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随着高考录取率的不断提高，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而高等职业教育则是

培养基层技能型和应用型的人才。因此，高职毕业生应当放低自己的姿态，树立从基层劳动者做起的观念，

相信只要能使自己可以有用武之地的单位都是可以大有可为的地方，脚踏实地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

一定可以在工作过程中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增强自己的就业信心

高职毕业生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接受的是高等教育，通过三年的学习掌握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

力，在就业时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综合素质，在人才竞争中具备独特的优势。因此，高职毕业生应当相信自

己的实力，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时刻要给自己更多积极地暗示，主动调节自身的压力，通过积

极情绪疗法和自我转化法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增强自己的就业信心。自信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

要通过不断地挑战中逐步形成的，高职毕业生应当在挑战面前不断尝试，多总结自己存在的不足，然后进

行针对性的训练，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信心，在面对困难的过程中不会后退。

（三）克服不良的盲从心态

高职毕业生在就业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这些可能会影响高职毕业生的就

业思路和方向。因此，高职毕业生应当对自身的实际情况有正确的认识，尽量寻找与自己素质、能力相匹

配的岗位，这样既可以充分调动起自己的工作积极性，也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同时也要避免带着“这

山望着那山高”的心态去找工作。如果不能做到这些，可能会让自己的职业生涯走向恶性循环。

（四）增强自身的职业责任感

诚实守信是当代中国的传统美德，但是在当今社会中，毕业生跳槽毁约的现象逐渐增多，这些现象的

存在导致部分企业不愿意再招收应届毕业生。因此，高职毕业生应当加强自身的职业责任感。一是要做到

诚实守信。诚实守信是每个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是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毕业生在求职的过

程中应当重视自己的信誉资本，树立良好诚信的意识。二是树立爱岗敬业的精神。每一个高职毕业生在选

择企业之前，都应当首先了解企业的文化和精神，树立“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责任感，踏实地做好每一

件事，强化自己的职业修养。

四、结束语

要保证高职毕业生顺利就业，首先要解决他们心中存在的不良心态。这就要求高职毕业生积极地进行

自我调适、自我提高，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其次，学校也应当加强对毕业生的心理干预和就业指导，提

升毕业生的就业信心。最后，家长和亲友也应当积极参与，消除毕业生就业时的各种不良心态，使他们顺

利地走入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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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需求导向的高职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摘   要：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不断变化，社会对国际贸易人才需求也不断发生变化。总结了新形

势下外贸人才的需求特点，并根据当前人才需求特点，提出了我院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综合能力构成，

并从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素质培养、师资建设方面对我院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析。

关键词：国际贸易专业； 需求导向；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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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ajor Based on Demand Oriented

      -------Take Lishu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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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requent chang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ituation,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talents 

is changing constantl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deman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puts 

forward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ajor in Lishu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demand, and analyzes the major from the aspects of train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quality culture and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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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院国际贸易专业发展及就业现状

我院国际贸易专业成立于 2000 年，是我院最早招收的两个高职专业之一，至今为止，共有高职班级 29 个，

（3+2）班级 8 个，已经培养的毕业生达 1500 人。现在在校班级有 7 个，共计 325 人。本专业毕业的学生

主要就业地呈现区域集中性特点，主要分布在义乌、宁波、温州、丽水四个地方，就业岗位与专业相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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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85%，就业岗位主要为外贸单证员、外贸跟单员、电子商务专员、外贸业务员，近几年本专业的人才出

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 2014 年 12 月 6 日的校园招聘会上，参会的外贸公司中需求的外贸岗位共 245 个，

但实际本校 2015 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共 100 人，出现的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状。尤其随着近年

浙江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良好态势，义乌、宁波、杭州等地，都需要大量的跨境电子商务专员，这些企业

首选都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

二、新形势下外贸人才需求导向的转变

1. 跨境电子商务技能成为人才市场的新需求

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电子商务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电子商务的普及，

改变了国际贸易的谈判方式，简化了国际贸易的操作程序并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成本。电子商务给国际

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电子商务为主要方式的国际贸易必将成为将来国际贸易的主导方式。跨境

电子商务技能已经成为人才市场的新要求，浙江省又是跨境电商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以杭州、义乌为例，

近年急需大量的跨境电商人才，跨境电商与电子商务相比，对英语要求相对较高，这就决定了电商企业首

选国际商务专业的学生作为招聘对象。

2. 国际贸易人才需求逐渐向服务贸易倾斜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呈出了新特点，传统货物贸易的比重逐渐下降，服务贸易正在取代货物贸

易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总体规模来看，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因此对服务贸易人才的需求规模正在逐年递增。但与此同时，我国的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以

传统运输业和旅游业为主，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发展还比较落后。我国服务业的巨额逆差与国际竞争力水

平低下，与缺乏高素质的服务贸易人才密切相关。我国国际贸易人才市场亟需高素质的服务贸易人才。

3. 技能需求为主逐渐向素质需求转变

在近几年的人才需求报告和企业实地调查中均显示，企业对人才需求从以前的技能为主逐渐向素质需

求为主转变，很多企业都谈到了刚出校门学生的职业道德问题。随意跳槽、不懂得尊重他人、我行我素、

以自我为中心、责任感差、缺乏合作精神等。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企业都遇到过职员离职带走客户资源、

泄露企业机密的情况，使他们对这方面特别看重，但又缺乏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甚至很多企业把职业道德

放在招聘条件的首位，认为一个人的操作技能可以通过实践很快掌握，但一个人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职业道

德是很难改变的。因而企业对高校加强培养学生吃苦耐劳、道德诚信等品德的期待显得尤为强烈。

4. 收集信息及沟通协调能力

在从事外贸工作的过程中，除了公司自身和客户外，外贸业务工作中还涉及海关、商检、贸促会、船公司、

保险公司等诸多方面，且每份订单、每批货物、每个国家的要求都不相同，外贸业务人员必须能准确地获

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信息、汇率变化信息、进出口政策法律信息和关税变化及其他贸易管制的手段等， 

要将这些信息和政策运用到实际的进出口业务中，降低企业经营的风险；同时还要与国内有关各方协调处

理好关系，以使进出口业务商检、通关等流程畅通。

三、以需求为导向的我院国际贸易人才综合能力的构成

人才培养的方向一般有 2 个：学术型和应用型。以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集中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向上，

其核心就是实践能力的培养。基于此，高职院校的国际贸易人才的综合能力应该以人才市场需求和发展趋

势为主导，兼顾理论与实践，从而我院的国际贸易人才的综合能力可概括为专业核心能力、专业拓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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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通识能力。

1. 专业核心能力

专业核心能力是指区别于其他专业的专业理论知识及专业实践能力的总称。近几年来，本专业教师通

过对外贸企业岗位需求类型及需求量的调查，发现外贸企业岗位需求类型较为集中，对国际贸易技能型人

才的需求量较大。调查结果显示，外贸企业的岗位需求主要集中在外贸业务员（外贸业务员助理）、外贸

跟单员、外贸单证员、电子商务专员和外贸文员这五个岗位，基于岗位能力需求，本专业开设了出口贸易

操作、进口贸易操作、外贸跟单实务、外贸单证实务、外贸函电及跨境电子商务等六门专业核心课程。

2. 专业拓展能力

专业拓展技能是指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所具备基本技能，具体来说就是在从事相关职业过程中所需要的

技能，专业拓展技能一部分显化为职业资格认证，一部分则是从事相关职业中隐含的技术、经验、技巧等，

本专业的专业拓展能力培养是通过设置个性化的专业选修课进行的，开设的个性化选修课有国际营销实务、

基础会计、国际金融、国际货运代理、办公室自动化、网页制作、英语口语、商务谈判、国际商法、国际

贸易认知、经济学基础、英语视听、外经贸英语和报关与商检等十五门课程。

3. 专业通识能力

专业通识能力是指在任何职业或者行业工作都需要的，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可转移性的且在职业活动中

起支配和主导作用的能力。职业通识能力是具有相通性的职业能力。一般来说职业通识能力包括：学习能力、

交流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职业通识能力对人才

的发展越来越重要。本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主要有大学综合英语、高等数学、体育、思想道德、职业生涯

规划、就业指导、计算机、军事理论和大学生心理健康等十门。

四、我院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1. 培养目标

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应以岗位需求为口径，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目的，以打牢基础、

拓宽口径、提高素质、注重实用为重点。当前，大量的外贸企业急需既掌握相关外贸专业知识又具备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线应用型外贸人才。因此，我院国际贸易专业培养目标是 : 必须要确保外贸企业能用、

快用、好用。另外，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还要适应教育发展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趋势，针对具体外

贸业务岗位设置不等的培养方向，着力培养适合外贸岗位群的应用型外贸人才。

2. 教学内容

（1）重视综合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国贸专业本身就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应开设社会调查、认知实习、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实习、独

具特色的实务实习、毕业实习等多个实践性教学环节，同时设置国际贸易案例分析讨论专题，建立校外实

习基地及校内国际贸易实务模拟实习和外贸单证实务操作等平台。通过学生深人企业参观、操作，增强他

们对国际贸易实务的了解。借助国际贸易模拟和单证实务平台，让学生在仿真的国际商务环境中切身体验

贸易全过程。通过广泛联系外贸企业、海关、商检等单位实地见习，增强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2）增设特色专业课程

根据当前外贸发展趋势，增设跨境电子商务、进口业务操作、国际货运代理、外贸跟单实务四门专业课程，

其中跨境电商课程邀请义乌橙鼎会企业中经验丰富的一线人员来讲授，同时还成立电子商务创新班，校企



2015 年44 丽 水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合作共同培养跨境电商特色人才；随着我国贸易顺差不断的缩小，进口贸易比重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独立

开设进口业务操作课程；同时为了能让学生更好的掌握专业知识，增设了国际货运代理和外贸跟单实务课程。

3. 发挥全方位的育人机制，注重学生的素质培养

( 1) 充分发挥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作用，全过程、全方位培养学生职业素养。通过 “国际贸易纵横”、 

“电子商务校园行”和英语活动月等系列活动，结合国际贸易热点问题举办各种讲座，以丰富的校园文化

活动熏陶学生的商务素养，增强学生合作意识，锻炼学生组织活动能力。

( 2) 引进先进企业文化熏陶学生，以先进企业管理理念引导学生，实行导师制， “尊其师，信其道”，

导师通过加强自身职业修养，用心施教，用自身行动感染学生，做好榜样。发挥导师在商务素养中的重要作用，

培养学生养成勤奋刻苦、积极进取的精神。

( 3) 成立特长生工作室，创办创业街，由学生组成的创业公司进行真实业务的经营运作，在经营中学会

降低商业风险，在竞争中制定出自己的竞争战略，并通过分析，对经营结果进行控制和调整。

( 4) 组织各类商务竞赛，学生分别扮演总经理以及生产、市场、财务、研发等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

对模拟公司每年的经营作出一系列决策，并与其他比赛的虚拟公司竞争。最大限度地模拟一个公司在

国际化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真实运作状况，涉及企业管理、金融、贸易、会计、期货、投资、电子商务

等众多学科的知识点和技能。在竞赛中全面锻炼学生的商务素质。

4.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建立和完善专业教师实践培训制度，培养教师的“双师”素质。要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的安排国际

贸易专业教师到进出口公司进行顶岗锻炼，培养其双师素质，把行业和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引入课堂教学，

促进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提升教师的校企合作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将企业经历和实践锻炼

要求纳入专任教师评聘、使用和激励政策。以优惠的政策引进外贸企业工作经验丰富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

员来校担任专兼职教师，充实专任教师队伍，提高“双师型”教师比例。人才引进后，还要加强对他们的

教育教学能力的培养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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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在 ASP.net 网络编程课程中的应用探究

摘  要：翻转课堂翻转了知识的传授和知识内化的教学程序，将知识的传授在课外完成，知识的内

化通过课堂活动来实现，是师生互动、激发学习兴趣的一种有力手段，为研讨式教学、项目驱动式教

学提供环境与平台，真正体现 " 以学生为中心 " 的教育理念。ASP.net 网络编程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对课堂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该课程教学中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理论，课

堂开发、研讨真实企业项目，将大力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关键词：翻转课堂；ASP.net 网络编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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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for ASP.net 

Network Programming

ZHA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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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ipped classroom flipped the knowledge transfer and knowledg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knowledge of the teaching in extra-curricular, knowledge internalization through classroom activities to 

achieve，is a powerful tool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stimulates students' interest，and 

provides an environment and platform for the discussion-based teaching and project-driven teaching． The reversal 

model really reflects“student-centered”education concept.The ASP.net network programming have very strong 

practicality． It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ining in class． If we apply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for software development courses，students could autonomously learn before class and develop the real projec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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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It could enhance the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practice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classroom teaching． 

Key words:Flipped classroom; ASP.net network programming; Teaching model

1. 引言

近年来，翻转课堂以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出现在课堂教学中。该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有着本质的

区别。翻转课堂就是在信息化环境中，教师提供以教学视频为主要形式的学习资源，学生在上课前完

成对教学视频等学习资源的观看和学习，师生在课堂上一起完成作业、协作探究和互动交流等活动。

历年来，学生在 ASP.net 课上都是举步维艰，由于 ASP.net 课程是一门编程课，学生对于枯燥的编

程感觉非常头痛，于是就有一部分学生干脆选择放弃。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成功经验应用到 ASP.net 课程中，使该课程的教与学都朝着有益的方向发展。

2.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综述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和传统的教学模式有本质的区别。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的重点集中在课堂

40 分钟。教师要在课堂有限的时间里使尽浑身解数解决问题。可是编程类课程的普遍现象是：课时紧，

内容多。传统的课堂教学法，教师在讲台上满黑板，满屏幕的语法规则、基本概念；学生在下面认真

的抄笔记，根本没有时间来理解、掌握，更别谈灵活应用。

而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则比传统教学模式灵活得多。但它必须依托网络，依托空间平台。现代教

育技术持续发展的今天，高校校园网都建立得极为扎实，带宽完全能满足一般的日常教学。学生们也

有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手提电脑、iPad，甚至是手机都可以作为终端设备连入网络。现在世界大学

城空间平台也为高校师生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在软硬件都具备的条件下实现翻转课堂是可行的。

翻转课堂的模式是： 教师通过空间上传自己的课件和视频， 并指导学生课前学习相应的视频和完

成相应的课前简单作业，在上课前就打好基础，将不懂的问题记录好，等待教师答疑。课堂中，学生

针对自己的问题向教师提问，教师答疑解惑。课堂时间十分充裕，学生们也对该堂课做到了心中有数，

学习气氛浓厚。教师在课堂中除了答疑解惑还应该设置一定的任务和问题指导学生分小组讨论解决，

增强课堂的互动气氛。课后，如果学生还有不懂的问题，可以通过网络和平台空间向教师提问，教师

则能及时在空间做出解答。

这样的课堂模式消除了空间和实践的局限性，学习课堂延伸到学生生活的各个地方，真正做到了

及时学习，教师也能通过空间习题的完成情况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在教学中因材施教，做到了

有的放矢。

3.ASP.net 网络编程课程教学原有模式及问题

ASP.net 网络编程课程是计算机网路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的核心课，是一门需要编写程序的

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经常是教师坐在教师机前讲授相关知识，学

生坐在电脑前听。但是这种模式非常被动，学生普遍反映不好，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由于都在机房上课，学生的机位都是侧对黑板，因此教师坐在教师机前，边演示程序边授课，很

难观察到学生是否在认真听课，由于机器的遮挡，教师的视线受限，肆无忌惮玩手机或睡觉的学生逐

渐增多。

本末倒置，需要帮助时教师不在身边。《ASP.net 网络编程》是一门强实践性的计算机语言类课程，

学生在进行项目实践编程时，常常需要教师在旁边指导，但因为课时限制，许多作业需要在课余时间

完成，而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教师却并不在场。学生们经常反映：上课听教师讲课，听不懂；自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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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看书，看不懂；想再学习一遍教师的讲课，想找教师提问，没有一个合适的平台。等下一次课向教

师提问时，新课中又积累了很多的问题。如此循环，这种编程课就变成了耗时多，效果差的课程。

学生的课堂接受能力差异很大。传统的教学方法需要教师先讲解基本语法知识，然后根据教学目

标布置任务，但教学每次组织的教学活动都难以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需求：有些同学希望加深难度，

一些简单的语法知识略讲甚至不讲；而有些同学则感觉进度太快。同时，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有限，

难免学生因为各种原因走神，教师的课堂讲解无法再现，知识漏洞的堆积。

为了解决传统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将“翻转课堂”的理念引入到 ASP.

net 课程教学中，并通过网络课程教学平台，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

4. 翻转课堂在 ASP.net 网络编程课程中的应用

ASP.net 网络编程课的难点在于抽象、复杂，语法结构让学生一时难以接受。而翻转课堂的目的就

是要形象、生动地表现抽象的课程，并增强师生间、学生间的互动。使用翻转课堂模式，首先教师将

自己精心制作的视频课件上传至空间，指导学生自学相关课程知识点，生动的课件和视频能给学生一

个初步的概念。这时，教师要针对这一知识点在课件观看完后及时提出小问题让学生完成，并通过网

络教学汇总学生的课前习题完成情况，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在课堂中，教师答疑学生的问题，并总结学生的课前预习情况。然后设定任务目标，拿出一个案例，

指导学生分小组讨论，先学生间交流，然后让学生们自己完成。对有困难的地方教师及时给予解答。

整个学习过程充分调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节基本的重难点在课堂上就已经

解决，课后学生们轻松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学习下一个知识点的视频和课件。翻转课堂教学在 ASP.

net 网络编程课中的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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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前准备

①根据教学目标，制作导学文档。导学文档是学生的学习向导，内容包括每节课应该达到的知识

和能力目标，为达到此目标，课前应该完成的学习内容及形式（视频、电子文档、教材等）、课堂应

该完成的任务、课后需提交的习题作业等。

②收集、编辑、制作微视频、自学文档等资源。资源以视频为主，同时辅以教材和自学文档，以

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方式和习惯。视频类型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利用 PPT 课件展示的知识点讲解

视频，主要用于学生课前预习。第二种是知识点应用案例视频，是实践操作的录屏视频，主要用于学

生课堂上观看并模仿实现案例作品。通过视频讲解，不仅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欲望和兴趣。

③制作针对性练习题。充分考虑学生的现有实际水平和可能达到的水平，针对课前任务的内容制

作练习题．注意练习题数量尽量少，以减少学生负担；题目难度分配要合理，既有能考查学生对基本

知识点的掌握情况难度系数较低的题目，又有能激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深入探究的挑战性题目。

（2）课堂内指导

①首先对课堂上需完成的教学内容进行点睛。点睛时间控制在 10 分钟左右，让已经预习过的同学

能够准确把握重点，回顾任务所需知识点，也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完成课前任务的同学提供一个短暂

恶补的机会，为完成任务夯实基础。

②下达任务、组织学生探讨。布置这次课需要完成的任务，注意任务必须与本次课的知识点密切

相关，通过课堂实训，便于学生掌握该知识点。在设计课堂活动时，充分利用情境、协作、回话等要素，

以充分发挥、突出学生的主体性，高效完成所学知识的内化。

③辅导、验收及点评。当学生进行课堂实训时，积极主动走下讲台，密切关注学生的程序调试状况，

对于学生遇到的编程难点，及时进行解答。在辅导过程中，教师应随时捕捉任务实施动态并及时指导，

注意学生任务案例中出现的典型问题、普遍问题，及时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进行案例点评或内容

点睛时及时反馈给学生．

（3）课后交流

①教学反思。教师根据学生任务完成情况，完成任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制定适当的教学策

略或措施，如哪些问题需要在课堂上需要教师统一讲解，哪些需要在视频中进行突出标注，哪些内容

需要减少甚至删除，哪些内容需要更深入讲解，哪些同学的作品可以在课堂上展示交流。

②教学评价。针对学生的预习情况、课堂独立完成任务的表现、任务完成的质量、小组协作探究

时的表现，成果汇报、展示时的表现等多角度、多方式的对学生进行评价，记录在案，作为平时成绩

和课堂重点关注的依据。

③课后辅导．对有辅导需求的同学通过网络教学平台、QQ、邮件等方式为学生答疑解惑。

5. 教学效果

以前，编程课上基础薄弱的同学做不出来，甚至使用机房环境打游戏、看电影，翻转课堂模式教学下，

学生的这种情况几乎没有。良好的课堂氛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自从 2014/2015 学年第一

学期在 ASP.net 课程教学中引入翻转课堂后，每个学期都对授课学生进行了课程问卷调查，学生对于

在 ASP.net 课程中引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态度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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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学生对于翻转课堂教学的态度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持同意观点（“完全同意”或“基本同意”）的学生占 70% 以上，认为“不同意”

或“不太同意”的学生占 10% 左右。在教师反馈中，翻转课堂模式下，老师不再抱怨需要一次又一次

去监督大家的课堂秩序，学生的学习氛围更好。因此，翻转课堂有利于重构和谐的师生关系。

6. 结束语

目前，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已在 ASP.net 网络编程课中全面展开，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生

反映普遍较好，对于编程课的兴趣也逐渐增加。究其原因，翻转课堂非常适合于一些实践课较强的课程，

尤其是 ASP.net 网络编程这类课程，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体，教师起辅助和舵手的作用，把学生的

学习带入一个良性循环当中，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有效地解决了实际教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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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 : 作为网络的媒体，微博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微博科技含量高、原创新鲜、交互性强等特点

与大学生群体本身所具有的素质高、思想活跃、参与性强等特点相契合，使微博在大学生的普及和受

欢迎程度远超社会其他人群。这同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即充分认识微博带来的

社会政治文化影响，真正找到将思想政治教育微博式传播的良好方式和路径。

关键词 : 微博 ; 大学生 ; 思想政治教育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Micro-blog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 Zhong-wei

（Lishui Vocational College, Lishui Zhejiang , 323000）

Abstract:As a medium of network, micro-blog has great social influence. It is popula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because its originality interaction is in accordance with college students' high qualities, activeness and participation. 

It makes new and higher demands for political ideology education. So educators should fully realiz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f micro-blog and find the good way to teach political ideology on micro-blog.

key words:micro-blog; college student; political ideology education

从 2010 年 8 月份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到影星姚晨成为“围脖女王”，

再到 2011 年 3 月“两会”期间约 30 名代表委员开微博议大事，不到 1 年时间，微博红遍中国，引发一场“围脖”

热潮，成为技术影响文化的又一典型 [1]。单纯从技术层面考量微博的前景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所需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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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探讨的是微博作为一种技术工具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国内外发生的一些事实已

证明了微博强大的舆论制造和引导能力，并推动我们应在这种工具尚未完全成熟时给予高度的关注和研究。

大学生这个群体本身具有的高素质、年轻活跃、参与性强等特点与微博高科技、原创新鲜、交互性强等特

点相契合，使微博在大学生的普及和受欢迎程度远超社会其他人群，而这同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

出了新要求 : 充分认识微博带来的社会政治文化影响，真正找到将思想政治教育微博式传播的良好方式和路

径。

 一、微博的网络新媒体特点及其对大学生的影响

微博，也称微博客，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 WEB、WAP

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 140 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微博作为一种网络新媒体，

除了具备网络媒体的开放性、交互性、即时性等一般特点以外，还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 博客内容的微型化与

简明性、操作方式的多样化与便捷性、人际交流的个性与群体性 [2]。博客内容的微型化与简明性是说微博

的内容由简单的只言片语组成，不需要长大论，只需简明扼要地说明用户的行为、状态和观点。操作方式

的多样化与便捷性是指既可通过网站也可以使用手机、IM 软件 (gtalk、MSN、QQ、skype 等 ) 和外部 API 接

口等途径操作微博。人际交流的个性化与群体性是指基于微博的交流既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又有同类呼应群

体反应，呈现了点与点、点与面的立体化场景 [3]。博客内容的微型化与简明性，决定了微博对用户的写作

能力没有博客那么高，在语言的编排组织上也无需精雕细琢，因而这种只言片语的“语录体”式的即时表

述更加符合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生活节奏和习惯。微型化与简明并不等同于单薄和肤浅，众多文化名人

的微博比文体明星更受大学生欢迎，一方面说明在疲惫于长篇累牍或高谈阔论之后，大学生更喜欢用简单

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 ; 另一方面说明大学生对微博的选择保持着自己的判断标准和相对理性的思考。操作

方式的多样化与便捷性，尤其是微博与手机的结合，让每个手机用户不用使用电脑就可以发表自己的最新

信息，基本实现了手机和互联网应用的无缝连接。这一模式可以使基本人手一部手机的大学生既享受高科

技带来的新鲜和方便，又体验了作为事件组织者、参与者、观察者发布信息产生的舆论领袖的成就感。同

时操作方式的多样化与便捷性还带来信息发布的即时性以及强烈的现场感，使未经历者可以分享到信息发

布者第一时间的感受，也为大学生这一活跃的社交群体提供了一个新的交流平台。人际交流个性化体现在

微博与发布者的个人生活紧密相连，是一个人生活中点滴的记录，必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更进一步说

是私人化的生活展示。微博人际交流群体性体现在对于普通人来说，微博的关注友人大多来自事实的生活

圈子，用户的一言一行不但记录生活，更重要的是维护了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微博是满足个体对社区组建

和同类寻求需要的一种手段。因此人际交流的个性化与群体性决定了大学生可以微博为平台展示自我、形

成爱好共同体或兴趣同盟，既是群体中独特的“这一个”，又将个人融合在丰富的群体中。独特与丰富，

个性与多样，微博使大学生的生活展现了多种可能性，也就对大学生更具吸引力。同时还注意到微博对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带来的系列挑战 :“议程设置”功能基本丧失，信息上传和意见表达缺乏节制与约束 ;

文本碎片化、信息泛滥所带来的垃圾信息和虚假信息使认知和思想产生偏差等 [4]。因此，理性对待微博，

扬其长避其短，将微博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就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亟待进行的

尝试。

二、微博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应用价值

成功运用微博作为一项重要和紧迫的整体工程，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明确认识新媒体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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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和观念建构中的作用，对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应用可行性进行分析，凭借高校的科研实力，发

挥科技人才优势，实现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跨越。

（一）搭建利用微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平台。微博成为当下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人际沟通和

信息传递的重要工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当前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而言，拥有属于宣传教育

部门的微博网络和信息平台至关重要，这将使新媒体之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和拓展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

物理界面和技术支持。通过这些平台的搭建，主流思想、舆论引导将与微博之间实现对接、渗入和逐步融合，

潜移默化地产生积极的思想政治工作效果。

（二）扮演引导微博舆论传播导向的新角色。尽管微博舆论高度分散、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依然具

有引导的必要和空间，这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积极扮演好引导微博舆论传播的新角色。首先，要

建立特色微博网络。这些网络应该主题轻松活泼、议题时尚新颖，具备吸引力大、凝聚力强等特点，能够

吸纳大量的大学生，并产生介绍陌生者加入的连带效应。其次，要始终保持“微博态度”，习惯使用“微

博语言”。要真正使用网络聊天和虚拟交谈的自然沟通方式，以年轻人的语言与年轻人交流，充分展示亲

和力和感召力，消除思想政治工作给人的政治说教刻板印象，在自然生动的语境中营造主流舆论氛围 [5]。

（三）通过微博组建跨越校园内外的社区，保持高校和谐的人际交流。在教育信息的传送上，经常遭

遇这样的尴尬 : 无论是师生之间的交流和反馈，还是生生之间的探讨和辩驳，通过以往的技术形式，我们的

交流和认知方式往往不能够自主，具体表现为需要的信息不能马上呈现，呈现的信息并不是马上需要的。

如何把握一个恰当的力度一直是让不少教育者为难的问题。而微博恰恰给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不少

微博热衷者认为微博最大的魅力在于保持了朋友之间恰当的距离感。通过微博，既可以沟通无限，又可以

自主参与。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在师生之间找到最合适的沟通方式，既可以体现人文关怀

又不至于出现双方逆反的信息表达方式。

（四）通过微博即时抒发思想和观点的特点，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灵活性和弹性。后现代课

程观认为，教学过程主要是学生主动学习和建构的过程，即教学过程是教师与学生互动、学生与文本互动、

学生与学生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中，学生是处于积极状态的。这同样适用于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微博在表达时间和方式上的自由性和可记录性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很好的方式，无论是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的选取，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意见和反馈、相关问题的争论的焦点、思想碰撞的火花、被教育

者个别化的瞬间灵感，都可以借助各种终端即时反馈到相关的页面当中，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则可以顺

势将这一生成性过程逐步引导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合作和探究之中，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随机生成式的方

式最大程度地切合了大学生的认知方式，使得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过渡自然、伸缩有度。

 三、微博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一）发挥微博的集聚或明星效应，以知名学者、知名校友、学生领袖为骨干组建各种类型的微博“绿

色社区”。大学生正值青春年少，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成形，对事物的判断容易受外界干扰。与其不

加干预让大学生们成为个别道德品质败坏、社会形象恶劣的所谓明星微博的“粉丝”，不如积极行动，发

掘校内资源，为一些道德修养高、学术水平高、社会影响力高的专家学者，社会贡献大、社会形象好的校友，

以及积极进取、健康向上、在学生中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学生领袖建立微博，并积极支持他们的微博向“铂

金”( 含金量高、很有名望的微博 ) 发展，引导大学生多关注学术明星、明星校友、明星同学，立足校园，

放眼社会，既增强自豪感和凝聚力，也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53第 50 期 李中伟：微博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二）以班级为单位，以学生政治辅导员为纽带，组建“微博班级”。学生政治辅导员在“微博班级”

建设中要始终扮演引路人角色，既要注意筛选支持“脖领儿”( 微博一族中的领袖人物 )，又要劝服引导“脖

梗儿”( 微博一族中的刺儿头，喜欢讥讽、恶搞等 )，同时还肩负“议程设置”责任，敏锐把握社会和学校热点，

经常开展一些主题轻松活泼、时尚新颖、健康向上的讨论，让“微博班级”在亲切轻松的氛围中讨论问题，

达成问题，实现润物无声的效果。建设“微博班级”还要注意与实际班级建设的区别和联系，“微博班级”

中的“脖领儿”未必就是班级学生干部，“脖梗儿”未必就是平时的问题学生，一定要注意虚拟空间和实

际生活的距离，要掌握虚拟空间的规则和技巧，做到“微博班级”建设的巧和妙。

（三）以红色社团为先导，其他校园学生社团为基础，建设基于同一爱好的微博“社团社区”。现在

高校中的各类学生社团都是因具有某种共同爱好的大学生而组建的，在学生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对学生

的影响力也很大。以学生社团为基础建立微博“社团社区”，因社区成员具有共同的爱好，因此话题的设

置和讨论相对容易，并容易激起学生共鸣，形成良好的互动。红色社团的微博社区建设在学生社团微博社

区建设中尤显重要，对其他学生社团微博社区建设应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因此红色社团的微博社区建设

应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平台建设中，从技术和物资等多方面给予支持，而红色社团的指导教师

也应有强烈的责任感帮助社团的学生负责人做好社团的微博社区建设，使党的理论、方针、政策通过微博

这一新的媒体形式在大学生中传播。

（四）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微博课堂”，作为课程教学的一个有益补充和教学方式的新探索。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大学生，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教育的主要任务。因此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三进”工作，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而言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三进”工作，需要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需要改革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以增强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微博出现后，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应充分利用微博的技术特点，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例如，使用微博回答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即时反馈的问题和观察到的现象；使用微博给学生一个讨论的主题，主持并参与学生对这

一问题的讨论并给予评价；使用微博将即时发生的社会事件与正在讲述的课堂内容联系在一起，达到跨越

校园教学的目的，使课程更加生动和具有说服力 [6]。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型传媒不仅仅是传播工具，也在发挥

着塑造思想和建构观念的政治功能。微博的兴起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新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

了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方式，促使高校充分利用机遇，全面开启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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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专利转化率低已成为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以浙江省高校授权专利为分析基础，通过抽样分析、问卷调查、典型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定量分析

高校可转化专利比例、产业化技术对接等问题，并从公共治理视角探讨高校专利转化方式及存在的问

题，提出区域协同促进专利产权转化的针对性策略，以提升专利技术转化效率，增强高校服务社会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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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of Patent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Governance

----Data Analysis Based 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TASK Group

Abstrac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rate of patent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low and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bottleneck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 The reasons of this phenomenon varies in 

many aspec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uthorized pat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problems of proportion of convertible patents and their technical exchange of industrialization 

by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rough sampling analysis, questionnaire survey, typical case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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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It also analyzed patent transformation method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governance, and then put forward targeted strategies of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of patents, so as to enhance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social servi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atent property rights;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加速转移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大力调整经

济发展战略，加快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创新资源配置新机制。我国也正在努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依靠

科技进步来突破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党的十八大突出强调了要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完善和落实促进专利转化的政策措施，激发教师积极性创造性，为科

技创新提供有力支撑，显得尤为重要。

在我国创新性国家建设进程中，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存在着研发资源匮乏、技术

人才短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成果有限的问题，企业的发展乃至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受到严重

制约。而高校具有学科综合、人才集中，信息资源丰富，创新优势突出等特点，成为了创新成果产生

的重要源泉。高校如何在不冲击其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核心功能的前提下，有效地将科研成果大规

模地转化到企业，是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

区域协同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高校科技创新是核心“引擎”。高校技术成果转移和

专利产业转化是实施国家创新战略的需要，也是高校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重要内容。开办学科性公司、

出售专利、转让知识产权等，是高校实现社会服务功能的主要途径，更是企业技术升级和转型发展对

高校提出的迫切要求。

近年来，随着产学研合作教育日益被重视和科技经费投入的不断增加，高校知识产权的数量呈快

速增长态势。许多高校的专利数量在我们研究的周期内翻了一番，技术转移、专利转让和专利许可取

得了可喜的进展。然而，高校的专利转化情况与高校知识产权转化，尤其是与企业转型升级需求还有

很大差距，技术对接还存在较多问题，转化机制还有待突破和创新。

我们以浙江省高校专利转化情况为研究对象，探索区域协同创新过程中高校的科技贡献率。通过

抽样定量分析，初步找到了我省高校专利转化适合的比例关系；通过专利获得者、使用者等知识相关

者的访谈、问卷调查，结合院校典型经验的剖析，分析与归纳存在的问题，并从公共治理视角提出了

促进转化的对策建议。

一、浙江省高校专利基本情况及转化方式

（一）浙江省高校专利授权情况及主要分布

我们的样本时段为 2007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抽样期间浙江省高校共获得专利 23618 件，其中

发明专利 8506 件，实用新型专利 7182 件，外观设计专利 6930 件 [1]。

浙江大学等排在前 10 位的高校专利授权数为 20341 件，占授权总数的 86.1%。47 所高职高专院校

共授权专利 1014 件，仅占高校专利总量的 4.29%。分布情况见下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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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07 至 2011 年浙江省高校三种专利授权数    （单位：件）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图 1：2007 至 2011 年三种专利授权数量态势图

  表 2： 2007 至 2011 年专利授权数前 10 的高校（单位：件）

序号 学校名称 授权数 序号 学校名称 授权数

1 浙江大学 7692 6 浙江科技学院 1247

2 浙江工业大学 3270 7 宁波大学 782

3 浙江理工大学 2136 8 中国美术学院 696

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953 9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372

5 中国计量学院 1854 10 浙江师范大学 339

研究发现，浙江省高校专利数量有如下特点：一是专利授权数量 5 年中翻了一番多，呈快速增长

态势，年均增长 40.3%；二是专利主要集中在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几所高校，排名前 10 的高校

专利数占全省高校专利总数的 86.1%；三是各高校更加重视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呈稳步增长态势。

（二）浙江高校专利与产业对接的关联性

通过分析浙江大学和浙江工业大学发明专利与浙江省支柱产业的关联性，我们发现浙江高校的专

利与浙江支柱产业的对接度达 74.2%。从表 3 我们可以看出，高校专利主要集中于通信、医药制造、化工、

电气和农业五大领域中，涉及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专利较少。

发明专利的分布与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关系十分密切，呈正相关。通信与信息系统、电气工程、化

年份
类别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合计

发明专利 1290 1783 1743 2343 1347 8506

实用新型 484 873 1304 2187 3334 8182

外观设计 61 571 1490 2372 2436 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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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农业资源利用、生物医学工程等是浙江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 [2]，化学工程

与技术、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是浙江工业大学省级重中之重学科 [3]。

表 3：2005 至 2009 年浙江大学与浙江工业大学发明专利与行业类别关系 （单位：件）[4]

学校
电
气

化学
工业

交通
运输
设备

金属
制品

医药
制造
业

通
信

通用
设备

现代
农业

纺
织

新
材
料

新能
源

其
他

合
计

浙江
大学

758 949 66 148 845 1503 137 555 20 5 2 1555 6543

浙工
大

106 321 8 18 122 174 41 39 5 2 468 1304

注：为避免重复统计，部分新材料专利统计在化学工业中。

（三）高校专利转化情况

近年来，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教育特别是科技服务区域社会工作表现突出，承接了众多的企业委托

项目，为企业技术改造、产品储备和转型升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农林类的专利合作以富民强县、

新农村科技示范项目为载体，是科技成果的直接转化服务。这是高校技术转移的主要方式和重要手段。

目前浙江高校专利转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集中转化，学校成立技术转移中心，对全校的专利

成果进行集中推广与转化，比如，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和中国计量学院都采用这一方式；二是自

行转化，由专利发明人或学校成果管理人员进行推广转化，这是目前高校较多采用的形式。对比两种

转化形式，结果显示，第一种更具优势。就高校专利转化总体情况来看，形式较为单一，推介动力明

显不足，还存在担忧转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样本中转化率最高只达 6%，总体转化成效不够明显。

我们调查在杭州办学的高校专利主要转化形式过程中发现，高校的专利转化都以许可为主，只有

少数高校实施转让，但转让的数量及占比极小。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统计分析，浙江省高校 2009 年

许可登记专利 135 件，占当年专利总数的 2.06%；2010 年许可更少，仅 13 件，占当年专利总数的 0.15%；

2011 年许可 109 件 [5]，占当年专利总数的 1.19%。登记数量少于实际转化数量，总体比例下降的原因，

是社会专利转化日趋活跃，专利技术交易转化比例明显升高。

调查还显示，目前浙江省高校专利转化空间巨大。选择具有相应专业背景的专利发明人，按照专

利的科学性、实用性、新颖性、市场可行性的判定原则，我们对某大学 2009 年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抽样的 107 件发明专利，逐个进行了可否

转化的分析判断，得出较合适的可转化比例应在 35% 左右。而根据在杭七所高校的走访调查数据分析，

目前实际转化率不到 10%，与 35% 相比还有将近 25% 的提升空间。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存在高校专

利往往通过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合同形式被转移，没有以专利转让的名义进行登记等情况，专利技

术转让的统计数据必然低于实际进行的专利技术交易，以此为依据计算的专利转化率必然也会低于实

际水平。但是我省高校专利技术转化率不高是客观现实。

二、高校专利转化率不高的原因分析

（一）部分专利成果与市场需求错位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市场意识不足，专利技术对接性不强。在高校科研业绩考核与激励措施

的双重刺激下，一方面，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申请专利的积极性得到有效激发，另一方面，也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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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教师和科研人员以回应高校业绩考核与激励措施为直接目的而开展专利研究，忽视了对市场实际

需求的关注，导致为申请多个专利追求数量效益，造成背景相近、发明原理相同的多个专利，因为同

质而严重影响了转化率，造成了专利项目多而转化少的结果。同时，高校许多专利技术呈现单一性，

与企业需要的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尚存在一定的对接距离。专利授权后各级政府都有相应奖励政策，

造成了部分发明人纯粹为争取政府的专利补贴或奖励而撰写申请专利的状况，产生了一批应用价值不

高的专利，这也是影响专利转化率的因素之一。二是高校专利与支柱产业的对接度还不够。因为专利

研究的动机涉及服务学科、研究项目和个人喜好等差异，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领域专利数量偏少。

如浙江高校专利数量中有近 25.8% 的专利与支柱产业不能对接。三是高职院校的专利申请情况存在院

校间不平衡，部分院校仍处在起始阶段，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方面的专利偏多，专利科技含量偏低，

吸引企业转化能力不强，跟本科院校相比，市场化和产业化难度更大。

（二）专利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专利作为社会财富，需要公共服务平台促成发明者与生产企业的“联姻”。科技成果与市场化产

品之间缺乏过渡环节，导致拥有成果的一方作为市场主体却面临转化力量不足的问题，而大多中小企

业技术信息检索能力不强，又导致了技术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给高校成果转化带来了困难。

高校专利转移转化是有技术技能要求的专业活动。从技术推介、价格谈判到合同法律文本拟定，

从企业产品试制、中试到批量生产，都需要专业知识与能力。而高校发明人大多只具有专业技术优势，

缺乏市场营销推广的经验和能力，不具备将科技成果推向社会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因此需要

专业机构提供专业服务。

目前，社会专利管理组织以专利转让（担保）机构和专利代理机构为主，专利研发辅助机构和顶

尖高科技公司较少；专利转让（担保）机构大多缺乏直接从事科技成果转让管理的经验，其作用主要

集中在专利申请与受理等事前工作，对技术交易还缺乏推介与代理能力，远远不能适应专利成果转化

的需求。浙江省至今还没有专业的服务机构对 85 所高校的专利进行统一托管，也没有采用信托等方式

进行转化。大多数专利发明人在整个专利成果转化过程中受资金、精力、经验等因素的限制，能发挥

作用的非常有限。

（三）高校专业从事专利转化的机构与人员缺乏

高校专利管理关涉高校内部和社会两部分。目前，虽然各个高校都建立了知识产权管理组织，但

除浙江大学已建成有较成熟的技术转移中心外，大部分高校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仍隶属于校内科研管

理等部门，全职人员缺乏，取得专利代理资格证书的职员更少。高校内部专利管理工作人员对专利转

化洽谈、估价、合同文本商榷等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其工作仅限于专利登记、奖励、公告等处于较初

级层次的专利管理业务，专利申请、授予及转让等活动基本由专利研发人员自行完成，管理形式较为

松散，难以满足知识经济时代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的现实需要。目前浙江省有 3 所高校成立了技术转移

中心。其中，浙江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典范。该中心是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是

一个政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综合性技术转移科技中介机构。其核心业务为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高显示度、高贡献度的共性化、集成化、成套化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包括技术集成开发与

经营、技术产权交易服务、技术咨询与人才培训、科技成果展示与推广、知识产权代理和维权服务等，

形成了 180 多人的专利技术推广队伍，在全国拥有 38 家区域技术转移中心，对专利转化与技术推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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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模式值得各大高校学习和借鉴。

（四）考核激励机制不够完善

目前，我省高校实施的专利激励政策大多局限于学校层面的考核激励，仅在专利申请补助、考核

评价等方面给予一定奖励，没有考虑市场价值，不符合专利市场发展规律，导致了一批质量不高、转

化不良的专利成果的诞生。在学科评价机制上，高校排名的学科评价指标体系中，专利成果转化的评

价权重和分值不高，且过于强调专利数量而非质量，这一评价导向的直接影响是高校重专利技术申请，

轻专利技术转化。此外，职称晋升和高校考核也存在不利于专利技术转化的因素。虽然高校已由过去

以论文数量多少论英雄，转变为以论文数量、水平及发明专利数量并重论英雄。但其评价体制没有得

到根本性转变，没有真正把科研的现实生产力作为重点进行考量。许多还处于实验室阶段，转化实施

可操作性不强但已得到阶段性成果应用确认的专利技术，在用于职称评审或课题验收后，因为无后续

制约，没有得到后续的推广与应用。部分高校只是规定了发明人与学校、学院的利益分成比例，而忽

视了推介者的利益，挫伤了管理者和推介者的积极性，尤其是当前实施秉承“削峰填谷”精神的绩效

工资政策，给技术发明和成果转化带来动机方面的负面影响。这种僵化的专利激励政策虽然能在短期

内提高高校专利数量，但忽略了市场机制对高校专利活动的推动作用，不利于专利技术质量的有效提升。

三、提高高校专利转化率的对策分析

依照公共治理理论，现代大学治理其实是政府、大学、市场、个人和社会相关组织之间在平等和

相对自主的前提下一种持续的协商互动过程，是政府权力、学术权力、市场权力和社会权力在大学这

一平台上的多方交往合作行为 [6]。

高校专利具有知识的公共性，要用公共治理的精神，畅通协商渠道和对话机制，使各相关主体之

间互惠互信，达到正和博弈的目标。

区域协同创新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专利的转化要关注知识相关者的利益，我们从知识相

关者的收益权和有限责任的层面提出促进高校专利转化的对策。

（一）积极引导高校发明与市场需求相对接

高校发明要适应市场需求，关键是要做好信息和技术两方面对接。一是信息对接，要充分发挥并

有效利用全国、全省现有网上技术交易平台的作用，把目前 “保管”在学校里的专利成果及时发布到

网上技术交易平台，让企业充分了解高校的专利成果；高校要引导科研人员开展面向市场实际需求的

技术发明活动，提高发明成果的应用价值。如浙江大学依托全国高校成果推广信息平台建立的浙江大

学技术交易网，通过及时发布科技动态、技术成果、技术需求、企业信息、科研机构信息和技术专家

信息等形式，为高校和企业在信息和技术两方面进行有效对接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推动了专利技

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二是技术对接，要通过调整高校科研考核机制、政府专利激励办法等导向性政

策措施，深化校企合作研发和校企委托研发。从过去追求数量上的突破转变为根据市场的需求，结合

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研发，注重发明的实际应用价值。同时高校应加强社会合作，

在专利研发和转让中引入社会力量，利用产学研合作平台，寻找技术力量和资金力量相对雄厚的企业

对现有专利成果进行推介，并在实际试产中，就专利技术实施及转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企业方共

同提出解决方案，使专利技术更符合企业产品的市场化需求，提高转化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省教育厅

教育厅于 2008 年开始先后与杭州、台州、衢州、金华、温州地方政府合作建立产学研联盟中心，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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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各高校与省内园区及企业进行洽谈对接，将高校科研成果“打包”到各地市进行转化，各高校组

织专家经常性地帮助企业开展需求调查、现代科技和现代管理培训等工作，助力企业转型升级。2014 年，

浙江高校产学研联盟金华中心在企业提出需求的基础上启动了“百名博士入企计划”。在第一批活动中，

11 所高校的 46 名博士教授与 38 家企业成功签约，采用“5+2”或“4+3”的方式，到相关企业研究院（研

发中心、技术中心）开展为期 2 年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这些举措有利于高校紧紧围绕地方经济转型

发展的需要，深入研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深度融入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为高校教师提

供了对接企业的机会，有利于教师深入了解企业与行业发展实际需求，着力推广应用高校的先进科技

成果，使其在为企业开展服务的同时，也为今后职业生涯和自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具有较高的示范

意义和推广价值。

（二）大力推动专利中介服务业发展

建议政府加大培育和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力度，发展一批具有技术交易推介和代理能力的专

利服务机构，不断完善技术交易服务市场。这类专利服务机构不仅能处理专利申请与受理等事前工作，

更能对专利进行托管；既能向发明人提供企业技术需求，又能向企业提供相匹配的技术信息，具备技

术推介、价格谈判、合同法律文本拟定等专业服务能力，解决多数专利发明人在市场推广中遇到的精力、

经验等方面的限制问题。如浙江省科技厅通过开展科技中介经纪人培训活动及在境外高校举办科技中

介服务机构技术转移能力提升培训班等途径，让培训人员了解学习国内外高校在科技中介服务方面的

先进经验，并与相关机构进行交流，深化合作，对进一步规范我省技术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加快技术

经纪人队伍建设，提高技术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技术经纪人的业务素质，进一步培育技术市场，

促进技术转移、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三）有效整合高校技术转移中心资源

要充分整合现有高校技术转移中心资源，使其发挥服务全省高校技术成果转移的作用，填补多数

高校缺乏专业从事专利转化人员或机构的空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科技管理部门要做好统筹工作。

一是出台导向性政策解决好高校专利的全面托管问题，把全省高校的专利集中托管于一个平台，全面

委托现有高校技术转移中心进行推广转化。二是要解决好高校转移中心在各地、市的布点工作，避免

各高校技术转移中心在同一地（市）的重复布点。充分整合现有技术转移中心的资源，进行集中推广。

各高校还应按行业类别将专利分类，然后移交托管平台（中心），由技术转移中心，定时向企业配送

专利资料进行推介，形成专业机构推介与学校、教师推介相结合的双重机制。同时要明确托管技术成

果转化成功后的利益分配问题，以避免托管过程中出现权责不清等现象。

（四）分类完善治理考核和激励机制

区域协同创新强调合力，责任边界明晰极为重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充分考虑专利法“推动发

明创造应用”的宗旨 [7]，切实转变现有的科研评价方式，加大专利成果转化的评价权重，将科研成果

转化后取得业绩作为科研考核重点，促进教师对已经取得的专利成果进行推广与应用。如台州职业技

术学院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作为科技研发的最终目的，以制度、考核为导向，

促进科研量、质同步提升，突出帮助企业解决实际技术难题，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近三年来，

专利转让数居全省高职院校首位，转化率达 38.57%。

政府部门要积极推进政策创新，完善和落实专利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激发高校科技人员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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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要充分体现技术要素的重要性，提高科技人员积极性，

对激励对象、激励方式、激励保障措施等进行突破和创新，积极探索能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

政策。如及时调整专利奖励激励方式，在奖励政策上可考虑由授权补助奖励向专利实施奖励倾斜。既

要重视专利申请与授权的补助奖励，更要对转化成功的专利实施重奖。还可以考虑将作价入股、股权

奖励、股权出售、股票期权和分红激励等方式纳入激励机制，制定允许和鼓励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对

科技成果转化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等相关政策，对在关键专利技术研究与开发及成果转化过程中作出

贡献的人员或团队进行激励，既注重调动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推介人员的积极性，又兼顾团队按贡

献大小进行持续激励，从而有效促进专利成果的转化应用。

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绩效工资实施对高校专利发明和转化产生的消极影响，各级政府应出台相应

政策，把专利授权与转化、科学技术发明奖励及对转化推介者的奖励等考虑不计入单位绩效，以激励

科学发明与创造的积极性。

对高校来说，要从学科的组织化及其生长，教师的专业发展，社会服务的影响力等方面创新治理

和考核激励机制。整合优势资源，通过共建创新平台模式，建设良好的创新驱动生态环境 [8]。

2013 年浙江省推出科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八倍增 两翻番”计划，提出高校的产学研合作、高

新企业发展、企业研究院等六项建设内容，高校的专利产业化迎来了新的机遇。此外，在国家科技战

略的框架下，通过制定合理的专利收益分享机制及赞助者权利共享等专利政策 [9]，推动高校专利及专

利技术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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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产权档案管理的思考

摘   要：本文对知识产权含义及特性，知识产权档案内容，知识产权档案管理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

并对知识产权档案管理进行了探索和思考，提出对策建议：一是要加快资源整合步伐；二是要建立完

善知识产权档案管理制度；三是要为知识产权主体提供客观、专业的权属产生过程的信息服务；四是

开展知识产权电子档案登记备份工作。

关键词：知识产权特性；知识产权档案；知识产权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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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chives 

contents,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chives. The paper explores and thinks of 

the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chive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he first is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the second is to establish a perfect system of the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chives; the third is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of subject and objectiv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fourth is to carry out registration and backup the electronic archiv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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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到来 , 将智力活动的创新成果产权化并加强知识产权

档案的管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今年结束的 2015 年“两会”中习近平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李克强提出“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无疑作为记录知识产权智力成果的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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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适应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新要求，但不容乐观的是，现实中一些单位和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管理

相对滞后，已严重影响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为此，新形势下切实加强知识产权档案管理，适应知识产

权管理和保护新要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和有效服务，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知识产权的含义、特性

（一）知识产权的含义

所谓知识产权，简单地说，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等民事法律主体对其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

术等领域内，主要基于脑力劳动创造完成的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广义概念上的知识产权包括下列客体的权利：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表演艺术家的表演以及唱片

和广播节目，人类一切领域的发明，科学发现，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以及商品名称和标志，

制止不正当竞争 , 以及在工业、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内由于智力活动而产生成果的一切权利。 

狭义概念上的知识产权只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名称标记权、制止不正当竞争，而不包

括科学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 

本文所论述的知识产权是指广义的知识产权。

（二）知识产权的特性

知识产权相对于普通性质的财产权利具有以下特性：

1. 无形财产权。 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知识产权，其本质都是人类的智力成果，是一种无形的财

产权利，不同于动产、不动产等实物所形成的财产权利。因此，知识产权通常无法象有形财产那样具

有鲜明的、直观的权利归属外观，能够轻易的被不特定的公众知悉、了解其权利人。例如，公众可以

很容易地了解和判断某套房屋、某辆车属于哪个人，但往往无法判断某部文学作品是谁原创，某个发

明是谁最早提出创意。这也就是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最大的难点。因为，一个知识产权的判定所面

对的是无形人类的脑力劳动和智力成果。

 2. 确认或授予必须经国家专门立法直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商标法》、《专

利法》、《著作权法》对知识产权做了明确的界定，从而为智力成果的权利归属规定了判别标准。只

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智力成果才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为了防止智力成果被过度保护后阻碍了这些成果

被社会共享，使知识产权既能得到有效保护又能为社会进步发挥应有作用。

3. 双重性：既有某种人身权（如签名权）的性质，又包含财产权的内容。但商标权是一个例外，

它只保护财产权，不保护人身权。 

4. 专有性：知识产权为权利主体所专有。权利人以外的任何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或者法律的特别

规定，都不能享有或者使用这种权利。 

 5. 地域性：某一国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领域内发生法律效力。 

 6. 时间性：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定一定保护期限，知识产权只在法定期限内有效。

二、知识产权档案的内涵

知识产权档案是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工作各个环节具体活动的真实记录。知识产权

档案的主要内容如下所述：

 一是知识产权创造活动中产生的文件材料。主要有获得知识产权前的发明创新方案、技术构思、

策划、研究课题立项、试验数据等文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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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知识产权申请审批和登记过程中产生的文件材料。主要有向知识产权审批机关递交的申请文

件，审批机关的各类通知、公告文本、授权证书、作品登记证书、各种补证材料，权利的维持、撤销、

变更、转让、终止无效等文件材料。

三是知识产权转化过程中产生的文件材料。主要有创新成果产权化、商品化、产业化过程的转让、

许可、质押，签订的各类合同协议，无形资产评估以及各种法律文本、凭证性文件材料。

四是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事务中产生的文件材料。主要有围绕知识产权发生的纠纷、诉讼、申述、鉴定、

裁定以及法律事务处理中形成的文件材料。

五是知识产权宏观管理中产生的文件材料。主要有知识产权的规划发展、市场竞争、战略定位、

宏观分析以及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人才培养、宣传等方面的文件材料。

三、知识产权档案管理的重要性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激励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

和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知识产权档案是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工作各个环节具体活动

的真实记录，是知识产权相关工作的重要依据，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参与国际竞争中不可替代

的历史记录和法律凭证，是国家和各有关单位的宝贵财富。加强知识产权档案的管理，有效地保护和

利用知识产权档案，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知识产权相关单位合法权益，全面实施我国知识产权战略

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具体体现：

（一）加强知识产权档案管理有利于知识产权的维护、维权

由于知识产权所具有的特征，其保护方式不同于普通权利，一般情况下普通公众对知识产权人知

之甚少，对权利归属也很少关注，而建立完备的知识产权档案，则有利于公众通过档案系统了解知识

产权的归属和保护状态，从而减少对知识产权故意和非故意的侵犯。由于知识产权是脑力劳动的成果，

而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直观地了解人类的思维，因此，人类必须通过记录的方式才能将思考的过程

展示出来，例如作家通过手稿反应作品的创作过程，设计师通过设计图纸记录设计的过程。那么，将

这些手稿、设计图纸进行归类、保存，就可以清晰地反应知识产权人脑力劳动的完整过程，可以直观

地反映谁是智力成果真正的创作者。有了这些记录，可以有效地防止他人对智力成果的剽窃。若企业

有了自主创新成果原始档案，就能为企业提供鉴证服务，就有利于保护企业自主创新成果，有利于国

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据统计，当前浙江省企业在国外被诉的案件中，有 70% 涉及知识产权、专利及

工艺侵权行为，主要涉及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轻工和机电行业等优势产品，而且数量呈不断增加趋势。

国家最新报到，2014 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 11 万件同比上升 10%。

案例一 :2009 年，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等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

最终施耐德补偿 1.57 亿元与正泰握手言和，正泰集团的保存完整可作鉴证的知识产权档案成了此案件

胜诉的关键。

案例二：2010 年，龙泉市宝剑厂有限公司诉王平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原告认为被告未经许可，

在其生产的宝剑、仿古兵器等商品上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相同及近似的商标，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

专用权，原告证据充足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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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知识产权档案是对社会智力财富的保护

知识产权是人类在某一阶段智力成果的结晶，具有局限性，而社会的发展则具有无限性，因此有

必要将这些智力成果形成的过程进行完整的记录，作为人类共同的历史财富供后人借鉴，这也需要对

知识产权相关材料以档案的形式进行管理和保存。

（三）建立知识产权档案是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基础

目前在我国，大到国家层面，小到个体企业，基本上都没有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档案管理体系。

收集情报建立知识产权档案是当务之急，是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基础工作。随着社会发展，

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比任何历史时期都多得多的智力成果在大量产生，仅中国每年商标注册量就

从 1982 年的 1.71 万件暴增至 2006 年的 27.56 万件。而以往仅仅是对公开出版物而言的著作权也早已

拓展至每日数以万计的网络作品。此外，知识产权活动又是一项涉及多个部门的专业活动，活动中会

产生大量的各类材料。强化知识产权档案的管理，是知识产权档案价值体现的保障。只有对知识产权

档案进行系统、科学、规范的管理，才能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满足全社会对此类档案的查询和

利用需求，知识产权档案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 

四、现实中知识产权档案管理滞后现象

目前，有关单位或企业的知识产权档案管理与我国知识产权工作的发展还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

对知识产权档案重视和研究不够，对知识产权档案的类型、特点了解不多；在规划知识产权工作时，

没有将档案工作纳入工作计划；在制定相应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时，没有对知识产权档案的管理提出

要求；在知识产权宏观管理和知识产权各项活动中，对档案收集、归档工作没有加以具体规定，也没

有纳入各项评价和考核体系加以落实。特别是一些企业事业单位，由于知识产权档案分散保管，存在

着相关档案流失现象。其主要表现：

（一）知识产权档案中缺少核心内容

档案是重要的信息资源 , 随着档案开放的扩大和社会利用的增多 , 档案信息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

特别是科技档案。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档案内容丰富 , 专业性强 , 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但近年来 ,

由于种种原因 , 出现了只重视科技成果的推广实施 , 而忽视了科技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和向档案部门

移交归档 ; 有的甚至肢解档案材料 , 只移交一般性材料而将关键性材料留下 ; 还有的将科研报告中心内

容 , 比如产品配方、工艺数据等 , 用“A 、 B 、 C”代替 , 严重影响了科技档案的完整与质量 , 也丧失

了档案的实际价值 , 不利于今后查考利用 , 不利于技术储备和成果的继承发展。

（二）不注意知识产权档案的平时积累

知识产权档案的完整准确是保证档案质量的关键 , 而知识产权档案的形成靠平时的积累。如，在

日常科技活动中 , 会形成一定数量和种类繁多的科技文件 , 它不仅对当前工作有利 , 而且对今后的工作

更具有指导和利用的价值。这些科技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 它是科技档案的前身 , 我们应注意在各个重要

阶段和环节进行科技文件的积累。有的科研单位和高校 , 对科研计划的落实非常重视 , 而对科技文件的

形成、积累和作为档案归档保存却重视不够 , 表现在科研实验原始记录不规范 , 科研装置图纸不齐全 ,

科研报告不完整 , 结果不仅对科研实验工作本身不利 , 同时也使科技档案工作受到影响。

（三）将职务发明据为己有

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技术成果主要是职务发明。然而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小团体主义的局限 , 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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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职务发明据为己有 , 去搞一些损公肥私的事情 , 影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和经济利益。

（四）专有技术的保密工作亟待加强

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 , 档案利用日益增多 , 但也有个别人钻科技档案管理不严的空子 , 投机

取巧 , 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 , 将人家辛辛苦苦从实践中得出的结果写进自己的论文。还有的人将与他人

合作的产品配方归为己有 , 进而泄漏给他人或向一些地方小厂兜售 , 谋取私利。诸如这些现象都反映了

新形势下对科学技术成果的保密问题亟待加强 , 科技档案保密工作不容忽视。党和国家的利益需要保护 ,

企事业单位的利益和公民个人的权益也需要保护。

（五）执法监督中的不到位

《档案法》已颁布实施多年 , 各级档案部门积极贯彻执行 , 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

题 , 比如违反《档案法》的处罚问题还缺乏手段 , 象抄袭别人技术档案、丢失档案、损坏档案、档案泄

密等问题 , 处理起来操作性不强 , 有的只是轻描淡写 , 或者以批评、检查代替处罚 , 而不是用法去制约 ,

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更多的人去违反《档案法》。

五、加快知识产权档案管理步伐对策

（一）加快资源整合步伐

地方档案部门应建立完整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将所属区域内所有的知识产权档案进行集中管理

归档，将知识产权档案资源全面整合，并建立完整的信息管理平台，这样有利于知识产权的科学管理。

特别是工商部门和科技部门是商标、专利知识产权的主管部门，尤其是工商部门总局及其商标局、专

利局，是商标注册和专利申请的主管机构，更有必要将这些部门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档案资源进行整合，

将其纳入档案主管部门的信息平台，供全社会查询和利用。虽然现在商标局和专利局也建有查询系统，

但这种查询只有简单的是否显著查询，尚不具备具体信息利用等复杂的功能。只有档案部门提供完整

信息系统，才能使相关的研究人员、管理者、司法人员以及感兴趣的公众真正有效利用这些智力成果

的相关信息。

（二）建立完善知识产权档案管理制度

知识产权在科技时代已成为（主体）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成为具有投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财产，

也是评估、鉴定、转让、拍卖的标的物，只有建立完备的档案，才能准确地体现知识产权的价值，使

其无形资产有形化。目前，大多数企业并未建立自有知识产权档案库，或者只有一些注册证书等简单

资料，而没有知识产权形成、取得以及使用的详尽资料，不仅不利于无形资产价值的体现和认定，也

经常会因此出现权属的纠纷，如职工个人研究成果还是企业职务行为产生的研究成果的纠纷、自主研

发还是受让取得的纠纷、相类似智力成果谁先完成主要研究的纠纷等等。

（三）为知识产权主体提供客观、专业的权属产生过程的信息服务

基于档案管理部门的专业性和中立性，可以倡议知识产权主体及时地将其在创作、研究过程中的

相关资料提交档案部门保管，这样一旦出现权属纠纷，档案部门所收录的资料就可以客观地反映创作

和研究的过程，为权属界定和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利提供有力支持。   

（四）开展知识产权电子档案登记备份工作

工商部门和科技部门是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主管部门，将这些部门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的电子

公文、数字化成果，以及音、视频、数码照片等归档的电子信息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实施登记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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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纳入档案主管部门的备份中心信息平台，通过行政手段对证据信息流予以全面监管，通过技术手

段确保档案信息（实体和数字）的可读、可验、可靠。运用国家证明权，在争议产生前固定证据，解

决知识产权证据保全问题。另一方面，将各类企业知识产权档案数据库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并全

息备份，也有效的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固化电子证据的服务平台，从而对档案形成的时间及内容进行“证

据锁定”，当发生知识产权、专利、工艺、合同等侵权纠纷时，可以请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作为非利益

第三方机构，出具档案登记证明及备份档案，提供鉴证服务，从而有效的保护企业知识产权。

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完善与科技成果转化、

坚决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为此，为了更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家应尽快制定

和出台有关知识产权档案管理的政策规定，使知识产权档案管理能尽快步入科学化、信息化、规范化

和法制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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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图书馆走出“象牙之塔”，走向社会，是国家的要求，也是社会大众的需求，更是高

校图书馆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非常丰富，但利用率不容乐观，如何在保证学校

正常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前提下，选择性地为社会读者服务，是每位图书馆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本文从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意义、社会化服务的现状及社会化服务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对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进行了探讨，提出了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措施。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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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ion on the Social Service for Colleg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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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shui Vocational College, Lishui , Zhejiang , 323000 )

Abstract: College library goes out of "ivory tower" and moves towards the society, which is the national request, 

and also a demand of the society and an effective way of its development. College library’s collection resources 

are very abundant, but the utilization rate is not optimistic. How to ensure the normal order of the schoo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rvices under the premise of selective reader service for the society, it is a problem for each library 

thinking about. From the meaning of university library socialization service, this article presents situation an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ocialization service of socialized servic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ocial service in college 

library and puts forward measures to carry ou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zed service of college library. 

Key words: college library; so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measures

国家教育部 2002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中的第二十一条指出：“有条件

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1] 。2010 年 3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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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

馆的免费开放。2011 年 11 月 23 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张东刚明确指出，将来大学的图书馆和

博物馆，也有望逐步向社会公众开放，满足社会公众的学习需要。2012 年 3 月 12 日，首都图书馆联

盟成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首都图书馆联盟副主席朱强在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布北京地区包括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 34 所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2-3］。这些新闻报道无疑向大

家传递了一种声音，那就是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

一、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现实意义

高校图书馆走出“象牙之塔”，走向社会，是国家的要求，是社会大众的需求，也是高校图书馆

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能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扩大高校的社会影响力

长期封闭式的管理、服务模式，使得高校图书馆的文献利用率、图书使用率及藏书流通率都相当低。

高校图书馆实行社会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高校“围墙”，既提高了馆藏资源的利用率，又能

使更多的人对高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进而提高高校的社会声望。

（二）能更深入地了解社会需求，提高馆藏的数量、质量和服务水平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能及时、有效地为社会提供馆藏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馆藏资源的作用，

从而满足社会大众和团体对珍贵文化财富的渴求，又能更广泛深入地了解高校之外的社会大众和团体

的需求，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补充图书资料，提高藏书质量，形成自己的藏书特色，同时也有利于进一

步提高高校图书馆管理人员的情报意识和服务水平。

（三）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与发展，并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高校图书馆具有丰富的图文信息资源、先进的信息化服务设备以及专业的信息服务人员，三者的

完美结合，使得高校图书馆可以通过商用信息化服务，解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的科研难题。同时，

对社会开放，采取有偿或无偿服务方式来接纳社会读者和团体，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图书馆事业经

费拨款的不足，增加馆员的收入，留住和吸引急需的人才。

二、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现状

（一）国外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现状

国外高校图书馆历来重视面向社会服务。在经济发达国家，大多数高校图书馆是对公众开放的。

美国高校图书馆被公众称为大学里的公共图书馆，如俄亥俄州大学，任何人都可以进图书馆看书、复

印文献。耶鲁大学图书馆则无条件对外开放，为社会提供尽可能的智力支持，完全成为社会化的图书馆。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采用全部开架的服务方式，图书馆内的所有设备和设施全部可以免费使用。加拿

大大学的各类图书馆也对社会大众开放。德国大学图书馆向市镇和周围地区的居民开放 [4]。

（二）国内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现状

国内较发达的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一些大学图书馆正在部分向社会开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

校图书馆需要开具介绍信才能办理临时阅读证，只能阅览一天。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临时阅览证有

效期是一周。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已对社会全面开放。而广州大学图书馆则是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

的“一面旗帜”[5]，是全国高校图书馆学习借鉴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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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观念落后及服务缺陷

目前，高校图书馆服务人员的观念普遍还处于较传统阶段，认为服务高校师生才是自己的根本职责，

而面对校外借阅者的态度相对则冷淡许多，甚至根本不理睬。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正是在这种落后

狭隘观念的环境中，难以大力高效开展。除此之外，从社会角度看，信息的传播十分不充分，高校图

书馆社会化服务这一消息宣传力度薄弱，很多市民甚至根本不知道可以从高校借阅图书资料。在这样

的条件下，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工作的进展十分缓慢。

（二）自身规模和数量有限

图书资源丰富、设备齐全、服务完善这些都是高校图书馆开展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基本要素，但

随着近几年各大高校纷纷扩招导致在校师生数量激增，在有限的条件下，有时很难同时兼顾校内外读

者的需求。而且，受社会热点、兴趣偏好等影响，一些比较主流、热门的书籍常常供不应求，而一些

冷门、深奥的书籍却无人问津，使得不同类型的书籍资料利用率出现了十分大的反差。这对图书资源

的全面有效利用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发展进程。

（三）自身管理体制缺陷

由于国家对高校教育的重视与支持，高校图书馆在这样的温床环境中成长的非常迅速，积累了大

量的信息资源，但同时在自身体制和管理机制上滋生出了非常多的问题。由于高校图书馆之前服务的

对象一直局限于校内师生且其属于公共图书馆系统，长期以来不以盈利为目的，服务对象单一，使得

其形成了一种自身运转效率非常低的管理机制。除此之外，高校图书馆系统、中小学图书馆系统及科

研图书馆系统之间缺乏统一的管理机制，导致经常出现资源利用不充分的现象。

四、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措施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制度保障措施十分匮乏，对于高校图书馆在社会化服务中涉及到的有偿收费

问题及知识产权等问题，都缺乏可参考的法规和政策指引。所以很多高校图书馆在社会化服务中以“稳”

为基本指导方针，使很多服务都流于形式。而纵观国外发达国家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无一不是有

着具体的立法调控和制度指引 [6]。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要想长足发展，必须立足于法律的支持与

宏观调控。

（二）借鉴国外实践理念，结合实际馆情推进社会化服务

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目前还处在初级水平，范例和经验还很不足，而相比较而言，很多

国外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开始时间早、覆盖范围广、经验充足、效果良好 [7]。国内高校图书馆可借

鉴国外好的服务模式，结合自身优势、实际资源状况和国内的发展环境，主动进行需求定位和市场调研，

制定出符合自身发展的模式和对策，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大众提供具有特色的深层次知识服务。

（三）调整管理模式

相比传统的图书馆服务，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化服务之后可将服务群体主要分为两大类：校内群

体和校外群体。图书馆针对不同的对象通过相关的统计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例如针对校内群体，一

般以教学、科研、学习为主，并且多以工作日馆内阅读为主，开辟专门的借阅通道及阅览室；针对校

外群体，一般以休闲、娱乐、兴趣爱好为主，大多为节假日借阅，考虑为其设置更合理的服务。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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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针对社会化服务这方面，高校图书馆可从其传统的公益性管理模式适当转型，对社会群体设置

较为合理的收费项目，从而起到降低成本且规范管理的目的。

（四）加强宣传，提高社会知名度

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和服务通过宣传才能让社会读者有所了解、熟悉，图书馆要运用营销学理论，

突破传统的服务方式，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向社会读者宣传图书馆的职能、馆藏资源、服务方式及

发展动态，让社会读者逐渐对高校图书馆有正确的认识和了解，跟社会读者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阅

读水平和信息需求 [8]。通过举办读书专题讲座、通过与社会读者分享名人勤于读书治学的实例与方法，

引导他们树立“读书好”的理念 ; 开展送书到社区，节省社会读者的借阅时间，体现图书馆“读者第一，

服务至上”核心价值 ; 开展辅导阅读读书活动等，使社会读者快速掌握多种阅读方法 ; 实施素质教育，

为社会读者提供适合他们阅读水平和信息需求的服务 ; 展现高校图书馆的实力和水平，吸引更多的社

会读者利用高校图书馆资源。

（五）发挥网络资源优势，提供电子资源服务

国内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馆都购买了相应的中外文数据库供教职工进行学习、科研使用，有的高校

图书馆还自建了很多专业数据库或者与本地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特色数据库，这些电子资源具有很

高的知识含量和价值含量，如果能对社会读者开放，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况且数据库等电

子资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读者可以不受时间、地点及复本量的限制，也不会与校内读者的使用形成

冲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读者需要。当然出于管理需要，可以限制社会读者进入电子阅览室，他

们可以通过 E-mail 或电话申请所需的电子资源，由系统或工作人员通过读者的邮箱将所需文献传递给

读者 [9]。如果社会读者需要本馆的特色数据库和自建数据库等电子资源，由于这些电子资源图书馆享

有知识产权，图书馆可以要求社会读者支付一定的费用。

（六）协作共建，与公共图书馆联合开展社会化服务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在，公共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偏重于大众科

普类文献以及适宜儿童阅读的各种文献资源，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则更偏重于各种专业性十分强的

文献资源，二者在馆藏资源方面可谓各有所长，在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问题上，均面临“尺有

所短，寸有所长”的问题，所以高校图书馆应该也必须与公共图书馆实现“强强联合”，通过公共图

书馆满足社会公众的一般性信息需求，通过高校图书馆满足社会公众专业性较强的信息需求［10］，这

样可以实现资源的整合与互补，实现双方共赢。此外，地方政府针对高校图书馆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

服务的措施给予一定的财力支持，确保高校图书馆在满足自身信息需求的基础上，更好地为社会公众

提供信息服务，共同推进所在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提升社会公众的信息素养。

（七）常规服务，把开展社会化服务纳入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

领导可以把图书馆工作人员开展社会化服务作为图书馆的一项常规工作，把工作人员开展社会化

服务的工作尽可能规范化，例如：把工作人员给社会大众开展活动的次数和该次活动评价效果作为该

工作人员考核的一个指标等，最终把社会化服务的指标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绩效工资和晋升等挂钩，

营造重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社会化服务意识，推动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进程。

高校图书馆提供社会化服务是当今时代的大势所趋，因此，高校图书馆不应固步自封， 而是要以

积极地态度主动履行这份重要的职责。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一方面， 对社会的发展，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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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民族的进步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提高高校图书馆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

有助于高校图书馆馆员开拓视野，提高高校图书馆馆员的社会化服务意识和责任心， 为高校图书馆内

部增添新鲜血液，促进高校图书馆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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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调查与研究

摘  要：人生永恒的主题——幸福。结合中国教育体制现状，在狠抓升学率的中学阶段，中学教师

的主观幸福感状况收到关注。编者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编制教师幸福感调查问卷，对 76 名中学教师进行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堪忧，女教师较于男教师稍低；年龄、教龄越大幸福感越强；

职称不同对其幸福感程度影响不大；结婚无子女的教师的职业幸福感要高于结婚有子女的。社会支持、

生活满意度、工作认同感、学校管理体制是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幸福感；教师群体；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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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and school management system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happiness of teachers..

Key words: happiness; teacher groups;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一、关注教师职业幸福感

人生永恒的主题——幸福。所以幸福感也是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的动力。

教育工作的水平和质量、学校的教育发展、教师三者息息相关。在强调教师的奉献精神时，我们

也应该关注教师的生命价值，满足教师的合理要求，努力营造一种和谐、宽容而又充满激情的工作环境，

让教师幸福的工作，实现学校和谐发展。

北京二实验小学李烈校长说：“我做校长，不是管教师，而是为教师成长服务，帮助每一位教师

找到工作的快乐，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因此，为了了解教师在工作岗位上的幸福感情况，有助于学

校今后的工作更好的为教师服务，有针对性的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帮助每一位教师找到工作的快乐。

二、通过问卷对教师的幸福感指数进行调查研究

中学教师幸福感现状

我们对丽水莲都区某中学的 76 位老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采用 SPSS10.0 对数据结果进行了分

析，调查结果表明该校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平均分为 25.45，标准差为 8.47。此次结果表明，超过平均值

一个标准差的分数为 34，所占比例为 19.7%。而小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分数为 17 分，所占比例为

21.1%。

根据结果将高于平均分一个标准差的被试为高分组，即大于等于 34 分为高分组；小于等于 17 分

的为低分组，34-17 分的为中间组。分数低的幸福感体验强。 调查结果如下：

表 1  教师职业幸福感频数比较

组别 频数 频率

高分组 15 19.7%

中间组 45 59.2%

低分组 16 21.1%

由此可知，该校教师幸福感较强的人数不多，较多的老师的幸福感指数较低。

表 2  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性别差异比较

性别 N 平均数 标准差 T值 P值

男

女

40

36

25.23

25.69

8.00

9.06

-0.240 0.811

 由 F=0.967,P=0.329>0.05 可知 , 男女总体方差齐性 , 由检验结果可知 , 该校男女教师在职业幸福感

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t=-0.240,p=0.7811>0.05)。但男教师幸福感略高于女教师。

表 3  不同年龄段教师职业幸福感差异比较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P值

组间

组内

606.374

4770.416

4

71

151.593

67.189
2.256 0.072

总计 5376.78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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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知 , 年龄段的不同与教师职业幸福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F=0.2.256,P=0.072>0.05)。但是该

校 55 岁以上的老教师幸福感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教师。而 26-35 岁年龄段教师的幸福感水平最低。

表 4  不同教龄的教师职业幸福感差异比较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P值

组间

组内

871.842

4504.947

4

71

217.961

63.450

3.435 0.013

总计 5376.789 75

由上表可知，不同教龄的教师职业幸福感存在显著性差异 (F=3.435,P=0.013<0.05)。进一步进行多

重比较分析，发现 30 年以上教龄的教师与其他各教龄组的教师在幸福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49，

P=0.001,P=0.011,P=0.008）,6-10 年教龄的教师与 11-20 年教龄的教师的幸福感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32）。幸福感最强的事 30 年以上教龄教师，幸福感最低的是 6-10 年教龄的教师。

表 5  不同职务的教师职业幸福感差异比较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P值

组间

组内

436.515

4940.275

2

73

218.257

67.675

3.225 0.045

总计 5376.789 75

       由上表可知，不同职务的教师职业幸福感存在显著性差异 (F=3.225,P=0.045<0.05)。进一步进行多

重比较分析，教师职位与副校长职位的教师职业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P=0.037）, 幸福感最低是普通

教师。

表 6  任教学科不同的教师职业幸福感差异比较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P值

组间

组内

704.216

4672.574

3

72

234.739

64.897

3.617 0.017

总计 5376.789 75

    由上表可知，不同职务的教师职业幸福感存在显著性差异 (F=3.617,P=0.017<0.05)。进一步进行

多重比较分析，后勤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最高，而担任中考主课教学任务的教师职业幸福感最低。

表 7  不同职称教师职业幸福感差异比较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P值

组间

组内

44.932

5331.857

2

73

22.466

73.039

0.308 0.736

总计 5376.789 75

由上表可知，不同职称的教师职业幸福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F=0.308,P=0.73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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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学历的教师职业幸福感差异比较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P值

组间

组内

525.205

4851.584

2

73

262.603

66.460

3.951 0.023

总计 5376.789 75

由上表可知，不同学历的教师职业幸福感存在显著性差异 (F=3.951,P=0.023<0.05)。进一步进行多

重比较分析，大专学历的教师与本科学历的教师以及与本科以上学历的教师的幸福感均存在显著性差

异（P=0.012,P=0.049），大专学历的教师幸福感最高，而本科以上的教师幸福感最低。

表 9  不同经济收入的教师职业幸福感差异比较

不同经济收入 N 平均数 标准差 T值 P值

3-5 万

5-7 万

63

12

26.44

20.25

8.22

8.55

2.379 0.020

由 F=0.002，P=0.961>0.05, 可知 , 不同经济收入总体方差齐性 , 由检验结果可知 , 该校不同经济收

入教师在职业幸福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t=2.379,p=0.020<0.05)。3-5 万收入的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显著低

于 5-7 万收入的教师。

表 10  不同家庭状况的教师职业幸福感差异比较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P值

组间

组内

564.879

4811.910

2

73

282.440

65.917

4.285 0.017

总计 5376.789 75

由上表可知，不同家庭状况的教师职业幸福感存在显著性差异 (F=4.285,P=0.017<0.05)。进一步进

行多重比较分析，结婚无子女的教师与结婚有子女的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7），

结婚无子女的教师其职业幸福感显著高于结婚有子女的教师。

表 11  各成因对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R R2 B Beta t P

社会支持

生活满意度

0.842 0.709 2.047

1.689

0.423

0.322

5.659

4.651

0.000

0.000

工作认同感 1.160 0.263 3.433 0.001

学校管理体制 0.730 0.168 2.441 0.017

由上表可知，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工作认同感以及学校管理体制这四个变量可解释该校教师

职业幸福感总体变异的 70.9%, 表明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工作认同感以及学校管理体制满意度是影

响我校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四个重要因素。

另 5 个开放性的选择题是寻求影响职业幸福感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公正的外部评价、积极的

社会价值导向、学生考出好成绩。公正的外部评价是最重要的因素。提高教师的工资福利、加强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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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教意识、丰富教师的业余生活是前三位提高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措施。而对于家庭的支持措施上，排

在前两位的是家人对你工作提供更多可理解和宽容、尽量帮助你缓解工作上的压力。

对于在这里工作，我最喜欢的事排前四位的是团结协作、工作气氛融洽，工作得到领导的关怀、肯定，

领导有事同老师商量、平起平坐，享受快乐、有诗意过完每一天。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工作难以顺利展开，

家长素质较差、工作不配合，中层领导素质还得提高，教师之间不配合、产生矛盾是排前四位最不喜

欢的事。

三、对中学教师职业幸福感调查的结论：

1. 该校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总体不高，能感受到幸福的人数不多。

2. 该校男女教师之间的职业幸福感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女教师的稍低于男教师。

3. 据统计龄段在 26-35 岁的教师的幸福感体验最低的，幸福感是最强的是 55 岁以上的教师；6-10

年教龄的教师的幸福感也是最低，幸福感最强的是 30 年以上教龄的老教师。对于年龄在 26-35 岁，教

龄在 6-10 年的青年教师一般都在校担任班主任职责，而家里的小孩又比较小，所以承担的工作责任和

家庭责任比较重，因此相对与其他年龄段的教师来说幸福感体验是最低的。

4. 该校后勤教师的幸福感最强，而担任中考学科里的主课（即语文、数学、英语、科学）老师的

幸福感是最低的。对于主课老师既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学生能够考出更高的分数，又要在同事之间进

行比较，所以心理压力比较大，感受幸福的指数较低。

5. 教师的职称不同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

6. 学历的不同，导致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差异大 ，大专学历的教师较高，本科学历教师最低。

7. 经济收入在 5-7 万的教师的职业幸福感高于 3-5 万的教师。

8. 不同的家庭状况也使其幸福感存在显著性差异，结婚无子女的教师的职业幸福感要高于结婚有

子女的，相对与结婚有子女的教师，单身和结婚无子女的教师的自由时间较多，而且承担的责任也较少，

家庭事业矛盾冲突不大。

9. 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工作认同感、学校管理体制是教师职业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家人

的支持，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较高的经济收入，自身对教师职业的热爱，以及学校公正开明的管

理体制都能提高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10. 在对问卷统计的过程中也发现，教师普遍认为职业生活单调，基本处于家庭、课堂和办公室三

点连线，希望能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同时工作量较大，身体常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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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承载着许多学生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对未来的希冀。应该帮助职校学生打通上升通道、拓

展就业渠道，挖掘更多人生出彩机会

教育改变命运，职业教育同样可以让人生出彩。在职业院校从事学生服务工作多年后，我逐渐坚

定了这个信念。

尽管职业教育更重操作、更接地气，但受高考分数指挥棒的影响，职校学生的工作能力总是被看低。

不仅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存在仅以毕业学校和学历筛选求职者的情况，就是在学生眼里，高职院校也被

视为高等教育的末端，是培养低端劳动力的所在。一些缺乏名气的职业院校无人问津，“零投档”成

为他们的心头之痛。

然而，一个职业分工合理的社会，既需要“学术型人才”层出不穷，也需要“技能型人才”源源不断。

与普通高等教育的高歌猛进相反，职业技术教育先天发育不足、成长发展混乱，还不能成规模地培育

高级技术工人，这与我们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历史需求不配套。

从社会流动性的角度看，职业院校承载着许多学生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对未来的希冀。他们中大多

数人并不富裕，有的甚至入学时连最普通的智能手机都买不起。他们从小到大都未能接受优质教育，

如果职业院校再像工厂流水线一样稍加培训就打发走，很难想象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更不用谈

梦想出彩了。

一想到这些，我和同事们就心酸，惟有尽我所能地为他们创造更好一点的学习和就业环境。新生

入学，我们半个月时间能瘦掉好几斤；校园活动月，为了指导学生社团牺牲掉大部分休息时间；学生

就业季，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舟车劳顿只为减少学生找工作的辛劳。

事实上，受过系统专业培养的高等职教生，就业起薪并不逊色于许多本硕毕业生。职业学院本来

就能迅速与市场需求对轨，而我们又根据人才需求调整传统的职业教育观念、优化课程设置，专注于

培养人文素养全面、专业技术扎实的人才，因此毕业生就业率稳居全省前茅。

这一方面是职业院校的自强，也得益外部环境的给力。去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去年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

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

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这些来自春天的信息，

让我们深感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只要职业教育者和社会各界携手，完全能解决吸引力不强、上升通道

不畅、学科教育不完善、社会存偏见等问题，构建起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当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类政策红利正逐渐显现出来，职业教育者更应摆脱急功近利趋向，顺势而为，

抢抓改革机遇，帮助职校学生打通上升通道、拓展就业渠道，挖掘更多人生出彩机会。处在这样一个

好时代，我们坚信，每一分努力都不会唐捐，每一朵花儿都不会愧对暖阳。

【侯  营   作者单位：山东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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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头挑子一头热”、“校热企冷”等字眼多年来一直被用来描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现状。然而，

笔者在对浙江近 30 家企业老总进行深度访谈时发现，在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面临技术转型升

级的背景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比较高，企业关注的核心是参与职业教育能否满足其内在需求。

当前，校企合作中存在一些对企业认识上的偏差和误区。

不要责怪企业没有参与积极性，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一定是基于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职业院校应

该与有内在合作需求的企业对接。

有人认为，政府应该出台法律法规，将校企合作作为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实际上，企业不

会因为法律规定就来参与，企业是否参与职业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来决定的。

调查发现，一些企业确实没有校企合作需求。比如，有的企业在劳动力市场随时可以招到廉价劳动力，

有的企业需要大量本科以上学历员工，有的企业有能力自办培训机构。这些企业都没有校企合作的需求，

我们不应该用政策来“绑架”他们，就算法律规定企业一定要参与，企业也可走走形式，随便找个学

校以一纸协议应付了事。但是，也有大量的企业存在校企合作需求。比如，一些连锁经营、一体化经

营的企业，需要技能型人力资源的不断补充；一些技术密集型企业，希望得到职业院校师资团队的技

术支持；一些销售型企业，希望其产品得到学校实训教学的支持，提升产品知名度和销售额。职业院

校应该从教育规律出发，与有合作需求的企业进行对接。对于那些没有合作内在需求的企业，职业院

校大可不必去理会。

不要责怪企业没有社会责任感，企业作为理性经济实体，参与职业教育一定要讲成本收益，这本

身无可厚非。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

立核算的法人。很明显，企业作为经济实体，在做出校企合作决策前一定会考虑到成本和收益。调研

中发现，尽管绝大部分企业负责人不会详细列举校企合作后可能发生的成本、收益和可能面临的风险，

但企业一定会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大致的评估。如果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得不到利益，甚至存在

亏损可能，企业是不可能与学校进行持久合作的。当然，暂时的亏本企业或许不太在意，但从长远来看，

只有校企合作对企业来说有收益，企业才会坚持合作。有学者认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履行社会责任，

但是从访谈结果来看，只有不到 10% 的企业老总认为，参与职业教育是出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目的，而

这 10% 的企业基本是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上，即使是这些企业，也大多数是在长期校企合作过程中尝

到了甜头。高达 90% 的企业老总认为，校企合作首先要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其次才会考虑社会责任。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需要条件、基础和能力的，不考虑成本和收益地承担社会责任，不符合企业作为

市场主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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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责怪企业不想深度合作，这需要职业院校给予企业机会，同时更需要政府给予企业深度合作

的机会。

当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总体情况还不够理想、不够深入。调研中，一些企业老总讲到，现在与中

等职业学校合作遇到了瓶颈。一些企业与职业学校合作的目的是为了优先获得优秀毕业生，但随着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推进，优质中职校的毕业生升高职的比例越来越多，选择就业的学生越来越少，

这样校企合作就丧失了合作基础。据笔者了解，杭州市某职业学校，前几年升学比例大约为 30% 至

50%，而这两年升学比例达到 70% 至 80%。以前是排名后 50% 的学生就业，现在是后 20% 的学生就业。

宁波一所中职学校每年升学比例达到 95%，近 1000 人的毕业生中只有约 40 人就业。这让为了获取人

力资源而选择校企合作的企业情何以堪！让他们如何再与学校深度合作！还有一些企业，除了人力资

源需求外，还希望能节省资金，得到学校场地和设备的支持。但在实际合作过程中，这样的设想难以

实现。如杭州市某职业学校引入企业生产线，与企业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但因缺乏政策支持，双方

面临实训设备产权归属、利益分配等纠纷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校企合作的深度

发展。因此，在校企深度合作过程中，职业院校能为企业提供什么好处，政府在此过程中承担什么角色，

是保证校企深度合作的关键。

【冉云芳   作者单位：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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