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白云学院举行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大会
暨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揭牌仪式

2017 年 5 月 12 日，广东白云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

下简称社科联）成立大会在学校儒学堂隆重召开。广东省社

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晓、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

丁晋清等出席会议。华南农业大学、五邑大学、广州商学院

等 12 所省内高校的科研处领导到会祝贺。广东白云学院校长

黄大乾、党委书记刘剑锋、党委副书记李纯英、副校长沈根

生及全体社科联会员出席会议。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晓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她

指出，广东白云学院社科联的成立，是广东白云学院的大事、

好事，也是广东省社科联的大事、好事，值得庆祝。希望学

校以社科联为基础，以珠三角城乡统筹发展与社会治理研究

中心为平台，围绕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现

实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多出战略性、前瞻性、高水平研究

成果。

新当选的广东白云学院社科联主席、黄大乾校长在会上

致辞。他指出，在二十余年的办学历程中，广东白云学院始

终秉承“市场导向，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发扬“追求卓越、

敢为人先”的白云精神，形成了优良的办学传统、鲜明的办

学特色。学校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深入推进校企

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学科建设上凸显职业特色和

人文特色，教育事业的发展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的认

可。学校社科联的成立，必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学校社

科联将凝心聚力，推动学校社会科学教学研工作再上新台阶。

最后，王晓主席和黄大乾校长等领导为“广东省决策咨

询研究基地”揭牌。                 （文 / 周美娟、胡小锐   图 / 吴斌）

新当选的广东白云学院社科联主席
学校校长黄大乾致辞

王晓主席（左四）和黄大乾校长（右三）等
领导为“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揭牌

广东白云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成立大会现场

广东白云学院党委书记
刘剑锋主持会议   

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
主席王晓讲话

2017年 3月20日，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主管国际事务副校长琳达·泰勒带领商学院副院长奈哲·加

罗、商学院国际副院长吴慧英、工程学院学术负责人兼国际副院长方谷、人文与传媒艺术学院国际副

院长王智勤继去年两次访问我校后，第三次来访。广东白云学院董事长谢可滔和校长黄大乾热情接待

了琳达·泰勒副校长及其一行。参加接待的还有主管国际教育的副校长沈根生、会计学院院长沈颂东、

应用经济学院院长吴铁雄、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李新庚、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曹玉华、艺术设计学院和新

媒体学院院长陈华钢、外国语学院院长何高大、国际学院副院长刘毅等。 

谢可滔董事长对泰勒副校长第三次率领精通中国教育的、有中国文化与语言背景的、负责国际合

作的院级领导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此次来访为两校长期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黄大乾校长重申，广东白云学院高度重视且非常满意与西悉尼大学的全面和深化的合作。如今我

校外国语学院与西悉尼大学人文与传媒艺术学院已确定在英语（翻译方向）专业方面开展“2+2”双

学士学位和“3+1+1”双本一硕合作项目；我校国际学院、会计学院、应用经济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

已经联合与西悉尼大学商学院在商科专业开展“3+2”本硕连读项目和“3+1.5”专升本项目；目前两

校工程学院之间和艺术设计学院之间正在商谈相关专业的学分互认事宜。希望双方已签订的协议合作

项目开展顺利，正在商谈的合作项目尽快落实，最后逐步探索适合两校的长期和深度合作。                                

                                                                                                                                      （图文 / 国际交流处   李侍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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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今天，地

方本科院校应该坚持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

主，坚持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办学定位。但由

于受传统学术型院校教育模式的影响，专业

课程体系的构建普遍欠缺应用型本科的特

色。文章分析了地方本科院校建筑学专业课

程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借鉴德

国应用科技大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

内地方本科院校近几年的改革实践，提出了

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建筑学专业课程体系

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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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缺乏对技术文化的认同。这

种观念投射到教育领域，表现为人们固守精英高等教育的情结，

技术本科教育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1]。更有甚者，认为只有学术

型院校才能培养高级人才、创新人才。但另一方面，技术本科教

育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也应该深刻反省其自身的原因。目前中国

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探索尚在起步阶段，

发展时间短、实践经验不足，导致相当一部分院校难以突破传统

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旧框框。这对于地方本科院校的建筑学专

业尤为明显，特别是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上，过于强调学科知识体

系的完整性、系统性，而缺乏自身应用性、职业性、区域性人才

培养的特色。对于地方本科院校建筑学专业来说，有效的课程体

系的构建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与关键。

1    建筑学专业课程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重理论轻实践

目前，国内工科类院校开设的建筑学专业课程以理论知识或

陈述知识为主体，实践课程为辅，主要由五大类课程组成：1）建

筑史与设计原理类课程；2）建筑力学与结构类课程；3）建筑技术、

材料与构造类课程；4）美术基础类训练课程；5）建筑设计与制

图类训练课程。其中前三类课程的教学主要以理论的灌输为主，

后两类课程则主要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总学时中实践课时所

占的比例往往不足 30%。目前，国内的学术型院校与应用型院校

虽在课程设置上各有侧重，但在理论与实践学时比例的分配上，

仍差别不大，甚至学生课外练习的学时量比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还

要多。如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学院，注重各类工作室项目的开展，

师生一道组建项目组承接项目、开展专题研究，既加强与国内外

名牌大学、甲级设计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也锻炼了学生实际项

目设计的能力。而这却是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难以企及的目标，

重构课程体系，培养建筑学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模式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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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重实践的特色？不能亦步亦趋，需要另辟新径！

1.2  重基础轻创新

实践学时比例的增加亦不是简单量的增加，在实践内容的设计上还需以职业为导向，

充分体现其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特别是要厘清与高职人才培养在规格与层次上的区别。

课程实践内容不能简单地由认知性的巩固练习、验证性的计算练习与定向性的基础研究组

成。比如象上面所提的建筑史课程，不多的作业也只是对课堂“满堂灌”理论的巩固练习，

这样练习的只会让学生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缺乏积极的创新思维训练，不会运用所学的

建筑哲学思想来开发自己的创新思路。再举例，建筑技术、材料与构造类课程的实践部分，

只注重传统技术、构造、材料的认知性的练习与验证性的实验，忽视建筑师职业过程中所

需的对技术、构造、材料的应用性研究，以及综合运用、创新设计能力的培养。

1.3  模式单一欠缺活力

目前，地方本科院校在课程体系设计上，往往沿袭传统的学术型本科院校的做法，采

用以学科为中心的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三段式”的课程模式 [2]，这种模式

单一固化，对需跨越人文艺术、工程技术、数字技术等多学科的建筑学专业的学习尤为不利。

此外，由于新建本科院校办学时间短，各类资源不足，往往采用学年学分制；且选修

课所占的学分比例低，其中真正可自由选择的选修课更是少之又少，这样的课程体系欠缺

活力。难以满足学生因项目设计实践、岗位要求、个人发展等原因选课的需求；难以突出

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难以适应鲜明的企业、岗位个性要求……

2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成功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2.1  课程设置强调实践性

对照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其课程设置具有显著的应用型特色和职业导向，由大量的

实践性课程和案例课程组成 [3]，即使理论性强的课程也注重练习实践，特别强调学生应用

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其每门课程的理论、练习、实验的课时比例分配甚至

高达 1：1：1，如德国的安哈尔特应用科技大学 [4]。

2.2  企业实习为必修环节

为了突出其应用型、职业性人才培养的优势，德国应用科技大学规定采用“3+1”学制， 

即学生在长达 4 学年的学习过程中，需包含整整 1 年的企业实习。在这 1 年的实习期间，

学生需进入企业或单位参与与专业相关的实际工作，积累实践经验。

此外，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德国应用科技大学有 60% ～ 70% 的学生选择在实习企

业中完成自己的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 [5]，由大学相关的教授与企业的专家、技术人员一道

参与指导，且是否能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成为学生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成绩评定的一项

重要指标。

2.3  课程选择关注需求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课程体系的构建，主要由两个阶段组成：前四个学期为基础学习阶

段，主要学习专业基础课；后四个学期为专业学习阶段，除两个学期企业实习，其余两个

学期学生可按专业方向或职业需要选择选修课程。课程选择的自由度、灵活性大大地加强

了。而且，学生可跨学科专业选择课程，跨学科专业组队合作项目，提高设计项目完成的

质量，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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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任课老师具备工作经验 

根据德国《高等教育总法》的规定，应用科技大学聘任的教授必须在知识和方法的应

用或开发方面具有至少五年的职业实践经验，其中至少三年在高校以外的领域工作，并做

出特殊成绩。这是应用科技大学教授聘任的主要条件之一，既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又要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此外，德国应用科技大学还大量聘任来自企业界或其他社会单位的具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特聘教师，在很多学校，这些兼职的特聘教师数量甚至远远超过全职的

教授。

3    构建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建筑学专业课程体系

3.1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探索“4+1”学制

为了充分体现应用型、职业性人才培养的定位，借鉴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人才培养模

式，广东白云学院从 2009 级的建筑学专业开始尝试实施“4+1”学制，即 4 年在校学习加

上最后 1 年的企业实习。通过连续不中断的 1 年实习，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专

业知识与技能、熟悉岗位工作与要求，积累一定的实践经验，为将来的毕业就业抢占先机。

学院从刚开始实施到现在已经有两届的毕业生了，时间虽不长，但由于期间做了大量的跟

进与调整工作，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行业、企业，已经从原来的反对、不理解到现在

的认可、支持，毕竟三方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培养“更适用”的人才。借鉴德国应用科技

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所谓的“更适用”人才，本人认为对于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而言，

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能完成新的设计应用项目、技术开发项目等；2）能引进与优

化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使用；3）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在去年

4 月份举办的校企供需见面会上，已出现往届毕业生代表他们的企业、设计院到学校面试

实习生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一来代表学生的能力被所在的企业肯定；二来学校推行的

“4+1”人才培养模式被企业、行业认可，这会逐步给专业带来稳定的实习企业资源，这

也是目前学校推进“4+1”的难点与关键点所在。

3.2  构建“大平台 + 小模块”的课程体系，突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特色

在课程体系设计上，打破传统以学科为中心构建课程体系的做法，借鉴德国应用科技

大学应用型、职业性的课程设置特色。构建“大平台 + 小模块”的分类分级课程体系，通

过各类课程模块的职业导向、能力导向，强化课程组织的职业性、灵活性；通过增加选修

课的类别与课时比例，强化建筑学专业跨学科的专业特色；通过对通识平台课模块化、特

色化的改革，强化课程的实用性、趣味性（具体详见表 1）。

3.3  五类专业课程的设置，强化课程实践性特色

为了更好地强化课程的实践性特色，依据专业平台每门课程的特点与要求，选用不同

的教学模式，强化课程实践性特色，共分为五类课程（说明：课程的总学时不包含其课外

练习的学时数，这里的课外练习学时比例只为每学期组织课程时作参考）。

1）项目化课程，理论︰实践︰课外练习＝ 1 ︰ 1 ︰ 2，如居住建筑设计、公共建筑设计、

景观规划设计等课程。这类课程将每门课程分成若干个子项目，每个子项目由老师讲授理

论知识，进行案例分析，学生完成设计练习，期间老师进行辅导，最后是老师的评图。

2）理论实践一体化课程，理论︰实践︰课外练习＝ 1 ︰ 1 ︰ 1，如；建筑力学、建筑构造、

建筑制图等课程，这类课程是学生边学边做练习，即老师理论的讲授与学生的练习没有一

个很明确的分割界限，只是一个总体学时比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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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程

大类

课程

分类

学分

总数
相关课程 备注

1

通识

平台

课

公共必

修课
30

思想政治理论课、应用文写作、形势

与政策、大学英语、大学体育等

部分课程可依据不同专业大类的需求进行

不同的模块课程供其选择，如大学英语可

分 A、B、C 三模块，艺术类专业可依据

行业的特点选择相对简单的大学英语 C。

公共选

修课
16

各专业开出的选修课（节选可作通识

教育的课程）、特色英语课、特色体

育课等

可将原来大学英语、大学体育的部分学时

分出来办特色课程，如可依据学校自身的

场地、师资等资源开出攀岩课、击剑课等

特色体育课。依据学生考研、出国进修的

需求开出雅思英语、考研英语等

课外实

践课
14

思想政治实践课（6 学分）、课外创新

创业学分（8 学分）

创新创业学分学生可通过参加各级各类学

科竞赛、科学研究、发明创造、自主创业

等活动多渠道获得

2

跨学

科专

业平

台课

跨学科

基础课
12 大学数学、大学物理等

课程同样可依据不同专业大类的需求进行

不同的模块课程供其选择。如建筑类专业

可选择建筑物理。

跨学科

选修课
12 学校各专业开出的选修课 可依据师资、场地等资源及需求作节选

专业大

类基础

课

12
建筑材料、建筑设备、建设法规、建

筑制图与 CAD、工程测量等
可依据学院的师资、场地等资源调整

3

专业

平台

课

专业必

修课

16

专

业

能

力

模

块

模 块 1: 造 型 表

达

素 描、 色 彩、 构

成 设 计、 建 筑 表

现图等

1、随着各模块课程的逐步完善，可实施

模块内自由选课。即在老师的指导下，学

生可在每个模块中选择一定数量的适合自

己能力发展的课程，实现因材施教；2、

可依据行业对专业能力的要求进行增减或

局部调整，增强课程活力与职业特色。

24
模 块 2: 建 造 与

设计方法

建 筑 设 计 基 础、

居 住 建 筑 设 计、

公共建筑设计等

12
模 块 3: 建 筑 历

史与社会学

中 国 建 筑 史、 外

国 建 筑 史、 岭 南

建筑等

16
模 块 4: 构 造 与

技术

建 筑 构 造、 绿 色

建 筑、 建 筑 结 构

等

16
模 块 5: 项 目 设

计

建 筑 测 绘、 建 筑

模型设计与制作

等

专业选

修课
16

岗

位

能

力

模

块

模 块 1: 建 筑 设

计

建 筑 专 题 设 计、

建筑快题设计等

1、要求学生至少选择其中的 3 个模块全

部课程，且其它的模块也至少选修 1 门课

程，以保证学生就业面；2、可依据行业、

企业或用人单位对岗位能力的要求进行模

块增减或局部调整，增强课程活力与职业

特色；3、随着各模块课程的逐步完善，

也可向专业必修课那样实施模块内的自由

选课。

模 块 2: 景 观 规

划设计

建 筑 景 观 设 计、

中国园林艺术等

模 块 3: 建 筑 装

饰设计

室 内 设 计、 建 筑

装饰材料等

模 块 4: 建 筑 施

工图设计

建筑施工图设计

1、建筑施工图设

计 2 等

模 块 5: 建 筑 数

字化设计

计算机辅助设计

1、计算机辅助设

计 2 等

…… 　

专业实

习项目
7 企业实习 在第 9、10 学期实施

6 毕业设计 在企业实习期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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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筑学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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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研讨课程，理论︰实践︰课外练习＝ 0 ︰ 1 ︰ 2，如中国建筑史、外国建筑史、

岭南建筑等。这类课程可大胆地借鉴国外一些大学的做法，例如建筑史可先由老师按历史

发展列出一个知识点提纲，推荐一些书目让学生课外先阅读，每次上课都以研讨会的形式，

让学生围绕某个课题展开研讨，老师做引导，课后完成若干课题报告。这样的课程每一次

就是一场“脑袋风暴”训练，有助于学生形成自己的建筑哲学思想，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

4）项目设计课程，理论︰实践︰课外练习＝ 0 ︰ 1 ︰ 2，如住宅专题设计、建筑模

型设计与制作、室内专题设计、景观专题设计等。这类课程一般占用的学时不长，只有 1-2

个集中周（1 个集中周 20 学时，不包含课外学生练习学时数），实践学时主要是由老师

的辅导与点评组成。具体做法：由老师预先公布课题内容、要求与时间安排，学生在老师

的辅导下完成调研与资料的收集、构思与设计、绘制或制作，最后在学生发表作品后由老

师予以点评。

5）网络课程，理论︰实践︰课外练习＝ 2 ︰ 1 ︰ 1，可在上课人数较多的选修课程

中实施，如公共选修课、跨学科选修课。虽人数较多不利于个别辅导，但可通过网络开辟

答疑空间与讨论空间，也可通过网络分享更多的课程资源。

3.4  大幅度提高学生创新学分要求，推进第二课堂实践活动的开展

促进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不能只把眼光局限在课内，而且应用型院校的生源相比

于学术型的确实存在一点不足，就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不够。经过几年的摸索，

从 2013 级开始，广东白云学院将学生的课外创新创业学分大幅度提高，要求学生毕业时必

须获得 8 个以上创新创业学分，并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列明。此外，还细化各类创新学分获

得的途径与要求，从而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级各类学科专业竞赛，积极申报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积极参与老师的科学研究项目，积极参加跨学科职业资格证的考核等；并

鼓励学生整合创新成果发表论文、申报国家专利，这有力地推进了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

基于德国模式构建的建筑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目前尚处于改革与探索阶

段，其建设与完善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学校、行业、企业不断地予以支持与配合。

如实践场室的完善、师资队伍的建设、企业实习基地的开拓、管理机制的配套等等。特别

是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建设、合作稳定的企业实习基地建设，目前已成为掣肘我们发

展的难点与关键点，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建设除需要多方的共同发力支持，还需要一定的时

间沉淀与积累。如何多渠道地引进与培养师资队伍？如何深化校企合作达到共赢？如何通

过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些课题还有待人们进一步的研究

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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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Architecture Professional Application Oriented 
Innovation Talents by Reconstructing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 Th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by Germ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NG Bi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local colleges should 
adhere to the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and insist on the orientation of local economic services. 
Bu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education mod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is generally shor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pplication orient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urse system of Architecture Specialty in local colleges. Learning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German universitie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reform practice of internal local 
colleges in recent years, it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of architecture, in order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Key words:  architecture specialty; curriculum system; Germ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form; applied innovation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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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广州日报应用大学排行榜发布
广东白云学院位列广东民办本科高校第一

2017 年 3 月 23 日，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GDI）发布了“2017 广州日报应

用大学排行榜”，展示了国内应用型大学综合实力 800 强。此次广东省有 4 所民办本科高

校进入排行榜民办本科高校 100 强。

广东白云学院位列广东民办本科高校第一，广东省进入 2017 广州日报应用大学排行

榜的四所民办本科高校分别是：广东白云学院（第一名）、广东培正学院（第二名）、广

州商学院（第三名）、广东科技学院（第四名）。

本次排行评价的 887 所本科高校，包括 463 所公办普通本科高校、266 所独立学院、

151 所民办本科高校、5 所中外合作办学和 2 所内地与港澳台合作办学的高校。

（供稿：广东白云学院 新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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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探讨新

时期应用技术大学金融学专业群人才培养方

案，目前广东金融人才需求呈现出职业能力

市场化，职业分工细化，职业环境综合化等

新型需求。有必要从明确应用型大学课程体

系、校企合作培养创新型实践人才、完善应

用型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展开人才培养方案

设计。

关键词：应用技术大学；金融学；人才培养

收稿日期： 2017-02-17

作者简介：康艺之（1981-），女，讲师，博士，

主要从事农村金融与价格预警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广东金融行业蓬勃发展，并以产业集群、金融渗透

等各种方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亮点。目前，广东金融业增速

达 23.0%，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17.9%，拉动 GDP 增长 1.4

个百分点 [1]。金融产业链条不断拉长，金融产品不断衍生，使得金

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活动日益复杂化，对金融学专业人才的数量和

质量提出了新挑战。与之相应，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也从过去的研

究型精英式教育开始日趋大众化。这就要求地方性应用技术大学

培养出能将理论与实践融一体处理各类金融问题的复合应用型人

才。因此，培养应用型金融专门人才，为地方经济发展构建切实

可行的金融专业人才体系，成为学界和社会所广泛关注的热门课

题。

本文拟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从实际调研出发，通过对金融

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需求调研材料分析，梳理金融学专业建设

的需求问题，分析新时期应用技术大学金融学专业群人才培养的

途径、模式和具体建设思路，最终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以

充分发挥金融学各专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优势，发挥专业群

规模效应。

1    金融学专业群建设的社会需求分析

通过对与广东白云学院合作的各类银行、证券、保险、理财

等金融机构及相关用人单位展开重点调研，通过座谈、问卷等形

式了解对本专业学生知识、能力、素质方面的评价及要求，认为

现阶段金融学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呈现出如下社会需求。

1.1  职业能力市场化，课程体系设置要求与时俱进

近两年，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环境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与之相应的金融学专业也成为近些年来高考生报考的热门领域。

但广东白云学院课程内容多为金融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学术型

论文的撰写等，对于金融学实验、实际操作能力等相关知识的设

应用技术大学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探析

——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

康艺之，于晓晖，陈林艳，刘艳隆

广东白云学院 应用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粤0-L0150283（2017）01-4

基金项目：2014年广东省教育厅质量工程项目（CXQX-JY201407）；

     广东白云学院2016年校级项目（ZLSF-ZY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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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严重不足。目前金融学专业基本沿用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大学金融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设

置，按照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选修课和实验室教学以及实践实习等设

置课程体系，主要注重宏观金融基础理论、专门知识的传授和研究论文撰写的训练，新型

微观金融理论和数理知识传授以及实际操作技能训练相对不足。致使学生所学的金融专业

知识与企业和市场的金融知识需求之间不能完全对接。

在广东白云学院的专项调查过程中，部分用人企业和已经毕业的往届毕业生反映，现

有的课程设置内容不是很科学、不能与时俱进，很多已经在市场上流行的知识需要企业对

实习生进行再次培训，部分受企业欢迎的前沿课程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如新兴的网络金融、

房地产金融、汽车金融、信贷管理等相关课程，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还未被纳入到已有

的专业课程体系当中。迫切需要应用技术型大学紧扣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1.2  职业分工细化，学生要求更高的实践操作能力

近年来，金融理财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致使广东省金融学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增大。国

内外已有经验表明，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能力的金融学专业人才，才是金融

行业发展的首要资源。但在传统的金融学专业培养模式下，学生对于金融学理论知识的掌

握较为扎实、具有较多的研究分析能力，但实务操作能力往往较为缺乏。

在调研过程中，广东白云学院的战略合作伙伴广州白云民泰村镇银行、民生银行在招

收实习生时，就明确表示希望能招到接受过银行信贷业务培训，能够尽快上岗开展业务，

以便实习生在实习工作中尽快进入角色展开业务操作，降低企业新老衔接培训成本。再如

与该学院长期合作的广东省上华贵金属有限公司、鑫本集团，对于实习生的要求也表现为

要熟悉期货、现货等金融工具的实盘操作流程，能进行深度分析，并能为客户提供有用信

息和快报。再如与该学院合作的中国平安集团，对于实习生在保险营销与实际调研方面的

实践能力均有较高要求，要求学生能独立开展外调并形成完善的调研分析报告。

1.3  职业环境综合化，学生素质要求进一步提升

金融行业具有涉及面广、知识体系复杂等特点，决定了该行业的从业者需要具备更为

广泛的综合知识和技能。如既懂得各类金融工具的基础理论知识与核算，又熟悉市场中各

类型金融工具的实际操作与业务流程；既能够独立开展专用金融业务，又能进行金融核算

系统的计算机编程；既熟悉银行柜面的对私、对公等基本业务，又能及时有效提供各种理

财服务等；既熟悉业务，又懂得沟通营销等。

在调研过程中，如广州白云民泰村镇银行对于金融学专业学生的商务礼仪和沟通能力

要求非常高，但广东白云学院并没有对学生进行专项训练。在如中国银行招收柜员对于金

融学专业学生的金融英语能力要求较高，以便完成各项对外业务，但在校生的金融专业英

语能力没有得到有效锻炼，难以满足中国银行的实习目标要求。未来一个时期，中国资本

市场将进一步改革，特别在广东沿海地区，更是未来中国金融行业混业经营的改革前沿阵

地，职业环境综合化和职业能力复合化，迫切需要人才培养全面化、综合化，才能有效应

对未来多元化的金融业务需要。

2    金融学专业群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金融产业集群飞速发展的背后，是金融专业化人才需求量的空前增长和更加细化的分

工。新形势下，金融行业的发展将需要各种既有理论知识又具有实践能力的金融专业人才。

然而，只有少部分金融专业院校设计了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方案，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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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特别是综合类院校的金融学专业依然以理论和金融精算为主、应用型金融人才为辅。

现阶段，金融类专业人才培养整体呈现出专业分工不够细化、培养人才模式单一、实践环

节不够具体等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是职业群体分工不够细化，学生专业程度、细节培养不足，难以体现应用技术型大

学培养学生的特色和目标。

二是教学实习基地建设不能满足学生培养要求。主要原因是学校部分已建实习基地与

金融专业不是直接相关，而另一部分实习基地和金融学专业紧密相关，但是可以接收的人

数却很少。

三是金融综合素质培养缺失，学生在外语、计算机、数学、法律、商务礼仪、市场营

销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不足。

四是课程群体系设置与行业需求之间存在错位，理论实践不能实现无缝对接。尽管课

程设置中有《证券投资学》《金融衍生工具》《金融市场学》等基础课程，但对于学生动

手能力、实践能力有重要作用的实践性教学课程开设相对缺失。学生对于证券实时行情分

析与交易模拟、商业银行柜面业务、保险实务模拟等实务活动并不是特别熟悉。

3    新时期应用技术大学金融学专业群人才培养的方案设计

3.1  明确应用型大学课程体系

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和学生成才需求是应用技术大学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两大参考坐

标。现阶段，应结合市场对于金融学专业对应岗位的要求，坚持以能力为本位，优化现有

的课程体系设置，以能力为向导，以就业岗位要求为标准，建立体现不同培养目标的模块

化课程体系。

要适度引进市场热门的和企业急需的现代前沿金融学专业基础课程，突出对现代新形

势下热门知识的补充与培养。使学生既懂得金融理论基础满足高端岗位职业需求，又要掌

握实操能力成为普惠金融的力行者。应用技术大学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不应完全

与校本部课程体系相同，应该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立足点出发建立自己的课程体系 , 既要

满足金融学专业基本课程的设置 , 还要紧密结合当前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现状 , 增加与时

俱进的金融专业课程 [2]。

3.2  校企合作培养创新型实践人才

以市场为向导，以企业岗位为标准，整合利用学校已有的金融学专业建设基础，评估

学校金融学专业建设的优势和劣势，开发、引进和利用企业实践条件，推动政产学研合作，

已成为未来金融学专业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因此，积极推动学院与广州当地各类银行、证

券、保险、信托投资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就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

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实现应用型、创新型实践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关键。

一是巩固校内实训实验室建设，加强实践教学的软件投入。学校应积极寻找较为专业

的金融实务电脑模拟软件开发商，引入一批与投资与理财、银行贷款、保险、证券等相关

的专项软件进行实验教学。

二是在积极更新实践教学软件的同时，建立实验室开放机制，鼓励学生在完成基本实

验后要求能够利用课外时间协助老师进行课题研究，借此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3]。

最终通过金融学专业导论、校内集中周实习、校内仿真综合训练、校外专业实习、金融专

题调研、校外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真题真做等各种方式，完善实践型人才培养链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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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3.3  完善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

在人才培养方面，强调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及实用性，邀请企业参与制定教学模式、专

业设置、课程设置，使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与产业需求、职业标准、生产过程对接 [4]。

一是学校与企业紧密合作，以岗位职业能力需求为导向，展开互聘互用。学校可以通

过积极引导各专业教师利用假期、课余时间，引导各专业教师深入金融机构一线顶岗进修、

实践，紧贴企业实际进行培训课题开发。

二是在校内组建由金融机构工作者实际参与的专业指导委员会，并通过柔性合作等方

式，聘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业专家、投资经理担任兼职教师、直接从事教学活动、参与

课题开发和指导学生论文等，充实专业课教师队伍。建设一支适应校企联合教育的“双师

型”教师队伍，保证在岗学生 95% 以上配备有企业导师。真正实现学生实践能力和应用

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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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inancial Personnel Training Plan ofApplied Technical 
College——An Case from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KANG Yi-zhi，YU Xiao-hui，CHEN Lin-yan，LIU Yan-lo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this paper studied the 
financial personnel training plan of the applied technical college in new period. There are several 
trends in the market demands for the financial personnel , such as the marketization of vocational 
ability, the professional division of labor refinement, comprehensive of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 
etc..It is necessary to clear the definition of the applied university curriculum system, cultivate the 
innovative &practical type personnel with enterprise together, and per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pplied teaching staff. 

Key words:  applied technical college; finance;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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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 ,

网络对人类的生活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越来

越大，尤其对大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影响深远。

在互联网时代下，应用技术大学的学生具有

比较鲜明的特征，管理工作在新时代也呈现

出了新的特点，这给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管理

工作带来了很多的机遇和挑战。在“互联网

+”时代下 , 应用技术大学如何创新学生管理

工作，提高学生管理工作效率，需要我们进

行探索与实践。

关键词：应用技术大学；互联网+；管理对策

收稿日期：2016-12-27

作者简介：马海停（1986- ），女，广东梅州人，

主要从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

网络作为现代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其主要特点是具有很快的

传播速度 , 且覆盖范围广。大学生是网络文化的积极参与者，面对

海量的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网络信息，会给大学生的信息选择带

来一定的困惑。在“互联网 +”时代下，学生管理工作的难度在加

大，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1  “互联网 +”的科学内涵及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加强党对高校

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

学的根本保证。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互联

网 +”计划，意味着中国进入万物互联的“互联网 +”时代，对于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而言，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既给高校学

生管理工作带来机遇，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作为高校

学生管理工作者，要用好这把“双刃剑”，让学生管理工作在新

时代下作出新的高度。

“互联网 +”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推动经济形态

不断地发生演变，从而带动社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为改革、创新、

发展提供广阔的网络平台。通俗来说，“互联网 +”就是“互联网

+ 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

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

造新的发展生态。“互联网 +”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合作共享；

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连接一切 [1]。

2  “互联网 +”时代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的特点

2014 年 6 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的决定》，提出“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

基于“互联网 +”的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管理                      

工作探索与实践

马海停

广东白云学院　学生处，广东 广州 510450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粤O-L0150283(2017)01-04

基金项目：广东白云学院 2015 年科研项目（BYKY201540）；

       2016 年高校党建研究会课题（2016MBY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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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 [2]。那么，如何界

定应用技术大学？应用型大学是以应用型、技术型科学研究为导向，以一学科为主、多学

科协调发展、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高校。

应用技术大学主要具有以下特征：应用技术大学是经济社会发展下，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转型升级的产物，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应用技术大学是以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实际应用

为办学导向；应用技术大学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普通本科学校具有平

等地位 [2]。

由于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普遍化使用，很多学生不分课上还是课下，都沉迷上网，

占据了大量的学习时间。为获取较科学的数据，对 300 名在校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进行了调

查，通过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学生每天上网时间集中在 2~5 小时之间，有 1/4 的学

生每天的上网时间大于 5 小时，仅有 5.4% 的学生基本不上网。超过九成的大学生喜欢上

课带手机进教室，并超过一半的学生喜欢在课堂上通过手机浏览微信、QQ、网页等内容，

没有专心投入课堂学习。通过调查可以看出，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具备以下特点：喜欢新鲜

事物，敢于挑战；注重物质享受，逃避现实；沉迷网络世界，问题突出。

针对大学生的这些特点，学生管理工作应及时进行反思并作出改进，要充分发挥“互

联网 + 学生管理工作”的优势，促进学生管理工作的新发展。

3  “互联网 +”时代下创新学生管理工作的改革探索

3.1  坚持以人为本

在学生管理工作中，管理人员要主动转变角色，从学生管理者向学生服务者积极转化，

为学生提供周到和优质的服务，建立起良性的师生沟通平台，促进学生的成长与提高管理

的效率。

 1）优化校园网络技术，为学生提供优质生活服务。学生管理工作就是要体现在行动上，

真正替学生做实事，面对互联网铺天盖地的发展态势，有别于传统的网络新思维被越来越

多的学生所推崇。本文调查的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管理工作者就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在管理

工作中更加侧重对学生的指导和服务，处处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大学生服

务中心的开设就是很好的体现，学生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快速地得到解决。此外，优化校园

网络，学生办证办卡、报修、充值等很多服务都可以在网上操作解决，尽可能为学生提供

最优质的管理服务。

2）注重“互联网 + 教育”，为学生打造网络学习平台。网络技术的发展，让喜欢新

鲜事物的大学生喜欢低头玩手机，浏览网页，在课堂上亦是如此，导致学习效果不理想。

作为学生管理工作者要因势利导，促进学生学习。例如可以通过班会形式，让学生多去浏

览一些有关学习方面的网站，获得相关知识；或者对学生进行一些计划性的指导，让他们

能够端正自己学习的方向，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条件，积极为学生打

造例如“网络在线”等网络课程学习平台，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去网上学习，针对个

人的兴趣或者薄弱环节进行选择，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3.2  注重实效，利用新媒体平台增强与学生的联系与互动

目前，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已经越来越依赖互联网，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要紧跟时代

步伐，积极将新媒体作为学生工作主阵地来抓，不断探索学生工作与新媒体结合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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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新方法 [3]。在坚持传统教育的同时，积极运用新媒体和互联网作为切入点，时刻

与学生保持紧密的联系，只有与学生喜欢的新事物共同成长，学生管理人员才能深入了解

学生，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做好学生管理工作。

 借助互联网，可以有很多渠道与学生进行互动，比如建立班级 QQ 群或者微信聊天群，

经过调查了解，目前，几乎每个班级辅导员都建立了班级或年级 QQ 群和微信群，他们及

时在群上发布一些消息，让学生可以第一时间掌握相关信息，免去中间的传达环节，极大

地提高了管理时效。同时，鼓励学生有事情的时候通过 QQ 或者微信与老师取得联系，让

老师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理，增强与学生的互动。此外，有的班级还建立了主要学生干部聊

天群，辅导员与他们保持紧密联系，如果学生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第一时间传达消息

给老师，这样老师就可以快速作出反应，将事情妥善处理，减轻老师的工作量。此外，经

常在网上与学生进行互动，学生管理者也会更加了解学生，并获得学生的信任和支持，很

多工作开展起来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3.3  因势利导，促进“互联网 + 学生工作”的新发展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学生的很多活动都与网络密不可分，很多学生的生活与学习

都依赖于互联网，基于这种情况，作为学生管理工作者就要紧紧抓住互联网的优势，因势

利导，让互联网成为学生管理工作中的法宝。

所调查的应用技术大学充分整合校内资源，积极构建官方网站、学生门户网、微信公

众号等网络平台，安排专门的老师进行管理和维护，对学校或者学生相关活动及时进行包

装并宣传报道，挖掘活动亮点和提升学校形象。学生门户网专门为学生量身定制，以学生

为中心，重点宣传报道学生的活动，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学校对他们发展的重视，从而能够

更加积极地投入相关的学习和活动中，有利于他们的成长成才。相关的政策通知也第一时

间在各平台发布，让学生了解并执行，同时在网络平台上报道一些励志消息或人生导读，

引领学生积极向上的思想，为学生打造一个健康、专门的校园门户网。

此外，网站的建设也从学生的实际需求角度出发，充分利用大学生的语言表达习惯，

并且恰当运用新兴媒体技术，结合最新鲜的资讯，将教育内容用最贴切学生实际需求的语

言和喜欢的形式进行表达。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很多人就是借助互联网来认识学校的，如

果相关的网络平台能够建设好，突出办学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校的品牌起到了宣传的

作用，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4  加强学习，提高学生管理工作者的新媒体技术能力与管理能力

在当今网络发达的环境下，如果想借助新媒体工具开展工作传播信息，还需要学生工

作人员具备一定的网络应用能力。不定期组织一些网络培训班让学生管理工作人员进行学

习，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管理工作人员电脑知识及网络建设等技能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

促进作用。作为学校学生管理工作者，部分老师在学校没有培训之前，也主动抽时间进行

充电学习，在学到知识的同时也为学生的学习树立榜样，只有管理人员具备了相关的网络

能力才能在日常的工作中发挥好网络优势，才能真正做到提高管理工作效率。

综上所述，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 , “互联网 +”对学生管理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

是挑战，作为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管理工作者要牢牢把握机会，依托互联网平台，借助网络

优势，提高学生管理工作效率，做好学生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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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University Student Management 
WorkBased on the"Internet +"Application Technology

MA Hai-ting
(Office of Students' Affair,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450,Guangdo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ovel media technology of internet, the network gives 
a increasing impact on human life and culture, especially onthe learning and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technology are mor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nagement also presente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this bring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student management work in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y.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how to innovate the student management work,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tudent management work is a hot topic to practice and explore. 

Key words:  university of applied technology; Internet +; Manag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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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 12 项课题获 2016 年省教育厅立项

为贯彻落实《广东高校重点平台建设跃升计划实施方案（试行）》和《广东高校重大

项目与成果培育计划实施方案（试行）》，2016 年省教育厅结合“创新强校工程”的实施

组织开展了各层次、各类型平台和项目的评审工作。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6

年重点平台及科研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粤教科函 [2017]45 号）》，我校《一种无网络流

量消耗的新型验证码验证方案》等 12 项课题获得立项，分别涵盖特色创新（自然科学）、

特色创新（教育科研）、青年创新（自然科学）、青年创新（人文社科）等多个领域，标

志着我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供稿：邓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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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研究二十年》

一文指出，“教学改革”是高频次关键词，“提

高教师的职业人文教育能力将成为该研究领

域的一个新焦点和趋势”。 应用型本科高校

教师依据先进大学教学理念，加强课程设计，

开展教学改革是提高自身教育能力的重要抓

手。从“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角度设

计《唐诗宋词鉴赏》这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

“鉴赏”就是学生直接“采购”和“享用”

唐诗宋词并产出成果，从而实现变化性情、

诗化生活、诗意栖居的人文素质教育目标的

过程。实践证明，这样的课程设计，学生学

习效果较好。

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教学设计；采购；享用

收稿日期：2016-06-22

作者简介：张绪平（1962-），男，湖北大冶人，

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先秦文学、古

代咏史诗方面的研究。

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从酝酿到 1995 年原国家教委开始

有计划地在 52 所高等学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

成立“加强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协作组”，途经教育

部 1998 年颁布《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及

2009 年 11 月召开“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专

题研讨会”，至今已有 20 余年了。2016 年初，李明忠、魏丽颖、

邵攀发表了基于中国知网（ CNKI） 1995 ～ 2014 年 1 693 篇文献

的知识图谱分析的成果《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研究二十年》，该文

分析指出：“综合分析关键词频次、节点大小以及节点中介值可知，

1995 ～ 2014 年，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研究热点主要聚焦在‘文化素

质教育的内涵及其与相关概念之间的辨析’‘以理工科院校和高

职院校为实施主体的高校类型’‘基于人才培养模式为核心的教

学改革和课程设置’及‘校园文化活动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载

体四个方面’”。[1]35 该文在论及“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研究前沿与

研究趋势”时指出：“目前，随着一批地方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

校转型，在考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满足社会需求、提高大学

生就业率的同时，如何转变对‘技术教育’的偏颇认识、在专业

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在校企协同培养中强化职业素养、彰显职

业人文特色的校园文化、提高教师的职业人文教育能力将成为该

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焦点和趋势。” [1]38 综合他们的结论可知，应用

型本科高校开展基于人才培养模式为核心的教学改革，尤其是改

革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教学设计对推进文化素质教育深入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以《唐诗宋词鉴赏》课程为例，对 “以学生为中心”

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教学设计做些初步尝试。

1    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教学设计的理论依据

赫尔巴特提出的传统三中心（教师、课堂、书本），随着时代

的发展越来越不合时宜，逐渐被杜威提出的新三中心（学生、活动、

应用型本科高校“以学生为中心”的文化素质教育          

课程教学设计

——以广东白云学院《唐诗宋词鉴赏》课程教学为例

张绪平，张雯雯

广东白云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粤粤0-L0150283（2017）01-06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年创新强校工程项目（2015GXJK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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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取代，罗伯特 B·巴尔和约翰·塔格 1995 年提出了本科教育新范式：美国高等传

授范式正在历经转变。从传统的控制型范式称为“传授范式”（instruction paradigm）向“学

习范式”(learning paradigm) 转变。学习范式结束了课堂的主导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任何可

以最好地促进学生求知的方式。[2]

在当前“互联网 +”的时代，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得到进一步阐发，国内学者、华中

科技大学赵炬明教授阐发了新三中心理念，即以学生的成长发展为中心、以学生的学习为

中心、以学生的学习结果为中心。[3] 这就要求教育教学以学生的发展状态为基础，教师教

育教学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要求教师明确教育是学不是教这

样一个宗旨，不能把教当成目的，学才是目的，教只是手段，不能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

系问题；以学习效果为中心，要求教育教学过程应重视效果， 教学评估与反馈应根据效

果来设计，对老师的考评以及老师对学生的考评中， 重点考察的不是教师教了多少，而

是学生学了多少。

根据“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文学名著阅读欣赏类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教学设计

应该把某些精品课程所展示的学生听老师鉴赏范式，改为学生自己直接鉴赏的范式，即学

生自己直接向作家采购作品、学生直接向专家学者采购作品的解析和享用采购所得，自己

建构作品的新意义，进而实现变化性情、诗化生活、诗意栖居的人文素质教育目标。这一

教学设计的理论依据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1  建构主义学习论

该理论认为，知识是建构的而不是客观观察的，学习者的主观性贯穿整个认知过程；

学习是学习者在特定环境中，已有和现有经验互动基础上，自己创造自己的新意义和新经

验的过程。只有学习者主动参加到这个意义与经验建构过程中，学习才会发生。学习效果

取决于学习者的主动性、参与程度和学习方式等。

1.2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

布卢姆将认知教育目标从低级到高级分为 6 类。

6）Creat：combining parts to make a new whole（创造：综合各部分学习，全新创造）

5）Evaluate：judging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or ideas（评价：评价所获得的知识或观点

的价值）

4）Analyze：Breaking down information into component parts（分析：分析所获得知识的

若干要点）

3）Apply：Applying the facts,rules,concepts and ideas（应用：运用获得的事实、规则、

概念或观点）

2）Understand：understanding what the facts meam（理解：理解知识的含义）

1）Remember：Recognizing and recalling facts（知道：知晓和回忆知识）

1）、2）、3）类为低阶学习，4）、5）、6）为高阶学习。学生听老师欣赏的教学设

计只停留在低阶学习层次，其实质是老师替代欣赏。

1.3  建构主义的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必须改变立场，回到文学现场，立足文学经验，面向文学实践。[4] 人文教育

中的文学鉴赏应该放开让学生自己沿着原文和相关文献的文字走进文学作品产生的现场。

1.4  阐释学理论 

“文本有含义与意义之分，前者与作者创作意图直接相关，是不变的，后者则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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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是变化的。”[5] 文学鉴赏的“鉴”就追求作品的含义，“赏”就是追求作品的意义。

2   《唐诗宋词鉴赏》教学设计

2.1  学习目标

唐诗宋词鉴赏学习的目标是采购和享用。

所谓“采购”就是学生深入图书馆的书、百度、诗词网、中国知网，直接获取自己感

兴趣诗词，直接向后世专家、学者、教授获取诗词的解（诗词每个字怎么读？每个词、每

句诗是什么意思？是诗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情况和处境下写的？）走进唐诗宋

词的“现场”，接近作品的“含义”，实现布卢姆的 Remember（知道）和 Understand（理

解）教育目标。

所谓“享用”就是学生用诗词自娱自乐，诗化生活，诗意栖居，提高语用水平，即朗

读、朗诵、背诵诗词，自己思考、体会诗词“意义”，把诗词引用到自己的文章里，自己

创作诗词，并与大家分享，实现布卢姆 Apply（应用）、Analyze（分析）、Evaluate（评价）

及 Creat（创造）教育目标。

2.2  学习内容

为了突出人文性，舍弃了以时间为主线的惯例，以主题为纲建构学习内容，见表 1。

主题 教师推荐，学生自由采购 自主采购

亲情主题
1. 诗经·邶风·凯风；2. 古乐府《长歌行》；3. 《游子吟》；

4. 岁暮到家；5. 舒婷《呵，母亲》
6. 学生自选作品

友情主题

1. 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 梁州梦；2. 初与元九别后，忽梦

见之……-- 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夜对桐花寄乐天；

3. 梦微之 

4. 学生自选作品

爱情主题

1. 诗经·邶风·击鼓；2. 唐风·绸缪；3. 李商隐《无题》

昨夜星辰昨夜风 、相见时难别亦难、来是空言去绝踪；

4. 李煜菩萨蛮 

5. 学生自选作品

乡情主题
1. 宋之问度大庾岭；2. 回乡偶书二首 ( 贺知章 )；3. 柳永

八声甘州；4. 余光中《乡愁》 
5. 学生自选作品

天地情主题

1. 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2. 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

之二）》；3. 张九龄《感遇》；4. 王维《辛夷坞》；5. 

苏轼《浣溪沙》

6. 学生自选作品

2.3  学生学习任务

1）诗学和阐释学（元知识，Understand，Apply ）

2）认知原诗词（鉴，Remember ） 

3）掌握字面意思（鉴，Remember ）

4）认识作者时代（鉴，Understand，Apply ）

5）认识作者生平（鉴，Understand，Apply ）

6）认识写作时处境（鉴，Understand，Apply ，Analyze ）

7）理解作品含义（ 鉴，文献， Understand，Apply ，Analyze ）

8）领会作品意义，写出你的理解与感悟（赏，文献，，Evaluate，Create ）

9）写出你的诗文（赏，Create ）

2.4  教师教的行动

1）讲解课程设计与学习行动，呈现 PPT；

2）讲解诗学与鉴赏学，呈现 PPT；

表 1  唐诗宋词鉴赏学习内容 



18

3）示范性鉴赏，重回诗词现场，呈现文献阅读笔记；

4）示范性鉴赏，从诗词现场回归现实，呈现小论文；

5）示范性鉴赏，诗化生活，呈现诗文作品；

6）学生鉴赏成果点评。

2.5  学习行动

1）到教室听说笔记，学习鉴赏方法，交流鉴赏成果；

2）课外选择诗词，抄写诗词，朗读朗诵；

3）课外围绕所抄写的诗词，读文献（字典、图书馆的相关书籍和大学学报、网上资料、

中国知网等），理解所读文献，摘录抄写对自己有启发的文献，从而了解、掌握所抄写的

诗词的作者时代、作者生平、写作时处境、字面意思、作者本意、作品含义；

4）在理解原文、理解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联系现实生活建构作品的意义，写作小论文；

5）在论文的基础上，制作 PPT，发表自己的成果；

6）学习诗人们，发现美、欣赏美、表现美，写出自己的诗文；登台朗诵自己的诗文。

2.6  学习成果

1）自己喜欢的诗词的手抄稿 1 份；

2）所抄诗词朗读朗诵音频 1 个（mp3 格式）；

3）围绕所抄写的诗词，阅读相关文献，做阅读笔记 1 千～ 2 千字，注明详细出处；

4）在文献阅读笔记的基础的上（运用笔记），就所抄写的诗词写出小论文 1 篇，不

少于 1 千字，引用文献，必须标注出处；

5）自己创作的诗文 1 篇，字数不限。

学习成果与学习目标是匹配的，评价标准是要衡量目标达成的程度 , 学习成果与目标

的匹配及评价 ( 表 2)。

序号 学习成果及辅助性成果 对应的目标 评价标准

1
到教室学习鉴赏方法，交流鉴赏成

果（16 分）
①②③④ 每次准时到课 2 分

2 围绕某主题抄写诗词（10 分） ② 准确 6 分，书写规范 2 分，美观 2 分

3 朗读、朗诵、背诵所抄诗词（5 分）②③④ 准确 2 分，流畅 2 分，节凑和情感 1 分

4
阅读、理解所抄写诗词的相关文献，

做 1000-2000 字读书笔记（20 分）
②③④

笔记够量 10 分，参考价值 5 分，标注具体准确

出处 5 分

5
联系现实生活和笔记写 1000 余论

文（20 分）
②③④

联系笔记，鉴、赏深度 10 分，联系生活现实 5 分，

文本质量 5 分

6 创作诗文（10 分） ②③④
对读者有启发 5 分，条理清楚 3 分，语言通顺畅

达 2 分

7 登台汇报分享成果（14） ②③④ 登台 10 分，内容充实 4 分

8 成果的装订和文面质量（5 分） ②③④ 封面信息完整准确 3 分，装订整齐 2 分

3    该设计的应用效果

3.1  问卷调查结果

2015 年 12 月中旬，广东白云学院教师发展中心对本学期按照这个设计进行教学改革

的《唐诗宋词鉴赏》课程在课堂上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根据李克特六点量表格式，结合

学校实际与文献资料编制，α 信度系数为 0.947。采用匿名抽样调查方式，发放问卷 24 份，

回收 24 份，有效问卷 24 份。调查结论包括：

1）参与调查学生一致对“老师在学期初就明确给出了学习目标和要求等规划”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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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习成果与目标的匹配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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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比较满意。老师在学期初就明确给出学习目标和要求等，有助于学生明确学习计划与要

求，有助于师生高效地完成学习计划内的任务，提高学习效果。

2）在学生认为效果最好的教学方式的调查中发现，“亲自操作、感知、体验、创作

等实践活动”的效果相对最好，其次“老师带领大家阅读经典原文”，再次是“科普性讲

授”，最后是“来自老师的开放性接受与及时反馈”。 

3）对学生学习本门课之后的效果调查显示：学生自我评价较高。在“学习之后，我

的诗词阅读质和量得到很大提升”选项中，学生的平均得分是 4.71 分，满分是 6 分。而

且学生在“我认为学习中国古代文学鉴赏有助于提高我的人文修养”中的平均得分达到 4.92

分，满分是 6 分，效果相当不错。 

3.2  学生学习成果对调查结果的印证

广东白云学院 B14 会计学 11 班 林佳桐：“一个读了诗的人，他看到美景时会背‘落

霞与孤鹜齐飞’, 会说‘夕阳无限好’，而一个没读诗的人，面对大好河山也只会哇塞！

酷毙啦！……诗，就是这样一种能在不经意间已经驻入人心底的文字。而我的心中，就被

张继的《枫桥夜泊》驻扎着。”

“枫桥夜泊本是愁诗，但读着它，却让我感受到了快乐，感受到了一种情怀。诗意便

是这样参与了我人生的构建，它让我懂得欣赏景色，去寻觅景色背后的故事。 ”并赋诗

一首（图 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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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2013:4.

[4] 马大康 . 面向文学实践的理论转向——关于“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思考 [J]. 文艺争鸣， 2009（9）：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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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林佳桐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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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Humanities Courses Focused 
on Student-centered The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Poetry Appreciation” course

ZHANG Xu-ping，ZHANG Wen-wen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College,Guangzhou 510450，Guangdong)

Abstract: The article "Review on Twenty Years’ Cultural Quality Education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pointed out, "education reform" is the high frequency key words, 
"improving teachers'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humanistic education will be a new focus and trends 
in the field." Improving the ability on instructional design in humanistic 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a teacher has been an important foothold in Strengthening Students' Cultural Quality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Technology. Designing the "Poetry Appreciation"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centered Theory, "appreciation" has become the processes which students 
“purchase” and “enjoy” the poetry. And then students acquire the learning outcomes. The 
process can achieve changes in temperament; live a poetic and dwelling life .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design of the curriculum can make students learn better.

Key words: humanistic education；instructional design；procurement；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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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白云新风   扬汉声金威
广东白云学院与汉声集团有限公司共建汉声商学院开班

 2017 年 3 月 23 日，广东白云学院应用经济学院与汉声集团有限公司共建汉声商学院

开班典礼在广东白云学院隆重举行。广东白云学院校长黄大乾、副校长刘跃南、副校长沈

根生、应用经济学院院长吴铁雄，香港汉声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立仁先生、香港汉声集团首

席业务发展官李正文先生、香港汉声集团财务总监梁智坚先生、广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秘书长敖少华先生等出席了本次大会。

本次与香港汉声集团共建“广东白云学院汉声商学院”是我校开展校企协同育人又一

佳绩。根据双方合作协议，共同组建广东白云学院汉声课程班，课程班为期一个学期，共

开设 10 次专业讲座，主讲教师由企业聘请行业专家。而课程班学员通过系统的学习，对

提前掌握行业知识，了解企业环境，提高就业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

（供稿：李惠军   赖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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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发挥学科基础课在经济管理类

专业教学改革中的作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

与实际工作能力相结合的应用型人才，是当

前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改革实践面临的一个

突出问题。《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

基础课，近几年来，通过实施“问题教学法”，

将教学活动置于“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将

教学过程的“单向灌输”改为教与学之间的

“双向互动”，对培养学生思考的习惯和团

队合作精神，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及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等方面都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经济学；单向灌输；问题

教学法；双向互动

收稿日期：2016-09-23

作者简介：欧阳勤（1977- ），女，江西彭泽人，

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

的一门学科基础课，也是该类专业学生进入专业学习的一门理论

与经济生活相联系的课程。它主要研究消费者、企业等市场主体

对稀缺资源如何做出最优决策，探讨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以及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

就经济学的内容而言，基本的概念和术语繁杂，各种类型的

经济模型交替出现，经济学所揭示出的许多规律和结论，对于培

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思维解决实际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作用。就

整个社会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和不断创新的时代，经

济生活中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更促使人们从经济学中寻

找解释这些变化的答案。

以应用型本科院校《经济学》教学为例，秉持“以学生的学

习效果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旨在探索“问题教学法”教学改革

实践过程中的教学效果。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问题教学法”，大约已有 60 多万篇相关

文献，可以看出对于问题教学法的理论及其运用模式的研究是比

较成熟的。从现有文献研究的内容来看，绝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学

课程的教学改革方面，在高校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运用的研究非常

有限，只有少数论文涉及到这一课题。在此背景下，探索“问题

教学法”教学改革，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也具有较强的实践

意义。

1    传统教学方法存在的不足

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就必须对传统教

学方法做一番总结。尽管各种教学方法都有其优点或长处，如讲

授法严格按照章节目标顺序的详尽讲解，旁征博引地论述问题等。

但是，为了引入新的教学方法，就需要重点梳理传统教学方法的

不足之处。可以将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简单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问题教学法”的教学改革实践之探索

——以应用型本科《经济学》教学为例

欧阳勤，刘秀光

广东白云学院  应用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粤0-L0150283（2017）01-06

基金项目：广东白云学院2013年福特基金项目（013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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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方面，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传统讲授法以教师讲授为主，以教师为主

体，以教材为中心。教师更注重对经济学中那些知识点的讲授，教学的重心和目的在于灌

输教材内容。学生的学习主要以听讲为主，致使学生的课堂学习过程是由上而下的“单向

灌输”。教师对于学生学习效果的掌握，就只能通过课后的作业和期末考核中体现。

第二个方面，教学过程的“单向灌输”造成学生被动式的学习。在班级随访的过程中，

发现大部分学生在课前没有阅读教材，也就自然不去思考自己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想收获什

么，学习目标就是以教师教什么就学什么。学生被动式学习的结果是，学生不能很自然地

把自己置身于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大部分学生对某些经济现象难以运用经济学原理做出合

理的解释，缺乏深入分析问题、探索发现新的知识的能力。

探索一种以问题为载体的教学互动模式，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开始的。该教学模式

将教学过程的“单向灌输”改为教与学之间的“双向互动”。主要体现在是以学生为主体，

以学生的学习效果为目标，利用预先设计的与经济学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激发

学生的思考和求知欲望，引导学生参与新知识的学习探索，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打好学习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基础。

2   “问题教学法”的教学改革实践

“问题教学法”是指以问题作为主线，以问题导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动机，让学

生在问题中学会思考和实践，让问题贯穿于课堂教学的整个过程之中，以实现学生新旧知

识的联系和知识结构的发展完善，培养学生的能动思维及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1]

2015~2016 年连续两年，分别在广东白云学院的经济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

专业的 2 个班的微观经济学进行了“问题教学法”的教学改革实践，教学改革需要教学改

革实践的组织和预案，以及教学“问题模块”的设置。

首先是教学改革实践的组织和预案。学生分成以 4~6 人为单位的学习小组，选定一名

学生担任小组长；教师在课前一周将课堂教学拟解决的问题发给学生，小组成员分工合作

查找资料、了解知识点、制定解答问题的方案并制作 PPT 课件，在课堂上由小组成员以

PPT 课件的形式进行汇报，并与其它小组进行交流；学生自评、互评，以及教师的评价和

总结。

其次是教学“问题模块”的设置。“问题模块”是“问题教学法”的素材，也是教学

改革的关键环节。因此，教师需要对课程的知识点并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学生的背景

知识和背景技能进行问题设计。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

市场理论、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于是，依据微观经济学的的基本理论框架，共设

计了 6 个模块共 30 个左右的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根据学时来选取教学模块内容。

问题模块 1：中心内容是供给与需求原理及弹性理论。教学过程中紧紧围绕供给与需

求的推导过程，如何利用供求分析工具来解释与预测商品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变化。

学生准备讨论并汇报的问题：结合经济实例来说明“马歇尔十字交叉”是怎么形成的

及“丰收的悖论”。

问题模块 2：中心内容是消费者选择理论，教学过程围绕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预算线

及无差异曲线来推导需求曲线的形成过程，使学生会运用边际分析和无差异曲线分析工具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4 卷第 1 期    VOl.24    NO.1



23

解释消费者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

学生准备讨论并汇报的问题：通过探讨广州、上海、杭州等地消费者对住房需求的反应，

水与钻石价格与所带来的利益差别巨大的悖论来理解消费者选择的边际效用理论，能使用

边际效用理论预测价格变化和收入变化的影响，预测价格和收入变化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

问题模块 3：中心内容是企业生产理论，教学过程围绕企业在短期和长期中是如何决

定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培养学生会运用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原理解释生产中的一些经济现

象。

学生准备讨论并汇报的问题：走访学校周边的企业或服务行业，分析企业的产品是如

何生产出来的。通过经济实例讨论，拟掌握以下知识：描述企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区分

短期和长期生产；在短期企业的产量与所雇用的劳动之间的关系。

问题模块 4：中心内容是成本理论。教学过程主要围绕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经营

决策来学习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的概念以及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

学生准备讨论并汇报的问题：请学生考察一年中，一个面包店的投入要素价格与其一

年的收入情况，从会计师和经济师的角度对该店是否继续经营进行决策。通过经济实例讨

论，学习各成本的概念。

问题模块 5：中心内容是市场结构理论，教学过程围绕完全竞争企业和垄断企业的经

济决策分析，培养学生能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厂商在不同市场结构中制定实现利润最大化

策略的能力。

学生准备讨论并汇报的问题：结合各种类型的企业，如海信公司、铁路公司、电信公

司等等，描述并分析企业经营面临的不同市场类型；企业如何做出供给决策，企业有时会

采取暂时停业并解雇工人的措施；一个行业的价格和产出是如何决定的，以及企业为什么

要进入或退出该行业；垄断是如何产生的，区分单一价格垄断和价格歧视垄断。

问题模块 6：中心内容是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教学过程围绕外部性和公共物品

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培养学生能结合现实情况提出减轻市场失灵造成的低效率的建议。

学生准备讨论并汇报的问题：通过分析环境污染、公用地使用问题，学习外部性是如

何产生的；为什么负外部性导致生产过多因而无效率，通过什么方法来达到一个有效率的

结果；为什么正外部性因生产不足而导致无效率，通过哪些措施来提高经济效率；区分私

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搭便车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公共物品的数量是如何决定的；

公用地的悲剧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

3    教学效果的数量分析

选取 15 级本科经济统计学 1 班作为常规班级，学生人数为 73 人，14 级本科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3 班为实验班，学生人数为 30 人，《微观经济学》课程期末都采取闭卷的考

核形式。这两个班级的学生在整体上学情大致接近，因此，选取这两个班级的教学效果进

行对照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3.1   终结性评价分析

上述两个班的期末考核分别在 2016 年 1 月和 7 月进行，试卷内容不尽相同，但题目

类型一致。两个班的期末测评成绩综合分析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欧阳勤，刘秀光：“问题教学法”的教学改革实践之探索——以应用型本科《经济学》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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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段 [100 ～ 90] (90 ～ 80] (80 ～ 70] (70 ～ 60] (60 ～ 0]

( 等级 ) ( 优秀 ) ( 良好 ) ( 中等 ) ( 及格 ) ( 不及格 )

类别 期末考 期末考 期末考 期末考 期末考

人数 (73) 2 7 20 28 16

百分比      2.74      9.59      27.40      38.36      21.92

最低成绩：39.00  最高成绩：96.00  标准差：10.93  及格率： 78.08%   平均成绩：66.49

分数段 [100 ～ 90] (90 ～ 80] (80 ～ 70] (70 ～ 60] (60 ～ 0]

( 等级 ) ( 优秀 ) ( 良好 ) ( 中等 ) ( 及格 ) ( 不及格 )

类别 期末考 期末考 期末考 期末考 期末考

人数 (30) 0 3 16 7 4

百分比      0.00    10.00      53.33    23.33    13.33

最低成绩：39.00  最高成绩：89.00  标准差：9.36  及格率： 86.67%  平均成绩：69.10

表 1 和表 2 中的数据显示，15 级经济统计学 1 班和 14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班，

平均成绩分别为 66.49 和 69.10；标准差分别为 10.93 和 9.36；及格率分别为 78.08% 和

86.67%。

根据标准差的数据可知，14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班学生的学习成绩差异性明显小

于 15 级经济统计学 1 班，并且平均分数也高于 15 级经济统计学 1 班。这些数据反映出两

个班级在教学效果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下面通过 F 和 t 检验，来说明以问题为导向的教

学法是否有效。

3.2  教学效果的检验

对两个班的成绩是否存在差异的检验，主要包括方差齐性检验及两样本均值检验。

首先，使用 F 检验，对两个班的总体标准差 / 方差进行差异性检验。具体的步骤是， 1）

提出假设：H0 两个班的方差相等，H1 两个班的方差不等；2）给出检验统计量：构造 F；

3）F 统计量的观察值为 F ＝ 1.137 对应的观察值在零分布下的概率为 P ＝ 0.359；4）在显

著性水平为 0.05 的条件下，P ＜ α ；5）拒绝原假设，即两个班的方差存在显著性差异。

基本结果如表 3 所示。

类别 变量 1 变量 2

平均  74.51 78.2

方差  73.50 64.6

观测值                            73                             30

df                            72                             29

F                              1.137

P(F ＜＝ f）单尾                              0.358

F 单尾临界                              1.736

其次，在两个班方差不等的情况下，采用 t- 检验 : 双样本异方差均值检验。具体的步

骤是，1）提出假设：H0 两个班的均值相等，H1 两个班的均值不等；2）给出检验统计量：

构造 t；3）对于双侧检验，计算观察值 t ＝ -2.077  对应的双侧概率为 P ＝ 0.042 3；4）在

显著性水平为 0.05 的条件下，P ＜ α；5）拒绝原假设，即两个班的方差存在显著性差异。

基本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2  14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班期末考试成绩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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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F- 检验：双样本方差分析

表 1  15 级经济统计学 1 班期末考试成绩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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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1 变量 2

平均  74.50 684 932                    78.2

方差  73.50 342 466                    64.64 827 586

观测值                     73                    30

假设平均差                     0

df                     57

t Stat                   -2.076 955 389

P(T ＜＝ t) 单尾                     0.02 116 183

t 单尾临界 1.672 028 889

P(T ＜＝ t) 双尾 0.042 323 661

t 双尾临界 2.002 465 444

通过 F 检验，对两个班的总体标准差 / 方差进行差异性检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两

个班的方差存在显著性差异。通过 t- 检验 : 双样本异方差均值检验，得出两个班的方差存

在显著性差异。这表明教学改革使学生的学习期末成绩得到提高。期末试题主要以论述题

和作图分析题为主，因此，也能说明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一定的提高。

3.3  对教学效果的评价

根据终结性评价分析结果可以显示出，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形成性评价是综合考核方式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课堂出勤率，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以及教学成果展示，根据随堂记录可以看出，实验班学生玩手机的人数减少，参与课堂讨

论活动的人增加，学生有上讲台演示学习成果的热情，旷课率显著降低，课前预习的人数

明显增加。对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可以做出进一步的分析，“问题教学法”的优点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在课程问题设计上，以经济学课程的主要内容为中心，

结合实际经济事例进行设置。激发学生去观察生活，走入市场进行调研，同时需要学生查

阅各种有关的资料结合分析。例如，讲授供给和需求对商品的价格和数量的影响时，学生

收集了近 5 年来的猪肉价格变化，并思考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猪肉的价格；讲授生产理论时，

学生走访了学校周边的数个企业，思考它们的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列举出了影响企业

产出的因素等。

第二，加强了对经济学知识点的掌握。“问题教学法”的教学模式，提前将课堂教学

的材料发给学生，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课前准备，避免被动和盲目地进入课堂。根据

随堂考察，90% 以上的学生对课程有课前预习。一堂课结束 70% 的学生可以自述授课内容，

可以说明课前预习的效果。

第三，提高了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传统的学习模式是以个体为中心，大多数学生独

立学习，鲜见研讨和争论问题。“问题教学法”的教学模式，在做课题讨论时，需要小组

成员共同参与。如此以来，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就逐渐养成了。根据调查显示，60% 的学

生认为小组或团队学习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

第四，提高了学生表达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教学环节中，需要学习小组展示小组成

果，并进行讲解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个环节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其他学生

沟通的能力。这个环节也活跃了课堂的学习气氛，使得学生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表 4  t- 检验：双样本异方差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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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优点和缺陷。在“问题教学法”的教学改革实践

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遇到了一些困难。具体地说，应用型本科注重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增加了实践教学相应减少了理论教学；大部分学生习惯了“单向灌输”，而对

“双向互动”则比较陌生；相对于传统的讲授法而言，“问题教学法”要避免经济学理论

知识“碎片化”倾向等，都是今后教学改革实践的重要课题。

4    结 论

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学习具有重要

地位。 “问题教学法”是将教学活动置于“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尝试将传统教学的“单

向灌输”改变为教与学之间的“双向互动”，旨在培养学生思考的习惯和团队合作精神，

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发挥“问题教学法”的优点，借鉴传统教学方法的长处，以提高教学效果，让学生真

正感受到经济学这门“激动人心的学科”如此意趣盎然，或许学生的学习气氛、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也就在其中了。这也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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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play the role of basic course i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economic management 
specialty, and cultivate the practical personnel with innovative spirit, is a prominent problem 
i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specialty. Economics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the training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on economics teaching, putting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process 
of solving problems, and to change the one-way inculcation into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habits of thinking and the spirits of teamwork, improving student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nd promoting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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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应用型大学毕业设计中

存在问题的分析研究，提出基于“3+1”培

养模式的毕业设计改革方案。重点探析了毕

业设计选题类型改革、指导教师工作规范改

革、毕业设计质量监控体系改革等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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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上蔡人 , 主要从事电子信息工程方面的

研究。

随著高等院校的扩招及培养模式的转变，教育工作者对普通

本科院校的发展思路及方向一直在不断的探索 [1][2]。以培养应用技

术为目的的工科院校被称为应用型大学，这类院校更偏重学生的

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作为重要的教学环节，毕业设计在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进行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训练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很

多院校在培养方案中对该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实施

细则 [3]。然而，由于理念、要求及方法的不同，该项工作所达到的

效果不尽人意。据调查，有近 34% 的学生认为没有通过毕业设计

让自己的能力有所提高，41% 的学生认为毕业设计对日后的工作

帮助不大。因此，探讨毕业设计工作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提

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毕业设计中存在问题的分析研究，提出基于“3+1”培

养模式的毕业设计改革方案。该方案在广东白云学院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试行，取得较好的效果。

1  “3+1”模式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1.1  传统的毕业设计理念根深蒂固，思想转变困难

在毕业设计工作中，无论是指导老师还是教育管理者，有相

当多的人没有从传统的毕业设计理念中转变过来 [4]，认为做研究型

或技术开发型的毕业设计才是真正的毕业设计。然而，从目前的

就业状况看，学生毕业以后从事的工作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比如

有做客户服务的、有做生产管理或产品质量控制的、有做产品维

修或产品销售等，能够从事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的人少之又少。

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毕业设计所做的项目与毕业以后从事的工

作关联不大，工作中需要的能力毕业设计中没有得到有效培养。

部分指导老师和管理者对这一新情况重视不够，认为不做研究型

或者技术开发项目，就是不符合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毕业设计

就不合格。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毕业设计不仅选题困难，设计

基于“3+1”人才培养模式的毕业设计研究与实践

——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例

尼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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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也面临一些困难；不仅做不到真题真做，对学生的实习工作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2  设计题目与从事的工作脱节，毕业设计选题类型单一

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老师衡量一个学生的选题，往往是看他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

有一定的技术先进性，而不去考虑题目与工作实际是否相关。在目前广东白云学院实行的

“3+1”培养模式（学生在校内学习 3 年，在企业实习 1 年）下，学生在大四就离开学校

到工厂实习，实习的岗位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有的学生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干。

这样，如果硬性要求学生做研究型或者技术开发型项目，学生是很难做到的。在毕业设计

不通过不能毕业的制度下面，学生只有选一个自己不熟悉不喜欢且与工作不相关的题目勉

强应付，结果出现了大量的抄袭与雷同现象。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设计题目类型单一，让学生在设定的框框下做文章，没有

自由，脱离实际，不利于学生的能力培养。鉴于此，迫切呼唤能够与学生实习岗位对接的

设计题目类型。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本着对实习及以后工作有利的原则，让学生

选择适合自己的题目。

1.3  学生对毕业设计重视程度不够，指导老师工作难度较大

就业是学生的主要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学生为了生存，已经不能考虑是否从事自

己对口的专业了，事实上大部分学生做不到专业对口。因此，多数学生认为毕业设计做好

做坏无所谓。另一方面，对指导老师的指导难度也加大了。比如一个电子专业的学生找到

的工作是贵金属销售，对于一个电子专业的导师指导销售真是勉为其难。另外，在“3+1”

模式下，学生在企业实习，与导师不在一起，只能通过微信或电话沟通，给毕业设计的指

导增加了难度。

2    应用型大学毕业设计改革

毕业设计的目的是通过对具体课题的设计，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爱岗敬业，勤于思考的习惯。根据毕业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的原则，提出以下的改革措施。

2.1  毕业设计选题类型改革

选题是毕业设计的关键环节，不仅要求具有适当的难度及一定的科学性，而且更要符

合学生的特点及工作实际。根据对学生实习岗位及工作情况的调研，提出了以下的选题类

型。

1) 科学研究型。主要是根据专业特点，做一些科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这种类型的题

目可以由学生自己提出，也可以是导师研究课题的一部分。这类题目主要适用于那些致力

于理论研究的同学。设计成果形式：论文 + 实验报告等。

2) 技术开发型。根据生产一线中产品开发项目的需要，由企业技术主管确定研发题目；

也可以根据实习专业的性质特点，与专业导师沟通后提出研发题目。这类题目主要适用于

在企业研发岗位实习的学生，题目可以是研发产品的一个模块，也可以是生产设备技术改

造的一个项目。设计成果形式：论文 + 硬件电路板 + 软件清单等。

3) 服务报告型。对于从事客户服务、售后服务等工作的学生，通过对客户服务中的

典型案例分析，发现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深入思考形成独到的见解，最后形成解决方案，

并将解决方案在实际工作中试行，产生能够说明效果的数据，形成论文。服务报告可以是

关于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是与客户沟通、建立客户关系、客户服务技巧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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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题目需注意专业知识的应用，防止出现与所学专业毫无关联的问题。设计成果形式： 

论文 + 客户服务案例。

4) 维修报告型。对于从事产品维修的学生，通过对维修实践中发现的典型问题进行

分析，提出新的维修方法或理论；也可以通过归纳总结产品中维修量较大部位的问题，提

出对产品改进的建议等。设计成果形式：论文 + 维修报告。

5) 质量管理型。对于从事质量监控管理的同学，通过对日常质量管理工作中影响产

品质量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管理流程或制度中的问题并提出修改建议；也可以是发现工

艺流程中的问题并提出修改建议；或者对产品质量测试数据的分析归纳，提出新的测试方

案等。设计成果形式：论文 + 测试报告或管理制度或工艺文件等。

6) 产品销售型。对于从事产品销售的同学，通过对销售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思考与分

析选择题目。可以是在销售产品技术性能类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销售策略或

销售方案；也可以是在发展客户的过程中自己所做工作的归纳总结，提出建立客户关系的

方法及理念等。这类题目需要注意与所学专业的关联，不能销售与所学专业无关的产品。

设计成果形式：论文 + 销售策略、方案等。

2.2  指导老师工作规范改革

在“3+1”模式下，学生进入实习岗位后，毕业设计由企业导师和专业导师联合指导。

这种双导师制在执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企业导师只挂名不指导，专业导师因不能

与学生朝夕相处，给指导工作带来不便等。为此需对指导老师工作进行规范。

首先对企业导师的聘任进行规范。通过对企业技术人员的考察，遴选有高级职称的工

程师作为企业导师，学校颁发正式聘书，签订协议，明确指导目标，并根据毕业答辩成绩

支付劳务费。

其次对专业指导老师的工作方式进行规范。导师可以通过网络与学生沟通指导，除此

之外，明确每月至少应与学生面对面指导一次，明确对学生毕业设计结果负责，对于设计

成果质量不高，答辩不合格的导师，进行一定形式的处罚。

2.3  毕业设计质量监控体系建设

在“3+1”培养模式下，校企协同育人的方式对毕业设计的质量提出新的挑战。为了

保障质量，需对该项工作的每一个过程进行监控。包括毕业设计选题质量监控；毕业设计

过程质量监控，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监控；毕业设计答辩质量监控。在每一个环节，提出具

体的监控指标和监控方式。比如对选题的监控，二级学院对学生的设计题目进行集体评审，

对于不合要求的题目及时反馈给学生，以此避免最后答辩时才发现选题不合适的尴尬。在

设计过程监控环节，通过与企业合作建立毕业设计真题真做保障平台，保证学生有较好的

硬件设计条件，得力的企业指导老师和充足的研究时间，确保真题真做落到实处。

通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解决了毕业设计过程中质量监控不力的问题，包括毕业设计

选题质量不高且难度不合理、毕业论文撰写水平不高且格式不够规范、毕业答辩敷衍应付

且答辩成绩随意乱给等现象。

3    结束语

毕业设计工作从理念到执行、从过程到结果，很多方面都需要改革。此文关于毕业设

计改革的探讨只是一种尝试，不敢认为这种尝试一定正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让毕

业设计与学生从事的工作紧密结合，在工作中观察、思考、刻苦专研，形成自己的独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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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培养他们的工匠精神，让他们更加爱岗敬业，这是最重要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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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roblems in application oriented university graduation design, 
the "3+1" training mode of graduation design reform program is proposed.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the topics of graduation design type reform, teachers work norms reform and the key problems 
of graduation design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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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毕业生受欢迎   多家企业提前“预定”
2017 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应用型人才专场招聘会在我校举行

 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广东白云学院承办的“2017 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供需见面

会——应用型人才专场”于 5 月 19 日在我校西校区运动场举行。广东省大学生就业指导

中心副主任冯伟雄莅临学校指导工作，我校党委副书记李纯英、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虞迅到

现场关心指导学生应聘情况，本次供需见面会共有 257 家企业进场招聘。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认真落实广东省教育厅2017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精神，

面向 2017 届高校毕业生组织的系列供需见面活动，是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一项重要

举措。

（供稿：胡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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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声波虚拟事故现场空间智能遥控车”

是通过超声波测距模块、云台控制系统、信

息接收系统、图层成像系统和鼠标跟踪系统

在震后进行采集信息虚拟出地震后废墟内的

真实空间，获得足够的信息，从而实现保护

营救人员与被困人员营的再次伤亡。

关键词：智能；超声波；成像

收稿日期：2016-06-02

作者简介：朱涛（1960- ），男，陕西宝鸡人，

副教授，主要从事车辆工程与智能汽车控制

技术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诸如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而且地震过后所带

来震后二次伤亡也给救援行动带来困难，然而，科技发展和进步，

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良好条件，“声波虚拟事故现场空间”成

为解决一系列因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可行性方法之一。

“声波虚拟事故现场空间智能遥控车”由单片机、超声波测

距模块、云台控制系统、信息接收系统、图层成像系统组成。在

小车到达事故指定现场的过程中，发出声波，计算距离、采集处

理信号等，把其信息通过小车上的信号发射系统发出，遥控者只

需在安全区域接收信息，通过单片机计算将三维信息传输到液晶

显示器的数据终端中，模拟出废墟内真实的三维空间结构。废墟

中形成的狭小空间使搜救人员甚至搜救犬也无法进入 [1]。营救人员

根据“声波虚拟事故现场空间智能遥控车”提供的信息做出正确

的营救方案，为营救人员进入废墟后的营救行动做出贡献。

1    声波虚拟事故现场空间智能遥控车的功能与原理设计

声波虚拟事故现场空间智能遥控车研究与应用的技术路线框

图（图 1）。

1.1  超声波测距功能设计

超声波传感器具有成本低 , 安装方便 , 不易受电磁、光线、被

测对象颜色、烟雾等影响 , 因此在移动机器人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2]。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并从模块发射开始计时过程中如果碰到

障碍物便会立即返回，超声波测距模块的接收部分收到反射波就

立即停止计时。模块就是利用超声波从发出数据到接收数据的时

间来计算距离与测定和锁定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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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声波虚拟事故现场空间智能遥控车技术路线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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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波虚拟事故现场空间智能遥控车中安装了三个超声波模块，从上至左右，三个空间

点，在空间内的移动过程中，通过上传来的数据，进行三维转化，实现三个面的成像，实

现所进入空间的成像目标和人员搜救可视化的功能设计。

1.2  云台控制功能设计

云台是光学媒体设备的底部同其固定的支架相互连接的轴，由舵机来进行工作。本智

能车选用 20ms 的时基脉冲的舵机零件，该脉冲的舵机能满足我们 WIFI 摄像头的需要，

并且消耗能量小。舵机是通过接收机的通道，将发射信号数据写入到调制解制器的芯片，

从而得到直流偏置电压，而电压差之间的正负值，就决定了电机驱动芯片控制的电机的正

反转的转速，电机工作时的转速达到时，便能通过联机减速齿轮带动电位器进行旋转。

1.3  无线 WIFI 视频传输功能设计

无线 WIFI 摄像头是是通过 WIFI 连接到路由器后 , 再通过路由器的路由连接上媒体进

行播放。智能遥控车由单片机芯片、无线 WIFI 摄像头、红外感应器等组成。[3]

视频传输摄像头选用的是 AR9331 openwrt robotlinkV4.0，在媒体播放器上，选择在液

晶显示器的数据终端中成像，将超声波测距，测出的数据、电机控制行走的控制器和鼠标

跟踪功能一同绑定到数据终端上，通过数学建模与数据运算，充分实现功能复杂化、操作

便捷化。

摄像头配有闪光灯，在事故空间中，将事故现场的真实场景信息和具体位置一同通过

无线 WIFI 技术，及时回传到接收的数据终端上，为营救人员传递画面，减少营救人员进

入废墟后搜救的盲目性和因废墟内部空间狭小而造成震后二次伤害的发生，真正的为抗震

救灾等营救行动做出贡献。

1.4  鼠标跟踪功能设计

鼠标跟踪功能是通过鼠标对跟踪软件中的应用效果和场景，用数据程序传输到单片机

电路中，对视频数据信号进行处理。摄像头能根据鼠标的移动方向进行动作的方向跟踪，

左右旋转范围 180 度，上下旋转范围 90 度，更大范围进行视频与图像采样。该功能的植入，

极大的提高了摄像头的监视范围与灵活性，从根本上打破了摄像头功能单一的状况，在对

于未知空间探索方面具有不可小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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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控制板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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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TM32F103 C8T6 小系统板单片机程序设计

1.5.1 程序流程图

1.5.2 部分程序

#include "reg51.h"  

sbit start=P3^3; 

sbit stop=P3^4; sbit qianj=P1^2; sbit hout=P1^1; sbit zuoz=P1^0; sbit youz=P1^3; sbit jias=P3^1; 

sbit jians=P3^2; sbit fashe=P2^4;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nn) 

{  unsigned char i,j,k;  for(i=nn;i>0;i++)   for(j=2;j>0;j--)   

for(k=248;k>0;k--); } 

void main(   )

图 3   单片机程序编程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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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he=0;  while(1)  

{  if(qianj==0)   {   delay_ms(10);   if(qianj==0) 

{  while(!qianj);    P2=0x08;// 前进    fashe=1; 

delay_ms(50);    fashe=0;    }  } 

if(hout==0)   {   delay_ms(10); 

if(hout==0)    {    while(!hout);    P2=0x04;    fashe=1;    delay_ms(50);    fashe=0;    } } 

if(zuoz==0)   

{   delay_ms(10);   if(zuoz==0)    {    P2=0x02;    fashe=1; 

delay_ms(50);    fashe=0;    } }

if(jias==0)   

{   delay_ms(10);  

if(jias==0)    

{ P2=0x0c;  

fashe=1; delay_ms(50);    fashe=0;    } }   

if(jians==0)   

{ delay_ms(10);   if(jians==0)    {    P2=0x03;    fashe=1; 

delay_ms(50);    fashe=0;    } } 

if(start==0)   

{ delay_ms(10);   if(start==0)    {    P2=0x0a;    fashe=1;    delay_ms(50);    fashe=0;    } } 

if(stop==0)   

{   delay_ms(10);   if(stop==0)    { 

P2=0x05;    fashe=1;    delay_ms(50);    fashe=0;    }  }    }

2   智能遥控车的应用特点

1）科学性：利用三个超声波模块、无线 WIFI 摄像头实时影像信息接收和处理系统、

鼠标跟综系统、电机控制系统、三维成像软件等多种高科技模块，进行空间内的模拟，解

决废墟中形成的狭小空间使搜救人员甚至搜救犬也无法进入的难点。[4]

2）灵活性：利用鼠标跟综功能进行摄像头的 360 度转动的控制，使得智能遥控车在

空间内能自由并无死角的进行勘察与获取现场信息。

3）安全性：在一些情况不明的突发情况区域，人工在长时间重复同样工作，很容易

使人感到身体疲惫 , 劳动效率下降 , 且容易引发事故。[5] 对人工搜索安全与否无法保证的

情况下，可以利用机器实现未知区域的分析，提高搜救人员安全保障。根据系统内部的设

置，按照操作者的意愿和搜救现场情况自动跟综行驶，并保证行驶安全的一种新型技术。

4）可拓展性：该智能遥控车不仅应用于未知区域的分析与救援，还可以应用于管道

腐蚀情况检测、食品存储罐的检查等 [6]。

5）创新性：智能遥控车将三维数据显示、电机控制、云台控制、三维成像等功能集

中于同一台电脑处理器中，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功能复杂，操作方便。该智能车的外壳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而成。在外形设计上能跟据现场环境情况进行选择与绘画，从而实现外

壳牢固和轻便的优点，大大地提高了其使用的灵活性与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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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望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科研创新技术及项目可以为社会所用，首先是生物信

息技术，老鼠虽然在人类社会中遭人唾弃，它却具有很多的生物信息，在未来智能遥控车

的规划中，可以通过老鼠对气味与热量的敏锐性，研发出能精确识别并判断人类气味的功

能并判断废墟内是否存在危险气体与物质，分析废墟内的危险情况，以最佳方案在最短的

时间内找到伤员及其它生物。结合摄像头与触手的功能，做到在收集空间信息的同时，也

能在危险情况下取样，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的遥控车发展的新趋势。真正意义上实现保护

营救人员与被困人员，对救灾发挥最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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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ustic Virtual Accident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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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igent remote control car for acoustic virtual accidentsceneuses the ultrasonic 
distance measuring module,pan control system,information to the receiving system,the layer 
imaging system and the mouse tracking system to achieve the information acquiring,and 
simulatethe real space in the ruins after the quake and get enough information that could decrease 
the casu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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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模压形变法是一种新型的大塑性变

形法，本课题主要用于分析模压形变对纯铁

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

试样的晶粒尺寸随道次的增加而不断细化，

在经 18 道次模压变形之后，晶粒尺寸细化

为原来的 0.278 倍；变形后试样的显微硬度

和抗拉强度随模压道次的增加而增加，经 18

道次变形之后的硬度提高了将近 102%，强

度提高 120Mpa；组织均匀性随道次的增加

也越来越好。

关键词：模压形变法；晶粒细化；大塑性变形；

纯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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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压形变法是一种有效新型的大塑性变形法，它是在保持试

样外形尺寸不变的情况下制备出超细晶板材 [1]。其基本工艺原理是

将试样放入齿形的凸凹槽模具和平面模具中交替模压，使得材料

在外加载荷作用下反复剪切变形，使材料获得大的塑性变形量，

有效应变得到累积，最终使材料晶粒得到细化。由于模压形变细

化材料晶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铜合金 [2]、镁合金 [3]、纯铝等，而工

业上应用得更多的是钢铁材料，因此，本课题对纯铁进行模压形

变研究。用光学显微镜观察经不同模压形变方式后试样的显微组

织；并通过对试样表面显微硬度测量来分析、对比不同模压道次

对模压形变后纯铁组织均匀性和晶粒细化的影响，为钢铁材料应

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试样制备与实验方法

1.1  试样制备

本实验选择的试样材料为纯铁，其含碳量 ( wt％ ) ﹤ 0.0218％；

试样的尺寸为 55 mm×60 mm×2 mm，试样在 SX2-5-12 型实验室

电阻炉下，经过 910℃保温 0.5h 后空冷。在 WDW300D 微机控制

电子万能试验机上进行压制 , 其压制速率为 12 mm/min，下降距离

为 7~9 mm 之间。图 1 为模压形变得示意图，选择的模具角度 θ

为 45°，采用模具齿宽为 7 mm（图 1a）的模具。

1.2  试验方法

具体过程：将试样放入齿形凸凹槽模具中，然后对其进行施

加载荷，使得试样在模具中发生大的塑性变形 ( 图 1b) ，由于模具

斜面的角度为 45°，因此试样受到纯剪切应变为 1 的变形 ; 接着

用平模的模具将试样压平 ( 图 1c ) ，把这个一次压弯—压平的过程

称为一个道次。然后将试样翻转 180°，并将试样沿模具的长度方

向移动一个齿宽 t 的距离，就能使试样在第一个道次过程中没有变

形的部分发生变形，这样不断的重复上述的压弯、压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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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试样获得较均匀的大塑性变形，从而达到细化晶粒的目的。

表面硬度的测量试验 : 试样是在 HV1000 型显微硬度计上进行硬度测量试验 , 其选择

的载荷为 9.8 N，保压时间为 15 s。对每块试样采用表面的硬度打点方式：沿试样表面的

Y 轴取点 , 每个点间隔 5 mm，每点测试 6~8 次，然后取其平均值。

拉伸试验：拉伸试验是在 CMT6104 型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上进行 , 它的拉伸速度

为 1 mm .min- 1。拉伸试样的制备符合 GB228- 1987 要求，制备拉伸试样的尺寸如图 2 所示，

标距 l0 = 15 mm，l= 20 mm，b= 10 mm，r =10 mm，a 为试样实际厚度。

2    试验结果与讨论

2.1  模压变形对纯铁显微组织的影响

图 3 为纯铁经不同模压道次后的截面组织图，图 3a 为纯铁原始退火态的截面组织图，

从图中可看出，纯铁退火态组织主要由铁素体和少量的珠光体组成，晶粒较粗大，是大小

分布比较均匀的等轴晶。通过模压形变后，在 10 道次晶粒细化比较明显（图 3d)，18 相

图 1   模压形变的示意图  

图 2   拉伸试样的尺寸设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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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10 道次晶粒还有一定程度的减小，材料在随着变形道次的增加时，晶粒不断细化，

且晶粒大小分布的均匀性也逐步提高，同时发现晶粒会沿着变形方向拉长（图 3 d-f)。这

说明截面各处所受到的力和形变不一致，这符合变形与加工的机理。

图 4 为纯铁经不同模压道次之后晶粒尺寸的变

化曲线。图中工字型表示各道次试样的晶粒尺寸大

小范围，由图可知，随变形道次的增加，其晶粒尺

寸不断减小；在 2 道次的变形后，晶粒细化程度较

明显，与原始态相比，晶粒细化了约 ff2.7 μm，而

后随着变形道次的继续增加，使试样的变形量不断

的得到累积，让晶粒不断细化。到 10 道次，晶粒

细化效果最显著，随后晶粒细化率逐渐减小，这是

由于塑性变形过程中，晶界的滑移还受到晶粒取向

等因素的影响，晶内的位错运动转变为细小的晶界

滑移，使得晶粒细化率减小。

图 3   纯铁经不同模压道次后的显微组织

图 4   试样晶粒尺寸大小与变形道次的关系
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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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压变形后试样组织的均匀性

针对试验过程中，发现 2 道次与 10 道次硬度值提高幅度大，所以本实验需要对对表

层和心部的组织进行分析讨论，图 5 分别 2 道次与 10 道次的表层到心部的组织图。

2 道次的表层晶粒尺寸比心部细小，但且细化的很不均匀，而 10 道次的晶粒整体细

化的比较均匀，表层和心部的晶粒尺寸没有很明显的不均匀。这说明了截面组织随道次的

增加而趋于均匀。

2.3  模压变形道次对纯铁的力学性能的影响

2.3.1 表面硬度

图 6 示出了纯铁经 GP 变形后，试样表面硬度随变形道次的变化规律。从图 6 中可以

看出，纯铁经 GP 变形后，显微硬度得到明显的提高。纯铁在 2 道次变形之后，从退火态

97.8 Hv 的硬度值急剧增加到 162 Hv，增加的幅度超过 60%。而后，硬度值随 GP 变形道

次的增加，继续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显著低于 2 道次。这是由于在变形初期，GP 所引

起的剧烈的剪切变形在组织内部产生大的应变，促使原始粗大的晶粒破碎成亚晶带，还有

生成大量的高密度位错，这些亚晶界的产生、位错的生成和缠结等 [2]，造成 2 道次硬度的

急剧上升。在 8 至 10 道次的增加的幅度又再次急增，由显微组织图可以知道，在 10 道次，

晶粒细化效果明显，根据 Holl-Petch[4] 公式可知：晶粒越细，单位体积内的晶粒界面越多，

使得所需的界面能越大，导致硬度值的提高。

图 7 示出了纯铁经 GP 变形后各道次表面硬度的变化规律及均匀性。从上图 7 曲线可

张秀妹 , 潘宝权，李彦霞：模压形变对纯铁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图 5   纯铁表层到心部组织图

（a） 2 道次表层 （b） 2 道次心部

（c） 2 道次表层 （d） 2 道次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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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纯铁在各道次的硬度随距离变化是有一定的规律，图中 0 道次（即原始态）的硬

度值比较小，但是变化却比较均匀。2 道次硬度值跟 0 道次相比，有大幅度的提高（提高

将近 64.5%），但是整个试样的硬度值分布非常的不均匀，但之后的各道次提高幅度又相

对变小，且随着道次增加越来整个试样的硬度值分布又变得越来越均匀了，特别是 18 道

次的硬度值几乎趋于平缓状态。

2.2.2 拉伸性能

图 8a 和图 8b 示出了纯铁经不同模压道次之后的室温抗拉强度和延伸率。从图 8a 中

可以看出，纯铁在不同的 GP 变形道次下，试样的抗拉强度随便变形道次的增加呈现出单

调递增的变化规律。该规律与硬度变化规律类似当金属材料在屈服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内

部晶粒重新排列，在应力场产生的位错源导致的作用力等于位错开动的驱动力（即晶粒细

化造成的位错），随后在随着应力不断提高而提高，直至应力达到最大值之后，材料的抵

抗变形能力显著降低，直到材料在最薄弱处发生较大的塑性变形，此时试样截面迅速缩小，

出现颈缩现象。

还可以观察出 :14 道次的抗拉强度高于 18 道次，其原因可能在于 18 道次的试样表面

出现一些微裂纹，所以在微裂纹的扩展下，其抗拉强度降低了。

那么从图 8b 也发现：试样的延伸率随变形道次的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0 道次试

样的延伸率最大，而且在前面道次其下降的幅度比较大，而后面道次则趋于平缓。原因在

 图 6   模压变形道次硬度随距离的变化曲线  图 7  试样经 GP 变形后硬度与变形道次的关系曲线

  图 8  纯铁经不同模压道次之后的拉伸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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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模压变形后，纯铁的硬度和强度提高，同时，它的塑性和韧性也降低，而且出现了加

工硬化，使得延伸率下降。当模压变形道次增加，晶粒不断减小，晶界、孪晶界不断增多，

组织趋于均匀，所以延伸率下降趋势趋于平缓。

3     结论

 随着变形道次的增加，纯铁试样的晶粒得到不断的细化，晶粒越来越均匀；纯铁经

18 道次压制之后，其晶粒尺寸细化了将近 10 μm；随着模压道次的增加纯铁的硬度、抗

拉强度都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延伸率逐渐下降，特别是经 2 道次的压制，硬度提高幅度

超过 64%，经 18 道次的压制后，纯铁的硬度从 97.8 HV 达到 197.42 HV，抗拉强度从 315 

MPa 提高到 455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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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Groove Pressing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Pure Iron

ZHANG Xiu-mei，PAN Bao-quan，LI Yan-xia
(Facul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Guangdong)

Abstract: Groove pressing (GP) is a newly developed severe plastic deformation (SPD) technique. 
In the research, the effect of groove pressing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pure iron i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increasing the GP passes number, the size of grain reduced, 
after 18 passes the grain size of pure iron is about 0.278 times of the original; the hardness and 
strength of materials increase, after 18 passes , the hardness increased nearly 102%.and the 
strength increased nearly 120Mpa; the homogeneity of the organization increases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 GP passes.

Key words: groove pressing; grain refinement; severe plastic deformation; pure 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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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选取农村地区典型新老民居，

采用热流计测试法对其外围护墙体的热阻值

进行实测与分析，通过对不同形式民居墙体

的热工性能进行分析比较，得出传统民居和

现代民居所采用的不同材料及构造方式对热

工性影响很大，不同的砌筑方式也对外墙的

热工性能有很大影响，一些自建民居建筑墙

体的热工性能并没有满足当前节能设计的要

求。本文以期待探讨该地区农村常见民居的

外墙体的隔热性能，并希望该区域的农村民

居能完善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满足人们

居住的舒适性和国家节能号召。

关键词：民居；外围护墙体；热工性能

收稿日期：2016-04-08

作者简介：方玲 (1985- ), 女 , 安徽巢湖人 ,

讲师 , 主要从事生态建筑绿色建筑方面的研

究。

广义上说，湿热地区为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大约占

据国土面积的 27％，其中涵盖部分夏热东能地区。夏热冬冷地区

是指累年日平均温度稳定低于或等于 5℃的日数为 60 天至 89 天；

以及累年日平均温度稳定低于或等于 5℃的日数不足 60 天，但年

日平均温度稳定低于或等于 8℃的日数大于或等于 75 天。其气候

特点是夏季酷热，空气湿度大，比较湿热，冬季气温低，湿冷。

根据夏热冬冷建筑节能设计规范要求外墙应当达到夏季隔热兼顾

冬季保温的要求，才是符合我国节能设计要求的。民居外围护墙

体热工性能好坏也直接影响到建筑室内热环境状况，从而影响居

住的热舒适度。本文对该地区的典型的传统民居和新民居的墙体

进行了热工测试实验，目的是掌握该地区典型农村及城镇现有新

老民居墙体的热工现状，为墙体的节能技术提供参考。

1    测试实验情况

1.1  测试仪器与原理

依据夏热冬冷地区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134-2010），选择

可靠的实验仪器进行测试。使用仪器为温湿度自动采集仪器（图 1），

加热热箱（图 2），热传感器（图 3），温感探头及导热贴片。测

试时间为冬季 12 月份连续 7 日，为了保证测试精度，避免误差，

取用中间 5 天时间统计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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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墙内侧安装
好的加热温箱

图 2  热流传感器 图 3   温湿度仪器  图 4   贴热流贴片
及温感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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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测试原理

 将支架支撑热箱贴在测试墙体的内侧，热箱加热温度设定为 35℃，利用热流导热片，

给墙体加热以增加室内外墙体的温度差；测试时在内墙，外墙布置三个温度热流点，最后

平均值统计。墙体内外测试点通过导热芯片与传感器相接，每小时统计一次室内外数据。

该实验将墙体导热模式简化为一纬稳态导热模式，傅里叶方程

从而墙体的导热热阻为  

平均传热阻 :    R0=Ri+R+Re

  R——维护结构的热阻（㎡·k/w）

  qi——热流密度的第 i 次测量值 (w/ ㎡ )

     ——热流传感器记录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第 i 次测量值 (℃ )

     ——热流传感器记录围护结构外表面温度第 i 次测量值 (℃ )

  K--- 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W/ ㎡·k）

  Ri -- 内表面换热租，根据国家标准选用 0.04（㎡·k/w）

  Re--- 外表面换热阻，根据国家标准一般选用 0.11（㎡·k/w）[1]

1.3   测试墙体情况

本次测试选取统一测试时间，地点（位置相差 2 公里内）的四个不同年代的典型民居，

分别进行编号，墙体基本构造情况如图。

   测试日连续五日的室外气温在 -5℃到 15℃之间。室内温度保持空调开启 18℃状态，

内墙温箱加热 35℃，为了减少误差，选取墙体测均北向墙体，且墙体周边均没有开窗。

编号 墙体主体材料 墙体基本构造情况 房屋建筑年代 层高

1 号 青砖 青砖 + 黄泥填充 + 白垩抹灰层 清代古民居 ≤ 3 层

2 号 大块水泥砖
大块水泥砖 + 石灰抹面

（空斗砌筑）
90 年代（自建房） ≤ 3 层

3 号 灰沙砖
灰沙砖墙体

（实砌 , 没有抹灰层）
2000 年农民自建房 ≤ 3 层

4 号 煤渣混凝土空心砌块
煤渣混凝土空心砌块 + 保温砂浆

抹灰 + 瓷砖贴面

2009 年 建 成， 开 发

商建设
≤ 3 层

2    测试结果对比

统计了各组平均数据如表 2, 表 3, 表 4, 表 5 所示。

测试时间 12 月 21 12 月 22 12 月 23 12 月 24 12 月 25

 (℃ ) 26.05 26.13 26.57 27.47 27.52

(℃ )  4.85   4.91   6.61   9.88   8.77

q（w/ ㎡）           50.58 51.01 50.08 48.43 49.24

表 1  测试墙体情况

表 2  1 号墙体热工性能测试数据

方   玲，孟庆林：农村地区民居外墙隔热性能实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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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 12 月 21 12 月 22 12 月 23 12 月 24 12 月 25

 (℃ ) 24.06 24.02 24.35 25.44 25.31

 (℃ ) 7.6   7.64   8.13 11.13 10.68

q（w/ ㎡） 80.48 81.56 79.03 69.42 70.57

测试时间 12 月 21 12 月 22 12 月 23 12 月 24 12 月 25

 (℃ ) 22.23 21.86 21.99 22.46 22.83

 (℃ ) 11.05 10.27 11.05 12.01 12.42

q（w/ ㎡） 88.15 87.74            86.1 83.34            80.5

测试时间 12 月 21   12 月 22 12 月 23 12 月 24 12 月 25

 (℃ ) 28.75 27.97 27.97 27.68 28.08

 (℃ ) 11.04   9.75 10.25 11.82 12.95

q（w/ ㎡） 88.15 87.74            86.1 83.34            80.5

根据热阻计算公式                                   ，得出四组墙体的

总传热系数对比情况如表 6。

  1 号墙体   2 号墙体    3 号墙体   4 号墙体

平均导热热阻 R（㎡·k/w） 0.413 0.205 0.129 0.201

R0 0.563 0.355 0.279 0.351

K 1.776 2.816 3.584              2.85

3    测试分析

3.1  传热系数

根据墙体测试得出仅 1 号墙体传热系数接近 JGJ134-2010 中对节能墙体的热工要求。

2 号，3 号，4 号墙体的传热系数均高于标准值。

4 组墙体均没有满足节能设计规范要求，主要原因这 4

组墙体均没有设计保温层，但是 1 号墙体却有着很好的热工

性能，最主要原因不是主体墙体材料热工性能较高，而是砌

筑方式上的不同。

1 号墙体以青砖为主体材料，采用空斗墙砌筑方式，如

图 5，墙体断面看到，该墙体主要为空心墙体，把砖对称地侧立砌在内外墙的中间，形成

空心墙，但是砖的长度要略短于墙厚度，减少了空斗墙的中

立砖与侧砖接触部位，从而避免产生热桥起到很好的保温隔

热效果。

但是2号灰砂砖空斗墙灰砂砖热工性能要比青砖差很多，

笔者分析是现在的空斗墙工艺要比明清时代构造有所区别，

如图 6，侧立的砖是贯穿内外墙砖的，很容易产生热桥，不

是完全的“空心”。  

4 号墙体虽然是 09 年建成的新民居墙体，墙厚 200 的混凝土空心砌块为主体材料，

但是只有一层保温砂浆，没有额外保温处理，所以传热系数实测值没有满足 10 版本节能

设计规范中对传热系数的要求。

表 3  2 号墙体热工性能测试数据

表 4  3 号墙体热工性能测试数据

表 5  4 号墙体热工性能测试数据

表 6  墙体热工计算结果

图 5   明清青砖空斗墙

图 6   现代空斗砌筑法（自绘）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4 卷第 1 期    VOl.24    NO.1



45方   玲，孟庆林：农村地区民居外墙隔热性能实测分析

3.2  温度稳定性 

在室外温度条件相同，对比 1 号墙的墙内表面温度比 2 号墙一天中的温度变化曲线，

温度更，再次说明青砖空斗墙要比水泥空斗墙热稳定性强。

4    结论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民居住宅的建筑墙体无法满足建筑节能设计规范要求，这

不仅影响建筑使用过程的额外的能源消耗，也进一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热舒适性要求。

 很多某些夏热冬冷地区虽然有湿热地区夏季的气候特征，但是冬季的气温要远远低

于岭南等湿热地区。因为国家节能设计要求的“兼顾”保温要求往往造成了该地区对冬季

保温的忽视，严重影响该地区民居的热舒适性，特别是农村地区，通过测试表明当前农民

自己新房以及统一规划的新民居的建筑外墙导热性能较差。因而本文希望该地区及时改造

旧的民居建筑的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同时注意传统工艺的借鉴和保留，比如传统的青砖

空斗墙热工性良好，材料廉价，对于一些农村地区的民居设计，希望能继续传承这些传统

施工工艺墙体，这不论在建造中还是后期的使用中都有节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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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st and Analysis of the Thermal Performance of  Residential 
Exterior Wall in Rural Area

FANG LING1 , MENG QING-LIN2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Guang 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510450;
GuangDong；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Guangdong)

Abstract: The paper selected typical dwellings in hot summer and cold winter region, by using the 
method of heat flow meter,the wall thermal resistance was measured and analyzed, and the thermal 
performance of the traditional residence in the different wall forms was analyzed and compare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traditional local-style 
dwelling houses and modern house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hermal property, different 
laying way also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thermal performance of external wall. In this paper, it is 
expected for the hot region exterior energy-saving design to provide the thermal performance of 
building envelope to meet the comfort of people living and national energy conservation calls.

Key words:  residential building; exterior wall; the therm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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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时代下的建筑人本观有了变革

性的新涵义，以人为本必须遵循环境保护的

前提。以“持续生存”“诗意栖居”①为人

本宗旨，以“自然”“和谐”为人本精神内核，

很好的厘清并调和了生态为本和以人为本的

关系。重归自然、与自然协同发展是生态建

筑以人为本的途径，生态建筑是人们精神的

最佳寄所，使人享受于栖居自然，进入物我

同境的诗化本真生活。

关键词：生态建筑；人本观；持续生存；诗意

栖居；自然；和谐

收稿日期：2016-10-30

作者简介：陈华钢（1968- ），男，广东兴宁人，

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绿色建筑环境设计方

面的研究。

传统的现代建筑人本观是以人的需求为建筑的前提和目的，

这种价值取向肯定人在建筑中的主体地位。人本观念的建筑思维

要确立于运用人的尺度，焦点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安逸

和发展确立起终极关怀。这种二元对立思想源于古希腊，深植于

基督教文明。文艺复兴以来的笛卡尔式线性思维，技术革命产生

的机械论世界观，这双“翅膀”助长人类中心主义傲视自然，羁

绊世界建筑伦理观逾千年 , 建筑已变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

原因，造成今天的生存环境破坏，人有被自然剥离的趋势。引发

伦理恐慌和生态道德观的重建，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和现

代生态学开始批判人类中心论。目前生态建筑的技术生成和落地

较快，实践中友好环境、和谐生态的成功案例也在不断产生。然而，

人们对生态建筑的人文含义研究却较少，关于文化内涵的展现、

心理结构的对位、精神情感的反映、伦理道德的构建、经济效益

的创造、生活方式的体现等等重要问题，生态建筑的设计策略在

这些人本关怀方面所给予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在人们的心目中还

没有比较成熟的生态建筑之人本观念体系。

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作为挽救人类栖息地的中坚力量，生

态建筑以新的姿态重登历史舞台。自然环境是生态建筑以人为本

的限制因素，生态建筑人本观（图 1）蕴涵着人与环境和谐的生态

观思想，范式中已包含了更广的伦理价值。生态建筑中生态观是

人本观的基础，人本观是生态观的意义，生态观的实现有赖人本

观的变革，人本观的智慧来自生态观的养分，两者互相依存于生

态建筑中，旨归相同，都是探求人居环境的可持续未来、谋求人

类的美好生活。

生态建筑人本观的基本要点研究

陈华钢，高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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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诗意地栖居”这一命题最早由哲学家海德格尔于 1943 年提出，后成为建筑学等诸多领   域的经典命题。国内也有学者将该命

题译为“诗意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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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续生存”“诗意栖居”是生态建筑人本观的宗旨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呈现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更糟糕的是人类已退守于种种生存危机，

有些宗教家和哲学家开始提出以“可持续生存”代替“可持续发展”。[1]212 生态建筑的历

史使命，当然是首先确保人类的“持续生存”这一初级人本宗旨，也正是“持续生存”重

塑了生态建筑，使其焕发生态时代的活力，使生态建筑成为实现“持续生存”的载体。生

态建筑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建筑承载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健康安全地生存在地球上，

有了生存才能谈发展，这是一切可能事业的前提。所以“持续生存”并不否认人、建筑、

社会的进化，生态观念也不是要回到“庇护所”，“持续生存”若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全面

自由发展，生态建筑便只能沦为乌托邦的空想，“诗意栖居”这一更高宗旨也可束之高阁。

建筑之于人的作用对自然的态度起关键作用，在一个接近于零消费和零影响的、自给自足

的系统中，均衡的净化的发展是必须的。[2]137 发展是为了进一步保护我们的生境，是为了

人类更好的生存，它们实则是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

生态建筑以人为本的高级宗旨——“诗意栖居”，也是生态建筑的崇高理想。而生态

建筑也是通往“诗意栖居”的最佳途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通过什么达于安居之

处呢？通过建筑（building），那让我们安居的诗的创造，就是一种建筑。”[3]71“栖居”

并不限于居所，超出了建筑的领域，“栖居”不仅是支配一切筑造的目的，筑造本身就是

一种“栖居”。[4]61-62 朴素、归返自然的“栖居”的本质已不是隔离自然，把自然当作生

存的困境，而是纯然地把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融入自然，是人类在地球上“持续生存”的

形象哲思。现代建筑观甚嚣尘上导致建筑空间、生活世界和自然环境疏离，脱离了传统而

又没有找到新的场所精神，使人丧失了精神家园，人有着超越有限生命和趋向神明的赋性，

而将思想重心转向纯化的精神领域。“诗意”则是生态建筑将“有限”持存于“无限”的

方式，展开生命的本真，使居住成为栖居。[3]71 人的情感得以归宿，从而走出了现代建筑

的困境，彰显生态时代新的场所精神。“诗意栖居”是生态文明社会里最高境界的生活方

式，它是一种归返本真的生命情感体验，追求人类生活的本质、世间万物的亲密关系。生

态建筑作为“诗意栖居”的实践载体，应是充满诗情画意和自然情趣的生活家园，[5]33 建

筑的根基深植大地，在天空背景里聚集四周的风景，不只是简单地联接人和环境，质朴的

存在贯穿此间，情感精神融入天地世间自由游弋，纳万物于空灵之心扉，自由的本真性情

图 6   明清青砖空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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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之中栖息，建筑集聚世界与人类存在的和谐交流之整体，揭示存在的真理，以本真

的方式呈现人的生活方式，这或许就是生态建筑场所精神的生动描绘。生态建筑的崇高理

想就是要促使人类学会融合自然，主动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享受与蓝天共呼吸、与大地共

生息、与生灵共繁荣、与万物共命运，自然和谐的永续生活方式——“诗意栖居”。

2  “自然”“和谐”是生态建筑人本观的精神内核

实现生态建筑人本观的宗旨，必须从生态观实质出发，聚集天、地、人、万物于一体，

体现人与自然的天缘关系、“人道”与“天道”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以“自然”、“和谐”

为生态建筑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核。“自然”的精神内核即自然而然、返璞归真、宛若天成，

指人和天地万物的天然、本真的状态。海德格尔说“诗是一种度测（measuring）”“‘人

在神明面前度测自己’，……人只有当他以这种方式接受他的安居的尺规，才配得上人之

为人的本质。”[3]75-76“人类此在在其根基上就是‘诗意的 '。”[6]46 人本质上是在不断寻源

自己的天然本真，即便是在这个不思的时代。人能意识到并承受死亡，而使死亡成其为死

亡，就是人追寻“自然”本质的结果。海德格尔认为“诗意栖居”发生为对“四重整体”②

（das Geviert）的保护，即“守护四重整体的本质”。[4]61-65 所以正是将这种回归“自然”

的禀赋注入生态建筑的人本观念中，展开生命与万物的度量和建筑活动，显露人和天地万

物的天然、本真的“自然”状态，使人们能持续地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作为保护的栖

居把四重整体保藏在终有一死者所逗留的东西中，也即在物（Dingen）中”，“栖居”保

护这种“聚集”（Versammelung），并通过这种“聚集”“四重整体“之本质于物中而保

护着“四重整体”，显露和保护万物的本真，其中体现着保护万物本质的纯一性，人与自

然共融的和谐思想，终极本真状态的“物”是作为对“四重整体”的“聚集”而存在，本

真的状态必然是“四重整体”“聚集”于“物”。[4]61-72 只有持守着“四重整体”聚集于

生态建筑这一物，万物之本真保藏其中，体现人沉浸于世界之中的真理，联系自然和人类

生活，使人的生活环境达到将天、地、人、万物的“和谐”，人类社会与自然协同、共生、

共进化，浑然一体，才使人持续地诗意地栖居真正发生。所以“和谐”的精神内核即万物

同境、和合之道、共同繁荣，包括人、自然生态、社会环境等相互和谐。“自然”与“和谐”

是“持续生存”的意识产物，也成为“持续生存”和“诗意栖居”的思想基础和源泉，此

二者是“诗意栖居”中的人的一种情绪展露及精神状态，是生态建筑人本内涵的高度概括。

3    生态建筑实践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方法

生态建筑作为实践其人本宗旨和人本内核的载体，以遵循自然、和谐自然、共舞自然

为根本理念，以契合自然、回归自然、倾情自然为圭臬。生态建筑把目光投向我们的生存

环境、聚焦生态自然，重拾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构建有同境意味的空间场所，

使人类情感逗留并徜徉其中，展现人的“诗意”，度测新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感的尺规，

聚集“四重整体”，将人化空间良性融入自然环境中，让人们认识到融合自然而生的魅力，

享受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诗化的栖居意境，走向更为高远的本真生命体验。生态建筑将“自

然”“和谐”的人本精神内核与“诗意栖居”相互交融，最终成就自身为人们精神的最佳

②“ 四 重 整 体” 指 天 空（der Himmel）、 大 地（die Erde）、 诸 神（die  Göttlichen）、 终 有 一 死 者（die 

Sterblichen）。天空代表澄明，指存在的敞开和现身。大地代表遮蔽，意味着敞开，现身于何处和对敞开的

承载和藏匿。诸神意指神性的尺度，即终极状态或本真状态的存在性。终有一死者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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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所，人、建筑、自然生态、社会环境显现出“自然”“和谐”的天然适宜态势，自然就

实现了“持续生存”和“诗意栖居”。

生态建筑契合自然是一种主动的遵循，旨在适应栖居生境，是实现“持续生存”的根基，

也是“诗意栖居”的前提。遵循自然要求我们了解自然客观世界的尺规，依建筑活动与生

态学相结合的观点，揭示生态结构、状态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及此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

习得之后的模仿和学习大自然，才能使我们全然地遵循其中，与自然协调，与万物同境。

仿生建筑（生态建筑的一个派生）意识到很多建筑中所探索的问题，自然进化早已产生最

佳答案。仿生建筑的形式仿生、使用功能仿生、组织结构仿生，[7]805 很好的诠释了生态建

筑向自然学习和遵循自然。生态建筑满足人的需求从合理性基本层面出发，适度舒适标准

节制非必须的感性需求。强调资源节约高效、无废无污的使用方式，做好节水、节地、节

能、节材，减少各种资源的消耗，同时对建筑资源充分利用和回收循环，以尽可能低的代

价产出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在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允许的界限内，达到在时空上对资源的

最大社会效益。适度消费的节制自律是遵循自然的途径。生态建筑尊重自然进化衍生的多

样性，结合当地生态环境，延续地方文化与民俗，保护自然物种和人文环境的多样繁荣。

当地的气候和周遭环境塑造着建筑本身，当地域特征被完全体现时，建筑形式自然而然地

产生。[8]3-5 遵循自然的生态建筑呈现着自然而然的“自然”精神、万物同境的“和谐”精神。

生态建筑回归自然是一种理性地和谐，是积极意识的体现，是实现“持续生存”的保

障，企及“诗意栖居”的本源。生态建筑突破物我主客限制，追求人和自然双重解放的道

德律令，承认自然没有等级优劣的和合之道，这样才能返璞归真、聚集万物而化一，达到

“天人合一”的回归自然之本真境界。生态建筑在新的非线性思维维度中和谐自然，建设

不可机械分割的生态环境整体性，生态建筑注重策划和协调“本身”在生态和社会环境中

适当位置，谋求与环境系统的最大和谐与协调。在决策中考虑宏观和微观环境相互影响，

考虑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在任何时段环境影响都会反应在整体系统的其他部分，必须以时

空观审视建筑的整体性，将生态建筑开放式的融入自然甚至成为环境部分和自然景观。开

放性为生态建筑和谐自然敞开了一扇大门，以动态思维把设计面向适应未来的可能，开放

是交流的基础，生态建筑把人、空间和环境融合成一个整体系统，一个自组织、自调节的

开放系统，一个能量传递和物质转换的循环系统。在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过程

中，运行建筑系统功能，在设计方法上日渐强调有机和再生的自然循环，促使生态系统整

体向稳定、复杂、高秩序的低熵方向发展，以及社会环境各要素相互内在平衡。和谐自然

的生态建筑呈现着返璞归真的“自然”精神、和合之道的“和谐” 精神。

生态建筑倾情自然是一种灵魂地共舞，情感的融入，是对“持续生存”的超越，是实践“诗

意栖居”的必由之路。共舞自然是与自然共发展、协同进化，生态建筑继承人的秉性，成

为进化过程中的良性酶，调节生态自然进化中的互利共生和竞争排斥③等影响，促进生态

万物的和谐共生，寻求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演化的动态和谐。生态建筑的社会进化、展现

自然、共舞自然依赖技术进步。[9]100 西方国家中流行的高技术生态建筑产生了一些积极成果，

而依各国情况选择适宜技术是生态建筑经济观的要求，建筑资源的“开源节流”和“软”

陈华钢，高云庭：生态建筑人本观的基本要点研究

③互利共生（mutualism）、竞争排斥（competitive exclusion）是生态学术语，互利共生：不同种两个体以一

种紧密的物理关系生活在一起，是一种互惠关系，可增加双方的适合度。竞争排斥：共存只在物种生态位

分化的稳定、均匀环境中发生，如果两物种有同样的需要，一方会占主导地位并排除另一方。参见 ( 英 )A. 麦

肯齐、( 英 )A.S. 鲍尔、 ( 英 )S.R. 弗迪《生态学》（第二版），孙儒泳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2、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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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都有赖于技术的创新。前行的道途根植并生发于技术之本质中，[10]29 可以说正是技术

才使生态建筑展现和保护着“四重整体”，揭示着人的“诗意”，技术的垦拓必将把生态

建筑带向宛若天成的自然境地。现代生态技术把建筑托向新的高度时，符合生态规律的美

学观自然产生，审美只有依附在生境中，才是饱满和实在的，生态建筑语言有了新的美学

范式，将在新的语境中审美思维。众生命间的协同关系、在自然中与生境所表现出的演替

形式才是生态的美，空气、水、能量在生命过程中相互协调就是自然的美，是万物的灵动

创造着美。生态建筑遵循和模仿着自然生态美，通过“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这

一辩证的劳动创造，筑造着生态美学标准的栖居环境，把美化环境作为倾情自然的本真追

求，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万物和谐、人与人和谐，聚集“四重整体”，让生态建筑

与自然共舞，奏响自然的乐章、抒写生命的史诗。共舞自然的生态建筑呈现着宛若天成的

“自然” 精神、共同繁荣的“和谐” 精神。

4    结语

融汇自然智慧的生态建筑虽然是新生事物，以人为本的观念显然已有不同以往的内涵，

其核心思想是对人和自然价值的双重肯定。生态建筑俨然是人类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网络结

构上的最重要节点之一，已成为人与自然万物对话的生态构建，承建着人类社会与自然生

态互利双赢的关系，生态建筑以其独特的生态思维实现着它的人本观念。随着社会水平发

展和环境变化，生态建筑的建造技术和评价指标体系都会更新和变化，但人本主题不会变，

“自然”“和谐”的人本精神内核会在生态建筑中日益深化，新的场所精神将全然呈现，

“凝固的乐章”随大自然的节拍翩翩律动，使人类在“持续生存”的实现中，企及生活演

化和心灵升华合二为一的境地，迈向“诗意栖居”的未来，彰显人之超然洒脱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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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Humanism of  Ecological 
Architecture

CHEN Hua-gang，GAO Yun-ti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450，Guangdo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building has a new meaning in ecological age. People-oriented must 
follow the premi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y using "Persistence" and "poetic dwelling" as 
the purpose, and "nature" and "harmony" as the spiritual core, it is good to clarify and reconcil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ecology and people-oriented. Returning to nature, and cooperating with 
nature are the developing approach of people-oriented ecological building . The ecological 
architecture is the the best residence of spirit, which makes people enjoy the natural habitat and 
enter into the environment with the true poetic life.

Key words: ecological architecture；human centered view；sustained survival；poetically 
dwells；natural；harmonious

陈华钢，高云庭：生态建筑人本观的基本要点研究

广东白云学院学子在“蓝桥杯”软件和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比赛中（广东赛区）荣获 16 项奖

2017 年 4 月 27 日，第八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比赛广东赛区比

赛结果揭晓，我校获奖人数再创新高。

机电工程学院学子在嵌入式设计与开发组比赛中，共获得 9 项奖，其中一等奖 3 项，

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5 项。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学子在软件类比赛中共获得 7 项奖，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三等奖 4 项。

与往年相比，嵌入式设计与开发组广东省进入决赛的仅 12 名选手，我校机电工程学

院就占了 3 名。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学校长期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专业能力以及综合能

力的培养密不可分。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主办，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办的面向全国高校的软件设计类最权威的专

业赛事之一，每年都有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在内的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1200 多所院校参加，参赛人数超过 4 万人。

（供稿：钟小华   肖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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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某种事物的否定之中有肯定是“扬

弃”。评价曾经盛行于欧洲的重商主义，也

应该采取扬弃的辩证思想。应该被否定的是

重商主义主张构建国家特权体系、限制进口

或补贴出口，以及沉重的税负等为专制体制

服务的经济政策。而重商主义者既希望增强

国力，又希望实现经济繁荣的政策主张应该

被肯定。在贸易政策与积累财富构成的“重

商主义逻辑”中，肯定重商主义财富观在现

代经济中的警示作用，否定以贸易保护主义

为基本特征的贸易政策。

关键词：重商主义；扬弃；财富观；贸易政策；

“重商主义逻辑”

收稿日期：2017-08-30

作者简介：刘秀光（1950- ），男，山东青州人，

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重商主义”一词，在不同的经济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含义。

其中，19 世纪后期的经济史学家将 16 ～ 18 世纪专制国家的政治

体制称为重商主义。随着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崛起登上工业霸主地

位，在经济理论领域古典经济学已经被经济学界视为信条，并且

成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在古典经济学家

对重商主义的抨击以及对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赞扬声中，重商

主义学说就逐渐脱离了人们的视野。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对重商主义的评价总是众说纷纭

或者毁誉参半。纵观经济学说史，经常出现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

被新的思想所推翻的现象。重商主义从曾经的盛行到最终的衰落，

这也许是“反对上一代人的学术观点，是学术界的惩罚结构所造

成的必然结果”[1]37。不过，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对此物

的否定并不是全盘的否定，否定之中有肯定。黑格尔将这种辩证

的否定称为扬弃。扬弃是结束了旧事物的消极方面，保存了旧事

物的积极方面的辩证思想 [2]148。

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1890 年）第一版的序

言中指出，经济学的发展——而且一定是——缓慢而又不间断的。

新的学说补充了旧的学说，并且扩充、发展且有时还修正旧的学

说，不过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因此，人们在对待重商主义的时候，

也应当遵循黑格尔对待旧事物的扬弃思想，以及马歇尔对待经济

学说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反对教条”[3]615。

本文通过考查重商主义的历史地位，将重商主义确定为是一

种应该被扬弃的经济学说，主要是对待贸易政策与积累财富构成

的“重商主义逻辑”，肯定了重商主义财富观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的警示作用，而否定了重商主义的以贸易保护主义为基本特征的

贸易政策。

1    肯定重商主义财富观的警示作用

重商主义：应该被“扬弃”的经济学说

刘秀光

广东白云学院  应用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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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政府应当将增加国家财富和权力作为经济管理的目的。因为

权力和财富都是用黄金和白银来衡量的，所以政府应当鼓励本国商品出口、限制国内消费、

实施进口关税制度和设法实现贸易顺差 [4]12。

由于重商主义的财富观主要是通过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来实现的，因此可以

将“贸易政策——积累财富”的途径称为“重商主义逻辑”。对“重商主义逻辑”的肯定，

是对重商主义财富观警示作用的肯定。而对“重商主义逻辑”的否定，是对以贸易保护主

义为基本特征的贸易政策的否定。

20 世纪初企图恢复英国重商主义的经济史学家认为，重商主义经济学无论多么不完善，

它至少是寻求解决当前紧迫问题的政治经济学 [5]4。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36 年）中，尽管对重商主义多有批判，但也肯定了重商主义学说中凯恩斯所称的“科

学成分”。例如，凯恩斯在投资问题上赞成重商主义的政策，他只是不同意“过分推行重

商主义政策”[6]199-200。大量有关英国重商主义的文献也显示，重商主义者既希望增强国力，

又希望实现经济繁荣。这或许是几个世纪以来对重商主义持续关注的重要原因。

对于重商主义最直观的印象，以及评述或者批评最多的莫过于其“财富观”。就其积

极意义而言，重商主义时代以追求国家利益为主，将积累财富作为基本政策主张。“法国

和英国都经历了在建设国家的同时赚取利润的喜悦”[4]13。重商主义的政策不但促进了近

代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且促使英、法、美、德、俄、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先后崛起，

并成为 20 世纪的主要发达国家 [7]。但是，重商主义主张利用“保护关税”在内的手段保

持贸易顺差使黄金和白银流入，用黄金和白银来衡量国家的财富。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

个“历史久远的错误”。因为积累黄金和其他货币并不能提高一国的生活水平。货币的价

值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能从其他国家买到些什么 [8]268。

重商主义的财富观，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尤其是对最

近几十年来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那些国家而言，重商主义财富观就具有更显著的警示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拉美国家执行着比较保守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墨西哥，不在财

政上过度扩张。它的经济增长虽然低得令人失望，但是没有发生债务危机。然而，70 年

代之后，许多拉美国家将“传统的财政谨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9]26。于是，20 世纪 80 年

代初爆发了拉美债务危机，并且延续至 1990 年才得以平息。

拉美债务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些拉美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初期，在其国民储蓄率

很低的条件下，为了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就一味地推行赤字财政以及大量借入外债，沉

重的债务负担催生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债务危机以后，拉美国家的经济持续负增长，致使

拉美国家经济社会陷入了“失去的 10 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以后，除了债务重新安排以外，

多数国家吸取了债务危机的惨痛教训，通过削减财政赤字和减少政府债务，主动调整经济

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增加国民储蓄，逐渐走出了这场债务危机的阴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增长。日本学者研究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时，

将“节俭”视为第一条原因。其理由是，节俭创造了利润和储蓄，利用储蓄再投资又创造

出更大的利润。这样无限循环下去，便造成了日本经济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日本保持了世

界第一的高储蓄率，是节俭精神的结果 [10]12-13。可见，财富积累成为当时日本经济高速增

长的原动力。

慷慨的高福利国家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内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给财富积累以及

节俭和储蓄的重要作用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也给某些欧洲国家长期僵化的福利制度敲响

刘秀光：重商主义：应该被“扬弃”的经济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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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警钟。在 1997 年 6 月通过的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要求其成员国将财政赤字和

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控制在 3% 以内和 60% 的上限。然而，2009 年在

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就有 20 个国家超过了这一比例。其中，希腊的政府财政赤字和政府债

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 12.7% 和 113%。

希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高福利国家。例如，希腊实行起点很高的工资水平，以及全民

公费医疗和全民养老保险等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当其经济不能承担整个社会的高福利支

出时，希腊也就理所当然的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也引发了欧洲主权

债务危机的爆发。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后，政府需要采取财政紧缩以缓解危机。而财政紧缩计划的

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于是，抗议财政紧缩计划的罢工游行、暴力冲突、大

规模骚乱等不断发生 [11]。其中，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泥沼的希腊，当政府于 2011 年 3 月初

公布了 48 亿欧元的财政赤字削减计划之后，希腊爆发了大规模罢工，抗议政府削减财政

赤字的措施。

经过这场主权债务危机国家的政府和国民，是不是应该冷静地思考自己的社会福利制

度。这些高福利国家脱离了现实经济基础的社会福利支出，实际上并不是依据其国民收入

水平量入为出，而是依靠借债消费和超前消费的一种赌博式社会福利制度 [11]。在没有适量

财富积累的社会福利制度背后，必然隐含着随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危险。

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确实积累了可观的社会财富，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6 年 5 月份中国外汇储备为 31917.36 亿美元。这个数字虽然是 2012 年以来外

汇储备的最低水平，但是仍然高居世界第一位。同时，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第一大经济

体美国的最大债权国。

与重商主义者倡导国家积累黄金白银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更多的黄金白银流入国王、

贵族以及垄断出口公司的保险柜 [12]373 相比较，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积累财富，归根结底

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福祉，而不是像重商主义时代那样用于王宫贵族的享

受。例如，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军事力量的加强、航空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等，都

是以国家财富积累为后盾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传统，

而积累资金的目的就是为了“办大事”。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接近世界前沿，经济建设所需

要的一些重大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是买不来的，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是搞不起来的，只有发

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推动工业化不断迈上新水平 [13]。

2    否定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历来就不受欢迎，例如，法国自由放任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曾经发表著名的《蜡烛制造者的请愿》（1846 年）来抨击贸易保护主义。英国的古典经

济学家坚持不懈地抨击和批判了重商主义既低效率又易于导致腐败，以及维护地主阶级利

益的做法，同时盛赞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所有这些主张，正好满足了英国新兴工商业阶

层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要求。

黄金和白银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可能是人们对重商主义最直接的印象。而这种印象

成为后来凡是遇到贸易顺差问题，就形成了一种与重商主义相联系的惯性思维。而当用这

种惯性思维观察中国经济的时候，就往往不是陷入理论研究的误区，就是招致对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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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无端指责。更有甚者，针对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成为某些国家推行其贸易保护主义

的借口。

国内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贸易呈现明显的重商主义特征：

强烈的出口创汇意识，为的是积累国际硬通货；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利用税收补贴、压

低汇率等多种手段来鼓励出口；借助奖出限入措施取得贸易顺差，并在强制结汇制度配合

下积累起庞大的外汇储备等 [14]。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道路呈现重商主义的某些

“特征”，或许勉强可以接受，但是，特征并不等同于本质。因此，只是简单地将中国经

济发展与重商主义挂钩，的确有些牵强附会。

当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奇迹般的崛起，并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时，会经常

唤起某些人的嫉妒心理和招致无端指责。他们似乎觉得中国的贫穷落后是理所当然，而富

裕强大则是不正常的。因此，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学家和某些政府官员，目睹高歌猛进的

中国经济，总是对此习惯性的指手划脚，并且扣上了重商主义的帽子。例如，有的人批评

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追随一条重商主义政策，并将其贸易顺差人为地保持在高位。这

样的政策是掠夺性的。有的人则指责中国采用重商主义战略，优先对待自己的产业，而以

牺牲美国、欧洲和亚洲的竞争对手为代价。

既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遵循的是“重商主义逻辑”，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追随重商主

义的贸易政策。于是，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指责声中，那些扮演着自由贸易卫士并且

高调维护自由贸易的国家，实则极力向中国推行其贸易保护主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4 年，中国连续 19 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连续 9 年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

美国和欧盟还利用所谓“市场经济地位”来实施其贸易保护主义。在反倾销调查确定

倾销幅度时，反倾销发起国对所谓“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生产成

本的计算往往有很大差别，进而确定倾销幅度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利。简而言之，

它们可以在反倾销领域使用“替代国”价格这样的歧视性做法。由此可见，美国和欧盟迟

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言自明的理由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在作祟。

中国面临日趋扩大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是针锋相对与积极应战，

以争取国际贸易的公平待遇。而中国的出口企业在履行国际贸易规则的同时也积极应诉反

倾销，通过应诉不仅能够保住市场，而且会取得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否则，将会助

长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气焰。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各国遵循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原则，世界贸易展现出前所未

有的大好局面，并且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的 60 年代，被称为国

际贸易“黄金的 60 年代”。然而，国际贸易发展的局面好景不长。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

国家的经济，在遭受 20 世纪 70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之后，进入 80 年代就出现了世

界性的经济萧条。其重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接踵而至，国际贸易秩序因此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反思这段历史会让人

们警觉：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

有多么重要。

在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时代，各国之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对外贸易

的公平和能否可持续发展，对国民产出和就业水平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世界

经济复苏乏力之时，如何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实现互利共赢，而不是以邻为壑。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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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如果处心积虑地采取种种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既破坏了国际贸易规则又损人不利己。

当本国的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眼睛不要总是向外看，而是要从自身找出问题的症结

所在。例如，针对美国长期存在的美国贸易逆差，那些经常自我吹嘘奉行贸易自由化的人

认为，美国的国际贸易问题所体现的实质是“美国正在衰落”。然而，持有公正立场的经

济学家则告诫说：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竞争力下降得很快，但原因并不是美国在

生产率提高方面出现了下降问题，而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下降导致美元升值，美国的物价

相对于贸易伙伴提高了 [8]550。美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由长期贸易盈余转

为贸易赤字。于是，不得不从国外借款以弥补激增的贸易赤字。随着美国外债在 2000 年

逼近其 GDP 的五分之一，美国变得更像一个外债数额巨大的拉丁美洲国家，并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债务国 [4]243。可见，企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实在是开错

了药方。

在大萧条时期的 1930 年，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美

国政府试图利用该关税法来提高贸易壁垒，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增加国民产出和就业

水平。但是，美国筑起的贸易壁垒反而加剧了国内价格水平的上涨，致使经济状况雪上加

霜。奉劝那些热衷于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者们，不要遗忘美国关税史上的这一事件。

3    结语

综上所述，对待重商主义的态度，也应该与对待其他事物一样需要扬弃的辩证思想。

重商主义为专制主义服务的经济政策应该被否定。而重商主义者既希望增强国力，又希望

实现经济繁荣的主张则应该被肯定。

那些指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外贸易政策，是追随重商主义的观点，要么是陷入了

理论研究的误区，要么是某些国家借机推行其贸易保护主义。

重商主义的财富观无论对于曾经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还是对于期望经济社会稳

定发展的国家而言，都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在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时代，如何实现互利

共赢，而不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应该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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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antilism：A Should –be- sublated Economic Theory

LIU Xiu-guang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510450, Guangdong)

Abstract: There definitely exists sublation in the negation of something.To evaluate the 
mercantilism that once prevailed in Europe, we should also adopt the dialectical thought of 
sublation.What should be negated is the economic policy of mercantilism, which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e privileges, restrictions on import or export subsidies, and heavy tax burdens. 
The mercantilist policy that both hopes to strengthen the country and hopes to achieve economic 
prosperity should be affirmed.In the mercantilist logic of trade polic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we affirm the warning role of mercantilist wealth view in modern economy and negate the 
trade policy characterized by trade protectionism.

Key words: mercantilism；sublation；view of health；trade policy；mercantile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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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

变强，是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

长期以来，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

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家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要看到，在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非公有制经济无论

是在经济发展层面还是在意识形态和企业社

会责任层面，都存在着一些隐忧。为了进一

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

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本文以

广州市为例进行专题研究，以期起到一定的

积极参考作用。 

关键词：新常态；非公经济人士；企业家精神；

引导；弘扬

收稿日期：2016-08-28

作者简介：柳德舫（1954- ），男，湖北省

仙桃人，教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反面的

研究。

1    论题的提出

在 2016 年 3 月 4 日下午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

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指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

在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长期以来，我国非公有

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

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是金融发展的

重要依托，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同时，习近平也强调：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是创业成功人士，

是社会公众人物。用一句土话讲，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

们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对社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要十分珍

视和维护好自身社会形象。要深入开展以“守法诚信、坚定信心”

为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始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

爱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爱国敬业、守

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谱写人生事业的华彩篇章。要注重对年轻一

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培养，引导他们继承发扬老一代企业

家的创业精神和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广大民营企业要积

极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致富思源，义利兼顾，自觉履

行社会责任。[1]

为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促进广州市

非公有制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弘扬企

业家精神，本文以广州市为例进行专题研究，以期起到一定的积

极参考作用。

2    广州市非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广州市非公经济发展呈现的基本特征

2016 年 3 月以来，笔者通过对广州市和白云区相关的部委办

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柳德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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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进行调查，实地考察部分非公经济企业，走访座谈部分非公经济企业业主，认真查阅相

关资料，对广州市非公经济发展的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归结起来，广州市非公经济发展

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2.1.1 经济总量大，投资占比高，增长速度快

2015 年，广州实现非公经济增加值 7 201.22 亿元，同比增长 8.2%，约占全市 GDP（18 

100.41 亿元）的 40%。完成民间投资 2 397.76 亿元，同比增长 35.8%，高于全社会投资

25.2 个百分点，占广州全市固定资产投资（5 405.95 亿元）比重 44.4%，占比同比提高 8.3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非公企业总产值 4 461.8 亿元、小微型企业工业总产值 4 429.84 亿元，

分别增长 8.2% 和 10.5%，分别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速的 1.8 个和 4.1 个百分点。

2.1.2 吸纳就业多，税收贡献大，三产占比高

2015 年，广州非公企业吸纳就业人数约 442.74 万人，同比增长 5.02%，吸纳就业人

数约占全市从业人员的 55.1%。共计上缴税金 1 363.85 亿元，同比增长 12.8%，贡献了广

州市逾三成的税收。在广州 18 万多户第三产业企业中，非公企业占比超过 2/3。其中，在

全市 7 千多户交通运输、仓储企业中，非公企业占比达 74.6%；全市 9 700 多户信息传输

及软件服务企业中，非公企业占比达 75.5%；全市 5 千多户居民服务业企业中，非公企业

占比超过 73.7%。

2.1.3 市场主体多，新增力量强，注册资本厚

2015 年，广州新登记私营企业 10.20 万户，出资总额达到 4 058.70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24.91% 和 91.29%。全市实有登记内资市场主体 130.6 万户，其中私营企业实有登记

45.55 万户，注册资本（金）为 12 675.4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7% 和 65.87%；个体工

商户实有登记 79.96 万户，资金总额达 183.6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06% 和 14.43%。截

至今年 4 月 18 日，广州注册资本超过千万元的非公企业 14 907 户、超亿元的 795 户，分

别比上年增长 28%、33%。

2.1.4 专利申请多，创新能力强，科研贡献大

2015 年广州非公企业专利申请量占全市企业申请总量的 90% 以上，广州专利申请量

过百企业共 22 家，其中非公企业 13 家，占比达 60%。非公企业约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

数的 85%，约占工业机器人企业总数的 80%、大数据企业总数的 90%、物联网企业总数

的 85%、电子商务企业总数的 95% 以上。广州非公企业建立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130 家，

占全市总数的 71%，在省级企业技术创新项目中，非公企业项目占 75% 以上，产学研合

作项目占 80% 以上。

2.1.5 对外贸易旺，逆势增长快，境外投资猛

2015 年，广州非公企业进出口总额 2 792.8 亿元，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33.6%，

同比增长 20.5%，远高于全市 3.5% 的平均水平。非公企业“走出去”意识明显增强，出

现大型非公企业主动“走出去”、中小企业抱团“走出去”的局面，2015 年全市非公企

业境外投资项目 275 个、投资额 33.2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08.33%、76.6%。[2]

2.2  广州市非公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的来看，广州市非公经济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对广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了重大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2.2.1 经济发展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非公经济整体的发展质量不高，尤其是骨干龙头企业不多。广州全市实有登记非

公市场主体 130.6 万户，但注册资本超过千万元的非公企业只有 14 907 户、超亿元的只有

795 户，注册资本超过千万元的约占全市非公市场主体总户数的 12% 左右，而 88% 以上

是小微非公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又如来自白云区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白云区内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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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税源不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490 家，其中工业产值上亿元的企业仅 103 家，纳税额达

亿元以上的企业也仅 15 家。全区非公经济主体共 14.04 万户，个体工商户就有 9.86 万户，

占 71%，小工商户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和行政管理资源。区内尤其是骨干龙头企业不多，

据初步统计，白云全区 95% 税收由 10% 的企业提供。

二是从产业集聚层面分析，情况也不容乐观。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白云区历史上形

成的电气机械制造业、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等五大支柱产业，其工业产值合计起来也仅占全区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的一

半。单列开来，总量最大的电气机械制造业产值比重只占全区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的

21%，核心产业尚未真正形成。广州市其它各区产业集聚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三是从总部经济层面分析，情况更不容乐观。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前沿的省会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的广州市，应该

是经济商贸物流等总部公司企业林立，直接支持总部经济的产业集群也基本形成。但实际

情况不容乐观。根据调查显示，截至 2015 年底，以广州市自立标准通过考核、认定的各

类总部公司企业共 320 家，其中非公性质的约占 50% 左右，且大多没有形成直接支持总

部经济的强大的产业集群。如果用世界发达国家通用的衡量总部公司企业分类的标准来考

核的话，广州全市的总部公司企业的户数还会打一些折扣。

2.2.2 意识形态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广州市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总体向好，绝大多数非公经济业主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

照章纳税等，就是因为有这一大批听党话、跟党走的积极健康的市场主体，非公经济才为

广州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西方近年来不断加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广州市极少数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尤其是企业家在意识形态方面仍存在一定的误区。通过调查走访座

谈发现，当前广州市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依然存在以下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1） 少数非公

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缺乏对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极个别非公人士甚至对西方的制度体制充满

向往；2） 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忽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建设，

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危害认识不足，再加上有

关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等关心不够，非公有制企业

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3） 有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在“官”“商”交往中摆

不正自己的位置，认为自己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就应得到回报，对国家反腐打击“官”“商”

勾结的行为有意见甚至非常不满，进而攻击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现行政策、举措等；4） 有

些党委、政府、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一

味强调经济建设而轻视意识形态工作，导致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意识形态领域的

基本理论、问题等缺乏正确认识，缺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5） 少数党政群工部

门在抓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时，不仅思想陈旧、手段单一、方法滞后，而且

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导致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意识形态工作有抵触情绪，

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思想管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误解等。

2.2.3 企业社会责任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所谓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 CSR），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

发展创新、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会和环境及利益相

关者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依法纳税、生产安全、职业健康、维护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等。[3]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4 卷第 1 期    VOl.24    NO.1



61

非公有制经济在为广州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同时，绝大多数业主也

较好的履行了社会责任，这一前提必须得到充分肯定。但笔者通过调查走访座谈广州市和

白云区的发改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科工商信局、人社局、安监局、环保局、食药监局、

国税局、地税局、工商联等相关单位，了解到少数非公经济业主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也存

在诸多问题。归结一下，广州市非公经济领域当前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1） 少数非公业主无视自己在纳税和社会保障方面应起的作用，尽量逃

避税收以及社保缴费；2) 少数非公业主较少考虑社会就业问题，将包袱甩向社会；3) 少数

非公业主较少考虑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将利润建立在损失国家财产、忽视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和破坏、污染环境的基础之上；4) 少数非公业主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提供假冒伪劣

的产品、服务或虚假信息，与消费者争利或欺骗消费者；5) 少数非公业主依靠压减企业职

工的收入和福利来为所有者谋利润，企业主堕落成资本的奴隶，赚钱的机器；6) 少数非公

业主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对公益事业不管不问；7) 少数非公业主缺乏公平竞争意识，

搞市场垄断，极力排斥市场竞争；8) 少数非公业主缺少诚信，搞假倒闭、假破产来逃避债

务；9) 少数非公业主慈善捐赠的理念和认识不够，缺少“慈善观”，不能义利兼顾，社会

责任感缺失等。

3    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基本路径

造成广州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以上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场

不规范的原因，也有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既有法制不健全的原因，也有非公经济

业主自身逐利的原因；既有国内外环境影响的原因，也有政府教育引导不力的原因等。出

现这些问题和原因，不光只是广州市、广东省存在，而且全国都普遍存在。怎样解决这些

问题？措施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党和政府早有部署，会逐步进行解决。就当前的情形

来看，笔者认为，在诸多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党和政府创造条件教育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弘

扬新时期企业家精神是当务之急，是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

3.1  中国新时期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内涵

3.1.1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涵义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和德鲁克都认为：企业家是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倡导和实行创新的

经营者。企业家多指一个成功企业的创业者，或者对一个企业发展成功具有开创性贡献的

经营者。如果把企业比喻成一艘在大海上航行的轮船，那么企业家就是指挥船只行进方向

的船长。

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建立在企业家阶层对市场经济本质的把握与对企业特征、价值

的理解和认识基础上的，反映着企业家在整个经营活动中的价值观念、工作准则和对事业

的追求。是企业家经营管理企业的理想模式、价值取向和基本信念，是企业家进行企业管

理的指导思想，是市场经济社会商业文化的主基调，是珍贵的文化资源，在构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中具有特别重要作用。

3.1.2 新时期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内涵  

新时期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内涵非常丰富，包括：爱国精神——就是热爱祖国、报效

祖国，这是非公企业家作为合格公民的神圣职责；敬业精神——就是牢记职责、忠于职守，

这是发展企业、成就事业的基本保证；创新精神——就是要打破常规、敢为人先，这是企

业家精神的灵魂，是非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守法精神——就是要敬畏法律、

恪守底线，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这是依法治国对非公企业家的基本要求；诚信精神——

就是要诚实经营、重诺守信，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奉献

精神——就是要饮水思源、感恩回报，这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应当具备的思想境界和精神

柳德舫：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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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

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奉献，这些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身上的集中体现，也是进一步推动广州市以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强大动力。

3.2  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基本路径

3.2.1 要大力培育新时期企业家精神

广州市的政府有关部门应将弘扬新时期企业家精神作为广州市当代社会精神转型的重

要任务，尽快消除体制机制、政策层面不利于非公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家精神建构的各种弊

端；要充分运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舆论工具，大力宣传新时期的企业家精神，大力宣传优

秀的非公经济的企业家，营造尊重企业家、倡导企业家精神的良好氛围，使新时期的企业

家精神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2.2 要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

1） 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引导广州市的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

和国家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始终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在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体现价值，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

伟事业中贡献力量。在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交往中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自觉维护

国家形象和民族长远利益。

2） 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大力弘扬创业敬业精神。要引导广州市的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发扬劳动创造和创业精神，弘扬敬业精神，培养百

折不挠、敢为人先的顽强意志。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做大做强非

公经济，努力实现广州市非公有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3） 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大力弘扬开拓创新精神。要引导广州市的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把创新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贯穿于企业发展各环节和全过程，不断凝聚创新驱动发

展新动力，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加强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

新，真正使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不断创造出优质的产品和品牌，不断培育发

展出更多的产业集群和总部经济。

4） 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大力弘扬尊法守法精神。要引导广州市的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强化法治观念，自觉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要依法生产经营、公平竞争，

遵守国家的财政税收、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等政策法规，遵循市场规则和行业

规范，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要尊重和维护员工的各项合法权益，善待和关爱员工，不断

增强广州市非公企业的凝聚力。

5） 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大力弘扬诚实守信精神。要引导广州市的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守信用、讲信誉、重信义，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面向社会，以严格的自律应对市场，

以良好的信誉提高竞争力，推动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

承接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展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良好精神风貌。

6） 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大力弘扬乐于奉献精神。要引导广州市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将乐于奉献的理念体现在事业发展过程

中，增加就业岗位，积极吸纳下岗职工、大学毕业生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替百姓解难、为

政府分忧。要通过项目扶贫、开发扶贫、技术扶贫等方式，帮助贫困地区人民群众早日脱

贫致富，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做共同富裕

的促进者，要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更多关心和帮助困难群体，使他们切身

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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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非公经济人士要将企业家精神培育成优秀的企业文化

除了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大力培育、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弘扬新时期企业家精神外，

非公经济人士更要将新时期企业家精神落实到企业的发展战略中，落实到企业的生产经营、

管理和服务的各个环节上，落实到企业的各种管理制度里，使之从上到下、一代接一代传

承下去，积累起来，真正把新时期企业家精神培育成优秀的企业文化灵魂，为做大做强广

州市的非公经济、为实现中华民族“两个百年”伟大目标的中国梦而作出贡献。

4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广州市的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呈现

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对广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必须要充分肯定。

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广州市非公经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问题。只要人

们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发扬粤商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敢为人先、永不言败

的精神，大力弘扬新时期企业家精神，进一步拓展已经取得的成绩，逐步克服和解决存在

的问题，抢抓机遇，迎难而上，广州市的非公有制经济就一定能发展得更大更强，就一定

能为广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广东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两个百

年”伟大目标的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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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China's non-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has been developing from small to large, from weak to strong. For 
a long time,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non-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bilizing growth, promoting innovation, increasing employment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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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文明与城市女性服饰装扮，二

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这是世界发达国家的

共性。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先富裕起来

的地区，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由于受传统

岭南文化中封建残存的女性审美意识的影

响，使广东女性服饰文明进程与城市快速发

展尚有一定差距。提升广东女性形象，对社

会和谐、家庭文明、夫妻和睦都将起到积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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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主要从事服装美学方面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文明与女性服饰形象进步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提升，说明经济发展与女性形象提升成正比关系。本文

以广东为例，研究女性服饰与城市文明建设。

1    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

广东早已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广州经过亚运会的洗礼，

城市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从获得“中国人居环境示范奖”，

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最佳示范奖”等称号开始，广州城市经济

建没和环境保护进入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广州大道、临江大道是

城市的主要风景线，原来树木生长茂盛却有绿无景，改造后，把

树木抽疏，使景观豁然开朗 ; 用小上坡营造“微地形”，使视觉变

化丰富；髙地错落的植物，营造出绚丽的层次；城中的花卉四季

搭配，实现了“花开不败”的一年景特色。绿化带中增加了弯弯

曲曲的园路，行至其中，一花一石都颇具岭南园林的风格。让人

刮目相看的是城市的空气、水质，与以前的灰蒙蒙、尘土弥漫的

广州相比，现在，天变蓝了空气淸新多了，正在向“一湾淸水绿，

两岸荔枝红”的广州迈进，常有河涌游泳大赛、划龙舟，展现在

世人面前的是生机盎然的岭南风韵。

广州城市建筑的变化，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十年前，83 层

的中信广场是广州最著名的髙楼，现在西塔、金融大厦、农商银行、

小蛮腰，一个接着一个地耸立在羊城。还有珠江新城，从农村、荒地、

草丛、河涌，华丽转身为广东博物馆、广州歌剧院、广州图书馆、

花城大道、海心沙，美不胜收，新建的髙楼大厦使整个珠江新城，

充满了现代都市的气息。亚运会在广州举行，给很多体育场馆披

上了新装，为广州人民提供了更多锻炼身体的场地，为广州城市

文明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物质条件。

广州还是全国最大的服饰批发基地，城市环境变化走在全国

的前面，有北上广之美誉，女性形象的文明指数应该在全国的前列，

特别是中老年女性的外在形象、精神面貌，是家庭、社会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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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数。但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有广东女子形象落后，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女性，衣着打扮

与城市环境不协调的说法，与新一代的广东人服饰外形落差较大，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距？

很值得研究。

2    社会意识与女性形象

通过深入调研，发现广东对女性审美评价的传统标准，残留了许多落后的岭南女性文

化。过去社会普遍认为女人属于家庭，家庭是女人的全部，女人的价值只有在这个圈里，

她们的认知、处事、行为及对生活态度的选择等等，在男人眼里总是有限的，对女人本身

的存在有许多限制，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史中这种思想一直延续下来，渗透在老一代中

国人的认识里。而广东地区的客家人尤为如此，甚至对已婚妇女注重外形美化有伤风败俗

的联想，不注重外形美冠以优秀品德，这些封建残余对广东地区的女性有影响。

广东地区对女性审美评价与现代都市女性审美评价存在差异，某种程度上残存着女性

“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意识，女性的价值建立在负责家庭丈夫的基础上，不关注女性自身

美的完善，这种价值观影响了女性服饰文明的进程。因此，思想观念的改变是提升女性形

象的必要环节。

3    女性服饰与社会价值

所谓服饰即衣服和装饰。一个城市的文明，很大程度上通过人的服饰文化体现，特别

在上了年纪的女性身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文明的风向标。日本、韩国是

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日本女性大部分在家料理家务，打理好家庭是本职工作，但她

们十分重视外形的修饰，哪怕是在院子里扫地也要把自己整理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韩国

上了年纪的女性，不化妆是不会出门的，否则叫裸露。在欧美对上了年纪的女性，外表形

象连总统都关心，美国前总统里根曾说过“四十岁以上的女人要对自己的脸负责。”美籍

华人羽西女士的母亲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她生病住院听说儿女们来看她，赶紧让护士

关好门等自己化完了妆再进来，在他人面前保持美好的形象，是尊重自己也是对他人的礼

貌，即使在子女面前也一样，是社会文明的体现。服饰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中国是个

服饰文明古国，早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服饰文明就有了科学的见解：“食必常饱，然后

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揭示了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也就是说，当人们吃饱了开始追求吃的精美，穿暖了希望穿得更漂亮更有品位，有安身的

居所就希望环境更安逸、舒服、美丽，这是人类不断进步发展的动力所在。广州是最早富

裕起来的城市，城市环境越来越美，女人是组成环境的重要因素，上了年纪的女性没有先

天美丽的资本，服饰装扮特别重要，利用服饰、美容养生，延缓外形衰老的步伐，让自己

成为装点城市环境的移动风景，走出国门展示给世界的是中国崛起的崭新面貌，这正是服

饰文明的社会价值体现。

4    女性形象与服饰文明

人的美丽离不开服饰装扮，“人靠衣装马靠鞍”。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今天，服装是时

代的镜子，是一个国家当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反映。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衣

着水平基本停留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衣着状态，转眼近四十年过去了，

中国的物质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跃进，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年轻一代的服饰装扮

水平和世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中老年女性的服饰水平也可以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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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不学礼，无以立”。什么是礼仪呢？简单地说，礼仪就是律己、敬人的一

种行为规范，是表现对他人尊重和理解的过程和手段。文明礼仪，不仅是个人素质、教养

的体现，也是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体现。更是城市的脸面，也是国家的脸面。尤其上了

年纪的女人，让自己在孩子面前学习礼仪不仅可以内强个人素质、外塑形象更能够润滑和

改善人际关系。礼仪的内容很多，其中服饰文明是重要的内容，它在社会中起着积极作用。

史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使生活在那些年代的人们时时牢记自己的地位、

职责，明确自己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社会各种角色各尽其职，各负其责，中下层人，

安于本分，尽力奉公，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现代服饰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它除了

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外，还能够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延缓人类衰

老的进程，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内涵。服饰还有唤起观察者内心的情感和思想的力量，

年纪大的女性，用服饰文明提升自己的形象，是对自己也是对家人的尊重；相反认为爱美

是年轻人的专利，年纪大了不需要外表的提升，不要引起别人的关注的想法是错误的。曾

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醒悟的家庭主妇阐述，“有次全家旅行，自己没有上车家里人竟然没

有发现，把车开走了，对她的刺激很大。她开始反思，自己生了孩子以后，所有时间围绕

家庭转，平时从外形装扮到个人的精神需求几乎等于零，失去了自我，家里人忽视自己就

不难理解”，这个案例在都市女性中很有代表性。[1]

通常都说三分长相七分打扮，服饰作为一种象征，作为一种能够唤起情感的媒介，它

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它的自身。走在大街上对衣衫不整其貌不扬的人不会多看一眼，面对衣

冠整洁气质不凡、光鲜亮丽的人会肃然起敬，也愿意多看甚至了解她，这就是服饰的魅力。

对上了年纪的女性，身在社会中，身份、角色在不停地变化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人们的精神需求层次和自我认知价值越来越高，就越来越希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受到他人

的尊重，服饰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要让孩子们尊重自己，首先自己要尊重自己。

现代文明告诉我们：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活得有价值、有尊严，有美的外观。每个阶

段的人文特点都值得尊重：孩提时的天真烂漫给人带来期盼，确实宝贵值得珍惜；青年时

的豆冠年华、天生丽质、朝气蓬勃令人羡慕；中年的成熟练达，家庭事业的双重压力，直

接体味人生的甜酸苦辣，也是一种骄傲；老年是风雨过后的彩虹，迎接人生舞台谢幕的观

众，应该最是幸福。无可奈何，人的外形像花开花落自然变化，年龄与美丽总成反比，而

人的尊严应像成熟的果实越熟越甜。修饰趋向衰老的外表，是尊重他人，也是对自己尊重

的体现，过去 “女为悦己者容”，进入中老年爱美是尊严的要求，也是礼仪的体现，服

饰可以帮助人们实现美化外形的愿望。[2]

5    提升广东的女性形象

5.1  养成护肤防晒习惯

据观测资料的统计分析，广州地区属于紫外线高辐射地区，全年辐射强度 83.3% 出

现在“中等”以上级别；“强”“很强”级别占 60.7%，尤其是笫二、三季度分别有

41.8%、55.5% 时间紫外线出现很强级别，对人体皮肤的伤害很大，西藏地区 60 岁的女性

外貌相当内地 80 岁老太的皮肤，主要是高原日照长，紫外线强烈所致。现在年轻的广东

女孩防晒意识很强，她们的肤色与内地的女孩没有差别。据调研发现广东地区上了年纪特

别是已婚女性，对紫外线辐射伤害皮肤的防范意识弱，夏季很少用防晒霜，导致肤色黯淡，

皮肤容易起邹折出现斑点，加速了皮肤衰老。其实，现在人们的生活富裕起来了，用现代

科学赐予人类的夏季护肤产品（防晒霜），尽量用防晒指数高的产品，防止紫外线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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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人的衰老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5.2  美容意识，修眉技巧

很多人不知道在我们的脸上有个秘密，五官中“地位”最高的是眉形，眉形好的人颜

值就高了一半；就算素颜，出色的眉形会让五官立体美化脸形；如果眉毛稀疏无形，五官

就会变得模糊、憔悴看来人会显老还臃肿；如果眉毛太粗黑，会让人显得凶恶远离可爱，

有时甚至滑稽的像丑角。只要改变眉型，就可以提高颜值。美国有专门提供不同形象眉形

的研究机构，这种服务价格不菲，反映了人们对眉形的重视程度。眉型不仅能左右整个脸

型轮廓。在命相学中，它更代表了感情、事业运，“眉清目秀”“眉清目朗”是人们平常

最直接评价人物形象的褒义词。

眉毛是五官中唯一无须通过整形，就能提升人的形象的因素。只要小做改变，如拔去

影响眉型的杂毛，调整眉毛的高低位置，根据脸型改变眉型等等，眉毛虽然也是时尚流行

元素，关键点是要加强眉眼之间完美搭配，协调五官的和谐位子，其次考虑眉毛的时髦性。

因此提高审视眉形的水平，学会修眉技巧非常重要，这是提升形象最简单也最有效的途径。

5.3  掌握服饰，修身装扮

通常来说身材与服饰装扮成反比，身材好的人对服装的要求不高，就像衣架一样什么

衣服挂上去都好看，但身材矮小或者偏胖不那么标准的人，对服装的要求就更高，不同的

服装其色彩、款型、面料都会对人体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身材矮小，服装的款型选择很重

要，上衣的腰节尽量提高，下装不要用肥大加长的裙子，用色统一，可以拉长下身长度，

忌讳多层分割或多种颜色。小腿漂亮个头偏矮的女性，连衣裙长度在膝盖上面，显得小巧

玲珑可爱，如果腿型较粗个子又偏矮小的女性，避免穿紧身裤，以长窄裙或直筒裤为首选，

衣服尽量短款，这样视觉上可以拉伸个头。肤色暗淡的人服装的色彩尽量不要用咖啡色或

不够明亮的色彩，宁可用黑色，忌讳用色调中性比较暗的系列，切不可用紫色系列，否则

给肤色造成雪上加霜的效果。广东有些女性腿特别细，同样要注意，太细的腿忌讳穿黑袜，

并不是越细越好。学会应用色彩的明暗效果即暗色起收缩作用、亮色有扩张的作用，调节

身体的肥瘦视觉美感，提升个体形象。

5.4  学会化妆改变肤色

化妆是提升女性形象实现美的捷径。在很多发达城市女性上班企业要求化妆，在广州

中老年女性化妆的很少，这是形象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女是画出来的一点不假。毛戈

平有一款高光亮膏特别适合广东地区女性，作为粉底具有提亮、遮瑕、防晒、妆容持久的

特性，在广州的气候环境下特别适用，遗憾的是广州竟然没有毛戈平化妆品实体店，与广

东女性没有化妆美容意识有关，它虽然价位偏高，但对都市女性美化面容，提升形象，改

变人的精神面貌有奇效，给女性自信、带来愉悦的心情，很值得拥有。

6    结语

总之，城市文明进步给环境带来美的变化，而人的形象美化像是动物在自然环境中的

进化一样，是城市文明的必然产物，妇女形象及素养如何，关系到人类遗传基因的进化，

其潜移默化教育子女的作用对提高民族的素质有着重要意义。就像马克思说的“每一个了

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3] 作为一个优秀的

女性，做贤妻良母无可厚非，但更要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意识，完善自我，提升女性外在形

象是具体的行动。广东的女性在经济开发、参与政治生活都走在全国的前面，很多女性形

象也得到了大的改变，如果广大的中老年朋友，普遍重视美化外在形象，会影响人们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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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观念拉动整个服饰产业链，推进服装鞋帽与化妆品消费水平，对城市的文明发展、提高

对外影响都是一种积极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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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Civilization and Female 

Dress Image——A case study of Female Image in Guangdong

XIONG Ma-li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

Abstract: Urban civilization and the female dressing up style are inevitably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Guangdong is the first affluent area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has been chang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feudal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the feudal women in the traditional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culture,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between the process of Guangdong female clothing civiliz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Promoting the image of women in Guangdong wil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social harmony, family civilization and conjugal harmony.

Key words: urban civilization； women dress；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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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标志是品牌视觉系统的核心要素，

也是品牌文化的重要载体。为了加快大众对

品牌内涵的识别速度，标志设计形式上务必

简洁，为了彰显特定的品牌内涵，其设计语

言必须和消费者的认知、情感心理相结合。

即既需要掌握设计语言的造型规律，也必须

重视图形的内在含义，从而引发消费者的相

关联想而达到品牌的延伸与拓展。本文从品

牌标志设计的审美规律与文化内涵两个层面

进行分析，挖掘品牌标志的功能与审美的契

合，为当代设计寻求启发。

关键词：简约；品牌标志；视觉；美学；文化

内涵

收稿日期：2016-11-16

作者简介：张南岭（1981- ），男，湖南宁乡人，

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美术学方面的研究。

1    品牌标志设计的基本视觉元素

品牌标志在形式上日趋多元，由静态到动态；由平面到立体；

由视觉到声音等等。就视觉而言，无论何种形式都离不开对点、线、

面、色彩、肌理等基本要素的安排和处理。这些基本语言在人类

长期的视觉经验中逐步积累而成，是人类的共同视觉基础，诠释

了人类对复杂自然物象的抽象与概括，既能满足简洁性的要求，

也能引起消费者的视觉共鸣，最终达到有效传递品牌信息的目的，

设计中优秀设计师无不注重这一原则的体现。如法国富通银行的

标志（图 1），图形部分包含了 32 个点状元素，抽象的点通过形

状与色彩的差别相互区分，使画面充

满了跳动的节奏，丰富了视觉效果。

这些元素看似无规律可循，但都有

其现实依据，因为灵感来源于设计

师的生活经验，设计师是跳伞爱好

者，素材就来源他跳伞时所俯视的

城市形象。设计师将城市效果简约

地概括成色相与形状各异的小色块，

隐约让人感觉到城市街道、建筑、

草地等客观事物的影子，既满足了

标志的形式要求，也没有失去设计

素材的生活源泉。

2    品牌标志的形态组合规律

标志设计中，如何来安排经过提炼的基本视觉元素属于审美

范畴，美学规律是古今中外哲学家与美学家共同探寻的课题，也

总结出了非常多形式美法则，如和谐、整体、对比、均衡、节奏、

韵律、比例等等。视觉中的“美”本质上是一种视觉经验，人们

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通过考察自然环境，考察自身，逐渐形成

品牌标志设计的视觉美学与文化内涵

张南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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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法国富通银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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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某种视觉的认同，因此符合审美规律的形式结构往往吻合了人们的视觉习惯，更容易唤

起消费者的视觉认同。标志设计形态组合总体以简洁为前提，因此针对有特定含义的具象

形象进行抽象概括是设计的必要过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针对概括之后的抽象形态进行解

构与重组。

2.1  基本形态的重复

重复的美主要表现在人们对于秩序的视觉依赖，基本形的重复排列能带来视觉元素的

均齐，也可以弥补单一形态的单薄，强化视觉的力量。如东风雪铁龙的汽车标志（图 2），

奥迪汽车标志（图 3）

2.2  基本形态的渐变

渐变图形遵循了逐渐变化的秩序，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视觉上容易产生协

调，渐变图形也是获取视觉节奏的重要依据。如杭州银行标志（图 4）、艾迪达斯标志（图 5）

2.3  基本形态的重组

通过对基本元素进行分割再重新组合，获得视觉的新意，但因为各分散的元素来自一

个整体，所以并无散乱之感。如捷克玻璃陶瓷标志（图 6）、瑞典邮件开发商标志（图 7）

图 2   东风雪铁龙标志 图 3   奥迪汽车标志

图 4   杭州银行标志 图 5   艾迪达斯标志

图 6   捷克玻璃陶瓷标志 图 7   瑞典邮件开发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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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本形态的对比

对比是增强视觉冲击力度的重要手段，标志设计中恰当通过图形的反差，视觉上能产

生赏心悦目之感。如第一塑料精密仪器制造公司的标识（图 8）形状的方圆对比，颜色的

黑白对比，元素之间互为映衬，商标的表现力得到加强。上海艺术博览会标识（图 9），

通过黄紫的补色对比，视觉冲击极强，结合局部图形的适当变异，增强视觉的生动感。

2.5 基本形态的节奏

节奏之美来自音乐术语，音乐中通过声音高低起伏的秩序

变化产生感官的愉悦，而视觉中的节奏主要借助图形自身的秩

序变化获得。如韩国兑换银行标志（图 10）通过基本几何图

形的方向秩序渐变获得视觉的律动。

2.6  基本形态的均衡

均衡之美体现了人类对平衡与稳定的基本需求，来源于人

们对安全的基本需要，因此图形的均衡排列，很容易获得消费

者的心理共鸣，以产生视觉的美感。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

（图 11）以蓝色为主色，营造蓝天的气氛，也具有平静理智

的心理暗示，层层扩大的弧形吻合广阔无垠的天空，结合图形

与字体严谨的均衡法则，增强旅客的旅行安全心理需求。

3    品牌图形的文化内涵

准确地传递企业的经营理念与文化内涵，是品牌标志设计成功的标准。如陈汉民先生

所说：“理念性标志一定要有内涵，这种内涵要符合中国人的民族习惯和民族爱好。”品

牌形象系统中，标志的主要价值在于使不同品牌的同类产品在视觉上相互区分。因此，优

秀的品牌标志设计要求品牌的独特文化结合个性的外在形式，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和视线，

从而引导消费者解读品牌的文化内涵，顺利达到品牌传播的目的。就中国的民族企业而言，

怎样建立吻合自身文化的品牌标志形象，体现本土文化特色；如何挖掘中国传统元素在品

牌图形设计中的应用，是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3.1  中国汉字元素的渗入

汉字是极具民族特色的视觉符号，代表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气质。从字义方面，汉字

能解释特定的品牌名称，从字形方面，汉字的造字原理符合形式的美学要求。现代本土品

牌标志设计中，汉字的应用已非常普遍，应用中通过对不同表现手法的尝试，各自阐释品

牌的文化内涵。如红木家具品牌大涌的标志（图 12），以红色的“大涌”二字为元素，

从字形、字义、色彩三方面进行创意表现。椅子的形象处理解释了产品的商业职能，红色

图 8   第一塑料精密仪器制造公司标志 图 9   上海艺术博览会标志

图 10   韩国兑换银行标志

图 1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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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色体现了产品红木材质的特色，汉字的字义解释了品牌的

名称，因此，丰富的品牌信息能够在简洁标志形象中一目了然

3.2  传统图形元素的渗入

传统图形元素以人们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凝聚了先民的智慧，

也蕴藏悠久的历史，是劳动人民追求美好事物的物化形式。同

时，特定图形更是中华民族哲学观念的体现，往往运用高度概括

的手法创造代表东方意境的“图腾”元素，以特定“有意味的形

式”来诠释中国朴素的人文理想，传递民族精神。如果将这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图形元素

运用在设计中，能使消费者轻松地产生心理认同，获得设计的成功。如华夏银行标志（图

13），借鉴了中国史前时期工艺品“玉龙”的基本形象。龙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图腾，中华

民族被视为“龙的传人”，也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元素之一。设计过程中很好地结合银行

的中文名称“华夏”二字，图形中间位置的方形与周围的圆形在形式上形成方圆的对比，

内涵上却与中华传统“外圆内方”的处世理念吻合，更为重要的是外圆内方的形状是古代

钱币的主要造型形式，和银行的职能取得一致，以这种方式来完成品牌标志设计，品牌的

文化内涵无疑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3.3  传统艺术形式的渗入

中国独特的民族艺术形式，如中国画的水墨技法，书法的篆刻压印效果、民间的剪纸

艺术、年画艺术、皮影艺术等形式都蕴含特定的民族情感，逐渐成为标志设计的选择因素。

这些艺术形式与符号承载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信息，也寄托了民间百姓的情感愿望。文化倾

向明确的元素能更好地传达企业的经营理念和文化意蕴，在这些传统的艺术形式中注入现

代标志设计的美学法则，形式与内容都获得新的意义。2008

年奥运会的会徽标志是在标志设计体现传统艺术表达形式的

重要代表（图 14）。会徽由两部分组成，上部分是一个近似

椭圆形的中国传统印章，上面刻着一个运动员在向前奔跑、

迎接胜利的图案。又像现代文字“文”字，取意中国悠久的

传统文化。下部分是用毛笔书写的“Beijing 2008”和奥运五

环的标志，将奥林匹克的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的结合起

来，同时也表明了奥运会的时间和地点。以传统印章的艺术

形式彰显了这次“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的奥运盛会，也使

之成为奥林匹克的一座里程碑。简洁而深刻，展示着一个城

市的演进与发展；它凝重而浪漫，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思想与

情怀，其会徽标志的文化内涵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4    结语

相对国际成熟的品牌形象体系，中国民族品牌标志形象设计尚存在许多不足，比如内

容的简单、形式的直白、做工的粗糙、个性的缺乏、文化的单薄等等。标志设计的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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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华夏银行标志

图 14  2008 年奥运会的会徽标志

图 12 红木家具“大
涌”品牌标志



73张南岭：品牌标志设计的视觉美学与文化内涵

必须考虑企业的思想理念与内涵，才可能传递鲜明的企业形象，体现“差异化”这一基本

战略；形式上运用标志设计最基本的视觉语言，遵循视觉的美学法则，方能符合消费者的

视觉习惯，引起共鸣。通过对品牌标志的视觉语言和形式规律的研究，发现新时期标志图

形的创新与发展，结合了解消费者阶层的认识能力与审美能力现状，创造出符合时代文化

与潮流的标志形象，是优秀的当代企业应当着重考虑的因素。

“Simple and Extraordinary”——Visual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Brand Logo Design

ZHANG Nan-li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

Abstract: Logo is the core element of the brand visual system, is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brand culture.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recognition of the brand connotation of the public, logo 
design must be concise in form,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the brand, its 
design language must be combined with the consumer's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master the design language of the law as well a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herent meaning of the graphics, which led to the association of consumers to achieve the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brand. In this paper,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aesthetic law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brand logo design, the function of the brand logo and the aesthetic 
fit are explored, and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design is s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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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汉代画像石砖的造型艺术特

征进行分析归纳，主要从画像石“夸张变形”

的绘画风格、造型的装饰性与写实性结合的

特点、构图形式、及题材内容几个方面分析，

并结合当代绘画创作元素、绘画语言进行探

索研究，阐述汉代画像石砖对当代绘画艺术

的启发。在当代绘画中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

当代国画人物画创作，人物画从古老的汉代

图像中提炼出简练的造型原则、构图等法则；

此外汉画像石的纹饰以及画像石的拓片中的

肌理效果也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和

绘画语言，在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之间找到

了结合点，并融入当代人的审美观念。

关键词：汉代；画像石；当代；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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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面的研究。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包括美术。

汉代的美术特征与她大国的气质相符，博大而雄浑。其中汉代画

像石作为一种独特的石刻绘画艺术，是汉代艺术中最为璀璨的艺

术形式，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以简练的线条语言，极具形式

美感的构图格局，夸张变形的造型，塑造出雄浑、博大、古拙的

画像石艺术，彰显了汉代的大国气度。

 画像石，是指汉代豪族祠堂和陵墓地面建筑石阙、享祠碑的

壁面上以及墓室表面的砖石上的装饰绘画性雕刻。画像石源于汉

代流行厚葬，是汉代陵墓中常见的墓室壁画，遗存非常丰富，是

很有特色且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秦汉美术史资料。它以其丰富的

题材内容、精美的画面构图，展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

对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描绘不仅形似，更达到了以形传神的

艺术境界。汉代的艺术家们以刀为笔，在坚硬的石面上雕刻出众

多精美的图像，作为建筑构件，构筑和装饰墓室、石阙之用。据

考证，画像石萌发于西汉时期，发展于西汉晚期到王莽新朝时期，

而东汉时期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陕西、

山西、四川等周围地区。山东画像石遗存最多，比较有名的长清

孝堂山石祠，嘉祥武氏祠石室等。

汉代画像石造型艺术特征主要归纳有以下几点：1）画像石“夸

张变形”的造型特点；2）造型的装饰性特征与写实性结合；3）

构图形式；4） 题材内容；5）纹饰肌理。

1    画像石“夸张变形”的造型特点

相比于传统绘画，汉画像石虽是以墓壁、石料等作为载体，

以刀代笔，兼具绘画和雕刻的特征，被称为石刻绘画样式，画面

古拙，其造型具有典型的夸张变形的特点。丰富的人物形象和动

物形象在汉代画像石中占了很大比例，其造型特征最是让人津津

乐道。如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人物造型，无论是大腹便便的官吏，

苗条纤细的侍女、长袖挥舞的舞者，还是凶神恶煞的武士，还是

论汉代画像石的造型艺术特征对当代绘画创作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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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猛兽飞禽，其用线简练概括，形体夸张变形，特征明显，寥寥几笔，就将人物深情动

态刻画得栩栩如生。画像石艺术家们运用手中的笔刀，不求忠实于物体的写实性造型，注

重整体，不拘小节，比例动态夸张变形，但却恰到好处的抓住了人物（动物）的形体动作

特征。特别是在描绘一些地位低下的人时，会有意的将比例缩小，而在描绘职高位重的人

物时，则会夸大其身材比例，这也是相比较西方的“近大远小”的透视法不同的地方，体

现了东方绘画的独特的透视表现手法，这点在后面的构图章节会有详细的阐述。 画像石“夸

张变形”的造型特点对后世绘画造型的影响具有借鉴意义。很多连环画、人物画创作都能

找到画像石砖的艺术审美特点。

李泽厚先生这样描述汉代画像石艺术：你看那弯弓射鸟的画像砖，你看那长袖善舞的

陶俑，你看那奔驰的马，你看那说书的人，你看那刺秦王的图景，你看那车马战斗的情节，

你看那卜千秋墓壁画中的人神动物的行进行列，……这里统统没有细节，没有修饰，没有

个性表达，也没有抒情。相反，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是手舞足蹈的大动作，是

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这是一种粗线条粗轮廓的图景形象，然而，整个汉代艺术生命

也就在这里。就在这不事细节修饰的夸张姿态和大型动作中，就在这种粗轮廓的整体形象

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量、运动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气势”的美 [1]。

2    画像石艺术装饰性与写实性结合

首先，不管是单独的人物造型还是整体构图，都具有强烈的装饰性特征，注重平面感、

整体性、秩序感、程式化，主要通过线条的表现，点线面的结合。特别是线条美，画像石

集绘画、雕刻综合性艺术，其绘画性的线条，提升了画像石砖的艺术性表现。同时其线条

的简练突出了其装饰性特征。中国绘画用线造型，历史悠久，“以线造型”是中国绘画造

型的基本语言，也是中国画主要的审美特征。线是一种符号化的绘画语言，是对物象概括

线的概括，几千年来，中国的人物，山水，花鸟画用有骨气韵味的线条将自然万象、人生

百态表现于笔底。可以说，没有线就没有中国画。相比传统绘画的线条，画像石以刀代笔，

刻画了生动流畅，富有弹性的线条，也提升了其艺术价值。画像石刻线与绘画极为相似，

线条充满质感和形式美感，如大小、长短、曲直、粗细、方圆、疏密、韵律和节奏等形式

美法则。

同时由于艺术家们还注重写实性表现，大部分画像石的人物画像的形体结构都较准确，

头、颈、肩、四肢、躯干的比例也较为恰当，形体转折的变化与动态的把握也是和谐生动

的。所以画面显得生活气息浓厚，生动传神，打破了装饰性呆板少变的感觉。但是在人物

写实当中不乏造型夸张变形却又传神写意，这是与以往单纯性的装饰性表现图案不一样的

地方，也是画像石艺术独具特色的地方。 如武梁祠画像石《荆轲刺秦王》，图中人物的

造型虽然略显笨拙粗壮，但简洁大气，不拘小节，生动形象，表现出人强马壮的感觉，整

体感非常强，加上周边布景装饰性的刻画，将一个混乱不堪的场景刻画得栩栩如生。艺术

家们抓住表现对象在各种情景中的最具典型特征、最生动、最传神、最简练的瞬间，删繁

就简，并不追求面面俱到的逼真，注重整体的外部轮廓，舍去多余的细节表现，不做繁琐

的描绘，但同时造型兼具各种形式美的对比，如方圆、曲直的对比。通过强调物象的神态、

典型性动作、个性特征的表现来传神达意、生动感人。所以欣赏画像石砖艺术，不能单纯

就装饰美感出发，同时要看到艺术家们的写实、概括功底也是较强的。又如南阳汉代画像

石《二桃杀三士》，此幅画像砖画面构图较为简洁，人物造型简练抽象、劲健流畅、栩栩

如生，特别是旁边二个勇士张扬的动作、舞动的衣衫将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表现得淋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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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造型的艺术感染力很强，虽然民间画工写实造型能力比较有限，但透过画像砖表现出

的三位武士的形象、神韵和个性特点非常生动传神，深刻地反映了工匠以形写神的造型技

巧及对历史人物故事的丰富的联想力和创造力。

当然，画像石人物造型的“写实性”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绘画的写实还是有区别的，

中国画的写实，我们称之为意象造型，是在写意的基础上将人的内在精神面貌表现出来。

形体结构是为了更好地传达人物的内在精神，是由表及里的写实。针对当代人物画创作，

很多画家受到 20 世纪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影响，人物夸张异形，但空洞无物，徒有形式缺

乏内容。“传神写意”一直是我们中国人物画的表现精髓。所以我们可以借鉴画像石砖的

人物造型传达出来的写实性精神用于现代人物画创作中。

3    画像石构图法则对于中国画构图的借鉴意义

相比西方绘画所主张的焦点透视，中国画对画面的处理则多是追求平面化的效果，在

平面上寻找各个绘画要素的对比与统一。中国画强调用活动的视点观察景物，类似“移步

换景”，这样的观察方式使画面所表现的内容更全面生动，不受视点的限制，具有跨越时

空性，故又称 之为“散点透视”。就如一张中国山水画，不管是前山还是后山，山麓还

是山顶，任意一处的景致均尽收眼底，既能表现层峦叠嶂的浩荡气势，又能于细微之处见

精彩，形成一个整体印象。纵观汉代画像石，常见的构图形式主要有平视法和透视法，这

两种构图方式，都是中国散点透视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绘画标准的构图模式。

最常见的构图形式之一是平视图，多见于早期的画像石砖。这是一种完全平面的表现，

物象类似剪影，物象与物象之间没有远近透视，只是有如二方连续向 2 边依次排列布满画

面。想表现更多画面内容时，则采用直线分层，也就是上下扩展，或者几何形分格的手法，

将画面分成数个方形或长方形。有时，甚至于每层或每格里面的内容都是独立无关联的。

这样的构图形式画面简单，易于处理。就是采用高视位平行移动视点，让欣赏者感到自己

是站在高处随游人在移步赏景，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的透视法也决定了中国画可以画

类似清明上河图的长卷轴画。

相比前者更为复杂的构图形式之二是透视法。这种格式使画面出现局部透视，但没有

消失点，前后纵深层层递进，空间层次分明。类似中国画中的散点透视，移步换景，形成

“以大观小”的效果，但前不挡后，画面物象尽收眼底，适用于画面复杂的大场景构图。

最常见于四川的画像砖构图，有意识地突破直线分层、几何形分格的简单构图，一块砖面

即一个画面，追求画面的纵深性表现。构图更趋向于绘画性和多样化，开始有 “经营位置”

的考虑。成都羊子山汉墓出土的画像石《车马出行宴乐图》，场面气势恢宏，前有导骑、

导车开路，中有骑吹乐手和护驾簇拥，主人则驷马大车一路奔驰；后半部分则描绘其居家

宴乐、观看杂技百戏的奢糜生活场景。在构图中运用了散点透视法，图中前后人物和马车

交错排列，产生了局部透视，空间层次分明，画面虽然复杂，却繁而不乱，为中国现代人

物画创作大场面的构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还有平视图、立视图两种格式结合运用的构图方式，既有平视图平面性的特征，又有

局部透视的变化，画面构图生动活泼，这种构图处理方式在许多汉代的画像石砖都有体现。

这三种构图方式，可以看出汉代工匠艺人们与时俱进，注重创新，使艺术形式不断得到传

承与发展。

其次在画像石中还出现了一些反透视的的现象，一些本来位于前面的人物比例缩小，

而位于后面的人物比例放大。这种现象体现了东方绘画的独特的透视表现手法，画者并不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第 24 卷第 1 期    VOl.24    NO.1



77项德娟：论汉代画像石的造型艺术特征对当代绘画创作的启发

按照近大远小的规律安排人物的比例，而是根据人物地位的高低有意识的放大或缩小人物

的比例，在一些中国古代人物画绘画中就有体现，如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唐太宗

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情节，唐太宗周围林立这宫女，而宫女的身材比例明显与唐太宗相

差甚大，在西方透视看来则是不合常理，但这正是东方绘画的魅力之处。所以在画像石中

出现的这样反透视的画面也是中国绘画独特的透视表现手法。

4    画像石拓片的现代意义

画像石作为汉代墓葬中的一种建筑装饰材料，与一般的汉墓随葬文物有所不同。它是

一种特殊石材文物，体积大，材料重、移动不便、保存困难，易风化剥落等特点，所以要

通过转拓，留存在拓片上，成为走进流芳百世的艺术精品，如今能方便欣赏的画像石砖则

是以拓片的形式呈现。汉画像石拓印的基本方法是：先把要拓的花纹或文字尽可能剔刷清

楚，用大小合适的宣纸盖上，把纸轻轻润湿，然后在湿纸上蒙一层软性吸水的纸保护纸面，

用毛刷轻轻敲捶，使湿纸贴附在该物表面，随着它的花纹、文字而起伏凹凸。再除去蒙上

的那层纸，等湿纸稍干后，用扑子蘸适量的墨，敷匀在扑子面上，向纸上轻轻扑打，就会

形成黑白分明的拓片。

汉画像石的图像纹饰通过拓片的工艺，转印在宣纸上，石头与纸墨的结合产生了独特

的审美效果，同样都是宣纸材料和具有年代感的肌理效果也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创作的灵感

和绘画语言，在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之间找到了结合点，并融入当代人的审美观念。很多

艺术家为了模仿画像石拓片的肌理效果，甚至有意将纸张揉搓等制造出斑驳、陈旧、历史

感的画面效果，带给大众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5    画像石表现题材对人物画创作题材的借鉴

汉画像石取材广泛、图案精彩、内容丰富，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状况、风土民情、典章

制度、宗教信仰。不仅是精美的古代石刻艺术品，也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

资料。被许多学者誉为一部先秦文化和汉代社会的图像的百科全书。其中比较常见的题材

大致可划分为三类：一是各种劳动场面，例如表现农耕、放牧、狩猎、纺织等；还有与墓

主人经历或身份有关的题材，如车马出行、随从属吏、谒见、幕府等；以及有关墓主生活

的场景内容，如燕居、庖厨、宴饮和乐舞百戏等。另外一类是宣扬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

主要为忠臣孝子、节妇烈女和古代圣贤；还有一类是神话故事，主要有东王公、西王母、

伏羲、女娲、四神、奇禽异兽等。

汉代的艺术作品总体特征是古拙朴素、雄浑博大，无论是处理大场面人物群像还是独

幅画面，均能恰如其分地刻画人物各自不同的神情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构图上不管是繁

复的巨幅画面，还是小型画幅，都能表达清晰而又富于韵律。例如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

图》，可以说是汉画像石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荆轲刺秦王”画像石表现的是历史上一

段扣人心弦的情节。作者根据情节发展的高潮而展现出紧张的瞬间景象，用夸张的手法，

将荆轲刺秦王场面刻画得精彩非常。其中，惊慌失措的秦王被荆轲追着绕柱而逃；而荆轲

被秦属下挟持不能脱身，但仍奋力向秦王掷出匕首，直穿铜柱。这些细节夸张地表现荆轲

最后孤注一掷而使尽全力的场景，画像石以完美的线刻技法把整个混乱的场景表现得淋漓

精致。类似此类的作品很多，画像石创作者善于抓取历史故事矛盾冲突的高潮部分，运用

必要的景物以交待特定的环境，人物之间的呼应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出色。这个是后世画家

们非常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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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表现的题材来讲，丰富的人物形象在汉画像石中占了很大比例，着重就汉代画像

石砖的造型艺术对中国绘画创作的借鉴进行研究。人物画创作的题材，具有现实意义，是

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与反映，每个人对于生活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人一天的劳动、工作、玩

乐、吃穿住行都是生活，画家对于生活的体验要较一般人更为广泛、深奥，决不是简单的

表面的去体验生活，通过表象去发觉事物的本质，到生活中去搜集创作素材。当然画家本

身就在生活中，创作的源泉也就在画家的生活中。画像石砖的题材表现，不仅内容反应现

实生活为主，具有现实意义，对于人物画的题材选择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如四川汉代画

像石画像砖在内容上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多反映现实生活，从农桑狩猎到渔田盐井、从车

马居室到宴饮博弈、从歌舞杂技到山林田泽，无不突出生活的痕迹。而大气浑厚、蓬勃进

取，乐观积极、热爱现实生活则是汉代画像石砖刻画的各种人物形象典型特征，是汉代这

个时期特有的人物形象，更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时代精神文明的真实反映与写照。汉代

画像石画像砖的这种写实主义创作方法对后世中国人物画的造型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汉代画像石作为祭祀丧葬性的礼仪美术，有其自身的实际功用，然而创作者并

未受此局限与束缚，而是倾注了更多的中国审美性文化，形成自己独特的风貌，使之具有

了千古如新的艺术魅力。由画像石、画像砖反映出的汉代艺术尽管古拙朴素，却心胸开阔、

雄浑博大，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成就了中国古代造型艺术

史上的一个巅峰，为后世美术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性、当

代性和外来文化 3 者如何相处成为众多艺术家思考的问题，是对传统艺术传承和发扬、还

是艺术现状上直接移植，当代艺术面临着选择与反思。笔者认为汉代画像石砖对中国艺术

文化追根溯源，对汉画像石、画像砖的美学研究有着更为重要的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 . 美的历程 [M] .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84-85.

On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Stone Reliefs in Han Dynasty and Its 
Inspiration to Contemporary Paintings

XIANG De-juan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Guangdo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analysis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stone reliefs in Han Dynasty, 
mainly from the grave fresco "exaggeration" style of painting, the combination of decoration and 
realism, the form of composition and the content of theme combined with the creative elements 
of contemporary painting and painting language to explore this portrait brick of contemporary 
painting art inspired by the Han dynasty. Among contemporary paintings, the traditional figure 
painting is the most affected. Figure painting refined concise modeling principles, composition 
and other laws from the ancient Han Dynasty Images. Besides Han stone reliefs and the texture of 
stone rubbings effect also provide artists with creative inspiration and painting language,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art to find the combining site, and blend in contemporary aesthetic 
idea.

Key words: Han Dynasty；stone relief；contemporary era；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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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托尼·莫里森和谭恩美都是美国

二十世纪后半叶少数族裔作家。她们在主要

作品如《秀拉》和《接骨师之女》中展现出

强烈的女性意识，试图呼吁沉默的女性团结、

互相关爱共同抗争，试图为其追寻母性谱系、

建构女性身份。尽管多有相似之处，她们的

女性主义伦理思想却并不完全相同。

关键词：莫里森；谭恩美；《秀拉》；《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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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

 半个多世纪以来，少数族裔美国女性作家由于女性和少数族

裔的双重身份，一直被束缚于根深蒂固的父权伦理传统的藩篱下，

在本族文化和美国现代文化之间挣扎。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展，

她们开始审视自身，质疑造成其遭受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社会

思想，勇敢面对性别、种族夹缝中的两难处境和艰难抉择，试图

寻找出路。本文选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

和华人女作家代表谭恩美的主要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剖析她们在

追寻母性谱系和身份建构的同时体现的女性主义伦理思想。

1    女性主义伦理学

女性主义伦理学伴随着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而出现，是

“以女性主义视角来批判，来建构的一种旨在妇女解放的伦理学

理论，它要批判的是贬低和歧视妇女的伦理理论和道德实践，它

要建构的是男女平等的伦理学说。”[1]28

几千年以来，西方的伦理世界一直都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的

“公正”伦理。19 世纪以前，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目标是实现男

女平等，争取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合法权利，但是

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伦理观其实追求的是一种以男性为标准的两

性平等。而 19 世纪以后，女性主义运动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女性主

义理论，放弃以男性为标准的男女同德说，提倡一种体现男女差

异的平等。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多元性、

差异性、反权威性，他们放弃建立统一的理论目标，注重对有限

的对象或问题做具体的研究和分析。美国心理学家吉利根首先将

关怀和女性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应该通过与他人联系获得自我，

通过关怀他人获得自我。拉迪克也倡导母性关怀，他从母亲的体

验来论述母性关怀，把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伦理关系

的基础模式，试图论证通过母亲的关怀和爱可以创造一个和平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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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主义伦理观的角度，谭恩美的作品如《接骨师之女》和莫里森的作品如《秀拉》

同样以母亲角色为主体，追寻少数族裔女性谱系，展现女性在沉默中的挣扎与抗争，但是

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2    母亲的主体性

 母女关系是少数族裔女作家的一个热门话题，从谭恩美的《喜福会》《接骨师之女》

到莫里森的《秀拉》《宠儿》等一系列作品中，故事的主人翁只有祖母、母亲、女儿等母

系成员，而男性角色几乎是缺席的，即使有男性角色，也是失声的。从描述母女之间的误

解、疏离及扭曲的关系，作者试图重建克莉斯蒂娃等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所描述的前俄狄

浦斯阶段的母系谱系，为挣扎在种族、性别、文化、阶级中的女性提供力量源泉，给予她

们以伦理关怀。

2.1  少数族裔美国女性的母性谱系追寻与身份建构

《接骨师之女》正如谭恩美早期其他作品一样，也是一部充满张力的描述母女关系的

力作。“但这部小说焦点更加集中、浓缩、不是《喜福会》的母女四重奏，而是围绕一个

家庭中三个女性的独奏曲” [2]72。

故事讲述了美籍华裔“鬼写手”露丝家族中三代女人不同寻常的人生故事。故事从女

儿露丝·杨出发，露丝是一个混血儿，华人移民的后代，以编辑文稿为生。工作中，她可

以帮助他人改稿，给别人建议而受到原作者的尊重。然而生活中，她却无法缩短自己与男

友之间的情感距离，恋爱很久也没有结婚，更是无力缓和她与母亲之间日趋扭曲的关系。

直到母亲被证实患上老年痴呆后，露丝才开始真正关心她。

母亲茹灵在中国出生长大，为了逃避战乱来到美国。在女儿的记忆中，母亲语言不通、

思维混乱、行动古怪、生性孤僻、意志消沉。在母亲生病以后，露丝搬回家中照顾她，在

家中，她找到母亲一些回忆的手稿，发现了母亲过去的秘密，至此，露丝对母亲种种古怪

的行为的难以相处的性格才有了真正的了解，产生了同情和宽容之情。

手稿中回忆的是茹灵的母亲、露丝的祖母宝姨。宝姨是当地有名的接骨师之女，在结

婚当天，她的父亲和新郎都被人害死，她生无所恋，喝下制墨的松脂来了结残生，不想滚

烫的松脂烫哑了喉咙，烧毁了面容，却没有死。从此她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与身份，在婆

家充当保姆，抚育唯一的女儿茹灵。茹灵逐渐长大，却不知抚养她的保姆正是她的亲生母亲。

这是一个华人家庭母系三代的故事，女儿通过母亲的手稿了解她的前半生，母亲通过

回忆将祖母记录在永恒的文字之间。母女三代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融合与认同不仅仅是血

缘上的。他们要建构的不仅仅是女性性别身份，还建构着自己的族裔与文化身份。同样，

莫里森的《秀拉》也是一个追寻母性谱系建构文化身份的祖孙三代的故事。

秀拉的外婆伊娃和母亲汉娜对她的性格塑成影响很大。外婆伊娃在遭丈夫遗弃后无力

抚养三个孩子，看着饥肠辘辘的孩子，强悍而果敢的伊娃选择故意撞向火车，获得一大笔

银行的保险金，从此失去了一条腿，也有了独自养活自己的孩子的能力。

母亲汉娜却给了秀拉另一种教育。汉娜温柔多情，有“一个接一个的情人”，她毫无

顾忌的与朋友、邻居、朋友的丈夫做爱，认为性是可以脱离于婚姻关系的，她给秀拉的感

悟是“性事是愉悦而频繁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4]86。

秀拉深受祖母和母亲的影响，她既继承了祖母的冷酷与坚毅，又学会了母亲的放荡滥

情。她寡廉鲜耻，性观念开放，与很多男人上床；她忤逆祖母，没有责任心，不抚养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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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结婚生子。她像瘟疫一样在黑人社区游荡。纵然成年后外出求学、云游世界十年，她

最终回到了家乡。因为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黑人，出生在黑人社区，成长在黑人社区，埋

葬在黑人社区，无论她是否愿意承认，这个社区有她的母亲、她的祖母、她的根，谱写着

她的血源，她的来路，她的出路。生于此，也必将终于此。

2.2  女性在沉默中的挣扎与抗争

法国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写道：女性一直无法以“我

们”自称，因为她们“缺乏具体的办法，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与其他相关的统

一组织”，“她们散居于男性之中，因为住房、家具、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诸因素而依附

于父亲或丈夫等等身份的男性。这种依附比起她们对其他女性的依附关系更为紧密”[3]258。

而在莫里森和谭恩美的笔下，所有的主要成员都是女性，三代女性相互依靠，在给予伦理

关怀和接受关怀的过程中，共同与艰难的处境抗争，苦苦挣扎，找寻自我。

《接骨师之女》一书中的宝姨是父权制压迫下典型的受害者。她一心追求爱情却不得，

一心求死却毁容失声。为了腹中的孩子，她寄居在亡夫的家中，以女性特有的隐忍隐藏身

份，默默陪伴女儿茹灵长大。虽然无法开口说话，宝姨通过哑语和笔墨，以眼神和手势向

女儿传递着无尽的爱。在女儿执迷不悟将要嫁入仇人家时，宝姨留遗书一封，以自杀的警

醒制止了女儿重演上一辈的人生悲剧。

正是宝姨的自我牺牲和母性关怀解救了茹灵于苦难之中。宝姨死后，茹灵来到育婴堂

工作，母亲的教导给予她较高的文字修养，让她得以在此栖身。在这里，茹灵获得自由，

与妹妹高灵相聚，与地质学家潘开京自由恋爱，犹如凤凰涅槃般迎来了新生，母亲的牺牲

换来了她人生最快乐无忧的时光。

潘开京死后，茹灵独自带年幼的女儿来到美国。人在异乡，女儿是茹灵唯一的依靠，

茹灵将所有的心血都放在女儿身上，然而过度的关怀却让露丝感到压抑，渴望摆脱。直到

看了茹灵的手稿后，露丝才懂得母亲，原谅母亲，也宽恕自己。彼此的关怀和宽恕让母女

俩得到了精神自由和解脱，给她们以力量的源泉，在父权社会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抗争。

与此相仿，《秀拉》一书中的母性空间也充溢着流动的能量。在父权社会里，女性与

命运抗争的道路充满艰辛。外祖母夏娃在丈夫抛弃她与三个孩子后，前两年的时间她濒临

崩溃，然而她并没有向命运屈服，没有向男权屈服。不像海琳的母亲那样将身体出卖给男

性，她将自己的双腿出卖给保险公司，无需依附于男人，以自己的方式养活三个孩子。

丈夫走后，夏娃在原本的小木屋旁重建了房子。新房子里有很多的房间，母亲的疆域

被拓展，母亲温暖的私人空间给女儿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容纳并关怀着所有的孩子。

汉娜在丈夫死后，又回到母亲的身边，她不再沉默，不再束缚于父权制的伦理藩篱，

而是充分享受身体的愉悦，让性从爱情和婚姻中解脱出来，利用性来实现自我、追求个性

解放和个人感受。正是母系的能量给予她挑战男性性权利、挑战男性话语权的勇气和力量。

汉娜的女儿秀拉甚至比祖母和母亲更加离经叛道，她以种种“恶行”来对抗男权文化。

她曾经对母系充满失望，失去对母系的归属感，她斩断与母亲的联系，又拒绝成为母亲，

离开母性空间又在父权社会漂泊多年。可是最终，秀拉还是回到了夏娃的房间。临死前躺

在祖母的床上，她仿佛母亲子宫里的胎儿，蜷缩着腿，含着大拇指在柔软的水里漂浮——

这是新生儿从母体出来前的形象，是“精神上的再生”。秀拉之死仿若凤凰涅槃，暗示着

母亲在自己的空间使她的女儿获得新生的力量。

3    相同的女性意识不同的伦理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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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两性和谐社会的伦理愿望

谭恩美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将表现视角转向华裔女性深受压迫的中国传统男权文化，

塑造并深入挖掘了祖孙三代女性角色，借此抨击封建父权制，建构起女权中心话语，颠覆

中国传统的男权中心话语。尽管如此，谭恩美并非意图将男性排斥于女性世界之外，也未

将男性于女性的关系定位于不可调和的对立冲突，而只是想将默默无闻甚至备受压迫的女

性置于人们的目光聚焦处，希望通过提倡女性主义关怀来帮助调和社会矛盾，摆脱潜在的

危机。[3]46

《接骨师之女》故事中还是有很多正面的男性形象，如宝姨的未婚夫刘胡森，干净整洁，

仪表堂堂，不卑不亢，与宝姨钟情彼此，私定终身，却不曾想成亲当日遇害，从此开始了

宝姨的悲剧一生。茹灵和育婴堂的潘开京，他俩“不经意的相爱，就像两根柱子，随着风势，

向对方倾斜依靠” [5]75，一起练字、读诗、轻声谈论“美的四种境界”，如此一对灵魂伴侣，

却惨遭日本人毒手，阴阳两隔。露丝秉承华裔女性的传统，对男友亚特奉献过度，承担了

过多的义务，两性关系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深深反思后，露丝找到自我，首先承认自己作

为个体的独立自由，然后再发展健康的两性关系，最终亚特学会了平等相待和谐共处。故

事的最后，连茹灵都找到了晚年幸福，翻译茹灵手稿的唐先生被她的故事所感动，深深爱

上了她，从此生活上关怀她，精神上抚慰她。面对突然而至的爱情，茹灵不再忧愁，安享

晚年生活。

谭恩美以她完满的故事结局向读者展示她的伦理诉求，女性必须认清自我，相信女性

力量，世间也确实存在正直诚挚、关怀女性的男性，只要两性之间学会互相宽容、互相关

怀，就可以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用爱调和两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化解社会的潜在危机，

从而构建两性和谐共处的社会。

3.2  与父权伦理相逆而行的母权制社区

传统的父权伦理借“无私”“伟大”“奉献”等美名使母亲成为客体化的他者，无情

地消解了母亲的主体性，抹杀了母亲自我存在的价值，仅为了孩子的需求而存在。莫里森

显然意识到在父权伦理框架下无法建构母系的话语权，因此《秀拉》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完

全打破了传统西方伦理的藩篱。

祖母夏娃牺牲一条腿来换取保险金以维持孩子们的生活，从此她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

不用乞怜于男性的注视，然而这位看似伟大的母亲却不能忍受儿子不能自立的生活状态，

当儿子李子从战场回来后退化成没有生存能力的婴孩时，她拒绝重新承担起喂养儿子的使

命，赋予自己烧死儿子的权利。母亲汉娜爱女儿却不喜欢她，丈夫死后，她拒绝活在没有

男人的状态中，不回避自己的欲望，频繁更换着情人。在她看来，性作为生理需求不该受

男性制定的婚姻制度所禁锢，不该被父权伦理的枷锁所捆绑。她以行动向婚姻和一夫一妻

制挑战。秀拉显然继承了母亲的两性观，她不想结婚，不想用一生去留住一个男人，也明

白男人是不可留的，她认为女性不能期望通过性来拥有男人，不能沦为廉价的男性欲望的

客体。秀拉也不愿成为母亲，她说“我不想造就什么人，只想造就自己” [4]147。她以“乱性”“恶

行”颠覆了传统的黑人女性形象，企图以最激烈的方式推翻、粉碎父权伦理，完全摆脱女

人被挑选、被支配的地位。

伦理问题是莫里森在《秀拉》中关注的核心问题。她在谈到该书的创作时说：“我一

开始考虑的就是好与恶的问题” [6]258（Nissen and Morrison:264）秀拉的好友奈尔是传统意

义上的好女人，相夫教子，默默奉献，奈尔家族姓氏为“Wright”，谐音“right”，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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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奈尔始终在以父权伦理的“正确性”来评判秀拉，然而，这父权制伦理是男性根据

自己的利益单方面的定下的条约。莫里森期望建构一个母系的社区，这个社区里母亲可以

从男性的价值体系中逃离出来，不用靠依附男性而存在，不再混同自我和孩子，女性可以

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话语权，成为独立的存在。

4    结语

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少数族裔美国女性作家，谭恩美和莫里森的作品都具有女性主义文

学的鲜明特点，她们都将本族裔的文化融进创作当中，剖析美国社会种族问题，渴望得到

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的关注和理解；她们都有强烈的女性意识，都以女性自身的体验，从

女性的主体性出发，反映两性关系的扭曲，展现少数族裔女性的默默抗争。尽管有很多相

似之处，却又有不同，谭恩美歌颂女性美德，相信女性特有的爱与宽容可以化解两性之间

的怨恨，从而建立两性和谐共处的社会；而莫里森试图颠覆父权伦理，期望赋予母亲新生

命，呼唤女性获得自我、获得主体性。然而，即使在女性运动开展多年后的今天，面对父

权制的现实，母亲们真正成为主体的道路依然荆棘密布，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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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ny Morrison and Amy Tan are both famous female ethnic minority American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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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suit of their maternal genealog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female identity. Despite these 
similarities, their feminist ethics thoughts a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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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在中日交往与贸易交流中更加

了解日本人 , 让中日交流更加顺利，从日本

商务公关中找到值得学习利用的一些技巧 ,

以在理论与技术方面为中国对外贸易提供参

考，通过分析一些优秀的日本广告标语 , 总

结了日本人的消费心理特点 , 揭示日语广告

标语在内容选择、表达方式和语法表述方面

的规则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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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的经济和政治交流越来越频繁，对

外交流和交易对中国的发展越来越重要。要让对外交流和交易顺

利进行，交流的技巧是很重要的。而对外交流技巧又是建立在对

对方的了解之上的。学习日本的语言交流特点和日本受众的心理

特点，掌握对日交流技巧，对推进对日贸易和交流有不容忽视的

重要性。近年来，受众的选择性心理已经成为在中国大陆媒体和

行业领域讨论的焦点。受众的选择性心理本身并非新鲜议题，早

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克拉伯在著作《大众传播的效果》

中，阐述了受众的倾向并对其进行分类。此后，许多学者对传播

受众心理展开深入探讨，如阿尔伯特哈斯托夫、巴格拜、麦克林登、

鲁巴、坦卡德、梅尔文．德福勒等，他们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受众

选择性心理的理论。关于贸易中的公关心理和公关语言在欧美虽

然也有很多研究，今年来也出现许多关于消费心理的理论和方法，

这些方法是适用于大多数的欧美人的。但笔者认为亚洲人特别是

日本人感情更加细腻，更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日本的社会里，公

关宣传如果不能真正明白日本人的心情、心态，就很难做好沟通。

纵观中国对日本的公关语言的研究，虽然也有一些关于日本受众

的研究，例如，林晓光的日本受众社会心理构造成因的切片分析等，

这些研究的着重点都在于日本受众心理的发展历史及其成因的考

察。然而，深入日本受众内心，通过剖析日本受众的心理，从而

总结出日本人公关语言的技巧的文章和专著还比较少。笔者针对

日本人的公关语言特点的课题进行了研究，撰写了日本人商务谈

判和营销中的用语技巧相关的论文，在本论当中笔者想针对广告

标语来进一步探讨日本公关语言的特点和应用技巧。

在商务交流中，要让消费者了解商品，抓住消费者的心 , 写好

广告标语是很重要的，好的广告标语能达到捕捉目标的强烈效果 ,

令人印象深刻，能够引起消费者购买的欲望。要抓住日本的消费

者就需要了解日本人的心理，那么什么样的标语是符合日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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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心理的，什么样的标语能够吸引日本消费者呢 ? 在撰写广告标语时广告公关人员应该

注意那些技巧呢？本论通过剖析一些受欢迎的日本广告，分析日本受众的心理特点，并针

对这些心理特点对日本的广告标语的内容和写法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供中日交流中的商

务人士参考。

2    日本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日本广告常用心理效应

2.1  日本人的“耻感文化”和 “跟潮效应”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著作《菊与刀》中论述到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

感文化”的“耻感文化”：他们以知耻为德行之本，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日本人

很在乎别人的眼光，认为跟别人不同是很羞耻的事情 [1]。

比如，如果问日本人在电车里面要不要给老奶奶让座 ? 当腿脚行动不便的老奶奶乘坐

电车时 , 马上让座的日本人出乎意料地少。因为他们觉得周围的人都没有让座，为自己做

大家都没有做的事情感到不安 , 即使本人很想让座但是也很难说出口。但是 , 如果周围坐

着的人都站起来说“阿姨请坐 !”的话 , 多数日本人也会积极想把座位让给老奶奶。

又例如，很多日本人看到别人拥有的新游戏和收藏品等，都会不由自主地想：

“因为大家都有，所以我也想拥有。”在日本出现流行的东西 , 比如几年前开始流行的

Facebook。大多数的日本人就会想“因为大家都在做我也必须做。”就这样和周围人一样 ,

很多人就开始用 Facebook 了。此外 , 如果在朋友的话题中如果说到“那个电视剧有趣啊”“最

近这流行啊。”多数日本人就会有“我也不得不追赶那个流行”的心理 , 于是就开始做至

今为止没有做过的东西。很多日本人会有这样的心理倾向：“大家都在做”=“放心”，“大

家都拥有”=“自己也想要”。

这种“大家都拥有我也想拥有”“想要流行的东西”的心理，在行为心理学上被称为“跟

潮效应”[2]。简单地说 , 也就是觉得让消费者觉得“大家都在做的事是正确的。”的心理效应。

这种效应对于想跟周围保持一致，不敢特行独立的日本人尤其有效。

例如 , 有两个拉面店。一个店前面排了很长的队列 , 另一个店则座无虚席的话 , 日本

人即使一口都没有吃就会断定“排队的店的拉面比较好吃。” 

另外 , 也有这种有趣的数据。2013 年，尼尔森对日本人的调查显示 ,“信任电视广告”

的比例有 62%,“信赖朋友、家人的口碑”的比例多达 84%。从数据也可以看出日本人的

思想和行为倾向很大程度被“周围的评价”和“流行”所左右。例如：“没有大家都拥有

的东西而觉得不安”“只有自己没有恋人而急躁”“认为低于平均就是不好的” 这些都

是跟潮效应。

那么在广告标语设计中又是怎样利用跟潮效应的呢 ?

例如 , 有 2 个电影的标语 , 你会想看哪个电影呢？

①全米が泣いた！ 55 部門第１位獲得！動員数 100 万人突破の感動映画！全美哭了 ! 

（获得 55 部门第 1 位 ! 感动人数突破 100 万人次的电影 !）

②３人が泣いた！４部門第７位獲得！動員数 100 人突破の感動映画！（3 人哭了 !4

部门获得第 7 位 ! 感动人数突破 100 人的电影 !）

除去部分狂热的电影迷 , 大部分人都会想看①的电影。这种“跟潮效应”就是让人觉得 :

有很多人正在观看 = 自己也要看到 , 从而达到提高销量的目的。

经常看到有这样的广告标语 :“○○部門第一位！”( 某某部门第一名 ),“全米 No1 の

話題作”( 全美 No1 的话题之作 ),“５秒に１人が申し込んでいます”(5 秒 1 人申请 ),“半

陈健美：日本受众的心理特点及其广告语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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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まで予約いっぱいのレストラン”( 要提前半年预约的餐厅 ) 等 , 宣扬“很多人在使用”

这个事实 , 给人一种“买才是正常的”的印象 , 以达到让人购买的目的。另外 , 在电视购

物的节目 , 字幕显示“现在又有人申请了 ! 要订购的话速从 !”这个宣传手段的原理也是一

样的。给人以“这么多购买的人啊”的印象，以对商品产生安心感 , 达到敦促购买的目的。

“跟潮效应”跟购买率或销售额有直接的关系 , 起着非常有效的作用。

如果广告标语中包含着“大家都在使用”“现在流行”的意思的话 , 应该能够提高销售额。

在推销传单或者广告标语都可以有特别的效果。

2.2  希望被关注的日本人和“巴纳姆效应”

如果占卜师问“你现在有什么烦心事吧”。肯定很多人会吃惊地说 ,“你为什么知道 ?”

实际上 , 去找占卜师的大部分人都是由于“苦恼”而前往拜访的。也就是说 , 占卜师从一

开始就知道来找自己的人谁都有烦恼而来的。

但是如果这样说“反正你就是有烦恼才来找我的吧，有事快说”，这样的话会让对方

感觉很不好 , 这样就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但是可以这样说“现在 , 你是不是有烦恼”，

表达出关注 , 从获得对方的信赖入手。这种，虽然是对谁也同样适用的关注 , 但让对方觉

得只是关注自己的心理技巧被称为“巴纳姆效应” [2]。根据调查日本人普遍不自信 , 因此

很多人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 . 所以这种效应非常适用于日本人。

在商务活动中，广告公关人员与销售人员不同 , 需要掌握只用文字或者画面来让对方

行动的技巧。也就是说 , 实际上跟顾客不会直接见面，所以要建立信赖会比销售人员更难。

如果没有信任 , 多么好的商品和服务 , 人们一般也不会购买。因此 , 建立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巴纳姆效应”是通过让对方觉得“我了解你关注你”来构筑信赖关系。例如 , 这样的广

告标语 , 应该给人相当不同的印象。

“大切な時間を削ってまで、この記事を読むあなたは、学ぶ努力を怠らず、常に前

に進もうと努力しているかと思います。以下のリンクからさらに深い部分までの解説が

ありますので、もしよければ、読んでみてください。”（花了那么多珍贵的时间 , 读了

我们这篇文章 , 说明你在不懈努力 , 总是积极向上。从下面的链接可以阅读到更深的部分

的解说 ,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 , 请尝试继续阅读。）

2.3  节俭的日本人和“锚定效应”

因为日本人自古谨小慎微，特别是对待金钱，在别国人看来大多数日本人是极其节俭

的，所以“锚定效应”是日本零售商店中经常使用的技巧 [4]。

例如 , 店里有 4 万 5 千日元的西装，即使买的人觉得有点贵 , 但是那家店的其他所有

西装都 10 万日元以上的话 ,4 万 5 千日元的西装看起来就是很便宜吧。相反 , 其他的西装

全部 2 万日元以下的话 ,4 万 5 千日元的西装就看起来很贵了。

在这个例子中，前面出现的价格给人的印象影响对之后的价格的判断的心理效应叫“锚

定效应”。完成了上面的步骤之后，接着进入第二阶段：制造出让人觉得很划算的心理效

果。通过在第二阶段中使用这个“锚定效应”, 还可以设计出这样强有力的广告标语。

“通常価格 80 万円のところ、25 万円割引の特別価格 55 万円！！”（通常价格 80

万 日元，现减 25 万日元 , 特别优惠价格 55 万日元 ! !）

“さらにこの特別価格 55 万円が、本日ご購入していただけるお客様だけに 15 万円

の割引である 40 万円という半額のお値段でご提供します！！”（这个特别价格 55 万日

元 , 只限今天购买客户能优惠 15 万日元，能够用 40 万日元的一半的价钱就能买到 !!）

如果看到这样的信息，心动的日本人会很多。以上的表达跟只是写着 40 万日元的标

语给人的印象是相当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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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从众的日本人和“框架效应”

例如 , 有以下两个故事，你会喜欢听哪个呢 ?

① 100 人中有 10 人觉得无聊的故事

② 100 名中 90 人觉得有趣的故事

根据日本人的从众心理，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②。但是仔细一看 , 逻辑上说的事情是

一样的 , 不过更多人想听②的故事。上面的例子中，即使不同的信息的意义相同 , 但是随

着选择人的视角不同 , 行动的结果也会随之改变的心理效应，被称为“框架效应”。这是

不降低贵的商品的价格 , 瞬间能让人觉得价格适中的方法。

例如 , 有个 72 000 日元的商品，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贵，但是能够进行 3 年的分期付款。

也就是说 , 每个月 2 000 日元就能获得这个商品。也就是一周只要节省 500 日元这个商品

就能成为你的东西。通过这样分解高额的商品，来让人觉得“原来这么容易。那就买吧”。

2.5  在意别人的眼光的日本人和“虚荣效应”

这个效应跟前面介绍的“跟潮效应”的模式是相反的。

例如，“日全食”要若干年才能看到一次。但是如果日全食跟太阳一样 , 每天都能看

到的话 , 那么很多人都不会去看的。这种越是难得到越想得到，越是容易得到越不想得到

的现象叫“虚荣效应”。因为很多日本人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很在意在别人眼中自己的形

象。所以也会有希望获得别人没有的东西，体验别人没有体验过的事情，以美化自己的形

象。所以“虚荣效应”用在日本人身上也是很有效的。在广告宣传中应用的办法就是使商

品具有稀少性。

例如 , 之前，为了纪念东京车站的 100 周年销售了 PASMO, 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 并

且许多人蜂拥而至。甚至连很多已经拥有 PASMO 的人都认为想来买。对此 , 试着看一下

当时的广告标语：“東京駅 100 周年記念限定バージョン PASMO（数に限りがあります）”

（东京车站 100 周年纪念限定版本 PASMO。数量有限。)

即使你不感兴趣也被这个广告吸引了 , 不是吗？这种限定模式和纪念版本是推动购买

欲的力量。当然 , 每天都说“限定”或“纪念”的话，效果就会下降 , 这种情况有必要注

意一下。

2.6  在意别人评判的日本人和“温莎效应”

例如人们去拉面店时候 , 直接从店主口里听说“拉面很好吃 !”，和从吃了的人那里

听说“拉面是真的很好吃 !”这两种情况给人的印象会非常不同。因为店铺是店主开的，

所以人们不可能会听到店主说“我们的拉面实在太难吃了”。相反 , 如果是熟人说很难吃，

人们也不会想去吃或推荐别人去那里吃。也就是说 , 不同人的声音，可靠性有所不同。这

种来自第三者的声音产生可靠性的心理现象被称为“温莎效果”。作为集团主义社会的日

本，语言交流时的动作举止也以“他人会怎么看”为基础评判 [5]。所以这种效应更适用于

很在意别人的评价的日本人。

因此，重要的不是自己的主观意见 , 而是客户的观点。如果你被熟人推荐某个商品的

时候 , 你会想使用以下哪个呢？

①“うちの商品、絶対いいから一度だけ使ってみて！”( 我们的产品绝对好！只用

一次也好试试吧 !)

②“いろんな人が絶賛して、今、予約殺到の商品なんだ。”( 大家赞不绝口 , 被疯

狂秒杀的商品。)

如果推荐的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的话 , 有时①也可能行得通 , 但大多数人对②比较感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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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日本的广告标语中经常用到的一些心理技巧，虽然并没有把所有用到的心理

技巧都罗列出来 , 但是数量也不少了，如果要在同一个标语上用到所有的心理技巧是很难

的 , 但是人们可以首先从自己能想到的技巧开始逐步实践一下。

3    日语广告词的撰写技巧

实际上，日语广告词在写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下面针对日语广告标语的撰写，介绍

一下笔者从日本一些有名的标语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则和技巧。

撰写日语的广告标语主要考虑以下三方面：

·だれに 对谁 ( 目标客户的内在想法 )

·なにを 什么商品 ( 让顾客认为与自己有关系 )

·どういうか 怎么表述 ?

下面 , 逐个来具体分析一下。

3.1  だれに 对谁 ( 目标客户 )

标语是很多人产生认知和共识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然后 , 为了产生其认知和共识 ,

最重要的是目标对象的内在想法。

要想象如果自己是那个目标人物 ( 层 ) 的话 , 会对怎样的东西感兴趣 , 平时对各种事情

有什么感觉 , 探索目标客户的内在想法。

在表达的时候，可以运用上面介绍的让顾客认为被关注的 “巴纳姆效应”。

3.2  なにを 什么商品 ( 让顾客认为与自己有关系 )

例如“天空翱翔螺旋桨的商品”, 有一些人会觉得“对飞翔没有兴趣 , 没有必要花大

钱买这样的商品，这样的商品与自己无关”。

但是 , 如果读到这样的标语：“把浪费在拥堵和延误的时间用到孩子身上。”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想：“的确 , 自己开车上班的话，在市内道路容易堵塞。如果能够早点

回家的话，就能更多地与孩子沟通”。但是可能很少人会为“自由的天空 , 你也可以拥有。”

的标语心动吧。

因此，在撰写的时候，通过用不同的表述，例如运用让人觉得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鸡

尾酒晚会效应”，来让人们觉得“和自己有关系”，从而为此行动。

3.3  どういうか 如何表述

首先，结合上面总结的日本人的消费心理特征，选用要表达的内容。然后，通过下面

的表达技巧来撰写日语的句子。下面的表述方法其实也是苹果针对日本的受众撰写标语的

3 个法则 , 这也是广告标语撰写的基本。

3.3.1  反复的法则

所谓的反复法是诗、文学、修辞学的一种方法 , 作者通过重复同样的语、词、句来强

调要表达的内容的修辞手法。

苹果通过反复使用类似的语言和具有韵律的语言来展示自己的商品。例如：

“都市を動き回ることも。近所を見回すことも。”（動き回る – 見回す）

“一段と速く、一段と反応良く。”( 一段と )

“あれをやりながら、これもできます。”[6]

3.3.2  “で·に·を”的法则

“で·に·を”是日语的格助詞。所谓的格助詞主要是附着在体言后面 , 表示句子中

体言和用言的意思关系的成分，也被称为格助辞、格的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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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助詞包括“が”“ の”“ を”“ に”“ へ”“ と”“ より”“ から”“ で”,

特别是“で·に·を”经常使用。

经常日语的广告标语在句子的最后用格助词结束 , 特别是苹果广告经常用这三个格助

词结尾。例如：

 “どこに触れても、より良い体験を。”

“夢中になれる体験を。”

“あらゆることを、より賢い方法で。”

“あなたの指先で、思いのままに。”

 这些广告词也是帅到没朋友了吧！

3.3.3 口语体 + 信息提供

日语表达有文章体和口语体的区别。在写广告标语的时候是应该用哪种比较好，日本

第一的市场标杆神田昌典（横浜国立大学成长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认为撰写广告标语的

最主要准则就是：口语体 + 信息提供。

例如：

“ここだけの話、この商品、うちの社員が 1 番のヘビーユーザーなんです”（这个

秘密不要告诉别人哦 , 实际上我们的职员才是这个商品的最大用户。）

“化粧なおしは面倒、と約 86％の女性が思っています。”（约 86% 的女性觉得补

妆很麻烦。”）( 资生堂株式会社 )

“このマークがあれば、水着も！おうちで洗えるって知ってた？”（你知道吗？如

果有这个标志的话 , 泳装也可以在家里洗哦！”）( 狮子株式会社 ) [7]

“『磨き』を超えた新体験「比べてください！ ご満足いただけなければ、全額返

金いたします！」”（请体验超越了《磨砺》的新体验！你可以对比一下！如果您不满意 ,

我们将全额退款 !）( 飞利浦电子股份公司 japan)

仔细一看 , 在比较具有亲近感的“比べてください！”后面使用了尊敬语“ご満足い

ただけなければ、全額返金いたします！”，这种属于复合技术。

企业写邮件 , 写文章的时候通常不是休闲的口语体而是客套的文章语。如果在写广告

标语的时候要用休闲的口语体是意外的困难的。然而 , 如果从跟顾客一样的角度用口语体

来诉说的话 , 就会增加亲近感。

4    结语

在网络发达信息膨胀的时代 ,“用一句话就抓住人们的心”就显得越发重要。相信很

多人都知道 NIKE 的“JUST DO IT ”的广告标语 , 这句话根据受众的心情不同有各种不同

的解释 , 但是笔者相信广告标语不单是向人们宣传了商品，还宣传了许多正能量。希望撰

写人能够掌握一些技巧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从而达到相应的经济效应，更好的服务消费

者，达到双赢的目的 , 并能利用其中的一些心理技巧顺利进行贸易经济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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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Audience and its  
Advertising Language Effect

CHEN Jian-Mei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450，Guangdong)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Japanese more and make Sino-Japanese communication 
more smooth,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some tips worth learning to practice from the Japanese 
commercial affair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foreign trade in theory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outstanding Japanese advertising slogans,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consumer psychology, reveals the grammatical rules and skills of the Japanese 
advertising slogans in the content selection, expression and presentation.

Key words: Japanese public relations language; advertising slogan; Japanes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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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两支学生团队在全国高等院校建筑 BIM 算量
认证大赛中双双荣获一等奖

2017 年 5 月 14 日，第四届全国高等院校建筑软件技能认证大赛——BIM 算量大赛圆

满落幕，由我校建筑工程学院工程造价专业学生组成的“启航团队”和“白云梦之队”两

支参赛团队双双荣获一等奖。“启航团队”指导老师赵蓓蕾、“白云梦之队”指导老师谭

紫及苏月凤分别获得“优秀指导老师”荣誉称号。参赛选手获得钢筋算量、土建算量熟手

级技能证书。

本届“筑梦青春，悦动认证”第四届全国高等院校建筑软件技能认证大赛——BIM 算

量比赛，由中建一局，中建七局，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等近 100 家企业与广

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共有来自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省的

145 所本科院校和 140 所专科院校的 285 支团队参加，参赛人数高达 8 千余人，是面向全

国高等院校建筑专业在校生的全国性大赛。

（供稿：赵蓓蕾    徐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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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韩两国贸易频繁，科技交流和合

作也日益扩大。韩国语科技外来语在实际运

用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从分析韩国科技外

来语特征及翻译入手，通过具体例子进行阐

释论述。分析韩国语中科技文体的特征以及

韩国语外来语标记的方法及特征，从而分析

研究韩国语科技外来语的特征及翻译特点。

关键词：科技 ; 外来语 ; 科技外来语

收稿日期：2016-12-13

作者简介：马香阁（1980- ），女，山东菏泽人，

讲师 , 硕士，主要从事中韩语言对比及翻译

方面的研究。

1     研究目的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日益发展。中韩两国的经贸往

来频繁，科技交流和合作也日益扩大而且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

作用。随着中韩贸易往来的快速发展。两国的合作领域涵盖了基

础研究、应用技术和高新技术等各个领域；合作形式有开展联合

研究、成立联合研究中心、代表团互访、人才交流与培训、召开

研讨会等 , 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科学技术

合作决定》外，还签署了《关于成立中韩产业合作委员会的协议》

和《关于民用航空工业技术与开发的谅解备忘录》，分别在环保、

高新技术、石油化工、钢铁、能源等产业领域开展合作。

同时广东地区的韩资企业也发展迅猛，如三星、LG 等科技企

业入驻广东省，对广东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广东

白云学院近几年蓬勃开展的“校企合作”，与诸多科技公司建立

合作关系。学生进入这些企业实习和工作，也迫切需要了解和掌

握科技术语及科技外来语的特点及翻译特征。而科技术语中的外

来语占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从分析韩国科技外来语特征及翻译

入手，通过具体例子进行阐释论述，从而努力得出韩语科技外来

语的特征及翻译特点，以服务于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

目前，有关韩语科技外来语的研究较少。茹意在《科技类词

汇的韩汉翻译探索》中探索了利用网络翻译网络词汇的方法，介

绍了直接搜索法、拆解法、联想法、对比定向搜索法等，但缺少

系统的科技类词汇特点的介绍。金多荣在《汉韩外来语对比研究》

中对比研究了汉韩外来语的特点，但缺少有关科技外来语的详细

阐述和研究。综上所述，本文从科技问题特点出发，结合韩国语

外来语特点及标记法，进一步阐述韩国语科技外来语的特点及翻

译技巧。

2    韩语科技文体的特点

广东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JRUAT   2017-6-25    第 24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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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出现大量专业术语

科技文体要阐明和解释某一专业、某一领域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内在的本质要求，反

映科学认识成果。因而出现了大量与之相关的专业术语 [1]。

例如 :

 ① 축음기→（蓄音机） 留声机

 미국의 발명가 에디슨은 1888 년에 자신의 발명품인 축음기와 활동사진을 결합 

하여 1 초에 48 장의  사진을 찍는 활동사진 카메라를 만들었다 [2].

1888 年，美国的发明家爱迪生把自己发明的留声机和活动照片结合起来，制造出每

秒能拍摄 48 张照片的摄影机。

 ② 주사→（走查）扫描

 스코프는 영상을 캐소드 튜브의 광전지셀에 투사하는 역할을 한다 . 그러면 셀       

에서는 빛의 세기의 비례하는 전류가 발생하는데 , 이것을 주사하면 비디오 신호가 되는 

것이다 .

摄像管的作用是将影像投射到阴极管。那么，在硒光电池上就会产生与光的强度成比

例的电流。扫描时便会形成视频信号。

 ③ 상대성 이론→相对论

 뉴턴 역할의 절대 공간과 절대 시간을 부정하고 ,1905 년에 미국의 아인슈타인이 

처음으로 세운 특수 상대성 이론과 일반 상대성 이론을 통틀어 이르는 말 .

 1905 年，爱因斯坦最初建立了狭义相对论（特殊相对论），之后又建立了广义相对论（一

般相对论）。

2.2  句子复杂、长句较多

 从韩国语科技文体的句子来看，复杂的句子较多，长句也居多。如修饰成分较多的

单句、包孕句，以及由连接词尾 - 지만，-( 으 ) 면 ,-( 으 ) 니까 ,- 고等构成的句子。究其缘由，

这与韩国语自身语言结构特点有关。一般韩国语的长单句也较多，修饰成分较多。同时也与科

技文体本身要求概括严谨、叙述全面、逻辑性强等方面密不可分 [3]。

例如：

 ① 1910 년 제너럴 일렉트릭 회사의 월리엄 데이비드 쿨리지는 전등의 수명을 크게 

연장시킨 텅스텐필람멘트를 발명하였다 .

 1910 年通用电器公司的威廉 . 大卫发明了能延长电灯寿命的钨灯丝。

 其中 “1910 년 제너럴 일렉트릭 회사의”在句子中充当定语成分。而长长的“전등의 

수명을 크게 연장시킨 텅스텐”也是充当“필람멘트”的定语。

 ② 움직이는 영상을 전자기파를 이용해 먼 곳으로 전송하는 아이디어는 

19 세기부터 이론적으로 논의되기 시작했고 , 정지 화상을 전송하는 장치는 실제로 

제작되었다 .

 19 世纪人们开始设法用电磁波远距离传输活动影像，但当时只研制出传输精致

影的装置。其中“움직이는 영상을 전자기파를 이용해 먼 곳으로 전송하는” 来修饰

“아이디어”，连接词尾“- 고”把前后两个分句有机地连接在一起。  

2.3  无尊敬阶形式

一般的韩国语文体有显著的尊敬法和非尊敬法之分。如通过词汇的变化、助词等实现

尊敬，如“먹다 - 드시다，집 - 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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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① 저는 아침에 빵을 먹었습니다 .

       我早饭吃了面包。

       할아버지는 아침에 빵을 드셨습니다 . 

       爷爷早饭吃了面包。

  ② 저의 집에 놀아 오세요 .

       请来我家玩。

       선생님의 댁에 찾아 뵙겠습니다 .

       去老师家拜访。

  ③ 친구에게 편지를 보냅니다 .

       给朋友寄了封信。

       사장님께 편지를 보냅니다 .

       给社长寄了封信。

 而科技韩国语中不出现尊敬法和尊敬法，而用普通的基本阶“- ㄴ / 는다”进行结尾表

达。这是由于科技文体基本以叙述和说明某一科学现象或事实为主要内容。

再如：

 ④ 생물은 살면서 여러 가지 요인의 영향을 받는다 . 생물이 숨을 수기 위해서는 산 

소가 필요하고 , 호흡의 결과로 이산화탄소를 외부로 분출시킨다 .

生物的生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生物呼吸需吸入氧气，向外排出二氧化碳。

 ⑤ 쯔나미는 해저지진이나 지반의 함물 , 상승 , 폭발과 같은 화산활동으로 말미암아 

지층의 수평이동이나 수직이동으로 생기는 대단히 긴 주기를 갖는 해양파를 말한다 .

海啸是指因海底地震或火山活动（地面的坍陷、上升、爆发等）发生地层水平移动或

垂直移动所产生的波长很长的海洋波。

2.4  主语通常被省略或多为事物  

科技文体韩国语与日常韩国语不同，除介绍科技发明的发明者外，大部分句子的主语

为非生命体（人或动物以外）。这与科技文体的特征密不可分，科技文体主要介绍或研究

历史上的重大科技发明或创造，主要是说明文文体，多以非主语形式存在。

例如：

      ① 종이는 흔히 나침반 , 화약 등과 함께 중국의 4 대 발명 중 하나로 간주되는 

발명품이다 . 중국 고사에 따르면 종이는 서기 105 년에 후한 대의 환관이었던 채륜에 

의해 발명되었다고 전해진다 .

纸常常与指南针、火药等一起被看作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据传，公元 105 年

中国古史后汉时期的太监蔡伦发明了纸。汉语中的主语“蔡伦”在韩国语中“채륜에 

의해”充当了句子的状语。

② 작 은 물 체 를 확 대 하 는 기 능 을 가 진 현 미 경 은 1590 년 에 네 덜 란 드 의 

자하리아얀센에 의해 최초로 발명되엇고 ,1660 년 네덜란드의 과학자 레벤후크는 

최초로 현미경을 사용하여 박테리아를 관찰하였다 .

显微镜具有放大物体的功能，它是 1590 年由荷兰的詹森首创的。1660 年荷兰的科学

家虎克最早用显微镜观察了细菌。

2.5   被动语态使用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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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术语用于表达或描述科技发明。除非为强调某个事物由或者被某个人发明出来，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发明物作为主语，谓语动词大多采用被动形式或被动语态来表示。

例如：

 ① 고대문명 각국에서는 청동시대가 시작되었고 , 그리스에서 철기문명이 

확립되고 , 로마제국에서는 과학지식의 정리와 실용화시대가 열렸다 . 

 古代文明各国开启了青铜时代，希腊建立了铁器文明，罗马帝国开创了整理科学知

识并将其付诸实践的时代。

 ② 질산 , 황산 , 화약 , 나침반 , 연금술 , 활자 인쇄술이 발명된다 .

发明了硝酸，硫酸，火药，指南针，冶金术，活字印刷术。

韩国语中多采用被动形式来表达和表现。通常以“两个汉字音节 + 되다”或者“- 게 

되다”来表示。再如：이용되다 ( 被使用）、포함되다 ( 被包括）、구별되다（被区别

）等。

2.6  较多使用过去时态

在科技韩国语文体中，大部分使用了过去时态。这是和科技发明创造已经完成有关，

当然对于将来的预测，也可以使用将来时态。

例如：

① 1940 년 4 월 첫선을 보인 나일론 스타킹은 발매 4 일 만에 4 백만 켤레가 팔리는 

기염을 토했다 .

1940 年 4 月尼龙长筒袜一经问世，仅 4 天内就火爆热销了 400 万双。

② 고전 물리학은 이러한 믿음을 바탕으로 했고 , 천체나 대포알 같은 거시 세계의 

운동을 성공적으로 설명했다 .

经典物理学以这些思想为基础，成功地说明了像天体或是炮弹之类的宏观世界的运动。

综上所述，韩国语科技文体具有鲜明的特征。通过以上内容的理解和掌握，为下一步

的翻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7  韩国语外来语的特征

韩国语外来词 , 是韩国语中从外国语言中引进的词语或者词汇。其按照一定的规律遵

循韩国语的音韵系统、音节结构、构词法、语言通史、语言意义等。韩国语外来语表记有

其基本的原则。韩国《外来语表记法》规定 , 韩国语在借用所有外来语时 , 都应遵守以下

基本原则 : 所有外来语只用现代韩国语 24 个元音和辅音表记 ; 原则上 , 一个符号只表记一

个外来语的音韵 ; 韵尾表记符号为“ㄱ , ㄴ , ㄹ , ㅁ , ㅂ , ㅅ , ㅇ”; 原则上破裂音不表记成

紧音 ; 尊重约定俗成的惯用表记法等。

韩国语外来语产生原因：历史上，被迫“门户开放”，随之西方外来文化进入。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汉江奇迹”是重视科技，充分利用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巨大成果 [4]。

3    韩国语科技外来语的特征及翻译

韩国语科技外来语主要来源于英、日、德、法，而欧美居多，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英源

科技外来语。韩国语科技外来语具有科技术语和外来语二者特征。即科技术语的严谨性和

外来语的标记方法。

3.1   意译

意译即借助韩国语外来语标记法进行音译（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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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音译词） 语源 汉语

가스터빈 [Gas turbine] 汽轮机

플라스틱    [Plastic]      塑料

가솔린    [Gasoline]      汽油

아르곤    [Argon]      氩

 클러치    [Clutch] 离合器

갈륨    [Gallium]      镓

 갤런    [Gallon]      加仑

게임    [Game]      游戏

   그래픽    [Graphics]      绘图

3.2  音译、意译、半音译半意译

3.2.1 英语 + 汉字

在韩语科技外来语中，翻译和标记方法为词汇的前半部分是英语外来语，后半部分是

汉字词（表 2）。

韩语（音译词） 构成 汉语

벤처기업   [Venture+ 企业 ] 高新技术产业

스위치판   [Switch+ 板 ]   交换机

  아닐린염료   [Aniline+ 染料 ]   苯胺染料

    아미노산배열  [Aminoacid+ 排列 ]   氨基酸序列

콩코드 광장 [Concorde+ 广场 ] 协和广场

카드판독기   [Card+ 读出器 ]     读卡器

이온수   [Ior+ 水 ]     离子水

이온층   [Ior+ 层 ]     电离层

3.2.2  汉字词 + 英语

在韩语科技外来语中，翻译和标记方法为词汇的前半部分是汉字词，后半部分是英语

外来语（表 3）。

韩语（音译词） 构成 汉语

 구동 피니언 [ 驱动 +pinion] 驱动小齿轮

 점화 플러그    [ 点火 +plug]    火花塞

 종감속 기어 [ 终减速 +gear]    主减速器

 자기 잉크    [ 磁器 +ink]    磁性墨水

 자기 코어    [ 磁器 +core]    磁芯

3.2.3  固有词 + 英语

在韩语科技外来语中，翻译和标记方法为词汇的前半部分是固有词，后半部分是英语

外来语 [5]。例如：

낱장의 카드 :[ 张 +card] 一张张卡片 

3.2.4  英语 + 固有词 

在韩语科技外来语中，翻译和标记方法为词汇的前半部分是英语外来语，后半部分是

固有词 [6]。例如：

로그값 :[Log+ 값 ] 对数值

3.3  缩语 

缩语即英语转化来的外来语较多，专业术语较多，有时也会采用英文缩略语。字母词

呈递增趋势由于字母词多是单义词 , 经济 , 简洁 , 便于交流 , 已成为国际上通用的语言系统

中的一份子 [7]。近些年来,随着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发展,外来字母词递增趋势明显（表4）。

表 1   韩国语科技外来语意译特征

表 2   韩国语科技外来语“英语 + 汉字”特征

表 3   韩国语科技外来语“汉字词 + 英语”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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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语 英语 汉语

DNA Deoxyribonucleic acid   脱氧核糖核酸

CPU Eentralproeessing unit 计算机中央处理器

DVD Digitalvideodise   数字式激光视盘

MTV Musietelevision   音乐电视

4    结论

通过对韩国语科技外来语的分析研究，探索出相关的特点及翻译特征。得出韩国语科

技外来语既有科技语的严谨性和逻辑性，同时也兼有外来语的意译、音译等特征。以期为

下一步分析具体领域的科技外来语提供有力的翻译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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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lation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Korean

 MA Xiang-ge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510450, Guangdong)

Abstract: Recently, with the grow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As a result, 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Korean(FLSTK) is increasing.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lation of FLSTK was 
studied through some concrete examples. The application features and labeling methods of FLSTK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pers were analyzed in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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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韩国语科技外来语中的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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