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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水源涵养区生态建设模式与路径探讨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生态要素作用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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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京津水源涵养区生态建设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多年持续努力，成效初显，但问题和困难亦不容忽视。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水

源涵养现实经验的归纳提炼，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和方法深入分析了张承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等

生态要素的作用机理，指出京津水源涵养区生态建设的路径应是提高生态补偿水平，大力植树种

草，致力于涵养水源、改善生态、综合运用市场和行政调控机制，走生态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同

时，应进一步严格界定生态空间红线、构筑生态安全体系、培育生态绿色产业、大力发展清洁型高

新技术产业，为促其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对涵养区各市县采用单独的政绩考核指标，加强组织领

导，实施多措并举，为京津构筑可靠的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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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全球面临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的姿态和取得的成效受到包括联合

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京津冀地区作为核

心区域亦受到更多关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

导和推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大格局中，京津

水源涵养地生态功能区建设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且居于特殊的位置。作为河北省持续推进的重大

工程，多年的努力和建设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并

显示出良好效果，同时困难和挑战也十分严峻。

原有的困难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都需要认真地加

以解决。当前，为京津水源涵养区找到一条生态

改善和经济振兴之路，不仅十分迫切，而且具有非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水是生命之源，是生态建设的中心要素。我国

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王浩在“自然社会”二元水循

环理论中指出，有了人类活动以后，原有的一元自

然水循环结构被打破，社会水循环的路径不断增

多，“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结构逐渐形成。而水

循环驱动力和相关条件的变化、下垫面的改变、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水循环通量的不断加大，

对流域水循环的健康和再生维持带来了相当大的

影响，部分地区造成流域水资源的衰减［１］。京津水

源涵养区所属的海河流域正是如此。地表水资源

急剧衰减，万年尺度形成的地下水格局被５０年尺

第１４卷　第２期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２

２０２０年６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Ｔｉｅｄ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ｕｎ．２０２０



度的人类活动所改变，形成了诸多漏斗［２］。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治水作出重要指

示，深刻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水安全

中的老问题仍有待解决，新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

越紧迫，明确提出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突出强调要从改变自

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

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我国国情水情，针

对我国水安全严峻形势提出的治本之策，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治水领域的集中

体现［３］。当前，无序的城镇建设、不恰当的产业发

展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尤其是生态退化、水资

源过度开发、大气严重污染、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

等，使京津冀生态环境建设困难重重［４］。

对于极度缺水的京津冀来说，保水、节水、高

效利用水是长期战略任务。河北省多年平均水资

源总量为２０４．７亿ｍ３，人均水资源量３０４ｍ３，远

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５００ｍ３ 的极度缺水标准
［５］。

尽管南水北调、引黄入冀以及海水淡化能弥补部

分不足，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京津冀地

区的生态建设，包括治雾霾、降沙尘、强植被等都

与水有着紧密的联系，解决好水的问题是河北乃

至京津地区生态建设的关键。从生态学和协同学

的角度看，京津冀地区是由不同子系统构成的不

可分割的整体，影响京津冀生态建设的诸多序参

量中，水是主序参量。解决水的问题最主要的途

径和措施就是涵养水源，努力的方向是排除一切

妨害水源涵养的障碍，创造一切有利条件，把水源

涵养功能区建设好，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合

理调配。京津水源涵养区主要是永定河册田水库

以上山区、潮河白河汤河等北京北三河山区和滦

河中上游山区，行政上主要隶属于张家口和承德。

张承地区经济欠发达，每年为治理环境投入大量

资金，亦关停了诸多高污染、高耗水企业，还主动

放弃不少涉污、高耗水投资项目，做出了很大牺

牲。近些年来，仅承德市就主动禁上各类涉污项

目超过２０００个，取缔污染企业１４１０家，每年减

少利税５０亿元左右，转移就业人数约３０万。在

环京津贫困带上的多个县虽脱贫摘帽，但经济发

展仍然缓慢，同时，每年还向京津提供８１％和

９３％的生产和生活用水
［６］。虽然给予张承地区的

用水补偿已由原来的０．０３元／ｍ３ 提高到了后来

的０．３０元／ｍ３，但相较于京津居民的第一阶梯水

价５元／ｍ３，补偿仍然较低。在诸多矛盾长期未

能解决和涵养区民众较贫困的状态下，执行各项

环保制度确有不少困难，解决这些难题须找到合

适可行的路径和有效管用的办法。

二、京津水源涵养区现状和困难分析

及建设成效启示

京津水源涵养区总面积７５７．４万ｈｍ２，占河北

省总面积的４０．２％，涉及张承２７个县（区），１２个

国有林、牧场，４４５个乡（镇），６５７８个村。涵养区

的年均水资源总量为５９．９亿ｍ３。其中地表水径

流量３１．２亿ｍ３，地下水资源量２８．７亿ｍ３。区域

内，发源于张承地区，隶属于永定河、滦河、潮白河

水系的干、支流有２５条。在各河流水系上建有大、

中、小型水库１１２座，总库容达到９．５亿ｍ３。再加

上其他拦蓄、提水工程及抽水蓄能等设施，水资源

开发利用量占水资源总量的３４．１％，为２０．１亿

ｍ３，其中地表水１０．８亿ｍ３，地下水９．３亿 ｍ３，分

别占开发利用量的５３．７％和４６．３％
［７］。

经过多年的持续治理，张承部分区域生态环

境已明显好转。由于林草面积的增加，常水流量

和水质有所提升，土地沙化现象得到遏制，沙尘天

气明显减少，尤其是塞罕坝等区域实现了生态系

统的良性循环［８］。局部地区生态的良性演进固然

鼓舞人心，也提供了不少生态治理的经验，但总体

严峻的态势仍需高度重视。受自然环境脆弱、发

展方式粗放、财政支撑能力不足、贫困度较深等因

素制约，为首都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提供高质量、可

持续安全保障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些

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应尽快找到根治办法，对于

潜在的矛盾，亦不可掉以轻心。在宏观层面，一些

生态功能区民众虽已脱贫，但富裕程度低，如果较

长时间得不到改善，原有生态建设成效将会大打

折扣，已取得的进展也将难以延续；自身缺水又几

近无偿地向外调水，当民众的“水资源使用上游优

先权意识”增强后可能会有新问题产生；京津日渐

发达，若长时期对环京津的周边洼地带动不起来，

只有虹吸效应而缺失辐射功能，会造成系列矛盾

渐次积累，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战略的实施。

在微观层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服务的价值

会提升，生态产品的价格会上涨；如果水源地生态

功能区的诸多生态产品无法实现商品化，价格扭

曲可能会引发新矛盾；在都市长足发展后，休闲产

业蓬勃发展，京津的“经济剩余”与生态功能区民

众的“时间剩余”如果无法对接融合，互促互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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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发新冲突，等等。有问题不可怕，有冲突正

常，各种矛盾也许永远存在。有些问题会随时间

的拉长和进程的推进自然消解，但也有些问题会

随时间的拖延贻误最好的解决时机，矛盾的渐次

积累有可能使单一问题演化为系统问题，个别风

险转化为系统风险。当前迫切需要未雨绸缪，尽

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消解未来冲突的措施，

防患于未然，制胜于当下。

解决复杂问题，单一举措受到局限，必须采取

系统性措施。其中行政推动和经济手段必不可

少，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应系统联动。宏观政策

的优化应着眼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机制与生态系

统演化机制的协调融通，具体措施应致力于山水

林田湖草等不同子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协同

共进，聚焦于最关键的目标即水源涵养，抓住核心

的要素即扩大林草面积特别是森林面积。解决问

题和寻求对策的思路应是对自身有效的做法和成

功的经验加以提升、复制、推广，同时注重学习参

照外界包括国际上的典型案例，通过科学分析探

索新路。塞罕坝林场建设实践是生态建设的壮

举，是推进生态建设的生动范例，其森林资源总价

值已达２０２亿元，每年为京津输送净水１．３７亿

ｍ３，氧气５５万ｔ，带动当地实现社会年收入超６

亿元［９］。此外，亿利集团治理库布齐沙漠的做法

具有示范意义，德国整治易北河的经验值得借

鉴［１０］，纽约市对卡茨基尔森林地区生态补偿的做

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１１］，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

模式亦有可取之处［１２］。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

骏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１３］、美

国土壤学家Ａｌｂｒｅｃｈｅ提出的生态农业体系
［１４］和

里夫金等人提出的绿色产业规划，对于京津冀城

市建设和水源涵养区发展均具现实意义。因此，

吸取前人经验，借鉴各地的做法，整合各方面成功

的独特之处，加以科学分析和归纳提炼，才能探索

出水源涵养区生态建设的可行模式和路径。

三、模式、路径选择与相应的系统动力

学分析

基于以上经验归纳和现实分析可知，发展生态

市场经济是京津水源涵养区建设的必然选择。根据

马世骏“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理念和布

朗生态经济的构想［１５］，张承地区应着力构建一种经

济、社会和自然系统良性互动的复合共生体系。应

以生态市场经济模式为主体，以山水林田湖草等综

合治理为主攻方向，以生态补偿等机制为保障，系统

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一）生态市场经济模式的探索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张承地区的资源优势未

能充分发挥，使现有资源不能转化为可在市场上

流通的资本，也就无法带来价值上的增值，导致发

展比较落后。河北省２０１７年地区生产总值数据

显示，除了辛集、定州两个省管市外，张、承两市排

在末尾，不及第一名唐山市的１／４
［１６］。在传统经

济模式下，企业与社会均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以

长周期的环境代价、广覆盖的社会成本换取经济

利益的行为是肤浅且短视的，需要探索一种适于

生态法则的新发展模式。为实现复合生态系统中

各子系统的有效协同，通过对张承两地经济运行

中问题的深入分析，结合两地经济发展现状及未

来设想，提出“生态市场经济模式”的建设构想。

与高耗、低效、粗放的传统经济模式相比，生态市

场经济模式强调低耗、高效、集约。

推广生态市场经济模式，能充分发挥行政调

控和市场调节两方面的优势。当前，我国在森林、

湿地、草原以及自然保护区等领域通过财政转移支

付方式，初步建立了由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生态

补偿机制。但由于起步较晚，时间较短，经验不足，

实施效果不明显。其中社会环境利益分配失衡的

问题，与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有关，我国在这方面

急需加强。国外发达国家因为起步较早，在其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类似问题比我们多，其生态补偿的方

式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如有的国家强调公共

补偿，有的实行限额交易，有的提倡自愿补偿，还有

的征收环境税费、实施生态产品认证计划、推进生

态旅游、建立信托基金与捐赠基金等［１７］。党的十

八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

要求加快研究制定中国生态补偿条例和完善生态

补偿机制建设，推广生态市场经济模式有利于在

生态建设与市场经济协同发展方面践行这一要求。

推广生态市场经济模式，尚需克服许多难

题。首先是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协调问题，贫

困是矛盾的焦点，关键是如何在贫困的情况下树

立生态经济的价值观，提高人们对生态经济的预

期，调动民众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承德二道

河村，曾因过度放牧造成草场沙化严重。但造林

就要禁牧，要得到百姓支持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

益，经多方协商，千松坝林场制定了股份造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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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管护的新机制，激发了农民造林的积极性，从

“万只羊”村转型为“万亩林”村。其次是生态建设

地与生态受益地政策、利益等不同的问题［１８］。表

面上是区划有别，但根源在人们的思想。这须打破

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局限，提升建设地与受益地唇齿

相依的认识，尤其是受益地更应积极作为。再者是

行政效率的问题，生态建设涉及政府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会公众等多方主体，政府机关应起主导作

用。行政效率不高会迟滞生态建设，一些部门拖沓

推诿的作风导致许多生态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二）生态市场经济模式的实现路径

生态市场经济模式，首要在生态，中心在经

济，市场是路径。在张承地区推广生态市场经济

模式，应着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机制与生态系统

演化机制有机融合。运用市场机制，一方面调节

自然资源配置，改善生态环境，通过建立生态自然

资源产权交易市场，使自然资源能在市场上增值；

另一方面开发环境友好、绿色无公害产品，淘汰低

效高耗产能，挤压不利于生态环保的产品、行业的

市场空间。运用行政调控机制，一方面保持环境

执法高压态势，加大对环境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另

一方面出台扶持政策，健全政府绩效考核制度，优

化生态市场体系，激发资源市场活力。

推广生态市场经济模式，塞罕坝和亿利集团

等经验具有特别的示范意义。如今的塞罕坝林场

富含原生态负氧离子，年吸收二氧化碳７４．７万ｔ，

释放氧气５５万ｔ，可供１９９万人呼吸１年。其中有

４５万余亩森林可以包装上市，交易总额超过３０００

万元［１９］，实现了生态与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亿

利集团深耕库布齐，修复绿化沙漠９６９万亩，涵养

水源２４３．７６亿 ｍ３，搭建“山水林田湖草沙”共同

体，使区域小气候不断改善，将防沙治沙经验推广

到多个省区市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一

步彰显生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综合效益。曾靠

炸山开矿、办水泥厂致富的安吉余村，生态环境亦

遭破坏，习总书记就此提出“两山”理念，痛定思痛

后的余村壮士断腕，关停污染企业，向绿色发展转

型。１５年后，余村山青、水净、空气好，习总书记近

期再次考察时给予充分肯定并再一次指出，全国各

地都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把生态效益更好地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坚

定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

之路，努力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

更大［２０］。

发展生态市场经济，应当学会从“绿”中掘金，

善做山水资源效益转化文章。张承地区应发挥自

身的比较生态优势，根据自然资源禀赋探索京津涵

养区的开发方式、开发内容，带动贫困人口增收。

通过合理提升生态产品价格、强化补偿力度实现正

确的利益导向，让保护环境的人和单位不吃亏、能受

益；通过市场机制和行政调控机制双重发力，做到生

态开发有成本、资源市场有收益；通过注重资源永续

利用，综合治理山水林田湖草等子系统，达到发展自

身、利于京津、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目的。

（三）生态市场经济模式下复杂系统

的典型特征

发展生态经济需要深入地研究和把控生态系

统。自然界的所有生物群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总是与其生存的环境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通过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共同形成统一

的整体，这就是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具备有限

反馈机制和调节功能的非线性复杂动态系统。生

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管理系统均为非线性复

杂系统，系统中的反馈回路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

制约的复杂结构。

作为多个子系统集聚组合的生态市场经济

体系，更是一个具有多重反馈回路、高阶次、高度

非线性的复杂大系统。其反馈回路描述了关键变

量“杠杆作用点”与其周围其他变量的关系，进而

呈现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结构。在“人

工自然系统”中，人类决策导致不同的人类活动，

人类活动会改变系统周围的状态，进一步产生新

的信息———未来新决策的依据，如此循环作用。

这类系统对众多参数的变化不敏感，其反应有相

当的滞后性，系统的近期因素调整与远期变化需

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因果上的对应性。有些行为

短期有利而长期有害，且易陷入低层次循环和向

低效率滑移的倾向。解决这类问题，要害是找到

系统杠杆解，控制主序参量［２１］。下面尝试用系统

动力学原理和方法对生态市场经济系统进行动

态分析，力图找到影响系统关键的主序参量和有

效杠杆解，为当地生态建设、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控

提供富有成效的手段和依据。

（四）系统动力学原理和方法及生态

经济系统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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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动力学（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Ｄ）是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于１９５６年创立的。其以

反馈控制理论为基础，以数字仿真技术为手段，主

要应用于非线性、高阶次、多变量、多重反馈的开

放系统。其基本方法是通过分析系统内的因果反

馈关系和众多因素对系统目标的影响，从中筛选

出影响系统发展的主导因素，分析、预测不同策略

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利于调整人类行为。

系统动力学的整个建模过程是从定性到定量

综合集成的过程。该过程主要有几个重要环节。

一是通过分析问题的性质明确建模的目的，在准

确界定问题性质的基础上决定建模的种类。二是

采用系统思考的方法，划分系统边界，明确定性导

向，缩小信息源，减少无谓的工作。三是通过系统

结构分析，划分系统层次，确定主序参量和主回

路，分析主回路随时间转移的可能性，绘制因果关

系图和系统演化流图。四是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实

证分析。需注意的是一些数值需用参数估计的方

法进行预估，有时还需对部分变量的初始状态赋

值。五是利用模型对系统在一定时间内的运行状

况进行模拟，通过人工控制的运行过程，分析系统

运行特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策。六是模

型的评估、调整和运用。通过对参数的调整，得出

多种仿真结果，在对方案进行比较后确定最优决

策方案。本文利用ＶｅｎｓｉｍＰＬＥ系统动力学专用

软件进行分析，全名Ｖｅｎｔａｎ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

ｍｅｎ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ｄｉｔｉｏｎ，即 Ｖｅｎｔａｎａ系

统动力学模拟环境个人学习版。针对京津水源涵

养区实际情况，设该区域的生态市场经济系统由

水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子系统构成。其中

经济子系统根据地域不同，发展目标不同，又可分

为农业、工业、林业、畜牧养殖业以及其他特色产

业等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有的相互制约。目标是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结合起来，通过系统变量变化与目标反

馈，分析水源涵养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因素

之间的内在联系，预测各子系统变化对总体影响

的趋势，寻找生态效益最大并逐步过渡到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总体最佳的方案。

该系统的变量集包括：目标变量、状态变量、

控制变量和辅助变量。此外还有相关常数和函

数。目标变量表示系统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如生

态效益、林业、农业、工业收入等。状态变量是表

示系统状态的量，通常具有累积的性质，如林地面

积、草地面积、耕地面积等。控制变量是指为促进

生态改善和经济发展而采取的诸项措施，如林地

增长率、草地增长率、各类牲畜变化率等。辅助变

量是连接状态变量和目标变量而设置的量。常量

在仿真模拟运行期间，为某个参数的初始值。下

面给出该模型的部分结构与反馈机制。

　　（五）模型总体结构和相关子系统分析

１．模型总体结构

京津水源涵养区自然条件有差异，各地谋求发

展诉求亦有不同，设计模型时对此进行了抽象、简

化。总的原则是针对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情

况建立与本地条件相适应的生态市场经济发展模

式。考虑到水资源在生态建设中的突出作用，把水

资源管理与其他资源区别开来。模型结构如图１

所示，在该系统中，主要包括三大反馈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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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水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反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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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水资源供应促进环境改善的正反馈环，

主回路是水资源供应→各种产业投资→生产总值

→生态环境投资→污染治理量→环境评价指数→

水资源供应。因多年掠夺性开采，华北平原已成

世界最大地下水“漏斗区”，地区经济难以长足发

展。２０１４年，河北省 ＧＤＰ总量排名全国第六，

２０１８年已跌至第九。可见，当水资源不足时，无

论生态本身还是经济发展都将受到制约。二是污

染产业增加导致环境恶化的负反馈环，主回路是

污染企业投资→排污量增加→环境指数下降→水

资源供应减少。１９８３年，潘家口水库承德库区３

万农民响应“引滦入津”号召，舍农保水。３０多年

后，１万多名渔民为保供津水质安全再次弃渔保

水，拆掉了潘家口水库中约４万个网箱。通过行

政调控，张承地区极大抑制了污染产业投资，区域

环境有所好转。三是加大绿色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的正反馈环，主回路是绿色投资增加→产业投资

增加值提高→生产总值增加。为简化系统，只考

虑了工业对环境的影响，林业、草业等另外单独分

析。张家口增加绿色投资实施“生态兴市”战略，

加快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

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全市林地面积超过２０００

万亩。不论是被评为中国最美公路的张北草原天

路，还是松涛阵阵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都已是

国际知名绿色品牌，游客数量大增，旅游效益凸

显，促进了区域生态市场经济总体效益增加的良

性循环。

２．水资源管理系统

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相互影响并进行系

统结构的耦合，形成了相互嵌套的复杂系统。随

着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强度的加大，流域水循环

系统不再是由“降水坡面河道地下”等基本路径

组成的自然水循环结构，而是形成了由自然主循

环与区域“取水给水用水排水污水处理再生

利用”社会侧支循环耦合而成的“自然社会”二元

水循环结构［１］。水资源的总量及构成随时空演

变，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故应采取动态保水、动态

节水、系统涵养的水生态管理策略。

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和组

成，首先对其系统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水资源开

发子系统、一般工业用水子系统、农业用水子系

统、林牧业用水子系统和污水处理子系统等。其

主要反馈关系体现在生态环境改善对水资源涵养

的正效应和一般性工业发展对水源涵养的负效应

两个方面。图２是简化的模型结构，可见需水量

大而可供水量小的矛盾导致供水压力指数上升，

制约生态环境价值量的增加。京津冀综合需水量

呈现缓慢增长趋势，短时期内难以下降，如何提高

供水量是关键。著名地理学家刘昌明院士指出，

节水是水资源合理利用的核心，生态十分脆弱，水

资源配置不合理会导致生态严重退化，极大威胁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２２］。“山上多栽树，等于

修水库，雨多它能吞，雨少它能吐。”承德已初步建

成滦潮河上游水源涵养林、沿边沿坝防风固沙林、

低山丘陵水保经济林等五大防护林为主的生态屏

障，全市森林涵养水源能力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提

高了１８．５倍，年自生水３７．６亿 ｍ３，人均淡水资

源接近１０００ｍ３
［１９］。张家口也对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涉水企业及傍水农村进行了整治，全市主

要流域功能区水质全部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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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水资源管理系统结构图

６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４卷　



　　在比较优势不明显的情况下，一般性工业发

展会降低当地生态价值量，应适度限制其发展，其

间的损失通过生态补偿加以弥补。另外，如果在

更广范围内向京津地区多供水换补偿，实质是一

种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对双方和总体来说都是有

益的。在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的当下，还应重视

京津水源涵养区及周边的城市生态建设。２０１２

年，北京遭遇罕见暴雨及洪涝灾害，短时强降雨，

雨水难以及时下渗，在地表形成径流，再加上城区

的硬化地面渗透作用有限，城区积水严重。据统

计，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４年，我国超过３６０个城市发生

内涝，６０个城市单次内涝淹水时间超过１２ｈ，积

水深度超过０．５ｍ，发人深省。

３．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通过林地面积、草地面积的增加和

水量的变化与经济系统和水资源管理系统相互作

用，并影响到其他子系统。在模型设计时，把生态

系统设计成一个生态价值评估系统，主要是想通

过生态价值的估算对整个生态经济效益的评估

有一个更加明确的量化概念。生态价值量根据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评估体系进行估算
［２３］。生态系统与其

他系统的联系在各个结构图中都有所体现。生态

系统结构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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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生态系统结构图

　　由图３可见，系统表征的是森林、草地扩大与

水资源量提升和生态环境优化等正反馈关系，同

时亦反映出土地沙化、污水排放量增加与生态环

境恶化的负反馈关系。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北京的

沙尘天气最为严重，年均沙尘日数近７０ｄ。浑善

达克沙地距北京约１８０ｋｍ，且平均海拔１０００多

ｍ，约是北京平均海拔的２５倍。防风固沙最有效

的办法就是在风沙上游地区植树造林、植绿种草。

塞罕坝的百万亩林海，扼守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有

效阻滞了浑善达克沙地南侵。塞罕坝自身及周边

的区域小气候也明显改善，无霜期由５２ｄ增加到

６４ｄ，年均大风日数由８３ｄ减少到５３ｄ，年均降

水量由不足４１０ｍｍ增加到４６０ｍｍ，塞罕坝建设

者以卓有成效的努力践行了王浩院士“自然社

会”二元水循环的理论。此外，塞罕坝生物多样性

恢复良好，栖息着陆生野生脊椎动物２６１种、昆虫

６６０种、植物６２５种，等等。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

舫指出，塞罕坝的百万亩森林，不仅起到涵养水

源、保持水土的作用，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而且大量吸收、固定二氧化碳，对减缓全球气

候变暖意义重大［２４］。

４．经济系统之林业子系统

对于京津水源涵养地来说，其生态效益应高

于经济效益。传统经济中工农业的发展会对生态

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而发展绿色经济则能

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因此，将经济系统中的林

业子系统单列分析。模型中考虑对水源涵养和生

态改善正向作用突出的防护林，兼顾生态价值和

经济收入。这种选择主要是考虑在防护林、用材

林、经济林、薪炭林和特种用途林５大类型中，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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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林在整个森林生态系统中，对区域生态价值贡 献最大。林业子系统反馈关系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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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林业子系统反馈关系图

　　从图４可知，增加林地特别是防护林面积，生

态价值增大，生态环境好转。科学仿真与人们的

现实经验是一致的。塞罕坝造林面积超过１２０万

亩，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

的２．７６倍。与建场初期相比，塞罕坝森林覆盖率

提高了６８．６％，年降雨量增幅超过６０ｍｍ，年涵

养水源达１．４亿 ｍ３。２０１７年，塞罕坝林场建设

者获得联合国最高环境荣誉———“地球卫士奖”。

整个承德的林木蓄积量和林地总面积占河北省的

近一半，成为名副其实的华北之肺。

５．经济系统之草业子系统

京津水源涵养区曾有丰富的天然草场，但不

加节制地增加牲畜特别是羊的放牧数量，对草原

造成了很大损害。为简化模型，畜牧种类只考虑

羊和奶牛两类，反映不同种类的牲畜在京津水源

涵养区畜牧业中的发展趋势。出发点是使草地和

畜牧业发展走向良性循环。从图５中可以看出，

实现保护生态和发展牧业的目标，须减少对草地

破坏力较大的山羊数量，适度增加对草业破坏力

小的畜牧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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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草原子系统结构关系图

　　在库布齐沙漠，亿利资源集团通过发展药材 深加工产业、特色光伏产业和生态农牧业，修复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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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土地，生产绿色能源，走出了一条抗争沙漠化，

整体消除贫困，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之

路。受钱学森院士沙产业思想的启发，东达蒙古

王集团在生态链、生物链、产业链、产品链上做文

章，发掘沙柳深加工产业和獭兔养殖业，实现了经

济效益叠加和产业拉动扶贫。从这些企业的治沙

经验来看，无不是科学保障、技术先行，限制散养

放牧、培育经济作物，通过加大对贫瘠草场的投

入，形成特色产业。既走在了治沙的前列，也探索

出了沙产业的发展之路；既取得了丰厚的经济效

益，创造了社会价值，又促进了生态效益的显著

提升。

６．经济系统之农业子系统

在京津水源涵养区，农业曾占较大比重，是水

资源消耗最大的一个方面。近年来，随着改种植

高耗水的水稻为种植旱田作物的推行，农业用水

有所下降，生态环境随之改善。虽然农业总产值

大幅下降，但通过生态补偿，农民收入并未下降，

模型设计时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系统的反馈情

况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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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农业子系统结构图

　　当前，收入微薄让农民的种地愿望不强，耕地

撂荒屡见不鲜，荒芜的土地容易成为沙尘雾霾天

气的帮凶。要持续促进农业子系统合理发展，一

方面可运用行政手段，促进土地流转，或承包或转

租，既增加土地利用率，又能提高农民收入；另一

方面，可结合市场需求开发无土栽培、生态旅游等

新农业，推广规模化种植，运用滴灌等先进技术节

水增效。承德市实施优势农林产品推广工程，建

设林果产业基地，发展生态观光旅游业，形成了环

京津森林生态旅游、采摘观光、乡村旅游、休闲度

假区，２０１９年接待境内外游客８２７１．０９万人次，

比上年增加１８％；实现旅游收入１０５５．６７亿元，

同比增长２２％。

７．以丰宁县为例对生态市场经济发展情况

进行动态演化分析

模型以丰宁县２００６年以来任一年公开的经

济数据进行动态演化分析。首先给定初始值包括

年经济收入、森林初始生态价值（按Ｃｏｓｔａｎｚａ评

估体系估值）［２５］、草地初始生态价值、水浇地面积

初始值、森林面积初始值、草地面积初始值、农业

收入初始值、工业收入初始值、林业以及草业收入

初始值等。相关变量包括：年经济总收入变化、年

生态价值变化；林业、草业、农业收入变化；林地、

草地、农地面积变化及经济和生态贡献；工业产值

变化、工业节水量、排污量变化、生态价值损失变

化、森林以及草地单位面积蓄水量等。系统动态

演化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动态分析可知，森林面积增加，林业

收入增加，生态价值增加；草地面积增加，牧业

收入增加，生态价值增加；水浇地面积减少（稻

改旱后），农业产值下降，用水量减少；工业产

值减少，排污量减小，生态价值增加。另外，生

态价值增加导致旅游业和生态补偿增加。结

果显示出京津水源涵养区生态建设的主攻方

向是增加林地草地面积，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和

空气净化效果；减少水浇地面积和污染工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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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节约水源，增加生态价值；大力发展旅游业

和净水业等特色产业。十几年来，丰宁县累计

造林３５０万亩，年均造林２０万亩。共打造万

亩连片林精品工程２３处，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２８８８．３ｋｍ２，每年以１００ｋｍ２ 的速度推进治

理生态脆弱区水土保持。规划建设了丰宁海

流图国家湿地公园、千松坝国家森林公园、丰

宁国家森林公园、小坝子国家沙漠公园、抽水

储能电站综合旅游区等一系列植林涵水工程，

形成了以林养水的格局。同时为解决区内民

众的脱贫致富，建设了１５０万亩经济林。其中

的千松坝林场分布在３７１１ｋｍ２ 范围内，是京

津水源涵养功能区的核心区域，涉及９个乡

镇，７２个行政村，８０８０５人，林场内４２个贫困

村采取“种一片林，脱一户贫”的精准扶贫举

措，效果良好［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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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丰宁县生态市场经济系统结构图

　　四、结论和建议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工

业化、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用水量还会持续增

长。预计到２０３０年，我国人口总量将接近１５亿，

人均水资源量将不足１９００ｍ３，用水总量会达到

７０００亿ｍ３，废污水排放量将超过１０００亿 ｍ３，

水资源供求压力更加突出，生态环境保护形势愈

加严峻［２７］。张承地区必须全面提高区域生态环

境承载力，积极构建绿色产业发展体系，为保障京

津水源供给和生态环境安全奠定基础。通过梳理

归纳塞罕坝等造林经验和上述分析可知，京津水

源涵养区生态建设的路径是大力植树造林和适度

退耕还草，退水田改旱田，致力于保水、节水、涵养

水源，改善生态，走生态市场经济发展之路，以绿

色产业的发展富民强区，为京津提供可靠的生态

屏障。

　　（一）划定空间红线，优先生态建设

生态市场经济模式的首要在生态。京津水

源涵养区生态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须加强

顶层设计。要注重京津水源涵养区规划建设的

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又要突出重点。可参

照国家划定基本农田红线的做法，在张承地区

划定生态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

等红线。首先要将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山水林

田湖草等保护区划入生态空间。其次严守农业

空间，合理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

态保护区，创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科学划分乡

村经济发展片区，推进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

业园建设。同时严控中心城区和县城开发边

界，集约利用城镇建设用地，兼顾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状况和城镇布局的弹性需要，优化城镇空

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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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梯次格局，构建生态支撑

目前张承两地森林覆盖率均保持增长态

势，初步形成了沿河、沿坝、沿路的生态防护林

体系。未来生态建设布局应按既有区位特点，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科学规划。其中可沿水源

涵养区西部、西北部、北部纵深进行生态梯次配

置；沿京张高铁、京沈高铁、京兰通道、京藏高

速、京哈高速等交通干线，扩建生态防护林；沿

桑干河—洋河—官厅水库—永定河和白河—潮

河—密云水库以及兴洲河—滦河—潘家口水库

等水系网路，营建高质量防护林，打造特色生态

网络，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构筑

生态安全防御体系。

（三）强力育林种草，促进水源涵养

加强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建设。

实施育林护林、提升森林质量、退耕还林、还草还

湿等工程，推进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固碳释氧和

气候调节等生态服务功能持续提升。在所有宜林

地区广泛植树、种草、培育灌木丛，通过高低搭配

的林草灌木系统持续改善地表微生态循环。在部

分沙化严重地区，可借鉴亿利模式，调动公司和农

户两方面的积极性，在条件成熟时将当地农民转

为产业工人。在彻底解决水源涵养地民众贫困问

题的同时，建设更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森林公

园，提升水源涵养能力，改善涵养区生态环境。还

可参照治理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的做法，依

靠自然恢复和退耕还草等多种模式，全力增加各

种植被覆盖面积，降沙尘、净空气，减少水土流失，

从而改善水环境质量与水生态状况。另外，发展

牧业需适度提高圈养比例，减少山羊等对草根具

有破坏力的牲畜，注重生态化养育，进一步减轻涵

养区的生态环境压力。

（四）治水保水节水，实现采补平衡

水资源数量、水资源质量、水资源利用率、

水资源循环率、单位ＧＤＰ水耗等，都能反映经济

结构和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互动情况。张承地区

应立足提高水资源涵养能力，进一步优化水资

源利用结构与效益，将水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

展最重要的资源约束条件，加快推进从供水管

理向需水管理转变，由粗放用水方式向集约用

水方式转变。中央政府和京津地方政府可参照

德国治理易北河和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

做法，也可借鉴纽约市对卡茨基尔森林生态补

偿的措施，对滦河、北三河流域及水源涵养地等

提供制度化、法制化的生态补偿。要在近些年

已签京张、京承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协议的基础

上，扩大补偿范围和数量。京津应以经济支持

等手段帮助张承地区继续采取适当措施提高用

水效率，提升水资源循环利用率，集中治理地下

水超采，严格地下水取水许可监督管理，逐步回

补地下水超采亏空量，恢复河流、湖泊、湿地生

态，实现水资源采补平衡。

（五）顺应自然规律，建设生态城镇

在水源涵养区推进城镇化建设，应贯彻生态

文明理念。张承地区应按生态建设需要和自然资

源有效利用等多个维度规划城镇格局，要走生态

协调、低碳绿色、城乡一体、四化协同之路。可借

鉴里夫金的未来城市建设设想和绿色产业规划多

建生态小镇；也可参照新加坡“活跃、美丽、洁净水

项目”改造城市小区［２８］；日本提出的“雨水贮留渗

透计划”可在现有城市大面积推广［２９］；德国、新西

兰等国家提出的低影响开发措施应受到高度重

视，涵养区城乡建设要充分考虑地形和森林、草地

等绿色植被以及对雨洪的合理利用［３０］。强化“低

影响开发”理念，建设能适应环境变化和顺应自然

规律的生态城镇。

（六）发展绿色产业，注重以产兴城

生态市场经济模式的核心在经济。张承地

区应着力将习总书记最近要求把“生态环境优

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

经济的优势”落实到现实行动。在为水源涵养

和发展节水产业营造良好社会和市场环境的同

时，努力培育并做强保水、节水产业；充分利用

自然力发展蘑菇等绿色食品及其产业；深入挖

掘由森林草地涵养水源、净化水源带来的商机，

参照法国皮埃尔公司和国内农夫山泉的做法，

发展各种类型的矿泉水和洁净水产业；还可发

挥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等自然特征发展高效

农业、杂谷产业、特色林果业、葡萄种植及加工

业、奶牛养殖及乳品加工业等，实现生态系统与

经济系统的良性互动。特别要注重通过绿色产

业兴城建镇，张承地区应以崇礼太子城和丰宁

大滩为中心，以上述产业和冰雪产业、康养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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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冬季休闲和避暑消夏新城，使之１０年内分

别达到２０万和５０万的人口规模，成为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雄安以外的接续地，以自然生态优

势成为首都新的卫星城。

（七）利用政策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

张承地区要充分利用好国家鼓励开发利用高

效清洁能源资源的产业政策，继续大力开发可再

生能源，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能源，推动非化石能

源替代化石能源、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尤其

在风能和太阳能利用方面，张承地区要加大建设

力度，高标准建设风电基地和光伏开发应用基地，

不断提升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开发利用能力，配套

发展发输储用等装备生产能力，逐步形成以太阳

能、风能、氢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为主

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未来发展成为京津和雄安

新区的清洁能源供应基地。另外还可发挥自身独

特优势积极发展各类耗电产业，成为未来５Ｇ＋人

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

技术、海量数据存储技术的可靠基地。进而依托

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和自身资源环境禀赋，拓展

延伸大数据产业链，做大做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打造大数据应用先行区，建成国家重要的数据产

业基地。

（八）坚持正确导向，优化考核机制

河北省要用好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要改进

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

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

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的重要论断，进一

步改进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张承两市及所属区县

的绩效考核方式。相关部门要建立并完善与生

态市场经济模式相适应的考核方法，在指标体

系设计时更多地考虑水源涵养区的主要任务和

职能，强化对生态改善的激励机制。同时，更加

注重长远效益，引导各级政府和干部确立生态

意识，在日常的各项工作中加大生态建设方面

的考量，更加关注生态改善程度和生态建设业

绩，进而优化地方和部门职责，强化抓生态建设

的力度，努力把京津水源涵养区的生态建设打

造成国家级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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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ｕｓ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ａ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ｅｃ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ｒｒｉｅｒｆｏｒ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ａｎｊ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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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数据的房地产价格指数预测模型及实证研究

朴春慧１，　武旭晨１
，２，　蒋学红３，　李玉红４

（１．石家庄铁道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２．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 信息科技部，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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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石家庄铁道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房地产的价格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显著的影响，准确预测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

并对其进行有效调控显得尤为重要，但使用房价作为评估房地产市场的度量指标有一定的局

限性。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是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综合反映住宅商品价格水平总体变化趋势和

变化幅度的相对数，为探讨新建商品房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的预测方法及其预测有效性，利用与

相关的房地产供求关系、社会宏观经济指标、国家货币政策和民众对房价的预期等多源数据，

构建了一套房地产价格指标体系。分别使用ＢＰＡｄａｂｏｏｓｔ和支持向量回归机两种机器学习

算法构建房地产评估模型，同时设计了一个调参算法对支持向量回归机模型进行参数优化。

在实证中使用华北某市的房地产月度数据对两种模型进行训练和预测，并与ＡＲＩＭＡ模型和

经典ＢＰ神经网络模型做对比。实验结果表明，ＢＰ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模型的预测误差最小，使用ＢＰ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模型预测房地产价格指数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房地产预测；ＢＰ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支持向量回归机；住宅销售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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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房地产业的运

行状况息息相关。但当前与房地产价格相关的理

论研究不成熟，评估方法较为依赖对过去的经验，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地产评估行业的发展［１］。当

前对房地产价格的预测存在着几点不足。第一，

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数据不完整，现有

研究大都以年度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数据

量不够充足，影响了模型的准确率［２］；第二，以往

的研究表明，民众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计期望是

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３］，而现有的价

格预测中少有考虑民众预期这一指标；第三，现有

研究大多使用房价作为房地产市场热度的度量指

标，但是由于房地产开发周期较长，加之土地供给

量对其价格的约束较大，且与银行信贷关系密切，

因此用房价作为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度量指标有一

定的局限性［４］。

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是综合反映住宅商品价格

水平总体变化趋势和变化幅度的相对数。它通过

百分数的形式来反应房价在不同时期的涨跌幅度。

其优点是同质可比，这种方法反映的是排除房屋质

量、建筑结构、地理位置、销售结构因素影响之后，

由供求关系及成本波动等因素带来的价格波动。

北京市统计局给出了房价指数的具体计算说明［５］，

具体操作是在住宅价格的基础上，依据同质可比的

原则，按月调查每处住宅的价格变动，对其涨跌幅

度进行加权平均，最终得到全市住宅价格的变动幅

第１４卷　第２期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２

２０２０年６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Ｔｉｅｄ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ｕｎ．２０２０



度。假设某市３、４月份住宅交易情况如表１所示， 房价指数编制原理可以简化为以下计算过程：

表１　某市３、４月份住宅交易情况

住宅项目
３月份

建筑面积／ｍ２ 交易金额／万元 单价／（万元·ｍ－２）

４月份

建筑面积／ｍ２ 交易金额／万元 单价／（万元·ｍ－２）

价格

涨幅／％

项目Ａ ８０ ３２０ ４．０ ８０ ３２８ ４．１ ２．５

项目Ｂ ７０ ４２０ ６．０ ７０ ４３４ ６．２ ３．３

项目Ｃ １３５ １３５０ １０．０ １３５ １３５０ １０．０ ０．０

项目Ｄ ２００ ８００ ４．０ ２００ ８６０ ４．３ ７．５

　　按交易面积加权计算的环比价格指数为：

１＋
８０×２．５％＋７０×３．３％＋１３５×０％＋２００×７．５％

（ ）８０＋７０＋１３５＋２００
×１００％＝１０４．０％

　　按交易金额加权计算的环比价格指数为：

１＋
３２８×２．５％＋４３４×３．３％＋１３５０×０％＋８６０×７．５％

（ ）３２８＋４３４＋１３５０＋９６０
×１００％＝１０２．９％

　　当月价格环比指数为上述环比指数的算术平

均数１０３．５％。由此可知，房价指数剔除了住宅

之间的品质差异，能够更加准确反映全市住宅价

格的总体变化程度［５］。

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分为城镇新建住宅销售价

格指数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两部分。其中，

城镇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的统计范围是所有进

入房地产市场第一次进行产权交易及网上签约的

住宅交易价格，分为保障性住房和新建商品住宅

两部分［５］。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影响因素对于新建

商品住宅的非线性映射关系，从而预测其发展趋

势，因此本文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建商品房住

宅销售价格指数作为房地产价格的度量指标。

针对房地产价格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复杂的非

线性关系，本文使用了两种常用的机器学习算法

来预测房地产价格的发展趋势，旨在有效降低由

于评估人员主观因素所造成的评估结果的偏差。

在实证研究中参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政务数

据，收集整合了房产市场供求数据、宏观经济调控

政策、人们对当前房价的预期和当前本市房产经

济发展情况等多源异构数据，建立了两种房地产

价格预测模型，并以华北某城市的月度数据为基

础，结合 ＡＲＩＭＡ模型和经典ＢＰ神经网络模型

对两种房地产价格评估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

一、房地产价格评估指标体系

房地产市场与社会经济联系密切，同时受国

家经济政策和预期计划影响，也与民众对当前房

地产价格的预期紧密相关［３］。莫连光［６］使用经

济、行政、区域等因素来估算房地产市场价格；王筱

欣［７］使用供给因素、需求因素以及经济发展因素对

重庆市房价进行了验证与预测。刘佼［１］以成都市

为例引入了国民经济和房地产内部协调等指标组

成了房地产市场警兆指标体系。本文在全面参考

房地产价格评估研究成果和数据挖掘模型性能的

基础之上，结合实验数据结构，参照政府部门数据，

选定了一种房地产价格评估指标体系。以房地产

供求关系、社会宏观经济指标、国家货币政策、民众

对房价的预期和房地产价格现状作为一级指标，共

１７项二级指标组成房地产价格评估指标体系（表

２）。为保证预测模型的超前性，本文使用上一个月

的指标数据来预测当前月的房地产价格指数。

表２　房地产价格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商品房销售成交面积／商品房批准预售面积

（月）
房地产

供求关系
住宅实际成交面积／商品房实际成交面积（月）

新开工面积增长率（％）

实际成交面积增长率（％）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上年＝１００）

市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
社会宏观

经济指标
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同期＝１００）（％）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值（亿元）

存款基准利率（调整后）（％）

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后）（％）

国家货币

政策

货币供应量（亿元）

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

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后）（％）

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后）（％）

民众预期 预期下阶段房价上涨的人数占比（％）

房地产

价格状况

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

月商品房均价（元）

　　表２中，市商品房销售成交面积／商品房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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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面积（月）、月新开工面积增长率（％）、月实际

成交面积增长率（％）、住宅实际成交面积／商品房

实际成交面积（月）、商品房均价（元）来自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门信息中心大数据分析平台；市固定

资产投资＿累计增长（％）来自市统计局大数据平

台；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上年＝１００）、城市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同期＝１００）（％）、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上年＝１００）来自国家统计局；

市月度ＧＤＰ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当前发布的ＧＤＰ为季度数据，月度数据缺失，

但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值（亿元）月度数

据与市月度累计ＧＤＰ关联度较大，是ＧＤＰ统计

中的重要参考，本文使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累计值（亿元）近似表示当月ＧＤＰ；存款基准利率

（调整后）（％）、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后）（％）、大型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后）（％）、中小型金

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后）（％）、货币供应量

（亿元）、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来自中国人民银

行官方网站；上阶段预期本阶段房价上涨的人

数占比（％）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储户问卷调查

报告。

二、犅犘犃犱犪犫狅狅狊狋算法

ＢＰ神经网络（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是一种使用误差逆向传播算法训练得到的

多层前馈型神经网络。其对应算法为ＢＰ算法

（误差反向传播算法），是一种经典的监督学习算

法，其优化目标是使所有样本经过计算后的输出

结果与目标输出之间的均方误差最小。算法主要

分为两个阶段：信息前馈传递阶段和误差反向传

播阶段［８９］。在信息前馈传递阶段，每层的输入信

息首先通过连接权值进行计算，通过相应的激活

函数进行变换得到输出信号，再将输出信号作为

输入传入下一层继续进行信息变换，最终得到网

络输出；在误差反向传播阶段，计算神经网络的输

出与真实标签间的误差，通过连接权值从输出层

反向传播至输入层，最后依据梯度值更新连接权

值。信息前馈传递阶段和误差反向传播阶段构成

了一个迭代过程，循环不断地更新神经网络中的

权值和阈值，达到预先设置的迭代终止条件后结

束，最终实现神经网络中权值和阈值的最优。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方法是一种用来提高弱分类算法准

确度的算法，基本思想是不断使用基础分类模型

对数据进行分析建模，在建模过程中通过不断改

变错分样品的权重，建立一系列基础分类模型，最

后对其进行线性加权组合得到一个强分类器［１０］。

１９９５年，ＦｒｅｕｎｄａｎｄＳｃｈａｐｉｒｅ提出的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

算法是Ｂｏｏｓｔｉｎｇ算法的一个典型代表
［１１］。其主

要流程为：首先给出弱学习算法和样本空间（狓，

狔），从样本空间中找出狀组训练数据，每组训练

数据的权重都为１／狀。然后用弱学习算法迭代运

算犓 次，每次运算后按照分类结果更新训练数据

的权重分布，对于分类失败的训练个体赋予较大

权重，下一次迭代运算时更加关注这些训练个体。

弱学习算法通过反复迭代得到一个分类函数序列

犳１，犳２，… ，犳犓，每个分类函数赋予一个权重，分

类结果越好的函数，其对应权重越大。犓 次迭代

之后，由弱分类函数加权得到最终的强分类函

数犉
［１２１３］。

本文使用ＢＰＡｄａｂｏｏｓｔ预测器作为房地产

价格指数的预测模型之一。ＢＰＡｄａｂｏｏｓｔ预测器

是以 ＢＰ神经网络作为模型的弱预测器，通过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得到的由多个ＢＰ神经网络组成的

一种强预测器。

三、支持向量回归算法

支持 向 量 机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ＳＶＭ）
［１４１５］是在统计学习理论的ＶＣ维理论和结

构风险最小原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机器学

习方法。支持向量回归是支持向量机在回归问题

上的扩展，Ｖａｐｎｉｋ在ε不敏感损失函数的基础上

提出了ε支持向量回归机（ε－ＳＶＲ），它要解决一

个原始优化问题：

　　　　ｍｉｎ
１

２
‖狑‖

２
＋
１

２∑
犾

犻＝１

ε犻＋ε
｛ ｝犻

ｓ．ｔ．［（狑·狓犻）＋犫］－狔犻≤ε＋ξ

犻 ，犻＝１，２，…，犾

狔犻－［（狑·狓犻）＋犫］≤ε＋ξ

犻 ，犻＝１，２，…，犾

　　　　　　ξ

犻 ≥０，犻＝１，２，…，犾

（１）

对于非线性回归问题，引入变换φ，将样本映

射到高维空间，再引入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函数，将凸二次

规划问题转化为下面的对偶问题［１６］：

ｍｉｎ
α
（）

∈犚
２犾

１

２∑
犾

犻，犼＝１

（α犻 －α犻）（α

犼 －α犼）犓（狌犻，狌犼）＋

　　ε∑
犾

犻＝１

（α犻 ＋α犻）－∑
犾

犻＝１

狏犻（α

犻 －α犻）

　　　　ｓ．ｔ．∑
犾

犻＝１

（α犻 －α犻）＝０

　　　０≤α
（）
犻 ≤犆，犻＝１，２，…，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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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估计模型转化为：

犳（狓）∑
犾

犻＝１

（α犻 －α犻）犓（狌犻，狌犼）＋犫 （３）

式中，犓（狌犻，狌犼）为核函数；犆为惩罚参数；α
（）＝

（α１，α

１ ，…，α犾，α


犾 ）

Ｔ 为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ｅｃ乘子向量，α犻

和α

犻 为向量中的元素。

本文以支持向量回归机作为房地产市场价格

指数预测的模型之一，通过之后的调参工作确定

相对参数，使得模型的预测性能最优。

四、实证研究

（一）样本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本文以华北某市的房地产市场为示例对

象，验证房地产价格指数预测模型的优劣。本

文收集了２０１０年１月开始至２０１７年６月关于

此市的各类月度指标数据９０条（如表３所示）。

数据集中，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缺失一月份数据，由于其值为累计数据，本文使

用每月的平均增长值得到其一月份的估计值。

预期下季房价上涨的人数占比指标数据频率较

低，需要将低频数据转换为高频月度数据，本文

假设当前月度的房价预期与当前季的预期数据

相同。

表３　华北某市房地产市场评估指标数据

变量
日期

２０１０／１ ２０１０／２ ２０１０／３ … ２０１７／４ ２０１７／５ ２０１７／６

商品房销售成交面积／商品房批准预售面积（月） ０．３４ ０．５１ １．３３ … １．２４ ０．０５ ０．７６

新开工面积增长率（％） －７１．７４ －６０．１７ ３２．５７ … －２．３６ ４７．４８ －５９．７１

实际成交面积增长率（％） －６９．３８ －３９．５１ ２４６．１ … －７．６７ ３２．４９ －１１．８８

住宅实际成交面积／商品房实际成交面积（月） ０．６６ ０．９１ ０．８５ … ０．７８ ０．７６ ０．８２

市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 ２６．６１ ３９ ３９．４ … ７．２ ７．２ ７．３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值（亿元） ８０．６ １５０．６２ ２６６．４２ … ６０８．９ ８０１．９５ １０１５．７

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同期＝１００）（％） １０３．１ １０３．２ １０２．９ … １００．９ １０１．３ １０１．４

存款基准利率（调整后）（％）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 １．５ １．５ １．５

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后）（％） ５．３１ ５．３ １５．３１ … ４．３５ ４．３５ ４．３５

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后）（％） １５．５ １６ １６．５ …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６．５

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后）（％） １３．５ １３．５ １３．５ … １３ １３ １３

货币供应量（亿元） ６２５６０９ ６３６０７２ ６４９９４７ … １５９６３００ １６０１４００１６３１３００

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 ０．２５９８ ０．２５５２ ０．２２５ … ０．１０５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４

上期预期本期房价上涨的人数占比（％） ０．４９ ０．４９ ０．４９ … ０．２９３ ０．２９３ ０．２９３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上年＝１００） １０１．６ １０１．２ １０４．４ … １１４ １１１．７ １０９．２

本月新建商品房均价（元） ５０８５．７２ ４６７６．２１ ４４８１．４８ … １０８９４．０７ １０９３０．０８１００８９．６１

本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上年＝１００） １０３．３ １０８．４ １０９．８ … １１８ １１６．８ １１６．１

下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上年＝１００） １０８．４ １０９．８ １１０．３ … １１６．８ １１６．１ １１３．４

　　由于各影响因素指标的表现形式不同，个别

输入分量差距较大，不能体现各分量的同等地位。

且输入过大时，网络容易进入Ｓ型函数的包河区，

导致网络无法收敛［１２］。因此在网络计算之前需

要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提高网络的训

练速度。结合样本数据的特点及量化标准与房地

产价格成正比的特性，本文采用了归一化的标准

化方法。

为了准确比较两种预测模型的预测性能，本

文按照８∶１的比例将数据集随机地划分成训练

集和测试集，使用训练集分别训练两种预测模型，

使用测试集验证模型的预测性能。为了排除随机

划分数据集可能造成的偶然性结果，本文将上述

实验进行了６次，以６次实验的均值作为判断模

型预测性能的数据依据。

（二）ＢＰ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模型的建立

ＢＰ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法的参数主要分为强预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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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的训练误差、训练次数，和弱预测器ＢＰ

神经网络中训练误差、隐含层数、节点个数和传递

函数与训练函数。Ａｄａｂｏｏｓｔ中训练误差的设置

不可太小，否则容易出现过拟合，也不能太大，容

易出现欠拟合。本文借助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６ａ中的神

经网络工具箱，建立了ＢＰＡｄａｂｏｏｓｔ预测模型。

经过多次重复实验后，本文设置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

的训练误差为２，训练次数为２０。使用３层ＢＰ

神经网络作为弱预测器，根据训练样本设置输入

层节点数１４个，输出层１个。根据Ｈｏｒｎｉｋ公式，

隐层节点犖＝［２狀＋槡 犿，２狀＋犿］（其中，狀为输入

层节点个数，犿为输出层节点个数），设置隐含层

节点数为２０。设定弱预测器ＢＰ神经网络的误差

精度为０．０００１，隐含层传递函数采用正切Ｓｉｇ

ｍｏｉｄ函数ｔａｎｓｉｇ（），输出层传递函数采用Ｓ型激

发函数ｌｏｇｓｉｇ（），网络训练函数采用ｔｒｉｎｇｌｍ（），

设置最大训练次数为１０００次，学习率为０．１，目

标误差为０．０００１。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组合预测模型具体建模步骤如下：

（１）样本数据权重初始化。首次迭代时设置

每个样本数据的权重相等，为犇１（犽）＝１／狀（犽＝１，

２，…，狀）。

（２）弱预测器预测。每次迭代前将当前的ＢＰ

网络权值初始化为０，通过训练集训练狀个弱预

测器。若某一样本数据预测误差大于设定的阈

值，表示产生了较大误差，则将其累计权值相加得

到这一弱预测器的权值之和：

犈狉狉狅狉犼＝犈狉狉狅狉犼＋犇犻 （４）

式中，犈狉狉狅狉犼代表第犼个弱预测器权值累加和；犇犻

代表超过误差阈值的数据的权值。

（３）更新样本数据权重。若当前ＢＰ网络的

预测结果对此样本误差较小，未超过阈值，则其权

值犇犻不变。若超过误差阈值，则权值相对增加：

犇犻＋１＝１．１×犇犻 （５）

（４）弱预测器权值计算。根据弱预测器权值

累加和犈狉狉狅狉犼计算当前犅犘 网络的权值：

犪犻犼＝
０．５

ｅｘｐ（｜犈狉狉狅狉犼｜）
（６）

（５）构建强预测器。经过狀次迭代后得到强

预测器：

犉＝犪狋·［犳１，犳２，…，犳狀］ （７）

（三）支持向量回归模型的建立

本文借助Ｐｙｔｈｏｎ中的ＳｃｉｋｉｔＬｅａｒｎ模块建

立了基于支持向量回归算法的价格指数预测模

型。ＳｃｉｋｉｔＬｅａｒｎ模块使用了犛犞犚和犖狌犛犞犚 两

种回归方式，相对于传统犛犞犚，犖狌犛犞犚增加了一

个参数狀狌来控制支持向量的百分比，在使用时与

犛犞犚中的参数ε等价。为获得最优的预测效果，

本文比较了两种回归方式的优劣，选择性能最佳

的回归方式作为最优预测模型。

核函数是支持向量机的核心，核函数的选择

直接影响支持向量归回模型的准确度。本文对常

用的犔犻狀犲犪狉核函数、径向基核函数、犛犻犵犿狅犻犱核

函数和犘狅犾狔核函数做了对比分析。结合两种回

归算法，共需要２８个参数进行优化。具体需要优

化的参数如表４所示。

表４中，需要优化的参数用√表示。核函数

参数犱犲犵狉犲犲对应多项式核函数中的参数犱；参数

犵犪犿犿犪分别对应多项式核函数、高斯核函数和

狊犻犵犿狅犻犱核函数中的参数γ；参数犮狅犲犳０分别对应

多项式核函数和狊犻犵犿狅犻犱核函数中的参数狉。

表４　不同核函数中需要优化的参数

核函数ｋｅｒｎｅｌ
犛犞犚

犚犫犳 犔犻狀犲犪狉 犛犻犵犿狅犻犱 犘狅犾狔

犖狌犛犞犚

犚犫犳 犔犻狀犲犪狉 犛犻犵犿狅犻犱 犘狅犾狔

惩罚系数犆 √ √ √ √ √ √ √ √

支持向量下限狀狌 √ √ √ √

损失函数ε √ √ √ √

参数犱犲犵狉犲犲 √ √

参数犵犪犿犿犪 √ √ √ √ √ √

参数犮狅犲犳０ √ √ √ √

　　由于支持向量回归模型的参数较多，手工调

参工作量较大。为简化调参工作，本文设计了一

个调参算法对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优化。由于本文

提出的指标体系为时间序列数据，部分指标数据

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改变（如贷款利率），所以在训

练集和测试集的划分时需要考虑这种数据对模型

８１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４卷　



的影响。我们将全部数据随机地划分了５０次，其

中以８０条数据作为训练集，１０条数据为测试集

对模型进行调参工作。以模型在５０次不同划分

方式下对测试集的拟合优度作为回归模型性能优

劣的评判标准。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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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支持向量回归机参数优化流程图

本文使用决定系数犚２ 对模型的拟合优度进

行评价［１７］，犚２ 越接近于１表示模型对数据集的

拟合优度越好，其表达式为

犚２ ＝１－∑
（犢预测值 －犢实际值）２

∑（犢实际值 －犢实际值）２
（８）

图２给出了 ＮｕＳＶＲＲｂｆ模型的参数优化结

果，黄色实线表示模型对训练集的拟合优度及其方

差，蓝色虚线表示对测试集的拟合优度及其方差。

根据图２中显示，参数犆的最优值在３．０附近。

图３给出了不同回归方式下８种模型的性能优

劣。其中，图３（ａ）表示模型对测试集的拟合优度，

图３（ｂ）表示模型对训练集的拟合优度，点为均值，

线为方差。实验结果显示，ＮｕＳＶＲＲｂｆ模型的性

能最优，可作为支持向量回归的最优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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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犖狌犛犞犚犚犫犳中参数犆的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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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８种模型预测性能比较

（四）实验结果及模型比较

为准确判断两种预测模型的预测性能，本文

使用ＡＲＩＭＡ模型和经典ＢＰ神经网络与本文模

型做对比。由于ＡＲＩＭＡ模型具有不直接考虑其

他相关随机变量变化的特点，对未知时间的预测

只与时间序列有关，且只能预测未来连续一段时

间内价格指数的趋势，而经典ＢＰ神经网络与本

文所提出的支持向量回归模型和ＢＰ＿Ａｄａｂｏｏｓｔ

模型可随机预测不同时间的价格指数。为了排除

实验过程中随机划分数据集可能造成的偶然性结

果，本文按８∶１的比例将９０个月的数据划分为

训练集和测试集，并重复划分了６次，从而得到不

同的数据集６组（Ｄａｔａｓｅｔ１～Ｄａｔａｓｅｔ６），以判断经

典ＢＰ神经网络与本文所提模型的预测性能。为

判断连续型时间序列作为训练集所得的模型对未

来较长时间段的预测精度，本文以数据集中前８０

个月的数据为训练集，后１０个月的数据为测试集

组成数据集Ｄａｔｅｓｅｔ７，以判断 ＡＲＩＭＡ模型和经

典ＢＰ神经网络模型与本文所提模型在连续型时

间序列条件下预测性能的优劣。表５～表７分别

展示了６组数据集下支持向量回归模型、ＢＰＡｄ

ａｂｏｏｓｔ模型和ＢＰ神经网络的实验结果，表８展

示了连续型时间序列下４种模型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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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支持向量回归模型实验结果

Ｄａｔａｓｅｔ１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２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３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４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５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６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１０４．２７６ １０５．４ １０９．８２５ １１０．１ １０４．９２０ １０３．７ １０１．２１６ １０２．１ １００．８８４ ９９．８ １０１．９４３ １０１

１０４．１１４ １０４．４ ９５．０８１ ９５．２ １０５．８２９ １０５．３ １１７．５２５ １１６．８ １０９．７５８ １１０．１ １０１．８１４ １０１

１０１．０４９ ９９．６ １０６．５６９ １０５．３ １０２．４２０ １０１．３ １０２．５８２ １０２．１ ９８．４８５ ９７．８ ９６．１１４ ９５．５

１０６．６０１ １０７．８ １０２．６０８ １０３．１ ９６．５７８ ９６．７ １１０．４５８ １１１．６ １１２．７６３ １１１．８ １０８．７１３ １１０．３

１１７．６８０ １１６．８ １０２．３０４ １０３．４ １１０．２３４ １０８．４ １０９．１６９ １０９．９ １０１．４１６ １０１．７ １０４．３６４ １０５．４

９６．８７０ ９７．５ １０７．５５４ １０７．５ １０４．０７５ １０４．６ １０７．７６９ １０６．７ １１０．３３３ １０９．６ １００．０１７ １００

９５．２５６ ９５．２ １０５．９９０ １０６．３ １０６．２９５ １０６．８ １００．５８０ １０１．２ １０２．６７６ １０３．１ １０９．６４４ １０９．９

１０９．５０７ １０９．９ １０７．３１４ １０７．８ ９５．４１１ ９５．２ １０９．７９３ １０９．８ ９８．０８３ ９９．６ １１７．３９４ １１９

１０７．８５４ １０８．２ １１８．０８３ １１９ １０４．３０９ １０５．４ １０７．７２０ １０７．８ １０１．８０１ １０１．１ １０８．１７５ １０８．２

９９．７１１ １００．６ １１７．３０４ １１８ １０８．８８０ １０９．１ １００．５７０ １０１．５ １１７．６８５ １１６．８ ９６．６３７ ９７．１

表６　犅犘犃犱犪犫狅狅狊狋模型实验结果

Ｄａｔａｓｅｔ１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２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３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４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５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６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１０４．３８０ １０５．４ １１０．３０５ １１０．１ １０４．９８２ １０３．７ １０１．３４５ １０２．１ ９９．７８４ ９９．８ １０１．８４１ １０１

１０３．９１３ １０４．４ ９５．６９４ ９５．２ １０５．５８０ １０５．３ １１６．７８９ １１６．８ １１０．２６２ １１０．１ １００．７８７ １０１

１００．５７８ ９９．６ １０６．５９２ １０５．３ １０２．６８７ １０１．３ １０２．５８６ １０２．１ ９８．８７５ ９７．８ ９５．２９３ ９５．５

１０７．１１５ １０７．８ １０２．４９６ １０３．１ ９６．５１４ ９６．７ １１０．０１８ １１１．６ １１１．４３６ １１１．８ １１０．７１８ １１０．３

１１７．３８１ １１６．８ １０２．７４８ １０３．４ １０８．２５６ １０８．４ １０９．３８９ １０９．９ １０２．１３６ １０１．７ １０４．８４７ １０５．４

９７．１８０ ９７．５ １０６．７６７ １０７．５ １０３．５９４ １０４．６ １０６．６１２ １０６．７ １１０．３６５ １０９．６ ９９．５８１ １００

９５．８４０ ９５．２ １０６．６０４ １０６．３ １０６．１５６ １０６．８ ９９．９８４ １０１．２ １０２．６８７ １０３．１ １１０．７００ １０９．９

１０９．３６２ １０９．９ １０７．２９２ １０７．８ ９５．５８８ ９５．２ １１０．７６８ １０９．８ ９８．８８５ ９９．６ １１７．３９１ １１９

１０７．１８０ １０８．２ １２０．０２６ １１９ １０４．１６１ １０５．４ １０７．４７１ １０７．８ １００．７８６ １０１．１ １０７．７４３ １０８．２

１００．１８６ １００．６ １１７．２９８ １１８ １０８．７５４ １０９．１ １０１．７１９ １０１．５ １１７．５８７ １１６．８ ９６．７８４ ９７．１

表７　犅犘神经网络模型实验结果

Ｄａｔａｓｅｔ１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２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３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４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５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６

ｙ＿ｐｒｅｄ ｙ＿ｔｕｒｅ

１０６．１１６ １０５．４ １０９．２２ １１０．１ １０５．２１９ １０３．７ １０２．１３６ １０２．１ ９７．６８７ ９９．８ １００．７８１ １０１

９９．３７８ １０４．４ ９７．５３７ ９５．２ １０６．８４６ １０５．３ １１２．４０７ １１６．８ １０９．０９６ １１０．１ １００．９２４ １０１

９８．４２５ ９９．６ １０２．００５ １０５．３ ９９．８０６ １０１．３ １０３．７９９ １０２．１ ９９．３９７ ９７．８ ９７．８２８ ９５．５

１０４．１１３ １０７．８ ９９．３６６ １０３．１ ９５．９４４ ９６．７ １０５．９１５ １１１．６ １０７．７５８ １１１．８ ９６．５３７ １１０．３

１１２．４３６ １１６．８ １０２．９９３ １０３．４ １０４．４３ １０８．４ １０７．３８３ １０９．９ １００．７６６ １０１．７ １００．４３８ １０５．４

９９．６４６ ９７．５ １０９．９３７ １０７．５ １０１．８１６ １０４．６ １０６．５２４ １０６．７ １１６．６１６ １０９．６ ９６．４２３ １００

９７．９７８ ９５．２ １０７．１９８ １０６．３ １０２．７６９ １０６．８ １０２．３９３ １０１．２ １００．６２ １０３．１ １０９．２４６ １０９．９

１１１．５０６ １０９．９ １０６．９４４ １０７．８ ９６．７７３ ９５．２ １１４．０７２ １０９．８ ９８．１３８ ９９．６ １２３．６７９ １１９

１０５．８４５ １０８．２ １１８．４８２ １１９ ９３．５６４ １０５．４ １０９．９３４ １０７．８ １０２．７８１ １０１．１ １０６．５８６ １０８．２

１０１．７２ １００．６ １１４．１３５ １１８ １１２．０６８ １０９．１ １０２．４２４ １０１．５ １１３．０７８ １１６．８ ９６．５１５ 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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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连续时间序列下四种模型的实验结果

变量
日期

２０１７／０９ ２０１７／１０ ２０１７／１１ ２０１６／１２ ２０１７／０１ ２０１７／０２ ２０１７／０３ ２０１７／０４ ２０１７／０５ ２０１７／０６

期望值 １１８．５ １１８．９ １１９ １１８．９ １１８．５ １１９ １１８ １１６．８ １１６．１ １１３．４

犃犚犐犕犃 １１９．４２ １２２．１ １２４．４７ １２６．５６ １２８．４ １３０．０２ １３１．４７ １３２．７５ １３３．９１ １３４．９６

犅犘犃犱犪犫狅狅狊狋 １２０．１１ １２０．８６ １２０．８５ １２０．１９ １１８．０７ １１７．４５ １１６．６ １１７．８４ １１６．３８ １１６．５１

犖狌犛犞犚＿犚犫犳 １１７．０２ １１６．４８ １１５．６３ １１３．８１ １１２．０７ １１２．０６ １１０．８６ １１３．７２ １１２．５８ １１４．０５

犅犘 １２３．６８ １２７．３ １２５．７５ １２３．７７ １２５．６９ １２５．０９ １２３．２４ １２３．４８ １１９．６３ １１９．２４

　　考虑到房地产价格指数是一个反映价格变化

趋势和变化幅度的相对数，本文使用平均绝对误

差犕犃犈
［１８］对模型性能进行评价，如式（９）所示。

模型在６个随机数据集下的预测精度如表９

所示。

犕犃犈 ＝∑
狘犢预测值 －犢实际值狘

狀
（９）

表９　四种模型的平均绝对误差

数据集 犖狌犛犞犚＿犚犫犳犅犘犃犱犪犫狅狅狊狋 犅犘 犃犚犐犕犃

Ｄａｔａｓｅｔ１ ０．７２５１ ０．６６８３ ２．４９７ —

Ｄａｔａｓｅｔ２ ０．５７１３ ０．６５２ １．９２３ —

Ｄａｔａｓｅｔ３ ０．７３７７ ０．６９０２ ３．２４８ —

Ｄａｔａｓｅｔ４ ０．６６７ ０．６１６５ ２．３０３ —

Ｄａｔａｓｅｔ５ ０．７６１８ ０．５０４７ ２．６０５ —

Ｄａｔａｓｅｔ６ ０．７３６１ ０．５８３３ ３．２４６ —

Ｄａｔａｓｅｔ７ ４．０１３９ １．４５０５ ５．９７７８１０．６９６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１７３３ ０．７３７９ ３．１１４３１０．６９６１

　　由表９可知，使用随机划分的数据集训练得

到的预测模型，其平均绝对误差均比使用连续时

间序列数据集训练得到的预测模型小。在所有数

据集中，ＢＰ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模型对测试集数据预测的

平均绝对误差最小。

　　五、结束语

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与其影响因素的非线性映

射关系，本文结合房地产供求关系、社会宏观经济

指标、国家货币政策、民众对房价的预期和上月房

地产价格现状等多源异构数据提出了一套房地产

价格评估指标体系。分别使用ＢＰＡｄａｂｏｏｓｔ算

法和支持向量回归算法建立了两个房地产价格指

数预测模型，以华北某市为对象对预测模型做了

示例研究，并与 ＡＲＩＭＡ模型和经典ＢＰ神经网

络模型作对比。实验结果表明，使用随机划分的

数据集训练得到的预测模型比使用连续时间序列

数据集训练得到的预测模型误差小。推测可能是

由于预测时间段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变化，过去

的预测模型不再适用。同时，相较于其他三种模

型，ＢＰ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模型的预测误差最小，使用ＢＰ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模型预测房地产价格指数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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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研究

陈艳春，　郭　平，　刘文梅，　许朋园

（石家庄铁道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中国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绿色技术创新是否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动力

以及绩效如何成为主要关注点。在检验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时，如果忽略技术的异

质性、关联性等特点还可能产生偏差。根据技术的环境效应将技术分为绿色技术和脏技术，关

注到技术之间的关联性，选择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省际面板数据，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的

影响。研究表明：在全国层面，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转型，而且绿色技术份额越高经济转

型的效果越好；在中西部，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不显著。门槛回归结果表明：绿色技

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发挥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门槛。该研究为区域经济转型的

差异化策略制定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异质技术创新；经济转型；专利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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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艳春（１９７４－），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交通运输规划与安全

监督。

本文信息：陈艳春，郭平，刘文梅，等．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研究［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０，１４（２）：２３２８．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

义新时代。在新时代背景下，绿色发展已经成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首

要任务［１］。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旧动能转

换的关键时期，绿色技术创新是否已经成为经济

转型的动力以及绩效如何，成为主要关注点。中

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由

来已久，中国向绿色经济转型中存在哪些地区差

异，影响因素如何，成为政策制定的关键。

自工业革命以来，环境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世界难题，经济学家把环境问题归结

为技术经济问题，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转型的根

本动力［２］。该问题可追溯到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英等工业化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环境问题，在

污染治理中还出现污染转移问题［２］。当时，许多

著名的经济学家，如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３］和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４］

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鼓励绿色技术创新。Ｋｉｎ

ｄｅｒ
［５］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作用

的。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造成环

境恶化，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新的绿色技术。Ｐｏｐｐ

Ｄａｖｉｄ
［６］率先根据技术的环境性质对技术创新进

行分类，为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奠定了基础。瑞士联邦知识产权研究所的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等
［７］以１２个ＯＥＣＤ国家为研究对象，检验了

这些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结果表

明这些国家大多数行业还没有达到转型的拐点。

近年来，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献逐渐增加，由于

绿色技术创新数据难以收集，对两者关系的研究

受到制约。另外，中国的经济转型属于主动选择

型转型［８９］，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不同的内生性

问题。

本文的贡献在于探索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是

否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动力。如果已经成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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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动力，绩效如何；如果没有成为经济转型的

动力，原因是什么，进而为中国绿色经济转型的政

策制定提供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一）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理论

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型的研究起源于技术

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相关理论主要有两

类：一是希克斯诱致性创新假说，二是环境约束下

创造性破坏理论。依据诱致性创新假说，生产要

素通过影响成本进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１０］。在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存量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

绿色技术存量是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生产要

素。环境约束下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绿色技术

创新相当于把新的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１１］，绿

色技术创新使生产函数的边际曲线发生移动，进

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二）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的非线性关

系研究

中国当前的研究缺乏两者关系的非线性关系

研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绿色技术的发展符

合Ｓ型曲线
［１２］。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７］等采用专利统计方

法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行业经济增长由抑制作

用到激励作用的拐点是行业绿色技术存量达到

３０１４件专利。这是因为绿色技术存量对经济

转型的成本影响不是线性的。但在国内的研究

中，一般假设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基于内

生增长模型估计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究其

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没有对技术创新进行分类

研究；二是忽视了两者间的非线性特征。

综上所述，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型关系

研究对制定经济转型政策有重要支撑作用，由

于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两者之间的关系

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本文将绿

色技术和脏技术存量都纳入到一个生产函数，

采用门槛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两者间的非线性

关系。

三、模型、变量与样本选取

（一）模型设定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绿色技术创新除了对经

济总量有贡献效应，还具有改善经济增长方式，推

动经济转型的效应。已有对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

效应估计多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假设技术仅沿着

一个方向改进。本文要分析两种不同性质的技术

创新，这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引入两个维度来扩展

这个模型。假设任何一个维度上的技术改进都需

要独立的研发，设绿色技术创新为ＧＴ，脏技术创

新为ＦＴ，用绿色技术创新和脏技术创新的乘积

替代基本内生增长模型中的技术创新变量。为降

低异方差带来的影响，变量均取对数，集绿色技术

和脏技术于一体的经济增长模型为

ｌｏｇ犈犻狋＝β犻＋θｌｏｇ犌犜犻狋－１＋λｌｏｇ犉犜犻狋－１＋ε犻狋 （１）

式中，犈为经济转型指标；犌犜和犉犜 为以专利产

出表征的技术创新；θ和λ为绿色技术创新和脏

技术创新的弹性系数；β犻为个体的固定效应；ε犻狋为

随机误差项。

与前人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希望检验技术

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的经济发展水平（狔犻狋）和产

业结构（犡犻狋）的门槛效应。为此，本文以模型（１）

为基础，采用汉森开发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进行

检验，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模型设定如下

ｌｏｇ犈犻狋＝β０＋β１ｌｏｇ（犌犜犻狋）犐（狔犻狋≤狏）＋β２ｌｏｇ（犌犜犻狋）

犐（狔犻狋＞狏）＋θｌｏｇ（犌犜犻狋）＋λｌｏｇ（犉犜犻狋）＋ε犻狋 （２）

式中，下标犻为地区，狋为时间；犈犻狋为地区犻在时间

狋的经济转型指数；狔犻狋为地区犻在时间狋的人均

犌犇犘；β０ 为常数；β１ 和β２ 分别为门限变量狔犻狋在

狔犻狋≤狏和狔犻狋＞狏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系数；狏为特定的门槛值；狔犻狋为门限变量；ε犻狋为随

机干扰项。

由于门槛值可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将经济

发展水平作为门槛的双门槛回归模型设定为

ｌｏｇ犈犻狋＝β０＋β１ｌｏｇ（犌犜犻狋）犐（狔犻狋≤狏１）＋β２ｌｏｇ（犌犜犻狋）

犐（狏２＞狔犻狋＞狏１）＋β３ｌｏｇ（犌犜犻狋）犐（狔犻狋＞狏２）＋

θｌｏｇ（犌犜犻狋）＋λｌｏｇ（犉犜犻狋）＋ε犻狋 （３）

产业结构与环境之间多呈现“Ｕ”型关系
［１３］，

产业结构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先升高后降

低。中国多数地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应该是第

三产业水平越高，相应的环境质量也越好。因此，

选择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代理变

量，以产业结构作为门槛的模型设定如下

ｌｏｇ犈犻狋＝β０＋β１ｌｏｇ（犌犜犻狋）犜（犡犻狋≤狏）＋β２ｌｏｇ（犌犜犻狋）

犐（犡犻狋＞狏）＋θｌｏｇ（犌犜犻狋）＋λｌｏｇ（犉犜犻狋）＋ε犻狋 （４）

式（４）的相关变量的含义与式（２）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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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的测度

模型中因变量是经济转型指数（犈），自变量

包括绿色技术创新（犌犜）、脏技术创新（犉犜）、经济

发展水平（犢）和产业结构（犡）。其中，产业结构以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作为代理，经济发展水平采用

人均ＧＤＰ代理，人均ＧＤＰ以１９８５年为基础进行

折算，两者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下面对需要

测度的经济转型指数、绿色技术创新与脏技术创

新的测度进行具体说明。

１．经济转型指数

因变量（犈）本文采用与张建伟和杜德斌
［１４］相

同的做法，即采用单位能耗工业总产值、单位气体

污染工业总产值、单位水污染工业总产值、单位固

体污染工业总产值来考察经济转型的效果。首先

对这些指标进行倒数处理，再把这些指标合成为

一个经济转型的综合得分。

２．绿色技术创新

目前，绿色技术创新一般采用专利产出作为

代理（包括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两种）。绿色技术

创新采用中国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服务平台进行

统计，这是因为采用一样的关键字检索中国自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授权的绿色技

术专利，结果仅有２００多条，与在中国知识产权局

申请的数量相比明显偏低。在中国知识产权局专

利信息服务平台，绿色技术专利的统计采用表格

查询法进行检索。以 ＯＥＣＤ指导文件罗列的专

利检索关键词构建检索式，以申请人地址所在省

份划分专利所属区域。以北京市为例，采用关键

词组合检索，截至到２０１３年３月４日，绿色技术

专利为８２４２件，其中发明专利４１１７件，实用新

型专利４１２５件，该数量与中国统计年鉴等有关

资料的报道基本一致。

３．脏技术创新

在将技术分为绿色技术和脏技术之后，脏技

术创新的数量等于总的专利数减去已经测度的绿

色技术专利数。首先从中国知识产权局的专利信

息服务平台统计每个省份每个年度申请的发明专

利总数，减去该省份当年的绿色发明专利数量即

得到脏技术发明专利数量。

４．绿色技术份额与存量

绿色技术创新的份额表示已有绿色技术创新

存量在所有技术存量中所占比例。通常技术创新

的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考虑到中国专利申

请的历史情况，在计算中以１９８５年为基年，先根

据申请者的地址查询每个省每年的专利申请量，

然后计算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率。基年的技术存

量可以用下面公式计算

犘狊狋狅犮犽犻１９８５＝
犘犻１９８５

δ＋犵
（５）

式中，δ为折旧率；犵为专利增长率；犘
狊狋狅犮犽
犻１９８５为地区犻

在１９８５年的技术存量；犘犻１９８５为地区犻在１９８５年

的专利申请量。根据查询的年度专利申请量，计

算专利申请增长率大约为３．６４％。在实际计算

中，绿色技术创新的折旧率有５％、１０％和１５％三

种，ＴｏｂｉａｓＳｔｕｃｋ
［７］计算中发现折旧率对拟合系

数影响不显著，考虑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都是最

近这些年的成果比较多，因此折旧率取下限５％。

绿色技术存量计算，公式为

犘狊狋狅犮犽犻狋 ＝犘犻狋＋（１－δ）犘
狊狋狅犮犽
犻狋－１ （６）

式中，犘犻狋为地区犻在狋年的专利申请量；犘
狊狋狅犮犽
犻狋－１为地

区犻在狋年初的技术存量。

（三）样本选取

本文采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中国大陆３０个省份

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中国

经济处于转型时期，经济结构变动较大；二是中国

在２０００年以后才有比较系统的环境政策；三是

２００２年前后中国的绿色技术专利份额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因此选择２００２年为起始点。获取３０

个省市的数据后，为了便于分析区域差异，把省和

直辖市划分为东部、西部和中部三个区域。由于

缺乏西藏统计数据，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

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１１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８个省份；西部地区包

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广西、重庆市和内蒙古１１个省份。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存

在区域差异

参照规范的面板数据分析步骤，先采用莱文

林 （ｌｅｖｉｎｌｉｎ）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再通过豪斯曼检

验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式（１）进行计量，表１

是使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软件估计的结果。从表１可以

看出，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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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转型效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且绿色

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弹性明显大于脏技术创

新，即在技术创新中，绿色技术所占份额越高，经

济转型的效果越好。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技

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不明显。原因可能有两

点：一是中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不管是数量

还是所占份额均比较低；二是绿色技术创新对经

济转型的作用可能不是线性的，绿色技术创新要

起到正向作用必须要跨越门槛值。

表１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

变量 全样本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常数
０．２４９ １．６１５ －２．７８ －３．８７

（０．７７７６） （０．１５２３） （０．２３５） （０．１００）

犌犜
０．３５７ ０．４０１ ０．１５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４８８） （０．９２５）

犉犜
０．２８０ ０．１１９ ０．７０２ ０．９４１

（０．０４４） （０．４８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７）

狌１ 是 是 是 是

犖 ４２０ １５４ １１２ ２８０

犚２ ０．７０３ ０．６２９ ０．５８５ ０．９１９

犉 １７．７６８ １２．１３４ ９．７３ ５１．８２７

Ｐｒｏｂ犉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和 表示在１％、５％ 和１０％水平上显

著。

与预期相反，除去东部地区，脏技术创新的经

济转型效应很明显，而且西部地区的弹性系数明

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般认为脏技术是产生污

染的，不会对经济转型有促进作用。这显然根据

脏技术的定义难以解释，因此，需要进一步做两者

关系的非线性分析。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的时间

序列数据，发现绿色专利申请量与绿色技术专利

存量的相关系数均达９９％以上。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

系检验结果表明：绿色专利存量与绿色专利申请

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脏技术存量与绿色

技术存量之间仅存单向因果关系，即脏技术存量

是绿色专利存量增长的原因。

（二）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型的非线

性关系

使用Ｓｔａｔａ１０软件的ｘｔｐｔｍ 程序对式（２）、

（３）和（４）进行计量，首先分别在单门槛、双门槛和

三门槛的假设下对门槛效应进行分析，确定门槛

个数。表２报告了这三种情况下对门槛效应进行

分析后得到的犉统计量值和采用自抽样法（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模拟得到的犘值，以及在１％显著性水平

下的临界值。检验结果表明，在１％的显著水平

上，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值有两个，一是１０８５

元，二是９７９８元（接近北京２０１０年水平）；产业

结构的单门槛效应更显著，门槛值为３７．４％（相

当于江苏省２００７年的水平）。

表２　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各因素的门槛效应检验

模型假设

原假设 备选假设

经济发展水平的门限效应检验

犉值 狆值 １％

产业结构的门限效应检验

犉值 狆值 １％

线性模型 单门限 １１．０６９ ０．００３ ８．１５２ １７．９２５ ０．０００ ７．４５３

单门限 双门限 ７．１０２ ０．００６ ６．０４４ ５．６５９ ０．０１８ ７．０９７

双门限 三门限 ３．７０５７ ０．０４８ ７．０６９ ４．２６３ ０．０３２ ６．３４６

　　注：临界值是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模拟５００次得到的结果。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回归模型估计的结

果，在以人均 ＧＤＰ为门槛变量分开的三个区间

中，当人均ＧＤＰ高于９７９８元时，绿色技术创新

的弹性系数为０．３３９；当人均ＧＤＰ低于１０８５元

时，绿色技术创新的弹性系数为０．２３５；当人均

ＧＤＰ高于１０８５元且低于９７９８元时，弹性系数

为０．２８６。非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不显著。该结

果说明，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即绿色技术专利每增加１％，经济转型指数

提高０．２３５到０．３３９之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绿

色技术创新发挥的作用越强。

使用Ｓｔａｔａ１０软件的ｘｔｐｔｍ程序对式（４）进

行计量，结果如表３所示。在以产业结构为门槛

变量分开的两个区间中，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始

终是显著的。在产业结构水平低于３７．４％时，产

业结构对经济转型的回归系数为０．４３１；在产业

结构水平高于３７．４％时，回归系数为０．４１９。脏

技术创新的作用在１０％水平上不显著。从样本

来看，２０１１年，除去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发达城

市，广东、海南等地的产业结构已经达到该值，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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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绿色技术创新

的经济转型效应将逐步得以显现。

表３　产业结构的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狆值 狋值

犌犜 ０．３８７ ０．０００ －４．６１６

犉犜 ０．２１５ ０．１１９ １．５６６

犡＜３７．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６ ２．７６１

犡＞３７．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５ ２．２６２

犉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 — １７．９２５ —

犘狉狅犫（犉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 — ０．０００ —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通过

对中国省级面板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型效应的

检验，找出影响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为

制定区域经济协同转型政策提供参考。

第一，绿色技术的份额偏低是制约中国大部

分地区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研发补贴等政策干

预是必要的。世界上９０％的绿色技术集中在美、

日、德、法等主要发达国家，即使是绿色技术专利

非常少的芬兰，绿色技术专利份额约为１．２％
［１５］。

中国中部地区大多数省份低于这个份额，即使是

北京和上海等绿色技术存量比较高的城市，绿色

技术所占份额也不到３％。绿色技术份额低，即

绿色技术生产率水平低。对于西部地区，绿色技

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果还不显著，不仅是因为绿

色技术存量低，还因为脏技术存量也低，脏技术也

没能发挥来源效应。绿色技术具有双重外部性，

政府制定研发补贴等政策对提高技术存量有积极

作用。

第二，经济因素是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经济转

型的阻碍因素，随着经济稳步发展，制约作用逐渐

减弱。经济发展水平反映了人们对环境和生活质

量的更高要求，经济发展水平高，人们的受教育程

度高，环境意识也比较强。研究结果发现：在人均

ＧＤＰ高于１０８５元时，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技术

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有促进作用；人均ＧＤＰ高于

９７９８元时，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经

济转型作用将更加显著；有一部分西部省份还没

有达到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二个门槛值，随着中国

经济发展，经济因素的制约作用逐渐减弱。

第三，产业结构是制约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经

济转型的重要因素，但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越来越

多的企业将摆脱其制约。产业结构水平提高对绿

色技术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有促进作用，当第二产

业所占比值高于３７．４％时，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

转型的驱动效应更强。从主动创造机会的角度，

调整产业结构是发挥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

应的重要手段。从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看，近１０

年来，中部地区的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明显，东部

地区的第三产业比重高于其他地区［１６］，产业结构

的制约作用逐渐减弱，绿色经济转型的速度将越

来越来快。

（二）政策建议

在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在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以

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绿色技术创新的采纳应该是在保持人

民生活水平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缓解全球气候变

化需要采用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对于经济欠发达

地区，绿色技术创新采纳会给生活水平提高带来

不利影响。需要结合人们对提高生活水平和环境

质量的共同愿望来决策采用绿色技术创新的进

程。中国绿色经济转型的成本巨大，这种巨大的

成本完全由中国政府买单也不现实。可以借鉴德

国的做法，提倡全民参与，积极发展环境金融，吸

引个人投资者在环境项目上投资。

第二，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经济转型

动力的东部地区，鼓励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绿色

技术创新。东部地区自身的绿色技术存量已经能

激发起自身持续的绿色技术创新，东部地区可以

充分利用地区之间的经济梯度，发挥中西部地区

人力成本低的优势，在中西部地区发展绿色生产

制造。一方面可以带动西部相关绿色技术发展，

另一方面有利于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研发。

第三，在国家层面，要深刻总结中国绿色经济

转型的经验和内生性特点，以经济、社会、环境的

内在需求为约束，从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设

计宏观政策，纠正环境和经济的双重外部性，提高

社会整体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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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ｈａｓｓｏｍ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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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０３６５（２０２０）０２ ００２９ ０７

“营改增”会激励企业慈善捐赠吗？

———基于犃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孔　陇，　李金辉，　彭　亮

（兰州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　要：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我国全面施行“营改增”，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减

税效果明显。那么“营改增”降低企业税负水平的同时会不会促进企业慈善捐赠？本文以

税收激励为理论基础，选取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沪深两市 Ａ股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营改

增”这一税制改革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能够促

进企业慈善捐赠。进一步研究表明，“营改增”对于非国有企业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更为

明显。

　　关键词：营改增；慈善捐赠；税收激励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５　文献标识码：Ａ　犇犗犐：１０．１３３１９／ｊ．ｃｎｋｉ．ｓｊｚｔｄｄｘｘｂｓｋｂ．２０２０．０２．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１０ １８

作者简介：孔陇（１９６３－），男，教授，研究方向：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信息：孔陇，李金辉，彭亮．“营改增”会激励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Ａ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石家庄铁

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２）：２９３５．

　　近年来，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度越来越高，

企业在实现盈利的同时还需要履行相应的社会责

任。而企业慈善捐赠作为社会责任的一大表现，

更是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影响企业捐赠行

为众多因素中，税收政策的影响不容小觑。

２００８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颁布，将企业慈善捐赠支出的扣除比例由原来的

“应纳税所得额的 ３％”提高到“利润总额的

１２％”，龙朝晖等众多学者基于这一事件发现税收

优惠促进企业进行慈善捐赠，肯定了税收对于慈

善捐赠的激励作用，降低企业的税赋能够有效激

励企业进行慈善捐赠。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营改增”全面推行，取消

营业税从而避免重复征税，此次税制改革可以说

是我国最大税制改革之一，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次

税制改革能够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如徐曦认为“营

改增”之后，房地产行业税负明显减少［１］；陈丽认

为“营改增”使得我国国有企业税负降低［２］；马莹

认为建筑企业因”营改增“之后，税收负担明显得

到改观［３］。所以“营改增”对于企业的减税降负作

用已经得到显现。本文以税收激励理论为“桥

梁”，以“营改增”减税为切入点，研究“营改增”税

制改革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联系。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早期文献对于影响企业慈善捐赠因素的研究

主要围绕经营状况展开，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

对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关注逐渐向创新能力［４］、

ＣＥＯ任期、分析师关注度
［５］、政治关联［６］、代理成

本、制度变迁［７］、公司治理结构［８］、债务融资成

本［９］等现代资本市场热点扩展。不同学者基于不

同背景不同因素的影响，以是否促进企业慈善捐

赠为契机，产生了大量的有效观点。

然而企业税负水平的降低究竟会对慈善捐赠

产生何种影响？不同学者对此问题持不同的论

点。部分学者认为税负降低有助于企业进行慈善

捐赠，即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Ｒａｉｍｏｎｄ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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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税收优惠抵免的限额大小与企业捐赠存在关

联，抵免限额越大则捐赠力度越高，说明税负降低

有助于企业进行慈善捐赠［１０］。Ｒａｎｄｏｌｐｈ将税收

优惠政策纳入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因素，实证检

验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长期影响

不大，但短期内两者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１１］。

Ｄｕｑｕｅｔｔｅ根据公共慈善机构的经验数据估算税

收减免对慈善捐赠的影响，税收成本增加１％会

导致慈善捐赠减少４％，结果表明税收成本与慈

善捐赠存在显著的负相关［１２］。我国学者朱迎春

运用２００７年Ａ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对数模

型发现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变动与企业慈善捐赠数

额呈反向变动，表明税负降低有利于企业进行慈

善捐赠［１３］。龙朝晖以２００８年企业所得税制改革

为契机，以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广东省上市公司为例，

提出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慈善捐赠具有正向作

用［１４］。周艳从公共管理事业角度出发，运用帕累

托改进理论说明税收政策的优惠能够促进企业进

行慈善捐赠［１５］。黄晓瑞从５个维度对税收激励

进行分析，总结出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慈善捐赠

具有促进作用［１６］。谢露将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上市公

司为样本也得出了这一结论［１７］。曲顺兰证明两

者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２００８年企业所得税改革

后，抵扣限额提高对企业慈善捐赠数额产生正向

影响［１８］。孔陇对比２００８年企业所得税税制改革

前后甘肃省上市公司捐赠数额的改变，认为税负

降低提高了甘肃省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水平［１９］。

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税收政策的改

变并不影响企业进行慈善捐赠，两者呈现不相关

的关系。例如，Ｎａｖａｒｒｏ针对１９７６—１９８２年２４９

家美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数据发现，企业慈善捐赠

与税收激励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但这种

观点并不具有代表性［２０］。

在“营改增”和企业慈善捐赠关系研究方面，

我国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营改增”降低企业税负

层面，学者陆跃祥测算“营改增”对我国不同行业

税负水平的影响，发现工业、服务业的税收负担平

均下降３％左右
［２１］。赵文华以我国排名前１０的

房地产企业为例，发现“营改增”实施后，这１０家

房地产企业的税负均有所降低［２２］。蒋楠以交通

运输行业为研究样本，也得出“营改增”能够降低

企业税负水平这一观点［２３］。

基于现有研究发现，税收激励以及税负水平

下降能够促进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然而这些研究

多集中于２００８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未能就“营改

增”与企业慈善捐赠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稍显不

足。在我国税法的改革进程中，雷中浩表明“营改

增”的全面施行可谓是我国税制又一历史性改

革［２４］，既然我国众多学者研究发现“营改增”能够

降低企业税负水平，那么“营改增”政策是否对我

国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有所影响？在这一制度背景

下，结合近年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意识普遍提升

的现象，本文以“营改增”改革为出发点，选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Ａ股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数据，实证

分析“营改增”改革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的关

系，期望能够丰富我国“营改增”税制改革方面相

关理论研究，并为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一

定借鉴与参考。

二、研究假设

诸多文献研究均证实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慈

善捐赠的重要因素，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降

税减负对于企业慈善捐赠的激励效应。在“营改

增”改革之前，我国的税收激励效应主要以所得税

扣除形式来表现，而在该政策实施后，“营业税”退

出历史舞台，减少重复征税，企业能够直接享受到

税收优惠等改革红利，现金流及营业利润等都有

所增加。当然，“营改增”改革的初衷就是减轻企

业赋税，因此“营改增”政策能够通过改善企业财

务状况间接作用于企业慈善捐赠，提高企业慈善

捐赠能力，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机。所以提

出假设１如下：

假设１：“营改增”税收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

企业慈善捐赠。

和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在财政支持、融

资贷款等方面存在一定劣势，因而税收政策对其

经营业绩的影响更为显著。非国有企业也更加倾

向于通过慈善捐赠树立良好企业形象，传递积极

信息，拉近与政府部门关系，其慈善捐赠动机就愈

发强烈。２０１５年《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数据显示

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慈善捐赠占捐赠总额的比

例分别为６７．２３％、３２．７７％。２０１６年，我国企业

慈善捐赠数额已经达到１３９２亿元，并且非国有

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支出呈现出不同的变

化幅度，其中非国有企业的捐赠数额远超国有企

业。据此，提出假设２如下：

假设２：相较于国有企业，“营改增”对于非国

有企业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

０３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４卷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因为“营改增”政策于２０１６年５月正式全面

实施，企业在经历减税降费后企业慈善捐赠金额

变化已经较为显著，所以本文以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沪

深两市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

于ＣＳＭＡＲ数据库，部分数据由上市公司对外公

布的年报搜集整理而来。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首先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未

能连续进行慈善捐赠企业即捐赠金额缺失的上市

公司予以剔除，其次对模型中存在其他变量缺失

情况的上市公司予以剔除。经过上述处理步骤之

后，最终得到５７００条有效样本，包含１１４０家上

市公司。数据分析软件为Ｓｔａｔａ１５．０。

　　（二）变量定义

本文以上市公司慈善捐赠金额对数值为因变

量，将自变量“营改增”实施设置为虚拟变量，根据

当年是否实施“营改增”政策分别赋值，若实施“营

改增”政策取１，否则取０。具体而言，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所有样本该变量取０，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所有样本

该变量取１。另外，选取企业股权性质、资产规

模、成长性、资本结构、现金流、股权集中度为控

制变量。最后设置年份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

量以控制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变量定义如表

１所示。为了检验假设１，本文构建回归模型１

如下

Ｌｎ犇狅狀＝α＋β１犚犲犳狅狉犿＋β２犛狋狉狌＋

β３Ｌｎ犛犻狕犲＋β４犔犲狏＋β５犆犪狊犺＋β６犌狉狅狑狋犺＋

β７犚狅犲＋∑犢犲犪狉＋∑犐狀犱狌狊狋狉狔＋ε （１）

在模型１的基础上依据企业股权性质将研究

样本分为国有和非国有进行分组回归分析，并引

入调节变量进一步检验股权性质对“营改增”与慈

善捐赠关系的影响，构建交互项模型２如下

Ｌｎ犇狅狀＝α＋β１犚犲犳狅狉犿＋β２犛狋狉狌＋β３犚犲犳狅狉犿×

犛狋狉狌＋β４Ｌｎ犛犻狕犲＋β５犔犲狏＋β６犆犪狊犺＋

β７犌狉狅狑狋犺＋β８犚犗犈＋∑犢犲犪狉＋∑犐狀犱狌狊狋狉狔＋ε
（２）

式中，α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

动项。

表１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慈善捐赠金额 Ｌｎ犇狅狀 慈善捐赠金额的自然对数

“营改增”实施 犚犲犳狅狉犿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取１，表示已实施“营改增”政策；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取０，表示未实施“营改增”政策

股权性质 犛狋狉狌 国有企业取１，非国有企业取０

资产规模 Ｌｎ犛犻狕犲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本结构 犔犲狏 资产负债率

现金流 犆犪狊犺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比率

成长性 犌狉狅狑狋犺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盈利能力 犚狅犲 净资产收益率

股权集中度 犜狅狆１ 期末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年度控制变量 犢犲犪狉 共五年，设置４个哑变量

行业控制变量 犐狀犱狌狊狋狉狔 根据证监会２０１２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划分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２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

果。从表２中可以看出，慈善捐赠金额（Ｌｎ犇狅狀）

的极小值为６．２１４６，极大值为２０．３１６１，均值

达到１３．２１５２，显示研究样本中慈善捐赠水平

差异偏大。“营改增”实施（犚犲犳狅狉犿）的均值为

０．４０００，说明样本中实施“营改增”政策的占

比为 ４０％。同 样，股 权 性 质（犛狋狉狌）的 均 值

０．３７９３也反映出３７．９３％的样本企业为国有

企业。此外，样本企业的资产规模、资产负债

率、现金流、成长性、盈利能力、股权集中度指标

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意味着研究样本的财务状

况好坏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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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描述性统计（犖＝５７００）

变量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Ｌｎ犇狅狀 ６．２１４６ ２０．３１６１ １３．２１５２ １．９２０８ １３．１９２５

犚犲犳狅狉犿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０００ ０．４８９９ ０．００００

犛狋狉狌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７９３ ０．４８５３ ０．００００

Ｌｎ犛犻狕犲 １９．３８４５ ３０．７２７７ ２２．６３４８ １．４２４２ ２２．３８５７

犔犲狏 ０．００８０ ３．２６１９ ０．４６０８ ０．２１１５ ０．４５４６

犆犪狊犺 －０．６７０２ ０．４８７６ ０．４６１９ ０．０７３３ ０．０４５７

犌狉狅狑狋犺 －０．８６２５ １７４．８９９３ ０．２６２０ ２．６１０２ ０．１１１９

犚狅犲 －２３．１４７８ ２３．２６７３ ０．０８１０ ０．４７２３ ０．０７７８

犜狅狆１ ０．０３３９ ０．９２２６ ０．３４４８ ０．１５０５ ０．３２１１

　　（二）相关性分析

表３是变量相关性分析的结果。由表３可

知，慈善捐赠金额（Ｌｎ犇狅狀）和“营改增”实施（犚犲

犳狅狉犿）呈显著正相关，显示“营改增”政策的实施

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慈善捐赠，初步支持上文假设。

控制变量中股权性质（犛狋狉狌）和资产负债率（犔犲狏）、

股权集中度（犜狅狆１）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表现明

显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

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慈善捐

赠水平更易受到限制。资产规模（Ｌｎ犛犻狕犲）、现金

流（犆犪狊犺）则与慈善捐赠正相关，表明资产规模和

现金流越高的公司慈善捐赠越积极。

表３　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 Ｌｎ犇狅狀 犚犲犳狅狉犿 犛狋狉狌 Ｌｎ犛犻狕犲 犔犲狏 犆犪狊犺 犌狉狅狑狋犺 犚犗犈 犜狅狆１

Ｌｎ犇狅狀 １．０００

犚犲犳狅狉犿 ０．０５６ １．０００

犛狋狉狌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

Ｌｎ犛犻狕犲 ０．４９７ ０．１４２ ０．３４５ １．０００

犔犲狏 －０．１５０ ０．００４ ０．２８８ ０．４５８ １．０００

犆犪狊犺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７ －０．２２６ １．０００

犌狉狅狑狋犺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 １．０００

犚犗犈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１ １．０００

犜狅狆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９６ ０．１８５ ０．１７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２ １．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相关。

　　为进一步考察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对

模型进行方差膨胀因子犞犐犉 检验，结果如表４所

示。模型各变量的方差方差膨胀因子大部分接近

于１，且均值为１．２０，远小于临界值１０，因此可得

出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表４　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变量 犞犐犉 １／犞犐犉

犚犲犳狅狉犿 １．０５ ０．９５４０６４

犛狋狉狌 １．１８ ０．８４６７５０

Ｌｎ犛犻狕犲 １．６４ ０．６１１１５３

犔犲狏 １．５９ ０．６２９２３０

犆犪狊犺 １．０７ ０．９３２８８７

犌狉狅狑狋犺 １．００ ０．９９６０５０

犚犗犈 １．００ ０．９９５５７７

犜狅狆１ １．０８ ０．８４６７５０

犕犲犪狀犞犐犉 １．２０

　　（三）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通常有３种形式，分别是混合

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进

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时，需要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

验以确定面板数据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或是随机

效应模型，结果如表５所示。可以发现，豪斯曼检

验的狆值为０．００００，所以强烈拒绝原假设，接受

固定效应的假设。本文在接下来的实证分析中将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表５　犎犪狌狊犿犪狀检验结果

假设 检验结果 选择效应

Ｈ０：原方程应使

用固定效应
犮犺犻２（８）＝１１１．０５

固定效应

Ｈ１：原方程应使

用随机效应
犘狉狅犫＞犮犺犻２＝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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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归分析

表６反映了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从解释

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１中犚犲犳狅狉犿 的回归

系数为０．０４２５，在１％水平上显著，表明“营改

增”政策能够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政策效果明显，

该项政策的实施有效促进企业慈善捐赠。模型２

中犚犲犳狅狉犿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正，也支持假

设１成立。其次对调节变量的回归结果进行分

析，由于本文设置国有企业取１，非国有企业取０，

所以该结果可以评价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效应。

模型２的（２３）交互项中犚犲犳狅狉犿×犛狋狉狌的回归系

数为－０．００３１，显著为负，说明“营改增”政策对于

国有企业慈善捐赠并没有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对比

之下可以得出“营改增”政策对非国有企业慈善捐

赠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假设２也得到证明。

最后分析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对于全样本

而言，犛狋狉狌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反映出股权

性质对国有企业慈善捐赠具有反向抑制作用，更

加印证了“营改增”政策能够增强非国有企业的慈

善捐赠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假设２。Ｌｎ犛犻狕犲、

犆犪狊犺的回归系数为正，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

随着公司规模扩大，现金流更加充裕，企业的财务

状况不断优化，慈善捐赠能力也相应得到提高。

相反，犔犲狏和犜狅狆１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资

产负债率及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限制企业慈善捐

赠，这是因为资产负债率过高会给企业资金链带

来很大压力，可能导致财务状况恶化，使得公司无

力承担额外慈善捐赠支出；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

东为了保证自身收益从而控制公司利益流出的动

机更加强烈，相应地会降低公司慈善捐赠的积极

性。除此之外，犌狉狅狑狋犺、犚犗犈 的系数都不显著，

对企业慈善捐赠没有影响。

表６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全样本

模型２

（２１）国有 （２２）非国有 （２３）交叉项

犚犲犳狅狉犿
０．０４２５

（６．５２）

０．０４１１

（５．４５）

０．０４５７

（６．７３）

０．０４８３

（７．３４）

犚犲犳狅狉犿 ×犛狋狉狌
－０．００３１

（－６．１５）

犛狋狉狌
－０．０３５７

（－５．４８）

－０．０４６０

（－５．３３）

Ｌｎ犛犻狕犲
０．２５７８

（９．４６）

０．１７９３

（７．０６）

０．３１４５

（１０．２８）

０．２５９４

（８．８１）

犔犲狏
－０．１０６７

（－３．０８）

－０．１０１８

（－２．４３）

－０．１５５６

（－４．７５）

－０．１６２２

（－３．１０）

犆犪狊犺
０．０５８６

（２．９３）

０．０７９３

（２．７７）

０．０５４４

（３．０３）

０．０６８７

（２．６８）

犌狉狅狑狋犺
０．００３９

（０．６４）

０．００４７

（１．０８）

０．００３５

（０．８７）

０．００３８

（０．６３）

犚犗犈
０．０１４０

（０．４２）

０．０１１２

（０．６４）

０．０１５４

（０．３０）

０．０１３６

（０．２８）

犜狅狆１
－０．０８５９

（－３．６７）

－０．０７５３

（－１．８７）

－０．０９２１

（－４．１８）

－０．０９８８

（－３．９２）

犆狅狀狊狋犪狀狋
１．６８８６

（１．１７）

２．３２５４

（１．７３）

１．３８８９

（１．４５）

２．１８９２

（１．５０）

犢犲犪狉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犐狀犱狌狊狋狉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犖 ５７００ ２１６２ ３５３８ ５７００

犃犱犼犚
２ ０．２１２８ ０．１８１５ ０．２４０９ ０．２１３１

犉值 １９．９４ １０．３５ １７．９５ １９．９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相关，括号内为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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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对上述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以确保结论可靠性。上文中使用慈善捐赠金额对

数值对因变量进行衡量，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采

取慈善捐赠金额与营业收入比值（犇狅狀狊犪犾犲）重新

衡量因变量。检验结果如表７所示。由表７可

知，在重新定义因变量之后，犚犲犳狅狉犿 回归系数仍

显著为正，与犇狅狀狊犪犾犲之间呈正相关，支持假设

１；调节变量犚犲犳狅狉犿×犛狋狉狌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验证假设２。所以检验结果与上文回归结果基本

一致，保证了结论的可靠性。

表７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２１）国有 （２２）非国有 （２３）交叉项

犚犲犳狅狉犿
０．０１５７

（５．０４）

０．０１２６

（４．８３）

０．０１８１

（５．１６）

０．０１４２

（５．７０）

犚犲犳狅狉犿 ×犛狋狉狌
－０．００２４

（－４．９７）

犛狋狉狌
－０．０２４３

（－３．６８）

－０．０２５１

（－３．６４）

Ｌｎ犛犻狕犲
０．１２６１

（６．０５）

０．１００９

（２．５４）

０．１５４２

（６．９４）

０．１０３６

（５．１３）

犔犲狏
－０．０７６９

（－２．６５）

－０．０５８０

（－１．８１）

－０．６５５

（－２．６３）

－０．０７３６

（－２．５５）

犆犪狊犺
０．０４５４

（２．２７）

０．０３３７

（１．７３）

０．０５０６

（１．９７）

０．０４０２

（２．１６）

犌狉狅狑狋犺
０．００２３

（０．８０）

０．００４７

（０．６６）

０．００２４

（０．７７）

０．００２６

（０．７４）

犚犗犈
０．００９１

（０．１８）

０．００８６

（０．２５）

０．０１３６

（０．２０）

０．０１０７

（０．４３）

犜狅狆１
－０．０３３９

（－２．３８）

－０．０２４７

（－０．９８）

－０．０３４４

（－２．４０）

－０．０２１２

（－１．９５）

犆狅狀狊狋犪狀狋
０．５０５１

（１．１６）

０．４９９３

（０．８３）

０．７８４０

（３．２１）

０．５９０６

（１．１９）

犢犲犪狉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犐狀犱狌狊狋狉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犖 ５７００ ２１６２ ３５３８ ５７００

犃犱犼犚
２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２４９

犉值 １．７７ １．８５ １．６８ １．７４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相关，括号内为狋值。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政策的实施

能够显著激励企业慈善捐赠；企业慈善捐赠还会

受股权性质影响，“营改增”对于非国有企业的激

励效果更加积极。

根据研究结果同样能够发现“营改增”政策对

于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虽然显著，但激励效果仍

有待加强。所以，我国政府应当合理、积极地制定

相应的税收政策，推进我国企业慈善事业的发展。

第一，税收政策能够引导企业进行慈善捐赠，

推进企业的良好发展，“营改增”在降低企业税负

水平的同时对企业慈善捐赠具有正向激励作用。

因此，我国立法机构应该加大慈善捐赠税收优惠

力度，明确税收优惠政策，给予更多政策上的支

持，如人大立法关于进口医疗器械、科研产品是否

免征进口税等政策需要落地实施，完善新兴产业以

及新能源产业等企业税收减免政策，能够减少企业

的税收负担，进而推动我国慈善事业“蒸蒸日上”。

第二，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一大主

体，其慈善捐赠积极性远逊于非国有企业，可以考

虑出台相应的政策激励国有企业慈善捐赠水平，

如根据慈善捐赠的力度水平给与相应的政府补助

奖励，将慈善捐赠水平作为考核国有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标准，激发国有企业慈善捐赠

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我国慈善捐赠事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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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０３６５（２０２０）０２ ００３６ ０８

基于模糊犆均值聚类推理模型的

高铁土建工程造价智能估算

高立扬１，　牛衍亮２，　张小平３

（１．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

２．石家庄铁道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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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高铁土建工程的造价估算是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模糊

推理是一种非线性智能预测方法，可以对高铁土建工程造价进行合理估算。从可行性研究决

策阶段出发，首先运用显著性成本理论确定影响造价的显著性成本因子。然后，运用模糊犆

均值聚类方法将已完工程聚类，得出各类工程的造价区间。当拟建工程已知的工程特征不足

显著性成本因子的数量时，先运用模糊犆均值将显著性成本因子聚类，得出拟建工程新的显

著性成本因子。最后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６ａ中的模糊推理工具箱，将影响高铁土建工程造价

的显著性成本因子及其隶属度函数输入系统，利用计算机内部的智能化运算来纠偏计算，可以

有效预测造价。

　　关键词：模糊犆均值；模糊推理；高速铁路；工程造价；智能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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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信息：高立扬，牛衍亮，张小平．基于模糊犆均值聚类推理模型的高铁土建工程造价智能估算［Ｊ］．石家庄铁道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１）：３６４３．

　　一、引言

高速铁路建设项目规模大、投资额大、结构复

杂、技术要求高，同时也受到时间、地域、市场价

格、施工设计方案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这对于有效

控制造价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传统的项目投资

估算方法大部分是直接按照定额确定的子目价格

来计算，定额指标是根据地区的整体发展情况而

编制，一般而言动态性低。也有一些使用单位生

产能力估算法、生产能力指数估算法、比例估算

法、朗格系数法、资金周转率法等方法，这些计算

方法大都建立了造价与指标的简单线性关系模

型，未考虑到这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因此，在

社会智能化发展的背景下，文章立足于可行性研

究决策阶段，从非线性造价预测的角度，对高铁土

建工程的造价进行估算。

Ｚａｄｅｈ
［１］提出了模糊集合的概念，随后又将

模糊集引入到推理领域，由此开创了模糊推理技

术。模糊推理基于模糊理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

构建非线性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周涛等［２］研究

了数据挖掘中模糊聚类方法并提出了新的发展方

向。程敏等［３］在结合利用专家经验建立的模糊规

则作为影响风险的主要变化情况下，基于传统的

ＦＭＥＡ方法建立模糊推理系统。冯翰等
［４］立足

于电力项目的造价估算，将模糊犆 均值聚类同

ＰＳＯＳＶＭ相结合，建立非线性模糊推理模型。

段晓晨等［５］在查询已完数据库后发现与拟建项目

没有类似项目，通过专家经验确定的项目造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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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作为模型的输入变量，融合影响造价变化的模

糊规则得出拟建项目的造价。王攀等［６］针对硬岩

掘进机（ＴＢＭ）在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可掘进性，进

行了系统及定量的研究，基于模糊聚类理论和施

工样本数据分析，建立了可掘进性分级预测模型。

杨茂等［７］对多步滚动预测模式进行了分析，并建

立ＡＮＦＩＳ（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预测模型。

罗频捷等［８］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模糊神经网络模

型对公交到站时间进行预测。余飞鸿等［９］通过改

进的模糊犆均值聚类（ＩＦＣＭ）算法将光伏出力历

史数据和待预测日数据聚类，利用遗传膜优化ＢＰ

神经网络预测模型（ＧＡＰＳＢＰ）进行预测。

综上，文章首先基于显著性成本理论确定影

响高铁土建工程造价的显著性成本因子。然后运

用模糊犆均值聚类将已完工程聚类，得出不同类

别的已完工程的造价区间；同时，当拟建工程已知

的工程特征不足识别的显著性成本因子的数量

时，运用模糊犆均值聚类算法将显著性成本因子

聚类，得出新的拟建项目的显著性成本因子。最

后，构建模糊推理非线性造价智能估算模型，对高

铁土建工程进行投资估算。

二、基于显著性成本理论的显著性成

本因子识别及量化

在国外大量的研究中发现，在清单的分项工

程中，有占１８％的显著性成本项目的成本占项目

总成本的８１％，也就是约为２０％的项目大概占据

总造价的８０％。这被称为显著性成本理论，其源

于“二八原则”（其中约为２０％的项目成为显著性

成本项目）。同时，不同的项目具有类似的显著性

成本项目。虽然只研究２０％的项目对于总体数

量比例小，但是这对于减少计算误差却有显著意

义，可以有效降低造价误差。

根据平均值法可以选取影响搜集到的４０个

已完工程造价的显著性成本因子，这４０个已完工

程作为文章研究的数据库。即

犜＝
犆
犖

（１）

式中，犆为高铁项目土建工程总造价；犖 为高铁项

目土建工程的工程特征个数；犜 为高铁项目土建

工程特征平均造价。根据平均法得出，在清单中

的１３９个分项工程中，有３４个工程特征（占全部

工程特征的２０％左右）的造价均比平均造价高，

并且对各个已完工程的３４个工程特征的造价求

和后，发现其占据整个土建工程造价的８０％左

右，因此将其确定为影响造价的显著性成本因子，

并且不同的高铁项目土建工程都具有类似的显著

性成本因子。将这些显著性成本因子进行整理

后，得出影响高铁土建工程造价的显著性成本因

子如表１所示（文章研究二级指标）。

表１　高铁土建工程造价显著性成本因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路基面宽度ＬＪ１
轨道工程ＧＤ

线路长度ＧＤ１

路基防护类型ＬＪ２ 轨道长度ＧＤ２

路基工程ＬＪ 不良土质路基ＬＪ３ 站场工程ＺＣ 正线数目ＺＣ１

路基加固ＬＪ４ 大型临时设施工程ＤＬ 预制梁场ＤＬ１

路基填料类型ＬＪ５ 混凝土搅拌站ＤＬ２

桥梁总站比ＱＬＩ 价差系数调整ＴＪ１

特大桥占比ＱＬ２ 地貌特征ＴＪ２

桥梁工程ＱＬ
大桥占比ＱＬ３

工程建设条件ＴＪ
地质特征ＴＪ３

桥梁总跨度ＱＬ４ 气候类型ＴＪ４

河海谷环境ＱＬ５ 生态保护成本ＴＪ５

高性能混凝土ＱＬ６ 最小曲线半径ＢＺ１

隧道总占比ＳＤ１ 限制坡度ＢＺ２

特长隧道占比ＳＤ２
技术标准ＢＺ

线间距与限界ＢＺ３

隧道工程ＳＤ
长隧道占比ＳＤ３ 纵断面设计标准ＢＺ４

隧道总长度ＳＤ４ 主体工程结构设计标准ＢＺ５

围岩类型ＳＤ５
融资特征ＲＺ

贷款利率ＲＺ１

衬砌方法ＳＤ６ 贷款比例ＲＺ２

　　注：根据显著性成本理论确定显著性成本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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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不同的评价指标，将指标进行量化处理。

可以对任意一个高速铁路项目的显著性成本因子

进行定量化描述，若一个显著性成本因子由多种

类目组成，则计算其加权平均值作为该工程特征

的量化值，同时，指标量化分为定性和定量。根据

显著性成本因子对造价的影响程度，得出的显著

性成本因子的量化结果如表２所示。由于篇幅要

求，只列出部分量化结果，全部已完工程的显著性

成本因子及其量化值；如有需要，也可向作者

索取。

表２　已完工程显著性成本因子量化结果

量化值 ＬＪ１ ＬＪ２ ＬＪ３ … ＢＺ３ ＢＺ４ ＢＺ５ ＲＺ１ ＲＺ２

项目１ ２ ２．５ ３．５ … ２ ２ ３ １ １

项目２ ２ ４．７５ ２ … ３ ２ ３ ２ ２

项目３ ２ ３．６７ ５ … ３ ２ ３ ２ １

项目４ ２ ３．６７ ５ … １ ２ ３ １ ２

项目５ ２ ４．７５ ５ … ３ ２ ３ ３ ２

… … … … … … … … … …

　　注：显著性成本因子定量、定性并调整量化而得。

三、基于模糊犆均值聚类推理的高铁

土建工程造价智能估算模型构建

（一）模糊犆均值聚类

Ｄｕｎｎ将硬划分的犆均值算法运用到模型的

模糊划分当中，在这过程中为了得到较为科学的

聚类划分，Ｄｕｎｎ确定每个样本与各个聚类中心

的距离的方法是运用隶属度的平方加权。

（ｍｉｎ）犑２ ＝∑
犆

犻＝１
∑
犖

犽＝１

狌犻犼
２
‖狓犽－狏犻‖

２ （２）

式中，犆为达到的聚类的数目（２≤犆≤犖）；狌犻犼为第

犻类中指标狓犽 的隶属度；狏犻为第犻类的聚类中心。

Ｂｅｚｄｅｋ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推广，得到基于

目标函数的模糊聚类更具一般性的描述。

（ｍｉｎ）犑犿 ＝∑
犆

犻＝１
∑
犖

犽＝１

狌犻犼
犿
‖狓犽－狏犻‖

２ （３）

式中，犿∈［１，＋∞）为加权指数，又称作平滑

指数。

模糊犆均值聚类算法的计算过程为：

步骤一，初始化。首先确定模型的聚类数目

为犆，２≤犆≤犖，犖 为进行运算的初始数据的

个数。

步骤二，计算或重新划分矩阵犝。

狌犻犼 ＝ ∑
犆

犽＝１

‖狓犼－狏犻‖
２

‖狓犻－狏犼‖（ ）２
１
犿＝

［ ］
１ －１

，　

１≤犻≤犆，１≤犼≤犖 （４）

步骤三，更新聚类中心犞。

狏犻＝
∑
犖

犼＝１

（狌犻犼）
犿狓犼

∑
犖

犼＝１

（狌犻犼）
犿

，　１≤犻≤犆 （５）

若‖犞犫－犞（犫＋１）‖＜ε，则算法停止并输出划

分矩阵和聚类中心犞，否则执行犫＝犫＋１，继续执

行（１）。

模糊犆均值聚类算法有很深的数学理论基

础，是软化分在硬划分的基础上，又加以改进的算

法，可以更大程度上进行非线性函数的运算。因

此对于文章对项目的聚类划分，模糊犆均值聚类

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运用模糊犆均值聚类方法以上运算步骤，借

助于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６ａ将已完工程聚类，可以得

到已完工程的造价区间；当拟建工程的已知工程

特征数量不足显著性成本因子数量时，则运用模

糊犆均值聚类方法将显著性成本因子聚类，得到

新的因子作为拟建工程单位造价预测的依据，然

后将其同模糊规则输入模糊推理系统中得到拟建

项目的单位造价。

通过模糊犆均值聚类方法，借助 ＭＡＴＬＡＢ

Ｒ１０２６ａ可以得出４０个已完项目的聚类情况。设

定聚类数目为３，３类中心坐标最大值个数分别为

２０、１５、５，根据中心坐标值大的就是高造价，最小

的就是低造价的原则，则第一类为高造价，第二类

为中造价，第三类为低造价。其聚类结果如图１

所示。

８３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４卷　



图１　已完高铁土建工程聚类结果

　　（二）模糊推理

模糊推理是一种基于人类直觉推理的方法，

然后将其模糊化，从而可以对不确定的问题进行

模糊化处理输出。其核心就是模糊推理的规则确

定，即将专家以往的经验以一种语言概念的形式

作为输入值，然后对其建立规则库和数据库，利用

计算机的模糊推理功能得到输出值。

对于一阶 ＴａｋａｇｉＳｕｇｅｎｏ模糊模型来说，其

结构为３部分：第一，满足２条运算规则。

规则１：ｉｆｘｉｓ犃１ａｎｄｙｉｓ犅１ｔｈｅｎ

犳１＝狆１狓＋狇１狔＋狉１ （６）

规则２：ｉｆｘｉｓ犃２ａｎｄ狔ｉｓ犅２ｔｈｅｎ

犳２＝狆２狓＋狇２狔＋狉２ （７）

第二，数据库。又被称为知识库，是对指标的

变化进行设定的隶属度函数，需要明确各个指标

与输出数值的关系。

第三，推理机制。是系统内部的运算机理，它

针对系统所要求的规则和搜集好的数据库执行推

理的程序而产生一个合理的输出值。

其具体的运算机制如下所示。

第一层：将精确的变量进行“模糊化”描述。

这一步骤需要在对系统进行输入之前确定，即确

定不同指标的隶属度函数，若给定输入狓，输出是

该节点犃犻的隶属度：

犗１犻＝μ犃犻（狓） （８）

第二层：生成“如果—那么”式条件规则。表

示输入到这一节点的信号的乘积，即：

ω犻＝μ犃犻（狓）×μ犅犻（狓） （９）

第三层：蕴涵层。每个节点都是圆节点，用

犖 表示。这层的节点计算各个ＩＦＴＨＥＮ规则可

信度与所有ＩＦＴＨＥＮ规则可信度之和的比值：

犻＝
ω犻

∑
犻

ω犻
（１０）

式中，犻为标准化的可信度。

第四层：合成运算。每个节点都是方节点，节

点响应函数定义为：犗４犻＝犻犳犻＝犻（狆犻狓＋狇犻狔＋

狉犻），其中，狆犻，狇犻，狉犻为效应参数。即：

犗５犻 ＝犳＝∑
犻

ω犻犳犻 ＝
∑
犻

ω犻犳犻

∑
犻

ω犻
（１１）

第五层：去模糊化。该层唯一的节点是用来

表示的圆节点，用来计算所有输人信号的和。常

用的去模糊化的方式有５种：粗糙集的面积重心

（ｃｅｎｔｒｏｉｄ）、模糊集的面积平分线（ｂｉｓｅｃｔｏｒ）、模糊

集最大隶属度对应的最小值（ｓｏｍ）、最大隶属度

对应的平均值（ｍｏｍ）、最大隶属度对应的最大值

（ｌｏｍ）。文章主要采用粗糙集的面积重心（ｃｅｎ

ｔｒｏｉｄ），并且为离散性，其计算公式为：

狏０ ＝
∑
犿

犽＝１

狏犽μ狏（狏犽）

∑
犿

犽＝１
μ狏（狏犽）

（１２）

此模型的运算优点显著：①将隶属度函数和基

础数据输入后，系统可以直接输出较为精确结果，

通过结果数据确定需要的数值，便于分析；②相比

较其他的预测方法，更加灵活、且计算方法较为简

便高效；③运算机理将线性、非线性的计算方式组

合到一起，结果可靠且便于后期结果的处理分析；

④依靠计算机内部的计算机制，计算效率高。

（三）基于模糊犆均值聚类推理的高铁

土建工程造价智能估算模型构建过程

运用模糊犆均值指标聚类算法，将已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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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同时，当拟建项目的已知工程特征数量不足

显著性成本因子数量时，将已选好的显著性成本

因子聚类，则得到新的影响拟建高铁项目工程造

价的显著性成本因子。将因子和影响造价的模糊

规则输入模糊推理系统。这些输入的数据既可以

是数值形态也可以是模糊语言形态。最后，模糊

推理系统计算实现对新建项目单位造价的投资估

算。模糊推理的构建过程如下。

步骤一，将通过聚类得到的显著性成本因子

作为输入因子，并且通过量化建立各个因子的隶

属度函数。显著性成本因子体现拟建项目相对具

体的工程特征。

步骤二，针对显著性成本因子建立模糊的推

理规则，这基于显著性成本因子如何影响造价。

模糊规则的建立也需要包括根据学界、业界的专

家对拟建项目的显著性成本因子进行量化评分，

作为系统输入的基础数据。

步骤三，将显著性成本因子作为输入函数，拟

建项目的单位造价作为输出函数，建立整体的造

价估算模型。输入显著性成本因子与单位造价之

间的推理规则，进行新一轮的造价模糊推理运算，

需要经过多次的实验选取最大程度上影响拟建项

目造价变化的推理规则。经过系统自动计算后，

系统会对拟建工程的造价进行“去模糊化”，则可

得到所需的较为精确的工程造价预测数值，通过

研究对象的特点对得出的预测数据进行界定为具

体的造价值或比较系数。根据模糊犆均值聚类

方法确定的不同类别的已完工程造价数值和隶属

度函数确定的输出值所处的区间，预测拟建项目

的造价区间。

四、基于模糊犆均值聚类推理模型的

高铁土建工程造价智能估算分析

（一）工程概况

北仑—金塘海底高铁隧道是宁波—舟山铁路

重要的一部分。宁波—舟山项目新建线路全长约

为７０．９２ｋｍ，北仑—金塘是１６．２ｋｍ 的海底路

段，其中海底盾构段长１０．８７ｋｍ，线路设计速度

为２５０ｋｍ／ｈ。这是国内首条海底高铁隧道。

（二）基于模糊犆均值聚类显著性成本

因子确定

在模糊犆均值聚类推理的高铁土建工程造

价智能估算模型的基础上，选取北仑—金塘海底

高铁隧道为案例进行造价分析。由于该工程的已

知工程特征数量远少于选取的显著性成本因子的

数量，则将显著性成本因子进行聚类得到该项目

的因子，连同影响其造价的模糊规则输入至模糊

推理系统，得到其造价区间。本文设定需要的聚

类数目为犽类，最终经过反复试验确定犽＝３时，

分类效果最为理想。首先确定将３４个显著性成

本因子用模糊犆均值聚类算法，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

Ｒ２０１６ａ后得到的聚类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模糊犆均值聚类结果

　　将聚类结果整合后，确定３类为：设备先进程

度、环境条件、工程规模。

（三）基于模糊犆均值聚类推理的高铁

土建工程造价智能估算模型应用

１．构建模糊推理结构

通过初步构建模糊推理的思路，文章对其结

构在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６ａ软件中进行表示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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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ｍａｍｄａｎｉ，交运算：ｍｉｎ，并运算：ｍａｘ，去模糊

化运算：Ｃｅｎｔｒｉｏｄ，模糊推理：Ｍｉｎ，合成运算：

Ｍａｘ，输入：３个，即为已经确定好的３个显著性

成本因子；输出：１个，即为该拟建项目与案例库

中同类项目单位造价的比值；规则：６个，即为显

著性因子在不同状态下的变化对单位造价的影

响。其结构如图３所示。

图３　模糊推理系统结构

２．确定各输入因素的数据库

各输入因素的数据库即隶属度函数，通过模

糊犆均值聚类获得的设备先进程度、工程规模、

环境条件三个显著性因子及造价变化趋势的隶属

度函数，分别如图４～图７所示。

图４　设备先进程度隶属函数

图５　工程规模隶属函数

图６　环境条件隶属函数

图７　单位造价系数变化趋势隶属函数

３．确定各输入因素的规则库

在建立了各因素的隶属函数后，需要确定规

则库。需要选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输入至运算系

统，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决定造价的变化情况。确

定的高速铁路土建工程显著性成本因子与单位造

价存在以下逻辑推理关系：

若“设备先进程度”高且“环境条件”简单且

“工程规模”小，则项目的单位造价低。

若“设备先进程度”高且“环境条件”复杂且

“工程规模”小，则项目的单位造价中。

若“设备先进程度”中等且“环境条件”中等且

“工程规模”中等，则项目的单位造价中。

若“设备先进程度”中等且“环境条件”复杂且

“工程规模”大，则项目的单位造价高。

若“设备先进程度”低且“环境条件”复杂且

“工程规模”大，则项目的单位造价高。

若“设备先进程度”低且“环境条件”简单且

“工程规模”小，则项目的单位造价中。

以上规则在 ＦＩＳＥｄｉｔｏｒＶｉｅｗｅｒ中如图８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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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模糊推理规则在犉犐犛犈犱犻狋狅狉犞犻犲狑犲狉中的表示

　　４．确定各输入因素的评分

根据项目的特征，分别对设备先进程度、环境

条件、工程规模三个显著性成本因子通过学界、业

界专家进行评分如表３所示。

表３　显著性成本因子打分

工程特征名称 工程特征形式 打分

国产泥水平衡盾构机 （８，１０］

设备先进程度
瑞典三臂凿岩台车 （６，８］

全液压自行式仰拱栈桥 （４，６］

湿喷机械手 （２，４］

海底地震带不活跃，浅滩地段岩层稳定，水压稳定，顶板厚度适中 （８，１０］

海底地震带不活跃，海滩地段岩层较不稳定，水压较稳定，顶板厚度适中 （６，８］

环境条件 海底地震带活跃程度中等，海滩地段岩层较稳定，水压较稳定，顶板厚度薄 （４，６］

海底地震带活跃程中等，海滩地段岩层不稳定，水压不稳定，顶板厚度薄 （２，４］

海底地震带活跃，海滩地段岩层不稳定，水压不稳定，顶板厚度薄 ［０，２］

盾构掘进里程长，衬砌面大，防水排水工程量大 （８，１０］

盾构掘进里程长，衬砌面大，防水排水工程量中等 （６，８］

工程规模 盾构掘进里程长，衬砌面大，防水排水量小 （４，６）

盾构掘进里程长，衬砌面小，防水排水量小 （２，４］

盾构掘进里程短，衬砌面小，防水排水量小 ［０．２］

　　数据来源：通过学界、业界专家对拟建工程进行评分而得。

　　经过对项目工程特征的分析及同已完工程的

工程特征对比，得到针对北仑—金塘海底高铁隧

道的显著性成本因子的得分为（８，７，９）。

５．造价预测值输出分析

将数据输入到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６ａ的模糊推

理系统中，输出为５，结果如图９所示。

图９　北仑—金塘海底高铁隧道造价变化趋势

　　根据隶属度函数，该结果表示本项目为高造

价，即为通过已完工程聚类的结果得知的高造价的

项目单位造价的５倍。由上节通过模糊犆均值项

目聚类得出的高造价项目的造价值，可得出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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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造价区间为［５１４２３．５７，６４７６２．４７５］（单位：

万元），通过学术界和业界的论证，该项目的单位造

价在此预测值范围内，因此用模糊犆均值聚类推理

的高铁土建工程造价智能估算方法来预测造价具

有可行性。

五、结论

运用模糊犆均值聚类算法与模糊推理相

结合对高铁土建工程的造价进行智能预测，

是一种非线性的投资估算方法，不同于以往

简单、线性的造价估算。通过显著性成本理

论确定显著性成本因子，可以提高估算的精

度。将传统的数学计算方法同智能算法相结

合可以降低造价工作的冗余性，提高工作效

率，这对 于 减 少 投 资 估 算 的 误 差 具 有 实 际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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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０３６５（２０２０）０２ ００４４ ０７

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犅犗犜融资模式研究

王贤俊

（武汉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在对雄安新区住房建设模式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从拓宽普通租赁住房融

资模式、与雄安新区住房供给体系指导思想契合度、提高租赁住房供给效率、发挥市场机制配

置资源作用和实践可行性五个方面，论述了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建设采用ＢＯＴ模式的优

势。探讨了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建设ＢＯＴ模式的运作机制。最后，从信贷融资、税收优惠

和资产证券化三方面提出了促进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ＢＯＴ模式健康发展的政策支持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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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信息：王贤俊．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ＢＯＴ融资模式研究 ［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２）：

４４５０．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

大决策部署，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

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重大的历史性

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成立

之初，就确立了坚决不搞土地财政，不走房地产主

导城市发展的老路。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４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

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中再次明确提出在雄安新区构建新型住房供给体

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

实职住平衡要求，推动雄安新区居民实现住有所

居。针对多层次住房需求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严禁大规模开发

商业房地产，严控周边房价，严加防范炒地炒房投

机行为。制定与住房制度相配套、与开发建设方

式相适应的土地供应政策，完善土地出让、租赁、

租让结合、混合空间出让、作价出资入股等多元化

土地利用和供应模式。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各

类社会主体参与雄安新区住房开发建设，支持专

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１］。《指导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住房租赁将成为雄安新区住房供给

的主要模式之一，为社会资本以专业化、机构化住

房租赁企业等形式参与到雄安新区住房供给体系

中指明了方向。在这一背景下，吸收社会资本参

与雄安新区住房体系建设的模式、途径等具体问

题，有必要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

本文讨论的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是指新区

住房供给体系中的一类特定住房，即主要面向未

来新区中等及以下收入而又非低收入群体提供的

普通租赁住房。此类收入群体是未来新区租赁住

房的主要需求群体。针对该类群体的住房供给模

式有别于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设计制定出

针对此类居住群体的住房供给模式，满足其住房

需求，对于新区居民住有所居目标的实现无疑具

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不搞土地财政、不大规模开发商业房地产、

不走房地产主导新城开发的老路，要求雄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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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探索出一条构建新型住房供给体系的新路。

针对雄安新区住房建设模式创新，众多学者从

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周景彤、高玉伟［２］讨论

了雄安新区建设创新融资模式的必要性，在总

结了国外典型新城开发融资模式以及国内新城

开发融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分类施策，针对新

区开发建设的不同阶段以及项目的不同类型，

选择不同的融资模式、借鉴新加坡“组屋”制度，

创新新区房地产融资模式等建议。穆英林［３］认

为未来雄安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有三方

面来源：一是中央与河北省财政拨款；二是基础

设施与住房建设基金；三是ＰＰＰ项目融资。李

志辉［４］等认为依靠财政资金建设雄安新区具有

较大的制约性，而ＰＰＰ模式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陈璐总结了英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住房政策

与做法。其中德国采取的“激励融资法”与“ＰＰＰ

模式”等新型融资模式对雄安新区具有借鉴意

义。以提供租赁住房为主且政府对租赁价格管

控是杜绝新区起步发展阶段“炒房”现象的必要

条件之一。陈璐提出应建立国有控股公司进行

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维修与经营。在具体融

资建设方式上，可采取住房投资信托基金等资

产证券化方式和 ＰＰＰ模式等
［５］。丛海涛、郭

静［６］认为雄安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融资面临财税基础薄弱、地方债务水平限制、

公共服务收入难以作为建设资金来源等问题，

新区建设应探索公共部门和社会资本协同的融

资模式，创新与项目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ＰＰＰ

等融资工具。叶振宇［７］建议雄安新区城市建设

可采用组团开发模式，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共同

参与，尽可能多地运用市场化手段，避免政府自

唱独角戏。封文丽、邱宁［８］探讨了雄安新区ＰＰＰ

项目利用资本市场融资以及社会资本的退出

机制。

针对雄安新区开发建设的巨额资金需求以及

融资模式问题，相关研究文献一致认为有必要采

用ＰＰＰ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雄安新区建设，

并对其必要性与现实意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

论。具体到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建设ＰＰＰ融

资模式，相关研究文献虽有涉及，但大都以讨论其

必要性和提出ＰＰＰ模式方向为主，并未就其具体

运作方式等展开深入讨论。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

础上，就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建设采用ＢＯＴ

融资模式的优势、运作机制、政策保障等具体问题

展开进一步讨论。

二、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犅犗犜融资

模式的优势

（一）有助于拓宽新区普通租赁住房开

发融资模式

ＢＯＴ融资模式作为ＰＰＰ（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的一种具体形式，具有结构相对简单、易

于操作等优势。ＢＯＴ模式是建设（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经

营（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移交（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模式的英文简

写，在使用者付费的基础设施项目如收费公路等

项目建设中广泛采用。在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

ＢＯＴ融资模式下，政府发布项目，并就项目应达

到的标准、功能等作出规定，项目所有权归属政

府。社会资本可通过组建项目公司的方式参与竞

标。中标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建造，政府赋予项

目公司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项目建成后，项

目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享有项目的经营权，通过

使用者付费（租金收入）抵补项目建造成本并取得

利润。待项目特许经营权到期后，项目公司按照

约定标准将项目无偿移交给政府。

雄安新区开发建设资金需求巨大，在国际投

行摩根史丹利公司２０１７年４月发布的一份关于

雄安新区经济影响的报告中，对未来雄安新区开

发建设的投资规模作了预测。根据其基于中性预

期的预测，未来１５年雄安新区的建设投资规模达

２万亿元（２０１５年价格）。瑞银则预测未来２０年

雄安新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达到４万亿

元。如此规模巨大的投资资金需求，仅仅依靠政

府财政资金投入显然不现实，需要全社会各方面

资源的参与。具体到雄安新区租赁住房供给体系

建设，也需要社会资本以包括ＢＯＴ模式在内的

ＰＰＰ模式等多种形式参与其中。

（二）与新区住房供给体系指导思想相

契合

雄安新区选址在尚未进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

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新区起步区域为农田

和村镇，可以说是在一张白纸上绘蓝图。新区设

立伊始，中央就确立了新区“房住不炒”“严禁大规

模开发商业房地产”“严加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

为”等指导思想，确保了新区土地开发成本保持在

较低水平，使新区较低的居住成本成为新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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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核心竞争力。众所周知，在当前的土地财政模

式下，土地成本构成商品房成本的相当比重，是形

成高房价的基础因素。尤其是在一二线核心城

市，高房价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

反映在租赁房供给上，正是由于高昂的拿地成本和

高房价制约了一二线核心城市自持出租物业的发

展。同高企的房价相比，居民的收入水平显然大为

滞后。在部分城市商品房租售比达到２００∶１甚至

更高水平的情况下，房地产公司自持出租物业显

然难以取得较好的盈利水平。即使是一些行业翘

楚企业如万科，其自持物业部分都难以获得盈利。

雄安新区不走土地财政老路的定位，能够从根本

上控制土地开发成本，从源头上控制房地产企业

等租赁住房开发企业的开发成本，为其开展租赁

住房开发经营留出了利润空间，也为ＢＯＴ模式

的成功运作奠定了基础。

基于雄安新区住房供给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定

位，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的老路显然不适合雄安新

区，势必要求雄安新区租赁住房开发跳出主要依

靠土地出让融资的传统模式。满足普通居住需求

的租赁住房不属于重要的基本基础设施，不适宜

全部由政府大包大揽。同时基于政府主导新区住

房供给体系的指导思想，也不适宜通过招拍挂方

式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房地产企业，完全交由房

地产企业自主市场化开发运作。此外，由于需要

新区政府保留土地使用权，ＢＯＯＴ（建设—拥有—

运营—移交模式的简称）等其他ＰＰＰ模式也不适

合采用。相对较低的居住成本作为雄安新区致力

打造的一项竞争优势，是雄安新区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保障。鉴于此，要求新区政府对租赁住房价

格等采取一定的管制措施，保持新区政府对新区

租赁住房价格水平的控制力，以维护公众利益。

基于以上约束条件，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既不

属于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也不属于面向高

收入群体的公寓类住房，因而既不适合采用由政

府主导的保障房供给模式，也不适合采用当前房

地产企业市场化运作的主要面向高收入群体的自

持物业开发模式。由此，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

ＢＯＴ模式自然成为新区租赁住房开发融资模式

的一个现实选项。

（三）有助于提高新区普通租赁住房体

系的供给效率

在雄安新区租赁住房的供给上，一种思路

是由新区政府（管委会）主导租赁住房的建设，

成立国有住房公司统一负责新区租赁住房的建

造、经营。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政府统一直接掌

握新区租赁住房资源，便于政府根据新区整体

规划和住房需求进行租赁住房的合理配置，同

时便于政府对新区租赁住房出租价格的管控。

这种方式的缺点也很明显，一是政府同时兼顾

房地产市场管理者和经营者两种角色之间的矛

盾，势必会对政府管理职能的履行带来不利影

响。二是增加政府负担。政府承担租赁住房提

供者的角色，势必增加新区政府的财政压力。

另一方面，我国市场化导向的房地产市场改革

已运行了较长一段时期，市场化机制已成为目

前房地产二级市场开发的主要机制。房地产开

发企业从土地一级市场通过“招拍挂”等途径取

得土地开发使用权，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向市

场提供，是当前房地产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房

地产企业经过多年的市场化运作，积累了丰富

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经验，具备专业化、高

效率等优势。地方政府则基本退出了商品房提

供者的角色，主要承担提供廉租房、公租房等政

策保障性住房的功能，缺乏普通租赁住房建设

开发等运作和管理经验，运作成本相对较高，不

具备效率方面的优势。如果由新区政府主导租

赁住房的供给，势必分散政府相关部门的资源，

使大量的政府资源消耗在经营性事务中，而影

响了政府管理性职能的发挥。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新区租赁住房的建设与经营，充分发挥社会

资本在租赁住房建设与经营方面的专业化优

势，符合《意见》要求，有利于形成新区租赁住房

供给体系专业化分工，提高新区租赁住房供给

效率。在这一模式下，新区政府可集中精力与

资源专注于租赁住房的规划、标准制定、价格管

控等，更加有效率地履行好管理职能。由房地

产开发公司、住房租赁公司等承担新区租赁住

房的建造、经营，可充分发挥其在新区租赁住房

建设、经营方面的专业化优势，提升新区租赁住

房的供给效率。

（四）有助于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

上的基础作用

关于雄安新区主要发展目标，《指导意见》要

求到２０２２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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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指导意见》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基本原则下，根据

新区规划，新区政府可将用于普通租赁住房建设

的地块按照功能以组团或单独方式投放市场，

并对租赁住房的具体功能、标准、环境等作出具

体规定。根据预测的居民收入等指标确定未来

一定时期的普通租赁房租最高限价。在合理评

估建造成本、租赁经营成本以及合理利润的前

提下，确定特许经营权的招标底价和特许经营

期。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房租赁公司、综合性施

工企业等市场主体可根据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

参与租赁住房特许经营权的竞标，合理高价者

中标。采取市场竞标方式确定租赁住房项目开

发经营者，一方面可发挥市场机制的价格发现

功能，即确定在相关约束条件下的供求均衡价

格。政府获取合理的特许经营权出让收入，用

于弥补土地收储、开发等成本。有利于政府在

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滚动开发，加快租赁住

房建设步伐。另一方面，通过竞标的市场竞争

机制，可选择出优质高效的项目公司，提供高质

量和优质住房租赁服务。

（五）具有较强的实践可行性

ＢＯＴ模式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有广泛应

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均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操作和

管理经验，加之ＢＯＴ模式结构相对简单，易于被

政府和社会资本接受，而且雄安新区租赁住房具

备使用者付费的特征，符合ＢＯＴ模式的基本要

求。同时，雄安新区较低的土地开发成本，一方面

能够确保新区较低居住成本政策目标的实现，另

一方面为专业化房企等社会资本采取ＢＯＴ模式

建设经营新区租赁住房取得良好经营效益奠定了

基础，对社会资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能够实现公

共利益与社会资本利益的双赢。在政策方面，财

政部、住建部等六部门出台的《关于运用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

和运营管理的通知》（财综［２０１５］１５号文）等文

件中，对采用ＰＰＰ模式建设和管理公共租赁住

房作出了相关政策规定［９］。可将现有相关政策

移植推广应用到雄安新区普通公共租赁住房建

设和运营中。因此，将ＢＯＴ模式移植到新区租

赁住房建设中，既是对ＢＯＴ融资模式应用的一

种创新，同时也拓宽了新区租赁住房建设融资

模式，减轻政府的财政支付压力，具有较强的实

践可行性。

三、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犅犗犜模式

运作机制设计

（一）新区普通租赁住房的属性定位

本文将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界定为面向中

等及中等偏下收入群体提供的租赁住房。此类住

房既不同于面向高收入群体的可供出售或出租的

商品房，也不同于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廉租房。面

向高收入群体的商品房通常采用市场化模式提

供，其价格由市场主导决定，而面向低收入群体的

廉租房则属于保障房，适宜由政府主导提供，其房

租水平较低，由政府制定。新区普通租赁住房的

属性定位，需要根据新区住房供给体系的指导思

想界定。根据雄安新区不搞大规模商业房地产开

发、严防炒地炒房投机行为、实现职住平衡的住房

供给体系指导思想，鉴于普通租赁住房在新区租

赁住房供给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如果完全采用市

场化模式，难免出现投机炒作，影响新区住房市场

的稳定，不利于新区可持续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

因而本文认为适宜将新区普通租赁住房界定为准

公共租赁住房或广义的公共租赁住房。之所以称

其为准公共租赁住房或广义的公共租赁住房，是

为了与现阶段我国存在的公共租赁住房概念相区

分。住建部《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中将公共租

赁住房界定为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

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

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可见，现阶段我国公共租

赁住房属于保障性住房，保障对象是城镇中等偏

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等。按照新区普通租赁住房

准公共租赁住房的属性界定，适宜采用市场机制

与政府管控相结合的新区普通租赁住房供给机

制，即一方面可引入社会资本承担普通租赁住房

的建设经营，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在承租人资格、租

金价格等方面加以管控。

（二）新区普通租赁住房ＢＯＴ模式中

主要参与方的角色定位

１．新区政府在普通租赁住房ＢＯＴ模式的角

色定位

雄安新区不搞大规模商业房地产开发、严防

炒地炒房投机行为、实现职住平衡的住房供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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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指导思想，要求新区政府在新区住房供给与管

理上起到主导作用。由于普通租赁住房是未来新

区租赁住房的主体，决定了新区政府需要保持对

普通租赁住房的宏观控制力，围绕雄安新区发展

规划等确立的各阶段发展目标，细化明确新区各

阶段住房体系发展目标，制定各阶段新区住房体

系的相关政策并在工作中落实推进，以实现新区

住房政策目标的实现。

基于新区普通租赁住房准公共租赁住房的属

性，新区政府在普通租赁住房ＢＯＴ模式中应具

有以下角色特征：第一，新区政府应当拥有普通租

赁住房用地的使用权和ＢＯＴ项目资产的所有

权。土地使用权和ＢＯＴ项目资产所有权归属政

府，是确保新区政府对普通租赁住房市场管控能

力的根本保证和制度基础。第二，新区政府应当

负责普通租赁住房申请人资格认定。设置新区普

通租赁住房申请人资格并由新区政府住房主管部

门负责申请人资格认定，是实现房住不炒、职住平

衡目标的必要措施。由于普通租赁住房租金水平

一般低于市场价格，具有一定福利性质，设置一定

的申请人资格标准，有利于维护新区居民的公众

利益和公平公正。第三，新区政府应当对普通租

赁住房租金价格进行管控。随着新区的发展，住

房市场难免出现暂时和结构性的供需不平衡。如

果完全实行市场租金价格，在租赁住房市场出现

供不应求情况时，势必导致租金价格上涨。甚至

可能出现市场炒作现象导致租金价格大幅上涨，

使公共利益受损。因此，新区政府应当采取最高

限价等手段对租赁住房租金价格进行管控。

２．社会资本在普通租赁住房ＢＯＴ模式中的

角色定位

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ＢＯＴ模式中引入社

会资本，一方面作为一种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新区普通租赁住房的建设经营，能够减轻政

府财政支出压力，促进新区普通租赁住房的建设

开发。另一方面，可以发挥社会资本在租赁住房

建设开发与经营方面的专业化优势，为新区居民

提供优质的住房租赁服务。对于社会资本而言，

新区普通租赁住房ＢＯＴ开发模式，为房地产开

发企业、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等社会资本提供了

相对稳定的投资渠道。随着雄安新区开发的推

进，新区常驻人口将会持续增长。根据《河北雄安

新区规划纲要》中的人口密度规划指标，未来雄安

新区常驻人口将达到５３０万左右
［１０１１］。持续增长

的人口规模将对新区租赁住房产生稳定增长的需

求，对致力于租赁住房开发经营的社会资本而言

是难得市场商机。同时，新区政府在职住平衡的

政策目标下，将会根据需求状况对新区租赁住房

的供给统一调控，为社会资本提供相对稳定的供

给预期，避免无序竞争。由于租赁住房开发经营

不同于普通销售商品房开发，其投资回收期较长，

因而社会资本追求的是项目的长期稳定回报。

（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ＢＯＴ模式的

基本框架

在ＢＯＴ模式基本框架中，关键的两项内容

是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方式和社会资本的选

择。以下分别就这两项关键内容进行讨论。

１．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方式

在ＢＯＴ模式中，政府可以兼具两种身份，一

是政府（或其指定实施机构）作为项目发起人发布

项目，并就项目应达到的标准、功能等作出规定，

项目所有权归属政府。政府作为管理者，以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为诉求，履行对项目建设、运营等阶

段的监督管理职能。政府在ＢＯＴ模式中可能具

有的第二种身份是直接入股项目公司，作为公司

股东参与项目的建设运营，即经营者身份。根据

我国ＰＰＰ相关政策，政府资本不应占控股地位，

这一指导原则同样适用于新区普通租赁住房

ＢＯＴ项目。就雄安新区而言，针对不同普通租赁

住房项目政府是否出资入股可区别对待。鉴于新

区普通租赁住房的准公共租赁住房定位，要求新

区政府保持主导管控力，因此有必要成立国有住

房开发经营公司代表政府具体负责普通租赁住房

等项目的开发经营，在ＢＯＴ模式中必要时可直

接出资入股项目公司，以便在与社会资本合作的

过程中借鉴其专业化管理经验、随时了解项目建

设经营状况等，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一手资料，从

而更有效地管理新区住房事务。另一方面，由于

新区采用ＰＰＰ模式的普通租赁住房项目可能数

量众多，如果每个项目政府都出资入股、参与运

作，势必占用较多的国有资源。此外，为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新区普通租赁

住房市场应当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和市场活力，不

宜由国有住房公司垄断经营。因此，对于体量较

大的连片综合项目，或不同地域或类别中有代表

性的项目，可由国有住房公司直接出资入股。对

于其他项目可由社会资本独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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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社会资本的选择

普通租赁住房具有一般竞争性项目的特征，

适于采用公开招标竞标的方式选择社会资本。住

房主管部门可根据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居民

收入水平、相似区域市场租金水平，以及对项目建

造与运营成本等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定普

通租赁住房最高限价。并制定出根据居民收入水

平、物价变动等对最高限价的政策调整机制，以便

为社会资本的经营决策提供政策预期。最高限价

的设置，应当满足在特许经营期使用者付费能够

覆盖项目的建设与经营成本，并使项目取得一定

的利润率，从而保证项目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

除了对社会资本参与方在规模、资质等方面

的基本要求外，在具体竞标方式上，可采取两种竞

标方式确定社会资本。一种是固定特许经营期，

由社会资本对特许经营权进行竞拍，合理高价者

中标。按照目前我国的相关政策，特许经营期最

长不超过３０年。如果３０年的特许经营期能够满

足新区普通租赁住房ＢＯＴ模式的需要，可参照

执行。否则，可根据新区的实际需求，向有关部门

提出政策申请，以针对新区特殊政策的方式适当

延长特许经营期。另一种方式是将特许经营权无

偿向项目公司转让，由社会资本对特许经营期竞

拍，竞拍特许经营期最短的竞拍者中标。以上两

种竞拍方式均能充分实现价格发现功能，选择出

最具效率的社会资本，同时实现社会公众利益的

双赢。

四、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犅犗犜模式

的政策支持

雄安新区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历史使命，要求

新区探索创新构建新型住房供给体系。普通租赁

住房是新区新型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门。目前我国ＢＯＴ模式主要应用于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

ＢＯＴ模式建设开发新区普通租赁住房，是对目前

我国ＢＯＴ模式应用范围的创新尝试，也是对吸

引各种社会资源参与雄安新区新型住房供给体系

建设、提高新区住房供给和服务质量与效率的创

新。为保障ＢＯＴ模式在新区普通租赁住房建设

与运营中的成功运作，需要针对新区普通租赁住

房ＢＯＴ模式在信贷融资、税收政策以及资产证

券化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一）信贷融资方面的政策支持

新区相对较低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普通租赁住

房ＢＯＴ模式的成功运作奠定了基础，但租赁住

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仍需要前期大量资金投

入，而住房租赁业务投资回收期较长，是一种长期

投资行为，因此项目一般采用融资运作方式。融

资是否便利、融资成本是否低廉以及融资期是否

与较长的投资回收期相匹配等，都是影响新区普

通租赁住房ＢＯＴ模式能否成功运作的因素。在

针对雄安新区的金融支持政策方面，建议将新区

普通租赁住房建设纳入政策性支持范围，以项目

特许经营权作为抵押，在贷款利率和期限上给予

政策性银行贷款和优惠性商业银行贷款支持。同

时，积极扶持租赁住房基金、租赁住房信托基金等

的发展，为新区租赁住房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

支持。

（二）税收政策方面的支持

为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发展，目前我国对于公

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收入给予免征城镇土地使用

税、增值税、房产税等税收优惠。基于前文分析，

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虽然不严格属于公共租赁

住房范畴，但明显有别于市场普通租赁住房，是具

有部分公共租赁住房特征的类公共租赁住房。在

新区开发初期，有必要在税收政策上应当给予一

定的税收优惠，以支持新区普通租赁住房的发展。

（三）资产证券化政策支持

资产证券化是指以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

为偿付支持，通过结构化等方式进行信用增级，将

基础资产转变为可以流通于资本市场的证券［１２］。

其中的基础资产，是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权属明

确，可以产生独立、可预测的现金流且可特定化的

财产权利或者财产。资产证券化是一种提高流动

性、转移风险、创造信用的金融创新技术，具有风

险隔离、资产支持两大特点，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增加基础资产信息披露度、减轻企业负债率、

提高资本利用率、减少风险等［１３］。《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

开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雄

安新区企业资产证券化。国家发改委、中国证监会

等主管部门在支持雄安新区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也

明确提出在资产证券化等方面给予新区优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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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普通租赁住房ＢＯＴ项目的基础资产是特

许经营权，能够产生长期稳定的现金流，符合进行

资产证券化的基本要求和前提条件，适宜进行资产

证券化运作。雄安新区可在目前资产证券化相关

政策的基础上，设计、完善针对新区普通租赁住房

ＢＯＴ项目资产证券化的相关政策，推动新区普通

租赁住房ＢＯＴ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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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０３６５（２０２０）０２ ００５１ ０６

工程教育的守护与创新

———金龙教授祝贺石家庄铁道大学建校７０周年访谈

杨继成

（石家庄铁道大学 学报编辑部，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在石家庄铁道大学建校７０周年庆典前夕，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本刊副主编在北京

与国家铁路局装备技术中心高铁所所长金龙教授就工程教育实践中守护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

访谈。金教授认为，学校的发展是守护和创新的对立统一。在学校办学理念、服务面向、工程

教育改革实践中应对守护和创新的关系保持清醒的认知，时刻把握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

方面，正确处理守护与创新的统一性（同一性）和对立性，才能有效推动学校发展。现将访谈内

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关键词：工科院校；产学研合作；守护与创新；金龙教授；学者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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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０ ０３ ２０

作者简介：杨继成（１９７０－），男，《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编

审、河北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研究方向：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

本文信息：杨继成．工程教育的守护与创新———金龙教授祝贺石家庄铁道大学建校７０周年访谈［Ｊ］．石家庄铁道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２）：５１５５，７４．

　　被访谈者简介：金龙，男，１９６７年７月

出生，中共党员，１９９３—２０１５年在石家庄铁

道大学工作，２００６年获得教授职称。曾任

石家庄铁道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高专学院

副院长、研究生学院副院长、图书馆馆长、

交通运输学院院长。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１项、河北省教学成果奖３项、河北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２０１５年调入国家铁

路局装备技术中心工作，现任高速铁路技

术研究所所长。

杨继成：金教授您好！谢谢您接受我

们的访谈。今年是石家庄铁道大学建校７０

周年，学校将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并开

展丰富的学术活动。您曾在学校工作多

年，对学校有很深的感情，欢迎您校庆期间

回学校参加活动，也期待您对学校发展提

出意见建议。

金教授：谢谢杨主编！我１９９３年研究生毕业

后就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工作，２０１５年工作调入国

家铁路局装备技术中心工作，在学校工作了２２

年。这２２年里，我曾在隧道教研室、教务处、高专

学院、研究生学院、图书馆和交通运输学院工作，

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我都遇到了给我教诲、帮助

和支持的领导、老师、同事和朋友，结下了深深的

友谊，值得我终身珍惜。这２２年，应当也是我职

业生涯最年富力强的时期，我见证和参与了学校

转制、专业扩展、增硕争博、教学评估、大学更名等

学校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是学校的壮大，也

记录着我个人的成长和走过的人生道路，值得我

铭记和骄傲，当然更值得我终身感恩。在学校建

校７０周年校庆来临之际，请允许我向学校致以热

烈祝贺！

学校在“十三五”期间变化巨大，取得了辉煌

的办学成绩，我为学校感到高兴！学校发展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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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的命题，涉及到硬件软件，涉及到政策制度，

涉及到教师学生，我只是从教育的视角，从守护与

创新的关系方面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作为参考。

大学是知识文化守护的堡垒，也是创新的前

沿。传承、保存、坚持，这属于守护的范畴，而探

索、开拓、创造这属于创新的范畴。守护和创新是

一对矛盾。韩愈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

行。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所以说大学的

发展就是靠守护和创新实现的，没有创新开拓，就

只能故步自封，没有守护坚持，就会得此失彼。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处理好守护和创新的关系是学

校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在涉及学校发展的办学

理念和特色、服务面向和领域、人才培养的目标和

内涵等问题上，什么东西需要守护、什么东西需要

创新，什么时候需要守护、什么时候需要创新？往

往需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正确运用矛盾论的基

本理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可能是一个非常

艰难的选择，但要求我们办学者必须时刻保持清

晰的认知。前段时间，我得知学校的科技部门认

真梳理学校的科研资源，提出了“做有组织的科

研”这样一个概念，我很受教育启发。所谓有组

织，一方面是建立团队，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应是

加强引导，指明方向。在引导、指明方向的问题

上，他们一方面认为应当守护好自己独特的学科

优势和技术实力，在最擅长的领域继续做精做强，

另一方面也是引导大家不断开拓新的科研领域，

积累新的科技资源，壮大我们的科研实力，这应当

是对守护和创新关系正确的处理和运用，符合矛

盾论和实践论。

杨继成：石家庄铁道大学是一所特色

鲜明的学校，特色发展也是学校长期以来

始终坚持的强校战略，您如何看待学校的

办学特色和特色办学的战略？

金教授：办学特色是我们独特的办学风格和

独到的办学理念，是我们师生员工区别于其他学

校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是学校长期积淀形

成的，短期内不会发生快速剧烈的变化，应以坚持

和守护为主。

学校有３４年的铁道兵军校生涯，为学校留下

了“志在四方，艰苦创业”的铁道兵军魂文化；有

１６年铁路行业办学的历史，学校主动适应国家铁

路建设实际需要，“教书育人，面向施工生产第一

线”，把学研产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校企结合”

的工程教育特色；学校转制河北省后，进一步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建设，为学校扩大办学、提升综合实

力打开了空间，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累的“军魂

永驻，校企结合，育艰苦创业人”的办学特色非

常鲜明，这是学校差异化发展，特色取胜很重要

的因素，学校也因此形成了自身的优势，形成了

自身的特色办学理念。这个办学理念学校也有过

进一步的概括、提炼和阐述，应该就是“质量第一，

内涵发展，特色取胜，追求卓越。育人为本，德

育为先，志在四方，艰苦创业。德才双馨，率先

垂范，严谨治学，精心育人”。它涵盖了学校办

学、育人、为师的价值取向，是师生员工行动的先

导。坚持和守护我们的办学理念，就是通过价值

取向的入心入脑，转化成每一个铁大人的行动自

觉，转化成为每一个铁大人的精神品格。

最近２０年来，学校一边服务铁路行业，一边

在服务河北、服务区域经济建设的领域不断开拓，

在这个过程中总要不断进入新的领域，接触新的

文化，融入新的理念，但是特色要做到“移步而不

变形”，特色办学、特色取胜的战略不应动摇。

杨继成：服务铁路行业是石家庄铁道

大学的办学传统，学校目前也是河北省、教

育部、国家铁路局共建高校，在服务铁路行

业方面上我们怎么处理守护和创新的

关系？

金教授：首先是做好办学传统的守护。石家

庄铁道大学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工程学

院。学校长期服务国家及地方重大工程需要，尤

其是铁路建设工程需要，打下了自己坚实的办学

基础。学校在工程施工理论与技术开发方面形成

的“重大工程施工技术、重大项目管理技术、重大

结构设计技术、重大装备制造技术、重大灾害防治

技术”等学科和科研技术优势明显，在铁路建设和

国防交通设施建设领域也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

地，这是学校发展的出发点，必须守护好，保持好，

不能有办学阵地失守的苗头和现象。

再就是不断创新，拓展新的办学领域和服务

面向。铁路是一个包含了规划设计、工程建设、装

备制造、运营管理、安全监管的大产业链条，仅是

铁路运输企业也是一个包含了线路车站、通信信

号、机车车辆、牵引供电、客运货运、运输调度的大

的联动系统，铁路又是综合交通体系的骨干，并融

入到国民经济中承担大动脉角色，因此对铁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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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教育服务和科研服务的空间是广阔的，我们

仅仅站稳铁路工程建设领域还不够，应该跟进铁

路运输、装备制造、物流运输等领域的科技创新，

进一步拓展办学和服务的空间。对于这个问题，

过去我们在参与学校学科、专业建设规划时也常

说“对于铁路，我们线下还行，线上还不行”，“全面

介入综合交通体系还面临困难”等，说明我们在这

方面是早有认识的，这些年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新

的突破，但相对于铁路行业的发展和需求，应该说

还不够。

杨继成：在进一步服务铁路行业，拓展

新的办学领域方面您有什么更具体的

建议？

金教授：首先，应当始终保持对市场需求的敏

感。结合铁路运输企业技术发展需求和人才需

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跟踪、推进、引领。

一是在基础和前沿理论方面，主要包括传统“轮轨

关系、弓网关系、流固关系”三大关系的深化研究，

电磁兼容、减振降噪等基础理论的研究，新材料、

新工艺、尤其是新技术如北斗、区块链、量子通信、

５Ｇ等新技术在铁路领域的应用开展；二是在应用

型技术创新方面，主要包括如何深化勘察设计、施

工建造、客站建设等技术创新，提高铁路工程建设

水平；如何深化高铁运维、安全保障、应急救援、运

输组织和服务、经营管理、防灾减灾等关键技术研

究攻关，不断提高铁路运营管理水平；如何推进铁

路关键技术装备自主研制，包括新一代复兴号高

速列车、新型机车车辆、高速列车轻型化技术、新

一代列车运行控制技术、新一代通信技术、牵引供

电技术的研发等；如何结合我国铁路建设运营及

创新实践，持续完善铁路技术保障体系和铁路安

全保障体系等。三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和网

络安全的保障方面，主要包括新一代铁路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和应用；铁路信息化运维管理水平的

提升；铁路各领域数据信息的采集、传输、存储、挖

掘、展示、利用等；铁路网络安全和灾备、风险防控

和监督检查等。

其次，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学校的特色学

科和专业优势要积极融入产业发展，并带动其它

学科专业介入、渗透，要防止学、研孤岛现象。产

学研合作是学校的传统优势，学校曾经与中国铁

建、中国中铁等大型企业集团建立过密切的产学

研合作关系，这个在工程领域的优良传统应该进

一步发扬到铁路运输企业、铁路装备制造企业乃

至铁路安全监管部门。铁路政企分开后，撤销铁

道部，组建了国家铁路局和国家铁路集团。国家

铁路局作为铁路行业监管部门，不直接经营和管

理铁路运输任务，而是主要负责铁路监督管理的

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及铁路技术标准的拟定，铁路

安全生产监督、铁路运输安全、工程质量安全和设

备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运输和工程市场秩序、铁路

的政府间交流与合作等。这几年，学校和国家铁

路局在法律研究与法规制定、标准翻译、工程安全

监管、运输安全监管、行政许可工作配合等方面做

了不少工作。

石家庄铁道大学除了工科以外，还有文理经

管法教等学科，而铁路作为行业，各学科专业都可

以找到在这个行业技术服务和科技创新的领域和

舞台，如铁路文化与艺术发展、职工教育与培训、

铁路公司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造，铁路走出去等问

题，也都是我们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很好命题和切

入点。

第三，要有办开放大学的理念。高校既是一

个实体组织，更是一个平台组织、网络组织、开放

组织。信息时代是小世界时代，而且世界会越来

越小，５Ｇ的时代更是天涯比邻的时代，尤其是随

着信息采集、传输、存储、挖掘、展示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随着物联网、传感网、视听穿戴设备的进步，

人与人的距离界限会更加缩小，组织界限进一步

模糊，“你的所见就是我的所见，你的所得就是我

的所得”。我们应该有那种“无穷的远方和无尽的

人们，都和我有关”的胸怀视野，将学校打造成一

个没有边界的开放性平台，努力实现思想的充分

融通及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联通，让每个人都可以

围绕学校的使命去参与价值创造。我注意到最近

学校成立了外联处，一是有组织有意识地增加和

外部的联络对接，同时也是搭建一个发挥校友力

量并进一步服务校友的平台，这是学校延伸办学

影响很重要的举措，也是开拓创新的体现，应得到

进一步加强。

杨继成：目前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不

断推进新工科建设，在工程教育的问题上

如何处理守护与创新的关系？

金教授：创新应是主旋律，尤其是在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乃至教学模式的改革上，没有一劳永

逸，几乎是常动常新。工程教育是学校教育实践

活动的主体，工程教育也是随着时代变革而不断

创新的。我们知道工程教育发端于１８世纪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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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兴办的军事与工程学校，是工业革命和工程实

践发展的产物。在３００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工程

教育根植于工程实践的土壤，以科学和技术的发

展为基础，与各国的工程实践形态相结合，随着时

代的推进不断分化与丰富，转向与回归，改革和演

进，这就是一个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今天，在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取得突破性进

展，社会变革速度进一步加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又对工程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工科

教育范式应运而生，正当其时。正所谓“文章合为

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工程教育对时代

发展的回应，也是开拓创新的体现。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并贯穿事物发展的始

终，不断改革创新、推陈出新是推进工程教育改

革，培养卓越工程人才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或

者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然创新是对传统的扬弃而

不是对传统的全面否定和彻底消灭。扬弃是指事

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发扬旧事物中积极因素，抛

弃旧事物中的消极因素；创新也从来不是空穴来

风，无本之末，而是需要前人科学基础和积淀，它

总是站在前人的基础和肩膀之上，不能割裂历史

和联系；创新还必须有理有据、实事求是，经得起

实践检验。

工科有自己的独特的职业文化素质要求和精

神品质要求，我们在强调创新创业、强调创新精神

的同时也要坚守体现工科职业特点的执着、专注、

精益求精的品质素质。这是守护与创新矛盾的统

一性（也叫同一性）问题。在创新中守护，在守护

中创新，才能做到守正出新。在新工科教育的实

践中，我们应把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融为一体，我

们每个人都应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工匠，同时应

当成为具有工匠精神的创新创造者。

杨继成：近年来，“大国工匠”和“工匠

精神”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工匠精神”也

为铁路行业大力倡导，您怎么理解“工匠精

神”？

金教授：“工匠”是一个古老的名词，它是经过

社会分工，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的手工业者，所

以从“狭义”概念上来说，工匠就是指有工艺专长

的匠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工业产品的生

产主要依靠手工业者的技术或手艺，这是工匠谋

生的依靠。产品质量好，才会有市场，有需求，受

人欢迎，工匠的产品才能立住脚，工匠自身的生活

品质也才能提高。因此，掌握好技术、练就好手

艺，成为工匠们永无止境的追求。他们以精工细

作的态度意识，对其产品和服务的每个环节、每个

细节都精心打磨，做到极致；他们喜欢不断雕琢自

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

手中升华的过程。“工匠精神”就是对工匠这种执

着、专注、精益求精的职业特点的概括。有人认为

它是一种传承守护，也有人认为“工匠精神”也是

创新精神，并赋予与时俱进的符合时代特色的理

论品格和实践品格，我觉得这是人类精神文化“守

护”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工匠精神”与创新驱动并行不悖。“工匠精

神”强调执着、坚持、专注甚至是陶醉、痴迷，但绝

不等同于因循守旧、拘泥一格的“匠气”或“一根

筋”，其中包括着追求突破、追求革新的创新内蕴，

既要对职业有敬畏、对质量够精准，又要富有追求

突破、追求革新的创新活力。创新驱动是时代强

音，也是国家的发展战略，生产力的提高离不开科

技创新，社会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文明的进步离

不开人们文化生活的创新。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原

动力，也是“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之一。

“工匠精神”与战略思维并行不悖。战略思维

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具备的思维方式。它是指对关

系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重大问题的分析、综合、

判断、预见的理性思维过程，是对社会经济变化发

展的运动规律的思考与把握，也是一个人思维能

力、思维水平、思维成果的高度体现。在模拟技术

时代，产品和工艺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许是

致胜的关键，而在数码技术时代，模式创新和战略

思维有时要比产品和工艺上的精益求精更重要，

弘扬“工匠精神”，既强调对规则、制度、标准、流程

的执着坚守和对规则、制度的敬畏，更强调对科学

规律的尊崇和顺应科学规律的战略把握。

杨继成：您认为“工匠精神”对我们教

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有什么借鉴意义？

金教授：弘扬“工匠精神”对于国家来说是提

升中国职业文化、进行产业升级的需要，也是推动

民族复兴的需要，这对学校办学、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有很强也很及时的借鉴意义。

弘扬“工匠精神”，首先体现为不断提升国家

人力资源水平，我们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也要

把专注、精益的职业品格内化为执着于信念、规则

和秩序、追求极致的民族性格，外化为广大教职员

４５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４卷　



工爱岗敬业、追求卓越的工作习惯，并形成一个国

家强大的软实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提高

包括广大劳动者在内的全民族文明素质，是民族

发展的长远大计。我们要始终高度重视提高劳动

者素质，培养宏大的高素质劳动大军。劳动者的

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大，国家和民

族才越发强盛。

弘扬“工匠精神”，也体现为不断提高产品品

质，也就意味着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断去

推动和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

诉我们，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但是人

的现代化总是滞后于物的现代化。“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但仅有“利器”，未必能“善事”，想要

“善事”，关键还在于用“利器”的人。“人”是影响

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这就更需要弘

扬“工匠精神”，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作品

格和生活态度去推进人的现代化，去培育善用“利

器”的人。

石家庄铁道大学是一所有工匠传统的学校。

在校企合作和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过程中，积累了

一批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历、满足工程技术人才

培养要求的高水平教师队伍。他们在工业和工程

建设第一线，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中，经受工

程实践的训练，增强工程实践经验，增强了教师的

工程背景，解决了教师的非工程化问题，为培养优

秀的技术人才提供了师资保证，也是学校很重要

的师资财富。离开学校的这几年，因为工作原因，

我又接触了不少母校其它专业的老师，他们往往

没有非常大的名气光环，但是在工作中的那种匠

心独运，常常给我铁大人物美价廉的感动。说到

这里，我想起了机械学院的汪西应老师，我在学校

教务处工作时和他认识，他给我勤勤恳恳任劳任

怨但是低调内敛的印象，因为专业不同，我们在学

校打交道不多。２０１６年９月，我曾经和他一块去

参加一个关于长钢轨铺轨机设计研制的研讨会，

在会上，有北京其他高校的专家，也有铁路运输企

业的领导和专家，在研讨铺轨机的施工工艺和安

全分析时，他条理清晰，侃侃而谈，大有“舌战群

儒”的诸葛之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起到一锤定音

的作用，充分展现了铁大人的学术素养和科研能

力，让我这个曾经的铁大人都感到骄傲自豪！他们

是铁大的脊梁，常给我最多的感动。非常震惊也非

常遗憾他英年早逝，实在可惜，我对他表示深深的

哀悼！愿每一个铁大人在弘扬“工匠精神”的时候，

不仅把“工匠精神”当做一种技艺之善用，也要努力

把对技艺完美的追求和对生活完美的追求匹配在

一起，每个人都能“让事业陪伴终身，做出彩中国

人”，同时也享有高质量的生活和幸福快乐的人生。

杨继成：谢谢金教授。最后能不能介

绍一下您目前的工作情况，如何进一步推

进和学校的合作？

金教授：我现在国家铁路局装备技术中心工

作。根据职责分工，装备技术中心目前承担９项

具体任务，主要包括铁路专用设备技术标准和安

全监管体系研究工作，铁路专用设备科技发展动

态跟踪分析工作，铁路机车车辆许可和基础设备

生产企业审批等相关技术支持工作，铁路机车车

辆驾驶人员资格考试组织、考点评价等相关工作，

铁路无线电许可和动态监测工作，铁路专用设备

检验检测、技术鉴定、缺陷产品召回实施等相关工

作，铁路运输安全检测、监控、防护设施设备技术

发展趋势和安全监管手段方法的研究工作，铁路

专用设备方面的举报、投诉受理工作及国家铁路

局委托的其他工作。

在承担这些履职工作的同时，我们立足铁路

装备行业，统筹资源力量，以专业知识和数据资源

赋能铁路装备行业监管与发展为切入点，努力打

造铁路装备行业智库。一方面围绕铁路装备现代

化、铁路设备监管制度体系、铁路设备产品技术标

准体系、铁路设备产品检测与监测、铁路与新型轨

道交通发展与安全等方向的专业知识科技动态，

不断积累并形成知识资源库；另一方面围绕铁路

专用设备产品行政许可、行政许可企业监督检查、

铁路专用设备产品监督抽查和质量抽查整理信息

数据，打好铁路专用设备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

数字化基础，构建铁路专用设备产品质量监督管理

体系。

目前，我单位和学校有一些合作，但还不够。

我期待和学校形成产学研全面合作局面，共同打造

智库品牌，服务交通强国建设，为推进国家在铁路

装备行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七秩春寒桃李艳，明朝再把宏图展！再一次

祝愿学校发展前程似锦，再创辉煌！祝各位领导、

老师、同事和朋友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友谊地久天长！

（致谢：石家庄铁道大学张学军教授百忙之中

审阅此稿，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谨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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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中国”战略一经提出，学界从“健康中

国”战略的意义、制约因素与挑战、实施路径等方

面展开研究，指出实现健康中国目标的主要制约

因素有慢性病控制不力发生率高、防治疾病的网

络体系建设还处在探索阶段［１］、健康教育不足、缺

乏法制保障、多部门协调机制没有建立等，并提出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应以健康促进为策略、以健

康管理为途径［２］。也有学者提出应关注“健康中

国”战略下的不同人群与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健康

不平等［３］，打造“健康中国”须关注健康的环境公

平、福利公平、教育公平和产出公平［４］。但是有关

城乡人口健康不平等现状，以及如何全方位、全周

期维护和保障农村人口健康、实现健康乡村的研

究比较缺乏。

健康中国的核心就是要全方位、全生命周期

地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那么，从全生命周期视

角来看，保障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农村人口的

健康还面临哪些挑战？从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

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等方面全方

位维护和保障农村人口健康还面临哪些风险？新

时代如何从全方位维护、保障和提升处于生命周

期不同阶段的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回答这些问

题具有现实意义。

一、农村人口健康现状：进步与挑战

并存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我国农村人口的健康水

平有了大幅提升，与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①。

农村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由１９８２年的６７．０５

岁［５］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７５．７１岁
［６］，新生儿死亡率

由１９９１年的３７．９‰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５．７‰，婴

儿死亡率由１９９１年的５８‰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

９‰，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１９９１年的７１．７‰下

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２．４‰，孕产妇死亡率由１９９１年

的１００／１０万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２０／１０万。但是部

分主要健康指标还存在城乡差距。２０１０年乡村

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７５．７１岁，城市人口为

８１．６８岁
［６］，二者相差５．９７岁；２０１６年农村婴儿

死亡率为９‰，高于城市的４．２‰；５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为１２．４‰，高于城市的５．２‰；孕产妇死亡

率为２０／１０万，与城市的１９．５／１０万基本持平，但

２０１７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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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监测报告显示，２０１７年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有所

回升，由２０１６年的２０／１０万升至２１．１／１０万②。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有

了大幅提升，与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但城乡

之间仍有差距。当前，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

农村重点人群还面临突出健康风险，提升农村人

口的健康水平还面临一系列挑战。

（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较低，提升农

村妇女健康水平还面临不少挑战

妇女是人口再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妇女尤其

是育龄期妇女的健康素养以及营养和健康状况，

会对新生儿的健康和营养状况产生重要影响。首

先，农村妇女尤其是处于初婚初育年龄段女性人

口的受教育程度远低于城市。２０１５年全国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乡村６岁及以上女性

常住人口中初中及以下占比为８８．１８％，而同期

农村男性为８４．４９％，城市女性为５０．７４％。特

别是２０～２９岁女性这一比重农村为６５．６７％，城

市为２２．３０％。其次，妇女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仍然较低。

以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政治参与领域的性别平等

为例，２０１７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２０１７年，村委会成员中女

性所占比重为２３．１％，比２０１０年仅提高１．７％③。

最后，农村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较弱。农村妇女

既要参加农业劳动，又要承担家务劳动照顾老人

和孩子，绝大多数妇女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关注不

够、自我保健意识淡薄。２０１０年全国第三期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在最近３年内，有７０．１％

的农村妇女没有进行过健康体检，而城市这一比

例为４６．３％
［７］。另外，部分农村妇女还存在落后

的生活习俗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农村妇女特别

是留守妇女的健康方面面临较大风险，提升农村

妇女健康水平还面临不少挑战。

（二）农村出生缺陷防治任务艰巨，提

高出生人口素质面临较大挑战

出生人口的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是实现

全面小康的前提。整体上，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

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但由于人

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出生缺陷病例总数庞大。两

孩政策放开后，我国的出生人口数在增加，再加上

高危产妇比较多，这使得出生缺陷发生风险增

加［８］。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口的出生缺陷防治任

务更加艰巨。农村婚检率低且育龄夫妇对产前检

查不甚了解，主动进行产前检查的意识淡薄，也存

在部分孕妇虽然做了产前检查，却因不能正视结

果而延误治疗时机。２０１７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与２０１６年

比，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有所上升，产妇系统管理

率、产妇产前检查率、产后访视率等均有不同程度

下降④。再者，由于农村人口的非计划怀孕比例

较高，特别是部分偏远贫困地区的医疗设备不足

以及交通不便，导致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贫穷地

区出生缺陷的发生率还有较大的下降空间。先天

缺陷孩子的出生，会大幅增加家庭负担。有关数

据显示，每１０个建档立卡因病致贫返贫的农村贫

困人口中就有１个罹患出生缺陷疾病④。因此，

提高农村出生人口素质还面临较大挑战。

（三）儿童早期发展重视不够，保障儿

童早期健康发展面临挑战

每个人儿童时期的发展对其未来发展有着重

要的影响，儿童早期发展是整个人生的根基与保

障。因此，儿童的早期发展对于个人、家庭和国家

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家庭贫困、抚养人受教育水

平低、公共服务不完善而缺乏适当的营养、必要的

养育和教育机会，导致儿童早期发展的城乡、区域

发展差距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农村儿童健康

的多项指标远远低于城市，部分指标的城乡差别

甚至有扩大的趋势［９］，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

地区的儿童，在健康、营养、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水

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⑤。由于父母外出务工

而产生的留守儿童更是农村儿童中的“弱势儿

童”。据民政部的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结果显

示，截至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全国共有农村０～１６岁

留守儿童６９７万人⑥。有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

留守儿童在心理和学习等方面与非留守儿童无显

著差异，但是在生长发育关键期，留守儿童的身体

发育状况弱于非留守儿童，尤其是母亲外出留守

儿童、低龄留守儿童以及处于成长关键期的留守

儿童需引起关注［１０］。由于不能获得较好的来自

家庭的监督照顾和保护、家庭教育缺失、亲情关怀

匮乏以及农村自身环境的恶劣，导致留守儿童的

安全与健康成长面临一定风险，使留守儿童成为

农村儿童中的“弱势群体”。可见，解决农村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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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早期健康发展问题还面临

挑战。

（四）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风险因素

较多，保障农村青少年健康成长面临挑战

青少年时期是人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学龄阶

段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的重

要保障。经济社会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存在城乡

差距，现有研究发现，农村大中小学生的生长水平

显著低于城市，尤其是中西部青少年的整体体质

健康水平还不高，生长发育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

分发挥［１１］。另外，由于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

教育与社会控制缺失，农村青少年还存在吸烟、喝

酒、网络成瘾、非正规场所游泳、自杀意念的健康

危险行为发生率较高问题［１２］。再者，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推进，受城市文化、网络文化、外来文化的

影响，农村传统文化共同体逐渐解体，而处于文化

变迁中的青少年显然是最受影响的个体［１３］，农村

青少年还存在物质攀比、辍学率高、厌学、吸毒、赌

博、犯罪等行为的健康问题［１４］。可见，农村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面临一系列风险因素，保障农村青

少年健康成长面临挑战。

（五）农村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堪忧，老

年医养服务面临较大压力

老年人口是“健康脆弱”群体。自评健康状况

可以有效地反映个体健康水平，已得到国内外研

究的证实。２０１５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

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２７．７％的农村老年人自

评健康状况为“好”的低于城镇的（３７．６％）约

１０％。慢性疾病是当前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主

要因素。２０１４年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表明，７８．７６％的农村老人自报患有慢性疾病，城

市这一比例为７２．１０％。现有研究发现，在控制

住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

显著差于城市老年人口［１５］。农村人口老龄化程

度深、健康状况相对较差，再加上我国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长期基于“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思路，各

项养老服务资源优先向城市供给［１６］。未来伴随

着农村家庭日趋小型化和空巢化，加快农村老年

医疗与养老服务供给，满足农村老年人在生活照

料、医疗健康、精神慰藉与权益保障方面不断增长

的需求压力较大。

（六）农村人口的残疾发生风险较高，

残疾预防与康复面临挑战

残疾的发生会给农村家庭带来较大的治疗、

康复与照护压力，导致因残致贫或返贫的发生，成

为制约农村贫困人口按期脱贫和提升农村人口健

康水平的重要制约因素。２００６年第二次全国残

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中残疾人占调

查人口的５．２９％，而农村这一比重为６．９５％。残

疾发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有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

残、疾病致残和意外伤害致残三大类。农村地区

尤其是在贫困偏远的农村地区，对于遗传性、先天

性残疾的发生预防工作还有较大的空间，比如这

些贫困偏远地区还存在婚检率很低、遗传性疾病

携带者结婚后生育时的指导、干预、治疗工作不足

等问题。另外，农村由于交通事故等意外伤害致

残的人数近年来也大幅增加，对于农民工就业集

中的工矿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还有待加强，

某些职业病还处于较高发状态。由于农村人口残

疾预防意识不强、农村人口就业领域意外伤害风

险大、农村老年人口比重高，当前我国农村人口还

面临较高的致残风险，未来做好农村残疾预防以

及保障残疾人健康将面临巨大挑战。

二、农村人口健康问题的原因：多重弱

势的长期累积

人的全生命周期（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是指人的生命

从生殖细胞的结合开始一直到生命的最后终止，

其中包括孕育期、成长期、成熟期、衰老期直至死

亡整个过程。人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不同阶段健康状况的特点不同、面临的健康风险

也不同，但各个阶段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生命

周期不同阶段是生长发育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

疾病发生相关危险因素累积的过程［１７］。生命周

期理论从医学视角强调了人类健康状况的连续性

与累积性，但是缺乏对影响健康的社会经济因素

累积 性、变 迁 性 的 重 视。而 生 命 历 程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理论将社会变迁中历史因素、社会结构作

为一个构造因素整合进个体发展的框架之中，认

为转变与延续是个人生命历程发展轨迹形成的动

力机制，以年龄的三种时间维度（生命时间、社会

时间和历史时间）为核心，把社会、历史层面因素

与个体层面相结合，基于一定时空中的人类生命、

生命的恰当时间、互相依赖的生命、选择和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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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类主动性，可以对个体进行宏观与微观相联

系、领域与领域相沟通的跨水平跨领域生命历程

研究［１８］。近些年，学者们在研究生命历程中产生

内在不平等的动态过程中，提出了累积优势／劣势

理论，认为不平等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果，而是整个

生命历程逐步展开的累积过程。其核心思想是，

一个人或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或者是社会生活的某

一方面本来就处于优势（劣势），由于各种原因，这

种处于优势（劣势）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

严重了；或者是同一方面的优势（劣势）增加了，或

者是优势（劣势）扩展到了其他方面［１９］。可见，生

命历程以及累积优势（或累积劣势）理论，可以用

来解释个体或群体健康不平等的维持、降低甚至

扩大的机制［２０］。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与生命历程理论，人类处

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健康状况是相互联系的，

当前的健康状况并不仅是由其当前外部环境、社

会经济地位、行为生活方式和医疗卫生服务状况

所决定，而更多的是由以前的外部环境、社会经济

地位、行为生活方式和医疗卫生服务状况所逐步

积累决定的，现在的健康状况又是其以后健康状

况的开始和基础。

（一）农村健康促进长期缺乏

具备良好的健康素养是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的

前提条件和基础。农村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较

低，对自身健康问题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我国长

期以来对农村健康教育推进的力度不够、模式不

够新颖，导致农村人口健康素养较低。２０１７年第

７次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显示，从基本健

康知识和理念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基

本技能素养三个方面评价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农

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１０．６４％，远低于城市居

民的１９．２２％⑦。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方面，科学

合理的膳食和营养结构，也是降低疾病发生风险

的途径之一。根据２０１２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监

测的城乡居民的食物摄入结构比较显示，农村人

口在深色蔬菜、水果、奶蛋及其制品、畜禽与鱼虾

类的摄入量低于城市，但是动物油和盐的摄入量

却高于城市，这反映出农村居民的食物摄入结构

不够科学合理，也反映出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⑧。

可见，长期的健康教育缺乏，我国人口整体健康素

养不高，农村地区更低；膳食和营养结构不合理，

农村更差；这必然导致农村人口的营养健康面临

风险。

（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与获得率

较低

当前，大部分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卫生

资源严重不足，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的问题还

没根本改善。２０１６年农村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

构床位数为３．９１张，远低于城市的８．４１张；每千

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４．０４人，远低于城市的

１０．７９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为１．５９

人，远低于城市的３．９２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

为１．４９人，远低于城市的４．９１人⑨。２０１６年城

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平均住

院天数分别为９．７天和１４．５天，而农村的乡镇卫

生院为６．４天⑨。这反映出农村人口住院医疗服

务享受程度方面弱于城市。高血压是发病率很高

且危害很大的一种常见慢性病。根据２０１２中国

居民营养与健康监测数据显示，农村人口的高血

压治疗率为３３．４％，低于城市的４７．９％。可见，

农村人口的医疗健康服务水平和获得率较低，在

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方面面临风险。

（三）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

医疗、医保、医药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

内容。当前，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还存在基本

药物落实情况层次不齐，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

基本药物品种有限特别是低价的基本药物缺乏问

题，使村民不愿购买价格较贵的基本药物，导致村

卫生室销售基本药物动力不足，基本药物在农村

地区销售量下降，出现了农民买药贵的问题［２１］。

农村地区存在过度医疗问题。实行基本药物

制度后农村乡镇卫生院的效益与售药数量不再挂

钩，导致乡镇卫生院在收治小病方面动力不足，直

接推荐住院治疗。对于农村患者而言，由于新农

合政策的住院报销比较高，因小病而住院也成为

其最优选择。医患双方均没有为医保省钱的动

力，导致过度医疗现象，使医保基金面临财务风

险。再者，由于财政资金投入不足、人员编制有

限、人才难进难留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发展。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导致农村人口

在健康保障方面面临风险。

（四）农村较差的自然人居环境与较低

的防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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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是保证人们健

康的最基础外部条件。近年来，国家加大了改善

农村人口饮水安全、生活垃圾和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的投入，农村人居环境正在大幅好转。２０１７年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统计监测报

告显示，２０１７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８１．８％，农

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为６２．７％，分别比２０１０

年提高１４．４％和１７．７％。农村集中式供水受益

人口比例为８５％，比２０１０年提高２７％⑩。但是

鉴于不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和落后的生产生活方

式、农村人口环境保护法律意识淡薄、农村人口参

与环境治理的机制不健全、意识不强以及农村环

境污染的隐蔽性、分散性，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自

然环境和生活环境较差的状况还没有彻底改变，

甚至部分地区还在恶化。由于农村人口的防护意

识较低，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恶化会威胁农村

人口的健康。

三、农村人口健康风险问题的应对

（一）农村人口健康风险的应对思路

未来必须基于“预防—保障—发展”的链式

循环。首先，应加强农村全人群的疾病预防。

对于农村人口而言，更加迫切地需要结合农村

实际大力实施健康促进工程，以期从根本上改

善农村人口的健康素养。其次，完善农村全方

位的健康保障。加快提升农村的健康服务水

平、质量和可及性，完善以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健

康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影响健康的环境问题治

理，从而全方位地保障农村人口健康。最后，加

快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乡村振兴促进

健康乡村建设。鉴于累积优势（劣势）可以跨领

域延展以及健康影响的多因素理论观点，单纯

从卫生领域解决人口健康城乡不平等问题是不

够的，必须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打破各类

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结构，并为农村发展提供

更好的外部环境，提升农村人口的自我发展能

力，改善农村人口的经济状况，这些都间接或直

接有利于农村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

（二）化解农村人口健康风险的具体

对策

１．以提升农村人口参与度为目标，大力推进

健康宣传教育工作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关键在于促进农

村人口的参与。因此，必须以能调动农村人口参

与积极性的形式来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

作，可以借力农村人口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开展

有奖问答等形式的健康促进工作。再者，要净化

农村医疗保健品市场以及清理广播、医疗器械广

告中的虚假误导信息，清除虚假误导医疗信息赖

以生存的环境。还可以通过刷写健康文化墙、免

费发放印有《健康素养６６条》的挂历、发放健康保

健工具包等方法，普及科学的健康知识，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提高群众健康素养。

２．优化政策设计，保障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

度可持续运行

当前，我国已经为农村人口构建起了以新农

合为核心，以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为辅的医疗保

障政策体系，覆盖农村人口的门诊和住院治疗。

但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还存在自愿参保引发的逆

向选择问题、区域之间差异较大部分地区出现当

期收不抵支、统筹层次低、不能有效满足慢性疾病

患者的就医需求等问题［２２２３］。可以考虑将并轨

后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合并，最终实现“三险合一”，这样可以把集体抵抗

疾病风险的能力最大化；变自愿参保为强制参保；

提高统筹层次等优化政策设计，保障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基金的平稳、可持续运行，为包括农村人口

在内的参保对象提供坚实的健康保障。

３．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提升农村健康服务

的水平和可及性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农村不能

成为新技术的“荒地”。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可以实现低成本快速传播，具有较高的规模

优势。因此，这些先进的技术更应该被用来保

障农村人口健康，不仅具有最好的投入产出比，

还可以快速实现农村人口共享优质健康与医疗

资源。因此，可以依托现有医疗服务体系，利用

机器人医生等人工智能产品，提升农村基层医

疗健康服务水平；利用互联网，建立“医共体＋

医联体”的县域医疗健康服务信息化网络；借力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构建医疗健康服务融合创新

模式。通过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使用，不仅可以辅助基层一线医务人员给农村

人口提供精细化的诊疗方案和全方位、全周期

的健康管理，还有助于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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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有效

解决农村人口“看不上病、看不好病、看病贵”的

问题，为农村人口织牢健康保障网。

４．结合农村实际，加快建立多元融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农村已经切合农村实际探索出了

以互助养老为主体的多种养老模式，这些模式具

有“政府扶得起、村里办得起、农民用得上”的特

点，是介于纯社会化养老和居家养老之间的一种

新型养老模式，既有敬老院等社会化养老的特征，

又符合传统家庭养老习俗，更强调普通居民间相

互帮扶与慰藉，符合农村实际。因此，各地应研究

解决当前农村已经存在的养老模式发展中存在问

题和制约，加大资金投入、健全政策法规，扶持、规

范现有农村养老模式朝着可持续、可复制的方向

发展，加快建立符合农村实际的养老服务体系，从

而切实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

５．加强农村环境治理，以美丽乡村保障健康

乡村

在治理农村散乱污企业方面，应提升农民的

环境保护法律意识，鼓励农民参与环境污染治理，

积极举报污染源，借助公益诉讼，依法加大农村环

境污染查处力度，鼓励农民参与“自己的家园自己

守护的行动”中来。同时加大资金补贴与监督力

度，实现部分区域特色支柱型企业绿色达标。加

大职业培训力度与就业创业帮扶，引导农民关闭

自办的污染小工厂实现二次就业。合理使用农村

种养加过程中的农药化肥等化学产品。圈建养殖

园区，鼓励农民集中生产和养殖。在治理生活污

染方面，要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多元合作共建机

制，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主动参与。还要加大对

农村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的宣传，培养农村居民的

正确消费观念，治理农村假冒伪劣商品，消除农村

人口潜在健康威胁。

　　四、结语

当前，健康乡村建设是“健康中国”战略在农

村的体现，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更是农村人口

摆脱贫困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口

健康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目前农村人口健康

在出生缺陷防治、儿童早期发展、青少年健康成

长、残疾预防、妇女健康、老年人口健康等方面还

面临挑战。

农村人口健康面临的整体风险、行为与生活

方式健康风险、健康服务风险、健康保障风险、环

境健康风险、社会健康风险，是乡城人口迁移的选

择机制和农村健康促进缺乏、农村医疗卫生服务

水平与获得率较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

农村较差的自然人居环境与较低的防护意识、农

村社会支持体系的弱化等多重弱势因素长期累积

的结果。

未来必须基于“预防—保障—发展”的多维视

角，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提升农村人口的健康水

平。必须坚持全领域发展的视角，必须着眼于全

人群全生命周期的“预防和保障”视角，从健康教

育、健康保障、健康服务、健康环境等方面，应对农

村人口健康面临的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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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２０１８０９１３．

⑤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儿童发展报告［Ｍ］．北京：中

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１７．

⑥民政部发布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少了两成多［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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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０３６５（２０２０）０２ ００６３ ０５

群体理论视角下的城中村基层治理

———基于太原市犡城中村的实地研究

孙　岩，　郑林宏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　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中村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在群体理论的视域下对城中

村问题进行探究，将城中村内的居民作为研究切入点，发现居民主体间存在的隔阂与排斥，已

经成为提升城中村基层治理水平的阻力，只有在推进居民主体从松散的集合状态，向具有凝聚

力的群体转变的过程中，实现居民个体间的深度融合，才能为居民自治提供内生动力。推动城

中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转变传统、单一的治理模式，构建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主体多

元联动、多元共治状态下的城中村基层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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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２）：６３６７．

　　一、引言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土地成为城市化

发展的稀缺性资源，政府为了降低城市发展的成

本，通过征用城镇周边的农村用地，以达到服务城

市发展和推进城市化的目的，逐渐形成了城市包

围农村的城中村。受益于城市化快速发展催生的

人口城乡流动，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新增了

对居住空间的需求，城中村内原住村民在失去农

业用地后，利用补偿款私搭乱建，逐渐形成“出租

经济”的新生计模式［１］。城中村发展之初，作为城

乡之间的缓冲地带，对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和外

来人口的居住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但随着城

市化的不断发展，城中村的弊端正在逐步显露。

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重新塑造了城中村的居住

空间与人口结构，并对城中村的发展方式产生深

远影响［２］。伴随着城中村的发展与改造，这种特

殊的社区形态最终会走向消亡，未来唯一的出路

是转向成熟的城市社区形态，而其中最主要的是

提升社区的基层治理水平。基层治理水平提升最

终的落脚点，还在于治理主体，但如今很多城中村

改造只改了外部景观，却没有从城中村内部进行

改造，缺乏对于居住主体的考虑，忽视了日常生活

中最主要的两大实践者：原住村民和外来人口，当

前两大主体之间的区隔、冲突与碰撞，影响着社区

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居住主体参与社区事务

的缺失，不利于社区职能的发挥，如果可以将游离

于基层治理之外的居民主体力量充分调动起来，

将会成为基层治理强大的新兴力量［３］。

本文从群体理论的视角出发，采用参与式观

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于２０１９年３月至

２０１９年５月，在太原市Ｘ城中村进行为期两个半

月的田野调查，共访谈５４人次，其中原住村民１２

人，流动人口３７人，居委会成员５人，关于居委会

成员的访谈，作为对城中村整体情况的了解和资

料补充。通过对城中村居民的访谈和日常生活的

观察，探究不同居民之间存在的差异与特点，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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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入点促进其深度融合，并为提升城中村基层

治理水平提供可行性思路。

二、经典文献梳理

（一）城市社区的特殊形态———城中村

社区这一概念最初由滕尼斯提出，把它作为

基于共同的感情和价值观的社会生活共同体［４］。

但在政治意义上的社区，基本以居委会、村委管辖

为单位，作为代替单位制的国家基层治理单元。

本文中的社区是指具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社会生

活共同体，并将普通居民作为社区研究的主体，可

以更好地把握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的实

质。城中村作为城市社区的一种特殊形态，引起

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其中项飚关于“浙江村”

的研究，给了笔者启发。他将北京人口聚居区看

作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型社区，是“公共选择”的结

果，它的产生具有自身的合理性，让社区内不同层

次的人，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发展中来，才是社区

基层治理的核心所在［５］。与此同时，城中村内存

在的各种问题，也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外

来人口数倍于当地居民而形成的特殊社区模式，

如果不能将这部分数量庞大的外来群体，纳入有

效的管理轨道，就会使其游离在聚居群和城市社

会管理之间，一味地坚持“强拆”“安置别处”等做

法，并不能真正解决城中村问题［６］。

（二）城中村的社会分层

自人类社会产生开始，就存在着分层现象，社

会分层是社会学的传统领域之一，也是城中村内

存在的客观现象［７］。在关于城中村问题的研究

中，居民分层一直是研究的焦点所在。在城中村

的阶层分化方面，周大鸣在２０００年首次提出“二

元社区”的概念，分析了本地人和外地人两个系

统，及其对于珠江三角洲城市发展的影响［８］。此

后，关于城中村内居民的分层，也都沿用这种方

法，依据户籍划分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在长

期的城乡二元制度下，形成了城市人和农村人，但

在城中村内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二元人口结构，而

是更为复杂的人口构成，首先是城中村内的原住

村民，结束了耕种的生计方式，从事着土地开发、

投资和租赁事业，但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困境，成

为了“半城市人”。其次是大量的外来人口，包括

城市居民、商贩、农民工、大学生群体等，他们同样

面临着生活环境差、子女教育、群体间区隔排斥等

诸多困境。

（三）群体理论视角下的城中村人口

集合

在城中村社区中，由于人口构成复杂，存在明

显的社会分层现象，在社会分层之下，不仅不同阶

层的人缺乏社会互动，即使处于同一阶层的人也

很少进行交往，因此城中村内的居民仅构成一个

简单的集合，而不是一个遵循共同规范、拥有一致

价值观的群体。处于集合状态下的城中村，不管

对于其本身还是居民而言都是极为不利的，首先

是处于集合中的个体，这种状态下的个体，很难得

到群体的接纳和认同，而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与

他人的互动是生存的基本需求。其次从城中村社

区整体的角度看，其居住主体呈现碎片化、多元化

的局面，不利于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形

成和谐稳定的治理局面。在群体理论的视域下，

处于同一群体中的个体，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目

标，可以满足个体在情感上的需求，并且提升目标

完成的有效性。因此如果可以将城中村内的居

民，从集合状态转化为群体状态，可以促进社会融

合、提升基层治理水平［９］。

三、犡城中村现状概述

城中村作为城市管理的灰色地带，因其环境

卫生差、治安混乱一直为人诟病，也是城市发展过

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短板所在。Ｘ城中村从外

部景观来看，属于未被改造的城中村，由于原住村

民私搭乱建，缺乏合理规划，导致城中村内的房屋

大多是私自加盖的５～７层小楼，外部墙体早已痕

迹斑驳，房屋间距很近，道路不足１米宽，并且分

布着一些流动的摊位，让道路变得更加拥堵，仅能

容行人通过，在早中晚人行高峰时，甚至需要排队

进出。Ｘ城中村内除出租屋外，遍布最多的是餐

饮业，大多是一些小饭店和临街的小吃摊，产生的

餐饮垃圾，让整条街道都弥漫着臭气，蚊虫老鼠成

为了社区内的常客，环境卫生问题堪忧。Ｘ城中

村内人口流动性强，一些出租屋老板出于自身利

益的考虑，对于住客的管理并不严格，让一些违法

犯罪人员有机可趁，在出租屋内落脚、赌博、嫖娼，

出租屋成为了犯罪行为滋生的温床。外来人口的

大量聚散，使得社会治安环境处于不稳定状态，偷

盗、斗殴现象时有发生，治安情况一直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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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城中村外部环境的糟乱，与社区治理混乱

且无力存在很大关系。在Ｘ城中村社区强大的

包容性、流动性下，人口构成情况十分复杂，呈现

出以外来人口为主体，原住村民为核心的特征。

目前Ｘ城中村社区治理仅仅依靠政府的单一力

量，缺乏居民主体以自治形式的参与，通常只能以

法律作为约束原则，致使社区治理出现很多盲区

和难点。根据笔者在Ｘ城中村社区的实地走访，

无为和利己是居民在社区内行事的基本准则，而

这一行为背后的原因，是居民主体间的区隔排斥，

使得他们并不构成一个群体，从而对社区缺乏认

同感、归属感。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这

种“问题”社区如果不及时从内部发掘原因，并进

行相应的改造，定会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巨大

阻力。

四、集合状态下的城中村居民主体

Ｘ城中村内的原住村民与外来人口，在生活

背景、价值观念等多方面存在差异，与其他居民进

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其所持价值规范

的影响，容易出现价值上的冲突，从而造成社会秩

序上的混乱［１０］。下面将Ｘ城中村内的居民，依据

访谈资料，进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职业声望的

测量，具体而言就是将经济收入、教育水平、职业

声望作为衡量标准，对 Ｘ城中村内的居民进行

分层［１１］。

依据表１所示，原住村民拥有土地、金融资

本，属于有产阶层，但人力资本较为匮乏，社会、物

质资本较其他阶层更为丰富，社会声望居中，综合

看来在城中村内处于中等阶层。

表１　犡城中村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声望测量

居民构成 教育水平 职业属性与声望 经济收入

原住村民 初中—专科 房东、商铺经营者 人均年收入６万元＋

（外来人口）

个体商铺经营者 初中—专科 商铺经营者 人均年收入３万元＋

白领阶层 专科—本科生 文职人员、销售员等 人均年收入４万元＋

蓝领阶层 初中—高中 技术工、非技术工 人均年收入２万元＋

　　外来人口依据职业将其划分为个体商铺老

板、蓝领阶层、白领阶层，其中蓝领阶层作为体力

劳动者，白领阶层作为脑力劳动者，他们之间的差

异主要体现在，工作性质的不同和教育水平的高

低，并且通常脑力劳动者的职业声望高于体力劳

动者。在蓝领阶层中，拥有技术生产要素的人，职

业声望、教育水平、经济收入都高于一般的体力劳

动者。在白领阶层中，管理者的职业声望、教育水

平、经济收入普遍高于非管理者。个体商铺老板

是掌握有金融资本的有产阶层，而蓝领、白领阶层

通常是工薪阶层的无产者。总体而言，外来人口

依据教育水平、职业声望、经济收入等测量指标，

社会阶层的位置高低顺序，依次是白领阶层、个体

商铺经营者、蓝领阶层。

社会互动指的是Ｘ城中村内居民之间的日常

交往。本文对城中村内居民互动的次数进行测量，

一周３～５次为经常，１～２次为偶尔，一个月１～２

次为几乎不。依据表２所示，有近１６．６％的居民

之间经常互动，有近４４．４％的居民偶尔互动，有

近３９．０％的居民几乎从不互动。综上所述，Ｘ城

中村居民之间互动的频率较低，不利于各阶层之间

的相互融合，不利于各阶层社会关系网络的延伸和

社会资本的积累，以血缘、亲缘、业缘为主的社会关

系网络仍占据主要位置。人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

得到他人与群体的接纳，是一个人除基本生存资料

外所必须的条件，因此如果Ｘ城中村内的居民，长

期处于隔阂的状态下，不仅不利于个体的生存与发

展，对于社区和谐融合氛围的营造也是不利的。

表２　犡城中村居民社会互动频率测量统计

项目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经常 ９ １６．６ １６．６ １６．６

有效
偶尔 ２４ ４４．４ ４４．４ ６１．０

几乎不 ２１ ３９．０ ３９．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５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缺失 系统 ０ ０

　　　　合计 ５４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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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Ｘ城中村的访谈资料，原住村民主要扮

演房东的身份，而外来人口扮演房客，更多的是经

济上的往来，很少进行其他方面的社会互动。原

住村民以出租房屋为主要收入来源，那么外来人

口对于原住村民，便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方，即使

他们之间存在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

的差异与碰撞，但这种简单的租赁关系依然具有

可持续性，也是构成Ｘ城中村社区居民关系的主

体部分。对于Ｘ城中村内的商铺经营者而言，更

多地扮演着服务者的角色，为社区生活提供诸多

便利，与社区各阶层间互动的频率较高。总体而

言，Ｘ城中村社区居民互相区隔的背后，存在着交

叉的利益点，并且以此为基点，可以实现居民间全

面深度的融合。

五、构建多元共治的城中村基层治理

模式

目前中国社区基层治理缺乏居民主体的参

与，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使得社区发展不具有可

持续性。Ｘ城中村的基层治理，仅仅依靠政府单

一主体，居民主体在社区中扮演“局外人”的角色，

没有意识到参与基层治理不仅是自身的权利也是

应尽的义务，其所具有的能动性，并未被完全调动

起来，没有实现“局外人”向“行动者”的转变。“行

动者”在城中村社区公共空间中，有着自己的利益

偏好和价值规范，并且具备显性和隐性的社会资

源，调动居民个体的参与积极性，让居民主体由

“局外人”转变为“行动者”，可以改善社区基层治

理。但Ｘ城中村社区内人口构成复杂，居民主体

间存在的隔阂与排斥，较其他城市社区更为明显，

严重阻碍了社区的全面融合，使得Ｘ城中村社区

仅仅扮演着居住载体的角色，而不是让居民产生

归属感的家园。这种归属感与认同感来自于，居

民个体与其他个体、群体间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全

方位、深度的融合，其中最高层次的融合是文化的

深度融合，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

Ｘ城中村内的多元融合与共治，不仅体现在

不同居民主体之间，还体现在政府、社会组织、居

民个体之间的协调互动，其中政府要放权于基层，

居民要从被治转化为自治，社会组织要发挥其应

有的效能，三者之间呈现联动的良性发展局面，体

现出一种更为广泛的基层参与。首先从政府的角

度来看，政府作为多元利益的代表，所追求的目标

具有综合性、宏观性，对于Ｘ城中村的态度是“欲

拒还迎”的，因为Ｘ城中村占据优越地理位置，商

业发展繁荣，解决了一大批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

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隐患，居住环境差、治安

问题频发，对于创建文明城市起到阻碍作用。当

地政府作为权威性力量的代表，掌握着丰富的社

会资源，在城市基层治理问题上，扮演着宏观调控

的角色，当面对复杂而繁琐的城中村治理问题，当

地政府难以充分发挥职能，只有将权力真正下放

到基层，让其产生兜底和保障的作用，并且通过自

下而上的治理体系，使基层群众的自治力量得到

充分发挥，才能将基层问题解决于基层。其次社

会组织作为专能性的社会群体，包括经济、政治、

文化、宗教等方面，在一定的社会规范内开展活

动，成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兴力量，在很多经济

发达城市中，各种专能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润

滑剂而普遍存在。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的权威力

量，他们具有的专业能力，使其活跃于城市社区

中，依靠背后专项的社会资源，满足了社区发展的

各种需求，充分调动各方主体的共同的参与，为城

中村基层多元治理模式开辟新道路。最后城中村

内的居民，作为推进城中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力量，

以积极的态度参与自治，而不是束缚于行政权力

之下的被动参与，会对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产生实

质性影响。

六、结论

Ｘ城中村内原住村民２０００多人，外来人口

达到２万多人，并且外来人口呈现逐年激增的趋

势，不同居民个体间的利益存在较大差异，对于社

区治理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使得社区治理存在

一定的难度，因此将Ｘ城中村居民主体，作为推

进城中村基层治理的切入点，使其从集合状态转

化为群体状态，并通过沟通合作的方式，共同参与

到社区事务中，而不是将居民自治变成“边缘化”

和“无作为”的自治。与此同时在推进居民自治的

过程中，也要发挥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的作

用，不能过度地强调某一方的力量。具体而言，首

先，要发挥居民个体的自治力量，提升各阶层居民

对于城中村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营造多元融

合的社区氛围，在促进融合的过程中调动居民自

治的积极性，最终推动社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

程。其次，社会组织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可以成

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在整合资源、上传下达

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最后，当地政府作为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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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另一方主体，应该转变自身角色，将权力下

放到基层社区，让居民不再缺位于基层治理，并为

形成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模式，提供强有力的制

度保障，［１２］真正实现社区基层管理向社区基层治

理的转变。总之，实现以居民为主体、当地政府为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其中的多元共治模式，才是推

进城中村社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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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新篇

章，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价值觉醒的

起点。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扮演着启蒙者和急

先锋的角色，在引领社会思潮、启悟中华民众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致力于探求祖国强盛道路

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形成了符合

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对中

国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弘

扬五四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精神对我们在当代提振

中华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五四知识分子精神

（一）振兴中华的担当精神

“从戊戌经辛亥到五四，从五四经大革命到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的先锋和

桥梁。”［１］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牵动着

广大知识分子的忧国之心，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更

是残忍地打碎了他们对于“公理战胜强权”的幻

想，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才

能有效保障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

种觉悟下，新式知识分子自觉将振兴中华作为自

己肩负的使命，为了实现富国强民的目的付出了

艰辛的努力。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不断探索中国

的前进道路，并为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巨大

努力：通过著书立说、创办新式期刊以及在进步杂

志上发表文章等方式宣传先进的救国思想；鼓励

学生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引导学生进行政治意识

表达，大力支持学生的爱国游行；举办各种层次和

规模的群众集会和演讲，使广大民众对险恶的国

际形势和危难中的民族命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从而激起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例如，“五四”前

夕，蔡元培曾会见学生领袖狄福鼎，向他表达了对

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

东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或妙手著文宣传

革命，或投笔从戎奋战杀敌，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

的时代担当。”［２］知识分子的爱国行动受到了政府

的压制，蔡元培等知名学者被迫辞职，而这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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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这些教授与学生们退缩，反而使他们紧密的联

合在一起，反抗军阀权威、争取合法权利，彰显了

自身的强大力量。五四知识分子的爱国行动为中

国革命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体现了中华学者济世

报国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

（二）革新求变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五四精神的灵魂，是当时知识分子的

重要追求。旧社会的陈腐思想和吃人礼教禁锢着

人的身体和灵魂，严重阻碍了新思想的传播和社

会的进步。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

这一现实，主张“重估一切价值”［３］，对传统文化中

不合时宜的成分进行深刻的批判，并积极研究和

引进国外的先进发展理念，以期“揭示出中国传统

文化保守、专制的一面，引发国民对救国图强的思

考”［４］，从思想上给国人以启蒙。在这一时期，推

崇新知识、倡导新政治的社会团体日益增多，且渐

成规模。杜威曾对五四时期学术界的状况进行过

记录：“（１９１９年）５月４号的动荡过去后，全国各

地学生团体开始办期刊……他们的急务是追求教

育改革、攻击家庭制度、讨论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和各种乌托邦理想社会……只要是新的、而且可

以用来破坏旧习惯和传统，便差不多一样，全可接

受。”［５］尽管他们对传统文化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

有失公允，甚至有些极端和错乱，但对当时引领国

人冲破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新型知识分子排除万难的努力下，以“孔家店”为

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权威不再，影响个体健康发

展的封建等级制度、男尊女卑习俗等在社会上的

影响力逐渐被削弱，人们的视野得到了开阔，思想

获得了解放，对新思想的接受程度远高于以前，许

多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理念的思想，如男女平等、大

众教育等逐渐为民众接受，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是

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

（三）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

五四运动时期，新式知识分子于逆境中求生

存，积极探索中国发展的科学道路，不断从世界各

地引入新的思想观念。面对各种新思想的传入，

学者们普遍采取欢迎的态度，认真研究、广泛探

讨，旨在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在

所持观点出现差异时，广大知识分子能够展开积

极的学术讨论，尊重每一派学者的观点，而不是凭

借年龄、资历等因素强制灌输自己的思想。著名

的中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等

便是这一时期学术自由的体现。“这种理性的论

争造就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

也最终形成了五四时代文化大师辈出各领风骚、

思想变革激荡风云的时代影像与人文奇观。”［６］正

是在这种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下，我国的学术活

力显著增强，形成了一种思想上的“自由市场”，不

同学派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救国图强的真理越

辩越明，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四）不平则鸣的抗争精神

五四运动体现并进一步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

反压迫、反侵略的抗争精神。他们从传统封建士

大夫心态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认识到自己理应

拥有谈论国家大事、改变不合理社会制度、争取公

正待遇的权利，由此向阻碍社会进步的诸多因素

展开了坚决且激烈的斗争。这种抗争精神首先体

现在对深入骨血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叛离。五四时

期的知识分子幼时多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有着

很深的国学修养，传统的思维观念早已深刻地印

在脑中。然而，在青年时期，他们或是留学国外，

或是在国内接受了新式教育，在中西、新旧文化的

碰撞中逐渐意识到许多中国传统社会封建思想和

习俗的落后性，决心以西方的新思想改造社会。

他们以从破坏中求建设的决心大胆怀疑、批判一

切旧的社会制度和习俗，倡导民主、科学的现代思

想，成为社会变革的启蒙者。事实上，作为自小便

接受系统传统教育的群体，传统文化已然内化于

他们的思维和情感之中，但他们却能理智地选择

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文化，直面新旧自我的斗争，这

生动体现了新式知识分子追求独立精神与自由思

想的抗争精神。这种抗争精神还体现在对军阀政

府专制和压迫行为的反抗上。许多知识分子领袖

立场鲜明的支持学生反对政府卖国行径的运动，

“五四”事件之后，许多大学校长和教授更是不顾

自身利益，为被捕学生的命运而努力奔走，教育总

长傅增湘三次递交辞呈，力争保全学生，诸多报刊

和学界团体也表达了对学生的支持。更有学者以

笔为枪，对政府的独裁统治与残酷压迫进行猛烈

地抨击，主张进行“‘火与剑’的革命”［７］，从而促进

了广大民众的觉醒。五四知识分子反对封建专制

的努力是他们置自身生死利益于度外的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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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动体现。

（五）志气清坚的文人风骨

高尚的学术节操是中国古今学者不变的精神

追求。实事求是的讲，五四时期的学术环境并不

理想，学者们既要面对“尊孔派”等守旧势力的攻

击和污蔑，又要抵挡军阀政府的阻挠和镇压。然

而，这些困难并没有令他们退缩，他们以不计较个

人得失利害的广阔胸怀和毫不妥协的执着精神在

史书中留下了光辉的印记。正如鲁迅所说：“真的

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

的，冒充的知识阶级。”［８］五四时期的优秀知识分

子们一心扑在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

践上，不为物欲和名誉所桎梏，也不惧反动势力的

打压和恫吓，追求、捍卫真理，传播先进的思想文

化。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生活窘迫、处境唯艰，却坚

守原则，不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甚至为了革命理

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像宁肯饿死也拒食洋面的

朱自清、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而被迫离开北

大教授岗位的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学者比比皆

是，他们以生命捍卫了真理和自身名节，彰显了中

国知识分子志气清坚的文人风骨。

二、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对提振中华文

化自信的意义

“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

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

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９］五四知识分子

精神为当代中国精神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

资源和精神要素，有利于提振中华文化自信。

（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价值觉醒与精神

重塑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这深厚的文化底蕴一向为国人所

自豪。然而，自晚清历史巨变以来，国人在列强坚

船利炮的打击下，由“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从制度

上感觉不足”发展到“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

足”［１０］，文化自信逐渐丧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

知识分子为了保持文化自信也做了许多努力，如

“师夷长技以制夷”［１１］“中体西用”等倡议都表达

了他们既吸收西方文化，又保留自身文化基础的

愿望。然而，这些努力没能解决拯救国家于危亡

之际的问题，人民看不到国家的前途，文化自信也

就难以保持。直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知识

分子以振兴中华的担当精神和革新求变的创新精

神鲜明地打出来“爱国”“救亡”的旗号，将中国思

想文化变革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关

注点落在中国人价值观念重构问题上，激发了中

国人民的文化价值自觉，推动了国人的思想解放。

在五四运动后期，受十月革命影响，一批具有初步

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科学性和光明前景，坚定地走上运用马克思主

义解决中国问题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五

四’时期的广泛传播，不仅实现了同中国工人运动

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而且为探索中国文化出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

器。”［１２］至此，中国人民真正看到民族独立和复兴

的希望，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开始由被动接

受思想灌输转变为主动进行精神重塑，从而引领

中国文化走出自卑与怀疑的低潮期，重新走上文

化自信的历程。

（二）引领中国精神的现代转换

五四运动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节点，推

动了中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它既承接了明末清

初以来的社会变迁，又实现了对我国近代以来几

次重要社会运动的提升和转换。在这个过程中，

西方新思想广泛传入中国，与中华民族固有的文

化精神相交融，丰富了民族精神的内容，改变了国

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推动着中国精神实现了第一

次现代转换，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精神在引领

中国精神这次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近代以来，为了摆脱封建落后、任人宰割

的被动局面，中国人民进行了各种尝试，积极探索

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复兴的科学道路，其中包

括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组织的洋务运动、广大农民

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改

良派同封建统治者联手开展的维新运动以及资产

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等。然而，由于清政

府的封建性和腐朽性、农民运动的盲目性和组织

分散性、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依赖

性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自身实力局限而难以克

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等原因，这些社会运动最终

都没能取得成功，而支撑这些抗争的传统中国精

神也在屡次挫折中受到冲击。随着革命高潮的屡

次出现，中国内外矛盾更加激化，人民的思想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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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提升，五四运动便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发生

和发展。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以

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破旧立新，以海纳百川的

包容精神吸收一切可能为国家发展增添助力的先

进思想，以不平则鸣的抗争精神去突破阻碍社会

发展的旧制度藩篱，引领中国精神走向现代化发

展之路。与此同时，具有五四精神的先进知识分

子深刻认识到，要拯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凝聚起全

国人民的力量，形成救亡图存的合力。在这种探

索中，他们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

并及时加以宣传和引导。在他们的努力下，工人

阶级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中国无产阶级以独立的

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展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重要篇章。此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优秀精神品质，在中西

方文化激烈碰撞中，历经五四运动的洗礼，产生了

现代化的价值内涵。由理性精神与家国情怀相结

合形成的五四精神既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奠定

了核心价值要素基础，又为后来中国改革创新的

时代精神提供了思想支持与实践勇气”［１３］，从而

引领中国精神实现了第一次现代转换，为中国文

化自信奠定了深层基础。

（三）夯实文化自信的精神底气

在救亡图存、去陈图新的激情岁月里，五四知

识分子以其爱国与奋斗的精神书写了壮丽的篇

章。这种独特的知识分子精神沉浸在中华民族奋

斗的血脉里，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精神

力量。在五四之后的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虽历

经坎坷，但骨子里的精神气质并没有改变。即使

是身处社会转型期，人们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知识

分子与社会、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在生活的压力

和物质欲望的刺激之下，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

分子抵住了以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手段取得成

就的诱惑，以从五四知识分子中传承下来的担当

精神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和报国使命，不畏艰难，坚

守学术信仰，将满腔热血投身于学术研究和国家

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以创新精神着眼于具有

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独立思考，积极

探索尝试，不囿于已有的权威论断，勇于质疑、不

断突破，敢开学术风气之先，以开拓创新的勇气和

智慧推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以包容

精神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营造宽松的文化环境和

敢为人先、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以抗争精神同不

合理的制度与不良学术风气作斗争，在避免自身

做出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同时勇于维护自身正当

权益，努力维护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以追求真理

的执着精神和淡泊名利的崇高品格坚持严以律

己、求真务实，坚持非功利性的价值取向，正视自

己的文化使命，坚持“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

一句空”的学术原则，拒绝将学术当作自己沽名钓

誉的工具，努力成为既具有精深专业知识，又具有

高尚文化品格的优秀学者，为我国新时代文化发

展开创繁荣局面。正因为传承了这些宝贵的精神

品质，中国知识分子才能脚踏实地、坚定不移地在

需要科学和理性的时代里负重前行，得到广大人

民群众的信任和尊重，进而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

可以说，五四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精神为当代中国

实现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彰显了文

化自信的精神底气。

三、发挥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对中华文

化自信的提振作用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

慧、继续前行的力量。”［１４］经过五四运动后的百年

发展，中国已然告别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文化发

展的主要任务也由破转立，但历经五四洗礼的知

识分子精神仍在中国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应充分发掘五四知识分子精神的时代价值，

以之提振中华文化自信。

（一）以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助力当代文

化环境优化

“文化环境的营造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途

径。”［１５］科学的文化环境构建有利于优秀文化作

品的产生，进而能够为文化自信的培育提供资源

与场域支撑，为其顺利与有效地实现奠定深厚根

基。在２０１９年的两会中，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

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问题，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文

化环境发展的高度重视。现阶段，在社会转型期

的大环境下，我国在文化领域的诸多制度与评价

体系还亟待完善，学术生态难免会出现失衡的现

象：学术腐败、科研泡沫化等现象屡见不鲜，严重

污染了我国的文化环境；受到功利主义等思想的

影响，文化界不乏利益导向的行为。在这种情况

下，我国知识分子原有的自我价值认可受到了一

定冲击，思想上发生了重要转变。第一，在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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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消费主义观点盛行，人们倾向于以利益衡

量事物的价值，导致知识分子的主体认同感被削

弱，进而做出利益导向性的价值选择；第二，在科

学发展不断得到重视的情况下，科技至上的观点

得到拥护，工具理性的地位超越了价值理性，使得

一些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得不到社会的关注，自

我价值难以实现，由此降低了其钻研学术的积极

性；第三，快速生活节奏下，快餐文化、娱乐文化受

到追捧，而知识分子耗费大量心力研究的深刻的

精英文化则鲜有关注，这就难以避免地使知识分

子对自己的文化坚持产生怀疑。在这种发展环境

下，部分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和

公共精神日渐式微，由此难以避免地陷入行政化、

犬儒化、庸俗化、专业化的困境之中。一些学者为

了尽快满足自己的成果需求，或是紧跟热点，选择

一些较为浅显的热门问题进行研究，而放弃耗时

较长的深层次学理性挖掘；或是为了求“稳”，只敢

对一些研究者众多的正面热点问题或几乎不存在

争议的理论问题进行锦上添花式的创作，而不敢

对研究尚不充分的新问题、新视角进行探索和尝

试，甚至刻意回避反映社会矛盾的、具有实际价值

的敏感话题，造成学术界的虚假繁荣；或是将简单

问题复杂化，得出外表绚烂而缺乏实质内容的成

果；或是过分追求研究成果的数量，忽视了成果的

质量。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忘却了自己

当初的学术梦想与初心，逐渐堕落为“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１６］。知识分子的人格成长受到社会发展

大环境的影响，又对文化环境的营造发挥着重要

作用。面对现实社会带来的冲击，如果不加以科

学引导，必然会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发展造成影响，

进而影响到文化环境的状况。因此，我们应弘扬

五四知识分子精神，积极探索优化我国文化环境

的有效对策。如前所述，五四知识分子作为光辉

的历史榜样，能够对当代知识分子品格的发展带

来巨大的激励作用。我们要积极发挥五四知识分

子的榜样作用，以五四知识分子勇于担当、善于创

新、开放包容、不畏抗争、高风亮节的精神品质对

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发展进行科学、有效地引导，锤

炼当代知识分子的品德修为，进而推动当代文化

环境的优化，增强人们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自强意

识，为文化自信提供环境保障。

（二）以五四知识分子精神丰富思想政

治教育的育人资源

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所标榜的

生活模式和行为规范多数是通过教育实现的。学

校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阵地，承担着繁荣社

会主义文化的责任。其中，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

立德树人、铸魂育人［１７］的重要使命，对文化自信

的培育作用尤为明显，因此，必须不断丰富其思想

文化底蕴。五四知识分子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和发展有重要意义，不但有利

于提高思想政治课堂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帮助学

生形成优秀的思想品质，而且有利于构建全方位、

立体化的“大思政”教育新格局，从而提高思想政

治教育的效果，提升学校师生的民族尊严感、自豪

感，使其具备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文化自信。因此，

学校应积极研究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并将五四知

识分子精神融入到其思想政治教育格局之中。首

先，要将五四知识分子精神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

教育课程教学和校园文化建设全过程，使学生对

五四知识分子精神有具体、直观的了解。其次，要

创新五四知识分子精神的宣传教育形式，以多样

化的宣传教育方式满足不同学生的思想需求，保

证教育成果覆盖更多同学。在新媒体环境下，学

校应充分重视并发挥网络资源传播的优势，利用

红色网站建设、以五四知识分子精神主题的优秀

文章的公众号推送和网络知识竞赛、创建五四知

识分子精神交流群等形式对五四优秀知识分子的

先进事迹和伟大精神进行宣传，营造良好的民族

精神教育氛围，使学生能够通过多种形式了解五

四运动的发展历程，更好地理解和认同五四知识

分子的精神品质。最后，要组织学生参加有关五

四知识分子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如建立五

四运动实践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到五四运动纪念

场所进行实地考察等，同时在五四青年节举办相

关的教育活动，以社会实践的方式加深学生对所

学知识的体验和认知，使学生能够铭记历史、珍惜

现在、不断进步，从而引导学生将五四知识分子精

神外化于行，使广大师生能够自觉以五四知识分

子精神规范自身行为，成为具有远大理想、热爱伟

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具备高尚

品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文化自信提

供人才支持。

（三）以五四知识分子精神构筑中国文

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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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内核，是这

个国家、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出来、并成为

其文化思想基础的重要精神品质，对文化自信产

生着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历史

中形成了以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崇德利用与天人

协调为基本内容的文化精神。［１８］这种宝贵的文化

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五四

知识分子精神既是传承至今的中华文化精神的彰

显，又在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

中引领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转化，丰富了中国

文化精神的时代内涵，使其更加适应中国现代化

的发展需要。五四知识分子精神传承至今，仍然

能够在增强中华文化自觉、文化自尊、文化自主和

文化自强方面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因此，我们应

充分发掘其时代内涵，寻找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同

当代文化发展需要的内在契合，并在此基础上采

取恰当的方式方法，推进五四知识分子精神的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发挥其对中国文化精神

的涵养作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风云激荡的

救亡岁月中形成的担当精神、创新精神、包容精

神、抗争精神和文人风骨发展到当代，在新时代中

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

被赋予了更多时代内涵，如报效祖国的强烈社会

责任感、改革创新的理论和实践勇气、团结合作、

竞争共生的治学意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目标始

终如一的执着精神等，这些精神品质对当代中国

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现阶段，

我国现代化建设尚未完成，改革也有待深化，中国

文化面临着西方的冲击和新旧杂陈的复杂局面，

迫切需要以经过现代转换的中国文化精神引领社

会多元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此，我们要立足于民

族振兴的精神需要大力发扬五四知识分子精神，

将其宝贵的精神品质融入到中国文化精神之中，

以其巨大的感染力、感召力鼓励当代中国人民坚

定理想信念，增强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使

命感，培养一大批具有爱国心、强国志、报国行的

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创造出一系列符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能够振奋民族精神的优秀文化作品，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更

好地发挥优秀文化铸风骨、塑国魂的作用，为文化

自信提供精神支撑。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

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１９］“没有

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２０］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综合

国力提升的一部分，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

向协调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强国目标。因此，我们

要深入研究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精神，挖掘其中

有利于提振中华文化自信的价值内涵，以良好精

神状态助力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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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引导策略探究

陈龙涛１，　高　振２，　张　帅３，　张　爽４

（１．东华理工大学 学报编辑部 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１３；

２．通化市通化县人民政府 吉林 通化　１３４００１；

３．吉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吉林 四平　１３６０００；

４．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四平　１３６０００）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动因表现在乡村振兴升级为国家战

略推进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城市化进程中保障性需求促进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农业创业及

新兴科技及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提供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技术支撑。青壮年农民工返乡创

业引导机制不完善及创业支撑体系相对薄弱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青壮年农民工返乡创业过

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实施“三位一体”精准帮扶机制、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机制及风险防控预

警及保障机制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帮扶的有效机制。创新创业教育

视角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创业产业引导、完善创新创业服务

与激励体系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扶持引导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民工；青壮年；创业；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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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２）：７５８０．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

根据当前现代化发展建设与城乡关系变化的发展

要求，对乡村振兴与发展进行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任务。２０１８年１

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

工作的领导，全面阐述了乡村振兴的新理念、新

目标、新举措和新要求。

２０１８年９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１］，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阶段性谋

划。随着２０１４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

强总理提出“破除体制障碍，大力发展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号召，２０１５年以来青壮年农民工返

乡创业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成为“双创”战略的

“新动能”，“归雁经济”逐渐形成［２］。因此，以乡村

振兴战略发展为契机，引导返乡青壮年农民工从

事农业创业及技能提升，是乡村振兴建设和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３］。

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青壮年

农民工创业动因分析

（一）乡村振兴升级为国家战略推进返

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

随着２０１５年李克强总理将“双创”列入政府

工作报告中重点落实，全国共有２４２万农民工返

乡创业，其中以具有５～８年打工经历的“７０后”

及“８０后”为主，成功创办企业２６．０７万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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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月，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充分

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潜能，着力扩大就业创业”；

２０１６年３月，国家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促进农村富余劳

动力转移就业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

返乡创业已经逐步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现经济转型及城乡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

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大会

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指出，推

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积极探索乡村改革新路

径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落实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途径。２０１８年１

月，根据乡村环境发展新特点，应对乡村经济发展

形势变化，优化解决突出问题，国家人社部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的

意见》，为推进农民的增收及农村的全面发展提出

指导性建议。

（二）城市化进程中保障性需求促进返

乡青壮年农民工农业创业

资料统计显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

展，２０１６年我国城市城镇人口数量已经达到７．９２

亿，同比增长了２．６５％，全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５７．３５％，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到２０２０年城市

化率将达到６０％
［５］。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直

接影响农业相关产业及产品需求数量及质量的提

升。无公害规模种植经营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品

质升级是适应于城市化发展及居民幸福指数的提

高的本质需求，开辟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态推进

城市化发展进程为具有农业背景的高素质返乡青

壮年带来了创业机遇。

截至到２０１５年底，据相关部门统计，农民

工创业注册中有１４７．９万家农村合作社，４０多

万家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其中由返乡农民工

创办的比例为７０％
［６］。２０１８年９月，第十届中

国智慧农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宁夏举办，“智

慧农业”“生态农业”及“一乡一品”将成为未来

城市化进程中保障性需求农业发展的主题。围

绕城市化发展新变化，满足城市化发展需求及

实现农业功能“自求平衡，保障供应”为青壮年

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

调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三）新兴科技及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

提供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技术支撑

《２０１６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显示，

我国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１６～３０岁所占比例为

３４．７％，３１～４０岁所占比例为２２．８％，青壮年农

民工已经成为这部分群体中的主要力量［７８］。正

是由于这部分被称为“新生代”的群体有着对新事

物及新形势的适应性，以网络技术等科技创新技

术迅猛发展为契机，为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提

供了技术支撑。２０１７年资料统计，我国农民工数

量为２．８亿，各类返乡农民工数量达到７００万，约

占农民工总量的２．５％，其中返乡创业的农民工

约占返乡人数的１０％，在这部分群体中有８０％的

创业项目为新型产业模式，运用现代科技及网络

应用技术占达５４％
［９］。

随着我国互联网应用的普及发展，智能手机

等网络消费已经成为消费的主要趋势，根据《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底，电子商务等网络消费增速均在２０％以

上，农村地区网民使用网络支付交易的比例已由

２０１６年底的３１．７％提升至４７．１％。２０１８年４

月，在江苏镇江举办的中国现代农业与新型城镇

化发展论坛上，“互联网＋现代农业”这种新业态

模式再次被提及，绿色农产品网络营销等现代化

新理念逐渐升级［１０］。随着国家推进农民工返乡

相关政策与环境的优化落实，通过在特色种植、休

闲农业、农产品电子商务营销等领域开展返乡青

壮年农民工自主创业与相关企业项目有效对接及

深度合作将为发展农业农村新业态，探索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下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提供新

途径。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青壮年农民

工返乡创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青壮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机制

不完善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和社会也敏锐

地注意到农民工的返乡动向，并频繁出台支持农

民工返乡创业的文件，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

着部分问题［１１］。一方面，由于返乡青壮年农民工

受到资金及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在创业思路

与视野等层面开阔度相对不够，这就需要针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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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群体进行较为细致地调研分析，建立相对完善

的精准帮扶机制，激发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激

情。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国城

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人才、

技术、资金成为地区之间竞争的关键要素［１２］。资

本缺乏及人才流失已经是乡镇与城市不协调发展

的主要矛盾。同时，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的成

功与个人能力、完备的外部支撑条件及有利的市

场环境等要素是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最佳耦合

是成功创业的必要条件［１３］。目前，青壮年农民工

返乡创业成功概率整体相对偏低，创业的失败直

接导致经济受损和事业受挫［１４］。因此，对青壮年

农民工返乡创业应给予高度重视，建立风险防控

预警及保障机制，提高创业成功率。

（二）青壮年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撑体系

相对薄弱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提出“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新任务、新要求：到２０２０年，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返乡创业的青壮年

农民工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新活力，为新农

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同时，也能

够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全新的思路［１５］。

现实中由于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产业结构不匹

配、青壮年农民工自身的知识、资金储备及创业机

会识别能力参差不齐，导致青壮年农民工创业面

临诸多困境［１６］。首先，由于返乡青壮年农民工缺

少相应的科学创业理论作为支持，获取最新信息

资源的有效渠道有限，无法准确把握市场需求，投

资过于盲目，导致创业的总体成功率较低［１７］。其

次，区域资源分散，创业政策知晓度及覆盖面偏

低，且靶向性偏弱，相关创业政策支撑等无法满足

多样化需求［１８１９］，严重影响了青壮年农民工创业

效果。此外，经营管理能力欠缺、创业融资难以得

到保障、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足，也是青壮年农民

工返乡创业支撑面临的重要现实困境［２０］。

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青壮年

农民工创业有效机制的构建

（一）实施“三位一体”精准帮扶机制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到２０２０年解决区域性

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建立专项帮扶、

行业帮扶、社会帮扶等多方力量及多种举措有机

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的帮扶机制是青壮

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一

方面，通过资源配置优化机制提升精准帮扶机制

的有效性，政府在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过程中

平衡以政策倾斜为导向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运行机

制，将资源配置最大化趋向于返乡青壮年农民工

创业，提升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将各项帮扶政策与返乡创业实体的实

际情况所对应，实施“一户一策”的精准帮扶对接

机制，强化方案引领，完善推进机制创新，针对不

同实际问题制定中长期精细帮扶计划，把帮扶办

法落实到具体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中。同时，

坚持“两个瞄准”，实行精准识别帮扶机制。精准

识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根据统一标

准，通过规范的流程和方法，瞄准确定帮扶对象及

制约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发展中的问题，科学

合理地推动精准帮扶机制的高效运行。

（二）建立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机制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

下发《关于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

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将结合新型城

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

作［２１］。建立城乡统筹联动协调发展机制是有效

促进青壮年农民工返乡进行自主创业的有效途

径。通过统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及社会资源推

进城乡分割的经济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

使得返乡青壮年农民工获得更多的创业支持，促

进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增强［２２］。一方面，在返乡

青壮年农民工实施创业过程中统筹协调，引导农

业创业领域向产业化、专业化、规模化及标准化拓

展，实现产业集群化发展，将农民工返乡创业资源

与城市资源相融合，形成协调互助联动发展机制，

促进城乡经济共同发展，提高返乡创业青壮年农

民工经济收益。另一方面，由于返乡进行创业的青

壮年农民工大多在城市务工过程中对城市市场需

求变化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认知，同时掌握了较强的

技术理念，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可以根据自身特

点及环境基础结合城市发展现实需求制定相应规

划进行专业评估，为城市的城市发展需求进行及时

补给，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机制有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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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成风险防控预警及保障机制

在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中明确提出，乡村振兴发展中要不断完

善风险管理及预警体系，提高风险保障能力。增

强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意识，构建创业风险预

警体系及风险防控监测机制是有效应对返乡青壮

年农民工抵御创业风险的根本途径［２３］。在青壮

年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创业风险主要包

括行业风险、市场风险及行政风险等［２４］。创业风

险评估、创业风险管理以及创业风险扶持是应对

多种风险进行防控预警及保障机制中的核心内

容。行业风险主要是由于创业资金规模及不定的

非人为因素所导致，在应对过程中要通过风险评

估后建立由依托型创业模式向自主型创业模式的

过渡机制进行初期运转帮扶，同时在创业运营中

要建立突发事件处理机制应对非可控因素危机的

发生。市场风险多是由瞬息万变的市场多因素环

境所导致，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对市场的项目

可行性分析、产品定位、运营管理等操控能力相对

较弱，因此建立合作性风险共担机制是创业风险

管理化解风险的重要途径。行政风险主要体现在

创业扶持政策的多变性等因素，通过完善创业政

策程序化及创业帮扶全程化实现风险扶持机制的

有效调控。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青壮年

农民工创业引导策略

（一）创新创业教育视角下的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

２０１６年７月，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实施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培训五年行动

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通知》，鼓励农民工参加

创业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意识，提升

创业的管理素养和组织能力。２０１７年１月，农

业部出台的“十三五”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发展规

划中指出，截至到２０１６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规

模为１２７２万人，比２０１０年增长了５５％，到２０２０

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要高于２０００万人”。

职业农民培育已经纳入“十三五”国家教育培训发

展规划中，大力发展外出青壮年农民工返乡接受

新型职业农民创新创业教育是当前时势发展最佳

的选择，也是加快我国进入现代农业新时期步伐

的根本途径［２５］。一方面，要以“雨露计划”为依

托，创新改革培育机制，统筹利用各类公益性培训

资源，充分利用高等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及互联网

远程教育，分阶段组织集中培训、实训学习、参观

考察和生产实践等培育模式，增强返乡青壮年农

民工创业能力，帮助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创业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促

进乡村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

完成。另一方面，要逐步建立以地方政府为导向，

社会资金提供帮扶，鼓励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等积极参与到创业培训工作中，对青壮年农

民工创业项目进行跟踪回访扶持提供技术指导，

提高青壮年农民的创业技能本领，营造农民创业

的良好社会氛围［２６２７］。

（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创

业产业引导

２０１７年１月，为落实国家关于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意见精

神，农业部出台《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实施意见》指出，支持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带

动现代农业和农村新产业新常态发展，是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乡村振兴的主线，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２０１８年中央

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

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

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日益升级的居民消

费结构与农业有效供给不协调问题的有效手

段［２８］，通过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升

级农业化发展及产业化发展，建立现代农业经营

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实施创业产业引导的重要思

路。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返乡

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意见》，从市场准入、创业园区、创业培训、社会保

障、财政支持、信息技术等方面对农民工返乡创业

提供支持，鼓励农民发展新型的经营主体。因此，

深度挖掘农业的衍生功能，引导青壮年农民工返

乡创业，把农业生产与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流通

及乡村旅游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地壮大

特色优势产业，是基于区域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引导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效率提升的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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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与激励体系

建设

创业服务是在创业发展中需求外部支持，减

少创业风险，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创业激励主

要包括内部及外部因素的激励策略，是在创业过

程中利用相关的制度和措施来反映创业主体和政

府相关部门相互发生作用的一种运行对策［２９］。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提出：要发

展多种形式的创新创业支撑服务平台，健全服务

功能，开展政策、资金、法律、知识产权、财务、商标

等专业化服务，通过“绿色通道”等模式为返乡创

业农民工创新创业提供便利服务。因此，完善创

新创业服务是提升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质量的

重要环节。一方面，可以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及返

乡青壮年农民工自身特点，建立“３２３”服务青壮年

农民工创业工作模式，即把握“主动引导、青壮年

为本、贴心服务”三大理念；打造实体孵化型、科技

创新型两大农村创新创业园区；搭建创业孵化、人

才汇聚、资源对接三大平台，全方位多角度为多种

类型的创业项目提供服务［３０］。另一方面，要建立

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激励体系，通过以乡村振

兴作为信贷政策结构性调整方向，形成“政府＋银

行＋保险”“一事一议”“以奖代补”“减税降费”等

多样化“三农”创业激励服务体系，制定创业致富

“领头雁”奖励制度，吸引青壮年农民工返乡创业。

同时，要形成以党委领导、社会协同、法治保障为

主体的“创业培训补贴”“经营场地补贴”“创业专

项服务补贴”三维度激励模式，落实激励体系建

设，支持青壮年农民工返乡创新创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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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丰官制后黄庭坚任职秘书省间的题画诗

王艳军１，　季红艳２

（１．石家庄铁道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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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秘书省作为国家图籍的收藏之所，也收藏了大量的珍贵书画，以黄庭坚为代表的

很多秘书省职官们又兼通书画，处于这样的工作环境中，题画诗也就有了很好的创作环境。黄

庭坚的题画诗将诗歌和绘画两种表达方式有机结合起来，阐释绘画的意境和画家的情思，画面

咫尺而情思万里，使得题画诗表现出了独特的审美情趣。而元党争中的政治倾轧和人心浮

荡与题画诗中的清幽美景、悠远情趣形成强烈的反差，又使他的题画诗具有了复杂的现实意

蕴，题画诗成为党争中的黄庭坚宣泄复杂心态、缓解现实苦闷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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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省是中国古代朝廷设立的图籍收藏、编

纂、管理的机构。北宋前期，秘书省之职能被三馆

秘阁承担，秘书省有名无实。北宋元丰五年新官

制行，三馆秘阁并入秘书省，秘书省原有职能恢

复。元丰官制后的秘书省不仅是国家图籍文献中

心，亦是文人荟萃之地。秘书省职官多为文人，文

化素养较高，且工作、生活与诗、书、画为伴，他们

的创作中题画诗也日渐繁盛。秘书省职官的题画

诗不仅仅是将诗歌和绘画两种表达方式有机结合

起来，阐释绘画的意境和画家的情思，更重要的是

作者或者借画面的描述表达与画家情意相通之

处，或者借景抒情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悟，诗情画意

中诗、画一体，水乳交融，成为抒写心中情怀的载

体。黄庭坚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一、秘书省收藏图画与题画诗创作

氛围

宋代偃武修文，文化繁盛。不论是三馆秘阁

还是秘书省，作为国家的图籍收藏之所，不仅收藏

图书，历代珍贵书画也得以收藏。秘书省职官们

处于这样的工作环境中，题画诗也就有了很好的

创作缘由和文化氛围。

宋初之馆阁不仅收藏大量图籍，也收藏大量

珍贵书画。“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十月，诏诸州搜访

先贤笔迹、图书以献。荆湖献晋张芝草书及唐韩

干画马三本，潭州石熙载献唐明皇所书《道林寺王

乔观碑》，袁州王遆献宋之问所书《龙鸣寺碑》，升

州献晋王羲之、王献之……韶州献唐相张九龄画

像及《文集》九卷。”［１］“太宗端拱元年五月，诏就崇

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

古画墨迹藏其中。凡史馆先贮天文、占候、谶讳、

方术书五千一十二卷，图画百四十轴，尽付秘阁。

有晋王羲之、王献之、庾亮、萧子云、唐太宗、元宗、

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怀仁墨迹，顾恺之

画、维摩诘像、韩干马、薛稷鹤、戴崧牛及近代东丹

王李赞华千角鹿、西川黄鹰白兔，亦一时之妙

也。”［１］不仅如此，历代帝王也多次到馆阁阅览图

画，“景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真宗）观诸阁书

画”，“大中祥符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真宗）至阁西

观画。”［１］“宣和四年三月二日，（徽宗）幸秘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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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提举厅，宣三公、宰执、亲王、使相、从官观御府

书画，赐御书画有差，又出御墨分赐”［１］。仁宗朝

设立图画院，神宗朝又设图画局，徽宗朝甚至专门

为书画学设置固定的格式，“徽宗崇宁三年六月十

一日，都省言：‘今未有校试劝赏之法，欲仿先王置

学设官之制，考选简拔，使人自奋所身于图画工

技。……谨修成《书画学敕令格式》一部，冠以‘崇

宁国子监’为名。’从之。”［１］元丰官制后，馆阁及其

书库皆并入秘书省，秘书省文人得以有机会观览

名画，如黄庭坚的《题阳关图二首》、陈师道的《和

谢公定观秘阁文与可枯木》等作品就是观画之后

的题诗之作。

宋代不仅出现了李成、郭熙、李公麟、文同等众

多优秀画家，而且许多秘书省文人皆擅诗、书、画，

如黄庭坚等皆是一时绘画名家。以黄庭坚为代表

的秘书省文人编校于秘书省中，书、画与之为伴。

工作之余，闲暇之时，书、画也进入到他们的创作视

野之中，题画咏物，使事用典，逞才博艺。诗歌与绘

画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绘画借助色彩搭

配、动静相间、形态多样来传神写意，而诗歌借助

音、韵、字的排列组合来言志抒情，但二者在秘书省

文人手中得以融和。秘书省文人参与绘画，反观诗

歌，以文人的眼光、文人的视角绘画，并融入秘书省

文人心中的万里江山、大千世界、百味人生、多样情

感，使得绘画与诗歌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题画诗，题画诗是秘书省这些文人宣泄内心情感的

渠道和方式。黄庭坚是其中最杰出代表。

二、黄庭坚题画诗中的审美情趣

在“蓬山兰省辍名流，礼乐光华共心企”［２］以

及“道山不为人间设，蓬莱诸仙当闲暇”［３］的秘书

省，以黄庭坚为代表的秘书省文人们在闲暇之余，

饮酒品茗，观画赋诗，题画诗成为他们交友往来的

重要活动之一。借助题画诗可以品鉴对方之画

作，阐述自己的绘画理论，如晁补之的《题惠崇画

四首》、黄庭坚的《题惠崇画扇》等；也可以品评对

方的人格品性，表达朋友之间的情谊，如晁补之的

《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二首》、黄庭坚的《咏李伯时

摹韩干三马次子由韵简伯时兼寄李德素》等；还可

以次韵别人之作，如晁补之、黄庭坚、孔武仲、张耒

等秘书省文人在次韵唱和之中赞赏文与可的枯木

竹石之画的技艺高超。因此，他们创作了数量众

多的题画诗。现将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孔武仲

等人秘书省期间的题画诗统计如表１。

表１　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孔武仲秘书省期间题画诗

诗人
秘书省

期间诗歌

秘书省

期间题画诗
比例／％

黄庭坚 ４５６ ５５ １２．０６

晁补之 １５１ １５ ９．９３

秦观 ６３ ９ １４．２９

孔武仲 ２０２ ８ ３．９６

　　“题画诗三唐间见，入宋寝多”
［４］。从诗歌创作

本身来看，出现如此多的题画诗无疑是对宋诗题材

领域的极大拓展，反映出宋人审美意识的变化。元

三年四月，苏轼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之二）中

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

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

数尺许便卷。汉杰真士人画也。”［５］苏轼指出士人

画不同于画工之画，就在于文人更加注重其传情寄

意。同样，《梁溪漫志》在论述诗、书、画内蕴时也有

同样的观点：“书与画皆一技耳，前辈多能之，特游

戏其间，后之好事者争誉其工，而未知所以取书画

之法也。夫论书当论气节，论画当论风味，凡其人

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刚正，下笔为书，得之者自应生

敬，况其字画之工哉？至于学问文章之馀，写出无

声之诗，玩其萧然，笔墨间足以想见其人，此乃可

宝。而流俗不问何人，见用笔稍佳者则珍藏之，苟

非其人，特一画工，所能何足贵也？如崇宁大臣以

书名者后人往往唾去，而东坡所作枯木竹石万金争

售，顾非以其人而轻重哉！蓄书画者当以予言而求

之。”［６］这段材料以“崇宁大臣以书名者”与“东坡所

作枯木竹石”在后人眼中境遇、价值的巨大差异来

说明书画如人的道理。也就是说，文人作画时将自

己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趣味都融注在图画之中，画、

诗与人的品性在精神上是可以相通的，虽然艺术手

法不同，但仍然可以实现情感上的交流和互动，题

画诗就是宋人对诗与画的审美认识的融会贯通的

产物。所以苏轼说：“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５］

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也说：“味摩诘之诗，

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５］

与苏轼一样，黄庭坚关于诗与画关系的认识，

也强调诗画一体的传情写意功能。如元元年，

时任秘书省校书郎的黄庭坚，其《次韵子瞻题憩寂

图》：“松含风雨诗骨瘦，法窟寂修僧定时。李侯有

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龙眠不是虎头痴，

笔妙天机可并时。苏仙漱墨作苍石，应解种花闻

此诗。”［７］黄庭坚认为文人作画注重“笔妙天机”，

讲究诗意，从而深化画的境界，达到“淡墨写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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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诗”的效果。孔武仲在《东坡居士画怪石赋》中

也说：“尝闻之曰：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

二者异迹而同趋，以其皆能传生写似，为世之所贵

珍。”［３］“我虽不见韩干马，一读公诗如见者”［８］强

调在诗情画意中传达情感的重要。对于题画诗，

晁补之认为：“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

意，贵有画中态。我今岂见画，观诗雁真在。”［２］晁

补之认为题画诗要真正把握画的内在本质，才能

够真正阐述画的神韵。

宋代大画家李公麟曾说“为画如骚人赋诗，吟

咏情性而已，奈何世人不察，徒欲供玩好耶？”［９］因

此，题画诗的写作不仅要能够描述出图画的内容，

诠释出图画的意境，诗人还要能够凭借自己的审

美来挖掘画面隐含的情感意蕴，表现出诗人自己

的审美情趣。题画诗既是诗与画的融合，也是诗

人与画家的交流。如元二年时任著作佐郎的黄

庭坚作《题阳关图二首》（其一）：“断肠声里无形

影，画出无声亦断肠。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

见牛羊。”［７］唐代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著名的

送别诗，宋代李公麟据其诗画为《阳关图》。黄庭

坚诗歌前两句是说前人据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谱曲为阳关三叠，歌曲动人有声而无形，歌声中却

能够传达出断肠之情，而李公麟所画的《阳关图》

有形却无声，仍然表现出断肠之情意。后两句化

用民歌《敕勒歌》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牛羊”的诗句，离别之人只要想到阳关更西之路，

只要看到北风低草中的牛羊，就会断肠悲伤。黄

庭坚此诗在李公麟图画的基础上展开想象，借用

典故，化用前人诗句，把抒情的意境推向远方，抒

写离别之情的缠绵悲伤。黄庭坚此诗形象地概括

出了王维之诗和李公麟之画共同的艺术魅力，也

说明了诗与画相辅相成，画是有形之诗，诗是无形

之画，题画诗实现了诗情画意的结合。

“题画之作是因观画而生发为诗，因而题画诗

往往有画意不到之处，常将画作难以展现的情感内

容借助诗歌表现出来，从而使有限的画面得到无限

的扩展和延伸，丰富了画的内容，赋予画新的意

境”［１０］。如张耒的两首题画诗：“我虽不见韩干马，

一读公诗如见者。韩生画马常苦肥，肉中藏骨以为

奇。开元有臣善司牧，四十万匹屯山谷。养之罕用

食之丰，力不曾施空长肉。韩生图像无乃然，我谓

韩生巧未全，君不见昔时骐骥人未得，饥守盐车惟

有骨。昂藏不受尘土侵，伯乐未来空伫立。骐骥乏

食肉常艱，韩生不写瘦马驹。谁能为骥传之图，不

如凡马饱青刍。”［８］“头如翔鸾月颊光，背如安舆凫

臆方。心知不载田舍郎，犹带开元天子红袍香。韩

干写时国无事，绿树阴低春昼长。两髯执辔俨在

傍，如瞻驰道黄屋张。北风扬尘燕贼狂，厩中万马

归范阳。天子乘骡蜀山路，满川苜蓿为谁芳。”［８］张

耒这两首题画诗作于元二年，时任秘书省正字。

韩干是唐代大画家，善画马。诗中写出了画作“我

虽不见韩干马，一读公诗如见者”的逼真效果，但诗

歌的意蕴却像二苏所说的“似欲讥世”，“意在万

里”，由马指向了对唐代时事地讥评。韩干身处太

平岁月，其画马之作不干时事，所画之马也是天子

苑囿中“头如翔鸾月颊光，背如安舆凫臆方。心知

不载田舍郎，犹带开元天子红袍香”的太平景象，这

与“北风扬尘燕贼狂，厩中万马归范阳。天子乘骡

蜀山路，满川苜蓿为谁芳”动乱之景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诗歌以马观映现实，直接批判时政。同时在

这样的背景下，又写出了“饥守盐车惟有骨”的骐骥

的遭遇，以“韩生不写瘦马驹”一句批评了压抑人才

的现实，也暗含着对韩干之作不关现实的不满。张

耒之作是由韩干画马而引发。

相较于张耒，黄庭坚的题画诗内涵更加丰富。

黄庭坚有的题画诗表达了“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

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志”［７］的审美情趣。如

黄庭坚《题郑防画夹五首》（其一、四）：“惠崇烟雨

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

青。”“折苇枯荷共晚，红榴苦竹同时。睡鸭不知飘

雪，寒雀四顾风枝。”［７］这组诗作于元二年，黄庭

坚时任秘书省著作佐郎。郑防，生平事迹不详，这

首诗是黄庭坚题所藏郑防画册之诗。诗中的惠崇

是宋代著名僧人，与苏轼、黄庭坚等人皆有交往，

惠崇“工画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

潇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也”［１１］。组诗中的第四

首描述了一幅冬天傍晚雪后图：冬日傍晚，折断的

芦苇、枯黄的荷花、鲜红的石榴、微黄的竹子都浸

没在寒冷的风中。岸边沉睡的水鸭并没有感觉到

天空已经开始飘落雪花，而那麻雀却在寒风中随

着晃动的树枝而四处张望，一派萧瑟清冷的景象。

相较于第四首单纯的描绘图景，第一首在绘景之

中更是表达了自己的审美感受。第一句中的“烟

雨归雁”概括出了惠崇所画的景象。烟雨迷蒙，归

雁飞舞，画面凄冷却又能引发人无限的遐想。诗

歌的第二、第三两句写诗人看到这画面时的感受。

自己仿佛置身于潇水、湘水或者洞庭湖的优美的

景色之中，这既写出了惠崇画得逼真，又引发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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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诗人的行为，面对如此的美景，自己正要呼唤小

舟之人，乘一叶扁舟归去。最后一句“故人言是丹

青”却是突然之间的转折，故人提醒这本是一幅图

画啊，才明白自己原来正在观赏惠崇的图画。诗

歌首尾两句契合观画之事，中间两句则是写出诗

人在观画时浮想联翩的感受，夸张与想象相结合，

语意转折之中赞扬了惠崇绘画技巧的高超，也揭

示出诗人真挚的情感。同样的手法也出现在《次

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中：“黄州逐客未赐还，江南

江北饱看山。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

郭熙官画但荒远，短纸曲折开秋晚。江村烟外雨

脚明，归雁行边余叠騋。坐思黄柑洞庭霜，恨身不

如雁随阳。熙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窗光。

画取江南好风日，慰此将老镜中发。但熙肯画宽

作程，十日五日一水石。”［７］此诗作于元二年，苏

轼时任翰林学士，黄庭坚时为著作佐郎。“黄州逐

客”指苏轼，契合诗题。是说苏轼当年被贬黄州之

时，看遍了江南江北的大山之风光。如今回到京

城任职翰林，看到郭熙所花的秋山图，又触发了他

的江湖情思。诗中用江村、烟雨、归雁、洞庭等词

语描绘出了郭熙所画的《秋山平远》图的美丽景

象。面对美景，诗人“恨身不如雁随阳”“慰此将老

镜中发”，诗人也产生了纵情山水隐居避世的情

思。整首诗以言绘景，情在景外，这种表达情意的

手法，正如方东树所说：“余情远韵，力透纸背。曲

折驰骤，有江海之观，神龙万里之势。”［１２］诗人的

审美情趣借助这样的手法表达出来，就像黄庭坚

所说的“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志”。

黄庭坚等人的题画诗，都是由观画而作诗，表

现出独特的审美情趣。诗歌因画而生，借助诗人

丰富的想象力和多样的艺术手法，画面咫尺而情

思万里，图画的意境和诗人的情感完美地结合到

一起。

三、黄庭坚题画诗中的现实意蕴

从上文列表可以看出，黄庭坚、晁补之、秦观、

孔武仲等人任职秘书省期间都有数量较多的题画

诗，尤其是黄庭坚的题画诗在秘书省期间的作品

中所占比例尤大。黄庭坚元丰八年四月至元二

年正月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二年正月至元六

年三月为著作佐郎（其中元三年五月任著作郎

不足一月）。就黄庭坚本人来看，按照郑永晓先生

编辑整理的《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黄庭坚一生

所做题画诗９３首，任职秘书省之前题画诗仅有５

首，黄庭坚秘书省任职的６年时间则达５５首，占

其一生所创作的题画诗的一半以上。黄庭坚秘书

省期间的题画诗范围广，既有题山水竹石画诗，也

有题鸭、雁、鹅、孔雀等花鸟诗，也有题马、牛、鹰等

动物画诗，也有题杜甫等人物画诗。而且题画诗

形式也多样，既有题画扇，也有题画册，还有题图

画。黄庭坚出现如此多的题画诗，固然与任职秘

省工作悠闲、心态优裕，独特的审美意识借助于题

画诗表现出来有关，但此期的秘书省文人除黄庭

坚外如晁补之、张耒、秦观、孔武仲等人都陷于党

争，且都有较多的题画诗，如果仅用审美意识的表

达、诗歌题材的开拓来解释则稍显不足。黄庭坚

任职秘书省的元年间，看似旧党执政，却是新旧

党争、乃至旧党内部斗争激烈的时期，党争中的政

治倾轧和人心的浮荡与题画诗中的清幽美景、悠

远情趣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这个角度讲，题画诗

的意境与现实中的斗争完全不合拍，这也恰恰说

明题画诗好比一剂精神上的清醒药，使那些陷于

党争中的秘书省文人能够在青山绿水、清风明月

的画境中舒缓现实中的苦闷和压力，对现实、对自

身的处境保持清醒。因此，题画诗成为身陷党争

中的如黄庭坚一样的秘书省文人宣泄复杂心态的

一种途径，这在黄庭坚的诗作中得到验证。

黄庭坚任职秘书省的元年间，元更化、洛

蜀之争，黄庭坚身列苏门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了矛

盾甚至斗争之中。元丰八年四月，黄庭坚除授校

书郎，入京后预修《神宗实录》，至元六年修完。

修《神宗实录》期间，因语涉王安石，黄庭坚与陆佃

产生争执。“哲宗立，（陆佃）以修撰《神宗实录》徙

礼部。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辨，大要多是安

石，为之晦隐。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

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１３］。哲宗亲政后

新党执政，以《神宗实录》多有所诬为由打击旧党，

黄庭坚因预修《神宗实录》而首当其冲。后又因

“铁龙爪”一事被拘拿审问。不仅如此，元二年

苏轼举黄庭坚自代，监察御史赵挺之以黄庭坚为

人轻薄无行而弹劾，“其举自代，乃荐黄庭坚。二

人轻薄无行，少有其比。”［１４］。元三年五月，黄

庭坚除授著作郎之命“以御史赵挺之论其质性奸

回，操行邪秽，罪恶尤大”［１４］而罢。元六年三月

癸酉，黄庭坚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又因为中书舍人

韩川认为“黄庭坚所为轻隨浮艳，素无士行，邪秽

之迹，狼藉道路”［１４］而罢。可以说，黄庭坚自秘书

省任职就饱受攻击弹劾。在这样的背景下，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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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同伐异、意气相争的险恶政坛之中，大量题画诗

的创作，就不仅仅是阐释诗画理论、表达独特审美

情趣的产物，很大程度上更可以看作是厌恶党争、

远离党争的一种畏祸全身的心理的选择。

元三年春，苏轼知贡举，时任著作佐郎的黄

庭坚与李公麟等皆为属官。在锁院期间，李公麟

作了大量的画，而黄庭坚为之题诗，如《观伯时画

马》《题伯时画顿尘马》《题伯时画观鱼僧》《题伯时

画揩痒虎》《题伯时画松下渊明》《题伯时画严子陵

钓滩》等。伯时，即李公麟，宋代大画家。在黄庭

坚的这几首诗中，有的描绘“横波一网腥城市，日

暮江空烟水寒”［１５］的图景，以江中紫鳞被一网打

尽比喻仕途的险恶；有的借“竹头抢地风不举，文

书堆案睡自语”来表现自己身困琐事、身不由己的

状态，表达希望能够“忽看高马顿风尘，亦思归家

洗袍
!

”［１５］的归家愿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题

伯时画严子陵钓滩》：“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

作三公。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１５］

严子陵，即严光，《后汉书·隐逸传》记载：“少有高

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

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

“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

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除为谏议大

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

焉。”［１６］诗歌的前两句是说，刘秀与严光是年轻时

的好朋友，刘秀称帝后多次邀请，严光都不愿意去

朝中做官。后两句是说富春江（即桐江）上风中那

一条钓丝都能够使汉家天下如九鼎一样稳重，是

说严光那不为名利所动的节操，能够激励士气，让

后人敬仰，正如任渊所注：“东汉多名节之士，赖以

久存，迹其本源，正在子陵钓杆上来耳”［１５］。黄庭

坚由李公麟之画，称颂了严光的高尚品质，也是有

感而发。元初年，旧党执政，尽废新法，而原来支

持新法的一些人马上扭回头又为废除新法而摇旗

呐喊，在政治变革中反复摇摆。黄庭坚的这首题画

诗，对那些政治上的“墙头草”颇为不满，在咏史中

讥讽世俗，寄寓着浓烈的情感。

元三年，时任著作佐郎的黄庭坚还作了一

首《题竹石牧牛》：“野次小峥嵘，幽篁相倚绿。阿

童三尺瞂，御此老觳觫。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

角。牛砺角尚可，牛残斗我竹。”［１５］诗前小引说：

“子瞻画丛竹怪石，伯时增前坡牧儿骑牛，甚有意

态。戏咏”，可见竹石牧牛图是苏轼与李公麟合作

而成，黄庭坚为之题诗。黄庭坚的诗歌前四句描

绘出了图画之景：野外一块块怪石突兀罗列，山坡

下的竹林，枝叶繁茂显得幽暗静谧。山坡前一个

牧牛娃骑在牛背之上，拿着三尺长的鞭子指挥着

老牛。后四句则是黄庭坚的联想，是说山坡前的

石头我很喜爱，不要让牛在上面砥砺磨角。有时

宁肯让牛在上面磨角，但千万不能让牛相斗时残

害我的竹子。后四句虽是想象之语，却让人联想

到元初期朝廷内的党争以及党争中黄庭坚所受

到的攻击弹劾，暗含着作者对元间党争的不满，

题画诗的现实意蕴也就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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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歌见证时代

———试论雁翼宝成铁路建设颂歌《彩桥》

刘 素 萍

（石家庄铁道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河北籍作家雁翼创作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长篇叙事诗《彩桥》，是一首讴歌时代美

和美的创造者的优秀诗篇。塑造了以赤华为代表的新中国铁路建设者，为修建宝成铁路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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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文学史教材中，雁翼是被一带而过的

作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雁翼作品的文学与历

史价值不断显现。特别是其创作于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的宝成铁路建设颂歌《彩桥》，今天读来，不啻一

次精神的洗礼，一场青春创造的盛会。

一、雁翼及其宝成铁路建设颂歌的

创作

雁翼，原名颜鸿林，１９２７年农历五月二十一

日生于河北馆陶县颜窝头村。因家境贫寒，８岁

始入学读书，但因为日本侵略者的侵犯１３个月后

被迫停学。他１５岁参加八路军，１６岁加入中国

共产党。１９４６年９月在大杨湖战役中第三次负

伤致残，调入晋冀鲁豫大军区野战总医院，任政治

部宣传队分队长。借此时机，雁翼阅读了大量的

中外文学书籍，并因爱好及宣传工作需要开始诗

歌创作，由此走上长达５０多年的文学创作道路。

雁翼一生共出版７０多部、１０００多万字文学作品。

包括诗集６４部；诗论集２部；小说散文集１０部；

多幕话剧剧本２部；电影文学剧本被拍摄成电影

的８部。雁翼的创作道路宽广悠久，宝成铁路建

设颂歌是其早期创作中的一束。

雁翼１９５３年转业后到西南铁路工程局任文

工团团长。在１９５４—１９５８年间他多次深入宝成

铁路建设工地，“沿线遇见了许多战友，心情异常

激动……他们胜利后没有留恋城市生活，而是放

下枪就拿起了钢钎铁锤，背着帐篷开进深山老林

开始了另一种战斗生活———开山架桥修铁路，那

种为国为民的忘我精神境界，深深对比出我的不

如他们。开始是惭愧，慢慢地看得多想得多了，惭

愧感消失，自豪感增强！”［１］歌颂这些曾经的战友，

英雄的宝成铁路建设者，对于雁翼来说，既是机

遇，也是使命。在４年多的时间里，雁翼写出一批

宝成铁路建设颂歌，既有类型各异的抒情短诗，也

有长篇叙事诗。这些诗歌追踪宝成铁路建设者的

脚步，见证铁路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变，为时代留

下了浓墨重彩。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

率先在大西南修筑铁路。第一条是成渝铁路，但由

于成渝铁路本身是孤立的，急需与全国铁路网联成

一体。所以当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时，毛泽东主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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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了“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的号召。遵照党中

央的指示精神，宝成铁路建设于１９５２年７月１日

在成都动工，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２日完工，经过试运行，

于１９５８年元旦正式投入运营，１９６０年５月完成电

气化改造。宝成铁路彻底改变了“蜀道难”的局面，

为发展西南地区经济建设创造了重要条件。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坛出现了大量的歌颂

新中国、歌颂毛泽东、歌颂共产党、歌颂工农兵的

文学艺术作品，而尤以诗歌为多，史称“颂歌时

代”。凡是了解中国的百年发展史，就不会对这一

现象感到惊异。

二、长篇叙事诗的巨大收获

《彩桥》长达１５００多行，是宝成铁路建设的

“史诗”。《彩桥》创作于１９５７年７月，后经多次

修改，于１９６０年６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一次

出版，１９６２年４月再版。该书“内容提要”写道：

“这是一首以修筑宝成铁路中的架桥工程为题

材的长篇叙事诗。作者通过找寻特坚石、筑堰、

沉箱等和大自然搏斗的描绘，着重刻画了一个

革命队伍中长大的、红军儿子的英雄性格和形

象，并通过主人公赤华和老红军父亲相逢的情

节，给长诗带来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相当大的

革命传统教育意义”。

《彩桥》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长篇叙事诗

的一大收获。中国古代多抒情诗，少长篇叙事诗。

长篇叙事诗出现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茅盾在

１９３７年１月写的《叙事诗的前途》中说：“这一二

年来，中国的新诗有一个新的倾向：从抒情到叙

事，从短到长。二三十行以至百行的诗篇，现在已

经算是短的，一千行以上的长诗，已经出版了好几

部了。”武汉大学陆耀东教授经过多年研究认为，

“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９年这１０年内，

出版或发表的７００行左右以及７００行以上的长篇

叙事诗估计在４０部以上。”
［２］之所以在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后会出现如此多的长篇叙事诗，从社会发

展看，一个“叙事诗的时代”是随着社会历史的波

诡云谲与风云突变而到来了：抗日战争的爆发，中

华民族的危机，英雄人民的奋起，时代的巨大转

变，需要史诗般的记录。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延续叙

事诗辉煌，仍然有一系列的优秀作品诞生，郭小川

在１９５６年底至１９５９年间，写了七八部长篇叙事

诗，其中《将军三部曲》《一个和八个》《白雪的赞

歌》《深深的山谷》都是优秀之作；闻捷的长篇叙事

诗《复仇的火焰》第一部《动荡的年代》和第二部

《叛乱的草原》分别出版于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２年。

这些长篇叙事诗多是历史题材、解放篇章，反映新

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作品还不多见。立志要做大诗

人的雁翼，受时代创作风气影响，在创作出上百篇

以宝成铁路建设为题材的抒情短诗后，意气风发，

多点聚焦，创作出这篇跌宕起伏、大气磅礴的英雄

赞歌《彩桥》，为宝成铁路建设者树碑立传，丰富了

长篇叙事诗的宝库！两年内再版，足见其在当时

的受欢迎程度。

三、《彩桥》的时代特征与艺术追求

时隔作者创作６０多年后再读《彩桥》，在迷醉

的同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该诗的时代特色，品味

到雁翼的艺术追求。

（一）“战斗里成长”的主题

《战斗里成长》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一部电影

名，当时影响广泛；“战斗里成长”这一短语后来在

广泛使用中就具有了“寓言”性指征。“战斗里”寓

指成长主体与成长阻力间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成

长”是“战斗”的过程和结果，指成长主体摆脱稚嫩

走向成熟。《彩桥》“战斗里成长”的主题包含两个

层次：一是嘉陵江桥的建成；二是赤华和中国铁路

的成长。

嘉陵江上本没有桥，为修建宝成铁路，赤华和

他的战友们用血肉之躯，创造了这一个人间奇迹。

面对落差巨大咆哮翻滚的嘉陵江水，赤华和他的

战友们敢于战斗，善于战斗，从寻找特坚青石，到

筑堰、沉箱、筑桥墩，一次次的冲垮，一次次的重

建；再到炸开巨石，制服流沙…… 嘉陵江桥在英

雄们的奋力托举下飞架南北，迎来火车的胜利

通行。

《彩桥》更深邃的主题是写小赤华如何在战斗

中成长为宝成铁路建设的英雄：写他在战斗里出

生，在战斗的马背上成长，在抗美援朝前线出生入

死，当然最主要的是写他如何在宝成铁路建设中

发挥巨大作用。

长诗里主要人物有三位：赤华、刘雇农、红娟，

但三个人的关系却很复杂：赤华是刘雇农的儿子，

但他还没有出生时，刘雇农就因为长征路上的一

次战斗负伤落水，生死不明；他的妈妈在生下他不

久也牺牲在战场。他是被战士们抱在马背上长

大，在延安的宝塔山下成长。这是２０世纪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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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常见的叙事模式，革命者的父母、革命的摇篮及

志愿军的经历，都是赤华成为宝成铁路建设中坚

力量的原因。红娟是猎人、游击队员王志强的女

儿，王志强曾救起负伤落水的刘雇农；后来王志强

为革命牺牲。刘雇农把红娟当作女儿带大，不是

亲生，胜似亲生。而红娟和赤华是在朝鲜战场上

相识，在宝成铁路建设中相恋，诗歌最后，在火车

通过的大背景下，赤华和父亲刘雇农相认，和红娟

定情。

刘雇农拉开了白色的窗帘，

父与子默望着窗外的江面，

嘉陵江上峙立着一座钢桥，

山坡上跑来了抱花的红娟。

红娟跑到了他们身边，

三个人神往地望着群山，

长龙般的列车驶过大桥，

像一条彩虹飞向高天！

中国铁路建设者的成长是伴随着中国铁路的

发展而来的。今天，中国高铁笑傲世界，中国铁路

建设者遍布世界各地，尽管修建铁路的技术水平

不断提高，但纵跨７０年，以赤华为代表的新中国

铁路建设者情怀未变，作风未变。他们风餐露宿、

沐雨栉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舍小家、为大家；

“铁路纵横，其势莽莽，不弃尺寸，织就辉煌。敢忘

热血浇枕木，筋骨锻钢轨，死生以之，长歌当哭；竞

看钲鼓催鸣镝，兜鍪冲矢石，前仆后继，远望当

归”［３］。无数的赤华们以铁路建设为平台，唱筑路

浩歌，践人生伟业，使中国从铁路大国走向铁路

强国。

（二）铁道兵的赞歌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共和国的

历史上曾经有一支解放军部队叫铁道兵。

铁道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专业技术兵种，

１９４８年诞生于东北战场，总兵力最多时达４１万

人，１９８４年元旦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３５年间，

铁道兵战时实施铁路保障，平时参加国家铁路和

国防工程建设。铁道兵在战争条件下，共抢修铁

路３６００多千米，抢建铁路６９０多千米，备战公路

４３０多千米；在和平建设中，共新建铁路干、支线

１２５９０多千米，约占全国同期新建铁路总数的三

分之一……３５年中，有８０００多名干部、战士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４］。

《彩桥》写作时，铁道兵刚刚成立不久。雁翼

在塑造“赤华、红娟”这些铁路建设者时，并未突出

他们的铁道兵身份，但从诗句中我们发现：

这不是朝鲜前线的赤华吗？

大同江畔也曾冻成这般模样。

……

就是他为架桥被敌机炸伤，

为架桥也曾冻昏在冰雪里面。

……

多么英俊的年轻小伙，

军功章和路徽并挂在胸前。

在朝鲜战场修路且获军功章的，多是铁道兵。

志愿军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入朝到１９５３年７月正式

停战，历时近三年。其中英勇的铁道兵为做好后

勤保障立下了丰功伟绩，涌现出以杨连弟为代表

的无数战斗英雄。赤华，作为铁道兵的代表，就曾

战斗在朝鲜的大同江畔。

宝成铁路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铁路建设的

重点工程，从宝鸡和双石铺先后分南、北、中三段

同时开工。铁路第二、第六基建分局为发包单位，

以距宝鸡１４８．９千米的黄沙河为界，分南北两段

进行发包，从南北两端双向施工。铁道兵本已承

包了秦岭到黄沙河段的施工任务，其后“鉴于抢建

黎湛、鹰厦铁路任务紧急，原由铁道兵担负的宝成

铁路中段的修建任务，改由铁道兵所属工程局承

担。１９５４年８月，铁道兵正式撤离宝成铁路。”
［５］

铁道兵第６师和第１０师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和结

束后均参加过宝成铁路的修建工作。在铁道兵纪

念馆，第一块纪念章就是宝成铁路通车纪念章。

赤华，就是这样一个既上过朝鲜战场、又转战到宝

成铁路的铁道兵形象。

石家庄铁道大学与铁道兵一脉相承，１９５０年

建校，原为铁道兵干部学校，几经转制，现为全国

唯一一所以“铁道”命名的高校，至今已为国家培

养１０多万铁路建设人才。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

清曾赞誉石家庄铁道大学毕业生为“托起彩虹的

年轻人”。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致使宝成铁路１０９

号隧道遭受巨大破坏，应铁道部要求，石家庄铁道

大学派出以朱永全教授为组长的抗震救灾专家咨

询团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赶赴现场进行安全监

测，为宝成铁路１０９号隧道的安全运行提供技术

保障［６］。值得一提的是，朱永全教授也曾是一名

铁道兵战士！即使现在成就非凡、荣誉等身，但其

铁道兵的情怀依旧，干劲儿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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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桥》的艺术追求

雁翼在长达５０多年的诗歌创作道路上艰苦

探寻，努力破解诗之三味。在抒情诗创作中，既有

采用中国传统赋比兴方法创作的四行诗等，也有

在借鉴西方基础上创新的十四行诗。但无论如

何，坚持诗歌为人民服务、以读者为中心的思想始

终如一，“我自己许多追求中有一种最基本的追

求，那就是想出各种办法与读者沟通，想出各种办

法不在自己的作品和读者之间垒墙──不使用读

者不懂的词句，不使用让读者翻查字典的生字，不

在语言文字结构上耍花招。就是说像庄稼人种田

一样老老实实作诗。具体一点讲，就是使用一切

能够使用的手段让更多的读者看得懂。尽快地使

读者看得懂；尽快能打动读者的感情；尽重尽深地

打动读者的心灵；尽新尽深地启发读者的想象；尽

牢地被读者记住。”［７］《彩桥》的创作就是如此。

１．从民间艺术中探寻长篇叙事诗的写法

长诗怎么写，雁翼没有经验，他在《彩桥》序曲中

说“还是学着坠子书的唱腔，再吸取些鼓词的营养”，

老老实实的从民间艺术中探寻长篇叙事诗的写法。

坠子书，是河南地方三大曲艺种类之一。坠

子在河南属于群众耳熟能详的民间艺术，以个人

说唱为主要表演形式，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率

真、淳朴为其特色。坠子作品无论是大段子还是

小段子，其内容均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并在其

中传达很多伦理道德的理念、礼仪风尚的习俗，达

到熏陶和教化群众的目的。“在百余年的传播过

程中，河南坠子通过艺术形态的情感认识来反映

社会，并在反映社会现象的过程中，直接教育并感

化人们的心灵。”［８］鼓词一般指以鼓、板击节说唱

的汉族曲艺艺术形式，说用散体，唱为韵文。无论

是坠子书还是鼓词，都是通过叙述情节、塑造人物

来吸引听众，所以特别讲究情节起伏跌宕，语言流

畅生动。雁翼在写作《彩桥》时，借鉴坠子和鼓词

的写作方法，突出五个特点：故事完整，人物形象

鲜明，教化目的明确，语言合辙押韵、明白晓畅，采

用四行诗形式；反映重大事件———宝成铁路建设；

塑造现代英雄———铁路建设者赤华、刘雇农、红

娟；宏大建设场面的描述，山穷水复、柳暗花明的

情节设置，人物情感的细腻刻画……这都使《彩

桥》充满了迷人的艺术魅力。

早在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主席

就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向工农兵学习，倡导文艺要

“民族化、大众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５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要虚

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

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

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雁翼

以他的《彩桥》创作实践证明：以人民的立场，用民

间艺术的方式，讲述人民的创新创造故事，不仅可

行，而且十分成功。

２．“崇高美”的追求

关于诗美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雁翼认为：

“诗的美学实际是人的美学。诗的美的力量之所

以强大，首先是因为诗描写、表现了人的美———美

的灵魂、美的感情、美的思想、美的认识、美的语

言、美的创造，甚至美的外形。总之，诗歌描写、表

现人的社会的一切主观和客观的美。”［７］“诗歌集

中着美、突出着美，反转来，加深、强固着人们对美

的认识。”［７］这就指出：诗美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臆

造；而诗美又能引导强化人们对现实美的感受。

《彩桥》之美，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时代美的集

中体现。它不是花间月下一壶酒、管他冬夏与春

秋的隐逸陶然；不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

间呢喃”的小确幸；没有高山流水爱你一万年的深

情告白；更没有人生不如意枉看月圆缺的激愤；而

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牺

牲，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改天

换地，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创

新创造，是一种“崇高美”。

崇高，指在精神、智力或道德上卓越杰出的崇

高的牺牲精神。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崇高或壮美

常用“大”来表述。它侧重在主体方面、社会价值

方面，而不是对象方面、自然状貌方面。孟子把他

所强调的人格美称为“浩然之气”。在对个体人格

的评价中，他提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

提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９］他所

说的 “大”，比一般的美在程度上更鲜明强烈，在

范围上更广阔宏伟，是一种辉煌壮观的美。在社

会生活之中那些体现着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

及其代表人物，是社会崇高的本原。艺术崇高是

现实崇高的反映，艺术中的崇高所反映的大都是

社会生活中英雄人物的斗争业绩。

之所以说《彩桥》呈现出崇高美，是因为以赤

华为代表的铁路建设者自身成长的环境及其改造

的环境都是异常的艰难困苦，而赤华们面对泰山

压顶所表现出来的磅礴伟力令敌人胆寒、困难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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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赤华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日日和险困、死亡做

斗争。《彩桥》第一章《花岗山上》，讲述的是主人

公赤华为修建嘉陵江桥而受命寻找“特坚青石”，

他在大山里找了两天，冻坏了双脚，又饥又寒———

他已经在深山里走了两天，

为找一种石头爬了八座雪山，

渴了饮几口山谷里的泉水，

饿了就吞几把炒面。

……

当她脱掉赤华的长筒皮靴，

她的心像针刺一般疼酸，

两只脚冻得像发胀的馒头，

两条腿冻得满是紫色伤斑。

而赤华为什么要忍饥熬寒地寻找“特坚青

石”，是因为既要保证嘉陵江桥的工程质量，又要

为国家节约建设资金———

万吨洋灰啊，能盖多少工厂，

万吨洋灰能盖多少学校和电站，

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要又快又省，

架桥人要热爱祖国的一针一线。

这不是诗歌为塑造人物“假大空”的虚构，而是

那个时代的真实反映。在宝成铁路建设中，熊宇忠

正担任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局长和党委书记……熊

宇忠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宣传就地取材、勤俭办企

业的思想。他在一首打油诗《石头歌》中写道：

石头是个宝，建设离不了；

山区修铁路，关系更重要。

它是拦路虎，又是好材料；

就地能取材，就近供需要。

价廉物又美，主动自己操；

毛主席号召，勤俭建国好。

从此，大家称熊宇忠的“石头戏”为“石头哲

学”。石材的广泛运用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而

且石材质量好，达到了 “内实外美”的效果［１０］。

这是赤华成长的背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

们国家一穷二白，只能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重大

建设工程资金虽相对充裕，但那个时代的建设者

们没有想到“回扣”“以次充好”，而是想着如何在

保证质量前提下的节约资金。正是因为熊宇忠这

样的领导，才有赤华不惜一切代价寻找“特坚青

石”的行为。熊宇忠、赤华他们这代人就是凭借主

人翁的自觉，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为我们国家的

工业化和现代化打下了良好基础。

大庆工人王进喜因用自己身体制伏井喷而家

喻户晓，人称“铁人”。在《彩桥》第三章“大江深

处”中，因开挖沉箱中的巨大石块遇到流沙喷涌，

赤华也是这样的铁人：

赤华望着喷吐的流沙，

像望着敌人射来的子弹，

一个可怕的念头忽然闪过：

“同志们的生命太危险。”

命令同志们赶快上井，

他自己却挺胸扑向前，

用自己的肩膀，

死顶住流沙的喷泉。

赤华堵流沙的英雄事迹，也有着真实的故事

原型：“当嘉陵江２号大桥７号墩出现沉井涌水流

沙时，王在贵正在挖石基，他发现后立刻让身旁两

个工友沿梯爬上去报告，而王在贵自己用身体堵

住了流沙。那两个人还没爬出井口，他们返回来

想要救王在贵的时候，王在贵已经被淹没了。后

来大家在桥头为王在贵立了纪念碑。”［１０］

从时代英雄王进喜、王在贵，到文学英雄赤

华，那种为了国家利益、他人生命而肯于牺牲的行

为一致。《彩桥》中的“崇高美”不是诗人唱假，而

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四、结语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健康的社会都

需要诗歌。如何让诗歌真正反映变化发展的时代，

如何让诗人更好地见证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生活，是

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代作家雁翼以自

己的系列创作予以了回答。他的反映宝成铁路建

设的长篇叙事诗《彩桥》，再现了“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的时代大美，让一代又一代的读

者和那些铁路建设者们一起走进巴山秦岭，深入嘉

陵江畔，看他们如何征服“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如

何在崇山峻岭中开出大西南的第一条“生命线”。

《彩桥》是宝成铁路建设者的大风歌。宋代诗

人岳珂有诗《浩歌行》，开篇道“浩然一气古到今，

古人无愧惟此心”。雁翼通过对赤华等一代铁路

建设者虽幕天席地但勇往直前精神的赞叹，振黄

钟大吕，发时代浩歌。从《彩桥》中可以得出一个

结论：愉悦舒适都只是个人暂时的享受，只有伟大

的建设与牺牲，才能让人从中成长，终生难忘。愿

我们今天“闻弦歌而知雅意”，让这种创造的力与

美赓续绵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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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字》的“中间地带”策略管窥罗曼司体裁的美国本土化

张在钊１，　靳　松１，　赵艳斌２

（１．石家庄铁道大学 外语系，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２．石家庄铁道大学 党委宣传部，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纳撒尼尔·霍桑重新定义了罗曼司这一传统文学体裁，开

创性地提出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中间地带”的罗曼司叙事策略，并在其代表作《红字》中通过

虚实结合的故事背景、反常的叙事结构、象征和隐喻手法、模糊化的叙事手法、意象的明暗对立

等文学手法，充分实践了其提出的“中间地带”策略，全方位地呈现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文学意

境，彰显了作品迷人的审美意蕴。霍桑的罗曼司创作理念，对后世诸多美国作家产生了深远影

响，为罗曼司体裁的美国本土化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关键词：罗曼司；“中间地带”；现实；想象；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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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在钊（１９７２－），男，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英美文化。

本文信息：张在钊，靳松，赵艳斌．从《红字》的“中间地带”策略管窥罗曼司体裁的美国本土化［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２）：９２９９．

　　一、引言

《红字》是纳撒尼尔·霍桑的第一部长篇小

说，也是其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霍桑

在《红字》序言中对罗曼司进行了重新定义，提出

现实与想象的“中间地带”（ｎｅｕｔｒａｌ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的罗

曼司叙事策略，开创了心理罗曼司创作方法和美

国小说新文体。为了实践“中间地带”的叙事策

略，霍桑在作品《红字》中通过虚实结合的故事背

景、反常的叙事结构、象征和隐喻手法、模糊化叙

事手法、意象的明暗对立等文学手法，塑造了一个

虚实结合、亦真亦幻的文学世界，丰富了罗曼司作

品的创作技巧，提升了罗曼司作品的审美意境。

霍桑在罗曼司体裁的创新和成就确立了其本人及

其作品的经典地位，有助于独立的美国小说传统

的形成，对后世美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本文拟以《红字》为例，对作品的“中间地

带”策略的艺术实现方式进行文本分析，探讨霍桑

对罗曼司体裁的美国本土化做出的重要贡献。

二、霍桑的罗曼司叙事策略：现实与想

象的“中间地带”

霍桑的“中间地带”叙事策略是不断艺术探索

的结果。他在创作《祖父之椅的整部历史》时，首

次发现了“中间地带”，但只是临时以“非传统现

实”［１］来展现美国历史。在《红字》序言“海关”中，

霍桑提出了罗曼司作品的叙事策略，而“中间地

带”正是其核心概念。他在萨勒姆海关的任职期

间，常常爬上萨勒姆海关的楼顶，并陷入深深的沉

思。有一次，他在梦幻般的沉思中发现：“我们熟

悉的房间地板已经变成了一个‘中间地带’，一个

处于真实世界和梦幻世界之间的地带，在这里真

实和虚幻相互融合，相互渗透。”［２］由此，霍桑开始

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罗曼司叙事模式，并在后来

的三部长篇序言中不断阐发，形成一种体系化的

罗曼司创作理念，并将其确定为自己的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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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的序言里，霍桑将罗曼

司视作一种与小说相对立的体裁形式。小说所注

重的是社会现实与其风俗世态，所采用的是忠实

和详细的再现模式；而罗曼司关注的是主体的深

层意识或心理现实，是介于现实与幻境之间的“中

间地带”，是现实与想象的交接处。霍桑认为“中

间地带”给作者创作以最大的自由度，而想象力则

是实现真实与虚幻交汇的纽带和动力，在真实与

虚幻、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试图将一

个久远的时代与从我们身边飞掠而过的当前连接

起来。”［３］３他并非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客观真实

地去描写现实生活，而是独坐在朦胧的月光下，创

造性地幻想出一幅幅奇异的场景，而这些场景中

的人和事既非纯粹的现实世界，也非纯粹的虚幻

世界，而是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

而从审美角度看，一方面，霍桑借助“中间地

带”这一策略为作品营造了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氛

围，现象或真或假，情景或实或虚，人物或真实或

虚幻，呈现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作品在所反映的现

实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一道朦胧的屏障和空间间

隔，体现出适度的审美“间离效应”，为读者提供了

可以回旋其中的诗意化文学幻境。霍桑在《故事

重述》的前言里建议他的读者们在“洁净的、褐色

的、昏暗的环境中阅读，因为它是在这种环境中写

出来的。”［４］霍桑认为这样的阅读氛围有助于引导

读者进入他所创造的朦胧的神秘莫测的艺术境

界。另一方面，由于“中间地带”策略，读者常常悬

浮于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幻之间，因此为了探明

文本的意义，读者需要借助自己驰骋的想象力，去

补充和确定那些现实与梦幻相交时呈现的诸多不

确定性和模糊性，去填补文本和涵义之间的“空

白”。正如伊瑟尔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一文中所

说：“不确定性是文学文本产生审美效应的前

提。”［５］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地激发着作品的审美效

应，而对于不确定性的探索解读，成为读者的审美

动力，也促使其实现审美体验。

霍桑正是借助他所创造的光与影交织的“中

间地带”，利用罗曼司体裁赋予作家在内容和形式

上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在其四部长篇罗曼司作

品中充分发挥创作想象力，借助非现实主义手法

将过于迫近的现实稍稍隔离开来，在其营造的亦

真亦幻的陌生化氛围中冷静反观现实，进行反思

和批判，自由追寻发现世俗真理和现实表象下掩

盖的各种矛盾、永恒真理和人的心理世界的真相，

探索新英格兰殖民者的邪恶历史、美国清教徒的

精神世界和心理历程，使人们在虚实之间的“中间

地带”接受心灵拷问，并进行理性批判，这也从艺

术形式和主题内容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罗曼司体裁

的美国本土化进程。

三、《红字》中“中间地带”策略的实现

方式

在代表作《红字》中，霍桑运用虚实结合的故

事背景、反常的叙事结构、象征和隐喻手法、模糊

化叙事手法、意象的明暗对比等文学手法，充分利

用其提出的“中间地带”概念，全方位地呈现了一

个亦真亦幻的文学意境。

（一）虚实结合的故事背景

从作品叙事角度看，霍桑模仿了诗歌背景陌

生化的审美属性，采取虚实结合的方式进行故事

背景叙事。作品序言“海关”正是作者“中间地带”

策略的充分体现，它俨然就是一则微型的浪漫传

奇，衔接着过去和现在，沟通着虚构与自传、传奇

与现实，使读者沉浸于朦胧的虚实变换的气氛中。

一方面，在序言“海关”里，他反复强调叙述的

自传性和真实性，以自传性手法和感伤笔触细腻

描写宏观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他详述了自己的

童年生活、对文学的热爱、在海关三年乏味的工作

经历和由党派之争被排挤出海关的郁闷与悲愤，

对党派之争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同时，表达了对清

教徒祖父参与的审巫案的反省和不安。为强调自

己叙述的真实性，他以极其真实细腻的笔触描述

了他生活过的萨勒姆小镇：繁忙的码头、装饰着美

国秃鹰的海关楼及内部布局、楼外的街道店铺等

细节。另一方面，为了便于读者专心欣赏作品艺

术与情感相结合的诗歌美感，也是为了规避清教

思想传统对于婚外情的道德谴责，霍桑把故事背

景置于两百多年前的１７世纪的美国殖民早期，讲

述殖民地早期的人物和故事，拉开了作品与读者

的时空距离。同时，霍桑在“海关”里打破常规文

学范式，另辟蹊径，以故事编辑的身份自居，虚构

了作品的叙事起点和背景。故事的讲述者假称在

海关二楼房间里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里面存

放的是一个多世纪前在此任职的老督察普先生的

遗物，包裹里有一块刺着红色 Ａ的红布，以及他

整理记录的关于一位名叫海丝特·白兰的女子的

生平资料，而海丝特又生活在更早的１７世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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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相隔两个多世纪。霍桑对素材的真实性进

行了有针对性的选择，对于老督察普先生、装有刺

着红字Ａ的红布和有关白兰的资料，介绍并不

翔实。

这种虚实结合的叙述策略，一方面可以以坦

诚赢得到读者的信赖和谅解，另一方面成功地拉

大读者与作品的审美距离，以给读者留下充足的

悬念和想象空间，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和期待，形

成历史与虚构之间的审美张力。

（二）反常的叙事结构

霍桑对作品的叙事结构进行了创新，大胆抛

弃了传统的因果性和年代表式的小说结构模式，

采用了场景化的叙事结构、减省的故事情节的处

理方式。

从基本结构而言，作品整体呈现不对称性，由

一篇超长序言和正文构成。开篇题为“海关”的序

言不仅篇幅冗长，大量泼墨铺陈久远的历史和个

人经历，内容偏离作品主题，而当触及作品主题的

线索时，又寥寥几笔，戛然而止。这种结构打破了

一般小说序言简单明了的常规。这也是这部作品

在出版后长期受到文论家们的冷遇的原因之一，

我国很多译者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做出了省略“海

关”这一序言的翻译抉择。但这也正是作者创作

用意所在，“海关”这一序言在读者和可能的紧张

行为间起到屏障作用和疏离手段，是叙事的一种

审美间离手法，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和探究欲望。

从叙事结构来看，《红字》打破了传统的线性

时间叙事模式和情节的因果逻辑思维，跳过了海

丝特与丁梅斯代尔相识相爱的起点和过程，以海

丝特怀抱珠儿从监狱里被押出来受审这一结局作

为小说文本的叙事起点，而其后的叙事中并没有

对故事的来龙去脉作任何讲述，只是重点讲述了

婚外恋导致的惩罚与规训，并渲染和放大了由此

带来的人物内心挣扎的心路历程，并以此为契机

从宗教、人性、社会、文化传统等角度呈现了一个

看似清晰而又充满歧义的主题，形成了一个复杂

的、立体的、内容交错的文本。

约翰·卡洛斯·罗认为《红字》由两部分构

成，“前十二章构成一种寓言式小说，而后十二章

形成一部心理现实主义戏剧。”［６］前一部分描绘了

海斯特七年被放逐的生活，其中作者并未按时间

进行叙事，由彼此不甚相关的独立图景式的章节

组成，而后一部分明显地突变为一种心理现实的

叙事模式，所描述的十五天的故事以戏剧性的方

式展示了各个人物的行动和主观意识的相互作

用。大部分章节的标题都是以具体的空间场景和

人物来命名的，小说以跳跃方式，以海关、牢门（监

狱）、市场、刑台、总督的大厅、森林等场景进行空

间叙事，并在这些具体的物理空间的转换之中，叙

述者完成了故事的叙事、人物心理的描绘和形象

的刻画，而故事情节仅围绕原罪这一神学命题展

开，呈现鲜明的寓言性的戏剧场面和象征性场景

化倾向。对此，弗雷德·马库斯指出，“虽然《红

字》讲述四个人物，但它从根本上只有一个叙事或

情节。当然，象征性场景成为其特色。”［７］正如杰

罗姆·科林柯维之所评价的，“霍桑对时间的运用

是反 常 的，他 几 乎 把 它 当 作 空 间 的 仆 人 来

使用。”［８］

霍桑这种反常的叙事处理方式，打破读者的

常规时空体验，跳跃式和寓言式的场景叙事，仿佛

使读者徜徉在一种虚实变换的奇幻世界，强化了

作品的陌生感，凸现了作品的“审美间离”效应。

同时，为描绘和渲染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中间地

带”进行了叙事架构。当然，作家如此处理还可以

淡化作品道德主题对叙事的正面干扰，以增强阅

读过程的审美体验。

（三）象征和隐喻手法

作为折射清教历史和影响的代表作，同时基

于作者本人的清教家世和传统，作品《红字》被赋

予了强烈的象征性和隐喻性话语特征，这一显著

的清教主义文学特征，经过霍桑匠心独运的设计，

想象力的充分调动和发挥，使作品呈现出系统性、

多义性、模糊性和隐喻性的霍桑式象征风格和审

美意蕴，强化和渲染了虚实变换的“中间地带”。

对于四位主要人物，霍桑通过虚构或借用的

语言变异手法，对其姓名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并赋

予其鲜活的象征意义。齐灵渥斯（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ｗｏｒｔｈ）

意为“令人发抖和战栗”，丁梅斯代尔（Ｄｉｍｍｅｓ

ｄａｌｅ）意为“昏暗山谷”，两个名字中含有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和ｄｉｍ的词根，喻指冷酷阴暗，珠儿（Ｐｅａｒｌ）意为

“珍珠”，象征着纯洁和珍贵，而女主人公海丝特·

白兰（ＨｅｓｔｅｒＰｒｙｎｎｅ）的名字源自于希腊神话中

火焰女神 Ｈｅｓｔｉａ，是美丽热情的化身。通过采用

这些虚构的文字符号，形象地揭示或象征着人物

各自鲜明的性格特点，达到了语义上独特的变异

和升华，实现了读者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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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特胸前醒目的红字 Ａ是作品的核心象

征符号，其象征意义则随着情节发展呈动态变化

性和多义性。首先，红字是作品四位主要人物的

关联象征符号，海丝特佩戴有形红字，直面道德惩

罚；丁梅斯代尔心怀无形红字，忍受着内心煎熬和

折磨；齐灵渥斯作为红字的制造者选择疯狂复仇；

而珠儿作为活的红字，赋予了红字以生命。其次，

红字的象征意义又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动态变化，

从清教权威设定的“通奸”（Ａｄｕｌｔｅｒｙ）意义，到七

年后多数人对它原意的否定，而赋予它“能干”

（Ａｂｌｅ）和“值得尊敬”（Ａｄｍｉｒａｂｌｅ）的新意，再到

珠儿心中的“大写字母Ａ”，最终到普监督所记录

的“天使”（Ａｎｇｅｌ）之意。它浓缩了小说的全部内

涵：它既象征着爱，又是罪恶的标记；它是能干的

标志，又是昭示它的佩戴者的反叛心理；它代表上

帝的仁慈，同时又表示惩戒；它拯救了海斯特的灵

魂，又压抑着她的天性；它给主人公带来了幸福又

带来了痛苦；作者似乎又在暗指美国（Ａｍｅｒｉｃａ），

悲哀地看到了在这个清教统治的世界里自然和真

爱的丧失。从外在物化的红字，到内在幻化的红

字；从冷峻无情的清教道德对个体灵魂深处的冲

击，直至作家美利坚民族意识的隐喻，红字杂糅着

作家复杂的情感，既有欲逃脱无爱的旧世界的挣

扎，更有对美好新世界的向往和期许。正是这些

迂回曲折的隐喻式的象征表达，无时不考验着读

者的想象力和理解力，不仅成为作品多义性和模

糊性的典型表现，也是作家借以沟通艺术想象和

清教现实之间的“中间地带”的桥梁，是作品艺术

魅力的集中体现。

作品中的故事场景也被赋予很强的隐喻性。

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

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９］它既被视为具体的物

质形式，也可以被视作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

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作品中狱门、市场、

刑台、总督的大厅、森林都是具有文化隐喻与象征

的空间。比如，市场上看客折射着清教社会的愚

昧、冷漠和无情；监狱和刑台均是对罪犯进行惩罚

与归训的地方，前者象征着清教社会的阴暗、冷

酷、残忍、迫害和压制；后者还代表清教徒的准则

与法制，是政教合一的权威象征，而森林则是人性

的自由、开放与解脱的象征。

这样整部作品就成为一个由红字、人物和故

事场景等多要素构成的动态变化的象征隐喻系

统。整部作品可被看作是一支霍桑精心培育的象

征之花，以女主人公胸前的红字Ａ作为不断盘旋

绕动的枝蔓，作品中的四个主要人物海丝特·白

兰、珠儿、齐灵渥斯和丁梅斯代尔，构成枝蔓上这

奇异花朵的四片花瓣，而花蕊便是缔结四个人物

关系的“原罪”，即红字的本意“情欲之孽”。而作

品中各种充满象征和隐喻涵义的场景和意象，则

成为陪衬这朵罗曼司之花的片片绿叶。当红字变

化着的象征意义达到颠覆其原始象征意义时，情

节的发展便走向尾声，一朵恶始善终的娇艳之花

便展现在读者眼前。这个过程既是红字在新英格

兰清教徒心中象征意义的获得和变化过程，也是

霍桑通过象征的形式解读清教文化并对其产生质

疑的过程，这也让整个象征意义解读过程扑朔迷

离，亦真亦幻。作为触发读者联想、想象活动的媒

介，反复出现的象征和隐喻减缓了叙事的进程和

阅读的速度，成功实现了“间离效应”，在读者心中

形成了有效的审美距离，从而提高了作品的审美

效果。

（四）模糊化叙事手法

霍桑在词汇、句法、叙事视角和修辞等多个语

言层面，通过模糊叙事和虚构叙事等手法，对审美

客体进行模糊化、不确定化和神秘化，给读者留下

了审美“空白”。这是对其提出的“中间地带”策略

的有力践行，有助于形成与读者的审美距离，带来

全新的审美体验，并促使读者对作品形成多维度

的评判。

首先，霍桑在作品里使用了大量的模糊化词

汇以及传说、谣言和迷信进行模糊叙事，以幻化背

景和人物，增加人物和故事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

构建起叙事文类层面的“中间地带”。在序言“海

关”里，霍桑在谈到自己祖先时，采用“幽灵般的祖

先”这一意味深长的字眼，而不是“历史人物”。同

样，“幽灵”一词又被用来形容老督察普先生，称其

为“在朦胧月光中的幽灵”。“幽灵”这一哥特式词

汇的使用，增强了故事的神秘氛围，虚化了故事背

景，增加了与读者的审美距离，为作品奠定了虚实

变换的审美基调。又如在第十三章“海丝特的另

一面”中，当描写海丝特的同情心理时，作者写道，

“人们注意到……一有施惠于人的机会，她立即承

认她与人类的姊妹之情。”［３］１０８在第十八章“一片

阳光”中，描写珠儿与狼共有的“野性”时，作者写

道，“据说，故事叙述到这里确实有些荒唐了，还有

一只狼走上前来，嗅了嗅珠儿的衣服，还把它那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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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的头仰起来让她拍拍。”［３］１５２在此，霍桑的模糊

叙事达到某种极致，作者一方面借助“据说”句式

进行荒诞性推测，同时，对叙事荒诞性本身予以认

可，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审美张力，加之荒诞性故事

本身的奇幻色彩，更增强了作品的审美魅力。又

如在第六章“珠儿”的最后，当珠儿一再逼问自己

的出身，而海丝特陷入困顿和迷茫，无言以对时，

作者写道，“按照路德在教会中那些敌人的谣言，

他本人就是那种恶魔的孽种；而在新英格兰的清

教徒中间，有这种可疑血缘的，可不仅仅珠儿一个

孩子。”［３］４９作者巧妙地借用了人们对德国神学家

路德的谣言，转移了海丝特叙事承担人的角色，淡

化了情节冲突，转移了读者的视线，增加了故事的

不可知性和神秘性，留给读者以想象和评判的

空间。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人们注意到”“据观

察”“谣言”“闲话”“传说”“迷信”等这些具有模糊

化特点的字眼频繁进入眼帘，刺激着读者的想象

力，和读者玩着捉迷藏的游戏，使读者摇摆于字面

含义虚假性的确定和对所传达内容真实性的期待

之间，勾勒出一幅幅虚实难辨、亦真亦幻的画面。

霍桑还善于进行虚构叙事和零位叙事，大量

运用虚拟语气、形式主语结构、被动语态和以不定

人称代词作主语的句式结构，巧妙利用这些结构

在话语表达上假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的特

征。这种叙事手法以虚化、虚构等手段，造成了叙

事主体的转移、架空或缺失，从而模糊化了叙事主

体。虚拟语气的句式与汉语“如果／只消……（的

话）”结构完全对等，例子俯拾即是，如海斯特与狄

米斯代尔在林中相会时摘下了红字抛到远处，叙

述者写道：“只消再飞过几指宽的距离，红字就会

落进水里，那样的话，小溪除去连续不断地喃喃诉

说着的莫测的故事之外，又要载着另一端哀怨流

淌了。”［３］１５０但是红字并没有被水冲走，最终还是

回到了海丝特胸前。这种句子假定性的口吻，增

加了故事的悬念，拨动着读者希望、遗憾和同情的

感情心弦。在第二章中，对海丝特进行描绘时写

道，“设若在这一群清教徒之中有一个罗马天主教

徒的话，他就会从这个服饰和神采如画、怀中紧抱

婴儿的美妇身上，联想起众多杰出画家所竞先描

绘的圣母的形象。”［３］９作者转换了叙事视角，借助

与清教徒对立的“天主教徒”这一虚构叙事者，并

有意对海丝特的形象进行了夸张描绘，“服饰和神

采如画”，对海丝特的形象作出与清教徒的观点截

然相反的判断，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观点将海丝

特的形象呈现出来，给读者以崭新的乃至相反的

认知反差，形成了现实与想像之间的审美张力，强

化了读者的审美体验。

（五）意象的明暗对比

霍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罗曼司的作者有选

择和创造具体情景以展现人性真实的自由。作者

可以通过调节氛围，增强或柔和画面光线，也可以

通过加深或渲染画面的阴影，把非凡的事物作为

一种清淡、微妙、飘忽的风味来加以融合，而不是

当成实实在在的菜肴的一部分提供给读者，这无

疑不是明智之举。”［１０］霍桑称自己的小说为“偏僻

山谷中带有苍白色彩的花朵”［１１］，这说明了其作

品神秘和虚无缥缈的氛围和格调，也是对其作品

中意象的明暗对比手法的形象阐释。在《红字》

中，霍桑巧妙利用色彩的冷暖对比和光线的明暗

对立，精心构建了一个光影交错的意象群体，生动

展现了一个恍惚于虚实之间的“中间地带”，以揭

示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

精神活动，强化故事场景的象征性和隐喻性。

故事场景冷暖色调的交错对比是霍桑常用的

明暗对比手法。在第一章“狱门”中，作者呈现给

读者一个典型的明暗对立的场景，一边是新殖民

地的开拓者们草创之际在累累墓群旁修建的监

狱：“风吹日晒雨淋”“岁月的流逝”以及“狰狞阴森

的门面”，还有监狱门前的一片“繁茂簇生着的牛

蒡、茨藜、毒莠等这类不堪入目的杂草”，呈现给读

者的是“晦暗凄楚”的阴冷色调。而另一边却傲然

挺立着一丛玫瑰，“盛开着精致的宝石般的花朵”，

并“奉献着自己的芬芳和妩媚”，明丽灿烂的暖意

扑面而来。这种略带神秘而又异化色彩的背景铺

陈，为故事发展设置了悬念，创设一种新鲜、奇异

的场面，调动着读者的阅读好奇心。

霍桑在人物描写时，大量使用了色调明暗对

比。作为一名出色的“调光手”，他善于把人物置

于昏暗的“舞台上”，然后从天幕上射下一两束“灵

光”。如昏暗的森林中的零星点滴的阳光，夜幕下

牧师登上刑台忏悔时，天空忽然出现的闪电以及

红字“Ａ”所发出的奇特的光芒，这种光色和明暗

的极佳调配使人们产生一种神秘感和陌生感，强

化了虚实不定的“中间地带”效果。最为突出的例

子便是对女主人公海丝特的描绘时所做的明暗调

配了。当海丝特首次出场时，惊呆了所有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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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经历磨难，却仍光彩夺目和熠熠生辉，人们甚至

发现“她焕发的美丽，竟把笼罩着她的不幸和耻辱

凝成一轮光环”［３］７。“光环”（ｈａｌｏ）一词被用于描

写海丝特的容貌。该词在基督教绘画中指环绕在

圣者或天使身上或头上的光圈，把它用在海丝特

身上就等于赋予了她受难圣徒的形象。另外一处

经典例证便是第十八章“一片阳光”中，在海丝特

摘掉胸前的红字之后，在大篇幅的背景描写中，森

林处处便呈现出一片光影的明暗交错之中：“灿烂

的阳光洒向朦胧的树林”，“肃穆的树木的灰色树

干也闪出亮光”，“原先的阴影的东西，如今也成了

发光体”，“小溪的河道也愉快地粼粼闪光”，此段

描绘，最终由环境的明暗对比升华到富有强烈感

情色彩的明暗对比，“此时即使林中仍然幽暗如

故，在海丝特的眼中，在丁梅斯代尔的眼中，也仍

然会是光芒四射的。”［３］１５１

在描写珠儿时，作者同样采用了明暗对比的

手法。每当珠儿出现时，作者无不以明丽鲜艳的

色调与周围的昏暗事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并对她

进行精灵般地幻化描写，赋予她神秘和异化色彩。

在集中描绘珠儿的第六章中，作者对打扮之后的

珠儿作了如下刻画，“这个小家伙经这么一打扮，

实在是漂亮动人，在那晦暗的茅屋的地面上，简直

像有一轮圣洁的光环围绕着她。”［３］４１在整部作品

中，作者时而把她比作可以点燃一切的“火炬”，

“那永不停歇的创造精神会迸发出生命的魔力”，

时而把她“有狂野精力的形象”比作变幻不定的

“北极光”［３］４５，而当珠儿身着用鲜红的天鹅绒裁

剪的束腰裙衫时，她又“成了世上前所未有的活跳

跳的一团眩目的火焰。”［３］５１作者适时利用色调和

光线的明暗对比，呈现出珠儿的灵动幻化的形象。

当然，明暗对比的手法还频频出现在作品的

核心意象“红字”上，每当它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强

烈的明暗对比便跃然纸上，而且随着其隐喻涵义

的悄然变化，成为一个神秘莫测的象征符号。当

红字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作者如是写道，

“吸引了所有的人的目光而且事实上使海丝特焕

然一新的，则是在她胸前赹赹闪光的绣得妙不可

言的那个红字，以致那些与她熟识的男男女女简

直感到是第一次与她谋面。”［３］７作者从那些冷嘲

热讽的市井男女的视角，选用了“赹赹闪光”和“妙

不可言”来形容红字，不仅凸现了它与周边环境形

成的强烈色彩反差，还被赋予了杂糅的隐喻意义，

包含着浓浓的讽刺意味和难以捉摸的“震慑的力

量”。随后，当海丝特在拒绝透露孩子父亲的姓

名，并返回监狱时，红字与环境的明暗对立再次出

现，“那些目光随着她（海丝特）身影窥视的人耳语

着说，她胸前的红字在牢内黑漆漆的通路上投下

了一道血红的闪光。”［３］１２２这时红字似乎变得更加

神秘和可怖，在读者心中留下巨大的悬念。而随

着时间的推移，红字在传统的清教文化中“耻辱”

和“原罪”的象征意义愈发明显，海丝特也遭受着

愈发痛苦的身心折磨，此时作者对其作了如下描

述，“那个象征（指红字）不仅是人间的染缸中染出

来的红布，而且还由炼狱之火烧得通红，每逢海丝

特夜间外出，那红字便闪闪发光。”［３］１３９在第十九

章“溪边的孩子”中，被抛弃的红字又回到海丝特

胸前，“可现在那红色的悲惨又重新在老地方闪闪

发光了！”“似乎在这令人哀伤的字母中有一种枯

萎的符咒，她（海丝特）的美丽，她那女性的丰满和

温暖，都象落日般地离去了；一抹灰朦朦的阴影似

是落在了她身上。”［３］１５９经历数年的折磨，海丝特

已经身心俱疲。这明暗对比的氛围折射出海丝特

深深的哀伤和苦恼。总之，作者巧妙利用红字与

周遭的强烈明暗对比，充分发挥想象力，不仅使红

字自身成为一个虚实不定、富于奇幻色彩的象征

符号，还使其成为沟通真实与虚构、现实与想像的

“中间地带”的桥梁。

四、霍桑的“中间地带”策略与罗曼司

体裁的美国本土化嬗变

作为一种古老的叙事文学体裁，罗曼司经历

了长期的流变与发展，它发端于欧洲中世纪富有

阶级性和浪漫色彩的传奇文学，经由文艺复兴时

期超越日常经验的非现实叙事文学，直至近代历

史罗曼司等罗曼司式小说。霍桑之前的作家把罗

曼司看作是一种诗歌或散文体裁，罗曼司作品则

着重表现“那些遥远的、陌生的、难以理解的、理想

化的、荒诞离奇的、梦幻般的主题。”［１２］而在１９世

纪中叶的美国，以霍桑和麦尔维尔等为代表的一

批小说家汲取欧洲文学的营养，发挥惊人的想象

力，对罗曼司这一古老叙事体裁进行了开创性改

造，并为之注入清教精神和超验主义等独特的美

国文化和精神气质，使其焕发了活力，不断书写着

美国传奇。正如当代美国学者乔纳森·艾阿克指

出，以《红字》出版的１８５０年为界，文学概念在美

国开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发生这一变化的主

要领域就是１９世纪中叶的散文叙事文学。
［１３］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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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美国文学开始从１８世纪历史、布道文、游

记、哲学和科学作品等混杂文类中挣脱出来，走向

纯文学的创作之路。另一方面，美国的叙事文学，

从查尔斯·布朗的哥特式小说、华盛顿·欧文带

有地方叙事特色的短篇小说、詹姆斯·Ｆ·库珀

笔下的民族叙事以及４０年代以逃奴、废奴主义者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为代表的个人叙事这样一

路走来，到了《红字》的出版，叙事形式和艺术发生

了重要的转变。“民族叙事作品、地方叙述以及个

人叙事文学针对或者反映的是日常公众所关注的

问题，而《红字》中的文学形式开始转向拓展一片

自由想象的空间。文学叙事作品所描绘的不仅不

同于日常生活的世界，而且似乎超越了并且间接

地批判了日常生活的世界。”［１３］５９７

霍桑在《红字》中提出的以“中间地带”策略为

核心的罗曼司创作理念意义深远。一方面，它开

创了心理罗曼司创作方法和美国小说新文体。霍

桑肆意发挥其想象力和文学手法，行走于历史与

现实之间，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虚实不定、亦真亦幻

的文学世界。这一创作理念丰富了罗曼司体裁的

创作技巧，提升了作品的美学价值，充实了作品的

美学内涵，为世人留下了审美意蕴悠远的浪漫主

义文学经典。另一方面，霍桑通过这一创作策略，

巧妙地发掘和书写了新英格兰的历史题材，为美

国罗曼司小说传统注入了清教思想的美国文化内

涵与精神风貌，对清教这一美国文化遗产进行了

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探索了美国的国家起源和

文化身份，回应了时代对本土文学的呼唤，为罗曼

司小说的美国本土化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为自己

树立了民族文学代表的形象。《红字》作为运用

“中间地带”策略的经典之作，与麦尔维尔的《白

鲸》成为美国１９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小说的两座高

峰，是美国散文体叙事文学独立于欧陆走向成熟

的重要标志。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曼司则成为自２０世纪

三四十年代以来美国文学史中最重要的语汇，它

不仅是确立以霍桑为代表的作家及作品的经典地

位的关键所在，也是建立独立的美国小说传统的

核心命题。其心理罗曼司的创作方法影响了从

１９世纪后期至今的一大批美国作家，如斯蒂芬·

克莱恩、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约翰·厄

普代克、约翰·契弗、托尼·莫里森等人。以理查

德·蔡斯为代表的一批评论家充分肯定了罗曼司

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蔡斯在其１９５７年出版

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一书中将罗曼司尊为美国

小说的“伟大传统”：“自从它发源的那时起，美国

小说就以最具独创性和最富特色的形式找到了它

的归宿，靠吸收罗曼司的成分确定了自己的身

份。”［１４］他们把美国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与艺术精

华归结为“罗曼司传统”，并把这一传统作为标准

来重构美国文学史的本质属性，来确定美国文学

的典律、主题、结构及阐释。其中，霍桑关于罗曼

司这一文类的定位“几乎成为所有后来对美国罗

曼司结构和功能描述或定义的基准。”［１５］当代美

国作家盖伊·塔利斯和保罗·奥斯特分别在美国

《新闻周刊》杂志撰文，均将《红字》列为他们认为

最重要的五本著作之首，甚而认为“它是美国文学

的开端”［１６］，英国的评论家亨利·Ｆ·乔利在伦敦

《雅典娜神殿》杂志上把霍桑列入“最具有原创性

和独特性的美国小说作家”［１７］。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直至新世纪，霍桑开创

的罗曼司创作理念，引发了西方学界对于罗曼司

在美国文学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国文学“罗曼司

中心论”的关注、热议，直至关于罗曼司与美国文

学传统重构的论战，这不仅使罗曼司这一命题的

内涵更加丰富，更使霍桑研究成为美国文学研究

的重要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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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５）时期的广告审美解读

———以《人民日报》广告为例

孙　会，　陈娜辉

（河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２４）

　　摘　要：“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５）时期的广告审美表现出的特点不仅反映和影响了大众审

美的趋向，也对８０年代后的广告审美有一定的影响。以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广告案例为研

究文本，分析和梳理广告文本表现出的朴素、直白、实用、实惠及崇高等审美特点，探究其形成

原因，对于理解１９７９年中国广告春天到来后的广告审美风格趋向，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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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信息：孙会，陈娜辉．“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５）时期的广告审美解读———以《人民日报》广告为例［Ｊ］．石家庄铁道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２）：１００１０４．

　　广告是推销的艺术，是建构在审美前提下的

促销手段。“广告审美是指以审美为手段，即为了

达到实际功利的目的而采用的广告手段的审美

化。”［１］在中国广告史的长河中，广告及其审美可

建构为一个连续的阶段性发展历程。在新中国成

立后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后文简称“十七年”）

间，广告的发展经历了恢复、发展和最终几近消失

的历史。陈培爱在广告史书写中将这一时期广告

的发展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广告（１９４９—

１９５２）、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广告（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和

社会 主 义 改 造 基 本 完 成 后 的 广 告 （１９５７—

１９６５）
［２］。在这段历史中，广告所表现出的审美特

点是什么？其原因是什么？对这段广告史的研究

意义和可行性是什么？笔者选取这一时期《人民

日报》的广告资料进行分析，以求有一个较清晰的

认识。

一、广告审美研究意义和可行性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广告审美研究意

义及可行性，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研究意义

１．广告审美实践是审美文化历史的反映

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方式，是一种

功利性的审美实践。它不仅是创作者依据审美的

原则进行创意表现，同时也反映出社会中的审美

文化及特点，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观念。正如戈公

振所言：“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

之记录。”［３］因此，从广告史料中去探究时代审美

的脉络和特征，有利于把握不同时代广告审美发

展的潮流和趋势。

２．“十七年”广告审美的特殊性

“十七年”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确立后的经济

恢复和发展时期，广告亦是如此。但由于历史原

因，广告表现出既不同于民国时期“黄金时代”，也

不同于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广告春天”的特

殊状态。这一时期的广告有恢复但发展缓慢，最

终几近消失。广告审美也表现出时代的特点，具

有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认识这一历史现象和广

告审美的特殊性是必要的。同时，也有助于更清

晰地理解之后的广告审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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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长期以来学界研究的缺失

近年来，我国广告史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很

大成果，但对这一时期的广告研究展开不足，尤其

是对这一时期广告的审美研究阙如。究其原因，

一是研究者对这一时期广告活动的主观认知不

够，黄升民在《广告的消失与复活———中国广告市

场动态分析》中曾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直到６０年

代末，广告市场依然存在，广告活动并未消失，［４］

此论述正说明研究者对这一时期广告活动的认知

不足，更遑论对这一时期的广告文本做审美观照；

二是研究者对这一时期广告文本的资料占有较为

困难，广告资料主要分布于报纸、画报等印刷媒

介，全面收集和查找不便。

４．１９７９年后广告审美延续性的表现

改革开放的政策下，中国广告在１９７９年迎来

了它的新纪元，广告的春天到来了。但在这之后

的五年时间内，国内的商业广告呈现出一种以生

产者视角为主、简单、直白、实用的审美表现，与当

时外商广告以消费者为主，优雅、精致、新奇等的

审美特色形成较大差异。除了国内外广告本身的

文化背景、发展历程和表现模式不同的原因外，之

前广告审美风格的影响亦是原因之一，可以说是

“十七年”广告审美特色的一个延续性表现。故如

果不对这一时期的广告审美特点有所认识，就会

对此无法理解。到了８０年代后期，我国广告在创

意和表现上有突破性发展，灵活的创意和多样的

表现在极短的恢复期后就开始涌动，广告审美丰

富起来，这也与之前长期以来人们的审美思想受

到局限有关。总之，在广告历史的研究中，从审美

的视角考察广告现象，揭示其审美特点，无疑是一

个有益的探索。而在这一时期，广告审美客观存

在，不论它是怎样的呈现，都必须纳入研究的视

野，而不能跳过或想当然。

（二）研究的可行性

广告历史的客观存在。“十七年”时期，各地

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对广告行业进行了整顿和改

造，广告业务有所恢复和发展，为经济建设有所贡

献，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视而不见。

从时间的选取上讲，符合客观实际。１９６６年

“文革”开始后，整个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都呈现

出特殊的状况，而商业广告几乎消失。故以“文

革”为截点，把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广告归为一

个时间段进行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选取《人民日报》广告资料有代表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时间里，《人民日报》是当

时最重要的大众媒体之一，有权威性、典型性和代

表性的意义。通过收集和分析《人民日报》广告，

能够基于具体的案例分析对这一时期广告审美的

问题脉络和特点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可以说，对“十七年”广告的审美研究既是必

要的，也是可行的。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以史

料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广告审美的特点、成因等问

题，才能为认识今天广告审美有所?益。

二、“十七年”《人民日报》广告审美的

特点

广告是人们按照美的规律创作的实践活动。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

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

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

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

照美的规律来塑造。”［５］任何时期的广告也都是依

据受众的审美标准来完成。笔者收集和整理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间的《人民日报》广告案例，按其内

容将其分为三类：文化类广告（书籍出版、期刊目

录、影院信息等）、生产资料类广告和生活资料类

广告，归纳其所呈现出的审美特点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一）朴素、自然之美

朴素、自然是指在审美中不同于华丽、精琢、

藻饰的特点，表现出质朴、平淡、自然之美。这种

美，融合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道家“大朴不雕”、儒

家“绘事后素”、墨家“先质而后文”等而成的生活

习俗和修辞表达，“从日常生活的语言中，选取我

们文章中所需要的词汇，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所

企图达到的目的。”［６］那种具有表现朴素、自然、简

明等特点的广告作品就是这种美的表达。

１．文字式广告

文字式广告是没有图饰的、全部文字文案的

广告。占到７０％以上的文化类广告和部分的商

品广告，属于这一类。商品类如上海试剂厂出品

的硝酸银的广告中，标题是硝酸银，内容是：“工业

用、医疗用分析试剂。氯仿、二甲苯、蔗糖、苯酚

等。地址及电话。产品众多，不克详载，备有目

录，函索即奉。”［７］文化类广告主要是书籍和期刊

的目录内容，或简单的“欢迎订阅”“７月刊即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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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重要评论”等话语。如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１日《新

体育》要目包括：社论：必须继续推行劳卫制———

评光明日报７月３日社论；测试中的伤亡事故是

可以防止的———刘家铨；参加劳卫制锻炼的生理

卫生要求和医务监督———伊·彼·柏钦柯等［８］。

２．图文并茂式广告

图文并茂式广告是文字与图画搭配的文案。

主要是生产资料广告和生活资料广告。其中，图

案比例大小不一，图案内容以产品为主，搭配文字

内容一是标题，多是生产厂家的名称，品牌标识不

多见；二是产品信息介绍。如一则题为：上海市皮

革制品生产合作社主要产品介绍广告，文字内容

居中：“民用品：各类皮箱、帆布箱、皮手套等。医

疗卫生用品：医疗皮件、急救箱包、产科手术器械

包等。劳动保护用品：高空作业安全带、消防皮帽

等。承接加工，订货及来样定制业务。地址及电

话。”两边是不同的产品图片［９］。总体上看，广告

表现简明扼要，没有过多的渲染、鼓噪或粉饰，直

达“告知”目的，受众一目了然，表现出一种朴素、

自然的审美特色。

（二）实用、实惠之美

不同于西方认为的“美是无目的的、非功利

的”审美特点，实用、实惠一直以来都是东方人的

审美风格。“自古以来，东方民族的审美活动就同

其强烈的功利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东方民族

的审美观念中，不存在那种非功利的、超越功利性

的审美观念。”［１０］在所收集的广告中，文字描述基

本上都是诸如：产品特点、功效、质量保证、购买方

式等实用性信息和一些“价格最优”“可来函索要

说明书”“方便安装”等实惠、实用性信息，特别符

合当时人们的审美需求。

（三）意象之美

东方审美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讲究

“诗性之美”，即主客一体的意象美。叶朗曾说：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

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

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

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

悟。”［１１］广告中，人们擅长利用象征、比喻等手法

来表现一种美的意象，激发美的联想。如一则题

为：钢板网、铝板网的广告中，内容是“系建筑材料

和机电设备防护材料、是交通电讯器材等。”左边

的配图中是大海上行驶的轮船、陆地上奔跑的电

车、卡车，一片忙碌运输的景象。［１２］另外也会有一

些整齐的厂房、高耸的烟囱、辛勤作业的工人等景

象，旨在以局部形象来隐喻产品生产的大厂家、高

品质和好信誉等特性，借此在受众心中建构对产

品的美好想象，促成其购买欲望和对美好未来的

憧憬。

（四）创新、创意的灵动之美

创新、创意是指一种新奇之美的实践活动，广

告创意即是如此。它是指“在广告作品中所表现

出来的前所未有的一种具有很高独创性的

美”，［１３］是一种对生命力不断突破、寻求发展的渴

望。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种种原因导致广告业

本身发展受限，表现形式简单、模板化，但灵动的

创新、创意还是会不时闪现、破土而出。如１９５６

年的报纸上登出一则广告，不仅有响亮的广告语

“技术大革命，生产攀高峰”，图中还专门加上一个

飞奔的骏马，骏马身上捆着一卷纸，上面写着“技

术革新”。这种创意和表现的灵动，突破了陈旧、

单一、呆板的诉求方式，让受众体验到一种新鲜、

新奇之美，由此产生购买的渴望与美好的联想。

此外，即使是单纯文字广告，标题的美化，如

字号、字体、字型等的变化，以及边饰、排版上的刻

意修饰，都会让人感受到书法、美工的审美表达，

会触动到人们已渐麻木和刻板的审美认知。

（五）生命力之美

热爱和歌颂旺盛的生命力一直都是东方民族

审美的重要特点。“对于东方人来说，只要是有利

于人的生命增值的，有利于人的生活和生存的东

西就是美的，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去总

结给那些美的对象之所以给予人美感的各种物质

性的要素。生命之美、生态之美就是东方审美的

原点和核心。”［１４］在这些广告中，无论是形象分明

的产品、排列整齐的厂房，还是气势高昂的人物，

都给人以生命力的旺盛之美、生产激情之美和生

活热情之美，到处洋溢着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强大

生命力和美好发展前景的赞美之情。如在潘高寿

的一则广告中，两位中年男子精神饱满，满面笑

容，肢体强壮，正在说：“新产品，葡萄糖制剂。铁

破汤糖浆，适用症：肺结核。”［１５］整个画面充满生

气，表达出一种生活美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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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崇高之美

崇高美感是主体在受到巨大力度和压抑之后

高扬自身力量而产生振奋昂扬的身心体验，是在

激烈冲突中显示出来的一种美感。它“具有一种

巨大的驱动力，推进主体振奋精神，冲破障碍，克

服困难，把自己提升到对象的高度，促使主体更真

切地感受到自己人生的更高境界，努力生成坚强

意志和神圣使命。”［１６］在广告作品中，对人物的刻

画，无论男女，都是形体强壮、体态有力、斗志昂扬

的模式，使整个画面充满强大的力量、高扬的气

势、热烈的激情，这正是冲破奴役牢笼、推翻压迫

统治、打倒反动势力后张扬出的崇高美感。

特别强调的是，当时的广告审美是在政治意

识形态主导下的表达，文化类广告尤其体现这一

特点。几乎所有的文化类广告都是在宣传各种重

要的期刊、书籍、影院所刊登、上演的政治生活内

容，“广告自身诱导消费机能大大弱化，为国家政

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宣传工具属性强化。”［１７］简言

之，广告审美的特点也是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

反映。

三、“十七年”《人民日报》审美特点的

成因

（一）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落后状态

形成朴素、直白和实用、实惠的审美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国家处于经济恢复

发展时期，经济结构中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主

导地位，使关乎百姓生活的基础建设和日常生活

用品生产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同时，在政策导向

上，政府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提倡储蓄、抑制消

费，提倡艰苦奋斗、反对铺张浪费等等，而处于这

一状态下的人民生活只能先求基本的温饱满足，

在生活中更注重质朴、简单、实用、实惠的审美需

求，民间消费欲望和水平长期处于较低的状态。

加之，市场资源的匮乏和之后出现的票证时代，广

告宣传上的朴素、自然、实用、实惠的传播模式就

成为客观必然。

此外，在整个广告的分类中，大部分的文化类

广告和生产资料广告的商品是集体消费而非个体

消费，多是生产资料消费品而少数是生活资料消

费品，因此，市场上有的如报刊、部分书籍、生产设

施设备等产品，广告的目标受众是集体不是个人，

是生产厂家不是个体消费者。所以，广告创作时

也就没有必要去研究个体消费心理、策划广告创

意和美化广告表现，而简单的告白、直接的传达和

朴素的表述就是最合适的审美风格。

（二）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导向强化了

功利性审美的特色

在审美文化中，东方民族最突出的审美特点

就是强调同“生命价值”一致的：对于人的生命和

生活有利的、有益的东西就是美的、善的，相反则

是丑的、恶的。从古至今，“东方的审美活动从来

都是同直接的功利目的———有益、有用、善、价值

等相联系在一起的。”［１８］即中华民族“致用”的审

美观。而这一观点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越

落后、贫穷，实用、实惠的审美价值越显现、突出，

而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它就越不明显。因此，在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一直存在的实用、实惠等

功利性审美，也就是人们处于那种经济状态下的

必然现象。

（三）翻身后的崇高美感成为主流

经历了长期的被压迫和被奴役，新中国的建

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而这一历史意义

正是形成以崇高美感为主流审美表现的原因。席

勒曾说：“敌人越凶险，胜利便越光荣，只有遭到反

抗，才能显出力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

在暴力的状态中，在斗争中，我们才能保持住我们

道德本性的最高意识，而最高度的快感总是有痛

苦伴随着的。”［１９］来之不易的新中国、复杂的斗争

形势等，使人们充满了斗争激情和崇高美感，两者

相互促动，形成特有的审美表达。

（四）对生命之美的乌托邦式幻想与

歌颂

“东方民族审美思想的原生点是生命之

美。”［２０］美学家李培庚先生认为：“美的本质是人

的生命力。”［２１］即凡体现和象征着人的生命力的

对象，对人来说就是美的。而这种美又体现在人

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

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自己的生

命表现的对象；或者等于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

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２２］纵观那时

的广告作品中：粗壮的肢体、有力的体态、热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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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等都是对生命力的赞扬和对美好未来的憧

憬。同时由于受到革命激情的鼓舞和急于求成、

幻想强大的欲望推动，致使虽身处贫困境遇，广告

审美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充满幸福感的浪漫

主义表达，即满怀的热情、无穷的干劲和斗争的激

情等形象特征，这也是一种脱离现实、充满幻想、

高亢激昂的生命赞歌。

综上，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人民日报》广

告反映出特定时代的审美特点，并对之后广告恢

复初期产生了影响。只有充分地分析和解读它，

才能对广告审美的历史有更清晰的认识，也才能

对今天广告审美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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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遗产数字化高保真信息采集与处理关键问题研究

———以五台山龙泉寺石牌楼为例

王晓芬１，　苑鹏军２，　马　兰１，　张宜春３

（１．石家庄铁道大学 建筑艺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２．石家庄千典科技有限公司，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３．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０）

　　摘　要：建筑遗产数字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三维高保

真信息采集与仿真建模是对其数字化保护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在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对

大体量复杂建筑遗产全方位数据的采集和处理仍存在一系列技术难题。五台山龙泉寺石

牌楼是一座体型庞大、造型复杂、多层镂空雕刻的复杂古建筑，数据采集难度之大是多年困

扰此类建筑遗产数字化的行业难题。本文针对其特点量身制定了数据采集、处理、仿真建

模、压缩优化等技术方案，提出了大体量、复杂、多层镂空雕刻古建筑数字化采集与处理的

理论、方法、关键技术与标准规范，为此类大型复杂建筑遗产数字化提供有益借鉴和技术

支撑。

　　关键词：文化遗产数字化；五台山建筑遗产；三维高保真信息采集；三维仿真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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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为例［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２）：１０５１１０，１３７．

　　一、引言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

涵，是研究历史的实物例证。历经几千年的沧桑，

中华大地上众多的古建筑在战火、风霜雨雪的洗

涤中，被损坏、破坏甚至倒塌、毁灭，作为历史遗

留，一旦破坏，再难恢复，建筑物本身及其所承载

的文化信息都将损毁。在数字化革命、信息化社

会的语境下，传统的记录建档工作升级为以数字

化为基础的遗产信息采集、传递、处理和利用等活

动［１］。古建筑本体及其构件三维数据获取目前多

采用激光三维扫描技术和基于照片建模技术，激

光三维扫描技术能精准获取古建对象三维信息，

被国内外文博机构、科研院所普遍采用，但其缺点

在于信息数量巨大，后期处理时耗长［２］，随着三维

激光扫描设备的不断改进，扫描技术的不断提高，

其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但在实际应用中还有很多

技术难题亟待解决，对这一技术领域的难题突破

与研究，是文博领域、文化科技领域专家学者一直

探索和努力的目标。

二、龙泉寺石牌楼数字化保护目的与

意义

纵观人类的文明发展历程，文化遗产可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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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是人类文明的见证和智慧的结晶。而在这其

中，作为文化遗产中重要类型之一的建筑遗产，更

是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与社会价值［３］。牌楼是一

种独特形式的古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建筑技术

与建筑艺术的综合体现。牌楼根据材料的不同可

分为木牌楼、石牌楼、琉璃牌楼等多种，其中石牌

楼是较为常见的一种。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台山龙泉

寺始建于唐代，明嘉靖年曾修葺，清末民国初期

重建。五台山龙泉寺石牌楼（１）被誉为“华北第

一雕”，石牌楼为仿木结构，采用多重镂空雕刻，

玲珑剔透。牌楼通体镂空雕刻有大小８９条龙，

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龙泉寺石雕建筑规模

庞大，种类繁多，工艺超群，堪为稀世瑰宝。但

由于年久失修，牌楼损毁严重，基体出现酥碱，

又多年遭受雷击，使楼体遭受严重损坏，成为Ⅳ

类建筑［４］。为保护这一珍贵的文物，相关部门

多次对其实施修复加固、病害防护等工程，牌楼

本体信息三维数据采集是古建筑类文物保护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重要方略与途径［５］，

本文以五台山龙泉寺石牌楼为例，详细阐述了

融合多种精密测绘与三维数据采集技术的复

杂古建筑三维数据高保真信息获取与处理方

法，包括外业数据采集和内业数据处理，希望

本文的成果能对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和

补充。

图１　龙泉寺石牌楼

　　三、总体思路与技术路线

如果要归纳大体量复杂石质文物数字化建设

的根本性技术要求，以及多层镂空雕刻石质文物数

字化资源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根本性要求，高保

真成为当仁不让的第一要素［６］。五台山龙泉寺石

牌楼具有复杂的建筑结构，尤其是一些多重镂空的

建筑构件表现出相当丰富的空间结构形态，而这些

显著的空间特性恰恰是数字化保护工作中需要准

确记录的重点数据。同时，本石牌楼不管从哪个视

角扫描都存在严重的遮挡，导致不同的扫描方案对

数据质量的影响很大，而且数字化保护对牌楼不同

部位均有高精度、高保真的要求，因此，在开展三维

数据扫描与采集之前，根据现场踏勘结果，课题组

针对其体量庞大、多重镂空、仿木结构、雕刻精美等

特性，制定了三套方案，即分别采用远距离、手持和

微距三种扫描仪加航拍的实施方案，使用大、中、小

三种扫描仪互为补充、互相配合完成高保真数据采

集与获取。主要技术路线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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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技术路线图

　　四、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技术难点与解

决方案

　　《威尼斯宪章》规定，对古遗址、古遗迹、古建

筑等进行保护、修复和发掘之前及过程中，都应有

翔实的记录［７］。五台山龙泉寺石牌楼作为一座大

型石质建筑遗产，在进行数字化过程中需要采集

海量、翔实的三维与二维数据，同时，这些海量的

采集数据还需要科学精准的处理成为高保真数据

才能作为今后建档存储、保护修缮、研究利用的基

础。在这一工作过程中，着重探索和解决了以下

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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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型扫描仪与小型扫描仪数据如

何无缝结合

利用大型三维激光扫描仪获取牌楼的整体三

维点云信息，为拼接依据，小型扫描仪获取石雕局

部三维模型，最终通过后期处理，获取石牌坊整体

三维模型，既能实现石雕模型细节的精确展现，又

能保证较高的整体模型真实度、准确度与精度。

（二）小型扫描仪扫描大型建筑误差问

题如何消除

小型扫描仪扫描模型精度可达０．１ｍｍ，对

于扫描大物体，每增加１００ｃｍ会有０．０３％的累

计误差，如果整个牌楼都用小型扫描仪，扫描整体

模型精度难以保证，可能会使整个模型的形状发

生变化。

（三）大体量多层镂空雕刻复杂文物扫

描盲点如何解决

扫描复杂物体重中之重是保证模型数据完整

性问题，对于雕刻繁复，镂空且多层叠加镂空的复

杂文物，扫描时容易出现盲点，无法保证模型数据

的完整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要秉承多角度扫

描，密集度和多重叠加扫描，最大程度多层次获取

数据的原则。并且沿犡、犢 轴密集拍摄多角度高

清照片，以备二次精雕和补洞参考。多重镂空拱

券如图３所示。

图３　多重镂空拱券

　　（四）浅色大理石三维扫描强反光问题

自然风化以及人为破坏会使大理石材质出现

颜色退化甚至是浅层的透明问题，对三维数据采

集造成困难。通过实际扫描发现，浅色的大理石

数据获取难以完全。针对此类问题，需要借助高

清相机对模型细节进行图片采集，同时利用第三

方软件对模型进行补洞，修补的模型与扫描出的

模型会有所差异，因此需要借助模型雕刻软件，以

采集的细节图片为依据，对模型进行雕刻，最大限

度地使模型得到还原。

由于石牌楼为浅色汉白玉质地，石材中的规

则晶体受环境光影响极大，在白天日光下晶体反

射强烈，扫描仪数据采集不完整。针对这一问题，

通过反复测试，选择了晚上没有环境光情况下扫

描，后期对模型重新附纹理材质的方案，获得完整

模型。

五、外业高保真信息采集与处理

科学合理的外业高保真信息采集技术是完成

任务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为了得到龙泉寺石牌楼

高保真数字化数据，按照以上技术路线和实施策

略，项目组选取了三类数据采集设备相互补充与

相互协调的技术路线与实施方案。

（一）利用大型三维激光扫描仪获取整

体点云数据

１．大型三维激光扫描仪的选用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突破了传统点式数据采集

的局限，能够实现对被测物体进行快速的面式数

据采集［８］。大型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具有高分辨

率、高精度、高密度、非接触、远距离、数据采样精

准等特点，而且可以与内（外）置数码相机配合使

用，可以主动、实时、动态地获取文物点云与贴图

信息，另外大型三维扫描仪还具有扩展性强、对环

境适应性强等优点，根据龙泉寺石牌楼大型复杂

镂空雕刻类古建筑数据三维信息采集的需要，项

目组选用Ｆａｒｏ３３０三维激光扫描仪来获取石牌楼

的整体三维点云信息。

２．整体形态三维空间数据采集与获取

龙泉寺石牌楼高８．５ｍ，宽９．４ｍ，厚２．８ｍ。

镂空雕刻、透雕等雕刻工艺复杂，遮挡严重，南面

１０８阶台阶直抵牌楼近前，左右新建平台距离牌

楼较远且高度较低，扫描站点布设难度大；而二龙

戏珠等石雕构件空间结构复杂，对仪器精度要求

较高。根据现场踏勘结果，项目组制订了扫描的

具体方案。

采用ＦＡＲＯ远距离、高精度三维激光扫描仪

作为主要仪器，扫描站点设置以能尽量全面获取

完整三维空间数据为原则，主要在牌楼东西北三

面设置采集站点，架设可移动脚手架，东西两侧尽

量前伸，兼顾扫描牌楼南侧数据。相邻两个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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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间具有２０％～３０％的数据重合。运用球形

靶标作为数据拼接靶标点，为保证数据精度，每站

设置４～５个靶标点。根据精度要求来设置扫描

仪的采样密度，而采样密度的大小会直接影响最

终三角网构建的精度。对于牌楼受阻挡部分加密

扫描，拐角部分采取增设扫描站点的方法处理，共

扫描１８０站。扫描方式采用先全景概略扫描，后

选择精细扫描，并在整个扫描过程中采用扫描标

靶的数据拼接方式，两个扫描站之间至少保证有

４个共同标靶。

３．三维点云数据配准

激光三维扫描技术的应用，使得“点云”成为

建筑遗产测绘以及其他数字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

中间型数据成果［９］。激光扫描获取的每站数据均

处于各自的仪器坐标系下，因此需要将不同视点

获取的激光点云数据统一到某个固定的坐标系

中，如统一的工程坐标系（ＰＲＣＳ）或全局坐标系

（ＧＬＣＳ）。点云数据配准是利用点云数据中的变

换信息（相邻测区公共标靶的信息），对三维数据

进行配准计算。点云配准通常是在相邻的２个测

站公共区域安置４个或４个以上标靶进行扫描，

并按照摄影测量影像匹配的原理，对相邻区域中

的同一靶标组成的同名点对计算点云配准参数，

以完成相邻点云的配准，项目中利用公共标靶进

行点云配准的标准偏差均小于２ｍｍ，以保证三

维点云配置的精度和准度。

（二）利用小型三维扫描仪采集局部细

节精确数据

１．小型三维扫描仪局部信息采集

石牌楼扫描过程使用了 ＡｒｔｅｃＥｖａ（分辨率

０．５ｍｍ，精度０．１ｍｍ）两台，ＡｒｔｅｃＳｐａｃｅＳｐｉｄｅｒ

（分辨率０．１５ｍｍ，精度０．０３～０．０５ｍｍ）一台两

款小型扫描仪。

Ａｒｔｅｃ小型扫描仪与普通扫描仪最大的优点

就在于它能在数据获取的同时建立三维网格模

型，并且保证０．１ｍｍ或更高精度的三维数据，复

杂的扫描环境对它几乎没有影响。虽然Ａｒｔｅｃ小

型扫描仪模型精度达到０．１ｍｍ，但是对于扫描

大物体，每增加１００ｃｍ会有０．０３％的累计误差，

如果整个牌楼都用小型扫描仪，整体模型精度难

以保证，可能使模型的形状发生变化。因此，借助

Ｆａｒｏ大空间扫描仪获取的牌楼整体点云数据对

整个牌楼进行精度控制，其误差范围在２ｍｍ之

内，保证大物体模型的准确效果。模型整体精度

以大空间扫描仪的三维点云数据为准，避免了累

计误差的多次放大。

２．微距扫描仪细节及遮挡面信息采集

根据石牌楼特点，制定了分阶段实施的方案，

微距扫描仪数据采集共分两个阶段进行，同时根

据具体镂雕精度选择设备。并首先搭设脚手架 ，

脚手架根据底部采集和上部采集需要，分两步

搭设。

脚手架搭设完成即可开始数据采集，采用自

下而上的扫描顺序，从下部第一层平台开始，依次

向上，直至到达顶部完成扫描；在每层平台上使用

两台ＡｒｔｅｃＥｖａ分区扫描，ＡｒｔｅｃＳｐａｃｅＳｐｉｄｅｒ扫

描雕刻最复杂，精度更高。扫描同时兼顾上下部

位，这既有效地解决了遮挡的影响，保证了数据采

集的完整性，又便于使用特征点匹配进行点云的

拼接。

（三）贴图与纹理数据高清获取

为了准确生动地将扫描对象的纹理信息与精

细模型匹配起来，需要进行数字影像的采集。项

目中使用单反相机进行影像的高清采集。数字影

像获取的原则跟点云数据获取的原则相一致，也

是要求完整。数字影像在获取时设备的镜头应尽

可能保持与扫描对象的立面平行，只有这样才能

尽可能地保证各个位置的像素与原始影像的像素

一致。

六、内业数据拼接处理与精雕优化

（一）多类型扫描数据相互补充与拼接

处理

利用远距离、高精度三维激光扫描仪获取牌

楼的整体三维点云信息为拼接依据，与小型扫描

仪获取石雕细节模型相结合，最终获取牌楼的整

体三维模型与点云数据，既能实现石雕模型细节

的精确展现，又能保证较高的整体模型精度，同时

获取石牌楼正射影像图。

（二）小微扫描数据优化降噪与补洞

首先是数据去噪与优化。根据扫描获得的点

云数据，行列方向上有恒定密度进行排列的有序

点，以及不定的密度的无序点。这些点有的是杂

点，是扫描错误的点（不是噪声）；有的是噪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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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扫描设备与测量方法的缘故，扫描数据存在

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其中有一些扫描点的误差

比较大，超出允许范围；数据处理和扫描中还会

因为拼合或者扫描角度等问题产生重叠的多余

点、冗余点。对这些数据进行滤波，可采用手工

和滤波器，通过剔除、拼合、将特征与特征对齐

处理等，得到优化后的点云数据，如图４、图５

所示。

图４　原始数据

图５　去噪优化数据

　　其次是多边形处理与特征处理。由于扫描

的问题或者是点处理过程中所造成的数据的缺

失，在图上留下的缺口部分，缺口构造成多边形，

对孔洞多边形特征面进行确定，通过对上述特征

平面多边形的修补，把图像完整化。

第三是特征处理。特征处理就是去除不需要

的特征，比如突出与凹陷等，通过特征处理，把扫

描图像中不需要凹凸的区域进行处理，然后再把

该区域做光滑处理，如采用标准的高斯滤波器，高

斯滤波器在指定域内的权重为高斯分布，其平均

效果较小，故在滤波的同时能较好地保持原数据

的形貌，这样使得图像更加完整。

（三）精细三角网格模型构建

微型三维扫描仪获取的海量点云数据通过匹

配集成相机采集的纹理数据能够真实地再现扫描

本体，但离散点并不能有效地表达实物的表面，因

此需要构建立体模型。几何模型的制作主要包括

点云数据预处理和三角网模型构建这两部分。数

据预处理是在不影响模型构建精度的前提下，减

少冗余点云数据并优化整体点云，其目的是降低

三角网模型构建的复杂程度及错误。石牌楼构造

复杂、细节多，使用常规的建模手段将无精度可言

且很难达到效果。基于扫描点云数据，利用扫描

处理软件构建不规则精细三角网模型，可以非常

逼真地再现石牌楼面貌。模型构建的过程通常包

括三角网模型的建立、模型残缺数据的修复、错误

拓扑关系的改正、模型平滑和模型简化等。如图

６、图７所示。

图６　拼接后三角网模型

图７　优化后三角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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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局部细节精准雕刻与处理

小型扫描仪采集数据精度高，但仍有不足

之处。第一，模型边缘锐利程度降低是一个不

可避免的问题，这样造成石雕牌楼的石材质感、

硬度不够，感觉软绵绵没有石材雕刻的棱角锐

度。第二，石刻镂雕层次繁密，遮挡非常严重，

手持扫描仪不能采集到被遮挡部位，造成模型

数据不完整或与实物有出入。第三，石牌楼雕

刻精细度太高，扫描仪不能完整采集到局部微

小的细节，如微雕人物的五官，花朵的花蕊等，

造成细节的缺失。

基于以上原因，需要对小型扫描仪获得的

石牌楼模型（粗模）参照高清照片进行二次精细

雕刻，如同对石雕粗胚进行深入雕刻，完成最终

精细成品，最大程度保持建筑本体的原真性与

高保真性。

（五）高清纹理映射

根据构建的三角网模型，加上获取的高分辨

率影像就可以进行从影像到模型的纹理映射，得

到单块的彩色三角网模型，将多个具有邻接关系

的单块彩色模型合并在一起可得到完整的彩色模

型。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在三角网模型和影像上选

定同名点，从而计算照片的内外方位元素和系统

误差改正数。根据使用软件的不同，选取的最少

同名点的数目也不相同，但最少不能少于４对，多

选一般可以提高映射的质量。是石牌楼的局部纹

理映射。

七、结语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以及外来文化

的强烈冲击，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正处在濒临灭绝

的边缘。于是拯救、修复、保护和传承这一文化瑰

宝成为文化从业者迫在眉睫的任务［１０］。古建筑遗

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作为一种文化科技现象，其本

身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既有文化观念层面的影响，

又有实践层面的影响［１１］。在建筑遗产数字化保护

的实践与实验中，技术的迭代更新和发展至关重

要，本项目针对五台山龙泉寺石牌楼大体量、复杂、

多重镂空雕刻的特点，经多次论证，制定了综合多

种焦距扫描、航拍、微拍等相结合的高保真数据采

集与处理方案，对大体量复杂建筑遗产的高保真数

据采集与处理关键问题与关键技术进行了富有创

见性的探索与实践，为该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

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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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０３６５（２０２０）０２ ０１１１ ０６

基于网络分析法的城市公园可达性优化研究

———以石家庄市长安区为例

高力强，　张　昊，　崔　宁

（石家庄铁道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通过度量长安区城市公园的可达性，为今后的城市公园优化提供参考。借助

ＡＲＣＨＧＩＳ１０．３平台的网络分析模块，以石家庄市长安区为研究对象，计算在不同时间等级

下，步行、非机动车、机动车３种出行模式的公园可达性。发现石家庄市长安区公园整体可达

性较差，３种出行模式下５５ｍｉｎ后仍存在大量公园服务盲区，其中：步行盲区（５３．６３％）＞非

机动车盲区（４７．０２％）＞机动车盲区（２３．６７％）。通过改善路网结构，优化公园布局与出入口

等手法，使长安区公园整体可达性得到显著提升，其中步行可达性提升３７．２５％，非机动车可

达性提升４１．５８％，机动车可达性提升１８．２２％。

　　关键词：网络分析；城市公园；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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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２）：１１１１１６．

　　城市公园作为城市重要的景观要素，与城市

居民的日常生活联系极为密切，承担着重要的公

共服务职能，是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居民对生活质量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各地加大了对城市公园的建

设。传统的建设手法常常以人均绿化面积、城市

绿地率等指标来衡量公园布局［１］，而忽视了城市

居民能否便捷地进入公园，公平地享受公园服务。

因此，用可达性来判断城市公园布局的合理性、服

务的公平性非常符合时代要求。

可达性概念由 Ｈａｎｓｅｎ
［２］于１９５９年首次出，

主要是指从某区域到达另一指定区域所要克服相

关阻力的难易度，主要要素为时间要素、空间位置

要素等，随后被广泛应用于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等

领域。近２０年来，国外关于城市公园的可达性研

究更加注重从人性角度出发，将可达性与人口类

型、人口数量等要素结合，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城

市公园布局。Ｍｉｙａｋｅ、Ｍａｒｏｋａ、Ｇｒａｄｙ
［３］将人口密

度考虑进可达性数据模型，对纽约的城市公园进

行研究。Ｒｅｙｅｓ
［４］基于儿童视角将吸引力引入数

据，分析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公园可达性。

俞孔坚［５］率先将可达性引入国内城市公园研

究，但目前研究地点多为中心城市，相关研究提出

的具体建议较少［６７］，且无法为中小城市公园建设

提供经验。如何利用可达性理论为优化中小型城

市公园布局，提升公园服务公平性提供具体建议，

将会成为可达性理论在公园建设方面的研究

重点。

一、研究对象及范围

石家庄市长安区地处石家庄市东北部，是全

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其人口与建成面积均处石家

庄市前列。公园建设相对滞后城市发展，相关建

设与发展潜力巨大，本次研究范围以长安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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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界，总面积约１３８．３１ｋｍ２，研究对象包括综合

性公园、专类公园等不同类型的１４个城市公园。

二、研究方法与步骤

（一）数据来源

数据获取来源主要包括ＧＥ卫星影像图（更

新于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８日）、《石家庄市城市总体规

划图（２０１１—２０２０）》以及石家庄市地形数据测

绘图。通过 ＧＥ卫星影像图（图１），以及石家庄

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的用地分类图、地形勘测图（

２０１６）等综合对比判读，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３对处

理后的数据图像进行数据转换，获取公园和道路

等数据信息。最后，进行实地调研测绘，对数据进

行补充和修正。

!"

#$%&

! " # $ % "#

&'()*

图１　研究区域的卫星影像

　　（二）网络分析模型构建

基于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３平台，提取石家庄市长安

区的路网（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以及地

铁线路等各类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公园及公园

入口位置等数据，将数据矢量化并建立新的可编

辑图层，然后将数字化后的矢量图与石家庄市城

区内地形数据测绘图进行对比判读，修正对比后

出现差错的地物，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３中网络分析

模块功能，建立分析所用的公园和道路网络数据

库。网络分析模块是根据数据中的中心（ｃｅｎ

ｔｅｒｓ）、链 （ｌｉｎｋｓ）、节 点 （ｎｏｄｅｓ）和 阻 力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等数据信息计算出沿已有道路数据

在面对不同阻力值的状况下，出行时所得到的不

同结果。相对其他运算方法如缓冲区分析［８］、费

用加权分析［９］等，网络分析法更具有科学性、严谨

性［１０］。利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３中“新建网络数据集”功

能构建网络分析的空间阻力模型，然后建立指定

的服务区分析层，通过设置道路时间阻力值（道路

长度／通行速度），分析模型可达性。根据《城市道

路工程设计》中所提出的城市道路等级与速度划

分，分别将长安区内的道路输入不同的速度数据，

其中对于机动车出行方式为快速路８０ｋｍ／ｈ、一

级道路６０ｋｍ／ｈ、二级道路５０ｋｍ／ｈ、支路４０

ｋｍ／ｈ
［１１］，并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每５ｍｉｎ路口等待

时间为１．５ｍｉｎ。对于非机动车则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规定，时速为１５

ｋｍ／ｈ，每５ｍｉｎ路口等待时间为１ｍｉｎ。人行速

度设置为８０ｍ／ｍｉｎ，每５ｍｉｎ路口等待时间为１

ｍｉｎ。因长安区地铁设施还未完善，其余公共交

通设施与非机动车出行效率相近，故二者没有纳

入计算范围。生成以公园为分析源点，在固定时

间沿道路网络离散所围合形成的可达面域，得出

公园不同时间内的服务面积。

（三）计算公园可达面积比

基于相关研究［１２１４］，结合实际情况确定５

ｍｉｎ、１０ｍｉｎ、１５ｍｉｎ、２０ｍｉｎ、２５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和

５５ｍｉｎ共７个时间等级，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３网络

分析工具，分别生成步行、非机动车、机动车交

通方式下沿道路网络在不同时间等级以公园为

离散点所围合形成的可达面域，得到公园可达

性等级分布图，计算公园可达面积比（公园可达

面积比＝可达面积／研究区域总面积），以此作

为评价公园可达性的量化指标。

（四）建立回归模型

由于研究时间取值的固定化，无法准确取得

除研究时间值外的时间点公园可达面积比的测

算，因此以时间为自变量，公园可达面积为因变

量，利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获得回归

模型，供３种交通方式下非研究所用时间区间内

的城市公园可达面积比预测使用。

三、结果与分析

（一）公园及路网分布特征

从公园分布来看，长安区东北部由于村镇集

中，发展相对于西南部较为落后，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也有较大的差距，没有公园分布，长安区城市公

园建设整体滞后于石家庄市其它区发展，因此公

园地理分布极不均衡。从公园类型来看，１４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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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中有１３个专类公园，仅有１个综合性公园（长

安公园），由于综合性公园有着更丰富的活动内容

和更完善的服务设施，能更好地满足居民的休闲

娱乐需求，因此建议将现有部分专类公园升级改

造为综合性公园。对长安区路网进行梳理后发现

道路网络分布不均，存在大量断头路，东北部地区

明显落后于其他区域，甚至东北边缘存在空白区，

区域路网急待建设完善。

（二）公园可达性评价

在生成的公园可达等级分布图（图２～图４）

中可知，区域颜色越浅表示到达公园所需时间

成本越高，公园的可达性等级也就越低，颜色越

深所需时间成本越低，公园的可达性等级也就

越高。因此，３种交通方式下综合对比下长安区

中西部的可达性较好。在步行５５ｍｉｎ时北部边

缘和东南部出现了大面积服务盲区，占总面积

的５３．６３％，这些区域急需增建新的服务公园。

非机动车１５ｍｉｎ内的出行面域基本覆盖长安区

中西部，但其显示出的问题同步行方式下基本

相像，在５５ｍｉｎ时于长安区北部与东部仍存在

大面积服务盲区，占总面积的４７．０２％。机动车

可达面域在１５ｍｉｎ后基本覆盖整个长安区，成

为长安区前往公园最便捷的出行方式，但最终

在北部与东部形成了部分的公园服务盲区，占

总面积的２３．６７％，主要是因为路网缺陷，致使

机动车无法到达部分区域，据此应加强可达面

域空白区和边缘区路网建设（表１）。３种出行

方式下的公园可达性面积比与时间呈现出不同

的相关性（图５），其中：步行模式符合一元线性

回归：狔＝０．８９９狓＋０．５９１（犚
２＝０．９４７）。非机动

车模式符合对数回归：狔＝２１．００５ｌｎ狓－２４．４５８

（犚２＝０．９４４）。机动车模式符合对数回归：狔＝

１８．２９７ｌｎ狓＋１０．６５９（犚２＝０．９１７）（见表２～表４）。

公园出入口分布及周边路网特征决定了不同时间

等级可达面域扩展形态，如薇波公园出入口多分

布于北侧，导致南侧出现了一定面积的服务盲区；

而长安公园的公园出入口沿周边路网均匀分布，

可达面域向周边均匀展开，在公园对比中具有很

高的可达性等级；而处在长安区边缘的公园如太

平河公园、三角河公园则因地理位置受限，可达面

域无法均匀向四周展开，可达性等级因此受到一

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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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步行方式下的可达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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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非机动车方式下的可达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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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机动车方式下的可达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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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３种出行方式下的数据模型

（三）研究区域公园可达性优化

根据分析结果长安区城市公园可达性主要受

到路网完善性、公园布局、公园出口设置三个因素

影响，笔者以这三个因素为出发点，模拟出了改进

方案，主要包括：①完善长安区北部与东部的路网

结构，减少断头路，形成环路，对于东北角的村落区

域，填补空白路网，提升村落之间的连通性。②经

三种出行方式的综合对比，在图２～图４中的服务

盲区部分，新建城市公园，填补公园服务空白区，提

升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城市公园服务的公平性。

考虑到长安区中西部城市发展水平较高，可用地面

积紧张，因此在中西部的公园布局方面没有改动，

而是通过方法三来提升公园可达性。③优化公园

出入口，减少居民为进入公园多绕路、绕远路的情

况，使公园服务可以均匀的向四周展开。

（四）优化结果合理性验证

公园的可达性等级评价直接反映了城市公园

被使用的合理性与公园服务的公平性［１５］，因此，科

学的公园布局、出入口布置、完善的城市路网结构

都显得尤为重要［１６］。研究根据现存情况调整了部

分公园出入口位置（薇波园、月季园等），减少绕远

路的情况；在公园服务空白区拟建新的城市公园

（主要在长安区东北部村庄集中地，根据实际村落

人口密度，围绕中塔口村、南村、东庄、西庄等村庄

拟建６个社区公园，１个综合公园，填补公园服务

空白区域）；修复了城市中存在的大量断头路，形成

了完善的城市路网结构。为检验优化方案的合理

性，对优化后的数据进行了重新计算，见图６～图８。

经优化后长安区公园整体可达性得到了提升，其中

步行方式５５ｍｉｎ后达性面积比达到８３．６２％，较之

前上升３７．２５％。非机动车方式５５ｍｉｎ后达性面

积比达到９４．５６％，较之前上升４１．５８％。机动车

方式５５ｍｉｎ后达性面积比达到９４．５６％，较之前上

升１８．２２％。在５５ｍｉｎ时机动车与非机车可达面

域覆盖完全相同，除正北部受到滹沱河河流限制

外，优化方案消除了大部分影响可达性的不利因

素，大幅度提升了长安区城市公园的可达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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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步行方式下优化后的可达性等级

!

!"

"#

!"

"!

!"

$#

!"

$!

!"

%#

!"

%!

!"

#$%

&'%

()%

*%

+%

,-./012

34

34567

89

# " $ & ' "$

()*+,

图７　非机动车方式下优化后的可达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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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机动车方式下优化后的可达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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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种交通方式下的公园可达面积比 单位：％

交通方式
５ｍｉｎ

可达面积比

１０ｍｉｎ

可达面积比

１５ｍｉｎ

可达面积比

２０ｍｉｎ

可达面积比

２５ｍｉｎ

可达面积比

３０ｍｉｎ

可达面积比

５５ｍｉｎ

可达面积比

步行 ３．４６ ７．１４ １３．８９ ２１．２７ ２７．４７ ３２．３９ ４６．３７

非机动车 ７．６８ ２１．９８ ３５．１４ ４１．１４ ４６．５９ ５０．９７ ５２．９８

机动车 ３７．２６ ５０．９７ ６３．２４ ６９．８３ ７２．５５ ７４．６０ ７６．３４

　　注：公园可达面积比指公园可达面积与整个研究区域总面积的比值。

表２　步行模型统计及参数评估

方程式
模型摘要

犚２ 犉 犱犳１ 犱犳２ 显著性

参数评估

常数 犫１

线性 ０．９４７ ８８．８８３ １ ５ ０．０００ ０．５９１ ０．８９９

表３　非机动车模型统计及参数评估

方程式
模型摘要

犚２ 犉 犱犳１ 犱犳２ 显著性

参数评估

常数 犫１

对数 ０．９１７ ８３．５０６ １ ５ ０．０００ －２４．４５８ ２１．００５

表４　机动车模型统计及参数评估

方程式
模型摘要

犚２ 犉 犱犳１ 犱犳２ 显著性

参数评估

常数 犫１

对数 ０．９４７ ５５．１０３ １ ５ ０．００１ １０．６５９ １８．２９７

　　四、结语

公园的可达性能更加直接地反映出城市公园

的合理性［１７］，可以作为城市公园评价的重要指

标，通过数据输入后的模拟计算所得出的优化方

案通常更具有科学性，可以使城市公园更好地为

居民服务［１８］。本文通过基于 ＡＲＣＨＧＩＳ１０．３的

网络分析法，对石家庄市长安区公园可达性进行

研究。结果表明：长安区内交通路网不够完善、公

园分布不均衡、部分园区出入口设置不够便捷，这

些因素较大程度地影响了城市公园的可达性等

级，导致长安区城市公园整体可达性较差。其中

不同的出行模式下，时间与可达性面积之间存在

相关性。步行模式出行符合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出行模式符合对数回归方程。

针对现状存在的问题，运用定量数据分析提出了科

学的优化方案：完善路网结构，修复断头路、新建专

类公园填补服务空白区、优化公园出入口结构等实

际性的建议。在优化方案模拟计算中，优化结果较

现状大幅度提升了公园可达性，其中步行可达性提

升３７．２５％，非机动车可达性提升４１．５８％，机动车

可达性提升１８．２２％，为今后的城市公园改建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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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自评指标体系的构建

张志国１，　任书霞２，　尉耀元１

（１．石家庄铁道大学 教务处，河北 石家庄０５００４３；

２．石家庄铁道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专业建设水平是影响学校知名度、保证学校社会声誉的重要方面。随着对本科专

业基础性作用认识的深入，专业评价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在梳理国内专业评价发展历程基

础上，提出高校开展专业自评是完善校内自我评价机制和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一流专业”建设和专业可持续改进的必然要求。在综合分析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本科专业类国家质量标准、以及国内典型省份和高校本科专业评价体系基

础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从专业发展、培养模式、教学资源、专业和课程建设、培养效果等五

个维度构建了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自评的基本指标体系，通过对照指标要求促进专业理思路、建

机制、找短板、扬特色，持续改进专业建设，促进动态调整专业目标，最终达到培育特色专业、打

造品牌专业、争创“一流专业”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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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

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明确提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

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

求［１］。２０１８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

意见》。同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高水

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新时

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

陈宝生强调：“大学要自觉地建立学生中心、产出

导向、持续改进的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

化”。可见，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注重数量扩充

的“速度时代”转向关注内涵建设的“质量时

代”［２］。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工程教

育，覆盖了９０％以上的本科院校，工科专业布点

数及在校生数在所有本科专业布点总数及在校生

总数中占比也均超过了１／３
［３］。可见，工程教育

质量对提升我国整个高等教育质量至关重要。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证

制度，对促进工程教育国际化、提高工程教育质量

意义重大。２０１３年６月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Ａｃｃｏｒｄ）的正式会员，实现了工程教

育和工程师资格的国际互认，为工科学生走向世

界提供了“通行证”。２０１８年初教育部颁布了《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专业建设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涵盖９２个本科专业类，共５８７个本科专业，

突出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

进”的先进育人理念［４］，对本科专业设置、建设和

评价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

关键是人才培养质量，而专业水平是影响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实施本科专业综合评价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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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监测专业建设情况、为专业动态调整和改造升

级提供依据，在国家政策引导以及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要求驱动下，专业评价正在逐渐从单一被动

的外部评价向高校主动开展内部自我评价等多种

评价主体互补共存的方向发展。本文将重点对高

校自评必要性和指标体系进行研讨，为建立科学

合理的自评体系提供参考。

一、我国高校本科专业评价发展历程

本科专业评估作为对高校专业教育质量和专

业建设水平评判的重要依据，是随着我国高等教

育评估的研究和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早期的专

业评价工作主要是个别高校或某地域范围组织开

展的零星的专业试点评估，一般不进行排名，主要

目的是诊断专业状况，互相交流、学习与借鉴［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专业评估从扩大试点范围、

逐步推开到目前的系统组织阶段。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普通

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标志我国高等学校

评估逐步走向规范化。迄今为止，教育部牵头共

组织实施了６次较大规模的本科教学评估。《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明确提出要“推进高等院校专业评价，促进

专业建设”。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教育部下发的《关于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教高

［２０１１］９号〕明确提出，建立学校自我评估、院校

评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国际评估、教学基本状态

数据常态监测等“五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

等教育评估制度［６］。２０１６年２月，国务院教育督

导办发布《关于组织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评估试点工作的通知》〔教督办函［２０１６］６号〕，要

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开展本科专业评估试点。

２０１８年９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

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进一

步要求，“规范本科教学工作，开展本科专业评

估”。上述系列文件对开展专业评估进行了顶层

设计，明确了有组织开展评估的基本要求。在文

件精神指导下，很多省份、直辖市等都分别启动了

本科专业评价工作，组织研究建立专业评价指标

体系，基于不同的评价目标分层次、分类别、分阶

段系统地开展了本科专业评估工作［７］，比如辽宁

省于２０１２年启动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上海市于

２０１２年试点开展本科专业达标评估和选优评估，

福建省于２０１６年启动的本科专业评估试点
［８］，

江苏省从２０１６年起，以本科新设专业评估为先

行，从专业目标、师资队伍、教学资源、教学过程、

学生发展、质量评价等六个方面设置基本要求或

标准，开展了专业评估工作等［９］。

此外，最近３０来年一个显著特征是，带有专

业认证性质的评估工作逐步从个别专业向工科

专业全覆盖发展，开始从向国际标准看齐逐渐

向输出中国评估经验发展。２０１３年６月，我国

成功加入《华盛顿协议》，标志我国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体系得到国际认可［６］。截至２０１８年，全

国２２７所高等学校１１７０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标志着这些专业的质量实现了国际

实质等效［１０］，在《华盛顿协议》框架内成员国之

间实现了学历互认，表明这些专业的人才培养

竞争力显著增强。

经过实践与发展，我国目前已逐步形成政府

主导、政府委托、社会专业团体（专业认证委员

会）、民间自发等对高校本科专业进行外部评价的

多种模式，其中社会专业团体等组织公布的大学

专业排名备受关注，社会影响力明显增强［１１］。

二、高校开展本科专业综合自评的必

要性

从目前我国本科专业评价发展来看，重点开

展的还是外部评价，普遍忽视了专业评价内部质

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实际上，与专业评价的外部

保障机制相比，专业评价更应该成为内部质量保

障机制的支柱，开展校内专业综合评价势在必行。

（一）开展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要求

工程教育认证的核心就是要确认本科专业毕

业生达到行业认可的质量标准要求，是一种以培

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为导向的合格性评价［１２］。该

评价工作的重点在于高校本科专业围绕学生、毕

业要求、培养目标、持续改进、师资队伍、课程体

系、教学条件等七个方面进行内部自评并举证。

要求对照认证标准的基本要求，梳理专业人才培

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改进不足，持续提高人才培

养的质量。可见，开展校内专业综合评价是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的基本要求。

（二）一流专业建设的必然要求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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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内涵式发展，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建设发展的突

出特色。“双一流”建设离不开一流本科建设，也

需要一流本科专业的支撑［１３］。专业建设应紧紧

围绕着学校历史、服务的行业领域特色，延伸完善

产业链，遵循压缩“平原”，多建“高峰”的发展思

路，努力做强学校传统的优势学科专业，做精国家

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做实新兴交叉融合的学科

专业［１４］。因此，开展校内专业综合评价，可以促

进分类分层寻求一流专业的建设路径，为一流专

业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与基本保障。

（三）为专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从目前高等学校发展路径来看，已从数量扩

充步入内涵建设的跨越式发展阶段，提高质量是

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在高等学校发展方面，过

去很多高校存在片面追求规模与数量，似乎专业

也是越多越好，求大贪全的思想，造成了资源的严

重不匹配，比如一些新增或热门专业普遍存在专

任教师数量不足、专业生师比偏高、高水平教师带

头人缺乏，以及存在教学平台及资源的整合不够、

专业缺少建设规划、或有规划无执行落实、专业缺

少明白人等诸多问题。专业设置、布局、发展建设

规划的不合理，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制约学校内涵

式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１３］。通过校内专业综合

评价，可进一步促进梳理专业发展的历史，明确建

设发展目标，促进专业关注人才培养等机制的建

立，提高专业服务社会经济建设的基本能力，帮助

专业查找补齐短板，实现以评促建，这不仅是促进

专业科学、高效、可持续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也

是学校走内涵与特色发展之路、促进专业建设水

平提升的重要保证。

三、高校专业综合自评体系的构建

（一）评价遵循的原则

因为专业建设水平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与综合

性，实际很难用简单的指标进行评判，也不能像学

科建设水平评价那样以典型突出业绩作为评价的

基准，为此，本文仅提出专业评价遵循的几点原则

供参考，具体如下：

１．评价目标应具有导向性

应能对照评价体系和指标，促进各专业对自

身的建设成果和人才培养质量成就进行全面梳

理，对专业短板、差距与不足进行客观分析，促进

专业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结合自身基础

与特点，主动谋求专业的动态调整，不断提升专业

内涵建设，逐步打造专业特色，培育专业品牌，争

创“一流专业”。

２．评价体系应具有科学性

专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评价方式以及

评价工作的开展等应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

养规律，充分考虑专业建设和不同专业领域人才

培养的自身特点，将统一性与特殊性要求相结

合，应在评价框架和指标体系一致的情况下，对

不同学科专业指标的具体内涵及定量要求应有

所区分，保证评价体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力求

达到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评价结果的客观公

正性。

３．评价方法应表现为综合性

评价内容应综合体系专业建设、专业水平、

专业层次和人才培养的基本能力，指标设置应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总体上采用定量评价与

定性评价相结合、以定量为主的评价方法，尽可

能地使评价指标具有可度量性特征，以提高评

价结果的可衡量性与可比性，便于专业开展自

评工作。

（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和构建

专业评价指标应覆盖代表专业建设水平和建

设成果的核心要素，应避免由于片面的追求量化

造成的功利化达标倾向，应将定性与定量进行有

机的结合。为构建更加科学合理、具有普遍适应

性、以及能有效发挥目标导向作用的综合评价体

系，本文首先重点梳理了江苏、辽宁、安徽等６省

以及合肥工业大学、西南大学２所典型院校的专

业评价指标体系构成，具体见表１。

经过比较分析后发现，指标体系各有千秋，特

点不一，比如江苏省和安徽省的专业评价指标体

系覆盖的内容较为全面，但所有指标均采用等级

评价，缺乏可度量性，主观影响因素较强，可评比

性不足。吉林、辽宁、江西及湖南４省的指标体系

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结合的评价方式，从生源情况、

培养模式、教学资源、本科教学工程与教学成果奖

（教学建设与改革）、教学质量保障、培养效果、专

业特色等７个方面进行专业评价，主要不足在于

未很好对标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未体现对一流专

业和一流课程建设的要求，缺乏专业建设规划、机

制建立等关键要素的评价。本文在综合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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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省份高校评价指标体系及内涵的基础上，依

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普通高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２０１８版）、《普通高等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２００４］２号〕等

基本要求（表１），提出了从专业发展、培养模式、

教学资源、专业和课程建设以及学生培养等五个

维度进行专业综合评价的基本体系，具体包含５

个一级指标、１４个二级指标和３８个主要观测点，

表２给出了构建的专业综合自评指标体系及主要

构成。依据各级指标在专业建设中重要性的差

异，以及遵循导向性原则，进行各级指标内涵要素

的细化，通过分层设置各级指标的量化权重，将专

业评价指标与专业建设相关的各种状态数据关联

起来。

表１　专业建设评价参考指标

项目 评价指标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２０１８版） 学生、毕业要求、培养目标、持续改进、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条件

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２０１８版）
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质量保障体系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指标（试行）〔教发［２００４］２号〕

生师比、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生均教学行政用房、生均教学科研

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数量

部分 省 份 高

校本 科 专 业

综合评价（评

估）工作实施

方案 或 评 价

指标体系

江苏省　　　 专业目标与要求、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发展、质量保障、专业特色

吉林省　　　

辽宁省　　　

江西省　　　

生源情况、培养模式、教学资源、本科教学工程与教学、成果奖、教学质量保障、培养

效果、专业特色

湖南省　　　
生源、培养方案与模式、师资与条件、教学建设与改革、教学过程与质量保障、培养效

果、专业特色

安徽省　　　
专业办学目标与建设规划、专业与课程建设、师资队伍、教学条件及实践教学环节、

教学管理、教学成果、科研水平、教学质量、社会声誉、特色项目

典型院校

合肥工业大学 定位与目标、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发展、质量保障、特色项目

西南大学　　
办学指导思想、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与利用、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教学管理、学风、

教学效果

　　注：以上６省及两所院校指标主要来源于网络资源。

表２　专业综合自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主要观测点

专业发展 ０．１
专业历史 ０．５ 专业建设发展历史沿革

专业建设规划 ０．５ 专业建设规划及实施情况

培养模式 ０．２
培养方案 ０．６ 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

培养模式改革创新 ０．４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具体措施与实施效果

教学资源 ０．２５

专业师资基本情况 ０．３
专业生师比、高级职称与博士学位教师比例、专业教师结

构比例、专业教师学科背景符合度、兼任教师

师资水平 ０．４
高层次教师情况、团队建设、中青年教师培养、教师教学获

奖、教师科研获奖

实验实践教学条件 ０．３ 教学仪器设备值、实验和实践教学平台、校外实习基地

专业和课程建设 ０．２０

专业建设 ０．３ 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课程建设 ０．７
理论课程建设成果、实践课程建设成果、教材建设、课程质

量评价、过程考核

学生培养 ０．２５

生源情况 ０．２ 招生录取分数、第一志愿录取率

专业能力 ０．３
英语过级考试、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科技活动及学科竞赛

获奖、论文与专利、毕业设计（论文）

评价机制 ０．１ 学习过程的跟踪性评估、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跟踪反馈机制

毕业和就业情况 ０．２ 毕业率、就业率

培养质量 ０．２ 满意度、１０名优秀校友简介

　　与国内各省份及典型高校的评价体系相比，

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的主要特点如下：

１．更加突出体现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要求各专业进行发展历史的梳理，总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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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专业成就与服务面向，分析专业服务经济建

设能力和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度。通过梳理进一步

理清专业建设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为专业发

展建设规划的制定提供依据。

２．强化在专业人才培养成效方面的要求

重视专业培养目标的顶层设计，突出课程体

系对培养目标的支撑作用，把学生学习过程的跟

踪性评价、毕业生跟踪反馈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

的评价作为必须建立的基本机制，把学生学习综

合业绩成果与成效作为体现培养人才质量的重要

指标，全面贯彻落实“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和

“持续改进”的育人理念。

３．充分体现专业评价在专业建设中的引导

作用

主要通过量化方式进行评价，有利于形成可

评价的结果，方便各专业对照指标开展自评，依据

细化的指标内涵查找专业建设短板，找准建设的

方向，引导各专业主动开展专业建设机制的建立，

促进加强“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通过专

业综合自评工作的开展，促使各专业从“要我评”

向“我要评”的思想转变，逐渐步入专业自主进行

规划与建设的循环上升之路。

（三）综合专业自评指标内涵分析

依据前述，在借鉴国内专业评价成果基础上，

构建了一套专业综合自评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主

要包括专业发展、培养模式、教学资源、专业和课

程建设以及培养效果等五个方面。其中，专业发

展和培养模式两个一级指标采用定性评价，其余

指标主要采取定量方式进行评价。

１．专业发展

专业发展现状是专业既有水平与实力的综合

体现，是客观反映高校专业建设水平的基本表

现［１３］，包括发展历史和专业建设规划２个二级指

标。前者主要考察专业定位是否明确，有无优势

特色，是否依托有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入选省级及

以上重点建设专业或其他标志性成果，以及服务

经济建设能力和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后者主要

考察专业的建设目标是否明确，规划措施是否得

当，有无成效。一般而言，若表征专业现有发展水

平的２个指标均表现优异，则证明该专业实力或

水平较高，专业发展态势及前景良好。这是综合

衡量本科专业质量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代

表社会和高校对专业现状的具体印象［１３］。

２．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是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实现培养目标

的方法或手段，包括培养方案和培养模式的改革

创新。涉及培养目标定位、特色、评价和修订，毕

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课程体系设置以及对

毕业要求的支撑，以及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

新的具体措施与实施效果。

３．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包括

专业师资基本情况、师资水平、实验实践教学条件

等资源。师资基本情况主要通过专业生师比、高

级职称与博士学位教师比例、专业教师结构比例、

专业教师学科背景符合度以及兼任教师数量体

现；师资水平主要由高层次教师情况、团队建设、

中青年教师培养、教师教学获奖、教师科研获奖等

衡量；实验实践教学条件主要通过教学仪器设备

值、实验和实践教学平台、校外实习基地建设与运

行进行考察。在具体量化分值时，不仅关注实践

教学条件，还要考察其实际运行情况，比如在校外

实习基地满足实践教学安排前提下，学生是被安

排到基地进行实习也是所考量的量化因素等。

４．专业和课程建设

专业和课程建设是专业办学的重要支撑。专

业建设主要考察专业省级以上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的建设情况，包括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省级建设高

地立项、一流专业建设立项、专业认证情况等。课

程建设主要考察专业理论课程、实践课程、教材以

及课程质量评价等建设情况，重点考察省级及以

上理论和实践一流课程建设情况，网络课程、

ＭＯＯＣ课程门数，专业特色教材、国家规划教材

出版情况，以及课程质量评价机制的建立和执行

情况等。具体依据课程、教材的建设质量以及机

制的执行情况进行定量评价。

５．学生培养

学生培养是专业办学对学生成长成才的考

察，涵盖该专业新生、在校学生、毕业生等，重点考

察是否建有相应评价机制以及机制的执行情况。

其中，新生主要是看生源质量，具体考察本科新生

的招生录取分数及第一志愿录取比率；在校生发

展主要通过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训练人数及比例、

专业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竞赛的获奖比例、专业

学生发表论文、授权专利的比例以及毕业论文（设

计）质量等指标来体现。毕业生质量主要由毕业

生四级英语通过率、学位授予率、初次就业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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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等指标来说明。评

价机制包括在校生学习过程的跟踪性评价，以及

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跟踪反馈机制等，具体根据机

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进行定量评价。主要目的是

促进各专业切实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成效和成才

情况，引导建立常态化的跟踪调查机制，为专业建

设改进提供基本数据依据。

（四）持续改进

专业评价的最终目的不是把专业评“死”，而

是要把专业激“活”，尽管采用量化计分方式，但是

重点关注不应放在分值和排名，更重要的是要自

己摸清家底、总结经验、分析问题、找准对策，推动

专业建设的持续改进。持续改进也是专业发展与

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的重要保证。开展专业综

合评价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校内本科专业建设的

状态提供基础性数据，促进专业主动查找差距与

不足，动态调整专业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提升专

业内涵建设，促进专业的持续改进。专业建设没

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因此，只有周而复始、持续

改进，才能不断把专业建设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

台阶。

四、本指标体系对专业建设的促进

作用

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是一个系统性工作。本文

在综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业建设国家质量标

准以及近年来国内开展的专业评价基础上，构建

了一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突出本科专业建设、机

制建立与实施及体现人才培养效果的校内专业综

合自评指标体系，促进专业通过自评，摸清专业的

优势与短板，引导专业有目标的主动开展建设工

作，实现专业建设的良性循环，促进专业的持续改

进，为培育专业特色、打造品牌专业、争创“一流专

业”提供保障。

本指标体系在实际评价运用中，对专业建设

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４个方面。

（一）帮助专业理清建设的思路

目前高校普遍重视学科建设，对学科建设方

向和建设方法也比较熟悉，但是对本科专业建设

普遍存在思路不清、方向模糊的问题，即使许多高

校建立了专业负责人制度，但是实际情况也不理

想，这种情况在地方普通高校尤其突出。建立的

专业综合自评体系，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通过对

指标内涵的理解，促进从专业建设历史、建设成

就、发展特色和服务面向方面理清建设的思路，进

一步确立专业师资队伍、专业资源条件的达标思

想，重视学生成长成才和学习成效方面的关注，促

进提高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二）促进专业主动建立调查评价的基

本机制

良好的机制是专业建设的基本保证，是专业

良性循环、可持续改进的基础。通过建立课程质

量评价机制，促进课程建设水平的提高；通过专业

开展学生学习情况跟踪调查、毕业生调查、用人单

位调查等促进有依据、有计划地开展人才培养方

案的修订和完善，不断优化人才培养目标，提高人

才培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促进提高人才

培养的能力水平。

（三）帮助专业找准发展建设中的短板

短板是制约专业建设水平提升的决定性因

素。找准短板才能明确建设和努力的目标方向，

专业建设的基础在于师资队伍水平和基本资源条

件，专业建设的重点在于课程建设的水平和人才

的培养质量，专业建设的保证是机制的建立与运

行情况。

（四）促使专业走特色发展之路

特色是专业发展立足的根本保证。没有特

色，不可能形成专业的品牌；没有特色，就失去了

专业的竞争力。从发展历史找寻特色之源，从服

务面向找寻特色方向，从社会需求找寻特色定位，

特色需要长期坚持，更需要不断地去培育，专业定

期开展自评为特色培育创造了条件基础。

综上所述，构建的专业综合自评体系基本适

用于所有专业的自评工作，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在

专业建设中的作用极其显著，但是任何量化的指

标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指标体系尚未完全考虑

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各因素观测点量化

分值之间比较的科学性等，仍有待总结经验，进一

步摸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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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的

终身学习平台功能架构与技术策略研究

韩立华１，　胡畅霞２，　王书海３，　王晓芬４

（１．石家庄铁道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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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解决目前终身学习平台普遍存在的课程资源缺乏智能推荐、学习过程无法精准

监控、身份认证不能统一识别、学习结果无法跨平台共享等问题，在自主开发的多个学历教育

和非学历培训系统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应用设计了终身学习平台的整体架构，提出了智能“推

模式”学习决策模型，可完成学习资源的主动推送以及个性化学习路径的设计；设计了积分制

网络学习行为精准量化评价体系，根据自主学习积分评价模型量化学习行为，可对学生学习过

程进行精准评价；根据不同学科特点提出学科自适应的题库设计存储方案，利用智能组卷算法

提高自动组卷科学性；研究多平台统一身份认证及数据共享方案，可实现跨平台身份认证和学

习过程及结果的共享。所有平台均已经投入应用，推广效果显著。

　　关键词：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行为；积分制；推模式；智能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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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立华（１９７８－），女，副教授，研究方向：远程教育、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

本文信息：韩立华，胡畅霞，王书海，等．面向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的终身学习平台功能架构与技术策略研究 ［Ｊ］．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２）：１２４１３１．

　　《中国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将“构建服务全民的

终身学习体系”列为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

任务之一。因此，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

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是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方向。

２０２０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无论是学历教育

中的大中小学生，还是各类培训机构各年龄段的

学员，不得不选择在线平台进行居家网络学习，由

此推动了各类在线学习平台以前所未有之速度和

范围的应用，促使我们提前进入一个全民在线学

习的时代。在此背景下，终身学习平台的构建更

加有其迫切性和重要性［１］。本文综合石家庄铁道

大学成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平台多年开发及

应用的成果，对终身学习平台组成构架、技术策略

及主要功能特点进行深入研究。

一、终身学习平台的整体架构

开发的终身学习系列平台包括以下几个独立

运行又能兼容共享的系统：“学历继续教育综合管

理系统”“网络资源管理及教学系统”“移动学习

ＡＰＰ”“自学考试在线助学系统”“在线培训管理系

统”以及“开放式在线学习平台”，能够满足学历与

非学历教育各类模式的线上学习、在线支持、综合

管理、学分认证等需求，为学习者提供终身学习全

轨迹、教学支持全过程、教学类型全覆盖、教学服

务全方位的智能化一站式在线学习环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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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致力于为终身学习全过程服务，包括学

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两大类模式，学历教育模式

又包括全日制教育、函授教育、自学考试等；非学

历教育模式涵盖了面向行业协会、各级各类企事

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的培训和个性化学习等。以

资源制作和管理为核心，各系统架构相通，数据共

享，学生可以一站式单点登录，利用大数据技术进

行学习过程记录和监控跟踪，根据前期学习过程

评测，动态规划后期学习路径，智能推荐相关学习

资源；根据课中学习效果的评价，对学习路径和学

习资源进行再次规划和推送；根据最终学习成果

的评测，形成具体学习报告，学习档案扫码即查，

各系统通用。终身学习平台的系统架构如图１

所示。

图１　终身学习平台的整体架构

　　平台的开发和应用既有效解决了学历教育的

工学矛盾突出、教学质量低下、学习资源短缺、学

习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又攻克了非学历教育的

培训方式不灵活、受众面窄、资源不丰富、学习模

式单一、学习评价证共享等一系列难题。

二、智能化推模式学习决策与支持

技术

网络教学系统中的两大角色分别是学生和教

师，学生是学习系统的主体，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引

导者。推模式支持的学习决策模型的设计意义主

要是为了让信息主动去寻找用户，为学习者的个

性化学习提供强而有力的保障［３］，给予学生多样

化、高效率的知识和习题推送，帮助每个学生获得

完整的、个性化的、符合当前学习进度的学习资

源，以及实时跟踪监控服务；给予教师上课时间、

考试时间、提交成绩等重要教学活动的提醒，保证

教学的顺利推进，引导和帮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智能化推模式的学习决策支持模型如图２所示。

智能推模式推送的内容共有三类：学习资源、

重要节点信息和试题。学习资源包括微视频、课

件、讲义等。重要节点信息包括学籍信息确认提

醒、教师上课时间提醒、教师上线答疑提醒、成绩

提交时间提醒、学生按时学习提醒、学生考试申请

提醒等，并且通过电脑、手机 ＡＰＰ、手机短信、邮

件等多种终端进行信息的发布与推送，不断提醒

学生按时看视频、做作业、测试题等。系统设置了

多个推送时间点，结合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学习过

程诊断信息进行个性化推送。资源与试题的智能

推送体现了系统对学习者个人学习路径的决策。

如题目包含一个或多个知识点，相应地知识点又

能组成不同的题目［４］。如图３所示，知识集合２

包含知识点１、３和知识点４，习题１到４所涉及

的知识点来源于知识点集合１和２。如果学生掌

握了知识集合２，那么理想状态下学生就能够正确

解答习题１到习题４。根据题目的相似度，当学习

者完成习题３时，就可以将习题４推送给学生，做

到知识点的巩固练习。如果有的习题不能完全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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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需要给学生推送相关知识点让其进行再次学

习。只有当学生做完前４道题并且都正确无误情

况下，系统认为学生已掌握知识点集合１、２。下一

步会对学生推送进行习题５，继续完成下面知识

点集合的练习，直到完成所有知识点和习题。如

图３所示。

!

图２　智能“推模式”学习决策支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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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知识点、集合和习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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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积分制网络学习行为精准量化及

评价技术

　　对基于网络自主学习各类行为及其特点进

行了深入分析，据此设计了自主学习行为积分

评价体系，通过对学生网上学习行为进行有效

积分记录、提取和评价，能够较好地实现过程学

习监控，保证学习效果［５］。自主学习行为积分

评价体系结构如图４所示，分为正向行为加分

和不端行为倒扣，正向学习行为从学习数量学

习质量学习进度三个维度进行分解，每个维度

又细分为多个加分项，根据其内容确定初始具

体加分值［５］，并根据每学期学生该项实际得分

的数据统计分析，再进行正态分布偏离度的动

态调整。

图４　自主学习行为积分评价体系

　　由自主学习行为积分评价体系构建了如公式

（１）所示的评价模型

犜狅狋犪犾狆 ＝ω１∑犜狔狆犲１＋ω２∑犜狔狆犲２＋

ω３∑犜狔狆犲３－ω４∑犜狔狆犲４ （１）

式中，ω１、ω２、ω３、ω４ 为各部分在总积分中所占权

值，可进行动态调整。

该模型利用学习积分将学习行为进行精确量

化，并最终转换为网络学习成绩，该成绩反映了学

生的具体学习过程和学习质量，在学生期末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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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中占据重要比例。网络学习成绩评价模型见

公式（２）

犌ｎｅｔ＝

犌犿 犜狅狋犪犾狆≥犔犿

犌犿 ０．６＋０．４
犜狅狋犪犾狆－犔犼
犔犿－犔（ ）［ ］犼

犔犼＜犜狅狋犪犾狆＜犔犿

（犜狅狋犪犾狆／犔犼）（犌ｍａｘ０．６） 犜狅狋犪犾狆≤犔

烅

烄

烆 犼

（２）

式中，犌ｎｅｔ为学生某门课程的网络学习成绩；犌犿

为某门课程网络学习满分值（例如６０分，可手

工设置）；犔犼 为某门课程学生在线学习及格积

分线（手工设置后期根据统计结果进行动态调

整）；犔犿 为某门课程网络学习满分积分线（手

工设置或与犌ｍａｘ存在比例关系）；犜狅狋犪犾狆 为某学

生某门课程在线学习所得总积分。

每门网络课程的满分值犌ｍａｘ根据该课程视频

时长、资源、作业和测验的数量等进行初始化，犔犼

与犔犿 两个积分线的初始值可以设定为犌ｍａｘ的

６０％和１２０％，下次开课前，通过大数据测算前期

学习的及格率和优秀率，再对犌ｍａｘ、犔犼 和犔犿 三个

指标进行动态调整，以保证总体及格率和优秀率

符合要求。

四、学科自适应试题库存储及智能组

卷技术

提供在线练习和考试是网络学习平台的一个

核心功能［６］，学科自适应试题库建设和多模式组

卷策略选择是两大关键内容。

（一）学科自适应题库的设计和存储

方案

根据课程所属门类，并综合考虑其试题特点，

将题库学科分为数理、工程、经济、文史等７大类，

为适应各类学科，将题型分为通用题型和特殊题

型两大类。通用题型如单选、多选、判断、填空等，

特殊题型如计算、绘图、案例、程序题等。根据不

同学科特点，系统内置学科题型自动匹配策略并

能根据需要调整；根据不同题型的特点采用不同

的存储规则适应策略，并根据不同规则选择存储

结构和存储方式，采用多媒体或文本形式存储主

题干、子题干、各选项、答案以及解析等。学科自

适应的题库设计和存储方案见图５。

图５　学科自适应题库设计和存储方案

　　（二）智能组卷技术

为保证试卷生成的科学性和高效率，组卷

时采用智能组卷和人工选题两种方式相结合。

智能组卷采用多重组卷策略和改进的遗传算

法，整体组卷流程见图６所示。智能组卷是一

个多条件约束的目标优化求解问题［７］，出卷人

首先设定约束条件，如试题类型、包含知识点、

难度系数、使用频次、更新情况等，然后交给计

算机系统自动生成满足这些约束条件的多道试

题的优化集合。改进的遗传算法根据学科门类

对各题型进行分段编码，在设置适应度函数、调

用选择、交叉、变异函数以及生成新群落等各个

环节进行优化和改进，并且结合人工方式进行

整体调整修正，从而在组卷效率和组卷质量方

面都达到了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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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整体组卷流程

　　五、多平台统一身份认证及数据共享

技术

　　石家庄铁道大学研发的终身学习平台由多

个系统组成，采用了多平台统一身份认证技术

及数据共享技术，保证了用户只需在一处登录，

即能在其他系统随时可用，同时通过数据共享

平台，将学习者在某个平台上产生的身份数据、

学习过程数据和成绩数据共享到其他平台

上［８］，如图７所示。

图７　多平台统一认证及数据共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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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学习者通过各种终端访问任意平台时，

首先进行用户身份认证，认证机制通过统一用户

管理系统 ＵＵＭＳ可实现不同方式认证，如匿名

认证（社会公众不需登录可访问平台部分功能）、

用户名／密码认证、ＩＰ地址认证、ＰＫＩ／ＣＡ数字证

书认证等。ＵＵＭＳ由三部分服务组成：ＡＡ管理

服务器提供认证（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和授权（Ａｕ

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功能；单点登录ＳＳＯ服务器实现登录

凭证在多个系统中传递和共享；ＬＤＡＰ（Ｌ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Ａｃｃｅｓ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协议服务器用

来统一存储用户信息、证书和授权信息等。用户

完成身份认证后，即通过数据共享平台调取本人

学习过程数据和有关成绩信息，再进入不同的业

务系统。不同的业务系统中产生的学习过程数

据、成绩数据等信息也会实时同步到数据共享

平台。

六、平台开发过程及应用效果

２０１３年以来，在“互联网＋终身学习”的理

念指导之下，以应用为驱动，团队采用“边开发、

边试用、边推广、边完善”的策略，几年内迅速完

成了“学历继续教育综合管理系统”“网络资源

管理及教学系统”“移动学习 ＡＰＰ”
［９］“自学考试

在线助学系统”“在线培训管理系统”等多个系

统的开发、培训和应用，并申请了７个软件著作

权；自主建设了３００多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使

成人学历教育完成了由统一规划的“学年制”教

学模式向弹性自主的“学分制”教学模式改变与

函授站推广。开发的混合式在线培训平台支持

单一在线培训、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单一线下

培训等不同培训模式，满足了各类非学历培训

的需求，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地方院校特色的终

身教育信息化发展之路［１０］。

２０１５年以来，团队开发的学历继续教育综合

管理平台、网络教学平台及学分制学历继续教育

管理平台应用于河北经贸大学、石家庄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等３０多家高等院校，在线培训平台应用

于中铁十四局、石家庄市建筑协会、石家庄东方监

理有限公司等７００多家单位。在资源推广方面，

与青书学堂、弘成科技、卓爵教育、奥鹏教育等十

多家单位签订课程平台及资源合作协议，转让课

程１５２门次，获取课程转让费７０余万元。所有平

台和资源面向在校大学生和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学

习，２０１４年以来共有约５１３万人次登录各平台免

费学习感兴趣的课程。

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团队又应培训单

位需求开发了 “停工不停学”免费培训项目平台

和资源，覆盖了监理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注

册造价师、铁路实验员等培训项目，共有中铁十八

局、中建八局等２０多家单位近５００人次参与免费

项目学习。全日制学历教育方面，由于疫情影响

本科生全部采用线上教学，网络教学资源紧缺的

矛盾凸显无疑，在此期间我们共为全校各专业提

供了近１００门的网络课程资源和公共学习平台，

为近万人的本科生网络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辅

助和便捷的平台支撑。

终身学习是２１世纪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

大力开展多模式终身学习平台的构建与应用实践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平台建设新技术的

研究和应用，对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模式做进一

步探索，必将有力促进终身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推

动全社会公民素养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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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兵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路径探究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

刁成林，　邱铁鑫

（西南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１７５６）

　　摘　要：在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形成发展的铁道兵精神拥有丰富的内涵。以

铁道兵相关文献资料为依据，可将其概括为“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爱国精神”“艰苦奋斗、志在

四方的创业精神”“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拼搏精神”“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铁道

兵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好素材。通过故事教

学法、多媒体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路径将“铁道兵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课，对于培养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怀、无私奉献的精神、坚忍不拔的品质等具有重要

意义。

　　关键词：铁道兵精神；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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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展陈的文化特质研究”（１７ＸＤＪ００８）；四川省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首批名师工作室：“田永秀工作室”。

作者简介：刁成林（１９８８－），女，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铁路史。

本文信息：刁成林，邱铁鑫 ．铁道兵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路径探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

［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２）：１３２１３７．

　　铁道兵是一支在战火中诞生、筑路中成长的

铁道工程技术部队。这支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

内涵丰富的铁道兵精神。铁道兵精神是中国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

时期的升华。将铁道兵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有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对于培养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的情

怀、无私奉献的精神、坚忍不拔的品质等也具有重

要意义。

一、铁道兵精神的形成

铁道兵精神孕育于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４８年７

月，为适应大规模作战需要，铁道兵部队应运而

生。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鼓舞下，铁道

兵部队坚决贯彻落实“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

复到哪里”的战斗要求，完成了战时铁路抢修任

务。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渡江南下，进军西北，解放

全中国提供了铁路运输保障，并且为解放战争的

最后胜利和战后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

重大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铁道兵部队继续发扬

革命战争时期的精神，先后建成了诸如河西走廊

的包兰铁路，高寒林区的嫩林铁路，穿越“地质博

物馆”的贵昆、成昆铁路，联接三线的襄渝铁路，穿

越天山的南疆铁路，雪山高原的青藏铁路，长城脚

下的京通铁路，太行山麓的京原铁路，运煤通道兖

石铁路等重要铁路干支线，被人民群众赞誉为“铁

路建设的突击队”。此外，在北京地铁、引滦入津

和其他一些铁路工程、国防战备工程、外委工程和

抢险救灾等特殊工程方面，也都留下了铁道兵战

士的足迹，洒下了铁道兵战士的血汗。据统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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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初，铁道兵为国家建设

铁路干线、支线５２条，共计１２５９３公里，约占这

一时期全国新建铁路总数的三分之一［１］。１９８４

年１月１日，铁道兵并入铁道部后，又以改革为动

力，勇闯市场，开拓进取，实现了兵改工的伟大历

史转变。

铁道兵在建制的３５年中，这支光荣的部队在

战时担负抢修、抢建铁路和公路的战斗任务，是实

施铁路保障的骨干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参加了国民经济恢

复时期和国家第一至第六个五年计划的铁路建

设，此外，还在国防工程施工、抗洪抢险、抗震救灾

等特殊建设工程中建功立业。即使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铁道兵队伍也没有停止过修路架桥的工

作任务，日以继夜地奋斗在崇山峻岭中，报效国

家，造福人民，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短短３５年，不仅涌现出以“登高英雄”杨连

第、“硬骨头战士”张春玉、“雷锋式的好干部”梁忠

孟等为代表的一批英雄模范人物，以及以“杨连第

连”“抗洪抢险模范连”“唐山抗震救灾抢修突击

连”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集体；更有千千万万默默

奉献的铁道兵英雄，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在平凡工

作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一切，为了祖国和人民献

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伴随着这支部队的诞生以及在国家经济建设

中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铁道

兵精神，激励着一代代铁路建设者不断奋进，也为

当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

素材。

二、铁道兵精神的内涵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成

就伟大的事业。铁道兵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培

育和造就了伟大的铁道兵精神。１９７８年７月５

日，在纪念铁道兵成立３０周年大会上，时任军委

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挥毫题词：“逢山凿路、遇水

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

兵前无困难。”［２］这是对铁道兵精神高度形象的概

括。综观铁道兵从一支工程技术部队到改革成为

企业走向市场的历史，笔者尝试以掌握的铁道兵

文献资料为依据，进一步挖掘铁道兵精神的丰富

意蕴和时代特征，将铁道兵精神的内涵总结如下。

（一）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爱国精神

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敢于牺

牲、勇于奉献的爱国精神是铁道兵精神的内核。

作为一支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

中诞生的工程技术部队，铁道兵一经组建便投入

到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中。在解放战争中，铁道兵

战士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以“多扛一根枕木，多

打一颗道钉，就是多消灭一个敌人”为信念，夜以

继日赶修线路，保障战时铁路运输［３］。在朝鲜战

场，铁道兵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坚持随炸随修，舍生

忘死，前仆后继。战士袁孝文在双腿被炸断后，仍

然咬紧牙关爬行３００多米，设置响墩，保证军用列

车安全；共产党员刘欣然在一只胳膊被炸断后，仍

带领战士们坚持抢修；战士夏海涛负了伤，土埋了

半截身子，仍紧抓住拉钢梁的绳子不放［３］。这些

英勇的铁道兵战士，正是在爱国主义信念的支持

下，创造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铁道兵战士更是秉持“舍小

家，为大家”的情怀，穿梭于西南群山中、鏖战在巴

山蜀水间、挥师入高寒禁区里，毫无怨言地将自己

的青春和热血无私奉献给了新中国的铁路建设事

业。仅据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

的统计，这支部队就有６６１５人英勇牺牲，４９９８７

人光荣负伤［４］。

（二）艰苦奋斗、志在四方的创业精神

艰苦奋斗是铁道兵精神的具体表征之一，也

是铁道兵部队最重要的特征。铁道兵在３５年的

奋斗历程中，无论承担什么样的工程，铁道兵战士

都任劳任怨、勤奋工作；不管生活多么艰苦，他们

都勇往直前、争创一流。对此，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６

日，周恩来总理在与铁道兵党委常委成员谈话时，

就曾高度赞扬了铁道兵发扬解放军光荣传统，传

承艰苦奋斗、勤俭修路的革命精神［５］。志在四方

是铁道兵战士心中崇高伟大的愿景，也是铁道兵

精神的重要表征。面对艰巨而繁重的筑路任务，

广大铁道兵战士秉承“哪里需要去哪里”的志气，

敢于挑战、勇挑重担，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在中国

的版图上铺就出四通八达的钢铁经纬线，不断开

创伟大的建设事业。正如歌曲《铁道兵志在四方》

中所唱到的“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要让

“锦绣河山织上铁路网”。

（三）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拼搏精神

攻坚克难、迎难而上是铁道兵部队战胜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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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险，胜利完成各项工程任务的精神真髓。在中

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物质匮乏、装备陈旧、技

术落后等条件的制约，想要在幅员辽阔、地貌复杂

的中国大地大规模修建铁路，其工程建设难度之

大，挑战之多，任务之重，可想而知。但铁道兵部

队秉承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精神真髓，不畏艰

难，砥砺前行，硬是在中国大地筑成了一条条钢铁

长龙。在修建成昆铁路时，面对复杂艰巨的工程

任务，铁道兵战士喊出了“天高我敢攀，地厚我敢

钻，险山恶水听调遣，英雄面前无难关”的豪迈誓

言，在所谓“不能修路”的西南“禁区”成功地铺上

了钢铁大道［６］。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从东北大

小兴安岭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青藏高

原，从长城内外到天山南北，到处都留下了铁道兵

战士的足迹，洒下了铁道兵战士的汗水。

（四）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

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

开拓精神。铁道兵，这支从战场上诞生的工程技

术部队，之所以能够在改革的浪潮中成功实现改

制，并在竞争激流中不断向前，就是因为铁道兵具

有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这一精神是

铁道兵精神的本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６日，国务院、

中央军委颁发《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

做出将铁道兵机关、部队、院校等并入铁道部的决

定［１］。改制后，这支建筑队伍与时俱进，以改革为

动力，以市场为导向，大胆革新，锐意进取，深化企

业改革，大力进行科技攻关，不断提升自身竞争能

力和施工能力，实现了由军队生产型向企业生产

经营型，由单一修铁路向开拓多领域施工，由劳动

密集向管理型、智力密集型等多方面的转变［１］。

秉持这一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铁道兵

部队在兵转工后，保持和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再

创新业，助力我国铁路建设和其他建设事业的

发展。

回顾历史，英勇的铁道兵部队之所以能够经

得住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各种艰难险阻

和复杂情况的严峻考验，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事业的胜利不断成长和发展，离不开铁道兵

精神的支撑。时至今日，虽然铁道兵已在解放军

序列中消失，但铁道兵精神仍赓续绵延，相继培育

出了“大秦精神”“青藏铁路精神”“高铁工人精神”

等等，为铁道兵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也为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

三、铁道兵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课的可行性

铁道兵在解放战争时期诞生，在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成长，又在改革开放时期完成了转型，它所

形成的精神内涵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

称“纲要”）课所传授的价值观念有着十分紧密的

联系。无数铁道兵用汗水和生命铸就的“铁道兵

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当下对

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好素材。因此，将“铁

道兵精神”融入“纲要”课的教学，具有一定的可

能性。

（一）从“纲要”课设置的性质与功能

来看

一方面，“纲要”课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

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主渠道；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历史课的属性和特

点，是一门从历史教育的维度，承担着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的课程。“纲要”课设置的主要目标

之一，就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将铁道兵精神融入

“纲要”课堂，就是要发挥其育人功能的作用，通过

讲述铁道兵的辉煌历程，宣扬铁道兵精神，实现对

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以

及社会主义教育等。

战争年代，铁道兵发扬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

爱国精神，胜利地完成了铁路抢修、抢建任务，有

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铁道兵

部队无论面对任何任务及工作环境，都秉持艰苦

奋斗、志在四方的精神，在技术上攻坚克难、迎难

而上，不断创立新的历史功勋。这集中体现了我

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奋斗、发展历

程。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把铁道兵精神融入“纲要”课

的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在鲜活的历史素材中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进而发挥“纲要”课的育人功能。

（二）从“纲要”课的目标和宗旨来看

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使大学生正确认识近现

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

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从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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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悟历史和人民是怎

样选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

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铁道兵精神在铁

道兵部队经历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

放中形成，并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因

此，将铁道兵精神融入“纲要”课，就是用真实的历

史事实及其史料依据向学生阐释历史和人民选择

的正确性和必然性。此外，向学生讲授铁道兵的

历史故事，也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

“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

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

心和决心。”

（三）从“纲要”课的内容设置来看

它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对中国近现代史各方面都去作详尽地叙述和论

证，而是围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主题

来进行内容设计和章节安排。铁道兵的历史，就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

历史的缩影。这支队伍的诞生、发展、改革历程正

好与“纲要”课教学中的“为新中国而奋斗”“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改革开放与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等章节所要讲授的内容相互贯通。

因此，在铁道兵发展史中积淀的铁道兵精神，可以

贯穿在“纲要”课教学的不同环节，增加教学内容

的丰富性、趣味性、可听性，让学生在各种感人的

铁道兵故事中汲取精神的力量，从而增强思政课

堂对学生的吸引力、感染力，从而更好地实现教学

目标，提升教学质量。

（四）从“纲要”课的教学方法来看

同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样，“纲要”课的教

学也容易出现一个现实问题，即课程“配方”比较

陈旧，“工艺”比较粗糙，“包装”不时尚等，造成内

容不适应学生需要，抬头率不高。而将铁道兵精

神融入“纲要”课堂，则会产生不一样的教学效果。

把铁道兵精神融入“纲要”课教学中，可以采取丰

富多彩的教学方式，如在课堂上播放与铁道兵相

关的影视、音乐、文学作品等，将枯燥无趣的内容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讲授，有效发挥思政

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也可以在课后开展形式多

样的实践教学活动，如对铁道兵老战士进行口述

访谈，参观铁道兵博物馆等，让学生回到历史现

场，透过铁道兵的历史去感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

从而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和亲和力，提高学生

参与课堂教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真正做到让思

政课入脑、入耳、入心。

四、铁道兵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课的路径

（一）故事教学法

故事教学法，就是任课教师充分发挥课堂主

渠道作用，在课堂上讲好铁道兵故事，讲好中国故

事。铁道兵功勋卓著的３５年历史中，涌现出许多

感人肺腑的故事，如铁道兵打造钢铁运输线的故

事、参加西南大会战的故事、挥师大兴安岭的故

事，挺进大西北的故事等。将这些铁道兵传奇的

历史故事恰当地衔接教学课程中，可以丰富教学

内容。比如，在讲授解放战争时，可以讲授铁道兵

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鼓舞下，抢修抢建

铁路的艰辛历程，让学生体会铁道兵精神的历史

意义；在讲授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问题时，可以向学

生讲授铁道兵在艰苦工作、生活环境中涌现出的

英雄模范事例，让学生深刻感受平凡工作岗位上

的不平凡，传递榜样的力量。

这种教学方式，就是通过选取典型故事进行

引导式讲授，让学生听起来“如临其境”“如闻其

声”“如见其行”。任课教师在生动故事的讲授中，

引起学生思想和情感共鸣，增加课堂的吸引力、感

召力，力求能回答学生“中国为什么能”“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等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进而做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

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故事，讲

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７］。

（二）多媒体教学法

在“纲要”课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教学法，就是

通过图片、视频等辅助教学的多媒体工具，让学生

在潜移默化的影像、声音中接受铁道兵精神的熏

陶，从而使学生能自觉主动地继承和弘扬艰苦奋

斗、甘于奉献、吃苦耐劳、积极进取的铁道兵精神。

例如，可以播放一段《永远的铁道兵》纪录片，让学

生在动态的历史影像中，感受铁道兵“逢山凿路、

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

铁道兵前无困难”的革命精神，组织学生撰写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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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进一步体会铁道兵精神的伟大力量；也可以

播放并组织学生传唱《铁道兵志在四方》这首铁

道兵们几十年来用生命和鲜血谱写成的歌曲，

让学生感受雄壮豪迈抒情优美的旋律，以及满

腔热血无限忠诚的歌词，引导学生领会“你要问

我们哪里去呀，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劈

高山填大海，锦绣山河织上那铁路网”等歌词的

深刻含义。

通过这些多媒体教学方法的应用，达到

“图、文、声、像”并茂的效果，有助于提升“纲要”

课教学的生动性和直观性，激发学生的兴趣，使

无趣的课本知识变得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三）参与式教学法

当代大学生的构成群体大部分是“９５”后，甚

至是“００”后，他们大多思想独立，强调主观感受和

自我展示，排斥教条式的灌输和死板的教学模式，

习惯通过自身实践来接受知识。因此，在尊重学

生个体差异的情况下，通过参与式教学法，可以让

学生在参与中深入了解铁道兵的辉煌历史，从而

使铁道兵精神更好与课堂教学相融合，提升“纲

要”课的针对性和亲和力。

一方面，任课教师可以提供一些关于铁道兵

历史的文献素材和影视素材等，让学生从中选取

一段铁道兵部队的历史，或选取几个典型的铁道

兵故事，在课堂上进行讲述。并且鼓励学生提交

一份相关文献的读后感或者观后感，从而更好地

了解学生对这一段历史掌握的情况。另一方面，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专业和群体特点，

进行不同的参与式教学设计。针对理工科学生，

可以让他们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选取铁道兵中

工程技术人员的模范事迹进行宣讲，从而了解铁

道兵部队是如何培养技术兵，成长为一支战斗队

伍和建设队伍。针对情感充沛、善于表达的学生

群体，可以让他们从身边选取一两个曾经的铁道

兵战士作为访谈对象，进行深度的口述史采访，将

整理好的访谈资料以口述史论文形式呈现，或排

演一部相关的历史情景剧，再现铁道兵的风采。

　　（四）实践教学法

“纲要”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

成部分，离不开实践教学活动，只有将课堂所讲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育人的功能。

与其他思政课相比，“纲要”课注重从历史的脉络

和逻辑出发来阐明中国近现代的基本问题和相关

理论点。因此，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结

合地方史、讲述身边故事为特色的教学实践，通

过丰富的教学实践活动为学生自我感知、自我

认识、自我教育提供了良好的体验环境，调动了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在实践中

对教师所讲授的内容产生思想上的震撼和心灵

上的共鸣。

例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约有３０多万铁道

兵部队参加了成昆铁路建设大会战，克服重重

险阻，变天堑为通途，有上千名官兵为此而牺

牲，在这条铁路许多车站旁，仍旧竖立着这些铁

道烈士的墓碑。１９７０年７月１日，成昆铁路的

建成通车，展现了铁道兵部队过硬的施工技术

水平，也彰显了铁道兵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崇

高精神。这些历史遗存为“纲要”课提供了丰富

的教学素材，任课教师可以把教学课堂搬到这

一历史现场去，筹划、组织学生重走当年的成昆

线，让学生亲身体会铁道兵部队修建这条铁路

的艰辛，亲身感受铁道兵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的伟大力量，从而增强广大青年学生在“纲要”

课程学习中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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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匠精神培育

徐长山，　宁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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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工匠精神是指产品制造者精益求精的态度，包括认知、情感与意志。具体表现为

严谨、专注、专业、敬业、创新。大力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时代的呼唤，是中国经济转型

升级、走向质量时代、打造中国品牌、由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的迫切要求。为此，需要从

学校、企业和社会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做出系统的努力，大力培育工匠精神。学校教育是工匠精

神培育的基础，企业是工匠精神培育的熔炉，社会环境是工匠精神培育的条件，三者缺一不可，

紧密相联。

　　关键词：工匠精神；培育；学校；企业；社会环境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犇犗犐：１０．１３３１９／ｊ．ｃｎｋｉ．ｓｊｚｔｄｄｘｘｂｓｋｂ．２０２０．０２．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 ０１ １５

基金项目：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２０１８年度科研课题（２０１８ＹＢ００１）

作者简介：徐长山（１９５０－），男，教授，研究方向：工程哲学。

本文信息：徐长山，宁茜．论工匠精神培育［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２）：１３８１４４．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速度时代进入质量时

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创新驱动发展、提升产品质量、打造中国品牌、

由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是当务之急，而这

一切都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支撑。大力弘扬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是时代的呼唤，是新时代中国发展

的迫切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１６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官方提出了

工匠精神。之后，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讨论工匠

精神的热潮。

（一）工匠精神的内涵

工匠精神是指产品制造者精益求精的态度，包

括认知、情感与意志。认知，是对产品制造的丰富

知识和各种技巧；情感，是对产品制造的痴迷程度

和倾注的热情；意志，是在产品制造中表现出的矢

志不渝、攻坚克难的品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具

体表现为严谨、专注、专业、敬业、创新。所谓严谨，

就是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一丝不苟，注重细节，追

求完美和极致，不满足于９９％，而是９９．９９％。所

谓专注，就是心无旁骛，耐心、执着、持久地在某一

领域耕耘和某种产品的制造。所谓专业，就是在

某一领域、某种产品的制造上有独门绝技，即“术

业有专攻”。所谓敬业，就是爱岗敬业，脚踏实地，

具有社会责任感。所谓创新，就是不满足于现状，

不断进取，追求卓越。严谨、专注、专业、敬业、创

新，是工匠精神的基本要义。工匠精神本质上是

一种职业精神、工作态度，凝结了产品制造者的职

业操守、劳动智慧、人生信念与价值追求。

（二）培育工匠精神的意义

首先，工匠精神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

有的，工匠精神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工匠精神的

形成，不仅需要学校教育打基础，更需要物质生产

实践的锤炼，还需要社会环境提供条件。没有后

天的这些因素，工匠精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就成了主观自生的东西。

其次，当下强调工匠精神培育，是因为工匠精

神出现了缺失。无论中西方都有工匠精神的历史

传统。工匠精神在一些国家得到较好传承，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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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著称的德国制造和誉满天下的日本产品，

就是弘扬工匠精神的典范。工匠精神在中国是否

得到传承呢？总的判断是：一方面有工匠精神的

传承，不然无法解释我国何以成为了制造业大国

和世界工厂，一系列“大国重器”和“超级工程”的

横空出世，是我国工匠精神传承和发扬的有力印

证；另一方面也有工匠精神的失落，于今而言，工

匠精神的失落可能大于传承，工匠精神总体上是

缺失的。正因为工匠精神缺失，使我国的制造业

大而不强，使“供给侧”的产品许多仍停留在中低

端水平。所以，从学界、企业、政府到社会都在呼

唤工匠精神的回归，而要实现工匠精神的回归，就

必须要从学校、企业和社会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做

出系统的努力，大力培育工匠精神。

以工业、工程为主的制造业，与工匠精神直接

相连，特别需要工匠精神。基于此，本文关于工匠

精神培育的论述，重点放在制造业工匠精神培

育上。

二、学校是工匠精神培育的摇篮

工匠精神也就是劳动者的精神，而现代社会

的劳动者首先要接受学校教育，学校是培养一个

人将来成为劳动者应该有的知识、技艺和能力及

其劳动者职业精神的重要阶段。学校教育培养的

人应当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是既有专业

知识和技能，又有理想和道德的德才兼备的人，也

就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当然，学校教育

的不同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小学到普通中学

主要是基本知识的传授，中职、高职和普通高校主

要侧重于专业和技能的培养。从工匠精神的内涵

不难看出，工匠精神也就是德才兼备的一种职业

精神追求，严谨、专注、专业、敬业、创新，都要以一

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做基础，同时也都是以高尚

的道德修养和理想信念做支撑的，没有一定专业

知识和技能的人谈不上具有工匠精神，没有道德

和理想的人更不会有工匠精神。可见，学校教育

的重要性在于为工匠精神的培育奠定基础，可谓

工匠精神培育的摇篮。

本文主要以为制造业提供人才的职业教育和

高等工科教育为例，提出工匠精神培育的几个

问题。

（一）职业教育与工匠精神培育

包括中、高级各个层次的职业教育，应该定位

于技能型人才，也就是技术工人的培养。教育部

部长陈宝生指出：“职业教育需要提供两个公共产

品，即能够在全社会弘扬工匠精神，并提供大量的

大国工匠。”［１］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还远未承担

起这样的历史任务。有资料表明，我国制造业生

产一线技工特别是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级技能型人

才的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成为制造业强国的

一个瓶颈。为此，一要明确职业教育定位。通过

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与现代制造业发展和需求相

适应、产教学同工匠精神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

育，以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级技工作为自己的神圣

职责。二要继承古代“师徒制”教育传统。古代中

国的学徒制度和西方行会的学徒制，采取的都是

一种“心传身授”的教学方式，学徒都是在实践中

不断磨炼技艺，体验并形成精雕细琢、严谨专注的

职业精神。特别是“师徒制”中形成的“亲师合一”

关系，注重“手把手”“一对一”的言传身教，有利于

传统技艺的传授和工匠精神的养成。这就要求各

级各类职业院校必须有一大批“双师型”的教师，

否则无法形成“师徒制”教育方式，这也是当前职

业教育急需弥补的一个短板。三要把实践能力培

养作为重心。职业院校应当压缩理论知识的学

习，用更多的时间用于实验、实习和实训，让学生

在实践中磨炼工匠精神。为此，不仅学校要有完

备的实践场所、设备和工具，而且要畅通校企结合

的路径，建立校企之间的紧密联系。四要实行国

家工匠技能认证制度。在加强现行职业教育法规

执行力度的同时，可以借鉴德国职业教育举行国

家考试制度，全面实行工匠职业从业资格考试制

度和工匠技能等级认证制度，不断提高职业资格

水准和职业荣誉感。

（二）高等工科教育与工匠精神培育

目前全国已有上千所理工科院校，应该定位

于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培养。而在上千所理工科院

校中，又可以分为应用型、理论和应用并重型、研

究型三种类型，其中应用型理工科高校占多数。

不同类型的理工科院校，培养工程人才的侧重点

也不同。

潘云鹤院士曾把工程技术人才分为专业技术

型、理论研究型、技术交叉型、创意设计型、经营管

理型五类［２］。基于此，也可以把大量的工程师简

单分为两种类型：研发设计型和实际操作型，前者

为少数，后者则占绝大的比重。按照这样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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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应用型理工科高校主要培养的应该是操作型

工程师，而少量理论和应用并重型、研究型的理工

科高校主要培养的应该是研发设计型工程师，这

样的工程师也可以成为科学家。这样的分类、定

位都不是绝对的，其中也会有交叉、重叠，但侧重

点肯定不同。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工程师都是制造

业所需要的。

目前，我国已有４０００多万工程师，都是从理

工科院校走出来的，正是他们支撑起我国制造业

的发展。没有他们，我国不可能成为制造业大国、

世界最大的工厂和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正如

全国政协委员、中交天津航道局总工程师顾明所

说：“中国在不到７０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发达

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之路，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

国。而工程师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石，正是一批

批杰出工程师的努力，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

化的超常规发展。”［３］但是，按照建成制造业强国

的目标要求，我们的工程师队伍整体质量还有待

提升，特别需要培养大量具有工匠精神的杰出工

程师，而这正是高等工科教育面临的紧迫任务。

基于当前理工科院校的短板，在培育具有工

匠精神的杰出工程师方面，急需强化的是：一要着

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知识背景，即贯彻“大工程观”

的理念，使学生成为“图钉型”的工程技术人才，这

对于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非常重要。

二要着力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翻转课堂”，

让学生参与项目研究，自主设计等形式，激发学生

的创造潜能。三要着力增强学生的实践精神。与

职业教育一样，高等工科教育也要强化实习、实验

和实训环节，畅通校企结合的路径。与职业教育

的区别在于，高等工科教育的实践不能占用过多

时间，专业知识学习与实践训练应该并重。四要

着力提高学生的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为此必须全方位、全过程贯彻思想政治教育。

２０１０年教育部和中国工程院共同启动的《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其宗旨与强调培养具有

工匠精神的杰出工程师是一致的。理工科院校应

该把卓越工程师计划与工匠精神培育贯通起来。

（三）德育与工匠精神培育

１．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宗旨

无论职业教育还是高等工科教育，无论培养

技术工人，还是培养工程师和科学家，都必须要坚

持立德树人的宗旨和德育为先的原则。其实，工

匠精神已经蕴含了德育思想，严谨、专注、专业、敬

业、创新，所有这些工匠精神的元素，都是高尚道

德的体现。因而，学校应该把培育工匠精神与德

育贯通起来，融合起来。

２．大思政的提出，是学校德育工作的新思路

习近平在２０１６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新局面。”［４］这就是学校大思政的工作格局，对工

匠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

按照大思政格局，工匠精神与德育贯通，首先

应该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政课是德

育的“主渠道”。思政课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工匠精神也内

涵了正确的三观，只是需要结合思政课加以阐述。

按照大思政格局，工匠精神与德育的贯通，也

应该体现在所有课程的教学中。这就是说，不仅

思政课程可以贯彻工匠精神，课程思政也可以贯

彻工匠精神。例如，讲产品研发和设计、讲工程建

造和使用，不能只讲必备的知识，也要讲精益求精

的态度，并以杰出的技术工人、工程师、科学家的

敬业精神教育学生，这就是课程思政。

按照大思政格局，工匠精神与德育的贯通，还

应该体现在校园文化建设上。校园文化丰富多

彩，都应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传播

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正能量。这就是校园文化

的德育。其中也应该营造工匠精神氛围。例如，

校园内树立杰出科学家、工程师的雕像，请著名科

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来校讲学，举办科技周、工

程论坛、学术沙龙，以及超级工程、高端装备展览，

本校杰出校友事迹介绍，等等，都有利于工匠精神

的传播和弘扬。

三、企业是工匠精神培育的熔炉

（一）物质生产实践是工匠精神的源泉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动力和检验

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伟大力量。物质生产活动是基本的实践活动，于

今而言，工业生产、工程活动是物质生产的主要形

态。严谨、专注、专业、敬业、创新的工匠精神不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只能从生

产实践中来。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正确思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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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归根结底是千百万科学家、工程师、技术

工人在生产实践中磨练出来、锻造出来的，凝结了

从古代工匠到现代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

职业操守、劳动智慧、人生信念与价值追求。

宝剑锋从磨砺出。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大型纪

录片《大国工匠》介绍了我国的一些杰出技术工

人：参加我国火箭发动机制造的高凤林能在牛皮

纸一样薄的钢板上焊接而不出一丝漏点，被称为

焊接火箭“心脏”的第一人；参与我国新一代大飞

机制造的胡双钱居然仅用一个多小时，主要靠手

工操作就把３６个精度要求０．２４ｍｍ的孔悉数打

造完毕，这种“金属雕花”的技能可谓神奇；高铁列

车转向架“定位臂”手工研磨的空间只有０．０５

ｍｍ左右，也就相当于一根细头发丝，而这正是被

同行称为研磨“鼻祖”的宁允展的绝技；按规定，海

底隧道接缝处间隙误差要小于１ｍｍ，而钳工管

延安却能做到零缝隙，他所安装的沉管设备，已成

功完成１６次海底隧道对接。这些令人叹服的精

湛技艺，都是在生产实践中反复磨练出来的。

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如此。港珠澳大桥的成功

建成，是以总工程师林鸣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科

学家、工程师以及技术工人历经九年的扎实奋斗、

埋头苦干、精益求精地制造结出的硕果。其中，海

底沉管隧道，是“桥岛隧”集群方案中难度最大

的关键环节。在３３节沉管安装的最后一节出现

了１６ｃｍ偏差，对于水密工程而言也算是成功的，

但林鸣却坚持重来，硬是把偏差从１６ｃｍ降到不

到２．５ｍｍ，缩小了几十倍，可谓达到了极致。在

林鸣心中有一个声音：如果不调整的话，会是自己

职业生涯和人生里，一个永远的偏差［５］。这就是

一个杰出工程师的工匠精神。像林鸣这样的工程

师，在我国制造业的各个领域还有成千上万，正是

他们在生产实践中锤炼出的严谨、专注、专业、敬

业、创新的工匠精神，创造了我国工业化的辉煌。

工匠精神的实践性，用古人的话说是“贵在践

履”，而贵在践履的基本要求是爱岗敬业，耐得住

寂寞，踏踏实实，埋头苦干，肯于钻研，甘于奉献，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上述所举的代表人物，

无一例外都是具备了这些品质的技术工人和工程

师，如此才成就了他们“大国工匠”“杰出工程师”

的美誉。所以，我们在大力倡导工匠精神的时候，

一定要大力倡导实践精神、劳动精神，实践精神、

劳动精神就是工匠精神。

（二）培育工匠精神是企业的责任

物质生产实践的主体是企业，工匠精神在生

产实践中培育，也就是企业的责任。在企业需要

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企业再不好好培育、锻造工匠

精神，发挥好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三位一体

的作用，企业是没有前途的。

１．充分肯定人的主体地位

企业重视工匠精神的培育，说到底是重视人

的作用，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包括科学家、工程师

和技术工人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

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６］在人

与物的关系上，人是主体，物是客体，二者是认识

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人是能动的因

素，物是被动的因素，因而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物的因素是第二位的。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无论

技术、材料、仪器设备多么先进，哪怕是自动化的

机器人，仍然不能替代人的主导和决定作用。物

是人造的和由人来使用的，人支配物而不是物支

配人。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工匠精神体现人的主体性。高品质的产品，

需要科学家出思想、工程师出蓝图，最终则要由技

术工人通过精益求精地制造出来。任何物质产品

都凝结了科学家、工程师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也凝

结了技术工人的智慧和力量，是包括技术工人在

内的人的能动性创造，是人的主体性印证，三者都

不可缺少。充分肯定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地位和作

用是对的，但也要充分肯定技术工人的地位和作

用。我们多年来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贬低了技术

工人的地位和作用，使得技艺精湛、一丝不苟、精

雕细刻、爱岗敬业的合格的技术工人少之又少，所

以才导致了我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问题产品多

多。我国的火箭、飞船、卫星、高速动车、大飞机、

深海潜水器、特高压输变电线路等高端产品，为什

么技术过得硬？重要原因之一是这几个领域都有

一支技术过硬的“大国工匠”。一方面这些领域都

高度重视技术工人的作用，肯定他们的价值，给予

合理的报酬，使技术工人有尊严；另一方面是技术

工人也有主人翁意识，爱岗敬业，肯于钻研技术，

勤奋好学，兢兢业业地工作。如果我国制造业的

所有领域、所有企业都能这样，何愁大而不强呢？

现在有一种说法：我国改革开放前３０年的发

展主要靠“人口红利”，之后主要靠“机器人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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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程师红利”。这是着眼于新工业革命和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而言，有一定道理。在以智能制造

为标志的新型工业化的今天，制造业已经越来越

以工程师为主体，工程师的数量越来越庞大，许多

技术工人也成为了工程师，科学家往往同时也是

工程师。工程师可谓制造业的中流砥柱。目前，

我国工程师总量已经占到了世界工程师的一半，

正是这一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并与技术工人和科

学家结为一体，才支撑起我国全球第一制造业大

国的地位。

２．提高待遇和重视培训

首先，要提高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待遇。鉴

于当前技术工人待遇过低的现状，需要适度甚至

大幅度提高一线员工、特别是那些“卓越工匠”的

薪酬待遇，并给予精神鼓励。在许多企业里，工程

师的待遇比起管理人员也偏低，与他们的贡献不

相称，也需要提高工程师的待遇。特别是对那些

杰出工程师更要大幅度提高待遇。企业必须清醒

地认识到，对技术工人和工程师没有与其贡献相

应的待遇和荣誉，是调动不起积极性的，也是培育

不起工匠精神的。

其次，要重视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培训。在

知识爆炸，智能制造，技术更新换代迅速的新工业

革命时代，无论技术工人还是工程师，仅靠在学校

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是不够的，必须不断更新知识，

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能，赋予工匠精神与时俱进

的新内容。为此，企业必须跟上新工业革命时代

的发展，建立起标准化、系统化的培训体系，为一

线技术工人和工程师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切实

提高其适应新工业革命需要的思维方式、职业技

能、创造能力，而这些就是具有新工业革命特点的

工匠精神。

３．将工匠精神注入企业文化

首先，工匠精神与企业文化“共振”。共振的意

思是两个东西的高度一致性，可以相互融合、相互

激活、相互促进。企业文化包括三部分，即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精神文化是核心，包

括经营哲学、价值追求、道德观念、团体意识、企业

精神等。由此观之，工匠精神所内涵的严谨、专注、

专业、敬业、创新等等，正是企业文化的体现，企业

文化衍生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所以，工匠精神与

企业文化是共振的，企业文化应该灌注工匠精神。

其次，灌注工匠精神的企业文化更有意义。

把工匠精神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不仅可以

丰富企业文化内容，而且可以激发员工精研生产

技艺、不断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周易》说“观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价值来自于“人化”的过程，

同时又必须回归于“化人”的过程。无疑，工匠精

神中蕴涵的巨大力量，通过融入企业文化而得到

发扬光大，并使之在滋养员工精神、推动企业发展

中得到验证和释放。

２０１９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批示中强

调：“要在全社会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

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７］灌注工

匠精神的企业文化，可以引导企业员工强化责任

意识和职业操守，自觉追求卓越，以成为“卓越工

程师”“中国工匠”为荣，在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

国品牌中成就自己的精彩人生。

四、社会环境是工匠精神培育的条件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

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８］

工匠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产生于古代农业社

会，是与手工业相联系的，小生产是其经济基础。

现代工匠精神是与机器大工业、自动化的制造业

相联，大生产是其经济基础。工匠精神是历史传

承的，但现代工匠精神与古代工匠精神相比，具有

新的特点，如智力因素、创造因素、科学因素更多，

工匠精神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

工匠精神不仅被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也受政

治、文化、道德、法律、教育、社会心理、舆论等诸多

社会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从学校教育到企业待

遇到整个社会评价，技术工人都被贬低，备受社会

歧视。从事实体经济的工程师比起虚拟经济的从业

者，也往往被忽视，待遇和地位也要低一些。这就不

可避免地把工匠精神淡化了。因而，要弘扬工匠精

神就需要改造社会环境，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

各个方面形成有利于工匠精神培育的经济条件、方

针政策、舆论氛围、价值导向、教育环境、评价机制。

（一）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工匠、崇尚“工

匠精神”的良好氛围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工匠在古代等级社会

中一直处于社会下层。在封建王朝奉行“重农抑

商”的基本国策下，工商业被视为末业，“士农工

商”的职业排名中工商业者处于低位而受到压制。

还通过严格的“匠户”户籍制度对工匠进行种种限

制和奴役，使工匠一直难以获得与其他劳动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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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儒家主流思想向来强调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倡导“君子不器”，轻

视职业技能教育，认为匠人们营营役役都是些奇

技淫巧，君子应该修齐治平，不为物役。当代中国

虽早已是世界工厂，但社会和企业依然缺乏对工

匠和工匠精神的重视和尊重。据２０１６年的一项

对１７个省区市４０多家企业两千多人的问卷调查

发现，只有１％的人愿意当工人，九成多认为工人

地位不高。即使是工程师，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

价，社会地位也不算高。

所以，在我国迈向制造业强国、质量大国，急

需大批杰出工匠支撑的当下，有必要对工匠和工

匠精神的认识来一次彻底的、根本性的矫正，充分

肯定技术工人、工程师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社会

形成尊重工匠、崇尚工匠精神的氛围，其实质是对

劳动、知识和创造的尊重，这既是培育和弘扬工匠

精神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

在我国已经成为工业大国，创造了无数制造

业辉煌成就的今天，现代工匠也理应得到社会的

尊重。２０１９年末和２０２０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

疫情，武汉是重灾区。为了解决医疗资源严重不

足的迫切需要，由“国字头”建筑企业领军，１０天

建成“火神山医院”，１５天建成“雷神山医院”，若

干座“方舱医院”也迅速建成。这是一大批建筑企

业、工业企业合力完成的，虽然速度之快可谓神

速，但也保证了质量。为此，数万工程师和技术工

人日夜奋战，不辞劳苦，精心打造，再一次展现出

我国产品制造者的智慧、力量和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闪耀出工匠精神的光芒。

（二）必须建立激励保障制度

在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中，积累了相当多

的民间传统技艺、工艺，但许多已经失传或濒临失

传，急需建立专项资金进行抢救和保护。当代中

国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在工艺、技艺上也有许多发

明创造。这些都需要通过法律、制度等形式加强

与工匠相关的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的保护工作，最

大程度地保护传统工匠和现代工匠的合法权益不

受侵害。另一方面，要建立优秀民间传统技艺和

现代工匠发明创造的表彰奖励制度，在国家、地

方、行业、企业的各个层面实施。可借鉴当今建筑

界“鲁班奖”、工艺美术界“金奖”“银奖”形式，对技

艺界的精品、优品实行专项奖励制度，以此树立标

杆鼓励赶超。对于那些德艺双馨的工匠大师、技

师、工程师要授予荣誉称号，并不断提高他们的薪

酬待遇。请大师名匠著书立说或为他们撰写人物

志和传记，也是一种发扬光大传统技艺、肯定工匠

发明创造和工匠精神的激励措施。

例如，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联合录制和播出的“大国工匠２０１８年度人物”

颁奖典礼，以及近几年从国家到地方各级举办的

不同行业和产业技术工人比武竞赛活动，组织参

加国际性的技术大赛活动，都引起了社会的强烈

反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广大技术工人的荣誉感、

尊严感和自豪感，也增强了社会公众对技术工人

的尊敬和认可度。今后，像这样的激励还应在内

容和形式上进一步加强。

（三）强化宣传舆论引导

很长一个时期里，各种媒体充斥着明星、富

豪、成功人士的报道，娱乐化、泡沫化、庸俗化的影

视作品大行其道，鼓励一夜暴富、不劳而获、投机

取巧的价值导向，毒化了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陷

入浮躁。反之，扎实奋斗、埋头苦干、诚实劳动、劳

动光荣的社会正能量被消溺，工匠精神备受鄙视。

所以，如今要倡导工匠精神，必须改变这种扭曲了

的舆论导向，在各种媒体上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舆论氛围。最近几年情

形有所好转，如《大国重器》《大国工匠》《超级工

程》在央视的播出，引起社会不小的震动，但泡沫

化、不健康的东西还是过多，媒体上宣传第一线劳

动者的东西还是太少，仍然没有形成有利于工匠

精神培育的舆论氛围，仍须大力强化。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李兰娟院士谈明星片

酬刷屏。这次疫情过后，希望国家要给年青一代树

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把高薪留给德才兼备的科

研、军事人才。希望控制娱乐圈所谓的明星动辄几

千万元的片酬。此话一出，公众几乎是一边倒的点

赞！科研、军事人才，战斗在抗疫第一线的医护人

员，以及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等

等，他们的贡献都远远高于那些德艺均缺的所谓明

星。媒体应多宣传埋头苦干、创造财富、对社会作

出真实贡献的劳动者，而不应当让那些泡沫化的、

扭曲化的、没有正能量的所谓明星大行其道。营造

起这样的舆论氛围，才能促进工匠精神的形成。

营造有利于工匠精神培育的社会环境，无论是

转变认识、建立激励制度还是强化宣传舆论导向，

政府都扮演关键角色。在我国，政府的强势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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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了的，因

此，工匠精神的培育离不开政府在制度设计、政策

引导、经济手段和舆论导向上给予支持，政府引导

是关键。近几年，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

在多种场合反复讲工匠精神，才有了近几年热议工

匠精神的局面，才有了《大国工匠》等纪实记录片的

制作与播出，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重视技术工人

作用的政策陆续出台，企业也开始重视技术工人的

作用。最近几年，中央陆续出台的《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关于提高技

术工人待遇的意见》，非常及时，意义重大。这几个

文件前后衔接，相辅相成，必将极大地促进工匠精

神的传承与弘扬，必将促进一大批“大国工匠”的出

现来支撑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五、结语

工匠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工作态度，它是知、

情、意、行的统一，是高尚人格和美好情操的彰显，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它根于心践于

行，弥足珍贵，理应从学校教育、企业生产实践和

社会环境改善等多方面做出努力，很好地加以培

育。工匠精神一经培育、倡导和弘扬起来，其意义

是多方面的。

（１）将有利于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

动者大军，培育成千上万崇尚劳动光荣、精益求

精、恪守职业操守的中国工匠。

（２）将会有力地促进中国制造来一场品质革

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企业的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我国由速

度大国走向质量大国、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

品牌就有了根本的保障。

（３）对于改善社会环境、丰富民族文化、增加

社会正能量，矫正价值扭曲、信仰缺失、道德滑坡

等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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