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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科技中介功能完善和规范
运营法律问题研究
张

铣（华南理工大学）

当前，我国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后，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新常态。虽然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
这是经济规律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但新常态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
调，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为了妥当解决这些问题，保持经
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将科技创新和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
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亦围绕科技创新和发展频繁出台了许多政
策和措施，其中相当一部分政策和措施指向了在科技活动中扮演桥梁
和枢纽角色的科技中介。这充分说明在国家层面，各级政府不但已经
意识到科技中介对于促进科技创新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且认识到我
国科技中介当前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通过加强监管和扶持工作予以
解决。
广州作为我国的一线城市，其经济发展状况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的影响。同时，广州也是我国科技中介发展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
市。其在扶持和监管科技中介方面的经验值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
广，广州科技中介在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是我国其他城市正在面
对或即将面对的。因此，本课题以广州科技中介为实证调研对象，详
细梳理当前广州科技中介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对策建

议。经梳理调研资料，课题组发现广州科技中介存在的问题主要可以
归纳为两个方面：功能不完善和运营不规范。针对这两方面问题，本
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下称“课题成果”）从科技中介的基础理论着
手，通过问题梳理、问题成因分析、比较法考察和借鉴，提出了问题
解决的系统对策，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七个方面内容：

一、科技中介基础理论
科技中介的概念是问题研究的起点。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在科技中
介的概念界定上采用了多种界定范式并形成了五花八门的各种定义。
课题成果首先就目前学界对科技中介的主要界定范式进行了梳理，并
在反思现有界定范式之不足的基础上对科技中介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
定：科技中介是指在包括科学技术研究、转化、交易扩散在内的科技
活动的各个环节中，为科技创新主体、科技成果交易主体、政府部门
等科技活动的关联主体提供咨询、沟通、评价、协调、组织、管理、
居间等专业化服务，以促进科技活动顺利、高效开展的机构。除了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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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外，学界在科技中介特征的认识方面亦存在一些误区，课题成果

第第第第

题成果还依托产业结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系统创新理论对科技中
介的产生、发展的原因和基础进行了阐释。其中，产业结构理论论证
了在产业升级换代中科技中介出现的必然性，交易成本理论诠释了科
技中介存续于科技活动的合理性，系统创新理论则清晰地解释了科技
中介在创新活动中能起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第第第第第第第

概念外延方面不同的分类标准的作用。在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课

第

针对这些误区重新划定了科技中介应当包括的内涵特征，并探讨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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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中介的功能论
功能不完善是广州乃至全国科技中介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那么
从应然的层面，科技中介应当具备和发挥哪些功能才能称得上是功能
完善？对此，应以科技活动关联主体（科技创新主体、科技成果交
易主体、政府部门等）在科技活动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需求为基
础，结合科技中介角色定位和在发达国家的运营情况，逐一详细分析
科技中介应当具有的功能，为功能完善提供明确的目标。课题成果针
对不同关联主体在科技活动的不同环节和阶段的需求，梳理出科技中
介应当具有的十项表层功能：信息搜集、处理和提供功能，咨询评估
功能，直接和间接融资功能，实验平台、办公场地、交易平台供给功
能，试验检验功能，沟通协同功能，知识产权配套服务功能，培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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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功能，声誉信用评价功能，营销推广功能。为了充分论证科技中介
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深挖科技中介的功能内涵，课题成果还在十项
表层功能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了四项深层功能：促进科技资源要素的
优化配置和整合、加速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提升政府行政管理的效
率、优化区域创新系统和创新环境。

三、科技中介的行为论
要妥当规制科技中介的经营行为，需要对科技中介的经营行为和
策略选择的倾向进行分析和预判。那么，科技中介的经营行为和策略
选择具有何种倾向？要得到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首先必须对科技中
介经营行为的背景 —— 科技活动进行全面分析。由于科技中介涉入的
科技活动种类繁多，经营行为类型多样，因此课题成果主要选取了技

术交易这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科技活动类型作为研究对象。经研究
发现，信息不对称作为科技活动的主要特征，是导致技术交易中的信
息优势方出现不披露信息、披露部分信息、披露模糊信息等行为的主
要原因。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因信息不对称诱发的上述行为将会进
一步导致市场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于科技中介而言，信息不
对称一方面为其经营行为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例如通过信号发送和信
号甄别、自身信誉的建立为技术交易的双方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
服务，但另一方面亦会给作为经济人的科技中介提供滥用信息优势的
机会，从而引发经营失范行为。

四、科技中介的发展现状与问题梳理
课题成果首先概括阐述了我国科技中介的整体发展历程和现状，
在此基础上对广州科技中介的发展历程、现状、特点进行了详细阐
述，重点对实证调研中发现的广州科技中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
特别是对技术转化机构、服务于技术交易的科技中介、专利代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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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孵化器这四种具有代表性的科技中介类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

第第第第

包括：
（1）就孵化器而言，部分孵化器将那些已经快要达到毕业标准的
企业拉进孵化器中进行孵化，以满足孵化器级别认定中毕业企业占在
孵企业比例的年度要求。有些孵化器将那些根本不具备入孵条件的企
业拉进孵化器，使其能够享受低房租等优惠条件。有些孵化器利用
“一址多照、一照多址”的规定，虚构入孵企业办公场地面积，以满

第第第第第第第

1. 经 营 失 范 现 象 频 发， 诚 信 问 题 较 为 突 出， 存 在 的 问 题 具 体

第

阐述。这些问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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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孵化器级别认定中在孵企业使用场地面积的指标要求。
（2）就专利代理机构而言，部分专利代理机构通过不正当竞争手
段招揽业务，有些专利代理机构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实施违法和不正当
行为，具体包括向专利审查人员行贿和施压，诱骗申请人对同一科技
成果重复申请专利，唆使申请人克隆、抄袭他人已有的专利成果，伪
造和编造虚假的证明材料等。还有些专利代理机构在资质申请和年度
审查中弄虚作假，具体包括伪造合伙人供职材料、借用其他代理机构
代理证等。
（3）就服务于技术交易的科技中介，有些科技中介在目标技术评
估的过程中，或通过故意忽略专利有效期短、权利范围过窄等问题，
或通过恶意编造乐观的市场营利前景等数据，或通过肆意夸大技术的
适用范围和技术效果，对价值较低或几无价值的技术做出高价值评价
结论。有些科技中介与技术出让方或技术受让方恶意串通。有些科技
中介自己从技术所有方手上低价购入没有多少市场应用价值和潜力的
技术，然后进行技术包装，伪装成高应用价值的技术并高价转让给市
场上的技术需求方。一些科技中介在接受出让方的出让委托后，为了
节约经营成本或尽快促成交易，未进行全面的市场调查，就草率地向
出让方出具市场研究报告和技术销售前景报告，致使出让方在此基础
上对技术进行错误定价或制定错误的销售策略，从而导致出让方遭受
损失。还有些科技中介在接受受让方的购买委托后，未能尽职尽责地
按照受让方的要求在市场上搜集目标技术，仅经过简单的市场调查便
向受让方推荐技术，致使受让方获得的是自身不具备应用条件的技
术，或获得的技术超出了需求范围并支付了不必要的费用，或无法解
决技术的负面效应等。
2. 服 务 质 量 不 高， 未 能 全 面 发 挥 应 有 功 能， 存 在 的 问 题 具 体
包括：

（1）就孵化器而言，首先孵化器对自身发展缺乏长远规划或没有
能力进行长远规划，导致自身的功能建设进展缓慢或者根本就没有进
行过功能建设。其次，孵化器缺乏提供全方位孵化支持服务所需的资
金、渠道和人员，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全方位孵化支持。最后，在工
商、财务等基础服务方面，孵化器存在响应不及时、结果反馈慢甚至
无反馈、服务态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在路演、融资等高端服务方面，
孵化器则普遍存在形式远大于内容、服务成功案例过少等问题。
（2）就专利代理机构而言，首先广州的专利代理机构撰写的专利
申请书质量不高，与北京、浙江等地的专利代理机构撰写的申请书质
量上存在差距。其次，专利申请被批准后被宣告无效率相对较高，比
如高于北京和浙江。最后，广州专利代理机构的业务范围有限，缺乏
提供综合服务能力。
（3）就为技术交易服务的机构而言，从事居间、经纪、评估的机
构在服务质量和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检索、搜集相类似或
相关联技术的能力较弱、途径较为有限，既难以为技术出让方拥有的

特征、效用、应用条件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不足，交易撮合成功率较
低。第三，对潜在受让方的真实需求予以准确定位和识别的能力较
提供综合性、全流程服务。就线上交易市场而言，存在的功能和服务
方面的不足包括：第一，仅能提供简单的基础检索、查询服务，未能
提供多元化的检索方式。第二，技术信息页面仅通过文字介绍专利
号、申请日、法律状态和简单的技术特征，再配一两幅简单的技术图
对技术进行展示。第三，与注册用户的互动频率不足、方式有限。第
四，主要提供技术经纪服务，未能提供评估、技术应用跟踪、融资贷

第第第第第第第

弱。第四，以提供交易机会，牵线搭桥式的纯粹居间服务为主，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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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目标技术提供尽可能多的备选方案。第二，对拟进行交易的技术的

第

技术进行市场评估提供全面的基础依据，往往也无法为技术受让方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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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等多元化、综合性服务。第五，没有技术需求方的需求信息发布页
面，仅能通过经纪人找寻与需求对应的技术，而不能面向行业广泛征
求技术。第六，有官方背景的网上技术交易市场交易量偏低，远不及
民营网上技术交易市场。
3. 从业人员水平有限，复合型、专业型人才严重缺乏，存在的问
题具体包括：
（1）在学历水平上，本科学历是目前的主流，硕士学历人员偏
少，博士学历人员更是凤毛麟角，不少从业人员甚至只有大专和高职
学历。
（2）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与其岗位的应然要求经常出现偏
差。如只有理工科知识背景的人员可能从事的是合同审查、市场营销
等工作，只有工商管理学知识背景的人员可能从事的是对某项技术的
应用前景的评估工作。
（3）复合型人才对科技中介而言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在我们的调
研对象中，只有屈指可数的科技中介拥有少量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且多集中在专利代理机构和评估机构中。
4. 发展资金短缺，融资困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财政扶持资金投
向了科技研发主体，而较少能够惠及科技中介。即便是目前得到政府
专项财政扶持资金最多的孵化器，其得到财政扶持资金金额大小也是
根据不同孵化器的级别决定的。从国家级、省级、市级到区级孵化
器，财政扶持资金依次递减，现广州被评为国家级和省级孵化器多数
具有官方背景，民营孵化器绝大多数为区级，少部分为市级，省级以
上少之又少。
通过对前两个问题的梳理，充分揭示了广州科技中介功能缺失和
经营失范的具体表现，而对后两个问题的梳理则不但凸显了广州科技
中介当前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和困难，而且也揭示出正是由于这些障

碍和困难的存在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前两个问题的产生。

五、科技中介经营失范和功能缺失问题的成因分析
科技中介经营失范和功能缺失问题的成因分析是形成对策建议的
基础。为了对成因进行全面分析并突出其中存在的法制方面成因，课
题成果首先依托管理学理论和分析工具，对广州科技中介具有的内部
条件优势和劣势、外部环境机遇和威胁进行了系统剖析。
其中内部条件优势包括：1. 市区两级政府对科技服务业的重视和
扶持为科技中介提供了直接支持和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2. 数量庞
大、创新能力强的科技活动关联主体为科技中介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和
发展土壤；3. 频频推出的规章政策为科技中介的发展持续注入发展动
力；4. 旺盛的市场需求为科技中介的发展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内 部 条 件 劣 势 包 括：1. 科 技 中 介 自 身 实 力 不 强， 竞 争 力 较 弱；
2. 行业监管缺位，服务质量标准尚有待完善；3. 官方与民营科技中介

外部环境机遇包括：1. 产业转型升级和服务业迁移；2. 广州经
外部环境威胁包括：1. 政府等关联主体未能充分认识到科技中介
的重要性；2. 周边城市科技中介的发展对广州科技中介形成巨大的竞
争压力；3. 社会成员、市场主体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低成为科技中介发展的掣肘。
通过上述分析，充分揭示了导致科技中介功能缺失和经营失范问
题的各方面综合成因。在此基础上，重点通过对与广州科技中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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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科技的快速发展；3.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各城市间的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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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5. 行业内外部联系薄弱，沟通互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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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不平等生存和发展条件；4. 行业薪酬待遇偏低，无法吸引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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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的全面梳理和分析，总结出导致上述问题的八个方
面的法制成因：1. 以政策为主，法律法规为辅的规范性文件体系缺乏
规则稳定性和可预期性；2. 规范性文件数量虽多但质量不高，华而不
实的问题较突出；3. 分类扶持监管体系尚不完善，未能形成相应的专
门调整规则；4. 未能针对科技中介服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形成妥当的
解决路径；5. 考核、追责机制不完善甚至缺失；6. 忽略行业协会在科
技中介管理中的重要作用；7. 部分扶持政策未能真正惠及科技中介；
8. 重扶持而轻监管问题较为突出，监管机制不完善。

六、科技中介功能完善和规范运营的国外制度与经验考察
发达国家在对科技中介进行长期监管和扶持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制度。向这些国家进行制度和经验借鉴，
不但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少交学费，还可以规避在制度建构和完善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基于此，课题成果对美国、英国、德国、法
国、日本五个国家进行了比较法考察，重点研究了这些国家关于先合
同信息披露义务、行业协会自治权、专家民事责任、知识产权质押、
信托和证券化四个方面的制度。其中，先合同披露义务部分的比较法
考察内容包括：1. 以信息客观重要性和主观重要性双层标准限定的信
息披露范围；2. 信息占有方披露相关信息前置条件和信息非占有方有
权要求披露信息前提；3. 当事人对于自身未掌握的信息是否需要承担
调查义务；4. 未披露或未适当披露的法律责任等方面。行业协会自治
权部分的比较法考察内容包括：1. 美国行业协会自治权；2. 德国行业
协会的自治权；3. 日本行业协会的自治权；4. 行业协会自治权的重要
内容 —— 社团罚的具体设定。专家民事责任部分的比较法考察内容包

括：1. 英国法上的专家民事责任；2. 美国法上的专家民事责任；3. 德
国法上的专家民事责任。知识产权质押、信托和证券化部分的比较法
考察内容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家在知识产权质押、信托和证券化方面
的规定。通过比较法考察，为广州，也为我国完善科技中介功能、规
范科技中介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和经验参考。

七、新常态下科技中介功能完善和规范运营的对策建议
“新常态”一词是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状况的高度概括和准确定
位。为了确保科技中介功能完善和规范运营的对策建议切实可行，必
须对“新常态”一词进行全方位解析。课题成果首先清楚地阐述了新
常态的基本内涵，然后详细剖析了在新常态下科技中介面临的困难和
机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技中介功能完善和规范运营的总体对策思
路。在该思路的指引下，结合造成科技中介功能缺失和运营失范的成
因，以及国外成熟制度和经验考察的结论，主要从法律途径方面提出

（1）以客观重要性和主观重要性为边界划定应予披露的信息范
的。该标准将重要信息界定为在同一类交易中，那些会影响一个处于
信息非占有方地位的理性人缔约决定的信息。在主观重要性标准之下
包含两类重要信息：第一，信息非占有方告知信息占有方其对哪种信
息赋予了特殊重要性；第二，信息非占有方在缔约中的行为、缔约情
势明显反映了某种信息的重要性。
（2）明确信息占有方应当进行信息披露的前提是该方实际占有了

第第第第第第第

围。其中，信息重要性的客观标准是以“理性人”为基础建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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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构先合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具体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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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下六个方面的具体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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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信息，在披露行为的要求上，立法上应明确要求信息占有方须以
处于信息非占有方地位的“理性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完整、无歧义
地披露信息。
（3）明确信息非占有方能够要求信息占有方进行披露的前提是：
如果信息非占有方能以极低的成本获知信息，那么信息占有方就不须
披露该信息而应由信息非占有方承担一般性信息调查义务，除非法律
另有规定或由于信息占有方的原因使信息非占有方不能或因为合理信
赖而没有实施获取信息的行为。
（4）在当事人是否应对未知的信息承担调查义务方面，信息非占
有方自身应当承担一般性注意和调查义务，承担披露义务的一方对未
知信息亦应当承担适当的获取义务。
（5）未披露或未适当披露信息的责任设定上则应区分为妥当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的是技术出让方还是科技中介。在出让方未妥当履行披
露义务的情形中，如果其未妥当履行披露义务的行为挫败了受让方交
易的根本目的，可赋予后者撤销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如果其
不当行为并未妨碍到受让方交易根本目的的实现，后者则仅可主张损
害赔偿。在赔偿责任的设定上，考虑到技术出让方所承担的瑕疵担保
责任可能与其作为信息占有方时承担的披露义务于调整对象上存在重
合的部分，同时也为了激励该方进行信息披露，应为披露义务设定高
于瑕疵担保的法律责任，即允许适当的惩罚性赔偿。在科技中介未妥
当履行披露义务的情形中，由于其不是技术交易合同的当事人，因此
如果其未妥当履行披露义务的行为使技术受让方交易的根本目的落
空，那么除非技术出让方知晓科技中介实施了隐瞒信息等欺诈行为，
或两者进行了恶意串通，否则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受让方据此撤销技术
交易合同。不过这并不妨碍受让方向科技中介主张赔偿。在赔偿范围
上，如果委托科技中介的不是受让方，并且科技中介的行为使受让方

形成了错误信赖，那么在立法上就应允许受让方参照缔约过失责任的
规定，主张科技中介承担其信赖利益的损失。如果委托科技中介的是
受让方，其既可依据委托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主张赔偿，也可主张
科技中介承担信赖利益的损失，但二者只能择其一而不能同时主张。
如果技术出让方和科技中介就同一信息均未妥当履行披露义务而导致
受让方的损失，那么前两者需要对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在内部责任的
划分上，则应比较这两者的过错对赔偿数额进行分担。
2. 行业协会自治权的实现。在分析我国行业协会自治权现状的基
础上，提出如下建议：
（1）应通过尽快制定和颁行统一的行业协会法律，这部法律应当
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应当以制约政府公权力的
干预，确保行业协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为宗旨。第二，在立法内容
上，应当包括行业协会的设立、变更、监管，内部治理结构，章程的
制定和修改程序，以社团罚为核心的自治规则体系，权利救济和保障
途径，行政监管主体和监管事项，法律责任等内容。第三，行业协会

竟属于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的困扰。
（2）建构行业协会社团罚制度，包括：第一，在基本原则方面，
三大原则。第二，在处罚的种类上，可以设立资格罚、金钱罚和能力
罚三种。第三，在处罚的救济途径上，应当建立起内部救济和外部救
济两种途径。于内部救济途径方面，行业协会应当在处罚机关以外设
立处罚监督机关，两个机关应由不同的人员组成。处罚监督机关有权
对做出处罚决定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有权接受被处罚成员的申诉，对
处罚行为本身的合法性、适当性以及合章程性进行调查。处罚监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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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对社团罚设立“章程明确规定、处罚程序正当、处罚公正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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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行政法律主体资格，以解决行业协会因社团罚涉诉的情况下究

第

的主体资格地位应当得到明确，不但包括民事法律主体资格，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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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如果发现处罚决定达不到这三性的要求，可以撤销处罚机关已做出
的处罚决定。于外部救济途径方面，应当建立起以司法审查为主的救
济途径。即被处罚的成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对行业协会的
处罚行为进行审查。
（3）应当引导完善行业协会的内部结构：第一，应参照公司法关
于股东大会的规定，明确成员大会是行业协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所有
加入行业协会的成员均有权参加成员大会。成员大会的主要职权是制
定和修改章程，选举行业协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日常运营的机关、
社团罚机关和监督机关组成人员，对章程规定的重大事项进行表决
等。第二，应当参照公司法关于董事会的规定，明确负责行业协会日
常运营的机关的权责、表决程序、组成人员的任职要求和任期等。第
三，应当参照公司法关于监事会的规定，对监督机关的监督权、组成
人员任免等内容做出规定。
（4）厘清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规范性文件明确
划定政府监管行业协会的权力界限，其重点是必须充分赋予行业协会
在人、财、事方面的自治权，政府职能部门不得对这些事项进行任何
形式的干预。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的重心应当放在行业协会设立的审批
和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业协会进行处罚两个方面。在设立审批方
面，应当对设立行业协会的材料进行实质审查而不能停留在形式审查
上；在处罚方面，政府职能部门不得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和将来出台的行业协会统一立法的规定。为了使禁止政府职能部
门对行业协会进行不当干预的规定得到真正落实，避免出现虽有相关
规定但却流于形式的结果，应当将此禁止性规定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考
核评估机制相结合，即应将政府职能部门对行业协会是否存在不当行
政干预作为该部门考核评估的重要内容。
3. 完善专家民事责任制度。具体内容包括：

（1）以过错推定为专家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因为专家具有足够
的专业能力推翻被认定的过错。
（2）将专家民事责任的主体限定在拥有相应执业资质的科技中介
从业人员范围内，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专家民事责任适用范围被过度
扩大。
（3）在责任构成要件方面，第一，应以平均水平标准作为认定专
家过错的依据。所谓平均水平，指的是从事某个行业的职业群体中处
于平均水平的人在相类似的情形中实施同样行为时应当达到的注意水
平。第二，在因果关系认定上应当采纳相当因果关系认定标准，而不
应当盲目地照搬国外立法中“接触”等现有标准，以避免因果关系的
认定范围过大。第三，在行为违法性方面，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行
为的违法性已经被过错所吸收，所以不需要设置更多的条件。第四，
在损失认定上应当将纯粹经济损失纳入其中。
（4）为了避免将过错推定作为归责原则可能对专家所属的行业产
生消极影响，应将专家民事责任保险作为专家民事责任制度的必要

4. 多途径打通融资障碍。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质押存在的问题和
障碍包括：（1）法律规定过于简单，难以满足现实需要。（2）法律
现的制度规定方面，我国法律规定适用的是与不动产和动产完全相同
的实现方式。即允许通过折价、拍卖或变卖等实现债权，而不允许质
权人通过与出质人签订流质条款。（4）在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方面，虽
然我国对知识产权评估师和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的资质做出了规定，提
高了行业的准入门槛，但仍然存在诸多评估障碍和问题。（5）知识产
权自身的特点制约了知识产权质押的有效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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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列明的知识产权质押客体范围有限。（3）在知识产权质押权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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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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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在完善专家民事责任制度的同时完善专家民事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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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问题，应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应对：通过制定专门的知
识产权质押立法、扩大质押的客体、丰富质押权利的实现途径扫除知
识产权质押的法律障碍；通过提高对知识产权质押评估工作的要求、
规范评估工作的流程和方法、增强评估主体独立性等手段提升评估的
质量。通过政策性资金或政策性银行引导和激励商业银行等一般市场
主体开展知识产权质押业务。
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信托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包括：（1）知识产权信
托的权利属性和归属有待明确；（2）有关知识产权信托登记的规定
缺乏可操作性；（3）信托重复征税问题未得到解决；（4）未能建立
起信托风险分担机制。对于上述问题，应当明确知识产权信托的权利
属性和归属、强化知识产权信托登记的可操作性、解决信托重复征税
的问题、建立知识产权信托风险分担机制。
我国目前知识产权证券化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包括：（1）特殊目
的载体的民事法律地位不明确；（2）现行民商事法律规定存在设立
特殊目的载体的障碍；（3）知识产权权利转移的标准有待明确；（4）
知识产权证券的发行存在障碍；（5）我国证券评级体系不完备，缺
乏统一的评级标准。
对于上述问题，应当建立知识产权证券化机制，包括进行知识产
权证券化专门立法、修改相关立法以扫除特殊目的载体设立的障碍、
对特殊目的载体发行知识产权证券的条件做出特别规定、充分明确
“真实销售”的类型和认定标准、加快证券评级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细化评级方法、流程、标准等。
5. 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课题成果在分析当前政府绩效考核机
制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完善对策：（1）扩大考核主体
的范围、丰富考核方向，例如可以把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协、普通公
众、行政相对人、第三方组织作为考核主体，形成多角度、多层次的

考核；（2）科学设计考核指标体系，降低经济指标在考核权重中的
分量，增设科技中介被投诉数量、涉讼数量等考核指标；（3）严格
规范考核依据和信息的采集、保管和发布；（4）细化公务员考核的
各项指标，引入科学的考核方法；（5）强化考核开始前、考核过程
中以及考核结果的公开性；（6）充分、恰当利用考核结果，如为避
免考核结果被闲置，应当将考核结果的使用情况作为下一次考核的指
标之一；（7）制定政府绩效考核立法，设立专门负责考核工作的行
政机关。这个机关在人、财、事方面应当独立于被考核的各级政府和
其下属的行政机关，以保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6. 进一步提升规章政策的法治化程度、指向的精确度。课题成果
首先总结了广州在制定与科技中介有关的规章政策方面的成功经验以
供我国其他地区进行借鉴，然后针对当前的规章政策存在的不足之处
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1）逐步改变政策为主、法律法规为辅的规范性文件体系。目
前，与科技中介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多为政策，法律法规的数量偏少。

（2）强化现有规范性文件的实用性，理顺法律法规与政策之间的
关系。从我国社会公众、市场主体当前的心态来说，务实不务虚已经
的是那些实操性较强的规范性文件，而不是相反。因此，在制定规范
性文件时，应当尽量减少表态性质的措辞，强化程序规定、注重落实
措施、明确责任主体等与实操性密切相关的方面则应当成为规范性文
件，特别是政策类文件的主要内容。此外还需指出的是，法律法规作
为结构和内容要求最为严格的规范性文件，若作为表态性规范文件的
具体表现形式，不但不能起到其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工具的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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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对政府工作的主流期待。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更关心的、更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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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政策变动性大等缺点对科技中介行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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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应当尽快将那些已经积累了成熟实施经验的政策上升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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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会损害法律自身的权威，因此不宜将过多的表态性措辞、内容纳
入法律中，而应当尽量通过政策对这些内容予以规定。
（3）提升扶持政策的指向精确性，加强对科技中介的监管。扶持
政策应当直接针对科技中介，而不能笼统地指向科技服务业，使除孵
化器以外的科技中介能够真正得到政策的支持。同时，还应当针对不
同类型的科技中介制定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而不仅仅停留在资金扶
持方面。
除了法律途径方面的完善对策以外，课题成果还从非法律途径方
面提出了三项对策建议：（1）加强人才培养，吸引和促进人才自由
流动。即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科技中介从业人员的职
业教育和培训、吸引其他行业的精英人才并打破人才流动的障碍三个
方面解决科技中介人才荒的问题。（2）加强财政资金投入，重视税收
优惠支持措施。政府不能把绝大部分扶持资金都投向科技创新主体，
而应当加大对科技中介的资金扶持力度，并平等对待有官方背景的科
技中介和民营科技中介。此外，应当增强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操作性，
使税收优惠政策能真正惠及科技中介。（3）强化科技中介行业内和行
业外的联系和互动，以丰富科技中介的社会、行业网络资源，提升其
服务质量和水平。
课题成果通过科技中介基础理论的铺垫、功能完善目标的设定、
行为策略选择的研判、科技中介现状和问题的梳理、问题成因的分
析、成熟制度和经验的借鉴、系统性对策建议的提出这七个方面内容
的阐述，在结构上搭建起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研
究框架，在结论上提出了既能解决广州科技中介存在的问题，又能对
我国其他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重要参考作用的对策建议，形成了较
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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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终身教育法规文本研究及对广州市
终身教育法规的启示
邓

毅（华南师范大学）

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广泛传播，我国一些省市陆续颁布终身教育
促进条例，如台湾、福建、上海、太原、河北等。这些法律对推动终
身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个背景下，有关“终身教育立法”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但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和经济、教育条件较好的广州
市，至今尚未出台终身教育法律，这对广州市相关发展规划目标的落
实以及教育发展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的提升具有直接影响。本文将文

比较与借鉴：国内终身教育法规的文本分析

即使国外也有不少关于终身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国内实际与
国外有异，作为比较发达的城市广州，我国六个地方的终身教育法规
对广州来说都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在调研的基础上，搜集了目前已有
的终身教育法规文献，据此确定了本研究的比较分析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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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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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法》提供理论支持，促进教育法制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021

第

献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为制订广州市、广东省乃至国家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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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终身教育的概念界定
研究终身教育立法，应从界定“终身教育”的概念开始，在此基
础上来确定法规条例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机构等。本文选取的六个地区
在对终身教育的界定方法上各有差异，其中有排除法、列举法等。此
外，明确终身教育条例需解决的问题也尤为重要。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地方上对终身教育的定义归结主要有广义和
狭义两种：一从广义来说，即终身教育包含了一切正式、非正式和非
正规的学习或教育类的活动；二从狭义上说，即终身教育不包含与国
民教育有关的组织类的学习类、教育类的活动。仅有台湾《终身学习
法》采取广义的终身教育观点来立法，将正规与非正规和非正式等多
种学习形式归结为终身学习范畴。大陆均采用狭义观点来制定终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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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相关法律法规，不包含国民教育体系，太原地区的终身教育包括农
村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和职工教育等形式，使终身教育适用面极大缩
小，涵盖面更窄（如表 1-1 所示）。但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方面，国
内目前并无关于其层次、构成要素的权威界定。有学者认为：“现代
国民教育体系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翼，初等、中等、高等教育
各个层次，成长教育和继续教育各个阶段。”也有学者认为现代国民
教育体系是指“五个方面、三项保障”，五个方面是：义务教育、基
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三项保障机制是：国民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国民教育教师保障机制和国民享受教育权利保障机
制。但此种定义方法备受争议，原因在于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缺乏权威
界定且与终身教育体系有密切交叉。

表 1-1

终身教育的定义
定义

台湾

指个人在生命全程中所从事之各类学习活动

福建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之外有组织的终身教育活动

上海

除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以外的各级各类有组织的教育培训活动

太原

指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等组织依托各
类教育资源开展的社区教育、职工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等活动

河北

现代国民教育以外各级各类有组织的教育培训活动

宁波

指除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外，各类有组织的教育培训活动

二、各类人群的学习权利
终身学习是全民学习，不仅是部分人的权利，社会各界和政府应
当特别为那些在身体、经济、时间等方面有困难的弱势群体提供帮
助，使其有平等的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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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台湾，政府通过在终身学习的机会和资源方面对弱势群体给予
倾斜，部分参与终身教育课程的弱势群体甚至能得到政府一定的财政
补贴，通过这些措施以确保弱势群体能参与终身学习，并辅以网络体
系、回流教育制度等保障弱势群体学习权利。
在福建地区，政府通过免培训费等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城镇失业
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失地农民、残疾人参加职业技能相关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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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妇女、残障人士和在经济上等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都归入弱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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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是指：“处于社会、经济生活不利地位的边缘人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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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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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并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建立场所，完善其中设施设备。对于不同
类别的弱势群体，太原、上海等地有各自不一样的管理规定及优惠政
策，例如失业人员等的培训由享受培训费补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管理。河北也是由不同部门对不同弱势群体的培训分工负责，但在
保障措施方面规定更为细化，不仅在有关优惠政策方面涉及老年教育
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的制订，也提出“对失业人员、农
民工、农民、残疾人和老年人参加教育培训制订减免培训费、补贴等
优惠政策，保障上述人员参加教育培训”。宁波在有关弱势群体培训
方面的规定偏少，仅简单说明各个部门应负责的各类群体培训。

（二）在职人员
在职人员工作场所的学习作为将工作和学习紧密结合的新颖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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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方式，一方面能提升个体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利于企事业单位
人力资源的开发。目前，六个地区都有规定涉及企事业单位员工职业
培训。台湾未有关于职工教育的内容、经费的明文规定，但提出奖励
积极推动员工带薪学习的机关或个人以支持其推动员工参加终身学习
相关活动。福建为了支持鼓励员工接受继续教育，规定各个企业应建
立职工培训制度，且保障公务员参加业务类的专门培训和岗前培训
等。上海、太原、河北、宁波保障在职员工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明
确规定培训经费，为培训提供经费上的保障。

三、终身教育的制度
（一）学习成果认证制度
终身学习指从公民的学习贯穿其一生，从出生到死亡的各个阶段

均是合适的学习起点，这要求各类教育体系应相互融会贯通并紧密有
效连接，保证学习者的终身学习，促进其可持续发展。这对终身学习
认证提出极大的挑战和要求，使其应运而生。有学者认为：“终身学
习认证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按照一定的程序，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及
其认可的相关机构鉴定、评价人们在不同生活和环境背景中掌握的知
识与技能，并采取一定方式予以正式认可。”终身学习认证制度的构
建，能从法律上规范对学习成果的认证，加速各级各类教育体系的紧
密衔接，融会贯通，最终实现促进学习者学习活动的终身化。目前国
内并未有明文规定终身学习认证的具体措施，但部分地区已尝试建立
法律法规对不同类型的学习成果进行认证和转换（如表 1-2 所示）。
表 1-2

终身学习认证的比较

（续表）

终身学习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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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实施终身教育的培训机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对成绩合格者应当按照国
家规定发放结业证书、农民技术资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所发放的证书
应当按照规定进入公共信息网络，并允许单位和个人免费查询。用人单位和
有关部门应当对需要提交的各类证书予以査验和管理。

上海

逐步建立终身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
和衔接。成人高等教育同等学力水平同类课程的学分可以在各类成人高等教
育机构之间相互转换。普通高等学校的普通高等教育课程的学分，可以转换
为电视大学、业余大学等的成人高等教育同等学力水平同类课程的学分。学
分转换的专业和课程的目录，由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报
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第第第第第第

太原

逐步建立终身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
和衔接。

第第第第

台湾

中央主管机关为激励国民参与终身学习意愿，对非正规教育之学习活动，
应建立学习成就认证制度，并作为入学采认或升迁考核之参据。学习成就认
证制度之建立，应包括课程之认可、学习成就之采认、学分之有效期间、入
学采认之条件及其他有关事项；其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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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认证
河北

逐步建立公民学分积累、转换与认证制度，促进不同类型的学习成果互
认和衔接。

宁波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适应终身教育发展的学分管理体系。逐步
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学分积累制度。终身教育学分积累包括学习信息储存、
学分认证管理、学习信用管理、学分奖励等内容。终身教育学分可以通过累
积学习时间和课程考试等方式获得。鼓励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行业协（学）
会通过终身教育学分记录方式开展各类培训。逐步建立终身教育学分转换制
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

台湾有关于学习成就认证制度的明文规定，已将其纳入入学或就
职单位升迁的参考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市民参与终身学习的积
极性。虽然这些法律条文未有阐述终身学习认证的详细细则，而是指
定中央机关负责终身学习认证，但制定了基层单位终身教育认证制
度，通过终身学习卡的发行，积累计算学习时数，来实现学分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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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在法规条文上未有关于终身学习认证制度的明确规定，然而
第二十条规定了资格证书、结业证书的发放细则及流程且明晰了管理
规则，提出辅以现代互联网即可查询和保证所有已发放证书的有效
性。上海的条例通过建立终身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
型学习成果互认和衔接。该条例通过强化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两者之间
的联系，在制度层面上对架构终身教育立交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然而，上海还没有使普通高校与成人高校学分之间可双向互认的
条例，成人高校之间则实现了学分的双向互认，一定程度上这已成为
公民朝向更高学历的障碍。太原条例在终身学习认证方面还没有可操
作性的具体措施，仅停留在倡导阶段。宁波条例聚焦于建立学分管理
体系，第一次明确规定学分积累涵盖的内容和获取学分的方式。

（二）带薪学习制度
带薪学习制度是指在职员工为了以提升职业技能和能力为目标，
利用工作的全部时间或工作之余参与教育进修和其他学习活动，学习
费用由国家、单位及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在进修的过程中，除了保留
工作之外，还能领取全部或一部分工资的一种学习制度。
在这六个地区中，福建没有关于带薪学习制度和职工培训制度具
体建立程序等的规定，仅提出企业需建立职工培训制度；其余五个地
区则颁布条例明文规定支持各单位建立在职人员带薪学习制度。其
中，在台湾地区，由中央机关负责确定奖励对象、条件和方式，以实
际的奖励方式推动企事业单位等积极建立带薪学习制度，促进员工参
与在职培训；剩余四个地区提出可操作性建议的甚少，大部分停留在
理论层面。

四、终身教育的保障机制
027

（一）管理体制
终身教育法规条例必须明确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规定由相关管
理机构规划、协调、管理终身教育的事项，从而规范终身教育事业的
管理。如台湾设置终身学习推展委员会、福建设立的终身教育促进委
员会、上海市的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等。六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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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建立学习型城市之重任，在经费投入、队伍建设中予以保障。

第

时可学、处处可学”的情况下，终身教育仍需要政府予以推动，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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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身教育理念尚未达到街头妇孺皆知、学习氛围尚未达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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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规定了终身教育的主管机关都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部分地区还
规定相关的行政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做好终身教育工作。
表 1-3
统筹机构

管理体制

主管机关

相关部门

台湾

终身学习推展委 教育部、直辖市
员会
政府

福建

终身教育促进委 政府、教育行政
员会
部门

上海

市学习型社会建
政府、教育行政
设与终身教育促
部门
进委员会

发展改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
务 员 管 理、 农 业、 财 政、 税 务、 工
商、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民政、
文广影视、公安等有关行政部门

太原

终身教育与学习
政府、教育行政
型社会建设促进
部门
委员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国有资
产管理、公务员管理、农业、科技、
妇女联合会等部门

河北

政府、教育行政
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教育、
科协、残联、共青团、妇联等部门

宁波

终身教育与学习
政府、教育行政
型社会促进委
部门
员会

发展和改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农业、经济和信息化、民政、财政、
文广新闻出版、体育、市场监管、统
计等部门和总工会、共青团、妇联、
文联、科协、残联、社科联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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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部门职责而言，台湾强调政府是市民终身学习的责任主体，在
终身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以大量的法律条文规定政
府机构的职能范围。大陆各部门职责呈现属地化管理和条块结合这两
个特点。以不同层级政府为责任主体，负责本区域的终身教育工作，
从而使地区政府及派出机构承担重要职责。

（二）经费保障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需要充足的经费为其保驾护航。如表 1-4 所
示，各地对于终身教育的经费来源大同小异，基本上从政府、企业、
社会力量这三种渠道筹措终身教育的经费。
表 1-4

终身教育经费的来源

经费来源

台湾

福建

上海

太原

河北

宁波

各级政府财政拨款

√

√

√

√

√

√

√

√

√

√

√

√

√

√

企业承担职工教育经费
社会力量捐助

√

√

但在经费的具体规定上，各地的标准略有不同。台湾、福建的规
定中并没有明确具体的经费标准，缺乏操作性。上海、河北、宁波对
于经费制度的规定相对具体，要求政府应将终身教育经费列入当地政
府教育经费预算，逐年增长。太原则提出每年人均不低于两元的标准

法机构解释为：一个促进条例起到促进的效果即可，具体要求恐难落
实。而太原市作为一个内陆城市，能在立法中提出如此具体的要求，
业用于一线员工的培训经费比例做了具体规定，要求高于职业培训经
费的 60%。

（三）队伍建设
终身教育工作者是终身教育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以法律形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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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终身教育立法中的一个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上海、宁波同时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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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两个条例公布后，当学术界质疑在经费上的含糊和笼统时，立

第

的具体要求，这比之前的终身教育法规有了一定的进步。因为福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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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终身教育师资队伍的资格、来源、权利、信息服务等保障了教师队
伍的稳定性。部分地区条例通过限定教师资格，保障了终身教育师资
的理论素养；并通过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教师信息库，规范管理。大
部分地区的条例都鼓励专家、学者、离退休人员及具有相应职业资格
的人员等为终身教育服务，并通过规定教师的权利，将其职务评聘纳
入相关系列职称评审，保障了终身教育工作者的利益，提高积极性，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学质量（如表 1-5 所示）。
表 1-5
台湾

福建

上海

队伍建设
太原

（续表）

河北

宁波

教师
资格

专职教师应当
取得相应的教
师资格；兼职
教师应当具有
与终身教育有
关的工作经验
或者相应的专
业技术资格

专家、学
者以及其
各政
师资
他有专业
府自
来源
知识和特
定之
殊技能的
人员

终身教育机构
教 师、 学 者、
专家、学者
专家、学者以
教师和管理人
离退休人员以
及其他具有
及其他具有专
及其他具有专
员的配备应当
相应职业资
业知识和特殊
符合国家和省
业知识和特殊
格的人员
技能的人员
有关规定
技能的人员

教师
权利

从事终身教育
的专职教师在
业务进修、专
业技术考核等
方面与相应的
专业技术人员
享有同等权利

从事终身教
育工作的专
职教师应当
取得相应的
教师资格

从事终身教育
的专职教师和
管理人员在业
务进修、专业
技术考核等方
面与相应的专
业技术人员享
有同等权利

其在职务评
聘、业务进
修、专业考
核等方面与
相应的专业
技术人员享
有同等权利

将从事终身教
育工作的专职
教师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列入
相关系列职称
评审

（续表）

台湾

信息
服务

福建

上海
建立和完善终
身教育兼职教
师信息资料库

太原

河北

宁波

建立和完善终
建立终身教 身教育专职教
育兼职教师 师、兼职教师
信息资料库 信 息 资 料 库
制度

如表 1-5 所示，台湾的《终身学习法》对终身教育工作者身份的
认定并没有详细的规定。相比之下，大陆地区关于师资队伍的规定较
多，尤其是上海条例，首次从法律角度明文规定终身教育工作者的资
质、管理及权利等，从法律上认可终身教育从业者身份，并从教师资
格、教师来源、教师权利、信息服务等方面规定了师资队伍建设。特
别是关于教师资格的规定，并非所有人都能担任终身教育工作者，教
师是专业人员，应该有一定的资格限定。终身教育的师资队伍包括专
职教师和兼职教师，这两种教师的身份性质、工作内容等皆不相同，
应该在法律文本中分别界定这两种教师的资格。与上海相比，太原在
注重终身教育专职教师队伍的同时，还注重管理人员队伍的建设，但

身教育的内涵及法规适用范围，即什么是终身教育，终身教育包括哪
成人教育、社区教育或继续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公民误读了终身
教育，不利于终身教育事业的开展。其次是终身教育的适用人群，终
身教育应保障何种人群的权利，又如何在文本中体现。再次是构建合
理的终身教育制度，如建立学习成果认证制度，落实公民学习成果的
认定事宜；构建带薪学习制度，确保在职人员的进修学习等。最后是
终身教育的保障机制，明确规定由专职管理机构负责终身教育事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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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范畴。部分地区将“终身教育”的概念狭隘化，认为终身教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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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终身教育立法的文本具有一般性规律：首先，明确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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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对其的教师资格和管理细则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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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作的推动、管理与协调；确保资金供给，采用政府、社会、企业
的多元投入机制，以政府为主导，并采用激励手段引入社会、企业投
入，促使社会资金的有效使用；规范终身教育工作者的管理等。

第二章

发展与需求：广州终身教育的现状

法律文本是基于实践而制订的，在国内法规文本比较的基础上得
出广州市终身教育法规需要囊括的基本条文，再通过问卷调查以及对
广州市部分专家学者的访谈了解广州市终身教育的发展、需求及问
题，明确广州市终身教育立法的基础、条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广州市终身教育事业整体快速发展
广州是广东省省会和全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辖 10 个行政区和
2 个县级市，面积 7434.4 平方千米。多年来，广州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的方针，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职业教育稳步发展，高
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逐步形成了与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
市、区域文化教育中心相适应的现代教育体系。

（一）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发展迅速
近年来，成人继续教育得到广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实现跨越式
发展，已经成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成人高等教育稳步发展
2008 年 至 2016 年 期 间， 成 人 高 等 教 育 稳 步 发 展， 其 招 生 数、
毕业生数基本上呈现递增的趋势。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的数值分别是
95189 人、98703 人、93737 人、91231 人、108466 人、118864 人、
153438 人、142534 人、133790 人；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数基本上也
是 逐 年 提 高：78246 人、80810 人、80799 人、89388 人、89769 人、
82751 人、82636 人、102866 人、117243 人。
2. 远程继续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广州市积极建设以卫星、互联网、广播电视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
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促使教育资源覆盖城乡地区，为市民提供便
捷、个性化的学习条件。2004 年，广州市实施“教育 e 时代”，促进
终身教育的发展。在“教育 e 时代”工程的推动下，广州市逐步为不
同的人群开展不同的数字化学习服务，率先开展了面向 6 万公务员、

队官兵等各类人群的数字化教育，营造了“精英引领、辐射大众”的
终身学习氛围。2006 年，教育部高教司启动“数字化学习港”项目，
训、职业技能教育、中小学教育等全方位提供终身教育的远程教育网
络，拥有 3 个校区，48 所分校，覆盖大广州区（十区两县），为广州
市民服务。
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取得显著成效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简称自考，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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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起了拥有数十个网络教育学院，覆盖高等学历教育、政府行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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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教育，并以此为核心带动旅游从业人员、普法人员、工会干部、部

第

12 万中小学教师、150 万专业技术人员、533 万企业职工的数字化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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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三者相结合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
分。自考的学习形式灵活，无学制限制，学习者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
习，实行教学与考试、命题与辅导、办学与考试相分离，深受学习者
的青睐。据统计，2015 年 4 月广州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共报考 9 万
人、21.8 万科次。2015 年 10 月，广州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 7.8
万人、19.4 万科次。2016 年 1 月，广州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共报考
4.1 万人，共 8.1 万科次。尽管近几年自考人数略有下降，但多年来，
自学考试为市民开通了自学成才的光明道路，数十万考生取得了本专
科学历。

（二）社区教育蓬勃发展
近年来，广州市以创建学习型城市为目标，立足社区教育，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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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特色品牌学习平台，开展全市性的群众学习教育活动，加快推进
数字化社区教育建设，以科研推动社区教育的模式创新。目前，广州
市社区教育蓬勃发展：天河区、荔湾区、萝岗区、番禺区、越秀区等
已成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芳村、海珠区等亦成为全省社区教育实
验区；2014 年广州市“促进工作场所学习：学习型组织与学习共同
体研究”课题获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联盟课题立项；越秀区北京街分
院荣获“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称号，大塘街道荣获“全国创建学
习型社区示范街镇”称号等。
1. 打造了一系列有品牌特色的学习平台
广州市委宣传部开创了“广州讲坛”、“羊城学堂”、“羊城手机学
堂”等学习平台。“广州讲坛”是高端学习平台，本着“让大师走进
大众，让大众了解大师”的宗旨，利用大众崇仰名人的心态，广邀海

内外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等知名学者到广州讲学，传播当今世界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发展的新理念和新动态，丰富居民的
精神风貌，截至 2013 年底，广州讲坛已举办 87 期；“羊城学堂”则
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公益性讲坛，主讲内容包括时政、各学科领域的经
典名著，以及教育、经济、社会、生活等居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关注
居民思想动态，引导社会有益思想，营造浓厚的文化学术氛围；“羊
城手机学堂”是一种集手机彩信、短信、上网于一体的综合性免费学
习平台，开办了资讯周刊、亚运专刊、阅读周刊、时事月刊等特色周
刊和专刊，方便市民快速获取最新的时事信息。广州市文化馆重点创
设“百姓免费艺术培训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班”、“爱心艺术培
训班”、“社区文化辅导员培训”、“羊城百姓艺术讲堂”等公益培训品
牌项目，受到市民的热捧。
2. 深入开展全市性群众学习教育活动
为促进居民积极阅读，多读书、多学习，广州市启动全民阅读系

读月”，推动“阅读进机关”、“阅读进校园”、“阅读进企业”、“阅读
开通读书服务热线、读书征文活动和读书演讲比赛等各种活动，培养
市民良好的阅读习惯，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
各区根据本区的文化特色，纷纷开展广府文化进街道、进社区、进生
活的“三进”活动。越秀区开展的“一街一品牌”、“一社区一特色”
的教育活动，深入挖掘社区内在的、原生态的人文要素，因地制宜，
打造了 35 个具有鲜明广府文化特色的精品社区。此外，广州市政府
还定期举办“终身学习周”活动，宣传终身教育理念，丰富市民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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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营”、“阅读进社区、进农村”、“阅读进家庭”，开办阅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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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活动，拉开了居民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序幕。通过开展“全民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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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活动 ——“书香羊城”，并开展科教、文体、法律、卫生等“四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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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精神生活。
3. 加快推进社区教育信息化建设
为保证社区居民的受教育权，广州电大建立“广州数字化学习港
街道学习中心”，为全体社区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居民提供个性化的
学习服务。2007 年，海珠分校建成了华南首家教育部数字化学习港
社区典型应用示范点；花都电大于 2012 年开始运营广州市首家数字
化学习示范中心，短短一年内便成功开设各类培训班 20 多个，接待
各类学员近 5000 人次。花都区建立了“一核双网”社区教育体系，
以社区教育委员会为核心，建立社区教育服务网和数字化学习网，并
构建了三级教育网络，每年享受社区教育服务的社区成员占居民总数
的 60% 以上。目前，广州市已经在其广播电视大学及下属的电大分
校和教学点、分布在各个社区的各类专修学院、中小学校、职业技术
学校、区和街道的党校、街道文化站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区教育体
系网络点。
4. 注重科研引领社区教育模式创新
为探索社区教育规律，促进社区教育发展，广州社区学院的“社
区教育研究中心”对社区教育开展系统研究，引领社区教育实践，如
“广州开放大学建设模式研究”、“学习型城市与社区教育发展研究”、
“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五大实践环节的战略研究”等课题研究。在课
题研究的带动下，广州市积极探索社区教育新模式，形成了诸如海珠
区的“岭南特色学习型城区模式”、海珠区沙园街的“心理健康辅导
模式”、天河区的“学习型和谐城区”社区教育与社区发展模式等社
区教育新模式。

（三）全民终身教育得到重视
1. 重视进城务工人员培训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广州市。为此，
广州市政府出台了《广州市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总体规划》，明确提出
要“加强对外来进城务工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职业技能和
就业能力”。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重视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培训，
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使之融入城市，成为新一代广州
市民。
2. 重视残疾人学习培训
2013 年，广州市出台《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市特
殊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2012 — 2016 年）》，意见明确指出：加快发
展学前特殊教育，到 2016 年，全市学前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比
例达到 95% 以上；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加快以职
业教育为主的残疾人高中阶段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逐步在各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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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校开设职业高中班，推行“9+3”模式（9 年义务教育、3 年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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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学院，如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网络学院等，完善了
特殊教育体系。
3. 重视开展老年教育
中国老年人口逐年上升，社会老龄化趋势加剧。广州市也不例
外， 人 口 老 龄 化 的 程 度 逐 渐 加 深， 以 番 禺 区 为 例，2010 年，6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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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还有盲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一些高校内也开设了残疾人班或

第

业教育）。残疾人高等教育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同时，在全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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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以 上 人 口 为 13.74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7.8%， 比 2000 年 增 长 了
60.1%， 其 中 高 龄 人 口 快 速 增 长；80 岁 以 上 高 龄 老 年 人 口 达 到 1.7
万，比 2000 年增长 66.6%，年均增长 5.2%。广州政府注重发展老年
事业，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1984 年，广州市第一所老年学校岭
海老人大学创立。此后，广州市各区纷纷设立老龄人事业单位、老年
服务中心及老年大学、老年学校等教育机构并取得一定成效，其中，
番禺区老龄办于 2012 年被评为“全省老龄系统先进集体”。目前，全
市共有老年学校 34 所，在校学员近 70000 人，专职和兼职老年教育
工作者约 400 人，兼职教师上千人，大大促进了老年人事业的发展。
此外，大量老年人还通过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参加终身学习，如萝岗
区针对老年人的年龄、心理、健康、知识层次等，通过“老年大讲
堂”的平台，宣传关于健康和养生的知识，从而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
活。至今，广州市已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多形式办学的老年
教育发展格局，为广大老年人提供了各类教育和学习机会。

（四）相关法规相继颁布
尽管广州市没有专门的终身法律法规，但近年来广州市重视终身
教育，相继颁布相关的政策文件（如表 2-1），为广州市终身教育立
法奠定了基础。
表 2-1

终身教育相关政策文件

时间

文件

2005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意见

2006

关于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意见

2007

广州市社会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2007

广州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续表）

（续表）

时间

文件

2007

广州市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总体规划（2006 — 2020 年）

2007

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社区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

2008

关于修改《广州市实施〈广东省科学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细则》的决定

2011

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1

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街道、社区服务管理改革创新的
意见

2012

关于推进我市社区教育网络建设的意见

2013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市特殊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2012 —
2016 年）

2014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14 年市政府重点工作责任分工的通知

2015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15 年市政府重点工作责任分工的通知

2016

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 — 2020 年）

这些政策文件都对终身教育的内容进行了论述，所涉及的对象广
泛，并且以建设广州市学习型城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蓝图，因地
制宜，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学习权利，促

本次调查随机抽取天河区、海珠区、越秀区、番禺区 4 个区进行
调查，调查对象为广州市居民，通过问卷调查了居民的日常学习情
况、对终身教育的认识和态度、终身教育的需求和动机等，了解广州
市居民对终身教育的认识和需求现状。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200 份，
大 致 每 区 300 份， 共 回 收 1166 份， 其 中 有 效 问 卷 1098 份， 有 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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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州市终身教育的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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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借鉴。

039

第

进了广州市居民的终身学习，也为广州市终身教育法律法规的制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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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4.2%。

（一）样本概况
经对回收的 1098 份问卷进行分析，样本情况如表 2-2 所示，男
女性别比例均衡，基本覆盖了不同年龄段、户籍以及不同职业、学历
等，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覆盖性。
表 2-2
问题

年龄

040
性别

户籍

职业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续表）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15 — 30 岁

213

19.4

31 — 45 岁

474

43.2

46 — 60 岁

326

29.7

61 岁以上

85

7.7

男

445

40.5

女

653

59.5

广州市城镇居民

369

33.6

广州市农村居民

245

22.3

外地常住本市居民（居住时间一年及以上）

332

30.2

外地暂住本市居民（居住时间一年以下）

152

13.9

行政单位事业人员

211

19.2

经商人员

132

12

服务业人员

134

12.1

在读学生

156

14.2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89

17.2

待岗人员

76

6.9

离退休人员

121

11.2

其他

79

7.2

（续表）

问题

学历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高中以下

4

0.4

中专、高中

116

10.6

大专

448

40.8

本科

523

47.6

硕士及以上

7

0.6

1098

100.0

总计

（二）终身教育的需求与动机
1. 对终身教育的需求程度
由图 2-1 可知，近半数的广州市居民想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但
是有 30.2% 的居民不知道如何实现，且仅有 30.1% 的居民不想成为
终身学习者。据调查显示（如图 2-2），这些愿意成为终身学习者的
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社会变化太快，必须不断学习以适应新的环

占总数的 36.2%。在问及广州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是否会对学习与生
大（占 39.5%）；19.9% 的居民认为影响一般，仅有少部分的居民认
为影响不大（占 11.3%）或没影响（占 6.9%）。由此可见，广州市居
民对终身教育仍是有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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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产生影响时，半数以上的居民认为影响非常大（占 22.3%）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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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可以提高自己的精神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人格更加完善的人，

041

第

境，占总数的 42.7%；二是职业竞争的需要，占总数的 39.3%；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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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需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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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愿意终身学习的原因

2. 日常学习情况
据调查，居民每周投入教育或学习的时间不足一天的占 41.3%，
一天左右的占 20.3%，2 天左右的占 18%，3 天以上的占 10.5%，不
足一天的占 9.8%。可见，居民每周花在教育或学习的时间都在一天
或者不足一天。在问及闲暇之余的文化娱乐活动时，按照多寡，居民
的选择依次是参加社会、社区活动，体育健身，艺术娱乐，创作活动
（绘画、音乐、小说等），科技文化，家庭教育辅导，时事政治，心理
健康咨询，其他（如图 2-3 所示）。通过分析居民日常的学习情况和
文化娱乐活动，有助于了解居民的学习习惯，对日后终身教育的开展

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图 2-3

日常参与的文化娱乐活动

3. 不同年龄段参加培训或学习的动机
由图 2-4 可知，15 — 30 岁的居民参加培训或学习的主要动机是
增长知识技能（占 37.8%）及获得学历证书（占 29.6%）；31 — 60 岁
的居民参加培训或学习的主要动机是增长知识技能（占 35.6%）及转
岗谋职（占 31.4%）；61 岁以上的居民参加培训或学习的主要动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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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文化娱乐生活（占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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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不同年龄段参加培训或学习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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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年龄段对终身教育类型需求的差异
由图 2-5 可知，15 — 30 岁的居民处于职场的新手期，因此最希
望获得专业或职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占总数的 37.8%；31 — 60 岁
的居民虽然在职多年，但仍希望获得专业或职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
（占 49.6%）来提升自己，获取加薪、升职的机会或为转岗谋职奠定
基础，其次，这类人群也希望有休闲学习的机会（占 38.6%），劳娱
结合；61 岁以上的居民大部分是离退休人员，因此最希望获得休闲
学习的机会，占总数的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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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不同年龄段对终身教育类型需求的差异

5. 终身教育的影响因素
前 面 的 调 查 可 知， 有 30.2% 的 居 民 不 知 道 如 何 实 现 终 身 学 习，
30.1% 的居民不想成为终身学习者。影响该人群参加终身教育的不良
因素排前三的主要是（如图 2-6 所示）：学习成果得不到认可，缺乏
激励（占 41.3%）；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占 40.8%）；没有充足的时
间和精力（占 33.2%）。由此可见，缺乏学习成果认证成为影响居民
终身教育的最主要因素，而经济基础也是不可忽视的不良因素之一。

图 2-6

终身教育的影响因素

在 问 到 对 于 终 身 教 育 的 成 本 期 待 时， 超 过 半 数 的 居 民（ 占
61.7%）选择应该免费进行终身教育，21.1% 的居民认为可低于成本
收费，仅有 12.2% 的居民认为按成本收费，还有 4.9% 的居民认为无
所谓（如图 2-7 所示）。这说明了居民比较关注终身教育的成本，最
希望政府或企业能够支出多些，为他们的进修学习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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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对终身教育成本的期望

总的说来，广州市居民有参与终身教育的需求与动机，愿意成为
终身学习者，希望广州市能够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但是基于经济等原
因影响其参与终身教育，每周花在教育或学习时间量有待提高，不同
年龄段参加培训或学习的动机不同，对终身教育类型需求也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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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

三、广州市终身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终身学习的主动意识和法制意识不足
据了解，尽管广州市政府在各级文件中都多次提及终身学习，也
通过互联网、电视等各种途径宣传终身学习，市民对于“终身学习”
一词已耳熟能详，但对于终身学习的内涵、理念、意义、体系等深层
次的问题仍然不清晰。据调查显示（如图 2-8），仅有 7.1% 的居民十
分了解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理念，20.1% 的居民比较了解，62% 的
居民是一般了解或不太了解。此外，终身学习倡导的是一种自我导向
式的自主学习，但基于长期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市民参与学习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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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一种相对功利性的动机（如图 2-2 所示），如职业竞争的需要
等，本身喜欢学习的居民仅占总数的 26.5%，认为学习是一种休闲或
娱乐方式的仅占 22.3%，普遍缺乏学习的自主性。这种缺乏内部动机
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给终身学习的实施和推广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图 2-8

对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理念的了解

另一方面，终身学习作为一种公民的权利，市民有权利参与各种
形式的教育和学习。但据调查显示（如图 2-2），仅有 14.2% 的市民
认为学习是一种权利，由此可见，市民对于终身学习权利的认识尚不
够明确，并没有把它与其他公民权利对等，缺乏法制意识，因而不利
于公民自身终身学习权利的保障。终身学习是人一生中各个阶段所受
的教育和学习的总和，然而广州市部分地区在推进终身学习的进程
中，以成人教育为主，在成人教育机构建设的基础上实现终身学习，
并没有转到人的全面发展层面。

（二）终身教育的配套措施和法律保障不够完善
据调查显示，居民普遍认为广州市推进终身教育和创建学习型
城市的具体政策和配套措施不太完善，占总数的 37.2%；一般的占
31.4%； 很 不 完 善 的 占 12.2%； 仅 有 少 部 分 居 民 认 为 非 常 完 善（ 占
7.1%）或比较完善（占 12%）。大部分受访居民认为周围可利用的
教 育 教 学 资 源 一 般（ 占 42.9%） 或 比 较 少（ 占 27.1%） 或 很 少（ 占
17%）， 仅 有 少 部 分 居 民 认 为 很 充 足（ 占 2.1%） 或 比 较 充 足（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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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此外，一定的经济条件是终身学习体系构建的基础，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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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财政拨款，保障终身教育的日常运作，但如果单靠政府资金来
开展终身教育，则会导致部分地区终身学习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教
育资源缺乏等各种问题，最终影响终身学习的推进和发展。
尽管广州市有职业教育、农村成人教育等相关的终身教育政策，
但尚无专门的终身教育立法，缺少法律的指导，致使终身学习事业的
相关支持条件仍不够明确。调查显示（如图 2-9 所示），在问及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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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广州市专项基金，社会资金较少，部分区也有

第

经济谈终身学习，只能是纸上谈兵。但是，据访谈了解，广州市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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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终身教育活动存在的不足时，终身教育法律体系不完善位居榜
首，占总数的 49.5%；缺乏专职的管理人员及终身教育的内容不贴近
生活实际紧跟其后，各占总数的 39.3% 和 32.2%。尤其是终身教育队
伍建设，从专家访谈中也了解到，广州市目前尚无法规政策层面的指
导，对于终身教育教师的入门资格、具体的工作职责和职称评定等问
题缺乏明确的规定，且广州市终身教育的专职人员较少，即使有也是
属于管理层面的，兼职教师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终身教育教师
队伍的素质良莠不齐、岗位职责不清、激励机制不健全、管理不规范
等问题，直接影响了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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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终身教育活动存在的不足

（三）终身教育推进机制未完全形成
纵观台湾、福建、上海等地区的终身教育的推进历程，发现六个
地区都有明显的自上而下及政府主导推进的特点。换言之，终身教育
活动的酝酿、策划及具体实施离不开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相对于社
会力量而言，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及发挥的作用，是其他力量都无法比
拟的。然而，当政府为任何一个有需要学习的市民提供合适的学习或

教育的机会时，还需要进一步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加强重视民
众的参与程度。终身教育事业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社会等多方力量的
推动。但从专家的访谈中了解到，广州市在政府层面仍没有建立终身
学习的指导机构，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尚未明确划分，因而难以
调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积极性，也难以形成政府各部门协调合作的
局面。
综上所述，广州市居民对于终身教育的概念、内涵等并无清晰体
系，缺乏内部的学习动机；市民对于终身学习权利的认识不够，缺乏
法制意识；有关终身教育的配套措施并不完善，管理体制不顺，终身
教育的专项资金不足，师资队伍不完善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政府从政
策上给予宏观指导，并落到实处。

基础与条件：广州终身教育立法的可行性分析

一、地方终身教育立法为广州市提供借鉴

制订并实施《终身学习法》，详细规定了立法目的、政府职责、社区
大陆第一部终身教育法律法规 ——《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规定
了终身教育的内涵、适用范围、目的、管理体制等内容。《上海终身
教育促进条例》明确规定了上海市终身教育的统筹部门、终身教育学
分认证制度、专职教师职务评聘通道、相关培训机构的设立程序等，
对满足市民终身学习需求、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此后，太原、河北、宁波等地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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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建立、学习成就认证制度等内容。2005 年，福建省出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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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部分省市也已纷纷出台终身教育促进条例。2002 年，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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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并实施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促进当地民众素质的提高及终身教育
的发展。这些法规为广州市的终身教育立法提供了借鉴。

二、政策和制度建设为广州市终身教育立法提供指导
随着终身教育在我国的迅速发展，终身教育立法工作也日益受到
重视。我国教育部已开始着手研究，将终身教育立法列入工作要点。
2013 年教育部的工作要点已提出要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印发继续教
育专题规划和推进社区教育的指导意见。《教育部 2015 年工作要点》
（教政法〔2015〕3 号）中再次强调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推动出台国
家继续教育改革发展的文件，研究制订老年教育发展规划。教育部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也在《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 2015 年工作要点
（征求意见稿）》提出要深化继续教育改革创新，继续开展《终身学
习法》调研和起草工作，印发推进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学
习成果积累与转换工作的意见，启动学习成果认证、学分积累和转换
试点工作。
近年来，广州市政府在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中，都强调要构
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城市。例如 2012 年，广州市颁布《推
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试点项目实施方案》，阐述了广州建设学习型
城市的责任主体、总体目标与阶段目标，改革措施、保障条件、进度
安排、风险分析及应对预案等问题，描绘了建设广州学习型城市的
蓝图。

三、理论和实践探索为广州市终身教育立法奠定基础
（一）理论层面
随着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入，难免会出现一些新挑战、新
问题。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为更好地解决当前终身教育过程中存在的
现实问题，广州市学者以项目研究为新起点，深入探讨终身教育体系
及学习型城市的构建。社区教育学院也成立了社区研究中心，引领广
州市学者对一系列的课题项目进行研究，如“广州开放大学建设模式
研究”、“学习型城市与社区教育发展研究”等。通过理论研究和实地
调查，理论结合实际，边总结边提升，使终身教育的理论研究及实践
活动进一步走向成熟。
经过多年来的研究，广州市取得了一些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指
导意义的成果，发表专著多篇，论文数十篇等，为制订终身教育法规
及有关终身学习的决策提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范本。如李训贵等人出
版的《广州社区教育发展》一书，被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评为优秀成果

近年来，广州市因地制宜，以传承广府文化为契机，以搭建终身
教育服务平台为基础，以社区教育的发展为抓手，积极开展终身教育
体系及学习型城市的创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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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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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研究，将“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纳入该评估指标体系加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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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并完成了《广东省县域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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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承广府文化，促进终身学习
2011 年，广州市政府强调要建设广府文化核心区，打造世界文
化名城，以社区教育为载体传承城市文化，以广府文化引领学习型城
市的建设和终身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宣扬广府文化，广州市各区根据
本区的文化特色，开展一系列集“文化与教育”一体的品牌活动。包
括华乐街的“华侨文化”、北京街文化站的“开笔礼”、六榕街的社区
课堂大讲坛等各种社区教育品牌活动，让更多的社区居民与传统文化
亲密接触，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为更好地利用文化带动
社区教育的发展，部分社区以广府文化为主题开展社区教育实验，构
建以广府文化为主题的社区教育特色课程体系，大大推动了社区教育
的发展及学习型城市的建设。
2. 搭建广州市终身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2002 年广州市正式启动“广州市远程教育中心”项目，并结合
“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改革试点项目”及其他相关项目，同步启动
“广州数字化学习港”项目，为受教育者提供远程学习平台服务。与
此同时，配合广州建设学习型城市和区域文化教育中心的目标，努力
建设广州数字化学习港，使其覆盖广州地区的远程与继续教育中心、
高等教育服务中心、职业教育服务中心、基础教育服务中心。截至
2014 年，“广州数字化学习港”已覆盖 500 个基层单位、50 万名学
习者；基本建成 9 个数字化学习示范点；“数字化家庭教育中心”已
推广至 3000 个家庭；建有终身学习数字化资源库，包括面向职工的
通用能力培训在内的多种培训的教育资源库，课程总数已达 1000 门。
目前，广州已基本形成了区域终身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3. 社区教育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抓手
“十五”期间，广州按照终身教育的思想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
社区教育蓬勃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
系。各区政府相继出台了发展社区教育的多项政策，将社区教育工作
纳入教育规划、改革、发展、督导范围，定期召开社区教育工作会
议，制订了社区教育经费投入、资源共享、评估督导等成龙配套的制
度，建立了一系列社区教育评估指标体系，为社区教育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广泛开展社区教育工作，许多地区的政
府、教育部门联合各有关院校、教育培训机构和社会参与，形成了政
府统筹领导、教育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协作、教育机构配合、市民广
泛参与的社区教育活动。目前，广州市社区教育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天河区、荔湾区等已成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越秀区、芳村、
海珠区、萝岗区等亦成为全省社区教育实验区。

对策与建议：广州终身教育立法的重点内容

和法制意识不足、终身教育的条件和法律保障不够完善等问题，这些
问题可以从法律层面着手解决，从法制的层面上规范广州市终身教育
工作，并通过完善地方教育立法体系进而为全国终身教育法的制订提
供有益的经验，整体上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

第第第第第第第

市民也有终身教育的需求和动机，但仍存在市民终身学习的主动意识

第第第第

从前文的调查得知，广州终身教育事业虽然在整体上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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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界定终身教育概念
据前面的调查可知，广州市居民对于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内
涵、理念等问题并不清晰。确实，终身教育是一个宽泛且不定型的实
践领域，它不像某一阶段教育那样对年龄有清晰的划分标准。它是一
个连续的过程，贯穿人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所受的教育，具有持续性、
整体性、全面性等特征。其概念的内涵宽泛，超出了该法所规定的范
围，因此必须在法规正文内容之前对其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
然而，终身教育立法的首要难题就在于概念界定之难。原因之一
在于目前我国教育法律体系多以学校教育为主。例如我国《教育法》
既有教育基本法的性质，又包含学校教育法的大量内容，难免有把学
校教育等同于全部教育的嫌疑。因此，广州市终身教育法规可在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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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界定条款所需涉及的终身教育、社区教育等相关概念。特别
是对于终身教育概念的界定更需仔细斟酌，防止出现对象不明、边界
不清等问题。对此，本研究认为广州市终身教育立法中应该区分终身
教育立法范畴与学术定义之间的差别，在使终身教育的边界清晰的同
时可加附则说明该法规与以前制订的相关法规之间的关系，促进该法
规与原有相关法规之间的衔接。这一点可借鉴韩国的《终身教育法》，
该法第三条与附则中都明确规定了其与以前制订的教育政策法规之间
的关系，从而避免了因各项政策法规之间的矛盾或不衔接所产生的无
法有效推行的问题。

二、保障各类人群的学习权利
从前文可知，广州重视全民教育，对于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

体也有一定的措施来保障其学习权利，然而，在保障各类人群的学习
权利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老年教育仍在正规教育体制外，老年
人学习成绩获得认可权仍是一种理想；因经费短缺而导致特教学校
少，农村残疾人入学率偏低等，这些问题都要求政府要加强法制建
设，运用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性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学习权利。

（一）保障弱势群体的学习权
1. 老年教育
广州市政府需要在终身教育法规中规定加大老年教育的经费投
入，优化办学条件，改善老年教育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需要
扶持广州市落后地区的老年教育；在法律层面规定政府、社区、学
校、教育机构、家庭等在保障老年人学习权益的职责，加大老年人学
习权益保障的执法力度，完善老年人学习权益的法律救济。
2. 残疾人教育

公平。首先，规定政府加大宣传教育，引导市民尊重、关心、帮助残
门的残疾人培训中心等，给予残疾人适当的政策倾斜，如对参加持续
学习的残疾人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对于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参加继续
教育，不仅学费全免，同时还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等，促进残疾人积
极参与终身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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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其次，规定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残疾人教育的经费投入，建立专

第

育保障体制，消除社会中存在的歧视残疾人的现象，实现残疾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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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残疾人教育，广州市政府应该从法规上要规定健全残疾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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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失业人群教育
对于失业人群，特别是“新失业群体”（即大学、高中、初中、
小学毕业或肄业后处于失业状态的人群），由于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或者能力不够、专业不符合市场需求等因素导致失业。针对这类群
体，在法律层面上也应规定广州市政府一方面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帮
助他们掌握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另一方面引导高校根据市场需求
设置专业，优化教学资源的配置，在法律层面上给予政府宏观性的
指导。

（二）激励在职员工的职场学习
从国内的分析文本来看，国内的终身教育法规基本都鼓励在职员
工的职场学习，而企业员工的职场教育也是终身学习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广州市终身教育法规因从政策上鼓励企事业单位对在职员
工的继续学习。
1. 规定企事业单位建立职工培训制度
企事业单位要注重员工的长期发展，为员工提供学习进修的机
会，促进员工的职业技能提升及职业生涯发展。为此，终身教育法规
中应强调企事业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培训制度，营造良好的职场学习氛
围，引导员工进修学习，尽量让每个员工都有学习的机会，促使员工
持续学习。这一点可参照《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第十二条。
2. 规定政府加大对企事业单位职场学习的支持力度
广州市终身教育法规中应鼓励政府加大对企事业单位职场学习的

支持力度，给予为员工提供学习资源和机会的企事业单位一些优惠政
策，如相关的经费补贴、减免部分税收等。此外对于为员工培训的社
会培训机构或学校，政府可给予一定的奖励。通过政策倾斜，鼓励企
业支持员工继续教育。这一条可参照太原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中
第二十二条。
3. 引导员工结合自身发展积极参与继续教育
在广州市终身教育法规中可规定企事业单位应当积极鼓励员工参
与继续教育，如可将员工继续教育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对于积极进修
学习的员工给予一定的表彰和奖励，将继续教育与员工晋升相挂钩
等，促进员工有步骤有计划地参与继续学习。

三、创新终身教育制度
（一）规范学习成果认定

时设立区一级终身学习成果认证中心，从法律上赋予其合法地位，负
区生活的市民可申请“终身学习积分卡”，在完成培训学习后获得相
应的学分并储存在对应的学习账户中，凭此可兑换一些社区类等服
务，如社区志愿者服务、家政服务等。
2. 从法律上赋予现有有效措施的合法地位并推广
其次，对于当前的比较好的措施，广州终身学习网学分银行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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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统筹、协调、指导整个市、区的终身学习认证工作。并规定凡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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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终身教育法规可规定政府设立终身学习成果认证中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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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定设立终身学习成果认证中心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选编（第十辑）·下卷

措可从法律上赋予其合法地位并推广。如为已注册账号的广州市民提
供学分认定、积累和转换服务，包括学历教育、职业培训、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和微课程等多类继续教育的学分认定、积累和转换，同
时提供学校概况、课程体系、学分认证标准、师资队伍、证书兑换等
信息服务。市民在完成一定的课程后获得相应的学分，并根据自身需
求按照一定的比例将学分兑换成相应的证书等。

（二）规定带薪学习制度
1. 制订带薪学习假的相关规定
广州市终身教育法规中应制订带薪学习假的相关规定。从制度层
面规定申请带薪学习假期的资格、批准程序；规定学习的时间大概是
每年多少学时；规定学习期间的应获得的经济权益；规定实施带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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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假的企事业单位应承担的义务、职责及政府对其的奖惩措施等。
2. 规定建立专门的学习资金账户
广州市终身教育法规应从法律上规定建立专门的学习资金账户。
并说明该账户的资金用于支持员工学习假期间的费用，可由个人缴纳
小部分，单位缴存大部分以及政府发放的学习津贴组成。当员工的工
资低于一定限度时可不缴存，直接由单位和政府缴存。

四、规定终身教育的保障机制
（一）明确政府职责
从前文可知，广州市在政府层面仍没有建立终身学习的指导机

构，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尚未明确划分，因此，可利用法律的强
制性明确政府的职责，强化广州市政府的顶层设计，理顺终身教育管
理体制，建立专门的终身教育管理机构。
1. 理顺管理体制
可借鉴上海“政府统筹，区县管理，多方参与”的管理体制，规
定建立广州市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明确其协调、统筹、领导本辖区
终身教育工作的职责，同时把部分发展终身教育的责任、权利适当交
给区和基层单位，如在区、街道分设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等，明确各
级委员会的职责，形成政府统筹，各方参与，分工合作的协调机制。
2. 建立健全工作制度
广州市终身教育的有关职能部门要根据工作要求，建立协调机
制，相关部门之间的教育、培训等信息要保持畅通；建立工作例会制
度，掌握工作动态，及时发现问题，调整工作思路；建立工作督导制

良措施，创新工作途径。

从前文的调查中可知，广州市终身教育的经费并不是很充足，然
而，终身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需要充足的资金，这就要求广州市应
制订相关的政策法规，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企事业单位为
辅，个人适当负担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及市场的双重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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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经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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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建立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制度，保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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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检查工作落实、政策执行、经费保障等情况，并将结果纳入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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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
广州市终身教育法规应要求政府设立终身教育专项经费，各级财
政和各部门每年安排必要的经费，并要求政府将其列入财政内预算，
提取教育经费的一定百分比作为终身教育的经费额度，主要用于终身
教育机构的设立、办学条件的改善、社会紧缺人才和弱势人群的培训
购买、对终身教育先进典型的表彰奖励等。
2. 鼓励企业投资教育培训
借鉴其他地区的职工培训经费，广州市终身教育法规可规定企业
应将职工工资总额的 1.5% 至 2.5% 作为职工培训经费，并将一定的
金额用于一线职工的岗位技能培训。政府可出台鼓励企业投资教育培
训的优惠政策，如企业用于职工教育的费用应全额纳入经营成本等。

060

同时，健全企业职工教育制度，在企业中推行带薪教育制度。
3. 引导个人学习消费
从前面的调查可知，广州市居民有终身学习的需求且动机相对功
利，也有一部分市民愿意为进修学习出一部分学费，而个人在学习上
的适度消费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是终身教育经费的必要
补充。因此，广州市政府可从政策上鼓励市民为学习适度买单。市民
个人的教育消费需要自身的学习自觉性以及政策的引导和激励。同
时，积极组织市民参加教育培训的教育储蓄、教育保险、教育专项贷
款等业务，引导市民竖立新型的教育投资观和消费观。

（三）加强队伍建设
1. 明确终身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地位、职责、权利
从前文的访谈中得知，当前广州市政府并没有关于终身教育工作
者的权利、义务等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终身教育工作者的
工作积极性，不利于终身教育的队伍建设。因此，广州市政府应该在
法律层面上给予终身教育工作者身份、地位、职责、权利等规定，确
保其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2. 规范广州市终身教育工作者的上岗资质要求
终身教育不仅包括正式教育，同时包括非正式教育。我国现有的
法律对于小学、中学、中职、高等学校等教师的资格制度，对于非正
式教育教师的资格制度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无上位法的规定，但
广州市可在借鉴上海市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终身教育工作者的
学历要求、教学能力等任职条件，严格规范其职业准入资格，严把入

质待遇、培训进修、职称评聘等内容。在物质待遇方面，主要是提高
广州市终身教育专、兼职教师的工资，应不低于广州市普通中小学的
平均水平；在培训进修方面，应鼓励、支持终身教育教师的培训进
修，经常性地举办专题性培训，把培训进修与业绩考核相挂钩，保障
其学习和发展权；在职称评聘方面，应逐步建立广州市终身教育教师
职称评聘系列，打通终身教育教师的晋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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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终身教育法规应保障终身教育工作者的权益，明确规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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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障终身教育工作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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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劳动保护问题研究
杨浩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层次推进，我国同周边国家的文化、经
贸往来日益频繁。如今，大量外籍人士选择前往中国大陆定居和就
业。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居住在中国大陆
境内的香港居民为 234829 人、澳门居民为 21201 人、台湾地区居民
为 170283 人， 外 国 人 为 593832 人， 合 计 1020145 人， 其 中 直 接 以
A

就业为目的港、澳、台居民以及外国人总计 201955 人。 人社部的最
新数据表明，截至 2015 年年末，在中国大陆就业的外国人和港、澳、
台籍居民人数有显著增加，总数高达 32.4 万，其中外国人 24 万，港
B

澳台籍居民 8.4 万。 地方数据也表明，越来越多外籍人士选择在中
国大陆定居或者就业。例如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 年、2010
年、2012 年 以 及 2013 年 外 籍 在 沪 常 住 人 口 呈 逐 年 上 升 趋 势， 分 别
C

为 100011 人、162481 人、174192 人 以 及 176363 人。 此 外， 随 着
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确立、刘易斯拐点部分特征在劳动力市
A

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最后

访问日期 2016 年 2 月 24 日。
B

参见《2015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C

上 海 市 统 计 局，http://www.stats-sh.gov.cn/tjnj/nj14.htm?d1=2014tjnj/

C0211.htm，最后访问日期 2016 年 2 月 24 日。

场上的显现（如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价格上升）、供给侧改革
的开启、产业结构升级的加速，我国劳动力市场对其他国家（特别是
周边欠发达国家）的吸引力日益凸显。近年来，不乏周边国家（例如
A

朝鲜、越南、老挝、缅甸等）公民进入我国打黑工的媒体报道。 据
B

有关机构统计，2015 年中国大陆境内共有高达 30 万的非法就业者。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现行劳动
法制度如何应对更为开放、多元化、国际化的劳动力市场是一项复杂
而颇具现实意义的命题。此语境下，劳动法制度如何在保障我国劳动
者合法权益和兼顾外籍劳工权益之间找到最佳利益平衡点，并以此为
基础进行制度完善便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无就业证
之外籍在华劳工劳动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应有之制度回应。

C

一、无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劳动保护现状、困境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用于调整外籍来华就业劳工的法律规范主要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台湾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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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以及《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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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据《北京青年报》报道：2016 年 2 月广东公安边防总队东莞边防支

队破获一起特大偷越国（边）境案件，在珠三角环线高速公路大岭山路段一次性抓
获 42 名东南亚籍意欲利用春节假期结束时机前往中国打黑工的偷渡人员。参见张
嘉琦、孟雪：《东莞抓获 42 名外籍偷渡客》，载《北京青年报》，2016 年 2 月 25 日
第 A10 版。
B

彭训文：《以体制改革汇天下英才》，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 年 10 月

17 日第 05 版。
C

本文所称“外籍劳工”指的是包括具有外国国籍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和台

湾户籍之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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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四）》）。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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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法律文件主要就外籍劳工来华就业的行政许可、未获得行政许可之
外籍劳工在华劳动关系认定以及外籍劳工非法就业的法律责任问题做
出了规定。其中，《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规定：除外国驻华
使、领馆和联合国驻华代表机构、其他国际组织中享有外交特权与豁
A

免的人员以及除第九条规定的情形外， 所有在华外国人均须取得就
业证方能合法就业。

（一）无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劳动保护现状
2010 年 1 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则终审判决大致折射
B

出了无就业证之外籍在华劳工劳动保护问题的现状。 法院查明一审
原告、二审上诉人（香港居民陈甲 CHANPUIHUNG）于 2008 年 3
月至 2009 年 7 月在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康阳服装有限公

066

司，以下简称康阳公司）处工作，任业务主管一职，但陈甲在此期间
未取得“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庭审过程中，陈甲提供的证据显示：
自 2008 年 4 月领取了 12000 元工资之后，康阳公司便未再向其支付
任何工资，且康阳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2009
年 9 月 7 日陈甲向上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康阳公
A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九条：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外国人可

免办就业许可和就业证：（一）由我国政府直接出资聘请的外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
员，或由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出资聘请，具有本国或国际权威技术管理部门或行业
协会确认的高级技术职称或特殊技能资格证书的外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并持有
外国专家局签发的“外国专家证”的外国人；（二）持有“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从事海上石油作业工作准证”从事海上石油作业、不需登陆、有特殊技能的外籍
劳务人员；（三）经文化部批准持“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进行营业性文艺演出的
外国人。
B

5 号。

参 见 上 海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二 审（2010） 沪 二 中 民 三（ 民） 终 字 第

司支付 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7 月拖欠之工资人民币 180000 元。仲
裁委员会认为陈甲、康阳公司间的争议不属于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
并于 2009 年 9 月 11 日决定不予受理。陈甲不服该决定，诉至上海市
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康阳公司支付 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7 月拖欠
之 180000 元工资。青浦区人民法院以“陈甲没有办理就业证，不属
于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不受劳动法的保护”为由，认定“陈甲、
康阳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 陈甲坚持以劳动关系为前提与基础
提出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做出了驳回陈甲诉讼请求的判
决。上诉过程中，二审法院认定：“康阳公司雇用陈甲，但未为其办
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属劳动法调整 ……
陈甲坚持以劳动法上的劳动关系为前提与基础提出请求，与法律规定
不符，原审法院对陈甲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最终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案件中法院仅因陈甲未取得就业证而驳回了陈甲要求康阳公
司支付 15 个月劳动报酬的诉讼请求，该终审判决导致陈甲在康阳公

加班工资、休息休假权利的案件中，大多数法院以“缺乏劳动法上的
A

诉因”为由驳回此类诉讼请求，或是做出“不予处理”之判决。 由
呈现出冰火两重天之景象：一方面，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的各项基
础性劳动权利（及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休息

A

例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2013）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 527

号、珠海横琴区人民法院一审（2014）珠横法民初字第 220 号以及江门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2014）江中法民四终字第 102 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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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知，外籍劳工在华就业的劳动保护问题依据其是否取得就业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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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决来看，在处理无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向用人单位主张基本工资、

第

司处付出的 15 个月的劳动力未能获得任何形式的补偿。从笔者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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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休假以及社会保险）处于有法可依的局面； 另一方面，由于现行劳
动法制度将取得就业证作为外籍劳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必
要要件，因而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的基础性劳动权利（甚至譬
如及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似乎都不在劳动法保护之列。在数量超过
一百万的在华外籍人士中，有相当一部分外籍劳工由于未取得就业证
而只得与用人单位建立民事雇佣关系，致使其各项基础性劳动权利得
不到劳动法律制度的保障。

（二）无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劳动保护困境
就实质性要件而言，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与用人单位间建
立的法律关系与劳动关系较为类似，但却因主体不适格（未取得就
业证）而导致其不受劳动法调整（或者导致劳动关系的效力归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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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就此而言，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观点较为一致。有法官认为：
“（港、澳、台居民）只有取得了就业证，才受法律保护。未取得就
业证的上述人员，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应认定为劳务关系或
A

依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 23 条的规定：在中国就业的外国人

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以及社会保险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第 26
条规定：如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现已由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替代）处理。《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第
4 条规定：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实行就业许可制度。…… 经许可并取得就业
证的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受法律保护。此外，2011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出台的《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第 3 条规定：在中国
境内依法注册或者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依法招用的外国人，应当依法参加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和本人按
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A

雇佣关系。” 有劳动仲裁员主张：“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该在立案
时严格把关，对没有《就业证》的外国人的争议案件不予受理，因为
B

对这类案件不适用劳动法律法规。” 亦有学者提出：“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应当对没有《外国人就业证》的外国人的争议案件不予受理，
C

因为这类案件不适用劳动法律法规，应直接去人民法院起诉。” 由此
观之，我国目前对于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的劳动保护问题在理论
和实践层面似乎依然奉行着一种曾在 19 世纪的美国盛行的古典合同
D

主义理论， 即有合同依约定，无合同不保护。这种近乎绝对的私法
自治精神在社会法理念盛行的 21 世纪不禁引人深思。
在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群体中，一部分以合法途径进入中
国，因未依法取得就业证而不具备与雇主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一部分外籍劳工通过非法途径进入或者滞留中国，而无法取得就业
证；还有一部分外籍劳工在就业证到期且用人单位未为其重新办理就
A

欧阳梅、钟晓奇：《未取得就业证的台港澳居民用工关系的性质界定》，载

《人民司法》，2012 年第 24 期，第 72 页。
柴黎平：《有关外国人在华就业的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载《中国劳动》，

2012 年第 7 期，第 26 页。
吴文芳：《我国就业的外国人劳动争议案件适用劳动法之难点》，载《法

学》，2013 年第 6 期，第 156 页。
19 世纪美国古典合同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合同的后果完全取决于当事人

的意图，而当事人的意图仅能通过合同之具体约定来判断，且只有在合同中被确
定的损失或者利益才能视为合同的对价。古典合同理论和放任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一脉相承。当时美国的社会文化强调个人掌控自己的命运，这在法律制度中则体
现为：将法律主体视为个体性的经济单元，从理论上说他们享有完全的流动性和
完全的决策自由，即没有人是其他人的守护者，身手敏捷灵活的人就能获得胜利，
完全不顾魔鬼吞噬掉最后面的人。如今在美国学者对 19 世纪古典合同理论进行反
思的过程中，可发现该理论对社会义务的规定极为有限。See Joan M. Krauskopf,
“Employment Discharge: Survey and Critique of the Modern at Will Rule”, UMKC
Law Review, 1983, Vol.51: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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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证的情形下，依然在原用人单位处从事原工作。这三部分人群均属
于《司法解释（四）》中规定的“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内地用人
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的情形。从已有的判决来看，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
劳工发生“劳动争议”时，法院一般有两种处理路径，一种是将此
类案件作为民事案件中的劳务关系处理，即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
础，仅依据合同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另一种是将此类案件
作为无效劳动关系处理，且用人单位的义务一般仅限于参照合同约定
A

支付劳动报酬。 这两种路径的共性在于：否定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
劳工与用人单位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并排除适用包括强制性
劳动基准法（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休息
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等）在内的劳动法制度。从理论上而言，对于无
就业证之外籍劳工，用工单位可不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低于最低
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违反最高工时安排工作任务，拒绝支付加班
工资，不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和劳动保护设施等。从司法实践来
看：若无就业证之外籍劳工与用工单位未对劳动条件、劳动福利、加
A

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 18 条规定：…… 外国
人、港澳台居民未依法办理《外国人就业证》、《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的，应认定有
关劳动合同为无效劳动合同。外国人、港澳台地区居民已经付出劳动的，由用人单
位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因用人单位的过错而没有
为外籍劳工办理就业证，或者在就业证到期却没有为外籍劳工重新申请就业证而导
致劳动关系无效时，部分法院支持外籍劳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 26 条、第 38 条
的规定向用人单位主张经济赔偿金［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2015）沪
二中民三（民）终字第 1384 号判决］；部分法院支持外籍劳工依据《劳动合同法》
第 26 条、第 86 条的规定就因劳动关系无效而遭受的经济补偿金损失向用人单位
主张损害赔偿［参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2014）沈中民五终字第 1229 号判
决］。

班工资、休息休假等事项达成约定的话，除向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
工支付同其已付出之劳动相对应的劳动报酬外，用工单位侵害未取得
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其他劳动权益的，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综上，未
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在现行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中面临以下困境：
除有权利获得与已付出之劳动相对应的劳动报酬外，几乎不享有其他
任何劳动法权利。

（三）无就业证之外籍劳工非正规渠道就业存在的问题
本文认为对于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不区分劳动权利的具体
类型而全然排除适用劳动法至少有以下几处值得反思：
第一，有违法律公平之价值。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
定》第十六条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第四条
A

的规定， 办理就业证乃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在因用人单位的原因
而导致外籍劳工未能获得就业证时，用人单位不履行该法定义务径直
与外籍劳工建立“用工关系”反而却将外籍劳工排除在劳动法的保护
B

第二，有损保护人权之宗旨以及我国国际社会形象。劳动权利作

A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用人单位应在被聘用的外国人

入境后 15 日内，持许可证书、与被聘用的外国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其有效护照或
能代替护照的证件到原发证机关为外国人办理就业证，并填写《外国人就业登记
表》。《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就业管理规定》第四条：…… 用人单位拟聘雇或者接
受被派遣台、港、澳人员的，应当为其申请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
B

需要指出的是，实践中也存在因劳动者的原因而导致劳动关系转化为劳务

关系或无效劳动关系的情形。参见（2013）黄浦民一（民）初字第 7300 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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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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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之外，这种法律制度安排明显有悖于最朴素之公平法律价值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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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中， 在发生“劳动争议”
时，除获得与已付出之劳动相对应的劳动报酬外，未取得就业证之外
籍劳工几乎不享有任何劳动法保护。目前，在人权问题国际性色彩日
益浓重的世界背景下，此种劳动法制度安排一方面有违人权保障之理
念，另一方面也易于成为西方国家炒作我国人权问题的话题。
第三，有促进外籍劳工非正规渠道就业现象非正常繁荣之嫌。致
使无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大量涌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原因，一方面
是在“刘易斯拐点”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适龄劳
动人口绝对数量下降，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导
致用工单位对低成本劳动力的需求增大；另一方面是我国综合国力不
断增强对周边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劳工的吸引力不断增加。结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十条以及《台湾香港澳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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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 来看，每非法雇用一个
外国人，用人单位仅需承担一万元的罚款便可大致摆脱劳动法义务，
A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一）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

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三）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
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
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 ……。第二十四条：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
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第七条：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特别要保
证：（甲）最低限度给予所有工人以下列报酬：（1）公平的工资和同值工作同酬而
没有任何歧视 ……；（乙）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丁）休息、闲暇和工作时
间的合理限制，定期给薪休假以及公共假日报酬。
B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十条第三款规定：非法聘用外国

人的，处每非法聘用一人一万元，总额不超过十万元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用人单位聘雇或
者接受被派遣台、港、澳人员，未为其办理就业证或未办理备案手续的，由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一千元罚款。

对于台、港、澳人员而言，用人单位摆脱劳动法义务的成本仅为一千
元。换言之，这种将就业证作为外籍劳工获得劳动法保护之前置条件
的法律制度安排客观上为用人单位规避各种劳动法义务（例如及时足
额支付劳动报酬、社会保险、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劳动卫生安全义
务等），不合理降低用工成本预留了空间。在目前我国产业升级换代，
廉价劳动力制造业模式面临转型之际（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劳
A

动者权利诉求持续增多）， 现行劳动法制度与司法实践不仅无异于怂
恿用人单位通过雇用无就业证之外籍劳工，而到达规避劳动法义务，
不合理降低用工成本之目的，而且恐将促使周边欠发达国家中未取得
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大量涌入中国劳动力市场，对国内就业岗位形成冲
击，扰乱国内就业秩序。

二、欧美对待未取得就业许可之外籍劳工非正规渠道就业的
经验

国国家安全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如今大约有 1200 万名非法移民。 虽
然美国法律禁止雇主雇用这些非法移民，但这些非法移民依然活跃在
移民同样受到美国劳动法保护。首先，从劳动法理论而言，美国大部
分州将劳动法语境下的雇员定义为“任何通过与雇主建立服务或学徒
A

Jonathan Watts, “Strikes in China signal end to era of low-cost labour and

cheap exports”, The Guardian, 17-June-2010.
B

Homeland Security, “Estimates of the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13, http://www.dhs.gov/publication/estimateslawful-permanent-resident-population-2013, 最后访问日期 2016 年 2 月 24 日。

第第第第第第第

美国的餐饮、宿管、建筑以及保洁等低端行业。大体而言，这些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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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非法移民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2013 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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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而从事工作的人”，这种定义将所有外国人包含在内，且与他们
是否具有合法身份无关（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中，无就业证之
A

外籍劳工不属于我国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其次，从劳工标准而
言，联邦法规（《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要
求雇主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向雇员支付劳动报酬，并且在一周内工
作时间超出 40 小时的情形下，要求雇主支付 1.5 倍的小时工资（餐
饮行业中赚取小费的雇员除外）。至今并无判例或者成文法规表明上
述规法律制度不适用于非法移民雇员。例如，在 2011 年纽约联邦地
B

区法院审理的 Solis v. Cindy's Total Care, Inc. 案 中，法院裁定雇员
身份是否合法和他依据《公平劳动标准法》请求雇主支付未清偿工
资无关。再比如在 2007 年纽约高级法院审理的 Pineda v. Kel-Tech
C

Construction, Inc. 案 中，法院认为从事市政建设项目工作的非法移
民有权利依据州法规中的有关规定获得工资（无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在
我国除了有权利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外，一般不受到其他劳工标准的
覆盖）。再者，从劳动权利救济而言，美国绝大部分州法院均认定非
法移民雇员在遭受工伤时享有与具备合法身份的雇员相同的工伤赔偿
权利（在无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向雇主主张清偿拖欠之工资、加班工
资、休息休假权利时，我国法院大多以“不存在劳动法上的诉因”为
D

由驳回诉讼请求）。 整体而言，美国的非法移民属于美国劳动法中的
A

Rachel Feltman, “Undocumented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Legal,

Political, and Social Effects”, Rich. J. Global L. & Bus, 2008, Vol.7: 66-67.
B

Solis v. Cindy's Total Care, Inc., Case No. 10-CIV-7242 (PAE), 2011 WL

6013844 (S.D.N.Y. Dec. 2, 2011).
C

Pineda v. Kel-Tech Construction, Inc., 15 Misc.3d 176, 832 N.Y.S.2d 386

(N.Y. Sup. 2007).
D

Rachel Feltman, “Undocumented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Legal,

Political, and Social Effects”, Rich. J. Global L. & Bus, 2008, Vol.7: 67-68.

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报酬、最低工资、加班工资、工伤赔偿等基础性
劳动权利同样受到联邦法规（例如《公平劳动标准法》）以及州法规
的保护。
除上述各种基础性劳动权利外，美国对非法移民的劳动保护还涉
及更为高级的劳动权利 —— 平等权（禁止就业歧视）。1964 年美国国
会颁行的《民权法案》第七章（Title VII of the 1964 Civil Rights Act）
规定：雇主因为雇员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者出生地而在
劳动报酬、劳动合同条款、劳动条件以及其他劳动权利方面拒绝雇
A

用、解雇雇员或者实施歧视性差别对待是违法的。 就文本而言，《民
权法案》第七章的适用范围是“被雇主雇用的雇员”，并没有将非法
移民排除在外。许多州也出台了类似的法规。在理论和实践中，很
多联邦层面以及州层面中有关禁止劳动歧视的规定并没有将非法移
民 排 除 在 外。 虽 然 在 2002 年 联 邦 最 高 法 院 审 理 的 Hoffman Plastic
B

Compounds, Inc. v. NLRB 案 中，法院认定因参加工会活动遭受雇主
C

报复性违法解雇的非法移民雇员没有权利获得 Back Pay （联邦最高

公平交易委员会（EEOC）就此公开声明：“未取得就业证的非法移
民雇员受到联邦禁止就业歧视法律保护是一条既定的原则，并且雇主
业证之雇员实施劳动歧视的后果是相同的 …… 任何受联邦就业歧视法

A

42 U.S.C. § 2000-e (1982).

B

Hoffman Plastic Compounds, Inc. v. NLRB, 535 U.S. 137 (2002).

C

Back Pay 指的是若雇员未被违法解雇而正常从事工作时所应当获得的劳动

报酬。要求雇主向雇员支付 Back Pay 是美国法院认定雇主不当解雇行为成立时为
雇员提供的一种常见救济措施。

第第第第第第第

对未取得就业证之非法移民雇员实施劳动歧视行为的后果同对取得就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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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所对应的那一部分劳动报酬，但无权利获得 Back Pay），但美国

第

法院在本案中声明，遭受雇主歧视性解雇的雇员仅能获得与实际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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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雇员（包括非法移民）所提起的指控，EEOC 将一如既往地严
格处理，并在不与 Hoffman 案判决冲突的前提下，为他们提供适当
的法律救济。保护弱势雇员群体（特别是低收入的移民雇员群体）一
A

直是 EEOC 执法的一个重要目标。” 此外，到目前为止并未见到任
何司法判例禁止被雇主歧视性解雇的非法移民雇员提起精神损害赔
偿。因此，美国的非法移民在原则上也享有劳动平等权，只是在具体
的权利救济措施上存在差异。
欧盟委员会官方资料显示，未取得就业许可之外籍劳工至少享有
以下权利：第一，有权利在最低法定工资标准之上从雇主处获得未清
偿之工资；第二，欧盟成员国有义务保障未取得就业许可之劳工从雇
主处获得任何未清偿之工资，即使该劳工已离境；第三，在未获得就
业许可劳工已离境的情况下，任何因向该劳动寄送未清偿工资而引发
的费用须由前雇主承担；第四，未获得就业许可之劳工有权利直接或
者通过工会正式对雇主提出控诉，如果该劳工愿意，工会可在任何民
事以及刑事司法程序中提供援助；第五，若未取得就业许可之劳工属
于人口贩卖之受害者，或者属于童工的，可取得暂时居留身份停留在
成员国，并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且雇用童工、雇用遭受贩卖之劳工
或者提供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的雇主还将面临刑事指控）。

B

综上，欧美现行劳动法律制度对于未取得就业许可之外籍劳工的
劳动保护问题有如下特征：第一，就劳动基准而言，欧美劳动法（特
别是美国）倾向于不区分雇员是否具有就业许可而一视同仁地对所有
A

See EEOC Directives Transmittal, No. 915.002, Rescission of Enforcement

Guidance on Remedies Available to Undocumented Workers Under Federal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aws.
B

European Commission, EU Immigration Portal, http://ec.europa.eu/

immigration/what-should-i-avoid/rights-and-risks-of-an-irregular-stay/workingwithout-authorisation_en#risks, 最后访问日期 2016 年 2 月 24 日。

劳工提供基础性劳动保护（例如雇员享有及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最
低工资、加班工资、劳动安全保护等权利）。第二，对于更高层次的
劳动保护问题，欧美劳动法律制度亦有涉及。就禁止劳动歧视而言，
美国劳动法原则上不区分雇员身份而平等对待，仅在具体救济措施上
不倾向于为非法移民提供 Back Pay 救济。就获得工会援助而言，欧
盟法规规定未取得就业许可之劳工在任何民事或者刑事司法程序中有
权利获得工会的援助。

三、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劳动保护的完善
从中外对待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劳动保护问题的不同措施来
看，我国很大程度上秉承着“无约定不保护”的古典合同主义，基本
与现代社会法倾斜保护、追求实质正义的理念无涉，即一旦双方当事
人未对劳动条件、劳动福利、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未办理就业证之
外籍劳工的劳动权利大体上仅限于获得与实际付出劳动相对应之劳动
报酬的范畴，除此之外基本不享有其他劳动权利。这与欧美国家（特

077

别是美国）“在基础性劳动权利上不区分雇员身份统一进行保护，在

第第第第

现阶段，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我国仍处于并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生活水平和欧美发达国家尚存在明显
差距，国内就业质量和就业数量尚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在我国综
合国力不断提升，并强调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积极参与国际
事务的时代背景下，劳动法在应对日益多元化、国际化的劳动力市场
时，应当以一种更为包容、开放、国际通行的理念协调本国劳动者和

第第第第第第第

鲜明对比。

第

更高层次的劳动权利上亦提供一定程度劳动法保护”的制度安排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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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劳工的权益。具体而言，对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劳动保护问
题可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在合理借鉴欧美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完善。
第一，对于诸如及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最低工资、加班工资、工伤
赔偿等基础性劳动权利，可以考虑在将来修正《劳动合同法》或者颁
布新的司法解释中做出相应的规定：将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酌情
纳入我国最低工资、加班工资、最高工时以及劳动安全卫生制度等劳
动基准法的保护范畴；第二，对于其他更高层次的劳动保护问题，例
如禁止劳动歧视、职业稳定（包括无固定期限合同制度）、结社权、
双倍工资制度等则可继续对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奉行合同自由主
义，将其排除在劳动法保护之外；第三，适当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以及《台湾香港澳
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中用人单位雇用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
工的制裁力度，提高其非法用工法律成本。
笔者的建议可能会引发如下质疑：对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提
供一定的基础性劳动保护是否会招致更多的外籍劳工来华加入非正规
渠道就业的队伍，从而提高我国的失业率，扰乱就业市场，并加剧我
国的“三非”问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对此，笔者
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如下：为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提供基础性
劳动保护将最终提高雇主的用工成本。雇主原本可通过合同自治来规
避劳动法中的各项义务（例如不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在最低工资
标准之下支付劳动报酬、拒付加班工资、高于法定工时制度安排工作
任务等），但这些行为将因为受到劳动法中相关强制性劳动基准法律
的调整而不再可行。因而有理由认为：给予未取得就业证之在华外籍
劳工适当的基础性劳动保护将提高雇主雇用这部分雇员的用工成本，
削弱该部分雇员群体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对在华非正规渠
道就业之外籍劳工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一部分未取得就业证之外

籍劳工退出我国劳动力市场。

四、结语
对外开放战略进入“全面开放”和“深度开放”阶段以来，在我
国先后设立的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法律制度对产品市场和资本市
场均做出了特殊的制度安排。以上海自贸区为例，中央和地方立法机
关针对上海自贸区的实际情况先后出台了 1 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47 项国务院及其相关部委文件、48 项上海市地方法规以及 2 项上海
A

市地方规章。 这 98 项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文件涉及市场准入、金融监
管、行政精简、出口退税、检疫检验等和资本市场以及产品市场密切
相关的若干措施（例如负面清单、利率市场化、平行车进口等），从
制度设计层面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资源的高效、有序配置提供了制
度保障。除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外，我国劳动力市场也同样面临着国
际化的机遇与挑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与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并列
的劳动力市场却似乎缺乏相应法律制度的特殊安排。在劳动力市场国

079

际化趋势不可避免的时代背景下，对未取得就业证之外籍劳工提供若

第第第第

阶段劳动法制度改革的一种有益尝试。
（选自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6 年度课题
A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法规，http://www.china-shftz.gov.cn/

govInfoDir.aspx?GTID=237c0b98-9fdd-4ab3-9f6d-92aba33b9191&MenuType=2
&subMenuID=2&tagIndex=2&govMainTagIndex=0&govSubTagIndex=0，最后访
问日期 2015 年 7 月 11 日。

第第第第第第第

本人权，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缓解我国境内“三非”问题，不失为现

第

干基础性劳动保护，从而实现法律公平之价值，保障在华外籍劳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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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新形势下劳动关系新特征及其法律应
对”。课题负责人：杨浩楠。）

中国城市社区的异质性社会结构
与街坊 / 邻里关系研究
贺霞旭（华南理工大学）

一、引言
街坊 / 邻里关系是所有社区成员共有的特征，和最基本的社区社
会关系。街坊 / 邻里关系（如信任、熟悉和互助）也是构建社区凝聚
力、社区社会支持和社区社会资本等代表社区集体特征概念的重要组
［1］

，

质量（居住品质、环境卫生和公共安全等）的焦点。然而，城市社区
街邻关系萎缩，居民社区意识薄弱和公共事务参与率低等。同时，街
坊 / 邻里关系在心理、观念、行为和空间方面隔离的普遍性，共同使
社区社会空间呈现出如下的特征：对地缘内部群体缺乏包容与合作，
对地缘外部群体缺乏监督和弱抗压性，无法发挥整体性的社区力量。
传统农业社会地缘和血缘的叠加关系，与计划经济时期居民对单
位或国家资源的依附，成为社区整合的基础。新时期以上两种整合被

第第第第第第第

存在各种普遍性问题，如公共空间私人占用、污染、公共安全隐患、

第第第第

是社区整合的一种状态。社区也作为居民生活的场所和改进城市生活

081

第

成指标。持久的邻里关系和社区环境对人类福祉等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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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后，纵向的阶层分化与横向的人口流动多元分化，加快了城市社
区社会空间的异质性发展。这种异质性有内、外之别，内部异质性包
括了空间结构异质性（即同一辖区内居住空间结构的分异）和社会结
构异质性（即同一辖区内居民组成的分异）。外部指社区间异质性，
是以社区为单位形成的对照或差异，形塑了城市空间的融合与隔离。
社区内的异质性作用于居民的观念和行为，对城市社区整合产生影
响。在异质性程度不同的社区，其社区建设的途径和重点也会不同。
目前社区研究以定性的个案研究和少部分大城市的空间分异研究
居多，缺乏大样本规模和定量方法研究。本文研究当下中国城市社区
的异质性状况及各层次因素对居民街坊 / 邻里关系的影响，探讨促进
街坊 / 邻里关系水平的因素及社区整合的新基础。

二、概念界定、文献梳理与假设
（一）概念界定
1. 异质性
布 劳（Blau） 认 为 异 质 性（heterogeneity） 指“ 人 口 在 许 多 群
体 中 的 分 布， 由 随 机 找 出 来 两 个 人 不 属 于 同 一 群 体 的 可 能 性 来 界
［2］

定” 。它与隔离（segregation）、差异性（dissimilarity）和多样性
（diversity）的概念相近。隔离可以在异质性群体之间产生，侧重于
空间或社会接触；差异性内涵接近异质性；多样性蕴含至少两种或两
种以上类别之间的差异性及同种类的变异性。异质性的对立面是同质
性，也指区别于他类的特殊性，突出特征或独特性。因而，异质性包
含了分化、特殊性和差异性含义。本文中的社区异质性指社区内部的
居民在主要属性上的差异、分离或多样。

2. 街坊 / 邻里
街坊指供生活居住使用的地段或一种居住空间形式，此处指居住
在同街巷的邻居。“邻”指居住接近的人家，“里”指居住的地方，邻
里指居住毗邻的人们。现代城市社区中的邻里是一种非行政的社会单
位，它包括两个基本要素：空间和交往，既是物理性的环境单元，邻
里代表一种地理上的空间，也是社会性的功能单元，邻里带有集体性
的居住邻近的人们，他们的互动对邻里空间和社区都产生作用。

（二）文献梳理
环境决定论认为物质环境的布局形态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质
量，可以通过对于邻里的规划来营造居民的社会意识。清晰的空间层
次、合理的绿化配置和公共设施配套可以改善邻里关系，舒缓邻里疏
离感。然而，空间环境决定论遭到批评，莫里斯·布罗迪认为邻里关
系的确定是由环境引发，但并非由物质环境决定，例如，长期居住
［3］

。普遍性的问题是，一方面，开发商追求经济性的设计原则，

例如楼道设计仅有交通和防火空间，或者住宅区地面公共活动场地狭
方面，被动的、短暂的和浅显的交往方式，也无法使居民在交往空间
产生归属感、领域感和依附感。相比发展邻里关系，居民更重视社区
的物理景观、活动设施及活动质量。然而，居民基于对居住区物理环
境满意所产生的邻里依恋，是非邻里社会组成的依恋，对邻里的紧密
社会交往或培养出有限社区责任没影响

［4］

。

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社区虚拟空间沟通，即借助互联网构建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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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等，造成公共空间挤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可交流的场所。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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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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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连接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了较为平等的交往平台

［5］

，成为建

立城市社区新型邻里关系的重要手段。然而，虚拟社区中的邻里交往
是一种线上交往，和普通的线上交往一样，容易终止，也容易切断。
一方面，广泛的社区虚拟空间并没有完全形成，线上的参与率和转向
线下交往的发展仍存在困难。另一方面，虚拟社区难以成为具有普遍
联系和社会互动的社区。德里斯基尔（Driskell）发现虚拟社区中发
生的大多数互动是相对狭窄的具体信息交流，虽然交流对社区很必
要，但只有交流并不能创建社区

［6］

。

社会空间研究了“什么因素影响了街坊 / 邻里关系”这一问题。
首先，就微观影响因素而言，包括年龄、房屋产权属性、受教育水平
和收入等因素。在城市社区中，居民年龄越小则对本社区其他居民的
熟悉程度也会降低。具有房屋所有权的业主，邻里信任水平高于租
户，也更积极地加入所在社区的市民团体和会员制组织，发挥促进邻
里友好社会关系的作用

［7］

，原因在于业主们意识到社区中有共享利

益。在不考虑社区水平因素的影响时，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越高，或收
入水平越高，邻里关系可能会越好。
其次，中国城市社区社会结构变迁影响了邻里关系水平。城市居
住空间分异现象由来已久，传统社会中以血缘为纽带的空间居住遵从
主次、先后、内外有别的位序格局。1949 年后实行计划经济，单位
制逐渐形成，城市空间呈现以单位等级为导向的分异。在单位制时
期，单位员工的生产和生活空间重合，独立且封闭的单位大院提供基
本生活和休闲娱乐等，主要是由单位员工及其家属构成的居民，以业
缘为基础，长期共同工作和生活在一起，促进了其较强的地方感，邻
里交往也密切。20 世纪 80 年代，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土地市场化改
革推动了以地价为基础的城市土地功能分区，居住、商业、工业等不
同性质用地相互分离

［8］

。90 年代以来，由房地产开发商主导的商品

住宅，逐渐建设成为城市住房供应的主体。尤其是 1998 年住房福利
分配制度终止，单位制度解体，单位社区内杂化现象出现，邻里交往
下降。相比单位制社区，商品房社区的居民职住分离，空间更具私密
性，邻里关系水平较低。
除了上述两类社区，因城市扩张和内城改造出现的移民社区，由
农村社区转变而来的城市社区，例如村改居、村居合并或“城中村”，
它们和传统街坊社区等一起丰富了城市社区的类型。而这些城市社区
类型变化对邻里关系产生的影响，恰又突显了中国转型时期社区变迁
的特征。
然而，国外研究中异质性则是影响街邻信任、交往和认同等的重
要因素。社区异质性被看作冲突性的，且负效应具有普遍性。阿莱西
尼亚（Alesina）和费拉拉（Ferrara）认为社区内种族的异质性越高，
社区信任越低，而且他们发现，在更异质性的社区，跨种族的交往越
频繁，信任会更低

。社区异质性程度越高，居民的社区依恋指数

［10］

。甘斯认为居民的“趋同交往”现象，使异质性导致的冲突

似乎无法解决，且会慢性发展，例如邻里间即使在年龄和阶层同质性
［11］

。

然而，如果居民有足够的同质性可以信任对方，那么他们可以团结一
起应对外来困扰和改善社会环境

［11］

。

程加速，人口规模化流动和住房市场化等因素，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和
基层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快速的分化。纵向的分化使城市居民在财富积
累、工资收入、教育获得等资源占有上的差异加大，导致资源朝向少
数人占有的方向积聚，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横向的分化使城市居民在
民族、宗教、语言、文化、职业等领域的特征差异加大，这类分化主
要是由劳动分工不断深化和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增加了社会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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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非国有经济和非单位经济的壮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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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区中，一些居民也还是选择社区中同民族和同宗教的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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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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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利益性和功能性的两种分化在社区中的呈现是：社区内部异质性
的增强。

（三）研究假设
国内现有研究发现异质性的削弱效应和选择效应，即在不同类型
的城市中，异质性对街邻关系水平的负效应和无效应并存，同时，不
同维度的异质性对街邻关系水平的负效应和无效应并存

［12］

。这种普

遍性的负效应和有选择性的无效应，实质是发挥了一种“虚实并存”
的作用，为细化和寻找“中和”异质性影响的途径提供了可能。一方
面，根据上述研究，可以推测，高异质性社区的邻里关系水平最低，
而低异质性社区的邻里关系水平最高。
假 设 1： 高 异 质 性 社 区 的 邻 里 关 系 水 平， 低 于 低 度 异 质 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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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另一方面，这种“虚实并存”的作用，可以理解为制约与发展
“并存效应”。虽然异质性负效应具有普遍性，但是个体、家庭和社
区层次因素中，也有可以与负效应并存的促进街坊邻里关系水平的因
素。胡荣等的研究认为城市社会的普遍信任与居民的社团参与紧密相
关

［13］

。社团是人们在一定目标下集结起来的一个社会群体，社团作

为组织具有组织性，参与社团的个体活动的个体，能在参与中发展交
际能力，以增强社会适应力，并帮助培养异质性包容力和适当的社会
责任感。斯道勒（Stolle）等认为在多样性背景中的社会互动会有助
于建立一个更广泛形式的信任，更乐意接纳陌生人

［14］

。这意味着参

加社团组织越多的居民对异质性群体的包容性更强。斯道勒后期的研
究也认为，社区中经常与邻里交谈的人比很少与居民有社交的人，更
少受到种族和民族异质性的负影响

［14］

。因而，社区异质性对经常参

加各类社团组织的居民而言，负影响力可能较低。居民通过参与社团
活动提高异质包容能力进而改善街邻关系，实际发挥了社团活动的桥
梁性作用。劳伦斯（Laurence）的研究认为，在多样性的环境中桥接
型连接的出现可以降低异质性的负向效应

［15］

。因而，经常参加各类

社团活动的居民，对异质性负效应的中和能力更强，也更可能与街坊
/ 邻里发展出较高的关系水平，据此推出假设 2。
假设 2：无论在哪种类型的异质性社区中，居民的社团活动参与
频率对街邻关系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无论是微观个体层次或中宏观层的社区因素，或与异质性“并
存”的发展效应，均忽略了家庭因素的作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
展、职住分开及便捷的交通，使处于封闭社区中的居民广泛地在开放
环境中建立连接。通常，地方性的社会交往和跨地域的社会交往，它
们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往往会相互结合。家庭作为工具性和情感
性的互助力量，对个体与开放环境中的地方性或跨地域性交往产生重
要的影响。现代社会中邻里社会功能的全面下降，对家庭的影响力日

带决定着移民在新社区中的整合与适应。这种纽带的功能有两种相反
的研究结果，一种认为维持亲密的家庭纽带有利于适应和最终融入
键。亲属关系纽带合法化了地理和职业流动，家庭关系的维持会加
强移民在主流社会的整合。相反的研究认为，紧密的亲属互动可能减
缓社会经济同化的过程，个体依赖于他的亲属支持，会在面对新的社
会情形时缺乏开拓性，不太可能有自信地努力达到个人提升

［16］

。廷

达（Tienda）认为家庭纽带代表一种介入机会，帮助形成定居和同化
过程，他发现移民能通过在主流社会中占据有利位置的亲属支持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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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入社区的正式结构中，即家庭主义（familism）是结构性融入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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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移民社会融合中体现明显，家庭提供情感和切实的支持，家庭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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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式微，但它依然是家庭和社会之间地理上的桥梁。家庭与社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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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家庭成员的帮助对社会情感方面有促进作用，一方面，本地

居民比流动人口更容易整合进社区，另一方面，由于家庭纽带的社会
情感支持作用，不仅对移民，家庭纽带或凝聚力对常住人口的社区整
合也有积极影响。由此推出假设 3。
假设 3：与家庭成员居住在一起的居民，相比单独居住或与非亲
属居住在一起的居民，社区的街坊 / 邻里关系水平更高。

三、指标与测量
（一）异质性社区
借鉴国内对社区类型划分，可以清晰地注意到：第一，中国的社
区类型因历史发展和城市扩张政策等，存在多样性；第二，社区类型

088

的划分方法并不是单一的，社区除了作为功能单位，也可以直接作为
分析单位。在已有的社区结构分类中，因分类标准差异呈现多元化。
人文地理学中，根据宏观的社区空间特征，可划分为具有空间性的社
区和不具有空间性的非空间性社区。地理学也常用人口普查数据，采
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城市社会区进行划分，也有通过经济因
素将社区分类为贫困社区、中产社区或富裕社区。从居住隔离视角考
察社会空间分异的划分方法，多从居民的社会阶层或与经济因素相联
系的因素出发（如消费能力、消费品位等），关注城市社区间异质性
中的阶层化社区，而忽略了其他非阶层化的社区类型。
根据类型化的社区划分方式，可以将不同维度的异质性指标进行
类别化，分类组合产生不同结构类别的社区内异质性，构建出社区异
质性的社会结构。社区的异质性结构是指城市社区内各维度上的异质
性要素之间的联系模式，这些联系模式受各类因素影响，而产生不同

的类型化。将社区内异质性在两种维度上进行分类后，两两组合成四
种类型。
低 ←
社区内异质性（ 维
B 度） 高
→

图1

低←社区内异质性（A 维度）→高
（1）

（2）

低&低

低&高

（3）

（4）

高&低

高&高

社区异质社会结构类型

（二）异质性指标
异质性指标构建分为两类，作为分类变量和连续变量的测量。
1. 利用人口数量的异质性测量

［2］

。他的操作标准同时考虑

群体数和人口在这些群体中的分布，适合于选取存在较大差异的特征
测量，并且只适合于分类变量。（2）利用群体的居住分布测量的异质
性。测量群体的居住分布，主要是关注不平等问题，例如阶层隔离、
种族居住隔离等。群体的居住越倾向于同类聚居，则说明群体之间的
异质性程度高，在空间分布上则隔离严重。这类测量最流行的测量公
式是分化指数 D（The dissimilarity index D）。但该公式只适合于两
群体的居住隔离分析，且对样本量有严格要求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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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却并不适合社区内 / 城市内人口特征，例如性别、年龄的

第

体，当人口均匀地分布时，异质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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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群体种类数目测量异质性。布劳认为对于一个特定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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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经济水平的异质性测量
贾高斯基（Jargowsky）提出的 NSI 系数（Neighborhood Sorting
Index），代表了两个标准差的相关比，可以计算每个城市内居民之间
的经济隔离水平，但是无法比较城市内社区之间的经济隔离情况，无
法计算出隔离的空间分布。另有因子生态分析法、失衡指数

［20］

等方

法，虽具综合性和空间性，但更加依赖于完善的社区测量数据，如专
项调查数据或者人口普查数据，而目前很多大型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
无法满足。
经验研究中，异质性在国家、城镇、社区层次上均有测量，社区
内异质性的讨论，在指标上是有维度区分的。以社区层次为例，由于
人的属性是多样化的，社区内部居民是否同质性的判断标准，也根据
居民所具有的某些属性归类。这意味着，社区内部异质性或同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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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标准，需要固定在某几个维度，才会使得社区内异质性的研究结
果具有可比性，研究中以收入、民族和种族三个维度的测量最为常
见。中国城市内少数民族聚居社区与种族隔离并不普遍，混合居住研
究中的混合也以阶层混合为主，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水平的差异最为明
显，阶层的代表性指标包括了职业和经济水平，因而，从以下两个维
度进行异质性水平构建。
（1）职业种类异质性
劳动分工是社会有机团结的基础，一方面，职业劳动是人们谋生
的手段，因职业而产生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
面，职业不仅代表劳动者身份，也隐含着从事同类职业者相近似的文
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在理想状况下，每种职业在某种程度上，都对
应有其职业规范和道德准则。虽然职业神圣性和宗教色彩已经褪去，

但长期从事某一类劳动岗位的群体，更容易形成相近的价值理念。社
会分工的细化使职业多样性成为社会横向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地
缘而居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越相近则邻里关系状
况越好，反之差异越大则邻里关系会减弱。
（2）经济异质性
收入是最直接的阶层指标代表，也是居民纵向分化的重要因素。
目前商品住宅成为城市住房供应的主体，主要通过市场购买来获得，
作为一种可消费的商品，居民的经济水平阶层化对居住分化的影响明
显。例如，存在富裕阶层居住的高档小区和较低收入阶层居住的贫困
社区。不同社区之间的居民经济水平差异表现为居住空间分化，但因
购买时间、房屋面积等因素差异，即使居住在同一社区，居民的经济
水平也存在差距，差异越大，重叠性的需求则越少，社区整合越难。
上述职业异质性的构建方法是以社区内居民从事的职业类别数占
社区职业样本总数的比例，社区内职业种类数越多则意味着社区居民
的职业分散程度越高。社区内职业总类别数与样本总数之比越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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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职业异质性水平则越高。收入异质性的构建方法以社区内的家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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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的分类可采用以均值或百分比为界将社区划分为高低两种
异质性类型。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或排在后 50%）的社区异质性
界定为低异质性社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或排在前 50%）的异质
性界定为高异质性社区。根据图 1 社区异质性类型的构建方法，将产
生四种类型的异质性社区，低度异质性的社区、职业异质性低 — 经
济异质性高的社区、职业异质性高 — 经济异质性低的社区和高度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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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比例，比例越大则社区经济异质性水平越高。

第

入水平的类别数（相同收入水平为一类）占社区家庭收入水平样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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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的社区。以上异质性的高或低均是相对性的，即相比较同时期中
国城市其他社区而言的划分。

四、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本文使用 2012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数据采用
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包含劳动力个体、家庭和社区三套问卷，
调查了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城市社区数为 129 个，城市社区
居民总样本量共 6698 人。
对街坊 / 邻里关系的测量包括熟悉、信任和互助三个维度，表
1 中约 38% 的居民对街坊 / 邻里熟悉和信任程度，均高于互助程度。
相比 2005 年 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对街邻关系的调查，居民
在七年内，街邻的熟悉程度下降了 12%，相比 2005 年居民对远邻 /
街坊的信任程度，下降了约 13%，相比对近邻的信任程度，下降了
31%。以个体为主将三维度赋值加总得到每个个体的街坊 / 邻里关系
水平，作为因变量。从结果可知，近 20% 的居民的街坊 / 邻里关系
处于一般水平，邻里关系水平较高的居民比例高于水平较低的比例，
12.86% 的 居 民 邻 里 关 系 水 平 较 低，20.24% 的 居 民 邻 里 关 系 水 平 较
高，总体上呈正态分布状态。
表1

街坊 / 邻里关系水平
赋值范围（低 — 高：1 — 5）

1

2

3

4

5

熟悉程度

5.7%

19.03%

36.47%

23.97%

14.83%

信任程度

1.5%

9.93%

50.84%

30.55%

7.18%

互助程度

13.95%

22.81%

39.77%

19.06%

4.4%

表 2 的连续变量中，收入采用了有工作的居民在 2011 年的各类
收入总和，缺失部分采用均值填补法填补。社团活动参与率指居民参
加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休闲 / 娱乐 / 体育俱乐部 / 沙龙组织、学习 /
培训机构、同乡会、公益 / 志愿者团体和宗教组织的情况，没有参加
过以上组织的活动赋值为 0，参加过赋值为 1，赋值加总得分越高则
说明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率越高。家庭关系紧密度通过“上周，您家
一家聚齐一起吃饭次数”进行测量，聚齐吃饭次数越高则代表家庭关
系越紧密。家庭地位自评由被访者回答自己所在家庭的等级，顶层赋
值为 10，底层赋值为 1，分值越高则自评等级地位越高，大部分居民
认为自己的家庭处于中等或较低层次。住房区位由家庭所居地距离最
近公交站、医疗点、药店、学校、商业中心的距离五组问题测量，距
离越近则代表家庭所在地点越可能处于便捷的生活圈内，邻近社区
的服务设施和缩短了的距离，可增多街坊 / 邻里的见面次数或使居民
越可能有更多生活时间投入社区及其周边，有利于邻里关系水平的
提高。

包括一个人单独居住、核心家庭、直系 / 联合 / 祖孙同住家庭、其他
类型（例如与非亲属同住）。45% 的居民，现住房需要缴纳物业管理
房小区（31.24%）、机关事业单位住宅区（10.79%）、工矿企业住宅
区（12.46%）、村改居住宅区（9.25%）等多种类型。为了比较商品
房社区与其他类型社区的差异，将商品房小区赋值为 1，其余为 0。
社区活动举办频率，指个体所居住的社区是否有举办以本地居民为主
要参与者的文化 / 节庆活动，属于社区层次的测量，样本中 64% 的
社区有定期举办活动。社区异质性结构类型以均值为界构建高低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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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家庭所在的社区类型主要包括未改造的老城区（17.97%）、商品

093
第第第第

配偶任意一方。家庭指与被访者共同居住且经济共用的家，家庭类型

第

分类变量中，业主指现居房为完全自有且房产登记者为本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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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组合而成，低度异质性的社区略多，职业异质性高 — 经济异质性
低的社区略少。
表2

各层变量的描述统计

连续自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龄（N=5791）

41.24

13.72

15

86

年龄平方（N=5791）

1889.19

1156.40

225

7396

受教育水平（N=5437）

10.43

3.88

0

22

收入：万 / 年（N=6698）

2.88

6.81

0

400

社团、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率（N=6698）

0.74

1.71

0

20

家庭关系紧密度（N=6570）

9.83

8.32

0

21

家庭地位自评（N=6697）

4.07

1.69

1

10

家庭所在区位（N=6680）

1.03

1.40

0

31

类别自变量

094

频数

比例（%）

性别
（N=5791）

女

3108

53.67

男

2683

46.33

业主
（N=6694）

否

3699

55.26

是

2995

44.74

户口性质
（N=5791）

农业户口

1745

30.13

非农户口

4046

69.87

一人单独居住

534

7.97

核心家庭

4430

66.14

直系 / 联合 / 祖孙同住家庭

1486

22.19

其他类型

248

3.7

无

3676

54.88

有

3022

45.12

家庭类型
（N=6698）

物业费
（N=6698）

（续表）

类别自变量
社区类型
（N=6646）
社区活动
举办频率
（N=6640）

社区异质性
结构类型
（N=129）

频数

比例（%）

其他

4526

68.1

商品房小区

2120

31.9

没有

452

6.81

偶尔有，但不定期

1948

29.34

有，而且定期举行

4240

63.86

低度异质性的社区

37

28.68

职业异质性低 — 经济异质
性高的社区

33

25.58

职业异质性高 — 经济异质
性低的社区

27

20.93

高度异质性的社区

32

24.81

五、模型与发现

可采用两层次模型。以四类异质性结构的社区模型为例，加入解释变
量后的公式如下所示：
+π 5 j x5 ij + π 6 j x6 ij + π 7 j x7 ij + π 8 j x8 ij + π 9 j x9 ij
+π 10 j x10 ij + π 11 j x11ij + π 12 j x12 ij + π 13 j x13 ij + eij
层-2：π 0 j =
β 00 + β10 c1 j + β 20 c2 j + r0 j
混合模型：Yij =
β 00 + β10 c1 j + β 20 c2 j + π 1 j x1ij
+π 2 j x2 ij + π 3 j x3 ij + π 4 j x4 ij + π 5 j x5 ij + π 6 j x6 ij
+π 7 j x7 ij + π 8 j x8 ij + π 9 j x9 ij + π 10 j x10 ij + π 11 j x11ij
+π 12 j x12 ij + π 13 j x13 ij + r0 j + e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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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1：Yij =
π oj + π 1 j x1ij + π 2 j x2 ij + π 3 j x3ij + π 4 j x4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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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为 0.174，属于高关联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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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街坊 / 邻里关系水平的分析采用了多层次模型。根据零模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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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j 是社区 j 的居民 i 的街邻关系水平， π oj 是社区 j 的平均街邻关

系水平， eij 是一个随机的居民效应， β 00 是平均街邻关系水平， r0 j 是
一个随机的社区效应，i=1, 2, … , n，即社区 j 的各个居民，j=1, 2,
… , n，即各个社区。X 1ij — X 13ij 代表个体特征和家庭环境变量，分别是
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教育水平、收入、业主、社团活动参与率、
户口性质、家庭类型、家庭关系紧密度、家庭阶层地位自评、家庭所
在区位和是否缴纳物业费。c 1j、c 2j 是社区层次的解释变量，分别为
社区类型和社区举办的文化 / 节庆活动频率。
社团 / 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率、家庭类型变量和社区异质性结构
类型分别从个体、家庭和社区水平对应检验假设 2、假设 3 和假设 1。
表 3 中的模型 1 至模型 3 分别纳入了个体、家庭和所在社区特征变量
后，社区层次的解释力依次提高。
1. 从个体特征来看，性别间、不同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者的街
邻关系水平并无差异，而社区中的业主相比非业主街邻关系水平更
高，非农户口的居民比农业户口的居民街邻关系水平更高；
2. 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关系越紧密，街邻关系水平也越高。居
民认为自己家在社会中的地位越高，则街邻关系水平越高。相比不缴
纳物业费的家庭，缴纳物业费的家庭街邻关系水平越低，而家庭所在
位置与街邻关系水平无关。核心家庭和直系 / 联合 / 祖孙同住家庭的
成员街邻关系水平最高，而一人单独居住的街邻关系水平最低，验证
了假设 3。同住的家庭成员拓展了对外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家庭纽带
者更容易进行街邻交往。
3. 从社区特征来看，商品房社区的居民街邻关系水平低于其他类
型的社区。社区活动组织频率和是否参与活动不同，只组织少参与则
不能促进街邻关系水平。异质性社区结构类型对街邻关系的影响只表
现在，高异质性的社区街邻关系水平低于低异质性社区，验证了假设

1，可以推测阶层异质性社区比同质性社区的街邻关系水平低，并不
是有异质性就产生负效应，而是有前置限定，只有在维度均高的情况
异质性负效应才发挥作用。
表3

影响街坊 / 邻里关系水平的多层次模型（HLM）

（续表）

（1）

（2）

（3）

0.04(0.06)

0.06(0.06)

0.05(0.06)

个体层次
男性

***

***

***

0.10 (0.01)

0.10 (0.01)

0.10 (0.01)

***

***

***

受教育水平

-0.00(0.01)

0.00(0.01)

0.00(0.01)

年收入

-0.01(0.00)

-0.01(0.00)

-0.01(0.00)

年龄
年龄平方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0.39 (0.07)

***

0.14 (0.02)

***

0.30 (0.09)

业主

0.43 (0.07)

社团 / 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率

0.14 (0.02)

非农户口（参考项：农业户口）

0.33 (0.09)

***

0.39 (0.07)

***

***

0.14 (0.02)

***

0.31 (0.09)

***

0.72 (0.14)

***

0.71 (0.15)

**

0.58 (0.20)

*

0.01 (0.00)

***

***
***

家庭类型（参考项：一人单独居住）
***

0.72 (0.15)

其他类型

0.58 (0.20)

家庭关系紧密度

0.01 (0.00)

家庭地位自评

0.10 (0.02)

0.10 (0.02)

家庭所在区位

-0.02(0.02)

-0.02(0.02)

***

***

有缴物业费（参考项：无）

***
**
*

***

-0.45 (0.09) -0.40 (0.09)

社区层次
**

商品房社区（参考项：其他）

-0.23 (0.09)

社区活动举办频率

-0.19(0.14)

社区异质性结构类型（参考项：低度异
质性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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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 / 联合 / 祖孙同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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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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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家庭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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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职业异质性低 — 经济异质性高的社区

-0.40(0.23)

职业异质性高 — 经济异质性低的社区

-0.17(0.24)

高度异质性的社区

-0.55 (0.23)

*

***

***

***

6.29 (0.30)

5.35 (0.33)

6.10 (0.49)

个体样本规模

5256

5256

5256

社区样本规模

128

128

128

0.06

0.079

0.083

0.197

0.258

截距
样本规模

模型解释力
个体层次

0.030

社区层次
*

**

***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05， p < 0.01，

p < 0.001。

影响街邻关系水平差异的因素分化明显，表 4 表明不同异质性结
构的社区中，个体和社区层次的因素对街邻里关系水平发挥不同的作
用，相同社区层次的解释变量在不同类型的社区中解释力存在差异，
其中，职业异质性高 — 经济异质性低的社区中，社区层次的解释力
最高。
表 4 四类异质性社区中影响街坊 / 邻里关系水平的因素差异（HLM）（续表）
（1）低异质 （2）职低 — （3）职高 — （4）高异质
性社区
经高社区
经低社区
性社区
个体层次
*

0.00(0.14)

0.12 (0.03)

***

0.07 (0.04)

-0.00 (0.00)

**

-0.00(0.00)

-0.00(0.02)

0.01(0.02)

0.01(0.02)

-0.01(0.01)

-0.05 (0.02)

*

-0.01(0.02)

男性

0.02(0.11)

年龄

0.10 (0.02)

0.08 (0.03)

**

年龄平方

-0.00 (0.00)

***

-0.00 (0.00)

*

受教育水平

0.01(0.02)

年收入

-0.00(0.00)

***

-0.07(0.14)

0.28 (0.12)

*

（续表）

（1）低异质 （2）职低 — （3）职高 — （4）高异质
性社区
经高社区
经低社区
性社区
***

0.08(0.16)

0.15 (0.04)

***

0.15 (0.03)

0.04(0.14)

业主

0.56 (0.11)

社团 / 社会组织活动的参
与率
非农户口（参考项：农业
户口）

***

0.05(0.16)

***

0.54 (0.14)

***

0.14 (0.04)

0.11 (0.04)

**

0.67 (0.24)

**

0.25(0.16)

0.54 (0.20)

*

0.29(0.32)

0.88 (0.29)

*

**

家庭类型（参考项：一人单
独居住）
**

1.06 (0.26)

**

0.60 (0.30)

0.86 (0.41)

*

0.56(0.39)

0.03 (0.01)

-0.01(0.01)

0.03 (0.01)

核心家庭

0.56 (0.25)

直系 / 联合 / 祖孙同住家庭

0.62 (0.26)

0.48(0.35)

0.87 (0.30)

其他类型

0.39(0.41)

0.63(0.46)
**

***
*

**

家庭关系紧密度

0.00(0.01)

家庭地位自评

0.12 (0.03)

0.07(0.05)

0.11 (0.04)

0.11 (0.04)

家庭所在区位

0.02(0.03)

-0.25 (0.08)

**

0.01(0.04)

-0.14(0.08)

**

-0.31(0.18)

-0.14(0.19)

-0.32(0.18)

***

有缴物业费（参考项：无） -0.48 (0.15)

**

*

社区层次
商品房社区（参考项：
其他）

-0.58 (0.17)

***

0.14(0.20)

0.04(0.16)

-0.3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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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活动举办频率

-0.42(0.23)

0.25(0.23)

-1.58 (0.33)

***

0.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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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31 (0.96)

8.95 (1.09)

4.69 (1.07)

个体样本规模

1770

1028

1339

1119

社区样本规模

37

33

26

32

个体层次

0.10

0.09

0.12

0.03

社区层次

0.33

0.48

0.62

0.12

样本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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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 (0.80)

截距

第

模型解释力

*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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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可知，在不同异质性结构的社区中，影响街邻关系水平的
因素也存在差异。
1. 从个体特征来看，男性的街邻关系水平高于女性只在职业异
质性低 — 经济异质性高的社区明显，年龄与街邻关系存在倒 U 现象，
但年龄平方系数很低，过于年长的居民因体迈等原因而减少了街邻交
往。受教育水平和收入对街邻关系依然无影响。在低异质性社区和职
业异质性高 — 经济异质性低（简称职低 — 经高社区）的社区中，业
主的街邻关系水平明显高于非业主，但在高异质性社区和业主和职业
异质性低 — 经济异质性高社区中，非农户口的居民街邻关系水平则
高于农业户口的居民。
2. 相比一个人单独居住，核心家庭与直系 / 联合 / 祖孙同住家庭
的成员与街邻的关系水平更高，只有在职低 — 经高社区和高异质性
社区，家庭关系紧密度才对邻里关系发挥促进作用，在职低 — 经高
社区，家庭地位自评高低对街邻关系水平无影响。只有在职低 — 经
高社区中，家庭所在地距离附近核心商业生活圈越远，街邻关系水平
才越低。缴纳了物业费的居民对街邻关系水平的负影响只在低异质性
社区显著。
3. 商品房社区与其他社区的街邻关系水平差异只在低异质性社区
明显，即当社区居民的职业和经济异质性水平均低时，商品房社区的
居民邻里关系水平才低于其他社区。在职业异质性高 — 经济异质性
低（简称职高 — 经低）的社区中，社区举办以居民为主的活动对街
邻的关系水平发挥负效应。这意味着社区组织的以居民为主的活动，
只有活动参与者或者关注者才可能受到活动的影响，逐渐产生出社区
意识和情感，影响着街邻关系水平。但是从变量处理的方法上而言，
相同的社区活动频率问题，若以居民为主体的回答汇总的变量，和由
作为社区代表的居委会办事人员为主体回答的变量，因被访对象的差

异导致的不同回答结果，所发挥的影响作用则完全不同，前者具有居
民参与性的含义，而后者不一定有。
4.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社区，社团 / 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率对街邻
关系水平均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 2，说明居民在社团活
动中培养了异质性群体的包容力，而更少受到宏观异质性社会结构的
负影响。

六、讨论与结论
首先，本文分析了影响异质性的微观个体、家庭层次的因素，及
中观社区层次的因素，相对于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对街坊 / 邻里关系水
平的负效应，发现了与之共同存在且效应相反的“并存效应”，即居
民社团参与精神对街邻关系水平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异质性社会结构
的社区中，除了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对街邻关系恒定无影响外，各
变量在不同的社区异质性结构中对街邻关系发挥“选择性”效应，只
有社团 / 社会组织参与频率发挥“恒定”效应，这一发现为改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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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邻关系带来了希望。对比参与社团活动和社区为居民举办文化 /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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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参与的社会环境，但不足以直接促进街邻关系水平，甚至过多的活
动举办会削弱街邻关系水平，这点在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的社区中会更
加明显。因而，对于社区组织的活动，应先提高参与率才能促进街邻
融合。
其次，在基于已有研究中人口学变量、人力资本变量、经济水
平、产权属性、户籍差异和社区类型的基础上，又引入了与家庭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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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精神，改善街邻关系水平，宏观组织的参与平台搭建虽有利于营

第

庆活动频率对街邻关系水平的影响，微观个体的参与有利于培养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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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解释因素，发现家庭纽带关系对街邻关系水平的促进作用，说明
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关系连接功能依然存在，它所提供给成员的各类
支持，为居民融入社区生活提供了安全的心理保证。
再次，从促进融合或加强区隔的微观因素中可知，房屋产权和户
籍身份者在相异类型的异质性社区中发挥影响力。经济异质性水平低
的社区中，即居民的家庭收入水平差异相对较小，有房产的居民因社
区内共同利益的存在，更容易拉近街邻的距离，街邻关系融合水平也
高于无产权者。经济异质性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社区中，即阶层地位
混合的社区，户口为农业的居民，街邻融合水平低于非农户口者。因
而，在社区中进行了自我区隔的群体，主要为非业主和农业户口的居
民，动员性的活动参与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街邻关系水平。
居民的社团参与水平和家庭纽带的作用，对社区整合产生积极影
响。本文从个体和社区层次的因素出发寻找促进街邻关系水平的因
素，受限于二手数据，并没有从物理环境和虚拟空间两方面比较影响
街坊 / 邻里关系水平的差异。也并没有从更为宏观的层次，例如现代
信息技术对居民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和冲击，城市性等角度考察其对
街邻关系的影响，这也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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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广州人口流动研究
阮晓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一、人口流动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与相关研究综述
（一）主要问题
对外来人口规模模糊不清，数据统计主要来源于制造业当中的
外来就业人口。广州市政府对外公布的流动人口数据表明，广州市
2005 — 2010 年 的 流 动 人 口 数 分 别 为 364 万、399 万、466 万、500
万、636 万 和 726 万。 这 一 测 算 结 果 与 事 实 有 很 大 的 出 入， 因 为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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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之后，广东跨省外来劳动力流入强度持续减弱，外省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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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这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广东外来人口大规模返乡的事实
相冲突。尽管如此，该测算结果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广州
外来人口的流动频率是相当高的，从而导致准确地估计外来人口的数
量显得相对困难。作为一个商贸物流非常发达的城市，广州外来人口
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从事商贸物流等第三产业，因而 2010 年所公布
的广州外来人口数量大致仅相当于劳动力数量，仍有数百万外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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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和 2010 年广州公布的外来人口总量竟然每年新增 100 万左

第

占 全 国 比 例 从 高 峰 期 的 35% 下 降 到 2010 年 的 28% 左 右。 特 别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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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流动大数据研究综述
2014 年国内有关人口大数据研究文献日渐增加，但主要焦点集
中于方法突破，实证研究文献却乏善可陈，基于大数据的广州人口流
动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胡巧玲、茹金平（2014）利用改进算法进
行大数据统计的人口迁移量预测，以提高人口迁移预测的准确度。王
峰、唐美华（2014）通过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分析了城市人口的时
空分布及动态迁移情况。赵时亮、高扬（2014）指出，利用手机与
移动通信基站之间的广播机制，可以分析诸如住宅小区空置率和城市
人口通勤的规模和流向等。李红娟（2014）对大数据时代我国人口
信息管理及应用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刘瑜、康朝贵和王法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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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解释所观测移动模式的模型构建方法。童大焕（腾讯大家博
客，2014）首次利用 QQ 大数据分析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动情
况。张强、周晓津（2014）利用移动通信总量数据对国内主要特大城
市人口进行估计，其结果与京沪等城市最新调查人口相当一致。与传
统依赖人口普查或人口调查的人口数据不同的是，基于大数据的人口
流动研究更多地来自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而传统人口学领域的
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大数据分类、聚类、回归、关联等分析和判断的有
效性。

二、广州人口规模及其增长
（一）广州实有人口已经在 1800 万以上
区域人口规模是人口流动研究的基点。从城市手机用户数量及调

查的人均手机拥有量来看，2014 年国内有 7 个城市的手机用户总数
超过 2000 万（图 2-1）。由于手机用户主要由 15 — 64 岁的劳动力人
口所拥有，且每一个城市的人均手机拥有量并不相同，因此不能将手
机用户总数与人口规模等同看待。我们选择以上海为参照系来估计广
州的人口规模。由于上海 3293 万手机用户对应 1821 万 15 — 64 岁的
劳动力年龄段人口，那么广州 3193 万手机用户应该对应 1765 万同年
龄段人口；该年龄段人口已经涵盖了广州全部的外来人口，加上广州
800 万户籍人口中的 0 — 14 岁及 65 岁以上的 150 万人口，2014 年广
州总人口规模为 191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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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州人口流入变化与经济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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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上海

第

周晓津等（2015）的人口估计结果表明，广州人口有两个快速增
长阶段：一个是 1980 — 1995 年期间的快速增长，年均增加近 50 万
人。其间 1987 年因前一年人口的过度流入而导致高失业使得该年度
减少 10 万人；1989 — 1992 年全国经济调整期间也导致人口一度减
少。第二个快速增长阶段是 1997 — 2005 年，受香港回归和中国加入
WTO 推 动，8 年 间 实 有 人 口 增 加 665 万， 年 均 增 加 83 万 余 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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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广州人口规模估计（1980 — 2013 年，单位：万人）

（三）生活必需品消费：广州总人口可能近 2000 万人
人的生存离不开水、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人口与生活必需品的消
费成相当强的正比例关系；人与经济活动紧密相关，人口与经济活动
的结果同样呈现出较强的正比例关系。人口估算主要通过找出消费总
量、经济活动总量和实际人均指标，就可以得出实际人口数量。根
据广州日报报道（2013-02-20，记者徐海星、叶卡斯），截至 2012
年底，广州全市人口每天共消耗大米 5000 吨，食品油 800 吨，鸡蛋
800 吨， 鸡 160 万 只， 猪 2.1 万 头， 鱼 1600 吨， 菜 8000 吨， 糖 320
吨，盐 128 吨（图 2-3）。我们对此逐项进行分析。
首先，从人均每天食盐量来估计。通常成人每天食盐量 6 克左
右会比较健康，若按人均每天 6 克食盐量计算，广州地区总人口为
2133 万；考虑到广州人均食盐量较高，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因劳
动强度比较大，人均食盐量加倍，即每天食盐量为 12 克（例如湖北

省人均每天食盐量就有 12 克），因此若按人均日食盐量 8 克计算，广
州地区的人口规模为 1600 万。进一步考虑，800 万广州户籍人口人
均日食盐量按 6 克计算是 48 吨，剩下的 80 吨食盐由外来人口消费，
按人均 10 克计算有 800 万外来人口；再将私盐考虑在内，据估计广
东省有 1500 万人吃私盐，以此推算广州有 300 万左右人口可能吃私
盐。因此按食盐量计算，广州地区总人口有 1900 万。
其次，从食品油和鸡蛋的消费量也可以较好地估计广州地区的总
人口。查《广州统计年鉴（2011）》，2010 年广州户籍人口每年食品
油和鸡蛋的购买量是 14.56 千克，折合日消费量为 39.89 克，将 800
吨的食品油鸡蛋消费量换算成克，再除以日人均消费量，得到广州地
区总人口是 2005 万。
再次，从鸡和鱼的消费量来看，三口之家每周吃鸡 2 只左右，由
此计算广州人口是 1680 万，再将 200 万农村人口考虑在内，广州地
区总人口是 1880 万。

109
第第第第
第第第第第第第

第

图 2-3

广州人口每日“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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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大米、蔬菜和猪肉的消费和购买量可以大体估计广州的
人口。虽然广州本地户籍城镇居民家庭每天大米消费量不到 100 克，
2010 年仅 99.45 克，但总体上看，广州地区人均大米日消费量在 250
克左右，据此估算广州目前总人口规模为 2000 万；按人均日消费蔬
菜 400 克估计，广州目前总人口规模也是 2000 万；以每 1000 人每
天消费一头肥猪计算，广州目前的总人口规模是 2100 万。综上所述，
近年来广州地区总人口规模在 1800 万 — 2000 万。

三、基于 QQ 用户和网民大数据的广州人口流动分析
（一）青壮年劳动人口比例过半
2014 年底，企鹅智酷发布《用数据读懂 95 后》年度报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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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所有国内主流社交平台中，QQ 中 95 后用户占比最高，达
到 44.36%，排名第二位的为 QQ 空间，95 后用户占比 40.82%，微信
95 后占比为 20.41，排名第三位。QQ 一直以来都是以年轻人为用户
主体，尤其是近年来手机 QQ 针对年轻人推出的各种个性化服务，更
使得 QQ 成为 95 后最主要的活跃阵地（图 3-1）。
根据腾讯 2014 年发布的三季度财报显示，截至第三季度，QQ
智 能 终 端 月 活 跃 用 户 达 到 5.42 亿， 同 比 增 长 36%， 在 国 内 移 动 应
用领域排行第一。而在此前腾讯披露的数据中，手机 QQ 90 后用户
占比超过一半达到 50.3%，已经超过了 80 后，成为中坚力量。作为
“移动互联网原住民”的 90 后和 00 后，这一群体不可小觑。抓住年
轻人就等于抓住了未来，QQ 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活跃，与其源源不
断地吸引年轻用户有着很大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如此之多的年轻
人不仅能够为 QQ 用户注入新鲜力量，同时也能够保证 QQ 在与年轻

人的交往中，时时刻刻走在潮流的前沿。

图 3-1

95 后社交网络平台使用情况

社交网络大数据中，对腾讯公司的 QQ 用户实时登录和微信用户
的分析同样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人口分布及流动数据。由于 QQ 用户

算城市区域该年龄段人口流动情况。
粗略地从统计角度看，各省 QQ 累计登录的用户数量大致可代表
2015 年累计在广东登录的 QQ 用户数量高达 16319.85 万户，占全国
同期的 10.70%，意味着广东有超过 8000 万的 40 岁以下人口。

（二）青壮年人口规模：“北上广”格局依旧
从地级市（区）累计登录的 QQ 用户数量来看，全国共有 2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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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40 岁以下人口数量。以广东为例，作为全国人口流入第一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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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因此，通过分析春节期间大规模 QQ 登录地域的变动，可以推

第

年龄主要在 18 — 50 岁之间，该年龄段也与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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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用户数量超过 1000 万户。其中广州 QQ 用户数量为 3544.4951
万 户， 同 期 上 海 为 3883.43 万 户。 除 去 东 城 区 和 黄 埔 区， 这 些 拥
有 1000 万户以上 QQ 用户的城市人口很可能也超过 1000 万人（表
3-1）。
表 3-1 中国大陆地级市（区）QQ 用户数量及其占全国比重（2015 年）
（续表）
排名

省份

QQ 数据量（万户）

占全国比例

1

东城区

5212.0343

3.42%

2

广州

3544.4951

2.32%

3

深圳

3296.3346

2.16%

4

成都

2476.2684

1.62%

5

郑州

2000.567

1.31%

6

杭州

1908.9338

1.25%

7

武汉

1828.7347

1.20%

8

苏州

1684.5332

1.10%

9

哈尔滨

1569.5816

1.03%

10

石家庄

1565.0371

1.03%

11

西安

1551.2319

1.02%

12

东莞

1463.5942

0.96%

13

沈阳

1460.4247

0.96%

14

长沙

1397.6157

0.92%

15

南京

1359.4184

0.89%

16

合肥

1298.8775

0.85%

17

济南

1294.3965

0.85%

18

泉州

1256.4461

0.82%

19

福州

1233.6313

0.81%

20

长春

1226.9809

0.80%

（续表）

排名

省份

QQ 数据量（万户）

占全国比例

21

南宁

1187.3548

0.78%

22

青岛

1181.9515

0.78%

23

温州

1179.9832

0.77%

24

黄浦区

1144.7554

0.75%

25

保定

1082.927

0.71%

26

昆明

1032.0871

0.68%

27

宁波

1022.4469

0.67%

28

佛山

1012.3915

0.66%

29

徐州

1000.7979

0.66%

资料来源：QQ 大数据，http://www.8ad.com/product/province/34.html。

（三）人均 QQ 用户变化较大
童大焕（腾讯大家博客，2014）首次利用 QQ 大数据分析北上广
深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动情况。童大焕认为，包含瞬间流动人口在内，

相对应，却忽略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事实：QQ 活跃用户一方面可以通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该年龄段的用户人均拥有 1.5 部手机。将这些
关键因素考虑之后，四个一线城市 18 — 50 岁年龄段人口估计为 6414
万人，再加上四个一线城市户籍人口中该年龄之外的人口，以及外来
流入人口该年龄段之外的人口，才是四个城市的总人口。
周晓津、姚阳（2016）指出，除必然考虑人口结构外，利用 QQ
登录进行城市人口估计时，必须考虑到商旅人员在某些特定地区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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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电脑登录，另一方面更多地通过手机等移动用户端进行登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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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高达 1 亿 6476 万。童大焕的错误在于简单地将 QQ 用户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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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四城市 2013 年底的实际人口数量并非官方公布的 693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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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地登录现象。例如，最新汇集的 QQ 登录数据中（共 13.87 亿个登
录账号），东城区登录的用户总数占北京全市的 66.7%，黄浦区登录
的用户总数占上海全市的 34.9%。基于 QQ 用户登录大数据实证分析
中，采集的 QQ 用户数据集只包括序列号、等级、活跃度、省份和城
市等 5 个字段。以上海为参照系国内四大一线城市初步的人口估计如
表 3-2 所示。由于各城市年龄差异，QQ 用户群体年龄主要在 15 —
35 岁，表 3-2 中的年龄结构调整系统也以上海作为参照系，系数越
大表示年龄结构越年轻。2015 年春节，北上广深四大城市 QQ 用户
登录变动只有 1%，表明四大城市人口流动流量、流向变化基本稳定，
新增用户主要来自低龄人口的成长而使用新的 QQ 号码。估计结果显
示，2014 年春节期间，广州有 1367 万 QQ 用户离开，相当于 880 万
人口离开广州。
表 3-2

基于 QQ 用户登录大数据的中国一线城市人口估计（2013 年）

指标 活跃度 >30 用户
城市
（万户）

初步人口估计
（万人）

年龄结构
调整系数

人口总规模
（万人）

上海

2582.48

2500.00

1.0000

2500.00

北京

2488.76

2409.27

1.0400

2316.61

广州

2257.09

2281.81

1.0921

2030.37

深圳

2192.06

2122.05

1.1787

1800.38

四、基于春运迁徙大数据的广州人口流动研究
（一）网民地域变动：春运流出 880 万人左右
与 QQ 用户主要集中在 15 — 35 岁年龄段相比，以手机为代表的
移动网络接入更具广泛性，人手一机成为 15 岁以上人口的标配。早

在 2007 年，广州外来劳动力人口手机拥有率就已经超过 100%，外
来人口人均手机拥有率也接近 100%，高于广州本地户籍人口人均手
机拥有率。随着手机的普及，手机上网普及率迅速提高，网民地域分
布也成为人口流动分析的得力工具和渠道。春节人口大迁移是人口流
动研究难得的机会。

春节人口流动与广州总人口变动曲线

里，广州地区共发送旅客 2953.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6%。其中，
人次，同比减少 5.79%；水路发送 4.10 万人次，同比减少 16.50%；
民航发送 336.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5.62%。随着贵广、南广、沪昆
等高铁开通，铁路运力增长较大，铁路客流尤其是高铁客流增幅较
大，春运期间广州南站高铁发送客运量已超过广州火车站和火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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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路 发 送 1217.5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6.07%； 公 路 发 送 1395.1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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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南 方 日 报 报 道，2015 年 春 运 40 天（2 月 4 日 — 3 月 1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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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站，约占铁路总客流 40% 。春运之前返乡大军就已经出发，以学生
流和自主就业客流为主；随着工厂放假，农民工成为返乡客流主力，
同时农村留守人口南下过年客流也逐渐增多；春节期间旅游客流成为
主力；农历下月初七前后南下过年客流继续回乡留守；初七至正月
十七日则是返程客流南下高峰（图 4-1）。
2015 年 春 运 期 间， 广 州 网 民 占 全 国 比 例 由 2015 年 1 月 31 日
（农历十二月十二日）的 4.24% 下降到 2015 年 2 月 19 日（农历正月
初 一 日， 春 节） 的 4.34%。 截 至 2014 年 12 月 底， 全 国 网 民 64900
万，由此推算春运期间广州出省人口净流出 584.1 万人；正月初二占
比进一步下降到 4.29%，推算广州本地人口春节期间出省旅游人口为
32.45 万人。根据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数据推算，同期广州外来人
口中，来自本省的占 66%，推算广州春运期间人口净流出为 885 万
人，与前述利用 QQ 登录估计的流动人口相比，二者仅相差 5 万人，
以 QQ 登录推算的 880 万人为基数，误差相当小（0.57%）。利用同
样的方法，推算 2015 年春季广州交易会净增客流为 79.48 万人。

（二）春运迁徙大数据：跨省流出规模超 600 万
根 据 百 度 2015 春 运 人 口 迁 徙 大 数 据 推 断，2015 春 节 节 前， 北
京、 上 海、 广 州、 深 圳、 东 莞 流 出 人 口 占 全 国 比 例 分 别 为 8.27%、
6.11%、4.44%、6.91% 和 5.22%， 流 出 人 口 占 全 国 比 例 分 别 为
2.77%、1.93%、0.4%、0.3% 和 0.2%， 五 市 净 流 入 人 口 占 全 国 比 例
分别为 5.50%、4.88%、4.04%、6.61% 和 5.02%。广州外省节前净返
A

南方日报（记者 / 成希 通讯员 / 交通宣）．2015 年春运大幕落下 广州发送

旅客 2954 万人次［EB/OL］．（2015-3-15）．http://kb.southcn.com/content/201503/15/content_120069043.htm.

乡人口为 606 万，居深圳、北京、东莞、上海之后列全国第五位，节
前南下过年人口 60 万人。依据百度春运人口迁徙大数据推算的其他
城市人口流动情况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百度 2015 年春运人口迁徙大数据推断

流出人
口占比

流入人
口占比

净流出
人口占
比

节前净返乡
人口（万人）

北京

8.27%

2.77%

5.50%

825.3

1146.2

1335.0

2481.2

深圳

6.91%

0.30%

6.61%

991.4

1573.6

300.0

1873.6

上海

6.81%

1.93%

4.88%

732.1

1016.8

1429.0

2445.8

东莞

5.22%

0.20%

5.02%

752.9

1195.1

190.0

1385.1

广州

4.44%

0.40%

4.04%

606.4

1082.9

820.0

1902.9

天津

2.77%

1.20%

1.57%

235.5

327.1

1010.0

1337.1

重庆

2.31%

2.86%

-0.55%

-152.2

-310.7

3350.0

3039.3

指标
城市

外来
户籍
总人口
人口
人口
（万人）
（万人） （万人）

（三）基于城市间逐日逐小时人口流动大数据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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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逐小时人群流动数据字段变为如表 4-2 所示。春节期间的人口流
动大数据主要考察总人口流动规模的流量、流向变化，在数据选取方
面，我们采用 2015 年 2 月 7 日至 2 月 16 日共 10 天的数据。春节节
前的人口流动主要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力流动，而春运之后的人口
流动则以商务、旅游等人口流动为主。一般而言，基于大数据的春运
节前人口流动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该城市人口流出（流入）总量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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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流动流量、流向及其新变化。本文依旧采用该数据，所不同的是逐

第

春运及春季全国城市间逐日逐小时人群流动数据来推断京沪人口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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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津、姚阳（《大数据》，2016）利用百度公司提供的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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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构成，即推断城市总的外来人口；而春运之后平稳时期商旅人口流
动流量、流向的大数据推断有助于我们把握城市间以人口为代表的日
常性流动，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构建国内城市网络价值体系，从人
口流动的视角测度该城市在国内城市价值体系中的标准化数值，基
于此类的定量研究在国内外将是首次测定。由于我们所获得的数据
源在春节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保证对城市日常商旅流动人口测
度 的 平 稳 性， 我 们 选 取 2015 年 4 月 13 日 至 4 月 26 日 共 14 天 的 数
据。为方便我们快速计算，选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系开发的
PostgreSQL 作为数据处理工具。PostgreSQL 支持大部分 SQL 标准，
该 工 具 可 有 效 提 供 复 杂 查 询、 外 键、 触 发 器、 视 图、 事 务 完 整 性、
MVCC 等数据分析工具，同时可方便后续研究中更多方法的扩展。
表 4-2

2015 年春运及春季全国城市间逐日逐小时人群流动数据字段说明
CtopLineIn（各城市热门迁入线路）

118
city
迁入城市

name
始发地

num
迁入热门线
路数

singleNum
单向线路数

per
在总线路中
的占比

floatFlag
常量，无
意义

例：广州

北京

148

148

0.0278

0

CtopLineOut（各城市热门迁出线路）
city
迁出城市

name
终点站

num
迁出热门线
路数

singleNum
单向线路数

per
在总线路中
的占比

floatFlag
常量，无
意义

例：广州

上海

168

168

0.0292

0

我 们 将 2015 年 春 季 全 国 城 市 间 逐 日 逐 小 时 人 群 流 动 数 据
（2015 年 4 月 13 日 至 4 月 26 日 共 14 天 ） 通 过 p g A d m i n I I I 导 入
PostgreSQL 系统中，数据表包含的数据量为 1,032,020 行，数据库文
件名为“PCityFlow”，其所包含的人口流动样本量足够支撑流量、流

向分析的准确性。PCityFlow 文件包含 4 个数据表：CityIn（城市间
跨省人口流入）、CityOut（城市间跨省人口流出）、PtopLineIn（省级
单位跨省人口流入）、PtopLineOut（省级单位跨省人口流出）。我们
采用 R 语言，借助 xlsx 和 RPostgresql 程序包，将零散的 Excel 文件
导入 PostgreSQL 数据库，便于后续研究中更多的人口流动流量、流
向变化的数据分析。

五、广州日常性商旅人口流动大数据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除如北京、上海、杭州等以商务性流动为主的城市以及海南、黄
山、眉山、乐山等以旅游性流动为主的城市外，广州春节节前流出的
人口流量中，大部分是民工流且以外省户籍返乡过年流量为主。流向
北京、上海、杭州等商务性人口流动中，既包括本地户籍的商务人
口，也包括来穗工作的外地人口，而旅游性流动中，基本上以本地人

旅人口流动存在对称性，即流出流量大致与流入流量相等，因此我们
省流出人口流动流量进行分析。已经导入的数据库中共有 21809 行
数据，数据视图如图 5-1 所示。其中 Row.names 字段表示全国数据
库中所在行；city 字段表示流向地；name 字段表示流出地，都是从
“广东 _ 广州”流出；num 字段表示流量；singlenum 字段表示线路
数，由于数据采集发生变化，该字段数值与 num 字段相等，后述分
析中无应用价值；per 表示流量占该时段流入量的百分比，只测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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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择 百 度 公 司 2015 年 4 月 13 日 至 2015 年 4 月 26 日 期 间 由 广 州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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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性商旅人口流动应该以春运高潮过去之后方能显现。由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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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城市，一般地级市为空白；date 表示测量日期；time 表示测量的时
间，每天 24 个小时，每小时汇集一次数据。

图 5-1

广州商旅人口流动数据视图

（二）全国各地流向广州的人口流动流量分析
利用 SQL 查询：
SELECT city, name,sum(num) as num0,to_char(sum(per)/2.4,
'9999.999%') As per0
FROM public."CityIn04"
where name=' 广东 _ 广州 '
group by city, name
order by num0 desc
我们得到 2015 年 4 月 13 日（农历二月二十五日）至 4 月 26 日
（农历三月初八日）人口从全国各地流向广州的人口流动总流量情况

（表 5-1）。虽然春运流动高峰期已过，但仍然有大量就业性人口流向
广州，其中衡阳流量最大，多为就业性客流，且以农民工为主；其次
是武汉和长沙，其中商旅性流量比较难以测定；来自桂林的主要是
广州常住人口旅游回归，也有一部分以广州为支点的散乱性旅游人
口，商务性流动占比不高；南宁则既有就业性人口流动，也有商旅性
流动；上海以商务流为主，重庆则为商旅、就业流叠加。流量超过
1000 的城市共有 24 个。
流向广州的人口流动流量（2015.04.13 — 2015.04.26）

（续表）

流量

占流出地百分比

广东 _ 广州

湖南 _ 衡阳

6873

0.00%

广东 _ 广州

湖北 _ 武汉

5390

5.88%

广东 _ 广州

湖南 _ 长沙

5376

8.53%

广东 _ 广州

广西 _ 桂林

5261

0.00%

广东 _ 广州

广西 _ 南宁

4539

14.80%

广东 _ 广州

上海 _ 上海

3718

0.92%

广东 _ 广州

重庆 _ 重庆

3540

2.96%

广东 _ 广州

江西 _ 赣州

3279

0.00%

广东 _ 广州

四川 _ 成都

3129

2.69%

广东 _ 广州

贵州 _ 贵阳

2705

7.69%

广东 _ 广州

浙江 _ 杭州

1888

1.36%

广东 _ 广州

云南 _ 昆明

1772

3.22%

广东 _ 广州

河南 _ 郑州

1586

2.91%

广东 _ 广州

湖南 _ 永州

1555

0.00%

广东 _ 广州

广西 _ 梧州

1499

0.00%

广东 _ 广州

湖北 _ 荆州

1497

0.00%

广东 _ 广州

湖南 _ 株洲

138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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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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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地

流出地

流量

占流出地百分比

广东 _ 广州

北京 _ 北京

1139

0.32%

广东 _ 广州

湖南 _ 郴州

1115

0.00%

广东 _ 广州

福建 _ 厦门

1106

0.00%

广东 _ 广州

河南 _ 南阳

1057

0.00%

广东 _ 广州

湖南 _ 岳阳

1047

0.00%

广东 _ 广州

河南 _ 驻马店

1023

0.00%

广东 _ 广州

江苏 _ 南京

1020

1.04%

从流量与距离乘积表示的周围流量当量来看（表 5-2），成都、
重庆、上海、武汉列前四位，且周转当量差距并非太大，表明这四大
城市与广州的人流联系非常紧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广州与这四个长
江经济带城市之间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此外，邻近
的长沙、衡阳人口流动周转当量也比较大，主要源于武广高铁的辐射
带动作用。
表 5-2 流向广州的人口流动流量周转当量
（2015.04.13 — 2015.04.26）

（续表）

流入地

流出地

流量

主要交通线路
距离（公里）

周转流量当量
（流量公里积）

广东 _ 广州

四川 _ 成都

3129

2000

6258000

广东 _ 广州

重庆 _ 重庆

3540

1700

6018000

广东 _ 广州

上海 _ 上海

3718

1600

5948800

广东 _ 广州

湖北 _ 武汉

5390

1000

5390000

广东 _ 广州

湖南 _ 长沙

5376

700

3763200

广东 _ 广州

湖南 _ 衡阳

6873

500

3436500

广东 _ 广州

浙江 _ 杭州

1888

1400

2643200

广东 _ 广州

北京 _ 北京

1139

2200

2505800

（续表）

流量

主要交通线路
距离（公里）

周转流量当量
（流量公里积）

广东 _ 广州

贵州 _ 贵阳

2705

900

2434500

广东 _ 广州

河南 _ 郑州

1586

1500

2379000

广东 _ 广州

广西 _ 南宁

4539

500

2269500

广东 _ 广州

云南 _ 昆明

1772

1200

2126400

广东 _ 广州

广西 _ 桂林

5261

400

2104400

广东 _ 广州

江西 _ 赣州

3279

600

1967400

广东 _ 广州

湖北 _ 荆州

1497

1200

1796400

广东 _ 广州

江苏 _ 南京

1020

1700

1734000

广东 _ 广州

河南 _ 南阳

1057

1400

1479800

广东 _ 广州

河南 _ 驻马店

1023

1300

1329900

广东 _ 广州

湖南 _ 永州

1555

600

933000

广东 _ 广州

湖南 _ 株洲

1385

650

900250

广东 _ 广州

湖南 _ 岳阳

1047

850

889950

广东 _ 广州

福建 _ 厦门

1106

600

663600

广东 _ 广州

广西 _ 梧州

1499

300

449700

广东 _ 广州

湖南 _ 郴州

1115

350

390250

总体来看，春运高峰过后，广州与国内特大城市的联系强于与劳
超千万的城市联系密切。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西部大城市属于
泛珠三角区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这些地区主要作为广州的劳动
力供给地。随着中西部经济崛起，商旅等双向人口流动和经贸交流将
成为主流。此外，铁路网是广州延伸其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的关
键因素，广州应积极推动加快与这些地区的铁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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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州流向全国各地的人口流动流量分析
利用 SQL 查询：
SELECT city, name,sum(num) as num0,to_char(sum(per)/2.4,
'9999.999%') As per0
FROM public."CityOut04"
where name=' 广东 _ 广州 '
group by city, name
order by num0 desc
我们得到 2015 年 4 月 13 日（农历二月二十五日）至 4 月 26 日
（农历三月初八日）人口从广州流向全国各地的人口流动总流量情况
（表 5-3）。广州 — 香港流动占第 1 位；其次流向北京、上海、武汉
的人口流量分别占据第 2、第 3 和第 4 位；赣州、衡阳等劳动力供应
地区的流量依旧比较靠前，主要是这些地区自 2003 年广东实施人口
和产业的双转移过程中有不少劳动力密集企业转移到这两个地区，因
而与珠三角联系密切。流向重庆和成都的流量依旧较大。流量超过
2000 的共有 13 个城市。14 天中，共有 17 个城市每天都有数据。
表 5-3

2015 年 4 月广州与其他城市间逐日逐小时人群流动数据

（续表）

city
流出城市

name
流入城市

Sum(num)

Sum(per)

流量

占比（%）

day
统计天数

广州

香港

10718

26.6809

14

广州

北京

7859

19.6303

14

广州

上海

5845

13.947

14

广州

武汉

5233

12.3394

14

广州

赣州

4866

12.3004

14

广州

衡阳

4018

9.5812

14

（续表）

Sum(per)

流量

占比（%）

day
统计天数

广州

长沙

3819

9.1812

14

广州

桂林

3504

8.0277

14

广州

厦门

3034

6.9434

14

广州

南宁

3016

7.5884

14

广州

重庆

2816

6.5741

14

广州

成都

2112

5.427

14

广州

澳门

2073

5.3122

14

广州

杭州

1325

3.1265

14

广州

贵阳

1018

2.7169

14

广州

海口

533

1.7019

13

广州

郑州

467

1.4269

14

广州

梧州

408

1.2083

10

广州

昆明

354

1.0201

14

广州

南京

194

0.4879

10

广州

贵港

188

0.4346

7

广州

玉林

178

0.9962

9

广州

郴州

165

0.5768

10

广州

西安

155

0.4794

10

广州

南昌

132

0.2976

6

广州

天津

100

0.2703

7

广州

三亚

99

0.3785

9

广州

福州

88

0.3062

7

广州

荆州

81

0.2396

6

广州

黔东南

48

0.1075

3

广州

台北

45

0.080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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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流出城市

name
流入城市

Sum(num)

Sum(per)

流量

占比（%）

day
统计天数

广州

崇左

34

0.0855

1

广州

泉州

31

0.1017

3

广州

吉安

26

0.0884

3

广州

驻马店

23

0.077

3

广州

南阳

21

0.0614

2

广州

漳州

19

0.1295

4

广州

苏州

19

0.1206

4

广州

贺州

18

0.0367

1

广州

北海

14

0.0332

1

广州

孝感

14

0.0644

1

广州

黄山

13

0.0572

2

广州

永州

11

0.075

2

广州

襄阳

9

0.0224

1

广州

黄冈

6

0.0323

1

广州

沈阳

6

0.0359

1

广州

天门

5

0.0385

1

广州

青岛

5

0.042

1

广州

宁波

4

0.0255

1

从周转流量当量来看（图 5-2），广州 — 北京周转流量最大，其
次是广州 — 上海方向。武汉、重庆、成都分列第三、第四和第五位。
特大城市之间的周转流量当量大，且每天都有相应的数据记录。除赣
州和衡阳外，其他城市人口流动流量当量较小，这些地区依旧仅是广
州劳动力供给地。

图 5-2

广州商务、旅游人口主要城市周转流量当量（2015 年 4 月）

127
第第第第
第第第第第第第

第

图 5-3

广州商务、旅游人口主要城市流向示意图（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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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运劳动力流动大潮退去，赣州、衡阳等劳动力输出地区因其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依旧保持与广州有较大的商旅人口流动，
其他城市如玉林、贵港等由于没有抓住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机遇而导
致与广州的商旅交往人口稀少。从图 5-3 可以看出，广州商旅人口
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圈层特征：一是南宁 — 桂林 — 衡阳 — 赣州 — 厦门
5 市圈层离广州最近，除赣州外都有高铁线路相连；二是昆明 — 贵
阳 — 长沙等沿沪昆高铁线圈层，向东大致可将南昌 — 福州 2 市纳入
圈层中；第三圈层是长江沿岸的成都 — 重庆 — 武汉等特大城市，并
一直延伸到上海。

六、广州人口流动大数据研究的对策与建议
2015 年 8 月 31 日， 国 务 院 印 发《 促 进 大 数 据 发 展 行 动 纲 要》
（简称《纲要》）。《纲要》指出：2018 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
一开放平台；到 2018 年，跨部门共享校核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发展分
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无论是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还是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的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都明确
地提出了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施推进时间安排，由于大数据研究的复
杂性，时间极其紧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口大数据是其他大数据
的基础和核心。严格说来，《纲要》提出的政府数据充其量只是大数
据化的数据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仅仅依靠政府数据进行跨部门
共享校核，所得到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只能是大数据化的数据。离
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生成动态化、实时化、大容量化还有相当大的差
距。因此，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的信息生成依旧离不开企业数据，特

别离不开对移动通信、交通和社交网络等大数据的分析。
政府数据在获取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以人口普查
为例，每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需要支付纳税人 500 亿元的直接成本，
平均每年的直接成本就在 100 亿元以上。这种基于人力进行的普查会
无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误差，而基于移动通信、交通和社交网络
的人口流动大数据分析，将有助于提出更为精细和准确的人口基础信
息，且这些基础信息可以进行动态化、实时化的更新和可视化呈现。
无论是从培养大数据人才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角度，都需要移动
通信、交通和社交网络等运营商向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尽可能过滤了
私人信息的可用于大数据研究的数据接口。我们认为，为推进国家人
口大数据研究，政府应明确立法要求移动通信运营商、公共交通运营
企业（如地铁、公交、高铁、航空企业等）、BAT 等掌握大数据的企
业提供可用于研究的数据或数据接口。提供用于大数据研究的企业对
其提供的数据进行必要的处理，同时政府向其支付费用（相当于政府
采购），数据提供者的服务也可以税收抵扣的形式进行补偿。高校或
科研机构也应明确数据需求。国家可设立大数据基础研究数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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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15（5）．
［10］ 张强，周晓津．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估算与调控路径选择
［J］．西部论坛，2014（2）：1 — 16．
（选自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5 年度课题
“基于大数据的广州人口流动研究”。课题负责人：阮晓波；成员：周
晓津、杨广丽、范拓源、周仁满、邱志军。）

健康及相关因素对广东省高校离退休
老人健康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

贝（南方医科大学）

据《 中 国 老 龄 事 业 发 展 报 告（2013）》 显 示， 截 至 2012 年 底，
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已达到 1.94 亿，占总人口的 14.3%。根据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规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年龄构成中，60 岁以上者
占 10% 或 65 岁以上者占 7% 即出现人口老龄化。进入老年期的个体
会出现生理功能衰退、感知觉功能下降、记忆力衰退、情绪不稳定等
一系列心理生理变化，进而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沿海地区

的老龄人口规模大且增速快，总体上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

［2］

，故本

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调查，进一步完善高校老年人生活质量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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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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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广东省部分地区为切入点，对高校离退休老年人生活质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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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来源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共抽取全省 7 个市包括广州、深
圳、湛江、茂名、东莞、汕头、惠州，在各市城区中选取高校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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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比较集中又有一定代表意义的高校教职工生活区进行座谈和问卷
调查。根据国际通用的老年人口年龄划分，本研究的高校离退休老人
年龄设定为 60 岁及以上。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普查资料分析、问卷调查、深入访谈三者相结合的方
法。根据普查资料分析高校离退休老人的基本特征，通过样本估算选
取一定数量的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对调查员进行严格培训，使用统
一的指导语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深入的调查和访谈。

（三）研究内容
本次调查问卷将自编的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和 36 条目简明健康量
表（SF-36 量表）相结合。SF-36 量表包括 8 个领域：躯体活动功能
（PF，10 个条目）、躯体功能对角色功能的影响（RP，4 个条目）、社
会 功 能（SF，2 个 条 目）、 疼 痛（BP，2 个 条 目）、 精 神 健 康（MH，
5 个条目）、情绪对角色功能的影响（RE，3 个条目）、活力（VT，4
［3］

个条目）、健康总体自评（GH，5 个条目） 。此 35 个条目分别测定
与健康有关的 8 个维度，另外还有 1 个条目测定健康变化情况。每个
维度分数分别计算，并以之衡量离退休老年人生活质量，最终评分值
范围为 0 — 100，分数越高表明生命质量越好

［4］

。

（四）统计学方法
建立 EpiDate 数据库，使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录入全部合格
数据，完成校验和数据的相关分析。描述分析：分类资料采用频数或

构成比（%）进行描述；计量资料采用均数（Mean）、标准差（Std）
进行描述。影响因素分析：对基本影响因素采用单因素分析，之后在
其基础上进行多因素分析相并建立多元回归方程式。无特殊情况，各
检验均以 α=0.05 为检验水准。

二、结果
（一）一般情况
共发放问卷 430 份，经审核回收后，有效问卷 412 份，有效率为
95.8%。本次调查老年人基本情况见表 1，对性别、年龄、婚姻情况、
文化程度、职业、目前居住状况均做出了构成比描述。
表1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文化程度
198

48.1

高中及以下

112

27.1

女

214

51.9

大中专

95

23.1

本科及以上

205

49.8

年龄（岁）
236

57.3

职业

70 — 79

132

32.0

教师 / 专业技术

316

76.7

≥ 80

44

10.7

管理

96

23.3

婚姻情况

目前居住情况

在婚

303

73.5

独居

56

13.6

离异

61

14.8

与配偶同住

213

51.7

丧偶

48

11.7

与子女 / 孙辈同居

143

34.7

第第第第第第第

60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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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第

项目

调查人群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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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工种离退休老人 SF-36 量表维度得分的比较
以年龄、文化程度、退休前职称、退休时间为协变量，进行各组
间因子分的协方差分析，经 Levene's 检验，各因子方差均齐性，由
表可知边缘均数与调整前均数差别很小，可认为年龄、文化程度、退
休前职称、退休时间对各因子分无影响。两组各因子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进行协方差分析得到教师组各因子分比管理组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表 2）。
表2

不同工种高校离退休老人 SF-36 量表维度得分的比较（ x ±s）
教师组（n=316）

管理组（n=96）

因子

调整前
x ±s

调整后
均数

调整前
x ±s

调整后
均数

F

P

PF

62.35±20.14

68.50

54.57±18.62

58.35

15.342

0.000

RP

53.26±46.37

51.09

32.63±21.26

30.10

14.002

0.000

*

64.12±25.91

69.55

59.10±24.63

-

9.926

0.000

*

58.27±24.32

-

38.62±24.53

39.15

35.721

0.000

VT

64.26±22.15

68.05

44.70±27.82

48.26

38.452

0.020

*

75.04±26.30

80.51

66.54±27.24

-

8.945

0.000

**

66.31±35.46

-

36.71±39.31

36.61

25.452

0.000

**

75.30±24.65

-

51.58±20.47

53.20

31.747

0.000

BP

GH
SF
RE

MH

* 方差不齐，采用 lg（10+BP）转换后进行协方差分析
** 方差不齐，采用 lg（110-SF）转换后进行协方差分析

（三）SF-36 量表单因素分析
此分析以生活质量的加权平均分为因变量，引入 11 个指标作为

自变量，分别是性别（X 1）、年龄（X 2）、文化程度（X 3）、婚姻状况
（X 4）、退休时间（X 5）、退休前职称（X 6）、居住情况（X 7）、有无慢
性病（X 8）、日常参加体育锻炼情况（X 9）、心理健康（X 10）、幸福度
（X 11）。进行单因素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居住情况、有
无慢性病、日常参加体育锻炼情况、心理健康、幸福度组间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表 3）。
表 3 高校离退休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n

Mean±Std

男

198

80.4±16.25

女

214

71.5±18.74

60 — 69

236

79.2±12.65

70 — 79

132

75.6±15.24

80 岁及以上

44

69.9±17.25

独居

56

64.6±15.79

与配偶同住

213

75.1±13.56

与子女 / 孙辈同居

143

78.2±16.48

有

327

64.9±16.53

无

85

79.0±17.35

参加

249

77.5±14.36

不参加

163

72.7±15.82

（续表）

t/F 值

P值

5.621

0.000

5.13

0.019

性别

年龄

居住情况

135
8.357

0.000

第第第第

﹣ 9.230

0.000

第第第第第第第

21.532

0.000

慢性病

第

体育锻炼情况

心理健康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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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n

Mean±Std

有心理问题

107

67.2±16.30

无心理问题

305

75.4±16.53

幸福感好

325

74.5±12.38

幸福感差

87

65.3±18.02

t/F 值

P值

13.542

0.000

幸福度
8.367

0.000

注：两两比较用 t 检验，两组以上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四）SF-36 量表多因素分析
在前期单因素的相关分析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找出影响
广东省离退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以生活质量加权平均分为
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性别（X 1）、年龄（X 2）、居住情况

136

（X 7）（与配偶同住 X 71、与子女 / 孙辈同居 X 72）、有无慢性病（X 8）、
日常参加体育锻炼情况（X 9）、心理健康（X 10）、幸福度（X 11）七个
指 标 作 为 自 变 量， 在 进 入 水 准 SLE=0.05， 剔 除 水 准 SLS=0.10 下，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离退休知识分子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离退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是有无慢
性病、居住情况、参加体育锻炼情况、心理健康、幸福度，而年龄与
性别两个因素的影响虽在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但在似然比检
验中超过了剔除水准，故未进入回归方程。
根据以上结果建立回归方程为：
Y = 58.356+1.381X 71 +2.617X 72 — 9.236X 8 +4.573X 9 +5.398X 10 +
6.852X 11
结果提示：广东省离退休老年人生活质量与居住情况（X 7）、日
常参加体育锻炼情况（X 9）、心理健康（X 10）、幸福度（X 11）的四个

变量呈正相关，与有无慢性病（X 8）呈负相关（表 4）。
表4

高校离退休老年人 SF-36 量表多元回归分析
T值

P值

8.473

0.000

0.521

5.531

0.010

0.427
0.525

0.039
0.251

6.247
7.382

0.009
0.000

4.573

1.532

0.872

7.715

0.000

无心理问题
主观幸福度（对照组 = 幸福感差）

5.398

0.395

0.831

6.319

0.007

幸福感好

6.852

0.429

0.592

9.723

0.000

Constant

B

SE

58.356

8.942

-9.236

1.693

1.381
2.617

Beta

疾病（对照组 = 无）
有
居住情况（对照组 = 独居）
与配偶同住
与子女 / 孙辈同居
体育锻炼（对照组 = 无）
有
心理健康（对照组 = 有心理问题）

2

R =0.751 F=16.827 p=0.000

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度这五个方面。

（一）慢性病患病情况与老年人生活质量呈负相关
通过单因素分析发现，没有患慢性病的高校离退休老人生活质量
得分高于患慢性病的老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慢性病患病情况与

第

的因素是慢性病患病情况、居住情况、日常参加体育锻炼情况、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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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广东省高校离退休老年人健康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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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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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呈负相关。与李淑杏等

［5］

研究结果一致，患慢性病的老年

人生存质量各个维度的分值均低于没有患病的老年人。慢性病不仅使
老年人行动受限，影响其日常活动，还会使其心理压抑，可能产生一
定的心理问题

［6］

。上述研究还提到，生理活动的限制产生的不良情

绪和心理感受又会作用到身体机能上，加重疾病感受对生活质量的影
响，形成恶性循环。部分老年人由于已经适应长期的慢性病患病状
态，可能会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意识不到位，进而导致一些严重的后
果

［7］

。

（二）居住情况和日常锻炼情况与老年人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本次调查中发现，不同居住方式下高校离退休老人生活质量得分
存在差异，分数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与子女 / 孙辈同居 > 与配偶同住

138

> 独居，可见，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生活质量得分最高，生活质量
最好。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下，传统观念仍然强烈地影响着老年
人的心理健康和精神生活，而传统意义上的大家庭结构充分满足了老
人的需要，其生活水平、精神生活、生活满意度和家庭支持高于独居
老人

［8］

。与既往研究一致，有稳定的婚姻关系和与配偶、子女同住的

老年人生活质量比婚姻状况不稳定或独自居住的老年人好

［9］

。分析结

果还显示，参加体育锻炼的老人得分高于不参加锻炼的老人。长期坚
持适当的锻炼有助于改善老年人体质，使其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

（三）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度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
因素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度和心理健康情

况与生活质量相互影响。由于身体情况逐渐力不从心，大部分老年人
离退休后都会经历从“主要角色”到“辅助角色”的转变，不论对社
会还是对家庭。这样的角色转变给老年人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需
要通过自我心理调节和接受外界支持来平缓过渡。邓云龙等的研究结
果也表明了家人的支持对于老年人幸福度显著增高

［10］

。同时研究指

出，失去社会与家庭的支持会影响老年人正常的身心需求，极易患上
老年抑郁，大大降低了主观幸福感。
综上所述，从老年人的健康观念着手，利用社区、街道委员会等
对健康知识进行推广普及，对老年人进行适当的健康教育，帮助其建
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其幸福度及生活质量。除此之外，还应增加
社区老年人的服务设施和服务内容，包括医疗保健、家政服务、健康
娱乐、学习教育等，提高社区为老年人服务的质量，不仅让老年人享
受到有关的照顾资源，还要让老年人享受到高质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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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居民卫生防病知识知晓与健康
行为养成现况调查
张屹立（南方医科大学）

广州市制定并发布的建设健康城市规划（2011 — 2020）是针对
城市化问题给人群健康带来的挑战而倡导的一项战略行动，培育健康
人群，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健康促进与教育，提升居民的
卫生防病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养成率是建设健康城市的基本要义。
为了动态监测和科学评价广州市居民基本卫生防病知识知晓与健康行
为养成情况，广州市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组
于 2014 年 7 月 — 12 月组织了此次调查。此项调查将为相关部门持续
时，将帮助居民树立卫生防病意识，提高其健康行为技能，全面提升

第第第第第第第

广州市居民的健康水平。

第第第第

和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工作，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供依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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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在广州市居住 6 个月以上，年龄在 18 岁以上的城乡居民及外来
流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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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样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广州市 12 个区（市）中随机
抽取 3 个，在抽取的区（市）中分别随机抽取 3 个街道共 9 个街道，
在抽取的 9 个街道中分别随机抽取 2 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随机选择
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 150 人，应调查 2700 人，实际调查 2790 人。

（三）调查实施
选择以卫生部发布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 基本知识与技能
（试行）》及《健康 99 条 —— 公民健康素养读本》为居民卫生防病及
行为养成核心信息，从由此形成的《居民卫生防病知识与健康行为养
成考核题库》中随机抽取居民基本和重点卫生防病知识知晓各 20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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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居民健康行为养成 10 道题，编制广州市居民基本卫生防病知识
知晓与健康行为养成现况调查问卷。采用自填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现场调查。有一定文化和认知能力的被调查对象自行填写问
卷，不能自行填写问卷的则与调查员进行面对面访谈，由调查员根据
访谈采集的信息完成问卷填写。

（四）卫生防病知晓率计算方法
被调查者合计答对题数 / 被调查者应答题总数 ×100%；健康行
为形成率计算方法：被调查者正确行为项数 / 被调查者行为总项数
×100%。

（五）统计分析
采 用 Epidata 3.0 建 立 数 据 库， 采 用 SPSS 21.0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分析。

二、结果
（一）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000 份，收回问卷 2790 份，问卷回收率
为 93%。2790 名 调 查 对 象 中， 男 性 1099 人（34.9%）， 女 性 1691
人（60.6%）； 城 市 居 民 1748 人， 占 62.7%， 农 村 居 民 500 人， 占
17.9%，外来流动人员 542 人，占 19.4%；57.3% 的调查对象的年龄
分布在 18 — 29 岁，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以高中或中专和大专及以上
为主，分别为 889 人和 1210 人，分别占比 31.9% 和 43.4%（表 1）。

人数 n（%）

性别

人口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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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n（%）

调查对象类型
1099（39.4）

城市居民

1748（62.7）

女

1691（60.6）

农村居民

500（17.9）

外来流动人员

542（19.4）

年龄（岁）
18 — 29

1598（57.3）

文化程度

30 — 39

511（18.3）

小学及未上学

160（5.7）

40 — 49

349（12.5）

初中

531（19.0）

50 — 59

200（7.2）

高中或中专

889（31.9）

60 及以上

132（4.7）

大专及以上

1210（43.4）

第第第第第第第

男

第第第第

人口学特征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第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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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卫生防病知识知晓情况
各调查对象的基本卫生防病知识知晓率为 78.14%。居民对合理
膳食、运动利于防病健身、人类疾病与环境污染等 6 项内容相关知识
的知晓程度较高，知晓率在 90% 以上。但对于无烟环境对不吸烟者
健康的保护、长期吸烟会引起的疾病、艾滋病和乙肝的主要传播方
式等 7 项内容相关知识知晓率均低于平均水平，其中被犬、猫抓伤、
咬伤后应立即采取的行为的知晓率甚至没有超过半数，仅为 37.3%
（表 2）。
表2

调查对象基本卫生防病知识知晓情况

（续表）

调查内容

回答正
确数

知晓
率（%）

合理膳食包括很多内容，如食物多样化、三餐合理安排、定时
定量等

2549

91.4

改变久坐少动的生活方式，养成天天运动，多活动的习惯，有
利于防病健身

2688

96.3

室内喷杀虫剂后，人应该离开房间，关闭门窗，进入后应先开
窗通风

2516

90.2

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是接种疫苗

2468

88.5

建议成人每天至少饮水 1200 毫升（6 杯），进行累计相当于
6000 步以上的身体活动

2240

80.3

成年人的睡眠时间一天应该保证 7—8 个小时

2501

89.6

只有真正的无烟环境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不吸烟者的健康

2079

74.5

食品虽然过了保质期，只要没坏，还是可以食用的

2183

78.2

人类疾病主要是自身因素引起的，与环境污染关系不大

2643

94.7

劳动者要了解工作中存在的危害因素，遵守操作规程，注意个
人防护

2687

96.3

（续表）

调查内容

回答正
确数

知晓
率（%）

长期吸烟能引起下列哪些疾病

1458

52.2

艾滋病和乙肝的主要传播方式为

1830

65.6

现代健康概念包括

2228

79.9

如果被犬、猫抓伤、咬伤后应立即

1040

37.3

您认为以下哪个动物会传播疾病

2039

73.1

工作场所的设备、工具、用品等应

2201

78.9

关于肺结核，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1489

53.4

长期大量饮酒对人体的那个脏器损害最严重

2206

79.1

造成中小学生近视率升高的因素有

1969

70.6

哪类食物中所含的必需氨基酸种类齐全、数量充足、比例适
当，被称为优质蛋白

2584

92.6

（三）重点卫生防病知识知晓情况

需要我们更多的人来关心关爱艾滋病人及感染者的知晓率最高，分别
用、癌症的认识、砧板的使用、不干净的水的危害、精神卫生及预防
糖尿病的相关知识知晓率均没超过 70%，其中对如何预防糖尿病的
知晓率仅为 35.3%（表 3）。

第第第第第第第

为 94.7% 和 94.0%。而对于肺结核体征、高血压患者用药、碘盐的使

第第第第

应转诊到专门的结核病防治机构检查、治疗和管理以及对抗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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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重点卫生防病知识知晓率为 74.77%。对于肺结核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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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调查对象重点卫生防病知识知晓情况
调查内容

回答正确
数

知晓
率（%）

在冬春季节出现发热、咳嗽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2580

92.5

在夏秋季节少吃凉拌菜，一定要吃凉拌菜要特别注意卫生

2512

90.0

咳嗽、咳痰两周以上，或痰中带血丝，应怀疑得了肺结核病

1848

66.2

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物后，血压降到正常值，并维持一个月
后，就可以自行停药

1930

69.2

高盐、多油、缺乏运动是引起高血压、冠心病的主要原因

2149

77.0

对抗艾滋病，需要我们更多的人来关心关爱艾滋病人及感染者

2621

94.0

肺结核治疗时，患者症状明显改善时即可自行停药

2110

75.6

只要坚持正规治疗结核病，绝大多数肺结核病人是可以治愈的

2419

86.7

肺结核病人应转诊到专门的结核病防治机构检查、治疗和管理

2642

94.7

滥用成瘾性药物，可导致患者产生严重的精神依赖和躯体依赖

2598

93.1

流感的常见症状有

2135

76.5

有计划地给孩子进行预防接种有哪些好处

2051

73.5

碘盐遇高温会失效，所以我们在做饭时应该

1728

61.9

关于癌症的说法，以下错误的是

1679

60.2

关于砧板的使用，您认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1790

64.1

关于食物您认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2281

81.8

喝不干净的水可能会被传染上哪个疾病

1599

57.3

关于下列对精神卫生问题说法错误的是

1838

65.9

预防糖尿病的主要方法是

984

35.3

关于对手足口病的说法错误的是

2226

79.8

（四）健康行为养成情况
在调查对象中，总的健康行为养成率仅为 48.14%，除了毛巾单
独使用情况比较理想，达到了 90% 以外，其他健康行为养成均未超
过 75%，身体不适的处理方式、每周的体育锻炼量、正确的刷牙习
惯和饮食习惯几项行为养成率均低于 50%，其中三餐的营养膳食结
构回答正确的只占 7.9%（表 4）。
调查对象健康行为养成情况
形成
率（%）

您每天都吃早餐吗

1801

64.6

您的毛巾是否单独使用

2510

90.0

您平均多少时间做一次健康体检

1609

57.7

当您感到不舒服时，您一般会怎么做

908

32.5

您每天吃的水果能否达到 200 — 300 克（四两至八两）

785

28.1

您在吸烟时会避开别人吗

1951

69.9

您平均每周参加几次体育锻炼

410

14.7

您认为错误的刷牙方式是

1249

44.8

您每天的刷牙习惯

1988

71.3

您平日的一日三餐中哪餐的营养最好

220

7.9

（五）不同特征调查对象卫生防病知识知晓和健康行为养成
情况
在 调 查 对 象 中， 女 性 的 健 康 行 为 养 成 率 为 50.54%， 男 性 为
44.45%，女性高出男性 6.09%，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优于 50 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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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正确
人数

第第第第

调查内容

第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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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青年人。对基本和重点卫生防病知识知晓情况则没有明显的性别
区分；从年龄分布来看，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基本卫生防病知识
知晓率低于 50 岁以下的中青年人，但重点卫生防病知识知晓率却高
于 50 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在健康行为养成方面，50 岁以上的中老年
人优于 50 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城市居民的卫生防病知识知晓率和健
康行为养成率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外来流动人员低于农村居民；基本
和重点卫生防病知识的知晓率与健康行为养成率都是大专及以上学
历的最高，为 83.35%、78.43% 和 50.22%，小学及未上学人员最低，
为 70.56%、54.75% 和 34.25%。以上描述的不同特征间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1，表 5）。
表 5 不同特征调查对象卫生防病知识知晓和健康行为养成情况 n（%）
（续表）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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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卫生防病知识 重点卫生防病知识
健康行为养成情况
知晓情况
知晓情况

性别
男

17144（78.00）

16406（74.64）

4885（44.45）

女

26454（78.22）

25314（74.85）

8546（50.54）*

18 — 29

25408（79.50）

23460（73.40）

7591（47.50）

30 — 39

7958（77.87）

7725（75.59）

2445（47.85）

40 — 49

5317（76.17）

5185（74.28）

1645（47.13）

50 — 59

3022（75.56）

3340（83.50）

1070（53.50）

60 及以上

1893（71.70）*

2010（76.14）*

680（51.52）*

城市居民

28600（81.80）

27842（79.64）

9042（51.73）

农村居民

8031（80.31）

7223（72.23）

2421（48.42）

外来流动人员

6967（64.27）*

6655（61.39）*

1968（36.31）*

年龄（岁）

调查对象类型

（续表）

特征

基本卫生防病知识 重点卫生防病知识
健康行为养成情况
知晓情况
知晓情况

文化程度
小学及未上学

2258（70.56）

1752（54.75）

548（34.25）

初中

7805（73.49）

7732（72.81）

2456（46.25）

高中或中专

13365（75.17）

13255（74.55）

4350（48.93）

大专及以上

20170（83.35）*

18981（78.43）*

6077（50.22）*

合计

43598（78.14）

41720（74.77）

13431（48.14）

注：*P<0.01。

三、讨论与建议
卫生部于 2008 年发布《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 基本知识与技能
（试行）》第 3 号公告，为了更好地解读此项公告的内容和评价我国
居民健康素养现况，国家及地方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组织专家编制了

其信度及效度较高，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真实性。
78.14%、重点生防病知识总知晓率为 74.77%，健康行为总形成率为
48.14%，这与《广州市建设健康城市规划（2011 — 2020）》中所要
求的到 2015 年三项指标都达到 85% 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
是健康行为形成率指标仅为 48.14%，差距尤为突出。虽然曲欣等人
认为，卫生防病知识是居民健康素养的一种体现，是建立积极、正确
的信念与态度，改变健康相关行为的基础，其可影响居民健康行为的

第第第第第第第

根据本次调查，目前广州市居民基本卫生防病知识总知晓率为

第第第第

为养成考核题库》，本次调查问卷题目是从该题库中随机抽取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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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99 条 —— 公民健康素养读本》及《居民卫生防病知识与健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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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及健康状况
条件

［1］

，但单纯的知识提高不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必要

［2］［3］

，应在有针对性地做好卫生防病知识传播的同时，注重培

养和不断强化居民的健康信念，帮助其态度转变

［4］

，以更有效地促

进其健康行为的养成。
调查发现，在健康行为养成方面女性要明显优于男性，50 岁以
上的中老年人优于 50 岁以下的中青年人。相关研究表明可能是由于
后两者在学习或事业上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并且承受了这方面更大的压
力，而依凭自身体质和性格特质对健康问题有所忽略所致

［5］

；50 岁

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基本卫生防病知识知晓率低于 50 岁以下的中青年
人，但重点卫生防病知识知晓率却高于 50 岁以下的中青年人，提示
应加强对中老年人基本卫生防病知识的普及和加大对中青年人重点卫
生防病知识知晓的教育、宣传。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户籍类型的卫生防病知识知晓率和行为养成
率均呈较大差异，城市居民最高，农村居民次之，外来流动人员最
低，这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相符。有研究认为，户籍类型阻碍了居
民对健康教育服务的有效利用，本地城镇户籍人群获取健康教育服务
的概率要远大于非本地户籍人群、流动人口的卫生保健意识和卫生服
务利用率较低，对社区卫生服务内容的知晓和获取比例与本地户籍者
之间存在差异

［6］

。因此，广州市要进一步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继续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和健康教育的投入，尤其要通过制定相关政
策和采取相应措施来保证外来流动人员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
卫生服务。
研究结果还显示，卫生防病知识的知晓与行为养成均与被调查人
员的学历呈正相关。因此，要加大健康教育的力度，采取有效的干预
措施，形成人人爱健康，讲健康的文化氛围，提升广州市不同层次、
不同年龄、不同类别人员的健康意识、知识和水平。多项研究表明，

以健康教育干预为主的社区干预手段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卫生防病知
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养成率

［7］［8］

，要以健康素养

［9］［10］

内容为蓝本，

协同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及社区，在广泛普及健康知识的同时，注重
培养居民将知识转化为行为方式的能力，依托各种教育活动平台，增
加活动频率与覆盖面，实施以提高卫生防病知识与技能、促进健康行
为养成为目的的健康教育综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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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to prevent STD among minority women [J].
N Engl J Med, 1999, 340 (2): 93-100.
［3］ Asiim OG, Opio AA, Musinguzi J, et al. Changes in sexual

［4］ 马 骁． 健 康 教 育 学［M］． 北 京：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2004：
58 — 87．
影响因素的调查［J］．中华护理杂志，2011，46（7）：701 — 704．
［6］ 李侗桐，韩静，吴志军．影响健康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社会因
素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3，16（11）：3665 — 3667．
［7］ 张燕燕，覃业宁，官江，等．健康教育对提高社区居民健康
知识知晓率的影响［J］．广西医学，2009，31（9）：1343 — 1345．
［8］ 庄睿，蔡珊珊，喻松霞．健康教育对社区居民健康知识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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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及健康行为形成率的影响［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1，19
（6）：1046 — 1047．
［9］ 肖瓅，马昱，李英华，等．中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状况及影
响因素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09，25（5）：523 — 526．
［10］ 肖瓅，陶茂萱．健康素养演技进展与展望［J］．中国健康教
育，2008，24（5）：361 — 363．
（选自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 2013 年度课题
“广州市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绩效评价研究”。课题负责人：张屹立；
成员：李贝、洪伊敏、李亚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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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模式设计和实验研究
管

乐（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一、研究背景
多模态话语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西方国家，西方研究
学者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符号学、系统功能语法和
传统话语分析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发展而来。从国外的研究来看，R.
Barthes 是 最 早 对 话 语 进 行 多 模 态 分 析 的 语 言 学 家， 他 在 图 片 与 话
语表达关系方面探讨了话语分析意义。之后，O’Toole, Kress & van
Leeuwen 从视觉语法角度分析了图像。将多模态理论应用于教学方
面，要数 New London Group 贡献最大，他们首次提出了“多元识读
能力（Multiliteracy）的概念和多元识读能力培养的四个基本步骤：
情景操练（situated practice）、明确指导（overt instruction）、批判性
框架（critical framing）和转换实践（transformed practice），并认为
语言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多元读写能力和多模态意义。其
次，Royce, Kress 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我国多模态话语研究也已取得
实质性进展。顾曰国和胡壮麟是最早研究多模话语与外语教学关系的
学者。顾曰国、胡壮麟、张德禄、韦琴红、沈兆文、蒋婷婷等运用多

模态话语对大学英语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多
模态话语理论运用于语言教学的研究还是相当活跃的，其主要表现是
把语言作为社会符号所具有的功能延伸到除语言之外的其他符号，即
图像、声音和动作等视觉、听觉和行为方面的符号模态，促进多模态
读写能力的提高。
国内外关于多模态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
是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三点不足：（1）目前在大学
英语多模态教学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理论探讨方面，实证研究较
少。本研究将从大学英语水平测试，学生 PPT 演示报告成绩和问卷
调查分析这三个方面对实验班多模态教学模式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
（2）目前多模态大学英语教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单一，大部分的研究主
要是通过实验班和对照班前测和后测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本研
究在同一个实验班的上下学期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法，并对英语水平测
试成绩和学生 PPT 演示报告成绩进行成对样本 t 检验。（3）目前多模
态大学英语教学的实证研究很少包括学生 PPT 演示报告的实证研究，

的影响。

本文以多模态话语理论为基础，结合我校学生大学英语水平，从
三个方面对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模式进行构建：一是教师多模态话语
的运用在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学生在大学英
语多模态教学实践中多元识读能力的提高，三是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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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模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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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重要内容，以此来验证多模态大学英语教学对学生的多元识读能力

第

本文将学生 PPT 演示报告作为多模态大学英语教学形成性评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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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标准。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模式具体如图 1 所示。本文根据该
教学模式从学生的英语水平、多元识读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三个方面
对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该模式的有效性。
教师
教

教

学

学

评

评

估

估
多模态话语
多模态教学
文字模态
多

元

识

视觉模态

听觉模态

其他模态

读

多 元 识 读

课堂教学

学生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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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模态

自主学习

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模式

三、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模式实证研究
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解决以下问题：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模式能否提高学生
的英语水平，多元识读能力以及学习动力呢？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广州某本科学院非英语专业大学二年级一个普通班作为
实验班，本班学生人数为 45 人。通过在同一个实验班上下学期实施
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上下学期的英语测试成绩和 PPT 报告成绩进行
成对样本 t 检验，其最终成绩由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65%）和学生

课堂 PPT 展示（35%）两个部分的成绩构成。
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定量研究包
括实验班学生的期末大学英语水平测试成绩、学生 PPT 演示报告成
绩和问卷调查分析，以确定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模式对学生多元识读
能力以及英语语言运用能力的影响。定性研究包括对多模态大学英语
教学的考察，并通过选取实验组的部分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和质化分
析，分析学生对多模态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感受和看法。
“英语水平测试试卷”总共有两套，分别为实验班上学期和下学
期的期末考试试卷，这两套试卷是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教学计划和
内容进行出题的，试卷的题型和难度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题保持一
致。 学 生 PPT 演 示 报 告 成 绩 具 体 的 评 分 标 准 主 要 是 从 PPT 现 场 讲
解（40%）、P P T 展 示 内 容（30%）、P P T 制 作（20%） 和 小 组 合 作
（10%）四个方面来进行评判。PPT 现场讲解在评判中占有很大比例，

告达到最佳的效果，还可以通过听觉模态评判出学生的英语语言运用
点新颖。PPT 制作主要是指学生在制作 PPT 中是否能有效运用文字、
图片、声音、视频、颜色等多模态符号增加 PPT 演示的思想性、逻
辑性、说服力和感染力。小组合作主要是指小组成员之间分工和配合
的情况，以及每位成员能否用英语讲解负责的内容。“多模态教学与
学生学习动力之间的关系问卷调查”是研究者参考有关研究设计而
成，学生可以选择与学习动力有关的方法，调查后通过百分比对结果
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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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PPT 展示内容主要是指演示内容是否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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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善于运用服饰、面部表情、手势和姿势等各种模态使 PPT 演示报

157

第

通过 PPT 现场演讲可以通过视觉模态观察学生在 PPT 演示报告中能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选编（第十辑）·下卷

4. 研究过程
本 实 验 研 究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第 一 阶 段 是 从 2015 年 2 月 开 始 至
2015 年 7 月结束，持续 18 个教学周，第二阶段是从 2015 年 8 月开
始至 2015 年 12 月结束，持续 18 个教学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在
同一个实验班运用了不同的教学方法，均由同一位老师任教。在第一
阶段，老师采用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实验班的所有学生都参加
了第一阶段的期末考试。在第二阶段，老师采用了多模态教学的教学
方法，任课老师根据多模态教学的特点对学生进行“明确指导”，学
生依据本单元的主题进行“情景实践”，并通过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
习系统的教学软件收集和整理了多模态信息，并接触到了多元文化的
识读世界。运用视觉模态、听觉模态、手势模态和空间模态等对 PPT
演示报告进行制作和操练，同时学生还通过自身的社会、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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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价值观的知识体系对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
“批判性框架”的构建。最后，通过小组合作对制作的 PPT 进行“转
换实践”。通过多模态教学，学生更好地运用了多模态符号进行戏剧
表演，英语电影配音，英语演讲和英语辩论等实践方式提高语言的运
用能力，让学生综合多种模态将其“转换实践”运用于不同的语境之
中以生成新的意义。研究者对实验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期末英语水
平测试成绩和英语 PPT 演示报告的成绩分别进行成对样本 t 检验，以
确定多模态教学模式在学生大学英语学习中出现的差异。在实验结束
后，随机选取部分实验班学生进行多模态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的深
度访谈，访谈围绕多元识读能力、英语运用能力等方面展开。

四、结果分析
1. 英语水平能力测试
本研究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 SPSS19.0 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
统计，使用成对样本 t 检验的统计方法，用于比较实验班第一阶段和
第二阶段的英语水平测试差异，以下是英语水平能力测试成绩成对样
本统计的具体数据。
表1

成对 1

英语水平能力测试成绩成对样本统计量
N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差

实验前

第一阶段成绩

67.71

45

10.793

1.609

实验后

第二阶段成绩

72.89

45

8.947

1.334

表2

成对 1

均值

英语水平能力测试成绩成对样本相关系数

第二阶段成绩 & 第一阶段成绩

N

相关系数

P.

45

0.96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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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水平能力测试成绩成对样本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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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差分

成对 1

差分的 95% 置
信区间
下限

第二阶段成绩 5.181 3.121 0.46523 4.244
第一阶段成绩

t

df P.( 双侧 )

上限
6.119 11.137 44

0.000

从成对样本统计量表 1 来看，第一阶段成绩的均值是 67.71，第
二阶段成绩的均值是 72.89，从均值来看，实验班的第二阶段成绩比
第一阶段的成绩好。从表 2 来看，相关系数为 0.967，说明实验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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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的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第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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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成绩与第一阶段成绩属于强相关，因此可以用于“成对样本
检验”。由于本例是检验通过实验第二阶段成绩与实验第一阶段成绩
的差异，因此应该由一单侧验定，即双侧的数值除以 2 是否小于所指
定 α 值进行判断。从表 3 来看，自由度 df 为 44，t 统计值为 11.137，
显著性 P 值双侧为 0.000，除以 2 为 0.000<α=0.05，根据以上数据表
明实验第一阶段的成绩和实验第二阶段的成绩差异显著。因此，可以
认为在接受了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模式的实验后，实验班在第二阶段
的英语水平有了质的提高。
2. 英语 PPT 演示报告
英语 PPT 演示报告根据 PPT 展示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同一实
验班在上学期和下学期都进行了以小组为单位的英语 PPT 的演示，
实验班学生人数为 45 人，共分为 9 组，一共是 9 组成绩。以下是英
语 PPT 演示报告成对样本统计的具体数据。
表4

成对 1

均值

N

PPT 第一阶段成绩

72.22

9

3.598

1.199

PPT 第二阶段成绩

78.22

9

3.383

1.128

表5

成对 1

英语 PPT 演示报告成对样本统计量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差

英语 PPT 演示报告成对样本相关系数

PPT 第一阶段成绩 &PPT 第二阶段成绩

N

相关系数

P.

9

0.868

0.002

表6

英语 PPT 演示报告成对样本检验
成对差分

均值

成对 1

标准 均值的
差 标准误

PPT 成绩 1 -6.000 1.803
PPT 成绩 2

.601

差分的 95% 置
信区间
下限

t

df

P.( 双侧 )

8

.000

上限

-7.386 -4.614 -9.985

从英语 PPT 演示报告成对样本统计量表 4 来看，第一阶段成绩
的均值是 72.22，第二阶段成绩的均值是 78.22，从均值来看，实验
班的第二阶段 PPT 演示报告成绩比第一阶段的成绩好。从表 5 来看，
相关系数为 0.868，本例的检验是通过多模态教学的第二阶段 PPT 成
绩与实验前 PPT 第一阶段成绩的差异，因此应该由一单侧验定，即
双侧的数值除以 2 是否小于所指定 α 值进行判断。从表 6 来看，自由
度 df 为 8，t 统计值为 -9.985，显著性 P 值双侧为 0.000，除以 2 为
0.000<α=0.05，根据以上数据表明实验前第一阶段的 PPT 成绩和实
验后第二阶段的 PPT 成绩差异显著，可以认为在接受了大学英语多
模态教学模式的实验后，实验班学生在第二阶段的多元识读能力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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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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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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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大学英语教学能否调动学生的学习动力呢？笔者在实验班
中发放了调查问卷，调查总共发放问卷 45 份，收回有效问卷 45 份。
本次研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研究多模态教学与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
关系，二是指导教师及时发现教学中的不足以提高教学质量。问卷内
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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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多模态教学与学生学习动力之间的关系

序号

你认为下列哪些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赞成人数

比例

1

分组讨论

31

68.9%

2

教学游戏（猜单词游戏等）

32

71.1%

3

看图片复述课文内容或改编戏剧

30

66.7%

4

看视频模仿对话

26

57.8%

5

分角色朗读对话 / 课文

30

66.7%

6

给英语电影配音

25

55.6%

7

英语演讲，英语辩论

34

75.6%

8

丰富生动的 PPT 教学课件

42

93.3%

9

教学中眼神交流、语速、表情以及服饰等

37

82.2%

10

逐字逐句讲解课文知识点（单词、语法、句型）

20

44.4%

通过表 7 中多模态教学与学生学习动力之间的关系，在上述的
162

10 个问题中，可见综合运用语言、颜色、声音、表情等非语言符号
的多模态元素的 PPT 教学，英语戏剧，英语演讲等都是受学生欢迎
的多模态教学方式。多模态教学模式能正向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因
为在英语教学课堂上，教师和学生都是意义的设计者和创造者，而多
模态教学正体现了意义构建的过程，也为学生多元识读能力的培养提
供了必要的条件。外语教师的多模态话语形式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密
切相关，教师的态度和教学方式反映其文化内涵和人格魅力，体现在
相关的多模态话语中，并以一定的多模态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
学习积极性。大学英语多模态课堂的教学设计中，模态的选择和调用
至关重要。视觉模态和听觉模态占据主要地位。因此，教学中调配、
协同、强化、互补各种模态可以促进整个教学过程顺利完成并达到最
佳效果。

五、讨论
实验结果显示，在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模式的实验后，实验班
第一阶段的英语测试成绩和英语 PPT 演示报告的成绩和实验后第二
阶段英语测试成绩和英语 PPT 演示报告的成绩差异显著，实验班在
第二阶段的英语测试成绩和英语 PPT 演示报告的成绩明显优于第一
阶段。
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多模态教学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
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分组讨论、英语辩论、分角色朗读、教学游戏、自
创英语小话剧、看图片复述英语小故事等多种活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强化了小组合作学习，学生的多元识读能力进一步提高。从第
一阶段传统英语教学转变到第二阶段的多模态英语教学中，教学效果
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在课余学生可以利用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
习系统，增加听觉模态和视觉模态的输入，上网搜索并整理与学习主
题相关的资料，并在课堂中用 PPT 展示出来，对培养和提高自身的
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英语综合运用的能力有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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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笔者还邀请了 10 位实验班的学生进行深度访谈，访谈结果也进

第第第第

和主动性也大大提高。也有学生认为把以小组为单位的 PPT 演示报
告作为大学英语形成性评估的一个部分，更能有效测试学生英语语言
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多元识读能力。同时，在对任课教师进行访谈时，
任课教师认为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多模态符号使用的“度”，特别是
在多媒体教学设计中不要过多滥用视频，在选用视频的时候一定要考
虑视频在自身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过多的多模态符号反而会分散学生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的学生均反映非常喜欢融合多种模态的教学方法，因此学习的积极性

第

一步验证了定量分析的结果。通过融合多种模态的教学模式，实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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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意力，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六、结语
本文对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模式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探讨，其有效
性也在教学实践中得到了验证。结果表明：（1）通过第二阶段的多
模态教学模式，实验班的英语期末测试成绩和多模态 PPT 的演示报
告都优于第一阶段。可见，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对于提高学习者总体
英语水平和多元识读能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2）在大学英语多模态
教学的指导下，通过情景操练、明确指导、批判性框架和转换实践这
四个方面培养学生的多元读写能力和多模态意义，加强了学生的多元
识读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及小组合作能力的培养，在大学英语教
学中调配、协同、强化、互补各种不同模态对教学改革有积极的参考
和借鉴意义。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把学生的 PPT 演示报告作为形成
性评估的一部分，突破了单一的终结性评估体系，更能有效测试学生
英语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多元识读能力，也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
必然趋势。
总之，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语言教学的呆板、单
调、沉闷的教学氛围，在课堂上引入了除语言外非语言符号，综合了
图像、视频、音乐等非语言形式的多模态符号，为多模态教学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动力，开创了教育信息化时代全新的语言教学模式。同
时，对于研究中的不足，如实验研究中所采用的样本数量过少以及周
期相对较短等，笔者期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加以修
正和完善，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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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rthes, R. Image, music, text [M]. London: Fontana, 1977.
［2］ O’Toole, M. The language of displayed art [M].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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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ress, G. and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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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11］ 沈兆文．现代教育技术下大学英语教师多模态教学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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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05 —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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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诗词的不可译性
李英垣（华南理工大学）

从古到今，中国古诗词以其独特的韵味与美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
中外读者。众多的学者则孜孜不倦地将其翻译成其他语言以传播中国
的传统文化。然而，对于中国古诗词究竟是否可译的问题，多年以来
人们一直存在争议。诗歌翻译家许渊冲认为诗歌的美主要体现在音
［1］

美、形美和意美三个方面，是可译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与许

渊冲持相同的观点。王若谷在其著作《译诗漫谈》（2007）一书中就
表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诗，严格说来是不能翻译的，尤其是真

［2］

有的韵味与美感。

我国现代著名翻译家周作人不仅坚持“诗是不可
［3］

是对原诗进行的解释与阐述，而不能称作真正的诗。

英国著名浪漫

主义诗人雪莱坚持诗歌不可译的观点，认为：“译诗是徒劳的，把一
首诗作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犹如把一束紫罗兰扔进坩埚里，
［4］

试图由此欣赏到它们原有的色调和芳香，实属不智也。”

笔者赞同

诗歌不可译的观点。这是因为源语和目的语之间不仅存在语言形式、
源语文化、艺术意象、源诗语境等的差异，在对中国古诗词进行翻译
时，译者无法完全或完整地用另一种语言将原诗所蕴含的这种种因素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译的”，而且还曾揶揄说，除了原诗之外，其他经过翻译的版本都只

第第第第

是不能翻译的。真正好的古诗，只要经过翻译这道程序，就会失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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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的好诗，经过翻译，必然会使原作的诗味、韵味有所损失。”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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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呈现出来，正是这样的缘故，古诗词不可译的观点言之有理。

一、语言形式的不可译性
英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Catford）认为，语言之所
以不可译主要是指在语言形式方面的不可译，因为目的语文本不可能
与源语文本拥有相同的形式特征。这主要有以下原因：（一）译出语
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语或语法单位不可能共用同一个语言形式；
（二）译入语的一词多义功能在译出语中难以实现对应；（三）有时
［5］

两种语言的词汇和语义存在空缺现象。

我们认为，语言的不可译性

由语言之间固有的差异所致。如汉语中特有的平仄、顶真，英语中特
有的头韵等等，都有可能造成翻译难以逾越的困难，即使依样画葫芦
般地从形式上做翻译的努力，也无法让目的语读者形成像原作对源语
读者所能产生的相同效果。就翻译而论，中国古诗词之所以很多方面
难以逾越，原因主要是：中国古诗词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
音韵、节奏、双关、互文等都是诗歌美的组成部分，一旦对它们进行
翻译，古诗词中这些特有的、由语言形式表现的“元素”就会在翻译
中遭受“磨蚀”（abrasion）而烟消云散。
以宋代词人吴文英的《唐多令·惜别》第一句“何处合成愁？离
人心上秋”为例就可说明其中的道理。该句用了独特的拆字文法，
“心”上加“秋”，即合成“愁”，点明“愁”是源自惜别伤离。这两
句诗语带双关，从词情看，就是因了离人悲秋的缘故，愁情油然而
生。秋思颇为常见，但只有离人秋思才能称得上愁。单从字面结构
看，一个“愁”字是由“秋”和“心”拼合而成，所以这又与一个字
谜游戏十分相似，其汉语的意思可轻易地了然。下面是该诗传播度较

广的两个译本：
Where comes sorrow?
Autumn on the heart of those who part.
［6］

（许渊冲 译）

Where do they combine into sorrows?
The departee’s autumn in the heart.
［7］

（任治稷、余正 译）

许之译文表达了“秋天是怎么来的？是由别离之人的心伤而来”
的意义。此译作将原诗的“愁”简单化，换成了“秋天”，意指“别
离之伤伤成了秋”，与原诗中“离人秋思合成了愁”的概念不同，从
朦胧的愁情到直白的秋天，诗句的强调重点发生了转移，原诗的“愁
情”对读者的感染力明显减弱。此外，原诗的双关和拆字是该句的一
大特色，正是有了这一修辞的使用，才让愁情层层叠叠，环绕心头。
译文没有将这一修辞重现出来，也无法重现。任、余译本与许之译本
大同小异。

唐代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
铁衣冷难着”是互文的一个典型例句。该诗气势磅礴，为读者呈现出
情怀，令人读之沸腾。这两句中“将军角弓”和“都护铁衣”为互
文，正确的理解应为“将军和都护（这里代指全体人）的角弓都僵硬
无法张开，铁甲冷得无法穿上”。下面是此两句诗的两种英语译文：
The general fails to draw steadily his horn-backed bow,
The viceroy can hardly put on his frigid armour
［8］

（许渊冲 译）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将士在寒冷天气戍边的景象，用天气的凛冽，反衬出将士的热血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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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文”。这类句子比较特殊，文字上只交代一方，而意义上彼此互见。

第

互文也是古诗文中常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方法，“参互成文，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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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s become rigid, can hardly be drawn
And the metal of armour congeals on the men;
［9］

（Witter Bynner 译）

许之译文中，由于英语与汉语的互文表达模式有所不同，加上译
者的理解偏差，从形式上看，原诗中的互文性被完全抹去，意义上，
被简化成了“将军拉不开角弓，都护穿不上铁衣”，把“将军都护”
这一边关将士的整体形象进行了拆分，使边关将士的集体境遇转变为
个体境遇。Bynner 的译本更是直接省去了主语，变成了“角弓僵硬，
难以拉开，战甲冰冷”，边关将士保家卫国、忠心不悔的形象直接被
淡化。可见，两个译本均未能完整呈现源语古诗词中蕴含的意义，对
源语古诗理解的阐释都存在不准确的现象，未能向目标语读者传达出
边塞将士的爱国热情，边塞诗歌的壮阔情怀也没有表达出来。
除了上面提到的拆字、互文等中国古诗词特有的语言形式无法翻
译之外，古诗的其他形式特征也别具一格，独领风骚。中国传统古诗
词与西方诗歌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诗歌体裁，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行文格
式与规则。中国传统古诗词对字数、用韵、平仄、对仗等都有非常严
格的要求，首先，对诗词的字数规定是十分严格的；其次，押韵方
面，必须遵循一定的韵脚规则；再次，句子之间的平仄对立或相粘都
有严格的规定；最后，诗词句子之间的对仗要求，也不可随意造次。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诗词读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韵脚齐整且节律
错落有致。
通过对中国古诗词与西方诗歌进行对照，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形
式迥异，难以接合。如欧洲十四行诗，每首分成上、下两阕，上阕由
两段四行诗构成，下阕由两段三行诗组成，即按四、四、三、三格式
编排，外型呈现为长短句式，特别着重诗的行数、诗句的音节、声调
音韵、词语对仗以及句式排列等。在格式上，中、西方诗歌的要求并

不一致，西式诗歌不以方形格式呈现，不见中国传统古诗词中的特殊
韵脚及平仄那样的韵律。当把中国古诗词翻译成像英语这样的西方语
言时，两种诗歌要在形式上达到统一对应是不可能的事。

二、文化的不可译性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古诗词所展示的是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
通过阅读古诗词，当今中国人或外国人可以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
本精神，因为中国的古诗词是语言艺术的结晶，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精
神形成过程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独特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
形态。翻译诗词已是大难，翻译古诗词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各种
语言之间音、形、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之外，文化差别更是难以逾越
的鸿沟。许钧曾发出感慨，要论中国古诗词的翻译，难度怕是不低于
［10］

李白在古时候所感叹的蜀道之难。

古诗词除了与汉字特性相关联，

而且表现的是古代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语境，意蕴十分丰富。卡特
译入语文化当中，不存在与源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

文化

是“使用某一种特定语言作为表达方式的群体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现
［12］

。语言既是文化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承载与传扬精

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重要工具之一。在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中国传
统古诗词对当时特有的相关事物的反映与表达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与
时代烙印，这当中所蕴含的深远历史文化内涵是不可译的。
现以王维的两首诗为例加以参照说明。一首是《西施咏》：
艳色天下重，
西施宁久微。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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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Catford）把文化的不可译性所产生的缘由归结为一点，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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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为越溪女，
暮作吴宫妃。
诗借西施朝夕之间境遇大改，揭示出人生沉浮不可预知，全凭机
遇而定的炎凉世态。下面节选该诗的两个译本：
As all the world thinks highly of Beauty,
Could XiShi live long in obscurity?
The morn saw her by Rouye Stream a lass,
A concubine in the night in Wu’s Palace.
［13］

（许渊冲 译）

Since beauty is honoured all over the Empire,
How could Xi Shi remain humbly at home? —
Washing clothes at dawn by a southern lake. —
And that evening a great lady in a palace of the north.
［14］

（Witter Bynner 译）

中国读者对西施因貌美改变命运的故事耳熟能详，很容易从诗人
遭遇与西施境遇的反差中，把其表达的有才之士无人赏识，靠裙带关
系者或者无德之人却能飞黄腾达的社会现实反映出来。许之译文中
直接将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施”翻译成“XiShi”、“吴宫”翻译
成“Wu’s Palace”，无视外国读者需要了解“西施”、“吴王”背后历
史典故的事实，未能准确传达出诗中的“美人”、“权贵”、“朝夕改
运”的概念。这样的翻译既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也没有对目标语读
者的先在知识和期待视野加以考虑。正因为文化的民族性，目标语读
者无法透过简单的“XiShi”、“Wu’s Palace”两个名词读懂诗人的所
抒之意。Bynner 的译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施从“humble”到“a
great lady”进行了描写，点明了西施的美人身份，但是西施就是西
施，只有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与典故的人，才能明白“西施”二字背后

究竟牵扯了多少历史，包含了多少文化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此
简单的文字很难把源诗中的文化意蕴翻译出来。
另一首是《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首诗包含了怎样的情怀？我们不妨先看看如下两个译本：
Alone, a lonely stranger in a foreign land,
I doubly pine for my kinsfolk on holiday.
I know my brothers would, with dogwood spray in hand,
Climb up the mountain and miss me so far away.
［15］

（许渊冲 译）

All alone in a foreign land,
I am twice as homesick on this day

［16］

（Witter Bynner 译）

自古以来，中国人家庭观念、家族意识尤其浓厚，这是文化特色
感孤独，想念亲人。中国人一读此诗便深有同感，特别是出门在外独
自打拼的人，感受尤为强烈。而由于文化差异，西方人相对来说独立
性更强，对家庭的牵挂相对较弱，对诗中提及的“佳节倍思亲”的情
感感触不一定很深。另外，重阳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人们在此日登高
望远，佩戴茱萸，以达到心旷神怡、健康祛病的目的。这是中华民族
特有的节日，英语国家不具备。目标语读者在读到这样的作品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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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因此独自在外远行的人常常会感觉孤单，在重阳佳节，更是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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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of them a branch—and my branch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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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brothers carry dogwood up the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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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中国的重阳节习俗没有先在知识和认知经验，只会对这样的情感
与习俗感到困惑，对诗中所表之意难以产生认同或共鸣。
中西方各自独特的发展历史、宗教信仰、人情世故、风俗习惯、
社会制度等因素构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及其表现方式，因此也构成了
交流的天然屏障，在古诗词翻译过程中相应地存在着沟通与表意的困
难，造成了文化的不可译性。

三、艺术意象的不可译性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它以抒发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
等情感体验见长，艺术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它以特定的形式加以表
现。意象是古诗词中的一个重要审美概念，是诗词作者用来寄托主观
情思的客观物象，是他的思想感情的物化载体。诗人描绘的“景”，
咏叹的“物”，就是客观存在的“象”；而诗人借此抒发的“情”、表
达的“志”则是主观意义上的“意”，这些都要通过艺术性加以表现，
意象是艺术化境的产物，艺术性经由意象得到传达。两者的完美结
合便形成诗词中的“艺术意象”。中国古诗词中的意象极为丰富，正
如王国维所说：“昔人论诗，有情语、景语之别，殊不知一切景语皆
［17］

情语。”

在中华民族文化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许多物象，如柳、

梅、菊、竹等，均是通过艺术创作形式来渲染人生的意境。因这些物
象所表之意是在特殊的文化传统以及艺术加工中形成的，在传承中具
有特定的言外之意，唯有汉语表达特有的艺术形式才能再现出来。因
此原诗中的艺术意象很难通过翻译得到重现，不妨通过实例来证明。
如宋代词人柳永的《雨霖铃》上阕：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

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
天阔。
该词情景交融，将一对恋人离别时难舍难分的场景刻画得淋漓尽
致，声情哀怨，委婉凄恻。词人先是选取了三个离别常见意象 —— 寒
蝉、长亭、兰舟，烘托出一种凄凉的氛围，为后文描写分别的场景埋
下伏笔，为全词定下伤别的基调。秋日的“寒蝉”，声音凄切；送别
的“长亭”在骤雨初歇的傍晚也透着凉意，天正下雨，因而在长亭稍
作停留；正是依依不舍留恋情浓的时候，船上的人却已经催着出发。
接下来，词人又选取了千里烟波、沉沉暮霭和空阔的楚天等意象，一
对恋人从此一别便天各一方，彼此心头的离愁就像烟波暮霭，浓密深
沉，似楚天般无边无际。通过艺术的勾画加工，悲伤凄切的意象就呈
现出来了，词人忧伤、无望、彷徨等复杂的心情悄然地与读者的心情
产生共鸣，艺术意象变得栩栩如生。有人曾把该词译成：
Cicada chill/drearily shrill/ we stand face to face at an evening
hour

waiting for me to depart
Hand in hand, we gaze at each other’s tearful eyes/and burst into
You’ll go your way/ far, far away/on miles of miles of misty waves
where sail the ships/evening clouds hang low in boundless Southern
skies
［18］

（许渊冲 译）

Near the rest-house were cicadas much chilled/ they’re chirring
hard, melancholy and dull/ it was fast approaching the evening/a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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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s with words congealed on our lips

175
第第第第

before we part?/at the city gate we’re lingering late/ but the bo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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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pavilion, after a sudden shower/can we care for dr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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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 has just come to a lull
I had had a few drinks in the city/from low spirits I was turned to
despair/lingered there, every moment-precious/when “all abroad” I
heard the boatman blare
Face to face, hand in hand, with tearful eyes—speechless, we were
chocked by our very sighs
Thinking of the distance to be covered/ o’er the billows, a murky
vapor lies/ dusk was fast advancing in to the night/ spreading its gloom
over the southern skies.
［19］

（徐忠杰 译）

在传统中华文化中，寒蝉即秋蝉，是悲凉的同义词；长亭是陆上
送别之所；兰舟即小船，既是水上远行的载体，一叶扁舟沉浮于茫茫
水天之中，又蕴含了浓浓的漂泊之情；烟波，多表示哀怨、惆怅、凄
苦、苍凉等情怀；暮霭则使人联想到黄昏的意象，表示离别后茫然若
失、惆怅莫名的心境；楚天承载的是无限的悲痛与哀叹。通过艺术加
工，这些事物被捏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不可多得的语境意象，对于中
国读者而言，理解它没有什么难处可言，一看到这番景象，头脑中自
然会产生离愁别绪的勾联。而对西方读者而言，“Cicada chill”就只
是“寒冷的蝉”，“pavilion”也只是建筑意义上的亭子、展馆、休息
室等，“boat”就只是船，“rest-house”就意味着休息的房子，如此
而已。这四个名词所指之物与离情、悲情都没有特别相关的含义。后
面的“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三个意象，写出了路远迢迢，自
此将相隔万里，离愁别绪如景，绵绵无边。而两个译本将三个意象
实化，将“烟波”这一缥缈带着惆怅的意象处理成了“misty waves”
（雾蒙蒙的波浪）和“murky vapor”（朦胧的蒸汽），将“暮霭”处理
成了“evening clouds”（傍晚的云）和“dusk”（黄昏），“楚天”被

直接转换成了“Southern skies”（南方的天空）。经过一番翻译之后，
想必西方读者只能看到“雾气”、“波浪”、“黄昏”以及“南方的天
空”，很难形成一种审美的艺术意象，因此也就很难使读者联想到词
人满怀离愁别绪以及对未来的茫然之感，其中的人生际遇或经验更是
无从谈起。从上面源语和目的语反映的情况来看，在物质文化和精神
文化层面，中西方之间存在极大差异，要想外国读者获得类似的人生
感受或产生如此的意象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而翻译使得原有的韵味不
复存在，艺术意象完全被颠覆，艺术审美难以实现。
中国传统诗词文化中的意象具备一定的隐喻意义，是在几千年的
文化长河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而来的。通过翻译的诗文不太容易反映出
这些富有隐喻的意义，更不可能理解源语文本通过艺术加工而获得的
意象，也就是说西方读者很难将一个简单的“象”与特定的“意”的
产物联系起来，艺术意象的丧失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换言之，艺术意
象的不可译性是显而易见的。

四、意境的不可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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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专设含蓄，他写道：“不著一字，尽
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绿洒满，花
［20］

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传统的古

诗词多是形散神不散，不直接用语言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但是诗
词作者的所思所想都蕴含其中。袁行霈指出，意境脱胎于古代汉语之

第

一种艺术境界，是诗人强烈的感情和生动的客观事物相交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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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思想感情和诗中所描绘的生活场景有机融合而形成的、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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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中国古诗词意境深远。这里所说的意境，指的就是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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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古汉语的语境中特别适合其生成与发展，也唯有在那样的语境
［21］

下，人们才能够真正去解读和品味意境。

正是这样的原因，想要

用现代汉语来表现出古汉语中存有的意境往往很难。试图用其他语言
来传达出汉语古诗词的意境更是难上加难。
以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为例。该词被誉为“秋思之
祖”。全曲仅有五句二十八字，作品内容看似简单普通，寥寥几笔刻
画出了漂泊旅人，适逢黄昏，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故事。但却意深
无限，意溢于境。九个名词巧妙组合，暗潜千万思绪。最后笔锋一
转，漂泊者远离家乡，孤身流浪，内心坎坷凄然的形象跃然纸上，令
人潸然泪下，泪悲情痛。整首小令感而发，发而思，思而悲，悲而
泣，泣而痛。作者的失意、苦痛、悲戚、孤寂，所有衷肠都在此中吐
露了出来。《天净沙·秋思》的原文及译文如下：
枯藤老树昏鸦，

178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Dry vine, old tree, crow at dusk
Low bridge, stream running, cottages
Ancient road, west wind, lean nag
The sun westerning
And one with breaking heart at the sky’s edge
［22］

（Wayne Schlepp 译）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crows;
Under a small beside a cot a stream flows;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Westward declines the setting sun.
Far, far from home is the heat-broken one.
［23］

（许渊冲 译）

原作中，前三句每句仅六个字，三个名词，却描述了三个意象，
意象间留下的空白又触发读者想象，在读者脑海中迅速组合成一幅幅
意蕴丰富、独具特征的秋景图。而且每一个意象都是作者精心选取并
经过精心修饰的，融入了作者独特的情感，每一个景物无不透露出秋
的悲凉、人的愁意。在这由语境升华为意境的小令中，没有一定东方
经历与审美素养的人恐怕很难了然其中的意境，内心也实难勾勒出一
幅悲凉、孤寂的场景。译者如此，读者亦如此。Wayne 虽然照搬意
象，结构不变，但读来每个意象均是单独存在，缺少以文为画的意境
美。许之译文过度追求押韵，每句句首都是介词，弱化了原作的意象
性。此外，由于西方读者对于“老树”、“乌鸦”、“西风”等意象有不
同于东方读者的理解，两位译者都没有考虑当西方读者看到这些陈列
于诗中的意象时，无法将其组合、联想、深化解读为秋、愁的画面的

或使目标语读者心中产生同样的共鸣，做到“视野融合”是难以企及
的。中国古诗词注重用粗线条来写意传神，而西方诗歌注意写实性的
阐释等，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意境的不可译性。

五、结语
中国古诗词因其迥异于西方诗词的严谨而规整的语言风格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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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描写。除此之外，中、西方的不同意象以及对意象的不同理解与

179
第第第第

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译作要想传达汉语古诗词的意境，

第

能力，也就无法产生原诗具有的多重意象组合而成的悲凉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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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独有的艺术意象，以及特有的含蓄而悠
远的意境，使古诗词英译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有一些译
学大家尝试着对中国传统古诗词进行翻译，但是在翻译与传播的过程
中，中国传统古诗词所独有的语言形式、源语文化、艺术意象，乃至
源语意境都或多或少存在表达不全甚至完全无从表达的情况，翻译效
果未能尽如人意。因此，从这四个方面的分析表明，要真实、传神、
曲尽其意且达到源诗固有的韵味实难企及。把中国传统古诗词翻译成
英语诗词显然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即中国传统古诗词具有不可译
性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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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331．
［23］ 许渊冲 译．元曲三百首：汉英对照［M］．北京：中国对外
翻译出版公司，2008：66．
（选自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 2013 年度课题
“多元语境与篇章翻译的互动研究”。课题负责人：李英垣；成员：陆
雨瞳、王婷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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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秧歌》自译中的改写研究
刘爱兰（广州商学院）

前言
1952 年张爱玲独自离开大陆移居香港，因为经济的窘迫接受了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的邀请，从事美国文学翻译工作。后来，
张爱玲主动向“美新处”处长麦卡锡提出创作英文小说的愿望，在
1954 年创作了她的第一本英文小说 The Rice-Sprout Song，接着自译
成中文版《秧歌》。《秧歌》1954 年在香港发表，而 The Rice-Sprout

183

Song 一年后在美国出版。因此，《秧歌》并不以翻译的名义发表，而

第第第第

因为《秧歌》这个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 —— 尤其是东南
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 寄去给代理人，嫌太短，认
为这么短的长篇小说没有人肯出版。所以我又添出第一、二章，叙王
同志的过去历史的一章，杀猪的一章。最后一章后来也补写过，译成
［1］63

中文的时候没来得及加进去。”

从张爱玲的措词“译成中文的时

候”，可以看出张爱玲是把《秧歌》当作翻译作品看待的，对于译本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然而张爱玲在给胡适信件中谈到《秧歌》时却表示：“最初我也就是

第

是以不同版本的名义发表，并不是张爱玲“名正言顺”的翻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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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章与原英文版本的不同，其原因是她在原英文版中增补的内
容，在译本中却没来得及补上去，并不是译者刻意而为之。不同的
是，张爱玲其他的自译作品《金锁记》、《桂花蒸·阿小悲秋》等都是
母语创作在先，然后自译成外文，而其《秧歌》，以及后来的《赤地
之恋》却是外文创作在先，然后作者自己再用母语翻译过来。这种自
译可以称为一种典型的“回译”，即原作者用非本族写成的作品，自
己再译回母语。在“回译”的过程中，因为译者是原作者本人，译者
具有其他译者所不具有的某种特殊的话语权利，在翻译的过程中，也
有更多程度上的创作自由。因此，在“回译”的翻译活动中，翻译
与创作的关系往往会呈现译中有作，作中有译，亦译亦作的互动变化
关系。遗憾的是，在翻译界我们往往会以译者拥有过多的创作自由来
否定其翻译的定位和意义。然而，如果换一种角度来看问题，从作家
自译中的某种创作自由，我们可以窥探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具有
的话语权利，从而进一步肯定译者的主体性。细读《秧歌》译本，我
们会发现张爱玲对故事的细节、情节、政治意识倾向等方面都进行了
一定的改写，这些改写本质上是译者主体性和话语权力的体现。勒
菲弗尔在代表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指出，翻译
即改写，而改写本质上是对翻译的操纵。包括译者在内的文学系统内
的专业人士，文学系统外的翻译赞助人，译入语的主流诗学都会在某
［2］15-26 ［3］5

种程度上完成对翻译的操纵。

从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可以

看出翻译是复杂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等各方
面背景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每一
种因素都代表着一种文化资本权利在这个网络中争夺最大的话语权。
翻译中的话语权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同文化资本在斗争中互相影响、
制约、妥协的结果。结合勒菲弗尔提出的操纵理论，我们将具体探讨

张爱玲自译《秧歌》中的改写以及改写背后不同因素对译本的影响和
操纵。

一、张爱玲创作和自译《秧歌》的动机
张爱玲在“美新处”赞助下创作的《秧歌》与张爱玲之前作品的
最大不同之处是故事中明显的反共倾向。《秧歌》发生的背景是新中
国建立后农村的土地改革，故事讲述的是农民金根分到了土地，成
了劳动模范，他的老婆月香也辞掉了在上海做佣人的差事，回到农
村。然而月香却失望地发现虽然农民有了田地，然而大部分的粮食却
交了公粮，农民被迫吃稀饭，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新年将近，村里的
干部强制村民每户要上交四十斤年糕和半只猪来犒劳军属。在上交的
时候，农民提出借粮过年，与干部们发生争执并酿成暴乱，干部民兵
向人群开枪。金根受重伤，唯一的女儿阿招被踩死，月香带着受伤的
金根向金根的妹妹金花求救遭到拒绝。为了不连累妻子，金根投河自
尽。月香在悲愤和绝望中放火烧了粮仓，毅然走入火海。新年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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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张灯结彩向军属拜年，欢天喜地扭起了秧歌。应该说，张爱玲这部

第第第第

治使命就是进一步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负作用，遏制共产主义影响，
推行“绿背文化”。当时“美新处”之所以邀请张爱玲等学者翻译美
国作品也是配合其“绿背文化”宣扬美国文化和价值观，以此与共产
主义思想相抗衡。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诉求下，“美新处”不仅成了张
爱玲翻译美国文学作品的赞助人，也成了张爱玲创作和翻译《秧歌》
的赞助人。虽然当时的“美新处”处长麦卡锡表示“她是作家，你不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美新处”作为美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重要机关，其重要政

第

小说中明显的反共倾向与当时“美新处”的政治诉求是不谋而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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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规定或提示她如何写作”，“我们绝对没有尝试藉讨论来操纵或‘帮
［4］241-242

助’《秧歌》的写作”

，来表明《秧歌》的创作纯粹是张爱玲

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以此否认“美新处”的政治意识形态的
影响。然而，不管《秧歌》的创作完全是张爱玲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
表达，还是在“美新处”的示意下创作的，当时的张爱玲在《秧歌》
中政治意识形态也会不谋而合地与“美新处”的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
致，这符合张爱玲自己利益，也符合“美新处”的政治利益。在“美
新处”的赞助和推介下，The Rice-Sprout Song 在美国发表，实现了
张爱玲一直以来把自己的小说推向英语世界的愿望，The Rice-Sprout
Song 也作为美国本土的反共政治宣传作品在美国发表，并收到了预
期的效果，《时代》杂志的书评认为 The Rice-Sprout Song“可能是
［4］241

目前最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生活的长篇小说”

。而《秧

歌》在“美新处”的中文杂志《今日世界》上发表，作为美国“绿背
文化”的产物，正好配合了“美新处”在香港等华人地区进行的反共
宣传。

二、译本中《跋》的增加
张爱玲在《秧歌》中最明显的改写是她在中文译本中专门撰写
《跋》来为故事的真实性做辩护。她在《跋》强调：“《秧歌》里面的
［6］

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

其依据是《秧歌》

的故事来源于 1952 年《人民文学》刊载的一个共区年轻作家的自我
检讨，张爱玲自己身边的朋友也都告知她一些有关乡下的农民在土改
期间挨饿的情况。应该说，张爱玲在译本中为故事的真实性做辩护其
目的就是让华人读者相信共产党领导的土改政策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痛

苦，从而制造反共情绪。基于张爱玲在《跋》中所提供的故事的来
源，学者艾晓明、张文东后来也查找了 1952 年前后的《人民文学》，
［3］12-13

然而并没有找到张爱玲所提到年轻作家的检讨材料。

虽然，我

们无法以此来断定《秧歌》缺乏历史真实性，然而她在《跋》为故事
的真实性做辩护，可以看出当时张爱玲在小说中强烈的政治意识表
达，不管这种政治意识表达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虽然，张爱玲之前
出于对政治的本能厌恶，她的前期作品基本与政治绝缘，从她的文章
我们也很难找到反共和亲西方的直接言论。事实上，大陆变色后，张
爱玲以梁京笔名发表的小说《十八春》和《小艾》中还有说共产党的
好话。然而她悄然在 1952 年离开大陆来到香港，也可以看出她与当
时大陆社会政治环境格格不入。来到香港后的张爱玲在“美新处”的
赞助下，自告奋勇创作了两部反共小说《秧歌》、《赤地之恋》。应该
说，在“美新处”的赞助下，张爱玲有了创作和翻译反共小说的契
机，也让她在作品里前所未有大胆地表明自己的反共立场。张爱玲既
然选择创作并自译《秧歌》这样政治倾向很明显的作品，其自身的意

态，这个故事基本上还是符合张爱玲一贯创作诗学。张爱玲或许真的
不熟悉农民，然而她并没有把农民写成空洞的符号。金根、月香、谭
性”的剖析，故事苍凉的结局也契合张爱玲作品中一贯的“苍凉的手
势”。以张爱玲一贯的创作诗学，我们无法苛求她像丁玲、周立波写
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这样的土改小说。然而不管
怎样，张爱玲在《跋》中为故事的真实性做辩护，本质上也是她作为
译者和其赞助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对翻译的操纵。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大娘都是有血有肉的故事人物，他们挣扎的灵魂也切合张爱玲对“人

187
第第第第

这本小说中的政治诉求。事实上，如果不考虑《秧歌》的政治意识形

第

识形态表达是非常重要，同样，她也无法摆脱其赞助人“美新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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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译本中细节、文化词汇、情节的改写
笔者在对比《秧歌》的中英文版本中发现，张爱玲在翻译过程基
本上按照原文的章节布局来翻译，除了最后一章对故事情节的改写之
外，其他部分的改写大多都是一些细节的改写。而且这些细节改写的
地方也不是很多，我们知道张爱玲是一个非常注意细节描写的作家，
她对细节的描写非常在意。因此她在译文中对细节的改动并不是随意
而为之，其改写的目的也有所不同。比如译文第一章节中，张爱玲基
本上是亦步亦趋地按照原英文版本的行文结构来翻译，细节描写在译
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诠释。第一章节译文里，张爱玲主要在两处细节
进行了一定的增减和改动。
（1）原文：In this country town the first building in sight were

188

a string of exactly identical thatched privies, about seven or eight of
them. They had a deserted air despite the occasional whiff of faint odor
in the wind. The afternoon sun shone palely on the bleached thatch.

［5］

译文：一到了这个小镇上，第一先看见长长的一排茅厕。都是迎
面一个木板照壁，架在大石头上，半遮着里面背对背的两个坑位。接
连不断的十几个小茅棚，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有时候一阵风吹
过来，微微发出臭气。下午的阳光淡淡地晒在屋顶上白苍苍的茅草
［6］

上。

（2）原文：Another shop displayed tidy stacks of coarse yellow
toilet paper. In a glass showcase standing near the door there were
tooth pastes and bags of tooth powder, all with colored photographs
of Chinese film stars on them. The pictures of those charmers smiling
brightly into the empty street somehow added to the feeling of

desolation.
译文：另一店柜台上一刀刀的草纸堆积如山靠门却悬空钉着个小
玻璃橱，里面陈列着牙膏牙粉。牙粉的纸袋与发夹的纸板上，都印有
五彩明星照片，李丽华、周曼华、周璇，一个个都对着那空的街道倩
笑着。不知道怎么，更增加了那荒凉之感。
例（1）是小说的第一段，描写的是小镇上公共茅厕，原英文版
本的描写也很细致，在译文中，张爱玲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增加了
“都是迎面一个木板照壁，架在大石头上，半遮着里面背对背的两个
坑 位。” 的 细 节， 进 一 步 凸 显 了 乡 村 公 共 厕 所 的 粗 鄙、 简 陋。 因 为
《秧歌》是“回译”，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张爱玲在中文译文中会刻意
地增加更多的细节描写，使得描写更加精致、细腻、生动。这些细节
的增加也符合张爱玲一贯的中文创作诗学，以细节描写烘托和渲染故
事的氛围。例（2）中，张爱玲在译文中具体添加了李丽华、周曼华、
周璇等明星的名字，因为译本的读者都是华人，熟知这些女明星，而
在其原英文版本中，考虑到读者对中国影星的不了解，刻意省略了这

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翻译中的创作成分，体现了作家在自译作品时一定
的创作自由。
Within this door, gold piles up and jade accumulates.
译文：聚福栖鸾地，堆金积玉门
这是一副对联的翻译，虽然说是英译中，但是张爱玲在英文创作
的时候，却是把中文译英的过程。考虑读者的审美文化差异，张爱玲
并没有把“鸾”（凤凰）这个中国文化传统意象直接翻译出来，而是
用“sons are born”（多子多福）代替，这种文化词汇的改写，主要是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3）原文：On this ground, blessings abound and sons are born;

189
第第第第

在译文中增减一些细节内容，这些内容增减是译者对译文的改写，某

第

些明星的名字。从这两个例句可以看出，出于读者的考虑，张爱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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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文化差异的考虑。因为西方文化中的“phoenix”是亚述人的不
死鸟和埃及的太阳鸟混合演变而来的，象征着复活、不朽和重生，因
而在西方石棺上经常可以看到 phoenix 的形象。而“鸾”在中国文化
寓意着喜庆、太平、幸福、吉祥，与“phoenix”的西方文化寓意有
所不同。因此，张爱玲在“回译”的时候又重新用回了这个意象。在
处理文化词汇方面，处理改写文化意象之外，张爱玲也会把原英文版
本中详细解释文化词汇的内容在中文版本中直接省略掉。比如，《秧
歌》译本就省略英文版中对“闹房”一词的详细介绍。
（3）原文：It was after the feast that the real fun began, when the
guests followed the newlyweds into the bridal chamber and thought up
every means they could to embarrass the bride. In the old days it was
a real carnival when most rules of propriety were relaxed, and uncles
and grand uncles were at liberty to tease the young woman marrying
into their family. “Within three days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young and old,” as the saying went. Usually on the next day, though,
conditions reverted back to normal.
原英文版本中详细地向外国读者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闹
房”习俗，这段英文可以翻译为：宴席过后，真正的乐趣才开始，客
人们尾随新郎、新娘进入闹洞房，想尽一切法子为难新娘，让她面
红耳赤，羞愧难当。在旧传统里只有“闹房”才是真正意义的“嘉
年华”，一切清规戒律可以暂时放下，新郎的叔叔和叔公长辈们也趁
着“闹房”调侃这位刚进门的媳妇。就像俗语说的“三天之内没大
没小”，尽管到了第二天就恢复原来的样子。这些详细的介绍在中文
译文里被改写成了简单的一句：“吃完了喜酒，照例洞房”。张爱玲
改写的目的还是从读者出发，因为中文读者熟知这些文化习俗，自然
没有必要过多的描写，这也体现了译入语的社会背景文化对翻译活动

的影响和制约，译者也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存在，从而对译文进行一定
改写。
张爱玲对情节的改写主要是故事的最后一章，对于两个版本结尾
故事情节的不同，张爱玲的解释是：在原英文版本最后一章增补的内
容，没有来得及在中文译本中补加上去。应该说，她的解释也算是合
乎情理，事实上，她在英文中加入的其他一些章节，比如王同志过去
和杀猪的章节，在译本中也及时加入进去了，因此，《秧歌》中英文
版本的前 16 章的布局和故事情节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最后一章的内
容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张爱玲在 1954 年创作了 The Rice-Sprout Song
后又迅速地自译成了中文，中文版本 1954 年就在香港发表了，而英
文版本 The Rice-Sprout Song 直到 1955 年才在美国发表。在英文版
本发表之前，张爱玲考虑英文出版商对篇幅的要求增加了一些章节的
内容，这些后来增添的内容的确有可能来不及在中文译本上补上，从
而导致情节内容的不一样。张爱玲在英文版本最后一章补上的主要情
节是：金花和老公来河边认领哥哥金根的尸体，并决意要过继谭大娘

鬼魂作怪，谭大娘来到月香的坟前烧纸钱祭拜，不料看到豺狼正在月
香的坟墓里偷吃尸体，谭大娘觉得豺狼都敢吃她的尸体，也犯不着害
加的内容里给了金花一个忏悔的机会，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在哥哥、嫂
子走投无路时，害怕受连累，拒绝了嫂子的苦苦哀求。月香的尸体被
烧得无法辨认，埋葬后还被豺狼吞食，其惨烈的结局让人唏嘘不已。
而谭大娘最后烧纸钱的行为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农村女人的迷信
和愚昧。应该说，张爱玲在最后一章补充的内容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
的凄惨，渲染了故事的悲壮意味，让读者为金根和月香凄惨的命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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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她的鬼魂了，纸钱还没有烧完就匆匆回家了。应该说，张爱玲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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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她的尸体。这时，谭大娘的一个孙子生病了，因为害怕是月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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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孙子给金根延续香火。月香的尸体也烧得面目全非，没有人敢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选编（第十辑）·下卷

192

感到悲愤不已。只可惜，在译文中，这些内容并没有及时补上去，只
是简单地讲述了春节将至，谭大娘等村民向军属拜年扭起来秧歌，因
而在内容上相比原英文版本失色不少。

四、译文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弱化和强化
因为《秧歌》明显的反共政治意识，张爱玲在自译《秧歌》的过
程中，对于原英文版本中一些政治意识形态明显的句子也做了一定改
写，从而弱化或者强化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弱化方面，张爱玲主
要是省略了原英文版本中一些涉及政治因素的内容，比如，谭大娘背
着干部埋怨共产党对农民剥削的话语在译本中就省略了。
（1）“Stupid!” Big Aunt had murmured when the kan was gone.
“The American devils will never come to this little village. Besides,
these kan pu have left us so poor that there's nothing for the foreign
devils to steal any-way!”
这段英文如果翻译成中文是：“骗人的把戏”，等干部走后，谭
大娘咕噜着，“美国鬼子怎么厉害，也打不到这个村里旮旯。谁都知
道，这些干部一来，我们已经穷得响叮当，就算美国鬼子来了，一点
油水也是榨不出来了噢！”应该说，谭大娘埋怨的话语是尖锐的，张
爱玲在中文译本里省略这些内容，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其政治色彩。当
然，对于原英文版本中一些政治意识形态明显的内容，张爱玲更多是
强化其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对译文的改写，进一步批判共产党的党内
政策，抹黑共产党干部的形象，强化农民的悲惨遭遇等等。
（2）原文：The communists had always placed great importance
on the decoration of places where the meetings were going to be held.

A high-ranking officials would inspect the room personally before the
meeting and rage at the kan pu in charge if the vase of the flowers on
the platform was not just so.
译文：共产党向来最注重会场的布置，开会前照例有一个高级官
员到会场去亲自巡视一周。如果认为台上的桌子上搁的一瓶花不如理
想，就要大发雷霆，负责的干部可能受到处分。
原文描述的是共产党员对会场布置的苛刻，用一种夸张的手法来
嘲讽共产党形式主义的荒谬可笑。他们会在开会前派遣高级的官员来
审视，如果对一瓶花的摆设不满意，就会大发雷霆。在译文的改写
中，张爱玲首先刻意用“最”字进一步加强原文的语气，渲染了共产
党员的形式主义和对细节的吹毛求疵。与此同时，她还增加了两处原
文中没有的信息。首先，增加了官员巡视会场的具体时间“一周”，
用一种更加夸张的黑色幽默来嘲笑共产党员在小事情上的兴师动众。
另外增加的内容“负责的干部可能受到处分”，其严重程度在原有的
“大发雷霆”上骤然升级，巡视的官员如果对花瓶的布置不满意，不

（3） 原 文：His thickly wadded uniform made him look much
stouter than he was, and with a tight waistband it gave him a bosom
译文：身上穿着臃肿的旧棉制服，看上去比他本人胖了一大圈。
腰带箍紧了，使他胸前高高的坟起，臀后耸起一排皱裥，撅得老远，
倒有点像个西洋胖妇人的姿态。
这里是对村干部王同志的描写，应该说，张爱玲在中英文版本中
的描写都很细致、生动，形象地刻画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干部形象。在
译本中，张爱玲在原来细节的基础上加上了“倒有点像个西洋胖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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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 bu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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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策的残酷和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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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会很生气，甚至会以此来处理负责摆放的人，以此来强调突出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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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姿态”的内容。这个细节的增加，其目的也有抹黑和丑化王同志形
象之嫌。在整个译本中，张爱玲都会刻意去丑化这个干部的形象。比
如在故事的第六章，王同志为了打听妻子的下落威胁村民赵八哥的情
景，张爱玲通过改写王同志对赵八哥威胁的言语，进一步突显他的阴
险狡诈。赵八哥因为担心王同志是特务打听女共产党员的信息，因
而吞吞吐吐，王同志虽然知道赵八哥的苦衷，但还是威胁赵八哥说：
“如果你不说实话，就死路一条。”（If you hide anything, it is at your
own peril.）这句威胁的话在中文版中被改写成：“扯了谎给我们对出
来了，我们的黑名单上有了你的名字，一家子都不要活着。”其恐吓
的内容和威胁的语气显然要比原英文版本强硬许多。张爱玲改写的目
的也是为了丑化和抹黑共产党的形象，突出他们对老百姓的残忍和狡
诈，这些改写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译者和翻译赞助人政治意识形态对翻
译的一种操纵。

结论
从张爱玲创作和自译《秧歌》的动机，《跋》中对故事真实性的
辩护，以及在细节、文化词汇、情节、政治意识形态弱化或强化的改
写，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自译《秧歌》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活
动，译文与原文的差别表面上是字句的差异，实质上是在不同文化资
本的较量下权利话语的表现。在张爱玲《秧歌》自译改写的过程中，
读者的文化背景差异，译者的创作诗学，以及译者和其赞助人的政治
意识形态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权利网络从而完成对整个翻译过程的
改写和操纵。

参考文献：
［1］ 张雪．多元调和：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M］．浙江：浙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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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大学，2010．
［4］ 高全之．张爱玲学批评、考证、钩沉［M］．台北：一方出版
有限公司，2003．
［5］ Eileen Chang, The Rice-Sprout Song [M] Berkeley and 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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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翻译艺术研究”。课题负责人：刘爱兰；成员：余东、田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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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任剑辉研究综述（1980 — 2014 年）
徐燕琳（华南农业大学）

任剑辉（1913 — 1989 年）是粤剧史上最有成就和影响最为深广
的女文武生，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艺术家。她为人高洁，艺术高
超，对粤剧的发展贡献巨大。她和她的艺术，也一直为研究者所关
注。尤其在 2009 年 10 月 2 日，由广东、香港和澳门联合申报，粤剧
成功晋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粤剧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瑰宝，
更提醒我们加强粤剧研究和传统文化保护的必要和紧迫。同年 11 月，
“任剑辉研究计划”组织编写的《长天落彩霞 —— 任剑辉的剧艺世界》
于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成为学界和艺林快事。任剑辉一百周年诞辰之
际，2013 年 1 月，在香港隆重举办了“纪念任剑辉女士百年诞辰粤
剧艺术国际研讨会”，对任剑辉的过往研究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揭
示了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个继往开来的时刻，艺术家和研究者有必要
学习任姐等前辈精神，凝聚点滴闪光，同心戮力合作，将粤剧及传统
文化进一步推向前进。笔者才疏学浅，愿以在内地见到的任剑辉相关
资料和研究情况贡献于各位方家，为任剑辉研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
事。因水平、条件、视野有限，错漏不免，敬祈批评教正。
由于历史原因，大陆对于香港粤剧及任剑辉的研究起步较晚，尽
管之前任剑辉和她的艺术早已在内地流行。“文革”结束后，大陆与
港澳文化交流开始频密，1979 年广东省文联和广州市文联组织香港

艺人到广州中山纪念堂举办粤曲唱腔欣赏会，受到热烈欢迎。1980
年以后与香港交流越来越自由、频密，各种音像数据流入内地，由
磁带而录像带、盘片。仅网络检索发现早年流入的有香港美声唱片
公司出品的原版磁带《游龙戏凤》（任剑辉、红线女），娱乐唱片有
限公司出品《再世红梅记》（任剑辉、白雪仙）等，以及后来内地与
香港合作，在内地印制发行的音像数据，如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出
版、香港风行唱片有限公司录制、珠海华生磁带厂印制发行的《大红
袍》（任剑辉、罗艳卿、靓次伯）等多种。随着录音机、影碟机从舶
来、走私、进口变成国产，变成日用，步入普通家庭，任剑辉也愈为
内地观众熟悉。八九十年代，在卡拉 OK 唱厅，在家家户户，《帝女
花》等悠扬唱腔广为传诵。内地学术界对任剑辉的认识和研究，笔者
所见，也是由此开始。

一、内地对任剑辉的认识和介绍
任剑辉是广东南海西樵人，素为家乡敬重、热爱。1993 年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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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港澳大百科全书》中的香港卷，在“人物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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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一文，谈及任剑辉也属南海西樵人氏。1997 年，广东省南海
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南海文史资料》第 29 辑，内收关岳中
所写《粤剧女文武生任剑辉》，介绍任剑辉的生平和艺术成就，称其
“一生对粤剧贡献良多，影响深远。她从出道至退休，经历数十载，
一直历久不衰，从未走下坡路。她的艺术才华至今还深受戏迷和行
内人所敬重，实为艺坛的一个奇迹”。此文收入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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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冼玉清与澳门关系密切 —— 纪念岭南一代才女冼玉清教授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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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士”部分专门介绍了任剑辉的生平和艺术成就。1995 年，陈树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选编（第十辑）·下卷

198

公厅、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8 年 12 月中国文史
出版社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下编第 5 卷《广东人物篇》下。
2004 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佛山炎黄文化研究会、佛山市政协文教
体卫委员会编《佛山历史人物录》第 1 卷以“‘戏迷情人’任剑辉”
为题介绍任剑辉。2011 年 8 月，方志出版社出版、佛山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编的《佛山人物志》，专门介绍了任剑辉的生平、艺术和她
对粤剧的贡献。
任剑辉在广州的生活为学者留意。2008 年 8 月广州出版社出版
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名人故居专辑》有“任剑辉、白雪仙故居”，
介绍任剑辉、白雪仙的艺术生涯和成就，以及他们当年在宝华路曾四
巷 11 号的住宅。《神州民俗》2012 年第 6 期范欣智的文章《恩宁路
地区粤剧名伶与名人故居的现状及保护构想》，介绍了任剑辉白雪仙
位于曾四巷 11 号的旧居，呼吁加强保护和利用。《南国红豆》2013
年 第 5 期 崔 颂 明、 我 自 强 的 文 章《 土 华“ 永 和 堂” 与“ 河 南” 戏
班》，谈到任剑辉在“河南”（广州珠江南岸，今海珠区）戏班的生活
经历。
任剑辉与内地艺人的交游往来也传为佳话。《南国红豆》2010 年
第 2 期思众《粤剧红伶聚居西关》介绍说，20 世纪 80 年代，曾与罗
品超多年合作的伙伴任剑辉、白雪仙及其徒弟、谊女等多人，曾专程
到罗品超的西关华屋探望，相聚甚欢。同期刊文岭南《粤剧名伶故居
将拆除建西关大屋》，提及叶兆柏于 1983 年随广东粤剧团到香港演
出，张活游、任剑辉、白雪仙等名家到新光戏院观看，并到后台看望
久未谋面的广东粤剧界同行，倍感高兴，并合影留念。
任剑辉的早年事迹亦屡屡为内地学者涉及或关注。《黄钟》1995
年第 3 期所刊陈威《评一代高胡宗师刘天一及其名作〈鱼游春水〉》
介绍说，1945 年刘天一回到广州，在十八甫设立今雨茶座，邀请著

名粤曲演唱家梁醒波、新马师曾、李少芳、芳艳芬、任剑辉、白雪
仙等演唱，音乐家吕文成、尹自重、邵铁鸿等时有加盟。《武汉文史
资料》2000 年第 1 期温少曼《香港早期文化杂记》一文，记录当时
著名红伶老倌是马师曾、薛觉先、千里驹、白驹荣、谭兰卿、任剑
辉、白玉堂等。鲁荷在 2001 年第 2 期《南国红豆》发表《剧目也争
雄》，讲述新声剧团的《红楼梦》与何非凡的《情僧偷到潇湘馆》对
撼的故事；2004 年撰文《任剑辉“举狮”不“观图”》（《南国红豆》
2004 年 6 期），介绍任剑辉“举狮不观图”典故的由来。2004 年第
5 期《南国红豆》刊载江沛扬《粤剧编剧南海十三郎》，涉及陈锦棠、
任剑辉、伊秋水主演的粤剧电影《新女儿香》；第 6 期童望粤《潮流
兴？—— 关于“戏说”的一次对话》谈到《六月雪》改编成粤剧后，任
剑辉等人让窦娥夫妻大难不死、欢乐团圆的个性创造。《中国演员》
2014 年第 2 期所刊黄静珊《记澳门小龙剧团》，介绍金声剧团演出
《晨妻暮嫂》一剧时曾邀得龙家的五位公子和粤剧神童郑碧影一起客
串演出的情况。

龙、任剑辉、梁醒波和林黛四位明星。2004 年 12 月 3 日《中国艺术
报》刊登的吉光安文章《中国电影邮票期待精彩》，以及《中国邮政
事。《广东艺术》1999 年 3 期艾晓明《香港戏迷》一文为作者对《南
丫戏语》的读后感，提及书中所述对任剑辉病逝的惋惜和观剧心得。
2007 年 9 月，穗港澳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剧院举办，当年《南国红豆》
第 6 期发表周仕深文章《情寻足迹 继往开来 ——“情寻足迹二百年”
粤剧国际研讨会侧记》，并介绍研讨会“粤剧剧目研究”环节，陈素
怡女士从多台由名伶任剑辉担纲的名剧讨论剧中人物性格的塑造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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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2005 年 8 月 26 日 方 翔《 方 寸 天 地 展 现 银 幕 风 云》 分 别 介 绍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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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 香 港 邮 政 署 发 行 了《 香 港 影 星》 邮 票 第 一 套， 包 括 李 小

第

任 剑 辉 的 各 种 相 关 信 息 经 由 媒 体 报 刊 传 播 到 内 地。1995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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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和独特性，并述及香港电影资料馆筹办之粤剧电影欣赏，内容
包括《金箭银龙》（任剑辉、靓次伯、余丽珍主演）、《香销十二美人
楼》（芳艳芬、陈锦棠、任剑辉主演）和《西施》（任剑辉、白雪仙主
演）等。
任 剑 辉 和 她 的 名 剧 一 直 在 内 地 广 为 流 传， 深 受 喜 爱。2000 年，
潘邦榛在《南国红豆》发表《互联网上推广粤曲粤剧 —— 好一个“水
泠曲苑”》，介绍中国电信 163 互联网上的一个群众自办的粤剧推广
网站“水泠曲苑”，其内容有罗品超、郑培英之《平贵别窑》，任剑
辉、白雪仙之《紫钗记之拾钗》，郎绮玉、关国华之《仕林祭塔》等。
《南国红豆》2004 年第 1 期罗丽《年轻人眼中的粤剧 —— 问卷调查及
分析报告》谈到所调查年轻人对任剑辉的关注，其中一位被访者说，
因为钟爱的任剑辉已经离开了，进剧场会让自己伤心，所以不想再看
粤剧。《南国红豆》2008 年第 2 期所刊徐燕琳《广府文化区大学生戏
曲接受情况调查报告》反映，广府青年学生及他们的家乡人喜爱的戏
曲剧目中，最爱的是《帝女花》，《帝女花》等传统经典剧目，仍然以
强大的艺术魅力、广泛的群众基础，活跃在民间舞台上，也是年轻人
心目中传统戏曲的代表，对他们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调查中，佛山
杨晓燕同学说：“《帝女花》是我的最爱。”肇庆市的罗思敏说：“婆
婆喜欢看《帝女花》，所以从小就陪她一起看。自己长大了也爱看，
大家一起看电视或唱卡拉 OK 时就会一起看（唱）《帝女花》，觉得
挺有趣。”她还说，一般戏曲的情节、人物都不太能引起她的兴趣，
《帝女花》除外。

二、内地任剑辉研究的早期情况
首先需要提到的是境外学者的努力。他们也是最初的力量。
1984 年，美国匹兹堡大学音乐讲座教授荣鸿曾的文章《论粤剧
唱腔中的衬字》在《音乐艺术》1984 年第 3 期刊载。此文为 1982 年
4 月作者在芝加哥中国演唱文艺学会第 14 届年会上宣读的论文修订
稿。文中谈及粤剧唱腔衬字的“加帽”时，以任剑辉在《大红袍》中
的唱腔为例，这是笔者所见内地期刊中学者论文涉及任剑辉研究的第
一篇。香港学者区文凤自 1994 年开始在《南国红豆》、《广东艺术》、
《中华戏曲》发表多篇文章介绍香港粤剧，包括《唐涤生早期的创作
道路和编剧特点》、《香港战后粤剧发展概况》等，其中许多涉及任
剑辉的生平和艺术成就。由于任剑辉的巨大影响，许多作家也在内
地出版的书籍报刊中推介任剑辉。2000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
燕妮所著《偶像画廊》有《永远的戏迷情人 —— 任剑辉》一篇，记录
了许多任剑辉、白雪仙的风采、轶事。2001 年 6 月 19 日《文艺报》
刊登的马来西亚作家李忆莙文章《粤语古典名著〈花笺记〉》谈及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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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花笺记》，“不由自主地当成是观赏粤剧，才子是我的偶像任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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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庐集》中《悼粤剧名伶任剑辉女士》，2011 年三联书店（香港）
有限公司出版、卢玮銮和张敏慧著《梨园生辉·任剑辉、唐涤生·记
忆与珍藏》等，也将相关信息传递进来。
任剑辉研究从学术层面引入内地始于 2013 年 1 月“纪念任剑辉
女士百年诞辰粤剧艺术国际研讨会”之后，以香港大学黄兆汉教授
《我们要为任姐做点事 —— 谈“任剑辉研究计划”的过去、现在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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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内地能够见到的书籍如 1994 年香港启扬信息公司出版的尹家珊

第

辉，佳人是白雪仙。书中的方块字都成了一段段唱词，哀艳而缠绵！”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选编（第十辑）·下卷

202

来》一文的发表（《南国红豆》2013 年第 2 期）为标志，呼吁将任剑
辉精神和任剑辉研究发扬光大。2013 年开始，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戴
淑茵、香港教育局粤剧课程发展实验小组委员李少恩在《南国红豆》、
《戏曲研究》等刊物集中发表《广州粤剧团与仙凤鸣剧团 —— 20 世纪
50 年代粤港文化交流》、
《惊艳一百年 —— 纪念任剑辉女士百年诞辰粤
剧艺术国际研讨会综述》、《任剑辉唱腔艺术：以〈紫钗记〉为例》、
《粤剧剧目、唱腔、传承：任剑辉女生角的传统》等论文多篇，介绍
香港粤剧和任剑辉艺术，进一步沟通两地任剑辉研究。
内地学者对任剑辉的推崇和宣传始终不渝、一以贯之，是大陆任
剑辉研究的主要力量。
1985 年， 广 东 省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员、《 广 东 戏 曲 简 史》 作 者 赖
伯疆在《戏剧报》当年第 1 期发表《香港剧坛掠影》，介绍了雏凤鸣
剧团的情况。1992 年，陆键东在《南风窗》发表《岭南妙韵魅力何
在》，赞扬任剑辉和白雪仙培养起来的龙剑笙与梅雪诗的演出。1995
年，陈自强《从宠儿到弃儿？—— 粤剧六柱祭》在《南国红豆》发表，
介绍“六柱制”的历史演变和利弊，提及 20 世纪 30 年代薛马争雄
前后，包括任剑辉等文武生相继出现及其成就。《广东艺术》1996 年
第 2 期柯可《红伶献妙艺 名剧留影坛》一文介绍粤剧五大唱腔流派
的代表人物对粤剧电影发展的贡献，也谈到戏曲片《紫钗记》拍摄中
展示的男女主角饰演者任剑辉、白雪仙的表演艺术。1996 年第 2 期
《南国红豆》中何建青《“不能形似能神似”—— 谈新加坡卢眉桦主演
的〈秦始皇〉》一文，言及号称“女桂名扬”的剧场常青树任剑辉。
《南国红豆》1997 年第 1 期胡桂馨《新加坡敦煌剧坊推广粤剧之“三
深两意”》，述及敦煌剧坊举办的“粤曲茶座”曲目包括名伶白驹荣、
任剑辉、何非凡、薛觉先等的名曲。1997 年第 4 期《南国红豆》刊
黄仕英《粤剧之道，在止于功德无量 —— 在狮城粤剧节 97 粤剧研讨会

上的发言》一文，也说所有杰出的粤剧红伶或演员，包括任剑辉、白
雪仙、红线女、靓次伯、芳艳芬、凤凰女、邓碧云等，均受到良师
教导。

三、任剑辉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进入 21 世纪，随着内地与香港粤剧交流和相关研究的增加，涉
及任剑辉的研究越来越多。
任剑辉与白雪仙、唐涤生的合作，及其对香港粤剧发展的贡献受
到长期、普遍关注。2000 年、2002 年，朱栋霖、焦尚志先后在《戏
剧艺术》、《戏剧》发表《论香港剧作家杜国威》、《论杜国威的戏剧
创作》，介绍杜国威《剑雪浮生》所写粤剧名伶任剑辉、白雪仙和著
名编剧唐涤生三人之间纯洁、高尚的情感与合作、他们对粤剧艺术的
挚爱。2007 年 6 月 21 日《珠海特区报》发表陈翩翩《粤韵唐曲，落
花满天蔽月光 —— 唐家湾镇隆重纪念唐涤生诞辰九十周年》，介绍唐涤
生与任、白的合作及其系列名剧，以及反映三人故事的舞台剧《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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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刘玲玉《马师曾为静公“挡风沙”》（《南国红豆》2007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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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的故事，一直以来都为行内人所津津乐道。”《南国红豆》2008
年第 2 期潘邦榛文章《唐涤生执着的艺术追求》，具体谈及唐涤生与
任、白之间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形成了坚强的合力，从而取得艺术
上的成功。2009 年第 1 期《戏曲研究》罗丽文章《粤剧研究三十年》
述及任剑辉、白雪仙对粤剧研究的支持和贡献。《南国红豆》2012 年
第 5 期刊登毛小雨《践诺守约的重要一步》，介绍了任剑辉、白雪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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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师曾、唐涤生与任剑辉、白雪仙，他们之间团结敬业、互相尊重和

第

5 期）也说：“许多人都说大老倌难以合作。然而静公（杨子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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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凤鸣剧团”及其与唐涤生、徐若呆的合作和部分剧本情况。《戏
剧》2013 年 第 4 期 发 表 罗 琦、 胡 迭 文 章《20 世 纪 50 年 代 大 陆“ 戏
改”对香港粤剧的影响》，多处涉及任剑辉、白雪仙、唐涤生的合作
及其香港粤剧的贡献，认为“仙凤鸣”剧团所倡导的“新粤剧”与大
陆粤剧“戏改”的艺术追求一致，并介绍“仙凤鸣”的改革和“戏院
风格”对香港剧团和粤剧发展的影响。
粤剧电影方面不少论文和专著涉及任剑辉。2006 年罗丽在《南
国红豆》刊载的《粤剧电影初探》及 2007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
《粤剧电影史》，多处提及作为粤剧电影明星的任剑辉、白雪仙，及其
《梁祝恨史》、《帝女花》、《紫钗记》、《再世红梅记》、《李后主》等对
于粤剧电影的贡献。肖稚《“薛马争雄”期间的影剧互动》（《南国
红豆》2006 年第 6 期）也涉及任剑辉、白雪仙的粤语电影。《电影文
学》2009 年第 2 期吴平平《传播媒介与戏曲电影的历史生成》一文
以任剑辉为例说明名伶影星的巨大号召力和大众文化的偶像模式的互
动。2013 年 8 月魏君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香港电
影史记》，亦有“任剑辉、白雪仙：神仙眷侣”为题的简要介绍。《香
港电影研究专题》2014 年第 3 期陈向阳文章《香港粤剧电影：戏曲
的切割与重建》，谈及《紫钗记》里情感的摄影叙事和抒情艺术。
任剑辉艺术的渊源承传也成为一个研究内容。前述《南国红豆》
1996 年第 2 期何建青文章《“不能形似能神似”—— 谈新加坡卢眉桦
主演的〈秦始皇〉》已论及任剑辉的师傅黄侣侠学马师曾而自号“女
马师曾”。《南国红豆》2008 年第 2 期何梓焜《关于金牌小武桂名扬
的联想》，认为任剑辉的演艺中有着很深的桂派烙印。《南国红豆》
2008 年第 6 期麦尚馨《桂名扬与他的桂派传人》介绍了“女桂名扬”
任剑辉，称其“声、色、艺俱全，扮相演出特别风流潇洒”。《南国红
豆》2014 年第 3 期刊登岭南《任白传人陈宝珠梅雪诗巡演 —— 再世红

梅记》，介绍任白慈善基金组织重演《再世红梅记》，由白雪仙精心策
划，率领爱徒陈宝珠、梅雪诗首度携手演出。
任剑辉的唱腔、表演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中国文化报》2005 年
10 月 1 日廖盟书《广东音乐的艺术风格与文化价值》一文说：“任剑
辉、白雪仙主演的粤剧《帝女花》，把古曲《妆台秋思》、《秋江别》
引用到唱腔上，其优美的旋律和婉转的唱腔深受广大群众喜爱，这一
唱段曾在各地广泛流行，如今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仍然为各地戏迷
所厚爱，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南国红豆》2006 年第 6 期江励夫
《粤曲品弹录》赏析了《紫钗记》中《剑合钗圆》一曲的演唱读音韵
味。《美育学刊》2013 年第 4 期张春田文章《表演性与抒情性 —— 任
剑辉的戏梦人生》，介绍任剑辉艺术的表演性和抒情性，认为是“中
国抒情传统”在香港的一种延续与回归。2013 年出版的《戏曲研究》
刊载戴淑茵《任剑辉唱腔艺术：以〈紫钗记〉为例》，通过仙凤鸣剧
团《紫钗记》现场舞台声音、娱乐唱片及戏曲电影等数据，分析《紫
钗记》的创作演出，探讨其在粤剧研究上的价值与意义。同期李小佳

绍任腔的沿革、创作机制、代表剧目、传承和影响。
随着任剑辉研究的深入，任剑辉的名剧研究为学者关注。2011
〈 牡 丹 亭〉 中 杜 丽 娘 的 人 物 形 象》、2011 年 第 6 期《 书 城》 乔 宗 玉
《“紫钗”梦醒》两篇文章，分别提到任剑辉、白雪仙所演粤剧《牡
丹 亭· 游 园 惊 梦》、《 紫 钗 记》。《 艺 海》2011 年 第 12 期 杨 秀 峰《 乱
世姻缘经风雨 肝肠寸断催人泪 —— 浅析吴宇森导演的粤剧电影〈帝女
花〉》也说，此剧由任剑辉和白雪仙首演，经过舞台上的不断打磨，
成为粤剧的经典之作。《曹雪芹研究》2013 年第 2 辑发表李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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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2 期《南国红豆》刊登孔文峣《情之所至，生死由他 —— 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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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研究，寻找共同规律；仲立斌《浅议任剑辉粤剧流派唱腔艺术》介

第

文章《任剑辉与戏曲“坤生”现象》将任剑辉与京剧的孟小冬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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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红楼戏之研究综述》，述及 1945 年新声剧团在澳门演出徐若呆
编剧的全本《红楼梦》的轰动情景。徐燕琳在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的《广东传统非物质文化》一书中介绍了粤剧《帝女花》的改
编、演出和剧情，全文录出《香夭》曲词；并在 2013 年第 6 期《文
化遗产》撰文《在家与国的边缘 ——〈帝女花〉的历史空间及岭南叙
事》讲述《帝女花》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任剑辉的铮铮傲骨和家国
情怀，以及《帝女花》的岭南属性和香港气质，认为《帝女花》乃唐
涤生为任剑辉白雪仙度身订造，经由任白苍凉悲怆的演绎和发挥达到
极致，是香港粤剧的经典之作，成就了任剑辉一代粤剧宗师的历史地
位；同时该剧体现了人类共同的命运之感，完全可以立于世界大悲剧
之林。
任剑辉对粤剧后辈十分关爱，也是青年演员的精神楷模和学习榜
样。20 世纪 30 年代初郎筠玉在广州长堤大新公司游乐场全女班时得
到首席女文武生任剑辉提携，并邀请郎氏加入自己的全女班“镜花
艳影剧团”（鲁荷《郎筠玉误改艺名》，《南国红豆》2010 年第 6 期）。
《南国红豆》2001 年第 6 期秦莹《情迷“红豆”五十载 B 腔妙韵传五
洲 —— 记陈小汉》、2004 年第 5 期罗铭恩《传统舞台艺术与现代电视
艺术的融合 ——〈优秀粤剧粤曲艺术大观〉之“陈小汉专辑”综述》都
提及陈小汉以薛派唱腔的典雅深情为基调，吸收了新马师曾的抑扬顿
挫，任剑辉的明快流畅，靓少佳的爽朗紧醒的艺术风格，在继承中研
创新声。2003 年 3 月 31 日《广州日报》发表梅晓文章《粤剧向何处
去》，提及包括任剑辉、白雪仙在内粤剧名伶辈出、流派争雄的鼎盛
时期，呼唤粤剧复兴。《南国红豆》2004 年第 5 期阿芒文章《给粤剧
年轻人泼盆冷水》，要求粤剧创作和演出继承传统、发掘传统，认为
年轻人应该向先辈艺术家如靓元亨、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桂名
扬、廖侠怀、靓少佳、新马仔、何非凡、陈非侬、白玉堂、任剑辉、

梁醒波、文觉非、梁荫棠、关德兴等的录像或唱碟学习借鉴。《中国
戏剧》1998 年第 11 期黄白龙《重返舞台更上层楼 —— 记粤剧表演艺
术家彭炽权》，介绍国家一级演员彭炽权复出即演出观众熟悉的粤剧
七大名家新马师曾、罗品超、罗家宝、文觉非、任剑辉、陈笑风、梁
荫棠等的首本名剧中的重头折子戏。《广东艺术》1998 年第 1 期童望
粤《呖呖莺歌溜的圆 —— 曹秀琴唱功赏析》介绍曹秀琴出道之初得到
香港粤剧名伶任剑辉、白雪仙、李香琴等的鼓励赞扬。《南国红豆》
2008 年第 6 期苏能业《粤剧名伶马丽明从艺道路散记》称任剑辉、
白雪仙观看演出后给予马丽明肯定。《南国红豆》2007 年第 1 期金龙
文章《白雪梅二十载回归省港澳》介绍白雪梅为广州市粤剧粤曲学会
筹集活动经费以支持广州的粤剧粤曲事业，亲率粤剧艺术学院数十位
学生，组织“白雪梅二十载回归省港澳师生演出专场”。其中谈及，
白雪梅继承了白驹荣的做功和唱腔，扮演文武生行当也得到任剑辉的
鼓励。肖稚《〈梦断香销四十年〉二三事 —— 开山资料访寻》（《南国
红豆》2007 年第 3 期）说，为帮助白雪红演好《梦断香销四十年》，

2013 年 第 5 期） 提 及， 顺 德 艳 阳 天 的 正 印 花 旦 黄 晓 韵 随 团 到 澳 门
“雀仔园”演戏，“别看‘雀仔园’的地方小，只有十来二十平方，但
过，我们在那里五天演了九场，日夜场都演，虽然很疲劳，但是演得
很开心。”由此可见任剑辉等粤剧前辈的感召力量。
2012 年 开 始，“ 任 剑 辉 研 究 计 划” 被 介 绍 向 内 地。《 南 国 红 豆》
2012 年第 2 期刊登小小文章《任剑辉研究计划：向名伶致敬》、2013
年第 2 期黄兆汉《我们要为任姐做点事 —— 谈“任剑辉研究计划”的
过去、现在与将来》，分别介绍了“陈大枝陈邱敏英粤剧研究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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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很有名，马师曾、红线女、任剑辉、白雪仙等很多名家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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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服装，亲自教唱、包装。金顺德《黄晓韵的艳阳天》（《南国红豆》

第

白雪仙和任剑辉专程同到广州，为白雪红出谋划策，修改剧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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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剑辉研究计划”的情况和努力方向。2013 年第 2 期亦有钟碧
玲《广东八和会馆参与任剑辉国际研讨会》，介绍广东八和会馆参会
情况以及崔颂明、郭英伟论文《粤剧传承与女文武生现象 —— 小议任
剑辉的师徒及其表演特色》。同年，参加 2013 年 1 月份研讨会的多篇
论文陆续在内地学术刊物《戏剧》、《文化遗产》、《美育学刊》刊出，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办的《文化遗产》第 6 期以
两版彩页刊登《帝女花》剧照及任白唐生活照共 9 幅，中国艺术研究
院戏曲研究所主办、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戏曲研究》第 88 辑也
组织了“纪念任剑辉女士百年诞辰粤剧艺术国际研讨会专辑”，正式
将任剑辉研究推向中国戏曲界。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在多方的努力
下，任剑辉、任剑辉研究和粤剧事业将如我们所期望的，迎来充满生
气的新的发展。
（选自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课题
“岭南戏曲海内外传播影响及发展研究”。本文为阶段性成果。最终成
果《岭南戏曲海内外传播影响及发展研究》8.3 万字。课题负责人：徐
燕琳；成员：陈瑾、王新锋、梁颖稚、张利梅、孟庆书、刘子呢、郑
伟生、陈弘毅、王瑞。）

人格判断的自我 — 他人一致性：
熟悉度和亲密度的作用
陈少华（广州大学）

一、问题提出
在影响人格判断准确性的诸多因素中，良好信息是最重要的调
节 变 量之一，而信息是否良好取决于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陈少华，
曾 毅，2013）。Funder（2012） 的 现 实 准 确 性 模 型 指 出， 判 断 者 与
判断目标的关系质量越好，对目标掌握的信息越多，人格判断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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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越高。一般而言，和一个人相处时间越长，获得的信息数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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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而 影 响 到 人 格 判 断 的 准 确 性。 如 果 以 自 我 — 他 人 一 致 性（selfother agreement，简称 SOA）作为准确性的标准，那么熟悉度和亲
密度较高的个体彼此之间的判断可能会更准确，因为对于相同的人
格特质，熟人比陌生人、关系亲密的人比关系一般的朋友其 SOA 更
高（Funder, Kolar, & Blackman，1995）。最近一项关于新婚夫妇之
间人格判断的研究表明，大五人格的所有维度都呈现出显著的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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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acquaintanceship）和亲密度（closeness）决定了信息是否良好，

第

越多；与一个人关系越亲密，所获信息的质量会越高。可见，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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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BFI 量 表 中 SOA 最 高 的 是 外 倾 性（r=0.67）， 最 低 的 是 宜 人 性
（r=0.43）（Beer, Watson, & McDade-Montez，2013）。
在日常交往中，随着判断者与判断目标关系水平的增进，SOA
也将随之提高。按照现实准确性模型的解释，关系质量高的个体之间
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现、观察和解释与特质相关的线索，因而人格判断
会更准确（Funder，2012）。这表明人格判断中可能存在一种关系效
应（relationship effect），即判断者与判断目标的关系质量越高，对
目标的人格判断越准确（Letzring, Wells, & Funder，2006）。Watson
等人的研究发现，人格判断中 SOA 随着判断者与判断目标关系类型
不同而不同，熟人与自我的一致性高于陌生人与自我的一致性，准确
性随着关系水平的变化而变化（Watson, Hubbard, & Wiese，2000）。
对于人格判断中的关系效应，一些研究者认为可能与动机性因素有
关，不同的关系水平影响了人们对特质的观察和信息的获取，观察判
断目标什么特质以及关注哪些信息包含着动机的成分（陈少华，赖庭
红，吴颢，2012）。
从理论上讲，与一个人相识时间越长，熟悉度会越高，SOA 也
可能越高。实证研究也发现，在相同情境下，与判断目标的熟悉度
提高了内部判断的一致性（Funder et al.，1995）。Kurtz 和 Sherker
（2003）考察了大学生室友特质评定的 SOA，结果表明：从相识 2 周
到相识 15 周，所有人格特质的 SOA 都明显增加，责任心的 SOA 显
著高于外倾性，关系质量并没有对 SOA 起调节作用；在控制同一特
质的自我评定后，关系质量越好，外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这三种
特质的室友评定越高，神经质的室友评定则越低。然而，基于相识时
间长短的熟悉度未必在任何情境下都起作用，当评定标准是在一个陌
生人曾经看过而熟人没有看过的情境对目标行为进行预测时，熟人
相对于陌生人的优势会消失，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作熟悉效应边界

（Colvin & Funder，1991）。纵向研究表明，没有证据支持熟人之间
的 SOA 随相识时间的增加而增强（Park, Kraus, & Ryan，1997）。根
据 Kenny（2004）的加权平均模型，如果判断者能够完全看到判断目
标的重叠行为或以同样的方式精确解释所看到的行为，那么 SOA 不
会随熟悉度的增加而增强。
综观已有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考察关系质量的影
响：其一是判断者与判断目标相识时间的长短，即熟悉度；其二是要
求判断者评定与判断目标之间的关系等级（张登浩，王登峰，2010）。
但是，认识时间长并不意味着熟悉，熟悉也不意味着了解，简单的关
系等级评定不能够准确反映关系质量的高低。作者认为，要客观评估
关系质量对人格判断自我 — 他人一致性的影响，除熟悉度以外，亲
密度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如果说熟悉度与信息数量有关的话，那么
亲密度则与信息质量有关，因为只有关系比较亲密的人之间才有可能
交流比较私密的、涉及个人思想或情感方面的高质量的信息，这些
信息更有助于提高判断的准确性（Letzring & Human，2014）。此外，

高（Chan, Rogers, Parisotto, & Biesanz，2011）。据此作者预期，女
性朋友与判断目标的 SOA 比男性朋友的更高，与基于相识时间长短
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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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熟悉度相比，判断者与判断目标的关系亲密度更有可能在 SOA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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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别与人格特质印象的准确性相关，女性知觉者的准确性比男性更

第

在影响 SOA 的因素中，性别也是一个重要变量，研究表明，知觉者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选编（第十辑）·下卷

212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从广州某高校随机抽取 140 名大学生作为目标被试，要求他们
完成大五人格问卷测试，收回有效问卷 129 份，其中男性 37 名，女
性 92 名，平均年龄 19.60±0.80 岁。然后，要求每一名目标被试从自
己的朋友圈中各选取 1 名女性朋友和 1 名男性朋友评定自己的大五
人格，其中收回女性朋友有效问卷 121 份，平均年龄 19.65±0.74 岁，
收回男性朋友有效问卷 118 份，平均年龄为 19.98±1.55 岁。

（二）工具
（1）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CBF-PI-B）。该问卷含五个维
度 40 个条目，采用 Lidert6 点评定，各维度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1（ 神 经 质）、0.80（ 外 倾 性）、0.81（ 责 任 心）、0.78（ 开 放 性）、
0.76（宜人性），间隔 10 周的重测系数为 0.67（宜人性）到 0.81（神
经质）之间，各因子与完整版量表对应因子的相关均在 0.85 以上，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王孟成，戴晓阳，姚树桥，2011）。研究中使用
的 CBF-PI-B 分自评和朋友评两个版本，朋友评定时将自评条目中
的第一人称“我”改为“我朋友”，其他完全相同。信度分析表明，
该研究自评 CBF-PI-B 各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86（神经质）、0.76
（责任心）、0.81（宜人性）、0.79（开放性）、0.87（外倾性）；女性朋
友评定的 α 系数为 0.85（神经质）、0.83（责任心）、0.85（宜人性）、
0.79（开放性）、0.76（外倾性）；男性朋友评定的 α 系数为 0.83（神
经质）、0.79（责任心）、0.87（宜人性）、0.76（开放性）、0.83（外

倾性）。
（2）关系亲密度问卷（RCI）。RCI 最初由 Berscheid 等人编制，
用于测量人际关系的亲密度（Berscheid, Snyder, & Omoto，1989），
后经 Watson 等人（2000）修订用来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度。修订
后的问卷包括相识时长、相识范围以及关系亲密度三个维度，其中关
系亲密度包括 4 个条目（“你认为某某有多了解你？”、“你认为你有
多了解某某？”、“在谈论某个人或某件事时，你有多信任某某？”、“在
谈论某个人或某件事时，你觉得某某有多信任你？”），采用 Lidert5
点评定。研究表明，朋友样本中关系亲密度 4 条目之间的内部相关在
0.67 到 0.93 之间（Watson et al.，2000）。基于研究的目的，作者在
原问卷中删除了“相识范围”这一维度。研究中以相识时长作为熟悉
度的指标，信度分析表明，女性样本关系亲密度的 α 系数为 0.89，男
性样本为 0.77。

（三）程序
首先，要求目标被试完成自评版 CBF-PI-B 测试，据此获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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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自评分数。其次，让目标被试从自己的朋友中各选取 1 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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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朋友对目标被试的大五人格及两者的关系亲密度进行评定，同
时还要求朋友对两者的关系等级从“非常糟糕”到“非常融洽”做一
个 9 点评定，男、女性朋友评定结果由目标被试在自评结束后的两周
内通过电子邮件或 QQ 方式收回。最后，将所有数据录入 SPSS 20.0
版本，采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进行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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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BF-PI-B 和关系亲密度问卷（RCI）发送给选定的朋友，并要求

第

朋友和 1 名男性朋友，要求他们通过电子邮件或 QQ 方式将朋友评定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选编（第十辑）·下卷

三、结果分析
（一）大五人格自我评定与朋友评定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

大五人格自评与他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人格维度

自我评定
（n=129）

女性他评
（n=121）

男性他评
（n=118）

F

p

神经质

27.20±6.33

23.81±6.77

24.11±7.78

8.81

0.000

外倾性

29.45±6.52

30.61±6.59

29.89±7.09

0.94

0.390

开放性

32.40±5.45

33.76±5.60

32.60±6.03

2.05

0.130

宜人性

35.67±5.35

36.68±6.57

36.03±5.86

0.91

0.402

责任心

33.04±4.97

34.95±6.44

35.36±6.05

5.63

0.004

表 1 是 大 五 人 格 自 我 评 定 和 朋 友 评 定 的 描 述 性 统 计 结 果。 方
214

差 分 析 表 明， 除 神 经 质 和 责 任 心 自 评 和 他 评 的 结 果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2

外（F (2,365) =8.81，p <0.001，η =0.046；F (2,365) =5.63，p <0.01，
2

η =0.030）， 大 五 人 格 其 他 三 个 维 度 的 自 评 与 他 评 结 果 差 异 不 显
著。两两比较发现，神经质的自评显著高于女性朋友和男性朋友的
他 评（t (248) =3.970，p <0.001，d =0.519；t (245) =3.348，p <0.01，
d =0.439）， 责 任 心 的 自 评 显 著 低 于 女 性 朋 友 和 男 性 朋 友 的 他 评
（t (248) = -2.636，p <0.01，d =0.332；t (245) = -3.299，p <0.01，
d=0.421），男性、女性朋友对目标被试的评定结果在所有维度上均不
存在显著差异。

（二）大五人格自我评定与朋友评定的相关分析
表 2 是大五人格自评和他评的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为了更清

晰地比较 SOA 的性别差异，作者分别计算自我与女性朋友、自我与
男性朋友以及女性与男性朋友之间的一致性，将所有相关系数 r 转换
成 Z r 后计算 S — F 女 与 S — F 男 在人格各维度上的平均分数，得到聚合
后的 Z r，再将聚合的 Z r 转换成 r 得到总体的 SOA，即表 2 中的 S — F
合

。表中数据显示，无论是女性样本还是男性样本，所有人格维度的

SOA 都达到了显著水平，且女性样本中外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的
SOA 均比男性样本高。相关系数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两样本
所有人格维度的 SOA 均无显著差异。从两样本聚合的 SOA 分析，大
五人格中外倾性的 SOA 最高，r=0.41，责任心其次，r=0.36，神经
质和开放性最低（两者均为 r=0.21）。相关分析还表明，对于相同的
判断目标，男、女朋友对责任心评定的一致性最高（r=0.45），对神
经质和开放性评定的一致性不显著。
大五人格自评与他评的相关分析结果
S—F 男
（n=118）

F 女—F 男
（n=115）

S—F 合

神经质

0.21*

0.21*

0.15

0.21

外倾性

0.47**

0.35**

0.29*

0.41

开放性

0.21*

0.21*

0.17

0.21

宜人性

0.28**

0.25**

0.30**

0.27

责任心

0.39**

0.33**

0.45**

0.36

注：*p<0.05，**p<0.01。S—F 女 = 自我 — 女性朋友一致性，S—F 男 = 自我 — 男
性朋友一致性，F 女 —F 男 = 女性 — 男性朋友一致性，S—F 合 = 聚合的自我 — 朋友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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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女
（n=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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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维度

第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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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熟悉度的调节效应分析
表3
人格维度

熟悉度对 SOA 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β

Adj. R²

Sig.

β

Adj. R²

Sig.

神经质

-0.14

0.04

0.161

-0.02

0.03

0.843

外倾性

-0.24

0.15

0.009

0.15

0.20

0.752

开放性

0.08

0.04

0.410

0.96

0.05

0.116

宜人性

-0.07

0.04

0.503

-0.03

0.09

0.078

责任心

0.03

0.09

0.767

-0.11

0.18

0.240

为了考察熟悉度对 SOA 的调节作用，作者分别以男性、女性朋
友评定为预测变量，以自我评定为效标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在做

216

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中，第一步，将所有用于调节效应检验的变量进
行中心化处理；第二步，两个主效应 —— 朋友评定、相识时长进入回
归方程的第一层；第三步，朋友评定与相识时长的交互项进入回归方
程的第二层。以男性朋友熟悉度对神经质 SOA 的调节效应检验为例，
首先，以自我评定的神经质作为效标变量，两个主效应 —— 男性朋友
评定的神经质及相识时长进入回归方程的第一层；然后，男性朋友评
定的神经质与相识时长的交互项进入回归方程的第二层。表 3 是熟悉
度对 SOA 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数据表明，除男性样本中的外倾性
（β=-0.24，p<0.01）维度外，两样本中的熟悉度对 SOA 都没有显著
的调节效应。另外，女性样本中熟悉度对宜人性 SOA 的调节效应达
到了边缘显著水平（β=-0.03，p<0.10）。

（四）关系亲密度的调节效应分析
表4
人格维度

亲密度对 SOA 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β

Adj. R²

Sig.

β

Adj. R²

Sig.

神经质

0.09

0.03

0.336

0.06

0.03

0.516

外倾性

-0.03

0.11

0.711

0.03

0.24

0.696

开放性

0.11

0.04

0.218

0.13

0.04

0.177

宜人性

-0.08

0.06

0.364

-0.11

0.12

0.220

责任心

-0.01

0.09

0.882

0.01

0.13

0.961

与熟悉度对 SOA 的调节效应检验类似，作者以同样的方法分别
检验了男性、女性样本中关系亲密度对大五人格 SOA 的调节作用，
表 4 是两样本中亲密度对 SOA 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结果表明，无
论是男性样本还是女性样本，关系亲密度对大五人格所有维度 SOA
的调节效应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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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格的自评与他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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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与展望

第

已有的研究表明，人格的自评与他评存在广泛的不对称，这种不
对称导致了自评与他评之间的不一致（陈少华，2013b）。新的研究
发现，在 5 种人格因素和 10 种人格障碍的特质维度中，知情者的报
告比自我报告具有更高的内部一致性（Balsis, Cooper, & Oltmanns，
2014）。作者的研究表明，人格判断中作为朋友的他人评定与自我评
定基本一致，外倾性、开放性和宜人性的自评和他评结果无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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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但是，神经质的朋友评定比自我评定的分数更低，即朋友比自我
认为目标被试的情绪更稳定；而责任心的朋友评定分数显著高于自
我评定。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受动机性因素的影响，人们在评
价自己的朋友时倾向于将朋友看作是积极的、有能力的、有责任的
人，从而使得朋友之间的判断比非朋友之间的判断有更高的一致性
（Murray, Holmes, & Griffin，1996）。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研究中判
断者会将自己的朋友评定为情绪稳定的和有责任的人。

（二）SOA 及其性别差异
一般认为，自我评定更接近于真实人格，因此他人判断与自我判
断的一致性可以用来衡量判断是否准确。Vazire（2010）认为，人格
的自我判断和他人判断是不对称的，人们对自我的某些方面（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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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质）很了解，在另一些方面（如智力）他人比自我更了解。不过，
Vazire 所指的他人是指零相识（zero acquaintance）情境中的他人，
当“他人”是熟人或朋友时，判断的不对称减少，SOA 随之增加。
在该研究中，所有人格维度的 SOA 都达到了显著水平，一致性最高
的是外倾性，最低的是神经质和开放性，原因可能与特质的可观察性
有关，对于那些可观察性高的特质（如外倾性），由于有相关的行为
线索可以利用，因此自我与他人的判断都比较准确；对于那些可观察
性低的特质（如神经质），自我比他人更准确（陈少华，吴颢，赖庭
红，2013）。
关于 SOA 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的问题，研究结果部分证明了作者
的假设，对于相同的判断目标，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可能会做出更准
确的判断，即 SOA 更高。总体而言，女性比男性的人格判断更准确
（Chan et al.，2011）。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女性朋友在外

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三个维度上的 SOA 比男性朋友更高，即她们
更接近于目标被试的自我评定。如果将“交际性”作为良好判断者的
重要特征的话，那么在人格判断中女性相对于男性更有优势。研究资
料显示，女性的性别图式常常以人际关系为导向，她们会将应对重点
放在人际关系的质量、与别人进行交往的努力和投入度以及调用人际
关系解决问题时采取怎样的行为等方面，因而他人在其面前也更容易
展现出真实有效的信息（陈少华，2013a）。另一方面，所有人格维度
的 SOA 在两样本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当判断者与判断目标
关系比较熟悉或亲密时，SOA 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换言之，人格
判断准确性的性别差异很可能仅限于零相识情境下。

（三）熟悉度与亲密度对 SOA 的调节作用
如 果 判 断 者 与 判 断 目 标 的 熟 悉 度 和 亲 密 度 在 SOA 中 起 调 节 作
用的话，那就意味着熟悉度和亲密度影响了自评与他评一致性的强
弱，即判断者与判断目标越熟悉，关系越亲密，SOA 应该越高。但

和 Sherker（2003）也没有发现关系质量的调节效应。国内的研究结
调节作用（张登浩，王登峰，2010）。作者最初以为，调节效应不明
显可能是因为没有准确测量判断者与判断目标的关系水平，相识时间
的长短只能说明两者熟悉程度而未必是亲密程度；单一的等级评定不
能作为关系质量的客观指标，因此有必要将熟悉度和亲密度分开做调
节效应检验。
经过这种处理后，研究发现，除熟悉度在男性朋友评定的外倾性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果与国外基本一致，关系质量只对外倾性和处世态度维度的 SOA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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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son 等人（2000）并没有发现熟悉度对 SOA 的调节效应，Ku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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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国 外 的 研 究 表 明， 无 论 是 在 已 婚 夫 妇、 情 侣 还 是 朋 友 样 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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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 中有调节效应外，两个样本中熟悉度和亲密度对 SOA 都不存在
显著的调节效应，这与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比较吻合。这是否说明，无
论判断者与判断目标是否熟悉抑或亲密程度如何，两者都不影响人格
判断的 SOA？对此作者做如下解释：
其一，由于朋友是目标被试自己选定的，因此大多数被试会选
择那些自己熟悉的、关系比较亲近的朋友来评定自己。描述性结果
发现，女性样本与被试的相识时长平均为 53.60 个月，亲密度平均
为 15.88（ 总 分 为 20）， 关 系 等 级 平 均 为 7.80（ 总 分 为 9）； 男 性 样
本与被试的相识时长平均为 46.16 个月，亲密度平均为 15.05，关系
等级平均为 7.47。这样的朋友样本很容易导致人格判断的“天花板
效应”。
其次，对一个人了解和判断的准确性不完全取决于跟对方是否熟
悉或亲密，在零相识情境下，陌生人有时也能做出跟熟人一样准确的
判断，这是因为人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就能获得判断目标大量的甚至
高质量的信息，对于那些具有“可判断性”（judgeability）目标的个
体以及可观察性高的特质尤为如此（Human, Biesanz, Finseth, Pierce,
& Le，2014）。
最后，在影响 SOA 的因素中，与熟悉度和亲密度相比，还有更
广泛、更重要的因素对 SOA 起调节作用，如评估者、评估对象、特
质和信息这四个变量对 SOA 的调节作用更直接，也更明显（陈少华，
2013a）。熟悉度和亲密度通过影响信息数量和质量来影响判断的准确
性，只是起到一种间接调节作用而已。

（四）展望
未来的研究既要考虑判断者与判断目标熟悉度或亲密度的平均

数，更要考虑熟悉度或亲密度的标准差。当判断者与目标的熟悉度或
亲密度的标准差（离散程度）足够大的时候，如样本与目标从完全不
熟悉到非常熟悉，从低亲密度到高亲密度，两者对 SOA 的调节作用
应该会比较明显。此外，要深入考察熟悉度或亲密度对 SOA 的影响，
还应当将它们与其他调节变量尤其是信息数量和质量进行整合研究，
以揭示关系质量与其他调节变量对 SOA 的作用机制。

五、结论
（1）神经质的自我评定显著高于朋友评定，责任心的自我评定显
著低于朋友评定。
（2）两个样本中大五人格所有维度的 SOA 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尽管女性样本中外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的 SOA 均比男性样本高，
但两样本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3）两样本聚合的 SOA 中，外倾性最高（r=0.41），责任心其次

有显著调节效应。
达到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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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幼儿教师情绪劳动表现及管理策略
余胜美（广州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情 绪 劳 动（Emotional Labor） 的 概 念 最 早 是 社 会 学 家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于 1979 年提出，他认为，情绪劳动多存在于情感
密集型行业（如护士、教师、服务员等），是指劳动者为了获得一定
报酬而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调控，以营造出公众可以观察并接收的面部
225

度：表层行为和深层行为。表层行为（surface acting）是指工作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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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chschild（1979）将情绪劳动分为两个维

以伪装（声音、表情、动作）的方式展现其外在的情绪，实际上并没
通过积极的对内在感受进行改变，以达到与组织要求的外在情绪表达
一致，深层行为是一种积极的行为。Hochschild 认为情绪劳动需要个
体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达到，甚至给情绪劳动者带来不舒适的感觉，
所以情绪劳动被认为与职业倦怠和职业压力息息相关

［2］

。

研究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能够为幼儿教师调
整工作情绪提供科学的策略，帮助教师调整其工作情绪和工作状态，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有真正改变其内在的真实感受；深层行为（deep acting）是指工作者

第

和身体上的动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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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培养也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幼儿教师的
情绪劳动方式与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有显著关系，并
具有预测作用

［3］

，也与幼儿的心理健康有关。Hargreves（1998）指

出，教学不仅是技术或认知方面的工作，也是情绪实施的工作，这
就指明教师这个职业属于情绪劳动程度较高的一类，而且其研究表
明情绪劳动程度比较高的劳动者的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都要比情
绪劳动强度低的劳动者低

［4］

。江文慈（2001）指出“服务业中的情

绪劳动多为了金钱交易的商业考虑，然而教师情绪心力的付出，多
［5］

是为了教导学生、感化学生的” 。研究表明，所在地区、幼儿园类
别、最高学历、任教园所层级等对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有影响（刘衍
玲，2007；张一楠，2008；尹红飙，2011；蒋香梅，2011；肖丽君，
［6］［7］［8］［9］［10］

2012）

。

本研究主要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于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6
月取广州市内 10 所幼儿园小、中、大班中的幼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
其中公办幼儿园 4 所，民办幼儿园 6 所，发放 315 份问卷，回收有
效问卷 304 份，有效回收率 96.5%。采用胡志红编制的幼儿教师情绪
劳动问卷进行调查，问卷经检验具良好信效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72，以幼儿园为单位进行团体测试，测试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
的表面行为、深层行为，深层行为分为主动深层行为和被动深层行为
状况。量表采用 Likert 式 5 点计分，1 — 5 分别表示“从未如此”至
“总是如此”。研究用 SPSS 17.0 录入数据并进行统计得出结论，以此
提出具体的教育建议。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广州市幼儿教师情绪劳动总体特征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了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总体特征。从表
1 看出，对广州市幼儿教师情绪劳动总体特征以及 3 个维度上的平均
数和标准差进行了统计。其中，最高为 25 分，最低为 5 分，中等临
界值为 12.5 分。
表1

广州市幼儿教师情绪劳动各因素总体状况

维度

平均数

标准差

表层行为

10.60

4.38

主动深层行为

18.06

4.30

被动深层行为

18.32

4.30

从表 1 可发现，总体上幼儿教师的表层行为的平均分为 10.60，
为教师情绪劳动 3 个维度中最低，且低于中等临界值；主动深层行

广州市幼儿教师在情绪劳动 3 个维度上的平均分有差异。
1. 广州市幼儿教师情绪劳动水平普遍偏高，其平均总分高于中
等值。
2. 广州市幼儿教师多采用被动深层行为，即教师在工作中所体验
到的情绪具有与外部要求一致的倾向性；其次是主动深层行为，即更
偏向于主动改变自己的内在感受，尽力使自己的内在感受与外部要求
的表现趋向一致。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广州市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总体特征：

第第第第

18.32，为教师情绪劳动 3 个维度中最高，其高于中等临界值。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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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的 平 均 分 为 18.06， 高 于 中 等 临 界 值； 被 动 深 层 行 为 的 平 均 分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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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州市幼儿教师较少采用表层行为，即较少的教师是在工作中
通过伪装自己的情绪从而满足外部的要求。
与表层行为相比，幼儿教师的深层行为更具积极意义，它们与自
我实现有关。形成以上特征的原因可从三方面分析：随着广州市越来
越重视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加之幼儿教师整体学历层次和职业道德
素养的提高，他们会以幼儿的身心全面发展为自己工作的总目标，更
加真诚友善地对待幼儿和同事，表现为更多地采用主动和被动两种深
层行为。幼儿教师在职前接受师范教育或是职后的职业规范和道德要
求上，都较容易地形成与幼儿园相符的情绪状态。随着广州的幼儿教
育事业蓬勃发展，本市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水平相对较高。

（二）广州市幼儿教师情绪劳动方式在学历水平上的分析
采用描述分析考察了幼儿教师情绪劳动各维度在学历上的差异。
由情绪劳动的具体行为平均数看，幼儿教师情绪劳动方式在学历
水平上存在差异，这种显著差异主要出现不同学历水平在表层行为和
被动深层行为的差异，而它在主动深层行为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
发现，在表层行为方面，随着学历的增加表层行为的平均分逐渐下
降，具体体现在中专、大专和本科的平均分为 11.62、10.32 和 8.95，
而被动深层行为则反之。在被动深层行为方面，中专或高中和大专学
历的幼儿教师被动深层行为平均分显著低于本科学历的幼儿教师，体
现在中专、大专和本科的平均分为 17.50、18.23 和 20.52。
这也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幼儿教师越多采用被动深层行为来调整
自己的情绪。高学历的幼儿教师所受师范教育越深入，更懂得通过理
论与实际结合，对自我的身心不断反思和调整，最后达到一个较为理
想的状态。

（三）广州市幼儿教师情绪劳动各维度的园所类别差异分析
采用 T 检验考察了幼儿教师情绪劳动各维度在园所类别上的差
异。其结果见表 2。
表2

广州市幼儿教师情绪劳动各维度的园所类别差异比较

维度
表层行为

主动深层行为

被动深层行为

园所类别

平均数

t值

Sig.

公办园

9.57

-3.54

0.00 **

民办园

11.31

公办园

19.57

5.43

0.00 **

民办园

17.01

公办园

19.50

4.20

0.00 **

民办园

17.49

注：* 相关在 0.05 上显著，** 相关在 0.01 上显著。

从表 2 可知，幼儿教师情绪劳动方式在其任教园所的性质中存在

低；在主动深层行为和被动深层行为方面，公办幼儿园比民办幼儿园
的分值高。
儿园规范制度、教师福利待遇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在这两种
不同性质幼儿园工作的教师在处理情绪劳动方面受相关教育部门和社会
监管，而且大众对其期望和要求较高，所以幼儿园对教师行为规范培养
更加重视。因此，公办幼儿园的教师对情绪劳动的目标有着较高的认
同，更容易在工作中自发地、真诚地表现出组织期望的情绪。
2. 在表层行为上，民办幼儿园比公办幼儿园的得分高，因为民办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分析原因：1. 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在办园理念、办园经费、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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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显著性差异。在表层行为方面，公办幼儿园比民办幼儿园的分值

第

差异，分别在表层行为、主动深层行为、被动深层行为维度上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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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教师整体素质没有公办幼儿园高，而且民办幼儿园更重视收
益，如大部分民办幼儿园给教师放寒暑假的时间是有限的，重视家长
的看法，因此忽略对教师工作情绪的引导，面对大量的工作民办幼儿
园的教师在情绪劳动方式上更多地选择更快捷的方式，即在工作中直
接伪装自己的情绪而达到外部的要求。
3. 在主动深层行为和在被动深层行为上，公办幼儿园比民办幼儿
园的得分高。
通过观察发现，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在面对大量的工作和不同来源
的压力时，觉得自己地位较低，待遇不高，加之不懂得如何更好地调
整自己的情绪，所以他们在情绪劳动方式上更多地选择直接伪装自己
的情绪。

（四）广州市幼儿教师情绪劳动各维度的园所级别差异分析
230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了幼儿教师情绪劳动各维度在园所类别
上的差异。其结果见表 3：
表3
维度

表层行为

主动深层行为

情绪劳动各维度的任教园所级别差异比较

（续表）

园所级别

平均数

标准差

Sig.

省一级

8.77

3.49

0.00 **

市一级

9.83

4.29

区一级

10.30

3.83

无级

14.21

4.80

省一级

19.55

3.65

市一级

17.30

4.31

区一级

17.80

4.66

无级

17.40

2.85

0.01 **

（续表）

维度

园所级别

平均数

标准差

Sig.

省一级

20.35

2.68

0.02 *

市一级

17.76

4.90

区一级

18.11

4.45

无级

18.72

2.85

被动深层行为

注：* 相关在 0.05 上显著，** 相关在 0.01 上显著。

由此可见：
1. 在表层行为上，省一级幼儿园的分值显著低于区一级和无级幼
儿园的分值；市一级幼儿园的分值显著低于无级幼儿园的分值；区一
级幼儿园的分值显著低于无级幼儿园的分值。
2. 在主动深层行为上，省一级幼儿园的分值显著高于市一级和区
一级幼儿园的分值；市一级幼儿园的分值显著低于无级幼儿园的分
值；区一级幼儿园的分值显著低于无级幼儿园的分值。
3. 在被动深层行为上，省一级幼儿园的分值显著高于市一级和区
一级幼儿园的分值。
分析原因，所出现的差异是因为等级越高的幼儿园对于教师的总

231

体素质要求会更加高，社会关注度大，并且幼儿园内更加重视对教师

第第第第

式影响的结果，民办幼儿园比公办幼儿园的教师更多地选择表层行
为，在等级越高幼儿园工作的教师在工作中较少选择伪装自己的情
绪，而选择深层行为。
在深层行为上出现的差异是因为省一级幼儿园得到社会的广泛认
可，其师资、设备、环境一定比其他级别的幼儿好，因此在此工作的
教师有更高的职业认同感，更愿意将自身的内在感受进行改变，与外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级幼儿园大多为民办幼儿园，根据园所类别对于幼儿教师情绪劳动方

第

队伍的培养，关注每个教师的工作状况并及时给予帮助和指导。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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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要求尽可能达到一致。因为市一级和区一级幼儿园受到政府和教育
部门的直接监管，社会对其期望和要求会比无级的幼儿园高，对幼儿
教师行为规范也有普遍的规定，因此市一级和区一级幼儿园的教师压
力更大。无级别的幼儿园因为其园所的各项规范并不完备，教师行为
的自由度相对较大，在访谈期间了解到某些小型民办幼儿园对幼儿教
师的行为要求是非常宽松的。所以，无级别幼儿园的教师相对轻松地
面对工作，他们也会更为乐意地改变自己的内在感受与外界要求趋于
一致。所以，市一级和区一级幼儿园教师在主动深层行为的分值低于
无级的幼儿园教师。
在被动深层行为上，省一级幼儿园显著高于市一级和区一级幼儿
园的分值。因为省一级任教的教师在学历和能力上都比其他级别任教
的幼儿教师高，等级越高的幼儿园中的教师因为更受重视并且有更多
的机会提升自己，而且省一级幼儿园所在政府支持和社会支持层面上
已占据优势，其教师所获得的福利待遇也相对较高，教师对幼儿教育
事业自然更加投入。所以，其教师更容易表现出与幼儿园要求一致的
情绪。然而，面对某些质疑与不信任，知名度不高的幼儿园工作的教
师所得到的社会支持和福利保障相对更少，会降低其职业认同感和职
业幸福感。

三、幼儿教师情绪劳动中的管理策略
（一）重视幼儿教师社会地位待遇的提升
社会地位影响教师的情绪劳动。社会对幼儿教师的专业性认识较
为模糊，对幼儿教育及幼儿教师的认识普遍存在偏差，造成教师的积
极性不高，为了幼教事业，社会要特别关注园所级别低的幼儿园教师

以及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情绪劳动，提升他们的地位和待遇。幼儿家长
应理解和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增加对教师的信任度，纠正社会的错
误观念即把幼儿教师当作“高级保姆”、孩子在幼儿园由老师带着不
出事就行，家长对教师工作的肯定与支持将更好地促进幼儿的发展。
对于幼儿健康发展而言，家长、幼儿教师、园方、社会四者需要积极
沟通、交流，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形成坚实的“家园安全基地”。

（二）帮助教师建构合理的情绪劳动目标
社会、园所和家长对幼儿教师情绪表现的期待影响教师情绪劳动
目标的制订，当社会对教师的情绪表现期待过高或过严时，这时教师
感到难以实现，此时产生职业压力，当园所对教师的情绪表现期待过
低时，教师不能从环境中获得合理的情绪线索，在班级管理中出现情
绪调控的失败。国外研究表明

［11］

，园所应适当下放自主权给教师，

发挥幼儿园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教师在宽松的环境中制订适宜
的情绪目标，并在一日工作中能依据具体教育事件去建构出与自己能

的身心健康。作为社会和幼儿园方面，应为教师的情绪劳动注入“正
能量”，积极创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加强对教师情绪劳动方面的引导
和培训，社会应特别关注民办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首先，媒体积极
关注幼儿教师的发展是对教师劳动的支持。“六一”儿童节，社会媒
体应该宣传幼儿教师的先进事迹，提升幼儿教师的待遇；其次，通过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情绪劳动的深层行为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情绪劳动，有利于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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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幼儿教师创设安全的心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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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符合的情绪目标，从而有效地减少职业压力，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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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教师福利、提供培训和发展机会等方式，使教师因长期情绪劳动
而产生的工作倦怠问题，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克服，以提高教师从事高
质量情绪劳动的积极性，如园方应合理利用各种激励方式，促使教师
继续做出适当的情绪行为，这不仅对幼儿园具有积极的影响，而且能
够减少教师工作时的负面的情绪，保证教师的心理健康，从而形成一
种良性的循环。再次，园方可通过进行适当的教师情绪劳动辅导培
训，提升幼儿教师的自尊，并积极改善教师对情绪劳动方式的选择。
如心理辅导中的情景模拟法和角色扮演法可提高教师正确运用情绪劳
动的技能，提升教师情绪劳动的深层行为。

（四）引导幼儿教师积极使用情绪自我管理策略
在情绪劳动中，幼儿园教师如何进行有效的情绪管理，根据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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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提出的自我管理策略

［12］［13］

，教师可以进行相应的自我管理策略

练习：
1. 教师学会自主调节自己的情绪。教师把情绪看作是一种自主的
体验过程，不必要去刻意扮演，以“自动模式”来完成情绪表达即
可。在感觉到某种情绪时就自然流露，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不需要
有意识的努力，保证自己的工作精力。如幼儿园教师看到小朋友哭
泣，会自然地进行安慰，这种行为是一种下意识的表现，不需要主观
努力。
2. 教师掌握情绪扮演策略。（1）教师通过表面表演达到情绪的平
衡。教师尽量调控表情行为以表现组织所要求的情绪，而内心的感受
没有发生变化。表面表演意味着内心的感受与外部表情之间的分离，
但不失为一种策略。因为在无法改变现有的内心感受时，就必须以表
面的装扮来改变工作。（2）教师通过深层扮演达到心理平衡。深层扮

演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要求教师尽可能激活那些能够引起某种情
绪的思想、想象和记忆等心理活动，如回忆和反思每天和孩子在一起
的愉快情境，孩子对教师的真实的爱，同事和家人对自己的支持。积
极调控情绪，做到表里如一。
3. 幼儿教师保持平静的心情去应对各种环境的刺激，教师每天的
情绪劳动要耗竭情感，为了集中精力去完成主要任务，保证良好的情
绪，教师练习能够表面上表现出幼儿教育职业所需要的情绪，而内心
仍保持中性。

参考文献：
［1］［12］文书生．西方情绪劳动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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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刘永芳．管理心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169 — 171，174．

［4］Hargeaves A. The emotional practice of teaching [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998, 14 (8): 835-854.
中国台湾师资培育制度的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学术研讨会，2006．
［6］刘衍玲．中小学教师情绪工作的探索性研究［D］．重庆：西
南大学，2007．
［7］张一楠．幼儿教师情绪劳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开封：
河南大学，2008．
［8］尹弘飚．教师情绪劳动：一个象征互动论的解读［J］．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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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蒋香梅，林艳，庞思洁，等．幼儿教师大五人格与情绪劳动
策略的关系研究［J］．中国科技纵横，2011（19）：361 — 362．
［10］肖丽君．幼儿教师情绪劳动、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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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Wharton A S. The affective consequerces of service work:
Managing emotions on the job [J]. Work and Occupations, 1993, 20 (2).
（选自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 2012 年度课题
“广州市幼儿教师情绪劳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课题负责人：余胜美；
成员：骆风、陈少华、王亚丽。）

黄埔古港与早期中美贸易研究
江滢河（中山大学）

《清代文献通考》记载：“自雍正间，有夷商来广通市，后岁以为
常。每夏秋之交，由虎门入口，至广东，易买茶叶、瓷器、丝斤。至
冬初，风信到时驾船。”由此可知，18 世纪之后，西方势力在欧亚之
间开展了日益繁荣的贸易，他们为争夺殖民利益和势力范围烽烟不
断，在漫长航线上演出着延绵不绝的血雨腥风，势力此消彼长。来华
的西方船舶数量日益增加，根据清代的夷务管理规定，它们大多停泊
在广州城外黄埔锚地。美国作为后起的对华贸易势力，其早期的对华

此段历史与黄埔锚地的渊源，是研究广州对外贸易史和广州口岸史的
更好地理解广州一口通商体制的独特历史命运和意义。

一、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与广州对外贸易新特点
从 15 世纪开始，随着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航海事业的发展，
整个欧洲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历史为之一变，伊比利亚半岛上新兴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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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可以让我们从世界风云中理解广州口岸的历史发展，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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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8 世纪末开始来粤贸易的美国船舶及其对华贸易进行探索，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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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发展大多以商业为主导，商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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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取代了地中海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上霸权，欧洲经济重心由地中
海转向大西洋沿岸。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及通往印度和远东的航线
开辟后，逐渐形成了全球性贸易网络，世界历史发生巨变，进入了以
西洋文明主宰的时代，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格局中，传统的海上丝路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内容和特点。

（一）新航路的开辟与世界形势的变化
欧洲十字军东征时期，葡萄牙人就曾经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到
达北非与阿拉伯人作战，逐渐征服了非洲西北部沿大西洋的海岸地
区。葡萄牙人航海梦想的实现者是号称为“航海家”的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1394 — 1460 年）亲王。他在葡萄牙国内开办航海学
校训练航海人才，从意大利请来经验丰富的水手和地理学家执教。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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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460 年亨利去世时，葡萄牙船已经跨过了荒凉的撒哈拉沙漠海岸，
也就是说葡萄牙探险船只进到了非洲大西洋海岸的一半路程。
1487 年葡萄牙人迪亚士（Barthelomew Diaz）率领船只第一次
到达非洲最南端，开始眺望印度洋。当时正好遇到风暴，遂给它取
名“风暴角”，回国后迪亚士将行程报告给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国
王 宣 布 更 名 为“ 好 望 角”。1497 年 葡 萄 牙 探 险 家 达· 伽 马（Vasco
da Gama）率领船队出发，他们顺利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于
1498 年抵达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地区，在卡利卡特（Calicut）
登陆。
葡萄牙人凭借先进的航海和军事实力很快取得了印度洋的控制
权。1511 年葡萄牙人占领东南亚重要的交通和商业枢纽马六甲，通
往太平洋的门户从此也向葡萄牙人洞开。葡萄牙人以马六甲为据点，
开始进入中国海域。这样，葡萄牙殖民势力闯入沟通中国与印度洋的

传统南海商道，距离郑和船队最后一次下西洋已经将近七十年了。
在葡萄牙人努力寻找绕过非洲南端东来航线的同时，意大利热那
亚航海家哥伦布（Christophe Colomb）也开始了他前往东方的航行。
1492 年 8 月，哥伦布率领三艘船出发于当年 10 月 12 日到达西印度
群岛，哥伦布以为他已经到达了印度，殊不知他为欧洲人决定性地
“发现”了美洲，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从此开始发生改变。
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全球性的航海活动之后，整个世界从此被连
成了一体，全球性联系的网络逐渐形成，传统的南海航线上出现了殖
民主义的新势力，中国也被不由自主地拖进了新的世界秩序中。

（二）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东来中国
1511 年葡萄牙占领中国的朝贡国满剌加（马六甲），与在此地贸
易的中国商人接触，开始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并在中国传统朝贡
体制下的中外宗藩关系圈打开一个缺口。葡萄牙占领满剌加后，立即
积极准备与中国发展关系。1514 年（正德九年）葡萄牙人第一次抵

寻找贸易机会。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葡萄牙人通过谎报国籍、
在濠镜澳等地互市的许可。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起，葡萄牙
人才逐渐在广东珠江口外的澳门站稳脚跟，以此为其居留地。从此以
后，葡萄牙人便以澳门为枢纽，开通了连接欧洲和日本的商路，其获
利之厚成为西欧诸国垂涎的目标，他们纷纷组织舰队商队绕过非洲，
横渡印度洋，前往富饶的东方。
西班牙殖民势力在西行发现美洲，并完成绕地球的航行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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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广东地方官员等手段，并表示愿意向明政府缴纳各种课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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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没有取得成功，他们便驾船来往徘徊于福建、浙江沿海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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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广东沿海一带贸易，大获其利。葡萄牙人继续在广州口岸附近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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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 年侵占了东南亚菲律宾群岛中最大的吕宋岛，筑城马尼拉，逐
步在菲律宾建立起殖民统治，开始将太平洋视为其内湖。吕宋是明代
朝贡国，与中国贸易往来一直十分频繁。1573 年两艘西班牙大帆船
由马尼拉开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载有中国丝货 712 匹、瓷器 22300
件，开启了太平洋大帆船贸易时代。
从这时候起，以马尼拉为据点的西班牙殖民势力，和以澳门作为
居留地的葡萄牙殖民势力跨越南中国海而相互对峙。欧洲人分别往东
和往西的扩张活动在中国大门口会合了。西欧诸国的商船相继抵达中
国东南沿海，南中国海成了西欧诸国实力的角力场，争夺着对华贸易
的利益，势力彼消此长，正如英国学者赫德逊所说：“中国海十六世
纪是葡萄牙人的，十七世纪是荷兰人的，十八世纪是英国人的。”
美国人来华贸易的时间比较晚，1783 年 9 月 3 日英美签订《巴
黎和约》，北美十三州英属殖民地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战争和谈判，
终 于 脱 离 英 国 的 殖 民 统 治 而 正 式 独 立。1784 年 2 月 22 日“ 中 国 皇
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从纽约启航，于 8 月 23 日抵达澳
门，8 月 28 日到达广州黄埔港，成功地完成了首次从美国纽约到中
国广州的航行。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航行，开创了中美之间直接的贸易
和文化关系。美国人后来居上，很快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贸易量仅
次于英国，在对华贸易中位居第二。
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演变成连接全球的航海贸易网络，航行范围
和航程都大大超过了中古时代，涉及的地域范围也大大地扩充。在这
些航路网络里，西欧商业势力代替了传统的伊斯兰商业势力，和平贸
易也就被商业战争所代替，这是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变。广州
作为面向南中国海的重要口岸，成为他们在中国的首选目的地，正如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指明的：“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
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上比广州优越。”广州口岸首当其冲，作为

中西直接交通桥头堡，黄埔古港就成了中国最早感受到全球化冲击的
港口。

二、清代广州黄埔国际贸易碇泊地的发展变迁
根据清代夷务管理规定，西洋国家的商船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进行
贸易，船舶不能直接驶进广州城下，只能停泊在广州城东南数十千米
外的黄埔水域。除了大班（货物管理员）等需进行贸易活动的外国人
可以住在广州商馆内，其余人员，包括船长、大副、水手等，都必须
住在黄埔的船上，对于西方船舶和船上的大部分人来说，黄埔这片开
放的水域就是他们的最终锚地，宝塔、商船、疍民和洋人，以及远处
的山峦和近边的稻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层层交织，体现出黄埔
古港的独特魅力。

（一）广州外港的变迁和黄埔古港的确立

来扶胥港淤积既久，外港逐渐转移到了黄埔洲和琵琶洲一带水域，明
年）此地建成海鳌塔，即琶洲塔，成为船舶的“海望标志”，即蕃船
进入广州时可以见到的最显著标志。黄埔港作为广州的最后一道屏
障，港区并不仅限于今天的黄埔村，而是包括从酱园码头往北至新
洲、长洲一带的半圆弧形的水域。此处水面开阔，水深合适，江岸有
山坡阻挡，形成一个良好的避风港，适合木帆船时代的贸易船舶的航
行和停泊。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准外国贡舶驶入广州内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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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时期，黄埔洲和琵琶洲还是珠江上的两座小岛，明万历年间（1598

第

镇两地；宋代有大通港、琶洲码头和扶胥镇。明清时期，由于宋元以

第第第第

唐代，广州已有外港和内港之分了，当时外港主要有屯门和扶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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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许其停泊在黄埔，在此建有码头、税口，正式成了广州的外港，这
一制度延续到了清朝。

（二）黄埔古港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
黄埔在广州东南侧，水道距省城约三十千米，相当于十八英里左
右。黄埔洲是珠江上的一个岛屿，岛南面的黄埔村是一座美丽而人
口众多的村庄，村子里的房屋都用铅色砖砌造，屋宇之间是一些长
得很好的树木。黄埔村因外贸的繁荣得到不断的发展，到了 19 世纪
二三十年代，已经成为一个住有好几千人的市镇了。在黄埔泊地周围
有好几个岛屿，包括黄埔洲、长洲和深井岛。
西方人大多都认为观察黄埔景致的最佳位置是在长洲岛最高的
山顶上，从这里可以俯瞰黄埔的全景，不少在黄埔生活和停留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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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就是登上长洲岛上的这座山，极目四望黄
埔村及远处的美景。约翰·威尔金森（George Wilkinson）曾这样描
述他眼前的风景：“上百英里的大片土地上有树林、高山、水道和土
丘，尽管在大部分的地方树木只是零星点缀，但由于主要是桔树等始
于当地气候的树木，因此树叶茂密繁盛，让看久了单调的荒土和沙地
的眼睛可以得到放松；近处四座宝塔使景色更美，增添了一种古典的
宏伟；到处都是小村庄，而寺庙使这些非常相似的村庄显得不那么单
调；曲折而美丽的中国帆船河道（Junk River）上有许多低地，在水
面上形成峡地！半岛和小岛的形状，水面上是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船
只，包括容克船、驳船、知板等等；两岸平原上是一望无际的稻田，
远处山间隐约可见甘蔗林，山上是很好的梯田，种着土豆、山药以及
各种蔬菜；景象怡人而有趣。”
在一些介绍广州和珠江历史画册中，我们仍能找到当年西方人在

黄埔所画的风景画，他们的画笔可能比文字更容易另后人直观地领略
黄埔当年的风情。

（三）黄埔泊地的人文景观
（1）西洋船舶
外国船舶停泊在黄埔洲与深井、长洲岛之间的航道中，每年一度
的贸易季中，形制高大、与中国船风格迥异的欧美国远洋船，在黄埔
港口形成了一道非常独特的景观。据王士性《广志绎》记载：番舶渡
海，其制极大，大者横五丈，高称之，长二十余丈，内为三层，极下
镇以石，次居货，次居人，上以备敌占风。
1751 年，广州一口通商之前，瑞典奥斯贝克就在黄埔一共看到
了十八艘欧洲商船，其中有八艘英国船，一艘港脚船，四艘荷兰船，
两艘法国船，两艘瑞典船以及一艘丹麦船；1767 年，威廉·希基在
广州看到了五艘英国船、四艘瑞典船、六艘法国船、四艘丹麦船和三

船，其余的来自荷兰、瑞典、奥斯坦和美利坚，几天后又来了四艘英
国船。19 世纪以后，西方各国对华贸易量更是与日俱增，1838 年美
从点滴的中文文献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当年来广州贸易的西洋
船舶的规模，比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九月至五十五年（1790
年） 广 州 十 三 行 贸 易 征 收 税 钞 的 清 单 上， 记 录 了 77 艘 西 洋 帆 船：
“英吉利国进口船只十九只，港脚船三十七只，米利坚国进口船十四
只，加贺兰国进口船五只，连国进口船一只，佛兰西进口船一只，以
上七十七船系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满关。”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来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国人唐宁看到河道上泊有五六十艘西方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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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缪尔·侯姆斯在黄埔也看到了二十余艘欧洲船，除了七艘英国港脚

第

艘荷兰船，共二十二艘欧洲船只；马戛尔尼使团来广州的 17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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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贸易的船舶到达 138 只，据道光二十年（1840 年）四月二十一
日豫堃奏折中称：“伏查粤海关税课向以进口夷船为大宗，上年收缴
趸烟英吉利港脚未奉封港以前进口夷船二只，米利坚等八处报验夷船
九十一只，较上年三月前届关满共到夷船一百三十八只，计征税银
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五百余两，船数、税数均属减少，相应据实造报至
粤海关，税饷银两向于满关六个月收齐起解，嗣于道光十年前。”
（2）中国船舶
黄埔泊地一带不仅仅有西洋商船，更大量的是各种中国本土船
舶，包括被称为“容客船”的中国帆船，以及众多来回于广州和黄埔
之间运送货物的驳船，还有布满整片水域的舢板小船。尽管黄埔并非
正式的外贸交易场所，但由于每年有数十艘，鼎盛时期超过百艘的外
国商船来此，而每艘船也至少有几十甚至上百人，他们在黄埔一住数
月，必然需要大量的生活补给。西方人日常生活极大地依赖广州黄埔
周边的本地人。
广州贸易体系中，有一群特殊职业的人为西方人，包括买办、通
事和大量的苦力。此外，很多居住在这一带水域的水上居民，以及周
围村庄的村民，往往有机会受雇于停泊在黄埔的外国船只。每年贸易
季节开始，外国船来到，许多水上居民的小船就依靠这些外国船只谋
生，有种船被称为“洗灌船”（wash-boat），专门为西方人服务，包
括修理船只，洗灌缝补衣物等等；这些洗灌船在外国船只抛锚以前就
已围拢上来，若被驱赶，船上的人就会抓住任何他们可以抓住的东
西，然后挂在船尾，当外国船停好以后，船尾通常会挂着六到八艘这
样的船，像一群蜜蜂一样一艘连一艘。

（3）西洋货舱
船只到黄埔后，首先就要向黄埔买办租赁一个货仓，货仓是建在
黄埔洲及附近其他小岛上的用竹竿和草席搭建，类似谷仓的临时建
筑，长六十到一百英尺，这是中国人建来租给外国人的，贸易季节结
束外国商船人走后，中国人就将这些货仓拆除，等到第二年再建新的
用以出租。一般来说，每艘船都有一间货仓，先来的船能占据好一些
的地理位置。除了法国和丹麦之外，其他各国的货仓都建在黄埔稻田
间的一块高地上，因而黄埔又被西方人称为“货仓岛”，在外贸繁荣
的那些年，黄埔洲上货仓林立，由于这块地在水位高的时候常常会被
淹没，因此西方人每次来到后都会用沙囊将这里垫高。法国船的货仓
不在黄埔，而是建在深井岛上，这座岛也被西方人称为“法国人岛”。
但这种专享权是需要付一定代价的，每一艘法国船为此要多付 100 两
税款给海关监督，当然，当法国对华贸易在 1793 年中止后，这座岛
也不再属于法国专有，反而成了西方人短足的好去处。

自在地享受着灯红酒绿的岸上生活。他们大多是年轻人，精力充沛需
要发泄，在封闭而沉闷的黄埔生活，无所事事，于是饮酒和赌博等不
健康的活动成为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消遣，唯一健康的娱乐活动或许只
有划船比赛了。
举办船赛的目的主要是娱乐，给单调的生活带来不少快乐，西方
商人、水手们纷纷积极参与其中，据《广州纪事报》记载，从 1828
年 到 1833 年， 东 印 度 公 司 连 续 主 办 六 届 划 艇 比 赛， 每 届 两 三 天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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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居住在停泊于黄埔锚地的船上。他们不能像在欧美港口那样，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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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代广州夷务管理的规定，西方水手们在黄埔停留期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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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洋水手群体及其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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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多时每届有六天比赛。六年来比赛的总天数为 17 天，总场数
50 余场，总比赛项目 77 个，堪称盛大赛事。东印度公司垄断终结
后，这一体育活动并没有被放弃，偶尔还会有英国散商组织小范围船
只性能测试赛，数量每次限于两三只。到了 1837 年，随着在华散商
人数的增加，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的筹建，广州船赛俱乐部（Canton
Regatta Club）成立，并于该年 7 月和 1 月组织了两个赛会，共有 4
天 11 场 11 个项目的比赛。根据《旧中国杂记》的记载，该组织在
1837 — 1838 年共组织了两次黄埔河道赛会和两次澳门海面赛会。其
中，1837 年的赛会总共有三次，1838 年有一次，在华英商举办的船
赛不仅是英商在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水手健康的娱乐生活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生活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规定，凡是超过 500 吨的每艘
船，船上需要有一位牧师。但是随着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更多英国私
商和美国船舶加入到对华贸易，许多船只为了节省空间和开销，并不
为船只配备牧师，对水手的精神生活也不会给予过多关注。水手们普
遍文化水平较低，很多无法进行文本读写，也不能阅读《圣经》。水
手们在广州期间时常引起混乱或者违法违纪，与中国本地人或者与同
为外来人发生争端。水手们的这些粗鲁行为和粗暴脾气，在传教士看
来是长期脱离基督教环境熏陶的结果，他们需要精神指导。于是，19
世纪在华的传教士经常把水手聚集在船上做礼拜。根据马礼逊回忆，
1822 年已经出版了一份为英国海员撰写的福音小册，1822 年 12 月 8
日黄埔升起了海员教会会旗，并且在“太平洋号”上向英美海员做了
一场布道。
船上生活的空间狭小，海上变幻莫测的天气，以及长时间缺乏新
鲜食物造成的营养不均衡，导致船舶在航行过程中成为疾病多发区
域，一些疾病更是导致水手高死亡率的罪魁祸首。船舶生活的不安定

和工作环境的艰苦，出现意外所造成的伤害甚至死亡屡见不鲜。这些
原因造成在黄埔和广州的西方商人水手去世的现象不在少数。尽管疾
病多发，除了像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大公司会派遣随船医生，主要为公
司官员和大商人服务之外，大多数商人、伙计和水手几乎是享受不到
正常的医疗服务，“水手由于没有选择只能被当地医生救治，但是这
些本地医生的医疗手段效率不如 baldwin 的放血的手段有效果”。即
使在 19 世纪 20 和 30 年代，美国传教士伯驾在中国建立了医院为中
国人治疗，但却很少为西方人服务。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贸易公司曾为了改变商人水手的生活环境在
不断地做着努力，如 1836 年英国曾打算在黄埔建立流动医院，据传
教士办的报纸《中国丛报》报道，一个商人委员会认为在黄埔适当的
地方建立医院是他们的“首要目标”，“这种在夏天和秋天比较多发
的疾病发生在训练有素且优秀水手的壮年时期不仅是对水手自身的伤
害，同时也是贸易承担者沉重的经济和道德负担”。英国可以筹集足
够的资金雇用或者买条船停在黄埔港口，并且会会为这艘船配备固定

于是，面对来华西方人在广州的生老病死，如何处理这些事情也
是清代夷务管理不能视而不见的事情。在这方面，对于来华贸易的外
的意义，因为凡是在广州去世的外国人都埋葬在这两座岛上。
（5）黄埔外国人墓地
有资料显示 18 世纪中期之前，只辟出了深井岛供西方人埋葬死
者，后来随着来此的外国船只越来越多，长洲岛也开始发挥同样的作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国人来说，与黄埔洲隔江相望的深井岛和长洲岛，就具有了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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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破产。这些问题在鸦片战争前仍然未能解决。

第

人员作为一艘医疗船。但是计划在 1839 年中英关系因鸦片问题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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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过两座岛上埋葬的死者仍有区别，据霍尔曼称西洋船舶上的主
要官员乘客，以及其他一些人在黄埔或广州去世后，葬在法国人岛
上，而水手和小官员等死后则葬在附近的丹麦人岛上。可见，这两处
所葬死者的身份还是有差别的。
深井岛上有三排外国人墓群，彼此相距不远，比泊船处最近的两
个墓地年代稍后，主要埋葬美国人和英国人，那些刻着其他语言的墓
碑，除少数例外，绝大部分属于 18 世纪的欧洲人。这些西方人大多
由于受不了广州的炎热气候而英年早逝，霍乱等疾病常常流行于他们
之中，死亡率自然也不会低。
除了西方人墓地之外，在今天广州黄埔长洲，还有其他特别的外
国人墓地和相关建筑，比如清末建立起来的巴斯楼，和离巴斯楼不远
的巴斯商人墓地和墓碑，非常独特，也显示出清代广州口岸对外关系
史上独特内容。
在清代黄埔出现过的外国船中，除了英国、荷兰、美国等欧美
国家商船之外，也出现过形形色色的亚洲商船，它们承担着重要的
港脚贸易（country trade），在中西经济贸易交流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其中来自印度孟买的巴斯（Parsi 或 Parsee）商人，就是值得关注的
群体。
巴斯商人人数曾经占来华外商的三分之一，以英国人为靠山，在
19 世纪前期的广州口岸非常引人注目。巴斯商人主要从事中印棉花
贸易，也染指鸦片贸易。
现存的黄埔长洲巴斯墓地，成人墓至少有九座，墓主均为“孟买
巴斯居民”，这些巴斯墓用花岗石砌筑成棺状，按照琐罗亚斯德经典
《曾德 — 阿维斯陀经》训示，实行天葬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一大特
征，而且“要把死尸放于达克玛上”。但这些巴斯墓地显示他们实行
的是土葬，这看起来与琐罗亚斯德教要求天葬的习俗相违背。其实不

然。天葬的目的在于不让尸体污染土地。由于黄埔乡民的反对，天葬
是行不通的。巴斯人不得不选择另外的不污染土地的埋葬方式，他们
选择石棺葬法，从现存的巴斯墓来看，巴斯人尸体四周都用牢固的花
岗石包围着，有几级花岗岩台阶与地表分隔，通过多重有效设置保护
土地，尸体即使腐烂也不会污染土地。
巴斯人是虔诚的宗教徒，19 世纪中叶，按照条约规定在黄埔租
地殡葬时，他们无疑是要按照达克玛的方式埋葬死者的，由于引起中
国人的民愤，最终被迫以竹篱代替砖墙。竹篱是以简化了的形式遵守
教义的要求。这是巴斯人在条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以变通的形式来
表达自己对信仰的忠诚。除建了竹篱作为围墙外，巴斯墓的其他方面
并不是随意而成，同样参考了教义的要求和传统习惯。诸如此类的讲
究，在体现出广州口岸的巴斯人在异乡以灵活的埋葬方式遵守本教
经典的规定，表现了他们对自己古老宗教传统的坚守以及对故土的
怀念。

州贸易的西方人来说，珠江沿岸的景观中，最显眼也最特别的，自然
特并且漂亮的建筑。
西方人在记载中称赞过的“黄埔塔”就是现在还屹立着的琶洲
塔，亦称海鳖塔，位于广州城东南四十里江中的琵琶洲上，“明万历
二十五年，光禄卿郭裴，寺承王学曾，主事杨瑞云请于院司，即洲上
建九级浮屠屹立海中以壮形势，名曰海鳖塔，北建北帝宫以镇之，旁
有海鳖寺”，当然，西方人不能明白这个复杂中文名的意思，而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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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路而来的几座高耸的“宝塔”。在他们眼中，塔是一种非常奇

第第第第

从 17 世纪开始，塔成了西方人眼中中国建筑的代表。对于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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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琶洲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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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层数称其为“九层塔”，也有根据地理位置称之为“黄埔塔”。
美国人唐宁曾对“琶洲塔”做过详细观察：“这座塔被认为是广
东省最好的塔之一，并且外国人是被允许登上此塔的”，“船只可以直
接停泊在塔的基座之下，因为它是建在紧靠河岸的一块高地上；塔的
宏伟高大同其周围渔民所居住的矮小简陋的棚屋形成鲜明对比”，“这
座塔比欧洲的宗教建筑要好，因为它没有中国建筑中普遍存在的俗
丽。外表不实用等特征”，“塔身是环形的，越往上越细，九层的每一
层都有回廊，因此稍远一点看去，外形呈圆齿状”，“塔高约 200 英
尺，底座周长四十英尺，几乎全是砖建的，但由于泥土的一些特殊属
性，燃烧起来呈蓝色，因此有些人以为它们是灰色的大理石”，“每一
层都有一些方形的窗，底层有一扇门”，“进入塔内，抬头可一眼望
到顶，而没有任何楼梯等物阻隔视线；墙上铺着小的四方形的上釉陶
土，上面绘有中国式的画像，例如微笑的魔鬼、飞龙，以及另外一些
稀奇古怪的事物”。唐宁还提到，尽管这座塔已经废弃，塔内也没有
楼梯可以攀登，但是还是有一些胆大的人将梯子架在塔的外墙上，登
上一层后抽起梯子，架在第二和第三层之间，依此类推，爬上最高一
层，欣赏风景。”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班尼特提到宝塔的“瞭望塔”功能，他说“从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那座大阳台上望出去，可以发现这些宝塔是成一直
线的瞭望塔，塔上发出的光是一种信号，可以很快地从一座塔传到另
一座，如此形成一种绝妙的信息传达方式，直达上游目光所及之处”，
“毫无疑问，这些塔有此用途”，这种看法与唐宁的大致相同，不过他
认为除了用作瞭望塔外，在夜里还充当灯塔使用的：塔的公共用途很
大，它们一个接一个，彼此可以望到，因此是极好的地标，即使隔山
越谷都能远远看到；由于这些塔沿着珠江有规则地排列，可能在白天
是被当作瞭望塔，而在晚上是灯塔。唐宁将这些塔看作是一种简单的

电报传送系统，有了这种系统可以使省城和沿海地区很快联系上。他
推测，中国广东的地方官之所以建造这些塔是用来观察海盗动静的，
后来慢慢被废弃了，当虎门的防御工事建好以后就不再需要了。在不
少西方人的眼中，这种所谓的宗教建筑成了一种防御工事。
然而正如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中所称：“塔本浮屠氏所制，
以藏诸佛舍利者，即中国之坟也。华人今多建之以壮形势，非礼也”，
也就是说尽管大多数塔的建造已无太多宗教动因，但其目的是为壮形
势，即出于风水形胜上的需要，而非防御工事。琶洲、海鳖和莲花三
塔，正是中国风水宝塔的典型：“广州东有石砺山，在琶洲之下，虎
门之上，二山至虎门，则耸为大兽者五，以收海口而控下关，有一浮
莲塔，上矗云霄，与赤岗、琶洲二塔，东西相望，为牂牁大洋之捍
门，南越封疆之华表，盖一郡风水之所系焉者也”。

三、早期美国对华贸易研究
（一）“中国皇后号”开启中美贸易
251

性的航行，开拓了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和文化交往。
1776 年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国宣布独立。1783 年，英美签订《巴
黎和约》，英国承认北美英属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但是，英国并
不甘心，而开始对美国实行贸易禁运，不仅取消了对北美原 13 个殖
民地的一切贸易优惠，还刻意抬高美国商品关税，不再向美国提供免
税或者减税的廉价商品，还颁布了凡美国运往英国的货物必须交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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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抵达广州黄埔港，成功完成了美国商船首次的广州之旅。这次历史

第

纽约启航，渡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最后于 8 月 28

第第第第

1784 年 2 月 22 日，一艘载重 360 吨的美国船“中国皇后号”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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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关税的法令。同时严禁美国船只驶入加拿大与西印度群岛。在英国
的强大压力下，欧洲诸国也不愿意冒犯英国与美国交好。
刚赢得独立的美国面临着政治和经济上的重重困难。为了解决经
济困境，美国把目光投向“发达的中国”。1783 年 11 月，美国最高
财政监督官罗伯特·莫里斯给外交部长约翰·杰伊写了一封信，说：
“要派一些船只到中国去，以鼓励其他人大胆地寻求贸易的发展。”
美国人把眼光投向中国，除了希图摆脱当时的经济困难之外，还
有其他原因。在当时看来最重要的是茶叶的贸易。茶叶的输入使北美
诸地的人们生活发生了变化，茶叶逐渐成为他们的普遍饮料。独立战
争之后，北美商人要求直接经营茶叶和瓷器贸易，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皇后号”是一条战时私掠船改装而成的木制帆船，由莫里
斯和以丹涅尔·伯驾公司（Daniel Parker&Co.）为首的一批纽约商人
共同装备派遣的，整个投资，包括船的成本费、装备和出航开支，总
共 12 万美元。全船一行 48 人。船长约翰·格林（John Green），海
军出身，大班是 29 岁的山茂召（Samuel Shaw）。他受过教育，熟悉
会计业务，精明干练。独立战争期间，由于军功卓著，还受过华盛顿
的嘉奖。
1784 年 2 月 22 日这天是华盛顿的生日，“中国皇后号”持着国
会颁发的“航海护照”从纽约启航了，途经佛得角群岛，再往南航
行，绕过好望角，然后沿东北方向跨过印度洋，离纽约后五个月，他
们望见爪哇岛。7 月 18 日停泊在巽他海峡，碰上了两艘向广州驶去
的 法 国 船。 法 国 人 热 情 邀 请 一 起 同 往 广 州。8 月 28 日，“ 中 国 皇 后
号”到达了黄埔港，历程 188 天，胜利完成了纽约 — 广州的航行。
山茂召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
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最初他们不能分辨我们与英国人的区
别，视我们为新人（New people）。当我们将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

并说明我们的疆域扩张和人口增长的情况时，他们对我国拥有如此大
的、可供他们帝国销售的市场，感到十分高兴。”“中国皇后号”所
载 的 货 物 计 有： 棉 花 861 担， 铅 476 担， 羽 纱 1270 匹， 皮 货 2600
件，人参 478 担等。这些船货通过中国行商顺利地全部销售出去。同
时，又通过行商办齐了回程的货物，计有：红茶 2460 担，绿茶 562
担，棉布 864 匹，瓷器 962 担，丝织品 490 匹，肉桂 21 担。船上人
员每人也购置了一定数量的中国物品，拿回馈赠或转卖。山茂召在广
州还特地为美国军官组织辛辛那提协会（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个爱
国组织）订购了一批由该会自己设计的图案，并印有辛辛那提协会标
记的瓷器。“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获纯利 30727 美元，约为投资额
的 25%。
美国商人在广州待了三个月后，于 1784 年 12 月 28 日从黄埔港
起程回国。离港后与荷兰船共同沿着中国海前进。1786 年 5 月 11 日
回到了纽约。往返历时 15 个月。
“中国皇后号”打通了太平洋两岸中美两国的通途，其意义和影

国货的大型广告：“整箱装、半箱装和四分之一箱装的上等新红茶，
各种瓷器，各种不同质地、黑色和其他颜色、适合做夏季男衬衣的缎
最优质羊羔皮，象牙雕刻和漆器；茶叶罐，各种漆茶盘、托盘和瓶
架，丝绸手帕，束发缎带，桂皮和肉桂芽，黑胡椒，二百箱上等糖，
等等。”引起美国人争相抢购。乔治·华盛顿也从山茂召那里购买了
一批中国瓷器，至今美国新泽西州博物馆还珍藏着中国景德镇制造的
瓷盘。
此次航行成功，使富于冒险精神的美国各地商人为之振奋，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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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品，波斯绸和波纹绸；南京紫花布，绣金像和有珠扣的精美缎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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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报道，其他商业城市的报纸也加以转载。纽约街头还贴出推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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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颇为深远。此次航行成功，轰动了美国社会，纽约报纸为此发表了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选编（第十辑）·下卷

254

厚利润的吸引下，大小船舶纷纷举帆远航，在通往广州的航线上络
绎不绝，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热”。据统计，在 1786 —
1888 年的 48 年中，美国来华的船只就有 1104 艘，几乎达到英国来
华总船数的 44%，超过其他欧洲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 4 倍。到 18 世
纪 90 年代，美国对华贸易就已赶上荷兰、丹麦、法国等国，仅次于
英国，跃居第二位。大量美国商人纷纷前来广州寻求财富，广州成了
美国商人发迹的重要场所。在美国第一代富豪中，因对华贸易而显赫
一时的大有人在。如罗伯特·摩里斯、斯拉芬·吉拉德、约翰·雅各
布·阿斯特、伊莱亚斯·德比、约翰·顾盛等等。摩里斯经营中国贸
易，后来成为“金融巨子”。早期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影响，还在于美
国商人把对华贸易所寡得的资金，转而从事农业、工业以及其他生产
事业上。

（二）早期中美贸易的主要内容
早期中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与美国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中美
贸易开始于美国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建立起新兴资产阶级共和国
之时。
中国输美商品，初期以茶叶、丝绸、南京布等为大宗。
（1）茶叶
中国茶叶是输美的大宗而又稳定的商品，从中美贸易开始就显示
出它的重要性。当中国输美的各种商品有不同程度的波动和跌落时，
茶叶输美量却逐年上升。第一艘美国船“中国皇后号”返美时带回的
茶叶，占载货总额的 92.1%。经过开始时短短几年的波动后，茶叶一
直沿着稳定上升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 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输美茶

叶激增，成了中国输美的最重要外销商品。茶叶在贸易中几乎常常占
最大和最有价值的份额。
到 18 世 纪 90 年 代 末， 从 广 州 出 发 的 美 国 船 每 年 会 带 走 300 到
500 万磅茶叶。《亚眠和平协议》（Peace of Amiens）签订后出现了
短暂的平静，但随着战争重新开始，贸易比以前更加活跃。1805 —
1806 贸易年度茶叶贸易量达到几近 1200 万磅，但在杰斐逊禁运期间
下降到只有 100 万磅。这些茶叶很大部分被再次出口。1803 年，从
美国转口的茶叶超过了美国国内的消费。
1812 年战争之前几年贸易的中断再一次切断了美国的茶叶贸易，
战争也中断了整个对外贸易，只有少量的茶叶通过走私而来。在根特
条约和 1819 年恐慌之间的几年，持续的需求带来了快速的复苏。紧
接而来的萧条延缓了贸易的发展，一直到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才有所
恢复，1833 年的贸易量才再次恢复到 1805 年的水平。此后到 1839
年 鸦 片 危 机 时， 茶 叶 贸 易 量 一 直 维 持 在 每 年 1400 万 到 将 近 1700
万磅。

物总值的 42.4%；1830 年为 800 万磅，占 62.4%；1840 年已增至近
2000 万磅，占 81.5%，是中美贸易中茶叶输美货最高的一年。美国
是一个最好的年份，美国人把将近 2000 万磅茶叶运到了美国，但鸦
片战争的爆发和超负荷的美国市场使得下一个贸易年度的贸易量下降
到了 1100 万磅。在鸦片战争前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数量仅次于从
英国（包括英联邦国家）和古巴进口的商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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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茶叶贸易很快超过其他国家，发展到仅次于英国的程度。18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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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鸦片相抗衡的商品。1821 年输美茶叶量接近 500 万磅，占输美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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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向中国输出鸦片，引起中美贸易关系变化时，茶叶仍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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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丝绸
生丝和丝织品是美国在广州采购的重要商品。跟茶叶一样，丝绸
作为特殊的商品，其购买、包装、装船和出售都需要行家的职业判
断。另一个与茶叶相似的是，丝绸也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坏，潮湿等
环境因素，以及糖、香料和某些化学物品如果沾上丝绸，都会使之出
现颜色的损毁或破坏，因此丝绸的采购和运输都必须得非常小心。
不过从价格来说，由于丝绸是高档货，在某种程度上其价格不
会 像 茶 叶 价 格 那 样 容 易 出 现 波 动。 美 国 商 行 中 以 费 城 的 杜 恩 商 行
（Nathan Dunn & Co.）为代表主要从事大宗丝绸贸易。新丝绸最早在
每年的五月份到达广州，不过全年都可以进行丝绸贸易。美国人购买
的丝绸大部分是在广州及周边地区生产的，珠三角的丝织业到明清时
期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不少丝绸工场雇用了附近大量领取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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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这些工人也许甚至已经具有了阶级意识，来自美国撒冷的梯
尔顿船长 1832 年还记载过广州附近的丝织工人罢工，使得贸易停顿
的事情。
除丝绸之外，另一种大宗出口织物就是著名的“南京布”或者
南京棉布。不过，从价值和数量上，丝绸仍然比南京布高得多。比
如 1816 — 1817 年贸易季节，美国船只装运出口的丝绸价值比南京布
的价值高出将近 25 万美元，三年后，两者之间的差距已增长到将近
170 万 美 元。 在 1822 — 1823 年 和 1830 — 1831 年 两 个 贸 易 年 度， 美
国的丝绸出口在价值上甚至超过了茶叶，但是在 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
丝绸贸易的价值回落了。南京布则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日益面临着
来自西方机器生产的棉织品的竞争。
随 着 中 美 贸 易 的 发 展， 中 国 输 美 商 品 也 有 不 同 程 度 上 的 涨 落。
1826 年以前美国人是中国棉布的主要顾客。如 1800 — 1804 年，美

国 商 人 从 广 州 运 走 的 棉 布， 平 均 每 年 占 广 州 对 外 输 出 棉 布 总 量 的
68.7%。1826 年美国开始对中国输出自产的粗棉织品后，从 1825 年
到 1829 年，美国商船自广州运走的棉布已跌至平均每年占广州对外
输出棉花总额的 42.6%，至 1830 — 1833 年又降至 17%。中国丝绸在
美国市场一直占优势，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末，由于美国纺织业的
兴起此种优势也逐渐丧失。1802 — 1835 年间，丝绸几乎占中国输美
商品总数的三分之一。随着美国纺织业的兴起，到 1841 年只占不到
8% 的数目。
由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美国整体经济还比较落后，资金缺
乏， 工 业 也 没 有 发 展 起 来， 输 华 货 物 以 土 特 产 为 主， 以 下 列 几 种
为主：
（1）西洋参
美国商人开展对华贸易之初，了解到如果把一种“芬芳的草根”
输 往中国，就能牟取暴利，于是他们大量采购美国本土产西洋参，
“沿着哈德逊河流及新英格兰西部，男女老幼，漫山遍野地挖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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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参，“各地报纸充满了收购西洋参的广告”，据统计，1804 —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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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784 年美国“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之前，俄国人和英国
人开展的对华毛皮贸易，已经让北美殖民地商人早有所闻。商人雷雅
德曾随英国探险家库克航行太平洋各地并到过广州，目睹了在美国西
北海岸用六便士买的一张海獭皮，在广州竟能卖一百美元的情景。他
回国后的鼓吹更加激起商人们的热情，兴趣倍增。为了获取毛皮供给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2）毛皮

第

年，美国出口到广州的西洋参 43602 担，平均每年输入 1817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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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美国商人纷纷派船到各地寻找毛皮的来源，很快开辟了多
个毛皮来源地：北美内地、北美太平洋西北海岸、福兰克群岛和南太
平洋。美国商人收集毛皮的成本很低，有时一个铁项圈就可以从印度
安人手里换取三张海獭皮，但一张海獭皮在广州价值可达 25 美元。
在 1800 — 1811 年毛皮贸易兴旺期间，平均每年有近 25 万张毛皮输
往广州，毛皮成为早期美国对华贸易的最重要商品。
（3）棉花
在美国制造业未发展起来之前，原棉成了输往中国的主要产品。
美国向中国输出原棉，再购回中国的南京布。美国向中国输出的棉
花，1804 — 1812 年平均每年为 5000 多担，1820 — 1828 年平均每年
为 1000 多担，数量减少，原因在于美国在输出棉花的同时，还逐渐
增加输出本国棉织品。
（4）檀香木
1792 年已有美国商人把檀香木运到广州。美国人在檀香木产地
收购时，价格是每磅 1 美分，在广州的售价却是每磅 34 美分，利润
非常高。不过檀香贸易维持的时间不长，1820 年便开始大大递减，
到 1830 年基本接近尾声。
（5）鸦片
美国商人追随英国之后，积极参与鸦片走私活动，鸦片贸易称为
中美贸易的阴暗面。就全国来说，随着鸦片大量输往中国，以及白银
的外流，中国逐渐由出超变成入超国。但仅就中美贸易而言，早期中
美贸易顺差仍在中国这一边。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

片生产，美商不能染指，只得另寻资源。19 世纪初，美商找到了产
量和质量都不如印度鸦片的土耳其鸦片，便开始从土耳其贩运鸦片来
华。土耳其鸦片在广州售价较便宜，有时被美国商人掺杂在价钱较高
的印度鸦片中出售。1815 年后，美国又找到波斯鸦片。波斯鸦片成
本低，获利比土耳其鸦片高四分之一。此外，美商还充当英国人在广
州的鸦片代销商，获得佣金 3%，外加红利 1%。
由于鸦片贸易利润非常高，鸦片战争前几乎所有在华的美国商人
都参与了鸦片贸易。以毛皮贸易起家的阿斯托（Astor），最开始以毛
皮换取土耳其鸦片，到广州推销，成了美国的大鸦片贩子之一。其洋
行的鸦片生意做得很大，在伦敦和土耳其的士麦拿都有办事处。一些
美国商人曾毫不掩饰地称鸦片贸易已经使他们发了大财，可以使自己
退休回国了。当然，也有个别美国商人不参与鸦片贸易，最著名的莫
过于商人奥立芬，他声称自己基于信仰坚决不贩运鸦片，同时他还担
心鸦片贸易会导致清政府禁烟而使美国失去中国市场，使美国经济遭
到损失。即使是不参与鸦片的同孚洋行，也是在以鸦片贸易为基础

鸦片战争前中美贸易的商品结构，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中美贸易的关系，美商开始把中国当成不可限量

（6）银元和汇票
早期中美贸易的情况对美国不利，出现巨大的逆差，美国商船必
须携带大量墨西哥和西班牙银元，才能购买中国的茶、丝等物，以维
持对华贸易，这样美国就成了向中国输出白银的主要国家。18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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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销售市场了。这其中与鸦片贸易的发展关系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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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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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机制中谋求发展。由于鸦片输入，美国输往中国的白银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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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银元占美国向中国出口货物总数的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三，最
高的一年是 1819 年，美国输华的银元接近 750 万元。随着伦敦信贷
业的发展，1819 年后美国商人在广州开始用伦敦汇票支付，这样随
着伦敦汇票数额不断增加，以及鸦片输入量的增加，美国输出到中国
白银数量大大减少，1827 年减少到 100 万元，1833 年银元下降数目
更加明显，当年美国使用的英国汇票为 4,772,516 元，约是英国汇票
总数的七分之一，输华商品额为 2,907,936 元，银元只有 652,529 元，
银元再也不占优势了。
尽 管 如 此， 早 期 中 美 贸 易 中 国 输 美 货 物 总 值 仍 超 过 美 国 输 华
货 物 总 值。 以 1834 — 1839 年 为 例， 中 国 输 美 货 物 总 值 平 均 每 年 为
6,435,451 元，美国输华货物总值平均每年为 1,287,337 元，中国明显
是出超国。在这六年中，中国茶叶输美值平均每年为 4,643,523 元，
仅就茶叶一项就超过美国每年输华货物的总值。美国输华货物中，银
元仍平均每年输入 675,744 元。由此可见，在美国使用伦敦汇票、美
国输华鸦片激增以及中国白银外流的情况下，中国输出仍超过美国输
入，中国仍处在顺差的有利地位。

四、早期中美贸易中的美国船舶和航线
当 1784 年美国人涉足广州口岸时，欧洲对华贸易已经开展了将
近两个多世纪了，他们在广州被称为“新人”。美国商人在广州亲眼
见到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业势力，在运作良好的贸易体制
中，按照一定的程序有节奏地进行着贸易，一派繁荣景象。为了在欧
洲各国东印度公司早已角逐的广州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美国人意识
到必须努力寻求一种既适应美国国情，又能够适应广州口岸通商体制

的贸易方式，由于美国当时仅有北美十三州，经济实力远不及欧洲国
家强大，在广州贸易初期的创业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美国商人遵
循着尽量避免政治纠葛，以扩展贸易的基本政策，美国政府的作用基
本上“维持在最低的限度”，而在华美商则“要依靠本身的努力”发
展贸易，所以美国商人最后在广州取得贸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这个美商群体的商业冒险精神和经济独立意识。
早期美国商人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中表现出来的商业冒险精神，首
先体现在航海和船舶上。尽管早期北美十三州沿海的一些人，认为
“没有人能肯定在远洋贸易中具有绝对成功的把握”，但坚信冒险与
机遇并存，确信“乐观主义更符合整个年轻共和国的特征”。这些生
活在沿海地带的美国人，从小与海洋十分亲近，海洋也理所当然地成
为他们最接近、最自然和最能引诱他们去探险的区域，“许多脑海里
存留梦想、血液里充满毅力的年轻人，都希望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而且他们常常发现许多船都正在等候他们”，他们的冒险精神得到了
俄国海军军官库森斯登的高度赞扬：“美国人的商业精神是举世无双

海洋上。他们生活在完善的社会制度里，具有崇高的使命感，整个国
家都充满着创业精神，这种精神不断激励着那些充满活力、不屈不挠
《粤海关志》载：“米利坚俗称花旗。…… 其后来舶甚多，几与英
吉利相埒，其舶较他国差小，随时可至，非如他国必八九月始抵口
也。”这段话明确记载了美国船舶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小”。与英
国船等欧洲东印度公司船舶不一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非常大，
载重量通常超过 1200 吨，即使是从印度来的散商船或者港脚贸易船
舶，都在 700 吨以上。小型帆船作为开拓对华贸易的先锋，成了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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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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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也曾这样评价美国商人：“美国商船行驶在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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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人少船小，但技术高超，几乎没有人可以与他们竞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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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美国广州贸易的主要特色，美国商人多使用的船舶的载重量平均小
于 350 吨，载重量大多在 100 吨左右。第一艘到达广州的“中国皇
后号”吨位是 360 吨，到 1790 年，山茂召搭乘“马塞诸塞州号”第
三次来广州时，该船 820 吨，在美国船里算是一艘巨轮了。在贸易
的问题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美国人也努力使船只的吨位逐步升
级，但大多数情况下“小”仍是美国船舶的最主要特点。继“中国皇
后号”来广州的第二艘美国商船“实验号”（Experiment），载重仅为
80 吨，原来只是作为内河航运之用的。之后的“希望号”（Hope）70
吨，“白特塞号”（Betsy）93 吨，“联盟号”（Union）89 吨。如此小
的船舶，要穿越大西洋、印度洋等广阔水域，没有相当的胆量和冒险
精神，恐怕是难以想象的。美国人因陋就简，利用船的吨位小、人员
少等特点，发挥快捷、易驾驶又节约开支等作用。
最 早 在 太 平 洋 上 航 行 的 美 国 水 手 阿 玛 萨· 德 兰 诺（A m a s a
Delano）曾说：“为了前往广州，我们建造了特别的船只，‘马萨诸
塞号’装有 36 个枪孔，配备 20 门 6 磅的火炮和滑膛枪。‘持久号’
上装有 12 个 6 磅的火炮，‘朝圣者号’配备了 6 门火炮，分别是 9 磅
的大口径短炮，4 磅的加农炮，安装在船上的每一个合适的位置，使
它们发挥最佳作用。”这些年轻人的英勇行为常常令驾驶着上千吨大
商船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为之动容，“英国商人们为美国水手们高
超的航海技术而震惊不已。”年轻的商人和水手驾驶着如此小规模的
船舶，竟然在浩瀚的海洋上航行数月，航程数万里，最终抵达中国广
州，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长达数十年的艰难海上航行，逐渐培
育了美国最早一代的对华贸易商和水手群体，他们开辟了早期美国对
华贸易的新航线。
“中国皇后号”开创了中美贸易之后，开辟了看似乐观的对华贸
易前景。但实际上很快出现了问题。首先，美国能够输入中国的货物

种类不多，数量也有限，需要大量白银补充，但美国本土白银资源缺
乏，必须寻找代替品。此外，美国建国之初，国土狭小，人口也少，
消费量十分有限，对茶叶和丝绸等中国货物的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
基于此，尽管美国政府保护和发展对华贸易，但也只能是适度而止，
“中国热”看似不会长久。
但就在“中国热”看似即将消失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始料不及的
新因素，促使中美贸易又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那就是对美国“西北
海岸”探险的成功，美国人找到了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品 —— 毛皮，这
即是为了平衡对华贸易逆差，寻找白银替代品的结果。“西北海岸”
指的是从现今美国阿拉斯加州往南，直到哥伦比亚河口的海岸地区及
其附近岛屿。1741 年，俄国人白令率领探险队第一次到达阿拉斯加
沿海，揭开了西方国家对美国西北海岸的地理探索和资源掠夺。接
着俄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国先后涉足，展开了频繁激烈的竞争，抢
夺被称为“软黄金”的毛皮资源。1778 年，英国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率领两艘帆船在西北海岸购买了一批毛皮，第二年运

往西北海岸的美国船是 1787 年 9 月从波士顿出发的“哥伦比亚号”
和“华盛顿女士号”，两船两个月后抵达大西洋上维德角群岛，后向
号”1788 年夏天抵达，而“哥伦比亚号”同年 9 月才抵达。两船在
西北海岸收购了大量毛皮后，由“哥伦比亚号”装载着所有的毛皮，
1789 年 7 月离开西北海岸，途经夏威夷群岛抵达广州，在广州完成
交易之后，换回一船中国货后返回美国。回程时“哥伦比亚号”横越
印度洋，绕好望角，于 1790 年 8 月抵达波士顿，完成了环球航行，
历时三年，这是美国船舶首次环球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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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绕过合恩角，遭遇风暴失散，分别驶向西北海岸。“华盛顿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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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取得独立之后，很快就加入了广州海运毛皮贸易的行列，第一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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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州黄埔港，高价出售，开启广州与美国西北海岸毛皮的海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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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号”的航行，也大致为我们勾勒了美国对华贸易船舶
的航线安排：美国船从美国东部沿海出发向南，绕过合恩角再向北驶
向美国西北海岸，在这里收购毛皮等货物后，在夏威夷群岛短暂停
留，继续前往广州，在广州贸易之后，南下南中国海，经由马六甲或
者巽他海峡，进入印度洋，穿越印度洋之后，绕过好望角，横渡大西
洋后，返回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港口城市，这是美国船舶来华
贸易的典型模式。由于航线迂回，而且受到各处季风的影响，完成一
次全程的美国东北部 — 美国西北海岸 — 广州 — 美国东北部的三角贸
易航行，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
19 世纪初拿破仑与欧洲反法同盟开战之后，欧洲诸国的商船大
多被封锁在港口内，美国商船坐收渔利，运载各种货物出入各港口。
部分毛皮贸易的船舶也参与到对欧洲诸国的贸易中，放弃了原来绕过
合恩角的航线，而改道横渡大西洋，先将货物在欧洲倾销，接着绕过
好望角，再经过印度洋航线至太平洋，停泊夏威夷群岛后，再前往美
国西北海岸采购毛皮，这样，原来的三角贸易航线变成了四次，甚至
五次贸易航线了，美国对华贸易的航线被卷入更复杂的全球贸易航线
网络中。据统计，从 1786 年到 1833 年的 48 年中，美国来华贸易的
船舶有 1104 艘，是英国来华船只总数的 44%，超过了其他欧洲诸国
来华船舶总数的 4 倍，以此为开端，从 18 世纪 90 年代之后，美国对
华贸易赶上了其他欧洲国家，而跃居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位。这些复
杂的航线网络的开辟，正是美国商人孜孜不倦追求贸易利润的结果。
从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美国商人为了加速开展对华贸易，制造
了装备完善速度非常快的快速帆船（又称“飞剪船”），大大推进了
美国对华贸易的开展。快速帆船是美国对华贸易中非常重要的船舶，
成了美国对华贸易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武器。早在 18 世纪 60 年代美
国独立战争之前，北美殖民地就出现了从荷兰而来的纵帆船，这种类

型的船舶上桅杆的中桅与上桅上再悬横帆，首斜杠与前桅间悬挂 3 —
4 幅支索帆，称之为顶帆纵帆船。船上使用舷侧披水板，这主要是由
于北美江河水浅，气候瞬息万变，帆船航行时帆装起落频繁，原来这
些地区的帆船上一般用三角纵帆操作，劳动强度特别大，操帆人员众
多。船舶改用上缘斜桁帆后，操作特别方便和简单，能够补浅水帆
船抗横漂力不足，于是这类纵帆船在北美西海岸得以迅速推广和发
展，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充当武装商船的角色，常以灵活的操纵性和超
常的快速性成功地袭击英国的商船队。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切萨皮
克湾（Chesapeake Bay）的船舶制造者把纵帆船的简易帆装与最早采
用的流线型 V 形横剖面船体两者结合起来，设计建造了更为新型的
“巴尔的摩纵帆船”（Baltiomore Schooner）。1851 年建造的美国式纵
帆船，长长的凸出的首、尾柱，增加了甲板的有效长度，龙骨有向尾
部下倾的趋势以获得较大的尾吃水，既提高了船的纵稳性和航速，而
且使其水下船体的横向水动力中心大大后移，从而能更好地与风帆
压力中心相平衡，利于抢风航行和减小横漂。其横剖面在船中均为 V

行船时外观又低又长，艏艉线型优美，这些都有利于减小阻力，便于
操帆抢风，提高船速。后来这类船设计得更为细长，并在其顶桅上悬
装纵帆船（Gaff-rigged Schooner）。最后还出现了更新型的支索帆纵
帆船（Stagsail Schooner）。北美纵帆船的这些船型设计特点较之以往
有所突破，使之成为 19 世纪以来最优秀的快速帆船之一，代表了当
时先进的船舶设计思想，并对嗣后的造船技术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为
嗣后设计更为高级的飞剪式帆船打下良好的基础，实际上前者的船型
特色就是北美快速纵帆船的进一步发展。由航行实践可知，这类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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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斜桁三角帆，进一步改善了驶帆性能，于是这类船特称上缘斜桁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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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细长，长宽比约 5 ∶ 1，该船使用平甲板，船上没有上层建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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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这与以往商船采用 U 形横剖面大不相同，该船亦比一般商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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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适于在高海情况下航行，足以对付海上瞬息万变的气象变化。船
体甲板上无高耸桥楼，这不仅改善了船舶稳性，而且可以充分发挥
帆的作用。船上操帆人员少，成为一种经济的远洋运输船型，可用
作跨海班轮、深海海船及大型货船，一时使这类快速帆船遍及全球。
19 世纪以来，这类帆船在美国逐渐由双桅一直发展到七桅，其排水
量亦不断增加。双桅船之前桅一般高于后桅，多桅船的桅高均一样。
1902 年建造的一艘大型钢质七桅上缘斜桁帆装纵帆船“泰晤士·W.
拉森号”，长 117 米，宽 12.25 米，排水量达 5218 吨，成为当时最大
的海洋帆船之一，但全船仅有船员 16 人，其操帆效率的提高实属惊
人。当时美国纵帆船在与中国和日本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此
类纵帆后来常在其他型式的帆船上部分使用而产生了众多纵帆船混
合分支。而有纵帆（后二桅）和横帆（前桅的）三桅帆船（Schooner
Barque）、纵帆（后桅）和横帆（前桅）的双桅帆船（Schooner Brig）
以及纵帆装游艇（Schooner Yacht）等。1907 年在美国巴斯建造了一
艘六桅上缘斜桁帆装纵帆船“怀俄明号”，总长 107 米，据称是世界
上最大的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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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公共界面与公共界面文化的建设研究
倪

钢（广东工业大学）

一、研究背景、意义及方法
（一）研究的现实背景
1. 新时代的来临
中国社会全面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当前，中国社会
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新理念、新战略、新思维的正确引导下，

体规划（2011 — 2020）》明确提出广州城市性质和定位：“国家中心
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南方国际航运中心”。
20 世纪的城市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积累
了大量的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成果。例如，美国学者芒福德的城市问
题研究，凯文·林奇的城市要素和城市规划研究，等等。但是，在世
界范围内，并没有发现专门性讨论城市公共界面及其文化建设问题的
学术性成果。新千年以来，中外学者开始更加广泛深入的城市问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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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东省省会，我国重要的国际商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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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五大理念”等战略理念引导下的新时期。《广州城市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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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大量学术成果涉及城市管理和城市文化方面的问题。我们通过中
国知网可以获得上万篇主题中包含“界面”或“城市界面”及“界面
管理”等相关文献。一些学者以规划学、设计学、景观学、管理学、
文化学等学科语境讨论城市界面问题。例如，有人研究了城市的公
共空间、公共界面等相关问题（何洁，2013；于洪蕾，2011；赵晓
清，2005； 温 婷 婷，2005； 张 林 汉，2012； 许 文 婷，2010； 等 等）。
再如，一些学者针对城市色彩界面问题进行了专门性研究（郭红雨，
蔡云楠，2006；李井海，2008；刘洁贞，2008；杨静，2012；魏东，
2010；李京瑾，2013；鲁荣珠，2016；刘华杰，2013；等等）。
面向城市发展的全球化、民族化、现代化以及本土化的发展态
势，广东省及周边区域开启珠江三角洲及大湾区经济建设的创新发展
模式，广州市作为中国重要中心城市又将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
选择“广州城市公共界面与公共界面文化的建设研究”主题进行综合
性的探索研究，恰逢其时。
2. 城市研究的新要求
城市发展的理论与现实提出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和理解城市的需
求。如何认知和理解城市？一般地说，按照城市学和城市规划学的观
点，原始的城市就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构成的地理时空，原始的城
市居民就是从乡村和自然环境之中分化出来，在一个特定的土地之上
聚集的民众部落。这种城市认知和理解的方式方法提示了研究城市问
题的几个思维向度：第一，城市是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一
个人文文化空间，这个空间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外延，也有比较明确的
领域和界限；第二，城市是一个基于人类实践活动和文化生活而形成
的一个社会性聚集部落，其组织管理和建设发展过程涉及复杂的界面
管理问题；第三，城市定义的前提条件是划清农村和城镇的边界，确

立社会空间划分的原则和理论基础。后现代以来，城市建设和发展面
对创新性课题，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城市问题迫切需要新的研究范式。
3. 城市演进过程的再认识
如何认知和理解城市演进过程？城市演进的历程有其整体发展史
和个体发展史，这不仅是逻辑的推断也是城市发展史的总结。世界范
围内的所有城市演进的历程或者一个区域或国家范围内的城市演进历
程，这应该是城市演进的整体发展史研究的内容。一个特定区域的几
个相互关联的城市或某个特定地理时空的具体城市，其演进的历程应
该是城市演进的个别发展史研究的内容。无论是整体的城市演进历程
还是个体的城市演进历程，其考察和研究的方式方法都不是唯一的。
事实上，城市演进历程的研究在城市学研究的框架内也没有达成统
一。城市的演进过程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学术问题。在一些人看来，
城市演进的历史和人类文化的发展史是整合在一起的。德国学者奥斯
特·斯宾格勒（O.Spengler）认为“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

解释和说明。

管理学演进的历史及界面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表明：以管理学
和技术论的视角观察和研究城市问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方面，城
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与城市管理活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城市管理是
通过特定技术实现的，研究城市管理也必然涉及城市中的一切技术创
造、应用和进步。从技术的观点看城市的历史和城市问题也能够帮助
我们解析一些历史迷惑或学术困境。城市问题研究经常与城市历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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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管理和技术文化的城市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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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逻辑，城市演进的过程研究必然通过文化演进的分析获得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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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联系在一起。城市学、城市管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景观生态
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揭示了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趣味性。不
论是芒福德的城市文明史研究，还是林奇的城市规划研究同样展示学
术的魅力和功能。
5. 广州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
如何认识和理解广州城市建设与发展问题？根据国家和广东省的
发展战略要求，广州城市发展的基本目标定位已经十分清楚，这种定
位也反映了广州市在全国、广东省、珠三角城市群、岭南文化圈等人
文地理和行政区域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但是，广州城市建设和
发展的一些项目或规划的具体任务，并没有获得市民和公共环境的全
面理解和最广泛的社会支持。由于广州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们更欣赏
务实工作的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作风，一些宣传或表现性的工作或任务
被轻视或忽视了，一些远离商业核心区（CBD）和城市历史文化核心
功能区域的物质现象或精神现象被淡化了或忘记了。然而，正是那些
被轻视、忽视、淡化的事物或现实，正在一点点抹去改革创新的重要
成果，正在一点点消除或损坏一些城市建设的重要载体或历史文化的
遗存。例如，当一些城市环卫工作者在不经意之间砍去公路两边的一
些树木，或者破坏一些陈旧的历史性建筑时，城市的历史文化的一个
精彩的微观界面就永远消失了。

（二）研究意义的简要解析
本研究对于城市规划，城市问题治理，城市创新发展、城市的国
际影响力建设、城市文化建设、政府企业及事业单位的相关城市建设
和发展问题，等等，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将丰富广州市公共

管理和公共文化研究的理论内涵，探索广州市城市界面建设和公共界
面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揭示界面文化的社会功能，探寻面向社会
转型的公共文化创新发展的新路径、新方法。本研究将为广州市公共
界面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评价视角、评价原则，为各类组织机
构的公共文化建设和界面管理提供策略或方法论建议。下面做简要
解析：
第一，选择公共管理和技术哲学的研究视角和语境。针对城市建
筑界面的设计、变革、创新及未来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些建设
性的意见。
第二，重点研究“城市界面”、“界面文化”相关治理性城市问题
具有实践价值。
第三，探索和研究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科学理论和技术方
法的城市治理问题具有创新意义。综合运用“界面科学”、“界面文
化”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体现学术特色。
第四，突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理论的指导原则彰显理论和现

技术在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功能。

1. 视角主义或视角选择的研究方法
视角主义虽然并不能够说明和解释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但
是，视角及其选择和运用的过程揭示了学术研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客
观困境：一方面，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面向的问题都是不同的，其研究
的实践过程和文本构造的过程都涉及某种局限性和选择性；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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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研究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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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突出数据思维和可视化界面表达，体现信息技术和数据化

第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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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学术研究的共性原则和理论范式制约着学术研究的实践过程和文
本建构的过程。因此，自然科学及哲学社会科学面对的问题虽然差异
巨大，但是，视角的选择性却是普遍存在的。正如对一个城市的研究
而言，自然科学家可以选择数学、物理、化学及地理学、植物学、生
态学的研究视角开展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家则可以选择政治经济学、
社会学、文化学、管理学、法学等研究视角开展研究。
2. 公共管理的研究视角
城市建筑界面研究涉及建筑学、城市学、景观学、市政学等学科
领域的理论和知识。本研究选择公共管理和技术哲学的视角进行研
究，针对城市建筑界面的设计、变革、创新及未来发展问题进行讨论
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引入公共管理的视角考察城市建筑界面的
相关问题，可以发现一些完全不同于城市学或城市规划学领域的问
题。城市建筑及其界面涉及的一些公共性问题得到揭示和深入反思。
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实际上是将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思想引
入到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过程。正如大量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研究者
们所坚信的那样，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内容就是政府行政管理和社
会治理的现代化和绩效化过程，行政管理模式和企业管理模式的整合
创新体现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种进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倡导许多新
的管理理念，这些理念的精细化展开就是公共管理运动的具体计划。
以下几个方面似乎可以反映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些管理理念的取向：
第一，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应该面向民众的需要和公共利益。
第二，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也需要市场原则和市场规范。
第三，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需要引入私人及其部门的管理和服务
的方式方法。
第 四， 公 共 管 理 的 资 源 是 多 样 化 的， 公 共 资 源 的 主 体 也 是 多

元的。
第五，政府的公共运营模式和私人运营的模式或可互补。
第六，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质量应该有科学的评
价模式和标准。
3. 马克思主义及技术哲学的研究视角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并非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理论体系，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社会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
主义等理论观点或思想方法直接或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
形成和发展。
国内外已经有许多学者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形成体
系性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相关学术
领域的关系十分密切，它并没有一个相对严格的理论界限或主题规定
性。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蕴含丰富的技术观和技术问题的哲学反思。
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些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重要参

1. 理论前提及基础
在前期研究过程中，我们形成以下主要观点：第一，城市公共管
理和公共文化研究需要引入界面文化及其功能分析，应该着重和强化
研究界面文化的本质、内容、功能和建设方法与评价指标体系等问
题。第二，城市界面文化在当代主要是指基于信息和媒体技术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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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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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的核心内容及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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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但是，它离不开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支持和引导，它
包括了实体、媒介、信息、虚拟等界面文化。第三，广州市城市界面
和公共界面文化研究将为国家的公共文化建设和城市建设提供科学技
术知识和政策工具。
专门性的界面文化及城市界面文化建设的学术成果仍然十分有
限，国内外专门性著述很少，但是，相关文献极其丰富。研究过程
中，我们针对国外“界面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和趋势，有选择地进
行学术成果的翻译和解析，例如，美国学者约翰森（S. Johnson）的
《界面文化》（Interface Culture）著作的翻译和研究，美国学者 A. 伯
格曼（A. Borgmann）的《抓住现实》（Holding on to reality）著作的
研究。同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选择性研究。
2. 问题、视角和语境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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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一种综合研究的整体性思路，把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性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成果的文本语境呈显：描述、分析、解释、探
索融合的特点。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突出
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的引导作用。第二，突出界面及界面文
化概念的创新性运用。第三，充分借鉴或引用古今中外哲学史和哲学
理论及相关研究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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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面向界面体系的城市研究过程

（二）研究的核心问题及逻辑框架
1. 核心问题概述
当代“界面文化”理论体系的哲学认知及理论建构，界面文化相

文化现实问题探索和解决方法。理论建构和现实问题研究涉及概念
性、解析性和方法论问题。基于当代信息技术的城市界面及其文化建
设成为重点研究对象。当代“界面文化”的“实体性或实在性界面文
化”、“体现性或属性界面文化”、“关系性或互动性界面文化”等，这
几类界面文化是本研究的重点对象。
2. 本研究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关联性问题分析
我们在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模式化的图表中可以发现基于信息平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性、辩证性、阐释性问题，拓展性和对策性研究涉及规范性、准则

第第第第

辑体系，基本理论的合理性和应用性研究，组织界面文化和城市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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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关概念的界定和阐释，界面文化基本原理和基本命题的要素结构和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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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和数据分析的智慧城市的模型建构理论，它提供了分解和整合城市
要素和城市功能的可能性。智慧经济、智慧政府、智慧民生 —— 这三
个基本的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体现了三者之间有机的结构关联性。但
是，这三个方面在现实中的整合是通过智慧城市的分类项目和分层实
践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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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种逻辑架构

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对于城市实体和虚拟实在的认
识和理解。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把城市的自然实体和抽象实
体的要素和结构剖析得十分明晰；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观
点和知识建构的过程，导致城市的数据化、信息化、可视化、界面
化，导致城市体系的碎片化和整体化的双向运动。

3. 广州城市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研究的类型化问题
包括：城市色彩界面及其文化建设、城市交通体系界面及其文化
建设、城市数据界面及其文化建设、城市形象界面及其文化建设城市
公共界面及界面文化的具体问题研究；城市界面及公共界面文化的一
般问题的学理研究；城市公共界面文化建设现状及其创新的原则和评
价指标体系研究；城市界面文化的案例性、实证性、选择性、比较性
研究；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界面管理和界面文化建设问题研究，城市治
理过程中界面文化的分类研究，城市界面文化的基础设施、平台及评
价问题研究；城市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界面文化研究；大数据与城市界
面文化治理问题研究；等等。
本研究的核心性重点内容是关于广州城市界面及其界面文化建设
的相关问题研究。主要包括：第一，广州市城市公共界面及其文化建
设的概念性、学理性、应用性研究，涉及“界面文化”与“界面哲
学”的理论问题研究，涉及城市界面及其公共界面文化的基础理论研
究；第二，广州市公共界面文化建设现状及其现实问题研究；第三，

1. 关于研究的前提
以“界面文化”为切入点，研究广州城市界面管理或界面文化治
理问题，确立一些基本性的关于界面文化的观点或理论判断：第一，
当代“界面文化”既是一类技术文化也是一类传播文化。第二，界面
文化在当代主要是指基于信息和媒体技术的体现性文化，但是，它离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三）本研究的主题和目标

第第第第

四，广州城市公共界面文化建设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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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公共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原则和相关评价性问题研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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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支持和引导。第三，城市治理或公共
文化研究需要引入界面文化概念，着重研究其界面文化的本质、内
容、功能和建设方法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第四，大数据和对界面
文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实现大数据文化与城市界面文化治理
的融合。
2.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
第一，探索和建构“界面文化”及城市公共界面及其界面文化建
设的基础理论。当代界面文化的相关概念和术语的界定，界面文化理
论体系的逻辑、要素、结构、功能、意义、价值、方法论等问题的认
知、梳理和阐释。第二，在研究的同时，全面研究译介美国学者约
汉森（Steven Johnson）的《界面文化》和伯格曼（A.Borgmann）的
《抓住现实》等相关论著，参考其问题设计和解析的理路，借鉴其论
述的语境和模式，建构本研究特色的文本和语境。第三，结合一些理
论和广州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进行界面文化、城市界面文化等问题
的综合性研究，面向描述性、解析性、规范性、实证性、对策性问题
的设计和解决，体现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特点。
3. 研究的重点
以界面文化和城市界面文化的理论研究为基础，结合广州城市发
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着重研究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界面及界面文
化的基础理论；第二，城市界面及其文化；第三，城市建筑界面及其
文化建设；第四，城市色彩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第五，城市交通界面
及其文化建设；第六，城市数据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第七，城市形象
界面及其建设。在“界面文化”的基础理论建构研究方面，着重研究
界面文化的概念、相关性、分类、要素、结构和功能、意义和价值等

方面的问题。在广州市公共界面及其文化建设问题研究的过程中，结
合教育教学过程，开展选择性、案例性、实证性研究。
4.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及逻辑框架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第一，广州市城市公共界面及其文化建
设的概念性、学理性、应用性研究，涉及“界面文化”与“界面哲
学”的理论问题研究，涉及城市界面及其公共界面文化的基础理论研
究；第二，广州市公共界面文化建设现状及其现实问题研究；第三，
广州城市公共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原则和相关评价性问题研究；第
四，广州城市公共界面文化建设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本
研究的逻辑进路如图所示。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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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逻辑进路框架

5. 各章节主要研究内容概要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著作的前四章节主要研究界面及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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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理论，包括城市界面和城市界面文化的基础理论。著作的第 5
章、第 6 章、第 7 章、第 8 章、第 9 章着重研究了城市界面及其文化
建设的领域性、专门性问题。提出了针对城市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领
域理论和分析结果。如下列各图所示。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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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第一章：内容结构图示

第二章：界面研究逻辑结构框架示意图

图6

第三章：城市界面研究结构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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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界面文化和城市界面文化研究结构框架示意图

第第第第

图7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第

图8

第五章：城市色彩界面及其界面文化建设结构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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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第六章：城市数据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结构框架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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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图 11

第七章：城市建筑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章结构框架图示

第八章：城市交通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结构框架图示

图 12

第九章：城市形象界面及其文化建设框架结构图示

三、本研究的主要观点、结论对策建议

第一，强化城市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力度。广州城市规划建设的
众多成就的界面化传播力、影响力不够。第二，提升城市公共界面文
化建设的水平。广州城市公共文化的推动力、凝聚力、创造力没有获
得充分的界面化体现和实现。第三，增强城市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数
据化及可视化体现。第四，拓展城市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环境领域和
公共空间。广州城市界面及其文化建设工作仍然存在盲区和空白点，
需要拓展工作领域。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界面文化”的视角或理论观点，对广州城市建设有几点新认识：

第第第第

面向技术创新引发的城市发展的界面问题，依据“界面哲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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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广州城市界面及公共文化建设的总体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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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广州城市界面及公共文化建设问题的观点及对策建议
1. 几点总体性认知
本研究不仅提出城市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基础理论观点和分析方
法，而且着力对广州城市公共界面及其文化建设进行了类型研究，对
广州城市色彩界面、数据界面、建筑界面、交通界面及形象界面有关
的问题进行专门探讨，提出若干建议，这些建议内容丰富、观点鲜
明、联系实际、切实可行。这里不详述细节内容，仅列举几个宏观性
观点或建议：第一，强化城市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认知理解和实践力
度。目前，广州城市界面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不强。第二，全面提
升城市公共界面文化建设的水平。广州城市公共文化的推动力、凝聚
力、创造力尚未获得充分的界面化体现和实现，城市公共界面文化的
建设任重道远。第三，努力实现城市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数据化、可
视化和美化。广州城市媒体界面建设问题比较复杂，基于信息技术、
数据技术、传播技术、媒介技术的城市文化建设任重道远。第四，拓
展城市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环境领域和公共空间。广州城市界面及其
文化建设工作仍然存在盲区和空白点，需要拓展工作领域。
2. 关于界面功能的认知理解
（1）功能概念解释和类型分析
日常用语中的“功能”术语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不同的意义，但
是，人们对于这个词语的认知和理解一般是没有困难的。例如，人们
把某种对象或事物的有用性或目的达成性理解为功能。一个事物或对
象如果它能够帮助实现人的某种目的或实现某个客观的目标，我们就
说它具有功能。功能与结构概念联系在一起，它指向一定的目标或意

义。某种机制或结构，实体或虚拟的物质体系，如果它可以实现某个
目标或目的，或者体现特定的自然、人文和社会意义，它就是一种事
物的功能。功能通常指事物或过程的一种正向作用或结果产生的过
程。界面的功能全面而复杂。一切事物的意义或目标实现总是通过一
定的界面性事物，一切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总是以某种界面过程或界面
存在展现出来。界面功能可以划分以下几种类型：基本功能和拓展功
能、自然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显功能和隐功能、机械功能、
有机功能、生态功能、体现功能、传播功能、交互功能，等等。
（2）界面功能实现的机制
界面功能是如何实现的？一般性地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可能，
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界面，而每一种界面实现功能的方式方法和
动力模式也不同。简言之，界面功能实现的机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
性。例如，细胞膜作为一个界面，它联系着细胞和生物有机体，同
时，它也联系着外部环境。作为生物体内的普遍性结构单元，细胞的
功能决定着有机体的生命存在状态。因此，细胞的生长和死亡的机

287

制，从一个微观的方面揭示了生命的本质和过程机制。界面功能实现

第第第第

的机制也有复杂多样的客观规律和过程。城市界面功能实现的机制也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是复杂多样的。

第

（3）界面功能的设计和创造
自然的界面功能的实现方式总是天然的或非人为的。夜晚的天空
界面，非人力可以改变。但是，它也增加了一些人工物体的界面形
式，例如航天器或飞行物质。地球界面在局部和微观看来，它天天在
变化，但是，在航天实验室里观察到的地球几乎从来没有改变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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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球上空的云雾风暴时时在改变，这种变化成为天气预报的基
础。但是，社会的或基于人力的界面体系，其功能变化就不再是完全
自然的过程。虽然，自然过程也是社会界面或人类文化界面变革的基
础，但是，人类行动过程和工程科学技术介入导致人为界面体系功能
的变革创新。界面功能的设计或创造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
容。事实上，一切历史的或现实中的文化物体或文化过程，都体现了
某种人为设计或创造的内容。
3. 关于界面分析与评价
界面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一方面，它是客观世界的一
部分；另一方面，它也是主观世界的一部分。基于科技和人类主体性
的能力，界面世界成为联系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一个中介体系。界
面世界是一个联结在主观和客观之间，并且渗透于主观和客观世界的
一个十分复杂而多样化的世界。正如人类以不同的需求和视角考察、
研究、评价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一样，人类也考察、研究、评价界面
世界。
在长期自然进化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界面世界也在不
断变革创新，这个变革创新的过程一方面源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
观性变革或创新的过程，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和人类的技术性干预
有关的过程；另一方面，界面世界体系的变革创新也是一个依据人的
某种需要和人类主体性的提升而变化。对于界面世界体系的变革创新
及其现实性和可能性的认知和理解过程需要进行界面分析与评价，在
人类在与界面世界的交往和互动的实践过程中，更需要进行界面分析
与评价。界面评价的过程和结果也导致评价理论和操作性的评价技
术。对于界面体系的评价或者针对某种类型界面的评价，其评价的问
题向度和理论基础及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4. 关于城市公共界面建设
（1）城市公共界面建设的理念
中国城市界面的创造性建设过程需要正确的理念引导。中国城市
公共界面的建设与创新发展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理论课题，也是极有价
值的实践性问题。面向城市发展的国际化、现代化、本土化的发展态
势，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界面突显意义和价值。城市界面的
建设与创新发展必须有理念的引导，没有良好的理念引导，城市界面
的规划设计及建设过程就会失去方向，就会失去控制进入无序化的过
程。当然，城市界面的生成和演化有其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科学规
律和社会规律是不可设计的，也是难以理念化引导的。但是，任何一
种深刻的和美好的理念都应该与科学法则和社会法则相统一。发现和
创建一种科学的而美好的理念是城市界面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任务。城
市界面建设与创新发展的实践过程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
实践内容。中国城市界面建设的最终结果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

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理论为指导，规范引导城市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目
标、任务、项目、工作。在城市公共界面及文化建设整体设计和领域
安排方面体现党中央的政策文件精神，在各类城市界面和文化建设活
动中全面彰显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战略、新方法。第
二，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指导原则，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
及发展理念。破除当代封建迷信及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渠道，建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城市公共界面建设的指导原则主要包含以下几点：第一，以马克

第第第第

（2）城市公共界面建设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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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派、中国品位、中国形象、中国风格、中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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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蕴含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城市公共界面体系，
以社会主义的城市公共文化消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利影响。第
三，突显当代公共管理的创新理念和工程技术方法的运用，运用城
市公共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提高城市问题的治理
绩效。
（3）城市公共界面建设的方法和技术
城市公共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理论和方法包罗万象，十分复杂多
样。这里仅提出以下几点：第一，创造性地学习和借鉴国外城市规划
和城市治理的方法和技术。第二，在城市界面的规划设计方面引入交
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第三，充分运用当代科技方法，特别是大数
据理论方法和数据处理技术，充分运用数据思维和可视化技术。第
四，城市界面建设应该系统设计，分类进行，体现专业技术性和领域
性特点。第五，以界面管理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解决城市公共空
间问题。第六，充分认识城市界面的价值内涵，突出界面文化的价值
实现。第七，以界面治理的方式解决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领域的现实
问题。第八，完善城市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领导监督机制。第九，城
市界面规划及其文化建设需要引入创新理念和技术。第十，重新规划
和设计城市色彩界面。第十一，体现数据思维和大数据技术的全面应
用。第十二，以界面管理促进城市发展的本土化、现代化、国际化整
合发展。实现行政管理、研究机构、社会服务、民众参与的广泛深入
的融合，以数据化和信息化促进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过程。
5. 关于城市公共界面文化的认知理解
（1）基于界面文化概念的总体性逻辑认知理论，城市界面文化可

以在“界面文化”的定义和理解中获得解释。
（2）在城市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具体过程中认知和理解城市界
面文化概念。
（3）城市公共界面文化的本质和特征。
表1

城市公共界面文化的本质和特征

城市公共界面文化的本质

城市公共界面文化的特征

具备一般文化的特征： 系统性和层次
城市社会的认知理解过程、探索过程、
性、 历 史 性 和 继 承 性、 区 域 性 和 时 空
实践过程
性、民族性和阶级性
城市的自然与社会整合的产物

形式与内容的整合、要素与结构的整合

城市民众实践活动和精神创造的成果

互动性与欣赏性的整合、可视性和体验
性的融合

城市文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展示性与传播性的整合

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融合物

公共性与个体性的融合、实体性与抽象
性的融合

（4）城市公共界面文化的类型。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城市公共界面
可以得到不同类型。按照前面章节内容的研究结果，可以按照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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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划分城市界面文化，例如，根据城市界面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分

第第第第

城市公共界面文化的类型

城市公共界面文化的类型
宏观的公共界面文化：
自然与精神构成的城市文化
作为自然的城市公共界面文化
社会的城市公共界面文化
人文的城市公共界面文化

（续表）

类型的描述和分析
以下各类城市界面的文化体现和文化互
动界面文化：城市物质环境、城市天文
地理、社会组织活动、群体和个体、主
观的意识、客观化的精神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表2

第

析结论，城市公共界面文化也可获得以下表格内容：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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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界面文化的类型

类型的描述和分析

中观的公共界面文化：
巨型或较大城市功能区域界面文化
公共基础设施体系或巨大建筑物体界面
文化
城市公共活动单元或公共空间界面文化

中观性的任何事物的表面、中介、边界
外观或内部显现的形式或形态
联结、沟通、交互及边界
一般性界面与特殊界面
各种形式的细微界面

微观的公共界面文化：
基于感官体验，基于信息技术，基于数
据技术网络等过程的界面文化

微观性的以下各类界面文化：
自然物界面、人工物或电子界面、对象
性界面、数据显示的界面、数据传播界
面、数据处理界面、数据交互界面

6. 关于城市公共界面文化建设
（1）城市公共界面文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遵照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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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战略、新思维为指导，全面落实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实现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提出的城市规划和发展战
略；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本土化的高水平的城市界面文化；建构具
有国家特征、民族特色、区域特点、城市品位的城市公共界面文化；
设计和建设完成系统化的城市界面体系和公共界面文化体系。
（2）城市公共界面文化建设的原则和方法论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理论为指导。第二，深入研究和
运用系统工程和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强调系统哲学或一般系统理论
的整体性“透视方法”的运用。第三，强化一般性哲学思维及哲学方
法的应用。第四，建构和开拓数据思维，运用大数据的理论和技术。
第五，在问题展开和文本语境建构的过程中参考和借鉴现象学的观点

和方法。第六，强化城市公共管理领域的跨专业、跨学科、跨部门的
方法融合。
7. 关于广州城市色彩界面

图 13

广州城市鸟瞰航拍图景
293

行了专门性研究（郭红雨，蔡云楠，2006；李井海，2008；刘洁贞，
2008； 杨 静，2012； 魏 东，2010； 李 京 瑾，2013； 鲁 荣 珠，2016；
刘华杰，2013；等等）。学者们针对广州城市色彩的规划设计和具体
项目建设问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以下概括陈述一下相关
观点：
第一，广州城市色彩复杂，没有一个公认的单一的整体城市主色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规划者的理论依据或工作原则。一些学者针对城市色彩界面问题进

第

研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也开始转化为广州城市管理者和

第第第第

新千年以来，一些学者针对广州的城市色彩规划和建设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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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第二，广州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及特定的区域体现为一种或多种
比较突出的主色调。第三，城市色彩及规划建设应该有维度的设计和
思考。第四，广州城市色彩的规划和建设应该与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相
协调。第五，广州城市色彩蕴含岭南文化的丰富内容。第六，在城市
色彩界面的规划设计和建设过程中体现专业性和科学性。

图 14

广州城市的一类主色调

根据广州城市区划及区域功能定位，结合目前的客观城市色彩界
面现状，对广州城市色彩体系规划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都会区及历史上的中心城区：主要包括荔湾区、越秀区、
海珠区、天河区以及番禺区，实际上的城市建设空间也涉及原来的黄
埔区、白云区的一小部分区域。这个区域历史性建筑较多，文化景观
丰富，老广州的商业文化和社区生活特色明显。因此，这个区域的色
彩复合性强，很难找到一种显著的色调。一般地说，荔湾区的复合色
显现黄绿色，海珠区为灰蓝色，越秀区为灰黄色，天河区为亮度较高
的金属色及灰绿色，番禺区为黄白。
第二，新城区及原中心城区的延伸城区：主要包括萝岗区、黄
埔区（当前二者已经合并为一个区）、南沙区及花都区、增城区、从
化区的联结部分。萝岗区和黄埔区复合色为黄绿，南沙区复合色为

蓝绿。
第 三， 新 拓 展 的 副 中 心 区： 主 要 包 括 花 都 区、 从 化 区、 增 城
区，实际建设过程也涉及老城市区的周边区域。花都区呈显黄色及蓝
绿色，从化区呈显绿色基调并点缀灰黄色，增城呈显蓝色及黄白点
缀色。
第四，突出“四色调”的区域化主色调和整体主色调。广州城市
色彩的主色调按照其规模和体量依次是：绿色、白色、蓝灰色、黄灰
色。绿色和蓝灰色体现大自然的色彩，点缀各式植物和花草的色彩，
体现五彩缤纷的自然大美。白色是自然色彩和人文色彩的重要组成部
分，广州的蓝天白云也是最美景观之一，白色也普遍用于建筑和城市
景观之中。另外，白色和灰色、灰黑色、金属色一起构成一个无色系
世界，这成为有色系的一种背景，体现自然和社会的色彩的辩证分布
和对立统一。
第五，以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为指导，具体景观色彩的建设项目
要体现整体性和特殊性。

第七，强化生态色彩和自然色彩的体现和创造。
第八，突显岭南建筑和艺术色彩。
第十，创造自然、人文、社会整合的城市色彩体系。
总之，城市色彩的研究和实践需要引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认知
逻辑。以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色彩并不是人们主观故意创造出来的，
应该尊重色彩形成的规律，也要充分尊重色彩创造的理论观点和经验
总结。城市色彩问题的理解也不能僵化和教条。城市色彩的规划建设
是个系统工程，色彩学的一些具体问题应该辩证认识和理解。同样一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第九，消除城市中各类不协调的色彩因素和杂乱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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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度。

第

第 六， 创 造 和 体 现“ 灵 动 色 彩”， 提 高 城 市 的 色 彩 的 亮 度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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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色彩和一类建筑，它的单体原色与视觉效果可能完全不同，这需要
考虑到环境因素，也要考虑社会人文因素。
基于“四种主色调”的城市界面建设方案，突出“绿色、白色、
蓝色、黄色”四种主色调的区域性设计和安排。如图所示，体现四种
主色调在广州都会区、新功能区、副核心区的基底效应，强调基底色
彩、过渡色彩、景区色彩、区域色彩的整合和分离，突显城市不同区
域色彩审美意义和价值的表现。蓝色和灰色的设计和安排应该给予特
别的关注，色彩的设计和安排应该符合规划学、生态学、艺术学的
科学规律，同时，应该强调岭南文化和广州城市历史文化的色彩学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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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基于广州城市规划和区域功能设计的区域复合色彩图示（作者制作）

8. 关于城市数据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一般性理论问题
（1）城市数据界面定义及类型
城市数据界面即是基于数据科技和城市界面的理论观点和操作性
知识及方法而形成的一种类城市要素构成的体系。前面我们已经讨论
了城市、数据、界面及界面文化的概念，运用简单的概念分析和要素
整合的方法，就可以获得城市数据界面的多样性定义和概念解释性
内容。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给出了作为本研究核心术语的“界面”定
义：作为符号观念构成系统的事物表面样式或形态及解释，作为自
然、社会、人类思维的交汇文化载体和平台，作为认识和实践中形成
的过程性中介，无中生有的实在与虚在的生成与交互时空领域或场
所，基于技术的文化生成、创造、传播的容器和媒介，基于 IT 和数
据网络的可认识和理解的世界体系的表面和边界。

城市数据界面类型

城市数据界面定义类型及解释

城市数据界面的定义和解释

（续表）

研究举例

城市的中介物

数据化的城市认识和实践过程中 城市数据界面管理、技术、人
形成的中介物
力资源、评价等

城市的容器或媒介

基于数据技术的城市文化生成、 城市文化的制约界面，城市传
创造和传播的容器或媒介
统文化的显示器

城市的表面和边界

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城
城市数据信息界面的社会功能
市体系的表面和边界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城市数据界面建设的城市计划、
数据化的城市自然、社会、人类
城市的载体、平台
项目管理、施工过程、工作流
思维的交汇文化载体和平台
程、操作指南等问题

第第第第

城市表面样式、形 数据化的城市符号观念构成系统 城市数据界面建设的意义、目
态、解释
的事物表面样式或形态及解释
标、任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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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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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数据界面类型

城市数据界面的定义和解释

研究举例

基于科学技术和某种社会化过程 城市数据界面建设过程的具体
城市的时空领域或
而出现的城市实体与虚在的交互 性、社会性、人文性、审美性
场所
性时空领域或场所
空间场所问题
数据化的城市复杂体系中物质与
精神，理论与实践，理念与原 领域界面本体论 ONTOLOGY，
城市的思想联结或
则，硬件与软件，科学与技术， 项目界面本体论，设计界面本
方法环节
战略与战术，实体与操作过程等
体论
之间的思想联结或方法环节

按照这种认知和理解，城市数据界面即是包括或蕴含城市数据及
相关符号或信息的城市界面（如图表所示）。
（2）关于城市数据界面文化建设的原则
城市数据界面研究的任务和目标是多方面的，一般地说，城市数
据界面研究涉及以下内容：城市数据界面建设的意义、目标、任务、
计划、项目、过程、工作、操作、管理、技术、人员、评价、功能、
社会性、人文、审美，等等。城市数据界面实践与探索性研究包含复
杂多样的具体内容，因此，需要考虑以下原则：
第一，体现城市数据理念及其落实方法。第二，突显城市界面的
区域性内容。第三，遵循自然法则和生态性原则。第四，城市数据界
面建设要体现艺术规律和美学规律。第五，界面设计要有一些特别性
的指导原则。第六，城市数据界面的设计和展示突出城市的整体性、
统一性、协调性。第七，尊重数据界面建设的客观规律，体现不同类
型数据界面建设的特殊性。第八，城市数据界面治理及其文化建设的
关注的一些重点问题。第九，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引导消除数据界面
的不良信息。

（3）城市界面文化建设的数字化和信息化
城市界面文化建设的数字化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
一，以信息技术为载体和工具进行数字信息采集、存储、处理及传播
的过程和结果；第二，中介过程和界面的数据化，媒介物和传统信息
载体的数字化；第三，城市产生生活方式的数字化。第三层含义是社
会生活方式的数字化。城市信息过程和实践过程的数据信息采集、存
储、处理、传输成为数据化的主要工作过程。城市界面文化的数字
化建设是一项核心性工作，它改变了城市管理和社会实践的形式和
内容。
越来越复杂的计算过程

视
研究者

数据
分析

角

问
题

探索发现

选择性对象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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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视

技
术
信息获取

集成性
数据库

第第第第

研究对象
实验过程
客观事物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第

图 16

复杂数字化计算技术发展

（4）运用大数据理论和技术促进城市界面文化的治理过程
建立数据理性和数据思维，完善数据文化建设的理念引导。例
如，大数据时代，强化计算意识，强化计算哲学、计算理论、计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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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计算方法、计算模型、计算分析、计算可视化等方面的知识学习
和技术运用。数据的采集、挖掘、分析，数据库的建设和数据处理
显现过程，都需要各种形式的复杂性超级计算理论和技术，如图 16
所示。
9. 关于城市数据界面文化的治理问题
（1）关于城市数据化治理原则
第一，意识形态引导原则。体现国家理念和意识形态、政策、法
规引导。第二，科学规划原则。运用界面科技、界面管理的理念和技
术。第三，现代化原则。运用大数据时代的最新理论和先进技术。第
四，信息化原则。城市数据化治理过程应该和城市的信息化工作相结
合。统筹发展分类推进。第五，国际化原则。城市数据化治理过程应

300

该充分考虑到城市发展的国际化需求，体现全球城市的理念和实践操
作内容。
（2）关于城市界面的数字可视化设计
城市界面的数字化建设涉及可视化界面的设计和应用。可视化界
面设计涉及的事物极其广泛，例如，人机界面、软件构件之间的接
口、设计模块、生产者和消费者接口、程序控制界面、窗口管理、键
盘设计、鼠标设计、语音识别、自然语言沟通、手势信息传达、书写
功能界面、眼动识别界面，等等。
（3）关于面向智慧城市建设的界面文化建设
智慧城市和城市公共文化建设研究需要引入界面文化的概念。在

智慧城市和公共文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过程中，应该突显界面文化
问题，应该着重对城市界面文化的本质、内容、功能和建设方法与评
价指标体系等问题进行研究。以界面文化建设的创新方法和手段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的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提高组织管理创新的能力。建设良好的组织管理环境，提
高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拓展组织机构的外部信息宣传范围，强化人
力资源的培训和协调配置使用。建立完整的制约机制和管理制度，实
现法治化、程序化、自动化管理。提高组织学习能力，强化职员的文
明修养。
第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技术创新的技术性和工艺性水
平。以当代最新科技手段促进创新过程的实现。利用电子网络体系、
创新性信息平台、微博和微信、无线网络等方法和技术提高生产绩效
和服务能力。
第三，提高产品创新的绩效。增大信息资源服务产品的数量，强
化其质量，创造新的公共产品的服务模式，建构公共产品的界面化服

范研究涉及多样性问题，例如，界面和城市界面类型研究、城市界面
文化的界面研究、文化规范研究、界面文化规范研究、物质性界面规
范、精神性界面规范、组织间界面规范、组织与个体间界面规范、组
织与社会界面规范，等等。
第二，开展主体及各类组织的界面文化治理标准和规范研究。了
解各类主体界面文化治理的历史、过程、因素、要素和结构、设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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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开展城市界面数字化治理的体系化实践规范研究。此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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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城市数据界面文化治理的标准和规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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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体制和机制、变革与创新方面的标准性规范性问题。
第三，研究组织网络与界面规范体系建设问题。此类研究涉及众
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例如，网络化的组织界面设计标准、城市网络组
织边界和中介、界面的结构性标准和规范标准、界面的节点和规范、
界面的协同和规范、界面的操作和规范、界面的感知和规范、界面的
交互和规范、界面的视觉体现和规范、界面的交易机制和规范、界面
的审美标准和规范、界面的伦理问题和规范、界面的创新和规范、界
面的传播和规范，等等。
（5）关于城市界面治理过程中的数据质量管理问题
数据质量管理是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领域的创新性课题。管理的
侧重点在不同时代不同。古代管理的侧重点在于权威和统治者的目标
实现。现代管理的核心是效率和效果的实现，是管理者和组织利益的
最大化。后现代管理或当代管理的核心是建立在某种人文或文化基础
之上的管理体系的科学化、现代化、生态化、品牌化、个体化、全球
化、多样化。简言之，后现代管理或当代质量管理的重大转变是从单
一目标向多元目标的转变。信息技术发展导致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
数据理论和技术引发数据质量管理问题，数据质量管理成为质量管
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数据质量管理意味着管理重点的转移。如下图
所示。

图 17

传统质量管理的侧重点

传统质量管理侧重三个任务：面向人的质量管理，面向事的质量
管理，面向价值的质量管理。传统质量管理涉及对人的理念的引导和
控制，对人的行为的监管和控制；传统质量管理重点面向过程管理和
目标管理的具体管理事务和方式方法，质量管理的体系是围绕管理目
标和过程开展的；面向价值的质量管理其核心任务是价值链的建构和
分析评价，是整体价值生产和增殖过程的体系控制。

图 18

面向大数据时代的数据质量管理的侧重点

面向城市界面治理的数据质量管理研究的问题和内容都是十分丰
富的。在当代大数据语境中研究质量管理的一些常规性问题也有创新
的意味。

究。以哲学的、管理学的、文化学的理论为基础理论，面向城市建设
和创新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研究基地或专题性研究中心。
第二，大数据技术和理论介入城市问题研究。
第三，强化实证性和调查研究，深入广州和广东省的城市发展实
际，进行现场和实地调查研究。
第四，加强比较研究。中外成功经验，国外的前卫性理念和科
技，规划和建设过程。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国家的相关研究之中。是否在大数据研究领域，强化城市的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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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有城市相关研究的基地或中心。参与到广州和广东省及

303

第

（6）关于城市数据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管理体系和研究体系建设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选编（第十辑）·下卷

304

第五，拓展研究领域，选择多向度、多学科、多维理论、多目
标、多形式的研究思路。
第六，聚焦研究。选择一个领域或某个问题进行多层面的深度
研究。
10. 关于城市建筑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问题
第一，历史性城市，有它的自己的价值，它的界面和整体文化形
象，不能够被破坏。
第二，高科技和建筑及交通方面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使用了
新的材料和设计方法。
第三，以前的 DOWNTOWN 的城市理念，正在发生着变化。
第四，跨越一个中心的地标理念，形成多元地标和整合式地标的
理念。
第五，老城区或一些乱危建筑区域的改造。
11. 关于广州城市建筑界面及其文化建设的问题
（1）强化整体性建设规划设计理念。在城市整体规划和区域规划
及城市治理过程中，体现和强化整体性规划设计理念。（2）充分展示
国际城市和全球城市的界面及其文化品位。（3）深度解析和表达现代
精神和后现代观念。（4）建构和创新本土化的城市建筑界面和文化。
12. 关于城市交通界面文化建设的问题
（1）交通体系中的主体性问题：城市公民意识的界面化体现。如
何强化公民意识中的绿色出行和生态环保意识。（2）交通体系的文
化蕴含问题：建构意义丰富的交通文化界面。什么是有文化的交通理

念？这个问题确实难以界定清楚，也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
是，考虑到当代社会问题和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3）交
通体系的空间设计安排问题：强化交通体系的公共空间的界面文化建
设。自然环境和社会性公共界面空间的功能化和美化。（4）全面提
升交通界面体系的特色和服务质量，建设有特色和品牌化交通服务界
面，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13. 关于城市界面形象建设的理念原则
（1）本土化和民族化。城市发展的世界史和中国史揭示了本土化
和民族化发展的必然性。近现代以来，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导致“千城
一面”以及“现代文化”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的另一面就是本土化
和民族化的消失。
（2）中国化。打造中国特色的城市界面形象。本土化和民族化理
念在中国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最直接的内容就是中国特色的城市界
面形象的建构和传播。

（4）可视化。运用当代信息科技成果，以大数据理论和技术为依
程，强化文化介质和中介载体的物质性建设和精神性建设，把电子政
务、电子商务、电子传媒、电子交易等过程整合为某些具体活动和
项目。
（5）规范化。城市公共界面体现的国家和公民意识以及各种体现
社会文明和个体幸福安康之类的内容，在局部的私人场所或能没有太
多的政治性和规范性限制，但是，在公众经常到达或接触的公共空间
或某些有限性的公共界面之内，应该特别突出国家意识形态和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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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整合城市界面形象的描述、解析、建构、体现、传播、建设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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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突现时代意识和数据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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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的正当性、合法性、公正性、严肃性、合理性。
14. 关于城市界面形象建设涉及的城市名片问题
城市名片是一类蕴含着复杂丰富文化内容的城市界面。作为一类
文化名片，它需要以名片文化的相关理论和知识为依据，在理念、科
技、制作、传播、应用等方面实现名片的意义和价值。城市名片的设
计、制作、应用和传播的问题，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面对的一类课
题，这类课题的研究和解决，极大促进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提
升了城市的品位、形象。
城市名片的设计和传播需要考虑名片的文化蕴含问题：
第一，关于名片的存在和体现。任何一张名片的产生和传播都有
它的物质性的根源和精神性的根源，当然，也有社会性的和实践性的
根源。
第二，关于名片的意义和价值。名片虽小，但是它有复杂而多样
性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意义或价值也不仅仅是商业的或政治经济方面
的。在文化、精神文明建设、科技发展、生活方式变革等方面，名片
揭示出复杂多变的时代特征和生活意义，展示民族、国家、政府、组
织机构、社会团体、民众及个体的意义表达和价值追求。
第三，关于名片创造和传播的艺术。名片不是艺术品，但是，它
蕴含着艺术品的形式和内容，因此，名片艺术这个概念也是成立的。
对于广州文化名片的形式表征或数字化传播方面，已经有为数众多的
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大多数被放置于图书馆或私人的书架上，
并没有体现在具体的城市文化名片的生产和消费方面。
第四，名片的设计和制作以及传播应该遵守特定的原则。许多名
片设计师们强调名片设计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既包括名片设计、制
作、传播和使用的规则，也包括具体形式和内容的实现方式。

第五，强化研究城市名片和界面文化的关联性研究和体现。在城
市名片的设计、制作和传播过程中体现城市界面的形式和内容。城市
名片是一类蕴含着复杂丰富文化内容的城市界面。作为一类文化名
片，它需要以名片文化的相关理论和知识为依据，在理念、科技、制
作、传播、应用等方面实现名片的意义和价值。
15. 关于广州城市界面形象建设涉及的城市审美问题
学术界对于城市美和审美的相关研究课题十分丰富。大量的研究
成果展示了研究主体或课题组成人员的强大学术能力和研究能力。一
些定性和定量化的课题和研究范式体现了研究者对于课题的深入解析
和数据处理的复杂性和科学性。但是，一些学者似乎强调了城市美及
审美问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强调了美学问题和拓展性、社会性，但
是需要强化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城市研究的主题或过程中，明显缺少鲜明的美学理论和美
学建构的目标的引导。

第三，城市之美和审美的评价指标的设计和调查过程，缺少美学
第四，城市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城市之美和审美向度的问
题没有得到突显：城市整洁、清洁及有序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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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美和城市的审美确立在城市的内涵规划设计和生活体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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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敏感性在城市广场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刘婷婷（广东工业大学）

城市公共空间作为 21 世纪城市空间形态研究战略重点，不仅是
政府职能部门绩效考核及民间资本竞争的关键空间领域，也是体现市
民社会内涵、行使市民权利的重要场所。城市广场景观是一个传承地
域文化的重要媒介，其在设计时需要融合和提炼传统地域文化，在其
中融入地域特色文化，使得城市广场景观设计更加具有代表性，这样
才能够构建出丰富多彩的城市广场景观文化。作为设计者，不能只将
其作为景观设计工作，而是看成文化艺术品，从人的行为角度出发研
究城市广场空间景观营造问题，所以对公共空间的定义更强调为多数
民众服务，并且能够容纳大量市民日常生活与交往活动的广场空间。
我国大部分地区城市广场缺失文化敏感性，在文化认知及使用者行为
上有极大的差异，缺乏逻辑思考和转化落实于本土的过程，许多空间
的规划沦为“形式”模仿，而地方特色、历史脉络和人文公共空间规
划的调查与评析情感不复存在，还衍生更多的问题。

一、理论指导 ——“文化敏感性（ICS）”
最 早 对 文 化 敏 感 性（I C S） 的 研 究 要 追 溯 到 B r o n f e n b r e n e r、

Harding 和 Gallwey（l958）的研究。他们最早提出敏感性这个概念
并认为敏感性分为对本国文化和对个体差异两方面的敏感性。我国学
者严文华认为文化敏感性分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人们认可差异是客
观的、无法凭个人喜好来消除或拒绝；第二层面是欣赏这种差异，从
被动接受或带着不良情绪看待这种差异，转化为带着主动和积极的态
度来看待这种差异；第三个层面也就是文化敏感性最高的境界，利用
差异，让差异成为解决问题的源泉或资源。尽管学者对 ICS 的定义侧
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普遍将文化敏感性定义为一
种能力，这种能力会随学习或者跨文化交往的经验增多而提高，即文
化敏感性是可训练和改善的。
阿莫斯·拉普卜特在《建成环境的意义》中，从环境行为学的角
度来研究环境意义，将建成环境划分为“固定特征因素”、“半固定
特征因素”和“非固定特征因素”三个层次。固定特征因素环境是基
本上固定的，如建筑、围墙、地面、城市的街道等，其空间组织、大
小、位置等都会传达意义；半固定特征因素为家具、陈设的布置乃至

要；非固定特征因素主要指人的非言语行为，主要由宗教、礼仪、习
俗等精神文化方面决定的人的行为，包括社会交流、记忆功能等。研
意义，比如城市中的解说牌是获取城市记忆的重要途径，又如具有地
方特色的街巷空间和商业业态是决定城市记忆的重要变量。
上述心理学与环境行为学研究的不谋而合为城市空间环境的创新
模式的组织架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
一书中指出“如有一种动人的环境，同样的生活将会获得新的意义”。
路径、边界、区域、节点、标志都是城市可识别与可意象的要素。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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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建成空间与环境表达之间的联系，可进一步深入挖掘环境的内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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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因素能够传达出的意义比固定特征因素更多，对于环境意义特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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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的广告店招、花园装饰等这些城市设施，拉普卜特指出半固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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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舒尔茨的《存在·空间·建筑》把空间存在诸要素分为：中心
与场所、方向与路线、区域与领域。阿尔多·罗西在《城市建筑》中
通过对心理学的研究，探讨建筑类型与集体记忆的密切关系。丹麦建
筑师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书中所阐述的，公共空间的质量是影
响可选择活动和社交性活动发生频率的重要因素，为营造理想的环境
状态、打造舒适的人工环境提供理论依据。高质量的公共空间中除了
必要性活动外，可选择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发生的频率会显著高于低质
量的公共空间。可见经过精心设计的环境设施不仅能提升街区品质，
不仅能满足居住、工作、生活的需求，更能引发人们游憩、探索、社
会性活动等的发生。

二、以“文化敏感性”为指导，塑造传统地域文化的城市广
场景观设计原则
景观环境营造的基本目的是建立市民的生活秩序。环境的质量不
仅依赖于环境元素本身的属性以及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取决于
它在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城市广场环境应当是市民生活需要的产
品，是市民介入环境的基本条件和保证，同时又应当是艺术品，具有
感染、鼓舞和激动人心的力量，具有增加市民活动强度、丰富市民生
活经历和揭示市民存在真理的功能。

（一）“人文关怀”的改善
城市广场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市民的休闲娱乐、科技交流和政治活
动提供一个活动空间，城市广场景观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构成部
分，其具有美化和点缀的作用。在设计时，要考虑到城市广场的活动

主体，即市民的需求，因此，需要秉持以人为本原则，处理人与自然
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其能够满足人类视觉感官审美以及心理
精神情感需求。与此同时，也能够借助传统地域文化形式和风格，在
其中融入现代科技元素，创造出令人身心愉悦的景观形象，其可以同
时满足人们视觉心理以及审美情感需要，充分突显城市广场空间设计
中的人性化。

（二）“社会力量”的拓展
城市整体环境乃有机复合的生命体，各专业工种各司其职、独善
其身无益于总体环境的提升，孤立的功用和固有的价值标尺会限定环
境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在城市中留下三不管的设计荒漠。政府的角色
应更多地转向城市经营与城市服务，设计政策、搭建平台、促动合
作，引导社会关注与投入。城市广场更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广场周
边利益主体牵涉甚广，修建与改造都将影响到不同的群体，条件允许
时，让更广泛的民众参与进来，使用者才是对环境品质、使用方式、

景观设计中建造仿古建筑，更需要注重现代科学技术和景观文化艺术
的结合。集合地域历史文化的精髓，提炼出乡土文化景观，注重传统
装饰元素，并合理运用新型的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创造出独具特色
的历史文化景观。在设计前，需要全面调查和了解地域历史发展和人
们的生活面貌，提炼出最具有代表性和不可复制的文化特征。在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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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广场景观设计中，传承特有的地域文化，不仅只是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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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留记忆”的介入

313

第

生活形态认识最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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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内本质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新建景观需要保留其外部特征，改造
其内部结构和内容，使得地域文化形成一个代表性的视觉符号，借助
新型的广场景观表现历史文脉以及地域文化内涵，另外，也够彰显出
设计师的别具匠心。
总而言之，形塑并活化“真实生活场景”，发掘不同人群的内心
深层次需求，保证输出功能更多维度的可能性，反映着对生活的看
法，倾注着人文的关怀。逐步把先前被忽视而受限制的人类需求激发
出来，为市民提供扮演不同角色的机会，构建社会的公共空间。在牵
涉不同利益主体时，设计可尝试鼓励不同群体的共同参与，平等享受
公共利益，让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促进社会参与式设计乃至公民力
量的萌芽和发展。

三、传统地域文化在城市广场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一）符号借代
“借代”就是指在城市广场景观设计中应用传统文化元素符号，
这是当前应用比较广泛的设计手法。在设计过程中，将能够体现出地
域文化特色的建筑符号经过处理精简提炼，应用于建筑中。在经过变
形加工处理后，应用于广场景观设计中，这种设计方法的突出优势，
使得城市广场景观能够兼具文化传承和城市标志等多种作用。例如，
南阳卧龙文化广场，将该广场的主题设定为三国历史地图，广场的铺
装采用的就是三国历史地图，当人们漫步在该广场时，就能够在地面
上学习历史知识，并感受历史和文化空间。

（二）抽象简化
所谓“抽象简化”，就是忽略细枝末节，但是要保留抽象简化的
轮廓形体，其不仅优化了视觉形式美，同时，也能够表现出城市蕴含
的文化内涵。贵州省思南县思南歌坛 —— 火燎广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例子。思南被人们称之为“黔之首郡”，思南的历史文化中最具代表
性的是土家族的祝融火燎祭天。该中心广场上有 8 根杠杆支撑着索
膜，不仅代表了地域文化，也充满了土家族火燎祭祀传统。同时，索
膜结构又代表了高新科技，将传统地域文化和现代发展相融合。秦皇
岛奥运公园广场中的海鸥雕塑，就是通过抽象化的表现手法展现了秦
皇岛的海洋文化，又可以表现出奥运精神文化，文化元素符号使用夸
张手法表现出来，并进行扩大，更加突出视觉角度的震撼力和感染
力。该方法通常都是应用于导向性比较明显的构筑物或是标志性的雕
塑中。例如，在南京某市民广场的入口处，有一处摊开的书本雕塑，
这种经过夸张变形处理的书本形象是一种文化元素符号，通过雕塑就

始皇俯视万物、傲睨千古的帝王之气展露无遗。

将传统景观符号随机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景观体
系，同时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视觉景观。例如，河北园博园中的张家口
园，在景区入口处树立着一处主题浮雕，主景长城城墙是由八个段落
构成，每个段落都代表了一个历史阶段，其段落是按照朝代的演变
顺序排列。该长城墙就是将各个时代的不同文化元素符号依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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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素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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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秦皇求仙入海处有一尊秦始皇雕塑，雕塑形象十分夸张，但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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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和历史中的固定景观氛围联系在一起，告诉人们不能忘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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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顺序将其组合在一起，为人们展现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历史画
卷。西安大雁塔钢厂的地面铺装采用的图案主要是唐代书法大家的作
品，将文字图案按照不同的风格重新整合和分组，做成四十块地景浮
雕，深化人们对于地域文化的认知，这样也能够更好地宣传佛文化和
唐文化，使其成为西安的代表，展现出西安大雁塔其特有的传统文化
内涵。

（四）场景再现
可以选择某一历史事件的部分内容展现出来，使得人们可以更深
入地了解地域文化内涵。场景再现一般都是应用在墙体、铺地、景观
柱以及场景小品组合中，如北京北环水系浮雕、北京王府井大街的景
观雕塑就展现了北京地域文化场景，也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下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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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面貌。西安大雁塔广场也将大唐文化柱、秦腔脸谱等体育精品
放置在广场中，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城市广场景观就可以了解西安的历
史文化和城市氛围。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广场景观设计需要依据地域文化和地域自然环境
进行，在城市广场景观设计中充分体现出地域特色，从而树立具有代
表性的城市形象，也可以实现对城市广场景观的趋同化处理。同时，
要加强选择和解读传统文化元素，充分结合传统地方文化和现代艺术
审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城市广场景观，使其成为城市文化的点
睛之笔。同时，研究也为今天我国的城市公共空间的迅速发展和最终
达到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增长建构起必要的科学对策，这是中国城市

公共空间现代化健康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同时，这也是研究希望达
到的更高层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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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敏感性在城市广场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研究”。课题负责人：刘婷
婷；成员：张塔洪、黄艳萍、梅倩、田野。）

论自媒体时代高职院校的文化自觉
张梅花（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我国高职教育在历经 30 多年的风雨
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培养了大批社会主义高技能人才。适应社会经济
发展需要，实现从规模扩张转变为内涵发展、质量提升，培养具有核
心能力、综合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职生，必须把加强高职院校
文化建设的自觉与自信作为首要关注点和原动力。本文试图从自媒体
大背景出发，在梳理目前高职院校文化自觉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相应
的路径探讨，以期为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建议。
319

境的创新能力。高职院校文化自觉是高职院校文化主体对高职院校文
化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高职院校文化境遇的深刻反思，对高职院校
文化使命的准确定位，对高职院校文化选择的理性把握，对高职院校
文化创新和发展的清醒认识。由于种种原因，高职院校文化自觉目前
面临以下几种困境：

第

清楚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进而提高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适应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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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文化自觉是指高职院校文化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即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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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高职院校文化自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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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院校文化自我定位迷茫
当前，高职教育界对高职院校文化自我定位认识模糊、关注不
够，研究不深、未能形成文化共识。一是对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定位迷
茫。高职院校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不少高职院校并未弄清楚。
有的高职教育者直接地把高职院校文化等同于大学文化或职业文化，
有的高职教育者泛泛地把高职院校文化归结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合。这种定位显然过于简单，未能体现高职
院校文化内涵特色。按“三改一补”方针发展起来的中国高职教育，
其文化必然与学术教育类大学文化相区别，具有人文性、职业性、行
业性、区域性等个性鲜明的文化特质。二是对高职院校文化使命定位
迷茫。有的高职院校缺乏对文化使命的全面客观分析与评价，没有把
文化建设放在提升学校内涵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
的战略高度，没有体现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高职精神和价值诉求。
三是对高职院校文化选择定位迷茫。面对多元化的社会思潮，高职院
校文化战略模糊，选择无所适从。政府的共性要求与从众心理往往容
易成为扼杀高职院校文化理性选择的“元凶”，制约着高职院校文化
长远发展。

（二）高职院校文化自我积淀缺失
与不少办学历史悠久、校园文化底蕴深厚的普通本科院校相比，
我国高职院校的办学历史较短，文化的系统性不强，文化积淀缺失，
在教育系统内还缺乏文化共识，高职院校师生也普遍缺乏文化认同。
目前的高职院校，有的是部分符合条件的中专院校升格的，有的是当
时已有的高等专科学校、短期职业大学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改制、

改组、改革来的，有的是由几类不同特点的学校合并而成的。由于高
职教育办学的历史短，有的院校急于加强硬件建设、师资建设，对文
化建设缺乏关注或无心、无力关注；有的院校合并后，硬件整合了，
但文化没有整合，没有形成核心的校园文化价值追求和认同；有的院
校在办学历史、育人特色、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缺乏系统的文化梳理，
共同的高职院校文化理念尚未构建。这种多元合流的短暂历史积淀，
客观上决定了相对滞后的高职院校文化发展、相对单薄的文化内涵、
相对单向的文化机制、相对单一的文化功能、相对不高的文化认同、
相对不足的文化自信以及相对差距的文化育人。

（三）高职院校文化自我特色缺乏
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普遍存在特色不明显、个性不鲜明的困惑。一
是缺少校本特色。很多高职院校未能通过梳理和积淀历史、行业、社
会等多方面的积极因素中找到其文化优势，未能把文化建设置于顶层
设计的宏观视野中来自觉思考、系统谋划，未能凝练师生共同信念和
追求的校园文化精神。显然，没有校本特色的文化无法凝聚师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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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最终只能流落于江湖，消失在草莽。二是缺少职业特色。学

第第第第

色的问题，其直接的后果是高职院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和行业文化严重
脱节，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无法满足和适应企业、行业的需求。高职
院校文化既没能成为“高大上”的大学文化，也未能成为个性鲜明的
职业文化，在整个高等院校的文化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和被边缘化趋
势。总之，“文化个性缺失、办学理念雷同、发展模式趋同已成为制
［1］

约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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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文化建设模式，文化建设脱离高职培养目标，没有彰显出高职特

第

界认为，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普遍存在着向普通高校看齐，照搬普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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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职院校文化自我发展缺位
当前高职院校文化的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存在两大不良发展倾
向。一是功利化倾向。有的高职院校把高职教育等同于“就业”教
育，把自己等同于职业养成场所，盲目追求学生就业率，市场需要什
么学校就提供什么，过分强调与市场的“无缝对接”。学校教学忽视
对学生人文知识和素养的培养，忽视对学生传统经典文化的熏陶。而
高职教育应该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应该
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任何文化一旦过分地强调工具理性，
忽视价值理性将使受众的“人生理想趋向实际、价值标准注重实用、
［2］

个人幸福追求实在、择业观念偏重实惠” 。久而久之，容易造成高
职学生成为有智商无智慧、有知识无思想、有文化无德性、有目标无
信仰、有规范无道德、有欲望无理想、有青春无热血、有索取无奉献
的“单向度的人”。二是形式化倾向。一些高职院校热衷于物质文化，
认为气派伟岸的校园建筑、四处可见的标语口号、样样俱备的相关设
施、丰富多样的校园活动就是文化的象征。殊不知，这是对高职院校
文化肤浅的理解，是典型的文化形式主义。没有良好的校园规章制
度、人文精神支撑和理念引导的校园文化仅仅是一具文化空壳。无论
是功利化还是形式化都不利于高职院校文化的自我发展，不利于高职
学生的长远发展。

二、自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文化自觉的机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断代式发展和信息技术的革新，人类进入了以
博客、BBS、播客、手机群发、微博、微信等为主要形态的自媒体时

代。“自媒体是一个普通市民经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
［3］

供并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 “人人即媒体”的自
媒体时代的到来无疑给高职院校文化自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自媒体与高职院校文化自我觉醒
一是文化危机意识的觉醒。自媒体作为一种编读一体的、取之于
众用之于众的大众传播工具，无疑给大众提供了一场丰盛的文化狂
欢。然而，这场文化狂欢的草根性决定了它必然混杂着高雅与庸俗、
崇高与卑微、真理与谬误等复杂元素。分辨率低却乐于参与、创作文
化狂欢的高职生或多或少将受其影响。于是，欲望的泛滥、传统价值
的弱化、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消解在高职生身上出现并不足为奇。不容
乐观的现状可以唤醒高职教育者在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中的文化危机意
识。二是文化建设理念的觉醒。自媒体以互播、互动、实时交互的优
势颠覆性地打破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由传播者发送信息至受者的模
式，带来了全新的点对点的互播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唤醒高职教育
者文化建设思路的转变 —— 利用自媒体实现文化共建，即由顺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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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主建设转变，由封闭建设向开放建设转变，由精英建设向大众建

第第第第

美国著名新闻史学家迈克尔·舒德森提出过一个观点：“媒体就
［4］

是一种文化” ，具有自己的文学和社会惯例，在很多方面作用力强
大，远比许多批评者怀疑的要更微妙和复杂。美国学者尼尔·伯兹曼
也曾提出“媒介即隐喻”的概念。“这种媒介 — 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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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媒体与高职院校文化自我反省

第

设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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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
［5］

存在的理由。”

自媒体作为大众自我提供与分享信息的媒介，是高

职院校文化自身建设现状的一面镜子。一方面，自媒体本身客观地呈
现着一种高职院校文化，是多元高职院校文化的一个侧面和缩影；另
一方面，自媒体积极地释放着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效果。自媒体不仅
以一种隐蔽而有力的方式暗示着这个世界的变迁，而且以一种隐蔽而
有力的方式诠释着高职生的内心世界、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可见，
自媒体这面镜子不但可以为高职教育者抓住文化建设的时代脉搏，还
可以为高职教育者洞察文化建设出现的问题、反思以往文化策略、谋
划未来改进措施。

（三）自媒体与高职院校文化自我创建
一是创新高职院校文化自我创建的载体。传统的高职院校文化创
建的载体局限为校报、广播、宣传栏、有线电视等，其传播的周期
长、蕴含的信息量有限、更新速度慢。校园自媒体是承载高职院校文
化创建的新载体，它打破了传统媒介的时空限制，突破了传统媒介文
化传播模式，拥有门槛低、运作简单、自主交互性强、传播速度及时
快捷、应用范围广等多重优势。毫不夸张地说，相对传统媒介，自媒
体的出现使高职院校文化自我创建在载体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二是丰富高职院校文化自我创建的内容。传统媒介环境下，在文
化内容创建的舞台上，基本上是教育者在唱独角戏。而在“人人是媒
体”的自媒体时代，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均是文化内容创建的主角。这
不仅大大壮大了高职院校文化内容创建的队伍，更为文化内容的丰富
性、多样性、创新性提供了无限可能。
三是拓宽高职院校文化自我创建的空间。自媒体时代的行为方式

改变了距离的内涵、带来了距离的突变，让距离不再是距离。文化建
设者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随时随地创建文化、相互分享文
化。距离不再用来丈量，而是用来沟通文化。

三、自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文化自觉的径路
面对高职院校文化自觉的困境，高职院校文化建设者需要充分利
用自媒体提供的机遇，通过文化涵养平台、文化研教平台、文化交流
平台、文化实践平台、文化监测平台实现文化自我觉醒、文化自我反
省、文化自我创建的良性循环。即通过构建“五台文化共建创新机
制”实现自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文化自觉。

（一）重体验：精心打造文化涵养平台
高职院校文化自觉的第一层次是文化自我觉醒。实现文化自我觉

精神洗礼，体验文化的无限魅力。以往的高职院校往往比较重视现实
世界文化生态的营造，精心布置校园的一景一物，让校园的每个角落
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
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
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
［6］

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

高职生在每天不利用自媒

体刷新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就不甚舒服的背景下，高职院校打造虚拟空
间的文化生态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加大校园虚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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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充满着浓郁的文化氛围。这固然重要，然而正如卡西尔所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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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虚拟空间的文化生态，让学生沐浴在文化的光辉中，享受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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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需要精心打造文化涵养平台。即通过营造良好的现实世界的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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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把校园网打造成真正的校园文化网，而非目前的校园新闻
网。唯有如此，才能调动学生利用自媒体工具感受文化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二）重认知：全面开发文化研教平台
高职院校文化自觉的第二层次是文化自我反省。全面开发文化研
教平台是实现文化自我反省的关键。如果说文化涵养平台是文化主体
对高职院校文化重要性的体验与醒悟，文化研教平台则是文化主体对
高职院校文化是什么的认知与反思。
首先，加强文化研教队伍的建设。文化研教队伍是开发文化研教
平台的保障。高职院校教育者要从思想上重视文化建设，从顶层设计
规划学校文化发展蓝图，竭力打造一支由校内教学名师、技能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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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文化专家、职场精英组成的专兼结合的文化研教队伍。
其次，促进文化研教产品的开发。它包括文化课程的开发、文化
教材的开发和文化名片的开发。三者的开发，要注重高职个性、体现
高职特色，即要凸现校本特色，与传统文化契合；要突出专业特色，
与系部文化契合；要凸显职教特色，与企业文化对接；要彰显地方特
色，与区域文化融合。三者的开发，要融合自媒体平台进行，把所有
文化研教产品转化成众多“微文化”产品通过自媒体工具全民共享，
让受众对高职院校文化有深刻的认知。

（三）重分享：努力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高职院校文化自觉的第三层次是文化自我创建。努力搭建文化交
流平台是实现文化自我创建的必要手段。除了传统的文化讲坛、讲座

等文化交流平台外，BBS、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工具为高职院校文化
交流平台的搭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间。自媒体交流的威力体
现在它的网络围观和广场效应聚合上。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李晨发起的“我们”话题事件，一张图加两个字，让李晨
以 3 小时超过 300 万次的数量，刷新了单条微博互动量的纪录，更
诞生了“我们体”的狂欢。“社会心理学中的‘广场效应’认为，在
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人们经常表现出与日常生活不尽相同甚至完全
［7］

相反的言行，它是一种无意识统治下的大众心理现象。”

洛伦兹把

这种有意识的个体在一个群体中容易迷失自我而变得从众称为“无名
群众”。这给我们的启示是，高职院校文化建设者在运用自媒体搭建
文化交流平台中，要注重挖掘和培养意见领袖，引领自媒体的文化广
场，弘扬校园文化正能量，引导“无名群众”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四）重行为：认真践行文化实践平台
如果说文化交流平台是以教育主体为主导进行文化创建的话，文

一是以实践课程为依托的文化创建。高职院校比普通本科院校的
广。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让一切课程实践赋予文化意义，
纳入校园文化建设的统筹规划。实践课程的文化创建以课程考核为其
践行护航。
二是以特色活动为契机的文化创建。当前，各高职院校开展的文
化活动数量非常多，但真正称得上精品的特色活动却很少。因此，着
力打造体现校本特色、系部特色、职教特色的品牌活动是高职院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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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明显优势在于高职院校的实践课时多、实践基地多、实训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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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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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实践平台则是以教育客体为主导进行文化创建。具体来说，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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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者今后急需努力的方向。特色活动的文化创建以素质教育的量
化考核为其践行护航。
三是微作品为载体的文化创建。微作品可以是调研作品、微公益
作品、技能作品、微影视作品等等。以短小精悍作为文化传播特征的
微时代，微作品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激发学生文化创作热情，培养学
生文化创作能力的最好方式。微作品的文化创建以大赛激励为其践行
护航。
三大文化创建均可放在开有自媒体空间的校园文化网站宣传、交
流和分享。

（五）重引导：有效落实文化监测平台
文化监测平台是对文化自我创建效果的检验与修正。自媒体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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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刃剑，它可以充满正能量，也可以充满负能量；它可以传播有意义
的文化信息，也可以传播无意义的文化信息。如何扬其所长，避其所
短是每位文化教育者需认真思考的问题。美国传播学家 M.E. 麦库姆
斯和唐纳德·肖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
具体看法虽然无法通过大众媒介决定，但是大众媒介却可以通过提供
信息和设置相关的议题对人们关注什么进行有效左右。大众媒介对人
们怎么想可能无能为力，对人们去想什么却可以大有作为。基于自媒
体无论从时效性还是影响力都比传统大众媒介要大得多，其议程设置
意义更加凸显。高职院校文化教育者要善于捕捉社会文化热点事件，
积极发挥“把关人”作用，设置相关文化话题，有效地引导和规避舆
情。只有充分发挥议程设置的作用，高职院校文化才能抢占文化引领
的制高点，才能有效保障文化自我创建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沈 楚． 文 化 视 野 中 的 高 职 文 化 建 设［J］． 江 苏 高 教，2013
（2）：134．
［2］田建国．现代大学新理念［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5：
91．
［3］邓新民．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J］．探
索，2006（2）：135．
［4］魏武挥．自媒体：对媒介生态冲击有多大［J］．中国报业，
2013（8）：50．
［5］［6］［美］尼尔·伯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1：13．
［7］令小雄．自媒体时代的文化认同与网络秩序［J］．新疆社科
论坛，2014（1）：67．
（选自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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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高校思政协同创新模式研究”。课题负责人：张梅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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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古玮玮、陈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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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民俗礼仪传播与民众礼仪素养提升
王竹波（华南农业大学）

关注民俗礼仪，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而且早已突破理论研究
而应用于实践。欧美及东亚日、韩民众表现出来的较高礼仪素养，既
是其经济发展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后的必然趋势 —— 仓廪实而知礼节，
也是其成功传承传统民俗礼仪和政府引导、重视的现实表现。中华民
族号称礼仪之邦，但百年来西潮冲击、传统解体，我们越来越少承继
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民俗、礼仪等，尤其是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
各种民俗礼仪，具体如待人接物的仪式禁忌，吃饭、走路、与人交流
的揖让周旋之类，要么处于失序状态，要么全面效仿西方，仿若中华
文明从来没有存在过。
在人类历史上，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常行的途径是西学东进、东学
西进、南学北进、北学南进，即东南西北中，各地域文化之间一直处
于不间断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创新之中，但近百年的历史是西
学东进有余，东学西进严重不足。中国在历史上是创造过辉煌文明的
古国之一，今天中国经济腾飞、科技蓬发，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新
兴体，不管是继续推动东学西进，还是逐步建立现代中国社会的公序
良俗，毫无疑问都需要通过民俗礼仪的传播传承，实现在更大多数中
国人生活世界里的中国文化传播，达到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文化复
兴的目的。

一、传统民俗礼仪的现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
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今天很多传统民俗礼
仪活动纷纷复兴，如全国各地以官方或民间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形式举
行的成人仪式，祭祖、祭孔仪式，庙会欢庆等，这些已消逝几十年甚
至更久的旧风遗俗的卷土重来，表明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习俗仪
节，受到国内外民众的热情关注，这种过往而复归的现象，说明民俗
事象和物质产品一样具有坚韧的传承力量。
从三个角度可以论证说明民俗礼仪传承的现代价值，即传承物质
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礼俗互动传统和非正式制度。

（一）传承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的民俗礼仪，既是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重要的非物质

椅用具、殿堂庙宇，甚至代表确定意义的地理空间方位才能实现。作
世传承下去，既要传承建筑、用具、服饰等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传承
如二十四节气，礼行（或礼容）即肢体动作、言辞表情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

（二）礼俗互动传统
古代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与俗，分处于中央与地方的两端。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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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共同的文化、文明，中华民族的子孙都有必要世

第第第第

畴，但所有的肢体动作、人物表情的意义表达，均需要服饰衣冠、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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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从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方面看这是属于非物质文化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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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之间，虽然井然相分、矛盾对立，但二者又处在不断互动、整合
中。俗一旦形成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和强制性的
力量，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把观念形态
推向下层民众，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精英思想社会化。传统礼俗
通行于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古代中国实现了人心有序、社会
有序，维系了社会的有效运转。
民众礼仪素养提升中的礼、俗互动，礼指中国礼仪，或地方性的
如广东礼仪、广州礼仪，俗指地方性的在古代的礼内化为民族精神原
则、外化留存在现代社会的诸种生活表现形式。从已有的经验看，弘
扬民俗礼仪可以走礼俗互动的路径，其民间取向不仅不与政治制度发
生冲突，反而在社会分化的势态下更能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民俗礼
仪所要求的不是法律秩序，而是自我约束的道德自律，这种自我约束
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习俗、礼节、仪式养成，不仅易于为民众所接受，
亦有普遍的适用性。

（三）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一般是经过人们长期互动选择演化而来的，违反时没
有专门的组织加以明确的量化惩罚，成员遵守制度是出于自愿而不是
被迫。从衡量民众礼仪素养提升实效角度看，非强制性的具体化、生
动化、生活化的民间规约、地方仪式活动等作为载体和途径可以发挥
重要作用。生、冠、婚、丧、祭等人生礼仪和中华民族传统的节庆活
动，在民众礼仪素养提升中占有重要地位。
今天，民众礼仪素养的提升应该和民俗礼仪的传播结合，适当融
会现存的民俗礼仪，从与非官方的传统民俗礼仪的互动中，通过择
取、融会民俗礼仪中行为层面的礼行、物质层面的礼器、制度层面的

礼制及思想层面的礼义等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内容，一方面扩展并丰
富生活实践，一方面在传承民俗礼仪的同时实现以礼化人、以礼立人
的礼仪教育及影响目标。寓民俗礼仪于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做法，既能
深入人心，又能流传不辍，有助于历史的延续；有助于民众礼仪素养
的提升，进而有助于整个社会风尚的革新；有助于提升民族自尊心和
自信心，正确认识礼仪教育不等于西方礼仪教育；还有助于科学地弘
扬地方民俗礼仪，规范社会秩序。在中国传统等级社会中，礼和俗为
各个阶级强制或非强制地接受，礼、俗之间的互动通过直接的各种形
式的教育和间接的各种形式的影响，完美实现了信仰一体、价值同
化、国家认同、民族凝聚的功能。对传统社会由礼、俗之间的互动构
建起来的礼俗社会的梳理，有助于理解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的特质，更
好更快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众礼仪素养培育，主要着眼于个人礼仪举止的雅化和精致，这
是个体礼仪素养的外在表现，所以先探讨个体行为层面的礼仪要求，
进而推进到器物层面对礼仪行为无所不在的影响、制度层面对礼仪行

止的人已经日渐稀少。在礼仪学习中还有一种“直把他乡作故乡”的
倾向，即认为礼仪就是西方礼仪。但中国人在春秋战国之前就形成了
一套在正式社交场合中有象征性、表演性的，完整的、规范的、程式
化的仪式动作，由此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仪态风貌，那种骨子里的
儒雅凝练，脱略虚空，那种被贝托鲁奇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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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自古即为礼仪之邦，但是懂得使用表示敬意的雅语和举

第第第第

二、礼行 —— 举止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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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奖惩强制和思想层面对礼仪行为的巩固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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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
在古代中国，从个体的成长过程来看，一个人从出生就一直生活
在各种各样的仪式里，比如降生仪式、满月仪式、入学仪式、毕业仪
式、成人仪式、结婚仪式，直至葬礼仪式等等，甚至可以说一个人是
在仪式中成长、走入社会，并“实现自己的价值”。广州地区民众礼
仪素养提升，在行为层面应重视两个方面：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

（一）个体层面
今天在生活中，大部分中国人在举手投足之间，中国文化、中国
风范、中国特质呈现的缺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除了肤色、五官、
身高和白人、黑人等群体相区别外，现在的中国人，还有什么与生俱
来的、显性的地方，可以和西方人、非洲人相区别。民俗礼仪，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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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塑造有
中国文化特质的现代中国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所谓的中国作风、
中国气派、中国气象之类的，身体动作可以非常显性、直观、便利地
展示中国文化、中国风情。民俗礼仪在个体行为方面较注重细节，关
注举止、仪容、礼辞。

（二）群体层面
民俗礼仪中的行为规范，能够使人们直观地学习掌握基本道德要
求与行为礼数，又能约束个人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世中会对照民俗礼
仪的规范来要求自己，严格践行礼数仪节，学会尊重他人，完善自
己，提高道德自觉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使主体成为内在修养良好、
外在形象得体的现代公民。群体层面则主要通过人生礼仪、节庆民俗

等展开。任何一个生活在某一种礼仪习俗和仪式规范环境中的人，都
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该礼仪环境的影响。中国古代是一个注重名教
礼制的国家，上至朝廷的盛大典礼下至百姓的民俗节庆，其目的都是
维护社会秩序和谐安定，防止社会互动体系之间激烈冲突，期盼风调
雨顺和人民丰衣足食。庆典具有极大的震慑力与感染力，操作过程中
通过一系列表演性活动、程式化环节，显示出正统性、权威性与示范
性的文化特征。在震撼、敬畏、崇拜、模仿、欢庆的驱动下，深远地
传播了秩序化、规范化的理念。
个人、社会、国家通过民俗礼仪这种象征性符号，实现文化和心
理认同而构建一个共同体，民俗礼仪既能将观念表达、价值诉求等传
递给社会群体，又能重构冲突社会的一致性。民俗礼仪不仅是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象征符号、物质符
号，人类只要进入社会活动就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民俗礼仪伴随，尤
其是民俗礼仪作为重要的功能中介存在体，由于其强大的自律精神和
自衍功能，甚至被看作社会存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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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向固定的象征意义和吉祥物方面转化，成了政
治、权力、等级的体现，成为一个人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器物文化
作为一种民俗现象，是一个民族个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体现了一个民
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审美意识等。
礼器与人的行为，与卞之琳《断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

第

用具，不仅有实用审美的功能，也有伦理道德的意义。一些器物在漫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中国有“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传统，可见生活中的一些器物

第第第第

三、礼器 —— 华美互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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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了别人的梦”有相似性，即华美互彰。行礼者使附着于身体的及
周围的器物彰显意义，行礼者身上的附着物及周围的器物，使行礼者
或端庄高雅，或显赫威严；使整个场景或肃穆凝重，或喜庆吉祥，总
之它们互相映衬，相得益彰。广州地区民众礼仪素养提升，在民俗礼
仪传播过程中，礼器层面可以从行礼之具和载礼之所两方面入手：

（一）行礼之具
行礼之具，也即是狭义上理解的礼器，即有特殊功用、具有一
定形制的象征权力与等级的器皿用具，其作用犹如演员的服饰和道
具，是演员角色和故事情节的补充说明。行礼之具有必要细化为两个
部分，其一为附着于人身体之上的衣服配饰等，其二为行礼的过程中
协助行礼之人完成行礼过程的辅助性器物。中国文人士大夫借品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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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鉴人，建构人格理想，标举人格的完善，在物态环境与人格理想
的比照下，善与美融为一体，并互相转化，物境的经营彰显个人人格
理想，生活环境的设计、塑造、拥有是自我身份、地位、政治观乃至
人生观的证明或体现，最终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协调统一。上千年间，
服、饰、门、窗、椅、盘等殚思竭虑，炫奇斗巧，也是传统民俗礼仪
在演进过程中，穷尽一切可能的手段，维持其存在价值的无数具体事
例之一。今天欣赏和使用传统器物，已经没有了国家典章之下的等级
森严，也不存在消费膨胀背后的等级僭越问题，但是以审美趣味和生
活方式为中心的软性的等级区分自始至终都存在。鉴赏能力和审美取
向所倚重的知识和修养，是排他性地强调个人身份，重获作为社会精
英优越感的根本。

（二）载礼之所
今天人们往往把建筑视为与绘画、雕刻、音乐、诗歌等相提并论
的艺术，不过《周礼》、《礼记》等礼学经典著作，都将“宫室”与
“国家”、“车旗”、“衣服”、“礼仪”等相提并论。载礼之所，是从礼
的“形而下者”、“礼的物化形态”上理解的礼器，即是人行礼时所依
托的有特殊礼意的建筑或行礼场所，也有人称之为“礼仪性建筑”、
“礼之大物”。在建筑布局上，因“礼”而产生的建筑元素，它们只
不过是被看作布置上所需要的“礼器”，满足人在其间举行仪式的
需要。
在古代社会作为载礼之所的存在比比皆是，既可以是有形的人为
用实材建造的空间载体，“任何建筑都是仪式及其随机产生的仪式化
空间在方位向量上运用实质材料限定围合的结果”；也可以是行礼时
所指向的特定空间方位，如祭天地山岳河海时择地势空间而选取的礼
拜场所等，即载礼之所中也要分为两部分，一为有确定形制的行礼场

二层皮肤，那么，建筑有如人的第三层皮肤，车舆同建筑一样也为第
欢庆、祥和，行礼之人的情感、身份、素养，行礼之人的肢体语言和
有声语言也映衬迎合行礼之具和载礼之所的特殊存在，总之二者是相
互映衬，互彰华美。在中国各地区这类的行礼之器和载礼之所很多，
行礼之器方面有：汉服、旗袍、唐装；传统的家具桌椅等。载礼之所
方面有：墓葬、牌坊、祠堂等，具体如广州有南越王墓、陈家祠、光
孝寺、烈士陵园等。充分发挥这些礼器的作用，既可以保护和传承物
质文化遗产，又丰富广州民众的休闲审美，无所不在地影响他们的秩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三层皮肤。”行礼之具和载礼之所烘托出了仪式过程的隆重、肃穆或

第第第第

行礼之具和载礼之所的统一就体现为，“如果说衣服有如人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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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一为临时稍做处理或指定的行礼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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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意识，并提升其艺术鉴赏能力。

四、礼制 —— 行事有范
中国传统民俗礼仪，具有厚重的伦理色彩，有不同程度的道德说
教倾向，还有一大批专门用于训诲劝诫、构成典章条文的制度规定。
按训诫的内容而论，有劝学、劝孝、戒淫、戒斗、戒杀、戒赌等；按
规范的对象来说，有约束子孙的家范、规范乡民的约条、针对同业的
行规、教导士子的学则。
要解决地方民众礼仪素养提升问题，民俗礼仪在制度层面可资借
鉴的内容十分丰富。按血缘的远近、地域的划分、业缘的统属及学缘
的关系，大体可以分为家范、乡约、行规、学则四个方面。

（一）家范
家族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家范是在传统伦理之上，借助
尊长的权威，用之于子孙族众的一种针对性强、目的明确的道德约
束，有时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在社会治理方式中，除了有最高层面的
国家法律和价值原则等正式制度和规则之外，家范作为非正式制度和
规则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家训是家庭内部的行为信条和行为准则，是一个家庭内部父祖辈
对子孙辈、兄对弟、夫对妻以及家长对家庭成员为人处世的训示和训
诫。其特点在于它渗透在家庭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每一细节之
中。即便是日常的生活起居、洒扫庭院，家训都有规定和要求，每个
个体在这些活动中都会受到秩序、规范的教化熏染。在古代社会，由
于家族是家庭的放大，所以小至个人，大至整个家族，都是将家范纳

入家庭内部的行为信条和行为准则，家范是同姓家族为了维护本宗族
的生存和发展所制定的公约、家族法规。雍睦咸熙的家族亲情，对不
论取得多大成就、官位多么显赫的人而言，永远都是一份温馨的回
忆，充满着感激和眷恋之情。一个人基于血缘亲情，关爱家人，以此
之情扩大之，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团结有重要意义。加之中国自古
以来的家国同构，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理路，则家范的秩序
建构、规则界定意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扩大而言之，会延及一个
家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二）乡约
乡约为乡规民约的简称，是为生活在同一地缘范围内的人自治性
或半自治性的纲领和规范，是乡土社会所具有的国家法之外的公共性
规则。与家范不同，乡约是由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的乡民或自主自发
制定，或由一些地方乡绅制定，但得到民众认可的，用于处理民众生
活中面临的诸如治安、礼俗、教育等问题的行为规范和生活秩序。中

社会、地方族众，成员之间休戚与共、利害相同，人们互相认同是一
成五百年前是一家的邻里乡党，置于同一地域范围内的人要和睦共
处，也必须建立并共守一些社会公则，推动乡村或地方组织建构、地
方社会工作开展，具体通过兴社学、义仓，定乡约等制度设施，激发
地方社会的活力、凝聚力。如果说在古代中国，家范侧重用于处理有
血缘关系的亲人之间关系的处理，那么因为地缘关系生活在一起的人
就会仰赖乡约协调。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个生活共同体。以血缘关系建立的联系，早晚会随着血缘的疏远而变

第第第第

即人与人之间相互依恃，谋求共存共荣的协作生活。邻里之间、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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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根深蒂固有一种相区别于独善其身自利思想的社会共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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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主要是通过乡民受约、自约和互约来维
护社会秩序，并通过改变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以“化民成
俗”。从国家法的视角看，乡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由民间社会
自动产生，并有自我实施的效力；从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对应而言，乡
约是一种维持社会民间秩序的重要规范。

（三）行规
在 中 国， 究 竟 出 现 过 多 少 行 业 无 法 精 确 统 计， 不 过 人 们 常 以
三百六十行、七十二行或三教九流等概称之，说明行业分类之多之
细。由于有了社会分工和行业的发生发展，各行业就有了自己的利益
和要求，就需要制定出适应本行业特点和需要的、用来管理和规范本
行业利益的行业规定。

340

社会化大分工是商品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前提，不同的行业领域有
不同的生产、经营特点，因此就有必要有针对性地为不同的行业制定
竞争、管理的制度。中国现代化发展至今，一方面，亟须在中国传统
行会制度基础上，建立现代行业协会，规范行业生产、经营行为，团
结同业人员，增强相关行业经营实体的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也需
借鉴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中国现代行业协会制度和实行
科学、严格的行业管理体制。此外，中国传统行会制度，其中部分内
容对今天的民众礼仪素养提升不乏裨益之处。广州民众终归是一个个
社会中的人，学习了解一些行业规则，在礼仪素养提升的同时，也有
助于其更好地融入职场。

（四）学则
学则，“是历代书院和官、私学校制定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它
规定了学生立志为学，修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基本要求，以及学校生
活的一些守则”。师生同学关系的处理，是自有文明、教育以来一直
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鉴于教育领域关系的独特性，中国传统社
会逐渐制定出一套通行的法则、制度规定，在现代教育体制中，依然
有不少可资借鉴的内容。
不管是家范还是乡约、行规、学则，中国各地区可传承和传播的
资源丰富，家范方面，各省的方志馆存有大量直接可见的学习资料，
如广东在广东方志馆举行了广东省家谱家训家风展。在客家人、潮汕
人、广府人聚居处存有不少乡约的文献有待发掘。行规方面可以十三
行为代表，学则方面学海堂留下了大量的资源可供利用。

五、礼义 —— 人生有境
341

了一个答案，因为自我修养的内在努力和这努力的外在表现，即在家
庭、国家，以及事实上整个宇宙中的外在表现，礼的实践起到了连接
这两者的桥梁作用。不过在礼与仪之间，缺仪，礼不可行；缺义，仪
可行之，虽不再是礼。真正的礼的行为，除了要合于仪的外在规定，
还必须合于礼的内在精神。无论何种仪式礼节，也无论其中的规定如
何烦琐，都贯注着尊尊、亲亲、长长等精神原则。礼的精神要借助仪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姿态。就某种意义而言，它为“内圣外王”这一永恒的儒家问题提供

第

实践某一特别礼仪的行动本身不只是一项记录而已，还是自我呈现的

第第第第

礼与仪之间，缺一不可，礼是人的内在心理和外在言行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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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礼节来表达、传递，而仪式礼节是否合于礼的精义，还必须有信、
让、敬等人文道德条目作为内在支撑。人的言行不单单是符合仪的外
在规范，更是对礼所要求的内在精神的恪守和心悦诚服。
传统民俗礼仪在礼义方面，主要从人我关系出发，强调对等的原
则，在此基础上体现为对行礼之人的内在要求，包括忠信、谦让、恭
敬等。广州地区民众礼仪素养提升不能仅仅落在外在形式表面，更要
从行礼的主体内心入手，使行礼主体不仅身在行礼，心也在行礼。

（一）忠信
忠信是礼的载体，无忠信，则礼无所载；礼无所载，则礼不成
礼。人们对于“忠信”一词，更多的是分开使用，忠信既有相通的一
面，都是指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又是两个含义有所区别的概念，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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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对朋友、人民、国家、上位者的忠诚、效忠；信是固执不变，始终
如一。忠是一种美德，忠即无私，在于不为个人及家族谋私利。忠即
为主上，忠即为公利，当然也是忠于社稷和在上位者的合一。事主不
贰谓之忠，为尽忠，就算是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忠
的表现即是忠于个人所担任的职事。忠贞之人是国家的屏障。不忠，
会遭到讨伐。忠必有后，还可以荫及子孙。行礼的仪式中，信是重要
的。信是人与人的相交之道；有信才能有威严、可以得到众人的拥
护，信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信可以保身保国；无信则亡。信和忠是
整个社会非常看重的品质。自然而然的要求是：忠信合一。

（二）谦让
不论古今，全社会还是有一群人淡泊名利辞让权位，一群人为了

功名利禄钩心斗角，其实人们为什么要争夺，为什么要谦让，其中有
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不管对争夺的人还是谦让的人而言，他们所
面对的都不是确定无疑的事物。因为很多方面的条件，促成一事物不
是非此即彼，而是即此即彼时，争夺和谦让就会发生。谦让的人不想
获得意外的东西，争夺的人不想放弃可得可不得的机会。不过对争夺
者而言，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争夺的力量是否强
大，二是理由的充分程度。当某一事物非常之确定属于某人时，人们
也会认命不去争夺；当舍我其谁时，人们也不会谦让。在有争议的时
候，当事人如果一方面的条件决定他不可以争夺，另一方面的条件又
促使他可以争夺，即或此或彼的时候，没有节制的人就会争夺；而那
些知礼的人，出于对礼设立目的的认识 —— 礼本来就是要维护社会秩
序，维持国家上下一体，为社稷、家族或高过自我的利益考虑，就
会牺牲小我，辞让那些既可以属于我，也可以属于彼的事物、利益。
让，可以解决纷争，可以使国家强大，可以使彬彬有礼的社会存在。

者在内心深处对礼的功用的承认和拥护，这正是礼得以实行的最坚实
的行礼态度和精神面貌，是品德好坏及对礼、对事、对人重视与否的
标志。礼而无敬，不可谓礼，敬是礼的主旨。“敬”作为一种人文道
德条目，具有调节社会成员关系的功能，受到普遍重视，人们的敬礼
行为还会受到表彰，反过来，要是有谁在行礼时表现出不敬，那就会
遭到一致非议，甚至被认为不会有好的下场。
忠信、卑让、恭敬，这些具体德行都有注重人的内心精神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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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敬，是指在各种礼仪活动中，通过人们的举止言行体现出来

第第第第

敬是人内心的一种道德修养，行礼的时候能够做到有敬，是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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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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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并且从忠信、卑让、恭敬，对于礼的践行要求是越来越高，不
仅有外在的形式，还有内在的虔诚，更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要求理
性地自觉认可。比较而言，忠信可能还会有不得不做某事的胁迫；谦
让自然有人们主动做某事的主观意愿；恭敬则在主动做某事之外还有
理性的自觉，所以“敬”已开始有了内省的道德修养的内容，从根本
上说，敬畏是一种人性的自觉，一种终极关切的情怀。人生在世，总
是力图寻找某种终极的依托，来安放人心的意义，神灵的距离感永远
不可亲近，对强大力量的畏惧，产生了人们的敬畏之心，敬鬼神、敬
仪式就是认定和维护维系统治的秩序。行礼活动不能只注重行礼之人
的礼仪形式，还要求精神专一、内外一致、心诚意竭，即将社会外在
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并且内在的道德要素才是礼之为礼的根
据，才是真正的礼。

六、礼行 —— 民俗礼仪的传播重点
相较之于民俗礼仪中的礼义、礼制、礼器，在现代社会，行为层
面的礼行（或礼容）应为民俗礼仪传播传承的重点。因为对应礼器、
礼义、礼制，如果说琴棋书画还需要一定的外在的、附带的辅助工具
才能呈现出来，制度、思想层面的中国文化还需要事件、时间、地
点、人物、场景等来说明，那么行为层面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只
需基本的服饰，仅凭个体自身即可立体、动态、直观呈现。可以说行
过之处即是风景、故事，举手投足即是文化、素养。从文化传播的角
度，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国风情，肢体动作可以非常显性、直观、便
捷地展示出来。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很快，大多数的场景，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更

多交流或进一步了解的机会，匆匆而过，对他人仅能留下在点头示意
时肢体语言方面的印象。如 2017 年 8 月 5 日，媒体据一台行车记录
仪的视频报道了一则新闻，一位车主开车途经斑马线，正好有一位拄
拐杖的老人要过马路，于是车主停车礼让，接下来老人却脱帽鞠躬致
谢，车主表示对老人的举动非常意外。看到这位脱帽鞠躬的老人，网
友们不断分享生活中偶遇的那些令人感动的老人家。网友也评价车主
和老人的举动是互相礼让的最高境界，司机和老人都是有教养的人。
在这幕场景中，车主见斑马线有人通行，停车礼让，用实际行动表明
了尊重行人，而老人也没有坦然接受，无视他人的礼让行为，相反，
对他人的礼让行为脱帽鞠躬致谢。车主和老人在茫茫人海相遇，中间
还隔着好长一段距离，他们都各自有前路要赶，来不及说上一句话，
但他们用共同的举止行为表达了对彼此的尊重、感谢、欣赏。大众举
止得体有礼，彼此间用适合一定情景身份的容色、简洁的言辞、得体
的举止，表达尊重欣赏，能令在其间工作生活学习的人悦目舒心。广
州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普通市民的言行举止会给到访的海外人士留

广州人的基本素养及对他人的友好和尊重。

2017 年 6 月 2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国歌法草案。草案
共十五条，在国歌奏唱的形式和礼仪部分，为增强奏唱国歌的仪式
感，体现对国家象征的尊重和维护，草案规定：奏唱国歌时，在场人
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举行升国旗仪式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
面向国旗，着制式服装的现役军人、人民武装警察、人民警察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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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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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体大方的肢体语言，体现的是广州市民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现代

第

下深刻印象，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广州市的城市形象形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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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举手礼，其他人员行注目礼。这则新闻在网上引起热议的是一名常
委的建议，即奏国歌时不得把手放胸前，因为这是美国的规定，我国
公民不能盲目尊崇。举行升国旗仪式奏唱国歌时，普通人是行注目
礼，还是把手放胸前，或者是其他的形式，看来这不仅是关系个人文
化素养，举止得体端庄的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法律问题。
肢体语言的表达，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还可以判断趋势、会影
响祸福甚至事关生死。因为中国在周代的时候，已经娴熟地将肢体语
言纳入政权体系中，用以彰显个人的身份权力，和对一些人物、问
题、事件的情感倾向和态度表达。
2017 年 6 月 27 日，又一则新闻引起网友们的关注。贵州遵义红
花岗区老城小学一名小学生因为迟到，冒雨奔向教室。当他跑到操
场，听到国歌响起时，他立刻面向国旗敬礼，直到国歌结束才匆匆跑
进教室。网友评论：你怎样，中国便怎样！这位小学生没有做出惊天
动地的伟业，也没有发表豪情万丈的演说，只用一个细节：听到国歌
响起时，立刻面向国旗敬礼。虽然迟到了，虽然在雨中，但他用本
能的肢体动作表达了对国旗国歌的尊重、维护和热爱，因此感动了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他们由衷敬佩感叹，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
中国强！
结合中国由来已久重视礼仪容止的传统，以上新闻报道还显现出
一些迹象，可以展望礼行在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即以往只是把
礼仪细节的规范主要针对公众人物或一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如服务业
的从业者肢体动作要大方得体，要面带微笑，甚至微笑时规定露出几
颗牙齿比较适宜；或特殊群体，如军人、警察、少先队员等。但从网
友的热议和延伸的思考，以后将针对普通个人，既有如在升国旗奏国
歌时的具体仪节要求：肃立，举止庄重，行注目礼，也有在一些场合
的仪容仪表规范。

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在公众场合必须注意甚至规范自己的言
行，一些人的不良举止会被天网监控系统或其他的方式监控记录，像
行车记录仪、个人的手机相机等。一则新闻报道，一名送餐人员骑着
电动车经过一女子身边时，突然伸手摸了该女子的胸部。受害人陈某
说，男子动作很突然，她当时还在骑自行车，被对方袭击后一时人都
蒙了。事情发生后，该男子头也不回，骑车逃离了现场。嫌疑人韩某
自以为袭女性胸部的举动转瞬即逝，不留痕迹，并且他猥亵完后头也
不回扬长而去，人海茫茫被袭女子根本找不到自己，即便找到自己也
拿不出什么证据指证自己。但警方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调取视频
监控资料，根据沿途视频资料，很快便锁定了嫌疑人韩某，通过监控
视频将他袭胸的过程还原。因猥亵女子韩某被警方行政拘留。现代科
技突破了礼容程式即时性的限制，将人的美好的、丑陋的言行表情记
录，使礼容程式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承传播。既有来自国家大法的
被动强制，也有普通人自觉主动的对个人外在举止的切磋琢磨，精益
求精，还有现代科技产品无所不在的视频、音频等的监控。总之礼行

广场的液晶显示屏上播出。视频开始，淡淡毛笔水墨勾勒出的、动画
版的先师孔子徐徐而出，两手相交，手心向上放在胸前，身子向前略
倾，谦恭礼让又自信大雅，以一个标准的“揖礼”动作向世界人民传
达出最美好的祝福。短片以世界文化遗产孔庙大成殿、五岳之首泰
山、中国母亲河黄河及奥运会帆船比赛举办城市青岛海滨等为背景，
有慈眉善目的老者、活泼可爱的双胞胎小姐妹作揖礼，片尾处孔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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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 1 日，一部展现山东风土人情的短片，在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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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行的传播传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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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具体仪节的规范，有向社会大众扩大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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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这些山东老乡集体全家福似的一揖。
短片中孔子形象创意来自唐代吴道子《先师孔子行教图》，孔子
所行的正是揖礼。孔子作揖，传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待人
及以“礼”让人的礼学精髓。孔子形象短片将中华民族自信大方、谦
谦有礼之风传递给世界。以孔子揖礼为代表，可说明礼行（礼容）在
现代社会传播传承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主要有：
其一，保护并传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礼行的起源悠久，常金仓从人类学调查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
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有声语言和手势语言，进而认为原始礼仪最初
由手势动作语言发展而来。中华文明至少在周代已经形成起一整套在
社会交往中用动作举止、面部容色传情达意的肢体语言。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礼行，在人的行为举止言辞方面，以合乎仪节的动作，升
降揖让、拜坐趋顾，不但雅化文明且包蕴艺术的性质。对礼行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最佳保护，就是传播、传承、践行。
其二，是现代科技研究的重要领域。
围绕人工智能领域，情绪识别、情感计算、行为识别等体现了
技术的领先性。具体在唇语方面，如西甲赛场，皇马在主场被意外
逼平。比赛结束时，嘘声四起，愤怒的 C 罗嘟囔着回应，这一幕被
摄像机拍下。全世界都在猜他说了什么。最后唇语专家解密，C 罗在
说：“Qué poca calma!”大意为“能不能安静点！”开发出阿尔法狗
的谷歌 DeepMind，开始训练人工智能解读唇语。这意味着，嘴唇轻
动，人工智能便知心意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事实上，人工智能读
唇，在军事情报、公共安全等领域有着广阔应用。比如，借助已经遍
布中国城市的天网系统，人工智能读唇，或将提供更多破案线索。目

前科技界的研究已经可以识别 22 种文字情绪、9 种表情、4 种语言情
感。在行为识别方面，科学家们既有对特殊人群行为的监控、识别研
究，如癫痫病人的发病前兆等，也有对于人的言行习惯的心理解读、
意义解读。据报道，在中印边境对峙继续的情况下，印度外交部长斯
瓦拉吉 2017 年 8 月 11 日与不丹外交部长多尔吉（Damcho Dorji）会
面。新闻稿配有一张不丹外交部长与印度外交部长握手的照片，就
这 张照片有网友评论：“不 丹外长这个姿态跟被‘接见’一样，印
度‘老子国’的嘴脸可见一斑 ……”这个评价虽然有些粗鄙，但至少
说明社会大众有对一些言行表情的个人解读，甚至还可以取得社会
共识。
总体而言，人类对肢体语言的重视和运用贯穿古今，对礼容的整
理、传承和研究，可以为今天的人工智能研究提供素材或增加经验
值，因为中国的文献、画像、雕塑、戏曲等中保存了诸多弥足珍贵
的，在个体言行举止方面的生活常式、礼容程式、非礼容程式、反礼
容程式的资料信息。还可以协助科学家们正确解读相关图片或文字信

子是强调学习《周南》《召南》非常重要，但仅从“正墙面而立”这
几个字而言，从汉语的表达习惯，是可以理解为面壁反省，还可就场
寸步难行、一无所见，这三种理解之间跨度颇大，确实需要从事礼容
程式研究、行为识别的人予以解读。科学家们正致力于用深度学习实
现一项研究设想，即把一帧一帧的图像通过识别转换为文字表述，同
时将一些文字或一段文字用一帧一帧的图像展示出来，涉及人的肢体
动作面部表情方面，至少人工智能很难理解“袖手旁观”代表置身事
外，将“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和无为而治联系起来，这些都需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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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图像内容解读为寸步难行或是一无所见。而不管是面壁反省，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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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这段话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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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比如《论语·阳货》：“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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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礼容方能展开研究。
其三，礼行为显性文化，能直观地表现中国人的礼仪素养。
如前所述，礼器等物质文化遗产，如琴棋书画需要一定的外在
的、附带的辅助工具才能呈现出来。相对比于思想、制度等隐性文
化，行为礼仪更具有显性的、直观的、动态的特点，可以将个人的外
在形象、气质仪态直接呈现。在全球化（工厂化统一的生产、销售）、
服饰一体化（西服为大多数场合的正式着装）、肢体动作标准化（见
面握手、再见挥手）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和其他非洲人、欧美
人等除肤色、五官相区别外，现在的中国人，还有什么与生俱来的、
显性之处，可以和欧美人、非洲人等相区别。民俗礼仪，一方面有助
于我们了解古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及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
塑造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中国人。一个中国人，仅需要简单的服饰，
就可以得体、中国式地站在台上，或行走在大众之中，在举手投足之
间，将中国文化、中国风范、中国特质淋漓尽致地展现。
其四，切磋琢磨，有助于个体的自我雕琢。
物质财富增长之后，人们的精神追求及审美需求对应提升，自我
的基本审美判断，会调动激发个人在自身身体及肢体语言方面的精益
求精。对周代贵族的艺术精神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曾指出，周人礼
乐文化的最大特点，即把两种相去甚远的价值系统政治与审美十分巧
妙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生活富有一定的超越性和艺术性。学界也承
认，礼行是与人的身体性行为直接相关的，但这种行为并不是日常行
为，而是彰显文明伦理的雅化的行为。作为既承载意义又具有审美特
性的行为，或者有意味的形式，它已经具备了成为艺术的基本特性。
周人对自我的身体像艺术品一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自我雕琢，

契合了当下礼仪重建及个体审美需求。
其五，一揖礼天下，获得其他文明的接受认可。
当下礼仪行为有以西方为主的倾向，在器物、制度、思想等层面
西方人均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但还是有不少人热衷于学习西方社交
礼仪。西方引领时代潮流近百年，既给世界提供了完整价值观、世界
观，同时在生活方式方面提供了供世界学习通用的体系范式。如有用
于工作和学习的纪法（公元纪年，七天一周，周一至周五工作，周六
日休息），食物（汉堡、三明治等），节庆活动（圣诞、情人节等），
甚至礼行（见面握手、告别挥手），足以满足人们的所有需求，解决
所有问题。看近代史上部分中国人的照片，其面部表情经常是麻木、
呆滞，肢体动作展现出的个人精神面貌是缺乏自信、从容、淡定。反
观中国人的祖先在周代时，已经创制出一整套用礼仪展演即礼容程式
实现诸多目的，包括文化传播、审美引导、权力体现的肢体语言。极
致的肢体语言是一种高雅的艺术、精致的文明。经过礼仪的现代重
建，以揖礼为代表的中国礼仪，必将在行为层面为人类提供一整套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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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俗礼仪的传播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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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交流的肢体语言，加速世界文明的精致和雅化。

351

第

当前各地存在种类繁多的民俗礼仪，如全国通行的清明、端午、
中秋、春节等的节庆活动，还有一些地方性的民俗礼仪活动，如广州
的波罗诞、广府庙会、迎春花市等，这些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中华独特文明秩序的一部分，在研究、保护、传承的同时，如何在
本土宣传并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而向海内外传播，是传统民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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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现代价值的体现，是重中之重。
广州在民俗礼仪传播过程中，尤其应做好文化参与、文化理解、
文化认同的导向工作。

（一）文化参与
民众能够以个体身份，参与到文化生产或传播传承的环节中来，
会给他们留下较为深刻的文化印象。在文化参与方面，广州地区民俗
礼仪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1. 传承和保护有地方特色的食物
美好食物的味蕾记忆是人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好吃的食物
的认同，超越族群、年龄、身份、文化。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第一

352

需要，人类对食物饱含深情，食物在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方面的作
用有效而直接。广州及周边地区有很多传统的美食，如地方特色的早
茶早点，广式月饼、腊肠，地方性的名小吃萝卜牛腩等。在打造广州
美食文化名片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同时，可加深广州地区民众的地方
认同并强化地方凝聚力。可由政府或行业协会为主导，定期隆重举行
一些有影响力的地方美食餐饮大赛，培养大师大厨的同时，将地方美
食文化传承、传播，有意识地培养广州民众地方美食的味蕾记忆和文
化印象。
2. 隆重举办有地方特色的节庆活动
中国的节庆仪式集神圣与世俗、庄严与狂欢于一体。热闹的节庆
仪式能给参与者心灵的放松，使其愉悦地享受节庆活动。广州地方的
波罗诞、广府庙会、迎春花市等都能发挥节庆活动的社会整合功能，

即在集体的氛围中，参与者自觉认同秩序、规则，具有社会归属感，
乐于成为群体中的一分子。
3. 顺应广州地区物候、气候的变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地域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并由地理区
位带来特殊的物候和气候。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岭南大地在气候和物候方面，都和中原地区、江浙沿海等不
同。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迁徙者或游客，知晓广州地区基本的物候
和气候的知识，可以更好地融入岭南这片热土，让身体适应周围环
境，同时可以强化人们的地方认同。比如岭南中医药文化博览园可以
作为一个窗口，提供资源让广州民众了解一些当地的基本物种及生长
习性，知晓岭南地区天气及四时变换特点等。
不管是美食、节庆，还是地方性物候气候知识的知晓，都强调个
体参与，并且这种参与没有任何难度，仅凭兴趣就可以融入其中。以
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文化参与活动，最终会形成个体个性化的、独

可以起到独特的作用。
1. 影视传播
促使影视创作人员和历史学者合作，在艺术性、观赏性、事实性
兼具的基础上，拍摄一些地方性的、贴近历史事实的经典的历史剧或
现代剧，使民众获得娱乐、休闲、艺术欣赏需要的满足，同时又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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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戏曲、图书、报纸等视觉产品，在加深民众文化理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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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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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文化感受和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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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启发，学到具体的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增强民众对所在地区的
了解和情感倾斜，还可以作为地方文化传播的经典。广州作为千年古
城和通商口岸，可用于影视拍摄的素材很多。古代的题材有南越王、
南华寺等，人物有惠能、洪秀全等。近代的题材有学海堂、黄埔军
校、十三行等，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现当代的题材有
以南方报业集团为代表的舆论喉舌，钟南山为代表的医界楷模，猎德
和杨箕拆迁反映的社会大变迁等，这些影视题材，既经典又能激发人
们的观看兴趣，还足以在全国乃至全球影视平台播放和广泛传播。具
体到民俗礼仪，可以参考韩国电视剧《家门的荣光》，将地方性的同
时又直接可用于当下社会的民俗礼仪规定，拍摄成影视作品，在社会
中激发民众的关注，通过反思和思考个人的言行规范，进一步在生活
中仿效、实践。电影电视剧是很多人的第一课堂。在社会规范和秩序
遵守方面，学海堂的学规、十三行的行规，都是广州地区可以提炼拍
摄的、对广大民众有教育示范意义的影视素材。
2. 粤曲传播
粤曲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州
作为粤曲发展的重镇，对粤曲的保护传承和传播，自然责任重大。粤
曲等地方戏曲作为农耕文明时代的产物，自然会打上农耕时代的烙
印，与工业社会有不适应之处。比如工业社会讲求效率，但传统戏曲
是一种要求身心放松欣赏的艺术，相比较快节奏的生活，给人印象就
是普遍唱演拖沓。在全球化并以西方为主导的时代，单一地用卜鱼、
板、京锣等伴奏的演出，变化少了很多。虽然已经有白先勇等人的
《青春版牡丹亭》演出，但在如何传承传统，进一步推广和传播粤曲，
使更多人在物质生活富裕之后，乐于消费并享受粤曲带来的精神生
活，是当代粤曲的从业者，热爱传统、关心和思考民族和国家凝聚力

的普通民众乃至管理层应该思考的问题。2016 年广东省话剧院创作
排演了大型话剧《韩文公》，在行为礼仪方面，韩湘的扮演者站如松，
坐如钟，将古代中国士人的儒雅从容淋漓尽致展现。韩湘走动时、挺
立时，举手投足之间展现出来的都是能够担负重任的、忧国忧民的、
充满正义感和抱负心的中国年轻人应有的样子。
不管是现代的影视艺术还是传统的粤曲精品，都是中国古人也是
当代中国人理解的中国文化、广州文化，都共同形成了广州地区民众
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

（三）文化认同
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身份、广州人身份认同，对于身处大陆，接受
过体制内九年义务教育的公民而言，不存在认知困难。针对留学或工
作生活于海外的中国人，强化他们的中国文化认同，或海外华人，或
其他族群的人，有中国文化的意识，即要使不同情况的人，了解中国
文化，进入中国文化的世界，甚至认同中国文化，可以在知识性、技

变等；地域内地理、风俗、传说、掌故、节庆、人物的基本了解等；
地方特色的建筑，民族历史服饰的辨别等。
2. 进行技能性强化
虽然艺术欣赏具有超越性、包容性，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受某
种艺术文化影响越深，其兴趣爱好会更偏向于这种艺术文化。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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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性的学习包括地区历史知识的普及，包括地域的发展由来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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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知识性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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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道德观念方面积极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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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京剧、粤曲，相比较日本的能剧、印度的梵
剧、意大利的歌剧等，虽然可以偶尔观看能剧、梵剧的演出，从心理
情感的接受和理解而言，会更钟情中国传统的戏曲，将其作为休闲放
松的首选。个人欣赏得到满足是一个方面，如果能演奏或以中国传统
的琴棋书画戏曲为个人技艺才能的展现，也会对产生这种艺术形式或
休闲娱乐的文化抱有好感，加深认同度。
3. 以道德观念升华
严格用现代话语表述，中国自古既为礼义之邦，也是礼仪之邦，
礼仪之邦代表的是中国人在社会规范、社会秩序方面有意识和有得体
表现，举止言行端庄大方、揖让周旋有度。礼义之邦指的是中国民众
有较高的伦理道德素养，知晓仁义礼智信五德，能以忠孝惠恕慈待人
待事。在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中，
无处不在强化礼乐文明、礼乐秩序，研读这些中国文化经典，培养现
代公民基本伦理道德观念的同时，加深其中国文化认同。
在文化参与、文化理解、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广州市政府还应该
优先发展和中国文化、广州文化相关的、显性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
化。可以在物质文化方面，推广和鼓励更多民众穿着有民族特色的服
饰，如唐装、汉服、旗袍等，或有民族文化记忆的符号如龙、纹样、
太极阴阳鱼等。为一些设计、生产、销售传统服饰的企业，为生产传
统乐器 —— 古琴、古筝、二胡等的企业，提供便利或政策优惠，即对
生产和传统文化产品有关的企业或个人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使其在
显性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过程中做出一定的贡献。在文化欣
赏、文化娱乐、文化传播方面导向中国文化。非物质文化方面，在街
道、社区或村镇的文化站、文化馆，推广中国传统的围棋、书法、国
画、戏曲、古乐、射箭等文化休闲方式。针对性地聘请教师，为民众

开设相关课程，如学习传统乐器等，提高民众的传统文化素养，强化
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使其生活旨趣、审美品位等受更多中国传统
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结语
广州民众礼仪素养的提升，立足于民俗礼仪的传播，还是可以沿
用礼俗中国的现成方案，从个体行为层面的礼仪要求入手，推进器物
层面对礼仪行为无所不在的影响，制度层面对礼仪行为的奖惩强制规
范，最终在思想层面实现对礼仪行为的巩固升华。不过在新时代，不
管是传统民俗礼仪的传播，还是广州民众礼仪素养的提升，都应该有
新高度，有新部署，有新成就。
2017 年中沙合作的一部讲述中沙美食合璧的动画片《孔小西与
哈基姆》在沙特首播。沙中商务理事会副主席、沙特阿吉兰集团副董
事长穆罕默德·阿吉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和沙特“2030 愿景”比作片中两位主人公“孔小西”与“哈基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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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国领导人的关注下都将成为“好朋友”，互帮互助，携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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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像《媳妇的美好时代》、《人民的名义》等一系列的影视作品已
经进入世界市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西学东进即走进来已经走过
了近两百年，随着中国经济科技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到
来，即东学西进即走出去。如果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的推动，
也搭了发达国家发展的便车，那么为了反哺回报，中国也有必要继续
推进全球化，以及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可以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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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融入其中。这样做起来比较有趣，也便于两国民众去了解双方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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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充分展示了中国的美食文化、武术文化，也将浓郁的阿拉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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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结合广州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之一的实际，主要可以在走出去和迎进来中，结合广州民俗礼仪的传
播提升民众礼仪素养，不只是在中国、广州传播民俗礼仪，不只是影
响提升中国、广州普通民众的礼仪素养，相反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
国、广州民俗礼仪，是在世界范围以中国、广州民俗礼仪影响世界
民众。

（一）走出去，规划“一带一路”人才培养
在“一带一路”大时代背景下，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是
一个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而在接下来十年、二十年、三十
年的时间里，就是一个中国人口向世界迁移的过程。因此有必要提前
部署，使中国人走向世界，同时又心系祖国。中国人可能不是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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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秀的，也是优秀者之一，这些中国人走出国门，会非常有竞争
力，会成就这样的一种情形，即中国人所到之处就是中国国家正面形
象、中国文化传播之处。当前中国需要更多文化使者走出去，因此在
教育发展规划中首先应注意语言技能的培养，只有解决了语言问题，
才会有走出去的可能，才会有与其他国家族群的人深入沟通交流的可
能。其次应关注个人，中国、广州民俗礼仪、艺术文化知识技能的学
习掌握，中国文化使者走出去，沟通交流、宣传传播的是，民俗礼仪
中行为层面的礼容、器物层面的礼器、制度层面的礼制、思想层面的
礼义，及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戏曲艺术等技能。走出去的大
势，更多文化使者的影响和引导，文化传播、形象传播的需要，都会
使身处广州这个国际中心之一城市的普通民众关注自己的言行举止，
在礼仪素养方面有较好的表现。

（二）迎进来，发展来华留学教育产业
文化的异质性以及民风民俗的差异性有比较才会更明显。广东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省会城市广州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之
一，有必要进行战略规划，为中国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吸纳世界人
才，打造开放包容的世界中心之一而切实做出具体部署。逐步在世界
范围内形成，中国尤其是广东省广州开放包容，文化、科技、经济发
展，可以提供优质的，各种形式的知识学习、人才培养的教育活动的
共识，具体如小学留学教育、中学留学教育、大学留学教育、博硕士
留学教育、高精尖科技合作交流、国际夏令营（冬令营）等。更多来
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来到中国，来到广州，广州民众会愈加强化和
认同并传承、传播本地区的民俗礼仪。本地区的民俗礼仪既是同一族
群认同的基础，也是他们合作凝聚人心共同应对外来竞争的前提。同
时中国也需要更多非中国人传播中国民俗礼仪，来华留学生们生活其
间，或多或少都会受中国民俗礼仪、广州民俗礼仪的影响，回到其母

会加速中国、广州民俗礼仪的世界化。
要，而且不仅要在中国国内占领主流的传播阵地，为配合中国走出去
的国家战略，还要做好面向世界的文化输出。有理由相信像中国传统
的民俗礼仪，琴、棋、书、画、戏曲艺术等不仅会在国内传播引发热
潮，还会走向海外发挥影响。如果说古代中国用民俗礼仪，琴、棋、
书、画、戏曲艺术等在广大的中国大地，为民众提供娱乐消遣的同
时，传播了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并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那么在今天我们也应该以此培养民众的国家观念和家国情怀，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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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和迎进来，使得广泛的传播中国、广州民俗礼仪愈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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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碰撞交流中的广州民众，自身礼仪素养的提升也会是飞速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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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成为不自觉的中国文化、广州民俗礼仪的传播者。身处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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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道路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意识形
态的输出会引起他国的警惕、排斥甚至敌视、反抗，但是像民俗礼仪
之类，琴、棋、书、画、戏曲艺术等，尤其是像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二十四节气、昆曲之类，物质文化遗产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输出，不仅不会受到抵制，相反还会受到人民的普
遍欢迎，因为它们是人类公认的要共同传承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又是有着中国特色、中国风范、中国基因的独特价值的文
化艺术及生活方式。今天一些事件释放出来一些信号，使我们对于传
统民俗礼仪的传承和复兴更加自信、热情和信念坚定。一大批志同道
合的人在做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工作、国家民族认同工作、科学文化普
及教育工作、礼仪素养提升工作、传统与现代创造性转化的工作、传
承传播优秀民俗礼仪的工作、礼俗互动的工作，吾道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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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及习惯的调节作用
陈明红（中山大学）

随着高速互联网、无线通信、数据服务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智
能化移动终端的全面普及，移动互联网进入大规模应用时代，移动互
联网用户大幅增长。目前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接近 30 亿，发达国家
A

移动互联网普及率为 78%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5.27 亿，超越了传
B

362

统 PC 用户规模 。移动互联网应用及用户规模增长推动图书馆资源、
技术和服务发生新一轮变革，移动技术促使移动图书馆由概念转变为
现实。用户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利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阅读器
等各种移动终端设备，随时随地获取图书馆丰富的资源与服务。
与传统图书馆相比，移动图书馆具有便捷性、移动性和可定位性
等特征，突破了传统图书馆服务的时空限制，延伸了图书馆服务的广
度与深度，备受用户青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馆开通了移
动图书馆服务。根据 Ashford 和 Zeigen 的调查，太平洋西北地区一

A

Gerpott T J, Thomas S. Empirical research on mobile Internet usage: A

meta-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J].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014, 38 (3): 291310.
B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移动互联网调查研究报告［R/OL］．［2014-

12-24］．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201408/P020140826366265178976.
pdf.

A

半以上高校图书馆提供移动图书馆网站服务 ，Liu 等调查全美排名前
100 高校图书馆指出，99% 的图书馆至少提供 3 项移动图书馆服务，
其中，92.6% 的图书馆提供移动电子阅读服务，88% 的图书馆提供
移动 OPAC 服务，提供移动数据库服务和移动网站服务的图书馆分
B

别占 81.7% 和 81.6% 。国内高校移动图书馆应用虽晚于国外，但发
展迅猛。据统计，全国有 478 所高校图书馆提供移动 APP 服务，约
C

95% 的“211”高校图书馆开通了移动信息服务 ，在移动终端设备上
为用户提供书刊检索、服务通知、参考咨询、图书续借等多种服务。
作为数字图书馆的延伸与创新，移动图书馆具有传统图书馆无法
比拟的优势，但相关技术和服务还处于初级阶段，移动图书馆应用受
到移动终端设备屏幕尺寸、上网速度、系统兼容性、数据存储格式、
内容多样性、服务深度等方面限制，这些因素有可能降低用户体验和
移动图书馆服务效能，进而影响用户对图书馆的满意度评价及持续使
用意向，对移动图书馆发展十分不利，例如有调查指出目前我国移动
图书馆服务创新性不够、服务体系不完整、知晓度不高、有效性不强

Mobile Technology in Libraries Survey [EB/OL]. [2015-06-24]. http://

www.ohsu.edu/xd/education/library/about/staff directory/upload/mobile_survey_
ACADEMIC_final.pdf.
B

Liu Y Q, Briggs S. A Librar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Mobile Services in

Top 100 University Libraries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 2015, 34
(2): 133-146.
C

姜爱蓉．移动技术驱动图书馆服务创新发展［EB/OL］．［2015-06-24］．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7QaTyKr2gxWmpEWZ4I9YjA6eN8f5-cvfDy7kEo
XJ0Xyyz4ZNcGZ9VVkwb-uxK0NdgxgBoWzdhkXB210HjVjtT7nYBZE_ZGPodda
V7mAi7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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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数字图书馆。因此，从用户体验和感知出发，深入分析移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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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也有研究指出用户认为移动图书馆的有用性和易用性不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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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用户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向的关键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并据此提出
有针对性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围绕移动图书馆服务内容、服务模式、服务接受与评价
等问题展开研究。在服务内容研究方面：West 等通过调查鲍尔州立
大学的移动图书馆网站，指出图书馆网站能够适应移动设备的运算能
力、内存、带宽、小尺寸屏幕，可提供方便、及时的阅读和导航等
A

服务 ；Kroski 探讨将图书馆网页转移到移动端的可行性，提出移动
图书馆网站不仅可以提供传统图书馆的各种服务，而且使得服务内
B

容更加个性化 。在服务模式方面，施国洪等将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
C

归纳为短信息服务、移动网站服务和移动应用服务三种模式 ；过仕
D

明等指出 WAP 网站服务模式是我国移动图书馆的主流服务模式 。
在服务接受与评价研究方面，Chang 采用技术接受与使用统一理论
（UTAUT）研究高校移动图书馆 APP 的接受意向，验证了 UTAUT
E

中的各个假设 ；Aharony 以技术接受模型（TAM）为基本理论框架
F

研究图书馆员对移动服务的态度 。
A

West M A, Hafner A W, Faust B D. Expanding access to library collections

and services using small-screen devices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
2006, 25 (2): 103.
B

Kroski E. On the move with the mobile web: libraries and mobile technologies

[J]. Library technology reports, 2008, 44 (5): 1-48.
C

施 国 洪， 夏 前 龙． 移 动 图 书 馆 研 究 回 顾 与 展 望［J］．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2014，40（2）：78 — 91．
D

过仕明，梁欣．国内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发展现状与趋势调研［J］．大学

图书馆学报，2014（1）：90 — 96．
E

Chang C C. Library mobile application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J]. Library

Hi Tech, 2013, 31 (3): 478-492.
F

Aharony N. Librarians' attitudes towards mobile services [J]. Aslib

Proceedings.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65 (4): 358-375.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移动图书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已产生了一批
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已有研究对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影响因素及
作用机制的挖掘还不够充足和深入，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完善
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的理论模型并获得有针对性的实践启示。本
文以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Model of IS
Continuance，ECM-ISC）为基本模型，将服务质量、相对优势和习
惯作为前因变量，并且将习惯作为调节变量整合到 ECM-ISC 中，构
建高校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模型，深入研究高校移动图书馆持续
使用意向的关键影响因素和作用路径。

一、相关理论综述
（一）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
信 息 系 统 持 续 使 用 模 型 源 于 期 望 确 认 理 论（ECT）， 该 理 论 由
Oliver 提出，用于解释顾客满意度与重复购买意向间的内在关系，其
基本思想是顾客通过比较初始期望和感知认识而形成的期望确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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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顾客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Bhattacherjee 将 ECT 引入信息系统领

第第第第

接影响用户满意度。ECM-ISC 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引入期望确认程
度、满意度等变量丰富了信息系统持续使用的相关研究，能够深入分
析技术接受模型无法解释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扩展性。目
前，该模型已广泛用于移动网络服务、移动搜索、移动支付、电子政
A

Bhattacherjee A.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systems continuance: an

expectation-confirmation model [J]. MIS quarterly, 2001: 35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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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满意度直接影响持续使用意向，而感知有用性和期望确认程度直

第

A

域，构建了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ECM-ISC） ，指出感知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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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网上问答社区、图书馆电子资源等研究。移动图书馆是一种基于
移动互联网的信息系统，各种因素对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的影响
及作用机制与其他应用系统具有相似之处，因而可以采用 ECM-ISC
研究移动图书馆用户持续使用问题。

（二）习惯理论
习惯是指对特定线索自动反应并达到既定目标或状态的序列学习
活动，通常表现为固化的思维或行为方式，具有自发性、稳定性和高
效性。根据杜威的习惯理论，习惯可划分为与现有环境保持持久平衡
的习以为常的习惯和不断调整自我以适应新环境的主动习惯两种类
型。习惯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并支配和控制着人们的行为。在信
息系统研究领域，习惯在持续使用意向形成过程中所起的直接影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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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作用备受关注。一方面，习惯对持续使用意向具有直接影响：当
个人行为经过多次重复成为一种自动的机械的行为后，个人行为及持
续意向将由个人自动意识引导，而不是由理性的复杂的决策来决定；
另一方面，习惯能够调节感知价值、用户满意度等前因变量与后续行
为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当用户根据习惯执行某项行为时，由于不需
要复杂的认知和决策过程，因而降低了认知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先前
形成的认知价值（如感知有用性、用户满意度和相对优势）对后续行
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同理，在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的形成过程
中，习惯仍然起着直接影响和调节作用。

二、模型构建与假设推演
（一）模型构建
以 ECM-ISC 为基本模型，将服务质量、相对优势和习惯作为前
因变量，同时将习惯作为调节变量，整合到该模型中，构建高校移动
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模型，理论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感知
有用性
H3

服务质量

H4
H5
H6

H9a
用户
满意度

持续
使用意向

H1
H9b

H7

H9c

H8
习惯

相对优势

图1

理论研究模型

ECM-ISC 所揭示的感知有用性、期望确认程度、用户满意度与
持续使用意向之间的影响关系在诸多研究中得以证实。其中，满意度
是用户对信息系统是否满足其特定需求的主观评价，是用户将信息系
统绩效与期望确认程度进行比较的结果，对持续使用意向具有决定
性作用。例如，Yen 和 Lu 指出用户对网上拍卖的满意度是连接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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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CM-ISC 中的假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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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设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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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
确认程度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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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确认程度与重复拍卖意向的重要变量 ，Lin 等人的研究表明用户对
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的期望确认程度对用户满意度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而用户满意度又对 IPTV 持续使用意向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B

响 。此外，根据 Davis 的定义，感知有用性指的是用户认为利用特
C

定信息系统或技术对其工作绩效的提高程度 ；Kang 指出网络服务的
D

感知有用性对用户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 。对于移动图书馆，如果用
户认为移动图书馆有用且符合预期，那么用户将会更加满意并可能长
期使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用户对高校移动图书馆的满意度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具有
正相关关系。
H2：高校移动图书馆的感知有用性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具有正
相关关系。
H3：高校移动图书馆的感知有用性与用户满意度之间具有正相
关关系。
H4：用户对高校移动图书馆的期望确认程度与满意度之间具有
正相关关系。

A

Yen C H, Lu H P. Factors influencing online auction repurchase intention

[J]. Internet Research, 2008, 18 (1): 7-25.
B

Lin T C, Wu S, Hsu J S C, et al. The integration of value-based adoption and

expectation-confirmation models: An example of IPTV continuance intention [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12, 54 (1): 63-75.
C

Davis F D.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 MIS quarterly, 1989, 13 (3): 319-340.
D

Kang Y S, Lee H.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an IT artifact in online service

continuance: An extended perspective of user satisfaction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0, 26 (3): 353-364.

2. 服务质量与满意度间的假设关系
服务质量是用户通过对服务感知所形成的主观评价。目前有关服
务质量的研究大多以 Gronroos 的二维模型和 Parasuraman 等的五维
模型为基本框架，其中，二维模型由功能质量和技术质量两方面因素
构成，五维模型包括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和移情性五
个方面内容。已有研究表明，服务质量对用户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
例如，Landrum 等调查两所军队图书馆用户，发现高质量的数字化
A

信息服务质量能够提升用户体验，形成对图书馆服务的积极评价 ；
Shin 等调查发现购物网站的服务质量对顾客满意度具有十分显著的
B

影响 。据此，本文认为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对用户满意度也具有重
要影响，并提出以下假设：
H5：高校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与用户满意度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3. 相对优势与满意度、持续使用意向间的假设关系

重要因素。根据 Rogers 的理论，一项创新是否具有客观优势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人们如何看待该创新，是否认为该创新有利且有优势。

A

Landrum H, Prybutok V R, Zhang X.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ccupation

on the percept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quality and success [J].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2010, 58 (1): 133-142.
B

Shin J I, Chung K H, Oh J S, et al. The effect of site quality on repurchase

intention in Internet shopping through mediating variables: The cas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outh Kore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3,
33 (3): 45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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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发现，人们对某种创新感知到的相对优势越大，越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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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人们认为创新优于传统的程度，它是影响新技术和新服务采纳的

第

根据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相对优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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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创新，例如 Duan 等指出 e-learning 系统的相对优势可采用经济
价值、社会声望、便利性以及满意度来衡量，相对优势对该系统的采
A

纳意向具有正向影响 。有研究指出，相对优势类似于性能期望，一
项新的 IT 技术可能在提高生产率、获取信息和优化决策等方面具有
相对优势，这些相对优势正是用户持续使用特定 IT 技术的重要原因。
移动图书馆是传统图书馆的创新与拓展，在服务移动性、个性化和便
捷性等方面具有传统图书馆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些优势更能吸引用
户，还可能对用户的满意度评价和持续使用意向产生积极影响。基于
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高校移动图书馆的相对优势与用户满意度之间具有正相关
关系。
H7：高校移动图书馆的相对优势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具有正相
关关系。
4. 关于习惯的假设关系
习惯源于过去的经历，通常无意识地影响着个人行为。当用户按
照习惯执行某行为时，用户倾向于用过去的经验和思维方式进行价值
评判和行为选择，而非目标刺激。不少学者研究了习惯对持续使用意
向的复杂影响关系，如 Limayem 将习惯纳入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
中，研究发现习惯对 WWW 使用意向与使用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调
B

节作用 ；对于社交网络服务，习惯会降低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对持
A

Duan Y, He Q, Feng W, et al. A study on e-learning take-up intention from

an innovation adoption perspective: A case in China [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0, 55 (1): 237-246.
B

Limayem M, Hirt S G, Cheung C M K. How habit limits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intention: the cas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continuance [J]. MIS Quarterly, 2007,

续使用意向的影响；对于网络团购，习惯对满意度与重复购买意向之
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对于数据挖掘工具，用户习惯对持续使用意向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移动图书馆使用情境中，长期频繁使用移动
图书馆的用户容易对移动图书馆形成稳定性偏好即习惯，习惯不仅能
够节约认知努力，提高行为效率，还驱使用户行为发展成为一种自发
的、无意识的行为，对持续使用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据此，本文提出
以下假设：
H8：用户习惯与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H9a：用户习惯在感知有用性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中起负
向调节作用。
H9b：用户习惯在满意度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中起负向调
节作用。
H9c：用户习惯在相对优势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中起负向
调节作用。

度项均借鉴于已有文献，并根据本研究情境修改相关词汇编制而成。
每个变量至少包含 3 个测度项，采用李克特 7 级量表进行测度（变量
及测度内容见表 1）。

31 (4): 70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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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模型包括 7 个变量，为提高问卷的内容效度，所有变量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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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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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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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

变量测度

测度内容

变量

EC1 使用学校移动图书馆的
体验超出了我的预期。

CI1 我将继续使用学校移动
图书馆，而不是停止使用。
持续知识
共享意愿
（CI）

习惯
（HAT）

服务质量
（SQ）

CI2 我将继续使用学校移动
图书馆，而非其他服务方式。
CI3 我打算保持甚至增加使
用学校移动图书馆的频率。

期望确认
程度
（EC）

EC2 学校移动图书馆的服务
水平超出了我的预期。
EC3 学校移动图书馆的使用
效果超出了我的预期。

CI4 如果有可能，我将继续
使用学校移动图书馆。

EC4 我对学校移动图书馆的
大多数期望在使用过程中都得到
了满足。

HAT1 使用学校移动图书馆
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

PU1 使 用 学 校 移 动 图 书 馆
能让我更快地完成学习和工作
任务。

HAT2 我会自觉地使用学校
移动图书馆。

PU2 使用学校移动图书馆能
提高我的学习和工作绩效。

HAT3 使用学校移动图书馆
对我而言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感知有用
性（PU）

PU3 使 用 学 校 移 动 图 书 馆
能使我的学习和工作变得更加
容易。

HAT4 当我需要获取图书馆
资源和服务时，我自然会选择使
用学校移动图书馆。

PU4 我认为学校移动图书馆
对我的学习和工作是有用的。

SQ1 学校移动图书馆能提供
准时的服务。

RA1 与传统图书馆相比，移
动图书馆的使用更便捷。

SQ2 学校移动图书馆能提供
及时的响应。

RA2 与传统图书馆相比，移
动图书馆的使用更容易。

SQ3 学校移动图书馆能提供
专业化服务。
SQ4 学校移动图书馆能提供
个性化服务。

用户满
意度
（SAT）

测度内容

相对优势
（RA）

RA3 与传统图书馆相比，移
动图书馆让我能更好地利用碎片
时间。
RA4 与传统图书馆相比，移
动图书馆的使用受到的时间和空
间限制更少。

SAT1 使用学校移动图书馆让我感到满意。
SAT2 使用学校移动图书馆让我感到满足。
SAT3 使用学校移动图书馆让我感到愉快。

（二）样本与数据收集
利用便利抽样和滚雪球的方法，对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
西大学和武汉大学等移动图书馆用户进行抽样调查，共回收 369 份问
卷，其中有效问卷 287 份。调查对象中，女性有 189 人，大约占总人
数 的 66%， 男 性 占 34%；35 岁 以 下 用 户 占 绝 大 多 数（ 约 84%）； 一
半以上用户使用时间少于 1 年。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频次

占比
（%）

男

98

34.15

女

189

65.85

<25 岁

177

61.67

26—35 岁

94

36—45 岁

14

统计量
性别

年龄

2

频次

占比
（%）

本科生

144

50.17

硕士研究生

59

20.56

博士研究生

14

4.88

32.75

教学科研与管理人员

70

24.39

4.88

<1 年

162

56.45

1—2 年

68

23.69

2—3 年

31

10.80

>3 年

26

9.06

0.70

统计量

身份

使用
经验

由于偏最小二乘法能够处理较小的样本数据，且不要求样本具有
正态分布特征，鉴于本研究具有先验性、小样本和非正态分布的特
征，因而采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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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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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岁

描述性统计结果

第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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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量模型评估
测量模型通过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进行评估。
1. 信度
信度采用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Cronbach α 和
平均萃取方差（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三个指标进行测
量，其中 CR 与 Cronbach α 的阈值为 0.7，AVE 的阈值为 0.5。由表
3 可知，所有变量的 CR 和 Cronbach α 值都大于 0.8，除相对优势的
AVE 值为 0.676 外，其余变量的 AVE 值都在 0.7 以上，因而所有变
量具有很好的测量信度。
表3

374

变量内部一致性信度

变量

测度指标数

CR

Cronbach α

AVE

CI

4

0.948

0.927

0.821

EC

4

0.961

0.946

0.862

HAT

4

0.970

0.959

0.890

PU

4

0.956

0.938

0.844

RA

4

0.893

0.839

0.676

SAT

3

0.964

0.943

0.898

SQ

4

0.937

0.910

0.788

2. 收敛效度
收敛效度的测度指标是各测度项在对应变量上的因子负载值
（Loading）是否显著并达到 0.5。如表 4 所示，除相对优势第 4 个测
度项（RA4）的因子负载值为 0.709 外，其余测度项在对应变量上的

因子负载值皆大于 0.8，说明这些变量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变量

持续使用意向（CI）

期望确认程度
（EC）

习惯（HAT）

感知有用性（PU）

测度指标

CI

EC

HAT

PU

RA

SAT

SQ

CI1

0.931

0.652

0.791

0.603

0.598

0.699

0.577

CI2

0.856

0.631

0.728

0.513

0.544

0.665

0.597

CI3

0.929

0.696

0.745

0.618

0.610

0.704

0.621

CI4

0.907

0.615

0.678

0.633

0.634

0.683

0.556

EC1

0.667

0.914

0.649

0.559

0.475

0.711

0.613

EC2

0.612

0.928

0.613

0.455

0.406

0.707

0.633

EC3

0.665

0.954

0.669

0.530

0.460

0.740

0.643

EC4

0.723

0.916

0.713

0.552

0.541

0.791

0.660

HAT1

0.737

0.695

0.931

0.543

0.499

0.737

0.609

HAT2

0.792

0.690

0.958

0.582

0.571

0.791

0.659

HAT3

0.773

0.667

0.956

0.553

0.551

0.766

0.621

HAT4

0.776

0.656

0.929

0.536

0.521

0.730

0.606

PU1

0.556

0.500

0.534

0.928

0.548

0.535

0.487

PU2

0.6316

0.543

0.586

0.923

0.580

0.579

0.518

PU3

0.593

0.492

0.502

0.927

0.578

0.525

0.490

PU4

0.619

0.532

0.514

0.896

0.565

0.539

0.494

RA1

0.578

0.460 0.487

0.565

0.867

0.499

0.515

RA2

0.574

0.490

0.544

0.482

0.824

0.536

0.535

RA3

0.577

0.403

0.485

0.587

0.879

0.507

0.483

RA4

0.392

0.270

0.282

0.3548

0.709

0.349

0.347

SAT1

0.727

0.769

0.753

0.578

0.573

0.947

0.682

SAT2

0.725

0.749

0.768

0.588

0.575

0.959

0.669

SAT3

0.708

0.740

0.744

0.523

0.522

0.937

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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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满意度（SAT）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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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优势（RA）

因子负载与交叉负载

第

表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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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服务质量（SQ）

测度指标

CI

EC

HAT

PU

RA

SAT

SQ

SQ1

0.555

0.574

0.572

0.464

0.498

0.635

0.888

SQ2

0.583

0.616

0.610

0.509

0.551

0.653

0.908

SQ3

0.608

0.637

0.596

0.495

0.533

0.618

0.891

SQ4

0.546

0.597

0.540

0.446

0.482

0.570

0.864

3. 区分效度
根据 Gefen 与 Straub 的建议，区分效度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测
度：一是查看各测度项在其对应的变量上是否具有明显高于其他变量
的因子负载值，如表 4 所示，所有因子负载都较高，并且大于交叉负
载；二是比较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的大小。计算
结果如表 5 所示，所有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都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
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因此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较好。
表5
CI

EC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HA

PU

RA

SAT

CI

0.906

EC

0.716

0.928

HAT

0.785

0.716

0.943

PU

0.659

0.567

0.587

0.919

RA

0.664

0.511

0.568

0.623

0.822

SAT

0.765

0.799

0.801

0.598

0.591

0.948

SQ

0.653

0.690

0.661

0.546

0.588

0.706

注：斜对角线上的粗体数值表示对应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

SQ

0.888

（二）结构模型评估
1. 主体模型分析
利用偏最小二乘法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评估的结果包括路径系
2

数（表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弱程度）、显著性和 R 值（表
示因变量被自变量所解释的方差变异度）。此外，利用 Bootstrapping
重 复 抽 样 方 法， 选 取 数 量 为 1000 的 抽 样 样 本， 计 算 显 著 性 检 验 的
t 值。
如图 2 所示，研究模型中的 9 个假设成立，2 个假设不成立。用
户持续使用移动图书馆的意向被用户满意度、感知有用性、相对优
势和习惯共解释了 77% 的方差，用户满意度被其前因变量共解释了
72% 的方差，说明该模型具有很好的预测效果。用户满意度对持续
使 用 意 向 的 影 响 较 为 显 著， 影 响 系 数 为 0.220， 显 著 性 水 平 为 0.01
( β =0.220，p < 0.01) ，假设 H1 成立。感知有用性对持续使用意向和用

户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 0.151、0.111，显著性水

影响系数为 0.521，显著性水平为 0.001 ( β =0.521，p < 0.001) ，假设 H4
影响系数为 0.199，显著性水平为 0.001 ( β =0.199，p < 0.001) ，假设 H5
成立；相对优势对用户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向的影响作用显著，影
响系数分别为 0.149、0.197，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0.01 和 0.001，假设
H6 和 H7 成立；习惯对持续使用意向的影响作用十分显著，影响系
数为 0.442，显著性水平为 0.001 ( β =0.442，p < 0.001) ，假设 H8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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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对用户满意度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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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成立；用户期望确认程度对用户满意度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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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别为 0.01 ( β =0.151，p < 0.01) 和 0.05 ( β =0.111，p < 0.05) ，假设 H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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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
有用性
0.111*
期望
确认程度

服务质量

0.521***
0.199***
0.149**

0.151**

用户
满意度

0.220**

R2=72%
0.197***

持续
使用意向
R2=77%
0.442***
习惯

相对优势

图2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2. 调节作用检验
378

为了检验习惯的调节作用，首先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性化
处理，然后分别构造感知有用性、用户满意度、相对优势与习惯的乘
积项，进行多层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模型 1 是 4 个
控制变量对持续使用意向的回归分析模型，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和身
份对持续使用意向影响不显著，使用经验的影响作用十分显著。模
型 2、3、4 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分别增加感知有用性、满意度和相
对优势 3 个自变量对持续使用意向的影响，结果表明 3 个自变量均对
持续使用意向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再次验证了 H2、H1 和 H7。模
型 5 中加入控制变量用户习惯，结果表明用户习惯对持续使用意向
具有显著影响，再次验证了 H8。模型 6 用于检验用户习惯对感知有
用性与持续使用意向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用户习惯的调节
作用不显著，H9a 不成立。模型 7 用于检验用户习惯对满意度与持
续使用意向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用户习惯的调节作用不显

著，H9b 不成立。模型 8 用于检验用户习惯对相对优势与持续使用
意向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用户习惯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b =-0.131，p < 0.01) ，H9c 成立，说明随着用户习惯的形成，相对优势

对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的正向影响作用逐渐减弱。
表6

习惯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
持续使用意向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性别

0.025

-0.040

-0.017

-0.011

0.013

0.010

0.011

0.009

年龄

0.036

-0.025

0.001

0.010

-0.001

-0.008

-0.006

-0.013

身份

-0.140

-0.066

-0.039

-0.042

-0.059

-0.057

-0.059

-0.055

0.038

0.054

0.056

0.055

*

0.092

0.122

感知有用性

0.245

***

0.583

***

用户满意度

0.144

***

0.131

***

0.275

***

0.186

***

0.139

***

0.555

***

0.485

***

0.212

***

0.216

***

0.226

***

0.234

***

0.212

***

0.189

***

0.191

***

0.191

***

0.142

***

0.447

***

0.442

***

0.442

***

0.451

***

相对优势
用户习惯

-0.062

满意度 × 用户
习惯

-0.082

-0.013

379

0.027

0.064

2

Adjusted R

∆R

2

2

**

-0.131
0.238

0.516

0.694

0.717

0.778

0.781

0.781

0.788

0.227

0.508

0.687

0.710

0.772

0.774

0.773

0.780

0.238

0.279

0.178

0.023

0.061

0.003

0.000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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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优势 × 用户
习惯
R

*

第第第第

感知有用性 × 用
户习惯

0.103

第

***

0.482

使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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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探讨与实践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为基础，将服务质量、相对优势和
习惯作为前因变量整合到该模型中，并将习惯作为调节变量，构建高
校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模型，以 287 个用户作为实证调查对象，
利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对构建的研究模型进行验证，揭示了移动图书
馆用户持续使用意向的前因变量和调节变量。

（二）理论意义
本文探讨了高校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
制，重点考察了用户习惯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支持了大部分理论假
设，具有以下理论意义：
1. 引入用户习惯、服务质量和相对优势 3 个变量扩展 ECM-ISC
模型，从图书馆性能特征和用户感知两个方面构建高校移动图书馆持
续使用意向的整合模型，更加全面地揭示了用户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
向的前置动因。
2. 丰富了习惯的作用机理研究。在移动图书馆使用情境中，用户
习惯对持续使用意向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没有一致结论。本文将用户
习惯引入研究模型中，作为前因变量和调节变量，构建用户习惯的调
节效应模型，通过多层回归分析，深入研究用户习惯的作用机制，较
好地解释了用户习惯与持续使用意向的关系机理问题。
3. 深化了习惯的主题研究内容。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习惯在持
续使用意向形成过程中所起的直接影响和调节作用受到广泛关注，研

究主题涉及网络团购、社交网络、数据挖掘等多方面内容。但针对移
动图书馆的用户习惯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习惯对移动图书馆持
续使用意向的重要影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将习惯作为前因变量和调
节变量，探究习惯对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的影响路径与传导机
制，这对于用户习惯的研究主题是有益的补充。

（三）实践启示
1. 突出移动图书馆的相对优势，增强其有用性
作为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的最新服务方式，移动图书馆在服
务便捷性和个性化方面具有突出优势，然而，目前我国移动图书馆同
质化问题十分突出，并没有发挥出相对优势。一方面，相较于传统图
书馆，移动图书馆服务内容和功能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大多数移动
图书馆只是将传统图书馆服务延伸到移动智能终端；另一方面，由于
过分依赖开发商，各个图书馆提供的移动服务内容大致相同、界面相

图书馆观念，移动时代的图书馆不仅是信息和知识的守望者，更是现
代科技和文化的诠释者和传播者；其次要科学定位，合理规划，及时

2. 提升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提高用户期望确认度
随着移动图书馆服务的逐步普及与全面渗透，移动图书馆服务质
量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用户对高质量移动服务的需求日益强化和
凸显；另一方面，服务质量是用户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向的关键影响
因素。然而，目前移动图书馆在服务内容、服务模式、资源整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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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发商沟通，为用户提供实用和个性化的移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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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问题。对此，各图书馆首先要借助技术上的革新彻底变革传统的

第

似，且都存在多媒体资源欠缺、服务内容陈旧和深层次服务不足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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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服务效果等方面与用户期望还存在一定差距，图书馆可以借鉴国
外移动图书馆服务的相关经验和案例，并参照现代商业服务领域的要
求和规则，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移动服务，全面提升服务效能和用户
期望确认度，以满足互联网时代用户随时随地获取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的需求。
3. 重视用户的需求与评价，培养用户使用移动图书馆的习惯
习惯对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具有直接影响和调节作用，因而
需要十分重视用户习惯。首先，全面调查和了解用户需求，增加移动
图书馆的用户反馈功能，及时采集并全面分析用户对移动图书馆用户
服务数据。第二，加强营销和服务推广，提高用户对移动图书馆服务
的认知度，培养用户使用移动图书馆的习惯。第三，随着用户习惯的
形成，相对优势对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的正向影响作用逐渐减
弱。为了降低用户习惯的负向调节作用，图书馆需要不断开发新的服
务功能和内容，满足用户对新技术和新功能的好奇心和期待，以此强
化移动图书馆的相对优势和持续使用意向。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在充分考虑移动图书馆特性和用户习惯的基础上，构建了持
续使用意向模型，探究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的关键影响因素及作
用机制，着重考察了习惯的直接影响和调节作用。本研究对移动图书
馆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为高校移动图书馆服务实践带来一些启
示，但是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采用便利抽样方法收集问
卷，调查对象为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师生，样本缺乏
多样性，样本数量偏小，且可能造成无应答偏差，后续研究需要利用

更广泛的样本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增强模型的普适性；二是采用移
动图书馆持续使用意向而非实际使用行为作为因变量，而有研究曾经
质疑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的强指示作用，将来可考虑采用纵向研究的
方法，对用户行为进行跟踪调查，深入分析移动图书馆持续使用行为
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选自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课题
“广州市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与提升策略研究”。课题负责人：陈
明红；成员：唐琼、郑重、丁玲华、漆贤军、刘莹、郑洁萍、陈家欣、
胡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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