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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找准铸就工匠的着力点

中美贸易摩擦，规模之大、涉及之广，堪称史上罕见。美国挟全球领先科技力量，对中国步

步紧逼，尤其是以华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几乎遭受了西方国家全产业链的封杀，中国产业深层次

风险与短板充分暴露。落后不仅要挨打，更要遭受领先者的白眼、仰其鼻息。实现“两个百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还是要靠自己的产业升级，要靠不断增强

发展的硬实力。

产业升级离不开高素质高技能的产业工人。战后德国与日本依赖其大批优秀产业工人，促进

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元气，尤其是其发达的制造业，再次把两国带入发达国家行列。审视他们的发

展历程，其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正是国家振兴之柱。基于此，中国国家层面以“加快现代职业教

育发展”为发轫，陆陆续续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0”等一系列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大计，职业教育被提到了空前的战略高度，铸就数以亿计的产业升级工匠成为职业教

育崇高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职业院校是承载国家铸匠工程的“施工单位”，落细落小落实职业教育战略，主要着力点在

于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作为省高水平高职院校、省优质高职院校，我们理应成为全省乃

至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排头兵。今年以来，学校推出了“专业建设年”的总体设计，就是抓方向、

抓内涵、抓质量，优化了“以食品药品生产为核心、质量安全与健康管理为两翼，以服务大健康

产业链的设备制造与维护、产品营销及现代物流为支撑”的专业发展方向；围绕新一轮人才培养

方案修订开展了专业建设大调研，教学质量诊改紧锣密鼓、有条不紊，技能训练加班加点、国赛

斩获银牌……所有这些都展示了学校的责任担当和有力执行，推动着整体工作不断前进。

要铸匠人必先有铸造大师。目前在任的专业教师，大多从校门到校门，专业实践技能不高是

普遍存在的薄弱环节，因此，提升师资队伍实践教学能力成为铸匠工程的又一重要着力点。发达

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职业学校的专业教师必须经过企业实践的锤炼，校企合作、双兼互聘、双

向考核一定是教师“升级”的途径；与此同时，充分和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等都成为专业教师的必修课程，教师必须在理念上接受新事物，在行动上探索新事物，在

技术技能上改革创新，成为行业专业的高手，这样才能成为铸匠的大师。

娴熟高超的技能是工匠的显著特点，技能大赛是铸匠的不二法门。通过技能大赛深化教学改

革，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点带面，必然催开绚烂的技能之花，当省赛、国赛、世赛，数以千

计的职业技能大赛奖杯拿到手软时，便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铸就了一批大国工匠！

( 罗  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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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

推动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

[ 摘要 ] 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国务院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聚焦问题导向，

凸显目标导向，对推进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的职业教育改革做出新部署。在其引领推动下，

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的重要特征。

[ 关键词 ] 新时代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  学历教育  职业

[ 作者简介 ] 马树超（1953-），男，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

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郭文富（1986-），男，上海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综合改革研究室主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上

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上海  200032） 

马树超  郭文富

高 层 视 点高 层 视 点

学校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是中国特色

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至

2018 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 559.41 万人、

在校生 1551.84 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的

41.4%、39.5%；高等职业教育招生 368.83 万人、

在校生 1133.7 万人，分别占普通高等教育的

46.6%、40.0%；广泛开展各类培训，每年培

训上亿人次，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

育与培训体系。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发展进入

新时代，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

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出更高要求。近日，《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出台，立足新时代新发展新要求，聚焦

当前存在的关键问题，指出未来发展目标，提

出一系列举措整体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进一步明确了职业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

并举的目标任务举措，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优质技术技能人才供给

有着重大意义。

一、聚焦问题导向，正视职业教育发展面

临的困境

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重要方法。《实施方案》注重从问题出发，

开门见山地提出当前职业教育改革实施中存在

的六大问题，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没有职

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只有真正解

决这些影响发展的关键问题，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的成效才能真正彰显。具体而言，首先，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职教内部贯通、衔

接不畅，职普之间融合度、互认度不强，职前

职后一体化水平不高，与“完善职业教育和培

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要求存

在明显差距，亟待提升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

设的能力和水平。

其次，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加强，

难以把握加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

调研显示，目前具有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和校外

实习实训基地的职业院校比例达到 90%，但

实训基地按照课程计划开展实训、实践教学的

有效性仍然需要提升，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公

共实训基地两个建设重点的内容方式、运行机

制等方面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同时也需要借鉴

发达国家经验，创新运营模式，提升管理水平，

切实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实训能力。

第三，职业教育制度标准不够健全，这是

一项具有基础性和专业性的工作。目前我国基

本形成了以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教

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

范等部分构成的国家教学标准体系框架。但在

同时，职业教育制度标准仍然存在供不应求、

供非所求、供给失效等问题，比如 2000 年出

台的《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已难

以满足当前需要，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突显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质量评价标准等还存在缺

失。

第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动力不足，

参与人才培养的重要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条款的力度、操

作性与约束性存在不足等原因，企业参与往往

容易流于表面，不够深入，存在浮躁、急功近

利的现象。例如，自 2014 年开展现代学徒制

试点以来，教育部先后批准了 562 个试点单位，

但参与现代学徒制试点的企业仅有 17 家，在

第一批试点验收中，不通过、延期和暂缓通过

的达到 37 家，占比 30.0%。

第五，有利于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配套政

策尚待完善，技术技能人才社会认可度低，职

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时，存在学历的招用限制和

就业歧视。现行收入分配制度和用人制度使一

线劳动贬值，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利益和

足够的职业尊严，职业生涯发展预期不高。技

术技能人才社会话语权不足，导致全社会不重

视技术技能人才，相应劳动岗位缺乏吸引力，

社会话语权低又反作用于人才评价标准与机制

政策不到位、职业资格证书不完善等问题。教

育系统内部也存在着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

补充”“二流教育”“次等教育”等观念，考

试招生制度更多考虑的是普通教育特点而忽视

对职业教育的有效引导。

第六，职业教育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水平

参差不齐。仅仅从基本办学条件上看，不同区

域间、不同学校间的不均衡、不协调现象还很

明显。一方面，半数以上高等职业院校的生均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达 8500 元以上，尤其是

江苏、浙江等省份高职院校校均占地面积超过

600 亩，建筑面积超过 22 万平方米，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总值超过 9000 万元，校园、校舍、

仪器设备等硬件条件已接近或达到国外同类院

校的先进水平。但中职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不达

标仍然普遍，半数以上学校在校生规模达不到

1200 人的设置标准，学校建设规划用地、生

均占地面积、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分别有 50%

的学校不达标，贫困地区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薄

弱问题更为突出。

二、凸显目标导向，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

深化改革

坚持目标导向，才能更好地明确前进方向，

更好地规划实现路径。2018 年 12 月，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实施

方案》，会议强调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

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优化学校、专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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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鼓励和支

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着

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

资源支撑。《实施方案》进一步将上述要求转

化为职业教育改革的具体方向和总体目标，提

出基本完成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即由政

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

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

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

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三个转变”进

一步凸显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和不可替代的

重要性，也就是说，专业特色不鲜明的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大同小异的职业教育，难以受

到社会的欢迎，难以适应经济产业升级的需要。

如果不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职业教育就难以

成为与普通教育不同的类型教育。

基于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的新判断，

《实施方案》围绕改革总体目标，顶层设计了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提出了

十大具体目标，并在任务举措中逐一呼应和落

实，体现了方案编制与实施的新思路。一是职

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条件达标是职业教

育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因此要着力从兜底线、

促公平的角度，改善薄弱职业学校的基本办学

条件；二是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

转变，这是教育领域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需要，

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需要；三是

建设 50 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 150 个骨干

专业（群），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

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

业群，是新时期引领职业教育持续深化改革的

重要手段；四是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发

挥标准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中的基础性作用；

五是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立产

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这是激发企业参与职

业教育办学动力的创新性制度建设；六是打造

一批优秀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这是加强

“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背景下的新举

措，也是健全社会参与职业教育的新机制；七

是建设 300 个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

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推动开放共享，辐射区

域内学校和企业，整体提升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水平；八是职业院校实践性教学课时占总课时

一半以上，按照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

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

对接的要求，职业教育教学要坚持育训结合、

知行合一、工学结合；九是“双师型”教师占

专业课教师总数超过一半，分专业建设一批国

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引领职业院

校教师队伍水平整体提升；十是启动“学历证

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简称 

1+X 证书制度）工作，笔者认为，到 2035 年

我们能够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的

时候，1+X 证书制度将成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

模式的最大亮点。

三、启动 1+X 证书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的重要特色

我国职业教育具有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

源开发的双重特征，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对职业教育做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职业教育

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

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

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目前全国共有全日

制职业院校在校生近 2700 万人，职业教育的

大发展对提升受教育年限、提高劳动者素质、

优化劳动力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学者

在研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时发

现，人均受教育年限与跨越陷阱具有高度的

正相关性，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赶超型的新

兴经济体教育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

用明显，而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的拉美与东南

亚各国教育发展也明显滞后。反观我国，2009 

年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5 年，至 2018 年达 10.5 年，已经十分接近

新加坡、日本跨越陷阱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在此过程中，职业教育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和高等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尤为重要的是，

中职学校在校生总数的 7 成是农村户籍学生，

高职院校毕业生的 8 成以上是家庭第一代大学

生，职业院校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成为

中西部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提

高经济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的重要通道。

育训结合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重要属

性，“1+X”集中体现了育训结合的特征。围

绕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职业教育

正在形成职业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的发展

特色。一方面职业教育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

本任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努力形成更高

水平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职

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大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

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中职毕业

生就业率连续 10 年保持在 95% 以上，高职毕

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超过 90%，近 70% 的职业

学校毕业生在县市就近就业。在现代制造业、

新兴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 70% 以上来自职

业院校，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

聚发展、区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产业生力军。

调研显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三省分别有近 

82 万名和 10 万名高职院校毕业生留在当地就

业，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为支撑中西部和东北地

区产业发展重要的新生力量。《实施方案》提

出启动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鼓励学生在

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

合、内外结合的要求，开展高质量职业培训，

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通过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反映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

要的综合能力，夯实学生可持续发展基础。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供

给体系质量对人力资源开发质量提出了更高要

求。在此背景下，1+X 证书制度有望成为构建

国家资历框架、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人力资

源强国的重要载体，推动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

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需求。

四、健全制度标准体系，完善教育与培训

相结合的制度基础

建立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的现代职业

教育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新设计、新安排，

具有跨界性的鲜明特征，其综合性、全面性超

过以往，因此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推进难度。

同时，标准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中具有基础性

作用，是质量提升与质量评价的基本依据。以

高职教育为例，伴随高职院校基础办学能力的

明显提升，高职教育质量要进一步提高，进而

成为世界舞台，尤其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中国方案，最大的挑战已

经不是校园、校舍和仪器设备水平，而在于缺

乏具有约束力的专业与课程建设标准，缺乏适

应发展需要、具有时代特征的专业课程体系与

高质量教材，加快丰富专业教学标准等质量核

心要素，将成为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

抓手，成为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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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但在当前，正如《实施方案》所指出，

职业教育制度标准不够健全，中等职业教育发

展水平有待提高，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

要深化，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有待完善，

教育教学相关标准仍待改进，高质量职业培训

亟待推进，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机制

仍需搭建。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完善国家职业教

育制度体系，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一是健

全国家职业教育制度框架，提出一系列有关职

业教育办学、教学、质量评价、质量保障等相

关的制度建设。同时强调把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

育体系的重要基础，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

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

的重要方式，发展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

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研用结合为途径的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整体协调推进新时期

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

二是将标准化建设作为统领职业教育发展

的突破口，要求建立健全学校设置、师资队伍、

教学教材、信息化建设、安全设施等办学标准，

持续更新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

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引领职业

教育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为服务现代制

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发展和职业教育

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建立健全职业培训标准，落实职业院

校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开展

高质量职业培训，同时推进职业教育国家“学

分银行”建设，试点制定国家资历框架，进一

步开展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

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为技术技能人

才持续成长拓宽通道。

五、推进产教深度融合，促进校内校外工

学结合育人

十九大报告明确职业教育要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全国教育大会再次强调推进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

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

教育改革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制度安排，充

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当前全面提升

人力资源质量、提高教育服务经济转型升级能

力的重大意义。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校企合作，

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企业参与人才培养，

是推动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

衔接配套、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途径。投入优势资源参与院校专业建设、课程

开发和实践教学等环节，正在成为企业参与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2017 年，企业

提供的高职院校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达 215.7

亿元，高职院校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达 

11.8 亿元；806 家企业主动发布高等职业教育

质量年报，比上年增加 378 家。但由于受到体

制机制等多种因素影响，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

合仍然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校企合而不深、

合而不融的问题依然存在，部分院校的合作依

然停留于签订协议层面，企业深度参与不足。

239 所高职院校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低于

1000 元，其中，143 所职业院校无兼职教师课

酬，校企合作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

传统的学校办学既缺乏行业背景和产业特色，

也缺乏面向行业企业和社会培训机构购买专业

教学服务的动力和机制，产教对接困难重重。

《实施方案》进一步强调了产教融合校企

“双元”育人：一是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

的培育模式，校企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

和教学内容。

二是校企全面加强深度合作，职业院校主

动与具备条件的企业开展合作，并且学校可从

中获得智力、专利、教育、劳务等报酬。建立

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对认证企业给予“金

融 + 财政 + 土地 + 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厚

植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社会环境，推动职

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

三是打造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建设一批

资源共享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同时建设若干

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提高企业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度，服务

于学生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企业提升人力

资源水平。

四是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改革职业

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公开招聘

制度，从具有 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

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选聘。探索组建高水平、

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教师分工协作进行

模块化教学。建立健全职业院校自主聘任兼职

教师的办法，职业院校通过校企合作、技术服

务、社会培训、自办企业等所得收入，可按一

定比例作为绩效工资来源。

产教融合的关键是要将产业的科技发展趋

势等先进元素融入专业教学资源和教育教学过

程，推进专业教学对接产业发展，增加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的有效供给。《实施方案》明确的

任务举措将进一步引领、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进入新阶段。

六、强调放管服改革和管办评分离，保障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成效

职业教育“放管服”改革和“管办评”分

离是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基本要求，是保障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培训成效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国家把职业教

育作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

要组成部分，努力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有

利于多方共办共评职业教育的制度体系不断完

善，显著促进了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与此同

时，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正在形成督导评估、

学校自我诊断与改进、发布质量年度报告等多

措并举、相辅相成的新体系，成为职业院校提

高质量的重要动力。例如，国务院教育督导委

员会办公室委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开展全

国职业院校评估工作，对高职院校重在“适应

社会需求能力”评估，引导院校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提升服务地方和产业发展的贡献力；

对中职学校重在“办学能力”评估，引导各级

政府和学校加快按照设置标准改善条件，规范

办学，提高专业教学能力。高职教育连续 8 年

面向社会发布院校、省区和国家三级质量年度

报告，有效确立了职业教育新型质量观，包括

学生发展、教学改革、政府责任、国际合作、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等 5 个维度，并逐步成

为职业院校审视教育教学质量的一面镜子。但

在同时，制订政策不易，落实政策更难。2015 

年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的结果反映，发展职业教

育的政策落实并不令人满意，有些地方政府和

部门没有把职业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

2017 年，对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各

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不低于 12 000

元”的要求，仍有部分省份的平均水平未达标；

有 72% 的高职院校发放学生企业实习补贴或

为学生购买企业实习保险，其中，仅 23% 的

职业院校获得财政专项补贴。高等职业院校适

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已经开展了两轮，但从实

际情况看，评估并未能够像“高职高专院校人

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和“高等职业院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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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工作评估”等评估工作那样更加引起高职

院校的重视。

《实施方案》围绕新时期形成职业教育发

展合力的目标，提出建设多元办学格局、加强

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督导评价等系列举措。一是

明确政府部门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

进职能转变，由注重“办”职业教育向“管理

与服务”过渡，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负责规划战

略、制定政策、依法依规监管。二是要推动企

业和社会力量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与培训，做

优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能够依据国家有关

法规和职业标准、教学标准完成的职业技能培

训，更多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等参与实

施。三是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和督导评

估制度，围绕学习者的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

平和就业质量，以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水平

等，建立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实施职业教

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完善政府、行业、企业、

职业院校等共同参与的质量评价机制，积极支

持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完善职业教育督导评

估办法，建立职业教育定期督导评估和专项督

导评估制度。四是完善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制度，组建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

委员会，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全国职业教育工作，

研究协调解决工作中重大问题，听取国家职业

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等方面的意见建议，部署

实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重大事项，加强了中央

部门的政策联动和制度协同，为职业教育改革

创新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

日前，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中办、国办印发《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新时期，

职业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的改革部署已经

明确，我们期待各项任务举措能够得到有效的

落地落实，到 2035 年，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

品牌和优势进一步彰显，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

培训并举的职业教育成为建设教育强国和人才

强国的骨干力量，并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提供

中国方案。

[ 注释 ]

*2010 年教育部印发的《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

准》规定，中等职业学校学历教育在校生数应在 1 

200 人以上，生均用地面积指标不少于 33 平方米，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指标不少于 20 平方米，专任教

师不得低于 60 人，师生比应达到 1 ∶ 20，双师型

教师不低于本校专任教师数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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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背景下基于 HACCP 理念的

高职食品类专业诊断与改进路径研究

郑虎哲

2015 年教育部《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 ( 试行 )》（教

职成司函 [2015]168 号）中明确指出，各高职

院校要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证制度体系和运行

机制，形成高效、实用的专业内部质量保证体

系诊改实施方案。[1] 来源于医学领域的“诊断”

[ 摘要 ] 文章将 HACCP 原理引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全过程，通过对人才

培养各环节中影响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和诊断，查找出显著影响因素，确定关键控制点，并采

取预防对策，进行有效的改进和验证。即通过诊断专业设置，优化专业结构；诊断培养模式，

推进产教融合；诊断教学过程，打造有效课堂；诊断技能达标，促进职业技能培养；诊断人才

质量，改进人才培养过程。通过实施常态化诊改举措，达到进一步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总

目标。

[ 关键词 ]HACCP 原理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专业诊断与改进

[ 作者简介 ] 郑虎哲（1974-），男，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健康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博士 ; 研究方向 : 食品类教学与专业诊改研究。（江苏淮安  223005）

[ 项目来源 ]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立项课题《智慧校园背景下基于

HACCP 理念的高职食品类专业诊断与改进路径研究》（项目编号：B-b/2018/03/09）的研究成果。

一词，近几年广泛应用于职业院校专业建设领

域，要做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首

先必须完善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提升

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以及树立现代质量文

化。[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在探索适合

高质量发展论坛专栏

( 下转第 1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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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行业和企业的人才培养需求的基础上，

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中引入

HACCP 原理，构建了“基于 HACCP 理念的

高职食品类专业诊改路径”，从而建立起常态

化、周期性的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开展

多层面、多维度的诊断与改进工作，不断提升

专业建设内涵，促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

人。[3,4]

HACCP(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表示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它是通过

食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潜在危害进行危险性评

价，找出对最终产品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

控制点，并采取相应控制措施，实现对食品安

全的有效控制。近年来，HACCP 管理理念正

逐渐被运用于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当中。[5] 目的

是通过对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诸多因素进行

分析和评估，并针对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确定关键控制点，制定相应预防措施，建立能

有效控制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机制。本文

紧紧围绕“诊断与改进”这一核心，引入经典

HACCP 管理理念，多角度、分层次分析影响

人才培养质量的因素，归纳高职专业人才质量

保证体系框架，形成专业、教学资源、教师、

学生等 4 个方面螺旋式提升机制。

一、基于 HACCP 理念的专业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诊改模式构建

“诊断”与“改进”是组成完整质量生成

循环的基本环节，是形成质量螺旋式提升机制

的关键要素。首先，明确“诊断”与“改进”

过程中监测、分析、预警以及改进等四个诊改

要素的具体关系；随后，根据企业、专业、学

生三方发展需求，最终形成“三驱动，四要素， 

五步骤，六方案”的高职食品类专业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诊改模式（见图 1）。

二、基于 HACCP 理念的专业内部质量诊

改体系构建

基于 HACCP 的原理，分析影响人才培养

质量的主要因素，针对确立的专业因素、课程

因素、教师个人因素和学生因素等关键点，进

行有效的监测、改进和验证，并对诊改的结果

重新进行分析评估，进入下一轮的 PDCA 循环，

实现了全员参与、融入了质量生成全程、兼具

了及时监测与预警功能、能够在专业保障模式

上循环改进和持续运行。不断优化专业内部质

量保证体系诊改实施方案，实现人才培养质量

螺旋式上升（见图 2）。 

三、基于 HACCP 理念的专业质量保证体

系诊改路径研究

通过“专业自我诊断→学院考核性诊断与

改进→社会评价与发展战略分析→持续改进与

图 1 基于 HACCP 理念的专业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诊改模式

提升”的循序渐进的模式构建，构建涵盖专业

层面、校级层面、行企层面的专业质量保证体

系诊改路径模型（见图 3）。通过智慧校园数

据平台，实现人才培养全过程数据的实时采集，

进行基于数据分析的规划目标执行、分析、反

馈与改进，形成规划执行信息链。依据专业质

量年度报告结论不断修正目标链、步步接近规

划目标，确保实现规划目标，高质量地完成各

项专业建设任务。（见图 3）

四、诊改的具体举措

1. 运用 HACCP 理念，确定人才培养质量

影响因素

将 HACCP 创新性的应用于专业人才培养

中，在“危害因素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分析

以及评价的方式最终确定了严重影响人才培养

质量的关键控制点（表 1），将影响培养技术

技能型人才的“危害”因素降到最低。（见表 1）

2. 专业诊改

专业是教学组织实施和教学资源分配的

最小单位，专业建设是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根本保证。[6] 我院在对食品类专业进行

HACCP 分析基础上，开展专业发展能力诊断，

完善专业发展规划。以食品生物技术专业为例，

通过专业诊断，从新确定了人才培养的目标和

规格，设计了人才培养模式，确定了“全程融

合、模块分向、项目载体、双轮递进”的人才

培养模式。通过专业诊断的实施，取得了显著

成效，食品生物技术专业于 2017 年度被遴选

为“江苏省骨干专业”。

3. 课程诊改

课程作为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是撬动全员实施质量保证的支点，

是学校开展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7] 我院从课

程的开发、实施、反馈三个课程质量生成的阶

段出发，形成系统的课程诊改实施方案。以食

品生物技术专业为例，构建了“基于产业链的

‘校 - 行 - 企融合，三线并行’课程体系”。

图 2 基于 PDCA 循环模式的专业内部

质量诊改体系构建图

图 3 基于 HACCP 理念的专业内部质

量保证体系诊改路径图

高质量发展论坛专栏高质量发展论坛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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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模式是以发酵、酿造食品生产、加工、销

售过程为第一纵向主线（行业线），以分析具

体涉生物技术全过程中存在的关键任务为第二

纵向主线（企业线），以分析涉发酵、酿造食

品生产关键岗位群及职业能力为第三纵向主线

（专业线），从而形成了“校 - 行 - 企融合，

三线并进”的课程体系。

4. 教师诊改

教师诊改的主要目的是持续提升教师队伍

的素质和质量，为全面提高育人水平和育人质

量提供人才保证。我院实施“三师联动，四能

培养，五个载体，六项措施”的师资队伍建设

新模式（见图 4）。即以教学名师为引领，骨

干教师为核心、职业导师为抓手，培养一流的

师德、一流的专业技能、一流的教育理念以及

一流的教学成果等四项核心能力。通过以上举

措，我院的两个专业教学团队被遴选为江苏省

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

“四创四有”工程，即“创新教育、创业帮扶、

创意孵化、创商联盟”，培养“有梦想、有技能、

有创意、有组织”的学生（见图 5）。近三年，

食品学院学生荣获国家级技能大赛金奖 2 项，

银奖 3 项，省级技能大赛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8 项的较好成绩。

价值，也为兄弟院校建设国家高水平职业院校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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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 HACCP 理念的影响人才培养

质量的“危害”分析

图 4 教学团队建设“三师联动，四能培养，

五个载体，六项措施”模式图

 5. 学生诊改

学生是质量生成的主体。因此服务学生发

展应作为学生层面诊断与改进指标体系顶层

设计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8] 学院通过实施

图 5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的“四创四有”工程模式图

五、结束语

本文将 HACCP 原理引入高职院校人才培

养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全过程，并准确把握“诊

改”路径与抓手，能够确保“诊”的准、“改”

的快和实。通过对人才培养各环节中影响的

诸多因素进行分析和诊断，找出对人才培养

质量有显著影响的因素，确定关键控制点。

针对食品类专业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教学资

源利用率不高、师资建设评价体系不健全和

人才培养体系有待完善等方面的问题，创建

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运用 HACCP 理念构

建专业内部质量诊改体系、基于 HACCP 理念

构建专业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路径，真正

做到了“真诊真改、随诊随改”。这些做法

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具有重要理论指导

高质量发展专栏 高质量发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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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顾客满意理论的“适合的高职教育”研究

[ 摘要 ] 满意的教育必须是“适合的教育”，为社会公众提供满意的高职教育是高职教育者

矢志追求的目标。从 4C 营销理论出发，对教育提供者学校自身和它的“用户”——企业和学生

及其家长进行调查，是做好适合的高职教育、满足客户需求的有效方法。调研得出“适合的高教育”

具有“适合的”培养目标、“适合的”课程资源、“适合的”教学模式他适合的评价方法等内涵；

而实现这些内涵，则要抓住产教深度融合、模式创新、教师执行等三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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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强调要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

的教育，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

展。十九大报告重申：“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

优先发展位置，回忆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美国营销专家劳特朋教授提出顾

客满意理论，重新设定了市场营销组合的四个

基本要素：即顾客 (Consumer)、成本 (Cost)、

便利 (Convenience) 和沟通 (Communication)。高

职教育所服务和依靠的对象，都属于“4C”的

范畴。基于此，笔者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了

高职教育提供者 ——学校、高职教育最直接

相关利益者 ——学生及其家长和用人单位 ——

企业，这此基础上，明确适合的高职教育内涵，

并寻找实现它们的路径。

一、调查对象及内容

（一）学校的现状调查研究

1. 高职院校服务产业现状

70.8% 院校认为专业设置能与产业需求基

本吻合，而认为专业及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非

常吻合的仅占 23.61% 和 1.39%，从中可以发

现高职院校对于服务产业的能力仍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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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两者之和接近 50%，“双师型”教师队伍

现状不容乐观。“双师型”教师队伍对于产教

融合深度以及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都具有重要

的影响。

         图 2 高职院校“双师型”现状

（二）企业对高职教育满意度调研分析

1. 企业对于校企融合的选择

调查显示，87.5% 的受访企业有过与高职

院校合作的经历，其中 75% 的受访单位正在

合作中。有超过 80% 的受访企业表示，校企

合作对于企业发展非常重要。

             图 3 企业校企合作的现状

2. 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原因

62.5% 的受访企业认为是缺乏政府相应的

政策引导，50% 企业认为没有很好的校企双方

交流平台，37.5% 企业认为自身在校企合作中

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以及学校教学安排与企业工

作安排相冲突；31.25% 的企业认为没有相关的

政策支持、培养的人才会流失，25% 的企业觉

得学校缺乏主动性，还有企业觉得校企合作会

影响到企业自身的运营。

         图 4 影响企业校企合作的因素

3. 企业对于毕业生的要求及满意度

调查显示，企业对于毕业生的评价相对较

高，认为高职院校毕业生知识水平、技能水平、

以及素质水平能达到企业的要求。

图 1 制约高职院校服务当地主导产业最主要

的因素调查

2.“双师型”师资教师队伍调查

被调查高职院仅有约 4% 的比例认为自身

的双师型教师非常充足，一般充足的比例约为

47%，有点欠缺的比例约为 32%，比较欠缺的

比例约为 17%。总体来看，有点欠缺和比较欠

        图 5 企业对于毕业生要求

4．企业对于学校培养重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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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培养方面，企业认为学生首先应该

具备专业知识及技能，占比为 72%；其次是

具备较好的职业道德，占比为 70.74%；第三

是要具备一定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具有团队协

作能力、创新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占比分别

为 63.32%、62.88%、62.88% 和 62.88%；最后，

具有一定的外语及计算机基础。

        图 6 企业对于学校培养的建议

（三）学生的调研分析

1. 学生大学期间学习目标的设定情况

84% 的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而余下

的 16% 则表示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这个问

题值得广大从事教育工作人士思考，从而找到

改善的方法。

2. 学生对于对自身影响最大或有帮助的教

学环节

83.84% 的受访学生认为，在大学期间，

影响最大的教学环节是专业课、技能类课程，

其次就是老师的指导和学习资源的广泛，公共

选修课得分相对较低。因此，学校应该在专业

课程方面及教师技能、素质等方面加大改革力

度。

          图 7 学生对于课程的需求

3. 学生对于学习考核方式的评价

在学习评价方式的统计中，超过 83% 的

学生认为平时实践考核的评分方式最为合理，

认为出勤考核最为合理的也超过 62%，期末

理论考试在学生中评价最低，略低于 60%。

          图 8 学生对于考核的需求

4. 学生对于实践环节的认同

在实践环节的选择中，学生们共挑选出：

专业课程小组讨论、考取证书、实践活动、

专业性课外活动和项目化实训练习，学生对

以上几项的认同度都超过了 60%，其中实

践活动和考取证书在学生中认同度最高，分

别为 78% 和 74%。

             图 9 学生对于实践的评价

5. 学生对于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与企业生

产过程对接程度的评价

问卷调查显示，认为对接程度一般和比较

高的人数最多，分别为 37.6% 和 40.6%，觉得

对接程度非常高的仍有 17.5%，觉得非常低与

比较低的只是极少部分，分别为 1.6% 和 2.6%。

通过数据分析可知大部分学生对教学过程

与生产过程的对接程度是满意的，但觉得对接

程度一般的也占据相当一部分，由此可见学校

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和多采用网络教学。

对于学生普遍支持的实践教学，企业户外

教学，学校应重点开拓，加大与企业的联系，

为学生提供优良的实践氛围。

        图 12 学生对于专业建设的意见

     图 10 学生对于学校校企合作的评价

6. 学生认为的教学改进

在教学方面的改进过程中，大多数学生认

为应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其次为详尽的理论讲

解和加强创新创业教育，问卷占比分别为 61%

和 56.8%，也有一部分人群支持改革考核方法

        图 11 学生对于教师教学的意见

7. 学生希望的专业内容调整

在专业的调整上，加大实践比重最受学生

重视，占比达 77.7%；其次为加大职业资格培

训力度和增加专题讲座，投票占比为 65.1% 及

59%；更多的竞赛机会也受到相当一部分学生

的重视，占比为 51.09%；与此同时，也有部

分学生认为可以加大理论比重，多学点理论知

识，还希望可以能多聘用企业兼职教师来学校

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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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长调查分析

1. 对孩子三年学业后的期许

调查显示，有 52.94% 的家长希望孩子能

通过转本、接本进一步提升学历，从而能更具

有竞争力，也有 35.29% 的家长希望孩子能找

一份稳定的工作，另有 11.76% 的家长希望孩

子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能够进行创业。

      图 13 家长对孩子毕业后的期许

2. 家长对于孩子就业前景的看法

调查显示，82.35% 受访家长认为经过三

年的高等职业教育，孩子能找到一份薪资待遇

不错的工作，这也表明家长对高职教育的认可；

但是也有 11.76% 的受访家长担心孩子找不到

理想的工作，这也给高职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图 14 家长对孩子就业前景的看法

3. 家长对于教育投入的看法

调查显示，受访家长认为高职院校应主要

强化学校的专业技能、专业知识以及素质教育，

占比分别为 41.18%、17.65% 和 17.65%；除以

以为，家长认为应该加强孩子的身体素质、德

育教育。

通过对知识、技能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有

88.24%的受访家长希望孩子能掌握专业知识，

具有娴熟的专业技能；另有 5.88% 的受访家

长觉得能了解专业知识，具有一般的专业技能。

总体来看，只有具有专业知识扎实、技能娴熟，

才能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高 职 教 育高 职 教 育

图 16 家长对学校基础设施及校园文化建设

二、基于调查的“适合的高职教育”主要

内涵

顾客满意理论强调企业首先应该把追求顾

客满意放在第一位，其次是努力降低顾客的购

买成本，然后要充分注意到顾客购买过程中的

便利性，而不是从企业的角度来决定销售渠道

策略，最后还应以消费者为中心实施有效的营

销沟通。因此，通过调查，我们认为“适合的

高职教育”也应该从“消费者”——企业、学

生及其家长的需求出发，确定其主要内涵。

（一）“适合的”培养目标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对高职教育发展

的基本定位和归宿，需要针对现有生源实际，

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充分体现高职教育类型特

征，以人为本，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

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

出彩的机会。具体来说，既要从高职教育类型

特征上凸显技能型人才之“专”的“职业性”

目标，也要从高职教育层次上追求技术型人才

之“高”的“高等性”目标。

（二）“适合的”课程资源

提供更加“适合的”课程资源是新时代高

职教育课程改革与建设的价值取向。 “适合的”

课程资源需要经过科学系统地开发、选择以及

利用等过程，在满足“适合性”上下功夫，并

遵循一定的开发原则：一是要具有先进性与现

实性，高职教育课程资源的开发应保持先进性，

顺应新经济背景下的教育信息化步伐，提升课

程资源的使用效能。高职教育课程资源的开发

应结合高职学生、院校发展的现实性，以需求

为导向，合理开发“适合的”课程资源。二是

课程资源内容的职业性与综合性，高职教育课

程资源内容的选择应结合高职生源的复杂性、

学生发展需求的多元性、提供覆盖面宽广的综

合性要求，满足学生的差异化发展。高职教育

课程资源内容的选择也应符合高职教育工作过

程导向课程目标，促进“知行结合、学做合一”。

高职教育的校内外课程资源源自“工学结合、

产教融合”的课程模式。三是课程资源利用的

开放性与灵活性，高职课程资源的利用应营造

一个开放的、学习者能够主动选择参与学习的

课程环境，搭建开放课程平台，满足学生不同

的学习需求和个性发展需要。对高职教育课程

资源的利用，除了营造开放的课程环境、搭建

开放的课程平台外，学校更要在管理制度上改

革与创新，保障学生真正自主化选择课程。

（三）“适合的”教学模式

针对高职学生特点，只有颠覆传统的“知

识中心”“教师中心”“讲授中心”等“三中心”

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才能真正深化高职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高职

教育的特殊教育类型和属性决定了坚持“理实

一体化”教学的设计与实践，才能保证教育教

学质量，根据高职学生身心特征及学习需求，

灵活转变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场所、教学方法

等，理实结合、知行合一，才能真正做到使学

生“学中做，做中学，做中悟”，既促进学生

           图 15 家长对学校的教育要求

4. 家长对于基础设施及校园文化的要求

调查显示，对于学校基础设施和校园氛围

而言，家长最为关心的教学基本设施，占比

为 58.82%；其次是实训实施、宿舍和食堂设

施，占比为 52.94%；同时，家长也希望学校

有良好的学习氛围和校园文化，占比分别为

52.94% 和 47.06%。



2019 年第 1 期 2019 年第 1 期

24  25 

职业知识、技能与精神的综合养成，也有利于

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反思，从而促进专业化

发展。达到“教与学相长、学与做统一”的状

态，促进知行合一。创新教学方法，一方面，

应以具体的工作任务为导向，通过实实在在的

任务并结合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设计教学

过程；另一方面，应根据学生的差异性和不同

任务阶段，灵活运用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的

教学方法，如旋转木马法、四角法、扩展小组

法、伙伴拼图法等。最后，教学过程与方法在

关注学生个性发展的同时，应培养学生团队合

作能力。 

（四）适合的评价方法

随着新时期社会对高职教育新型质量观的

新认识，高职“适合的教育”也需要突破现有

评价机制的问题与障碍，探索院校、行业、企

业、社会等多方参与的高职教育评价机制，从

而提升高职教育的办学满意度。一是评价主体

的“多元性”。高职教育的跨界性决定了高职

教育涉及的评价主体具有多元性，包括院校教

师、学生、行业、企业、社会等多方利益共同

体，应将校内评价与校外评价相结合，全面吸

纳多元评价主体共同参与到高职质量管理评价

体系中，从而保证高职教育质量评价的全面性

和科学性。二是评价标准的“双元性”。对于

评价标准的制定，不仅要将行业企业标准引入

课程、教学体系，更要在办学理念、办学模式、

校企文化等方面取得高度共识和融合，探索“政

行校企”混合所有制办学新模式，深入实践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求真做实，以“双元性”

标准评价高职人才培养质量。三是评价过程的

“动态性”。高职教育秉承“终身教育”理念，

以提升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旨归，

在校时间并不能完成高职教育的全部，学生由

“职业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更多是从踏上

工作岗位开始体现的。因此，对高职学生的评

价过程不能仅停留于职前教育，还要进行职后

动态跟踪，从而真正提升高职教育的质量与效

益。

三、“适合的高职教育”实现路径研究

要提供“适合的高职教育”，就必须走多

元跨界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道路，呈现“一

校一理念”“一人一方案”等丰富多彩的选项。

（一）产教深度融合：“适合的职业教育”

之实质

现代职业院校要为学习者的发展提供适合

的教育，要将满足个体发展、社会需求作为办

学的逻辑起点和实践指向，而有着“跨界性、

双主体性和动态适应性”等特征的产教深度融

合、校企紧密合作是关键。职业教育办适合的

教育就是要研究如何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促

进就业；研究如何在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基

础上，更好地发挥现代职业教育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的服务功能，也就是说满足学生发展、社

会需求应该是“适合的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

和实践指向。职业院校必须紧随区域产业结构

的调整，依托区域产教融合发展工程项目的建

设，围绕职业标准，实施产教人员、场所、过

程和内容的融合，探索适合不同学习者的活动

课程、教学方式和教学组织形式，使政府发展

的、学校举办的、社会认可的、个体接受的“适

合的职业教育”落地生根，最终高质量地解决

好区域人才供需错位的突出问题。

（二）模式创新：“适合的职业教育”之

载体

1. 坚持细分化发展

职业院校在发展规划中要突出特色，走细

分化发展之路。这种细分化发展，不仅要有效

高 职 教 育高 职 教 育

地针对区域经济与行业企业的发展需要，在服

务技能人才培养、开展技能培训、终身教育等

方面进行细分。而且还要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合

理定位、独到的办学理念、办学风格上进行细

分。通过细分化发展，在属于自己的层次和领

域中，实现“特色办学”。坚持细分化发展之

路，要求职业院校坚决克服同质化的倾向，形

成一种适合区域经济发展，并且难以复制和难

以替代的比较优势，进而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

力，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 坚持差异化教育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规模虽具规模，但总体

质量不高是个不争的事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忽视了受教育对象的差异性。作为职业院校，

要根据学生兴趣爱好不同、基础能力差别、智

能类型层次差异、思维方式不同提出差异化的

教育教学目标，有的放矢，因材施教。设计与

开发与职业院校学生差异性特点相配套的教育

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使每个学生都能

得到相应的发展。

3. 坚持创业创新培养

职业院校创新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途

径之一就是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培养职业

院校的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积极引导职

业院校的学生开展创业。职业院校积极构建融

创业教育、项目孵化、创业实践等为一体的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将学生的成才梦想与学

校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充分挖掘学生潜能、充

分展示其个性，推进个性化人才培养，为学生

搭建人生出彩的舞台。

（三）教师执行：“适合的职业教育”之

关键

教师是实践教育的主体力量，有好的教师，

才能有好的教育。教育中的许多问题、冲突都

源于学校习惯于让学生去适应教师，教育“适

合”学生要求教师必须要为学生而改变。因此，

要想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其成长的教育，让“因

材施教”得以落实，就要用心打造适合学生成

长的教师。 

1. 教育观念要与时俱进

“适合学生的教育”中每个学生都是重要

的，因此，教师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成为实

施适合教育的前提。一直以来，学生是“被教

育的对象”，教师习惯于以教为中心，把学生

放到了被动接受的位置。类似陈旧的观念如果

不转变，教育就很难做到“适合”学生。学生

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应该更加关注“每一个”，

让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被重视”“被尊重”

的感觉，让学生每一天都过得幸福、温暖、有

价值、有尊严。教师只有以学生为主语重新定

义教育的每个细节，学生的智力潜能、个性能

源就会得到深层挖掘，情感态度能源就会得到

充分释放，从而使每个学生在教育生活中都能

获得肯定和鼓励，都能感受到信心和希望，享

受学习的过程，发生积极的改变。把“适合教

育”变成教师的信仰，只有教师真正从心底里

认同这一思想和理念，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 教师要充分了解、研究每个学生

没有了解就没有教育，要想使教育适合学

生，首先教师要充分研究每个学生的特点和独

特之处。我相信每一位教师对自己的学生都会

有或多或少的了解，但这是不够的。这种了解

只有建立在专业技术的基础上才是科学而准确

的，只有建立在教育专业思维的基础上才是清

晰而有序的。学生的成长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

程，教师对学生的了解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

教师可以为学生建立成长记录袋，运用多种方

( 下转第 2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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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断收集学生的信息。为了使教育“适合”

学生，教师可以借助于心理测验，了解学生

的人格特点和认知风格；借助于知识测验和

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准备情况；借助于师

生交往和与家长交流，了解学生的情感和精

神生活；可通过测验、作业、课堂观察提问、

课下与学生交流等途径多方面调查研究学生。

只有对学生各方面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

有针对性的为学生提供适合其发展的教育。

“适合学生的教育”没有永久的策略，也没

有一成不变的模式，需要教师“与‘生’俱进”，

不断提高创造，了解学生的需求，了解学生

身心成长规律，把学生的学习回归到学生本

身，保证学生在校园里自然、真实地呈现自

我努力，使教育真正“适合”学生。

[ 参考文献 ]

[1] 尤建国 . 对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的思考 [J].

教育与职业，2013（11）中 .

[2] 冯建军，刘霞 . 适合的教育 : 内涵、困境与

路径选择 [J]. 南京社会科学，2017（11）.

[3] 尹伟民 . 发展适合的职业教育 [J]. 南京社会

科学，2017（7）.

[4] 傅新民 . 高职院校更应该寻找适合学生的

教育 [J]. 当代职业教育，2012（12）.

                                       （审稿人：仲淑秋 )

( 上接第 23 页 )

工科类高职院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困境及进路

[ 摘要 ] 高校作为人才、知识、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聚集地和辐射源，影响着当下人们精神秩

序的澄明，关乎未来国家、社会秩序的建构与发展。当前，工科类高职院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面临思想宣传仪式化、思政课程边缘化、教学形式娱乐化、交互信息碎片化和评价体系功利化

的困境 , 呼唤继续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创新“多元对话”意识形态传播新模式，打造“课

程思政”教育矩阵，掌握网络空间话语权和主导权，迅速成立高职马克思主义学院，努力搭建

和完善工科类高职院校意识形态教育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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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建

当前高职院校正处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关

键时期，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已成常态，现代

学徒制试点也逐步展开，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

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相对受排挤。这一点，在重

高 职 教 育高 职 教 育

视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工科类高职院校表现

更为明显。“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

端重要的工作，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

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

重要任务。”［1］在中央两办联合印发《 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

的意见》中已作出明确指示和要求。在错综复

杂的社会思潮和意志范畴之中，工科类高职院

校如何坚持问题导向，突破发展瓶颈，坚守主

流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和制高点，是一个值得追

问与探讨的紧迫课题。

一、工科类高职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关概念

厘定、实践要求及重要性分析

工科类高职院校是以开设工科专业为主、

层次为专科的高等职业教育。其授课教师以工

科专业背景为大多数，学校生源以理科生为大

多数，在专业设置上以应用技术为主，在课程

安排上以工科类课程为主，在就业岗位以技术

应用岗为主。“意识形态本质上绝不是一般的

思想文化现象，而是一定阶级或者社会集团的

阶级意识，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体系。

谋求政权和维护政治合法性是意识形态的主要

目标。”[2] 所以，是否掌握主流的意识形态，

关乎一个政党执政合法性和公信力。在工科类

高职院校意识形态教育中，实用化取向明显，

过于注重学科体系的独立性，而相邻学科的兼

容、渗透与互补，往往考虑不到，相应的人文

素养课程残缺不全，技术技能过硬但综合素质

条件不足，难言高层次。“思想宣传阵地，社

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

去占领。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

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

部门的领导权。”[3] 江泽民不失时机地向全党、

全社会提出警示和告诫。进入新时代，转型中

的中国社会出现各种失范现象，加上互联网“双

刃剑”作用，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西化、分化

和侵蚀，以及当前高校本身阵地意识不强等因

素，致使当代大学生传统的认知标准和行为方

式收到极大冲击和严峻挑战。“价值观决定人

的行为取向，青年是价值观形塑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正确的价值观不去主导，错误的

价值观就会去主导。主流价值观不生根，非主

流价值观就会野蛮生长。”［4］因此，主流意

识形态教育刻不容缓，谁能把握主流的话语权

体系，谁就就掌握了制胜的法宝，让发展后劲

持续有力。

二、当前工科类高职院校主流意识形态教

育面临的困境

（一）思想宣传仪式化

工科类高职院校普遍以学生专业知识传授

和实践能力培养为重，政治意识容易淡化，缺

乏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学校思想宣传

工作中存在打折扣、仪式化现象，部分重点工

作往往流于形式走过场。宣传部门孤军奋战、

孤掌难鸣，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工团齐抓共管

的大宣传格局目前尚未真正形成。相关职能部

门和二级院系共同参与宣传工作的协同性、衔

接性、整体性还不够。调研结果显示，学校官

方网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校报、宣传栏、

楼宇标语等普遍由宣传部来主管和运营，而贴

吧、表白墙、部门网站等其他网络媒体相互独

立，微信公众号更是满天飞，备案不够严格，

监管还需加强，缺乏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与引

领。

（二）思政课程边缘化

当前工科类高职院校意识形态教育一个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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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问题，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网络信息平台

两大阵地相对弱化。“两课”目前被列为高职

公共必修课，上课时大多为合班课，加上学生

对思想政治课认识不到位，课堂知识转化比较

慢，旷课率高、入脑率低、师生双向互动效果

差。据调研，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评价

多以撰写小论文或开卷考试的形式进行，学生

思想上不够重视，更多的精力放在专业课学习

上。从教材本身来看，传统的“章节目”式教

学体系缺乏对学生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思政课

堂亟需变得真起来、活起来。从课程体系来看，

立德树人也绝非只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独角

戏”和“一言堂”，需要各门课程的“大合唱”。

长期以来，有些课程并未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

成合力，在有些学校甚至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

被空泛化、标签化、边缘化的现象。

（三）教学形式娱乐化

在一些工科类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与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教育相脱离是普遍存在的

现象。俗话说，学术研究无禁区，课程讲授有

纪律。但有些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爱好，

教学形式的确多种多样，但课程内容育人功能

无从发挥，教学娱乐化倾向愈演愈烈，思想性、

政治性逐渐被淡化与消解，教学目标成了“水

中月”“镜中花”。有些教师满足于一知半解，

对既有知识点缺乏系统、科学的解读和阐释，

热衷于奇谈怪论、信口开河，散步历史虚无主

义观点，甚至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发表不负

责任的言论。有些教师对社会热点、焦点等问

题探讨不彻底，对案例选取缺乏甄别与把握，

教学设计上问题抛出去，但收不回，只图一时

新鲜。这固然能够吸引学生的眼球，但与思想

政治教育的本质相差甚远，削弱了高职院校主

流意识形态的教育效果。

（四）交互信息碎片化

随着就业压力增大，工科类高职学生为谋

得一份好工作，倾力于专业技能锻炼，忽视自

身更为持久的人文素养的提升。课堂教学尽管

正常进行了，但主阵地作用发挥不明显，课外

活动尽管参加了，但都是敷衍了事，学生实际

接收到的主流意识信息是极其有限的。当前高

职院校学生主体已经是“95 后”“00 后”，

他们具有更强的个体意识，讨厌被动式接收信

息，乐于追捧新鲜事物。我们首先应该面对这

样一个事实，“互联网日益成为舆论生成的策

源地、信息传播的集散地、思想交锋的主阵地，

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大变量’。”[5]

他们生来就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习惯在零碎、

间断性的休息中浏览感兴趣的讯息、打开微信

朋友圈，碎片化的信息就这样被大众创造出来，

进而被受众交互循环消费。碎片化信息如过眼

云烟，如果不加甄别、梳理和沉淀，得到的知

识是不完整，不深刻，甚至片面的。而且当代

大学生还有一种倾向不容忽视，就是对恶搞和

亵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美德、历史人物、历

史事件等行为缺乏免疫力，并没有警惕和抵制，

相反的，他们眼睛很容易聚焦于此。互联网良

莠互现、积弊已久 , 尽管目前治理“雾霾渐散 ,

晴空初见”, 但若要让网络文化空间真正“清

朗起来”依旧任重道远。

（五）评价体系功利化

部分工科类高职院校教师职称晋升往往建

立在利益化的科研评价体系之上，即教师职称

晋升与论文发表、科研项目、评奖评优等挂钩。

受利益的驱使，加上有些教师理想信念不坚定，

必然使一些思想政治课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

缺乏教学项目设计，而是简单进行“自上而下”

式灌输，未能充分挖掘理论深度与魅力，又如

高 职 教 育高 职 教 育

何让理论内化为信仰、凝聚成旗帜。对于相关

职能部门的有些教师，也更多致力于与自身利

益挂钩的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对于工作做的

扎实与否，活动是否得到学生认可，主流意识

形态教育效果如何等，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和关切。通知尽管发了，但没有响应，方案尽

管做了，但未贯彻落实，活动尽管搞了，但效

果不佳。

三、工科类高职院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

实践进路

（一）一元主导：坚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

它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

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不能有丝毫含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

“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

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

无所不在、无时不有。”［6］习近平总书记曾

特别强调。因此，要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当

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要在全社会营造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浓郁氛围，切

不可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

天取经”。实践反复证明，工科类高职院校作

为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相对弱化的一环，

亟需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需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予以引领、制约和规范。

（二）多元对话：切实创新意识形态传播

新模式

“科学正确的价值理念，只有通过有效的

传播被人民群众普遍理解、掌握和认同，才能

转化为社会群体的共识，为人们所自觉遵守和

奉行。”［7］“严肃刻板、权威庄重、自上而下”，

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所推崇的话语体系。在新

媒体时代下，“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主

播”，大学生的自主话语权意识比较强。为此，

在坚持意识形态“一元性”的基础上，高校既

要转变旧思维，又要运用新方法，变训话为对

话，变带动为互动，用更加先进的理念和更加

开放的心态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改变传统的“一

元独白”宣传教育模式，构建“多元对话”意

识形态传播新模式。工科类高职院校可以充分

利用微信群、朋友圈等沟通形式，借鉴和使用

流行网络语言，将生冷、枯燥的工科专业知识

融入意识形态教育，以“互动嵌入”方式进行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和共鸣，

以生活化的姿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升

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

（三）价值转向：着力打造“课程思政”

教育矩阵

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转向，是

教育价值的理性回归与重塑。“课程思政”是

与“思政课程”紧密相连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

思政课程就是俗称的“两课”教学，主要涵盖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等课程。其中，本科院校开设全部 5 门课

程，高职院校则指定开设 3 门课程。课程思政

是指除“两课”教学以外的课程都有思想政治

教育的功能，包括通识课、专业课等。任何学

术研究都必然蕴含着价值立场、道德关怀和政

治诉求，这为“课程思政”建设带来了丰盈的

思想政治资源。“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

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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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效应”，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对“课程思政”作出重要指示

和总体要求，作为问题更加凸显的工科类高职

院校应整合资源、创新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

与两课教学、专业教育、后勤服务、社团活动

等融为一体，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人才

培养全过程。空洞的思政课上出“新样态”，

通识课、专业课上出“德育味”，实现专业知

识传授、工匠人才培养和核心价值引领的有机

统一，努力建立和完善校园内部意识形态教育

矩阵。

（四）舆情引导：牢牢掌握网络空间话语

权

“‘网络空间’作为具有鲜明主权特征的

虚拟化‘第五空间’，亦已成为国家意识形

态交锋的主战场，而话语权的争夺是核心内

容。”[8] 可见，互联网日渐成为意识形态争夺

的主战场，成为影响高校师生成长成才的重要

知识环境和思想舆论环境。各个学校要抢占网

络的制高点，大力倡导和遵守大学生文明上网

公约，合理利用网络资源，在校园网络传播中

保证先进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工科类高职院

校要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推进新媒体新技

术的开发和应用，理直气壮地加强主流意识形

态的高势位引领，构建一支政治坚定、素质优

良、结构合理的网络舆情工作队伍，适时对海

量信息进行证实与证伪。在大力推进智慧校园、

校园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建设的同时，学校要

加强相关职能部门、教学单位对网络信息的核

验与监控，重视网络话语权的规划与治理，聚

集青春正能量，抢占网络传播阵地的制高点，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坚持巩固和壮大网络主流思想意识形态，支持

有关部门敢于发声、主动发声、正确发声，要

“把握好网络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

清朗起来。”[9] 

（五）体制基础：迅速成立高职马克思主

义学院

党中央一直重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和宣传工作，明确要求必须不断巩固马克思主

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在不

同阶段，根据不同形势和要求，连续下发了系

列重要文件，反复强调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与

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在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一

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计划。从社科部、思政部

到马克思主义学院，不是简单的更名，而是赋

予了更丰富的内涵、更大的职责、更广泛的任

务、更崇高的使命。在高职院校成立马克思主

义学院，有利于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作用，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有利于深入推进相关学科建设与研

究，有利于统筹全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马克

思主义学院要发挥主阵地和桥头堡作用，深入

研究和回答新时代下高职意识形态教育的现实

问题，充分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教

育功能，统领全校“大思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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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阈下辅导员在思政教育中的工作创新研究

[ 摘要 ]“互联网 + 思政工作”格局中，网络信息对大学生的思想和价值理念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辅导员面临着新任务和新挑战。在工作上存在“用户黏性”不强、舆论引导方面话语权

减弱、工作理念和思路上有待革新等问题。辅导员要不断总结新时代思政教育的原则和发展规律，

站在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勇于创新，克服本领恐慌，坚定文化自信，将中华传统文化、先进文

化融入日常思政教育中，充分应用新媒体技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才能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

[ 关键词 ] 文化自信  辅导员  思政教育  工作创新

[ 作者简介 ] 陈明明（1980-），女，吉林长春人，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副教授，

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江苏淮安 223005）

陈明明

高校思政教育新常态下，辅导员的工作理

念、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等都需要进行创新。

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

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增强

时代感和吸引力，积极探索思政教育工作的新

模式。

一、新时代辅导员在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

凸显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目前辅导员在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

凸显的问题

1．工作的“用户黏性”不强

大学生过度依赖互联网获取信息，明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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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能力降低，一些不健康的思想，甚至经过过

度包装的错误思想在校园内散播，影响了学生

的价值观念。在校园中师生沟通、交流受到忽

视，加大了辅导员思想教育工作的难度，开展

的理想信念教育与大学生的自我发展结合不紧

密。一些学生毕业后适应社会环境较差、过渡

期较长，在他们所处的特定工作和生活环境中

带有各种疑惑，个别在人际交往中有社交障碍，

与社会主流文化和理念脱节较为严重，受挫感

较强。

2．舆论引导方面话语权减弱

网络文化传播过程中，大学生交际语言偏

爱于网络流行用语，对传统文化认识和理解逐

渐淡化，知行脱节，难以与传统文化产生情感

上的共鸣共振。由于日常教育中传统文化融入

不足，大学生缺少中华文化的底气和内涵。辅

导员对于大学生经常使用的网络用语和网络心

理理解不深，线上引导教育与大学生关注的重

点不一致，开展的工作与学生的思想变化和心

理诉求结合不紧密。

3．工作理念和思路上有待革新

互联网 + 时代，大学生获取了丰富的学习

资源，且通过网络媒介不断追求个性、自由、

平等、民主。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再具

有权威，掌握的网络信息不够全面，在新时代

与学生交流渠道不够畅通。由于与学生沟通不

畅，工作常常处于滞后状态。由于对文化教育

资源的挖掘不够深入和充分，文化资源的思想

政治教育价值没有得到更好的利用。

（二）问题的原因分析

1. 日常工作内容缺少时代文化内涵和理想

引领

由于因循守旧，对学生缺少吸引力，致使

一些主题教育不能深入人心，效果不佳。在学

生较为喜欢的自媒体领域，辅导员的网络技术

和应用方式跟不上，没有很好地适应新媒体工

作环境，不能了解学生对新媒体的依赖心理。

由于辅导员不善于利用媒体平台，通过文字、

图片、音频与视频传播正能量的信息，很难将

正确思想政治观点融入到学生感兴趣的事件

中，在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方面仍需调整思路、

大胆作为。

2. 传统文化素养不足和大学生的需求相矛

盾

特别是网络传播的价值观和不良风气，和

校园里的文化熏陶、习惯养成相矛盾，导致传

统文化融入不足，校园文化缺乏活力，极大地

影响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辅导员在对学生的

舆情监督引导中，仍缺乏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必

备的技术优势，对利用网络宣传正确思想和价

值观念上缺乏新举措。辅导员在日常教育中，

大多还处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肤浅植

入的状态，需要进一步澄清模糊认识。面对网

络和生活中各种观点交锋的时候，不敢发声、

不敢亮剑，引导学生对网络信息进行筛选、甄

别还不到位。

3. 思想教育中输出的内容和形式较为枯燥

辅导员对新时代的角色认识不深，缺少开

拓精神与内在活力，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对

新时代网络思政教育的原则和发展规律探索不

够，对党、团干部和学生会队伍的培养和引领

不够，缺乏一定的影响力。在工作中，与学生

之间缺少信任和理解，没有对目前的师生关系

做出更好的调整，对社会转型中的多元文化的

理解偏差逐渐拉大，对学生的服务转为被动，

没有聚焦到学生的关注点和兴奋点，思想教育

效果不理想，脱离了文化自信的实践要求。

 二、以文化自信为引领辅导员工作创新

的思考

（一）提升自身的思想及文化素养，重视

意识形态引导

1．在思想教育中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

辅导员要担起引领学生正确人生航向和政

治选择的重要责任，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懂、

真信，引领青年学生提升思想理论自觉、自信。

既能对学生深入浅出地结合实际进行解读和阐

述，避免由于自身底气不足而出现的低效性表

达，又能给予学生搭建放飞青春梦想的平台和

机会。结合实现中国梦的实践，要引导大学生

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不断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科学体系中坚定理想信念。

2．在日常教育中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精神定力

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引领的前

提下，帮助大学生明晰新时代的责任与使命，

尊重和正视思想文化的价值多元化，以开放包

容的心态求同存异，吸收外来思想文化精髓，

而不是一味否认或忽视民族文化。辅导员在传

播和传承思想文化时，要帮助学生理顺好马克

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多元思想文化的关系，要注

意能够结合具有推动作用的科学的、民族的、

大众的思想文化，营造具有时代气息的校园文

化氛围，拉近与青年学生的思想距离，厚植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底气。

（二）融入传统文化、先进文化到教育工

作中，减少师生的疏离感

1．将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日常教育中

在认识上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

心和自豪感，在内容上把传统美德贯穿于道德

培养的始终。通过课堂教学、主题教育、社会

实践等多渠道、多形式来引导大学生学习和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如开设中国画、传统武术、

古典乐等公共课程，举办《论语》《诗经》经

典诵读，增强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

节日主题教育的仪式感。在教育和活动的实施

过程中，宣传形式和展现角度上要注入时代的

活力，不生硬、不俗套，既渲染出传统文化的

魅力，又符合现在的时代特征，对学生进行高

尚情操和家国情怀的熏陶，加深学生意识中对

“中国风”的价值认同；注重“育人”与“育

心”的有机结合，凝炼特色校园文化，摒弃活

动过于形式化和娱乐化的做法，为大学生提供

精神营养和自信源泉。辅导员要在网络创新思

维下引领大学生理想信仰，使其自觉地成为中

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弘扬者。

2．将先进文化融入网络思政教育中

在内容上增强生活性和趣味性，在形式上

突出生活性和灵活性。找准新时代大学生思政

教育的难点、痛点问题，带领学生从社会实践

中接受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和

洗礼，在史料搜集和纪实性纪录片中自觉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和时代精神激励。要进一步加强

五四青年节、纪念抗战胜利等重要节日的教育，

充分利用红色旅游资源、物质文化资源和地方

特色资源优势，贴近大学生的生活，提升思想

教育的实效性。在新媒体时代，辅导员要充分

借助微信、微博、个人公众号等学生学习生活

中使用频繁的交流平台，培植网络文化素养，

创新教育形式，因时而进，紧扣时代思想主旋

律，回应学生成长中对文化滋养的需要。

（三）紧握新时代辅导员思政工作的话语

的主动权，构建大学生期待的思政教育模式

1．辅导员的工作阵地要不断在新媒体、

自媒体领域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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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索成效显著的新方法，汇聚信息、技

术、团队三位一体的网络学工队伍合力，构建

多方联动、特色鲜明的网络育人全媒体矩阵建

设为目标，使辅导员工作从个人的创新独奏转

变成集体的奋进合唱。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紧扣党的网络思政理论敢于发声，能够快

速理解大学生的网络习惯用语和需求，掌握工

作的主动权，涵养网络文化生态。在网络宣传

教育中，对发布的内容进行甄别和筛选，做好

绿色校园的“把关人”。发挥新媒体协会等社

团组织的影响力，着力引导学生在文化传承创

新中增强文化自信，构建包容的校园文化，逐

步探索以思想道德文化为龙头、知识文化为基

础、审美文化为追求的文化育人格局。重点培

养社团组织内精英发挥青年学生的智慧和主观

能动性，以文化视角对学生思想进行有温度的

“触摸”。 建立权威的网络引导机制，对由

于缺乏文化自信支撑而出现信仰困惑、价值观

迷茫的学生及时给予引导，实现线上线下思想

教育的高度融合。

2．辅导员的工作方式要升级换代

发挥好学校官方微信平台的作用，打造品

牌栏目，改善当前存在的“一校多号、声音嘈杂”

现象，满足大学生身心发展要求，增强学生的

方向感。围绕如何达到习总书记 “加快媒体

融合发展，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的要求，管

理好微信公众号，实现学生全覆盖、线上线下

高度融合的网络思政育人模式。要坚持正确的

政治导向，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将思想引领入

心，多管齐下、因势利导地创新教育方法，不

断加强新媒体文化矩阵建设。在获取学生“微

心声”的前提下，开展好辅导员“微课堂”建设，

设计科学的教学内容，引入丰富的文化资源和

文明成果来营造良性互动的网络课堂氛围，在

增强大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同时提升自身的教育

水平和个人魅力。

三、总结

总之，新时代辅导员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为指引，坚持立德树人、文化育人。围

绕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政教育中凸显的问题，辅

导员既要积极思考，增强工作水平和职业素养，

又要勇于担当和创新，尝试、总结出富有成效

的做法和经验。在工作中注重将传统文化、先

进文化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协同多种文化教育

资源，探索出实效显著、凝聚智慧的工作方法，

积极应对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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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C 支持的高职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 摘要 ]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现代信息技术与高职英语教学的深度融合是当前英语学科教学改

革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文章以高职院校英语混合式教学为研究切入点，以建构主义和自主学

习理论为指导，以高职英语 SPOC 课程为例，整合课上英语课堂面授教学、课堂线上自主学习

和课下线上自主合作学习，设计并实施了基于 SPOC 的高职英语“3+1+N”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旨在解决传统高职英语教学中存在的瓶颈问题，为高职英语教学模式的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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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丽萍

随着我国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强，社会发

展对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

尤其是英语基础知识扎实、既有良好的英语沟

通交流能力又懂专业知识的英语人才更是炙手

可热。为此，《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

本要求》中指出“‘以实用为主，以应用为目的’

的教学思想，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

的语言应用能力” ，这一具有高职高专教育

特色并充分体现了大学外语改革方向的崭新的

教学理念，得到教育部有关领导、各省市教育

主管部门和广大高职师生的充分肯定。[1] 由于

“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英语教学模式在教

学的时效性、教学设计的科学性、内容的丰富

性、组织形式的灵活性、教学方法手段的多样

性、评价反馈的及时性、学生学习有效性等方

面存在诸多问题，不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和学

生英语应用能力水平的提高，如何有效解决以

上存在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一、SPOC 对教学模式的影响

教 育 信 息 化 理 念 的 提 出， 特 别 是 SPOC

的出现为高职英语教学改革指明了新方向。

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小 规 模 限

制性在线课程）这个概念是由 UC Berkeley 的

Armando Fox 最早提出和使用的，也被称为“后

MOOC 时代”, 它相对于 MOOC 更加适合本地

化教学。SPOC = Classroom + MOOC，是指融

合了实体课堂与在线教育的混合教学模式，是

针对慕课的某些不足而创建出的新模式，或者

说是受慕课的启发而派生出来的一种新类，它

是对慕课后续发展的继承、完善和不断超越。

SPOC 的优势体现在重新定义了教师的作用，

将优质丰富的慕课资源与传统的课堂教学优势

深度融合，创新了教学模式，形成一种混合式

教学模式，对教学流程实现重构和创新；更加

强调学生完整、深入的学习体验，有利于提高

课程的完成率，其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教师

为主导的教学理念，打破了传统英语教学以教

师为中心的模式。文章以建构主义、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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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为指导，以高职英语 SPOC 课程为例，从

课上课堂面授教学 + 课堂在线学习 + 课下学

生在线自主合作学习的角度出发，探索高职英

语课程借力 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可行性以

及如何设计一种新的、符合高职学生英语教学

规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高职英语线上 +

线下、课上 + 课下教学的深度融合，为解决当

前高职英语教学面临的难题提供一种行之有效

的途径。

二、基于 SPOC 的高职英语混合式教学

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一）理论依据

建构主义教学论认为学生是学习主体，教

师是必要的引导者。学生知识的获取是一个动

态过程，是学习者在一定的学习情境下通过人

与人之间的协作、交流活动来实现意义的建构，

强调学习主体通过学习活动对知识进行建构和

同化。[2]

在此基础上，Holec 将自主学习理念引入

英语教学，提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后天在

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培养出来的，具体表现在：

明确学习目标、了解学习内容、选取方法技巧、

监管学习过程和评估学习效果。以上研究均突

显学习者为学习主体，强调学习过程中的自我

选择、自我监管、自我评价、自我反思与合作

的能力。[3]

（二）SPOC 课程资源对英语教学的支撑

SPOC 课程由微视频、即时练习、互动讨

论和学习测验等要素构成，与课程的教学对象、

课程目标、难度和学生已有知识积累相匹配，

构建了实体课堂与在线教育相结合的混合式教

学环境，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的局限性。[4] 超

星在线平台为实施 SPOC 课程提供了坚实的技

术支持。该课程平台以建构主义、人本主义等

多种学习论为指导，集教学、管理、展示与评

价于一体，操作简单、交互性好。同时，超星

学习通是该教学平台同步的移动手机 APP，为

学生提供移动学习方式，真正实现学生跨时空

的线上线下学习。笔者所在学校一直大力推行

基于网络 + 的教学模式改革，多年来依托超

星课程平台稳步推进英语教学改革和在线课程

建设，其中省级在线开放课 1 门、院级在线课

程 2 门，教师原创基于知识点的自主学习视频

135 个、配套学习的文本和 PPT 课件若干、题

库有试题 1000 余道、在线测试作业 360 个、

测试试卷 50 套，这为开展高职英语混合式教

学准备了丰富的 SPOC 课程教学资源。

本文在充分利用超星平台中 SPOC 功能和

资源，在不断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契合建

构主义的高职英语“3+1+N”混合式教学模式，

确立学生学习主体和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的

地位，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英语教学，

为学生线上线下英语学习拓宽渠道，并使之融

合发展。

三、基于 SPOC 的高职英语混合式教学

模式下的教学设计

高职英语课程是面向一年级非英语专业学

生开设的公共基础课，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

很强的公共必修课，以培养学生英语基础语言

能力和英语实践应用技能为主要任务。

（一）课程教学目标

课程注重英语基础知识积累的同时，注重

学生英语实际听说读写译综合应用交际能力的

培养。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掌握基本的英语

技能并能借助词典阅读和翻译有关英语业务资

料，在涉外交际的日常活动和业务活动中进行

简单的口头和书面交流，并为今后进一步提高

英语的交际能力打下基础。[1]

（二）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立足于高职学生的英语语言应用能

力、交际能力的培养，以语言知识 + 技能操

练为教学核心，根据英语学科特点及学生需

求，选取日常学生喜闻乐见的生活主题，形

成 5 个主题单元项目，共 25 个子知识点模

块。5 个主题单元项目包括 People（与人交

往）、Shopping（ 购 物）、Entertainment（ 娱

乐）、Hobby（爱好）及 Health（健康），其

中每个主题项目包括 Overview（主题介绍）、

Reading（阅读分析）、Grammar（语法学习）、

Writing（应用文书写）及 Test（单元测试）

5 个子知识点模块。在 Reading（阅读分析）

模块将知识点细化为文章相关的 Text analysis

（文章解析）、Language points（语言知识点

学习）、Difficult sentences（长难句分析）、

Culture learning（文化学习）等方面，侧重学

生英语基础知识的学习和使用。

（三）教学过程设计

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团队协作学习能力，

突显“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高职英语课

程探索基于 SPOC 的“3+1+N”混合式教学模式，

如图所示。    

“3”是每周 3 课时的课堂面授，这一阶

段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教师指导的作用，

就单元所学知识点开展观点陈述、小组讨论、

成果展示、教师讲析、反馈评价等活动，注重

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协作交流学习能力，教

师有针对性的解析能够突破学习的重难点，侧

重学生语言知识从输入到输出能力的培养。“1”

是每周 1 课时的课堂自主学习，主要采用线上

学习方式，学生自主探究、交流讨论，教师

协助指导。这一环节中，学生通过 SPOC 课程

平台及手机学习通进行线上视频学习、在线测

试、在线讨论、作品上传等学习，教师则根据

学生线上测试、交流讨论情况予以指导，答疑

解惑和管理学生学习行为。“N”指课下学生

进行线上自主协作学习，每周不少于 2 课时。

学生根据自身学习需要，登录 SPOC 课程平台

及其他学生网站，如作文批改网、新东方在线

学习网等就所学内容进行自主探究和协作交流

学习；同时，学生可在课程平台上发布疑难问

题与教师、学生进行讨论，完成单元测试、上

传课后作业等学习任务，这大大拓宽学生英语

学习的渠道，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和合作学习的能力。教师根据学生在线测试

及作业完成情况，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监督

指导、给予及时的反馈和评价，促进学生有效

学习。多样化的课堂实践任务、多维化的师生

互动交流，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有效教学环境，

引导学生完成英语语言知识从认知、理解到应

用的全过程。

（四）考核评价

该课程注重考核评价多元化，采取过程性

评价 + 终结性评价、线上考核 + 线下考核相结

合的方式，[3] 所占比例为 7:3。线上成绩由单

元测验、单元作业、课堂讨论、互动成绩和考图 1 高职英语“3+1+N”混合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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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得分按比例累加而成，互动成绩包括学生线

上学习时长、发帖、课后回帖、生生间交流、

师生间交流等方面。具体比重如下：单元测验

10%、单元作业 15%、课堂讨论 15%、互动成

绩 30%、考试成绩 30%。线下成绩包括课堂

讨论、小组任务、个人提问、作品汇报、作业

等。除了期末纸质版试卷外，学生还有口语测

试，全面考查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四、高职英语“3+1+N”混合式教学模式

实施

高职英语课程自 2018 年春季学期实施了

基于 SPOC 的“3+1+N”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该课程针对大一学生开设一学期，每个教学周

期为 16 周，每周 4 课时，4 学分。现阶段已

有 286 名学生完成混合式模式下的高职英语学

习。文章以“Shopping（购物）”单元主题为例，

探讨完整单元的教学流程设计与实施。

在“1”课时课堂线上学习模块中，学生

在教师引导下登录课程网站完成 5 到 8 个微课

视频学习、在线测试、发布讨论、上传学习作

品等任务，了解购物主题单元学习任务，掌握

常用购物词汇、句型、网购与实体购的优缺点，

学习比较式作文书写规则等，使学生掌握听、

写等技巧，培养良好的语言学习习惯。如表 1

所示：

课堂面授是规划学生学习行为、进行语言

操练、检查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环节。“3”

课时的课堂面授模块中，教师精心设计课堂实

践任务，通过观点陈述、小组讨论、PPT 呈现、

角色扮演、作品评析、互动评价等活动，实现

课堂面授与课下自主学习的有机融合。课堂上，

教师根据学生课程平台中的学习任务及测试的

完成情况，针对学生出错率较高的问题组织学

生研讨，各抒己见；然后选出观点不同的几个

1. 掌握商家如何

吸引顾客购物，

阅读文章，掌握

常用词汇、句型：

① 听音频：How 

to make you buy?

② 看微课视频：

背景知识、文章

分析、文化介绍

等

③ 学习 PPT 课件：

知识点解析、长

难句分析、练习

测试，完成学习

笔记

④ 完成在线测试

2．掌握比较式作

文的书写规则及

技巧

① 看微课视频：

网购与实体购优

缺点对比分析

②学习 PPT 课件：

掌握比较式作文

写作规范、结构

及技巧

③ 上传作文作品

文本资料

微课视频

MP3 音频

PPT 课件

拓展学习网

络资源

微课视频

PPT 课件

文本资料

阅读文本

听课文内容

微课视频学

习

交流讨论

学习笔记

微课视频学

习

交流讨论

上传作品

SPOC 课

程平台

学习通

线上自

学教师

导学

教学目标与内容    学习资源           学习活动     学习支持

表 1  “1”课时课堂在线单元教学流程

学生代表进行观点陈述，针对学生的难点问题，

教师给予辅助讲析，最后进行评价总计。课堂

面授使教师能够把握学生动向，及时答疑解惑。

如表 2 所示：

课外自主探究、协作交流学习是课上在线

自主学习和课堂面授学习的拓展和延伸。学生

课外的自主探究交流协作学习能力在“N”模

块中得到提升，同时实现了对新知的梳理和内

3. 课堂线上学习成

果巩固：

①分组作品汇报 

② 教师提问 ③小

组互评

4. 学生听、说、读、

书写等能力培养：

① 听、读文章内

容，书写文章梗概

② 模拟购物场景，

小组对话短剧表演

③ 对比式英文作

文书写及作品评析

5．培养学生文化

意识，结合单元内

容，学习网络流行

购物语及国外流行

购物日：

① 就“hot 

internet shopping 

words”“shopping 

days”开展研讨 ,

如中国的双十一

等；

② 师生互动交流、

学生研讨结果课堂

展示

6. 巩固学生所学新

知，加强语言综合

能力培养，进行主

题自主探究、协作

交流训练，完成线

上作业

7. 进一步提升学生

的语言应用能力，

注重交际性、职业

性：

① 书写英文作文：

Online shopping or 

shopping mall?

② 拍摄购物情景

短剧视频进行角色

扮演

文本

在线题库

微课视频

PPT 课件

线上资源

微课视频

教材

PPT 课件

文本

MP3 音频

视频

文本

作文批改网

文本

视频

学习笔记

成果展示

小组表演

线上交流

师生互评

探究性学习

成果展示

答疑讨论

在线测试

交流讨论

学生互评

课程作业

短剧表演

学生互评

教师点评

线下课

堂面授
课外线

上自

主、协

作学习

教学目标与内容    学习资源           学习活动     学习支持

教学目标与内容    学习资源           学习活动     学习支持

化。通过 SPOC 平台和手机学习通，师生、生

生间可在讨论区就单元所学知识发表讨论，相

互交流学习成果；同时，学生通过课程平台一

方面进行听力、单选、填空、阅读理解、翻译、

写作等多样化的在线练习测试，巩固新知，另

一方面，通过作业区上传与主题内容相关实践

操练作品，如短剧、PPT 文本、配音作品等，

然后进行学生间互评；教师则通过平台的试题

库和作业库为学生组合试卷和作业，进行在线

测验以检验学习成效；同时，管理学生学习行

为，给予必要指导，及时反馈和评价学生的学

习情况。客观题由平台测试系统自动打分，主

观题由教师批阅。如表 3 所示：

表 3：“N”课外在线单元教学流程

五、“3+1+N”高职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

教学效果调查分析

学期初，笔者针对高职英语课程采用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在学生中开展调查，95.12% 的

学生表明了解并能够接受新模式。学期结束，

课题组对高职英语混合教学模式的学习情况进

行问卷和访谈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96 份，访

谈 20 名学生。

（一）普遍认同借助 SPOC 平台开展混合

式教学对英语学习的促进作用

表 2  “3”课时课堂面授单元教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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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被调查学生乐于

运用 SPOC 平台进行线上线下的英语学习，学

生在学习态度、学习方式方面都有积极地改变，

学习效率有明显提升。针对线上学习内容，学

生更倾向通过教学视频及网络资源进行学习并

完成线上作业；对于线下学习，学生认为教材

等文本资料内容的学习必不可少。这样的调查

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能够很好的理解并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此外，学生

能够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即要想有效运用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必须提高自身

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同时比较看重学习过

程中的过程性评价以及学习效果的及时反馈和

评价，并希望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中课程平台

上的教学视频等内容继续更新和改进。

（二）学生利用课程平台进行混合式学习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混合式教学模式虽成效明显，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抽样调查中，6.25% 的学生对这种新

型教学模式不感兴趣、13.54% 的学生学习态

度比以前更加懒散了、9.38% 的学生认为当前

的学习模式没有改变他们的学习方式；同时，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对主动关注和参与课堂

讨论活动的力度不够、自主学习其他网络资源

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有些学生顾此失彼，参加

线上学习却忽视线下教材等文本资料的学习等

问题。

六、结语

基于 SPOC 的高职英语“3+1+N”混合式

教学模式表现出资源数字化、任务多样化、形

式灵活化、内容丰富化、互动交流立体化等特

点，与传统英语课堂相比，在教学设计、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手段、教学流程、考核评价等

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有效促进教师、学

生及教学资源三者的有机融合。课题研究表明：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能够引导学

生进行自主探究、协作交流学习，增强语言输

入与输出的有效性，促进学生知识的内化，不

断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综合能力和应用能力。

高职英语混合式教学给学生带来新的学习体验

和感受的同时，也给教师带来更多挑战，如

SPOC 平台的设计开发、教学内容的梳理整合、

教学资源的检索、教学软件的熟练运用、教学

活动的组织安排等，都对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水

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高职英语混合式教

学不等于 SPOC 等信息技术与英语学科教学形

式上的相加，而是将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深度

融合，应用于教学的方方面面。由此，高职英

语教师必须遵循学科教学规律，善于在实践中

探索、总结经验，才能真正发挥 SPOC 支持下

混合式教学模式对英语教学效果的提升作用，

促进高职英语教学的个性化、实用化发展。

 

[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 高职高专教育英

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的通知 [EB/OL].

《互联网文档资源（http://www.worlduc.c）》- 

2016.

[2] 顾国松 .SPOC+FCM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构建与实证 [J]. 嘉兴学院学报，2018（2）：

132-138.

[3] 潘丽萍 . 基于在线开放课程平台的高职

英语 O2O 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J]. 宁波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31-35.

[4] 梁丁强 , 于建华 .“1+2+X”校本特色

的 ESP 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究——以扬州大学

“新闻英语”SPOC 课程为例 [J]. 现代教育技术，

2018（8）：66-71.

[5] 王守仁 . 转变观念 深化改革 促进大

学外语教学新发展 [J]. 中国大学教学，2017

（2）:57-63.

[6] 吕婷婷 , 王娜 . 基于 SPOC+ 数字化教

学资源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J]. 中国

电化教育，2016（5）：85-90.

[7] 韩锡斌 .MOOC 平台与典型网络教学平

台的比较研究 [J]. 中国电化教育，2014（1）：

61-68.

[8] 文秋芳 . 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4）：53-57.

                                      （审稿人：杨猛 )

( 上接第 38 页 )

信息时代高校基建档案管理模式的创新

[ 摘要 ] 高校基建档案存在历时较久，档案保存不全、工作人员意识淡薄，档案收集不全、

人力有限，档案管理混乱等问题。信息化技术应用为各行各业工作带来便捷，如果信息化技术

也应用在高校基建档案管理工作中，通过树立基建档案管理正确理念、建立管理正规体制、建

立档案保存管理的信息化模式和信息安全保护系统、加强人员管理培训等手段，则可实现传统

基建档案管理的变革和创新，带来效率的提升。 

[ 关键词 ] 信息时代  高校基建档案管理  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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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杏春

高校基建档案承载着学校的历史和文化，

承载着重要的经验内容，对高校的发展进步具

有非常重要的参考、学习价值。从学校建校开

始历经数次改造、扩建，位置的迁移变动都以

档案形式保留下来，在后期进行的持续改造发

展中，档案的价值可以充分体现，对于旧建筑

改造的检验，对新建筑建设的借鉴都起着相当

大的作用。

鉴于基建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对基建档案

的保存和管理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在过去年

( 下转第 3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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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基建档案保存工作中，相关工作人员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努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工作

还存在很多问题，现在要利用信息化发展的机

会进行工作的创新，提高工作的效率，达到让

大家满意的成果。

一、高校基建档案管理传统上存在的问题

（一）历时较久，档案保存不全

许多高校创立时间较久，比如一些知名高

校创立于上个世纪初，当时物质匮乏、科技落

后并且经历战乱，导致很多纸质档案都出现遗

失或损毁，并且人员流动较频繁，对工作职责

不够明确，导致珍贵资料丢失。

（二）意识淡薄，档案收集不全

因为在传统的档案管理工作中，主要进行

纸质资料的收集和管理，学校基建过程中人员

复杂、资料繁多、数量极大，导致档案管理工

作不好开展。所以有关人员在工作中档案收集

不够全面，按照个人思想和主观臆断进行工作。

要么顾前不顾后，要么只管图纸、不管文字，

还有普遍比较重视主要资料的收集，为了减少

工作量对非主要工程资料收集不重视。

（三）人力有限，档案管理混乱

高校的基建档案管理人员一般都是兼职人

员，且数量特别少。这样的人员往往将精力放

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而忽视了基建档案管

理。一项新建的工程，它的建设周期较长，资

料经历的时间长，涉及的范围广，数量多且杂

乱，都是依靠纸质形式进行收集保管处理，不

能有效进行资料的整理和分类。且项目建设过

程中涉及的专业较多，基建档案管理人员没有

专业背景，对档案形成的过程更是不了解，不

能按照档案管理要求进行存档，所形成的档案

材料也就没有秩序，保管全凭想象，管理过于

混乱。

二、管理创新，实现基建档案的信息化

模式

（一）树立高校基建档案管理正确理念

在传统习惯和传统思想上，大家对学校

基建档案管理工作不重视、不认真，经常导

致档案管理上出现问题和漏洞：档案损坏、

档案外借不还导致丢失，从而使得档案不全，

档案管理秩序混乱。在新时代新要求下，高

校要加强宣传，加大教育力度，投入应有资金，

让大家充分认识到基建档案的重要价值，让

大家充分认识到基建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宣扬专人负责、专人管理、负责到底的理念。

要重视高校基建档案管理工作，树立正确的

管理理念，要改变思维，利用现代化科技进

行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的管理。相关工

作人员要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明确职

责，树立负责的意识观念，做好基建档案管

理工作。

（二）建立基建档案管理正规体制

为了进行正规管理、有效管理，增强管

理的程序规范，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立足实

际的档案管理制度。在进行档案管理时，保

证有据可循、有法可依。制度要明确管理人

的职责，保障档案管理的方法和程序，档案

管理入档的参考标准，保证档案管理每个环

节都要清晰明了。在出现问题时，可以快速

进行查找、分析，找出问题原因所在，找到

相关责任人。

（三）建立档案保存管理的信息化模式

数据信息相比纸质内容而言更加节省空

间、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此要推动基建

档案向数据化过渡。要提升档案保存的硬件

和软件设施，促进档案数据化、信息化。数据

化的档案存储在计算机里，保存更加完善，传

输更加快捷，且不易丢失而且可以备份。当需

要使用时，查阅更加方便。但是在对纸质文件

内容进行信息化转录的时候，必须保证信息的

准确性、真实性。建立大数据库，对文件进行

大数据处理，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分类归档和

保留。对于原有的纸质档案原件也要注意保护，

防止损坏，建立档案库，封存收藏。

（四）建立信息安全保护系统

高校基建的电子档案以数据化形式进行存

储，方便快捷，相比传统档案管理模式来说，

信息化手段肯定更加便捷、高效、安全，拥有

不可置疑的优越性。但是，在信息化手段高度

发达的今天，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档案管理的

工作仍然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数据化信息档案

是一体的，一存俱存、一损俱损，所有数据绑

在一起，若遭遇危险将是毁灭性的。所以，必

须建立信息安全保护系统，防范档案信息的毁

坏，防止恶意毁坏或者档案泄露。可建立多份

档案，设置加密程序，以防万一。

（五）加强人员管理培训

人是所有工作进行的基础，在信息化时代

进行档案管理工作，必须加强信息化档案管理

人才的培养。进行基建档案管理的相关人员必

须有正确的思想觉悟，除此以外，还应该具备

完成高校基建档案管理工作的所有必备能力。

要对档案管理专业、基建专业、信息化技术都

有一定的认识，须将三者有效融合起来，落实

到工作实践中，保证高校基建档案管理工作的

有效开展。这对我们高校基建管理人员来讲也

是一项挑战，高校应该认识到档案管理的重要

性，对相应的专业人员应当给与适当的培训与

管理，而不是听之任之。

三、结束语

开展高校基建档案管理工作，进行高校基

建档案管理工作的创新需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认

识，依靠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充分发挥个人的创

造能力，结合实践需要开展工作。要善于利用

科学发展新手段开展工作，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以应用为导向进行思想创新、模式创新。保证

工作开展是顺应时代、高校发展的，是顺应人

类需求的。信息时代高校基建档案管理工作的

有效开展依赖于信息化高度发展，依赖于处在

信息化时代的我们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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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背景下基于岗位需求的会计专业教学改革

[ 摘要 ]“互联网 +”背景下，会计人才需求上越来越注重实践和信息处理能力，会计专业

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目前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教学存在的培养目标缺乏创新、课程设置理论大于

实践、教师教学重核算轻管理、教学设施落后等问题，结合新时代岗位需求，在大数据、云平

台支撑下，会计专业教学通过准确定位人才培养模式、增设互联网和计算机类课程、合理安排

教学内容坚持与时俱进，提高实训投入及维护等路径实现专业教学的改革。

[ 关键词 ] 教学改革  岗位需求  互联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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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 +”环境对企业会计工作的

影响

（一）信息传播、处理方式改变

会计工作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手

工账阶段——电算化阶段——信息化阶段。在

手工账阶段，会计信息主要以纸质形式传播，

财务人员处理会计信息大都以手工记录为主；

在电算化阶段，会计信息主要以电子文件等形

式传播，财务人员信息处理大都以财务软件为

主；但是到了信息化阶段，会计信息开始以大

数据、云的形式传播，财务人员处理会计信息

呈现集中化、快速化的特点。信息传播、处理

方式的改变，主要源于互联网的发展，使会计

工作逐渐减少人工干预，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也节省很多成本。

（二）会计职能发生改变

会计的基本职能是核算与监督，无论是手

工账阶段还是电算化阶段，财务工作主要集中

在核算上，但是在“互联网 +”大背景下，核

算职能逐渐被弱化，监督和管理职能逐渐凸显。

核算结果已不能满足使用者的需要，会计工作

的重点更多的体现在经济业务识别、财务分析

与经营决策上。

（三）岗位需求发生变化

通过随机对 300 名会计专业毕业生的问卷

调查显示，如图 1 所示：65% 的企业招收会计

专业人才学历要求为专科，说明目前高职院校

的会计专业毕业生基本能够满足企业的基本要

求；既会计证取消之后 99% 的企业会要求有

技能证书，但是 90% 的企业也表示可以接受

实践能力很强但还没有取得初级证书的学生，

这些实践能力包括会计核算能力、财务管理能

力和信息维护能力，说明企业不仅看重证书，

更看重学生的动手能力；89% 的企业表示需

要学生熟练操作计算机办公软件及财务软件，

包括对财务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以及对财务软件

的维护和开发，说明计算机能力已成为一个重

要参考指标；64% 的被调查企业比较看中学

生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同时，93% 的企

业认为当前毕业生最大的缺点是实践能力和计

算机水平不足，进一步指明了会计专业教学新

的培养方向。

培养目标更新较慢，教学理念缺乏互联网思维，

这是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

“互联网 +”大背景下，大部分高职院校存在

闭门造车现象，缺乏对企业的调研，制订符合

时代需求的培养目标。

梁君屏（2016）认为，会计专业课程过度

重视理论讲授，没有结合企业实际工作岗位需

求。[4] 陆春芬（2017）认为，由于培养目标比

较传统，教学理念相对落后，因此，课程设置

上必然也存在一些偏颇。[3] 对于课程设置不合

理可以归纳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理论课占比

较大，实践课只占少部分，教学过程忽视对实

践的开展，或者即使有实践，也跟不上时代需

求，缺乏创新，这与企业需求实践操作能力强

的需求相违背。二是，缺乏互联网及计算机教

学内容，无法更好地培养学生适应互联网环境

下的会计工作。

（二）教师教学上，重核算轻管理

汪国才（2018）在其文章中指出，教师教

学能力是教学质量保证的核心保障之一，学校

应加强教师培训，调整授课方式以实现对新型

会计人才的培养。[5] 教学内容上，目前大多数

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有会计基础、

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经济法等，没有涉及管

理类课程，财务管理和管理会计只是作为拓展

课程，所以教师在教学中都将会计核算、会计

基本技能作为核心内容，而管理会计、云会计

等与互联网练习较为紧密的课程极少涉及。教

学方式上，很多院校教师采用传统教学手段，

缺少互联网思维和新型教学手段。

（三）教学设施上，软硬件较落后

何庆方（2018）认为，当前很多高校虽积

 

图 1 问卷调查统计

二、目前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教学存在的问

题

（一）培养目标上，传统缺乏创新

杨晓芳（2015）认为，大部分高职院校在

课程开设、培养目标等方面存在盲目跟风情况，

缺乏自己的特色。[1] 王朝霞（2016）认为，大

部分高职院校培养目标不准确，对于学生定于

过于狭隘，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偏差。[2]

陆春芬（2017）认为，“互联网 +”背景下，

很多高职院校培养目标较为落后，主要体现在

教学理念上，没有充分认识到计算机技术和互

联网思维对人才培养的重要影响。[3] 总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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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开展“互联网 +”会计专业教学改革，但是

高校普遍硬件软件设施不足，难以提供教学平

台和技术支持。[6] 教学设施是开展教学工作的

基本保障，软硬件落后，学生无法体验真实的

工作场景，无法很好的完成实训任务，对整体

会计工作流程得不到很好的体验。同时，会计

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信息技术在学习过程

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信息技术缺乏，

难以提升教学效率和效果，不利于学生职业发

展。

三、“互联网 +”背景下对会计专业教学

改革的建议

（一）立足社会需要，准确定位人才培养

模式

在大数据、云平台支撑下的互联网 + 时代，

互联网与会计行业深度融合，企业对会计人才

需求呈现三大特征：一是由核算向管理转变，

二是由静态信息向动态信息转变，三是由事后

监督向事前预测、规划转变。高等院校应紧密

围绕区域经济“产业链、价值链”，深化产教

融合，按“专业对准产业、课程对准岗位、校

企共同育人”的思路变革人才培养模式。 

“互联网 +”背景下新型会计人才培养目

标一般为培养掌握云计算技术和理念，能够将

财务管理流程与企业业务流程进行结合，构建

虚拟会计信息系统，从而向企业提供会计核算、

会计管理和会计决策服务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学院需加强与云财务、财务共享企业合作，灵

敏掌握时代需求，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培

养模式，共同培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型财务

人才。

（二）改革课程体系，增设互联网和计算

机类课程

“互联网 +”背景下，伴随企业需求的转

变，新型会计与传统会计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对于高等院校课程设置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考

虑：一是分析云会计岗位。课程设置必须对应

岗位需求，分析云会计岗位典型的工作任务及

胜任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云会计

常见的岗位包括会计核算岗位群和会计管理岗

位群，其中会计核算岗和传统会计核算岗已经

有所不同，互联网 + 背景下的会计核算主要是

对经济业务的识别，对于分录如何做大都不需

要人工操作，通过人工智能软件已经可以实现，

所以在进行课程设置的时候对于这部分内容可

以适当减少；会计管理岗位群主要包括会计监

督、财务管理和会计支持等，需要会计人员利

用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进行分析、预测、决

策。二是重新构建合适的课程体系。既要注重

对管理会计方面的培养，增加相关管理会计、

财务分析、财务预测等相关课程，又要注重对

互联网技术的掌握，增加数据收集、处理和分

析类课程，根据岗位需求，重新考虑理论与实

践课程比例，做到理实结合、深化动手能力，

增设部分互联网和计算机类课程，重点提高学

生对于互联网的把握以及对在“互联网 +”背

景下对财务工作的深刻认识和适应，以便能够

更好地满足企业需求。

（三）优化教师队伍，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优秀专业的师资力量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

障之一。新型会计人才培养需要大量理论知识

丰富、实践能力和洞察力强的“双师型”教师。

除了规范人才招聘工作以外，高等院校还需要

加强教师的继续教育，比如加强对新老教师的

培训、协助教师开展企业实践、鼓励开展教学

技能竞赛、通过校企合作，实现师资互派，保

证教师实践能力和互联网思维的提升等等。除

了提高教师自身能力以外，还需要紧密结合“互

联网 +”大背景，调整教学方式，合理安排教

学内容。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多使用微课、慕

课、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手段，实现线上线下

结合，保证教学内容的实时更新，让学生掌握

一定的实际动手能力；同时深化产教融合，建

立实训基地或者聘请企业专家来校授课，以弥

补教师实践能力的不足。会计岗位在变化，只

有学校和教师充分体验到新的社会需求，并为

之努力改变，才能培养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新

型会计人才。

（四）坚持与时俱进，提高实训投入及维

护

新型会计人才要求掌握会计基本理论、熟

练操作会计软件、懂得计算机运营与维护，尤

其对动手能力有更高的要求。教学上要加大实

训室建设，提高实训投入及维护，保障学习的

软硬件设施。一是依托仿真情境模拟实际工作

场景，让学生去感受真实的业务和情境，全面

了解整个会计流程，系统掌握经济业务识别和

对财务数据的分析处理。二是引厂入校，加强

互联网会计工厂建设，充分发挥校企合作、工

学结合，实现双途径、双标准、双老师、双身

份的“四双”教学模式，一方面把企业搬进学

校，另一方面让学生走进企业，实现企业和学

校双主体的育人模式，培养新型会计人才。

“互联网 +”背景下，信息传播、处理方

式呈现集中快速化，会计监督和管理职能更加

凸显，会计人才需求上越来越注重实践和信息

处理能力，因此，高职院校应结合新时代岗位

需求，准确定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

适当增设互联网和计算机类课程；优化教师队

伍，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坚持与时俱进，提高

实训投入及维护四个方面思考在大数据、云平

台支撑下会计专业的教学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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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大学生诚信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 摘要 ] 大学生诚信教育有利于高校的德育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

利于促进大学生的自我完善。由于受到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学校教育的疏忽、家庭教育的漠

视等因素，导致大学生诚信缺失等问题，需要国家健全法律法规，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学校营

造诚实守信的校园氛围、提高教师的诚信修养，增强诚信教育的权威性，家庭营造诚信教育的

家庭氛围，三方面形成合力，大学生的诚信水平一定会从本质上得到提高和改善。

[ 关键词 ] 大学生  诚信缺失  原因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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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婷

孔子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

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一切活动顺利进行

的前提。随着社会的发展，诚信被赋予了更多

的内容和意义，如：经济诚信、学术诚信、网

络诚信等。大学生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群体，他们的诚信品格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诚

信现状。

 一、大学生诚信建设的重要性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诚信是具有基础性地

位的道德规范，在法制社会中，诚信原则是民

法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原则。当代大学生作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力军，是社会公众

中的精英、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同时也对

和谐社会的创建具有表率作用。因此，在人才

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社会成员的诚信，尤其

是大学生的诚信品质，关系到整个社会良好道

德风尚的形成，关乎社会的健康发展。培育大

学生良好的诚信道德品格，对高校、社会及大

学生自身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大学生诚信教育有利于高校的德育

建设

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教育大学生要有诚

信美德，这是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诚信道德与社会责任意识密切相关，尤

其是和大学生的责任义务紧密相连，同时诚信

也是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要求，因此对大学生

群体进行诚信道德教育，提高大学生的诚信水

平就显得尤其重要。现代社会，随着大学生就

业、助学贷款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高

校也认识到了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

性。有效地开展大学生诚信道德建设，也是突

破当前高校学生教育“瓶颈”的关键，是当前

高校道德教育中的重中之重。高校能否培养出

具有诚信意识的人才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

发展。同时，对大学生进行诚信道德建设，是

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

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完善和

发展大学生品格的需要，是构建公民的基础道

德、社会伦理底线的需要，也是摆在高校面前

的现实任务。

（二）诚信教育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自我

完善

诚信是大学生道德的基本准则，也是公民

道德的一个基本要求。在我国传统美德中，诚

信被视为“立人之本”。孔子曾说：“自古皆

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的“民无信不立”，

其实际含义是指一个正常的社会离不开社会成

员之间的信任，如果成员之间缺少信任，社会

关系就会陷入紊乱之中。中国历史上曾有“商

鞅南门立木”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要讲

诚信，讲“民无信不立”。 “君子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坦诚相见，以信取人”“一诺千金”

等名言，都告诉我们说话算话是君子，出尔反

尔是小人。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多少仁

人志士，他们彪炳千秋，名垂千古，他们都是

诚信的典范和楷模，为后人留下珍贵的诚信教

育资源，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

借鉴价值。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提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

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其中诚实

守信是公民建设的重点，是公民尤其是大学生

立身处世之本和事业成败的关键。

（三）大学生诚信教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

源配置，通过平等竞争、信守契约、合法经营

来提高收益、发展生产。诚实守信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规则和灵魂，是市场经济秩

序的支柱和市场繁荣的基石。随着市场经济的

发展，诚信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和信

用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现

代社会中，社会对高等教育人才有巨大的需求，

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大学生作为未来的主力

军和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其诚信道德状况如何、

信用意识的建立、诚信知识的掌握以及信用行

为的养成，不仅会影响自身的发展和命运，也

将直接影响到国家信用制度的实施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系的道德秩序地建立，乃至整个社

会的稳定和发展。为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高效在开展思想教育和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

必须融入诚信教育的内容，重视培养大学生的

信用意识和诚信品质，以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

二、淮安市大学生诚信现状

为了了解大学生诚信现状，笔者对淮安市

部分高校和学生开展网络问卷调查和现场访

谈。本次调查对象为淮安市部分高校学生，

两次调查共发放 480 份问卷，其中线下 160

份、线上 320 份，收回问卷 440 份，回收率为

91.7%。

（一）数据分析

大学生诚信态度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见

表 1），淮安市大学生有关诚信的认知存在误

区。68.6% 的大学生认同诚信重要，但是在客

观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失信行为，78.3% 的同学

存在过不同程度的作弊行为，在申请国家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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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困难补助选项上有 56% 的同学选择会对

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虚报，68.2% 的同学表示

在遇到论文代写问题时不确定自己的立场。以

表 1  大学生诚信度状况

表 2 淮安高校诚信教育现状

淮安高校诚信教育现状调查

学生诚信
教育效果不好

诚信宣传
力度不够

建立大学生诚
信档案有必要

希望学校
加强诚信教育

400

420

400

380

360

340

320

300

280

79.85％

76.50％

86.80％

88.90％

大学生诚态度调查

认为诚
信重要

论文
抄袭

考试
作弊

虚报家
庭情况

拖欠学
费贷款

上课
逃课

拖欠同
学借款

400

360

320

280

240

200

160

120

80

40

0

68.60％ 68.20％

78.30％

56％
53％

28％

16％

上数据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大学生在遇到和自

己利益和诚信产生冲突时，往往会选择前者或

者产生犹豫心理。

高校诚信教育现状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见表 2），高校有关诚信的教育并不完善，

79.85% 的同学认为当前学校的诚信教育效果

不明显或者没效果，76.5% 的同学认为学校的

宣传力度不大，88.9% 的学生认为建立大学生

诚信档案一定会或者可能会约束大学生的诚信

行为，说明大部分大学生在潜意识里认为诚信

对其很重要。而从调研看，淮安市各高校虽然

有诚信的专题教育，但是只流于形式，很难抓

住重点深入下去。尤其是对于失信学生的处理

方面，大都本着教育为主，缺少严厉和有效的

处罚措施，学生失信的代价比较低。

通过问卷调查和对部分学生的访谈结果可

以发现，淮安市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力度不尽人

意，高校对于大学生的诚信教育需要进一步深

化。

（二）大学生诚信缺失原因分析

现代社会大学生的诚信缺失现象层出不

穷，究其原因，和社会环境、学校教育以及家

庭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主导着一些

人的行为和观念，有些人为了利益不惜牺牲自

己的诚信，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服务质量

达不到承诺、骗保骗贷……甚至在政府机关也

存在诚信缺失的行为，以权谋私、贪污受贿、

权钱交易、搞形式主义、浮夸虚报等行为时有

发生，这些现象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也为

人们带来了不良的示范作用，一些人甚至认为

不诚信是一种生存的手段，是获得利益的一个

途径。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员，无形之中会受

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从而导致部分大学生

诚信的滑坡。

2. 学校教育的疏忽

我国的学校教育宗旨是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然而，在学校践行

教育过程中，仍然是重智轻德，即大部分学校、

教师和家长主要通过成绩评价学生，片面地追

求升学率，从而导致对德育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德育教育流于形式，效果大打折扣。

3. 家庭教育的漠视

长期以来，中国家庭教育所追求的是考高

分、进名校，以分数取人等教育弊端在一定程

度上对学生产生误导，误以为只要成绩好其它

都是次要的。家长只注重子女学业成绩的提高，

而忽视对孩子责任心、诚信等优良思想品德的

教育，对子女平时不诚实的行为不够重视，导

致部分学生诚信缺失。俗话说，孩子是家长的

一面镜子，家长能否在诚信问题上严格要求自

己，对孩子的诚信与否起到很重要的引导作用。

另外，当代大学生绝独生子女居多，不可否认，

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却缺少艰苦奋斗的精

神，以自我为中心，在利益面前，他们往往会

因为自私心态而做出偏离诚信的行为。

三、加强大学生诚信建设的途径

大学生诚信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

务，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政府、学校、教师

及家庭等多方的共同努力。

（一）健全法律法规，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1. 法律对人的行为具有约束性，可以规避

许多失信行为。大学生在面临很多“诚”或“不

诚”两难选择时，如果有相关法律的约束，明

确“能”和“不能”，他们更容易做出正确的

选择。因此，政府部门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

稳定的诚信管理制度，用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大

学生的行为、强化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做到有

法可依。

2. 加大诚信宣传力度，发挥政府的舆论导

向作用。改进课堂的教育内容，增强诚信教育

的感染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接触的

大众媒体形式越来越多，如：报纸、杂志、广

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传播应该以传播

正能量为己任，政府对大众媒体加以引导，注

重诚信教育的传播。

（二）优化校园的诚信环境，营造诚实守

信的校园氛围

诚实守信的校园氛围是培养诚实守信的学

生的土壤，学校应该重视校园氛围的营造。制

定相关规章制度，组织诚信教育宣传的活动，

通过学校广播、宣传栏、网络、主题活动等形

式进行宣传，让大学生将诚信铭记于心，时刻

以诚信的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积极营造“以诚

信为荣，以失信为耻”的校园环境和良好风气。

另外，建立大学生个人诚信档案，从大学生进

校园开始，将大学生的学业表现、表彰、处分、

先进事迹等详细记录到其个人的诚信档案中，

保证个人诚信档案的真实性。大学生个人诚信

档案的建立为企业及用人单位提供了更加真实

的依据，必然会对大学生起到约束作用。

（三）提高教师的诚信修养，增强诚信教

育的权威性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个人的诚

信修养不容忽视，因其本身既是诚信的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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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诚信的践行者，一言一行对学生有着不可

忽视的示范作用。因此，教师首先要注重自身

诚信道德修养的提高，做到正人先正已，严格

要求自已，在学生中树立诚实守信的形象，成

为学生的诚信典范。其次，教师要自觉接受学

生的监督，以良好的诚信道德、高尚的师德去

感染和熏陶学生。教师的以身作则，对于学生

的诚信教育更具有实效性。

（四）提升家庭的诚信环境，营造诚信教

育的家庭氛围

家庭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对每个人的

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没有专门的教材，

是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是家长为人

处世的态度，这些都是社会和学校教育都难以

取代的。因此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诚信习惯，首

先父母要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以身作则，为孩

子做出表率，让孩子明白有诚信的人在社会上

能得到别人的尊敬，立足于社会，没有诚信的

人在社会上寸步难行；其次家长必须从长远出

发，不能一味的重视孩子的成绩，而疏忽品德

教育，要加强对孩子的重视和关注，及时发现、

纠正其错的想法和做法，为他们树立正确的道

德观和人生观；最后，家长要和学校保持沟通，

加强在校大学生的监护和引导，共同营造诚信

教育环境，指导监督学生的诚信事件，帮助学

生形成良好的诚信品德。

四、结语

“诚信”作为一种美德，是大学生处理个

人和社会及他人关系的基本道德。加强大学生

诚信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然而提升大学生诚信教育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绝不能一蹴而就，只要我

们认识到大学生缺失诚信的危害，相信经过家

庭、学校、社会和大学生本人的共同努力，我

国大学生的诚信水平一定会从本质上得到提高

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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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与提升自我认可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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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等问题。如果将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纳入绩效考核，积极帮助他们思想上接受，

个人提高信息化素养，以期提高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与提升自我认可度，进一步促进

高职院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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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学能力是指教师为适应教育发展

的要求，将掌握的信息化教学理念、态度、技

能，通过信息化手段将信息化教学资源应用到

课程教学中的能力。[1] 高职院校教师信息化教

学能力是以促进学生获取技能为目标，在信息

化教学环境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教育

理念相融合，充分发挥信息化教学的优势，从

而实现高职教育教学效果最佳化。[2] 但是，尽

管当前已经处于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关键时

期，大部分高职教师在信息技术应用到教育教

学的过程中，仍然存在思想上“认为不需用”、

行动上“不想用”、信息化资源“不会用”、

使用后消极评价“用不好”等着一系列的现实

问题，[3] 极大的影响了高职院校教育信息化发

展的进程。  

本研究将高职院校的教师们分为老、中、

青三个层次，通过调查不同层次的教师在信息

化教学理念的认识与态度、技能与运用、反馈

与评价等三个方面所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问题，

详细剖析其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以

期帮助高职院校的教师群体正确认知信息化教

学，从而进一步促进高职院校教育信息化发展

的进程。

一、不同层次的教师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职院校中高学历人才所占的比例正

在逐年增长，根据我国最高程度学历教育的年

龄（一个博士研究生顺利毕业后从事工作的年

龄一般为 28-30 岁），将高职院校的教师群体

按照年龄阶段进行分层：50 岁以上的称为老

教师；40-50 岁之间的属于中年教师，40 岁以

下的划分为青年教师。对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

进行调查的情况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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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层次的高职教师群体对

信息化教学的看法

不同层
次的教
师群体

总体

印象

对信息化
教学理念
的认知

85% 的老
教师们是
从学校的
信息化教
学比赛通
知或结果
中知道有
这个概念，
具体是什
么不了解，
不知道，
也不关心。

仅有不到
20% 的中
年教师们
会去主动
了解与学
习信息化
教学理念
的内涵，
80% 以上
的教师们
认为信息
化教学就
是简单的
利用计算
机资源和
多媒体硬
件设备，
对方法和
手段认识
不深。

95% 以上
的青年教
师们都知
道信息化
教学的概
念，80%
以上的进
行过相应
的学术研
究，发表
过相应的
论文。

85% 从未
使用过，
不熟练，
甚至有的
教师仍然
采取满黑
板板书的
形式教学，
从来不用
电子课件。
总体表现
为“不想
用”。

愿意使用，
但不熟练，
想学习但
是精力有
限。信息
化教学手
段单一，
大多停留
在多媒体、
视频播放
阶段。 

80% 以
上进行过
学术研究
的之中有
20% 左右
进行过实
证研究，
能够熟练
掌握。其
他的老师
都处于摸
索和试用
的阶段。

认为只是
政策上的
一种噱头，
长久不了，
不实用。

认为对部
分课程有
效果，但
并不适用
所有的课
程，尤其
是专业性
较强的课
程。

认为效果
很好，而
且已经是
不可逆转
的教育形
式，但是
学科差异
较大，针
对具体学
科的信息
化资源较
少，需要
解决的问
题还很多。

总体表
现为
“不必
用，不
想用”。

总体表
现为
“想用
但不会
用”。

总体表
现为“想
用、能
用。但
熟练程
度不高，
模仿性
较强，
缺乏创
新。

5% 的接受
率，95%
以上认为
学不会，
没有必要
学习。

55% 以上
的接受率，
绝大多数
教师或多
或少地参
加过相关
的信息化
教学培训
或学习，
但时间相
对比较短，
基本都是
参加学校
有组织培
训活动，
被动性较
强。

98% 以上
的主动接
受率，仅
有不足 2%
的科研型
教师因时
间问题态
度被动。

是否愿意
接受信息
化教学培
训并应用

信息化教
学工具使
用的熟练
程度

对信息
化教学
效果的
评价

老年
教师
群体

中年
教师
群体

青年
教师
群体

根据表 1 并结合当前高职院校中教师群体

的数量现状分析（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可以

认为高职院校中绝大多数教师都有参加过相关

的信息化教学培训或学习， 认为使用信息技

术可以促进教学改革、能够提高教学效率与提

升教学质量，普遍比较认同教学中信息技术对

学习者的作用效果的影响。仅有少数教师（老

年教师群体和小部分中年教师）没有体会到信

息技术为教学提供的便利而认为其增加了心里

与教学上的双重负担。[2] 而且，不同层次的教

师群体对于信息化教学的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形

式也不相同。

二、原因剖析

所谓“治标先治本”，找出原因所在，才

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样，也要从老中青

群体特点、社会形势及学校政策的影响、教师

自身职业素养影响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进行详细

分析：

（一）老中青群体特点

1. 老年教师群体特点

（1）老年教师的教学特点

优点：教龄较长，知识框架更熟悉，课堂

环节衔接自然，教学方法更胜一筹；教学经验

丰富、能够预测执行教学时的临时状况并处理

得当。

不足：与学生之间年龄差较大，有代沟，

沟通不易；思维定势，接受新知识和新事物能

力有限。

（2）老年教师的心理特点

据调查了解，高职院校中老年教师群体中

绝大部分都已经顺利评上高级职称，甚至有的

教师很早就已经取得了所在岗位最高级别的职

称，薪酬待遇等都已经匹配到位，已经失去继

续提高自身教学能力的奋斗目标与挑战欲望。

其中，也有部分教师都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工

作热情更低，对新事物的抵触性更强。

2. 青年教师群体

（1）青年教师的教学特点

优点：思维更接近学生，更容易使用学生

听得懂的方法解决问题；与学生的年龄差较小，

课堂气氛活跃；有精力，有时间，愿意学习新

知识、挑战新事物。

不足：教学经验欠缺，不能够应付课堂中

的突发状况；知识框架不熟悉，备课时间较长，

教学方法运用不充分。[4]

（2）青年教师的心理特点

与老年教师群体相反，高职院校中青年教

师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而且其中高学历人才

所占的比例也逐年上升。因此在职称评审与技

术技能比拼方面，青年教师们所面临的竞争压

力很大。在传统教学方面，青年教师们的优势

明显劣于中老年教师。因此，青年教师们更容

易另辟蹊径，变压力为动力，主动挑战与尝试

接受新事物，锻炼新的技能。

3. 中年教师群体

中年教师群体的教学特点与心理特点介于

老年教师与青年教师之间，一部分倾向于老年

教师群的特点（已经取得最高职称，本人也不

想再继续努力的），另一部分倾向于青年教师

群的特点（未取得职称还需要继续学习与努力

的）。

（二）社会形势及学校政策的影响

以上分析了三种不同群体老师的特点，能

够看出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客观条件

给老师们造成的不同心理影响。另一方面，随

着社会形势及学校政策的变化，学校中的教师

们也被逐渐分成科研型、教学科研型与教学型

三种形式。同时在教师们的心理也出现了重科

研轻教学、科研教学并重、重教学轻科研等三

种不同的心理变化，也对所有教师群体们对待

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的不同态度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

（三）教师自身职业素养的影响

以上都是从客观条件来分析不同教师对自

身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与提升态度不同的问题

的原因。从主观条件来说，教师自身职业素养

更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面对信息化教学，

一部分从教多年的老教师无法熟练运用计算机

技术完成课堂教学的信息化处理；另一部分教

师不愿尝试信息化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教

师对于自身教学工作持消极怠工态度；更有部

分老师参加信息化大赛获得的经验成果与实际

课堂存在一定的脱节，在日常教学中实践性比

较差，对学生负责的职业责任感等缺失。

三、解决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认为所有层次的教师们对

于信息化教学能力的认可与接受程度主要受到

由学校职称评审制度、岗位设置政策、以及教

师自身职业素养不同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针

对这些不同的影响因素，提出的可行性建议与

方案如下：

( 一 ) 研判教师具体情况，设置相应方案

针对由于高职院校中职称评审制度给予不

同教师群体造成的心理影响，建议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为不同的老师设置不同的方案。

1. 对于已经获得最高职称的中老年教师群

体，实行绩效工资考核制度，将信息化教学能

力的培养与提升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并

量化处理，按职称等级逐年考核，[5] 以激励与

警醒此部分教师对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与提升

的重视。

2. 对于尚未获得高级别职称的中青年教师

群体，在职称评审文件中体现信息化教学能力

素养提升的考核指标，也要按等级设置不同的

要求，以进一步强化中青年教师群体对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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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与提升的认识；

( 二 ) 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需要“顶层

设计”

1. 针对由于岗位设置政策不同给予教师所

造成的影响，建议高职院校中所有的教师岗位，

不管是科研型的、教学科研型的、还是纯教学

型的都要在岗位目标考核方案中设置对教师们

信息化教学能力素养提升的具体要求，避免继

续恶化重科研轻教学的不良影响。

2. 高职院校的领导们就要从思想上认识到

信息化教学的重要性以及教师们在教育信息化

实践过程中所起到的主体作用，无论实在政策

的制定还是方案的施行方面都要充分考虑到给

教师们所带来的不同影响，提倡积极的、正面

的作用、避免消极的不良的影响。

( 三 ) 教师内修外练，尽展其才

1. 对于教师自身的职业素养，也要分具体

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无论是哪个层次的教师，

对于自身职业素养要求较高的、责任感较强的

教师，在思想上已经充分认识到对自身信息化

教学能力培养的前提下，从学校层面要积极帮

助他们解决“想用不会用”、信息化资源、软

硬件设备等等的问题。大力提倡“老中青”年

教师群体结合，发挥各自优势，逐一进行课程

信息化教学改革探讨、实践与经验积累。

2. 教师珍惜信息化教学方面进修学习的机

会，尤其是信息化教学方面的骨干教师集中培

训和外出学习的机会。对于消极被动、责任感

不高的教师，首先要从思想上改变其“不想用、

不愿用”的错误认识，另外要借用外力从制度

上设立一定的惩罚措施，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争取转变这部分老师的思想。

四、结论

本文通过调查了不同年龄层次教师们对于

其自身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方面的认

识与看法，分析了高职院校教师们在信息化

教学能力培养与提升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并

详细剖析了造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有

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与对策。主要

目的在于要使全体高职教师改变传统化教学观

念，接受信息化教学观念、教育理论和教学方

式，以及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新的教学模式，

提高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与提升自我

认可度，从而全力促进高职院校中教育信息化

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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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类学生创新能力的研究

——以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张  林   周小亮

一、引言

为了比较准确地了解电子信息类学生创新

能力培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从中分析影响

电子信息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因素，寻求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本文以我院电子

信息类专业 15 级、16 级、17 级、18 级为调

查对象，包括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移动互联

应用技术专业、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专业、数字

媒体应用技术专业、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共

计 5 个专业 487 位学生，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访谈、QQ

交流、微信交流等形式进行。在校生的调研主

要从学生参与创新活动的兴趣、学生对于创新

活动的认识、学生参与创新活动的项目类型、

学校提供创新比赛机会、实践创新操作能力的

培养等方面展开调研。毕业生的调研主要从工

作岗位创新能力的需求、基于创新能力培养课

程设置是否合理、在校理论实践课时比例是否

[ 摘要 ] 创新能力对于电子信息人才十分的重要，现阶段高职学生创新意识较弱、对创新的

认识过于片面、创新思维不活跃、且不善于现有资源的综合应用，高职院校通过制定行之有效

的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导师制人才培养方式、建立多元化的实践平台等手段，才能

培养出大批勇于创新的高技能型人才。

[ 关键词 ] 创新能力 电子信息 实践能力

[ 作者简介 ] 张林（1982-），女，江苏沭阳人，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讲师、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电子电路设计。（江苏淮安  223005）

合理等方面展开调研。用人单位的调研主要从

学生创新能力现状、学校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的培养存在的问题、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

设置等方面展开调研。从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

我院电子信息类专业在创新能力培养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并提出一些解决办法。

二、存在的问题

（一）创新意识较弱

电子信息类学生的创新意识来自于学生自

我内在的需求，它是学生进行创新活动的基础。

通过对学生和教师的走访调查，发现有 95%

的学生创新意识薄弱，90% 的学生认为创新是

研究生应该做的事情，与高职学生关系不大。

我院电子信息类学生对创新的本质具有一定的

认识，但是较为浅显，学生整体的创新意识还

不强，主要表现为对创新的认识不到位；虽然

具有创新意识，但是不善于利用现有条件和创

造新条件，也缺少进一步探索的精神；具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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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动机，但是却缺乏创新的主动性。这都导

致电子信息类学生在课堂上不主动的表达自己

的观点，不主动与老师对讲课内容进行沟通，

课堂大多数时间学生处于启而不发的学习状

态，自主自觉学习能力较差等等。

（二）创新的认识过于片面

和学生的交流沟通中，发现大部分的学生

认为创新离他们太远，创新就是有重大的发明

和创造，就是做深入的科学研究。其实这是对

创新的比较肤浅的认识，我们发现事物发展的

新规律是创新、运用新的方法解决难题是创新、

对同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法是创新、通

过努力做出新的功能的电子产品也是创新。平

时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可以创新的内容是很

多的。而学生往往会妄自菲薄，缺少自信，认

为创新高不可攀，简单的将创新定义为科技的

创新，认为创新是电子信息类学生的弱项，自

己很难参与其中。通过调研数据分析，发现性

别不同和年级不同，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男生在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总体上要高于女生，图 1 可以看出大

二的学生参与创新项目明显高于大一和大三，

主要因为大一的学生还在学习基础知识的阶

段，大三的学生参与的顶岗实习，在校时间比

较短参与创新项目的机会比较少，这点从每年

学院申报的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中和各

类技能比赛可以看出。( 见图 1)

（三）创新思维不活跃 

创新思维方式主要包括逻辑思维，发散性

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等，这是创新能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现阶段电子信息类大多数专业并没有

开始专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的课程，所以造

成大部分的电子信息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还不

是很活跃，主要表现为电子信息知识更新太快，

学生的知识面太窄而且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虽

然有些学生思维比较敏捷，但缺乏创新思维，

主要因为电子信息类专业缺乏对学生创造性思

维方法的系统的培训，这导致了电子信息学生

的想象力不丰富，实践操作能力和团队协作能

力较弱，对事物的推理和判断能力比较差，缺

乏逆向思维，课堂教学的内容一般都是被动的

接受，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且很少积极发

表自己独特的见解。

（四）不善于现有资源的综合应用

我院电子信息类专业实验室的硬件条件基

本可以满足学生实践能力需要，但是不同专业

之间的实验条件存在较大的差别，电子信息

类的专业知识相互融合，彼此关联比较大，部

分学生有创新的意识，但是只把目光只放在本

专业的实验条件上，发现实验条件不够的情况

下，就放弃了自己想进一步学习的想法。这类

学生不善于实验室资源的整合利用，和老师沟

通比较少。例如江苏省移动互联应用开发技能

比赛，就是电子信息类多专业知识融会的赛项，

其中包括电子、通信、计算机相关的知识技能，

不是单一专业的知识的考量，需要各专业学生

共同协作完成创新类的任务要求。还有部分学

生只重视专业课本上和老师课堂上讲的理论知

识，采用传统的学习方法，不重视实践课堂教

学，不重视自己动手能力的培养，不能够充分

利用学校的教师资源、信息资源等，也不关注

学科的一些前言知识，这些无疑也会影响学生

创新能力的提高。

三、解决的方法

（一）制定行之有效的课程体系

目前我院学生的创新能力来自知识综合运

用和实践操作的能力。 建立专业课程体系时，

要注重教学内容的更新，由于电子信息类知识

更新很快，要把“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相关的热点知识拓宽学生到的平常教学

中去，此外还要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的培

养。从专业教育到综合教育，为提高学生的创

新能力和就业质量打下基础。实践操作的能力

直接影响学生的创新的能力，在培养学生创新

能力的课程中，可适当的减少课堂理论教学时

间，增加一些实践操作的时间。在实践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可以充分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实训课程中的项

目化教学也可以很好培养学生实操能力，学生

在学中做，做中学，可以很好的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

（二）建立多元化的实践平台

新生入学以后经过一年基础理论知识后，

到了大二阶段平时教学中应引导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运用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进行实践操作，

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图 2 是信

息工程学院大二学生参与的各项创新项目的统

计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学生在校期间参与创新

类项目比例不高，其中有些项目学生重复参与，

实际比例还不到 10%。所以除省级、市级、

校级创新项目外，系部层面可以通过建立科技

创新竞赛，兴趣社团等创新能力实践平台，专

业实验室可以实行开放性的管理模式，让学生

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实践操作，激发学生创新兴

趣和热情，鼓励学生积极开展大学生创新研究

项目，使学生积极参与参与创新和实践，确保

大部分学生都能有机会近距离参与创新类的项

目。

 

图 2 大二学生参与实践创新项目统计图

（三）建立导师制育人制度

导师制 14 世纪起源于英国，我国学者对

导师制的定义为：“导师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拓展专业教育，

图 1 各年级参与创新项目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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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实践教学，对学生的学习品德级生活等方

面进行个别指导的一种教导制度” 。在教师

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

的个性差异，做到真正的“因材施教”。对于

师生比比较高的专业，导师制的优势更为明

显。导师制育人制度能够建立一支长效稳定的

创新团队，通过师生互选，学生大一下学期就

和老师建立导师关系，导师制几年下来每位老

师大约有 10 人左右的团队，该团队大一、大

二、大三学生都有，建立这样的团队就形成了

以教师为主导的，师生共同参与的创新团队，

团队成员之间可以老带新，基本可以覆盖所有

学生。这样可以很好的提高学生参与创新项目

的比例，教师定期发布一些任务，团队成员团

队协作完成，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慢慢积累和

提高。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领

导者，因此要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使电子

信息类教师具备实践经验，提高自身创新实践

操作水平。部分教师可以参加国培、省陪项目

等培训项目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这样培训的机

会比较少，大部分老师可以通过网络资源获取

最新的专业的前沿的知识，也可以通过指导学

生的技能比赛加强自身的实践操作能力，可以

通过下企业锻炼，了解了目前行业、企业对各

类人才的需求、就业状况，掌握企业对本专业

人才知识结构、职业能力、职业素养的要求，

返校后有针对性的优化课堂教学内容，有利于

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的创新型人才。

四、总结

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是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时代要求，高职院校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是一个长期而且复杂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

因此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同时，

需要从改变专业培养模式、优化课程体系、转

变教育理念、加强校企合作等多方面入手，全

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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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优质课的三个简单标准

优  文

怎样的课才算得上优质课，这似乎成了近

年来老师们最为关注的教学问题，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但在当前新课标的条件下，一节课的

优劣，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判断。

一、 理念层面 

（一）学生在课堂学习中自主的程度、合

作的效度和探究的深度

1. 自主学习的程度 

自主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自己确

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方法，监控学习过程，

评价学习结果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方

式。

学生的自主学习的程度如何，具体要看一

节课中学生学习的自由度、能动度、时间度和

创新度。自由度就是看学生的学习目标、方法、

进度以及对结果的评价多大程度上由自己决

定；能动度就是看学生的学习是积极主动的，

还是消极被动的；时间度就是看学生有没有自

[ 摘要 ] 新课标条件下，一节优质课应当从理念层面、操作层面、策略层面来判断优劣。理

念层面主要看学生在课堂学习中自主的程度、合作的效度和探究的深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是

否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操作层面主要看学生是否做到联系阅读、主动问答、

自主讨论、自评互判，教师是否做到引人入胜、精导妙引、结尾无穷等。策略层面主要看能否

做到开头引人入胜，中间高潮迭起，结尾余味无穷，能否扬长避短、出奇制胜等。

[ 关键词 ] 优质课  课堂  标准  学生

学时间，自学时间有多少；创新度就是看这节

课中学生是否有创新。一般来说，自学课学生

是容易创新的，但不是每节自学课学生都能有

创新。

2. 合作学习的效度 

合作学习是指共同的学习目标、采用小组

或团队合作的方式进行的学习活动。它以组内

异质、组间同质的分组原则建立的学习小组为

基本形式，通过系统利用教学动态因素之间的

互动，促进学生学习。小组合作学习效度如何，

主要看小组的选题是否科学；分组是否合理；

是否互赖互动；是否有预设生成。所谓选题科

学，就是所选主题符合重要性、探究性、开放

性和生活化这四个标准；合理的分组一般以组

内异质、组间同质为原则，人数也不能过多，

以 4-6 人为宜，每人都应有明确的分工；互赖

强调每个小组成员的努力都是小组成功所需要

的和不可取代的，他们对共同努力都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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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贡献，小组的成功是建立在每个人成功

的基础上的，有一个人不成功，小组就没有成

功；互动强调的是面对面的交流、帮助、支持；

没有预设的课是不负责任的课，没有生成的课

是不精彩的课，在预设中有生成，在生成中有

预设。

3. 探究学习的深度 

从本质上说，探究学习是一种发现学习，

具有深刻的问题性、广泛的参与性、丰富的实

践性与开放性。它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

为载体，创设一种科学研究的情景。探究学习

的深度如何，主要看学生有无问题意识和问题

能力；问题的数量是否多、质量是否高。一节

课中，学生提出的问题越多越好，说明教师善

于启发；教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越多越好，说

明学生的探究有深度。

（二）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是否坚持了“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 一个中心

一个中心即“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要求

我们在教学中时时问自己：“我传授给学生的

知识和技能有用吗？什么时候有用？这样的方

法和能力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吗？作为一个

合格的公民，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我们传授的知识、教给的方法、培养

的能力以及价值导向，都应为学生的终身发展

服务。

 2. 两个基本点

（1）坚持依标施教 

“依标施教”就是根据课程标准进行课堂

教学活动。因为“国家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

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一个课程标

准可以编写多套教材，我们在教学中所依据的

不可能是“多套教材”，只能是唯一的课程标

准。另外，在当前学业考试命题中，我们依据

的也不可能是那套教科书。所以，评价一节课，

主要看它是不是符合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和精

神实质，至于该节课是不是“讲通学透”了教

科书，不应是我们所关注的。

（2）坚持体现人文性、综合性、开放性

和实践性

所谓人文性，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一节

课的教学内容生活化，个性化（选择性）、有

地方特色等，教学形式丰富多彩。所谓综合性，

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一节课本身

应体现综合性，可以是相关知识的综合，也可

以是学教目标的综合，也可以是看问题的角度

综合，等等。所谓开放性，就是要求教师的教

学思想应是开放的，而不是只固定在某一种思

想或理论上，要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教学目

标是开放的，目标设定不仅限于教学内容的完

成度，而是从学生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人文

精神的培养等多方面入手；教学内容是开放的，

改变学科教学的单一性，体现社会学科的综合

过程是开放的，一节课结束时应在总结、升华

的基础上，激发学生对相关内容或问题产生继

续学习的欲望，并使学生在课后主动收集信息、

解决问题。所谓实践性，就是教学中要理论联

系实际，强调学以致用，培养分析、解决现实

问题的能力。

二、操作层面  

（一）主要看学生是否做到联系阅读，主

动问答，自主讨论，自评互判

1. 联系阅读 

“联系”即综合，或彼此接上关系，“阅

读”即从书面材料中提取意义并影响其非智力

因素的过程。联系阅读，就是指在教师的引导

下，学生从相关书面材料中提取信息、获得意

义并影响其非智力因素的活动。一节课是否优

秀，我们要看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否围绕

目标，对相关知识进行纵横联系、互相贯通，

以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

2. 主动问答 

“主动问答”即学生自主、积极地提出问

题和回答问题。有学者说：“教学的最终目标

是培养学生正确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能力，

任何时候都应鼓励学生提问”，因为“提出一

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爱因斯

坦）。

3. 自主讨论 

讨论，是就某一问题交换意见或进行辩论

的活动。自主讨论是指在教师的导引下，学生

自选问题，并就这一问题自由交换意见或进行

辩论，以解决问题，或生成新的问题的活动。

讨论，对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辩证思

维能力，以及合作意识合作能力，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4. 自评互判 

自评是指自我评价，即以自己自身作为评

价主体而对自我进行的评价，其目的是全面认

识自我，反馈调节；互判即相互评价 , 是指学

生们相互促进的评价，它重视相互学习和相互

提高。罗杰斯认为，当学生以自我批判和自我

评价为主要依据、把他人评价放在次要地位时，

独立性、创造性就会得到促进。同时，也有研

究认为，初中生评价能力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就是十分重视同龄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关

于这一点在其他年级的学生中是少见的。

（二）看教师是否做到引人入胜，精导妙

引，结尾无穷

1. 引人入胜 

“引”指的是“引出课题”和“进行指引”。

“入”是让人处于某种状态或境界。“引”是

手段，“入”是目的，体现了教师主导与学生

主体的和谐统一。引人入胜指的就是在一节课

的起始阶段，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创设情境、

激发兴趣，让学生对某一课题处于最佳学习状

态或境界的教学行为。俗话说：“好的开始是

成功的一半”。所以，一节课是否优秀，要看

是否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头。

 2. 精导妙引  

“精导”即精心指导。“妙引”即巧妙引

领。精导妙引就是一节课的进行中，教师运用

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对学生的阅读、问答、

讨论、评判等学习活动，给予精心指导、巧妙

引领的教学行为。其目的是掀起学习高潮，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课堂教学目标

的实现。所以，一节课是否优秀，要看是否有

一个教学高潮。

 3. 结尾无穷 

指的是一节课的结束阶段，教师在引导学

生对本节课进行总结、升华的同时，激发学生

对相关内容或问题产生继续学习的欲望，并使

学生在课后主动收集信息、解决问题的一种教

学行为。如果说开头的艺术是为将学生引到教

学胜境之中，以求收到最佳效果的话，那么结

尾艺术，就是要将教学小课堂带入人生大课堂，

将最佳效果从课堂之点辐射到社会之面，达到

高 职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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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音绕梁、回味无穷之境界！所以，一节课不

仅要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头，而且还应有一个

回味无穷的结尾。

三、策略层面 

（一）能否做到开头引人入胜，中间高潮

迭起，结尾余味无穷

一节好课，除了开头引人入胜，结尾余味

无穷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间要有高潮，

不一定要“高潮迭起”，但至少要有一个“高

潮”。所谓高潮，就是一节课中最兴旺发达的

阶段（亮点），或矛盾冲突最尖锐、最紧张的

阶段（冲突点）。教师精导妙引，用艺术性的

手法掀起教学的高潮，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活跃课堂气氛，有助于课

堂教学目标的实现。具体说，教师掀起的教学

高潮，有强烈的激励功能、鲜明的愉悦功能、

很强的促学功能和潜移默化的审美功能。所以，

在一节课教学中，教师应精心指导、巧妙引领，

努力掀起教学高潮。在制造高潮的过程中，切

忌“信马由缰”，随意拖堂。该“出手”（开

头）时就出手，该“收手”（结尾）时就收手，

努力做到“收发自如”。

（二）能否扬长避短，按照自己的习惯把

自己的长处发挥淋漓尽致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而且不同的人特

点不同。一节课成功与否，要看教师是否能够

扬长避短，按照自己习惯把自己的长处发挥的

淋漓尽致。别人可能会提出很多很有价值的意

见或建议，有的甚至是专家成功的法宝。但对

此决不能“照搬”。说实话，一个比较优秀的

教师，只要扬长避短，发挥出挥出自己的优势，

终有一天会达到“随心所欲，顺其自然”之境

界的！

（三）能否做到出奇制胜

优质课展评，是高水平的较量。在高手如

云、强手如林的情况下，要坚信“狭路相逢勇

者胜”，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要有“老子天

下第一”的气势，做到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当然，也不能有勇无谋，在战术上还是要重视

“敌人”的，其中一条重要的“战术”，就是

“出奇制胜”就是要在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露

一手”，以收“豁然开朗”或“拍案叫绝”之

效！一般来说，“出奇制胜”的“战术”往往

是没有“套路”或“把式”的，因为“武功”

的最高境界是“无招胜有招”平淡见真奇”！

能力进阶式技能训练教学设计

—— 以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技能训练为例

李小霞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迫切需要培养大批技术技能人才。全国高

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德技并修，坚持培

育和弘扬工匠精神。以技能竞赛引导实践教学

改革，提升实践教学的质量是新时期高职院校

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落脚点和突破

点。技能训练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专业岗位

技能、心理技能、职业素质。能力进阶式教学

方法采取由简单技能到复杂技能、由单一技能

向综合技能过渡的方式培养实践技能，符合高

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认知规律。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是食品设备自动

化专业群的一门实践性强的专业核心课程，也

[ 摘要 ] 以学生社团为主体，以职业技能竞赛指定设备为载体开展专业技能训练，探索职业

技能竞赛引导实践教学改革，提升实践教学的质量。在分析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技能训练

目标和内容的基础上，强调心理技能训练的重要性和实践技能操作规范的考核，给出了技能训

练的任务模块划分，总结出实践技能教学过程中适合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分析、

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保证人才培养质量，达到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

才的要求。

[ 关键词 ] 自动化生产线  技能训练  能力进阶

[ 作者简介 ] 李小霞（1987- ），女，江苏淮安人，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江苏淮安  223005）

[ 基金项目 ] 本文系院级课题“能力进阶式实践技能训练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实践——以自动

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技能竞赛训练为例”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主持人：李小霞；项目编号：

JSSPGJ1707）

是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的一个赛项。

食品设备自动化专业群针对专业技术技能的培

养以及技能竞赛备赛训练的需要，组建了自动

线社团。该社团成员利用课余时间，在专业教

师的指导下，以技能竞赛指定设备为载体展开

专业技能训练。

一、技能训练定位及目标

（一）技能训练定位

自动线社团是食品设备自动化专业群——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共三个专业学生通过

自愿报名层层筛选所组建而成的机电大类专业

社团。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技能训练是自

动线社团的课余技能训练项目，同时也作为技

（本文系“信息化教学创新”公众号转载、

编辑的文章，仅作分享之用，文章版权属于原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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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竞赛的备赛训练项目。专业技能训练的教学

内容与日常课程教学内容保持同步，做到赛教

融合，同一时空内既要完成日常教学也兼顾课

余专业技能训练，使技能训练作为日常学习的

延伸及提高。社团成员包括在校的三个年级学

生，形成技能水平梯队。通过实践技能的训练，

使学生具备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所必须的

实践技能和专业知识，对自动化生产线的安装

调试、维护以及常见故障有分析判断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职业素质及

面对竞赛的心理技能。

（二）技能训练目标

1. 知识能力目标。自动化生产线各工作单

元的机械安装和调整，气动回路的安装、连接

和调整，电气控制电路的安装和布线，传感器

安装与调整，PLC 编程，人机界面组态，电机

驱动（含变频器及异步电动机、伺服驱动器及

伺服电机等）参数设定，以及单站调试、系统

统调和维护稳定运行。

2. 素质目标。能根据项目任务，制订项目

完成工作计划。学会自我学习、收集和检索信

息、查阅技术资料。养成勤于思考、做事认真

的良好作风。培养一丝不苟、刻苦钻研的职业

道德。培养学生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生

观；建立团结协作的精神，能与人沟通合作完

成工作任务。养成勇于创新、敬业乐业的工作

作风、大国工匠精神。培养生产意识、质量意

识、环保意识和经济意识，爱护国家财产，遵

守劳动纪律及操作规范。

二、当前技能训练教学方法的不足

心理技能训练的缺失。自动生产线安装与

调试技能竞赛要求选手在 5 小时内完成任务书

规定的自动线设备部件的安装、连接、布线与

调整、PLC 编程和调试等工作，任务繁重，体

能消耗大，执行任务的难度、速度、精度要求

都很高。在长期的技能训练过程中，学生易产

生倦怠感，使精神和身体都处于疲乏状态。后

期集中备赛过程中，学生的情绪、意志对训练

效果影响很大。竞赛过程中，紧张的氛围、陌

生的环境对学生心理素质要求较高。因此，对

学生进行心理技能和体能训练也是整个技能训

练指导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技能训练内容笼统、综合，阶段性考核目

标不明确。关注知识和技能掌握的广度和难度，

忽视了严格按照技术标准和规范训练专业基本

功并予以考核，导致学生的专业技能基本功不

扎实，后期修正不良作业习惯比较困难。

三、技能训练教学设计

训练以技能竞赛指定的设备——“YL-

335B 型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实训与考核

装备”为载体，整体教学过程围绕自动化生产

线的核心技术技能展开。基于工作过程组织教

学内容，强调专业综合技术应用，注重工程实

践能力提高。遵循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的

教学规律，将各个项目分解为若干个任务分别

训练，使学生易学、易懂、易上手。

（一）教学设计理念与思路

将培养学生的自动化生产线安装、调试与

维护维修能力作为技能训练教学的主要目标，

教学过程中贯穿对心理技能、工匠精神、职业

道德与素养的培养，将课程内容划分为相对独

立的任务模块，设计教学过程，构建知识、能

力、素质三位一体的教学内容体系。以学生为

本，合理规划教学手段，实现从知识到能力的

转化。技能训练教学设计以专业岗位技能培养

和职业素质培养作为切入点，坚持以学生为本，

根据技能训练内容与学生知识能力特点，确定

任务目标和内容，进行详细的情境设计，按照

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要求，设计全面

的考核办法。

（二）技能训练整体设计

根据职业岗位活动和实际工作流程以及职

业技能竞赛的工作分配将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

调试技能分两种类型：硬件和软件。硬件技能

主要包括机械零件、气动回路、电气控制系统

的安装；软件技能主要内容是 PLC 程序的编写、

调试以及触摸屏的组态。社团成员形成梯队，

包括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在校生。一年

级学生主要训练硬件技能；二年级学生主要训

练软件技能；三年级学生依据个人兴趣和特长

进行综合训练。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需要

一位负责软件的学生和一位负责硬件的学生协

作完成任务，自动线社团中三个年级的学生在

同一时间空间训练，相互学习、协作，组成团

队。

（三）任务模块划分

根据技能训练的内容要求，所设计的任务

模块，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连贯，对知识和技能

的要求循序渐进，每一个任务模块均有较为完

整与相对独立的知识和技能要求，有明确的目

标。

1. 硬件技能任务模块划分

严格要求操作的技术规范、操作的先后顺

序，每一单项安装需要计时对比，反复训练提

高时效。任务模块划分如表 1 所示。

2. 软件技能任务模块划分

首先，基于设备的精简模板程序进行基础

训练，精简模板程序具有通用的基本功能，各

工作站的 PLC 存储器定义具有规律性，程序

模块化，格式具有相似性。基础训练阶段，引

导学生对软件技能从认识了解到熟练使用，训

练学生的 PLC 编程语法和规则，让学生养成

工作内容序
号

1

2

3

4

5

6

7

8

机械零件安装、气动回路安装、传感器安装、

电气控制电路安装、调试

机械零件安装、气动回路安装、传感器安装、

电气控制电路安装、调试

机械零件安装、气动回路安装、传感器安装、

电气控制电路安装、调试

机械零件安装、气动回路安装、传感器安装、

电气控制电路安装、变频器参数设置、调试

机械零件安装、气动回路安装、传感器安装、电

气控制电路安装、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调试

剪线、剥线、压接线端子

气动回路故障排除、电气控制

电路故障排除

参考职业技能竞赛的任务量，一次安排 3 个工作

站的任务量，严格把控时间，反复训练再提高。

任务模
块名称

时间
目标

供料站
的安装
与调试

25min

25min

45min

50min

50min

5 根线

/min

10min

3.5 小时

加工站
的安装
与调试

装配站
的安装
与调试

分拣站
的安装
与调试

输送站
的安装
与调试

做电气
连接线

排除
故障

综合
训练

良好的编程习惯。然后，针对任务灵活多变的

工作站进行专项训练，例如在分拣站精简模板

程序的基础上，变换其中的分拣策略模块集中

训练，训练学生清晰、明朗、灵活的编程思维，

扎实巩固学生的编程基本功，训练学生的 PLC

编程逻辑思维。基础训练任务模块划分如表 2

所示；专项训练任务模块划分如表 3 所示。

3．硬件、软件技能综合训练

在硬件、软件技能分别训练的基础上，最

后进入综合训练阶段，基于 YL-335B 型自动

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实训与考核装备，考虑设

备的整体运行，覆盖设备所涉及的所有知识点

和技能点，参考技能竞赛的工作量，布置不同

的任务。综合训练阶段，主要培养软硬件学生

之间的团队配合协助能力、磨合工作默契、训

表 1  硬件任务模块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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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要求

任务要求

序
号

序
号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熟悉 PLC 编程软件，熟悉常用指令的含义、
用法。理解记忆本工作站中 PLC 存储器的

定义。熟练编写精简模板程序。

根据不同分拣要求，编写相应的
分拣策略模块。重点：分拣信息

的通信设置。

熟练操作 PLC 编程软件，理解记忆本工作
站中 PLC 存储器的定义。熟练编写精简模

板程序。

在程序中加调试点，方便调试联
机程序，节约时间。

灵活操作 PLC 编程软件，理解记忆本工作
站中 PLC 存储器的定义。熟练编写精简模

板程序。

根据不同任务需求，组态分拣站
单站控制界面

灵活操作 PLC 编程软件，理解记忆本工作站中
PLC 存储器的定义。熟练编写精简模板程序。

重点训练 PLC 与变频器的多种通信方式。

根据不同任务需求，组态输送站单站
控制界面

灵活操作 PLC 编程软件，理解记忆本工作站中
PLC 存储器的定义。熟练编写精简模板程序。重
点训练 PLC 定位控制 MAP 库、PLC 组网通信设置。

根据不同位置需求，确定回原点方
向、参考点位置、机械手的动作。

熟练组态常用控件、编写脚本，明晰触摸屏变
量与 PLC 存储器的设备连接。

根据任务需求，组态相应的联机触摸
屏画面。

基于精简模板程序，结合硬件安装，完成
YL-335B 自动化生产线整体运行的编程和

调试的基本技能。

任务模
块名称

任务模块
名称

时间
目标

任务
数量

供料站
的安装
与调试

分拣策略

10min

10min

25min

25min

40min

40min

100min

5

4

4

5

5

5

加工站
的安装
与调试

分拣站联
机内容单

站调试

装配站
的安装
与调试

分拣站单
站触摸屏

组态

分拣站
的安装
与调试

输送站单
站触摸屏

组态

输送站
程序编
写，下
载调试

工作站位
置调整后，
输送站位

置控制

触摸屏
组态

触摸屏
组态

综合
训练

表 2  软件基础训练任务模块划分

表 3  软件专项训练任务模块划分

练学生知识点和技能点的广度和深度、学生灵

活运用技能应对不同任务的解决能力，训练学

生合理分配各项任务的时间，提高整体工程任

务的工作效率。

4．心理技能训练

在长期的日常技能训练过程中，学生的精

神和身体易出现疲劳和倦怠状态，心理技能训

练包括：注意力训练、意志训练、自我认知训

练、目标设置训练等。心理训练目标有：提高

学生的自我控制，自我调节能力，增加其心理

活动的强度。提高注意的稳定性、集中性，提

高观察的精确度、敏锐度，提高记忆的效率，

激发竞赛动机水平和思维的创造性。树立自信，

使选手积极主动地活动、高效率地工作，减少

疲劳、厌倦和无能为力的感觉。

5．考核评价方法

能力进阶式阶段性考核目标明确详细，见

表 1、表 2、表 3 每个任务的考核成绩包括相

关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操作是否规范、认真

负责、工作任务完成的质量、工作过程记录是

否完善、团队合作与沟通交流能力等。考核标

准参考世界技能大赛评分标准、自动化生产线

安装与调试赛项技术操作规范。考核不合格的

学生需要利用业余时间自行训练追赶以达到训

练进度，否则将调入低一级梯队；考核优秀的

学生若训练进度超前，符合条件也可调入高一

级梯队。

四、结语

以专业核心课程及职业技能竞赛为引导，

设计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技能训练的教学

过程，有目标、有步骤、系统地开展能力进阶

的系列化实践技能训练。采用此教学设计指导

学生参加 2018 年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亚龙杯”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项目获

得二等奖，较以往成绩有所提高，说明了能力

进阶式实践技能训练教学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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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神类中药的药学研究及临床应用进展

东  方  司泽慧  罗晓慧  陆彩云 

黄友识  王泽龙  邱海龙

随着现代工作压力加大、生活节奏加快和

生活环境改变，焦虑、健忘、失眠等问题呈现

逐渐增长趋势，西医目前主要依靠巴比妥类及

苯二氮䓬类药物治疗，但长期应用易产生耐受

[ 摘要 ] 为更加安全高效地应用安神类中药。文章为从活性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对朱砂、

琥珀、酸枣仁、柏子仁、夜交藤、远志等安神类中药进行文献整理，通过文献整理发现，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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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依赖性，中医在治疗上述问题上有不良

反应少、耐受性和依赖性低等优势，本文从

活性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等方面对中

医临床常用的重镇安神药和养心安神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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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归纳总结，为安神药的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1 朱砂

朱砂为硫化物类矿物辰砂族辰砂，主要含

有硫化汞（HgS）[1]。主产于我国西南地区，

以古代辰州（今湖南沅陵）者为佳，具有镇静

安神，清热解毒之功效 [2]。采挖后磁铁吸净铁

类杂质，淘去泥沙碎石，水飞后可得净品。

1.1 药理作用

康永等 [3] 发现通过灌胃朱砂可以抑制由

苯丙胺导致的小鼠兴奋及戊四氮所致的惊厥，

提高水合氯醛的催眠效应，表明朱砂对中枢神

经系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金阳等 [4] 发现朱

砂安神丸水煎剂中高剂量下可以分别延长失眠

大鼠的慢波睡眠 1 期和 2 期，显著改善大鼠的

失眠症状。刘斌 [5] 通过检测大鼠下丘脑腹外

侧视前区中 5-HT、DA、NE 发现朱砂安神丸

可以通过降低 5-HT 和 NE 单胺类神经递质发

挥安神助眠作用。

1.2 临床应用

孙立波 [6] 通过口服朱砂安神丸治疗失眠

患者，与口服艾司唑仑片患者比较发现，服

用朱砂安神丸组总有效率为 91.7%，远高于

艾司唑仑组 75% 的总有效率，二者差异性显

著。梁敬坤 [7] 在临床应用中也得到了相似的

结果，且朱砂安神丸组的不良反应率低于艾司

唑仑组。杨普生 [8] 利用朱砂安神丸联合镇脑

宁胶囊治疗了 43 例顽固性失眠患者，其中治

愈 11 例，好转 29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3%，且未出现不良反应。这些说明朱砂安神

丸具有显著的安神功效，且副作用低。

2 琥珀

琥珀为古代松科属植物的树脂，埋藏地下

经久转化而成，无臭、味淡、性极脆，主产于

广西、云南、辽宁等地。可镇静安神，活血散

瘀，利尿通淋，研末使用 [9]。

2.1 有效成分

琥珀的化学成分主要为树脂和挥发油。树

脂成分根据醇溶性可分为醇溶性成分和非醇溶

性成分，醇溶性成分主要有琥珀松香酸、琥珀

氧松香酸、琥珀松香高酸，琥珀银松酸、琥珀

松香醇等，非醇溶性成分主要有琥珀脂、蔗糖

树脂、琥珀酸甘油酯、琥珀酸酯等。挥发油成

分主要为萜烯、倍半萜、双萜等芳香族类化合

物，如斯巴醇、氧化石竹烯、咕巴烯、马兜铃

烯环氧化物、榄香烯和石柱烯等 [10,11]。

2.2 药理作用

琥珀多以粉末形式入药，以琥珀为主要成

分的琥珀安神胶囊可以减少小鼠自发活动次

数，缩短入睡时间，延长戊巴比妥睡眠时间，

且呈剂量依赖关系。同时，琥珀安神胶囊还可

影响大鼠脑电波，减慢同步化高幅，减少脑电

波频率，表明琥珀安神胶囊对中枢神经系统具

有抑制作用，可以发挥镇静催眠作用 [12]。

2.3 临床应用

沈国华等 [13] 应用琥珀安神丸治疗骨科术

后失眠患者 25 例，用药 3~14 天后，临床痊愈

17 例。占 68%；好转 5 例，占 20% 总有效率

88%。患者使用后均无明显不良反应。表明采

用琥珀安神丸治疗骨科患者术后失眠效果显

著。赵丹 [14] 利用琥珀宁神丸治疗了 120 例顽

固性失眠患者，其中治愈 62 例，显效 48 例，

好转 6 例，总有效率为 96.7%，服药时间最短

10 天，最长 15 天。石先响 [15] 将 80 例患者平

均分为两组，治疗组利用针刺联合琥珀多寐丸，

对照组给予艾司唑仑，治疗 14 天后，治疗组

总有效率为 9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0%，

针刺结合琥珀多寐丸治疗失眠疗效明显。除内

服外，陈永霞等 [16] 采用外涂复方琥珀膏于失

眠患者脐部方式治疗失眠 38 例，其中第一疗

程收效者占 76%，二个疗程收效者占 96%。

该方法使用简便，无不良反应，疗效显著。

3 酸枣仁

酸枣仁为鼠李科植物酸枣 Ziziphus jujuba 

Mill.var.spinosa（Bunge） Hu ex H.F. Chou 的干

燥成熟种子，主产于河北、陕西等地。具有养

心益肝，安神敛汗作用，常捣碎使用 [17]。

3.1 有效成分

酸枣仁主要含有三萜皂苷类、黄酮类、生

物碱、脂肪油和挥发油等化学成分。其中，皂

苷类成分是发挥镇静催眠作用的主要物质，目

前已确定的皂苷有酸枣仁皂苷 A、酸枣仁皂苷

B、酸枣仁皂苷 C、酸枣仁皂苷 D、酸枣仁皂苷 E、

酸枣仁皂苷 G、原酸枣仁皂苷 A、原酸枣仁皂

苷 B、酸枣仁皂苷 H 等。脂肪油是酸枣仁中

含量最高的成分，以油酸和亚油酸不饱和脂肪

酸为主。黄酮类主要有斯皮诺素和酸枣黄素，

生物碱则有欧鼠李叶碱、荷叶碱、去甲荷叶碱、

枣仁碱等 [18]。

3.2 药理作用

酸枣仁中的酸枣仁皂苷 A 可减少小鼠的

自主活动、抑制青霉素诱导的海马 CA1 区兴

奋性电位、抑制谷氨酸转导信号通路，进而发

挥镇静催眠和中枢抑制作用。此外，酸枣仁皂

苷 A 可以调节 GABA 受体亚基 mRNA 表达，

下调肠黏膜炎症细胞因子分泌，影响脑神经细

胞间细胞因子网络，发挥其镇静催眠功效。

酸枣仁中的黄酮类成分斯皮诺素也具有镇静

催眠作用，其进入中枢神经后，可拮抗突触

后 5-HT1A 受体而增强大鼠的快速动眼期睡眠
[19]。

3.3 临床应用

刘惠君 [20] 等人将 50 例更年期失眠症患者

随机平分为两组，治疗组给予酸枣仁汤加减联

合利用酸枣仁汤加减联合针刺治疗，对照组给

予阿普唑仑口服治疗，治疗四周后发现治疗组

总有效率为 88%，与对照组 92% 的总有效率

无显著性差异（P>0.05）。刘奔程 [21] 将 30 例

失眠患者随机均分为两组，治疗组给予酸枣仁

汤加减配合耳穴压贴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的

总有效率明显的高于对照组。

彭丽坤 [22] 等人选取 92 例阴虚气滞、内热

扰心证失眠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 46 例。治

疗组采用酸枣仁龙牡煎方治疗，对照组给予艾

司唑仑治疗，治疗一月后治疗组患者失眠症状

显著改善，其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睡眠

状态自评量表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段

苇 [23] 采用酸枣仁汤加减治疗维持性血液透析

终末期肾脏病兼有失眠症患者，发现酸枣仁汤

加减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4 柏子仁

柏 子 仁 为 柏 科 植 物 侧 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L.) Franco 的干燥种仁，主产于山东、

河南等地，具有养心安神，润肠通便的功效，

一般生用或者制霜 [24]。

4.1 有效成分

柏子仁主要成分为不饱和脂肪酸，占总脂

肪油的 82%，其中又以亚麻酸和花生四烯酸居

多。此外，柏子仁还含有柏子仁皂苷、胡萝卜

苷、β- 谷甾醇、柏子仁双醇、红松内酯等 [25]。

4.2 药理作用

李海生等 [26] 将柏子仁单方注射液通过腹

腔注射方式给予猫，发现柏子仁加快猫入睡，

延长猫的慢波睡眠时间。孙付军等 [27] 则通过

连续灌胃方式给予小鼠柏子仁皂苷和柏子仁

油，给药 10 天后发现柏子仁皂苷和柏子仁可

延长小鼠睡眠时间，具有镇静催眠作用。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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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等 [28] 发现柏子仁总萜类对小鼠具有镇静催

眠作用，柏子仁总萜可以降低小鼠的自发活动，

延长戊巴比妥钠诱导的小鼠睡眠时间，增加小

鼠睡眠个数。李彦灵等 [29] 通过 CO2 超临界制

备的柏子仁油及柏子仁霜虽然不能直接引起小

鼠睡眠，但却可以明显抑制小鼠自主活动，增

加戊巴比妥钠阈下剂量引起小鼠睡眠只数，延

长小鼠睡眠时间。肖韡 [30] 等人发现酸枣仁皂

苷可以显著缩短小鼠睡眠潜伏期，延长睡眠时

间，增加巴比妥钠诱导的入睡率。

4.3 临床应用

李平安等 [31] 采用柏子仁耳穴贴压治疗

300 例失眠症，其中，治愈 78 例，显效 110

例， 进 步 75 例， 无 效 37 例， 总 有 效 率 为

87.67%。贾长文 [32] 采用磁石柏子仁汤治疗了

68 例失眠患者，治愈 48 例，好转 12 例，总

有效率为 88%。陈陆松等 [33] 随机将 120 例广

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均分为柏子养心方合疏肝宁

神散治疗组及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组，结果

发现柏子养心方合疏肝宁神散治疗组患者汉密

尔顿焦虑量表评分、健康调查简易量表评分、

焦虑自评量表评分及复发率显著低于草酸艾司

西酞普兰治疗组，说明柏子养心方合疏肝宁心

散可以显著降低患者焦虑症状，且疗效优于草

酸艾司西酞普兰。

5 夜交藤

夜 交 藤 为 蓼 科 植 物 何 首 乌 Fallopia 

multiflora Thunb. 的干燥藤茎，主产于湖北、

四川、江苏等，具有养心安神，祛风通络之效

用，主要为生用 [34]。

5.1 有效成分

夜交藤中的成分主要有大黄素、大黄素甲

醚、大黄酚、大黄酸等醌类物质、槲皮素、木

犀草素、芹菜素、金丝桃苷、木犀草苷、紫云

英苷等黄酮及苷类，β- 谷甾醇、苯衍生物香

豆酸等甾体及苯衍生物、还有少量花青素类及

挥发性成分 [35]。

5.2 药理作用

孙洲亮等 [36] 发现夜交藤石油醚和乙醚提

取物可以增加小鼠入睡只数和睡眠时间，表现

出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作用。李智欣 [37] 则发现

夜交藤苷、夜交藤蒽醌及夜交藤黄酮均可通过

巴比妥钠阈下剂量催眠、巴比妥钠睡眠潜伏

期、延长戊巴比妥钠睡眠时间实验改善动物睡

眠。许晓伍等 [38] 发现夜交藤通过修复失眠大

鼠额叶皮层神经元线粒体超微结构，增加线粒

体 Na+-K+-ATP 酶、Ca2+-Mg2+-ATP 酶含量

来改善失眠。

5.3 临床应用

徐冰等 [39] 通过交藤龙牡二仁汤联合补肾

活血中药治疗老年性失眠，与服用艾司唑仑患

者效果比较，发现服用中药治疗组的总有效率

为 85.7%，显著高于服用艾司唑仑组 70% 的

有效率，说明交藤龙牡二仁汤可有效治疗治疗

老年性失眠。徐艳波 [40] 通过交藤龙牡二仁汤

联合艾司唑仑治疗失眠症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与单用艾司唑仑组 73% 的总有效率相比，联

合用药组总有效率达 94%，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张金培 [41] 将则通过交藤龙牡二仁汤联合针刺

治疗老年性失眠，通过 3 周的治疗，联合治疗

组总有效率为 95%，单用艾司唑仑组有效率

为 83%，表明交藤龙牡二仁汤联合针刺治疗

老年性失眠效果明显。

6 远志

远志是远志科植物远志 Polygala tenuifolia 

Willd 或者卵叶远志 Polygala sibirical L. 的干燥

根，主产于山西、吉林、河南等地，可宁心安神，

祛痰开窍，消散痈肿，一般生用或者制用 [42]。

6.1 有效成分

远志主要含有三萜皂苷类，目前已发现的

三萜皂苷结构为齐墩果烷型双糖结构。除此之

外，远志还含有桂皮酸、豆甾醇、哐山酮、远

志醇等黄酮类、生物碱类成分 [43]。

6.2 药理作用

陈海洋等 [44] 发现远志可以抑制小鼠的自

发活动，增加戊巴比妥钠阈下剂量催眠小鼠数

量，延长戊巴比妥钠诱导的小鼠睡眠时间。王

建等 [45] 对比远志生品和蜜炙远志发现，蜜炙

远志与生品远志均可以发挥镇静催眠作用，二

者无显著性差异，且蜜炙远志胃肠毒性明显降

低，提示胃肠虚弱患者临床使用可考虑蜜炙远

志。文莉等 [46] 发现远志乙酸乙酯部位对小鼠

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可使小鼠爬梯次数

和站立次数减少，增加睡眠时间。

6.3 临床应用

蔡霞 [47] 等人应用远志配伍石菖蒲治疗头

脑不清，心神不稳，心烦意乱等症状，患者服

药一周后心悸、失眠症状较前明显好转，手足

心热略减轻。

综上所述，安神类中药在治疗失眠方面有

着显著作用和临床效果，但由于中药的特殊性，

其有效成分并未完全确定、作用机制尚未充分

明晰，临床应用有待深入，因此须多维度、多

层次地开展研究，以便更加安全高效地应用安

神类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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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质联用及分子对接法研究乳木果壳降糖成分

李  达  肖建琪   马  鸽    冯  锋 *

天然植物提取物作为生物活性物质的重要

来源，副作用较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 摘要 ] 文章研究目的是确定不同产地乳木果壳提取物均具有降糖活性，并定性、定量了其

中活性成分。实验采用 DPPH、ABTS、FRAP、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实验方法测定了来自 7 个

亚撒哈拉非洲地区的 28 批乳木果壳提取物样品，结果表明，所有样品均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活性

和较强的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28 批乳木果壳可分为 3 类；采用液

质联用法，共鉴定 29 个化合物；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标准曲线法对提取物中 4 个主要成分（原儿

茶酸、3,5,7- 三羟基香豆素、(2R,3R)-(+)- 二氢槲皮素和槲皮素）进行了定量分析；采用分子

对接方法，从分子水平上初步探究了 4 个主成分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的作用机制。本研究

对于进一步开发乳木果壳资源的药用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 关键词 ] 乳木果壳  降糖活性  液质联用  化学成分  分子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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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银杏提取物、绿茶提取物、甘草提取物、甜

菊提取物等，它们可用于治疗脑功能紊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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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血症、糖尿病等疾病。[1-4] 糖尿病是一种严

重的代谢性疾病，与氧化应激密切相关，其中

α- 葡糖苷酶通常用于降低 II 型糖尿病患者餐

后血糖。近年来，高效、低毒的植物 α- 葡萄

糖苷酶抑制剂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具

有抗氧化活性的酚类物质。[5]

乳 木 果 壳 是 山 榄 科（Sapotaceae） 牛 油

果 属（Butyrospermum Kotschy） 植 物 乳 油 木

（Vitellaria paradoxa C. F. Gaertn）果实（乳木果）

的果壳，由于气候及种植业方面的原因，只能

在非洲大陆存活。[6] 乳油木属“药食同源”植

物，为亚撒哈拉非洲地区重要的食品来源，同

时其各药用部位也用于治疗炎症、皮疹、晒伤

等疾病 [7]。

目前，当国内外研究人员从乳木果仁中提

取乳木果油应用于护肤品时，却没有对乳木果

壳进行研究利用，常将其作工业生产废弃物丢

掉。前期实验中，采用了薄层色谱法（TLC）

对乳木果壳甲醇提取物进行了初步定性分析，

结果发现其中含有多种酚类成分，具有潜在的

降糖活性。为进一步开发乳木果壳资源治疗糖

尿病的药用潜力，本文基于液质联用及分子对

接技术，对来自 7 个亚撒哈拉非洲地区的 28

批不同产地的乳木果壳中降糖活性成分进行了

研究，初步阐明了其降糖活性药效物质基础，

为开发治疗糖尿病的潜在草药资源提供了理论

指导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试药及试剂

1.1.1 主要仪器  

HITACHI L-2000 型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HPLC-UV，日本日立公司）；EL-x800 型

酶标仪（美国 BioTek 公司）；高效液相色谱 -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 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

（HPLC-DAD-Q-TOF-MS，美国安捷伦公司）。

1.1.2  主要试药、试剂  

乳木果壳样品分别来自科特迪瓦（S1），

加纳（S2），尼日利亚（S3-S13），喀麦隆

（S14-S16），乍得（S17-S24），苏丹（S25-S26），

乌干达（S27-S28）等 28 个不同产地；（1,1-

二苯基 -2- 苦基肼（DPPH）、2,2'- 连氮基 -

双（3- 乙 基 苯 并 噻 唑 啉 -6- 磺 酸） 二 铵 盐

（ABTS）、2,4,6- 三 吡 啶 基 三 嗪（TPTZ）、

水 溶 性 维 生 素 E（Trolox）、α- 葡 糖 苷 酶

（α-glucosidase）、4- 硝 基 -α-D- 吡 喃 葡

萄糖苷（p-NPG）、阿卡波糖（Acarbose）均

来自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它所用试

剂为分析纯或色谱纯，均来自南京国药医药有

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样品制备 

称取各产地乳木果壳约 1.0 g，经 40 目筛

粉碎；粉末放入 50 mL 的圆底烧瓶中，加入纯

甲醇 10 mL，60 0C 加热回流提取 3 次，每次 3 

h，合并 3 次提取液，取上清液过 0.45 μm 微

孔滤膜，50  0C 减压蒸发浓缩，取适量精密称

定，配制 10 mg/mL，作液质进样用。

精密称定原儿茶酸、3,5,7- 三羟基香豆素、

(2R,3R)-(+)- 二氢槲皮素、槲皮素对照品适量，

均加 MeOH 充分溶解、摇匀，配制成特定浓

度的溶液（原儿茶酸 1.0 mg/mL；3,5,7- 三羟

基香豆素 1.0 mg/mL；(2R,3R)-(+)- 二氢槲皮素

1.0 mg/mL；槲皮素 1.0 mg/mL），作为定量对

照品储备液使用。

1.2.2  抗氧化活性测定 

1.2.2.1  DPPH 自由基清除实验

将 0.8 mL 不同浓度的样品溶液加入到 0.2 

mL 的 DPPH 溶 液（15 mmol/L） 中， 反 应 混

合液于 25  0C、避光处放置 30 min，酶标仪在

517 nm 处测定其吸光度（A）。[8]

清除率（%）=（A 对照组 -A 样品组）/（A 对照组 -A

空白组）×100%

1.2.2.2  ABTS 自由基清除实验 

将 ABTS 母液稀释后，在 734 nm 处的初

始吸光度为 0.7 ± 0.05 时使用。于 96 孔板将

10 μL 样品溶液加入到 200 μL 的 ABTS 工作

液中，30 min 后在 734 nm 处测定其吸光度。

结果以 Trolox 当量表示（每毫摩 Trolox/ 克，

mmol TE/g）。[9]

清除率（%）=（A 对照组 -A 样品组）/（A 对照组 -A

空白组）× 100%

1.2.2.3 铁 离 子 还 原 抗 氧 化 能 力 实 验

（FRAP）

于 96 孔板将 5 μL 样品溶液加入到 180 

μL 的 FRAP 工 作 液 中，30 min 后 在 593 nm

处测定其吸光度。结果以 Trolox 当量表示（每

毫摩 Trolox/ 克，mmol TE/g）。[10]

1.2.3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实验方法 

将 20 μL 待测样品、10 μL 的 α- 葡萄

糖苷酶溶液（1U/mL）加入到 96 孔板中，并

在 37  0C 水浴锅上放置 20 min。然后，加入

20 μL p-NPG（5mM）溶液。继续在 37 ° C

水浴锅上放置 30 min，于酶标仪 405 nm 测定

反应液吸光度。[11]

抑制率（%）=（A 对照组 -A 样品组）/（A 对照组 -A

空白组）× 100%

1.2.4  HPLC-UV 和 HPLC-DAD-Q-TOF-

MS 分析

HPLC 色 谱 分 析 在 反 相 柱 (CAPCELL 

PAKC18, 4.6×150 mm, 5 μm) 上进行，为了获

得最佳色谱分离条件，对各色谱参数进行了优

化。本研究比较了不同流动相（MeOH-H2O

和 MeCN-H2O）、不同浓度下的（0.02、0.05、0.1

和 0.2%）添加剂（HCOOH 和 CH3COOH）、

不同波长（220、228、236、244、252、260、

268、272、280、320 和 360 nm）、不同柱温（30、

35 和 40 0C）和不同流速（0.8、0.9 和 1.0 mL/

min）。

采用 HPLC-Q-TOF-MS 对乳木果壳提取

物进行了定性分析。主要操作参数为：负离子

模式；雾化器压力：40 psi；干燥氮气温度：

325  0C、流速：8.0 L/min；锥孔电压：65 V；

毛细管出口电压：100 V；碰撞能量：25 eV。

1.2.5 分子对接研究

α- 葡萄糖苷酶受体采用酿酒酵母异麦芽

糖酶（S. cerevisiae isomaltase）作为同源性模

型（PDB code: 3A4A），来自于蛋白数据库（http://

www.rcsb.org）。[12]

1.2.6  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的计算由 Excel 软件完成，结果

均表示为平均值 ± 标准差（n=3）形式；定性

数据由 Agilent Mass Hunter 工作站数据采集软

件 B.04 处理（美国安捷伦公司）；分子对接

分析采用 AutoDock (4.2) 软件。

2  结果与讨论

2.1  提取物活性测定结果

由 于 糖 尿 病 与 氧 化 应 激 密 切 相 关， 且

α-glucosidase 通常用于降低 II 型糖尿病患者

餐后血糖因此，抗氧化活性的评估是筛选潜

在抗糖尿病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产地

乳木果壳提取物活性测定结果显示（表 1），

与对照品 trolox 相比，28 个乳木果壳样品提取

物均表现出较强的抗氧化能力（DPPH : IC50 

6.16-15.17 μg/mL；ABTS: 2.31-5.85 mmol TEs/

g；FRAP: 1.15-4.81 mmol TEs/g）。 其 中， 样

品 S2，S3，S4，S10，S12，S23，S26 和 S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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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S18

S19

S20

S21

S22

S23

S24

S25

S26

S27

S28

Trolox

Acarbose

13.59 

8.16 

7.91 

8.58 

10.69 

15.00 

11.62 

12.63 

14.62 

6.16 

12.25 

8.64 

13.81 

12.51 

13.68 

15.17 

14.39 

11.56 

12.24 

11.91 

13.11 

15.02 

8.01 

13.96 

13.04 

7.11 

9.22 

12.06 

6.43 

3.51 

4.74 

4.43 

4.51 

4.76 

2.31 

3.84 

3.34 

3.70 

5.85 

3.49 

3.72 

3.76 

3.35 

3.59 

3.16 

3.27 

4.59 

4.39 

4.91 

3.88 

2.37 

4.98 

3.55 

3.85 

4.88 

4.69 

4.49 

2.72 

3.62 

3.60 

3.37 

3.48 

2.27 

3.75 

2.37 

1.98 

4.81 

3.19 

3.50 

3.05 

3.05 

2.39 

1.93 

2.41 

3.60 

2.98 

3.21 

2.08 

1.15 

3.89 

2.47 

2.91 

3.77 

3.23 

2.78 

18.42 

8.94 

15.65 

11.85 

10.63 

23.26 

11.05 

19.12 

30.68 

8.76 

13.23 

10.68 

11.90 

18.52 

14.02 

26.68 

21.35 

15.68 

13.43 

14.99 

25.57 

17.36 

9.95 

19.45 

15.33 

10.97 

10.17 

16.62

1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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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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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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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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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 

0.48 

0.47 

0.31 

0.64 

1.21 

1.09 

0.75 

0.97 

0.36 

1.13 

0.58 

1.28 

0.75 

1.16 

1.31 

1.25 

0.69 

1.21 

0.93 

0.94 

0.90 

0.48 

1.35 

1.26 

0.42 

0.55 

1.03 

0.38 

0.12 

0.07 

0.24 

0.09 

0.11 

0.07 

0.10 

0.24 

0.06 

0.21 

0.11 

0.27 

0.17 

0.10 

0.24 

0.27 

0.06 

0.06 

0.05 

0.04 

0.07 

0.05 

0.12 

0.18 

0.07 

0.13 

0.09 

0.15 

0.15 

0.09 

0.10 

0.07 

0.09 

0.11 

0.29 

0.02 

0.07 

0.24 

0.21 

0.08 

0.13 

0.09 

0.09 

0.05 

0.11 

0.12 

0.28 

0.09 

0.13 

0.05 

0.28 

0.03 

0.03 

0.07 

0.19 

0.21 

0.55 

0.21 

0.14 

0.25 

0.32 

0.51 

0.87 

0.34 

1.43 

0.56 

0.26 

0.14 

0.01 

0.15 

1.35 

0.75 

0.03 

0.13 

0.42 

0.24 

1.36 

0.12 

0.23 

0.02 

0.16 

0.51 

0.24 

0.69 

7.55 

样品编号

样品编号
α-glucosidase
IC50 (μg/mL)FRAP

(mmol TEs/g)
ABTS

(mmol TEs/g)
DPPH

IC50 (μg/mL)

表 1 28 批不同产地的乳木果壳提取物活性测定结果（平均值 ± 标准差，n=3） 表现出较高的 DPPH 自由基清除活性（IC50 

6.16-9.22 μg/mL）， 较 对 照 品 Trolox（IC50 

6.43 μg/mL）其具有更强或几乎相等的抗氧

化活性；同时，这 8 个样品在 ABTS 和 FRAP

方法测定下也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抗氧

化值范围分别为 3.72-5.85 mmol TE/g 和 3.23-

4.81 mmol TE/g；S10 样品表现出最强的抗氧

化能力（DPPH：IC50 6.16 μg/mL；ABTS: 5.85 

mmol TEs/g；FRAP: 4.81 mmol TEs/g）。此外，

所有样品均显示出强于对照品（IC50 119.71 

μg/mL）的 α-glucosidase 抑制活性，它们的

IC50 值范围为 8.76-30.68 μg/mL；同样的，

S10 样品具有最强的 α-glucosidase 抑制（IC50 

8.76 μg/mL）。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产地乳

木果壳生长的地域环境（包括不同经度、纬

度和海拔等）因素对其化学成分种类和含量

有着一定的影响，进而造成其生物活性的差

异。因此，生物活性较好的相关乳木果壳具

有作为抗氧化剂和 α-glucosidase 抑制剂的潜

力。

2.2  乳木果壳化学成分定性定量分析

2.2.1 HPLC 指纹图谱的建立 

通 过 色 谱 参 数 优 化， 获 得 了 如 下 色 谱

条 件： 色 谱 柱 : CAPCELL PAKC18 (4.6×150 

mm, 5 μm)； 流 动 相：MeCN (A)-H2O (0.2% 

CH3COOH) (B)；流速：1.0 mL/min；柱温：30  
0C；进样量：5 μL；UV 检测波长：252 nm；

洗脱程序为：0-10 min, 10-23% A; 10-17 min, 

23-25% A; 17-30 min, 25-35% A。方法学考察

结果均符合要求。

将来自 28 个不同产地乳木果壳样品指纹

图谱导入软件系统（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

度评价系统 2004 版），[13] 生成 28 批乳木果

壳 HPLC 指纹图谱，对照峰（R）由中位数法

产生（图 1 A）。选取图谱中 20 个峰面积较大、

易识别、保留时间相同的色谱峰为“共有峰”

（1+2, 3, 6, 8, 10, 14, 16, 17, 18+19, 20+21, 22, 

24, 25, 29, 31+32, 34）。

2.2.2  乳木果壳化学成分定性分析

HPLC-DAD-Q-TOF-MS 分析是负离子和

正离子模式同时采用，但结果表明，乳木果壳

整体的化学成分在负模式下比在正模式下的响

应更为明显。因此，最终采用负离子模式，其

总离子色谱图见图 1 B。

图 1 乳木果壳 HPLC 色谱指纹图谱（A），

总离子流图（B）和主要成分混合对照品 HPLC

色谱图（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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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2b

3b

4

5b

6b

7b

8b

9b

10b

11b

12b

13b

14a,b

15b

16a,b

17b

18b

19

20

21b

22b

23b

24

25b

26b

27b

28b

29

30

31

32

33b

34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2

23

16, 24

25

26

27

23

23

23

28

29

30

31

23

16

18

32

18, 22

33

34

1.711

1.745

2.461

3.014

4.114

5.040

6.009

6.771

6.979

7.602

8.502

8.710

9.956

12.553

13.349

13.487

13.937

14.526

14.837

15.564

15.634

17.503

17.849

18.957

19.857

20.376

23.181

23.804

24.219

24.912

25.569

25.708

26.500

27.577

195.0500

191.0557

133.0143

169.0143

167.0351

153.0192

465.1039

181.0505

137.0246

303.0509

167.0346

197.0454

317.0296

193.0141

285.0408

303.0515

303.0511

303.0514

447.0924

207.0666

177.0557

287.0569

317.0668

329.1397

283.0246

285.0403

417.1548

285.0405

301.0350

357.1344

409.0571

337.1071

299.0204

299.0187

1.03

0.46

0.05

0.09

0.07

0.11

0.03

0.12

0.15

0.13

0.34

0.16

0.65

0.15

0.35

0.47

0.09

0.36

0.86

0.32

0.03

0.75

0.11

0.23

0.26

0.16

0.66

0.06

0.32

1.76

0.56

1.04

0.73

1.02

220

220

225

280

290

260, 295

－

225, 285

230, 280, 310

290

220, 260, 290

220, 280

230, 290

240, 300, 330

230, 290

235, 280, 305

230, 290

230, 290

230, 285

230, 295

235, 295, 340

230, 285

235, 290

235, 285

230, 290

235, 285

235, 280

230, 285

255, 370

－

235, 265, 295

235, 290

235, 265, 290

230, 285

C6H12O7

C7H12O6

C4H6O5

C7H6O5

C8H8O4

C7H6O4

C21H22O12

C9H10O4

C7H6O3

C15H12O7

C8H8O4

C9H10O5

C15H10O8

C9H10O9

C15H10O6

C15H12O7

C15H12O7

C15H12O7

C21H20O11

C11H12O4

C10H10O13

C15H12O6

C16H14O7

C19H22O5

C16H12O5

C15H10O6

C22H26O8

C15H10O6

C15H10O7

C20H22O6

C21H14O9

C20H18O5

C16H12O6

C15H8O7

Gluconic acid

Quinic acid

Malic acid

Gallic acid

Homogentisic acid

Protocatechuic acid

Delphinidin-3-glucoside

Homovanillic acid

p-Hydroxybenzoic acid

Taxifolin isomer

Vanillic acid

Syringic acid

Myricetin

3,5,7-Trihydroxycoumarin

Luteolin

(2R,3R)-(+)-Taxifolin

Taxifolin isomer

Taxifolin isomer

Quercitrin

Unknown

Methyl ester coumaric acid

Eriodictyol

Quercetin methyl eter

Unknown

Calycosin

Scutellarein

Syringaresinol

Kaempferol

Quercetin

Pinoresinol

Unknown

Unknown

Diosmetin

Unknown

5.25

2.37

0.41

0.56

0.43

0.69

0.07

0.68

1.12

0.41

2.04

0.93

2.06

0.79

1.21

1.55

0.3

1.23

1.92

1.54

0.14

2.59

0.36

0.71

0.91

0.56

1.57

0.22

1.07

4.91

1.37

3.08

2.43

3.41

109.0277, 93.0359, 85.0290

114.6148, 89.0117, 72.9922

125.0184

109.0293, 91.0182

303.0481

137.0230, 107.0117

93.0332

108.0209, 91.0183

166.9993, 123.0070

151.0037

217.3168, 213.0223, 185.8530, 151.0020

607.1102, 153.0192, 125.0243

607.1091, 217.0502, 199.0399, 175.0395, 125.0241

607.1025, 217.0495, 199.0397, 175.0372, 125.0244

301.0363

177.0186, 149.0234, 121.0288, 105.0336, 93.0350, 77.0402

151.0025, 135.0448

298.0003

299.0927, 269.0803, 147.0453, 121.0279

255.0339, 211.0417, 195.0442, 184.0431

267.0171, 257.0434, 211.0339

199.0302, 119.0450

178.9977, 151.0034, 121.0293, 107.0135

257.0074, 231.0277, 229.0126, 201.0187

307.0578, 279.0641, 178.9953, 151.0046

277.0225, 227.0301, 199.0384, 151.0044

峰编
号

UV 
最大

吸收峰
 (nm)

[M-H]_

(m/z)
偏差
(ppm)

偏差
(mDa) MS/MS 碎片 (m/z) 分子式 化合物 参考文献

tR
(min)

表 2  乳木果壳化学成分鉴定

607.1095, 199.0456, 177.0117, 175.0384, 

151.0009, 125.0247, 123.0404

表 3 乳木果壳主要成分定量结果（平均值 ± 标准差，n=3）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S18

S19

S20

S21

S22

S23

S24

S25

S26

S27

S28

平均值

0.76 

0.16 

0.33 

0.38 

0.25 

0.22 

0.22 

0.50 

0.53 

1.11 

0.15 

0.65 

0.32 

0.81 

0.21 

0.08 

0.36 

1.14 

0.24 

0.21 

0.94 

0.24 

0.24 

0.30 

0.65 

0.34 

0.57 

0.54 

1.09 

0.16 

1.40 

0.99 

1.09 

0.37 

0.31 

0.60 

0.39 

1.58 

0.81 

0.88 

0.38 

0.33 

0.28 

0.24 

0.69 

2.22 

0.21 

0.30 

1.22 

0.16 

0.77 

0.77 

0.41 

1.11 

1.01 

2.26 

49.32 

102.94 

80.09 

76.71 

84.79 

31.57 

74.84 

50.68 

40.41 

132.04 

63.38 

75.16 

84.32 

65.15 

59.03 

39.23 

27.64 

63.39 

69.39 

75.53 

47.57 

50.78 

106.23 

32.00 

68.70 

88.07 

91.47 

53.09 

2.36 

0.53 

2.23 

1.69 

1.99 

0.64 

0.87 

3.07 

1.22 

4.58 

1.65 

3.07 

0.72 

1.34 

2.65 

0.69 

0.60 

11.56 

0.60 

0.49 

1.52 

0.51 

2.06 

1.09 

2.26 

1.99 

2.98 

3.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4 

0.01 

0.01 

0.02 

0.02 

0.01 

0.02 

0.03 

0.04 

0.07 

0.01 

0.03 

0.02 

0.06 

0.03 

0.01 

0.02 

0.06 

0.01 

0.01 

0.04 

0.01 

0.01 

0.02 

0.05 

0.01 

0.05 

0.04 

0.05 

0.01 

0.05 

0.04 

0.02 

0.03 

0.02 

0.04 

0.02 

0.05 

0.06 

0.03 

0.01 

0.01 

0.04 

0.01 

0.03 

0.14 

0.01 

0.01 

0.08 

0.01 

0.05 

0.03 

0.01 

0.07 

0.05 

0.12 

0.81 

1.25 

0.73 

1.12 

0.26 

0.68 

0.89 

0.64 

1.72 

0.95 

0.78 

0.95 

1.22 

0.55 

0.83 

0.76 

0.46 

1.21 

0.83 

1.27 

0.42 

0.56 

1.03 

0.98 

0.77 

0.65 

0.74 

0.42 

0.09 

0.15 

0.01 

0.11 

0.02 

0.03 

0.07 

0.18 

0.08 

0.05 

0.08 

0.02 

0.02 

0.11 

0.05 

0.02 

0.04 

0.28 

0.04 

0.02 

0.08 

0.02 

0.12 

0.05 

0.03 

0.13 

0.05 

0.07 

样品编号

含量 (mg/g)

槲皮素(2R,3R)-(+)- 二氢槲皮素3,5,7- 三羟基香豆素原儿茶酸

0.46    0.80 67.16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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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文献比较质谱峰的保留时间（tR）、

[M-H]- 离子、MS/MS 碎片信息以及结合对照

品的保留时间和分子量信息，共鉴定了乳木果

壳中的 29 个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包括 14 个黄

酮类化合物（10, 13-15, 17-19, 22, 23, 25, 26, 

28, 29, 33），9 个酚酸类化合物（4-9, 11, 12, 

21），2 个 木 脂 素 类 化 合 物（27, 30），1 个

香豆素类化合物（14）和 3 个有机酸类化合

物（1-3），其中的 27 个化合物（1-3, 5-19, 

21-23, 25-28, 30, 33）为乳油木植物中首次报

道，化合物以出峰先后顺序编号（表 2）。其

中，通过对照品的保留时间和分子量信息，鉴

定了化合物 14 和 16，即 3,5,7- 三羟基香豆素

和 (2R,3R)-(+)- 二氢槲皮素。

2.2.3  乳木果壳主要成分定量分析

结合 HPLC 色谱指纹图谱及 HPLC-DAD-

Q-TOF-MS 定性分析结果发现，原儿茶酸、

3,5,7- 三羟基香豆素、(2R,3R)-(+)- 二氢槲皮

素、槲皮素 4 个化合物为乳木果壳中主要化学

成分。按照标准曲线计算各产地乳木果壳样品

中原儿茶酸、3,5,7- 三羟基香豆素、(2R,3R)-

(+)- 二氢槲皮素、槲皮素各组分含量（n = 3）。

定量方法学考察结果均符合要求，含量测定结

果表明（图 1 C，表 3），28 批不同产地乳木

果壳中 4 个主要成分含量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其中 (2R,3R)-(+)- 二氢槲皮素是乳木果壳中最

主要成分，且在所有产地样品提取物中显示着

高含量（27.64-132.04mg/ g，平均值 67.16 mg/g）；

槲皮素是所有样品中含量次高的化合物，其含

量为 0.49-11.56 mg/g（平均值 2.08 mg/g）；原

儿茶酸和 3,5,7- 三羟基香豆素含量较低（平均

含量为 0.46 和 0.80 mg/g）。含量测定结果表明，

黄酮类、酚酸类和香豆素类等主要成分为乳木

果壳的主要含量成分。

2.3  主要成分活性测定及分子对接研究

活性测定结果显示（表 4），原儿茶酸、

3,5,7- 三羟基香豆素、(2R,3R)-(+)- 二氢槲皮

素和槲皮素均具有良好的、不同程度的 α- 葡

萄糖苷酶抑制活性，且它们是乳木果壳 HPLC

指纹图谱中 4 个主要含量成分，因此本论文采

用分子对接方法，研究了该 4 个化合物与 α-

葡萄糖苷酶的空间模拟状态的结合模式，以初

步探究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作用机制。

原 儿 茶 酸、3,5,7- 三 羟 基 香 豆 素、

(2R,3R)-(+)- 二氢槲皮素和槲皮素的分子对接

结果如图 2 所示，其中包括最低对接能量时的

6

14

16

29

Trolox

Acarbose

21.67   ±   0.88 

>100

17.48    ±    1.22 

12.78   ±   0.59 

25.69   ±   1.52

  

1.02    ±   0.02 

0.52    ±   0.02 

1.22    ±   0.04 

1.62    ±   0.08 

0.87    ±   0.02 

0.14    ±   0.01 

1.13    ±   0.04 

2.46    ±   0.13 

>100

43.28   ±   1.91 

26.79    ±   1.01 

20.87    ±   0.94 

  

185.42  ± 1.17 

样品编号

样品编号
α-glucosidase
IC50 (μg/mL)FRAP

(mmol TEs/g)
ABTS

(mmol TEs/g)
DPPH

IC50 (μg/mL)

表 4 4 个主要成分活性测定结果（平均值 ± 标准差，n=3）

结合方式图（A）、2D 图（B）和显示氨基酸

残基图（C）。原儿茶酸与同源性模型酿酒酵

母异麦芽糖酶（S. cerevisiae isomaltase）的结

合 位 点 由 Leu471，Pro467，Phe469 和 Lys466

等氨基酸残基构成，其中与 Leu471, Pro467 和

Lys466 等 3 个氨基酸残基形成 4 个氢键；3,5,7-

三羟基香豆素与 S. cerevisiae isomaltase 的结合

位点由 Gln239，Lys156 和 Gly160 等氨基酸残

基构成，其中与 Lys156 氨基酸残基形成 1 个

氢键；(2R,3R)-(+)- 二氢槲皮素与 S. cerevisiae 

isomaltase 的 结 合 位 点 由 Gly564, Pro488，

Lys568 和 Tyr566 等氨基酸残基构成，其中与

Gly564, Pro488，Lys568 和 Tyr566 等 4 个氨基

酸残基形成 4 个氢键；槲皮素与 S. cerevisiae 

isomaltase 的 结 合 位 点 由 Phe303，Phe178 和

Asp69 等氨基酸残基构成，其中与 Asp69 氨基

酸残基形成 2 个氢键。

此外，4 个化合物与 S. cerevisiae isomaltase

的 最 低 结 合 能 分 别 为 -5.13，-6.32，-6.55

和 -7.00 kcal/mol，与测得的 α- 葡萄糖苷酶

抑制活性强弱顺序一致。因此，分子对接研究

方法是有效、可行的，且从分子水平上初步阐

明了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的作用机制。

3 结论

本文为首次对乳木果壳工业废弃物进行研

究。结果表明，来自 7 个亚撒哈拉非洲地区的

28 批不同产地乳木果壳样品均具有治疗糖尿

病的药用潜力，特别是其中富含的 (2R,3R)-(+)-

二氢槲皮素等活性成分。因此，液质联用及分

子对接技术可为天然植物降糖活性成分的确认

提供有力工具，从而为其药用潜力开发与药效

物质基础研究奠定基础。今后将对乳木果壳活

性成分进行进一步体内降糖活性评价，并深入

研究不同化学成分之间的协同效应，以期发现

具有临床使用意义的药物，为乳木果壳资源开

发与利用奠定基础。

图 2 最低对接能量时的结合方式图

（A）、2D 图（B）和氨基酸残基图（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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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淮安种植西瓜的成分分析

史晶晶    张君丽   陆正清

淮 安 南 马 厂 自 2001 年 开 始 种 植 西 瓜，

2008 年注册了“南马厂”品牌。南马厂西瓜

[ 摘要 ] 南马厂西瓜以其口感佳、皮薄、瓜甜等优点深受周边地区居民喜爱。文章以南马厂

种植的三种热销西瓜品种，密童、8424、小兰为研究对象，对其所含总酸、可溶性固形物、还原糖、

硝酸盐、总糖、维生素 C 等成分含量进行检测与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品种小兰与 8424 总糖及

还原糖含量较高，品种小兰的总酸含量较低，品种小兰与 8424 含维生素 C 较高，综合评价，小

兰与 8424 在营养价值方面优于密童。

[ 关键字 ] 西瓜  南马厂  成分分析

[ 作者简介 ] 史晶晶（1986-），女，汉族，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食品药品检测方法。（江苏淮安  223005）

以其口感佳、皮薄、瓜甜等优点深受周边地区

居民喜爱。近几年南马厂西瓜品种繁多，果农

种植品种多样。本文挑选果蔬市场销售比较好

的三种西瓜，密童、8424、小兰为研究对象，

对其所含总酸、可溶性固形物、还原糖、硝酸盐、

总糖、维生素 C 等成分进行含量检测与分析，

研究三种西瓜的营养价值。

1 测定方法

1.1 总酸含量测定方法

根据 GB/T 12456-2008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方法进行西瓜总酸的检测。

取三品种西瓜各 100g（去皮），用组织

捣碎机捣碎，混匀后置于密闭玻璃容器内，称

取 10-50g 样品，精确至 0.001g，置于 100mL

烧杯中，用煮沸过的水将烧杯中的内容物转

移 至 250mL 容 量 瓶 中， 置 于 沸 水 浴 中 煮 沸

30min，取出，冷却至室温，用煮沸过的水定

容至 250mL，过滤，收集滤液进行测定，平行

测定三次，计算总酸含量。[1]

1.2 可溶性固形物测定方法

根据 NY/T 2637-2014 水果和蔬菜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的测定进行含量检测。

取三种西瓜各 150g（去皮），用组织捣

碎机捣碎，用四层纱布挤出匀浆汁，用折射仪

测定溶液的折射率，计算可溶性固形物含量。[2]

1.3 还原糖测定方法

根据 GB 5009.7-2016 食品中还原糖的测

定第一法进行还原糖含量检测。

配置葡萄糖标准溶液，制作葡萄糖标准曲

线。

取经组织捣碎机捣碎的匀浆液 25g，置于

250mL 容量瓶中，加 50mL 水，缓慢加入乙酸

锌溶液 5mL 和亚铁氰化钾溶液 5mL，加水至

刻度，混匀，静止 30min，用干燥滤纸过滤，

取滤液进行滴定测定，计算还原糖含量。[3]

1.4 硝酸盐测定方法

根据 GB 5009.33-2016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

硝酸盐的测定第三法。

配置硝酸盐标准储备液，制作硝酸盐标准

曲线。

取 经 组 织 捣 碎 机 捣 碎 的 匀 浆 液 10g 于

250mL 锥形瓶中，加水 100mL，加 5mL 氨缓

冲溶液、2g 粉末活性炭，振荡 30min，转移至

250mL 容量瓶，加入 2mL150g/L 亚铁氰化钾溶

液和 2mL300g/L 硫酸锌溶液，充分混匀，加水

定容至刻度，摇匀，放置 5min，上清液用定

量滤纸过滤，滤液备用，同时做空白实验。[4]

1.5 总糖测定方法

参考《原子吸收间接法法测定水果蔬菜中

水溶性总糖》文章中总糖的测定方法进行实验。

各取 25g 西瓜样品，用约 150mL 水洗入

250mL 容量瓶中，摇匀，放入 30℃水浴保温

浸提 30min（其间摇动数次），取出冷却后滴

加中性醋酸铅溶液至不再产生新沉淀为止，再

加入 1-2gNa2SO4 以除去溶液中的过剩铅盐，

定容，过滤。吸取清液 50mL 放入 100mL 容量

瓶中，加入 6mol/L 盐酸 5.00mL，于 90℃水浴

中水解 10min，取出冷却后，加入酚酞指示剂

3 滴，以 6mol/L NaOH 溶液中和至微红色，加

水定容，稀释一倍为待测液，用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测定溶液吸光度，计算总糖含量。[5]

1.6 维生素 C 含量测定方法

根据 GB 14754-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

品添加剂维生素 C。

称取约 0.2g 样品，精确至 0.0002g，置于

250mL 碘量瓶中，加 20mL 新煮沸的冷水及

25mL 硫酸溶液使溶解，立即用碘标准滴定溶

液滴定，近终点时，加 1mL 淀粉指示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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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4

小兰

密童

3.83

2.69

3.79

5.8

6.8

6.8

6.63 

5.45 

5.56 

0.35 

0.40 

0.43 

13.40

18.09

11.39

9.61

9.21

9.02

样品

名称

可溶性

固形物（%）

 维生素 C

（mg/100g）

还原糖

(g/100g)

  硝酸盐 

（mg/kg）

总糖

（%）
总酸

（g/kg）

表 1 三种西瓜的总酸、可溶性固形物、

还原糖、硝酸盐、总糖、维生素 C 成分汇总表

至溶液显蓝色，保持 30s 不褪色为终点，同时

做空白实验，根据消耗的碘标准溶液计算维生

素 C 含量。[6]

[S]. 2008.

[2] NY/T 2637-2014. 水果和蔬菜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的测定 [S]. 2014.

[3] GB/T 5009.7-2016. 食品中还原糖的测

定 [S]. 2016.

[4] GB 5009.33-2016.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

酸盐的测定 [S]. 2016.

[5] 刘国胜 , 王珏云 , 王豁 , 韩钟霄 . 原子

吸收法测定水果蔬菜中水溶性总糖 [J]. 河北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02).

[6] GB 14754-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

品添加剂维生素 C[S].2010.

                                         （审稿人：杨猛 )

“药食同源”艾叶作为糖尿病患者

药膳添加剂的可行性研究

肖建琪   朱鸿英   黄颖   李 达   冯锋 *

糖尿病是一种以高血糖为特征的慢性疾

病，[1] 治疗二型糖尿病最常用的方法是降低餐

后高血糖，[2] 降低餐后高血糖的治疗方法之一

是抑制关键的碳水化合物水解酶（α- 淀粉酶

和 α- 葡萄糖苷酶）。[3] 氧化应激是自由基（氧

化剂）生成量增加与自由基清除系统（抗氧化

剂）减少之间不平衡的病理结果，[4] 有研究表

明高血糖的产生可能与增加氧化应激有关。[5-7]

综上，单纯地监测血糖水平不足现已不能延缓

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因此，一种既具有抗氧

化又具有降血糖特性的有效药物可能有助于调

节糖尿病，[8] 根据中国的传统理论，缓解这些

[ 摘要 ] 糖尿病是一种以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的一种代谢紊乱疾病。艾叶是一种独特的药食两

用植物，文章旨在评价艾叶浸膏体内及体外的降血糖活性；采用 DPPH、ABTS、FRAP 来测定

艾叶甲醇提浸膏的抗氧化活性，采用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实验来测定其体外的降血糖活性，采

用小鼠口服糖耐量实验及小鼠小肠酶活力的测定实验，来测定其体内的降血糖活性，结果发现

艾叶甲醇提取物及 4 个萃取物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活性、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及体内降血糖

活性；为艾叶作为糖尿病患者药膳添加剂的应用奠定了药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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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的替代方法是调节脾脏和补肾，用中药以

更安全的方式来维持血糖水平。

艾叶（菊科）是植物艾草（Artemisia argyi 

Levl. et Vant.）干燥的叶，是独特的药食两用

植物，传统上用作食品添加剂。药效物质成分

主要包括黄酮类、挥发油类、绿原酸类、酚酸

类、三萜类等，[9-11] 其中黄酮类、挥发油类化

合物是该植物的主要有效活性成分。通常艾叶

的有效成分采用乙醇进行浸提，并且现代药理

学证明艾叶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抗病毒，

镇痛，免疫调节等药理作用，[12-14] 但对艾叶的

降糖作用的研究尚不充分。

2 结果与讨论

结果表明，三种西瓜品种中，品种小兰的

总酸含量最低，含维生素 C 含量最高，而品

种 8424 总糖含量及还原糖含量最高，小兰与

8424 的硝酸盐含量均低于密童，小兰与 8424

在营养价值方面优于密童。

3 结论

本论文对南马厂种植的小兰、8424、密童

等三种西瓜进行总酸、可溶性固形物、还原糖、

硝酸盐、总糖、维生素 C 成分分析，检测结

果表明，小兰与 8424 不仅在营养价值方面优

于密童，而这些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三种西

瓜的口感，品种小兰与 8424 更受本地及周边

地区消费者喜爱。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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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文主要研究对艾叶甲醇浸膏进行

小鼠体内的降糖实验研究和体外的抗氧化和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实验来探讨艾叶降血

糖的机制，为开发治疗糖尿病的潜在草药资源

提供了理论指导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试药及试剂

1.1.1 主要仪器

HITACHI L-2000 型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HPLC-UV，日本日立公司）；EL-x800 型

酶标仪（美国 BioTek 公司）；高效液相色谱 -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 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

（HPLC-DAD-Q-TOF-MS，美国安捷伦公司）。

1.1.2 主要试药、试剂

艾叶（湖北蕲春制药有限公司）；1,1- 二

苯基 -2- 苦基肼（DPPH）、2,2'- 连氮基 - 双（3-

乙基苯并噻唑啉 -6- 磺酸）二铵盐（ABTS）、

2,4,6- 三吡啶基三嗪（TPTZ）、水溶性维生素

E（Trolox）、α- 葡糖苷酶、4- 硝基 -α-D-

吡喃葡萄糖苷（p-NPG）、阿卡波糖（上海源

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或色谱纯（南京国药医药有限公司）。

1.1.3 实验动物

动物是雄性 ICR 小白鼠，SPF 级动物等级

为，体重控制在 22-25 g，南京市青龙山动物

繁殖场购得。

1.2 实验方法

1.2.1 样品制备

艾叶 800 g，100% 甲醇浸泡 24 h，分批将

叶和溶剂放到圆底烧瓶中，将温度调节到 60 

℃，回流 3 h，此过程重复 3 次，直至将所有

药材提取完，在 60 ℃的条件下用旋转蒸发仪

悬干得到总浸膏（45.6 g）。

1.2.2 抗氧化活性测定 

1.2.2.1 溶液的配置

DPPH 工作液：50 mL 的乙醇溶液加入 10 

mg DPPH 溶于。

ABTS 工作液：7.4 mM 浓度的 ABTS 和 2.6

浓度的 mM K2S2O8 等体积混合，用黑色塑料袋

包好 12-16 h 以上再使用。

FRAP 工作液：10 倍量的 300 mM 浓度的

pH 3.6 的醋酸盐缓冲液与 1 倍量的 10 mM 浓

度的 TPTZ 溶液和 1 倍量的 2 mM 浓度的 FeCl3

溶液混合而成。

1.2.2.2 DPPH 实验方法

DPPH 实验方法参照 [15] 方法优化为：样

品溶液的体积是 50 μL、3 倍量的 DPPH 测试

液混合，将板用黑色塑料袋包好，30 min 后在 

517 nm 处测其吸光度。计算公式如下，测试

组为 A0，空白组为 A1，对照组为 A2，每次实

验设置 3 个复孔。

抑制率 (%) = (A2-A0)/(A0-A1) × 100%。

1.2.2.3 ABTS 实验方法

ABRS 实验方法参照 [16] 方法优化为：样

品溶液的体积是 10 μL，20 倍量的 ABTS 工

作液，混合后将板用黑色塑料袋包好，30 min

后在 734 nm 处测定其吸光度。计算公式同上。

阳性对照为 Trolox，做出标准曲线。

1.2.2.4 FRAP 实验方法

FRAP 实验方法参照 [16] 方法优化为：样

品溶液的体积是 5 μL，36 倍量的 FRAP 工作

液，混合后将板用黑色塑料袋包好，30 min 后

在 593 nm 处测定其吸光度。

1.3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实验方法

1.3.1 溶液的配置

α- 葡萄糖苷酶溶液：用 PBS 溶液配置成

1 U/mL。

PNPG 溶液：用 PBS 溶液配置成 2 mM。

阿 卡 波 糖 溶 液： 用 PBS 缓 冲 液 浓 度 为

4000 μg/mL，依次稀释。

1.3.2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实验方法

实验在 96 微孔板进行，反应体系参照方

法 [17-19]，优化后：60 μL PBS 溶液、10 μL 的 0.2 

U/mL 酶溶液、20 μL 样品溶液依次加入，混匀，

用黑塑料袋包好，在 37 ℃恒温的水浴锅上手

动摇晃持续 20 min，加入 20 μL 的 2.5 mmol/

L 浓 度 的 PNPG 溶 液 后， 同 上 维 持 30 min。

末尾加入终止液 150 μL 的 0.2 mol/L 浓度的

Na2CO3 液，在 405 nm 波长下测 OD 值。

实验共设 5 个组，每组三孔，分别为：

a．对照组（缓冲液 + 酶液 + 底物）

b．空白组对照组（缓冲液）

c．样品测定组（样品 + 酶液 + 底物）

d．样品对照组（样品 + 缓冲液）

e．阳性对照组（Acarbose+ 酶液 + 底物）

抑 制 率 的 计 算 公 式：I %=[1-(Ac-Ad)/

(AaAb)]×100% 计 算 抑 制 率， 并 用 Graph Pad 

Prism 5 软件求出相应的 IC50 值。

1.4 小鼠体内降血糖活性实验

1.4.1 溶液的配置

0.5% CMC-Na 溶 液： 称 取 5 g 的 CMC-

Na，加入 1000 mL 蒸馏水配制成质量分数为

0.5% 的 CMC-Na 溶液。

pH 6.8 PBS 溶液：3.58 g 的 Na2HPO4 和 1.36 

g 的 KH2PO4 加入 100 mL 的蒸馏水配置而得。

1.4.2 实验动物分组及处理

实验前将小鼠用硝酸银溶液进行分组标

号，把小鼠分成 5 组（n=10）。禁食过夜，12 

h 后以灌胃的方式分别给药，其中测定艾叶甲

醇浸膏的降血糖活性的分组情况如下：

第一组是空白对照组：每组按照小鼠体重

给予一定量的羧甲基纤维素钠溶液，用来平衡

变量；

第二组是空白组：每组按照小鼠体重给予

一定量的羧甲基纤维素钠溶液，给药后给予 2 

g/kg 的葡萄糖溶液；

第三组是样品组 ( 高剂量组 )：每组按照

小鼠体重分别给予 400 mg/kg 的艾叶浸膏溶液

给药后给予 2 g/kg 的葡萄糖溶液；

第四组是样品组 ( 低剂量组 )：每组按照

小鼠体重分别给予 200 mg/kg 的艾叶浸膏溶液

给药后给予 2 g/kg 的葡萄糖溶液；

第五组是阳性药组：每组按照小鼠体重分

别给予 50 mg/kg 的阿卡波糖溶液给药后给予 2 

g/kg 的葡萄糖溶液；

1.4.3 口服葡萄糖耐量（OGTT）实验

在做实验前，实验的 ICR 每组小鼠都需要

禁食不禁水一夜，并在实验开始前要首次测定

它们的空腹血糖值，后将每组药物灌胃送予小

鼠服下，后再用同样的方式给予葡萄糖溶液，

在此后的 30、60、90 和 120 min 分别使用罗

氏血糖仪以尾静脉采血的方式采血，血糖的数

据以表示，采用 t 检验方法。

1.4.4 小鼠小肠酶活力的测定

灌胃给药后，取出小鼠小肠的十二指肠和

空肠的前端，用 PBS 溶液清洗去除内容物，

以 4 ℃ 10000 r/min 离心 10 min 后去除沉淀，

只要上层清液，按照 BCA 蛋白试剂盒中实验

说明检测其中蛋白含量。根据 Sigma 公司提供

的资料，可知测试步骤如表 1，酶的计算公式：

!!!= OD400nm ×V×df
18.3×T×!!

（V—反应的终体积；df—稀释因子；T—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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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酶活力测试步骤 表 2 艾叶甲醇浸膏活性测定结果

1：0.1 moL/L 磷酸缓冲液（pH 7.0）；

2：0.02 moL/L PNPG；

3：0.2 moL/L Na2CO3；

4：0.2% BSA（0.01 moL/L 磷酸缓冲液配置，

pH 7.0）

5：酶液（用冷的 D 稀释）；

1.5 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的计算由 Excel 软件完成，结果

均表示为平均值 ± 标准差（n=3）形式；定

性数据由 Agilent Mass Hunter 工作站数据采集

软件 B.04 处理（美国安捷伦公司）；分子对

接分析采用 AutoDock (4.2) 软件。

2 结果与讨论

2.1 抗氧化及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测

定结果

Units /mg = (Atest − Acontrol )× 4
18.1×15×W ×0.5

MeOH extract

Troloxd

Acarbosed

12.16±2.00

6.41±0.30 

726.29±63.22 583.27±28.28 47.58±2.02

125.91±20.35

DPPH            
IC50 (μg/mL)a

ABTS
(μmol TEs/g )b

FRAP
(μmol TEs/g)c

α-glucosidase 
IC50 (μg/mL)a

Extract or
 fraction

Antioxidant activity

Each value is expressed as the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n = 3). ND, not determined.

a I C 5 0  v a l u e :  t h e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a t 

which  the  ant iox idant  ac t iv i ty  inhib i t ion 

r a t i o  r e a c h e d  5 0 % ;  1 , 1 - d i p h e n y l - 2 -

picrylhydrazyl (DPPH) was scavenged by 50%                                                                              

bThe ratio of trolox to samples corresponding to the 

same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rate (TEAC).         

cThe ratio of FeSO4 to samples corresponding 

to the same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rate (TEAC).

dReference compound.

活性结果显示（表 2），发现艾叶甲醇浸

膏具有良好的抗氧化及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

性。

2.2 小鼠体内甲醇浸膏的降糖实验结果

正常小鼠灌注艾叶甲醇浸膏后，葡萄糖负

荷后 0、30、60、90 和 120 min 的血糖值变化

趋势见表 3 和图 1。与对照组相比，艾叶甲醇

浸膏的高剂量组在 30、60 min 的血糖值均低

于对照组（p < 0.01），且低剂量组在 30、60 

min 与 Control 组相比也是具有明显差异的（p 

< 0.05），说明艾叶甲醇浸膏可降低小鼠的血

糖值。通过计算 AUC 可以得到图 2。从图中

可知，艾叶甲醇可以改善小鼠的糖耐量。

表 3 糖耐量试验各组小鼠的血糖值

图 1 Blood glucose level at 0, 30, 60, 90, and 120 
min after 10% glucose solution injection for MeOH 
extract. *p < 0.05, **p < 0.01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OVA followed by Dunnett’s t-test for comparison 
with respect to the Control.

图 3 Effect of MeOH extract oral administration on 
small intestinal α-glucosidase activity in normal mice. 
*p < 0.05, **p < 0.01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OVA 
followed by Dunnett’s t-test for comparison with 
respect to the α-glucosidase activity at 0 min.

0 min

30 min

60 min

90 min

120 min

AUC

5.59 ± 1.30

10.67 ± 0.83**

7.50 ± 0.82**

7.09 ± 1.86

5.39 ± 1.44

1016.97 ± 

82.33**

5.29 ± 0.76

13.68 ± 1.53*

9.72 ± 1.90*

7.52 ± 0.92

5.98 ± 1.09

1161.87 ± 

74.40**

5.08 ± 0.29

8.55 ± 1.15**

7.42 ± 1.02**

6.60 ± 0.82

5.20 ± 1.02

909.90 ± 

56.47**

5.13 ± 0.07

5.16 ± 0.10**

5.19 ± 0.10**

5.17 ± 0.12**

5.10 ± 0.19

696.05 ± 

5.55**

5.27 ± 0.69

15.55 ± 1.67

12.27 ± 2.02

7.82 ± 1.10

6.70 ± 0.71

1327.68 ± 93.29

High-Dose Low-Dose Acarbose Blank control Control

血糖
（mmol/L）

组别
组别

图 2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for blood 
glucose over 2 h in glucose tolerance test for MeOH 
extract. *p < 0.05, **p < 0.01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OVA followed by Dunnett’s t-test for comparison 
with respect to the Control.

在正常小鼠灌注艾叶甲醇浸膏后，解剖小

鼠并测量其 α- 葡萄糖苷酶的活性可以得到图

3，从图中可知，与对照组相比，随着时间的

推进，小鼠肠道内的酶的活性是逐渐降低（p 

< 0.05 或 p < 0.01）的。

3 结论

经过对艾叶的降血糖活性进行了体内、体

外的研究，结果表明艾叶具有治疗糖尿病的药

用潜力，因此，在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中，把艾

叶作为添加剂，不仅能够改善色泽增加食欲，

而且还能够起到药理作用，为艾叶作为糖尿病

患者药膳的应用奠定了药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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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不断拓宽“两聚一高”伟大实践

冯  锋    陈  锐

江苏是中国经济大省，GDP 总量高居全

国第二，2018 年人均 GDP 为 92595.40 元，折

合 17381 美元，相当于韩国 2004 年的水平，

发展成就堪称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

时，对江苏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建设经济强、

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为了实现这一美好蓝图，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

出“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总目标、总任务，明确了今后一个时

期江苏的发展取向、工作导向、奋斗指向，为

全省党员干部和群众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具体路

径和指南。

拓宽“两聚一高”的实践基础，应当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增强江苏内生发

展动力

[ 摘要 ] 江苏是中国经济大省，近年来人均 GDP 已经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达到高

收入经济体的阈值。江苏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事关自身，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因此，

推进江苏的现代化事业，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意义十分重大。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两聚一高”战略，契合了江苏省现阶段的发展需求，对江苏未来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文章论述了如何拓宽“两聚一高”的实践基础，并结合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 关键词 ] 两聚一高  现代化  江苏

[ 作者简介 ] 冯锋（1970-），男，河南荥阳人，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博士，江苏食品药

品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天然药物化学。陈锐（1977-），男，江苏扬州人，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博士，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数理经济学。（江

苏淮安  223005）

江苏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在全国名列前

茅，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上也有着较高的地位，

而大健康产业的核心——生物医药产业更是当

今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高点。经过多年的发展，

再加上现代基础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刺激，生物

医药产业不但涉及化学、生物、医学等传统学

科和所属技术，而且涉及到大数据、人工智能

（包括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图像识别等

多项尖端技术，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相应基础

学科能起到较强的带动作用。在生物制药产业

的研究过程中，会不断涌现出多学科交叉的问

题，从而推动这些学科的协同发展。这对于整

个自然科学体系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意义。可

以说，在电子硬件技术已经逼近极限，电子信

息产业日益依赖于先进算法发展而呈现“虚拟

化”的情况下，生物医药产业已经成为推动人

类科技进步实体化的主要动力。江苏科研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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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存在着交叉学科发展不足、

学科齐全性有待补充等问题。大力发展生物制

药产业，能够为江苏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提供充

足的内生动力，有效弥补自身的缺陷。

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力争在世界高新

技术产业领域有所作为

从全省目前的产业结构来看，劳动密集型

产业和普通重工业占了工业产值的大头，高新

技术产业仍有待发展。从产业形态上来看，高

新技术产业大致可以分为较成熟产业和前沿创

新型产业：较成熟产业（比如芯片产业和医药

产业）建立在长期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往往有

严密的专利壁垒，后来者一旦进入就会触发这

些壁垒，从而不得不屈从于先来者的压榨和摆

布；前沿创新产业往往与基础科学发展直接挂

钩，这类产业没有严密的专利壁垒，是产业创

新的自由王国。较成熟高新技术产业也需要前

沿创新型产业所提供的技术来改造和提升自

己，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突破原有的技术壁垒。

因此，这两类高新技术产业是相互联系，不可

分割的。江苏如果要实现“两聚一高”所规

划的辉煌蓝图，仅仅依靠传统产业的发展是不

够的，必须依靠现代高新技术产业，而大健康

产业以其技术高度和对区域经济的推动能力，

成为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江苏

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虽然居全国前列，但与欧美

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

品结构层次不高、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缺陷。在

一批原创型技术，比如药物分子计算机设计技

术、生物医药下游技术、高端医疗器械、医药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中药分段式单元制造流程

模式、药材有效组分萃取工业化等方面，与国

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在国内也不

能稳居第一梯队。此外，创新药物不能及时列

入医保名录，也影响了医药企业创新的意愿与

投入。生物医药产业被公认为朝阳产业，技术

含量和附加值远高于一般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普

通重工业，对其他高新技术与行业的推动作用

也很显著。美国等发达国家将生物制药视为具

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部门，严防相关技术外流

和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因此医药产业并未

出现如华为、三星、台积电一样位于新兴经济

体的著名企业。江苏要推动产业升级，除了在

传统产业部门发力，运用现代高新技术改造传

统产业部门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如生物制药这

样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提升自身的产业层次

和在国际产业链上的地位，从而有力地推动“两

聚一高”战略向纵深推进，并支持江苏在未来

10-20 年成为高收入省份。

三、加强区域产业合作，推动全省各个区

域均衡发展

江苏虽然经济比较发达，但区域发展梯度

差异在国内也不多见。苏南地区工业化较早，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苏中地

区虽不如苏南，但因为其区位优势和文化底蕴，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较高；苏北地区发展水

平又比苏中落后。这种落差源自于区域间产业

层次的落差，苏南产业层次较高，苏中、苏北

相对较低，如果不及时解决，会对江苏现代化

事业产生不良后果。“两聚一高”战略的提出，

为缩小江苏区域发展差距指明了方向。值得注

意的是，虽然苏北地区在传统上被认为落后于

苏南和苏中地区，但在生物制药产业发展方面，

泰州、徐州和连云港却居江苏生物制药产业前

三强。区域发展落差是由多种历史、现实的原

因所造成，要想弥补这种落差，单靠发展传统

产业是不够的，必须借助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历史上德国超越英法，依靠的就是新兴的机电

产业和化工产业。苏北和苏中地区在生物制药

产业发展上已经具备相当的基础，但在内部也

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淮安、扬州、盐城和

宿迁在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上，远比周围的泰

州、连云港和徐州落后。这就需要淮安等地政

府与国内知名生物制药企业通力合作，利用泰

州医药城等已经形成规模效应和正外溢效应的

产业平台，大力发展能够有效弥补发展落差的

生物制药产业以及上下游产业。如能切实做到

这一点，有效提升淮安、扬州等地的生物医药

产业层次，对于逐步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具有

重大的意义。

四、提高民众收入水平，增强民众获得感

和幸福感

民众的收入水平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

要衡量指标，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增强民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只

有民众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才能增强民众的消

费能力，推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江苏经济虽

然在全国范围内比较发达，但在提高民众人均

收入方面仍有一定的空间。与邻近的浙江省相

比，2017 年江苏人均 GDP 为 10.7 万元，人均

收入为 35024 元；浙江人均 GDP 为 9.15 万元，

人均收入为 42045 元。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

出，江苏与浙江相比，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

水平上存在着倒挂现象。这个问题不解决，民

众就难以充分分享发展成果，对江苏现代化事

业显然有不利的影响。省委省政府早就意识到

了这一点，为此专门出台了《关于聚焦富民持

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若干意见》，为全

省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在省委省政府的有

力领导下，江苏民众的收入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区域差距也会逐步缩小，获得感和幸福感也会

不断增强。 

五、发展教育事业，增强江苏人才储备

江苏文教素来发达，在封建时代就是海内

知明的文教之乡。但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发源于

西方，江苏在吸纳和学习国外先进科技方面，

便利程度不如北京和上海。同时，虽然江苏在

经济实力上名列前茅，但在科技和文教实力上

与一些中西部省份如陕西、四川相比并没有太

明显的优势，近年来与北京和上海的差距更有

扩大的趋势。科教是创新之基，也是富民的保

障，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江苏

经济水平的发展和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

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需要江

苏大力发展各个层次的教育，满足人民群众的

需求。如果结合“两聚一高”战略的发展需要，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增加人才储备，正是题中

应有之义。就生物医药科研层面而言，江苏具

备较强实力的有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药

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能够为国内乃至国

际生物医药产业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但在生

物医药产业所需要的最前沿学科领域，江苏还

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亟需补强。这个补强的

过程，也是“两聚一高”战略向纵深推进的过

程，更是“两聚一高”战略的实践内涵不断拓

宽的过程。与此同时，生物医药产业几乎涉及

到所有的基础和应用型学科，远非各高校、院

系和企业所能单独完成。这就需要各个高校和

企业围绕着本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一些战略

方向，形成比较稳定的产业与技术合作联盟，

推动江苏生物医药产业不断升级。这势必会产

生强大的正反馈效应，促进江苏科教事业的发

展和人才的兴盛，也将为“两聚一高”向纵深

推进提供坚强的助力和保障。

六、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业污染问题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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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杨  路

2010 年 9 月，国务院在出台的《关于加

快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第

一次提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的七大

产业，分别为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节

能环保、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

能源汽车。在经历了整个“十二五”的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已覆盖了我国三大产业，

[ 摘要 ] 目前苏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对地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

起到了推动作用。通过分析苏北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基础和现状，发现城市地区间新兴

产业集聚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苏北要针对问题采取措施，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地区间协同发

展，保持特色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并要建设产业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和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进而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 关键词 ] 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集聚  协同创新

[ 作者简介 ] 杨路 （1983-） ，男，江苏淮安人，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江苏淮安   223005）

这是一个集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为一体，

具备极强的引领作用和支撑能力的新领域。在

大背景下，后发优势明显的苏北地区也在大力

发展自己的新兴产业，但与国内外发达地区相

比，地区间同构竞争激烈、产业配套能力低、

创新能力低等问题仍存在，影响苏北新兴产业

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引起国内外广泛的重视，那种“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方式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反思。在欧美

等工业化先发国家，由于在工业化过程中未能

及时重视污染治理，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从而

在经济上造成较大的损失，也对民众的生活造

成诸多不利影响。治理这种污染花费的代价更

是惊人。对于江苏这样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省份而言，能有更多资源来促进社会与自

然和谐发展，从而做到事先控制，防患于未然，

环境保护正是其中的核心环节。要做好环境保

护工作，就要采用“控制增量，改善存量”的

办法来安排工业生产。就大健康产业而言，药

物研发和生产工艺的成熟非常艰难，从研发阶

段起就要消耗大量化合物和试剂，对环境的污

染不容低估，更不用说生产环节。因此，在药

物研发和生产领域全面推动清洁生产，意义极

其重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生产领域，大

健康产业涉及到化工、发酵、基因工程、酶工

程等多种复杂的生产流程，对环境的影响可以

说在各类工业中位居前几位，其所涉及的处理

技术也由此呈现出高技术、高难度的特点，对

其他工业生产领域有较大的借鉴和移植作用。

推行大健康产业的清洁生产，不仅能够提高自

身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其清洁生产技术还能够

产生正面外溢效应，对其他工业领域“三废”

处理和节能环保技术，产生正面的影响。这对

于“两聚一高”战略的深入推进来说，是十分

重要的。

七、不断深入推进从严治党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提

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思想，并希望江苏有

更强意识、更多举措、更大作为，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迈上新台阶。这是江苏的光荣，更是总

书记对江苏的殷切期望。“两聚一高”的深入

推进，需要有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保障，这就要

求江苏大力推进从严治党，营造符合“两聚一

高”发展要求的政治生态。推进从严治党，应

该在“严”和“常”上狠下功夫，切实强化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等“四

个意识”，坚定不移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权威。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

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推进从严治党，需要打造坚强有力党组织，充

实基层党组织实力，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

工作覆盖，突出国企、高校、“两新”组织党

建。加强政治引领，发挥党的群众工作优势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基层各类组织自觉贯

彻党的主张，并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建设。

只有如此，才能为“两聚一高”的伟大实践提

供坚强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保障，并丰富“两

聚一高”的实践内容。

“两聚一高”是省委省政府在新时期为江

苏未来发展所做的恢弘蓝图。省委省政府高瞻

远瞩，脚踏实地，在充分掌握江苏的省情社情

基础上，解决了江苏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这

一根本性的问题，回答了如何使江苏省成为高

收入经济体，从而带动全国整体发展这一重大

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和价值。全省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牢

记习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在未来的 10-20 年内将江苏建设成高收入经济

省份，从而为其他省份尤其是广大中西部省份

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光辉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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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

苏北地区在全省的经济地位一直处于较弱

的状态，第一产业相对发达，第二、第三产

业均比较落后，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 远远落

后与苏南地区。2017 年苏北五市 GDP 之和为

2.03 万亿元，约占全省经济总量 23.6%，略高

于苏中地区（1.75 万亿元），仅为苏南地区

（5.02 万亿元）的 40.4%。2017 年苏北五市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6.69 万元，落后于苏中地

区（10.66 万元），仅为苏南地区（15.02 万元）

的 44.54%。在创新资源方面，江苏是全国闻

名的教育大省，苏北地区也有着较为充沛的科

教资源，现有普高院校 30 余所，拥有两院院

士 42 人，千人计划已引进人才 300 余名。区

域创新能力较为薄弱，高新技术企业近 1800

家，只占全省的 15% 左右，专利授权量也仅

占全省 17%。2017 年整个江苏研发经费投入

占 GDP 比重为 2.7% 左右，苏南地区是全国创

新资源丰富、创新型城市密集、创新活力强劲

的先行区，苏北地区与之相比就显得比较落后。

在企业影响力上，苏北地区缺乏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龙头企业。2018 年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评比中，江苏共有 86 家企业上榜，苏北仅徐

州有三家入选。

二、苏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及

存在问题

（一）产业发展侧重点明显，但协同发展

不足

苏北五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趋

势，均已选择确定了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

点发展方向。徐州市目前在已有一定基础的产

业中选择了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三

大产业重点发展，将有成长潜力的生物技术和

新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三大产业

作为集中培育的对象，稳步构建“3+3”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格局。盐城市把技术研发作为

核心，重点推进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

车、海洋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实现“四有三聚”

要求。此外大数据产业为引领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已成为盐城战略性新兴产业，盐城已成

为苏北地区数字产业新高地。连云港市以大健

康、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海洋产业为重点，在七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通过重点工程建设打造产

业发展基础，继续着力打造一批产业创新平台，

建设一批一流的产业创新园区，扶持一批具有

龙头作用和品牌效应的重点企业，为推动连云

港市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淮安市重点发展新能源汽

车及零部件产业、生物技术及新医药产业、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

产业、新能源及节能环保产业六大产业，构建

包括市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核和分别向南北

辐射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展区的“一核两区”

空间布局。宿迁市发展“双新一特”产业体系，

由于现有的资源有限，只能重点发展智能家电、

绿色建材、功能材料、智能电网四大新兴产业

上，配合有基础优势的食品饮料、纺织服装、

机电装备、家居制造四大特色产业，形成“4+4”

的产业定位。从苏北五市自身角度来看，他们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领域目标明确、特

点鲜明，但从协同发展角度来看，却有着较为

明显的资源分散、产业同构和产能过剩等问题。

（二）产业集聚态势形成，但配套能力较

低

经历了市场选择和各地政府的推进，苏北

五市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发展态势逐步

形成。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初始形成时具有

随机性，但产业集聚效应是产业形成之后发展

壮大的主要推动力。徐州市近年来全力培育新

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三个在全国有影

响力的新兴产业集群，积极打造节能环保、生

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三个省内知名的新兴

产业集群。新能源领域，徐州汇聚了中能硅业、

协鑫硅材料、艾德太阳能等十几家龙头型制造

业企业，建成了徐州经开区和沛县两大生产基

地，目标直指世界领先的新能源产业集群。与

此同时华为淮海大数据中心、微软徐州企业创

新中心、软通动力创新平台等 IT、ICT 产业项

目也是风生水起，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发

展积蓄后劲。盐城的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

源汽车、海洋生物等主导产业在 2018 年产业

集聚不断升级。新能源领域已集聚了中华锐风

电、金风科技等领军企业，节能环保领域则集

聚了国内烟气治理和水处理前五强企业，节能

灯管、环保滤料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则超过了五

分之一。连云港市把新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重点，同时连云港市正将他们的新能

源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分别向着清洁能源、高性

能纤维方向聚集。淮安市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

及零部件产业发展。敏实集团、实联长宜、骏

盛新能源等一批企业先后落户，淮安新能源汽

车及零部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不断

提速，已成长为淮安“4+2”产业体系中最为

重要的新兴产业之一。宿迁市根据本地经济发
资料来源：根据苏北五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整理

表 1 苏北五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

域规划布局

      重点领域

新能源

新材料

新医药

高端装备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

节能环保

智能电网

海洋产业

新能源汽车

                    地区

徐州、盐城、淮安、连云港

徐州、淮安、连云港、宿迁

徐州、淮安、连云港

徐州、盐城、连云港

徐州、盐城、淮安、连云港

徐州、盐城、淮安、连云港

徐州、盐城、宿迁

盐城、连云港

盐城、淮安

经 济 管 理经 济 管 理

比如，苏北五市均将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

产业列为重点发展领域，徐淮连盐四个市把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也确定为发展重点，徐连盐

三市在高端装备制造和节能环保产业上也有着

同一个发展方向，海洋产业属于连云港和盐城

市共同确定的重点，如表 1 所示。从这样的选

择来看，苏北五市几乎相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方向很容易使自身陷入将来的产能过剩和

恶性竞争困境。（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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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特点，通过内培外引，逐步形成了新兴产业

集中区域。新能源领域中多家生物质发电企业

大都集中在市省级开发区内，太阳能光伏产业

主要集中泗阳开发区和宿豫开发区。新材料领

域的集中规模也很明显，宿豫区井头镇成为了

聚酯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宿迁高新区集聚了

中玻电子玻璃等二十余家无机非金属材料产业

企业。苏北五市均能看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发展的优势，但在集聚区内企业间的配套协作

关系却存在问题。例如淮安新能源汽车产业集

聚区就存在着产业配套能力较低，缺少完整的

延伸产业链，相关配套企业数不够等问题；连

云港的新医药产业也面临着医药产业链条单一

的问题，领军的骨干药企均属于医药制药产业

领域企业，又是以药物生产为主，全市及周边

地区关于制药机械、仓储物流、药用包装材料

等相关产业的企业配套短缺，而在医疗器械、

临床医学等医学板块中连云港所拥有的企业数

就更少了。此外，苏北五市之间同一产业的互

动联动较弱，产业链条延展性不够，协作配套

效率低，规模经济效应弱，在资源集聚和要素

整合上体现不出各地产业集聚的整体优势。产

业互补不足、协作水平不高影响了苏北五市发

展潜力的积累和规模效益的提升，不利于五市

的产业结构优化。

（三）创新能力逐步增强，但科技基础较

为薄弱

近年来徐州市取得国家科技支撑重点项目

等共达 37 项，省级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专项项目 14 个。省内率先实现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已认定省级以上高新技

术企业 253 家。培育建成四千余家市级研发平

台、近两百家科技平台以及三十六家各类科技

企业孵化器。连云港市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在重点发展的医药产业中规模以上企业实现研

发机构全覆盖，目前已有国家级创新型企业三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十三家。连云港市已建

成的新医药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中国药科大学

（连云港）研究院、“千人计划”（连云港）

新医药产业研究院为医药产业进一步提升创新

提供了有利的智力支撑。盐城的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现已建成集新能源汽

车整车及核心零部件研发、试验、检测、孵化、

中试和教育培训等于一体的公共平台。骨干企

业创新能力带动明显，江苏东强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科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入选 2018 年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名单。淮安市科技

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科技创新引领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成效显著。2017 年，全市研发投入

占 GDP 比重达 1.9%，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

246 家，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1%。省级示范智

能车间数量苏北第一。宿迁市也加大了对战略

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建设，彩塑包装、

秀强玻璃、精科智能电器等企业现已拥有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和研发机构，在环保新材料、光

伏玻璃、智能电网等关键技术上实现了产学研

合作和联合攻关。苏北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模式比较封闭、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虽然

有部分骨干企业创新能力已有较大提高，但带

动作用有限。作为后发地区，苏北与苏南相比，

知名高校或重点科研院所数量较少，而本地科

技创新资源匮乏，加之一些制度、平台等因素

依然制约着科技成果的转化，近年来虽有所改

善但科技基础总体上还时比较薄弱的。苏北五

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创新水平不高，某些

领域仍然存在着核心技术受他人把控的情况，

不能将一些政策措施落实到位，新兴产业的监

管方式过于落后，政策法规体系建设仍不完善，

还不适应苏北五市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要求。

三、苏北地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建议

（一）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地区间协同发

展

苏北五市要把握现有优势，取长补短，打

造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条。立足五市重点

产业领域构建产业链，构建城市间共建产业园

区的合作机制。支持以两到三个城市开展的产

业合作平台发展，完善合作模式和利益分享机

制，发挥苏北产业合作平台的开发运营、产业

引育、品牌影响等优势。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

产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

短板”的供给侧改革。化解光伏、风电、机器

人等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产能，运用市场化手段

清理“僵尸企业”；协助技术落后企业清理库

存产品，推动企业技术改造，提高产品档次、

质量和效益；降低新兴企业经营成本；综合运

用政府投资补助、贷款贴息和多层次资本市场

发展等综合手段，积极推动新兴企业去杠杆，

降低经营风险；切实加大技术研发和重大技术

攻关、鼓励企业研发，查漏补缺，增强发展能

力。苏北地区应当控制研发投入和产业集聚力

度，要加强区域内各政府间交流合作和政策互

补。各市应该准确定位，大力发展优势产业，

不能盲目推动新兴产业集聚，形成不良竞争，

造成资源浪费。城市间的相邻区域，例如盐淮

两地可以打造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配套的产业集

群，在盐淮地区形成较完整的供应链，相邻区

域彼此协同发展，降低产业集聚带来的虹吸作

用；再如连云港和盐城两个沿海城市，可以有

效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海洋产业。

（二）依托现有优势，保持特色产业集群

协调发展

苏北地区应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区建设。依托全国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改革

实验区，点面结合，在苏北五市中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优势明显的地区加快形成若干个具

有全国影响力、引领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标志性产业集聚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城市

群，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和发展效率。

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集群。如依托江

苏在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环保、软件和

服务外包、新传感网等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

打造一批全球影响力、具有苏北特色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以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推动苏

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发展层次和产

品档次，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苏北要根据各

地区实际情况，放大地区优势，确定不同的发

展模式，走各具特色又相互促进的协调发展的

道路，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例如同处苏北

内陆的徐、宿、淮地区，要利用好交通、生态、

要素优势，摒弃跟随发展模式，树立“同台竞技”

的自觉意识，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快生产

要素集聚。沿海的连、盐等地，则要利用好海

洋资源，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要逐步推进苏北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苏北联动发展。要发

挥苏北腹带广阔的优势，抓住“一带一路”“长

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

规划”和“东陇海地区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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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五大国家战略以及

“振兴苏北”省新一轮铁路建设“振兴老工业

基地”“苏北计划”“苏北中心城市建设”“徐

州都市圈”“东陇海产业带”“南北挂钩合作”“城

乡发展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九大省级战略统

筹起来，努力拓展蓝色经济空间。

（三）建设产业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

和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苏北五市首先要加快建设产业创新体系，

抓住省里的相关政策倾斜，将自主创新与转型

升级相结合，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创新

引领和技术支撑。企业要在财政和科技政策支

持下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

力争成为以高技术为支撑的龙头企业，进而带

动其他中小企业竞相发展。要构建利于战略性

新兴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和体制。苏北各

地政府部门应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领域人才

需求情况，制定高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并提供

长效人才激励机制。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和创新人才工程，进

一步凝聚创新性人才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

新驱动发展中去，将科研项目、创新人才培养

和创新团队充分联系起来，将人才引进和自主

培养有机结合，积极突破现有创新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完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提升战略

性新兴产业人力资本投入质量，营造良好的发

展环境。要坚持协同创新平台建设，联合高

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共同开展技术研发、科

技成果转化，通过协同互动形成创新的整体合

力。具体实施可以以财税项目为引导，鼓励高

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多方主体开展技术协同

创新，组织各项推介洽谈活动，建立“产学研”

联合体，通过此类协同创新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联合攻关，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驱动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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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安机关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优化研究

——以 K 市公安局 S 派出所群众满意度测评为实证样本

乐俏娜    张  浒

一、基层公安机关公共服务供给和群众满

意度测评概述

（一）基层公安机关公共服务供给含义厘

定

基层公安机关公共服务供给是指基层公安

机关作为政府公共安全部门，根据法定职权，

依法履行职能职责，为群众提供权限范围内的

公共安全服务，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犯罪，

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1] 一般

而言，基层公安机关提供的公共服务主要有：

日常的接警和处警、社区警务与治安巡逻、预

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执勤安保、紧急救助、行

[ 摘要 ] 派出所作为基层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和基层组织，位于执法服务的第一线，为辖区

群众提供公共安全服务保障。通过对基层公安机关公共服务供给概念厘定和群众满意度测评主

要方式的梳理，在分析 K 市公安局 S 派出所 2018 年度群众满意度测评数据的基础上，发现基层

公安机关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存在公安民警职业倦怠、职业认同感降低、基层一线警力严重不足、

职能界定不清晰、群众期望与现实有差距、警民沟通关系不畅等问题。提出积极疏导基层民警

心理、提升警察职业认同感、合理配置基层警力、明确公安机关主要职责范围、高度重视群众

期望、加强警民互动沟通等对策建议。

[ 关键词 ] 基层公安机关  公共服务  供给质量  群众满意度

[ 作者简介 ] 乐俏娜（1988-），女，江西抚州人，云南武定县交警大队一级警司，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公共事业管理与公共服务 ( 云南武定县交警大队，云南武定  651600)；张浒（1986-），

男，云南文山人，云南财经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公共政策研究与分析。(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昆明   650221)

政审批、以及其他为民服务事项。

（二）基层公安机关群众满意度测评工作

相关情况梳理

“2015 年 7 月，南京市公安局建成了全

国第一家民意跟踪监测中心，将公安机关每次

提供的执法服务作为一种“产品”，测评群众

的满意度，并不断调试后再提供更能满足群众

需要的优质‘产品’。公安部将上述测评机制

在全国公安系统内进行了推广。”[2]“2016 年

11 月，公安部要求学习借鉴湖南岳阳等地实

行‘12345 民保安宁’的经验，不断提升群众

的满意度”。[3]“2017 年 1 月，公安部组织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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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第二次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强调进一

步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4]“2018 年 7 月，

公安部进一步对深化改革作出部署，提出要为

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5] 当前，

群众满意度测评被大多数基层公安机关使用，

作为了解群众诉求的重要渠道。

（三）基层公安机关群众满意度测评的主

要方式

政府公共部门依据职能划分和社会公众的

需求，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和“产品”，并根

据公众对所供给的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满意

度进行绩效评估，从而作出适当调整，供给更

为完善的服务和优质“产品”。[6] 目前，基层

公安机关群众满意度测评工作还没有统一标准

和详细规定，各地做法具有一定差异，但在实

践中有两种测评方式较为常用。第一种是基层

公安机关自身作为测评主体。通过对部门或个

人的作风评议，在辖区群众中随机抽取一定比

例的样本，作为回访调查的对象，对其开展群

众满意度的测评，测评结果用于部门考核评估

的依据。第二种是基层公安机关委托无利害关

系的第三方测评。通过委托通讯运营商、专门

统计机构或者数据监测企业，对服务范围内的

群众进行满意度调查。第三方测评机构多运用

先进的技术手段，大量收集与群众对基层公安

机关满意度相关的信息，统计对比分析后得出

调查结果，并将调查结果反馈给委托方，作为

委托方改进工作的参考依据。

二、K 市公安局 S 派出所 2018 年度群众

满意度测评分析

（一）S 派出所 2018 年度群众满意度测

评基本情况

1. 测评主体和方式

2017 年 8 月，K 市公安局创设民意评访

中心，主要功能是收集整理各类外部评价，进

行群众满意度测评分析。[7]2018 年 K 市公安局

在系统内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抽调数十位民

警成立测评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对民意监测和

投诉受理以及作风建设等内容进行测评，并安

排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全程监督。依托 12340 专

线电话平台，采取拨打电话、接听群众来电、

发送调查信息、开展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

收集群众对公安执法服务工作的评价信息。

12340 专线电话平台通过设定，向辖区内群众

自动发送关于调查满意度的短信，并统计分析

反馈结果。对群众回复不满的信息，民警会进

行回访，询问不满意的具体原因。能在电话中

处理的立即解决，遇到不能处理的情况会制作

问题督办通知，下发到相关部门责令整改落实，

并要求限时反馈情况，12340 专线电话平台会

根据反馈的情况，及时对群众进行第二次电话

回访。其中，每一起回访群众回复满意得 1 分，

回复基本满意得 0.6 分，回复不满意得 0 分。

一次回访通知整改后，回复满意得 0.5 分，回

复不满意或回复未联系整改经核实后得负 0.5

分。最终将上述得分相加后再除以测评单位所

发送关于调查满意度的短信的总数，所得分数

值即为群众满意度测评得分。

2. 测评数据分析

S 派出所 2018 年度在开展接处警群众满

意度测评工作中，共随机向群众发送回访短

信 3739 条，群众回复 1068 条（统计口径设定

群众无回复即表示满意）。其中，回复满意

3528 条，回复基本满意 112 条，回复不满意

类型数量

事故灾害

投诉举报

群众求助

群体事件

矛盾纠纷

交通事故

违法犯罪

其他警情

1068

3

180

227

2

296

22

335

3

64

0

9

20

1

23

0

11

0

35

0

5

15

0

8

0

7

0

3739

10

747

889

6

972

28

1080

7

112

0

30

34

1

35

0

12

0

35

0

5

15

0

8

0

7

0

96.54%

100%

96.79%

94.81%

85%

96.09%

100%

98.07%

100%

S 派出所
 ( 2018年）

回复
数量

整改后
满意

短信发
送数量

基本
满意满意

整改后
仍不满意 百分比

表一 2018 年度 S 派出所接处警满意度数据统计

计算公式：（满意 ×1+ 基本满意 ×0.6+ 一次

整改后满意 ×0.5- 整改后仍不满意 ×0.5）÷ 短信

发送数量 ÷100= 百分比

意，整改后 20 条满意，15 条不满意；矛盾纠

纷类警情一次回访 31 条不满意，整改后 23 条

满意，8 条不满意；违法犯罪类警情一次回访

18 条不满意，整改后 11 条满意，7 条不满意。

与 2017 年度发送回访短信 2993 条相比，2018

年度接处警数量增幅较大，增幅率 24.92%。

2017 年度回访短信中，回复满意 2639 条，回

复基本满意 263 条，一次整改后回复满意 52 条，

仍然回复不满意 39 条，2017 年度测评满意率

为 93.66%。据此推断，K 市公安局通过 12340

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以后，促使基层公安机关

大力提升服务供给质量，确保在工作量增多的

情况下，服务水平和质量有所提高。

此外，第三方测评机构根据委托，在 S 派

出所辖区内，随机抽取占辖区总人口 1.5% 的

群众（总计 1200 名）的电话，作为调查样本，

围绕社会治安和公安民警满意度以及社区民警

熟悉度三个指标进行调查。如表二：

调查显示：2018 年度 S 派出所社会治安

满 意 率 平 均 得 分 90.68 分， 相 较 2017 年 度

88.5 分有所提升；公安民警满意率平均得分

91.38 分，相较 2017 年度 87.6 分增幅较大。

而 2018 年度 S 派出所社区民警熟悉度平均得

分 81.67 分，比 2017 年度 84.25 分有所下降，

且 受 访 的 1200 名 群 众 中， 有 894 名 群 众 表

示是通过小区公告栏知道社区民警，占比达

74.5%。群众对社区民警的熟悉度有所下降，

产生此种现象最大可能是基层民警工作量明显

增加——与 2017 年度相比 2018 年度接处警数

量上升 24.92%。

（二）影响群众对 S 派出所满意度的主要

因素

99 条。对不满意的执法服务通知整改后，进

行第二次回访。群众回复满意 64 条，回复不

满意 35 条。经过测算，S 派出所 2018 年度群

众满意度测评满意率为 96.54%。如表一：

通过表一可以看出：2018 年度回访中有

99 条不满意的警情回复，投诉举报类警情一

次回访 14 条不满意，整改后 9 条满意，5 条

不满意；群众求助类警情一次回访 35 条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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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发挥。保障公共

安全、打造良好的治安环境和维护公共秩序是

基层公安机关最基本的职能职责。通常情况下，

社会治安环境良好，案件数量不断下降，群众

对社会的满意度就会随之提高。二是预防犯罪

行为的发生。良好的治安环境依靠对违法犯罪

行为的严厉打击，更为重要的是日常积极预防。

有效降低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率，能够增加群

众对社会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三是化解矛盾纠

纷的能力。基层公安机关直接面对群众，需要

化解各种消费、家庭和邻里矛盾纠纷，而这些

纠纷往往投入大量警力进行调解，化解矛盾的

成败直接影响着群众的满意度。四是符合要求

的作风和形象。民警良好的作风形象能给群众

带来“天然”信任感，民警需要通过高效便民

的服务展现出良好的作风形象。服务意识淡薄、

推诿扯皮、做事生冷硬套、消极不作为等都会

影响群众的满意度。

（三）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与群众满

意度的关系

一般而言，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均会

影响群众的满意度，而且与群众的满意度成正

相关的关系。[8] 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对质量有直

接影响，公共服务供给数量越多，越是能满足

群众的实际需要，群众的满意度也相应地得到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趋于一定数值范围，

这是因为提供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职能部门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基本稳定。例如，基层派出

所辖区内人口与公安民警数量比例基本稳定，

基层派出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内容与种类变化不

大。就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而言，主要与公共服

务供给部门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有关。

三、基层公安机关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主

要问题

（一）公安民警职业倦怠

公安民警职业倦怠是指公安民警对所从事

的工作的认同感和成就感以及工作热情度降

低，时常感到疲惫甚至厌倦的心理状态。[9]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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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 1：（满意 ×1+ 基本满意 ×0.6+ 不

满意 ×0）÷ 每月测评指标数（100）= 得分

计 算 公 式 2：（ 入 户 熟 悉 ×1+ 公 示 栏 熟 悉

×1+ 不熟悉 ×0）÷ 每月测评指标数（100）= 得

分

前，公安工作任务日益繁重，各项规章制度更

加严格，基层公安机关处于“事多人少”的局

面，加之受公安机关总体人数多而领导职数少

的影响，晋升渠道狭窄，工作压力非常大，容

易引发职业倦怠现象。笔者在走访 S 派出所几

位民警时他们如是说：“工作这些年，任务多、

压力大，早就习惯了，但因为单位领导职数少，

对升迁也不抱任何希望，只要工作过得去，不

出现问题就行”。也有民警表示：“自己对工

作时常感到厌倦，派出所事情繁杂，想要调离

但无能为力，工作上‘差不多’就行”。由此

可见，基层公安民警一旦产生职业倦怠心理，

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效率都将会受到影响，

提供的公共服务也难以保证质量。

（二）职业认同感降低

近年来，基层公安机关职能范围拓宽，工

作任务激增，执法环境复杂程度加深，导致基

层民警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呈减弱趋势。李欧

副教授于 2017 年在四川警察学院训练基地进

行过一项课题研究，对 800 名民警开展问卷调

查，收回有效问卷 762 份。数据分析表明：男

性民警的职业认同感高于女性民警；入警 10

年至 20 年的民警的职业认同感明显高于入警

年龄不满 3 年和入警已满 25 年的民警；家庭

背景、受教育程度、工作环境等也会影响民警

的职业认同感。[10] 民警的职业认同感高低，

直接影响其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当民警对自

身职业认同感较低时，对待工作会产生厌倦情

绪或“混日子”的想法，工作势必不能尽心尽

力，提供的公共服务将会大打折扣。

（三）基层一线警力严重不足

基层一线警力严重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

S 派出所共有民警 39 人，但辖区内有 5.8 万常

住人口和 2.2 万暂住人口，以及 500 余个各类

企事业单位、商业中心、各类学校等，警力

十分匮乏。“与英国伦敦相比，伦敦人口数约

850 万人，伦敦的警察数超过 4 万人，警察总

人数与辖区总人口数比为 1:212.5。”[11] 而 S

派出所的警察总人数与辖区总人口数比则高达

1：2051，可见我国基层公安机关警力是多么

不足。此外，基层公安民警流失得非常快，尤

其是年轻的业务骨干，总是通过各种途径去到

上级机关。以 S 派出所为例，2015 年至 2018

年四年中，每一年都至少有一名以上民警调离。

在这种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民警忙于繁琐

的日常工作，加之认为工作“前途渺茫”，心

理上容易失衡，就很难在工作繁重之余想方设

法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四）职能界定不清晰

在最初的公安改革工作中，全国出现两个

典型：济南交警和漳州 110，承诺有警必接，

致使公安机关的职能无限拓宽。110 不堪重负，

其职能职责从公共部门职责延伸至社会职责，

比如，110 接警请民警帮忙送钥匙、接小孩放

学、扶老人就医等各式各样的警情，接警量大

幅增加。在实际生活中，一些政府部门推诿扯

皮或不作为，告知当事人政府部门晚上和节假

日不上班，把原本属于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

推给 24 小时值班的基层公安机关，或者一些

当事人认为走正常的诉讼渠道程序繁琐、效率

低下，还不如直接找基层公安机关尤其是派出

所来得直接，要求帮助解决邻里纠纷、家庭矛

盾、债务纠纷等各类问题。因此，浙江、河北、

湖南等省份先后正式下文，明确 110 不再“有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2 月

2018 年 3 月

2018 年 4 月

2018 年 5 月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7 月

2018 年 8 月

2018 年 9 月

2018 年 10 月

2018 年 11 月

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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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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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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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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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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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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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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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时间
满意（熟
悉）指标

社区治安满意率 公安民警满意率 社区民警熟悉度

满
意

基
本
满
意

不
满
意

得
分

满
意

基
本
满
意

不
满
意

得
分

入
户
熟
悉

公
示
栏
熟
悉

不
熟
悉

得
分

表二 2018 年 S 派出所社会治安和公安民

警满意率、社区民警熟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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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必接”，实行非警务与公共服务分流处理。
[12] 基层公安机关职能界定不清晰，导致有限

的警力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而且预防与打击

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等职能作用发挥也不

充分。

（五）群众期望与现实有差距

笔者在 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9 日期间，

对 S 派出所 5 位民警进行了走访，他们不约而

同谈到，如今社会上的群众对基层民警的期望

远高于过去，而且服务工作也越来越难做。随

着社会不断进步，基层公安机关服务范围和内

容逐渐增多，群众要求越来越高，认为警察就

该什么问题和困难都能解决，一旦为群众解决

不了困难就是“不作为”的表现。甚至有的群

众坚持认为，自己拨打 110，110 警务平台把

警情转发给基层派出所，派出所就应该解决好

自己的问题，如果派出所向群众解释问题不归

其管理时，群众往往认为其在“不作为”或“推

诿”，并多出现过激言论或行为。因此，在开

展群众满意度测评工作中，基层公安机关提供

的公共服务最大限度符合群众期望，是测评取

得高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六）警民沟通关系不畅

公共服务供给联系着供给主体和被服务对

象，就基层公安机关而言，处理好民警和群众

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当前基

层民警与群众之间沟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沟

通频次不高、沟通程度不深、沟通渠道不畅。

具体表现为：群众一般是遇到问题和困难后才

会找警察，生活中与警察接触少，再加上警力

不足的原因，警民沟通频次明显不够；基层公

安机关对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全面，群众对关

心的事项了解不够，容易造成群众的不信任；

警察基于执行公权、具有专业素养和工作要求，

在与群众沟通中，往往属于“强势”一方，而

群众则希望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如果在沟通

中不能有效弥补“不对等”偏差，很容易导致

沟通失败，演变为群众认为民警“态度不好”。

因此，基层民警能否与群众进行有效沟通，也

是其能否为群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重要因

素。

四、优化基层公安机关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的路径

（一）积极疏导基层民警心理

一是要高度重视公安队伍建设，包括关心

基层民警心理健康状况。建议在县一级公安机

关设立心理辅导室或者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不

定期地开展心理健康服务。二是建议在每年的

集中轮训工作中，增加各类减压活动项目，使

基层民警以积极的状态开展工作。三是建立健

全轮岗制度。轮岗不但让基层民警掌握更多业

务技能，而且利于调动基层民警的工作激情和

积极性。建议在县一级公安机关内部，实现在

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岗交流。四是

建议通过培塑和表彰基层民警中的先进典型，

进行适度宣传，鼓舞基层民警的斗志，激发其

荣誉感和自尊心，使基层民警向榜样看齐，努

力为群众提供满意的服务。

（二）提升警察职业认同感

一是建议将公安编制与普通公务员编制区

分开，扎实推进公安机关职务序列改革，让基

层民警能够正常晋升，享受相应的职务职级待

遇。二是提高基层民警福利待遇。基层民警工

作辛苦且充满危险性，要认真考虑其工作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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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民警就医、子女上学、住房保障方面给

予充分考虑，给予最大可能的支持。此外，县

级财政要充分保障基层民警福利待遇的落实，

按照规定落实政策允许发放给基层民警的执勤

和加班补贴以及警衔补贴。基层公安机关内部

实现轮流值班制度，让基层民警能够享有法律

规定的公休假，保证基层民警的休息权利。三

是健全基层民警职业安全保障制度。建议在《刑

法》中增加“袭警罪”条款，进一步保障基层

民警人身安全。四是设法提高警察的社会地位。

建议尽快设立“中国警察节”，营造敬警爱警

的社会氛围。

（三）合理配置基层警力

一是在招录中可以增设定向基层工作的警

察岗位。同时，要严把“调动”关口，在基层

工作不满一定年限的民警，不允许调离工作岗

位，用制度管理警力。二是建议在提拔领导干

部时，按照一定比例，在基层派出所民警中进

行选拔，调动民警的工作能动性。三是充分利

用辅警资源。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尽可能多聘

用辅警人员，辅助开展法律允许的公共服务工

作。四是合理运用“警力无增长改善”理论，

通过科学培训强化业务能力、充实理论知识、

提高体能素养，向综合素质要警力。[13] 五是

探索建立购买社会服务机制。随着公共安全服

务和“产品”的需求激增，建议把一些原本由

基层公安机关提供的公共服务，比如，高考、

大型体育赛事、文艺演出等安保活动，从基层

公安机关的职能中予以剥离，转交给市场来运

作，减轻基层公安机关的工作压力。

（四）明确公安机关主要职责范围

公安机关主要职责的明晰应当是一个动态

调整的过程，随着社会变化而不断改变，不断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进一步明确公安

机关主要职责边界范围显得十分重要。当前，

公安机关从事的部分工作与其职能职责不完全

相符。建议对部分省份已经实行的“公安机关

不再受理非警务报警，对非警务报警实行与公

共服务平台对接作分流处理”做法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可以适时对《警察法》进行修改，对

警察职能职责条款进行修订，进一步明确人民

警察的主要职责和执法服务的范围。例如，不

同类型的消费纠纷、债务纠纷、涉及商业行为

的演出活动安保等调解和安保工作。这些纠纷

调解和安保工作明显不属于或超出公安机关的

职能职责范围，务必在新修改的法律条文中予

以剔除。

（五）高度重视群众期望

要合理引导和平衡群众的期望值。实践中，

多数群众对公安机关的职能职责不了解，认为

民警是“万能”的，很少能冷静思考并考虑现

实情况，期望值一般都超出正常范围。因此，

要划清责任界线，让群众明确知晓什么是合理

的诉求，如何正常行使权利，进而客观地确定

自己的期望值，获取到有效的公共服务。具体

措施：一是强化宣传引导。宣传要做到与实际

相符，让群众了解到公安机关能够提供的公共

服务内容范围，合理设定期望值。二是做好解

释工作。当群众的期望超出公安机关能够提供

的服务范围时，要做好解释工作，沟通中要耐

心细致，说清楚具体的政策规定。三是设法提

升服务质量。当群众的期望值不断提高时，公

安机关应当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努力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满足群众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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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警民互动沟通

一是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公众参与。使群众

参与到辖区治安防护工作中，激励其向基层公

安机关提供信息，基层民警及时处理各种治安

问题，相互间形成合力共同维护治安环境。二

是建立健全群众诉求机制。基层公安机关通过

诉求机制，真正了解群众所急、所想和实际需

要，倾听群众对公安机关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评

价，了解掌握真实的“民意”。三是健全警民

交流互动机制。建议开设警民互动活动日，让

群众真实了解公安机关的执法服务工作。可以

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同时，发放警民联

系卡、安全小提示、问卷调查表等，进一步加

强警民之间的沟通。四是依托现代科技拓宽警

民沟通渠道。基层公安机关应积极搭建警务网

络平台，开通警务微信公众号、微博和官网等，

积极与群众开展互动，让群众参与到公共事务

的管理中来，第一时间掌握民情民意，作为改

善和提升提供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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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合法性审查中抵触问题研究

田  飞

[ 摘要 ] 2015 年《立法法》作出新的重大修改，其第 72 条内容规定所有设区的市能够行使

地方立法权。省级人大对报请批准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报请批准的地方

性法规不与上位法相抵触时，应当予以批准。在地方立法实践工作中，省级人大在对设区的市

报请的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过程中，面临如何处理好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结合对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立法有关规定和做法的梳理，对目前“不予批准”和“修改后

予以批准”以及“附修改意见方式予以批准”等几种处理抵触问题的主要方式进行分析，力图

为妥善处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合法性审查中抵触问题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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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立法法》作出重大修改，

其第 72 条内容规定所有设区的市能够享有并

行使地方立法权。地方立法主体在原有 80 个

的基础上，增长 274 个之多（设区的市达到

240 个。此外，还有 4 个没有设区的地级市以

及 30 个民族自治州），总计达到了 354 个。[1]

根据 2015 年修改后的《立法法》，第 72 条第

四款的内容规定，设区的市的人大，可以对环

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内容，制定符合

行政区域实际需要的地方性法规，前提是制定

的地方性法规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2]2018 年

3 月，审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宪法》

修正案第 47 条内容规定，《宪法》第 100 条

增加一款内容，即：“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

委会，在不同上位法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

定符合行政区域实际需要的地方性法规，报请

省级大常委会批准后予以施行。”[3] 上述规定

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设区的市的立

法权，使地方立法权的主体显著增多，并对地

方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进行扩充，进一步健全

完善了社会主义立法体制。

一、问题由来

中国的立法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立法体制，立法是始终坚持在中央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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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领导之下，中央和地方适度分权，并充分

调动和发挥地方的立法能动性和积极性，形

成具有一定层次而又高度统一的立法体制 [4]。

2018 年 3 月，《宪法》作出了最新修改，进

一步明确规定设区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权。确保

设区的市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能够制定充

分体现行政区域内实际需要的地方性法规，从

而促进地方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并推动地

方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在地方立法

实践中，省级人大在审查批准设区的市报请批

准的地方性法规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一些困难

和问题。其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问题是在对设

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合法性审查过程中，如果遇

到抵触问题时如何处理？ 2015 年新修改的《立

法法》第 72 条内容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

性法规，须报请省级人大批准后予以施行。”

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可以推断出：省级人大在对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过程中，如果发现该

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同上位法相抵触的，就

不能予以批准。问题在于：省级人大不批准设

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是以决定，还是以决议的

形式作出？假如省人大常委会作出不批准的决

议或者决定后，下一步该如何处理此问题？这

些问题在《立法法》中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需要由各省、自治区人大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作

出规定。[5] 尽管截至目前，全国各省级人大常

委会还没有出现不予批准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

规的情况，但从逻辑上来推断，现在没有出现

不予批准的情况，不代表以后也不出现不予批

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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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法治国家的角度来看，审查批准设区的市

地方性法规的新任务会越来越多，将给本来就

立法任务繁重、人手不够的各省人大法制委、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带来新的挑战和困难，难

以保证对每一件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制定都

做到深入细致的介入指导，这是很现实的一个

问题。而且，立法过程中省人大介入过多，不

利于充分发挥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也有“越俎代庖”的嫌疑。反之，省

人大不介入或介入不够，设区的市人大法制委

员会、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多数面临

着立法难度大、立法能力和经验不足等问题，

立法工作中一个不小心，制定出来的地方性法

规报请到省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就可能出现

与上位法相抵触而不予批准的问题。

二、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相抵触问题处理

规定的比较

1. 现有的处理方式

在对全国 20 个省、自治区立法条例或者

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发现

各省、自治区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合法性审

查过程中，当遇到抵触问题时，处理方法不尽

相同。现具体列表如下（表一）：

对以上表格信息分析可以得出：一是有

14 个省、自治区的立法条例或制定地方性法

规条例规定了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形下，不予

批准，其后的处理方法各有不同。归纳起来主

要有如下 3 种：（1）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不

予批准，且为唯一的处理方式。如：福建、广

西、吉林、山东；（2）可以不予批准或者修

乔晓阳在 2015 年出版的《立法法导读与

释义》一书中写道：“省级人大对报请批准的

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

审查。如果在审查中发现报请批准的设区的市

的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相抵触的，省级人大

可以不予批准，或可以附审查修改意见后予以

批准，也可以发回报批机关修改后重新报批后

予以批准。”[6] 从以上文字表述可以看出，省

级人大对与上位法相抵触的设区的市的地方性

法规，即审查中发现合法性存在问题的地方性

法规，有权不予批准，可以附审查修改意见后

予以批准，也可以发回修改后再进行批准，但

具体如何操作目前法律法规没有进行明确规

定，实践中也还没有十分成熟的做法。当前，

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人大在审查批准设区的

市地方性法规的工作中，为避免设区的市地

方性法规报批后，在审查中发现合法性问题，

省人大法制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本上从

设区的市打算编制立法计划、规划开始起，往

往就会提前介入，力求从源头上防止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的“先天不足”[7] 。省人大法制委、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常会通过深入细致的工

作，指导和帮助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在地方性

法规立项、起草、调研、修改、论证、审议等

各个环节提前做好立法相关工作，确保设区的

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在合法性审查过程中

不出现抵触问题。自 2015 年《立法法》最新

修改以来，截止 2018 年 1 月下旬，全国各省、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还没有出现不批准设区的市

地方性法规的情形。[8] 但是，从依法治国全面

表一  全国 20 个省、自治区立条例关于

与上位法相抵触时处理方式对比

方式一：

与上位法

相抵触的，

不予批准

1. 福 建 省

立 法 条 例

（2016 年 1

月修正）第

38 条、 第

39 条

2. 广西壮族

自治区立法

条 例（2016

年 1 月修正）

第 49 条

3. 吉林省地

方立法条例

（2017 年 1

月通过）第

43 条

4. 山东省地

方立法条例

（2017 年 2

月通过）第

53 条、 第

56 条

方式二：与

上位法相抵

触的，可以

不 予 批 准，

或修改后予

以批准，或

退回报请机

关修改后再

报请批准

1. 山西省地

方立法条例

（2015 年

11月修正）

第 64 条

2. 陕西省地

方立法条例

（2016 年 1

月修订）第

67 条

3. 江苏省制

定和批准地

方 性 法 规

条例（2016

年 1 月 修

正 ） 第 57

条、 第 60

条、 第 62

条

4. 浙江省地

方立法条例

（2016 年 1

月修正）第

69 条、 第

74 条

方式三：与上

位 法 相 抵 触

的，可以不予

批 准， 或 附

修 改 意 见 方

式予以批准，

或 退 回 报 请

机 关 修 改 后

再报请批准

1. 安 徽 省 立

法条例（2015

年 11 月修正）

第 57 条

2. 广 东 省 地

方 立 法 条 例

（2016 年 1

月 修 正） 第

76 条、 第 80

条

3. 河 南 省 地

方 立 法 条 例

（2016 年 1

月 通 过） 第

64 条、 第 67

条

4. 江 西 省 立

法条例（2016

年 6 月修正）

第 57 条、 第

59 条

5. 甘 肃 省 地

方 立 法 条 例

（2017 年 1

月 通 过） 第

70 条

6. 西 藏 自 治

区 立 法 条 例

（2017 年 1

月 修 订） 第

54 条

方式四：附审

查修改意见的

批准，或者退

回报请机关修

改

1. 安 徽 省 立

法条例（2015

年11月修正）

第 57 条

2. 广 东 省 地

方 立 法 条 例

（2016 年 1

月 修 正 ） 第

76 条、 第 80

条

3. 河 南 省 地

方 立 法 条 例

（2016 年 1

月 通 过 ） 第

64 条、 第 67

条

4. 江 西 省 立

法条例（2016

年 6 月修正）

第 57 条、 第

59 条

5. 甘 肃 省 地

方 立 法 条 例

（2017 年 1

月 通 过 ） 第

70 条

6. 西 藏 自 治

区 立 法 条 例

（2017 年 1

月 修 订 ） 第

54 条

方 式 五： 对

于 报 批 的 设

区 的 市 地 方

性 法 规， 无

论批准与否，

规 定 了 通 知

程序

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立 法 条

例（2016 年

1 月修正）。

第 61 条：自

批 准 决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七

日 内， 书 面

通 知 报 请 机

关。 未 予 批

准 的 也 应 当

进行通知。

2.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立

法条例（2016

年 1 月 修

正）。 第 44

条： 自 批 准

决 定 通 过 之

日起七日内，

书 面 通 知 报

请 机 关。 未

予 批 准 的 也

应 当 进 行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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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后予以批准，或者退回报请机关修改后，再

报请批准。如：山西、江苏、陕西、浙江；（3）

可以不予批准或者附修改意见的方式予以批

准，或者退回报请机关修改后，再报请批准。

如：安徽、广东、河南、江西、甘肃、西藏；

二是部分省份立法相关条例规定，地方性法规

与上位法抵触的，可以暂时不予表决，交由报

请机关修改，如报请机关不同意修改的，应当

不予批准。如，四川；三是新疆和内蒙古两个

自治区的立法条例规定无论批准通过与否，均

规定应当及时通知报请机关。据此判断，全国

各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对设区的市地方性

法规合法性审查过程中，在处理与上位法相抵

触的问题时呈现多元化情形，但是这些处理方

式在立法实践工作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9]。

2. 存在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2015 年修改后的《立法法》，没有对当

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相抵触时的处

理方式方法作出详细规定，致使各省、自治区

在实践中处理该问题时方式多种多样。一是作

出“不予批准”的处理方式。笔者认为这种常

用的处理方式操作过于“简单粗暴”。例如，

当设区的市报请批准一件地方性法规（草案）

时，省人大常委会在审查中仅仅因为报批的地

方性法规中某一条（款）法律内容的合法性存

疑问题，就不予批准，或者退回报批机关予以

修改，之后再按照程序重新报请批准。该处理

方式不但影响立法效率，而且浪费立法资源。

二是作出“修改后予以批准”的处理方式。

委会直接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修改。

所以，笔者认为，省人大常委会在审查批准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时，不宜采用直接由省

人大常委会修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后，

即予以批准这种方式。基于此，笔者才会在

前文中提到《立法法导读与释义》一书中关

于“与上位法相抵触的，省人大常委会可以

不予批准，也可以发回修改后重新报批，而

不能直接修改后予以批准”的阐述。

（二）对“附修改意见予以批准”处理

方式的完善建议

在处理与上位法相抵触问题时“附修改

意见予以批准”的方式也较为常用，建议对

该种处理方式加以完善。在完善该制度设计

时，应当在《立法法》中明确规定省级人大

常委会所附修改意见是常委会会议审查后的

意见，对报批的地方性法规的设区的市人大

常委会来讲，该审查意见“天然”具有法律

约束力，必须按照省人大常委会所附修改意

见，对报批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修改。因此，

不用再通过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来讨论是

否作出修改，也不再通过召开市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修改后的地方性法规。笔者建议，

设区市的人大常委会专门明确市人大法制工

作委员会，作为具体负责修改地方性法规的

部门，按照省人大常委会所附修改意见进行

修改后，按程序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讨论通过，再以正式文件形式报请省人大法

制委审核。为规避实践中设区的市人大常委

会不予修改、不按所附意见修改等问题的产

生，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在正式收到设区的市人

大常委会提交的地方性法规修改版本之后，再

向报请常委会机关下发书面审查批准文件 [12]。

（三）对“修改后再报请批准”处理方式

的完善建议

省人大常委会在审查批准设区的市报批的

地方性法规时，通常做法是先由省人大法制委、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报批的地方性法规作出

具体审查，然后再提交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研究决定，是否列入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
[13] 这里的“决定列入”，笔者认为是必须列

入，而不应理解为当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合法

性可能存在抵触问题时，省人大法制委向主任

会议汇报后，由主任会议审议后决定是否列入。

简而言之，只要是设区的市人大经过法定程序

审议通过的地方性法规，一旦报请省人大常委

会审查批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都应当

决定把其列入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即便是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认为，该地方性法规有

严重的抵触问题，而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决定

的，也不能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取代省人

大常委会会议的法定审查程序，直接将设区的

市地方性法规予以退回，这是由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的法定性质决定的，而必须由省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查后，认为该地方性法规确实与

上位法相抵触的，经过表决程序后采取不予批

准，或者也可以在常委会分组会议审查的基础

上，由主任会议研究后形成统一意见，建议本

次常委会会议对合法性存疑的地方性法规不予

表决，由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正式发函通知设

这种处理方式好处在于操作简便且效率高，省

级人大常委会对报批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修改后

即可批准，但“修改后予以批准”这种处理方

式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直接影响设区的市自

主行使立法权。三是作出“附修改意见方式予

以批准”的处理方式。这是一种较为折中的处

理方式，但却给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造成新的

问题，即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怎样采纳省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议后提出的修改意见，并按照何

种程序进行修改。[10] 此外，设区的市人大常

委会如果在其常委会会议审议时不同意修改意

见，又该怎么处理？

三、妥善处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合法性

审查中抵触问题的思考

对报批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不同处理

方式，反映出全国各省、自治区人大在立法实

践工作中对现实需要的积极回应，也体现出各

省级人大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所作出的

巨大努力的尊重，值得肯定。但笔者认为：

（一）“修改后批准”的处理方式不宜采

用

《立法法》并没有规定省人大常委会可以

直接修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中，与上位法相

抵触的内容，而且从立法理论上来讲，省人大

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合法性进行审查

行使的是批准权，而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

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过程行使的是立法权 [11]。

按照“谁制定、谁修改”的原则，如果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合法性存在问题，也理应由设区的

市的人大常委会进行修改，而不能由省人大常



2019 年第 1 期 2019 年第 1 期

118  119 

人 文 历 史人 文 历 史

区的市人大常委会修改后再报请批准。

四、结语

综上所述，建议各省人大常委会对报请批

准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时，

发现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可以经省人大常委会

会议表决不予批准，也可以由省人大常委会有

关专门委员会在审查报告中附修改意见予以批

准，或者发回报请机关修改后再报请批准，但

上述处理方式都应当在下一次对《立法法》进

行修改时加以明确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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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英语新闻解读

—— 以 CNN 对西藏事件的系列报道为例

王旭华

一、引言

批评语言学认为，语言并不是思想交流的

透明媒介，也不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反映 ;

语言传播各种各样的世界观，因而是社会过程

的一种不间断的干预力量。不同的语言形式或

用法因为被使用的语境和交际目的不同而包含

不同的意识形态意义。国内英语学习者对英语

新闻阅读的关注点常常在于能否跨越生词的障

碍从而读懂句子并达到所谓的“理解语篇”。

但事实上，很多英语新闻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报

道事件，它在词汇选择、消息来源等语篇的各

[ 摘要 ] 语篇中的语言是语言使用者出于某种目的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经过一系列选择的结果，

受历史背景、社会环境、说话者立场等因素的影响。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使用和

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文本背后的意识倾向。文章以 CNN 西藏事件系列报道为语料，

使用批评语言学理论，通过定性定量的方法，对语料的分类和选择性报道这 2 个语言层面进行

分析，以尝试解码隐藏在 CNN 报道中的意识倾向。

[ 关键词 ] 批评话语分析  英语新闻解读  西藏事件  定性定量分析

[ 作者简介 ] 王旭华（1984-），女，江苏淮安人，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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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对西藏事件的 24 篇近一万三千字的英文报

道为语料，以批评语言学为理论和分析工具，

从分类和选择性报道 2 个语言层面，通过把有

利于达赖方，不利于中方的赋以负值；把不利

于达赖方，利于中方的赋以正值的定量统计法

对该系列报道进行意识形态的解码，从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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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类分析

分 类 是 指 用 语 言 赋 予 外 部 世 界 以 秩 序

(Fowler et al,1979: 210)。语篇的分类系统通常

是指语篇对人物和事件的命名和描述，主要通

过词汇的选择来实现。分类是人类最基本的认

知方式，“没有词，我们的世界将是一座经验

的沙丘”( Eschholzet al,1982: 209)。但是，语

言并非是一种客观的分类工具，人们运用它给

事物加贴的标签和所下的定义不一定能反映事

物本身固有的特性，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

都难以摆脱认知水平和思想情感的影响，即

对事物和经验的不同看法导致不同的分类原

则。例如，澳大利亚人提到 18 世纪末欧洲人

开始对该大陆的占领时，习惯使用“European 

settlement”（欧洲人的定居）这个词，但他

们却常常把土著人在该大陆上从一地向另一地

的迁移说成是 "black invasion"（黑人的入侵）

( 见 Lee,  1992: 14- 16)。这清楚的暴露了占统

治地位的白人的意识形态（辛斌，2005：65-

66）。

1. 语料中形容词及介词短语的分类分析

形容词一般带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它们的

使用能比较明确的表达使用者的情感倾向，因

此通过分析形容词的使用我们就能了解语料中

意识形态的表达倾向。经统计，报道中起修饰

作用的形容词和介词短语共 21 处，其中修饰

中方的 14 处，描写达赖方的共 7 处。如 they 

were paralyzed by indecision over how to handle 

this. 意指中方政府面对突发的暴乱似乎瘫痪

了，不知如何处理；absolutely clear that there 

are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ibet. 很明显，在西

藏存在人权的滥用。上两例都不利于中方，因

此记值为负。with lines of stitches above his eyes 

from where he had been hit with stones. 中方战士

的眼睛被石头击伤，缝了好多针，这体现了暴

徒的凶残，揭开了所谓示威者伪善的面纱，不

利于达赖方，记为正值。语料共有 21 处形容

词及介词短语，利于达赖方的 18 处，记值负

18；不利于达赖方的 2 处，记值正 2；中立 1 处，

不计值。

2. 语料中名词的分类分析

与其他词类的词（如形容词）相比，名词

的分类功能尤其值得注意。名词具有高度的

抽象性，它们通常仅以一两个特征为标准把

许多事物归于某一类，反过来又把该类事物

所具有的全部内涵赋予其中的每个成员（辛

斌，2005：69）。例如：在指代进行武力破坏

的暴乱分子时，CNN 说他们是 “protesters”

（抗议者），“demonstrators”（示威者）或

者是“Tibetans”。“Tibetans”一词意指西藏

人，突出其居住地为西藏。以地点为主要信

息的指称巧妙地抹去了最重要的信息——他

们参与了骚乱，并对众多真正无辜的西藏人

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害；而且 “Tibetans”

这种指代，会使西方读者认为所有的藏民们

都参与暴乱，因此暴乱是藏汉是民族矛盾激

化所致——这也正是 CNN 在报道中多次暗示

的。“Protest”本意表达强烈的反对，信息重

点在态度，CNN 通过这个词的使用，把读者

的视线拉到暴乱分子的态度而非他们的犯罪

行为上。“Demonstrate”意为示威，在韦氏辞

典中的解释是 “to show clearly; to prove or make 

clear by reasoning or evidence; to illustrate and 

explain with many examples”可见示威是要讲道

理（reasoning） 拿 证 据 的（evidence）， 目 的

是澄清事实（make clear）。而暴乱分子的打

砸抢烧行为显然是不符合“demonstrate”的内

在涵义。CNN 通过 demonstrator 这一指称偷换

概念，把暴徒们变得遵纪守法讲道理，以博

取读者的同情。因此 protester, demonstrator 和

Tibetan 的指代利于达赖方，各记值为负 1. 

CNN 报 道 中 对 于 西 藏 暴 乱 事 件 的 幕 后

主谋，达赖喇嘛，除去中性的指称 The Dalai 

Lama（达赖喇嘛）和 the exiled Dalai Lama（流

亡中的达赖喇嘛）。比较典型的利于达赖的

指称有：（1）Dalai Lama,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ibetan Buddhists（西藏佛教徒的精神领袖）；

（2）The Dalai Lama, who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1989（获得 1989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达

赖喇嘛）；（3）peace-preaching Dalai Lama（宣

扬 和 平 的 达 赖 喇 嘛）；（4）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西藏人的精神领袖）;（5）

Tibetans' exiled Buddhist leader（流亡的西藏佛

教领袖）；（6）man of peace（和平的人）；（7）

not a separatist（非分裂者）；（8）a figure of 

authority（权威人物）；（9）leaders of Tibet（西

藏领袖）；（10）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神

圣的达赖喇嘛）。语料中上述利于达赖的指称

反复出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反复接受到关于

达赖的正面信息，自然就会在感情上倾向于达

赖一方。而在语料中，我们仅能找到 2 处不利

于达赖的指称（1）a wolf in monk's clothing（披

着佛家外衣的狼）；（2）A devil, with a face of 

a human but the heart of a beast（人脸兽心的魔

鬼）。这两处指称在整个语料中只是各出现一

次而已，相对于达赖的正面指称，其在读者心

中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经统计我们发现，CNN 对达赖的指称及

说明共有 20 种，利于达赖方的有 18 种，记值

负 18；不利达赖的有两种，记值正 2．因此，

综合前一段对暴乱分子的指称，语料中名词短

语的使用中，利于达赖方的为负 21，利于中

方的为正 2。

3. 分类分析的倾向性总结

在分类分析的层面，本小节分析了语料中

形容词及介词短语、名词指称的使用情况，具

体量化结果如下：

可见在 CNN 对西藏事件的报道中，其词

汇的选择与使用明显的偏向于达赖方，最终语

料在分类分析层面的量化值为负 35。

三、选择性报道

一则新闻事件一般由多个相关事实构成，

这些事实有的处于核心地位，有的处于边缘地

位；核心事实一般必须报道，不能省略；边缘

事实，处于相对次要地位的背景事实可以根据

版面和时效原因适当舍弃。（宗世海、刘文辉，

2007）。这些事实对于当事人及各方政府来说

意义不同，有的报道出来对可能对某一方有

利而有的则不利。因而分析报道的选择性 ---

对某一新闻事实是否报道，怎么报道，报道多

少，都隐藏着某些观点和立场，可以看出新闻

主体的意识形态倾向。

CNN 对西藏事件的报道除了核心事实西

藏发生暴乱外，选择性报道的内容还涉及以下

形容词及介词短语

名词（暴乱分子指称）

名词（达赖指称）

总计

2

0

2

4

-18

-3

-18

-39

-16

-3

-16

-35

利于中方

（正值）

利于达赖方

（负值）
合计分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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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1）暴乱的原因和历史背景；（2）暴

乱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3）国际态度。

分析这 3 方面的报道情况有助于我们认识新闻

主体的报道倾向。

1. 涉及暴乱的原因和历史背景的语料分析 

经统计，涉及暴乱的原因和历史背景的报

道共计 1043 词，主要有四个信息来源：来自

于目击者或当事人的为 83 词；中方的为 74 词；

CNN 的为 292 词；而来自达赖方面的解释最多，

有 578 词。可见在所有关于暴乱的原因及历史

背景的消息来源中，达赖方被赋予了最多的话

语权，CNN 紧随其后。达赖政府和 CNN 对暴

乱的解释回避了分裂中国的意图，总结起来，

他们对暴乱的解释大致有三种：1）中国政府

压迫藏民，使其在自己的居住地上成为二等公

民；2）大量汉回族人的涌入对西藏的传统文

化有极大的威胁，因此他们需要真正的自治来

保卫起文化传统；3）暴乱是出于民族间的矛

盾，其目的绝非分裂中国。这些解释都是相当

有利于达赖方的。基本上，CNN 的报道中一

段就讲述一个意思，达赖政府和 CNN 对暴乱

的解释合计 18 段，计值负 18。语料所引用的

目击者和当事人的解释也和达赖方的解释大同

小异，共 3 段，记值负 3。相对于利于达赖报

道的 21 段，中方的解释只有两段，分别是 1）

the protesters wanted to destabilize Tibet "at the 

critical and sensitive time that we are preparing for 

the Olympics." 和 2）"We were attacked because 

we're the Bank of China and we're a sponsor of this 

year's Beijing Olympics," said manager Han …

Perhaps they wanted money too." 这两种解释虽

不深刻，但说出了暴乱的危害，记值正 2.

2. 涉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语料分析

在报道暴乱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时 CNN 的消息来源基本上有四种——中方关

于伤亡的声明，达赖政府的声明，两方对峙和

CNN 机构自身。

消息来源于中方的伤亡报道有 17 段，这

17 段都从正面叙述了暴乱者的罪行，如 "There 

are 13 common people who died in the beating, 

burning and smashing in the riots," said Phuntsok. 

"They died of fire, asphyxiation and beating. Some 

of them were set on fire by rioters and died in the 

burning"。来自中方的报道记值正 17。

达赖政府发布的伤亡信息都是关于暴乱分

子的，并没涉及在暴乱中死伤的平民，如 ''The 

dead include women and children, the group said 

in an e-mail, adding they were killed by Chinese 

police attempting to stop the protests；Tibetan 

exile groups maintain at least 80 people were killed 

by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that day''。关于达赖政

府的伤亡消息共 11 段，记值负 11。

两方对峙在 CNN 的报道中共出现 9 段，

其中 7 段是两方各执一词，其报道的倾向性

不明显，可以忽略，如 ''Beijing says 22 people 

were killed in Lhasa, most of them ethnic Han and 

Muslim Chinese migrants, while Tibetan exiles 

put the overall death toll at 140'' 因 此 这 7 段 记

值为 0。还有 2 段，如 ''Tibet's self-proclaimed 

government-in-exile puts the death toll from 

those protests at more than 100, but Chinese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make it difficult to confirm 

that number.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reported a 

death toll of 19, and say most of those killed were 

"innocent victims" 。 虽 然 这 段 也 都 报 道 了 对

峙两方的不同声明，但是其中的 ''but Chinese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make it difficult to confirm 

that number'' 显然是降低了中方声明的可信度，

记值为负 1。 因此两方对峙的报道总计值为负

2。

CNN 自身的报道共有 4 段，其中 3 段的

报 道 不 利 于 中 方， 例 如，CNN 先 叙 述 中 方

部队全副武装荷枪实弹遭遇暴乱人群时之后

说 ''Many people injured, some perhaps killed''，

虽然没有明说 people 指的是平民还是军队或

是暴乱分子，但根据上文的暗示，读者们都会

错误的认为受伤或死亡的都是没有武器的所谓

抗议者。来源于 CNN 机构自身的报道利于达

赖方的有 3 段，记值负 3；利于中方的有 1 段，

记值正 1；CNN 自身报道的总计值为负 2。

综合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信息的四种来

源，其中利于中方的占 17 段，记值正 17；而

利于达赖方的有 15 段，记值负 15。

3. 涉及国际态度报道的语料分析

在西藏事件发生以后，很多国家及组织对

此都发表声明，国内外的多家媒体也都登载了

不少此类声明，其中大多数声明都表示支持中

国打击达赖分裂活动。但 CNN 在报道国际态

度时却都选择了支持达赖或为达赖暴乱正名

的 言 论， 如：U.S.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on Friday criticized China for its crackdown on 

anti-government protesters in Tibet and called on 

"freedom-loving people" worldwide to denounce 

China. "If freedom-loving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do not speak out against China's oppression 

in China and Tibet, we have lost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on behalf of human rights anywhere in the 

world," Pelosi told reporters. CNN 对国际态度的

报道共有 48 段，共计负 48。

暴乱的原因和历史背景报道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道

国际态度的报道

合计

23 段

32 段

48 段

103 段

2 段

17 段

0 段

19 段

21 段

15 段

48 段

84 段

-19

+2

-48

-65

段数
利于

中方的

利于达

赖方的
计值选择性报道

4. 选择性报道的倾向性总结

从选择性报道的分析看，关于暴乱的原因

和历史背景，利于达赖方的计负 21，利于中

方的为 2；暴乱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

道中，利于达赖方的为负 15，利于中方的为

正 17；有关国际态度的报道中，利于达赖方

的为负 48，利于中方的为 0。如表所示：

因此，选择性报道中利于达赖方的为负

67，利于中方的为正 2，语料在选择性报道这

一层面的总记值为负 65。

四、结语

本文以 CNN 对西藏发生的一系列所谓抗

议的报道为语料，先从分类的角度对 CNN 报

道中形容词介词短语及名词短语的使用做出

偏利于达赖方或偏利于中方的统计，得出结

果为利于达赖方的共计负 39，而利于中方的

只有正 4，因此在分类分析层面我们可以看

出 CNN 对达赖方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计负

35；接着本文再从选择性报道的角度对暴乱的

原因和历史背景，暴乱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及国际态度这 3 方面对 CNN 报道进行分

析，得出结果是利于达赖方的为负 84，利于

中方的为正 19，计负 65。两层面总计结果显

( 下转 12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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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CNN 的报道整体显示出明显的偏向，可

量化记值为负 100。或许这一记值与分析可

以从一个角度解释为何 CNN 的对西藏事件的

报道饱受诟病。这也再次说明“新闻媒体的

核心原则是公正，但是，在媒体的新闻编辑

部的实际操做中，任何一家媒体都难以确保

其提供的新闻是中立和客观的”（李希光，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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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给自己不断充电

—— 记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  周云

( 上接第 12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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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珍惜这个机会，不

辜负校领导和老师的厚

望，努力学习，从各方

面提高自己的能力。

在学习方面，周云

非常清楚自己的基础课

程英语比较差，学起来

比较吃力。于是她每天

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到

教室里背英语单词。在

大学四年中，几乎天天

如此。终于在大三时候，

考过了英语等级。她清

楚的认识到学习英语贵

在坚持，并一直受益至

今。
转身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2002 年毕业后，周云因成绩突出进入江

苏省委党校工作，成为一名教师。在这之前，

成为教师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周云从没想

过。真正踏入这个职位后，周云也还不太适应

教师这个角色，没有勇气走上讲台。

然而，周云清楚地知道只有努力，才能立

足。为使自己很快适应岗位，她利用一切余暇，

不断地看书，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同时，多聆

听老教授的课，认真做好笔记，吸收他们好的

教学风格和教学经验。

终于在半年后，周云自信地走上讲台，她

深知自己没有经验，所以在备课上花了很大功

夫，笔记很详细、很全面。慢慢地她在课堂上

能如鱼得水，课程内容也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

通过自己的努力，2005 年因为教学科研突出，

周云被破格评为讲师。

不同于一般的高校，党校教育是四维一体，

有在校大学生、在职研究生、硕士生、干部培

有些人喜欢给自己定目标，觉得这样生活

有期待、人生有希望，奔着实现目标的日子每

一天都十分清晰。有些人不喜欢给自己定目标，

觉得这样生活变成了压力，习惯变成了工具，

目标虽不明确但更有持之以恒的动力。周云便

是这两种人中的后者，优雅的谈吐、清晰的思

路是周云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98 年，出色的在校表现让周云成为被

保送进入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那个幸运

儿。进入大学，她便暗暗给自己鼓气，一定要

姓       名：周云

单位职务：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

籍       贯：江苏泰州

班       级：95 会计电算化

班 主 任：滕建林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周云逐渐认识

到光学习一门专业有些不够。大二时，学校正

好推出了双本科、双学位的专业课程，她毫不

犹豫地报了名。周云认为应该利用在校的时间

多学点知识，将来找工作才能多点筹码，才能

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立足之处。这次举

动，也确实为周云增加了更多的自信。

学习之余，她还不忘从各方面提高自己的

能力。学生时代锻炼能力最好途径之一就是加

入学生会组织，通过与学生、老师的接触，不

断提高自身的沟通能力、为人处事能力、组织

能力、管理能力，同时也能从别的优秀的同学

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四年中，周云一直担任班

级和学院学生会的干部，从多方面锻炼自己。

通过不懈努力，她终于取得了双本科、双

学士学位，在校期间多次获得奖学金，获得“优

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毕业生”

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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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等等，每个层次授课形式不同。刚站讲台时，

周云只能给大学生上课，其他的课程她只有听

课的份。但人总在不断的前进，她深知要进步，

就要上一些更高层次的课。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周云知道自己

该做些什么。于是，她平时注意收集学习最前

沿的知识，掌握自己所任学科的专业特点，善

于思考，养成多思多想多写的习惯，形成自己

的教学风格。她认真阅读最新最前沿的和专业

相关的资料，钻研新教材，新课标，研究教法，

体会新课程的性质、价值、理念，提高自己的

业务能力。

空闲时，周云抓住一切机会跟班听课，通

过课堂听课，与有经验的前辈们进行交流、沟

通与请教；她也勤质疑，勇于提出自己的问题

或不同观点，在共同探索中达到共同进步。从

学习中得到真切的感受，不断完善自我，促进

个人专业知识的提升，让自己不断成长。

每节课后，周云都会把自己在教学实践中

发现的问题和有价值的东西赶紧记下来，享受

成功，弥补不足。除此以外，她还充分利用网

络优势，学习教育教学方面的新思想，掌握新

方式，运用新理论，提高教学效果。利用课余

时间向电脑能手学习，提高自己的计算机水平。

现在的周云，早已不是那个刚刚入校时的

青涩女生了，她的渊博和授课技巧已经能基本

胜任各个层次教学任务。

不断学习才能常教常新

教师的工作除了教学，还有科研，科学研

究是党校教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需要

科研作为基础，作为引导，而有了科学的研究，

教学质量才能得到有力的保证。周云一直明白，

科研对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是非常有利的。

在过去的几年内，周云结合自己在教学中

的感悟，发表了几篇文章、出版了几本著作。

但是，现阶段在科研方面，她的成果还不是特

别多，与其他人相比基础会比较薄弱，但周云

的信心不减。在接下来的时间，她将把教学作

为一个大的研究方向，以教学实践为基础，以

科学理论为依托，使自己的科研水平更上一个

台阶。

2011 年是值得被记忆的一年，周云的努

力和奋斗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成功的教学方

式、出色的科研成果、有口皆碑的教育品德受

到了全体师生的大力赞扬，她被评为了副教授，

这也让她更加有了前进的动力。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时代对教

师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严。要求教师终身

学习，自觉进行知识与观念的更新。增强自身

修养与适应能力，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文化素

养。作为教育的一员，周云要自己不断学习，

适应形势的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认清素质

教育对人才培养的时代标准，更新教育理念。

周云明白良好的教师素质是提高教育质量

的关键，是提高课堂效率，落实素质教育的根

本。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不断完善自我，

才能在课堂教学中适应教材、适应学生、适应

课堂。才能在课堂教学中渗透符合时代信息的

活水，才能常教常新。

回顾走过的路，周云觉得人生就应该这样，

目标的设立终不是当务之急，唯有持之以恒的

习惯和永不停歇的角度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

地。人生便是学习再学习，奋斗再奋斗，不断

充电，勇攀高峰。

                                 （审稿人：仲淑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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