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知自我  迎接未来

长江公益大讲堂武汉学院第二期纪实

        

       

        

2019年11月19日，由武汉学院和长江

商学院联合主办的“长江商学院企业家

学者项目-武汉学院公益大讲堂”（简称

“长江公益大讲堂”）第二期在武汉学

院马化腾教学楼开讲，腾讯新闻同步视

频直播。

      本期大讲堂以“你的未来，要来没

来 ” 为 主 题 ， 邀 请 了 两 位 企 业 家——

SK集团上海思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孙子强和赛领资本合伙人兼董事总

经理范瑗瑗，分享自身经验和成长心得，勉励大学生时刻准备自我，把握未来。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是SK集团上海思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新联会会长孙子强和现今大学生分享的心得。

他解释说，“最难战胜的是自己，即你是否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他建议大学生应把时

间更多用于完善自己，形成自己的心理格局，培养自己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学习能力。

他以“人生没有彩排，永远都是直播”为题，进行毫无保留的经验分享，引起了现场学

子的深度思考。

拥有近二十年投资经验的赛领资本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范瑗瑗则以“认知自我，绽

放人生”为题，慷慨分享了自己在美国从华尔街到硅谷高科技、在中国从地产金融到科

技行业的丰富投资阅历，深入解析大学生应如何加深对自己的了解。“学习很重要，但

不是最重要的。你是谁，才是最重要的。”范瑗瑗表示，成功的人往往对自己有清晰的

认知，且能把这个认知和外部世界进行非常好的匹配，在看到社会和行业趋势的同时，

建立自信和勇气，不随波逐流，在职场和人生的方方面面打造幸福的人生。

       除大讲堂的两场分享外，

武汉学院还携手一丹大学教育

基金会，为现场学生带来“放

飞自我一对一职业生涯规划辅

导计划”。在聆听别人的人生

故事，收获成长智慧的同时，

武汉学院和一丹大学教育基金

会希望通过此计划，把大讲堂

中获得的财富转化成实际的目

标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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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 年武汉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全球化视野下应用型本科高校英语教师多元化知识结构的构建”的
部分成果ꎮ

作者简介: 文声芳(１９８３－)ꎬ武汉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ꎬ硕士ꎬ研究方向:英语教育、翻译ꎮ

应用型高校英语教师知识结构的构建研究

文声芳

摘　 要: 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ꎬ提高跨文化意识ꎬ了解整个世界ꎬ是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个群体所面

临的紧迫任务ꎮ 这是对人才的要求ꎬ也给高校、高校教师ꎬ尤其是英语教师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ꎮ 从

现状调研入手ꎬ结合舒尔曼提出的教师知识库体系ꎬ面对不太乐观的形势ꎬ教师应从自身的长远目标出

发ꎬ找准定位ꎬ从语言知识、专业发展、教学技术和手段、跨专业发展等方面挖掘自身的潜力ꎬ突破自身的

主观条件和外部的客观条件限制ꎬ培养终身学习的学习力和学习习惯ꎬ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ꎮ
关键词: 应用型高校ꎻ英语教师ꎻ多元化ꎻ知识结构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０１￣０４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ꎬ随着人们全球意识的不断增强ꎬ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

展ꎬ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ꎮ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ꎬ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

影响层面的扩张ꎬ全球化受到了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ꎬ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各国政治、经
济、文化等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纵深发展ꎮ 不少学者认为ꎬ全球化是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ꎮ

面对国际化的世界大环境ꎬ国家所需要的是面向世界、对异国文化有深刻理解力的复合型人

才ꎮ 所以如何利用英语这一国际化语言的有利条件ꎬ提高跨文化意识ꎬ了解整个世界ꎬ是各个行业、
各个领域、各个群体所面临的紧迫任务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作为解决沟通障碍的重要媒介ꎬ英语在

国际化进程中起着无可比拟的地位ꎮ
而承担解决语言这一项艰巨任务的关键人物———高校英语教师ꎬ作为英语知识和文化的有效

传输者ꎬ其自身的知识结构在促进学生英语能力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ꎮ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英语教师知识结构现状

为了了解目前应用型本科高校英语教师的知识结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ꎮ 笔者选取了三所具有

代表性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英语教师进行了调研ꎮ 调研内容涉及到教师的性别、职称情况、年龄构

成、学历结构ꎬ以及学源构成、科研情况、未来的专业定位和面临的主要困难等ꎮ 基本情况调查结果

如下表 １ 所示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这三所学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ꎬ绝大多数教师为女性ꎬ高级职称人数占比较

高ꎬ绝大多数教师处于青壮年时期ꎬ绝大多数教师具有硕士学位等ꎮ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具有双学

位或者其他学科系统学习背景的英语教师占比分别为 １０％ꎬ１２％和 １５％ꎮ 从学源结构来看ꎬ近 ９０％
的教师都来自于国内重点高校或者国外高校ꎬ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教师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ꎬ知识

储备能够很好地胜任目前的岗位ꎮ 在调查中ꎬ笔者了解到三所学校的英语教师中每年均发表论文

的比例为 １００％ꎬ７８％和 ７１％ꎬ这反映出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知识积累ꎮ 笔者还了解到在

１



应用型高校英语教师知识结构的构建研究

求学或者工作阶段接受过全面的教学法系统学习和训练达 ３ 个月的教师占比分别为 ２３％ꎬ２０％和

１２％ꎮ

表 １　 应用型本科高校英语教师基本情况

学校
性别 职称 年龄结构(岁) 学历结构

男性 女性 高级 中级 初级 ３０ 以下 ３０~４０ ４０~５０ ５０ 以上 博士 硕士 其他

Ａ １２％ ８８％ ６７％ ３０％ ３％ ３％ ８７％ ３％ ７％ ８３％ １７％

Ｂ １９％ ８１％ ４９％ ４８％ ３％ ６％ ８４％ ６％ ４％ ３％ ８４％ １３％

Ｃ １６％ ８４％ ５１％ ４６％ ３％ ６％ ８５％ １２％ ５％ ８２％ １８％

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归纳ꎬ目前阻碍教师发展的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ꎬ自身知识结构因素ꎮ 虽然绝大部分教师的学历构成足以胜任目前的岗位需求ꎬ部分教师

曾经学习过其他的专业知识ꎬ进行过教学法的系统训练ꎬ但是工作之后就没有继续进行学习ꎬ知识

更新不及时ꎬ知识过时比较严重ꎮ 绝大多数老师感受到知识的深度不够ꎬ尤其是在科研工作中明显

感觉自己的知识结构不足以胜任高水平的科研工作ꎮ
其次ꎬ家庭因素ꎮ 在此类高校任职的教师中ꎬ女性数量较多ꎬ并且大多处在 ３０ ~ ４５ 岁之间ꎬ正

是家庭对女性需求较高的年龄阶段ꎮ 家庭孩子都比较小ꎬ在竞争日益低龄化的时代下ꎬ大部分女性

需要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重大任务ꎮ
再次ꎬ学校和社会因素ꎮ 目前各学校对教学改革要求比较高ꎬ对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设备的使

用也比较多ꎬ教师对于现代教学设备掌握不好会影响教学效果ꎮ 再则此类学校的学生学习积极性

都不高ꎬ社会上的学习资源也越来越丰富ꎬ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体验感都不是太好ꎬ教师的期望值

和学生表现出现了比较大的差距ꎬ与学生交流沟通比较困难ꎮ
总体而言ꎬ从调研结果来看ꎬ目前此类高校的英语教师虽然能够胜任岗位的现阶段要求ꎬ但是

很明显后劲不足ꎬ可持续发展能力欠弱ꎮ

二、英语教师多元化知识结构构建

作为教师ꎬ自身的知识结构不仅影响到学生知识结构的发展ꎬ还直接影响到英语教学的成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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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教师知识库内涵图

故此ꎬ所有一线的英语教师必须克服知识结

构单一、科研能力较弱的主客观因素ꎬ完善

自身的知识结构ꎬ解决自身复合型知识构建

的问题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舒尔曼 ( Ｓｈｕｌ￣

ｍａｎ)就提出教师知识库容应涵盖 ７ 类知识ꎬ
即所教学科知识ꎬ普通教学法知识ꎬ课程知

识ꎬ学科教学知识ꎬ学习者及其特点的知识ꎬ
教育环境知识ꎬ教育目标、目的、价值及其哲

学和历史背景知识ꎮ 如下图所示:
舒尔曼还认为ꎬ 教学知识是指指导、管

理、评估和与学生交流的技能ꎻ学科教学知

识是指通过多种教学模式传授学科知识以

提高学生理解和帮助学生获得成就的能力ꎬ最具有教师的专业特点ꎬ最能区分学科专家与教师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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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一个知识领域ꎮ 所以在教师发展的过程中ꎬ必须克服自身的主客观因素ꎬ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

体系ꎬ尤其是教学知识和学科知识ꎮ

三、英语教师多元化知识结构构建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那么如何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改变英语教师的传统角色ꎬ打破封闭式英语教育的壁垒ꎬ树立全球

化文化交流意识ꎬ营造开放式文化交流环境ꎬ紧跟专业发展趋势并进行有针对性的跨专业学习ꎬ保
持持久学习力ꎬ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ꎬ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是每个英语教师必须要树立的良性发展意

识ꎬ也是国家和社会对英语语言传输者的基本要求ꎮ 教师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ꎬ突破英语语言障碍是英语教育工作者要帮助学生解决的首要问题ꎮ 故英语教师自身的

语言素质要过硬ꎬ且要与时俱进ꎮ 在教学上不断完善扎实的英语语言知识ꎬ具备持续更新知识的能

力ꎮ
第二ꎬ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知识ꎬ掌握基本的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知识ꎬ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

时必须传授跨文化知识ꎬ培养学生在全球化进程中跨文化交际的能力ꎮ
第三ꎬ在寻求自我发展的路上ꎬ英语教师要找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ꎬ在掌握英语这一门

专业技能之外ꎬ更要有自己的一门专长ꎬ为学校提供可用的资源ꎬ在利用英语的同时解决其他专业

的基础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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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多元化知识结构与教师综合素质关系图

第四ꎬ从内部因素中克服教师信念、教
学智慧和教学反思等内部因素的影响ꎬ从外

部克服社会环境、校园文化和教师教育一体

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ꎬ完善自身的多元化知

识结构ꎬ全方位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ꎬ为形

成持久性、可持续性发展塑造榜样ꎬ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ꎮ
第五ꎬ英语教师必须突破自身的主观条

件和外部的客观条件限制ꎬ培养终身学习的

学习力和学习习惯ꎬ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ꎮ
如图 ２ 所示ꎮ

此外ꎬ应用型本科高校应该找准定位ꎬ为社会培养实实在在动手能力强、社会适应度高的学生ꎬ
这也就要求教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强ꎮ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ꎬ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师除了具备

一定的科研能力之外ꎬ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实践教学的素质ꎮ 这也要求高校加大“双师型”教师的培

养力度ꎮ

四、结语

整体而言ꎬ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英语教师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ꎬ能够承担起目前的工作任务ꎮ 但

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英语教师大多面临教学任务繁重ꎬ科研压力巨大ꎬ学生学习自觉性不如人意ꎬ
学校对教师的考评指标项目繁多等问题ꎮ 如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ꎬ保留岗位竞争力ꎬ寻求职业

可持续发展是所有应用型本科高校英语教师亟需解决的问题ꎮ 面对不太乐观的形势ꎬ社会、学校和

家庭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压力ꎮ 教师必须从自身的长远目标出发ꎬ找准定位ꎬ从语言知识、专业发展、
教学技术和手段、跨专业发展等方面挖掘自身的潜力ꎬ突破自身的主观条件和外部的客观条件限

制ꎬ培养终身学习的学习力和学习习惯ꎬ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ꎮ 最终在时代变迁的大环境下不掉

队ꎬ不落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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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命制双向细目表在武汉学院的应用探析

罗翠英

摘　 要: 期末试卷考试仍是期末测量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工具之一ꎮ 武汉学院自 ２０１８ 年推出期末试题

命制双向细目表ꎬ截止目前已推行 ３ 个学期ꎮ 此规范推出以后ꎬ其优势并未完全呈现ꎬ大家看法不一ꎮ
因此深入分析双向细目表的“双向”性ꎬ充分认识其先进性ꎬ发挥好工具作用ꎬ可大大提高试题命制的科

学性和规范性ꎬ并能很好地契合武汉学院的成果导向教育理念ꎮ 围绕成果导向教育理念ꎬ在进行试题命

制时ꎬ应通过双向细目表将考查目标与教学内容有效关联ꎬ教学内容的设计可以追溯到课程教学大纲ꎬ
教学大纲源自课程体系ꎬ课程体系取决于学生的毕业需求ꎮ 此外ꎬ各院系要先做好专业顶层设计ꎬ确保

每门课程都有明确的教学目标且有助于学生的毕业需求ꎬ通过不断的实践探讨ꎬ总结出一套全面的试题

命制规范ꎮ
关键词: 试题命制ꎻ双向细目表ꎻ成果导向教育ꎻ武汉学院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４７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０５￣０５

武汉学院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开始实施成果导向教育理念ꎮ 该理念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ꎬ在“所
有学生均能获得成功”的思想指引下ꎬ教师设计课程时ꎬ将课程与毕业需求相联系ꎬ确保学生毕业时

能“学到什么”、能“带走什么”能力ꎮ 以此为指导思想ꎬ武汉学院对全校各专业的培养方案、课程体

系、课程设计以及期末考核都进行了深入改革ꎮ 在期末考核方式中ꎬ历来采用考试和考查两种考核

方式ꎬ２０１８ 年对期末考试的试题命制出台了新规范ꎬ新规范要求对期末试题的命制规定采用双向细

目表进行设计ꎬ截止目前已实施三个学期ꎬ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有部分教师未认识到其存在的合理

性ꎬ部分教师认为采用双向细目表进行试题命制ꎬ不但增加了试卷设计的工作量ꎬ且对命题本身帮

助不大ꎮ 如何理解双向细目表的真正内涵ꎬ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优势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解剖ꎮ

一、试题命制双向细目表的现实需求

(一)期末试卷考试仍是学生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现代教学改革轰轰烈烈ꎬ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现代教学模式也在不断迭代ꎬ但期末考试仍然

是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标尺ꎮ 在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下ꎬ武汉学院在考核学生的学习“成
果”时ꎬ关注学习的过程和成果考核的多样性以及评估标准的客观性ꎬ其中过程的考核约占 ４０％ꎬ期
末考试的比重则由原来的 １００％或者 ７０％下降为 ６０％ꎮ 纵观近年来武汉学院的考试制度ꎬ武汉学院

期末考核方式统计显示ꎬ２０１８ 年春季共开设课程 ４７５ 门ꎬ其中 ７０％以上的课程采用期末试卷考试的

方式进行ꎬ２０１８ 年秋季试卷考试的比率高达 ７４％以上ꎮ 而会计学院的近四个学期的统计数据显

示ꎬ近四学期的期末考试比例平均约为 ８８.９８％(详见表 １)ꎮ
(二)期末试卷考试成绩占学生考核总成绩的比重较大

另外ꎬ从期末纸质考试在学生考核总成绩的比重来看ꎬ期末考试在整个学生期末成绩中的比重

从 ３０％到 ６０％不等ꎬ其中仅翻转课堂采用 ３０％的比重ꎬ２０１８ 年开始ꎬ武汉学院开始推行翻转课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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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ꎬ２０１８ 年秋季涉及约 ２０ 门翻转课堂改革试点ꎬ其期末试卷考试成绩在学生总成绩的比重为 ３０％ꎬ
２０１９ 年春季仅 ６ 门课程进行翻转课堂试点(详见表 ２)ꎬ以会计学院 ２０１９ 年春季的数据为例ꎬ期末

考试成绩在在学生总成绩中的比重平均为 ５７％(详见表 ３)ꎮ 总体来看ꎬ期末试卷考核仍然是考核

学习成果的重要工具之一ꎮ

表 １　 武汉学院会计学院期末考试考查安排表

学期 课程数量(考试 / 考核) 上课班级(行政班) 考试课程数量及比重 考查课程数量及比重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２ ３８(３３ / ５) １０８ ８７ ８０.５６％ ２１ １９.４４％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１ ２５(２４ / ３) １１４ １０４ ９１.２３％ １０ ８.７７％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２ ３５(３２ / ３) １４４ １３５ ９３.７５％ ９ ６.２５％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１ ３３(３０ / ３) １４０ １２６ ９０.００％ １４ １０.００％

均值(按行政班权重) ３３(３０ / ３) １２７ １１３ ８８.９８％ １４ １１.０２％

　 　 　 　 注:数据来源于会计学院统计数据(统计第一学期时未考虑当年新生课程)ꎮ

表 ２　 ２０１９ 年春季翻转课堂改革试点统计表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授课院系

１ Ｂ１２０１００７３ 电子商务概论 管理学院

２ Ｂ１３０２１１２３ 数据新闻可视化

３ Ｂ１３０２００２３ 出镜记者与现场报道
艺术与传媒学院

４ ＬＷ１３１０４４ 民法总论

５ ＬＷ１４１１２３ 商法

６ ＬＷ１４１１３３ 合同法

法学院

表 ３　 会计学院 ２０１９ 年春季考试在学生总成绩中的比重分析

行程式考核比重 期末考试比重 考试班级数

１.传统普通课堂
４０％ ６０％ ９７

５０％ ５０％ ６

２.翻转课堂 ７０％ ３０％ ０

３.实验实训课程 ６０％ ４０％ １７

均值(按班级权重) ４３％ ５７％ １００％

由于期末试卷考试在学生学习“成果”评价中的重要性ꎬ因此其设计的科学合理性就非常重要ꎬ
本文仅从期末试卷的命题与设计出发ꎬ探讨期末试卷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ꎬ以期为武汉学院的成

果导向教育提供有力的工具ꎮ

二、试题命制双向细目表的理论意义

２０１８ 年武汉学院对期末试卷的命题采用双向细目表进行规范ꎬ所有考试课程的期末试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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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要采用双向细目表按照不同认知水平进行命题设计ꎮ” [１]该规范的推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ꎮ

(一)能够将目标能力与内容进行有效关联

以武汉学院试题命制双向细目表(详见表 ４)为例ꎬ双向细目表以矩阵的方式进行设计ꎬ主要包

含两个维度ꎮ 一是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ꎬ此由教学目标决定ꎬ根据教学目标设计分值的分布ꎻ考核

知识内容的选择ꎬ要依照教学大纲的要求ꎬ试题范围理论上应覆盖课程的全部内容ꎬ既要注意覆盖

面ꎬ又要选择重点内容ꎬ同时考虑答题时间的限制(武汉学院以 １００ 分钟为限)ꎮ 二是题型的设计ꎬ
是按照布鲁姆认知理论ꎬ将认知能力从简单到复杂到高级划分为六个层次ꎬ分别为识记、理解、应
用、分析、综合、评价ꎬ此划分有助于试卷设计者以此决定题目的题型和难易程度ꎬ当然难易程度同

时也与分值挂钩ꎮ
两个维度的设计正是双向细目表双向性的体现ꎬ一方面关联教学目标ꎬ克服教师出题的主观随

意性ꎬ防止教学过程与考核内容脱节ꎬ另一方面关联考试分值及其难易程度ꎮ

表 ４　 武汉学院试题命制双向细目表

考试

内容

学时

分布

考分

分布

选择题
判断

(改错)题
填空题

名词

解释题

计算

应用题
简答题

论述或

案例分析题
其他类型题

题量 分值 题量 分值 题量 分值 题量 分值 题量 分值 题量 分值 题量 分值 题量 分值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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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内生要求

武汉学院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开始实施成果导向教育理念ꎮ 该理念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ꎬ在“所
有学生均能获得成功”的思想指引下ꎬ教师设计课程时ꎬ将课程与毕业需求相联系ꎬ确保学生毕业时

能“学到什么”、能“带走什么”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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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成果导向教育反向设计理念

按照成果导向教育的反向设计理念[２](详见图 １)ꎬ课程教学在设计时以需求为出发点ꎬ国家、
社会、行业、学生及家长的需求是教育的最终需求ꎬ以此为出发点ꎬ设计出每一个专业的培养目标ꎬ
围绕该目标ꎬ设计出学生毕业时达到的相应能力指标点ꎬ该能力指标点的实现依赖于大学期间的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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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计体系ꎬ课程体系再决定教学要求ꎬ教学要求最终体现在教学大纲的设计上ꎬ实际教学过程中ꎬ
教师围绕教学大纲设计教学内容ꎮ

教师聚焦于重要的、基础的、核心的和高峰的“成果导向”设计教学内容ꎬ通过精准的课程设计

不但增加课程难度来引导学生达成最终学习成果ꎬ 而行程式考核和期末测试则是保证学生学习成

果获得的两把尚方宝剑ꎬ一个对教学过程加以监督ꎬ另一个则检验成果的获得ꎮ 过程是达到成果的

必经之路ꎬ而成果是学习过程的必然结果ꎬ两者互相印证ꎮ 因此在期末考核方案中ꎬ应紧紧围绕学

生要达成的最终学习成果———即反映在课程教学大纲设计中要达成的目标ꎬ进行试题的设计和分

值的分配ꎮ

三、试题命制双向细目表的科学运用

尽管试题命制双向细目表能科学契合教学大纲规定的“成果”ꎬ但其在执行过程中也不是万能

的ꎬ其作为一个有限的工具取决于对“成果”的设计ꎬ同时ꎬ在试题命制时ꎬ命题人的主观性也影响试

题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ꎬ命题者对试题难易程度的把握也难以有具体的衡量标准ꎬ因此实务中ꎬ
尽量避免试题设计者的主观性ꎬ建立一个动态的知识题库并不断更新迭代ꎬ是试题命制时应注意的

主要问题ꎮ
(一)做好专业顶层设计

成果导向教育是一个以需求为出发点ꎬ进行反向设计的教育理念ꎮ 期末考核是该链条的最后

一环ꎬ是检验目标和需求是否达到的重要手段ꎮ 试题的命制取决于教学目标的设定ꎬ教学目标又体

现于各级课程教学大纲的设计ꎬ而教学大纲又依赖于所采用的课程体系ꎬ课程体系将学生毕业需求

的各项能力指标点进行分解ꎬ能力指标点又取决于本专业的培养目标ꎬ专业目标又来源于国家、社
会、企业、家长等的需求ꎬ因此做好需求调研ꎬ进而对一个专业进行顶层设计是整个教育环节的重中

之重ꎮ
(二)强化对教学目标的呼应

成果导向课程实施中ꎬ无论是一门课程的学习成效评量ꎬ还是一个教学单元的学习成效评量ꎬ
均围绕课程教学目标或单元教学目标ꎬ针对课程特点和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性ꎬ设计多样化的评量

内容ꎬ使每一个教学目标均有具体的成效检验ꎮ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ꎬ会将一门课程按照课程目标划

分成多个教学单元或者知识模块ꎬ以会计学原理课程为例ꎬ可将其划分为会计基本理论、企业主要

经营环节资金运动会计处理、会计业务循环三大基本模块ꎬ三大模块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十个知识

点ꎬ每一个知识点又可以根据其难易程度设计其教学内容及其所需的课时ꎬ而期末考试的内容要与

知识模块的划分挂钩ꎬ而每一个知识模块对应的目标即是期末测试的目标ꎮ 行程式考核通过精准

的课程设计和过程控制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ꎬ期末试卷设计则是对学习成果的检验ꎬ过程和结果都

围绕教学目标展开ꎬ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ꎮ
(三)制定全面的命题规范

试题命制双向细目表只关注了试题命制中的一部分ꎬ其它试题命制的必要因素缺乏相应的规

范和标准ꎬ如试题背后所蕴涵的价值问题、评分细则、难度、题型、题量、评分方法、测试时间等都没

有规范要求ꎬ需要实施多元学习评量ꎬ制定评量计划ꎬ确定评价的时机、形式ꎬ拟定严谨的评量表ꎬ设
计规范的评量指标ꎬ尽量减少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干扰ꎮ

(四)建立动态知识题库

根据“成果”确立教学目标ꎬ根据课程目标建立课程知识点ꎬ根据知识点设计考试题库ꎬ题库的

设计既考虑知识面的覆盖ꎬ又要考虑难易程度ꎬ综合程度ꎬ可以从题型设计比如主观题和客观题ꎻ分
值高低以及是否综合运用来设计题目的难易程度等方面考虑ꎮ 不同难易程度的题目用不同标志标

８



试题命制双向细目表在武汉学院的应用探析

出ꎬ在生成试卷时ꎬ综合考虑全卷的综合性和难易程度ꎬ综合考虑学生的掌握情况和考试时间ꎮ 若

采用机考考试ꎬ可自动生成试卷ꎬ通过题目顺序和选项顺序避免学生抄袭ꎮ 动态题库建立后ꎬ要不

断更新ꎬ结合最新的专业知识的变化和进步ꎬ结合当前时代特色和发展需要ꎬ不断迭代知识题库ꎮ
总之ꎬ考试不是万能的ꎬ考试的目的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和运用知识的能力ꎬ检验学习

效果和教师教学效果ꎮ 尽管学的效果ꎬ教的优良不能仅靠考试来检验ꎬ但考试无疑是具有很好的参

考价值的ꎬ通过试题命制双向细目表进行试题设计ꎬ以便在这有限的考试手段中尽量发挥其最大的

功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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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湖北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基于创新教育视角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研究”
(２０１８ＧＢ１３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ꎻ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重点研究项目“成果导向理念下经济学原理教学

模式研究”(ＪＹ２０１５０２)的研究成果ꎮ
作者简介: 鄢小兵(１９６８－)ꎬ武汉学院金融与经济学院教授ꎬ硕士ꎬ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学教学与研究ꎻ张琼(１９８３

－)ꎬ东湖学院讲师ꎬ硕士ꎬ主要研究方向:统计学教学研究ꎮ

ＯＢＥ 理念下课程教学效果的实证研究

鄢小兵　 张　 琼

摘　 要: 基于 ＯＢＥ 理念ꎬ预期成果———实施教学———评价成果是一个教育过程的完整闭环ꎮ 而对其教

学过程和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价ꎬ并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ꎬ是把课程教学转化成预期成果的重

要条件ꎮ 从实证的角度ꎬ采用因子分析法ꎬ对教学评价主体设立二级指标并对指标进行降维ꎬ构建以学

生、督导、专家为主体的评价数学模型ꎬ研究结果表明:从以教师为中心向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方法的

转变是成果导向教学达成预期学习成果的关键ꎻ课程教学从学科导向向目标导向转变对成果导向教育

预期学习成果的实现也产生重要影响ꎮ
关键词: 成果导向ꎻ教学效果ꎻ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１０￣０５

一、基于 ＯＢＥ 视角下的教学评价

成果导向教学(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ＯＢＥ)ꎬ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由 Ｓｐａｄｙ 等人构建的教学模

式ꎮ ＯＢＥ 强调如下 ４ 个问题:
①我们想让学生取得的学习成果是什么?
②我们为什么要让学生取得这样的学习成果?
③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取得这些学习成果?
④如何知道学生已经取得了这些学习成果?
因此ꎬ成果导向的课程教学应聚焦在学生完成学习过程后所能达成的最终学习成果上ꎬ并让学

生将他们的学习目标聚焦在这些学习成果上ꎮ
为此ꎬ成果导向教学ꎬ是以预期成果为起点ꎬ反向设计达此目的的一种教学活动ꎮ 教学的出发

点ꎬ不是教师想要教什么ꎬ而是要达成最终成果需要什么ꎮ 教师必须清楚地阐述并致力于帮助学生

发展知识、能力和境界ꎬ使他们能够达成预期成果ꎮ 而这种“预期成果”是由包括政府、学校和用人

单位ꎬ也包括学生、教师和学生家长等在内的相关利益各方共同拟定ꎮ 在课程教学评价中应该重点

关注以预期成果为基础的相应考核标准ꎬ建立注重成果导向的课程考核评价办法ꎬ保证对学生知

识、能力和素质评价的合理性ꎮ
目前的教学效果评价陷入困境ꎬ最主要的表现是评价结果失真ꎮ 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网

上评价ꎬ与教师及学生的感受出入较大ꎮ 评教失真的源头是由于把教学质量评价定位于评估教师

个人的教学水平而不是课程的教学效果ꎮ 对授课教师而言ꎬ自然非常看重评估结果ꎬ因为它代表自

己的教学水平与能力ꎬ而且还与后续的奖励、晋升等挂钩ꎮ 因此ꎬ出现一些教师不愿严格要求学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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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刻意讨好学生的现象ꎮ 对学生而言ꎬ由于网评与自己的学习效果等关切的问题不直接相关ꎬ因
此评价的积极性不高ꎬ认真的程度也不够ꎮ 如果学校为保证评价率而制定相应的措施ꎬ比如ꎬ参与

评价与选修课程挂钩ꎬ与查阅考试成绩挂钩等等ꎬ一些学生甚至请同学代劳了事ꎬ而且他们也不想

苛求或难为老师ꎮ 如此一来ꎬ学生对老师的评教的人情分时有发生ꎮ
出现这样困境的原因ꎬ是我们的传统教学评价体系是一种对教师个人教学能力考核的评价体

系ꎬ没有搞清楚教师所授课程的教学效果与教师个人教学水平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

念ꎮ 教师的教学水平主要是由教师的学科知识水平、组织表达能力、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态度及

敬业精神等个人因素决定的ꎮ 课程的教学效果ꎬ除了与教师“教”有关之外ꎬ还与学生“学”有关ꎮ
ＯＢＥ 有别于传统教学的一转变ꎬ就是“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变”ꎮ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是指ꎬ
教学设计主要取决于教什么ꎬ教学过程最后取决于怎么教ꎬ教学评价主要取决于教得怎么样ꎬ这是

学科导向教育的必然ꎮ 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是指ꎬ教学设计主要取决于学什么ꎬ教学过程主要取

决于怎么学ꎬ教学评价主要取决于学得怎么样ꎬ这是成果导向教育的使然ꎮ 因此ꎬ在设计成果导向

课程教学评价体系时ꎬ充分考虑了学生学的情况(即让学生充分展示其学习成果)ꎮ

二、教学评价体系的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在教学效果评价中ꎬ不同评价主体其知识结构、能力专长、认知能力均不一样ꎬ不宜用一致的评

价指标ꎮ 本文根据成果导向教学的特点ꎬ构建以学生、督导、专家三位一体的教学评价模型ꎮ
(一)评价指标选取

以学生为主体的评价ꎬ侧重于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评价ꎮ 指标选取ꎬ其难度应适合学生的判断和

认知能力ꎬ不选用一些学生无法判断的指标ꎬ诸如教学内容与大纲一致、重难点是否突出等指标ꎮ
以教学督导以主体的评价ꎬ是通过督导随堂听课和检查学生的学习成果来进行ꎮ 而专家则对学生

最终成果中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进行评价ꎮ
在课题研究小组成员以往的教学经验及对学生和督导访谈的基础之上ꎬ选取如下影响教学效

果的指标:
Ｘ１:通过教师的教学能独立或合作完成任务ꎻ
Ｘ２:通过教师的教学较好地理解和掌握了完成任务所需的知识ꎻ
Ｘ３: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的反馈进行了及时地回应ꎻ
Ｘ４: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了个性化地启发或指导ꎻ
Ｘ５:教师在教学中与学生关系和谐ꎻ
Ｘ６:教师在理论讲解中能用易使人理解的语言表述ꎻ
Ｘ７:教师讲课内容熟练ꎻ
Ｘ８:教师在实操过程中示范步骤清楚、表达清晰ꎻ
Ｘ９:通过教师的教学增强了学生其他能力如沟通能力、自主思考能力等ꎻ
Ｘ１０:教师的授课难度适宜ꎬ学生能够理解ꎻ
Ｘ１１:教师能处理意外突发状况ꎻ
Ｘ１２:通过教师的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ꎻ
Ｘ１３:具备完成任务所需的软硬件设施ꎮ
在专家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时ꎬ与对学生和督导的评价指标不同ꎬ剔除了关于教学态度、教学

内容等评价指标ꎬ只单纯地评价最终的学生学习效果ꎮ 因此ꎬ研究小组设计出专家的评价指标如

下:
Ｘ１４:学生能够掌握课程所对应的学习成果(学生成果展示)ꎻ
Ｘ１５:学生具备了相应的沟通能力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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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１６:学生能够独立分析问题ꎻ
Ｘ１７:学生能够团队合作ꎮ
成果导向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ꎬ能自主完成岗位任务ꎬ而独立完成岗位

任务需要必要的理论知识ꎬ因此加入 Ｘ１、Ｘ２ 评价指标ꎮ 能力本位、认知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
教学在关注传授理论技巧的同时ꎬ还应关注师生互动、合作学习 ꎬ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孟庆茂ꎬ
２００３)ꎮ 由于学生独立完成任务的比例增加ꎬ在完成任务中需要教师的指导ꎬ因此优秀的教师应该

及时对学生的反馈给予回应ꎬ并在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给予有针对的指导ꎬ因此加入 Ｘ３、Ｘ４ 评

价指标ꎮ 评价教学的成败ꎬ除了教师的专业知识与教学技巧ꎬ还有人际关系与情感态度ꎬ因此增加

Ｘ５ 评价指标ꎮ 教师对自己的授课内容很熟练ꎬ则会在讲课过程中让学生感觉内容熟练ꎬ示范正确、
规范ꎬ因此增加 Ｘ７、Ｘ８ 评价指标ꎮ 如果教师有足够的教学技巧ꎬ在讲课过程中则会深入浅出ꎬ将复

杂的内容变得易于理解ꎬ同时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兴趣ꎬ因此增加 Ｘ６、Ｘ１０、Ｘ１２ 评价指标ꎮ ＯＢＥ 教

学的目标不光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ꎬ提高专业技能ꎬ同时还应注重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ꎬ因此增加

Ｘ９、Ｘ１４、Ｘ１５、Ｘ１６、Ｘ１７ 评价指标ꎮ ＯＢＥ 教学的效果与实境环境条件密切相关ꎬ因此增加 Ｘ１３ 评价

指标ꎮ 由于在教学中ꎬ师生互动增加ꎬ需要教师有较强的课堂组织能力ꎬ因此增加 Ｘ１１ 评价指标ꎮ

(二)实施调研

根据以上的 １７ 个指标ꎬ选择武汉学院、武汉东湖学院、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等应用型高校国贸专

业的学生、督导和湖北省武汉市一些外贸企业的人事主管作为调查样本ꎬ共发放问卷 ３０００ 份ꎬ回收

问卷 ２５６８ 份ꎬ回收率为 ８５.６％ꎬ对于回收的问卷按照以下要求进行了筛选:①首先剔除多个数据缺

漏填答的问卷ꎻ②观察问卷的填答数据规律ꎬ发生多次数据循环的问卷予以剔除ꎮ 研究小组剔除无

效问卷后ꎬ有效问卷为 １７７７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６９.２％ꎮ 在测量形式上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 级量表ꎬ即每项

指标评价均用数字 １~５ 依次表示从非常差、差、中等、满意、非常满意ꎬ３ 为中性标准ꎮ
(三)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的核心是对若干个指标进行分析后提取其公因子ꎬ基本目的是从所有指标中提取少

数几个因子去描述整个因素指标之间的关系ꎬ即是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指标归在同一类中ꎬ每一

类指标形成一个公因子ꎬ 用公因子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ꎬ 然后根据相关性大小将变量分组ꎬ
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大ꎬ最后再以每个因子的贡献率和各因子得分的乘积作为综合得

分函数值ꎮ
在做因子分析之前ꎬ对样本数据进行 ＫＭＯ 测度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体检验ꎬ判断数据是否可以做因子

分析ꎮ 当 ＫＭＯ 值大于 ０.７ 时ꎬ被认为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ꎮ 同时ꎬ还可以进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体检验的

卡方统计值得到进一步确认ꎮ 检测结果 ＫＭＯ 值为 ０.７２５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体检验的统计值显著异于 ０ꎬ说
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ꎮ

教学评价指标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１ꎮ
从表 １ 可以得知ꎬ因子 １ 在 Ｘ４、Ｘ６、Ｘ８、Ｘ１１、Ｘ１０ 上具有较大载荷ꎬ将其定义为教师教学技能因

子(记为 Ｆ１)ꎻ因子 ２ 在 Ｘ１、Ｘ２、Ｘ９、Ｘ１２、Ｘ１４、Ｘ１５、Ｘ１６、Ｘ１７ 上具有较大载荷ꎬ将其定义为学生学习

效果因子(记为 Ｆ２)ꎻ因子 ３ 在 Ｘ３ 和 Ｘ７ 上具有较大载荷ꎬ将其定义为教师教学态度因子(记为

Ｆ３)ꎻ因子 ４ 在 Ｘ６ 上具有较大载荷ꎬ将其定义为师生关系因子(记为 Ｆ４)ꎻ因子 ５ 在 Ｘ１３ 上具有较大

载荷ꎬ将其定义为教学条件因子(记为 Ｆ５)ꎮ

(四)教学评价模型

由统计分析得到的公因子与分指标之间的载荷量ꎬ本研究得到各个公因子的得分模型如下:

Ｆｉ ＝ ∑ １７

ｎ ＝ １
ｂｉｎＸｎ 　 ( ｉ ＝ １ꎬ２ꎬ３ꎬ４ꎬ５) (１)

其中ꎬＦｉ 为第 ｉ 个公因子的得分ꎻｂｉ１ꎬ ｂｉ２ꎬ ..ｂｉ１７表示 １７ 个指标在第 ｉ 个公因子上的载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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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教学评价指标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问项 因子 １ 因子 ２ 因子 ３ 因子 ４ 因子 ５

Ｘ４ ０.８８１ ０.２０２ ０１０１ ０.２７３ ０.０７６

Ｘ６ ０.８２６ ０.０４６ ０.３８５ ０.３６１ －０.０９２

Ｘ８ ０.７２２ ０.２４７ ０.０５５ ０.４２８ ０.３５３

Ｘ１１ ０.７１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９ ０.２７９

Ｘ１０ ０.６６８ ０.３０３ ０.０５７ －０.０７３ ０.２３１

Ｘ９ ０.２６８ ０.８６２ ０.１２５ ０.２１０ －０.０４３

Ｘ２ ０.０４３ ０.７０５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８１

Ｘ１ ０.０５５ ０.６５９ ０.３１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２

Ｘ１２ ０.１８５ ０.５８１ －０.２０７ ０.３５７ ０.３８５

Ｘ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８６３ ０.１２５ ０.２１０ －０.０４３

Ｘ１５ ０.０３５ ０.７９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８１

Ｘ１６ ０.１８５ ０.７２５ ０.３１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２

Ｘ１７ ０.１８５ ０.７０５ ０.３１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２

Ｘ３ ０.２６３ ０.２６８ ０.８０１ ０.２１９ ０.１６２

Ｘ７ ０.０３７ ０.１４３ ０.７５２ ０.１３０ ０.０９６

Ｘ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８７ ０.２１１ ０.８５０ ０.０６３

Ｘ１３ －０.１６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３ ０.９４１

然后以各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归一化处理后作为其权重ꎬ形成以学生为主体的评价数

学模型如下:
Ｆ ＝ ０.２４６Ｆ１ ＋ ０.２３Ｆ２ ＋ ０.１９８Ｆ３ ＋ ０.１７８Ｆ４ ＋ ０.１４７Ｆ５ (２)

其中 Ｆｉ( ｉ＝ １ꎬ２ꎬ３ꎬ４ꎬ５)的系数为因子 Ｆｉ 的方差贡献率的归一值ꎮ Ｆ 值越高ꎬ说明课程教学的效果

越好ꎮ

三、结　 论

在本研究的条件下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ꎬ教师的教学技能(一级指标 Ｆ１)对课程教学效果的影响最大ꎮ
教学方式方法的改变ꎬ在成果导向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

师教ꎬ学生学”变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生学”ꎬ教学生“乐学”、“会学”ꎮ 其中“会学”是核心ꎬ是
成果导向最终目标实现的关键ꎮ

第二ꎬ学生学习效果因子(一级指标 Ｆ２)在评价模型中也产生较大的影响ꎮ
一级指标 Ｆ２ 分别在 Ｘ１、Ｘ２、Ｘ９、Ｘ１２、Ｘ１４、Ｘ１５、Ｘ１６、Ｘ１７ 的载荷较大ꎬ说明课程教学从学科导

向向目标导向转变对“预期目标”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ꎮ 成果导向教学是目标导向的ꎬ它遵循的是

反向设计原则ꎬ其“反向”是相对于传统教育的“正向”而言的ꎮ 反向设计是从需求(包括内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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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部需求)开始ꎬ由需求决定培养目标ꎬ再由培养目标决定毕业要求ꎬ再由毕业要求决定课程体

系ꎮ 正向设计是从课程体系开始ꎬ逆反向过程到毕业要求ꎬ再到培养目标ꎬ再到需求ꎮ 然而ꎬ这时的

需求一般只能满足内部需求ꎬ而不一定能满足外部需求ꎬ因为它是教育的结果而不是教育的目标ꎮ
因此ꎬ传统教育对国家、社会和用人单位等外部需求只能“适应”ꎬ而很难做到“满足”ꎮ 而目标导向

下的教育则不然ꎬ它是反向设计、正向实施ꎬ这时“需求”既是起点又是终点ꎬ从而最大程度上保证了

教育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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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分析的数字化课堂交互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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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智能化教育技术的发展ꎬ智慧教室数字化课堂教学得到广泛应用ꎮ 数字化教室融入先

进的信息技术ꎬ能更好地分析教学交互行为ꎬ而课堂教学交互行为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能反

馈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ꎮ 因此ꎬ通过对数字化课堂交互行为的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ꎬ
可以评估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行为ꎬ基于学习分析技术提出课堂教学交互行为分析模型ꎬ旨在帮助教师

更好地开展课堂教学活动ꎬ提高互动频率ꎬ丰富互动内容ꎬ提升课堂互动的整体质量ꎮ
关键词: 数字化课堂ꎻ学习分析ꎻ教学交互行为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１５￣０４

人工智能被广泛认为是继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的新一轮提出的新要求生产力革命ꎮ 发展智能教

育ꎬ用智能技术驱动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ꎬ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的新要求ꎬ以信息化

引领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创新ꎬ利用信息化技术ꎬ推动精准测评、个性化教学ꎮ

一、数字化课堂和教学交互

数字化课堂是以教学过程设计和教学资源整合为核心的新型教学模式ꎬ以“事后反馈”为目的ꎮ
融入先进的信息处理、加工和呈现技术ꎬ在数字化课堂环境下ꎬ教师与学生借助多种教学资源、媒
体、技术、工具而进行的多项信息传递活动ꎬ从而达到构建教学模型的目的ꎬ具体体现教学交互各种

形式的可观察、记录与分析的行为ꎮ
课堂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ꎬ教师和学生是课堂教学交互行为的主体ꎮ 教学交互的本质是为

了展现教与学的过程ꎬ在教学过程中ꎬ师生通过交流、互动ꎬ帮助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意义构建ꎮ 教

学交互是学习过程的基本功能属性ꎬ通过对交互行为进行分析ꎬ能够客观地反映课堂教学活动、师
生互动行为的实情ꎬ帮助教师分析教学过程ꎬ改进以后的教学方法ꎮ

二、学习分析技术

学习分析是利用数据挖掘和建模的方式ꎬ对数字化课堂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ꎬ发现学习规

律ꎬ预测学习者的学习行为与学习效果ꎮ 主要包括数据挖掘、聚类、预测、提取数据和构建模型ꎬ利
用学习分析技术ꎬ进行个性化、自适应、趋势分析等方面的应用ꎮ

数据来源ꎮ 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下ꎬ通过移动技术、互联网服务等工具实时监测收集数据ꎬ数据

既可以通过手机终端、ＡＰＰ 及学习管理系统进行记录ꎬ也可以通过用户输入方式获得ꎬ如利用视频

进行课堂观察、考试成绩录入等ꎮ
数据处理ꎮ 由于从数字化学习平台收集的数据往往含有噪声、数据不一致、不完整等问题ꎬ在

进行数据分析前ꎬ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ꎬ主要是为了去除噪声和无关数据ꎬ将不同的数据按照一定

的数据集合存储到数据库中ꎬ转换成适合分析挖掘的数据格式ꎮ 常见的数据与处理方法有:数据清

洗、数据集成、数据变换和数据规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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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ꎮ 数据分析可通过无监督学习聚类分析ꎬ主要是依赖数据的相似性ꎬ进行特征分析ꎬ
进而发现学习行为的相关性ꎻ通过序列或关联规则来进行预测ꎬ推断学习者的个性特征ꎬ构建学生

个性化推荐模型ꎻ通过分类ꎬ对其所在的类别进行预测等ꎮ 学习分析技术中常见的数据分析技术有

内容分析法、声音分析法ꎬ对文字、视频和声音进行处理ꎮ
结果呈现ꎮ 对于教师而言ꎬ学习分析技术能有效反馈课堂教学评估ꎬ及时发现课堂教学中出现

的问题ꎬ为精准化教学评价提供有力的支撑ꎮ 将学习分析技术引入数字化课堂ꎬ利用设备及信息化

技术ꎬ及时获取课堂中产生的交互行为数据ꎬ精准测评教学进度和学生需求ꎬ以便教师调整教学方

法和策略ꎬ提高课堂效率和学生满意度ꎮ

三、基于学习分析的数字化课堂交互行为模型

基于学习分析技术的数字化课堂交互行为模型ꎬ主要从课堂互动行为的数据为基础ꎬ进行数据

收集、处理、分析及评价分析四个步骤ꎬ从而构建教学交互行为分析模型ꎬ包括数据收集层、行为分

析层和教学应用层ꎬ教学交互行为分析模型如图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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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教学交互行为分析模型

数据收集ꎮ 数字化课堂中教学交互行为数据是分析当前教学状态和学习情况的主要依据ꎬ通
过移动终端、ＡＰＰ、学习平台、人工记录等获取学习过程中的数据ꎬ主要包含两类ꎬ一类是在学习过
程中产生的互动数据ꎬ包括声音、图像、文本、反应等ꎻ一类是学习结果类数据(即结果性评价)ꎬ包括
问卷、测验、作品、投票、教师评价、学生互评等收集的数据ꎮ 最终对收集的各类数据进行整合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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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课堂中的数据ꎮ
行为分析ꎮ 行为分析是以学习分析技术为核心ꎬ通过对数据进行存储、处理和分析ꎬ最后进行

结果呈现ꎮ 依托于数据处理、学习设计和精准教学进行理论支持和指导ꎬ并利用数据挖掘、可视化

和云技术进行技术支持和实现ꎮ
教学应用ꎮ 教学应用即辅助教师根据数据分析结果ꎬ定位学生的风格喜好、成绩情况等ꎬ根据

学生的学习特征和轨迹ꎬ帮助教师掌握教学状态ꎬ进而进行精准互动ꎮ 根据课堂现状调整教学方式

和教学进度ꎬ多样化数字化课堂教学互动形式ꎮ

四、结语

基于学习分析的数字化课堂交互行为研究ꎬ主要是结合大数据技术、数据挖掘等ꎬ在课堂教学

互动、精准评价等理论的指导下ꎬ对采集的课堂互动数据进行收集、处理与分析的过程ꎬ帮助教师改

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ꎬ通过课堂交互行为ꎬ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有效跟踪定位ꎬ并辅助教师采

取有效的互动干预和教学方式调整ꎬ最终完成教学目标ꎬ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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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ｉｍ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ꎬ
ｅｎｒｉｃｈ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ꎻ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ꎻ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甘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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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基金项目: 武汉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龄产业融资支持体系的构建”的研究成果ꎮ
作者简介: 徐艳兰(１９７３－)ꎬ武汉学院金融与经济学院教授ꎬ硕士ꎬ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ꎮ

老龄产业融资支持体系构建研究

徐艳兰

摘　 要: 人口老龄化的日趋加剧亟待发展老龄产业ꎬ老龄产业的发展面临诸多瓶颈ꎬ其中融资瓶颈最为

突出ꎬ必须尽快构建老龄产业融资支持体系ꎬ以解决老龄产业融资难问题ꎮ 在认清老龄产业的融资现状

的基础上ꎬ借鉴美国老龄产业发展的融资经验ꎬ探究我国老龄产业的融资支持体系的实现路径ꎬ力图从

拓展老龄产业融资渠道体系、完善老龄产业融资服务体系和构建老龄产业融资保障体系三个角度构建

老龄产业融资支持体系ꎮ
关键词: 老龄产业ꎻ融资支持体系ꎻ构建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１８￣０８

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ꎬ金融和产业应该相互融合ꎬ良性互动ꎮ 老龄产业作为幸福产业的一

部分ꎬ越来越被关注和重视ꎬ而融资瓶颈严重制约了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ꎬ如何制定金融支持老龄

产业发展策略ꎬ让每个老年人共享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ꎬ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ꎮ 另一

方面ꎬ老龄产业蕴含着巨大的商机ꎬ给社会资金提供了广阔的新业态投资机会ꎬ老龄产业衍生的企

业群体将成为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的潜在优质客户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２０１５ 年发布报告ꎬ预测 ２０５０ 年中国养老金和健康支出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 １５％左右ꎮ
全国老龄办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中国养老产业规划»也预计 ２０３０ 年养老产业的总产值将突破 １０ 万亿

元ꎬ是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ꎬ有望替代房地产产业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ꎮ 因此ꎬ积极

发展老龄产业ꎬ破解制约老龄产业的融资瓶颈问题ꎬ构建老龄产业融资支持体系ꎬ既是保障和改善

民生所需ꎬ也是企业利润新的增长点ꎬ是政府、企业、居民三方收益的重要举措ꎮ

一、文献综述

发达国家对老龄产业投融资问题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ꎮ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ｕ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ｔｈ Ｇａｌａｎｔｅｒ
(１９７６)主张重构美国养老模式ꎬ由政府出资建设养老院ꎬ通过政府购买合同将运营权交给企业ꎬ以
便促使企业把精力从不动产投资转移到提高服务水平上ꎻＤａｎ Ｍ.Ｍｃ Ｇｉｌｌ(１９８８)认为政府应该加强

对老龄产业投融资的管理ꎬ扩充养老项目的资金来源ꎬ分析了老年人收入的内源性融资问题ꎬ较具

启发性ꎻＫｅｎｎｅｔｈ Ｇ.Ｍａｎｔｏｎ(１９９１)认为必须建立养老资金合理运作的模式ꎬ这是提高老年护理质量

的前提ꎻ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Ｈｕｒｄ ＆ Ｎａｏｈｉｒｏ Ｙａｓｈｉｒｏ(１９９７)＆ Ｈａｒｒｙ Ｒ.Ｍｏｏｄｙ(２００５)在研究日本和美国的老龄

产业和企业发展融资中都分析了政府投资等投资渠道拓展的意义ꎻＲｏｂｉｎ Ｂｒｏｏｋｓ(２００３)运用世代交

迭模型分析和预测了不同国家人口老龄化进程ꎬ认为应促进国际资金在全球的流动ꎬ对老龄产业融

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ꎻＺｖｉ Ｂｏｄｉｅ(２００３)从个人理财的角度研究了养老金储蓄和管理方面的误区ꎬ
根据生命周期的特点ꎬ在研究生命周期投资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的基础上ꎬ创造性的设计出了一些

８１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龄产业融资支持体系构建研究

生命周期金融产品ꎬ对老龄产业发展融资意义深远ꎻＴｅｔｓｕｏ Ｏｎｏ(２００３)运用世代交迭模型研究了国

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撑作用ꎬ认为国债是缓解因养老金的巨额支出而引发的财政压力的主要手

段之一ꎻ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Ｃｏｎｗｉｌｌ(２０１３)认为保险业在解决养老服务产业的融资问题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

用ꎮ
我国关于老龄产业融资支持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ꎬ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ꎬ该论题成为

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ꎮ 从研究角度看ꎬ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从经验借鉴的角度展开ꎬ如张同功等

(２０１７)和石曦(２０１６)ꎬ主张借鉴美国、日本及欧洲发达国家老龄产业融资支持的先进经验ꎬ缓解我

国老龄产业融资难问题ꎻ二是从必要性和宏观措施进行探讨ꎬ如李赟鹏(２０１８)、查斌仪(２０１７)、李
瑞丽(２０１７)、尹颖(２０１７)、林长秀(２０１７)、刘丹(２０１７)、刘军ꎬ陈建红 (２０１７)、张乙喆ꎬ姚雪超

(２０１７)、高云霞(２０１７)、靳锁蛟(２０１７)、杜泽丹(２０１７)、李海霞(２０１７)、袁博(２０１６)等ꎮ 提出的措

施主要包括建立养老产业金融服务体系ꎬ开发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ꎬ加快构建适合老龄产业融资的

新模式ꎬ开发老年人金融理财产品、发展住房“倒按揭”业务、拓展融资渠道ꎬ建立担保机制以及健全

制度保障等ꎮ 三是结合某地区的具体情况分析ꎬ如朱蓝澜(２０１４)结合重庆市养老产业发展情况ꎬ提
出重庆市养老产业发展的融资模型设计ꎻ赵晓明等(２０１５)根据河北省养老产业融资存在的问题ꎬ设
计出养老产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养老产业项目融资模式ꎻ齐朝霞(２０１６)提出完善济南市城市居

家养老支持体系的建议ꎻ周玉(２０１７)结合不同养老模式ꎬ构建了北京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金融支持

路径等ꎮ
综观已有研究ꎬ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学者侧重于政府在老龄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展老龄

产业的紧迫性、老龄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ꎬ部分文献也探索了拓宽融资渠道的必要性

和设想ꎬ但专题从金融支持体系助力老龄产业发展的研究文献并不多ꎬ在构建养老产业融资渠道体

系方面的研究更少ꎬ笔者在此借鉴张同功(２０１３)的研究思路ꎬ对“碎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ꎬ结
合我国老龄产业发展近况ꎬ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ꎬ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ꎬ拓宽融资渠道ꎬ
创新金融工具ꎬ 系统地构建政府－企业－社会联动的老龄产业融资支持体系ꎮ

二、我国老龄产业的融资现状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ꎬ各级政府部门对老龄产业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ꎮ ２０１３ 年我国

开始进入老龄产业元年ꎬ开始加快市场化探索进程ꎻ２０１４ 年系列养老政策如土地、金融、养老服务市

场化等相继出台ꎻ２０１５ 年ꎬ地产、保险、医疗、康护、器械、互联网、大健康等产业链企业纷纷出现并逐

步融合ꎻ２０１６ 年养老产业并购加剧ꎬ国有大型企业以及民营产业集团逐渐成为市场竞争和产业并购

的主角ꎻ２０１７ 年ꎬ国家政策层面对居家养老、智慧养老展模式的探索做出指示ꎬ并加强对养老服务质

量规范的力度ꎻ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养老产业在以规范化、标准化为核心的精细化方向探索前行ꎮ 但是ꎬ面
对汹涌而来的老龄化趋势ꎬ我国老龄产业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ꎬ尤其突出的是其融资问题ꎬ值得研

究与关注ꎮ
１.老龄产业融资模式不健全ꎮ 一方面ꎬ现行的老龄产业融资模式主要是政府主导型ꎬ过度依赖

政府财政ꎬ融资模式比较僵化ꎬ在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和国债发行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ꎬ财政

成本不断上升ꎬ这必然会降低老龄产业资金的供给比率ꎬ因此ꎬ若不改变老龄产业对政府财政的过

分依赖的现状ꎬ资金来源的持续性将出现问题ꎮ 另一方面ꎬ各类金融工具的优势发挥不充分ꎬ某些

已经被国外老龄产业所实践的有效融资模式引进不得力或根本未获得引进ꎬ在国内其他领域行之

有效的融资模式也未在老龄产业得到灵活运用ꎮ 如何开发设计更为有效的老龄产业融资模式ꎬ发
掘丰富多样的市场化融资模式ꎬ成为破解老龄产业走出资金困境的关键ꎮ

２.社会参与度不高ꎮ 据统计ꎬ“十二五”时期政府对基础性养老产业项目的投资约占总投资的

１０％ꎬ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占总投资的 ６５％(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ꎬ民间投资仅占比 ２５％ꎬ因此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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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信贷支持成为推动基础性养老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ꎮ 但是ꎬ基础性老龄产业的建设项目建

设周期长、投入成本高、盈利能力低、收益回报期长且不确定等特点ꎬ使其投融资项目承建主体多为

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来安排ꎬ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或政府投资公司ꎬ社会参与度并不高ꎻ建设资金的

筹集ꎬ除公共财政预算或基金预算安排外ꎬ主要由承建主体通过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解决ꎬ资
金筹措方式单一ꎬ政府负担过重ꎬ民间投入不足ꎬ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审批准入门槛高、手续繁

琐ꎬ资金很难及时到位ꎮ
３.融资服务体系有待完善ꎮ 理想的融资服务体系应该灵活高效ꎬ即融资过程中相关服务均能

及时到位ꎬ比如说老龄产业在融资过程中需要的咨询、担保、法律、会计等相关服务能够很容易找到

提供者ꎬ并且所提供的服务是高效的ꎬ能够帮助老龄企业选择到合适的融资渠道和及时获得所需要

资金ꎮ 但是ꎬ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ꎬ针对老龄产业融资的金融服务十分欠缺ꎬ且各类服务机构对

老龄产业融资的重要性和经济性还认知不足ꎬ存在至少三方面问题:一是政务性服务不能及时到

位ꎮ 存在民政局、社保处、老龄委、中小企业局推诿扯皮现象ꎻ二是服务机构数量少、质量差ꎬ难以满

足老龄产业所需要的融资服务ꎻ三是老龄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服务机构缺乏吸引力ꎬ在融资过

程中很难获得服务机构的青睐ꎮ
４.融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ꎮ 目前我国针对老龄产业的融资政策和制度尚未体系化和规范化ꎬ

产业融资所需要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尚不健全ꎬ诚信体系建设也比较滞后ꎬ不能为老龄产业融资

提供有效的信用保障ꎬ信用评级体系有待确立ꎬ人才支撑也尚不到位ꎬ金融市场尚不发达ꎬ还不能为

老龄企业融资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ꎬ投资风险管理技术落后ꎬ还没能为老龄产业的融资和发展提供

足够的支撑ꎮ
总之ꎬ我国的老龄产业融资体系的建立还任重而道远ꎬ尚需借鉴和参考国际成功经验进行完善

和修缮ꎮ

三、国外老龄产业的融资经验借鉴

虽然各国的文化背景、基本国情、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老龄化程度各有不同ꎬ老年产业的发展和

融资状况存在着差异ꎬ但总结其老龄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ꎬ能够为我国老龄产业的金融支持提供更

多的技术路径的借鉴ꎮ 美国金融制度健全ꎬ金融市场发达ꎬ老龄产业的业态丰富ꎬ服务体系较完善ꎬ
在发达国家中市场化程度最高ꎬ因此ꎬ本文主要介绍美国老龄产业金融支持体系ꎮ

(一)美国老龄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特点

美国的老龄产业融资采取由政府、非营利机构、营利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方式ꎬ先进的融

资技术和发达的融资工具为老龄产业的融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ꎬ使美国老龄产业融资呈现出以下

几个特点ꎮ
１.制度保障规范化ꎮ 美国政府通过立法保障规定老年产业产品和服务的标准ꎮ １９３５ 年美国国

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府运作的养老保障措施和政府监督下的民间私营

的各种养老保障计划ꎻ１９６０ 年颁布«房地产投资信托法案»ꎬ为房地产信托基金(ＲＥＩＴｓ)提供了法律

支持ꎻ１９７４ 年颁布«雇员退休收入法»ꎬ推出个人退休账户(ＩＲＡｓ)ꎬ成为美国养老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相关法规运行实践中不断修订完备ꎬ成为老龄产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有力保障ꎬ以老年住宅的开

发为例ꎬ１９６５ 年美国制定«老年人法»提出建设能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价格适宜的住宅ꎮ 之后ꎬ多
次修改完善«老年人法»ꎬ进一步完善了老年人住宅、福利设施及社区计划等方面的具体规定ꎬ从法

律角度进一步强化了激励和监督机制ꎮ 此外ꎬ美国还通过立法建立了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体系ꎬ用来

扶持小企业的发展ꎬ在投资、经济政策、技术革新、奖励、开发等方面形成了完善的法规体系ꎬ使得包

括老龄产业在内的小企业都能通过不同方式获取贷款ꎮ
２.融资渠道多元化ꎮ 美国养老保险体系主要由社会保险、雇主支持的退休计划、个人储蓄养老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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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三部分组成ꎬ其中社会保险是基石ꎬ雇主支持的退休计划是重要补充ꎬ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ꎬ这三大支柱共同构筑了美国较完备的养老保险系统ꎮ 以个人退休账户( ＩＲＡ)和年

金保险为代表的商业养老保险在美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构成了美国养老金资产的

主要来源ꎮ 确定缴费型(ＤＣ)和确定收益型(ＤＢ)是两类最主要的雇主支持的养老金计划ꎬ包括针

对企业雇员的 ４０１ｋ 计划(大多数资产都配置于共同基金)ꎬ非营利组织雇员 ４０３ｂ 计划ꎬ以及针对

政府雇员的 ４５７ 计划等ꎮ 个人退休账户是一种储蓄账户ꎬ约有 ６５％的美国家庭参与不同形式的税

收优惠养老储蓄计划ꎮ 美国政府实行了入缴费税收延迟支付、企业缴费的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政

策ꎬ这对于个人购买商业保险、施行个人养老金计划有积极的促进作用ꎬ如年金保险、人寿保险信托

业务等ꎮ 据统计ꎬ美国社区养老服务每年投入约 ５０００ 亿美元ꎬ其中 ７０％左右是政府财政支持ꎬ３０％
左右是非政府组织的捐赠ꎮ 此外ꎬ美国针对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建立了规模化的机构养老服务ꎬ主
要有退休社区(ＡＡＣ)和持续照料社区(ＣＣＲＣ)两种养老模式ꎬＣＣＲＣ 中ꎬ最具代表性的是太阳城

(ＳＵＮＣＩＴＹ)项目ꎮ
除了上文介绍的金融支持路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外ꎬ美国还有一些具体的金融支持产品值

得研究和借鉴ꎮ 颇具影响力的有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倒按揭”)、房地产信托基金(ＲＥＩＴｓ)等ꎮ 其

中ꎬ房地产信托基金(ＲＥＩＴｓ)是美国养老机构和养老社区建设过程中最主要的融资渠道ꎬ排名前十

的养老社区中一半被 ＲＥＩＴｓ 持有ꎮ
３.担保机制明朗化ꎮ 美国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融资担保机构ꎮ 在美国的养老企业中有大型的

上市公司ꎬ但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ꎬ美国政府设立了小企业管理局(ＳＢＡ)ꎬ ＳＢＡ 是

联邦政府的代理机构ꎬ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提供担保ꎮ 其担保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ꎬ由联

邦政府直接出资ꎬ每年国会从预算中拨款补贴ꎬ补贴数额取决于补贴率ꎬ进而取决于 ＳＢＡ 的收支ꎬ
且担保体系的净损失由财政补贴ꎮ 此外ꎬ为了保证养老设施建设的融资ꎬ美国政府制定了贷款保险

措施ꎬ联邦住房管理局(ＦＨＡ)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购房贷款信用保险ꎬ凡 ＦＨＡ 保险的抵押贷款由

ＦＨＡ 承担因借款人无力偿还或房屋贬值造成损失的全部责任ꎬ因此对抵押权人来说ꎬＦＨＡ 保险的

抵押贷款基本上是没有坏账风险的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ＦＨＡ 为单户住宅抵押贷款债务提供了约

１１％的保险ꎮ
(二)美国老龄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启示

综上所述ꎬ美国老龄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给我们至少四个方面的启示:其一ꎬ政府推动是解决老

龄产业融资难的基础ꎮ 老龄产业的“福利性”和“准公共物品”的特点都使其离不开政府的推动ꎬ可
以看出ꎬ在优惠政策制定、产业引导、参与投资、融资担保等方面ꎬ政府的角色都是无可替代的ꎮ 其

二ꎬ创新融资方式是满足老龄产业融资需求的关键ꎮ 创建多元化、多层次的融资渠道和多样化的产

品和服务是老龄产业的生命之源ꎮ 其三ꎬ建立担保机制是解除老龄产业融资约束的重要纽带ꎮ 老

龄产业以中小企业居多ꎬ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本质在于信用不足ꎬ启用政府担保机制可以突破企业

融资难的“瓶颈”ꎬ还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ꎬ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ꎬ防范金融风险ꎬ甚至还能够撬动更

多的信贷资金ꎬ形成“虹吸”效应ꎮ 其四ꎬ健全的法律规制是建立老龄产业融资体系的保障ꎮ 政府通

过制度安排实现对老龄产业融资的政策支持ꎬ把老龄产业的发展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ꎬ为老龄产

业的融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ꎮ

四、我国老龄产业的融资支持体系的实现路径

借鉴美国老龄产业发展经验ꎬ笔者从体系构建的角度ꎬ认为养老龄产业的金融支持必须牢牢抓

住三个关键:拓展融资渠道体系、完善融资服务体系、构建融资保障体系ꎮ 其中ꎬ融资渠道体系是主

体ꎬ融资保障体系是根本ꎬ融资服务体系是纽带ꎬ三者相互作用ꎬ有机结合ꎬ共同构成了融资支持体

系ꎮ
１２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龄产业融资支持体系构建研究

(一)拓展老龄产业融资渠道体系

美国的老龄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ꎬ仅仅依靠政府财政ꎬ不撬动市场力量很难解决老龄产业

的融资问题ꎬ因此ꎬ探索适合老龄产业市场化路径ꎬ拓展老龄产业融资渠道是关键ꎮ
１.老龄产业融资渠道体系建构ꎮ 老龄产业的融资渠道体系由国家财政资金、社会市场性资金

和老龄人口内源性融资三个层面共同构成ꎮ 财政融资渠道包括政府直接投资或补贴、政府政策性

融资渠道等ꎬ其中政府政策性融资方式包括税收优惠、信用担保、土地政策、财政贴息等ꎮ 财政融资

立足于为社会提供老龄产业的“公共品”或“准公共物品”ꎬ政府直接投资主要面向公办老龄企业

(公共物品)ꎬ政府补贴和政策性融资主要面向社会化经营的老龄企业(准公共物品)ꎻ市场性融资

又分为非正规融资渠道和正规融资渠道ꎬ指各种老龄产业项目的建设和发展要尽可能的利用社会

资金ꎬ而且ꎬ市场性融资渠道将是老龄产业融资的主流ꎬ也是老龄产业充分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生命力所在ꎻ内源性融资是指老龄产业自身加强财务管理进行积累融资ꎬ同时也包括更好的利

用老龄人口的自有资金ꎬ使消费者的储蓄资金通过各种组合手段应用到老龄产业中ꎬ如“以房养老”
融资等ꎮ 三者之间既合理分工又相互配合ꎬ共同构成我国老龄产业融资渠道体系ꎮ 如图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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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老龄产业融资渠道体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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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老龄产业 ＲＥＩＴｓ 运行模式

２.几种典型的老龄产业融资模式

(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ＲＥＩＴｓ)模式ꎮ 我

国的 ＲＥＩＴｓ 融资模式制度建设自 ２００７ 年便开始

了ꎬ但由于多种原因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ꎮ 其具

体的运作流程如图 ２ 所示ꎮ 首先由 ＲＥＩＴｓ 管理

公司依法设立 ＲＥＩＴｓ 项目ꎬ采用公募方式筹集资

金并向投资者发放收益凭证ꎻ然后组建基金管理

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ꎬ参考投资顾问公司的建

议ꎬ新建房屋或购买空置房产形成“资金池”ꎻ最
后以出租方式获得收入ꎬ与政府的财政补贴一并构成总收入ꎬ扣除相应成本后以红利的方式分配给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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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ꎮ
(２)外商投资特许经营(ＢＯＴ)模式ꎮ 我国最早于上个世纪 ８０ 年代便引入了 ＢＯＴ 融资模式ꎬ在

老龄产业引入 ＢＯＴ 模式始于本世纪初ꎮ ＢＯＴ 融资模式下老龄产业建设者包括政府、项目公司、建
筑商、运营商等ꎬ其动作流程如图所示:政府确定养老服务项目ꎬ形成招标文件ꎬ邀请有资质的投资

方竞标ꎻ投资方中标后就可以按与政府的协议与建筑商合作开始项目的投资和建设ꎻ项目竣工经政

府合格验收后由项目公司或其委托的运营商运营ꎬ项目公司以获取租金和政府补贴来收回建设成

本以及获得利润ꎻ特许期满项目公司向政府移交项目的所有权和经营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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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老龄产业 ＢＯＴ 运行模式

./01 2301

PPP4567

8&9 *+9 ,-9

!"#$%

&'() *+() ,-()

　 　 图 ４　 老龄产业 ＰＰＰ 运行模式

(３)公私合营(ＰＰＰ)模式ꎮ ＰＰＰ 融资模式即

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ꎬ调和各主体的利益ꎬ
在缓解政府财政压力的同时ꎬ改善资金供给模式和

提高效率ꎬ实现老龄产业从资金融通到价值增值的

结构升级ꎮ ＰＰＰ 模式运行如图 ４ 所示ꎮ
此外ꎬ随着信息化和 ５Ｇ 时代的到来ꎬ老龄产

业搭乘互联网金融的快车ꎬ实现老龄产业链与互联

网的深度融合ꎬ建立“智能养老”、“智慧养老”老龄

产业链ꎬ利用“大数据”提升老龄产业发展水平ꎬ创
新老龄产业融资模式ꎬ正在逐渐形成一种新业态ꎮ

(二)完善老龄产业融资服务体系

老龄产业融资服务体系主要是指老龄产业融资过程中ꎬ相关政府部门所提供的政务性服务、投
资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提供的专业性服务及其创新ꎬ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

服务ꎮ 宏观层面主要是“一委一行两会”(金稳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的政

务性服务ꎬ中观层面主要是指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保障、引导和监督等服务ꎮ 微观层面是地方政府

相关主管部门为老龄产业提供信息咨询、培训、担保、信用评级等直接的服务ꎬ而市场性融资服务是

老龄产业金融服务的主体部分ꎮ 老龄产业市场性金融服务机构包括投资银行、信用担保与评级机

构、管理咨询机构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ꎬ融资信息中介、证券公司、产权交易中介等ꎮ 其中ꎬ
将企业担保服务体系放在重要位置ꎬ各地区可以在本地区范围内设立某些政策性机构ꎬ为本地区的

老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ꎮ
目前ꎬ我国老龄产业金融服务体系比较滞后ꎬ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任重而道远ꎮ 此外ꎬ由于我

国老龄产业处于起步阶段ꎬ很多中介机构尚未认识到老龄产业蕴含的巨大商机ꎬ不能为老龄企业的

融资提供有效的服务ꎮ 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大力宣传或积极组建相应的融资服务机构ꎬ引导各种融

资服务中介积极介入老龄产业领域ꎬ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企业提供上市融资ꎮ 如ꎬ针对金融主体

最担心的风险过高的问题ꎬ可考虑设立风险补偿金制度ꎬ为徘徊在老龄产业门外的大量资金消除顾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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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ꎬ安排专项财政资金用于降低金融主体风险ꎬ以此提高金融主体支持养老服务业的积极性ꎻ还可

以制定税务优惠政策ꎬ税收优惠幅度与金融主体支持养老服务业投入的资金力度挂钩ꎬ确保投入资

金越多ꎬ税务优惠幅度越高ꎻ政府还应该着手制定养老服务业财政贴息办法ꎬ确定贴息的期限和贴

息率ꎬ以贴息的方式给予金融主体适当的补贴ꎻ同时ꎬ政府应减少金融主体支持老龄产业所需的审

批环节ꎬ并降低审批过程中的服务费用ꎬ以此形成对金融主体的支持ꎮ 如光大银行温州分行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为泊岙老人公寓提供贷款 ３０００ 万ꎬ突破了民办养老机构银行融资零记录ꎻ２０１５ 年中国建设

银行设立的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获得国务院批准试点设立了国内首家专业养老金管理机

构ꎻ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亲和源 ５８.３３％的股权被上市公司宜华健康收购ꎬ获得超过 ４ 亿元的资金支持ꎮ
总之ꎬ老龄产业发展融资的顺利实施ꎬ离不开各种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的支持ꎬ针对我国金融服

务业发展滞后的现状ꎬ建立和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是构建老龄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ꎬ需要

更加重视和努力ꎮ
(三)构建老龄产业融资保障体系

老龄产业融资保障体系由很多分体系构成ꎬ既包括来自政府的各种制度和政策性保障ꎬ也包括

来自市场的各种保障ꎬ比如金融市场的完备、投资风险管理的成熟等(见图 ５)ꎮ

!"#
$%

&'#
$%

()*
+,$%

-./0
$%

1234
$%

34#
$%

567829
$%/0

!:#
$%

;<*
=>$%

?@A&
$%

图 ５　 老龄产业融资保障体系

金融保障体系的建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根据老龄产业的不同业态和发展阶段ꎬ制定

有区别的扶持和优惠政策ꎬ建立老龄产业政策支持体系ꎮ 如老年城项目建设的土地审批问题应该

有别于一般商品房用地的审批ꎬ根据其产业特征ꎬ给予一定的支持和优惠ꎻ又如老年旅游和保健服

务等相关企业在其企业发展初期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ꎬ对于老年公寓等项目的开发建设贷款

可以给予相应的政府担保或财政贴息等ꎮ
总之ꎬ在产业发展中ꎬ各种支持老龄企业融资的政策措施都可以根据老龄产业的不同业态和发

展阶段相机抉择ꎮ 政策支持体系的构建有赖于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法律部门、监察部门以及

政策受体之间的协调配合ꎬ还必须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以推动政策的有效实施ꎮ 二是要尽快建立

健全支持老龄产业发展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ꎬ为了尽快解决制约老龄产业发展的融资瓶颈问题ꎬ要
以法律形式规范各有关金融机构及融资主体的责任范围、融资办法和保障措施ꎬ使老龄企业的融资

需求得到有效保证ꎮ 此外ꎬ其它市场性保障因素的同步进行也很有必要ꎬ如金融市场的逐步成熟将

为老龄产业融资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与服务保障等ꎮ
由于老龄产业金融扶持政策的缺位ꎬ金融机构缺乏进军老龄产业的激情和动力ꎬ现已出台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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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产业扶持政策也难以有效地发挥资金导向作用ꎬ结果只能是老龄产业陷入资金严重短缺的困境

而举步维艰ꎮ 针对目前我国老龄产业融资保障不力的现实ꎬ建议由全国老龄委牵头ꎬ联合民政、财
政、劳动保障、工商、计委、国税、地税、物价、银行等部门ꎬ组成老龄产业综合管理部门ꎬ主要负责研

究和协调产业保障体系中各分体系的工作ꎬ协调各分体系之间的障碍和问题ꎬ构建出一个切实能够

保障老龄产业融资的有机保障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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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制度环境对养猪户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户环境行为及其绩效影响机制研

究———以湖北省规模养猪户为例”(编号:１８Ｇ１２３)ꎮ
作者简介: 左志平(１９７７－)ꎬ武汉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ꎬ主要研究方向:绿色供应链管理、农业生态经济与

管理ꎮ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研究

左志平

摘　 要: 绿色转型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ꎬ是实现养猪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ꎮ 基于浙江省

４０ 家规模猪场的访谈资料ꎬ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ꎬ识别出影响养猪户环境行为的制度来源主体和形

式ꎬ构建了绿色转型制度环境对养猪户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模型ꎮ 研究发现:政府规制、社会规范和邻

里效仿三种制度压力是养猪户环境行为主要影响因素ꎬ不同制度环境对养猪户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并

不一致ꎻ政府规制、社会规范和邻里效仿分别对养猪户环境行为有直接影响ꎬ同时通过影响农户环境风

险意识或环境收益意识间接影响养猪户环境行为ꎮ 研究结论不仅为权变分析外部制度环境与农户环境

行为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ꎬ也为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指导ꎮ
关键词: 绿色转型ꎻ制度环境ꎻ环境行为ꎻ影响机理ꎻ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 Ｆ３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２６￣０４

养猪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ꎬ引发的猪肉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ꎮ 近几年以“瘦
肉精”事件、“死猪漂流”事件和“销售病死猪”为代表的猪肉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ꎬ严重危害着人们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１]ꎮ 养猪业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ꎮ 党的

十八大以来ꎬ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制度、规范来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发展ꎬ养猪业环境治理成为实现

农业绿色转型发展重要任务和主攻方向[２]ꎮ 养猪户作为养猪业环境治理的实施主体和决策主体ꎬ
其对不同行为的选择将决定农业绿色转型的成效ꎮ 但是在绿色转型制度环境下ꎬ养猪户环境行为

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２￣３]ꎮ 那么ꎬ在现有制度环境下养猪户为什么不愿意实施环境行为? 影响养猪

户环境行为的制度因素有哪些? 作用机理又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ꎬ有助于我们发掘提高农

户环境行为的新路径ꎬ从而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养猪户如何自觉践行环境行为? 促进养猪户环境行为的因素有哪些?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

给出了解释ꎮ 传统的理性行为理论认为农户是理性的个人ꎬ农户会根据他们的偏好和价值观评估

他们选择行为的后果ꎬ然后做出他认为能够最大化他的期望效用的行为选择[４]ꎮ 根据理性行为理

论的解释ꎬ农户缺乏环境行为的动机ꎬ因为环境行为会增加农户的成本ꎬ无疑会损害农户自身的利

益[５－６]ꎮ 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ꎬＡｊｚｅｎ 将心理决策变量引入到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中ꎬ提出了计

划行为理论[７]ꎮ 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等心理因素变量的影响ꎮ
计划行为理论为学者们从心理学视角研究农户环境行为提供了范式ꎬ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ꎬ农户环

境行为是在自我约束和控制下做出的契合自身实际的选择[８－１０]ꎮ 但是ꎬ计划行为理论忽视了社会

经济发展、文化变迁、制度政策变化等外在因素对环境心理的可能塑造及其对农户环境行为的动态

影响[１１]ꎮ 环境行为理论修正了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ꎬ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不仅要关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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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身的利益ꎬ还要考虑节约资源、减少排污、提高品质等目标[１２]ꎮ 农户的环境行为不仅受到心理

决策变量的影响ꎬ还受到经济条件、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ꎬ在研究视角上不再侧

重于心理决策变量ꎬ更加重视外部制度因素的影响作用[１３]ꎮ 随着研究的深入ꎬ有学者将农户环境

行为内嵌于农村社会制度环境之中ꎬ从新制度理论视角探讨农户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ꎮ 国外学者

认为完善的制度设计和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农业污染防治关键ꎬ系统性的环境制度建设与政策工具

创新ꎬ有效约束了农户生产行为[１４]ꎮ 国内学者宾幕容认为我国畜禽养殖户的环境行为是在各种制度

的约束或激励下做出的选择ꎬ其中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规则等正式 制度ꎬ还包括传统习俗、道德标准

等非正式制度[１５]ꎮ 在此基础上ꎬ陈卫平从整体上设计了一个与绿色生产相契合的制度环境ꎬ认为制度
环境中的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认知性要素是提升农户绿色转型生产意愿的新途径[１６]ꎮ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发现ꎬ目前关于农户环境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ꎬ探讨农户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动机ꎬ强调农户心理认知因素对农户环

境行为的影响ꎬ但忽视了外部不同制度环境对农户环境行为的影响ꎻ二是以环境行为理论为基础ꎬ
探讨外部制度环境和心理认知对农户环境行为的作用机理ꎬ但也忽视了不同制度压力来源主体的

形式和内容ꎻ三是以新制度理论为基础ꎬ从场域层次的认知、规范、管制等社会制度压力的视角来探

讨农户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ꎬ强调不同制度形式及内容对农户环境行为的影响ꎬ但往往忽视了农户

环境认知因素的影响机制ꎮ 这些理论为研究农户环境行为提供了诸多价值ꎬ但是基于单一理论的

研究视角无法全面解释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ꎮ 鉴于此ꎬ本文融合环境行为理论和新制度理论ꎬ将农

户环境行为内嵌于社会制度环境ꎬ通过外部制度因素、内部心理认知因素在农户环境行为影响机理

中的融合分析ꎬ为权变分析外部制度压力与农户环境行为的关系提供新思路ꎮ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外关于制度环境影响农户环境行为的机理研究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ꎬ没有成熟的理

论假设ꎬ因此ꎬ采用量化研究方法ꎬ通过结构化问卷进行大样本研究未必有效ꎮ 扎根理论是一种从

经验资料的基础上提取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ꎬ特别适用于发生在当代ꎬ但又无法进行解释的情景ꎮ
研究者通过系统化的数据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ꎬ揭示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证据ꎬ从而形成情景

化的理论框架ꎮ 扎根理论能够弥补量化研究不能深入挖掘现象信息的缺陷ꎬ能够较好地应用于缺

乏理论解释或现有理论解释力不足的研究[１７]ꎮ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方法的一般流程ꎬ在数据收集基

础上ꎬ通过数据编码和分析ꎬ识别出养猪户感知的制度压力来源主体和关键影响因素ꎬ找出不同主

体、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证据ꎬ构建连接绿色转型制度压力影响养猪户环境行为的预设理论模型ꎮ
(二)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是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基础ꎬ直接关系到数据分析的质量ꎮ 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利

用网络资源两种途径收集相关数据资料ꎬ不同渠道的数据相互补充、交叉验证ꎬ进一步确保了数据

结构效度的有效性ꎮ 深度访谈对象选择浙江省的规模养猪户ꎬ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浙江省是全

国养猪大省ꎬ同时也属于南方水网地区ꎬ养猪业环境承载压力大ꎻ二是 ２０１６ 年农业部制定的«全国

生猪生产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将浙江省确定为约束发展区ꎬ制度约束下规模养猪户转型升级、
标准化养殖和养殖废弃物综合治理压力较大ꎮ 因此ꎬ选取浙江省的规模养猪户进行访谈ꎬ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ꎮ 通过理论抽样ꎬ最终确定了浙江省龙游县和兰溪市的 ８ 个乡镇共 ４０ 家规模养猪户进行

访谈ꎬ访谈时间确定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ꎮ 被调查规模养猪户的基本信息如表 １ 所示ꎮ
在访谈前ꎬ我们设计了访谈提纲ꎬ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两个话题展开:一是详细了解受访规模养

猪户对养猪业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的认知、外部制度压力的感知程度、不同制度主体的制度压力形

式和内容、环保投入等方面的情况ꎻ二是详细了规模养猪户、村干部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对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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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社会公众和消费者期望、行业规范、农户的效仿、周围农户监督、媒体参与等对农户行为影响情

况ꎬ以及近些年来外部制度压力的变化情况ꎮ 访谈过程中ꎬ课题组成员(共 ９ 人)进行现场记录和补

充提问ꎬ每次访谈时间大约为 ６０ 分钟ꎬ访谈结束后当天ꎬ课题组成员对访谈记录内容进行了逐字逐

句地核对ꎬ以确保所收集访谈资料的原始性和准确性ꎮ 最终收集到有价值的资料近 １５ 万字ꎬ其中

访谈资料 ５ 万字ꎬ整理的网络资料近 １０ 万字ꎮ

表 １　 受访规模养猪户基本情况(单位:％)

指标 定义 百分比(％) 指标 定义 百分比(％)

性别

年龄

男 ８０％

女 ２０％

３０ 岁以下 ５％

３０~４０ 岁 １２.５％

４０~５０ 岁 ２７.５％

５０ 岁以上 ５５％

受教育程度

养殖规模

初中及以下 ５２.５％

高中 / 中专 ２７.５％

大专及以上 ２０％

５００ 头以下 ２２.５％

５００~９９９ ６２.５％

１０００~ １５％

(三)数据编码

数据编码是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关键环节ꎬ为了检验理论模型的饱和度ꎬ随机选取了 ３ / ４ 的访

谈记录(共 ３０ 份)进行编码分析ꎬ剩余 １０ 份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ꎮ 具体的编码步骤如下:首先ꎬ编
码人员对收集到的相关数据进行全面阅读、分类和整理ꎬ将相关资料以一定意思表达的一段文字的

形式进行条目化编码ꎮ 共得到条目 ３９２ 条ꎬ其中来自访谈资料的条目共 １４５ 个ꎬ来自网络资源的条

目有 ２４７ 个ꎻ其次ꎬ将反映制度环境和农户环境行为两个范畴内部维度(初始概念)的条目进行属性

分析ꎬ再进一步提炼、归纳、汇总和概念化ꎮ 为了尽可能消除个人偏见影响ꎬ将前后矛盾的初始概念

予以剔除ꎬ最终确定制度环境和农户环境行为两个范畴的维度ꎻ再次ꎬ分别将反映制度环境与农户环

境行为两个范畴的各维度的条目进行对比、汇总和概念化ꎬ并将两者中一致的概念确定为制度环境影

响农户环境行为的中介变量ꎻ最后ꎬ将相关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汇总在一起ꎬ形成一个理论模型ꎮ

二、研究发现

(一)制度环境与养猪户环境行为的维度

制度环境又称制度压力ꎬ是指促使个体行为同形的环境规制、社会规范和共同信仰的总称[１８]ꎮ
陈卫平结合我国农业绿色转型背景ꎬ将农户感知的制度压力分为规制性压力(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规范性

压力(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和认知性压力(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三种形式ꎮ 本文对所收集数据的编码和分析得出ꎬ绿色

转型制度环境可以归结为政府规制压力、社会规范压力和邻里效仿压力三个维度ꎬ分别拥有 ２９ 个

条目、２１ 个条目和 １５ 个条目ꎬ具体见表 ２ 所示ꎮ 其中政府规制主要是指国家行政部门所颁布的、有
利于农村环境治理的要素ꎻ社会规范主要是指农村乡土文化中形成的共享概念和道德准则ꎻ邻里效

仿主要是指农户在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长期相互学习、相互模仿形成的内在规则ꎮ
环境行为是一种基于个人责任感和价值观的有意识行为ꎮ 应瑞瑶结合养猪业环境污染治理的

系统性特点ꎬ从产前治理、产中治理和产后治理三个方面评价养猪户环境行为[１９]ꎮ 本文对所收集

数据的编码和分析得出ꎬ养猪户环境行为可以归结为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三个维度ꎬ分
别拥有 ３０ 个条目、２２ 个条目和 ２８ 个条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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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制度环境与环境行为的维度及典型条目

范畴 概念 条目数量 典型条目

制度环境

农户环境

行为

政府规制压力 ２９
从中央到地方ꎬ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法律、法规、制度、条例引导养猪业环境治

理ꎬ政府的奖惩力度比较大

社会规范压力 ２１
村里经常会发一些资料或通过手机微信宣传绿色养殖技术ꎬ还设立了村民有奖举报

制度

邻里效仿压力 １５
每年村委会都会请一些养殖大户跟大家介绍治污经验ꎬ我们也学到了一些技术ꎬ也会

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源头预防 ３０ 我们现在都是按照 １０ 个平方饲养 ３ 头猪的标准来扩建猪场ꎬ还建了沼气池

过程控制 ２２ 养殖户都会按照兽医的要求来规范使用兽药和给生猪打防疫疫苗

末端治理 ２８ 养猪户都会实现畜禽粪便资源化再利用ꎬ病死猪也是集中回收实施无害化处理

(二)绿色转型制度环境与环境意识

绿色转型制度环境与环境行为均是多维度概念ꎬ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对一线性关系ꎬ
而是复杂的传导过程ꎮ 本文通过对条目数据的分析发现ꎬ制度环境通过作用于环境意识来影响养

猪户环境行为ꎬ具体见表 ３ 所示ꎮ 环境意识反映了养猪户对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问题的认知程度

和认知水平ꎮ 通过对收集的数据编码和分析得出ꎬ环境意识可以归结为环境收益意识和环境风险

意识两个维度ꎮ 其中环境收益意识是指农户对畜禽废弃物沼气化、肥料化和饲料化等环境行为可

能增加的收益ꎬ以及优质猪肉产品市场潜力的认知程度ꎻ环境风险意识是指养猪户对非环境行为可

能带来的各种风险的认知程度ꎮ

表 ３　 制度环境与环境意识关系维度及典型条目

维度 条目数量 典型条目

政府规制压力与

环境意识
２４

按照政府要求治污ꎬ不但保障猪肉质量ꎬ还能获得政府的补贴ꎬ大家都愿意去尝试ꎻ新环保法出

台后ꎬ政府开始重视环保了ꎬ老百姓也重视起来了ꎬ否则ꎬ政府随时会关闭你的猪场

社会规范压力与

环境意识
２２

养猪户的法律意识在增强ꎬ为了防止被周围农户举报ꎬ他们会在生猪饮水中添加 ＥＭ 益生菌ꎬ
抑制粪便臭味产生ꎬ减少猪场对周围空气的污染

邻里效仿压力与

环境意识
１２

作为示范户ꎬ我带头采用“猪－沼－鱼”模式ꎬ还能“整”出额外收入ꎬ没想到比养猪还挣钱ꎬ总体

来说ꎬ还是比较划算的

１.政府规制压力与环境意识ꎮ 政府规制主要通过奖惩制度来影响养猪户环境意识ꎮ 一方面ꎬ
政府出台的环境规制政策越严厉ꎬ对养猪户环境问题监管越严和惩罚越强ꎬ这就越会引起养猪户对

环境问题的重视ꎬ特别是对环境污染的重视ꎬ主动关注环境法规方面的信息ꎬ提高环境问题认知水

平ꎮ 另一方面ꎬ政府的激励性规制政策越完善ꎬ有助于降低养猪户环境行为的经营风险ꎬ提高养猪

户环境行为的收益意识ꎮ 访谈中发现ꎬ自 ２０１３ 年“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以后ꎬ浙江省及地方政府重

点围绕私屠滥宰、病死动物处理、饲料中非法添加兴奋剂等涉及的法律法规问题进行集中整治ꎬ同时

也出台了生猪保险制度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制度ꎬ激励农户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力度ꎮ 这一系

列的环境规制政策ꎬ在一定程度提升了养猪户对畜禽污染的风险认知和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收益

预期ꎮ 该类型条目达 ２４ 条ꎬ表明政府奖惩规制是提升养猪户的环境意识的主要途径ꎮ
２.社会规范压力与环境意识ꎮ 社会规范传递的信息和所包含的社会价值观念ꎬ能够帮助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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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稳定的预期、特定的认知模式和社会所期望的价值观念ꎬ能提高养猪户的环境问题认知水平ꎮ
环保部门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和互联网等方式将社会公众对养猪户承担社会责任和履行社会义务

的期待传递给养猪户ꎬ让养猪户意识到非环境行为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ꎮ 很多被访者反映ꎬ目前政

府将养猪户纳入“智慧环保平台”的在线监控系统ꎬ实现全域化监管ꎬ对污染防治违规养猪户直接黑

名单并及时通过媒体向社会曝光ꎬ对畜禽污染举报属实的社会公众给予一定奖励ꎬ这些举措进一步

了强化农户责任意识、荣辱意识和道德意识ꎬ有助于营造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社会氛围ꎮ 该类型条

目达 ２２ 条ꎬ表明社会规范是强化养猪户的环境风险意识的重要途径ꎮ
３.邻里效仿压力与环境意识ꎮ 邻里效仿主要通过周围“典型农户”的行为压力来影响养猪户对

环境行为的成本和收益预期ꎮ 一方面ꎬ我国农村居民具有明显的“从众心理”ꎬ当周围养猪户通过环

境行为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时ꎬ周围其他养猪户会去模仿和效仿ꎮ 另一方面ꎬ典型农户

(行业典范)的示范作用、重要农户(如党员、村干部)的表率作用ꎬ为周围其他养猪户提供了学习标

杆和模仿最佳养殖方式的机会ꎬ有助于绿色养殖技术的推广和扩散ꎬ降低环境治理的交易成本ꎮ 部

分受访者谈到ꎬ在畜禽污染治理初期ꎬ政府通过贴息贷款、绿色补贴等扶持政策ꎬ激励养猪大户率先

实施“猪－沼－鱼”等循环治理模式ꎬ政府和行业组织不定期组织经验交流会、现场推进会推广绿色

养殖模式ꎬ也为其它养猪户提供学习、借鉴和模仿机会ꎮ 该类型条目达 １２ 条ꎬ表明邻里效仿是提升

养猪户的环境收益意识的有效补充ꎮ
(三)制度环境与农户环境行为

本文通过对条目数据的分析发现ꎬ环境意识这一中介变量不同程度地影响养猪户环境行为ꎮ
本文通过对条目数据的分析发现ꎬ环境收益意识影响农户源头预防行为和末端治理行为ꎬ环境风险

意识影响农户的源头预防行为和过程控制行为ꎬ具体见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制度环境与农户环境行为关系维度及典型条目

维度 条目数量 典型条目

政府规制压力与

农户环境行为
３１

政府整治力度非常大ꎬ现在村庄内、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养猪场一律关停拆除ꎬ我们村有一半

的养猪场已经被政府关停了ꎻ政府推出生猪保险政策ꎬ母猪和生猪都参保ꎬ政府给每头猪都买

了保险ꎬ每头母猪、生猪我们只需交 ６ 元和 ４.０５ 元ꎬ病死猪按大小获赔ꎬ大的可获 ６００ 元ꎬ小的

也有 ３０ 元ꎬ现在死猪我们也不会随便乱丢啦ꎬ我们也会及时通知合作社来回收

社会规范压力与

农户环境行为
２２

村里建了有奖举报制度ꎬ大家积极性都很高ꎬ大家都不会再将死猪丢到河里去了ꎻ我们在市场

规范范围内使用饲料、添加剂和预混剂ꎬ来保证猪肉质量安全ꎬ否则会有商业风险

邻里效仿压力与

农户环境行为
１６ 其他农户都在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ꎬ按照要求治理畜禽粪便ꎬ我们也要和他们一样

１.政府规制压力与农户环境行为ꎮ 个体行为内嵌于政治环境ꎬ规则和权力体系拥有的权威和

赏罚制度对于个体或组织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ꎮ 因此ꎬ政府规制强制性要求个体将自己的生产

行为与法律法规的强制力、政府的意见保持一致ꎮ 访谈中发现ꎬ«新环境保护法»«畜禽规模养殖污

染防治条例»和«浙江省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达标验收办法»等制度的出台ꎬ进一步提高了畜禽养

殖环境“准入”门槛ꎮ 例如ꎬ政府要求农户按照“１０ 个平方饲养 ３ 头猪”标准进行养殖规划、猪舍扩

建ꎬ否则予以关闭ꎻ养猪户在养殖过程中ꎬ要抑制粪便臭味产生ꎬ减少了猪场对周围空气的污染ꎬ否
则予以重罚ꎻ养猪户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ꎬ才能领到政府补贴ꎮ 该类型条目

达 ３１ 条ꎬ表明政府规制是养猪户实施环境行为的重要推动力量ꎮ
２.社会规范压力与农户环境行为ꎮ 社会规范压力能够帮助个体或组织形成稳定的、预期的和

特定的认知模式以及社会所期望的价值观ꎮ 在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ꎬ养猪户出于互惠的动机和舆

论压力ꎬ往往会去共同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ꎮ 有受访者指出ꎬ以鼓励养猪户从“源头预防”和“过程

０３



绿色转型制度环境对养猪户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研究

控制”上规范操作ꎬ建立的有奖举报制度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社会公众参与畜禽污染治理和猪肉

质量安全监督的氛围ꎬ这不仅对约束养猪户的养殖行为具有推动作用ꎬ也激发社会公众积极监督的

拉动作用ꎬ有效防治养猪户非环境友好行为的发生ꎻ部分专业大户也谈到ꎬ在专业合作社合作帮助

下ꎬ他们与华统集团、青莲食品股份公司等龙头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ꎬ为了降低商业风险ꎬ在生猪饲

养生产管理过程中ꎬ严格规范饲料添加剂和预混剂的使用ꎮ 该类型条目达 ２２ 条ꎬ表明社会规范是

推动养猪户实施环境行为的重要补充ꎮ
３.邻里效仿压力与农户环境行为ꎮ 认知系统往往在组织选择、解释信息时提供一套轮廓、模型

或样板ꎬ并深刻地影响了个体“注意、分类和解释外部环境刺激”的过程ꎮ 因此ꎬ在环境意识较高的

区域ꎬ养猪户环境行为往往能够起到示范效应ꎮ 调研中我们发现ꎬ农户具有普遍的从众心理ꎬ当有

农户实施环境行为获得较好的收益时ꎬ自己也会去学习或效仿ꎬ特别是亲戚、朋友和邻里的利己行

为会影响其自身的原始态度ꎬ进而影响其生产决策行为ꎮ 该类型条目达 １６ 条ꎬ表明邻里效仿是带

动养猪户实施环境行为的重要力量ꎮ
(四)环境意识的中介作用

受访中发现ꎬ制度环境会显著提高农户对环境行为的风险认知和收益认知ꎬ促成农户环境行为

的发生ꎬ因此环境意识在不同制度压力与农户环境行为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ꎮ 首先ꎬ政府规制压力

通过养猪户环境意识影响规模养猪户环境行为ꎮ 很多受访者谈到ꎬ目前政府规制政策非常严厉ꎬ农
户不得不关注环境法规方面的信息ꎬ同时尝试去改变原有的养殖模式ꎻ部分养猪大户也表示ꎬ政府

的扶持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养猪户环境治理成本ꎬ愿意在环境治理方面积极尝试ꎬ该类型条

目达 ２１ 条ꎮ 其次ꎬ社会规范压力通过养猪户环境风险意识影响规模养猪户环境行为ꎮ 部分受访者

谈到ꎬ供应商和消费者对猪肉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ꎬ如果不按照相关要求养殖ꎬ会存在商业风

险ꎬ因此在养殖过程中改进传统养殖方式ꎬ该类型条目有 ２１ 条ꎻ最后ꎬ邻里效仿压力通过养猪户环

境收益意识影响环境行为ꎮ 采访中发现ꎬ部分村干部、养殖大户综合素质高、业务素质强ꎬ对环境问

题有很高的认知ꎬ他们率先采取“猪－沼－鱼”循环治理技术获利(政府补贴、技术支持、绿色产品溢

价)后ꎬ也吸引周围其他农户来学习和借鉴ꎬ该类型条目有 ８ 条ꎮ

表 ５　 环境意识中介作用及典型条目

维度 条目数量 典型条目

政府规制压力→环境意识→
农户环境行为

２１
按照政府要求治污ꎬ不但可以保障猪肉质量ꎬ还能获得政府的补贴ꎻ病死猪随便扔

到农田里或者湖里肯定会对水质形成污染ꎬ现在谁还敢ꎬ否则有人会举报你

社会规范压力→环境意识→
农户环境行为

１７
现在老百姓的日子都比较富裕了ꎬ对猪肉产品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ꎬ我们在养殖过

程中也会按照说明书要求规范配置兽药

邻里效仿压力→环境意识→
农户环境行为

８
我是村里养猪示范户ꎬ养猪的同时还养鱼ꎬ猪粪沼气生产时产生的沼液和沼渣我们

经过处理后ꎬ可以排到鱼塘里当作鱼饲料ꎬ节省了不少成本

(五)理论模型

通过以上分析ꎬ本文总结出一个绿色转型制度环境影响养猪户环境行为的预设理论模型ꎬ从理

论上诠释了制度压力影响养猪户环境行为的内在机理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同时ꎬ运用剩余的 １０ 人次访

谈记录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ꎬ未发现新的重要范畴和结构关系ꎮ 因此ꎬ本文构建的模型在理论上是

饱和的ꎮ
从该模型中我们发现ꎬ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环境意识是影响养猪户环境行为的两大驱动因素ꎮ

制度环境直接和间接影响养猪户环境行为ꎬ但影响路径并不一致ꎮ 其中政府规制压力直接影响农

户环境行为ꎬ间接通过环境风险意识和环境意识影响农户环境行为ꎻ社会规范压力直接影响农户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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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制度环境影响养猪户环境行为的预设模型

境行为ꎬ间接通过环境风险意识影响农户环境

行为ꎻ邻里效仿压力直接影响农户环境行为ꎬ间
接通过环境收益意识影响农户环境行为ꎮ 该模

型实现了外部制度因素、内部环境认知因素在

农户环境行为影响因素中的融合分析ꎬ为权变

分析外部环境与农户环境行为的关系提供了新

思路ꎮ

三、总结与讨论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方法ꎬ质性研究绿色转

型制度压力影响农户环境行为的内在机理ꎮ 研

究发现:制度环境主要包括政府规制压力、社会

规范压力和邻里效仿压力ꎬ它们对养猪户环境行为影响存在差异ꎮ 其中政府规制压力会影响源头

预防行为和末端治理行为ꎬ社会规范压力促进了养猪户过程控制行为和末端治理行为ꎬ而邻里效仿

压力会影响规模养猪户末端治理行为ꎮ 环境意识(包括环境收益意识和环境风险意识)在制度压力

与农户环境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ꎬ其中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通过环境风险意识影响农户环境行

为ꎬ政府规制和邻里效仿通过环境收益意识影响农户环境行为ꎮ 研究结论为指导政府部门、行业组

织制定相关政策ꎬ引导政府、社会公众和农户构建多方协同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ꎮ
本研究具有积极的文献价值和理论意义:第一ꎬ对环境行为理论的贡献ꎮ 首先从制度层面、组

织层面和农户个体层面揭示了农户环境行为的驱动因素ꎬ说明农户环境行为是外部制度压力和内

部心理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ꎬ扩展了环境行为的理论内涵ꎻ其次ꎬ揭示了不同的制度压力对农户环

境行为的影响差异ꎬ以及农户环境意识的不同维度对农户环境行为的影响差异ꎬ突破了环境行为理

论隐含的“外部环境是一致和稳定”的理论假设ꎮ 第二ꎬ对新制度理论的贡献ꎮ 首先ꎬ新制度理论包

括结构观和代理观ꎬ前者强调制度对个体行为的趋同作用ꎬ后者强调个体在制度环境中的主观能动

性ꎬ本研究整合这两种观点解释农户的环境行为ꎬ扩展了新制度理论的应用情景和理论内涵ꎮ
当然ꎬ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ꎬ本文属于质性研究ꎬ在数据分析过程中难免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ꎬ

未来研究可以根据所得的预设理论模型ꎬ设计相应的问卷调查表ꎬ收集大样本数据ꎬ运用计量方法

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ꎬ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具有说服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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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制造企业成本管理创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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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升高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ꎬ对现有传统制造业企业成本管理体系进行

重新整合ꎮ 在传统成本管理工具的基础上ꎬ构建三维成本管理模式以提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将“作业成本管理”与”标准成本管理”相结合ꎻＳＷＯＴ 分析与 ＢＳＣ 管理工具相结合ꎻ“价值

链管理”与 ＡＢＣＭ 相结合ꎬ从不同维度构建基于先进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制造业成本管理体系ꎬ以期更好

地优化制造业成本管理ꎬ最终深化去产能侧供给改革ꎮ
关键词: 制造业ꎻ智能制造ꎻ成本管理ꎻ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３４￣０５

«中国工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６)»指出ꎬ与传统制造业成本竞争优势减弱的趋势相对应ꎬ在目前智

能制造时代背景下ꎬ我国高端制造业的人才更新、技术更新、环境保护等方面虽有一定优势ꎬ但并不

显著ꎮ 在“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创新驱动下ꎬ我国高端制造业的成本管理模式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的侧重

于成本核算及成本控制的特点ꎬ前者聚焦于全面预算管理及其战略管理ꎬ从战略高度层面进行成本

信息的管理ꎬ而相关的成本管理信息仅作为企业的一种战略选择和经营决策资源ꎬ用以帮助企业管

理者更好地进行决策ꎮ
目前ꎬ随着制造业上市公司诸多业绩爆雷现象的出现ꎬ会计信息应有的相关性和准确性很大程

度上达不到应有的标准ꎬ从而使社会各界广泛质疑现行制造业企业所广泛使用的传统成本管理方

法能否适应高端制造业的持续发展ꎮ 冯巧根(２０１６)指出供给侧改革是一种结构性的改革ꎬ制造企

业的供给侧改革要在价值增值目标基础上ꎬ完善制造企业的管理控制系统和信息支持系统ꎮ 在供

给侧改革背景和“中国智造”创新驱动下ꎬ会计实务界和理论界亟需整合企业现有资源ꎬ找到适合于

不同传统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成本管理体系和方法ꎮ 我国高端制造业在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目标的

前提下ꎬ必须将企业战略管理、价值链管理、标准作业成本管理、全面预算等方式进行融合ꎬ实现设

计、采购、仓储、生产、质检与物流各环节管理优化ꎬ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ꎮ 因此ꎬ现阶段必须依托智

能制造的主攻方向ꎬ设计制造企业成本管理的优化方案ꎬ按照制造业价值链的不同阶段进行梳理ꎬ
构建高新制造业内外部完整的成本管理体系ꎮ

一、制造企业成本管理体系构建思路

借助于较为成熟和完善的价值链理论、平衡记分卡与作业成本法、标准成本法ꎬ从价值链的角

度ꎬ对制造企业成本管理体系和方法进行研究ꎬ从战略高度对高端制造企业成本管理的目标、环节

和方法等方面进行重构ꎬ有助于更新传统成本管理理论体系ꎬ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价值链成本管

理理论的应用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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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增强制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

在现今“大智移云”环境下ꎬ从价值链视角出发ꎬ以顾客的有效需求为导向ꎬ结合价值链会计理

论和实务的发展现状和趋势ꎬ优化成本控制过程ꎬ降低成本ꎬ从而带来高新制造企业成本管理战略

模式时空界限的广泛拓展ꎮ “中国智造”所带来的制造业自动化、信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现

状ꎬ伴随着越来越激烈的企业竞争ꎬ这一切都促使制造企业改变传统的成本管理方式ꎮ 制造业企业

必须将成本管理上升到战略高度ꎬ进行价值链的全新改造ꎬ将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作为现代高端制造

业的核心竞争力ꎬ而不再仅仅关注成本降低幅度及产品质量的提升ꎮ 在价值链的管理中ꎬ必须把改

变单一成本管理环节改为横向延伸的系统成本管理链条ꎬ同时ꎬ注重寻找真正能为企业带来价值增

值的关键环节和活动ꎬ从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潜力ꎬ更好地获得企业竞争优势ꎮ
(二)以获得制造业成本信息优势为导向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和“万物互联”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ꎬ高端制造企业的生产流程

和经营活动中必须将“智能制造”融合进现代成本管理系统ꎬ使两者高度重合ꎮ 目前大多数制造企

业为更好地收集成本管理相关信息ꎬ借助于“互联网＋”等手段进行业财融合ꎬ实现了网络智能化、
信息化管理ꎮ 因此ꎬ从价值链角度出发ꎬ结合 ＡＢＣ 管理ꎬ能为制造企业提供更为准确和及时的成本

信息资源ꎮ 企业同时还需要结合 ＳＷＯＴ 分析与平衡记分卡工具ꎬ获得更多的成本信息优势ꎬ扬长避

短ꎬ发挥自身的优势ꎬ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ꎮ 在充分运用管理会计基本工具的基础上ꎬ构建制造业

新形势下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科学性和全面性的成本集成管理体系:将价值链管理与作业成本管

理相结合、标准成本会计与作业成本会计相结合、ＳＷＯＴ 分析与 ＢＳＣ 管理工具相结合的三维成本管

理体系ꎬ从不同维度构建基于先进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完整制造业成本管理体系ꎮ

二、制造企业成本管理体系框架构建

(一)ＡＢＣＭ 融入价值链管理体系———横向广度的延伸

制造企业成本管理横向广度的延伸ꎬ是指将成本管理的视角从生产管理扩大到整个价值链管

理ꎬ包括供应、生产、销售等环节ꎬ从信息化、互联网发展的角度将外部价值链管理与作业成本管理

相结合ꎮ 价值链管理作为一种系统成本管理观念ꎬ对业务进行计划、协调、分析和控制ꎬ从上下游关

系及其企业内部的相关关系入手ꎬ将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及活动进行整体相互关联ꎬ提升高新

科技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ꎮ 传统的价值链成本管理包括企业产品的研发、设计、
生产及售后服务一系列活动ꎬ通过将各种资源进行整合从而降低成本ꎮ 在传统的价值链分析中ꎬ基
本性活动和辅助性活动贯穿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ꎬ构成企业价值整体链条ꎮ 在传统制造业的

研究中ꎬ基本性活动阶段不仅仅包括生产活动、销售活动ꎬ还包括进料、发料以及售后服务等后勤活

动ꎻ而辅助性或支持性活动阶段不仅囊括了企业基础设施ꎬ财务与计划、人事活动ꎬ研发、采购等活

动也包含其中ꎮ 企业所有这些活动并不能都使企业价值产生增值并创造财富ꎬ只有部分特定战略

环节的活动才能使股东财富增加并为企业带来更大的价值ꎬ因此ꎬ只有这部分增值的价值链活动才

会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ꎬ并带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ꎮ
目前ꎬ随着“大智移云”及“中国制造”的兴起ꎬ高新科技制造企业的研发活动在企业价值链的

环节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ꎬ因此ꎬ本文认为研发活动环节在高新科技制造企业应由“支持性活动”调
整为“基本性活动”ꎮ 不仅如此ꎬ笔者认为价值链应从生产前期准备阶段、生产过程阶段及其生产后

销售服务三个阶段向前及向后进行延伸ꎬ从战略角度将 ＡＢＣＭ 与传统价值链结合起来进行管理ꎮ
首先ꎬ将供应业务之前所进行的研发及设计等工作一并并入前期过程ꎬ将此过程成本均纳入成本

库ꎬ并进行作业中心的管理ꎬ按照不同的作业动因进行分类ꎬ将上述研发、设计、供应等环节作为企

业成本管理第一阶段ꎻ其次ꎬ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成本项目与制造费用按照不同的成本动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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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虚线部分进行作业成本管理

　 图 １　 价值链与作业成本管理结合示意图

归类ꎬ相关费用归集后分配

到具体的产品成本中ꎻ再

次ꎬ将售后服务等所发生的

一系列项目成本也划分为

不同的成本库ꎬ按照成本动

因进行归类ꎮ 从而将企业

全部上下游及内部价值链

所涉及的所有成本项目按

照作业成本管理的方法进

行归集和管理ꎮ
通过上述价值链与作业成本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对企业全部成本与费用进行控制ꎬ同时进行成

本和费用的归集和管理ꎬ以此来分析和管理价值链条中全部环节活动ꎮ 该项管控成本包括直接成

本和间接成本ꎬ间接成本按照作业成本管理方法进行归集和管理ꎬ同时优化企业业务步骤ꎬ一方面

能大大减少相应的直接成本ꎬ另一方面通过整合业务而获得更多的 １＋１ 大于 ２ 的整合优势ꎮ 高端

制造业成本管理将 ＡＢＣＭ 融入价值链管理过程的成本管理框架如图 １ 所示ꎮ
(二)标准成本法与 ＡＢＣ 相结合———纵向深度的延伸

笔者认为ꎬ制造企业成本管理应将内部标准成本管理与作业成本管理相结合ꎬ进行纵向深度的

延伸ꎬ在创新驱动前提下挖掘和深化成本动因ꎮ 标准成本注重经济责任的分解ꎬ以便有效控制成

本ꎬ构建日常的成本及考核制度ꎬ为短期决策提供帮助ꎻ而作业成本法将决策定位于长期目标上ꎮ
作业成本管理与标准成本管理在产品成本核算及其进行成本管控上各有优缺点ꎮ 以标准成本管理

为基础得出的实际成本一般采用正常标准成本ꎬ这种成本存在一定的材料损耗及工时损耗ꎬ且这种

成本管理模式在制造费用的分配标准选择上具有单一性ꎬ其成本计算的准确性和合理性会产生一

定程度的偏差ꎬ远远不满足企业成本准确定位的需要ꎮ 而作业成本管理在一定程度上ꎬ尤其对于高

新科技制造企业而言ꎬ该方法通过不同作业的认定ꎬ进一步挖掘和深化成本动因ꎬ从而提供较为准

确的成本信息ꎮ 但由于在计算过程中成本库的选择及其作业的认定存在一定困难ꎬ因此其在成本

控制的成效方面有所不足ꎮ 本文将上述两种计算产品成本的方法进行结合ꎬ既能提供较为准确的

成本信息ꎬ又能进行充分的成本控制ꎬ发挥成本管理优势ꎮ
在两种成本管理结合的前提框架下ꎬ企业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的实际成本计算方法与以往并无

差异ꎬ但制造费用、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的处理方法与以往不同ꎮ 一是在制造费用的分配中ꎬ产品

实际成本不仅仅只按照生产总工时进行制造费用的分配ꎬ同时还需要选择不同的作业动因进行分

析ꎬ以成本动因数量作为分配依据ꎬ再按照标准成本管理方法ꎬ确定用量标准和价格标准ꎬ进行全面

的成本管理控制ꎮ 二是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的处理与以往不同ꎮ 原标准成本管理下ꎬ上述两项内

容均作为费用直接冲减利润ꎬ但本文配合作业成本法ꎬ部分实际发生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也必须

按照不同的作业动因进行分类ꎬ按一定分配标准计入产品实际成本并在产品间进行分配ꎮ 通过上

述实际成本的计算ꎬ本文认为企业成本核算应该在标准成本管理中引入“作业”概念的同时ꎬ作业成

本管理中也应引入“标准”的理念ꎬ将两种成本管理结合ꎬ计算得出相关产品成本后ꎬ从事前、事中和

事后三个阶段分析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的差异ꎬ并找到差异原因进行有效控制与管理ꎬ这种结合方

式不仅能大大增加企业成本信息的准确度ꎬ也便于企业全程进行有效控制ꎮ
(三)ＳＷＯＴ 与 ＢＳＣ 管理相结合———成本管理细化的延伸

平衡记分卡(ＢＳＣ)一直是管理会计中战略落地执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ꎮ 该工具利用可操

作的 ＫＰＩ 衡量指标ꎬ通过学习和成长维度培养员工各方面能力ꎬ在企业文化的基础上有效运用企业

内部营运能力使企业客户受益ꎬ最终通过考评各部门绩效获得良好的财务结果ꎮ 而 ＳＷＯＴ 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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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平衡记分卡与 ＳＷＯＴ 结合示意图

法ꎬ是一种明确企业机会与威胁、判断企

业竞 争优势与劣势的管理 方 法ꎮ 将

ＳＷＯＴ 分析法融合 ＢＳＣ 工具能促进企业

宏微观战略与公司内外部资源优劣势的

有机结合ꎮ
笔者认为ꎬ制造企业应以平衡记分

卡(ＢＳＣ)为指导ꎬ结合 ＳＷＯＴ 分析将公司

的战略转化为具体的各项业务指标ꎬ进
而详细分析财务角度、客户角度、内部运

营角度和学习及成长四个维度的竞争优

势和劣势ꎬ机会和威胁(如图 ２ 所示)ꎮ
通过学习成长维度的 ＳＷＯＴ 分析最大限

度地发挥员工的能力、知识以及企业文

化优势ꎬ并以此作为企业发展的“土壤”ꎻ
通过内部运营维度的 ＳＷＯＴ 分析寻求企

业内部营运与控制的优化手段ꎬ作为企业

发展的内在驱动力ꎻ同时通过客户维度的

ＳＷＯＴ 分析精准把握客户的需求ꎬ作为企业发展的外在驱动力ꎻ最后通过财务维度的 ＳＷＯＴ 分析综合

绩效考评ꎬ最终达到企业价值增值的目标ꎮ 执行过程中应将平衡记分卡四个维度转化为具体的关键

性业绩指标ꎬ针对不同维度的关键性业绩指标ꎬ综合评判企业优势和劣势、机会和威胁ꎬ平衡各方面因

素ꎬ连接企业战略与绩效管理ꎬ支撑公司战略与业务目标的实现ꎬ有效落实企业的整体战略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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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债务界定及偿债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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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来源是多元化的ꎬ既有显性债务也有隐性债务ꎬ本文归纳出地方债的

内涵及外延ꎬ并根据地方债概念的界定ꎬ对各来源的地方债的偿债能力进行分析ꎬ地方政府债务是否具

有偿债责任明确ꎬ偿债资金来源确定ꎬ偿还方式具备可行性ꎬ各因素的分析为地方政府抵御债务风险提

供了借鉴及建议ꎮ
关键词: 地方债ꎻ 融资平台ꎻ 偿债能力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１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３８￣０４

一、地方政府债务现况

地方政府债务ꎬ是指地方各级政府(目前ꎬ我国地方政府是分为省、市、县、乡四个行政级别)作
为债务人须按法定条件和协议约定ꎬ债务到期后向债权人承担的资金偿付义务ꎮ 地方政府债务既

包含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以及与政府有关的借款活动形成的债务ꎬ也包

括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ꎮ 债务关系从形成到终止分为“借、用、还”三个阶段ꎬ其中ꎬ偿还性

是债务的基本特征ꎮ 本文结合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发展的复杂形势ꎬ界定地方政府债和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债ꎬ而把负债的主要用于地方政府融资ꎮ 地方政府融资模式成功与否ꎬ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是

否具有偿债责任明确、偿债资金来源确定、偿还方式可行的债务偿还机制ꎬ而不在于地方政府融资

方式的选择ꎮ
(一)地方债应严格依法发行并依法承责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预算法»的正式实施确定了地方政府举债的合法性ꎮ 经国务院批准ꎬ省、
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以适度举借债务ꎬ市县级政府需举借债务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代为举

借ꎮ 明确了政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ꎬ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ꎬ并规定地方政府举

债采取政府债券方式ꎮ 为此ꎬ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ꎬ明确限定了发债主体和发债方式ꎬ并规

定债务实行限额管理ꎮ 如湖北省省级财政部门依照财政部下达的限额ꎬ提出本地区政府债务安排

建议ꎬ编制预算调整方案ꎬ经省级政府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ꎮ 然后根据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

素统筹出各市县当年政府债务限额ꎬ报省级政府批准后下达各市县级政府ꎮ 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

债务的ꎬ依照经批准的限额提出本地区当年政府债务举借和使用计划ꎬ列入预算调整方案ꎬ报本级

人大常委会批准ꎬ报省级政府备案并由省级政府代为举借ꎮ 今后ꎬ需要纳入政府债务的在建项目后

续融资需求在确定每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时统筹考虑ꎬ依法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ꎮ 地

方政府新发生的债务ꎬ要严格限定在依法担保的外债转贷范围内ꎬ并根据担保合同依法承担相关责

任ꎮ
在上述相关背景下ꎬ各地区积极推进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和管理工作ꎮ 按照是否增加债务余

额ꎬ湖北省 ２０１５ 年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分为新增债券、置换债券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债券(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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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规定ꎬ这三种债券都包括了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两个品种ꎮ 一般债券是指省级政府为

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ꎻ专
项债券是指省级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ꎬ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ꎮ 另外ꎬ新增债券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债券均为公开发

行ꎻ置换债券的发行方式则分为公开发行和定向发行两种ꎮ
(二)融资平台债的转型、偿还方式明确

就融资平台债而言ꎬ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０８ 年间ꎬ 我国债券市场处于起步阶段ꎬ“城投债”的规模较小ꎻ
２００９ 年初ꎬ国务院出台了 ４ 万亿的投资计划以刺激经济增长ꎬ为了保证相关配套资金ꎬ央行和银监

会联合发文支持地方政府建立融资平台和扩大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ꎮ ２０１０ 年至今ꎬ“城投债 ”处在

规范的发展期ꎬ目前来看ꎬ在地方政府无法通过正规途径解决大部分融资需求的现实背景下ꎬ“城投

债”是政府解决庞大的融资需求的重要手段(图 １)ꎮ
国务院在 ２０１４ 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４３ 号)»中

明确提出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ꎬ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ꎮ 融资平台公司转型

为独立的企业法人ꎮ ２０１５ 年«预算法»的通过标志着地方平台融资债已经与地方政府债明显脱离ꎬ
不再把融资平台债务的增加视同为政府债务率的增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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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地方政府债务构成

二、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界定

偿债能力是指企业法人用其资产偿还长期债务与短期债务的能力ꎮ 政府举债与企业举债存在

根本不同ꎬ前者是以非盈利为目的ꎬ后者是以盈利为目的ꎮ 政府债务偿还以自身财政实力作为后

盾ꎬ衡量一个政府债务承受力主要看该政府财政还款能力ꎬ政府的偿还能力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

是较强的政府偿债能力ꎬ是指在不影响正常性支出的情况下ꎬ政府可用资金足以偿还到期债务本

息ꎮ 第二类是较差的政府偿债能力ꎬ是指当面临巨额到期债务时ꎬ政府无法正常利用自有资金按期

足额偿还到期债务ꎮ 第三类是较弱的政府偿债能力ꎬ是指政府可以偿还部分债务ꎬ需采取借新还旧

等方式挪用挤占其他项目资金进行弥补时或者延长债务期限ꎬ如地方债置换ꎮ 针对第一类政府偿

债能力ꎬ研究的重点是根据债务偿还能力大小ꎬ测出地方政府最佳及最大的债务发行规模ꎬ以促进

经济的增长ꎮ 第二类和第三类政府债务风险已经显现ꎬ其最直接的结果是对政府的预算正常执行

形成冲击ꎬ甚至使政府陷入财政危机ꎬ研究的重点是防范风险和分析政府债务偿还的资金源ꎮ
地方政府应将其所有政府债务纳入限额ꎬ并分类纳入预算管理ꎮ 其中ꎬ一般债务主要以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偿还ꎬ当赤字不能减少时可采取借新还旧的办法ꎮ 专项债务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

专项收入偿还ꎻ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ꎬ如收储土地未能按计划出让的ꎬ可先通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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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还旧周转ꎬ收入实现后即予归还ꎮ 关于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ꎬ国家法规是允许采取借新还旧的方

式延长债务期限即地方债置换ꎮ 但是ꎬ政府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ꎬ市场上普遍认为地方政府财政收

入、地方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其最直接、最主要的偿债资金来源ꎮ 但除了上述部

分外ꎬ还需要考虑国有企业净资产、国有非经营性资产以及资源性资产等方面的状况ꎮ 因为政府债

务用于投资也形成了一定的资产ꎬ尽管其流动性弱ꎬ变现能力较差ꎬ但在最终还债时ꎬ它还是会增强

政府的偿债能力ꎮ 因此ꎬ地方债务的可偿债资产应包括: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地方的政府性基金收

入、地方国有企业净资产、地方国有企业的经营收入、国有的非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六个方面ꎮ
研究中以湖北省某县级政府 ＹＤ 为例ꎬ来对这六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ꎮ

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ꎮ 主要由政府的税收收入ꎬ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以及地方政府所接收的

转移性支付构成(见表 １)ꎬ而税收收入的部分又由增值税收入、营业税收入、所得税收入组成ꎮ 非

税收收入则是由企事业单位的办事费用收入、专项资金收入、行政罚款及处罚收入等组成ꎮ 据研究

发现ꎬ湖北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累计约达近 ３０００ 多亿元ꎬ但财政收入大多被应用于公共财政支出

项目ꎬ平衡了财政收入的收支平衡状况ꎬ也就是说ꎬ如果单纯的靠财政收入来弥补地方政府债务的

缺口往往是难以满足要求的ꎬ有时甚至会出现财政赤字的状况ꎬ单纯的财政收入还不够弥补财政赤

字的缺口ꎮ

表 １　 ＹＤ 县 ２０１５ 年地方财政收入及构成(单位:万元)

收入类别 金额 支出类别 金额 差额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４４９７４２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４９２７５６ －４３０１４

政府性基金收入 ３０８８３ 政府性基金支出 ２５２７０ ５６１３

上级转移支付 ９７７８０ — — ９７７８０

总计 ５７８４０５ ５１８０２６ ６０３７９

表 ２　 ＹＤ 市 ２０１５ 年地方可偿债资源及构成(单位:万元)

可偿债资源 价值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５４７５２２

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 ３０８８３

地方国有企业资产 —

国有非经营性资产 １５０

资源型资产 —

合计 ５７８５５５

２.地方的政府性基金收入ꎮ 在宪法、
法律法规以及中央级地方的各项文件中可

以发现ꎬ政府基金收入、行政事务收费、发
行体育及福利彩票ꎬ以及土地出让金收入ꎬ
构成了地方的政府性基金收入ꎮ 而这种收

入中的大头便是出让土地使用权所获取的

土地出让金收入ꎬ以湖北省 ＹＤ 县为例ꎬ
２０１５ 年 ＹＤ 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３０８８３
万元ꎬ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为

２７４１３ 万元(见表 ２)ꎮ
３.地方国有企业的净资产ꎮ 具体针对的是地方性政府所控制的国企净资产ꎬ尽管该部分资产

变现能力差ꎬ且轻易不会用以变现ꎬ但在紧急需求的情况下也能一定程度上通过变现进而改变该资
产组成ꎬ变现方式包括转售式的股权转移ꎮ

４.地方国有企业的经营收入ꎮ 地方政府如果作为某些地方性国有企业的股东ꎬ那么ꎬ在该国有
企业的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利润和盈利收益ꎬ地方政府也会得到分红及相应的收入ꎮ

５.国有的非经营性的资产ꎮ 是指国家事业单位、政府行政单位所拥有的固定资产ꎬ以及行政机
构、医疗救助机构等的固定、流动资产以及其他形式的资产ꎮ 这样的资产类型具有数量多、规模大、
变现能力差、一般情况不予以变现的特点ꎬ除非是在国家的标准之外的超标建筑物ꎬ在经过审核与
行政审批之后ꎬ才会被用以变现偿还地方政府债务ꎮ 对于这样的国有资产的变现方式与管理方式

近年来被部分研究者所倡导ꎬ这种过分超标以及奢华的非经营性资产的数量据国家统计年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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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数据资料显示ꎬ价值已经逾越了八亿元人民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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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地方政府主要可偿资产

６.资源类资产ꎮ 是指在国家宪法与法

律法规中所定义的国有的经济资源类型的

资产ꎬ比如说国家所有的土地资源、国有森

林及矿产资源、国有水利资源ꎮ 在部分学

者的研究中发现ꎬ我国地方政府所有的国

土资源如果进行变现ꎬ约合人民币四十五

万亿元左右的价值ꎬ也就是政府在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所能获取的最大交易

变现的资金规模ꎮ
在厘清了县级政府可偿资产价值后(见表 ２)ꎬ可以得到地方政府主要可偿资产(见图 ２)ꎬ这些

资产构成了县级政府最大的偿债能力ꎮ

三、影响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主要因素

地方政府的主要可偿资产的状况构成了县级政府偿债能力的主要评估指标ꎬ而主要可偿资产

状况往往受到债务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水平、财政体制、贷款利息、土地财政制度等因素的影响ꎮ
(一)债务管理体制收支平衡

债务管理体制一般可从偿债收入来源和债务支出规模两个方面进行分析ꎮ
１.偿债资金来源ꎮ 根据调研情况分析ꎬ地方政府偿债资金主要来源是一般预算收入和地方政

府性基金收入的财政资金ꎬ一般预算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ꎮ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

地区ꎬ社会产品丰富ꎬ经济活跃ꎬ财源广阔ꎬ收益高ꎬ财政收入就相应较多ꎬ可以用来偿还债务的资金

也多ꎬ债务偿还能力较强ꎮ 反之ꎬ当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落后ꎬ财政支出较大时ꎬ可以用来偿还债务的

资金较少ꎬ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就弱ꎮ 而当前很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是ꎬ这些可用于偿债的资金中ꎬ一
般预算收入因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收入有高有低ꎬ大多数县级政府仅够维持日常支出即“吃
饭财政”ꎬ基金收入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是政府偿债的最主要来源ꎮ

２.债务支出规模和结构ꎮ 根据调研情况分析ꎬ债务支出规模和结构会通过债务利率、债务期

限、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等影响政府的偿债能力ꎮ 首先ꎬ债务利率水平越高ꎬ需支付的到期利息越

多ꎬ债务规模就越大ꎮ 其次ꎬ债务期限的时间长短ꎬ当地方政府长、中、短期债务结构不合理时ꎬ可能

会出现在某个或某几个年份偿债规模陡增ꎬ出现偿债高峰ꎬ便会影响到债务偿还ꎮ 最后ꎬ债务资金

使用投向同样会影响政府的偿债能力ꎬ当债务资金主要用于高速公路、铁路等有收益的公共基础设

施项目时ꎬ项目本身可以取得收益ꎬ同时也可拉动当地经济增长ꎬ相应的收益资金即可用于偿债ꎬ一
定程度增强了政府偿债能力ꎻ而当这些债务资金用于无收益的项目比如维护性支出等时ꎬ便会加重

政府债务负担ꎮ 因此ꎬ债务规模的大小对政府偿债能力的考验很重要ꎮ
(二)经济发展水平与债务偿还相互影响

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水平与债务偿还能力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ꎬ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政府债

务偿还能力的大小ꎬ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反过来也可以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ꎬ这些影响可能是正

面的ꎬ也可能是负面的ꎮ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ꎮ 其一ꎬ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ꎬ

地方政府可用财力越大ꎬ政府偿债能力越强ꎮ 因此ꎬ从偿债能力和可承受债务规模来说ꎬ经济发达

地区的偿债能力大于经济欠发达地区ꎮ 其二ꎬ地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需要大量融资ꎮ 在地方政府

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ꎬ地方财力严重不足ꎬ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举债进行融资ꎬ由此形成

了大量与政府相关的债务ꎮ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加落后ꎬ从而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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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基础建设ꎬ以保证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ꎮ 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债务规模的最大及最优化ꎬ与当地

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息息相关ꎮ 因此ꎬ从需求程度来讲ꎬ偿债资金影响债务规模ꎬ进而影响当地经

济的发展水平ꎮ 在确定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ꎬ要考虑到每个地区经

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债务需求的不同以及偿债能力的不同ꎬ再具体对每个地方进行债务最佳规模的

衡量ꎮ
(三)财政体制科学发展有助于政府债务良性循环

财政体制可以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角度进行分析ꎮ 而这三个方面与地

方政府债务的偿还息息相关ꎮ
财政体制因素集中体现在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ꎬ这里我们主要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

状况进行阐述ꎮ 地方财政收支状况直接决定着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大小ꎮ 中国地方政府举债的根

本原因是地方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ꎮ 我国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包括税收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和地方

非税收入三个部分ꎮ 但是地方政府真正可以支配的部分只有纯地方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ꎬ地方政

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程度较大ꎮ 地方财政收入越少ꎬ意味着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越小ꎬ地方财政收入

与偿债能力呈现正相关的关系ꎮ
我国地方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地方行政管理和各项事业费、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支

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经费、价格补贴支出等ꎮ 地方财政支出越大ꎬ则可用的财力

用于偿还地方债务的资金越少ꎬ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偿债能力呈现负相关的关系ꎮ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体制改革后ꎬ财权上移ꎬ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ꎬ但与此同时ꎬ事权却没有

上移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不合理ꎬ导致地方政府收入减少的同时ꎬ支出范围丝毫没有减

少ꎬ使得地方经济发展受到阻碍ꎬ地方财政资金缺口越来越大ꎮ «预算法»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

债权限ꎮ 作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依托ꎬ地方政府债对于推动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ꎮ 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发展ꎬ积累了巨额债务ꎬ成为地方政府信用风险的主要来源ꎮ 由于规模得

不到控制ꎬ很多地方债务规模超过本地 ＧＤＰ 的增长速度ꎬ债务占当地 ＧＤＰ 的比重也远远超过国际

规定的标准ꎮ 因此ꎬ在制定适度债务规模时ꎬ应该考虑地方财政支出状况ꎬ测算出该地方政府的综

合偿债能力ꎮ
政府间转移支付是指一个国家的各级政府之间ꎬ在既定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框架下财

政资金的无偿转移ꎮ 包括上下之间的纵向转移和地区之间的横向转移ꎬ一般以纵向转移为主ꎮ 实

行转移支付的目的是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和各地区之间的横向不平衡、补偿超

出的利益外溢和中央政府加强国家凝聚力ꎬ其实质是一种财政补助ꎮ
我国目前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是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ꎬ即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ꎮ 根

据地方政府的发展情况和实际情况来看ꎬ我国目前转移支付由专项转移支付向一般性转移支付过

渡ꎬ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空间ꎬ使财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运用ꎮ 鉴于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形成

产生的影响ꎬ在确定债务偿还能力时ꎬ要考虑中央政府对各个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形式和数量的不

同ꎬ分别制定不同地区不同的债务规模ꎮ
(四)贷款利息的高低直接影响偿还能力

贷款利息ꎬ是指贷款人因为发出货币资金而从借款人手中获得的报酬ꎬ也是借款人使用资金必

须支付的代价ꎮ 贷款利率高ꎬ则借款期限后借款方还款金额提高ꎬ反之ꎬ则降低ꎮ 决定贷款利息的

三大因素: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ꎮ 贷款利息的高低也直接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ꎬ贷
款利息低ꎬ则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小ꎻ相反ꎬ若贷款利息高ꎬ则地方政府还本付息压力大ꎬ地方政府偿

债压力大ꎬ大规模的举债会导致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困难ꎮ 由此可见ꎬ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与贷款

利息呈反向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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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偿债的主要依赖

土地财政ꎬ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ꎬ俗称第二财

政ꎮ 在分税制下ꎬ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弥补财政缺口的有效途径ꎮ 土地出让收

入越高ꎬ地方财政收入就越高ꎬ地方债偿还能力越强ꎮ 由此可见ꎬ地方政府债务偿款能力与土地财

政收入呈正向关系ꎮ
本文通过对县级政府地方债的发行情况及偿债能力的分析进而找出影响偿债能力的主要因

素ꎬ寻找制定出提高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有效方法ꎬ来实现提高地方生活水平的美好愿望ꎮ 从以上

对地方政府债券概念的界定以及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这两大板块的分析ꎬ可知ꎬ不管是地方政府债

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券ꎬ地方政府融资模式成功与否ꎬ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偿债责任是否明确ꎬ
偿债资金来源是否确定ꎬ偿还方式是否可行ꎮ 根据政府是否能按时偿还债务ꎬ来预判政府的偿债能

力强弱ꎻ通过对政府偿债能力的五大因素来制定风险防范措施保证资金源不断层ꎮ 要从根本上解

决县级地方政府债务问题ꎬ就要从政府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把控ꎮ 既要重视财权和事权的比例协

调性ꎬ又要重视中央和地方两者间事权划分的合理性ꎮ 对这些因素的有效把握ꎬ是解决政府债问题

的关键所在ꎮ

参考文献:
[１]苗庆红.地方政府债务偿还机制研究[Ｊ].经济体制改革ꎬ２０１５(４):１３￣１５.
[２]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２０１５]２２５ 号).
[３]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４３ 号).
[４]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２０１５]２２５ 号).
[５]王娟ꎬ姚爱科. 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实证分析[Ｊ].合作经济与科技ꎬ２０１３(１３):６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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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ｅａｒ ｄｅｂｔ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ｄｅｂｔ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ｄｖｉｓｅ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ｒｅｓ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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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舆情案件判决说理探讨

作者简介: 周芳芳(１９８２－)ꎬ武汉学院法学院讲师ꎬ博士ꎬ研究方向为司法制度、法理学ꎮ

———以“于欢案”为例

周芳芳

摘　 要: 随着自媒体社会的到来ꎬ网络舆情事件一触即发ꎬ刑事舆情案件往往将司法与民意、司法与公正

的探讨推到风口浪尖ꎬ影响着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ꎮ 与法律职业思维注重证据与法律不同ꎬ涉诉舆情

思维更关注案件的道德性和对立性ꎬ法官在裁判说理时应该以实现积极法民关系为说理对象ꎬ兼顾法理

与情理ꎬ适当解释法律理论ꎬ以坚定却温和的说理态度来应对网络舆情ꎮ
关键词: 舆情ꎻ刑事案件ꎻ积极法民关系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４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４４￣０４

国家必须借助法律治理的方式来获得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ꎬ从而维持和强化国家控制社会的

功能ꎮ 法律裁判讲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ꎬ在回应司法裁判公正的同时ꎬ社会效果也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着受众对司法公正的理解ꎬ争取好的社会效果成为司法获取权威性和得到公民信任的

重要途径ꎮ 然而ꎬ受众认为的司法公正与裁判公正之间经常产生不可弥合的鸿沟ꎬ不断质疑着司法

权威性ꎮ
党的十九大以来ꎬ法治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中的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随着公众法治意识的增

强ꎬ刑事审判领域的个案经常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ꎮ 尤其是随着国家互联网信息化程度的提高ꎬ公
众经常通过新媒体平台参与重大复杂案件的讨论ꎬ舆情判断与司法判断、司法公正与民心所向之间

的矛盾一次次被推到风口浪尖ꎬ而刑事判决书更是反映司法与民意的晴雨表ꎬ如刘涌案、呼格案、贾
敬龙故意杀人案ꎬ聂树斌案再审案、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等ꎬ一度掀起民众热议高潮ꎮ 可见ꎬ在舆

情民意场域中研究法官制作刑事裁判说理问题具有时代意义ꎮ
何谓“舆情”? 我们为何需要“舆情”? 从哲学意义讲ꎬ人类的认知环境就是舆情环境ꎮ 人是进

化的产物ꎬ与宇宙的漫长岁月相比ꎬ个人几乎是稍纵即逝ꎬ只有片刻时间去增长见识、获取幸福ꎮ 在

人类浩瀚的历史中ꎬ人类逐渐学会了认识世界ꎮ 然而ꎬ世界太复杂ꎬ而人类能够获得的信息量又太

少ꎬ所以ꎬ人类获取的绝大部分知识内容产生于想象ꎮ 于是ꎬ人们通过舆论来了解未知社会ꎮ
现代传媒大师、美国著名学者沃尔特李普曼提出ꎬ民意可能被引导ꎬ也会被误解ꎮ 他认为ꎬ

“我们的公众舆论是间歇性地与各种情结发生着联系ꎬ同野心、经济利益、个人仇恨、种族偏见、阶级

感情等等联系在一起ꎬ它们以各种方式歪曲着我们的看法、想法和言谈举止” [１]ꎮ 我们缺少清醒的

大脑ꎬ难以辨认出表面的相似、注意到差异以及变化ꎮ 舆论舆情的这些特征ꎬ决定了在“舆情民意”
场域中法官制作刑事裁判说理的艰难环境ꎮ

一、刑事舆情案件的关注焦点与思维特点

在中国ꎬ舆情民意尤其青睐刑事案件ꎮ 笔者统计了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８ 年 ５０ 件影响性诉讼案例ꎬ其
中刑事案件 ２９ 件ꎬ占到 ５８％(中国影响性诉讼已经发起了 １２ 年ꎬ其发起人是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吴革ꎮ “影响性诉讼”的意义在于以“个案影响法治”ꎬ其每年甄选出的十大案件ꎬ其意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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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越案件当事人的索求ꎬ影响性案件能够对类似案件ꎬ对立法、司法完善和社会管理制度改进ꎬ以
及人们法律意识转变产生较大促进作用)ꎮ 这是因为如下一些原因ꎮ 首先ꎬ刑法观念在中国由来已

久ꎮ 中国自古“民刑不分”ꎬ所谓“法者ꎬ刑也”ꎬ刑法是统治阶级所仰仗的重要法宝ꎮ 其次ꎬ刑事案

件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公权力运作更加紧密ꎬ公众往往希望通过国家对刑事案件的态度来观察国家

机构与人民之间的关系ꎬ并且通过刑事案件审判这一窗口ꎬ来推测和评价整个司法工作进而窥视整

个国家机关工作的全貌ꎮ 而民法概念在晚清时期才进入中国ꎬ其影响远不及刑法ꎮ 最后ꎬ在现代社

会ꎬ出于对社会安全的担忧ꎬ民众对刑事案件表现的敏感而强烈ꎮ “社会诚信、权力公信遭遇极大挑

战ꎬ民众对最后一道防线失守的焦虑和对越来越蛮横霸道的一方的担心ꎬ使得他们希望借助新媒体

和网络平台来发出自己的声音ꎬ以实现对司法权的引导和监督ꎬ纠正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偏差ꎬ达到

自己认为安全、平等、公平的预测ꎮ” [２]

舆情民意在刑事司法审判中不断拷问中国的司法公信力与司法的独立性并不断催生着中国司

法审判的风暴ꎮ 在中国现实的司法环境中ꎬ法院地位、前途、名誉、对法官的评价似乎都维系在社会

的满意程度上ꎬ为了“向民众交出满意的答卷”ꎬ刑事审判法官被推向法治与民主的夹缝中左右为

难ꎮ 而“舆情民意通过给权力上层造成社会管理焦虑ꎬ使权力上层启动对权力下层控制ꎬ进而在内

部封闭系统下ꎬ由权力下层干预法院的判决”ꎮ① 因此ꎬ研究舆情与刑事司法的博弈在新媒体与自媒

体时代具有重大意义ꎮ
涉诉舆情案件的舆情思维与法律思维之间又存在哪些差异呢? 面对类似争议较大的案件ꎬ公

众到底希望看到怎样的判决书? 下面ꎬ我们将以近年来典型争议涉舆案件的判决书以及舆情焦点

进行对比ꎬ去发现其中的不同:

表 １　 重大案件判决与舆论焦点的区别

序号 案情 判决理由的焦点 舆情的焦点

１.许霆案②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ꎬ许霆在某银行 ＡＴＭ 机取款 １００
元ꎬ但机器故障ꎬ他取出了 １０００ 元ꎮ 许霆发现银行

账户上只被扣除了 １ 元钱ꎬ就连续先后取出 １７.５ 万

元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一审ꎬ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

刑ꎮ 二审裁定发回重审ꎬ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１.是否构成犯罪ꎬ是否

为盗窃罪ꎬ是否有盗

窃金融机构的情节

２.社会危害性程度

１.银行 ＡＴＭ 机出现故障

２.银行作风一贯强硬

３.许霆所受处罚与贪官的处罚不成

比例

２.药家鑫案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晚ꎬ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开

车撞伤了 ２６ 岁的张妙ꎬ下车后发现受害人在记自己

的车牌号ꎬ因担心以后会有麻烦ꎬ药家鑫从车后备箱

拿出水果刀将受害人连捅 ８ 刀ꎬ致其当场死亡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ꎬ一审被判处死立执ꎬ同年 ５ 月ꎬ二审维

持原判ꎬ６ 月 ７ 日ꎬ被执行死刑

１.是否构成故意杀人ꎻ
２.是否有自首情节

３.自首是否可以作为

减轻处罚的依据

１.被害人是家境贫寒的女农民工ꎻ还
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

２.药家鑫是富二代

３.药家鑫父母不作出真诚道歉

４.受害人抄号码ꎬ药家鑫便捅了他 ８
刀

３.李昌奎案④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李昌奎将同村 １９ 岁女子击昏后

强奸ꎬ之后将此女与其三岁的弟弟一同杀害ꎬ极其凶

残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ꎬ一审判决死立执ꎬ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ꎬ二审改判为死缓ꎬ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ꎬ该案再

审ꎬ李昌奎被依法执行死刑

１.是否构成故意杀人

罪

２.是否有自首情节

３.自首情节是否能够

改为死缓

１.药家鑫被判死立执ꎬ而更加凶残

的ꎬ致二人死亡的被告人判死缓

２.自首为何要减轻量刑ꎬ是否有司法

腐败

５４

①

②

③

④

自“许霆案”以来新兴媒体与网络似乎常态化地将刑事案件推到民众对个案关注的顶峰ꎬ审判交给“全民大讨论”ꎬ最后升

级发酵为“公共事件”ꎮ 郜占川:«舆情民意对刑事司法的考量»ꎬ«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ꎬ第 ６４ 页ꎮ
参见许霆案重审判决书ꎬ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８)穗中法刑二重字第 ２ 号ꎮ
参见药家鑫案一审判决书ꎬ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１)西刑一初字第 ６８ 号ꎮ
参见李昌奎案二审判决书ꎬ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０)云高法终字第 １３１４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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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 　

序号 案情 判决理由的焦点 舆情的焦点

４.闫哮天案①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大一学生闫哮天及其朋友于暑

假期间先后掏了两窝 １６ 只小鸟(燕隼)出卖

给他人ꎬ后被逮捕ꎮ ２０１５ 年一审判决闫哮天

犯有非法收购、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 １０ 年半ꎬ二审维持原判

１.受否构成本罪

２.量刑情节:燕隼是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ꎬ根据相关法律解释ꎬ盗猎 ６
只为情节严重ꎬ１０ 只为情节特别

严重

３.被告人是否有其他减轻量刑的

情节

１.立法不合理

２.被告并不知该鸟是国家保护

动物ꎬ不知者无罪ꎮ 且并没有

虐待鸟ꎬ情节轻微ꎬ判 １０ 年量

刑过重

３.被告人是在校大学生ꎬ却因

为几只鸟断送前程ꎬ人不如鸟

５.贾敬龙案②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ꎬ因不满婚房被北高营村村

委会野蛮拆除ꎬ贾敬龙持改装的射钉枪将村

支书何建华杀害ꎬ１１ 月 ２４ꎬ贾敬龙被判处故

意杀人罪ꎬ判处死刑ꎮ 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复

核ꎬ核准该案死刑裁定书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贾敬龙被执行死刑

１.是否构成故意杀人

２.是否有自首情节

３.死立执还是死缓

４.被害人是否有重大过错

１.强拆婚房致使其无法结婚

２.村支书的态度恶劣嚣张

３.被害人有重大过错ꎬ死立执

的量刑过重

６.赵春华案③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赵春华由于经营打气球

的射击摊被警察抓获ꎬ１２ 月 ２７ 日一审赵春华

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３ 年 ６ 个

月ꎬ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６ 日二审改判非法持有枪支

罪有期徒刑 ３ 年缓刑 ３ 年

１.是否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２.社会危害性不大是否构成缓刑

１.枪支鉴定及枪支管理规定不

合理

２.不知者无罪

３.认为法院量刑 “ 同案不同

判”

７.于欢案④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２２ 岁的于欢和母亲苏银霞受到

１１ 名高利贷催债人围攻侮辱ꎬ后于欢在警察

来后又离开现场的短短几分钟之内ꎬ用一把

水果刀刺死 １ 人ꎬ刺伤 ３ 人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７
日ꎬ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

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ꎬ于欢被

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１.被告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

２.被告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

过当

法院裁判不公、警察办案不

力、黑恶势力猖獗、中小企业

借贷难

上述七个案件都是近年来著名的涉诉舆情刑事案件ꎮ 舆论反映了民众的惯常思维ꎬ而判决书

是法官的职业思维的集中体现ꎮ 两种思维方式具有明显差别ꎮ 面对具体个案ꎬ舆情格外关注于案

件的细节而始终偏离于司法的专业性方向ꎮ 从以上分析可知ꎬ涉诉舆情案件存在以下特点ꎮ
第一ꎬ对立性ꎮ 没有对立ꎬ舆论根本没有兴趣关注ꎮ 这种对立更对是身份的对立ꎮ 如果当事人

是处于社会的弱势阶层ꎬ而判决又对其不利ꎬ那么舆论倾向于将判决归因于当事人的身份没有能力

走关系ꎮ 而如果当事人是社会的强势阶层ꎬ判决合乎其利益所求ꎬ则舆论更倾向于将原因归咎于当

事人的身份角色有可能对司法结果施加的影响ꎮ 舆论对司法的这种解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有

关ꎮ 在许霆案中ꎬ许霆的弱势身份与银行的强势地位ꎬ让大众从心理上同情许霆ꎬ而赵春华非法持

枪案中ꎬ弱势的老太太李春华与强大的公安机关之间所形成的强烈身份对比ꎬ让人们更加同情赵春

６４

①

②

③

④

参见闫哮天案一审判决书ꎬ河南省辉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４)辉刑初字第 ４０９ 号ꎮ
见贾敬龙案一审判决书ꎬ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学院(２０１５)石刑初字第 ００１３８ 号ꎮ
见赵春华案二审判决书ꎬ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津 ０１ 刑终 ４１ 号ꎮ
参见于欢案一审、二审判决书ꎬ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鲁 １５ 刑初 ３３ 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鲁刑终

１５１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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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ꎮ 药家鑫富二代的身份与被害人张妙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又有较大反差ꎬ张妙无故被害使得药

家鑫让人觉得其罪大恶极ꎬ于欢及其家人的弱小与强大的黑恶高利贷势力以及不作为的政府、公安

机关相比ꎬ显得微不足道了ꎮ
第二ꎬ道德性ꎮ 于欢案首次被南方周末报道时被取名为“辱母杀人”ꎬ舆论公众认为于欢是因为

母亲受辱而愤起杀死恶贯满盈的高利贷分子ꎬ其刺杀行为不能受到制裁ꎬ而应广为赞许表扬ꎮ 舆论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ꎬ激烈抨击一切司法立场的言论ꎮ
可以看出ꎬ“辱母”一词是于欢案的标志ꎮ 公众被这种话题性的标题深深吸引ꎬ并在标题的引导

下将自己置于道德的优势地位ꎮ 因为同情于欢ꎬ就表明自己是个好人ꎬ而相反的观点则有可能将自

己置身于道德的对立面并遭到舆论的攻击ꎮ 这种优势也被称为“舌战优势”ꎬ“当一种观点与其他

观点相比具有了明显的舌战优势时ꎬ其对思想和行为就可以造成可预测的结果”ꎮ[３] 虽然于欢案的

一审和二审裁判文书都清楚的指出ꎬ母亲受辱并非于欢行为的直接原因ꎬ但公众更愿意以自己的理

解去相信于欢的犯罪动机是出于高尚的道德感情ꎮ
涉诉舆情案件之所以能够广受关注的重要原因是其背后所隐含的大量社会信息和政治信息ꎮ

“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ꎬ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

来的情感”ꎮ[１]网民在积极参与案件讨论时ꎬ往往结合了自己的社会处境ꎬ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案件

中的具体场景结合起来发泄这种感同身受的情绪ꎮ 当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ꎬ便演变成为群体

性情绪ꎬ他们冲动、易变、急躁ꎮ

二、“于欢案”一审与二审判决说理分析

说理的对象是谁? “于欢案”的一审裁判文书是舆情的重点评论对象ꎮ 裁判文书是法院的权威

文件ꎬ民众的发声较以前的重大涉诉舆情相比ꎬ要理性得多ꎮ “大家普遍认为ꎬ这次讨论是一次生动

全民法治教育公开课ꎮ 舆论场也从之前类似案件的‘集体狂欢’向‘法治理性’悄然转变”ꎮ[４] 社会

民众基于裁判文书所公布事实和理由而非媒体舆论的片面之词来进行讨论ꎬ是全社会以法律思维

与法律方式进行思考和判断ꎬ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之一ꎬ而法官在诸如此类的重大案件中的说理是

全社会民众了解司法与法律的最重要渠道ꎮ 但是ꎬ该案的一审判决书的说理论证不够充分ꎬ对于焦

点尤其是量刑问题缺少充分论证ꎬ民众从判决书中没有找到想要的信息ꎬ更没有感受到公平正义ꎮ
因而ꎬ该判决书不仅没有达到“案结事了、消除矛盾”的社会效果ꎬ反而成为舆情案件的火山喷发口ꎬ
进一步激化了司法与民意之间的矛盾ꎬ使得舆情失去控制ꎮ 相比之下ꎬ该案的二审广受好评ꎮ 不仅

仅是较为彻底到位的审判公开方式ꎬ如以微博微信等平台实时公开庭审现场ꎬ贯彻了证人出庭作

证ꎬ接受质证的庭审方式ꎬ其中裁判文书详细论证解释了民众关注的、一审判决书中被忽略的焦点

问题ꎬ值得借鉴ꎬ更值得一提的是二审判决书中对待民意舆情的技巧ꎬ平衡了情理与国法的说理方

式ꎮ 我们将对“于欢案”的一审和二审裁判文书进行对比研究ꎮ
实质裁判并不是本文研究的话题ꎬ二审好评度更高也是因为于欢从无期徒刑被改判为有期徒

刑五年ꎮ 这种改变也并非空穴来风ꎬ判决理由对这一改变所进行的论证让人信服ꎮ 当然ꎬ二审论证

的详细充分是在万众瞩目的背景下的必须而为ꎬ一审法官不可能预料到其判决会造成重大舆情ꎬ因
此说理更多以法律职业思维出发ꎬ没有考虑到舆论压力ꎬ这些都情有可原ꎮ 我们进行对比分析的意

义并不是去抨击一审法官ꎬ而是希望通过对比来分析说明重大刑事舆情案件的判决已经是非常态

化的判决ꎬ面对民意舆情时必须考虑到特殊说理逻辑ꎮ
(一)兼顾法理与情理

二审判决最大的改变是兼顾了“辱母”所引发的伦理道德与法理的碰撞ꎮ “传统的观点认为ꎬ
法律无外乎人情ꎬ所谓天理、国法、人情ꎬ‘情’居其一ꎮ 合乎天理ꎬ方为善法ꎬ情法两平ꎬ堪称良判ꎮ
这套话语固然早已不合时宜ꎬ但也没有全失其效用ꎬ只是变换了说辞ꎮ 比如一般对‘群众路线’的强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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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ꎬ刑事判决中对‘民愤’的运用ꎬ法律适用时对‘社会效果’的重视等ꎬ而‘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ꎬ则是最新的权威表述ꎮ” [５]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下ꎬ舆情民意聚

焦“辱母”行为ꎬ在他们眼中ꎬ被告人于欢就算不是正当防卫ꎬ也是报复侮辱自己母亲的人而刺死万

恶的黑势力ꎬ该行为与民国为报父仇而刺死孙传芳的施剑翘相似ꎬ是提倡表彰的孝道行为ꎬ何其英

勇ꎮ 一审判决中ꎬ法官仅用“侮辱漫骂”便将罪大恶极的“辱母”行为一笔带过ꎬ①将“英雄”判了无

期ꎬ是可忍孰不可忍! 汹涌的舆情不会仔细考虑法律法理等于他们不善长的技术ꎬ他们的讨论并非

基于证据ꎬ更多是在发挥着充分的想象力ꎮ 一审法官在作出判决之时ꎬ该案没有曝光ꎬ法官此时无

法得知哪些关注点会激发舆情ꎬ其所做出的判决理由模式更倾向于法律职业思维模式ꎬ其说理对象

是检察院、辩护律师以及上诉法院的法官ꎮ 而二审中ꎬ上级法院、检察院、当地政府和舆情民意不断

施压②ꎬ判决写作须慎之又慎ꎮ 面对舆情民意集中爆发的关键问题ꎬ法官既要积极回应ꎬ又不能偏离

法治路线ꎮ 于是ꎬ技巧是必要的ꎮ
纵观整个案情ꎬ“辱母”是否是于欢行刺的唯一动机ꎬ其实不管是一审还是二审判决ꎬ在事实认

定中都已经表述得很清楚ꎮ “辱母”并非于欢防卫行为的直接原因ꎬ更不可能成立特殊防卫ꎬ因为其

并没有在母亲受辱的当时就举刀ꎬ也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于欢刺杀行为是在为母亲报仇ꎮ 那么ꎬ如何

调和舆情关注与法理判断说理之间的矛盾呢? 与一审中提及被害人过错时的含糊其辞相比ꎬ二审

判决刻意凸显了“辱母”情节ꎬ并将辱母行为描写成被害方的严重过错ꎬ法官写到这种行为“严重违

法、亵渎人伦ꎬ应当受到惩罚和谴责”ꎬ而且对于欢的“报复”情绪加以肯定ꎬ认为应当作为量刑上

“对于欢有利的情节重点考虑”ꎮ 然而ꎬ法官强调“辱母”行为的“过错性”的同时ꎬ实际上是把这种

行为从至少是与正当防卫有关的不法侵害中排除出去了ꎮ[５] 如判决书提到:“被害人杜某当着于欢

之面公然以裸露下体的方式侮辱其母亲苏银霞”与“于欢实施防卫行为之间相隔二十分钟”ꎬ其实

是隔开了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ꎬ辱母过错发生在前ꎬ发生于后的是不法侵害ꎮ 问题出来了ꎬ如果于

欢因为“报复”而刺捅被害人ꎬ那么定性“正当防卫”就过于牵强ꎬ而如果是“防卫性质行为”的捅刺ꎬ
相隔二十分钟的时间又无法合理解释于欢的行为是由“辱母”所引起的ꎮ 那么ꎬ如何合理合法的定

性于欢行为呢? 聪明的法官写出了一句“于欢捅刺杜志浩等人时难免不带有报复杜志浩辱母的情

绪”ꎬ混淆了“报复”与“防卫”ꎬ同时区分主次ꎬ虽然仍然无法避免法理逻辑上的困境ꎬ却已经顺利地

迎合了大众的逻辑ꎮ 这种处理会有逻辑混乱之嫌ꎬ但却会满足民意舆情的法治期待ꎮ
(二)曝露大量民众关心的信息

涉诉舆情案件中ꎬ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往往与定罪量刑的相关性不大ꎬ但其中却饱含了民众激

烈的社会情绪ꎮ “于欢案”的舆情信息内容③具有典型性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于欢案舆情信息包含了大量社会情绪ꎮ 不满孝道不存、世风日下ꎬ不满警察

办案不力、高利贷问题、中小企业借贷难、钢铁行业发展艰难等等ꎬ这些信息占道来整个信息总量的

８０％以上ꎬ而针对司法裁判本身的舆情仅有 ２０％ꎮ
一审判决书中极少提及可能引发舆情但与案件相关行不大的事实ꎬ如当时派出所警察的办案

过程、于欢父母借高利贷的整个经过ꎮ 于一审法官看来ꎬ于欢故意伤害案件中ꎬ相关案件事实的时

８４

①

②

③

有媒体记者对于“催债人员对于欢的母亲苏银霞的侮辱行为ꎬ不仅包括脱裤子、脱于欢的鞋来堵嘴等ꎬ还有放黄色录像以

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行为”没有提及向相关派出所求问ꎬ但没有获得答案ꎮ 见«辱母案中判决书为什么没提及侮辱细

节?”»的网络文章ꎬｈｔｔｐｓ: / / ｚｈｉｄ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２２７１０４４６６９１８６４７００６８.ｈｔｍｌꎬ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ꎮ
于欢案二审检察员出庭意见中ꎬ就特别辟出一节讨论司法和舆论的关系ꎬ指舆论监督是连接司法与公众的重要管道之一ꎬ

也是令二者得以良性互动的重要保障ꎮ 因此ꎬ检察机关高度重视“舆情背后公众对司法的价值诉求”ꎬ同时“秉持客观公正立场ꎬ坚
守法律与良知ꎬ以事实为依据ꎬ以法律为准绳ꎬ依法履行监督职责”ꎮ 该意见甚至肯定以“情理”办案的价值ꎬ称已“用证据还原了案

件真相ꎬ以法理、情理辨析了案件的定性和法律的适用ꎬ相信于欢也必将最终得到公正的裁判ꎮ
相关数据参见«大数据:“辱母杀人案“大家都怎么看»ꎬ载于凤凰新闻:大数据深度分析ꎬｈｔｔｐ: / / ｓｈａｒｅ. ｉｃｌｉｅｎｔ.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ｓｈａｒｅＮｅｗｓ? ａｉｄ ＝ １１２３１０９３＆ｆｒｏｍＴｙｐｅ＝ｖａｍｐｉｒ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ｄꎬ网站最后访问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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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于欢案舆情信息内容及比例

间起点是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下午三点开始(有人来厂子要账)ꎬ在这之前发生的借贷、还贷、要债行

为均与案件无关ꎮ 而警察是否离开也没有关系ꎬ因为事实上警察确实在说了一句“别打架”之后就

离开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被关押的房间ꎮ 然后ꎬ舆情却针对警察与黑社会性质的放高利贷行为爆

发激烈争议ꎮ 于是ꎬ二审法官不得不在安抚社会情绪问题上暴露大量细节信息ꎮ
当班警察是否有渎职不作为是关注焦点ꎮ 从警察出警的详细时间记录可以看出ꎬ当班警察的

处置方式虽有不妥ꎬ但并未违法出警条例ꎮ 一审法官在处理涉及警察出警的细节时十分谨慎ꎬ只在

“证人证言”部分提到ꎬ而“证人证言”是由本案的侦查机关提供ꎬ此举在法律人看来并没有问题ꎬ但
让民众不仅猜想政法职业共同体相互维护的一体化关系ꎬ浮想联翩ꎮ

从社会场域视角来看ꎬ于欢案的一审与二审判决说理是两种说理方式ꎬ前者以法官的法律职业

思维为导向ꎬ其说理以法律职业人士为对象———检察官、辩护律师以及上诉法院ꎮ 而后者的说理以

社会公众等法律外行为说理对象ꎬ法律职业思维与社会思维交织在一起ꎬ以说服舆情民意为目的ꎮ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ꎬ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不断减弱ꎬ新型媒体活跃于网络和大众视野ꎬ控制者舆论话

语权ꎮ 微信、微博、公众号等新方式已经改变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ꎬ言论相对更加自由和便捷ꎮ 那

么ꎬ新时期下ꎬ哪种说理方式更适合法官说理的社会场域呢?

三、消极法民关系说理与积极法民关系说理

(一)何谓“法民关系”
“法民关系”的提法来自北大的凌斌教授ꎮ 凌斌教授在苏力教授«判决书的背后»一文的基础

上ꎬ提出说理的质量不仅与说理者相关ꎬ还与说理的对象相关ꎮ 两者在司法中的关系即“法民关

系”ꎮ 影响裁判说理的因素ꎬ既有隐藏弱点、注重判断、直接沟通等普遍原因ꎬ也有其特殊原因ꎬ即特

定的“法民关系”ꎮ 法民关系分为消极的法民关系和积极的法民关系ꎬ“消极的法民关系”指法官的

说理对象是法律同行ꎮ 在这种关系中ꎬ当事人和公众通常处于“消极”状态ꎮ 而“积极的法民关系”
是指法官主要说理对象是法律外行ꎬ受到当事人(有时还扩展为一般公众)的“积极”影响ꎮ[６] 不同

的法民关系ꎬ决定了说理的内容和效果上的差异ꎮ
“法民关系”的思维方式中ꎬ“法”与“民”之间哪方需求更强、压力更大ꎬ法官在思考时就会侧重

哪一方ꎮ 法官在裁判生成过程中ꎬ应该能够预料到案件的敏感性ꎬ必须给出一个能够兼顾民众诉求

和法律规定、以协调法律教义和民众情感的判决理由ꎮ 法官首先要做的是给出一种“最少冒犯公

众”的判决理由ꎬ另一方面ꎬ法官还必须确保“最小扰动法律”的判决理由ꎮ[７] “民”思维是站在普通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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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立场来解释论证ꎬ而“法”思维是根据法律思维来进行论证和解释的方式ꎮ 法官在依据法律对

案件进行裁判时ꎬ法律因素必然是决定其思维向度的本质方向ꎬ但是ꎬ在说理的时候ꎬ法官应该站在

说理对象的立场上ꎬ对尤其是疑难案件进行论证ꎬ其论证的语言不能过于抽象ꎮ
刑事判决说理与民事判决、行政判决不同ꎮ 在刑事思维特征的基础上ꎬ更加注重裁判依据的合

法性与权威性ꎮ 刑事判决书要实现刑事诉讼的首要目标———打击犯罪ꎬ实现同案同判ꎮ 公诉方代

表着国家行使检察权ꎬ国家权威在刑事诉讼中展现的淋漓尽致ꎮ 民事判决书、行政判决书中法官亲

民的态度极少出现在之前刑事判决说理中ꎮ 因此ꎬ那么ꎬ刑事判决说理是否依然应该遵循积极的法

民关系式的说理原则———既要让外行人理解ꎬ又要防备他们无处不在的质疑ꎻ既要符合法理ꎬ又不

能过于学理?
(二)积极法民关系式的刑事判决说理

民意的思维特点是道德性优先ꎬ而法律思维则是法律优先ꎬ如何解决法律与道德的冲突ꎬ是法

官在考虑民众立场上说理时必须注意和解决的问题ꎮ 社会普遍关注的案件往往遇到国家法律政策

与道德价值的冲突ꎬ法官“最少冒犯公众”与“兼顾国法”之间来说服民众ꎬ确实需要高超的说理技

术和经验ꎮ 当然ꎬ裁判中坚守合法律性优于合道德性的思维模式是法官作为法律人的底线ꎬ而使用

多种方法来进行论证说理ꎬ把法言法语以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说清楚ꎬ与坚守法律人的底线并不矛

盾ꎮ 说理并非必须改变受众的立场ꎬ只要能够尽量获取受众的理解ꎬ就是好的判决说理ꎮ 我们在此

强调的是ꎬ法官在说理时候应该站在受众的立场上说理ꎬ不能只使用单一向度的说理模式ꎮ 习总书

记说:“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ꎬ①而站在民众立场来说理是实现

这一宏大目标的重要步骤ꎮ 民事审判中ꎬ“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陈燕萍工作法”、“里心审判

方式”、宋鱼水、袁月全等优秀法官ꎬ能够站在当事人角度释明法理ꎬ积极与当事人沟通ꎬ避免当事人

产生抵抗心理[８]ꎬ已经为我们创造了大量成功经验等ꎮ 然而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在审判程序与理

念上差异巨大ꎬ当事人(被告人、被害人及其家属)以及受众很难在庭审过程中获得与法官对法理的

沟通解释的机会ꎬ因此ꎬ判决书中的释法说理就显得格外重要ꎮ
１.刑事判决理由中的道德性修辞探讨ꎮ 我们认为ꎬ刑事判决说理中道德性修辞是合理、合法

的ꎮ “修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语言的加工活动ꎬ“修辞”是法官论证说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法官们往往充分利用唤起情感的修辞技巧ꎬ并且在判决书中ꎬ修辞对论证具有构成性意义” [９]ꎬ而
法官在论证自己的决断时ꎬ必须使用一定的修辞手法说服当事人接受自己的判决ꎮ 由于民意判断

往往以道德性替代法律性ꎬ道德性修辞来说服当事人和受众接受判决是必要的ꎮ
刑事判决说理中的道德性修辞主要有以下功能:一是犯罪构成要件的定性功能ꎮ 二是犯罪本

质的解释功能ꎮ 三是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之外的反映社会危害性大小或者人身危险性高低的事实的

评价功能ꎮ 四是具体案件事实的评价功能ꎮ 五是强化说理效果的功能ꎮ 道德性修辞一般出现在刑

事裁判文书的四个部分ꎬ“控辩主张”、“经审理查明”部分(作为庭外调查)、“本院认为”部分(作为

对案件事实的评价)、“本院认为”部分(作为定罪或量刑的说理与论证)ꎮ 其中ꎬ较多适用在量刑说

理中ꎮ 如:“但本案发生在亲属之间ꎬ与人友善是每个人应遵循的价值准则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ꎬ被告人仅因正常家庭事务的争执ꎬ在父亲劝阻的情况下ꎬ不但不有所克制ꎬ反而丧失理智ꎬ
罔顾亲情ꎬ取刀持刀伤害致死自己的父亲ꎬ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ꎬ亦应从重处罚ꎮ”②“本案

中ꎬ被害人 ＸＸ 与有夫之妇保持的所谓“恋爱关系”已超乎道德容忍限度ꎬ有悖于公序良俗ꎬ亦违反

婚姻法所确立的秩序ꎬ加之上门挑衅更属不当ꎬ出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ꎬ在对二被告人量刑时应予评价上述被害人之过错ꎮ”③适当运用道德性修辞ꎬ对当事人动之以情ꎬ

０５

①

②

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ꎬ对政法机关提出的努力目标和要求ꎮ
王希崇故意伤害罪一审刑事判决书ꎬ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武中刑初字第 ８ 号ꎮ
叶某甲、叶某乙犯故意伤害罪一审刑事判决书ꎬ浙江安吉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湖安刑初字第 ６０３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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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之以理ꎬ自然会增强说理的可接受性ꎮ
当然ꎬ合理使用道德性修辞能够增强说理效果ꎬ但如果使用不恰当ꎬ也会妨碍裁判文书的说理

功效ꎮ 为此ꎬ有必要进一步研究“道德性修辞”在刑事判决说理中的具体规则ꎮ 一是刑法评价优位

原则ꎮ 即对具体案件的评价ꎬ刑事法律优先于道德判断ꎮ 道德性修辞永远只是辅助性的说理地位ꎮ
另外ꎬ应该遵守道德性修辞的必要性原则ꎮ 作为具体个案法益、主观故意、不作为义务来源、量刑情

节等方面的道德性修辞的运用是必要的ꎬ但是那些单纯地对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道德性评价

并不必要ꎮ 例如ꎬ“本院认为ꎬ被告人陈元明无视国法、违背人伦道德、为泄私愤ꎬ故意防火危害公共

安全ꎬ造成一死一重伤ꎬ财产毁坏较大的严重后果ꎬ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ꎮ”①其中ꎬ“违背人伦”的
事实不影响被告人放火罪的刑事责任的大小ꎬ至多表明了法官对这部分案件事实所反映的被告人

行为的道德性评价ꎮ
２.积极法民关系式说理的策略ꎮ 消极法民关系式说理的对象相当具有专业性ꎬ但司法职业性

说理及理由的接受相对复杂ꎮ “我们会发现ꎬ当一个司法问题的争论的参与者越多ꎬ一方的理由充

分阐述有时可能越会遭遇来自各方的质疑ꎬ今天无所不在的网络文化实践中的司法说理尝试ꎬ可视

为典型的印证场景ꎮ” [１０]从法律人角度看ꎬ法官的说理已经详尽充分的ꎬ但却引来更多的怀疑和驳

斥ꎮ “李昌奎案”二审改判死缓后ꎬ包括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在内的众多法官们在阐明为何

改判死缓时表达了各种理由ꎬ可谓充分全面ꎬ且颇有占领司法理念制高点的格局ꎬ但却要面对更多

更尖锐的评判和反对[１１]ꎮ 而“于欢案” 二审结果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ꎬ大多民众都坚定认为于欢

应该无罪开释ꎬ五年有期徒刑与他们的期待相去甚远ꎮ 二审裁判文书中ꎬ法官一改被动局面ꎬ在裁

判文书中主动提供舆情民意关注的信息ꎬ如上图中所提到的关于高利贷借贷问题ꎬ警察出警细节

等ꎮ 二审判决书中法官所展现出来的虚心态度ꎬ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民意ꎮ
积极法民关系式说理将“辩法析理”与“虚心对待当事人”融合起来ꎬ包含了什么理论意义呢?

人们易将这种努力视为司法伦理的一种高尚表达ꎬ或是政法理念推动及宣扬的司法政治策略ꎬ当
然ꎬ也会有人提出在“案多人少”的当下司法环境中ꎬ此举浪费本就紧张的司法资源ꎬ有悖于“现代

司法理念”ꎮ 但如果实践中确实存在着成功ꎬ如获得当事人认可并赢得广泛的社会赞誉且并未呈现

很高的行动成本ꎬ其中是否包含了促进司法参与各方达成积极法民关系式的说理? 显然ꎬ人们更会

认同司法伦理的高尚表达ꎬ即使这种说理方式对大多数法官来说是困难的ꎮ 当有人认为这是多余

且司法低效时ꎬ有人却会认为这是及时的、能够提高司法效率的方法ꎬ“因为ꎬ自己包括其他许多人

毕竟愿意面对司法者的‘认真’、‘诚恳’、‘友善’的对待ꎬ当自己被这样对待后ꎬ大多数当事人ꎬ便会

更谨慎地思考是否上诉、申诉甚至上访ꎮ” [１２]

我们需要认识到ꎬ许多涉诉案件表面针对司法ꎬ但实质与司法的关系不大ꎮ 对于此类问题ꎬ法
院如果轻易顺应民意判决或改判ꎬ其结果只能是伤害司法的公信力ꎬ而这种伤害将是从根本上的ꎬ
民众会造成“事情闹得越大ꎬ越好解决”ꎬ司法公信力将不可修复ꎮ 我们讨论社会场域中的刑事判决

说理ꎬ并提出疑难案件的刑事判决理由应采用积极法民关系式说理ꎬ在裁判说理中可以在裁判理由

部分使用道德性修辞、判决理由中主动提供民众关心的案件信息ꎮ 这一结论并非鼓励司法应顺应

民意改判ꎬ而是认为在法治观念同质性不高的中国ꎬ判决说理可以成为缓和矛盾ꎬ弥合鸿沟的缓冲

地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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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义解释的逻辑程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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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文义解释经受法律规则运用语境中的法律实践、法律经验相互交融产生的事实影响ꎮ 基层

司法者适用法律规则的实践ꎬ处在基层方言语境之中ꎬ法律实践与经验交融的力度更大ꎬ这种状况决定

顶层设计为主的法律规则必须沟通于公众的日常社会生活ꎬ法律文义解释必须接乡土地气、善待民权民

生、融合法律实践中的善良民俗ꎮ 方言语境中ꎬ法律文义解释在判断法条要件、解释推论前提、扩张法律

概念、认定交融事实、完成要件归入的裁判思维过程中完成ꎮ 法律理解、解释与适用应积极对社会行为

进行评价ꎬ引导公众发自内心地自愿接受法律规则ꎮ
关键词: 方言语境ꎻ 文义解释ꎻ 事实认定ꎻ 司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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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司法者适用法律规则会因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义多样性和语境的多元性等ꎬ而遭遇法律

文义的模糊性ꎬ进而导致裁判的不确定性ꎮ 裁判不确定问题的解决需要法律文义解释ꎮ “文义解释

是在法律解释诸方法序列中居于优位性的基础方法”ꎮ 法律的文义解释ꎬ不仅仅是法律规则字面本

身含义的机械直译ꎬ还涉及法律的语境与实践问题ꎮ 法律实践、法律经验相互交融产生的事实赋予

了法律规则以权威ꎬ其成为了解释法律规则的标准ꎮ “对于取向于裁判的实质理性标准ꎬ即对于考

量裁判后果只有这时才有余地:只要语言的模糊性开启了裁判的活动空间”ꎮ 本文以张甲诉乙公司

继承纠纷案裁判为分析样本ꎬ阐释和描述法律文义解释在判断法条要件、解释推论前提、扩张法律

概念、认定交融事实、完成要件归入等环节基础上完成的裁判思维过程ꎬ此过程亦是审判对正当行

为肯定、对违法行为否定的过程ꎮ

一、评判:法律规范构成要件

价值判断贯穿司法审判整个过程ꎬ法律专业知识和人自身的良知融合建构的价值标准ꎬ在司法

过程中应反复被考量ꎮ 发现和适用法律离不开对法律条款的价值评判ꎮ 缺少了价值判断ꎬ司法过

程也缺乏合理支撑ꎮ
(一)价值判断与合理性

法律适用需要以法律条款为大前提ꎬ大前提的语言意义、用词内涵外延不明确等ꎬ困扰司法者ꎮ
法律适用的困境是其不仅需要理解语言意义ꎬ还需要对内涵外延进行界定等ꎬ导致司法过程中司法

者对司法解释的过度依赖ꎮ 司法过程中司法者对司法解释的过度依赖ꎬ一定程度上可反面证明法

律条款意义的模糊性ꎬ其适用范围和构成要件的清晰性需要界定ꎮ 司法者不愿发挥主观能动性ꎬ或
者说在缺乏系统的法律适用养成机制的环境中ꎬ由于法律适用方法的系统欠缺ꎬ司法者惧于对法律

条款进行主观的理解与解释ꎬ因此ꎬ向上汇报、向上请示等方式方法ꎬ一方面解决了其法律适用的困

境ꎬ滋长了其不主动理解、解释法条的司法惰性ꎬ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司法解释产生的现实必要性ꎬ基
层司法需要顶层设计的法制统一ꎮ 不主动理解与解释法律概念ꎬ让司法者懈怠于对法律条款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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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判断及主动寻求司法结论的合理性证成ꎮ
(二)司法解释的过度依赖

“任何文本都需要读者去理解和说明ꎬ需要对其含义进行阐释和说明ꎬ法律文本也不例外ꎮ”没
有司法解释的情形ꎬ司法者也需要做出裁判ꎬ这既是法律规定的义务ꎬ又有司法考核的责任督促ꎮ
假设司法者不知如何将某些事实和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ꎬ或者法条没有明确包含某些个案具

体的情形ꎬ则有的极少数个案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裁判之外ꎬ始终无法获得结论ꎮ 这种现象的产

生ꎬ其原因既有司法者不知如何运用类推等法律方法ꎬ也有依据证据裁判规则无法获得内心确认的

倾向性事实等ꎮ 没有司法解释可依赖的情形下ꎬ司法者应主动以司法良知为基础ꎬ结合立法目的ꎬ
去理解法律条款的意义ꎮ 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ꎬ对法律条款解释的结果亦会不同ꎬ直接影响

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和法律目的是否能够实现ꎮ 掌握法律文义解释的一般方法ꎬ明确解释的

对象ꎬ即法律条款、构成要件、概念和语词ꎬ明确解释的目标ꎬ运用语法、句法等解释手段ꎬ理解其意

义和目的ꎮ
(三)推论前提需要评判

法律文本的理解与解释ꎬ决定着法律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被适用、执行的具体情况ꎬ法律理解与

解释是法律效果实现的前提ꎮ 法律大前提需要司法评价的深入渗透ꎬ对大前提作出解释和评价ꎬ必
须融合社会正当价值取向ꎮ 完全不考虑亦或考虑不足社情民意和社会公众普世价值的法律适用ꎬ
缺失法律适用的现实基础ꎬ且容易引发社会公众的正当性质疑ꎮ 法律适用的合法性有其依据ꎬ过错

等模糊语词的运用ꎬ抽象而不具体ꎬ导致合理性的依据缺少价值支撑ꎮ 张甲诉乙公司继承纠纷案

中ꎬ张甲与被继承人李丙系朋友关系ꎬ李丙未婚ꎬ无子女ꎬ张甲照顾李丙生活多年ꎬ生活起居进行帮

扶ꎬ且精神上进行了慰藉ꎮ 李丙逝世后ꎬ无法定继承人ꎬ张甲起诉乙公司要求继承李丙的住房补贴ꎮ
张甲尽管多年生活起居上帮扶李丙ꎬ且有精神慰藉ꎬ但并非继承人ꎬ能否继承李丙的住房补贴呢?
这就需要对法律大前提进行判断ꎮ

(四)司法评价的目的

司法积极介入社会行为的评价ꎬ对社会行为进行正向的回应ꎬ是为了鼓励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

适用中ꎮ 司法过程中ꎬ司法者运用模糊语词ꎬ对某些社会行为的消极评价或者不评价ꎬ往往不会取

得对公序良俗有至高期许目的的社会公众的认可ꎬ甚至可能会撕裂社会的价值共识ꎮ 司法评价对

某些社会行为的视而不见ꎬ或者做些有悖常理、常情、常识的处理ꎬ引发的不仅仅是舆情之危ꎬ甚至

是充满情绪的质疑和不满ꎮ 司法不审慎考虑社会价值共识ꎬ法律大前提的评判不审慎考虑社会共

识价值ꎬ有违法律的目的和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基本人权的终极追求ꎬ这有损司法制度的

终极价值ꎮ 司法必须与社会共识价值正向互动ꎬ正向推动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适用之中ꎮ 个案法

律适用影响类案的判断取向ꎬ也影响社会共识价值的走向ꎮ 作为公平正义守护底线的法律适用ꎬ必
须积极评价和回应社会行为ꎮ

二、解释:推论前提具体文义

“法文本之内涵不是先于解释而存在ꎬ而是通过解释而构成ꎮ”张甲诉乙公司继承纠纷案ꎬ张甲

非李丙的继承人ꎬ该案的处理ꎬ主要适用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ꎬ对继承法第十四条的理解、解释、分
析、评判决定了裁判的走向ꎮ

(一)发现推论前提

被继承人李丙无遗嘱、也未留有遗赠抚养协议ꎬ张甲对李丙无法定的赡养义务ꎬ于被继承人李

丙而言ꎬ张甲系继承人以外的人ꎮ 张甲主张依据继承法第十四条ꎬ请求继承李丙的住房补贴ꎬ其请

求权基础为继承法第十四条ꎮ 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ꎬ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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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ꎬ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ꎬ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

产ꎮ 继承法中涉及继承人以外的主体的法条只有第十四条ꎬ根据案件事实张甲系继承人以外的人ꎬ
其不属于依靠被继承人李丙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ꎬ那么判断张甲能否继承李

丙的住房补贴ꎬ取决于案件的处理能否适用继承法第十四条ꎬ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

人ꎬ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ꎬ并以此为推论的前提ꎮ
(二)构成要件的解释

继承法第十四条中ꎬ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ꎬ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ꎮ 该部

分法条内容中ꎬ继承人以外的人为主体ꎬ权利主体比较清晰ꎮ 可以分给他们ꎬ即继承人以外的人ꎬ适
当的遗产ꎬ这种情形是指在被继承人有法定继承人ꎬ且分得部分财产的前提下ꎬ如果继承人以外的

人ꎬ扶养继承人较多的ꎬ就可以得到适当的遗产ꎮ 但在不发生法定继承等情形ꎬ继承人以外的人ꎬ扶
养继承人较多的ꎬ是否可以继承适当的遗产ꎬ本文认为该条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此种情形ꎮ 举重以

明轻ꎬ在被继承人有继承人ꎬ且发生法定继承等情形时ꎬ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ꎬ尚
可分得适当遗产ꎻ在被继承人无继承人且不发生法定继承等情形ꎬ被继承人遗产无其它负担时ꎬ继
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ꎬ更应分得适当遗产ꎮ

(三)大前提的文义理解

大前提在事实与法律之间、个案与类案之间、一般情形与特殊情形之间反复循环往返ꎮ 因为个

案不是依据法律条款的设计情形发生的ꎬ对于法律条款的构成要件ꎬ不仅需要理解、解释、内心确

认ꎬ而且需要对推论前提所需要的要素进行“裁剪”ꎮ 作为推论前提的继承法第十四条ꎬ且于本文提

及案例有关的内容中ꎬ“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ꎬ其字面含义比较模糊ꎬ并未列明具体情形ꎬ也未指

出具体的方式ꎮ 且继承法自颁布至今已有三十余年ꎬ依据当时的立法环境ꎬ没有将当今社会经济发

展、生活方式多元带来的各种情形ꎬ涵盖殆尽ꎮ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ꎬ围绕继承发生的日常生活情形

不断冲击法律的滞后性ꎬ且以养老为主题ꎬ随之而来的被继承人生活方式的各式各样ꎬ不断对继承

人扶养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与挑战ꎬ不仅冲击伦理价值ꎬ也冲击法治思维观念ꎮ
(四)大前提的价值理解

文义解释需要结合立法目的进行ꎬ对大前提的价值理解ꎬ离不开立法目的ꎮ 司法与裁判对价值

的反复论证ꎬ其过程应审慎考量各种因素ꎬ这个过程注重的是司法对社会价值的正确引导ꎮ 在法律

适用前提的发现、理解、解释、评价过程中ꎬ在对规范构成要件的准确把握过程中ꎬ不仅要严格贯彻

法条主义ꎬ还要注重司法评价对于将来公众面临同类情形的问题处理方式的引导ꎮ 积极的评价会

正确引导公众采取合乎理性的行为ꎬ维护自身的安全权益ꎮ 法律的稳定发展应当鼓励和睦亲善、相
互帮助等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叙事伦理ꎮ 严格法条主义ꎬ注重结果导向ꎬ假设存在主观忽视某些事

实的拟制的情形ꎬ则是非不辨、善恶不彰ꎮ 如果不对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违背法律的行为进行严

格的法条主义处理ꎬ只是不告不理ꎬ则会引发价值危机ꎬ引发公众对自身安全与权益的恐惧ꎮ 法律

对社会稳定的预期无法提供ꎬ也无法提供供给公众自身安全与理想生活范式的制度善品ꎮ 司法需

要推论大前提和法律目的中善的正义制约ꎮ

三、扩张:规则概念适用范围

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经验交融导致基层司法环境复杂多变ꎬ司法的专业化面临法律适用失

范、司法责任制、业绩考核制、既得利益等多种因素的冲击ꎬ法律条款的解释不仅要追求法律效果ꎬ
还要追求社会效果ꎮ

(一)语词组合的内涵

“文义解释最典型的是字面解释ꎬ以法律语词为对象ꎬ以发现为方法ꎬ服从法律ꎬ结果并未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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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文义ꎬ就属于文义解释”ꎮ 进行法律文义解释ꎬ对法律条款进行理解不仅特指对某些具体的

语言词语的具体含义进行解释ꎬ而且也涵盖对一些具体的语词组合的字面含义进行解释ꎮ 继承法

第十四条中“扶养较多的”ꎬ通常被理解为:与继承人承担了扶养义务而言ꎬ继承人以外的人具有较

多的扶养行为ꎬ比如日常生活起居照顾较多ꎬ生活上照料较多ꎮ 但“扶养较多的”ꎬ到底包括哪些情

形ꎬ模糊不清ꎮ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ꎬ都是不一样的ꎬ生活起居的情形也是不同的ꎬ继承人以外的人与

家承人进行比较ꎬ其扶养方式和扶养情形则会有很大不同ꎮ 法律条款天然具有滞后性ꎬ不可能穷尽

所有事实ꎬ立法者也无力构思出所有应当纳入法律调整范围的生活情形ꎮ

(二)概念涵括的情形

通过推论前提的发现理解、规范构成要件的评价ꎬ可知继承法第十四条“扶养较多的”的适用范

围可能涵盖各式各样的情形ꎮ 因为其并未指明对被继承人生活起居照顾的具体情形ꎬ所包括的各

个构成要素ꎮ 城市与乡村的生活方式不同ꎬ乡村的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ꎬ精神文化比较贫困ꎬ相对

于精神文化需求而言ꎬ更需要的是对物质生活的保障ꎮ 社会发展了ꎬ“村民的维权意识提高了ꎬ但诚

信意识、权利义务对等意识却没有同步提高”ꎬ乡土农村维权也主要诉诸的是经济利益和财产权益ꎮ
现实基础决定城市少数主要寻求精神贫困需求的解决ꎬ而多数公众还在寻求物质贫困需求的解决ꎮ
日常情况下一般而言ꎬ拥有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的被继承人ꎬ物质生活水平较为充裕ꎬ更多需要的是

精神关怀ꎬ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被继承人往往希望物质帮扶ꎬ但也不排斥被继承人所需要的日常

陪伴和心理慰藉ꎮ

(三)纳入法律调整范围

“语言规则的存在、意义、可确定性ꎬ主要在文义对于解释的意义之视角下ꎬ特别是可能文义的

可能之界限功能的视角下引起了关注ꎮ”司法需要公平高效解决具体纠纷ꎬ业绩、责任、利益、工作规

范等各种因素助推法律适用被动向前ꎮ 符合法律价值的情形ꎬ应当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ꎬ这符合

法律运送正义的目的ꎮ 继承人以外的人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情形ꎬ包括经济上的供给、生活上的

起居照顾ꎬ也包括精神上的关怀和慰藉等等方面ꎮ 文义解释和法律价值判断是司法过程中的持续

性的交融ꎬ解释和评价辩证地存在整个司法过程ꎬ甚至裁判之后对裁判结果的评估和法律发展方向

的预测ꎬ都离不开二者相互影响ꎮ 继承人以外的人多系朋友、睦邻ꎬ其对被继承人没有法定的赡养

义务ꎬ但基于人性善良ꎬ继承人以外的人在生活上和精神上帮扶被继承人ꎬ这种情形是法律鼓励和

倡导的法律行为ꎬ与传统睦邻友好、互相帮助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ꎮ 符合公序良俗的上述情

形ꎬ应该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ꎬ并应当获得司法的积极性评价ꎮ

(四)规则意识认知

法律文义解释和价值判断交融的司法评价ꎬ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社会规范的发展方向ꎬ引
领社会公众的内心规则意识认知ꎮ 被纳入调整范围的情形获得积极性的评价ꎬ是司法公正无偏的

本质要求ꎮ 基层法官日思夜想案件如何处理ꎮ 工作压力巨大ꎬ但岗位职责所在ꎬ不得拒绝裁判ꎬ排
除法律适用能力和证据裁判能力差外ꎬ主观忽视且不将应当纳入法律调整范围的情形排除在外ꎬ进
而拒绝裁判ꎬ则有违职业伦理ꎮ 法律专业素养和司法良知ꎬ要求被动裁判ꎬ不阅卷不进行司法评价ꎬ
但违背日常清理、常识、常情的行为ꎬ公众有权进行规则意识认知ꎬ并进行评价ꎮ 法律和常识、常情、
常理是无法分割的ꎮ 了解法律知识ꎬ但不专业ꎬ依据常识就能判断对错的社会情形发生ꎬ社会公众

有权发声ꎮ 社会公众不发声ꎬ如何监督司法ꎬ如何正向推动司法事业发展?

四、归入:要件涵摄拟制事实

裁判以庭审为中心ꎬ“庭审过程贯穿文义解释”ꎮ 证据质证、认证后ꎬ案件事实会得到拟制ꎬ拟制

的事实归入经过解释和评价的推论前提ꎬ得出裁判结论ꎬ裁判结论应当正向引导社会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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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前提的拟制

从客观事实到法律事实ꎬ是一个拟制的过程ꎮ 法律实施以拟制事实为裁判依据ꎬ司法活动的常

态是司法者对证据进行采信选择后ꎬ认定事实ꎮ 事实认定是法律实施过程的核心ꎬ对某些证据不予

处理ꎬ或者忽视某些事实细节ꎬ就会导致遗漏对某些违法行为的评价ꎮ 或者法律实施者以结果为导

向ꎬ只倾向性地选择对某些证据予以司法处理ꎬ或者对证据反映的部分事实予以认定ꎬ而对其他事

实不予考量ꎮ 法律实施不应片面地取舍事实ꎬ事实认定的全面性决定法律适用的有效性ꎬ事实认定

不全ꎬ则拟制的事实不能完全归入大前提的构成要件ꎮ 张甲诉乙公司继承纠纷案中ꎬ通过证据和实

地调查ꎬ张甲对具有社会保障的李丙ꎬ日常生活起居上进行了照料ꎬ且张甲与李丙的谈心交往ꎬ对于

李丙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精神慰藉ꎬ综合来看ꎬ可以认定张甲对李丙进行了帮扶ꎮ

(二)要件的归入

要件的归入解决的是拟制的事实与法条构成要件的符合问题ꎬ要件归入涵盖推论涵摄、价值判

断、事实认定、利益选择等ꎮ 经过对继承法十四条的理解与解释ꎬ继承法第十四条中的“扶养”包括

精神上的帮扶和慰藉ꎬ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ꎬ“扶养较多的”范围应当涵盖精神上的

帮扶ꎮ 就个案而言ꎬ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精神上慰藉的人ꎬ应当视其为帮扶较多的人ꎮ 解释

后ꎬ被评价的构成要件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精神上扶养较多的ꎬ也应当分得适当的遗产ꎮ 本

文提及案例中ꎬ在实际生活中虽然李丙有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ꎬ继承人以外的张甲ꎬ对李丙生活起

居进行了照顾ꎬ经济上和物质上虽然帮扶程度弱ꎬ但精神慰藉较多ꎬ精神帮扶也是帮扶较多的情形ꎬ
不能片面地认为帮扶仅仅指的是经济上的帮扶ꎮ 经比对ꎬ张甲精神帮扶李丙ꎬ可归入评价后的构成

要件ꎬ张甲应当被分得适当的遗产ꎮ

(三)裁判的伦理价值

积极回应乡土的司法需求ꎬ认真考虑公众朴素的感情ꎬ“ 关注纠纷所隐含的那些不能仅通过法

条加以描述的复杂背景ꎮ 面向乡土社会的司法机构ꎬ更突出地表现出其纠纷解决的职能ꎬ并且还往

往不能简单地使用与城市中一样的模式去解决纠纷ꎬ而必须注意到纠纷所隐含的那些不能仅通过

法条加以描述的复杂背景ꎬ注重以能够和乡土社会中既有的知识和秩序良性互动的方式来解决纠

纷”ꎮ 具体到本文提及案例ꎬ不能仅仅以物质、金钱等经济上的付出的多少ꎬ来判断和衡量扶养人是

否进行了较多的扶养ꎬ具体生活的照料及独居老年人精神上的慰藉同样也是一种扶养行为ꎬ司法裁

判对此应予积极评价和回应ꎮ 裁判应当考虑这些实践、事实、经验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优秀价值观

念ꎬ与社会公众价值观念衡平一致ꎬ大道而言民心向背决定着具有政治化色彩的司法的合法性基

础ꎮ

(四)司法的价值引导使命

解决法律问题ꎬ做出司法判决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ꎬ不仅取决于法律规范本身的正当性ꎬ也取

决于规范适用的司法程序的正当性ꎮ 法律赋予法官一个“特权”ꎬ即无条件地尊重法律ꎬ而非无条件

地尊重事实ꎬ基层法官不能滥用这个“特权”ꎬ基层法官应当严格按照程序ꎬ在正确、准确、全面认定

事实基础上ꎬ理性裁判ꎮ 司法实践中ꎬ一般情况下坚持严格法条主义和教条主义ꎬ当法律条款或具

体概念不确定时ꎬ应当妥善对推论前提进行理解ꎬ并做出价值判断ꎮ 作出价值判断ꎬ是为裁判结论

获得合乎理性的支撑ꎮ 获得合理支撑ꎬ法律条文才能转化为适合判断案件事实的规范形式ꎮ 这个

程序是规范的法治思维程序ꎬ也是终局答复法律问题的程序ꎬ该程序维护公正救济权益ꎬ真正维护

人的自身安全和尊严ꎬ引导社会公众在面临冲突和争议时保持理性ꎬ同时提供给公众处理同类问题

的行为示范ꎮ 司法的价值引导是司法的使命ꎮ 法治的理想是法律被信仰ꎬ人、生活、社会依规则有

序运转ꎮ 司法的理想是司法有权威ꎬ制度公正且提供稳定的预期ꎬ理想实现的前提是法律实施过程

融合公众对自身权益安全和人格尊严能够得到有效维护的期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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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法律没有赋予法官法律解释权ꎬ导致法官对司法解释依赖ꎮ 在法官素养中ꎬ系统法律解释等法

律方法的缺失导致法官对司法解释过度依赖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ꎬ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司法公

开的六项规定»的通知(法发[２００９]５８ 号)ꎬ指出“裁判文书应当充分表述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证据

的采信理由、事实的认定、适用法律的推理与解释过程ꎬ做到说理公开ꎮ”有良知的司法者应当不忘

初心ꎬ以正义之心对待当事人的诉辩意见ꎬ科学合法理性采信证据ꎬ并表述采信理由ꎬ全面客观认定

事实ꎮ 合格的司法者应当具备在请求权基础与法律关系判断、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解释过程

中完成法律规范具体化的能力ꎮ 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不断向前推进ꎬ司法实践倒逼对欠缺系统法律

知识和法律方法的司法者进行淘汰ꎮ 仅仅了解法律知识ꎬ而欠缺系统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方法ꎬ不能

进行基本的个案法律解释的司法者ꎬ不能在个案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具体适用法律规范ꎬ则极有可能

被排除在员额之外ꎮ 法治建设需要建设主体较高的素养ꎬ司法公正需要价值端正的司法者ꎬ司法者

需要将良善的符合社会预期的司法价值融入司法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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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域下纪录片国家形象的“他塑”

李燕群

摘　 要: 纪录片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ꎮ 国外有关中国的纪录片以各自视角阐释着它们所认识的中

国ꎬ由于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ꎬ在题材选择和价值取向上都存在同构的趋向和异构的差异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ꎬ论文以跨文化传播的视角观照他国纪录片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即“他塑”ꎬ将有

助于我国纪录片的创作实践及其国家形象的建构ꎮ
关键词: 跨文化视域ꎻ纪录片ꎻ国家形象ꎻ他塑

中图分类号: Ｊ９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４２００￣２０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５９￣０４

跨文化语境下的国家形象指“一个国家在国际舆论中所形成的形象ꎬ即他人认同” [１]ꎮ 随着我

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ꎬ他国了解我国的欲望日益强烈ꎬ近几年国外制作和播映的与我国

有关的纪录片也日渐增多ꎬ如韩国的«超级中国»、日本的«中国力量»、美国的«运行中国»、德国的

«中国ꎬ新超级大国»、英国的«中国的秘密»等ꎬ这些纪录片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建构了跨文化语境下

我国的国家形象(包括地域形象)ꎮ 观照他国纪录片对我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即“他塑”ꎬ我们发现它

们存在着同构和异构的情况ꎬ认同与否定、主观与客观、再现与表现矛盾地统一在这些纪录片作品

中ꎮ 纪录片中国家形象(包括地域形象)的“他塑”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这正是本文希望

探讨的问题ꎮ

一、题材选择的同构和异构

“国家形象是国内外受众对一个国家的物质要素、精神要素、制度要素以及行为要素的总体认

识ꎮ” [２]纪录片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ꎬ它通过形象生动的活动影像在呈现国家的物质要

素、精神要素、制度要素和行为要素这四个层面上具有天然优势ꎬ因此ꎬ对塑造国家形象起着重要作

用ꎮ
纵观国外有关中国的纪录片ꎬ都以各自视角阐释它们所认识的中国ꎬ但总体而言ꎬ国外纪录片

基本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介绍、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自我理解和阐释ꎬ不少纪录片集中于

宏大的政治、经济题材上ꎬ主题则集中在对“神秘古老中国”和现代中国经济发展上ꎬ«超级中国»
«中国力量»«运行中国»从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横向不同侧面更多肯定了我国的飞速发展ꎬ«中
国ꎬ新超级大国»则通过纵向的历史勾勒来探寻我国崛起之因及当下社会问题ꎮ ＢＢＣ２０１２ 年推出的

«驾车游中国»看似是旅行纪录片ꎬ而主题仍是通过驾车旅行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来探讨中国经济的

高速增长以及蓬勃发展的汽车产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等宏大经济主题ꎮ 有聚焦于我国的人

文历史的纪录片ꎬ如探索频道的“中国七大奇观”系列ꎬ人物纪录片«功夫巨星李小龙»«秦始皇:帝
国开创者»、美食纪录片«中华满汉全席»、“饮食大中华系列”ꎬ历史纪录片«海上霸主:郑和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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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１ 年中国发现新大陆»ꎬ“建筑奇观”系列ꎬ现代中国相关题材的如«非凡奥运:最后倒数»等ꎮ
ＮＨＫ 的«中国铁道大纪行»、“激流中国”系列、春运系列、«黄河»«故宫»«丝绸之路»«新丝绸之路»
«西藏开山大运输»«长江天地大纪行»«沸腾都市»«７２ 小时»«不朽之都»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

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ꎮ 这些体现了国外纪录片题材和主题选择上的同构ꎮ
由于中西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差异ꎬ纪录片中所呈现的中国题材也呈现多样性和多元化特征ꎬ即

使是相似题材的纪录片也可能呈现主题选择的差异ꎮ 如 ＢＢＣ２０１３ 年推出的«中国是如何愚弄世界

的»则以武汉的经济发展奇迹及它所面临的问题为案例影射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ꎮ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频道 ２０１５ 年推出的«运行中国»则探讨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中国是如何运行的?”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究竟是如何发展的?”上述两部纪录片都是讲中国的经济发展的ꎬ但在主题上却

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前者从标题到主题都在强调“中国威胁论”ꎬ后者则更为客观和严肃地探讨中国

的城市化问题和经济问题ꎮ 这并不意味着 ＢＢＣ 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在题材和主题选择上的巨大差异ꎮ 如

２０１６ 年初在 ＢＢＣ 播出的«中华的故事»系列从普通中国人的视角追溯中国过去 ４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ꎬ
讲述中国从古代夏商周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巨大历史变迁ꎮ 同样是考察中国的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

«中国人要来了»(ＢＢＣ２０１１ 年推出的两集纪录片)考察了非洲南部的中国移民现象以及中国对该

地区发展的重大影响ꎬ还有中国在非洲、巴西和美国的发展扩张及当地人的反应ꎮ ２０１６ 年底在英国

独立电视台 ＩＴＶ 播出的由澳大利亚导演约翰皮尔格历时两年拍摄的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

争»ꎬ通过大量史实和事实及人物访谈等对长久在西方形成的“中国威胁论”提出了质疑ꎬ这是一部

西方视野中的中美关系图景ꎮ
可见ꎬ甚至同一国家同一时期不同电视台播出或不同时期同一电视台播出的有关中国的纪录

片ꎬ虽然题材相似但在主题选择上却呈现出一定差异甚至反差ꎬ这传达出以下信息:各国对中国的

政治、经济等的态度和观点呈现差异性和矛盾性ꎬ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性ꎮ 究其原因ꎬ无论是纪

录片题材和主题选择的同构或异构ꎬ都离不开创作者价值取向的问题ꎬ这正是下文需要讨论的问

题ꎮ

二、价值取向的同构与异构

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取向ꎬ指主体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

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ꎮ 由于创作主体价值观念的差异ꎬ国外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在价值取向

选择上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贬抑或负面评价ꎬ赞美或正面评价ꎬ事实为证或客观看待ꎬ具体来说

呈现出以下同构与异构现象ꎮ
(一)矛盾共存:贬抑与吹捧(或赞美)中国政治经济

“中国形象在国际社会的衍变ꎬ映射出世界历史进程中权力与话语格局的变动态势ꎬ中国形象

的浮沉摇摆及其在幻象与真实之间的转换ꎬ也凸显出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现实关系的整体变动

趋势ꎮ 西方的中国形象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ꎬ当然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

喻性表达ꎬ将概念、思想、神话和幻象融合在一起ꎬ由此构成西方文化自我投射的‘他者’空间ꎮ” [３]

国外有关中国的纪录片真实地诠释了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ꎮ 英国 ＢＢＣ 的纪录片«中国的秘密»
«中国人要来了»«中国的崛起与动荡»«中国是如何愚弄世界的»(又名«中国愚弄了世界吗»)«今
日中国»«全世界变化最快的地方»«中国资本主义革命»等ꎬ日本 ＮＨＫ 的«中国力量»ꎬ韩国 ＫＢＳ 的

«超级中国»«明见万里»等ꎬ这些纪录片里或隐或显地存在“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ꎬ前者关

注的是中国各方面的崛起及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形成的对西方世界的压力ꎬ后者则唱衰中国经济和

政治ꎮ «中国是如何愚弄世界的»以武汉这个城市近几年发展为背景ꎬ剖析了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经济是如何快速发展ꎬ创作者通过梳理认为这种经济发展的方式是不健康的ꎮ «中国的崛起与

动荡»片尾ꎬ主持人很隐讳地通过他人之口表达了中国会崩溃的观点:“部分西方评论者每次看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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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的一点负面报道就认为这是中国崩溃的导火索ꎬ在屡屡错误之后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希望

中国崩溃ꎬ来保住他们的面子ꎮ”«超级中国»从人口、经济、资源、军事外交、文化软实力和政治等方

面对中国的发展现状及对世界的影响做了全方位介绍ꎬ从不同角度正面展示中国的崛起ꎬ而中国的

崛起显然让韩国人感到了不安ꎬ这可从民众的观影感受可以看出ꎬ微妙地渗透了“中国威胁论”的基

调ꎮ 两种价值评判表现出对中国的偏见甚至恶意ꎬ两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评价充分地体现了西方世

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慌心理和不得不给予的更多关注ꎮ
(二)客观呈现:观照中华古文明、现状及未来

如 ＢＢＣ 的«美丽中国»、«驾车游中国»、«中华的故事»、«你所不知道的中国»、«中国创造»等
就较为客观地纪录中国的人文、社会、历史、经济发展等方面ꎬ日本 ＮＨＫ 的«丝绸之路»、«中国的文

明»、«中华文明 ５０００ 年»、«故宫»等ꎬ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频道 ２０１５ 年推出的«鸟瞰中国»纵览中国大江南北

和生动的社会人文ꎬ展现了一个壮丽多姿的美丽中国ꎬ２０１６ 年推出的«智慧中国»三集系列纪录片

分别以“智慧前行”、“智慧生活”和“智慧星球”为主题ꎬ通过知识创新与科技创新层面进一步揭示

中国目前一系列处于世界科技前沿、改变未来生活的创新科技ꎬ并通过食品安全追溯、绿色能源利

用等具体故事表现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ꎬ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做出的努力ꎬ还集中展现了

中国的高科技人才队伍ꎬ塑造了中国科技人才的群像ꎮ 日本 ＮＨＫ 的«中国巨龙驰骋－非洲的巨龙»
«中国铁道大行记»«激流中国»«新丝绸之路»等因东方文化体系的接近性等多种因素ꎬ既有对中国

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审视和反思ꎬ总体来看还是更多从正面呈现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崛起ꎮ “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ꎬ国外纪录片对我国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事实纪录和客观预测ꎬ是在承认意识形态及

价值观念差异基础上的对“他者”经验的镜像呈现ꎬ是真正在包容和理解基础之上的文化交流和传

播ꎮ
正如肯尼斯布尔丁(Ｋ.Ｅ.Ｂｏｕｌｄｉｎｇ)所认为的ꎬ人们是在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价值观念下朔造

国家形象ꎬ即使同一个国家ꎬ在持不同价值观念的媒体的“刻刀”下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４]ꎮ
价值体系在纪录片构建的国家形象形成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ꎬ国外的纪录片创作者们以自身的价

值观念观照中国ꎬ又因意识形态、个性特点等不同而在纪录片中呈现不同的价值取向ꎬ这些带有价

值取向同构倾向或具差异性价值取向的纪录片ꎬ都在主观与客观的交融中构建着中国的国家形象ꎮ

三、结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由上文可知ꎬ国外纪录片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存在着种种差异ꎬ虽不乏客观呈现的中国形

象ꎬ但也不可否认ꎬ“作为一种混杂着知识和想象、真实与虚构的认知体系ꎬ中国形象一直受到太多

因素的制约ꎬ其中不仅包含着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想象、期待和需要ꎬ还将国家利益

和地缘政治上的较量、意识形态的分歧、文化差异导致的定势与偏见等因素杂糅在一起ꎮ” [５]世界的

现代性进程赋予了西方社会一种居于知识与价值制高点的霸权优势ꎬ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文化

的“他者”镜像ꎬ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欲望与向往、表现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乌托邦”ꎬ也可能

是丑恶的、表现恐惧与排斥、满足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的需求的意识形态ꎮ 总体来说ꎬ表面上全球

化的中国形象网络ꎬ正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纵ꎮ 那么ꎬ作为在跨文化传播中有着国家形象

建构优势的我国纪录片创作者来说ꎬ该如何破局并建构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整体形象呢? 这正

是我们可以思考并且从“他塑”中探寻的启示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ꎬ我国纪录片创作者已在努力实践着各种题材和类型ꎬ以期在“他者”面

前建构起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地域形象ꎬ如近期的现象级纪录片«苏东坡»通过对文化名人苏轼的黄

岗人生经历勾连起其一生及其思想和文艺作品ꎬ片中所涉文献资料和采访对象涉及各个领域ꎬ运用

特效还原、口述、表演还原等种种创作技巧ꎬ还原了苏东坡这一文化人物的历史场域形象并呈现了

其形象的当代不同视角的解读ꎬ使其形象丰满、生动而立体ꎬ这一纪录片的文化人物建构是在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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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下对我国国家形象和地域形象一翼的深度客观呈现ꎮ 面对纪录片国家形象(包括地域形

象)的“他塑”———题材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同构和异构现象ꎬ我国纪录片人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充
分认识我国国家形象(包括地域形象)的“他塑”的深层动因(包括文化、政治等因素)ꎻ重新梳理和

建构我国国家形象(包括地域形象)ꎬ充分认识我国文化屹立于民族之林的特色和内涵ꎻ创作独具特

色的、能全方位构建我国国家形象(包括地域形象)的各类纪录片ꎻ学习和理解西方文化的内在特

点ꎻ掌握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技能和策略ꎻ寻求国家相关机构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所谓知己知彼才

能百战不殆ꎬ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我国纪录片创作逐渐走出国门ꎬ但大多都是独立制片人及其创

作ꎬ这一自觉自发的“走出去”现象经二十多年的实践历程ꎬ已初见成效ꎬ这两年获国际奖项的作品

如«摇摇晃晃的人间»(第 ２９ 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纪录长片评委会大奖)、«塑料王国»
(第 ２９ 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新晋纪录片单元评委会特别奖)、«独自存在»(山形国际纪

录片节国际竞赛单元优秀奖)等在题材选择上呈现多元化倾向和我国的文化特色ꎬ价值取向上与

“他塑”不同ꎬ呈现出导演坚持的个性特色及对社会和人性的更多关注ꎮ 如何在题材选择上做到宏

观与微观结合ꎬ润物细无声地呈现价值取向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他国对我国国家形象(包括地域形

象)的认识和理解ꎬ从而建构起系统的国家形象(包括地域形象)ꎬ将是我国相关部门和纪录片人需

要进一步思考和实践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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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学院学报》（季刊）是由武汉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内部资料，宗旨在于繁

荣教育科研，开展学术争鸣，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本刊结合武汉学院相关学科的科研

优势，主要开设有大学教育、教学探索、经济管理、信息工程、新闻传播、法学论坛、

文学艺术等栏目，刊发的文章强调学术创见和理论深度，聚焦学科前沿问题、热点问

题，关注国家、省部级课题研究成果。热忱欢迎校内外作者踊跃投稿！

        1. 稿件要求：文章应有题名、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摘要与关键词、正文、参考文

献等，格式应达到论文写作规范要求。每篇稿件字数控制在5000~9000字，并将电子文

本发送到学报邮箱（E-mail：9067@whxy.edu.cn或whxyxb@163.com），信件主题为投

稿，以免系统误作为垃圾邮件处理。本刊只收首发稿，作者应保证无署名争议、无泄密

情况。

        2. 题名与作者：题名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属科研项目的论文，请在篇首页左下角

脚注“基金项目”名称、编号或批文号。“作者简介”后标注作者姓名、出生年份、工

作单位、职称及学历、主要研究方向，以及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和通信地址、邮编信息

等。

        3. 摘要与关键词：中文摘要控制在300字以内，关键词3~5个。摘要是对文章主要观

点的客观介绍，应是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写出，可独立成篇的小短文。撰写摘要务请不要

介绍撰写文章的“伟大意义”，或介绍文章的结构安排，或者出现“本文”“本文介绍

了”“文章认为”“笔者认为”等评论性语言。

        4. 英文翻译：由作者提供论文题名、摘要与关键词等内容的英文翻译，书写格式要

符合本刊规范，注意英文语态、时态、人称及层次结构应与原文一致，务请不要随意采

用网络程序翻译的中文题名、摘要和关键词。

        5. 正文标题：论文标题内容应简洁、明了，论文框架结构逻辑有序。层次不宜过

多，层次序号为一、（一）、1、（1），按文章结构层次关系依次选择。其中，一、

（一）两级标题独立成行。

        6. 参考文献：选用主要、已发表的文献，根据其在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

和标注，按照社会科学论文标准格式要求书写。

       投稿信箱：9067@whxy.edu.cn；whxyxb@163.com

       联系电话：027-81299558

                           15972059038（沈老师）                                  

       邮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黄家湖大道333号(430212)

       

 《武汉学院学报》编辑部 

2019年11月

武汉学院学报欢迎您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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