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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刘彦茜） 4 月
29 日，福建电大 2015 年在职硕士研究生招生工
作会议在宁德召开。校长陈兴炎出席会议并讲
话，副校长吴国荣，宁德市分管教育副市长周秋
琦，宁德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市教育工委副书记
栗建华出席会议。

陈兴炎充分肯定了学校近年来研究生教育
所取得的成绩。他指出，发展研究生教育是学校
拓展办学空间、创新办学模式、提升办学层次的
重要举措，全省电大系统要抓紧设点招生，力争
扩大规模。他要求，要进一步完善学习支持服
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齐心协力共同推动研究
生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为加快实现电大的转型
升级，推动跨越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期间，研究生部负责人对合作高校重点
专业做了推介和解读，参会人员就如何开展好
研究生项目工作进行广泛的交流讨论。宁德分
校书记、校长叶祖庚，三明分校校长耿鸣在会上
介绍了开展研究生工作的经验做法。

吴国荣作会议总结。他指出，本次会议作为
高层次高规格的招生峰会，对于电大系统的转
型升级和研究生未来的发展定位具有重要意
义。他要求，全省电大系统要及时传达贯彻会议
精神，确保会议精神落实到位。

本报讯（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许
勇） 4 月 28 日下午，台湾中国科技大
学管理学院院长刘明德、国际交流组
执行长梅国忠、董事会秘书盖本隆以
及管理学院在读研究生一行 27 人到
福建电大进行交流访问。

校党委书记马国防会见了刘明德

院长一行，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他说，目前福建电大正在加紧筹建
福建开放大学、福建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这两项工作都需要加强对台交流
合作，取得台湾相关高校的支持。他希
望两校加强校际交流，推进合作办学，
共同为深化两岸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

作做出贡献。
沈光辉副校长主持了与台湾中国

科技大学的交流座谈会，双方围绕合
作建设铁路高职学院、选派访问学者、
共建共享教学资源、合作开展科研项
目等方面的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交
流讨论。

本报讯（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王云） 4 月 28
日上午，民盟福建省委会直属福建电大支部在
三楼会议室举行民盟支部换届选举大会。会前，
福建电大党委书记马国防会见了民盟福建省委
会副主委刘泓一行。福建电大党委副书记夏良
玉和刘泓出席了换届选举大会并讲话。

夏良玉在讲话中指出，福建电大党委重视统
战工作，重视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建言
献策的积极作用，注重把各民主党派和广大党
外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促进学校健康和谐发展。

刘泓指出，民盟基层组织建设是一项重要工
作，在基层组织建设中要注重发挥“三个平台”
作用：一是参政议政的平台，二是学习成长的平
台，三是团结互助的平台。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民盟福建电大支
委，选举孔敏为民盟福建电大支部主委，曾台刚为副
主委，王小红为组织委员，王玮为宣传委员。

本报讯（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叶
必锋） 4 月 30 日上午，福建电大党委
书记马国防主持召开今年第 3 次中心
组学习（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李克强
总理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和省纪
委、省委教育纪工委关于加强“五一”
期间廉洁自律要求。

传达结束后，马国防结合学校实际
提出三点贯彻落实意见：

一要认真学习领会李克强总理来

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认识，
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紧密联系学校
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二要突出重点，扎实推进电大转型
升级。要主动融入福建经济社会和全
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大局，坚持招生
导向、项目带动、多元化办学的发展思
路，着力推进开放大学建设、铁路高职
申办、成人本科办学、新校区规划建
设、对台对外合作、系统建设等重点项

目工作，不断增强发展后劲和动力，确
保电大事业持续、稳定发展。

三要守纪律守规矩。要切实履行党
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认
真抓好“五一”期间廉洁自律工作。领
导干部要自觉发扬电大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绷紧“廉洁”这根弦，持续加强自
身的作风建设，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
定”，严于律己廉洁过节。

本报讯（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吴
永斌） 4 月 29 日下午，福建电大试办
成人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论证审核
会在福州召开。

省教育厅聘请福建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校长郑健成教授、闽江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黄鸿鸿教授、福建
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黎元生教
授、福建农林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李秀
慧等专家对试办成人本科专业的社会
需求、办学条件、培养方案、质量保障
等进行了审核。省教育厅高教处调研
员林素川、职成处副处长刘福华，省教

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柏定国，福建广
播电视大学校长陈兴炎、副校长沈光
辉以及学校相关部门、专业负责人出
席审核会。会议由柏定国主持。

陈兴炎代表福建电大介绍了学校
申办成人本科的目的意义、具备的条
件以及筹建成人本科专业的相关情
况。

会计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学前
教育 4 个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先后向专
家组汇报了专业的社会需求、办学条
件、培养方案、质量保证等。专家组全
体成员分别就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与

教学内容、实践教学环节、教学改革、
专科和本科的衔接等有关内容进行提
问，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最后专家组进行集体研讨，并形成审
核意见上报教育厅。

福建电大申办会计学、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学前教育 4 个成人本科专
业，是借鉴兄弟省电大举办成人本科
教育的经验做法，是加快推进电大系
统转型升级和福建开放大学建设步伐
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满足社会成员的学习愿望。

本报讯（记者 付丽宁 通讯员 应
木荣） 4 月 29 日上午，省教育厅副厅
长曾能建到晋安校区调研。

在校党委书记马国防的陪同下，
曾能建走访了晋安校区铁路综合实训
场、铁道运输实训场、铁道供电模拟变
电所、机加工实训中心等铁路专业实
训场所，了解学校铁路办学条件；走进
课堂，观摩了南昌铁路局福州供电段
职工培训班、福州客运段高铁列车长
培训班和列车员培训班的教学情况；
参观了图书办公综合楼、教学楼、学生
宿舍、田径场等办学场所，了解学校的
办学容纳能力。

在调研过程中，马国防介绍了晋
安校区的有关情况和福建电大积极筹
办铁路高职教育的情况。

曾能建对晋安校区的铁路专业办
学基础和办学特色给予肯定，鼓励学
校要积极提高铁路专业人才培养能力

和水平，为我省铁路建设发展培养更
加适用的人才。

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吴吓凤
陪同调研。

省教育厅副厅长曾能建赴晋安校区调研
提高铁路专业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

颜云燕/图

台湾中国科技大学一行来校访问
围绕合作建设铁路高职等进行交流

福建电大党委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

民盟福建省委会直属
福建电大支部换届

福建电大试办成人本科专业专家审核会召开

2015年在职硕士研究生
招生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王云 文/图） 为增强福建电
大校部青年教工对晋安校区和铁路建设发展的
了解，4 月 29 日上午，校团委联合晋安校区，组
织校部的部分青年教工参观晋安校区和南昌铁
路局福州动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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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部青年教职工参观
晋安校区和福州动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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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法系 陈婕

(1)“公共关系”含义

“ 公 共 关 系 ”一 词 来 自 英 语 Public Relations，简 称
PR。Public 既可译做“公共的”，又可译做“公众的”。
Relations 则译为关系、交往等。综合两个英语词汇的内
涵和特点进行分析，将 Public Relations 译为“公众关系”
更为确切。因为，它是站在一个固定的角度社会组织，
来分析其所面临的各种关系。不同的社会组织，由于其
业务特点不同，工作对象不同，因而会面临不同的公众
对象，从而形成不同的公众关系。同一个社会组织，由
于不同时期工作的重点不同，也会使其面临着不同的公
众，形成不同的公众关系。这说明“公众关系”并不具有

“公共”性。但因“公众关系”已约定俗成并广为流传，这
里也称“公共关系”。

(2)公共关系的表现形式

公共关系这一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可以得出
不同的表现形式：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公共关系表现为
一种状态。它包括原始的公共关系状态和良好的公共
关系状态。原始的公共关系状态是社会组织不加任何

修饰（即不开展任何公共关系活动）的公共关
系状态。这种状态具有单纯性、自然性和客
观性的特点；良好的公共关系状态由社会组
织通过各项公共关系活动的开展，改变原始
的公共关系状态所要实现的目标状态。这种
状态具有主观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公共关系又表现为一种活动。这种
活动是主观见诸于客观的一种社会实践。它是由日常
公共关系活动和专门性的公共关系活动构成。日常公
共关系活动是指大量的例行性业务工作和临时性琐碎
工作，它依赖于组织中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来完成；
专项公共关系活动是指有确定主题、确定目标，由公共
关系管理者或公共关系专家具体策划，由公共关系工作
者运用各种公共关系技术进行实际操作的重大公共关
系活动。任何一项公共关系活动都具有目标性、主观性
和技巧性等特点。

(3)公共关系的定义

公共关系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应用科学，在

理论上它涉及到不同的学科范畴。因此，在确定公共关
系定义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有认定公共关
系是信息传播；有认定公共关系具有管理职能；还有公
共关系活动论，公共关系技术论等等。各种定义从不同
的角度反映了公共关系的各个侧面，说明了公共关系的
基本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为公共关系的综合性、实用性
和边缘性。这里我们提出公共关系的完整定义是：公共
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与其社会公众之间建立的全部关
系的总和。它发挥着管理职能，开展着传播活动。社会
组织通过有效地管理，旨在谋求组织内部的凝聚力与组
织对外部公众的吸引力；通过双向的信息沟通，旨在争
取社会公众的谅解、支持与爱戴，谋求组织与公众双方
的利益得以实现。

公共关系的起源受到一定社会条件的限制。从历
史的角度来分析，公共关系作为一种活动的产生，受制
于三个基本条件：

(1)商品经济的繁荣是公共关系产生的经济土壤

商品经济与公共关系同时产生。因为，商品经济要
求商品自由流通、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这必然带来不
同部门、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从而
产生了企业、部门、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客观
要求。这种经济联系即为公共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开始。公共关系与商品经济存在
着天然的联系。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商品经济越发达，
市场竞争越激烈，公共关系活动也就越重要。

(2)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公共关系产生的政治前提

民主政治与公共关系密切相联。民主政治是与专
制政治相对而言的。民主政治消除了以高压手段来维
持自己的统治，以种种方式来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实质上这也是公共关系的客观要求。民主政治在形式
上表现为三个方面：民众要有一定的权利，政府和国家
领导人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政府要重视民众的意见；
政府要让民众了解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
并争取得到民众的支持。为此，政府和社会组织就必须
及时了解舆情民意，根据民意来制定或调整自己的内外
政策，并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向公众宣传、解释政策，争取
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3)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是公共关系得以发展的物
质条件

科学技术与公共关系互相促进。落后的技术条件
限制了信息传播，也限制了人类的交往活动。先进的技
术条件促进了人类的交往活动，推动了公共关系事业的
发展。在信息时代，社会关系是各种信息的重要来源。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大众传
播媒介不断更新、换代和完善，从而使各类社会组织运
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通过对内协调，对外宣传，扩大本
组织或企业的社会影响，提高组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完善组织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为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
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

公共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其历史渊
源流长，它经历了无意识的公共关系时期、自觉的公共
关系时期和科学的公共关系时期。

(1)早期公共关系

无意识的公共关系时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
始于人类社会的商品生产，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初级阶
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在不自觉地从事着各种具有
公共关系性质的活动，但这些类似于公共关系的活动一
般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内。

(2)中期公共关系

自觉的公共关系时期始于 19 世纪中叶以后，以“报

刊宣传活动”为标志。表现为以巴纳姆为代表的新闻代
理，不顾公众的利益，任意编造谎言和神话，一切为了扩
大自己的影响；以贝克勒为代表的广告宣传工作，以政
治活动为中心，以“文化与新闻”相结合为特征，以推动
政党的政治为目的；企业的公共关系活动是欺骗，对公
众采取敌对的态度。总之，这一时期是公众被愚弄、被
欺骗、被诅咒的时期，在公共关系的历史上成为一个不
光彩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公共关系活动已带有一定的组
织性和较为明确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公共关系已经不
再局限于政治活动和思想宣传活动，而是逐渐与谋利愿
望结合起来，它为公共关系在其后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

(3)现代公共关系

科学的公共关系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单向宣
传阶段，公众导向阶段和双向沟通阶段。

单向宣传阶段。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20 年代，公共
关系活动主要表现在传播工作上，而这种传播具有单向
性，强调通过宣传对社会造成影响，而不去注意公众的
反应，代表人物艾维·李的实事求是、说真话、公开性的
思想受到了公众的欢迎。

公众导向阶段。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公共关系活动
具有了强烈的“公众导向”，即“投公众所好”理念，顺应
公众的意志进行舆论传播等。

双向沟通阶段。二战以后，公共关系向学科化和职
业化方向发展，使公共关系出现了“双向平衡”的模式。

（1）艾维·李

1904 年，美国著名记者艾维·李在美国开办了一家
正式的公共关系事务所，标志着现代公共关系的问世。
艾维·李曾是《纽约日报》、《纽约时报》和《纽约世界报》
的一位记者，他审时度势，针对巴纳姆式宣传活动的局
限性，提出了“说真话”的宣传思想，其思想在他发表的
著名《共同原则宣言》中体现出来。他认为，他的工作是
公开进行的，是具体的，即应该准确无误地向公众提供
信息。一个组织要获得良好声誉就必须讲真话；如果真
情的披露对组织带来不利影响，就应该根据公众的反应

和评价来调整组织的政策和行为。他常用一个做法是
向新闻界免费提供新闻公报，并坚持在公报中标明作者
及所代表的组织名称。因他在公众和报界中树立了自
己的信誉，被人们称为“现代公共关系之父”。

（2）伯奈斯

使公共关系由一种活动、一种社会现象变为一门科
学的杰出人物是爱德华·伯奈斯。他从 1923 年出版第
一部公共关系著作《公众舆论之凝结》，到 1952 年完成
教科书——《公众关系学》，使公共关系的原理和方法逐
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组织应该在

确切了解自己的公众基础上来进行组织的传播工作。
由于伯奈斯将公共关系引上了科学的轨道，被世人誉为

“公共关系泰斗”。

（3）卡特李普

1952 年，现代公共关系教育之父斯科特·卡特李普
出版了一本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有效公共关系》，提
出了“双向平衡”理论和公共关系四步工作法等，并把公
共关系工作提高到管理职能的高度去认识。《有效公共
关系》这本书至 1995 年，已再版了七次，被美国乃至世
界公关界奉为“公关圣经”。

1 ．公共关系的基本内涵

2 ．公共关系产生的条件

3 ．公共关系的历史发展阶段

4 ．现代公共关系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

公共关系组织机构从总体上说，可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在社会上为各种类型的组织提供咨询与技术服务
的公共关系咨询公司；再一类就是组织内部专门从事公
共关系工作的公共关系部门。

(1)公共关系咨询公司的类型

公共关系咨询公司又称公共关系顾问公司，它由各具专
长的公共关系专家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专门从事各
种公共关系技术、咨询业务，或受客户委托为其开展专门性

的公共关系活动提供服务性工作的营利性组织。
按照服务技巧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公共关系咨询公

司可以分为技术服务公司、行业服务公司和兼有以上两
类公司职能的综合性公共关系公司；按照经营方式的不
同，公共关系咨询公司可以分为与广告合营的公司，单
独经营、综合开展公共关系业务的公司，和单独经营、开
展专项公共关系业务的公司；按照公司的规模可分为
大、中、小型三类公司。

(2)公共关系部门的类型

公共关系部是组织内部针对一定的目标，为开展公
共关系工作而设置的专门职能机构。公共关系部根据
与组织其它部门之间的关系不同可以分为直接隶属型、
部门并列型、职能分散型和部门隶属型。公共关系部是
公关人员作为整体发挥功能的组织机构，应根据各社会
组织设置公关部的特殊任务和由此决定的公关部的类
型来设置公关部的结构层次。

5 ．公共关系组织机构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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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说明

《美学与美育》是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育管理
专业（本科）的选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是培养学员具备基本的美学
与美育理论素养、较高的审美鉴赏能力和审美塑造能力、较高的实施美育的能
力的课程。本课程重视美学、美育理论向审美实践与美育实践能力的转化，注意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本课程的特点是综合性、人文性、渗透性、实践性，在知识内容上涉及了哲
学、文学、艺术、教育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内容，在人才素质培养目标上着力于
促进其综合素质和审美修养的提高，在能力表现上体现于学员自身的审美能力
和教育教学管理活动中，它不是直接获得某学科单一的、独立的教育效应，而是
作为人才综合素质的重要部分对教师的教育教学管理活动起到全面渗透和辅
助作用，提高其实施素质教育的意识、能力和水平。

二、网上形考方案

1、考核方式

本课程从 2015年春季开始，采用 100%形成性考核。课程考核不再分形考性
考核和终结性考核，而是由三次网上形成性考核构成。考核采取教师自动组卷
方式进行，以开卷答题方式进行。形成性考核成绩以百分计，第一次作业占形成
性考核总成绩的 20%，第二、三次形成性考核成绩各占形成性考核总成绩的
40%。学生可登录“福建电大形成性测评系统（ http://xk.fjrtvu.edu.cn）”按规定完
成。考核时间 90 分钟。每学期、每一次形成性考核完成的日期不同，具体完成日
期与评卷日期详见《网络形成性考核实施方案》。

形成性考核的重点是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通过网上形成性考核可以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帮助学生更好的自主学习、
自助学习，更好地实现教学互动。通过网上形成性考核也可以加强对地方电大
教学过程的指导与监督、教学效果的了解与评估。

2、考核题型、范围及分数

第一次测验
测验内容：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考核形式：
（一）填空题：15分
（二）单项选择题：15分
（三）是非判断题：40分
（四）论述题：30分
第二次测验
测验内容：第四章、第五章
测验形式：

（一）填空题：15分
（二）单项选择题：15分
（三）简答题：20分
（四）论述题：50分
第三次测验
测验内容：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
测验形式：

（一）填空题：15分
（二）单项选择题：15分
（三）简答题：20分
（四）论述题：50分

一、课程基本说明

艺术欣赏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育
教管、现代文员、行政管理专科的选修课
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通过艺术知识的传授，特别是通过作品
的赏析，培养学生艺术欣赏能力，提高文
化品位及学生的审美素质。

二、网上形考方案

1、考核方式

本 课 程 从 2015 年 春 季 开 始 ，采 用
100%形成性考核。课程考核不再分形考
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而是由三次网上
形成性考核构成。考核采取教师自动组
卷方式进行，以开卷答题方式进行。形成
性考核成绩以百分计，第一次作业占形
成性考核总成绩的 20%，第二、三次形成
性考核成绩各占形成性考核总成绩的
40%。学生可登录“福建电大形成性测评
系统（ http://xk.fjrtvu.edu.cn）”按规定完
成。考核时间 90 分钟。每学期、每一次形
成性考核完成的日期不同，具体完成日
期与评卷日期详见《网络形成性考核实
施方案》。

形成性考核的重点是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通过网上形成性考核可以促使学

生主动学习，帮助学生更好的自主学习、
自助学习，更好地实现教学互动。通过网
上形成性考核也可以加强对地方电大教
学过程的指导与监督、教学效果的了解
与评估。

2、考核题型、范围及分数

第一次测验
测验内容：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考核形式：

（一）单选题：21分
（二）填空题：24分
（三）简答题：30分
（四）论述题：25分
第二次测验
测验内容：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

第七章
测验形式：

（一）单选题：21分
（二）填空题：24分
（三）简答题：30分
（四）论述题：25分
第三次测验
测验内容：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

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测验形式：

（一）单选题：15分
（二）填空题：24分
（三）简答题：30分
（四）论述题：31分

一、课程基本说明

《中国文学简史》是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小
学教育专业本科的一门选修课程。

本课程主要依托中国古代文学史的
框架，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至清代
的发展情况，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讲授中
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及作品。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讲授使学生获
得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培养
学生欣赏和分析古典文学作品的能力，
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提高学生的
语文应用能力。

二、网上形考方案

1、考核方式

本 课 程 从 2015 年 春 季 开 始 ，采 用
100%形成性考核。课程考核不再分形考
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而是由三次网上
形成性考核构成。考核采取教师自动组
卷方式进行，以开卷答题方式进行。形成
性考核成绩以百分计，第一次作业占形
成性考核总成绩的 20%，第二、三次形成
性考核成绩各占形成性考核总成绩的
40%。学生可登录“福建电大形成性测评
系统（ http://xk.fjrtvu.edu.cn）”按规定完
成。考核时间 90 分钟。每学期、每一次形
成性考核完成的日期不同，具体完成日
期与评卷日期详见《网络形成性考核实

施方案》。
形成性考核的重点是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通过网上形成性考核可以促使学
生主动学习，帮助学生更好的自主学习、
自助学习，更好地实现教学互动。通过网
上形成性考核也可以加强对地方电大教
学过程的指导与监督、教学效果的了解
与评估。

2、考核题型、范围及分数

第一次测验
测验内容：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考核形式：

（一）填空题：30分
（二）简答题：40分
（三）论述题：30分
第二次测验
测验内容：第四章、第五章
测验形式：

（一）填空题：30分
（二）简答题：40分
（三）论述题：30分

第三次测验
测验内容：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测验形式：

（一）名词解释：10分
（二）简答题：30分
（三）论述题：60分

《美学与美育》
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

■ 文法系 齐学东

《艺术欣赏》（专科）

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
■ 文法系 齐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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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简史》
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基于网络的考核方案

■ 文法系 齐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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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台 湾 举 办 的 各 种 书 画 展 中 ，
福 建 书 画 家 的 作 品 占 有 一 定 比
例。展览结束后，按惯例都会将作
品出版，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福建书
画家作品在台湾的流播和影响。现
仅以其有代表性的出版品为例，简
要 介 绍 福 建 书 法 家 作 品 在 台 湾 展
出和出版的概况。

《丹青忆旧——台湾早期先贤书
画展》，由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
馆、台北市文献委员会主办，于 200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04 年 2 月 8 日，在
历史博物馆 201、203 展厅开展，同时
由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辑，历史
博物馆出版 2003 年 12 月出版。书中
收入展出的书法作品 37 件，绘画作
品 40 件，其中闽籍书画家创作的作
品 23 件。现仅将其书法作品介绍如
下：谢曦《书法中堂》，241×55 公分，
展方称：“谢曦草书行笔迅速明快，行
气贯穿于整体，气度大方。”郭尚先

《法书》，113×59公分，展方称其：“工
篆隶，善行楷。初学颜欧，晚兼米董，
碑版刊行颇多，能画墨兰。”此帖内容
为作者叙述颜真卿书法佳作《鹿脯
帖》、《争 座 位 帖》的 流 传 与 收 藏 过
程。吕世宜《隶书》，138×38 公分。
沈葆桢《对联》，163×32 公分。展方
称其：“工书善画，皆得俊逸之旨。”叶

化成《行书》，30×57 公分。吴鲁《行
书中堂》，131×30 公分。展方称其：

“工书，善小楷。”《真书》，15×72 公
分。以工整楷书体，集李商隐两首诗
句 为 一 篇 。 曾 遒《对 联》，33.5 ×
137× 2 公 分 。 展 方 称 其 ：“ 工 于 书
法，也善画梅花，雄建近古。郑贻林

《隶书对联》，132×32×2公分。展方
称其：“工书法，善长篆刻，以隶书闻
名。”赞其展出对联：“笔法遒劲肯定，
结构工整，颇能表现隶书安定稳和的
特质。”《隶书四屏》，31×102×4 公
分。龚植《书法》，82×39 公分。展
方称其：“喜丹青，善金石，花鸟草虫，
有画院甜熟之习。赋色修洁，时得物
外之趣。”

《振玉锵金——台湾早期书画特
展》，缘历史博物馆为庆祝建馆 50 周
年，于 2005 年举办台湾早期书画特
展，精选寄畅园张允中先生收藏台湾
早期书画 137 件，近 90 位画家作品，
其中闽籍书画家 31 位，作品 65 件。
展品作品由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
编辑，由历史博物馆 2005 年 6 月出
版 ，其 书 法 作 品 如 ：谢 管 樵《行 书》
( 一)，171 × 31 公 分 ；《行 书》( 二)，
140 × 37.5 公 分 。 叶 化 成《行 书》，
119×30 公分。谢曦《楷书》，290×66
公分；《草书》，230×54公分；《草书中

堂》，190.5 × 58 公 分 。 郭 尚 先《楷
书》，72×49 公分；《行书》，167.5×40
公分。吕世宜《隶书》(一)，137×31.5
公分；《隶书》(二)，179×41 公分。何
冠英《行书》，157×29 公分。王仁堪

《楷 书》，245× 53.5 公 分 ；《行 楷》，
129 × 31.5 公 分 。 陈 祚 年《行 书 四
联》，140×34公分×4。郑贻林《隶书
四 联》，139× 33 公 分 × 4；《楷 书》，
136×68公分。陈宝琛《行书》，165×
27 公分。林绍年《楷书》，92×34 公
分；《行书》，122×66 公分。林纾《行
书》，164×80.5 公分。陈衍《行书》，
119 × 25.5 公 分 。 陈 蓁《 隶 书 》，
147.5×40 公分；《古文》，134×44 公
分。苏镜潭《行书》，107×34 公分。
黄彦鸿《隶书》，95×43 公分。吴鲁

《行书》，130×31 公分。蔡丽邨《篆
书》139×33.5 公分。辜鸿铭《草书》，
134×38公分。林鹗腾《行楷》，164×
38.5 公 分 。 魏 大 猷《行 书 中 堂》，
148×75.5公分。

历史博物馆等部门于 2007 年 12
月 29 日至 2008 年 1 月 20 日、2008 年
2 月 2 日至 2008 年 3 月 2 日分别在金
门、马祖举办“翰海霞光—近百年名
家书画”展，展品由徐天福主编，以

《翰海霞光—近百年名家书画》为名，
由历史博物馆于 2007年 12月出版。

2、被收养人一般是未成年人：
1）未满 14周岁；
2）孤儿、弃婴、弃儿或生父母有特殊原因无力

抚养的子女。
3、送养人的条件：
1）孤儿的监护人；
2）社会福利机构；
3）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父母。
4、成立收养关系的合意

（九）监护

广义的监护包括亲权的内容，是指对一切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和财
产进行监督和保护的制度，我国《民法通则》就采
用这种规定。

狭义的监护排除亲权的内容，是指对无父母或
父母不能照顾的未成年人以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人身和财产进行
监督和保护的制度。

我国《民法通则》把监护分为对未成年人的监
护和对（成年）精神病人的监护，因我国不设立亲
权制度，所以对未成年人都以监护制度进行监督
和保护。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
两种方式，没有规定遗嘱指定监护的方式。

（十）离婚制度

离婚就是指夫妻双方生存期间依照法定的条
件和程序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离婚的特
征：

1、离婚主体的限定性；
2、离婚条件的法定性；
3、离婚行为的要式性；
4、离婚后果具有兼容性。
协议离婚是指夫妻双方达成解除夫妻人身关

系以及处理相关问题的合意，并按照特定程序予
以认可的离婚方式，即双方自愿离婚。在我国《婚
姻法》中，协议离婚包括民政部门办理的行政登记
离婚和法院办理的诉讼调解离婚。

协议离婚的特征：

1、协议离婚的主体是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
妻双方。

2、协议离婚的当事人必须具有完全的民事行
为能力。

3、协议离婚是法律行为而不是事实行为。
4、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是夫妻双方对离婚所

涉及的一切问题均形成合意，即夫妻对离婚本身
及其后果的协商一致。

裁判离婚是指对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提出的离
婚请求，由法院以判决的方式准许的离婚方式。

我国裁判离婚的法定条件：

1、概括性条款：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2、列举性条款：一方有严重过错及其他证明夫

妻感情破裂的事由。
一方有严重过错：
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 2年，调解无效，及有其他证

明夫妻感情破裂事由的，应准予离婚。
3、补充性条款：一方被宣告失踪。

（上接第4期第2版）

台湾对福建书法家作品的
展出和出版(一)

■ 福建电大 何绵山

红嘴蓝鹊。福建电大 王小红/摄

编者的话：“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古人
在教育孩子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名言，这些言
论在当代家庭教育中也极有借鉴意义，今天我们一起诵读古人的家教名
言，学习古人的教育之道。本期推出“修养篇”——

修养

乖僻自是乖僻自是，，悔误必多悔误必多。。————《《治家格言治家格言》》

轻听发言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焉知非我之不是，，

需平心暗想需平心暗想。。————《《治家格言治家格言》》

施恩无念施恩无念，，受恩莫忘受恩莫忘。。————《《治家格言治家格言》》

凡事当留余地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得意不宜再往。。————《《治家格言治家格言》》

人有喜庆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人有祸患，，不可生欣幸心不可生欣幸心。。————《《治家格言治家格言》》

善欲人知善欲人知，，不是真善不是真善，，恶恐人知恶恐人知，，便是大恶便是大恶。。————《《治家格言治家格言》》

以直报怨以直报怨，，以义解仇以义解仇。。————《《增广贤文增广贤文》》

平生不作皱眉事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世上应无切齿人。。————《《增广贤文增广贤文》》

静坐常思己过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闲谈莫论人非。。————《《格言联璧格言联璧》》

中国历代家教名言，太深刻了！

今 年 ，5 月 6 日 是 农 历 的 立
夏。此时，“斗指东南，维为立夏，
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
此时太阳黄经为 45 度，在天文学
上，立夏表示即将告别春天，是夏
日天的开始。

一年四季中，夏天属火，火气
通于心，故夏季与心气相通，夏天
人们易感到烦躁不安，容易出现
失眠、口腔溃疡等上火症状，因此
立夏养生首先要“养心”。

夏季与心气相通，有利于心脏
的生理活动，因此，要顺应节气的
这种变化，保养心脏，专家表示，
此时节，老年人要注意避免气血
淤积，预防心脏病发作。

专家提醒，立夏后，人们易感
到烦躁不安，因此立夏养生要做
到“戒燥戒怒”，切忌大喜大悲，要
保持精神安静、心志安闲，心情舒
畅，笑口常开。此外，在饮食调节
上，应少吃高脂厚味及辛辣上火
之物，多食清淡和富含维生素的
食 物 ，如 山 药 、小 麦 、玉 米 、海 产
品、蛋类，这些食物既能清热、防
暑、敛汗、补液，还能增进食欲。

中 医 认 为 ，夏 季 心 阳 最 为 旺
盛，当夏日气温升高后，人易烦躁
不安，好发脾气，而且机体的免疫
功 能 也 较 为 低 下 。 特 别 是 老 年
人，由发火生气引起心肌缺血、心
律失常、血压升高的情况易增加，
甚至因此而发生猝死。所以，在
春夏之交要顺应天气的变化，做
好自我调节，重点关注心脏保养。

“立夏”时节要做好“精神养
生”，多做安静的事情，如绘画、书法、
听音乐、下棋、种花、钓鱼等。

立夏宜养心

180180““闽闽台台缘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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