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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与责任心：
织密“防控网”

1 月 28 日，学校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校退休处、老干部

处第一时间安排值班人员回校

参与疫情防控。

各二级退管分会负责人、联

系人、退休联络员（块组长）、离

退休党支部书记等微信群很快

运作，党政两条线形成共同关

怀，除转发上级文件外，还针对

老同志实际需求编写《疫情防控

提醒》。

生命科学学院4天内通过电

话、微信联系了海内外全部 189

位退休教职工，确认老同志的居

家和心理状态。

部分老同志发挥专业特长

承担抗疫任务。86 岁的闻玉梅

院士到校指导疫情防控和研究

项目，生命学院王洪海教授参加

评 审 学 校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NCP）专项项目，陈家宽教授团

队紧急研究疫情与生物安全立

法，基础医学院项瓈、后勤办刘

光耀加入 BLS-3 实验室参与疫

情监控，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

授接受健康时报《人民名医》采

访，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提交多

份决策咨询报告……

组织力与共情心：
发力“中场线”

长期以来，离退休教职工视

校园为精神与生活家园，1000多

位退休教职工居住在邯郸、枫林

校区周边，吃饭、配药、文化娱

乐、散步锻炼都依靠学校。疫情

当前，院系分党委这条“中场线”

把老同志的事作为自己的分内

事。

来校就餐是最先浮现的问

题。物理系刘老师腿脚不便，分

会几位党员同志帮他送饭。信

息学院赵老师出门不便，日常所

需的蔬菜和必需品都由分会任

久春老师送到家。

就医配药是普遍的难题。

在校领导支持下，退休处第一时

间整理了学校周边公立医院清

单，退休联络员带头去社区医院

配药，把流程和优点和大家分

享，退休处、保卫处、校医院和分

会四方合力，轮流为特殊困难老

师做“快递小哥”。生命科学学

院张老师行走不便，退休处返岗

工作人员一早到她家取医保卡，

配好药送回来，“不到 9 点药就

送到了。”张老师说。

疫情期间许多医院取消了

现场预约，护理学院联系人孙志

琴主动帮助老同志学习在线问

诊、线上预约，还协助一位急需

化疗的老师找到了床位。图书

馆某老师家中厨房漏水，小区维

修人员因隔离无法到岗，分会帮

助老人查找和选择社会化维修

方案解决燃眉之急。

埋头苦干、主动作为，这是

疫情期间各院系分党委的工作

状态。“我们要求每位退休教师

必须联系到人，工作人员24 小时

开机。”计算机学院联系人姚文

遐说。

创新力与爱国心：
丰富“宅文化”

文化养老是复旦离退休工

作特色，疫情袭来，离休干部活

动室、老年活动中心、复旦老年

大学等场所暂停开放，社团暂停

活动。

“闷”了一个多星期，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退休党支部率先

倡议，“赋诗抗疫情”，迅速得到

各支部积极响应。截止 2 月底，

各支部已经献诗超过 40 首。

退休处启动书画征集，迄今

已 征 集 到 书 画 、篆 刻 作 品 53

份。老同志创作的文章也陆续

传来，原校党委书记钱冬生记录

听取习近平总书记电话会议后

的心得体会，校办王增藩撰文赞

颂共产党员“越是艰险越向前”，

研究生院刁承湘来信致敬出征

的复旦上医人，附属中山医院杨

秉辉老院长欣然写下歌颂医护

人员的画作赏析《护佑生命的眼

神》，生科院陈永青持续记录《抗

疫笔记》……

许多支部还在线开展组织

生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退休

支部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线上党

日活动，围绕抗疫主题交流学习

体会，20 人作了 112 次发言交

流，文字叙述、语音传达、诗词字

画分享，活动形式多样。

更有一批离退休教职工活

跃在社区志愿者一线。校办退

休老师赵美仁参加了普陀区社

区志愿者，结对社区孤老发放口

罩、上门慰问、理发。虹口凉城

街道复旦居民区老教师议事会

主动请缨，协商安排了八位同志

参与小区大门值班，赢得了居民

们的称赞。 文/詹歆晔

一般认为中国外销瓷起源始

于九世纪的晚唐时期。最近上海

博物馆黑石号沉船的展览非常具

有代表性。沉船里面，有一件长沙

窑的瓷器带有纪年刻铭——“宝历

二年”，就是公元826年。学界都

基本认同，这是当时中国外销瓷输

出的一个缩影。

更早是汉代和六朝时期，朝鲜

半岛就有出土中国的越窑瓷器，不

过当年那些地方属于汉朝乐浪

郡。九世纪开始，中国的外销瓷在

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西亚等地

都有大量出土，甚至在埃及的福斯

塔特都有发现。这一时期最主要

的外销瓷品种，南方地区有浙江越

窑青瓷、广东青瓷，长沙窑是主力，

它有很多是彩绘的；北方地区以河

北邢窑、河南巩县窑的白瓷为代

表。十世纪后，外销瓷器中越窑占

主流。宋元时期，青白瓷和浙江的

龙泉窑青瓷成为瓷器贸易的大宗

产品。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兴起

了。明代初年还是龙泉窑青瓷为

主流的外销品种，但到了十五世纪

中晚期，景德镇瓷器就在整个市场

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十六、十七世

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先

后来到亚洲，中国瓷器成为东西方

贸易的重要商品，开始大规模销往

欧洲、美洲，形成巨大的海外市场。

每个时期，外销瓷的变化除了

跟瓷窑兴衰有关系，贸易港口变

迁、贸易体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

素。唐宋元时期，陶瓷外销是民间

海外贸易占比较高。到明代前期，

陶瓷输出基本控制在官方的朝贡

贸易体制之下。

中国瓷器在历史进程中不断

地与域外文化进行交流，与各国陶

瓷文化发生联系。外销瓷上，能看

到东西方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

普朗克“阳伞夫人”瓷盘是荷兰东

印度公司特别设计的订制瓷，是一

个很典型的跨文化交流的案例。

普朗克是荷兰的画家、工艺设计

师，173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邀请他

为外销瓷设计样稿，并送到中国和

日本生产，“阳伞夫人”图是其中的

一种，原稿现在收藏在荷兰国立博

物馆。在“阳伞夫人”瓷盘中，日本

产品里有完全按照原稿样式的，也

有将执伞妇人画成日本艺伎的。

中国生产的这类题材瓷器也有明

显模仿日本外销瓷的，这与中日外

销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竞争有关。

因为中国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以

后，瓷器外销数量减少，日本瓷器

作为中国的替代品，在欧洲一度占

据外销瓷的主导地位。为重新占

领欧洲市场，景德镇瓷器在彩绘装

饰上对伊万里瓷器进行了仿制。

现在有不少学者利用外销瓷

的材料来做全球史的研究。英国

的何安娜教授（Anne Gerritsen）今

年出版了 The City of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nd the

Early Modern World，就是从全球

史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瓷器。

陶瓷研究有很多有趣的面向

可以进一步探索，应该把器物背

后的故事、文化挖掘出来。

文/黄晓峰

东西陶瓷交流中的文化互动

新时代新战略需要新规划新理论
王新军教授谈《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基本理论研究》

国土空间的保护与开发，是

一个国家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

因为国土空间规划是对一定区域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在空间和时间

上作出的安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

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

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

据。

改革开放以后很长时间内，

国家“摸着石头过河”，先后摸出了

东部率先、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

和东北振兴等，全面开花、高速发

展的战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取

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产生

了不分轻重缓急，你追我赶；不计

资源禀赋，大干快上；甚至不顾百

姓民生，片面追求GDP之类的问

题，透支资源、透支环境、透支未

来，拉大城乡差距。

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提出转

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战略。环境科

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导王新军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

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建设生

态文明的新要求。”因此，他任首席

专家的202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新时代国土空

间规划基本理论研究》目标是构建

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新时代国

土空间规划基本理论体系。

课题意义：
形成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理论框架

这是新时代的要求。首先是

战略目标变了，不再片面追求高速

度，而是强调发展质量，注重资源

环境保护，注重民生，注重产业平

衡、供需平衡、投资消费平衡、城乡

平衡等。其次是落实战略的方法

也变了，经过40年探索，国家对发

展需要顶层设计和全面谋划，按照

统筹协调、因地制宜的原则，分类

指导、分别推进。

课题正是承载了新时代的要

求。王新军说：“在理论方面，课题

探索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理论

体系。将从人地关系、空间关系、

时间关系三个方面阐述，按照‘国

土空间演化格局—国土空间评价

—国土空间规划’的研究范式，构

建国土空间规划理论的内涵和研

究范畴。在实践方面，课题不仅研

究各个时间断面的静态格局，而且

追踪历时性的演化过程；不仅描述

国土空间格局特征，而且解析其演

化的作用机制；不仅局限于双评

价、主体功能区等传统问题，而且

归纳国土空间演化模式和规律，以

期为空间规划和区域政策的制定

提供建议。”

2019 年5 月，中央印发了《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

见》，这是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

重大部署，也是国家治理方式的重

大改变。应对时代新使命和国家

新战略，王新军把课题的意义总结

为：“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治

理体系改革的背景，从认识论视

角，从人地关系、空间关系、时间关

系三个方面，阐述新时代国土空间

规划的核心理念——生态文明建

设的内涵。从本体论视角，构建

‘国土空间演化格局—国土空间评

价—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理论框

架，从而形成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

的基本理论框架，为我国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和区域政策制定提供理

论支撑。”

课题目标：
理论创新、实践应用和服务决策

国土空间规划理论研究主要

集中在三个领域：国土空间演化格

局、国土空间评价、国土空间规划。

自19 世纪20 年代英国实施

空间规划以来，德国、法国、荷兰、

美国、日本等都进行了空间规划的

实践。王新军说，近年来国内外的

国土空间规划表现出三个特点：体

系完备且不断更新的法律体系；重

组规划机构以提高管理绩效；完善

国家空间规划运作体系。从国内

外发展趋势看，国土空间规划模式

继续保持多元化的特征，重视协调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规划目标更加

重视区域均衡与协调发展，重视城

乡一体化、区域资源的集约化利

用，以及区域内公共设施和资源的

共建共享；规划过程强调公众参与

与合作。

溯源学术研究，王新军指出：

“在认识论上，围绕新时代国土空

间规划的核心理念——生态文明

建设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都不够；

在本体论上，尚未形成完整的‘国

土空间格局—国土空间评价—国

土空间规划综合性理论体系’。”

因此，这都要求更为系统和深入地

梳理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理论，从

人地关系、空间关系、时间关系三

个方面，阐述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

的核心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的

内涵；构建“国土空间演化格局—

国土空间评价—国土空间规划”的

基本理论框架，为我国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和区域政策制定提供理论

基础。唯有这样，才能服务于十九

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面向未来要“构

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的决

策。

课题重点：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规划同样也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课题将围绕4 个问题

展开研究：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

基本理论框架、多空间尺度和规划

类别视角下的国土空间演化格局、

多空间尺度和规划类别视角下的

国土空间评价、多空间尺度和规划

类别视角下的国土空间规划。它

们形成了四个子课题。

“国土空间规划作为规划学

和地理学的交叉领域，其研究思路

应该符合典型的科学研究范式，即

首先进行实证描述，对国土空间的

演化格局、趋势特征进行梳理，厘

清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这是规划编制的前提和基础。然

后进行国土空间规划评价，从资源

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

性评价等方面，摸清家底，为规划

编制提供直接依据。在此基础上，

进行国土空间规划方案的编制，包

括主体功能区划分、三区三线划

定、空间规划方案编制等内容。”王

新军说，在总研究方向的基础上，

从国土空间演化格局、评价、规划

三个方面，分别展开子方向的研

究。每个子方向均包含3 项研究

内容：2 个空间尺度（区域、城市）

和1 个规划类型研究。形成了从

实证描述、因素分析、机制解析，到

评价、情景预测、规划推导的完整

的逻辑链条。课题正是以这一框

架为基础，形成了“1+3”的研究内

容，即1个总方向，3个子方向。

四个子课题构成了课题的主

要研究内容：进行文献分析与相关

研究成果归纳，进行国内外国土空

间规划实践经验总结。在此基础

上，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核心价值观

研究，着重从人地关系、空间关系、

时间关系阐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内

涵和要求。然后按照国土空间评

价、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的逻辑框架，从研究视角、研究方

法和实践层面上创新，构建新时代

国土空间规划基本理论的框架。

创新的有力支撑是基础扎

实的团队，课题组成员分布在人

口、资源与经济学、人文地理学、

生态环境学等专业，在国内外期

刊上发表过有关国土空间规划、

智慧城市、区域规划、产业发展、

人口流动、交通网络等与本研究

相关的论文。“构建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新格局，是我国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王新

军期望课题建立起体系化的理

论框架，从而构建国土空间规划

理论的内涵和研究范畴。

文/傅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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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销瓷，也被称为贸易

瓷，一般是指那些大批量销往

境外的瓷器。当然在境外出

土和留存的中国古代瓷器，并

不一定都是通过商品贸易的

方式输出，比如当时宫廷的对

外赏赐，即所谓的“赐赉瓷”。

因此，故宫的王光尧先生提出

“输出瓷器”概念，来涵盖这些

历史上留存在境外或在境外

出土的中国瓷器。现在的研

究通常还是把通过各种方式

输出到境外的古代瓷器，无论

是民间或官方贸易，还是赏赐

和外交途径，都会笼统地放在

外销瓷或者贸易陶瓷的名

下。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刘朝

晖教授从外销瓷角度谈了文

化互动。

核心阅读核心阅读

普朗克设计的
“阳伞夫人”图稿

日本伊万里五彩
“阳伞夫人”图瓷盘

景德镇五彩
“阳伞夫人”图瓷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