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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some disproportions betwee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existing in a university,
the eigen and extension phenomena of the disproportions were discussed deeply. Furthermore, deep reasons
of the phenomena were pointed out. For the phenomena, the reforming measurements were proposed,
especially the three favor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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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某高校教学和科研比重严重失调的问题，深入探讨了其本征表现和外延表象，并且指出

造成这些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有的放矢，对每个现象逐个提出改革措施和建议，特别是提出了三
个“有利于”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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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成都工业学院专升本前后几年，通过走出去、请
进来，加强学习培训，内部挖潜、提高教师素质，考
察其它二本高校的教学、科研、实验、培训等基础设
施、管理制度，学习和借鉴其建设经验，吸取过程中
的教训等途径，不断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为学校
的本科教育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升本一年
多来的实践看，学校的本科教育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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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较好的预期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逐
步发现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否则会使本科教育持
续良性发展受到掣肘，成为发展瓶颈乃至桎梏；造成
不可估量的后果乃至恶果。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学校
有几个重要比例失调，如科研教学比重失调、中层干
部专业结构失调、骨干教师男女比例失调、收入分配
比例失调、高职称高学历人才结构失调等。其中科研
教学比重失调是核心，是本质，其他几个失调是除了
其本征表现之外的外延表象。相比于场地、设备等具
体的硬的方面，这些较为宏观、关乎全局、偏于“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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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面的问题，解决起来非一日之功，很少能够立竿

时计一分，而规定其每年要完成的科研分是区区 30

见影；因此有必要枚举出来，进行讨论，探索办法，

分而已，更高级别的岗位，要求的科研分以 30 分为

力图改进，而改进的首要问题，就是科研教学比重失

级差成等差级数依次递增。学校这种积分办法，教学

调。

课时与科研分数的等价关系是一个科研分等于一个

2. 几个重要比例失调现象和分析
2.1. 科研与教学比重失调
成都工业学院的前身，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是
全国中专学校中的佼佼者，升格为大专，改名为成都
电子机械高等学校，也是全国大专学校中的翘楚，以
“学做合一，敬业乐群”为校训，颇有办学特色：以
丰富的实验为基础，以培养工程技能型人才为目标，
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在学校，几乎每届都囊括
或者获得全国大学生各类竞赛(大专组)头奖；毕业后，
一批又一批学子成为各个用人单位的骨干，大批学生
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也不乏后来取得硕士、博士学
位，乃至博士后出站者，或依旧奋斗在企业，或转战
科研院所，或走进高校当了副教授、教授；这在社会
上是有口皆碑的。但是，升格为本科，学校一下子就
从鸡头变凤尾，以往居高临下、被人前呼后拥、谈笑
风生指点江山的带头老大角色突然变为靠在边上 站
在末列、望人项背仰人鼻息、毕恭毕敬的拘谨小弟，
所比较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科研。别人是专著、教材
汗牛充栋，论文成海量数据库，专利以摞计，各种检
索数据念起来是眉飞色舞；各种纵向横向项目总经费
巨大。自己呢，像刘介才教授《工厂供电》这样全国
知名的优秀教材屈指可数，每年在 EI 和 SCI 源刊发
表或被其检索系统索引的论文寥寥几篇，仅核心期刊
文章也是数量有限；而各种课题、项目每年总经费可
谓寒碜，有价值的专利申报也是少之又少。一句话，
就像一个正在求学的穷酸秀才，跻身于一群学富五
车、才高八斗且功成名就的大师巨儒之间，那是囊中
又羞涩，腹中又空空，脑中又空白，胸中无底气，袖
中是清风，手中无捏拿，眼中现茫然，嘴上只有唯喏
而已，只好暗自下决心发愤图强。
造成这种窘境的直接原因就是学校科研与教学
比重失调。有几大本征表现，第一个表现是工作任务
要求，科研所占比重较教学的比重显得极其渺小。一
个数据就能够充分说明这种现象：学校规定一个 7 级
岗位的副教授每年教学课时不少于 320 学时，一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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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这种科研分怎么获得呢，一般只要在有刊号
的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不管质量如何，得 30 分。
此外，只要作为某个项目或课题组成员，按照相应的
排名，不管实际做没有做工作，搞没有搞科研，也有
不同的计分进账。而科研分也不一定是真搞科研就可
以获得，比如电子竞赛等也计入相关教师的科研分。
第二个现象是，从事教学任务的教师全是教学编制，
全校竟然没有一个科研编制。这种零比例状况恐怕是
世上本科高校中绝无仅有的。第三个现象是教学和科
研的经费投入相差巨大。按照文献[1]的分类办法，从
规模看，学校生员接近 1 万人，属于中型高校，但是
其每年到校科研经费不足千万，连微型高校 3 千万的
标准都没有达到。第四个现象是学校关于教学，有一
整套体系，本科教学大纲、教学督导等等，管理和考
核可谓完善；但是对于科研，除了零星的几个文件而
外，没有制定总体规划，主要研究领域、重点发展方
向，短期和长期目标，以及为达到目标要采取的保障
措施、实施细则和手段方法以及规章制度等，大有走
到哪里在哪里歇的意味，即使有过一些非常有价值的
思想、想法，也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措施上而流于口号，
成为水面上的泡沫，随风而散。第五个现象是对学生
评教的条款，几乎全是针对课堂教学质量而没有一项
是针对科研工作质量的，即便枚举出来，绝大多数学
生也不可能给出正确、准确、精确的合理评价，因为
他们不太可能掌握也不太关心教师的科研工作状况
和质量；事实上，仅仅把学生给老师的评分作为几乎
是唯一定量考核教师工作质量的定量指标，也是较为
极端、官僚、简单、武断、笨拙乃至于愚蠢的做法。

2.2. 其他几个比例失调
下述几个比例失调，均是教学与科研比重失调的
几个本征表现之外的外延表象。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
了学校教学与科研比重失调的本质，同时又暴露出其
他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2.2.1. 高学历高职称人才结构比例失调
按照四川省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工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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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见规定的标准，作为高等本科学校，学校的正高

正确的支持和有力的保障。

级职称比例应该在 12%~18%，副高级职称应该达到

第二个表现是中层干部人数偏多，很多部门实际

30%。但是实际上，尤其是正高级职称数量没有达到

只需要一个处长，而设置了二个，每个系一般只需要

要求。而且，其中，一级教授空缺；二级教授 6 个，

设置三个：系主任正副职各一个，党总支书记一个，

显然太少。学校正高级一般都属于 4 级岗位，三级与

但是实际上还多设置了一个副书记。这与学校实际需

四级之比没有达到 3:7 的标准；副高级岗位配置也没

要情况不符，而且也与四川省高等学校岗位设置条例

有达到 5 级到 7 级 2:4:4 的要求。最为主要的，是正

要求的精神不符。

高级岗位获得者年龄多在 50 岁以上，40 岁以下的没

此外，还有一个比例失调是中层干部中女性比例

有；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年限到了而晋升，而很

太大(首先申明，这绝对不是性别歧视，而纯粹是从是

少有因为工作和科研成绩突出而获得破格晋升的。多

否有利于科研工作发展提出的一个个人观点)，心理学

年媳妇熬成婆，终于长吁一口气，从而丧失了继续奋

研究结果表明，女性的思维方式特点是普遍缺乏逻辑

斗的动力；实际上他们很多对于科研工作也已是疲于

性，而感情色彩较为浓厚，她们往往注重局部、细节

应付，而后劲不足，成果不多。此外，他们中获得高

和表象，而对于宏观、整体和本质缺乏把握，这决定

学历(研究生以上)者很少，博士只有几个，而博士后

了作为部门领导，不利于自身成为合格的成功的科研

只有一个。这在知识结构上和专业境界层面一定程度

课题负责人，不利于成为部门、学校乃至市级以上学

限制了他们的继续创新能力。在专业结构上，集中于

术、学科带头人，不可能带好和指导下属科研团队的

少数几个专业，这与学校众多专业设置不符。从岗位

工作，不利于部门乃至全校科研工作健康发展。

配置部门来看，也大多集中在中层以上干部等管理岗
位，除了承担部分教学任务外，已基本退出科研工作
第一线。
再说高学历人才，近年学校主要通过引进方式使
得博士和博士后数量有所增加，但是通过学校送出
去、迎回来的在职就读方式培养的博士很少；自然，
由于学校不具备培养资格，就更没有自己培养的硕博
士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些高职称高学历人才作为省
部级乃至国家级学术、学科带头人者很少。
2.2.2. 中层干部专业结构和比例失调

2.2.3. 骨干教师男女比例失调
学校教师队伍中，女性骨干教师比例偏大，在各
个系部和处室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前述女性中层干
部比例偏大也在其例。以电气与电子工程系为例，其
中骨干教师男女比例是 3:5，实际要求应该是反过来。
思维方式等特点决定了女性长于语言表达，细心，在
课堂上，她们口吐珠玑，声情并茂，引人入胜，教学
效果很好，深得学生喜爱乃至教学督导以及领导好
评，在各种教学评奖中也屡获佳绩。但是，一旦接触
到实际的工程课题、项目，要么是出于自信和兴趣，
了解过后便无下文；要么是首先心里发怵，有千万条

最大的一个表现是中层干部中留校人员太多，他

理由和借口躲到一边；要么是迫不得已，逼上梁山却

们中绝大多数是以前中专或大专毕业即留校任教然

摸不着脑门。课堂上头头是道的她们，极有可能在实

后提拔上去的。他们做教辅、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

际中辨别不来三极管，更不懂得怎么正确、可靠的焊

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们由于学历、知识结构和专业

接、安装。至于那些工程软件，比如 Protel、Cadence、

领域以及工作经历限制，没有或很少投入科研工作，

Proteus 等等，也不能熟练使用和操作。事实上，教科

有的甚至可能对科研工作缺乏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不

书只是过去经验的集大成者，而当今时代技术日新月

大懂科学精神和学术活动的真正含义和本质，对科研

异，发展迅猛，各种新概念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

过程中需要处理的问题和完成的工作不甚了然，在各

只囿于书本知识，难免与现实脱节，而与现实脱节的

个课题和项目中靠边站，对发展科研缺乏深入细致的

东西，无论讲得怎么生动活泼，总缺乏些生气。科研

思考和宏观把握，因此不可能对部门科研工作发展提

的本质在于创新：提出新概念、新思想，建立新理论，

出准确合理的发展方案，也不可能对学校的科研建设

找到新发现，发明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创造新

提出合理的科学的建议，乃至不可能对科研工作给出

产品；最需要的是创造性。而与现实脱节，对行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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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产业状况浑然不觉，对其中理论技术的最新发展及

课题微薄的经费资助有时候就连完成基本的材料购

其趋势缺乏了解、认识、思考和掌握、预测和评估，

置都难以做到，不要说从中提高个人收入了。这势必

不可能站在学科前沿，创造性从何而来、创新从何谈

造成本来有能力、有水平、有兴趣从事学术活动者望

起呢？如果仔细观察，这些女性教师们聚在一起，在

洋兴叹，不轻言放弃却不得不放弃；或者在申报课题

茶余饭后，嘻哈打笑，眉飞色舞，绝少有讨论学术和

成功后，转而包给某个企业去完成，自己只管应付学

科研的，所讨论的多是儿子、丈夫、车子、房子、时

校的各种考核和评价体系，完成手续而已，而不是真

装、食品，或者花边新闻、其它聊斋之类。讨论这些

正地去从事相应的科研活动；或者到社会上兼职，再

东西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这种现实状况和心态不

鉴于学校繁琐的报账制度和程序，而不把课题和项目

利于她们搞科研。天长日久，这种现象辐射效应造成

带回学校，这种现象各系部均有之。这种收入比例失

的既是一种硬伤，更是一种极为严重的软伤：毁了自

调最为恶劣的影响是打击实干者的主动性积极性，至

己的科研前程，误了她人的进取心，同时更有可能影

于创造性，就更是无从谈起了，由此对科研造成的损

响后来人观念、思想与实际行动，本来很好的苗子随

害，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

了大流，而无所作为。天上掉不下来可口的馅饼，科
研工作也一样。学术活动和科学研究需要长时间的积

2.3. 原因分析

累、思考，没有思考，指望一时福至心灵、茅塞顿开，

教学与科研比例严重失调的原因，本质在于学校

只能是黄粱美梦。要思考，就要投入巨大精力和心力，

上下普遍重视不够，思想意识不到位。以前办中专、

要花功夫，只有功夫深铁杵才能够磨成针，很多不解

专科，基于其培养目标和任务，定位于以教学为主科

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拨乌云而见艳阳天，正所谓水

研为辅，虽然事实上科研就连可怜的辅助地位也难以

到才成渠、马到才成功；蓄水、养马皆需费工夫。而

保证，但是根据实际培养效果来看并没有什么大错。

这种比例失调却往往造成没有人愿意花工夫，致使许

现在则是办本科，其目标和任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多发展机会逐个丧失或惨遭扼杀。

学校功能变为传播知识和文化，提高生存技能；从事
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工作，直接优化、提高和促进社

2.2.4. 收入分配比例失调

会生产，同时培育科学精神；以各种形式服务社会。

跟成都市所有高校相比，学校教职工人均年收入

根据文献[2,3]的分类方法，学校的基本培养目标已不

普遍偏低，基本处于最末列。在这样的背景下，处于

是工程技能型人才，而是科研应用型基础人才比如卓

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教师与行政管理领导的收入差距

越工程师，同时为 I 类和 II 类高校输送生源。对于学

就显得特别突出。仅举二例，第一，一个中干副职，

校教师队伍，不仅仅是要教书匠，而更多的是要技术

其岗位津贴是每月近 3000 元，而一个副高级职称岗

创新专家、科学家和教育家。只有科研上去了，这一

位，其津贴是每月区区 500 元。第二，一个普通管理

切才能够实现。而科研上去了，无论宏观、中观和微

岗位，其坐班津贴是每月 2000 元，而一个副高级职

观都能够取得巨大效益。仅就微观而言，一是能够有

称 7 级岗位教师，每周上 10 学时课程，每月则 40 学

力地推进学校教学内容、形式、方法的变革，以满足

时，按照学校的课时费计算系统，其每月收入仅 2000

本科教育的需求；二是给学生以了解专业领域、学科

元。而这还要看学生评教给的分数以及教学督导等各

理论和技术前沿的机会、空间和平台；三是通过以身

种考核所给的分数而定。这种社会上的官本位制度在

作则的方式，培育学生学术文化和科研精神；四是有

学校表现出来的顽劣痼疾造成的影响是极为恶劣的，

利于内部人才素质的提高和年轻人的快速成长。所以

严重打击了广大教学科研第一线职工的主动性积极

现在的要求是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并驾齐驱，携手

性，因为即使拼命苦干，也不如另觅它途寻求个一官

并进，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因为办学理念、培

半职来得轻松愉快而且实惠。而就在这种学校岗位体

养目标、教学体系、教学形式、方法和手段都要改革。

系中，竟然没有一个科研编制；另外一方面，如果一

不强有力地狠抓和抓好科研，达不到基本培养目标和

个教师要潜心搞科研，则投入教学的时间和精力就势

质量，完不成基本功能和培养任务，学校就会从根本

必大大减少，其上课课时数必然随之减少，而其项目、

上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从而被淘汰出局。在当今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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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也是政

位，推行和实现教育本位、科研本位；加大科研投入

府、纳税人、广大师生员工所不愿看到的和接受的，

力度，实现教学科研并驾齐驱，共同发展等。

而且是绝大多数校友难以想象、绝难容忍的。

根据现在讨论的主题，首先要转变的观念则是重

不重视，不可能有完善、合理的科研激励机制；

新认识学校的功能、职能、作用和责任，重新定位学

不可能形成健全高效、充满活力、成果丰硕的科研体

校的角色以及教师职责、任务和工作目标。而要树立

系。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教师对学术和科研工作认识不

正确的观念、找准学校和教职工的定位，必需首先打

足、思想意识不到位的现状。而思想意识不到位，认

破僵化的体制和官僚管理体系，强化科研意识、地位，

为学术和科研可有可无、只要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就万

建立和逐步增加科研岗位编制。不破不立，破旧才能

事大吉，就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没

够立新。科研要创新，同样管理也要创新，要创造性，

有搞学术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就会随波逐流，毁己家

必然要求亲历现场，了结和熟悉实际情况，通过不断

园，误人子弟。同时，不重视，思想意识不到位，还

探索、创新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去适应新事物的诞生

包括对学术活动和科研工作的本质、特点和规律认识

和发展壮大，而不是坐在办公室打电话、写通知、印

不足，缺乏把握，造成各方面的资源配置、管理和使

红头文件、看汇报表格数据和总结，发号施令、颐指

用不当。

气使，用旧有的观念、框架和体系去进行统治。

不重视，思想意识不到位，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
没有也不可能培育好学校科研的沃土，没有能够创建
合格的健康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科研环境，没有形成
需要的生机勃勃的学术氛围和科研文化、精神，不利
于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不可能取得较好的科研成
果；不利于年轻人的快速高效成长，不利于自身内部
挖潜，发掘人才。
造成这一切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学校思想僵
化，因循守旧，没有打破，而且暂时还没有决心和勇
气打破旧有的官僚体制和大锅饭体系。在这种体制和
体系下，大家不思进取，从众心理驱使下，得过且过，
你过得，我也不赖；虽然饱不了、撑不坏，但也瘦不
到哪里去、更不会饿死。

3. 改革措施和建议
找对了现象和症状，分析透彻了造成上述现象和
弊端的原因，就可能对症下药，有针对性的提出一整
套完整的改革方案，革除顽疾，根除弊端。但这首先
要有坚定的决心、果断的魄力和大刀阔斧的胆识、破

这里举两个实例。第一个是有个紧缺专业博士愿
意到学校来，学校也有意引进，而当二级用人单位领
导根据该博士的特长从最大化发挥其作用和效益出
发，提出要给其申请一个科研编制时，学校人事系统
竟然以没有先例为由否决了。这在逻辑上简直是混乱
的。要办的事是新事，要用的是新人，却要用旧箍子
去框新蛋；简直就是要喝的是新酒，却以没有新瓶为
由拒绝把酒装回去。现在是变革目前的环境以满足本
科教育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裁剪本科教育的需求来
适应旧有的机制。通俗的说，是做质地优良、款式新
颖、舒适美观、大方得体的新鞋来给长大了的脚穿，
而不是相反，削足适履。用一个较为夸张的例子，比
如现在有一个院士愿意来学校工作，那么他享受副部
级待遇，比学校副厅级正职还高两级，他的专车、专
职秘书、办公条件、教学设施和仪器、科研实验基地
都要满足要求，学校是否以无此先例为由拒绝呢？当
然引进院士这种情况短期内还不会出现，主观需求和
客观条件都不具备。

釜沉舟的勇气，只有有了这样的决心、魄力、胆识和

所以，只有首先建立和增加科研编制，让有能力

勇气，下述一切才能够办到，期望才能够实现，目标

有意向从事学术活动、科学研究的教职工能够有充足

才能够达到。

的生存和温饱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科研工作才能
够有人才保障。

3.1. 转变观念，改革相应制度

第二个例子，学校刚制定的晋级办法，其中一条

文献[4]曾经以此为题就学校改革提出了一系列

就是不能越级晋升岗位。这显然是打击科研积极性，

建议，比如提出首先从校训开始，建议校训为“弘业

同时也打击教学积极性的：干的再好，也要熬够那么

毅德、荣校济世”；改革管理观念：逐步淡化行政本

多年，不如少干或不干。应该设立像过关游戏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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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级规则，合格一个晋升一个，合格一批，晋升一批。

学术活动和科研过程不同于生产，它有自身的规律性

试想，在过关游戏中，如果每当一个玩家打过某一关，

和特殊性，投入了不一定有产出，而产出也不一定可

都要等待规定的时日才能够晋级，这样的游戏谁还有

以预期。科研考评体系要充分考虑到和尊重这种规律

兴趣继续玩下去呢，这样的游戏怎么维护自己的市场

性和特殊性。所谓尊重科学，首要的必需是尊重科学

呢，这样的游戏公司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呢。

规律、科学精神，再次基础上，才谈得上尊重人才，

虽然上述条款有上级管理部门行政指令和红头

尊重学术和科研成果。

[5]

文件 的指导、干预的影响，但是在岗位没有达到饱
和情况下是可以灵活掌握的；即使达到了饱和，也该
晋升，让人取得资格，评聘分开嘛。有升有降，才能

3.3. 通过逐步分流、优化组合，改善骨干教师队
伍男女比例
首先，学校在申办本科成功后，本来就有教职工

够激活整个教师队伍，充分发挥人才效益。
其次，改革用人观念和办法。废除中层干部终身
制，彻底革除一旦上去就可以坐享其成直到终老的毒
[4]

瘤，改为定期竞选、聘任上岗的有序竞争激励机制 ；
逐步适度将高学历人才和各级学术、学科带头人聘任

分流的计划，可以借此机会，调整骨干教师队伍男女
比例，使其结构趋于合理化。
其次，在新进教师员工中，适当增加男性比例，
减小女性数量。

到中层及以上领导岗位。减少中层干部编制，适度减

第三，通过选派其中有学术和科研潜力者，通过

少各级管理岗位的数量，降低其津贴，将空出来的津

各种形式培养，使其满足学校学术和科研发展的要

贴结合广开的渠道如加大科研投入改善科研基础设

求。

施、环境条件和提高经费资助力度等，用以改善高职
称高学历人才以及科研编制人员的待遇，提高其收入
水平。

3.2. 制定和完善科研制度和体系
以营造学术氛围和培育科学精神为宗旨，重学术

第四，采取末位淘汰制，或待岗进修，或离岗另
聘。

3.4. 三个“有利于”原则
为了促进改变学校教学与科研比重严重失调的
现状，这里新提三个有利于原则：

活动和科学研究质量而不是盲目的、甚至是单纯的追

第一，凡是有利于打破铁饭碗、大锅饭体制的措

求数量制定学校科研大纲。大纲详细规定各个专业、

施和制度就应该主动、积极和高效的采取，并且严格

系部的科研工作和建设的各级、各期目标，主要研究

执行。

领域，重点发展方向，取得什么样的成果等等。使得

第二，凡是有利于带动学术活动、科研工作健康

科研大纲不仅是学校学术和科研工作的蓝图，指导教

发展的人才就要重用，对其中表现极为突出且推动科

职工和相关部门开展学术和科研工作的细则，同时也

研发展能力特别强者要聘任为领导干部，而对那些得

是学校学术和科研的行为准则。

过且过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得过且过、只管保乌纱的

要强调的一点是，作为学校科研职能部门的科技

在位者要坚决令其离岗另聘。

处，对内一定要深入下去，充分了解和掌握各方面实

第三，凡是有利于推动学术或和科研工作顺利开

际情况，根据各系部、专业领域教师和科研团队的特

展的方式方法、有利于提升学校学术和科研地位的成

点，结合学校的总体规划和目标，设立和确定校级课

果都要坚决而深入的推广。

题，组织申报相应的市级以上的科研课题和项目；对
外要采取走出去拉进来等形式，组织校企合作项目和

4. 结论

课题，给予申报课题和项目以强有力的保障、支持和

本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某高校教学和科研比重

指导，促成产学研结合。改变目前只是根据兴趣、偏

严重失调问题，准确地描述了其本征表象和外延表

好和意向而由个人自发申报课题和项目的状况。

象，找出科研教学失调的关键问题在于体制和体系层

此外，考核制度和评价体系，不能够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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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为今后的调整找到若干着力点，很有启发意义。

[3]

所提改革建议如果被采纳施行，相信学校会迎来一片

[4]

广阔而光明的学术和科研前景，从而在竞争中居于有

[5]

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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