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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主招生考试政策影响因素
及实现路径
—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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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大学自主招生考试政策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的研究多为理论探索。本文改变以往的分析模
式，
采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和截面数据回归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结合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探究自主招生考
试政策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创新扩散趋势。本研究揭示出已有理论研究中没有被深入挖掘和证明的自
主招生考试政策的相关问题，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后自主招生考试改革的时间效益和区域协同等方面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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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s of Realization Concerning China's Independent Enrollment Examin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licy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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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s of realization concerning university
independent enrollment examination were mainly theoretical. This paper us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time serie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cross-section data regression an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policy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to explore the innovation diffusion trend of university independent enrollment
examination policy in both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may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reform of university independent enrollment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ime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Independent Enrollment; Policy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Influencing Factors; Path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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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统

难在高考这场人才选拔的大考中筛选出适应科技创

一高考，分省录取”的招生考试录取模式。不可否认，

新环境的“偏才”
“怪才”
。作为全面推行素质教育、选

这一模式在确保考试公平公正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

拔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自主招生考试应运而生，

的重要作用，但它本身也有局限性，比如“一考定终

2003年起在部分高等学校中开展自主选拔录取试点。

身”
“分数决定命运”
“高考指挥棒”等连锁效应导致很

设置自主招生考试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深化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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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培

主要涵盖自主
实行招考分离等举措[9]。从研究内容看，

[1]
养教育创新人才，
全面推行素质教育”
。《国家中长期

招生的问题研究、自主招生优惠政策的使用效益及影

“探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

响因素分析、自主招生的信度和效度分析、自主招生

索招生与考试相分离的办法，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

的历史分析、统一考试与自主招生的关系研究等。例

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如：罗敏从自主招生的舞弊现象入手，分析了自主招

的考试招生制度”。虽然自主招生考试给了高校一定

生不合法现象产生的原因，建议自主招生应该遵循相

的自主权，但面对权力所带来的既得利益，某些高校

应的法律原则、建立相应的程序控制体系[10]；万圆根据

丧失了自律，腐败在自主招生领域不断滋生。在此背

2015年的自主招生数据分析了我国自主招生优惠政

景下，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策的使用效益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高校应该实证考

见》强调，
“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考试：自主

查高考成绩的阻碍作用，审思自主招生录取模式[11]；张

招生试点高校要合理确定考试内容，不得采用联考方

亚群从历史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近代中国私立大学自

式或组织专门培训，规范并公开自主招生办法、考核

主招生的典型案例——
—私立厦门大学的自主招生考

[2]

程序和录取结果，严格控制自主招生规模，并从2015

试，
发现该时期厦门大学自主招生考试具有标准严格、

年起推行自主招生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之后进行”[3]。

多处设考、多元入学、奖励优秀、补助贫寒等特点[12]；张

自主招生考试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它

亚群还从统一考试出发进行分析，发现高考作为测

的产生、扩散、走向等都关系到政策是否能够长期有

量知识与能力的基本手段，能够成为高校自主招生

效、
健康发展。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结合政策扩散

的重要依据，在维护考试公平和社会和谐等方面发

理论建立相应模型，分析自主招生考试的实现路径和

挥重要作用 [13]；马磊通过搜集上海实施自主招生考

未来发展趋势。

试院校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某高校自主招生考试的信
度和效度[14]。从研究方法看，
绝大多数研究都采用了理

一、
文献综述

论分析、历史研究等方法，实证研究成果较少，只有少

国内学者对于自主招生考试已有广泛的关注，主

数的调查分析。例如：上文提到的学者 马磊采用

要呈现出研究视角多维度、研究内容多层次、研究方

GWNOVA软件分析了上海某高校自主招生考试的信

法多样化的特点。从研究视角看，不局限于对自主招

度和效度；刘乾编制了自主招生感知公平问卷，采用

生考试本身的制度性探讨，还涉及教育公平、利益主

统计方法分析了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公平性[15]。

体博弈、自主招生改革创新、社会化属性、国外招生考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自主招生考试的研究成果在

试政策与我国自主招生比较研究等多方面、多维度的

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做出了一些贡献，为自主招生考试

解读。例如：郑若玲认为，从自主招生改革实践入手，

制度改革和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相关研究主

缩短自主招生院校“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之间的

要集中在理论分析、问题探讨，相应的深入调查和实

差距，在改革思路上要与高考改革目标保持一致[4]，更

证研究略显不足，特别是在利用实证方法分析自主招

要顾及自主招生的公正与公平，从完善制度、转变思

生考试实施以来的主要影响因素、预测未来的发展走

想等方面落实自主招生改革围绕公平这一主线的目

向等方面，研究成果还未见报道。已有文献的考量因

标 ；李雄鹰等研究者基于公平视角阐述了自主招生

素和逻辑思路尚不够深入。我国自主招生考试制度在

考试改革的主要矛盾是考试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之间

过往的实践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自主

的矛盾，提出应逐步建立起科学、公平的自主招生考

招生考试未来的走向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充分

试评价指标体系 ；吕慈仙、乐传永从利益博弈的角

的说明和解答。本研究收集了2003年实施自主招生考

度，论述了如何保持自主招生“非零和博弈”的利益冲

试至今（2017年）的数据，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

突，
在博弈过程中达成互惠互利，寻求多方合作参与

探讨近15年来自主招生考试的影响因素，并预测该制

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斯群子在对考试的社会化属性

度的未来走向，以丰富该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

进行分析后得出，自主招生改革是考试社会化进程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5]

[6]

[7]

中的重要举措，考试社会化是自主招生改革的价值
追求[8]；刘光余从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出发，提
出建立统一考试与多元化考试相结合的考试体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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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依据
政策创新扩散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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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完善，现已成为社会学及

一种“混合扩散”
，这样的政策创新扩散分析模型虽有

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政策创新扩散是指政

局限，
但还是适用于中国的。

府首次采纳的政策或项目，无论这个政策或项目出现

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要注意研究视角的

多久，
也无论其他政府是否已经采纳过[16]，并且该政策

转变，不局限于验证政策创新扩散的经典理论和假

或项目被不同层级和不同区域的政府所采纳。政策创

设，也要通过本土化政策实践的深描，勾勒出具有中

新扩散理论经历了单因素理论时期、综合理论模型时

国特色和特点的新问题和新变量。自主招生考试政策

期和整合理论时期。单因素理论时期的主要贡献包

作为我国教育领域改革的重要举措，教育研究者对其

括：提出了早期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所涉及的研究问题

政策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认识不断深入，需要结合政策

和领域，界定了相关核心概念要素，探索发现了创新

创新理论的独特视角，发掘自主招生政策创新扩散自

扩散的S形曲线特征，并运用相对浅显的统计方法对

身的发展规律和影响因素，探索自主招生政策结构、

创新扩散机制进行了初步的解释和说明。在综合理论

利益相关者以及独特的运行机制等关键性因素对政

模型时期，学者们根据以往研究的局限和不足，确定

策创新扩散的深刻影响。

了主要的创新扩散理论研究范式，重新定义了相关研
究变量，把内部决定性要素和传播方式进行了整合，

三、
研究方法

确定了西方创新扩散理论的基本解释框架[17]。2000年

过往的研究多采用理论分析的形式，针对自主招

以后的整合理论时期，学者们进一步对分析框架进行

生考试的现状及问题进行解构和预测，一定程度上缺

整合，研究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西方体制下的政策创新

乏科学有效的方法论指导。政策扩散理论初期所广泛

扩散问题，更多地探索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

应用的组织扩散模型、区域因素模型和内部因素决定

政策推广模式，以期完善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体系。从

模型分别独立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到了20世纪90年

政策领域分类来看，政策创新扩散包含了财税政策、

代，上述三类模型开始相互融合使用，出现了内部影

金融管理、
社会保障、
教育改革、
公共卫生等内容 。西

响要素、外部影响要素和政策行为者要素，三者独立

方学者霍尔则认为公共政策范式变化存在三种不同

地作用于相应的政策，
相互之间同样存在影响[23]。根据

类型，即基本政策工具设置上的调整、实现政策的基

政策创新扩散相互作用分析模型，自主招生考试政策

本工具或技术上的变化、
政策目标的变化 。现阶段政

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内部影响要素、政

策创新扩散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大N数策略，即利用各

策行为者要素和外部影响要素。内部影响要素主要包

种统计技术分析众多个案中的既定因变量与一个或

括大学规模、所在地、是否为“985工程”院校、是否为

者多个自变量间的相关性，目的是把握政策扩散的总

“211工程”院校、是否为东部沿海地区院校、是否为全

体特征和影响要素，关注多个个案的共同特征而非差

国招生等；政策行为者要素是指自主招生政策是否得

别 。有学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政策创新扩散理

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外部影响要素主要考虑“邻里效

论起源于西方，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具有中

应”
，
即特定区域的特征对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如图

国特色的政策运行机制下，基于西方现实的政策创新

1所示。

[18]

[19]

[20]

扩散理论在中国本土扎根，会不会有些“排异反应”
？
笔者认为，在厘清政策创新扩散的理论体系、把握住
政策创新扩散机制的前提下，政策创新扩散分析模型
是能够适应中国政策体制的。“试点-推广”模式被认
为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策制定和推广模式[21]，这种“自
上而下”的扩散模式能够降低决策者的政策执行成本
和风险，这似乎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水平传递”的州级
政府间平级政策创新扩散不同。然而，
在美国，
联邦政
府也能够下达命令，让州级政府实施相关政策，当各
州政府保持审慎选择权时，联邦政府还会通过提供激
励机制，
促进各州政府采纳相关政策[22]。由此可见，在
西方的政策创新扩散并不是单一的“水平扩散”
，而是

图1 我国自主招生考试政策创新扩散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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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阳光高考”网站和各大
学门户网站。主要收集了2003年至2017年这15年间的
自主招生考试数据。我国从2003年开始实施自主招生
考试政策，当年有22所院校参加试点，
2004年增加至
28所，
2017年共有90所高校制定了本校的自主招生考
试政策并招收学生。根据自主招生考试政策创新扩散
模型中的内部影响要素、外部影响要素和政策行为者
要素设置相关变量，
如表1所示。
表1

分析变量说明
图2 我国自主招生考试实施院校数量变化图（2003-2017年）

“原则上控制在自主招生录取计划数的120%以内，最
高不超过200%”[24]的相关要求，部分院校在2012年暂
停了自主招生考试。2013年6月，
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
驻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工作，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在
自主招生工作上存在薄弱环节，随后相关负责人被立
确定并输入样本后，采用STATA14.0软件进行统

案调查。针对此种情况，教育部在2014年12月印发了

计分析。由于设置的相关变量有些具有共线性，所以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等院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

笔者根据需要将省份识别变量和相应的年份生成了

的意见》，希望通过改革的方式进一步规范自主招生

年份-省份（year-province）交叉变量，通过模型和算法

制度。随着相关制度的陆续出台和实施，参与自主招

生成滞后一期变量、平方项和增加项，以便后续进行

生考试试点工作的院校从2014年起维持在90所左右。

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根据每个省（市、自治区）核算出

以2016年为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自主招生的院校有

每年参加自主招生的学校数量、
“985工程”及“211工

77所，在院校属地范围内自主招生的院校有13所，共

程”
院校数量并将其加到省级层面上，让每个省(市、自

计90所。

治区)保持拥有一个数据，通过截面回归分析，探索其
有效扩散路径及扩散时间。
四、
研究结果
通过STATA14.0软件设定相应口令和程序，分析
整理得到相应数据，
汇总数据结果如下：
（一）我国自主招生考试实施院校的数量变化

（二）自主招生考试政策分省扩散情况
根据政策扩散的特点，选取了北京、上海、江苏、
湖北和陕西5个省（市），分别整理出各省（市）自2003
年至2017年这15年间实施自主招生院校的数量变化
情况。以北京为例，
2003年、
2004年各有5所院校实施
自主招生，
2005年8所，
2006年12所，
到2017年共有19所
院校实施自主招生，
如图3所示。

从2003年开始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重
庆等省（市）的22所院校进行自主招生考试试点工作，
至今已有来自23个省（市）的90所高校实施自主招生
考试制度，实施院校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如图2
所示。
从图2不难看出，随着自主招生政策的有效落实
和推进，自主招生院校数量逐年增加，但在2012年出
现下降。主要原因在于，教育部在2011年11月发布的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2年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
取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试点院校自主选拔录取
人数一般不超过本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
，
2012年还对自主招生候选人数量设置了上限，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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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自主招生考试政策创新扩散曲线图（2003-2017年）

借助政策创新扩散曲线图，我们可以形象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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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扩散过程。政策创新扩散曲线是以时间变量为横

的东部沿海地区，自主招生考试政策也不例外。我们

坐标，以一段时间内的扩散规模（通常用数量或百分

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率表示）为纵坐标建立的曲线。如果我们将自主招生

表3

自主招生考试政策地域变量回归分析数据表

考试政策创新扩散规模定义为在1年中某省、市或自
治区实施自主招生的院校总数，那么在通常情况下，
政策创新扩散曲线会呈现出“S形”
。这说明自主招生
政策在试点初期的扩散率相对较低，随着时间的推
移，实施自主招生的院校数量逐渐增加，政策一旦被

注：*p<0.05，**p<0.005，***p<0.001。

更多的成员所采用后，创新扩散趋势将呈现维持现状

通过表3可以看出，只有东部变量在回归分析时

或显著降低。图3中5个省（市）自主招生考试政策的创

呈现出非常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自主招生考试政

新扩散曲线阶段性地呈现出“S形”
。

策主要由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内陆及西部经济

（三）自主招生考试政策在同一地域的扩散趋势
自主招生考试政策在同一地域的扩散趋势如何？
通过生成滞后一期变量、平方项和增加项，并对结果

欠发达地区扩散。经济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先决条件，
教育活动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即教育
投入。教育投入是教育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样也

进行回归处理，
得到如表2所示的结果。通过t检验的p

是教育政策能够顺利执行的物质保障。自主招生考试

值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年和第二年的p值均为0.00，均

政策出台的初衷，就是为了改变我国以往单一的人才

小于0.001，影响非常显著；而第三年和第四年的p值为

选拔机制，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培养出符合学校

0.480和0.589，
均大于0.05，
影响程度不显著。

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适应当代经济发展、具有

表2

自主招生考试政策时间变量回归分析数据表

国际视野的复合创新型人才。这项政策从其实施路径
来看是“自上而下”的，即国家通过制定政策、选择合
适的推广区域，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后再全面铺开。
在选择试点区域和学校时，通常会考虑选取经济发展
迅速、教育条件相对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校，同
时从中部和西部地区选取一两所高校进行比较。在东

注：*p<0.05，**p<0.005，***p<0.001，n≥1。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同一地域（同一省、市
或自治区）内，从自主招生实施年份起，在接下来的第

部高校试点后，
再向中部和西部进行推广。
五、
研究结论

一年和第二年，自主招生考试政策扩散程度明显；在

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曾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

第三年、第四年之后，扩散程度不明显。以北京市为

学教育》一书中提到：
“大学像一个有机体，是遗传和

例，
2003年实施自主招生的试点院校有5所，
2005年增

[25]
环境的产物。”
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作为衔接基础教育

加到8所，之后扩散幅度降低，在2012年调整自主招生

与高等教育的关键环节，是历史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

政策后，再次出现小幅增长，由2012年的15所增加到

的产物。纵观考试招生的历史发展轨迹，从科举到书

2014年的19所。也就是说，
在同一地域内，
自主招生政

院、从各院校单独招生到统一考试的实施，都是特定

策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扩散程度最大。

历史时期、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都存在其历史必

（四）自主招生考试政策在不同地域间的扩散趋势

然性，
自主招生考试制度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
我

教育政策在运行过程中也受到其所处的经济环

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经历了风云变幻，从建国初期的

境影响。经济环境既是教育政策运行的基础，又是教

分省命题到“文革”时期的推荐制再到恢复高考，可以

育政策运行的必要条件，同时影响着教育政策运行的

说统一考试在这段历史长河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目标和方向。因此，我们在制定教育政策时不能仅仅

用，为社会发展选拔了大量人才。它兼顾了考试的科

凭借主观愿望，而要依据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的

学性与公平性，但统一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也不容小

经济状况来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教育政策。在我国，东

觑。虽然统一考试所选拔出来的人才具有较好的基础

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教育资源相对丰富。有新

知识，
但在创新方面略显后劲不足。这时，
自主招生考

的教育政策需要试点时，往往都会首先选择经济发达

试政策应运而生，它旨在给予高校“不拘一格选人才”

· 55 ·

复旦教育论坛 2018 年第 16 卷第 3 期

Fudan Education Forum 2018． Vol．16，
No．3

的权力，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自主招生考试网罗各种具

和影响过程。我国在政策实施和推广方面普遍谨慎，

有创新精神和培养潜力的“偏才”
“怪才”
。我国自主招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后，再逐级、逐年推广实施。

生考试是一项“自上而下”推行的教育政策，在其运营

因此，在政策被证明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时，

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政策会在两年内，在地区内和地区间迅速有效扩张。

有其鲜明的特征。

随着时间的流逝，政策扩张的速度趋于平缓。归根到

（一）自主招生考试政策的总体发展趋势

底，自主招生是高校作为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行使

在自主招生考试政策推行之初的两到三年间，新

法律赋予的一种“公权力”在招生领域的体现，即“高

增参与自主招生的院校数量明显增多，之后又趋于平

校在法律与规章制度授权和许可的范围内，基于合理

稳；在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前后，参与学校数量又呈现

选拔人才的目的，自由斟酌选择自己认为正确、恰当

出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例如2012-2014年间，
出现了

的行为权利”[4]。在自主招生政策推广过程中，由于参

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腐败问题，2014年自主招生政

与院校的不断增多，许多制度性的缺陷逐渐浮现，加

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对参与学校数量产生了严重影

之自主招生政策的约束力不足，造成“公权力”的滥

响。从院校层级属性上看，参与自主招生的院校多集

用，致使少数高校招生管理部门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

中于“985工程”院校和“211工程”院校。截至2017年，

利益。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自主招生丑闻的出

自主招生政策还未有一所“双非”院校（既非“985工

现，使得教育行政部门再次规范和调整自主招生政

程”
院校，
又非“211工程”
院校）参与执行。我们在审视

策。在政策调整当年，
自主招生院校数量呈下降趋势；

当前自主招生考试政策时，不难发现教育行政部门、

在政策调整过后的三年内，自主招生院校数量又明显

高校和社会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回顾我国大学

增加。自主招生政策从“先行试验”
到“典型示范”
再到

招生考试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当前考试招生改

“逐步推广”的过程中实现政策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在

革是围绕着“简政放权”
的思路展开和推进的。随着高

此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和再推

等教育的日益普及，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服务产品，

广过程都会影响政策扩散的时间序列。发现政策扩散

它的市场需求和消费群体不断扩大，这也就意味着高

的时间变化模式，有助于在研究和制定相应政策时，

等教育政府垄断的特征越来越不明显，高校、政府和

充分考虑政策可能的变化趋势，提高政策的执行效

社会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在这种“稳定中间，
解放两

率，
有效缩短政策试验周期，
节约时间成本。

端”[26]的改革思路下，处于改革优势端的“985工程”和
“211工程”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始终能分得第一杯改

（三）在空间维度上，自主招生考试由东部地区向
中西部地区扩散

革“红利”
，而处于劣势端的普通本科院校只能望而兴

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市）积聚

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对优质教育需求的不断

了50%以上的自主招生考试院校。以2017年为例，
共有

提高，我们应该逐步扩大自主招生考试院校试点范

23个省（市、自治区）的90所院校参与自主招生，而在

围，从优势端向劣势端扩散。研究型重点大学可以继

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这“四省三

续通过自主招生考试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优质生源；地

市”的自主招生院校就有49所，占自主招生院校总数

方综合型大学和普通本科类院校可以结合地区经济

的54.3%。这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拥有的高质量

发展特色，综合评估人才需求类型与数量，在本省

教育资源越丰富，结构性的教育失衡问题仍然突出，

（市、自治区）、本地区内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定向选

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并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推进。自主

拔有志于服务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本土化人才，以此不

招生考试政策作为一项旨在调节人才选拔结构的配

断完善和规范我国自主招生考试政策。

套招生政策，受到结构性教育失衡问题的严重影响。

（二）在时间维度上，自主招生考试政策高效扩散
时间为两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 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时间序列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在政策推行的

[27]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在高

两年内或者政策变革的两年到三年内，自主招生考试

等教育领域也有体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广大人民

政策有效扩散的趋势明显。自主招生考试政策扩散贯

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对高质量的高等

穿于不同时间、不同学校层级，是具有社会调解特征

教育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
应该适度改变过去“以东

的政策传播方式，包括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沟通

部带动西部发展”的问题解决模式，让东部、中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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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同步进行政策“运转”和“调试”
，让中西部地区同时
享有政策的试点、实验参与权，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发
现和解决具有本土化、地方化特点的难题，丰富中西
部地区参与教育改革的实践经验。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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