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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60s, the global environment problem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speciall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developed countries began the governance exploration early
and got good effects. Long-term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xperience makes developed countries
gradually realize tha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the priority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of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land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having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summarize the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o create new mode and
establish favorabl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tmosphere, and ultimatel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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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日益突出，发达国家最早开始着手进行多方面的治理
探索，并取得了较好效果。长期的环境治理经验使发达国家逐步认识到环境教育是进行环境治理的首要
任务，高等院校是环境教育专题研究的主阵地，积累了丰富的环境教育经验。总结发达国家环境教育的
实践经验，为创新我国的环境教育模式，创造有利的环境教育氛围，最终推进我国环境教育事业的新发
展作出努力是本文探索的落脚点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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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21 世纪人类的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与环境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生活物质水平的提高不能以牺
牲环境为代价。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人与环境的冲突愈演愈烈。《寂静的春天》一书的问世，
在国际上兴起了深入研究环境问题的浪潮。1970 年，美国正式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环境教育法》，以
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环境教育的发展。197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前苏联的第比
利斯市举行了环境教育会议，大会发表了著名的《第比利斯政府间环境教育会议宣言和建议》，提出利
用科技新发现来开展环境教育，促进人们更好地认识环境问题[1]。面对经济以及环境问题全球化趋势，
《21 世纪议程》指出各国之间应团结合作、促进环境教育方法创新、加大环境教育经费投入，将环境教
育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进入新世纪，发达国家在原有理论研究的研究基础
上，结合多年实践经验，形成了“高校带头，多方合作，全民参与”的环境教育新模式。

2. 发达国家环境教育实践
2.1. 美国：多元一体化模式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展开环境教育的国家。1934 年 5 月，美国中西部的大草原上发生了一场罕见的“黑
风暴”，风暴持续了三天三夜，形成了一条长 2400 公里，宽 1440 公里，高 3400 米的移动的黑色风暴带，
风暴所经之处，水井干涸，河水断流，大地龟裂，“黑风暴”导致了成千上万人流利失所；1948 年，宾
夕法尼亚州又出现了一场持续 4 天的大雾，这场大雾致使当地 43%的居民感染气管炎，人民群众的健康
受到了严重的威胁[2]。这两起耸人听闻的环境事故成为了美国注重环境的直接原因，美国也便成为了世
界上第一个进行环境教育的国家。
美国环境教育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立法先行
1970 年，美国《环境教育法》颁布，自此之后，环境教育的规划、实施、监督、评价与普及，成了
当时美国环境教育的重要内容。1990 年，根据 20 年美国环境教育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总统布什签署了
《美国国家环境教育法》，这标志着美国的环境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3]。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与实
践，美国的环境教育成效显著，不仅拥有了多层次的环境教育人员结构和全方位的环境教育实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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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建立更新了一套完善、详尽的环境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环境教育的观念已深入美国公民的内心，
人们开始自觉地认识环境，防止环境问题的出现，共同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1.2. 专业化与非专业化相结合
美国的大学教育中，并没有刻意设置环教教育专业，而是让高校自主决定是否需要培养环境人才，
以及需要培养多少这方面的人才。美国的环境教育分为专业化教育和非专业化教育，专业化教育主要针
对环境类专业的学生，进行专业教育，为国家培养环境类专业人才；非专业化教育无需学习环境类专业
知识，只需在平时的学习中融入环境保护的理念，或者开设环境教育类的选修课，由学生自主选择。
2.1.3. 一体化生态校园建设
科罗拉大学生态校园建设是美国校园生态建设科的典范，罗拉多大学生态校园的理念是：师生对能
源、交通、资源等的需求扩大可以通过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提高资源的消费量[4]。其
实质是用资源的高利用率来代替资源的高消耗，其特色在于将校园看做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在这个过
程中做到消费和垃圾处理生态化，减少有害物质的消费。与此同时，通过市场机制激励新技术产生和推
行新的采购政策来减少校园中固体废弃物的产生。

2.2. 日本：需求导向模式
日本高校环境教育的特点就是让学生走出课堂，进行户外教育，采取“自然教室”和“自然教育”
两种方式，“自然教室”即带领学生走进大自然，感受大自然；“自然教育”就是在“自然教室”里进
行的“从自然中学习的教育”、“认识自然的教育”。同时，日本大学的环境教育更加重视需求性和实
效性。具体表现在：
2.2.1. 专业理论指导实践
日本的环境专业设置相比其他发达国家高校设置的环境专业更具有实用性，日本开设环境专业的目
的是将专业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至今，日本高校环境
教育在环境学科和专业发展方面，学科体系齐全，专业覆盖面广[5]。
2.2.2. 紧随本国实际需求
日本环境教育的另一大特点就是环境教育紧扣时代主题，以解决当下环境问题，满足当下需求为导
向。上个世纪中叶，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日本高校立即开设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类专业，并设立专门的
研究机构来研究环境问题。到了 90 年代，全球性环境问题凸显，资源短缺开始浮现，日本随即开设了新
能源类专业，在研究如何提升能源的利用率的同时寻找新型清洁能源。日本在环境教育更注重解决当下
的环境问题，灵活性、针对性较强。

2.3. 英国：价值教育模式
英国在环境教育上取得的成绩举世闻名，这既由于英国是世界环境教育的发源地之一，也得益于英
国在环境教育上的积极作为。1996 年，英国教育与就业部颁布的《将环境教育带入 21 世纪》的政策文
件明确提出，“应当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及训练，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传授可持续发展和有责任感的
世界公民概念”。英国将可持续发展教育定义为一个学习过程，旨在维持、改善并提高当代和后代人类
生活的质量。2000 年，英国教育部门更新了国家课程标准，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确定为一门跨学科主
题课程，并要求在地理、科学、公民教育、科学技术四门课程中必须涉及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容。在英
国，终身环境教育已被教育者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属性，它可以是一个动力，以提高学生的环境意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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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英国高校规划建设也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生态校园建设是英国
极具代表性的应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设计理念的校园建设实例，其特色是在学校建设过程中应用了许多
高科技能源循环利用系统[7]。学校严格控制学校人数与校园绿化面积的比例，在规划初期充分考虑到道
路交通等因素，并在校园设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和免费自行车使用站，充分鼓励师生使用更环保的自行
车系统。

3. 发达国家环境教育实践的理论基础
不管是美国的多元一体化模式、日本的需求导向模式，还是英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通过分析，可
以看出其都是在“卢卡斯环境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理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例如，美国在课程
设置理念基础上提出了专业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课程教育模式；日本在借鉴卢卡斯环境教育理念基础上
积极倡导人与环境的互动，站在解决问题的角度最终提出需求导向模式；英国则将课程设置理念与卢卡
斯环境教育理念结合起来，站在发展的角度提出了面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价值教育模式。

3.1. 卢卡斯环境教育理念
1972 年，英国环境教育专家卢卡斯基于环境教育的目标提出的环境教育理念：
“关于环境的教育”、
“在环境中的教育”以及“为了环境的教育”[8]。卢卡斯环境教育模式强调了环境教育的目标、内容与
方法，将“关于环境教育”、“在环境过程中的教育”和“为了环境的教育”统一起来。他指出，环境
教育即内容是关于环境的，教学是在环境中进行的，而目的是为了环境保护[9]。
关于“环境的教育”，主要指通过一些专题使学生认识和理解有关环境的各种知识，为了达到“关
于环境的教育”，必须将环境作为学习的资源来学习环境知识和开展技能教学。“在环境中的教育”强
调环境教育必须通过学生进行调查和观察等活动，获取直接的经验来实现，学生在环境中通过环境学习
各种知识与技能，参与保护环境的实践。“为了环境的教育”是为了将环境的改善作为一个真正的教育
目标，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激发他们解决环境问题的兴趣。卢卡斯环境教育理念中的三个
层面其实就是环境教育中提出的知识与能力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高度概括。

3.2. 课程设置理念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课程设置理念在发达国家高校环境教育中开始流行。一直以来，理论界认为
课程设置理念主要有分为两种类型：多学科课程设置与跨学科课程设置。
多学科课程设置，也称为“渗透模式”，该模式将环境教育领域的各方面内容分门别类，使学习者
在各学科学习中获得相应的环境知识、技能和情感，它无需专门的环境教育的师资和教学时间，因而对
一些环境教育条件尚不成熟的高校，这是一种有利的环境教育方式。但与此同时，多学科课程模式缺少
和环境教育实质内容的联系，学习者难以从整体上掌握环境知识及其内涵。跨学科课程模式，能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多学科课程中内容零散，不系统的缺点，但跨学科课程模式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财力，而
且还会因学科的增设而增加学习者的负担。此外，它需要专门的环境教育课程的老师，无形之中也增加
了师资培训的难度和压力。

4. 基于发达国家环境教育的经验借鉴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探索属于我国的高校环境教育模式，例如杨凯东在《中国环境教育的理念
及模式研究》中指出，我国要发展专业教育与大众普及相结合，理性认知和生态体验相结合，以绿色大
学为先导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教育模式[10]。罗晓燕则在分析日本高校的环境教育基础上，提出开设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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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类必修和选修课，在专业教育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11]。但同时，陆建身却注意到了渗透模式的缺点，
在对渗透模式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以“混合模式”发展我国环境教育事业的新观点。我国环境教育起
步较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亟待改进，如：环境教育制度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环境教育投入力度不大、缺乏模式创新、为形成统一体系等问题。美国、日本、英国作为环境教育的先
行者，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对当前我国高校环境教育的实施具有一定的
启示和借鉴意义。

4.1. 立法先行
环境教育需要在意识、行为、制度方面的协同推进，需通过系统的理论加以指导和科学的方法给予
保障，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为环境教育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美国《环境教育法》的颁布使
得环境教育有了法律保障，通过法条规定了环境教育的实施细节，很好地促进了美国环境教育事业的发
展。我国环境教育的落后现状需要借助立法明确环境教育的重要地位，在全社会范围内高度重视引导环
境教育向规范化、法制化方向发展，是当前迫切的要求和刻不容缓的任务。我国《环境教育法》的制定，
有助于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和环境教育体系，形成健全的环境教育激励机制，吸引社会各阶层的公众和
组织参与到环境教育的研究和项目开发中来，为环境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
环境教育体系[12]。

4.2. 教育平台构建
4.2.1. 加大投资力度
在物质上加大对环境教育的设施投资，及时更新教育设备，积极投资创建典型的环境教育示范区，
同时带动周围地区环境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加强环境教育队伍建设和人才能力建设；培养一批具有
专业知识的高水平人才投入到环境教育中去，运用环境教育的科学理论，不断完善环境教育模式，打好
各项教育基础，切实培养一支作风优良，善于打攻坚战的环境教育队伍。
4.2.2. 课程设置多样化
不管是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普遍存在一种情况：由于环境教育与考试分数无关，也无益于
升学率的提高，教育成果还得较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于是，一些学校和家长有意无意地轻视或忽视课
程教育。这种忽略课程教育的现象直接导致了在校学生环境教育意识差等问题。课程教育具有规范性、
直接性、系统性的优点，是系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具有其他教育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优势。美国、日
本高校环境教育，都设置了相应的环境教育课程，并且将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结合，显性课程教育通
过正式开设专门的必修课或选修课的方式进行的课堂教育，隐性课程在不开设专门课程的条件下通过发
掘其他课程的有关要素而进行的间接教育，如网络、校园环境、社区、家庭实践活动等[13]。我国高校当
前环境课程设置，还处在高校个体的自主自发状态，无论显性课程还是隐性课程，都处在启动阶段，和
发达国家还有一段距离。在以后的高校环境教育中，需要重视二者的结合。从显性课程来看，可以根据
各个学校的教学条件开设必修或选修课程；从隐性课程来看，注重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如在专业课中可
融入生态道德和环境法律方面的内容。

4.3. 紧随社会需求
能够结合社会需求往往是环境教育取得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有实效的环境教育往往也能较好
反映社会需求。如日本高校环境教育，最初人们面临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因此社会需要的是污染控制方
面的实用技术人才，于是环境工程类学科最早得到发展。随着环境问题的深入和影响范围的扩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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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具有较广知识面的综合环境类人才，于是日本随之开设综合环境类专业。当前，面对资源的不可持
续利用，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专业应运而生。我国高校环境教育，需要借鉴日本需求导向模式，以解决
现实环境问题为基础，与社会普遍需求紧密贴合，注重环境教育的时效性和相关专业的实用性，最终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

4.4. 重视高校理论研究
从我国整体环境教育研究现状来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我国自身环境教育研究方面看，仍然比
较滞后，无论是理论本身还是理论的实际运用方面。近年来，新的发展形势对我国环境教育研究提出了
新的要求，特别是环境教育的模式构建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在环境教育中所起到的作用相
对较小，没能突出高校在环境教育方面的优势。在以后的环境教育工作中，需要发挥高校的科研能力，
重视高校环境教育的作用。高校在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因此在环境教育中承担着调
查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任。

4.5. 高校主导，多方合作
国外环境教育多是学校行为，以学校环境教育理论研究为基础，指导环境教育实践发展。但是我国
高校一直以来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独立性较为欠缺，依附性较强，而且当前高校同样盛行功利主义，
缺乏远视的眼光，从而容易导致高校自发开展环境教育的动力不足，高校过分重视学生就业技能培养而
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必要的环境教育。并且从当前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高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特
别是一些中专学校和高职技术院校，缺乏必要的教育条件，没有强有力的推动和统一协调，环境教育难
以真正有效的开展。所以我国高校环境教育必须强调高校的主导作用，政府需要加强对高校环境教育的
投入力度，同时加强环境教育与文化、教育、社会团体、公众和环保 NGO 组织的横向联合，凝聚社会力
量参与环保，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促进作用，构建多元化的环境教育模式。

5. 结束语
有关发达国家环境教育的研究，对我国高校环境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
注意到，在发展我国环境教育的过程中要注重把国外的经验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重视国外先进理
念的本土化与理念创新，以此推动我国高校环境教育模式创新和环境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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