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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适应环球工作环境的世界公民”
———专访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校长格兰特·吉尔福德教授

■本报记者 张东

新西兰南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校 长 格 兰 特·吉 尔 福 德 （Grant�
Guilford） 教授说， 知识资本与社会
资本、创新资本被称作教育的三部分。
21世纪的大学，社会资本与创新资本
显得格外重要。那么，惠灵顿维多利亚
大学是如何培养学生的社会资本和创
新资本的？ 我们一起来听听校长吉尔
福德教授怎么说。

顶尖大学必备创新

记者： 不同时代的学生会有不同
的特点。 维多利亚大学的课程和项目
是如何适应21世纪学生特点的？

吉尔福德： 的确， 相比过去，
当代的学生更加独立， 特别是在思
想方面。 在新西兰， 我们以拥有一
个创造力的社会而自豪。 我们的教
学也在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创业
能力， 将学生培养成问题的解决者，
让他们懂得抓住时机和团队协作。
这些技能被我们称作社会资本。 社
会资本与知识资本、 创新资本被称
作教育的三部分。 大多数大学关注
的知识资本， 是知识的传承。 维多
利亚大学是新西兰最好的研究型大

学之一， 因此发展研究和教学是
非常关键的。 而同时， 学生的社
会资本也非常重要， 因为这关系
到学生对世界的宽容和理解。 最
后的创新资本是最难培养的， 但
是却被认为是顶尖大学所必须的，
也是维多利亚大学的目标。 因为
创新资本是解决社会复杂新问题
的能力。 创新是成就伟大音乐与
艺术、 成功创业的基础。 实现这
三个部分取决于你教什么， 更取
决于你怎么教。 维多利亚大学的
做法是设置高标准， 不断地挑战
学生， 请他们参与解决当前交叉
学科的综合问题。

记者：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教师是非常关键的。 您认为当代的
大学教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吉尔福德： 教师和教学的质量
是关键。 学生对教师和教学的反馈
是我们评估教师的关键。 同时， 我
们要求教师关注我们社区、 社会的
未来发展， 也就是惠灵顿、 新西
兰， 甚至亚太地区的未来发展。 我
们要求教师致力于学生的发展， 也
就是培养学生在国际环境中工作的
能力。 这取决于教师的责任与担
当。 当然， 对于一所研究型大学来
说， 我们的教师也必须是拥有学科

前沿知识的优秀研究者。 同时， 我
们看重教师队伍的国际化。 如今，
维多利亚大学50%的科研教师来自
于其他国家。 因为这样才能让学生
获得国际化的视野和经验， 才能培
养出世界公民。

社会资本也是能力之一

记者： 和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相
比， 中国学生有哪些特点？

吉尔福德： 我们确实注意到中国
学生很努力， 很勤奋。 他们都是非常
优秀的学生。 因为申请新西兰的大
学， 特别是维多利亚大学， 对中国学
生来说并不容易。 为了让国际学生尽
快融入新环境， 维多利亚大学有一系
列促进国际学生间交流的项目。 对于
我们大学来说， 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学
生建立友好的关系也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这种关系以后会向商务交往、 文
化交流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发展。

记者： 据我了解， 维多利亚大学
学生的意见非常关键， 学生还可参与
到学校管理事务中。

吉尔福德： 是的， 他们可以。
维多利亚大学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中
有两名学生。 此外， 我们各级委员
会都有学生的参与， 例如财务委员

会、 学术委员会和财产委员会等。
作为校长， 我会经常听取学生代表
的意见。 学生会对所有课程进行不
记名评估， 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
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关注学生的意见
和未来， 我们需要了解学生对我们
教育质量的看法。

记者： 那么维多利亚大学有过基
于学生意见的改变吗？

吉尔福德： 当然， 我们经常会根
据学生的意见调整教学和管理。 例如
教学方面， 我们会把学生的评估整理
并反馈给教师。 在下一年的第一节课
上， 我们要求教师向学生解释课程的
改进方案。 改变也会让学生更加认真
严谨地对待教师的评估。

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

记者： 对于大学生来说， 拿到学
位并找一份好工作是他们的目标。 但
是维多利亚大学的口号却是： “不仅
仅为工作准备， 而是要了解自己的思
想。” 您能解释一下吗？

吉尔福德： 这就是我刚说的社会
资本、 创新资本和知识资本。 学生进
入大学的基本要求就是学习知识并找
到工作， 但是我们还想将每个学生培
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世界公民， 让他们

具备社会资本和创新资本。 学生毕业
后一般会换四五次工作。 所以， 大学
不能只培养学生就业的技能， 而是培
养他们能适应不同工作环境和要求的
能力。 我们发现， 对于某一学科有深
厚兴趣和激情的学生往往表现优秀，
他们也能在工作上表现突出。 但是很
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并不知道他们的
兴趣所在。 所以， “了解自己的思
想” 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很多学生
需要体验不同的学科， 才能找到他们
真正的兴趣所在。 维多利亚大学提供
了涵盖文学、 科学、 法律、 建筑和工
程等专业的课程， 供本科新生自由选
择并体验。 以我儿子为例， 他刚进入
维多利亚大学的时候学习了很多专业
的课程， 包括文学、 国际关系、 语
言、 亚洲文化、 商务和信息技术。 最
终， 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会
计。 我们就希望提供给学生这种选择
的过程。

记者： 在学生培养方面， 维多利
亚大学的目标是什么？

吉尔福德： 对于维多利亚大学来
说， 所服务的范围不仅仅是惠灵顿或
新西兰， 而是整个亚太地区。 我们希
望将学生培养成了解世界， 并能容忍
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 能够适应环球
工作环境的世界公民。

保证每个孩子享受高质量教育
———英国教育的“2020战略”

国际观察

环球对话

营地教育：
一种体验式学习

■本报记者 余闯

营地教育是相对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而
言的一种社会教育模式，起源于美国，至今已有
150多年的历史。 目前，作为学校和家庭教育的
有效补充和组成部分， 营地教育受到世界许多
教育发达国家的重视。

近日，第一届中国营地教育大会在京举行。
大会以“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为主题，来自美
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几十个国
家的教育专家、 校长和从业者分享了营地教育
的实践及研究成果。

现代意义上的营地教育以教育学和发展心
理学等跨学科理论与实践为依据， 鼓励和引导
青少年发现潜能， 培养他们在21世纪经济全球
化与社会多元化背景下共处、 共赢所需的意识
与能力，如跨文化沟通与交流、领导力、生存能
力、服务精神等。 无论何种营地形式，他们共同
的特点是体验式学习， 通过富有创造性的营会
活动，让青少年“有目的地玩”和“深度探索自
己”。营地教育在国外150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
营地活动在帮助青少年建立自信心、 培养独立
品格和领导力、提高社交能力等方面效果显著。

据美国营地协会 （ACA） 统计， 美国有
1.2万多个营地， 每年服务超过1000万名中小
学生。 世界营地协会 （ICF） 的数据显示， 世
界上营地数量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 有5.5万
个营地； 澳大利亚是营地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
最紧密的国家， 营地教育已被纳入国家教育体
系； 日本有3500多个营地， 每年超过3000万
名中小学生参与营地教育活动。

相对于欧美国家， 青少年营地教育在中国
是一个刚起步的新生事物， 中国香港地区和台
湾地区的营地教育活动较为活跃。 “21世纪，
教育需要培养未来的领导者来解决世界存在的
诸多未解决的问题， 如贫穷、 环境污染、 能源
短缺和教育等。 青少年要拥有21世纪所需的学
习能力及生活与生存技能。” 新成立的中国营
地教育联盟首任主席、 启行营地教育发展中心
理事长赵蔚说。

“营地教育是校外教育的重要形式， 它在
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社会责任感、 科学技术普
及、 文艺体育培养、 劳动技能锻炼、 习惯养成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营地教育作为学校和
家庭教育的补充， 将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
教育部与会代表张东燕说。

“反思当前中国的教育， 我们过多关注间
接知识的学习， 而忽视学习过程中的直接体
验。” 全国政协常委、 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
户外教育是营地教育很重要的一种形式， 能够
通过创造性、 娱乐性和教育意义的持续体验，
使学生达到生理、 心理、 社交能力及心灵的全
面成长。 营地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体验、 激
发， 它是对传统课堂的一个重要、 有效的补
充。 通过这样的教育活动， 不仅能使学生学会
倾听、 理解与交流， 也能学会妥协、 选择、 控
制、 展示与合作。

“营地教育实际上就是帮助青少年建立信
心、 培养人格、 提升领导力。” 刘长铭说， 营
地教育更是一种理念， 学校的教学中也能够以
多种形式进行领导力和团队合作等能力的培
养。 营地教育更多的是要让学校转变思想观
念， 在学校工作中实现育人功能。

■金亭荷 刘舒婧 刘艺 王丽君 聂鑫

“欧洲2020战略” 将智能、 可持
续、 包容性作为经济发展的三个首要
方向， 在就业、 创新、 教育、 社会融
合、 气候变化及能源等领域都列出了
具体目标。 作为欧盟成员国， 英国按
照“欧洲2020战略” 制定了目标和
战略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 进一步
刺激经济发展， 提升劳动力水平， 扩
大就业范围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是
英国政府调整财政预算重点的主要目
的。 而通过教育培养符合技能要求的
劳动力显得非常重要。

面对未来， 英国教育该如何应对
经济社会发展挑战？ 首相卡梅伦提
出， 教育部门需要保证每一个孩子都
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 以提高人才
的竞争能力， 进而实现社会公正及良
好的社会阶层的流动。

新国家课程大纲难度更大

在基础教育领域， 为应对英国经
济社会目前的发展趋势， 本届政府提
出了九条关于教育和学校的政策。 这
些政策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提高教育质
量、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加大保障力
度和改革评价体系等方面。

提高教育质量， 英国政府从提高
教学质量及领导力（leadership）出
发。 该项政策的制定背景主要来自于
2010年10月颁布的学校白皮书《教学
的 重 要 性》（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至2014年12月已出台一
系列相关措施， 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学
校标准， 具体落实到提高教学质量和
学校管理水平。

同时， 英国政府要求改进学生
课堂行为及出勤率， 保证教师在课
堂上维持秩序的权力。 学生糟糕的
课堂行为已经成为新教师或者有经
验教师离职的普遍原因。 因此， 该
政策制定和执行主要目的是保证学
校职员对他们的课堂管理权限有足
够的信心， 同时能感觉到在处理学
生不良课堂行为及不满意的出勤率
时所得到的支持。 为了保证教师们
维持课堂纪律的权力， 政策出台了
相应的措施： 给予职员更大的权力
对学生进行检查； 取消学生放学后
留校提前24小时通知家长的要求；
对教师可以使用的合理权力进行申
明； 针对校园欺凌及鉴定与支持因
心理健康问题导致行为异常孩子，
给予教师简单的建议。

在英国， 尽管学生的考试成绩逐
年升高， 但是雇主们对于毕业生的读
写能力和数学能力经常表示不满意。
因此， 英国政府在学校证书和课程方

面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以便帮学生
为毕业后的生活做更好的准备。
2013年4月9日英国教育部公布了
英格兰中学课程内容改革主体部分
的具体方案， 包括初中 （GCSE）
和高中 （A-level） 阶段大部分课
程的具体教学内容。 新方案的目标
是提高中学教育质量， 同时提升通
过中学教育获得的资格证书的含金
量， 使中学毕业生的知识能满足就
业和升学的要求， 既能满足学业需
求又能满足雇主需求。 学习内容中
将会加入更多的日常生活场景， 着
重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与计算能
力。 2014年9月开始实施的新国家
课程大纲难度更大。 到2020年，
英国政府期望所有19岁以上的成
人以及学徒制学生都能够参加改革
后新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数学和英
语考试。

提高弱势群体学业水平

使学校更加自主并且投入更
加公平也是英国教育改革的重点。
此项政策认为， 如果教师在一定
程度上能自由决定教学安排， 学
校的质量会得到改良。 在此操作
下的学校， 尤其是一些特许学校，
将会通过广泛的科目和学习项目
来帮助不同背景的学生获得进步。

同时， 为学校引进更为透明和有效
的资助系统， 帮助学校使用额外的
资金给予最需要帮助的学生， 是非
常必要的。 这项政策主要体现在赋
予学校自主权及资助安排的有效性
问题上。 在发挥学校自主性方面，
政策保证学校和特许学校有更多的
自主性并对其教育活动承担责任，
而政府为了保证此途径的实现， 主
要负责提供全面均衡的科目体系以
及对自治学校必要的评估检查， 提
供针对学校表现的年度报表， 并提
供基本的评估报告， 同时废除不必
要的规章制度。

与此同时， 英国政府更加关注提
升处境不利儿童的学业成就。 学生因
为他们社会背景的影响而在学业上处
于弱势， 这样的不公平是不能被接受
的。 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这些处
境不利群体孩子在学业上获得成就的
水平， 同时缩小他们与同龄人之间在
学业成绩上的差距。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 该政策制定
了很多措施， 其中包括学生补助津
贴， 这是对学校进行的额外投资， 以
期提高弱势群体孩子的学业水平， 缩
短其与同龄人之间的差距， 旨在提供
每个学校和老师合适的资源， 用来灵
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学生， 以解决由
于个人社会背景而导致的不平等问
题； 暑期学校专门针对弱势群体学生

提供帮助， 以支持他们顺利从小学升
至中学。

为了创造更好、 更多样化的学校
体系， 英国政府还增加了特许学校和
自由学校的数量。 该政策将通过以下
措施实现目标： 继续鼓励小学和中学
成为特许学校； 鼓励实力雄厚的特许
学校协助实力较弱的学校； 将表现不
合格的学校匹配给有优良记录的主办
方以实现办学水准的提升。

此外， 英国政府还为需要进行
特殊教育的儿童提供更多的选择及
更好的位置。 此项政策的目的主要
是确保“特殊教育需要” 群体可以
获得与其他健康同龄人同样的机会，
从而顺利从未成年过渡到成年。 为
了达成这个目标， 这项政策制定了
多项措施以引进一种更加高效、 透
明并负责任的支持系统来支持“特
殊教育需要” 群体。

增加私立大学与学院数量

英国政府希望保证高等教育资助
系统的可持续性， 确保高等教育机构
提供有创新的、 高质量的学习， 其具
体举措是创建一个新的高等教育资助
体系； 创造更加多样化， 有竞争力的
高等教育部门。

英国政府积极促进高教领域的多
元化， 增加私立大学和学院的数量，

让更多的私立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能
得到授予学位的资格， 是英国高等教
育改革主要目标之一。 英国商务、 创
新与技能部出台的政策鼓励在高教领
域加大竞争， 正在考虑修改法律、 放
松限制， 鼓励更多私立大学成立。 同
时， 英国政府发布高等教育改革白皮
书， 推出更多鼓励私立学校的政策，
如新政策中将允许私立大学学生每年
向国家借贷6000英镑的学生贷款以
完成高等教育。

继续教育系统是提供职业资格
和技能培训的学院和培训机构， 需
要保证高质量的教学和课程以帮助
学生成功实现就业， 培养符合雇主
要求的劳动力。 为实现这一目标，
具体政策措施有学院脱离中央政府
的控制； 促进继续教育的培训更专
业化； 提供更好的职业建议； 引入
新的实习培训计划， 以支持青少年
就业技能的提升； 引进技能证书；
采用“菜单式” 培训， 扩大用人企
业、 传统培训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
提供的培训机会等。

按照“欧洲职业教育和培训质量
保障体系” 的要求， 英国政府在国家
层面建立质量保障体系， 制定跨国流
动战略， 帮助职业教育和培训提供者
建立适当的流动支持机制。

（作者单位： 中国驻英国使馆教
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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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广角

英国大选将于
5月7日举行。而在英
国首相卡梅伦执政期
间， 教育一直是英国
政府关注的议题之
一。 对于英国的未来
发展， 教育上的宏观
改革如何进行？ 卡梅
伦提出， 教育部门需
要保证每一个孩子都
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
育， 以提高人才的竞
争能力， 进而实现社
会公正及良好的社会
阶层的流动。

“大学是社会的批评家，也是社会
的良心。 ”

“教育的目的绝不仅限于为就业做
准备。 一所大学的成功也不应仅以金钱
衡量，而应充分考虑学生自我价值感的
培养。 ”

“学校管理中一定要充分听取学生
的意见。 学校管理委员会中也一定要保
证有足够人数的学生代表。 ”

“我们必须对前来新
西兰留学的国际学生负
责， 帮助他们真正融入
新西兰社区， 学会充
分利用这段宝贵的海
外学习经历。”

格兰特·吉尔福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