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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环球周刊 国际教育·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提出“教育即生
活”的理论，意思是教育的形式就是生
活的形式，教育要不拘泥于课堂，不拘
泥于书本，让孩子快乐地学习、多彩地
学习、自由地学习，最终成为一个自我
实现的人。新加坡育青小学 （Bedok
Green Primary School） 的英语教育
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的教育，学生有很多
机会磨炼他们的语言技能。

小学二年级学生会参观裕廊飞禽公
园并观察夜间鸟类，这可能听起来像科
学实地考察，但这是英语课的一部分。
在英语课上读完“猫头鹰宝宝”的文章
后，学生们开始游览裕廊飞禽公园。该
活动还会补充阅读材料，使学生们了解
语言概念如何适用于现实的世界。这些
活动是学校努力帮助学生发现阅读快乐
和磨炼语言技能的一部分。

除了走出教室学习外，学校内还提
供各种课程和活动，例如，书评比赛和
文学欣赏。在他们的英语课程中，老师
鼓励学生通过小组讨论表达各自的意见
并与同龄人互动。“这个活动可以使学
生从被动的读者转变为积极的聆听者和
探讨者。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展示和表达
自己的想法与感受。”育青小学英语系
主 任 桑 吉 萨 · 亚 达 夫 （Sangeetha
Yadav） 解释说。

虽然大部分活动都集中于传达对阅
读的热爱，但学生可以从中获得的远不
止于此。桑吉萨说：“这些项目旨在培
养自信和有能力的沟通者，并通过与年
龄相适应的故事来树立孩子正确的价值
观。”例如，学生在阅读小学四年级文
本 《夏洛的网络》 时，就会学到关于友
谊的价值观，同时在他们心里埋下爱与
友谊的种子。

“最终，他们将拥有相关的软技
能，提高自己的沟通技巧，从而更好地
表现自己并发挥自己的能力，为未来的
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桑吉萨说。教
育离不开生活，坚实的语言基础更需要
在生活的环境中建立。让孩子在社会环
境中多体验、多交流、多感悟，比反复
练习、记忆要高明得多。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新加坡小学生

在生活中学语言
刘晓

上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曾提出
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构想，倡导一
种优先确保儿童权益，同时适合所有
人居住的城市。近年来，儿童友好型
城市建设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那
么，英国是如何建立儿童友好型城市
的？

半年来的英国生活让我感受到英
国城市、乡村公共空间细腻的、全方
位的儿童保护。作为对儿童权益最早
立法的西方国家，英国的儿童保护绝
不是停留在法律文本中，而是将保护
延伸到社会公共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到处“可见”的保护

根据我的观察，英国公共空间的
儿童保护具有“看得见”的特点，即
让保护落实到各种可见的公共空间的
标识中，特别是道路、停车场、学校
等地方的指示牌。

在英国，专门带有“父母牵手儿
童”红色图像的停车指示，是一个普
遍现象。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旅
行景点、医院等，这些标识随处可
见。即使是初到英国语言不通之人，
也会明白这些标识的含义。儿童停车
位通常设计在离超市入口最近的地
方，并且十分宽敞，方便儿童上下
车。无儿童者不得停留。以我住所附
近的超市来说，停车标识特别强调只
有带孩子的人才能将汽车停在该车
位 ， 否 则 将 会 被 处 以 60 英 磅 的 罚
款。相对于英国人的平均收入，罚款
不可谓不重。

与我国一样，英国学校道路附近
也会有提醒司机注意的儿童上下学标
志。不过英国特别的地方在于，会有
专门的穿着醒目亮绿色反光服的道路
指引员，一旦有儿童过马路，他们就
举着一个高高的指示牌，示意司机停
车，以确保儿童安全通过。

英国的这些“可见”的保护，还
深入到社区。在一些儿童经常玩耍的
社区草地边，会竖起“游乐场”的牌
子，以提醒过往车辆留意儿童。

小处着眼的设施

英 国 公 共 空 间 儿 童 设 施 多 样 。
以户外活动场所来说，无论是大城
市 ， 还 是 小 城 镇 ， 到 处 都 有 大 量
的、免费的儿童活动设施，这些设
施非常丰富，从小处着眼，考虑儿
童的身心发展的多层面需要，诸如
针对儿童运动需求的蹦床、满足儿
童好奇心的望远镜、吸引儿童动手
的模拟恐龙考古挖掘现场、满足儿童
挑战需要的吊桥和攀岩等，还有秋
千、独木桥、沙地、滑梯等常见“标
配”设施。

所有这些面向青少年、幼儿的户
外场所都是全天开放的，而在临街的
场所则会细心设有安全围栏，围栏入
口处有一种特别的搭扣，通常成年人

才能打开。这使得父母可以放心地让
儿童在里面玩耍，不必担心他们会跑
出来，也不会担心路边车辆会伤害儿
童。

令我印象深刻的关怀儿童的细
节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例如秋
千的下面，一般会垫上厚厚的小木
屑 （或轮胎屑），以防止儿童摔倒，
而秋千座位是以钢为基材覆盖橡胶
制作的，既结实又坐感柔软；用木
头搭建的儿童步道，高度大约是 40
厘米左右，即使儿童不小心，也不
会受伤；蹦床是与地面齐平的，父
母无须担心；宽大的吊床很矮，适合
儿童上下；在很多地方，滑梯会有两
个，一个比较高，供较大儿童使用，
一个则低而宽，可供幼儿与父母一起
使用。这些设计无不考虑到儿童的身
心特点。

共享空间的理念

儿童最喜欢游戏。游戏是儿童的
学习方式，也是儿童的生活方式。当父
母参加社交活动、购物、逛街时，儿童却
不想去，怎么办？在英国不必担心。

很多英国商店都有专门的儿童设
施，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商场通
常会提供专门的儿童游戏区域，免费
提供积木、画笔、涂色纸等，儿童自己
涂好的画，可以带回家。因此，当父母
购物时，不必担心儿童乱跑，他们早就
被这些吸引住了。

除了一般性的商店，书店、酒店、
社交场所等亦有类似的设施。有的书
店设置了阅读角，摆放一些绘本、儿童
玩具，有的书店甚至专门设置了一座
带有角楼、推门、滑梯的微型城堡。父

母看书的时候，儿童也玩得不亦乐
乎。可以说，这些室内空间虽是为成
人的，其实也是为儿童的。

尊重儿童的空间

儿童保护的目的是促进儿童主体
的发展，但过度保护可能会妨碍儿童
的发展。如何解决儿童保护与参与之
间的矛盾？英国的做法是将参与贯彻
到儿童的生活中，以参与促进儿童主
体性发展。

在英国超市常常可以看到一种
“帮助袋”，用来支持当代社区的建
设。儿童可以通过投票来选择支持哪
一个项目。“帮助袋”的项目有“支持
16—18 岁青少年尝试经商”“蝴蝶日
中心项目”（支持那些由于残疾、疾病、
经济困难或其他不利因素而需要救济
的儿童）、“拨号之旅”（为那些移动不
便的人提供友好、可靠的“门到门”交
通服务）等。当父母购物结账时，收银
员会给儿童一些投票币，鼓励儿童自
己投票、支持自己喜爱的项目。这些
细微处的参与，无形中培养了儿童关
心社区、帮助他人的主体意识。

此外，学校也有意识地鼓励、发展
儿童的主体保护能力。笔者曾参观一
所幼儿园，发现门口的桌子上放着一
些小册子。这些带有可爱图案的小册
子，老师鼓励儿童取阅或带回家，送给
他人。不过，令我意外的是这些小册
子的内容，其中有专门讲解怀孕生育
之事。以儿童喜闻乐见的图画来传播
生育健康的知识，既让儿童受到了教
育，又增强了儿童的自我主体保护意
识。真是一举多得。

学校、商场、超市、街道等公共空
间营造了关心儿童、尊重儿童、保护儿
童的社会整体氛围，儿童乐于其中，他
们似乎从来不用担心公共空间中“陌
生人危险”，笔者常常遇到陌生儿童热
情地打招呼，显然这源于公共空间的
儿童安全感。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儿童
文化研究院）

英国公共空间的儿童保护
郑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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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仁化物 立校之魂

怀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向警予、
粟裕、滕代远的故乡，是红军长征转
兵的地方，是抗日战争胜利“最后一
战”的纪念地，是“世界杂交水稻”
的发源地！强大的红色基因和独特的
区域文化赋予怀化学院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精神力量。

怀化学院致力于建设有灵魂的大
学，铸就了“怀仁化物、立地仰天”
的办学理念。在教师中一直倡导和践
行“三个多想一想”：多想一想我们是
怎样关爱自己孩子的？多想一想我们
是怎样教育自己孩子的？多想一想我
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怎样的人？“视
学生为子女”是怀化学院不朽的师
魂！学校逐渐形成了“管理学生成
长、服务学生成才、教育学生成人、
引导学生成功”的“四成教育”模式。

在西校区，“易图境美术馆”古朴
凝重，是怀化学院人道德品格的形象
代言。以健在的退休教师的名字来为
教学场馆命名，在同类院校中实属罕
见。中国画大师易图境老先生，将近
200 幅艺术精品无偿捐赠给学校。

高尚的师魂激发了学生成长成才
的潜能，诞生了无数个奇迹。2003 级

学生洪战辉，“带着妹妹上大学”释放
出感动中国强大的正能量；2003 级学
生田志慧，创造了农民伯伯 53 岁上大
学主修声乐，进而成为湘西土家族音
乐、语言研究专家的神话；2011 级学
生康洪奎，“侏儒小伙”健康成长为
IT 精英；2006 级学生周善祥、彭亮，

“科技小子”顺利搭上了就职国防科技
大学天河计算机中心的直通车；2017
级学生陈荣明，“湘西轮椅女孩”顺利
进入怀化学院圆了大学梦⋯⋯

中科院席南华院士写给母校的信
中曾这样写道：“我的高等教育是从母
校开始的。学生的勤奋、积极向上，
老师的尽心传授至今难忘。偏僻很多
时候未必是坏处。我学会了静心、执
着与追求，不足也变成了进取的动
力。”

60 年来，学校多次获评“湖南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单位”“湖南
省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实践
先进单位”“湖南省文明高等学校”“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服务地方 兴校之基

怀化学院率先设立了地方服务与
合作处，全校上下已形成“以服务求
发展、以奉献求支持”的共识。

学校坚持“应用型定位、特色化
发展、差异化战略、跨学科融合”的
学科建设方针，依托民族药用植物资
源研究与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湖南省民
族民间艺术研究中心等 9 个省级学科
平台，整合力量，组建了植物资源保
护与利用、民族文化艺术、材料技术
工程、光信息与智能控制工程、商贸
物流研究、管理科学研究等 6 个协同
创新中心，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智力服务与技术支撑。

宋松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入选者。他是怀化学院
2016 年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担任“植
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负
责人。他整合力量，组建科研团队，
从怀化独特的民族药用植物资源着
手，打造全国中药材种子种苗研发基
地 ， 推 动 怀 化 医 药 健 康 产 业 的 发
展。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研发了“低
温水融性薄膜材料”“可完全降解的薄
膜与型材”“聚乙醇凝胶”等环保型新
型材料，科技水平达国内领先，产品
市场潜力巨大。

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
授罗隆福受聘于怀化学院担任“光电
信息与智能控制工程中心”负责人，
他以企事业单位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导
向，确立了“生态农业智能温室大棚
远程监测控制系统设计”“基于北斗和
无线系统的楠竹林防火系统的研究”

“面向武陵山片区楠竹高产量种植关键
技术研究”“高山葡萄栽培环境监测与
生长过程智能控制技术研究”等 11 项
服务地方的课题。

学校坚持走“以应用为本，为地
方服务；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实际
问题为目标；以平台建设为基础，实
施跨学科发展战略”的科研发展之

路。舒友博士“热塑性聚乙烯醇材料
及其方法”等 4 项专利成果为湖南绿
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使用；伍贤进教
授“一种多穗柯发酵茶的制备方法及
其制得的多穗柯发酵茶”等 4 项专利
技术入股湖南翱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赵子剑教授“一种脱漆剂及其制
备与使用办法”专利转让给湖南寰宇
木业有限公司使用。民族药用植物资
源研究与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为溆
浦君健中药材专业合作社提供中药材
种植、加工、成分测试、新品种研发
等技术支撑，走出了一条产学研用一
体化的新路。

通过服务地方，学校取得了学科
建设、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以及
人才培养“多赢”的喜人成果。

开放办学 强校之路

以开放的视野培养应用型人才。
学校大力推进校企、校地深度融合、
协同育人，实现了学校办学与区域经
济发展对接、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主
导产业对接、人才培养目标与区域行
业需求对接、人才培养规格与工作岗
位对接。学校先后与上海杰普软件公
司、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等 80
多家企业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开办了

“软件工程师班”“通讯工程大唐班”
等 15 个校企合作教育班，校企共建了
207 个实践教育基地，校企、校地合
作教育已覆盖所有专业。2017 年 12 月
14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150 多家知名
企业负责人齐聚怀化学院大学生创新
创业论坛，探讨校企合作育人的新领
域、新路径。

以开放的视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
作。2018 年 9 月 19 日，怀化学院 2018
年外国留学生开学典礼举行。怀化学
院迎来了来自俄罗斯、老挝、泰国、

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孟加拉、巴基
斯坦、尼泊尔等国家的 23 名留学生。

近 5 年来，学校抢抓机遇，迅速
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依托

“湖南省‘一带一路’语言生奖学金”
项目，以细致热忱的服务和特色优势
学科吸引众多外国学生来校学习；学
校先后与美国、德国、新西兰、澳大
利亚、乌克兰、匈牙利、英国、西班
牙、马来西亚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
所 高 校 合 作 办 学 ， 以 “3 + 1 联 合 培
养”“带薪实习”“文化交流”等项目
的形式，为学生搭建了赴国外高校学
习、考察、交流的平台。

开放办学为怀化学院的创一流注
入了强大的活力！

文化创新 名校之实

什么样的广场舞可以跳向世界？
怀化学院体育学院编排的 《龙舟飞
歌》 实现了这一目标。2017 年 11 月 27
日，“舞动中国——广场舞联赛”总决
赛在杭州举行，《龙舟飞歌》 以遥遥领
先的水平夺走主场参赛队伍志在必得
的冠军。这个节目将代表中国应邀参
加即将在美国举行的 2018 年世界排舞
锦标赛。

“一所地方本科院校，必须扎根于
本土文化，继而用文化的力量反哺地
方，这是怀化学院恒久的责任担当！”
党委副书记吴波如是说。

怀化地处大湘西，这里孕育和保
存着独具特色、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
文化。植根于这片土地的怀化学院，
一直以传承创新地域文化为己任，学
校获批建立了“湖南省民间非物质文
化研究基地”“湖南省民族民间文化艺
术研究中心”“武陵山片区民间文化传
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湖南省民族
文化翻译与传播基地”等 4 个省级学

科平台，建有“五溪流域民族民间文
化艺术实践中心”“易图境美术馆”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展览馆。

怀化学院鼓励和引导广大教师将
学术论文书写在苗乡侗寨。通道侗族
自治县皇都侗民族文化村的体验式、
互动性的节目，让游客沉醉和流连。
这是怀化学院奉献给民族地区的一件

“艺术精品”。
以南方丝绸之路的商道文化和古

代母系文化为背景，以古代马帮途经
靖州岩脚侗寨的故事为叙事线索，怀
化学院为靖州岩脚侗寨打造了一台大
型原生态情景剧 《丝路女儿国》。

2016 年 10 月 28 日，为庆祝新晃
侗族自治县成立 60 周年，怀化学院团
队精心打造的大型文艺演出 《盛世嘎
玛》，轰动了整个侗乡。如今，“国际
嘎玛节”成为新晃侗族自治县一年一
度的盛大节日，成为新晃发展经济的
平台和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

2017 年 10 月 29 日，怀化学院为
沅陵县打造的首台大型实景剧 《狃子
花开》 在借母溪千堂湾举行首场公
演，凄美地再现了当地流传千年的

“典妻文化”和“狃花”故事，创造了
生态文化旅游与脱贫攻坚高度融合的
典范。

2017 年以来，怀化学院参与了文
化和旅游部门、教育部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推出的“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开办了多期侗锦织造技艺和民间雕刻
培训班。学校还在通道、新晃、芷江
等少数民族村寨设立了多个教学点，
并与文创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为带动
一方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保护作出了
突出贡献。

立足于本土的一次又一次文化创
新，彰显出怀化学院这所地方本科院
校的办学特色与办学实力。

（周 文 张 斌 卢宗旺）

在创一流的道路上迅跑
——怀化学院建设区域性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纪实

2017年，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GDI)发布《2017
广州日报应用大学排行榜》，在公布的前887强应用型本科高校
中，怀化学院位列第188名。

校长宋克慧介绍：怀化学院的创一流要有差异化发展的智
慧，专注建设区域性、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区域性就是要立足
湖南及武陵山片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应用型就是要办应
用型专业、建应用型学科、做应用型研究、育应用型人才；高水
平就是要在人才培养、科技水平、服务能力、管理水平、专业学
科等重点领域形成特色，形成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