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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利用，身体力行；四处宣讲，热心公益——

陶开宇：生态消费追梦人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巢进文 刘小洁

最近，“垃圾分类”成为热词。在湖
南工商大学，有这样一位副教授——

她可以连续几年不添置新衣，连日
化用品都很少用。平日洗发、洁面等用
品，均来自于自然界的植物萃取自制。

无论是行走在校园里，抑或在外
出差，看见垃圾她总要随手捡起来。
丈夫送她的包包，也经常装满了随地
捡来的“花花草草”。

她努力推介生态消费理念并身体
力行，在各种公共服务平台公益开
课、举办讲座，影响受众数十万人次。

她叫陶开宇。“平时不是在学习、宣
讲，就是在落地实践，我愿用终日努力，
换来生态消费的点滴进步。”她说。

不落伍的土味时尚

用五彩陶土做成耳环、用植物本
色体验自然拓染、将土豆和艾汁等做
成食物球随身携带⋯⋯身边随处可见
的小物件，加上创意和劳动，摇身一
变就成为绿色、环保、有趣又有用的
创业项目展品。

不久前，长沙市高校环保创业集
市举行，陶开宇带学生参展。“我们参
展的初心，就是为了让人们了解生态
消费。”陶开宇说，研究生态消费、践
行生态消费，已经成为她的一种习惯
与日常安排。

生态消费，简单来说，就是在消
费的事前、事中和事后都能坚持运用
生态标准，尽可能减少给大自然造成
的污染和负担。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太
难”。2006 年，陶开宇考上博士研究
生，结合自己的科研兴趣，决意将绿
色消费行为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
向。不承想，一入“消费”深似海，
从此人生更“精彩”。

消费行为研究，不能只做理论，
而是要深入到消费个体的生活日常，
思考消费者怎样选择、基于什么原因
选择、不同选择的后果有哪些。她越
深入研究，越觉得忐忑：“消费者对生
态效益的在意度，远少于对省钱划算
及炫耀挣面子的考虑度。”

与其听人说，不如自己干。
最开始，陶开宇做“有机团购”。

她先开通“樱慈”新浪博客，又建了
个 QQ 群，访客和成员都是天南海北
的有机生活爱好者。于是，从广西买
老品种大米、从湘西买野生猕猴桃、
从河南买铁棍山药⋯⋯两年多时间，
她组织大家团购了数吨原生品种大
米、数千箱古方红糖、万余盒陈年艾
条等近百余批次的贫困户农特产。

2008 年，她创建“樱慈公益”团
队，倡导“有机生活、互助体验”，把
生态知识宣讲和创意实践作为工作重
心。2013年，她推动成立第一家挂靠
长沙民政局的 NGO （非政府组织）。
陶开宇决定通过自身努力，让生态消
费成为一种绿色低碳的时尚生活方式。

她连续几年不添置新衣，家里很
少见到沐浴露、洗发水和护肤品。她
将红糖、生鲜植物厨余、自来水等 1
∶3∶10 发酵三个月制成各类天然环
保酵素，配合无患子、茶籽粉、木槿
液用来洗头洗澡，拒绝化学产品。但
她又很潮，一条简单丝巾她可以系出
一百多种“花样”，一件普通旗袍可以
穿出典雅风情。

“陶老师的‘土味时尚’，有着一
种独特的女神范儿，很多学生不自觉
地就成为生态消费的追随者。”黄雅是
陶开宇的同事与闺蜜，如今，她也是
陶开宇生态课堂的参与者和传播者。

打卡进阶的生态课堂

陶开宇的“生态消费理论与实
践”，是湖南工商大学的全校网红选修
课。除了传统的理论与案例讲授，更
吸引人的是让生态消费鲜活起来。

走进课堂，仿佛走进了一个琳琅
满目的生态创意作品展示现场：从田
野采回来的带着露珠的蒲公英和紫云
英；用植物色素做成的环保唇膏与口
红；用废弃纸张做成的小巧风车以及
易拉罐缠上麻制品的精致笔筒；用无
患子酵素泡制的压缩面膜。还有各种
时令美食，春天做青团、夏天做凉
粉、秋天做月饼、冬天做汤圆，连很

多人不认识的南酸枣、豌豆尖也变身
美味佳肴。

“我原以为‘生态消费理论与实
践’是口号般的空洞理论，才上了几
节课就完全颠覆了我的看法。老师居
然在教室里教我们识别各式花草，让
我们学习用废弃植物边角余料自制萝
卜皮、豆渣饼、薯叶汁等美食，一切
简直不可思议。”有学生在网上惊呼。

“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都好，远离
自然，沉迷网络，不少处于亚健康状
态。”陶开宇结合十余年的调研经历认
为，促进生态消费，就要从源头唤起
人们的生态意识，养成环保习惯。她
将全班百余名学生每五人分成一小
组，让他们在“蔬醒生活”“不塑生
活”“食物森林”“光盘行动”等主题
中自由选择，课前收集资料、制作作
品，课中集中展示、畅谈体会，课后
集体打卡、自发养成生态消费习惯。

朱同学所在小组的打卡主题是
“不塑生活”，即在日常生活中避免使

用塑料物品。小组成员每天主动发照
片到微信群进行打卡，微信群里的斗
图大战一触即发：有的手里常备保温
杯；有的外出购物自备帆布袋；有的
做了麻绳杯垫给室友；有的分享新型
的无塑料纸快递盒。“我们的生活似乎
已离不开塑料，但通过35次打卡学习，
我们理解到‘不塑生活’是可以做到的，
只要我们积极找寻替代塑料的生活
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收获了对生态
环境的思考和关心，也发现了日常生活
之美。”朱同学对记者说道。

为了做好“食物森林”这个专
题，陶开宇在长沙城郊将两块荒地开
辟为“有机农场”。上课之余，她一有
空就往地里跑。几年下来，她的皮肤
晒黑了，双手粗糙了，种菜把式也越
来越专业了。她与学校的水果店达成
协议，定期拖走水果店原本丢到垃圾
站的果皮。平均每周收集 50 公斤左
右，年均 2500 公斤，10 年就减少果
皮垃圾25吨左右。这些果皮有的被制

成堆肥，有的发酵制成了酵素，可以
用来消毒灭虫害。基地上产出的各式
菜蔬，除了少部分用来送人，她都拿
到课堂，给学生展示，或者分类做成
安全食品，供学生们体验从田间到美
食的奇妙历程。“我们的地不施化肥、
不打农药，原汁原味，菜香着呢。”

如今，农场还成了师生聚会的上
好场所。“每次回长沙，我都会去基地
找陶老师，清新的空气，新鲜的蔬
菜，就像回家一样。”已经毕业八年，
现在上海工作的海燕说道。

发光发热的党代表

“看，这是陶老师帮我们设计的项
目，效果蛮好哩。”在长沙市老干部活动
中心屋顶，工作人员正在厨余堆肥而成
的立体菜园子里采摘新鲜蔬菜。该单
位采用陶开宇的建议，将厨余变沃土，
生产出绿色无公害的水果和蔬菜。

2006 年，陶开宇当选湖南省第九

届党代会党代表，这让她有更多机会
广泛接触社会。十余年间，她担任长沙
市“两型大使”，在湖南省老干部局、湖
南省人社厅、湖南图书馆、长沙市科协、
长沙图书馆、长沙老干部活动中心、东
湖社区、青竹湖中小学和多家有机企业
开展有机生活、环保理念、爱心公益相
关讲座，年均上百场，总数逾千场，影响
数十万人次，被网友亲切地称为“酵素
妈妈”“民间河长”“环保卫士”“花仙
子”。她还将自己的学生培养为长沙市
两型公益宣讲员。

每天不到 6 点，她就早早起床，
开着那辆十余年的小汽车，在学校、
农场、培训基地、创业展台间穿梭，
备课、上课、培训、种菜、互动、整
理资料、指导团队、记录日常，一直
要忙到晚上 12 点才能休息，“儿子今
年读高三，我也没花什么时间辅导，
尽量发挥榜样作用”。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这些公益活
动并不能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她早在
2004年已是湖南工商大学最年轻的副
教授，之后却没再在职称评定上全力
以赴。对此选择，她表示坦然，“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就得有所取舍”。从

“学院派”转向“田野派”，这让有些
人感到不解、为她可惜，她却乐此不
疲，“有些事情，总得有人来做”。

她曾经在论文中提出，要倡导节
约型消费理念、选择两型消费方式，

“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消费者
为主角”。如今，这些判断都在国家的
大政方针中得到了体现，这让她能够
更加淡然地看待眼前得失，更加坚定
地投入生态消费实践与传播。

付出终有回报。如今，少点外
卖、多吃素食、减少垃圾、资源再生
等生态健康的消费理念，在学校悄然
成风。“每次闪过浪费物品的念头时，
我都会想起陶老师的教导。”“不仅仅
是我，连我的家人，也在关注陶老师
及团队的活动，受到她的影响。”学生
们对记者表示。

陶开宇始终认为，生态消费，是时
代所需、大势所趋。“也许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我愿意做一个先行者。”她说道。

陶开宇在公益课堂上

教孩子体验绿色生活

。

资料图片

将幼教师资培育“短
板”变为发展“跳板”

广外艺校领导经常被省内外幼儿
园园长、县区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堵
住，“要幼儿园老师”。但广外艺学前
教育学院准备就业的毕业生往往早就
被抢光。广外艺校领导也理解他们的
苦心，“幼儿园建好了，就缺老师了，
尤其是来了就能上手带班的老师”。

广 东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学 前 教 育 大
省。2019 年，广东入园幼儿增幅约在
18 万至 24 万人之间。到 2019 年底，
广 东 将 分 别 新 建 、 改 扩 建 超 过 100
所、400 所公办幼儿园。

近年来，在广东学前教育跨越式
发展的大趋势之下，幼儿园教师队伍
数量不足、学历不高、专业水平欠缺
等短板愈加凸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已成为影响
广东学前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
性因素之一。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学前教育
要发展，师资队伍是关键。国家出台
的 《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
的若干意见》，吹响了学前教育师资培
育再攀高峰的集结号，也为我们带来
了丰厚的政策红利。”广外艺党委书记
卢羡文介绍说，近年来，该校学前教
育学院直面广东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
滞后痛点，精准施策，助力破解教师
队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着力
缓解幼儿园人才荒，促进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满足人民群众
幼有优育的热切期盼。

“广东学前教育师资培育供给侧和
需求侧在质量、水平上，仍不能完全
相互适应。”广外艺校长曾用强带队深
入调研了解到，广东培养大专、中专
层次幼儿园教师的院校分别有 20 余
所、90 多所，本科、高职层次的毕业

生供不应求，但部分中职层次毕业生
学历提升、入职之路不通畅。曾用强
指导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将幼教师资
培育“短板”变为发展“跳板”，构建
中高本衔接立交桥，造就一支师德高
尚、热爱儿童、业务精湛、保教融合
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为助力广东基本形成以本专科为
主体的幼儿园教师培养体系，2013
年，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协同本科高
校、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幼儿园、
教育机构，研制学前教育专业中高职
衔接、高职本科衔接的专业教学标准
及课程标准，前移培养起点，大力培
养初中毕业起点的五年制专科学历的
幼儿园教师。近 3 年来，该院已经面
向省内全部中职学校自主招生，并与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合作，将众多高职
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送入了更高的学
术殿堂。

顺应高职院校扩招 100 万人等政
策东风，领风气之先的广外艺先行一
步，把高素质幼儿园教师队伍培养作
为主业，帮更多学前教育专业中职
生、高职生“跳龙门”。

“双精准”让毕业生
“来即能战”

一 个 圈 画 成 各 种 圆 滚 滚 的 小 动
物，不少孩子喜欢上了黄小洽。“学校
所教与岗位所需几乎一模一样。”黄小
洽是广外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华
南师大附属幼儿园实习时，她上手
快，带班能力强。

近年来，为促进学生培养与岗位
需求精准对接，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

“逆向革命”，以幼儿园等用人单位为
师，求解“幼儿园需要什么样的教
师”“高素质幼儿园教师需要什么样的
教育”这两道必答题。在此基础上，
该院精准办学定位、优化课程、整合

资源，培育“来之能战、战之即胜”
的幼儿园教师。

为让人才培养供给侧无缝对接需
求侧，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对广东省
内 139 所幼儿园的 210 名幼儿园园长、
教师和 1295 名、406 名中高职院校学
前教育专业在校生、毕业生，分类开
展了问卷调查。他们还分析了 19 份中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3479 份毕业生数据。

走出去和请进来双管齐下。广外
艺学前教育学院请来华南师大附属幼
儿园园长吴冬梅、广州市第一幼儿园
园长吕凤清等高参，把脉问诊专业建
设。同时通过职业能力分析会议等多
元形式，从保育员、副班教师、主班
教师、保教主任等“行业大拿”实操
流程中，梳理不同岗位的工作任务和
职业能力。

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从中找到了
“病根”。很多幼儿园新进教师带班能

力弱，对幼儿发展状态、游戏活动、
课程质量等因素关注不够，严重制约
了专业持续成长。

“我们对症下药，将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培养成科学保教者、游戏支持
者、课程建设者、教研行动者。”在卢
羡文看来，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根据
目标倒推模式，分析岗位能力要素、
确定专业培养目标、重构人才培养方
案，推动教改重点转向，从“教师要
讲什么”变为“学生能干什么”，精准
育人。

广外艺学生梁晓晴在舞蹈方面有
兴趣特长，得益于学前教育学院艺术
模块课程包，她创编出了适合幼儿学
习的舞蹈。

“我们着力培养实基础、强能力、

有专长的幼儿教师，引导他们在工作
岗位上心怀幼儿、因材施教、整体提
升。”在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院长张莉
大力推动下，该院针对学生的兴趣和
特长，变“配餐”为“点菜”，开设了早
教、幼教、特教、艺术等不同模块的特色
课程“自助餐”，进行延伸性培养。广外
艺学前教育学院还探索出了分段实
践、生师互换等实践教学新模式。

在知行合一的实践教学体系中，
广外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核心技
能和职业核心能力比翼齐飞。近年
来，该专业上百人次学生获得国家级
别、省级奖项，教师资格证一次通过
率高达 90%。

“领头雁”助推广东幼
师培育“百花齐放”

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中高职三二
分段学生郑吉丽毕业仅 5 年，就从助
理班主任升为广州市华碧翠云山幼儿
园园长。“广外艺的培养，让我这个中
职毕业生有了更高的起跑线。”

广外艺是广东参与学前教育专业
中高本衔接试点仅有的一所高职院
校，学前教育学院更勇担重任，将大
批中职等起点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送
上星光大道。该院还成为广东省内外
学前教育专业“点灯人”，引领大量省
内外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由弱到
强、由无到优。

“作为中职毕业生，本科梦曾遥不
可及。来到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后，
我的愿望实现了。”今年 9 月，张依婷
入读了韩山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

据曾用强介绍，广外艺学前教育
学院为不同起点的学生，提供了私人
订制、适性扬才的培养方案，助力毕
业生拿到毕业证、职业资格证两块

“敲门砖”。该院近年毕业生就业率、
升学率超过 98%、20%。很多毕业生

上手快、干得好，成长为单位骨干。
广东省委机关幼儿院等省内知名幼儿
园园长对该院毕业生高度评价。

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教科研也硕
果累累。该院教师辛勤开垦耕耘，主
编、参编 40 本教材，已在广东等地出
版发行。这为广东幼儿园教师队伍专
业建设、培养质量保障制度建设做出
了重要贡献。近 3 年来，该院教师在
广东省教学能力大赛中连续斩获一等
奖、二等奖等奖项，2019 年的教学作
品将代表广东参加国赛。

百花齐放春满园。作为广东省学
前教育职教集团、广东省学前教育教
师发展联盟理事长单位，近年来，广
外艺引领广东职业院校学前教育“雁
阵”前行。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更是
急先锋，带动广东一大批职业院校学
前教育专业蝶变。

广州天河职中学前教育专业曾面
临发展瓶颈。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多
次去传经送宝，天河职中迎来巨变，
学生的培养、就业质量大幅跃升，招
生形势从冷清变为火爆。

提 升 存 量 、 优 化 增 量 ， 东 莞 职
院、中山职院等高职院校的学前教育
专业，就是站在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

“肩膀”上，高起点办学、高水平发
展。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孙志豪举例说，东莞职院学前教育专
业白手起家时，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
不但帮该专业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
案，还指导他们打造幼师实训室。

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教学科研成
果“墙内墙外香”。近年来，云南等多
省中高职院校也慕名前来考察学习，
该院总是倾囊相授。

忆往昔，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用
拼搏奋斗的汗水和科学保教的智慧，
灌溉学前教育热土。在向着中国梦进
军的新时代中，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
勇立潮头，以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
奋进之笔，助力幼有优育理想之光照
进现实。

为广东学前教育振兴播撒“火种”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培育幼儿“引路人”

一部标准既是“终结者”又是“开创者”，这就是广东学
前教育专业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学标准及课程标准。广东省外语
艺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牵头研制这组
标准前，广东部分本科、高职、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各跑各的，
培养目标、课程设置重复交叉，导致部分毕业生偏离“跑道”。

这组由政校行企四方研制的标准，为广东本科、高职、中职
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划定了各自的“跑道”，引导三方跑好“接力
赛”，构建中职生、高职生成长成才立交桥。这组标准实施成
效显著，获得了2019年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作为广东打造学前教育强省的“智力引擎”之一，广外艺
学前教育学院以幼儿师资培育重大战略问题为研究核心，打破
学前教育、教师培育、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壁垒，给政府部门提
供了及时、解渴、融合的决策参考。该院作为广东学前教育师
资培育“领头羊”，还在学前教育专业中高本衔接等方面先行
先试，播撒学前教育振兴“火种”，指导引领省内外中高职院
校学前教育专业登高攀峰，助力广东等地啃下学前教育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