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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快报

乡村学校是乡村地区基础教
育的主体。作为乡村学校保护当
地非遗的代表性案例，西班牙普
索尔学校博物馆（Museo Esco-
lar de Pusol）教育项目发挥了
乡村学校作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和文化教育平台的作用。
从非遗的确认一直到其传承与振
兴，索普尔学校在非遗保护中发
挥了综合性作用，体现出了社区
主位的特征，最大限度地动员了
可用的社会资源，实际上也捍卫
了乡村学校的生存权。

2009年，该项目被遴选进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优秀实践名册》，成为得到
教科文组织认可的非遗保护实践
范例。在我国乡村振兴的时代背
景下，这一案例的主要经验，特别
是将乡土遗产活用为教育资源，提
升社区成员遗产保护意识方面的
经验，值得研究与适度借鉴。

乡村学校：挖掘当地
自然文化资源

西班牙普索尔学校博物馆教
育项目的突出特点体现在，乡村
学校对当地有形与无形的文化与
自然遗产资源的发掘与利用上。

1968年，该项目在西班牙埃
尔切（Elche）普索尔的一所农村
公立学校开始实施。尽管当时学
校只有一名教师，但到项目完成
时，学校已成功地将遗产纳入正
规教育。在教师和外部合作者的
指导下，该校学生在游戏氛围中
探索埃尔切地区丰富的遗产，并
为其保护作出贡献。学生们实地
采集遗产信息，设计学校博物馆
的陈列展示，相互引导参观并向
其他参观者展示遗产，还对遗产
进行自主研究和探索。该项目共
培训了近500名学童，并创建了
一个学校博物馆。博物馆拥有
61000多件藏品和770份口述史
档案。

通过项目的实施，民众的日
常生活遗产得到保存，当地遗产
资源的文化制图工作也得到促
进。该项目具有开拓性、综合性
和参与性的特征，并在方法论上
取得了创新成果。作为值得借鉴
的示范案例，这项综合性的教育
实践还证明了从学校开始自下而
上地保护遗产是可行的。项目得
到了当地农村社区、埃尔切居民
以及教育和文化领域专家的高度
认可。一些群体、机构和个人也
参与到该项目的实施中。

社区成员：综合性保
护家乡遗产

在对遗产的保护方面，该博
物馆教育项目涵盖了从确认到建
档、研究、保存和保护，直到宣传、
弘扬、传承和振兴等一整套措
施。在确认方面，由学校理事会
和项目管理委员会遴选出用于学
校教学活动的文化遗产，学生、家
长、当地居民、往届的学生和外部
的合作者作为上述理事会和项目
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共同参与遴
选。经过遴选，埃尔切的农村社
区第一次将自身的文化和环境赋
予了遗产价值。

在建档、研究、保存和保护方
面，普索尔乡村学校的学生们成
为行动的主体。在经过田野调查
方法的培训之后，学生们自己去
探索家乡的遗产，进行田野记录、
摄像和现场绘图，并对关键的信
息提供者进行访谈。返校后，学
生们要处理数据信息和征集或借
到的实物，填写清单表格，清洗实
物并在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对
一些实物进行修复。之后，学生
们还要一起储存物件，筹备展览，
研究资料和采集到的信息。后期
的工作还包括参加和藏品有关的
教学，准备博物馆的讲解活动和
撰写讲解文本等。从某种意义上
说，由于当地地方传统的实践者、
普索尔学校的学生，以及作为协
调者的教师、学生家长和外部合
作者共同参与了教学工作坊，该
博物馆为学校引入了常态化的真
实的社会环境。

在宣传、弘扬和振兴方面，该
项目通过对埃尔切的乡土遗产进
行确认和宣传，赋予当地传统文
化以遗产价值。一些企业和政府
部门都参与了当地遗产的宣传，
例如由市议会举办的展览等。项
目保护了很多当地的民间文化表
现形式，如传统农作物的种植技
术、传统手工艺、传统仪式及与其
有关的饮食、民歌、谚语和游戏
等。在项目启动之前，这些传统
实践尚未得到正式关注。项目启
动后，许多针对埃尔切传统文化

的恢复活动得以开展。通过提升
这些传统实践的可见度，该项目
展示和传播了传统文化在遗产和
学术方面的价值，提升了当地民
众对于遗产保护的自豪感，将遗
产带入日常生活并为宣传遗产开
启了道路。

项目实施：催化物质
与精神双重成效

在物质层面，学校博物馆征
集到了各种类型的藏品，包括农
具、工艺品、家具、纺织品、机械设
备和文件等，创建了埃尔切体量
最大的口述史档案。20世纪70
年代和80年代，西班牙遗产政策
的重点是保护历史建筑、艺术品
和考古遗址，所以如果没有这个
项目，上述藏品和档案资料可能
不复存在。该项目体现了一种综
合的遗产观，研究和宣传了传统
生活方式的保护以及相关的文化
和自然环境，还通过博物馆的展
览和期刊强调了物质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以及自然遗产之间相互依
存的关系，从而促进了埃尔切的
乡土遗产，特别是非遗的保护。
此外，该项目也推动了埃尔切乡
村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
发展。该项目提升了当地农业生
产者对自身传统作物和农耕传统
实践的忠诚度。实际上，这些传
统作物和农耕传统实践普遍适应
了当地严酷的环境条件。

在精神层面，当地民众通过
亲身参与，有效提升了对本地传
统文化的认同感。近500名儿童
接受了有关遗产价值的正规教
育，积极参与到遗产保护的活动
中。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乡土
遗产也成为年长者和学龄儿童之
间知识传承的桥梁，使得年长者
获取了成就感，儿童们也更加尊
敬老人。该项目还促成了学校博
物馆参观政策的出台。普索尔学
校博物馆吸引了来自埃尔切城乡
地区和附近地区不同社会群体的
参观者，通过非正规教育的形式
促进了埃尔切当地和周边地区民
众遗产意识的提升。最后，该遗
产教育实践还促进了对人类文化
多样性的尊重，证实了遗产融入
多元文化背景的潜力。至少已有
英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罗
马尼亚等5个国家的儿童有组织
地参观过该博物馆。

该项目的主要借鉴意义在于
将乡土遗产活用为教育资源。值
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
普索尔学校博物馆已转变为拥有
馆藏的协会类型的组织。在当时
教育资源向城区学校集中的主流
趋势下，该博物馆成为捍卫普索
尔乡村学校生存的有力武器。

（作者单位系扬州大学外国
语学院。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
目“‘社区参与’视角下的国外‘非
遗’清单编制研究”[19YJC-
ZH117]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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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加坡《2030年绿色计划》中的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新加坡教育部将携
手学校与教育机构共同推广可持续发展的
生活方式，增强学生对环境的主人翁意识
和责任感，通过引入生态管理项目（Eco
Stewardship Programme，ESP）、选拔
可持续性概念实验试点学校、建立面向公
众倡导与宣传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科学中
心、在已有基础上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高等
院校四种方式，为那一抹绿色生态努力。

据悉，该项目将建立在所有学校的环
境保护工作基础上，在 4Cs，即课程
（Curriculum）、校园（Campus）、文化
（Culture）和社区（Community）方面
进行改善与努力。从增加课程中可持续性
的理念教育到增强学校基础设施的可持续
性功能，从鼓励学生养成日常可持续性的
生活习惯，到利用社区伙伴关系增加对环

保工作及环保志愿者的认识与参与机会，
建立起完善的项目实践绿色可持续发展理
念。今年4月，新加坡拟计划支持4所学
校通过太阳能发电、节能减排等方式在全
校范围实现学校的可持续性发展，至2030
年前将教育部门净碳排放量减少2/3，并
有至少20%的学校能自行实现碳中和。

此外，新加坡科学中心还将与学校
合作共同开展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学
习之旅，借此星火让参与学生带领同辈
共同倡导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在裕廊湖
新建的科学中心将通过展示可持续发展
前沿技术，吸引青年与公众参与，以激
发人们形成可持续生活方式。新加坡高
等教育机构也将参与绿色计划的实施，
通过学术理念的研究、交流与创新，为
可持续性发展作出贡献。

（张亦弛）

新加坡

持续推进可持续发展绿色教育

阅读中的俄罗斯学生阅读中的俄罗斯学生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近日，印度国家技能发展公司（Na-
tional Skill Development Corpo-
ration，NSDC）宣布将与印度中等教育
中央委员会（Central Board of Sec-
ondary Education，CBSE）联合组织
举办印度2021年度青少年技能锦标
赛。该锦标赛以加强学校层面的职业教
育与技术的融合为目的，强调职业、技术
教育培训和学生的技术能力建设，以期
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创新技能人才。

青少年技能锦标赛面向全印度所
有六至十二年级学生，为具有潜能的
学生提供技能展示的平台，冠军赛将
于今年4月举行，获胜选手将有机会
参加即将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

印度技能发展和创业部（Ministry
of Skill Development and Entre-
preneurship，MSDE）对这项举措表示

赞赏，学校一级引入技能培训，在为学生
提供未来可持续性发展的生存技能及终
身学习机会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该项举措也是对将印度发展为
“世界技能之都”美好愿景的有益尝
试。印度国家技能发展公司强调，从
长远来看，青少年技能锦标赛将向儿
童介绍职业教育的力量及其对职业的
积极影响。

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也表
示，此项技能锦标赛的举办，不仅会
为学生提供一个接触职业技能的机
会，鼓励学生从小规划自我职业生
涯，同时，通过青少年技能锦标赛的
举办，也可以增强职业教师技能，敦
促教师在学校层面整合技能开发，从
而为未来的工作培养出合格的劳动者。

（位娟）

印度

推出中小学生职业技能培养新举措

教材是信息的“解释者”，其内
蕴价值可以为学生在多元文化中进
行身份识别提供坐标，进而促进个
人价值追求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
俄罗斯高度重视历史教材对学生的
引导。为了改变苏联解体后历史教
材版本繁多且不同程度对历史遗产
进行丑化的问题，俄罗斯成立国家
历史教科书修改工作委员会，组织
权威教育出版社和上百名历史学教
授、历史教师进行研讨，制定历史文
化评价新标准，修订没有内部矛盾
和双重解释的新版历史教材，从历
史和逻辑的角度合理还原社会发展
的历史真相。

俄罗斯新版历史教材立足于去
伪存真、正本清源，澄清历史研究与
教学的重大疑难问题，反对国内一
直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该教
材加大了俄罗斯史的比重，强调俄
罗斯在世界历史版图中的位置和作
用。采用历史文化评价新标准对历
史关键事件、国家领袖、英雄人物等
有争议的概念、术语进行理性客观
评价，解决历史教学中关于某些历
史难题争论及教学目标统一等问
题，给学生以清晰的历史概念和历
史信息。2016年出版发行的新版
教科书在序言中写道:“此书中能够
看到联邦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能感
受到祖父、祖母和父辈们生活的历
史记忆;能学习到每一个俄罗斯人
为之骄傲和自豪的国家历史;能发
现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些都能够帮
助我们更好地选择国家未来的发展
道路。”

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培养求真求实的意识和对历史
思考分析的能力，俄罗斯新版历史
教材尤其重视原始文献资料的呈
现。俄罗斯大部分历史教科书每课
都有文献摘录，作为历史概念阐述
时的历史事实依据。文献摘录的内
容包括回忆录、情报资料、信件或公
开函、讲话录、法典等。俄罗斯历史
教科书在课文中穿插丰富原始史
料，有助于佐证历史观点的真实性，
更有利于培养学生鉴别史料的能
力，以及“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的严
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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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分众化、差异化的
传播趋势下，大众传媒因其辐
射面广、感染力强，在教育客
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
面显现出特殊性。在俄罗斯，
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大
众媒体被广泛用于历史教育实
践。俄罗斯借助大众传媒，通
过对传统媒介的创新使用以及
对现代网络的广泛应用，对历
史符号创新编码，使历史教育
有情感、有温度。

历史题材历来是俄罗斯电
视、电影的经典主题，以全俄
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历史频道为
代表的俄罗斯媒体，在进一步
向受众展现俄罗斯历史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该频道自
2013年开通起，就致力于以
原创历史纪录片的方式回溯俄
罗斯历史。《勋章里的俄罗斯
历史》《100场伟大战役》《还
原苏联历史》等纪录片，不仅
受众广泛，还成为大中小学历
史课的有益补充。近年来，
《兵临城下之决战要塞》《斯大
林格勒》等反映俄罗斯历史的
影片，除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对
影片进行加工外，内容上不再
刻意渲染战火连天的大场面，
而是在力求还原历史原貌的基
础上侧重对人性的挖掘、对战
争的反思，引发广大观众的情
感共鸣。

在互联网时代，俄罗斯历
史教育有了新的实施路径。
VK是俄罗斯各类人群使用率
最高的网络社交平台，俄罗斯
政府在该平台上建立相关账
号，不定时推送时政资讯、国
家历史文化等信息，并将历史
故事、山川风貌改编成短视频
等网民易于接受与传播的媒体
形式，通过绘声绘色的故事让
大家熟悉历史文化。面对一些
游戏产品歪曲历史事实的现
象，俄罗斯更是自主打造了一
批爱国题材游戏，将俄罗斯历
史故事及历史观内嵌至虚拟游
戏体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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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不仅是内在的心理活
动过程，还表现为与其相一致的外
在行为。历史教育要形式多样，使
民众在参与、感受中接受历史教
育，把对国家的感情、义务和责任
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

俄罗斯注重实践活动与环境熏
陶等隐性教育，免费开放博物馆、
纪念馆、陈列馆、展览馆等公共设
施供国民参观学习，在学校、公
园、广场等众多公共场所摆放历史
英雄雕像及历史事件的宣传碑等，
每年隆重庆祝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
节日，将历史教育的内容隐于多姿
多彩的情景载体内，对国民产生无
形而有力的影响。

博物馆是历史记忆的象征，
积极发挥博物馆的体验教育功能
是俄罗斯历史教育的传统方式。
俄罗斯博物馆在数量和规模上都
位于世界前列，绝大部分都可用
作历史教学及历史教师培养的场
所。俄罗斯博物馆创造性地对馆
藏资源进行不同程度的整合，为
教师现场教学提供主题清晰、内
容丰富的教学资源。比如，俄罗斯
中央武装力量博物馆提供了“伟大
的卫国战争”“俄罗斯军队和历
史”等多项主题的课堂学习资
源。除提供特色课堂教学服务
外，博物馆还会不定期举办历史
展览、研讨会等活动，大力支持
历史记忆研究和志愿者计划，为
民众搭建高层次的文化互动空间。

节日是一种公共文化行为，民
众可以在节日集体的庆祝活动中建
立起共同体认知和体验。在俄罗斯
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俄罗斯民众
会在公共活动场所以各种方式纪念
先辈。比如，每逢 5月 9日胜利
日，广场上盛大的阅兵仪式、身着
戎装游行的老兵、向无名烈士纪念
碑献上的鲜花、青年志愿者免费发
放的“圣乔治丝带行动”丝带等，
都是当天不可或缺的节日符号。这
些节日符号和纪念仪式并不完全是
官方发起的，其中大多是由普通民
众、社会组织等创造和推动的。正
是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才形成
了历史教育实践的社会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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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看，国家认同体
现了认知、情感和行为在个体
层面的三位一体。通过对俄罗
斯历史教育在三个方面的分
析，可以发现其几个特点及启
示。

首先，防止歪曲国家历史。
只有从客观角度去看待历史，才
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历史教
育的首要任务是还原历史真相，
要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在教
育、学术、媒体等各方面正面发
声，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只有使公民在尊重历史真相
的基础上理解国家行为，才能产
生国家认同感，进而明确自我的
社会责任。

其次，增强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
体现，培养民族自豪感是历史
教育的重任。要教育青年一代
认识到国家在世界史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要以各种方式让
公民铭记所有为国家作出巨大
贡献的人，这是培养公民民族
认同感与自豪感最直接有效的
方式。

再其次，调动全社会积极
性。历史教育是一个开放的教育
体系，其复杂性使得除学校之外
的多种力量都能在其中发挥作
用。在信息化时代，要充分发挥
大众传媒传播快、受众广的宣传
优势，动员社区、家庭、青年组
织等多元主体力量，形成多层
次、多渠道、多领域协同共育的
新格局。

最后，在实践中传承民族
精神。历史教育对国家认同的
构建，从表层上看，是历史史
实的传递；从深层着眼，是民
族精神的传承。历史教育的目
的是提取历史资源来充实、丰
富人们对于国家概念与民族精
神的认知，是在实践中从民族
精神与国家软实力中获得无限
发展的动能。

（作者董晓波单位系南京师
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潘文娇单位
系该校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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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俄罗斯：以历史教育深化国家认同
董晓波 潘文娇

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更是爱国主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如何让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教育更加具体而生动，产生
深刻而持续的作用？如何从乡土遗产和自然遗产中汲取教育资源，帮助学生形成乡土文化认同，进而形成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形成爱家乡、爱祖国、爱
人类的意识？俄罗斯在历史教育、西班牙普索尔在学校博物馆教育方面进行的探索，将会给我们带来新视角与新启示。 ——编者

国家认同表征为公民对所属国家在
情感和身份上的归属感。在经济全球化
以及他国存在的语境下，这种归属感的构
建来源于群体成员的共有特征，包括文
化、历史、传统、语言、信仰等符号。国家
通过与之相关联的教育，使公民在此基础
上发现自己的情感归属，形成理性的身份
自觉，建构认同心理。其中，历史教育唤
起社会共同的历史记忆，使公民形成对于
国家统一性和连贯性的认知，对建构国家
认同至关重要。

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俄罗斯思想家
们探讨的重要论域。近年来，俄罗斯以激
活历史记忆作为加强国家认同的突破口，
通过历史教育来调节个人与国家、历史与
现实之间的关系，有效推动国家的社会整
合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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