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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快报

俄罗斯将财经素养教育升为国家战略
刘文权 李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通过学习建设健康
和恢复力强的城市
杨树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
来，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国民
财经素养教育。2012 年，财
经素养作为一项测试内容，
首次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纳入国际学生评估
项目 （PISA）。财经素养教育
逐渐成为 21 世纪公民核心素
养之一，对个人发展、家庭
幸福、社会安稳乃至国家安
全发挥着战略性和基础性作
用。
近年来，俄罗斯非常重视
公民的财经素养教育，并将其
看作提升个人和家庭财务抗风
险能力、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之一。今年年初,俄罗斯颁布
第 291-р 号政府令，要求联
邦教学中心依托莫斯科国立大
学、高等经济大学等高校开展
财经素养教育实践活动。俄罗
斯各联邦主体积极出台落实性
政策，并指导学校开展财经素
养教育实践活动。
探究与分析俄罗斯财经
素养教育实践的特点，并汲
取其有益经验和做 法 ， 有 助
于促进我国财经素养教育实
践健康发展，探索两国在财
经素养教育领域的务实合
作。

1. 俄罗斯形成并完善财经素养教育体系
2017 年，俄罗斯政府颁
过制定 《2018—2023 年提升
布 《2017—2023 年提升财经
斯维尔德洛夫州居民财经素养
素养的国家战略计划》，正式
计划》，设立财经素养协调委
将财经素养教育上升到国家战
员会进行协调与监督，为地区
略层面；2018 年，颁布 《提
实施财经素养教育提供政策保
高俄罗斯公民的财经素养水平
障。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
和发展财经素养教育的支持计
区、下诺夫哥罗德州和鞑靼斯
划》，旨在提高俄罗斯公民尤
坦共和国通过将财经素养课程
其是中小学生的财经知识水
作为选修课编入教学大纲，编
平，促进其形成积极的金融态
写相关教学用书等，为推进区
度和明智的理财行为，进一步
域财经素养教育实践发展提供
完善了俄罗斯财经素养教育体
有力支撑。
系。当前，财经素养教育作为
创新实践形式，提高国民
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
财经素养水平。一是开设财经
成部分，在教材、课程与活动
素养教育数字化课程，以财经
等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对成熟的
专业教师讲授基础金融知识的
经验。
形式，提高学生财经素养；同
开展国家级竞赛活动，提
时推广财经素养线上培训项
高财经素养教育吸引力。俄罗
目，使财经素养培训成为俄罗
斯联邦政府将财经素养教育上
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并在全俄
二是组织学生参观金融机构，
范围内定期举办奥林匹克竞
并与金融专家交流，解决学生
赛、财经知识普及活动，极大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金融问
地促进了财经素养教育的发
题，提高学生规避金融风险的
展。自 2004 年开始，由俄罗
能力。三是设立财经素养中
斯联邦消费者保护协会、中央
心。斯维尔德洛夫州政府与乌
银行等 8 家单位联合举办的
拉尔国立经济大学，以及阿迪
“全俄财经素养、金融市场和
格共和国与迈科普国立技术大
金融服务消费者权益保护奥林
学分别联合开设了区域财经素
匹 克 竞 赛 ” 已 成 功 举 办 13
养中心。财经素养中心针对社
届，累计吸引了俄罗斯 85 个
会群体定期举办讲座，丰富该
联邦主体以及独联体国家约
地区居民的财经知识。四是设
6.45 万名中小学生参赛，激发
计财经素养游戏，以轻松灵活
了中小学生学习财经知识的兴
的游戏，激发学生对财经知识
趣和积极性，在提升学生财经
的兴趣。俄罗斯基格巴耶夫斯
素养水平、提高理财技能和拓
卡亚中学通过开展识别币种、
展思维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制作商品标签和广告等小组活
作用。今年 3 月，俄罗斯举办
动，帮助学生将所学的金融知
了第七届“全俄财经素养周” 识运用到实践中。五是开展情
活动，内容包括测试、竞赛和
景模拟体验活动。俄罗斯库利
专家讲座。活动期间，教师、
科夫斯卡亚中学、莫斯科市第
家长和学生可进一步学习理财
1179 学 校 等 以 “ 为 你 赚 钱 ”
知识，测试自身财经素养水平 “市场与资本”等模拟经营活
以及了解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
动形式，通过让学生扮演商
权益等。
人、参与商业活动，体验商品
设立区域监管机构，将财
交易过程中的盈亏，使学生学
经素养教育课程编入教学大
会经营、管理和投资，进而树
纲。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州通
立起正确的消费观。

国际广角

近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第五届学习型城市
国际大会在韩国仁川延寿区召开。大会以“从紧急应对到
迅速恢复：通过学习建设健康和恢复力强的城市”为主
题，共同探讨“为健康而学习：后疫情时代的一种新范
式”和“有适应能力的城市：提升社区和区域学习系统”
专题，并聚焦“将城市变为健康与幸福的空间”“促进部
视觉中国 门间为健康而学习的方法”“在学习型城市中加强健康学
习”“为气候行动的终身学习”等 9 个话题分组进行研
讨。本届大会致力于以终身学习促进城市间全球卫生教育
方面的知识交流，促进提高未来危机应对能力的行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所长戴维·阿乔莱
供图
那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清楚地表明了终身学习的重
要性。他指出，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要求所有人终身学
习。当前有一半以上的人类生活在城市地区，城市在为每
个人提供学习机会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同时也位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健康危机的第一线。建设有弹性和健
康的城市是 21 世纪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
大会公布了获得“2021 学习型城市奖”的 10 座城
市，中国的上海、澳大利亚的温德姆、埃及的达米埃塔、
法国的克莱蒙费朗、爱尔兰的都柏林、墨西哥的韦霍青
戈、卡塔尔的阿尔瓦克拉、韩国的乌山、沙特阿拉伯的朱
拜勒工业城与英国的贝尔法斯特，因其在实施学习型城市
战略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获此殊荣。
会议最后发布了 《延寿宣言》，呼吁“通过终身学习
建设健康、有弹性的城市”
。《宣言》 认为，城市在促进健
康学习和增强城市恢复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未来要增
强本地学习系统弹性，确保学习机会包括和满足弱势群体
的需求，教育部门要提高在确保继续学习和提供健康教育
方面的适应性。城市要提升当地非正规学习提供者的能
俄罗斯财经素养教育实践启示
力，扩大利益相关者参与终身学习的范围。
《宣言》 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新的终身学习政策，敦促
近几年，在我国国家政策引领
家战略层面，以政策引领财经素
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等多方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其网络之间的协作，通过知识共
下，在各省份金融、教育等部门的
养教育发展。
量合力推动，形成协同机制，增强
享、技术转让与经验分享和传播，加强全球学习型城市网
共同推动下，在各级教育机构大量
设立管理机构，系统推动财经
财经素养教育凝聚力。俄罗斯财经
络 （GNLC） 成员的团结协作。
探索中，我国财经素养教育已进入
素养教育实践发展。财经素养教育
素养教育得到了社会企业、金融机
学习型城 市国际大会每两年 一届，前四届 分别于
快速发展期。俄罗斯在国家、区域
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工程。俄罗
构、各级学校、家庭，特别是政府
2013
年在北京、2015 年在墨西哥城、2017 年在爱尔兰科
和校级层面积累的有益经验，对我
斯财经素养教育是自上而下系统性
层面的深度支持和参与。例如，俄
克市、2019
年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市举办。两年一度的联
国财经素养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启
罗斯财经素养中心多为地方政府与
地普及和发展，无论是在联邦政府
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奖颁奖始于
2015 年，中国北
示作用。
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均有专门
高校、研究机构联合成立，为财经
京等
12
座城市获奖；2017
年，中国杭州等
16 座城市获
制定国家政策，将财经素养
的机构负责牵头实施，且设立了相
素养教育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政策和
奖；2019
年，中国成都等
10
座城市获奖。
教育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俄罗
应的监督机构。我国财经素养教育
经费保障。俄罗斯中小学的财经素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终身学习专业委员会
斯联邦政府已出台财经素养教育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将来可借鉴俄
养教育实践 （财经知识课、参观活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
专项政策，并通过举办全俄奥林
罗斯财经素养教育实践经验，在国
动等） 多有国家或地区专家进行指
匹克竞赛、财经素养教育周等活
家和区域层面指定专门机构牵头，
导或组织。我国财经素养教育实践
动，全面推动和普及财经素养教
会同其他部门，成立管理机构，并
目前处于学校自发组织阶段，金融
育。基于财经素养教育的重要
设立监督评价机构，连续性、系统
机构和家庭协助参与。建议政府层
德国
性，我国可借鉴俄罗斯经验，从
性地推动我国财经素养教育全面发
面加强对财经素养教育实践活动的
国家整体战略发展高度，制定出
展。
指导与参与，构建财经素养教育共
台专门促进财经素养教育的国家
促进多方参与，构建财经素养
同体，有效促进我国财经素养教育
政策，将财经素养教育上升到国
教育协同机制。财经素养教育需要
实践发展。
近日，德国青年电影电视—媒体教育与实证研究所发
布一项“基于 9 至 13 岁儿童视角的网络互动风险”的研
究报告。报告表明，一方面，儿童在网络互动中得到了更
中俄财经素养教育合作前瞻
好的保护；另一方面，儿童参与数字空间的安全性仍须得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的
托，成立中俄财经素养教育研究
经验对我国财经素养教育发展具有
到保障。对此，报告呼吁加强媒体技能推广、制作独特的
延期，标志着中俄包括教育在内的
中心，实现强强联合，开展中俄
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加强
儿童媒体产品，以保护儿童权利。家长可以利用技术保护
各领域合作与交流将迈上新台
财经素养教育水平测试、知识竞
中俄财经素养教育合作对树立两国
并帮助孩子应对网络互动风险，使儿童将来在没有家长监
阶。在此背景下，中俄在财经素
赛、知识普及等活动，推动两国
人民正确的人生观、财富观和价值
督时也能安全使用互联网。
养教育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一
财经素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
观，提高财经素养水平，维护金融
报告提出，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供应商需要根据儿童
是加强两国科研机构、校际合
索。三是制定中俄财经素养教育标
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
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防护措施，使其免受网络欺凌等网
作。通过签署合作协议，加强两
准，研发财经科普读物。以中俄财
义，也将进一步丰富中俄教育领域
络互动潜在风险的伤害。在社交媒体上，特别是在网络游
国科研机构、学校间财经素养教
经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为平台，遴选
合作内容，推动两国教育更高水平
戏中，儿童与陌生人接触时会表现得更加开放。因此，他
育实践交流，联合举办财经素养
两国教育、财经等领域专家，编制
的交流。
们非常需要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以应对带有攻击性的、消
教育夏令营、冬令营，实施财经
中俄财经素养教育标准，为世界财
（刘文权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极性的语言暴力。
素养教育教师提升计划，举办专
经素养教育标准“打样”。同时，
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报告指出，儿童成长需要安全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个人
家讲座、研讨会等，促进两国财
结合两国教师、学生特点，联合编
李恬系莫斯科国立大学教育系博
发展空间。因此，儿童经常使用的网络产品都应该配备较
经素养教育合作与交流。二是成
制财经科普读物，促进财经素养
士研究生。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
高水准的保护系统。同时，媒体产品的保护级别应该增强
立 中 俄 财 经 素 养 教 育 研 究 中 心 。 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资金项目
适应性，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整合两国现有财经素养教育资
中俄财经素养教育均处于发展
“中俄财经素养教育比较研究”
为促进家庭媒介素养教育，德国已修订 《青年保护
源，以两国科研院所或高校为依
阶段，俄罗斯财经素养教育的有益
[GYJ2020017]成果）
法》，并成立联邦儿童和青年媒体保护中心，旨在提供媒
体保护的适当标准和解决方案。德国儿童基金会主席托马
斯·克鲁格强调，德国应积极推广针对儿童目标群体的媒
体产品，并为儿童提供一个安全的网络空间，保护儿童畅
游虚拟世界。
（黄旖旎）

2.

推广儿童专用媒体产品

3.

中国礼乐文化启发日本“礼乐长养”育人思想
杨立影
教 育 的 最 终目 的是育人成
荻生徂徕是日本近世硕儒，
才，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路径，
对中国的礼乐文化情有独钟，认
就是回归教育本质，从“人”自
为与朱子理学的“天理”相比，
身的发展特点出发，深入理解教
儒家礼乐文化在人才培养等方面
育规律问题。由于同处儒家文化
的实践性更胜一筹。荻生徂徕的
圈，关于教育规律的认识，中日
教育思想体现在“敬”
“习”
“礼
两国在传统教育智慧上有相通
乐长养”三个方面，此三者分别
之处，通过对两者代表性教育理
是他对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及教
念的梳理，有助于加强当代中日
育规律的认知。荻生徂徕倡导
两国国际教育交流。
“礼乐长养”之道，强调知识及
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有
人才贵在“养”以成之，即“得
一句至今被奉为教育真谛的名
其养以成才”“失其养以不成”。
言，即“十年树木，百年树
我国礼乐文化历史悠久，内涵十
人”，其道理在于人的培养与树
分丰富，关涉立德修身等人才培
木的生长一样，都具有阶段性和
养相关内容。荻生徂徕正是发现
长期性。超越固有规律揠苗助
礼乐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才培养功
长，则无法实现“成材”与“成
用，故而提出须以“长养”的态
才”的目标。这是具有中国智慧
度耐心对待人才养成。他认为
的理性思辨，也是对教育规律的 “ 成 人 者 成 德 也 ”“ 德 立 而 材
深刻阐释。
成”，而礼乐文化可以“养人之
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日本，
德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也生发
荻生徂徕既强调后天积极的
出与我国“百年树人”传统教育 “习而得”
，又注重礼乐文化涵养
智慧相近的教育理念。
人的品德之功能。因而，他提

出：“不求备于目前，而期成于他
日。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岁计不
足，世计有余，使其君子有以自然
开知养材以成其德，小人有以自然
迁善远恶以成其俗。”知识学习乃
至成才是一个自然开悟的过程，非
朝夕之功，须长期打磨，这是作为
学习主体的人的内在成长规律，也
是教育所应遵循的规律所在。因
此，礼乐之长养之道虽是古代教育
理念，但本质上符合普遍意义上人
的发展规律，体现了礼乐文化对东
亚各国理解教育本质和规律的影
响。
荻生徂徕还把礼 乐 文 化 比 喻
为和风细雨，能于润物无声处起
到育人之功。观照现代，教育就
应该是在坚持原则和规律下的有
温度和温暖的行为。面对学生在
成长过程中的迷惘甚至迷失，多
点儿宽容和耐心，严格与守护并
重，敲打与鼓励兼顾，最根本的
是以公平、发展的心态守望、助
力学生成长。

同样，日本教育家细井平洲也
对育人规律有类似的阐述。他在著
作 《嘤鸣馆遗草》 中以草木生长规
律有“始中终”三阶段为引，强调
人如同苗木，从幼苗长至挺拔笔
直的栋梁，都需要一个自然天成
的长期过程。因此，要尊重包括
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的自然天性。
在事物幼小之时，为防止其“长
歪”，我们要甘心做旁侧支架，多
些耐心引导；少些超越阶段性和
规律性的硬性干涉，不能急于
“加负”让其“由弯变直”，要尽
量让幼苗自然生长。否则，幼苗
可能会过早枯萎或受损，难以成
为栋梁之材。细井平洲的自然教
育论与“百年树人”以及“礼乐
长养”之道在内在思路上是一致
的，均有不求备于眼前，而是期
待成于他日的长远眼光。
荻生徂徕与细井平洲的教育观
对日本现代公立教育思想影响深
远。当前，日本学生同样面临着过
重的校外培训负担，而校外培训班

违反教育规律的教学行为，也引发
日本教育界反思：为了让学生考入
大学而教给他们“两点间最短距
离”的捷径，这样的教育又怎么可
能培养出对国家对社会有爱心有责
任感的人才？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断深
化对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认
识，是教育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可
以说，我国传统教育智慧中的“百
年树人”与日本教育家提出的“礼
乐长养”之道，都是在强调教育应
该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教育要尊重
人的天然禀赋，高明远识，以宁静
致远的开放心态顺势引导，因材施
教。高分不是育人的最高目标，能
滋养打动人心、触发潜能与善意、
培育健康向上人格的教育才是更高
明的教育。
（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教
授，本文系天津市 2018 年度哲学
社科规划课题“东亚视域下日本江
户古学派经世思想及其启示”
[TJSL18-003]成果）

新加坡

大中小学加强环境教育
日前，新加坡教育部的课程策划与发展部发表声明，
强调环境教育重要性。教育部认为，让学生学会欣赏和爱
护环境、学会可持续生活方式非常重要。
据新加坡教育部介绍，在各级学校，学生可以通过不
同层次的课程学习环境知识。在小学阶段，学校会教育学
生明智使用自然资源；在中学阶段，则带领学生了解人类
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以及采取积极措施确保一个可持续的
未来；在大学预科阶段，学生将继续学习当前生活对气候
变化的影响，采取建设性行动减轻影响。
除在科学、地理和社会研究等学科课程学习和调研中
强调环境教育外，新加坡品格和公民教育课程还注重在课
程中引导学生树立关心、尊重和对环境负责的价值观。通
过课程和践行价值观的活动，学生有机会与社区合作，共
建绿色未来。
作为 《新加坡 2030 绿色计划》 的一部分，新加坡教
育部今年在所有小学到大学预科都引入了生态管理项目。
该项目加强并贯通了四个领域，即课程、校园、文化和社
区，使新加坡所有学生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学习，并建立
良好的日常习惯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高等教育机构也一
直是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者，通过培训环境专家，
推广更绿色的校园生活，为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作出贡
献。此外，学校、家庭及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可以让未来
更美好、更光明、更绿色。
（李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