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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例综述了中国师范院校环境教育的现状与发展

趋势，认为师范院校在中国环境教育领域具有的资源优势，在提高中国

公民生态环境素质﹑建设绿色大学等环境教育方面极具发展的空间，发

挥跨学科的资源优势将促进和推动中国环境教育发展。   

 

背景 

 新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千百年来人类知识经验存在的文本形

式不再是唯一，教师作用和学校的功能受到挑战，传统的"传道﹑授业

﹑解惑"的教师作用已与现代教育改革发生冲突 。在新世纪教师必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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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质应该包括如下内容：既有改革意识，又富有创造精神；树立与素

质教育相适应的教学观﹑师生观和人才观等现代的教育观念；具备良好

的心理素质以及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和能力；具有社会文化

和科学修养；具备对活动课程的组织管理能力；具备对潜在课程进行设

计的能力；掌握一定的教育技术和教育科研方法。虽然教师的职责和作

用有所改变，但在教学手段的组织﹑协调以争取教育的最佳效益方面，

教师仍扮演着重要角色[2]。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和中国巨大的人

口压力，为保证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实施和提高中国公民的生态环境素

质，从学前到大学的教师所必备的科学素养中，环境教育的系统知识﹑

对环境有利的价值观﹑对环境的态度和积极倡导环境教育的行为应该

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将是中国成功开展环境教育的关键。  

本文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例，分析了中国师范院校环境教育的现状及其发

展趋势，讨论了师范院校在环境教育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认为至

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师范院校在中国环境教育领域具有明显的资

源优势，极具发展的空间。   

东北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的现状 

 东北师范大学原名东北大学，建于 1946 年，1950 年根据中国教育发展

的需要，易名为东北师范大学现有 18 个院（系），43 个本科专业。设

有研究生院。75 个学科有硕士学位授予权，27 个学科有博士学位授予

权，生物学科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

校现有专任教师 1106 人，其中教授 226 人，副教授 383 人，中国科学

院院士 1 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46 人，占教师总数的 13.6%，有硕

士学位的教师 454 人，占教师总数的 42.3%。现有全日制本专科生 11600

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2020 人，其它各类学生 7400 人，外国留学生

315 人。同时，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东北

师范大学研究中心、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培训中心、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

预备学校、教育部东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教育部东北高师师资培

训中心等全国性培训研究机构设在我校。学校还设有 6 所附属学校和出

版社等。每年向大学、高等师范学院、中等师范学院、中学和成人教育

学院提供大量的师资力量。此外，也向政府、企业输送管理和技术人员。

1978 年，成立环境科学研究所，1986 年成立环境科学系并开始招收学

士学位学生，2000 年易名为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隶属于城市与环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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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院。现有环境科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硕士学位

授予权，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学士学位授予权
[3]
。  

1995 年开始为全校学生开设《环境科学导论》公共选修课程。多年以

来，全系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环境教育理论与实践活动，例如，在大学

﹑中学开设环境教育讲座；指导中学教师和学生开展环境监测等科学研

究活动；编写了大量环境教育方面的书籍和教材；通过电视、报纸和杂

志宣传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在《面向 21 世纪优秀中学教师培养工程》

中为优秀中学教师开设了环境科学方面的课程；与香港教育学院﹑国家

环保总局宣教中心以及吉林省环保局宣教中心联合主办的《21 世纪中

国公民环境教育与环境科学国际研讨会》，在国内外引起反响；环境科

学与工程系的毕业生在工作中积极开展环境教育，受到政府环保管理部

门、大学、科研部门和中学等的好评；在地球日和世界环境日等重要节

日，利用不同方式在社会和学校宣传环境科学知识；学生环境保护协会

倡导成立了吉林省大学生环境保护协会；在环境教育中加强了生态学﹑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和社会、人文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渗透；重视和

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和基本原则。环境教育已经开始形成了基

础环境教育、成人环境教育、社会环境教育三位一体的格局，并初步建

立了由政府、大学、中学和社会团体共同组成的环境教育网络。而大学

特别是师范院校将在这个日益壮大的网络中对提高全民生态环境素质

方面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师范院校环境教育发展趋势 

 由于绿色大学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师范院校开展面向全体学生、教师、

教育管理者和全体公民的环境教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师范院校可以

发挥面向基础教育的跨学科教学研究和指导优势，首先使实施环境教育

的学生在走向社会时成为绿色的种子，这将对中国的环境教育将起到事

倍功半的效果。在分析和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教育方面的实

践和经验基础上，本人认为中国高等院校环境教育将有如下的发展趋

势：  

(1) 开设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内的面向全体

学生的公共必修课程 

东北大学已经将"环境与发展"课程作为全校学生的 1 门必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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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学时的公共必修课，并要求每个工科学生在毕业设计和撰写

毕业论文时必须有对研究目标所涉及的技术过程进行环境分析

的内容。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广州大学等在创建绿色大学计划中

均明确提出：开设全校性绿色教育的通识课程。香港教育学院

再教育文凭课程(2000-2001)中，开设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课

程，使学生关注国家、社会及环境的问题，充分认识到自然环

境与土地利用、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不断转变中的环

境和人与环境的互动作用。这对于内地的高校环境教育有一定

的借鉴作用。以上这一切表明高等院校开始重视环境教育已经

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多师范院校也开始为此积极筹划和准备，

这也必将成为中国高等院校环境教育模式发展的主要趋势，这

也由发达国家环境教育实践证明是提高公民生态环境素质的有

效途径之一
[4]
。  

(2) 中小学、大学、中等专业学校及社会等对环境教育师资的需求

将大大提高 

由于环境教育的跨学科性、实践性和社会性，决定了环境教育

应根据所在地区的自然、社会、经济和学校等特点，结合教育

者和被教育者的不同专业背景，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开展形

式多样的环境教育。并且，环境教育由于作为结果的环境科学

知识发展更新的速度惊人和解决问题的不确定性，探求结果的

过程和方法才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势比较

高的，同时，也是现阶段中国基础环境教育和成人环境教育的

比较薄弱和亟待改善的重要环节。从学前到大学，包括继续教

育和成人教育，急需高水平的适合各种层次开展环境教育的教

师。  

(3) 以教师、政府环保部门管理人员、和教育管理人员等为培训目

标的成人环境教育，将成为环境教育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院校已经为此建立了一些环境教育中心，优化现有的与环

境教育相关的资源，提供跨学科的环境教育系列课程。但是无

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以德国为例，

就其人口和国土面积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就设有环境教育

中心 600 个有许多专职和兼职人员为不同层次的公民提供丰富

多彩的环境教育活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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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急需适合不同层次读者需要的环境教育书籍和多媒体资源，为

全民的环境教育和远程教育提供保证 

环境教育的教学过程和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教育理论相吻合：

设计问题情景；为生一个真实的问题；收集资料，从事必要的

观察；设想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检验和验证解决方法是否有

效，证实结论是否可信。同时，由于环境教育的跨学科性，环

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现

在已经成为高考出题者首选内容，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引发

面向不同读者群的环境教育书籍和多媒体资源的需求迅速扩

大。东北师范大学近 2 年编写了面向大学、中学教师与学生以

及政府管理人员等不同读者的环境教育书籍，特别是与香港教

育学院公民教育中心合作编写的《现代环境科学导论》，为高等

院校非环境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本较好的教材。  

资源优势-将使师范院校在环境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虽然，师范院校已经出现向综合大学转变的趋势，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师范院校还会保留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为推动中国环境教育的发展作出

应有的贡献。本人认为师范院校在环境教育方面具有如下资源优势：  

(1) 由于师范院校在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表现，与国内外广

泛合作而与政府环保管理部门、大学、科研部门、民间环境保

护组织及中小学形成了环境教育网络，为环境教育提供环境科

学与环境教育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信息方面的技术支持。 

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例，已经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

韩国和香港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60 所大学或科研机构建

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每年邀请近百名外国专家、学者来校任

教、讲学及从事科研与合作研究，聘请了以国际著名物理学家

杨振宁教授为代表的 135 名著名学者为名誉教授、客座教授。

每年近百名教师出国访学、进修，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近年来，

共举办大型国际会议 20 个，开展国际合作项目 46 项其中，环

境教育方面的国际合作项目 5 项。  

(2) 师范院校在基础教育方面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育理

论和实践方面均有创新和突破，为数目巨大的中学提供师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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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教师的培训课程，是环境教育可以利用的资源优势之一。 

东北师范大学自 1998 年以来，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连续三年高居

师范院校榜首。1999 年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 94%，2000 年高达

96.3%。2001 年毕业生就业形势继续看好，来自中国 25 个省（市）

的500多家用人单位云集师大，单位与学生的供需比平均达到6：

1 。2000 年初，在中国百余所省级以上重点中学建立了东北师

范大学毕业生就业基地。同时，可以利用在东北师范大学设立

的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东北师范

大学研究中心、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培训中心、教育部东北教育

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教育部东北高师师资培训中心等全国性培

训机构开展环境教育。另外，新近建立的东北师范大学信息中

心和即将成立的环境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更为开展环境教育培

训和远程教育提供资源保证。  

(3) 师范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及其相关专业如， 生态学、生命

科学、地理学、教育学、伦理学、信息科学和经济学等理科、

工科、社会和人文学科的融合、渗透，形成了跨学科优势。 

这一资源优势将为师范院校环境教育提供理论体系、教学方法

论和实践活动等方面所需的研究人员、师资、培训教材、教育

实践基地、绿色学校实践基地(国家自然公园和郊野公园) 、生

态旅游基地和信息技术数据库，如果能够定期向社会和公为开

放，将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例如，东北师范大学就已经

开展了环境教育副修专业的尝试，同时联合多个院系开展环境

教育的理论研究，与长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大连市经济开发

区联合建立了绿色学校教育基地和野外实习基地，长春市多个

中学为环境教育实践基地。  

积极参与、促进和宣传环境教育是一名环境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社会和公为对环境教育的支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前提和保证，这

也是我完成这篇文章的初衷。  

本文是综合了作者多年在环境科学和环境教育的科研、教学与管理工作

的经验，特别是近年来主办和参加国内外有关环境教育方面学术研讨会

的体会，旨在供大家讨论，不当之处，还请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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