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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共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袁要野把生态文明建

设放在突出地位袁融入经济建设尧政治建设尧文化建

设尧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袁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冶遥 野美丽中国冶理念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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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人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待

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袁以崇高的代际关

怀为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留下足够的资源与能

源遥 大学生是未来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主力军袁也
是建设野美丽中国冶 的中坚力量遥 他们不但应该具

备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袁更应该具有较高的生态素

养遥 生态素养一般是指一个人在学习和社会生活

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关于生态知识尧生态伦理尧生
态审美和生态行为的综合素养遥 人的生态素养是

人的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它不是上天赋予

的袁而是在有针对性的培养和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实

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发展起来的遥 深入 展大学

生生态素养教育袁积极探索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

途径与方法袁无疑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

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

适应新形势所必须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遥 大学生

生态素养的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袁以下主要

从野两课冶 教学尧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和生态体验三

个路径进行探讨遥
一尧野两课冶教学是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主

要渠道

摇 摇 野美丽中国冶建设离不 教育袁离不 对大学生

生态素养的培育遥 而野两课冶教学作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它不仅是对当代大学生进

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袁同时袁也是培

育大学生生态素养的主要渠道遥 然而袁长期以来袁
野两课冶 教学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袁使得它在培

育大学生生态素养方面的主渠道作用并没有得到

应有的发挥遥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 猿 个方面院
一是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普遍不重视大学生生态素

养的培育袁迄今为止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依

然没有把提高大学生生态素养作为衡量大学生综

合素质教育的一个要素曰二是野两课冶教材的知识结

构不够合理袁内容陈旧袁时效性差袁野高尧大尧空冶的政

治说教内容较多袁而贴近现实并有助于培育或提升

大学生生态素养的内容却相当缺乏曰三是当前我国

高校野两课冶教师自身的生态素养普遍不够高袁不能

满足大学生生态素养培养的需要袁甚至一些野两课冶
教师自身也有许多不良的生态行为习惯袁如乱扔垃

圾尧嗜吃野味袁等等遥 因此袁在生态行为实践上袁难
以给学生做出表率遥 基于以上理由袁就很有必要对

我国高校野两课冶教学进行改革和创新袁从而使之在

培育大学生生态素养方面的主渠道作用能够得到

充分的发挥遥
首先袁改革和创新现有的 野两课冶教材体系袁把

生态文化教育纳入高校野两课冶 教学课程体系之

中袁 构建完整的生态文化教育课程体系袁充分发挥

野两课冶 教学在培育和提升大学生生态素养方面的

主渠道作用遥 具体做法上袁可以先尝试将当前野两
课冶教材体系中那些野高尧大尧空冶的政治说教以及低

水平重复的内容进行删减或者压缩袁以使在课时有

限的相关课程中增加一定比重的生态文化教育的

内容成为可能遥 当然袁 好的做法是袁重构当前的

野两课冶教材体系袁将有关生态文化方面的知识融会

贯通于野两课冶教材之中遥 这样便可实现对学生进

行系统而有针对性的生态文化教育袁从而在很大程

度上提升大学生的生态知识素养袁进而为大学生生

态伦理素养尧生态审美素养和生态行为素养的提升

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遥
其次袁努力提升野两课冶教师的生态素养遥 野两

课冶教师自身生态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生

态素养的培育工作的 展和深化袁它对大学生生态

素养的提高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遥 因此袁各高校应

该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提升野两课冶教师的生

态素养袁使野两课冶教师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遥 具

体可从以下 猿 个方面入手院一是各高等院校可结合

本校特点袁并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袁引导和激励野两

课冶教师参与各种各样的有关生态文化知识的讲

座尧培训尧进修或学术研讨活动袁以便帮助野两课冶教
师建立起合理的生态文化知识体系袁提高生态知识

素养袁从而能够胜任时代赋予的角色使命袁更好地

窑猿怨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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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生态教育曰二是各高校应引导野两课冶教师站在

建设野美丽中国冶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袁
坚持野生态文明冶的基本价值取向袁并把尊重一切自

然存在物的生命和价值尧维护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

和谐与稳定等生态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灵魂袁这
样袁教师就能够通过自己内化了的生态伦理价值观

念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袁 从而充分发挥自身在实

施生态素养教育过程中的作用曰三是各高校应适时

组织野两课冶教师走出课堂袁走向自然袁去亲近自然尧
欣赏自然袁使教师在乐山乐水中自然而然地提高自

身的生态素养遥
后袁在目前高校野两课冶教材还没有进行根本

的改革和创新的现实境况下袁要充分激励野两课冶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深入挖掘教材中所蕴含的生态文

化教育因素袁积极拓展野两课冶教学中生态文化教育

的内容袁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教学之中袁并注重

改进教学方式袁充分调动学生主体性与创造性袁自
觉构建有利于培育大学生生态素养的教学体系遥
比如袁在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曳课中袁野两课冶
教师可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尧辩证法尧实践观和

唯物史观等内容与生态文化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袁有
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尧生态伦理观尧
生态价值观贯穿于教学过程之中曰在叶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曳中袁野两课冶教师则可对学生 展生

态危机尧生态保护尧生态道德和环境法律法规等专

题形式的教育遥 总之袁野两课冶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应该有意识地进行生态文化教育的渗透袁帮助大学

生充分认识到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重要意义袁并不断提升自身的生态素养遥
二尧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大学生生态素养培

育的重要环节

摇 摇 校园作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地方袁其整体环

境氛围对大学生的心理意识尧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遥 正如马克思所说院野人创

造环境袁同样袁环境也创造人遥冶 咱员暂所以袁要全面提高

大学生的生态素养袁学校就应当努力构建野美丽校

园冶袁营造良好的校园育人环境袁其中袁 重要的就

是要加强校园生态文化建设遥 生态文化是人类应

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而做出的一种新的文化选

择袁它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在不断地趋向于理性遥 在我国著名环保学者余谋

昌先生看来袁生态文化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袁即物

质形态生态文化尧制度形态生态文化和精神形态生

态文化咱圆暂 遥 校园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化在校园这

一特定界域的体现袁它一般是指校园中全体师生员

工在正确生态价值观指导下所营造的一种以人与

校园生态环境和谐共处为特征的全新的校园文化遥
校园生态文化也表现为三个层面袁即校园物质形态

生态文化尧校园制度形态生态文化和校园精神形态

生态文化遥 作为一种全新的校园文化袁校园生态文

化具有很明显的价值倾向性袁即它内在地就蕴含着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性尧可持续性尧道德性与生态

审美性等显著特征袁这使得校园生态文化能够对大

学生产生直接的导向和激励作用袁从而对大学生的

思想观念尧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遥 因此袁加强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无疑是对大学生

进行生态素养培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遥
首先袁要加强校园物质形态生态文化建设遥 校

园物质形态生态文化是有形的校园自然生态环境袁
它通常是指一切合乎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校园基

础设施和物质条件袁主要包括学校规划尧校舍布局尧
场馆建设尧道路布置尧宿舍条件和花草树木袁等等遥
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一向注重野天时尧地利尧人和冶遥
而所谓的野天时尧地利尧人和冶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

要通过合理的规划与布局袁使建筑物与环境协调袁
使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袁进而使人身心愉悦遥 因此袁
合理的校园布局袁 美观的建筑风格袁都会成为一种

无声的育人载体袁对学生起到野润物细无声冶的教育

效果遥 唐诗云院野山光悦鸟性袁潭影空人心遥冶 渊常建

叶题破山寺后禅院曳冤纵观我国古代书院袁大多是依

山傍水袁其目的就是为了野借山光以悦人性袁假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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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静人心冶遥 徜徉于绿草如茵尧鸟语花香尧亭榭交

错尧山水相映的校园环境之中袁 寻芬芳桃李袁觅映日

荷花袁品傲霜秋菊袁赏凌寒腊梅袁看戏蝶娇莺袁听蝉

噪鸟鸣噎噎学生会自然而然地体会到人与自然和

谐之美袁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美的熏陶袁放飞美的

心灵遥 在这样的校园生态环境中袁学生很容易产生

一种身心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状态袁进而自觉迸发出

欣赏自然尧悦美自然的生态审美意识袁以及热爱自

然尧保护自然的生态道德情感袁从而在潜移默化中

提升大学生的生态素养遥
其次袁要加强校园制度形态生态文化建设遥 校

园制度形态生态文化是指与国家生态法律法规和

政策制度相吻合的尧全体师生所应当遵循的校园生

态行为准则及各项规章制度的总和遥 作为校园生

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校园制度形态生态文化在

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中具有保障尧规范尧约束以及激

励和惩罚的功能袁它对大学生生态伦理观念的形成

和生态行为习惯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遥 因

此袁各高校应当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袁不断建立健

全校园生态行为准则及各项规章制度袁从而为大学

生生态素养的培育与提升创造良好的制度形态生

态文化环境氛围遥 一方面袁学校要以建设野生态文

明冶和野美丽中国冶理念为指引制定和完善学校各项

规章制度袁使之充分体现出有关生态消费尧低碳生

活尧节能减排尧环境保护等生态文明的理念和要求袁
并通过严格规范的管理袁把这些理念和要求落到实

处曰另一方面袁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袁有针对性地

建立健全与国家生态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相适应

的贯穿于学校教学尧管理和后勤服务等各个环节的

规章制度体系袁诸如建立和完善叶大学生生态素养

培育方案曳叶校园生态行为准则曳 叶食堂餐厅防止污

染与浪费制度细则曳叶实验室防止污染与浪费制度

细则曳等规章制度遥 通过硬性的规章制度袁规训或

惩戒大学生的日常行为袁促进大学生生态伦理道德

观念的形成和良好生态行为习惯的养成袁从而提高

大学生生态素养遥

后袁要加强校园精神形态生态文化建设遥 校

园精神形态生态文化是指师生在一定生态世界观

和生态价值观指导下袁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教学活

动所共同营建的一种体现人与校园生态环境和谐

共处的生态文化精神或生态文化氛围遥 相对于校

园物质形态生态文化和校园制度形态生态文化来

说袁校园精神形态生态文化是校园生态文化的精髓

和灵魂袁是校园生态文化中 深层次的东西袁因而

也是对大学生生态素养的培育影响 为深刻而又

久远的校园生态文化形式遥 校园精神形态生态文

化建设涉及到生态哲学尧生态伦理学尧生态法学尧生
态美学尧生态教育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思想的教育与

传播袁各高校除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设置相应的课

程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之外袁还可从通过以下

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化和熏陶院一是定期或不定期地

举办以尊重自然尧崇尚生命尧绿色消费尧节能减排尧
低碳环保等为主题的讲座袁以此促进大学生生态知

识素养的提升曰二是充分利用世界环境日尧世界地

球日尧世界水日尧世界粮食日尧国际动物日尧国际湿

地日尧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等有关生态环保方

面节庆纪念日袁积极 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态文化

活动袁以此激发大学生的环保热情袁强化其尊重生

命尧热爱自然的生态环保意识袁提高其生态行为能

力曰三是充分利用校园网尧广播站尧匝匝 群尧论坛博

客尧校园小报等各种网媒对学生进行生态文化知识

的宣传和教育袁使大学生能够全方位地接受生态德

育的熏陶袁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生态素

养曰四是激励大学生积极组建生态环保社团袁并充

分利用大学生生态环保社团的环保宣传教育和生

态实践活动袁来营造一种崇尚自然尧保护环境的浓

郁的校园精神形态生态文化氛围袁从而影响和带动

更多大学生树立环保意识尧增强环保观念尧提高环

保技能袁进而使学生在这样的精神文化氛围中不断

提高自身的生态素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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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生态体验是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有效

途径

摇 摇 大学生生态素养的培育是一种养成教育袁养成

教育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与野两课冶 教学有关的生态

文化知识的宣讲上袁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校园生态文

化潜移默化的教化与熏陶上袁还需要让学生在社会

生活实践中将自己的生态文化知识尧生态价值观念

外化为一种行动袁 让学生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亲自去

体验尧感受尧领悟尧反思袁从而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袁使
自己的生态素养得以全面提高遥 而生态体验无疑

是当下 受学生喜欢的社会生活实践方式遥 生态

体验是人的生命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独特感受袁
刘惊铎教授把它描述为野人置身于一定的生态关系

及生态情境之中袁在生态互摄的状态下袁全息感受尧
理解和领悟三重生态渊即自然生态尧类生态和内生

态冤关系及其结构与功能的生态生灭之道袁经历内

心感动袁诱发和生成生态智慧尧生态意识和生态能

力的一种过程和境界冶 咱猿暂 遥 生态体验强调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与圆融互摄袁并把人的生态知识素养尧
生态伦理素养尧生态审美素养和生态行为素养的全

面提升作为其价值追求遥 在生态体验中袁寄情于山

水之间的尧作为感性个体的人袁在其生态阅历的基

础上袁 通过倾听美妙的天籁袁感受自然的脉动袁欣赏

瑰丽的景色袁就能不断唤醒和发展其生态审美意识

和生态道德情感袁不断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

质关系袁从而不断自觉地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生存态

度与生存方式袁 进而也会不断自觉消弭人作为理性

主体和所谓自然宰制者的那份轻狂和傲慢袁同时萌

生出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之情袁甚至将自然当作是

野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

作用过程的尧人的身体冶 咱源暂 遥 一句话袁在生态体验

中袁 个体生态素养将会得到全面的提升遥 因此袁各
高校应当尽可能地组织学生在校内外 展形式多

样的生态体验活动遥
大学生生态体验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院

一是生态旅游遥 生态旅游通常是指一种以生

态学原理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为指导袁以认识自然尧
欣赏自然尧保护自然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

的的生态体验活动遥 作为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体

验活动袁 生态旅游正日益受到大学生的喜爱而逐渐

风行于校园内外遥 近年来袁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喜欢

独自背包徒步旅行袁去欣赏奇峰异石袁去沐浴流泉

飞瀑袁去感受山静林幽袁去聆听虫鸣鸟唱袁去品味果

美花香袁去体验田园风情遥 大学生在与如诗如画的

自然零距离的接触中袁不仅有益于身心健康袁而且

能够把生命的意义推向极致袁进而切实地体悟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关系袁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

高自身的生态素养遥
二是生态考察遥 生态考察是一种具有明确的

教育目的性和针对性的生态体验活动遥 各高校可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袁并结合当地生态环境的特点袁
组织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大学生或对生态环

境的调查研究感兴趣的大学生袁对所在地或周边地

区的土壤尧大气尧水源尧地质地貌尧森林植被尧矿产资

源以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等生态因子的分布和变化

情况进行系统性的实地勘察或监测遥 这样的生态

体验活动袁有助于激发大学生对人类所面临的一系

列生态环境问题产生深入探究的兴趣曰有助于使大

学生了解生态系统中各物种之间及其与生态环境

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曰有助于使大学生了解生态学

的研究内容与生态考察方法曰有助于使大学生认识

各种生态因子对人类及其他生物生存与发展的影

响曰进而有助于使大学生认识到保持生态平衡与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袁并学会从生态平衡的

角度去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袁从而增强大学生

的生态环保意识袁不断唤起大学生热爱自然尧保护

自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袁促进大学生生态

素养的全面提升遥
三是野外生存遥 野外生存是一种经过精心设

计的尧在吃住无着尧孤立无援的山野丛林中面对生

存与死亡的考验袁接受肉体和精神的磨炼袁挑战生

窑远怨窑



第 圆 期 蒋国保院野美丽中国冶视野下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路径分析

理尧智力和技能的极限的生态体验活动遥 早在 圆园园圆
年 苑 月教育部颁布的叶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

教学指导纲要曳就曾经指出袁各高校野要充分利用空

气尧阳光尧水尧江尧河尧湖尧海尧沙滩尧田野尧森林尧山地尧
草地尧荒原等自然条件袁 发野外生存方面的教学

与训练冶遥 各高校可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袁在富有

野外生存经验的老师或教练的带领下袁不携带任何

食物饮料袁在野外 展徒步旅行尧攀岩涉水尧穿越丛

林尧野外自救尧觅食野果野菜以及野钻木取火冶等内

容丰富的活动遥 通过这种亲力亲为去解决生存问

题并应对各种挑战的体验活动袁能够培养学生在恶

劣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曰能够使学生

在克服通常不易遇到的各种困境中体验生存过程

中的艰辛尧喜悦尧惊险尧刺激曰进而使学生懂得尊重

生命尧热爱自然袁并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身的生态

素养遥
四是环保实践遥 环保实践是一种明确的以保

护生态环境尧促进自然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为主要

目的的生态体验活动遥 各高校可利用寒暑假尧周末

或世界环境日尧世界地球日尧世界水日尧世界粮食

日尧国际动物日尧国际湿地日尧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

旱日等环保节日袁组织学生在学校班级尧餐厅尧宿

舍尧广场等场所进行生态环保宣传或生态环保实践

活动曰或者袁组织学生深入城市社区尧厂矿企业尧乡
镇村组等社会组织机构袁 展以节能减排尧热爱自

然尧保护水源尧关爱动物尧绿色消费尧低碳生活等为

内容的环保宣传或生态环保志愿服务活动遥 广泛

展这种环保实践活动袁不仅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

环保意识袁还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生态行为能力袁
更有利于将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的实践基地由校

园拓展到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袁从而使大学生群体

真正成为推动我国环保事业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袁
影响并带动社会上更多的人不断提升自身的生态

素养袁并积极投入到野美丽中国冶的建设中来遥
总之袁生态文明袁是 圆员 世纪的时代特征袁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遥 同时袁也是我国经济尧社
会尧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和大方向遥 培养具有良好生

态素养的大学生袁既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曰也是建

设美丽中国袁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需要曰更是

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遥 各高等院校应当

根据本校特点袁因地制宜袁充分利用野两课冶 教学尧
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和生态体验等途径袁有计划有步

骤地提升大学生的生态素养袁这是当前高等教育适

应新形势所必须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遥

揖参考文献铱
咱员暂 马克思袁恩格斯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渊第 员 卷冤咱酝暂援 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员怨怨缘院怨圆 援
咱圆暂 余谋昌援 生态文化论咱酝暂援 石家庄院河北教育出版社袁圆园园员院猿圆远援
咱猿暂 刘惊铎援 道德体验论咱阅暂援 南京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袁圆园园圆院员圆圆援
咱源暂 马克思援 员愿源源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咱酝暂援 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 圆园园园院 缘远援

渊责任编辑摇 吴鹏宇冤

窑苑怨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