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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2021年 06月 28日 

可持续发展与真实进步国际研讨会——“可持

续发展教育”分论坛专家发言集锦（三） 

【导言】2021 年 5 月 30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

管理研究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承办的可持续发展与真实进步

国际研讨会——可持续发展教育（ESD）专题论坛顺利举行。

论坛邀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教育项目专家裴伯

庸（Robert Parua）、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终身学习与可持续发

展教育研究所终身学习研究室副主任沈欣忆、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黄宇副教授、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史国鹏主管、北

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中华白海豚研究中心主任兼研究员赵一、

好未来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陈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

理研究院讲师兼未来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超凡参会研讨。 



 

 

可持续发展教育专家论坛|Robert Parua：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admap 2020-2030 

UNESCO 前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Audrey Azoulay）曾

说过，教育是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有力工具，为了保护地球，

我们必须在教育领域有所建树。 

2021 年 5 月 17 日-19 日，于德国柏林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在

线会议。在会议结束时，80 多位部长和副部长以及 2800 名教

育和环境利益相关者承诺，通过《柏林可持续发展教育宣言》

（以下简称《柏林宣言》）来采取具体措施，从而改变学习行为

以促进地球生态环境的存续。 

《柏林宣言》列出了一系列改变学习行为的政策，包含了

教学、学习、专业培训、公民参与等部分。同时，《柏林宣言》

也强调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尤其是在认知能力、社会



 

 

与情感学习、合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适应性能力方面的提

升。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性，UNESCO 号召所有教育

系统在 2025 年前将可持续发展教育作为他们的核心内容。 

 

在 2015 年 9 月 25 日，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采用了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希望通过全球目

标以指导未来 15 年内（2016-2030）国际社会的行动。2030 可

持续发展议程展望了一个更公平、更和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

中，没有人会被忽视。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为了实现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应拥有自主权并建设

相应的国家框架。同时，各国应跟踪和审核可持续发展目标实

施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并收集高质量、可获取的、及时的数据。

基于国家层面开展的区域性跟进及审查，也有利于从全球层面

进行回顾。 

裴伯庸表示，可持续发展教育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

要途径。193 个成员国应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SDG 

4 的目标是“为所有人提供包容的、平等的高质量教育以及终



 

 

身学习的机会”，而教育也是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手段。 

中国持续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将可持续发展目

标本土化、制度化、主流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及践行可持续发展 2030 议程，中国政府印发了《中国教

育现代化 2035》。其中提到，为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

应扩大社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快发展城乡社区老年教育，推动

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因此，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区教育

学校网络；同时，还需要引导社会各界通过建立相应机制，形

成多元学校管理者共同推动社区教育的局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可持续发

展教育，并在五个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一是在教育政策的制定

方面起主导作用。教育政策的架构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有重

要意义。二是鼓励各国发展和扩大教育活动。UNESCO 为各国

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活动提供指导和支持，有助于学习者更好



 

 

地了解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的挑战与困难，例如气候变化、自

然灾害、水资源减少等。三是监测和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4.7.1 的进展。UNESCO 会监测公民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在

国家教育政策中的主流化程度，并评估教师和培训者素养、可

持续发展教育课程设置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素养。四是建立与

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UNESCO 与 UNESCO 教席或姊妹大学

合作，并建立了例如联合国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区域专业中心

的项目。五是 UNESCO 联系学校网络（ASPnet）。ASPnet 是一

个由 182 个国家或地区的 11,500 多个教育机构组成的全球网

络，是一个研究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并努力推广良好做法

的实验室。在 2015-2019 年间，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全球行动项

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此期间，该项目发布了 1514 个关

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战略性文件，创建了 5517 可持续发展教

育活动与项目，支持了超过 350 万名青年领袖，鼓励了超过 370

万学习者参与到可持续发展教育中，为 214 万教育者提供了可

持续发展素养建设活动。 

可持续发展教育 2030 的目标是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实

现可持续发展，从而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目的是将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各国政策、学习

环境、教育者能力培养、青年的赋能和动员、地方行动相结合。

因此，可持续发展教育 2030 有 5 个优先行动领域。第一，推

进政策。将可持续发展教育主流化，全面纳入教育政策和可持



 

 

续发展政策当中，为可持续发展教育创造有利环境，促进系统

变革。第二，改变学习环境和培训环境。将可持续发展原则与

教育和培训环境有机结合，使学习者学习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

的生活方式，并按照他们所学的方式生活。第三，培养教育工

作者和培训人员的能力。通过教学前和教学中的培训与学习，

让教育工作者和培训人员更有效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能力。

第四，增强青少年权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青少年中大力

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行动，为年轻群体创造参与可持续发展教

育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可持续发展教育积极的参与者。第五，

在地方层面加速推广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在社区层面强化可

持续发展教育计划，构建多利益攸关方可持续发展教育网络，

从而促进个人和社会的转型。 

 

随后，裴伯庸提到了可持续发展教育 2030 三个关键特点。

一是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具有重

要作用。首先，可持续发展教育能够将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相结合，从而在教育中提高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意识；其次，

可持续发展教育调动了实践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性；最后，

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批判性和情境化理

解。通过认知学习、行为学习、社会情感学习，学习者能够理

解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建立起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

观和态度，培养对他人、其他物种、和地球同理心和同情心，

并在个人、社会、和政策维度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可持续发展。

二是可持续发展教育 2030 聚焦于重大转型。这些重大改变包

括变革性行为、结构性改变、科技性未来。想要人们改变被安

全现状固化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生活方式，需要这些重大

转型的配合，因为这些改变需要很大的勇气、毅力和决心，而

这些特质源于个人的信念、远见或者是关于“何为正确”的直

觉。想要达到转型，需要大量绿色职业配合，这大大增加了对

与绿色技术和绿色劳动力技能的需求，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

可持续的系统。三是可持续发展教育 2030 重视成员国的领导。

成员国应将五个优先领域设置为可持续发展教育实施的着力

点，并鼓励所有相关人员投身于可持续发展教育，并积极调动

和配置教育资源，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本土化和实施。 

裴伯庸提到，教科文组织为支持可持续发展教育 2030 的

开展，与各成员国开展合作，在国家层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

利用伙伴与合作关系，组织了会员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交流机会，以促进跨国和跨部门合作并创造协同效应；鼓励了



 

 

成员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对话，支持教育在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层面的作用；促进了对可持续发展教育新问题和趋

势的研究，以结局可持续发展教育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把握发

展方向；调动资源支持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施，并监测可持续

发展教育的进展。 

最后，裴伯庸分享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相关资源，例如全

球教育监测报告(GEMR)、联合国在中国的系统、教科文组织的

网站、可持续发展教育 2030 框架网站等。 

 

【内容系未来教育研究中心整理，经发言者本人审核并授权

发布】 

  



 

 

赵一：热爱生命是人类天性中最重要的一部

分 

热爱生命是人类天性中最真实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是

如何产生的？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的答案。但从地球生命的起

源和演化历程来看，人类是离不开自然界的，特别是那些看似

荒野实为家园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这些地方孕育了万物生灵，

也孕育了我们人类物种。然而，直至六七万年前晚期智人的出

现，从非洲的博茨瓦纳（Botswana）走向全世界各地。随着脑

容量的增大，捕猎手段的提升以及农业的出现，由此拉开了第

六次生命大灭绝的序幕。300 年以来的现代人，我们称之为尚

未进化完善的晚期智人，至今还沉迷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红利

中而不能自拔，还秉持着种群的繁殖与扩张的原始本性，利用

各种高科技手段迅速扼杀和破坏地球的生物圈，并把全球性生

物大灭绝推向高潮，同时也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生存，使

我们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我们是做保护生物学研究的，《保护生物学》其主旨就是探

究生命的尊严和人类的福祉，就是要唤醒人类天性中最宝贵的

那一部分，即热爱生命。作为 21 世纪一门新的前沿学科，一经

提出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识。人们对它的重视主要基于自

身的觉醒——从盲目沉迷于工业文明而不能自拔的现实中，发 



 

 

现自身所造成地球上的生命危机，也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

命运。保护生物学就是要让人们摒弃目光短浅的本性，从长远

的角度出发去寻找一条可持续的生存之道。也可以说，保护生

物学是一门解决生存危机的学科。 

为了认清人类当前的处境，我们的团队做了生态足迹的调

查和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在 2050 年，全世界的人口总数将达

到 90 亿，如果全世界的人选择保持着低耗能、勉强温饱的生活

方式的话，地球的可再生的资源仅能够支撑 90 亿到 110 亿人，

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我想大家可想而知。 

北京大学潘文石教授所带领的研究小组，从 1981 年至今

的 40 年内，对三种濒危的野生动物的研究，实际上可以把它看

作是这个历史时期世界自然保护运动的发展历程，或者说是一

种新的保护伦理的形成过程。追溯大熊猫、白头叶猴和中华白

海豚这三种动物的自然史，当人类还未在地球上出现前就已经

存在了，它们都是生存竞争的胜利者，比起同时代的其它许多

大型野兽都生存得更长久，它们的自然灭绝时间还没有到，但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这三种动物（中国独有的）先后濒临

灭绝的威胁，它们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并不取决于自然力，而

是人类的关爱。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它们中间的

原因，就是要探索“它们与土地和人口之间”的复杂关系，并

寻找到某种适宜的办法来帮助它们与人类在一个共同的生境

中和睦相处的可能性。 



 

 

以大熊猫为例：秦岭 

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熊猫就是全球都十分关注的物种，

也是全球都在开展保护的物种。研究小组最初对熊猫的保护是

基于对单一物种的保护，研究人员在开展保护工作时考虑更多

的是：熊猫的食物、数量、分布等，它的繁殖策略如何？需要

何种生存环境？而忽略了跟熊猫生活在同一生态区的人的各

方面情况，所以当时对大熊猫的保护策略仅限于在熊猫栖息的

范围内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些地区禁止人类砍伐，将林区的伐

木工人全部转产等等。 

例如，当年在秦岭的大熊猫保护区，2000 余伐木工人被要

求转产。然而，当 1996 年当地最后一名伐木工完成转产之后，

潘教授带领研究小组下山，发现地处保护区的华阳古镇完全变

样，所有繁华的景象全部消失了。旅馆、理发馆、邮局、银行

等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都不复存在，原来热闹的街道

连人影都见不到了，只在在街上见到了一对拄着拐站在一边的

老夫妻。潘教授上前询问方才得知，镇中居民因为一位“北京

来的教授不让砍伐”而失去了生计，纷纷搬离华阳古镇，而老

夫妇已然年迈，没有能力离开古镇谋生，最终决定在镇上“等

死”。 

这番话对潘教授的触动非常深，他开始反思，如果开展自

然保护工作是为了保护熊猫而把人都饿死了，试问这种保护还

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带着这样的思考与疑问，他又来到了广西



 

 

崇左开始了对野生白头叶猴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在此期间，团

队在保护思想与观念上发生了转变，我有幸参与了这一时期潘

教授在广西开展的崇左白头叶猴与钦州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

的保护工作。 

以白头叶猴为例：广西崇左 

研究和保护的初期，研究团队首先走访了白头叶猴栖息地

范围内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随后发现当地老百姓生活的“比猴

子还苦”，在这样一个相对贫困落后的地区，研究小组就“先救

猴子还是先帮扶当地的老百姓”的问题引发了很多争议，最终

决定先“救人”。 

基于此，我们提出了新的保护思想：在生态矛盾最突出的

地区，尽可能提高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保护当地的

生物多样性。研究团队开展了许多工作，例如帮助当地的农民

打井、建沼气池，向其推广甘蔗种植，向当地政府建议建糖厂

并修路等等。经过几年的实践发现，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

显著提高后他们再也不去上山捕杀猴子了。白头叶猴是中国独

有的珍稀物种，当时这一物种濒临灭绝的原因就是叶猴栖息地

的居民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为了生计而开展的捕杀。然而，

随着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温饱而捕杀白头叶猴的行

为也就不再发生，因为有了沼气池人们也不需要砍伐树木充作

燃料，基于这样的转变，人类活动将不再扰动喀斯特石山生态

系统，白头叶猴的正常繁衍很快就恢复了。 



 

 

1996 年，当地仅存的白头叶猴不到 100 只。目前，广西崇

左弄官山区 24 平方公里的栖息地范围中，白头叶猴的数量已

经恢复到了 1000 只以上。所以不难看出，自然的恢复力是超出

人类想象的，只要我们不去扰动它的平衡、只要人类找到了分

界线（自然保护的底线），人类是可以和野生动物、土地与环境

和谐共生的。 

以中华白海豚为例：广西钦州三娘湾 

2004 年，研究小组开始了对广西钦州三娘湾中华白海豚的

研究与保护工作，工作地区也由大山深处转移到了新兴的、飞

速发展的滨海城市，在这样的地区开展野生动物保护，需要考

虑的是如何在保证滨海城市发展的基础上同时做到自然保护，

需要探索的是一个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如何取得共赢的模式。 

广西钦州三墩路的建设是一个有效的实践，这道为保护白

海豚划出的“生命线”不仅还它们一片繁衍生息的家园，还为

保护北部湾生物多样性做出了巨大贡献。守住“三墩路”，使得

钦州海域东部的“自然浅海生态系统”与西部的“滨海工业系

统”都得以保存，北部湾的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就有可能取得

长久双赢。 

四十年来，一直坚守在野生动物保护的第一线，从未间断

过。保护的方法和观念也不断地提升，我们希望在研究和保护

的工作中所总结出来的一些新的思想能够有效的传播出去。为

了唤醒更多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热爱生命，我们尝试



 

 

了许多形式（媒体宣传、拍纪录片、参加各种会议和论坛等）

最终发现教育才是最行之有效的途径，特别是对孩子的教育。

2011 年开始我们的研究团队依靠崇左（白头叶猴）与钦州三娘

湾（中华白海豚）的两个得天独厚的研究基地开展了“热爱生

命的教育”保护生物学的营地实践活动，向青少年儿童提供课

程，让参与学习的孩子能够真正同科学团队一起生活工作、平

等地探讨一些尖锐的问题。 

在广西崇左开展的生命教育的营地活动的主题为“生命何

以会牵动我们的心”，通过一系列的实践课程让孩子们真正的

感受五彩缤纷的生命世界，使他们认识到，凡是存活至今现存

的物种，都是历经沧桑的，都是具有优胜的生存策略或者繁殖

策略的物种。通过打火把进山洞挖化石的课程向孩子们讲述化

石的故事，让孩子们了解生命的长度；通过讲述蝴蝶的故事、

叶子的故事让孩子们认识生命的多样性；通过实地观察白头叶

猴的生活、了解它们的社会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利他行为等来

感受生命之间的情感；通过潘教授讲自身的野外故事，让孩子

们能够体会到真正的科学精神。 

下面是一些我们的研究团队工作生活的照片。在崇左的研

究基地中，有一个类似于北大图书馆的建筑，是科研人员生活

的地方，它被群山环绕，四周的每一座石山都有一个白头叶猴

的家庭群，都有非常丰富的它的社会的结构和故事。 



 

 

 

随着崇左基地白头叶猴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现在当地野

生动物和人类可以达到非常和谐的关系，下方这一张照片，大

家可以看到照片中一只猴子蹲在潘教授身边观察他的记录行

为，这在从前是难以实现的，过去的白头叶猴由于频繁遭到捕

杀而非常疏远人类，见到人就跑，而 20 年后的今天人与猴的关

系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我们的研究基地还会为参与学习的青少年提供亲自参与

化石采集的活动项目，下面的照片就记录了学生们进入喀斯特



 

 

岩洞的活动，照片中的岩洞已经挖出了 82 种哺乳类动物的化

石，它属于 140 万年前的一个巨猿动物群落。 

 

而在钦州三娘湾，我们的营地教育活动主题是“寻找白海

豚的自然庇护所”研究基地为参与学习的青少年提供乘坐快艇

近距离观察海豚的机会，每每快艇旁有中华白海豚跃出水面时，

孩子们都激动得难以言表，我认为这种喜悦是发自内心的，甚

至会超过他们看航空母舰下水和航天飞机上天。除了观察，我

们会安排孩子们开展潮间带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将孩子们分组，

让他们通过合作完成科研、人文和环境的调查任务，用科研工

作者的方法探寻并总结，最终找出中华白海豚的自然庇护所。 

现在许多人对于保护生物学的认识仍旧停留在片面的仅

仅是保护一个物种的层面，实际上保护生物不仅仅是保护物种，

同时要保护它周围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丰富代表着一

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复杂，只有生态系统保持其稳定性与复杂

性，人的生存才具备可持续性。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只有当人真正明白在自然界中地位

和应付的责任时，所谓的生态文明才有可能出现，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实现。”。而新的保护观或者说保护伦理应

该从孩子抓起，因为孩子的未来才是我们的未来，更是生命的

未来，希望我们的“热爱生命的教育”，可以成为未来教育或者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内容系未来教育研究中心整理，经发言者本人审核并授权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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