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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 全球化已成为影响、 制约人们生

存、活动和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全球化

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并使得各国发展

路径的趋同性不断增强，同时面临共同的问题。 可

以说， 全球化进程使得世界各民族的发展与命运

紧密连结在一起。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政治哲学家

金利卡认为：“全球化毫无疑问正在创造一种新的

公民社会。 ” ［2］为此，全球化时代对传统的公民身

份提出了新的要求， 那就是每个公民不仅要作为

一国公民积极参与本国事务， 而且还要做一个具

有国际视野与全球意识的 “世界公民”。 虽然对于

“世界公民”的提法，早在康德的著作中就有所提

及，而且罗素也曾指出，公民教育要“把儿童塑造

成这个世界的未来公民， 而不仅仅是其生活的某

一特定社区的公民。 ” ［3］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 世界公民这一理念再

度复兴。 与此相适应，旨在培养负责任的并且具有

国际视野与全球意识的“世界公民教育”也越来越

成为各国公民教育共同关注的新的维度与亮点。

一、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公民教育的理念内涵

如今，为了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各

国 学 者 对 于 世 界 公 民 教 育 的 重 要 性 已 取 得 了 共

识。 英国学者奥斯勒（Audrey Osler）和侯·斯塔克

（Hugh Starkey）提议通过综合考虑社区、国家和全

球层面来重新建构公民教育的概念：“考虑到全球

化进程已经影响到了社区， 多元性已是所有社会

的特征并且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我们提出了

‘世界’公民教育的理念作为对当代现实世界的回

应。 我们认为学生们需要发展从社区到全球所有

层次公民参与的能力。 ” ［4］美国学者詹姆斯·班克

斯（James A. Banks）也提出，作为全球共同体的公

民，学生需要通过各种民主程序促进社会公正，积

极参与到其文化共同体、国家、地区以及全世界的

事务中去。 ［5］

在关注世界公民教育的同时， 对于 “世界公

民”的理解与界定以及世界公民教育的理念内涵，
学者们也贡献了不同的观点。 沃克斯方在《全球公

民教程》中把世界公民定义为：了解世界，尊重多

元化， 愿意采取负责的行动使世界更平等并且能

够可持续发展。 ［6］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所构

建的世界公民形象是：胸怀天下，认识到自己是世

界的一分子；尊重并珍视多样性；理解世界如何运

作；敢于对世界种种非正义之事“生气”；参与本土

及全球事务；愿意为促进世界更加平等、可持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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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为自己的行为主动承担责任。 ［7］ 我国学者邬

志辉认为， 世界公民是指在确立国民意识的前提

下的适应本国的国际化需要而具有国际素质的公

民，因此，世界公民应具备的素质包括：1）民族意

识与爱国精神， 对自己的民族有认同感和归属意

识；2）世界意识、创新精神和世界一体的观念；3）
权利与义务的观念，学会维护权利，践行义务，积

极参与公共生活，学会负责任地生活；4）民主与法

治意识，有民主的信念，按民主程序办事；5）生态

意识与人道精神，时刻保护环境，学会关心他人，
关心自然；6）竞争意识和合作精神，学会在竞争与

合作中发展。 此外，应尊重生命的差异性。 更重要

的是热爱和平，为建立一个博爱的世界而努力。 ［8］

可见，作为世界公民，首先是要具有民族意识，爱

自己的国家，认同本民族的文化，然后才是世界意

识与博爱精神，因此，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是全球

认同的根本。
与对世界公民的理解一样， 世界公民教育的

理念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与发展。 世界公民教育著

名倡导者美国哲学家纳斯鲍姆（Nussbaum，M. C.），
在其经典著作《培育人性》一书中提出：“世界公民

教育是一种通过多元文化教学， 让学习者对世界

上的各种文明、民族、多元宗教、社会边缘团体有

所了解和认知， 并能够对它们抱有尊重和理解心

情的教育活动， 世界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

民的世界意识等观念。 ”［9］

奥斯勒和文森特（Osler & Vincent）认为，世界

公民教育应该包含那些帮助年轻人和成年人在彼

此互相依存的世界中更好地生活在一起的策略、
政策和规划。 全球公民教育应该建基于合作、无暴

力、 对人权和文化差异的尊重以及民主和包容的

原则之上。 在尊重人权和关心社会公平的基础上，
通过这种教育鼓励年轻人批判性地思考社会问题

和负责任地参与。 世界公民教育应该鼓励学习者

将本地、本地区和世界性的问题联系起来思考。 ［10］

而班克斯认为，在当前多元文化民主社会中，全球

化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除了商业和贸易，还

包括信仰、价值、规范和行为，学生不仅需要建立

起对其族群独特文化和国家的认同， 还需要学会

在全球化社会中适应和生存的知识、技能、态度和

观念。 因此，建构一种开放的、平衡的身份认同系

统，有层次、有侧重地将个体培养成为同时具有文

化认同、 国家认同和全球认同的世界公民将成为

全球公民教育的主要目标。 ［11］

二、世界公民教育的意义与使命

当下， 虽然科学发展和技术革新带给人类生

活巨大改变， 但同时也造成了许多亟待全球回应

的难题，如环境、疾病、道德伦理等。 在人类生存面

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开发世界公民教育课程，进

行世界公民教育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无疑

是 意 义 重 大 的 。 正 如 加 拿 大 学 者 乔 治·理 查 森

（George H. Richardson）等 所 言：开 发 世 界 公 民 课

程并不容易，但对于人类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鉴于当今各国的公共政策问题极其复杂， 其范围

往往超越了国界， 开发世界公民课程于是无异于

一条道德律令， 因为世界公民课程对人类生存的

元伦理原则能够起支撑作用。 ［12］为此，世界公民教

育 需 要 担 负 起 培 养 未 来 公 民 关 心 整 个 人 类 的 命

运、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做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的使命。 正因如此，尼格尔（Nigel Dower）等指出，
世界公民教育的宗旨绝非是要将学生训练” 成为

“世界公民，而是教育他们意识到自己”作为“世界

公民的角色， 并利用种种机会关心及参与全球事

务”。 ［13］

不仅如此， 进行世界公民教育也是对于我们

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关心世界”、“关心他者”的人

性的保护与扩展。 这正如一名加拿大高中一年级

学生麦特（Matt）所说的：“为什么要成为全球公民？
为什么要关心地球？ 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在我们

一 起 学 会 生 活 和 工 作 的 过 程 中 ， 保 护 我 们 的 人

性。 ”纳斯鲍姆也说到：那些扩展了想象力、将公民

身份理解为超越国家边界的人， 会沿着同样的轨

道扩展人性。 而这样的人，“不仅仅将自己看作是

本地区本群体的公民，并且，最重要的是，看作通

过认知和关爱的纽带与其他所有人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公民。 ”［14］

此外， 在目前世界上地区冲突仍然存在的情

况下， 世界公民教育的实施将有助于加强不同民

族之间的理解，进而有益于化解误会，缓解矛盾，
避免争端。

更重要的是， 世界公民的理念与世界公民教

育的实施是青年一代获得文化认同、 国家认同和

全球化认同的重要途径。 正如保罗·弗莱雷（Pa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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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ire）指出的，”学生 不仅仅要学 会认字，而更 要

学会认识这个世界”。 ［15］ 通过世界公民教育，未来

一代可以对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民族、多元宗

教等有所认知，并能够对它们抱有尊重和理解，与

此同时也能更深切地感受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并

且通过世界公民教育， 未来一代可以养成关注人

类命运、 关心地球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并具备参与

全球事务的相应的知识、能力，这对于年轻一代认

识世界、形成胸怀天下的视野与胸襟，并成为适应

全球化社会的国际化人才自然是意义深远的。
有鉴于此，进入 21 世纪，在全球化浪潮与 亟

待全球回应的难题面前， 人类需要世界公民身份

的意识，而非想象，如此才能发动并建立一种世界

范围内的公益话语。

三、世界公民教育实践：内容与实施策略

班克斯指出，变革公民教育、培养世界公民首

先要鼓励学生习得必需的信息、技能和价值，并运

用这些知识对其所在群体、 国家以及世界中存在

的不公平现象进行挑战；其次，支持学生的文化认

同， 使他们能养成对不同文化及语言相关知识的

认同，并明确其价值；第三，帮助学生养成世界主

义价值观， 使他们具备应对社会问题的社会行动

技能和决策能力， 树立为创建公平民主的多元文

化社会而行动的信念；第四，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

技能的养成。 ［16］ 乐施会提出，学校教育应在四个方

面着手塑造理想的世界公民：1）知识与理解，涉及

社会公正与平等、多样性、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性、
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冲突等；2）技能，包括批判思

考、有效争论、欣赏差异、挑战不平等、调解分歧与

冲突、 选取合适行动方案等能力；3） 价值观与态

度，包括自尊、同情、忠于社会公平与正义、尊重多

样性、关注环境可持续发展等；4）行动，即身体力

行，为个人行为对世界的影响负责，愿意在本地及

世界层面做出行动， 为建设更公平且可持续发展

的世界而努力。 ［17］

奥斯勒和文森特在 《公民资格与全球教育的

挑战》一书中选取英国、爱尔兰、丹麦和荷兰作为

案例国家来考察制度与政府层面对世界公民教育

的支持。 他们认为，和平教育、人权教育和民主教

育应成为每一个学习者的课程的主要内容。
在教学方法方面， 世界公民教育需建基于对

人权的尊重和对社会正义的关注， 而这些都将鼓

励 年 轻 人 进 行 批 判 性 思 考 和 积 极 的 负 责 任 的 参

与。
美国公民教育学者麦柯菲（Walter Mcphie）指

出，公民教育要想成功，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内

容：适当的课程（指学科课程），在班级与学校运作

中的民主过程和民主参与模式， 校内外可供学生

实习民主行为与责任的机会。 ［18］为此，在不同情境

下， 全球公民教育的实施可以采用一些具体的方

式与途径，如情境学习、反对种族主义的课程、真

实的评价和民主教育学（Democratic Pedagogy）。
在实践中， 很多国家越来越重视世界公民教

育的实施，并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
在美国，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公民教育就

以多样化的综合形式开展起来，到了 70 年代，“世

界公民”这一概念开始被人们积极倡导，伴随着 80
年来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世界公民教育正式复兴，
培养具有全球意识与国际视野的世界公民成为美

国世界公民教育的目标。 可以说，在美国，通过全

球 教 育 等 形 式，“世 界 公 民 教 育 进 入 到 政 治 主 流

中，并已经获得了牢固的基础，且对全球公民教育

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也已经出现”。 ［19］

英国政府不 仅在 2000 年将公 民教育作为 一

门课程引入其国家课程框架之中， 同时强调了公

民教育的几项核心理念， 如可持续发展、 社会正

义、多元化、冲突的解决和人权等，而且对世界公

民教育的实施及其实施情况的调查也在有条不紊

地进行。 英国教育部在 2002~2004 年资助了一项

世界公民教育方面教师与学生需求的研究项目。
该研究发现，学生对世界公民有非常深入的理解，
对于更大的外部世界， 特别是目前的战争与冲突

方面有浓厚的兴趣。 他们已经意识到依据出身刻

板地判断他人以及种族主义歧视必然导致的种种

问题的危险性。 尽管如此，教师却往往对如何在教

育中处理这些冲突性质的话题非常不适应， 他们

感到还没有对承担这一任务做好准备。 ［20］ 此外，
2003 年， 英国教育部资助的公民教育发展研究项

目调查了英国将近三百所中学实施公民教育的情

况，结果表明，公民教育常常以跨学科的方式以及

课外活动方式开展。 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教师

培训不足，课时较少，不能更有效地吸引学生参与

以及课程评价问题。 ［21］而这些表现和问题也反映

在其世界公民教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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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中

屡次强调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日本人。 在其世界

公民教育方面，2001 年，日本-阿尔伯塔科学/社会

研究教育改革项目（JASPER）成立，这是一个致力

于将日本静冈县和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学生、教

师和学者联合到一起， 共同研究需要具备世界公

民责任认识的当代问题的长期研究项目。 两国学

生坚信， 要想学会成为世界群体中积极负责任的

成员， 就应该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一起针对世界性

问题展开对话。 而且学生们也强调公民教育不应

该仅仅只是对话，“学习和体验公民身份是完全不

同的，我们不能仅仅只是不断学习和思考。 我们其

实应该走出去实践它”。 ［22］

在我国，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强调了要帮助

学生具备世界眼光和全球公民意识， 使其认识到

并乐于接受多样性。 不仅如此，在课程改革方案中

还提出， 实现公民和道德教育目标的最佳途径乃

是跨学科方法。
尽管人们都认识到世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

但实践中的具体实施在目前看来却仍是薄弱的。
而且，一些问题也不断凸显出来，例如，课程的开

发存在一定的困难，课时有限，教师准备不足、难

以适应等。 其中，比较关键的问题同时也是解决这

些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师资的培训。 比如，在英国、
爱尔兰和荷兰， 其师资培训课程仍没有满足学校

课程中对世界公民教育的需求。 不过丹麦是一个

特例，其早在 1998 年的《教师培训法案》（Teacher
Training Act of 1998）中就特别强调国际方面的主

题应该也必须成为教师培训的一部分。 此外，在教

师专业发展方面， 世界公民教育的相关内容也被

忽视。 ［23］

四、未来发展：批判性的世界公民教育

虽然目前许多国家的学校教育中都在通过推

进国际理解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全球教育以及和

平教育等进行世界公民教育， 但其侧重点在于培

养青年一代对不同文化、不同传统的理解和尊重，
而对培养学生考察国际问题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以

及积极主动参与的态度方面还不够重视， 而批判

性 思 维 能 力 和 主 动 参 与 的 意 识 确 是 成 为 负 责 任

的、参与型世界公民的重要素质。 正因如此，对于

世界公民教育的未来发展，安骓欧蒂（Andreotti）就

比较认同批判性的世界公民教育的发展取向，他

指出， 世界公民教育的核心应是发展学生的批判

素养（Ctitical Literacy），即在阅读文字的同时阅读

世界 （Reading the Word and the World）， 养成分

析、批判和反思不同视界、语言、权力、社群及社会

实践之关系的能力， 提供个体充足的空间以反思

自己及他人的情境和认识论、存在论的假设，学会

以他人的眼光看世界， 促进我们与他者之视界的

融合。 ［24］然而，推进世界公民教育，培养具有批判

思维能力和主动参与的世界公民， 需要多种途径

和多种方式的配合。 在鼓励教师和学生更多思考

本土与全球二者关系的同时，通过批判性的思考、
富有意义的经历以及基本的行动，并借鉴 3C 中的

公民 教育框架，即 通过“课 程—课 堂”（Citizenship
within the Curriculum /Classroom）、“学校—组织文

化 ” （Citizenship within School/Organizational Cul-
ture）和 “社 区 ”（Citizenship through Links with the
Wider Community） 等多种环境的互动与合作，［25］

世界公民教育的开展才会更加务实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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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YANG Yong1，YANG Xiuyu2

（1. School of Marxism，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2.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requires the future citizens not only have international visual field and
global consciousness，but also have the ability of participation as citizens in the affairs at all the levels from
communities to global. The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ims at cultivating children to be global citizens who
have global thinking and ability of responsible participation. The probe into the concept connotation，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in practic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can provide som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globalization；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concept；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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