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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意大利公民教育历经三个历史阶段，分别为游离期、政策化期和全球化期。

其主要实施举措包括开设公民教育课程、学校联合多元组织开展公民教育实践活动、拓展

校外公民教育路径。意大利公民教育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发展方向由“非正规化”到“政

策化”、教育主体由“单一的学校课程”到“多元化主体参与”、教育方法由“训练式”到“体

验式”的三大特征，并积累了重视政府主导、调动多元教育主体、开发“体验式”教育资

源等经验。

［关键词 ]意大利；公民教育；政策化；公民教育课程

意大利公民教育发展的历程、实践与思考①   
安阳朝1，贾利帅2

（1.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比较文明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872；

2.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上海 200062）

中图分类号：G416.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20）02-0083-07

① 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项目编号：201606990017）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安阳朝，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比较文明理论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贾利帅，男，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博士后，教育学博士。

公民教育是意大利国民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意大利的公民教育走在欧
洲国家的前列并为欧盟所称赞。“据一项意大利
全国性的调查研究表明，96% 的公民希望关注
青少年的公民教育。”[1] 目前，公民教育的研究
成果主要集中在德国、美国、日本、新加坡、英
国、法国和韩国等国家，而与意大利公民教育相
关的研究成果尚未形成。探索意大利公民教育
的发展历程与实施状况，意在审视和梳理其不
足与经验。

一、意大利公民教育的发展历程

意大利的公民教育历经政府与天主教会
之间的游离期、政策化期和全球化期三个历史
阶段。“‘公民教育’ （educazione civica）、‘政治
教育’ （educazione politica） 均是指代这项实
践活动的学术术语，而较为常用的为 ‘公民教
育’。”[2]

（一）游离于政府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公民教

育

自 1861 年意大利统一成为意大利王国，
“政府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如何正确处
理其与天主教会的关系。作为一个宗教国家，
天主教对意大利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大，许多
天主教徒只知天主教会，却不知还存在一个意
大利政府”[3]。基于此，意大利政府迫切需要采
取相关措施使民众具备 “国家” 意识。然而，由
于天主教在意大利根深蒂固，意大利政府塑造
“国民” 意识的成效不尽如人意。在意大利政府
与天主教会双重力量的作用下，这一时期民众
教育的内容分化为两部分 ：“一方面，在公共领
域政府通过公立学校向学生传输国家概念，使
学生具备一种国家归属感 ；另一方面，在私人
领域天主教会通过道德说教向民众传输与宗教
相关的价值观，影响民众的道德认知、自我认同
感和国家归属感。这一时期的公民教育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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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隔离’ 的特征 （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
教育内容相悖离），这常常使政府建构国家意识
和国家归属感的计划落空，民众难以形成 ‘统
一的意大利’ 国家概念。”[4]

20 世纪初，法西斯主义逐渐成为影响意大
利公民教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法西斯不
仅极力向民众灌输国家意识，而且又通过学校
传播法西斯主义。虽然这一时期的法西斯主义
很猖獗，但是天主教依然在民众的私人领域占
据重要地位，影响着民众的道德认知。如通过
公开的教义讲授、礼拜天等宗教性活动传播天
主教教义。“法西斯统治时期，公民教育的主要
目的是向民众灌输法西斯主义和军事化思想意
识，进而保证所有青年人认同法西斯集权主义，
最终统治人们的全部。”[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意大利国家宪
法的颁布，国内出现了三种抵制法西斯主义的
潮流 ：社会共产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和天主教
教义，并声明要肃清意大利国内现存法西斯主
义的残留部分。但是，这三种思潮虽然相互共
存，但它们所内蕴的价值观念相互冲突，这不
利于 “统一的意大利” 公民意识的形成。这一时
期，虽然意大利政府逐渐意识到公民教育的重
要性，但是由于政权不断更迭与社会各方面百
废待兴的客观现实，针对公民教育发展的政策
屈指可数，公民教育议程被推延，以致整个国家
主要由天主教会对民众进行宗教教育。

（二）公民教育政策化时期

20世纪50年代，公民教育写入政府文件之
中，成为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开启意大利公
民教育的政策化时期。“二战后，整个欧洲社会
呈现出秩序混乱、经济不景气、人民生活质量
下降的境况，这迫切需要一场社会改革，使欧
洲走出困局。”[6] 在此背景下，1947年意大利出
台了 《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Constituzione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
较为系统与全面的规定。然而，“公民” （civica）
一词频频出现在 《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中，但当
时民众对 “公民” 这一概念的认识仍很模糊，
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学校并没有开设与 “公民”
相关的课程。为此，“时任意大利教育公共部部

长阿尔多·莫罗 （Aldo Moro） 在 1957 年教育
政府文件中提出要在意大利中小学课程中开
设公民教育相关课程，这是公民教育首次在官
方文件中出现。”[7] 随后 1958 年意大利政府便
正式颁布 《在中学和艺术教育学校教授公民
教育的方案》 （Programmi per l' insegnamento 
dell' educazione civica negli Istituti e Scuole di 
istruzione secondaria e artistic），开始介入学校
公民教育，对学校如何进行公民教育作了相关
规定，如学校设立公民教育课程、每个月两小时
的课时、由历史教师担任。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
为学习意大利国家宪法及其精神。从这一时期
起，意大利政府逐渐开始重视学校公民教育，并
不断出台举措完善公民教育。

20 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中小学公民教育
的教育内容得到进一步拓展。1979年颁布 《初
中公民教育新项目》 （Nuovi programmi per la 
scuola media），规定将公民教育板块加入到初
中教学大纲计划中，对初中生进行公民教育。
1985年针对小学如何实施公民教育颁布了 《小
学公民教育项目》 （Programmi per la Scuola 
elementare），规定在小学建立 “社会学习和社
会生活项目” （Studi sociali econoscenza della 
vita sociale），旨在向小学生传播社会规则和准
则，使其成为守法的小公民。

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中小学公民教育以
立法方式获得保障。1989 年针对大量移民儿童
进入意大利校园，政府及时出台了 《义务教育
阶段移民儿童一体化法案》 （Inserimento degli 
stranieri nella scuola dell' obbligo），就移民儿童
如何融入意大利社会，形成正确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进行了规定。2008年意大利政府颁布 《公
民与宪法》 （Cittadinanza e Costituzione） 法案，
明确指出对学生进行公民和宪法教育。为了进
一步实施这一举措，2009 年出台了配套法案
《关于教授公民与宪法的试点》，对各类型学校
如何实施公民教育进行了详细阐释。

自 1958 年首个国家公民教育法案颁布以
来，在之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意大利不断出
台公民教育相关法案，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感
和归属感。这半个世纪可以看作是意大利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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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化时期，即逐渐将公民教育从天主教
会手中过渡到政府手中，并以系列法案将这一
过程具体化。

（三）公民教育全球化时期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意大利公民教育
进入新的阶段。“近年来，就全球化背景下如何
发展公民教育，如何正确区分全球公民与国家
公民，逐渐成为公民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焦点
话题。”[8]

2006年12月18日，欧盟出台了 《欧盟关于
培养终身学习的关键要素的建议》 （European 
Union’s Suggestions on the Key Elements of 
Lifelong Learning ），并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
培养积极公民的目标。在这一建议的影响下，
2010年，意大利政府出台 《公民教育公告信》
（Circular Letter），扩展了公民教育课程 “公民
与宪法” （Citizenship and Constitution） 的内容。
“公民与宪法” 的主要内容分为五大板块 ：环境
教育、道路安全教育（交通法规）、健康教育（基
本的急救知识）、食物教育和意大利宪法教育。
“这些主题旨在使学生成为积极的公民，使他们
具备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情感价值观，进而为社
会发展贡献自身力量。”[9]

“2010 年，欧盟委员会针对全球化背景下
如何发展公民教育出台了一份建议，即 《民主
公民与人权教育》 （Education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 Education）。”[10]

《民主公民与人权教育》 指出 “体验式学习” 在
公民教育中的作用，该方法后被意大利公民教
育所采纳。欧盟这一建议的出台，迅速在整个欧
盟内引起一场关于公民教育的讨论和改革。按
照这一建议，各国纷纷就本国的公民教育进行
改革。《公民教育公告信》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出台，并对公民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安排等作
出了具体规定。意大利政府新增的公民教育课
程——“公民与宪法”。公民教育课程并入历史
地理学科的管理之下，每周一小时，内容包括五
大板块。“2010年 《公民教育公告信》 是在全球
化背景下，如何对意大利中小学进行公民教育
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基本上确定了新时期意大
利公民教育发展原则。之后，2012年、2015年以

及2017年相继出台相关配套性法案，进一步落
实 《公民教育公告信》 中的相关精神。”[11]

二、意大利公民教育的实施举措

意大利公民教育的实施举措包括开设公民
教育课程、学校联合多元组织开展公民教育实
践活动、拓展非学校性的公民教育路径等。

（一）开设意大利公民教育课程 

1958 年意大利公民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系
统，伴随着《小学教学大纲》 《新教学大纲》 《公
民与宪法》 等的颁布，公民教育不断渗透到从
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系统之中。

1958 年意大利颁布第 585 号法案，它明
确规定公民教育引入初中和高中，并在 《新
教学大纲》 （Nuovo programma per le scuole 
secondarie） 第 4 条第 1 款中指出，初中和高中
的教育目标为巩固、重构和发展在第一阶段教
育中培养的能力，支持并鼓励学生发展爱好和
特长，丰富文化、人文和公民教育，帮助学生逐
步树立责任意识，为学生将来接受高等教育或
走上劳动岗位培养相应的知识和能力。与初中
和高中的教育目标不同，1985年 《小学教学大
纲》 （Programma della scuola elementare） 明确
规定小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个人和公民，
既提供最基本的人格培养，也进行最初的文化
启蒙。2008年意大利政府颁布 《公民与宪法》
法案，明确指出所有层次的学校都须将公民教
育纳入课程教学计划之中。至此，意大利公民教
育覆盖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以及留
学生等各类学生群体。

意大利政府颁布的法案与政策为公民教
育课程的开设提供原则性指导，但是，从课时
量、教材、课程评估等方面考量，公民教育课程
的落实情况并不容乐观。 “众多的研究者认为
课程计划与课程实施情况并不相符，存在一定
差距。”[12] 就课时量而言，1958年意大利政府颁
布 《在中学和艺术教育学校教授公民教育的
方案》，它规定公民教育的课时量为每月两小
时 ；2010 年意大利最新的学校改革将课时量
调整为每周一小时，但是这一规定并未得到严
格落实。安东内拉·德格雷戈里奥 （Anton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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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Gregorio） 在 《晚邮报》 （Corriere della sera）
中指出 ：“现在学校的公民教育缺乏足够的时
间。”[13]2016 年在一项针对 19～23 岁意大利的
青少年协会调查中，对于 “在学校里公民和公
民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是怎样的?” 这一问题时，
“53% 的学生表示，他们一年内进行以公民为
主题的教育机会只有 1～2 次”[14]。就教学方法
与课程教材而言，根据 “国际公民与公民教育”
(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简称 ICCES) 的研究表明，49%的高中教
师和 38% 的初中教师表达了对创新教学方法
的需求，认为改善学校公民教育教学的重点之
一是进行教学方法的培训。关于教材的使用，
一项针对特伦蒂诺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
“70%的教师表示没有使用学校课本”[15]。就课
程的评估与效果而言，小学和初中的历史、地
理、社会科学学科领域中的教师负责公民教育
的评估。但是，2008年 “自治区、省立法会议主
席会议” 围绕年轻人如何对待宪法这一主题进
行调查，选取 4000 名年龄在 18～30 岁的意大
利本土居民作为样本，结果只有 25% 的年轻人
表示完整阅读过意大利宪法。为此，意大利学校
公民教育的效果广受民众所诟病。

（二）学校联合多元组织开展公民教育实践

活动

意大利教育部认为社会环境对公民教育的
影响很大，因此鼓励学校和多元组织合作开展
公民教育实践活动。2007 年，意大利公共教育
部提出 “新公民教育”，其中第一环是 “与家长
建构教育联盟这一目标” ；第二环是 “学校可以
广泛培养社会关系，教授情感的语言，也可以教
会学生分辨社会中的各种价值观念，正是这些
价值观念使人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环境之中”。
意大利第 169/2008 号法案与部长第 86/2010 法
令均指出，学校要与家庭、当地政府、学生委员
会等各种社会组织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学校与多元组织合作开展公民教育的实
践形式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其一，家校合作开
展公民教育。在意大利鼓励家庭参与学校的管
理。1973 年 7 月 30 日，意大利政府颁发第 477
号法令，鼓励规定设立 “合议庭” （Legge sugli 

Organi collegiali），并将它作为家长参与学校民
主管理的组织。此外，据 《民主公民教育和人权
教育宪章》(Charter on Education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 Education) 规定 ,
意大利的中学生参加面向社区的校外活动可以
获得学分或分数，这些学分或分数可以作为学
生升学的资格。其二，学校与政府合作开展公民
教育。根据第285/1997号法案中第7条的规定，
在国际和平日或者国际庆祝日，学校需与当地
政府定期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如争取和平、提倡
法治、反对腐败等。其三，学校与社会合作开展
公民教育。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校外人士在校
内举办主题讲座进行的，如学校邀请律师就反
对网络欺凌、反对性别歧视等主题开展讲座。

（三）拓展校外公民教育路径

形式多样的校外教育路径是实施意大利公
民教育的重要举措。据 2016年协和树的调查结
果表明，在回答选择何种形式的公民教育这一
问题时，17.8%的公民表示愿意选择校外教育。

意大利公民教育的校外路径主要包括三
种类型。其一，发挥象征符号在意大利公民教育
中的重要作用。意大利国旗、区域的旗帜或者具
有纪念意义的老歌是象征国家意义的符号，这
些符号凭借大众传媒进行传播，从而形成良好
的社会环境，这是间接开展意大利公民教育的
有力途径。其二，仪式是实行非学校型意大利公
民教育的另一方式。在意大利，公共当局 (主要
是市政当局 ) 邀请所有 18 岁具有选举权的新青
年，庄严地把意大利宪法文本交给他们。这种方
式，不仅有利于确立青少年的成人身份，而且有
助于形塑青少年的公民意识。其三，意大利各
种类型的团体组织开展活动，从而间接地为公
民教育作出贡献。根据 2015年国家志愿服务协
调中心 (Coordinamento Nazionale dei Centri di 
Servizio di il volato)报告，意大利的志愿服务虽
然在历史传统方面与北欧国家相比略显逊色，
但是规模庞大，拥有至少 4.4 万个志愿服务协
会。此外，据2016年协和树的调查表明，在选择
非学校型公民教育的群体中，有9.3 %的公民选
择参加文化团体协会 ；9%的公民选择参加志愿
团体 ；3.7%的公民选择参加政工团体 ；1%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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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择其他的方式。可见，各种类型的团体组织
在意大利公民教育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意大利公民教育的发展特征及思考

从整体上考察，意大利公民教育呈现出发
展方向由 “非正规化” 到 “政策化”、教育主体
从 “单一化学校课程” 到 “多元化主体参与”、
教育方法从“训练式学习”到“体验式学习”的
特征，并从中积累了重视政府作用、发挥多元教
育主体作用、注重体验教育资源开发的经验。

（一）发展方向由“非正规化”到“政策化”

纵观意大利公民教育发展历程，公民教育
从游离于政府与天主教之间的实践活动，逐渐
走向以国家为主导的 “政策化” 的实践活动。自
1861 年意大利建国起，其公民教育便处于一个
十分尴尬的境地，它不断游离在政府与天主教
会之间。这一游离性的特点使公民教育的实施
没有主体保障，缺乏发展的空间和条件，导致公
民教育在意大利发展缓慢。加之政权不断更迭，
意大利的公民教育几乎被天主教教育所代替。

随着1947年意大利宪法的颁布，这一情况
得以好转，公民教育这一被遗忘的领域逐渐得
到国家的重视。1958年，随着 《在中学和艺术教
育学校教授公民教育的方案》 颁布，意大利公民
教育开启了一场政策化的进程。但是，意大利学
者认为公民教育缺乏系统性。在意大利的学校
制度中，公民教育被宣布为整个学校教育的基
本目标之一。但是，这是一幅高度碎片化的全景
图，数以万计的计划并没有覆盖所有的学生群
体……意大利公民教育缺乏一种系统的设计和
规划。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意大利出台
多部法案规范公民教育，使公民教育进入国家
教育计划的视野，并逐步走向规范化、系统化。
以公民教育教师培训为例，“意大利政府计划为
刚入职的教师制定培训计划，并将公民教育教
师培训列为 2016 年到 2019 年的优先考虑事项
之一”[16]。在全球公民背景下意大利政府更是紧
抓时代发展机遇，出台《公民教育公告信》，及时
与国际公民教育界展开积极对话，“使意大利公
民教育走在欧洲各国前列并为欧盟所称赞”[17]。

意大利公民教育从 “非正规化” 走向 “政

策化” 的过程，也是政府主导地位确立的过程。
政府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后，虽然意大利公民教
育的 “顶层设计” 与具体落实之间存在一定的
差距，如在课时、考核、教材等方面没能严格落
实规划，但是公民教育的方向性、计划性、规范
性得以提升，公民教育的效果也随之增强。重
视政府及政策化在公民教育中的作用是意大利
公民教育发展历程中积累的有效经验。一方面，
意大利政府以政策法案的方式确立公民教育课
程的地位，这为意大利公民教育的实施提供强
有力的主体保障。另一方面，意大利政府设立
的教育目标具有层次性。如根据小学、中学、高
中和大学的特点，目标呈现出由 “成为一个人”
到 “成为一个公民” 的转变，根据不同时期的变
化，目标也呈现出由 “培养好公民” 到 “培养积
极公民” 的转变，这较好地解决大中小学公民
教育目标的衔接性问题。

（二）教育主体从“单一化学校课程”到“多

元化主体参与”

伴随着公民教育逐渐由政府主导，意大利
公民教育的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走向多
元，呈现出由 “单一化学校课程” 到 “多元化主
体参与” 的特征。

早期意大利的公民教育形式较为单一，主
要以学校课程学习的形式让学生识记宪法、法
律法规以及相关公民守则，从20世纪70年代开
始意大利政府开始调动社会其他力量参与学校
公民教育，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二战
前，意大利可以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教育，
这主要是由于天主教长期掌控着意大利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对学校的影响都十分巨大。
随着1958年 《在中学和艺术教育学校教授公民
教育的方案》 的颁布，意大利开始将公民教育
纳入国家管控范围之内，并通过学校正规化课
程予以实施。此后，通过学校课程对学生进行公
民教育，一直是意大利公民教育的主要也是唯
一形式。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单一的以学校
为主体的公民教育形式不断受到来自各方力量
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在于以学校课程为主的公
民教育，多以简单的识记和背诵相关的法律法
规、公民守则等为主，难以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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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识。为此，1973年第477号法令设立 “合议
庭”，为家庭参与学校管理提供了一个平台，这
也从法律的角度为家校合作提供保障。此后，意
大利不断丰富和创新公民教育形式，鼓励和支
持多元主体参与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实施，如
利用国家重大纪念日的契机，学校和政府合作
开展公民教育实践活动。意大利公民教育就是
处于这种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之下， 意大利学
者认为 “它远远超越了简单的社会成员与国家
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扩展到对规则的尊重以及
公民对政治、社会和公民生活的参与”[18]。

充分调动多个主体的力量、系统推进公民
教育的发展，既是意大利公民教育发展的历史
趋势，也是当代公民教育应坚持的有效经验。这
是因为单一以学校为主体的教育模式，难以满
足学生多方面的需要。此外，在互联网代，网络
虽然为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扩展空间，但
是其 “去中心化” 的传播格局导致教育者主体
性式微。“面对空间转向过程中身份断裂的危
机，重构多元主体在网络空间的身份认同刻不
容缓。”[19] 在这一背景下，推行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公民教育治理的系列政策，以共治思维形成
多元主体的互动格局，更好地规范教育的各个
环节、融合各个要素，树立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育人”的教育理念，以“共治”谋“善治”，不仅
必要而且重要。

（三）教育方法从“训练式”到“体验式”

意大利公民教育主体的多元化，引发公民
教育主体、理念、方法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在教
育方法方面主要表现为从 “训练式” 到 “体验
式” 的转变。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起步期的公民教
育主要以 “训练式” （training） 的教育方式为
主，即让学生学习宪法、法律法规、社会规则以
及如何参与国家生活 （如选举中的投票权、尊
重法律、遵守社会交通规则等） 等条条框框的
规则。如1958年，意大利政府颁布的 《在中学和
艺术教育学校教授公民教育的方案》，着重强调
让学生识记宪法、法规、公民守则等。这种 “训
练式” 教学侧重于公民规则性的行为说明，即
使有知识的阐释也仅限于解释 “做什么” 层面。

这种企图用“知识”引发“行为”的转变，以训
练而非教育的方式促使公民具备公民意识的方
法，影响着后期意大利公民教育的发展。随着经
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意大利公民教育进入发
展阶段。2010年在欧盟委员会 《民主公民与人
权教育》 的建议之下，“体验式” 逐渐成为意大
利公民教育的新方式。该建议指出，体验式教学
的目的并不是用相关公民、人权、权利等知识来
武装学生，使其掌握相关准则和技能，而是使学
生通过体验、教育的方式具备一种公民意识。
在 “体验式” 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学校积极拓展
公民教育的实践活动。无论是班级的民主管理
活动，还是家校合作模式，抑或是参加社区活
动，都是在对体验式教育理念的践行。在此背景
下，政府要求所有学校将公民教育领域的实践
活动录入 “自我评估报告” 数据库 (Rapporto di 
Auto Valutazione)，这成为积累 “体验式” 教育
经验的数据平台。

从 “训练式学习” 到 “体验式学习” 的转
变，改变了学生作为被动接受对象的地位，赋
予学生充分发挥主动性的条件。不同于注重
知识灌输的 “训练式”，也不同于机械的 “经验
主义”，“体验式” 是对实践的强调与凸显。大
卫·库伯 （David Kolb） 将体验式学习圈模型
概括为 “具体的体验—对体验的反思—形成抽
象的概念—行动实验—具体的体验”[20]。因此，
“体验式学习” 越是被广泛有力地运用，学生的
主动性就越能更大程度上得到发挥，公民教育
的实效性就越强。意大利政府为确保 “体验式”
方法的落实，采取了多种途径。一方面，意大利
政府在指导性的建议中加以规定，如在 《民主
公民教育和人权教育宪章》 中以升学分数为激
励，鼓励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并在校内校外积
极搭建实践的平台 ；另一方面，意大利积极开
发体验式教育资源，充分挖掘社会环境、宪法宣
传日、象征符号等公民教育资源，在增加学生的
“仪式体验” 过程中，强化学生的公民意识、激
发他们的内在情感以及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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