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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放眼整个欧洲，近来伊斯兰教恐慌、极端右翼分子和反民主运动此起彼伏，挪威也直
到 2011 年 7 月发生 77 人死亡的恶性案件后，才察觉到本国民主的脆弱性。本文在极端右翼
活动频发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对挪威的民主公民教育政策进行文本分析，阐述各相关政策
文件是如何对国家认同、文化多样性、社会整合加以强调的，试图探求挪威民主公民教育政策
的价值导向与核心观点，以及挪威民主公民教育可能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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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挪威民主公民教育的社会背景

( 一) 困扰欧洲的问题———经济危机、移民与多样性的冲击

目前，欧洲人主要存在两大困扰: 一是担心那些更有活力和竞争力的新生经

济体的崛起会给欧洲造成巨大冲击，民众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下降导致欧洲

的劳动力人口锐减，退休人员却持续增加; 大量移民涌入，会加剧持久性失业和

贫困问题，而且移民也不愿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二是对多样化的担心，欧洲社会

的多样化造就了欧洲文化成就的繁荣，但由于多样性问题处理不当，也造成了许

多悲剧的发生。［1］因而，欧洲陷入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他们需要大

量的移民来弥补欧洲劳动力的不足，解决生育低谷而造成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

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移民的涌入会加剧欧洲日益严重的失业和经济困难，造成

社会的不稳定和人们的恐慌。近年来，欧洲由于种族、宗教、文化和移民问题引

发的冲突频频发生，造成了大量无可挽回的悲剧，这也使得原本自诩为世界最安

全的欧洲处处充满了危机。
2011 年欧洲委员会( Council of Europe) 发布了一份针对欧洲种族歧视、宗

教和地区冲突问题频发的报告，题为《共处———多样性与自由相结合的 21 世纪

欧洲》( Living together———Combining diversity and freedom in 21st － century Eu-
rope) 。［2］报告指出了对欧洲价值观的八种威胁: 不宽容的增加、仇外主义和民粹

主义政党支持率上升、歧视行为、几乎没有权利的边缘群体、平行社会、伊斯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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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主义、民主自由的缺失以及宗教自由与言论自由可能存在的冲突。
欧洲政策的中心思想就是民主公民教育必须重视和满足少数民族与移民群

体的需要和愿望，克服参与性与普遍人权的障碍。尽管从理论上说，这些居住在

欧洲的少数族群同样受到《欧洲人权宣言》的保护，但由于缺少正式的身份证明

文件，为了逃避逮捕或驱逐出境的危险，他们常常无法寻求法律保护，而且欧洲

始终缺少解决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 二) 挪威本土———极端右翼主义抬头，反移民、反穆斯林情绪高涨

2011 年 7 月 22 日，挪威首都奥斯陆和于特岛接连发生爆炸和枪击事件，两

起事件皆为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 Anders Behring Breivik) 一人所为，造成

77 人死亡。本次袭击事件是挪威二战后遭受的最大规模袭击，也是 2004 年马

德里连环爆炸案和 2005 年伦敦爆炸案后欧洲最严重的屠杀事件。［3］据悉，布雷

维克认为挪威应当退回到一个由单一民族、白种人组成的基督教国家，穆斯林移

民或其他种族移民的进入很可能改变挪威本有的基督教特质。
利兹·菲克特( Liz Fekete) 认为，挪威的恐怖袭击应置于欧洲的大背景之

下，布雷维克的言论不断被极端右翼分子、反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和新纳粹主义

者所利用，提出伊斯兰教利用多元文化主义的阴谋不断侵蚀西方文明，而这种观

点也被新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评论家用来渲染一种怀疑主义和不宽容的

氛围。［4］欧洲反种族主义联盟主席赤尔博( Chibo Onyeji) 指出，极端右翼运动的

受害者往往是少数民族群体: 吉普赛人、黑人、穆斯林、犹太人、同性恋者等等，但

最近奥斯陆和于特岛的大屠杀证明了极端右翼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对少数民

族，而且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很大的威胁。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右翼主义狂热分

子为了消除社会的多样性，而实施暴力行为的受害者。［5］

极右翼政党有三个主要特点: ( 1) 民粹主义，即反精英和反正统的; ( 2) 独裁

或专制主义; ( 3) “本土主义”，即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结合。仇视移民是右翼

分子多年言论的主旨，在公共辩论中，他们提出整合的解释与意义就是驱逐移

民。民粹主义者声称，某些群体的文化认同，由于不符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不

能予以整合。仇视伊斯兰教是近几年右翼分子的又一个焦点，大多数成功的右

翼政党都把他们的内在的仇外心理客观化:“我们不是种族主义者，穆斯林他们

才是无法宽容的根源。”［6］

二、挪威的民主与公民教育现状

以全球视角来看，北欧国家的政治制度一直被认为是非集权化的，而以政治

一致性为主。尽管西方民主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程度的对政治与政治制度支持与

信任的下滑，但北欧国家通常被认为拥有较高的信任水平。社会资本的概念，同

样包含人际关系、制度信任以及公民参与，较高水平的社会总资本意味着相对较

低的社会冲突。［7］但北欧在这场右翼势力扩张的运动中也未免于难，这不仅从

社会政策，也可以从政治边缘的各种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情绪中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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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移民整合政策索引( Migr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Index，MIPEX) 主要对欧

盟及其他国家在促进国家平等、参与以及防止歧视等法律和政策方面进行比较

性评估。2011 年 MIPEX 研究显示，瑞典以 85 分高居榜首，挪威以 66 分排名第

七，其中在新进人口的正规政治参与方面得分较高。然而，2008 年公布的挪威

移民法( the 2008 Immigration Act) ，在家庭团聚方面强加了一些新的条件，与国

家促进社会凝聚和融合的整体政策背道而行，引起了广泛争议。
根据移民政策索引( MIPEX)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社会整合和内聚政策

中，教育是一个弱势领域，在教育领域，挪威以 63 分，位于排名第一的瑞典( 77
分) 、加拿大和比利时之后。MIPEX 认为，挪威自 2004 年开展教育改革来监测

学生成绩，并定位于满足其他文化背景的挪威学生的需求，这一论断主要是基于

2007 年挪威“教育公平的实践”( Equal Education in Practice) 这一教育战略。［8］

而且，挪威的移民可以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学习挪威语，并得到母语授课的支持。
MIPEX 声称多元文化主义教育通过国家多元文化教育中心( NAFO) 的努力，在

挪威的课程体系中得以强化。但有学者认为挪威的“多元文化教育”仅仅等同

于持有其他母语的人学习挪威语，多元文化教育意味着一旦学习者掌握了挪威

语，教育公平就实现了，同等的教育出路也随之而来，它并没有考虑其他影响公

民社会参与的障碍，在主流社会或者课程当中未提出有意义的改革建议。［9］

国际成就评价协会 ( IEA) 的一项持续性国际公民教育研究 ( 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 显示，挪威学生的成绩连续几年都排名前

列，在“民主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尽管挪威没有推

行民主公民教育的战略和明确的课程，但基于惯有的民主优势与公民教育的既

有成就，挪威当局并未意识到本国的民主公民教育有何不妥及需要改革之处。
“前任教育部长指出，当她开始筹划新课程改革时，民主公民教育并未被列入重

要或者紧急事项，IEA 的数据显示出挪威学生出色的民主素养，政界与教育界似

乎认为民主与公民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10］

在整个欧洲，存在一个广泛的共识，即民主的健康与稳定、社会的进步以及

应对后现代社会的挑战，不仅依赖于民族国家的良好治理，也同样取决于公民的

个人美德。欧洲的教育政策，尤其是公民教育政策一直是欧洲各国关注的焦点，

而挪威似乎逆潮流而行。2011 年爆炸袭击案的发生，使得挪威当局开始重新反

思国家的民主模式和社会整合政策，教育界也开始思索如何更好地推行本国的

民主公民教育。

三、挪威民主公民教育政策的文本分析

教育公平、机会均等和关注个体需要是挪威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各项教育

政策文件都是以此为基准而制定的。挪威当局认为，教育应当鼓励所有人在他

们的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具有责任感，并提供与他们的能力和兴趣相吻合的教育

与职业，而不受性别、身体机能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传统范式的影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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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政策文件的范围

由于挪威的课程体系中没有单独开设公民教育课程，具有公民教育作用的

相关课程分别是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subject) 、宗教、人生哲学与道德( reli-
gion，philosophies of life and ethics) 、挪威语( Norwegian) 以及学生委员会( Pupil
Council) 等。本文分析的政策文件涵盖了修改后的 1998 年“教育法”中的目的

条款、政府授权的相关政策文件、教育部提交议会审议的白皮书，以及国家的课

程体系。国家课程体系包括 1994 年颁布的核心课程( core curriculum) 、2006 年

教育改革中颁布的质量框架体系( The Quality Framework) 和一系列学科课程

( subject curricula) 。
( 二) 民主公民教育政策的核心内容

1．国家认同与归属感
金里卡指出社会团结不仅需要忠实于共同的政治原则，更需要一种共同的

成员感。公民必须拥有对于一个共同体的归属感，以及和同胞们共同生活下去

的共同愿望。社会团结要求公民认同自己的同胞，并认为他们是“我们中的一

员”。米勒也认为，在公民接受民主决策结果和自由正义的义务时，这种认同感

有助于维持必要的信任与团结的关系。［12］

国家认同与归属感在 1994 年《核心课程》与修改后的 1998 年《教育法》中

都得以强调和肯定。事实上，国家认同与归属感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文件都强

调了教育在形成文化认同、促进文化认同中的作用。首先，核心课程认为“个体

认同的发展是通过熟悉内在的行为方式，行为规范和表达方式来实现的，教育要

加深学生对本国和本地区传统的熟悉程度，意识到本国的历史和特色是我们对

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13］同时强调应当在全球多样化面前，建立一种国家准

则和国家认同所需的学科知识，以及基于共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的国家认同，

言外之意是“保留与加深”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质( 如语言和历史) 也有助于加

强和保持一种共同的国家认同感。［14］

“基督教与人道主义价值观”( Christian and humanistic values) 是挪威教育政

策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但不同的政策文件对此价值观的陈述不一而足。核

心课程将其解释为“宽容、尊重其他文化和传统、仁慈、手足情谊、希望和理性”;

《教育法》则解释为“尊重人格和天性，知识自由，仁慈，宽恕，平等，团结，植根于

人权但却出现在不同的宗教和信仰中的价值观 ”等等。［15］《教育法》重申了教育

是开启世界之门的作用，让学习者将“历史与文化”明确定位于“基督教与人道

主义价值观”。［16］“基督教与人道主义价值观要求和促进宽容、为其他文化与传

统留有余地。他们支持法律规则和民主陈述作为平等的政治参与和辩论的框架

……我们的基督徒和人文主义的传统将平等、人权和理性置于首位。”［17］

在多宗教、多种族和多民族的多元认同共存的情况下，挪威却选择了一条将

多元文化认同趋同化、单一化的道路，教育政策过度强调基督教的价值和教义，

将“基督教与人道主义价值观”视为国家教育最直接和最明确的根基以及主导

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将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信仰排除，为日后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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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宗教冲突埋下了诸多隐患，所以如何加强其他宗教和其他文化背景的挪威

儿童的归属感是考验挪威民主公民教育的一大挑战。
早在 1997 年，一些具有其他宗教信仰的父母，在挪威和国际法庭上提出诉

讼，认为挪威强制的宗教课程( 基督教) 与宗教自由的原则相悖，挪威的宗教课

程由此受到了挑战。2004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裁决，挪威义务教育阶段的强制

性宗教课程未能以“中立和客观的方式”表达，挪威的“宗教、知识与道德教育”
可能带有歧视性，建议重新审视课程的执行和豁免程序。在 2007 年欧洲人权法

庭的裁定后，挪威对这一宗教课程进行了修改，①并重新修订了 1998 年《教育

法》的相关条款。联合国与欧洲法庭的裁决，支持了非主流文化群体的父母以

及儿童的宗教信仰自由，支持他们在尊重和培育多元文化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

的权利。这些判决间接地挑战了挪威国家认同单一性以及无条件接受基督教特

质与教育的假设。
2．社会团结与内聚力的加强
公正不能简单地定位于“无差别”原则和制度之中，这种无差别的原则和制

度会给某些特殊群体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忽视了某些边缘群体的利益。如果国

家制度无法承认和尊重这些群体的文化与认同，即使他们的公民、政治和福利权

得到了尊重，受损的利益群体仍然缺少一种归属感和团结感。
自 1992 年，挪威政府连续颁布了三个反对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的行动计

划，《2002 至 2009 行动计划》考虑的歧视群体是: 移民、萨米人和国家的少数民

族群体。挪威教育政策的核心课程强调对于其他文化与宗教认知的需要，提出

“培养一种对不同于主流人群的平等价值与团结的认识，以及对人类充满冲突

的历史的认识”是团结与公平的前提。［18］社会科学课程涵盖不同宗教与不同文

化之间的关系、歧视与宽容等。其实，历史上挪威一直对萨米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有着制度和国家层面的歧视，甚至 1942 年曾驱逐挪威的犹太人等。但各科课程

内容并没有涉及挪威过去的歧视行径，对宗教歧视的历史只字未提。
自 2006 年起，挪威的政策文件建议学校有义务应针对三种不同群体的学

生，通过多种方式来加强学生的归属感和社会的凝聚力: 一是有挪威文化背景和

认同的挪威人; 二是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或者其他文化背景的挪威人; 三是拥有

其他文化与语言的少数民族、新人、移民群体、讲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生。挪威的

教育理念是，第三类学生应当形成一种“挪威认同”，在一种承认其他文化、种族

与宗教信仰的环境中逐渐习得挪威人的特质。
挪威的相关政策文件突出了在多元文化社会“学会共处”所需的知识、价值

和技能的重要性。但这些知识和价值是从“基督教与人道主义传统”中提取出

来的，而技能则是公民参与民主进程所必备的、在面临不同文化时进行合作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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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冲突的能力。由于新移民暂时还不能认同和分享“基督教与人道主义特质”，

这就需要进行必要的学校社会化，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民主生活。他们确信

挪威语是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键，学习挪威的语言与文化是认同形成所必需

的。
对于挪威的土著人群———萨米族( Sami) 来说，政策文件对萨米族的语言、

文化和教育有特别的规定和保护。核心课程以及其他文件都明确阐述了保护萨

米族语言与传统的责任，“这类遗产必须得以保持，以便使它在萨米人的学校中

得以发展和继承，从而强化萨米人的认同和我们对萨米文化的共同认知”。［19］但

保护萨米文化的责任主要在于萨米族人，并未对主流社会的责任详细阐述。当

然，主流学生也会学习萨米语言、宗教、文化与文学作品，这些是挪威语、宗教与

伦理学和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根据欧洲委员会 1995 年《关于保护本国少数民

族的公约框架》，挪威对于少数民族语言与传统具有保护责任，除萨米族外，还

有卡文人、犹太人、芬兰丛林人、吉普赛人等。
挪威语境下的“多元文化主义”更多地指向移民群体，教育政策要求新移民

必须掌握挪威语，了解和遵守挪威的风土人情、法律制度等，尽快融入挪威本地

文化，形成一种挪威认同，这体现了一种社会和文化整合的单向性，而这在挪威

的课程体系中体现地淋漓尽致。挪威的教育政策忽视了多元文化主义应当是一

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即挪威人也需要向新移民学习，并利用丰富的语言、文化资

源来丰富挪威的社会组成、学校文化和课程设置。挪威人对多样化的认识仅限

于一种对他人的抽象尊重，在课程设置、学校管理、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并没

有真正体现所谓的多元主义与兼容并包。
3．国际主义与多样化的发展
挪威有种天生的保守性与排外感，他们并不重视与遥远的陌生国家发展一

种团结互助的伙伴关系，甚至与北欧邻国也要划清界限。曾经一度被丹麦、瑞典

王国统治的挪威，在赢得独立后，政府和民众对这种来之不易的独立感和认同感

尤为珍惜，他们渴望世人对挪威的尊重和认可，这大概也是挪威的教育政策再三

强调国家认同的重要原因。但随着世界主义观念的影响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挪威意识到青年人在发展挪威认同的同时必须具备一种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

这不仅是为了响应欧洲委员会促进全球教育的号召，更是发展本国经济、政治和

文化的需要。因而，在挪威的教育政策中多次提及发展国际主义意识。
( 1) 国际主义意识

核心课程强调，“国家要保持一个全球共同体中富有创造性的成员”，教育

不应当是一种排外的民族主义，而“必须促进民主、国家认同和国际意识。”［20］核

心课程包含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观点，至少声称“国际化是挪威认同的必然趋

势”。国际主义意识也是社会科学、宗教和伦理的课程目标之一，挪威语言与文

化被置于一种国家、北欧和国际的环境中，世界宗教、多元化的历史与现在，以及

超国家的宗教组织都是宗教与伦理课程的一部分。［21］在社会科学中，学生学习

挪威的国际作用与国际地位，以及“国际合作、恐怖主义、冲突与冲突管理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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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工作”。社会科学课程与宗教与伦理学课程中都含有世界主义的成分，他们

强调普遍的人权和儿童权利。
总体来说，尽管核心课程已经意识到不同文化背景的挪威人代表了社会和

文化的多样性，而与他人的共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发展宽容与尊重，而不仅

仅是为了团结。但本土的挪威人仍是社会的主流群体，尽管公众也日益意识到

挪威是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但教育政策的表述是“我们”和“他们”，而不

是全球公民教育。［22］

( 2) 多样性与社会整合的张力

在挪威的政策文件中，对于多样性的强调与社会团结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

力。这种张力在教育目标和学会共处所需的技能与知识中得以陈述，但并没有

在课程体系和学生的学习结果中予以强调。［23］

一方面，文化与价值的多样性被视为一种丰富的资源和值得珍惜的财富，所

以教育应当“关心我们的国家特质和本地传统来保护多样性与独特性，来积极

迎接其他外来文化，从人类的多样性表达和从差异中学习找到乐趣”。这是一

种对多样性的去政治化的理解。宗教与伦理学课程的目标就是培养对不同宗教

和信仰的认知、尊重与宽容。质量框架则指出，发展学习者的“认同、道德、社会

和文化能力，以及理解民主与民主参与的能力”是学校教育的核心。［24］各个学科

的目标设置上也分别强调了对人格、人权、多样性的尊重和维护。
另一方面，文化多样性也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在多元文化社会，“道德

标准可能是一种冲突的来源”，多样化价值观只要不违背“人权与基督教与人道

主义价值观”，就是可以接受的。这里挪威主要采取了一种规范的而不是文化

相对主义的态度，人权高于文化，人权与基督教价值观的强有力的连接意味着基

督教价值观可能高于其他宗教。在挪威的教育政策中，似乎除了基督教，其他宗

教宣扬的价值观似乎都与国际人权的标准格格不入。［25］

4．民主价值观、知识与技能
民主社会的基础就是公民支持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新

生代必须学习如何让民主继续、并学会以各种方式参与社会。学生委员会主要

是帮助学生理解民主，发展他们参与民主和成为积极公民的能力。通过群体的

活动以及在决策过程和影响中的参与，培育学生独立表达观点的能力，以及协同

合作的意志与能力。［26］

宗教、人生哲学与道德课，主要为了让学生熟悉不同的宗教、生活哲学与道

德观，而后理解生活，形成跨宗教信仰与跨文化的意识与认同。通过鼓励学生与

具有不同世界观的学生对话，从而深化对宗教价值观、一般意义上的人权和人类

道德基础的相互尊重。课程涵盖基督教义、其他世界宗教和生活哲学、道德与哲

学主题等。但基督教知识仍是这门课的主要内容，［27］再次彰显了挪威教育政策

中在国家认同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博弈。
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对基本人权、民主价值观与平等的理解与

信仰，并鼓励积极公民与民主参与的观念。这一课程通过历史、地理、环境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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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教学来鼓励发展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深化对个人与社会关系、民主及多样

性的理解和认识。［28］

四、小结

挪威是一个有着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拥有极其丰富的社会资本，民众对于

政府、社会、他人的信任度都相当高，社会就是挪威民主公民教育最有效的讲堂。
挪威的民主公民教育更像是一种整合性课程，覆盖教育的各个阶段和众多学科。
尽管如此，挪威的民主公民教育政策内部存在不少矛盾之处，在教育政策价值取

向与内容设置方面，教育政策倡导教育公平、机会均等，但课程内容设置上过度

突出主流文化和主导价值观; 政策导向是积极倡导和鼓励多元文化的发展，但针

对移民的文化整合大多是单向传输、缺少互动; 教育政策倡导关注弱势群体的需

要，但少数族群的权利诉求和利益在政策中却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和维持。
另外，从 IEA2009 年的报告可以看出，挪威学生的高分仅限于在民主知识

与技能方面，而在对待外来移民的态度上，表现差强人意，［29］因而，盲目推高挪

威学生的公民素养和能力是片面的，对挪威民主公民教育的评价应从社会民主

传统、公民社会、家庭影响、学校教育等方面综合来看。从上述分析来看，挪威当

局并未给予民主公民教育以足够的重视，缺少推行公民教育的具体战略与行动

计划，而且在其相关的民主公民教育政策论述中，尤其是包容性、民主性和多样

化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对其他宗教信仰与文化的尊重与推崇，对弱势群体

的包容等，远不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开放和民主。总体来看，挪威媒体及民众对

于移民群体、穆斯林的态度显得有些消极，如何引导民众接受多元文化主义的现

状，如何建设更具包容性的民主国家，如何促进挪威人与外来人的和平共处，如

何更好地推进挪威的民主公民教育，应是当前挪威需要慎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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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growing concerns about Islamophobia and far － right and anti － democratic
movements across Europe． Norway’s vulnerability was not perceived until the July 2011 attacks
happened in Norway in which 77 people died．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education for democratic citi-
zenship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both of extreme right political activity happened nationally and inter-
nationally，considering ways in which it supports the national identity，cultural diversity，social co-
hesion，seek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core content and weaknesses of education for democratic citi-
zenship policies in No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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