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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台 市 中 小 学 环 境 教 育 现 状 的 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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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烟台 中小学 环境教育 的现状 ,并 针对现状

特点提出烟台市中小学环境教育的发展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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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青少年人口数 (5～19 岁) 约占 总人口 的 43 % ,对他
们进行相应的环境教育 ,提 高他 们的 环境 意识 ,使其具备解决环

境问题的技能 、技巧 ,对烟台市经济 、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我
们对烟台市一中 、三中 、二中 、四中 、五中 、七中 、八中 、十中 、金 沟

寨中学 、幸福中学 、十四中以及南通路小学 、毓璜顶小学 、建昌街
小学 、珠玑小 学采 用了 问卷 及口 头回 答的 形式 进行 了调 查 ,了解

了烟台市中小学环境教育的现状 ,并 对此 做出 一个 全面 的总 结 ,

从而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以提 高中 小学 师生 的环 保意 识 ,让全

社会都来关心 、支持环境教育 。

1 　现状调查分析

1. 1 环境教育的管理 与组 织情 况
(1) 将环境教育正式列入教育教学计划开始 的时间 。我国

环境教育的时间 分段 与环保 工作 的发展 阶段 相适 应 。从 1973

～1983年为我国环境教育工作的起步阶段 ;1984～1990年 为发

展阶段 ;1991 年至今 为发展 新阶段 。本次 调查 结果 表明 ,调 查
的学校中只有烟台二 中在 1984～1990年 间将环 境教育 正式 列

入教育教学计划 。
(2) 学校教师的培训情况 。学校环境教育中教 师起主导作

用 。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 在指导 学生学 习活动中 选择 、开发适
当内容 ,运用 、创造适当 方法 。因此 ,教师 自身的 环境意 识对环

境教育目标的实现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
在被测学校中只有一中 、三 中的 领导 参加 过培 训 ,毓璜顶小

学对辅导员 、后勤人员也进行过培训 ,但培训内容较少 ,面较窄 。
无论是重点学校还是普通学校 ,均无 环境 教育 的专 职教 师 ,教师

的环境知识水平较低 。可以说烟台市整体的环境教育管理与组
织处于随意性状态 ,没有制度化 、规范化 ,没有正式的教学计划 。

1. 2 课内外环境教育 情况
(1) 专门环境 教育 开设情 况 。无专 门的 环境教 育选 修课 ,

所有学校开展环境教育都是在相关学科的教学或课外活动中 。

(2) 中小学进行环 境教育 主要 渗透课 程情 况见表 1 ,表 2 ,

表 3 :

表 1　小学环境教育主要渗透课程比例

小学课程 自然 地理 品德 社会 语文 科技 劳动

比例 ( %) 25 21. 4 17. 9 17.9 10.6 3.6 3. 6

表 2　中学环境教育主要渗透课程比例

中学课程
地

理

生

物

化

学

物

理

语

文

劳动

技术

人口

教育

比例 ( %) 51. 9 20. 2 15. 9 2.5 4.5 2.5 2. 5

国家 教委 在 1987 年 、1994 年颁 布的 相关 学科 的教 学大纲

中明确规定 ,对中小学 生进行 相应的环 保方面 的教育 。烟 台中
小学现行教材中都涉及到 环境保 护的内 容 。但是 ,由于教 师环

境教育意识淡薄 ,只是作为一般性知识进行传授 ,学生也只能机
械地接受 。因此 ,环境教育的渗透质量较差 。

表 3 　环境教育形式的效果排序

形 　　式
课堂

教学

渗透在

各科

组织

参观

录像

教育

定期

讲座
其它

第一格排列 17. 2 % 65. 5 % 13. 8% \ \ 3. 5 %

第二格排列 3. 4 % 13. 8 % 55. 2% 27.6 % \ \

第三格排列 10. 3 % 6. 9 % 6.9 % 44.8 % 24.1 % 6.95 %

从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出 ,环境 教育效果 最好的 形式是 渗透
式教学 ,其次为 组织 参观 ,排 在第 三格 的为 用录 像进 行环 境教

育 。以目前烟台市中小学的 实际情 况看 ,环境教 育主要采 用的
是渗透式的 教学 ,而组织参观 、用录 像教学 、定期讲座 这些形式

则极少 。主要是因为 :第一 ,多数学校升学压力大 ,学生负担 重 ,

教师任务多 ,没有多余时间和精力 ;第二 ,缺少资金 。
(3) 开展环境教 育活动 的情况 。开展 环境教 育活 动 (如爱

鸟周 、环境日等) 是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让学

生走出 课堂 ,走入 社会 ,通 过多种 多样 的形式 如参 观 、调查 、演
讲 、宣传 、竞赛等 ,参与解决当地环境与发展问题 ,这样可以在实
践中提高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与责任感 。

在所调查的重点小学中 ,如南通路小学 、毓璜顶小学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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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一些环境教育的活动 ,诸如 ,植树节绿化 、街头宣传 、环保演
讲 、清洗路牌等活动 ,一般小学这样的活动则很少 。中学中除了

植树节植树外一般没有其他形式的环境教育活动 。在所调查的

学校中 ,仅烟台一中 在学校 宣传栏 中贴有环 境方面 的内容 。而
开展环境教育活动的学校大部分搞的都是临时性的活动 。

在被调查栏“你校 曾开展 过那些 环境教育 活动 (如爱 鸟周 、

地球日等) ?”,绝大多数的 答案为“日 常大扫除 等”,可见 教师对
环境教育的概念认识 比较模糊 ,只理 解它狭 义的一 面 。从面上

讲 ,学校 所关 心的 只是 校园 内环 境 ,只有“小我 ”,没有树立起“大

环境”的概念 。
表 4 　开展环境教育活动的主要原因

原因 上级的布置
本校有关领导

教师自发组织

本地存在严重

环境问题

其他部门的

宣传帮助

比例 ( %) 50 16.7 8.3 25

从表 4 的统计数字来 看 ,学 校开展环 境教育 的主要 原因为

上级的布置 (50 %) ,其次为其他部门的宣传帮助 (25%) ,本校有

关领导教师自发组织仅占 16. 7 % ,最后为本 地存在严重 的环境

问题 。可见 ,学校 领导 的积 极性 、主动性不强 ,缺乏 应有 的热情 ,

环境教育意识淡薄 。

总的来说 ,课 内外 环境教育 情况不 容乐观 :无教 材 ,课堂环
境教育渗透质量差 ;环境教育活动少而简单 、目的不明确 。

1. 3 开展环境教育的 条件
(1) 必要的教学设备是开展环境教育活动的 物质基础 。从

表 5 可以看出 ,可满 足教学 需要的 学校 只占 20 % ,几 乎没 有环

境教育教学设备的学校占 36. 7 % ,有一些但 无法满足教 学需要
的学校占 43. 3% ,后两者相加为 80 %。教学设备属于教学的 硬

件部分 ,教师授课需进行试验 ,学生需要场所 、仪器进行实践 ,否

则所获得的知识只是抽象 的理论知 识 ,不能转 变成自己 真正可
以消化的知识 。缺少设 备 ,主 要由于 资金紧 张 。由此可 见当地

政府 、教育部门基本上没有进行投资 (表 5) 。

表 5 　环境教育的设备情况

设备 较齐备 可满足教学
有一些 ,满足

不了教学要求
几乎没有

比例 ( %) 6. 7 13. 3 43. 3 36.7

(2) 中小学开展环境教 育 ,离不开 社会 各方面 的支 持和帮

助 。
表 6 　对环境教育支持帮助的部门

部门
教育

部门
环保局 科协

受污染影

响的居民

团委和

少工委
没有

比例 ( %) 36. 6 14. 6 2. 4 0 17.1 29.3

对学校进行环 境教 育给 与支 持 、帮助 的前 三 位是 :教 育 部
门 、市团委 和少 工 委 、环保 局 。没 有 支持 帮 助 的占 29. 3% (表

6) 。环境保护是关系全社会的大事 ,社会和学校应相互配 合 ,紧

密联系 。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 ,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 ,

更为重要的是着眼于 未来改善 中国的 环境质 量 。因此 ,进行环

境教育更需要全社会的支 持和帮 助 。近几年 来 ,烟台市政 府及
社会各界对环保工作投入了很大的财力 、物力和人力 ,不断作宣

传 ,大力治理污染 。但却 忽视了不 应忽视 的具有 巨大潜力 的一

支力量 :学校教育 。
1. 4 环境教育的效果

环境教育的效果能够真正 反映出 课堂教 学 、课 外活动 以及
学校整体环境教育工作的质量 ,体 现了受 教育者在 环境知 识与

技能 、环境道德觉悟 、参与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积极性与能力的提
高 。我们用被测学校学生对 环境教 育及活动 的反映 ,教师 对环

境教育及活动的态度来反映其结果 (见表 7) 。
(1)被测学校的教师认为有 46. 7 %的学生 对开展环 境教育

及活动反映积极 (包括很感兴趣和较感兴趣) ,持冷淡态度的 (不

感兴趣)占 6. 6% ,一 般反映 的学生占 46. 7%。对 于问 及“你校
若组织爱鸟周 、环境日等环境教育宣传活动 ,你的态度如何 ?”大

部分学生表示愿积极参加 。由于现在学校环境教育活动形式单
一 ,内容 枯燥 ,即使学生 有内在的激 情 ,也 缺少必要的 引导与激

发 。
表 7 　学生对进行环境教育及活动的反映

反映 很感兴趣 较感兴趣 一般 不感兴趣

比例 ( %) 16. 7 30 46.7 6.6

(2)教师对环境教育 及活动的 态度较 之学生 的态度对 环境

教育有更直接的影响 。
在调查中 ,30%的教师 态度是 积极的 ,较 学生 的低 ,60 %的

教师持一般 、无所谓的态度 (表 8) 。
表 8 　教师对环境教育及活动的态度

态度 积极参加 一般参加 不太参加

比例 ( %) 30 60 10

总的来说 ,目前烟台市中小学环境教育处于一种非制度化 、

非规范化 、非经 常化 状态 ,还 没有 一套 比较 完善 的教 学活 动体
系 。

2 　开展环境教育对策

2. 1 将环境教育正式纳入教育教学计划中

环境教育作为一门新兴课 程被广 大学校 师生所接 受 ,必须
统一规划 ,纳入教 学计划中使 之制度化 、规范化 ,能克 服各级领

导同广大师生普遍存在的环境教育是“份外事”的可有可无的思
想 ,增强对环境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同时 ,学校对环境教育要有

布置 、有检查 、有总结 、有 考核 ,要由专 人负责 管理 ,使之持 久地
开展下去 ,成为经常性的教育 。

2. 2 更新观念 ,增强环境教育意识

有关部门及学校领导 、教师应转变观念 ,深刻认识到开展环
境教育的必要性 。要充分认识到环境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 ,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广播电视 、报纸等媒体
的宣传 ,结合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 ,增强环境教育的紧迫意识 。

3 加强培训 ,提高教师环境教育素质
各中 小学 校要把 培 养兼职 环 保师资 作 为近阶 段 的主要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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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所有教师 (包 括学 校领 导)都参加培训 。培训内容应包括发
展环境科学理论知识与实际技能以及环境教育理论与方法两方

面 。培训目标应当是使教 师能够 根据环 境科学原 理 ,阐明当前
重要环境问题 ,分 析并 能参 与解 决烟 台的 环保 与发 展问 题 ;主要

应掌握渗透式教学的方法 和技能 ,使之 在环境 教育中起 主导作
用 。

2. 4 课堂教学应实施 渗透 结合 模式
渗透型模式是以一种 特定的方 式 ,把 关于环 境教育 的内容

和技能有效的结合 ,引入现 有的课 程 。这种方 式既容 纳了相关
的环境问题的内容和 技能 ,又保持了 现有课 程的完 整性 。它具

有三方面的优点 , (1)不需要增加学时 ,不 加重 学生 的课 业负担 。
(2) 环境教育是跨学科教育过程 ,它的本质要求以许多现有学科

的基本知识 、基本 技能 为基 础 ,环境教育的价值判断策略和环境
道德培养与政治思 想课 程以 及其 他社 会科 学课 程的 要求 相贯

通 ,彼此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因此 ,开展渗透式教学有着充分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 。(3)环境教育在相关科目中进行渗透 ,不会降

低原有的课程的教学目标 ,还会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 。
目前 ,中小学教育正 处于由 应试教 育向素质 教育的 过渡阶

段 ,同时由于资 金上的限制 ,采用 这种方式具 有很强的适 用性 ,

能充分发挥渗 透式 教学 的三 大优 点 。但应 注 意各科 目 间应协

调 ,各科 教师 应分 工合作 ,有整体 计划 ,保证 渗透质量 。课堂教
学中应多放映录像 、幻 灯片 等 ,使学生通过这些形象的画面形成

感性认识 。
2. 5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环境教育要使学生掌握环 境保护 方面的 基本知识 ,更 要提
高学生参与解决实际环境 问题的 能力 。因此 ,开 展中小学 环境

教育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既重视学习知识 ,又重视开展课外
的实践活动 ,使中小学生从小就培养起积极的“参与意识”。

2. 6 争取社会支持 ,改善办学条件
社会各界应该帮助学校进行环境教育 。政府以及一些企事

业单位应提供开展环境教育及活动的经费和场所 。环境教育只
有在配备了必要的教学仪器 、教具 ,增加了相应的教材及阅读材

料的条件下 ,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
(编辑 :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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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I TUATION OF
ENVIRONM ENT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HIGH SCHOOLS

OF YANTAI CITY , SHANDONG PROVINCE

Zhao L ingl i ng　Zhang Xi nchang 　Yao L ibi n
(Cit ies and Resources Planning Dept . , Zhongshan Univ. ,510275)

Abstract 　The paper analases the current si tuation of envi ronment education inprimary and high schoolsof Yan2
tai ci ty , and at the same time ,putsforword the development policies.

Key Words　envi ronment education ;penetration2combination model

全国交通用地构成 、面积及比例

交通用地 面积 (亿亩) 比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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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0. 20 24.3

农村道路 0. 57 69.0

民用机场 0. 0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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