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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通过自然教育活动，孩子们增强了
对自然的认知，懂得如何敬畏生命。以
前，孩子们见到雏鸟，会捡来养着，鸟儿
就失去了“自由”。而现在，他们会想尽
办法在自然的环境下救护小鸟，既保护
了小生命又爱护了大自然。

有一次遇到暴风雨天气，一只白头
鹎的幼鸟掉在地上受了伤。观鸟队的同
学们发现百草园里的鸟儿没有安全的居
所，于是通过义卖筹到资金，买了鸟屋挂
在树上，鸟儿们在恶劣天气时也有个避
险的家了。学校里的八声杜鹃，一开始，
只是躲在密叶丛里，“只闻其声，从不露
面”。孩子们只是静静地听鸟叫声，从不
打扰它。现在，八声杜鹃的胆子越来越
大，不仅经常飞到还没长叶子的木棉树
上欢唱，还跟珠颈斑鸠抢地盘。爱护自
然，爱护身边的动植物，“百草园”给孩子
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也
让他们体会到每一种生命
的可贵。

以前，每年春夏交接
之际，毛毛虫特别多的时
候，为了防止毛毛虫掉到
孩 子 们 身 上 引 发 安 全 问
题，学校都要给树木喷洒
农药。但是现在，该不该
喷农药引发了师生们的讨
论。 同学们觉得，“树上
不仅有毒蛾和毛毛虫，还
有很多没毒的蝴蝶、蝉、螳
螂，如果以后看不到它们，

该多可惜呀！”以平等之心、敬畏之心对
待自然万物，老师借此机会引导同学们
在这个季节尽量不要在大树下玩耍。

在大自然中，每一个物种都相互依
存，彼此联系，人类也仅是地球生命体的
一员。中堂镇中心小学的师生，通过百
草园与自然和谐共处，对自然心存敬畏，
领悟与大自然的相处之道。孩子们知
道，扔出一个塑料袋，多用一张纸、一双
一次性木筷子，最终都会伤害到自然界
里的“朋友”，因为有了同理心，保护自然
环境成了发自心底的呐喊。

自然教育，让孩子爱上户外探究，为
他们打开了探寻真知的大门。邓燕玲
说，“学校将‘百草园’打造成生态科学探
究的实践基地，与环境教育、生命教育、
科学探究等特色教育深度融合，让自然
教育绽放独特魅力。”

《中国自然教育行业发展现状及展望》报告发布

人才、资金、扶持政策是行业所盼
◆本报记者陈妍凌

两年前，东莞市中堂镇中心小学教
师邓燕玲参加了东莞市生态环境局举办
的自然解说员培训。首次接触到自然教
育的邓燕玲被这种方式惊艳到了，原来
还可以利用身边的自然环境给孩子们
上课。

邓燕玲跃跃欲试，想要在学校推行
自然教育。想法有了，那到底又该如何
实施？自然教育的场所如何搭建？一个
个问题接踵而至。

原先，校园的绿化带、生物园都以
种植人工草坪和生命力强的乔木为主，
花木大多修剪整齐，看上去整洁美观，
但只是一片深深浅浅的绿，看不到四季
的变迁。由于校园里的物种太少，蜜蜂
和蝴蝶也少有造访，缺少了自然的“野
性”。

校园的绿化带以沙石土为主，适合
生长的植物不多。为了营造多样化的生
态环境，让校园环境更接近大自然，学校
开展了“众筹泥土”活动，给不同的植物
提供宜居环境。

经过宣传，不少学生和家长都热心
地参与进来，他们把来自各处不同的泥
土带进学校。一位霍姓家长还直接送来
一大卡车的泥，由于泥土来自不同的地
方，校园土壤多样化的改变，给不同种类
的植物繁殖提供了条件。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学校的土壤
环境得到改善。同学们惊奇地发现，碎
米荠、黄鹌菜、紫花地丁、紫云英等各种
田间常见的野花野草从土壤中冒出来。

为了丰富校园里的树种，学校又增
种了一百多种爱“招蜂引蝶”的花木。花
坛里种上了柠檬树，招来玉带凤蝶产卵，
长春花把夹竹桃天蛾养得肥嘟嘟。

学校还把原本种植草坪的绿化带，
分到各班进行种植实践活动，这样既能
调动同学们亲身参与的积极性，也能在
实践中传递自然教育的意义。

师生们有了一座“百草园”，从搭建
时的一土一木，到对“百草园”植物的养
护，同学们参与其中，接触自然，感受自
然的无穷魅力。

春分过后，播下的种子和菜苗，到了
五六月都竞相开花、结果，有西红柿、秋
葵、豆角和辣椒。植物品种的增多，引来
了蜜蜂、甲虫、蜘蛛等小动物来定居，学
校的自然生态系统逐步形成。校园从南
方四季不变的绿，变得四时花开、五彩缤
纷，体现出四季更迭的不同色彩。生物
园里还增加了两个小小的“鸟浴池”，成
群的斑文鸟、暗绿绣眼鸟常常在小水池
中喝水、洗澡。

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为学生开展自
然教育活动提供了基础。邓燕玲介绍，

“学校把自然观察纳入综合实践课程，综
合实验课上穿插着自然教育。”这既丰富
了学校的课程体系，又给孩子们带来了
不一样的体验。在老师们的引领下，“小
生物迷”越来越多。

孩子们趣味盎然地赏四时花开，探
究昆虫与花朵秘密，追踪飞羽精灵。一

只蜗牛慢吞吞地爬过，孩子们会停下来，
欣赏闪着银光的足迹；柠檬树上的一条
青虫，孩子们静静地等着它结茧，蜕变成
美丽的玉带凤蝶。不少孩子一有空，就
跑去“百草园”里观察。

六年级的吴泽涞向大家展示他刚发
现的跳蛛：“我在这里至少发现了 6 种蜘
蛛呢！”学生蔡天宇则是个“昆虫迷”，他
兴奋地说：“在校园里经常可以观察到十
几种的蝴蝶，有美眼蝶、青凤蝶、翠袖锯
眼蝶、玉带凤蝶、梨花迁粉蝶、曲纹紫灰
蝶等。”

中堂镇中心小学还成立了校园观鸟
队，目前观鸟队在学校观察记录到的鸟
类有近 30 种。“去年春天，黄眉姬鹟也来
到我们学校。它是过境迁徙鸟，会找个
食物充足的地方休息几天然后离去，当
时全校师生都轰动了！”观鸟队队长每次
说起这件事，仍然难掩兴奋的心情。

建座“百草园”，鸟儿来作伴
◆本报通讯员叶凯欣

学生在“百草园”开展观鸟活动。 叶凯欣供图

《中国自然教育行业发展现状及展望》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日前发布。由北京大学教授吕植领
衔的技术团队，对自然教育机构、从业者、目的地和
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探究自然教育行业现
状。调查表明，人才、资金和扶持政策仍是当下行业
所盼。

从业机构：急需人才、资金与扶持政策

自然教育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调研团队
对 755 名自然教育从业者展开线上问卷调查，并在
线下对若干从业者进行访谈。

结果显示，从业者以中青年为主，受教育程度
高，拥有对大自然的热情和保护自然的价值观，在收
入低的情况下仍保持对行业的忠诚度。行业目前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人才缺乏、资金及盈利不足、政策扶
持不足等问题。

《报告》指出，从业者能力的培训与提升是当务
之急。他们的素质和经验并不一致，虽然部分实践
者充满激情，但可能缺乏实践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想从事自然教育行业的人还挺多，但是没有机会学
习，承担不了过多的培训费用。”一位受访从业者建
议，多组织专业培训，且收费不宜过高。

“没有资金的支持太难了。”西北地区一家自然
教育机构负责人盼着，外界能为年轻人和优质的初
创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让他们度过起步期。一些受

访者认为，由于激烈的资源竞争，自然教育机构的生
存正面临挑战，他们建议在机构成立的前几年能得
到更多资金方面的支持。

此外，受访者反映，建设自然教育行业网络、推
动相关立法也很重要。他们认为，一个结构完善、
目的性强的自然教育网络，能为分享实例和促进行
业发展战略讨论提供平台，而 立 法 可 以 提 高 公 众
对 自 然 教 育 的 意 识 ，为 行 业 的 可持续发展创造更
多机会。

活动参与者：一二线城市居民参与
意愿高

《报告》对北京、广州、上海、深圳 4 座一线城市
和成都、杭州、武汉、厦门 4 座二线城市的 1001 位居
民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公众对自然教
育的认知度和参与意愿都相当高，受访者对其自身
和其子女接触自然的必要性普遍非常重视，超过九
成的受访者至少一个月参与一次户外活动。他们最
感兴趣的项目依次是大自然体验类（如在大自然中
嬉戏，体验自然生活）、户外探险类（如攀岩、探洞
等）、农 耕 类（如 生 态 农 耕 体 验 、自 然 农 法 工 作 坊
等）。而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课程表内容是公众选
择自然教育项目的首要考虑。

在支付意愿方面，68%的受访者认为，合理的自
然教育活动收费，应为成人每人每天 100~300 元，六

成受访者认为，针对儿童的收费也应在此区间内。
同时，与参与自然教育活动少的人相比，参与活

动多的受访者，对自然的认知和自然保护的认同度
更高。这也印证了自然教育对推动公众形成环境意
识的作用。

目的地机构：接待能力仍然有限

项目研究人员对包括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森
林公园、自然学校等目的地机构的抽样调查显示，其
中 80%以上开展过自然教育活动。大多数目的地机
构是近 5~10 年开始开展自然教育的。多数保护地
开展的自然教育活动类型不超过 4 种，其中最常开
展的是科普（讲解）活动和自然观察，行政级别稍高
的保护地（国家级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为主）开展的自
然教育活动形式则相对丰富一些。

《报告》显示，受访单位的活动对象以大、中、小
学生群体和周边社区居民为主。不过，其接待能力
仍然有限，自然教育活动能够服务的人数规模多在
每年 1000 人次以内，少数保护地机构达到了 1 万人
次以上。

现阶段对保护地来说，开展自然教育最大的阻
力是专项经费、专业人才与专业的课程活动设计不
足。因此，超六成保护地的短期目标都希望加强有
关自然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职工的相关能力，
近半数保护地渴望加强与相关机构的合作。

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哈尔滨
报道 正值候鸟迁徙季，哈尔滨野
生动物保护志愿者与相关部门执
法人员合力开展护飞行动，一起
救助被猎捕、圈养的野生鸟类。
近日，在一次巡护中成功解救并
放飞 323 只野生鸟，并依法销毁
捕鸟用的粘网和“拍笼”等工具。

参与此次联动护飞的还有呼
兰区森林公安局等相关部门组织
执法人员，行程共计 130 余公里，
巡护了松北区和呼兰区等地。一
天下来，野保志愿者和执法人员
成功解救了 323 只野生鸟，包括
黄雀、白腰朱顶雀、斑鸫、北朱雀、

草鹀雀、燕雀等品种。
在呼兰区二库酒厂附近，志

愿者发现有捕鸟现象，当场拆除
鸟网 1 片，并在树林里找到非法
猎 捕 工 具“ 拍 笼 ”等 11 个 ，以 及

“电子诱鸟器”1 台，从粘网上将
被困的数只野生鸟解救下来，与
笼子里的小鸟一起放飞。

除了野外巡护，志愿者和森
林公安民警还深入居民区开展普
法宣传，并在生态花园小区、临站
街附近及向阳路附近村屯现场查
获有人在家圈养野生鸟。经普法
教育后，养鸟人主动配合志愿者
将小鸟放飞，并依法销毁鸟笼。

行动当日共救助野生鸟323只

志愿者与执法人合力护飞

新鲜速递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刘
佳石家庄报道“打赢蓝天保卫
战 我是行动者”2019 年河北省大
中小学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主场仪
式，近日在石家庄市国际城小学
启动，各市设分会场，同步开展宣
传活动。

“热爱祖国就要从热爱祖国
的千山万水、一草一木开始，热爱
祖国就要从保护我们的空气、保
护我们的土地开始。”启动仪式主
会场上，河北省级绿色学校石家
庄市国际城小学开展的“国旗下
的 演 讲 ”引 起 了 在 场 师 生 的 共
鸣。作为系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
容，“国旗下的演讲”不仅传播了

生态文明理念，还号召广大师生
争做生态文明践行者。启动仪式
现场，学生代表还宣读了倡议书，
热情参与垃圾分类、环保主题拼
图等游戏。

据 了 解 ，“ 打 赢 蓝 天 保 卫 战
我是行动者”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期间，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将联合
省教育厅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
样的系列环境教育活动。如大学
生演讲展示，中小学生主题征文
活动等。引导学生在真实记录所
看、所听、所做、所感的同时，唤起
他们从身边小事做起、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的环保理念和自觉
行动。

河北大中小学系列宣教活动启动

从细微入手 争做践行者

湖北十堰民间河长办近日组织民间小河长在汉江沿岸开展巡河护
水行动，150 多名家长和小学生志愿者参与活动。大家沿着汉江干支
流捡拾垃圾，向周边居民宣传。据悉，今年以来，十堰民间河长办已组
织 10余次“我是民间小河长，巡河湖水我参与”主题活动。 薛乐生摄

据新华社电 垃圾分类机器
人、可替换的面霜以及氢燃料汽
车 …… 第 二 届 进 博 会 上 的 不 少

“绿色面孔”，正在成为采购团的
新宠儿。

因为垃圾分类政策落地，英
国品牌 Joseph Joseph 的垃圾桶在
天猫“618”上卖到脱销。杰膳（上
海）贸易有限公司市场经理王先
介绍，随着垃圾分类政策持续推
行，即使是价格高达 3000 多元的
高端分类垃圾桶“一个月的销量
超过过去一年的总和”，“现在进
博会上的展示为我们带来了更多
的机会，中国未来绿色环保概念
的市场潜力还很大。”

垃圾要分类，更需要源头减
量。兰蔻带来了一款“可替换”的
面霜，用完后只要购买填充装，就
可以装入原来的瓶中使用。这种

设计可以减少产品的平均包装体
积，整体重量也能减轻 39%，而通
过包装箱“拉链咬合”式的设计，
还节省了胶带的使用。

“绿色面孔”背后还出现了不
少“黑科技”的身影。

抓取、投放，在上海国家会展
中心 4.1 号展馆 ABB 展区，机器
人快速准确地将传送带上的矿泉
水瓶投入可回收垃圾桶，将面包
投入湿垃圾桶，准确度之高让参
展者赞叹。

来自澳大利亚的包装行业巨
头安姆科带来了“绿色包装”，用
镀硅技术替代传统包装中的铝箔
层，既能实现 100%回收，又可以
做成透明包装。安姆科大中华区
品牌总监陈丽丹介绍，在 2025 年
之前，企业将实现旗下所有产品
的可回收或可循环利用。

进博会上的“黑科技”

◎“众筹泥土”，让校园充满“野性”

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中心小学是位于东江之畔一所普通的乡镇小学，
可校园里有一座“百草园”却不一般。这里没有整齐划一的人工草坪，没有
园林里的漂亮花坛，园子里到处生长的是高矮不一、形态各异的野花野草。

◎观察自然，培养更多的“小生物迷”

◎有了同理心，保护自然成为自发行动

图片新闻

学生在观察蝌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