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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人道法：公益理念进校园的典范

学生的人道法学习作品 青岛出台的 7 个文件

在“XXX 从孩子抓起”这句
话深入人心的当下，让机构所致
力的事业及其理念进入学校，是
很多社会组织的愿望。 但要实现
这一点并不容易，“探索人道法
项目”用十年时间走出了一条较
为成功的道路。

从 2005 年开始实施， 截至
目前已经有包括北京、上海在内
的 10 个省（区、市）近 800 家学校
引入了探索人道法课程。 实施项
目不到 3 年的青岛，已经覆盖了
全市 10 个区市、78 所学校。

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
中国红十字总会联合实施的项
目，探索人道法课程究竟要传播
什么样的理念？ 他们又是如何让
项目进入学校的？ 对于想要进入
校园的公益课程又有哪些可以
借鉴的地方呢？

使命：
推动机构理念传播

10 月 28 日，青岛二中。一堂
观摩课正在进行中。

来自北京十九中的李静老
师向学生们提出一个问题：见到
校园欺凌你会怎么做， 围观、走
开、加入，还是制止？

短暂的思考后，10 名学生选
择了走开，8 名学生选择了围观，
4 名学生选择了制止， 没有人选
择加入。

李静并没有对孩子们的选
择作出评价，而是告诉他们这些
问题没有唯一正确或真正简单
的答案。

随后，李静让孩子们根据自
己的选择组成小组，就选择的原
因及利弊进行了讨论。

这是一堂看似普通的观摩
课，但其实并不普通：它不是学
校课程体系里的内容，也不是班
会、思想品德教育，而是“探索人
道法”课程中的一节———旁观者
的两难困境。

而听课的则是参加当日举
行的 2016 年“探索人道法”项目
经验交流会的，来自北京、上海、
天津、内蒙古等 12 个省（区、市）
探索人道法核心师资，以及教育
部门、红十字会、试点学校的相
关负责人。

这一课程来源于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合作，共同为 13 至 18 周岁的青

少年设计的一项全球教育项目。
“在全球范围内， 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已经支持 60 多个国家
开展了这一项目。 项目自 2005
年起在中国试点并开展，已走进
了 10 个省（区、市）。 ”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合作
主管诸葛罗素表示。

“宣传国际人道法、 红十字
运动基本原则是我们的使命之
一，这是在中国红十字会章程里
列明的。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青
少年与志愿服务处副处长张灏
强调。

关键：
与教育主管部门合作

虽然相对于一般的公益机
构， 红十字会系统显得较为庞
大，但与教育系统毕竟是两个系
统，将人道法推广到学校并不是
那么容易。 参与项目的各方均表
示，实施这一项目，无论如何离
不开教育行政系统的支持。

“我来听课就是要弄懂探索
人道法课程的内容， 有什么意
义，好回去说服教育厅领导。 没
有他们的支持， 进学校是很难
的。 ”陕西省红十字会的一名工
作人员表示。

作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
一，张灏则表示：“我们的项目都
是要求当地红会和教育行政部
门一起申请，以地区为单位开展
试点的。 ”

而一旦有了教育行政部门
的支持，项目的实施进程便会大
大加速。 这一点，青岛的表现尤
为突出。

据青岛市教育局副局长姜
元韶介绍，青岛试点探索人道法
项目自 2014 年启动以来，市、区
两级红十字会和教育行政部门
密切配合、共同推动，已在青岛
连续开展了三期探索人道法师
资培训班， 累计培训了 10 个区
市 78 所学校的 83 名项目师资，
实现了项目区市全覆盖。

此外，青岛市教育局和青岛
市红十字会还联合就项目出台
了 7 个正式文件。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离
不开探索人道法课程与当地教
育理念的契合。

一方面， 为了加强素质教
育，所有的学校都被要求开展地

方课程、校本课程。“与其我们自
己到处找东西，不如用探索人道
法现成的课程体系。 ”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高级
项目官员叶英华曾碰到一位参
与项目的老师这样说道。

另一方面，青岛作为重要的
港口城市，目前正在推进教育国
际化的理念，而探索人道法课程
的国际视野毋庸置疑。 2016 年，
青岛市教育局将探索人道法项
目列为教育国际化工作推进的
重点项目之一。

只要找到公益理念和教育
系统的目标一致的地方，得到认
同也就不是那么难了。

重点：
为授课老师打开大门

进入学校只是第一步，要想
把课程开好，离不开授课老师的

工作。 培训和支持就成了探索人
道法项目实施的重点。

“师资问题是项目推进速度
的关键因素。 探索人道法教育没
有大量的知识记忆，没有给定的
标准答案， 没有传统的考试，实
施的是探索式教学，老师能不能
上好课是个问题。 ”张灏强调。

据张灏介绍，在 2014 年至今
的 3 年时间里，已经连续支持北
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
等地开展师资培训班 16 期，培
训探索人道法师资 526 名；开展
师资研讨班 1 期， 经验交流会 2
期，参与人数 341 人次。

来参加培训的既有思想品
德或政治教师，也有德育科目以
外的任课教师， 还包括心理教
师、体育教师以及校医等。

试点以三年为期， 第一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中国红十
字总会作为项目发起方会提供
全部的资金和培训技术支持，第
二年会提供部分资金和培训技
术支持，第三年则只提供培训技
术支持。“目的是使项目能够真
正在当地可持续发展。 ”张灏强
调。

在培训之外，最近几年项目
还每年举行经验交流会，让老师
们可以到一起交流教学方法及
各地经验。

老师们经过实践已经逐渐
成长起来。 此次交流会上，来自
上海的朱弘、 青岛的孙华莹、总
会的陈书功就获颁了项目培训
师证书。

“像上海这样的已经可以自

己做培训了。 ”张灏表示。
有了老师，还要有课时。 这

一点并不容易，并不是所有参与
培训的老师在学校里都正常进
行了探索人道法教学。

大多数老师都是在学校的
选修课、拓展课上带领学生学习
人道法课程，课时有限。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把原
来课程的 36 课时压缩为 8 课
时、12 课时。 ”张灏表示。

目标：
让学生在课程中成长

无论是红会、 教育行政系
统，还是学校、老师的努力，最终
还是要落实到学生。 对于这门不
属于升学必须的课程，学生们接
受吗？

北京文汇中学的陈立新老
师就表示：“人道法课程不属于
中考课程， 在重视中考的学校，
学生们自己也不重视，课堂上容
易出现嬉笑、散漫的情况。 ”

融入学生日常生活成为老
师们的共同选择。 上海鞍山初级
中学的万锐老师表示：“学生生
活中免不了会有冲突，了解人道
主义，形成规则意识是十分有必
要的。 ”

对课程的本地化改造成为
一种必然。 小组活动、课本剧、游
戏等教学形式都被鼓励用于教
学。 朱弘老师就带着学生设计了
一款“探索人道法”飞行棋，帮助
玩家了解人道规则的游戏。

上大课、讲知识的简单形式
是无法起效的，要想将公益理念
融入学生认识中，就必须把它当
一门课程去研究。

更重要的是，知识不再是唯
一目标， 培养学生思辨的能力、
丰富的情感成为重点。“通过别
具特点的教育方式，不断拓展学
生对世界的认知、锻炼学生的能
力、影响学生的态度、丰富学生
的情感体验，在长期的潜移默化
中对学生未来发展产生影响。 ”
张灏强调。

姜元韶则认为：“通过开设
探索人道法课程，帮助青少年树
立了‘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的
理念， 引发了他们对时事的兴
趣，使他们能从人道视角去观察
和思考国内国际的各种事件，并
激发了青少年对于社会的关注，
鼓励其参加社区活动并帮助易
受损群体。 ”

这些效果已经显现，万锐就
欣喜地发现：“很多孩子都变得
很暖。 ”

青岛二中的学生的表现同
样突出，他们中有在网上发起众
筹给家乡修路的；有跟随外派的
父亲前往缅甸救助难民，回到学
校后在“探索人道法”课堂上分
享经历的；还有利用暑假前赴尼
泊尔参与当地人道服务的……

循着探索人道法项目的实
施路径，希望有更多机构的公益
理念课程进入校园，真正实现公
益慈善从孩子开始培养的目标。

青岛二中的学生们在上探索人道法课

教师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