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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lents development in environmental discipline in higher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s for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Getting data from the website, after making
comparative study 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environmental discipline based on the data
sources released by universities with typical environmental discipline between China and UK, the
sources of environmental discipline, the length of schooling, the major arrangement, the education aims, the curriculum and courses arrangements, et al. were studi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sources of environmental discipline in China were departed from the right one to make environmental discipline’s development lose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re were
inspirations to reflect and learn the holistic design of environmental discipline, the education aims
interpretation, the majors or programs arrangements, curriculum and courses characters, internship mechanism and its institutional supports at university level, et al. in British universities for
China universities making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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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专门的环境学科专业化人才培养工作，是支撑国家生态文明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之一。通过网络方
式获取中国和英国与环境学科相关的一些典型高校发布的有关环境学科本科人才培养方面的一手信息，
对中英两国高校环境学科本科人才培养，在学科起源、受教育年限的学制安排、专业设置、专业培养目
标、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发现我国高校环境学科“投错了胎”导致如今的学科发展迷
失了方向而陷入狭窄的领域；研究还发现，英国高校环境学科本科人才培养的整体设计上、培养目标的
表述、专业设置的宽广性、课程特色的突出、实习机制有制度保障和完善体系支撑等方面，有值得我国
高校环境学科本科人才培养中进行反思和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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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业革命发展到今天，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矛盾。而近代，人类主要通过
环境管理，来回应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矛盾。
大自然是整体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环境管理，客观上要求统筹兼顾。然而由于人类知识和技
能专门化的缘故，环境管理注定要分部门来进行。这是个两难问题，可以称之为环境管理的体制悖论[1]。
最初的环境管理，是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应急式的环境管理，以末端技术治理为主要手段和特征；
80 年代，随着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入，环境管理转向了污染防治，即从污染物产生的源头来削减其产生
量；之后，又进一步发展为关注产品生命周期的全过程控制的环境管理，即在产品生产的全部过程中最
大限度地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都是现已被广泛接受并应用的模式[2]。这些线性管理
方式的缺陷是，定向于要素的领域，比如说水、农业或者森林，它们认为各种生态系统之间是分开的，
而不是整体来看待这些要素，它们忽视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需求之间的互相依赖，不对正在破坏生态系
统服务的一些社会群体施加各种影响[3]。为此，需要在环境管理上以一种更加全面的看待生态系统服务
和人类福利之间关系的观点来改正这些不足，专注于保持生态系统的功能和适应性，保证公正地使用生
态系统的服务，这就是生态系统管理方式[3]。这个方法也要求所有相关人员参与到综合决策、优先计划
和冲突解决中[3]。UNEP(2012)已经开始致力于推动从过去的线性环境管理向生态系统的这种系统性和网
络性管理方式的转变，从改变环境管理的区块办法，过渡到综合办法，将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森林、土
地、淡水和沿海生态系统纳入考虑之中，努力协助各国和各地区将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纳入开发和规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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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重新调整其环境方案，为优先生态系统服务融资，并使各国获得利用生态系统管理工具的能力。使
用生态系统管理方法，自然资源管理者可以辨别和分析相关利益者对系统的操纵并设计出合适的操作方
法[3]。
生态系统管理的思想及其方法，
对高校环保专业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70 年代末端治理阶段，
我国高校主要培养环境技术人才；
80 年代污染防治阶段，我国高校环境学科主要培养环境工程技术人才，
同时开始培养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经济学等面向要素式环境管理的环保人才；随着我国政府将环境保护
以生态文明的名义纳入五位一体的社会总体布局，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环境与自然保护开始转型到
生态系统管理方向，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所需要的各行各业的生态文
明建设人才，尤其是环境学科培养的专业环保人才，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社会生态文明能力建设的紧迫而
关键的问题。
本文通过研究英国主流环境学科本科阶段环保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寻求其中与生态系统管理思想
相近之处，进行吸收和借鉴，以服务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对高校环保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2. 研究方法与结果
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在本科阶段都强调专才的培养，在这一点上与美国高校强调的通才培养的特点
是不同的。因此，同样是专才的培养，中英两国高校在环境学科本科阶段人才培养的情况，进行比较研
究是可行的。
从英国高校环境学科专业设置可以发现，英国环境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起源和发展，与高等教育中
地学的学科领域渊源颇深，多是从地理学科中发展出的分支成长而成，这一点与中国环境学科的起源有
异有同。中国环境学科的起源多样化，有地学尤其是象英国一样有地理学出身的，也有化学、化工、生
态、土木工程、建筑、给水排水，农学，林业生态学，水利、海洋等学科领域出身的，来源多样化的特
点更明显。
由于英国高校环境学科的起源与地理学科渊源很深，因此，研究英国高校环境学科专业环保人才的
培养情况，能查阅到的英国高校环境学科的信息，都与英国高校地理与环境科学专业信息结合在一起，
包括英国高校环境学科专业的排名也是跟地理学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2.1. 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来源
根据英国权威排名杂志《泰晤士报》(The Times)[4]和《卫报》(The Guardian)[5]对地理与环境学科专
业的排名，这里选取了英国高校地理环境学科排名前 15 所的高校，通过各高校互联网上公开发布的学科
专业信息，从学制年限、专业设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选取中国环
境学界普遍认为的排名前 20 名的若干高校，也通过互联网发布的该校公开的学科专业信息搜集相关信息。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这些一手文本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对中英两国高校环境学科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进行
了比较、分析和研究，以获得对中国高校环境学科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启示和借鉴。

2.2. 中英两国高校环境学科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比较
2.2.1. 学制不同
在中国，除了一些医学院校和国防军事院校等特殊专业的本科学制年限为五年外，其他高校各个专
业获得学士学位一般都需四年[6]，环境学科专业的修业年限也为四年。
英国在学制年限上与我国不同。英国大学是三年的学制，学生一般完成环境学科专业本科学位并最
终获得荣誉学位需三年时间[7]。近年，越来越多的英国大学开设有四年制的本硕连读课程，完成三年制
的本科课程后，再学习一年，可以在第四年拿到硕士学位；还有一些高校在环境学科专业上，除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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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年在校学习规定课程的安排外，还有一种安排学生出国考察或在工厂实习一年的新型学制。详如表
1 所示。
2.2.2. 专业设置不同
中英两国高校本科环境学科的专业设置不同，英国地学特征明显，环境社会学专业也发达，如表 2；
中国则特征单一。
在中国，环境学科在高校设置主要集中在环境科学专业、环境工程专业、给水排水专业这三大专业
上。尽管中国高校的性质不同，环境院系名称却相似，环境院系内开设的环境专业也无差异，这是由中
国教育部学科发展目录的规定和约束决定的。此外，中国环境学科中环境社会学维度的专业，长期受制
于多种因素，发展受到严重挚肘，进展缓慢。
在英国，环境学科在各高校设置比较广泛，除了地理学专业、环境地球科学专业和环境科学专业这
三个有部分高校重复设置的专业外，还有环境与发展、环境经济与政策和环境、经济与生态这种从经济
学、政治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角度关注环境问题的环境学科专业；还有商务地理、石油地质学和
石油地球科学这种迎合社会经济与部门发展需要的环境学科专业等。环境学科中各个类别的专业在各高
校院系名称不尽相同，有偏重地理或环境名称的，也有以地球科学命名的，详如表 2。
英国各个高校环境学科除了在专业设置上少有雷同，同时英国高校会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的需要
灵活设置专业，如：东英吉利大学的气候科学专业和爱丁堡大学的气象学专业，就与全球气候变化影响
到社会和人类的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相契合；诺丁汉大学的商务地理专业和伦敦帝国学院的石油地球科学
专业迎合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各个高校的特色专业培养出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人才，在拓宽
毕业生就业渠道的基础上能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Table 1. The length of schooling in environmental discipline in British Universities
表 1. 英国高校环境学科专业的学制年限
序号

学校名称

院系

学制

1

剑桥大学[8]

地球科学与地理系

三年制

2

牛津大学[9]

地理与环境学院

三年制

3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0]

地理与环境系

三年制

4

杜伦大学[11]

地球科学系

三年制，第四年学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攻读本科期间硕士学位

5

布里斯托大学[12]

地球科学学院

三年制，第四年学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攻读本科期间硕士学位

6

东英吉利大学[13]

环境科学学院

三年制和三年制(其中一年出国)
第四年学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攻读本科期间硕士学位

7

兰卡斯特大学[14]

环境中心

三年制

8

圣安德鲁大学[15]

地理与可持续发展学院

三学年制

9

伦敦大学学院[16]

环境研究所

三年制，第四年学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攻读本科期间硕士学位

10

诺丁汉大学[17]

地理学院

三年制

11

皇家霍洛威大学[18]

地理系

三年制，三年制(第二年在工厂)
第四年学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攻读本科期间硕士学位

12

爱丁堡大学[19]

地球科学学院

三年制，第四年学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攻读本科期间硕士学位

13

曼彻斯特大学[20]

环境与发展学院

三年制

14

约克大学[21]

环境系

三年制

15

伦敦帝国学院[22]

地球科学与工程系

三年制，第四年学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攻读本科期间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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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major or program arrangements in environmental discipline in British Universities
表 2. 英国高校环境学科专业设置
序号

大学名称

院系名称

专业设置

1

剑桥大学[8]

地球科学与地理系

地理学

极地研究

地球科学

2

牛津大学[9]

地理与环境学院

自然地理

人文地理

物理与环境地理

3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0]

地理与环境系

地理学

经济地理

环境与发展

4

杜伦大学[11]

地球科学系

地理学

地球科学

5

布里斯托大学[12]

地球科学学院

地理学

环境地球科学

6

东英吉利大学[13]

环境科学学院

环境地球科学

气候科学

7

兰卡斯特大学[14]

环境中心

生物科学

环境科学

8

圣安德鲁大学[15]

地理与可持续
发展学院

地理学

化学与地质学

9

伦敦大学学院[16]

环境研究所

环境地理学

环境地球科学

10

诺丁汉大学[17]

地理学院

地理学

商务地理

中国地理研究

11

皇家霍洛威大学[18]

地理系

地理学

石油地质学

环境地理

12

爱丁堡大学[19]

地球科学学院

地理学

气象学

生态与环境科学

13

曼彻斯特大学[20]

环境与发展学院

地理学

建筑学

14

约克大学[21]

环境系

环境地理学

环境科学

环境、经济与生
态

15

伦敦帝国学院[22]

地球科学与工程系

地理学

环境地球科学

地球物理学

环境政策与经济

环境地球科学 地球物理与地质

环境地球物理学

环境地理学与
气候变化

环境科学

进化生物学

环境地球科学

环境生物学
与地质开发

自然地理
与地质学

石油地球科学

2.2.3. 专业培养目标不同
中英高校环境学科专业培养目标的比较过程中，选取双方典型大学典型专业为例，如表 3。英国侧
重兴趣、爱好和能力的培养，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国侧重知识和技能培养。
在中国，各高校环境院系的专业，其培养目标之间的差异，主要由各专业类别培养目标的差异来体
现，培养目标的设置强调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
英国高校地学环境学科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则是以知识、兴趣和能力为导向的，关注对学生的培养过
程，关注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以及终生学习的能力，没有过多地强调学生未来的就业和发展方向。
2.2.4. 专业课程设置差异显著
专业课程设置方面，英国环境学科的专业特色，主要通过课程的多样化来展现；中国环境学科的专
业课程设置则全国雷同。
在中国，高校的性质不同，环境院系名称多相似，环境院系内开设的环境专业也千篇一律，这是由
于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教育部相关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专业规范，每个专业的专业规范对全国不同
高校的环境专业的课程也都加以规定和限定。各个高校以教育部的规范为参照，所以就出现了专业和课
程设置如出一辙的现象。以环境工程专业为例，各个高校的专业课基本都包括工程力学、电工学、环境
监测等课程[28]，如表 4。
在英国，不同高校即使同一专业的专业名称相同，但课程设置却不同，选取英国三所不同高校的地
理学的专业为例，如表 5。除了布里斯托大学和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同样重视学生的实地考察和实习外，
很难发现不同高校同一专业的课程有相似之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地理学有融入经济学和政治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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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education aims in majors of typical environmental discipline in typical universities between
China and UK
表 3. 中国和英国典型高校典型环境学科专业培养目标对比
序号

大学

专业

培养目标

1

北京大学[23]

环境科学专业

培养具备环境科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
企事业单位及行政部门等从事科研、教学、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
门人才。

2

南京大学[24]

环境科学专业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能在科
研机构、高等学校、企事业单位及行政部门等从事科研、教学、环境保护和环境
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和精英人才。

给水排水专业

本专业通过学习工程力学、工程制图、微生物学、水力学、水文学、建筑给排水、
水质工程学、水工程施工、给水排水管道工程等给水排水工程学科专业课程的基
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具备城市给水工程、排水工程、建筑给水排水工程、工
业给水排水工程、水污染控制规划和水资源保护等方面知识，能从事规划、设计、
施工、管理、教育和研究开发方面工作的给水排水工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3

同济大学[25]

中
国

英
国

4

河海大学[26]

环境工程专业

环境工程专业培养城市和城镇水、气、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和给排水工程、水污
染控制规划和水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知识，能在政府部门、规划部门、经济管理部
门、环保部门、设计单位、工矿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从事规划、设计、
施工、管理、教育和研究开发方面工作的环境工程学科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5

中国海洋大学[27]

环境科学专业

培养具有坚实的数理化、英语基础，掌握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在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特别额是沿海地区环保部门从事科研、教学、
环境保护和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

1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10]

地理学专业

使学生精通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地理上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知识，成为训
练有素的地理学家。

2

布里斯托大学[12]

地球科学专业

培养学生对于地球科学的兴趣、通过国际前沿研究来积累经验以迎接未来的科学
挑战。

3

兰卡斯特大学[14]

环境科学专业

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和实验室培训而学会对现实世界的问题的知识应用。

4

伦敦大学学院[16]

5

伦敦帝国学院[22]

环境地理学专业 通过课程培养学生对环境过程的检查、测量、建模和管理的兴趣。
地理学专业

旨在培养研究技能还有雇主所喜欢的可迁移的能力。

Table 4. The major/program regul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t undergraduate level in China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sued by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parts of curriculum and course) [28]
表 4. 中国高等学校本科环境工程专业的教育部专业规范(课程部分)[28]
专业

环境工程专业

课程设置
核心基础课

核心专业课

工程流体力学或水力学
工程力学
电工学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实验
化工原理或环境工程原理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水污染控制工程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环境评价
环境工程实验
*
物理性污染控制
*
环境规划与管理

注：以上课程至少选择 5 门

注：*课程至少选 1 门

特色；布里斯托大学的地理学偏重于对地球科学的研究；伦敦帝国学院的地理学则重视对地质的研究。
这应该与这些高校地理学科的历史传承及其特色发展有关。
再如，英国约克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也别具特色，如表 6：有环境化学、生态系统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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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curriculum and course arrangement in the major or program of geography or environmental discipline in some
British Universities
表 5. 英国部分高校地理学/环境学科的专业课程设置
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0]

布里斯托大学[12]

专业

伦敦帝国学院[22]

地理学

环境、政策与社会
空间与社会分析方法
环境变化：过去、现在和将来
研究方法(环境、政策和社会)
经济、社会与空间
方位和空间分析
发展中国家发展介绍
政治地理学、政策与空间
环境科学与社会
课程 应用环境经济学
伦敦的地理位置：文化和历史地理介绍
独立研究项目
区域发展与变化的理论
政治地理学的发展
城市发展：整治、政策与规划
全球视野下的性别地理
应用位置与空间分析
环境治理
环境与发展

地质学
环境地球科学
地球科学家的计算机学
地球科学家野外生存技能的介绍
地球科学家所需的物理学和化学知识
地球成像和映射
地球生物学
矿物学、岩石学
自主开发的地质技能
野外测绘的介绍
构造地质
沉积学
地球化学
环境地球化学
地质领域的技能
独立实地项目
地质技能的独立开发
地质实地调查

动态地球
地层学和生活
地球材料
数学
化学
地表过程
构造地质
气候学
地质路线
实践课：所有的学生都要去实地考
察世界著名的多塞特郡的海岸线
三天，去了解石油页岩层之间的不
同，并作出他们的第一个地质地

Table 6. The curriculum and courses arrangement in the major of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t University of York in UK
表 6. 英国约克大学环境科学专业课程设置
大学

约克大学[21]

专业

环境科学专业

课程

地球：对环境科学的介绍

学习环境的工具和技术

环境实地项目

环境经济学

环境生态原则

当前环境科学的主题

实习课程

环境化学

气候变化

能源和环境

环境生物

应用生态学与环境管理

地球形成过程与地貌

地理信息系统

生态系统与环境

人口与行为生态学

环境科学研究项目

污染控制与废物管理

环境与健康

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

农业和环境

冰川、冰盖与气候变化

海岸带管理

森林管理

大气变化

地理形成过程与地貌这样纯自然科学学科基础的课程；也有应用生态学与环境管理、野生动物保护与管
理和海岸带管理这样偏重于政治学、政治治理的管理学学科的课程；还有人口与行为生态学、能源和环
境、农业和环境等这种侧重从人文社会学科、人类行为科学等方面开设的环境社会学的课程。
英国大学环境学科的专业，与中国的相比，各大学之间环境院系的特色鲜明，各个环境院系能传承
并发展各自院系长期积累的特长，发展出了各自大学环境学科专业特色，并通过一系列的相关课程来支
撑各自的特色。这是值得中国大学环境学科及其专业借鉴的。
2.2.5. 课程灵活性与实践课程的比较
英国学制灵活，有保证实习及其质量的实施制度体系，值得中国高校环境学科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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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环境学科专业在课程安排上，重视课程层次，各学年的课程前后递进。以布里斯托大学为例，
在地理学专业课程安排时明确提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课程是构建一个地球科学方面的大的框架，构建
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以帮助学生在第三年更理智地选择一个更有用的学习主题；一年级重基础和课程广
度，选修课从第二年开始，课程逐步转向“专”和“深”。
另外，英国环境学科的专业注重实习和实践，不管是实验室实验、工厂实习还是海外考察实习，英
国各个高校都对实践课程予以了高度重视。表 7 可见实习和实践的中英比较结果。
所以，英国高校支撑环境学科实践成行的那些配套体系、教育管理思路与教育管理机制，是值得中
国大学环境院系好好学习和借鉴的。

3. 结论：英国高校环境学科人才培养的启示
我国高校环境学科来源多样，化学、化工、土木工程、地下水、海洋、地理、地质、林业、农业等
等，源头复杂；英国高校环境学科来源相对单一，主要从地理学发展而来。从源头来说，学科源头相当
于“投胎”，它意味着一个学科的发展定位导航定向等问题。因此，首先从“脱胎”角度而言，我国的
环境学科专业“乱投胎”，导致学科发展至今迷失方向，无法从狭窄的环境工程技术口径中培养出适应
新的生态系统管理思想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宽”口径新型环保专业人才，为此，了解、借鉴国外的
一些好的做法，以拓宽我国环境学科发展的思考范围等，对我国环境学科人才培养的未来发展定位是有
益的。
通过以上中英比较研究，从英国高校环境学科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3.1. 英国 3+1 本硕连读培养模式促使我们重新反思我国环境学科人才培养的模式与方式
英国 3 年完成本科学习。学制不同是每个国家自己的特色，是长期适应本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
而形成的自身特点，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英国在高中二年级就开始督促学生逐步确定自己的兴趣方向，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紧密衔接并做整
体设计，使英国高校的大学本科教育能更快地步入专才教育的轨道上，因为学生进入大学时，已经从高
中开始有了专业方面的一些准备，而不是进入大学后才从头开始，更不是从零起步。
尽管我国高校本科阶段也强调尽快让学生进入专才培养的进程，但是，由于我国与英国高校的学制
不同，并不是英国大学环境学科里所有优越于我国高校的，都能直接照搬进来，为我所用。但是，英国
Table 7. The comparison of internship and practice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environmental discipline in universities between China and UK
表 7. 中英高校环境学科本科实习和实践课程的比较
中国高校本科环境学科的实习
与实践

英国高校本科环境学科的实习与实践

中国环境学科各专业，也有实
习和实践的要求，但是确保有
质量和内涵的实习和实践的支
撑体系的建设，就是个比较大
的挑战。而环境学科，绝对不
是“躲”在教室内、通过记背
书本知识就能培养出人才的学
科，“做中学”、“实践”和
“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些
能力，是环境学科人才培养不
容忽视的环节。

在英国，环境学科专业本科三年的学制年限，虽然时间紧凑，但在这三年中有严格的实习或实践
规定，并明确了实习或实践的内容和地点。比如，剑桥大学地理科学与地理系要求所有的学生参
加一个星期的实习活动，目的地包括：柏林、都柏林、马略卡岛、摩洛哥和瑞士阿尔卑斯山脉，
在实习活动中提交的项目作品作为第二年成绩评估的一部分；学生在三年有限的时间里参与了充
分的实践活动，提高了专业技能，为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英国高校环境学科在这三年本科生的学习时间中，有些高校的学生还有机会去国外考察和学习，
例如东英吉利大学学生有专门的出国一年再回校继续学习的机会，学生会能到澳大利亚和北美接
触环境专业的前沿领域，拓展他们的学习领域和生活环境空间，开阔视野。三年的时间，没有冗
余的课程，学生在三年之后获得学士学位，如果还想继续深造的话可以再读一年，第四年专修课
程或专攻项目，之后获得一个本科期间的硕士学位，潜心学术的学生和想早日进入社会的学生可
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读三年还是四年，这样的学制年限安排既合理又符合带有功利的某种人
性需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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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环境学科本科人才培养的整套体系及其设计，却是值得我们借鉴来用以反思我国高校环境学科人才
培养的整体设计构架的。
首先，英国 3+1 的本硕连读培养模式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个本科 3 年加海外或工厂实习 1 年的本
硕连读培养模式，带给我们的冲击与挑战是：英国高校在本科 3 年期间，怎么能有充分的时间来完成我
国高校叫嚣完不成的那些课程的教学任务 1。英国高校环境学科，在第 2~4 年的本硕连读培养阶段，是把
学生“扔”到学校以外半年至一年时间，通过“做中学”来培养本科和硕士的。这个事实，反过来要让
我们自己反思：我们大学本科四年到底教了学生什么？我们培养硕士出来，最快也不过 4+2，要 6 年，
正常的学术硕士是 4+3 的 7 年。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环境学科需要从学科整体设计上要重新反思一下，我们本科阶段到底是要
强调培养专才还是通才？通过什么环节、什么方式、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有多少课程和教学是冗余的或
不合适的，需要怎样去改革？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对各高校环境院系的访谈资料详细整理后，也许能理
出一点头绪。是本研究后期需要关注和求解的问题之一。
借鉴英国高校环境学科人才培养优越于我国之处，并不是说，我们需要照搬英国的 3+1 学制，但至
少需要我们反思一下，我国高校环境院系的那些牢骚、苦水、尴尬和超额工作量，到底是怎么来的？有
没有整合后进行“减负”的可能性？怎么才能在学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能“轻装前进”？是不是我国
高校环境学科本科人才培养的核心设计就可能是做了舍本求末的设计？是不是在环境学科整体设计之初
就做成了“抓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人才培养设计方案或培养目标设计上的本末倒置？

3.2. 英国环境学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值得借鉴
中国环境学科专业的培养以就业为导向，强调学生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并且“千校一面”都
是培养各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英国高校环境学科专业在培养目标设置中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
的兴趣爱好，侧重于培养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以及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现实问题解决的迁移能力，这些都
是我国在培养环境学科专业人才时值得借鉴的。因为，所谓的人才不仅仅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更需
要创新能力、综合决策能力、与他人的沟通交流能力，以及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生
态文明发展对转型后的环境管理思想所要求的新型生态系统管理思想指导下的环保工作对未来环保专业
人才培养提出的转型后的要求。
从生态文明对传统环境管理思想转型为生态系统管理思想的要求来看，英国高校本科环境学科人才
培养模式下培养的环保专业人才，更接近生态系统管理思想所要求的环保专业人才的规格，我国的环境
学科人才培养，距离生态系统管理思想要求下的新环保专业人才的距离，更远一些，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3.3. 英国大学环境学科专业与课程的多样化特色，及确保实习及其质量的机制，值得借鉴
中国和英国，同属历史悠久的国度，英国高校的环境学科却办出了自己高校和国家的特色，前文所
述的 3+1 本硕连读的学制上的模式就是个特色。
更突出的特色在于其专业的特色。
英国高校环境学科缘起于单一的地学领域，各高校地理与环境学科中看似名称类似的专业，特色完
全不同，课程设置的不同全面支撑了这种学科专业发展各异的特色，同时在专业特长上的历史传承，也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英国环境学科起源于地学领域，尤其和地理学的关系密切，所以英国环境
学科专业中，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背景的基础都很厚实和坚实。这一点并不与其在环境社会学领域，如
环境管理学、环境政治学、环境经济学、人类环境行为科学等环境社会学领域的环境类专业发展有任何
1

基于 2012 年 6 月——2013 年 1 月对我国 23 所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环境院系访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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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反而支撑了其在多学科基础上发展出各自特色来。
另外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培养参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的培养体系和相关支撑体系。中国高校环境
学科早已认识到“实践”对该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但我国高校环境学科普遍缺乏对学生实习机
制在体制上的保障，如果各高校环境学科都能建立起学生实习的机制，同时建立起对实习机制的支撑体
系或体制保障，并保证实习过程的这种“实践”学习有质量、有内涵地实施，是我国环境学科建设今后
要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综观英国环境学科本科专业性人才培养的情况，可以发现，它带给我们的挑战和思考是全面的，包
括学科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特色、学习时间安排、培养模式等等，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如何挑战教
育部学科专业目录带来的限制和束缚的问题上了，而是促使我们需要从环境学科内涵本身去反思我们的
环境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从人才培养目标及其学科的专业、课程设置尤其是课程的支撑体系，乃
至培养模式上，全面系统地反思我国高校环境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为未来社会所需生态文明建设
培养合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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