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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学学校校布布点点规规划划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紧密配合土建工程，已经形成了系统、客观的学校布点规划

方法。由 GBEP 提出的选址规划的创新部分有：用当地开发的打分公式来决定优先权给

哪些学校，以减少非技术人员的干预；对于公式中的诸多因素及其权重（例如：学校的

偏远程度、危房的破损程度、失学儿童数等）大家取得共识；通过这些数据，并结合判

断，用透明的方法来选择需要土建资助的学校。 

由于这种方法是利用有限的资源支持那些 需要的地区，所以很有生命力，是一个

值得进一步推广的好方法。附录 1中按步骤详细地列出了由该项目形成的这种方法的技

术指南。 

 
 

77    校校舍舍维维护护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的在预防性维护方面的相关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些可能很

有价值的经验。本章将要介绍这些经验，此外还要介绍一些国际实践方面的见解和相关

资料，以鼓励政策制定者、规划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努力在这个重要的领域取得更多成

绩。希望提出的这些可行性想法和方法能有助于提供更多解决的方法或者激励更多的想

法。 
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预防性维护为什么如此重要。预防性维护涉及到一些费用问

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很可能是非常节约成本的。预防性维护能帮助建筑物延长使

用寿命，它推迟了昂贵重大修缮的时间，及时地预防和补救性的维护也意味着一些小的

缺陷能够很快修复，并且成本低廉，而不至于酿成需要更多财力的重大修复问题。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在土建工程的设计阶段就应该对有效的预防性维护做出前瞻

性的考虑： 
 

一些设施的设计应该同时考虑建筑材料能否就地取材并依靠本地的技术力量。恰当地使用
当地材料可降低成本，并且能够帮助当地居民认同已完工的建筑物，有助于他们后期参与修缮

和维护。使用人们所熟悉的工艺应该也有助于降低成本，并同时简化维护1。 
 
保证这些考虑付诸实践的办法之一就是使用一种系统性的调查，调查结果以“资源

图”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调查有助于确定在当地有什么样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还

能够帮助确定在当地是否有具备相关经验和熟悉当地情况的建筑师、工程师和商人。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对学校建设方法的诸多原则都很敏感。 
 
     有必要对以下三种不同类型的维护下一个定义： 
• 日常清扫：这是全体师生的责任。它包括打扫教室、冲洗厕所、清理排水沟的落叶

等。 
• 周期的预防性维护：比如定期给门窗涂漆、检查并加固松动瓦片、清理残破瓦片、

给门窗的铰链上油等。 
• 当小的缺陷和问题出现时及时修复：从破窗户到滴水的水龙头，再到墙体的裂缝，

都要及时修复。 
 
                                                 
1  RICE, David; SIBBONS, Mo; SMAWFIELD, David; and WAKEHAM, Nigel (2001) Report of a Scoping Stud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Planning to Education Strategies (London, D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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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实践表明，留出工程初始建造成本 0.5%~2%经费用于土建工程每年的修

缮和维护是比较合理的。 
        下面是一些关于将上述原则在实践中应用的指南： 
 

在发展中国家里，找到能用于维修的经费可能很困难。即使有了，当面临财政困难时，通
常也会首先把这块砍掉。使社区对当地教育设施拥有所有权并参与维护，对减少维护费用及保
证建筑的使用寿命是很关键的。公众的参与可以募集到一部分资金，或者提供劳动力和所需材
料。这样的参与也会使公众对教育设施更多的关注和主人翁意识，自然也就有责任去维护。如
果社区能接受，那么项目就应该考虑给学校教职工和社区群众提供一些关于维护的培训，例如
编辑一些简单的维护手册供学校和社区成员使用。在学校和社会参与的维修过程中存在的一个
问题是，让不懂维修技术的人来承担这项工作。 

作为向校本管理转变的工作之一，不管由谁出资，校舍的维护都应该由学校负责，并由学

校和社区共同实施。所有的学校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维护经费(并尽可能得到社区的支持加以补

充)。怎么使用这部分资金就是学校的责任。学校的员工（和学生）及社区群众应该接受基本的
维护技能的培训，而且还应给他们配发维护手册。遇到学校和社区不能解决的维护问题，要制

定解决方案，比如，借助于当地的工匠；当遇到较大问题，还得向教育主管部门报告2. 
 

GBEP 所用方式的核心就是把学校的维护问题及需要同学校发展计划的制定联系在

一起。GBEP 项目学校用来编制学校发展计划的统一格式的手册中，也列上了关于学校

维修项目的表格。这些表格有助于建立预先计划的程序，分析所出现的问题，解决问题

的办法以及行动计划。学校发展计划过程中的参与性的实质就是，学校为之服务的社区

将极有可能加入到管理和资助学校维修的活动中来。下页的左边的照片是一所学校制定

的学校发展计划的一页，在这张表中把预防性的维修方案勾划出来了。 

来自学校发展计划中的一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关于维

护活动计划的例子 
公众责任：这所学校通过公告板向社区公布即将实施的

校舍维护方案，这是另一个极好的实施案例 

 
有一所 GBEP 学校，创造性地建立了公众参与制度，校舍维护方案被定期地公布在

教室山墙上的布告板上，其中包括资金来源（见上一页右边的照片）。校长说：“我必

须兑现那些承诺了的活动，否则无法向社区群众交代。” 
这个做法应该得到大力推广，事实上，这正是有关决策者们和高层管理者们所希望

建立的制度。或许，所有学校都应该在山墙上的布告板上都应该画上一个固定的校舍维

4 

                                                 
2 RICE, David; SIBBONS, Mo; SMAWFIELD, David; and WAKEHAM, Nigel (2001) Report of a Scoping Stud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Planning to Education Strategies (London, D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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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方案表格，要求学校把未来几个月中将要实施的维护承诺用粉笔公布在里面，使得整

个社区都能看到，并给予支持。 
具备可操作性的维护手册和指南对于开展和支持有效的维护计划能起到重要的作

用。 
 
        附录 5 搜集了一些有用的相关国际资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编，而不用

从一张白纸开始开发维护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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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中中英英甘甘肃肃基基础础教教育育项项目目其其它它相相关关干干预预活活动动  

在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里，还有其他的革新和干预活动，它们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a)对改善学习环

境有贡献；(b) 对其它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有广泛的参考价值。本章对这些内容作了介绍，

如下所列： 
• 教室特点 

• 辅助用房 

• 宿舍 

• 双层床 

• 卫生保健 

• 太阳能供热 

• 照明 

• 专用通道 
 

下面对以上各点依次进行介绍。 

88..11    教教室室特特点点  

有关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为教室提供课桌椅、教学资料、储藏柜以及展示设施等方面的考虑，前

面几章从其使用价值和改善教学环境的重要作用出发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三点干预措施值得在此一

提：窗户尺寸的改变、第二块黑板的提供、与教室讲台相关的发现。 

88..11..11    窗窗户户  

传统的标准窗户设计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教室中更大的窗户 

 



为孩子们建设学校：学习环境的变革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的经验及延伸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的经验及延伸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对教室窗户的尺寸作了诸多改变，教室南面墙上开设大窗户，尽可能多地吸

收阳光和热量。而北面开设小窗户，保证足够的采光和 小的热量损失。这些大窗户创造了一个更加明

亮的学习环境。这项改进在教师中得到广泛认同。 

 

6 

88..11..22  黑黑板板  

 

一个很好的黑板使用范例：左图所示为教室前面

的黑板，右图所示为后面黑板 

在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学校的教室中，前方和后方都设置了黑板，这样可以增加教师的教学和展

示空间。教室前面的黑板较低，以便学生能够使用黑板。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创新，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

迎。 
教室后面的黑板也可充分用于展示空间。后面的黑板还有一个潜在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支持多年级、

多层次或分组教学模式，具体见附件 2 的讨论。 

88..11..33  讲讲台台  

讲台位于教室前面的黑板下，用混凝土或砖建成

的突起平台（如右图所示）。它的主要目的是提升黑

板的位置，以便坐在后排的学生能更加清晰地看到黑

板。同时，能让小学生在黑板上写字时没有困难。在

教师采用正式的黑板教学方式上课时，讲台能让教师

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还有其它的潜在用途，比如

用作学生表演的舞台。由 GBEP 设计的讲台有一段增

加了宽度，可用来放置讲桌，且给教师提供了观察整

个教室的更好角度。 
这些都是设计讲台的积极方面，它的优点远远多

于缺点。然而，这里也有必要指出它的缺点。GBEP
提供的讲台强化了传统说教性的教学方法。教师的位

置固定在教室的前面，显得更加权威。在教室前面设

置讲台似乎在表明教师讲课所处的位置就应该在教室

的前面。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正如附件 2 中讨

论的那样。 
讲台的造价也是考虑的一个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多的教室提供了讲台，而并没有提供储藏柜

或展示台。评估组在访问过程中，向教师们提出了如下问题：假如有一堆砖可以利用，你是愿意建讲台，

还是愿意建储藏柜或展示台？在所有情况下，老师给出的选择是他们更愿意利用这些砖来建造储藏柜或

展示台。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建设了不同尺寸的教室。评估组的观点是当教室的长度不超过 6.6 米时，教

室后排学生看黑板的问题并不十分突出，所以讲台并非那么必需。这时，前文所指出的很多潜在缺点就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土建学校的讲台，请注意到它的

加宽的部分用来放教师的讲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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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多于其优点。此外建造讲台的资金还可以被用作其它更好的用途。在九米长，或者更长一些的教室里，

提供讲台的理由或许更加充分。然而，更合适的、性价比更好的、更加灵活的解决方式是提供轻便式讲

台，讲台只有 1 平方米大，15 厘米高。当需要的时候可以使用它，同时可以移动到其它的位置。如果有

必要，还可以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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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2    辅辅助助用用房房  

 
辅助用房是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为每个土建学校

提供的硬件设施的一部分，它也是大多数维修更新学校进

行补充的一部分。所有的辅助用房的一侧都有一个黑板和

一个突起的讲台，以便辅助用房可以用作教室或用于其它

用途。 
辅助用房作为一个通用性比较强的房间，完全根据学

校的意愿使用。根据需要和优先使用性，辅助用房对学校

学习环境的全面提高起一定的作用。 
实践已经表明辅助用房是一种有用的资源。在很多学

校，辅助用房已经发挥了多种功能。它能灵活地提供服务，

例如可以用作图书馆、教具储藏室、会议室和展览室。然

而，在 大限度地利用辅助用房的程度和学校是否有一个

清晰的安排（如何使用辅助用房）之间似乎存在很大的关

联，其中包括有一个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使用辅助用房的时

间表。因而，学校管理者、督学或者教育行政官员应该鼓

励学校确定辅助用房的用途，并制定合理利用的时间表。 
 

一个典型的辅助用房 

88..33  宿宿舍舍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在学校里建造平房作为教

师宿舍，优先供女教师使用。通常每个宿舍安排 2 个

人住，且兼有办公室的功能。 
为教师提供宿舍的这种投入被认为明显提高了老

师的生活条件，鼓舞他们的士气和能动性，使他们能

够更好地留在学校。相信一个心情愉快的教师有可能

会把书教得更好。因此，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学习环境

有很大的潜在影响。 
甘肃的很多学校非常偏僻，对于没有宿舍的老师

来说，每天要在路上花很多时间，这与他们能否按时

到校、工作积极性如何都有联系。此外，与上班路途

遥远密切联系的安全问题对于招聘女教师并让她们稳

定下来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宿舍条件的改善使得

招聘女教师、留住女教师这一工作变得容易多了。这

不仅是从教师角度出发考虑公平问题，而且女教师对

于吸引女童入学、让女童留在学校学习都提供了重要

的角色示范作用。 
提供教师宿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且对招收女教师、增加女童入学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

别的地区，它作为一项教育策略也可能是适用的。 

一个典型的辅助用房 
注意课桌和宿舍如何作为教研室/办公室。 

88..44  双双层层床床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为初中提供双层床，作为回报，学校免收寄宿女生的寄宿费用。这些学校的

生源面很广，如果要长距离奔波走读，对于学生出勤和按时到校都有影响。而且因长距离奔波而筋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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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的学生，会处在一个不好的学习状态。出于文化习俗和安全的考虑，这个问题对于女生来讲更加突出。

提供双层床可使得需要长距离奔走的女孩子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家。 
这种投入的长远效益仍旧需要进一步评估。然而，

项目已有证据表明，如果目标明确的话，为女生提供双

层床确实是颇有价值的策略，能提高偏远地区初中女生

的入学率和保持率。同样，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的这

一经验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推广，有助于在世界其它地区

借鉴这一试验性的改革。 
 
 
 
 
 

积石山县一所初中女生宿舍里的双层床 

8 

88..55    厕厕所所  

 
右面图片所显示的是 GBEP 实施前在甘肃许多学

校能看到的厕所的类型和状态。传统的厕所是一种“露

天的坑”,它需要“高维护”，主要是因为粪便需要经

常用土层加以覆盖，以便减少臭味、苍蝇及疾病传播

的风险。 

项目之前的厕所 

在项目土建学校，设计建造了一种通风性较好的

干坑厕所，坑位大约按学生人数的 1/20 至 1/25 的比

率提供。厕所的提供已经成为整个设计的一部分，它

的目的是让学校质量更好，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更舒适

的环境，以此对学校的吸引力、激励性和学习氛围产

生积极的作用 
GBEP 的设计方案目的在于改进传统的公共厕所

设计。垫土的粪坑与一个抽气管连接起来以便驱除臭

味。采用了封闭的粪坑，以减少苍蝇飞进去进行繁殖

和传播疾病的可能。 
项目在提供厕所的同时，还设计了一些配套的子项

目，意在提高人们的卫生、健康和环境意识，并在实践

中改进这些方面。（见 8.7：健康、卫生和环境）。 
这种新的方法带来了许多新的认识。在一些地方厕

所使用得很好，而在其它一些地方，需要根据当地的气

候条件作进一步改进。此外还有习俗方面的因素，一些

农民认为从封闭粪坑中得到的没有定期掺土的纯粪便

不适合当肥料，从开放式厕所得到的定期掺合了土的粪

便更适合。 
尽管细节上有种种问题，但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

的一个 大的成就就是对于鼓励创新、主动尝试新事

物，这体现在项目的所有方面。项目县的土建工作人员

现在对于新想法更加开放，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发

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进一步的实践寻找更好的解决方

法。 

88..66    供供水水设设施施  

在一些 GBEP 项目县，由于干旱的气候环境，学校供水是一个长期的突出困难。在

一些县，问题极其严重。 

这是一个典型的项目厕所，请注意，为了省砖，厕

所的墙体和围墙共用。白色的瓷墩设计为放置洗手设施

（见下面的“卫生”），但在这所学校，却未如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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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在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们来说，饮水和洗漱是人的基本需要。增加供水可以使

学校打扫得更干净，并且可以通过种植和浇灌树木花草来美化校园。这也为引进或培育

蔬菜果园提供了可能性。有效地增加供水也能对教学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有了水

就可以在艺术课上画画，还可以用水做科学实验。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创建对儿童友好的

学校，改善学习环境。 

 

因此，该项目为学校引进或改善了供水

系统。根据不同的水文地质条件，采用了不

同的技术方案。这些方案包括使用泉水，井

水，地窖蓄水(以地下储水窖的形式)，还有

些是铺设管道，从已有的邻近供水系统向学

校送水。在多数情况下，项目提供了较完整

的解决方案。但在一些严重干旱地区，项目

的实施减轻了供水的短缺，但是并没有完全

解决问题。 

 
水窖——收集从教室屋顶流下来的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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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7  健健康康、、卫卫生生和和环环境境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在提供硬件设施的同时，也注重软件的巩固，例如，通过制定政策和培训模

块以期更好地使用厕所和供水设施，并更深刻地理解硬件设施提供背后的本质原因。 
例如对健康和卫生的考虑，帮助人们更好认识厕所新设计的理念、用厕后洗手的重要性，以及保持

厕所卫生与健康的关系。 

GBEP 还推广使用肥皂的健康理念，引导人们关注一

些卫生常识。比如，国际上所普遍认同的概念“正确的

洗手（用肥皂）能减少 43%的腹泻病”。 

为了支持和鼓励洗手，项目在所有厕所外修建了瓷

砖面层的台座，并在上面配备了带有水龙头的不锈钢水

容器以及洗手盆，如右图所示。 

提高环境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校园绿化，以及保

护不可再生及稀缺资源等联系起来的。比如，通过寻找

木材使用量较小的校舍设计方案，并积极鼓励使用太阳

能等，这些创新性的尝试被证明是十分成功的（详见

8.8）。 

项目在有关健康和卫生方面的一些经验能为政策制

定者、计划者、管理者提供进一步革新的参考。可以理

解的是，学校在提高卫生和健康的实践上效果参差不齐。

在许多学校，有一些非常好的做法，并且显示了良好的可持续性。但在另一些学校，其反应是不尽人意

的。 

 

推广洗手设施在实践上被证实是非常困难的。尽管提供了洗手设施，但是没有被使用，主要原因有

以下三个方面： 

● 因为害怕物品被盗，不锈钢水容器和洗手盆没有放在洗手台上。 

● 一些学校十分缺水，特别是一些极度干旱的地区。尽管这个项目已为供水做了些投入，但还是不

能为洗手设施定期供水。 

● 学校员工没有从主观上接受洗手设施对健康和卫生的作用，很明显这需要进一步的培训健康和卫

生知识。 

每个厕所外的洗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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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可以看到当学校教师充分认识到这个项目所倡导的洗手的重要性时，他们能做些什么。我

们所走访的一所学校，GBEP 没有给这所学校配备洗手设施，但他们接受了 GBEP 提供的培训，他们创

造性地用很低的成本自行制作了洗手设施。（如下图所示） 

 
这个特别的解决方法给项目一些启示：这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或许给资源更少的其它项目提供了一

种更适合的选择，旧汽油桶相对便宜而且来源很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解决方案所用的设施不但

成本低，而且体积较大，不易搬走，也可以减少被盗的顾虑。 

和政县一个学校自建的一个低成本的洗手设施，这个学校的创造性和

充分利用资源的精神值得推崇 

8.8 太阳能热水器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为学校引进太阳能热水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项目学校目前用太阳能热水器

烧开水，以保证饮水安全。 

在甘肃，许多孩子整天待在学校，他们依赖学校提供开水。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通过提供烧开水

设施推动两个基本条件的建设：促进健康和改善基本条件，将学校建设得对儿童更友好。此外，通过提

供太阳能热水器这一特别的技术手段，达到另外两个目的：减少费用和保护环境，从太阳能热水器获得

的热量是免费的，并且不产生像燃烧化学燃料那样会引起环境污染。 

从下列两张图片可以更容易理解太阳能加热器的基本原理。通过贴了镜面的抛物线形反射板，将太

阳照射的热量集中到一个焦点，把水壶或锅用金属支架放在这个焦点上就可以烧水。 

太阳能加热器受到普遍的欢迎，所有的学校每天都多次使用。它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它

可以在晴天里很快地将水烧开，并且设计得很耐用。在其整个寿命周期中，太阳能加热器毫无疑问可以

证明是一项可以节约成本和利于环保的投入。 

在偏僻农村引入太阳能加热器带来了重要的社会效应。它的推广已经对更广泛地利用可再生资源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这些地区能做些什么提供了示范，它还使学生以及学校所在社区的人们的环境意识

都得到了提高。 

两个正在使用中的太阳能热水器：用壶烧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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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9  照照明明  

GBEP 在教室里安装了电灯。这个投入 大的变化是使教室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例如晚上或其它

不上课的时间。 

考虑这个重要作用是非常有益的。在甘肃省，或者更广泛地说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天当中除了

正常上课的时间外，教学设施通常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果把周末和节假日也考虑在内，每年的许多

天里这些设施并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教育回报。这些昂贵的教育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许多发达国家已经逐步意识到这种现状，并想

尽办法使这些资源在教育、社会、商业方面得到更

有效的利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欠发达国

家一方面还没有财力为自己的国民提供受教育的机

会，另一方面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如何更有效地利用

已有资源。 

换句话说，对于中国或世界上其它地方的教育

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来说，一个主要的挑战把学校

不仅仅看成是学校，而是更广义的公众教育资源。

但这不是很容易达到的，更复杂的机制因素制约了

教育资源的双重和多重利用，这也不难理解。 

和许多其它国家一样，在中国正式学校和非正

式教育在教育部门内部由不同机构分管，它们有不

同的拨款途径和职责划分。如果共同使用一个建筑

物，谁将支付暖气费、电费和设施维修费？谁将对

安全负责？谁将拥有建筑物的产权？等等。 

解决上述问题有一定的困难，但一些 好的国

际实践表明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在白天，教学设施发挥正常学校的功能；在晚上，它们将作为成

人教育或资源中心，或者社区其他非正式的形式使用。这样做不仅仅带来经济效益，带来更多的投资回

报，而且为学校带来教育和社会效益。教育设施的多重利用将学校和社区的联系更为紧密。 

总之，在教室里安装电灯虽然增加成本和运行费用，这部分经费也可能用作其它需要和优先选择的

建设内容。因此，需要对这部分投入的理由给出恰当的证明。或许给照明投入设定一个先决条件，是把

资源充分利用的 好方法，即要求学校明确目标，制定明确的计划，在不上课的时间里如何有效地利用

资源，甚至获得一些商业收益。通过上述方法，灯光的发展效益是巨大的。 

 

在项目中学校提供的照明电灯使发展教育

及社区使用建筑和设备的可能性大大提

高：这也加大了投资的回报 
 i  

88..1100  专专用用通通道道    

项目土建学校的斜坡通道 
 

GBEP 努力使学校可以接受身体有残疾的学生，主要

通过修建斜坡通道和其他设施如在厕所内设置扶手等

为残疾学生提供方便。这个投入直接体现该项目所倡导

的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主要目的是为弱势群体创造更

多的机会。过去，在甘肃的学校设计中没有考虑过为残

疾人修建通道；因此，我们希望该项目的这部分投入将

有助于提高机会平等的意识，这是以前所没有考虑到

的。 

这些在实践中的确看到了效果。举例说，虽然没有

证据显示残疾人坡道已经发挥了作用（残疾学生没有轮

椅是 大的障碍），但项目提供的这些坡道从物质上提

示人们在有条件时关注坡道问题。人们的认识提高了，

设置这类残疾人通道就会成为今后设计的一种习惯做

法。 

 

 



为孩子们建设学校：学习环境的变革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的经验及延伸 

 

12 

99  成成本本和和效效能能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在改善学习环境方面所做的尝试获得了高度评价。因为它所引起的改变是巨

大的，许多人趋向于假定项目的投入太高，如果没有外部资金支持，仅靠政府的常规拨款是负担不起的。

然而，正如后面表 9.1 和 9.2 所示，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该项目在硬件设施方面的大部分新尝试的花

费只是比“正常”花费略高。 

例如，建造教室的费用，单位造价大约比当地认同的标准高出 14%，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加上全程

监理体系，增加的总费用大约是 15%. 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是，成本较高的建筑的代价可以用更长久的

使用年限来补偿（预期可以使用 40 至 50 年）。 

如在第二节所提到的，新的六边形课桌和椅子的花费生均 70 元人民币，而标准课桌的价钱是生均

61 元人民币。有必要再次强调一遍，如果大批量生产新型的课桌，形成一定经济规模，那么这个差异会

更小。 

将影响教室学习环境的所有建设内容合计起来，表明每个教室的总费用刚好低于人民币 30,000 元，

如表 9.2 所示。这表明，除了建造费用的其它费用大约是每个班人民币 3,400 元。在工程的整个使用寿

命期间上，平均每个小学生不超过人民币 100 元的投资。 

我们还可能从人们感觉到的硬件设施的投入与其效用之间的关系上获得一些认识。2005 年 6 月 25

日在一个评估专题研讨会上，将项目的利益相关者代表分成四个小组，请与会者首先按效用给硬件设施

排序，再按直觉的造价排序。与会的利益相关者分别是县土建监理人员、土建规划人员、项目办公室官

员及校长等方面的代表。 

表 9.3 总结了这个活动的结果。证实大多数与会代表一致肯定了教室的提供对改善学习环境方面产

生的影响 大。紧接着的是宿舍、厕所和课桌椅的提供所起作用较大，这些都是成本比较高的设施。因

此，成本和效益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你所投资的就是你所得到的”。 

然而，关于其它硬件设施，也出现了很有趣的成本效益比关系模式。与其造价相比，快乐校园活动

的作用被许多与会代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会代表还认为在教学资料方面投入的回报率比许多其它设

施更为显著。被认为投入回报率较低的有围墙和辅助用房等设施。尽管研讨会从成本效益角度揭示了各

种不同的硬件设施的一些相对价值关系，但需要特别强调，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也并不只限于参加这次

研讨会的代表，都认为 GBEP 所有的硬件设施都是合理和必要的，对实现该项目改善学习环境的目标起到

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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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GBEP 与其它项目的土建工程单位造价比较 

项目 GBEP 单位造价 其它项目单位造价 备注 

标准设计屋顶 550 元/m  
2

480 元/m  
2 四县年度平均值 

轻型试点屋顶 560 元/m  
2 未做 

人工费略高于普通教室，

康乐县提供 

太阳能试点 800 元/m  
2 未做 康乐县提供 

教室 

带活动室的教室 570 元/m  
2 未做 另加设施 

辅助用房 550 元/m  
2

480 元/m  
2 四县年度平均值 

厕所 580 元/m  
2

550 元/m  
2 四县年度平均值 

挂镜线 
费用已包含在教室

建设费用中 
未做  

讲台 
费用已包含在教室

建设费用中 

费用已包含在教室

建设费用中 
 

储藏柜（教室里的） 
费用已包含在教室

建设费用中 
未做  

黑板 
费用已包含在教室

建设费用中 

费用已包含在教室

建设费用中 
 

标准矩形（双人

课桌） 
123 元/个 与左侧成本相似 省级采购  

课桌 

(不含 

凳子) 

半六边形(每个

桌子提供 3 个座

位) 

216 元/个 未做 省级采购 

水窖 5000 元/个 4000 元/个 东乡，积石山县提供 
供水 

供水管道 3 元/米 (Φ32) 与左侧成本相似 四县平均值 

快乐校园 2000 元/校 500-2000 元/校 四县提供 

女生双层床 
540 元/架 

(有 2 块床垫)  

410 元/架 

(无床垫) 
省级采购 

围墙 220 元/米 180 元/米 
四县平均值,但 GBEP 有

更高更坚固的围墙  

太阳能灶 167.5 元/个 未做 近年采购平均价 

煤炉 
106 元/套, 估计

每天耗煤 20 公斤 
与左侧成本相似 近年采购平均价 

冬季教室采暖费用 5 元/天/教室 5 元/天 四县估算平均值 

 

近似兑换率（2005 年 9 月的数据） 

 

1 英镑约合 15 元人民币 

1 美元约合 8元人民币 

1 欧元约合 10 元人民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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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小学土建和教室设施投入 

主要内容 比例分配和价格（元） 

每平方米的造价

（元） 

每个教室的平均

面积（平米）: 

每个教室的平

均造价（元） 

每个学校的平均造

价 

(以 5 间教室为例)
3800 间教室 

550 48 26,400 132,000 

每个班级的书籍

数（册）: 

每本书的平均价

格（元）: 

每个班级的平

均费用（元）: 

每个学校的平均费

用（元）: 1,367,173 册书 

360 3.12 1,121 5,604 

每个班级的桌椅

（套） 

每套桌椅的平均

价格（元） 

每个班级的平

均费用（元） 

每个学校的平均费

用（元） 
3800 间教室的桌

椅 
25 70 1,750 8,750 

每个班级的煤炉

（个） 

每个煤炉的平均

价格（元） 

每个班级的平

均费用（元） 

每个学校的平均费

用（元） 煤炉 

1 106 106 530 

每个班级的书架

（个） 

每个书架的平均

价格（元） 

每个班级的平

均费用（元） 

每个学校的平均费

用（元） 书架 

1 450 450 2,250 

每个学校的建筑和设备的总造价（以五间教室为例）： 149,134 元 

每个教室的建筑和设备的总投入： 29,827 元 

 

近似兑换率（2005 年 9 月的数据）： 

 

1 英镑约合 15 元人民币 

1 美元约合 8元人民币 

1 欧元约合 10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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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主要硬件设施的成本效益排序 

 
根据临夏研讨会上项目地区利益相关者的小组评估结果 （2005 年 6 月 25 日） 
 

符号说明: 
                             效能与花费相当= 

                             效能远远高于花费= 
                             效能低于花费= 

性价比高 

性价比非常高 
性价比不太高 

人们预估的费用高于效

益 
人们预估的效益高于花

费 

第一组 

(监理人员) 

第二组 

(土建规划员) 

按效能/重要性排序 按费用排序 按效能/重要性排序 按费用排序 

教室 教室 教室 教室 

宿舍 宿舍 家具 宿舍 

厕所 厕所 厕所 厕所 

家具 辅助用房 宿舍 辅助用房 

辅助用房 围墙 辅助用房 围墙 

围墙 体育设施 教学用具 家具 

教学用具 家具 体育设施 体育设施 

水的供应 女生双层床 煤炉 水的供应 

快乐校园 水的供应 快乐校园 女生双层床 

体育设施 教学用具 女生双层床 教学用具 

女生双层床 快乐校园 水的供应 快乐校园 

煤炉 开水 开水 开水 

开水 煤炉 围墙 展示设施 

展示设施 展示设施 展示设施 煤炉 

    

第三组 

(州县项目办官员) 

第四组 

(校长) 

按效能/重要性排序 按费用排序 按效能/重要性排序 按费用排序 

教室 教室 教室 教室 

宿舍 宿舍 家具 宿舍 

厕所 厕所 厕所 围墙 

快乐校园 辅助用房 快乐校园 厕所 

体育设施 围墙 宿舍 辅助用房 

围墙 家具 围墙 家具 

家具 女生双层床 体育设施 体育设施 

女生双层床 体育设施 教学用具 女生双层床 

煤炉 教学用具 辅助用房 水的供应 

教学用具 水的供应 水的供应 教学用具 

水的供应 煤炉 煤炉 快乐校园 

开水 开水 开水 开水 

展示设施 快乐校园 展示设施 煤炉 

辅助用房 展示设施 女生双层床 展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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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 

学学校校布布点点规规划划：：详详细细的的技技术术指指南南  

在这篇附录中，考虑到对学校布点规划的广泛兴趣，列出了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在学校布点规划

中的详细技术指导。在实施当中每一步的具体指南如下（指南中涉及的具体表格，有兴趣者可向 GBEP 项

目办公室索取）： 

步步骤骤：：  

    在学校开始建设之前，必须先完成学校的选址规划。实施这个规划的目的是为确保新建学校和现有

学校的扩建和重建符合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的总体目标，即增加项目县 贫穷孩子的入学机会及接受

教育的平等权利。 

 

    学校的选址规划应遵循下面的形式： 

 

 A：画出每一所学校所在地区的地图，地图要展示现有的村庄、学校和当地的地理特征，如道路、

河流等。 

 B：县土建规划人员汇编这一地区每个村庄的人口资料，以贫穷/偏僻指数为评判标准给学校排序。 

 C：评定这一地区所有村庄已存在学校的基础设施条件。 

 D：通常权重系数给倒塌/危险建筑物以优先权，并考虑少数民族人口数，目前学校的入学率和失

学率等等。 

 E：按照以上步骤产生出一个按照项目理念选定的、已进行过优先排序的土建学校候选名单。 

 

 

 

实实施施的的十十个个步步骤骤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采用以下十个步骤，在用于其它的条件和环境时，可以对这些步骤进行修改。 

步步骤骤 11  

学区校长手工绘制一张 A3 幅面大的地图，图纸上标出学区所在的位置以及所有村庄的名称，不论

这些村子是否有学校；标出学区内所有学校的位置和名称，村庄和学校、村庄和村庄以及村庄和县镇之

间的距离都应该用千米为单位在地图上注明。主要的地理特征，如道路、河流和山丘也应当在图上标注

出来。 

另一种方法是，如果学区校长能够找到一个比例合适（1：50,000）的该县地图，那么把学校所在

区域的地图放大复印后，标注上学校和村庄，上一段中所列举的其它信息同时也在图上标注出来。 

步步骤骤 22      

县土建规划人员把人口数据填在一张表上（表 1），利用这张表可以根据城镇和学校入学率及贫困

状况对土建学校进行初始排名。 

所有人口总数 1500 人以上，且距离该地 2.5 公里或步行 30 分钟之内没有学校的地区应该被列在该

表中。人口、学龄儿童数、在校学生数、总人口及少数民族人数都应该填在表中。到 近的学校的距离

应该在学生入学一栏中表示出来。村里所有社区的数目也应在社区数目一栏中表示出来，这里的“村”

是指行政村，即在人口统计或其它统计数据中使用的单位。 

第一张表中还应有三个栏目：人均年收入，地理区域的类型（平原还是山区），村庄到 近乡镇中

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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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土建规划人员用第二张表（表 2）列出所有学校的入学率——除了甘肃基础教育项目扶持下正在

进行建设的学校，县区教育项目中的学校和业已捐款、正在进行筹建的学校。 

根据基线调查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能够用来完成第一张表和第二张表。学区校长手绘的地图也可

以用来帮助完成填上述表格。县里每个村庄的人口数可以从县统计局得到。 

 

步步骤骤 33      

根据大家认同的定义，所有列在表 1 和表 2 中的村庄和学校应该根据公认的标准按“贫困”、“偏

远”或“两者都不是”进行分类。贫困是根据人均年收入少于多少元的标准来定义。偏僻是根据山区村

庄和学校离 近的乡镇中心的距离来定义的。在平川区域内的村庄和学校一般不被认为是“偏远”的, 而

且一个村庄的平均收入等于或大于某数额时，也不被定义为贫困。因此，从这个方面考虑，县土建规划

人员首先将栏内的“贫困和偏僻”用“是”或“不是”(该栏留成空白)来确定。村庄如果既贫困（人均

年收入低于公认的标准）又偏僻（村庄位于山区）将会被列为贫困和偏僻。 

县土建规划人员现在就可以利用表 1和 2对村庄和学校进行初步排序。然而, 这一步只是对划分为贫

困和偏僻的村庄和学校进行排序。 

作为划分等级的两个因素，贫困和偏僻具有同样大的权重，因为年人均收入是与贫困程度成反比的，

为贫困和偏僻提供一个复合标准的适当公式是 ： 

 

村庄或学校离 近乡镇中心的距离 + (100/村庄人均年收入) 

 

 从上述计算得到的数值可以给贫困和偏远一个复合标准，同时这一数字可作为“贫困和偏僻指数” 。

计算所得的某所学校和村庄的指数值越大，应该认为其贫困和偏僻程度越高。上述计算的结果应填到两

张表格中“贫困和偏远指数”的栏内。 

    下面的工作是按“贫困和偏僻指数”的递减顺序对表 1 和 2 进行排序。排序的结果，“ 贫困和

偏僻”的村庄和学校将出现在两个表格的 上面。每个村庄和学校位置的排序将被填入表 1 和表 2 中的

序号栏中。 

来自步骤 1 到 3 的数据资料将和土建工作的规划一起被保留在县一级，而不需要送到州上和省上的

项目办。县土建规划人员应随时掌握这些资料，当咨询专家访问县时能够非常方便地查阅。第 4 个及以

后各步骤获得的数据资料将和土建工作的规划一起被呈递给英国国际发展部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的

资金提供者）。 

 

步骤 4 
 

        县项目设计人员应该运用以上的各个图示和排序图表中的信息，起草各个地区的村落和学校名

单如下： 
 
        在表 1 中找出每个学区中，人口超过 500、 需要教学点或者完全小学的村落或者地方。将这

些村落的名称、所在的学区以及计算得出的“偏远贫困指数”一起填入表 3。根据“偏远贫困指数”对

各类学校的名单进行排列（教学点、乡村的完全小学以及城市地区的完全小学）。 
 
        利用排序后的图表 2，在每个学区内找到 需要扩建的学校（如：需要加盖教室、但不是重修）， 
然后将这个学校和学区的名称以及“贫困偏远指数”一起填入表 4。再根据“贫困偏远指数”给这些学

校排序。 
 
        利用表 2 找出每个学区内 需要修葺的学校(如：添加教室、修葺现存的教室)；把这些学校和

所在学区的名称以及“偏远贫困指数”一起填入表 5。根据“偏远贫困指数”排列该名单，选择工程计

划的三年中 需要修复修葺的学校。确认需要修复修葺的学校（包括增加教室、修复现有教室）。 
 

 
步骤 5 
在第 4 步的基础上再利用表 3，县土建规划人员列出需要建新教学点或新学校的村庄，推荐列入到

下一年的土建项目计划中。学校必须按下列所示类别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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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新建教学点 
● 在乡村地区建议新建完全小学 
● 在城镇地区建议新建完全小学 

提出推荐意见时，教学点有优先权，第二位的是乡村地区的完全小学， 后才是城镇地区的完全小

学。根据以下的权重标准对学校按各自的类别进行排序： 
● 预期的学生人数—60% 
● 少数民族地区—25% 
● 距 近城镇中心的距离—15% 
 
步骤 6 
以第 4 步为基础，同时应用表 4，县土建规划人员选择出需要扩建校舍（增加教室）的学校，列入

下一轮土建工作计划中。 
选择需要扩建的学校时，依据以下的权重标准： 

● 目前的在校学生人数—40% 
● 少数民族学生人数—10% 
● 辍学学生人数—40% 
● 由 3 年制改为 4 年制，或由 5 年制改为 6 年制学校—10% 
 

步骤 7 
以第 4 步为基础，并应用表 5，县土建规划人员列出在下一轮土建工作计划中需要修复的学校（添

加教室和翻修已有教室）。 
以下的权重标准用来选择需要修复的学校： 

● 危房—60% 
● 辍学学生—30% 
● 由 3 年制改为 4 年制，或由 5 年制改为 6 年制学校—10% 
 

步骤 8 
对于上述每种类型学校中排在前 20 位的学校所需设施的详细情况以及每种土建工程预期的经费预

算。三种类型的土建工程采用不同形式的表格，这些土建工程的类型是： 

● 建新校舍的数据资料表单 
● 扩建学校的数据资料表单 
● 修复学校的数据资料表单 
 

步骤 9 
土木工作专家和学校布点规划咨询专家将审查表单上被推荐的学校，并做现场考察，提出的修改意

见将被作为 终结果，  
 

步骤 10 
编写报告，完整地显示所有收集到的信息和 终确定的学校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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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 GBEP：未来的挑战 
 

从 好的国际实践中得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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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更进一步的思考：参与式教学法 

 
如果要改变中国学校的教学方法，那么教师培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们必须掌握现代教学方

法的一些必要技巧，增加对现代教学方法相关的理解，并且信服这些现代教学方法的价值。 
有趣的是，正如本书正文中所讨论的，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的经验表明，改变教室的课桌椅形式

和摆设方式本身就可以影响孩子们彼此互动的氛围，还可以影响教师在教室中的行为。 
GBEP 的经验还证明项目的不同干预活动之间相互联系，才能产生 大的有发展意义的影响。同样，

在教师培训中，把参与式教学法与教室布置、新型课桌椅的使用联系起来，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在这个附录中，与大家分享一些改进先进教学方法的想法，通过对一些非传统的教室布置方式进行

分析，与教育理念结合起来。这些思想主要反映了 GBEP 的经验，但又更进一步，吸取了 好的国际实践

中的一些想法。在讨论具体的教室布置以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小组教学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是有益的。 
 
 

 小组教学的一些原则 
     
        弄清楚为什么要把小组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技巧，有助于帮助我们决定什么时候适合采用分组教

学，以及怎样组织小组教学活动。 
以下是为什么一位教师希望在他（她）的班上组织集体活动的主要原因： 

● 让学生分成小组活动，从教育学的角度是很合理的，可以为学生们创造共同学习的机会以及培养共

同学习的能力。 
● 小组学习可以创造主动学习的条件。 
● 小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提供条件。 
● 小组学习可以让教师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满足不同的需要。 
● 通过精心的分组，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教育需求，让不同的学生担任不同的任务。 
● 在分组时可以更充分地考虑学生们从事的活动能和自身的如下条件紧密联系起来： 

——能力 
——基础知识 
——学习的进展 

● 通过小组活动学生们的兴趣被充分考虑到，分组可以使学生们有更多的机会：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想

要从事的活动。 
● 团队精神已可以看成是一种行为管理技巧。 
● 随机组合的小组可以使学生有新鲜感，并引起他们的兴趣。 
● 分组可以依据差异性原则；也可以依据共同性原则；也可以随机组织。 
● 一些仪器（诸如显微镜、计算机等等）和书籍的资源数量或许对于整个班级来讲是不够用的，但对

于一个小组来讲却足够用了。如果不同的小组进行不同的活动，其中一组就可以使用这些设备，如

果活动是轮换的 终所有的学生都可以从这些教学设备中受益。 
● 分组活动可以让教师能比全班教学模式更多地关心学生的个体需求。这些通过给不同的小组布置不

同的任务来实现。小组教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让一些小组不需要老师的很多帮助就能完成任务，这

些组应能够独立完成或只需要教师少量的监控和帮助。默读、写作、艺术创作都是很好的例子。这

种方法可以把教师解脱出来，让教师每次重点关注一个组的学生。在小组间轮换这类任务，意味着

所有的组和所有的学生都可以从教师的重点辅导中受益。 
 

非传统的教室布置的案例 

这里介绍了三种不同的教室布置，通过例子说明通过非传统的教室布置可以达到的效果，每一种布

置都配有详细的介绍，说明该布置的特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教学形式。 
 
布置 1 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布置方式，这种方式有关的教育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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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布置可以满足传统教学的需求。所有的学生都可以看见前方的黑板，虽然有些同学要稍微偏一

下头才可以看到黑板。如果教师需要在黑板前长时间地讲解/演示，那么让学生把椅子稍稍移一下是

个好主意，这样他们可以很舒服地看到黑板。 
● 这种布置将学生分成七组，每组六个同学，小组编号从 1 到 7。 
 
 
 
 

教室布置 1 

2 

1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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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教学状况，所有的 7 个组都可以进行同样的活动/做同样的题目。然而，如果需要的话，教师可

以为不同的组分配不同的活动。 

• 例如，或许奇数组可以做数学作业，同时偶数组的可以写一个故事，写故事是一个“更少需要老师”

的活动，这就可以给老师更多的时间去辅导少部分学生的数学。在一天或一周的时间里，这些活动

可以交替，即偶数组的学生写故事而奇数组的学习数学。 

• 如果需要也可以一次性开展 7 个不同的活动，然而这可能非常艰巨并且难于管理。 

• 注意：有一个组——第 1 组——比别的组多出一张桌子。在一些情况下，这个地方可以用来开展实

践活动，如一个科学实验。学校可能没有足够的实验设备可以让 7 个组同时进行实验。因此，按目

前的位置为例来说，可以组织这个班级的第 2 至 7 组学习，而让第 1 组做科学实验。经过 7 个课时

的时间，每个组可以获得一次机会作动手实践的科学实验。就这一特定案例，在学生做科学活动时，

可以让学生轮换座位（以代替搬动实验设备）。 

• 注意：当老师在黑板前进行教学的时候，这张放在第 1组的多出的桌子如何为老师提供便利。 

• 注意：这些桌子并没有严格地按行列摆放，这种排列为的是产生一种看起来更亲近的非正规布局。 

• 教师的位置确实非常有趣。传统习惯中，教师作为权威的象征坐在教室前面。而现在这种布置方式，

教师不再像一个权威人物，坐在学生中间更像一个朋友。 

• 如果一些学生需要更多的帮助，教师应该考虑如何安排他们的位置。让他们坐在老师旁边或许更好

些，如 1,3,6 或 7 号桌。 

• 在这个特定的教室布局里有两个橱柜，这些橱柜放在了便于学生使用的地方。这可能积极地鼓励学

生对教室学习资源的管理和使用产生更强的责任感，也有助于他们成为独立的学习者。 

• 对于教室的任何一种布局，考虑人们的通行方式是十分重要的。例如，是否所有的学生进入教室时

能够比较容易地走到他们的课桌前？是否教师能够很容易地走到每个学生的身旁，为他们提供指

导？当要求他们板书时，是否所有的学生能比较容易地走到黑板前？ 1 号方案的课桌椅布局显得相

当拥挤，因为班额较大，但这个布局在上述方面似乎都令人满意。 

 

 

 

 

 



为孩子们建设学校：学习环境的变革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的经验及延伸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的经验及延伸 

 

一个真实的课堂可以说明前面讨论过的一些原则。在不同的小组安排了不同的活动。例如，一

个组似乎在进行地理学习，他们使用地球仪“动手”实验。同时，另一个组可能针对解剖模型

的学习回答一些问题。注意，教师的桌子已经被移到一个非传统的位置上。 

 

思考一下学生在教室的活动和空间的使用。在左边实例中，学生似乎靠得太挤了。在右边实例

中，桌子似乎太靠墙了，除非有意使用中间空地用于角色扮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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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布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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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布局 2 比较适合复式教学或分层教学，可能还有其它优点： 

• 这个班被均分为 2 组。 

• 在这个实例中，橱柜和桌子用于强化班级两部分的分区。有时候教师更愿意强调这种分区，在其它

一些情况下，淡化教师选定的分区，效果可能更好。 

• 在布局 2 中，设有两块黑板。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为所有土建学校教室的后方提供了一块黑板。

这些学校已经非常好地使用了教室后方的黑板。然而，在 GBEP 中，后方的黑板主要用于装饰目的，

包括学生们自己使用。在布局 2 中突出强调了在适合条件下使用第二块黑板支持小组教学、复式教

学或分层教学的可能性。 

• 我们再次注意到，教师的课桌已经移到一个非传统的位置，教师可以很好地管理和帮助班级两部分

同学的学习。 

教室布局 3 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布局，它尤其适合涉及到以下三个活动中任何一种形式的教学： 

• 讨论 

• 角色扮濱 

• 实践演示（尤其是老师在中间位置摆放一张示范台） 

这个设计有 3个主要特点: 

• 有一块所有同学都能面对的比较大的中间区域，它的功能像剧院里的舞台，这是一个角色扮演和演

示的理想位置。所有学生都能很好地观看到活动，没有一个学生离这个活动距离过远（与传统的教

室布置方式相比，如果老师在教室前面进行一项实践演示，对于教室后排的学生观看是十分困难的，

参与感会受到影响）。而在布局 3 中，大部分学生都会有“前排”的视野，仅有少部分学生不得不

安排在第二排，但没有学生在第三排或更靠后位置。 

• 从教室的任何位置，任何一位学生都能看到大部分的其它学生而不需转动。这对于讨论是十分有利

的。学生能够自然地互相讨论，包括观察彼此的面部表情。应该注意到布局 3 在这一方面并非十分

完美。由于学生的数量以及教室的尺寸和形状等因素，这种布局可能需要折衷考虑。一些学生在示

范或讨论时需要把椅子转过来，并且少部分学生仍可能背对着其它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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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布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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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 3 对于一些正式的教学仍能发挥相当好的作用。所有的学生仍可以通过在 初位置上进行小的

调整而看到黑板。 

• 这种布置所创造的氛围很有意思，并有激发作用。它适合两个学生的同伴学习，但不十分适于小组

学习和实践性强的学习任务。 

一个真实的课堂情景可以说明上面讨论的布局 3 的一些特性。在左边的照片中，一位老师正

在进行示范，所有的学生都能看得很清楚。在右边的照片里，中间区域被用于角色扮演。 

 

总结一下关于教室布局的这个讨论的话，需要强调指出对于参与式和其它现代教学方法，没有某一

种单一的布局对于所有类型的教学是完美无缺的。可是，一些布局远比其它布局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并且一些布局特别适合某一种特定形式的教学模式。或许 重要的一点是要强调，当需求提高时,教室的

布局能随之定期地改变。如果需要并且合适的话，不同的课可以安排不同的布局，甚至在同一节课里也

可以变换布局！ 

应该鼓励教师尝试不同的教室布局，并且对所作出的改变有信心。一些教师可能担心改变教室的布

局将对学生的整体意识产生影响，其实并非如此。学生对不同布局应该与老师一样有热情。如果给学生

做点培训，他们自己根据某一项特定的活动——无论是角色扮演还是实践学习——以某一种特定的方式

布置教室。那么改变教室的布局将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并且不需要教师过分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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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进一一步步的的反反思思：：教教育育展展示示  

得益于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学习环境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展示的质量和特性的变化。这些展示

既有教室里的，也有校园其它地方的。为了理解为什么有如此重大的改变，用本附录的机会来分析有关

教室展示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一些教育学理由，以及如何获得好的展示效果？在哪里展示能够获得好的展

示效果？ 

一一些些同同使使用用展展示示相相关关的的教教育育原原则则  

    关于展示，对下述几个方面进行思考是十分有意义的：展示的原因；学生作业的展示；展示的外观

和方法；展示的位置。下面将依次讨论这四个主题。 

展展示示的的理理由由  

对于展示，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理由： 

• 展示可能仅仅是装饰，它们使得教室

气氛更加明快，并且成为更加有趣活

泼的地方，它本身对学生的活跃性有

直接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 

• 展示材料可以包括有用的直接的教

具（见右边照片），如解剖模型，数

字线和字母表，它们能提高教学效

率。 

• 展示材料还可以是一些辅助的教

具，它们丰富和增强了教学内容，使得主题更加生动。如果

在地理课中要学习一个外国的国家，展示可能包括这个国家的

人物和他们的风俗，著名景点的照片等。 

• 展示可以作为有用的参考资料形式去帮助学生学习，如数学公

式等。 

• 展示材料可以包括需要学生记忆的重要信息：如数字表，公式

（见右图照片），生字词和其它重要的实用信息。展示材料可

以被用作“练习”。学生也会学习这些材料，仅因为它们陈列

在那里，很方便看到。 

 

 
• 展示可以用来为一个新的授课内容“设置场景”。教师可以展

示一些具有激发性的素材，来激发学生们对即将讲授的课程新

内容的兴趣。如果题目是“火山”，在开始讲课之前，先展示一些与“火

山”有关的令学生们感兴趣的照片和图表。可在讲课前几天就展示，而

不是在快讲课时才展示。 

 

• 展示可以构成一个班级作品或者一个授课主题的中心内容。这些展示可

以用来作为报告和记录已经完成的工作的一种手段。例如，展示的题目

可能为“在科学中我们做过什么？”。 
这些展览用的书架使用

临时的废弃的盒子做成

的，用纸板拼起来的，

在以前是用来装印刷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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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可以是正在进行中的工作的一部分。例如，如果学习动物的变形，就展示一个里面养有小蝌蚪

的鱼缸。观察小蝌蚪的成长，然后将其记录在图表上，就形成了展示的一部分。 

 

• 展示可以用来激发和引导学生的兴趣。读物可以展放在书架上，并且展开比较吸引人的那一页（见

右图），鼓励学生去阅读。一个“自然展示台”是激发学生兴趣的展示又一例子。 

 

• 在课余时间，展示可以为学生们提供其它的额外事情去做。可以办一个“一日一谜”来达到这个目

的。很多学生会情不自禁地试着解决这种难题。 

 

• 展示可以用来促进班级管理。包括公布日常工作、责任、任务和规章制度，也可以用来给学生们提

供说明、符号、指导。 

 

• 展示可以成为班级记录的一部分，可以用来记录学生和班级的进步和涉及到的主题。也可以记录学

生的获奖情况，例如“五角星”和奖励得分。 

 

• 展示可以用来作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向其他人介绍这个班级正在进行的工作，所谓“其他人”

可以是别的班的学生、其他老师、校长、到学校访问的官员、学生家长和当地社区的群众。 

 

 

 

 

  学学生生作作业业的的展展示示  

• 学生们的作业是教学展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应该给予特别的重视。这是向学生们显示他们作业价

值的有效方式。这样可以培养学生们的成就感，可以大大地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动机。 

 

• 展示学生们的作业需要谨慎地处理。不要因为他们的作业没有被展示出来而让那些学生感到被否定

或者失败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制定一个计划，以确保所有学生的作品都会在某个地方展

示出来。这可以通过“全班”展示，从每个学生处收集一件作品，或者给每个学生划定一块地方，

展示他们的 佳作品。 

 

• 展示应该用来表彰付出努力的学生和优秀的作品。 

 

• 展示学生们的作品有助于学生们欣赏他们自己的成绩和别人的成绩。 

 

• 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们的作品应当在显眼的地方，并注上他们的姓名，这样可以使他们感到被认

可。 

 

• 学生们展示的作品应该在某个地方注上名字（即使标在作品背面），这样可以使教师知道是谁的作

品。如果有标记，有助于归还或作为记录保存。 

 

• 高年级的学生可以自己动手挂他们的作品。但是他们需要有人指导他们如何更好地悬挂，所以有必

要进行一些监督工作。这样不但可以减少老师的工作量，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对展示的主人翁感和自

豪感。学生们可以各抒己见，发挥创造性，让展示更出色。 

      展展示示空空间间和和展展示示方方法法  

教室里可能有公告板或挂镜线，这都有助于作品展示于教室中。虽然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教学设施，

但是教师不应当误认为这些设施的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认为这些地方是教室展示的唯一位置。下面介绍

的，都是可以作为展示用的地方： 

• 墙壁——特别应注意：在用特殊的粘合剂时，别弄坏了墙面的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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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户（见右图） 

一种窗花，用半透明的彩纸做成的 

• 天花板——可展示适合悬挂的东西，例如

风铃等。 

• 地面 

• 窗台 

• 书架 

• 柜子的顶部 

• 柜子的背面或侧面 

• 书架的背面 

• 桌子 

• 文具盒 

• 箱子 

• 洗衣物的晾晒绳 

• 展示架（可以用许多东西改装） 

30 

    展展示示的的位位置置  

因为大多数教学展示作品可能都是以教室展示的形式出现，还可以在其它什么地方展示这些作品是

值得考虑的。特别是以赞扬、鼓励和有利于调动学习积极性为的目而展示学生作品时。 

    其他比较合适的地方，特别是较大的学校，包括以下地方： 

• 走廊、阳台、楼梯（正如右图所示） 

• 接待室 

• 学校图书室 

• 学校食堂 

• 教研室（即使学生们不经常用教研室，但是，如果他们自己的作品展览在那么重要的地方，会更增

加他们的自信心。） 

• 校长办公室 

• 别的学校：或许与其它国家的某校进行学生作品

交换 

• 其它一些公共场所（这可以极大地激励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诸如，当地的图书馆、社区礼堂、

宾馆，或者诸如医院之类的其它政府建筑。 

• 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将学生的作品发表出来。例

如，将一个故事或者一首诗发表在当地报纸或者

国家级的报纸上，或者发在一些当地的社团时讯

新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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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进一一步步的的反反思思：：快快乐乐校校园园  

在如此多的学校中创造一个快乐的校园环境,显然是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 大的成就之一。在这个

附录中，借此机会通过吸收来自 好的国际实践经验，作进一步地反思，如何使这种优秀的成果更上一

个台阶。 

GBEP 鼓励开展有组织的操场活动。给孩子们引进一些在世界上其它地方很受欢迎而当地还没有的新

游戏项目，能进一步激发孩子们对操场活动的喜爱。以下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能激发新思想的国际互联网

网上资源（这些资源包含一些手册，可以通过下载得到其全文）。 

 

• 《活泼的操场：小学指南》，英国爱心基金，2001 

    http://www.bhf.org.uk/youngpeople/uploaded/bhf_active_playgrounds.pdf

 

• 操场标记和其他传统游戏，东南健康委员会 

    http://www.bhf.org.uk/youngpeople/uploaded/bhf_active_playgrounds.pdf

 

• 促进健康的操场：给你们学校操场做标记的方法，威尔士联合会，2002 第三版 

http://www.sehb.ie/publications/playground_markings_trad_games/playground_markings_tra

d_games.pdf

 

• 操场游戏想法： 

http://homepage.tinet.ie/~seaghan/play/games.htm
 

另一个挑战是，当对学校围墙刷漆时，如何使围墙的粉刷

不仅仅是装饰？或许在围墙上制作一些具有运动器材性质点

，比如，一些练习投球准确率的球门或者靶子等。可以结合

什么样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游戏？墙上放什么样的图画能发挥

教育功能？可能召集一次会议，用“头脑风暴”的方式征集各

种可能性。 

一种攀爬墙——见文中的解释 
（图片来自“通过场地学习”： 
www.ltl.org.uk） 

在英国的一些学校，比较受欢迎和成功的一种做法是“攀

爬墙”。右图是在英国的一个多元文化学校中，孩子们在“攀

爬墙”上玩耍。通过在墙壁上水平地攀爬，孩子们可以安全地

享受到攀登的经历，而没有从高处掉下来的危险。如果能在墙

上画一座山、或者一些像桥这样的障碍物，就更能激发孩子们

的想象力，效果就更生动，并且对孩子们更有吸引力。 

     

 

 

 

 

 

 

 

 

 

 

 

 

 

 

 

 

 

http://www.bhf.org.uk/youngpeople/uploaded/bhf_active_playgrounds.pdf
http://www.bhf.org.uk/youngpeople/uploaded/bhf_active_playgrounds.pdf
http://www.sehb.ie/publications/playground_markings_trad_games/playground_markings_trad_games.pdf
http://www.sehb.ie/publications/playground_markings_trad_games/playground_markings_trad_games.pdf
http://homepage.tinet.ie/%7Eseaghan/play/g%20%20%20%20%20%20%20%20%20%20%20am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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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场游戏的一个示例，对甘肃的学校是比较新鲜的。互联网上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可以从中引进当地没见

过的新游戏。 
        来源：这个特定的游戏摘自《操场标记和其他传统游戏》，东南健康委员会, 第 8 页. 网址如下 
http://www.sehb.ie/publications/playground_markings_trad_games/playground_markings_trad_games.pdf

 
 

                                                        迷宫游戏 
 
 
 
 
 
 
 
 
 
 
 
 

A MAZE GAME 
 
 
 
 
 
 
 
 
 
 
如何画标记： 
    画一组线，线的宽度由现有场地的大小来确定。线与线之间至少相隔 30cm（45cm 的间隔

用起来也很好）。如果没有一个坚硬的地面可用油漆刷出这个迷宫，也可以用小卵石或者小石头

在松软的地表面上做成。 
    四种不同颜色和不同形状的图形标记表示迷宫的四种不同入口。 
 
如何玩这个游戏： 
    在迷宫里随意地放一些物品。每一个参与者在迷宫中选择一个入口，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比赛的目的是，参与者从迷宫中拣拾尽量多的物品，并且返回到各自的“大本营”，拣回物品

多的就是获胜者。 
    确保参与者在每次游戏开始时改变起点的位置，这个游戏可以通过增加更多的物品进行变

化，并且还可以分组，每组参与者必须轮流拣拾迷宫中的物品。 
 
规则： 
    每次只能从迷宫中拣一个物品； 
      参与者不准越线去拣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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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边右图中，嵌在瓷砖上的是世界地图。这是在积石山学校的一个优

秀例子，是展览在室外的，这种比其他装饰要好的多，可以对学生们

进行有意义的教育。 

上面及左面这三个图是来自英国学校的操场标记。这些标记可以用来作为游戏的基础。这些还具有潜在的

教育作用。这些可以加强数学技巧，如从 1、2、3 正着数或者倒着数。例如，孩子们可以边跳方格边数数字。 
      不巧的是，在甘肃省的许多学校里，操场的表面都是软的，不适合进行这类游戏。但是，如果可能的话，

就在操场的一小部分面积上硬化一块场地，就可以进行这种游戏。 
 

(英国的照片来自：通过场地学习:   www.ltl.org.uk) 

 

 

 

 

    作为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以及快乐校园尝试的结果，更宽广的校园现在被认为一个更有价值的资

源。现在， 好的操场更加对儿童友好。校园明快，并且有吸引力，尤其是给学校供应了体育器材以后，

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多的娱乐机会。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有这些中 具有挑战性的就是，如何充分把校园作为学习场地，使学生学到

的知识更加具有实践性、激励性和实用意义。在这方面具有很大潜力的课程领域包括数学、科学、地理

和环境的学习。 

可能很有必要召开一次专题研讨会，对学生们的课程进行一次调查，研究如何采用某种特定的方式，

利用学校的校园进行室外授课的可行性。比如，非常有潜力的、能对未来课堂教学发挥促进作用的可能

性就是建一个的气象站。这种校园气象站设备可以去厂家定做。然而，利用廉价的边角废料、通过手工

自行制作仪器装置，能取得更大的成效，同时激发出更大的兴趣。因此，这项活动并不需要大量的花费。

下一页上的图文框中进一步图文并茂地分析了这一建议的可行性，并进一步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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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木材边角料制作的风向标： 

 
 
详情参见以下网址: 
http://www.bbc.co.uk/tyne/weather/wind_vane.shtml
 
 
用饮料瓶制作的雨量计: 
 

 
 
详情参见以下网址: 
http://www.bbc.co.uk/tyne/weather/rain_gauge.shtml
 
 
气压计的制作方法: 
 

需要的材料: 
• 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或是塑料罐  

• 一节透明的管子，一只吸管就更理想 

• 胶带  

• 少量塑型粘土（橡皮泥）  

• 一些清水  

• 几滴食用色素.  

   
详情参见以下网址:: 
http://www.bbc.co.uk/wear/weather/barometer.shtml
 
 

 
一个气象站: 

 
利用校园作为教学资源 

 
 

校园气象站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

例子，来说明如何利用整个校园来提

高教学水平。 
 

气象站的观测设备可以去厂家定

做。如果资金短缺，也可以利用边角

废料自行制作。左图给出了一些简单

的例子。 
 
 
 
鸣谢：左图提供网址： www.bbc.co.uk

 
其他的实用手册 
 
家用或学校使用的简单气象测量仪器 
 
 

这本手册提供了许多想法，包括如何

利用廉价的废旧材料制作更多的气象测量

仪器。 
 

已经将该手册的一本提供给本项目供

分享。同时，也可以从以下网址免费下载： 
 
http://www.rmets.org/pdf/ 
SIMWeameasureme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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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五 

进进一一步步的的反反思思：：学学校校设设施施维维护护  

 
通过互联网可以获得学校维护方面的很多高质量的信息资源，这些都是从 好的国际实践中总结得

来，并能为学校维护提供一些关于未来发展的建议和技术指导。以下是一些可以全文免费下载的精选指

南： 
 
• BASTIDAS, Pedro 编(1998 年) 《加勒比地区学校维护指南》，美洲国家组织，秘书处和可持续发

展与环境分部，减少受到自然灾害的学校建筑的脆弱性的 OAS-Echo 项目，美国国际援助署-美洲国

际组织加勒比海减灾项目。即 Maintenance Manual for School Buildings in the Caribbean, 和 
OAS-Echo Project to Reduce the Vulnerability of School Buildings to Natural Hazards, 
USAID-OAS Caribbean Disaster Mitigation Project. 
http://www.oas.org/cdmp/document/schools/maintman.htm

 
• 卢旺达教育部编(2000 年)《维护规划手册——给所有学校》（基加利，卢旺达教育部学校建设和设

备处）Manual – Maintenance Programming – All Schools (Kigali, Division for Construction and 
Equipment of Schools).   
http://www.mineduc.gov.rw/eRW%20Manuals%20pdf/eRW%20Maintenance.pdf

 
• 美国教育部，全国教育统计中心，全国教育统计论坛(2003 年) ：《学校设施维护规划指南》，T. Szuba, 

和 R. Young 编, 《推动学校设施的维护任务》。即 Planning Guide for Maintaining School Facilities，
和 the School Facilities Maintenance Task Force [这是根据美国国情建立的一本非常详尽的学校

维护指南，但其中所涉及到的许多议题对世界其它国家都有广泛的参考价值。] 
http://nces.ed.gov/pubs2003/maintenance/index.asp

 
 

后面两页选用了以上指南中的几个例子。 
 

http://www.oas.org/cdmp/document/schools/maintman.htm
http://www.mineduc.gov.rw/eRW%20Manuals%20pdf/eRW%20Maintenance.pdf
http://nces.ed.gov/pubs2003/maintenance/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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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维护是由学校社区领导的有组织行为，其目的在于延长教学用房、课桌椅以及其他设施的使用寿命。 
 

 为了有效管理，足够的员工和预算是必需的。 
 

 学校的职工应该将筹集教学设施维护费用作为整体维护规划的一部分。 
 

 维护工作应有三个基本部分组成：组织、监督及维护计划 
 

 维护项目的组织机构应该职责明确、认真负责，并且应该按照不同的社区构成设置不同的机构规模。但应

避免机构过大和过于复杂。学校领导、家长和教师团体代表人、学生以及任何其他的学校组织都应对维护

规划的制定负有责任。规划的成功与否主要在于组织的力度及管理的效率。 
 

 学校组织规划的基本框架包括：一位总协调人、一位资金筹措人，以及在每一区域为每个学校建筑负责的

管理人员小组。 
 
 

 对教学设施进行事先评估，并把这一阶段收集的信息作为制定维护计划的前提。评估的准确性越高，未来

的维护计划就能制定得越好。 
 

 评估工作从观察建筑物的内部及外观开始，可以采取边走边看的方法但要仔细。根据检查清单确定重点维

护对象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措施。清单可以根据学校建筑的构成划分为不同部分。 
 
 

 教学用房可以划分为： 
 

结构 

屋顶 

外观 

内部设施 

管道 

电 

地面 

课桌椅和其它设施 

 

基本原则及实用指南示例——有效进行学校维护 
 

选自：BASTIDAS, Pedro (1998) 加勒比地区学校维护指南，以及来自于美洲国家组织，秘书处和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分部的“减

少 由 于 受 到 自 然 灾 害 的 学 校 建 筑 的 脆 弱 性 的 OAS-Echo 项 目 ” ， 美 洲 国 家 组 织 加 勒 比 海 减 灾 项 目 . 
http://www.oas.org/cdmp/document/schools/maintm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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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个方面来开展维护活动 
 

1. 每天开展日常的维护工作 
2. 每周检查教学用房和校园 
3. 每学期开学时进行局部的小维修，也可根据突发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4. 年初进行维护规划 

 
一些经常出现的问题： 

• 龙头、管道、高位水箱漏水 
• 水沟、落水管、下水道堵塞 
• 门窗玻璃、铰链、门锁损坏 
• 屋顶漏水以及瓦片松动滑脱 
• 屋顶和吊顶结构损伤 
• 墙柱裂缝和损坏 
• 电气设施出问题，电线外露 
• 屋面、墙体和集水槽等上面生长出植物 
• 不稳定的堤防和挡土墙 

 
 

日常维护项目——教室 
 

• 班主任的监管 
• 每天指定两名学生轮流值日 

 

上午： 
1. 打扫教室，清扫灰尘、擦桌椅、黑板及窗户玻璃等 
2. 清理垃圾 
3.  如果种养植物还应及时浇水 
4.  清扫教室周围的卫生 
 

下午： 
1.  .如果安装了电灯及风扇等，放学时应及时关闭 
2.  关闭门窗，大门等 
 
日常维护项目——公共区域 
 

(包括：如卫生间、办公室、图书室、实验室及其它的专门用房) 
• 每一区域由特定的一位老师监管 
• 每一个班级负责管理一个月 
• 每天指定两名学生轮流值日 
 

上下午的安排：同上，类似于上述对教室的安排方法 
 

 
日常维护项目——校园 

• 由指定教师监管 
• 每一工作日有一个班级负责 
 

根据一个可行的时间表： 
1.  打扫校园卫生、清理排水道 
2.  清理垃圾 

维 护 计 划 示 例: 
取自：卢旺达（2000）教育部的《维护规划手册—给所有学校》（基加利，卢旺达教育部学校建设和设备处）一书，并作了改编 .  
http://www.mineduc.gov.rw/eRW%20Manuals%20pdf/eRW%20Mainten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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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 
 
本书是基于中英甘肃省基础教育项目的经验，主要目的在于引发人们对中国农村小学在校舍设计

和教学设施配置方面的思考。项目有关改善学习环境方面的成果和革新，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因此，还希望能在国际范围内更广泛地宣传本项目取得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关于作者： 
David Smawfield 博士是一名国际教育咨询专家，对学习环境的改善有特别

的兴趣和研究。 
杜永峰教授现任兰州理工大学防震减灾研究所所长。 
 
右图是 David Smawfield 博士（中间）、杜永峰教授（右）在本次调查工作

期间与当地的一位教师在交谈。 

 

甘肃省教育厅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 
英国剑桥教育集团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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