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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培训课程计划 

 

一、日程安排：\Schedule 

日期 

8 月 5 日——8 月 19 日 

 

地点 

南安普顿温彻斯特艺术学院，以及其他校外参观场所 

 

目标 

为了进一步提高艺术设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办学层次，把学院

建设成一所“百姓认可、人民满意”的高水平应用艺术设计院校，学院

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建成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双岗双馨、

异质互补”的优质师资队伍，选派以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部分管理

岗位的教师走出国门，通过海外交流学习，逐步提高专任教师和管理

队伍的国际视野，为深入推进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办学质量奠定

关键的基础。 

此次是中英第四期教师培训，学院共派出 17 人。学院为此次培

训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每个学员都印发了学习手册，提醒学习期

间应注意的有关事项，成立了班委会，并根据学科教学和个人工作岗

位的不同，分成学习小组。通过讲座、讨论等方式开展去英国前的培

训，使学员了解英国教育体系和英国艺术设计教育的特色和优势，以

便在学员学习中更好地掌握英国艺术设计课程的设置和评价标准，体

会中英两国教育、教育管理思想的异同，分享其先进的教育理念，为

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学理上、技术上的支持。 

基本信息 

培训由温彻斯特艺术学院负责实施，组织安排培训师资，并负责

提供中/英文翻译人员，为培训期间所有课程和实地考察进行同步翻

译。学员在校培训期间，集中住在温彻斯特艺术学院的学生公寓，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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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间，以便于自主学习。公寓内配有网线，可以直接上网，便于学

员获取各类信息。生活上，每撞公寓楼内配有烹饪设施，学员可以自

备简餐。外出学习、考察，温彻斯特艺术学院负责落实出行大巴或其

他交通工具，确保外出准时、安全。 

 

二、团队日程安排一览表 

天数 日期 活动日程 

1 8.5 周一 从上海飞抵伦敦希斯罗机场 

转乘大巴前往南安普墩大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 

2 8.6 周二 上午：在 OLD ALRESFORD PLACE 举行开幕式 

下午：参观南安普顿大学校园和市区 

3 8.7 周三 10:00 讲座：英国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 

14:00 CURRICULMN DESIGN AND DEVELOPMENT  

4 8.8 周四 10:00 讲座：设计学习成果与评估方法 

14:00 学生作业及作品评价，理解学习成果与评价标准 

5 8.9 周五 参观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 

6 8.10 周六 访问布莱顿皇家行宫，参观布莱顿海滩 

7 8.11 周日 参观伦敦：伦敦眼、国会大厦、牛津大街、白金汉宫等 

8 8.12 周一 参观伯恩茅斯，访问大学城 

9 8.13 周二 10:00 讲座：艺术设计教育中的课程模块设置和排课问题 

14:00 艺术设计课程模块设置和排课示范 访问曼彻斯特市政厅 

10 8.14 周三 10:00 讲座：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开发 

14:00 工作室考察与实践 

11 8.15 周四 参观温莎城堡和朴茨茅斯 

12 8.16 周五 访问巴斯斯帕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参观巴斯古城 

13 8.17 周六 访问牛津大学城和比斯特购物村 

14 8.18 周日 参观大英博物馆、修业式、温彻斯特市市长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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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8.19 周一 返回国内 

 

第二部分：个人学习设计 

 

根据学院整个团队的培训方案，结合自身的管理和科研工作需

要，特拟定个人学习计划如下： 

1. 在了解英国教育体系、了解温彻斯特艺术学院课程体系建设，

探讨中英两国教育异同的基础上，体会英国艺术设计教育课程设置和

评估方法； 

2. 了解英国学生事务管理工作方式方法，对比中国以及我院学

生管理工作，吸收可以借鉴的、符合学院需求的先进管理办法，增强

服务师生的意识； 

3. 了解英国高校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培育的作用，吸收借鉴其成功

经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针对性，增强大学生思想

教育的针对性，培养满足二十一世纪人才需求的大学生； 

4. 观察和体验英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体会教育的本质，着重从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等方面了解英国，感悟中英文化差异及

其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改进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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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个人学习日志 

8 月 5 日/周一 

启程：11：40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到达：17：20 伦敦希斯罗机场 

历时：13 小时左右 

 

英国时间下午五点半左右，游学团一行抵达了伦敦希斯罗国际机

场。南安普顿大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安排了莫妮卡接站，她在接下来

几天的学习、生活中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在莫妮卡的带领下，转乘

大巴经过 2 个小时到达了温彻斯特艺术学院 Erasmus Park 学生公

寓。 

宿舍分配结束后，带着个人行李，来到了个人宿舍。学员每人一

间宿舍，虽然空间不大，但设施齐全，包括卧室、浴室，卧室内有桌

椅、电话和宽带网接口。与国内的学生公寓不同，给人的感觉是紧凑、

实用，完全能够满足一个学生学习的需要，没有多余的设施，也没有

华而不实的浪费。特别是一幢楼公用的厨房，更是到位、齐全，令人

耳目一新。Erasmus Park 学生公寓离温彻斯特校区有 15 分钟步行距

离，附近有一家 24 小时营业的超市，生活比较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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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周二 

培训班开幕式 

在英国的第一个早晨，匆忙吃过早饭即和两位老师一起走出宿舍

区。颇觉有些凉意，有苏州深秋之冷。曼彻斯特是个小城，双车道的

路被浓郁的树丛所遮蔽，路上时而有呼啸而过的车辆，行人稀少，与

国内景象大不相同。大约半个小时，只看到我们个黑头发、黄皮肤的

中国人在闲逛，手拿相机，到处取景，拍摄。 

 

开幕式在南安普顿市的古老建筑 Old Alresford Place 举行。温市

荣誉市长出席开幕式，并作长篇讲话。荣誉市长是象征性的，不具有

官方身份，下午在街上就碰到了正在和妻子一起遛狗的市长先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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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式简单而隆重，曼彻斯特艺术学院 Jonathan Harris 教授作了发言，

游学团团长施教芳教授代表中方学员致辞，感谢艺术学院的细心安

排，把学院带来的礼物赠给市长、教授和艺术学院的领导。与 Old 

Alresford Place 一条小路之隔的是一个教堂，搞搞的塔尖，与国内建

筑截然不同，有很强的视角冲击。教堂的门是敞开的，没有人看守，

进门处有一个类似签名之处，有人就不经意的留下了墨宝，仔细看来，

才知道是一个叫 mother union 的组织在为非洲妇女儿童组织募捐，

签名是要认捐的，因为不愿意支持帝国主义，只签名，不捐款。无人

守护的募捐，那些善款如果在国内结果会如何呢？这或许是对人最好

的自我教育途径吧！ 

中午，校方在这座古老建筑里招待我们一行。因为中国人的到来，

加了一个荤菜——三纹鱼。按照中国人的宴席标准，这顿工作餐是极

其简单的，两荤、三素，即鸡肉、三纹鱼和煮熟的土豆、生菜等，不

足六个菜品，排队等候，所有的菜放盛在一个盘子里，每人一盘，愿

意再吃的可以继续添加。这里没有中国请客常见的各种名贵酒类，即

便啤酒也没有，只有清水一杯。这或许就是中英饮食文化，或者说文

化上的差异，我们吃的是满足感、荣耀感，而不是饮食的营养，也就

是说我们的饮食更注重饮食附加的外在事物，而不是饮食的本质——

人体营养的需求。 

下午，我们来到南安普顿校区，参观该校校区。据莫妮卡介绍，

南安普顿大学是全英十大科研大学之一，在 2012 年全英大学排名中

属前 20，电子通信在整个英国是顶尖的大学，可以说这是一所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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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强劲的大学。 

 

 

8 月 7 日/周三 

 

10:00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KINDOM   Jonathan 

Harris 

 

14:00 CURRICULMN DESIGN AND DEVELOPMENT  ASHOK RANCHHOD 

今天正式开始上课，上午《英国艺术设计教育》由 Jonathan Harris 

教授主讲。下午的《课程的设计与发展》由 ASHOK RANCHHOD 教

授主讲。 

 

Jonathan Harris 教授认为，英国现代高等艺术教育与文艺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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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对人才的培养不同。英国现代高等艺术人才教育的动力来自于社

会工业化。工业革命带来英国高等教育的转变，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随着社会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社会需求大量的艺术人才，

因工业化需要而实行的班级制教学建立起来，培养社会大量需求的人

才，这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艺术逐步过渡到

设计，由此，艺术领域分析出艺术家、手艺人，也分野出精神和物质

的两个即有相互关联，又区别明显的两个不同领域。由于社会的不断

发展，社会行业分工进一步加快，促进了艺术设计领域的技术不断创

新，行业不断分化，出现了众多的生产行业，为丰富社会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作出了贡献。 

而且，Jonathan Harris 教授坚持认为，社会民主能够促进教育

科学的发展。 

在《课程的设计与发展》的讲座中，ASHOK RANCHHOD 教授

主要以 GAMES DESIGN（游戏设计）为主，介绍了课程的设计与社

会快速推动下的课程发展。无论如何，课程发展的基本问题，即课程

的指导性文件是不变的。所谓课程指导是一个指导性的框架文件，它

详细描述了教学的哲学指导思想、教学的目标、教学的目的、学习的

经历以及由专门的教学课程所组成的教学评价体系等。其中关键之

处，是要明确指出学生应该学习什么，达到的程度以及如何达到这个

程度，也就是学习的过程以及指导教师采取何种措施才能达到教学目

的等。适合学生的学习需要的课程指导的根本原则。他在讲座中还着

重提到了英国的教育质量监督委员会（QAA）及其运作方式，很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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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价值。英国的高校可以独立地进行学位授予，不受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的约束，但其办学质量必须接受教育质量监督委员会（QAA）的

测评与考核。 

 

 

 

8 月 8 日/周四 

 

10:00  DESIGNING LEARNING OUTCOME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14:00 REVIEWING STUDENTS 

WORK UNDERSTANDING THE STUDY OUTCOME AND 

ASSESSMENT CRITIAN     Clio Padovani 

 

 《设计学习成果与评估方法》和《评论学生作业，理解学习成

果与评价标准》均由 Clio Padovani 教授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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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中，Clio Padovani 教授介绍了英国大学的教学评估框架，

其评价目标很细致、直观，有 15 页之多，涉及评估的目的，包括监

控学习；评定能力；提供学习背景，承上启下；提供意见反馈给学生

和老师等。在教学上，英国实行模块式教学，对学生评价的标准公开，

教师测评结果公开，所有评价必须依据评价标准进行。学生作业（这

里指艺术设计类）由两位相关专业教师给出测评结果，如果两个教师

给出的分数差距在 10 分以上，须由第三方进行重新评价，双方差距

小于 10 分的取平均分。在英国 40—49 分是及格分，70 分以上是高

分。 

可以看出，英国高等教育界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主张用批判性的

思维，思考辨析教师的教学，产生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惟老师论，更

不是惟课本论，强调培育学生独立自主的思考意识，培育学生自我判

断的能力。在评价学生学习成果时，英国高等教育注重考查学生的自

我评价、总结、规划等，在评估学生时，即指出学生好的方面，也指

出不好的方面。使学生看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为学生改善不良习惯

和努力方向提出指导。因此，教师很重视对学生的评估，教师的评语

也写得十分认真，包括包括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思考的能力；想法如

何实现，技能和实践能力等。评估是给予学生学习过程和继续学习的

建议，指导学生更好地学习，而不是简单地给出结果的评价。 

英国十分注重学生的诚信教育，要求作品原创，自己设计意识，

强调学生之间的小组相互学习，激发学生的原创性思维。学习小组由

教师指导，学生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互相激励，互相激发，展



 

12 

现自己的成果和表达能力。从这个方面来看，应该遵循的是柏拉图式

的师生问答启发式教学，与国内的学生学习结果评价及不容置疑的灌

输式教学截然不同。国内教学评估中缺少对学生学习过程和学生思维

的评估是最大的不足。评估的公平、公正运用无疑在行动上告诉学生

公平、公正的正义性与科学性，间接地在培养学生的人格和价值观。 

 

8 月 9 日/周五 

07:20am LEAVE EP FOR V&A MUSUM \TATE MODERN 

MUSEUM 

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参观维多利亚（V&A MUSUM）和阿尔伯特现

代艺术馆（TATE MODERN MUSEUM）。参观之前，有出国学习经

历的老师，建议大家不要在博物馆里吃面包，但可以吃三明治。到了

那里才发现，那是个艺术品的殿堂，没有人在里面吃东西，哪怕是喝

水的也很少。人们都是在维多利亚后园的水池和草地走边才可以吃东

西，不论何种面孔，大家都在吃，白人、黑人、黄种人、老人、孩子

都有，而且孩子水池里玩耍，很快活，也有成年女赤脚在水里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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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人在某地喷水池洗脚不文明，应该是自我自卑心理作怪，

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有了点钱，却极不自信的民族，特别是在文化上，

自我矮化，自己不尊重自己的文化，还要别人来尊重自己，恐怕是说

不过去的吧。 

博物馆是为纪念艾伯特王子和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它建立于

1852 年。这个博物馆收藏了 5000 年的艺术品，从远古时代到现在，

地域跨越欧洲、北美、亚洲和北非。馆藏包括陶瓷、玻璃、纺织品、

服装、银、铁、珠宝、家具、中世纪文物、雕塑、版画和版画、素描

等等。泰特现代艺术馆位于泰晤士河畔，由一座废弃的发电厂改建而

成。建筑师合理利用了发电厂的内部空间，设计了多样的展台和通道。

该馆专门收藏 20 世纪现代艺术,包括毕加索、马蒂斯等著名艺术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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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最受欢迎的馆藏为拉斐尔前派和泰纳的作品。 

 

参观两个博物馆，给人感触很深的是，不收门票，免费开放，只

要排队就可以进去，在维多利亚博物馆内，需要用钱的只有导游图，

一个英镑一份，自己取图，自己把钱放在钱箱里，没有人看管。当然，

在当场也看到有人取了图并没有放钱，也没有人过问。不过，从钱箱 

的英镑量看，不放钱的人应是少数。他们的人员收入、管理费用从哪

里来呢？不收门票，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看来他们就是“傻”，我们

过于“精明”了。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就是维多利亚博物馆内凡是中

国馆的地方都不允许拍照，只能用眼镜看，其他的倒是可以自由拍照，

只要不用闪光灯即可。从维多利亚博物馆的欧洲古代雕塑可以看出，

欧洲的文化的核心是对个人的尊重，其雕塑多体现在人的价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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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人体的美，不论是裸体的男女，都能给人以力量或柔美之感。

尽管进入中世纪后，西方的雕塑也是走上了繁文缛节之路，但与东方，

特别是中国的以权力为中心的雕塑有着明显的感官上的区别。 

 

 

8 月 10 日/周六 

 

07:20am LEAVE EP FOR BRITON TO VISIT ROYAL PAVILION 

根据学院安排，今天去 BRITON 看 ROYAL PAVILION。Royal 

Pavilion，被成为英国皇家穹顶宫，又称英皇阁，位于英国海滨旅游

胜地 BRITON，1783 年，英国国王乔治四世未登基前在那里生活。

为了治理身体疾病，他在现在的英皇阁所在地租赁了一户农舍居住，

1815 年—1822 年间，由建筑师 John Nash 建造。整个建筑及其内

部装修都体现了东方情调，外观上有类似伊斯兰教的穹顶建筑，颇有

印度的泰姬陵风味。内部装修华丽，部分空间的装饰充满浓厚的中国

情调。乔治四世死后，维多利亚女王则将皇家穹顶宫卖给了市议会。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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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用作印度伤兵医院，目前对游客开放，也用于

重要的宴会和婚礼。在这里能够看到英国的艺术设计与旅游产品的充 

分结合：纪念 2013 年哈利王子的儿子出生的瓷杯一个售价 20 磅，

纪念英国女王登基 60 周年纪念摆设磁盘等，应有尽有。这一点应值

得学院师生学习借鉴，更值得苏州市政府建设文化苏州参考。因为这

里是一个旅游业为主的城市，到处可以见到中国人，或者会华语的东

南亚一带的华裔。特别是一些小学、初中的游学团，由教师带队，结

伴而来，说不定一句 HELLO 也不需说，只是看风景而已。学校、旅

游公司热衷于推行此类游学，可谓各取所需，两手空空的应该是孩子

和父母，游学一趟需要一笔不菲的资金，仅仅看看西洋景，太没有价

值了。当然，家里经济条件好的同学除外。可见教育思想的腐败已经

深入骨髓，非有一番彻底的转换不能改变当前教育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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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1 日/周日 

07:20am LEAVE EP FOR LONDON TO VISIT LONDON EYE\ BIG 

BEN 

        HOUSES OF PARLIAMNET AND BUCKINGHAM 

PALACE 

英国属于海洋性气候，而且是高纬度，不似国内高温灼人。公寓

内不装空调，微开窗子即已凉风习习，煞是怡人。窗外薄云微开，鸟

儿鸣叫，空气中有湿润、清甜的感觉，确实是一处学习之地。 

伦敦眼坐落在泰晤士河畔，是一个现代化的、人造的大型游乐设

施，也是伦敦的地标之一，与英国国会大厦隔河相望。每个轮子里面

可以容纳 20 多人，在机械的带动下，站在转环一个个吊笼内的人被

升起、下降，把古老的英国国会大厦（HOUSE OF PARLIAMENT ）

和伦敦半个城进入眼底。这是现代科技与传统建筑的完美结合，为英

国带来了大量的游客，创造了数不清的就业机会，赚足了世界的眼球。

这是英国人思维的创新，也是他们对现代与传统结合的大胆尝试，问

题是，我们的故宫也是重要的文化场所，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中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能够象英国一样，创造出一种古今融合、便利

游客、带动就业的设计吗？我们能够接受这种城市建筑吗？一个原创

思维不足，到处山寨的国家，文化上不具吸引力，不可能成为世界强

国。 

和国内不同，走在伦敦的大街上，这里少有宽阔的马路，街道基

本上是双车道，但无论如何，都给行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并不感到

拥挤。走马观花地经国会大厦（HOUSE OF PARLIAMENT ）、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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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到白金汉宫（BARKING 

PALACE），特别是白金汉宫，游人如织，，其门前的广场，胜利女神

的雕像巨大，占据了很大的空间，是游人拍照、休憩的重要场所。其

建筑更多地考虑到普通民众的便利，包含着与民同乐的积极因素，虽

不能说它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但其亲民、便民的设计理念还是与大

门紧闭的国内政府广场有强烈的对比。如织的游人，除了欣赏大英帝

国的建筑之美，还会带走对英国文明的同感吧，这种不做宣传的宣传

难道不是最好的宣传吗？难道不是更好地增强了英国文化的影响力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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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周一 

07:20am LEAVE EP FOR BOURNEMOUTH 

伯恩茅斯（BOURNEMOUTH）地处英国南部中间沿海地带，风

景如画，气候宜人。伯恩茅斯是一座历史名城，也是英国的大力打造

的现代化旅游胜地，有 12 公里长的黄金海岸，金黄的细沙，甚至有

被风卷起之感，走在上面，细腻柔滑，游人众多。 

 

这里还有众多的

剧院、音乐厅和名

胜古迹，其中拉塞

尔考茨艺术画廊

和 ROSEXI 博物馆有众多的艺术收藏，只不过我们无缘观看，沿街

的古旧物商店内，可以看到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品：耳坠、烟

斗、戒指等等，都是极平民化的东西。在一个金属艺术品店内，一个

艺术学院毕业的以金属创作为业的年轻人开办的，个人看中了一个由

几片铜叶制作的造型简洁、夸张、张开大嘴歌唱的青蛙艺术品，售价

10 英镑，因为是纯手工艺品，没有包装的盒子，无法包装，虽很喜

欢，却不能买来带回。那只张开大嘴唱歌的青蛙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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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很少看到这样的作品，到底是什么限制了最具有开创性的艺术设

计人才的思维，使其作品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缺少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和感召力，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 

 

8 月 13 日/周二 

10:00  LEANING AND TEACHING IN THE STUDIO   Betty 

Nigianni 

14:00 DESIGN MANAGEMENT EDUCATION A GLOBAL 

OVERVIEW  

   Aqeel ahmed 

《英国工作室的教与学》由

Betty Nigianni 讲授，她从学生、

教师、学校三个方面分析工作

室教学，认为好的课程表对于

工作室内的实践课程来说是必

不可少的。工作室教学中所有

的学生必须运用或拥有手抄本，要清楚是谁、在哪儿，和谁在一起。

提供给学生总体设计和课程时刻表详细信息，要包括时间、空间、同

组学习的同学等要素。她在讲座中强调坚持课程表的“计划性”，课程

设计要符合学生的实际，不要随意改动，要保持课程教学的延续性。

这些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有时候我们的专业课程会被行政力量

和其他事务干扰，给教学质量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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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DESIGN MANAGEMENT EDUCATION A GLOBAL 

OVERVIEW》的讲座，为艺术管理硕士课程，涉及课程内容，入学

要求，毕业要求，培养目标等等内容，有广而告之，推介招生之嫌。 

 

 

 

8 月 14 日/周二 

10:00  FINE ART OR MODERN ART 

14:00  VISITING THE WORKSHOP OF WINCHSTE ART 

在英国艺教育史上，JOHN DEWEY 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说“if 

we teach today’s students as we taught yesterday’s , we rob them 

of tomrrow.”因为，在 JOHN DEWEY 看来，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

不是为未来的生活作准备。在世界艺术教育中，KAPROW 成为美国

战后的关键人物，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强调艺术教育中对教学

过程的重视，学生作品质量是学生学习情况的反馈。学生通过反思艺

术家的作品，为自己创作作品提供灵感和思维来源，教师起到引导和

帮助作用，不作学生学习的裁判，告诉他们该如何如何，而是通过学

生个人的反思来提供自己对艺术与设计的把握，形成自我特色。学生

的作品 65 分就是好的成绩，学生作品多在 50—70 分之间，70 分以

上是比较优秀的，很少有学生能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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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上，工作室空间不大，设备也并不多先进，特别是和学院现

有工作室相比，也就是说在硬件建设上，我们并不落伍。但在工作室

的管理上，可以看出曼彻斯特艺术学院工作室管理细致到位，各种规

则、制度、提示更是贴在醒目位置，要求明确，特别是机器使用应注

意事项要求严格，使用记录准确。学生在使用工作室设备时可能会遇

到的危险和困难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给予了必要的提醒，制定了详细

的各类规章制度，表明工作室教育的中心是学生，非教学或不能给予

学生学业支持的悉行除去，真正体现了服务学生，以学生为中心的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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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周四 

07:30am LEAVE EP FOR WINDSOR CASTALE AND 

PORTSMOUTH 

    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区域伯克

郡温莎-梅登黑德皇家自治市镇温莎镇，目前是英国王室温莎王朝的

家族城堡，也是现今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城堡中最大的一个。在英国，

城堡的历史和英国的君主专制密切相关，城堡是作为国王与王后的要

塞、住所或行政官邸而建，甚至可用作监狱。温莎城堡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威廉一世时期，1070 年征服者威廉一世为了巩固伦敦以西的防

http://zh.wikipedia.org/wiki/%D3%A2%87%F8
http://zh.wikipedia.org/wiki/%D3%A2%87%F8
http://zh.wikipedia.org/wiki/%96%7C%C4%CF%D3%A2%B8%F1%CCm
http://zh.wikipedia.org/wiki/%B2%AE%BF%CB%BF%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B2%AE%BF%CB%BF%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B2%AE%BF%CB%BF%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9C%D8%C9%AF_(%B2%AE%BF%CB%BF%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9C%D8%C9%AF%CD%F5%B3%AF
http://baike.baidu.com/view/60588.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CD%FE%C1%AE%D2%BB%CA%C0_(%D3%A2%B8%F1%C0%BC)
http://baike.baidu.com/view/4110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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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选择了地势较高的地点，建造了以土垒为主要材料的城堡，后经

过国王亨利二世和爱德华三世的不断改造，城堡逐渐加固，并成为展

示英国王室权威的王室城堡。19 世纪初，经英王乔治四世大规模改

造，奠定了今天的基本格局。其外围淡雅的米黄色高大围墙，在西下

的夕阳中更是金碧辉煌，显得更加牢不可破。城堡占地面积 45,000

平方米，是英王的主要行政官邸，同时也是一座艺术宫殿。城堡收藏

有英王室数不清的珍宝，其中不乏达.芬奇、鲁斯本、伦勃朗等大师

的作品，那些保留在每个房间里的、留传自中世纪的家具和装饰品就

是一座小型的艺术展览室。 

对比我国，从秦王朝统一中国到满清定鼎，也是实行集权专制模

式统治，英国逐步由高度集权逐渐转变为虚君的君主制，是贵族和下

层民众的相互妥协，互相忍让的结果。反观中国，其文化中始终缺乏

妥协因子，更少有民主萌芽，民族思维中极端思想盛行，非黑即白，

把复杂的世界和人类行为简单化，非敌即友，凡是敌人的，不论是思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5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234.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C6%BD%B7%BD%B9%AB%B3%DF
http://baike.baidu.com/view/20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364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2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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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意识的，还是物质的，要统统扫除干净，要大破大立，不知道立比

破难，更不愿意有点滴的妥协与退让。这种极端思维在自上而下大一

统意识主导下，不允许有些微不同于大一统的“异端”思维存在，使个

人和民族的行为往往走向极端，或者适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发展；

或者逆历史潮流而无法自拔。这种思维的单一性是国民现代化的致命

伤，必须有所改进。以苏州阊门的兴废可以看出，拆与建都有充足的

理由，都可自圆其说，其结果是拆去真的，留下假的和伪的，遗患无

穷。五千年的文明，我们还能继承和发展吗？这五千年的文明还能为

世界文明作些贡献吗？能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上现代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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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6 日/周五 

07:20am LEAVE EP FOR BATH SPA UNIVERSITY / BATH 

MUSEUM 

参观巴斯斯帕（BATH SPA）大学艺术学院和巴斯古城。古城巴

斯是英国唯一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以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乔治时

代的建筑著称。巴斯斯帕大学成立于 1898 年，巴斯艺术学院设有美

术、油画、雕塑、视觉设计、动画、插图、摄影、电脑设计、多媒体、

纺织设计、服装设计、陶艺等专业。 

首先，感觉上，巴斯大学艺术学院校园不大，教学、实训设备也

或许并不比苏州工艺更先进，但学生管理或者说实训的管理精确到

位，注重细节，以满足教学为标准。学校、学生之间的责任关系明确，

不像国内，学校负无限责任，大小事物全由校方包办，只有责任没有

权力。 

其次，应该承认，英帝国

在文化上影响上的余威仍在，

且处理的非常技巧，不像我

们，直接、率真，亦或可以说

是浅薄。以巨石阵为例，所谓

的巨石阵，不过是几块祭祀用

的石头而已。先有人杜撰出所

谓的外星人出发基地说，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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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人们的渴望，赚足世人的眼球，再把这几块石头围起来，卖门

票，与中国的商业炒作如出一辙，喧嚣纷繁的世界，一个“利”字而已！ 

第三，英国的考古修复值得学习。巴斯古罗马浴场的挖掘与保护

堪称典范，修旧如旧，其考古理念、技术都是比较先进的。不像国内，

修旧如新，糟蹋文物。即以校外上方山宋代古塔修护为例，维修时加

在塔外的水泥，犹如让大诗人李白穿上西服，文物保护意识之落后与

浅薄在水泥的使用中大白于天下。 

 

还有就是感觉巴斯古城流浪术家特别多，一个上午见到的不下

六、七回，男女、老少皆有，他们沉浸在自我的艺术表演中，对路人

的施舍好像并不关心。问了随行的温彻斯特艺术学院随行老师，才知

道，这些流浪艺人在完成一定的手续后，是可以申请政府补助的，不

用为吃住发愁，无后顾之忧，这一点与国内的乞丐强讨硬要不同。管

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信然，英国绅士的背后是

完善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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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周六 

07:30am LEAVE EP FOR OXFORD & BICESTER SHOPPING 

VILLAGE 

16:00pm DINNER WITH HEAD OF SCHOOL & CERTIFICATES  

走在大学城的街道上，和英国绅士的行事风格一样，大学城的院

校低调、务实，不事张扬，这里没有国内高校通常能看到的气势雄伟

的门大院和明显的大学标志。主街之后的街道，路不宽，曲折幽长，

像是一座幽静的古镇。街道两边那些有些斑驳的古老建筑，形色各异，

风格不同，有哥特式、欧罗巴式等等，不一而足，但都不十分的高大，

不经意间，某扇不大的门后，就是世界鼎鼎大名的学院了。推门而入，

不论学院大小，多有高大树荫覆盖下的宽草地和色彩淡雅、肃静而显

得稳健、厚重的建筑，与传授知识的严肃浑然一体，给人以宁静、静

穆之感。 

 

大学城始于十二世纪，是英国乃至世界顶级学府，在近 800 年

的历史中，牛津大学培养了 6 位英国国王、26 位英国首相、多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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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首脑（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40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

及一大批世界著名科学家，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哲学家弗朗西

斯·培根、诗人雪莱、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天

文学家埃德蒙多·哈雷等。牛津大学城可以视为推动英国文化与科学

的发展渊薮，也可以说是世界科技文化创新的策源地，为为人类的文

明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比斯特则是英国实用主义和高度商业化的产物，是一个在广阔

的空地上建立起来条形的高档奢侈品购物村，虽然没有文化价值，但

充满了世俗的渴望，游动着满足消费荣誉感的饥渴眼神。仔细看来，

可能因为是暑假期间，这里更多的是东方面孔和阿拉伯面孔，是这两

类人支撑了比斯特购物村的繁荣，确实令人五味杂陈，特别是见到成

批的来自国内游学的中、小学生团队，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4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5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5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99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22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54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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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晚宴前，由温彻斯特市长为我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大家顺

利结业。 

 

8 月 18 日/周一 

09:30am LEAVE EP FOR 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位于英国伦敦新牛津大街北面

的大罗素广场，成立于 1753 年，1759 年 1 月 15 日起正式对公众开

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拥有藏品 600 多万件，其中中国

藏品达 2.3 万件，涉及远古石器、商周青铜器、魏晋石佛经卷、唐宋

书画、馆藏有远古石器、商周青铜器魏晋石佛经卷、唐宋书画、明瓷

器等等，门类齐全，美不胜收明瓷器等，门类齐全，美不胜收。 

 

为便于离开拥挤的伦敦城，我们是从博物馆后门进入中厅的。中

厅位于博物馆中心，由 1656 块形状奇特的玻璃片与钢材结构组成的

的网状穹顶，使这座具有 257 年历史的古老博物馆颇富现代气息，

设计充分考虑大参观者的需求，敞亮的大厅与周围的展馆相连接，中

心的阅览室与图书销售部相连，便于游客阅读与购物。中国文物陈列

在 33 号展厅，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印度一样，是博物馆特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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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引人注目的几个国别展厅之一。非常有幸的是，这里的中国展品可

以拍照，有幸在这里看到许多国内有或没有都看不到的艺术珍品。特

别是中国远古时期的象征国家权力的玉器，更是第一次见到实物。中

国青铜器文物中，对商代双羊连体尊有深刻的印象，该尊双羊背背相

连，其连背上驮着一个圆柱型器皿，羊角弯曲，眼睛、嘴巴塑造得惟

妙惟肖，四肢羊腿稳固地支撑着羊体和器皿，铜绿淡雅，结构对称，

纹饰纷繁和谐，质感厚重拙朴，整体造型美轮美奂。除青铜器外，玉

器和瓷器展更是令人目不暇接：玉龙、玉猪等商代玉器，造型简洁夸

张；元代“至正型青花龙纹大瓶”，瓶颈上有确切的纪年，瓶身上下共

有九层花纹，几乎囊括了除人物外元青花绘画的全部元素：龙纹、云

纹、海水、蕉叶、扁菊、杂宝等一一细现，无不精彩绝伦，美轮美奂。 

 

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里，看到自己的国宝静静地趟在这里，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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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不住阵阵酸痛，五味杂陈：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它们有了安静的

归宿；作为龙的传人，这是莫大的耻辱，先人之物尚不能守，何以教

导子孙，惠及后代？ 

 

第四部分：个人学习总结 

 

转瞬间，十几天的学习交流很快就结束了，真是意犹未尽，感触

良多。总体感觉是，冲击了视野，开阔了眼界，发现了差距，看到了

不足。在比较中英教育文化及大学生教育管理方面，总结如下： 

英国是现代大学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其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

进程有数百年之久，特别是近年来，英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人才培

养质量高，成绩有目共睹，其高等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教学机制、

学生管理体系等，对我院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要遵循教育规律，把握教育本质 

不论承认与否，国内高等教育在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不尽如人意

是不争的事实。建国 60 多年，党和国家对教育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科技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正如徐显明

教授所说，这些科技成果缺乏原创性，只是对其他国家已有科技的部

补充和运用，创新性不足，创造性不够。不论在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

学领域，和上个世纪的 30 年代相比，都没有大的起色，整个高等教

育甚至可以说是在倒退，不仅没有培养出大量的创新型人才，国内高

等教育在世界的排名在严重下滑，以至于使老一辈科学家，诸如钱学

森等指出高等教育存在致命性缺陷，提出了“钱学森之问”。反观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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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尊重学术自由，尊重学生自由发展的核心理念和权力与学术分野的

科技创新体制，使其高等教育始终能够适应世界经济社会的变化，培

养出社会需要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开拓能力的世界顶级人才，从而推

动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要赋予高校足够的办学自主权，避免过渡的教育行政干预 

    英国艺术设计教育的学位可以自主设立，其前提是接受国家教育

行政部门的严格考评。反观国内，以朱清时领导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

虽由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自主办学，还是三年不成，更不要说一般

公办高校或纯粹出于盈利目的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了。国家只利用私

立教育机构弥补公办教育投入的不足，少有政策上的扶持，这于上世

纪初公立、私立大学竞相开展竞争的良性激励机制形成巨大反差。社

会行业千差万别，人才需求各式各样，教育行政部门如何能够有效指

导、管理国内涉及众多行业、各具特色的高校办学。不能指导，却坚

持指导，其结果就是当前的教育现状，谁都感觉到中国高等教育确实

存在问题，却又无可奈何。因为高校没有办学自主权，校长、书记虽

有想法，有改革创新的冲动和需求，却无法实施，最后只能因循守旧，

听之任之，无力推动教育的发展。 

三、提倡求真务实，实干苦干 

受缺乏办学自主权的实质是，高校的许多活动都在按照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的要求来执行，高校成为上级政策命令的执行者，行政命令

成为必须遵守的教育规律，与教育实际严重脱轨，无视教育本质的存

在，更不能求真务实。教育表演化，重外表不重内容，重表象不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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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无形中在鼓励、引导师生说谎、造假，与教育树人的本质要求南

辕北辙。即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例，“以人为本，服务学生”的口号

都在提，但往往校内各部门认识不到位，执行力度不一，往往只停留

在口号上，做表面文章，而且内部部门分工配合紧密度不够，没有统

一思想，实际效果不理想。必须要实实在在地关心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这是高校管理和学生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以服务学生的需求为指引，把工作落到实处，使学生成为学习

的主人，使学生成为学院的中心。同时，注意加强学生事务与学术事

务的密切联系等具体管理工作，避免学生管理与教学工作各自为战，

造成学生工作因与教学工作争时间、争空间而受到不应有的限制。英

国高校学生事务与学术事务密切联系的举措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

工作思路。从机构的设立到工作内容的安排，把学生工作和教学工作

互相渗透，从而使教学工作真正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使学生工作自

觉服务于教学，形成合力达到全员育人。 

四、建设法制社会，学校教育的归学校，社会管理的归社会 

英国高等教育的全部管理完全建立在法制社会的基石之上，依法

办事在英国高校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也是法律

约束的结果，没有法律的约

束，人性的自私与随意都是相

同的。伦敦眼广场上的自行车

也是被偷的只剩下三角架；巴

斯大教堂的古代石雕上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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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满了名字。 

但曼彻斯特艺术学院和巴斯斯帕大学艺术学院中，都对工作室内

教学机器设备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对于由于不按照规定操作机械

造成的人身伤害完全是学生负责，在国内出现的学生家属围堵校门，

影响教学秩序的现象在英国是不可想象的。国内高校在涉及学生管理

中留有太多的法律空白，学校和学生的权益都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

导致凡是涉及学生利益的事情，双方都无所适从。加快学院有关师生

权益的建章立制，更加清晰地界定学院和学生的权利与义务，既充分

保障学院和学生双方的权力与义务。凡属于应由社会管理和负责的，

不再由学校管理，造成学生与教师之间不必要的思想抵触，为增强教

师思德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提供充足的思想因子，培养合格的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同时，学院管理在上要进一步推行专业

化管理。借鉴英国高校管理经验，对诸如学生事务管理等工作，针对

不同情况，设计科学合理的工作内容、服务项目和工作岗位，达到分

工明确，界限清晰，职责定型。学校管理工作的模块化是实现专业化

发展的基础。专业化就要求从业人员具有专业领域的理论深度和实践

能力，能在面对新问题时提出合理合法的应变策略，解决教育管理中

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现高校管理的现场解决，而不是教育行者管

理部门的命令指派，从而提高办事效率，解决实际问题，全面推动教

育质量的提高，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艺术设计人才。 

要注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化。英国大学生没有思想政治

教育这门课程，他们的人格培养是在父母、家庭、教堂等社会教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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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而且是溶入生活的道德教育。国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课

程化、考试化模式需要加快创新，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化要求，与

现实生活接轨。特别是提出道德要求的主流社会群体的行为，其最低

限度的要求是不应与所提倡的道德要求产生强烈的冲突，导致理论与

行动脱节，使大学生无所适从。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应侧重社

会教育，法制教育，学校的教育应是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实现社会的

归社会，学校的归学校，切实提高教育效果。 

2013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