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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表

培养全球公民意识

导入 1

•	超越国境的日常
•	日常生活中来自全世界的物品：我们早上吃美国农民种植的小

麦制成的面包，穿菲律宾工厂生产的T恤衫，使用中国制造的电
子设备，并乘坐以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为燃料的公共汽车。我们
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许多物品都是在世界各地生产的。

•	实时直播的全球新闻：随着通讯的迅速发展，人类可以实时了
解全世界的新闻。

•	各种国籍和种族的邻居：环顾四周，很容易看到来自世界各地
和各种文化圈的人们。

	+ 随着信息通信的迅速发展，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
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共同体。

导入 2

•	全球化时代，我们是谁?
•	您听说过全球公民吗?	
•	您平时对地球村各国的新闻感兴趣吗?	
•	世界与我们有什么样的联系?	
	+ 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科学等各个领域，相互影响、交流增加的现象。随着交通
和通讯的飞速发展，人类可以在一天内飞到地球的另一端，也
可以实时了解来自全世界的新闻。随着全世界的相互依赖性越
来越高，全球化导致的问题也正在加剧。

•	对新人类的需求：地球村时代需要的是全球公民，他们的视野
超越国家扩展到全世界。

•	认识到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这不仅是
为了地球村，也是为了每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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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3

•	地球村时代，全球性扩散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世界在经济上相互依赖。随着国家之

间的资金流动变得自由，除了一个国家的繁荣，金融危机也会
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2008年席卷美国的金融危机
导致了全球经济下滑。

•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全球扩散：埃博拉病毒、非典型性肺、新
型冠状病毒都是在某些地区爆发后扩散到全球范围的传染病。
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在首次爆发后的一
年内，在世界范围内确诊了6000万例病例，因此而死亡的人数
为140万（11月底的统计数据，在最终修订时进行修订）。

1. 谁是全球公民?

•	公民：是指民主社会的成员和具有政治权利的主体，是自愿和
积极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人。

•	全球+公民：全球公民是指为基于共同体意识，关注各种全球性
问题并积极解决这些问题，以创建可以共存的地球村的人。全
球公民不因种族、国家、宗教等不同的原因排斥他人，并持续
关注解决地球村面临的问题，努力寻找对策。

•	全球公民意识：全球公民意识是指不将自己视为某一个国家的
公民，而是认识到自己是地球村共同体一员，并认为自己应具
有作为全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 我们都生活在全球化的地球村，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其影
响，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已成为全球公民。

2.“全球公民”一词是从何时开始使用的?

•	古希腊哲学家们：两千年前，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代哲学
家们已经宣称自己是“世界公民”。他们认为自己超越所属的
城市或集体，归属于全世界，认为必须为世界提供文化和政治
价值。

•	 20世纪初：经历了1900年代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开始想
到整个地球村都必须合作，以免再次经历这种悲剧，并为保护
和平与自由、人权的价值而创立了联合国（UN）。在这个过程
中，国际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全球公民意识。

•	 20世纪后：随着交通和通讯的迅速发展，人类实现更近距离、
更紧密的交流。随着这种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全球公民意识传
播开来，全球公民所要求的价值和素质已经深入人们的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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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全球公民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	人权：作为人类应该享有的合乎人类生活的权利，被称为“人
权”。无论种族、宗教、民族、国籍、财富、残疾等如何，地
球村所有人的固有人权都需要得到尊重。

•	相互依存性：全世界各地区的人们都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中。
我们要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环
境、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都与我们自身有相互的影响。

•	多样性：认可和尊重差异及多样性是各种人群和平共处的必
要条件。对于种族和宗教、社会历史政治背景、语言和文化差
异，我们必须认可，摒弃对他人的成见和偏见，采取开放的态
度。

•	可持续性：“可持续性”是指人类为了长期发展不在短时间内
破坏自然资源。换而言之，就是人类在保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同时继续发展。

4. 全球公民应采取怎样的态度?

•	观看全球公民意识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b6sL__mhs

•	对他人的同情：全世界所有人的人权都不应由于种族、性别、
地区特征、宗教、经济困难等原因而受到侵犯。全球公民应该
看到人权被侵犯的地球村邻国的困难，对于他们的困难采取同
情的态度。

•	对差异的尊重：全球公民需要尊重相互差异、认可文化多样性
的态度。

•	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全球公民应保持一种态度，观察地
球村中正在发生的现象，同时分析原因及结果，并思考如何消
除其原因、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	积极的行动：在认识到世界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需
要采取行动。要利用发达的通信网络听取世界各地的故事，发
出自己的声音，采取行动。

5. 全球公民应该关注哪些问题?

•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201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的要在2030年前
实现的17项人类共同目标。这与“不让任何人落后”的口号一
起，对于人类、地球、繁荣、和平、伙伴关系等五个领域的人
类发展方向，提出了17个目标和169个详细目标。

•	创造更美好世界的17个目标：1.消除贫困	 2.消除饥饿	 3.健康与
福利	 4.高质量的教育	 5.性别平等	 6.清洁水与卫生	 7.可利用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b6sL__m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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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	 8.高质量的工作和经济增长	 9.工业、创新、基础设
施	 10.减少不平等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12.负责任的消费和生
产	13.气候行动	14.海水和淡水生态系统	15.陆地生态系统	16.和
平、正义、强大的体制	17.伙伴关系

5. 全球公民应该关注哪些问题?(1.消除贫困)

•	 13亿绝对贫困人口：贫困通常是指“物质财富或金钱不足或缺
乏”的状态。有12.9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每天生存费用不
足1.25美元），占世界人口的22.7％（世界银行2012年统计）
。由于食物不足和生活条件恶劣而使生存受到威胁的“绝对贫
困”是所有人都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	财富不平等：世界上26位顶级亿万富翁的资产总和等于世界
最底层38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0％）的资产总和（《乐施
会》2019年统计数据）。尤其是在重视新自由主义贸易体系的
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已在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获
得了巨额利润，全球财富的不平等现象也在加剧。

	+ 全球公民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
①	国际发展合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提供基础的条件，保证人

类正常生活，以及享受生活，并为了他们更好的生活而互相
帮助，这一切活动被称为国际发展合作。这是由国际组织领
导的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物资，
以消除贫困，保证教育和卫生。

②	公平贸易：公平贸易是指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生产者提供更
有利的贸易条件（向生产者支付公平的价格），以实现其经
济独立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贸易形式。公平贸易不仅能够保
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生产者和工人，同时也解决了他们所遭
受的人权侵害、劳动力被剥削的问题。

5. 全球公民应该关注哪些问题?(2.消除饥饿)

•	 8亿饥饿人口：目前，世界营养不良人口约为8亿（10.7％）。
联合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消除饥饿及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但
预计很难实现。

•	食物不平等：全世界的食物总量足以供地球上每个人食用。但
是，由于生产、流通、分配的方法没有考虑到最贫穷的人们，
因此数亿人口遭受着饥饿之苦。虽然贫困和饥饿通常因个人
缺乏能力而产生，但也是缺乏适当的福利制度、贪污腐败、不
平等的贸易结构等社会、政治、结构的不平等带来的结果。因
此，如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根据政治和社会背景采取整体
性的方法，并从全球角度寻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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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公民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
①	 国际粮食援助项目：世界粮食组织（WFP）、乐施会、联合

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为绝对贫困的人们提供粮食。赞助这样
的粮食援助组织，也是参与消除全球饥饿的一种方式。

②	 减少食物浪费、参与零垃圾运动，也是为消除饥饿进行的日
常的努力。

5.全球公民应该关注哪些问题?(3.保护环境）

•	环境污染：一个国家产生的污染物会通过空气和洋流扩散到
全世界。代表性污染物是黄尘、细尘、船舶燃油、放射性物质
等，这也可能成为导致国家之间冲突和争端的原因。

•	气候危机：自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使用的化石燃料
一直持续排放温室气体。温室气体导致了全球变暖，地球温度
逐渐升高，截止2020年，在过去的100年里，全球平均温度上
升了0.8摄氏度。这导致冰川减少，海平面上升，发生各种极端
天气和自然灾害，威胁全球生态系统。

	+ 全球公民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
①	国际社会签署了气候协议，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并采取行

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②	国家在重组制度、制定法规以实施气候协议的同时，实施促

进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
③	公司应开发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更少的产品，并在整体

管理中强调环保实践。
④	个人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着重于日常生活中能够实践

的事情。

5.全球公民应该关注哪些问题?(4. 冲突与难民）

•	国际冲突：即使在今天，由于宗教、种族、文化等的不同，地
球村的各个地区依然发生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冲突。从某地区开
始的地区冲突，可能恶化为国家间的战争或无差别恐怖袭击，
并蔓延为全球恐怖活动。近年来，由于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排
他性民族主义，冲突和摩擦加剧。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
突，以及叙利亚的内战正在影响周边国家。

•	难民危机：全世界的难民人数为7950万，占世界人口的1％	
(联合国难民署2019年统计数据）难民是指为逃避国际冲突造成
的战争、迫害和安全威胁，而离开家乡逃往其他国家的人。进
入21世纪后，随着中东和非洲地区冲突的加剧，难民人数呈爆
炸性增长，许多难民甚至在越境的过程中死亡。在许多国家，
接纳难民的利弊意见参半，难民的居住问题正面临严重的危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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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公民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
①	扩大法律和制度以尊重文化多样性。当一个国家中有多个种

族居住时，指定并使用多种官方语言，以法律来保障和尊重
各个宗教的自由。

②	联合国（UN）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等国际组织正在
努力调解国际冲突并救助受害者。这些组织负责解决国际冲
突，制裁威胁和平的国家或团体，并保护和救济因冲突而产
生的难民。

•	见证（睁开眼睛）：提高全球公民意识，首先要睁大眼睛观
察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一阶段是认识到问题是自己的事
情，而不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	学习（唤醒理性）：当你看到世界的问题，自然就会想对其深
入了解。对于关注的问题，在积累相关知识的同时寻求解决方
案，这是第二阶段。

•	沟通（形成关系）：第三阶段是以地球上所有人类都彼此相互
关联的互联性为基础建立关系。全球公民甚至应该具有与那些
被称为“敌人”的人保持团结的态度。

•	全球合作（共同工作）：全球公民必须分析问题的原因和结
果，并考虑如何采取行动消除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

	+ 以难民问题为例进行思考：关注难民问题	 ⇨	 学习难民危机	 ⇨	
同情难民的困难并找到与他们的连接	⇨	支援难民援助组织	

7. 以全球公民意识为基础活动的国际组织

•	什么是国际组织?：全世界已成为一个地球村，活跃的交流过程
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国际组织是基于全球多边合作解决这些
问题的组织。
①	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具有独立的权利和影响力，独立

于各个国家。
②	国际组织为每个国家的代表提供一个共同讨论和协商世界上

发生的一些问题的场所。
•	联合国（UN）：联合国是一个国家联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为防止世界战争和维持和平而成立的一个组织。它的
成立是为了寻找解决跨国问题的共同对策，主要从事维持和平
活动、减少军事费用，国际合作等活动。

•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
致力于消除全球饥饿。作为一个将粮食运送到难以运到的冲突
地区及偏远地区的联合国组织，它为防止饥饿被用作战争和冲

6. 形成全球公民的四个阶段(出处：马克·盖尔宗“你是全球公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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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武器，做出了很大贡献。
•	世界卫生组织（WHO）：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保健卫生

领域的国际合作而成立的一个联合国专门机构。为了使全世界
所有人类的身体及精神健康达到最高水平，正在进行中央检疫
局工作、提供研究数据、流行疾病及传染病对策支援等活动。

8. 具有高度全球公民意识的人们

•	吉诺·斯特拉达：在世界各地的冲突地区拯救战争受害者的意大
利外科医生（1948〜）。	2017年获得鲜鹤平和赏。他相信世上
的每个人无论穷富都	 “有权接受治疗”，因此在1994年成立了
一个名为“紧急情况(Emergency)”的国际紧急医疗组织，挽
救了冲突地区患者的生命。（在16个以上的国家运营60多个紧
急医疗设施，挽救了800多万人的生命。）他坚信即使是世界上
最贫穷的国家的人民，也有权获得这个时代最高水平的医疗服
务，正在开展一个在非洲沙漠中建立世界一流的心脏手术中心
及专业治疗中心的项目。“人权意味着所有活着的人都拥有一
样的权力。不能根据贫富差距将其分为A、B、C等级。”

•	潘基文：联合国第八届秘书长（1944〜）。2020年获得鲜鹤平
和赏。潘基文秘书长领导联合国10年，领导了可持续发展计划
以及应对气候危机，卸任后，他呼吁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拥有
超越国家的作为全球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在全世界76亿人
口中，有数十亿人口得不到实惠、被边缘化、失业，绝望。如
果我们所有人用全球公民的热情行动起来，就能为他们提供帮
助。

9. 全球公民意识与新型冠状病毒

•	改变全球公民日常生活的新型冠状病毒：由于史无前例的传染
病在全球流行，整个地球村陷入了混乱。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
年3月11日宣布大流行，正式宣告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性大流
行。

•	比病毒更可怕的厌恶：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原因，正在产生对
于最初发生地中国及中国人，以及亚洲人的厌恶、歧视及无理
由的排斥。因为跨国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种排他性态度
只会对解决流行病产生不利的影响。

•	团结意识与合作：国家利己主义是无法克服新型冠状病毒传染
病的。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跨国合作，在全球团结的意
识下开发疫苗及治疗方法，以及共享检疫技术等。同时，对于
大流行之前就由于冲突、饥饿、暴力和贫穷而生活艰难的许多
人，应该让他们认识到这是一次更为严重的危机，应倾注比以
往更多的关注和努力。


